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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知识就是力量”
—
—— 培根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界定
尚新建
（ 北京大学 哲学系，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

知识就是力量”这一命题，
【摘要】培根曾提出“

“知识就是力量”并非单纯号

召人们努力掌握科学知识， 提高自身的工作能力， 更重要的则是提出了人类征
服自然、统治自然的科学纲领， 重新规定了人在自然中的主导地位， 以及人与自
然的关系， 从而改变了知识的性质， 让知识为社会和政治服务， 将知识与力量
（ 权力） 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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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一段时间里， 培根似乎为人们所遗忘。直至 ２０ 世纪末， 西方学界对培根的兴趣和研究
才得以复苏。在国内， 即便今天， 培根还是很少有人问津。这种局面所以形成， 一定程度上是因为
［１］
人们过去过于简单地理解培根， 仅仅将其看作“一个活跃的政论家和平庸的思想家”
， 从哲学史

上看， 充其量不过是英美经验主义的鼻祖， 并因此占据近代哲学之父（ 与理性主义的鼻祖笛卡尔
相对应） 的位置。因而， 对今天的中国来说， 培根哲学的意义似乎仅仅在于国人“更需要的是英美
①
经验论传统中那种细密的科学分析、重视实证的态度、方法和精神”
。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斗

争一旦成为老生常谈， 培根哲学也就贬值了。然而， 经验主义只是培根认识论的一种倾向。倘若
我们将眼界扩展开， 从现代性的形成和启蒙精神的视角考察培根哲学， 就会发现其划时代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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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泽厚为《培根及其哲学》所作的序， 见余丽嫦： 《培根及其哲学》序，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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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位和深远的意义。事实上， 培根所以在历史上声名显赫， 主要因为他是启蒙精神的开创者和
鼓吹者。卢梭将他称作“最伟大的哲学家”， 与笛卡尔和牛顿并驾齐驱， 同属于“人类的导师”。洛
克称赞他为学术的进步提供有效途径。法国启蒙思想家承认他是启蒙的先驱者。其赞誉都与启
蒙联系在一起。培根学术近期的复兴与发展， 其动力也是将培根哲学置于启蒙的背景中。
本文尝试着从启蒙的观点出发， 讨论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这一命题。其理由或目的在于：
首先， 国人所熟悉的培根最著名的口号， 莫过于“知识就是力量”， 然而， 人们对其理解， 一般仅仅
停留在字面的意义上； 溯本求源， 阐明该命题的本来涵义， 有助于修正人们的误解。其次， 可以毫
不夸张地说， 培根哲学的全部秘密都隐藏在这个命题背后。通过分析这一命题， 可以揭示培根引
发的西方哲学的转向， 揭示培根哲学的启蒙精神。再次， 西方的近代启蒙是重新塑造人性、重新
建构文化价值体系的一个历史过程， 其效应是形成西方现代的政治体制和公民社会， 形成与古
代、中世纪截然不同的制度安排和价值取向。然而， 所有这些结果， 都以培根、笛卡尔的哲学革命
为先导， 他们的哲学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体现了近（ 现） 代的价值取向。

一 、统治国家与支配自然
概括地说， 培根一生做了两件大事： 从事政治和改造科学， 而且， 后者是前者的一部分。培根
首先是个政治家。他的主要抱负之一是继承父辈的遗愿， 对英国当时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 以拯
救动摇不定的君主权威， 建立一个强盛的大不列颠。这里所谓的“大”， 不仅指英格兰与苏格兰合
为一体， 主要还是指国家的统治权力和政体结构。培根怀抱一个强国梦： 英国要成为一个富强的
大英帝国。然而， 在培根看来， 国家权力的强化与支配自然的程度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君主不仅
要重视我们的合法主权， 而且， 也要尊重我们的自然权利。自然法则比其他法律更有价值， 支配
法则的力量是建立帝国的必要条件。因此我们不仅需要君主政体的权威， 而且需要科学知识的
支撑。人的权威就在知识之中。《伟大的复兴》一书的卷首插图， 象征性地表明培根的“知识为帝
国服务”的理想： 那是一艘英国战舰， 正在驶过两根海格力斯巨柱之间的狭窄水道。海格力斯柱
象征着人类探索的界限， 柱那边的汪洋大海潜伏着妖魔鬼怪， 艰难曲折。在中世纪， “不得超越”
（ ｎｅ ｐｌｕｓ ｕｌｔｒａ） 的警告就是与这种柱形图案联系在一起的。然而， 英国战舰却义无反顾地驶向远
方［２］（ 还有一种说法： 知识的战船完成未知海洋的发现之旅， 通过海格力斯柱， 凯旋而归） ①。尽管
该书内容是自然哲学的改造计划， 并非领土扩张方略， 但培根的意思十分明显， 自然哲学的改造
将有助于扩张帝国领土。增进知识乃强国之本。培根的哲学纲领以改造科学为主旨， 其内容从
属于他那庞大的政治纲领， 其目的是为了大英帝国的政治稳定和国力强盛。
培根所以认为科学知识能为帝国的政治服务， 是因为他将自然法则与政治法则等同起来。
他认为， 政治法则与自然法则同出于上帝之手， 二者十分相似。认识了自然法则同时也就掌握了
［３］
政治法则。他说： “无疑， 一点点哲学使人倾向于无神论； 但是， 深究哲理则使人心回归宗教。”

培根这里说的无神论者， 不是指那些不相信上帝存在的人， 而是指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等人所
代表的哲学流派。他们否认有超自然的神， 把神与宇宙内部的基本原则等同起来。相反， 在培根
看来， 上帝是宇宙的统治者， 用政治家的术语说， 神是宇宙的行动长官。培根的神是一个绝对君
主， 是最高的立法者和法官， 他的法律支配整个世界。培根在 １６３０ 年的一封信中指出： “自然法
则与真正的政治法则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与一致： 一个不过是统治世界的秩序， 另一个则是治理
［４］
国家的秩序……我断言， 自然的原则与政治的原则之间有一致性。”
培根看到自然的知识具有

积极的价值和公共的目的， 看到解释自然与统治国家之间的内在联系， 因而， 将父辈的政治纲领
提高到哲学的层面。现在， 征服自然成为政治家的奋斗目标。
① 见 Ｚａｇｏｒｉｎ， Ｐ．，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Ｂａｃｏｎ， 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８， 插图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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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种理解出发， 培根赋予哲学以新的含义： 哲学的任务就是在人类理智中建造一个世界
的真实模式。人们借此可以把握自然法则， 并进一步发现政治法则， 为大英帝国服务。由此我们
也不难理解， 培根为什么将《新工具》的副标题命名为“解释自然和人的王国的箴言”了。他认为，
研究哲学不只是重新发现人的心灵与事物性质之间的结合， 而且是揭开统治术之谜。正是出于
这个原因， 培根才反复地宣称“知识就是力量”（ ｐｏｗｅｒ 亦可译作“权力”） 。这句话首先意味着培
根把知识看作人类支配自然的一种力量， 把科学或者对自然的认识看作一种增强统治力的手
段， 所谓“力量”， 在很大程度上指统治力。所以培根说， 毫无疑问， 人的主权隐藏在知识当中。
将“支配自然”作为科学的目标， 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的神秘性已经荡然
无存。“自然必须作为一个‘奴隶’来‘服役’， 它将在‘强制’中被机械技术所‘铸造’。自然的研究
［５］
人在一定程度上超脱自然的存在秩序， 与自然形成对
者和侦探们将会发现它的阴谋和秘密。”

立的两极。人成为主体， 将周围世界的一切事物变成对象， 只有与主体发生“对峙”关系才能获得
自己的存在地位。主体成为特殊的存在者， 对客体具有统治和支配的权力， 并试图将客体牢牢掌
握在自己的手心， 建立无条件的统治。或者说， 通过统治， 人与自然事物的关系才被建立起来。在
培根眼里， 人统治自然的手段就是科学。

二 、知识的性质
培根眼中的“科学”有其特殊内涵， 这充分体现在他的“实验科学”的概念中。他重新界定的
知识的性质， 必须通过这个概念加以理解。培根之前的所谓“古典科学传统”大部分发源于古希
腊。后来虽然得到罗马人、阿拉伯人和近代一些学者的推广和发展， 但数量不多， 价值不大， 且基
础仍然是希腊哲学。这种科学传统热衷于夸夸其谈， 富于争辩， 却没有什么产品， 不能带来更多
的实际效益。
到了 １７ 世纪， 欧洲出现一股新思潮， 用全新的方式构想自然的研究， 塑造新的科学模式。培
根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这种科学比以前更经常地进行观察和实验， 强调实验在科学认识中的重
要作用， 因而可以称作“实验科学传统”。这种科学强调的观察实验， 不是将古典科学传统中的经
验因素加以扩展和加工， 而是要创立一种不同的经验科学。它要求拿出确切而实在的实验结果，
理论的作用也要服从实验的权威。这种实验特别强调“扭狮子尾巴”， 即要求制约自然， 迫使自然
在人干预的环境中显示自己。可以这样概括： 实验科学就是从工作（ ｏｐｕｓ） 的观点出发研究自然。
这里的“工作”有两层含义： 一指人的操作， 即主体施行的活动； 二指操作产生的结果， 即人
造产品。前者是工作的过程， 后者是工作的结果。两者都依赖人的活动， 反映人试图认识自然、
控制自然的愿望。人能否实现这个愿望， 不全在理论的完美程度， 更多的则取决于人的技艺， 因
为技艺可以实在地作用于自然， 改造自然。所以培根主张， 技艺高于理论； 实验是哲学最重要的
因素。培根的这个论断隐含着两个前提： 首先， 假定自然产物与人为产物之间没有实质的区别，
在此前提下， 哲学家才可以模仿工匠， 通过技艺或操作来把握自然， 揭示自然的奥秘。其次， 假定
人能够分解或结合自然物， 这样他才能设计并创造以前没有的东西。培根把人造产品称作“第二
世界”。因此， 技艺是人控制自然的最佳手段。所以， 哲学家应该到工匠或实践者的活动中寻找现
代科学的认知模式。认知者同时也是操作者。原则上说， 能制造的才是能理解的。
应该指出， 培根强调“工作”或“操作”并不排除理论的作用。“操作”本身也是一种技能知识，
多少传递一些理论信息， 表达认知 ／ 生产主体重生自然现象的意志过程。在这个意义上， “知识就
是力量”亦可理解为行为与真理之间的互换， 人的知识亦可看作是一种制作。从操作的观点看，
理论知识已经协助主体的行为了， 并通过操作技术实现自然的结果。随着操作过程的展开， 原理
也不断得以修正。因此， 培根再三强调， 他的哲学既不是经验主义， 也不是唯理主义， 而是走中间
道路。就像蜜蜂一样， 将实验的材料放在理智中加以改造和消化。“于是， 将实验与理性这两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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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更紧密、更纯粹地结合起来， 我们就有希望得到更多的东西。”［６］培根希望人的心灵能与事物
的性质相互协调。从这个意义上说， 哲学家依然是个沉思者， 而不是囿于经验的观察者。他仍然
需要思索， 直到发现真理， 只不过这种思索与操作是同一个过程， 彼此互不分离。在培根的哲学
体系里， 不再单纯从对象推演原理， 而且要求原理决定其对象。主体的知识决定他制作产品的活
动。甚至“人们只能知晓而无法施以动作的那些事物， 譬如天体， 我们考察这事实本身或这事物
的真理， 也一如关于原因和统一的知识， 必须求助于有关简单性质的基本原理， 诸如自发旋转的
性质、吸引或磁力的性质以及其他……较普遍的形式”。尽管它们不属于人的直接操作范围， 但
包含了一切物体共同具有的基本性质， 可以潜在地为认知主体所操作。显而易见， 我们只能从操
作的观点出发理解知识； 操作是认识自然和解释自然的基本模式。
实验哲学强调“操作”， 还在于培根将“赐福人类生活”作为科学的目标。他问道： “难道有一
种观察只是为了高兴而不是为了发现？只是为了满足， 而不是为了利益？我们难道不应该既看到
自然宝库的美， 又看到它的丰富性吗？ 真理是不毛之地吗？ 我们难道不能用它生出有价值的结
果， 给人类的生活提供无数产品吗？ ”可以看到， “高兴”、“满足”并不是科学研究的唯一目的， 甚
至不是主要目的， 有知识的人必须担负起一个责任， 即给人类提供无数有用的产品。这是学者的
目标， 也是培根的理想。因此， 有西方学者说， 培根是功利主义的先驱。
培根的实验哲学体现了近代哲学的基本特征， 因为实验不仅仅是一种方法， 其内涵深刻表
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实验需要条件， 但这种条件往往不是天然的， 更多的需要人（ 主体） 为地设
立， 使事物能在理想状态下运动， 显示自己的必然过程。这实际上说， 实验本身已经设立目标， 已
经怀有企图。人已经事先预谋着去统治自然， 谋求认识日常经验难以达到的原因和结果， 并借此
控制自然的力量和运行过程。主体通过实验把自然对象化， 使事物不再是天然的、原初的， 而是
经过了加工和改造， 贯彻了技术的意图。因此， 现代科学的行为并非中立的， 而是对自然的严重
干涉和支配， 是人按照自己的意图对周围世界的统治。实验就是统治自然的一部分。所以， 在近
代哲学里， 方法论逐渐突出， 占据了统治地位。方法不再是为科学服务的单纯的工具， 倒是方法
用科学来为自己服务， 因为科学的主题由方法提出， 并置于方法的控制范围。知识的一切力量
在于方法， 在于实行统治。于是， 技术至上成为现代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与此相应， 工具的作用
日益突出。工具不再是偶然的东西， 而是决定自然如何向主体显现。若形成人为的实验环境， 需
要特定的仪器和设备， 因此， 物理科学理所当然地成为一种工具。工具不再是单纯的中介手段，
而是意味着使用工具的主体如何塑造对象。工具性成为实验科学的主要特征。培根大加赞赏印
刷术、火炮和指南针， 将这些工具的发明和运用看作划时代的基本事件， 其哲学内涵就在于它们
能把自然和世界构造成可预测、可统治的对象。这正是培根心目中的“科学”的本质。

三 、力量与知识合一的理想模式
在培根眼里， 政治家的首要目标应该是扩大人类的知识， 建立人类对自然的统治。然而， 这一
切必须为政治理想服务， 必须为政治家所控制。知识就是力量（ 权力） ， 意味着人对自然的统治与人
对人的统治是一致的。知识部门必须从属政治权力。培根清楚地看到， 一般的政治家只在狭隘的空
间和短暂的时间内有所作为， 而发明家的工作则有广阔的空间和持久的时间效应。他自认为是个
发明家。他说， 我天生具有求索的愿望， 怀疑的耐心， 思考的爱好， 慎于判断， 敏于考察， 留心于安排
和建立秩序； 我这个人既不爱好新事物， 也不留恋旧事物， 而且， 憎恨一切欺骗行为。所以， 我想我
的天性与真理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不过， 对培根来说， 追求真理不是书斋里的探索， 而是政治家的
实际操作。他认为， 人类的知识直接影响国家的安全和稳定， 因为知识已经渗入国家的组织结构，
与国家形成一体， 成为国家政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这种国家政体可以从培根的《新大西岛》得到印证。其中的乌托邦岛国——
—本色列——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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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政治帝国的理想模型。书中描写一只船在海上迷失方向， 漂到了本色列岛。船上得救的人惊
讶地发现， 该岛是个世外桃园， 那里不仅民风淳朴， 律法严明， 而且物阜民丰， 歌舞升平。其中最
突出的是有一个“所罗门之宫”。所罗门之宫“是一个教团， 一个公会， 是世界上最崇高的组织， 也
［７］１７
是这个国家的指路明灯”
。负责所罗门之宫的元老对来访者说： “我们这个机构的目的是探讨
［７］２８
事物的本源和它们运行的秘密， 并扩大人类帝国的领域， 使一切理想的实现成为可能。”
可以

看到， 这个目的有两个方面： 一是发展科学， 二是扩展人类的帝国。关键是前者， 要让所罗门之宫
的精英紧紧把握自然的脉博。为此， 所罗门之宫建立了许多设施， 如洞穴、高塔、湖泊、气象站、保
健院、植物园、动物园、加工厂、光学馆、机器馆， 等等， 给科学探索提供必要的物质手段。同时举贤
纳才， 组成一系列专家委员会。在所罗门之宫， 新的自然知识通过委员会获得。每个委员会都有一
批人提供信息， 有１２ 个人以其他国家的名义航行到外国， 去搜罗各地的书籍和论文， 以及各种实
验模型（ 光的商人） ……有３个人搜集各种书籍所记载的实验（ 剽窃者） ……另有３个人搜集所有关
于机械工艺、高等学术的实验和不属于技艺范围的各种实际操作方法（ 技工） ……还有３个人从事
他们认为有益的新试验（ 先驱者） 。此外， 还有人将各种实验制成图表， 得出知识和定理（ 编纂者） ；
并有人专门观察同伴的实验， “从其中抽出对人的生命知识以及工作有实际功效的东西。抽取出
能够清楚说明事物原因和预见将来的方法， 并对万物的性质和构成作出顺利而可靠的发现”（ 天
才） ； 还有人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从事更高深的实验（ 明灯） ； 执行计划并提出报告（ 灌输者） ， 然后
得到更完全的经验、定理和格言（ 大自然的解释者） 。参与人需要共同确定所发现的经验和发明是
否该发表， 并且宣誓， 对于应该保密的东西， 一定严守秘密。培根的意思很清楚， 只有国家才能提
供这些。最后的结果将由一些人推广下去， 产生功效， 造福于人类（ 造福者） ， 同时继续检验原理，
以做出新的发现（ 天才） 。［７］３５－ ３６
显然， 培根所说的所罗门之宫是一种国家机构， 其中的工作人员都是国家官员。国家的成就
不仅需要许多人的脑力劳动， 而且需要对他们进行管理。知识的分层就好像国家机构的设置。知
识部门与国家机构完全同一， 因为在培根那里， 国家权力的概念与支配自然力密切相关， 也就是
说， 与人的认识能力密切相关。知识可以改变人自身的环境， 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社会环境。掌
管科学的人就是掌管政权， 增长知识就是扩大权力。这不仅在于专家占有人和自然的知识， 而且
在于他们有权决定老百姓知晓科学的程度和范围。在培根那里， 知识活动不是个人行为， 而是为
国家指导或为国家控制的， 必须对整个国家有利。国家要求掌管和组织人类的知识， 知识与国家
的强盛相关联。因此， 科学活动本身就是政治活动。自然科学并非政治中立的。
结论： 以上论述表明， 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并非单纯号召人们努力掌握科学知识， 提高自
身的工作能力， 更重要的则是提出人类征服自然、统治自然的科学纲领， 重新规定人在自然中的
地位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 从而改变知识的性质， 让知识为社会和政治服务， 将知识与力量（ 权
力） 合一。在培根时代， 则是为了实现大英帝国的强国梦， 在商品经济兴起与发展的时代， 保证君
主的社会控制能力和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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