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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
y

普特南哲学的终极命意
陈 亚 军
( 厦门大学 哲学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超越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的对立是 普特南哲学的内在追 求。普特南在 追求这一 目标

的过程中, 经历了两次重大的思想转变, 即由科学实在论向内在实 在论转变, 再由内 在实在论 向自
然实 在论转变。每一次转变都是向生 活实践 的进一 步皈依。内 在实在 论由于尚 未真正 摆脱形 而
上学实在论的思维方式, 故显出自身学理上的不 融贯。而 自然实在论在 生活实践的 层面上纠 正了
传统二元式的思维方式, 坚持了实在 论的追 求而又 抛弃了 实在论的 形而上 学的包 袱, 在绝对主 义
和相对主义之间寻得了一条中间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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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特南是当代美国哲学界一位炙手可热的人物, 他在多个领域中做出过杰出的贡献, 赢得
了英美哲学界的高度赞誉。同时他又是一位 不安分!的哲学家, 其思想如此的变幻不定, 以致
有西方学者甚至发出了 写关于∀普特南的哲学# , 就如同想用鱼网捕风一样!的感叹。[ 1] ( P707)
本文分析、阐释了普特南由科学实在论到内在实在论再到自然实在论的演变, 认为, 尽管普特
南的哲学立场有过多次转变, 其中还是有一个贯穿始终的脉络, 即: 由绝对主义走向相对主义
再超越两者的对立进入一种新的哲学视野, 由科学主义到非科学主义最后回归到生活实践。

一、科学实在论: 绝对主义的变种
绝对主义!在普特南的哲学词典中又叫 形而上学实在论!。 根据这种观点, 世界是由不
依赖于心灵之对象的某种确定的总和构成的。对∀世界的存在方式# , 只有一个真实的、
全面的
描述。真理不外乎在语词或思想符号与外部事物和事物集之间的某种符合关系。
! [ 2] ( P55) 20
世纪 60- 70 年代, 普特南的哲学兴奋点主要在语义学以及心灵哲学等方面, 他很少涉及实在
论以及真理论的话题, 但由于他的哲学阐释不可避免地以实在论立场为前提, 并且他的科学主

y

收稿日期: 2001- 10- 11
作者简介: 陈亚 军( 1960 - ) , 男, 安徽滁州人, 厦门大学哲学系 教授, 哲学博士。

∃ 50 ∃

义也确实为传统实在论提供了一种新的辩解, 人们还是将他看作 科学实在论!的主要代表人
物。 科学实在论!本质上是 形而上学实在论!的一种, 因此他的哲学立场实际上带有浓厚的
绝对主义!的色彩, 这主要表现为他在语义学方面的 因果指称理论!和 科学本质主义!学说。
按照普特南的因果指称理论, 外在环境对于我们的感官所造成的因果效应不光要求我们
用一个符号来描述它, 同时也解释了这个符号的指称及意义, 因此环境与我们不光有一种因果
的关系, 而且也有一种语义的关系。当富兰克林用 电!指称某种事物时, 他对电现象有一些大
致正确的描述, 如电是以电花和闪电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等, 这种对于电的效应的大致正确的描
述解释了 电!的意义。普特南指出:

这种描述通常是一种因果描述

即把电挑选出来作

为以某种方式造成了某种效应的那种物理量值的描述。
! 这种说明强调了因果描述, 因为物理
量值总是通过它们的效应而被发现的, 所以, 最初挑选出一种物理量值的自然方式是把它作为
造成了某些效应的量值。当然, ∀造成# 、
∀引起# 这些词在字面上并不必定要出现在描述中。
!
[ 3] ( P342, 344) 我们直接认识到的是各种效应, 这是某种物理量值对我们产生的结果, 我们用一
个词如 电!来命名那个产生了如此效应的物理量值, 它是导致我们对于电的描述大体正确的
真正原因。不难看出, 普特南的因果指称理论与他的真理符合论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
在说明环境如何通过因果关系确定语词的指称时, 普特南特别重视科学对于环境性质的
解释, 主张惟有科学才真正揭示了事物的内在本质。 水!这个词意味着什么, 不取决于它的表
面性质, 如 透明的液体!、可以解渴!、 可以灌溉农田!等。可以设想在另一个星球( 孪生地
球!) 上也存在着同样性质的物质, 我们也许会因为它具有上述性质而把它称作 水!, 但它可能
并不是水, 因为它的化学结构可能不是 H 2O, 而是 XYZ。这种不同只能由科学对于客观对象内
在结构的揭示来说明。科学根据当下的环境把 水!规定为 H 2O, 这样 水是 H2 O! 便成了对于
水的本质的规定, 它具有一种跨世界的必然性, 一种克里普克意义上的形而上的必然性。 在
一个任意的可能世界中, 一实体 X 是水, 当且仅当它和我们在现实世界中叫做∀水# 的东西具
有同一性关系( 它被构造为跨世界关系) 。
! [ 4] ( P323)
至此, 我们可以说, 普特南意义理论的立场是科学实在论的, 其基本命题是: 一, 指称对象
是客观存在的, 它对我们产生因果作用, 并由此确定了我们所使用的语词的指称; 二, 只有科学
对上述过程的解释才是唯一正确的解释, 因为只有科学才能揭示对象的本质结构。
普特南的这种科学实在论主张在英美哲学界至今仍有广泛的影响, 他也时常被人们当作
科学实在论的代表人物提及。但这一理论的明显困难是不容忽视的:
第一, 用环境的因果作用说明语词的指称在理论上难以成立。因为从关于对象效应的认
识无法还原到对象。如果把对象作为原因, 把关于对象的描述当作结果, 那么结果总是大于原
因的。同一物理量值, 其效应对于这个科学范式是 波!, 对于另一个科学范式则可能 是 粒
子!。同一对象作用于不同的语言使用者, 所引起的效应并不一定相同。
第二, 用科学对于水的结构分析( H 2O) 作为标准以固定水的本质从而固定 水! 的指称同
样难以成立。我们可以作这样的设想: 今天称作 H 和 O 的化学元素, 随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应该说明的是, 普特南的因果指称理论还有另一方面的内容, 即 历史因果链! 的观点, 因这一观 点与
他的科学实在论没有内在关联, 故笔者在此未 予介绍。本文所说的因果指称理论是指环境因果作用决定语词
指称的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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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会得到更深一步的分析, 有朝一日, 可能会有一位科学家指着现在认为同样是 H 的样品说,
这是 Hx!, 那是 Hy!, 于是我们发现原先所说的 H 2O, 实际上可以分为 Hx2 O 和 Hy 2O 两种。
到底哪一种才是水的本质呢? 无疑, 二者只能取一。这样, 原先认为是水的物质便有一些不再
是水。因此说 H 2O 是水的永久本质, 具有一种跨世界的必然性, 便是令人置疑的了。
第三, 认为科学揭示事物的本质属性( 从而揭示了语词的意义) 而常识只是触及事物表面
属性的说法难以成立。我们知道, 水!、 冰!、 蒸汽!是三个不同的语词, 它们的意义显然不
同, 因为否则 水!就是 冰!或者 冰!就是 蒸汽!, 这当然十分荒谬。但如果它们的意义不同,
这种不同是来自哪里呢? 按照普特南的观点, 化学结构决定了它们的指称从而决定了它们的
意义, 但在此它们的 化学结构都是一样的 H 2O, 所以用所 谓的本质结构 H 2O 根本不能解释
水!、冰!、蒸汽!这些语词的意义的不同。实际上, 它们的意义的不同不是由所谓的本质属
性决定的, 而恰恰是由我们的日常使用、
日常理解决定的。[ 5]
普特南自己后来也意识到了科学实在论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70 年
代中期, 经过与达美特、
古德曼和奎因等人的对话, 以及对于实际生活的反省, 他断然放弃了早
期科学实在论的绝对主义立场, 转向了一种与科学实在论截然不同的, 试图在绝对主义与相对
主义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的 内在实在论!。

二、内在实在论: 超越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的不成功的努力
内在实在论在普特南的哲学理论大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只要提起普特南, 人们就会
想到 内在实在论的创始人!。它是普特南试图超越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的对立走出一条中间
道路的第一次努力, 尽管它并不如普特南所期待的那样成功。
作为绝对主义的对立面, 内在实在论在四个方面与科学实在论不同:
首先, 它否定了因果指称理论, 拒绝将环境对于人的因果作用看作决定指称的充要条件。
科学实在论把环境与人的因果关系看作一种语义关系, 内在实在论则要把二者分开, 认为环境
对于人的因果关系诚然是谈论语词指称的必要条件, 但却不是充分条件。原因在于, 关于对象
效应的认识无法还原到对象, 对应于同一个世界的语言系统可以是多个的。% 世界本身并不
自我分类, 故世界对于我们的因果作用并不决定我们如何谈论世界, 如何确定语词的指称。
兔子!的指称是什么? 这个问题不是由世界回答的, 它只是在一种语言框架的内部提出时才
是有意义的。语词的指称是在语言框架内部确定的, 我们在用语言给世界分类的同时, 也就为
我们所使用的语词确定了指称。所以, 在语言框架外部提 ∀兔子# 的指称是什么!的问题是没
有意义的, 而在语言框架内部,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又近于一种同义反复: ∀兔子# 的指称当然
指的是兔子! !
其次, 与坚持指称的内部主义观点相关, 放弃真理符合论。既然我们关于世界的谈论只能
在语言框架内部有效, 而语言对应于世界的方式是开放的、多样的, 那么, 绝对主义所说的真理
符合论便似乎顺理成章地不能成立。我们只能运用我们的母语谈论世界, 不要幻想我们能站
%

普特南在他的 模型理论论证! 中阐述了这一思想。参见& 理性、
真理与历史∋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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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帝的位置上在我们的语言之外比较语言与世界的关系, 我们唯一能做的只是在我们的语
言内部谈论我们的认识与世界的对应。因此, 关于真理, 重要的不是 与世界符合!的问题, 而
是在经验条件下, 在我们的语言文化背景下, 我们应该如何接受一种关于世界的判断的问题。
这里所涉及的是 合理的可接受性!问题。对于这个问题, 普特南说道: ∀真理# 是某种( 理想化
的) 合理的可接受性 ((而不是我们的信念同不依赖于心灵或不依赖于话语的事态之间的符
合。
![ 2] ( P55)
再次, 否定事实与价值的二元割裂, 强调二者的相互渗透。事实并没有科学实在论所期许
的所谓 价值无涉!的客观性, 这一点甚至所谓 最硬的!的物理事实也不能 幸免!。举 猫在草
席上!为例, 可以看出一个最简单的事实陈述是怎样渗透了文化价值的。 猫在草席上!这个陈
述包含了三个概念, 即 猫!、 草席!和 在 ((上!。普特南要说的是: 这些资源是由特定的文
化提供的, 它们的出现和普遍存在展现了有关那种文化乃至几乎每一种文化的利益和价值。
!
[ 2] ( P212) 我们有 猫!这个概念, 是因为我们的需要。我们认为把世界划分为动物与非动物是
有意义的, 并且我们更关心某个动物属于什么种。这样, 说草席上有只 猫!而不只是一个东
西, 才是贴切而合理的。同样的道理也使用于 草席! 和 在 ((上!。一个人如果不具备把这
些东西视为贴切范畴的倾向, 他就不会承认 猫在草席上!是合乎理性的谈论, 从而也就不会认
为 猫在草席上!是一客观事实。而如果连 猫在草席上!这样的物理事实都不能免于价值 污
染!的话, 那么关于社会生活、人文环境的事实就更是如此了, 这里甚至难以在理论的层面上分
辨二者, 更遑论它们之间是否相互渗透了。[ 6] ( P166- 167)
最后, 否定实在世界可以自我分类, 主张概念框架的相对性。科学实在论有一个基本的前
提, 即对象决定认识, 世界由无数确定的对象所构成。内在实在论则认为, 离开我们谈论世界
的概念框架, 无所谓对象的存在。而相对于不同的概念框架, 可以有不同的对象, 世界本身到
底由什么对象所构成是个无意义的问题。 有多少对象存在?!这个问题只有在给定了描述版
本之后才有意义。我们只有在清楚了怎样使用 对象!、 存在!之后, 才能回答 有多少对象存
在!的问题。一种语言就是一种概念框架。 要谈论∀事实# 而又不确定被使用的语言, 就是在
谈论无。
![ 7] ( P36) 这些概念框架都是人类生活实践的产物, 它们之间常常是不可还原的, 不要
幻想只有一个是唯一真实的。 内在实在论否定在关于对我们如此有用的诸多概念框架中哪
一个是∀真正真的# 方面有事实可言。这些框架中的每一个就其眼下形式而言都包含将来会以
这种或那种方式出错的因素 ( (但是∀哪一种∀真# 是真正的( 大写) 真理# 的问题是内在实在论
所拒斥的。
! [ 4] ( P96)
内在实在论显然是对绝对主义的反叛, 它既否定了由确定的对象所构成的世界, 又否定了
我们对于这一世界有一种唯一对应的关系; 不论是谈论对象、
事实, 还是谈论真理, 都只能在我
们的语言描述框架内进行。这里的相对主义倾向十分明显, 正因为这一点, 内在实在论受到罗
蒂的高度评价, 普特南被罗蒂引为同道。% 然而普特南不能接受罗蒂的好意, 在他的眼里, 罗蒂
是位相对主义者, 而 相对主义是自我否定的。
! [ 2] ( P122) 他的意图不是由否定绝对主义走向相
对主义, 而是对两者均保持距离, 走一条超越二者的第三条道路。
%
罗蒂曾说: 我这里所说的实用主义观点, 几乎 ( (相同于 普特南在 他最近的&理 性、真理与历 史∋ 一
书中所说的内部主义哲学观。
! [ 8] ( 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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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 普特南做了两点区分。第一, 将 真理!与 关于真理的谈论!区别开来。关于真理的
谈论涉及 合理的可接受性!, 涉及到具体的时空条件; 而 真理!本身是超时空的。 真不能直
接成为合理的可接受性, 有一个根本的理由: 真应当是一陈述不可或缺的一种性质, 而证明为
合理的则是一陈述可失去的性质。
! [ 2] ( P61)

%

真!是一个句子( 陈述) 不可丢弃的超时空的性

质, 而合理的可接受性则既有时间性, 又是相对于说话者的, 并且还有个 程度的问题!, 故它不
能等同于句子的真, 而只是在一定条件下对真的断言。普特南在此仍然表现出了实在论的立
场, 用他自己的话说: 一个陈述可能一时是合理地可接受的, 但却不是真的。在我对合理性概
念的说明中, 我将为这个实在论的直觉保留一席之地。
! [ 2] ( P2) 第二, 将 合理的可接受性!与
理想的合理的可接受性!区别开来。在这一点上, 普特南与达美特是有分歧的。达美特认为,
真理等同于合理的可接受性, 因而是当下的、依时空经验条件为转移的。而普特南则坚持, 真
理只能是与理想的合理的可接受性等同。他承认, 这种理想条件就像 无摩擦平面!一样, 我们
不可能真正得到它, 甚至我们也不敢保证我们已经充分接近了这种条件, 但它仍然是意义的,
因为我们可以以它为理想, 渐渐地逼近它。
普特南希望借助上述区分既拒斥绝对主义又与相对主义保持距离, 然而他的努力并不像
他期待的那样成功。因为, 如果关于世界的认识只能在语言( 文化) 内部完成的话, 我们便无法
保证还有一种超语言、
超时空的真理, 实在论的直觉不能在内部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得到证明,
真理本身!只是一个没有内容的空洞字眼。普特南的内部主义哲学观和他的实在论的直觉在
理论上是极不融贯的, 他难以既坚持内在实在论的立场又避免相对主义的嫌疑。正像英国著
名哲学家布莱伯恩( S. Blackburn) 指出的那样: 他( 指普特南

引注) 把内在实在论和他所

说的∀概念相对性# 联结在一起, 由于概念是文化的对象 ( (因此人们不清楚为什么文化相对
性是如此坏的东西。
! [ 9] ( P14) 普特南自己后来也意识到了内在实在论的困难。他承认, 内在实
在论对待绝对主义的态度是矛盾的: 一方面否定外在世界决定我们的认识, 而另一方面又担心
一旦撤去外部世界的决定性作用, 认识的客观性便无从保证。他说: 我感到我面临着一种真
正的困境。我早期关于内在实在论的阐述是解决这一困境的不能令人满意的尝试。
! [ 10] ( P17)
现在看来, 这个方案从总体上说, 是有致命缺陷的。
![ 11] ( P199)

三、自然实在论: 在生活实践的基础上
超越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 普特南从亚里士多德、
詹姆斯、维特根斯坦、
奥斯汀以及同时代的麦
克道尔 ( J. McDowell) 等人那里找到了一条超越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新思路。他在 1994 年
的 杜威讲座!中首次将这一思路概括为一种新的哲学立场, 这就是他目前仍在主张的 自然实
在论!的立场。
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观的转换。按照普特南的 自然实在论!, 不论是科学实在论
还是内在实在论, 都没有摆脱传统二元分裂思维方式的阴影, 因为它们都设想, 在我们的心灵
和世界之间存在着一个分界面( interface) , 它是我们的认识所能达到的确定的界限; 在分界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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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是外在的客观世界, 我们( 心灵) 与它只有一种因果的关系。形而上学实在论( 科学实在论
是其一员) 把这种因果关系理解为语义关系, 因而主张世界与我们的语言直接对应, 这种观点
的荒谬性已被内在实在论所充分揭露, 指称魔力论! 不能成立。[ 2] ( 第 1 章) 而内在实在论则
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将因果关系和语义关系割裂, 认为后者只是由我们语言描述框架得到说
明, 这样, 认识便成了语言共同体内部信念之间相互融贯的事情。这不仅具有走向相对主义的
危险, 而且, 更有甚者, 具有使我们失去世界的危险。罗蒂对此自然欢欣鼓舞 % , 而普特南则忧
心忡忡, 他试图在内在实在论里糅合一些形而上学实在论的因素, 但正像我们前面所分析的,
这一努力并不成功。
关键在于祛除传统哲学所设定的存在于主客体之间的分界面, 重新理解心灵, 重新理解世
界, 重新理解心灵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普特南在他的 自然实在论!中对此给出了新的解答:
首先, 不应把 心灵!看作是一种与世界相对立的内在独立的精神实体, 一种塞拉斯所说的
内在影院!。只要把心灵理解为独立的内在实体( 不论它存在何处) , 就必然难逃 分界面!的
结局。因为如果心灵是一种独立的内在实体, 那么在它里面所发生的一切, 便只能内在地为它
所具有, 心灵与世界之间便不可避免地具有一个分界面, 心灵何以能突破这一内在的界限达到
对世界的认识便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难题。普特南的 自然实在论!否定了作为实体的心灵, 认
为心灵只是一种 能力系统!: 心灵既不是一种物质的也不是一种非物质的器官而是一种由多
种能力构成的系统。
! [ 12] ( P292) 这一多种能力的集合, 是在人与环境长期交互作用的过程中逐
渐自然形成的, 就像动物在与环境打交道的过程中会自然形成各种能力一样。它们分别是人
与动物的自然史的一部分, 我们不会因动物具有各种能力而将它们与世界割裂开来; 同样, 我
们也不应该因为人具有思考、
回忆、担忧、
同情等能力而将他与世界分割开来。这里根本没有
内在实体!的问题。 心灵!不是上演了诸如思考、
回忆等剧目的实体, 而就是这些活动本身。
其次, 世界也不是独立于概念、
独立于心灵的外在的物质实体, 自在世界是一种形而上学
的虚设。传统的实在论之所以要强调这一虚设, 是因为担心我们所经验的世界不可避免地受
到我们概念的污染、歪曲, 因而失去它的客观性。但在普特南看来, 世界和概念的相互融合是
一种客观的生活现实, 概念并不是外在于世界的、
用来整理世界的工具, 不是附在世界之上的
一种外来物, 它本身就是世界的一部分, 是人和世界自然史的一部分。世界是充满意义的世
界, 是融合了概念诠释的世界, 这是真正的世界, 是我们常识中的世界。就像普特南所说的:
接近常识的实在并不是要求接近某种前概念的东西。
! [ 13] ( P12) 形而上学实在论由于害怕实
证主义的诘难, 害怕失去客观性, 设定了前概念的世界本身。但这样一来, 它就既背离了常识,
又给自己揽上了无法卸掉的解释的负担。
传统实在论的世界观是一种旁观者式的世界观, 世界是伫立在我们之外的实体, 是已在的
世界。而自然实在论则继承了实用主义路线, 根本反对传统实在论的预设, 主张人和世界并非
对立的两极, 而是相互作用、
相互融合、彼此依赖、彼此渗透的一体。没有传统实在论所预设的
作为内在实体的心灵, 心灵无非是有机体适应环境的一种能力系统; 没有传统实在论所预设的
作为外在实体的世界, 世界无非是我们所看到、
听到的日常意义上的世界。
普特南似乎找到了超越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对立的秘诀。在他看来, 形而上学实在论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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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将我们的认识直接与非概念的纯净的自在世界相对应固然不能成立, 而相对主义由否定这
一对应走向主观主义更是不能容忍。表面上看去, 相对主义是形而上学实在论的对立面, 但实
际上, 二者的思维方式是完全一致的。对此, 普特南在批判罗蒂的相对主义时分析道: 为什么
罗蒂为无法保证我们的语言表象外在事物而如此烦恼? 显然, 罗蒂对这一保证的追求是如此
的强烈以致于在发现这一保证是∀不可能# 的时候, 他觉得只能得出我们的语言不表象任何事
物的结论。正是在罗蒂的这一观点中, 人们窥见了失望的形而上学实在论 的冲动的痕迹。
!
[ 12] ( P299) 形而上学实在论认为我们能够直接把握世界本身, 相对主义则认为我们不可能把握
世界本身。一个是正命题, 一个是反命题, 思路都是一样的: 有一个世界本身在我们之外, 我们
要么能达到它, 要么不能达到它; 既然形而上学实在论是错误的, 那么它的反命题一定就是正
确的了。
在普特南看来, 相对主义不可能克服形而上学实在论, 因为它在理论上有着同样的困难:
它必须说明为什么我们的认识不能达到世界本身, 这意味着它必须站在我们的认识之外, 拿我
们的认识和世界本身作比较, 所以相对主义要同时既站在我们的语言文化框架之内( 这是相对
主义的基本主张) , 又站在我们的语言文化框架之外, 其自相矛盾昭然若揭。
超越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的唯一可取之道在于放弃问题本身, 放弃传统的哲学预设, 放弃
旁观者式的哲学出发点, 回到生活实践中来, 在与世界的交互作用中重新看待实在论的命题。
生活世界是唯一的实在, 它和我们的认识缠杂在一起, 我们既参与了对于世界的建构, 又受到
这一被建构的世界的制约。一旦意识到这一点, 一旦我们将世界由形而上学的彼岸拉回到我
们的日常生活中来, 认识到世界的客观性与世界的概念化并不相互矛盾, 我们便能继续谈论实
在论, 谈论认识与实在的符合。这种符合之所以可能, 是因为实在不是我们实践生活之外的世
界, 我们与它的符合不是与一种超验对象的符合。普特南指出: 放弃某种有趣的形而上学的
东西并不要求我们放弃我们生活中使用并必须使用的概念。
! [ 10] ( P70) 困惑的根源在于一种
共同的哲学错误, 即认为∀实在# 一词必定指一单个的超级事物, 而不是认识到, 随着我们语言
和生活的发展, 实在概念也是在不断改变的。
! [ 13] ( P9) 不必因为形而上学实在论的错误而放弃
诸如 真理!、实在!、客观!、 表象!、 知识!之类的概念, 关键是改造这些概念, 使其脱去形而
上学的色彩, 在生活中获得新生。我们可以并且应该在生活实践的基础上坚持实在论, 而不必
因无法解决形而上学实在论所面临的困难转向反实在论的相对主义。
由科学实在论到内在实在论再到自然实在论, 普特南的哲学历程正好构成了一种黑格尔
意义上的正反合。内在实在论揭示了科学实在论的绝对主义谬误, 并由此走向了反实在论的
相对主义立场。而自然实在论又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纠正了内在实在论的相对主义倾向, 重
新恢复了早先科学实在论的追求, 重提真理符合论; 然而它又继承了内在实在论对于形而上学
实在论的批判, 剔除了形而上学实在论的超验前提, 在生活实践的基础上重新恢复了实在论的
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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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nd Absolutism and Relativism: On the Ultimate Concern of Putnam# s Philosophy

CHEN Ya- jun
Abstract: The inner pursuit of Putnam# s philosophy is to go beyond the dichotomy between absolutism and relativism.
Putnam changed his way of thinking twice in seeking for this goal, i. e. from scientific realism to internal realism, and then
from internal realism to natural realism. Each of these changes brought him closer to life and practice. Internal realism, due
to influence from metaphysical realism, is incoherent in its theories; by contrast, natural realism through overcoming the tra
ditional dualistic way of thinking on the level of life and practice and upholding the pursuit of realism without the burden of
metaphysics, finds a middle way between absolutism and relativism.
Key words: Putnam, scientific realism, internal realism, natural realism, relativ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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