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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伽利略运用数学工具研究自然的原因

) ) ) 对柯瓦雷5伽利略研究6的一点评论

刘  晓  峰

  摘要  本文认为,柯瓦雷论述伽利略解构亚里士多德天文学体系和构造近代物理学基础都是

以自然的数学化为前提的,没有伽利略使数学/ 进入0自然112研究这一前提,解构与构造都失去了基

础。本文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分析了伽利略自觉运用数学工具作为研究/ 月下区0物理运动的原

因,指出这是十六、十七世纪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的产物。柯瓦雷忽视了这一点, 忽略了

社会因素对科学思想的影响,从而导致他过分强调内史研究,没有认识到实用科学的兴起使得伽利

略使用的数学与柏拉图倡导的数学有着重要区别。

  亚里山大#柯瓦雷是本世纪最负盛名的科学史

家之一, 他的著作5伽利略研究6 被西方史学界称为

/ 伟大的科学史著作0。在这部著作里, 柯瓦雷以自

然的数学化作为支点,以运动观念的转变作为杠杆,

生动地描述了这支杠杆撬起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这

一沉重板块的过程, 从科学思想内在演变的逻辑出

发,揭示了亚里士多德的天文学体系在新自然观的

挑战下得以解构的必然性。

柯瓦雷一再强调, 伽利略不是提供了一个更好

的理论,而是建立了新的自然观,为近代科学奠定了

不同于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的新的哲学基础, 伽利

略的新自然观、新的哲学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

容:空间观念的转变;运动和静止在本体层次上的同

一;运动与运动物体、运动环境无关;宇宙价值中立;

科学与哲学能够分离, 科学与宗教呈现/ 二重真理

性0。正是因为这几个基本思想的转变, 运动观念才

具备了转变的可能性。并且运动观念的转变集中体

现了伽利略世界观的转变, 这正是柯瓦雷以运动观

念转变的历史作为研究十七世纪科学革命突破口的

原因。

然而,所有这一切(即运动观念转变这只杠杆能

够带动原有的世界观)在逻辑上成立的基础是自然

的数学化, 自然的数学化成为这只杠杆的支点。事

实上,柯瓦雷是很重视这一点的,他反复说明十七世

纪的科学革命是从一个/近似的世界0转变到/ 精确

的世界0的过程。但他又是怎样论证自然的数学化

体现在伽利略这位科学革命主角身上的呢? 他告诉

我们伽利略作为一个柏拉图主义者信奉的是/ 回忆

说0 ,相信一个人如果天生明白了什么, 他自会对此

有所领悟。

笔者不能同意上述看法, 并试图从时代精神是

怎样作用于科学思想的发展这一角度出发, 找出伽

利略自觉地把数学作为研究自然不可或缺工具的原

因, 更全面地理解伽利略能够说出/自然这部大书是

用几何学符号写成0的理由。

此外, 近代科学所采用的数学与柏拉图所倡导

的数学有联系也有重要的区别。伽利略与柏拉图的

区别是明显的, 伽利略重视数学首先是因为测量的

需要, 柏拉图重视的是数学抽象的、思辨的功能。这

是本文在阐释伽利略采用数学方法时需要澄清的另

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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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利略自觉运用数学工具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

的社会历史状况。

伽利略生活在十六、十七世纪的意大利。在此

之前, 意大利已经过文艺复兴的思想繁荣和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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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在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传入

欧洲之后,欧洲人开始利用这几项伟大的发明拓宽

他们的视野, 修正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同时, 世俗

的,即与教会和宗教没有直接联系的文化和思想在

文艺复兴运动中得到了发展。这股强大的思潮提醒

人们幸福不是来生的极乐, 而是可以用双手触及得

到的。在5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6一书的序言

中有这样的论述:/ 按照人文主义者所提倡的新世界

观,宇宙的主宰不是神而是人;人生的目的不是死后

的永生而是现世的享乐。 , , 指出人的自然欲望不

是什么罪恶,需要加以压抑, 而是正当的要求, 应该

予以满足0。162文艺复兴时期发展出的资产阶级极端

个人主义与世俗文化一起, 为人们的物欲膨胀提供

了道德合理性。在物质生活方面, 意大利的手工业

已经历了繁荣时期, 近代工业初露端倪。而这些早

期资产阶级/ 就当时说是极其进步的, 他们关注生产

力的发展,关注加强人对自然的支配能力0。172

物欲的膨胀导致了人们对实用技术的普遍重

视。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炼金术等专门的学科在

实用的层次上更受关注。盐厂、铁矿厂、铸造厂、玻

璃厂和兵工厂相当普遍, 从这里发展出的实用技术

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方便, 满足了一定程度的国防

需要。在手工业范围内的实用技术较难发展数学思

想,但它们需要技术的进步。精确的测量能够部分

满足这一要求。在各项与实用目的相结合的理论

中,化学关注的是物质的混合与化合产生的变化, 炼

金术一如继往地关注于通过何种途径把贱金属转化

为贵金属,这些物质在性质上的变化也难以将数学

引入。相比之下物理学具有宏观和易于把握的特

点,尤其是测量在物理学中受到重视, 使得数学首先

进入物理学122领域。

同时,测量在那个时代的很多领域都受到重视,

在物理学和天文学中占有更为突出的地位。数学的

引入保证了测量中对精度的要求。在亚里士多德的

自然哲学里,由于天体和天体的运动都是完美的, 人

们可以把天文观测的结果用数学方法进行处理。而

/ 月下区0的物体是有缺陷的, 抽象的数学无法运用

到以真实的、有缺陷的可感物体为对象的物理学中。

这是当时流行的逍遥派学者的观点。但借用数学,

能够使测量趋于精确。这种从实际测量得到的精确

数值比较容易形成数学形式的物理定律。在物理学

中,数学形式的定律不仅仅能够符合一次测量, 它将

适用于这一类相似的物理过程, 所以物理定律能够

形成人们对这一类物理过程的合理预期, 增加了准

确预见的概率, 从而使人们受益, 满足人们实用的和

享乐的目的。这样, 数学形式的物理定律作为能够

满足人们物欲的一种工具, 渐渐为人们所接受,成为

十七世纪实用科学兴起中不可或缺的需要。相较之

下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对终极原因的追溯无益于

现世的、世俗的快乐和利益, 利用亚里士多德的自然

哲学对事物的变化做出终极解释就成为一种繁复的

同义反复, 为一批思维敏捷, 善于感受时代精神的青

年学者所厌恶。伽利略对逍遥派学者尖刻的嘲讽就

能反映出这一点。

数学形式的定律作为一种实用的解释模式能够

不追究物理过程在哲学层次上的内涵而满足人们对

解释的需要。如果我们把数学/进驻0自然研究的学

科领域称为近代数理科学
132
的话, 那么早期近代科

学(表现为近代数理科学, 如天文学和物理学)就开

始与哲学分离了。可以说, 早期近代科学与哲学的

分离是以数学进入自然研究为分水岭的。这一分离

的根本原因即是人们对数学解释模式的满足。库恩

在他的论文5物理学发展中的原因概念6中对此也有

论述。他认为: / 按照伽利略和开普勒 (的理解) , 他

们时常把简单的数学规则性作为不需要进一步分析

的形式因,所需的全部解释都是机械力学的0。182他

还说:/ 科学理论实用的成功似乎保证了与它相联系

的解释模式的最终成功0。192在这里, 笔者所希望说

明的是为什么自然的数学化在十六、十七世纪肇始,

这个问题已经包括了近代科学与哲学在这个特定的历

史时期产生分离的原因,以上只是一个简要的论述。

2

下面再回到我们开始提出的问题上来, 即伽利

略为什么自觉运用数学工具作为探索自然奥秘的工

具, 他为什么能够说出那句为众多逍遥派学者反对

的话? 从外部原因, 即社会因素的作用来看, 第一,

在伽利略生活的时代里, 科学与哲学的分离正在形

成和发展。数学已发展到能够摆脱哲学, 满足人们

功利需要的阶段。达#芬奇与伽利略有很多相似之

处, 也热衷于数学方法和实用技术,他说到:/ 凡是不

能运用任何一门数学科学的地方, 凡是跟数学没有

关系的地方, 在那里科学也就没有任何可靠性。0 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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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伽利略在 1605 年的说法更为有力: / 在测量事物

时,哲学究竟能做些什么呢?0
1112

其次, 1453 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使得大批古代

典籍为人们重新发现, 这些宝贵的历史文献中有很

大一部分是希腊和罗马时期的数理科学文献。/ 近

代科学在它的早期阶段, 更加具体地得助于古代流

传下来的天文学、数学和生物学论著, 或许其中大都

是阿基米德的力学论著以及亚历山大里亚的希罗和

维特鲁乌斯的技术著作。01122毫无疑问,这一批宝贵

的文献在得到广泛重视和钻研之后, 为数学的兴起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 测量在物理学中的重要性在伽利略生活

的时代已突现出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 理论知识

和应用知识是截然分开的。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

天文学体系中,测量不受重视,它由执行具体操作的

行动者完成, 哲学家对此并不关心。中世纪的唯名

论者虽然对力学有过较多的研究, 他们真正感兴趣

的还是运动的终极原因, 而这一目的在对运动的测

量中无法达到。同时, 对运动的动态测量要比对物

体的静态测量难得多
1 42
, 所以他们的研究大多只停

留在静力学部分。于是测量是既难完成且无趣的过

程,他们只是/ 抽象地论述测量, 根本不打算对实际

运动进行精心测量0。1132到了伽利略生活的时代, 测

量的重要性已显示出来。可以说测量是数学进入自

然研究的桥梁。没有测量作为媒介, 数学与物理学

都是孤立的、单独的学科, 都不具备发展出近代科学

的条件。

从内因 ,即伽利略本人的才华和社会因素对他

的影响来看,首先需要强调的是伽利略的数学天才。

不同的个体在抽象思维方面的差别是相当大的, 然

而这并不能成为伽利略成为近代科学创始人的根本

理由。柯瓦雷在5伽利略与柏拉图6 这篇论文 (该论

文是他对自己的著作5伽利略研究6第三章的一个缩

写)中用相当大的篇幅反复强调这一点 ,即伽利略在

数学方面的洞察力。这种不同寻常的能力自然是伽

利略数学天才的灵光。有了这种对数学的敏锐和感

悟力,年青的伽利略很快就厌恶了亚里士多德繁复

的教义,并逐渐从满篇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名词的

困境中摆脱出来, 伽利略的5论运动6 一文就能够体

现他早期即受自然哲学影响, 又表现出对实用科学

有兴趣的状态。柯瓦雷对伽利略原著的熟悉使他很

善于引用伽利略本人的原文来解释伽利略使用数学

语言与自然对话的原因。他写到/ 伽利略说人类的

理解是上帝的伟大作品, 这种理解能够把握那些清

晰而简单的思想, 而这种简单性正是真理的保证。

这种- 简单性. 只能反躬自省以在自身找到- 回忆. 来

取得, 它们是知识的真正基础, 是自然之神创造的字

母、音素和语言 ) ) ) 即数学语言。 , , 伽利略说到:

我要说如果有人不知道自己去亲尝真理, 别人给他

那些知识是不可能的, , , 每个人的知识要靠自己

求得而懂得, 但是学习这些真理是不可能的。的确,

把那些似是而非, 介于真伪两可之间的东西教授给

别人可以办到, 但说真的, 对于那些必需的知识 (即

对世界简单性的领悟, 对自然与数学之间关系的领

悟 ) ) ) 笔者注)来说,那些智力平常的人要么已经拥

有, 要么是不可能学而得之的。01142柯瓦雷进一步做

了如是评论: / 很明显, 一个柏拉图主义者不会是别

的观点, 对他们来讲知识就是理解了的东西。01152柯

瓦雷为了找到伽利略与柏拉图在强调数学地位上的

相似性, 停留在伽利略自称的/ 回忆说0上进行说明。

虽然伽利略在行文中反复提到苏格拉底的启发式回

答法和柏拉图的回忆说, 这是否能够作为伽利略利

用数学研究自然的唯一解释呢? 笔者认为, 数学天

才是伽利略能够熟练地使用数学工具的重要原因,

但伽利略的贡献既不在纯数学, 也不在纯物理学, 他

的伟大贡献在于坚持了利用数学研究自然的路线,

从而为近代数理科学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此外, 伽利略本人研究过大量的实用技术,并做

过许多物理测量, 这为他亲尝数学定律的作用是很

关键的152。伽利略任教的帕多瓦大学吸引了许多外

国青年, 伽俐略私下里为这些学生辅导军事建筑学、

筑城学、测量学、力学以及一些大学课程中没有的其

它相关科目。而且他还专门写过关于观测和三角测

量的文章。在/ 1597年, 他又发明了所谓军用测位罗

盘的机械计算器, 最初是为解决炮击技术问题,后来

经改进, 几乎能快速解决任何可能遇到的应用数学

问题。0 1162不仅如此, 翻开5对话6和5两门新科学6这

两部著作, 我们可以看到伽利略进行了大量的精确

测量, 尤其是后者能够告诉我们他本人是如何经过

精心测量得到有关运动的数学定律的。我们可以从

伽利略的行文中看到, 伽利略在对/ 摆0 进行研究后

发现, 摆动周期与摆动幅度无关而仅与摆的长度有

关, 这一规律是经过仔细测量得来的。/ 伽利略研究

运动学的新方法是精心细致的测量, 由此, 他开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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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研究物理定律的方式取代古代的因果研究。伽

利略开始撰写科学论著时, 他已逐渐认识到测量是

探索物理学的钥匙。01172 ; / 伽利略从 1605 年开始就

把观察和实验作为科学的坚实基础,只要有可能, 他

就进行测量。01 182可以看出, Stillman Drake也是在强

调测量在伽利略从事的科学事业中占有重要地

位。152测量是伽利略把数学引入到月下区局部运动

的载体,而数学结论与实际测量相符合是他对数学

和自然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产生信心和热情的原因。

事实上,伽利略生活在一个实用技术作为新生事物

而存在的环境里。

伽利略对数学解释模式的认可和内化是他利用

数学研究自然的第三个内在原因。他对科学理论成

功与否的衡量标准是能否成功地解释现实。伽利略

曾告诉开普勒,他接受新天文学已很久, 因为用它能

够解释其他一些学说所不能解释的事物。与此相对

照,逍遥派学者满足于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体系的

自洽和严密,对于与亚里士多德理论不符的自然现

象,他们要么忽略, 要么在亚里士多德体系之内寻找

可以容忍的解释, 但客观事实始终不是衡量理论正

确与否的标准。伽利略走了一条与此完全不同的道

路,他认为无须追问哲学意义上的终极原因, 这些终

极原因是逻辑的产物,不会产生对世界的新的认识。

但我们生活的物理世界处处体现了数学的原则, 数

学定律所揭示的自然律能告诉我们有关自然的奥

秘,这些奥秘是我们过去不知道的。所以他认为数

学描述与现实一致就能够说明现实, 他满足于越来

越精确的数学描述。所以他托萨尔维阿蒂之口说

出:/ 这些观测的每一次综合计算都多少有点错误,

我认为这是绝对无法避免的。0 1192伽利略并不因为

数学抽象的完美和现实的不完美之间产生了误差就

放弃利用数学对自然进行解释的方案, 他认为这是

误差而不是鸿沟,是可以接受的,而逍遥派学者反对

的恰恰就是这个。

3

这里,还需要澄清一个问题,即伽利略所运用的

数学与柏拉图所倡导的数学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的。伽利略在把比例理论运用到对运动的测量时,

发现测量结果与数学上的比例理论能够很好地吻

合,甚至数学的推理能够修正下一次测量产生的误

差, 这使他对柏拉图的/ 可感世界体现了数学的原

则0深信不疑。这时,带有文艺复兴时期神秘主义色

彩的自然就因此展现出数学中和谐、完美的魅力而

为伽利略所赞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数学是

自然的语言, 而人们只有掌握了数学语言才能真正

读懂自然这部处处体现数学原则的/ 用几何学符号

写成的大书0。然而,这并不是伽利略使用数学的关

键所在, 伽利略的贡献在于他把数学和研究局部的

物理过程结合起来, 为建立在功利主义基础上的早

期近代科学作出了典范。无论伽利略本人是否以柏

拉图主义者自居, 也无论他对毕达哥拉斯、柏拉图、

欧几里德和阿基米德推崇备至到何等地步, 伽利略

的研究方法是近代科学的方法, 即利用数学方法和

抽象方法对局部过程进行研究。伽利略对数学的热

情集中在数学能够与观测相符, 这是一条遵循数学

的实用性的道路。

在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那里, 数学是一门独立

的、专门的学科,它被赋予了完美与和谐的性质。毕

达哥拉斯认为, / 数目本身则先于自然中的一切其他

事物, 所以从这一切进行推论, 认为数目的元素就是

万物的元素, 认为整个的天是一个和谐, 一个数

目。0 1202这即是说, 万物的本原是数, 感性物体从抽

象的数学产生出来, 数学与自然在本体论上是相通

的。柏拉图也把数学孤立起来看待, 认为数学是人

们通往理念世界的阶梯, 而当完美的数学与不完美

的可感世界产生矛盾时, 现实是被校正的对象,因为

现实世界只是理念世界的一个有缺陷的摹本。在伽

利略的物理学研究中, 他所关心的都是局部的物理

运动, 很少站在以自然为整体的角度进行哲学的、思

辨的论述, 这是他的数学与实际测量相结合的方法

与哲学家的思辨方法的区别, 也是伽利略作为一个

近代科学家区别于与他同时代的许多学者的显著特

征。当伽利略把数学用于具体的物理测量中时, 数

学实际上不是一个完美的被赋予他个人价值判断的

学科(无论他在内心如何赞美数学的神妙)。数学在

测量中的角色只能是工具, 数学以越来越精确地满

足测量的精度而使人们对它产生依赖和信任。所

以, 数学解释不可能是完满的解释,伽利略已认识到

了这一点。完满的解释由宗教信仰和哲学思辨提

供, 而数学解释只能与现实越来越接近, 使观测者越

来越满意。从哲学上说, 根据测量提供的有误差的

解释是一种很粗陋的解释, 并且缺乏相应的哲学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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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但它得到了承认, 因为他满足了人们现实的需

要,这与伽利略生活的那个时代密不可分。

我们可以设想, 如果伽利略所热衷的只是柏拉

图所倡导的数学, 无论我们把他归入神秘主义的柏

拉图主义传统还是重视数学的柏拉图主义传统, 那

么他不可能在物理学领域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柏

拉图认为可感世界并不是理念世界本身, 而只是理

念世界的一个摹本, 只有利用数学思考这种抽象的

认识方式来达到对理念世界的理解。这里, 柏拉图

对数学的热爱来自于对智慧的泛爱精神, 数学是人

类智慧的结晶, 是认识理念世界的阶梯。而伽利略

所做的不仅仅是他自称的/ 恢复了对数学定理的证

明0 , 从而弥补了被中世纪学者所忽略的5几何原本6

中的推理和证明部分。伽利略所做的是把数学成功

地与自然研究相结合并对此坚信不疑, 而不是单单

复兴了古代数理知识。伽利略和柏拉图分别热衷的

数学是各自不同的时代精神的产物。柯瓦雷认为

/ 近代科学真正的先驱不是布里丹( Buridan)、奥莱斯

姆(Nicole Oresme ) , 也不是费劳普斯 ( Philoponos) , 而

是阿基米德 (Archimides)。01 212这一论断笔者完全同

意。可是, 他在行文中把阿基米德与毕达哥拉斯、柏

拉图、欧几里德相提并论则是不能同意的。

4

正是柯瓦雷沉溺于内史研究方法, 过分地强调

了人类思想演变的历史具有自身的独立性和自律

性,才使他忽略了时代精神对科学思想发展所起的

作用。自然的数学化是柯瓦雷所要论述的伽利略革

命的基石,他本人也试图对伽利略成功地使用数学

工具研究自然做出合理的解释。笔者并不否认伽利

略的数学天才使柯瓦雷有理由引用伽利略本人关于

理解数学与自然的关系是通过/ 回忆0 取得的说法,

在认识论的领域里看这是可行的, 但这并不是答案

的全部,偏执于这一点同时忽略其它因素的作用易

于落入唯心主义一边。内史与外史研究的方法原本

是史学家人为划分的, 而事物在自然发展中会受到

种种因素的影响, 内史方法和外史方法都是对历史

事件进行解释的一种方案, 从不同的角度对科学史

中的人物、事件做出评述将得到侧重点不同的解释。

于是,内史或外史方法的选择也是由史学家的喜好

或解释的方便而定, 偏执于一端往往造成对事物做

出主观的、片面的解释。

这便是笔者在对柯瓦雷5伽利略研究6赞叹不已

之余提出的一点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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