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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文森的伦理学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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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考察了 C·L·斯蒂文森的伦理学方法论 ,指出他实际上将伦理学方法归结为了心理学方法。而这是由

于他基于情感主义立场 ,错误地理解了对伦理学问题 ,将伦理学问题当作如何消除态度分歧的问题。故而他的元

伦理学理论对改善规范伦理学的研究并无真正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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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伦理学与伦理学方法

1903 年 , G. E. 摩尔的《伦理学原理》一书的出

版 ,标志着元伦理学的兴起。在这本书中 ,摩尔提出

要对伦理学的最基本概念 (对他来说 ,最基本的伦理

学概念是“好”) 进行分析。他把如何定义“好”的问

题看作伦理学中最基本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才能回

答“什么事物是好的”这样的问题。他说 :“除非这第

一个问题 (即如何定义“好”的问题 ———引者注)得到

完全的理解 ,并清楚地认识到它的正确答案 ,否则 ,

伦理学的其余部分 ,从系统知识的观点看 ,等于毫无

用处。”[1 ] (P57) 对摩尔来说 ,分析伦理学概念最终的

目的还是要解决通常所谓的规范伦理学问题 ,得出

正确的伦理学判断或原则。

然而 ,另一位英国哲学家 ,A. J . 艾耶尔 ,却在其

颇有影响的著作《语言、真理和逻辑》中声称 ,伦理学

唯一能做的工作就是分析伦理学词项 ,给出它们的

定义 ,或者判断某些定义的合法性与可能性。其它

的伦理学问题都应作为伪问题排除掉。[2 ] (P137) 他否

认存在实质性的伦理学知识 ,而这种知识却是摩尔

花了大量篇幅加以探讨的。艾耶尔并不象摩尔那样

认为“好”表示某种是一个独特的、自成一类的非经

验属性 ,而是认为“好”以及其它伦理学词项的功能

都是情感性的 ,伦理学判断的作用是表达说话者的

情感态度 ,唤起听话者相应的情感态度。这就是伦

理学中的情感主义观点。

艾耶尔和摩尔一样 ,反对把伦理学划归为心理

学或社会学等经验科学的分支 ,但却因此把伦理学

完全划归为语言哲学的分支。伦理学一直被看作一

门实践学科 ,认为它的意义在于以某种方式为人们

的生活和行为提供指导。而在艾耶尔这里 ,伦理学

完全失去了其实践学科的品格 ,仅仅具有某种语言

学的意义 ,并仅凭这一点才得以保留其作为哲学的

一个分支的资格。无疑 ,他的观点显得太过极端。

同为情感主义的代表 ,C. 斯蒂文森则持似乎较为缓

和的立场 ,更为细致深入地发展了情感主义理论。

在他的最重要的著作《伦理学与语言》的开篇 ,斯蒂

文森说 :

“本书并不处理整个伦理学 ,而只处理它的一个

狭小的专门部分。它的第一个目标是澄清伦理学词

项的意义 ———诸如“好”、“正当”、“正义”、“应当”之

类的词项。它的第二个目标是刻画能证明或支持伦

理学判断的一般方法。”[3 ] (P1)

他申明 ,他的工作虽然是分析性的 ,但却是与规

范伦理学相联系的。他承认分析性的元伦理学的性

质是工具性的 ,目的是使人在研究伦理学时头脑更

清晰 ,减少无效的工作 ,为别人的伦理学研究改善工

具。这样 ,斯蒂文森缓和了艾耶尔对规范伦理学的

否定 ,试图使元伦理学间接地关涉实质性的伦理问

题。从他的初衷来说 ,研究元伦理学是为规范伦理

学提供方法论上的帮助。可以说伦理学方法论是

《伦理学与语言》一书关注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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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伦理学判断的情感意义

斯蒂文森对伦理学方法的考察是以对伦理学词

项的分析为基础的。作为情感主义者 ,他和艾耶尔

一样 ,认为伦理学词项的基本功能是唤起和表达情

感 ,伦理学判断不是纯事实性的 ,与科学中的判断有

着重大的不同。

他不象艾耶尔那样用经验证实原则来作为划分

事实陈述与非事实陈述的标准 ,而是通过分析伦理

分歧的性质来说明伦理学与科学的不同。他认为分

歧可分为两大类 ,即信念分歧和态度分歧。前者是

科学、历史、传记及相应的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分歧 ,

后者是意图、愿望、需要、爱好、欲望等等的对立。

“两类分歧的区别主要在这一方面 :前者是关于如何

真实地描述和解释事情 ;后者是关于这些事情如何

受到赞成或不赞成 ,以及如何人类的努力如何左右

它们。”[3 ] (P4)在他看来 ,伦理学分歧具有两重性 ,即

往往既包含态度分歧也包含信念分歧。然而斯蒂文

森强调的是态度分歧 ,实际上认为态度分歧对与伦

理学分歧才具有本质性。他指出 ,首先 ,态度决定在

当前的讨论中 ,哪些信念是相关的 ;第二 ,态度决定

了伦理学争论何时会结束 ;只要态度分歧存在 ,即使

没有信念分歧 ,伦理学争论仍然存在。反之 ,如果消

除了态度分歧 ,尽管仍有信念分歧 ,伦理争论也已经

结束了 ;第三 ,把伦理学与其他科学区别开来的主要

是态度因素而非信念因素。可见 ,按斯蒂文森的观

点 ,伦理学分歧的实质是态度分歧 ,态度分歧是伦理

学分歧存在的充分必要条件。而信念分歧只在能够

引起态度分歧 ,与态度分歧有因果关系时 ,才与伦理

学分歧相关。

斯蒂文森对伦理分歧的分析 ,为他分析伦理学

语言开辟了道路。他认为对伦理学的语言分析应与

伦理分歧的两重性相适应。与艾耶尔只承认伦理学

术语的情感意义不同 ,斯蒂文森认为伦理学术语既

具有情感意义 ,也具有描述意义。伦理学陈述与事

实陈述的不同不在于前者没有描述意义 ,而在于前

者不仅有描述意义 ,而且有情感意义。

为了说明情感意义 ,斯蒂文森试图提出一种较

为宽泛以致能容纳情感意义的意义理论。他把意义

视为符号使用者的心理反应过程 ,这种心理反应过

程与符号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表现为

两方面 ,一是说话者心理过程引起说话者使用符号 ;

二是说话者使用符号引起听话者的某种心理过程。

而“情感意义”和“描述意义”可分别视为两种不同的

心理反应过程 ,前者是情感反应 ,或者是认知反应。

这样情感意义和描述意义之间的语言学区别可由情

感反应和认知反应之间心理学区别来说明。

斯蒂文森采用两种模式来分析伦理学词项。他

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受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影响 ,

重视语言的灵活性和复杂性。他认为我们很难确定

地区分哪些事实信息是由伦理学词项所意谓

(mean)的 ,哪些是暗示的 (suggest) 。因此他使用两

种模式。第一种模式将描述性意义限制在对说话者

本人态度的描述上 ,而将其它信息归为暗示。这种

模式可以看作以下工作模型的扩展 :

(1)“这是错的”,意思是 :我不赞成它 ,你也别赞

成吧 !

(2)“他应该这样做”,意思是 :我不赞成他不这

样做 ,你也别赞成吧 !

(3)“这是好的”,意思是 :我赞成它 ,你也赞成

吧 ![3 ] (P21)

斯蒂文森并不否认这种模式过分的简单化 ,并

非全面的分析。他采用这个模式的目的在于 :突出

强调的是伦理学词项的情感意义 ,以显示伦理学判

断具有与科学判断迥然不同的特征 ;便于进一步理

解更为复杂的第二种分析模式。

三、理性的方法与劝导的方法

在第一种分析模式下 ,斯蒂文森探讨了伦理学

的方法。第一种模式的伦理学判断可以看作由描述

说话者本人态度的描述性成分 (如“我赞成它”)和试

图唤起别人相应态度的情感性成分 (如“你也赞成

吧”)构成。正是由于情感性成分的存在使得伦理学

判断不可能象没有情感成分的科学判断那样得到证

明。对伦理学判断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要唤起听话者

对某事的相应态度 ,而不是相信某事。斯蒂文森认

为伦理学问题产生于态度分歧 ,解决伦理学分歧就

是消除态度分歧 ,包括改变对方的态度 ,改变双方的

态度 ,甚至改变自身的态度。因而伦理学所要求的

方法是改变态度的方法。

在第一种模式下 ,使对方接受或放弃一个伦理

判断的方法也就是使对方赞同说话者所赞同之事、

不赞同说话者不赞同之事的方法。斯蒂文森对这样

地方法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分类。大体上讲 ,可以

分为使用理由的方法和不使用理由的方法。

使用理由的方法即理性的方法 ,而他所谓的理

由是指“表达信念的陈述”[3 ] (P140) 。按照理由与伦

理判断有无逻辑关系 ,这种方法又可分为两类。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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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理由与伦理判断有逻辑关系 ,例如通过指出对

方在逻辑不一致来反驳对方。其二是理由与伦理判

断没有逻辑关系 ,而有心理关系。这种方法所使用

的理由是经验事实 ,因而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

这些理由 ,或换一种说法 ,使对方相信这些理由。斯

蒂文森主张事实判断与伦理判断没有逻辑关系 ,但

有心理关系 ,从而可以起到支持或反驳伦理判断的

作用。这里支持与反驳都不能在逻辑意义上理解 ,

所谓支持某个伦理学判断是指有助于让人接受这个

判断 ,反驳指有助于使人不接受这个判断。理性的

方法具有这样的特征 ,即诉诸某种事实 ,通过改变信

念以影响态度。而他认为事实的问题是可以用理性

的方法 ,或者换一种说法 ,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实际

上这里理性的方法只是间接的用来解决伦理问题。

理性的方法只能直接用于解决事实问题 ,因而它最

终能否解决伦理问题还必须取决于事实与价值、信

念与态度的关系。而按斯蒂文森的观点 ,事实和价

值有区别 ,信念和态度只有因果联系 ,这种联系是偶

然而非必然的。因此 ,理性的方法对于解决伦理问

题是有限的。只有当态度与信念有因果关系时 ,理

性的方法才能影响到态度 ,才有可能消除态度分歧 ,

解决伦理问题。但是斯蒂文森指出 ,因为态度分歧

和信念分歧的关系不是逻辑上的而是事实上的 ,所

以一切态度分歧都与信念分歧有因果联系是一个无

法证明的假设。我们只能说 ,在某些情况下理性的

方法可以最终解决伦理问题 ,但不能保证情况总是

如此。

因此 ,斯蒂文森主张 ,仅有理性的方法对于伦理

学是不够的 ,不过不必因此而感到失望 ,因为还存在

着非理性的方法。也就是不使用理由的方法 ,他论

证说 :

象所有心理现象一样 ,态度诸多决定因素的结

果 ,信念只是多组因素中的一组。其它因素在争论

过程中受到控制 ,因而可以有助于改变一个人的态

度 ,就此而言 ,它们都能够被用作获致伦理一致的手

段 ,事实上它们也的确被这样使用着。这样的方法

就构成了伦理学的“非理性方法”,这是我们现在必

须加以研究的。[3 ] (P139)

斯蒂文森所说的非理性的方法甚至可以包括奖

励和惩罚。不过 ,它们不能算作正常意义上的“论

证”。他所重点考虑的是作为日常争论的一部分并

被大量使用的“劝导性方法”。对劝导性方法的研究

构成了斯蒂文森伦理学方法论的一大特色。劝导性

方法区别于其它非理性方法 (如奖励与惩罚)的特点

在于它使用语言为手段。不过劝导法所利用的是语

词纯粹的、直接的情感性影响 ,包括情感性意义 ,修

辞性语调 ,恰当的隐喻 ,洪亮的、刺激性的、或恳求的

声调 ,戏剧性的手势 ,注意与听众或观众建立和谐关

系等。

例如 ,在论辩中 ,为了让人赞同某件事 ,反复地

强调这件事是“义务”,是“应当的”,是“道德责任”

等。按第一种分析模式 ,除了说话者的赞同态度外 ,

这些词并没有告知听者更多的信息 ,然而 ,由于这些

词的情感意义 ,通过适当的强调而产生的积累效应 ,

就能产生改变对方态度的效果。不过 ,斯蒂文森承

认 ,纯粹的情感词和纯粹的描述词都是很少的 ,因而

也很少有纯粹的劝导法。劝导的方法往往与理性的

方法相伴随。例如我们在使用“独裁者”、“民主”这

些字眼时 ,一方面利用了它们的情感意义进行劝导 ,

另一方面 ,由于它们的描述意义 ,传达了某种信息 ,

因而又具有理性方法的性质。斯蒂文森强调劝导方

法对伦理学的必要性 ,他说 :“我们也许可以有根据

地说 ,任何人 ,不论他多么热爱理性 ,比起他仅仅受

到理由的影响 ,当他受到劝导加理由的影响时 ,其影

响的效果都会更大更持久。”[3 ] (P140) 规范伦理学著

作的风格之所以与科学论文明显不同 ,原因就在于

此。

四、劝导性定义与伦理学方法

斯蒂文森还提出了伦理概念和判断的第二种分

析模式。第二种分析模式是这样的 :

“这是好的”这个判断 ,除了具有褒扬的情感意

义 ,使之能够表达说话者的赞同并倾向于激起听者

的赞同外 ,还有这样的意义 ,即“这具有性质或关系

X , Y ,Z⋯⋯”。[3 ] (P207)

第二种模式的特点在于承认伦理学术语除情感

意义外还有丰富多样的描述意义。有趣之处在于 ,

这里的描述内容是用变项来表示的 ,可用不同的性

质、关系来代入 X、Y、Z 等变项。因此 ,斯蒂文森实

际是认为描述意义和情感意义是两个分离的成分 ,

而不是逻辑上必然地结合在一起。可以用不同的描

述意义与情感意义组合 ,得到不同的定义。因而第

二种模式的定义往往是所谓劝导性定义①。斯蒂文

森告诫说 ,虽然第二种模式将更多的描述性内容纳

入到伦理学术语的意义中 ,却并不会使伦理学变得

更“客观”或更“丰富”。两种模式的区分主要是在语

言学而非在伦理学上是有趣的。如果说第一种模式

表明伦理判断具有情感功能 ,那么 ,第二种模式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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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中定义也具有情感功能。特别是分析模式的

转换并不改变关于伦理学方法的结论。

斯蒂文森在第二种分析模式下考察了伦理学方

法。如果给定了“好”这个词的一个第二种模式的定

义 ,将在逻辑上有效地得出“某物是好的”这一判断。

而“某物具有 X、Y、Z等性质或关系”是一事实陈述 ,

完全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论证。然而这并不表明在

第二种模式下 ,伦理学方法是完全理性的。因为第

二种模式的定义是劝导性的 ,如果不接受特定的定

义 ,上述论证将没有有效性。而是否接受某一劝导

性定义的分歧 ,本身就是伦理分歧 ,而不是纯粹语词

问题。如何就是否接受某一劝导性定义达成一致 ,

所需采用的方法就是第一种模式下所述的那些方

法。例如理性的方法 :如果对定义中的描述性内容

X、Y、Z等的态度与某些信念有心理关系 ,就可以通

过论证这些信念来调整对 X、Y、Z的态度 ,从而使对

方同意将 X、Y、Z纳入到定义中 (或排除出定义外) 。

同样 ,非理性的劝导性方法也可以应用于支持或否

定某个劝导性定义。凡是能使一个定义的描述内容

X、Y、Z更有吸引力的方法 ,都能劝导性地支持该定

义。支持一个支持劝导性定义的劝导方法与一个支

持一个判断的劝导方法无异。

五、对斯蒂文森伦理学方法论的评论

斯蒂文森声称 ,他的伦理学方法论是描述性的

而非规范性的 ,即考察人们实际使用的伦理学方法

是怎样的 ,而不讨论应当使用什么方法。他辩称 ,其

它领域的方法论所需考虑的方法的有效性 (validity)

问题不能适用于伦理学领域 ,伦理学方法无所谓有

效与否。无论是理性的方法还是非理性的方法都不

是逻辑地证明伦理判断。即使是理性的方法 ,由于

所用的经验理由与伦理判断之间并无逻辑关系 ,从

理由到结论在演绎与归纳上都不是有效的。伦理学

方法不是有效的 ,并不意味着对伦理学方法的否定 ,

而是说“有效性”概念不适合于伦理学方法。之所以

如此 ,是因为“有效性”概念是与“真”相联系的。斯

蒂文森并不认为“有效性”概念不适合于伦理学方法

是因为 (象艾耶尔所主张的那样)伦理判断完全无真

假可言 ,而是认为由于伦理判断具有描述意义 (即使

按第一种分析模式 ,伦理判断也具有一定的描述意

义) ,因此在描述意义上有真有假。然而 ,而伦理学

方法却不是为了确立伦理判断的真 ,而是为了实现

伦理判断的情感意义 ,即唤起相应的态度。因此 ,伦

理学方法与有效性无涉。

我们看到 ,斯蒂文森的伦理学方法研究的结果

是否定了我们可以对伦理学方法进行规范性思考。

他所做的是对伦理争论中存在的具有典型性的方法

进行的概括归类 ,并对它们的作用机制进行了解释。

他的工作无疑具有一定的意义 ,因为他揭示出在伦

理争论中大量使用着心理学方法 ,特别是劝导性方

法。如果说在认识在伦理争论中实际使用的方法方

面 ,他的研究对我们有所帮助的话 ,在任何改进伦理

学方法 ,更好地解决伦理问题方面他的研究则乏善

可陈。如果说斯蒂文森的初衷是要为规范伦理学研

究改善工具 ,那么其结果可以说令人失望。斯蒂文

森实际上将所有伦理学方法在性质上都归结为心理

学的。劝导性方法无疑是典型的心理学方法 ,而他

所谓的理性方法 ,按他的解释 ,实质上也是心理学

的。因为他所说的伦理学中的理性方法 ,也就是使

用理由的方法 ,是通过信念来影响态度 ,理由与伦理

判断之间并逻辑关系。斯蒂文森认为信念只是决定

态度的诸多因素之一。无论使用理由的方法还是不

使用理由的方法在他那里都是用一种心理过程影响

另一种心理过程的方法 ,区别只在于前者借助信念

这一心理过程 ,后者借助其它心理过程。甚至诉诸

权威和大众意见的方法也被归为理性的方法 ,其理

性的方法为何物 ,也就可见一斑了。

斯蒂文森区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 ,指出伦理

学不同于科学 (当然包括心理学) ,在这一点上与摩

尔一致。然而他的伦理学方法论却告诉我们 ,解决

伦理学问题的方法不过是心理学方法 ,规范伦理学

研究除了求助于心理学外 ,似乎没有别的可能。这

也导致他无法区分道德论证的功能和宣传的功能。

他不得不说“道德家”与“宣传家”在描述意义上并无

区别 ,都是指出于某种目的而影响他人心灵与情感

的人。区别只在“道德家”一词在情感上是褒扬的 ,

“宣传家”则是贬抑的。伦理学方法在某种意义上成

了心理操纵术。

斯蒂文森之所以得出这样的伦理学方法论 ,其

根源在于他对伦理学问题的理解。他的语言哲学具

有浓厚的心理主语色彩 ,导致他用心理主义的意义

理论来分析道德问题。他将伦理学问题理解为“如

何消除伦理分歧 ?”,而伦理分歧存在的标志是态度

分歧 ,因此伦理学问题就成了“如何消除态度分歧”。

而斯蒂文森明确地说态度是心理现象 ,因而不难看

出 ,他实际上把伦理学问题归结为心理学问题。而

这一混淆 ,归根到底 ,是由于他对伦理学术语的理解

有问题。故此 ,才有以 R. M. 黑尔为代表的语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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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学派试图通过对道德语言的重新理解 ,来纠正情

感主义的偏颇。[4 ] (P12 - 15)

注释 :

①　劝导性定义是斯蒂文森伦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

通过把特定的描述性内容纳入某个具有情感意义的词的定

义中 ,或从中排除掉 ,能影响人们对所有描述的东西的态度。

因此斯蒂文森认为伦理学中的定义与科学中的不同 ,并不是

对语词汇的价值中立的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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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nson’s Methodology of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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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 L . Stevenson’s methodology of ethics is examined , and that he actually reduces ethical methods to

psychological methods is pointed out . Hoverver ,this is because of basing on standpoint of emotionism , he misun2
derstands ethical problem , and regards ethical problem as how to remove disagreement in attitudes. So his meta

- ethical theory give little genuine help to normative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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