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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义耳对元素的怀疑及其如何把化学确立为科学

栾广君

(哈尔滨师范大学)

摘要 本文认为既不应该给予 波义耳明确定义了元素 的殊荣,也不应该断

定波义耳 从根本上否定了元素 .波义耳以其大量的实验论证和质疑了人们所定义

的 元素 ; 波义耳以哲学的方式诠释了 元素 ,他的 第一凝结物 是一个与 元素 意

同形异的概念; 正是波义耳以经验与理性相结合的科学传统把化学确立为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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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个化学家的怀疑
十七世纪后半叶以前的欧洲, 化学研究有三

个主要的方向: 第一,炼金术. 其任务是探求 哲人

石 和把贱金属嬗变为贵金属.第二,医药化学.以

帕拉塞尔苏斯为代表的这一群体将化学从炼金术

引入到医疗实践中来, 并提出盐、硫、汞是世界万

物的组成要素, 即 三要素说 .第三,冶金化学.其

中主要代表人物阿格里科拉于 1556年出版了 论

金属 ,这是一部集大成之作, 总结了当时已知的

采矿和冶金方法,标志着冶金化学已经悄然兴起.

当时,尽管化学已经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关注,

然而在解释化学现象时,人们仍然求助于亚里士

多德学派的 四元素说 和医药化学家们的 三要

素说 ,并对这些学说深信不疑, 而从不愿去追问

其是否真的像它们的拥护者所说的那样准确无

误.

罗伯特 波义耳的 怀疑的化学家 于 1661年

问世,这是一本以对话体形式写成的著作.书中出

现了五位主要人物: 忒弥修斯是亚里士多德学派

的信徒;菲洛波努斯是医药化学家的追随者;埃留

提利乌斯是位中立者,代表当时的哲学家们;书中

出现的那个 我 则充当书记员; 而全书的主角

卡尼阿德斯正是勇于探索真理和万物本原的

波义耳的化身,他勇敢地向 四元素说 和 三要素

说 宣战, 对于元素的本性和数目以及火法分析的

机制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用大量实实在在的

实验事实作为立论的根据,令人折服.最终以这位

怀疑的化学家的胜出作为结局.此后,化学不再摇

摆于科学的大道之外, 大胆而坚定地迈进了自然

哲学的殿堂,进而跻身于自然科学之林.

2 值得怀疑的殊荣
至今有许多国内外著作在论及 元素 概念的

确立时,仍不忘把此殊荣毫不犹豫地敬予波义耳.

这源于波义耳在他的 怀疑的化学家 中有过这样

一个声明: 我现在所谈的元素, 如同那些谈吐最

为明确的化学家们所谈的要素, 是指某些原始的

简单的物体,或者说是完全没有混杂的物体,他们

由于既不能由其他任何物体混成, 也不能由它们



自身相互混成, 所以它们只能是我们所说的完全

结合物的组分, 是它们直接复合成完全结合物,而

完全结合物最终也分解为它们
[ 1]
然而, 仔细研

读上下文后不难发现, 这一看似清晰明了的定义

实际上是波义耳对医药化学家的主要观点的一种

概括和升华,并不能代表波义耳本人的观点. 认真

梳理全书的脉络后就不难洞悉波义耳这样做的

意图 了. 他要对 四元素说 和 三要素说 提出

质疑,要动摇它们用以迷惑世人的实验基础, 就必

须首先明确这些论敌们所持有的观点 即元素

是什么. 这样, 他的种种论证才更加有针对性.否

则,那些用于辩护的有价值的实验不就成了无水

之源,无本之木? 在确立了这样的靶子以后, 这位

怀疑的化学家除了向我们提出反例和分析之外,

并没有从正面明确的给元素下过定义, 只是说到:

鉴于我在元素概念这一问题上已然与这两个学

派的看法皆不相同
[ 2]
看来将 元素 概念认作

是由波义耳提出的确实值得怀疑. 然而,这是否就

意味着 波义耳从根本上怀疑元素的存在,波义耳

批判元素概念之外, 绝不给元素概念在化学研究

中留下一定地位 [ 3] 波义耳把化学确立为科

学
[ 4]
这一传统论断还能成立吗?

3 实验结果为他辩护
在 怀疑的化学家 的序文中, 波义耳就提出:

我从一开始就一直抱着某种怀疑,亦即怀疑通常

的那些要素可能并不像人们所相信的那样是一些

普遍而广泛的要素, 并不能从化学操作中一一得

出
[ 5]
也许那些认为波义耳完全否定 元素 存

在的同仁们是在下面这里受到了启发: 然而, 在

所有的那些被说成是元素性的物体当中,是否总

可以找到这样的一种物体,则是我现在所要怀疑

的事情. [ 6]可是,如果我们能全面解读波义耳的

文本, 就一定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我总不至于

笨到如此的地步, 竟然否认土、水、水银和硫这些

物体的存在 [ 7]. 这里波义耳已经阐释的非常明确

了,即他并不否认那些被说成是元素的物体的存

在,只不过波义耳不认为它们就是构成一切结合

物的元素. 断言波义耳从根本上否定元素的存在

确实有些冤枉. 根据元素定义和实验的考察, 波义

耳确实有理由怀疑(参见文献[ 8] ) .如果这样的理

解还不能令大家信服, 那么他的实验事实也能够

为他辩护.在书中,波义耳以矿石、动物、植物等为

例充分地论证了化学家所声称的盐、硫、汞并不是

什么简单而纯 的物体 而且这些所谓的元素也

是可以被再造出来的, 因此根本不符合 元素 的

条件. 可见, 波义耳所怀疑的是水、土、火、气以及

盐、硫、汞这些当时被奉为元素的物体能否真正看

作是世界万物以及各种化学现象变化的原因. 换

言之,他只是不能允许人们那般随意地、毫无根据

地将上述物体归为元素而已. 对此,我们可以从本

书的序文中窥见一斑: 这篇充满怀疑的著作并不

是要诋毁化学, 而是要让那些行家们抛开他们所

保守的旧理论, 并证明自己所阐释的比庸俗化学

家的理论更好(参见文献[ 9] ) . 在对自己的论敌

们所推崇的 元素性 物质的存在提出质疑之后,

波义耳没有能够明确指出到底那一种物质是元

素,只是承认 造物主造出了元素是如何如何可能

的,而不是她真的造出了任何元素
[ 10]

. 回顾历

史,在当时的科学水平和实验条件下,要求波义耳

找到元素的确不切实际.我们应该站在历史的角

度看待这个问题,而不应该一味的苛求波义耳.况

且, 并不是要提出假说, 而是要向假说发出质疑,

从而唤起人们对真理的渴望才是波义耳写作 怀

疑的化学家 的主旨.正是他身上的这种科学的怀

疑精神,才始终激励着一代代的科学工作者积极

地探求什么是 元素性 的物质, 这一点可能就是

波义耳的良苦用心.

4 以哲学的方式诠释 元素
波义耳生活的年代 十七世纪正是由亚里

士多德的自然哲学向机械论哲学转型的时期, 可

以说他是沐浴着机械论的阳光长大的. 这一在当

时尚属进步的哲学观使得那个时代的科学工作者

们看到了新的曙光, 并坚定的追随之,波义耳就是

众多的痴迷者之一. 他爱好阅读笛卡儿等机械论

哲学家的著作, 伊壁鸠鲁的原子论也曾带给他不

可磨灭的印象, 这些都促使他执着地思考世界万

物的起源问题.他继承并吸收了机械论的精华,同

时开创了自己的 微粒哲学 . 他的这一思想曾经

影响了包括牛顿在内的许多科学家. 怀疑的化学

家 中便有多处渗透并体现他的哲学思想的 微

粒 .波义耳不止一次发出类似的 抗议 :有什么

理由让我们非要相信存在着这样的一些原始而简

单的物体? 在那样一个人们时时提到 元素 而实

际上又对 元素 一无所知的时代里, 元素 的概

念被无所顾及的滥用着,使得这样一个混乱的概

念即使形式上再贴切也很难唤起波义耳对它的好

感了, 他则更倾向于用 微粒 来解释构成万物的

本原 波义耳认为 种元素是由彼此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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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众多微粒构成的, 而这种微粒又是由质料的极

其微小的粒子所构成的某种微小的第一凝结物组

成的.
[ 11]
波义耳还提出了一个从微小粒子直到

结合物的层次模型: 粒子 第一凝结物 组

成结合物的微粒 结合物 [ 12] . 我们知道 波义

耳的微粒哲学指的是:最小的同质粒子,通过逐级

凝结成各级微粒,直至最大的微粒 反映物质

的化学性质,在化学过程中保持结构稳定的微粒,

乃至于结合物 [ 13] . 这样一种带有层次结构的物

质观中已经闪耀着近代原子- 分子论的光辉. 而

在道尔顿眼中, 化学元素是由非常微小的不可再

分的物质微粒即原子组成.在现在的元素观点看

来, 化学元素是用普通的化学方法不能分解为更

简单物质的任何一种物质,是构成所有物质的基

本材料 . [ 14]我们知道,波义耳的 第一凝结物 即

元素微粒 (参见文献[ 15] ) ,是一种本身结构相

当稳定,可以在化学过程中保持不变而且有自己

的组成和结构(由最基本的同质粒子凝结而成)的

物质. 比较 第一凝结物 与近代和现代的元素概

念,可以看出他们在层次结构性和化学稳定性上

确实有些相似之处. 牛顿曾经受波义耳的 微粒哲

学 的影响, 用光的微粒说解释光的本性,而道尔

顿又公开宣称自己的思想来源于牛顿. 这样看来,

就不能不说波义耳是通过这样一种间接的方式对

元素 概念的最终建立起到了奇妙的推动作用.

这位自称是 以哲学家的观点来研究化学 的自然

哲学家最终还是选择了以 哲学的方式 为我们诠

释了 元素 的内涵, 并以此为基础来描述这千姿

百态的世界万物和千变万化的过程和现象.这可

能就是波义耳在 怀疑的化学家 中始终没有确切

地提出 元素 概念的原因.

5 经验与理性结合的典范
培根的经验主义和笛卡儿的演绎主义不仅成

为波义耳构建自己的 微粒哲学 的重要基石, 而

且也将经验与理性的烙印深深地打在了波义耳的

科学活动上,这一特点在当时的那些科学家身上

是很少具备的习惯和 气质 . 单单从 怀疑的化学

家 中大篇幅的对实验现象、方法和结果的细致描

述便可知晓这位最早期的皇家学会成员对观察、

实验的重视程度了. 在他看来,不应该把理性放在

高于一切的位置,知识应该从实验中来,实验是最

好的老师,而空谈和舌辩都无济于事 这正是

对他行动的真实写照. 波义耳一生所做过的实验

涉及范围十分广泛 包括气体实验 燃烧和焙烧

实验、对磷光现象及光、火、热等现象本质的讨论、

对酸碱指示剂的研究以及对大量的显色反应和沉

淀反应的研究和分类, 从而为分析化学奠定了基

础 . 这位天生的实验家还亲手设计了不少实验,

并发明和改良了多种实验仪器.波义耳曾指出,化

学,为了完成其光荣而庄严的使命,就不能认为到

目前为止的研究方法是正确的, 而必须抛弃古代

传统的思辨方法.只有这样,化学才能像已经觉醒

了的天文学和物理学那样,立足于严密的实验基

础之上.幸运的是, 波义耳并不是 只知采集和利

用的蚂蚁 [ 16] . 因为他没有对演绎推理的作用视

而不见,而那个时代的医药化学家们恐怕是极少

看到理性光辉的代表了.为此,波义耳在 怀疑的

化学家 中严厉地批评说: 化学家一直沉迷在发

现实验的乐趣之中, 而不关心这些实验的背后原

因.或者说他们一向醉心于要素的指定而不问其

他,并认为由此即可对实验作出最好的解释 . [ 17]

可见,波义耳不仅是实验的先锋,而且也可以称为

演绎推理的典范.试想,如果波义耳仅满足于那些

华丽而惑人的现象本身,他还会去质疑当时那些

关于 元素 的种种学说吗? 还会透过林林总总的

实验现象层析出有价值的结论作为有力的武器去

击毁 三要素说 、四元素说 的理论之基吗? 还

会建立起自己的 微粒哲学 吗? 显然, 从波义耳

留给我们的丰富成果来看,在当时的那个时代里,

他的确是将经验与理性很好的结合起来应用到科

学研究中去并取得成功的典范. 波义耳是第一个

把培根、笛卡儿所建立的近代科学方法引进到化

学领域的卓越化学家.从此,化学能够开始掌握了

观察、实验、推理的近代科学方法的真谛 [ 18] . 因

此从这样的意义上, 我们说评价 波义耳把化学确

立为科学 是当之无愧的. (本文是在张明雯教授

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 同时也得到了孙玉忠教授

的热心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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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 CARNEADES PLEAD

BOYLE S DOUBT ABOUT THE ELEMENT AND HOW

HE SET UP CHEMISTRY TO BE SCIENCE

Luan Guangjun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pointed that we should neither do special honours to Boyle with his defining element clearly , nor

conclude that he denied the element completely . With a great deal of experiments , Boyle demonstrated and raised

a query that the element which had been defined by people at that times ; Boyle annotated the element by means of

philosophy , his the first coagulum was a not ion which was synonymous with element . It was Boyle s scientific

tradition, that is, combining the experience and ration, that set up chemistry to be science.

Keywords: Boyle; Element ; Particle; Scientific tradi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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