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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思想若想在当今世界上发挥作用，就必须让更多的人
读得懂，因为今日的状况是：普通大众能够阅读和写作，但是
他们并没有接受完整和广博的西方教育。然而，他们也是共同
求知者，是共同思考者和共同作为者。只有更加广泛地获取高
深的人生智慧，并进而提高自己的辨别能力，他们才能更多地
利用这些新的机会。因此，使用尽可能通晓易懂而又不失其思
想深度的方式表达重要的思想，对于使更多的人能够参与思考
世界和人生来说，是非常必要的。

卡尔·雅斯贝尔斯

《当今哲学的任务》（1953年）



中文版序

在世界上伟大的文明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中国那样拥有如
此悠久而伟大的过去。我深信，中国也将会拥有一个对世界历史具有重
要意义且能产生深远影响的未来。

因此，拙著《世界哲学史》能够首次直接与中国读者对话，这令我
感到非常高兴。为此，我非常感谢本书的译者吕叔君先生，以及中国的
出版社，是他们使此中文版的发行成为可能。

我希望，阅读本书能够给中国读者带来愉悦，并能够激发他们独立
地思考我们共同的世界之谜。

汉斯·约阿西姆·施杜里希

2005年11月于慕尼黑



修订版前言

“本书并不是为那些职业哲学家们写的，对于他们来说，或许已经
没有什么新鲜东西可以说的了。本书是为这样一些人写的：不管他们是
否接受过正规的学院式教育，当面对工作中的和日常生活中的烦恼，以
及我们时代的巨大的历史变迁和社会灾难时，他们从不气馁，总是试图
通过独立思考来揭示世界之谜，并努力去寻找永恒的人生问题的答案。
他们从不否认这样一种观点，即所有时代的伟大思想家及其作品都会对
我们有所裨益。”

以上是五十年前本书第一版问世时书中导言里的几句篇首语。公众
对本书的反应正好与本书的写作目的相契合：本书自出版以来，德文版
的发行量已达到600000册，此外，它还被翻译成了意大利语、日语、荷
兰语、西班牙语、捷克语、匈牙利语等。无数的读者表达了他们对本书
的谢意及赞赏，也正是由于他们的信函，我结识了一些非常有趣的朋
友。

临近世纪之末，在我人生的迟暮之年，我觉得对本书作一次全面细
致的修订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但不仅仅是）本书涉及当代哲学的最
后部分。柯尔哈默出版社和菲舍尔袖珍图书出版社使此修订版的问世成
为可能，对此我谨表谢忱。

四个自我批评性的意见

1．哲学是人利用思想这一工具揭示存在——包括人周围的外部世
界和他自己的内心世界——之谜的一种尝试，哲学的历史比我们已知的
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要悠久得多。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可回溯约三千年，在
我们已知的这段历史以前，人类还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历史。在那段时间
里，人开始直立行走，他的上肢（手）因而获得了更大的自由，他学会



取火，他已经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图使用和制作简单的工具，总之，人类
开始从动物王国中脱颖而出。但是，关于人类的这段历史中的细节内
容，我们却所知甚少；关于人类之所以变成人类的那个过程，以及关于
人的语言和思想是如何产生的这类问题，我们基本上也不甚了解。语言
与思想不可分割，思想和语言紧密相连，我们可以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
观察到这一点。作为思想的工具的概念是我们在语言中获得的。对于一
个学习说话的儿童来说，他刚刚学会用名字称呼的每一个东西，就像是
被施了魔法似的，突然间就从以前那个懵懂的纷繁世界里分离出来，变
得豁然明朗起来。虽然这两个问题——即语言的产生以及思想和语言的
关系问题——是如此的重要（它们是语言学家们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
并且至今仍然是最晦涩难解的问题之一），但是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却
不能对此加以深究。

不过有两个观点我们还是应该坚持：首先，语言作为一种无法回避
的思想媒介——或许语言也是思想的边界——是最重要的哲学主题之
一，这个问题我们将会时常遇到。其次，在我们已知的人类历史发展的
开端，语言已基本上作为一种完成品存在了。自那以后，究竟语言经历
了哪些变易、变化和变形，这些问题与这之前发生的事情相比已经不太
重要了。在我们已知的范围之前，人类的思想还经历了一段很难衡量的
至少要绵延达数万年的发展过程，关于这个过程我们几乎一无所知。确
定了这样一种判断以后，我们就应该认识到，在我们开始叙述人类思想
的历史——或者任何一种历史——之前，为了事先能够获得一种正确的
观察问题的广阔视角，我们必须提请读者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已知
的人类历史只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极其微小的片断；若与生命的历
史相比，与我们这颗行星的历史相比，与整个宇宙的历史相比，这个片
断就显得更加微不足道了。

2．如果我们能够了解某个历史时期的思想的话，也只能了解这一
时期内人类曾表达出并被记载下来的思想，这些思想或者出自思想家本
人之手，或者出自他的学生之手，或者只是从他的对手那里流传下来的
——遗憾的是，这种情况并不在少数。而且我们也不能说，流传下来的
这些思想就是最好的、最有价值的和最深刻的。

3．我们企图理解历史的每一种尝试总会遇到各种障碍。在距离我
们比较遥远而且我们对它也比较陌生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真正设身处
地地完全理解某种思想。虽然哲学著作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以文字的形式
保存下来的——有时只是断简残篇，但是，如果这种思想是用汉语这样



的在结构和表达方式上与我们的语言截然不同的语言记述下来的，我们
又怎么能够很容易地理解它呢？

因此，理解和注释的艺术，即诠释学（原先指对《圣经》和古典文
献的注释，后来扩展到对所有的文章和精神产品的注释），对哲学及其
历史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甚至可以说它占据了中心位置。

就当代哲学而言，为了更好地理解哲学文献，美国的保尔·施里普
曾经主持编纂了一套系列丛书，这套丛书或许对于人们克服理解当代哲
学方面可能遇到的困难会有所帮助。这套书的每一卷都介绍一个在世的
哲学家，首先，这位哲学家撰写一篇“思想自传”作为本卷的导论，用以
描述他的思想发展历程，跟在后面的是其他当代学者的文章，他们会表
达自己对这位哲学家的思考、怀疑和批评意见，或是做一些注释。在书
的末尾，本卷所讨论的这位哲学家重新发表自己的观点，阐明自己的立
场。[1]

4．哲学家们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这还不包括各种评论、阐述或
哲学教授们的批判性文章。有一套谦虚地自称是概要性的专业哲学史就
摆满了图书馆里的整个书架，而且它还是用一种只有学者才读得懂的极
其精练的语言撰写的。

一般来说，对一个事先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士解释某个事情比对一个
外行解释这个事情要容易得多，也快得多。比如说，一个工程师要对另
一个工程师解释他们计划要建造的桥梁，他只需提纲挈领地说明建造这
座桥梁应该参照的尺寸、地基状况、用途、建筑材料和结构等，或者再
加上几个计算公式，另一个工程师就可立即对此了如指掌。如果他要对
一个门外汉解释这座桥梁的话，那就需要破费口舌了，他首先必须介绍
建造一座桥梁所应遵循的各种理论体系，必须解释静力学的基本原理、
各种公式和专业术语，等等。

哲学史的对象，就其研究范围和难度而言，或许并不比建造一座桥
梁更简单，本书就是为那些没有多少预备知识的读者而写的。面对那些
卷帙浩繁的哲学著作，我们若想做出恰当的选择实在不容易。在这方
面，我们遵循的原则是，首先要看它对于这部入门性的著作是否适宜，
其次，我也不想对读者隐瞒这样一个事实，而且关于这一点学者们也已
经达成了共识，这就是说，写作一部哲学史，作者的个人喜好也是一个
决定性的因素。



哲学研究的对象

我们在这里叙述的是哲学的历史，那么，什么是哲学呢？哲学的特
征是什么？尤其是，哲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

假如我们向那些伟大的哲学家们提出这一系列问题，将会从不同的
哲学家那里得到各不相同的答案。因为不同的哲学家所关注的哲学问题
也不尽相同，所以，某个哲学家把他所理解的哲学看作真正的哲学，这
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是，我们并不想受某一个特定的哲学体系的束缚，而是试图这样
提出问题：不同时代的不同哲学家们研究的哲学对象究竟是什么？答案
只有一个：所有问题。根本上说，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哲学研究的对象，
而且，事实也的确如此。从最大的问题到最小的和微不足道的问题（当
然，在深刻的思想中，什么问题是微不足道的呢？），从宇宙的诞生和
构造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正确行为，从自由、死亡和永恒这样一些终极
问题到日常饮食问题，一切都可以成为哲学思考的对象。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按照通常的划分方法有条理地逐一列举出
哲学研究的对象，以便于读者对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有一个概括的认
识：形而上学研究宇宙整体问题（或超出人的感官经验之外的问题），
本体论研究全部的存在问题（这两个领域也和其他领域一样都是相互交
叉的）；逻辑学是关于正确的思维和真理的学说，伦理学是关于正确的
行为的学说，认识论是关于认识及其界限的学说，美学是关于美的学
说；自然哲学讨论自然问题，文化哲学讨论文化问题，社会哲学讨论社
会问题，历史哲学讨论历史问题，宗教哲学讨论宗教问题，国家哲学讨
论国家问题，法哲学讨论法律问题，语言哲学讨论语言问题；此外，还
有经济哲学、技术哲学、金钱哲学，等等。

若是对以上的分类加以考察，我们就会注意到，上述的哲学对象并
不是哲学所独有的。针对每一个对象都有一种以研究它为己任的专门的
科学。国民经济学致力于经济研究，语言学致力于语言研究，法学致力
于法律研究，国家学致力于国家研究，历史学研究历史，社会学研究社
会，神学、宗教学和宗教史研究宗教。整个自然界是许多特殊科学如物
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等的研究领域。但是，作为研究人及其认
识领域的哲学不可能通过确定它的研究对象而与其他特殊科学划清界
限。



尽管哲学和其他特殊科学研究的是同样的对象，但是，哲学还是以
一种适合于自己的特殊方式与它们区别开来。哲学问题是以一种特有的
哲学性的方式提出来的，在这里，我们也很容易在一些细节问题上分辨
不清。许多个别的思想家干脆就称自己的方法才是哲学的方法。

划分一下界限还是可能的。如果我们再看一下上面列举的哲学领域
及其研究对象，并把研究同样对象的特殊科学与它们并列放在一起，我
们就会发现，处于最上面的问题就是整体的存在，它是一个无所不包的
对象。显然，在特殊科学的个别门类中没有能够与之相对应的。只有哲
学研究的主题才是全部存在的相互关系。

事实上，哲学与其他特殊科学相区别的这一特征是普遍适用的。一
般来说，特殊科学只研究某个限定的领域，如国家、语言、历史、生物
等，而哲学——虽然哲学首先思考的可能是某个特定的对象——却试图
在个别现象中找出普遍的规律，而且，哲学还把特殊科学的研究成果综
合到一起，从而获得一种统一的世界观。

这样，哲学就和其他科学区别开来，但并不是和所有的其他领域都
能划清界限。因为，普遍性特征并不是哲学所独有的，宗教和艺术也具
有这样的特征。宗教和艺术也都以各自的方式关注整体存在，在这里，
它们之间的界限是流动的，一旦哲学试图把握全部人生的意义，就可能
转向宗教的内心体验，而且事实上，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宗教和哲学
是相互纠缠在一起的。一种具备完美形式的哲学体系的思想大厦也非常
近似于一件艺术作品，如一首诗或一座具有高度艺术性的建筑物。一件
艺术作品达到极致也就进入了宗教的视野。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把它们区分开来的，这对于我们的目的来
说也就足够了。就此而言，哲学与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哲学把思想作
为自己的真正工具；宗教从本质上说首先是唤起人的信仰和感情而不是
理性；艺术的表达形式也不是思想，而是用外在的形式表达人的内心体
验，当然，完美的艺术作品也可以表达整体的存在，只不过它是用比喻
和象征的方式，透过个体的视角，而且基本上不是唤起人的理性，而是
唤起人的美感和崇高感。

考察一下人类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宗教、艺术、哲学和个别科
学在有些时代是相互交融在一起的，而在另一些时代，它们又是相互隔
阂甚至势不两立的。



要想用一种纯粹理论的和概念的方式，通过下定义，为哲学及其研
究对象划定出明确的界线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哲学并不是一个能够
一劳永逸地给出一个定义的抽象概念，它是一个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
断变化的概念。归根结底，我们可以把哲学看作是在人类思想发展过程
中出现的某些特定的问题，以及人们为解决这些问题所作的各种尝试。
只有在历史的发展中考察哲学，我们才能深刻地理解哲学并对哲学有一
个整体的概念。这就是说，研究哲学不能不研究哲学的历史。

几个主导思想

当伟大的伊曼努尔·康德在晚年回顾自己一生的事业时，在一封信
中说，他一生的全部努力都只是为了回答三个问题：

我们能够知道什么？

我们应该做什么？

我们应该信仰什么？

这些问题是所有时代每个有思想的人都会去用心思考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涉及人的认识。世界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关于世界的
创造我是如何想象的？关于它我能够知道些什么？关于它（这也是康德
主要关心的事情）我究竟能够确切地知道多少东西？

第二个问题涉及人的行为。我应该如何度过我的一生？我能够理性
地生活吗？我应该追求什么？我应该如何对待我的同类？我应该如何面
对人类社会？

第三个问题涉及人的信仰。虽然我们不知道是否能够确切地认识这
个问题所针对的事物，但是，如果我们想为我们的人生赋予一种意义，
这个问题就无法回避。是否存在一种更高的权力？人的意志是自由的还
是不自由的？是否存在永生？我们看到，这第三个问题——而且第二个
问题也已经是——涉及了宗教的领域。除此之外，许多哲学家还试图用
哲学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只要我们想得到一个较为明确的答案，那么



这些问题也还应该归属于哲学的范畴。那么，这些问题到底能否得到回
答呢？有没有可以依赖的可靠证据？如果在思想王国之外还存在信仰王
国，那么知识和信仰这两个领域之间的界限究竟何在？

如果依照这三个问题的观点对哲学的历史发展加以考察，我们就会
发现一个基本特征，这三个问题在历史上出现的先后顺序正好与康德提
出的顺序相反。这可能是因为，生与死是所有生命形式的最基本的现
实，所以，关于死后的永生，关于超越尘世的神秘力量的主宰，关于上
帝、神和偶像，这些问题都成了正在觉醒的人类精神首先要关注的最基
本的人生之谜。无疑，探求正确的人类行为的基本原则，获得有益于现
实生活和必要的道德约束的知识，这些都是哲学需要首先考虑的问题，
至于人的认识的可能性及其工具和界限这个尖锐问题，哲学后来才能顾
得上考虑。

大致说来，神、自由、永生以及人生的意义是古代印度哲学主要讨
论的问题。中国古代思想从一开始就强烈地关注人的实际行为和人的社
会生活问题，即伦理学。在五花八门的希腊哲学中，这三个问题都同时
出现了，不过他们更倾向于关注人的认识和行为问题。到了中世纪，西
方哲学重又把思想的重点放在了上帝、自由、永生以及人类行为的善与
恶这样一些永恒的问题上去了。只是到了近代，欧洲思想界才对人的认
识问题给予广泛的关注，并且关注的程度也越来越大，直至当代，或许
又显现出了一种减弱的趋势。

我们对这三个问题加以考察，目的是想表明，我们并不打算在这里
将历史上出现的所有哲学问题都纳入我们的讨论范围，诸如美学史、国
家哲学史、法哲学史等，它们各自都需要专门的一部书才行。另一方
面，我们也想提请读者始终以这三个问题为准绳去考察和思索哲学的历
史。最终，读者会认识到，虽然每个时代的每位思想家对这些问题都做
出了自己的回答，但是，基本上说，他们能够做出的回答并不是无限多
样的。

[1] Paul A. Schupp (Hg.): The Library of Living Philosophers, Evanston, 111., USA. Ausgewählte Bände in deutscher Ausgabe im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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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古代印度哲学

不管是从地理位置上看还是从精神方面看，印度都是一个自成一体
的世界。这个国家幅员辽阔，从北部终年被积雪覆盖的喜马拉雅山到南
部炎热的热带平原，几乎包含了所有的气候区。印度的人口超过九亿，
拥有三四千年的悠久历史，这里不仅是许多种语言、文化和宗教的故
乡，是最古老的人类哲学思想的发源地之一，也是最古老的人类文明的
摇篮之一——就目前的古代历史研究所能做出的判断而言，应该是如
此，这还要部分地取决于一些偶然的考古发现。不管怎样，印度河流域
的摩亨佐·达罗文明被历史学家确定为公元前四千纪至公元前三千纪时
期的人类文明，其遗址于1924年首次被发现，发掘的结果表明，这里是
一系列曾经十分繁荣的城市的遗址，每一个都建在前一个城市的废墟之
上，城市里有坚固的多层房屋，有商店和宽阔的街道。发掘出的生活用
品，带装饰图案的器皿、武器和饰品，从制作工艺上看，完全可以与古
埃及和古巴比伦以及古代欧洲的制作工艺相媲美。[1]

大约在公元前两千纪的中叶，即公元前1600年左右——印度早期历
史的确切年代都只是猜测——一个自称是aryas即雅利安人（Arier）的
民族逐渐地从北部占领了印度。根据有些解释，这个词原来的意思
是“高贵的”，所以雅利安人意思可能就是“贵族”[2]；另有人认为这个词
的意思是“虔诚的人”，就是说他们是信奉雅利安宗教的人；还有人认为
这个词的原意是“耕种”，这也就意味着雅利安人是农民。[3]当语言学家
们于1800年左右发现最初的雅利安语与欧洲语言有某些相似之处时，包
括印度语、波斯语、希腊语、拉丁语、斯拉夫语、日耳曼语、罗马语、
凯尔特语和亚美尼亚语在内的语系就被统称为雅利安语或印度日耳曼
语。从语言的相近之处人们推断出一个结论，认为印度雅利安人与上述
的部族都属于一个印度日耳曼原始部族，关于其发源地学术界一直争论
不休。而最近一段时期，这整个的假设都受到了质疑。[4]但是有一点被
认为是可以肯定的，即上述的这些语言都可以追溯到一个共同的“母



语”那里去。

雅利安人占领印度是分三个阶段进行的，每个阶段都持续了几百年
的时间，而且每个阶段也与印度在地理上通常被划分的三个区有某种联
系：第一阶段，大约至公元前1000年左右，雅利安人的聚居区只是集中
在印度西北部印度河附近的旁遮普地区；第二阶段，又持续了近五百年
的时间，经过与土著居民连年不断的争斗以及雅利安人部落之间的内讧
之后，他们的势力范围又向东部地区的恒河流域扩展，从那时起，他们
的主要精力也开始转移到了这里；第三阶段，大约自公元前500年开
始，雅利安人及其文化也逐渐渗透进了印度南部的德干高原地区，不过
这一地区的土著人即所谓的达罗毗荼人的文化仍然保持到了今天，而且
还保存下了一个达罗毗荼语系。

印度雅利安人的思想构成了古代印度哲学的主要内容，关于前雅利
安人各部族的精神世界，我们至今几乎还是一无所知。

一、吠陀时期

要为印度哲学史划分出界限分明的时期是很困难的，印度历史的断
代也是如此，这与印度精神的特点很有关系。印度人关注永恒的东西更
甚于关注尘世的和暂时的东西及其秩序，他们鄙薄那种过分严肃地看待
时间流逝的过程并紧紧抓住它不放的做法。因此，在印度并没有我们通
常意义上的历史记载，就是说，他们没有像埃及人那样的年代精确的历
史记载。这样，印度哲学思想就如同广阔的海洋，我们一旦潜入其中，
便很难找到一个确定方向的坐标系。对于大部分印度哲学著作来说，我
们都几乎不可能确切地知道它们诞生的年代。西方哲学发展史可以通过
那些有清晰的生卒年代的历史人物来确定和划分，与此不同，印度的思
想家大都退隐到他们的著作和思想的后面，虽然他们的名字广为人知，
但是关于他们的生平事迹和确切的生卒年代我们却所知甚少。

印度精神历史的研究还很不完善，与此相关的印度著作还没有被全
部翻译成欧洲语言，尽管如此，根据我们今天的认识水平，为印度哲学
史划分出几个大致的时期还是可能的，这种划分是令人信服的，这对于
我们这篇入门性的简述来说就足够了。

第一个重要时期大致可确定为公元前1500—前500年，根据这一时



期的文献记载以及对这些文献的总称“吠陀”，我们称这一历史阶段
为“吠陀时期”。“吠陀”指的并不是一本书，而是指由不同年代和不同作
家共同写下的文献汇编，不过它们都形成于这一段历史时期。但是吠陀
中所包含的神话和宗教思想来源于比这一时期古老得多的年代。“吠
陀”的意思是宗教的和神学的知识，在更古老的时代也指卓越的知识和
神圣的智慧。吠陀的篇幅要超过《圣经》六倍之多[5]。

吠陀包含四个不同的组成部分，也称《吠陀本集》：

《梨俱吠陀》——是《吠陀本集》的基础，由诗歌和赞歌组成。[6]

《娑摩吠陀》——是吠陀歌集，包含歌咏知识。

《夜柔吠陀》——是说明如何进行祭祀的典籍。

《阿闼婆吠陀》[7]——介绍神秘巫术知识。

吠陀是古代印度教士的必备手册，其中包含这些教士必须具备的赞
歌、格言和咒语等宗教祭礼方面的知识。因为在每一个祭礼过程中必须
有四个教士同时主持，即所谓的宣告者、歌唱者、执行司铎及高级司
铎，所以有四部吠陀，每一部吠陀都有其相应的功用。

在每一部吠陀之中还包含四个不同的部分：

颂歌——赞歌、用于祈祷的咒语；

婆罗门书（也称梵书）——说明在祈祷、发誓和献祭时如何运用这
些咒语；

森林书[8]（又译阿兰耶迦）——是供在森林中遁世修行的隐士使用
的；

奥义书[9]——“秘密教义”，其哲学意义最为重要。

这些文献被印度教徒视为经典，这就是说，这些经典是基于神的启
示写成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真理。

印度哲学史上被称为吠陀时期的第一个重要时期，又根据其不同的



形成时间而被划分为三个阶段：

1．古吠陀时代或颂歌时代，约公元前1500—前1000年；

2．祭献神秘主义时期，约公元前1000—前750年；

3．奥义书时期，约公元前750—前500年。

1．颂歌时代的文化和宗教

了解一下雅利安人生活中的这一段最古老也非常有名的历史时期的
时代背景，对于理解印度哲学后来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梨俱吠陀》
的颂歌是吠陀文献中最古老的部分，也是人类最古老的文献之一，它生
动地表达了这一时期印度雅利安人的生活和宗教状况，这些颂歌当时只
在印度西北部传播。[10]他们那时是一个以农耕和畜牧为主的好战的民
族，对城市和航海还一无所知。诸如铁匠、陶匠、木匠和纺织工匠这样
一些简单的手工艺已经存在。他们的宗教观的特征是，还没有像我们今
天这样自然地把死的与活的、人与物、精神与物质区别开来。[11]最早
的神是大自然的力量和因素。天、地、火、光、风、水都被人格化了
——在其他民族那里也是如此，这些自然力量也被认为和人一样，有喜
怒哀乐，有生命，能说话，有作为，也有各自的命运。《梨俱吠陀》就
包含对这些神灵的赞美和歌颂，如火神阿耆尼（Agni）、雷神因陀罗
（Indra）、太阳神毗湿奴（Wischnu），他们向这些神灵祈求牧群繁
庶、禾苗茂盛以及长生不老。

印度哲学思想的最初萌芽已经显现出来，他们已经提出了这样的问
题：在众神的背后是否隐藏着一个最终的宇宙本源？整个宇宙是否诞生
自这样一种本源？后来在印度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中心主题，已经在印
度早期的思想中初露端倪。

在《梨俱吠陀》中的一首创世诗里，印度人以一种极美妙的方式表
达了他们对宇宙本源的这种求索精神，保尔·道森的自由体译文如下：

最初是一片虚无的状态，



既没有太空，也没有太空以外的天。

谁来庇护和怀抱这大千世界？

何处是那幽深的海洋，何处是那无底深渊？

那时既没有死亡也没有永生，

既没有黑夜也没有白昼。

在静谧的原始状态下，

只有太一悄然低语，此外别无他物。

一片黑暗笼罩着整个宇宙，

那一片无光的海洋迷失在黑夜之中。

隐藏于这巨壳中的那个太一，

经受了炽热的煎熬之后便破壳而出。

从太一中产生爱，

从爱中诞生出智慧的种子；

智者遵从内心的冲动探求真理，

他们在虚无中发现了存在之根源。

他们试图了解

下面是什么，上面又是什么？

带菌的胚芽就是激发的力量，



下面的沉降，上面的凝聚。

可是谁真的能够探究出

万物究竟从何而来？

众神就是来源于尘世！

这是谁说的，谁知道它们究竟从哪里来？

那个创世者，

那个在至高天界神光中的天神，

那个创造万物者，

只有他知道万物的起源——或者他也不置可否？[12]

他们一方面在寻找宇宙本源，另一方面又在诗的末尾表达了一种极
端的怀疑精神，即对众神的怀疑，这也标志着颂歌时代的结束。诗人大
声疾呼，众神是属于“创化的此岸世界的”，这就是说，神也是被创造
的。在这里，古吠陀时代已经开始衰落了，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个重要
的转折时期已经到来。

对众神的怀疑和不满继而变成公开的嘲笑：

人们竞相赞美那个因陀罗神，

如果他真的存在，那就是真的。

但是因陀罗不存在，有谁曾经看见过因陀罗？

我们赞美他又有何用？[13]



随着吠陀时代对众神的信仰开始产生怀疑，以及万有整体思想的出
现，印度思想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已经成熟，而此后的发展也达到了一个
辉煌的高潮。

2．祭献神秘主义时期——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的形成

印度雅利安人的势力范围向东扩展直至恒河三角洲，并在那里组成
了一个凌驾于其他种族之上的新的统治阶层，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因为这一时期形成的社会机构已经带有明显的印度生活特征，从那时起
直至二十世纪，整个信奉印度教的印度都带有这种特征（后来的穆斯林
部分即今日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与此不同）：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和
僧侣阶层婆罗门的优越地位。

等级制度形成的历史原因是，在人口数量上低于土著居民的雅利安
人企图借此与土著人划清界限，因为他们想保持自己的种族纯洁性，从
而避免与土著人混合之后雅利安种族逐渐消亡的命运。于是，首先划分
出了雅利安人和首陀罗，被征服者的名称或许是根据其部族而命名的，
由于严格的等级制度的建立，种姓之间的界线是不可逾越的。

继这种种族划分之后不久——在古印度语中称种姓制度为varna，
意思是肤色，种姓制度一词（Kaste）来源于葡萄牙语——在雅利安人
内部又划分出了三个社会等级：

婆罗门=僧侣；

刹帝利=诸侯、国王和武士（相当于欧洲中世纪的贵族）；

吠舍=商人、农民和手工业者等。

位于这三个种姓下面的是首陀罗，再下面就是被驱逐者、不信教的
土著人、战俘和奴隶，即所谓的贱民，[14]这些人至今仍是印度国内最
为棘手的社会问题，圣雄甘地尤其为他们进行了艰巨的斗争。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以上这些种姓划分之后又相继划分出了众多世
袭的种姓等级，其间界限分明，不可逾越。直到欧洲的铁路和工业技术
传入印度之后，这种等级制度才受到了震动。



我们在此感兴趣的是印度的思想发展，对印度思想发展起特别重要
作用的是取得了稳固的优越地位的僧侣阶层婆罗门。在吠陀时代，武士
阶层刹帝利还在社会中占有优越的地位，随着从武士征服阶段逐渐过渡
到和平的秩序井然的农耕和手工业社会阶段，在民众的眼里，通过祈求
和献祭来干预超自然的力量已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人们相信，庄稼收
成的好坏以及民众的旦夕祸福都与神灵的意志密切相关。只有婆罗门才
拥有如何正确地与神灵打交道的知识，而他们小心地收藏着自己的知识
并故弄玄虚，精明地散布并极力声张一种观念，使人们相信，献祭时的
一点点疏忽或失误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除此之外，有关这些古老的祭
神仪式和符咒的祭祀知识形成的年代和距离都很遥远，这样就更增加了
其神秘性和不可理解性。于是，婆罗门——除他们之外别无其他精神势
力——便成了私人和公共活动中必不可少的重要角色。在战争中，在缔
结和约时，国王加冕，婴儿出生，婚丧嫁娶，是福是祸，一切都要取决
于这些婆罗门主持的献祭仪式是否正确。与此同时，他们垄断着所有较
高级的教育，在这方面，他们可谓是大权独揽。

与欧洲中世纪天主教教会的统治形势迥然不同，婆罗门从来没有追
逐或占据过世俗的统治权，并且也从来没有以教会的形式组建一种拥有
宗教首领的严密机构。他们始终保持着一种自由和权利均等的状态。

由于婆罗门主持的祭祀仪式的整个过程不易被人觉察，只有知内情
的人才可看出它的门道，祈求的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祭司的个人意志，
所以，那些祭司就可以想方设法让那些祈求神灵的人对他们表示恭敬，
并且用盛宴款待他们或送给他们丰厚的礼物，这无形中又进一步增强了
婆罗门的权力。源自这一时期的所谓的婆罗门书的主要内容，就是关于
祭祀仪式的秘传知识，因此，这些知识也就只可以作为研究印度哲学的
间接材料。不管怎么说，我们可以借此推断出这一时期印度宗教和哲学
的转变——宗教与哲学在印度始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可以确定
的是，梵（Brahman）和我（Atman）这两个概念——它们是所有印度
思想的核心——在这一时期已经逐渐形成，并且越来越成为哲学关注的
问题。在后面的章节里我们还要详细讨论这两个概念。

3．奥义书时期

由于婆罗门祭司们的符咒汇编及其注解过于僵化并流于肤浅，因而
不可能持久地满足印度思想求知的渴望。于是，北部森林里的先知和苦



行僧就继续研究和寻找，并最终创作出了无与伦比的《奥义书》。关于
此，叔本华说：“这是世界上最值得赞赏而且最令人振奋的书，它曾经
是我生命中的慰藉，也将会成为对我的死亡的慰藉。”[15]

《奥义书》也不是一种严密的体系，而是许多人的思想和学说的汇
编。奥义书总共加起来有一百部之多，而其重要性各异。

《奥义书》是从upa引申而来的，意思是近坐，表示这些秘密教义
只传授给那些“坐在（师傅）近旁”的学生。[16]

值得注意的是，全部印度哲学思想都有一种秘传特征，这就是说，
他们都是在一个小圈子里只对内部人传授的。有无数个这样的秘密传授
启示的地方，相关的思想只被传授给那些最亲密和最喜欢的学生。

《奥义书》的作者通常也都是默默无闻，其中最有名的是一位名叫
迦尔基的女人和伟大的耶吉纳伏格亚，后者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不过
人们认为确实曾有其人，尽管《奥义书》中归于他名下的思想并不完全
出自他一人之手。

据传说，耶吉纳伏格亚出身一个富裕的婆罗门家庭，他有两个妻
子，一个叫迈忒勒依，一个叫迦闼耶娜。为了能够在孤独中寻找真理，
他想撇下他的两个妻子离家出走，这时迈忒勒依请求他，把她一起带
上。

“迈忒勒依”，耶吉纳伏格亚说，“你看，我正想离开我们这个国家
出门远行，我想为你和迦闼耶娜寻找一种最终的解决之路。”

迈忒勒依说：“我的主人，如果整个世界的财富都是我的，那么我
会因此而获得永生吗？”

“不，不，”耶吉纳伏格亚说，“财富并不可能使人永生。”

迈忒勒依说：“那么，我该拿那些并不能使我永生的东西做什么
呢？我的主人，如果你知道，就讲给我听吧！”[17]

自此以后，这位迈忒勒依就踏上了寻找真理的哲学之路。

《奥义书》的基本思想氛围是悲观主义的，这与古代吠陀颂歌时代



的那种只关注尘世生活的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相传有一位国王，为
了解开存在之谜，放弃了他的王国而隐居到山林中去了。过了很长时间
以后，他遇到了一位智者，并请求这位智者向他传授自己悟出的人生智
慧。经过再三的推托之后，这位智者对他说：

啊，尊贵的人！在这个由骨头、皮肤、肌腱、骨髓、肉、
精液、血、黏液、眼泪、眼屎、粪便、尿、胆汁和黏液组成的
肉体里，你怎么会指望能享受到快乐呢！我们的肉体被激情、
愤怒、渴望、疯狂、恐惧、沮丧、妒忌、饥饿、焦渴、衰老、
死亡、疾病诸如此类的痛苦所拖累，此外还要忍受生离死别的
痛苦——享受人生的快乐又从何谈起呢！我们也可看到，这整
个世界是短暂易逝的，就像这牛虻和苍蝇，这野草和树木，它
们诞生了，又都衰亡了……

再者，大海也会干涸，高山也会崩塌，星星也会陨落，大
地也会沉陷……在这样一个充满灾难的世界上，我们怎么能够
享受到快乐呢！尤其是，尽管这令人厌倦，我们却仍然还要一
次又一次地轮回再生！[18]

在此显露出的这种视一切存在为痛苦的观念成为印度思想的基本主
题，从此以后，它再也没有离开过印度哲学。印度雅利安人以前那种肯
定生命的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究竟为什么突然发生转变，对此我们只能
猜测。容易使人心生倦意的热带气候或许对此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个
人的人生命运以及整个民族和文化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也是一个不容忽视
的因素。一个青春洋溢的年轻人醉心于人生的欢乐之后，他会发现人生
的一切都是那么虚妄，就会对一切尘俗的价值产生怀疑。每个有头脑的
人，尤其是那些有哲学思想的人，就会开始怀疑一切并对人生感到不
满，于是，在他眼里，既有的整个经验世界就不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因而他就会到经验世界的背后或到彼岸世界中去寻找另一个世界，另一
个更为真实的世界。最终，印度哲学走上了一条专注于反观内心的神秘
之路，这不可避免地就导致了对一切外在的感官享受的贬斥。

在《奥义书》中贯穿着两种主要哲学思想：“梵与我”的理论与“灵
魂转世和解脱”的思想。



梵与我

在较早的时期，这两个概念就已经形成了，但是在《奥义书》中它
们却具有了主导一切的意义。或许这一思想最初并非是在婆罗门阶层而
是在刹帝利阶层里出现并传播的，只是后来才被僧侣阶层婆罗门纳入他
们的思想领域。

梵，原意是祈祷、咒语，然后又有神圣知识的意思，[19]经过漫长
的发展过程又演变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被认为是一种普遍的创造
性的世界原则，是一种伟大的世界灵魂，它居于自身之内，万物由它而
生，万物居于其间。在一篇古代文献中这样写道：

太初有梵，这是确实的。梵造众神，之后，梵就让众神统
治世界。[20]

还有：

梵是木，梵是树，

梵是天地之母，

我要对你们这些钻研圣灵的智者说，

梵承载着宇宙，梵承载着万物！[21]

一个原先只有祈祷的意思的词，后来怎么竟演变为一种无所不包的
世界原则了呢？（研究语言历史的人当然会发现，词义发生变化有无数
令人惊异的例子。）祈祷的本质在于，祈祷者的个体意志进入一个超越
个体的无所不包的神性意志，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明白，印度思想家
是通过词义转换获得了这样的认识的：“梵是万物的本源”。

“我”（Atman）这一概念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和变化过程。或
许它原先的意思是“气息”、“呼吸”，最后获得了如下的内涵：“本
质”、“本我”、“自我”——其含义是与“非我”相对立的。[22][23]撇开作为



现象的人的肉身躯壳不谈，去除残留着生命气息的自我（我们或可称之
为“灵魂”），即人的意欲、思想、感情和渴望，那么，我们就会发
现，“我”是自我的最内在的实质。然后，我们就能接近那不可把握的最
为内在的本质。除了用“我”、“自我”或“灵魂”这些勉强能够传达Atman
的本义的词语之外，我们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来命名它。

《奥义书》中的部分概念经历了进一步的发展，其决定性的步骤就
在于发展了这样一种认识，即梵我同一，梵即我，我即梵。因而，宇宙
中也就只存在一种客观实体，从宇宙整体来看，就是梵，从个体本质来
看，就是我。宇宙是梵，梵也是我们内心中的我。[24]这种认识是印度
雅利安宗教观的基础，这种宗教观与闪米特宗教观截然不同，比如在伊
斯兰教和古犹太教信仰中，上帝是主，人是上帝的奴仆，而印度人则强
调两者的本质同一性。[25]

如果通达宇宙本质的门径就深居于我们自己的内心之中，而且只有
在自我内部才能认识它，那么，对智者来说，认识外部现实世界并没有
什么价值。时空中的物的世界并不是世界的真正本质，不是大我，而只
是一种幻象、迷雾或幻觉，如印度人所说，是摩耶（Maya，虚幻）。
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并非真正的知识，而只是虚假的知识。杂多的现象
都只是幻觉，其真正的本质只有一个。

心灵应该能够觉察到：

无论如何都不存在杂多！[26]

《奥义书》表达了一种坚定的信念，认为存在一种能够包容一切诸
如自然、生命、肉体和灵魂的精神现实。他们几乎从来都没想过要创造
一种西方意义上的以经验为依据的科学。

人必须认识自我，认识了自我也就认识了整个宇宙。耶吉纳夫格亚
对向他求教的妻子迈忒勒伊这样说：“说真的，迈忒勒伊，人应该首先
认识自我，谁要是看到、听到、认识到并懂得了自我，那么他也就认识
了整个世界！”[27]

关于这个深刻的思想尚需作进一步的解释。普遍认为，人通过一般
意义上的理智的学习过程是不可能真正领会这一思想的，因此可以说，



《奥义书》是作为一种神秘教义出现的。“认识大我不需通过学习研
究，也不需通过天才或许多书本知识……梵要求人们放弃学习，变成一
个纯真的孩童……他不必去寻找过多的言辞，因为那只会让他的舌头感
觉疲劳。”[28]

真理的大门并不是对理智敞开的，真理也不是用言辞说出来的，而
且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够接近真理。即使那些被选中的圣者也只有经过漫
长的路途才能接近真理。斋戒、静修、保持沉默、高度的聚精会神和自
律、彻底排除外界杂念并弃绝一切尘世欲念，这些都是能够使人的心灵
通过虚幻的世界外壳到达自我内核，到达大我的先决条件。抛弃自我，
放弃尘世的功名利禄和感官享乐，有意识地去经历困顿和磨难，简言
之，禁欲苦修在印度人那里比在任何其他民族那里都具有更为重要的意
义。

说到底，人需要经历毕生的努力才能获得最高的洞见。为了最终能
够获得这种洞见，追求真理者需要经历四个人生阶段，每个阶段约持续
二十年。

作为一个修行的梵志（Brahmacarin）[29]，他首先要在一位自己选
择的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吠陀经典，要在这位老师的家里生活，恭敬、诚
实和刻苦努力是他的义务。由于传授知识是以口述的方式进行的，而且
学生必须逐字地熟记经文——这些经文就是用这种方式世代相传的，因
此，刻苦用功的精神是非常重要的。

作为家长，他过着一种成熟男人的生活，建立一个家庭，生儿育
女，履行一个社会成员的义务。在第三阶段，当儿子都已经长大成人，
他就——通常情况下与妻子一道——隐居到山林中去了，并开始作为一
个远离尘世生活的出家修行者专心致志于永恒的问题。

最后，在耄耋之年，他能够放弃一切财产，离开妻子，彻底断绝一
切欲念，做一个虔敬的行乞者，一个世界的背弃者（Sannyasi），他会
去尝试达到那种超凡脱俗的状态并获取最高智慧，从而使自己最终能够
进入神圣的梵的境界。

只有婆罗门阶层才有资格达到这最高阶段，下面的等级通常只能停
留在家长阶段。我们必须承认，划分为四个阶段的婆罗门人生秩序是一
种了不起的尝试，因为印度社会中显示出的日益强烈的隐遁避世、否定
人生和禁欲苦修的倾向对社会状况是有危害的，这就要求他们在实际的



社会生活中寻找某种平衡。当人完成了他作为一个公民和家长所应履行
的义务之后，在高龄之年才彻底地转向对彼岸世界的关注，毫无疑问，
这其中包含着深刻的人生智慧。如果公共生活中的实际事物完全被一些
生理年龄极高的老人操控着，那么情况则会很糟糕。纯粹的老人统治，
对一个民族来说不是一件好事情！

灵魂转世与解脱

我们再接着认识奥义书中与前述学说紧密相关的第二种基本思想，
即灵魂转世和解脱的思想。从古至今，这一思想对印度民族的宗教和哲
学观念产生的影响绝对不容低估。

人死后会变成什么呢？

“人死的时候，心脏的尖端会发光，借着这光的照耀，自我将离
去，人的生命气息也将会随之离去。这时，自我被前生的业抓住。就像
一只蚕，当它到达桑叶的尽头，它会抓住另一片桑叶的始端，并将自己
缩成一团向前挪动，人的灵魂也是如此，当灵魂摆脱了肉体和经验世
界，他也会抓住另一个始端，并将自我移入其中。就像一个冶金工匠，
从旧铜像选取材料，然后再用这材料铸成另一个新的更美的形象，人的
灵魂也是这样，当他摆脱了肉体和经验世界，他也能够创造出另一个新
的更美的形象，或成始祖……或成天神……或成芸芸众生。他将会变成
什么，完全取决于他的行为，取决于他前世的业力，行善者会投生为善
者，作恶者会投生为恶者。”这就是著名的耶吉纳夫格亚所表达的灵魂
转世的基本思想。[30]

依据此生所经受的考验，在无休止的灵魂转世过程中，或升入较高
的境界或降入较低的境界，这样一种前景对那些已经看破红尘的人来说
是没有多少诱惑力的。因此，他们并不是期望通过行善在轮回中到达一
个更高的阶梯，而是期望能够从那个无休止的生死轮回的桎梏中彻底解
脱出来。这就是印度思想中解脱这一概念的真正含义[31]。

因为业（羯摩）能够决定一个人重新转世的形态，因此，放弃行
为，摆脱自我，戒除生命意志——禁欲——是获得解脱的先决条件。仅
仅这些还远远不够，此外还需要获得智，也就是“直观梵我”：一个人只
要知道了万物的终极原因和自我的真实本性，他就会懂得业报轮回之生
起全在于无知，他就会卓然独立于梵我之中，达到梵我同一。[32]“它是



我的灵魂，我要到它那里去，我将仙逝于这个灵魂之中。”[33]

倘若阿特曼（大我）就在我们自己之内，那么我们就根本不需要四
处寻找，只需去认识它。“当一个人认识到aham brahma——我即梵——
这就意味着，他不是将要获得解脱，而是已经获得解脱；他已经看破喧
嚣尘世的虚幻。”[34]耶吉纳夫格亚如是说。此外，人还应放弃欲望，人
因欲望而意志定，因意志而行为定，因行为而果报定，无欲，则会与梵
合一，从而获得解脱。[35]因此，智慧是获得解脱的法宝。对我们欧洲
人来说，被认为是不朽的和无限珍贵的个体存在不仅在这种解脱的形式
中没有受到保护，而且还在世界灵魂中消隐了。“奔腾的河水流入大海
之后，它的名字和形式就都消失了，同样，一个智者摆脱了名字和肉体
之后也会进入至高无上的神圣的智慧境界。”[36]

《奥义书》的思想意义

如果再回顾一下我们粗略地勾勒出的奥义书哲学的轮廓，就不难发
现一个明显的事实：神与灵魂的同一性思想。关于此，保尔·道森
说：“我们可以肯定地预言，不管未来的哲学会走上怎样的难以预测的
道路，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而且绝无例外：如果我们有可能解开
宇宙之谜——作为万物的本性，我们对它知道得越多，它就会对我们彰
显得越多，那么，打开这个谜底之门的钥匙也只能存在于我们自身内
部，因为自然之谜的大门只能从内部向我们开放。”[37]

在西方思想中，这样的认识并不像它最初给人的印象那样陌生，有
歌德的诗为证：

你们走错了路，

别以为这是开玩笑！

难道自然的本质不是

在人的内心中才能找到？



二、印度哲学的非正统体系

在时间界定上，许多学者对于我们接下来将要叙述的印度哲学的两
个重要时期是持不同意见的。虽然大家都一致认为，自公元前500年起
——而且也不仅仅在印度——一个根本性的转折时期开始了，但是关于
这个时期的结束时间大家却各执己见。十九世纪时，人们还把从公元前
500年至当代的这一整个时间范围总称为“后吠陀时期”[38]，而随着对这
一漫长的历史时期所做的研究更为深入，如今人们已经认识到，对这一
时期作进一步的划分是比较合理的。因此，从公元前500年至公元后
1000年这一段时间在今天被称为印度哲学的“古典时期”，从公元后1000
年至当代这一段时间则被称为印度哲学的“后古典时期”[39]。

始于公元前500年的这一时期内，在印度形成了与以前完全不同的
景象，其具体特征如下：

（1）从吠陀时期到奥义书时期，印度哲学都带有一种比较一致的
基调。不管怎么说，婆罗门教成为所有印度哲学思想的背景。虽然在吠
陀文献中也有许多针对婆罗门教的批评性思想，但是，整体来说，婆罗
门教僧侣还是懂得如何去消除别人的怀疑并压制批评意见，或者在他们
庞大的体系中或多或少地吸收进一部分不同的思想。但是从现在起，批
评和怀疑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大，而且这种声音引起了如此大
的反响，以至于再也无法压制下去了。持不同意见者或者以否定、怀疑
和嘲笑的形式表达出他们的观点，或者干脆就创立自己的思想体系，这
些思想体系大都带有怀疑主义或更多是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不仅如
此，还出现了像大雄和佛陀这样的新的宗教创始人，从那时起，这些新
创立的宗教与婆罗门教之间就形成了分庭抗礼之势，还发展出了自己独
立的哲学体系，这样，在后来的印度思想史的发展过程中，就不再只是
由一种宗教一统天下了，而是多种宗教齐头并进。

（2）《吠陀颂歌》和《奥义书》的作者部分是完全无名，部分则
是充满扑朔迷离的神奇色彩，与此不同，我们从现在起将要遇到的印度
思想家都是有名有姓轮廓清晰的历史人物。

（3）哲学失去了其原有的神秘教义特征。新的思想是针对更为广
泛的社会阶层的，尤其是也针对那些以前被较高等级排除在外的下级阶
层。



（4）与此相适应，他们不再使用梵文这种无生气的学者语言，而
是使用口语化的大众语言。

所有否定吠陀经典的权威性，并拒绝承认它是唯一的神圣启示的思
想体系都被统称为印度哲学的非正统体系（nicht-orthodexe）。与此相
对应的则是被看作与吠陀思想协调一致的正统体系，我们将在本章的第
三节中讨论印度哲学的正统体系。在印度思想中有为数众多的非正统体
系，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三个体系，而且其重要性一个比一个大。这三个
体系分别是:遮卢婆迦的唯物主义哲学（顺世论）和新出现的两个宗教
派别，即耆那教和佛教。由于佛教思想在影响程度和范围上都超过了其
他两个体系，所以我们在叙述佛教时也最为详尽。

1．遮卢婆迦的唯物主义

遮卢婆迦（Charvakas）这个名字是否来源于一个同名的思想流派
创始人或者什么其他途径，这是难以确定的。[40]不管怎么说，人们把
一个思想流派都划归到了他的名下，这个流派不仅针对婆罗门教，而且
直截了当地针对整个宗教展开了攻击，他们崇尚一种极端的唯物主义，
这就是说，他们认为，物质是唯一的存在物，灵魂和肉体是统一的，脱
离肉体的灵魂是不存在的。

他们嘲笑宗教和僧侣，否定一切超越物质现实的哲学和宗教空想，
认为那些都是形而上学的无稽之谈。

遮卢婆迦思想的拥护者的完整著作并没有保存下来，但是他们的思
想明显地散见于其他的大量著作中。

这一流派最为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毗诃跋提，他流传下如下诗句：

祭献给祖先的贡品，

纯粹是婆罗门的财源，

他们想出的那三个吠陀，



其实是无赖、小丑和伪善者。[41]

阿特曼（我）学说被他们看作纯粹的骗术。根本没有灵魂，只有四
大元素组成的物质。在拒绝所有过去印度思想中的形而上学时，他们表
现得冷酷无情；在背离此前的印度伦理学时，他们表现得异常坚决，或
毋宁说，他们根本就没有伦理学，他们否定一种世俗的世界秩序，认为
人生唯一的最高目的就是感官享乐。在另一篇著名的文章中，一个这样
的怀疑论者和唯物主义者对一位王侯说了下面的话：

啊，罗摩，为什么你必须用这些戒律折磨自己的心？难道
那些戒律不是用来蒙骗傻瓜和笨蛋的吗！

那些迷途的人们真可怜哪！他们去履行那些纯粹臆想出来
的义务。

他们牺牲了自己甜美的享受，直到他们的生命毫无结果地
消失殆尽。他们徒劳地为神灵和祖先祭献牺牲，就这样浪费掉
宝贵的食物！没有神灵，也没有祖先会吃你们贡献的饭菜。如
果一个吃饱了，对另一个会有何益处呢？

你们献给婆罗门的食物，怎么可能会跑到你的祖先的嘴里
去呢？那些狡猾的僧侣们杜撰出一些戒律并且自私自利地
说：‘献出你的财产，忏悔和祈祷吧！尘世的一切都毫无价
值！’

啊，罗摩！根本就没有什么来世！期望和信仰都是徒劳
的，享受你的此生吧！不要去理会那些蹩脚的骗人把戏！[42]

毗诃跋提说得更为直截了当：

尽情地吃喝享乐吧！

为此也不惜去大把借钱，



因为人生是如此短暂。

生命只此一遭，

死亡在劫难逃，

生死轮回纯属胡说八道。[43]

在评价痛苦这个问题上，遮卢婆迦也与此前的——以及此后的——
印度哲学体系观点截然不同。放弃快乐的人被认为是愚蠢的，因为他们
将会与痛苦结伴而行：

有人不得不放弃快乐，

那起源于感官的

与死亡擦肩而过的快乐。

因为他们认为快乐与痛苦是混合在一起的东西，

可是只有傻瓜才会想得出这样的蠢主意。

善于获得利益的人

难道会因为有一点点壳皮，

就去鄙弃那些白花花的大米？[44]

遮卢婆迦的学说赢得了许多追随者，或许这也毫不奇怪。他们举办
的讲座和讨论会吸引了大批的听众，为了安置他们，人们也建造了许多
宽敞的大厅。[45]

尽管如此，由于印度的民族精神相当复杂，所以这种学说不可能保
持经久不衰的状态。随着它对婆罗门教进行毁灭性的攻击，最终形成了
一个自由的精神空间，这为新的宗教形式的创立和传播准备了条件。那
些不久之后出现的新的宗教不再代表婆罗门的利益，其创立者都是来自



武士阶层。这些新的宗教是面向所有社会等级的，其基本思想含有一些
带否定倾向的怀疑主义精神。

2．大雄与耆那教

耆那教的创始人以他的别名大雄而闻名，据传说，他于公元前599
年——也有人说是549年——出生在一个富裕的显贵家庭里。他的父母
都是一个教派的成员，这个教派认为轮回再生是一种不幸，他们不仅允
许自杀，而且极力赞赏这种行为。故此，他们甘愿绝食而终。大雄受其
影响也放弃了一切世俗享乐，成为一个四处飘荡的苦行者和一个宗教运
动的创始人，他活到了七十二岁，死前已经拥有一万四千个门徒。[46]

据他的门徒称，大雄是无数个耆那（Jinas，救世主）之一，他们会
定期来到人间。在大雄之前约二百五十年就已经死去的那个耆那可能也
是个真实的历史人物，或许是耆那教派学说的真正创始人。[47]

大雄去世了将近一千年之后，有关他的学说的文字记载才问世。这
时耆那教已经分裂为许多教派，其中影响最大的教派就是所谓的“白衣
教派”（因身穿白色衣服而得名）和“天衣教派”（因起初倡导裸行而得
名）。这些教派后来又细分为许多分支教派。不过，这些教派学说的特
征还是基本一致的，这或许是因为它们都起源于大雄。耆那教认为，亘
古以来，宇宙万物由灵魂（jivas，命）和非灵魂（ajivas，非命）所组
成，灵魂包括能动的和不动的两类。能动的灵魂根据感觉器官的多少分
为六种，不动的灵魂存在于地、火、风、土四种元素之中。能动的灵魂
具备无所不知的禀赋，能够达到道德的完善和永恒的幸福。但是他们不
能真正实现这些目标，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与物质的材料混合在了一
起，并且从某种程度上受其影响。灵魂的每一次活动都会使一种物质材
料系缚在自己身上，这样，本来是完善和不朽的灵魂就会变成非永生的
受物质肉体拖累的生命体。灵魂若想从这种系缚状态中解脱出来，就必
须把那些吸附的物质清除出去，并能够阻止新的物质的侵入。达到这一
目的的途径就是，严格的禁欲苦修和合乎道德的尘世生活。

与此相适应，耆那教要求门徒立下誓言：不杀生、不欺诳、不偷
盗、不奸淫、不蓄私财，此为五戒。其中最重要的是不杀生，他不准宰
杀动物或用动物献祭，他要过滤饮用水，目的是把那些可能混在水中的
微小生物隔离出去；他要带上面纱，以防将昆虫吸入嘴里；他要清扫脚



前的地面，避免不小心踩死那些小生灵。[48]当然，教徒们不可能总是
严格恪守这些过于理想化的戒律，况且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耆那教的
教义本身也遭到了多次修改、削弱或歪曲。

为了保护他们的严格的自成一体的教义体系免遭攻击，耆那教教徒
们发展出了一种技艺精湛的求证和反驳的逻辑理论，这是一种逻辑相对
论。[49]关于这种有趣的理论我们在这里就略去不讲了，因为，我们后
面将要叙述的多重否定的佛教逻辑学中也有与此类似的内容。

过于严格的道德戒律使得耆那教很难在广大的民众中站住脚，所
以，真正的耆那教信徒只是一小部分人，不过耆那教在印度生活中一直
维持到今天，如今仍然有近四百万个追随者，他们大部分是声名显赫的
人物。[50]

印度社会生活中的那些次要的精神支流如耆那教并非没有产生深远
的社会影响，这一点我们可在伟大的甘地身上看得出来，他终生恪
守“不害”信条[51]，以非暴力抵抗著称，在政治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3．佛教

佛陀的生平

佛教是今日世界上传播最广的宗教之一，但是就和我们对耶稣的生
平所知不多一样，关于佛教创始人的生平我们也所知甚少，他的同时代
人并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直接的记载。不过，在那些流传下来的记载中
有一些内容还是真实可信的，这与基督教福音书中的情况类似。后世虔
诚的信徒们围绕佛陀的生平编织了许多神话和传奇故事，若想从这些神
话和传奇故事中找出真实可信的内容是非常困难的，或许永远都不可
能。可以确定的是，佛陀约出生于公元前560年，他是喜马拉雅山南麓
的小国迦毗罗卫（位于现在的尼泊尔境内）的王子。国王是释迦族的后
裔，名叫首图驮那（Schuddhodhana）[52]，又名乔达摩。儿子取名叫悉
达多，意思是“义成就者”。后来人们又给他加了许多尊称。佛陀意
为“觉者”，他自己就曾使用过这个名字，当然是在他悟道之后。[53]

围绕佛陀的受胎和出生，在佛教中流传着无数添枝加叶的传奇故
事，我们在这里只想提一下那个关于他的王后母亲做梦的故事。他的母



亲做了一个奇异的先知式的梦，在梦中她被四个国王劫持，并被带到一
个坐落在银山上的金殿里，那里有一头白色的大象，大象的银色鼻子里
卷着一朵荷花，大象绕着她转了三圈，然后从右边走进她的腹中。国王
把六十四位婆罗门智者召进王宫，并把这个梦讲给他们听。他们为国王
释梦，说王后将要生一个男孩，若是这个男孩将来留在王宫里，他会成
为一个国王和征服世界的统治者，如果他将来离开王宫，则会成为一
个“觉者”，揭露尘世的无知。国王倒是宁愿他的儿子将来会成为他的王
位继承人，而不愿意变成一个避世的智者。于是，国王就让儿子在奢华
富丽的生活中长大成人，让他远离一切能够引起他注意的人间苦难。

但是，当佛陀有一次乘车出外郊游的时候，他见到了一个老态龙
钟、颤颤巍巍的老者，第二次外出的时候他见到了一个发高烧的病人，
第三次外出的时候见到了一具腐烂的尸体，后来，他又遇见一个和尚，
那个和尚神态安详，面对世间的苦难是那样地超脱。这些衰老、疾病、
苦难和死亡的画面深深地刻印在了少年的心里。他身边的奢侈生活突然
令他感到非常不满和厌恶。于是他决定放弃他的所有财产和王位继承
权。在一天深夜，他离开了熟睡的妻子和刚刚出生的襁褓中的儿子，要
去做一个离群索居的苦修者，并且试图寻找一条能够使人从苦难中解脱
出来的道路。就在那天夜里，他离开了父亲的王国，四处漂泊，最后在
摩揭陀国定居下来，为的是能够在那里专心致志地苦修和沉思。他以极
度的热情施行斋戒，最后竟变得枯瘦如柴，脆裂的毛发从头上一绺一绺
地脱落下来。但是，当他的苦修达到了极限时，他认识到，照这样的方
式也不可能达到真正的觉悟。于是，他就放弃了苦修，来到菩提伽耶的
王舍城的一棵毕钵罗树下，结跏趺坐，静思冥想，直到最后觉悟成道。
在这里，他的脑子里产生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幻觉，他见到了世界万物的
永恒轮回。

他自问，为什么人生的痛苦总是轮回流转？有没有解脱的办法？经
过日夜不停的苦思冥想，他终于得出一种简洁的表达形式，这就是后来
成为佛教学说基础的“四圣谛”[54]。

人生的一切皆为苦；所有苦的根源就在于欲望；断绝欲望就能够消
除痛苦，就能从生死轮回的锁链中解脱出来。

获得解脱的途径就是“八正道”，即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
命、正精进、正念、正定[55]。

就这样经过七年的修行和苦思冥索，悉达多终于觉悟成道，成为佛



陀（觉者），然后，他就开始向人们传布他悟出的真理。

后来他还重返故国，回到他父亲的宫殿里，探望了一直为他保持忠
贞的妻子，并且接纳自己的儿子加入了他们的修会，然后就又离开了那
里。

他八十而终，直到去世的最后一年他仍然过着一个布道者、教师和
救世主那样四处飘荡的生活。他的足迹踏遍整个北部印度，面积相当于
整个德意志帝国，大量的弟子和门徒追随着他，他智慧的声名广为传
布，无数个皈依佛陀的故事流传下来。

他是在他喜爱的弟子阿难陀的怀里死去的，据传说，他死的时候天
上落下无数的花瓣并响起了动人的仙乐。“一切皆逝，永恒流转！”这是
他的临终遗言。

佛陀的思想

来源。我们所知道的佛陀本人的思想主要是来源于所谓的三藏
[56]，其篇幅超过《圣经》，[57]都是人们在佛陀死后才搜集起来，并且
又过了很久以后才以文字的形式记述下来的。研究表明，我们在这些经
籍中还是能够辨认得出哪些是佛陀本人的思想，哪些是后来人们添加进
去的。三藏典籍都是以巴利文的形式流传下来的，这种语言是一种与梵
文相近的印度方言。在这篇简述中，我们应该首先介绍一下佛陀本人的
思想，接着再看一下佛教的历史及其传播，然后再认识一下佛教的思想
体系。

一种没有上帝的宗教。上述的“四圣谛”构成了佛教的基本信仰。用
这样一种简单的形式表达出的宗教信仰会让欧洲人感到奇怪，因为他们
会注意到，在这种宗教里没有谈到上帝，而只是说痛苦是人生（以及所
有造物）的基本现实。事实上，佛教是一种无神论的宗教——至少它的
原初形式是这样。在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欧洲，所谓的有神论，即信仰
一个人格化的上帝，基本上是和宗教画等号的。囿于此种成见，一
种“无神论”的宗教必然是自相矛盾的。佛教以及其他印度宗教（如耆那
教也不认识人格化的上帝）纠正了我们的看法，使我们认识到自己的宗
教观念过于狭窄了。这表明，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地区的人们是信仰
一种世俗的道德秩序的，他们信仰完善的道德理想，信仰生死轮回和解
脱，因而这也是真正的宗教，由于他们否认上帝的观念，就此意义而



言，称他们是无神论也是合适的。[58]在这些印度宗教团体的生活中，
宗教经籍、寺院、尼姑庵、僧侣制度、庙宇等所起的作用，与基督教以
及其他有神论教派相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佛教后来的发展中，佛陀本人倒是被尊奉为神。但是，现有的证
据表明，佛陀本人断然拒绝被人尊为神明。当一个虔诚的信徒用过分溢
美的言词赞颂佛陀并称他是智者中最有智慧的人时，佛陀问他：

“你真是口出狂言哪……你了解过去所有的伟大人物吗？……你能
在你的心里感悟他们的精神吗？……你能够预见到未来的所有伟人
吗？”

当这个信徒作出否定的回答时，佛陀又问：

“但是你至少认识我吧，你能看透我的精神吗？”

他再一次作出了否定的回答，佛陀说：

“那么你为什么说话不知天高地厚呢？你为什么这样大放厥词
呢？”[59]

佛陀也摒弃所有浅薄的迷信祭礼，他只关注人的内心及其行为。有
一次，一个婆罗门建议他用迦耶的圣水沐浴净身，佛对他说：

“在这里沐浴吧，就在这里，啊，婆罗门，友善地对待一切吧，如
果你不欺诳、不杀生、不偷盗，那么你肯定也就自我断念了——你还去
迦耶干什么呢？哪里的水对你来说都是迦耶。”[60]

达摩（法）。佛陀毫不理会那些形而上学问题，诸如：宇宙是有限
的还是无限的？它在时间上有开端吗？他嘲笑那些自以为是的婆罗门僧
侣，因为他们认为，在充满神圣启示的吠陀经典中就能够找到这些问题
的答案。尽管如此，对宇宙整体的本质及其关系的清醒认识而言，最初
的佛教思想中也已经包含了一套完整的形而上学体系。

万物的最小组成成分被叫做“达摩”。有无数个达摩，至于达摩究竟
何物，各派意见不一。不过关于下面的问题好像他们还是意见一致的：
达摩不是灵魂或什么有生命的东西，它是无生命的。所有生物乃至神灵
——以及一切如石和山这样的构成物——都是由这些无生命的东西组成



的。生命就是一种组合现象。[61]此外，达摩也不是持久存在的东西，
而是一种短暂的现象，一种倏忽间生成又旋即消逝的东西。恒久不变的
东西是根本不存在的。在达摩的不间断的生成和消逝之中，只有持续的
变易和永恒的流动。一切存在都是在转瞬之间就倏忽即逝的。唯一真实
的就是瞬间，宇宙只不过是一条由单个瞬间组成的持续不断的河流，是
一种“倏忽即逝的连续统一体”。[62]

因此，在我们之中也不存在持久的自我。灵魂和意识也是常新不断
地消逝与诞生。精神进程的迅速及其相互交织的状态容易产生一种错
觉，好像在它后面存在一个持久不变的自我。[63]这样的观察方式就决
定了他们在看待时间的问题上与我们欧洲人是不同的。对我们来说，时
间是一种绵延不断的东西，它从过去通过现在再延伸到未来，但是，对
佛教徒来说，时间的运行过程并不是相互关联的流动，而是完全独立的
瞬间的相互连接。不存在持续不断的时间，因而也就不存在我们欧洲观
念中的历史。故而，与所有其他的印度思想家不同——他们高度重视古
代传统与他们自己的思想之间的相互关联性——佛陀在某种程度上是鄙
视传统的，他几乎从来都不以历史传统为依据。

如此一来，佛教思想简直就是一种全然否定的逻辑：没有上帝，没
有创世主，没有创世，没有我，没有持久的存在，没有不朽的灵魂。一
位杰出的俄国研究者将佛教的基本理论简短地总结为：“无实体、无持
续的存在、无永恒的幸福。”[64]这里所说的永恒的幸福是一种积极意义
上的极乐，因为我们将会看到，对佛教徒来说，一种持久的解脱是存在
的——只不过这种解脱也带有否定的特征。

道德的世界原则、转世、解脱、涅槃。达摩的生成与消逝并不是
无原则地完全听命于偶然性的摆布（如某些希腊思想家在原子组合的偶
然性问题上所认为的那样），而是严格遵循一种因果原则。每个达摩都
是先前存在的其他达摩的合乎规律的结果。一切事情都无法摆脱因果律
的束缚。就此而言，佛教中也存在持久的东西：世界原则。为了避免可
能出现的误解，我们需要说明一下，在佛教文献中世界原则也被叫
做“达摩”。因果律适用于外在事件，也同样严格地适用于道德事件。它
也是一种道德原则，一种道德的世界秩序。

在著名的“生命之轮”（法轮）思想中（其基本思想可追溯到佛陀那
里），[65]佛教徒把因果原则表达为相互依赖的十二种形式。[66]初看起
来，这种表达形式以及其中显露出来的特别的观察方式可能会使人感觉



非常怪异，其部分原因在于，划入外面一圈内的那些概念如个性、诞
生、无知——对我们来说它们并不是属于一个范畴的——被看作是具有
因果关系的因素而毫无区别地依次排列在了一起。[67]

不过，他们关于生命轮回的基本思路仍然是显而易见的：

在过去中（图中的1和2），无知（等于未获解脱状态）受生命意
志、欲望和“饥渴”——根据四圣谛的思想，这些都是一切生命和痛苦的
根源——的影响，因此，它为迈向一个新的生命和痛苦、一个新的存在
奠定了基础。

在现在中（图中的3至9），开始了新一轮的生命周期。一个新的生
命受孕诞生了，这时他的自我灵魂仍是无意识的（3）。胚胎在母体中
发育并成为具有外形和姓名的个体（4）。然后，感觉器官形成了
（5）。（印度人认为人有六种感官，除了我们认为的五种感官之外，
他们认为人的思维也应归入其列。）这个新的生命诞生之后就会接触外
在世界，首先通过触觉（6），然后通过知觉（7）。在与外在世界接触
的过程中，新的欲望产生了，外物成为欲望的对象（8）。随着欲望的
实现，在成人那里就发展出一种与外部世界休戚与共的联系（9）。

这样，一个新的个体存在的前提条件就具备了，羯摩（业）必然会
根据因果律在这个新的个体存在中继续发挥作用（10）。于是，个体生
命通过在未来中（11和12）重新经历从出生（11）到衰老再到死亡
（12）的过程而开始新一轮的循环。





我们从中可以得出结论，与其他印度哲学和宗教学说一样，生死轮
回观念也是佛教思想的基本教义，佛陀对此从未产生过怀疑。它是因果
律的无限作用的自然结果。但是，这与那种认为没有持久的我、没有超
越死亡的灵魂的观点怎么能够协调一致呢？如果这同一个灵魂将在来生
中承受此生的“业力”造成的果报，我们怎么不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谈及轮
回转生呢？

长久以来，西方研究者在这一点上已经发现了佛教思想的弱点和矛
盾。但是对佛教徒来说就不存在这种情况。佛教徒所讲的轮回转世的意
思并不是说，新诞生的生命与前世有因缘关系的那个生命是同一个——
如果是这样就意味着存在一个连续性的我；但是，这两个生命也不是截
然不同的，因为，根据因果规律一切事物都有其固有的根源。[68]对佛
教徒来说，类似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因为在他看来，不管是旧有的灵
魂还是新的灵魂总归都是瞬间即逝并重新诞生的。轮回转世的因果关系
并不是在某个生命与某个人之间发生的——因为事实上就不存在这样一
种时空统一性——这里关涉的只是单独的“达摩”。

由于一切生命都是痛苦，这样就产生了一切问题的问题：如何才能
从那个痛苦的永恒轮回中解脱出来？在前面的图解中我们可以看出，痛
苦的根源在于“意志”，而“意志”的根源在于“无知”。如果我们能够将一
切人的贪欲、憎恨和欲望都统统消除，如果我们的心思不再总是系于那
些短暂易逝的感官世界的对象，如果我们都能够成为明智的大彻大悟
者，那么，我们或许就有可能打破这个往复的循环并从中彻底解脱出
来。

如何才能成为一个这样的人呢？显然并不存在“永恒的幸福”或其他
什么具有积极意义的幸福状态，因为既不存在永恒的灵魂，也不存在天
堂和地狱。获得最终解脱的途径是什么呢？这就是涅槃。涅槃的原意是
火熄灭后被风吹散的状态。即虚无！涅槃这一概念也是有其限定的意义
的。对佛陀自己来说，涅槃就是一切个人欲念的断灭，并从轮回转世的
束缚中解脱出来。也就是永恒的安宁！或许这样的寓意过于简单了，但
是在佛陀看来，这是人唯一能够达到的目的。在后来的佛教典籍中，人
们又对涅槃作了各式各样的解释和注解。较晚期的佛教教义中，涅槃被
看作是一种——有时在此世即可实现有时又被推迟到来世才能实现的
——极乐状态。在原始佛教中，它纯粹是一个否定的概念，涅槃是一种
无法用言语和概念表达的东西，所以，我们无论用多少言词也不可能完
全说清楚涅槃对佛教徒究竟意味着什么，而只能如所有印度智慧所要求



的那样通过体会和沉思去领悟它的奥秘。

实践伦理。当有人请求佛陀用简短的形式将他关于获得解脱的正确
的处世之道表达出来时，他列出如下五条戒律：

1．不杀生。

2．不偷盗。

3．不欺诳。

4．不饮酒。

5．不淫欲。[69]

从数量上看，它们比《摩西十诫》要少，但是它们包含的内容却非
常之广，甚至可以说，遵守这五条戒律或许比遵守那十条戒律还要困
难。[70]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佛教和耆那教有着不同的理论基础，但是在实
践伦理问题上，他们的观点却极其相似。此外，我们也不难看出，佛教
五戒的基本思想倾向与基督教精神也并非相去甚远。佛陀也直截了当地
说：“要用真诚去平息他人的愤怒，用善对待恶……冤冤相报就会永无
宁日，只有彼此相爱才能消除人间的相互仇恨。”[71]

与基督教思想的相近之处还在于，佛陀也和耶稣一样，他们都关心
世上所有的人，不管他是何阶层是何种族。这两种宗教都是国际性的。
在佛陀那里，下等种姓也有分享极乐致福的权利。虽然他没有攻击印度
的种姓制度，也没有尝试废黜这种制度，但是他说：“你们这些信徒
啊，看那奔腾不息的众多江流，当它们流入广阔的海洋，它们就会失去
自己原来的名字和原来的所属，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的这四个种姓也
都根据教义和法律放弃了自己的故乡，那么他们也会失去自己原来的名
字和原来的宗族。”[72]种姓对佛陀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他不认为，在宗
教信仰方面存在不同种姓归属之间的特权划分。

如果说这其中包含某种民主成分——而且这种民主成分甚至导致了



佛教针对旧有的婆罗门教的广泛革命——那么，它在另一方面表现出的
贵族特征也是不容忽视的。据称，佛陀本人好像基本上是面向上层阶级
说话的，而且他的第一批追随者也是来自上层社会；[73]最终，佛陀的
道德要求的绝对性也是其贵族特征的表现，因为只有很少的人选才能满
足他近乎完美的条件。

佛教的历史及其传播

关于佛教的历史我们将主要叙述其最重要的历史事实。

佛陀死后的第一个世纪之内，佛教徒们把口头流传的佛陀思想收集
起来，后又在多次宗教大会上结集为神圣经籍。

如此就产生了疑问，究竟哪些经籍是真实可信的，因为他们各执己
见，而且观点迥然相异，这样就导致佛教分裂为众多的部派。

一个决定性的转变发生在公元前后。佛陀本人宣布的学说是：一切
都取决于自我，获得解脱的途径只有在自身内部才能找到。尤其是他拒
绝上帝存在的观念，他认为，人们祈求援助的那个上帝是不存在的。他
常说：“认为有一个第三者能够决定我们的幸与不幸，这是非常愚蠢
的。”[74]他教导弟子阿难陀说：“阿难陀，不管是谁，不管是现在还是将
来，只要他以自己为准绳，在自我中而不是到外面去寻找安慰……除了
自己不求助任何人，那么他就能达到最高的境界！”[75]

可是佛教现在开始成为一种教会体系，佛陀被尊奉为神。除佛陀之
外，天上还聚集了众多的神灵，据称，他们和天主教里的圣徒一样也将
会拯救世人。与此相适应，繁琐的教会活动也逐步发展起来，佛事、祈
祷、圣水、焚香、僧袍、法衣、忏悔、祭祀，等等，不一而足，和中世
纪的基督教相差无几。[76]如果有人对此再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当然
这并不属于我们的考察范围——那么他会发现，佛教和基督教的礼拜仪
式在许多细节上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样便引起许多伟大的欧洲思想
家产生如下疑问：就和佛教的教会活动已经远离了佛陀的真正学说一
样，基督教会中形成的那种僵化的教义、僧侣等级体制和其他教会事物
是不是也已经与基督的真正思想相去甚远了呢？我们这里指的这个佛教
派别就是大乘佛教，与大乘佛教不同的另一个派别被轻蔑地称为小乘佛
教[77]，他们仍然坚定地信仰佛陀的原初思想，虽然他们把佛陀看作伟



大的宗教创始人和大师，但是他们所崇拜的佛陀是一个人而不是神。这
两个教派都一直存在到今天。

印度佛教几乎传遍整个亚洲地区，佛教首先传入锡兰、缅甸和暹
罗，大约在公元前后传入中国，五百年之后又从中国传入日本，又过了
一百年之后传入西藏。在所有这些国家中，佛教都成为当地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有些地方甚至发展为他们的精神生活的基础。当然，为了
适应当地的民族个性以及那里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潮流，佛教也作了相应
的变化。今天，佛教在缅甸还保持着相对纯粹的形式，此外还有日本的
所谓禅宗。当今世界上的佛教信徒的数量大约在两亿至五亿之间，较为
精确的统计数字是不可能得出的，因为佛教并不是一种闭塞的宗教，它
还允许其信徒去信仰其他的宗教。不过，描述佛教的所有形式及其各类
变种并不是本书的讨论范围。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佛教传播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生像基督教在中
美洲传播时所发生的那种流血冲突。在两千五百年的历史过程中，佛教
被证明是一种真正的和平教义。如今的佛教在其故乡印度已退居次要地
位。经过持续达几个世纪的辉煌之后——期间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宗教人
物——佛教在公元后第一个千年的后半期开始逐渐衰落，它越来越多地
退化为一种肤浅的宗教迷信，与此相反，较古老的婆罗门教的精神力量
却又不断地重新活跃起来。

在上述的佛教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欧洲对它几乎是一无所知。可以
说，自十八世纪以后，我们欧洲人才对佛教及其发展有一个大概的认
识，只是到了上个世纪（指十九世纪）欧洲人才对佛教哲学有较为深入
的研究和理解。

佛教哲学的体系

如果对后来的佛教哲学做较为深入的研究，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
以原始佛教为基础在印度——以及后来在中国——发展起来的佛教哲学
体系是极其繁多和错综复杂的。经过许多代人以及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
的共同努力，佛教思想中产生了逐渐完善的并有着细微差别的丰富的理
论体系。

佛教学说指出了两条获得彻底解脱（涅槃）的途径。一条途径是通
过合乎逻辑的思维获得正确的认识，这是一个不断攀升的阶梯；另一条



途径就是坚持不懈的严格的修行（冥想）。在下面的叙述中我们将有意
识地选择能够代表这两种解脱途径的例证。关于第一条途径，我们将列
举佛教的四个体系，其他的许多体系都是由这四个体系派生出来的，权
威人士认为这四个体系在佛教中最具有代表性。[78]从中我们也可看出
佛教思想家所构建的思维方式的本来面目。关于第二条途径，我们将引
证禅宗。

否定的逻辑。在佛陀看来，无明和无知是所有人生烦恼的初始原
因。无知就是对人生即痛苦这一事实还一无所知，痛苦的根源就是盲目
的生命意志。童年时的无知，青年时的五彩缤纷的幻想和尘俗的欲望，
迷信、无能、错误的观念，试图摆脱人生烦恼的纠缠，这一切都只是同
一个事实的不同表现形式。若能打破这种无知状态，人就会恍然大悟。

为了能够逐步穿过那个晦暗的无知状态，佛教哲学家们发展出了一
种奇特的方法，一种否定的逻辑。使这一方法得以完善的哲学家主要就
是来自印度南部的龙树，他的鼎盛期大约在公元125年左右，被许多人
看作是佛教哲学中最伟大的思想家。他的逻辑探讨主要表现为四种理
论，在所有这四种理论中，否定的逻辑占据着中心地位。[79]

1．在整个后期佛教哲学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二谛学说就是源自龙
树，他把谛（真理）分为俗谛和真谛。他说，佛陀为那些被无明所覆盖
的凡夫俗子说法时，采用俗谛，承认世界和众生的真实存在；为那些已
经能够洞察真理的人说法时，就采用真谛，否认世界和众生的真实性。
他认为，只有从俗谛入手，才能到达真谛：

A=俗谛

B=真谛

对普通的理智来说是真实的东西，到达一个更高的角度再看它时，
它可能就是不真实的了，原来的真谛这时就会变成俗谛：

AB=俗谛

C=真谛



依此类推：

ABC=俗谛

D=真谛

就这样以一种不断上升的阶梯形式越来越接近更高一级的普遍真
理。（这一点容易使人想起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

2．龙树的第二个理论就是所谓的四重推论法。任意一个需要
用“是”或“否”回答的问题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给以回答，既可以直接回
答“是”，也可以直接回答“否”，或者回答“是且否”，或者“既非是又非
否”。这就是说，既可以认为，这个问题与我无关，也可以认为，我超
乎所有这些是与非的问题之上。对龙树来说，最高真实总是带有即非有
又非无的特点。他把最高真实称为“空”，认为它“非有、非无、非亦有
亦无，非非有非无”。

3．在龙树提出的所谓“八不”理论中，“既不也不”的否定概念也被
用于人生诸种现象，他说：“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新，不一亦不异，
不来亦不去。”这就是说，最高真实是隐藏于这一切现象背后的。

4．人能够达到的最高真理就是“中道”，龙树认为，世界上的一切
事物都是一种相对的、依存的关系，一种假借的概念或名相，它们本身
没有独立的实体性。这就是所谓的“众因缘生法，我说既是空，亦为是
假名，亦是中道义”。只有排除了这些因缘关系和假借的名相，我们才
能获得最高真理，获得“中道”。

佛教的四种主要体系。在佛陀的格言中，既有“一切皆有”这样的词
句，也有反复出现的“一切皆无”、“四大皆空”这样的词句。[80]自佛陀死
后至公元一世纪期间，这其中隐含的矛盾引起了无数的观点各异的争
论。有些学派选择了第一种观点，从而形成了一种“现实主义的”形而上
学；其他学派选择了第二种观点，并发展出一种“虚无主义的”——否定
存在的——体系。在此期间形成的下述四个主要佛教体系表明，多重否
定的佛教逻辑是如何被运用到“存在与非存在”的形而上学问题上去的。



为了阐明问题，我们必须首先从那个一般的不加批判的观念出发。
根据这个观念，一方面，世界是由各色各样的物质的（物理的）客体组
成的，另一方面，站在这个物质世界对面的是具有某种延续性
的“我”或“自我”的人，而人关于这个物质世界又拥有特定的思想或观
念。

1．世亲[81]（约生活于公元420—500年之间）的现实主义体系主要
把否定的矛头指向“人”，他否认持久不断的“自我”的存在——这种思想
在原始佛教中就已经出现。他并不怀疑物质世界的现实性，因而被称
为“现实主义的”体系。

2．诃梨跋摩[82]（约生活于公元250—350年之间）的虚无主义体系
又将否定推进了一步，他认为，既不存在人或自我，也不存在外在客
体，而且也不存在观念的现实性，因而被称为“虚无主义的”体系。

3．第三个体系，即唯心主义或唯识论体系仍然要追溯到第一个体
系中所提到的世亲那里去。因为，世亲后来在他的哥哥无著——他在此
以前已经创立了唯识论——的影响下而皈依了唯识论。此后，世亲著述
颇丰并且他的著作都已成为这一学派的权威性经典。他们认为，获得真
理并不在于承认外在世界的现实性（如第一个体系）或者否认所有现实
（如第二个体系），而在于认识到思想和意识就是真实的存在，世界上
的一切现象都是由精神（识）变现出来的，事物的一切属性都是人的主
观意识。瑜伽行派的“识”不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而是对自己变现出来
的认识对象的认识，因而它是一种纯粹的唯心主义。

4．否定的逻辑在前述的龙树所创立的虚无主义体系那里达到了顶
峰。上述的三个学派在回答“有或无”的问题时，要么回答“是”，要么回
答“否”，要么回答“既是且否”。但是对龙树来说，正确的回答应该
是“既不也不”。龙树的“中道”（其他学派也使用这一概念）经过不断的
否定之后得出结论，在永恒流变的现象世界中根本就不存在真实的东西
（既不存在物，也不存在人，也不存在观念），一切都只是无自性的幻
象。但是，我们不能把这种思想和第二体系中的虚无主义观点相混淆，
龙树的“空无”概念更多地意味着，一切试图解释世界和探究存在之谜的
努力都是徒劳的，而一个破除了执著名相的“边见”的智者会将所有这些
令人迷惑的问题搁置一旁，并且与世无争地保持沉默。[83]

第一和第二体系属于小乘佛教教派，第三和第四体系都属于大乘佛



教教派。

如果对这四个体系的时间顺序作一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惊人的
事实，它们出现的先后次序正好与我们前面叙述的顺序相反！龙树所创
立的学说在时间上要早于其他三个体系，尽管他的思想看上去好像是在
不断地否定了前面三个学派之后产生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对此我们只能
作这样的解释，即富于天赋和思想敏锐的龙树——否定的逻辑就是他创
立的——以他天才的洞见早已预见到了后来数世纪里人们经过一步一步
的探索才获得的真理。[84]

我们在这里再事先插入几句话作为补充说明，即龙树的佛教辩证法
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有本质区别的——而且与带有黑格尔辩证法倾向的
中国人的辩证法也是有区别的，在中国人那里，经过对立面的逐步同一
就能上升到更高的真理。在黑格尔那里，跟在某个正题后面的是否定这
个正题的反题，但是这正反两题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经过综合又合并到
了一起（在合并中它们相互对立的特征就丧失了）。龙树在运用第一次
否定时就拒不采纳最初的正题，因而在运用第二次否定时他也不可能在
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把正题和反题合并到一起，而是将反题也摒弃了，结
果剩下的只是那不可言状的最高真实——“空”，亦即“涅槃”。[85]

关于禅宗。虽然禅宗起源于印度，但是它的真正特征却是形成于中
国——禅宗在中国特别是日本一直保持到今天，所以在讨论印度思想的
这一章里讨论禅宗原本是不太合适的。可是，我们在这里对禅宗做几点
说明主要是出于如下考虑，一方面是因为，禅宗在整个佛教历史过程中
是最重要的和传播最广的教派之一，另一方面是因为，禅宗可以作为反
映佛教思想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既倾向于静思冥想，又不排斥实践应
用，显然与上述四个体系的逻辑辩证方法是有区别的。

禅宗不是一种通常意义上的哲学，它没有一套自成一体的思想体
系。但是，它也不是一种通常意义上的宗教。虽然禅宗建有寺庙，但是
它没有发展出一套自己的教义，也没有规定清晰明确的严格信条。从某
种程度上说，它无与伦比地吸收了各个民族的世界观体系——不仅仅是
佛教的，关于何谓禅宗，据禅宗信徒的观点，只有深入体悟“禅”，才能
对它有所了解。[86]对局外人来说，禅宗是很难理解的，比纯粹的哲学
意义上的佛教要难理解得多。我们在此引证几个细节，目的是想介绍一
下禅宗的大概特征。禅宗拒绝哲学原理和宗教信条的共同原因在于，禅
宗信徒认为，困缚在语词、概念、固定的原理或严格的行为规范之中，



会阻碍他们认识真理，这也同样适用于佛陀自己的学说。在他们看来，
佛陀的布道以及他流传下来的格言都必然受到佛陀使用语言的特殊条件
制约，而且还要取决于听者的理解力，此外，传道者和听者所处的时代
背景也是一个决定因素。不过，纯粹的绝对真理不是能够用言语表达出
的。这个观点也与如下见解相符，据禅宗信徒传说——这个传说可追溯
到佛陀本人那里去——佛陀悟道后是在一种静默的心领神会中把他的思
想传达给弟子的，然后再由这个弟子通过一个不间断的链条把它传之久
远。这表明了禅宗的基本原则：“我此禅宗，单传心印，不立文字，教
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于自性中，万法皆见，一切法自在
性，名为清净法身。”[87][88]

禅宗信徒有独特的冥想方式。寻求顿悟的信徒会得到一个思考题
目，那些接受考验的弟子会严格依照规定的姿势端坐在一个大堂里静思
冥想，有一个法师会不分昼夜地严密监视着他们。在此期间要保持绝对
的安静，不管是在沉思的时候，还是在进食的时候，还是在沐浴的时
候，都不允许说一句话或弄出什么响动。谁要是认为已经找到了问题的
答案——这通常需要几天的时间——那么他就会向那个法师报告，然后
再由这个法师来判断他的考试成绩。所有从事静思冥想的禅宗信徒都是
面向现实的世俗生活的人，因为禅宗的教义就要求他的信徒把他们获得
的真知灼见直接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去。“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生活
即修行”；“行往坐卧，无非是道”——这些都是禅宗长老的至理名言，
它反映了禅宗注重实践的精神。[89]

禅宗拒绝一切刻板的学说并且采取一种较为积极的行为态度，其共
同点在于保持缄默。从古代禅宗大师那里流传下来的故事中，这一特点
常常表现得十分可笑和荒谬，甚至使我们觉得不可理喻。较有代表性的
故事是关于九世纪的禅宗大师大安和匡仁。[90]大安说过一句名言：“有
句无句，如藤倚树。”匡仁长途跋涉去见大安，目的是向大师请教一个
问题：“忽遇树倒藤枯，句归何处？”匡仁心里思考的是这样的问题：如
果我们把有和无的概念从我们的思想中抹除掉，那又会怎么样呢？难道
它们是与思想纠缠在一起的吗？或者说我们能够超越思想吗？那位大师
当时正在忙着修建一堵泥墙，那么他是怎么回答的呢？他放倒了手中的
独轮车，然后大笑着扬长而去。满心失望的匡仁又去找另外一位大师询
问，当这位大师也以与大安同样的方式对待匡仁的问题的时候，匡仁马
上就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他笑了，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礼，便离开
了。大师沉默无语地对待他提出的问题，使他突然间领悟到：只要人的
心里还满是有与无、生与死、相对与绝对、原因与结果这样的观念，就



会被语言和概念束缚住，因而会远离真理。只有当他不再是个旁观者、
批评者、热衷于思想者、空谈家和逻辑家，而是直接面对生活的现实，
才会预见到无法用言语表达的真理！

三、印度哲学的正统体系

前述的印度哲学的非正统体系也被印度人称为Nastikas，意思是“否
定者”，因为他们不承认吠陀经典的权威性，与此相对应，那些以古代
婆罗门教思想为基础并进一步发展吠陀中的思想的流派则被称为
Astikas，即“肯定者”。

古往今来，当一个强大的被广泛认可的传统成为哲学的基础，那么
与此相关的哲学思想就会通过对这些古代经典的评论而得到进一步发
展，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不仅仅是古代经典的思想内容得到了诠释或发
展，而且在这个思想的外衣下还会发展出一种崭新的思想。

在印度的精神生活中，否定者的出现迫使婆罗门教作出强烈的回
应。为了维护自己的立场并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婆罗门在强大的压
力下不得不进一步发展奥义书的思想，这样就形成了婆罗门哲学的一个
新的辉煌时期。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是佛教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或许
还没有哪一个时代和民族能够像这一时期的印度那样，在各种不同的思
想流派的强烈竞争和对抗中，哲学问题引起了如此广泛的关注。各种思
想流派如雨后春笋，大批的学生纷纷云集到各个名师的门下。在大庭广
众之下争论哲学问题已成为家常便饭，诸侯和国王也乐于参与其中，或
者向这类竞赛的获胜者施以高额馈赠。[91]

坚持不懈地维护自己的立场已经成为一种必要，这使得逻辑学、辩
证法、求证和辩论的艺术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这或许与印度思想比
以前更为专注于语言对象的研究不无关系，在这方面，最著名的著作就
是《波你尼经》（pānini，公元前五世纪），它是一部关于梵文语法的
书。印度哲学在这一阶段得以继续发展，主要是从以下方面汲取了营
养：

1．《奥义书》，就某些方面说，与本章的第一节中叙述的有所不
同，《奥义书》在后来的这段时期才真正得以完成。



2．即所谓的经（Sutras），这是一些非常简短的格言，是便于记忆
某个体系的基本思想的口诀，每个学生都应该把这些格言铭记在心。在
下述的体系中，每个体系都有几百首这样的Sutras。因为它们并不是为
门外汉作注解用的，而只是为方便内行记忆而准备的，所以这些格言警
句都非常费解，若想真正理解它们就必须借助长篇累牍的解释才行。

这样的注解非常之多，人们也比较喜欢用注解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
新颖的思想。这些注解又被用新的注解所注解，这样就形成了纷繁的、
错综复杂的文献堆积。关于如此的注解方式，有一篇印度文章这样说：

如果事情非常难以理解，

他们就说：这不是很明白吗。

如果事情的意义明白易懂，

他们就会讲一大堆的废话。[92]

当然，不是所有的印度文献都是这样，而且现代某些领域内的注解
或评述也有这样的毛病。

3．印度民族史诗，这部史诗叙述的是两个雅利安部族之间在入侵
印度时发生的英雄般的争战，它又被分为几个部分，其中最著名的就是
《薄伽梵歌》，它包含着许多伟大的“神秘教义”和深刻的哲学思想。

4．《摩奴法典》，它对《薄伽梵歌》的思想作了某些补充。

在印度哲学的正统体系中，有六个体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与欧
洲的思想发展史不同，印度哲学的这些体系并不是按照历史顺序逐渐发
展的，而是在相互影响的情况下并列发展，并且持续达数世纪之久。由
于几乎不能确定它们出现的先后顺序，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依照不同的体
系把它们并列放在一起，并试图对其中较为重要的体系加以适当地概
述。

较为重要的六个体系的每两个体系可划归为一类，这样就出现了如
下的结果：



1．正理派　　2.胜论派

3．数论派　　4.瑜伽派

5．弥漫差派　　6.吠檀多派

数论派、瑜伽派和吠檀多派在印度思想中起了最为重要的作用。

所有这六个体系在数世纪里都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和变化，不过我们
下面将只叙述它们各自的主要形式。

1．正理派与胜论派

单单“正理派”（意即逻辑推理和辩论的方法）这个名字就已经表明
这个学派的思想重点，这就是逻辑学和辩论术。正理派的经典相传是由
乔达摩编写的《正理经》，它是印度第一部逻辑学著作，并且为印度逻
辑推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93]其中也创造出了大量的哲学术
语，[94]而且它使用了无数的梵文，没有一种欧洲文化语言能够与之相
比。[95]与此不同的是胜论派（Vaischeschika），它的创始人据说是那位
富于传奇色彩的迦那陀，他是印度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胜论派的思想
重点在于解释世界，即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Vaischeschika的意思就
是“差异”。[96]这个名字也就表明，这个体系的特征就是试图通过找出世
界上的客体之间的差异而在人的内心形成对世界的清晰的认识。获得认
识的前提就是能够区别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差异。

这个自然哲学的核心思想是一种原子论。他们认为，原子是微小
的、不可再分的和坚不可摧的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它们在宇宙的演化
过程中聚合并分解。[97]

这两个体系在某种程度上互为补充，正理派主要吸取了胜论派的形
而上学成分，胜论派则吸取了正理派的逻辑学因素。后来，这两个体系
融合成了一个体系。



上面所说的两个体系的重要特征不应该理解为，这个体系仅仅局限
于逻辑学，另一个体系仅仅局限于自然哲学。它们其实都是自成一体的
哲学体系，两者都认为，人的所有行为都只是一种手段，他的最终目的
就是从生死轮回的痛苦中解脱出来，达到涅槃的境界，这也是所有印度
哲学所追求的最终目标。

2．数论派和瑜伽派

在印度哲学的六个正统体系中，数论派（Sankya）是除吠檀多派之
外最突出的一个体系，其创始人是迦毗罗。Sankya这个词的原意是“数
字”或“计算”，[98]引申义为“思索研究”。

数论派从一开始就与奥义书哲学迥然有别——而且也与下面将要叙
述的吠檀多哲学截然不同，因为吠檀多哲学是奥义书哲学的直接延续
——其不同之处在于，奥义书哲学是一元论的，而数论派是二元论的，
这就是说，世界的本原不是一种，而是两种，物质和精神是两种绝对独
立和相互对立的实体。

数论派认为，世界的本原一方面是“自性”，原初物质，一种物质原
则，它富于活力，永恒运动，但它是非精神性的，没有自我意识；[99]

另一方面，还存在一个独立的精神实体，“神我”，一种纯粹的精神原
则，它是永恒不变的，既不创造也不被创造，它是一种有灵的和有意识
的东西。

我们首先看一下“自性”（原初物质），其中包含三种性质：一种是
明亮的、轻盈的和喜悦的，称为“喜”；一种是阴暗的、迟钝的和起阻碍
作用的，称为“暗”；另一种则介于两者之间，是激动的、痛苦的和运动
的，称为“忧”。一切存在者都是从“自性”中诞生而来，而且不仅仅是物
质的元素，思维、感觉和行为能力也是由它而来，这一切都属于原初物
质的世界——我们则更倾向将这些归于精神的世界。数论派提出了“二
十五谛说”，认为世界由“神我”和“自性”结合而产生。这二十五谛依次
为：

1．“自性”本身。由它产生统觉——



2．统觉，指完满的智慧。由它产生“我慢”——

3．“我慢”（Ahakara），即自我意识，指能够知觉自我
（主体）与外在世界（客体）的区别。由“我慢”产生感觉能力
和感觉器官以及外在世界的元素。

感觉能力和感觉器官排列如下（五唯）：

4．色

5．声

6．香

7．味

8．触

印度人还普遍认为，下面一个因素也属于感觉能力（心根）：

9．思想（理智、思维能力）

紧接着是五种感觉器官（五知根）：

10．眼

11．耳

12．鼻

13．舌

14．身



下面是五种行动器官（五作根）

15．喉

16．手

17．足

18．排泄器官

19．生殖器官

外在世界的五种元素是（五大）：

20．空

21．风

22．火

23．水

24．地

除了这二十四种元素之外再加上：

25．“神我”

这样就形成了数论派的“二十五谛”。

数论认为，世界的进化过程是这样的，自性（原初物质）是物质处



于尚未发生变异时的混沌状态，当它的三种性质（喜、忧、暗）处于平
衡状态时，“自性”不变，一旦失去平衡就会发生变异。

那么，“神我”在这里起什么作用呢？它与物质的关系如何？它对物
质产生影响呢，还是受物质的影响？

精神是与物质完全不同的东西，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基本上说，精神始终是与物质相对立的，那么在一个生命体那里情况又
是怎么样呢？在一个生命体身上，物质的因素和精神的因素看起来好像
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这该做如何解释呢？数论派哲学家回答说：这
种一体性只是一种假象。这就像一块无色透明的水晶，当我们在它的后
面放上一朵红色鲜花，它就会显出红色，当看起来像是与精神合为一体
的肉体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永恒的“神我”显现为行动和痛苦
等现象。[100]数论派认为，永恒不变的神我和原初物质是两种截然不同
的东西，我们所称的灵魂和肉体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思想和感觉
并不属于“神我”范畴，而属于“自性”即原初物质范畴。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永恒的纯粹精神性的“神我”要与“自性”的世
界发生关系呢？即使这只是一种假象。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接触到了这个
学派最内在的实质，与印度的其他体系一样，诸如痛苦、灵魂转世以及
解脱这样的概念都是他们的思想的核心内容。

数论派思想家也从痛苦的基本现实出发，他们渴望的并不是一种积
极的快乐，而是渴望摆脱痛苦，渴望一种绝对的无痛苦状态。我们为何
而苦？我们之所以感到痛苦，是因为外在世界对我们产生影响。只有当
我们把外在世界看作是与自己有关的和属于自己的时候，它才会对我们
产生影响。这其中存在一种错觉：因为我们的本质，即“神我”，事实上
是与客体世界相异的和漠然对立的。他只需要对此有所认识！只要他认
识到，他所面对的这整个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与他毫不相干，那么所
有的痛苦就烟消云散了。“神我”也就获得了解脱。

而且，“自性”，原初物质也获得了解脱！因为它自身是非精神的，
无意识的，根本就不会感到痛苦。只有通过与“神我”，一个感觉主体建
立了联系，“自性”才可能被痛苦所缚。

就这样，从个体生命到宇宙演化，一切都取决于“神我”能否获
得“洞见”。“自性”——一种阴性原则，它不无深刻的基础，为了获得解
脱它需要一种外在于自身的东西——必须不断地重新在“神我”面前显现



自身——就像一个在观众面前搔首弄姿的舞女——直到“神我”认识到自
己的相异性并漠然转过头去避开“自性”，如此，它们各自就都获得了解
脱。

数论派思想的目的就是，通过道德自律和断绝欲念获得真知并从而
最终获得解脱。获得解脱的“神我”现在已变成无作为的纯粹精神，那么
它又是如何继续存在的呢？这就好比一面镜子，“它不再反射任何东
西”。[101]归根结底，这个问题还是被一层神秘的面纱笼罩住了。

这种无神论哲学仍然被看作是正统的和能够与吠陀协调一致的，这
不能不说是婆罗门思想的特别之处。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且不管
那个表面的事实情况，即虽然迦毗罗明确承认吠陀的权威性，但是他在
构建自己的思想大厦时却没有再理睬吠陀中包含的思想：其一是，在印
度人的观念中，拒绝信仰一个创世主或世界主宰与承认多神的存在是能
够协调一致的，这种观念在古代吠陀文献中也非常突出；其二是，数论
派的思想并没有损害到作为印度社会基础的种姓制度。这就是说，只要
符合这个条件，那么在婆罗门占统治地位的印度，任何思想家都能够享
有充分的思想自由。

瑜伽这个名字在欧洲的语言习惯中往往与各种各样名声不好的魔法
幻术联系起来，它被认为是一种用来糊口的生计，是为了迎合普通观众
的好奇或诸如此类的目的而从事的行当，与追求真理的严肃性毫无共同
之处。我们不应该忽视这样一个事实，瑜伽最初也是一种思想体系，与
前述各个思想体系非常相似，它也试图向人们指明通向智慧和解脱的道
路，只不过它更注重实践，更注重实现目的的手段和方法。在某种程度
上说，瑜伽派和数论派关系非常密切，数论哲学为瑜伽派提供了广泛的
理论基础，反过来，瑜伽派思想也被数论哲学看作是在实践上对其理论
的补充。

然而，瑜伽派和数论派在形而上学问题上还是有根本的区别：瑜伽
派承认一个人格化的上帝（大神自在天）。在数论派的思想中，宇宙的
演化被解释为“神我”与“自性”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在他们那里也就不
可能有造物主或宇宙主宰。瑜伽派的主要经典就是《瑜伽经》，分为四
卷，据说可能是钵颠闇利所作。

瑜伽的字面意义是“枷锁”（与德语词Joch也有亲缘关系），意思是
自律、自我约束。



瑜伽派的思想是以这样一种观念为根据的，即认为人能够通过某种
禁欲修行，通过聚精会神地静思冥想而获得真知，脱离现实世界并达到
最终解脱。这种观念在其他民族那里也有，它在吠陀文献以及《奥义
书》中就已经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每个修习瑜伽者都被告知，他必须经过一个漫长而辛劳的路途才能
最终从痛苦和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在长年累月的耐心修行的过程中，
他必须遵守下面的“瑜伽八支行法”：[102]

1．耶摩，意为“禁制”、“克制”、“持戒”，指不杀生，不妄语，不偷
盗，不邪淫，不贪。

2．尼耶摩，即“劝制”，指五种修行方法：清静，满足，苦行，读
诵，念神。

3．阿沙那姆，即“坐姿”、“坐法”。在此规定了非常详细的正确坐
姿，因为这对于专心冥想至为重要。例如《薄伽梵歌》中就有这样的描
述：

“在一个干净的地方，他为自己准备了坐席，既不过高，也不过
低，在地上铺垫谷舌草，上面再覆盖上一块布或兽皮。

他就在这样一个地方坐下来，他全神贯注，聚精会神，开始凝神静
思。

躯体头颈要保持端正，不能来回晃动，他双目注视鼻尖，不可左顾
右盼。”[103]

4．普罗纳耶摩，“调息”、“制气”，即调制呼吸。

5．普纳蒂耶诃罗，“制感”，即控制感官，使感官离开一切外部客
体，也就是“摄五根于心”。

6．达罗纳，“执持”，“守意”，即排除杂念，集中注意力于一个对
象上面。

7．禅那，“静虑”，“禅定”，这是一种更为专注的冥想，把心思完
全贯注于被选的对象上去。作为辅助手段，可持续地反复念诵咒语



如“奥姆”。

8．三摩地，“等持”，“三昧”，这是八支行法的最高境界，精神失
去了作为独立个体的自我意识，瑜伽修行者达到一种极度幸福的出神入
化的境界，这种境界无法用言语描述，只有亲身体验才能对此有所感
悟。

作为“副产品”，瑜伽修行者在修行的过程中会获得多种魔力和超自
然的能力，在关于印度生活的许多报道中对此有大量的描述。古老的
《瑜伽经》里就列举出了如下能力：

能够预知过去和未来；

能够理解所有动物的语言；

能够认识前世；

能够隐身；

能够力大无比；

能够认识微细的、隐藏的和遥远的事物；

能够认识宇宙；

能够认识躯体的指令；

能够消除饥渴；

能够不沾水、不沾泥、不沾棘刺；

能够腾云驾雾；

能够控制自然力量；

能够保持身体的绝佳状态并免遭伤害；

能够控制感觉器官；



能够无所不能无所不知。

我们不可轻易断言这一切都是可能的，因为这些都是瑜伽派哲学的
主观臆测。

我们既不能完全接受这些观点，又不能对此作出什么盖棺论定的判
断。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对这些瑜伽修行者的预言作出一种谨慎的
解释。根据历来的经验可知，人的内心深处蕴藏着一些非凡的能力和力
量，或许这些能力和力量是从远古时代继承而来的，对此我们的书本知
识无法加以解释。如果人能够全神贯注并凝聚一切力量于一个目标，那
么他的能力可能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在这里并不想去深究后来瑜伽修习的堕落程度。但是据纯粹的
瑜伽思想所言，所有这些超自然的能力至多只是修习瑜伽的过程中出现
的一些附带现象，不过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已，对瑜伽修行者来说，这
些都是最终获得解脱所必须经过的道路。如果他沉迷其中并仅仅以此为
目的，就不可能达到最高的境界。

3．弥曼差派和吠檀多派

在印度哲学的六个正统体系中，弥曼差派是一个比较普通的流派，
对我们的这部哲学史来说意义不是太大，因此我们在这里也仅限于指
出，这个学派针对吠陀时期以来出现的各家思想流派，尤其是数论派都
曾经开展过激烈的批评，尽管在这些斗争中它都沮丧地败下阵来，它还
是成了一个受尊崇的流派，并且对其他的几个体系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就把目光转向吠檀多派。

吠檀多的字面意思是“吠陀的终结”，也就是指吠陀文献中最末部分
的奥义书。它最初的意思也仅限于此。后来它就专门指那个推行《奥义
书》核心思想并进一步阐发梵我合一论的哲学学派，就此而言，吠檀多
也就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曾经存在众多的吠檀多派别，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个派别的创始人是
商羯罗，他大约生活于公元后800年左右，与卡尔大帝[104]是同一时期的
人。在他与《奥义书》的成书之间，奥义书的思想已经经历了一千多年



的发展。在这一千二百年里，吠陀思想传统长期受到对吠陀权威性持否
定态度的佛教思想传统的压抑，之后，被认为是印度最伟大的哲学家的
商羯罗在他仅仅三十二年的短暂一生中就把奥义书的思想又推向了一个
新的辉煌。商羯罗主要是以注疏经典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古代吠檀
多的思想也在其中流传下来。商羯罗的思想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有一
句古老的话构成了他的思想的出发点：

这是你（tat twam asi）

我是梵。（aham brahma asmi）[105]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梵——永恒的宇宙法则，宇宙万有的始基和依
靠——与我们最内在的自我是同一的。这个自我，阿特曼，本质上是不
可认识的，是不可用言语表达的（耶吉纳夫格亚也曾表达过同样的观
点）。只存在一个唯一的最高真实，这就是阿特曼，就是梵。

而这个观点事实上是与外在现象相矛盾的。日常经验告诉我们，并
非仅存在一种现实，而是存在许多种现实。我们的自我依附在一个短暂
易逝的肉体之内，情况也是如此。

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必要性，也就是说，要对我们的认识手段进行必
要的考察，世界就是通过这个手段向我们彰显它的多样性的。认识究竟
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又如何才能毋庸置疑？商羯罗提出的问题与十八世
纪时的康德提出的问题是同样的，而且我们也可以说，他得出的结论与
康德得出的结论并无二致。在他看来，我们关于世界的所有经验都必须
经过感官这个中介。我们所称的认识都只不过是感官对外部材料的一种
加工形式。我们是否因此就能够掌握真理呢？商羯罗说：不可能。如后
来的康德一样，他也指出，世界不可能对我们彰显它的真正实质，我们
的感官所能觉知的只是世界的表象。如果认为以这种方式就可探究世界
的本质，那是完全错误的，从最高存在的意义上看，世界上的一切现象
都是幻象，是“摩耶”。

只有揭开“摩耶”的面纱，打破感官经验的制约性，我们才能获得真
知和普遍真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自我与一切外
在现象是有区别的，它是独立自在的，它就是梵——商羯罗在这里与康
德分道扬镳了。要获得这样的认识，我们不是借助于外在经验，也不是



通过沉思和冥想，而只能依靠吠陀的永恒的神圣启示，特别是它的最后
部分，也就是《奥义书》。

在援引吠陀的过程中，商羯罗陷入了某种困难的境地。在试图证明
吠陀中的梵我同一和唯一的现实是一回事时，他遇到了障碍，虽然《奥
义书》中有主张一元论的地方，但是里面也包含明显的多元论思想，这
就是说，《奥义书》认为存在不同个体特征的众多的梵。这尤其表现在
吠陀中较为古老的部分。但是，对商羯罗来说，整个吠陀都是神圣的源
泉。

除了其他原因之外，这种困难或许也是促使商羯罗形成他的两个认
识阶段学说的诱因，他把认识划分为一个较低的阶段和一个较高的阶段
（这种思想在《奥义书》中就已经形成了）。

在较低的阶段，在通俗的认识中，世界和神显现为杂多的形式，对
商羯罗来说，世界和神是同一的，因为他认为神即存在；[106]神是世界
的创造者，神被赋予了各种属性，大众以各种形式崇拜他。虽然这个阶
段并不是认识的最高阶段，但是也不应遭到摒弃，因为这些观念符合普
通大众的理解力，至少它可以作为获得真正认识的前奏。

哲学家处于深奥的认识的较高阶段，他认识到，在虚幻的现象背后
静息着梵，真正说来，梵是没有任何属性的，因为它是不可认识的。智
者不会责备那些认识的较低级的形式，他可以在每一个庙宇里祈祷，可
以在每一个神灵的面前躬身祭拜，因为这种对不可认识的事物的崇拜形
式是与人的思想和感觉形式相符合的，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清楚
地知道并崇拜永恒的统一。[107]所以，对商羯罗来说，有两种梵显现和
被崇拜的形式，人们几乎可以说这是两种不同的神。

如同其他体系一样，对吠檀多来说，最为关键的问题是，人应该如
何从痛苦的个体存在中解脱出来。答案是清楚的：解脱之道就是在我们
的心中领悟阿特曼，这会把我们引向一种状态，在其中我们会超越我们
存在的短暂和束缚，会上升到一个广阔的存在的海洋，在这里没有区
别，没有变化，没有时间，只有和平。在这里我们仍然可以用那个古老
的比喻来形容，就如同无名无形的河流奔腾着涌入大海一般。

吠檀多的实用伦理学包含下面几个主要的要求：要区别永恒的东西
和短暂易逝的东西；要放弃尘世的和彼岸的报偿。



有六种手段：静心，自律，放弃感官享乐，承受一切痛苦，专心致
志，虔诚。

要从个体的尘世存在中解脱出来。

良好的行为也并不是满足这些要求的合适的手段，虽然这并非毫无
价值，但是更可能会起一些消极的影响，他应该像个禁欲主义者那样，
为了获得真理，他必须清除所有的障碍和各种诱惑刺激。获得至福的手
段不是有为，而是正确的认识，通过虔诚的沉思冥想和研究吠陀经典就
可以达到这一步。对智者来说，行动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他认识到，由
于他是属于现象世界的，因此他的行动真正说来并不是他的行动。[108]

谁要是获得了至高至深的洞见，

他心中的结就会解开，

他心中的疑团就会冰释，

他的所有行为都不足挂齿。[109]

在印度吠檀多学说中有这样的通俗表达：

傻瓜!丢弃你对财富的渴望吧！清除掉你心中的一切欲
望！……不要夸耀你的财富、朋友和青春，这一切都只不过是
过眼云烟。抛弃这一切，因为这纯属虚幻，进入梵的世界
吧……生命就如同在荷叶上颤动着的水滴……随着时光的流逝
生命之花会枯萎，但是希望的气息永远不会停止……要始终保
持沉着镇定。[110]

吠檀多思想体系的重要影响一直持续到当代，在整个印度婆罗门教
的不同体系中，它占据着最为重要的地位。一位与欧洲中世纪同时代的
印度作家关于吠檀多经籍做过如下评价：



这本教材是所有教材中最重要的一本，其他教材都只是对
它的补充，因此想获得解脱者都必须珍视它，而且要像尊贵的
商羯罗所解释的那样。[111]

四、印度哲学后来的发展——评价

我们之所以仅限于叙述古代印度哲学，是因为印度思想在那一时期
经历了它的最繁荣的阶段，并且也为所有后来的印度哲学的发展奠定了
基础。当然，这种发展一直持续到当今时代也没有停止，我们在这里只
能对此给以简略的概述。

随着佛教势力在印度逐渐衰退，婆罗门哲学也失去了能够使自己的
哲学思想迸发出火花的竞争对手。由于各种观点和立场之间的争斗也已
停止，所以印度哲学在这后古典时期便出现了僵化的局面。在社会领域
内，表现为种姓制度日益强化；在哲学思想领域内，则表现为僵化的教
条主义和频繁的教派纷争。之所以出现这种暗淡的局面，除了这些内部
原因之外，还有来自外部的影响。印度在政治上失去了自由，它首先被
穆斯林统治几个世纪之久，然后又被英国统治直至当代。1947年，印度
获得了解放，众所周知，这时的印度又被划分为以信奉印度教为主的印
度斯坦和以信仰伊斯兰教为主的巴基斯坦（后来又一分为二），或许人
们希望印度思想因此能够重新繁荣起来。但是印度哲学后来的发展并没
有受到古代印度哲学宝贵遗产的很多影响。

印度哲学被欧洲发现是很晚之后才发生的事情，基本上说是到了十
九世纪初才开始的。印度哲学是经过法国人昂奎梯尔·杜培龙之手被传
入欧洲的，他将波斯语版本的《奥义书》翻译成了拉丁语——因为他不
懂梵文——并于1801和1802年陆续出版。[112]他的译本并不很完美，但
是目光敏锐的人立即就看出了其中蕴藏的思想财富。在这之前，英文版
的《薄伽梵歌》已经出版，沃伦·哈斯丁——他也是英国在印度实施殖
民统治的创始人——在该英文版的序言中写道：“即便英国停止对印度
的统治很久以后，这本著作仍然会充满活力。”他的话没有错。

在整个十九世纪里，对印度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很快就形成了一种迅
猛的势头。在这方面较著名的学者有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马克斯·缪
勒和保尔·道森。



道森把发现印度的精神世界比作是我们突然间发现了一个外星球上
的居民的思想和观念。[113]确实，在我们面前突然打开了一扇通往一个
陌生的思想世界的大门，在这里，印度哲学与希腊哲学并没有进行过接
触，它完全独立于近东以及欧洲封闭的思想传统之外。这一切居然就发
生在语言上同属一系，而且种族上或许也同属一源的民族之间！

随着对印度精神生活的认识不断增加，欧洲人的思想和创作也越来
越多地受到印度思想的影响。刚刚对印度文化有所了解的歌德和赫尔德
就已经预见到了这个新世界里所蕴藏的深厚的精神财富。在伟大的哲学
家中，第一位能够深刻领会印度哲学的精神并能活学活用的人当属叔本
华，我们前面已经引述过他对《奥义书》的高度评价。谢林也曾表达过
类似的观点。

与新近的西方哲学相比，印度哲学有以下几个不同的特点：

1．印度思想是高度依赖传统的。印度哲学的大部分体系都是以古
代吠陀经典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或者以它为理论指导，或者以它为思想
的出发点。这对于印度人自己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情，却增加了局外人
接近它和理解它的难度，它对其他民族产生影响的可能性因而也就减少
了。

2．印度思想并不满足于单纯的解释世界，不满足于为认识而认
识，它们都带有一种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希望能够为人们提供一种正
确的人生指南和获得解脱之道。这与印度民族的天性不无关系，除此之
外，这也是哲学在古代印度生活中为什么占据着如此突出地位的原因，
就此而言，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民族能够与之相比。

3．印度思想与大部分欧洲观念的根本区别在于，所有印度思想家
都轻视纯粹的理性认识。他们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真理是“存在于理
性之外的”，真理是不可言说的，只有通过直觉才能把握真理。一位重
要的学者曾经在他写的一篇《奥义书》评述中对此发表过如下看
法：“所有的理性主义哲学（即以理性作为思想基础的哲学）……最终
都不可避免地以不可知论而告终（即认为我们对世界一无所知）。”“这
就是印度哲学家以他们的那种方式追求知识所能得出的唯一的逻辑结
论……企图借助直觉获得神启灵感，一个理性的哲学家对此是不屑一顾
的，只有那些无能之辈才会这么做。”[114]

4．对一个非印度人来说，或许最让他感到奇怪的就是印度思想中



那个无处不在的灵魂转世的思想，因为欧洲哲学中几乎没有与之类似的
东西，至多只是作为一种次要的思想潜流存在于西方的精神生活中。在
这方面，也许尼采的“永恒轮回的思想”是个例外，而且他的这一思想与
印度人的思想也只是略微相似而已。此外还应补充说明一点，关于人死
后将会发生什么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假设人死后还有来生或因果报应
的话——只可能有两种回答，一种回答就是永恒的因果报应，根据不同
的前生因缘，或者升入天堂享受永恒的幸福，或者被罚入地狱饱尝无穷
的折磨；另一种回答就是轮回转世的思想。如果尝试忘掉我们已经习以
为常的西方基督教观念，那么我们将会认识到，在不带任何偏见地考察
灵魂转世的思想的情况下，我们会发现它具有两个优点：它首先能够让
我们以一种简单灵活的方式解释那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即人与生俱来地
存在着道德天性的差异，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都是由其前世的业因所
决定的；其次，它还可以用来解释人在短暂的尘世生活与永恒的来世报
应之间可能发现的因果方面的偏差。

5．印度思想家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他们那种气度非凡的宽容性。
在一个僧侣统治的社会中，唯物主义、怀疑主义和无神论的学说都能够
并行不悖；虽然在流传下来的历史记载中也提到过一些争吵、辩论和思
想斗争，但是却几乎从来都没有发生过诸如恶意诽谤、强行压制或肉体
迫害之类的事情。对印度人来说，从来都不存在像教皇那样至高无上的
精神权威，因此，在他们眼里，那种认为只有一种发现真理的方式的想
法是不可思议的。这方面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十九世纪的一位婆罗
门学者对所有印度哲学正统体系的主要著作都作了一次全面的评注，而
且以客观公正的态度使每个思想体系都忠实地保留了各自的思想倾向和
特点——这种事情在欧洲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对此我们只能作这样的解
释，就是印度人把所有的思想体系都看作是不完善的辅助工具，它们都
只是接近真理的不同方式而已。

6．印度哲学最后的一个特征也是值得特别强调的，它就是——至
少在欧洲人眼里是这样——印度哲学非常明显地倾向于鄙视尘世生活和
逃避现实人生。印度人之所以在政治上失去自由，或许也与他们没有对
进行反抗给予足够的重视有关。在实践上，哲学家们提出的那些严格的
要求自然也只能以一种妥协和近似的形式得以实现，和世界上的其他地
方一样，印度的普通大众则是在此生此世的现实人生中寻找满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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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古代中国哲学

中国是与印度并驾齐驱的另一个文化区域，在大约同样古老的年代
里，中国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哲学思想遗产。

从疆域、人口和特征来说，中国也是个自成一体的世界，若拿她和
欧洲作比较，那不能和欧洲单独的某个国家作比较，而应该把她与整个
欧洲作比较。和欧洲相似，中国的气候、地形和语言也是丰富多彩和各
不相同的。由于受大范围的地理隔绝的影响——通过海洋、山脉和戈
壁，和由此造成的文化封闭状态——这种封闭状态不久前才被打破，中
国的精神和宗教传统得以持续不断达几千年之久，并且形成了一种统一
的文化形态。

中国人在几乎所有的文化领域内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从利用耕
地，治理河流，发明陶瓷、火药、指南针和造纸术，到国家制度、社会
机构的建设，再到造型艺术（尤其是绘画和制陶术）和文学，其抒情诗
的成就达到了无与伦比的程度。

史前的发现令我们产生这样的观点，中国不间断发展的人类文明可
以追溯到几千年以前。中国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从公元前3000年的
黄帝算起。根据传说，文字的发明，婚姻制度的采用，音乐的产生，筷
子的问世以及其他许多重大的文化成就都应归功于这位神秘的统治者。
人们把所有这些文化成就都浓缩到了他身上，而事实上，这些成就的完
善可能需要几千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语言和文字

关于中国的语言和文字我们需要做几点特别说明。从结构上讲，汉
语与德语以及其他欧洲语言相比可谓大相径庭。汉语属于那种所谓的孤



立型语言，就是说，它基本上是由单音节字组成的，它们是完全不用变
形的，不像德语那样词形会受变格和变位的影响，汉字没有前缀也没有
词尾。那些音节本来数量有限，但是经过使每个音节发出不同的音调，
它们就增加了许多倍，比如，有平声、扬声、抑扬声、去声，声调不
同，其字义也不同。在欧洲人眼里，汉语带有“歌唱性”的特点，这与汉
语的这种声调变化有关。有些字节甚至会有五六十种字义。（若有读者
觉得这太奇怪，我们不妨作这样的类比，在我们欧洲的语言中也有许多
词有两种——即一种是词的本义，另一种是词的引申义——或更多种不
同的词义。）汉语要表达的意思主要是由字在句子里的位置和上下文关
系决定的——与此相应的规则要比其他语言严格得多，或者通过添加一
些特定的助词（在印欧语系中也有这种现象）。只有在上下文中才能判
定一个字是名词还是形容词，是动词还是副词，例如，“大”，可以是名
词“大小”，可以是形容词“大的”，可以是动词“扩大”，还可以是副词“大
大地”。

汉语的书面文字和它的口语发音一样，都与我们欧洲的语言有很大
的不同。汉语是从图画文字发展来的，它的这一特点如今仍然部分地保
留着。今天使用的汉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过“正字法改革”简化了
的，但是与我们的字母文字相比，简化了的汉字还是相当繁琐。相当一
部分汉字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一部分表达文字的含义，另一部分表示
文字的发音。我们普遍认为汉语是表意文字或象形文字，实际上这种观
点是不恰当的。从语言学上严格来说，汉语是词素文字。汉语的一个字
符并不是一个词，也不是一个音节，而是一个词素（Morphem），也就
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语言的最小单位。德语中的介词“ohne”（没有）就是
一个词素，它由两个音节构成。德语中的名词“Milchkanne”（奶罐）则
是由两个词素和三个音节组成的。

当然，与我们欧洲的由26个字母组成的文字相比，汉字是很难学会
的。若想真正掌握成千上万个汉字（有些确实也相当复杂）往往要花费
几十年时间。不过，对于一般的日常使用来说能掌握两千至四千个汉字
就够了，这一般在几年之内就可达到。我们可以想象——因此须在此加
以探讨——一个使用这样一种语言的民族，其思想肯定与我们的存在着
巨大的差异，除此之外我们之间还存在着深层次的文化差异，当然语言
本身也与这种文化差异有着紧密的关系。希腊和其他西方国家形成了一
种科学的逻辑学，这与印欧语系中严格的语法规则有直接的关系，如名
词、动词和形容词等，以及主语、谓语和宾语之间，都有严格的区别，
但是这种科学的逻辑学在中国就不可能形成，而且也没有形成。此外，



由于存在语言构造上的差异，所以在将汉语翻译成西方语言时就会遇到
许多困难，尤其是翻译哲学著作或包含大量的抽象概念的内容时就更加
困难。现有的许多翻译作品尽管是出自优秀的汉学家和“中国通”之手，
也仍然存在内容理解上的不一致。当然一般情况下，在表达某个概念时
存在细微的色彩差异和表达方式的差别，而非本质内容的差别。显然，
如果一个词，一个句子，或一整篇文章是在一种难以言表的氛围和模糊
的思想背景里表达出来的，那么，要完整地翻译出它的原意是很难的，
尤其是当两种语言之间存在较大的结构和特征上的差异时，就更加困
难。

如果中国将来某一天也使用拉丁文字，那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就不
可能不受到长期的影响。

关于本书中文名称的书写方式在此作几点说明：在表达中文名称
时，欧洲人之间也是各行其道，尽管都是按发音改写原文（采用音标方
式），但是英国有英国的方式，法国有法国的方式，德国有德国的方
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为使用拉丁字母表达中文发音提出了新的方
案，并且已经在国际上使用，这就是拼音。一个汉字的四种不同的声调
是用加在元音字母上的发音符号表示的：ō表示平声；ó表示扬声；ǒ表
示抑扬声；ò表示去声。因为像I King（《易经》）这样的名称在德国较
早的书籍中都是采用这种表达方式，本书中也一仍其旧，不过，对于新
的表达形式（希望将来能够通用）我们都在括号内加注：I King（yì
jīng）[1]。

中国哲学的主要时期

一位重要的中国当代学者把中国哲学的发展比作一部逐渐展开的精
神交响曲，包括有三个乐章。[2]

第一乐章奏响了三个主部主题，即儒家、道家、墨家，此外还有四
个副部主题，即名家（诡辩家）、法家、新墨家和阴阳学说。此外还有
大量的伴奏音符，它们都是短暂地响了一下，并没有继续展开，这就是
所谓的“百家”，他们只遗留下了一些断简残编。这一阶段从公元前六世
纪延续至公元前二世纪。

第二乐章，在中世纪中国哲学的主和弦中混杂了不同的动机，其间
从印度传入的佛教构成了声部的对位结构。这一阶段从公元前二世纪一
直持续到约公元1000年。



第三阶段从公元1000年一直延续至当代。在这里，各种不同的音素
构成了一种合成的混音，其中持续不断的唯一的主旋律就是新儒学。

倘使在协和和弦之外也出现不谐和音，那么这种音乐类比终究也还
是恰当的。

我们还得做点补充，第一乐章的主部主题不应该直接奏出，而应该
增加一个序奏，因为在这之前中国哲学思想还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
程。由于早期的思想成就只是在孔子整理的经典著作中流传下来的，所
以我们就不单独用一个章节来叙述了，我们将在叙述孔子哲学时就此简
短地涉猎一下。

此外，由于篇幅所限——就像第一章中那样——我们在此只能叙述
第一阶段的主要时期，因为在这一阶段里诞生了最伟大的思想家，他们
也为所有后来的主要思想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孔子

1．孔子的生平

孔子是最有影响的中国思想家，或许也是有史以来所有哲学家中对
后世影响最大的一位。他于公元前551年诞生于鲁国（在今天的山东省
境内）。他是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的后裔，这个家族姓孔，经过两千五
百年的世事变迁他们一直延续至今。时至今日，孔子的后代已达一万有
余。他的中文名字“孔夫子”，意思是“孔家的大师”。“Konfuzius”是欧洲
人给他起的拉丁化了的名字。

孔子在年轻时就在自己家中设立了学堂，不久之后便在他周围云集
了不少学生。孔子向他们讲授历史、诗艺和礼仪。在几十年内，超过三
千名青年男子走进了他的学堂，他的声誉日甚一日。尽管他野心勃勃，
曾经希望在国家之内谋求高位，但是因为统治者们为他提供的官职与他
的基本道德原则不相符合，于是他都一一拒绝了。子曰：“不患无位，
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3]就这样，一直到他五十岁
时，他才获得了一个称心的官职，并终于有机会把他创立和讲授的治国
原则在他的故乡付诸实践。据传说，他业绩不凡，他作为“中都宰”刚刚



走马上任就令所有违法者灰溜溜地躲了起来，他使国民变得诚实正直
了。一个邻国的王侯对鲁国的昌盛满怀妒忌，于是他就差人向鲁国国君
奉献了一群能歌善舞的美女和许多匹骏马，借此，他使得鲁国国君整日
沉溺于奢靡的生活，从而背离了孔子的治国原则，于是孔子就失望地辞
去官职，并离开了他的故国。

经过十三年的漫游生活，孔子载誉重归故里。在那里，在人生的晚
年，他潜心收集和整理了古代流传下来的经典著作，并为鲁国编纂了一
部编年史。他没有再接受任何国家职位。他按自己事先预告的日期去世
了，他的学生们为他举办了盛大的葬礼。他满怀失望地离开了人世，因
为没有一个统治者能够听取和实践他的治国方略；他没有预见到，他的
思想后来会产生那么巨大和持久不衰的影响。

2．九部经典著作

孔子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有独创的哲学思想，而总是说他只是继承了
那位传说中的黄帝的思想并将其发扬光大。尽管如此，他还是形成了自
己的哲学思想，除此之外，孔子的伟大功绩还在于，他搜集并整理了中
国最古老的文化遗产并使之传至后世。

五部经典著作或曰《五经》，其中的前四部很有可能是孔子自己所
写，第五部中或许至少一部分是他的手笔。

1.对于哲学来讲，《易经》是最重要的著作，它也许是流传下来的
最古老的哲学思想遗产。相传，它是公元前三千年前的一位皇王所写。
孔子重新将其编辑成册并附加了评论。他对这部书评价甚高，他希望自
己能有五十年的时间来研究它。[4]

这部书的核心内容就是所谓的八卦，每一卦都是由三条有时完整有
时断开的画线组成的。每一卦都代表一种自然力量，并同时象征人生的
某种特定的因素。八卦的符号形式及其象征意义如下：[5]



经过相互组合，符号的数量会不断增加。连续的画线代表明亮的因
素如：光、运动、生命；断开的画线代表阴暗的因素如：平静、物质。
这部闻名于世的奇书为后人做各种注解留下了足够的余地。中国人特别
把它作为一种具有深奥智慧的占卜秘籍，当然，只有那些能够进入这个
象征符号的世界并能够学习理解他们的神秘意义的人，才能真正领悟它



的奥秘。欧洲的“中国通”们用高度敬佩的腔调称赞这部可以预卜命运的
经典，他们认为，真正读懂这部书的人永远都会万事顺遂。

2．孔子整理的第二部书《诗经》包含有三百首诗歌，这些诗歌在
孔子出生以前就早已经形成了，孔子在大量的诗歌中精选了这三百首。
除了民间流传的描写自然和爱情的诗歌之外，书中还有祭祀歌和带有政
治倾向的歌。

3．《书经》也称《尚书》，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历史文献集，它包
含孔子生活的时代以及此前的两千年间诸侯们颁布的各类法律和诏书，
书中附有注解文字。

4．《春秋》是由孔子自己撰写的，这是一部关于孔子的故乡鲁国
的编年史，时间跨度从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80年。

5．五经中的最后一部《礼记》内容最为丰富，这部书在孔子死后
才最后完成，其中部分是孔子所写，内容涉及在中国尤其流行的各种礼
仪和风俗习惯的规定，比如有关于祖先崇拜和宫廷中举止行为的规定。

和这五部经典著作齐名的还有另外四部书，即所谓的《四书》。它
们不是由孔子自己所写或所编，但是却含有孔子的学说或他的学生的思
想精粹。

1．《论语》是孔子的谈话辑录。和许多人类的大师一样，孔子也
只从事口头教学。我们是从他学生所做的记录中了解他的思想的。不
过，人类历史早期的口头传说和伟大人物的谈话辑录要比我们今天这个
时代所想象的可靠得多，也精确得多，因为今天我们人类的大脑每天都
被大量的报纸、广播、电视和快速的场所变更搞得晕头转向，人的注意
力变得非常分散。

除了这些谈话之外，我们了解孔子哲学思想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

2．《大学》，其中的第一部分很有可能包含真实可信的孔子的格
言。

3．四书中的第三部《中庸》是孔子的孙子所写[6]，其中也总是不
断地引用孔子的名言。由于这个原因，当然也由于它本身的内容，《中
庸》在儒家文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4．四书中的最后一部《孟子》，是由孔子最伟大的弟子孟子所
写，我们将在叙述孟子时再谈及他的思想。

上述著作也被统称为“九经”。由于其久远的年代和内容的重要性，
这九部经典著作在中国全部哲学文献中占有特别突出的地位（《道德
经》是个例外），它们至今仍然是儒家传统的基础。

3．孔子哲学的特征

孔子哲学的明显特征——其实也是所有中国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
——就是对人及其实践生活的世俗关怀。因此，他的哲学也就没有形成
如逻辑学、伦理学和形而上学那样的完整体系。

作为一种特殊的哲学学科，逻辑学对孔子来说是陌生的，他并不向
他的学生传授一般的思维规律，而是通过持续不断地言传身教使得学生
学会自己正确和独立地思考。（事实上，精通抽象的逻辑原则的人并不
一定就是最好的思想者——歌德的《浮士德》中的梅菲斯特也认识到了
这一点。）

孔子的哲学也没有形成一种完整的形而上学体系，他不喜欢对一般
的形而上学问题发表意见。当一个学生向他请教如何对待神灵和死亡的
问题时，他说：“未知生，焉知死？”[7]因此，一般来说，他是个不可知
论者，他深信，关于形而上学问题和人死后的问题我们都一无所知。

孔子对中国宗教信仰中流传下来的对上天（作为一种非人格化的力
量，一种人格化的上帝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鬼神和死者亡灵的祭拜
还是持一种肯定的态度的。至少他教导他的学生应该遵守祭拜仪式的规
定——我们不能确定的是，他这样做是出于一种宗教虔诚，还是出于他
一贯的保守态度，因为他总是极力维护祖先流传下来的基本行为规范。

对孔子来说，人的福利必须是第一位的，因此，他的整个学说基本
上就是一种对人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的汇总，这一切都是为人的福利
服务的。这就是说，他的学说主要是一种伦理学，而且，因为孔子从来
都不把人看作是孤立的个体，而总是认为人是自然而然处于家庭、社会
和国家的关系中的，所以它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学和政治学。



4．道德理想

与孔子思想特点的“人文主义”——关乎人——的字面意义相适应，
人生的理想并不是成为一个逃避尘世的禁欲主义圣者，而是成为一个能
够认识世界和人生并且能够保持中庸和思想明达的智者。一个高贵的人
总是坚持不懈地注重自我修养，在一切事务中都保持道德的严肃性，与
人交往时恪守正直诚实的原则。他并不鄙薄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但
是，为了不违背道德原则，他随时都可以放弃这一切。

他以善良来报答善良，他以公正的态度对待卑劣的行径。在塑造自
我个性的同时，他也帮助了他人。在他身上，外在和内在达到了和谐的
统一。[8]

当问及人的完美的德行时，孔子回答说：“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这和基督教的博爱思想有着相似之处，并且作为人类行为的“金科
玉律”，这一思想在世界许多民族那里都有所反映。

对待自己和他人，孔子都要求一种严格、认真和尊敬的态度，他要
求在一切生活处境下都要举止得当。对于这些原则，孔子能够做到身体
力行和以身作则，所以他给人的印象简直就是一个思想压抑的完美主义
典范。

5．国家与社会

如同对个人的生活所提出的要求一样，孔子对社会全体的生活也提
出了要求，即要求统治者行为正直，成为社会的榜样，并履行传统的社
会责任。

要正确地理解孔子为什么总是不厌其烦地强调人的道德自律，我们
必须考虑到当时的社会背景。在孔子看来，当时的社会道德沦丧，社会
风气涣散。教师和爱吹毛求疵的诡辩家们纷纷出来对宗教及政府提出批
评，因为他们都主张善与恶有相对性；他们还对那些怀疑一切并试图证
明每一种事物的正面与反面都有其合理性的人提出批评。统治者针对这
些诡辩家开展了激烈的斗争。据说，孔子本人就因为“蛊惑人心”的煽动
性言论而被判死罪。为了一切目的和个人，诡辩家们都可以无任何道德



义务地运用他们的雄辩术。相传有一个名叫邓析的人，关于他，流传着
一个有趣的故事：

洧水甚大，郑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尸，富人请赎之。其
人求金甚多。以告邓析，邓析曰：“安之，人必莫之卖矣。”得
尸者患之，以告邓析。邓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无所更买
矣。”[9]

据说这个邓析后来被杀了头。

在那个世风日下和道德败坏的时代，孔子大声疾呼，号召人民及其
统治者以极其严肃的态度重新复兴那些古老的行之有效的社会秩序的基
本原则。在那本著名的《大学》中，孔子表达了他的学说的中心思
想：“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
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
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10]

孔子在此表达了一种认识，即建立国家秩序和促进社会整体福利的
前提条件是，必须从个人自身的内在修养着手，这一认识在一九四五年
以后中国的所谓道德建设中又受到进一步的维护。在孔子看来，这一认
识不仅适用于个人，而且还特别适用于统治者，统治者不应该使用武力
或繁琐的律法来实施统治，而应该通过其光芒四射的榜样作用使人民臣
服，并能够获得人民的信任，这是统治国家最重要的基础。

有个诸侯问孔子，当有人触犯法律，他是否应该被杀头。孔子回答
他说：如果殿下想统治天下，杀人又能起什么作用呢？如果殿下以善为
本，那么百姓也必向善。统治者犹如风，臣民犹如草，风吹过时，草必
躬身屈从。而且，如果统治者掌握了这一规律，那么他就会像北极星那
样，它稳固地停留在中央，而众星则围绕着它旋转。……[11]

如果要在人的头脑和心中首先建立秩序，那么首要的前提是，一切
事物都要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
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在孔子看来，
对于社会的和平、公正和福利来说，名和概念的混乱是极其有害的。君
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完善的国家统治的全部秘密。当有人问孔
子，如果他有权作决定，会在国家之内采取什么措施呢？他回答说，当



然是正名！对于今天我们这些整日忙于处理日常事务的人来说，若把正
名作为首要和紧迫的任务摆在面前，似乎显得有些不可思议。但是，我
们至少应该考虑一下，如果当今充斥所有领域里的各种宣传口号和陈词
滥调能够得到有效的限制，如果像“自由”、“民主”、“社会主义”、“侵
犯”、“奴役”等概念在使用时能够采用其清晰简单的原始本义，那么我
们今天这个纷乱的世界将会变得多么简单而明晰，千百万人在做出人生
抉择时将会变得多么轻松自如啊！

教育在国家和社会的维护和加强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孔子倡议
应该扩大教育的范围和改善教育体制，使人人都有机会接受公共教育。
孔子死后，他的这一思想在几百年里成为中国教育政策的基础。他强调
指出，艺术修养以及礼仪规矩方面的教育比单纯的获得知识更为重要。
他还强调文学修养的作用，因为，文学能够激发人的情感，有助于提高
人的责任感，能够扩大人关于世界和人、动物和植物的知识面和视野。
一个人的音乐修养也是同等重要的，在他看来，音乐也是普通教育的一
块基石。音乐与善息息相关，音乐能够使人获得一颗善良、正直和质朴
的心。

孔子非常重视社会礼仪和道德规范的制约作用，他认为，礼仪和道
德规范至少能够塑造一个人的外在性格，并像一堵防护墙一样能够有效
地防止民众的违法乱纪行为。他说，谁要是认为这堵防护墙毫无用处并
将其毁坏，那么，之后就会面临洪水泛滥般的灾难。[12]这是一种预言
性的警告，虽然它是针对孔子时代的衰落中的中国状况的，但是，对于
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它也同样有效！

二、老子

1．老子的生平

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几乎生活于同一时代，和他们一样，
为中国的思想发展奠定了基础的两位思想家孔子和老子也几乎生活于同
一时代，两人之中老子稍早一些。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说其中的一位
是另一位的学生。如果我们相信中国古代的文献记载的话（至今人们对
老子是不是历史人物还存在争议），那么他们或许曾经有过一次私人接
触。老子是其中年长的一位，一般认为，他生于公元前600年左右。在



本书中，我们之所以将孔子放在老子之前来叙述，是因为有关孔子的历
史记载更早一些。或许老子的思想也从更早些的中国古代思想遗产中吸
取了营养，但是关于此我们所知甚少。关于老子的生平，我们所能知道
的也几乎全部来源于一位中国历史学家的记述：“老子者，楚苦县厉乡
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有关老子生平
的记载大都带有一些传奇色彩，因而不是很可靠。在后来发展而成的道
教中，人们编造了各种各样的关于老子的神话传说。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
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
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
娇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
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
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
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
子，其犹龙邪！’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
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
书。’于是老子乃著述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
知其所终。[13][14]

这位关令和老子本人对哲学史所做的贡献都差不多一样大。若不是
这位关令强使老子写下他的思想，那么这一部世界文献中最伟大的著作
之一就不可能流传后世，这位所有时代和民族中最伟大的智者之一的思
想也就会默默无闻地随老子而去，果真那样，老子将不会为后世遗留下
任何痕迹。有多少智者的命运可能都不及老子呢？如果我们设想，当所
有的书籍都必须被焚毁，只有三本书你有权选择保留下来，而老子的
《道德经》就应该是其中的一本。这部经典著作分为上下两篇，共八十
一章，它没有严格的次序，其中包含了老子的形而上学、伦理学和政治
学思想。

2．道与世界——道作为法则



道是老子哲学的基本概念，意思是产生世界万物的规律和法
则。[15]在中国较古远的宗教信仰中，作为规律或法则的道的概念已经
出现，此外，孔子及其学派也使用过这个概念，当然是取其另外的意
思，而且，孔子也没有像老子那样把道摆在中心位置。老子的学说以及
由此派生出来的哲学和宗教派别分别被称为道家和道教。

基本来说，道是深邃幽远、不可捉摸的世界之本原。道是万源之
源、万法之法。我们在这里一开始就可看出，老子选择了一条与孔子不
同的思想道路，即一条形而上学的道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
道法自然。”[16]就此而言，道作为一种无条件的东西是以自身为原因
的，在欧洲的哲学语言里可称之为“绝对物”。在老子看来，道是不可捉
摸且难以名状的。老子不厌其烦地强调“道常无名”、“道隐无名”、“吾
不知其名，字之曰道”。[17]因为道不可捉摸，所以我们的认识的最高境
界就是确信自己的无知。“知不知，上；不知知，病。是以圣人不病，
以其病病，是以不病。”[18]

虽然我们不能把握也不能认识道，但是我们却能够觉察到它，我们
能够在自然和宇宙运行的法则中领悟道的存在，并将它确立为我们的人
生标准。其前提条件是：首先，我们的内心必须摆脱一切使我们偏离道
以及阻碍我们认识道的束缚，从而获得彻底的心灵解放；其次，尽管我
们置身于熙熙攘攘的外部世界之中，但是我们的内心世界却要保持宁
静，并能够无拘无束地接纳天地万物。藉此我们已经开始转而接近《道
德经》的伦理学思想。

3．道作为智慧之路

如果一个人认识到，除了道之外一切皆无价值，那么他就不可能教
导一种以行动和功绩为目的的行为伦理学。但是老子也并非主张避世和
禁欲。他所追求的是一种中庸之道，这也是所有中国思想的基本特点。
人置身于世界之内并且活动于其间，但是，他同时又应该在内心中觉得
似乎超脱于世界之外。他看见并喜爱世上的人和物，但是他不应该沉迷
于其中，而是应该时刻铭记：这个神圣的王国是哺育他的胸膛，而并非
供他短暂享乐的地方。

在上述以及以下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原始道家和道教与印度
宗教和哲学有着极其明显的内在相似性。有些研究者甚至由这种相似性



推断出，他们之间确实存在某种相互影响。印度哲学中的概念“羯磨瑜
伽”——行动（业）并履行其义务，通过使内心保持自由和独立，从而
战胜自我和外物——表达了和老子同样的要求：无为而无不为，使用
物，但不占有它，劳动，但并不以此为骄傲。保罗所说的“有若无”也是
基于同样的处世态度。老子的学说与印度《梵经》所言的教义有某种相
似之处，《梵经》认为，获得永恒的和平与解脱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获
得解脱的主要道路是亲证“梵”、“我”，是“我”和“梵”结合成一种无差别
的状态。

在实践伦理学中，老子关于人与周围的人的关系方面的见解，又与
基督教的观点不谋而合。“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大小多
少，报怨以德。”“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
亦善之，得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19]在这里，老
子比孔子走得更远，孔子固然也主张以善报善，但是他却不主张以善报
恶，而是主张应该报之以公正和法度。

老子伦理学思想的核心问题是简朴。简朴的生活鄙夷赢取获利、自
作聪明、矫揉造作、自私自利和野心勃勃。“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
得之货。”[20]

尽量使心灵达到一种虚极状态并牢牢地保持这种宁静，在这种状态
下，我们观察宇宙自然的循环往复，就可以内省和领悟道的奥秘，从而
达致永恒的宁静和顿悟。“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
夫物云云，各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
明。”[21]

获得顿悟者是自然的和无拘无束的，他返璞归真，如孩童般纯朴。
由于他无拘无束，或曰柔弱，他才能战胜一切。此所谓以柔胜刚。“天
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故弱胜强，柔
胜刚。”[22]智者知足常乐，像水那样谦逊地生活，并乐善好施。“上善若
水。水善利万物，又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23]

一个人的行为如果符合道的要求，他就能和道合二为一。如果他达
致终极目的并与道融为一体，那么——在这个意义上——他也就获得了
永生。“知常容，容能公，公能王，王能天，天能道，道能久。没身不
殆。”[24]



圣人的基本标志就是，他能够摆脱自我。“功成、名遂、身退，天
之道。”[25]“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
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26]“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有力，
自胜者强。”[27]“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28]一个摆脱
了一切的圣人不追随任何人和物，并因而能够获知万物。“不出户，知
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
见而明，不为而成。”[29]“知止不殆，可以长久。”[30]

徜徉于道之中，圣人镇定自若，不为外物所动。“不可得而利，亦
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亦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31]“重为轻
根，静为躁君。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
然。”[32]

4．国家与社会

智者的人生信条是通过无为和深刻地领悟道的要义而有所作为，这
一信条也同样适用于统治者。没有过多的辞令，没有繁琐的法律，没有
戒律和禁忌，以清静无为之道治国便可一统天下。“以正治国，以奇用
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人弥贫；
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物滋彰，盗贼多有。故
圣人云：我无为，而人自化；我好静，而人自正；我无事，而人自富；
我无欲，而人自朴。”[33]

在这里我们仍然能够看到老子和孔子的某些相近之处，因为孔子也
提倡统治者应该成为臣民效仿的榜样。但是，在对待知识和教育问题
上，他们却存在较大的分歧。老子认为，头脑简单、思想纯朴更能使人
获得幸福。孔子所极力倡导的音乐教育，以及社会习俗和道德风尚方面
的各种繁文缛节，都被老子断然拒绝了。“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人，
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多智。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
之福。”[34]

就像智者所身体力行的那样，王侯统治国家也应该遵循道的原
则。“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不敢臣。王侯若能守，万物将自宾。天
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35]



有道主宰的地方，便会有和平。因为智者憎恶武器和战争。如果他
被迫拿起武器，那也只是出于自卫和无奈。“以道作人主者，不以兵强
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故善者果而已，不以取强。果而
勿骄，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不得以，是果而勿强。”[36]

以道治国而产生的理想社会能够使人民过上简单质朴和富足安宁的
生活，关于此，老子作了如下描述：“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
用，使人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
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
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37]

5．道家后来的发展

在我们看来，与老子腾云驾雾般奔放的想象力相比，或许孔子那种
有些平淡无奇几近于老气横秋和平庸的、按照人的本性量身定做的学说
更适合于实践中的社会生活。老子的学说带有一种贵族气派——他自己
就说，只有少数的人才有资格和能力踏上道德之路，因为一个造诣高深
的人闻道后会激动不已并醉心于其中，而一个没有多少修养的人则会嘲
笑它。“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
之。不笑不足以为道。”[38]事实上，儒家学说——本章的最后我们还要
讨论——长期以来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而《道德经》的
真正思想几乎后继无人。后来的思想家在接受和发展以及普及老子的学
说时，总是越来越多地掺入了自己的观念并歪曲了老子的本意。虽然道
学思想在民众中传布范围较广，但是却掺入了过多的迷信色彩，诸如装
神弄鬼和巫术，以及寻求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等等，这些都远远地偏
离了老子原初的思想，其共同点仅仅在于他们都以道为名——因此我们
在本书中对他们略过不提。

三、墨家和其他几个学派

1．墨子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起主导作用的第三种思潮就是墨家。墨家的



创始人是墨子，这位哲学家大约生活于公元前500年至公元前396年之
间，墨家学派的名称由墨子而来。

“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这一思想运动的座右铭。这是一种纯
粹实践性的实用哲学。因为关于人民的普遍福利墨子解释得很清楚：他
说，古代帝王统治国家，其目的有二，一是国家的富足，二是子民的繁
庶。是促进国家的富足和子民的繁庶，还是阻碍它，这是衡量每一种理
论和实践措施的标准。[39]起阻碍作用的首先是战争，因为战争耗费国
家的财富，导致人民家破人亡，从而降低人口数量。墨子及其追随者都
对战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们极力主张彻底裁军。[40]基于同样的原
因，墨子也不赞成儒家对音乐和艺术的推崇。他说，音乐将会使统治者
沉迷声色，这将导致国家税收的增加和人民负担的加重；如果农民、商
人和官员沉迷其中，那么他们会远离生产劳动。[41]

墨子的哲学思想带有彻底的实用主义特征，因而也是非教条主义
的。一切都应合乎实际的生活经验。在他看来，每一种哲学理论都应该
满足三个要求：它必须具备坚实的基础，它必须经得起批评，它必须具
有实用价值。对墨子来说，古代圣贤的事迹可以作为一种理论的基础，
人的实际生活经验可以作为一种理论的检验标准。是否存在诸如“命”之
类的东西，这要取决于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的经验。如果人们看到或听到
了所谓的“命”，那么，我就可以说“命”这种东西是存在的。如果没有人
看到或听到它，那么，我就说“命”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我所以知命
之有与亡（无）者，以众人耳目之情知有兴亡，有闻之，有见之，谓之
有；莫之闻，莫之见，谓之亡。”[42][43]一种学说要最终接受实践检验，
那么就应该把它运用到国家的法律和行政管理之中，并以此来检验它是
否有利于大众的福利，这就是说，要看它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富有和子民
的繁庶。或许墨子哲学的“认识论”部分不免会让人觉得过于原始和简
单，这也是一般具有实用哲学倾向的思想家常犯的毛病，但是，他关于
伦理学方面的思想却令人瞩目。公元前400年前，他就提出了著名的“兼
爱”（人类之爱）思想。他要求每个人对待他国都应该像对待自己的国
家那样，对待别人的家庭都应该像对待自己的家庭那样，对待他人都应
该像对待自己那样。[44]如果人人都遵守这一原则，那么和平与大众的
普遍幸福就会实现——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赞成墨子。墨子所忽视的是
社会混乱的原因，但是，墨子也没有忘记为这一理想的人类之爱的基本
原则，赋予其实用价值：“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45][46]

墨子对待中国古代宗教的态度是积极的，他比孔子更为坚决地维护



宗教信仰，这当然也是出于其实用主义的考虑：若每个人都相信神的力
量，都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么社会将会变得太平安定。[47]可
以说，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以及在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方面，老子是中
国伟大思想家中的一个“极左派”，这就是说，他持一种批判的甚至否定
的态度；墨子是个“极右派”，因为他是中国古代的一位宗教捍卫者，而
孔子在这方面仍然坚持他一贯的立场，即寻求一条“中庸之道”。[48]

2．名家

尽管孔子时代的统治者曾经对名家实施了武力镇压，但是名家的思
想却不可能长期被压制。尤其是墨子死后的那个世纪里，名家（又称辩
者）重又出现，其中最著名的是惠施和公孙龙。逻辑上的咬文嚼字使他
们写出了如下的句子：“白马非马”、“飞鸟之景未尝动也”。[49][50]

但是，除了玩弄概念游戏以及由此导致的荒谬的结论之外——其中
大部分都是有意识的吹毛求疵，因为一个“辩者”为了与自己的对手展开
辩论，他必须提出一个带有挑战性的辩题——在那些古代诡辩家的学说
中，我们甚至能发现一些令人觉得带有现代意味和欧洲色彩的思想。他
们讨论诸如空间与时间、运动与静止、物体和质量等概念，并且提出了
一种极为现代的理论，即认为一块石头的“坚”与“白”是与石头的物质属
性相分离的！[51]

3．后期墨家

不言而喻，由于中国古代哲学的三个占主导地位的学派，即儒家、
道家和墨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对逻辑学的讨论上，而是放在了正确的
生活实践上，所以他们都对名家展开了激烈的抨击。尤其是墨家哲学，
在其创始人死后便与重新活跃起来的名家展开了争论，在这种争论中他
们也相互对对方产生了影响。不过，后期墨家也认识到，为了保护自己
的学说免遭名家学派的攻击，有必要为自己的学说奠定一个坚实的逻辑
基础。在这里和在后来的其他民族那里一样，虽然名家学说一方面有一
定的破坏性，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刺激和促进作用，他们迫使对手对
自己的基本理论进行彻底的反思，并从而拓展出一条新思路。



与此相应，为了迎接名家的挑战，后期墨家也开始涉足逻辑学和认
识论领域，但是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停留在其中，而是试图最终能够证
明，逻辑和认识的目的是为了服务于而且也必须服务于生活实践。他们
坚持认为，人的一切认识活动，不管是研究、试验、学习还是纯粹的理
解，都应该以解释具体的现实世界为目的，知识的唯一作用就是帮助他
做出正确的人生抉择。必须认清的一个真理就是，一切都应该服务于一
个目的，那就是“造福大众并战胜邪恶”，在这里，他们又重复了墨子的
思想。

毫不奇怪，当近代中国的思想界开始广泛接触西方科学和技术之
后，名家及其辩论对手后期墨家的思想在中国又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兴
趣；因为名家的那种分析性的、为认识而认识的、对直接的实践现实不
感兴趣的思维方式和西方的极其相似。[52]而在古代中国，这一思想运
动却过早地夭折了。

4．法家

法家这一名称是指中国哲学早期的一个思想家群体。孔子以及其他
思想家所倡导的治国原则，即最好由统治者为臣民树立一个可效仿的榜
样，并且还要依靠传统的风俗习惯作为制约民众的行为规范，在法家看
来，这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强调制定和颁布详细的法律条文的必要性，
以确保人们遵循正确的行为准则。他们的基本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与儒家
思想有共同之处。

尽管他们的基本思想存在共同之处，但是这并没有避免两个学派之
间在实践中的激烈斗争。于是，暂时在统治者那里得宠的法家就成了公
元前213年那场大规模焚书运动中的主要支持者。当时的统治者秦始皇
下令将所有的儒家书籍从公共藏书室里清除出来并全部焚毁，私藏儒家
书籍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尽管如此，许多勇敢的学者和学生还是冒着
生命危险保护了一部分儒家书籍使之得以流传后世。在后来的朝代中，
儒家思想经历了它的辉煌时期，其影响历久不衰。

四、孔子的伟大弟子



1．孟子

在孔子的所有弟子中，孟子在中国获得了最高的声誉。他的中文名
字是孟子——Mencius是西方人给他起的拉丁文名字，他大约生活于公
元前371—前289年。他在两个方面补充和发展了他的老师孔子的学说：
一方面，他通过发展出一整套特定的人性论观点，试图为儒家思想赋予
一种心理学基础；另一方面，他也是一位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他是“诸
侯的政治顾问”。

孟子的人性论观点非常简洁：“人性本善”。“人性之善也，犹水之
就下也。”[53]我们自身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意识，我们只需用心去挖掘其
宝藏，便能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为了认识事物的本质，我们并不需要
去观察自然（如老子所要求的那样），我们甚至也不需要以智者为榜
样，因为他们和我们并无不同。我们每个人自己都拥有一把打开通往和
谐的生活之门的钥匙，这种和谐生活的实现自然而然地会带来一种秩序
井然的社会秩序。

孟子也认识到，如果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总是遵循以善为本的原
则行事，那原因也并非在于其内在本性——人的本性是善的，每个人的
心中都有良知的声音——而在于外部社会结构的不合理，在于社会秩序
的不完善，在于统治者的失误。

因此，孟子的兴趣转向了政治思想。这位坚信人性本善的思想家变
成了一个社会批评家和一定程度上的革命家（倘使这在保守的儒家思想
范围内是可以想象的）——这与后来的欧洲哲学思想（主要是卢梭的思
想）有某种相似之处。孟子的政治主张基本上并没有脱离其老师孔子的
思想轨迹，他也同样摒弃战争，在他看来，从未有过正义的战争；他也
反对追逐奢华生活和挥霍公共财产。他与孔子的不同之处在于，关于臣
民与统治者的关系他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与民主政体相比，他更喜欢君
主制度，因为为了建立一个令人满意的国家，在民主政体下必须教育国
家中每一个人，而在君主制度下只需诸侯自己确立一个正确的方向。尽
管如此，在孟子看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统治者，而在于臣民。臣民的
幸福安康是头等大事，统治者并不重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
轻。”由此，他得出一个极端的结论，他认为，如果一个统治者不履行
他为大众谋福利的义务，那么臣民随时都有权利和义务废黜他，并且甚
至把他处死。



孟子说，“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接着问，
如果一个狱卒没有能力维护监狱的秩序，那该怎么办?王说，那就把他
解雇。孟子又说，如果整个国家秩序混乱那该怎么办呢?王顾左右而言
他。[54]

可以想见，孟子关于革命权力的学说并不会总是得到统治者的青
睐，他的画像和著作间或会被从孔庙中清除出去。在中国历史上，他的
这一思想也经常被付诸实践。

2．荀子

荀子和孟子是同时代人，他大约生活于公元前355—前288年。在人
性的问题上，他持一种与孟子截然相反的观点。“人之性恶，其善者伪
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
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
是，故淫乱生而礼仪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
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
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
也。”[55][56]荀子不仅在人性论以及在教育和法制问题上与孟子截然对
立，在对于我们周围的自然界这一问题上，他们也意见相左。在孟子看
来，我们几乎不必注意外界自然，而应该反观自身，而荀子则认为，人
应该控制和利用自然界的万物：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

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

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

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

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

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



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57][58]

3．《中庸》

在孔子的伦理学理论中，我们已经讨论过他的“中庸”思想。在孔子
的孙子编写的《中庸》一书中，这一思想发生了形而上学的变化。在这
里，中庸不仅是君子和圣人的处世之道，而且还是万物的普遍原则——
不过我们不清楚这一思想究竟有多少成分是孔子本人的，有多少成分是
其孙子的。中和被认为是一种宇宙法则。“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
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59]

作为宇宙法则的无所不包的“和”应该在我们人自身之内才可实现，
诚实是天道的法则，做到诚实是人道的法则。“诚者，天之道也；诚之
者，人之道也。”[60]

《中庸》的伦理学思想带有某种崇高意味，“君子求诸已，小人求
诸人”[61][62]，“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
为天下则”[63]。这与伊曼努尔·康德的绝对命令几乎是如出一辙！

五、中国哲学后来的发展——评价

我们把孔子的伟大弟子们置于本篇文章的末尾，是因为由他们推动
和发展起来的儒家学派在整个中国思想发展过程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
位，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下面我们尝试勾画大约两千年来中国思想的
基本发展轮廓，以便于读者对古代至二十世纪的中国哲学有一个大致的
了解。

1．中国的中世纪哲学

中国的中世纪是指从公元前200年至公元1000年这一段时期，通常
被认为是中国哲学的黑暗时期。[64]儒家僵化为一种国家文化形态。如



前所述，道家沦落为一种炼丹术和迷信。对《易经》的注释和增补蔚然
成风，人们利用神秘的八卦占卜未来，并使其发展为一种伪科学，有时
甚至会依赖它做出国家的重大决定。

当然，要在这么漫长的一段时期里找出一种普遍的特征是较为困难
的。虽然在这一段时期里几乎没有出现孔子和老子那样杰出的思想家，
也没有出现中国古代那样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哲学思想并没有停
滞不前。在儒家以及在较小范围内的道家学派中，出现了一些承袭中国
古代哲学传统并试图在某些方面寻求发展的思想家。

在焚书坑儒运动中，墨子及其学派的著作也遭到排斥和销毁。与儒
家学派后来所经历的辉煌的复兴相比，墨家可谓是一蹶不振。这样，儒
家和道家便成为中国中世纪时期的思想主流，从印度传入并在中国的土
地上广泛传播的佛教形成了第三股势力。我们不想对这些学派的思想发
展和变化分门别类，作细致的讨论，而是特别强调整个思想发展过程中
的三个主要因素：首先是与中世纪封建迷信针锋相对的批判性思潮，这
一思潮在王充那里达到了顶点；其次是其影响日益深远的阴阳学说，以
及与此相关的学派之间的相互渗透和混合；最后还有佛教在中国所经历
的改造过程。

王充

王充生活于公元一世纪[65]，他是一个延续达数世纪的运动的领袖
人物。他用一种冷静的批判理性对中世纪僵化的儒家思想进行了猛烈的
抨击。他依据经验和理性对所有类型的迷信展开了批判。他嘲笑那些迷
信思想，如认为雷电是因为天公发怒，认为生活中的每一种不幸都是上
天对人的惩罚，认为传说中遥远的中国古代如儒家所言在所有方面都胜
过当今时代，在他看来，这些都是荒唐可笑的。他还说，认为“天生五
谷以食人，生丝麻以衣人”无异于把天当成“农夫桑女之徒”。他否认人
会长生不死，也否认存在天命，因为他认为，如果天是有计划地创造万
物的话，那么天就应该能够教导他的造物彼此相爱，而不是相互抢夺和
残杀。[66][67]

王充所代表的这种客观理性的批判精神，使得人们能够对流传下来
的古典文献进行较深入的批判，但是，他却不可能打破儒家那种教条式
的僵化状态，也不可能阻止道家的衰落。



阴阳学说

《易经》所表达的基本思想是，宇宙万物都是在相互对立的两种力
量的相互作用下产生的结果。一种是阳性的、主动的力量，谓之阳；一
种是阴性的、被动的力量，谓之阴。这一思想之所以成为中国中世纪哲
学中的中心思想，部分是因为这本书在当时受到普遍的高度评价，但是
其主要原因还在于书中所表达的思想与中国人的情感意识极其吻合。虽
然基于这一思想产生的一个学派（这个学派存在时间并不长）也推动了
阴阳学说的广泛传播，但是更为主要的原因在于，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家
吸收了阴阳学说里的内容，并将这一思想置于其世界观的中心地位。

中国中世纪早期的哲学家董仲舒这样写道：“凡物必有合。合必有
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
……有寒必有暑，有昼必有夜，此皆其合也。阴者，阳之合，妻者，夫
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
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与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
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68][69]

道家哲学家淮南子也有类似的思想，王充也认为阴阳相交产生万
物。[70]

阴阳学说为各家意见不同的学派提供了一种共同的土壤，使他们得
以相互交融和彼此接近。

2．佛教在中国

公元后的几十年——与此同时基督教也开始在地中海地区广泛传播
——佛教在汉明帝统治时期传入中国。据传说，这位皇帝做了一个梦，
他梦见一尊金色神像（暗示佛祖）飘悬在宫殿之上，于是他就差人从印
度请来佛僧。尽管后来曾经遭到驱逐，但是这些佛家弟子的数量还是越
来越多。与此同时，许多佛家朝圣者也从中国前往印度，两国的交往日
益频繁。印度佛教的经典被翻译成汉语，有些在印度已经散失的著作因
此而得以保存下来。佛教寺庙的建造也使得中国的建筑艺术变得丰富起
来，佛像和佛画也为中国的雕塑和绘画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71]

起初印度佛教的各家宗派都曾传入中国，但是只有那些符合中国人



个性特征或知道如何去适应中国国情的宗派才得以长期保存下来。在选
择宗派这一问题上也显示出中国精神的鲜明特征，那些带有极端主义倾
向的教派不可能在中国长期存在下去。我们在叙述中国古代哲学时已经
讲过，中国人崇尚中庸思想，喜欢化解矛盾和消除纷争。这也是儒家思
想的主导动机，在老子那里也是如此，道既是存在者同时又是非存在
者；阴阳学派则主张相互对立的力量的融合与相互影响；整个说来，中
国中世纪哲学就是将各家学派综合在一起的一种尝试。

因此，在中国延续至今的五个主要佛教宗派都带有反对走极端的特
点。其中最有特色的是禅宗——这基本上是中国人自己的创造——在叙
述印度佛教时我们已经提及过。

3．新儒学时期

当一种新的因素闯进一个封闭的精神领域时，其结果往往是，旧有
的传统在新思想的冲击下土崩瓦解。但是，如果旧有的传统具有足够旺
盛的生命力，那么外来因素则会起到一种促进作用，它会促使人们深刻
地反思既有的文化传统并进而增强其生命力。我们已经看到，当佛教和
其他非正统体系在印度出现之后，以吠陀传统和婆罗门教为基础的印度
宗教和哲学经历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众所周知，欧洲宗教改革的结果
是促使天主教进行自我反省并因而经历了一次辉煌的复兴。佛教传入中
国后，也以类似的方式发挥了作用，这不只是由于中国人的民族个性足
够坚固稳定，使他们能够适应并吸收这种陌生的外来宗教文化。儒家一
开始就对佛教展开了尖锐的批判和攻击，而这却促使儒家自身的基本思
想内涵得以持续发展，直至二十世纪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新儒学的历
史与中国近代（自中国中世纪结束至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哲学的历史
基本上是一致的，它构成了这一部精神交响曲的第三乐章。

儒家提出的反对佛教的理由最好地证明了儒家的精神：佛教教义中
所称的断念无欲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即使一个人出家修行，只要他还
在尘世上生活，就永远不可能逃离人类社会。很显然，一个佛教僧徒并
不能真正脱离人际关系的束缚，因为当他们出家为僧、遁入佛门之后，
便又在他们的寺院、修会和师徒关系中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佛教
僧徒对生死轮回的恐惧印证了他们的自私自利；逃避自己的社会责任是
一种懦弱胆小和有失尊严的表现。企图逃避活生生的现实是无意义的；
佛教徒宣称，食物、衣服以及一切外在的生活必需品皆属虚无，而他们



自己每天却离不开这些东西。佛教宣扬的虚无主义理论，归根结底证明
了他们对世界的真正本质缺乏认识。[72]

在以上的论据中，我们看到，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人生观是如何显露
出来的。在他们眼里，人与其所处的自然与社会环境是密不可分的，人
的本质属性并不是超脱尘世的。

新儒学漫长的发展历史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而每个阶段里儒学
都随着朝代的更迭而衰落，所以每个阶段的儒学也是以其朝代的名字而
命名的。第一阶段即宋代（960—1279）的一位最杰出的思想家是朱
熹，同时他也是新儒学中最重要的一位哲学家。朱熹生于1130年，死于
1200年。他收集了最古老的儒家经典并对其进行了修订和整理，他为内
容广博的新儒学思想大厦的建造奠定了基础。因此，他在中国哲学史上
的地位可与印度的商羯罗[73]和西方的托马斯·冯·阿奎纳相比。他的哲学
的两个基本概念是理和气，理是创造万物的根本，气是创造万物的材
料。“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
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
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74]“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
有情有状，是此器。”[75]“所谓理与气，此决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则二
物浑沦，不可分开，各在一处；然不害二物之各为一物也。”[76]“未有天
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
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77]“此本无
先后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从来，则须说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别为一
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挂搭处。”[78]“有此理后，方有
此气。既有此气，然后此理有安顿处。大而天地，细而蝼蚁，其生皆是
如此……要之，理之一字，不可以有无论，未有天地之时便已如此了
也。”[79]“疑此气是依傍这理行，及此气之聚，则理亦在焉。盖气则能凝
结造作，理却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只此气凝聚处，理便在其中。
且如天地间人物草木禽兽，其生也，莫不有种，定不会无种子白地生出
一个物事。这个都是气。若理，则只是个净洁空阔底世界，无形迹，他
却不会造作。气则能酝酿凝聚生物也。但有此气，则理便在其中。”[80]

[81]

在宋代，除朱熹之外还出现了其他重要的思想家，他们的哲学通常
也被称为理学。

新儒学的第二阶段与明朝的统治时期（1368—1644）基本一致。这



一时期杰出和重要的思想家就是朱熹的最大敌手王阳明（又名王守
仁），他生于1473年，死于1529年。新儒学在他那里获得了理想主义的
改造。新儒学的第三阶段与清代（1644—1911）同时，这一时期的代表
人物是戴震（字东原），生于1723年，死于1777年。他试图将自古以来
新儒学的全部内容综合到一起，由于他特别注重以经验为依据，因而他
的哲学也被称为经验主义学派。[82]

在这一篇论述儒家哲学后续发展的简短概要的末尾，我们引述孔子
的孙子也就是《中庸》的著者称赞孔子的一段话，这段溢美之词听起来
似乎也并不过分傲慢：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
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智，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
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
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

溥溥渊泉，而时出之。溥溥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
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

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
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
天。[83][84]

4．中国哲学的共同特点和意义

如果再回过头去看一下中国哲学的发展，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哲学
带有如下一些共同特点：

1．我们可以把追求中和看作中国哲学思想的基本主题。在儒家思
想中——但也不仅仅在儒家思想中——我们总是会遇



到“中”、“和”、“中庸”这些概念，其目的就是追求一种和谐的平衡。

2．这样的愿望使中国所有的哲学学派都具有一种天人合一的思
想。

3．这种愿望还使中国哲学家——尤其是老子——产生人与自然和
睦相处的思想。

4．与这种愿望相适应，中国人厌恶任何形式的片面和极端。与“不
是/就是”（非此即彼）相比，他们更喜欢“不仅/而且”。他们不是停留在
对立物面前裹足不前，而是能够看到对立面相互之间的制约性，并且在
一个更高的角度上使对立的双方和谐统一起来。

5．与之密切相关的是两种原则相互作用的思想。我们看到，以阴
阳和理气概念表达出的主动和被动原则，几乎存在于中国的所有哲学学
派之中。

6．不是排斥自己的对立面，而是寻求一种综合之路，去化解矛
盾，中国哲学的这种倾向与中国人宽容的处世态度大有关系，其宽容度
达到令西方人几乎不可思议的地步。中国人常说三教为一家，意思是儒
教、道教和佛教能够和睦相处和兼容共存。虽然他们之间曾经频繁地发
生过激烈的论争，但是除了几次例外情况，他们很少使用暴力手段压制
对方或是胁迫对方改变信仰。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大部分民
众不像欧洲人那样固定地信奉一种宗教。只有那些道教、儒教和佛教的
僧侣和教士才宣誓忠诚于自己的宗教信仰，而普通民众则根据自己的需
要和口味时而到这个宗教教士那里寻求安慰，时而到那个宗教教士那里
寻求安慰，而且，每当遇到悲苦的事情，他们大多是求佛祖保佑。[85]

7．如此的宽容大度当然很难用中国人冷漠的处世态度加以界定，
这种宽容与印度人的宽容完全不一样。虽然印度人一般都坚信，每个人
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都能够获得极乐致福——因为他们认为，每一种学
说或许只能反映神的真理的一个侧面——但是印度人一般都会确定地信
奉一种宗教，而不会随意改变自己的信仰。中国式的忍耐和宽容显然与
这个民族普遍的处世态度有关，和印度人相反，中国人更关注今生今
世，因而中国哲学的特点还在于它的现世性。

8．中国哲学的人文主义精神与中国人这种入世的思想特点密切相
关。在中国的思想体系里，没有哪一种体系不是把人放在中心位置的。



虽然方式不同，中国古代哲学的两个主要派别儒家和道家都是以人为
本。他们的主要兴趣都在于人的现世生活及其正确的处世态度，其区别
仅在于，老子认为，只有通过顺应自然并尊重自然规律，才能获得圆满
的人生；而孔子则认为，圆满的人生是通过人的自我完善才能达到的。
不管怎么说，中国学者在这一点上还是意见一致的，他们总是强调中国
哲学的这个共同点。[86]

9．我们看到，知足、节制、内心平静和灵魂的安宁在中国人眼里
是人生幸福的必要前提。

10．就人性而言，许多中国思想家都同意孟子的那句话：人性本
善。

11．中国人几乎从来都不把追求纯粹的知识作为人生的理想。中国
哲学的最终目的在于指导人们如何正确地为人处世，所以，中国哲学本
质上是一种伦理学。

12．由于中国的哲学家们不仅看到人的自然属性，而且还总是把人
放到家庭、社会和国家中加以考察，因此，中国哲学又是一种政治哲学
和社会哲学。

13．最后，中国思想也和中国文化一样带有某种封闭性和自我满足
的特点。直到近代之初，佛教是唯一在中国的土地上扎下根的外来文
化。这种特点究竟是与中国人恒定不变的个性有关呢，还是与中国在地
理上的与世隔绝或与其历史命运更有关系呢，对此我们很难说得清。不
管怎样，当西方思想传入中国以后，某些阶层的中国人简直可以说是如
饥似渴地吸收了西方思想；而且，在西方生活的中国人也显示出了令人
瞩目的适应能力。

当代中国革命性的转变将会把中国的宗教和哲学引向何处，对于这
个问题，即使是西方的“中国通”们或中国人自己也不知该如何回答。但
是，或许有一点可以肯定，和过去一样，如果不懂得如何去适应上述的
中国思想特征所显露出的中国精神那种根深蒂固的特殊性，那么没有哪
一种外来的意识形态会长期在中国存在下去。

中国哲学以及中国文化很晚才被欧洲人所了解。十三世纪末，威尼
斯的商人，其中最著名的是马可·波罗，在一次经商旅行中经过近东，



最后抵达中国皇帝的皇宫。他们在中国逗留了几十年，回到欧洲之后，
马可·波罗报道了这个人口众多、文化昌盛的遥远的东方帝国，但是他
的报道却遭人嘲笑，被认为是痴人说梦，是瞎吹牛。这样，对那时的欧
洲人来说，人类文明史上一个迷人的章节就成了一段小插曲。

莱布尼茨是第一个认识到这个遥远国度的伟大文化成就的欧洲思想
家，他曾经试图使中国和欧洲之间的文化交流成为可能，为促进这一交
流，他建议俄国沙皇修建一条从俄国通往中国的陆路。他把中国人的精
神和道德观与欧洲的作了比较并得出如下结论：“在我看来，由于我们
这里的道德败坏已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社会境况实在令人担忧，因
此，我认为有必要请中国给我们派遣使臣过来……所以，我相信，当一
个智者被任命为法官……由他来裁定这个民族的优秀与否，那么他就会
向中国人献上金苹果。”[87]

18世纪，随着欧洲对中国园林艺术、瓷器等类似的中国东西的兴趣
不断增强，中国的哲学成就也更多地被欧洲人了解。沃尔夫、狄德罗、
伏尔泰和歌德都曾研究过中国哲学并对其给予很高的评价。狄德罗写
道：“从历史、民族精神、艺术、智慧、政治等方面来看，这个民族要
优于其他民族。”伏尔泰评论说：“中国人功绩卓著是有目共睹的，此
外，中华帝国的国家体制也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好的。”[88]当代一位学
识渊博和思想自由的哲学家格拉夫·赫尔曼·凯瑟琳写道：“中国塑造出了
迄今为止最为完美的人性……就如现代西方人创造了迄今为止最为优秀
的技能文化，古代中国人则创造了一种迄今为止最为优秀的生存文
化。”[89]这些文化成就的取得与那些伟大思想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
们的著作对过去和现在都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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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古希腊哲学







《雅典学院》（16世纪初，拉斐尔，现藏梵蒂冈博物馆）



概述

主要时期

当我们在精神上踏上希腊的土地，并准备研究那里诞生出的哲学的
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虽然希腊哲学的历史在时间上并不很长，但是它
的影响范围是如此之广，以至于我们研究希腊哲学时，会觉得它离我们
的现时代和我们故乡的文化形态更接近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们
在第一部分考察的古代印度和中国的思想，不仅是在一种远离我们的文
化范围之内发展起来的，而且还是在一种与我们西方文明完全隔绝的状
态下发展起来的，或者确切地说，东西方文化的相互接触只是到了历史
的后期才逐渐开始。与此不同的是，希腊人及其思想就像一条河流，它
时而汹涌湍急，时而如涓涓细流，时而又几近干涸，但是从来没有完全
断流，其精神传统一直保留到我们当今时代。希腊哲学的创始人同时也
是我们自己的哲学鼻祖。

在我们将要考察的这一历史时期，东地中海地区辉煌的古代文明
——埃及人、亚述人、巴比伦人和克里特人的文明——已经逐渐衰落和
僵化，或者有些已经在毁灭性的灾难中迅速覆亡。假使我们谈起他们的
哲学思想，我们也几乎一无所知。而此时的希腊民族开始成为世界历史
的奠基者，这时他们就已经达到了他们历史的鼎盛期，即伯里克里
的“黄金时代”。希腊人的贸易和航海已经延伸到整个地中海区域。环地
中海地区，从西面的直布罗陀海峡——当时是古代航海家们不敢贸然闯
入的黑暗大门——到东面的黑海，到处都有希腊的殖民定居地。在西班
牙海岸、法国南部、北非，尤其在下意大利和西西里，以及与希腊本土
隔海相望并通过爱琴海岛屿相连的小亚细亚西海岸，形成了诸多希腊城
市。

随着航海和贸易给这些海岸城市带来繁荣，一种普遍的文化基础也
就形成了。历史上，海洋以及借助海洋不同民族及其思想方式之间发生
的接触，总是会对各自的精神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我们必须注意



到，在现代技术产生以前，水上交通比陆地上的长途交通要容易。特别
是希腊国土支离破碎，再加上希腊的山谷地形也大都是面向大海开放
的，这势必会促使它的居民注意到海洋的作用。）古代商人和航海者肯
定是首批对他们故乡传统的生活形式、思想方式和宗教观念产生怀疑
者。当自以为代表真理的许多种信仰相互碰撞到一起的时候，对自身的
怀疑也就很容易在内部蔓延开来。海岸城市和商业活动频繁的地区——
首先是有希腊人定居的小亚细亚海岸，然后是意大利，再后来是希腊本
土，尤其是雅典——就首先成了哲学和科学思想较为活跃的地方，那里
自由和民主的政治气氛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自由公开的演讲，起了推波助
澜的作用。除了有利的地理和社会条件之外，当时的历史状况也比较有
利，虽然希腊人与较为古老的东方文化的交流非常频繁，而且他们自己
的许多文明基础也都是从东方文化中吸收进来的，但是，在一些决定性
的时刻，他们却从来也没有被较为古老的东方帝国的文明所征服。这
样，希腊精神在接受外来文化的刺激的时候就避免了过多地受外部影
响，并且能够按照自己的需要对外来文化进行消化吸收。此外，希腊民
族具有乐观自然的天性，他们具有丰富的思想和艺术天赋和讲求实际的
健康的理性，他们思想开明且易于接受新鲜事物，他们爱好秩序并且生
活适度，这一切优点都非常恰当地相互配合在一起，[1]从而为令人惊叹
的古希腊哲学思想研究的繁荣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我们主要是从不朽的《荷马史诗》中了解那时已经衰落了的希腊英
雄时代的；《荷马史诗》和赫西俄德的作品——主要是《神谱》——以
及其他的来源，使我们能够对希腊的宗教有所了解。对于理解希腊哲学
来说，了解古代希腊的宗教并不是那样地必要，这和印度的情况有所不
同。因此，我们在这里只想强调一点。受过教育的欧洲人一提起希腊宗
教，就会立即想到那个所谓荷马宗教的辉煌神界——当然这只是人们后
来对它的一种称谓，因为人们也只是从《荷马史诗》里对这种宗教才有
所了解的。不过，或许那个传说中的盲人先知，也对塑造那些神的形象
并使其成为希腊神界天空里的重要形象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他作
用的大小还难以明确界定。除了这个由美好善良和非常人性化的神的形
象组成的世界之外，在希腊人的生活中还存在另外一种势力相当的宗教
潮流，或许这种宗教潮流在一开始就已存在，不管怎么说，在我们将要
叙述的那个时代它是存在的。这股宗教“潜流”的源头肯定不是来自希腊
本土，而是从东方流入希腊的。与荷马宗教的那种明朗的完全尘世化的
特点不同，这种外来宗教更为关注的则是神秘的彼岸世界，他们已经认
识到诸如罪孽、忏悔和净化这样的概念。属于这一类型的神秘信仰都无
一例外地带有秘密宗教特征——这也是为什么后世对他们缺乏了解的主



要原因。希腊居民——以及后来的罗马居民——大部分都信仰过这种宗
教。这种宗教思潮的某些因素对希腊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毕达哥拉
斯学派、柏拉图以及后来的新柏拉图主义都曾经受其影响。

希腊的宗教生活的外在形式也值得我们注意，不管是后期还是早
期，希腊人中间从来都没有形成一种在社会势力和精神影响方面能够与
印度和埃及相比的僧侣阶层。整体来看，希腊的僧侣既没有像在埃及那
样严重阻碍自由思想的发展，也没有像在印度那样对于使宗教观念发展
为宗教哲学体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大约在公元前550年时，希腊思想开始逐渐摆脱传统宗教的束缚，
并对宗教观念展开了激烈的批评，他们已经尝试借助独立和理性的思想
从自然的角度解释世界——我们在本书的开头就已经把这一现象看作是
一个决定性的标志，它表明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的诞生。如果我们再回顾
一下前面已经叙述过的两章内容并注意一下它们的年代划分，那么我们
就会发现一个非常令人惊奇的事实：在希腊发生的这种对世界历史起决
定性影响的转折，与在印度和中国发生的精神变革相比，其影响程度和
时间基本上是一致的。在中国，老子（约公元前609—前517）的鼎盛期
大约确定在公元前6世纪中期，孔子紧随其后。与此同时，在印度出现
了大雄（约公元前599年—前527，耆那教的创始人）、佛陀（约公元前
563年—前483，佛教的创始人）以及其他重要人物。这期间，在希腊，
几乎可以说是突然间诞生了一大批思想家，他们成为希腊哲学（尤其是
科学）的奠基者。作为补充，我们还可考虑到，在同一时期的古犹太教
中也出现了耶利米（约公元前600年在耶路撒冷）和以西结（约公元前
580年在巴比伦）这两个先知形象，或许古代波斯宗教的创始人查拉图
斯特拉也应属于这一时期（对这一人物还尚存争议）。

在地球上的不同地方，在几乎是相互隔绝的不同的文明区域之内，
人类精神同时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并且仿佛是在同一时间内在上述人物
那里苏醒了过来，这一事实既令人惊叹又让人觉得不可思议。面对这样
空前绝后的现象，我们还有点不愿意承认它是纯粹的“巧合”。但是，对
于这种同时发生的现象，我们迄今为止仍然做不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也
许这将会成为一个永恒的秘密。一位当代的德国哲学家称这一时期
是“世界历史的轴心时代”。[2][3]

希腊哲学史——罗马哲学也可被看作是希腊哲学的衍生——始于公
元前六世纪，终于公元后六世纪，持续了整整一千多年的时间。概括起
来看，它可划分为三个界限分明的主要时期。



第一时期随着众多思想家的同时涌现而开始，其共同点在于，他们
——摆脱了神学观念的束缚之后——都试图去寻找宇宙的本源。我们称
这一思潮为古代自然哲学。属于这一思潮的首先是毕达哥拉斯，他的思
想带有神秘色彩，他试图用数来解释万物，其次是自然哲学的年轻学
派。他们的目的是共同的，出发点都在于揭示自然界的奥秘，在这个意
义上说，他们都是自然哲学家。从方法上来说，由于他们是用一种“纯
朴”的态度认识世界，这就是说他们还不能用批判的眼光理性地看待问
题，就此而言他们是独断主义的。[4]概括起来，人们称这一时期的哲学
家是“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因为他们都是在苏格拉底出现以前从事哲学
思考的。这一较早的时期大约从公元前600年一直持续到公元前4世纪
初。

从第一时期过渡到第二个重要时期之初，希腊的智者学派出现了，
他们揭示了此前的哲学家们思想中的矛盾，指出了他们的不足之处，同
时，他们也为希腊文明中诞生出的三个伟大思想家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他们三个中间，较年轻的那一位
依次是较老的那一位的学生。希腊哲学在他们那里达到了空前的鼎盛时
期。我们所熟悉的哲学分支在那时都已经出现了：逻辑学、形而上学、
伦理学、自然哲学、社会哲学、美学、教育学。希腊哲学的这一真正的
繁荣时期——其中心位于雅典，因而也被称为阿提卡文化中心[5]——开
始于公元前五世纪中期智者学派的出现，直到公元前332年亚里士多德
去世而结束。与希腊的政治历史相比，哲学进入繁荣时期的时候，希腊
政治的黄金时代已经是日薄西山了，这时的希腊政治已经走向衰落。与
其他民族一样，当希腊人在政治上开始失去自由，当没落的阴云已经笼
罩在帝国的天空之上的时候，他们的思想才臻于成熟——如黑格尔所
说，当黄昏降临时，密涅瓦的猫头鹰才展翅高飞。我们将用较大的篇幅
来叙述这一重要的时期。

第三时期也是最长的时期，它开始于亚里士多德之死，一直持续到
公元后，希腊哲学逐渐走向衰落和终结。其明显的特征是，这一时期的
哲学家们对自然的研究兴趣已经减退。首先产生重要影响的斯多葛派和
伊壁鸠鲁派把他们的主要兴趣都放在了人的身上，放在了伦理学研究
上。同一时期出现的怀疑论者也是如此。后来产生的所谓折中派是所有
这些体系的一种混合。在公元后的初期，柏拉图思想与东方的宗教因素
混合在一起形成了新柏拉图主义。这个第三时期的哲学也被称为后亚里
士多德哲学。公元后6世纪，作为一种独立现象的希腊哲学逐渐退出了



历史舞台。

但是，希腊哲学的历史作用并没有因此而消失，会同希腊文化的其
他因素，希腊哲学成为西方文明中除基督教文化之外的第二个精神支
柱。

[1] Zeller, Eduard: Grundriß der Geschichte der griechischen Philosophie, 12. Auflage, bearbeitet von Wilhelm Nestle, Leipzig 1920, S. 22.

[2] Jaspers, Karl: 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

[3] 该哲学家系指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此说来自他的《历史的起源及其目的》一书。

[4] Zeller, Grundriß, S. 29.

[5] 阿提卡是希腊半岛的一个地区，是雅典的所在地，为古希腊的文化中心。



第一章

前苏格拉底哲学到智者派的出现

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只为我们留下了他们的著作的断简残编。
有些思想家甚至没有留下片言只字，有些思想家的著作则遗失了。

尽管如此，这些伟大人物的思想对后世以及当今哲学产生了持久和
深远的影响，他们为西方早期思想奠定了基础，他们的思想是西方思想
的最初渊源。就这一点来说，我们不能不为之叹服。这一时期的思想家
们的著作残片我们称之为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断简残篇。

如果我们仅限于依靠这些著作残篇，而没有可资参考的各式各样间
接资料的话，可能还仍然在黑暗中摸索呢。这些间接资料部分是见于后
来的哲学家们的著作里，他们往往是在阐述自己的观点之前先要对先哲
们的有关论点分析一番——这种习惯在亚里士多德的模范作用下尤其变
得流行起来。

另一部分间接资料则见于较完整保存下来的某些学者的著作中，他
们把叙述哲学的历史作为一种明确的任务——其发起者仍然是亚里士多
德。在这方面，第欧根尼·拉尔修（约公元220年）关于著名哲学家的生
平和学说的十卷书就是一个范例。

这类将不同哲学家关于某些问题的学说以概要的形式收集在一起、
编辑成册的古典著作，被称为《名哲言行录》。

一、米利都的自然哲学家

在小亚细亚西岸，最富天才的希腊部落爱奥尼亚人沿爱琴海狭长的
海岸建立了十二个繁荣的城市。这里是来自亚洲大陆的漫长的荒漠商路



的终点站，远道而来的货物被装上船，然后运往希腊各地。随着东方货
物的涌入，关于亚洲民族的许多文化成就的知识也逐渐传入希腊。天
文、历法、货币和重量单位，或许还有文字，首先从东方传入小亚细亚
的爱奥尼亚人那里，然后又经他们传至希腊其他地方。在十二个爱奥尼
亚城市中，米利都位于最南端。公元前六世纪，这里是一个重要的贸易
港口，或许它也是当时希腊最富裕的城市。就在这个不同种族、语言和
宗教相互混杂的城市里，诞生了希腊以及西方世界的科学和哲学。

1．泰勒斯

米利都的第一位自然哲学家泰勒斯于公元前6世纪上半期开始产生
影响。首先，泰勒斯是一个游历甚广并善于交际的商人，他曾经到过埃
及；其次，他是个政治家；再次，他还是个兴趣广泛的自然研究者。或
许他基于自己从东方人那里学来的天文知识而成功地预言了一次日食现
象，这令他的同时代人大为惊异。他研究过磁力现象；他通过测量特定
时间内日光的阴影，算出了埃及金字塔的高度；他还发现了一些基本的
数学定理，其中一个定理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最后，他也是一个哲
学家，而且不久前还被认为是古典哲学和现代哲学的鼻祖。

泰勒斯是首位接受了东方的数学和天文知识并独立推动其发展的希
腊人，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对希腊人来说，他位于古代世界的“七位
贤哲”之首，或许原因就在于，他这样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不仅拥有广
博的学识，而且还对事物的最深层本质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据古代传
说，他曾就如下问题作过答复：世上最难的事情是什么？答曰：“认识
自己。”世上最容易的事情是什么？答曰：“给别人出主意。”上帝是什
么？答曰：“既无始又无终。”怎样才能过一种真正有德行的生活？答
曰：“我们谴责别人做的事情，自己也永远不要做。”[1]我们不能确定的
是，究竟泰勒斯对一般哲学问题得出了哪些结论。至今还不能证明，哪
一篇哲学文章是他亲手所写。[2]不久前人们认为，“水是万物之源”是他
的自然哲学的基本思想——尽管如此，有人最近还时而把这一思想归功
于他的后继者。[3]

2．阿那克西曼德



阿那克西曼德是米利都人，并且和泰勒斯基本上是同时代的人，他
生活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611至前549年。[4]由于泰勒斯的声誉摇摆不
定，我们可以将阿那克西曼德确认为作为独立学科的哲学的真正创始
人。他把他的观点写成了文字——可惜并未保存下来，后人通常给他的
著作冠名为《论自然》。[5]他认为，世界万物的本源是一种不确定的和
无限的东西（希腊语apeiron），一切冷的、热的、干的和湿的东西都是
由此派生出来的。他还认为，地球——是自由地悬浮在空中的——最初
处于流动的液体状态，地球上的生物是随着地球逐渐变干后才形成的，
它们先是生活在水里，后来又转向陆地。[6]他的这一思想为现代生物进
化理论开了先河。在他看来，地球原先被一层火包围着，这层火爆裂之
后，火便飞溅出去，然后它们就围绕地球旋转，[7]这是人类首次尝试用
物理的方式对天体的运行加以解释。根据永恒的宇宙法则，新的宇宙会
从这个不确定的无限的东西中不断地诞生出来，并永远如此循环往
复。“时间会对一切做出公正的判决”，这是他的结束语，也是他唯一逐
字保存下来的著作残片。[8]马丁·海德格尔曾把这句话用于他的一篇重
要论文。[9]

3．阿那克西米尼

第三位米利都的自然哲学家是阿那克西米尼（大约死于公元前527
年），他与阿那克西曼德是同时代人。他认为万物的本源是气，当然他
所说的气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气，因为他认为人的灵魂也是一种被赋予
了生命的气。他也认为宇宙的形成和毁灭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这三
位米利都哲学家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试图用一种原始物质或从物质上
可把握的原始法则来解释宇宙万物的本源。对于希腊哲学后来的发展以
及我们当今的哲学，他们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们在细节上采用了何种方
式方法——用现代科学认识的眼光来看，有些细节可能显得有点幼稚
——而在于他们不带任何成见地首次尝试用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研究这
些问题，而且他们敢于把五彩缤纷的自然现象的本源归结为一种原始物
质。

二、毕达哥拉斯与毕达哥拉斯哲学信徒



1．毕达哥拉斯的生平和学说

希腊科学，特别是数学，其创始者的荣誉同样也应该加在毕达哥拉
斯的头上，就此而论，他和米利都的哲学家们享有同等的权利。这位出
生在萨摩斯岛上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哲学家，生活于公元前580至前
500年之间，为了追溯古典知识的源泉，他曾经到过埃及和东方——对
此他在著作中也有许多记述——经过多年的漫游生涯之后，他变成了一
个有影响的学者，而且他也是克罗敦（Kroton，即今天位于意大利南部
的克罗托内）的一个宗教修会的创始人。据传说，他之所以离开他的故
乡，是因为他不满意伯里克里的独裁统治，这位独裁者通过席勒的叙事
诗《伯里克里特的指环》（取材于希罗多德的历史著作）而变得闻名于
世了。

在数学领域里，毕达哥拉斯的名字首先是与那个数学定理联系在一
起的，即毕达哥拉斯定理。但是，毕达哥拉斯研究数学并不局限于数学
本身，他把数学尤其是数的理论置于他的哲学的中心位置。此外，据古
代传说，毕达哥拉斯是按我们今天通行的理解运用“哲学”一词的第一
人。若依照当时惯用的方式称自己是一位sophos即智者，在他看来好像
过于狂妄，因此，他称自己是一个philosophos，即一个智慧的爱好者或
热爱者。

在毕达哥拉斯的学说中，数是宇宙的真正奥秘和组成部分。从1到
10，每个基本数字都有其特殊的力量和意义，特别是完美无缺和包罗万
象的数字“10”。宇宙的和谐——毕达哥拉斯是首位把世界称为“宇宙”的
人——在于，宇宙中的万物是依照数的关系排列起来的。对毕达哥拉斯
来说，音乐首先就是一个明证。看来他也是历史上第一位将声音的和谐
以及音阶的高低归因于数的关系的人，虽然他没有认识到声音频率的关
系，但是他认识到了乐器弦线的长度关系。

毕达哥拉斯在宇宙的结构中再度发现了音乐的和谐。就像每一个运
动的物体都会引发出声响一样——当然声音的大小取决于物体的大小以
及物体运动的速度——天体在环绕其轨道运行的过程中也会奏出一种我
们常人无法听到的“宇宙音乐”。他这种将宇宙的和谐理解为一种声音的
和谐的美妙思想，不仅仅是一种诗意的想象，这一思想在物理学和天文
学中也曾经反复出现过。伟大的天文学家开普勒曾经为此写过一本书。

我们看到，米利都的哲学家们试图在一种原始物质中找寻宇宙的秘



密，与他们不同，毕达哥拉斯试图在一种原始法则中寻找宇宙的秘密，
在他看来，这种原始法则就是存在于我们的宇宙组成成分之间那种恒定
不变的数的关系。谁若是了解基本元素的循环体系以及现代科学对此所
作的解释，那么他会发现，毕达哥拉斯的这一思想是对人类认识能力的
天才预见。

毕达哥拉斯的数的理论带有一种浓厚的宗教神秘色彩，这或许与东
方思想特别是印度的灵魂转世的观念有一定的思想渊源。他们认为，人
类永生的灵魂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净化过程，会不断地脱胎换骨，他也
会依附在其他动物身上。正因为如此，杀生或用动物做祭献或吃肉在印
度是一种禁忌。由于人生的目的被认为是通过灵魂的净化和虔诚笃信最
后从轮回转世的循环中解脱出来，毕达哥拉斯的人生伦理也带有类似印
度哲学的特点：要求自律、知足和节欲。

2．毕达哥拉斯哲学信徒

由于受一系列严格规定的限制，毕达哥拉斯创立的宗教团体，变成
了一个对外极其封闭并严守内部秘密的组织，变成了一个国中之国。成
员在入会时须宣誓遵守教规，保证过一种清心寡欲的简朴生活，不虐杀
那些并没有侵犯人的动物，每天晚上都要扪心自问，这一天都做了什么
错事，都违反了哪些教规。[10]此外他们还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并严守秘
密。这个教会组织也接纳妇女，受过哲学和文学教育并同时掌握妇道和
持家技巧的“毕达哥拉斯妇女”，在古代被认为是希腊培养出来的最有修
养的女人，她们受人尊敬。[11]按规定，在严格保密的条件下他们须经
过五年的学习才能毕业。除音乐、体操和医疗知识之外，毕达哥拉斯哲
学信徒们对科学知识的研究也非常重视和支持。毕达哥拉斯的威信是至
高无上的，教会里所做出的科学发现都归功于他，“autos epha”（“他自
己曾说过”），随便一句话只要是他说的，就被认为是绝对正确的真
理。

由于他们试图将毕达哥拉斯教会组织的影响扩展到政治领域，而且
是——按照毕达哥拉斯自己的观念——带有极其明显的贵族倾向，不久
他们便遭到攻击，最终毕达哥拉斯信徒在克罗敦的集会场所被烧毁，这
个宗教组织因此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根据某些记载，毕达哥拉斯自己
和他的许多信徒在这场浩劫中都丢了性命，不过也有记载说，他离开那
里之后又活到了高龄，后来在梅塔庞通（Metapont）死去了。毕达哥拉



斯教会组织的历史意义在于，他们非常明显地试图在一个封闭的和教规
严格的组织中把宗教和哲学思想贯彻到实践中去。

我们了解毕达哥拉斯的学说主要是通过后来的哲学家们的著作，大
师本人并未给后人留下片言只字。他的学说的影响并没有随着修会的灭
亡而结束，而是远远超出了其直接追随者的圈子，并且对整个古代产生
了持久的影响。在公元后的数世纪里，继毕达哥拉斯学派之后的新毕达
哥拉斯主义曾经经历过相当长一段时期的辉煌并享有盛誉。

三、埃利亚学派

埃利亚（Elea）位于今天的萨莱诺（Salerno）以南的意大利西海
岸，这里是古希腊在意大利的殖民地，与毕达哥拉斯学派同时，在这里
也形成了一个哲学学派，人们按其发源地称之为埃利亚学派。其最主要
的代表人物是以下三位，较后面的哲学家都相继继承并发展了较前面的
哲学家的思想。

1．色诺芬尼

色诺芬尼或许出生于公元前570年，他的出生地位于被希腊人占据
的小亚细亚西海岸。作为一名游吟诗人和歌手，他走遍了希腊的许多城
市，数十年后，他在埃利亚定居下来并成为了那里的哲学学派的创始
人。他留存下来的著作残篇都是一些哲理教育诗的片断。

色诺芬尼揭开了利用哲学对古希腊宗教展开大胆的猛烈攻击的序
幕，他那个时代许多人性化了的——或许太人性化了的——神灵的名字
在他看来都不值得尊敬。他指责荷马和赫西俄德，因为他们把人类所认
为的一些偷盗、欺骗和通奸之类的可耻行为毫无根据地硬加在了那些神
灵的身上。在他写的部分保留下来的教育诗中，他取笑那种把神人格化
（anthropomorphe）的观念：人把神想象成和人一样，需要出生，具有
人的形体，要穿衣服，会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等等。但是，
如果牛、马和狮子也有手并且也能够用手制作它们的神的画像和塑像的
话，那毫无疑问也会把它们的神塑造成牛、马和狮子的形象，这就像人
类把自己的神塑造成人的形象一样。黑人把他们的神的形象塑造成黑色



并且是仰鼻子，色雷斯人则把他们的神的形象塑造为红头发和蓝眼睛。
事实上，人类从来也不知道而且永远也不会知道神到底是什么样子。对
色诺芬尼来说，有一点是肯定的：不存在众多的神，因此也不会存在一
种神统治另一种神的情况。至高至善者是唯一的，神是无所不在的，神
在形象上和思想上不可与尘世的人做比较。在色诺芬尼看来，至高无上
的神与宇宙整体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以把他的学说称为泛神论。不过
他保留下来的断简残编也允许人们作其他的解释。

如此看来，色诺芬尼或许是希腊哲学家中第一位具有理性的逻辑头
脑并与既有的形形色色的宗教迷信进行斗争的人。他将至高无限者与宇
宙整体等同划一的思想使他成为一个学说的创始人，这个学说认为，在
五彩缤纷的现象世界背后存在一种永恒不变的东西——这一思想在他的
后继者那里不断地完善。

2．巴门尼德

约公元前525年，巴门尼德出生于埃利亚并且后来成为那里的一位
受人尊敬的公民，或许他曾经是色诺芬尼的学生。他是埃利亚学派最重
要的思想家。在古代，他是最受人尊敬的哲学家之一。他继承了色诺芬
尼关于永恒不变存在物的思想并对这一思想进行了系统的发展。我们不
能确定的是，在巴门尼德的思想中，哪些是从色诺芬尼那里继承下来
的，哪些或许是后人错误地加到他头上的。柏拉图给他的一篇对话取名
为《巴门尼德篇》。在这篇对话中，柏拉图让已经年老的巴门尼德与他
的学生芝诺（当时约四十岁）和少年苏格拉底展开了讨论。

在一篇保留下来的教育诗的片断（约150行六音步诗）中，描写了
巴门尼德从黑夜王国前往光明之国（真理之国）去拜见一位女神的旅
行。真理和知识与现象和纯粹的观念之间形成了对照。真正的知识只有
通过纯粹理性的认识才能获得。诗中认为，只会存在存在物，而不会存
在非存在物（只会有物存在，而不会无物存在）。既存在存在者又存在
非存在者（即有物存在又无物存在）是不可想象的[12]。所谓存在物就
是一种填补空间的东西（Raumerfuellendes），他否认存在一种空无的
空间的可能性。若设想一种运动，那么其前提条件就必须是存在非存在
物——因为若一个物体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只有当那另一个
地方在这之前是空无的空间即无物存在时才有可能。若设想一种发展和
变化，其情况也是如此——因为在“生成”某物之前，必须首先“无物存



在”。由此，巴门尼德得出了一个大胆的结论，他认为，既不存在变化
也不存在运动，而只有一种恒久不变的东西存在。因为存在物充满了一
切空间，所以也不会存在独立于存在物之外的思想。毋宁说，思想和存
在物是同一的。我们觉得世界总是在不断地变化和运动，这实际上只是
一种错觉；这是一切错误的根源。[13]——在这里和在所有前苏格拉底
哲学家那里一样，对断简残篇的各种解释都是不可靠的和容易引起争议
的。

3．埃利亚的芝诺

巴门尼德否定变化的学说很容易遭人攻击，而且针对他的这一学说
的攻击从一开始就不缺少。不管怎么说，他的学生芝诺（约出生于公元
前490年）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就是维护他的老师巴门尼德的学说免遭
非议。为此，他发展出一种机敏但又有些过火的论证艺术，因而他被认
为是辩证法的创始人，后来辩证法在希腊达到了相当的繁荣。[14]芝诺
也只给我们留下很少的著作残篇，关于芝诺的其他知识如前述的芝诺悖
论，我们大都是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获得的。有人对巴门尼德所
持的否定多样性和变化的观点提出批评，针对这些批评，芝诺拿出了反
驳的证据。他认为，正是那种认为存在事物多样性和运动的观点才导致
难以解决的矛盾。下面我们举两个例子，看看他是如何拿出证据来否定
事物运动的：

1．假设阿基里斯[15]和乌龟赛跑，当比赛开始时，先让乌龟爬一段
路程。当阿基里斯跑完这段路程后，再先让乌龟爬一段路程。如此下
去，以至无穷，这样，阿基里斯就永远赶不上乌龟。因为，当阿基里斯
到达乌龟所在的A点时，乌龟这时又已经向B点爬去。当阿基里斯到达B
点时，乌龟又离开这里向C点爬去。这一领先距离虽然不大，但是却永
远超越不过去。

2．飞行在空中的箭矢在空间中的某个点上是静止不动的，因为它
飞行的这段时间可被划分为无数的时刻，在每一个时刻，它都占据着一
个位置，并在这个位置上静止不动。如果它在各个单独的时刻是静止不
动的，那么，整个来说，它也是静止不动的。这就是说，飞行的箭矢其
实是静止的，结论是：运动是不存在的。

当然，我们不要以为，芝诺真的会相信阿基里斯永远都赶不上乌



龟。他的这一著名论证的真正意图在于，他想告诉那些巴门尼德的反对
者们，要证明他们的观点的自相矛盾也是很容易的。尽管如此，我们也
不要被芝诺的敏锐洞察力所蒙骗，因为他的论证也是有破绽的。如果我
们把箭矢飞行的那一段时间分割成无数的时刻，那么箭矢在那一时刻看
上去可能是静止不动的。但是，事实上时间并不是由一系列的时刻组成
的，时间的本质恰恰在于它时刻不停的流动性。把时间分割为单个的时
间点并不是时间本身所为，而是我们人的主观意志！不过，需要提请读
者注意的是：我们刚刚认为芝诺的论证有悖于人类健康的理性，这时一
个相反的声音又会说，芝诺使一个真正的辩证过程从此开始了。

毫不夸张地说，芝诺的论证（许多代的逻辑学家和数学家曾经对此
争论不休）对后世哲学起着开路先锋的作用。这些论证增强了我们的认
知能力，使我们认识到，如果我们能够用批判的眼光看问题，可能就会
发现，一些显而易见和理所当然的观点和见解是值得怀疑的、陈腐的和
自相矛盾的。比如，当我们考察一个诸如“无限”之类的概念时便会如
此。

四、赫拉克利特与公元前五世纪的自然哲学家

1．赫拉克利特

在令人惊叹的公元前六世纪，在希腊本土以外的殖民地地区，这一
次仍然是小亚细亚的爱奥尼亚，诞生了一位谜一般的思想家，他是希腊
哲学的奠基者之一，这个人就是赫拉克利特。公元前540年，他出生在
一个艾菲斯（Ephesos）的贵族家庭里，后世也称他为“晦涩哲人”。

赫拉克利特是一个离群索居者，他蔑视民众，敌视民主政治。在生
活和思想上，他都独辟蹊径。他把他的思想写进了《论自然》中，他的
思想尖锐独特，写作风格形象生动，表达简洁明快，并且由于其格言式
的简短句型——或许是故意为之——而晦涩难懂。不管怎么说，他遗留
下的一百多个著作残篇给人的印象就是如此。赫拉克利特上了年纪之后
就完全与世隔绝，他隐居山间，以食植物为生，过着一种遁世者的生
活，或许他是西方的第一位遁世者。

赫拉克利特蔑视那种纯粹的博学多识，他旁敲侧击地讥讽几位比他



早的思想家，他说：“博学并不能训练人的头脑，如果能的话，它早就
使赫西俄德、毕达哥拉斯和色诺芬尼变聪明了。”他认为，问题的关键
在于，能够找到解开宇宙之谜的钥匙。

赫拉克利特也认识到世界多样性的背后存在统一性。但是，他不像
巴门尼德那样，认为存在是稳固不变的，变化和杂多只是一种错觉。不
过，他也并不与此相反，认为万物皆处于永恒的流变之中。在这一点
上，他常常被人误解，既被后来的评论者误解，也被他的同时代人如巴
门尼德误解，巴门尼德关于存在的学说正好与赫拉克利特相反。赫拉克
利特有一句名言：“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因为这期间新而又新
的水不断地往前流动，我们自己在第二次踏进河流时也发生了变化）；
而且他的另一句名言“万物流变，无物常存”虽然并不是出自他遗留下的
著作残篇中，但是，古代和现代的学者都一致认为，这句话的确出自赫
拉克利特之口。[16]他也许曾深刻地体会到时间以及永恒变化的奥
秘。[17]不过，他的思想的伟大之处并不仅在于此，还在于，他在不间
断的河流背后发现了一种统一性，即一种统一性原则，多样性中有统一
性，统一性中有多样性。[18]在赫拉克利特看来，世界的运行是由“逻各
斯”支配的，“逻各斯”不是被创造的，而是永恒存在的。这个词能不能
被准确地翻译呢？它可被理解为“话语”、“理性的言语”、“原则”、“规
律”，后来也或多或少地被理解为一种抽象的“世界原则”。它的真正意
义是不确定的，尤其因为赫拉克利特自己并没有给它下一个清晰的定义
或在语言上澄清这一概念。或许他只是为他所指的那个东西起了一个名
字，就此而言，他是个“纯朴”的思想家。[19]

赫拉克利特似乎也认为存在一种原始物质，但是，他所理解的原始
物质并不是米利都人所称的水或气，他称之为“原始火”。根据永恒的宇
宙法则，万物都是从火中产生的，也都消灭而复归于火。他所说的火并
不是字面意义上的火，而是具有一般的引申义，或许我们可称之为一种
原始能量。在他眼里，这种“原始火”似乎又是一种神性的东西，并且也
居于人的灵魂之内。

从这种原始能量中持续不断地发展而来的世间万物遵循着一个伟大
的原则，即对立统一原则。一切发展都是对立的力量相互作用的结
果。“神就是昼与夜、寒与暑、盈与缺、战争与和平”。在观念与观念、
人与人、男与女、阶级与阶级、种族与种族之间的斗争中，形成了一个
和谐的世界整体。在这个意义上，“战争是万物之父，是万物之王”。[20]

一切事物都与其对立面共存亡。所以，那种渴望结束战争永享和平的观



念是错误的，因为，创造性的对立关系一旦消逝，就会出现彻底的死寂
和停滞状态。故而，当一个人的所有愿望和目的都已达到，这对他来说
也是不利的，因为，正是由于疾病，才使人感受到健康的愉悦；正是由
于存在恶，才显出善的珍贵；正是由于饥饿，才使人产生吃饱后的满足
感；正是由于人生的辛劳，我们才享受到生活的安逸。[21]

赫拉克利特关于对立面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学说首次为辩证发
展理论奠定了基础，这一学说在他死后又在黑格尔的辩证法和马克思的
辩证唯物主义那里获得了新生，这或许是人类思想史上解决生成之谜的
一种最成功的尝试。（需要注意的是，“辩证法”一词具有双重含义，在
古希腊人那里，它的原意是指在谈话和辩论中的论证艺术，也引申
为“对话”；在现代的发展理论中，它是指对立的力量在持续不断的相互
作用下产生事物的发展和进步——在这里，“对话”不是在各执一词的哲
学家们之间展开的，而是在现实世界相互对立的力量之间展开的。）

如果我们把“逻各斯”理解为支配万物的世界理性，而人也是它的一
部分，我们死后，我们的灵魂也将复归于它，就如同“一束火光在黑夜
中消失一般”，那么，赫拉克利特也许就因此背弃了古希腊的多神教信
仰，而倾向于对一神教的信仰。如果赫拉克利特对此没有自觉的意识，
那么，他的那句话——“对于神，一切都是美的、善的和公正的；人们
则认为一些东西公正，另一些东西不公正”——或许就已经显露了他的
这一倾向。

赫拉克利特和他的前辈及同时代人一样，不仅关注外部物质世界及
其假设的形成原因，而且还关注人的灵魂深处——他不无自豪地
说：“我探究了我自己”——并且把人及其行为纳入到一个形而上学的语
境之中。[22]在希腊哲学家之中，只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在深
度和广度上能够与赫拉克利特比肩。

赫拉克利特的思想产生的影响不仅仅在于由此产生的一个学派，他
的影响还一直持续到我们这个时代。他的“逻各斯”概念后来被应用到了
基督教神学之中；他的对立统一的学说在黑格尔那里又得以复兴；斯宾
塞的进化论也与他有着不解之缘；他的战争是万物之父的思想在尼采和
达尔文那里再度回响了起来。这个哲学史上的晦涩神秘人物遗留下的著
作残篇变成了永不枯竭的知识源泉。

2．恩培多克勒



约公元前490年，恩培多克勒出生在西西里的阿克拉加
（Akragas），他集政治家、诗人、宣教师、预言家、医生、江湖术士
和哲学家于一身，对于哲学史来说，他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是个有独创
性思想的思想家，而在于他是一个能够吸收前人的思想体系并对其进行
重新综合的人，因而人们称他为折中主义者。我们在他的哲理诗残篇中
就可发现，他用优美的诗的形式所表达的灵魂转世的思想，其实与毕达
哥拉斯和古代印度思想并无二致。赫拉克利特关于世界的形成和毁灭呈
阶段性发展的思想，我们在他那里也能见到。但是，有些思想是恩培多
克勒首先提出的，或者至少是以他独有的方式提出的，他在哲学史上的
意义也主要是基于此。在这里，我们简要地列举一下他的几个主要思
想。

（1）米利都学派的自然哲学家们先后认为，水和气是世界的原始
材料，赫拉克利特认为是火，埃利亚哲学家则更倾向于土。恩培多克勒
首次将这四种基本元素平等地并列放在一起，并从而创立了我们都熟悉
的“四根说”，即认为火、水、气、土四种元素是万物之根。因此，从某
种程度上说，他使那种认为世界万物是由一种原始材料构成的古代哲学
走向了终结。[23]

（2）在恩培多克勒看来，使四种元素结合和分裂的力量有两种，
他称之为“爱和恨”（吸引和排斥）。在世界的发展过程中，这两种力量
相互交替占上风。当“爱”占上风时，所有的元素就会结合到一起，形成
一个完美的神圣的统一体；当“恨”占上风时，诸元素就会分散。处于两
者之间的是一种过渡状态，个体在这种状态下形成和毁灭。[24]

（3）恩培多克勒认为，生物的形成是遵循由低级到高级的原则，
首先形成低级生物，然后形成高级生物，首先出现植物和动物，然后出
现人类；生物最初是雌雄同体的，后来才演化为两个性别不同的独立个
体。这些观点已经与近现代的生物进化论非常接近了。

（4）恩培多克勒还提出了一个基本的认识原则，他认为，外部世
界的每一种元素也都能在我们人自身内部见到。我们也能在歌德的诗句
里发现类似的思想：

如果眼睛不像太阳，

它怎么能看得到太阳呢。[25]



恩培多克勒活着的时候，人们普遍地认为他是神，他自己也对此深
信不疑。据古代传说，为了证明这一点，他纵身跳进了埃特纳火山口，
从此销声匿迹，这使得他的死亡充满了神奇色彩。不过，相传埃特纳火
山并没有使他如愿以偿，因为它又把恩培多克勒的一只鞋子喷了出来。

3．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

关于古希腊哲学史上最重要的自然哲学体系的创立者留基伯，我们
所知甚少。据说他来自米利都（Milet）或来自爱琴海北岸的阿布德拉
（Aldera），他的鼎盛期约在公元前440年。他留下的唯一一句话的原
文是：“没有什么是可以无端发生的，万物都是有理由的，而且都是必
然的。”[26]这或许是关于因果律的第一个明确的表述。关于他的原子
论，我们是从他的伟大弟子德谟克利特那里了解到的，或许德谟克利特
把留基伯的学说都纳入到自己的体系之中去了。

德谟克利特来自阿布德拉，这里也是他的老师生活过的地方。他生
于公元前460年，死于公元前370年——相传他活到一百零九岁的高龄。

关于他的名字，有各种不同的写法：德语Demokrit、Demokritos，
或拉丁语Democritus。它们的第二个音节o都是重读的。在法语中，它的
词尾被去掉了，重音改在第三个音节上。为了保持语言的统一性，最好
是使用它的希腊语形式。在许多其他的希腊语名字的写法上情况也是如
此，如赫西俄德在希腊语中是Hesiodos，在法语中是Hesiode，在德语中
则是Hesiod。在这里，我们仍然沿用Demokrit这种写法，因为这种形式
已被普遍采用了。要把握正确的尺度还应取决于语言的应用，有鉴于今
日学校里希腊语教育的减少，是否应该仍然遵守graeca graeca（希腊的
希腊语）的原则，这已经成了一个问题。

德谟克利特把他继承来的一笔数目可观的遗产几乎全部用于旅行学
习了，据说他去了埃及、波斯和印度。不管怎样，他关于自己这样说
道：“在我的同时代人中，我是游历最广的人，我研究的范围也最广，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我见过许多学识渊博的人。”[27]

重返故乡以后，直到生命终结他没有再离开过那里。他深居简出，



专心致力于研究和沉思。他远离公开的论辩，也没有创建自己的学派。
他涉猎的范围极其广泛，涵盖了数学、物理学、天文学、航海学、地理
学、解剖学、生理学、心理学、医学、音乐以及哲学等诸多领域。[28]

德谟克利特继承了留基伯的学说并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体系。

充实与虚空。埃利亚哲学家，尤其是巴门尼德已经表明，如果不设
想存在非存在和空洞的空间，那么多样性、运动、变化、生成和毁灭就
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种假设在他们看来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们就继而
否认运动和变化的存在，并认为现实世界是永恒不变的存在。德谟克利
特一方面坚信，纯粹从无中生成有是不可想象的——这与留基伯的那句
话，即认为万物的发生是必然的，也是相矛盾的；另一方面，他也看
到，像埃利亚学派那样彻底否定运动和变化的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于
是，他就决定，承认非存在和空洞的空间是存在的。在留基伯和德谟克
利特看来，世界是由充实于空间的实在（即存在者）和非存在的虚空
（即空间）组成的。[29]

原子。充实于空间中的实在并非一个东西，它是由无数细小的、小
到令人难以觉察的微粒组成的。这些微粒本身之内没有虚空，而是完全
充实的。它们也是不可分的，因此，它们被称为“原子”，意思就是不可
分的东西。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从而第一次把这个概念带进了科学的论
辩之中。那时他们预想不到，这个概念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有多么重要的
意义。在他们看来，原子是永恒不灭和永远不变的，它们都由同样的材
料构成，但是它们却大小不同，因而也重量不等。相互分离的原子聚合
到一起便形成了世间万物，聚合到一起的原子分离之后就形成万物的消
散。[30]原子本身不是被创造的，并且也是不可毁灭的，它们的数量是
无限的。

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万物都是由原子组成的，其性质以原子的不
同形状、大小和次序为依据。但是，只有重量、密度和强度这样一些性
质才是物质的根本性质，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第一性质”。物质的所
有其他性质如颜色、温度、气味、口味、声音并不是物质本身固有的，
这些性质都是由我们的感官和感觉能力决定的，都是我们加在物质身上
的配料，不是客观现实，而只是主观现实，因而是“第二性质”。“我们
通常所说的颜色、甜、苦等事实上都只是原子和虚空。”[31]

原子的运动。自开天辟地以来，无数的原子就依据重力原则在无限
的空间中处于永恒的运动状态。原子相互碰撞并弹回，于是形成漩涡运



动，在这种运动中，原子就相互勾连、纠缠而结合，并形成可见的物质
世界。这个物质世界自古以来就永恒地诞生和毁灭，以至无穷，我们人
类就是它的一部分。这种宇宙运动没有秩序，它不受某种宇宙精神操
纵，也不是如恩培多克勒所认为的那样被爱与恨的力量支配，但也不是
纯粹偶然发生的——德谟克利特明确地指责这种观点是人们为了掩盖自
己的无知而做出的臆想——而是遵循存在本身固有的内在规律性。

人的灵魂。人的肉体和灵魂也都是由原子构成的。灵魂也是一种物
质性的东西，虽然它非常细小。人死后，灵魂原子就消散了。

伦理学。人所能达到的幸福完全在于内心的满足和愉悦（希腊语
ataraxia）。获得幸福的途径就是节制和轻视感官享受，并注重精神财富
的培养。[32]体格强壮对于驮兽是有益的，而坚强和高贵的灵魂对于人
是有益的。“与获取波斯王冠相比，我倒是更愿意去发现一条（几何）
定理。”[33]我们看到，德谟克利特有些出乎意外地把他的伦理学提高到
了和他的自然哲学体系同等的地位。这样做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也就
是说，是唯物主义使然，因为在他的世界里，只有物质的原子存在。这
种唯物主义可被称为古典唯物主义，没有古典唯物主义，后来的所有唯
物主义体系都是不可想象的，其影响一直持续到当代的科学研究领域，
并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然而，人们过去关于原子的概念如今已
经发生了变化。人们发现，原子仍然是可分的，所以，如果我们把德谟
克利特的原子理解为一种物质的最小组成成分或基本粒子，或许更为恰
当一些。

德谟克利特似乎并没有尝试将他的伦理学和原子理论科学地结合到
一起，使之相互补充而成为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因此，他仍然被划入
自然哲学家的行列。

4．阿那克萨哥拉

与我们到此为止讨论过的许多思想家一样，阿那克萨哥拉也是来自
希腊的殖民地。约公元前500年，他生于小亚细亚的克拉佐美尼
（Klazomenai）。他是第一位把哲学引入雅典的人，之后，哲学在那里
达到了一个鼎盛期。不过，阿那克萨哥拉生活的那个时代并没有为哲学
准备有益的土壤，他在雅典的遭遇以及后来苏格拉底的不幸命运都证明
了这一点。



事实证明，哲学思想当时只能在位于小亚细亚、下意大利和特拉克
的希腊殖民地地区得以自由发展，这并不是偶然的。显然，由于远离希
腊本土的那种根深蒂固的宗教传统，殖民地地区的精神氛围更有利于自
由思想的产生——类似的情况后来也在欧洲和北美之间重复出现了。因
为阿那克萨哥拉非常专注于观察天象，并且试图用一种自然的方式解释
一切，这样他就引起观念保守的雅典本地人的敌视，以至于因为他不信
神而被送上了法庭，即使他的政治家朋友伯里克里对此也是爱莫能助。
他被判处死刑，通过设法逃跑才得以幸免。后来，他在流亡中死去。

阿那克萨哥拉的哲学观点和其他自然哲学家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但是，在关于万物的构成问题上他们还是存在着分歧。米利都哲学家们
认为，构成万物的原始材料是一种，恩培多克勒认为是四种，原子论者
认为有许多，而阿那克萨哥拉则认为有无限个，在他看来，这些原始材
料质量各异，他称之为万物的“种子”或“胚芽”。

阿那克萨哥拉首次提出了一个抽象的哲学概念——心灵（Nous），
这是一种理性的、万能的、弥漫于世界之中的精神。这也是他与其他哲
学家的最大区别，同时也是他在哲学史上的真正意义所在。心灵是无限
的，独立自主的，它不与任何事物相混杂，是万物中最稀薄、最精纯
的。心灵具有支配一切的力量，它促使宇宙从原始混沌演变为一个美丽
的井然有序的整体。在阿那克萨哥拉那里，心灵的作用也仅限于此。当
研究事物的个别现象及其原因时，他也总是做出纯粹自然的和机械的解
释。（他说太阳是一块炽热的石头，这被认为是一种无神论——太阳在
当地人那里是被当作神看待的——他因而也被推上了法庭。）阿那克萨
哥拉似乎只把那种神圣的精神看作是“第一推动者”，虽然它促使宇宙的
创化发生了，但是，它却任其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由于亚里士多德也
倾向于精神能够支配物质的思想，所以，后来他在评价阿那克萨哥拉时
说，阿那克萨哥拉能够认识到，宇宙的秩序是受一种精神支配的，这使
得他像是一个处身于一群醉汉中的清醒者。[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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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希腊哲学的鼎盛时期

一、智者派

1．概说

公元前六至前五世纪，哲学思想在希腊人生活的不同地区几乎同时
出现了，在这里云集了如此众多的、富于高度创造性地思索宇宙人生问
题的思想家，这样壮观的场面在思想史上几乎是空前绝后的。五光十色
的自然主义世界观如一股朝气蓬勃的力量向我们迎面扑来。希腊以及西
方所有的哲学流派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他们的源头和先驱。可以毫不夸张
地说，哲学史上的重要问题几乎没有一个不是被那时的希腊哲学家思考
过的，即使没有解决，至少他们提出了问题并对此展开了讨论——当然
西方工业时代产生的涉及整个人类生存的问题是个例外。前苏格拉底哲
学家们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著作残篇，后人对这些著作残篇所能做出的
注解也是五花八门，关于它们的完整的原始面貌我们只能猜测了。

恰恰是由于思想的多样性以及它们之间存在的矛盾，使得哲学的进
一步发展几乎成为一种必然。思想体系越多，各种可能性也就越大，对
这些思想及其矛盾进行考察、比较和探究的紧迫性也就越大。有些哲学
家开始对作为认识工具的人的感官功能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这就很容
易导致对人的认识能力产生普遍的怀疑，[1]智者派的任务就在于此。

若想正确地评价智者学派及其功绩，我们就必须既要考察当时的哲
学状况，又要顾及到那时希腊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生的变革。自从希腊
人在希波战争中（公元前500—前449）为保卫自由而成功地打败了波斯
人的入侵以后，希腊尤其是雅典的社会生活开始富裕繁荣起来，雅典成



为政治和文化中心，社会上层生活富足又奢侈，因此，接受更高级的教
育也就成为一种需求。民主宪法也越来越鼓励在公众场合中的演讲艺
术，在公众集会和法庭上，那些能够用娴熟的技巧阐述自己观点的人则
具有明显的优越性。若想飞黄腾达——基本上说大门对每个公民都是敞
开的——那么他首先就需要成为一个具有良好素养的政治家和演说家。

于是，智者就应运而生。希腊语Sophistai意思是“智慧之师”，起初
它也只有这个意思，并没有其他附加的意味。智者们像漫游教师一样从
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向学生传授各种技艺，尤其是论辩艺术，他们可
以从中获得一定的报酬。他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而是实践
家，和所有的实践家一样，他们也轻视理论认识。大部分智者都认为，
客观的认识是根本不可能的，这种观点无疑对那时的哲学状况产生了影
响。另一方面，有机会获得教育的群体范围逐渐扩大，外来民族及其风
俗和宗教的涌入自然而然地动摇了固有的观念。如果没有一个客观的标
准来衡量某个问题的对与错，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只要他懂得如
何巧妙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他就可能被认为是正确的。

这种理论上的怀疑态度旋即又扩展到了道德领域。在这里也倡导一
种认识，即人的行为也如同理论争辩，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他的功绩或
能力。这样，论辩艺术在智者那里就变成了一种说服他人的工具，而不
是用于表达他的某种确定的信念。对他们来说，不存在一种客观的普遍
有效的道德法则，强者就是公理。因为智者学派遗留下的著作非常少，
我们引用柏拉图著作中描述的一个智者在谈论雄辩术时说的一段话：

如果一个人懂得如何用言词说服别人，不管是在法庭上说
服法官，还是在议会上说服议员，还是在人民大会上说服民
众……那么你的雄辩才能就会发挥巨大的作用，你会使一个医
生成为你的奴仆，使一个体操冠军甘愿为你效力，你还能让一
个银行家为你聚敛金钱而不是为他自己。”[2]关于法律和正义
这位智者又说出了下面的话：“法律和习俗从来都是为了维护
弱者和大众的利益的……借此来威吓那些强者，因为他们比弱
者和大众更懂得如何获取更多利益，这样，强者就不得不约束
自己，因为弱者和大众认为，意欲更多的利益是丑恶的和不公
平的……我想，如果能够人人平等，他们就会非常满意了，因
为他们都是劣等的人……但是依我之见，自然本身应该决定一
切，公平合理在于，高贵者应该比低贱者获取更多的利益，有



才能的人应该比低能之辈获得更多的利益。在许多情况下，不
管是在动物界，还是在人类社会，不管是在国家之内，还是在
宗族之中，我们会都发现这样的事实：强者统治弱者都被认为
是合理的事情……当薛西斯[3]与希腊人打仗的时候，他还能要
求什么权利呢？……我们可以举出上千个这样的例子来！说真
话，我认为，这些人都是按照公正的自然原则行事，而不是按
照我们编造的原则行事。那些最富有才干和最强壮的人物尚在
少年时期就像驯养狮子那样被驯服了，我们给他们施行催眠
术，在心灵上给他们施加影响，我们以为，这样就会变得人人
平等了，这样才是公平合理的。但是，我认为，如果一个人具
备足够的力量能够重获新生，那么他就会摆脱掉一切束缚，砸
烂所有的精神枷锁，把我们的那些陈规陋习和催眠术以及心灵
麻痹术踩到脚下，然后，那个迄今为止的奴隶就会突然站到我
们面前，并向我们表明，他就是我们的主人，这时，公正的自
然就会焕发出它的光彩！[4]

由于智者派否认真理和公正的客观标准的存在，而且在通常情况
下，他们讲授课程都能获得数目可观的报酬（而在古希腊人那里，以营
利为目的的劳动是受蔑视的），这样就致使他们带有些许令人怀疑的怪
异味道，并且很快就得到了“诡辩派”[5]这一名称，尤其因为柏拉图曾对
他们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一名称也一直沿用至今。

2．普罗塔哥拉和高尔吉亚

智者们从来就没有形成一个相互关联的学派，他们都是各自独立地
生活和讲课，因此，他们之间在许多方面都是观点各异，我们上面列举
的这一学派的一般特征只在大体上来说是正确的。

智者派最重要的人物是普罗塔哥拉，他是阿布德拉人，可称得上是
智者派的创始人，约出生于公元前480年，卒于公元前410年。他周游希
腊各地，向人们传授正确的为人处世的艺术，教导人们如何令人信服地
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这方面，他是最早的人之一。在此期间，尤其是
在雅典，他获得了荣誉和财富。普罗塔哥拉的那句名言在我们今天也仍
然家喻户晓：“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
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意思是说，对人来说，不存在绝对的、客观



的真理，而只有相对的、主观的真理。而且，普罗塔哥拉的这句话似乎
还表明，“人”并不是万物的尺度——大写的人还仍然只是一种普遍而言
的尺度——某个单独的说话者才是万物的尺度。同样一句话，有时是正
确的，有时又是错误的，这要取决于这句话是由谁说的，以及他是在什
么情况下说的。普罗塔哥拉的这一思想是以赫拉克利特的“永恒的流
变”以及对立统一原则为基础的。他的怀疑主义也没有把宗教排除在
外，他遗留下的著作残简中有这样的话：“至于神，我既不知道他们是
否存在，也不知道他们像什么东西。有许多东西是我们认识不了的；问
题是晦涩的，人生是短促的。”普罗塔哥拉因其无神论思想而遭到指控
并被逐出雅典。

除普罗塔哥拉之外，智者派的另一位著名人物是高尔吉亚，他们大
约是同时代人。在他的一本题为《论非存在或论自然》的著作中，他用
一种芝诺式的敏锐的洞察力向我们证明：第一，无物存在；第二，即使
有物存在也不可知；第三，即使有物存在而又可知，我们也不可能把这
样的认识传达给别人。这种怀疑态度几乎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智
者们动荡的生活以及他们的怀疑主义态度好像非常有助于他们的身体健
康，据说高尔吉亚精神矍铄地活到了一百零九岁。[6]

3．智者派的意义

对于哲学史来说，智者派的价值并不在于他们为后人遗留下的那些
零碎的思想，而在于以下三方面的功绩。首先，智者们在希腊哲学史上
首次将他们关注的目光从自然身上移开，而把更多的注意力贯注到人的
身上；其次，他们首次把思想本身作为认识的对象，并且已经开始批判
性地考察思想的条件、可能性和限度；最后，他们能用一种非常理性的
态度审视道德的价值标准，并从而为人们用科学的态度处理伦理问题并
把它纳入到一个合乎逻辑的哲学体系中提供了可能性。此外，由于智者
们对修辞术和雄辩术都有较深入的研究，这也大大地促进了语言学和语
法的发展。智者派是一个过渡现象，但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若
没有这个阶段，后来的阿提卡哲学的繁荣是不可想象的。

二、苏格拉底



1．苏格拉底的生平

苏格拉底，约在公元前470年生于雅典，他的父亲是个雕刻师，母
亲是助产婆。除了参加战争，他一生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出生的城市雅
典，在战场上，他也表现出了机智勇敢和吃苦耐劳的精神。苏格拉底相
貌平平，根据保存下来的一尊胸像判断，他的外貌既不像一个传统的希
腊人，也不像一个哲学家。他身强体壮，头颅硕大，圆形脸颊，鼻子扁
平，他的整个形象倒是更像一个手工业者，这也与他的出身相符。他很
早就放弃了从父亲那里学会的职业，并且也离开了他的家庭——他的妻
子赞西佩对他的责备也是众所周知的——为的是能够专心致力于他的教
育活动，他觉得，对他来说这是一种前无古人的天职。

他日复一日地活动于雅典的街道和广场之间，几乎是衣衫褴褛。在
他的周围聚集了各色各样的门徒，其中有些青年来自当地的名门望族。
他教学生从来都不收报酬，他靠学生和朋友的热情款待为生。他的教育
完全采用对话的形式，是一种问与答的游戏。苏格拉底不仅仅向他的学
生提问题，他还喜欢随意与过路的社会各阶层的人攀谈。他常常以善意
的问题开场，然后就不停地追问下去，一点也不让步，并逐渐把谈话转
移到一般的哲学问题上去，诸如：什么是善？我们如何获得真理？哪一
种宪法最好？他一直追问下去，直到对方理屈词穷承认自己无知为止，
这也就是苏格拉底要达到的目的。

了解一下雅典当时的政治状况，对于理解苏格拉底后来的人生遭遇
是非常必要的。雅典政体是民主的，但是，说起希腊的民主，我们时刻
都不应忘记一个事实，希腊的大部分国民——如雅典居民的一半以上
——都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奴隶。这些奴隶的劳动果实就是其他人富裕的
生活的基础。我们在书中读到的那些由希腊作家们所描写的不同的政体
形式，事实上只关系到一小部分自由公民的利益。那时，没有人想过对
奴隶制的合理性产生怀疑。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说，雅典的民主
是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实施的，因此，这种民主已经违背了民主的基本原
则。在贵族派的眼里，这种国家形式就是违背民主原则的。尤其是在持
续近三十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公元前431年—前404），当雅典的
各派势力联合起来对抗他们的敌人斯巴达人时，占统治地位的民主派与
那些暗地里主张实施斯巴达式的贵族政治的人之间展开了一场残酷的党
派之争。虽然苏格拉底并没有积极地参与政治，但是，他还是被看作贵
族派的代言人，更确切地说，被看作是那个为贵族派提供思想工具的
人。



当雅典战败之后，民主政府暂时垮台。但是，当民主派经过颠覆活
动复辟以后，苏格拉底的悲剧命运也就无可挽回了。他因为“亵渎神
明”而被推上了法庭，这种指控其实根本是站不住脚的。柏拉图为我们
描述了苏格拉底在法庭上的勇敢的申辩。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他饮鸩
而死，这在当时是处决犯人的习惯做法。他拒绝请求赦免，有人为他提
供逃跑的机会，也被他拒绝了。他死的时候已经七十岁，对他来说，离
开雅典去过流亡生活好像已经没有意义了。他不想逃避自己的命运，关
于他的死，柏拉图在《斐多篇》中为我们做了感人至深的描述：[7]

我们停下脚步，相互谈论着刚才说过的话并思虑再三。然
后，我们又愤愤不平地说起那件令人伤心的不幸的事情，我们
都觉得，仿佛我们将要成为失去父亲的孤儿，我们将要孤苦伶
仃地度过今后的人生。他洗浴之后，有人把他的孩子带到了他
的面前——他有两个小儿子和一个大儿子，和他有亲缘关系的
妇女也来了，他与他们说话时，克里同也在场，他把他想委托
他们做的事情交代完之后，他就让妇女和孩子们都离开了，但
是，他又朝我们走过来。那时已近黄昏时分，太阳快要落下去
了，因为他在里面已经待了很久。

他回来之后便坐下来，还没有说多少话，看守就来了，他
走到苏格拉底面前说：“苏格拉底，我不会像抱怨别人那样抱
怨你，当我通告他们，让他们遵照当局的命令喝下毒酒的时
候，他们会记恨我并诅咒我。可是，在这一段时间里，我看出
来了，你是我在这里面见到的最高贵、心地最善良和最优秀的
人，现在我也相信，你不会记恨我——因为，或许你知道这是
谁的错，而只会记恨他们。也许你也知道，我来要对你说什
么，那么，你就多保重，别太难过，因为事情已经无法改变
了。”然后，他哭了，转过身去走了。

苏格拉底望着他的背影说：“你也多保重，我们会按照你
的意思做。”他又对我们说：“多好的一个人哪！他一直待我很
好，有时还和我聊天，他真是最好的人。他多么真诚地为我而
痛苦啊！好吧！克里同，开始吧！让我们听从他的话，要是毒
汁已经榨出，那就把它拿过来吧！要是还没有榨出，那就让人
着手准备吧！，然后，克里同说：“不过，苏格拉底，我以
为，太阳好像还没有落山，而且我也听说，即使得到通告，其



他人也是在很晚以后才会喝下去的，而且还要吃饱喝好之后，
甚至还有人提出要求，让人给他带来美女做最后的享乐。你不
要那么过分着急，你还有时间。”苏格拉底说：“克里同，你说
的那些人当然会那么做，因为他们以为那样就能得到什么好
处，但是，我当然不会那样做。因为，我不认为稍微晚一点喝
我就能得到什么好处，如果我贪生怕死，那只会使我显得十分
可笑。好！就按我说的去做吧！不要再有什么别的想法了！”

然后，克里同就示意站在他身旁的那个男孩，男孩就走了
出去，过了一会儿，他又带了一个人进来，那个人就是给苏格
拉底来送毒汁的，他手里端着已装满毒汁的杯子。当苏格拉底
见到他进来时，就对他说：“那么好吧，最好的人，就请你告
诉我该怎么做吧！”那个人对苏格拉底说：“很简单，你喝下去
以后就来回走走，当你觉得两腿发软的时候，就躺下来，那时
药就已经起作用了。”然后，他就递给苏格拉底那个杯子，苏
格拉底接过杯子，一点也没有发抖，他神色坦然，面不改色，
和平时一样，他非常直率地望着那个人，问他：“能不能再多
赠给我一些这样的喝的？”那个人说：“苏格拉底，我们只准备
了这么多，我们觉得，这些就足够了。”苏格拉底说：“我懂
了。不过我想，向神祈祷总还是允许的吧，通向神界的路程肯
定是幸福的，我在这里祈祷，我想我会如愿以偿的。”

说完，他就扬起脖子一饮而尽，他镇定自若，情绪很好。
直到那一刻，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强忍着没有哭，但是，当我们
看到他已经喝下那毒汁以后，我们就再也忍不住了。我的泪如
泉涌，夺眶而出，我禁不住掩面失声痛哭起来。我不是为他而
哭，而是为我自己的命运而哭，为我失去这样一位高贵的朋友
而哭。克里同走到比我更远一点的地方，因为他也已经忍不住
声泪俱下了。阿泼罗多洛斯原先就一直在哭，这时他更加悲痛
地大声抽泣起来，这使得在场的人除了苏格拉底之外都更加伤
心欲绝。苏格拉底对我们说：“你们这些奇怪的人究竟怎么
了！正因为这个我才让女人们都离开了，我不想让他们身陷这
同样的错误，因为，我经常听人说，当有人正在死去的时候，
在场的人应该保持肃静。那么，你们也保持肃静吧，要坚强
些！”

听了这一席话之后，我们都自感羞愧，并强忍住内心的悲



痛不再哭出声来。苏格拉底在屋子里来回地走着，当他觉得两
腿发软的时候，他就平躺下来，因为那个看守就是这样对他说
的。然后，那个给他送来毒汁的看守又进来了，他不时地用手
摸着苏格拉底，检查着他的脚和腿。过了一会儿，他就用力按
着苏格拉底的脚，并问他是否还有感觉。苏格拉底回答
说：“没有。”然后，他又按着苏格拉底的膝盖并一直往上，并
指给我们看，苏格拉底的身体是如何变得越来越凉和越来越僵
硬的。之后，他又摸了一下苏格拉底并说，如果药性到了心
脏，那么一切就结束了。当苏格拉底的下半身已经完全变凉了
以后，他自己就掀开了盖在身上的床单，因为他躺下的时候就
盖上了。然后，他说，这也是他的临终遗言：“呵，克里同，
我们还欠阿斯克莱朴斯一只公鸡呢，别忘了替我清偿债
务。”克里同说：“这我会做的，可是，你想想看，还有什么要
说的。”当克里同问这话的时候，苏格拉底就再也没有回答
了，接着，他的身体抽搐了一下，看守又给他盖上了床单，这
时他的眼睛已经翻白。克里同见到此状，他就为苏格拉底合上
了双眼和嘴。我们的朋友就这样死去了，他被大家公认为是一
个久经考验的最高贵、最富有智慧和最正直的人。

2．苏格拉底的学说

事实证明，从流传下来的记载中——其中主要是柏拉图、色诺芬和
亚里士多德的记述，因为苏格拉底本人没有留下一点文字性的东西——
获得关于苏格拉底哲学思想的完整概貌是哲学史研究中最为艰巨的任务
之一。被认为是比较可靠的认识也都是采用间接的方式通过推论获得
的。[8]至少我们获得了关于所谓苏格拉底的方法的一个大致轮廓，我们
的陈述基本上也仅限于此。

“他自己总是喜欢与人谈论关于人的事情，他借此探讨何为虔诚，
何为渎神，何为美，何为耻辱，何为正义，何为非正义；什么是审慎、
癫狂、勇敢和胆怯；一个国家和政治家，一个政府和君主应该如何作
为，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他坚信，只要人们对此有足够的认识，每个
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善良和高贵的人。”[9]但是，苏格拉底采用的谈话和
教导方式是非常特别的。我们一般的情况是，学生提问，老师作答，在
苏格拉底那里，顺序则颠倒了过来，他是提问者。他把他的任务比喻成



助产士的艺术——这也是他母亲的职业，他说，他不可能自己生产智
慧，而只能帮助别人生产思想。他的方法与智者派的辩证法有许多相似
之处，他也并不鄙薄地拒绝智者派的诡辩技巧。与智者派的共同点还在
于，他们感兴趣的都是人，而不是自然。而且，他通常得出的结论，也
就是他的那句名言“自知自己无知”，与智者派的那种怀疑主义态度并没
有什么区别。

在德尔斐的神谕中，这位始终自称对一切都一无所知的人却被认为
是希腊人中最为智慧的人，他的出现是哲学史上的意义最为深远的革命
之一。他的健全的理性告诉他，那些什么也证明不了并且最后只会破毁
一切准则的诡辩游戏是毫无意义的。他感到，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声
音在召唤着他，这个声音会阻止他做出错误的事情，他称其为“神”。

他的思想中是有矛盾冲突的。一方面，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他
认为人的最重要的义务就是敬神，他不知如何解释人内心中那个总是挥
之不去的良知的声音。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如果人认识不到什么是善
和正义，那么他就不可能向善和做正义的事情；而当人认识到什么是正
义，他也就不可能不去做正义的事情。因为，每个人都会去做那些对自
己最有利的事情，而合乎道德的善是对每个人都有利的，所以，要想使
人向善，我们就只需教导人们何为真正的善。把道德和知识合二为一是
苏格拉底的思想创新。苏格拉底试图通过让人们认识到自己的无知，从
而唤醒人们的自我审查和反省。他借用写在希腊神殿上的那句话“gnothi
seauton”（认识你）号召人们：“认识你自己！”如果人们能够通过自我
审查和反省认识到他们当前的生活是缺乏道德的和盲目的，那么他们就
会去寻找并渴望道德理想。[10]

苏格拉底所关注的从来都是活生生站在他面前的人，而不是概念化
的抽象的人。我们必须认识到，苏格拉底是一个对人类满怀热爱和信任
的教育者，而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教师。他是一种巨大的摇撼力量，
是一阵再也无法平息下来的骚动不安。苏格拉底的人格力量对他周围的
人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一点可以通过柏拉图在《会饮篇》中借苏格
拉底的学生阿基比亚德斯之口说出的话得到证实：“我们大家都完全被
他的谈话吸引住了。……我甚至想对你们发誓，以保证我说的是真的，
这个人的言谈让我着迷，他的音容笑貌至今仍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当
我听他说话时，我的心跳得比跳激烈的舞蹈时还要快，我激动得热泪盈
眶；而且我也看到，在场的其他许多人也都和我一样。”[11]



如果我们再用柏拉图的话来形容苏格拉底的人物特征，那么就必须
说明一点，在柏拉图的对话中，讲话的那个苏格拉底是不是真正的苏格
拉底，对此人们一直争论不休。某些研究者认为，[12]我们几乎不可能
真正了解苏格拉底这个人，柏拉图著作中的那个苏格拉底可能只是柏拉
图自己思想的传声筒而已。

我们真正确切地了解苏格拉底的情况是如此之少，这使得我们不禁
要问：虽然这个人物品德如此高尚，并且为了自己的信念而甘愿牺牲生
命，虽然我们几乎不可能了解他的真实的哲学思想，但是，为什么一个
如此模糊的历史人物能够产生不可估量的历史影响呢？[13]应该指出的
是，正是由于苏格拉底的殉难与圣经中时常提及的耶稣以及早期基督教
殉教者的死亡有些相似之处，所以苏格拉底能够长久地活在人们的记忆
里。不过，我们真正想说明的是，苏格拉底之所以能够对后世产生影
响，更多的是因为他那种历经千年而经久不衰的独特的人格魅力，而并
不是因为他的思想，他的人格和他这个人一起被写进了人类的历史，自
那以后，便成为一种影响越来越深远的文化力量，这就是人们普遍倡导
的那种建基于自身内部的坚定独立的高尚的道德品质。这就是“苏格拉
底的神圣信条”，做一个内心自由的人，为了自己而向善。

三、柏拉图

1．柏拉图的生平

我年轻的时候也和其他人一样心里怀着一个志向：一旦我
长大成人，我就会立即投身政界。但是，后来的生活经历却改
变了我的这个决定。我们那时的社会状况被许多人所厌恶，所
以就发生了一次颠覆活动。有五十一个人领导了这次革命……
但是其中的三十人在整个政府中拥有无限的权力。他们中间有
几个是我的亲戚和熟人，这些人马上就开始设法拉我入伙……
当时我少不更事，所经历的事情也就不足为怪了。那时我想，
他们将要把国家从不公道的生活状况中拯救出来并能使之走上
正义之途，所以我就急切地注意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于是我就
看到，这些人不久之后就又重蹈覆辙了。别的不说，他们竟然
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和我的一个年老的朋友苏格拉底——我



会毫不犹豫地说，他是那个时代最正直的人——连同其他人一
起强行把一个市民处死，目的是……想让他（苏格拉底）与他
们同流合污。但是，他并没有服从他们的意愿，而是宁愿担风
险也不去参与他们的那种罪恶勾当。当我看到这些事情以及其
他一些诸如此类的但也并非鸡毛蒜皮的事情以后，我就感到厌
恶之极，于是我就决定从这种罪恶的统治之中退隐而出。不久
之后，那三十个政客以及他们的政权就被推翻了。于是，我对
政治的兴趣又慢慢地复萌了……可是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几个
有权势的人把我们的朋友苏格拉底送上了法庭，他们拿最恶毒
的（当然也是莫须有的）罪名指控他：他们把他推上法庭的理
由是，他亵渎神明。他们判处了他死刑……当我看到这一切，
看到那些当权者所施行的统治，看到当时的法律状况和社会风
气，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越来越看透了这喧嚣尘世，因
而也就更清楚地认识到，搞政治是多么不容易，因为若没有朋
友和可以信赖的同党就根本不可能成功……而且国家的立法腐
败和社会风气败坏也日益严重……虽然我始终都没有停止过思
考这些问题，希望能找到解决之道，使国家的状况有所改善，
并且总是期待着能够有施展抱负的机会，但是最终我认识到，
国家的现状整个说来是糟糕透顶，因为它的法律现状几乎已经
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除非能够有一个神奇的新机构来挽救
它。于是我经过再三思考终于得出一个结论：必须崇尚真正的
哲学，因为只有真正的哲学才能为社会和个人生活带来正义之
见；必须使哲学家成为政治家，或者使政治家奇迹般地成为哲
学家，要不然，人类的不幸就不可能终止。”

以上是柏拉图的一段自述，引自他的一封信札[14]（研究者认为这
封信札是真实的），从中我们可以获得一个有关他的生活的大概印象，
并且也可以了解到他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的一些动机。柏拉图出生于
公元前427年，他是雅典贵族的后裔。二十岁的时候，柏拉图遇上了苏
格拉底并成为他的弟子，柏拉图放弃了他在文学方面的志向，从而专心
研究哲学。他做苏格拉底的弟子长达八年，苏格拉底被判刑并被处死，
这件事对柏拉图的心灵震动很大（我们在上一节中曾经引述过他自己对
当时场面的描写），于是他就背井离乡，先是到了麦加拉城，后来他又
去周游各地，据说他还到了埃及并认识了那里的宗教和丰富的知识以及
他们的僧侣制度。或许他也到过东方，并且还认识了印度的智慧——他
的某些著作印证了这一点。但是不管怎么说，他曾经在希腊的殖民地下



意大利和西西里逗留了很长时间，在那里，他与毕达哥拉斯学派有过密
切的接触，这对他后来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一段时间，他曾经
在叙拉古的专制君主狄奥尼修斯的宫廷做客，他试图说服狄奥尼修斯接
受他的政治观念，但是未能如愿。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在自己故乡的
一个花园里创立了一所学校，据说这所被称为“柏拉图学园”的学校在柏
拉图死后仍然存在达一百年之久。在这里，柏拉图为来自四面八方的学
生授课，他不要任何报酬。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曾经两次离开
雅典前往叙拉古，但都是无功而返，除此之外他一直待在他的学园里授
课，他活到八十岁的高龄，临死之前还在忙于工作。

2．柏拉图的著作

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只是通过对话和讲演的形式对他周围的人产
生影响，因而他自己并没有给后人留下片言只字，但是柏拉图却给我们
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可以确定的是，这些著作的大部分都出自柏拉图本
人之手，其中也包括几封书信，同样可以确定的是，对柏拉图来说，口
头传授也比书面表达更为重要。他对于从事写作的人没有说过表示尊敬
的话，这种态度在许多如柏拉图这样的杰出著作家身上也并不少见。他
直截了当地说，他从来都不相信能够用书面文字来表达他的思想内涵，
文字的东西可能会遭受猜忌或不被理解[15]。对此，他说：“我没有著
作，而且以后也不会有，因为这不像别的事情，如果学会了就可以说出
来，而它是突然之间产生的，就像被一个跳跃着的火花点燃了，这是心
灵的闪光，从此以后它就会自我保存。”[16]但对于我们后人来说，他的
著作还是我们了解他的哲学思想的唯一源泉，而且这些几乎是违背他自
己的意愿而写出的著作也仍然是那么超群出众。这些著作的写作时间前
后持续达五十年之久，在个别问题的处理上，柏拉图的观点并没有发生
很大的变化，但是在大部分问题上他的观点经常发生明显的改变。

柏拉图的著作几乎都是以对话的形式写成的，他在苏格拉底死后不
久写下的著作基本上都是这种形式，而且这种形式在他后期的几乎所有
著作中也占据重要的地位。在其中我们也很难区分得出，哪些话是苏格
拉底本人曾经说的，哪些话是柏拉图假借苏格拉底之口来表达自己的观
点。

以柏拉图的名义流传下来的对话有34篇，其中一部分被认为是伪
作。我们把柏拉图的最重要的对话列述如下：



1．《申辩篇》（Apologie）——记述苏格拉底在针对自己的法庭
上的所作的辩护演说。

2．《克力同篇》（Kriton）——关于对法律的尊重。

3．《普罗塔哥拉篇》（Protagoras）——讨论诡辩术，论德性及
其一致性和可教性。

以上三篇被列为柏拉图的早期著作。[17]

4．《高尔吉亚篇》（Gorgias）——其中讨论的中心问题还是德
性，以及德行的可教性问题。智者派的自私的道德被证明是不充分的，
修辞术也不能完全作为教育手段。道德的善是绝对的东西并可以用形而
上学加以证明。政治、音乐以及诗艺都从属于道德的善。最后他还对灵
魂在彼岸世界里的命运做了展望。

5．《美诺篇》（Menon）——论认识的本质是“回忆”，论数学的
意义。

6．《克拉底洛篇》（Kratylos）——论语言。

以上三篇对话被列为柏拉图过渡时期的著作。显然，它们是柏拉图
从意大利归来后写成的，因为它们明显地受到了毕达哥拉斯思想的影
响。这时柏拉图还没有达到他思想的顶峰。

7．《会饮篇》（Symposion）——追求美和善的动力就是厄洛斯
（爱欲）。这里也有对苏格拉底的赞美，认为苏格拉底是完美的化身。

8．《斐多篇》（Phaidon）——论不朽。论灵魂的永恒和超验性。
柏拉图理念论的形成。

9．《国家篇》（Politeia）——论国家。这是柏拉图内容最丰富的
著作。柏拉图成年以后花费了许多年才写成这本著作。从个人到社会，
它几乎涵盖了柏拉图哲学的所有领域。

10．《斐德罗篇》（Phaidros）——这篇对话对于理解柏拉图的理
念论和他的“灵魂划分”的思想尤为重要。



11．《泰阿泰德篇》（Theaitetos）——关于知识的本质所做的认
识论解释。

上述的第7至第11篇对话被认为是柏拉图成熟时期的著作。

12．《蒂迈欧篇》（Timaios）——柏拉图的自然哲学。内容涉及
一切自然现象的形成，从宇宙天体到地球生物。

13．《克里蒂亚篇》（Kritias）——这一篇没有完成。其中记载了
传说中比柏拉图生活的时代还早约一万年的岛国阿特兰蒂斯的衰落，至
今人们对此仍然有许多猜测并一直在寻找它的遗迹。

14．《政治家篇》（Politikos）——包含老年柏拉图的政治观点并
与下一篇相衔接。

15．《法律篇》（Leges）——这是柏拉图晚期的最后一部伟大著
作，它在柏拉图活着的时候并没有完成，而是由柏拉图的一个学生在他
死后整理出版的。这一篇对话仍然讨论政治问题，它表明，柏拉图思想
的真正目的自始至终就在于要建立一个合乎道德的国家并对其国民进行
相应的教育。“法律”是柏拉图晚期哲学讨论的主要问题。

自从柏拉图之后，希腊人、罗马人以及后来的其他欧洲人都常常用
对话的形式表达哲学思想。柏拉图式的对话当然也不是不假思索、任意
而为的，由诡辩学派所倡导并在苏格拉底那里日臻完善的对话艺术不可
能不对柏拉图产生影响。与系统地表述思想相比，对话形式具有它自己
的优点，它更加形象和生动。在对话中，不同的人物可以各执己见，他
们既可以表示赞同，也可以表示反对，并且也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去考察
同一个问题。此外，对话形式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作者本人在对话结束
时不必总是调解不同意见之间的分歧，并且他也不需要表明自己的最终
立场。这既可以表示作者的犹豫不决和模棱两可的态度，也可以表示作
者清楚地知道并且深信，人的思想永远都不可能达到完全的统一，意见
分歧和思想对立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柏拉图就属于后一种情况。
柏拉图对话的特点就是语言极其优美，参与对话的人物性格突出且观点
鲜明，它们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不朽之作。

3．方法论的注解



我们可以采用系统的形式阐述柏拉图的哲学，可以一个接一个地分
别讨论柏拉图的各个哲学议题并陈述与其相关的思想。可是，人们对这
种方法可能会提出异议，因为柏拉图自己从来就没有创立一个前后一贯
的“体系”，而且从柏拉图现有的著作中我们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地推断出
一种体系来；与早期的杰出希腊思想家不同，柏拉图写作时使用的是自
己的哲学概念语言，或者说，他自己新造了一些概念。而且他的著作中
的术语也并不前后一致，几乎每一部著作在思想上都有所创新。[18]一
种“体系化的”陈述必然会借助于虚构，因而也就存在这样一种危险，即
把柏拉图的思想硬塞进一个既不属于他也与他的思想不相符的框子里。
这个框子是叙述者按照自己的观点选取的，许多哲学家就这样试图按照
自己的意图解释过去的一切，用以作为他们自己的思想体系的前期准
备，在极端的情况下，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过去的哲学文献好像已经
成了他们本人著作的一种注脚。由于这个原因，对柏拉图的研究需要一
种追本溯源的叙述方式，这就是说，在叙述他的思想时，我们要追寻他
思想发展的脉络，这就要求相当的细致入微。柏拉图的思想在发展过程
中有时会出现前后衔接不上的情况，这就需要我们把他中断了的思绪重
新连接起来，而不能跳过去忽略不计。

每一种哲学史的叙述基本上都会遇到这样的方法上的困难，我们之
所以指出这一点，是因为我们接下来将要讨论柏拉图著作中内容丰富和
错综复杂的哲学思想。每个思想家都是“带有矛盾的人”，几乎没有一个
思想家的著作能够始终保持前后一致。对于我们这篇导论来说，我们也
不可能前后一致地遵循这两种方法中的一种，我们将遵循以下原则，也
就是按照从形而上学（理念论）到伦理学再到政治学的顺序来讨论柏拉
图的思想体系。

此外，细心的读者也可能会在对话中发现一些容易引起争议的结论
和推论。在这种情况下，柏拉图是不是想（如苏格拉底那样）为其争论
的对手设置一个陷阱——或者他的论证中存在的缺陷是不是在无意中产
生的，关于这些问题人们写过大量的研究文章。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某些哲学史家[19]认为柏拉图写作对话只是为
了“消遣”，这些对话是指导人们从事哲学研究的入门性的著作，而柏拉
图思想的核心部分都是由他口头传授的。柏拉图自己曾经发表的一些意
见倒是能够佐证这种论点。

4．历史的出发点



柏拉图的思想首先是在他那个时代的思想的激发下产生的，在其他
思想家那里情况也是如此。同样，面对他那个时代的思想，柏拉图的态
度是矛盾的，在这一点上，柏拉图与其他思想家也是一样的。他接受了
一些时代的思想并对其加以发展，而对于另一些思想他是持反对态度的
并努力克服之。就此而言，柏拉图思想的出发点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
极的一面。柏拉图极力反对和克服的就是诡辩术。在他的对话中，他总
是让智者们再三出场，他先让他们坦率地阐明自己的立场，然后他再对
其加以反驳。在他看来，普罗塔哥拉的那句话——人是万物的尺度，不
存在普遍的标准——是一个基本错误。他说，这样一种学说必然会摧毁
知识以及道德的基础。智者们的修辞术是一种说服他人的艺术，但是把
它作为一种哲学的方法则不适合。

就像赫拉克利特所认为的那样，每一个事物都需要一个对立面，因
此，每个哲学家也需要一个思想对手。柏拉图努力想使自己脱离智者派
的影响，但是，他却没有认识到，他自己也是站在智者派思想家们的肩
上的。即使在最伟大的哲学家那里，我们也不可以期待他能够以完全公
正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对手。除了柏拉图从智者派那里继承下来并加以发
展的辩证法之外，柏拉图与智者派主要有两点共同之处。首先，柏拉图
也对流行的知识产生怀疑，他表示，人的感官知觉不可能感知事物的本
来面目，而只能感知始终在变化着的事物的现象。如果我们通过将大量
的感官知觉合并到一起并从而形成一种普遍的观念，这样其接近真实的
可能性会大一些，但是，它仍然更多的是以一种说服（通过感官）为基
础的，而并非以他们的清晰的意识为基础。其次，和智者派思想家们一
样，柏拉图也怀疑流行的道德观念，而且他也对故步自封的元老制以及
政治家们的所谓丰功伟绩持怀疑态度。如同流行的观念所缺乏的，它们
也都缺乏一种能够赋予一个行为某种价值的能力，即能够清楚地意识到
为什么这个事情是好的和正确的。

至此为止，柏拉图与智者派还是意见一致的。但是，当涉及到理智
和道德问题时，他们之间就产生了明显的意见分歧。智者派思想家们
说，对于思想和行为来说并不存在普遍的有约束力的标准。在柏拉图看
来，哲学的任务恰恰就在于此，也就是说，它要表明这样的标准是存在
的，而且它还要告诉人们该如何获得这种标准量器。其他的一切都只是
一种准备（是入门性的基础知识）。在这里，柏拉图发展了苏格拉底的
思想，而且这也是他的哲学出发点的积极的一面。但是，柏拉图远远地
超过了他的老师，苏格拉底曾说“我自知自己一无所知”，对此柏拉图的
意见是，在永恒的理念之中存在着我们的思想和行为的标准，我们能够



通过思想和预感来把握这种标准。

柏拉图的思想不仅与智者派的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它还与
早期的思想家如德谟克利特的思想产生分歧。与德谟克利特不同，柏拉
图认为，世界是一种宇宙理性的标志和产物，这样，他的世界观就与早
期希腊诗人和哲学家带有悲观色彩的世界观形成了对照。在柏拉图那
里，那个灰暗的宇宙背景被迫隐退了，因此，他的哲学就成了一种“光
明的形而上学”。

5．理念论

从事哲学思考的原动力和方法

只有那些具备哲学思考的原动力的人才能够获得对理念的认识，柏
拉图称这种原动力为“厄洛斯”（爱欲）。这个词原来在希腊语中代表情
爱（或性欲）——爱神也被称为厄洛斯，柏拉图为这个词赋予了一种更
高的超凡脱俗的意义。厄洛斯就是追求，是从感性上升到理性，是尘世
的人对永生的渴望，同时也是意欲唤醒他人心中的这种冲动的期盼。一
个美丽的身体所能带来的愉悦是Eros的最低层次，一切与美相关的活动
都接近于这种冲动，尤其是被视为哲学的前奏的音乐，此外还有数学，
因为数学教导人们撇开感性的东西而专注于纯粹的形式。[20]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柏拉图式的爱”这个概念，指的是
男女之间的纯粹精神的爱或纯粹的“友谊”，在这里，肉体的欲望已经被
消除了，但这是对柏拉图的一种误解。柏拉图只是说过这样的话：“那
些爱肉体更甚于爱灵魂的庸俗的情侣是不好的。”柏拉图根本就没有提
到过要消除肉体的欲望。此外，柏拉图说这句话时指的也根本不是男女
之间的爱，[21]而是指的同性之间的爱，同性爱在当时也是很普通的事
情，所以柏拉图提及此事也并不感觉难堪。

美的直观是一种准备，但是认识理念的真正工具则是抽象思维，柏
拉图称之为辩证思维。为了达到目的，正确的方法就是必须使厄洛斯成
为原动力。修辞法可以作为说服别人的工具，而辩证法则是一种艺术，
它可以帮助人们在共同的探索中，在对话中，不断地接近普遍有效的真
理。一方面，辩证的思想会从特殊上升到一般，从相对上升到绝对，另
一方面，辩证的思想还会通过所有中间环节从一般下降为特殊和个别。



理念与现象

你想象一下，有人在一个洞穴式的地下居所里，它的入口
是朝上开着的，亮光可以从上面照进来。这些人从孩童时就被
捆缚在这里面，他们只能待在原地，连头都不能转动。但是他
们有光，这光是从他们上面和他们后面的远处燃烧着的火那里
发出来的。在火光和这些被囚禁的人之间有一条从上面延伸下
来的路，沿着这条路有一堵墙。有些人手里拿着各种器皿举过
墙头并沿墙走过，很自然，有人在走过时会说话，而另一些人
则沉默无语。

他说，你在述说一个奇特的景象和一些奇特的囚徒。

我说，不，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人。你想想看，除了火光
映照在他们对面墙上的影子之外，他们还能看到自己的和自己
同伴的什么呢？那么，那些被人举着过去的东西呢？情况不也
是那样吗？如果他们能够相互交谈，你不认为，他们会确信，
他们看见并谈论着的那个东西就是真正被人拿过去的那个东西
吧？又比如，如果一个过路人说话，声音在他们的地牢的岩壁
上发出回音，你不认为，他们会确信，那是对面岩壁上的影子
发出的声音吗？——那么，请你设想一下，如果其中的一个人
被解除了桎梏，并且他不得不突然站起来，转动脖子环视四
周，开始走动，向有光亮的地方张望，这一切会让他感到痛苦
的，他会由于目眩而看不见原先他只见到过其影子的实物。假
如有人确切地告诉他，他过去所看见的一切纯粹都是虚幻的东
西，而现在他接近了事物本身，他就站在具有高度实在性的事
物面前，因而见到的东西也更真实了，你认为他听了这番话会
说什么呢？如果有人甚至逼迫他去看那亮光本身，难道那光就
不会刺痛他的眼睛吗？他会不会想逃跑，逃回他以前习惯见到
的东西那里去，并且坚信，他过去看见的影子比刚才人们指给
他看的实物更加真实呢？

以上就是柏拉图在《国家篇》里讨论人的生活和人的认识时所做的
著名的“洞穴比喻”，引文略有删节。[22]我们的日常存在就类似于那个地
牢，我们周围的环境就类似于那些岩壁上影子。我们的灵魂上升到理念



的世界就类似于那个囚徒突然站立起来环顾四周。那么，理念又是什么
呢？“我们设想一种理念，在其中我们用同一个名字称呼一系列个别事
物。”[23]理念（希腊语eidos或idea，原来意指事物的形象）就是存在物
的形状、类型和普遍性。但是理念不是一般的纯粹概念——这种概念是
通过撇开事物的特殊性并从中归纳出其共同特征而获得的，它具有绝对
的现实性，甚至可以说，它是唯一真实的（形而上的）现实。个别事物
会消亡，但是，理念会作为事物的永恒的原始形象而永驻。

究竟应不应该为一般的理念赋予比个别事物更高的现实性，或者与
之相反，仅仅认为个别事物是真实的，而认为一般的理念只存在于我们
的头脑中，这是一个基本的哲学问题。在叙述中世纪哲学时，我们还将
讨论这个问题。对柏拉图来说，理念无论如何就是真正的现实。晚年的
柏拉图喜欢将理念与毕达哥拉斯的数的概念联系到一起。

与苏格拉底不同，柏拉图将可见的自然也纳入他的思想体系之中。
由于唯一真实的理念能被纯粹的思想所认识，所以，对柏拉图来说，研
究物质存在只具有次等的意义。以研究物质存在为目的的自然科学永远
都不可能达到确定性，而只能达到或然性。在这样一种观念的指导下，
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也写了一篇关于自然科学的文章。

对我们来说，与理念论紧密相关的首要问题就是：影像世界（即可
见的自然）究竟是如何实现其存在的呢？显而易见，由于美的直观也可
以通达理念，所以自然物就是理念的映像与显现。那么，存在于一个更
高的、“彼岸的”精神世界中的理念又是如何显现为感觉世界里的具体物
质呢？虽然这种显现并不完全并有所减弱。在理念之外必定还存在另一
种东西，或者说还存在一种反映理念的物质。柏拉图在《蒂迈欧篇》里
称这另一种东西为（虚）空——他肯定是依循了德谟克利特的观点，或
许称之为直观的形式会更确切一些，不仅应该包括同时存在的，而且也
应该包括先后存在的。[24]柏拉图将这第二个原则称为普通意义上的“物
质”（后来的亚里士多德也是如此），这也是可想而知的事情。[25]

关于柏拉图的自然理论我们在这里就不深入探究了，但是，这里明
显存在一个的漏洞：因为，即使存在这两个原则，我们仍然不清楚，是
什么力量促使本来沉睡着的理念现身为物质。因为柏拉图哲学不能弥补
这两种原则之间的漏洞，因此可以说，他的哲学是二元论的。

为了弥补这个漏洞，另外还需要起中介作用的第三个原则，它介于



两者之间，或者说高于两者之上。晚年的柏拉图越来越倾向于接受一种
神的或世界精神的观念，但是，他并没有用具体的形式，而是用神话的
形式阐释他的这种思想——因为柏拉图本来就特别喜欢用神话的形式阐
发严密的思想。

6．人类学与伦理学

在柏拉图看来，人的灵魂可划分为思想、意志（情感）和欲望三部
分。思想存于人的头部，情感存于人的胸部，欲望存于人的下身。但
是，思想或曰理性是其中唯一不朽的部分，它在进入人的身体时就与其
他部分结合在一起了。[26]

不朽的灵魂既无始也无终，其本质与世界灵魂很相似。我们所有的
知识都是对过去事物的回忆，是对灵魂的体现。“既然心灵是不死的，
并且已经投生了好多次，既然它已经看到了阳间和阴间的一切东西，因
此它获得了所有一切事物的知识。因此，人的灵魂能够把它以前所得到
的关于美德及其他事物的知识回忆起来是不足为奇的。因为既然一切东
西都是血脉相通的，而灵魂也已经学会了一切，因此就没有理由说我们
不能够通过对于一件事情的记忆——这个记忆我们称为学习——来发现
一切其他的事物，只要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并且能够不知疲倦地探求。因
为一切探求、一切学习都只不过是回忆罢了。”[27][28]

这些句子容易让人产生猜测，人们会想，柏拉图可能对古代印度哲
学有所了解。

在理念的王国中，至善的观念占据最高的地位，它在一定程度上是
理念的理念。至善的最高目的就是将自己置于一切之上，这也是世界的
最终目的。“我想，你可能会说，太阳不仅赋予可见的东西一种能力，
就是让它被看见，而且还赋予可见的东西以生成、成长和获得营养的能
力，虽然太阳本身不是生成……同样，你会说，能够被认识的东西不仅
从善那里获得其可认识性，而且还从善那里获得它的实在与本质，因为
善本身并不是实在，而是在地位和力量方面高于实在的东西。”[29]

柏拉图的伦理学从至善的观念中得出结论，不死的灵魂是人身上的
那种能够使人参与到理念世界中去的东西。人的目的就是通过使自己上
升到超感觉的世界从而达到至善。肉体和感性是阻碍人们达到至善的桎



梏，用柏拉图的话说就是“soma，sema”（肉体是灵魂的坟墓）。

德行是灵魂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灵魂接近于这个目标。因为可见
的东西是不可见的东西的影像，所以，尤其是在艺术中，我们可以借助
于可见的东西去把握理念。

就像在苏格拉底那里一样，只有当德行建立在可被认识的基础之
上，德行才能真正成其为德行。因此，德行也是可教的。柏拉图发展了
苏格拉底的德行理论，他将一般的德行概念分解为四种主要德行，它们
是智慧、勇敢、审慎和正义感。其中前面的三个与灵魂的组成部分相符
合：智慧是理智的德性，勇敢是意志的德性。第三个德行，虽然（在德
语中）被称为审慎，但是并没有完全表达出柏拉图的原意，希腊语中的
Sophrosyne意思是平衡（或内心的平静），也就是说，在享乐与禁欲以
及严厉与顺从之间能够保持中庸，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的时候也应表现
出高贵的尊严，既不要愚蠢地表现出过分亲密，也不要态度冷淡拒人于
千里之外。[30]最后，正义感包括其他所有的德行，它存在于灵魂的三
个组成部分及其德行的恰当的关系中。

7．国家

我们前面引述的柏拉图信札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柏拉图是一个未能
如愿以偿的政治家，政治问题以及国家的正确体制问题都是他终生为之
殚精竭虑的问题。Polis，这个柏拉图的国家思想中的中心概念就是我们
今天的Politik（政治）这个词的雏形。正确的行为、德性、合乎道德、
正义感等，这些柏拉图首先用于个人身上的概念现在又“被放大了尺
寸”用在国家的身上。只有在国家中，这些概念才能被真正理解，也只
有在国家中，这些概念才能完全实现其意义。可以想象的合乎道德的生
活的最高形式就是那种在一个完善的国家里的合乎道德的社会生活。

柏拉图的国家学说中既有消极的批判性成分，也有积极的建设性成
分。前者与柏拉图丰富的人生经历不无关系，在其中，他考察了现存的
国家体制。在后者中，柏拉图描绘出一幅理想国的画卷。关于两者我们
都截取其代表性的特征做简要陈述。

对现存国家体制的批判



就像有许多种类型的人一样，也有许多种类型的国家体制，因为国
家是由不同个性的人组成的，这些人当然会对国家的形式产生影响，所
以国家体制是由人的个性特征所决定的。柏拉图考察了不同的国家形式
以及国家中的人的类型。

寡头政治是这样一种制度，“它建立在对财产的过分尊重之上，有
钱人拥有政治权力，穷人则被排斥在执掌政权之外”[31]。寡头政治有三
大缺点：第一个缺点，“如果人们根据财产的多少来任用船长，那么，
即使一个穷人更懂得航海技术，他也不会受到重用！这样，他们的航行
就会遭遇危险……涉及任何一种领导事务不都是同样的道理吗？……在
国家事务中也是这样吗？……在国家事务中就更是如此了，因为政治事
务是最困难最重要的事务”；第二个缺点，“这样的国家必定不是一个而
是两个，一个是富人的，另一个是穷人的，尽管他们在同一个国家里生
活，但是他们双方却总是相互威胁着对方”；第三个缺点，“每个人都有
机会挥霍掉他的全部财产……然后他仍然留在这个国家里……作为一个
穷光蛋……你在一个国家里遇见乞丐的地方，那里也会藏着小偷、扒
手、强盗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职业惯犯”。

必定会出现一种类型的人，他们能够适应在这样的国家体制中生
存。因为“凡是受到尊重的东西，大家就都会去效仿，不受尊重的东
西，大家就弃之如敝屣”。人们不去追求智慧和正义，而是去追名逐
利，聚敛钱财。这样就会产生一些贪得无厌、游手好闲的人，这种人与
恬淡寡欲、合乎道德的人格理想相去甚远。

在这种以寡头政治为主的国家里，阶级之间的斗争就可能导致民主
制的产生。“我想，如果穷人获得胜利，他们把那些与自己敌对的人或
处死或流放到异国他乡，其余的国家公民都有权参政议政并担当政
务……民主制就是这样产生的。”民主的口号就是自由。“首先，人们是
自由的，整个城邦都在享受着行动自由和无限制的言论自由，这里的每
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且，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即使你精于权
术，你也不必被迫去执掌政权；如果你不喜欢服从命令，你也可以不服
从；当别人去参战时，你可以不上战场；如果你不喜欢和平，当别人要
和平时你也可以不要……就目前来说，难道这不是天赐的绝佳乐事
吗？……诸如此类的……就是民主制的特征，它因而是一种令人心满意
足的制度，这是一种斑驳陆离的无政府状态，不管平等与否，所有人都
享有同样平等的权利”。

那些对这种制度感到心满意足的人会变成什么样呢？难道无节制的



纵欲和普遍的人心涣散不会因此而充斥整个社会吗？如果人人平等自
由，又该如何教育年轻人呢？“在这种情况下，老师在学生面前会战战
兢兢，会去讨好学生，而学生却不把老师放在眼里……况且，年轻人会
夸夸其谈，他们与前辈们平起平坐，分庭抗礼；而那些前辈们却尽力表
现出平易近人和谈笑风生的样子，目的是不让年轻人觉得他们会因此而
不高兴，或者认为他们是盛气凌人、难以亲近的长者”，“年轻人称羞耻
感是一种愚蠢之举，他们把羞耻感抛诸脑后；他们把审慎的品德说成是
没有男子汉气概……生活节制和勤俭持家的美德在他们眼里就是土里土
气和寒酸”。

民主制后面接着就是僭主政治。“因为僭主政治是对民主制的一种
反动，这是显而易见的！”这又是如何发生的呢？“寡头政治所推崇的至
善就是拥有巨大的财富，它也因此而得以实现。正是由于对财富贪得无
厌，并且为了聚敛财富而忽视了所有其他事物，寡头政治从而就走向衰
落……而民主制之所以走向衰落，不也是因为它对自由的贪得无厌
吗？”“事实上，物极必反，一年四季是这样，植物是这样，身体的营养
是这样，更何况国家呢……如事实所显示的那样，对于每个公民和国家
来说，当自由达到极端的程度时，其结果就只能是极端的奴役”，“人民
通常都是推举一个人作为他们的领袖，他们爱戴他并使他成为至高无上
的君主”。其代价就是权力过于集中于一人之手，而且过分膨胀的权力
欲也会使得这个君主忘乎所以，他渴望权力就如同嗜血成性的猛
兽。“难道不是这样吗？一个被恭顺的民众所拥护的人民领袖，面对臣
民的流血牺牲他不仅表现得无动于衷，而且他还不公正地陷害他们，把
他们推上法庭，草菅人命……他们或被放逐，或被宣判死刑；他取消他
们遗留下的债务并将他们的田产重新分割，然后，必然的结果就是，要
么他被自己的敌人杀死，要么他就成为一个如豺狼一般凶狠的暴君。”

两千多年以前，希特勒统治的历史就已经被柏拉图写就了！

理想国

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欲望、意志和理性，只有当三者处于一种合理
的关系中，公道才能得以实现。同样，一个国家也面临着三个与生俱来
的任务：保障人民的基本营养，保护国家不受外敌侵犯，理性的领导。
与此相适应，也存在三个自然的社会阶层：劳动者、战士（柏拉图称之
为“守护者”）以及统治者，在这里也一样，只有当三者的关系和谐一
致，国家也才能实现公道。就如同在个人那里一样，国家也必须由理性



来统治，这种理性是由统治者来体现的。怎样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呢？柏
拉图的回答是：通过选择。

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它必须为每个儿童提供同样的受教育机会，
不管他是什么出身。体育和音乐是儿童期最基本的教育内容。体育运动
可以锻炼人的体魄，能够赋予人以勇气和坚强的意志。音乐可以塑造人
的灵魂，能够使人性情温和宽厚。两者相结合就会塑造出和谐均衡的个
性来。随后就是要学习算术、数学以及初级的辩证法，也就是要学习正
确的思维，此外，他还要经受疲劳与匮乏之苦，间或接受一些诱惑的考
验，目的是锻炼和巩固他的坚强品格。到了二十岁时，他们要经过最高
当局的严格选拔，留下来的人还要继续接受十年的教育，然后再进行一
次筛选。然后，被选中的人再接受为期五年的哲学方面的智力教育。经
历过所有这些考验的人到了三十五岁时还缺少一种东西，它对于他们将
来执掌政权至关重要：这就是在实际生活中和生存斗争中的经验。在这
方面他们还要接受十五年的锻炼，与过去所经历的思维训练不同，这时
他们要经受冷酷的现实的考验。然后，他们到了五十岁，这时他们经过
生活的洗礼而变得沉着冷静和意志坚定了，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他们经
过精心全面的培养而成为非常成熟的人，所以他们这时就可以进入领导
阶层去担当要职了，而且这也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不用再经过选拔，因
为他们已经被确定为是最优秀的了。他们将成为柏拉图梦寐以求的“哲
学王”或君王式哲学家，集权力与智慧于一身，这是多么美妙的理想啊!

可想而知，基于他的出身以及他与苏格拉底的关系，柏拉图自然会
倾向于一种贵族国家的理想。他的国家理想是一种字面意义上的贵族统
治：一种最优秀者的统治。但是这也是一种完全民主的统治制度，因为
不存在世袭的优先权，大家都有均等的机会上升到最高地位。如果民主
的特征就是大家机会均等，所有人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那么这种民主
并不会顺理成章地得以实现。

设若这样一个国家能够冲破种种艰难险阻终于得以成功建立，那么
这个国家在其内部也会面临众多的危机。通过上述方式选拔出来的统治
者肯定都是一些强者而非弱者，他们身上也会存在一般人性中都存在的
本能欲望，其欲望的强度至少也不会低于其他人的平均水平。他们在国
家之内拥有无限的权力，虽然已经接受过各种考验和教育，但是他们也
无法抵制各种人生的诱惑，因此，在他们眼里，自己的利益比大众的利
益更为重要。其欲望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金钱和财产，女人和家庭
——因为“食与色”乃人之本性。



必须从两方面抵制这种诱惑。针对武士和（未来的）统治者——因
为统治者也是从武士中招募来的，所以他们都被柏拉图称为“护卫
者”——柏拉图提出如下准则：“首先，倘使能够避免，他们就不应该占
据私有财产；他们的房屋也不能带有门锁或门闩，这样，当有人想进入
他的房子时就不会觉得受到阻拦。他们只能得到作为一个武士所必需的
物品，国民为他们提供的生活必需品刚好够他们一年四季的所需，而不
会为下一年剩下结余。他们就像兵营里的士兵一样一同进餐，一同居
住。我们将会对他们说，他们会从上帝那里得到足够的金银，因此他们
就不再需要尘世的金子。他们不应该拿尘世的金子去玷污上帝给他们的
恩赐……他们不允许接触金银或与这种合金有什么瓜葛，他们居住的房
屋上也不应该有这种合金制作的东西，他们的衣服上也不能佩戴这种东
西，而且他们也不能用这种东西制成的器皿喝酒。这不仅对他们自己有
好处，而且对国家也有益……但是，假如他们在某个时候拥有了自己的
房屋、土地和金钱，那么他们就变成了房主和地主，而不再是国家的护
卫者，就变成了粗暴的发号施令者，而不再是其他公民的同盟者；他们
就会憎恨他人并虎视眈眈地窥视他人，同样，他们自己也变成了被别人
憎恨和窥视的对象，他们的生活也处于恐惧之中，比外敌当前时还要恐
惧。他们自己的人生面临灾难之时，国家的覆亡也就为期不远了。”[32]

在护卫者那里的共同性也扩展到妇女身上。护卫者将没有自己的妻
子，“妇女是男人所共有的，一个妇女不会固定地与一个男人发生性行
为，他们的孩子也是共有的，因此，父亲不会认识自己的孩子，孩子也
不会认识自己的父亲”[33]。一般来讲，男人选择女人应该遵循如下原
则：“最优秀的男人应该与最优秀的女人尽可能多地性交，最劣等的男
人与最劣等的女人应该尽可能少地性交。如果想保持种群的优秀，那么
最优秀者的下一代就应该抚养成人，而最劣等者的下一代则不予抚
养”，“结婚人数的多少由统治者们自由决定，这要考虑到战争和疾病以
及其他因素，应尽可能地使男性的数量保持不变”[34]。

广大的从业者允许拥有私人财产和建立个人的家庭，在这方面政府
不应插手干涉。

我们注意到，在老年柏拉图的思想中，其早期国家理论中的某些观
念的片面性已经有所减弱，他的整个观念与现实生活已经非常贴近。他
提出的国家体制实际上是各种不同体制的混合体。



8．评价与批判

柏拉图在希腊思想史上的地位

柏拉图的著作是希腊哲学的顶峰，其涉及的范围如此之广，我们在
这里几乎难以尽数。过去的一切思想都在他这里汇聚到了一起，他不仅
吸收了苏格拉底以及智者学派的某些思想成分，还承袭了较早时期的希
腊自然哲学，起初他倾向于埃利亚学派的观点，认为世界的本原是不变
的，后来他又认为世界是变化多样的，因而他又接近了赫拉克利特的观
点，即认为一切皆流，万物皆变。[35]

然而最为主要的是，柏拉图首次将迄今为止的希腊理性哲学与神秘
教派，和毕达哥拉斯派那里就已经出现的对灵魂转世、净化以及解脱的
信仰结合在了一起。像柏拉图那样认真严肃地对待永恒性问题的人并不
多见。在他的伦理考察中，他始终坚持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假如人占有
了整个世界，而他的灵魂却遭到损害，这对于人来说有何益处呢？[36]

因此，必然就会产生贬低感性生活的思想，如我们在印度奥义书中所看
到的那样。这种来自东方的人生观被认为是“滴入希腊血液里的陌生血
滴”。在这方面，弗里德里希·尼采对柏拉图展开了攻击，他称柏拉图
是“败坏道德的、前基督教的骗人高手”，“这个雅典人在埃及人那里学
到了一些东西，为此我们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37]。

事实上，柏拉图的著作一方面是对迄今为止的希腊哲学的总结，另
一方面也是对它的发展，或者说他打破了迄今为止的希腊传统。因此，
柏拉图的思想必然就会与古希腊文化中的几个基本因素发生冲突：他不
仅不承认那些雅典的大政治家是能够使人民过上合乎道德的生活的真正
的教育者，而且还指责古希腊历史上的伟大艺术和文学成就，对他来
说，这些感觉敏锐的艺术家和美的爱好者也是应该得到赞赏的，可是，
当他在道德上必须做出二者择一的选择时，他也不得不忍痛割爱
了。[38]

柏拉图与后世

柏拉图哲学对后世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它在新柏拉图主义那里经
历了第一次复兴，而新柏拉图主义在古典后期的几个世纪中是占主导地
位的思想体系。柏拉图哲学还成为上升时期的基督教神学以及中世纪哲



学的坚强同盟者，在近代初期，它又真正经历了一次复兴。在当代，哲
学的兴趣重又转向了柏拉图哲学。柏拉图的伟大之处还在于他在心理学
方面的深刻见解——他已经预先认识到了某些现代精神分析的思想——
和他的包罗万象的思想以及他那令人肃然起敬的人格。“柏拉图永远都
是所有时代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奠基者，是生活中的精神先锋，是人类行
为的道德标准的宣告者，因此也是人类的最伟大的教育者。”[39]

柏拉图逝世后不久，他就在人们的心目中树立起了一个在和谐的精
神力量中追求道德完善的开明智者的形象。亚里士多德这样赞颂
他：“对于这样一个奇特的人，坏人连赞扬他的权利都没有，他们的嘴
里道不出他的名字。正是他，第一次用语言和行动证明，有德性的就是
幸福的人，我们之中无人能与他媲美。”[40]

关于柏拉图，歌德这样写道：“柏拉图面对世界表现得像个圣灵，
他只是乐于在这个世界上暂时停留……他潜入世界的纵深之处，与其说
要研究它，倒不如说是要完成他的使命。他向高处飞升，怀着渴望，意
欲重新分享他的本源。他所表述的一切都关涉一种永恒的、善的、真的
和美的东西，他所追求的就是唤起人们心中的这种东西。”[41]

当然，这多少是把柏拉图理想化了，太过于把他看作是超出常人的
威严崇高之人。可是，他的雕像向我们显示的倒是“一幅思想深邃的面
容，上面有他那跌宕起伏奋斗不息的一生留下的痕迹”[42]。

关于理念论

“理念”这个概念作为一个关键词始终贯穿着两千多年的西方思想
史，从柏拉图所赋予它的鲜明意义上看，我们或许可以用“原型”或“真
正的实在”来翻译它。柏拉图本人曾经把希腊语中的idea（或eidos，即
图像）与其他许多术语交替使用，显然，只是当西塞罗开始向罗马读者
阐释柏拉图的时候，他才使idea这个概念获得了它通常的意义。

今天具有批判头脑的读者可能对柏拉图提出质疑：为我们所能感知
到的一个（广义上的）对象设定一个与之相应的对应物，一个理念范围
内的原型，这到底有何意义？这不是画蛇添足吗？

请注意！如果我们正在想的不是一个具体的对象——比方说一棵
树，而是正在想着某种概念性的东西——比方说一个数学中的“对象”，



那么事情就会是另一副样子！

1545年，意大利的医生和数学家杰罗拉莫·卡丹诺﹝我们今天汽车
上的使用的万向轴（Kardanwelle）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首次使用了
虚数，亦即负数的平方根，它“本来”是不可能存在的。这原本纯粹只是
一个（为了解开立方方程式而想出来的）手段，而在此后的几百年间，
它却为人类的许多新的可能性和认识创造了条件，直至本世纪发现
的“曼德尔布罗特集合”（Mendelbrot-Menge），这是当初谁也预料不到
的事情。

有人会问：从卡丹诺到欧拉，再到柯西、高斯以及黎曼，这些研究
者们是“发明”了某种（原先并不存在的）新东西呢，还是“发现”了某种
新东西呢？在后面一种情况下，那种被发现的东西必须事先就已经存在
了，那么是在哪里呢？唯一可能的回答就是：它存在于一种精神的、理
念的范围之内，它只是等待着被某位数学家“发现”。

罗杰·彭罗斯，这位当代著名的数学家曾经说过，他执著地坚持第
二种观点，也就是说，信奉数学柏拉图主义，他的原话是：“曼德尔布
罗特集合不是人类思维的发明：它是一个发现。正如喜马拉雅山那样，
曼德尔布罗特集合就在那里！”[43][44]柏拉图（在他的学园的门上安放着
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非数学家不得入内”）肯定会对彭罗斯的这段话感
到高兴。

对国家学说的批判

柏拉图的国家学说中的乌托邦思想是它遭到抛弃的主要原因。有人
说，虽然他的国家学说中包含某些正确的成分，但是它却根本不可能付
诸实施。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就已经带着明显的嘲讽口吻说：“这
一些以及其他东西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被不断地重新编造出来。”[45]

其主要原因在于：柏拉图低估了人对物质财富和女人的占有欲望，
尽管他认为，在性和私有财产领域内，一种共产主义的状态是勉强可以
接受的。再者，如果从母亲手里把孩子拿走，那么母性本能以及其他妇
女的自然属性和尊严也将会随之退化。家庭是历史之根源，是国家和人
类文明的基础，倘若它遭到破坏，那么将必然导致社会的衰败[46]。

柏拉图的拥护者们对于这样一些不容忽视的异议进行了反驳，他们



认为，柏拉图只是对精选出来的一小部分人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或许他
自己也很清楚，大多数人永远都不会放弃私有财产、金钱、奢华和个人
的家庭生活；况且，在思想成熟时期，柏拉图自己就放弃了他的大部分
有些偏高的期望。

或许柏拉图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他提出了一个很难实现的理想，但
是，在他看来，这种理想仍然是必要的和有价值的：“一个城市的典范
就这样矗立在天上，谁若是想看就能看到它，并且能够以它为榜样。现
实中是否存在或者是否曾经存在过一个这样的城市，那是无关紧要
的……关键在于他总会拥护这样的城市而非其他类型的城市。”[47]

另一个重要的不同意见认为，柏拉图没有注意到政治与经济力量的
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统治者掌握着一种没有经济基
础的政治权力。历史证明，社会的政治权力总是会随着经济关系的改变
而改变。

最后一种批评意见也是最为尖锐的，它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在我们的
二十世纪里表达了出来，它主要来自卡尔·波普。两种极权主义的国家
体系——共产主义和希特勒政权——给人类造成了最为悲痛的经历，而
卡尔·波普的犹太血统更使他深受其害。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并吞之后，
他被迫流亡。他的著作《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首先于1945年出了英文
版，后于1957年出了德文版，其中的整个第一卷（题目是“柏拉图的魔
力”）都是用来抨击柏拉图的（第二卷主要讨论黑格尔和马克思）。抨
击的核心问题是：由于害怕民主权利和思想自由可能会受到滥用——这
也是柏拉图从自己的人生经历中总结出的经验，柏拉图要求建立一种全
能的国家，主要以斯巴达为榜样，在这样的国家里，一个人在国家和社
会中的地位从一出生就被决定了，并且将终生不再改变，甚至统治者将
有权决定，谁应该和谁在一起生儿育女。这个国家里的一切都应该按照
统治者的原则来安排。军事纪律高于一切，宗教的“异端邪说”应该禁
绝，艺术和音乐应该受到严格的审查。柏拉图甚至走得更远，他将他的
民族的最美和最伟大的创造——如荷马史诗——坚决地予以摒弃，因为
它们不适于做他的理想国的教育材料。于是，对柏拉图的伟大和意义并
非视而不见的卡尔·波普就问道，难道柏拉图不是极权主义国家体制的
精神先祖吗？这种体制在我们这个世纪里不是制造出了一种新的野蛮行
径吗？



四、亚里士多德

1．亚里士多德的生平

柏拉图最伟大的学生和对手就是亚里士多德，他的父亲是马其顿国
王的宫廷医生，他于公元前384年出生在色雷斯的斯塔吉拉（Stageira，
位于今日希腊北部）。十七岁时，他来到雅典学园，师从柏拉图长达二
十年之久。当柏拉图六十岁的时候，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也已过不惑之
年，就像在两个天才人物之间经常发生的那样，那时他们两人之间好像
也已经出现了思想的对立。[48]

柏拉图死后，亚里士多德去了小亚细亚，他在他以前的同学的府上
逗留了一段时间，如今他的这位同学已经成为独裁统治者[49]，亚里士
多德与这位同学的养女结了婚。后来，使用武力统一了希腊的马其顿国
王菲力浦邀请亚里士多德入宫，让他做王太子亚历山大的私人教师，这
位王太子就是后来的亚历山大大帝。

亚历山大继承王位之后，亚里士多德就返回雅典并在这里开办了一
个自己的学校，被称为吕克昂学园。在雅典，他开展了范围广泛的研究
和教学活动。或许除了他自己的财产之外，他还从亚历山大那里获得了
丰富的资金用于办学和研究。他给自己修建了一个规模较大的私人图书
馆，里面收藏着当时的整个已知世界里的动植物标本，以便于他的自然
科学研究。据说，亚历山大曾经嘱咐他的园丁、猎手和渔夫，让他们把
收集到的所有动植物标本给亚里士多德送去。为了做比较研究，亚里士
多德也让人为他搜集了所有已知的国家体制，共计一百八十种。

在亚里士多德领导他的学园将要届满十二年之际，他身陷政治困境
之中，因为一方面，他与亚历山大的关系开始变得冷淡起来，另一方
面，他在雅典仍然被认为是亚历山大和马其顿政权的盟友，而在雅典人
眼里，是他们剥夺了雅典人的自由，因此，亚里士多德也遭到了雅典的
反马其顿党派的激烈攻击。当亚历山大病死之后，雅典就突然爆发了仇
恨“马其顿党”的风暴，和苏格拉底一样，亚里士多德也被控以不敬神明
之罪，但是他逃脱了将要面临的死刑判决，如他自己所言，目的是不再
给雅典人亵渎哲学的第二次机会。次年，即公元前322年，亚里士多德
在流亡中孤独地死去。最优秀的人物遭到国家的放逐，这在历史上也不
是什么稀罕事了。



2．亚里士多德的著作

研究古希腊哲学的学者们都知道，亚里士多德曾经写过几百部著
作。在教学过程中，亚里士多德在一个较高级别的小圈子里举办各种讲
座，除此之外，他还在一个更大的圈子里做通俗性的演讲。他的著作部
分也是这样，有些是写给普通大众看的，另一些则是写给纯粹的专业人
士看的，主要用于学园内的教学。在古代，人们曾经把他的属于第一种
情况的著作与柏拉图的对话集等同起来看待，但是这一部分著作都已遗
失了。他的一部分专业性较强的著作被保留下来，而且其规模仍然是那
么大，内容仍然是那么丰富，因而人们可以借助于它来想象亚里士多德
全部著作的规模之巨。这些著作的大部分也只是被凑合着编排在一起，
阅读起来较为困难，因此也不像柏拉图的著作那样适合于较长地逐句引
用。

若想把亚里士多德遗留下来的著作按照写作年代编排起来，似乎是
不可能的。经过研究者们的艰苦努力，人们终于去伪存真地挑选出了他
的真实著作，然后，我们可按照其涉及的内容大致划分为下列几
组：[50]

I.逻辑学著作：包括《范畴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
《解释篇》、《论题篇》和《辨谬篇》，这些逻辑学著作在古代被合起
来称为《工具篇》（Organon）。

II.自然科学著作：包括《物理学》（八篇）、《论天》、《论生成
与毁灭》、《论灵魂》（关于记忆和梦）、《气象学》、《动物志》、
《动物分类学》、《论动物的行进》、《论动物的起源》。

III.形而上学著作：一位古代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编者[51]将他的不同
时期的讲演稿汇编到一起，其中主要讨论事物本源诸问题，因为它们排
在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科学即物理学著作之后，因而被称为meta ta
physika（希腊语），意思是“物理学之后”。这个本来只标志它在亚里士
多德的著作中的位置而无其他含义的词在哲学发展的过程中（在古典后
期）被引申为“关于自然（物理学）之上的思辨学问”。从此以后，人们
就把形而上学理解为一种哲学原则，它不讨论个别事物，而是讨论物的
存在，即“作为存在的存在”。

IV.伦理学著作：共十篇，被称为《尼各马可伦理学》，是由亚里



士多德的儿子尼各马可在父亲死后编辑而成的，其名由此而来。[52]

V.政治学著作：共八篇。

VI．美学与修辞学著作：《修辞学》和《诗学》。

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迥然有别，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是理性的，以严
格的逻辑求证为原则，他对所有现存事物加以分门别类地整理和考察；
而柏拉图的思想则充满诗意的、美的和理想化的幻想。若将他们的著作
加以对比，其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亚里士多德首先是一位自然科学
家，而且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自然科学家：他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了所有自
然科学的认识领域，他的著作是在思想上对世界的征服，与他的征服世
界的学生亚历山大所取得的胜利相比，他在思想上取得的成就对于人类
历史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正是由于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影响，我们当
今世界的科学正在日益走向一种危险的“过分科学化”。

对于应该如何正确地整理和阐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这个问题，人们
各执己见，莫衷一是，某些争论一直持续至今。

3．逻辑学

亚里士多德创立的逻辑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逻辑学一词来源于希
腊语的logos，不过亚里士多德本人并没有使用过这个词，而是称之为分
析学。逻辑学是关于正确思维的学问，确切地说是关于正确思维的形式
和方法（而并非关于其内容）。它并不能表示人必须思想什么，而只能
表示人（从任何一个既有的事物出发）必须如何思想，以便于最终获得
正确的结论。这就使得作为形式的逻辑学与实在的科学区别开来。心理
学同样也是研究人的思维，但是逻辑学与心理学的区别在于，心理学考
察人的思维的真实过程，而逻辑学是教导人们应该如何去正确思维，以
便于人们获得科学的认识。[53]（按照亚里士多德划分的次序）逻辑学
的要素分别是：

概念。我们的理智的思维是在概念中发生的，只有运用正确的概
念，才能够达到正确的思维。如何才能获得清晰的有益于科学思想的概
念呢？这就要通过定义。



每一种定义都包含两个方面。首先，必须把需要定义的对象列入一
个种类，这个种类的一般特征与被定义的对象的特征必须相一致：人是
什么？人是一种动物。其次，还必须指出这个对象与同种类的其他对象
有何区别：人是天生具有理智的动物（或人是能说话的动物，或人是能
够使用工具的动物，或者指出人的其他特征。）也就是说，定义既要给
出对象之间的共同特征，也要给出对象之间相区别的特征。

概念的普遍性也有高低之分。譬如，动物是个一般性概念，人和狗
都是动物，此外还有其他动物也属于这个概念。人们可以从一个具有较
高普遍性的概念（种概念）出发，不断地找出其“特殊性”，从而过渡到
较狭义的概念（属概念），再继续划分，直到不能再划分种属为止，而
只能在同类之间找出区别：动物—哺乳动物—狗—猎獾狗—长毛猎獾狗
—棕色长毛猎獾狗—“这个”棕色长毛猎獾狗。亚里士多德的概念理论特
别重视的一点就是，由一般到特殊的自上而下的划分，或者由特殊到一
般的自下而上的划分，都不能跨越相邻的级别，而应该遵循循序渐进的
原则。

范畴。这个术语是亚里士多德首次采用的。亚里士多德首先毫无选
择地列举出概念，然后他再检查这些概念是否还能够导向上一级的种概
念，通过这种方式，他从中得出了十个范畴，他认为这十个范畴不再有
共同的上位概念，也就是说，它们是所有其他概念的原始或基本概念。
这些范畴似乎能够表示各种不同的观察角度，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从
各个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同一个事物。

亚里士多德的十个范畴分别是：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
时间、姿态、状态、活动、遭受。

后来，亚里士多德又把列出的这十个范畴中的几个减去了，对他来
说，这些范畴也并不具有同等的价值。前面的四个范畴最为重要，而其
中更为重要的是实体。显然，关于这一点存在一些争议，而且引起的争
议也是足够多的，对此我们后面还要进一步加以讨论。在近代，伊曼努
尔·康德就曾经尝试列出了一个“范畴表”。

判断。概念和判断是联系在一起的（这里的判断是逻辑学意义上
的，而非法律学意义上的）。在每一个判断中（至少）有两个概念彼此
关联。概念是主词，它是被陈述的对象。谓语也就是谓项，它是陈述主
词的。（我们会注意到，这与希腊语的语法结构有密切关系。）



亚里士多德试图将判断划分为不同的类别。有肯定判断：这一朵丁
香花是红色的；有否定判断：这一朵丁香花不是红色的；有一般判断：
所有丁香花都会凋谢；有特殊判断：这几朵丁香花没有芳香。此外，还
有直陈判断：这一朵丁香花开花了；有必然判断：这一朵丁香花今天肯
定会开花；以及或然判断：这一朵丁香花今天可能会开花。

推论。判断和推论是联系在一起的。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中，推
论占据着核心地位。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思维发展到最后就是得出结
论。结论就是“从某种前提中得出新的判断的语词”。[54]结论就是从另一
个判断中推导出新的判断，它总是由前提（Praemission）和从前提中推
导出的结论（Konklusion）构成的。

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所谓的三段论法（Syllogismus，或称演绎推
理）。它由三部分构成：大前提——凡人都有死；小前提——苏格拉底
是人；结论——因此苏格拉底（也）有死。亚里士多德还列举出了许多
这样的结论。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对此提出自己的
批评意见，也就是说，这个三段论式中存在一个弱点，即结论中所指的
事情（苏格拉底有死）实际上已经包含在大前提之中了。因为如果苏格
拉底不会死，那么大前提（凡人都有死）就是错误的了。

论证。推论最终又是与论证联系在一起的。论证是借助于不断地推
论从其他定律中推导出（在逻辑上的）有说服力的定律。一个必须被证
明的命题当然也必须得到确证。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从上一级的定律出
发来重新证实它。如果一直这样继续下去，那么我们必然会达到一个界
限，达到最一般特征的定律，这些定律在它们那方面将不能再继续被证
实。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的理智中拥有一种能够直接无误地把握这种
一般定律的能力。其最高的定律就是矛盾律：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既是A
又不是A。在思维的四个基本规律中，亚里士多德首先提出了第一个规
律，其余的三个规律是在后来的哲学发展过程中才被提出来的，它们分
别是同一律（a=a）、排中律（一个命题是真的或不是真的，此外没有
其他可能性）和充足理由律。

归纳法。亚里士多德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心里非常清楚，若想从一
般推论出特殊，仅仅借助于论证永远都不可能获得充分的认识能力。在
实践中，我们通常要走一条正好与之相反的道路，也就是首先要进行个
别观察，然后再对观察的结果进行对比和归纳，之后才能逐渐地得出一
般结论。因此亚里士多德也对这样的一条途径（即归纳法）做了解释。



归纳法就是这样一种推理方法，它不是从一般理论中推导出特殊规
律（即所谓的演绎法），而是从个别现象中得出一般规律。譬如，“金
属比水重”这个定律可以用一下方式加以证实，我们首先要相继证明：
金比水重，银比水重，铁也比水重，以此类推，但是，通过这种方式我
们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绝对的确定性，因为即使我们已经检验了所有已知
的金属，我们仍然有可能发现一种比重与众不同的新型金属。在发现一
种比水更轻的金属之前，以上的这个定律就被认为是正确的。[55]在我
们没有发现比归纳法更好的方法之前，归纳法仍然是科学研究的必不可
少的方法。

亚里士多德也非常清楚，若想通过观察去掌握所有的个别现象，并
利用归纳法合乎逻辑地证实一个定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
他试图寻找一条能够使归纳法获得更高确定性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
为了证明某个定律的正确性，他要考察在他之前究竟有多少学者曾经认
为这个定律是正确的，而且同时还要考虑到这些学者的权威性。当然，
这个方法也有其局限性，因为这些学者在某个问题上既可能都对也可能
都错。不言自明，归纳法作为一种科学研究的方法只有对那些确信自己
的感官经验的人才有价值。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不同，他对于研究事物
的细节可谓情有独钟，所以他也极力为人的感官认识的确定性做辩
护。[56]他甚至说，感官永远都不会欺骗我们，感官是负责向我们的大
脑中提供信息的，而所有错误的根源就在于，我们在思维过程中对这些
信息做了错误的处理，这正好也说明，学习正确的思维（即逻辑学）是
多么重要。

4．自然哲学

物理学

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物理学一部分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形而上学，
一部分至少是一种理论物理学。他对普通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做了研究：
空间、时间、物质、原因、运动。他为宇宙及其组成部分描绘出了一幅
图画。在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科学著作中，对其前辈思想家们的观点的陈
述和批判占据了很大的篇幅，而且亚里士多德在其中的处理方法也常常
有失公允。不过，我们无论如何还要感谢亚里士多德所做出的贡献，因
为他们的思想已经成为我们人类认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在这里只想强调亚里士多德的一个基本思想，它对于后来的自
然科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对自然的观察，我们会发现一个令
人惊奇的现象，即大自然都具有一种合目的性。从最大的到最小的，一
切都是合乎目的地安排在一起的。由于一切有规律地出现的事物都不是
偶然发生的，所以，对于大自然中普遍的合目的性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解
释，即事物的真正原因寓于其最终原因或最终目的之内。我们将这样一
种对自然的解释称为目的论。

生物的阶梯王国

亚里士多德是否写过关于植物的著作，对此我们不甚了解。不过有
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他曾经研究过植物学，而且不管怎么说他也是
（系统和比较）动物学的主要创始人。生物的特征就是具有自我活动的
能力。如他在形而上学中所阐述的那样，运动发生的条件就在于运动的
物体背后必然还存在一个使之运动的东西，所以，凡是自我运动的东
西，它既包含运动的物体本身（被推动者）又包含使之运动的东西（推
动者）。如果肉体是被推动者，那么灵魂就是推动者。肉体与灵魂的关
系就如同物质与形式之间的关系，因为肉体是物质，而灵魂则是形式。
亚里士多德将这种使肉体运动并赋予其形式的灵魂称为隐德来希。

就像形式是物质的目的，灵魂也是肉体的目的，并且肉体也是灵魂
的工具（希腊语Organon）。器官（Organ）、有机体（Organimus）和
有机的（organisch）这样一些概念便是由此而来。[57]

植物构成了有机物的最低等形式，其生命功能就是营养与繁殖。在
动物身上，除此之外还表现为具备感觉和活动的能力，而人除了具备上
述所有能力之外还具有思维的能力。也就是说，存在三种形式的灵魂，
一种是营养灵魂或植物灵魂，一种是感觉灵魂或动物灵魂，一种是思维
灵魂或人的灵魂。若没有较低级的灵魂，那么较高级的灵魂也就不可能
存在。现代心理学中的人格划分的思想那时就已经产生了。

我们略过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学研究所得出的具体结论。一方面，那
些结论有些是错误的，并且也是不确切的。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
当时的观察方法非常落后，而且也缺乏必要的工具。另一方面，那些结
论中有些部分是全新的，而且观点也正确，比如他关于胚胎学方面的思
想。总而言之，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是后来所有科学研究的基础——这样
的功绩本身就足以使亚里士多德名垂青史了。在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



中，前述的功绩只是一个片断而已。

5．形而上学

特殊与一般

特殊的或者一般的，究竟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呢？柏拉图曾经说过：
只有一般的理念才是真实的，个别事物都只是理念的产物，是理念的不
完整的复制品。在这一点上，亚里士多德并没有追随柏拉图，在他看
来，一般事物并不是一种理念的或超越现实的原型，当我们说到某种一
般事物时，我们所指的基本上也总是存在于时空中的个别事物：我们的
所有判断都与此相关。不过亚里士多德并没有走得太远，没有像中世纪
的“唯名论”思想家们那样极力反对柏拉图的观点，他们认为，仅仅存在
于我们头脑中的一般概念都是从个别事物中抽象出来的，一般概念只是
人们用以规定个别对象的名称，因而只有个别的实体存在。与他们不
同，亚里士多德在如下一点上与他的老师意见一致：一般来说，我们能
够把握事物的本质的东西。当我们在头脑中形成“人”这个概念的时候，
我们所能感知到的只是人的某些相似的个别特征而非绝对相同的个别特
征，面对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个别现象，我们并没有一筹莫展，我们能
够把握它们的一些共同点，也就是说能够把握个别特征或个别现象的本
质。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都确信，在存在物与我们的认识能力之间存在
着一致性，我们能够用我们的认识能力把握存在物的结构并用言语将其
表达出来：这似乎与本体论和逻辑学的目的相一致，或者至少也可以把
它们归入一类。

在后面对中世纪哲学的考察中我们将会看到，这个问题又成了哲学
家们争论的焦点，而且他们表达的方式也更为极端。

物质与形式

和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也认识到，有无数的“树”会消失，而作
为一般概念的“树”却不受个别现象变化的影响而持久长存。如果我们想
知道得更确切一些，那么就可以说，这与（偶然的和可变的）个别现象
无关，而只与必然的和恒定不变的东西有关。亚里士多德在形式中发现
了这种恒定不变的东西（但是他在这里偶尔也使用柏拉图曾经使用过的



概念“eidos”，即理念）。

为了说明什么是形式，我们首先必须假定一种为形式所塑造的东
西。这是一种尚未被塑造的和不确定的东西，形式借助于它而显现自
身，亚里士多德称之为“物质”。撇开所有的形式不谈，物质本身并没有
现实性。但是由于它在形式的作用下具有变为现实的能力，因而它具有
可能性。从形式方面来讲，由于它能够帮助物质变为现实，所以它不仅
仅（如柏拉图的理念）是物质的永恒的原型，而且同时还是物质的目的
和能够使原始物质变为现实的力量。

不过对亚里士多德来说，物质也并非只有在形式的作用下才可获得
其现实性的、纯粹被动的东西，亚里士多教导说，物质会对形式的力量
形成阻力。这也正好说明，为什么一切生成物都是不完善的，并且自然
的发展也只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渐进过程。因此，物质就或多或少地
成了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的第二个起作用的原则。

亚里士多德在处理物质这一问题上充满了矛盾，这其中也隐藏着他
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的不明确性。但是我们在此也不想隐瞒这样一个重要
的事实，亚里士多德首先斩钉截铁地把柏拉图的自在自为的普遍理念从
他自己的理论体系中排除出去，但是他又让它从后门溜了进来，因为他
的形式概念与柏拉图的理念几乎如出一辙。

存在物的四个原因

亚里士多德讨论物质（hyle）与形式（morphe）这一对概念经历了
一个思想过程，它对于整个西方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里所说的就
是关于存在物的四个原因的理论，人们沿袭了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所采
用的拉丁文术语并分别称之为：1.causa materialis，物质因（譬如，用
以制造祭盘的银就是物质因）；2.causa formalis，形式因（在上述例子
中就是盘子的形状）；3.causa efficiens，动力因（制造祭盘的银匠）；
4.causa finalis，目的因或终极因（制造盘子的最终目的，即用于献
祭）。此外，叔本华的论文《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就是以这种划分为
基础的。

神学



形式与物质相结合就会产生运动。因为不仅形式的力量会对物质产
生影响，而且就其本性而言，它还对至善满怀渴望。又由于形式和物质
自始至终就相互影响，因而运动是无止境的。但是，因为运动总是需要
一个推动者和一个被推动者，所以推动必须首先被一个自身不动的推动
者发起，而这只有非物质的纯粹形式才能做得到。纯粹形式就是绝对完
美之物，而绝对完美之物只能有一个。因此，亚里士多德主张一个纯粹
思维和纯粹精神的神的存在。上帝所想的只是至善和完美之物，并且由
于上帝就是完美之物本身，因此上帝思想他自己。一位批评者就亚里士
多德的上帝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上帝是绝对完美的，因此上帝毫无所
求，故而上帝也无所事事……上帝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自我欣赏。
亚里士多德的上帝多么得可怜啊！他是一个‘roi faineant’（无所事事的
国王）——‘国王虽在其位，却不谋其政’。英国人如此喜欢亚里士多
德，这也毫不奇怪，显而易见，亚里士多德的上帝与英国人的国王简直
就像一对孪生兄弟。”[58]

我们在此对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所作的概述已经简略得不能再简
略了，这几乎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始终在发展并因
而也在始终发生着变化，维尔纳·耶格尔[59]特别指出了这一点。另一个
困难在于，该如何翻译和解释亚里士多德所使用的希腊概念。譬如，希
腊语中的ousia通常被翻译成拉丁语中的Substanz（实体），尽管在希腊
语中这个词还有拉丁语中的essentia（本质）之含义。在解释
Metaphysik（形而上学）这个词上，我们同样也遇到了困难，这里
的“meta”指的是（物理学）“之后”呢，还是指超越（物理学）呢，除此
之外，亚里士多德有时还用这个词来指对存在的研究（用以区别对个别
存在领域的研究），不过有时他又用这个词来指关于永恒存在物的知识
——也就是关于神学的知识。这个概念至今仍然没有完全丧失它的多义
性。

6．人类学、伦理学和政治学

人

就人的肉体功能和较低级的精神活动来说，人是属于动物一类的。
但是，人又被赋予了较高级的使命，能够灵活地使用手和语言并且能够
直立行走和运用大脑，这就已经说明了上述论点。除了较低级的精神活
动之外，人还有心灵活动。



我们已经说过，亚里士多德非常相信人的感官知觉。可是人的各个
不同的感官只能从不同的侧面感知事物的个别特征：眼睛可以感觉颜
色，耳朵可以感觉声音，等等。必须将各个感觉器官所提供的信息综合
起来，这样才能形成关于事物的整体形象，这种能够统辖个别感官的特
殊功能，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理性”。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性是位于人
心中的。精神是不死的，它不会随着肉体的死亡而消失。但是，纯粹精
神在人的生前和死后是如何存在的，并且它在人的肉体里又是如何与人
的较低级的生理功能融合到一起的，对此亚里士多德并没有给出明确的
解释。[60]

德性

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希腊人一样，都深信至善就是人的幸福之所在。
对每个人来说，获得至善的途径就在于完善的个人修养。由于人首先是
理性动物，所以对他来说，至善就是对他的本性的完美培养，这也就在
于人对于自己的德性的培养。与人的双重本性相一致，亚里士多德也把
人的德行划分为两种：在伦理德性中，理性统治着感官欲望；在理性德
性中，理性本身能够自我上升和自我完善，后者比前者更为高级。

国家

人是社会政治动物（zoon politikon）。为了维持和完善生命，人需
要与他人协作。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一样，他们都认为，合乎道德的公
民社会是以法律和美德为基础的，因而这也是道德的真正最高形式。政
治学与应用伦理学并无二致。德性的考察只是伦理学的准备阶段和理论
部分，而国家理论则是伦理学的应用和实践部分。

亚里士多德既对现有的国家体制提出了批评，也对理想中的国家体
制提出了批评。依照传统的方式，他把国家体制划分为一人统治的君主
政体，少数人统治的贵族政体，以及多人统治的“共和”政体。这些形式
相对于僭主政治、寡头政治和民主政治来说是一种进步。在这三种形式
中，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哪一种更具有绝对的优越性，而是明确指出，
国家采用何种体制，必须根据相关的民族特性和时代的具体需要而定。
这样通常便会产生一种较为健康的混合形式，也就是将贵族政治和民主
政治中最为有益的因素混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以中间阶级为主体的
国家体制。这样的国家体制避免了极端的形式，因而会变得较为牢固持



久。亚里士多德并没有最后完成他关于理想国的理论，他在某些方面与
柏拉图意见一致，他所能想象的理想国也只能局限于一个希腊式的城市
国家，他根本没有考虑到其他可能的形式。显然，亚里士多德在这一点
上并没有认识到他那个时代的特征，即庞大的帝国扩张欲，而是仍然一
心向往希腊过去的国家形式，虽然他曾经极力支持过马其顿国王。此
外，对他来说，奴隶制是自然的制度，在这一点上，他的大部分同乡也
都和他意见一致。他对婚姻、国家和社会都给以很高的评价。他指出，
柏拉图要求人们为了国家而牺牲婚姻和私有财产，这不仅在现实中行不
通，而且还错误地把由单个的人组成的国家看作是一个统一体，而事实
上，国家这个大集体是由利益各不相同的小集体组成的。

7．批判与评价

在以上的叙述中我们已经提出了几点针对亚里士多德的批评意见。
亚里士多德缺少柏拉图的那种令人折服的口才和大胆而奔放的想象力，
但是他沉着冷静，用略带枯燥的方式记录下了现存的几乎所有的人类思
想，他的思想是对柏拉图思想的必要和有益的补充。

亚里士多德或许过高地评价了逻辑学的价值。值得怀疑的是，他所
提出的那些概念究竟有多大用处。或许我们也只能做这样的判断，因为
他首创的这些基本概念对我们来说已经习惯成自然了，而且由他奠定的
科学基础也一直保持至今。

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科学著作中包含着许多错误，比如他的天文学著
作。但是我们也必须考虑到，亚里士多德研究的大部分领域都是尚未被
涉足过的全新领域，而且以我们今日的眼光来看，他能够使用的观察工
具也少得可怜。他“观察时间而没有钟表，对比温度而没有温度计，观
察天象而没有望远镜，观察气象而没有气压计”。[61]与思辨哲学所达到
的高度相比，通过实验来证实其正确性的希腊自然科学研究显而易见是
处于较为落后的水平的，这与古希腊的社会制度不无关系，在这种社会
制度中，体力劳动是受鄙视的，因而所有的体力劳动都是由奴隶完成
的，受过教育的人几乎都不会直接参与技术性的生产活动。在这样一种
不利的社会条件下，亚里士多德所取得的成就越发显得突出起来。他首
次收集了大量的事实并对这些事实进行了整理。在数百年中，人们都以
他作为获取知识的源泉，对他的信任程度是如此之深，以至于人们几乎
都忘记了亲自直接去观察自然。整个中世纪哲学都是靠亚里士多德来维



持生存的。他的那些在公元后被翻译成叙利亚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
和拉丁语的著作被认为是不容置疑的。尽管有批评性的意见，但这并不
影响他的著作的伟大性。

在德国哲学中，柏拉图受到的偏爱明显地胜过亚里士多德。在盎格
鲁撒克逊的世界中，亚里士多德却受到了更多的偏爱。在上百年的时间
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在英国的主要大学里一直处于至高无
上的地位。很难说，亚里士多德冷静的、持怀疑态度的和现实的风格在
多大程度上特别迎合了英国人的个性，也很难说，英国精神的特性究竟
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但丁的《神曲》中
了解到，亚里士多德在中世纪受到了何种程度的高度评价：[62]

然后，再往上看，我在明亮的光中

看见了我们的大师，他看上去

好像是被他的老师们簇拥着，

他们都非常殷勤地对他表示崇敬之情，

首先是柏拉图，然后是苏格拉底。

在中世纪的最初几百年间，当基督教信仰与古希腊罗马哲学彼此相
互渗透之时，亚里士多德全部著作的规模仍然不被欧洲人所了解。当亚
里士多德哲学大厦的全貌显现于西方世界的面前之时（其中大部分是通
过伊斯兰世界介绍过来的，而且是到了十三世纪才发生的），基督教世
界（和先前的伊斯兰和犹太世界一样）就开始专心致志地钻研起亚里士
多德的著作来，并且从那时起，只要人们说到哲学家，所指的就都是亚
里士多德。

五、苏格拉底学派、柏拉图学派和亚里士多德学派

当国王修筑工程时，那些打零工的就有活干了。于是，在三位伟大
的希腊哲学家的每一位的身后都建立起了各式各样的学派。如果你想细



致地研究古希腊的思想史，那么较为详尽地了解这些学派就是必要的，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为了这部哲学史的完整性起见，在这里简略地概述
一下这些学派也就足够了。

1．苏格拉底学派

苏格拉底死后，除了出类拔萃的柏拉图之外，他的学生另外还创立
了以下三个学派：

（a）麦加拉学派，其创始人是麦加拉城的欧几里德（约公元前430
年—前360年，不要把他与另一个与他同名的数学家相混淆），麦加拉
城距离雅典约有一天的路程。欧几里德与苏格拉底交往甚密，苏格拉底
死后，他接纳了柏拉图。这个学派把埃利亚学派（巴门尼德）的思想和
苏格拉底的思想融合到了一起。在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中，欧几里
德曾经作为谈话的参与者出现过。这个学派培养出了一批爱钻牛角尖的
逻辑学家。

（b）昔勒尼学派，其创始人是来自北非昔勒尼的亚里斯提卜。在
他那里，人生的目的不是德性和完善，而是快乐，是短暂的享乐，理智
是人生艺术的手段，理智会教导人们应该如何尽可能地享受生活。

（c）犬儒学派，这个学派是由安提西尼创立的，其实这个学派并
非真正意义上的学派，他们是从柏拉图时代直至罗马时期的一些性格独
特的人物。他们崇尚自然素朴的生活。犬儒主义者不从事任何职业，因
而他们都很贫穷，贫穷对他们来说是无所谓的，所有其他的流行价值对
他们来说也是无所谓的，比如祖国之爱对于他们就是无足轻重的事情，
所以，他们是世界公民，是世界主义者。他们鄙夷科学、艺术和抽象思
辨之类东西。犬儒学派的所有思想都简洁明了，就如后来的叔本华所说
的那样，一个人拥有多少物质财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拥有多少精
神财富——因而他们鄙薄诸如财富、官职、国家以及其他一切身外之
物。

最著名的犬儒主义者就是西诺布的第欧根尼，他是亚历山大大帝的
同时代人。关于他曾流传过这样一则轶事，当世界的征服者亚历山大允
诺将满足他提出的任意一个愿望时，他回答说：“只要你别挡住我的太
阳光！”亚历山大接着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的话，那么我倒很想是



第欧根尼。”据说第欧根尼住在一个桶里或狗窝里，他唯一的私有财产
就是一个用于喝水的葫芦瓢。但是当他看到一条狗不用任何容器也能喝
水时，他就把那个葫芦瓢也丢掉了。于是他得到了一个绰号，名之
曰“狗”，希腊语为“kyon”，或许犬儒学派（Kynische Schule）这个名字
便是由此而来。而且我们的语言中“zynisch”（玩世不恭的）这个词也是
由此而来的。这使人想起犬儒主义者的粗鲁无礼和肆无忌惮，他们用言
词去规劝世人也像他们那样生活，对他们来说，那些世俗之人可分为两
类，一类是智者，另一类则是愚人。[63]

2．柏拉图学派

柏拉图死后，柏拉图学园继续由其弟子主持着。在柏拉图的后继者
中最初是以他的侄子斯彪西波为头目的，后来色诺克拉底接替了他的位
子。这一时期的柏拉图学派被称为老学园，主要承袭了柏拉图晚年的哲
学思想，而且他们比柏拉图本人更加接近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思想。

约公元前300年时，柏拉图学园成为当时已经传播甚广的怀疑论哲
学的主要阵地，在公元前的最后一个世纪里，这里是折中派的主要活动
场所，到了公元后，这里就成为新柏拉图主义的活动中心。

公元529年，查士丁尼皇帝下令封闭了学园，某些历史学家认为，
这个事件标志着那个时代的终结，我们有些过于武断地称那个时代
是“古希腊罗马时代”。

3．逍遥学派

由于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主要活动场所是一个拱顶柱廊（在希腊语中
叫做peripatos），因而这个学派也被称为逍遥学派（Peripatetiker）。[64]

在亚里士多德的后继者中，主持学园事务的有狄奥弗拉斯图、欧德谟斯
和亚里斯多塞诺斯，他们在个别科学领域内，即物理学、数学和音乐学
领域内做了较为细致的研究，而对于真正的哲学则不是那么关心。随着
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335年创立了自己的学园，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彼
此之间的传统开始相互脱离。这个学派后来又经过了许多次的转变，并
一直维持到公元2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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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希腊罗马哲学

概述 希腊化文明

我们这部哲学戏剧第三幕的历史背景已经彻底发生了变化，由亚历
山大大帝缔造的庞大帝国在他死后不久便土崩瓦解，但是由他引入的希
腊文化却仍然在中东地区持续传播着。亚历山大的帝国分裂为三个大的
国家，即马其顿、叙利亚和埃及，此外还有大量的小城市国家，在这些
国家里，希腊语仍然是宫廷和思想界所使用的官方语言，希腊文化成为
一般教育的基础。一方面，希腊文化对非希腊的东方民族的生活环境和
人生观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希腊文化本身也被
东方文化因素所渗透和改变，因此，希腊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其民
族个性，成为一种世界主义的人类文化——这里所指的人类，当然是对
应于当时条件下所能了解的世界范围而言的。十九世纪的德国历史学家
德罗森称这一时期的文化为希腊化文明。

雅典的政治独立性虽然被剥夺了，但是它仍然是一个文化中心，尤
其在哲学领域。为了学习哲学，来自希腊化世界的所有国家的人都来到
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曾经讲学的圣地。除了雅典之外，新
的精神生活中心，即亚历山大里亚，也开始繁荣起来。从亚历山大之死
（差不多也就是亚里士多德去世的时间）至公元前后这一时期被称为希
腊化时期。

在此期间，日益强盛的罗马经过多年的战争首先统一了整个意大
利，然后它又清除掉自己的竞争对手迦太基，于是它就开始通过征服希
腊以及地中海东部沿岸的希腊化国家而拼合起一个庞大帝国的版图，后
来这个版图又从不列颠岛延伸至亚非的纵深处。在政治上，希腊被一个
又一个外族入侵者所统治，先是被马其顿人统治，后又落入罗马人之



手。在文化上，我们甚至可以略带夸张地说，情况恰恰相反，也就是
说，虽然希腊在政治上被征服，但是迄今为止它在文化上却征服了东
方，这时它又开始在文化上征服罗马。罗马诗人霍拉兹言简意赅地概括
了这个事实：“希腊虽然被战胜了，但是它又反过来征服了那些粗野的
胜利者。”（Graecia capta ferum victorem cepit）希腊的艺术家和建筑师
被召往罗马，他们要用希腊式的庙宇和柱廊去装饰开始富足起来的罗马
城，希腊悲剧和戏剧也被翻译成了拉丁语，从而丰富了日益繁荣的伟大
的罗马文学。简言之，希腊文化在罗马达到的统治地位基本上和它在希
腊化的东方世界达到的水平相当，尤其在哲学领域就更是如此。

在这一时期世界历史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与古典时期相比，哲学
发生巨大的变化也是合乎逻辑的。哲学已不再是纯粹希腊民族的，与希
腊精神相融合的罗马精神也对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尽管这一时期的
主要思想体系首先是由希腊人创立的，但是这些思想真正广泛的传播却
是发生在罗马，而且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也是在罗马人中出现的。这
样，思想的重心就发生了转移。如果允许我们对这样一种范围广阔、形
式多样的古希腊哲学和文化做一简要的概括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用如下
概念简要地表达出它的特点：宇宙，作为对有秩序的世界整体的总称；
逻各斯，统辖一切的理性，世界的原始现象；厄洛斯，沉醉于与道德的
善紧密相关的美的事物。

罗马人是完全讲求实际的民族。罗马人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语言文
学遗产，除此之外，他们还为我们留下了伟大的罗马法以及一种前所未
有的完善的国家体制。在这两个完全密不可分的领域内，最为重要的就
是两个因素：个人应该如何合乎道德地生活，以及个人应该如何适应国
家和社会。

在哲学方面，这一时期的罗马哲学比中期的希腊哲学发生了更大程
度的变化，其思想的重心从抽象思辨转移到自然科学再转移到伦理学。
与此相适应，希腊—罗马时期的哲学也更多地承袭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
的思想——而希腊化时期的科学则更多地承袭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
因为在他们的学说中已经强烈地表现出了一种“非希腊式的”特点，即对
人和伦理学的关注。

在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晚期并没有出现那种富有真正创造力的思想家
和具有世界意义的天才，他们无法与希腊鼎盛时期的大哲学家相比肩。
尽管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缺乏独创性和深刻性——不过并不缺乏多样
性，因为他们竞相创立的体系的数量可不少——但是它们的势力和影响



力却丝毫未减。哲学的影响力超过了艺术和宗教，它成为那个时代占统
治地位的精神力量，甚至可以说成为罗马帝国的精神支柱。[1]哲学一直
保持着它的唯我独尊的地位，直到它后来终于被日益上升的基督教所取
代，但是基督教在其历史形成过程中也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哲学的
渗透和改造。

这一时期最独特且影响最大的思想体系就是斯多葛主义，我们也将
用最大的篇幅来叙述它。关于其他几个学派，我们只能相对简略地涉及
一下，但是哪一个我们也不想完全略过。

一、斯多葛派

1．创始人及其主要代表人物

当我们今天称赞某个政治家或运动员具有“斯多葛式”的沉着冷静和
泰然自若的品质时，我们几乎并不知道，斯多葛这个词最早来源于雅典
的一座公众建筑Stoa Poikile（彩色柱廊）。就在这种“彩色柱廊”下，来
自塞浦路斯的基底恩的芝诺在经过了动荡不安的生活之后建立了他自己
的哲学学派，为了把他与思想敏锐的同名人埃利亚的芝诺区分开来，人
们称他为斯多葛派的芝诺。芝诺生活于公元前340至前260年之间，他可
能是希腊人与东方人的混血儿。早期斯多葛主义的另外两位著名代表人
物是克雷安德和克吕西普，我们很难确定，斯多葛派的哪些思想应该分
别归属于他们三人中的哪一个，因为最早的斯多葛派文献只有一些断简
残篇被保存了下来。[2]

除了所谓的早期斯多葛派之外，还有中期斯多葛派（其主要代表人
物是波希多尼以及晚期斯多葛派。中晚期的斯多葛派代表人物要比早期
的有名得多。特别是罗马人卢西乌斯·安纽斯·塞涅卡，他是罗马最多产
且思想最丰富的作家之一，公元65年，他遵照皇帝的命令以自杀结束了
自己的生命，此外还有皇帝马可·奥勒留（生活于公元121—180年），
以及出身奴隶的爱比克泰德（约公元50—130）。奥勒留皇帝在战场上
漫长的不眠之夜中用希腊语写成的《沉思录》以及爱比克泰德的《道德
手册》都朗朗上口和通俗易懂。这两本书成为理解斯多葛主义的绝佳入
门书。



马可·奥勒留皇帝十二岁时就接受了斯多葛派哲学的影响，并且终
生矢志不渝地坚持了这种哲学思想，不仅在个人生活方面，而且在政治
活动中他都亲自去实践这种哲学。在他身上融合了斯多葛派的那种勇
敢、坚定不移和忠于职守的品格，这使他成为真正的伟大统治者。像他
这样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又同时具有如此高度自制力的人，在历史上
几乎绝无仅有。“亚洲和欧洲只不过是世界的一角；整个海洋只不过是
宇宙中的一个水滴！阿托斯山也不过是整个宇宙中的一坯泥土；而我们
整个的现在只不过是永恒的时间长河中的短暂一刻！”一个能够发出如
此感慨的统治者，必然会有开阔的视野和宽阔的胸襟，从而使他避免了
任何形式的心胸狭隘和片面性，使他有能力抵御权力欲、自大狂、独
裁、娇溺和挥霍无度的诱惑，并且能够使他富有高度的责任感，不管是
他的前辈还是后继者，在这方面很少有人能够与他比肩。他鄙视奢华和
舒适的生活，身着简朴的士兵服装，他一生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军营里
度过的，为了帝国的江山社稷而履行自己的义务。

2．斯多葛派思想体系的特征和划分

斯多葛派哲学——至少它的最重要的部分，伦理学——是直接承袭
了苏格拉底学派犬儒主义者的哲学的，不过在斯多葛主义那里，犬儒主
义的那种过分偏激的思想就缓和多了，而这也是这种学说能够被广泛接
受的前提，此外这也为知识本身腾出了更为重要的空间。

不管是承袭还是超越犬儒主义，这两方面在芝诺本人的生活中都表
现得非常明显。在雅典，芝诺起初与犬儒主义者克拉特过从甚密（关于
他也流传着许多类似狄奥根尼的奇闻轶事），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芝诺就认识到，这种学说对普通大众的生活来说并不适用，于是他就开
始研究其他哲学家，他将犬儒主义与其他哲学家比如赫拉克利特的思想
融合到了一起，并最终创建了自己的学派。此外，据斯多葛派的弟子
说，芝诺是自愿放弃生命的。

斯多葛派将他们的思想体系划分为逻辑学、物理学和伦理学，这种
划分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其中伦理学占据最重要的地位，逻辑学
和物理学构成了它的基础。

斯多葛派在亚里士多德所创造的基础上对逻辑学做了进一步的发
展。他们将逻辑学又划分为修辞学和辩证法，修辞学是独白的艺术，辩



证法是与人交谈即对话的艺术。在个体或全体能否认识实在这个问题
上，他们是完全站在亚里士多德一边的。因为只有个体对象才能真实存
在，于是他们就从中得出结论，一切认识必须从对个别事物的感觉出
发，因而可以说他们是经验主义者。人的心灵在出生时就像是一块尚未
被写上字的白板（tabula rasa），只有与外物接触并获得经验后才能在
上面留下印痕。他们将亚里士多德的十个范畴缩减成了四个。

斯多葛派的物理学同样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来加以概括。首先，它是
唯物主义的，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是有形体的，有些形体较为粗糙，有
些形体较为精细。其次，它是一元论的，宇宙原则只有一种，并不存在
两种或更多种。第三，斯多葛派接受了赫拉克利特的学说，即认为火是
宇宙的原始基质，并对其加以发挥，认为宇宙中存在一种严格的内在规
律性。他们将这种内在的决定性力量称为逻各斯、心灵、灵魂、必然
性、天命或上帝（宙斯）。第四，对他们来说，神与生生不息的宇宙是
合二为一的，因此，他们的学说也可被称为是泛神论。

这种主宰一切的神圣理性的观念在斯多葛派那里究竟具有多大的重
要性，我们可以从斯多葛主义者克雷安德的《宙斯颂》中看得出，选录
如下：[3]

你这永恒的至高无上者，你这不可名状者，

你依照永恒的宇宙法则统治着世界，

你是威力无边的宇宙主宰。

宙斯啊，请接受我的问候：因为所有尘世的人

都可以这样跟你说话，天父啊，我们都是你的子民，

大地上的所有生灵都是你的声音的余响。

我要赞美你并永远颂扬你那无边的威力，

你的力量环绕着大地，世界顺从地追随着你，

你引向哪里，世界就恭顺地去向哪里。



你法力无边，你能使天空中响彻电闪雷鸣，

你能使世界山摇地动。

你操纵自然之魂，你让它培育世界万物。

你是宇宙之王，没有你

大地和海洋将毫无生气，没有你

太空与苍穹将一片死寂；

虽然因沉溺于感官享乐而产生亵渎神明之人，

但是你知道该如何驯服他们的野性，

你能矫正畸形，能使丑变美，

你能使万物归依，能使恶向善。

在广袤的天地之间有一种永恒的主宰万物的法则，

在尘世的人之中，只有亵渎神明之人意欲悖逆它。

3．斯多葛派的伦理学

对于人这种理性动物来说，唯一重要的就是认识神圣的规律性并自
觉地合乎规律地生活。因此，斯多葛派的关键词就是顺应自然的生活。
由于人的本性是理性动物，所以顺应自然的生活也就是顺应理性的生
活。人唯一的德性就在于此，人唯一的幸福也在于此。这是同等重要
的。

这样的德性也是唯一的善。与此相对的唯一的恶就是：非理性的因
而也是非道德的生活。至于其他被人们高度重视的诸如生命、健康、财
富、荣誉，以及被人们厌恶的诸如衰老、疾病、死亡、贫穷、奴役和耻
辱等，这些对斯多葛派来说既非善也非恶，而是无关紧要的。



因此，重要的是能够认识到何谓善，何谓恶，何谓无关紧要的。不
管是在认识正确的价值方面，还是在努力按照所认识到的价值而行动方
面，我们都会受到激情（或欲望）的阻碍。激情会迷惑理性，会令我们
将无关紧要的或恶的东西误以为是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会驱迫我们去追
逐那些东西。所以，人的任务就是不断地与这种激情做斗争。只有当激
情被克服，只有当灵魂摆脱了激情的束缚，德性的目的才能达到。斯多
葛派将这种状态称为恬淡寡欲（希腊语apatheia，德语中的Apathie、
apathisch即“漠不关心”就是由此而来的）。

谁要是达到了这种状态，他就会成为智者。他是自由的，因为他认
识到了事物的必然规律并遵从它而行事，所以他也是富足的、符合规则
的、合乎道德的和幸福的，他摆脱了一切外在事物的羁绊，独立自主如
同君王。其他所有的人，也就是大多数人都是愚人。

就此而言，斯多葛派伦理学与犬儒主义伦理学还有一些相近之处。
但是，斯多葛派——受罗马的影响——觉得有义务并且也努力使他们的
智者的理想与普通大众的理想协调一致起来。

这种愿望主要在两方面产生了影响。首先是在原始的理论方面，即
对一切外在之物都持一种无动于衷（Adiaphora）的态度；其次是对这
种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即认为某些事物是有一定的价值的，另一些事物
则是无价值的或完全无足轻重的。

第二个方面则是更为重要的：犬儒主义基本上是自私自利的。犬儒
主义者只注重个人的独立和内心自由，而对其他人漠不关心。与他们不
同的是，斯多葛派不仅承认和赞扬智者之间的友谊，而且还提出了两个
基本的社会要求：公正与仁爱——并且他们对两者的认识程度在当时来
说可谓前无古人。他们的这种要求是针对所有人的，也就是说，他们把
奴隶和野蛮人都包括在内。这确实是一种革命性的要求，因为在此之前
人们所理解的人毫无疑问从来都只是希腊和罗马的自由公民。这种要求
当然也是那个时代的政治与社会重组的结果，因为罗马帝国将那时被看
作野蛮人的许多民族纳入了自己的版图，这些人也试图要求他们的公民
权。而他们反过来又极大地促进了这种思想意识的发展，比如罗马法就
受其影响很大。因此可以说，在古希腊罗马时期，斯多葛派首次代表了
一种广泛的博爱思想和同样广泛的世界主义。

在前面引述的克雷安德的颂歌中，我们仍然能听得出斯多葛派所达
到的道德高度，继续引述如下：



哎，那个傻瓜！他总是那么贪婪地占有财富，

却对万能的造物主的准则一无所知，

即使有人告诉他什么会给他带来幸福的生活和理性，

他也都把这些劝告当作耳旁风。

于是他就像无头的苍蝇围着财富团团转，

为了荣誉而明争暗斗，对利润贪得无厌。

有人企图得到安宁，有人企图得到快乐，

大家都对那毫无价值的欲望热情似火。

可是宙斯啊，你这万物的主宰，

请你把人们从那无意义的追逐中解救出来，

请你驱散他们内心中的阴霾，天父啊，

让他们幡然醒悟吧，

让他们知道你是这世界的公正主宰；

我们将以你为荣并赞美你的丰功伟绩，

这对我们这些尘世之人总还相宜：

因为人和众神都没有资格获得那样高贵的赞美，

只有你这永恒宇宙的主宰才当之无愧。

4．斯多葛派哲学的历史意义



斯多葛派关于高傲和坚不可摧的人格尊严，以及无条件地履行道德
义务的思想，与罗马上层阶级的思想观点紧密地融合在了一起。斯多葛
派思想通过罗马文化而在欧洲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但是，斯多葛派在世界历史上的意义在于它与基督教的密切关系，
或许这比它的思想在欧洲的发展具有更大的意义。斯多葛派与基督教有
几个显而易见的共同之处：斯多葛派倡导一种严格的和禁欲主义的道
德，并且鄙视一切身外之物。他们认为世界整体是体现在一个至高无上
者之中的——可以称之为“天父”！他们提倡一种跨越种族和社会阶层的
普遍的人间之爱。这一切都为基督教的诞生准备了土壤。尚在中世纪
时，这种思想就已经广为传布，可以说塞涅卡就属于最早的基督徒。但
是，当基督教开始征服罗马统治的世界时，斯多葛派并没有立即站在它
的一边。恰恰相反，比如斯多葛派的马可·奥勒留就坚决地抵制基督
教。在这场斗争中，斯多葛派站在了传统的民间宗教一边，他们不想看
到传统的民间宗教受到破坏，对某些批评意见他们根本不予理睬。

有些教父对塞涅卡的著作也大为赞赏，从四世纪至中世纪，人们曾
把一些虚构的塞涅卡与使徒保罗之间的往来书信信以为真。

随着宗教改革、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运动的发生，斯多葛派思想也
得到了复兴。鹿特丹的爱拉斯谟编纂了塞涅卡著作的经典版本，路德和
兹文格利对塞涅卡也给予很高的评价。蒙田在他的一篇散文中说，他的
思想是建立在普鲁塔克和塞涅卡的思想之上的。一场真正的“新斯多葛
主义”思想运动是由弗兰德人耶斯特·利普斯（1547—1606）发起的。他
试图证明，斯多葛主义与基督教是完全一致的。在十七世纪，斯宾诺莎
的伦理学中也显露出了斯多葛派思想的痕迹。康德、席勒、歌德以及海
因利希·克莱斯特也都接受了斯多葛派的思想。[4]

斯多葛主义所产生的最为令人惊异的影响则表现在十七和十八世纪
的普鲁士国家观念中，这在今天已鲜为人知。当时普鲁士人们称之
为“尼德兰运动”，这个运动溯源于利普斯和持自然法权思想的尼德兰人
雨果·格劳秀斯。（被翻译成法语的）塞涅卡、爱比克泰德以及西塞罗
的著作——因为它们接近斯多葛派思想——都成为当时的普鲁士军官必
须事先阅读的经典。此外，腓特烈大帝也在一首诗中称自己是“斯多葛
派哲学家”。[5]

二、伊壁鸠鲁派



在古代和在今日一样，人们通常认为，一个“伊壁鸠鲁派信徒”就是
一个追求安逸享乐生活的人。事实上，伊壁鸠鲁哲学——即为一种完全
无忧无虑的感官享乐生活作辩解——也容易让人做出这样的理解和解
释。伊壁鸠鲁有一句名言“像隐士那样生活吧！”，这说得很清楚，他鄙
视国家和政治而更喜欢过私人小圈子里的生活。他在雅典的“伊壁鸠鲁
花园”里生活和教学，这种轻松愉快的集体生活也令当时（他生活于公
元前341至前270年间，是萨摩斯人）那些猜忌心很强的市民更加确信，
伊壁鸠鲁倡导人们追逐一种无节制的感官享乐的生活。

我们将会看到，对伊壁鸠鲁伦理学作这样的理解并不是完全恰当
的。不过，我们首先还是先考察一下他的逻辑学和物理学，因为伊壁鸠
鲁和斯多葛派一样也认为，逻辑学和物理学是伦理学的前提。逻辑学能
够让人避免错误，物理学也是能够使我们采取正确行动的基础。物理学
的任务就在于告诉人们，世界万物是完全可以用一种自然关系加以解释
的，上帝既不会创造世界也不会干预世界的运行，因此人们就可以从恐
惧中解脱出来。伊壁鸠鲁并没有直截了当地否定上帝的存在，在他看
来，上帝是“生活于宇宙之间的”，上帝并不关心人类是如何生活的。因
此，我们人类也没有必要关心上帝和魔鬼的事情。物理学对宇宙的认识
——伊壁鸠鲁承袭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理论——其任务就在于，驱除人
们心中对超自然力量的恐惧——否则人的心灵会永远受压抑——并借此
使人变得完全自由，从而使他能够真正享受尘世的生活，这是伊壁鸠鲁
真正提倡的生活。

但是，伊壁鸠鲁并不是教导人们去毫无节制地追逐感官享乐。固然
他认为人生的唯一目的就是内心感到幸福，并且把这种幸福简单地定义
为获得快乐并避免痛苦，但是，他知道，每一种类型的过分纵欲其结果
往往都会适得其反，伴随而来的是更大的痛苦。因此，追求幸福必须通
过理性的引导并有所节制。理性告诉我们，只有在一种轻松愉快、安逸
宁静的生活中，在精神的祥和平静（Ataraxie）中，我们才更加能够获
得真正的幸福。就这一点来说，伊壁鸠鲁和斯多葛派的人生观并无二
致，尽管他们常常意见相左。事实上，伊壁鸠鲁自己就过着一种模范性
的节制生活。在人生的晚年，他用一种真正“斯多葛派式的”恬淡寡欲和
自我克制的态度，长时间地忍受着疾病的折磨。

伊壁鸠鲁认为，实际的人生智慧要比知识本身更为重要。他将肉体
的快乐——痛苦亦然——与灵魂的快乐区别开来，肉体的快乐是短暂



的，而灵魂的快乐既可以在回首往事中也可以在展望未来中获得；所
以，为了消除当前的痛苦，人可以回忆过去的快乐也可以期望未来的快
乐。谁若是摆脱了对上帝和死亡的恐惧，那么他就会获得内心的平静。
因为死亡是超出了我们的经验范围之外的事情，所以死亡对我们的生命
来说是无关紧要的。

伊壁鸠鲁的大量著作几乎都已经遗失了。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喷
发之后，他关于自然的伟大作品的几个片断在海格立斯神殿的废墟中得
以幸存。我们关于伊壁鸠鲁主义的知识主要是来自罗马诗人提图斯·卢
克莱修·卡鲁斯（公元前98—前55）的教育诗。卢克莱修著作里所描绘
的宇宙整体及其相互关系的画卷，完全是依照伊壁鸠鲁的哲学精神。

在罗马的另一位重要诗人昆图斯·贺拉斯·弗拉库斯（公元前65—前
8）的诗歌中，也倾向于伊壁鸠鲁式的人生观，他歌颂爱情、美酒、友
谊和愉快的生活，以及一种澄明的人生智慧。

三、怀疑派

所谓怀疑派，即认为人基本上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认识，历史上任何
时代都有持这种观点的人——从智者派到蒙田和大卫·休谟，再到本世
纪的阿尔贝·加缪和结构主义者——并且以后也永远会有。怀疑主义在
公元前的最后一个世纪里得到了特别广泛的传播，甚至发展为一个独立
的哲学派别，这与那时的时代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除了在古希腊罗马
时代后期产生的那种仅凭直觉去评价事物的普遍的“文化厌倦”情绪，另
外在哲学内部也形成了与早先智者派形成时非常类似的境况。当时产生
了众多的形形色色和观点各异的哲学派别，而且它们往往是以不加批判
的方式创立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产生怀疑一切的精神也是必然的。

人们将怀疑派哲学划分为三个时期。早期怀疑派的创始人是埃利斯
的皮浪（约公元前360—前270）；中期怀疑派也被称为学园怀疑派，因
为柏拉图学园是这一时期他们的主要活动场所，其杰出的代表人物是阿
尔凯西劳（前315—前241）和卡尔尼阿德（前213—前129）。后期怀疑
派的创始人是爱那西德谟，他大约生活于基督诞生时期。另一位代表人
物塞克斯图·恩皮里克的著作被最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他生活的时期要
远远晚于前者，约在公元200年左右。



那些利用转义（Tropen）来论述的理论具有古典时期怀疑主义的特
征。人们往往用“转义”来描述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真理是不可认识
的。爱那西德谟斯就此列举出了十个论据[6]：

1．动物的一般差异（不同种类的动物有不同的感觉）；

2．人的差异（人的感觉因人而异）；

3．感官构造的差异（同一个人的不同感官有不同的感
觉）；

4．主观状态的差异（同一个人和同一个感官在不同的心
境和情绪下会产生不同的感觉）；

5．事物由于位置、距离和环境的差异而显现出不同的形
状；

6．与其他事物的混合（一个事物在和不同事物的结合中
具有不同的性质）；

7．同样数量和结构的事物（在不同的媒介里）会产生不
同的作用；

8．一切现象和感觉的相对性；

9．事物因显现次数的多少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

10．教育、习惯、风俗、宗教和哲学观的差异。

此外，怀疑派的另一个特征是，大部分怀疑主义者并不把逻辑和认
识论作为自己的研究目的，而是把他们关于一切事物的不可知性的认识
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放弃判断”的态度作为一种前提，目的是达到一种更
为实用的理想，即达到一种愉快的和坚不可摧的心灵安宁，因此可以
说，他们在伦理学方面与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如出一辙。

四、折中主义



1．罗马的折中主义

在那个时代，由于罗马、希腊和东方文化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相
互渗透和相互融合，又由于罗马帝国将大量的异族纳入了自己的版图，
这就导致哲学领域内也发生了不同学派之间的相互接近和融合。除了这
一般的情况之外，另外还有两种情况促进了以综合各种思想体系为要旨
的折中主义哲学的产生。首先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所有的思想体系——
不管是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还是柏拉图学派和亚里士多德学派，以
及与上述各派做斗争的怀疑派——都不是由罗马人自己创立的，而是由
希腊人创立的，亦即都是外来的。因此，有教养的罗马人从一开始就喜
欢不带任何偏见地审视所有这些思想派别，并从中选取那些他们认为是
正确的东西（德语Eklektiker即折中主义者这个词的本义就是“挑选
者”）。第二个事实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罗马人讲求实际的愿望，他们
从来都不把哲学思想作为目的本身，而是作为现实生活的工具和正确行
为的指南，依循这样一条道路，他们就选择那些适合于自己的东西并从
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思想体系。[7]

罗马折中主义的杰出代表就是马可·图留斯·西塞罗（前106—前
43），他在希腊接受教育，是一位重要的演说家、政治家和作家。他的
文章中值得一提的有《学院派考察》、《论至善与恶》、《论责任》、
《论神性》。西塞罗在其中把拉丁语的文体风格发展到极致，他以一种
绚丽的语言对较广泛的、受过教育的公众阐述了他的哲学观点，他从一
种老于世故的怀疑主义者的立场出发，将各种学派——特别是斯多葛派
——的思想融合到了一起。

哲学家的任务不仅仅在于独创某种思想体系，而且也在于将他们的
思想传达给普通大众，并且他还应该致力于把他们的思想运用到实际生
活中去，因此，我们不应该轻视像西塞罗这样一位思想家的功绩。他的
著作在以上诸方面都有非凡的体现，我们甚至可以称之为罗马文化的精
神代表。此外，西塞罗的功绩还在于，他将希腊语的哲学术语翻译成了
拉丁语，后来这些拉丁语哲学术语又融入了西方的所有语言中。

2．亚历山大里亚的折中主义



在亚历山大里亚，也具有让不同思想派别之间相互接近和融合的类
似条件，那里是当时东地中海区域的文化中心。亚历山大里亚拥有古罗
马时期最好的图书馆，是自然科学（如医学）书籍的保管所。在罗马，
希腊和罗马思想相互融合到了一起，而在亚历山大里亚，与希腊思想相
互融合的则是东方的思想，尤其是犹太的宗教传统。《旧约》被译成了
希腊语（即所谓的Septuaginta）。亚历山大里亚的受过教育的犹太教
徒，一方面对其传统的宗教信仰保持忠诚，另一方面，他们对希腊文化
也持一种开明的态度。

东方折中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斐洛（约生
活于公元前25年至公元50年）。在语言表达的优美方面，斐洛以及其他
希腊化犹太哲学代表的著作无法与罗马哲学家们的著作相提并论，但是
在内容上，前者由于吸收了一些宗教观念，从而比后者达到了一个更深
的层次。

对于斐洛和其他希腊化犹太思想家来说，有一种内在的困难不容易
克服，一方面他们坚信，真理唯有在他们的圣经里才得到了表达，但是
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希腊哲学家特别是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以及斯多葛派也发现了哲学真理。为此，他们为自己找出了
这样一个论据，认为摩西的经书在古代已经为希腊人所了解，而希腊思
想家们就是从其中获取智慧的。至于他们自己的神圣经典，为了使其内
容与希腊哲学协调一致，他们越来越多地从逐字逐句的注释过渡到象征
的和转义的（或比喻的）注释。除了希腊哲学和用比喻的方式作解释的
经典字句之外，斐洛还发现了人类认识的第三个源泉，而且这也是最重
要的一个源泉，它就是直接来自上帝的内心彻悟。

斐洛的上帝观念与圣经旧约里的上帝观念相去甚远。在斐洛那里，
上帝摆脱了一切人的规定性，上帝干脆就是不确定的和无法认识的，他
在遥不可及的远处主宰着一切。[8]如果上帝在创造万物时直接接触了物
质，那么这与上帝的尊严是相矛盾的。上帝为了实现其意志会利用与物
质相对的特殊力量，“这种力量的真正名字就叫做理念”[9]。我们会发
现，斐洛在这里承袭了柏拉图的思想。但是，理念的整体就是逻各斯，
是主宰世界的理性——他在这里或许是承袭了斯多葛派的思想，只不过
是换了一种说法而已。逻各斯并不等同于上帝，它是位于上帝之下的，
斐洛称之为“上帝之子”。[10]逻各斯是介于上帝与人之间的媒介，是人在
上帝面前的代言人。显而易见，基督教的思想在这里已经预先形成了。



五、新柏拉图主义

在古典时期将近结束的时候——与此同时基督教哲学开始繁荣起
来，在与基督教展开斗争的过程中，哲学思想又一次发展为一种包罗万
象的体系，在其中，过去的哲学思想不仅以折中主义的方式或多或少被
松散地联系在一起，而且还按照统一的基本原则被系统地结合到了一
起。这个思想体系即新柏拉图主义所产生的影响从公元二世纪一直持续
到公元六世纪，它的创立者被认为是亚历山大里亚的安谟纽·萨卡斯
（生活于公元175—242年），关于其学说我们所知甚少。他的最伟大的
学生普罗提诺是这个学派的思想体系的真正创立者。

1．普罗提诺

普罗提诺于公元205年出生于埃及，经过丰富多样的学习和漫游之
后，他来到罗马，在这里他创办了一所学校，直到他于公元270年去世
为止，他一直领导着这所学校。罗马皇帝加里努斯以及皇后都非常宠爱
他，民众对他的崇敬也近乎迷信的程度。所有关于他性格的记载也是相
互吻合的，都认为他是一个谦恭、温和、纯朴和极为虔诚地追寻上帝的
人。普罗提诺曾经计划在意大利建立一座哲学家之城，被称为柏拉图之
都，他想把柏拉图的理想国变为现实，但是这个计划最终并没有得以实
施。[11]

普罗提诺共写有五十四篇文章，后来由他的最重要的学生波菲利编
辑成书，共分六集，每集都有九篇，故名《九章集》。第一集收入了他
论述伦理学的文章，第二集和第三集涉及他的宇宙论，第四集是论灵魂
的，第五集是论精神和理念的，第六集则论述最高原则和至善，这也只
是一种大概的划分。普罗提诺以及其他新柏拉图主义者认为，他们并非
一种新体系的创立者，他们只是柏拉图的忠实的学生和注释者，他们只
想把被歪曲了的柏拉图著作还以本来面目，实际上这个体系的名称也说
明了这一点。而事实上，他们却创立了一个自己的思想体系，虽然这个
体系紧密地承袭了柏拉图的思想，但是它与柏拉图的思想体系有着根本
的区别，他们认为，世界万物是逐级地从“太一”那里流溢出来的，并且
也将复归于“太一”。

虽然有历史学家将普罗提诺的思想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不过关于他



的学说的核心内容我们可做如下描述：

如果现在有一个次于它的实体，而它本身是不动的，那
么，这个次于它的实体的产生，一定不需要‘太一’方面的任何
倾向、意志或运动。这是怎样造成的呢？我们应当怎样来想这
些围绕着‘太一’的常驻不变的本质的次等实体呢？我们应当把
它想成一种从‘太一’发出来的辐射，从常住不变的‘太一’里发
出来，正如围绕太阳的太阳光永远不断地从太阳里产生出来，
太阳的实体却毫无改变和运动一样。万物当继续存在的时候，
也都必然凭他们自身的力量，从他们自身的本质中产生出一个
实体在他们自身之外，并且围绕着它们，附着在他们身上，产
生出一个形相，就是那产生它的原形的形相。火由自身发出热
来，雪也并不把寒冷总是保留在自身之内。这种事实的最好的
证据是发出香气的东西。因为只要这些香的东西存在，便在周
围发散出一种东西来，被站在附近的人闻到。一切事物在达到
完备程度时都产生出别的东西，永远完满的东西则永远产生永
恒的东西；不过被产生出来的东西要次于产生者。我们现在对
那最完满的东西说些什么呢？从它而来的东西只是在它以后最
伟大的东西。在它以后最伟大的、次一等的东西就是心
智。[12]

这段话已经清晰地表明了前述普罗提诺的基本思想，此外，他的基
本思想与亚历山大里亚的斐洛的学说是相近的，并且受其影响很深。太
一、元一、永恒者、至高无上者、善、超善或普罗提诺所称的上帝，都
超然于一切对立面和一切可理解性之上，这在普罗提诺那里比在斐洛那
里表现得更为明显。如果上帝与物质直接接触，这不仅与上帝的尊严不
相符，而且如果它渴望与物质接触或者果然那么做了，那这也是根本不
可想象的事情，因为上帝是自我完成和独立自足的。这就是说，世界不
可能是通过上帝的意志力量被创造的，那么它又是如何被创造的
呢？“太一是充溢的，流溢出来的东西便形成了别的实体。”[13]太阳辐射
出热量，其实质并不会因此而受损，世界万物也是这样从“太一”中流射
出来的，就仿佛是“太一”的光芒和阴影。

这种流射是分阶段发生的。根据与上帝之间的距离，有一种不同存
在范围的次序。流射的第一个阶段是精神，这个过程不是按时间顺序进



行的，而只是按照其级别进行的，整个过程是无时间性的。这个神圣精
神——如在斐洛那里——不是上帝本身，它超然于上帝之上。这个精神
与柏拉图意义上的理念极为相近。流射的第二阶段是世界灵魂，即灵魂
的世界。在灵魂的世界与物质的世界之间，存在着作为中间环节的个别
灵魂。个别灵魂是最不完善的，是最远离上帝的表现形式，因而也被认
为是阴暗的和丑恶的。

普罗提诺所描述的个别灵魂与世界灵魂的关系，与印度哲学中的梵
我思想极为相似。他说，全部世界灵魂显现于每个个别灵魂之中，仿佛
每个个别灵魂都包含着整个的宇宙。“因此，灵魂首先会思考，然后它
创造了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并给它们注入了生命的气息，它创造了大地、
海洋、空气和苍穹里的神圣天体，它创造了太阳和这辽阔的天空，它使
天空充满秩序，它引领繁星周而复始地运动，它是一种更高级的自然力
量，它高于万物，高于它所赋予秩序和赋予生命并使其运动的任何事
物。”[14]

普罗提诺关于人的学说以及他的伦理学思想合乎逻辑地产生自这样
一种观念，即认为世界万物是从“太一”那里流溢出来的，人的灵魂来自
神圣的起源。在他看来，人的最终目的以及他的幸福就在于，使他的灵
魂重新与“太一”融为一体，因为他的灵魂就起源于其中。普罗提诺认可
柏拉图所提出的四种德性，只不过他把这四种德性看作是通往最终目的
和幸福的最初阶段。通向那里的真正道路是一条精神之路，这条路不是
伸向外界，而是伸向人的内心世界。哲学思想或思辨是一种较高的境
界，但还不是最高的境界。最高的境界就是完全沉浸于自我之中，亦即
沉浸于寓于我们内心的神之中。这种最高境界超然于一切思想和意识，
从而达到一种忘形出神和心醉神迷的并且能够与上帝合二为一的状态。

在普罗提诺那里，我们看到了那种直接与神融为一体的忘我的神秘
主义思想，对于所有过去的希腊哲学来说，这种神秘主义是陌生的。相
反，它在本质上与印度哲学的基本观点非常接近。但是普罗提诺对印度
哲学不可能有详尽的了解，据他的学生记载，他曾经参加过远征波斯的
战役，其明显的目的就是想进一步认识波斯和印度哲学。但是这次远征
却失败了，普罗提诺只好无功而返。但是他的意图已经表明，不管怎么
说他对那个精神世界曾有过耳闻，而且他对那个世界也赋予了很高的价
值，以至于他为了认识波斯和印度哲学而甘愿去冒极大的风险。

我们到处都会遇见这种神秘主义，它非常认真地对待人的灵魂本质
与神的思想，在普罗提诺之前有印度人，在他之后有中世纪伟大的基督



教神秘主义者。

2．新柏拉图主义的结束与古希腊罗马哲学的终结

除了以普罗提诺为代表的罗马学派之外，新柏拉图主义还有一个叙
利亚学派，其代表人物是扬布利可（死于公元330年），他是普罗提诺
的学生，另外还有一个以普洛克鲁斯（生活于公元410—485年）为代表
的雅典学派。

新柏拉图主义的雅典学派同时也标志着古代非基督教哲学时代在开
始独立的东罗马帝国内的结束。尽管新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在思想观念
方面存在着内在的亲缘关系——他们都试图以不同的方式适应那个时代
强烈的宗教需求，但是恰恰因为这一点，使得新柏拉图主义遭到了日益
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的强烈抵制。公元529年，查士丁尼皇帝下令封闭
了自柏拉图以来一直存在的雅典学园，没收了他们的财产，禁止他们继
续讲授希腊哲学。学园的最后七名教师被迫流亡。

在西罗马帝国，新柏拉图主义的最后一位伟大传布者就是波依修斯
（生于公元480年，由于政治原因，525年被基督教教父国王提奥德里希
处死了），表面上他是个基督徒，内心里却热衷于古代非基督教哲学
——斯多葛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他在地牢里写的《哲学的慰藉》是古
代非基督教哲学的最后闪光，人们称他是“最后一个罗马人和第一个经
院哲学家”。

[1] Erdmann, Grundriß, S.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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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中世纪哲学



《基督的洗礼与十二使徒行列》（5世纪，意大利拉文纳阿里乌斯洗礼堂）



概述

基督教的繁荣——时代划分

当我们从古希腊罗马哲学转向欧洲中世纪基督教哲学时，单从时间
上看，我们会在其中发现一种历史的延续性，因为基督教的传播和基督
教哲学在教父那里开始形成正好与古希腊罗马哲学的衰落是同时发生
的，或者说它们之间是一种直接的承上启下的关系。从思想史上看，这
种承上启下的过渡也意味着一种飞跃。不管基督教的创始人被赋予多少
传奇色彩，从历史上看，基督教的形成要远远回溯到过去，它是在各式
各样的东方宗教传统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且其根源也不仅仅是古代犹太
教；上个世纪的一些研究者发现，《旧约》中也包含着一些源自亚述和
巴比伦特别是波斯的思想，或许还有埃及的思想。

因此，若想从历史的角度对基督教做深入的了解，我们就必须研究
和说明其中的这种关联。可是这本来应该是宗教史而非哲学史的任务，
哲学史只能而且也必须仅限于从阐明基督教的形成时间入手。因为由耶
稣和使徒保罗赋予其形式的基督教主要是在地中海区域传播的，其间它
必然会与古希腊罗马哲学发生思想交锋。

基督教的传播开始于公元一世纪耶稣使徒的传教活动，特别是使徒
保罗的三次传教旅行，他最终定居罗马并在此殉难。公元二世纪中期，
在罗马帝国的所有地区都有基督教追随者。罗马的人民及其统治者在很
长时间里都把基督徒看作是罗马国教的蔑视者和公共秩序的敌人。由于
基督教属于国家禁止公开传布的宗教，它的信徒被迫秘密地聚会和举行
礼拜仪式。这种秘密的活动反而又加剧了人们对它的敌意和憎恨，致使
产生一些对基督徒的流言诽谤。起先还只是个别民众对基督徒心怀憎
恨，不久便发展成国家对基督徒的有组织的迫害，这种冷酷无情的迫害
往往持续数年之久。在对基督徒实施迫害的皇帝中，恰恰是那些有教养
的和品行较高者，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职责就是保护古老的帝国秩序
和社会秩序免遭基督徒的威胁，所以他们就对基督徒采取了严厉的措



施。最为严重的迫害行动发生在如下皇帝在位期间：尼禄、图密善、图
拉真、哈德良、安东尼·皮乌斯、马克·奥勒留、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
德西乌斯、瓦勒良、戴克里先，这就是说，它从公元一世纪一直持续到
公元四世纪。有无数的人不得不发誓放弃自己的信仰，否则便会遭受最
残酷的肉体折磨。众所周知，宗教迫害并没有消灭基督教，反而使它变
得更为强大了。因为被杀害的人和被残酷的刑罚吓倒了的人，远远没有
那些在殉教者崇高的道德和英勇无畏的精神的感染下而纷纷投向基督教
门下的人多。基督教的精神力量恰恰吸引了那些具有最深沉的心灵和最
勇敢的性格的人。为了自己的信仰而甘愿赴死的殉教者耶稣基督为人树
立了榜样，他是一个完美的基督教徒。

君士坦丁大帝在位期间（323—337年），基督教被国家承认了，从
那时起，基督教不再是异教，它成了受国家庇护的宗教，不过期间也发
生过几次倒退。基督教取得的最明显的胜利就是，公元392年皇帝颁布
了禁止异教徒举行祭祀活动的法令。在此期间，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所
有城市得以传播。在乡村，异教徒仍然继续存在。因此，非基督教徒在
德语中被称为Heiden（异教徒），其原意是居住在乡野里的人（拉丁语
中的paganus也是指乡野之人）。

如果我们只考虑这三个因素，即罗马帝国和罗马法、古希腊文化以
及日益繁荣的基督教，那么中世纪基督教的文化和精神世界的历史背景
还没有被完整地描述出来。另外还有第四个因素，它就是已经走进真正
人类历史的凯尔特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部落的百折不挠的力量。长
久以来，所谓的蛮族就如同奔腾不息的海洋一般，对罗马帝国的外围边
境构成了日益强大的威胁，后来，民族大迁徙的浪潮如汹涌的波涛淹没
了整个古罗马世界，不久之后，在这股浪潮的冲击下，罗马帝国就崩溃
了。如果称这些种族为“蛮族”，从古希腊罗马的发展较高的文明来看也
是对的，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种族也并非未
开化的野蛮人，事实上，这些民族也带来了他们自己的文明和宗教。其
中的大部分也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正如历史上常常发生的那样，
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胜利者可能会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凯尔特人、日
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丢弃了他们自己的传统生活方式，据后来的史学家判
断，他们丢弃的甚至太多了，因为许多有价值的和具有民族特色的东西
就这样一去不复返地消失了。他们接受了基督教和古典文化遗产，
从“野蛮人”一变而成为古典文化的继承者和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要承担
者。在这场暴风骤雨般的历史变动中，难以估量的人类文明的财富消失
了。其他许多人类文明的遗产得以保存和发展，这主要应该归功于基督



教。

上述的四个因素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不断地融合和发展，于是就形
成了西方的文明，但是并非只有古典文化在继续起作用。通过罗马法、
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明的融合，西欧文明得以发展，与此同时，东部斯
拉夫人也进一步发展了东罗马帝国的古基督教文化。此外，伊斯兰教也
长驱直入西班牙境内，并且伊斯兰教学者也对古典文化加以继承和发
展。对于我们下面将要讨论的中世纪和近代欧洲哲学来说，我们所关注
的也正是在此期间所发生的这种文化碰撞，尤其是中世纪晚期所发生的
基督教与阿拉伯哲学和犹太哲学的接触。基本说来，基督教信仰与古典
哲学思想遗产的融合构成了下面将要讨论的中世纪哲学的主要内容。

这种融合可被显明地划分为两个主要时期。第一个时期从使徒传教
时期至公元800年左右，这个时期的哲学也被称为教父哲学（德语为
Patristik，源自拉丁语中的pater，即父亲，意指教父）。第二个时期包
括从公元800年至公元1500年中世纪哲学的结束，这一时期的哲学被称
为经院哲学（德语为Scholastik，这个词源自拉丁语的scholastici，起先
指教师，后来指传教士，再后来指基督教神学家）。

教父哲学时期又被划分为两个时期，在其中的第一个时期，基督教
与希腊哲学进行了首次接触，并且基督教内部也发生了多次矛盾冲突。
之后，在外在形式上，基督教建立了统一强大的教会，在内在形式上，
它确定了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公元325年举行的尼西亚会议标志着这一
时期的结束。在教父哲学的第二个时期，特别是在奥古斯丁的著作中，
已经确定了的基本教义被整理为基督教教义和哲学的统一体系。

经院哲学又被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从公元九世纪至公元十二世纪的
早期经院哲学、公元十三世纪的中期经院哲学、从公元十四世纪至公元
十五世纪的后期经院哲学。早期经院哲学的特点是，它形成了一种独特
的经院哲学方法，神学与哲学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还有从柏拉图和亚
里士多德那里继承下来的为争取一般概念的有效性而进行的思想辩论，
即所谓的共相之争。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被越来越多地接受下来，这标志
着中期经院哲学时期的开始，中世纪阿拉伯哲学和犹太哲学在其中起着
一种中介作用，因此我们在本书中也将专门插入一节来叙述阿拉伯哲学
和犹太哲学。

中期经院哲学使中世纪基督教哲学达到了最完美的形式，这尤其表
现在大阿尔伯特和托马斯·冯·阿奎那的著作中。在后期经院哲学时期，



中世纪哲学在唯名论的影响下逐渐走向衰落。在中世纪后期，基督教神
秘主义开始繁荣起来，它与经院哲学关系密切，但是又与经院哲学有着
本质的区别，这尤其表现在埃克哈特大师的著作中，我们将在这一部分
的最后一节里讨论他。



第一章

教父哲学时期

一、古典思想与基督教思想的不同

在论述希腊哲学时，我们在不同的地方，特别是在苏格拉底、斯多
葛派、斐洛以及普罗提诺的哲学思想里，已经遇到过在某些方面与基督
教相近的思想倾向，而且这些思想也为基督教的产生准备了土壤。但是
为了能够正确地评价贯穿于整个中世纪的基督教与古典思想的相互渗透
的意义和错综复杂性，我们必须事先简短地回顾一下两者之间的根本区
别。这特别表现在他们对待上帝的观念、上帝与人的关系、人与人、人
与世界这些问题的态度上，还表现在基督教从一开始就提出的对专一性
的要求上。

1．上帝与人

我们在希腊哲学那里已经遇到过各种不同形式的关于一个造物主的
观念：赫拉克利特的神性的原始火；亚里士多德的以自身为原因的“第
一推动者”；斯多葛派及其他思想家的泛神论，在他们那里，上帝和万
有是同一的；最后还有普罗提诺的上帝观，即认为上帝是唯一实在的东
西，其他存在物只是上帝的余晖，是出自上帝的流射物。

与所有这些观念不同，基督教认为，上帝是万能的造物主，上帝根
据自己的意志从虚无中创造了世界。上帝之外的万物都是被创造的，人
也是被造物。在造物主和被造物之间好像有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如我
们在考察印度哲学时所看到的那样，在神与人之间划定出一条宽阔的鸿
沟是闪米特人古老宗教信仰中所特有的，它来源于古犹太教。人以及所



有被造物都只是通过上帝之手，并且为了上帝的缘故而存在的。人作为
上帝意志的产物，他的天职就是按照上帝的意志行事，上帝会用神的语
言给人以启示。因此，基督教宗教虔诚的最高美德和核心问题就是人对
造物主的恭顺。最为卑劣的恶德就是亵渎神灵（Hybris），就是狂妄自
大，就是人想与上帝平起平坐。这造成了衡量人类道德的一种完全不同
的价值标准。希腊人所赞美的道德不仅遭到了摒弃，而且还被认为是傲
慢自大和“极端的恶德”。[1]此外，基督教的上帝并不是非人格化的上
帝，而是完全人格化的上帝。人作为一个个体，作为一个人，站在人格
化的上帝面前。人在祈祷中与上帝交流。因此基督教赋予个体的灵魂以
无上崇高的尊严。古希腊人对这个思想是陌生的。“对古典哲学来说，
灵魂基本上是一种非个人的东西，是一种自然因素，因此，把灵魂与有
机生命的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对他们来说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了，可想而知，只要一谈起灵魂，他们始终会想到世界灵魂，而个体的
灵魂只是世界灵魂的一部分。个体的灵魂孤独地站在上帝的面前，并且
感觉到上帝注视着自己的目光，这种思想根本来说并不是古希腊
的。”[2]

基督教的上帝是仁慈的和拯救人类的上帝，这种思想基本上是全新
的。人就其本性来说是有罪的，并且他也是有死的。虽然人能够利用自
己的力量战胜恶，但是人却不能自我拯救。古希腊哲学家如斯多葛派、
伊壁鸠鲁派以及苏格拉底，都教导人们如何利用自己的力量去寻找“幸
福”，这是一种傲慢自大的、有害的尝试。只有通过上帝的恩赐和上帝
之子的结合，人才能获得拯救。为了达此目的，人必须战胜和克服掉他
全部的罪恶的本性。并不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人的较低级的灵魂是非
永生的，较高级的灵魂是永生的，并且是上帝的灵魂的一部分；整个自
然的人会死亡和腐烂，只要他没有通过在基督中复活而获再生。倘若他
获得了再生，那么他整个的人也就脱胎换骨了。“因此，如果有人成为
基督，那么他就是一个新的被造物。”保罗说。[3]人通过基督的神恩而
获再生，这个思想主要经由保罗之口被明确地表达出来，这也正是基督
教的全部主要教义。[4]

2．人与人

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督教道德的基本要求正如基督所
言：“爱邻人犹如爱自己。”[5]在基督教中，这个要求适用于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都是上帝之子，都是兄弟姐妹。基督教的这种崇高理想与古希
腊斯多葛派的普遍仁爱的思想非常接近。

基督教从一开始就带有一种超越种族的特征。基督就曾经派他的门
徒去向所有的人布道。基督教从一开始也不分任何社会等级，基督所关
心的正是那些生活困苦的人，基督教的第一批信徒也是来自社会底层的
民众。基督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思想革命，它的影响不久之后就扩及
社会大厦的顶端。

3．人与世界

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哲学家并没有想过要脱离尘世而到另一个彼
岸世界里去寻找人生的意义和目的，他们思想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好地度
过此生。在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者那里，情况与此有所不同，但是基
督教却与他们相去甚远。将人生的意义放到彼岸世界的（超验的）上帝
那里，把获得拯救作为人生的目的，这势必会导致对尘世生活的贬抑，
或者干脆逃避尘世生活，这与印度人的宗教观念有些类似。基督自己就
说过这样的话：“我已经战胜这个世界了。”[6][7]

人与尘世的当权者的关系也是完全以上帝的眼光来看的，人们应该
臣服于它，因为这是上帝安排的。但是人的目的却被置于一个并非属于
这个世界的王国里。作为神性的仁慈的自由行为，上帝化身为基督，这
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历史事件，但是这并不是一个永恒的象征性的神话，
它不像在其他同样宣扬拯救的理想的宗教那里一样，这个神话不可能在
每个人的身上在随便某个时间里反复重演。因此，对基督徒来说，不管
尘世的生活多么快乐和充满诱惑，在上帝的神圣计划中，人的尘世生活
是不可重复的一次性的。并不存在像许多希腊哲学家所认为的那种世界
的永恒生成和毁灭，也不存在像印度人所认为的那种无休止的灵魂转
世，人所拥有的只有此生此世，它是一次性的不可重复的，这是上帝的
神圣计划所决定的。因此，“基督教的思想对个体的人具有无可比拟的
说服力，因为它具有绝对的普遍性，因为在其中孕育的历史具有独一无
二和不可重复的意义，因为它关涉到人类的救世主。虽然对基督徒来
说，他们生活的时代就是他们的整个尘世，但是他们的时代意识却因此
而极大地加强了”[8]。



4．基督教的专一性特点

在古希腊的城市国家中，个人有一种毋庸置疑的、近乎天真的安全
感，如我们在苏格拉底那里所看到的那样。希腊城邦逐步瓦解，希腊扩
展为一个罗马统治下的世界帝国，在其中，个人生活日益被公共事务所
排挤，而且人们也不再满足于传统的宗教，因为它已经蜕变为一种神化
帝王的国家崇拜，因此，人们产生了对一种更为个人化的宗教的强烈需
求。除基督教之外，在古罗马晚期产生于整个希腊化世界的大量的宗教
崇拜也都是适应了人们的这种需求。古代波斯的密特拉教[9]，古埃及的
伊西斯崇拜[10]，阿窦尼崇拜[11]，以及其他许多宗教崇拜都在罗马盛行
起来，并且随着罗马征服者的脚步一直流传到莱茵河地区和与不列颠接
壤的地区。其中的某些宗教显露出了与基督教极其相似的特征。譬如密
特拉教的宗教仪式中也有洗礼、坚信礼、圣餐和三位一体说，并且他们
把12月25日作为日神的诞辰。

基督教之所以能够战胜所有这些宗教形式而独占鳌头是有其原因
的，特别是由于它从犹太教那里继承来的专一性。基督徒的宗教团体都
感觉自己是新的选民，是新以色列，如圣经上所说，[12]是“上帝的选
民，是君王的祭司，是一个圣洁的民族，是属于上帝的子民”[13]。

基督教传教的这种专一性的意识阻碍了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混合
（虽然曾经出现过某些混合的征兆），从而也避免了基督教与那个时代
的其他宗教的合并。这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规范的宗教传统的发展和组
织严密的教会机构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在早期教父哲学那里基督教与古典哲学的首次接触

“雅典与耶路撒冷有何关系，学园派与教会有哪些共同之处呢？”教
父德尔图良写道，“基督徒和哲学家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呢？在希腊人
的信徒和上帝的信徒之间，在追求名声的人和追求生活的人之间，在言
说者和行动者之间，在建设者和摧毁者之间，在真理的统领和囚徒之间
难道有什么相似之处吗？”[14][15]保罗写道：“智者在哪里呢？学者在哪
里呢？当代的哲学家在哪里呢？难道上帝没有使世人的智慧变成愚蠢
吗？犹太人要求神迹作证据，希腊人则寻求智慧。但是我们却传布被钉
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这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冒犯，对异教徒来说是愚



蠢的。但是对那些受到召唤的人，不论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基督都
是上帝的力量和智慧。”[16][17]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基督教与希腊哲学的尖锐对立，而且事实上，
在希腊和罗马后期的那种爱好文艺和理论、以和谐平衡和快乐的感官享
受为人生要旨的思想，与最初的基督徒的思想之间存在着更大的对立，
这也是可以想象的，因为这些基督徒，作为一种新信仰的殉道者，满怀
坚定的道德信念，摒弃一切世俗的东西，他们宣告世界正在走向灭亡并
且预言一个上帝之城即将降临。正如我们已经指出过的，这种思想的对
立同时也意味着一种社会的矛盾。最初的基督徒都是来自城市和乡村的
下层民众，他们对古典文化的认识都非常肤浅，他们不讲希腊语，除意
大利人之外也不懂拉丁语。受过教育的人，如塔西陀或斯多葛主义的皇
帝马克·奥勒留，对基督教学说都怀有一种深切的蔑视，在他们眼里，
基督教只不过是一种向蛮族迷信的倒退。

基督教若想获得承认，它也必须赢得受教育阶层的支持。而若想在
这方面获得成功，基督徒就必须学会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与之交流，也
就是要学习古典文化。首先从事这种事业的人被称为“护教者”，他们是
捍卫基督教免遭有文化阶层的异教偏见攻击的人。他们自己也接受过哲
学方面的教育，他们的著作是写给皇帝和当权者看的，目的是想证明基
督教的道德优越性，或至少要证明基督教对国家秩序不会构成威胁，而
且还要证明基督教的神圣启示相对于其他所有的哲学具有更大的优越
性。

第一位重要的护教者就是殉教者查士丁，他是“披着哲学外衣的基
督徒”，他出生于公元100年，作为他的信仰的殉道者，他于公元165年
死于罗马。前述的德尔图良（160—220）把基督教的救世说与古希腊的
尘世智慧尖锐地对立起来，他不仅有很高的哲学造诣，而且还是一位出
类拔萃的雄辩家。他的文章是用一种精妙的拉丁风格写成的，既有插科
打诨，也有辛辣的讽刺，他使基督教的拉丁语文学获得了进一步提
高。“正因为它荒谬，我才相信”（credo quia absurdum est），这句名言
被认为是德尔图良说的，虽然我们在他保留下来的著作中并没有发现这
句话的原始形式，不过它却真正反映了德尔图良的基本思想，即信仰真
理不可能被理解，只能被信仰，人只有依赖灵魂感应才能把握真理。德
尔图良坚信，信仰真理是更高的真理，因此他把哲学置于神学之下，把
知识置于信仰之下，这也是此后的基督教哲学的特征。

在这个方向上的一个关键性步骤是由革利免（死于公元217年）和



欧利根（184—254）做出的，公元2世纪和3世纪在亚历山大里亚盛行讲
授基督教教义的学校，他们在其中担任教师。他们不仅建立了作为科学
的基督教神学，而且还对科学的等级作了划分，其中，神学处于最高地
位。欧利根说：“如果那些智者们说几何学、音乐、语法学、修辞学和
天文学是哲学的婢女，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哲学是神学的婢女。”[18]故
此，他要求神学家们要精心研读古代哲学著作并仔细地倾听其中的话
语。在他自己的学说中，欧利根将基督教思想与新柏拉图主义紧密地融
合到了一起，这对基督教教会来说已经走得太远了。在他的主要著作
《论基本原理》中，他将上帝与上帝之子的关系比作太阳与光之间的关
系，光发自太阳又离不开太阳。上帝之子介于上帝和人之间，他是沟通
人与上帝之间的桥梁。[19]

在中世纪早期的一部伟大思想作品中，即耶柔米的拉丁文圣经译本
（Vulgata），在日益觉醒的基督教文学创作中，古典神话和圣经传说融
合在了一起。

古典文化的形式对基督教作家的影响要大于其内容，耶柔米称赞西
塞罗是修辞学之王，是拉丁语言的启示者。正是由于他们的修辞学重视
古典文化的形式甚于其内容，对后来的文化发展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一方面的结果是，除宗教作品之外，还产生了一
批世俗的文艺作品，或者说，在宗教文化之外还形成了一种世俗的文
化，他们以维吉尔、霍拉兹和西塞罗等人为榜样，西方世界的精神生活
因此而大大丰富起来；另一方面的结果是，希腊的科学遗产在中世纪被
忽视了。

三、基督教的内部危机

1．诺斯替派

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基督教被迫自我保护起来，与此同时，
基督教内部在最初的几个世纪里也形成了许多思想运动，这些运动对基
督教的统一和存续构成了威胁，一方面，他们试图从基督教本身的思想
中寻找源泉，另一方面，他们也试图把基督教的和非基督教的因素融合
到一起。在这些思想运动中，传布最广且对基督教构成最大威胁的就是
诺斯替派（在希腊语中意为“灵知”），这个教派是思想史上最为变化多



端和最难以把握的现象之一。

诺斯替派的来源及其主要代表人物

在诺斯替派的思想中，基督教信仰与各种不同来源的思想成分混合
在了一起——在此期间，基督教信仰还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大厦，因
此它还有一定的开放性。其中有来自古代东方的宗教观念，主要是来自
波斯、叙利亚和犹太地区；其中有来自波希多尼（约公元前135—前
51）的哲学思想，他是一位广博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此外还有来自柏
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毕达哥拉斯和新毕达哥拉斯主义以及斯多葛派的
思想。

根据它们所吸收的各种外来成分的多少，也形成了各不相同的诺斯
替派。以吸收犹太教思想为主的教派被称为犹太化诺斯替派，其主要代
表人物是巴昔里德（约公元125年）和瓦伦汀（约公元150年）。与它并
驾齐驱的是另一个喜好异教思想的基督教化诺斯替派，其主要代表人物
是西诺普的马吉安。他建立了一个自己的教派，这个教派长期与主要教
派并存。借此机会，我们应该说明一下，在基督教创立之初，在主张应
该保持犹太割礼和摩西律法的所谓犹太基督徒，与力主摒弃这些习俗和
律法的异教基督徒之间，彼此的对立始终占据着主要地位。

这些诺斯替教派被基督教会斥责为异端邪说，它们遭到了最为尖锐
的批判，除此之外，前面提到的教父革利免和欧利根从宽泛的意义上说
也属于诺斯替思想流派。

诺斯替派的基本思想和特点

我们在这里不想对各个不同的诺斯替派别进行详细的讨论，而是列
举出它们的三种共同观点，这三个观点对他们都有代表性，这样我们对
这个宗教运动的特征就会有个大致的印象。

神正论。诺斯替派思想家思考的中心问题就是所谓的神正论问题，
也就是为上帝的存在作辩护并说明世界上的恶的起源与意义。这个问题
实际上也是每一种宗教的基本问题。在基督教中，这个问题之所以特别
重要，一方面是因为创世主的观念是他们从犹太教那里吸收来的，另一
方面是因为他们把这个世界看作是充满不幸和罪恶的地方，只有通过基



督，我们才能获得拯救。人们会问，完善的上帝为什么会创造一个充满
罪恶的世界呢？而我们却又需要上帝的拯救才能摆脱不幸。

伊壁鸠鲁派也曾经以类似的形式提出过这个问题，后来这个问题也
让莱布尼茨费了不少脑筋。当里斯本发生大地震时，六岁的歌德也曾经
问过，上帝为何会听任这样的灾难发生，如他在《诗与真》的开头所描
写的那样。

诺斯替派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他们把创世的上帝和救世的上帝
区别开来，但是这样就有了两个上帝：一个是至善的世界拯救者
（Erloeser），另一个是偶尔怀有敌意的创世者（Demiugen），后者臣
服于前者。马吉安把《旧约》中作为创世者的上帝与《新约》中的作为
拯救者的上帝区别开来。

以认识为目的的诺斯替派。诺斯替派的上帝观念也造成了他们关
于人在世界上的位置及其拯救的特殊观念。人身上的罪恶看来并非他自
己的过错，个人的灵魂只是一个战场，在那里，善与恶的原则会无休止
地斗争下去。个人的灵魂会因此而丧失掉某些特殊的尊严。但是问题的
关键并不在于人要经过一番斗争而重获新生，摆脱掉“旧的亚当”而成为
一个改过自新的人，问题的关键在于，人要在自身之内观察和认识这充
满世界的善与恶的斗争。[20]因此，在诺斯替派那里，认识逐渐上升到
一种信仰的高度，这个教派的名称便是由此而来，而且它也成为这整个
思想运动的名称。诺斯替派信徒甚至也可以引用使徒保罗的话：“圣灵
无所不知，它甚至知道上帝的深奥的秘密。”[21][22]

作为神秘教的诺斯替派。上帝的道成肉身以及在圣礼中神与人的合
一，这是基督教教义中的大秘密，而且在基督教的历史上也渗入了越来
越多的神秘主义思想。[23]神秘教（德语Mystik，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的
myein，意思是“闭上眼睛”）既否定感觉世界，也否定理智的逻辑，它
所关注的是一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无意识的、心醉神迷或狂喜的人与
神的神秘交感。诺斯替派所理解的对上帝的认识也不是一种理性的认
识，而是一种神秘主义的认识。

与其他神秘教形式一样，诺斯替派也以充满幻想的神话形象来表达
自己的思想。几乎所有的神秘主义思想流派都有些共同点，如普罗提诺
提出的神的逐级“流溢”的观念，如神与人之间存在中介物的思想，如一
切存在物向神的原始本源永恒复归的思想。



2．摩尼教派

摩尼教派与诺斯替派极为相近，甚至由于它断然拒绝犹太教而将异
教的（即波斯和印度的）思想与基督教的思想结合到一起，它也被视为
诺斯替派的异教流派。[24]摩尼教派是由波斯人摩尼（拉丁语为
Manichaeus）创立的，他于公元215年出生在波斯王室里，他在印度生
活了很长时间，后来他作为一个新教派的创立者返回到自己的故乡。公
元273年，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据摩尼遗留下来的微不足道的著作残简以及后来的一些记载得知，
他从波斯宗教那里吸收了一些观念，认为亘古以来就有两个并存的世
界，一个是光明的世界，它由神圣的光明之父主宰，另一个是黑暗的世
界，它由黑暗之父及其恶魔主宰。在他看来，耶稣就是从光明世界下凡
世间的人类拯救者。

摩尼教的伦理学要求严格的禁欲主义，类似佛教的苦行主义。其信
徒又区分为两类：一类是被选出来的“知者”，他们要严格地遵守那些戒
律（不吃肉，不性交，不从事下等的手工劳动）；一类是纯粹的“听
者”或崇拜者，对这些人的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了。

摩尼教教义与基督教教义的根本区别在于，摩尼教摒弃《旧约》，
主张两个世界的二元学说，而且它关于人类获得拯救的思想也与基督教
不同，在他们看来，拯救是可以靠自己来实现的。[25]摩尼教主要在东
方和北非传播，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宗教派别，它时而也对基督教构成威
胁，为此基督教极力抵制它。摩尼教派的势力一直保持到中世纪。

3．阿里乌斯和阿塔纳修斯

基督教世界在第一个世纪里充满了众多的信仰之争，他们争论的首
要问题就是基督的本性以及他与圣父的关系。阿里乌斯（死于公元336
年）是亚历山大里亚的一位学识渊博的长老，他承袭了欧利根的思想，
并且把他的论点发展到了一个极端，认为圣子与圣父在本性上是不同
的，圣子从属于圣父，他是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介。阿塔纳修斯起初是主
教的一名机要秘书，阿里乌斯被免职以后，他成了阿里乌斯的继任者，
自己当上了亚历山大里亚的主教。他死于公元373年。他反对阿里乌斯



的观点，认为圣子亘古以来就与其父亲本性一致。在康斯坦丁皇帝于公
元325年召集的尼西亚公会上，这两种观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在这场
辩论中，阿塔纳修斯最终获胜。圣父与圣子的本性一致被确立为一种宗
教教义。阿塔纳修斯的胜利只是暂时的，东部教会仍然一如既往地倾向
于阿里乌斯教派。日耳曼人几乎也都是阿里乌斯教派信徒。阿塔纳修斯
仍然继续为维护自己的观点而斗争，他曾经多次遭到驱逐，后来又被召
回。他死后，教会于325年在君士坦丁堡举行了宗教会议，在这次会议
上，圣父、圣子和圣灵的本性一致被确定为一种牢固的教会原则，于
是，三位一体的教义最终就确立了下来。公元六世纪，日耳曼人才放弃
阿里乌斯教派而改信天主教。但是阿里乌斯的基本思想至今仍然没有完
全消失。

四、教会统一性的巩固

在公元一世纪里，面对一切外部反抗和内部威胁，罗马教会不断地
加强自己的对外势力和内部统一性。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这首先是
得益于教会的两个基本支柱——等级森严的外在秩序和严格的内部戒
律，藉此来保护神圣不可侵犯的基督教真理，从而避免受异端邪说的威
胁而误入歧途。

教会构成了一个独立的社会，在罗马帝国势力衰落和蛮族大举入侵
的时期，教会几乎就是一个国中之国。他拥有自己的内部制度、自己的
领导阶层、自己的法律和自己的原则。尤其是教会长老和主教，被看作
是由基督自己确立的使徒，他们作为教会的领袖人物身上闪耀着超自然
的光环，拥有至高无上的决定权。基督教会与这一时期其他所有宗教团
体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组织严密的教会制度，这使它与其他教派相比
具有更为旺盛的生命力。[26]

为维护教会的统一性，教父们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其中取得最大成
就者就是爱任纽（约公元140—202年）。他来自小亚细亚，后来成为加
利安的主教。诺斯替派是他的主要攻击对象，这也是他的著作《伪知识
驳议》的主要内容。他对诺斯替派信徒提出批评，是因为他们妄自尊大
地以为人能够通过“静观”而认识上帝。在他看来，上帝是不可认识的，
对于上帝我们所知甚少，而且这很少的一点认识也只有通过“天启”才能
获得。上帝通过良心的声音向异教徒显灵，通过律法和预言向犹太人显
灵，通过基督向基督徒显灵，基督的思想表明了一种纯粹圣徒的传统。



诺斯替派将造物主和救世主区分开来，这是对上帝的亵渎，因而应该坚
决予以驳斥。就如同他为了维护基督教思想的纯洁性而努力一样，他也
全身心地致力于保持教会的一致性和罗马的统治地位，“整个教会，也
就是世界各地的全部教民，必须聚集到一起，因为他们的根源是共同
的，教会必须保持一致，这是因为在传布各地的教区中，来源于使徒的
优秀传统必须保持下去”[27]。

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德尔图良也是一个立场坚定的为维护教会统一性
而努力斗争的思想先驱，他之所以对非基督教哲学展开尖锐批判，是因
为他认识到，非基督教哲学是滋生诺斯替派异端邪说的温床。

应该提到的第三位就是居普良（他是迦太基的主教，生于公元200
年，于公元258年殉难）。在他的著作《论天主教会的统一性》以及他
的大量书信中，他都坚决捍卫基督教的统一性。在他看来，天主教会是
基督教统一性的体现，它是基督为所有信仰者创立的，除此之外我们没
有其他获得拯救的可能性。[28]

五、奥古斯丁

1．奥古斯丁的生平和著作

“你造我们是为了你，我们的心如不安息在你怀中，便不会安
宁。”（Fecisti nos ad Te et inquietum est cor nostrum，donec requiescat in
Te）[29]在奥勒留·奥古斯丁的《忏悔录》（Confessiones）的开篇就写着
这一句无与伦比的话。在整个教父哲学时期，他是思想最深刻且影响力
最大的人物，他以祈祷书的形式，用十三卷的篇幅叙述了他改信基督教
之前的生平。他一直心神不安并坚持不懈地求索，有时也误入歧途，最
后他在基督教中获得了他渴望的安宁。

奥古斯丁于公元354年出生在努米地安（位于今日的阿尔及利亚）
的塔加斯特，他的父亲是异教徒，母亲是基督教徒。他在塔加斯特度过
了放荡不羁的青年时光，接触到西塞罗的著作之后，他开始专心学习哲
学和寻求真理。起初，他以为能够在摩尼教派的教义中找到真理，而且
他也做了十年的摩尼教教徒。但是摩尼教的教义使他感到大为困惑，于
是他就去了罗马，后来又前往米兰。在米兰，他重操旧业，仍然和先前



在迦太基城一样做修辞学教师。在这里，他最初沉溺于哲学怀疑主义，
读过新柏拉图主义，特别是普罗提诺的著作之后，他又摆脱了怀疑主
义。在他后期的基督教思想中，普罗提诺对他产生的影响仍然依稀可
见。但是这仍然不能使他感到满足。关于此，他后来说：“虽然柏拉图
主义者见到了真理，但是他们只是从远处眺望着真理，因此他们发现不
到那不可言说的通往真正幸福之路。”[30]

奥古斯丁在基督教中找到了真理，他于公元387年在米兰的大主教
安布洛修的影响下皈依了基督教。自那时起，他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
潜心于学习和沉思，先是在意大利，后来又回到自己在北非的故乡。即
使后来他（其实是违背自己的意愿）做了长老并最终成为北非希波的主
教，他也仍然没有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公元430年，汪达尔人围攻希
波，奥古斯丁在战乱中死去。

奥古斯丁拿起笔来，满怀极大的热情与那些异端思想作斗争，因为
他自己就曾经长时间地信仰那些异端思想，所以他对此有切身的体会。
怀疑主义者和摩尼教徒等都成为他攻击的对象。他的主要著作，除了前
面提到的《忏悔录》之外，还有《论意志自由》、《论三位一体》、
《上帝之城》。其中《上帝之城》可以看作是他的真正代表作，这部作
品写于413至426年间，写作这部作品的起因是，阿拉里克国王于公元
410年率领哥特大军洗劫了罗马城，于是有人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罗马
遭受这次灾难莫非是因为罗马人背弃了自己本民族的守护神转而皈依基
督教所遭受的报应。在这部共有二十二卷的著作中，奥古斯丁在前五卷
里对这种观念进行了驳斥，并且说，罗马之所以衰败是因为罗马人的自
私自利和道德堕落。在接下来的五卷中，奥古斯丁讨论了异教的卑鄙无
耻和古代哲学的欠缺。在其余的十二卷中，他将尘世之城与上帝之城作
为对照，上帝之城是由基督教会体现的。

奥古斯丁是继古希腊哲学之后出现的第一位伟大的哲学天才，在他
的思想中，正在日益上升的基督教文化首次获得了高度的哲学表达。在
五至六世纪的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无不渗透着奥古斯丁思想的影响，
而且他的思想也是整个中世纪的重要的思想遗产。[31]“《上帝之城》在
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取得的胜利是史无前例的，甚至可以说，除柏拉图
之外，还没有一个人能够像奥古斯丁的这部书那样对人类的思想和文化
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32]

奥古斯丁在教父哲学中的突出地位还表现在：由于他的著作，基督



教教义的编写活动基本上趋于结束了，在他之后的数世纪里，再也没有
产生多少富于创新性的思想，直到经院哲学出现之前，中世纪的神学和
哲学基本上只是评论和维护奥古斯丁的著作。因此，我们在这篇简短的
导论中，在论述早期教父哲学时，只给奥古斯丁之外的其他教父哲学家
留出了很少的篇幅。

奥古斯丁的思想产生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此后的整个中世纪
早期人们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宗教领域之内以及它的两个核心问题上，即
上帝和灵魂，而留给文艺和科学的地盘却少得可怜。因为对奥古斯丁来
说，认识上帝和爱上帝，这是思想追求的唯一价值所在，死的知识和毫
无用处的好奇心都只是为了获取知识而追求知识，或者为了某种外在目
的而追求知识。“如果人只知道追求知识而不认识你（上帝），那他肯
定不会幸福，但是如果他只认识你而不知道其他事物，他却能够获得幸
福。如果有人两者兼备，即认识你也认识其他事物，那他也不会比只认
识你自己更幸福。”[33]

2．奥古斯丁的哲学

据一位精熟于奥古斯丁哲学的人士的判断，奥古斯丁的哲学是非体
系化的，贯穿于其中的只是一种基督教的基本情绪以及奥古斯丁的那种
人格力量和一致性。当然他的思想也是多方面的和广博的，而且也并非
没有内在的张力。不过总体来看，他的写作风格我们一眼就能看得
出，“不管是他激情澎湃的自我忏悔，还是他论三位一体中所表达的那
种宁静致远，不管是他质朴而深刻的对话，还是他辞藻华丽的赞美诗，
以及他的上帝之城所表现出的那种庄严的客观性”[34]，其中的每一个句
子都是奥古斯丁式的。我们在下面选择奥古斯丁的思想作陈述时也没有
遵循系统的原则，而只是按照它在奥古斯丁的思想世界里出现的先后次
序作论述。

灵魂的深度

我的天主，记忆的力量真伟大，它的深邃，它的千变万
化，真使人望而生畏；但这就是我的心灵，就是我自己！我的
天主，我究竟是什么？我的天性究竟是怎样的？真是一个变化



多端、形形色色、浩无涯际的生命！

瞧，我记忆的无数园地洞穴中充塞着各式各类的数不清的
事物，有的是事物的影像，如物质的一类；有的是真身，如文
学艺术的一类；有的则是不知用什么概念标示着的，如内心的
情感——即使内心已经不受情感的冲动，记忆却牢记着，因为
内心的一切都留在记忆之中——我在其中驰骋飞翔，随你如何
深入，总无止境：在一个法定死亡的活人身上，记忆的力量、
生命的力量真是多么伟大！[35][36]

伟大的希腊思想家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也曾经深入到人类灵魂的深
处进行探索，但是奥古斯丁与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更多的是从心理
学的角度进行观察的，他更喜欢内省和自我批判，把自己最内在的思想
和感情显露出来，他对自己毫不留情，并且无所顾忌，在他的《忏悔
录》，他把自己的内心世界袒露给世人。这样一种坦诚和率真对古希腊
人来说是陌生的，即便他们有这份坦诚和率真，他们通常也是借用神话
的伪装或戴上一个假面具。[37]

奥古斯丁对人的内心不断地探索和挖掘，首次发现了存在于我们身
上的那个神秘世界，后来的心理学称之为潜意识。譬如，他在考察人的
记忆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我们忘记了某件事情时，我们想重新再找
回它来，那么我们到哪里去找它呢？我们要到记忆里去找它回来，它刚
才就是在我们的记忆里丢失的！如果我们又重新找到它，那么或许是另
一件东西把它带回了的，或许是它自己回来的，这时我们会说：我找的
就是它！可是我们又怎么知道它就是我们要找的东西呢？我们完全忘记
了的东西，我们也不可能再找它回来了。不过我们的心灵所能够包含的
内容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多。“记忆的力量真伟大，太伟大了！真是一所
广大无边的庭宇！谁会进入堂奥？但这不过是我与性俱生的精神能力之
一，而对于整个的我更无从捉摸了。那末，我心灵的居处是否太狭隘
呢？不能收容的部分将安插到哪里去？是否不容于身内，便安插在身
外？身内为何不能容纳？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真使我望洋兴叹，使我惊
愕！人们赞赏山岳的崇高，海水的汹涌，河流的浩荡，海岸的逶迤，星
辰的运行，却把自身置于脑后。”[38][39]

“我思，故我在”



我们越探索自己的深不可测的内心世界，越认识到它是一个无底的
深渊，我们就越紧迫地需要一个牢固的基准点。在哪里能找到它呢？就
和在他之前的印度人以及在他之后一千二百年的笛卡尔一样，奥古斯丁
恰恰就是到自己的内心里去寻找它，也就是到不可靠的、不确定的和值
得怀疑的内心世界中去寻找它。虽然我怀疑一切，但是我并不怀疑，我
在怀疑，也就是说，我思想，因为我是一个思想的动物。因此，和笛卡
尔一样，对奥古斯丁来说，思想的自我确定性就是他的坚定不移的出发
点。

三位一体说

前述的一节离奥古斯丁的神秘主义思想只差一步之遥，他说：“为
什么你总在外面找寻？回到你的内心去吧！因为真理就在你自己的心
里。”后来的神秘主义思想家也经常引用他的这句话。此外，奥古斯丁
的这句话与印度思想也有某些相近之处，印度人认为，一切外在的东西
都是思想的心灵的产物。有人也这样理解奥古斯丁的思想。但是基本来
说，奥古斯丁走的是另一条道路。他寻找的是“运动的原因，这个原因
并不等同于人内心的力量，他寻找的是一种声音，这个声音并不是我们
自己的声音的回声，他寻找的是真理”[40]。他自己说：“我将超越我本身
名为记忆的这股力量，我将超越它而飞向你，温柔的光明。”[41][42]他在
上帝那里找到了真理和光明，尽管这个上帝不能被我们所认识和理解，
尽管在上帝面前，我们的思想以及思想的一切范畴都失去了效用，因为
上帝无限大，无限好，无始无终。但是上帝会用神性的语言给我们以启
示。

因此，奥古斯丁拒绝所有将世界看作是人的心灵的产物的哲学，他
也拒绝所有试图通过人的沉思冥想而获得真理的做法。在他看来，不是
认识制造了可认识的东西，而是存在一个现实，它独立于我们的思想之
外。它就是上帝的秩序和现实。于是，关于上帝的本质，奥古斯丁发展
出一种独特的三位一体的学说。他摒弃了欧利根和阿里乌斯教派所认为
的那种圣子低于圣父的三位一体说，而认为，“神圣实体”存在于圣父、
圣子和圣灵三者之内；而且在其中的每一个那里都是完整的存在。为了
说明这个令人费解的教义，奥古斯丁用人的灵魂与它做类比：人的灵魂
是由存在、生命和认识构成的（他也曾说过是由存在、知识和生命构成
的）一个统一的整体，它实际上就是神秘的神的三位一体的一个象征；
而且这已不仅仅是一个比喻，因为人就是按照上帝的模型造出来的。



创世与时间性

奥古斯丁的天才思想是围绕时间问题展开的。他坚持基督教的观
念，认为上帝按照自己的意志从虚无中创造了世界。由此，在被造物的
虚无和神圣存在之间便产生了一个鸿沟，在他那里最鲜明的表达就是，
一方面是上帝的永恒性，另一方面是被造物的纯粹时间性。“主啊！你
是永恒的，但是我却从半路跳入时间之中，我不知道时间是如何相互衔
接的。我的思想，我的内心生活在纷乱中变得支离破碎，直到最后归依
到你的怀中才得安宁”[43]。奥古斯丁对时间的考察实际上是一种心理分
析，在哲学史上（除印度哲学外），他对时间意识和时间经验所做的考
察是前无古人的。他发现，时间与我们的意识是分不开的。对时间来
说，究竟什么是确实的呢？他经过仔细观察发现，只有当前也就是直接
的现在才是确实的。过去只存在于我们的记忆里，而未来则只存在于我
们的期待中。过去和未来都不是确实的。[44]这就是我们人类意识的局
限性，它只能在先后连续的现象形式中把握存在物。在上帝的眼里，倏
忽即逝的时间永远都是现在。“我们以及我们的时日和时间都从上帝的
手掌穿过。”应该指出的是，他的这一思想与现代物理学中的相对论观
点是何其相似。

奥古斯丁关于时间的另外一个观点也值得我们特别关注，他认为，
时间只能存在于世界的变化中；上帝不可能是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创造了
世界，毋宁说，时间和世界是同时诞生的。“我们完全有理由把时间和
永恒区别开来，因为如果没有变化和变易，时间就不会存在，而在永恒
中则不存在变化。显而易见，若没有生成和造物，那么时间根本就不会
存在……毫无疑问，世界不是在时间之内被创造的，而是与时间一起被
创造的。因为在时间之内发生的事情，它总是在某个时间之前或之后发
生的，所谓之后是指过去，所谓之前是指将来。在世界存在之前不可能
有时间存在，因为若没有处于运动和变化状态的造物，时间就无所依
托。毋宁说，时间和世界是共生共存的。”[45]

我们看到，为了以神学的形式表达某个思想，奥古斯丁可谓搜肠刮
肚地寻找恰当的语言，而在今天的自然科学中人们通常是用数学的形式
表达它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去考虑这两种表达方式的区别，我们会发
现，奥古斯丁的思想与现代宇宙起源学的理论是基本一致的。

意志自由与预定论



人的意志自由是每一种哲学和每一种宗教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在
奥古斯丁的时代，围绕这个问题人们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英国僧侣伯
拉纠代表着一种观点，他认为人生而自由，并且也没有原罪；人可以以
基督为榜样，并遵从基督的教导，从而获得最大幸福。伯拉纠在东方教
会中拥有大量追随者。但是反对他的人也有一大批，奥古斯丁就是其中
之一，他不久也参与到那场激烈的辩论之中，并提出了他的影响深远的
理论，即预定论（一切都是上帝预先规定了的）。

根据他的理论，亚当是第一个生而自由和没有原罪的人，本来他有
机会遵从上帝的意志并能获得永生。亚当受到撒旦的诱惑，犯了罪，由
于他犯了罪，所有的人也都背负上了原罪。因而人就不再是自由的了，
他本性有罪，他将在死亡中走向毁灭。但是仁慈的上帝会来拯救他，不
过上帝不会拯救所有的人！上帝会有所选择，那些未被选择的人将被上
帝抛弃。上帝的选择是按照他自己的“智慧的和神秘的意志”做出的，完
全是依据上帝自己的意愿，这就是说，若从人的角度看，上帝的选择就
是专断的。根据上帝的永恒的意旨，一部分人会获得拯救升入天国，另
一部分人则永远被罚入地狱，这是上帝预先规定好了的。[46]虽然这种
学说是合乎逻辑的，但它却令人费解。我们应考虑到人与生俱来的不
同，印度人和柏拉图都曾试图把它解释为，灵魂在一种前世的因缘中就
已经选择了自己的命运。但是这与人的那种根深蒂固的情感是相违背
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想做自己的命运的主人。这种宿命论过于粗暴，
因为它让我们中的一部分人陷入绝望的孤立无援的恐惧之中，而且它也
与教会的意志和利益相违背，于是教会就对奥古斯丁的学说作了修改，
他们在纯粹的伯拉纠主义和严格的预定论之间采取了一种折中的立场，
认为全知全能的上帝不是预先就决定人的命运，而是能够预知人的最终
结局。由于奥古斯丁的预定论把一切都解释为是上帝的意志所为，这样
他就很难解释世界上为什么会产生恶。如果一切都是上帝的意志决定
的，那么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恶才是合乎逻辑的。于是，奥古斯丁在他
的著作的某些地方解释说，恶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善的暂时缺席，这就
像黑暗的存在是因为光明的暂时缺席一样。从另一方面说，奥古斯丁是
经过了激烈的内心冲突之后才皈依基督教的，在此之前，他的生活是混
乱的，被激情和感官欲望所驱使，而且他还曾经长时间地信奉摩尼教，
认为亘古以来就存在一个相互对立的善与恶的王国，加之世间恶的势力
又是如此之猖獗，这样一来他要么断然否定善的存在，要么就把恶的存
在解释为善的暂时缺席。因此，在这个“神正论”问题上，奥古斯丁的立
场是摇摆不定的。



历史与上帝之城

在《上帝之城》中，奥古斯丁把自创世至今的整个人类历史以及人
类历史的终结描绘成是上帝的意志和神圣计划，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不
断演进的历史进程。用歌德的话说，世界历史的真正主题就是有信仰与
无信仰之间的斗争，这实际上也是奥古斯丁的基本观点。对于历史来
说，上帝的人格化，上帝通过上帝之子而显身，这是一个重要的事件，
它为最后的审判拉开了序幕，一部分人将得救，得救的人构成“上帝之
城”，另一部分人将被罚入地狱，他们构成“尘世之城”，它最终将被上
帝毁灭。“母教会”还不是上帝之城，因为在其中还有正义和非正义，不
过它是上帝之城的一个不完善的摹本，并为上帝之城的完善做准备，它
是上帝之城赖以产生的土壤。在这样一幅历史画卷中，教会的地位是至
高无上的，它是基督徒的联盟，所有按照上帝的意志将要得救的人都将
聚集于其中，教会以外的人不可能得救。因此，奥古斯丁完全可以被看
作是真正的教会之父。

六、奥古斯丁之外的教父哲学家

从奥古斯丁的时代至教父哲学结束这一段时期，欧洲的政治历史充
满着野蛮人之间的争斗，最终导致罗马帝国的灭亡。日耳曼人征服了西
罗马帝国，他们的部族也占领了意大利、加利安、西班牙和北非，这
样，在公元500年左右，罗马的大部分土地都落入了日耳曼人之手。东
罗马帝国这时基本上与西罗马帝国是分开的，但是除了日耳曼人的威
胁，它还面临着波斯人、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以及阿拉伯人入侵的
威胁。

在这个混乱的时代，教会的势力则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在教皇
（如列奥一世和格利高里一世）强有力的政策的影响下，教会的外在形
式得到了巩固，而教会的内在形式则通过寺院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而得到
充实。自从努西亚的本笃于公元529年在卡西诺山上建立了修道院之
后，寺院制度便迅速地传遍整个基督教世界，特别是在英国和爱尔兰。
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全部古典拉丁语文献几乎都是由于寺院在这数世纪里
的藏书才得以保存下来的。[47]

与奥古斯丁所参与的预定论之争的同时，还发生了所谓的两种本性
之争，这场争论是围绕以下问题展开的，即基督身上的神的本性是如何



与人的本性结合到一起的，这场争论震动了整个教会。与这场神学之争
相比，一个伪托狄奥尼修斯·阿里奥帕基塔的人于公元500年发表的著作
在哲学史上则具有更大的意义。这位佚名作者选用的这个名字是基督生
活时代一个皈依基督教的人的名字，这个人叫狄奥尼索斯，是雅典的阿
里奥帕格（这是一个古老的参议会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它
以雅典城郊的一座山而命名）的成员。他之所以如此，目的是想给他的
著作赋予一种神秘色彩，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他的这种伪托是极其成功
的，几个世纪之后人们才辨明了它的真伪。他的最重要的著作有《论神
圣名称》、《论天国等级》、《论教会等级》。这些著作之所以在哲
学史上引起人们的兴趣，是因为人们能够从中看出，新柏拉图主义思想
又渗透进了基督教，而这时，即截至奥古斯丁时代，在教父的积极努力
下，教会的地位已经得到了巩固，它的内部也达成了统一。作者把神学
作了划分，一种是积极的肯定的神学，一种是消极的否定的神学。肯定
的神学以上帝为动力因，由万物的形式推导出上帝的属性。否定的神学
以上帝为目的因，由万物的可见的象征意义上升到神学的目的，它通过
一条神秘的道路达到与上帝的融合。其中，具有强烈新柏拉图主义色彩
的否定神学占有优先权。

早期教父哲学思想家中值得一提的还有尼萨的格里高利（死于394
年）以及来自米兰的著名的安布洛修（死于397年），奥古斯丁曾经听
过他的布道。此外还有马西亚诺·卡佩拉、卡西奥多以及本书第二部分
的末尾提到的波依修斯，虽然他们并没有多少独创的思想，但是他们对
于保存和传播古代遗留下的思想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塞维利亚的伊西多
尔（约生活于公元600年[48]）、比德（约生活于公元700年[49]）和阿尔
昆（约生活于公元800年[50]，他是卡尔大帝的老师）是以前面三位思想
家的著作为基础的，他们的工作为中世纪后期的丰富的知识奠定了基
础。大马士革的约翰[51]（生活于8世纪）也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整个教父时期的哲学都受到古希腊哲学的影响，并带有柏拉图哲学
的特征，或更确切地说，是带有新柏拉图主义的特征。亚里士多德哲学
的时代在此之后才到来。

随着教父哲学时代的结束，即将到来的经院哲学也为自己准备好了
概念上的工具，特别是通过奥古斯丁，教会的不容置疑的地位得到了进
一步的巩固。其中的主要因素是：三位一体的思想，即三个同等级的神
圣人物的神秘统一的思想；创世的上帝和救世的上帝的统一的思想（与
诺斯替派不同）；造物主和被造物之间存在鸿沟的思想（与新柏拉图主



义截然对立）；原罪的思想；把人类得救的过程看作是一个独一无二的
现实的历史进程的思想（与各种各样的神秘主义截然对立）；最后，教
会成为人间的神圣真理的唯一护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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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经院哲学时期

历史背景——经院哲学方法

随着经院哲学时期的开始，我们这部哲学戏剧的舞台又移向欧洲的
西方和北方。卡尔大帝统治下的法兰克王国的版图从西班牙伸展到多瑙
河，从丹麦伸展到意大利，这时，西方世界已从“黑暗时代”（400—
800）的昏睡中苏醒过来，走进了光明时代，并步入真正的人类历史的
中心舞台。从这一时刻起，中世纪文化的生命线就从地中海沿岸迁入阿
尔卑斯山以北的法兰克中部地区，也就是卢瓦尔河与威悉河之间的地
区。从前的野蛮人，如今成了人类文化的奠基者。虽然这个帝国在政治
上只存在了较短的时间，但是欧洲却因此而首次实现了统一，至少在精
神上实现了统一。随后发生的一切——德意志势力向东部斯拉夫地区的
扩张，一方面，皇权取得了至高无上地位，另一方面，教皇的地位在中
世纪的对抗中也日益得到巩固，而且中世纪的文化基本上也就是一种宗
教的文化，也只有从这一时期所发生的一切来着眼，我们才可以理解，
因为在“加洛林文艺复兴”的时代，[1]业已散落的古典哲学和教父哲学遗
产重又被收集起来，并作为一种新文化的基础而焕发出新的生机。[2]

西方世界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统一与它在精神上和哲学上的统一是
相适应的，在这一时期，这种统一是一种超越民族的现象。西欧的四个
核心国家，德国、法国、意大利和大不列颠（包括爱尔兰）都对这种统
一的实现做出了贡献，这时它们还没有完全形成真正的民族意识。科学
和哲学的统一首先表现在它们所使用的语言（拉丁语）的统一。所有重
要的著作都是用拉丁语写成的，并且很快就能够被各地的人所理解——
这种优越性是近现代哲学所缺少的，一个民族的思想往往要等很长时间
以后才能被另一个民族所认识，而且常常还不是完全被认识。在巴黎、



科隆和上意大利的大学里，人们用拉丁语授课。学者也不仅仅属于他自
己的祖国。当然，最广大的普通民众并不能享有这一阶层所享有的这种
来去自由。但是，知识是超越国界的：身为意大利人的安瑟尔谟却生活
在诺曼底，并作为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在英国去世；德国人阿尔伯特则在
巴黎讲学；他的学生托马斯来自南意大利，却在巴黎、科隆和布隆涅等
地活动，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这一时期的哲学是在寺院学校的僧侣教育中成长起来的，而且当时
的哲学一开始也只是服务于这种宗教的目的。它的名称就已经说明了这
一点：经院哲学（Scholastik），意为学院理论。就像教父哲学一样，它
无非也就是一种“无条件的”研究。它的任务首先就已经确定了：它要把
被信仰所证实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再合乎理性地加以整理，并使之通晓
易懂。在整个经院哲学时期，哲学始终是“神学的婢女”（ancilla
theologiae）。

如果说经院哲学与教父哲学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以至于人们从
一种宽泛的意义上把中世纪的整个基督教哲学（包括教父哲学）都称作
经院哲学[3]，那么经院哲学与教父哲学的不同之处则在于，经院哲学所
处的时代背景发生了变化，因此它面临的任务随之也发生了变化。教父
哲学家在圣经中找到了“信仰”，把耶稣及其使徒看作传布真理的使者，
他们的任务就是以此为出发点而建立一套教义体系。经院哲学家见到的
是一个基本已经完成了的教义体系的大厦，因而他们的任务就是使这个
体系更加条理化，更加通晓易懂，而且还要让那些未受过教育的普通民
众能够理解它，这对于这一时期的基督教在中欧和北欧的传布显得尤其
重要。

与教父哲学家相比，经院哲学家还面临着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因
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中世纪的人们对古典哲学的认识正在日益增加。在
经院哲学之初，这种认识还只是有限的，基本上还只是局限于上一章末
尾提到的波依修斯、卡佩拉以及卡西奥多所收集的著作；此外，人们还
了解一些柏拉图的对话和新柏拉图主义者的著作（相对来说，对后者的
了解更多些）；关于亚里士多德，人们只知道他的几篇逻辑学方面的短
小文章。在经院哲学初期，人们对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才刚刚开始有所了
解，因此他的哲学产生的影响也是刚刚开始起步，到了经院哲学中期，
其影响才真正达到顶峰，这也是在绕了一个弯路之后才发生的，因为亚
里士多德的著作全集首先是经过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翻译之后才为经院
哲学家们所认识。



经院哲学的方法是由其出发点所决定的，对他们来说，问题的关键
并不在于去发现真理——因为天启的神圣真理已经是现成的了，问题的
关键在于，借助于合乎理性的思想去建立一种哲学，并努力去解释真
理。详细说来，他们有三个目的：第一，借助于理性获得一种认识真理
的更高的洞见，并因此使人的心灵更接近真理；第二，利用哲学方法将
神圣真理纳入一个条理的和体系化的框架之中；第三，针对各种对真理
提出的异议，要以哲学为武器予以反击。从广义上说，这些都是经院哲
学的方法。

从狭义上说，经院哲学有一种特殊的方法，这个方法首先是由阿伯
拉尔采用的（我们在后面还要讲到他），后来大部分经院哲学家也都纷
纷效仿他。这是一种“辩证神学”的方法，它对某个观点会提出赞成和反
对的理由。因此，这种方法被称为pro et contra（赞成或反对），或者被
称作sic et non（是与否，这也是阿伯拉尔的一部与此相关的著作的书
名）。经院哲学的这个特征与如下事实也是相符的，即它的论据并不是
来自对现实世界的直接观察，也不是来自无偏见的合乎理性的研究结
果，而是来自以前的思想家和教父们的言论，当然也来自圣经本身。经
院哲学家在决定回答一个问题时，他首先要仔细地考察一下所有前辈思
想家们的相关论点，把他们的论点放到一起，然后再经过反复推敲和审
查，看看他们的论点是否真的无懈可击，最后他往往会得出一个折中的
或综合的结论。经过卓绝的努力，阿伯拉尔在他的《是与否》一书中就
利用这种方式列举出了一百五十多个基督教教义的神学问题。

以上我们对经院哲学作了一次短暂的巡游，这就仿佛是一次在山巅
上的漫游，我们只挑选了几座最显著的高峰，并匆匆地、浮光掠影地游
览了一番，等到我们游历（经院哲学的）主山脉时，我们将对它做更为
细致的考察。

一、早期经院哲学（共相之争）

1．争论的问题

在中世纪早期，普罗提诺的弟子波菲利写的一部介绍亚里士多德的
逻辑学的书曾被作为教科书而广泛使用，这部书后来又被波依修斯翻译
成了拉丁文，其中的导言里有这样一段话：“我现在不谈‘种’和‘属’的问



题，不谈它们是否独立存在，是否仅仅寓于单纯的理智之中，如果存
在，它们究竟是有形体的还是无形体的，以及它们究竟是与感性事物分
离，还是寓于感性事物之中，与感性事物一致。这类问题是最高级的问
题，需要下很大的工夫研究的。”[4][5]

我们看到，这里讨论的仍然是一个引起争论的古老的问题，我们在
论述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关系时也曾经遇到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
关于一般或“共相”的，因此关于它的争论也被称为“共相之争”。正如波
菲利的那段引文所显示的，这一争论从来没有消停过，它贯穿了整个中
世纪。在早期经院哲学中，这个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它成为哲学讨论的
主要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间歇之后，在后期经院哲学以及近代哲学那
里，它又成为哲学家们的热门话题。

有截然对立的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一般比个别事物具有更高
的实在性，这个思想流派被称为实在论（Realismus）。另一种观点认
为，只有个别事物才是真实存在的，对他们来说，一般概念不是真实存
在，而只是存在于我们的理智之中的名词而已，因此，这个思想流派被
称为唯名论（Nominalismus，源自拉丁语的nomen）。需要说明的是，
这里所说的Realismus与近代语言中所指的“现实主义”（Realismus）含
义不同。我们今天所说的“现实主义者”就是一个执著于周围的时间和空
间中的现实的人，而与之相对应的“理想主义者”则把周围的世界看作纯
粹的“现象”，他企图到事物的背后，也就是到观念里去寻找真正的现
实。

但是，经院哲学意义上的“实在论”与我们今天所指的“唯心论”倒是
非常类似，也就是说，在它那里，一般观念及其较高的现实性要先于个
别事物。

我们在论述亚里士多德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到，在这个问题上，他的
立场是很不明确的。因此，在这场关于共相的争论中形成的所有思想流
派都无法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寻找到可靠的根据，这也是不足为怪的。总
体来看，我们可以说，实在论者更加倾向于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而
唯名论则更加推崇亚里士多德，尤其在后期经院哲学那里是如此。

首先，我们引证几位实在论的思想家，然后再列举早期经院哲学的
唯名论的几位主要代表人物，最后再介绍他们的中间派，这个中间派为
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解决之道，从而使争论的双方暂时平息下来。



2．实在论者

厄留根纳

约翰内斯·司各脱·厄留根纳（810—877）出生于爱尔兰，后来前往
巴黎，在宫廷学校里讲学。他被称为经院哲学之父，也有人称他是“经
院哲学上的卡尔大帝”。[6]这种比喻说的是：在中世纪之初，卡尔大帝
利用他天才的力量统一了欧洲，缔造了一个君主制的、等级森严的帝
国，为后人树立了一个榜样，和他一样，在经院哲学之初，厄留根纳也
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思想大厦，从而为经院哲学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
础。

厄留根纳首先就表达出了整个经院哲学的基本定理，即真正的宗教
就是真正的哲学，反之亦然，由此提出的要求就是，每一种对宗教的怀
疑都可以而且也应该通过哲学加以驳斥。[7]

在共相问题上，厄留根纳是个不折不扣的实在论者，因此他信奉这
样一种观点，即柏拉图主义是真正的经院哲学的试金石。后来，他遭到
教会的抵制，并不是由于他的上述观点，而是因为他的另外两种特别的
理论，其一是，他给人的理性以过高的地位，而他的同时代人则把这种
观点视为异端，认为这是对神的亵渎；其二是，他过分执著于新柏拉图
主义的思想，他的五卷本的著作《自然的区分》就表明了这样一种倾
向。厄留根纳在未经教皇允许的情况下就翻译了新柏拉图主义者狄奥尼
修斯·阿里奥帕基塔的著作。此外，对厄留根纳来说，世界历史是一种
循环，万物出自上帝，又复归于上帝，这也是他的新柏拉图主义立场的
一个明证。他称上帝是“创造的而非被创造的自然”。“被创造的和创造
的自然”都出自上帝，神的思想、原始观念和一般概念（即柏拉图的理
念）都来自上帝；“被创造的而不进行创造活动的自然”（即特殊事物）
则是来自上帝的理念。最终，万物将作为“既不被创造也不创造的自
然”复归于上帝。因此，新柏拉图主义的上帝观念也就是厄留根纳的上
帝观念。和神秘的狄奥尼修斯·阿里奥帕基塔一样，厄留根纳也将肯定
的神学和否定的神学区分开来，其中否定的神学认为，上帝是不可认识
的，上帝超越于一切范畴和一切对象之上。[8]

坎特伯雷的安瑟尔谟



过了两个世纪之后，也就是在战胜了十世纪出现的文化衰落之后，
我们方才遇到第二位经院哲学之父，他就是安瑟尔谟，他于1033年出生
在意大利北部奥斯塔的一个贵族家庭里，他的青年时光是在法国的一个
修道院里度过的，后来，他又在英国生活了二十年，成为坎特伯雷的大
主教，他于1109年在那里去世。

和厄留根纳一样，安瑟尔谟也认为，哲学的理性真理与天启的信仰
真理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教会这时却不再对这种观点提出异
议。不管怎么说，与他的伟大前辈相比，安瑟尔谟在正统观念里有着更
大的活动余地。关于信仰与理性的关系，他的观点是，理性必须服从信
仰。信仰必须先行，没有信仰就没有正确的认识，“信仰后再理
解”（credo ut intellogam）。安瑟尔谟的这种观点也代表了经院哲学家
的鲜明立场。

安瑟尔谟并不贬抑理性，恰恰相反，他试图用理性来证明上帝存在
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安瑟尔谟的著名的“本体论证明”说的就
是：“如果说那种不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的东西，只在心中存在，
那末，凡不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的东西，和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
大的东西，就是相同的了。但是，这明明是不可能的。所以，毫无疑
问，某一个不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的东西，是既存在于心中，也存
在于现实中。”[9]也就是说，上帝不仅存在于人的心中，而且也存在于
现实之中，这样一种假设是包含着矛盾的，因而它可能就是错误
的。[10]安瑟尔谟运用了所谓的“本体论的方法”，也就是从一个事物的概
念中推导出它的真实存在，在这里也就是从可以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上帝
的概念中推导出上帝存在的确实性。安瑟尔谟的上帝存在之证明因而也
被称为本体论的证明。安瑟尔谟活着的时候，就受到一个名叫高尼罗的
僧侣的激烈攻击，他指出，如果按照安瑟尔谟的逻辑，那么人们也完全
可以证明那个传说中的海岛亚特兰提斯确实是存在的。

安瑟尔谟的思想轨迹表明，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实在论者，在他那
里，观念具有特别的意义。他遭到了他的同时代人——唯名论的主要代
表人物洛色林——的激烈攻击和谴责。

香浦的威廉

继安瑟尔谟之后，在香浦的威廉（1070—1121）那里，实在论走向
了一种极端。他甚至断言，唯有一般的种概念才是真正的实体，这就是



说，当我们说“苏格拉底是人”时，那么这句话包含的意思就是，作
为“人类”这一共相的苏格拉底是真实的。而“苏格拉底这个人”，也就是
作为特殊的个体的苏格拉底则只是一种附加的、无关紧要的和非本质的
东西。在他看来，即使根本不存在个别的人，但是作为一般实体的“人
类”甚至也仍然存在；即使不存在个别的白色物品，但是作为实体的“白
色”也仍然存在，依此类推。后来，在阿伯拉尔的影响下，威廉的极端
实在论色彩有所减弱。威廉的同时代人，夏特勒的伯纳德也是这种类似
的极端实在论的代表人物。

3．唯名论：洛色林

对我们今天的大部分人来说，或许能够让我们眼前一亮的唯名论者
就是早期经院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贡比涅的约翰内斯·洛色林（约1050
—1120）。他说，只有个别事物才具有客观实在性。一般概念都是人的
头脑里想出来的名词和称谓，它们是人在总结了类似的个别事物之间的
共同特征后得出来的概念。不存在作为共相的“白色”，而只有具体的白
色物品。不存在作为共相的“人类”，而只有具体的个人，依此类推。
（我们所能了解到的洛色林的思想大部分都是来自其他人的记载和论
辩，除了写给阿伯拉尔的一封信之外，洛色林的其他著作都已佚。）

洛色林的这种思想本身与教会之间本来不会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
因为当时也有很多人，他们既是“唯名论者”，也是有信仰的基督徒。洛
色林与教会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将他的唯名论的基本原则应用
到神的三位一体的基督教教义上去了。他解释说，自四世纪以来开始盛
行的“三位一体”的教义只是人的头脑里想出来的一种一般概念，“三位
一体”的上帝只是一个名称，圣父、圣子、圣灵只能是三个个别实体，
不可能是一个实体。因此，“三位一体”的上帝是不存在的，而应该是有
三个神。对教会来说，这个结论是不可忍受的。洛色林的思想被教会判
为异端邪说，他被迫收回自己的言论。洛色林的失败使得唯名论在很长
时间里不可能再被公开宣扬。

4．暂时的解决：阿伯拉尔

佩特鲁·阿伯拉尔（法语为Abélard 或Abeillard）1079年出生于法国



南特附近，在历史上，他之所以有名，倒不是因为他是教父和哲学家，
而是因为他与那个美丽聪慧的修女爱洛依丝之间的爱情故事。在他的自
传《我的受难史》中，阿伯拉尔描述了他（作为家庭教师）为了赢得比
自己年轻二十岁的爱洛依丝的芳心，是如何偷偷溜进他叔父家的，很快
他就如愿以偿了。两心相悦之后，接下来就是同床共枕。当爱洛依丝怀
上孩子以后，他就和她一起私奔到他的故乡布列塔尼。在那里，他们结
了婚，但是他想隐瞒他们的婚姻，这样他就不用放弃他的僧侣生涯了。
他的叔父傅尔贝认为，这对爱洛依丝来说是件丢脸的事情，于是他就委
派了两个“杀手”对阿伯拉尔进行可怕的报复，他们在深夜偷袭了阿伯拉
尔，并将他阉割了。此后，爱洛依丝成了修女，阿伯拉尔也立誓永作僧
侣。在此后的生活中，他们两个又见过一面。阿伯拉尔在前往罗马的途
中死去，教皇在那里举行了一次宗教会议，要对他的学说进行审判，阿
伯拉尔本打算去那里为自己申辩的。[11]爱洛依丝死后，人们把他们俩
合葬在一个僻静之处。1817年，他们的遗骨又被迁葬于巴黎拉雪兹公
墓。

1616年，阿伯拉尔的《我的受难史》出版，内附（至今仍然闻名于
世的）两个相爱的人满怀相思之苦的情书。关于这些感人肺腑的书信的
真实性，人们至今尚存争论。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些书信表达了两
个相爱的人的爱情生活，而且他们的故事也成为世界文学中脍炙人口的
佳话。卢梭就是根据他们的故事创作了他的书信体小说《两个情人的书
简》（该书的副标题是《新爱洛依丝》）[12]；而卢梭的这部小说又给
了歌德以创作灵感，使他写出了他的《少年维特的烦恼》。

现在，让我们根据阿伯拉尔遗留下的（毫无疑问是真实的）著作，
来看一下他的几个主要思想——其中的一些思想被教会斥为异端邪说，
这主要是在他的最强烈的敌对者的唆使下发生的，这个敌对者就是伟大
的神秘主义者克莱沃的伯纳德（1091—1153）。

在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上，阿伯拉尔赋予理性以决定性的地位。
在他的自传中，他写道：“我首先关心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信仰是以人
类理性为基础的。为此目的，我写了一篇《论神圣统一性与三位一
体》，这也是为我的学生们而写的，他们不想只是聆听空洞的说教，而
是希望能够获得理性的根据，并且能够独立地思考问题。他们认为，只
有说教，而无独立思考，这是徒劳无益的；倘若不能事先理解，人的信
仰则无从谈起，如果一个人向别人布道，而他自己既不能用理性解释他
所说的，也不能让他的听众用理性把握他所说的，这就是非常可笑的；



这简直就像‘一个盲人给瞎子引路。’”针对安瑟尔谟的“信仰后再理解”的
观点，阿伯拉尔提出了与之相反的意见：“理解后再信仰”（Intelligo ut
credam）。他的伦理学著作的标题借用了古希腊的名言，书名是《认识
你自己》，在其中，他关注的不是人的外在行为，而是人的内在意图，
因为人的行为产生自他的意图。

但是，这位伟大的法国经院哲学家在哲学史上的重要意义，首先还
是在于他对待共相问题的态度上。学生时期，阿伯拉尔既听过唯名论者
洛色林的讲课，也听过实在论者香浦的威廉的讲课，因此，他对于争论
双方的观点都了如指掌。在这个问题上，他的立场就是，要尽力避免犯
他们那种片面性的错误。

实在论者的观点是，“共相先于个别事物”（universalia ante res）。
唯名论者的观点是，“共相后于个别事物”（universalia post res）。而阿
伯拉尔的观点是，“共相存在于事物之中”（universalia in rebus）。这就
是说，（如威廉所做的那样）认为真实存在的是“人类”而非（个别
的）“人”，真实存在的是“马类”而非（个别的）“马”，这是极为荒谬的
观点。我们不能忽视的一点是，一般是由个别事物所体现的，而且个别
事物之间也存在着差异。但是，（如洛色林所做的那样）认为只有个别
事物才是真实存在的，一般概念只是纯粹的名称而已，这也同样是错误
的，因为一般概念表述一类个别事物的真实存在的共同性质，将人称之
为人，不仅仅由于他们有某些共同的特征，而且还由于在人这个概念里
还包含着在所有的人身上都存在的一种一般人性的共同现实性。当然，
只有在个别的人身上，而不是在个别人之外，这种一般的人性才存在。
因此，共相存在于事物之中。

阿伯拉尔的这种观点是对唯名论和实在论观点的一种调和，或者说
是一种综合，他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调和了对立双方之间的矛盾，但是
这也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调和，因为他还将两者的观点应用到他自己的
学说之中：在我们周围的现实中，共相只存在于事物之中。对上帝来
说，共相存在于事物之前，也就是说，共相作为被造物的原始图像存在
于上帝的心灵之中。对人来说，共相存在于事物之后，也就是说，共相
作为概念存在于人的心灵之中，这些概念是我们从事物的共同特征中抽
绎出来的。

阿伯拉尔还有一部奇特的著作，书名为《一个哲学家、一个犹太人
和一个基督徒之间的对话》（这本书的手稿本来没有书名）。[13]这三
个人讨论的问题是：哪一种宗教更合乎（上帝所赋予的）人的“理性”？



作者阿伯拉尔也参与了他们的讨论，并且还主导着他们讨论的话题。他
的立场非常明确：犹太教并非万能的（它毕竟只是一个民族的宗教），
它过分拘泥于传统习俗和条文。对于自中世纪以来就已广泛流传的诽
谤，即犹太人是“杀害耶稣的凶手”，阿伯拉尔持保留态度。基督教和自
然理性是密切相关的。只有信仰耶稣基督，人才能得救。

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不带任何先入为主的个人成见，这不禁让我
们联想起莱辛的《智者纳丹》。它是一种高水平的真正的哲学对话，
（考虑到它的成书年代）简直令人觉得它具有极强的现代性。

二、中世纪的阿拉伯哲学和犹太哲学

1．历史背景

自从先知穆罕默德（571—632）作为一个宗教预言家和国家革新者
在政治上和宗教上统一了阿拉伯大沙漠上的各个部落以后——这些部落
是闪米特人种的最后分支，这时仍然处于一种原始的状态——这个统一
的国家的旺盛的扩张力便一发不可收拾，它犹如势不可挡的洪水开始向
外漫溢。先知穆罕默德的武士们征服了一个又一个国家，最终他们赢得
了一个疆域辽阔的帝国，从突厥斯坦延伸至西班牙。所有这些国家都因
此被纳入了辉煌的伊斯兰文明之中，而当时的欧洲文明几乎是不可与伊
斯兰文明等量齐观的。

伊斯兰世界的宗教中心位于圣城麦加，这里也是穆罕默德的故乡，
这里的克尔白古庙是一座古老的圣殿。而在这个伊斯兰世界的外围，也
形成了两个遥遥相望的辉煌的文化中心，一个位于东方，它以巴格达的
哈里发王宫为中心，它崇尚艺术和科学（生卒为786至809年的哈伦·赖
世德是其主要的赞助者）；另一个位于西方，它以西班牙的科尔多瓦为
中心，公元八世纪时，这里已被穆斯林征服了。卡尔·马特于公元732年
取得的胜利阻挡了阿拉伯人继续向北方挺进的势力。[14]在西班牙形成
了一个阿拉伯王国，其统治一直持续到1492年。

公元十世纪时，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是西欧最富庶的国家，它的
人口也最多。它的城市也相当繁荣，其中科尔多瓦位居首位，是当时除
君士坦丁堡之外的欧洲第二大城市，那里有辉煌的建筑，建筑上的装饰



工艺已达到非常高的水平，而且它的高度发达的文化也使得这一时期成
为欧洲文化史上最繁荣的时期之一。[15]当摩尔人最终被驱逐之后，西
班牙的文化便走向衰败，而且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恢复过来。

当然，这整个的伊斯兰文化并非纯粹阿拉伯文化。阿拉伯征服者紧
密地接触被征服者的文化，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伊斯兰文化由于其
宗教的封闭性，没有为被征服者具有优越性的部分文化所吸收，这样征
服者和被征服者对于一种混合文化的形成做出了同样的贡献。

对于精神生活来说，古希腊的科学和哲学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或许是仅次于伊斯兰教的最重要的因素。从八世纪开始，通过生活于阿
拉伯世界的伊斯兰学者和东方基督徒的翻译和评介，古希腊的科学和哲
学迅速地为阿拉伯世界所认识，除此之外，印度的精神世界也以类似的
方式为人所了解。古希腊的思维方式与伊斯兰教的那种忧郁而素朴的思
维方式可谓迥然相异，它们之间的差异丝毫也不亚于古希腊思想与原始
基督教思想之间的差异。就和在原始基督教那里一样，伊斯兰教也对希
腊文化予以高度重视，并且它也认识到有必要使伊斯兰神学获得更为科
学的理论依据，相对来说，伊斯兰文化与希腊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要来
得更为迅速。不过，由此而形成的阿拉伯—希腊哲学则成为欧洲中世纪
基督教哲学了解古希腊科学和哲学遗产的一个途径，特别是对亚里士多
德的深入了解便是由此才开始的。正因为此，在叙述西方哲学史时，阿
拉伯哲学是不可忽略的。

自从罗马人于公元135年毁灭了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最后家园之
后，他们被迫背井离乡，但是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他们仍然顽强地保
持着自己的宗教和民族传统，在穆斯林文化区域内，尤其是在摩尔人聚
居的西班牙，犹太人发现了一个相对自由发展的空间。在那里的大学
里，人们会惊奇地发现，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和基督徒能够彼此宽
容、和睦相处。庞大的图书馆里收藏着所有这三种宗教信仰的书籍，此
外还有关于异教哲学的译文和评论。伴随着伊斯兰文化的发展，犹太教
在这一时期也产生了一种哲学，这种哲学已经不再是古犹太神学的纯粹
附属物，因为与这一时期的伊斯兰神学一样，它也试图使自己的宗教教
义与希腊哲学思想融合到一起，而且它对这一时期的基督教哲学也产生
了深刻的影响。

2．阿拉伯哲学



与经院哲学的发展有些相似，阿拉伯哲学也经历了两个发展时期，
在第一个时期，它主要是吸收了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思想，在第二个
时期，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日益为人所了解，并越来越具有权威性。

在阿拉伯哲学初期，同时出现了两位伟大的思想家：阿尔金荻，他
于九世纪在巴格达教书；阿尔法拉比，在900—950年期间活动于巴格
达、阿莱泊和大马士革。阿尔金荻遗留下的著作不多，但是他的新柏拉
图主义的基本立场是显而易见的。阿尔法拉比的基本观点也带有一种神
秘的新柏拉图主义的特点。不过，他将这种神秘的新柏拉图主义的观念
与亚里士多德的那种客观的和富于逻辑性的思想结合到了一起。[16]有
一部所谓的《兄弟会论文集》对于人们了解这一时期的思想状况很有帮
助，它由五十篇论文组成，内容涉及宗教、哲学和自然科学，论文的作
者都是一个秘密的兄弟会（它诞生于十世纪的东方阿拉伯）的成员。这
些论文也表明，他们将伊斯兰宗教与希腊哲学结合到了一起，因此，他
们遭到了来自伊斯兰宗教界的猛烈攻击，但是，这个宗派的影响还是相
当大的。

在阿拉伯哲学与基督教经院哲学的接触方面，阿拉伯哲学的两位伟
大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要比以上那些阿拉伯世界的柏拉图主义者更为重
要，一位是阿维森纳，他的阿拉伯语的姓名为伊本·西拿，980年出生在
突厥斯坦的布哈拉，死于1037年。他被认为是阿拉伯东方的最伟大的哲
学家。阿维森纳本人是个医生和自然科学家，因此他对亚里士多德的著
作特别钟爱。在对待真主（上帝）与自然（物质）的关系上，他尤其表
现出了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观点。在新柏拉图主义者那里，万物（当然也
包括物质）都是出自上帝的“流射物”，而阿维森纳则认为，物质和真主
都是永恒存在的。和亚里士多德一样，阿维森纳也认为，真主自身是不
动的推动者，物质的形式是真主所赋予的。

阿拉伯经院哲学与基督教经院哲学还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这就
是，对于西方世界所争论的共相问题，阿拉伯人也以同样的方式和方法
进行了争论，而且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间上，东方的阿维森纳比西方的
阿伯拉尔还要早。阿维森纳也主张共相有三种存在方式：在真主的理性
中，共相先于个别事物而存在；作为个别事物的本质，共相存在于个别
事物之内；在人的头脑中，共相作为概念存在于个别事物之后。

和基督教经院哲学的发展一样，在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影响下阿拉伯
哲学使得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更加理性化，而与之相对应则形成了一个神
秘主义的思想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就是阿尔·加扎里（1059—



1111），他站在信仰的立场上反对科学，对一切科学和哲学持一种怀疑
的态度，这尤其表现在他的著名的《哲学家的毁灭》一书中，这本书遭
到阿威罗伊的激烈批判。

如果说阿维森纳是东方阿拉伯哲学之王，那么阿威罗伊（阿拉伯语
名字为伊本·鲁西德）就是西方阿拉伯哲学之王，他对欧洲哲学产生的
影响也更大。阿威罗伊于1126年出生在西班牙的科尔多瓦，1198年，他
在流放中死去。对他来说，亚里士多德是真正的“哲学家”。阿威罗伊的
大部分著作都是对他推崇备至的大师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的详细注解。

关于自然的形成，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原始基质还不具有现实性，
而只是具有可能性，它被赋予形式以后才形成其现实性。对此，阿威罗
伊作了如下解释：形式不能从外部进入物质，在永恒的原始基质中就已
经包含着所有潜在的形式，因此，物质既不会被创造出来，也不会被毁
灭，物质是永恒存在的。上帝不会创造世界，而只是使潜在的形式变成
现实的形式。这样一种观点当然与上帝从虚无中创造世界的信仰是背道
而驰的，因为不管是伊斯兰教还是基督教和犹太教，都相信有一个万能
的神创造了世界。

阿威罗伊与伊斯兰教教义相矛盾之处不仅仅在于这一点，此外，他
还否认个体灵魂的不朽性，认为只有超个体的精神是不朽的，因此他可
以说，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不是不朽的，但是他们的哲学是不朽的。[17]

这样一种观点必然也会教导人们，要善待自己，要尽情地去享受人生，
在阿威罗伊看来，这比教导人们为了期待来世的报偿或惩罚而约束自己
的行为要更合乎道德。穆罕默德就曾经不厌其烦地用丰富的想象力和生
动的形式为人们描述一个彼岸世界，那里既有地狱般的惩罚，也有天堂
般的欢乐。

关于宗教与哲学的关系，阿威罗伊认为，哲学家在他的哲学中所认
识到的是更高级和更纯粹的真理，宗教则是用一种更为形象的形式传达
这种真理，所以说，宗教是适合于智力一般的普通大众的。正因为此，
阿威罗伊的哲学以及他的伟大前驱阿维森纳的哲学都遭到了伊斯兰正统
神学的激烈抵制，并且他们的著作也被付之一炬，虽然这并没有严重地
阻碍他们的哲学继续产生影响，但是回过头来看，对阿威罗伊的学说的
审判，以及他本人遭到流放，都无疑标志着阿拉伯哲学鼎盛期的结束。

3．犹太哲学



中世纪犹太哲学与基督教哲学和阿拉伯哲学是并行发展的，犹太哲
学也经历了两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中，新柏拉图主义占据主流，在第
二个时期中，亚里士多德主义占据主流。

有一部被称为《喀巴拉》[18]的神秘著作就是诞生于第一个时期，
书中包含九至十二世纪的犹太神秘主义思想。关于犹太哲学中的亚里士
多德主义者，我们只想提一下其中最重要的一位：迈蒙尼德（希伯来语
名字为穆萨·本·迈蒙），他于1135年出生在西班牙的科尔多瓦，1204年
死于埃及的开罗。他的主要著作是《迷途指津》，最初是用阿拉伯语写
成的，后来被翻译成希伯来语和拉丁语。迈蒙尼德所指的“迷途者”是那
些分不清何为哲学真理何为启示宗教的人。

和同时代的阿威罗伊一样，迈蒙尼德也是一个亚里士多德的热情崇
拜者。他说，除先知之外，没有人能够比亚里士多德更接近真理。在坚
持不懈地贯彻亚里士多德思想的过程中，迈蒙尼德没有像阿威罗伊走得
那么远，譬如，“由于缺乏足够的证据”，他仍然承认造物主的存在；尽
管如此，他走得还是足够远了，他并没有避免与那些严格信奉经典的学
者们发生冲突。

关于信仰与理性认识的关系，迈蒙尼德坚信，两者的结果是一致
的。如果理性与经典发生矛盾，那么他就赋予理性以优先地位，并且努
力通过解释使两者达成一致。[19]

斯宾诺莎在他的《神学政治论》中对迈蒙尼德的思想做了细致的研
究。

三、中期经院哲学

阿拉伯哲学的创造力在十三世纪时已经消退，而这时的西方思想重
又开始展翅翱翔。其主要诱因在于与伊斯兰世界的接触，它无疑对西方
思想起了一种刺激作用，同时这种接触也成为一种媒介，西方世界通过
它又重新认识了古希腊哲学（也包括数学、自然科学和医学）。

十二世纪时，古希腊人遗留下的文化遗产的一大部分才首次为西方
世界所了解。这时形成了一个真正的翻译风潮，人们把许多被翻译成阿
拉伯语的希腊著作又翻译成拉丁语，当然针对这些著作而写的阿拉伯语



评论以及使用阿拉伯语写作的犹太思想家的著作也被翻译成了拉丁语。
希腊著作有时也会绕一个弯（也就是说，它被翻译成希伯来文后）又重
新返回欧洲。后来，人们也直接从希腊原文把希腊著作翻译成拉丁文
（在中世纪时的欧洲，真正精通希腊语的人很少，随着人文主义的兴
起，人们才开始真正学习这门语言）。再后来，人们又把希腊著作从拉
丁语翻译成了渐已发展成熟的欧洲各民族的语言（虽然这些民族语言中
还缺少与之相对应的哲学术语）。

在这个“翻译的时代”中，值得一提的翻译家有十二世纪的克雷莫纳
的格哈德，他在托莱多发现了那里收藏的很有价值的阿拉伯文书籍，并
且把其中的七十至八十卷著作翻译成了拉丁语，这是一项非常值得称道
的功绩；此外还应提到的是十三世纪的莫尔贝克的威廉，他是佛兰德
人，他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直接从希腊语翻译成了拉丁语，从而使西方
世界开始对其有所了解。此后，对亚里士多德的研究，特别是对他的
（之前尚未被人们认识的）关于自然和国家的学说的研究，持续了几个
世纪之久。

经济和社会状况的改善也为思想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广泛的基础：商
务活动和远洋贸易开始繁荣起来；农业生产力日益提高；城市也相当繁
荣，城市市民过着非常自信的生活，因而文学和科学也成为公共事业，
它不再为宫廷、教堂和寺院所独占。

在开始讨论鼎盛时期的经院哲学的两位主要代表人物之前，让我们
再简单回忆一下这一时期的几个主要特点。

亚里士多德的统治地位

从十二世纪开始，通过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介绍，亚里士多德的全
部著作开始为欧洲人所了解，特别是他此前鲜为人知的形而上学和物理
学著作。人们把他的著作从阿拉伯语翻译成拉丁语；自十三世纪始，他
的著作也被直接从希腊语翻译成拉丁语。起初，教会对亚里士多德的著
作心存顾虑，主要是因为，他们担心新柏拉图主义者的著作也会以亚里
士多德的名义跟着流行起来。但是，当十三世纪时这些著作的真伪被辩
明以后，他们的顾虑也就打消了。从1210年到1215年，教会还严格禁止
对亚里士多德自然科学的研究，而过了二十年之后，教会不仅公开允许
这些研究，而且还做出规定，如果有人没有阅读过亚里士多德，那么他
就不能获得硕士学位。[20]亚里士多德的声望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人们



在世俗事务中把他看作基督的先驱，而在宗教事务中则把他与基督的先
驱施洗者约翰相提并论。他简直就被看作一切尘世智慧的、不可逾越的
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统治地位就这样被奠定了，它一直持续到
十六世纪。除亚里士多德之外，没有一个单独的个人能够这样完全统治
过西方的思想。

基督教思想与伊斯兰教和犹太教思想的接触

十字军东征的时代（1096—1270），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产生了累累
的硕果。在航海业、城市和贸易的发展、建筑艺术、文学艺术、地理以
及其他科学方面，欧洲都得益于这次广泛的文化交融所产生的刺激作
用，从而丰富了自己。在哲学领域内，基督教思想与非基督教思想甚至
反基督教思想和思想体系进行了接触。“在此并不缺少一种认识……这
涉及到一种来源于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智慧，它与基督教思想截然不
同。更确切地说，应该特别强调的正是这一点，因为亚里士多德好像还
不足称是非基督教的，穆斯林和犹太注释者还必须去开发他的学说中的
真正意义。正如那个大异教徒被称为‘哲学家’，那个所有穆斯林中最为
背叛基督教的阿威罗伊也被称为卓越的‘注释家’。”[21]

合一

十字军东征使欧洲人的社会、地理和思想的视野变得更加开阔起
来，通过了解亚里士多德和阿拉伯科学，学者们的知识也变得异常丰富
起来，这使得经院哲学思想本身也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并且它的概念也
划分得更为细致，所有这一切促成了一种哲学的追求，即它要把所有已
知的知识囊括进一个涵盖一切的封闭的世界观体系之中，囊括进一
个“涵盖所有科学知识的百科全书式的体系之中，它在神学中走向顶
点，可以把它比作这一时期的那种高耸入云的哥特式大教堂”[22]。在中
期经院哲学的伟大“合一”中，这种追求达到了它的顶点，通过对大量的
知识素材的整理，一个基督教的宇宙图景就被描绘出来，自然、人类、
灵魂以及超凡世界都被囊括在一起。在神学领域，形成了一个这种“合
一”的初级阶段，这就是所谓的《箴言集》，它主要由彼得·朗巴尔德[23]

（死于1164年）所写。他把基督教的主要教义按照问题范围作了划分，
以教父格言的形式排列在一起，让人一目了然。



大学和修会

在中世纪中期，哲学在刚刚诞生的大学里找到了自己的真正家园。
巴黎、科隆、牛津、博洛涅和帕多瓦都有较为著名的大学。中世纪的大
学是一种超越民族界线的文化机构，正如它的名字（universitas
literarum，意即知识的总汇）所显示的那样，它将所有的知识领域都囊
括进来，最后在无所不包的基督教神学那里汇总到一起。大学从而取代
了迄今为止存在的那些寺院学校和神学院的地位。哲学的维护成为艺术
系的任务，它与神学是分离的。

多明我修会（创建于1216年）和方济各会﹝由阿西西的弗朗茨
（1182—1226）创建﹞的托钵僧修会成为哲学和神学思想的另一个重要
的活动中心。在四位中期经院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中，有两位是方济各
会修士：哈勒斯的亚历山大（死于1245年）和波拿文都拉（1224—
1274）。另外两位，即阿尔伯特和托马斯则是多明我会的教徒，因为后
两位更为重要一些，我们在下面的叙述中将只限于讨论他们两个的思
想。

1．大阿尔伯特

波尔施岱特的阿尔伯特于1193年（或1207年）出生在多瑙河畔的劳
茵根的一个贵族家庭里，他在父亲的城堡里长大。他在帕多瓦大学学
习“自由艺术”，即自然科学、医学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当时尚未被教
会所承认）。接着，他在博洛涅大学深入地学习神学。在此期间，阿尔
伯特在多明我修会会长、德国的约旦诺伯爵的影响下，加入了这个修
会。修会派他前往科隆，让他去那里的修会学校里教授哲学和神学。由
于他表现突出，他又被派往巴黎，那里是中世纪基督教的学问之都。阿
尔伯特的讲课吸引了众多的听众，有时他不得不在露天作演说，因为没
有足够大的大厅能够容纳那么多听众。他也去雷根斯堡、弗赖堡、斯特
拉斯堡和黑尔德斯海姆作短期讲学，他在这些修会学校里讲授科学课
程。他成为修会的大主持，并且还前往意大利，在教皇面前为托钵僧做
辩护。1260年，他被任命为雷根斯堡的大主教。后来，按照他的意愿，
他被解除了这个职位，此后，他重新回到科隆，并在那里度过了他生命
最后的二十年。在离群索居的生活中，他潜心于科学研究和著书立说。

1651年，阿尔伯特的著作全集在里昂出版，这套全集长达二十一卷



之多。其中的一大部分是对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的评注。阿尔伯特是第一
位对亚里士多德哲学做全面研究的人，而且他还研究了亚里士多德哲学
的犹太和阿拉伯注疏家们的思想，以及他的同时代人的思想。他的评论
并非仅仅是对亚里士多德的文句的解释，如果他发现其中有疏漏，他就
会想方设法把它补上。其中，他不仅会利用其他哲学家和研究者们的思
想，而且也会把自己在自然科学方面的观察结果应用上去。尤其是在植
物学、动物学和化学领域，他也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自然研究者。毫不
武断地说，他在自然科学领域内的重要性丝毫也不亚于他在神学和哲学
领域内的重要性。他耗费了大量的精力，收集和整理的资料可谓汗牛充
栋。

同时代人尊称他为大阿尔伯特和“全能博士”（doctor universalis）。
由于他具有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在民间信仰中，人们甚至以为他有超
自然的灵智。

这位最伟大的德国经院哲学家并没有最终完成他的《神学大全》，
用于写作这部著作的资料多得几乎难以计数，而阿尔伯特却想把它们放
进一个统一的体系当中去。他的伟大弟子托马斯继承了他的遗业，他完
成了富于开拓性的奠基者阿尔伯特所开创的事业。如果没有阿尔伯特，
托马斯的著作是不可想象的。

因为这两位哲学家的观点和整个思想体系的结构基本一致，又因为
阿尔伯特也没有系统地阐述他的思想，所以我们在这里将仅限于叙述托
马斯的思想，可以说，他在精神上是站在阿尔伯特的肩上的，而且他创
立了中世纪最伟大的思想体系。

2．托马斯·阿奎那

生平和著作[24]

位于罗马和那不勒斯之间，离阿奎那不远的地方，有一座被称作罗
卡塞卡的城堡，1224与1225年交接之际，托马斯出生了，他是朗多尔夫
·阿奎那伯爵的儿子，这位伯爵是霍亨施陶芬皇族的亲戚。五岁时，托
马斯被送进离家不远的卡西诺山上的本笃会修道院接受教育。在他还是
个男童时，他就进入那不勒斯大学学习“自由艺术”。十七岁时，他加入
了多明我修会。第二年，该修会就派他去巴黎继续深造。因为他家里人



不同意他的决定，在前往巴黎的途中，托马斯被他的兄弟劫持了，并被
押送回他父亲的城堡里。但是托马斯从事神职的决心已定，他坚韧不
屈。他成功地从囚禁他的家里逃脱出来。他来到巴黎，并和大阿尔伯特
相识。阿尔伯特成了他的老师。托马斯终生追随着他敬爱的老师，矢志
不渝。经过三年的学习之后，阿尔伯特偕同托马斯一起前往科隆，在那
里，托马斯又在老师的指导下继续学习了四年。1252年，他重新回到巴
黎，并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他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教学活动中去，托马
斯对教师这个职业评价很高。他把神学教师对教徒的精神指导比作建筑
师的事业：一个建筑师事先会在头脑里设想出一个计划，然后他再按照
这个计划建造他的建筑，一个神学教师在对教徒进行指导时，他事先也
要自己的头脑里有一个计划。后来，托马斯回到他的故乡意大利逗留了
很长一段时间，他在那里担任奥尔韦托教廷里的神学教师，并且结识了
他的精通语言的教友莫尔贝克的威廉。威廉曾经把大量的希腊著作翻译
成拉丁语，其中主要是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在这里，托马斯比较细致地
熟悉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他的老师阿尔伯特基本上是依据从阿拉伯语
转译的亚里士多德著作译本从事研究的，与那些译本相比，威廉的译本
要更胜一筹。

1269—1272年，托马斯第二次逗留巴黎期间，他的学术生涯达到了
一个顶点。托马斯成为最受欢迎的神学教师。遇到引起争论的问题，人
们最后都来听取他的意见，在许多论辩中，他说的话最具权威性。后
来，他所属的修会把他召回那不勒斯，让他负责组建修会大学的神学
系。1274年，教皇又委任他参加在里昂举行的宗教全会。在前往里昂的
途中，在离普利维诺不远的佛萨诺瓦修道院里（这个地方介于那不勒斯
和罗马之间），死神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由于他性格温和而正直，
人们称他是“天使博士”（doctor angelicus）。

托马斯著述颇丰，在这一点上，他并不亚于他的老师阿尔伯特。十
六世纪末，他的著作全集首次在罗马和威尼斯出版，当时就已经达到十
七卷之多。十九世纪中期出版的意大利文版托马斯全集共有二十五卷，
十九世纪末出版的法文版托马斯全集则多达三十四卷。

有一套附有评注和手稿鉴定的托马斯著作集，收集在其中的文章被
确定为托马斯的著作真品，这套文集将托马斯的著作做了如下划分：

1.亚里士多德注释。包括十二卷，是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注解，涉
及《后分析篇》、《伦理学》、《形而上学》、《物理学》、《政治
学》、《论灵魂》、《论天》、《论自然物的形成与消失》等。



虽然托马斯对亚里士多德的注释没有像阿尔伯特所做的那样具有划
时代的意义——因为阿尔伯特是第一位对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做全面注释
的人，但是，与阿尔伯特相比，托马斯的工作则更为科学，因为他能够
利用更为详尽的资料，而且与阿尔伯特不同，托马斯更能够将亚里士多
德的原文与自己的注解文字明确地区分开来。此外，托马斯的拉丁文水
平比阿尔伯特更加娴熟，因为作为一个意大利人，他的母语与拉丁语更
为接近。

2.哲学著作。其中主要有《论理智的统一性——反对阿威罗伊主义
者》。这是托马斯针对十三世纪时在巴黎大学影响较大的一个思想运动
而写的，这个运动的代表人物是西格尔·冯·布拉邦特（约1235—
1281）。对这个思想流派来说，阿拉伯人阿威罗伊对亚里士多德所做的
解释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即使他的话与基督教教义相违背，他们也表示
赞同。众所周知，阿威罗伊教导说，世界是永恒存在的，而不是被创造
的，此外他还说，物质本身就潜藏着所有的变化形式；他也否认个体灵
魂的不朽性；他在哲学中找到了更高的和更纯洁的真理。这个学派被称
为拉丁化的阿威罗伊主义，或阿威罗伊式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托马斯站
在了他们的对立面，正如托马斯所期待的，这个学派遭到了教会的抵
制。西格尔与托马斯之间的争论是中世纪哲学中众多的激烈争论之一，
类似的争论在这一时期基本上就没有间断过。在我们这一部入门性的著
作中，一一列举这些争论是不可能的，当然共相之争是个例外。[25]

3.神学大全。其中包含托马斯的两部重要著作：对彼得·朗巴尔德的
《箴言集》的注释，以及托马斯自己并未完成的《神学大全》。

4.问题集。这是大学里定期举办的神学争论问题的汇编。

5.关于基督教教义的短文。共十二篇。

6.论辩集。这是托马斯为维护基督教信仰而写的辩护词，包括：
《反异教大全》，主要是针对阿拉伯人；《论信仰的基础》，针对萨拉
逊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希腊人的迷误》。

7.法律、国家和社会哲学著作。共六篇，其中有《论君主统治》和
一篇论述如何对待犹太人的文章。

8.论修会事务和修会规章的文集。



9.对圣经的诠释著作。

其中的两部较为重要的著作是：《神学大全》，写于1266—1273年
间，托马斯没有完成，由他的一位后继者增补；《反异教大全》，也被
称为《哲学大全》，写于1259—1264年。

托马斯著作的特点是条分缕析和脉络分明。托马斯特别强调，“教
师不仅仅要向具有一定水平的人，而且也要向刚刚入门者传授基督教真
理，”因此，他尽可能地使他的文章简单、清晰和一目了然，而这正是
他那个时代的那些箴言集和神学论辩文章所欠缺的。对托马斯来说，精
确的表达和避免引起歧义比华丽的辞藻更为重要。

知识与信仰

托马斯对知识和信仰的领域做了划分。首先关于知识，他的坚定不
移的信念是，存在一个合乎规律的现实世界，而且我们也能够认识这个
世界。这也就意味着，他确信人能够获得真正客观的知识，因而他也就
否定了如奥古斯丁的那种哲学，即认为现实世界只是思想的人的精神产
物，并且试图将精神限定于对它自己的形式的认识。

在托马斯看来，“认识的对象是和认识能力相应的。认识能力有三
等。一种认识能力是感觉，它是一个物质机体的活动；因此，每一感觉
能力的对象都是存在于有形物质中的一种形式；这样的物质是个体化的
本原，所以感觉部分的每种能力所取得的知识只能是个体的知识。另一
等认识能力既不是一个物质机体的活动，也和有形体的物质没有任何关
系。这就是天使的理智。这种认识能力的对象是脱离物质而存在的一种
形式。天使虽然认识物质事物，但也只有从非物质事物（或从自身、或
从上帝）的地位去认识。再一等是人类的理智，处于中间地位。它不是
一个机体的活动，而是灵魂的一种能力。灵魂本是身体的形式。所以，
它在有形物质中去认识单个地存在着的形式，是适当的。不过，不可认
为这形式就存在于这一单个的物质中。从个别物质中去认识其形式而不
把它当作存在于那样的物质中，这就是从表现为影像的个别物质抽出其
形式。所以，我们必须说：我们的理智是用对种种影像进行抽象的方法
来了解物质事物，而我们正是通过这样了解的物质事物获得某些非物质
的事物的知识，反之，天使却是通过非物质事物来认识物质事物”。[26]

如果说我们的认识是客观的和真实的，那这还不够。在哲学和形而



上学的认识世界之上，还有一个超自然的真理的世界。单靠自然的思维
能力，我们不可能认识这种超自然的真理。在这个问题上，托马斯与早
期经院哲学家如厄留根纳和安瑟尔谟观点相异，后者曾经试图用理性来
审视和解释整个基督教教义。基督教信仰的真正秘密（上帝的三位一
体、上帝的人格化和道成肉身）恰恰不属于哲学研究的范畴。在托马斯
眼里，这些都是超自然的真理，我们只能虔诚地把它作为神圣启示来接
受。

在知识和信仰这两个范围内，永远都不会存在矛盾。虽然基督教的
真理是超越理性的，但它不是违背理性的。真理只能是一个，因为它来
自上帝。倘若有人站在理性的立场上针对基督教信仰提出异议，那么它
自身必然也是违背理性的最高思维原则的，因此我们可以用理性的工具
对其加以驳斥。这也正是托马斯坚持不懈地在他的论辩性著作中针对异
教徒和基督教异端分子所做的重要事情。

此外，也有关于上帝的真理，我们的理性能够认识这种真理，比
如，上帝的存在，比如只存在一个上帝。当然，由于缺乏天赋，由于懒
惰，而且还由于必须花费很多精力用于完成一些琐碎的人生事务（比如
要维持自己的生存和照料家庭），大部分人都没有能力专心致志地思考
问题并去接近真理。所以，神圣智慧将那些本来能够被理性所认识的信
仰真理也变成超自然的启示。

倘若某些宗教真理能够被理性所认识，那么哲学在某种程度上也就
可以为信仰和神学服务。此外，哲学还可以用来证明那些针对信仰提出
的理由是错误的和站不住脚的。当然，哲学的任务也仅限于此，它不能
证明超自然的真理，而只能对那些自相矛盾的论据加以驳斥。“我首先
想提醒你，在与那些无信仰的人辩论的时候，你不要试图用具有说服力
的理性理由去证明信仰真理。这会损害信仰的崇高性……我们的信仰不
能用有说服力的理性理由加以证明，因为它是超越理性的，我们的信仰
也不可能被有说服力的理性理由所推翻，因为它是真实的，因而它不可
能与理性相违背。基督教的辩护士们与其努力用哲学来证明信仰真理，
倒不如通过驳倒对立双方的异议，从而阐明天主教信仰不是错误
的”。[27]

在这方面，作为服务于神学目的的工具，经院哲学的作用达到了它
的顶峰。[28]



上帝的存在与本质

在托马斯看来，上帝的存在是可以通过理性加以证明的。不过，托
马斯对坎特伯雷的安瑟尔谟的那种本体论的上帝之证是持否定态度的，
因为安瑟尔谟是想从上帝的概念本身推导出上帝的存在。托马斯认
为，“上帝存在”这句话并非一种自明的真理，也不是人的天赋真理。它
必须首先被证明。《神学大全》里按顺序列举出了证明上帝存在的五种
理由，我们摘录如下：

上帝的存在，可从五方面证明：

首先从事物的运动或变化方面论证。在世界上，有些事物
是在运动着，这在我们的感觉上是明白的，也是确实的。凡事
物运动，总是受其他事物推动；但是，一件事物如果没有被推
向一处的潜能性，也是不可能的……一件事物不可能在同一方
面、同一方向上说是推动的，又是被推动的。如果一件事物本
身在动，而又必受其他事物推动，那么其他事物又必定受另一
其他事物推动，但我们在此决不能一个一个地推到无限。因
为，这样就会既没有第一推动者，因此也会没有第二、第三推
动者。因为第一推动者是其后的推动者产生的原因，正如手杖
动只是因为我们的手推动。所以，最后追到有一个不受其他事
物推动的第一推动者，这是必然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个第一推
动者就是上帝。

第二，从动力因的性质来讨论上帝的存在。在现象世界
中，我们发现有一个动力因的秩序。这里，我们决找不到一件
自身就是动力因的事物。如果有，那就应该先于动力因自身而
存在，但这是不可能的。动力因，也不可能推溯到无限，因为
一切动力因都遵循一定秩序……因此，有一个最初的动力因，
乃是必然的。这个最初动力因，大家都称为上帝。

第三，从可能和必然性来论证上帝的存在。我们看到自然
界的事物，都是在产生和消灭的过程中，所以它们既存在又不
存在。它们要长久存在下去，是不可能的。这种不能长久存在
的东西，终不免要消失。所以，如果一切事物都会不存在，那
么迟早总都会失去其存在。但是，如果这是真实的，世界就始
终不该有事物存在了。因为事物若不凭借某种存在的东西，就



不会产生……不过，每一必然的事物，其必然性有的是由于其
他事物所引起，有的则不是。要把由其他事物引起必然性的事
物推展到无限，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不能不承认有某一
东西：它自身就具有自己的必然性，而不是有赖于其他事物得
到必然性，不但如此，它还使其他事物得到它们的必然性。这
某一东西，一切人都说它是上帝。

第四，从事物中发现的真实性的等级论证上帝的存在。
……世界上一定有一种最真实的东西，一种最美好的东西，一
种最高贵的东西，由此可以推论，一定有一种最完全的存在。
……因此，世界上必然有一种东西作为世界上一切事物得以存
在和具有良好以及其他完美性的原因。我们称这种原因为上
帝。

第五，从世界的秩序（或目的因）来论证上帝的存在。我
们看到：那些无知识的人，甚至那些生物，也为着一个目标而
活动；他们活动起来，总是或常常是遵循同一途径，以求获得
最好的结果。显然，他们谋求自己的目标并不是偶然的，而是
有计划的。但是，一个无知者如果不受某一个有知识和智慧的
存在者的指挥，如像箭受射者指挥一样，那他也不能移动到目
的地。所以，必定有一个有智慧的存在者，一切自然的事物都
靠它指向着他们的目的。这个存在者，我们称为上帝。[29][30]

显而易见，托马斯的这些对上帝存在的证明是以亚里士多德和奥古
斯丁的学说为依托的。在解释上帝的本质方面，托马斯试图寻找一条中
间道路，一条介于人格化的上帝观念和新柏拉图主义的上帝观念的道
路。[31]我们关于上帝的认识有三个特征：首先，它是一种间接的认
识，也就是通过上帝在自然中的影响来认识上帝；其次，它是一种类推
的认识，也就是依据造物与被造物之间的相似性关系推论出上帝的存
在；第三，它是一种整合的认识，我们只能从各个不同的侧面逐步地认
识上帝无限完美的本质。总之，这种认识是不完善的，但它毕竟是一种
认识，它会教导我们，把上帝看作一种以自身为原因的完美存在。

神圣启示告诉我们，上帝是宇宙的创造者（在托马斯看来，创世是
只有通过启示才可认识的真理）。在创世中，上帝实现了他的神圣理念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柏拉图理念论的再现，当然是以一种改变了的



形式。

人与灵魂

我们掠过托马斯的宇宙学理论（托马斯坚持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
心）而直接转向他的心理学理论，这也是他的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
节。对托马斯来说，人的灵魂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思考的对象。在他
的许多著作中，他都讨论过人的感情、记忆、个体心灵的能力、和它们
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人的认识。

在这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即物质是被动的，形式是主动的和起
作用的原则）仍然是托马斯的理论基础。灵魂是赋予一切生命现象以形
式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应用到人身上也就意味着：“思维活动的原
则，理性灵魂是人的肉体的本质形式。”托马斯解释说，人的灵魂是非
物质的，也就是说，它是非物质的纯粹形式，是一种纯粹精神的不依赖
于物质的实体。由此便产生了它的不可摧毁性和不朽性。由于灵魂是不
依赖于肉体的独立实体，因此它不会随着肉体的消亡而消亡，并且作为
纯粹的形式它也不可能自我毁灭。人对永生的渴望并非纯粹臆想，对托
马斯来说，这正好为灵魂实体的不朽性提供了证据，在这一点上，他与
阿威罗伊主义者不同，因为他们只承认超个体的灵魂的不朽性。

在个别灵魂力量或能力问题上，托马斯仍然承袭了亚里士多德的理
论。有植物灵魂，它有代谢和繁殖能力；也有动物灵魂，它有感官知
觉、欲望和自由活动能力。而在人那里，除了以上这些能力之外，他还
有理智能力，即人的理性。托马斯赋予理性以绝对优先地位，理性高于
意志。因此，托马斯主义的灵魂和认识理论是理性主义的。在心理学方
面（以及其他方面），作为多米尼克教徒的托马斯的观点与同一时期的
圣方济各修士们的观点是截然对立的。圣方济各修士的神学理论是以奥
古斯丁和柏拉图的学说为依据的，他们强调人的认识的主动性特点。而
托马斯则以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为依据，强调认识的被动的和接受的特
征。他认识到，认识主体与被认识的客体之间存在相似性。[32]如果心
灵中的形象与现实达成一致，那么也就获得了正确的认识。

那么如何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呢？对于这个问题，托马斯给出的答
案和亚里士多德给出的一样：并非通过分享神的观念（或回忆神的观
念），而只是通过人的感官经验。因此可以说，托马斯是个经验主义
者。我们所有的认识材料都来自我们的感官。当然它们还只是材料而



已。我们的理智将对这些材料做进一步的处理。感官经验只向我们显示
个别事物。但是，理智的真正对象则是寓于个别事物之中的本质。为了
认识这种本质，精神必须借助于“想象”。在这里，康德的认识论已经以
一种特别的方式预先被表达了出来，根据他的理论，认识产生于正在形
成中的形象，这些形象是借助于人心灵中的思维和直观形式并通过感官
知觉而获得的现象。剩下的问题只是，“想象”在感性直观的继续发展中
是如何进行的，我们的认识的哪些部分来自感性，哪些部分来自我们自
己的心灵的一般形式和特性。

紧接着托马斯的灵魂和认识理论，我们再来看他的伦理学思想。托
马斯说：“要获得幸福，人必须知道三件事情：第一，要知道他信仰什
么；第二，要知道他渴望得到什么；第三，要知道他应该做什么。”[33]

作为道德行为的前提，托马斯强调了人的意志自由。在这里，托马
斯的观点与奥古斯丁以及圣方济各修会的神学理论也是截然对立的。在
内心深处，托马斯接近于一种决定论。关于人的具体德性，托马斯吸收
了希腊的四种传统的基本德性，即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并附加上
三种基督教的德性：信、望、爱。托马斯的伦理学思想结构是极其复杂
的，但是他的基本思想却很简单：“理性是人的本性。凡是违背理性的
事情，也必然违背人的本性。”[34]“只要他是人，那么人的至善就在于：
理性能够在认识真理中获得完善，人的欲求要以理性为准绳。人之为
人，就因为他能够掌握理性。”[35]

“一个人具备好的认识力并不意味着他就是一个好人，要成为一个
好人，他必须具备好的意志。”[36]

“沉思的人生要高于庸碌的人生，倘若一个人能够放弃掉一部分他
对沉思的爱好，而对他的邻人的幸福做点事情，那么他就能够更好地实
现上帝的意志。”[37]

“爱朋友是好的，因为他是朋友，爱敌人则是不好的，只要他还是
敌人。但是，假如他是上帝的孩子，那么爱敌人也是好的……把朋友当
作朋友来爱，和把敌人当作敌人来爱：这似乎有些矛盾。但是，爱朋友
和爱敌人，假如两者都是上帝的孩子：这样就不矛盾了。”[38]

“就我们自身而言，认识比爱更重要；因此哲学家将人的认识品性
置于他的道德品性之上。但是若考虑到超出我们自身以外的事情上，特



别是当我们考虑到上帝时，那么爱就比认识更为重要。由此说来，爱高
于信仰。”[39]

政治

作为坚定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阿尔伯特和托马斯都非常关注现象
世界。但是他们两人的兴趣却又分为两种不同的方向：阿尔伯特更为关
注的是感性世界，托马斯更为关注的则是道德世界，即国家。[40]若在
今天，我们会说，阿尔伯特更像一个自然科学家，而托马斯则更像一个
人文科学研究者。阿尔伯特对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著作未作任何评论，
而托马斯对这一领域则做了非常深入的探讨。和希腊人一样，托马斯也
认为，人完全是处于社会和国家秩序之中的。下面的话就表明了他的这
一立场：“倘若一个人对公共利益漠不关心，那么他就不可能是一个好
人。”[41]“一种德行涉及公共利益越多，这种德行就越高尚。”[42]

托马斯直接承袭了亚里士多德的国家学说，而且托马斯也是西方世
界里第一位对国家理论给予如此高度重视的人。在这方面，他将亚里士
多德的思想与奥古斯丁的思想结合到了一起。和亚里士多德一样，托马
斯也认为人是一种政治动物，是一种社会动物。因此，国家秩序是非常
必要的。“如果一个人与许多人共同生活在一起，那么，人与人之间就
必须有某种起制约作用的东西。这么多人生活在一起，而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愿望，都自私自利地只关心个人的利益，而这时若没有一个人能够
以社会的共同利益为己任，那么人类社会将会是一片混乱，这就像人的
肉体或任何一种有生命的动物一样，如果在他的体内没有一种起主导作
用的、能够顾及到身体的各个器官的共同利益的力量，那么他就不可能
存活。”[43]因此，在托马斯看来，一种社会权威就是必要的。由于人在
本性上是社会动物，而这种本性是上帝所赋予的，所以，如《圣经》所
言，上帝也是统治阶层的倡议者。

托马斯遵循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也将国家形式区分为君主政治、贵
族政治和“共和”政治以及与之相对应的退化形式僭主政治、寡头政治和
民主政治。在这些国家形式中，托马斯更喜欢君主制。对此他有一种理
想的观念。国王在国家里的地位必须像灵魂在身体内和上帝在世界内的
地位一样。一个好的和正义的国王的统治必须以上帝对世界的统治为榜
样。“如果一个统治者能够很好地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国家谋福利，这就
是一种至善，如果他滥用自己的权利，那么这就是一种极大的罪



恶。”[44]一切统治形式中最坏的形式就是僭主政治。如果僭主政治成为
国家的政体，那么也应该建议它的人民要忍耐，因为暴力革命往往会带
来更为严重的恶果。

因为托马斯将国家看作是一个大的道德实体，所以他认为国家的任
务就是要使它的人民过一种正直的和合乎道德的生活。这样一种生活的
最重要的前提就是维护和平。第二个重要的条件就是使人民过上富裕的
生活。但是，在和平和富裕中的、合乎道德的生活并不是人生的最终目
的。人生的最终目的是获得极乐至福。引导人们获得这种极乐至福，这
不是世俗统治者的职责，而是教会的职责，也就是神父的职责和上帝在
人间的代言人罗马教皇的职责。因为教会的职责高于国家的职责，所以
世俗世界里的国王要服从于教会的统治。也就是说，托马斯非常明确地
认为，只要尘世的事物对于人的超尘世的目标起作用，那么世俗权力就
必须服从宗教权力。

托马斯的意义

“智者的责任就是：整理。”[45]托马斯·阿奎那的毕生事业也可以用
这句话来概括。整理、区别、划分——将不同的东西按照他们各自的内
在价值加以归类整理，这就是他的著作的伟大和意义之所在。

托马斯过早地去世了，紧接着，在修会内部和整个天主教界，人们
围绕托马斯主义的地位问题就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反对他的声音主要是
来自信奉奥古斯丁哲学的方济各修会神学家们，托马斯在世的时候就与
他们展开过激烈的辩论。托马斯去世三年以后，巴黎的大主教对托马斯
的几种理论作了公开判决。但是托马斯的学生满怀对老师的崇敬和爱
戴，还是坚持不懈地继续贯彻着他的思想。托马斯过去的老师大阿尔伯
特比托马斯活得时间长，他称托马斯是“教会的一线光明”。

托马斯主义成为多明我修会的正统哲学。1322年，教皇承认托马斯
是圣徒。历史上许多重要的教皇都对托马斯的学说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致
力于传播他的思想。1879年，托马斯主义最终也被天主教教会宣布为正
统哲学。1931年，教皇颁布了新的规定，教会大学里的哲学和思辨神学
课程必须按照托马斯·阿奎那的学说和原则进行讲授。

与此相联系，托马斯主义在十九和二十世纪经历了一次重要的复
兴。在所谓的新经院哲学——这是一个波及整个天主教世界的思想运



动，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出自意大利、法国、比利时和德国——的框架
内，产生了一种新托马斯主义哲学，这种哲学试图将现代科学和哲学的
研究成果与托马斯所创立的天主教宇宙观糅合到一起。在本书的最后一
部分，我们还要对托马斯主义的现代发展作简要阐述。

并非光荣的一页

针对几乎所有的中世纪思想家，我们都可以提出指责。由于托马斯
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我们在这里也就从他入手了，看一看他的影响有
多深。

问题涉及的是，相信有魔鬼和女巫。《神学大全》里有下面一段
话：“奥古斯丁写道：许多人声称，他们曾经亲历过或听其他亲历过的
人说过，森林之神常常会调戏妇女，渴望与她们同房并且也这样做了。
因此，若否认这一点就是厚颜无耻。”[46]在另一个地方，托马斯又
说：“逍遥学派认为根本就没有魔鬼，这显然是错误的观点。”[47]

任何时代都有人会相信，的确有魔鬼和女巫。在《旧约》中对此也
有过描述（参见撒母耳记上第28章，扫罗让隐多珥的女巫召回死去的撒
母耳的亡魂，并请他为抵御菲利士人的进攻出谋划策）。

中世纪时，相信有魔鬼也是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在直到十二世纪的
几百年里，教会一直把这种现象看作异教迷信的残余，对它基本上表示
容忍或较为温和的抵制。渐渐地开始流传一种说法，说女巫们之所以拥
有特异功能（比如她们能在黑夜里腾云驾雾，或者能使人和动物丧失生
殖能力）是因为她们与魔鬼撒旦缔结了契约。在当时，相信有魔鬼的人
之所以那么多，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受教会抵制的许多教派被视为黑
暗的魔鬼世界的代表，它们是与上帝的光明世界相对立的。

谁要是与魔鬼结成同盟，那么他就是反对上帝的，因而他也是反对
教会的，因为教会就是上帝在尘世的代表。于是，谴责装神弄鬼的巫术
渐渐地就与谴责异端邪说融合到了一起。宗教法庭原来是审判那些偏离
宗教信仰的异端分子的，如今它也用来审判巫师了。许多教皇都授权宗
教法庭对巫师的审判，1252年，教皇英诺森九世授权宗教法庭可以使用
刑罚。

大约在十五至十八世纪，对巫师的迫害才真正达到高潮，教皇英诺



森八世于1484年颁布的教谕对迫害巫师的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
比那两位多明我教徒和异端裁判官海因里希·尹斯提托利和雅各布·施普
朗格发表著名的《打击巫师之锤》（拉丁文为Malleus malificarum，
1485年）还早一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本书是除《圣经》之外最畅
销的书，成为迫害巫师的专业性手册。

焚烧异教徒和女巫的火焰熊熊燃烧了两个半世纪之久，有些历史学
家认为，被烧死的人加起来共计有十万之多，另有人则认为，牺牲者远
远不止这个数目。被烧死的人中，大部分是女人。只要有人告发，就足
以开庭审判。在酷刑面前，几乎所有人都会招认最为荒唐的罪行。这种
迫害行为基本上都发生在中欧和西欧（西班牙、法国、瑞士、意大利、
英国、德国和波兰），而在伊斯兰教、犹太教和东正教地区，却并没有
发生这种迫害行为。随着殖民地的开发，这种疯狂的行径也被带到了海
外，1692年，大火又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萨勒姆燃烧了起来。随着启蒙
运动的兴起，这种迫害行为逐渐停止下来，这主要是弗里德里希·冯·施
佩和克里斯蒂安·托马修斯的功绩。德国最后一次焚烧女巫事件发生于
1775年。

必须考虑的是，谁要是胆敢相信巫师，那他自己就将会遭到宗教法
庭或世俗法庭的迫害。就托马斯来说，我们必须考虑到，他相信魔鬼和
巫师的观点几乎为他那个时代的所有神学家和哲学家所熟知，而且也为
宗教改革家路德和兹文格利所熟知。由于托马斯的伟大权威性，他的观
点当然也会受到特别关注。在《打击巫师之锤》一书中，他的名字就曾
经被无数次提到。

3．但丁

由经院哲学——特别是通过阿尔伯特和托马斯——发展起来的中世
纪基督教世界图景在但丁的著作里以一种最为优美的诗的形式被表达了
出来。但丁·阿里基里于1265年出生在佛罗伦萨，年轻时，但丁对贝亚
特丽丝满怀着理想的爱情，但是他的情人不幸过早地夭折了，这激发了
他的艺术创作热情，古罗马诗人的诗作和法国普罗旺斯的诗歌成为他诗
歌创作的典范。他在波罗纳学习了经院哲学，在巴黎掌握了哲学和神学
的基础知识。由于政治原因，他遭到故乡城市的驱逐，从此以后，他过
着动荡不安和不幸的流亡生活。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终于在拉文
纳找到了自己的避难所，1321年，他在那里去世。



但丁的主要著作《神曲》（最初的书名是La comedia，即喜剧）描
述了他从地狱经过炼狱最后到天堂的历程。但丁所崇敬的罗马诗人维吉
尔引领但丁游历了地狱和炼狱。他的历程是从走向地下世界开始的，他
在一个山谷中拾级而下，从那里便可以进入大地的中心，到达地狱。在
九层地狱里，但丁由上至下遇见的罪人一个比一个罪孽深重，他们分别
犯有淫欲罪、吝啬罪、暴戾罪、邪教罪、杀人罪、自杀罪、欺诈罪、负
心罪、卖淫罪等；在最阴暗的底层有人类的两个大叛徒：犹大和布鲁图
斯——其中一个对基督的不幸负有责任，另一个对帝国的缔造者恺撒的
不幸负有责任。

从地球的另一端一直往上，维吉尔和但丁就来到了炼狱。它的形状
犹如一座陡峭的山峰，共有七层高高地叠加在一起，它们与七重罪相对
应。炼狱的顶部就是天堂。

维吉尔不允许进入神界的天堂，因为他是一个未接受过洗礼的异教
徒。从这里开始，继续引领诗人但丁的就是他所钟情的女子贝亚特丽
丝，她看上去已经神化了，象征着她已经接受了上帝的恩赐。她拉着但
丁的手一起飞升，共同游历了众天使居住的神界天国。最后，但丁见到
了辉煌壮丽的景象，那里是三位一体的上帝的天府。

在经过地狱、炼狱和天堂的这整个历程中，诗人但丁遇见了一些著
名的人物，有些人才刚刚过世。他与诗人、王侯、教皇交谈，他也与奥
德赛和皇帝巴巴罗萨交谈。在与这些人以及他的向导的谈话过程中，他
有机会与他们讨论一些令他苦思冥想的神学、哲学和政治问题。但丁对
经院哲学思想了如指掌，他对自己掌握的材料也能够驾轻就熟，因
此，“即使那些对别人来说是古怪的和枯燥乏味的经院哲学神秘理论，
甚至它的三段论演绎推理学说，他都能够用惟妙惟肖的形式重新表达出
来”[48]。但丁学识渊博，那个时代的所有领域的知识，包括天文学知
识，他都是耳熟能详的。当然，他所表达出的思想基本上都不是他自己
独创的思想，在自然科学领域，他主要是表达了阿尔伯特的思想，在神
学和政治领域，他主要是表达了托马斯的思想。至于但丁赋予这两位大
师的大师即亚里士多德以多么崇高的地位，我们在论述亚里士多德一章
里所引用的但丁的诗句就是最好的明证。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但丁发展了托马斯的政治观点。在托马斯那
里，维护和平是统治者的最重要的职责。但丁认识到，仅有国家内部的
和平是不够的，国家之间的持久和平也是必要的，因此需要一种凌驾于
各个国家的君王之上的最高权威，一种至高无上的皇权，它不依附于教



皇，而是直接受命于上帝。在但丁看来，教会和教皇的职权是有一定限
度的，教会的世俗化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要真正理解但丁的政治观点，
我们必须了解他所处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在整个中世纪，尤其是在但丁
所处的时代，宗教势力和世俗势力之间充满着权力之争，除此之外，在
意大利内部，盖尔夫党与奇伯林党之间也存在着党派之争[49]。但丁试
图超越这些具有时代局限性的纷争，他不想站在某一个党派的立场上，
而是构想出一幅理想的蓝图，即不管是宗教势力还是世俗势力，它们的
权利都应该局限于各自归属的范围之内。

但丁的《神曲》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不朽之作。在已经过去了的古
希腊时代，有伟大诗人荷马，在紧随中世纪之后的文艺复兴时代，有伟
大的剧作家和诗人莎士比亚，而但丁则是基督教中世纪里涌现出来的天
才诗人。但丁的作品就像一幅巨大的历史画卷，正在开始走向衰落的中
世纪时代的人们的思想和感情被集中浓缩于其中。

四、后期经院哲学

1．罗吉尔·培根

在中期经院哲学和后期经院哲学之间并没有一条泾渭分明的时间分
界线。中期经院哲学的大师还活着的时候，罗吉尔·培根在许多方面就
已经超越了他的时代，他不仅对托马斯主义进行了攻击，而且还使整个
经院哲学的基本原则受到了震动，从而为中世纪末期欧洲思想向近代的
转折准备了条件。

和后面将要讨论的几位后期经院哲学家一样，培根也是英国人，他
也加入了方济各会，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托马斯的哲学从一开始就遭
到了抵制。培根于1214年出生在英格兰，先后在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接
受教育，他获得了相当丰富的知识，几乎涉猎了当时的所有门类：数
学、医学、法学、神学以及哲学。

1247年，培根又重返牛津，他阅读了罗伯特·格罗塞忒斯特（约
1168—1253）的著作。格罗塞忒斯特是现代自然科学的早期奠基者之
一，他在牛津大学从事教学活动，后来他将自己的藏书遗赠给了方济各
会。或许是受到他的著作的影响，培根开始潜心学习语言和钻研自然科



学，而且还动手做了一些实验，如光学实验，由于缺乏资金，也由于他
的上司和教友对他的实验缺乏理解，最后他只好放弃了。他的思想中也
混合了一些巫术、占星术和炼金术的观念，因而与教会当权者发生了冲
突，据称，他的最后岁月是在教会监狱里度过的。

培根计划写一部内容广博的百科全书，当然他的目的是为宗教和教
会服务。教皇克莱门斯六世对培根心怀善意，他于1266年请求培根给他
一份副本。因为这部著作基本上还只是装在培根的脑袋里，于是他就先
写了一个提纲，名之曰《大著作》（Opus maius），接着又写了《小著
作》（Opus minus）和《次小著作》（Opus tertium），并陆续把它们寄
给了教皇，并附带寄去了一个放大镜片和一幅世界地图，这两样东西都
是他亲手制作的，可是，教皇在收到所有这些东西之前就离开了人世。

培根的著作（其中也包括一部希腊语和希伯来语语法书以及一部哲
学学习纲要）很大一部分都是针对中期经院哲学家及其哲学的指责，对
他来说，过去的最伟大的哲学家就是亚里士多德、阿维森纳和阿威罗伊
（也就是三个异教徒）。经院哲学家们首先缺乏的就是上述大哲学家所
使用的语言知识，即希腊语和阿拉伯语知识。培根直言不讳地嘲笑作为
一个哲学家的托马斯，说他为亚里士多德写了许多厚厚的书，但是却根
本不懂亚里士多德的语言。培根坚信，此前的所有译本，包括《圣经》
译本，都非常地不完善，其中包含许多理解上的错误。当务之急并非迄
今为止一直重视的语法和逻辑训练，因为这些能力都是每个有理性的人
与生俱来的禀赋，而是学习外语，特别是学习希伯来语、希腊语和阿拉
伯语。所以，此前的那些危害颇深的译本最好都统统付之一炬。

培根针对经院哲学家的第二个指责是，他们缺乏足够的数学知识，
而对培根来说，数学是所有科学的基础。

培根提出的第三个指责是针对经院哲学运用到科学中的方法。经院
哲学的方法在于，一切问题都以权威（《圣经》、亚里士多德、教父）
为依据，并试图通过逻辑推理来解决。而培根则主张，所有问题都应该
以直接经验为依据，这就是说，要通过观察和借助于实验去询问大自
然，在他看来，大自然是一切真理的源泉。“没有经验，一切知识都是
没有充分依据的。”

需要指出的是，培根所理解的经验既包括经验认识也包括神圣灵
感。



培根曾经致力于日历改革，他的这个理想在几百年后才得以实现。
他试图为农耕提供一种科学的基础。他曾预言：“用于航行的船可以没
有桨，在河上和海上航行的最大的船只也可以由一个人驾驶，并且可以
用很快的速度航行，就像是有满船的船员在用力划着桨。不用牲口拉的
车也可以制造出来，它照样可以跑得飞快……也可以制造出能够在海里
和河里行走的机器来，它甚至能够潜入海底。”[50]在光学方面，培根的
几项发现也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他远远地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这一切与哲学有何关系呢？这标志着西方思想进入了一个转折时
期，中世纪即将终结，现代自然科学的时代即将来临。像培根这样的人
给了经院哲学以致命的一击。

2．邓斯·司各脱

英国的方济各修会僧侣邓斯·司各脱从另一个方面给了经院哲学以
致命的打击，以至于在托马斯主义那里神学和哲学之间似乎已经达成的
和解又一次破裂了。他大约出生于1270年，1308年他就去世了，才活了
不到四十岁。他在牛津讲授神学，后来又去了巴黎，最后他来到科隆，
在这里生活和工作了不久他就死了。他是一位广受欢迎的教师，而且他
的著述颇丰，这就足以使他在短暂的一生中获得显赫的声名，使他成为
最伟大的中世纪哲学家之一，同时代人称他是“精细博士”。

谁要是费点精力去阅读这位“苏格兰的约翰内斯·邓斯”的著作，那
么他会发现以上对他的称呼可谓恰如其分，而且他也会同意二十世纪的
一位思想家（皮尔士）对他的评价，他称邓斯·司各脱是“中世纪最重要
的思辨哲学家，是所有时代思想最深邃的形而上学家之一”。

对于阿尔伯特和托马斯，邓斯·司各脱也是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并
对他们进行了攻击，尽管在许多方面他还要感谢他们，特别是，若没有
他们所做出的杰出贡献，邓斯就不可能对亚里士多德有那么深入的了
解，更不可能在这方面超越经院哲学的大师们。但是，对亚里士多德的
精神世界了解得越多，他就越清楚地认识到，在注重世界和自然的异教
哲学家与基督教信仰的基本立场之间有一条难以弥合的鸿沟。这使得邓
斯得出这样一个认识，即神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不可能达成完美的
统一，尽管托马斯曾经致力于神学与哲学的结合，并且也相信已经达到
了目的。邓斯对那些将神学和哲学紧密融合在一起的人提出了指责。他



说，一句话在哲学上是对的，在神学上则可能是错的，反之亦然。从整
体上看，在这两个领域内并没有完全的对应物，这主要是因为，神学具
有更多实践的特征。他甚至怀疑，从严格意义上看，神学能否被称作一
种科学。虽然邓斯并不想用一种非基督教的哲学取代基督教信仰，因为
他是教会的忠实的儿子，但是，他在精神上却为此后不久发生的神学和
哲学的分离做了准备。

在一般和特殊的关系问题上，邓斯·司各脱与他的教友威廉·奥卡姆
的观点基本一致。和托马斯一样，邓斯在共相问题上也是个实在论者。
他认为，在每一个事物中，除了存在一般属性之外，还存在其独一无二
的特殊属性，与托马斯相比，他更强调事物的特殊属性。他明确指出，
个别是更为完美的，个别是自然的真正目的。在这里，邓斯不仅为唯名
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且还为文艺复兴时期人的个性自由和解放的实
现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针对托马斯的另一个思想，方济各修会的反对派曾经展开过批判，
而邓斯·司各脱则帮助他们实现了思想上的突破。关于理智和意志的关
系，托马斯的观点是，理智高于意志，意志从属于理智。邓斯·司各脱
却把这种关系颠倒了过来，在他看来，意志高于理智。意志是自由的，
人不完全是某种消极的和惰性的东西，人的幸福在于按照他的自由意志
去行动，而不是沉思上帝。这样一种观点对于认识论是非常重要的，邓
斯强调了人的主动性、思想的独立性，因而它不同于托马斯的那种被动
的和接受的理智。这种观点对人的上帝观念也产生了影响。人是上帝按
照自己的模型创造出来的，即使在上帝那里，上帝的意志也是第一性的
和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被创造成这个样子，因为这是符合上帝的意志
的。没有自在的或必然的善（而托马斯则认为有）。善之为善，都是由
上帝的意志决定的。如果上帝意欲创造另一种东西，那么，那另一种东
西也仍然是“好的”。这也同样适用于人类行为的伦理价值判断。一个行
为是善的，因为它是上帝的意志所规定的。如果人完全服从上帝的意
志，那么人的意志也是善的。对邓斯来说，上帝的意志与基督教教会的
信条是完全一致的。

以上是邓斯与托马斯主义者在思想内容上的几点区别。此外，我们
会发现，与托马斯相比，邓斯思想的兴趣也发生了转移，这一点对于经
院哲学的发展来说比上述的区别更为重要。基督教关于上帝、世界和人
的基本学说是托马斯思想的出发点，他认为，哲学就是用来支持和证明
基督教信仰的工具。因此，对他来说，重要的是需要证明的学说而不是



证明本身。在很多情况下，邓斯·司各脱针对托马斯以及他自己的教友
所提出的批评并不是针对他们的学说本身——因为他与他们的信仰基本
上是一致的，而是针对他们求证的方式、方法。可以说，邓斯不像其他
人那样思考世界，而是开始思考其他人关于世界的思想。在哲学史上，
那些将他们的注意力从思想的客体转移到思想的形式、方法和可能性上
去的思想家，往往会对思想的发展带来一次革命性的飞跃。在这方面，
康德是一个突出的例子。邓斯·司各脱也是如此，他的批判以及他的注
意力不是放在经院哲学的思想内容上，而是放在了哲学求证的方法上，
因此，他为哲学内部发生的一次革命性的转折铺平了道路。“科学的求
证本身至关重要，它甚至成为哲学的主要事务，因此它从‘经院哲学
的’的附属地位中解放了出来。尽管邓斯是罗马教会的最忠实的儿子，
但是他却使得罗马教会不得不放弃它对哲学的统治地位。”[51]

3．奥卡姆的威廉

与前述的两位思想家的影响相比，奥卡姆的威廉所实施的唯名论革
新对于经院哲学的基础产生了更大的冲击，这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
端。威廉于1290年出生在奥卡姆（拉丁语为Occam）。和他的前驱者一
样，他也就学于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由于他在辩论中表现得非常机敏
和睿智，因而获得了一个雅号，被称为是“不可战胜的博士”（doctor
invincibilis）。

早期的唯名论之所以遭到教会的谴责，其直接的原因在于洛色林的
唯名论思想是针对三位一体的基督教教义的。教会之所以竭力压制他的
思想，是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虽然一种立场坚定的唯名论并不能对基
督教信仰构成多大的威胁，但是它如果与古典哲学结合到一起，那么经
院哲学的基础将会被动摇。因为经院哲学的方法就是不去直接观察自
然，它的所有有价值的知识都是来源于古代权威，它的基本信念就是，
古代权威的思想中已经包含了所有的信仰和教义，我们只需要去把它们
发掘出来。如经院哲学的实在论者所认为的那样，只有当共相是原初的
和“实在的”，并且一切个别事物已经完全包含于其中，每一种方法才有
意义。

对威廉来说，一般和个别的关系正好与之相反。他说，那些“实在
论的”经院哲学家们试图从一般出发推导出个别，这就像把笼头套到马
尾巴上，是本末倒置。因为个别事物本身就是实在的，而一般则是存在



于头脑中的观念和思想，人类的一切知识也都是从个别事物开始的。在
他的那些不那么容易被理解的内容广博的著作中，威廉对共相问题做了
详细考察，我们只强调他的基本思想。他将逻辑学定义为符号的科学。
那些被实在论者给予高度评价的一般概念或共相也都是纯粹的符号，并
没有现实的东西与它们相对应。即使是在上帝的心灵中，也不会是“共
相先于殊相”。这样的认识是以威廉的神学论证为依据的，他认为，上
帝从虚无中创世的教义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共相已经先于
事物而存在了。并不存在什么“何处性”或“何时性”，而只有何处与何
时；只存在如何与多少，而没有作为独立存在物的质量与数量。在现实
中并没有作为独立存在物的“关系”（Relation），而只有相互关联的事
物。这种关系只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并不存在“多样性”，而只有许多
事物。在这些事物之外再附加一些关系，在许多事物之外再附加上多样
性，这都是毫无用处的画蛇添足，与逻辑学和科学的原则是相矛盾的，
也就是说，如果一种解释就足够了，那么就不用再做多余的解释
了。“若无（解释的）必要，切勿增加实质（论据、看法）”[52]，这种原
则被称为“奥卡姆的剃刀”，它已经成为一种科学和哲学的方法论。

亚里士多德的范畴学并不是对事物的划分和把握（如阿尔伯特所认
为的那样），而只是对我们附加在事物身上的符号（词与名）的划分和
把握。威廉完全从他的唯名论的意义上解释亚里士多德，如我们所看到
的那样，从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所做的批判来看，这也完全是有可能
的。

为了避免将他的唯名论应用于基督教教义而对它构成威胁，威廉从
一开始就（像托马斯那样）把信仰的神秘性排除在人的理性可把握的范
围之外，不仅如此，他（像邓斯·司各脱那样，不过比他更为彻底）还
将整个神学排除在理性可把握的范围之外。对威廉来说，上帝的三位一
体和人格化的教义等不仅是超越理性的，而且是反理性的，我们必须接
受这样一个事实。对于上帝的存在或上帝的某种属性，我们并没有合乎
理性的证据。因为个体的经验是一切知识的基础，在此意义上，我们不
可能拥有关于上帝存在的经验，因此，我们也不可能获得关于上帝的确
切的和自然的知识。这也就意味着，一种能够提供精确证据的科学的神
学是不可能的。如邓斯·司各脱所说：一句话在神学家那里是正确的，
但是在哲学家那里可能就是错误的。威廉对此深信不疑。那句老话“因
为荒谬我才信”在这里又应验了。

威廉不仅在神学和世俗科学之间划出了一条分界线，而且还将他的



这一原则应用到实践中去，也就是应用到宗教政治中去，应用到教会与
世俗世界的关系中去。威廉无所顾忌地抨击了宗教的世俗化以及教皇贝
尼法兹八世的世俗权力政治。他援引耶稣和使徒作为例证，要求教会放
弃它的世俗权力，并将它的职责限定在宗教范围之内，而且这也符合方
济各修会的基本原则。在他的《论皇权与教权》一文中，奥卡姆对教会
插手世俗事务进行了批判，他提出了关于人的基本权利的思想，这一思
想是富于革命性的，它对启蒙运动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教皇并没有
被授权可以任意剥夺一个人的自然权利”，人的不可侵犯的权利特别包
括“那些基督诞生前人所享有的权利，因为基督徒的这些权利都被教会
夺走了或被教会扣留了，也就是说，与那些异教徒和不信教的人相比，
基督徒的自由因而就被降低了”[53]。

奥卡姆的这些言词的后果就是，他被当时住在阿维农的教皇监禁了
起来。他设法逃出关押他的地方，并逃往慕尼黑。他在教皇的政敌巴伐
利亚的皇帝路德威希那里寻找到了庇护。奥卡姆曾经对皇帝说过一句
话：“请你用剑保护我，我将用笔保护你。”这句话后来成了一句名言。
1349年，奥卡姆在慕尼黑去世。1339年，巴黎大学禁止讲授威廉·奥卡
姆的学说，尽管如此，唯名论还是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流派。这表现
在如下的事实上：1473年教皇发布了教谕，命令巴黎大学的所有教师只
能讲授实在论，这本来也就是针对威廉的，但是几年之后，这个禁令又
不得不解除了。

在威廉的唯名论的影响下，经院哲学在数百年里建立起来的神学和
哲学、信仰和知识之间的纽带终于断裂了。从此以后，这两个领域开始
各自为政。存在着“双重真理”（阿威罗伊在很早以前就已经认识到这一
点）。威廉的这一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那时直至当代，一方面是
知识、哲学和科学，另一方面是信仰、宗教和神学，这两个方面并行不
悖。它们各自都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并不关心对方的事情。在很长的
时间里，信仰和知识之间的对话几乎已经终止。这种分裂状态也贯穿于
我们整个的现代文化之中。

对于哲学和（逐渐独立门户的）科学来说，这就意味着，它们开始
摆脱自己的神学的婢女地位，开始越来越强烈地表达自己的愿望，以罗
吉尔·培根这位思想开拓者为榜样，将直接的外在经验作为知识的源
泉，从而使人类思想史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形成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对
于宗教领域来说，这也就意味着，信仰的超越理性的思想可以不用顾忌
哲学和理性神学而直接表达出来，正如我们将要在德国伟大的神秘主义



者那里所看到的那样。

五、德国的神秘主义：埃克哈特大师

神秘主义思想并不局限于某个时代。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在人生中
的每一个时刻，人都可以“闭上自己的双眼”，置身于世界之外，返照自
己的内心，并点燃照亮心灵的神圣火焰。事实上，几乎在所有的时代都
产生过神秘主义：在印度人那里——他们的全部哲学几乎都是神秘主义
的；在早期的希腊人那里，在古典思想结束时期的新柏拉图主义那里；
近代初期以及此后。尽管如此，神秘主义的最重要的思想潮流之一则是
产生于中期经院哲学末期，这在思想史上也并非只是一个偶然事件。宗
教信仰和世俗智慧通过阿尔伯特、托马斯等人的努力而紧密地结合在了
一起，由于经院哲学从属于神学目的，哲学本身因而被套上了一种精神
枷锁，不仅如此，由于人的信仰是与亚里士多德及其阿拉伯诠释者的完
全世俗的智慧结合到一起的，因而信仰本身也被套上了一种精神枷锁。
我们看到，在培根、邓斯和威廉那里，哲学是如何一步一步地挣脱了这
种束缚而获得解放的。与这种发展反其道而行之的一个人物就是德国的
埃克哈特大师，他是中世纪神秘主义的核心人物，他基本上仍然是中期
经院哲学家的同时代人，而且也是一个多明我修会的成员。他出生于
1260年，而且可能是大阿尔伯特在科隆时的一个学生。

约翰内斯·埃克哈特出生在图林根的豪赫海姆（Hochheim，位于哥
达附近）的一个骑士家庭里，他在科隆和巴黎读大学，在神学和哲学方
面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他尤其精熟于经院哲学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我
们不能说他对于他那个时代的思想发展视若无睹，毋宁说，在科学方面
他仍然处于时代前列。他能够熟练地运用经院哲学的思维和表达方式，
只不过他所表达出的思想内容与经院哲学的思想内容大相径庭。他的思
想是真正具有原创性的，这里所说的原创性并不是指他的思想来源于直
接观察自然，和其他神秘主义者一样，他的思想来自心灵和直觉。另一
方面说，埃克哈特的德语著作（他的一部分著作是用德语写成的，另一
部分则是用拉丁语写成的）也表明，他是中古德语大众语言的富有创造
天赋的大师。

埃克哈特在多明我修会里升任高位。他相继担任了埃尔福特的修道
院院长、萨克森的修会大主持、波希米亚修道院大牧师、巴黎大学的教
师、斯特拉斯堡的传教士、美茵河畔法兰克福的修道院院长，他人生的



最后一段时间是在科隆度过的。在这里，固执己见的思想家埃克哈特与
教会的矛盾公开化了，科隆的大主教把他送上了宗教法庭，1327年，在
科隆的多明我修会的教堂里，大师不得不宣誓放弃自己的观点，此后不
久，也就在这一年里，他与世长辞了。他所做的承诺也很普通，只是说
如果他写了、说了或传布了什么包含错误内容的信仰，那么他就收回自
己的言论，就当是他什么也没有说。后来，埃克哈特向教皇提出了上
诉，在教皇做出决定之前，他就去世了。他死后，教皇发布教谕，将埃
克哈特的许多言论判为异端。

从形式上看，埃克哈特的哲学与经院哲学的庞大体系不可相提并
论。他的哲学没有一个严密的体系，只是一种强烈的宗教体验的表达，
它漠视周围的世界和大自然，而只是醉心于沉思神秘主义的永恒主题：
上帝和灵魂。

在埃克哈特大师的上帝观念中，普罗提诺的新柏拉图主义以及和他
一脉相承的狄奥尼修斯·阿里奥帕基塔的思想又一次重现了（凡是具有
神秘主义倾向的基督教思想，它们的渊源都可追溯到柏拉图、新柏拉图
主义以及普罗提诺那里去）。上帝是至善，是太一，是绝对物，是完全
彼岸的东西，关于上帝我们一无所知。我们所附加给上帝的属性都是牵
强附会的。因此，神学首先是由否定的思想组成的。埃克哈特称这个纯
粹彼岸的上帝是“神性”或“尚未自然化的自然”。“神性”与“上帝”或“自然
化的自然”是有区别的。由于原始的神性不能被附加上“存在”的谓词，
因此它就像一个虚无的深渊。“神性不作为，在神性之中无行动。”为了
显示自身，神性必须首先“自我表白”，“要开口说话”。于是，自神性中
便流出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的上帝。神性显现为主体和客体。圣父是主
体，圣子是客体，他代替神性“说话”。“圣父的言辞是永恒的言辞，也
就是他的儿子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言辞。他说，一切造物既无始也无
终。”连接圣父与圣子的爱的纽带就是圣灵。在埃克哈特看来，基督教
的三位一体的上帝就是最初的“流射物”，是原始“神性”的流溢。

埃克哈特的第二个伟大思想就是上帝与人的灵魂能够达成统一的神
秘主义思想。灵魂是上帝按照自己的模型创造的。这就是说，与前面提
到的埃克哈特的上帝观念一样，灵魂也是三位一体的。灵魂是由灵魂的
三种力量组成的，即认识、“愤怒”和欲望，基督教的三种德性，信仰、
爱和希望是与之相对应的。在三位一体的上帝之上还有一个原始的神
性，同样，在灵魂中，在三种灵魂力量之上也有“神圣的火花”——“如
此纯净，如此高迈，如此高贵，在其中不可能有任何造物，只有上帝和



他的纯粹的神性自然栖居于其中。”“灵魂的火花是神性之光，它永远复
归于上帝。”

埃克哈特的神秘主义的第三个基本思想就是抛弃自我并与上帝合
一。你要彻底地忘记你自己，使你完全融化在上帝之中，使你自己在上
帝之中犹如上帝在自己之中。要想通过这种方式使灵魂与上帝合一，
使“上帝在我们心中诞生”，其前提条件就是，我们必须涤除灵魂中的罪
孽，因为它使我们与上帝分开了；必须做到泰然自若，保持内心的无拘
无束，“与世隔绝”；必须抛弃一切世俗之物，抛弃自我，放弃自己的意
志，从而与上帝的意志合二为一。

倘若灵魂能够达到这种状态，那么它就与上帝等同了。“于是，他
（上帝）的属性、他的本体以及他的本性就成为我的了。如果他的属
性、他的本体以及他的本性成为我的了，那么我就会成为上帝之
子。”灵魂认识到，上帝之外的一切不仅毫无价值，而且纯属虚无，一
切事物只有在上帝之中才能存在。“上帝看到，并认识到，一切造物都
是无。”在这种状态下，灵魂超越了时空。它认识到，万物的属性并不
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逝，而是永恒的当前存在。它也认识到作为一切
之基础的永恒必然性，因为“上帝在必要时也必然会有所作为”。

永恒必然性也以拯救的过程为基础，灵魂通过这一过程安息在上帝
之中——必然性也并非仅仅是对人来说的，而且也是对上帝来说的，因
为“上帝需要我们或许并不像我们需要上帝那样”。

和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们一样，埃克哈特也认为，人的幸福就在于
认识，在于认识上帝。只不过对埃克哈特来说，这种认识是神秘的认
识，而且这种认识是人在此生中能够实现的。

在埃克哈特的学生中，较为突出的有海因里希·苏索（拉丁语名为
Suso，1300—1365）和约翰·陶勒尔（1300—1361）。有一本名为《德
意志神学》的书写成于十四世纪，它也是由埃克哈特圈子里的人写的，
但是作者的名字不祥，后来路德发现了它，并将它出版了。约翰内斯·
路易斯布律克（1293—1381）是尼德兰神秘主义的主要代表。来自科隆
附近的肯彭的托马斯·哈默肯为神秘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做出了贡献，
人们也称他是肯彭的托马斯（拉丁语名为Thomas a Kempis）。他的书
《论基督的后继者》并非一部科学或哲学著作，而只是一本修身读物，
但是它却成为世界上印行最多的书之一。



埃克哈特具备卓越的语言驾驭能力，他的著作本身具有深刻的宗教
思想内涵。在基督教和德国思想史上，他的著作也是最为出色的著作之
一，尽管如此，在两个教派的神学界，他的著作并没有怎么引起重视。
不过他的著作如今就像一个永不枯竭的源泉，虽然他的许多手稿已佚，
使得人们理解他的著作更加困难，但是他的著作全集的校勘本终于还是
问世了。[54]

关于中世纪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我们做了非常简要的叙述，对于
内行人来说，这种叙述或许是非常不完整的。在本篇的末尾，我还想再
做一点补充说明：那个时期的哲学不仅仅是与基督教神学关系密切，或
者说是与其融合在了一起，而且那个时期的思想家们也全都是神职人
员，他们大部分都是修会的成员，而且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都使用拉丁
语写作他们的著作，这种语言只有他们才掌握，它也是了解知识和传统
的唯一渠道。谁要是不属于教士阶层，他就是“门外汉”，他被排斥在获
得“更高级的”知识的门外，时至今日，这个词仍然具有双重含义，它既
指非宗教人士，也指非专业人士。

不过，埃克哈特是个例外，他不仅使用拉丁语写作和布道，而且还
能够驾轻就熟地使用德语。但是，他也不仅仅是一个唯一的例外，人们
逐渐了解到，其他许多重要思想家（其中也包括像但丁这样的诗人）也
开始尝试与“门外汉”说话了，也就是说，在教会和大学的教学活动之
外，另外也有一些思想家和思想流派，对他们的认识能够扩展我们关于
中世纪的传统观念的认识。[55]

[1] 加洛林家族是卡尔大帝之后法兰克王国的第二个王朝即加洛林王朝的统治者，从814年至911年统治德国。

[2] Dawson, Gestaltung, S. 215 ff.

[3] Erdmann, Grundriß, S. 150.

[4] Deussen, Geschichte II, 2, 2, S. 381.

[5] 见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27页。

[6] Erdmann, Grundriß, S. 152.

[7] Ebda., S. 153.

[8] v. Aster, Geschichte S. 129. — Deussen, Geschichte, S. 374 f., Erdmann, Grundriß, S. 154 f.

[9]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第241页，安瑟尔谟《宣讲》II。

[10] Deussen, Geschichte II, 2, 2, S. 387.

[11] 据文德尔班称，阿伯拉尔于1142年死于索恩河畔夏龙附近的圣马塞尔。参见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商务印书馆，1989年，368页。另据梯利著《西方哲学史》，
阿伯拉尔1142年死于巴黎。参见该书第189页，商务印书馆，1995年。

[12] 卢梭的《新爱洛依丝》初次发表时用的书名是《阿尔比斯山麓一个小城中两个情人的书简》，后来又改用《于丽，或新爱洛依丝》这个书名。后来人们就略去了“于
丽”，而简称之《新爱洛依丝》。

[13] 1995 ist unter dem Titel: Gesprächeines Philosophen, eines Juden und eines Christen eine lateinisch-deutsche Ausgabe, hrsg. und übersetzt von Hans-Wolfgang Krantz, erschienen.

[14] 卡尔·马特是法兰克王国宫相，他在732年的普瓦提埃战役中击退了阿拉伯人的进攻，从而保卫了法兰克王国。这场战役持续了七天之久。

[15] Dawson, Gestaltung, S. 172 f.

[16] v. Aster, Geschichte S. 135.



[17] Erdmann, Grundriß, S. 203.

[18] 喀巴拉是希伯来文kabbalah的音译，原意为“传授之教义”，系犹太神秘主义体系。公元前在诺斯替教的影响下产生，中世纪时受伊斯兰教苏菲派的影响，十三世纪流行于
西班牙。

[19] v. Aster, Geschichte S. 138.

[20] Erdmann, Grundriß, S. 207 f.

[21] Ebda., S. 192 f.

[22] v. Aster, Geschichte, S. 142.

[23] 彼得·朗巴尔德（约1100—1164）是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意大利人。在法国研究神学，受阿伯拉尔影响较深。1159年任巴黎主教。著有《教父箴言集》。

[24] Grabmann, Martin: Thomas von Aquin, München und Kempten 1946.

[25] Einen guten Zugang für die, die mehr wissen möchten, bieten die Bücher von Kurt Flasch: Einführung in die Philosophie des Mittelalters, 1987;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in Text
und Darstellung, Bd. 2: Mittelalter, 1982; Das philosophische Denken im Mittelalter, 1986.

[26] Thomas von Aquin, Summe der Theologie I, 82, 2.

[27] Thomas, Von der Begründung des christlichen Glaubens gegen Sarazenen usw., Einleitung.

[28] Erdmann, Grundriß, S. 225.

[29] Thomas, Summe der Theologie I,2,3.

[30] 托马斯《神学大全》1集1部2题，3条。译文转引自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61—264页。

[31] Grabmann, Thomas, S. 112.

[32] Ebda., S. 140.

[33] Thomas, Über die beiden Gebote der Liebe und die zehn Gebote Gottes, Anfang.

[34] Thomas, Quaestionen über das Übel, 14, 2, ad 8.

[35] Thomas, Quaestionen über die Tugenden im allgemeinen, 9.

[36] Thomas, Summe der Theologie I, 5, 4, ad 3.

[37] Thomas, Über die Verteidigung des geistigen Lebens, 23.

[38] Thomas, Quaestionen über die Liebe, 8, ad 11, ad 12.

[39] Thomas, Summe der Theologie II, II, 26, 6 ad i.

[40] Erdmann, Grundriß, S. 234 f.

[41] Thomas, Summe der Theologie I, II, 92, 1, ad 3.

[42] Ebda., I, II, 141, 8.

[43] Thomas, Vom Fürstenregiment I, 1.

[44] Thomas, Summe der Theologie I, II, 2, 4, ad 2.

[45] Thomas, Summe wider die Heiden

[46] Thomas von Aquin: Summa theologica, übersetzt von Dominikanern und Benediktinern. Bd. 4,1936, 5. 157.

[47] Ebd., Bd. 8, S. 255.

[48] Erdmann, Grundriß, S. 242 f.

[49] 盖尔夫党是由工商业者组成的政党，奇伯林党属于贵族党派。盖尔夫党后来又分裂为黑党和白党，但丁属于白党，1302年，他被黑党判决终身放逐。

[50] (Roger Bacon). Zit. nach A. C. Crombie: Von Augustinus bis Galilei. Die Emanzipation der Naturwissen schaft. Dt. Ausg. Köln 1959, S. 52.

[51] Ebda., S. 261.

[52] 奥卡姆的原话是：“切勿浪费较多东西去做用较少的东西可以同样做好的事情。”见奥卡姆《箴言书注》2卷15题。

[53] Ebda., S. 268.

[54] Im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55] Vgl. Ruedi Imbach: Laien in der Philosophie des Mittelalters, Amsterdam 1989. - Eine teilweise neue Sicht auf die mittelalterliche Philosophie hat Kurt Flasch erarbeitet: In der Reih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in Text und Darstellung« (Reclam) ist der zweite Band über das Mittelalter von ihm herausgege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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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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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的哲学

一、从中世纪到近代的精神转折

尚在经院哲学后期就已经响起了向旧时代挑战的号角，这是经院哲
学开始走向衰落的征兆，也是一种伟大的精神转折即将来临的预兆。

后期经院哲学中已经显露出了重视个体的苗头，这预示着“个体”将
要挣脱传统的束缚而获得“解放”，这是此后所有欧洲文化发展的基本因
素，当然，它从此以后也造成了周而复始的社会和精神的混乱状态。后
期经院哲学家开始要求对古代语言进行详细研究，这预示着人文主义运
动的来临，这个运动使得欧洲的思想在许多领域内与其古典源头进行了
一次崭新的亲密接触。罗吉尔·培根提出，科学和哲学必须建立在人直
接观察自然和人的直接经验之上，而不要相信任何权威，这为现代西方
自然科学的发展这部宏大的戏剧拉开了序幕。最后，虽然唯名论哲学
——通过切断中世纪的信仰和知识之间的联系——打破了经院哲学在信
仰与知识领域内的统一性，但是与此同时，它又为信仰、科学和哲学领
域内巨大的新力量的释放和产生影响创造了条件。于是，这个过渡时期
所显露出来的大部分特征就萌芽般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并且这也是此
后整个欧洲思想的特征：个人主义，个人的自由人格受到了较高的尊
重；对古代经典的自由讨论，不用再去顾忌那些神学责任和目的；一种
纯粹以理性和经验（Ratio und Empirie）为基础的科学；非宗教色彩的
思想的世俗性。

上述特征存在于哲学自身内部，或至少存在于思想界。只有把目光
投向哲学领域以及这一时期整个文化史的发展，我们才能对这种历史巨
变所产生的重要意义和影响做出正确的判断，这种历史巨变瓦解了中世
纪的社会秩序以及代表这一秩序之一部分的哲学，并且以某种新的东西



取而代之。显而易见，要想正确地理解某个特定时代或某个特定思想家
的哲学，我们就必须把它与这个时代的社会和精神的基本状况联系起来
看才行，因为哲学思想并非诞生在与世隔绝的真空中，而是在其所处的
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中产生的；如果说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不可能在每一
个章节都对时代的历史背景做详细介绍，那么至少在哲学发展的重大转
折时期，我们应该尝试去关注哲学与历史的整体联系。

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从中世纪到所谓近代（这个概念只有
在我们这里所考察的欧洲思想史的范围内才有其意义）的转变，每一个
观察角度都为认识整个发展过程提供了一种特定的视角，而且每个视角
都是不可缺少的，因为要想“解释”或理解整个过程，单独叙述一个事件
是远远不够的。下面我们将尝试通过列举五个最重要的方面，从而对这
个转折时期发展过程的丰富多彩的侧面做一概括的了解。

1．发明与发现

过渡时期（即十五和十六世纪）影响最大的事件当属三大发明，这
三大发明都是在这两个世纪内完成的，并且也已开始对世界历史产生影
响，它们彻底地改变了欧洲的面貌。首先就是指南针的发明，它使远洋
航海成为可能，从而开辟了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其次是火药的应用，它
动摇了中世纪社会秩序中骑士阶层的统治地位，并引起了剧烈的社会变
革；最后是印刷术的问世，伴随着十字军东征，过去使用的昂贵的羊皮
纸越来越广泛地被廉价纸张所取代，这两方面的因素为正在开始的新思
想运动得以产生剧烈而广泛的影响创造了条件。

这一时期的地理大发现同样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哥伦布发现了大
西洋彼岸的新大陆，达·伽马发现了通往印度的海路——这条海路就是
哥伦布本来想要寻找的。麦哲伦完成了首次环球航行。这些地理大发现
引发了欧洲在地球上大部分区域内的扩张，此外，它还导致经济财富、
政治权力和文化中心向环大西洋的西欧附属国的转移，到了现代，这种
转移则超出了这个范围。

2．新的自然知识



当无休止的研究欲望和基督教传教热情以及征服欲和贪婪驱使欧洲
人向整个地球扩张的时候，他们的思想的触角同时也开始伸向宇宙空间
的纵深处。中世纪的宇宙观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的基础上的，即地球
是宇宙的中心，它是静止不动的，整个苍穹围绕着它旋转。古希腊天文
学家阿里斯塔克斯曾经认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而他的这一天才思想被
完全束之高阁。为了使实际的观察与他的那种假设相一致，他发展了一
种极其不自然和近乎钻牛角尖的天文学思想体系。德国人尼古拉·哥白
尼（生于1473年）的伟大成就在于，他摧毁了阿里斯塔克斯的思想体
系，并代之以一座脉络清晰、合乎逻辑的思想大厦。他认为，地球是围
绕太阳旋转的天体，并且它还围绕自己的轴自转。哥白尼的著作《天体
运行论》是在他死的那一年（1543年）才发表的。

起初基督教会对哥白尼的思想并没有持否定的态度，可是哥白尼的
两位伟大后继者和其思想的完成者却没有那么幸运，因为两个教派的教
会都认识到，他们的新思想对于传统宗教观念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他们
两位的生活因此充满了悲剧性的斗争。

其中第一位的名字约翰内斯·开普勒（1571—1630）首先是与行星
运行规律联系在一起的，他发现了这个规律并用数学方式把它表达了出
来。此外，开普勒几乎在当时自然科学的所有领域内都做出了划时代的
贡献。但是，开普勒并不仅仅是一个成功的科学研究者，他还是一个知
识渊博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在他的全部著作中，我们只想强调他对历史
产生深刻影响的两个基本思想。第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开普勒深信，整
个宇宙服从于一种统一的规律性。在《宇宙和谐》一书中，他特别表达
了这一思想。这个信念成为他所有科学发现的指导思想，甚至可以说，
这个信念起源于他的一个愿望，即试图用精确的方法证明他关于宇宙和
谐规律性的形而上学信念。他的第二个基本思想与第一个是联系在一起
的，开普勒用如下句子表达了这一思想：“人的心灵能够清晰地洞察事
物的量的关系，人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认识这种量的关系。”开普勒由
此首次说出了现代西方自然科学及其方法与古希腊自然科学及其方法的
根本区别。开普勒认识到，希腊人的错误在于，他们试图用质的不同效
力来解释自然。与希腊人不同，开普勒认为，自然是一个完全统一的整
体，自然中的区别仅仅是量的差异。不过，把质的差异改为量的关系，
这是现代自然科学所取得的令人惊羡的成果的秘密。“Ubi material，ibi
geometria”（哪里有物质，哪里就有数学），开普勒如是说，并因此首
次表达出对后来的自然科学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数学认识理念。



伽利略比开普勒更为坚定地表达和应用了一种纯粹量的、数学的和
机械的自然科学原则。伽利略于1564年出生在比萨，众所周知，他由于
赞成哥白尼的学说而被送上了宗教法庭，他们以酷刑相威胁，最后伽利
略被迫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只是到了二十世纪，天主教教会才能够公正
地对待伽利略，不过这并没有妨碍伽利略毕生的事业对后世产生影响。
这位伟大的意大利人是当今自然科学的真正鼻祖。除了其他方面的大量
发现和发明之外，他主要是为力学奠定了基础。

在这方面最为重要的就是他的自由落体实验，并由此而推导出了一
般运动规律。以质为标准的、从事物的“形式”和“本质”出发观察自然的
旧方式，与伽利略的以量为标准去观察自然的新方式之间存在着固有的
区别，这种区别在自由落体实验中以特别明显的方式显露出来，伽利略
从一种完全与众不同的看问题的角度出发去从事他的这个实验。亚里士
多德曾经提出这样的问题：物体为什么会下落？他的回答大概是：因为
物体就其“本性”来说是“重的”，而且它们会寻找它们（在宇宙中心
的）“自然的位置”。伽利略提出的问题是：物体是如何下落的？为了确
切地寻找答案，他（在思想中）把完整的下落过程分解为可测量的因
素，如下落距离、下落时间、运动的阻力，等等，并且通过实验和测量
来考察这些因素的量的关系。实验的结果表明，物体在无任何阻力的情
况下均以同一速度自由下落，这是一个“自然定律”，也是一个数学公
式，它不是“解释”这个过程的“本质”，而是精确地描述这个过程。

伽利略仅限于考察自然过程是如何发展的，而不考虑其本质和原
因，毫无疑问，他是放弃了一些东西——如后来的科学发展所显示的那
样，正是由于这种放弃才使得人们掌握了大量精确的自然科学知识。

伽利略不仅成功地运用了这个自然知识的原则，还在理论上经过清
晰的深思熟虑把它写进了他的著作中。他明确地表达了前面引述的开普
勒名言中的意义：自然这部大书随时为我们打开着，为了能够阅读它，
我们需要数学知识，因为它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自然的进程是量的变
化，因而是可以测量的，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么科学就必须设法使实
验的秩序达到可测量的程度。

在伽利略的影响下，欧洲自然科学的进军取得了无与伦比的胜利。
自然科学接管了科学王国的宝座，并且再也没有让出过它的王位。从此
以后，没有一位哲学家会对自然科学的方法和结果视若无睹，有人甚至
说，伟大的科学研究者才是近代真正的哲学家。此外，至十八世纪，几
乎所有的重要哲学家同时也是数学家。



3．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

在哲学领域内，对古典文化的研究可谓由来已久，但是自14世纪
始，这种研究则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开始活跃起来，而且研究的程度也更
为深入。这一新的运动被称为人文主义，因为他们提出了一种以古希腊
罗马文化为标准的纯粹“人性的”（humanen）理想，亦即一种非神学的
文化理想，这个运动的发起人主要有彼特拉克（1304—1374，被称
为“人文主义之父”）以及他的同时代人薄伽丘（1313—1375）。后者的
学术著作在今天远远不如他的中篇小说集《十日谈》那么有名，不过这
部小说集则以更为生动的方式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他们将中世纪时
几近散失的古典文献重新收集起来并对其加以研究。人文主义并不仅仅
局限于文学范围之内，而是影响了精神生活的所有领域，并且受其影响
的范围也从意大利迅速扩展到欧洲所有的国家。在重要的人文主义者
中，最为著名的是伊拉斯谟、罗伊西林和乌尔里希·冯·胡顿。人文主义
为哲学做出了一系列尝试，它使古希腊罗马的思想体系以其真正的面貌
获得复兴，这就是说，它不再受经院哲学的影响。这一系列尝试中最为
重要的尝试就是从解释柏拉图的著作开始的，对柏拉图的研究在东方比
在西方更为活跃，来自东方的希腊神学家于1438年前往费拉拉参加宗教
集会。土耳其人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1453年），一股新的希腊学者流
亡潮便开始涌入意大利。在第一批流亡者中就有乔治·格弥斯托士·柏莱
图（约于1360年生于君士坦丁堡[1]），他是柏拉图的热情崇拜者，他的
别名就是模仿柏拉图的名字。他的演讲感动了统治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
族，使他们计划在佛罗伦萨建立一个柏拉图学园，这应该是古雅典学园
的延续。这个学园中最杰出的人物是玛西留·费其诺（1433—1499），
他以极其优美的文笔把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的著作翻译成
了拉丁语。

在此之前，洛伦佐·瓦拉（1406—1457）等人就已经致力于古罗马
文化的复兴，他们在西塞罗身上看到了这种复兴的体现。

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所谓复兴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他的著作在经院
哲学那里就一直没有受到过冷落。但是，由于意大利、德国和法国的人
文主义者坚持要精确地认识他的哲学著作，使得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越来
越感到困难，他们难以使亚里士多德哲学与基督教保持一致。这两者之
间的矛盾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人之永生这一问题上。当时有两个亚里士多
德学派，一个是以皮特罗·彭波那齐（1462—1525）为首的亚历山大学
派，一个是阿威罗伊学派。关于永生问题，这两个派别进行了尤为激烈



的争论，不过他们的争论倒使得这个本来没有基督教色彩的亚里士多德
哲学问题变得更加明朗化了。随着十五世纪的到来，作为基督教信仰之
基础，影响持续达数世纪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基本上已经大势已去，而亚
里士多德哲学从宝座上跌落下来的同时，也标志着经院哲学的衰落。

各种复兴古典的思想运动几乎并没有产生什么创造性的和预示未来
的哲学思想，它们的功绩主要在于，使得人们在审视希腊和罗马哲学时
能够不带任何成见，不戴上经院哲学的有色眼镜，并能从世俗的角度出
发。古希腊罗马哲学就这样被介绍给了他们那个时代以及此后的数代
人，在随后的时间里，正是由于受到了他们的推动，新的创造性思想才
得以产生。人文主义主要是学者们的事情，而由此产生的文艺复兴（意
大利语为rinascimento，意即“复活”、“再生”，意思是通过复兴古希腊罗
马文化而达到人性的再生）则影响到了所有的生活领域：科学、医学、
技术、法学和商学，尤其是造型艺术，至少在意大利它影响了所有的大
众阶层。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为人类奉献了一大批富有创造性的天才人
物，除了前面提到的自然科学家和重大发现者之外，值得一提的还有意
大利画家波提切利、柯勒乔、拉斐尔、提香，集画家、雕刻家和建筑师
为一身的米开朗基罗；全能天才列奥纳多·达·芬奇，诗人塔索和阿里奥
斯特，音乐家帕莱斯特里纳，建筑家布拉曼特，法国有朗萨尔和拉伯
雷，西班牙有塞万提斯，德国有丢勒、霍尔拜因、格拉纳赫、格律内瓦
尔德、黎曼施奈德、布克迈尔、威特·施多斯，英国有马洛韦和莎士比
亚，还有宗教改革家路德、加尔文和慈运理；此外在其他领域内还有大
商业家族美第奇、福格尔和威尔塞；伟大的统治者弗朗茨一世、伊丽莎
白一世、菲利普二世、马克西米连一世和卡尔五世；最后还有战争豪杰
——当然他们在此意义上并非创造性的人物——如西班牙的海外征服者
（Conquistadoren）、意大利的雇佣兵（Condottieri）。

在这样一个文化异常繁荣，并且宗教、政治和社会发生着巨大变革
的时代，人们必须考虑到这个时代的伟大思想家们的生活和思想背景。
弗朗西斯·培根活动于英国宫廷，在那里同时也上演着莎士比亚的戏
剧；乔丹诺·布鲁诺的人生命运可谓动荡不安，他被迫在整个欧洲颠沛
流离。这一切就发生在那个时代的宗教和政治漩涡中。

米歇尔·德·蒙田的著作集中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虽然他通常不
被列入哲学家的范畴，而且他的思想也不成体系，但是他的散文——这
一文学形式就溯源于他——足以证明他是一流的独立思想家。他出生于
1533年，其父是个殷实的商人。经过多年的学习、远游和社会活动，他



既认识了世界，也认识了人情世故。不过他后来却甘愿隐居到位于城堡
塔楼的著名书房里著书立说，在那里，他把他的思想写进了《随笔集》
和《旅行日记》中。他的文章表明，他是一个典型的时代之子：他的心
灵是完全世俗的，带有批判精神的，充满怀疑的，不带任何偏见的，因
此他坚决地鄙视各种巫术迷信。在他的思想中，人居于中心地位。文艺
复兴时期的人挣脱了形形色色的精神枷锁，对未来满怀憧憬，为了认清
自身之谜，他擦亮了双眼望着镜子里的自己。人是什么？我们的生命是
什么？如同这个时代首次出现了大画家的自画像，人的思想也经历了一
个类似的自我观察的过程。今天的读者会觉得，那时的许多思想都具有
令人惊讶的现代性，仿佛就是当代人说的话。蒙田曾经说过：“那些在
天下大乱时拯救国家的人，通常也是制造社会混乱的人。”他对国家、
政治、思想、知识、教育、德性以及勇敢的个性等进行了反思，但是他
的反思总是回到一个主题上：生与死。因为在他看来，死亡是人的本质
的前提及其组成部分，我们的此在是生与死的共同财产，人生的事业就
是去构筑死亡——这些思想与当代哲学不无相似之处，即把此在看作
是“走向死亡的存在”。

在蒙田那里，深刻的思想、尖锐的观察和优美的表达完美地结合到
了一起，阅读他的文章令人感到少有的愉快，这也是一位天才作家必备
的素养。即使在今天，对于了解世界和人生的哲学思想以及文艺复兴时
期的时代精神来说，他的著作在这方面仍然是浅显易懂和引人入胜的入
门书。

随着时间的推移，蒙田曾经对他的散文进行过反复修订和增补，直
到1588年出版了三卷本的完整版。对于哲学的发展来说，他最为重要的
散文或许是那篇论述加泰隆人莱蒙特·德·萨本德的文章，蒙田早先曾经
把他的文章翻译成法语。蒙田持一种纯粹怀疑主义的态度：以皮浪为首
的怀疑主义思想家难道不比所有后来的思想家更聪明吗？至少他们心里
清楚，我们几乎不可能知道什么确切的东西！譬如，哥白尼的新学说已
经证明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理论是错误的，可是谁又能保证，这种新
学说将来不会重新被驳倒和超越呢？即便我们严格地局限于经验知识，
可是谁又知道，我们是否能够完全相信我们的感觉器官呢？再譬如，感
官能否告诉我们“热”这种现象的真正本性呢？哪个主管机关能够裁定，
我们的“感官经验”是否可靠？理性吗？可是谁又能确定，理性就那么足
可信赖？蒙田因而极大地促进了对现有知识加以批判性思考和检验的思
想运动，这个思想运动后来被称为“启蒙运动”。



4．宗教改革

人文主义者也已经认识到教会改革的必要性。在他们的文献中，特
别是德语文献中——这些文献几乎完全没有世俗倾向，只有神学色彩
——除了常常以讽刺形式出现的对教会机构的批评之外，他们还反复地
表达了一种愿望，希望在不违背传统的条件下从内部对教会实施改革。
但是作为一种学术运动的人文主义只能被一小部分人所了解，而大众的
强烈的宗教需求却得不到满足，这种需求在肤浅的宗教实践中以及在学
者们的神学中也根本得不到满足。当一个能够体现这种需求并且能够身
体力行地表达这种需求的人出现时，这种需求便产生了巨大的力量。

马丁·路德（1483—1546）既不是哲学家，也不是科学家，而且也
没有体系化的思想，他是一个满怀宗教热情和非常感情用事的人。他首
先反对和抵制的就是，教会企图成为上帝和人之间的唯一代言人，他发
现这种情况在赎罪券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也是路德的行为的直接诱
因。路德认为，能够领受上帝福音的并不是可见的教会，而是作为共同
体的不可见的教会（即全体教民）；他认为应该取消教会的上帝代言人
的权利，把它还给普通教民，这就是说，他为个人赋予其应有的地位，
这实际上是一种宗教思想的解放运动，它与文艺复兴运动所带来的追求
个性解放的运动是同时发生的，只是由于路德笃信宗教的个性，使他在
这种新的时代背景下不可能像其他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那样欢呼雀跃，
并离开他的宗教土壤。和奥古斯丁一样，路德心里也有一种沉重的负罪
感，他感到个体的人在上帝面前是那样的软弱无能，因此他强烈地渴望
获得救赎。但是，路德并不仅仅反对中世纪的宗教传统，他在思想上还
返回到奥古斯丁那里，并且发现，（如福音书中说得那样）只有在信仰
中，在对《圣经》和对上帝的神圣启示的信仰中，才能找到获得救赎的
可能性。因此，路德的学说被称为新教学说。

“要倾听圣言。”对路德来说，天启真理是不容置疑的，它与理性截
然相反。他对理性大加责罚，称其为“淫荡的娼妓”。“如果我知道，这
是上帝的圣言，那么我就不再追问它如何就是真理，仅仅知道它是上帝
之言就令我满足了。在神性的事情上，理性是全然盲目的。”路德对哲
学的态度便由此而来，人们不应该把上帝之言与理性、神学以及哲学混
为一谈，而应该非常明智地把它们截然分开。由此便产生了他对于在晚
期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立场。在他的《致德意志民族
的基督教贵族》一文中，路德写道：“大学究为何物……在其中的生活
是自由的，但是很少讲授《圣经》以及基督教信仰，只有盲目的异教大



师亚里士多德独领风骚。我的建议是，把亚里士多德的书……全部清理
掉；此外，他的思想至今也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为了研究它，人们耗
费了那么多毫无意义的劳动和金钱，浪费了那么多宝贵的时间……那个
该诅咒的、傲慢自大和滑稽可笑的异教徒用他的虚妄的言词迷惑和欺骗
了这么多优秀的基督徒，这让我感到极为痛心。这个可耻的家伙在他的
书中说，人的灵魂会随着肉体的死亡而消亡。即使我们苦口婆心地规劝
他，那也是徒劳的，其实我们的《圣经》对万事万物都作了详细的解
释，而亚里士多德却嗅不到它的一点儿气息。即便如此，那个已经死去
的异教徒仍然是阴魂不散，他仍然在阻挠和压制着《圣经》的传播。每
当想起这些令人痛心的事情，我就无暇他顾，我想，一定是有什么恶魔
在从中作怪。”

在路德那里，我们也同样看到对理性和信仰的粗暴反对，这与原始
基督教信徒如德尔图良有些类似。但是，宗教改革也重复了原始基督教
所走过的老路：他们不可能在最初否定哲学的地方停滞不前。一方面，
有必要去迎合和赢得那些受过教育的人士，另一方面，在年轻的新教教
会中，人们也越来越感到有必要建立一个稳定的机构和与之相适应的教
学场所，特别是用于满足中学和大学的教学需要。墨兰顿（1497—
1560）是路德的同行，他接受的是人文主义教育，同时也是一位推崇伊
拉斯谟的学者——路德在这方面也受其影响，他融新教精神与博学多识
于一身。虽然墨兰顿也有出众的天赋，但是他不像路德那样热情洋溢，
倒更像是一个平庸的枯燥乏味的学究。当有人让他“必须任意选择某个
哲学家”时，除了选择那个被路德大肆贬损的统领天主教经院哲学的亚
里士多德之外，他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答案。当然，他选择的亚里士
多德是经过人文主义批判、被净化和改良了的亚里士多德，但是这却像
是一场违背自然的婚姻，在其中，路德信仰所蕴含的许多原始力量和深
刻的神秘主义思想被舍弃了，或者逐渐变得僵化了。在新教教义中，哲
学重新成为神学的奴婢，不久之后便形成了一种僵化的教义学，人们也
可称之为新教经院哲学，它以中世纪经院哲学为榜样，也成为不容置疑
的教条。

路德原来那充满活力的信仰力量继续产生着影响，在与新教正统观
念斗争的过程中，雅各布·波墨的新教神秘主义以及后来的虔信主义运
动也以一种非同寻常的形式复活了。

我们不能说，路德的宗教改革为欧洲的自由研究和哲学摆脱一切神
学束缚开辟了道路。路德只是促进了对《圣经》的自由研究，除此之外



他并不重视其他事物。他称哥白尼的理论“不过是一个企图让人改信天
文学的傻瓜偶然产生的绝顶聪明的念头”。毋宁说，精神的解放主要是
在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的影响下产生的，尤其是在意大利和英国。某些
批评家（如尼采）甚至把路德的宗教改革看作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它阻
挠了欧洲精神正在日益走向解放的发展路程。

尽管如此，新教教义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打破了教会在中世纪
所有精神生活领域内的统治，在表面上，它使教育机构从教会的统治下
脱离出来并使其世俗化；在精神上，它为良心的自由提出了理论根据。
如果没有路德的思想解放运动，那么康德哲学中关于独立道德人格的理
论就不可能产生，德国唯心主义以及德国思想史上其他许多重要事件也
不可能发生，而且，虽然路德被公认为是哲学的死敌，但是对于哲学史
来说，与同时出现的宗教改革家乌尔里希·慈运理（1484—1531）和约
翰内斯·加尔文（1509—1564）相比，路德在很大程度上更是一个里程
碑和转折点。路德也是德意志民族贡献给世界的最伟大、最富于创造性
的语言天才，并且，由于他的伟大而质朴的人格魅力，由于他的行为在
政治领域所产生的难以估量的影响，他在德国历史上也占据着独一无二
的地位。

众所周知，由于受到宗教改革运动外在威胁的影响，天主教也进行
了深刻的自我反省，并作了内部清理和力量集中。伴随着反宗教改革运
动的兴起，天主教也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对宗
教改革进行了非常成功的反击。在这一过程中，经院哲学又经历了一次
最后的辉煌，西班牙的耶稣会会士弗朗西斯科·苏阿雷兹（1548—
1617）的著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5．近代初期的社会和政治变革——新的法律和国家思想

欧洲各民族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为所有这些精神变革的发生奠定了
基础。

骑士阶层的权力之所以被削弱，不仅仅是由于火器的问世——其军
事优越性因此而丧失，而且主要是由于经济的发展，由于城市的日益繁
荣以及居住在城市里的市民阶级的日益上升。早在十字军东征时期，欧
洲就与东方建立了贸易联系，这尤其为意大利的港口和贸易城市带来不
断增长的财富。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也使得大量的贵重金属从美洲新大陆



流入欧洲，从而使欧洲的贸易得到了进一步的繁荣。早期资本主义的生
产方式和交通经济开始取代中世纪以农业和自然经济为主的经济秩序。
资产阶级是新经济的支柱，他们发展为一个自由的和自信的社会阶层，
对上与贵族和僧侣阶层划清了界限，对下则与大多失去自由的农民区别
开来。尤其在意大利和西欧以及德国的西部和南部，资产阶级的城市成
为新的世俗文化的中心。决定精神生活的权力第一次从僧侣阶层的手中
转移到了普通教徒的手中。

中世纪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开始摇晃起来。此前，出身某个社会阶
层被认为是上帝的旨意和不可改变的个人命运，而如今，又是在文艺复
兴时期的意大利，日益增多的重要个人脱颖而出，不管是何出身，他们
仅仅凭借聪明才智就提升了自己的社会地位。

最为激烈的社会动荡之一是从当时的社会最底层即农民（因为那时
还没有产生真正值得注意的城市无产阶级）那里开始的。由于农民失去
了自由，并且受贵族和僧侣地主的剥削，于是在十五世纪后半期的德国
南部就已经爆发了农民起义。真正的农民起义浪潮是在1525年爆发的，
正值德国宗教改革的关键时期。起义的农民提出了十二款要求，起初路
德认为他们提出的那些要求基本上是合理的，并且他也曾经试图在此基
础上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随着事态的剧烈发展，路德彻底改
变了态度，最后他赞成对那些“异端的和强盗式的乌合之众”进行血腥的
镇压。除此之外，农民们也没有统一起来，他们幼稚地轻信了别人的许
诺，在政治上也不够成熟，于是，他们在各地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他们的天才领袖托马斯·闵采尔以及许多人都被处决了。在随后的很长
时间里，农民的处境一直非常恶劣，当然地区间也存在较大差异。在这
里所显示出来的使宗教改革发展为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和民族革命的可能
性最终并没有变成现实。

农民战争的真正受益者是那些诸侯，他们非常清楚应该如何顺应时
代的潮流，因为统一的贸易和经济区域的形成对于国家中央集权是有利
的。于是，诸侯专制制度成为继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之后的主要国家形
式。

最后，欧洲各民族日益觉醒的民族意识也是摧毁中世纪社会秩序的
一股离心力量。首先，在英国和法国形成了纯粹的民族国家，这些国家
要求完全的自主权，它们不再觉得自己应该臣服于一个欧洲帝国。民族
文化和民族文学也诞生了。宗教力量和世俗力量越来越相互背离，这为
精神领域内的宗教与世俗的分离准备了相应的社会条件。



已经发生变化的欧洲状况也需要一种全新的法律和国家思想，于是
便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国家理论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而且又是首先
诞生在意大利。

马基雅维利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1469—1527）是佛罗伦萨人，他心中怀有一
种强烈的愿望，就是希望国家能够统一，四分五裂的祖国能够繁荣富
强，而且最好能够由他的故乡城市来领导这个国家。他对罗马教皇的统
治也是恨之入骨，因为在他看来这阻碍了国家的统一和富强。在他的著
作里，特别是在《君主论》一书中，他构想出一种政治理论，认为政治
行为的唯一准则就是国家的自我保存和强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一切
手段都是合理的，不管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一切时代和民族的经验
告诉他（就这位重要的历史学家所了解的而言），确保成功的最后手段
往往是欺骗、贿赂、欺诈、投降变节、背信弃义和强取豪夺。“人要么
被阿谀奉承，要么就被踩在脚下，因为即使为了一点不公正之事他也会
伺机报复。没有人还会从坟墓里爬出来进行报复，如果有人对他做了什
么不公正的事情，那么他也没有机会再报仇雪恨了。”

马基雅维利清楚地了解人及其弱点，政治家必须学会利用人的弱
点。政治家必须知道，人性本恶，而且大部分人是愚蠢的。他总是赞扬
那种雷厉风行和无所顾忌的行为：“整体来说，我认为，无所顾忌要比
谨小慎微好，勇猛果断要比犹豫不决好。幸福就像是个女人，你若想占
有她，就得鞭打她。事实会告诉我们，幸福总是会委身于那些勇猛果断
地攫取它的人。”对于公平，他的信任是极其有限的：“我们必须清楚，
若要解决纠纷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通过公平合理的途径，要么就诉诸
武力。人一般都采用第一种方式，动物则采用第二种方式。因为第一种
方式并不总是能够解决问题，我们有时就必须采用第二种方式。”特别
是，国家之间是没有什么公正可言的。道德和公正不适于国与国之间的
关系，在这里只有赤裸裸的权力斗争，只能利用军事和政治手段。

一位批评家这样评价马基雅维利，说他是“一个天生的并且也是后
天培养的外交家，他有勇气向他自己和世人坦白了迄今为止一切时代的
外交家只用他们的行为泄露出来的真理”。[2]

格劳秀斯



这一系列国家思想家的下一位就是荷兰法学家和神学家雨果·格劳
秀斯（1583—1645），他的思想与马基雅维利的正好相反。他的重要著
作有《自由的海洋》和《论战争法与和平法》。格劳秀斯同时也是一位
神学家，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使他的观察方式与马基雅维利那种世俗
的、玩世不恭的和冷漠无情的观察方式相去甚远。对他来说，法源自上
帝的意志。格劳秀斯是荷兰人，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他是一个统一和
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公民，而这个国家的贸易非常繁荣，他们的商贸船只
在世界各地的海洋上航行，因此，他们最为关注的事情当然也就是，保
障他们的贸易免受战争和强盗的威胁，保障他们“在海上的自由”。

因此，在格劳秀斯看来，法律高于国家。除了天启的神的意志，还
存在自然法，而人作为一种理性动物和社会动物，必须按照神的意志遵
从这种自然法。自然法不仅约束着每个个人，它还约束着处于战争与和
平状态的国家。后者（即国际法，jus gentium）恰恰是法律中最重要的
部分，格劳秀斯著作中所讨论的主要也是国际法。因此他也被看作是现
代国际法的真正奠基人。

霍布斯

国家哲学思想在英国人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那里达到了
顶峰。他的主要著作有《自然法和政治法要义》，其中第一部分就是他
的著名论文《论人性》；《哲学原理》由如下部分组成：论公民、论物
体、论人；《论自由和必然性》；《利维坦》是论述国家的主要著作。

这些标题就已经表明，霍布斯不仅仅是一位国家哲学家，毋宁说，
他把他的国家学说与一个完整的宇宙哲学体系结合到了一起，正因为
此，我们在其他章节里还会简短地提到他。但是国家学说仍然是他的哲
学的核心部分和影响最大的部分，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只讨论他的国家
思想。只有把霍布斯放到当时那个翻天覆地的革命背景下来考察，我们
才能真正理解他的思想。在英国，在法国巴黎的流亡生活中，霍布斯亲
历了当时的革命浪潮，最终他对革命产生了某种厌倦情绪，并希望树立
起一种不可动摇的国家权威，霍布斯在他的著作中就为这种国家权威做
了辩护。

霍布斯比格劳秀斯更进了一步，他不再顾忌任何神学观念，并将它
从伦理和政治理论中清除了出去。他只以经验为基础，他精熟伽利略用
力学和数学解释自然的方法，并且他也是第一个试图把这种方法运用到
历史和社会理论中去的人。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并且无情地摒弃了意



志自由。

在霍布斯眼里，人是利己主义者，他只关心自己的利益，也就是
说，他只关心如何维持自己的生存，并尽可能多地占有财富。在人人为
己的自然状态下，势必会产生“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这样一种
状态当然不可能满足人与生俱来的对安全的需要。只有通过契约的形
式，在国家之内建立一种超乎个人的权力机构，以此来限制个人意志的
膨胀，人类才能获得法律的保护和安全保障，并为实际的道德实践提供
可能性。于是，霍布斯就构想出一个理想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充
满着和平，私有财产受到法律保护，人的道德情操是高尚的。而在国家
之间，作为原始状态的残余，战争依然会存在。

国家意志是由统治者或议会体现出来的，因国家形式不同而不同。
国家意志必须是全能的，并且要高于法律之上。霍布斯为国家权力机构
赋予了绝对的权威性，而且他论述国家的著作《利维坦》就是以《圣
经》中的庞然大物利维坦（Leviatan）为标题的。国家就是“尘世的上
帝”。国家决定什么是合法：国家允许的就是合法的，国家禁止的就是
不合法的；国家也决定道德意义上的善与恶的标准；国家也决定何为宗
教：对霍布斯来说，区别宗教和迷信的标准就是，国家认可的就是宗
教，国家不认可的就是迷信。霍布斯强调指出，人只有两种选择：一种
是原始状态，即完全的无政府状态；另一种就是彻底地臣服于国家权力
之下。

显而易见，霍布斯的观点与《圣经》中的描述是不一致的，因为霍
布斯认为，道德并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东西，而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
产生的，而《圣经》中则认为，人类最初生活在一种伊甸园式的完美状
态下，后来才变得道德堕落。霍布斯与中世纪的基督教国家观念也相去
甚远，因为他把国家看作是一种按照实用的目的建立起来的机构，是纯
粹的人类发明，他拒绝并嘲笑那种为国家权力寻找宗教或形而上学根据
的做法。因此，霍布斯大肆贬损经院哲学，而且他也被同时代人诬蔑为
无神论者。

在中世纪，个人和国家都被放入一个神圣秩序的框架之内，而在霍
布斯那里，我们会看到，随着中世纪观念的破灭，个人和世俗的国家都
获得了“解放”。自此以后，西方政治史以及整个近代思想不得不面临的
任务就是使两者达成一致。在这里，霍布斯完全站在了国家一边。他不
能而且也不想看到，道德与国家设立的法律不相一致，而且还变得支离
破碎。



作为国家专制主义的理论家，霍布斯已经超出了文艺复兴，直到18
世纪，欧洲的政治面貌都受到了国家专制主义的影响。

莫尔

显而易见，今日政治思想的大部分流派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有其代表
人物，或至少有其思想先驱：在国家四分五裂的背景下，在权力分配中
受歧视的民族那里，肆无忌惮的权力思想占统治地位（如马基雅维
利）；在生活基本获得了满足并从事贸易活动的民族那里，则要求一种
对大家都有约束力的法律（如格劳秀斯）；国家权力高于法律、道德、
宗教和个人生活（如霍布斯）。而且社会主义思想在这里也并不缺少，
英国人托马斯·莫尔（拉丁语为Morus，1478—1535）在他的《乌托邦》
一书中描述了一幅理想中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画卷，这本书在外在形式上
是富于诗意和充满大胆幻想的小说，而它的内容却毫无疑问是非常严肃
的，作者的观点富于革命性。这幅理想中的画卷与他那个时代的国家和
社会状况是格格不入的。他要求停止对下层阶级的剥削，社会的每个人
都参与劳动，共同从事生产活动，财富共享，养老有社会保障，人人都
有权接受教育并分享社会的精神财富。这位最先对资本主义进行尖锐批
判的批评家的许多观点或许也表达了十九世纪一位富于斗争性的社会主
义者的观点：“上帝啊，每想及此，我都觉得，如今的社会只是一种有
钱人策划的阴谋，他们假借为大众谋利益的幌子，实则只谋求自己的利
益。为了确保自己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的财产不受侵犯，为了能够用尽
可能低的报酬去剥削穷人的劳动，这些富人绞尽脑汁，耍尽花招。富人
们以社会全体——当然也包括穷人——的名义宣称这就是可恶的天命，
并名之曰规律。”[3]

意大利人托马索·康帕内拉（1598—1639）在他的《太阳城》一书
中也描述了一幅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画卷，在观念上，他与莫尔有些相
近，而且也符合柏拉图的国家理想。

二、过渡时期最重要的思想家

1．库萨的尼古拉



在这丰富多彩的思想发展的潮流中，涌现出了许多伟大哲学家，下
面我们将对其中最重要的四位哲学家做较为详细的考察。他们的著作一
方面是一种精神催化剂，另一方面也是那个时代思想发展的缩影。只有
把他们联系起来看，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他们的思想。

在那个时代之初，就已经产生了早期文艺复兴的一位最重要的哲学
家，他以一种天才的预感在其著作中预先表达了文艺复兴的许多思想，
这些思想后来才被一些伟大的自然研究者作为精确的理论表达出来，他
们依据的是一些新的观察结果。在他的思想中，包含着许多近代思想发
展的萌芽，因此，有人把他看作近代哲学的真正奠基者。这个人就是德
国的尼古拉·克利普夫斯（Nikolaus Chrypffs，Chrypffs意为螃蟹），他
来自摩泽尔河畔的库萨（如今的伯恩卡斯特尔·库萨，那里至今仍然保
存着他于1447年创建的医院，这家医院还拥有一个小教堂和一个图书
馆），因而人们称他库萨的尼古拉（拉丁语为Nicolaus Cusanus，1401—
1464）。在一位贵族的资助下，他在意大利完成了学业。他先是做了一
段时间的律师，后来又成为牧师，这在当时对神职人员来说是合适的职
业，也是上升到最高位置的唯一渠道。这位库萨人后来也的确成为一个
身居要职的神职人员，教皇派他到君士坦丁堡做使节，目的是让他促成
希腊与罗马教会的重新联合。教皇任命他为红衣主教，对于一个来自德
国市民阶层的人来说，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罕见的最高头衔。他成为布
利克森的大主教。在前往君士坦丁堡的途中，库萨的尼古拉就开始计划
写作他那部有名的著作《论有学识的无知》，这本书包含了他后来著作
中的重要思想萌芽。

库萨的尼古拉的许多性格特征都表明，他是已经开始的新时代即文
艺复兴时期的人物：他非常喜欢古旧手稿，这种爱好使他能够最终辨认
出所谓的“君士坦丁的馈赠”是伪造的，据称这是一封君士坦丁大帝写给
教皇西尔维斯特一世的信，教会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世俗权力就是以此
为依据的。他的兴趣广泛的求知欲，他的优雅的文风，他对于数学和自
然科学的爱好，他对个体的高度重视，这一切都是文艺复兴的特征。

在天文学方面，他也表达出了具有前瞻性的思想：宇宙没有中心，
特别是，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而且地球也不是静止不动的。他否认
天体的性质与地球和月亮的性质会有何不同。他解释说，宇宙是没有边
界的。

库萨的尼古拉关于个性的本质和价值的思想也是具有前瞻性的。在
他看来，不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个体，尤其是不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



人。每个人的思想都是对宇宙的反映，就像带有不同曲面的凹面镜，它
们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宇宙。

关于宇宙中占统治地位的秩序与和谐，库萨的尼古拉说，它们表
明，上帝创造世界并不是无计划的，而是遵循着一种数学原则。因此，
为了认识宇宙，我们也必须运用同样的原则。库萨的尼古拉自己就经常
使用数学概念并以此为对照。但是，他运用数学原则观察事物的方式和
方法是与众不同的，这就是所谓的极限观察——比如他认为，如果我们
假设半径是无限的，那么圆弧与直线就是叠合的。在库萨的尼古拉之
后，通过莱布尼茨、牛顿及其后继者创立的西方数学的特征，在这里就
已经显露无遗：这是一种“浮士德式的”渴望，追求无限，追求一种生气
勃勃的观察方式，与古典时期那种静态的和界限分明的几何学截然不
同。古希腊精神所追求的到处都是适度、节制和明晰，无限度的东西对
他们来说是等而下之的东西。在库萨的尼古拉的思想中，在他所预示的
西方数学的发展中，以及在欧洲文化的所有其他领域内，却蕴含着一种
欧洲人所特有的超越一切界限的追求无限的精神。这是一种文化差异，
比如古希腊雕塑就与带有纵深透视法的西方油画明显不同，奥斯瓦尔德
·斯宾格勒也特别注意到了这一点。

这样一种数学观促使库萨的尼古拉将上帝的本质婉转地表达为绝对
无限者，万物都被包括在其中。关于人类的认识能力，他划分出了几个
不同的阶段：感性阶段，它首先将个别的孤立的印象混合到一起；理智
阶段，它对感性印象进行整理和组合，对感性材料加以分析，因而它的
首要任务就是在矛盾律的支配下，使对立物保持它们的区别；理性阶
段，它将理智所区分开的东西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再综合到一起。在理
性阶段，存在一种对立面的统一（coincidentia oppositorum）——因此库
萨的尼古拉说出了一个深刻的真理，在他之前的赫拉克利特以及在他之
后的其他许多思想家也认识到了这个真理。

上帝是我们思想的最高对象，上帝是绝对物，在上帝那里，一切对
立都被扬弃了。上帝是极大也是极小，上帝作为一个“隐藏者”超越于一
切对立之上，也超越于我们的理解力。这一思想与新柏拉图主义神秘主
义者那里的“否定神学”非常相近，在埃克哈特大师那里，我们也看到了
类似的思想，事实上，两者都对库萨的尼古拉产生了影响。因此，关于
绝对物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即我们一切思想的结果就是无知
（ignorantia）。这不是一种通常意义上的无知，而是一种“有学识的”和
自觉的无知，一种docta ignorantia（有学识的无知），正如苏格拉底所



说，“自知自己无知”，真正的哲学最初——或许最终也——都不得不接
受这个真理。

库萨的尼古拉拥有一颗包罗万象的心灵，在其中，政治家的远见、
科学的教育、大胆的想象和深刻的宗教虔诚融为一体，他的精神是开阔
和独立的，他努力使对立物在一个更高层面上达到统一，这一切也都表
现在他对于教派和解与宗教和平所做出的努力上。在实践中，他曾试图
将那时两个主要基督教分支即东西两个教派相互接近，并且也曾努力调
和他们与胡斯教派之间的矛盾。在他的思想中，甚至还产生过让整个世
界彼此宽容的理想，所有非基督教也不应被排除在外。比如，他就曾经
研究过《古兰经》的思想，在另一本著作中，他按照上帝的命令让所有
教派的智者会聚一堂，其中有希腊人、犹太人、阿拉伯人等，在这个集
会上，他们展开讨论并认为，大家应该以不同的方式寻找和崇拜同一个
上帝，虽然世界文化各不相同，但是至高无上的神圣真理却是唯一的。

库萨的尼古拉是一位跨越中世纪和近代的最重要的哲学家，他的思
想所产生的影响在下面将要讨论的布鲁诺身上，在莱布尼茨身上（他的
单子论与库萨的尼古拉的学说极其相近），在康德以及其他许多思想家
身上都有所体现。

2．乔丹诺·布鲁诺

1600年2月17日，人们在罗马的广场上堆起了一个木柴垛，有一个
人被捆绑在柴垛上，然后人们点起了火。那个正在被烧死的人一声也没
有吭。当有人把一个耶稣受难像举到他面前时，他轻蔑地背过脸去。这
个被火烧死的人就是从前的多明我会修道士乔丹诺·布鲁诺。

布鲁诺于1548年出生在那不勒斯附近的诺拉，取名菲利普，乔丹诺
是他的教名，十五岁那年他就进了多明我修会。他无比热爱大自然，天
性热情并向往世俗生活，他对那个时代的科学发现也非常了解，总而言
之，对世俗世界的研究最终使他离开了修会，这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人
生抉择。自那以后，他就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先是去了日内
瓦，然后又去法国，并在巴黎作讲座。之后他又到了英国，在牛津大学
讲学。在伦敦，他在一个贵族朋友和赞助人的圈子里生活了很长时间，
后来又回到巴黎，从那里又前往德国的大学城马堡、魏滕堡、布拉格、
赫尔姆施达特，最终抵达法兰克福。没有一个地方能够让他找到安宁，



没有一个地方能够让他获得足够的听众，没有人接受他在演讲和讲座中
表达出的那些新观念，也几乎没有一个出版商敢于出版他的那些“异端
邪说”。受一个威尼斯人之邀，他终于在阔别十五年之后第一次回到了
自己的故乡。在威尼斯，邀请他的人向宗教裁判所告发了他，后来威尼
斯人就按照罗马的要求把他押解至罗马。在地牢里被囚禁了七年之后，
他最终被判火刑，或许更多是因为他的“巫术”而非因为他的哲学观点。

那些决意烧死布鲁诺的人相信，他们有责任保护宗教和道德不受最
危险的敌人的侵害。他们认为布鲁诺及其思想具有威胁性，这一点并没
有错，不过真正受到威胁的并不是宗教本身，而是当时的许多基本神学
观念。作为一个立场坚定和忠于信念的历史人物，布鲁诺为后世树立了
一个光辉的典范，他的思想对历史产生影响也是无人能够阻止的，而且
历史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至少近代之前的历史是如此，因为当代的
统治者已经知道该如何更巧妙地压制思想自由。布鲁诺用他的母语意大
利语写作，他的主要著作有《论原因、本原和一》、《论无限、宇宙
和诸世界》、《灰堆上的华筵》、《驱逐趾高气扬的野兽》，以及
《论英雄热情》。

哥白尼引发了人类关于太阳系的观念革命，库萨的尼古拉事实上也
已经首先认识到了哥白尼的观念，因此可以说，布鲁诺对哥白尼的思想
并不陌生，而且他也自觉地接受了哥白尼的天文学思想，但是他在思想
上比哥白尼更进了一步，并且他的推测也被后来的科学研究证实了：哥
白尼认识到，靠近我们周围的星体构成的星系都以太阳为中心而运动，
在这个星系之外，由恒星组成的苍穹却是静止不动的。布鲁诺发展了这
一思想，他任由思想驰骋，认为宇宙具有深不可测的无限性，宇宙中有
无数个太阳，有无数个星星，有无数个宇宙体系，宇宙既没有边界，也
没有中心，它永远在运动。布鲁诺关于宇宙无限的思想是从库萨的尼古
拉的著作中借用来的，布鲁诺说起尼古拉来也是满怀钦佩之情。不过，
这种借用并不是纯粹的借用，布鲁诺的思想是经过合乎逻辑的思考而得
出的，因此他的思想更具有深刻性和重要性。

布鲁诺不仅从他的精神先驱库萨的尼古拉那里承袭了一些思想，而
且还从其他哲学家那里吸取了许多思想营养。他的思想源泉一方面来自
古希腊罗马哲学，其中主要是来自卢克来修的教育诗，[4]这与他本人的
诗人天性也相吻合，而他对经院哲学大师亚里士多德却持排斥态度；另
一方面则来自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哲学，借此机会我们提一下其中最重
要的人物的名字：在德国主要有霍恩海姆的特奥弗拉斯特·波姆巴斯特·



帕拉切尔斯（1493—1541）。他是个医生和自然哲学家，和布鲁诺一
样，他的一生也是在动荡不安中度过的，其结局却不像布鲁诺的那样悲
惨。帕拉切尔斯把医疗学放到自然哲学的世界观的框架中加以考察，这
为他在医学和化学方面的研究带来了丰硕的思想和启发。帕拉切尔斯尤
其对弗朗西斯·培根和雅各布·波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在思想史上的
意义只是到了近代才逐渐完全被认识到。和他并驾齐驱的是希洛尼莫·
卡尔丹诺（1500—1576），可以称他是意大利的帕拉切尔斯。他也是一
个医生和自然哲学家，和帕拉切尔斯一样，他也喜欢迫不及待地把正在
酝酿中的思想说出来，只不过帕拉切尔斯首先更关注其思想的实用性，
而卡尔丹诺则更对他的思想的理论性和科学性感兴趣；帕拉切尔斯是个
民间人物，他性格粗犷，富于斗争性，并且他只用德语写作，而卡尔丹
诺则是一个文化贵族，他甚至试图禁止科学家使用大众语言讨论科学问
题，并且希望让大众远离科学知识。紧随他们两位之后的是另外两位意
大利人，他们是贝尔纳多·特勒肖（1508—1588）和弗朗切斯克·帕特里
齐（1529—1591）。关于他们的著作我们在这里就不做详述了，不过有
一点它们是共同的，它们所表达的思想与教会的教义学形成了鲜明的对
照，帕拉切尔斯是路德的同时代人，也处于德国宗教改革时期，因此他
的思想具有激烈的挑战性，那几个意大利人在思想表达的方式上要比他
委婉一些。

布鲁诺将能动的统一性和宇宙的永恒性与他的宇宙无限性的思想
结合到了一起。宇宙是永恒的，因为在其中只有个体服从变易和消逝的
规律，而作为整体的宇宙却是唯一的存在者，因此它是坚不可摧的。宇
宙是个能动的统一体，因为整个宇宙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生生不息的有机
体，它被唯一的原则支配着，并运动着。“宇宙是统一的、无限的、不
动的……它不生，因为没有别的存在是它能够希望和期待的，因为它占
有全部存在。它不灭，因为没有别的事物是它能够变成的，因为它是任
何事物。它不能缩小或扩大，因为它是无限的。既不能给它增添什么，
也不能从它拿去什么。”[5]

布鲁诺将这种统辖一切并给万物赋予灵魂的原则称为上帝。上帝就
是宇宙万物的总称，它既是最大，也是最小，它是无限的和不可分的。
它融可能性与现实性于一体。这样一种上帝观念首先来源于库萨的尼古
拉，并且与尼古拉的上帝观念也是相符合的，布鲁诺吸收了他的对立统
一原则。如尼古拉的著作以及大部分神秘主义者的思想所显示的那样，
这种上帝观念与基督教的基本思想还是能够协调一致的。



但是，撇开创造的永恒性的思想不谈，在描述上帝同世界的关系
时，布鲁诺所采用的方式与基督教的方式是不一致的。他否认上帝从外
部主宰世界这一观点。他认为，上帝并非在世界之上或世界之外，上帝
就在世界之内，作为一种能够给万物赋予生命的世界原则，上帝既活动
于世界整体中，也活动于世界的每一个部分中。“在恒定不变和坚强不
屈的自然法则中，我们寻找上帝，内心中满怀敬畏之情。”这与康德在
面对繁星满天的星空和人内心的道德律时所发出的感慨是何其相似
啊！“我们寻找他，在太阳的光芒中，在我们大地母亲的怀里生发出的
万物的美丽中，在他的本质的真正光辉里。望着那繁星满天的壮丽景
象，我们活着，感觉着，思索着，我们赞美那至善至美的上帝。”整个
宇宙都充满生机，这是上帝所赋予的，上帝只存在于宇宙之内，上帝不
可能存在于宇宙之外的其他任何地方。在这里，上帝和自然是一回事，
这就是所谓的泛神论。

布鲁诺的思想与教会的观念，或者说与基督教的观念是相对立的，
或许他自己对此也非常清楚。他曾经再三称自己的思想是古老的观念，
即非基督教的观念。实际上，他的思想早已在他那个时代的许多人的头
脑里酝酿着了，只是他们自己对此还没有清醒的意识，而布鲁诺从他们
的思想中汲取了营养，并将他从中得出的结论明确地表达了出来——正
因为此，布鲁诺拥有了特殊的历史地位——当然，他的表达形式并不是
一种四平八稳的思想体系，而是以一种充满诗意的激情书写出来的诗
篇，他完全沉醉于反观内心的喜悦之中。在具有较少宗教倾向的思想
界，以及在新教教派中，都没有布鲁诺的安身之处，这也是可想而知的
事情。

布鲁诺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受其影响较大的思想家中，有
莱布尼茨和斯宾诺莎，此外还有歌德和谢林。其中莱布尼茨的单子论溯
源于库萨的尼古拉，但他是从布鲁诺那里接受的。

3．弗朗西斯·培根

当思想的时代来临之时，那么，在世界各地，彼此隔绝的思想家会
说出相同的真理，这样的事情在思想史上并不少见。在意大利、法国和
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思想家和自然研究者正在为近代科学和哲学
奠定基础，而在这时的英国，弗朗西斯·培根——与经院哲学家罗吉尔·
培根同姓——也正在从事一种同样意义重大的尝试，他试图在一个经过



改良的基础上重建人类的全部知识，他基本上是处于与欧洲大陆的思想
家相隔绝的状态之下，对那时的重大发现还几乎一无所知。

培根可谓生逢其时，因为那时英美之间的贸易异常繁荣，尤其在消
灭的西班牙大型舰队之后（1588年），英国开始发展自己的海上霸权和
海外殖民地。在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及其后继者的统治下，英国经历了一
个政治相对稳定、文化相对繁荣的时期，这个时期也持续了较长的时
间。培根的一生特别有意思，他从一开始就觉得自己对哲学和政治活动
负有同样的使命，关于此，他写道：“由于我相信我生来就是为人类服
务的，并且关心公共福利也是我的任务之一……于是我就自问，对人类
来说什么是最有益的，大自然创造我是为了让我完成哪些任务。经过探
询后我发现，没有什么比技术的发现和发展以及各种发明创造更为值得
称赞的事情了，因为它们能够使人类走向更加文明的生活……如果一个
人不仅仅成功地完成了一项发明创造，他还能为人类攀登科学高峰点燃
起一盏指路明灯，照亮人类认识的每一个黑暗角落，那么这个人就可当
之无愧地被称为真正的开拓者，因为他为人类征服世界开辟了道路……
但是我的出身、我所接受的教育表明，我将来不应该以哲学为职业，而
应该投身政治；可以说，我从童年开始就已经被政治濡染了……我也相
信，我对于祖国的义务也向我提出了特殊的要求……最终我产生了这样
一种愿望，即如果我能够在国家中担任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位，我希望在
工作中确保能够获得帮助和支持。基于这样一种动机，我便专心致志于
政治了。”[6]

我们首先看一下培根的政治生涯。度过了一文不名的艰难的初始阶
段之后，不知满足、雄心勃勃和追名逐利的培根可谓青云直上。这个于
1561年出生的掌玺大臣的儿子，十四岁就在剑桥大学完成了学业，在巴
黎待了一段时间之后，便进入了英国议会。他成功地战胜了宫廷里的各
种明争暗斗，并成为最高检察官、大法官、掌玺大臣，还被国王封为维
鲁拉姆男爵。他的个人兴趣在政治与科学和写作之间总是摇摆不定，他
只能在处理完公众事务的间歇满足自己的写作爱好。

正当他的政治生涯如日中天之时，一场可悲的变故却又使他跌入人
生的低谷。1621年，培根被指控在许多案件中从诉讼当事人那里收受贿
赂，虽然这种事情在当时也相当普遍，但是这个事件却断送了培根的政
治前程。他被判入狱，并被课以罚金，不过，不久之后他又获赦免。此
后，他隐居乡间，在生命的最后五年里，他专心致力于科学研究和著书
立说。1626年，他在工作中死去。回顾自己失败的政治生涯，他感到心



灰意冷：“身居高位的人是三重的奴仆，他是君主的奴仆、声誉的奴
仆、事业的奴仆。因此，他既没有个人的自由，也没有行动的自由，也
没有时间的自由……上升到高位的过程是极其艰难的，人们却宁愿吃许
多苦然后去争取吃更多的苦；要想升到高位，有时则需要通过不正当的
途径，而许多人就是通过卑污的手段才达到尊严的地位。其实那高位也
并不安全，稍有不慎就会栽跟头，要么丢掉官职，要么至少名誉扫
地。”[7]

与他的政治活动相比，培根的科学研究为他带来了更为持久的美
誉。他的作家声誉是由其《论说文集》奠定的，在形式上他模仿了蒙
田，而其文风之优美一点也不亚于后者。他的散文是世界文学中的永久
财富，其形式简短精练，其内容丰富多彩，几乎涉及所有可能想到的对
象：包括对人的认识和评价——当然他并不像马基雅维利那样玩世不
恭，不过他对于人类同样也持一种怀疑态度——包括论青年与老年，论
婚姻，论爱情与友谊，论道德和政治等。

培根的主要科学著作最终并未完成。他的写作计划非常庞大，要真
正实施这个计划单靠某个个人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即使这个人不像培
根那样只是利用贫乏的闲暇时间，他肯定也是力不从心的。培根所期望
的就是对科学实行全面的革新，即对所有科学及其每一个组成部分实施
一次“伟大的复兴”。

他的工作计划是：第一，他要指出自古希腊以来科学一直停滞不前
的原因；第二，他要对科学及其任务进行重新划分；第三，他要引入一
种解释自然的新方法；第四，他要分门别类地研究真正的自然科学；第
五，他要描述未来科学研究的一系列发明和发现；第六，作为一种“哲
学的实际应用”，他要勾画出一幅未来社会的蓝图，这个未来社会应该
是由他倡导的科学进步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培根只完成了这项庞大计划的其中三个部分：《论科学的价值和发
展》批判了当时的科学状况，为科学提出了新的任务，并对科学的未来
作了展望；《新工具》（Novum Organon）——有意识地针对亚里士多
德的《工具篇》——对科学方法作了阐释；《新大西岛》描述了一个理
想的未来社会。

1．“我的目的是，围绕知识的王国做一次巡游，并标记下那些尚未
被勤勉的人类开垦过的处女地，我对那些荒芜的地方作详细标记的目
的，无非就是想邀请人们集中力量前去垦荒。”[8]上面提到的培根的第



一本著作就是这次巡游的纪录，它涉及医学、心理学（主要是应用心理
学）、政治学以及其他许多科学领域，它对科学做了分类，与神学划清
了界限，提出了许多建议，对科学停滞不前的状况进行了批判。培根认
为，单靠科学本身还远远不够，此外还缺少两方面的因素，首先，就是
缺少一个科学研究的国际机构，这个机构的任务应该是把许多国家的许
多代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和经验收集到一起并做进一步的处理；第二个因
素则更为重要，“如果目标尚不明确，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顺利完
成”[9]。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个别科学的范围内，就不可能看清目标，
这就如同我们要俯瞰平原，如果不登高那是办不到的。能够让我们高瞻
远瞩的科学平台就是哲学，科学认识的目的及其普遍有效的方法都能在
哲学里找到。

2．培根的第二部著作的任务就是指明科学方法的目的。而这个目
的就是科学的进步及其实际应用，就是人类要征服自然。人在多大程度
上认识自然，他就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征服自然。但是人只有遵从自然，
也就是遵从科学研究所得出的自然规律，他才能征服自然。

要想达到目的就需要有正确的方法，为此必须经历以下两个步骤：
首先，必须清除思想中的所有偏见以及各种传统的错误，其次，要认识
并运用正确的思想和研究方法。

培根对人类的错误和偏见及其根源作了分析之后，得出了他的“四
假相说”，因为这个学说非常有名，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对它做较为详细
的叙述。这四种假相分别是：

第一，“种族假相”（idola tribus）。“种族假相的基础就在于人的天
性之中，就在于人类的种族之中。因为认为人的感觉是事物的尺度，乃
是一种错误的论断，相反的，一切知觉，不论是感官的知觉还是心灵的
知觉，都是以人的尺度为根据的，而不是以宇宙的尺度为根据的。人的
理智就好像一面不平的镜子，由于不规则地接受光线，因而把事物的性
质和自己的性质搅浑在一起，使事物的性质受到了歪曲，改变了颜
色。”“人的理智一旦接受了一种意见就把别的东西都拉来支持这种意
见，或者使它们符合这种意见。虽然在另一方面可以找到更多的和更有
力量的相反的例证，但是对于这些例证它却加以忽视或轻视，或者用某
种分别来把他们摆在一边而加以拒绝。”

第二，“洞穴假相”（idola specus）。培根借用了柏拉图的“洞穴比
喻”，用以表示个人的假相。“因为每一个人（在一般人性所共有的错误



之处）都有他自己的洞穴，使自然之光发生曲折和改变颜色；这是由于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所特有的天性，或者是由于他所受的教育和与别人的
交往，或者是由于他读书和他所崇拜的那些人的权威”，有多少个个
人，就有可能有多少个个人假相。

第三，“市场假相”（idola fori）。“市场假相”是人们在彼此接触和
交往中形成的。语言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是最重要的工具，因为“人
们是通过言谈而结合的；而语词的意义是根据俗人的了解而确定的。因
此如果语词选择得不好和不恰当，就会大大阻碍人的理解……语词显然
是强制和统治人的理智的，它使一切陷于混乱，并且使人陷于无数空洞
的争辩和无聊的幻想”。

第四，“剧场假相”（idola theatri）。“剧场假相”来源于哲学家们遗
留下来的那些根深蒂固的教条。“因为照我的判断，一切流行的体系都
不过是许多舞台上的戏剧，根据一种不真实的布景方式来表现它们自己
所创造的世界罢了。我所说的不只是现在的时髦体系，也不只是古代的
学派和哲学：因为还有更多的同类戏剧可以编出来，并且以同样人为的
方式表演出来。”

从人的头脑中清除这些假相只是培根著作的任务的消极部分，其积
极的部分在于获得正确的科学方法。若想获得正确的科学方法并不能依
靠传统或逻辑推导。如果仅仅依靠传统或逻辑推导，那么科学就会在原
地打转，止步不前，如培根所说，“那就纯粹是老师和学生的一脉相
承，而不会诞生真正的发现者”。只有依据经验，追问自然本身，亦即
通过归纳法，才能确保获得科学成果。但是，人们也不能只是毫无计划
地收集各种事实和观察结果，而必须有计划地、系统地进行。“真正的
经验的方法则恰与此相反，它是首先点起蜡烛，然后借蜡烛为手段来照
明道路；这就是说，它首先从适当地整列过和类编过的经验出发，而不
是从随心硬凑的经验或者漫无定向的经验出发，由此抽获原理，然后再
由业经确立的原理进至新的实验。”[10]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与近
代自然科学所采用的方法是大致相同的：首先从假设出发；然后借助于
符合目的的实验，收集相关的经验；得出结论并表达出一般原理，然后
再用新的实验来检验这个原理的正确性，如此等等。

3．《新大西岛》的篇幅很短，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在其中，培
根描绘了一幅未来社会的画卷，显然他从柏拉图所描述的那个神话般的
岛国那里获得了灵感。据培根的观念，科学将在那个未来社会中占据重
要地位。统治国家的将不再是政治家，而是被挑出来的最杰出的科学



家。在经济上，这个岛国是自给自足的；其对外贸易的对象不是黄金和
货物，而是“进步之光”。每隔十二年，这个岛国将派遣一个由科学家组
成的团队前往世界各地，他们要学习世界各国的语言，学习各个民族在
科学和工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然后再返回他们的故乡，在那里，他们
将把他们从世界各地收集到的科学经验和成就应用到实践中去。基本来
说，这与柏拉图的理想国的思想并没有什么两样，其区别仅在于，在培
根那里，统治国家的不再是民众领袖和自私私利的政治家，而是那些饱
学之士。

新近曾有人提出一种说法，认为莎士比亚名下的戏剧作品的真正作
者应该是培根，关于此事的争论至今尚未休止。不过，大部分培根研究
者认为，这样一种假设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可以对培根及其著作做如下批判性的评价：

培根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一个崭新的精神世界的大门。他打破了
各种偏见并指出，经验是一切自然知识的源泉，在这一点上，他与罗吉
尔·培根是共同的。但是，如若把他看作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奠基者和开
路先锋或许并不完全恰当，这不仅因为，培根对他那个时代伟大的自然
科学发现视而不见，而且还因为，在实际应用他极力为之辩护的实验方
法时，他所采用的方式却是极其不完善，或者说非常差劲。尤其是，培
根所宣扬的归纳法与当今自然科学中的归纳法并不完全一致。培根过分
重视事实的收集和比较，却忽视了理论的意义，即忽视了演绎法，特别
是他没有认识到数学的意义。他与数学好像毫无干系，他甚至还对数学
家大肆责骂，因为他们的观察方式越来越以数量为出发点。培根自己好
像也意识到，他的方法并不十全十美，他自我评价说，他所提出的问题
可能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最终获得解决。不管怎么说，他仍然是一
位伟大的思想解放者和推动者，是新时代的思想先驱之一，除此之外，
培根的文笔之优美也是众所周知的。

4．雅各布·波墨

过渡时期的第四位亦即最后一位思想家与前述的三位思想家不同，
他属于德国和欧洲精神中的另外一个思想流派。虽然库萨的尼古拉、布
鲁诺和培根这三人之间在一些思想细节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是我们
还是可以把他们归到一种思想运动的行列里，并且把他们看作从中世纪



过渡到近代的转折时期的关键人物。在思想的独创性和深刻性方面，雅
各布·波墨与前三位可以说不相上下，尽管如此，他却应该归入另外一
个行列，属于这个行列的有埃克哈特大师、陶勒尔和路德。

尽管路德的人格看上去是那么的浑然一体，但是经过仔细观察之后
我们会发现，他的人格显然具有两个完全不同的侧面：一方面，他是一
个宗教改革家，他信念坚定并蔑视宗教传统；另一方面，他年龄越大，
就越笃信《圣经》，并成为一个教会上层人物，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的宗
教传统，或者说是一种新的僵化的教条。他人格中的后一种因素在官方
的新教教义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而前一种因素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已
经被另外一些人继承并加以发展了，这些人被称为新教神秘主义者，他
们游离于教会之外，并与教会发生了冲突。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卡斯帕尔
·施温克菲尔德（1490—1561），他摒弃了路德的圣经信仰，只相信个
人内心中所感悟到的上帝的启示；有塞巴斯蒂安·弗朗克（1499—
1543），他除了是一位重要的神秘主义者之外，还是德国历史编纂学的
奠基者；此外还有瓦伦汀·魏格尔（1533—1588），他是一个新教牧
师，他的神秘主义思想在他活着的时候只在一个狭小的朋友圈子里秘密
传播。中世纪神秘主义的伟大传统和路德信仰中的神秘主义成分活在这
些人的思想之中。

在重要性上，雅各布·波墨要远远超过上面提到的这几个人物。波
墨于1575年出生在格尔利茨附近，并于1624年在那里去世。波墨是个民
间人物，他的职业和汉斯·萨克斯一样，也是个鞋匠。他在哲学方面的
兴趣主要是来源于他多年四处漂泊的学徒生活。之后，作为一个独立门
户的鞋匠和一家之长，他一直生活在格尔利茨。

经过十多年的酝酿，而且在朋友们的再三催促之下，波墨终于首次
把他的思想写了下来，书名为《曙光》，这本书的手抄本被人们相互传
阅，不久便招致正统宗教人士尤其是本城神甫的憎恨，他在布道坛上大
肆诅咒这个异教徒，并要求人们把波墨逐出这个城市。“再没有比这个
鞋匠更恶毒的了……你快点儿离开这里吧，滚得越远越好，你这个亵渎
神明的粗俗之人。”[11]他受到禁止写作的处罚，在很多年里他一直遵守
着这条禁令，尽管如此，他也没有为自己和家庭赢得安宁。后来，他终
于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重新拿起笔来，以很快的速度撰写出了一系列
伟大的著作，其中有《论上帝的三个原则》和《伟大的神秘》
（Mysterium magnum），结果遭到了更为激烈的攻击，特别是当其中的
几本著作被印刷出版之后。波墨寻求并得到了德累斯顿诸侯的支持，返



回格尔利茨之后不久就去世了。

作为一个民间人物，波墨使用德语写作。为了找到恰当的词并把自
己的内心感受正确地表达出来，波墨可谓绞尽脑汁。在这方面，他证明
了自己是个语言创造者，由于他的努力，德语词汇更加丰富了，在这方
面，他与埃克哈特大师有些相似，不过若与路德相比，他还差一些。由
于波墨写作时并不使用哲学术语，这自然增加了人们理解他的著作的难
度。

起初，波墨的思想与其他神秘主义者的思想并无不同，他也认为，
上帝无处不在，一切都在上帝之中。“当你望着那幽深的星空和大地
时，你是在望着你的上帝，你生活于其中，这同一个上帝也主宰着你，
你的知觉也是上帝所赋予的，你是上帝的造物，并且也置身于其中，除
此之外你什么也不是。”“我们绝非可以说，上帝的本质是某种遥不可及
的东西，或他藏身于某个特别的地方，因为自然中的一切造物就是上帝
本身。”[12]

但是接下来波墨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或许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波
墨思想的中心议题，即辨神论问题。如果一切都在上帝之中并来源于上
帝，那么波墨强烈意识到的丑恶现实及其威力又是从何而来呢？让我们
来听一下他的回答：“教师应该知道，一切事物都存在于肯定与否定之
中，这个真理是神圣的、真确的和世俗的，或者用什么别的词来形容。
太一即完全肯定的力量，是生命，是上帝的真理，或者就是上帝本身。
如果没有否定的力量，那么肯定的力量就不可能认清自身，它在其中既
没有什么乐趣，也没有什么重要性或敏感性。否定是肯定的对立面，或
真理的对立面，真理在否定的基础上彰显自身，在其中就是对立斗
争。”[13]在这里，波墨宣布了一个伟大的真理，寓于万物之中且无法去
除的矛盾是宇宙的内在动力。“每一个事物都有自己的敌手，不仅在人
身上，而且在一切造物那里都是如此。”“在一切事物之中，都有有害的
东西和恶毒的东西，这也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世界上既没有生命，也
没有运动，也没有色彩、道德、厚薄或其他人类情感，果如是，世界将
是一片死寂。”正如上面的引述中所显示的那样，波墨在此走出了大胆
的却也合乎逻辑的一步，在他看来，在世界的神圣基础之内，恶就早已
存在了。天堂和地狱都在上帝的手中。只有在人的灵魂中恶才获得其现
实性，在善与恶的世界里，或用波墨的话说，“在愤怒与爱的世界里”，
人的灵魂可以做出绝对自由的抉择。“因为每个人是自由的，他就像一
个独立的神，在他的一生中，他也可能会在善与恶之间摇摆。”“因为人



有自由意志，所以上帝对他来说也不是万能的，上帝对他也不能为所欲
为。自由意志既没有什么起源，也没有什么理由，它既不是无中生有，
也不是被造就出来的，它是来自神圣力量的独立自主的原始状态，它来
自上帝的爱与愤怒。”[14]

所有神秘主义的本真的和最深刻的思想都已经在以上这些话中彰明
较著了，从印度人到埃克哈特大师，这些思想被反复表达了出来：人类
灵魂的神圣性，灵魂与上帝的完全一致。“灵魂的内在基础就是神性自
然。”“灵魂是上帝之中心。”“因此灵魂是上帝独有的本质。”[15]

故而，在波墨看来，灵魂在神圣本原中的彻底安息就是其终极目
的，亦即最终获得解脱。在人的灵魂未获解脱的状态下，他会被欲望困
缚住，会屈从于他的欲望，“人不可能摆脱他的情感，他沉溺于自己的
本性欲望之中，但是他又希望能够飘摇于最为纯净的寂静之中，因此他
渴求他的欲望的寂灭，也就是让他的意志超越一切感官性和形象性而陷
入永恒的本原意志之中——他最初就是从这种本原意志诞生而来的，他
希望自己除了服从上帝的意志再也无所欲求，这样他就会达到‘一’的最
深处”[16]。

在这里，我们从波墨那丰富有时又杂乱无章的思想中选取了能够证
明他是真正的神秘主义者的思想。他那些完全植根于基督教传统的思想
表达我们就略过了，事实上，他的神秘主义思想就是蕴含在其中的。时
至今日，人们仍然对一个问题争论不休，即他的思想是否产生自这种基
督教传统，或者说，基督教传统是否只是为他的基本来说非基督教的泛
神论哲学假借的“外衣”。

这个被称为“条顿哲学家”的沉静诚实的人，他的著作是典型德国式
的，他的思想深奥，所用的语言极为独特，因此人们可能会认为，他的
思想产生的影响或许仅仅局限于德国。事实并非如此，十八世纪法国的
圣马丁就承袭了他的思想。更为令人吃惊的是，波墨刚刚去世不久，他
的著作就被译成了俄语。他的思想对俄国思想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直
至当代——在革命以后的俄国流亡者思想中，这种影响我们仍然能够看
得出。在英国，伟大的自然科学家牛顿也是波墨的热情读者，甚至有人
猜测，牛顿的自然科学思想就是从波墨那里获得了灵感。在德国，莱布
尼茨对波墨可谓推崇备至，德国浪漫派对他的著作更是情有独钟，黑格
尔和谢林，特别是弗朗茨·巴德尔也非常珍视波墨的思想遗产。



5．结语

包罗万象的思想体系只是到了下面一个历史时期——即从巴洛克至
十九世纪——才真正产生出来，但是，除宗教改革家、自然研究者和地
理发现者之外，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们为人类历史打开了通往近代的
大门。在德国，许多历史学家，特别是艺术史、科学史和经济史学家，
都把文艺复兴看作近代史的开端，并称赞文艺复兴是“第一次革命”（早
于1789年的法国革命），不过，（在我看来）哲学家们对这一时期的哲
学的研究远远不及对经院哲学和启蒙运动时期哲学以及德国唯心主义哲
学的研究。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我们能够对文艺复兴作较深入的研究
——或许可以把这种研究比作一种（中世纪炼金术）大作坊，在这里，
人们不断地实验又不断地放弃——那么这种研究也可能会有助于激发新
思想的产生，因为当今时代也是一个几近于彻底变革的时代。

[1] 柏莱图，又译卜列东或普里索。据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柏莱图生于1355年，死于1450年。见该书第477页，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一版。

[2] Erdmann, Grundriß, S. 380.

[3] Morus, Utopia, zit. nach K. Kautsky: Thomas Morus und seine Utopie, Berlin 1947, S. 327

[4] Vgl. oben S. 223.

[5] Bruno, Über die Ursache usw.,

[6] Dialog, Eingang.

[7] Bacon, Vorrede zur »Erklärung der Natur«Bacon, Essay »Über hohe Stellungen«

[8] Bacon, Über den Wert und die Vermehrung der Wissenschaften II, i.

[9] Ebda., I, 81.

[10] Bacon, Novum Organon I, 82.

[11] Vgl. oben S. 251 (Arius).

[12] Böhme, Jakob, Werke (Gesamtausgabe, 2. Aufl., 1961) 2, 268 (Morgenröte, Kap. 23) und 6, 470 (Über die Beschaulichkeit).

[13] Böhme, Werke 6, 597 (Theosophische Fragen).

[14] Böhme, Werke 2, 201 (Morgenröte, Kap. 18) und 5,164 (Mysterium magnum).

[15] Böhme, Werke 4, 563 (Gnadenwahl) und 3, 27 (Von den drei Prinzi pien).

[16] Böhme, Werke 5, 703 (Mysterium magnum, Anhang).



第二章

巴洛克时期的三个伟大思想体系

十七世纪哲学的发展带有一种相对的完整性和连贯性，至少在欧洲
大陆是如此。为了解决相同的哲学基本问题，人们苦思冥想，为此也做
了各种尝试，并就他们所得出的结果进行沟通和讨论，因而这个时代为
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特别有利的条件。文艺复兴时期就已经日臻成熟的理
性主义在这个时代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数学成为人类认识的理想，因为
数学超越民族和个体的特殊性，原则上说，它是一种人人可以接近并容
易理解的大众科学。既然我们能够在数学中得到一种毋庸置疑的推论方
法，那么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把人类的一切认识——即其他所
有科学，特别是哲学——都建立在这样一个类似的基础之上呢？因此，
这个时代的哲学与数学是密不可分的。这一点首先表现在，其最伟大的
代表人物如笛卡尔、莱布尼茨和帕斯卡尔都是天才的数学家，而斯宾诺
莎的思想大厦就是用几何学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在这里，它与另一个时
代特征也紧密相关，即人们都在追求一种清晰明了的形象，追求一种和
谐的结构，追求对整体的所有部分的权衡斟酌，这种追求在数学中得到
了培养，并且也在数学中被特别清晰地表达出来，但是这种追求并非仅
仅局限于数学中，也不仅仅显现于哲学中，它还显现于文化生活的所有
领域，显现于国家和战争艺术中，显现于建筑、文学艺术和音乐中。

因此，这个时代的哲学思想的共同特征就是：数学认识的理想；试
图为哲学寻找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普遍有效的和可靠的认识方法；理性的
统治地位；希望以很少的几个确定的基本概念为依据，创立一种无所不
包的庞大哲学体系。以上这些特征在这一时期的三个最伟大哲学体系中
特别突出地表现出来。尽管这一时期还出现别的哲学体系，但它们是西
方文明国家哲学生活最集中的体现。这一时期哲学所讨论的主要问题以
及人们为解决这些问题所作的各种尝试，都完整地包含在这三个体系中
了，因此，考察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哲学体系可以为我们了
解十七世纪的欧洲哲学提供一种整体印象。



一、笛卡尔

1．生平和著作

勒奈·笛卡尔（拉丁语为Renatus Cartesius）于1596年出生于都兰省
拉哈耶（La Haye）的一个贵族家庭里，今天这座城市就以她闻名遐迩
的儿子的名字而命名。他在拉弗莱士的耶稣会学校接受教育，在那里，
他开始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对所有其他科学产生了怀疑。在他
的一生中，有时过着完全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专心致志于科学研究，
而这种宁静的生活时而又会被另一种动荡不安的冒险生活所打断。曾有
一段短暂的时期，他也参与过巴黎的社交生活，这在他所处的社会阶层
也是极为普遍的事情，之后他就在巴黎的一个最亲密的朋友家里隐居起
来，潜心研究数学。后来，他又作为一名士兵参加了三十年战争，希望
借此能够更好地了解世界和人类，他并不觉得自己应该特别效忠于战争
的某一方，因此，作为一个天主教徒和法国人，他不仅加入过天主教的
巴伐利亚军队，也加入过荷兰军队。经过这段军旅生活之后，他又花好
几年时间游遍了大半个欧洲，随后又过起了隐居生活，并专心于科学研
究。这一段时期持续达二十年之久，也是笛卡尔一生中最丰收的时期。
他在荷兰定居下来，与故乡法国相比，他觉得荷兰更适合于他居住，因
为在这种流亡生活中，他能够最大限度地享受外在的和内在的自由。在
那里，笛卡尔曾多次更换居所，他只是通过一位在巴黎的朋友麦塞纳神
甫与世界保持着联系，这位神甫负责料理他的往来书信。瑞典女王克里
斯蒂娜研读了笛卡尔的大作之后，便希望能够让笛卡尔亲自给她解释几
个问题，于是，她就于1649年隆重地邀请笛卡尔前往瑞典，可是，笛卡
尔不适应瑞典的气候，经过短暂的逗留之后，第二年就在那里去世了。

笛卡尔思想的萌芽甚至可以追溯到他的学生时代，不过，他的所有
著作都是在荷兰定居期间写成的。他的第一本著作的书名可能是《论世
界》，当他于1633年听说对伽利略的审判之时，这本书也几乎快要完成
了。听到伽利略的遭遇时候，为了避免引起类似的冲突就销毁了自己的
手稿，当然其中的部分思想后来又被他写进了其他著作中。出于同样的
谨慎，他匿名发表了下一本著作《方法论》（1637年）。四年之后，他
的主要著作《第一哲学沉思集》（第一哲学即形而上学）出版了，内容
涉及上帝的存在和灵魂的不朽。笛卡尔把这本书题献给了巴黎大学神学
系，目的并不是为了保护自己避免遭受教会的攻击，而是因为他相信，
他的思想能够为宗教事务作一份贡献。尽管如此，他的书还是被列入禁



书的名单，新教徒和国家方面都以类似的方式谴责他。1644年，笛卡尔
系统地整理了他的思想并出版了《哲学原理》。在他的其他著作中，值
得一提的还有《论人类幸福的书信集》和《论心灵的激情》，这两本
书都是为伊丽莎白公主而写的，笛卡尔在荷兰流亡期间认识了她。

笛卡尔在数学方面的功绩使他无可辩驳地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数学
家之一，尤其是他在解析几何和坐标几何方面的发明。他关于人类认识
理想的哲学观以及宇宙空间的观念，都与他的数学认识有着紧密的联
系。

2．基本思想

正如笛卡尔沉思集的书名所显示的那样，笛卡尔思想的两个基本主
题就是上帝和灵魂，这与奥古斯丁和中世纪哲学并无不同。但是笛卡尔
在处理这些主题时所采用的方式与先前的思想家们有所不同，他是按照
严格的逻辑分析进行的，因为他的目的就是使哲学变成一种万能数学，
变成一种科学，经过严格的推理，一切都可以从最简单的基本概念演绎
出来。人为什么要研究哲学和科学？人为什么应该研究哲学和数学？二
十三岁时，笛卡尔就在一系列先知式的幻梦中坚信自己终生的事业就是
从事哲学和科学研究。他认为（而且我们在这里好像又听到了弗朗西斯
·培根的声音）：科学应该有益于全体人类，并能够促进人类的进步，
它不仅通过技术手段能够减轻人的劳动强度，还能帮助人实现自我价
值。哲学应该为此提供一种牢固可靠的基础，对笛卡尔来说，这只有通
过严格的理性方式才能实现，这与人的信仰无关。为此必须寻找一种绝
对确定无误的数学方法。如何才能获得确凿无疑的“第一原理”呢？在这
里，笛卡尔提出了如下问题：我们如何才能获得可靠的知识？我们的哪
些见解和判断具有不可磨灭的有效性？——后来康德在其超验哲学中又
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这样，我们先来看一下由笛卡尔所发展出来的独
特方法：

如若一切认识到的东西都可以从最简单的原理中推导出
来，那么我首先必须做的事情就是确定我的出发点的可靠性。
那么什么才是可靠的呢？为了保险起见，我一开始最好假定什
么都是不可靠的。我将怀疑一切，目的是想看一看，什么东西
能够经受得住这种彻底的怀疑。我不仅怀疑从课堂上、从书本



里，以及从与人交往中学到的所有东西，而且还怀疑，我周围
的世界是不是真实的存在，它是不是我的纯粹的幻觉，或者世
界是不是如我所感觉到的那样存在——因为众所周知，我们会
被各种感官错觉所蒙蔽；而且对于看来是最为真实可信的东
西，对于数学的基本原理，我也必须产生怀疑，因为有可能我
们人类的理智并不适宜于认识真理，并且经常会将我们引入歧
途。

所以我就把我以前用来进行证明的那些理由都一律摈弃，
认为是虚假的。最后，我觉察到我们醒着的时候所有的那些思
想，也同样能够在我们睡着的时候跑到我们心里来，虽然那时
没有一样是真实的，因此，我就决定把一切曾经进入我的心智
的事物都认为并不比我梦中的幻觉更为真实。可是等我一旦注
意到，当我愿意像这样想着一切都是假的的时候，这个在想这
件事的‘我’必然应当是某种东西，并且觉察到‘我思，故我
在’这条真理是这样确实，这样可靠，连怀疑派的任何一种最
狂妄的假定都不能使它发生动摇，于是我就立刻断定，我可以
毫无疑虑地接受这条真理，把它当作我所研求的哲学的第一条
原理。

接着我就对我所怀疑的东西进行思考，并且想到因此我的
存在并不是完满的，因为我明白地见到，认识比起怀疑来是一
种更大的完满性，于是我就思量来研究：我是从哪里得到这个
关于比我自己更完满的东西的思想的？我很明显地知道，这应
当是从一种事实上更加完满的本性而来的……因为说比较完满
的东西出于并且依赖于比较不完满的东西，其矛盾实在不下于
说有某种东西是从虚无中产生的，所以，我是不能够从我自己
把这个观念造出来的；因此只能说，是由一个真正比我更完满
的本性把这个观念放进我心里来的，而且这个本性具有我所能
想到的一切完满性，就是说，简单一句话，它就是上帝。

在笛卡尔的心中，上帝的观念就是作为一种无限的、全知全能的本
性，这个观念不可能来自人对外界的感知，因为它总是只把有限的自然
物显示给人。人也不可能在自身之内造出上帝的观念来，因为，作为一
个有限的不完满的本性，人怎么能够在自身之内制造出一种无限的完满
的本性的观念呢？这样，笛卡尔就坚定地确信，上帝是必然存在的。



笛卡尔在他的思想中引入上帝的概念，这令人感觉有些突然，我们
会觉得，这与他极端的怀疑态度并不相符。让我们同样感到突然的是，
笛卡尔在引入上帝的概念之后，又令人吃惊地摒弃了他先前所表达的对
外在世界的现实性的怀疑。完满的本性必然具有真实性，如果上帝不是
真实的，那他就不是完满的。因此，如果说真实的上帝会欺骗我，会用
一种迷惑人的骗术，拿我周围的世界来蒙骗我，这根本就是不可想象的
事情。

可是由此又产生了一个新问题：如果具有真实性的上帝可以确保人
能够认识真理，那么正如已被证实的那样，我们又怎么会犯错误呢？

由此也提出了一个神正论问题，这个问题曾经被此前的思想家们从
伦理学的角度加以讨论，目的是想为万能的上帝作辩护，因为有人因世
界上存在着罪恶而对上帝产生了怀疑，如今笛卡尔又从认识论的角度对
这个问题重新加以考察。人们曾经试图从伦理学的观点出发来回答这个
问题，认为上帝为了创造一个完善的世界，必须给人类以自由，而这种
自由正是罪恶的根源所在，因为人类可能会滥用这种自由。笛卡尔也以
类似的方式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他指出，这与意志自由有关。“自
由意志会使人肯定这种观念，却否定另一种观念。所有错误的根源就存
在于这种意志活动中，而不在观念本身。我们自己有权决定，是正确地
还是错误地思想和认识。”只有当我们遵循一种无比确凿和清晰的认识
标准，而对其他一切都持怀疑态度，这样我们才能不犯错误，并从而获
得一个正确的世界图景。

勾画这样一幅图景就是笛卡尔为自己设定的下一个任务。经过对人
的精神及其观念进行仔细的考察，他首先发现上帝的观念，在这里，上
帝是一个无限的和非被创造的实体。接着，他又发现两种被创造的实体
的观念：首先是精神，是思想，在笛卡尔那里，精神和思想是完全非空
间的和非物质的，因为如他所说，“我可以想象我的思想，而不必再去
考虑它在空间中的广延”。其次是物质世界，可是物质世界的存在并不
像我们所感觉到的那样，我们所感觉到的物质的质，如色彩、味道、温
热、柔软等，这些都不能满足笛卡尔对“清晰明确”的标准的要求，和这
个理性主义时代的其他思想家一样，他也鄙视人的感官经验，认为那过
于模糊不清。“思想着的”理智只有用透彻的、理性的、“数学的”概念表
达自身，这才真正算得上是完全有效的认识。物质世界的特点就是其广
延性，即它占有空间。因此，在空间中的广延性也就是物质世界的本
质。物质就是空间，空间由物质组成，不存在空洞的空间。



在广延的概念中就已经蕴含着运动的可能性——只要存在第一推动
者，它不可能来自物质本身，而只能来自上帝。上帝所赋予物质世界的
运动的总量会永远保持平衡——这是对能量守恒定律的首次预言！因
此，整个物理学可以用严格的数学方式，以广延、运动和静止这三个概
念为基础来构建自身。世界万物，包括生命体的发展，都可以用这几个
基本概念去做数学的和机械的解释。

于是笛卡尔就尝试去发展这样一种物理学。与此相关的细节部分我
们在这里可以略过不提，但是他得出的一个结论我们却应该特别加以注
意，这个结论与动物有关。由于笛卡尔将精神概念仅仅限制在思想方
面，而在此意义上说，动物是没有思想的，因此动物与精神世界无关。
动物是纯粹的机械装置，和机器没有什么两样。当我们鞭打一个动物
时，它会喊叫，这就像我们按下管风琴的琴键时它会发出乐音一样。虽
然笛卡尔的这个思想前后一致，但是这个观点却是不能令人接受的，它
与后来的唯物主义者得出的结论只有一步之遥，在他们那里，人也只不
过是一种特别复杂的机器而已。

当然，笛卡尔与那些唯物主义者并不相同，对他来说，广延和思
想、肉体和精神在人身上是结合为一体的。如果这两种实体各不相同，
那么该如何想象它们两者能够紧密地联结在一种生物物体里面，甚至能
够相互影响呢，对于这个问题，笛卡尔并没有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他
提出过一种几乎难以令人接受的观点，认为我们身上有一个器官（位于
大脑最里面的松果腺），它在肉体和精神之间起调节作用。不过笛卡尔
倒是更倾向于认为，这两种实体互不相干，这就像太阳光线在暴风中仍
然岿然不动一样，因为光线与暴风是完全不同的性质！笛卡尔后继者的
工作就从这里开始了。

3．笛卡尔主义的影响和发展

笛卡尔思想产生的历史影响是极其深远的，笛卡尔被认为是现代哲
学之父。我们在下面的叙述中将会看到，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伟大思
想体系是如何站在笛卡尔的肩上发展出来的。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指出
的是，笛卡尔思想经过所谓的偶因论者（Occasionalisten）之手而得到
进一步发展，也与法国詹森派宗教观念以一种奇特的方式结合到了一
起。



（1）我们已经指出过笛卡尔所面临的难题，在他那里，除了上帝
之外还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实体，即没有空间性和物质性的纯粹思想、
没有思想的纯粹广延，两者竟在人身上必然存在某种联系。如果我决定
要让我的手运动，然后它就运动了。一个在我的心灵中发生的过程如何
就成为身体运动的原因呢？当一只鸟在我面前飞过，并且我也觉察到了
它，就会在我的思想中产生一只飞鸟的观念，那么物体的运动过程是如
何成为思想过程的原因呢？这个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心理物理学问题，即
关于人的肉体与心灵的关系问题。如果不存在一种因果关系——这种因
果关系也的确被笛卡尔排除在外了——那么，正如经验所告诉我们的那
样，思维运动和肉体运动又怎么会同时发生并同时出现呢？对此，偶因
论的解释是：虽然思维运动和肉体运动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但
是两者的同时发生不仅看上去是一个奇迹，而且的确是一个奇迹，一个
神的奇迹，也就是说，上帝在我产生这样的意志的时候偶然之中（拉丁
语occasio，意为偶然，偶因论一词由此而来）让我的手做这样的运动，
上帝在飞鸟经过我眼前的时候偶然之中在我的意识中制造出与之相应的
观念，如此等等。这样一种看法是过分异想天开了，而且带有某种亵渎
神明的味道（因为倘若果真如此，那么上帝将毫无间歇地忙于应付世界
上的所有繁琐杂事而永无宁日），但是这样一种假设就完完全全地蕴含
在笛卡尔基本观点所得出的结论之中。

偶因论的杰出代表是阿诺尔德·格林克斯（1625—1669）和尼古拉·
马勒伯朗士（1638—1715）。在许多细节上，他们的观点截然不同，当
然偶因论的论点在他们那里也得到了广泛的系统化，不过他们的基本思
想仍然是一致的。马勒伯朗士开始将偶因论的原则运用到物体世界内部
的进程中。在我们看来好像是因果关系的情况，譬如人的身体，当他推
动另一个身体时，另一个身体会因此而动，他认为这也只是上帝的意志
偶然介入产生的结果。按照他的观点，身体与心灵之间的变化并非因为
它们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关系，而是因为上帝在对它们产生影响，身体
和心灵发生变化的真正原因是上帝，其中一个方面的变化是另一个方面
变化的偶然原因。

（2）柯奈留斯·詹森（1585—1638）是鲁汶的一位教授，后来成为
伊珀尔的主教，他是法国精神宗教运动的发起人，这个思想运动就以他
的名字命名，被称为詹森派。詹森派信徒试图在天主教的基础上重新修
订奥古斯丁的著作并使之焕发新的生机——宗教改革者也是从中汲取营
养的。他们倡导一种更加深入的和经过净化了的宗教生活，并与当时影
响较大的耶稣会会士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詹森派的活动中心位于王港修



道院内，这个教派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就是宗教思想家布莱斯·帕斯卡尔
（1623—1662）。

和笛卡尔一样，帕斯卡尔也是一位天才的数学家，他是概率计算的
创始人，他也是笛卡尔数学认识理念（即清晰明确性）的坚定拥护者。
作为一个头脑冷静、思想敏锐并深受法国怀疑主义和笛卡尔思想影响的
思想家，帕斯卡尔从理性出发，他认识到了基督教教义中的矛盾和悖
谬，并且用极度尖锐的形式将它表达出来。从另一方面来说，帕斯卡尔
也是一个天性笃信宗教的人，他被一种强烈的负罪感和人生虚无感所折
磨。他的个性和思想的这一面使他认识到，恰恰是理性和数学思想不能
让我们人性中最深切的需要得到满足，而且它也无法回答我们人生中最
重要的问题。于是，原来还批评基督教教义中的矛盾之处的帕斯卡尔，
一变而成为一个虔诚的苦行主义者并恭顺地屈从于上帝的意志，并且极
力为人心中的事情而辩护，因为人心有自己的逻辑，如他所言，“人心
有它自己的道理，这是理性所不能理解的”。

著名的怀疑论者和批评家比埃尔·培尔（1647—1705）也和帕斯卡
尔那样接受了笛卡尔的影响，他也是一位富于批判精神和思想敏锐的思
想家，但是他缺乏帕斯卡尔信仰中的那种平衡力量。

（3）指出笛卡尔思想内部的几个矛盾之处或许对于批判性地研究
笛卡尔不无助益，尽管他的思想出发点富有独创性，尽管他的体系对历
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这些矛盾从一开始就存在于其中了。笛卡尔
怀疑一切的严肃性也是值得我们怀疑的，难道人能够借助于彻底的怀疑
精神从而切断他与过去的思想的纽带关系并重新从虚无开始吗？人们的
确获得了这样一种印象，正如一位现代批评家所言，笛卡尔“在他自己
和读者面前上演了一幕以我和上帝为主角的怀疑论戏剧”[1]，基本来
说，他并不是真正怀疑外在世界的现实性和可理解性，如我们所看到的
那样，当他为了认识神的真实性的原因而走过了略微有些曲折的道路之
后，便急急忙忙开始重建外在现实了。在他的整个思想论证中，经院哲
学的特点依稀可见。此外，笛卡尔试图从几个基本概念出发去演绎出整
个现实世界，这也已被证明是一条错误的道路。企图为哲学认识赋予数
学推理那样的无懈可击性，这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想法，但是笛卡尔忽
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每一种企图解释我们周围的现实世界的尝试，都
不能不考虑我们人类自身的经验因素，除此之外，人作为一种具有生理
需求和意欲行动的动物，只有与极为真实的周围世界打交道时，他才能
意识到自身。笛卡尔目睹了人类利用机械知识和数学知识解释自然所取



得的辉煌成就，这诱使他将机械和数学原理的有效性过分夸大了，远远
超出了它们所应归属的范围。在我们下一章将要讨论的经验主义那里，
经验作为一种无法规避的思想出发点，它的作用也被极端地夸大了，只
有到了康德那里，这两个出发点——经验和纯粹概念思维——之间的关
系才得以相互协调起来。

（4）笛卡尔将精神（或思想）世界与物体世界（包括人的身体）
彻底地割裂开来，这对后来西方思想的发展造成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但
这种影响并非是有益的。受其影响，一种流俗的“唯物主义”形成了，它
只承认物质世界的现实性，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一种（同样是具有片面
性的）“唯心主义”。

（5）对笛卡尔来说，人的身体就是一种机械装置，可以把它比作
一部机器。整个生物界也是一种机械装置，不过在人身上还共存着一种
（不朽的）灵魂。因为他不承认在动物身上也存在这样一种灵魂——或
许这是由于他坚定的宗教信仰，因此他认为，动物是纯粹的自动机。一
条因受虐待而哀鸣的狗就如同一架按下琴键就会奏响音乐的管风琴。他
之所以得出这样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结论，是因为他将灵魂与思想和理
智混同起来了，他忘记了还存在其他形式的心灵生活，特别是感情生
活，对于这一点，亚里士多德就已经很清楚了。

二、斯宾诺莎

1．生平

当我受到经验的教训之后，才深悟得日常生活中所习见的
一切东西，都是虚幻的、无谓的，并且我又确见到一切令我恐
惧的东西，除了我的心灵受它触动外，其本身即无所谓善，亦
无所谓恶，因此最后我就决议探究是否有一个人人都可以分享
的真正的善，它可以排除其他的东西，单独地支配心灵。这就
是说，我要探究究竟有没有一种东西，一经发现和获得之后，
我就可以永远享有连续的、无上的快乐。[2][3]



写下以上这些字句的人当时还不到三十岁，但是我们能够从字里行
间看得出，他已经经历了痛苦的人生命运。我们同样能够看得出，他的
精神是如此得卓然独立，他的内心是如此得安详自在，因为他——至少
为自己——已经寻找到了那个至善！

巴鲁赫·德·斯宾诺莎或（按他自己后来的自称）别涅狄克特·德·斯
宾诺莎[4]于1632年出生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个犹太人家里，这一家人是从
葡萄牙移民过来的。中世纪时，阿拉伯人曾经在西班牙占据统治地位，
随着西班牙人对摩尔人的征服、排挤和驱逐，犹太民族在西班牙的经济
和文化繁荣到了十五世纪末期也已走向衰落，这种繁荣其实也应归功于
中世纪的犹太哲学。犹太人失去了性好宽容的阿拉伯人的保护，他们遭
到天主教会和西班牙政府的迫害。他们被迫面临两种选择，要么选择向
基督教世界屈服并接受基督教的洗礼，要么选择流亡。斯宾诺莎的先辈
们和大多数人一样，他们选择了后者。斯宾诺莎出生的时候，犹太教区
文化在阿姆斯特丹相当繁荣。孩童时期的斯宾诺莎就已经显露出了骄人
的天赋，因此他的父亲决定让他成为一个犹太教经师。少年时期，他就
开始学习圣经、犹太教法典以及中世纪犹太哲学，当他学会了拉丁文之
后，旋即开始学习中世纪经院哲学，藉此他转向希腊哲学，最后又转向
近代哲学，特别是布鲁诺和笛卡尔的哲学。

这种涉猎广泛的学习使得年轻的斯宾诺莎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观
念不久之后便与他周围的犹太信徒的观念对立起来，这也是毫不奇怪的
事情。他还不到二十四岁，而且还没有发表自己的文章，但是因为他的
口头言论，因为他散布所谓异端邪说，所以他遭到了指控并被驱逐出了
犹太教区，就我们从保存下来的资料所知，他受到了最为恶毒的诅咒。
对于一个生活在异族中间的犹太人来说，犹太教区不仅是他的宗教依
靠，而且也是他唯一的真正的故乡，因此，被逐出教会对他来说无疑是
一种特别沉重的打击。虽然斯宾诺莎在绝望中远远地离开了他们，但是
这个事件所造成的后果却永远不可能从他的生活中抹去：一方面，他陷
入了无限的孤独之中，这种孤独感只是由于后来与一些卓越人物的书信
往来才有所缓和；但是另一方面，他的内心也因此能够保持独立和自
由，不带任何个人成见，在当时只有很少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

关于斯宾诺莎后来的全部生平，可以说的事情就不那么多了。他在
荷兰各地过着深居简出的简朴生活，先是在莱茵斯堡，然后在伏尔堡，
最后他定居在海牙。虽然能够说明他的个人思想的主要著作在他生前只
发表了一部，但是他的声誉却传遍了整个欧洲，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与朋



友们的交往，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与惠更斯和莱布尼茨这样的名人的书信
往来。1673年，斯宾诺莎甚至收到了海德堡大学的邀请，聘请他到那里
讲授哲学，但是他婉言拒绝了。年轻时，斯宾诺莎除了学习经典之外还
学会了磨制光学镜片，这与犹太传统也是相符的，因为一个学者也应该
掌握一门手艺。他基本上就是以此来维持生计，不过也因为这种工作使
他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他患有肺结核病，由于经常吸入玻璃粉尘，这无
疑使他的病情更为加重。1677年2月21日，年仅四十四岁的斯宾诺莎就
被死神夺去了生命。在这四十四年里，他用于磨制镜片的时间肯定也和
今天大部分从事这个行当的人一样多，但是除此之外，他还完成了另一
项事业，就其深刻性和完整性而言，哲学史上很少有人能够望其项背。

2．著作

上面提到的由斯宾诺莎自己（匿名）发表的著作就是《神学政治
论》。在我们今天看来，其中关于宗教的言论并非过分异端和富于革命
性，但是在那个为信仰而斗争的年代，每一个教派都在满怀激情地捍卫
自己的理论和教义，任何异端的言论都可能引发一场信仰风暴，这使得
斯宾诺莎最终失去了继续公开发表著作的兴趣，或许这样也更为现实一
些。

斯宾诺莎认为，圣经并不是专为少数几个上帝的选民而写的，而是
上帝给整个民族或者说是给整个人类的启示。但是，这也就意味着，圣
经的语言必须适应占人类大多数的普通人的理解力。若想让广大民众理
解圣经，不能仅仅依靠呼唤理性，而是应该激发他们的想象力。所以，
那些先知和使徒们也非常自觉地利用象征、比喻和寓言等较为感人的表
述方式，因此，他们也会讲述一些奇迹。在斯宾诺莎看来，一个明智的
人会认识到，只有遵循宇宙运行的不可改变的伟大规律，人才能最为透
彻地看到上帝的力量和伟大，而普通大众则会相信，恰恰是在一般的自
然规律被“奇迹”打破的地方，上帝才会显现自身。

我们必须从两种意义上来理解和解释圣经。从某种程度上说，它表
面上是为大众准备的，用以满足普通大众对带有幻象和奇迹的宗教的要
求，而在这表面的背后，哲学家则会从中发现各个民族伟大的精神领袖
和人类的思想先驱的深刻和永恒的思想，对哲学家来说，这表面中可能
会包含着许多矛盾和错误。两种意义都有其合理之处。



然后斯宾诺莎又谈及耶稣的形象以及基督教与犹太教之间的关系。
他指出，必须将耶稣的形象从环绕着他的种种教条中解放出来，这些教
条只会导致矛盾和缺乏宽容之心。斯宾诺莎认为，基督并非上帝之子，
但他是全人类中最伟大者和最高贵者。斯宾诺莎相信，如果人类能够追
随一个在此意义上的救世主及其思想，那么不仅犹太人和基督徒将会联
合到一起，而且所有的民族或许也会在他的名义下统一起来。

斯宾诺莎的主要著作《伦理学，用几何学方法加以证明》（Ethica
more geometrico demonstrata）直到他去世都一直被他锁在写字台的抽屉
里，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一直担心这本书在他死后可能会遗失。
事实上，在他去世的那一年里，朋友们就将这本书出版了，而且产生了
不容低估的影响。

对于那些在哲学方面没有预备知识的初学者来说，《伦理学》不属
于推荐给他们阅读的书目。如它的标题所显示的那样，它是“用几何学
的规则”写成的，是按照数学方式写成的著作，有预先给出的假设，有
命题、定理、证明、结论等。在斯宾诺莎的前辈笛卡尔那里，我们就已
经看到这种对数学的热爱，而且他们都坚信，哲学也必须具有数学思维
那样的精确性和绝对有效性。阅读这本书的困难一方面来自他的这种方
法，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过分简洁的表达方式。众所周知，一本书
的“长度”——也就是读者为了理解一本书所要走过的道路的长度——与
这本书的页数并不是一回事。斯宾诺莎严格地删除了他文章里的任何多
余的词句，他用拉丁语将他终生的思想劳动的精华浓缩进了二百页的书
里。因此之故，若想在有限的篇幅内传达它的思想内容的大概也是相当
困难的。

斯宾诺莎的思想出发点就是实体（Substanz）这个概念。这个概念
的含义并不是我们今天通常所理解的物质。如果我们能设想一下，这个
词在拉丁语中的字面意义就是“位于下面的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接
近这个词的本义了。斯宾诺莎的这个概念指的是太一或无限者，它居于
万物之下或之后，它将一切存在集于一体并包含着一切。实体是永恒
的、无限的、自因的。在它之外无物存在。若这样理解的话，那么实体
概念就与上帝概念是同义的了，而且作为一切存在物的总称，它与自然
概念也是可以等同的。因此，斯宾诺莎的思想一开始就表达了这样一个
方程式：

实体=上帝=自然



实体与“样态”（Modus）这个概念是相对的。“样态”并非像实体那
样由自身自由而必然（因为必然性和自由在这里是一回事）地组成，也
就是说，“样态”是一切被其他事物所规定的东西，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广
义的物质世界，或（有限的）现象世界，在一般的语言运用中，我们称
这个世界为自然界。斯宾诺莎对此也很清楚，为了避免误解，他使用了
两个自然的概念：即“创造自然的自然”（natura naturans），系指前述第
一种情况下包含一切的自然；“被自然创造的自然”（natura naturata），
这是对一切有限事物的总称。

因为人类的语言并非可与数学符号世界相比拟的符号语言，而是从
未知的远古时代继承下来并有机地发展而来的语言形式，所以，不管我
们做出怎样的概念清晰的定义，每一个词总会带有许多未被说出来的意
义，它的意义本来就是来自某个词的过去以及人类的思想遗产。因此，
在斯宾诺莎那里也出现了如我们在康德那里看到的情况，他常常并不那
么严格地遵守他自己确定下来的定义，比如，他称上帝就是“创造自然
的自然”，他称大自然“就是被自然创造的自然”。

每一个有限物都是被另一个有限物所规定的。何以如此？斯宾诺莎
为了说明他的这个基本概念举了下面一个例子：设想将无限的实体呈现
到一个无限庞大的平面上，譬如一张适合于将样态、个别事物和各种图
形画到上面去的白纸上。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平面划分为许多小方块，我
们把目光投向其中的一个方块并提出一个问题，即这个小方块是被什么
所限定的？那么回答就会是：它是被四周和它相邻的方块所限定的，而
不是与之相反，至少它不是间接地被整个平面所限定的。当然，如果事
先没有那个大的平面，小方块也就无从谈起。斯宾诺莎想借此说明一个
道理，即每一个有限物总是被另一个有限物所规定，但是上帝却不可能
是任何有限物的直接原因。

如果有限物不是直接来自上帝，而万有却是来自上帝，那么在作为
无限实体的上帝与个别样态之间必然还存在一个中间环节。这个中间环
节是什么呢？让我们再回到上面那个例子中去。平面中的某一个特定的
正方形是由它四周与之相邻的正方形所规定的，如此类推，以至于无
穷，所有可能的正方形合在一起就构成了无限巨大的无所不包的整体，
不管这个平面被分割为多少个别形状，而整体却永远保持不变。斯宾诺
莎将这所有样态的全部称为“无限的变态”，它是直接来自上帝的。这样
我们就获得了一个三级阶梯：无限实体（=上帝）；所有样态的全部（=



万有）；个别样态。

无限实体（或曰上帝）有两个属性（不管怎么说人类心灵只能感知
到两种）：思想和广延。一方面，上帝是无限的广延（也就是说上帝没
有形体，因为所有形体都是有限的），另一方面，上帝是无限的思想
（也就是说上帝不是某个特定的或有限的思想）。因为万物都在上帝之
中，所以每一个个体都可以从这两方面加以考察：从思想方面，它显现
为观念；从广延方面，它显现为肉体。尽管只有两种不同的实体（如笛
卡尔所认为的那样），但是我们从两个方面考察的却是一个东西；尽管
个体（尤其是人）只是由两种不同实体即肉体和灵魂组成的，但这两种
实体也只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这个观点在现代人类学那里又得到
了进一步的发挥。

每个个体都力求维持自己的存在，在斯宾诺莎看来，这与个体的本
性是相符的。和每个个体一样，人在这种努力中必然会与其他个体相
遇，一方面，他会通过对对方施加影响而积极行动（主动），另一方
面，他会通过接受对方对自己施加影响而消极忍受（被动）。如果他自
我保存的欲望得到满足，那么就会产生快乐；如果这种欲望受到阻碍，
那么就会产生悲伤。所有这一切，人的行为和人的痛苦以及人的爱、恨
和激情，这些都与人的肉体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它们都带有自然的必然
性和坚定不移的合乎逻辑性。因此，用冷静的数学般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审视和分析人的欲望和激情，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如斯宾
诺莎所言，“我将要考察人类的行为和欲望，如同我考察线、面和体积
一样”。[5]

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意志自由（选择的自由）在其中是没有活动余地
的，斯宾诺莎将一个幻想自己能够自由选择和自由决定的人比作一块被
抛向空中的石头，这块石头在下落的过程中可能也会徒然幻想自己能够
决定它下落的路线和地点。和所有自然事件一样，我们的行为也必须遵
循同样的铁的规律。

善与恶的普遍有效的概念也并不存在。凡是有利于个体自我保存的
东西就被称为“善”，凡是阻碍个体自我保存的东西就被称为“恶”。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在这个世界上究竟还有没有一种能够指导人们
应该如何行为的普遍有效的伦理学原则呢？如果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个体
都遵循自我保存的原则，如果这个世界上的“自由”也只符合最高级的生
命体的利益，那么在这样一个世界上试图建立一种伦理学究竟还有什么



意义？

斯宾诺莎的回答是，首先，他所说的不存在意志自由并不意味着人
对他的行为可以不负责任。由恶行导致的恶果之所以并不那么可怕，是
因为它是必然产生的结果。我们的行动是否自由，这并不重要，因为我
们的动机就在于希望和恐惧。因此，如果认为我不再给戒律和命令留出
地盘，这种断言就是错误的。

事实上，历史上已经有足够的例子证明，许多非凡的人物都度过了
堪称模范的一生，尽管他们对人的不自由坚信不疑。但是这个理由仍然
不能令我们感到满意。

每个客体的本性都在于追求自我保存，这个原则同样也适用于人
类。“每个人都爱他自己，都寻求自己的利益——寻求对自己真正有利
益的东西，并且人人都力求一切足以引导人达到较大圆满性的东西。并
且一般讲来每个人都尽最大努力保持他自己的存在。这些全是有必然性
的真理，正如全体大于部分这一命题是必然性的真理一样。”[6][7]德性不
是别的，它无异于人实现他的上述目标的能力。也就是说，德性和权力
并无不同。人的自然权力也就是他的这种权力，因为斯宾诺莎说，所谓
自然权力也可以理解为自然法则或自然权力。“绝对遵循德性而行，不
是别的，只是依照我们固有本性的法则而行。”[8][9]

那么，人依循其法则而努力追求自我保存和自我完善的固有本性又
是什么呢？接下来是关键的一步，它决定了斯宾诺莎思想的发展方向，
他认识到：人就其本性而言是理性动物。如果人在理性的引导下追求自
己的利益，那么他也就是依循他的本性而行动，而由于理性努力追求理
解，因此“指向理解的努力乃是德性之首先的唯一的基础”。[10][11]这让
我们想起苏格拉底，他也曾经将德行与正确的认识联系起来。

当然，人也不仅仅是理性动物，此外他还身不由己地受本能、欲望
和激情的控制。那么理性和激情的关系如何呢？斯宾诺莎对人的本性当
然可谓了如指掌，因此他对人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即理性必须克制和压
抑激情。而且他了解得更多，“一个情感只有通过一个和它相反的，较
强的情感才能克制或消灭”。[12][13]

那么理性究竟有什么作用？它的作用倒是有几个。人的个别激情都
有一个特性，即它会力求使自己的欲望得到完全满足，它不顾人的其他
情感，也不顾整个人的幸福。在激情中，人会完全沉醉于那一刻之中而



忘乎所以，他不顾将来会发生什么。假如人完全沉醉于其中，这对他个
人的真正利益来说并没有好处。只有当理性能够超越倏忽而过的当前时
刻，能够看到当下的行为的未来结果，它才能帮助我们统揽全局并采取
正确的行动。作为生命的原动力，欲望是我们不可缺少的。但是理性告
诉我们，应该将人身上的各种对抗力量相互协调起来，使它们之间达到
一种平衡状态，这样才会真正有利于他建立一种和谐的人格。没有激
情，人将不成其为人。但是激情必须经过理性的调整和引导。

理性的能力还不止这些。也就是说，理性本身也可以变成激情，变
成感情冲动，并像激情那样对人产生影响！正因为对善与恶的认识本身
就能够起到一种情绪的作用，所以就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人能够使他
对善与恶的认识成为他行动的准绳。在这个意义上，斯宾诺莎说：“在
我们为被动的情感所决定而产生的一切行为，也可以不为情感所决定，
而为理性所决定。”[14][15]所以说，理性可以通过使自身成为激情从而战
胜激情。

最终，理性会继续引领我们走向更高的下一步。让我们再回到前面
举的那个例子上去，即那个上面画有各种图形的无限大的平面。有最简
单的生物，它们是“第一级别的个体”，我们可以设想用一个正方形来表
达它。我们所认识的最为复杂的生物就是人，我们可以设想用一个非常
复杂的图形来表示它，并把这个图形画到平面上去，很明显，它本身就
包含了许多个正方形。但是，它会与其他大量的单独的正方形相交，而
只将一部分包含在自己身上。从广延的角度看，即将它作为物体来看，
那么这样一个生物将不会完全控制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的运动，其他物体
会对它施加影响并干扰它。或者从思想的角度看，即将它作为精神来
看，这样一个个体会将某些正方形完全包含到自己身上，而另一些则只
能是部分地被包含。斯宾诺莎称这种能够完全占有精神的理念是适当的
理念，而其余的则是不适当的理念。

在人的欲望和激情中，人会将其他身体作为自己的欲望和激情的对
象，因为其他身体同时也会对他产生影响，所以他只能获得不适当的理
念，只能获得支离破碎和杂乱无章的理念。这也同样适用于其他身体的
感官知觉。

而理性则与此截然不同，特别是它的最高级形式，斯宾诺莎称之
为“直觉”。理性只会帮助人们获得适当的理念，理性不会提供对孤立状
态下的事物的杂乱无章的认识，理性会将一切事物放到它们永恒的和必
然的联系中加以考察。（在此，我们不禁要做几点说明，即斯宾诺莎在



这里的表现足以证明他是那个理性时代的真正儿子。个别思想家或个别
人无疑是不假思索地做出的假定，却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这无论如何
是非常有意思的和富于启发意义的事情。斯宾诺莎不相信人的感官和本
能。但是，对于理性及其力量他却深信不疑，他认为，理性能够帮助人
们获得纯净的认识及其绝对可靠性。）由于理性能够纯粹和适当地把握
事物，因此理性也就能够在事物的合乎规律的必然性上来理解事物。人
所理解的某种事物是必然的，是因为他认识到，这个事物只能是如此而
非其他，而且人也必须肯定它，因此来说，理解也就是肯定，而肯定不
是别的，它就是意欲（笛卡尔也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毫不怀疑
地认识到的东西，我们面对它时就不再觉得，它是一个从外面向我们靠
近的东西，或者它不是我们意欲的东西，而毋宁说，它就是我们自己赞
同、肯定和意欲的东西。我们面对它时不是感到不自由或痛苦，而是感
到自主和自由！因此，人只会借此达到更高的自由，而这也是他能够达
到的唯一自由，并且他通过认清这一点就能够更大程度上摆脱痛苦。人
所认识的一切带有必然性的东西，他也将会理解它，并肯定它。人所肯
定的东西也不再是让他感到痛苦的东西，相反，他面对它时会感到自
主，亦即自由。

由于一切必然的东西皆为上帝的意志（因为上帝的意志和必然之物
实际上就是一回事），所以进一步认识和肯定必然之物也就是不断地增
进对上帝的爱，并更加服从上帝的意志。人能够达到的这个最高境界，
斯宾诺莎称之为“对上帝的精神之爱”（amor Dei intellectualis）。这同时
也就是“对不可改变的命运的爱”（amor fati），两个世纪之后，尼采也
试图教导同一种思想，只不过尼采为此付出的是痛苦的代价，他不像斯
宾诺莎那样恬然自适。人只有不假思索地献身于必然之物，也就是献身
于上帝的意志，宗教以及永恒的幸福才会成为可能。在这个意义上，正
如《伦理学》的末段所言，“幸福不是德行的报酬，而是德行自身”[16]。
这就是斯宾诺莎指给我们的道路。最后，让我们再听一听他在回顾自己
的著作时所说的一段话：

现在，我已经将我要说的所有关于心灵克制情感的力量，
以及关于心灵的自由的意义充分发挥了。由此可以明白看到，
智人是如何地强而有力，是如何地高超于单纯为情欲所驱使的
愚人。因为愚人在种种情况下单纯为外因所激动，从来没有享
受过真正的灵魂的满足，他生活下去，似乎并不知道他自己，
不知神，亦不知物。当他一停止被动时，他也就停止存在了。



反之，凡是一个可以真正认作智人的人，他的灵魂是不受激动
的，而且依某种永恒的必然性能自知其自身，能知神，也能知
物，他决不会停止存在，而且永远享受着真正的灵魂的满足。
如果我所能指出的足以达到这个目的的道路，好像是很艰难
的，但是这的确是可以寻求得到的道路。由这条道路那样很少
被人发现看来，足以表明这条道路诚然是很艰难的。因为如果
解救之事易如反掌，可以不劳而获，那又怎么会几乎为人人所
忽视呢？但是一切高贵的事物，其难得正如他们的稀少一
样。[17][18]

以上我们仅限于就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基本思想作了简要的讨论，并
没有涉及他的政治学思想。但是在此我们至少应该强调指出他的一个政
治观点，即他对国家提出了精神自由（亦即言论和思想自由）的要求。
他仍然从理性出发为其寻找根据：当人们结为国家同盟并将权力赋予这
个同盟之后，作为国家的公民，他们有多少权力将不再意味着他们就能
拥有多少权利，只要是人与人彼此相处，情况就是如此。为了国家的利
益，他们放弃了自己的一部分权力，因而也就放弃了自己的一部分权
利，但是因此他们也获得了安全。但是国家本身却仍然处于一种所谓的
自然状态中，在这种状态下，一切可能的，都是允许的。这个原则适用
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条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约束国家的行为，这要看
遵守条约是否对国家有利。这个原则也同样适用于国家内部的权力，适
用于国家与其公民之间的关系。国家有多大的权力，它就有多少权利。
国家能够强制实施的一切都包含在这种权力之中。但是，因为人的宗教
和科学信念不能被强迫，所以，如果国家仍然试图反其道而行之，那么
国家就超越了它的权力以及权利范围，而且那样做也只能是一种愚蠢的
行为。就此而言，赋予公民尽可能多的自由，这对国家来说无疑是明智
之举，因为“人们普通的天性是最容易愤慨把他们相信不错的意见定为
有罪”[19][20]。斯宾诺莎的这些话至今仍然有其现实意义。我们可以相
信，斯宾诺莎所以提出这种思想自由的要求，除了理性方面的因素之
外，他的痛苦的个人经历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因此可以说，斯宾
诺莎走在了伟大的欧洲启蒙运动的前面，关于这个运动，我们将在下一
章里详细讨论。

3．斯宾诺莎对后世的影响以及我们对他的评价



斯宾诺莎死后，他对后世产生的影响并没有立即充分显现出来。和
活着的时候一样，他死后也遭到憎恨和嘲笑，他的思想也被禁止传布。
犹太教会把他开除了，天主教会也将他的著作列为禁书。即使是开明的
皮埃尔·培尔也称斯宾诺莎的思想是奇谈怪论。

至于说到斯宾诺莎与犹太教会之间发生的冲突，我们必须考虑到以
下因素：作为一个少数派宗教教徒的团体，犹太人曾经多次遭到驱逐，
因此他们主要是通过共同的信仰才团结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他们对
任何足以威胁他们团结的行为都会做出敏感的反应；所以，他们同样惧
怕那些被基督教多数派视为异端或反宗教的观念，这也是合乎情理之
事。年轻时，斯宾诺莎就宣称：那些先知们被作为道德导师而受到尊
敬，可是他们的学识并不比他们的同时代人更多些。这使得他处境更为
艰难。

在德国，斯宾诺莎哲学起初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因为几乎与此同
时诞生的莱布尼茨哲学抢占了更大的风头。尽管如此，他的影响还是超
出了表面上所显示的情形，我们可从如下事实看到这一点，即针对斯宾
诺莎的思想，人们总是不断地发表一些争论和反驳文章。首先对斯宾诺
莎公开表示敬意的人中，在德国，有伟大的诗人和评论家莱辛以及约翰
·海因里希·雅各比（1743—1819）；在英国，有诗人柯勒律治。后来，
赫尔德和歌德也明确表示，他们信奉斯宾诺莎及其学说。受斯宾诺莎思
想影响较深的哲学家主要有叔本华、尼采和柏格森。

下面我们再对斯宾诺莎做一简短评价。毫无疑问，斯宾诺莎的思想
也是他人格和命运的体现。没有人能够做到与世隔绝地旁观世界以及他
自己的人生，即使像斯宾诺莎这样的人也做不到这一点。斯宾诺莎哲学
的一个重要特征也表明了他的出身，我们可以称这个特征是东方式的。
斯宾诺莎身上带有一种宿命论的献身精神，尽管这不一定必然会导致他
成为一个懒散的袖手旁观的人，但是也很容易使他成为这样一个人。因
此，曾有人拿他的学说与佛陀的学说相比。[21]在他的思想体系里，自
然的人类共同生活诸如婚姻、家庭和民族等的价值和意义并没有受到重
视，或许这同样应该归咎于他的出身以及他的个人命运。

斯宾诺莎是个天性以理论为行为导向的人，因此，对他来说，一个
人的认识必须与他的行动相一致。他几乎不能想象，一个人确信无疑地
认识到的道理，他在行动中却不去实践它。在他看来，认识本身确实就
是一种情感冲动。



斯宾诺莎从来都不认为，人有可能会克服掉他自私自利的秉性，因
此他也不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而且在他看来，一个人会为了
另一个人而牺牲自己，这个想法本身就是荒谬的，他的这种观点与他的
性格和他遭受驱逐的个人命运以及他孤独的生活不无关系。这使得他的
思想与基督教的核心思想区别开来，尽管在其他某些方面两者之间有一
些相近之处。

三、莱布尼茨

1．生平和著作

在德国，三十年战争（1618—1648）给社会表面所造成的破坏使这
个国家倒退了许多年，据专业历史学家的看法，这种破坏产生的影响持
续了长达一个世纪之久。即使在思想领域，战争年代的德国也是一片荒
芜的景象，只零星地涌现出了几个独立的思想家。尽管持久的战争创伤
在德意志民族的心灵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但是，在思想方面，德
国人恢复得还是相当快的，这主要还是仰赖一位伟大人物的功绩，这个
人就是哥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在战争年代精神贫瘠的状况下，他
的出现就像一颗耀眼的彗星划破夜空。他是日益展翅翱翔的德国近代哲
学的真正奠基者。他的博学多识，他在几乎所有的知识领域内所做出的
杰出贡献，这在德国都是史无前例的。

1646年，也就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22]签订前不久，莱布尼茨
出生于莱比锡。他早年丧父，童年时就接受了广泛的教育，这使他在十
五岁时就入大学学习，十七岁时就拿到大学法律硕士文凭，二十岁时就
获得了博士学位。他的博士学位是在阿尔特多夫大学获得的，因为莱比
锡大学考虑到他太年轻不允许他博士毕业。随后大学给他提供了一个教
授职位，但是他放弃了，后来他也没有再担任过任何一个学术职位。他
更为关注的是政治活动，与美茵茨选帝侯的交往激起了他对这方面的强
烈兴趣。受选帝侯的委派，莱布尼茨带着他自己设想出的一个计划前往
巴黎，他试图去游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想让他把进攻尼德兰和德国的
兴趣转移到其他目标上去。莱布尼茨提出的建议是，信奉基督教的欧洲
国家不应该再彼此相互消耗战争力量，而应该团结一致去对抗非基督教
世界。他建议法国应该首先占领埃及，正如后来的拿破仑一世所做的那
样。但是莱布尼茨没有取得成功，最后有人提示他：“十字军东征已经



过时了。”

莱布尼茨在巴黎逗留了四年，他在科学方面取得了更为丰硕的成
果。他研究了笛卡尔，阅读了斯宾诺莎《伦理学》的手稿，与那个时代
的许多重要思想家建立了联系，其中有惠更斯，据莱布尼茨自称，惠更
斯是带领他进入数学殿堂的第一人；有阿诺尔德，他是当时的詹森派领
袖人物，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人。回乡的途中，他还拜访了斯宾诺莎。莱
布尼茨整个一生中都在与许多重要人物频繁地书信往来（他有六百多个
通信伙伴），对于我们了解他的思想来说，他的书信也是最重要的源泉
之一。在巴黎，他发明了微积分，即数学中的无穷小算法，在此之前不
久，牛顿也以另一种并不完善的形式发展了这种算法，但是，莱布尼茨
当时对牛顿的成绩可能并不知情。

1676年，莱布尼茨应召前往汉诺威去担任图书馆馆长和宫廷顾问。
这座城市成为他的第二故乡，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他只是在外出旅行时
才离开过那里，当然也因此而使他的故乡的范围得到了延伸，他的旅行
目的地主要有柏林、维也纳和罗马。1700年成立的柏林科学院就是在莱
布尼茨的倡议下建立的。在与俄国沙皇彼得大帝的交往中，莱布尼茨向
沙皇呈递过许多旨在促进各民族之间的科学和文化交流的计划。在本书
第一部分的末尾，我们就曾经提到过莱布尼茨对中国精神世界的了解和
高度评价。莱布尼茨的那些伟大计划大部分都没有得以实现，尤其是那
个始终萦绕在他心头的想法，即他希望能使基督教的宗教信仰能够重新
统一起来，首先是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然后至少是路德教派和改革教派
之间。1685年，路易十四废止了南特诏书，并重新开始血腥地迫害法国
的胡格诺教派信徒，这是莱布尼茨一生中最感痛苦和失望的事情之一。
为了促进他的计划的实施，莱布尼茨写作了神学著作，在其中他特别强
调了教派的联合。

莱布尼茨主要是作为国家法学者和历史学者服务于汉诺威的选帝
侯，所以，经过多年的资料研究之后，他写出了一部内容丰富的历史著
作，这应该是他那个时代最好的历史著作之一。与此同时，他的数学和
哲学研究工作仍然继续着。由于兴趣过于广泛，这常常使他不能善始善
终地完成一项工作。关于此，他曾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在档案室
里开始了研究工作，搬来了古旧书，并搜集了一些未经刊印的文稿。我
收到许多信件，也不停地给人写回信。但是，在数学方面我有许多新的
想法，在哲学方面我也有许多新思想，在文学方面我也有许多新观点，
我常常不知道应该先做什么。”莱布尼茨的兴趣多得简直令人难以置



信，他既是哲学家、神学家、外交家和数学家，也是历史学家和图书馆
学家，除此之外，他还从事技术研究，研究钟表、风车和液压机（他发
明了一种水泵，并在哈尔茨山的采矿中得到了应用），在矿山上，他还
常常作为地质学者和工程师而工作。

在人生的暮年，莱布尼茨也和许多效力于诸侯的伟大人物们遭遇了
相同的命运，他失宠了。1716年，他在孤独和愤懑中死去，不过直到最
后一天，他都在伏案工作。在欧洲思想史上，或许莱布尼茨是最后一位
涉猎几乎所有知识领域并取得了杰出成就的人，可是据他的同时代人记
载，最后他也就不声不响地被埋葬了，只有法兰西科学院给他题写了一
篇悼词以表敬意。

莱布尼茨的思想，特别是他的哲学思想之所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
视，原因主要在于，他自己从来都没有把他的哲学体系完整统一地表达
出来。他的哲学思想大都散见于他的无数信件和短小论文中，而这些信
件和论文有一部分只是过了几十年之后才被印刷并与公众见面。这里主
要涉及他哲学观形成的第一阶段或说准备阶段，即截至1695年这一时
期。在第二阶段，他的哲学观日臻成熟，他写了几篇文章，至少他在其
中对他的体系的主要部分做了概括性地讨论。首先应该提到的是他于
1695年发表的文章《新的自然体系》，其中的思想他又在《单子论》
和《自然与神恩的原则》中进一步地发挥，后两本书是他从1712年至
1714年在维也纳期间为欧仁亲王而写的。在此期间，他又写出了两部带
有哲学特征的重要著作，它们也都带有论战性的意图。《人类理智新
论》是针对英国思想家洛克[23]的，在莱布尼茨死后才发表。莱布尼茨
最有名的著作是《神正论》（论神的善、人的自由以及恶的起源），他
是针对法国怀疑论者培尔而写的，这本书诞生于他与普鲁士王后的交谈
之中。后来的研究者试图将莱布尼茨遗留下来的思想碎片拼凑成一个整
体，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不仅因为他的著作比较散乱，而且还因为他
的思想前后矛盾，莱布尼茨从来都没有抽出时间来思考一下他的整个思
想体系，他没有做补充说明，或者至少梳理一下他的思绪。他的著作和
书信全集自1923年始相继出版。在我们的叙述中，我们将仅限于讨论莱
布尼茨思想体系的三个核心问题。

2．莱布尼茨哲学的基本思想

单子论



为了能够更好地理解莱布尼茨形而上学的首要论点单子论，我们最
好把它与笛卡尔的实体概念联系起来看，而且是把它与笛卡尔的物体的
和广延的实体概念联系起来看。莱布尼茨从两个方面对笛卡尔进行了批
判。

笛卡尔认为，一切自然现象都可以用广延和运动的概念作解释，而
且可以表达为“运动守恒”原则。莱布尼茨提出了另一种观点：如果我们
只从广延角度观察物体世界，那么“运动”也就无异于物体向邻近位置的
移动，是空间中的物体相互间的位移。我究竟能不能客观地观察运动
呢？显然是根本不可能。运动是一种纯粹相对的东西，物体看上去是运
动还是不运动，这纯粹取决于观察着的角度。了解物理学的读者可能会
注意到，莱布尼茨的这种观点里已经蕴含着现代物理学中的相对论的萌
芽，而且他下面的观点也同样具有现代性，莱布尼茨接着说：运动和力
的概念是分不开的。力隐藏于运动的背后，并且力也是运动的原因，没
有力，运动就像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力（我们可以称之为能量）是真
正现实的东西。莱布尼茨利用下面的论据对此做了更为详细的解释：笛
卡尔主义者也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运动和静止始终是交替出现的。那
么，笛卡尔所认为的“守恒的”运动又在哪里呢？显然，守恒的并不是运
动，而是力。一个运动中的物体静止下来以后，运动也就停止了，但是
作为力的物体却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存在，或者说物体并没有停止显现为
力。只是在物体中起作用的力现在转化为另一种形式（我们也可以称之
为势能）。因此说来，并不存在运动守恒原则，而只存在力的守恒原
则。

莱布尼茨还从另一个角度，也就是从物体的连续性和可分性的角度
批判了笛卡尔的广延性实体观念。数学上的空间是一个连续统，是可以
无限分割的。如果我从笛卡尔的纯粹几何学的角度出发，把物体世界看
作广延，那么物质就是一种连续统一体，是可以无限分割的。莱布尼茨
认识到，物理学意义上的物质与几何学意义上的空间并不是一回事。数
学意义上的连续统是一种想象中的观念，它没有现实性。它可以被任意
分割，正是因为它是一种观念，是一种思想中的观念。现实的物质不能
与纯粹的广延性相提并论，这证明了——莱布尼茨也对此特别加以强调
——用纯粹广延性概念无法解释物体固有的惰性。而现实只能是由真正
的部分组成，并且也绝不可以被任意分割。他看上去要把我们引向古希
腊的原子论，或者要把我们引向莱布尼茨时代前不久的法国物理学家和
自然哲学家皮埃尔·伽桑狄（1592—1655）的原子论，伽桑狄是笛卡尔
的反对者，并对古代原子论作了重新改造。



但是，莱布尼茨并不满足于古代的原子概念。尽管莱布尼茨极力为
机械论自然观（如伽利略的自然观）的合理性做辩护，然而他也试图努
力超越这种自然观，并且深信，这样一种自然观的原则并非以自身为基
础，而是以形而上学的概念为基础。莱布尼茨将机械论的原子概念与亚
里士多德的隐得来希（为万物赋予灵魂和形式的力）概念结合到了一
起，于是他就得到了单子这个概念，从字面意义上看，这个概念的意思
是“单元”，或许他是从乔丹诺·布鲁诺那里借用来的。那么单子究竟是
什么东西呢？如果我们把斯宾诺莎的无限实体分解为无数个星星点点的
单个实体，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它了。实际上，莱布尼茨就曾经
说过：“如果没有我的单子论，或许斯宾诺莎就是对的。”我们可以从四
个方面来考察单子：

（1）单子是点。这就是说，存在物的真正本原是点状实体。它并
不存在于一种连续统一体之中，这似乎与我们的感官知觉相矛盾，因为
在我们看来，物质是一种广延的充塞空间的连续统一体。莱布尼茨断
言，这种感官印象是错觉。在这里，自然科学研究的新成果肯定对他产
生了影响，刚刚发明不久的显微镜一定是引起了他的注意。显微镜使得
人们对物质的深层结构有了更多的认识，而且也为他的观点提供了佐
证。

（2）单子是力，是力的中心。在莱布尼茨看来，一个物体就是由
逐点的力的中心组成的集合体。这不仅为后来的康德和叔本华的批判哲
学所证实，而且尤其为近代自然科学所证实。

（3）单子是灵魂。逐点的原始实体无一例外的是被赋予灵魂的，
不过它们也有不同的级别。最低级的单子仿佛处于一种恍惚的或昏迷的
状态，它们只有混沌的无意识的观念。较高级的单子，比如人的灵魂，
是有意识的。最高级的单子，即上帝，具有无限的意识，是全知全能
的。

（4）单子是个体。不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单子。单子构成了一个
完整的连续的系列，从最高级的神的单子到最简单的一般单子。每个单
子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位置，每个单子都以其独有的和唯一的方式反映宇
宙，每个单子都是潜在的力，它们从各个侧面反映整个宇宙。就单子是
个体而言，单子也是封闭孤立的系统。单子是“没有窗户的”。在单子身
上发生的一切都来自单子自身，来自单子的本性，上帝在创造单子之时
就已经预选规定好了单子的发展历程，所有单子都来自上帝的原始单
子。



前定和谐

在这个观点上，莱布尼茨又重新回到他的前辈思想家曾经思考过的
问题上去了，只是他改换为另一种形式。对笛卡尔来说，存在两个实
体，思维和广延。他认为，很难解释清楚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它
们在人身上的关系。对莱布尼茨来说，存在无限多个实体，这就是单
子。每个单子都有各自的观念世界。整个世界就是由单子及其观念组成
的，而所有的单子又共同构成和谐的世界整体。那么，如果每个单子都
按照自己的规定性发展，而单子的观念却能相互协调一致，比如我们人
类共同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并遵循着一定的规律思想和行动，这又该如
何解释？单子本身是无法对此给出解释的。我们同样也可以设想，单子
被创造出来，但是在它们不同的“世界”之间却不存在相互协调一致。要
想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所有单子的本源出发，这个本源就是神。

莱布尼茨用那个著名的“时钟比喻”来形象地解释他的观点，这个比
喻实际上也不是他的发明，而是来自前面提到过的格林克斯。我们设想
有两个时钟，它们步调一致，没有一点误差。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解释这
种一致性：要么这两个时钟是通过一个机械装置相连接的，一个时钟与
另一个时钟在机械上相互依赖，因此它们彼此不会有误差；要么有一个
机械师专门看管这两个时钟，他会不停地校准时钟的指针；要么这两个
时钟的制作工艺精确无比，因此不可能出现误差。

把这个比喻应用到不同的“实体”上面，这就意味着：首先，实体之
间必然产生相互影响。笛卡尔面临着两难选择，他既不能否认一个显而
易见的事实，即他的两个实体之间的协调一致，特别是人身上灵魂与肉
体的协调一致，他也不能赞成一种观点，即其中的一方会对另一方施加
影响，因为他的两种实体从其概念上说是彼此不同的东西。在这里，偶
因论者的第二种假设好像对解决问题有所帮助，他们让上帝来扮演校准
时钟的机械师的角色，为了使实体之间能够相互协调一致，上帝会时刻
出来干预。但是，对莱布尼茨来说，上述的两条路都行不通，因为他的
单子是“没有窗户的”，是彼此孤立的。在他看来，偶因论者的理论像是
deus ex machina[24]（意外出现的救星），可以帮助他用更自然的方式对
此做出解释。于是他就提出了第三种可能性，即上帝在创造单子的时
候，对于每一个单子以后的发展历程都预先规定好了。每一个单子的发
展都遵循它自己的规律，这个规律在单子诞生的同时就从上帝那里接受
下来了。上帝同时还考虑到了单子与其周围的其他单子的关系，并使它



们在发展过程能够保持和谐一致。这就是莱布尼茨的前定和谐说。

我们会发现，当然还存在另一种（更简单的）可能性，斯宾诺莎就
选择它。对他来说，并不存在两个时钟，也就是说，并不存在被割裂开
的两种实体。只有一种神的实体，如果我们看到思维和物体世界之间的
发展过程能够保持“和谐一致”，可也毫不奇怪，而且也不需要做更进一
步的解释，因为两者就是一个实体的两种属性，上帝时而使它显现为思
维的属性，时而使它显现为广延的属性。对斯宾诺莎来说，不存在两个
时钟，而只有一个时钟，不过这个时钟有两个表盘（或者有更多的表
盘，但是我们只看到这两个），而这两个表盘是由同一个机械装置驱动
的。

莱布尼茨无法走斯宾诺莎的那条路，要不然那条路可能会把他引向
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在那里，世界在上帝之中，上帝也在世界之中，上
帝和世界是一回事。莱布尼茨坚信基督教的有神论，认为在世界之外或
在世界之上有一个上帝。因此，他需要那个前定和谐的理论，尽管这个
理论很了不起，但是与斯宾诺莎的理论比起来却显得有些不自然。用他
自己的话说：“这个体系使形体好像（自然这是不可能的）根本没有灵
魂似的活动着，使灵魂好像根本没有形体似的活动着，并且使两者好像
彼此相互影响似的活动着。”[25][26]

神正论

显而易见，莱布尼茨的前定和谐说带有明显的乐观主义特征，而对
于他这样一个宗教思想家和立场坚定的基督徒来说，这种乐观主义不可
避免地又使他陷入矛盾之中，因为面对世界上的丑恶的现实他不可能视
而不见。莱布尼茨坚信，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的最
好的世界。这是由上帝的本性得出的结果。如果这个被创造的世界不是
最好的，如果另外还有一个更好的世界，那么，要么上帝还不知道这个
更好的世界——这与上帝的无所不知相矛盾，要么上帝没有能力创造一
个更好的世界——这与上帝的无所不能相矛盾，要么上帝不愿意创造一
个更好的世界——这与上帝的无上仁慈相矛盾。在这个一切可能的世界
中最完善的世界上，为什么却存在着如此多的痛苦、不完善和罪孽呢？
这就是莱布尼茨的神正论问题。

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莱布尼茨将恶划分为三种，形而上学的
恶，物理上的恶和道德上的恶。形而上学的恶归根结底在于我们这个世



界的有限性，如果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这也是不可避免的。物理上
的恶，也就是各种痛苦和忍受，是形而上学的恶的必然结果。因为被创
造的东西只能是不完善的（如果它是完善的，那么它就不是被创造的东
西了，而是和上帝一样），所以他们自己的感觉也只能是不完善的，所
以像痛苦和忍受这些不完善的感觉也就必然存在了。道德上的恶也是如
此，一个被创造的不完善的东西必然会有欠缺和罪孽，尤其是当上帝赋
予它自由之时。

3．几点批判意见——莱布尼茨思想的影响和发展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莱布尼茨的体系中显露了一系列内在矛盾。这
些矛盾之所以被遗留下来，一方面是因为莱布尼茨的思想总是有头无
尾，如果他能够前后一致地发展他的思想，或许这些矛盾是可以消除
的；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奇特的折中立场，他一边坚守着根深蒂固的宗教
信仰，一边又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急切地沉湎于新的自然科学知识中而不
能自拔。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他的几个矛盾之处。

关于空间，莱布尼茨一方面认为，世界只是由（无广延）的单子及
其观念构成的，此外别无其他。倘若我们的感官认知所显示的是，世界
是一个在空间中具有广延性的连续统一体，那也只是一种错觉，因为事
实是，它表面上是连续统一体，而实际上则是由点状的单子组成的集合
体。这是纯粹的唯心主义，也就等于是否定了空间的现实性。但是另一
方面，莱布尼茨又认为，有无数个单子在世界上并存。如此说来，那么
这些单子除了在空间中存在之外还能去哪里呢？莱布尼茨思想的另一个
矛盾在于，一方面，他宣扬前定和谐说，这也就是一种决定论，因为世
界的发展历程已经被上帝预先规定了；而另一方面，他又承认人的意志
自由，如他的神正论所言。

在莱布尼茨的哲学观和他的基督教信仰之间也存在着矛盾，他不仅
坚守着这种信仰，而且针对像培尔那样的怀疑论者，他还想利用自己的
学说为基督教作辩护。莱布尼茨在他的神正论中指出，在上帝创世时，
人的痛苦就已经预先注定了，因此，他反问道：我们如何知道人的幸福
就是世界的唯一的和主要的目的呢？上帝的世界目的并不仅限于世界的
一部分，而是扩及整个造化世界，并且这个世界目的也不应该仅仅为满
足这被造物的一部分而做出牺牲，不管它是多么高级的造物！这与基督
教的思想并不完全一致，在基督教那里，上帝的神圣计划恰恰就是拯救



人类。总而言之，在莱布尼茨的思想体系里，拯救的观念并无立足之
地。因为，如果上帝一开始就已经如此完美地创造了单子，以至于上帝
的任何干预都不需要了，所以，和任何其他的“奇迹”一样，期望通过超
自然的神恩的力量获得拯救，这既是不可能的，也是多余的，尽管莱布
尼茨仍然断言这种可能性的存在。

从一个更高的层面上调和这些矛盾并非不可能，决定论和自由之间
的矛盾，空间的观念性与现实性之间的矛盾，以及其他等等矛盾都在康
德的著作中得以澄清了。如果从莱布尼茨的立场出发，这是根本不可能
的事情。在我们今天看来，单子的概念（在古希腊哲学中就已出现，莱
布尼茨只是换了一种说法），更像是一种与现实不相符的虚构，或者说
是一种时代的产物，在那个时代，人们对物质的粒子结构以及生命体的
细微构造还不甚了解。

我们不应该因为以上做出的批判而否定莱布尼茨基本思想的伟大以
及它产生的巨大影响。莱布尼茨是个全才。他的伟大在于，他使看上去
相互对立的东西能够彼此协调一致起来，并能够将其组合成一个整体。
他的主要思想——他的体系也是以这些思想为基础的，而且这些思想在
莱布尼茨后继者的哲学发展中也占据着重要地位——可被总结如
下[27]：1.宇宙完全合乎理性的思想，亦即宇宙的逻辑规律性；2.个体在
宇宙中的独立的意义的思想；3.万物完美和谐的思想；4.宇宙在数量上
和质量上无限的思想；用机械论解释自然的思想。

由于莱布尼茨没有将他的思想组织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所以他也没
有遗留下一个哲学“学派”。要不是克里斯蒂安·沃尔夫（1679—1754）
尝试补做了莱布尼茨没有做的事情，把他的思想放到一个体系里，并使
之广为人知，那么莱布尼茨思想在他死后立即就得以产生广泛影响几乎
是不可能的事。沃尔夫在虔信派势力的逼迫下放弃了大学的教席，后来
又被腓特烈大帝召回普鲁士（哈勒大学）。直到康德时期，“莱布尼茨
—沃尔夫体系”一直在德国哲学中起主导作用。沃尔夫的功绩还在于，
他在用德语写的著作中（他的其他著作都是用拉丁语写成的）创造了一
套哲学术语，此后的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们就采用了他的这些术语。

莱布尼茨从来都没有公开执教过。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这就
是，从1571年（弗朗西斯·培根出生）至1750年（康德在哥尼斯堡作讲
师），没有一个一流的哲学家曾经长期在大学执教过，这一时期的思想
家们，要么是世俗世界中的人，如培根或莱布尼茨，他们与王公贵族们
交往甚密，要么就像斯宾诺莎那样离群索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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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和康德哲学







《自由领导人民》（1830，德拉克洛瓦，现藏卢浮宫）



第一章

启蒙运动

一、英国

1．英国经验主义的先驱

欧洲哲学在近代史的第一个世纪里共发展出三个分支，而我们在上
一章里只考察了其中的两个：第一个分支是以笛卡尔和斯宾诺莎为代表
的法国和荷兰哲学，第二个分支是以莱布尼茨为代表的德国哲学。其中
的第三个分支就是英国哲学，虽然对于欧洲思想的发展来说，英国哲学
并不比前两者意义更大，但是它们三者的地位也是同等重要的。英国哲
学与前两者迥然相异。在十三至十七世纪的这一段漫长的时间里，英国
人是首先为争取政治自由而斗争的民族，而且也正因为此，他们的势力
得以不断地向外扩张，他们也变得越来越富裕，这使得英国人的民族个
性也越来越变得更加理性和注重实际。自十六世纪以来，在英国出现了
清教主义宗教运动，他们要求“清洗”国教内保留的天主教旧制和繁琐仪
文，反对王公贵族的骄奢淫逸而提倡勤俭清洁和理性务实的生活，这种
宗教运动无疑对于塑造英国人的民族性格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与此相适应，从那时起直至当代，在欧洲的“哲学音乐会”上，英国
人一直就坚持不懈地演奏着自己的独特音调：拒绝抽象思辨，坚定不移
地坚持认为，经验是一切知识和所有哲学的基础。这样一种从经验出发
获得认识并因此试图将所有的科学建立在经验之上的哲学派别，我们称
之为经验主义。

针对以鄙薄经验为病征的中世纪经院哲学，最早发起攻击的就是英
国人罗吉尔·培根，他首先发出呼吁，倡导人们将经验作为真正知识的



源泉。这也并非偶然，因为，面对认识而强调意志的优先权的邓斯·司
各脱也是英国人；其唯名论对经院哲学抽象的概念大厦以有力冲击的奥
卡姆的威廉也是英国人；弗兰西斯·培根也是英国人，他进一步发展了
罗吉尔·培根的思想，将其发展为一种改革人类知识结构的庞大计划，
其目的就是使人类在实践上征服自然。

托马斯·霍布斯也是属于这个行列的一位思想家，在本书第四部分
的第一章中，我们就已经将他作为一位政治思想家做过评价。霍布斯也
反对抽象思辨，他实事求是地将哲学定义为从结果到原因和从原因到结
果的知识。对他来说，哲学的目的就是预见到知识的作用并把知识应用
于改善人类的生活。霍布斯以伽利略为榜样，可以说，他已经完全站在
了现代物理学思想的基础之上。而且他也可以被看作是将新的机械论解
释自然的方式首先应用于所有哲学领域中的哲学家。霍布斯因此得出了
一种彻底的唯物主义的结论，而且，由于他的思想远远地超越了他的时
代，这些都极大地阻碍了他的哲学思想在英国被承认和传播。

此后的英国哲学开路先锋从他们那一方面为伟大的欧洲启蒙运动拉
开了序幕，其中我们必须提及的一个人就是艾萨克·牛顿（1643—
1727），他不仅把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惠更斯等人所取得的成就
继承下来并加以发展，而且还将其联合为一种庞大的统一体。除了做出
大量的新发现之外，牛顿的功绩还在于，他把自由落体和运动的物理定
律应用到新的天文观测之中，并证明了使苹果落向地球的力和使天体围
绕其轨道运行的力是同一种力（即万有引力）。在科学的工作方法上，
牛顿的成就在于，他将经验归纳的思想与数学演绎的思想非常成功地结
合到了一起。在当时的英国，牛顿绝非一种个别现象，他只是一系列杰
出的自然科学家中最出类拔萃的一位，他们都是英国皇家科学院（1660
年成立）的成员。罗伯特·波义耳[1]（1627—1692）也是其中的主要代
表人物，他是近代化学的创始人。

人越深入地探寻自然的奥秘，他就会变得越谦卑和恭顺，牛顿身体
力行地验证了这句话。在这方面，他很像伟大的德国人开普勒。文艺复
兴时期的许多自然科学家，如乔丹诺·布鲁诺或帕拉切尔斯，他们面对
新时代所取得的科学成就而欢欣鼓舞，并且也变得自高自大起来，自以
为已经揭开了大自然的最深层的奥秘，与他们不同，牛顿自始至终都将
这样一条信念铭刻在心：人的心灵所能认识的真理只是冰山一角。最
后，他用下面一段话总结了自己一生从事科学研究的心得：“存在与知
识就像是一片广阔无垠的大海，我们越往前推进，海平面就会变得越来



越一望无际。每一项科学研究的胜利，本身也就意味着还有上百个未知
的领域等待我们去发掘。”

2．洛克

英国哲学在十八世纪经历了一个伟大时代，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三个
里程碑式的人物，其中的第一位为整个英国近代哲学奠定了基础，而另
两位虽然以他为出发点，但却选择了与之截然不同的道路，这三个人物
就是：洛克、贝克莱和休谟。

约翰·洛克1632年出生于索莫斯郡的林格通。经过全面的学习之后
——他特别是学习了自然科学、医学和国家理论，他结交了阿什利勋爵
（他就是后来的莎夫茨伯里勋爵）。洛克一家几代人都与勋爵家有交
情，他们曾经做过家庭教师、顾问和医生。洛克的人生命运与他恩主多
变的政治命运紧密相关，当勋爵在台上时，洛克曾经获得了一个官职，
但是当这位保护者倒台后，洛克旋即又失去了他的职位。之后，洛克在
法国南部逗留了四年之久，当莎夫茨伯里重新荣等内阁高位之后，洛克
也得以重返故里。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多久，莎夫茨伯里又倒败了，于
是洛克就跟随他去了荷兰。从1683年至1688年，勋爵一直面临着政治迫
害的危险，并因此而隐蔽地生活着。当威廉·冯·奥兰治于1689年登上英
国王位后，洛克便随莎夫茨伯里重返英国。之后，洛克担任主管贸易和
农业的高官达十一年之久。他于1700年退职，此后又在他的一位贵族朋
友的庄园里生活了四年。从这时开始，他在整个欧洲声誉鹊起，并与许
多重要的思想家交流思想。

洛克为他的主要著作取名为《人类理智论》，他于1670年就已经开
始构思，但是二十年之后这本书才发表。这本书在外在形式上的特点
是，它的语言简单，引人入胜，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能读得懂。和之前
的笛卡尔一样，洛克也不愿意使用那种内行人才理解的学术语言。他用
下面的谦虚的话来介绍自己的著作：“我发表这本书，目的不是想教导
那些思维敏捷和高瞻远瞩的人，在那些人面前，我自己也只是一个学
生。因此，在这里我想提醒他们，他们不要对这本书期望过高，我在这
里只是把自己粗浅的思想写出来，而且它也只适合像我这样的人来阅
读。”

洛克的思想出发点就是他的如下认识，他认为，每一种哲学考察首



先应该从考察人的理智的能力出发，从考察人的理智所能达到的界限出
发。人不应该任由自己的思想驰骋于事物的广阔的海洋之上，好像一切
都是他的当然的和不容置疑的思考对象。和在笛卡尔那里一样，洛克的
思想出发点也是一种彻底的怀疑论，但是他怀疑的方式与笛卡尔的方式
截然不同。因为，笛卡尔坚信，我们可以通过推理的方式，用精确的数
学来解释世界。洛克对此提出了质疑，他怀疑人的理智是否能够做到这
一点。在开始真正的哲学思想之前，首先检查一下思想的方式及其可能
性，此前的许多哲学家也曾经这样做过。但是，洛克是第一个以完全认
真的态度对待这个问题的人，因此，他也是第一个批判哲学家，是现代
认识批判的真正先驱。

因此，洛克的方法与法国式的方法截然不同。笛卡尔的怀疑态度并
没有阻止他从一开始就接受一个带有某种特性的上帝概念。与笛卡尔不
同，洛克从一开始就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在不同的民族那里，上帝这
个概念并非自古以来到处都有。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对全部人类的意识
（包括人的五花八门的印象、意志冲动和观念等）进行一次批判性的清
查，目的在于能够进一步确定：观念和概念是如何进入人的意识的？依
照观念的起源，这些不同的观念到底有多大程度的确定性？

对于第一个问题可能有三个答案（如笛卡尔所确定的那样）：我们
意识中的观念，要么是从外面进入意识的，要么是来自外面的观念材料
通过思想本身而构造出来的，要么这些观念是人与生俱来的，亦即观念
是天赋的。洛克这本书的整个第一部分都是在试图证明，没有天赋观念
（No innate ideas!）。儿童以及那些野蛮人的精神状态显示出，根本就
没有什么时时处处都存在的观念、概念或理论上的和实践上的基本原
则。恰恰是理论上的思维规律，如同一律和矛盾律，它们的抽象的特点
就已经表明，它们是人类精神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之后的产物。这也同
样适用于人类的道德戒律。意识的全部内容只能是来自前两个源泉，即
外在的和内在的经验，在其中，内在的经验源自外在的经验。在获得经
验之前，意识中根本一无所有，它就是一张尚未写上字的白纸，一块白
板（tabula rasa）。如此一来，洛克就站到了莱布尼茨的对立面，因为
莱布尼茨的单子是封闭的，这样，他必然也就会接受天赋观念论。

洛克在第二卷书中深入地证明了，一切观念（它始终是指最广泛意
义上的意识的内容）都来自经验。他将观念做了如下的划分：

A.简单观念。他称简单观念（与复杂观念相对而言）是我们的思想
的最简单的组成部分，是印象的简单图像。



（a）外在经验是进入意识的简单观念的源泉。外在经验是第一性
的；人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熟悉他周围的世界。

洛克认识到，经过知觉进入意识中的东西从来都不是物（实体）本
身，而是质。和其他哲学家一样，他也将质区分为第一性的质和第二性
的质。

第一性的质的观念包括广延、物体的形相、坚实性（不可入性）、
数目、运动以及静止等属性。这些属性始终存在于物体之中。我们没有
理由认为，在这种关系中，物体与我们所知觉到的不一样。在现实性与
知觉之间，存在着一种直接的和可理解的关系。

第二性的质的观念包括颜色、滋味、气味、温度、声音等属性，这
些属性不会始终被人的身体感觉到，而只是在某种特定的关系中偶尔才
被人的身体感觉到。如果一个人的身体是热的，他会感觉到冷，而且一
个人感觉到的颜色也会发生变化，诸如此类。显然，在人的身体内，并
不存在与那种在简单的和可理解的关系中的质相适应的东西，如像在第
一性的质那里那样。当然，身体内必然存在一种力量，它能够在我们体
内唤起第二性的质的印象，洛克认为（后来的物理学和知觉生理学也证
明了这一点），这种力量能够使我们认识那些不能直接感知到的物质的
最小微粒。但是，他又指出，一种最小微粒所形成的运动如何就能在我
们体内造成一种“热的”印象或“绿的”印象呢，这仍然是不可思议的事
情。

（b）洛克称内在经验（反射）是印象，当意识不是从外部接受印
象，而是仿佛反观自我并观察他自己的内部活动时，这种印象就产生
了。内在经验又可区分为认识（知觉、回忆、区别、类比）和意愿。

（c）外在经验与内在经验可以共同起作用，这尤其表现在人对快
乐和痛苦的感觉上。

B.复杂观念。理智通过将简单观念集合到一起就构成了复杂观念，
这就像将字母组合到一起就组成了词语一样。不管是组合字母，还是组
合观念，其组合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界限的，但是，不管组合出多少词
语，字母也不会增加一个，同理，不管组合出多少复杂观念，简单观念
的数量也不会增加一个。洛克将复合观念分为如下三种：

（a）样式：包括数量、空间、延续等。



（b）实体：上帝、精神和物质。

（c）关系：属于这一类的有同一与差别、原因与作用、时间与空
间这些概念组。

由于复杂观念只有通过在理智中的组合才能产生，因此，基本说来
没有什么现实的东西能够符合它。这尤其适用于一切形式的一般概念。
在这里，洛克以唯名论为出发点。洛克的第三卷书讨论的是语言，他详
细地证明了，那些意指一般事物的语词在现实中没有其对应物。很多人
认识不到这个事实，这是大部分错误的根源所在。

就复杂观念只能存在于理智之内而言，还有一个例外，这就是实体
概念。在一种内在的压力之下，洛克接受了如下的观念，即必然存在一
个真实的实体。关于它的本质我们当然无话可说，我们至多可以承认，
存在有思考能力的实体和没有思考能力的实体。洛克给出的基本解释
是，物体的和精神的实体，两者都是不可理解的。如果我们说，实体有
思想或有广延，这实际上等于什么也没有解释，我们恰恰需要对此做出
解释：实体是如何思想的，以及实体是如何广延的。但是要对此做出解
释又是不可能的。

我们在这里只是简略地叙述了洛克思想的纲要，读者或许已经发
现，他的大部分论点都没有经过真正仔细地思索和论证。譬如，洛克在
三个不同的地方（在第一性的质中，在样式中，在关系中）讨论过时间
和空间问题，关于这两个“观念”的作用，显然他最后也没有搞清楚。但
是，他的著作不管怎么说也是一次伟大的尝试（就其外在形式而言也是
如此，这篇论文长达一千页），他试图以严格分析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解
释人类意识的内容。

洛克的认识论只是他全部著作中的一部分，他关于教育、政治、宗
教哲学以及伦理学的观点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在后面一节里，我们
将重新回过头来述及他这方面的思想，不过我们首先要叙述的还是洛克
的后继者（贝克莱），在他那里，上面概略提到的洛克的思想也得到了
继续发展。

3．贝克莱



贝克莱于1684年（或1685年）出生在南爱尔兰，从外表上看，他的
生活没有霍布斯或洛克的生活那样动荡。他在都柏林完成大学学业后就
留在了大学中任教，之后，他游历了整个欧洲，并且还到了西西里，他
甚至还在美洲新大陆度过了几年的时光，他计划在百慕大群岛建立一个
殖民地，这个殖民地不仅要给土著人带来文明和基督教，还要给欧洲人
树立一个简朴自然的生活的榜样。返回爱尔兰后，贝克莱在克洛因做了
十八年的主教。1753年，贝克莱在牛津去世。

二十四岁时，贝克莱就已经发表了他的《视觉新论》，这是一篇非
常精彩的心理学考察。在二十五岁上，他发表了他的主要著作《人类知
识原理》。后来，他采用对话的形式通俗地表达他的哲学。

贝克莱承袭了洛克的思想，但是他在洛克那里发现了两个矛盾之
处，这两个矛盾来自同一个溯源：洛克将视觉、听觉、嗅觉和味觉这些
感官知觉的质看作是主观的，因而是第二性的。而广延、坚实性、运动
这些也是通过感官（触觉）感知的属性，他却看作是第一性的，并且认
为，这些属性是通过一种精确地符合于我们的印象的现实特性产生的。
第二个缺少逻辑性的地方是：洛克断言，没有什么现实性的东西能够对
应于在理智中形成的复杂观念，但是实体却被从中排除在外了。

贝克莱排除了这些矛盾，他无一例外地遵循一个原则：我们感觉和
认识到的一切东西，不管是通过外在还是内在感觉感知到的，不管是第
一性的还是第二性的属性，也不管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观念，这些都只
是我们的意识中的现象，都只是我们的精神的状态。后来，叔本华的那
句话“世界是我的表象”也表达了与贝克莱同样的认识。

因此，在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属性之间划分出一条界线是没有道理
的。这不仅是针对色彩和气味说的，而且也是针对广延和坚实性以及实
体说的：它们都只存在于人的知觉心灵之内，在我们之外一无所有。一
个事物不过就是意识中的一种恒常数目的感觉而已。事物的存在就在于
它被感知（esse est percipi），更恰当的表达是：存在即被感知，或者
说，“存在即能够被感知”[2]——因为贝克莱并不认为，当我走进旁边的
空房间并看到那里的那把椅子时，那把椅子才（重新）存在。在这个我
们称之为世界的世界上，除了思想的心灵和在其中存在的观念之外，其
他一无所有。这样一种观念可以被称为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它只承认
精神及其观念的存在，但是却否认在此之外还存在一个现实世界。

如果一切都只存在于思想的心灵中，那么，我在天上见到的太阳，



我在夜里梦见的太阳，以及我在这一刻随便想象的太阳，这之间有何区
别呢？贝克莱的理智是过于健康了，以至于他一概否认了这之间的区
别。在他看来，其中的不同仅仅在于，那个真正被见到的太阳会进入所
有的心灵之内，而那个被梦见的太阳则只存在于一个（即我自己的）心
灵之内，那个被随意想象的太阳也只存在于一个心灵之内，只不过，只
有当我愿意想象它时，它才存在。

在真正见到太阳的第一种情况下，太阳的观念能够均衡和持续地存
在于所有的心灵中，这又是如何产生的呢？一个存在于心灵之外的“真
实的”太阳——撇开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太阳的情况不谈——不可能因
此就是它产生的原因，因为人总是只能给出他自己拥有的东西，但是，
如果认为太阳拥有概念或观念并且能够把它们输入到人的心灵中，对于
这样一种说法，即使是那些相信有一个真实的太阳的人也不会接受。只
有在本身就存在观念的地方，观念才能从那里进入心灵，这也就是说，
观念只能是来自一个思想的心灵，即来自上帝。

因为上帝是公正的，也并不专断，所以他赋予所有的心灵同样的观
念，又因为上帝是恒久不变的，所以他始终以同样的方式给所有的心灵
赋予观念。上帝把太阳的观念注入我的心灵，在此意义上说，这个太阳
的确是一个“外在于我们的”东西，是一个“自在”之物。即使我闭上眼
睛，它也仍然存在，而且它也存在于其他心灵之内，因为上帝也以同样
的方式给其他心灵赋予了和我一样的观念。至于说在我们的观念中存在
着恒常性和合乎规律性，其根源仍然在于上帝的秩序性和恒常性，在这
里也存在着误区，人们误以为这就是“自然规律”。这无非就是一些规
律，上帝依照这些规律将所有心灵中的观念联结起来。我们的以自然规
律为基础的期待，即期待同样的观念将来也会在相同的合乎规律性的结
果和联系中得以再现——譬如，“闪电”的观念后面必然紧接着“雷鸣”的
观念——是建立在我们对上帝的意志的恒常性的信念之上的。

因为上帝高高在我们之上，因为上帝的思想对我们人来说是不可理
解的，所以我们不可能预先知道这些规律，或通过逻辑推导发现这些规
律。我们必须通过观察，通过经验来认识它们。就此而言，贝克莱将唯
心主义与英国经验主义联系到了一起。

4．休谟



英国启蒙运动哲学贡献出了三颗耀眼的明星，其中洛克来自英格
兰，贝克莱来自爱尔兰，而第三位，即大卫·休谟则来自苏格兰。休谟
1711年出生于爱丁堡。在法国逗留的几年期间，他写出了他的主要著作
《人性论》，那时他才二十六岁。这本书于1740年在伦敦出版，但是为
了引起公众对它的注意，休谟不得不撰写了一系列的小论文。在此期
间，他曾经受英国的多个政要的私人委托在欧洲作旅行。经过改写之
后，他将该书又分为两卷出版，八年后又重版。其中的第一卷《人类理
解研究》对我们来说更为重要。休谟曾经两次试图申请一个大学里的教
职，但是都没有成功。后来，他只好接受了在爱丁堡作图书馆馆员的职
位。这份工作使他产生了对历史的兴趣，并写出了他的那部著名的《英
国史》，这本书使他出了名，并且也因此而富裕起来。接下来，他就过
着功成名就的生活。他被派往巴黎作英国驻法国大使馆的秘书，在那
里，他结识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家，特别是与卢梭交往甚密。后来，他又
在英国政府里充任副国务大臣，负责外交事务。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
休谟深居简出，在自己的朋友圈子里过着富足而自由的生活。当他知道
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后，面对死亡，他非常坦然，也没有考虑过彼岸世界
里的事情。休谟于1776年去世。

和几乎所有的同时代人一样，休谟对宗教战争也记忆犹新，同时他
也亲眼目睹了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因此，他也试图为人类知识寻找一
种可靠的基础。他是第一位为此目的而提供出一套较为完善的人类经验
理论的人。

休谟也承袭了洛克的思想。休谟思想中的新东西首先在于，他对简
单观念做了更为细致的划分。休谟认为，通过外在和内在的知觉在人心
中产生的感觉、情绪和感情就是“印象”（impression），通过回忆和幻
想在人心中产生的对印象的摹写就是“观念”（ideas），在他那里，观念
这个概念是比较狭义的，而在他的前辈那里，观念具有更为宽泛的意
义。印象是第一性的、原初的，它既来源于外在知觉，也来源于洛克意
义上的内在知觉。休谟的这种区分并不等同于洛克的区分，他实际上是
在洛克的区分上横穿了过去。

休谟也和洛克一样认为，复杂观念是通过简单因素（印象和观念）
在头脑中的结合而形成的，但是，休谟所作的分析比洛克更为细致，他
考察了复杂观念产生的关系和原则，简单因素的结合就是依据这种原则
而形成的，这就是观念联想原则：

（1）相似性和相异性原则。数学这门科学就是根据这个原则而形



成的，也就是说，它只与观念的联合有关。所有的数学原理都来自这种
理智的联想活动，因此，这种源自理智的原则是普遍有效的并且可以得
到证明。

（2）时空的接近性原则。

（3）因果关联性原则。

在所有不以观念联合而以事实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中，也就是在数学
之外的所有科学中，都需要这样一种具有真理价值的认识，也就是说，
这些科学都直接溯源于印象。

根据这样一种标准，休谟对一系列科学（特别是哲学）的基本概念
作了考察，看看它们是否符合这些要求。遗憾的是，记忆和想象力——
人的所有较高级的精神生活都以此为基础——在观念联合中可能会产生
错误。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会把某些错误的观念归咎于错误的
印象，或者把错误的印象归咎于错误的观念，形形色色的错误都是基于
这个过程而产生的。比如说，所谓的记忆错误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我现
在的一个观念（按其定义来说，观念就是通过回忆而产生的印象的反
响）来源于一个错误的印象，又因为印象是观念的真正起因，但是它却
在我的记忆中消失了。类似的情况也会发生在感官错觉中，不过这种错
觉都是因人而异的，它与个人的经验有关，因此对于科学研究没有多大
意义。但是有一些错觉可能会在我们大家身上发生，这就是弗朗西斯·
培根所说的那种“人类本性上的错觉”。休谟发现，迄今为止的科学和哲
学的一般概念就是建立在这种错觉之上的。

首先是实体概念。如果我从一个物体中抽取出所有的我通过印象而
获得的质，那么还剩下什么呢？洛克的回答是：在质的背后是一个真实
的和起作用的东西，亦即实体。这个实体在我们的心中唤起印象，不过
这种印象只是直接的和可理解的原初印象。贝克莱则回答说：（除上帝
之外）剩下的只有虚无。存在的无非就是心灵及其印象。在这个问题
上，休谟和贝克莱的意见完全一致。他说，除了质之外，不存在隐藏于
其后的能够向我们传达印象的其他实体。但是休谟又接着说：那么，一
个实体的观念究竟是如何进入我们的心灵的呢？在休谟看来，人的想象
力不可能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将印象以及由印象导出的观念联系起来。实
体的观念必然来自某种印象！休谟说，不过它不可能来自外在知觉（即
洛克所说的外在经验）——因为外在知觉只能提供质以及质的关联，别
无其他——而是来自内在知觉，来自理智的自我观察活动。它来自我们



感觉到的一种内在强迫，这种内在强迫使质的印象与其载体（根基）发
生关系。在我们精神上的这种（心理）强迫的知觉就是印象，实体概念
便是由它而来，而我们却错误地认为实体概念来自外在知觉。在名词的
构成中，它找到了自己的语言表达。

这首先关涉到物质实体。在休谟看来，这也同样适用于思想实体，
即精神。在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批判上，休谟超越了贝克莱。我们没有
多少理由从某种外在印象的恒久联系中推断出一种以此为基础的物质实
体，我们同样也没有多少理由从认识、感觉和意志的内在印象的恒久联
系中推断出一个精神实体，一个灵魂，一个不变的自我，把它作为精神
实体的载体。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对于这样一种关于“世界”的观点来说，究竟还
有何物依稀尚存？真是少得可怜。在贝克莱那里，当一种认为意识之外
还存在一个现实世界的观念被毁灭之后，至少还剩下思想的心灵及其观
念。但是，对休谟来说，当他用批判的硝酸水使精神实体的概念分解之
后，就只剩下了一个东西：这就是观念。在意识中，只有现象的流动，
但是这些现象却没有独立的现实性。这样一种观念的流动，虽然在某些
方面看它显示出了一定程度的频繁性和恒常性，但是，就我们所能认识
到的，事实上并非必然如此，同样也可能会显现为其他的偶然出现又随
即消失的情形。（这让我们又回想起佛教的思想，它也否认一种恒常的
我的存在，而只承认持续不断的观念的流动。）

休谟针对迄今为止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第二个基本概念即因果性
也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在我们的观念联系中也没有必然性，不管怎么
说，没有绝对的必然性。在这方面，他取得的成就要比他在实体概念批
判方面取得的成就大一些，而且他的思想也更具有独创性，因为休谟在
这里无法以他的前辈们的思想为出发点。对于一般的思想来说，因果性
意味着什么呢？当我们观察自然中的变化（一个运动或一个动作）时，
我们往往把它与第二个与之有时空关系的变化联系起来看，第二个变化
好像是在第一个变化的作用下产生的，好像前者是后者的必然结果。我
们怎么会接受这种必然联系呢？只有当我们能够证明印象之间是有因果
关系和必然联系的，因果观念才有真理价值。存在这种印象吗？休谟的
回答是否定的，在外在知觉中并不存在这种印象，其存在的可能性和在
实体概念那里一样少。我所能知觉到的一切（除了质之外）都是某种感
觉的并存和演替（Koexistenz und Sukzession）。比如说，我可以观察一
个静止的弹子被撞击后的运动过程，如果我严格地局限于我所观察到的



情形，那么我所能够看到的就只能是一个从A到B的相继过程。知觉所
能告诉我的始终只是“在此之后”（post hoc），而永远不会是“因此之
故”（propter hoc）。并不存在能够证明必然的因果联系这个概念的正确
性的（外在）知觉。当我第一次观察一个变化过程时，我根本不知道，
其中是否存在一种因果联系，这也可能只是两种变化的“偶然”巧合而
已。当我总是在一种时空联系中观察两个变化的同一个情形，我必然会
产生这样一种观念，即这两个变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和必然的联
系。这纯粹是一种内心的强迫，也就是一种心理必然性，而非客观必然
性，是一种纯粹的习惯（类似于在实体概念那里的情形），当我的知觉
把这种习惯看作是（内在）印象的时候，这种习惯就使我在头脑中产生
因果关系的观念。

因此说来，我们关于自然现象的知识，关于知觉到的现实之间的关
系的知识——这也是科学研究的内容——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是知识。
我们总是期望事情的发展会从甲到乙，这是因为迄今为止的经验告诉我
们，乙总是跟随甲而来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相信，未来的发展就
是如此。迄今为止的大量观察结果当然也证明这种“相信”是完全有道理
的。休谟也认为，对于实际应用来说，被批判的概念也包含着它的适用
性和正确性。休谟也并不心存幻想，他并不想推翻我们机械论的思想中
的那些根深蒂固的观念，他不认为自己的批判哲学在这方面能够取得成
功，或者说也不应该取得成功。一旦哲学家停止思考并返回到日常生活
当中，他自己也会屈服于这些传统观念，正如天文学家那样，虽然他知
道地球围绕着太阳旋转，而不是与之相反，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仍然
会说“太阳升起来了”、“太阳落下去了”或“太阳挂在天上”。

休谟的全部论证并不是针对健康的人类理性的——反正他的生活表
明，他无非就是一个异想天开的理论家而已——而是针对那些独断主义
的哲学家的，针对那些妄自尊大的形而上学家的，他们总是自以为能够
无所不知，而不知道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休谟的怀疑主义给这些人
以毁灭性的打击。伟大的康德自己也承认，只是通过休谟的思想，他才
得以从“独断主义的昏睡中”幡然猛醒。

休谟赋予科学其应有的权利，数学作为对我们观念的量的关系的分
析学说，它甚至具有绝对的确定性，虽然事实科学没有数学那样的确定
性，但是它们也有一种高度的或然性。对此，休谟发展出了一种详细的
或然性理论。在当代自然科学中，严密的因果性理论逐渐被或然性理论
所取代，这种思想的复活是休谟所没有预见到的。



5．英国宗教哲学和启蒙运动时期的伦理学

迄今为止，我们仅仅从认识论和形而上学方面考察了英国启蒙运动
哲学及其代表人物，因此我们得到的是一个很不完整的画面。为了让这
幅画面完整起来，我们还必须简短地考察一下启蒙运动哲学与宗教的关
系以及它在伦理学和社会学方面的思想。人类高傲地宣告，他的理性已
臻成熟，“人类走出了自己混沌未开的未成年期”——如康德解释启蒙运
动时所言，这种认识在各个方面都对善于思考的人产生了影响。我们想
强调指出三种观点。

（1）人们不仅曾经试图使宗教与人类理性达成一致（经院哲学也
已为此做过努力），而且还试图从理性出发建立宗教本身，也就是要创
建一种理性宗教，这将会使人类认识的整个大厦达到一个光辉的顶峰。
这样一种思想潮流与英国所谓的自然神论的宗教运动有着紧密的联系。
自然神论这个词指的是，虽然一个作为世界的原始本源的上帝是被承认
的，但是上帝干预现存世界运行的可能性则被否定了。因此，对自然神
论者来说，不存在奇迹，也不存在天启。宗教真理的真正源泉是理性而
非天启。在启蒙运动时期的英国，这种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实际
上，它可以追溯到同时代的霍布斯以及赫伯特·冯·柴尔波利（1582—
1642）那里。

对于传统基督教的态度并没有因此而不加考虑地被确定下来。虽然
许多思想家提出，要从理性出发建立宗教，并对天启的思想展开批判，
但是他们又认为，（被正确理解的）基督教是一切宗教中最合乎理性
的，持这种观点的人中也包括洛克，他在其《基督教的合理性》一书中
就此问题做过讨论。站在他们的对立面的是那些“自由思想家”（这个词
就来源于那个时代），他们认为基督教并非合乎理性，而且他们也与之
展开了斗争。还有一批持折中态度的思想家，他们的立场介于这两种极
端思想之间。在叙述法国的启蒙运动时，我们还将遇到这些错综复杂的
问题。

（2）站在理性立场上的思想家们对传统宗教展开了批判，他们或
从传统宗教的整体入手，或从其部分入手，这主要是看情况而定，也就
是说，要看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认为传统宗教与理性相矛盾。就此问题，
他们认为，人应该对传统宗教做历史的考察，而且要尽可能不带任何先
入之见。大卫·休谟在其《宗教的自然史》和《自然宗教对话录》中从
两个方面对传统宗教展开了大胆的攻击。其中的第二部著作是在休谟死



后才发表的。对于传统的大众宗教——不仅仅指基督教，休谟持一种蔑
视的态度。他的主要思想可概述如下：为了能够合乎道德地行动，一个
有独立思想的人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宗教动机。对他来说，道德的动力
来自理性。没有独立思想的大众大概需要通过宗教来增强他合乎道德的
行为的愿望。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人对纯粹的宗教思想和对理
性思想一样麻木不仁。因此说，要么是纯粹的理性宗教占主导地位，这
样一来也就不需要其他宗教了，因为宗教的实践伦理方面（这对休谟来
说也是唯一重要的事情）与以理性为基础而建立的道德基本上是一回
事；要么是宗教与狂热和迷信混为一体，这在普通大众那里也是不可避
免的事情。果如是，那么道德的作用也就大成问题了，追逐狭隘的功
绩、虚假的虔诚和表面的圣洁，以宗教的名义迫害异教徒以及其他各式
各样的颠倒是非的行为便会层出不穷，其结果是，有宗教比根本没有宗
教还要糟糕。英国刚刚经历的宗教战争所造成的可怕的破坏对休谟产生
了深刻的影响，这是他产生上述思想的主要原因。

研究“神迹信仰”和传统的“上帝之证”是休谟宗教哲学思想的主要内
容。[3]

“神迹”——在宗教的背景下——“是违背自然规律的，因为它被认
为是神的某种特殊的意志行为的结果。”在什么条件下，我们才能允许
相信“神迹”呢？一言以蔽之，我们如何才可以相信一个描述“神迹”的人
呢？而这种人又大都来自过去。这要取决于证人的可信性！一个事件越
不可信——一个自然规律的短暂失效不言而喻也会极端不可信——我们
对证人的可信性就要求越高。证人撒谎（或自己弄错）肯定要比破坏一
种自然规律更加不可能。

对休谟来说，传说中的“神迹”不符合这个标准。怀疑会使人因为期
待（期待获得拯救）而太容易被蒙骗。如果上帝创造了一个奇迹，目的
是为了强调基督教信仰的可信性，难道上帝就没有认识到，他这样支持
一种宗教，同时不是在诋毁另一种也以证明他的“神迹”为己任的宗教的
声誉吗？

传统的试图证明上帝存在的证据并不能使休谟信服。对他来说，本
体论的证明（即认为上帝的存在必然产生自一种完善本性的概念）是不
值得讨论的。他认为神学上的证明（即认为自然有其合目的性和秩序）
是值得考虑的，但也不是那么绝对必要。能够建造机器的人所作的造物
主的比喻难道不是太牵强附会了么？为什么世界的创造者恰恰是一个唯
一的上帝呢？这个世界上的贫困、痛苦和不幸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这与上帝的善和上帝的全能又怎么会不自相矛盾呢？

（3）由于宗教观念发生了变化，这样就产生了对宗教宽容的要
求。为此，约翰·洛克于1689年在他著名的《论宽容的书信集》中首次
发出了呼吁，人们把这看作是启蒙运动的真正开始。

与英国思想的这种完全注重实用的特征相适应，伦理和道德哲学上
的阐释在英国启蒙运动思想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这个领域内产生了内
容丰富的文献，我们只想强调其中的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及其思想。

首先要提到的是安东尼·阿什利·库珀，莎夫茨伯里勋爵（1671—
1713年，他的家庭曾是洛克的恩人）。他的主要思想集中于对宗教的道
德价值的阐释上，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休谟这方面的思想，但是莎夫茨
伯里提出这种思想在时间上要比休谟早。他的思想是，人的道德原则的
建立不应该以宗教为依据。他不仅反对从宗教中推导出道德原则，而且
他也同样反对从个人的外部，从外在原则、社会关系、流行观念、公共
意见或纯粹理性中推导出道德原则。莎夫茨伯里试图在牢固不破的人性
中寻找道德的根源，对于这一点他深信不疑。道德无非就是人对一种和
谐生活的追求，它是存在于每个人身上的自然天性。来自人的自然天性
的道德确定性要大于宗教所能赋予他的道德确定性。我们可以直接感觉
到，什么是道德上的善。但是，对于上帝是什么以及上帝的命令如何，
我们就不那么确定了。人与生俱来的道德感就是判断宗教观念有无价值
的标准——这要看它是增强还是削弱人的道德感！这种观点与教会的观
点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凡是善的东西都来自上帝的启
示。

大卫·休谟也把他的注意力更多放在哲学的实践和伦理方面，而不
是认识论方面。关于道德与宗教的关系，休谟基本上是继承了莎夫茨伯
里的观点。和莎夫茨伯里一样，他也反对将道德建立在理论理性之上。
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按他的观点，激情是我们的行为的唯一源泉，
若认为（理论）理性能够决定我们的意愿和行为，这纯属幻想（这与笛
卡尔和斯宾诺莎是多么不同啊！）。和莎夫茨伯里一样，休谟也认为，
道德的源泉在于人的一种特殊的道德感。与莎夫茨伯里不同的是，他将
道德判断从行动着的人身上搬到了周围人即旁观者身上。当人单独一人
时，他不知道自己是否美，同理，当人单独一人时，他也不知道自己的
行为是否是好的。人的一切道德行为都关涉他周围的人，每一种道德判
断都产生自我们自己与其他人的同感，也就是我们会设身处地为有判断
能力的旁人着想。



休谟的这个思想通过亚当·斯密（1723—1790）而得到了发展，他
的《道德情操论》使同感——集体感——成为他的整个伦理学的基础。
斯密坚信，良心的声音只是别人对我们自己的判断所发出的回声。斯密
作为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4]（1766年）一书的作者
要比他作为一个道德哲学考察者更为有名，这本书是所谓的古典国民经
济学的主要著作。

二、法国

1．英国启蒙思想传入法国

整个十七世纪下半期，法国都是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之下。众所周
知，这一时期法国对外势力的扩张和辉煌战绩是以国内各民族力量的过
度紧张和内部空虚为代价的，其消极影响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并且
成为后来的法国大革命的最重要的诱因。这一时期，法国古典文学经历
了前所未有的繁荣（高乃依，拉辛，莫里哀，拉封丹），但是在科学和
哲学领域内法国人却没有取得与之相称的成就（笛卡尔已经于1650年去
世）。在十七和十八世纪，法语成为整个欧洲的宫廷和有教养阶层使用
的语言，法语的这种臻于完善或许也意味着，它已经为法国成为十八世
纪欧洲社会和思想发展的主导力量准备了条件。其真正的动力则是来自
英国。路易十四时代，法国精神生活的特点是文化上的自给自足，路易
十四死后，法国人开始对英国文化产生了浓厚而热烈的兴趣。人们开始
研究英国的国家和社会状况，研究英国的自然科学和哲学。人们开始认
识到，在社会和精神发展方面，英国已经实现了许多目标，而法国才刚
刚起步。于是，英国发展出来的思想便如汹涌的浪潮纷纷流入法国，并
由法国流向整个西欧。启蒙运动成为一种欧洲运动。经由法国人“发现
英国”，这简直可以被看作是十八世纪初欧洲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

当然，由于民族个性和历史条件不同，启蒙运动在欧洲的每一个伟
大民族那里都有各自的特色。下面我们将要讨论的法国启蒙运动与英国
启蒙运动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一点：法国启蒙运动更为激进。英国思想
始终是与传统紧密相连的，即使在启蒙运动时期也是如此。尽管他们对
历史上的宗教进行了批判，但是大部分思想家对宗教还是持一种积极的
态度，不管他们这是凭感觉，还是出于理性的考虑。在法国，教会作为
宗教的代言人与旧有的社会势力关系密切，因此，与传统决裂的形式就



变得更加粗暴，并且它所产生的后果也更加严重。当然，在法国，这种
严重的后果也是渐渐才显示出来的。

不言而喻，法国的启蒙运动也有自己的先驱和开拓者。笛卡尔的追
随者，怀疑论者和批评家皮埃尔·培尔就是其中之一。在没有受到英国
思想影响的情况下，他对宗教进行了批判性的和历史的考察，并且也坚
定地认为，人的道德观念不应依赖宗教。把英国思想首先介绍给法国人
的是：孟德斯鸠和伏尔泰。

2．孟德斯鸠

1721年，《波斯人信札》在巴黎出版了，书中描述的是两个年轻的
波斯人在法国的旅行经历。在给家人写的信中，他们研究并批评了法国
的社会、国家和宗教状况。通篇都是针对当时法国的国家专制主义、宗
教的不宽容和社会风尚的普遍放荡所作的精彩绝伦和尖锐的讽刺。在戏
谑和嘲讽的背后，却隐藏着对法国社会秩序的基础所作的严肃和激烈的
抨击。书中说，法国人拥有一个“巫师”，他（指路易十四）高高在上，
他可以让人们无缘无故地互相残杀；另外还有一个“巫师”（指教皇），
他可以让人相信，三就等于一，人们吃的面包不是面包。这本书写得妙
趣横生，常常一语双关，让人读来爱不释手。在文采飞扬的表面背后，
表达了一种基本思想：资产阶级的德行是社会安定和自由的前提条件。
书的作者就是查理·路易·德·塞孔达·孟德斯鸠男爵（1689—1755），也
就是说，他是一个贵族。通过继承遗产，并且还通过娶了一位殷实的新
教家庭的女儿，他过着富足的生活。尽管他是法国大革命的开拓者之
一，但是他并非一位革命者。

孟德斯鸠的第一部著作就已经证明，他是一个危险的社会批判者，
不过只是在英国逗留之后，他的世界观才得以成熟，其中也形成了一些
真正积极的内容。从那时起，他的明确的目标就是要让自己的祖国和整
个欧洲都以英国为榜样发展自己。经过几年的历史研究之后，他写出了
两部主要著作：《罗马盛衰原因论》和《论法的精神》，后者包含三十
一卷书。

以上两部著作都以丰富的历史材料为依据，总起来说，表达了同一
个基本思想：在历史上，与人民的幸福安康息息相关的关键因素并不是
某一个统治者的个人意志和独裁，而是整个社会和国家状况的本性。国



家和法律不是专制统治的工具，也不是可以任意篡改的；毋宁说，国家
和法律制度的形式依赖于一个国家的自然和历史条件，如土壤、气候、
风俗、教育和宗教都是决定性的因素。与相关民族的民族个性和历史发
展状况最为适宜的制度就是最好的制度。因此，没有一种抽象的和到哪
里都能适用的最好的国家理想和模式。

一旦谈及与国家制度相关的政治自由时，上述的信念并没有妨碍孟
德斯鸠明确地表达出自己对某种特定的国家制度的偏好，在古代各民族
中，他更喜欢罗马人，在新近的国家中，他更喜欢英国人的国家理论和
政治实践。英国的权力分立对于实现政治自由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为有
利，孟德斯鸠最为关注的问题也就是权力分立。权力分立的理论构想并
非孟德斯鸠的首创，基本上说，这是他从约翰·洛克的国家理论那里借
用来的，不过他也对其作了一些修改。洛克曾经提出，国家的行政机关
与立法机关应该严格分离，国家的君主作为行政机关的所有者不应该将
自己置于法律之上，而应该受到由议会制定的法律的约束，这样，个人
的自由和财产就免于受到国家权力的任意侵犯。在以上两种权力划分的
基础之上，孟德斯鸠又提出了第三种权力，司法权。他并没有特别强
调，行政权和立法权不允许统一起来，而是说，应该保证司法权与前两
者之间的相互独立性。如果不这样，那么独裁统治和自由的毁灭就是不
可避免的后果。

3．伏尔泰

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笔名为伏尔泰）的著作有九十九卷之多，
如果我们带着一个问题去阅读这些书籍——即伏尔泰有哪些新的和独创
性的思想丰富了人类的哲学宝库，那么我们在其中几乎找不到有哪些话
是前人没有说过的。但是，我们也找不到像伏尔泰这样把话说得那么动
听的第二个思想家，尤其是，没有人能够像伏尔泰那样热情激昂和坚忍
不拔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并且还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为此之故，人
们在哲学史上为伏尔泰保留了一席之地。

伏尔泰于1694年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里，他父亲是个公证员，在
二十一岁时，伏尔泰去了巴黎。到巴黎后不久，他就获得了一个才华横
溢却又行为轻率的名声。路易十四死后，法国当局为了节约开支将宫廷
马厩里的一半马匹都出卖了，于是有一句话闹得满城风雨，据说这话是
伏尔泰说的，大意是说：与其出卖马匹，倒不如把皇宫里满朝的驴子的



一半都赶出去。这些话，以及其他的一些讽刺诗都被归在了伏尔泰的名
下，其中部分确实出自伏尔泰之手，而另一部分则非他所言，不管怎么
说，这使他与当朝的统治势力首次发生了摩擦。摄政者将他投进了巴士
底狱，不过很快他又被释放了。

此后不久，伏尔泰写的第一部悲剧《俄狄浦斯王》上演了，这部悲
剧为他后来的富足生活奠定了基础，在他整个的一生中，他用令人惊奇
的技巧让他的这笔资产保值并增值。不管怎么说，他越富有，他也就变
得越来越慷慨大方。

后来，伏尔泰在巴黎的文艺爱好者和作家云集的优雅沙龙里度过了
八年时光。而在这第八个年头上，伏尔泰与当权者的第二次冲突又发生
了，这一次的后果更为严重。在一次社交聚会上，伏尔泰对一位贵族说
了一句不中听的话，虽然并没有太大的侮辱性，但在当时的观念里这就
是出言不逊了。这位贵族雇了几个流氓无赖，在一天夜里突然袭击并殴
打了伏尔泰。伏尔泰要求与他决斗，决斗并没有发生，因为他的对手有
个当警察局长的亲戚，在他的指使下，伏尔泰又一次被投进了巴士底
狱，而且只有在一种条件下他才能够获释，那就是他必须离开法国到英
国去。伏尔泰去了英国，为了报仇，经过化装他又回了一次法国，但在
朋友们的劝说下，他最终还是在英国留了下来。

在一年之内，伏尔泰不仅掌握了英语，而且还了解了那个时代的英
国主流文化。英国作家和哲学家能够无所顾忌地公开发表自己认为是正
确的看法，这种思想自由以及政治自由的气氛令伏尔泰赞叹不已。这里
没有巴士底狱，一个正直的市民也不会被贵族们任意地拘押起来。在
《哲学通信》中（这本书开始只以手抄本流传），伏尔泰把英国的这种
自由与他的故乡里那种腐败的贵族统治以及与之相关的僧侣制度作了尖
锐的对比。我们必须考虑的一个事实是，那时的英国已经完成了自己
的“资产阶级革命”。第三等级，即资产阶级已经取得了在国家之内理应
得到的地位。而法国离它的资产阶级革命还有半个多世纪之遥。因此，
伏尔泰所作的尖锐对比就像是革命的导火索，尽管伏尔泰本人并没有意
识到这一点。牛顿的著作只是在伏尔泰于1738年发表了《牛顿哲学原
理》之后才为法国人所了解。接触到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之后，伏尔泰
面对浩淼宇宙的宏伟壮观就更加肃然起敬了，这种感情始终伴随着他，
使他成为一个相信上帝的人（他称自己是个“有神论者”），尽管没有使
他成为一个基督徒。

伏尔泰又返回巴黎过了几年，但是他关于英国人的书信集（即《哲



学通信》）却迫使他再次逃亡。有人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把他的通信印
出来并散播了出去。巴士底狱再一次威胁着他。伏尔泰躲进了他的女友
夏德莱侯爵夫人在西雷的城堡庄园里，这位夫人也是个学识渊博的人。
这座庄园由于伏尔泰的长期逗留而成为一个社交和思想交流的中心。在
这里，他除了创作出一系列戏剧作品（如《扎伊尔》、《穆罕默德》和
《塞米拉米斯》）之外，还写出了非常成功的小说。这些小说并非一般
的小说，虽然它们在形式上极具消遣性，但是伏尔泰的真正目的却是为
了攻击宗教狂热和迷信，这里所说的迷信，在伏尔泰眼里实际上就是当
时法国人所理解的宗教。伏尔泰在他的戏剧作品中就已经开始与宗教迷
信展开斗争，只是过了很久之后他才真正严肃热情地对待这个问题。在
其中的一篇小说中，伏尔泰描述了一个印度人来到法国后改信基督教的
故事，他阅读了《新约圣经》，但是他总是对教会的教义和要求感到不
满，因为这些与他在《新约》。中读到的并不一致。在另一篇名为《米
克罗梅加》的中篇小说中（以《格列佛游记》的形式写成），有一个几
千尺高的巨人来到了地球上，他与一个地球上的哲学家攀谈起来。当他
听说，自古以来，人类就相互残杀，战争连绵不断，而且正在此
时，“就有十万名头戴高帽的傻瓜正在与另外十万名头戴缠头布的傻瓜
相互厮杀”，这个巨人听后便轻蔑地喊道：“你们这些倒霉蛋！……我倒
是有兴趣来帮帮他们，我只消踩上三脚，这些像蚂蚁堆般的可笑的杀人
狂就会全部玩儿完。”哲学家对他说道：“这倒不用你劳神费心，他们完
全有能力自我毁灭。你能相信，在十年之后，这些讨厌的东西还能有十
分之一存活在世上吗？”哲学家下面的话听起来倒更像伏尔泰自己的口
吻：“此外，该受到惩罚的并不是这些人，而是那些道德败坏的野蛮
人，他们在自己的宫殿里饮酒作乐，而让数百万人去流血牺牲，然后又
为他们的战绩而设宴庆贺。”

伏尔泰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书信往来长达十多年之久，其间腓
特烈曾多次向伏尔泰发出邀请。当夏德莱侯爵夫人去世后，腓特烈再次
发出了邀请，伏尔泰终于接受了他的邀请。两年内（1750—1752年），
伏尔泰一直是腓特烈宴席上的贵宾，除伏尔泰之外，宴席上还有其他法
国思想界的头面人物点缀其间。腓特烈和伏尔泰彼此之间相互赞赏。关
于波茨坦给他留下的第一印象，伏尔泰激动地写道：“十五万士兵……
歌剧、戏剧、哲学、诗歌、威严和恩宠、身材魁梧的大汉和缪斯女神、
军鼓和提琴、柏拉图式的飨宴、社交聚会、自由。”[5]尽管如此，他们
俩还是绝交了，发生在伏尔泰与国王之间的并非无可指摘的金钱交易和
搬弄是非致使他们最终反目。



伏尔泰仓皇逃离柏林，在法兰克福，他被腓特烈委派的人拘留了一
个星期，在进入法国边境时，他遭到了盘查并再次被驱逐，这样，重返
法国的路也被堵死了。于是，他就转道前往瑞士，并最终在菲尔奈找到
了一个栖身之所。伏尔泰再次遭到法国驱逐的原因是，他在柏林发表了
他的著作《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简称《风俗论》）。在西雷
时，他就开始为侯爵夫人写作这部著作，侯爵夫人和伏尔泰意见一致，
她认为此前的历史“几乎只是一片混乱，一大堆既无联系又无下文的琐
事，千百次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的战争”。伏尔泰并不想罗列一大堆无关
紧要的历史事实。他想从大处着手考察历史，他试图寻找一种简化的原
则，这个原则应该能够为整体赋予一种意义。他发现了这个原则，这就
是，以叙述国王、战争和屠杀为中心的历史将被以叙述社会运动和社会
势力、文化和思想进步为中心的历史所取代。“我想写这样一部历史，
它应该确切地描述，人们在家庭圈子里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他们都掌握
了哪些技艺……我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精神的历史而非无关宏旨的个别细
节，对于伟大的统治者们的故事我并不感兴趣……但是我想知道，人类
从野蛮状态过渡到文明状态都经过了哪些阶段。”[6]伏尔泰的著作为人
们开辟了一种观察历史的崭新视野，在处理异域文化和宗教时，他表现
得极为慷慨大方。伏尔泰是首先关注遥远的东方世界如波斯、印度和中
国的西方人之一。欧洲看上去不再是整个世界，而是一个与其他文明世
界地位平等的精神世界，犹太教和基督教与世界上的其他宗教也是平等
的，因此它们也就丧失了其至高无上的地位。也正是由于这一点，这部
著作激起了某些人的愤慨。和孟德斯鸠一样，伏尔泰也从外在资料出
发，并逐渐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历史的真正的内在动力，他以一种现代科
学的精神撰写了一部历史哲学。

伏尔泰在菲尔奈流亡期间，使这个小城变成了欧洲的一种精神之
都。各国的王公贵族和学者或亲自前来拜访伏尔泰或与他书信往来，丹
麦和瑞典国王以及俄国女沙皇卡捷琳娜二世都向他表示敬意。腓特烈大
帝也写信要求和他重归于好。除此之外，还有无数来自各个阶层的人来
向伏尔泰求助，伏尔泰几乎都向他们一一提供建议或帮助。

在这种成就感和一片赞扬声中，伏尔泰的内心却被一种深刻的悲观
主义情绪占据了，这一方面是因为他自己被法国驱逐的个人经历令他深
感失望；另一方面，1755年发生了里斯本大地震，共造成了三十万人死
亡，这使他感到非常悲伤；再则，此后不久又发生了七年战争。由于这
次地震，伏尔泰写了一首诗：



那个无所不知的神该如何对此做出评价？

他一言不发：命运之书对我们关闭着。

不管人探求什么，他都不会去探求自己；

他永远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也永远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

我们这些充满痛苦的尘埃，

都将要在泥土里安然入睡，

死亡和命运的嘲弄将会把我们吞没……

……在这个虚无和丑恶的世界上，

只有那些成群结队的病态的傻瓜们还在奢谈何为幸福……
[7]

他的哲理小说《老实人》也表达了同样的悲观主义情绪，就在今
天，这本书也仍然值得一读，而如今人们已很少再去阅读伏尔泰的原作
了。这本书的写作风格极其风趣，在内容上，它是对莱布尼茨观念中
的“最好世界”的辛辣讽刺。

伏尔泰一生的重要功绩还在于，他为《百科全书》做出了杰出的贡
献，关于此，我们在这里只简短地提及一下，因为我们在下一节中还要
对它详细讨论。有很长一段时间，伏尔泰都是它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后
来他又转向写作自己的《哲学辞典》了。这本书涉及了所有能够想得到
的主题，当然也少不了伏尔泰那独特的优美文风和准确的表达方式。

伏尔泰六十五岁了，但是最艰巨的斗争还在等着他。在虔信天主教
的城市图卢兹，一个信仰新教的市民遭到了不公正的指控，理由是他杀
死了自己的儿子，目的是想阻止儿子改信天主教。这位父亲被抓了起
来，遭到酷刑后不久就死了。其他还活着的家里人也被驱逐，于是他们
就前来求助于伏尔泰。在1761—1765年期间，还发生了很多起类似的事
件，伏尔泰对其都有所耳闻。这种不公正深深地震惊了伏尔泰，使他从



一个善于交际的怀疑主义者和温和的嘲讽者转变成一个愤怒的斗士，他
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煽动性言论对基督教和基督教会发起了猛烈地攻
击。“Ecrasez l’Infâme!”（砸烂那些无耻之徒！）成了他反复使用的格
言，他把矛头指向所有教派。在此期间，他写了《论宽容》一文，文中
说：“基督教历史上血腥争端的根源就在于其繁琐的不可捉摸性，在新
教四福音书中却不见它的任何踪迹。”“一个生来独立自主的造物有什么
权力强迫另一个同样独立自主的造物按照他的意志去思想？”[8]

继这篇文章之后，一大批各种体裁的宣传册子和政论性檄文就从伏
尔泰笔下蜂拥而出，它们都带有同样的煽动性，并且被广泛散播。它们
是“最可怕的思想武器，而它们都出自一人之手，这个人就是爱嘲讽人
的伏尔泰”。[9]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可以认为伏尔泰是个无神论者。虽然他对历史
上的正统宗教展开了攻击，但是他也同样反对无神论，他坚信一种理性
宗教的必要性。“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我们也要创造一个上帝出来。
但是整个自然都在向我们昭示，上帝是存在的。”

伏尔泰将迷信和宗教截然区分开，他用热情洋溢的语言赞美耶稣以
及耶稣在山上对门徒的教训，他说耶稣为人类以他的名义而犯的罪而深
感痛苦。伏尔泰为自己创立的宗教取名为Deo erexit Voltaire（伏尔泰造
上帝）。在《哲学辞典》里的有神论者一文中，他用下面一段话作为自
己的信仰自白：“有神论者（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然神论者）是这
样一个人，他对一个善的、强有力的和创造万物的最高实在的存在深信
不疑……他不会投靠任何一个教派，因为它们都自相矛盾。他说的话大
家都能听得懂，而其他教派彼此却不能相互理解……他认为，宗教既不
在于无法理解的形而上学的观念，也不在于虚假的表演，而是在于对上
帝的崇敬，在于公正。做善事，这是他的宗教演习；献身于上帝，这是
他的教义。”[10]

晚年时，伏尔泰在政治上持一种审慎的态度，因为与教会的斗争使
他感到身心疲惫，对于在理论上改变世界的可能性他也越来越产生怀
疑。或许他还期望能够通过理性逐渐改善人类，并且能够为法国人争取
到英国人已经拥有的那种自由。在法国实际发生的那种彻底的社会颠覆
——这首先应该感谢伏尔泰为此付出的努力——是伏尔泰几乎无法预料
到的，对此他的观念太过保守，他对大众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还太
缺乏信心。他似乎更倾向于一种和平的渐进式的改革，如他所说：“我



所看到的就是，革命的种子好像已经撒播下了，它迟早有一天会到来，
但是我却不可能荣幸地成为它的见证人了。”[11]

伏尔泰终究也没有等到革命爆发的那一天。1778年，八十三岁的伏
尔泰重返巴黎，他受到巴黎人的热情欢呼，那情形宛如一次胜利凯旋，
几乎没有哪个国王曾受到过这样的礼遇。就在这凯旋期间，在革命爆发
的前夜，死神不期而至。临死前，伏尔泰留给他的秘书一篇书面遗
言：“我在祈祷上帝中死去，我对朋友满怀挚爱，对敌人也并无憎恨，
但是我对迷信却心存鄙视。伏尔泰。”

4．百科全书派和唯物主义者

科学的时代已经来临，宗教和哲学只好退避三舍！这一句豪言壮语
就写在《科学、艺术和工艺百科全书》的序言里，这套丛书共二十八
卷，在1751年至1780年间陆续出版。这句话代表着作者们的一种精神，
他们试图利用科学和理性的武器把世界从旧势力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从
而开创一个更自由和更幸福的时代。百科全书应该将时代的全部知识囊
括进来并对其加以整理。不过它不应该仅仅是一面知识的镜子或一部现
代百科全书式的工具书，它同时还应该是一种强有力的武器，能够针对
那些被他们认为是陈旧过时的东西发起攻击。这整部百科全书主要是两
个人的功绩，他们就是狄德罗和达朗贝尔，当然其他合作者也为其做出
了许多贡献。

德尼·狄德罗（1713—1784）知识渊博，才华横溢，拥有永不枯竭
的文学创造力，在同时代人里，只有伏尔泰能够与他比肩。和伏尔泰一
样，狄德罗思考和写作的对象几乎无所不包，他也几乎掌握了所有的文
学形式。狄德罗的思想发展迅速地发生着转变，他从信仰天启的有神论
转向怀疑主义（《一个怀疑论者的漫步》），然后又转向伏尔泰式的理
性宗教（《哲学思想》），最后又转向坚定的唯物主义（《对自然的解
释》等）。

让·达朗贝尔（1717—1783）是一个著名的数学家，在哲学和文学
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是百科全书的另一位编辑。达朗贝尔为整部百
科全书写了序言，在其中，他阐明了这部百科全书的编写立场和目的。

国家和教会极力抵制百科全书的出版，在强大的压力下，达朗贝尔



被迫退出了编辑工作，由狄德罗独自继续，坚持不懈地为之努力。狄德
罗一人就撰写了一千多个条目，尽管再三遭到查禁，百科全书还是发行
了一万多套，并且很快就被翻译成了多种文字。它成为欧洲受教育阶层
的最常用的工具书，它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思想
领域内，除了伏尔泰和卢梭的著作之外，百科全书是为1789年法国大革
命准备的最重要的工具。

在宗教论战中，伏尔泰一方面尖锐地攻击了基督教和教会，另一方
面他也严厉谴责无神论和无宗教信仰，他的斗争也正是在一种真正理性
宗教的名义下进行的。百科全书的立场也不是彻底地反对一切形式的宗
教和信仰，毋宁说，它对宗教持一种怀疑主义的态度。不管怎么说，由
于害怕通不过当局的审查，百科全书的出版者任意地作了删改，去掉了
那些过于锋芒毕露的棱角，狄德罗对此大为不满。狄德罗自己也出于同
样的考虑，在“灵魂”和“自由”这些容易引起审查机关怀疑的条目中，他
不得不稍微克制一下自己，不过他又在另一些不那么引人注意的地方表
达了自己的真实思想。在宗教问题上，狄德罗本人的确持一种怀疑的和
审慎的态度，如他在《对自然的解释》的最后一段中所表达的那
样：“我从解释自然开始，我也以对自然的解释结束，在大地上，自然
的名字就是上帝。我不知道，你是否就是它；但是我要想，就好像你在
注视着我的灵魂；我要行动，就好像我在你面前漫步。在这个世界上，
我对你一无所求……看哪，我是这样的，我是永恒的和必然的物质的一
个必然的组成部分，或许我就是你的造物。”这让我们想起伏尔泰（在
《密克罗梅加》中）借一个人物之口表达的自己的意思：“愿上帝（如
果有上帝的话）怜悯我的灵魂（如果我有灵魂的话）。”

与此同时，在法国还涌现出了一批唯物主义者，他们以毫不留情的
极端主义作风对宗教和信仰展开了攻击，其批判的精神近乎于一种狂
热，这种狂热也不亚于他们与之展开斗争的宗教狂热。我们在这里只想
述及其中最重要的唯物主义者。于连·奥弗莱·德·拉美特利（1709—
1751）是个医生，也是个自然哲学家。因为他发表了过激的言论，先是
被法国驱逐，逃亡到荷兰，后来又被荷兰驱逐，接着，他在弗里德利希
大帝——他企图在自己身边纠集所有的自由思想家——的召唤下去了普
鲁士宫廷，伏尔泰讥讽他是“御用无神论者”。拉美特利的基本思想大都
写进了他的主要著作《人是机器》中：把存在物割裂成两种实体（如笛
卡尔所做的那样），一个是广延的物质，一个是思想的心灵，这是错误
的。不存在机械论者所称的那种死的物质。我们所认识的物质只能是运
动的和具有某种形式的。物质运动的原则蕴含在自身内部。这有两个结



果：首先，不需要假设一个作为推动世界的原则的上帝，世界是自我推
动的，运动来自世界自身。如果假设一个上帝，这对于科学地认识自然
是不利的。其次，也不需要在人身上假设一个特别的思想实体，一个精
神或一个灵魂。思想只是身体的一种自然功能，它与身体的其他功能并
无不同。

在实践上，拉美特利以上述思想为基础，他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尖
刻的讽刺手段针对一切形式的宗教信仰展开了最为激烈的斗争。在他看
来，宗教是人生的真正祸根，它比不道德的行为还要坏。在无神论者的
国家变成现实之前，世界不可能实现幸福。在伦理学上，拉美特利对负
罪感和忏悔这样的宗教基本事实嗤之以鼻，认为这是人在毫无意义地自
寻烦恼。他建议人们尽情地去追求尘世的“幸福”，也就是无所顾忌地去
追求感官享乐。1770年发表的《自然的体系》也宣扬唯物主义理论，但
是它没有拉美特利那样的轻佻和玩世不恭，而是带有极大的严肃性和绝
对的合乎逻辑性。这本书的作者就是迪特利希·冯·霍尔巴赫男爵（1723
—1789），他来自德国的普法尔茨，靠继承来的遗产长期在巴黎生活。
他的著作成为“法国唯物主义的圣经。”

拉美特利、霍尔巴赫以及同时期较少独创思想的阿德利安·爱尔维
修（1715—1771）在有一点上是一致的，他们都拒绝笛卡尔包含两个实
体的二元论，而是主张一元论，而且是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只有物质是
存在的。这条真理就足以解释一切。每一种企图在物质之外寻找另一个
独立的精神原则的形而上学都是错觉、错误和幻觉。所以，每一种宗教
也都是欺骗，而且是有意识的和故意的欺骗，是神甫的凭空杜撰和欺
骗。“遇见第一个傻瓜的第一个流氓无赖就是第一个神甫。”科学的任务
就是要戳穿这个窒息人和折磨人的宗教骗局。他们真正乐观地深信，只
有真正的“启蒙”，才能把人类从各种偏见的沉重压迫下解放出来，从而
开创一个更美好的由理性主宰的普遍幸福的时代。

5．卢梭

生平、著作和基本思想

以上我们叙述的法国启蒙运动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他的另一个方
面的代表人物就是卢梭。如果说，上述的启蒙主义者对理性评价过高，
凡是非理性的东西——一方面是人的欲望和激情，另一方面是高于理性



的需求——他们又太过于低估，而在卢梭身上这些特征肯定是不存在
的。

卢梭在他的《忏悔录》中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露阴癖式的”坦率讲
述了他的生平，他的一生充满矛盾冲突和内心斗争，他为激烈的情感所
摆布，他总是神情不安，他是一个极为不幸和严重精神变态的人。卢梭
于1712年出生在日内瓦，他的父亲是个钟表匠，母亲在他出生不久就去
世了。十六岁吋他中断了学徒期的学习，从日内瓦逃到萨瓦。他在一个
年老的贵妇家里度过了很多年，这位老妇人成了他的“妈妈”兼情人。[12]

她也让卢梭这个加尔文派教徒改信了天主教。卢梭在取得文学上的最初
成就后（关于这我们下面马上还要讲），他时而在巴黎生活，时而又到
法国的其他地方居住，在此期间，总是有富裕的贵族朋友和乐善好施者
接济他。在日内瓦，他获得了公民权，并重新改宗入了加尔文教。后
来，他与一个下层女子结了婚。在大卫·休谟的陪伴下，他还去了英
国。从英国返回法国后，他始终觉得有人在追踪迫害他，这种感觉后来
发展成一种受迫害的妄想狂。他于1778年在法国去世。

1749年，狄戎科学院发起一项有奖征文活动，题目是“（文艺复兴
以来的）艺术和科学的复兴能否促进和提高人类的道德风尚”。这个问
题就像一个火花，它激发了卢梭把他在乡间孤独的沉思中积累的思想表
达出来的写作欲望。和狄德罗商谈后，卢梭于1750年发表了《论科学与
艺术》作为参加了这次活动的征文。他的文章获了奖，并一下子成了令
人瞩目的作家。对于艺术和科学是否促进了人类的道德和幸福这个问
题，卢梭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的“否”。卢梭对文化的价值问题展开了讨
论，虽然他的文章缺乏学术文章的那种严密逻辑性和科学性，但是他的
文风热情洋溢，因此他的语言更能打动人。文明的好处究竟在哪里呢？
在卢梭的时代，人们却正在为此而高歌。难道民众不是正在贫困和奴隶
般的不自由中忍受痛苦吗？难道人类的生活状况不是比动物的更恶劣
吗？这一切都是人类的偏见使然。艺术和科学并不是进步的标志，而是
衰落的征象。博学多识有何用？因为正是文化的优雅精致才造成了社会
不公。如果每个人都坚守着鄙陋的自然德行，那么哲学又有何用？历史
证明，精神的发展总是与道德风尚的衰退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有很少
的几个未被过分自负的人类文化污染过的民族却能够通过他们的德行而
建立幸福的生活，并且成为其他民族学习的榜样。卢梭大声疾呼：“万
能的上帝啊，把我们从祖先的所谓开化状态拯救出来吧，让我们再回到
纯朴、纯洁和贫困的状态中去吧，这些是能够增进我们幸福的唯一财
富。”



卢梭的文章以及由此引发的讨论促使狄戎科学院提出了第二个有奖
问题：人类的不平等的是如何产生的，它是以自然法为根据的吗？卢梭
写出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3年）用以回答这个问
题。他将人类的不平等划分为自然的或肉体的不平等（如人在年龄、健
康状况、体力和心灵天赋上的不平等）和道德的或政治的不平等，这是
以人的相互协调或宽容为基础的。那么第二种不平等的起源是什么呢？

卢梭首先描绘了一幅“自然状态下的”理想化了的画卷。与霍布斯认
为的那种人与人之间只有相互争斗的观点不同，在卢梭那里，这种自然
状态是一种真正的天堂般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人都是健康的，因
为大自然已经将那些病弱者淘汰了；人的德行纯朴自然；两性之间的关
系是纯粹动物的和简单的；人与人是彼此孤立的、独立的，没有人必须
服从别人；没有工业，没有语言，没有思想。因为“如果自然规定我们
是健康的，那么我几乎就可以认为，反思的状态就是一种违背自然的状
态，能够思想的人就是一种退化的生物。”

如何才能实现这个理想的状态呢？因为缺乏详细的与之相关的历史
资料，因此哲学必须填补这个空白。“第一个人想起来用篱笆围起一块
土地并这样宣称：这个属于我。然后他找到一个头脑简单的人相信了
他。这个人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创始人。如果当时有人拔除木桩，填平
壕沟，并向人们大声疾呼：不要相信这个骗子的话！要是你们忘记了这
些果实和土地都是属于大家的，那么你们就毫无希望了。——那么会避
免多少犯罪、战争、谋杀、卑鄙和可恶的事情啊！”[13]（在这里，卢梭
距离下一个世纪里普鲁东说出那句后果严重的话“私有财产就是盗
窃！”只有一步之遥。）一旦可用的土地被分割了，那么其中一个人的
地盘的扩大必然是以另一个人的地盘的缩小为代价的。主人与奴仆、暴
力与抢劫就出现了。人类就变得贪婪、野心勃勃和阴险恶毒起来。

因此而导致的战争和残杀不可能永久持续下去，于是“富人们”就想
出了主意，他们向自己的邻人们说：“让我们联合起来吧！这样我们就
可以保护弱者，压制那些野心勃勃的人，就能够保障人人都能拥有属于
自己的财产。与其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对付我们自己，倒不如把这些力
量联合成一种更强大的势力，让这个势力按照贤明的法度保护所有参与
联合的成员，抵御共同的敌人，使我们能够永远保持和睦。”[14]于是，
由于那些易于轻信别人的人接受了富人们的建议，因此国家和法律就产
生了，这给那些弱者添加上了新的枷锁，却给富人们创造了机会，使不
平等的状态永远保持下去，起先以法律的形式建立起来的统治很快就蜕



变为独裁统治。

私有财产的产生是人类的第一大不幸：它制造了富人和穷人。任用
当权者是人类的第二大不幸：它制造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权力蜕变为
独裁是人类的第三大不幸：它制造了主人和奴隶，对奴隶来说，屈服就
是他们唯一的义务，在这里，人类的不平等达到了顶点，这是极端的退
化。更有甚者——而且这也完全背离了自然法，一个孩子竟然能够统治
成年人，一个傻瓜竟然可以凌驾于聪明人之上，少数富人沉迷于奢靡淫
乐的生活，而大多数饥肠辘辘的人却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于是，人类就从自然状态进入到一种与自然法背道而驰的状态。怎
么办？难道就没有出路和回归的可能性了吗？卢梭试图用他的《社会契
约论》对此做出回答，这是他最著名（但并非唯一）的政论作品。“人
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15]但是，创建如下一种状况
必然是可能的：人的自然的、不可出让的和牢不可破的自由能够与国家
权力的范围协调一致，这种权力是国家维持秩序所不可缺少的。权力本
身永远都不会造就公正。不管历史上是否真的曾经有过社会契约，但是
一种公正的统治必须建立在协议和自愿赞成的基础之上。这种协议就是
社会契约。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力所能及地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作为共同意志领导下的社会公共财富。由此而产生一个作为公共人物的
精神共同体，即人民。人民是最高统治权的唯一代言人。

但是如何才能确定公民的最高意志（即公意）呢？通过投票表
决。“但是人们会问：一个人怎么能够是自由的，而又被迫要遵守并不
是属于他自己的那些意志呢？反对者怎么能够既是自由的，而又要服从
为他们所不曾同意的那些法律呢？我要回答说，这个问题的提法是错误
的。公民是同意了一切法律的，即使是那些违反他们的意愿而通过的法
律，即使是那些他们若胆敢违犯其中的任何一条都要受到惩罚的法律。
国家全体成员的经常意志就是公意；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是公民并且是
自由的。当人们在人民大会上提议制定一项法律时，他们向人民所提问
的，精确的说，并不是人民究竟是赞成这个提议还是反对这个提议，而
是它是不是符合公意；而这个公意也就是他们自己的意志。每个人在投
票时都说出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于是从票数的计算里就可以得出
公意的宣告。因此，与我相反的意见若是占了上风，那并不证明别的，
只是证明我错了，只是证明我所估计是公意的并不是公意。”[16][17]

贯穿在卢梭所有著作中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人性本善，只是在社



会的不良影响下他才变坏了。基于这种思想，卢梭必然也就特别重视正
确的教育。这也表明了他的基本思想倾向，他在其教育小说《爱弥尔》
中表达了他的这种思想。在一些个别地方，卢梭承袭了洛克的思想主
张，但是其中的核心思想却完全是卢梭自己的独创，而且他的这些思想
也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乃至今日的教育学也仍然受其影响。他认为，成
长中的青年人必须远离不良文化的影响，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让蕴含在
每个人身上的那种善的自然天性能够以自然的方式发展成熟，因此，教
育的责任是一种否定的责任，教育的责任就在于排除那些可能会干扰人
的天性自然发展的一切不良的社会影响。

《爱弥尔》中还包含着一篇《一个萨瓦牧师的信仰自白》，卢梭
在其中阐述了自己的宗教立场。他的宗教立场不仅远离了宗教的启示信
仰，而且与上一节中提到的唯物主义者的那种带挑衅性的无神论也相去
甚远。不仅如此，伏尔泰的那种理性宗教也和卢梭不沾边。卢梭的宗教
完全建立在感觉之上。感觉告诉我，有一个上帝。要想对此了解更多，
既无必要，也不可能。“我依照上帝的伟业来沉思上帝。我越努力探究
他的无限本质，我就越觉得他的本质不可思议。上帝存在，知道这一点
对我来说就足够了。我对上帝越不理解，我就越崇敬他。我在上帝面前
谦卑地说：‘万物之主啊，我存在，是因为你存在。我不间断地沉思你
的本源，目的是能够认识我自己的本源。运用我的理性的最恰当的方式
就是让我的理性服从你的意志。’”[18]

卢梭的影响

卢梭与启蒙运动。当伏尔泰读过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
础》之后，他写信给卢梭说：“我收到了你的反人类的新书，谢谢你。
在使我们都变得愚蠢的计划上面运用这般聪明灵巧，还是从未有过的
事。读尊著，人一心想往四脚走路。但是，由于我已经把那种习惯丢了
六十多年，我很不幸，感到不可能再把它捡回来了。”[19][20]

实际上，再也没有比这两位思想家之间的意见分歧更大的了！在表
面上他们之间就已经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这一边是圆滑的、精于世故的
和机巧风趣的伏尔泰，他是一个以拥有文化为自豪的知识分子，虽然出
身为资产阶级，但是他在贵族社会里却能够如鱼得水；另一边是情绪不
安、笨手笨脚和喜欢感情用事的卢梭，他是一个无法安心过市民生活的
人，他所有的孩子刚出生不久就被他送进了育婴堂，他渴望逃离文明世



界而返回到一种梦想中的“自然的”世界中去，由于他用直言不讳的语言
表达感情，这深深地刺痛了他那个时代某些人的心。

两人之间的显著区别还表现在：当伏尔泰听到里斯本地震造成的灾
难后，他发表了一首诗，而卢梭的回答则是：人类自己罪有应得！要是
我们不在城市而在乡间居住，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死于非命了；要是
我们不在房子里居住，而是风餐露宿，那么我们也就不会被倒塌的房屋
砸死了！

卢梭不仅与伏尔泰思想对立，而且与他那个时代的其他相信理性和
进步的思想家思想对立。卢梭产生影响与他们是同时的，他们都是在法
国大革命发生前的最后五十年内从事写作。不过他们之间也有某些共同
之处。卢梭将“理性”和“自然”等同起来，这在整个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
中是非常独特的。显而易见，卢梭的“自然”是真正人工的和做作的，在
人工的程度上，它丝毫不亚于花园里被修剪过的矮树篱，在做作的程度
上，它丝毫不亚于那个时代过于繁琐的宫廷礼节。卢梭的伊甸园般的自
然状态与我们所了解的原始部落中的自然状态相去甚远。他的“自然
的”教育也要求人们把成长中的人与周围的社会环境人为地隔离开，而
今后他也不得不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一生。总而言之，那是类似于当时
贵族府邸整洁的花园里的一种田园牧歌式的风景。当然，我们也听到了
卢梭强烈渴望真正未经雕饰的自然状态的弦外之音。西方文明已经发展
到了这样一个地步，以至于让人要激烈地表达出他的一种感情，西格蒙
德·弗洛伊德后来称这种感情是“文明的不满”。

与英国的休谟和稍后德国的康德一样，卢梭是启蒙运动的最后一位
天才，他同时也是启蒙运动的最尖锐的批判者，他超越了启蒙运动本
身。

卢梭与法国大革命。在大革命爆发的十年前，卢梭在他的最后避难
所爱弥农别墅里接见了一个崇拜他的羞怯的年轻大学生，他自称是来自
阿拉的马克西米连·罗伯斯比尔。——当路易十六在狱中读到伏尔泰和
卢梭的著作时，他说：“这两个人把法兰西给毁了。”他说得没错，因为
从他的角度所理解的“法兰西”是那个君主制的旧法兰西。——“波旁王
朝本来是可以支撑得住的，”后来拿破仑说，“要是他们对笔墨文字严加
监督的话。”法国的共和宪法就是以《社会契约论》为蓝本而起草
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战斗热情就是从卢梭的革命性的激昂情绪中
得到了鼓舞。当然，人们会问，卢梭是否真的赞成事实上所发生的那种
革命。这倒无关紧要，因为不管怎么说卢梭的思想加速了革命的爆发。



卢梭也预言了革命发展过程中所暴露出的悲剧性的内部冲突，即革命以
高喊自由的口号开始，却以不宽容和专制独裁而结束。虽然卢梭竭力申
明，但是他所主张的坚定的个人主义必然与他的个人主义服从公意的粗
暴要求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以至于在卢梭的国家里，任何与国
家宗教相敌对的行为都要受到死刑或流放的处罚。

卢梭与后世。在广泛的意义上说，法国大革命及其精神结果对于后
世只产生了一半的影响，这与卢梭的两面性也是相符合的。另一方面，
多愁善感的卢梭也是十九世纪里针对十八世纪的精神展开的一场“反运
动”的前导。狂飙突进运动、浪漫主义以及各种各样的宗教革新运动都
以他为自己的思想先驱。歌德和席勒这两位狂飙突进运动的发起人也对
卢梭推崇备至。

而且康德也表示：“我天性爱好研究，具有强烈的求知欲。有一段
时期，我相信这本身就可以提高人类的尊严。是卢梭纠正了我。这种自
高自大的优越感消失了。我学会了尊重人类。”[21]在十九世纪后期，卢
梭的思想遗产又重新复活了，而且是朝着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其
中的一个方向以弗里德里希·尼采为代表，在他的著作中也同样包含着
对文明的价值的怀疑和批判，包含着卢梭所渴望的那种“纯朴的道德”，
包含着他对过分精细的理智的鄙视。显而易见，和卢梭一样，尼采的敏
感和复杂的思想家天性正是这种过分精细的文化的产物。其中的另一个
方向以所谓的乌托邦式的早期社会主义和卡尔·马克思的革命的社会主
义为代表，他们发展了卢梭的社会批判思想。不难看出，马克思对建立
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是出于同卢梭类似的考虑和感
情。此外，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完全可以引用卢梭的如下句子：“就国家
对它的成员而言，国家由于有构成国家中一切权利的基础的社会契约，
便成为他们全部财富的主人；但是就国家对其他国家而言，则国家只是
由于它从个人那里所得来的最先占有者的权利，才成为财富的主人
的。”[22][23]

三、德国

除了在英国和法国之外，启蒙运动也在德国风起云涌，不过德国的
启蒙运动有它自己的特点，这与德国人的个性和德国的社会背景密切相
关。整体来说，德国启蒙运动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没有法国启蒙运动那
么无所顾忌和激进，这当然也与当时德国的社会背景不无关系，众所周



知，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在德国并没有发展为可与法国大革命相比拟的
普遍的社会变革。

与论述西欧启蒙运动相比，我们在这里却只给德国启蒙运动留出了
较小的篇幅，之所以如此，倒不是因为德国启蒙运动的意义不太大——
尽管法国启蒙运动，尤其是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从整体上说对欧洲
的历史影响要大一些，而且它对法国人的思想和个性所产生的持久和强
烈的影响也是德国启蒙运动无法与之相比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
我们对第一个伟大的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莱布尼茨已经有所认识，是因
为我们在下一章里还要专门论述康德，在康德那里，启蒙运动达到了它
的顶峰和终结。在莱布尼茨和康德之间的德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可以说并
不属于欧洲意义上的哲学家。

与伏尔泰的那种优雅华丽的文笔和卢梭那种革命性的热情相比，德
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文献则显得有些学究气，平淡无奇，枯燥乏味，
几近于老气横秋。除了与上述的历史背景有关系之外，这还与德语语言
本身有关，作为表达哲学思想的工具，德语在当时还没有发展到像十八
世纪的法语所达到的那种精细和完善的程度。只是到了歌德的时代，德
语才发展到这个阶段。在此之前用德语写作的哲学家大都使用许多外来
词，而且他们为了找到一个恰当的词也是绞尽脑汁。从某种程度上说，
康德也在此列。

德国启蒙运动哲学的这个特点也并非仅仅是个弱点。我们在上一章
里曾经提到的思想家克里斯蒂安·沃尔夫，正是由于他的学究气，由于
他清晰的合乎逻辑的思维方式而被康德称为德国“缜密思想的创始者”。
沃尔夫首先在哈勒执教，后来由于受到教会势力的排挤而离开了那里，
他去了马堡，并在那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腓特烈大帝上台后，又非常
崇敬地立即把他召回哈勒。在康德的主要著作发表之前，沃尔夫的哲学
在他活着时和他去世后（他死于1754年）都一直在德国大学独领风骚。
尽管他的哲学在个别地方有另辟蹊径之处，但就其内容来说，他的思想
基本上是莱布尼茨思想的体系化、发展以及在所有知识领域内运用，因
此我们在这里就不再详细论述他的哲学。但是，沃尔夫对德语做出的功
绩是我们必须提及的。沃尔夫都是用德语执教和写作，至少在他活动初
期是这样。通过他，德国科学和哲学才逐渐学会自由地使用自己的母
语。至今在德国仍然使用的哲学术语大部分都是他创造的。

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1712—1786）也间接地影响了德国启蒙运
动，他将德国的和外国的学者召集到他的宫廷里，要不是他，英国和法



国的启蒙思想也不可能对德国思想产生那么强烈的影响，不仅如此，这
位“无忧宫里的哲学家”[24]本人也是德国启蒙运动的主要思想家之一。十
九世纪时，人们将他的著作结集出版，加起来有三十卷之多，其中有许
多政论文章。他对哲学的理论方面（形而上学和认识论）不太感兴趣，
他更感兴趣的是哲学的实践方面。在他漫长的当政期间，他曾经试图将
他的基本原则付诸实践，尤其是他的无条件履行义务的道德信条和胸襟
开阔的宽容的宗教和文化政策，因此人们称他的统治是“开明的专制主
义”。他与1740年发布的指示已闻名于世：“宗教必须宽容，国家应该时
刻注意，不要让一种宗教损害另一种宗教，因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获得
幸福的方式。”腓特烈曾经支持过沃尔夫，也支持过伏尔泰、拉美特利
以及其他法国思想家，这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腓特烈在位期间，康德
也因此而享有充分的思想自由。关于国家与其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腓特
烈的观点也是家喻户晓的：“君主是他的国家的第一仆人。”这与路易十
四的“L’Etat c’est moi”（朕即国家）的名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然，
腓特烈在他的那句话里不仅说他是“仆人”，而且还特别强调了他是“第
一”仆人。因此，他的统治既是开明政治，同时也是一种专制主义。

从广泛的意义上说，腓特烈的思想特征同时也是康德之前的整个德
国启蒙运动的思想特征：他们更为关注的不是建立独创的新哲学体系；
他们的历史功绩主要在于强调了实践和道德理性的重要性，并且即使他
们的这种观点并没有直接导致革命性的变革，但是它也对德国的思想和
实践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些特征也显现在高特利普·埃弗拉姆·莱
辛（1729—1781）的身上，或许他是这一时期德国启蒙运动的最重要的
代表。他既是诗人，也是思想家和哲学家。尽管当时几乎没有第二个德
国人比腓特烈二世与莱辛的思想更接近，但是莱辛却从来都没有真正接
近过国王，因为国王一直都对莱辛抱有成见，这主要是伏尔泰从中作
梗，因为他曾经与年轻的莱辛发生过争执；其中另外一个原因是，虽然
腓特烈能够兼收并蓄地对待那个时代的思想潮流，但是对于自己国家内
部的真正重要的思想他却常常视若无睹。

莱辛在柏林的朋友圈子里还有两位德国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家，他
们是摩西·门德尔松（1729—1786）和弗里德里希·尼古拉（1733—1811
年）。在与莱辛相关的人物中，最后值得一提的还有赫尔曼·萨缪尔·莱
马鲁斯（1694—1768），他是一位针对圣经的启示宗教展开尖锐批判的
思想家，并且也是一位自然神论的理性宗教的捍卫者。莱马鲁斯死后，
莱辛整理出版了他的《上帝的理性崇拜者的辩护》。



莱辛自己也强烈反对不自由和不宽容，而宣扬人性和宗教宽容，他
的理想中的人物智者纳旦就体现了他的这种思想。莱辛认为，这是历史
上各民族在宗教的名义下产生的仇恨和狂热所造成的。但是，与激进的
法国启蒙主义者不同，莱辛并不是好坏不分一概否定。尽管有那种令人
失望的认识，但是他却试图在人类的历史中寻找一种意义。他于1780年
发表了他的主要哲学著作《论人类的教育》，在其中，他表达了人类社
会由低级阶段逐渐向高级阶段发展的思想。历史上的宗教就是这条道路
上的各个阶段。伟大的宗教创始人教导人类，真理必须是逐步才能获得
的。宗教和政治作为最重要的教育工具会帮助人们逐步地掌握理性和获
得爱。当然这个不断前进的过程是永无止境的（与相信人类的生理器官
的不断进化相比，莱辛更倾向于人类灵魂的进步）。人类永远都不可能
达到他理想中的终极目标。同样，人类也不可能追求到终极真理。

对德国启蒙运动的概述我还不想就此结束，因为还有一个人物值得
一提，他就是克里斯蒂安·托马修斯（1655—1728），他是哲学家和法
学家，他的主要功绩在于使德语成为德国大学的课堂用语，他筹建了哈
勒大学，他结束了对巫婆的审判，这多半要归功于他勇敢反对这种荒唐
行为，总之，他是个真正的“启蒙者”。托马修斯在1690年以前就开始产
生影响：他于1687年首次讲课时就开始使用德语。1691年，他同样是用
德语出版了他的《论理学入门》。新近的研究者认为，托马修斯是德国
启蒙运动的最早代表之一，而且他的思想也不再仅仅是对英国和法国启
蒙思想的反映，而是扎根于德国本土的精神生活中。[25]

四、对启蒙运动的评价

让我们对启蒙运动再做简短地回顾。伟大的启蒙思想运动几乎席卷
了整个欧洲，就其哲学基本观点而言，它可以被划分为不同的发展分
支：

理性主义——相信理性的力量（带有乐观主义色彩），主要以笛卡
尔和斯宾诺莎为代表；

经验主义——相信经验是一切认识的基础，主要以洛克及其英国的
后继者为代表；

怀疑主义——对人类认识所能达到的范围表示怀疑，其主要代表人



物是培尔；

唯物主义——其代表人物有霍尔巴赫、拉美特利和狄德罗；

自然神论（Deismus）——以柴尔波利和伏尔泰为其主要代表，在
其他语言中他有时被误解为théisme[26]。它介于一神论（相信一个人格
化的神是世界的造物主和主宰，他通过启示对人说话）和无神论（断然
否定神的存在）之间。自然神论者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但是上帝并
不干预世界的进程（因此既不存在神迹，也不存在神的启示），所以有
人指责说，自然神论者发明了一个“无所事事的上帝”。

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时期曾经像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那样
对公共意见和社会发展产生过如此强烈的影响。虽然启蒙运动的理想在
法国大革命期间曾经历过血腥的恐怖，好像要以破灭而告终，但是哲学
家们对理性、自由、宽容和人道的追求在经过人类漫长的努力之后最终
还是得以实现。这些理想的实现应归功于人类取得的如下成就：废除了
刑讯，结束了对女巫的审判，人道地对待精神病患者，废除了残酷的肉
体刑罚（如车裂或五马分尸），废除了奴隶制，实行权力分立（特别是
立法权的独立），结束了宗教战争，废止了审查制度（因而带来了言论
自由）——简言之：正如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和后来的1789年《人权宣
言》以及如今的美国宪章中所表达的那样，人权逐渐得以实现。

[1] 波义耳是牛顿的同时代人，其主要著作有《怀疑派化学家》、《形与质的根源》和《本性论》。

[2] Nach Arend Kulenkampff: George Berkeley, in: Klassiker des philos. Denkens, Band i, München (dtv) 1982.

[3] Vgl. Norbert Hoerster: David Hume-Existenz und Eigenschaften Gottes. In: Grundprobleme der großen Philosophen. Philosophie der Neuzeit I, Göttingen (UTB Vandenhoeck) 1979.

[4] 简称《国富论》，严复最早译为《原富》。

[5] An den Jugendfreund d‘Argental, 24, 7. 1750, nach Durant, Denker, S. 207.

[6] Zit. nach Durant, Denker, S. 212.

[7] Zit. nach Durant, Denker, S. 217.

[8] Ebda., S. 227.

[9] Tallentyre: Voltaire in His Letters, New York 1919, S. 231, nach Durant, S. 217.

[10] Zit. nach Durant, Denker, S. 233.

[11] Brief vom 2. 4. 1764.

[12] 系指华伦夫人，关于卢梭与她的关系可参阅卢梭《忏悔录》中的描述。

[13] Rousseau, Discours über die Ungleichheit. Hier zit. nach der Ausgabe von Paul Sakmann, Die Krisis der Kultur, Auswahl aus Rousseaus Werken, Leipzig 1931, S. 88. - Rousseaus
Werke liegen in deutscher Sprache teils gar nicht, teils in unvollkommenen Ausgaben vor. Vom »Discours sur l‘inegalite« erschien jedoch 1984 eine kritische Ausgabe des gesamten Textes,
herausgegeben, übersetzt und erläutert von Heinrich Meier.

[14] Ebda., S. 94.

[15]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8页。

[16] Rousseau, Contrat social, Ausgabe Sakmann, S. 269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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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Rousseau, Contrat social, Ausgabe Sakmann, S. XXII.

[23]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31页。

[24] 无忧宫（Schloss Sanssouci）是腓特烈在波茨坦的宫殿。

[25] Werner Schneiders (Hrsg.): Christian Thomastus 1655—1728. Interpretationen zu Werk und Wirkung,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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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伊曼努尔·康德

一、生平、个性、著作

我们的叙述渐已接近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在这一时期，西方哲学的
发展在康德那里达到了一个高潮和转折点，即使康德的许多敌对者也不
得不承认这一点，而且这样的情形也是史无前例的，因为发生的这一切
都是由于一个人的思想成就所产生的影响而引起的。1781年，德国启蒙
运动的伟大诗人和最重要的批判者莱辛溘然长逝，就在这同一年里，康
德发表了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即《纯粹理性批判》，这标志着欧洲启
蒙运动达到顶峰并进入了一个更高的阶段。

伊曼努尔·康德于1724年4月22日出生在柯尼斯堡（普鲁士），他的
父亲是个马具匠。（父亲还把自己的名字写成Cant，这一家人可能是苏
格兰血统。）他的父母（尤其是母亲）是虔信派教徒，这个教派提倡真
正的感情上的虔诚，而不仅仅拘泥于宗教条文。他在柯尼斯堡的弗里德
里克学校学习了七年，后来他说，他对学校的课程基本上没有多大兴
趣，他真正感兴趣的领域是自然科学和哲学。1740年，他进入柯尼斯堡
大学学习，先是学习神学，不久就因为对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兴趣而放弃
了神学学习。他在柯尼斯堡附近的贵族家里做了九年家庭教师以维持生
计，在这段时间里，他不仅熟谙了人情世故，还获得了细致的哲学知
识。1755年，他获得硕士学位，并留在大学里做编外讲师。过了十五年
之后，他才获得讲授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教授资格，他担任这个职位直
到生命终止。

他在大学里任教四十年，他不仅仅讲授这两门课程，还讲授数学、
自然地理学、人类学以及自然神学、伦理学和自然法权。康德是一个受
人欢迎和爱戴的教师。他在做讲师期间，赫尔德正在柯尼斯堡上大学，



他在一封信中这样称赞康德：“他血气方刚，总是那么兴致勃勃，他生
来就为思想的额头里装满了坚不可摧的快乐和喜悦，思想丰富的谈吐源
源不断地从口中流出，他有取之不尽的风趣、机智和变化无常的思想，
听他讲课简直就像轻松愉快的享受。他能调动起学生的情绪，使我们愉
快地学会自己思考问题。”就和讲授哲学问题一样，康德也能够在地理
课上栩栩如生地谈论那些陌生国家和民族的风土人情，尽管他一生中从
来都没有离开过柯尼斯堡。

康德的生活从表面上看平静无波，并且一成不变。这与康德生来身
体羸弱有关，他个子矮小，体弱多病，身材有点畸形，一边的肩膀比另
一边高，由于他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为了能够保持身体的健康，他
持之以恒地恪守自己制定的生活规则，给自己设定了明确的人生目标。
通过这种努力，他能够健康地活到高龄，并最终基本上实现了自己的人
生目标。康德严格地过着极其有规律的生活，关于此，同时代人的书信
和报道中都有记载。他总是五点起床，然后立即投入工作。从七点至九
点，他在大学里讲课。九点至下午一点，这是他用于个人研究的主要工
作时间段，他的科学著作大都是在这段时间里完成的。接着是午餐时
间，进餐时康德几乎总是有客人陪伴，他更喜欢接待的客人都是普通市
民而非学者。午餐是用来完全放松自己的，往往要持续好几个小时，席
间会谈论各种各样的话题。接着是散步，同样是按照精确的时间，而且
也非常具有规律性。散步之后，他又开始工作，晚上十点准时上床睡
觉。

康德非常严格地遵守自己设定的日程表，据说柯尼斯堡的市民可以
根据他的活动来校准时钟。一位传记作者说：“起床，喝咖啡，写作，
讲课，吃饭，散步，一切活动都按他自己规定的时间表，邻居们都非常
清楚，当伊曼努尔·康德身穿灰色外衣，手拿西班牙式藤杖走出家门并
漫步走向菩提树小林荫道的时候，这时正好就是下午三点半。如今这条
被称为哲学家之路的小林荫道就是因康德而得名。他每天都要在这条路
上走八个来回，一年四季永不间断，当阴天或者天上的乌云预示着将要
下雨的时候，人们就会看到他的老仆人朗培尔谨小慎微地跟在他的身
后，腋下夹着一把长柄大雨伞，如同一种天意的象征。”[1]

海因里希·海涅这些略带讥讽的描述，以及其他一些关于康德个性
的轶事，都与康德的年龄有关。老年康德是一个热情好客的主人，因为
他的谈话妙趣横生，所以他也是一个备受欢迎的客人。他与那些偶尔居
住在柯尼斯堡的俄国高级军官交往频繁，他们大都是来自波罗的海东岸



国家的德意志血统的人。[2]

他的主要著作问世以后，康德立即就声名远扬，而且在他活着的时
候他的名气就已经超越了德国国界。人们纷纷向他表示敬意。来自柯尼
斯堡之外的许多聘请都被他一一谢绝了。虽然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
的思想创造力已经渐渐消退，但是，当他于1804年2月12日溘然长逝
时，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还是纷纷前来拜谒他的故居，目的是再看一眼
这位伟大人物。城市、大学以及居民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这对于
柯尼斯堡这座安静的城市来说还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为了便于读者对康德哲学有一个概括的了解，我们首先把康德最重
要的著作简单地列述如下。所列的书目仅仅包含下文将要涉及的康德的
著作：

1755年 《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或根据牛顿定理试论整个宇宙的
结构及其力学起源》

1756年 《物理单子论》

1766年 《视灵者的幻梦》

1770年 《论感觉界和理智界的形式和原则》

1775年 《论各种不同的人种》

1781年 《纯粹理性批判》

1783年 《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

1784年 《从世界公民的观点撰写世界通史的想法》

1785年 《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

1788年 《实践理性批判》

1790年 《判断力批判》

1793年 《论纯粹理性范围内的宗教》



1795年 《论永久和平》

1797年 《道德形而上学》

1798年 《学科间的纷争》

康德于1793年曾经表示要编辑出版一套自己的著作全集，但是最终
未能实现。直到二十世纪时，普鲁士科学院才出版了一套十八卷本的
《康德全集》。

二、前批判时期

1．康德的自然科学著作

《纯粹理性批判》发表以前的这段时期，或者说，康德思想真正开
始形成以前的这段时期被称为康德思想发展的“前批判”时期。从他的第
一部著作发表（1747年）到他写出自己的博士论文（1770年），在这几
十年内他也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其中的大部分我
们在这里并没有列举出来——大都是涉及自然科学问题。康德的著作涉
及火、火山、自然地理学、风的理论以及里斯本大地震。牛顿物理学是
他的思想基础，对他来说，牛顿物理学是精密自然科学知识的一个典
范。

首先应该提到的是康德的《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康德在其中
阐述了一种关于宇宙形成和行星运动的理论假说。牛顿认识到并计算出
了引力对于天体运行所产生的影响，但是太阳系的形成问题他却没有解
决。他明确地指出，人不可能对此做出自然的解释。在他看来，天体的
循环运动是两种力量作用下产生的结果，一种是吸引力，对于这种力我
们可以用机械的方式做出解释，另一种是排斥力，它阻止行星在重力的
作用下冲向太阳。牛顿认为，对于这第二种力我们只能做这样的解释，
造物主自身已经赋予天体这种运动规律，使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能够逃逸
太阳的追赶。

康德提出的假说认为，这两种力我们都可以用机械论加以解释。他



假定了一种宇宙的原始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物质的最小微粒均匀地分
布于空间之中。由于这些最小微粒在密度和引力上都各不相同，于是，
那些密度较大因而引力也较大的物质微粒就会将那些密度较小因而引力
也较小的物质微粒吸引过去。在引力的作用下，较轻的微粒会呈直线型
移向较重的微粒，并在那里集结成一团。但是，在移动的过程中，它们
会与其他微粒相撞，会被撞开，改变自己的运动方向，从而产生运动方
向的偏移。从最初的混乱无序的运动中，会逐渐形成一种运动的均衡，
从而达到一种最低程度上的相互制约。于是就形成了圆周运动。那些呈
圆周运动的微粒的一部分被太阳吸引了去，围绕太阳旋转。其他微粒组
成了行星。它们离太阳越近，密度就越大，体积就越小。

康德试图用这个假说来表明，为了解释从混沌无序的原初状态如何
形成一个和谐的宇宙整体，人们并不需要假定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这一
切都可以用物质的吸引和排斥的规律加以解释。至于那弥漫于空间中的
原初的物质微粒又是如何产生的，在康德看来，任何自然的解释对这个
问题都失灵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假定一个造物主，他创造了物
质，并赋予它们力量，使它们有能力从混沌无序的原初状态构造出一个
有秩序的宇宙来。[3]

几十年之后，法国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比埃尔·拉普拉斯（1749—
1827）在对康德的理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也得出了与康德非常类似的结
论。从此以后，这种宇宙形成的假说就被称作康德—拉普拉斯理论。

康德的另一部著作《物理单子论》[4]包含着具有前瞻性的自然科学
思想。如它的书名所显示的那样，康德继承了莱布尼茨的单子概念。宇
宙形成于最小微粒的运动，康德试图更进一步确定这种最小微粒的本
质。他将它们的本质定义为“充满空间的力”。也就是说，物质具有物质
性和不可穿透性，物质的本质就是力。没有“材料”，只有力（能量）！
康德的这一思想在当代物理学中又获得了一次伟大的复兴，当代物理学
不仅在理论上认为，“物质”只是能量的一种特殊形式，而且还在实践运
用中清楚地证明了，物质能够转化为能量，反之亦然。

我们还想提一下康德的第三部自然科学著作，即《论各种不同的人
种》。康德用一种自然史的观念来代替纯粹的自然分类描述。他在其中
表达的思想使他成为进化论思想的开创者之一，这一思想在十九世纪时
已被广泛接受。“自然史……将要描述地球的变迁、地球上的造物（植
物和动物）的变化，这些变迁或变化都是自然历程的必然结果；它还要



描述由这些变化而来的原始种的原始类型的变异。它或许会将一大批看
上去各不相同的物种归列为同一种属，并且将今日描述自然的如此详细
的学科分类转变为一种便于理解的自然体系。”[5]

2．批判问题的形成

让我们回到哲学本身！在大学学习期间以及工作的初期阶段，康德
在德国所见到的占统治地位的哲学体系就是莱布尼茨—沃尔夫哲学体
系。如果我们用简短的词语来概括它，那就是理性主义，在方法上则是
独断主义。之所以称它为理性主义，是因为它是一种理性哲学，它相
信：我的理性对世界的论断是真实的。从（天赋的）理性原则出发能够
获得关于世界的正确认识，而且也不必借助于经验——这一点很重要。
对于理性主义者来说，经验并不是认识的基础和界限，因此，他们也没
有理由怀疑一种形而上学的可能性，这种形而上学作为一种超越经验和
超越感性的科学而存在。况且理性主义者也创立了这样的形而上学体
系。他们采用的是独断主义的方法，也就是说，不做事先的批判性检
验，也不管理性是否有能力在不依赖经验的前提下获得超验的确定性认
识。康德的老师克努岑就是一个沃尔夫主义者，在老师的影响下，康德
到1760年左右也一直是一个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的追随者。

然后便发生了思想的转变。康德被从“独断主义的昏睡中”唤醒了，
而唤醒他的人就是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家约翰·洛克和大卫·休谟。洛克
曾说：没有感官经验，理智中就一片空白。这是彻底的经验主义。只有
经验（包括外在的感官经验和内在的自我观察的意识活动）才是我们的
认识的源泉，而且也是认识的界限。对于这种经验主义来说，因为经验
不为超验提供任何根据，所以超验科学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则是不可能
的。

康德开始怀疑理性主义的正确性，因而也开始怀疑旧的意义上的形
而上学是否是可能的，这种怀疑尤其表现在《视灵者的幻梦》一书中。
在朋友们的请求下，康德与瑞典通神学家和视灵者埃曼努尔·斯韦登伯
格（1688—1772）展开了辩论，康德利用了这一辩论，使它成为与独断
的形而上学“幻梦”的一次清算。关于这两者，康德说，虽然他们的想法
是可行的，但是他们的思想却与某些疯子的幻觉有些类似。他告诉人
们，那些人（一旦离开可靠的经验的基础）是如何按照严格的逻辑方式
获得最稀奇古怪和出人意料的原理和体系的。康德与独断的形而上学分



道扬镳了，他关于沃尔夫哲学说的一段话已经明确地说明了这一
点：“如果我们观察一下某些思想界的空中楼阁的建筑家……那么我们
必须忍耐他们的说法中的矛盾之处，耐心等待这些先生们从幻梦中醒
来。”[6]他的整篇文章都带有类似的嘲讽语气：“机敏的胡迪布拉斯本来
应该让我们自己来解开这个谜；因为照他看来：如果一股季肋部的风呼
啸着吹进内脏，那么要看它朝哪个方向吹，如果它朝下吹，出来的就是
大粪，如果它朝上吹，就会出现幻象或者显灵。”[7]“也许有人会问，是
什么动机促使我去研究这种无聊的琐事，这等于是在继续传播荒诞的故
事，一个理智健全的人是很难去听它的，更不用说还把这些荒诞不经的
东西放到哲学研究著作中去……愚蠢和智慧之间的界线是如此之模糊不
清，以至于由于在其中的一条道路上走得时间太长了，也难免有时会沾
着另一条道路的边。”[8]康德说，像斯韦登伯格这种“视灵者”是应该被
送进精神病院的，但是问题不仅在于这些“视灵者”，那些思辨的形而上
学的信徒与“视灵者”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也常常陷于幻想，把自己的
想法当作事物的真正秩序，只不过一个是感性的梦幻者，一个是理性的
梦幻者而已。在这里我们看到，康德与旧的形而上学已经分手了，当然
还有些恋恋不舍，因为他承认自己曾经对它情有独钟，“命运驱使我爱
上了形而上学，尽管它很少对我有所帮助”。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康德
给形而上学下了新的定义：形而上学是关于人类理性界限的科学。康德
又接着说：“只不过我在这里还不能精确地确定它的界限。”

康德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确定这个界限。一边是理性主义，一边是经
验主义，谁是正确的呢？康德说，为了做出区分，我必须事先做点在我
之前还没有人做过的事情：我必须对人类思维器官的整个结构进行重新
考察。只有当我弄清楚了，作为我们知识源泉的思维器官，它的工作方
式的有效范围和界限在哪里，然后我才有充分的权利做出判断，形而上
学是否可能，它可能是什么样。也许得出的结论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
义两者都不正确？或者，它们各自都在有限的范围内是正确的？“我的
目的是要说服所有那些认为形而上学有研究价值的人，让他们相信把自
己工作暂停下来非常必要，把至今所做的一切东西都看作不曾做过，并
且首先提出‘像形而上学这种东西究竟是不是可能的’这一问题。如果它
是科学，为什么它不能像其他科学一样得到普遍、持久的承认？如果它
不是科学，为什么它竟能继续以科学自封，并且使人类理智寄之以无限
希望却始终没有实现？不管是证明我们自己的有知也罢，无知也罢，我
们必须一劳永逸地弄清这一所谓科学的性质，因为我们不能再在目前这
种状况上停留下去。”[9]



康德用了十五年的时间专心思考这个问题，这表明：首先，这个问
题非常难；其次，康德对这个问题思考得非常细致和耐心；再次，显然
康德既不想也不能对争论的双方感到满意。1770年，康德发表了《论感
觉界和理智界的形式和原则》，在其中他对于这个问题做了初步的解
决。但是又过了十一年之后，也就是康德五十七岁那年，他才发表了令
世界震惊的《纯粹理性批判》。

三、纯粹理性批判

1．特点、结构、基本概念

“我敢说，没有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在这里没有得到解决，或至少
为其解决提供了钥匙。”[10][11]

一部对自己提出如此要求的著作，用康德自己的话来说，我们也可
以要求它满足如下两种条件：结果的绝对确定性和阐述的明晰性。对于
前者，康德把评判的权力留给读者和后世；对于后者，康德说，他已经
操了足够的心，为此用了大量的概念。此外，康德一开始也感觉到直观
对于明晰性的必要性，也就是需要引用例证并做出具体的解释。“但我
马上看出我将要处理的那些课题之巨大和对象之繁多，并觉得这一切单
是以枯燥的、纯粹经院的方式来陈述就已经会使这本书够庞大的了，所
以我感到用那些仅仅是为了通俗化的目的而必要的实例和说明来使这本
书变得更加膨胀是不可取的。”[12][13]

康德只是草拟了这样一个框架，但是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他还是
写了一部鸿篇巨制——该书第二版有884页。我们能够设想用几页的篇
幅来介绍它的内容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尝试从如
下几点上对它有一个初步的印象：它的特点和结构，它讨论的三个基本
问题，康德特殊的研究方法，康德回答问题的思路。

康德的主要著作不仅属于世界文献中内容最丰富者之列，而且也属
于最难理解者之列。康德自己也意识到了它的难以理解，他称自己
的“纯粹理智概念的演绎”——这也是第一批判的核心内容——“是所从
事过的形而上学事业中最困难的”。[14][15]在面对紧迫的理性批判的困难
时就去求助于所谓的“良知”（普通人的理智）——如那个由托马斯·里



德（1710—1796）创立的苏格兰哲学学派针对休谟所做的那样——“等
到考察研究和科学都无能为力时（而不是在这以前）去向良知求救，这
是新时代的巧妙发明之一；用这种办法，最浅薄的大言不惭之徒保险能
同最深刻的思想家进行挑战，并且还能招架一番。不过，人们只要稍微
做一点考察研究，就不会找这个窍门。而且，认真看起来，向良知求救
就是请求大众来判断，大众的捧场使哲学家为之脸红。”[16][17]康德也完
全尊重普通人的理智，但是“凿子和槌子可以在木工中使用，对于铜
刻，这就要用腐刻针”[18][19]。

对于想研究康德的读者，我们提议一点建议，希望他首先去读一本
内容较为详尽的入门书，以便于为进一步研究康德做准备，[20]然后他
也不要急于开始阅读康德的批判著作，而是应该先熟悉一下康德的语
言，作为进入他的批判的思想世界的准备，去阅读他较为浅显的前批判
时期的著作，比如他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康德在发表《纯粹理性
批判》之后不久就写了它，他自己就把它看作《纯粹理性批判》的主要
思想的一个简化缩写本。除了前言和导论之外，《纯粹理性批判》主要
由两部分组成：一，先验要素论，这也是该书的主要部分；二，先验方
法论。先验要素论又分为两部分：先验美学讨论感性的能力；先验逻辑
讨论思维的能力。逻辑又分为两部分：先验分析论讨论人的知性，先验
辩证论讨论人的理性。

我们在这里试着对康德使用的几个概念做一下解释。在此，我们可
以跟随着康德自己的思路。

康德所说的“批判”并非我们今天所说的评价意义上的“批判”，而是
审查、检验和划定界限。

人的一切认识都是从经验开始的，康德将经验主义者的这句话放在
批判的开篇。如果没有事物触动我们的感官，并激发我们的理智活动，
那么我们该如何认识事物呢？从时间上看，经验先于一切认识。但这并
不是说，一切认识都来源于经验。也有可能，我们所说的经验本身就是
某种复合物，是外部印象和我们自己添加进去的某些东西的混合。批判
的分析必须把这两种东西分离开。我们必须考察，是否在我们的经验之
前存在某种东西，即我们是否拥有先天的（a priori）知识。经验的知识
始终是后天（posteiori）获得的（也就是来自经验）。纯粹知识是先天
的知识，我们在其中没有混入任何经验的东西。



我们如何才能区分开这种纯粹知识和经验知识呢？有两种可靠的特
征：必然性和严密的普遍性。经验永远都不会给出严密的必然性。经验
始终只是告诉我们（如休谟所言），某物被这样或那样创造了，但是它
不会告诉我们，某物必然会被这样创造。经验不会给它的定理赋予严密
的普遍性。利用经验我们永远不可能超越一种相对的普遍性，我们只能
说：就我们目前所观察到的来看，这个或那个定理还没有例外。如果一
个定理带有绝对的必然性和严密的普遍性，那么它必然是来自先天的认
识。比如，这同样适用于下面的定理：每种变化必然有其原因。休谟已
经认识到，一个必然的和普遍的定理不可能来自知觉。他说：一个定理
不是必然的和普遍的，而只是一种习惯的产物，康德接着他的话说：一
个定理不是必然的和普遍的，但是它也不可能来自经验！

将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区分开来，这对于康德哲学是至关重要的。
判断是一个主项与一个谓项之间的逻辑联系。分析指的是“分解”或“剖
析”。当我说一切物体都具有广延性，或者说球是圆的，那么我在谓项
中所说的东西已经包含在主项的概念之中了，因为“物体”这个概念就包
含着“广延性”这个特征，“球”这个概念就包含着“圆”这个特征。这就是
分析判断。综合指的是“联系”或“组合”。当我说这个球是金质的，在这
里我给“球”这个概念添加了它本身并不包含的某种属性，因为球不需要
都用金子做成。在这个概念里我所添加的东西——金色的特征——就是
来源于经验。如果我不是凭自己的知觉确信这个球是金质的，那么我就
不可能做出这个判断来。

这就意味着，综合判断只能是后天形成的，它来自经验。一个这样
形成的判断当然不会是普遍的和必然的。但是像“每种变化都有其原
因”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定理该如何解释呢？如我们所说，经验永远
都不会使我有理由将它作为普遍的和必然的。这个定理是综合的，因为
我可以将变化的概念做任意的分解，我在时间中的只发现变化，但是却
不能发现变化与原因的必然联系的因素。而这个定理是普遍的和必然
的。难道也存在先天的综合判断吗？康德的回答是肯定的。

通过进一步的观察我们会发现，不管是人的一般理智还是科学，其
中都包含大量的这种先天的综合判断。首先，数学判断就是综合判断。
康德举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7+5=12这个定理是个先天判断，因为它
必然有效，而且没有例外。那么它是分析判断吗？也就是说，“12”这个
概念里是不是就已经包含了7加5的概念呢？康德说：不。当我们再去考
虑更大的数时，我们就会清楚了。如果我不借助于直观，也就是运算，



我不可能从7654和3674这个数的纯粹观念中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非常
奇怪的是，虽然这个定理是借助于直观得出的，但它仍然是先天的，也
就是说，它并不依赖任何经验。只有当存在某种纯粹的独立于经验之外
的直观时，这才是可能的。这对于其他纯粹的数学定理也同样适用。其
次，自然科学也包含先天的综合定理。再次，形而上学至少也是由这种
定理组成的，因为它的目的就是想提供超越经验的认识。这样我们就面
临着纯粹理性批判的主要问题：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

因为数学、自然科学和形而上学中包含着这样的定理，所以它又涵
盖以下几个问题：

纯粹数学是如何可能的？

纯粹自然科学是如何可能的？

形而上学——只要它还被称作科学——是如何可能的？

解决这些问题是一门特殊科学的任务，康德称这种科学是“纯粹理
性批判”。纯粹理性指的就是那些能够被先天认识的原则。康德之所以
称他的书是批判，因为它不是想提供一种纯粹理性的完整体系，而只是
想对纯粹理性做批判的判断，对它的根源和界限加以规定。关于问题的
提出以及这本著作的题目，我们就说这些。为了能够更好地理解上述的
划分，我们还必须弄清康德在其中所使用的概念的意义。康德所说
的“先验的”一词指的是先于经验的认识形式，以别于认识的内容和材
料。他说：“我把一切与其说是关注于对象，不如说是一般的关注于我
们有关对象的、就其应当为先天可能的而言的认识方式的知识，称之为
先验的。”[21][22]先验哲学就是一切纯粹理性原则的体系。先验的（不可
与那个含混不清的概念“超验的”相混淆）并不是指“超越经验的”或“超
出一切可经验的”，而是指“先于经验的”。

划分为先验感性论和先验逻辑论是基于如下的认识，即人的认识有
两个来源：感性直觉和理智。这两者都要去考察，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包
含先天的因素，而且感性要先于理性。在康德那里，Aesthetik这个词是
按照其本意被使用的，也就是说，康德使用了它与感性有关的部分，它
不是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美学”，而是“关于感性的学问”。

2．先验感性论



这个题目的意思是：对感性认识能力的先验考察。感性是我们自身
固有的一种能力，它受作用于我们的外部事物的影响（刺激）。借助于
感性，对象被给予我们，且只有感性才给我们提供出直观，也就是说，
直观就是个别对象的直接表象。乍看起来，一个这种个别表象，比方说
一朵玫瑰花，在我们分析我们的认识过程时，它是不可再被继续分析的
最终的东西了，但是，经过必要的考察后我们会发现，情况并非如此，
我们有不同的感官知觉，在我们的认识过程中会有多种感官知觉参与进
来。在上述例子中，我们的嗅觉会传达花的芳香，视觉和触觉会传达花
的形状和颜色。感官知觉只向我们提供感觉，这些感觉则只是我们获
得“玫瑰花”这个表象的原材料。在我们身上还有另外一种东西，它会整
理我们获得的那些感觉，而且是通过特定的方式进行整理：在一种空间
和时间的统一性中。个别表象并不是原始的材料，而是已经经过加工了
的材料。在我们的思维中被整理过的那些东西，它们自身并不再是来源
于感觉经验。

空间

如果我愿意，我可以撇开一切经验的东西不考虑。我可以不去想玫
瑰花的气味、颜色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但是，有一点我却不能撇开不
谈，也就是事物在空间中的广延性。空间的观念是先天的。空间无外乎
一种形式，我们的外感官的一切现象都是在其中被表象出来的。空间并
不黏附于对象本身。是我们将空间的观念加在了“物”的上面。人的感觉
器官就是这样被设置的，我们所感觉到的东西都必然显现为在空间中并
列的形式。注意是显现！当感官提供某种感觉时，必须有从外部影响感
官的某种东西存在。关于这种外在的东西我们不用多说什么了。这种外
在的东西只能以某种形式向我“显现”，如它所传达给我的感官的那样，
这个界限我是永远不可能逾越的。关于现象背后的东西，关于物自体
（康德也称之为Noumenon）我却一无所知。

在这种限定的条件下——就是说物只能作为现象被我们所知觉，至
于它的其他属性我们永远都不可能知道——空间观念从严格意义上说就
是普遍的和必然的。所有人的感性结构都是相同的，对所有的人来说
（至于在其他动物那里情况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凡是显现给他的东
西，都只能是在空间的形式中显现的。在这个意义上，康德可以
说：“空间具有经验实在性。”这就是说，对于所有作为外在对象显现给
我们的东西，空间都具有客观有效性。至于物自体是否在空间之中，我



们不得而知。因此康德可以接着说（这与前述的并不矛盾）“空间具有
先验的观念性”，也就是说，一旦我们将一切经验的可能性的条件都抛
开，那么空间就是虚无。因此，空间是我们的外感官的纯粹先天的直观
形式。

时间

和空间一样，时间也是先天被给予的。时间是我们的内感官的纯粹
形式，是我们内在的感性直观的纯粹形式。让我们观察一下我们自身不
同的心灵状态（感情、意志冲动和想象），虽然它们之间各不相同，但
是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它们都在时间中流逝。时间并不来自它们
其中的某一个，时间是条件，如果没有时间，我们不可能对它们有任何
经验。时间是普遍的和必然的，时间是我们内在直观的先天给予的形
式。

一切外在的东西也只能是在我们之中以观念的形式被给予的。由于
时间是我们的观念的必然形式，所以时间不仅是我们的内在直观的形式
（正如空间是外在直观的形式），而且完全就是我们的直观的形
式。“一切现象……都是在时间之中的，并且必然地处于时间的关系之
中。”

时间也具有经验实在性，就是说时间对于显现的一切（外在的和内
在的）事物都具有绝对有效性，它具有先验的观念性，也就是说，时间
不适用于物自体。

数学的可能性

空间和时间以先验的形式存在于我们之中，数学的可能性就是以此
为基础的，因为数学只与空间和时间的规定性有关。

几何学研究空间关系。比如说，几何学教导我们，直线是两点之间
的最短距离。这是一个综合的定理，因为直线概念分析的结果只能是质
量而非大小。我必须借助于直观，但是我不需要等待经验！因为我从一
开始就——先天地——在我自身之内拥有空间的观念。这就使得我有可
能形成这个先天的综合判断。和我一样，每个人在他自身之内也都具有
相同的空间直观形式。几何定理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就是以此为基础的。



算术是用来计算的。但是计算基本上也就是计数，就是说，它以时
间的先后顺序为基础。由于我在我自身之内就拥有作为纯粹感性形式的
时间，而且所有的人也都和我一样，所以算术也不需要借助于经验就能
够纯粹以内在的时间直观为基础而得出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定理。

批判的第一个问题，即纯粹数学是如何可能的，就这样被解决了。

3．先验分析论

问题

知识是如何得以实现的？洛克曾说，在没有感性认识之前，知性中
一无所有。莱布尼茨又加上了一句话，没错，除了知性本身！康德也用
一句简短的话回答了这个问题，但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详悉阐述却构成了
纯粹理性批判中最长和最难的一段。

康德一开始就说，一切思想、一切概念都来自通过直观被给予我们
的对象。没有直观的概念是空洞的。如果我们的认识能力的两个“来
源”之一即知性不是在空无的空间中四处摸索的话，那么它始终是与感
性相关的，感性为知性提供直观的材料。但是感性同样也是与知性密切
相关的。感性为我们提供直观，即感觉，直观仿佛是按照感性的先天的
形式被初步地整理过了。如果没有知性，纯粹直观就是“不可理解的”。
如果没有概念，直观就是盲目的。

因此可以说，感性和知性在认识过程中是相互影响的。就如同感性
按照其先天的形式整理感觉一样，知性现在也开始继续整理感性所提供
的材料。知性将这些材料提升为概念，并将这些概念结合为判断。

知性的这种连接的活动就是众所周知的逻辑的对象，对此我们在其
创立者亚里士多德那里曾做过详细论述。这种普遍逻辑自亚里士多德以
来基本上就没有发生过变化，康德基本上也没有改变它，但是康德心里
所惦记的并不是普遍逻辑的问题，即我必须如何将概念连接起来，以便
于我能够获得正确的判断等，康德思考的问题是：我们的知性究竟是如
何获得概念的？我们的知性能够构成概念，这些概念又与某个特定的对
象相关联并与这个对象相一致，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因为这
正是“认识”的意义所在。）这就是康德创立的先验逻辑所讨论的问题。



范畴

知性思考或连接或联系知觉，具有不同的形式，这种形式是先验
的，而不是来自于经验，所以被称为知性的纯粹概念或范畴。知性表现
于判断中，实际上，知性就是判断能力，思维就是判断。因此，思考的
方式就是判断的方式，要发现这种判断的方式，我们必须分析判断，检
查判断所表现的形式。因此通常逻辑已经做了这项工作，到那里去检
阅，会对我们有帮助。判断的逻辑表可以引导人去发现范畴。判断表中
有多少可能的判断，就有多少心灵的纯粹概念或范畴。论述这一课题的
那部分逻辑叫做先验分析论。

如果我们抽掉一般判断的一切内容，而只关注其中的知性形式，那
么我们就发现，思维在判断中的机能可以归入四个项目之下，其中每个
项目又包含三个契机。它们可以确切地表述如下：[23]

1.判断的量

全称的

特称的

单称的

2.判断的质　　　3.判断的关系

　肯定的　　　　　定言的（直言的）

　否定的　　　　　假言的

　无限的　　　　　选言的

4.判断的模态

或然的

实然的

必然的



对于这十二种判断形式，我们各自给出一个例子：[24]

全称判断：凡人都有一死。

特称判断：有几颗星是行星。

单称判断：康德是一个哲学家。

肯定判断：这朵玫瑰是红色的。

否定判断：那朵玫瑰不是红色的。

无限判断：这朵玫瑰是没有香味的（不管它在通常情况下
如何，它被排除在有香味的玫瑰之外，但是它究竟属于哪一类
却没有限定，于是便存在无限的可能性，因此这个判断是无限
判断。）

定言判断：这个三角形有一个直角。

假言判断：如果三角形有一个直角，那么它的另外两个角
就是锐角。

选言判断：一个三角形要么是直角三角形，要么是锐角三
角形，要么是钝角三角形。

或然判断：这朵玫瑰今天可能开花。

实然判断：这朵玫瑰今天会开花。

必然判断：这朵玫瑰今天肯定开花。

这些判断形式显示了我们的思维的基本形式，它们也必然是概念形
成的基础。我们只需要到这十二种判断形式的每一种背后寻找与之相应
的概念，就拥有了所有概念的基本形式，康德称之为范畴。比如当我们
在知性中有一个基本概念“现实性”时，显然只能做出全称判断，而一个



否定判断则是以“非现实性”的概念为基础的，诸如此类。将这一原则应
用于十二种判断形式，便得出了如下的范畴表（纯粹知性概念）：[25]

[26]

1.量的范畴

单一性

多数性

全体性

2.质的范畴　　　3.关系的范畴

　实在性　　　　　依存性与自存性（实体与偶性）

　否定性　　　　　原因性与从属性（原因和结果）

　限制性　　　　　协同性（主动与受动之间的交互作用）

4.模态的范畴

可能性——不可能性

存有——非有

必然性——偶然性

一个对象的概念是如何形成的呢？首先，通过感性的先天的形式从
感觉中产生时空中的直观。然后知性再按照十二个范畴将直观连接起
来。这样就得出经验的概念（由直观的材料构成）。当我们将感性和知
性的纯粹形式，即空间、时间和范畴连接在一起，就会得出纯粹的概
念。康德并没有对这些概念进行系统地探寻和整理，而且也没有给这些
范畴下定义，“在这部著作中，我有意避免了对这些范畴下定义，尽管
我有可能得到这些定义”[27][28]。



纯粹知性概念的演绎

摆在我们面前的更为主要的问题是：先天的范畴，即先于一切经验
而存在于知性中的范畴如何可能与经验的对象有关，以至于我借助于这
些先天的形式能够认识对象呢？康德在纯粹知性概念的先验演绎中对
这个问题作了回答。

让我们以因果性为例。经验论者洛克说：当我们发觉两个事件之间
有因果联系时，我们在这里会认识到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在“实在的”物
（实体）之间起作用。怀疑论者休谟说：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发觉事物间
的因果联系，我们总是只能发觉到相继发生的事件。因此，因果性原则
根本就没有客观有效性，它只是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方式。康德说：因果
性原则不是来源于知觉，休谟在这一点上完全正确。也就是说，因果性
原则来自知性。而且这对于一切经验都具有普遍必然的有效性！这是如
何可能的呢？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可能：因为一切经验都是这样产生的，
即知性将它的思维形式铭刻在由感性提供的材料上（在其中作为一种因
果性的“关系”），显然，我们在一切经验中也必然会再遇到这种形式！

就像范畴对于感性的先天形式空间和时间不适用一样，范畴对于物
自体也不适用。但是，对于显现给我们的“物”来说，范畴却具有普遍必
然的有效性。在我们的经验中永远都不会出现与因果性不一致的情况，
因为一切经验首先要借助于范畴通过知性的塑造活动才得以实现。

先验的判断力

在范畴中，我们已经认识了先天的形式，知性在整理直观材料时便
是利用这种先天的形式。但是知性又是从何得知这十二种范畴的哪一个
能够应用于那些杂乱无序的材料上去呢？知性有一种能够使其做出正确
选择的能力，康德称这种能力为判断力。

范畴和材料之间的联系就在于，所有直观的五花八门的材料都从属
于一种普遍的形式，即时间。因此，每一种范畴都对应于一个时间的图
型。当然这只是说明了判断力的功能，康德关于这种“纯粹知性概念的
图型法”的细节解释我们在这里就略过不提了。

自然科学的可能性



批判的第二个基本问题是：纯粹自然科学是如何可能的？这个问题
也通过先验分析论而得到了回答。就和纯粹数学是可能的一样，纯粹自
然科学也是可能的。

我们把现象的合乎规律的秩序称为自然，称它的规律是自然规律。
但是自然之所以具有合乎规律的秩序，是因为我们的知性能够把现象按
照蕴涵于其中的准则联系在一起。人是自然规律的制定者！由于“制
造”（虽然不是“创造”）自然的是我们自己的思想，因此我们可以说，
不是我们的知识依照对象，而是对象依照我们的知识！

康德的这一观察结果意味着一次革命，它的作用并不亚于哥白尼的
思想对天文学产生的影响。康德自己就以此为例：“向来人们都认为，
我们的一切知识都必须依照对象；但是在这个假定下，想要通过概念先
天地构成有关这些对象的东西以扩展我们的知识的一切尝试，都失败
了。因此我们不妨试试，当我们假定对象必须依照我们的知识时，我们
在形而上学的任务中是否会有更好的进展。这一假定也许将更好地与所
要求的可能性、即对对象的先天知识的可能性相一致，这种知识应当在
对象被给予我们之前就对对象有所断定。这里的情况与哥白尼的最初的
观点是同样的，哥白尼在假定全部星体围绕观测者旋转时，对天体运动
的解释已无法顺利进行下去了，于是他试着让观测者自己旋转，反倒让
星体停留在静止之中，看看这样是否有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29][30]

4．先验辩证论

当我们回顾以上所讨论的事实并尝试回答批判的第三个问题，即
（作为超越感性的科学的）形而上学是如何可能的？那么这个问题的答
案则会是否定的，甚至可以说是毁灭性的。作为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识
的科学的界限也就是可能的经验的界限。我们是局限在现象世界之中
的。

但是，“人类理性在其知识的某个门类里有一种特殊的命运，就
是：它为一些它无法摆脱的问题所困扰；因为这些问题是由理性自身的
本性向自己提出来的，但它又不能回答它们；因为这些问题超越了人类
理性的一切能力”。[31][32]在人的身上潜藏着一种不可遏止的欲望，它试
图超越时空中的现象世界。何为灵魂？何为世界？何为上帝？如果我们
想获得一种令人满意的人生观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干脆把这些问题撇到



一旁。对此，我们的理性是如何行动的？大自然是否在此赋予我们一种
追求永远无法满足的东西的欲望呢？

康德在先验辩证论中接近了这个问题（他真的只是接近了这个问
题，他并没有详尽地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已超出了理论理性的范
围）。如果说我们曾经说过，我们应该将“理性”与知性区别对待，那么
还应该再补充一点，这里所说的“理性”是狭义上的，与这部著作的题目
中所指的理性有所不同。那里所指的理性包涵人的一切精神或心灵力
量，而这里所说的理性是指“理念的能力”——区别于作为直观能力的感
性和作为概念能力的知性。

根据以前所说的，我们在这里也不会错误地认为，康德所说的“理
念”必然与柏拉图所说的理念会有何不同。在理性批判的序言里，康德
就确切地指出，柏拉图敢于将自己置于理念的空中楼阁之上，虽然他在
那里不再可能找到支撑。

理性在感性和知性之上构筑起一个更高的楼阁。根据其逻辑应用
（首先还将理念排除在外），理性是“推断的能力”。知性生产出概念，
并将概念与判断联系到一起。理性将判断与结论联系到一起。理性能够
从一个或几个原理中推导出一个新的原理。[33]理性的这种连接活动的
结果是什么呢？就和知性能够把直观的各种各样的材料整理为概念一
样，理性也能够把概念和判断的各种各样的材料重新整合起来。也就是
说，理性能够在我们的知识中建立起一种更为广泛的统一性。

从理性的这种统一活动中完全能够产生出一种愿望，它不仅想把多
样性变成相对的统一性，而且还想建立起完全的统一性。理性将要追求
一种绝对物。理性的这种追求是受某种“起主导作用的理性概念”引导
的，它就是理念。

康德也称理念是“调节性的原则”。意思是说，和知性能够朗照感性
一样（使感性直观变成可理解的概念），理性也以类似的方式引导知
性。但是其中有着重要的区别：理性只赋予知性应该如何行为的规则，
因此它是“调节性的原则”。

那么有何种理念呢？它们又是如何形成并产生作用的呢？如判断形
式表所显示的那样，存在三种可能的关系，它们将定律连接到一起。与
之相适应，理性也发展出三种理念。从范畴的绝对联系中产生出一种成
为我们一切观念之基础的思维主体的绝对的统一，即精神理念，或心灵



理念。

从假设的有条件的联系中产生出一种愿望，它试图从有条件的现象
的无限系列达到这所有现象的无条件的统一，即达到宇宙理念，或世界
理念。从对立的排斥的联系中产生出一种一切思维对象的绝对统一的理
念，一种最高本质的理念，即神学的理念，或上帝的理念。

关键问题是，这些理念都还只是应当如此的准则。它们仿佛是在我
们内心中设立的无限高远的目标。心灵的理念对我说：你应当将一切精
神现象如此联系起来，仿佛它们建立在统一的基础之上。世界理念对我
说：你应当将一系列有条件的现象联系到一起，仿佛世界建立在无条件
的同一性之上。上帝的理念对我说：你应当这样想，仿佛一切存在物都
有一个最初的必然的原因，也就是必然有一个神性的创世者。在这三条
道路上，你应当努力使你的整个认识中达到一种系统的统一性。[34]

在这个领域内，纯粹理性批判也只能做到这一点。它表明，所谓的
理念只在思想上是可能的，也就是它并不包含内在的矛盾，或者说在运
用理性时我们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果。但是我们在这里无论如何也不要
把思维和认识相混淆，并且也不要以为一种可能的经验会与它们相符
合。

不过，人还是很容易受到这方面的诱惑。如果他屈从于这种诱惑，
理性就会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二律背反）。理性就成为“诡辩
的”、“辩证的”。康德费尽心力试图详细说明，如此产生的矛盾是无法
解决的，尤其是当问题涉及神学理念的时候，以及当神学总是试图重新
用理性证明上帝存在的时候。但是，我们既不能用理性证明上帝的存
在，又不能用理性否定上帝的存在。对于其他理念也是如此。

那么该如何对待形而上学所获得的一切知识呢？康德自己就
说：“因此我不得不悬置知识，以便给信仰腾出位置。”[35][36]这就是
说，康德为我们的（理论上的）理性规定了界限。这个界限正好就位于
可能的经验知识中止的地方。对于超出这个范围之外的事情，理性就无
能为力了。这有两种含义：理性不能证明一般的形而上学的理念如上
帝、自由和不朽——对康德来说，这一切正是他的研究的唯一目的，其
他一切都只是达到此目的的手段而已[37]——但是理性也不能反驳它。
因此，这就为信仰留出了地盘。

“但人们会说，这就是纯粹理性超越经验界限之外展望前景所达到



的一切吗？除了两个信条就没有别的了吗？这些事不需要向哲学家们请
教就连普通知性也能做得到的啊！……然而，你真的盼望要有这样一种
涉及到一切人类的、应当超越普通知性而只由哲学家揭示给你的知识
吗？你所责备的这一点，正好是前述主张的正确性的最好证明，因为这
揭示出人们一开始不能预见到的事，即大自然在人们无区别地关切的事
情中，并没有在分配他们的禀赋上有什么偏心的过错，而最高的哲学在
人类本性的根本目的方面，除了人类本性已赋予哪怕最普通的知性的那
种指导作用外，也不能带来更多东西。”[38][39]

四、道德与宗教

《纯粹理性批判》让康德出了名。许多人——尤其是康德的反对者
们——都认为它是康德的唯一重要的著作。难道不是这样吗？康德不仅
仅是个认识论的理论家，而且也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一个努力试图认
识整个世界的思想先导。只有当我们能够像对待他的第一批判那样，以
同等认真的态度对待康德的其他伟大著作，我们才能深入地认识康德思
想的全部。当然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对这些著作详加论述，但至少我们应
该认识到这一点。

1．实践理性批判

人是一种思想的动物，作为这样一种动物，人会在理论上利用他的
理性。但是人也是一种行为的动物，作为这样一种动物，人也会在实践
上利用他的理性。康德主要在两部著作中讨论了理性的实践方面的问
题，这两部著作是《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和《实践理性批判》。其
中前者是后者的准备，他在后面一部著作中对这个问题做了系统而详尽
的探讨。

几个基本概念

自律与他律。我们应该如何行为？我们的意志应该由什么来决定？
有两种可能性，要么我们的意志是由寓于我们自身之内，寓于我们的理
性之中的法则所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理性是自律的；要么我们的意



志是由外在于我们自己、外在于我们的理性的某种东西所决定的，如果
是这样，那么我们的意志就是由一种异己的规律所决定的（即他律）。

在康德看来，迄今为止的哲学都犯了一个错误，也就是说它试图把
伦理学发展为一种关于正确行为的学说，但是它却到我们自身之外寻找
决定我们的意志的根据。哲学家们都设定了一种“至善”的目标，要么说
它是“幸福”，要么说它是“完善性”。他们试图为我们指明一条通达这种
至善的道路。这就是他律。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不可能获得普遍必然的有
效原则。人如何才能获得他所追求的至善，说到底这是一个经验的事
情。一种真正普遍有效的原则只有通过理性才可获得。

准则与法则。理性是否自己就能决定意志，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必
须像解决纯粹理性批判问题那样，通过相同的方式解决它：“先天综合
判断是如何可能的？”——也就是要通过对理性能力的批判考察，通过
实践理性批判。通过这种考察我们首先会看到，在我们的理性中就存在
着许多不同的基本原则，它们就以决定我们的意志为目的。

只决定个别人的行为的原则，康德称之为准则。如果我打算不再吸
烟了，这只关涉到我个人，这与别人是否吸烟无关。与此不同，那些决
定每个人的意志的原则，康德称之为实践法则。

假言命令与绝对命令。理论理性的原则有一种强迫的特征，它会
说：理应如此。实践理性有一种倡导的特征，它会说：你应该如此行
为。它倡导我们如何做，但并不强迫我们如何做。它就像是一道命令，
我们既可以执行这道命令，也可以不理睬它（当然自己要为此承担后
果）。所以康德称实践法则是命令。

一种这样的命令既可以是有条件的，也可以是无条件的。譬
如，“你想长寿吗，那么你就必须保持健康的体魄”。这句话就是一种命
令，它可以是针对每个人的。如果他损害自己的健康，那么他就会生病
和死亡。但是对我来说，只有当我特别在乎长寿的话，这句话对我才有
用。这样的定理就叫做假言命令。它是普遍有效的，但是有条件的。与
之相反的是另一种定理，它也是普遍有效的，但它是无条件的或绝对命
令。显然，一种普遍有效的命令只能是以绝对命令为基础。

下面的图表是对上述观点的直观表达：[40]





基本思想

绝对命令。一种绝对命令能够被找到吗？一切能够使一个对象成为
决定意志的根据的原则都不可能产生出普遍有效的实践法则。倘若对一
个理性动物来说存在普遍的实践法则，那么这种法则也只能是这样的原
则，即它所包含决定意志的根据不是由客体或物质对象决定的，而是由
纯粹形式决定的。但是，如果我从一个原则中——比如你应该做这个做
那个，你应该追求这个追求那个——拿掉客观对象，那么还会剩下什么
呢？剩下的就是：一种普遍法则的纯粹形式！

于是我们就找到了能够成为普遍有效的伦理学原则的基本原则：赋
予你的意志以普遍立法的形式！这样康德就得出了实践理性的基本法
则：“要这样行动，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任何时候都能同时被看作一个
普遍立法的原则。”[41][42]

这一法则适用于任意一种东西，这正是因为它纯粹形式的特征。当
我还在犹豫不决是否应该从别人手中抢过我所渴望的东西的时候，我需
要问一下自己：我能够希望所有的人都去偷盗吗？如果那样的话，每一
种私有财产，包括我所追求的财产，都是不可能的。当我在某种特定的
情况下对于是否应该说真话感到左右为难时，那么我也只需要问一下自
己：我能够希望所有的人把说谎当作他们的原则吗？

在这里我们必须避免产生一种误解。也就是说，康德并不想“独
创”或者“设立”一种道德原则。康德并不想把绝对命令的要求强加于
人，而是考察我们的实践理性的工作方式，并且发现这种绝对命令就是
一种普遍原则。只要我们能够倾听我们自己内心中的良心的声音，并试
图传达良心的纯粹的原则，那么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和康德一样发
现相同的原则。

自由。虽然我们不是必须遵循普遍的道德法则（绝对命令），却应
该遵循它。可是我们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吗？只有我们也有可能满足这
样的绝对命令，就是说只有当我们能够自由地遵循这种绝对命令，那这
种绝对命令在我们自身之内的存在才有意义。这也就是下面这句话的意
义：你能够，因为你应该！就此而言，实践理性会迫使我们把意志自由
看作令人信服的东西（而理论理性则永远不可能证明它）。

一种法则的纯粹形式不是感性的对象，因此它不属于现象世界（现



象世界中的事物彼此之间是存在因果关系的）。如果一种意志能够由这
种纯粹形式所决定，那么这种意志也必然会独立于现象世界的法则，独
立于因果律。一种可以被这种法则所决定的意志必然是自由的。

这一切听上去让人觉得，好像意志自由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派生物，
但是它导致的一个结果却是，初看起来它可能是矛盾的。让我们举一个
实际的例子，比如说一个人实施了盗窃。盗窃的外在行为是属于现象世
界的，但是促使盗窃行为产生的动机、情感、意志冲动同样也属于现象
世界，它们在时间的形式中显现给我们。在现象的范围内，一切都是符
合因果律的，一个事物是（在时间上先于它的）另一事物的必然结果。
由于我们对于已经失去的时间无能为力，所以我们对于导致某种行为产
生的原因也无能为力。事实上，任何一种行为都可以从它的外在和内在
的（精神）条件上“作解释”，也就是说，凡事都有前因和后果，它必然
会发生。但是道德法则却说，应该放弃盗窃行为。只有当盗窃行为能够
被放弃，当行为者能够自由地选择是盗窃还是不盗窃时，这才有意义。
在自然机械论和自由之间的这种表面上的矛盾如何能够在同一个行为中
得到解决呢？我们一定记得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说的，因果律
只对那些受时间决定的东西才有效，也就是对作为现象的东西才有效，
这也适用于行为的主体。对于物自体来说，因果律就是无效的，这也同
样适用于行为的主体。倘若人也把自己看作是一种物自体，那么他也会
把自己的此在看作是不受时间决定的，看作是不服从于因果律的。这就
是说，在我们的道德行为中，我们超越了作为现象的物的范围，而进入
了一种超越感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是自由的，而且道德律的
要求也是正当的。

善与恶。人应该如何行为，这并不遵循“善”的原则，而是遵循道德
律，道德律会告诉他应该如何行为，然后才会产生善的东西。善是道德
意志。“可以毫无限制地被认为好的，只有好意；除此以外，无论在什
么地方，在世界以内，甚至在世界之外，都无法想出什么别的来。”[43]

[44]这是由一个人内心的态度所决定的！一个人帮助另一个人，这是因
为他喜欢那个人，或者他认为这个社会期望他这样做，他所做的也正是
道德律所要求的。他的行为具有合法性。但是他这样做并不是出于义
务，而是出于其他动机。他的行为缺乏道德性。

义务与爱好。“义务，你这崇高伟大的威名！”[45][46]在这句名言
里，康德对义务高唱起了赞歌，这种激昂的热情在康德那里是很少见
的。道德律的崇高在其中的表现是，我们是被强迫的，我们的行为并非



出于爱好，甚或是与我们的爱好相违背的，我们的行为纯粹是出于道德
强迫。

结论。只有当我们（尽管只是匆匆地）穿越了康德的纯粹理性和实
践理性的王国之后，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康德在他的第二批判的卷尾所说
的那些的话的寓意。人是两个世界里的公民！在现象世界里，他是什
么，以及他做什么，这一切都是处于必然联系中的整体世界里微小的组
成部分；但是，与此同时，他又属于一个超越感性和超越时空的崇高的
自由王国。“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
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内心中的
道德律……前面那个无数世界堆积的景象仿佛取消了我作为一个动物性
被造物的重要性，这种被造物在它（我们不知道怎样）被赋予了一个短
时间的生命力之后，又不得不把它由以形成的那种物质还回给这个（只
是宇宙中的一个点的）星球。反之，后面这一景象则把我作为一个理智
者的价值通过我的人格无限地提升了，在这种人格中道德律向我展示了
一种不依赖于动物性、甚至不依赖于整个感性世界的生活。”[47][48]

2．纯粹理性范围内的宗教

以上两个批判的结果是否已经“解决了”宗教的问题呢？根据这两个
批判得出的结论，试图通过知识来证明上帝存在的信仰，这样一种独断
论不管怎么说是不可能的。知识永远只能局限于处于空间和时间中的
物。

尽管康德认为，从知识上为宗教提供证据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同时
又试图从行为上为宗教提供证据。自由、不朽、上帝——理论理性对于
这些问题是无能为力的，至多只能视之为调节性的理念，并为信仰留出
地盘。而实践理性却能走得更远：它能够促使我们信仰自由、不朽和上
帝。从我们自身之内的绝对命令中产生出自由的确定性这样一个事实已
经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同样感到确定的是，的确存在不朽，虽然我们不能证明它。道
德律要求我们，通过最高幸福的最高德性而使自己的人生变得高贵和有
尊严。如果我们不带任何先入之见地观察世界的运行，那么我们就会清
楚地看到，尘世的人几乎不可能达到使我们获得完美幸福的最高德性的
状态。为了达到这种状态，我们就必须成为纯粹理性的动物并且挣脱感



性的羁绊。我们接着还会看到，每个人所分得的幸福的程度与他的幸福
的尊严的程度（也就是与他的德行）几乎永远不能相符。如果我们内心
中的道德律告诉我们，并要求我们，不要一味去追求尘世的幸福，而是
应该依照道德的绝对性去行善——也就是去追求德性——那么对于那些
有德性的人来说必然就有一种在来世生活中的公正的补偿。

实践理性也为我们提供了理论理性所不能提供的上帝存在的确定
性。如果没有对自由、不朽和上帝的信仰，那么坚持不懈的道德行为就
是不可能的。谁要是能够合乎道德地做事，那么他的行为就已经表明，
他是信仰自由、不朽和上帝的——虽然他在理论上可能对此持否定态
度。合乎道德的行为就是在实践上对上帝的肯定。[49]

关于道德和宗教的关系，我们清楚地看到，在康德那里，道德是原
初的，宗教是对道德的补充。那么宗教对道德究竟还能有哪些补充呢？
宗教是对作为神圣律令的我们的义务的认识。义务通过道德律已经被确
定了。宗教能够说明这些义务是上帝放入我们的理性之中的。宗教用神
意的崇高性为义务蒙上了一层面纱。

宗教在内容上与道德是相一致的。只有一种唯一的道德——怎么可
能会存在不同的宗教呢？历史上产生了不同的宗教，这是因为人们试图
用各不相同的信仰原则来补充（唯一的）宗教王国，这些信仰原则都是
神意的体现。如果我们想从历史上的宗教中剖析出纯粹（道德的！）实
质，那么这些宗教就必须接受道德理性的检验，然后我们就能够区分什
么是真正的宗教，什么是虚假的宗教。

康德的《纯粹理性范围内的宗教》就是对这一问题所做的考察。
所谓纯粹理性范围之内是指：首先，不能逾越纯粹理性批判所规定的界
限，其次，要把只能是信仰对象的东西看作可被证明的知识。此外，康
德还得出结论，认为基督教是唯一道德完善的宗教。这本书主要讨论了
以下四个问题：

（1）论寓于人心中的善与恶的原则，或论人性中的极端的恶；

（2）论善与恶的原则为争夺对人的控制权而进行的斗争；

（3）论善的原则战胜恶的原则，以及在世界上一个上帝之国的建
立；



（4）论善的原则统治下的宗教机构，或论宗教和僧侣制度。

在康德看来，进行这样的考察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正是一种义务。
康德（和他之前的其他哲学家一样）也坚信，他的宗教哲学考察就是为
宗教服务的，他觉得做宗教的代言人就是自己的天职。

当康德的这本书发表的时候，普鲁士的统治者已经不再是腓特烈大
帝了——他在位时，康德可以充分地享有思想的自由——而是弗里德里
希·威廉二世，这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统治者，对启蒙思想怀有敌意。威
廉二世下令设立了一个特别的审查机关，目的是监督那些神职人员和教
师，并抨击和禁止任何偏离正统教会思想的行为。康德从他们那里受到
了如下的内阁令：

首先代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陛下向您致以亲切
的问候。

尊贵的、学识渊博的、亲爱的、忠实的朋友！我们的陛下
早就已经怀着很大的不满得知，您是怎样滥用自己的哲学歪曲
和贬低《圣经》和基督教的某些基本原理，正如您在尊作《纯
粹理性范围内的宗教》中所做的那样……我们要求阁下认真地
承担自己的责任，并期待您以后不要再犯类似的错误，以免失
去皇上对您的恩宠，您更应该做的是，履行自己的义务，利用
你的威望和才华，帮助我们的陛下去更快地实现他的意愿；倘
若您仍然一意孤行，则必将招致不愉快的处置。望阁下三思而
行。

奉仁慈的国王陛下的圣旨。沃尔纳敬上。

在答复政府的书信中，康德承诺，“作为国王陛下最忠实的臣
民”——他的言下之意是，仅在现在的国王在位期间履行自己的这一诺
言——在自己的演讲和著作中将不再发表任何关于宗教的言论。当时康
德已经年过七旬，他已经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国王死后，康德在他的
《学科间的纷争》中又能够率直和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了。

五、判断力批判



1．问题

我们之所以把康德对宗教的考察紧接着他的实践理性批判来论述，
是因为对康德来说，宗教直接源自道德。但是我们在这里实际上是提前
了一步。康德的“批判事业”并没有随着第二批判的结束而结束。在转
向“教条的东西”[50]之前，他想通过对人类心灵的所有能力的全面批判来
巩固他的思想体系的基础，因此他不想放过任何领域。紧随《实践理性
批判》之后——在写出论宗教的著作之前——便是他的《判断力批
判》。

判断力批判是康德批判哲学的最后完成。如果我们从远处观望康德
的前两个批判所建立起来的思想大厦，我们自己也可以推测出这批判的
整个体系还需要补充些什么内容。我们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即两个世界
（人作为它的公民）——一个是自然界（现象世界），另一个是自由世
界（物自体）——迄今为止仍然是孤立地并列存在的。我们可以继续推
测，来找出连接着两个世界的东西，也就是说，人自古以来所禀赋的三
种“能力”，康德到目前为止只考察了其中的两个：纯粹理性批判考察了
人的思想和认识，实践理性批判考察了人的欲望和行为。而我们身上的
那种被称为感觉和幻想的东西，在康德迄今为止的批判体系里尚无立足
之地。

判断力批判填补了这一空白。和另外的两个批判一样，判断力批判
也是康德整个思想体系中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一
部分，那么我们对康德思想的认识就是不完整的，而且还可能会得出错
误的认识。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一部分纳入考察的范围之内，那么针对康
德的许多指责也就会不攻自破。我们下面所做的论述目的只有一个，就
是在不考虑一切细节的情况下，表明康德在何种意义上填补了上述的空
白，他又是如何始终如一地发展他在前两个批判中所确定下来的思想路
线的。

乍看起来，这第三部考察人的感觉世界的著作的书名“判断力”的批
判肯定会让读者感到费解。所以我们首先要弄明白它的含义。一个要做
出（法律）“判决”的法官会做什么呢？他会求助于法律条文以解决当前
的案件。他会把一般的法律条文应用于个别的案件之中。或者话也可以
反过来说：他会为当前的案例寻找与之对应的法律条文（亦即归纳）。
他会为特殊案例寻找普遍的法律。由此我们就得出如下关于“判断力”的
定义：判断力就是把特殊思考为包含在普遍之下的能力。



这也是康德给判断力所下的定义。如果普遍的东西（规则、原则、
规律）被给予了，那么把特殊归摄于他们之下的那个判断力，康德称之
为规定性的判断力。规定性的判断力是理智的能力，它使我们能够将
（先天存在的普遍的）范畴正确地运用到特殊直观的内容上去。在此意
义上，我们也在纯粹理论理性的范围内为它找到了相应的位置。但是如
果只有特殊被给予了，判断力必须为此去寻求普遍，那么这种判断力就
是反思性的。反思性的判断力只能作为规律自己给予自己，而不能从别
处拿来。

那么这一切与我们的感觉有什么关系呢？在感觉上，我们通常的做
法是：我们会把一个对象——确切地说是一个对象的观念——与我们自
己内心中的一种标准联系起来。在这里提出的批判问题和前两个批判中
所提出的问题是完全相同的：对于我们的感觉来说，究竟有没有一种普
遍的和必然的——先天既有的——标准？

我们的所有感觉都是愉快的或不愉快的感觉。如果某种东西满足了
我们的内在需要，那么我们就会感到愉快。如果我们的需要得不到满
足，那么我们就会感到不愉快。在最为一般的意义上说，需要也就是目
的。于是我们就接近了合目的性这个概念。关于一种感觉经验的表述总
是具有一个形式，它隶属于一种合乎目的的想象的对象。

当我吃某种合我口味的东西时，我会有一种愉快的感觉，这正是因
为这个吃的东西对于满足我的需要来说是“合目的性的”。如果换一个时
间，当我根本就没有胃口的时候，这同一种吃的东西也可能会令我反
胃。这种愉快的感觉是纯粹主观的，它是由我当时的心情和需要所决定
的。因此，对于情感判断来说，不存在一个普遍的标准。

但是在其他领域方面，我们的情感判断或许会具有普遍的标准呢？
美学（Aesthetik）所讨论的就是这样的领域。如果我觉得某个东西好
吃，我不可能要求别人也必须觉得它好吃，而当我认为某个东西美的时
候，我却会提出要求，希望别人也同样会喜欢这个东西——虽然没有像
在理论认识判断和道德判断那里那样坚决。这样就产生了一个使命，康
德的判断力批判的第一部分就是用来完成这个使命的：即审美判断力批
判（在这里，Aesthetik这个词与第一批判中所说的transzendentalen
Aesthetik，即先验感性论，是有区别的，它指的就是我们今天通常所说
的美学。）

但是另外还有一个更为宽广的领域，在其中我们始终要说到“合目



的性”这个问题：它就是有机生命的王国。我们在关于生命自然的判断
中到处都会遇到的合目的性原则，与审美的合目的性原则是不同的。美
的事物之所以能够在我的心中唤起愉快的情感，是因为它与我心中的审
美情感达到了和谐一致。当我考察一个生命有机体的合目的性的结构
时，我所感觉到的满足并不是一种情感的满足，而是一种理智的满足，
这里所说的合目的性是指，对象的形式不是与我心中的某种东西达到和
谐一致，而是与它自身内部的某种东西，与它的本质，与它预定的目的
达到和谐一致。这就是客观的合目的性。

若没有合目的性原则，我们就无以考察生命自然。在考察无机物
时，比如一块石头，我可以不考虑它的整体而只关注它的某一部分。石
头是由它的个别部分组合而成的。在考察生命体时，我就不能只考虑部
分而不考虑整体。有机体永远都不是由个别部分组合而成的，有机体的
某个部分是这个有机体的整体外形和功能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只有
从整体上看，部分才是可能的和可以理解的。

让我们拿它与制作一件衣服做比较。按照预先设定的计划，衣服的
个别部分对于衣服的整体来说是合目的性的。如果我想更好地理解生命
有机体，那么我就只能通过类比把它设想为由人类智慧按照计划实施的
产物，把它设想为一种按照计划而设立的合目的性的整体。通过类比我
们得知，这个合目的性的机构必然溯源于某种智慧，但是关于这种智慧
我并不能通过经验而有所了解。或许我必须根据合目的性的观点，根据
我们的反思的判断力的原则对他做出判断，因为在这里我面临着一个界
限，纯粹机械的（理论理性所能够做出的）因果律的解释在此失效了。

当然我们会尝试对此做出因果律的解释，在康德看来，这也是我们
应该做的。康德之前的生物科学已经做了这方面的尝试，康德之后的生
物科学在这方面也取得了日益辉煌的成就。

以事物的客观合目的性为考察对象的思考方法被康德称为目的论的
思考方法。因此，目的论的判断力批判构成了判断力批判第二部分的主
要内容。

2．对三大批判的总结

如果我们接着去探讨康德的审美判断力批判的深刻思想，去探讨他



对美和崇高的概念，对娱乐、天才和不同艺术门类的特征以及对生命自
然的考察，那也是很吸引人的——这些内容都已经成为后来的哲学美学
的基础，我们并没有循着这条路走下去——也考虑到我们在导论中所提
出的基本问题——目的是想突出最为基本的东西，并为简短地和总结性
地回顾一下康德的三大批判腾出一点地盘。

认识、欲望（行为）和判断（直觉的和理智的）是我们的理性能够
对被给予的东西表达自己看法的三个途径。[51]

（1）纯粹理性批判考察纯粹体系化的认识的可能性，并试图弄清
楚理性在认识中的作用。它发现，我们的认识能力可分为两种，一种是
感性的（感官知觉的）能力，这是一种较低级的能力；另一种是理性的
（思维的）能力，它是一种较高级的能力。纯粹理性批判将认识的先天
的成分确定为：

① 直观、空间和时间的先天形式。它们能够将人对于空间和时间
统一体的感觉概括起来。

② 知性的形式：范畴和与之相适应的判断形式。它们为直观赋予
概念并将概念结合为判断。

③ 理性的调节性原则（理念）。它们没有认识上的（基本）功
能，但是它们能够将知性引导到认识的更高的联合和统一。

（2）实践理性批判考察始终如一的道德行为的可能性并试图弄清
楚理性在道德行为原则中的作用。它发现，我们的意志（欲望能力）也
可分为两个层次：一种是纯粹感性的欲望，这是一种较低级的能力；另
一种是实践理性，这是一种较高级的能力。实践理性批判将决定意志的
先天成分确定为：

① 绝对命令，一种普遍法则的纯粹形式，它是道德行为的普遍的
和必然的原则。

② 实践的确定性，即认为存在意志自由、不死和神圣的道德秩
序，道德理性的永恒任务就是为实现上述目的而努力。

（3）判断力批判考察对自然现象进行（情感上和理智上的）判断
的可能性（这种判断是从合目的性的观点出发的），并试图弄清楚理性



在这种判断中所起的作用。它发现，在这里我们也被给予了两种形式的
能力：一种是愉快和不愉快的感性知觉，它是较低级的能力；另一种是
反思的判断力，它是较高级的能力。判断力批判将合目的性的先天原则
确定为理性在这种判断中的作用。

我们选择了上述公式化的形式来概括康德的批判思想，目的是强调
指出康德三大批判在结构上和思想上的严密的平行关系。[52]在这三大
批判中，康德都是在寻找普遍性和必然性，换言之，就是寻找我们整个
思想活动中的合目的性——它受到经验主义和继之而起的怀疑主义的威
胁。在这三大批判中，康德发现：世界是合乎规律的——但是，世界的
规律来自我们自己，是我们把规律加在了世界的身上。如果我们想去发
现世界的规律，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到世界之内去寻找规律，而必须到人
的精神中去寻找！自然的规律来自我们的认识能力的先天形式。行为中
的合乎规律性（的可能性）源自我们的欲望能力的先天原则。一切都按
照目的做出判断的可能性都源自我们的反思的判断力的先天原则。

下面的几点总结性的意见或许能够说明判断力批判的特殊意义和地
位：

（1）只有判断力批判能够使我们在世界之中辨明方向。对于判断
力的正确运用来说，普遍性和必然性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人们所理解
的健全理性指的也就是这种能力”[53]。

（2）判断力是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自然世界和自由世界之间的
纽带。一方面，它帮助理性用体系化的目的论的眼光来考察自然，另一
方面，它也帮助实践理性，通过把所发生的事情放到一个目的论的框架
内来考察，把世界的道德和理性的最终目的作为一种道德和宗教信仰。

（3）判断力活动的结果就是人自身的实践理性远远优先于理论理
性。理论理性只告诉我们事物的严格的或曰盲目的合乎规律性，而实践
理性却能够迫使我们相信，好像一切事情都有一个更高的（在理论上无
法认识的）道德的最终目的。即使是在认识的范围内，判断力也能够使
我们如此来判断自然现象，好像我们在自己的实践行为中反正必须要以
它为条件似的。

（4）直觉和天才植根于判断力中。在纯粹天才和“伟大才智”以及
天才之间，康德做了明确的区分，天才就是那种自由的和罕见的自然禀
赋，在他身上，想象力和理性非常幸运地融为一体，这是不可模仿的，



通过这种想象力和理性的结合，“自然赋予艺术以规则”。

（5）判断力藉此将自然和自由两个世界之间的鸿沟弥合了，并给
予我们作为理性动物的人的统一概念（接受这个概念也是我们的天性中
的一种无法消除的内在需要）。

（6）存在着一个界限。我们必须牢记的是，判断力的原则来源于
我们自身。我们不能把事物作为合目的的来认识，而只能对它做一种相
应的判断。

四、后批判时期

1．主要著作

“就此（用判断力批判）我就结束我的整个批判工作。我将立即着
手学理上的工作，目的是在我年事渐高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赢得一点有
用的时间。”[54]康德并不把他的“批判工作”看作是他的哲学的全部，而
是把它看作必要的前期准备工作，看作是一种对工作场地的清理和牢固
基础的建立，由于别人并没有对此做出相应的准备工作，所以他不得不
把自己生命的主要精力花费在了这上面。康德的第二个同样重要的任务
就是，在那个经过批判而被清理了场地并巩固了基础的地基上建立他的
真正的思想大厦，也就是在那个已经划定了界限的范围之内，就世界、
人和上帝等问题表达出自己的系统的思想。这也就是康德“后批判时
期”著作的主要目的。我们将列举其中最重要的，不过我们将要较为详
细地讨论的则只是其中的两部。

康德首先讨论的仍然是宗教问题。在一个事先已经被批判地确定了
的范围之内，一种肯定的宗教看上去能够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已经对康
德的与此相关的文章做过评价，但是，《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以及他
的第二批判也已经为道德行为领域确立了范围，在这个范围之内，一种
积极的道德理论是能够得以完成的。《道德形而上学》就是为完成这
一道德理论而写的。康德在写作《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
念》期间就已经勾画出了自己的历史哲学的基本路线。康德的哲学提纲
《永久和平论》讨论了上述两部著作中的一部分问题。



康德只在一些讲座中讨论过教育理论，后来人们把他的这方面的思
想整理后出版了。

2．道德形而上学

如果我们再回想一下在导论中所提到的康德的三个问题，那么就第
二个问题而言，康德至此为至所说的并不能令我们满意。虽然康德在第
二批判中已经说明了道德行为及其普遍法则的可能性，但是我们还想知
道，对于个体的行为来说会从中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有两个方面，一种是外在的和法律的行为，它受
某种外在的法律的约束；一种是内在的和道德的行为，它源自行为者的
独立的意志。与之相适应，《道德形而上学》也分为两部分：“权利科
学的形而上学”和“道德科学的形而上学”。

权利科学

“问一位法学家‘什么是权利？’就像问一位逻辑学家一个众所周知的
问题‘什么是真理？’同样使他感到为难。”[55][56]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
不能看它在这里或那里、在这个时代或那个时代是否被视为法律，而是
应该寻找普遍的标准，并用这个标准去衡量，那个被看作“权利”的东西
是否也是公正的。“可以理解权利为全部条件，根据这些条件，任何人
的有意识的行为，按照一条普遍的自由法则，确实能够和其他人的有意
识的行为相协调。”[57][58]这就是权利的一般定义。权利科学的前半部分
讨论的是私人权利（私法），我们在这里就跳过这一部分，而转向它讨
论公共权利的后半部分。

这一部分首先讨论的是国家的权利。“国家是许多人依据法律组织
起来的联合体。”[59][60]和孟德斯鸠一样，康德也在国家中划分出了三种
权力。“立法权，从它的理性原则来看，只能属于人民的联合意志。”[61]

[62]“文明社会的成员，如果为了制定法律的目的而联合起来，并且因此
构成一个国家，就称为这个国家的公民。根据权利，公民有三种不可分
离的法律的属性，它们是：（1）宪法规定的自由，这是指每一个公
民，除了必须服从他表示同意或认可的法律外，不服从任何其他法律；
（2）公民的平等，这是指一个公民有权不承认在人民当中还有在他之



上的人，除非是这样一个人，出于服从他自己的道德权利所加于他的义
务，好像别人有权力把义务加于他；（3）政治上的独立（自主），这
个权利使一个公民生活在社会中并继续生活下去，并不是由于别人的专
横意志，而是由于他本人的权利以及作为这个共同体成员的权利。因
此，一个公民的人格所有权，除他自己而外，别人是不能代表的。”[63]

[64]

如果一个国家的宪法与康德所确立的普遍的权利原则不相一致时，
那该怎么办呢？有没有反抗的权利？有没有革命的权利？没有！“有时
候，更改有缺陷的国家宪法是很有必要的。但是，一切这样的变更只应
该由统治者以改良的方式进行，而不能由人民用革命的方式去完
成。”[65][66]

不过，对于法国大革命，康德作为同时代人却满怀同情！他对于法
国大革命所表现的态度使反动统治者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大为不悦，
这丝毫也不亚于康德对待宗教的理性立场所给他造成的不悦。当康德从
报纸上得知法国爆发了革命并建立了共和国时，他激动得热泪盈眶，并
对朋友说：“现在我可以像西蒙那样说：主啊，当我目睹了这幸福的一
天之后，你终于让你的仆人获得了安宁。”[67]十年之后，康德在《学科
间的纷争》中提出了“人类是否在不断的进步中走向完善”这个问题，他
认为法国大革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能够证明人类道德倾向的事
件”[68]。革命的恐怖和残酷并没有改变他对于革命的积极评价：“在我们
眼前正在进行的这场革命是由富于才智的人民发起的，这场革命可能会
成功，可能会失败，也可能会充满灾难和暴行，一个思想健全的人即使
想到它会带来美满的结局，也不会下决心再重新做这样一次代价如此高
昂的试验，但是，我要说，在所有亲眼目睹了革命的人的心中（即使他
本人没有被卷入这场游戏之中），都会激起一种同情，这种同情类似于
一种热情，而要表达这种热情则可能会带来危险，这会促使我们对人类
的道德天性进行思考。”[69]

康德从国家权力又过渡到民族权利。民族权利的诸原理是：“（1）
国家，作为民族来看，它们彼此间的外部关系——同没有法律的野蛮人
一样——很自然地处于一种无法律状态。（2）这种自然状态是一种战
争状态，强者的权利占优势。虽然事实上不会老是发生真正的战争和持
续不断的敌对行为，虽然也不会对任何人做出真正的不当的事，可是这
种状态本身就是极端不当……（3）民族的联盟，依照一项原始社会契
约的观念，它是为了保护每个民族面授外力侵犯和进攻所必需的结合，



但这并不干涉他们内部的一些困难和争论。（4）在这个联盟中的彼此
关系，必须废除一个有形的统治权力，而在文明的宪法中，必须规定这
种权力。这种联盟只能采取联邦的形式。”[70][71]

康德尤其对战争的权利感兴趣。“要决定什么是构成战争期间的权
利，是民族权利和国际法中最困难的问题。即使想去描绘这种权利的概
念，或者在没有法律的状态中去设想出一项法律，而又不至于自相矛
盾，这都是非常困难的。西塞罗说过：‘在武器之中，法律是沉默
的。’根据某些原则去进行战争的权利必定是合理的，只要这些原则始
终能够使得各个国家在他们彼此的外部关系中，摆脱自然状态进入一个
权利的社会。”[72][73]因此，独立国家之间的战争既不可能是惩罚性的战
争，也不可能是摧毁性的或征服性的战争。

理性要求我们超越任何状态的战争。所有民族对于一个和平社会的
理性观念不是一种博爱的理念，而是一种公正的原则。因为，“事实
上，道德上的实践理性从我们心中发出它不可改变的禁令：不能再有战
争。所以，不但你我之间在自然状态下不应该再有战争，而且，我们作
为不同国家的成员之间，也不应该再有战争，因为，任何人都不应该采
用战争的办法谋求他的权利。因此，问题不再是：永久和平是真实的东
西或者不真实的东西……问题是，我们必须根据它是真实的这样一种假
定来行动。我们必须为那个可能实现不了的目的而工作，并建立这种看
来是最适宜于实现永久和平的宪法。”[74][75]持久的和普遍的和平就是权
利科学的真正目的。因此，作为公共权利的第三部分的“世界公民的权
利”就超越了民族的权利的范围。

民族联盟和永久和平的思想始终萦绕在康德的脑海里，所以他在自
己的哲学规划《永久和平论》中又对这个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探讨。这部
哲学规划包含六项预备性条款和三项正式条款以及对于建立永久和平状
态的所必需基本法律原则，其中也有康德自己的解释。康德对它们的表
达是如此得简洁明了，所以我们对此几乎可以不做任何评论，而只是把
它们复述如下：

走向永久和平：预备性条款

（1）凡缔结和平条约而其中秘密保留有导致未来战争的材料的，
均不得视为真正有效。



（2）没有一个自身独立的国家（无论大小，在这里都一样）可以
由于继承、交换、购买或赠送而被另一个国家所取得。

（3）常备军应该逐渐地全部加以废除。

理由是：因为他们由于总是显示备战的活动而在不断地以战争威胁
别的国家，这就是刺激各国在备战数量上不知限度地竞相凌驾对方。同
时由于这方面所耗的费用终于使和平变得比一场短期战争更加沉重，于
是它本身就成为攻击性战争的原因，为的是好摆脱这种负担。

（4）任何国债均不得着眼于国家的对外争端加以制订。

（5）任何国家均不得以武力干涉其他国家的体制和政权。

（6）任何国家在与其他国家作战时，均不得容许在未来和平中将
使双方的互相信任成为不可能的那类敌对行为：例如，其中包括派遣暗
杀者、放毒者，违反投降条约，以及在交战国中教唆叛国投敌，等等。

正式条款

（1）每个国家的公民体制都应该是共和制。

理由是：如果（正如在这种体制之下它不可能是别样的）为了决定
是否应该进行战争而需要由国家公民表示同意，那么最自然的事就莫过
于他们必须对自己本身做出有关战争的全部艰难困苦的决定﹝其中有：
自己得作战，得从自己的财富里面付出战争费用，得悲惨不堪地改善战
争所遗留下来的荒芜；最后除了灾祸充斥而外还得自己担负起就连和平
也会忧烦的、（由于新战争）不断临近而永远偿不清的国债重担﹞，他
们必须非常深思熟虑地去开始一场如此之糟糕的游戏。相反地，在一种
那儿的臣民并不是国家公民、因此那也就并不是共和制的体制之下，战
争便是全世界上最不假思索的事情了，因为领袖并不是国家的同胞而是
国家的所有者，他的筵席、狩猎、离宫别馆、宫廷饮宴以及诸如此类是
一点也不会由于战争而受到损失的。因此他就可以像是一项游宴那样由
于微不足道的原因而做出战争的决定，并且可以漫不经心地把为了冠冕
堂皇起见而对战争进行辩护的工作交给随时都在为此做着准备的外交使
团去办理。



（2）各个民族的权利应该以自由国家的联盟制度为基础。

（3）世界公民权利将限于以普遍的友好为其条件。

这就是说，应该有一种一般的访问权利，每个人都应该有权以友好
的方式访问另一个人，并与之进行社交和贸易活动——仅此而已！“让
我们拿这来对比一下我们世界这部分已经开化、尤其是从事贸易的那些
国家的不友好的行为吧；他们访问异国和异族（在他们，这和进行征服
等于是一回事）所表现得不正义性竟达到了惊人的地步。美洲、黑人大
陆、香料群岛、好望角等等，自从一经发现就被他们认为是不属于任何
别人的地方，因为他们把这里的居民当作无足轻重的东西。”这些话是
特别明确地针对那些帝国主义列强来说的，“这些列强干了许多事情来
表示自己虔诚，并且愿意被人当作是正统信仰的特选者，而同时却酗饮
着不正义就像饮水一样”[76]。

这些就是康德关于走向永久和平的条款。我想让读者自己对此做出
判断，看看这些条款在联合国时代是否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道德原理

道德原理的第一部分论及人对于自己的义务。“人对于自己”的义务
在他自身之内是不是一种矛盾呢？看来是的。义务的概念就包含着一种
强迫的成分。其中必然有一个承担义务的主体，此外还有一个被赋予义
务的主体。但是，由于人一方面是一种感性动物（纯粹自然物，人作为
现象），另一方面人又是具有道德自由的理性动物（人自体），人对于
自己的义务也就意味着，作为道德自由的人和作为感性动物的人为自己
设定道德法则。

首先，人所拥有的这种对于自己义务是一种纯粹动物性的义务。这
种义务叫做自我保存。自杀是一种犯罪，自残（自愿地对自己的肉体和
精神施暴）也是一种犯罪。通过无节制地饮酒而达到的自我麻醉也属于
犯罪行为。

其次，作为道德动物，人对于自己也有义务。这种义务就叫做诚实
和自尊。与之相对的是说谎、吝啬（并非指的是对财物的贪恋或者吝
啬，而是说他对自己的自然需求非常漠视）和虚伪的谦卑（卑躬屈膝）
等恶习。



再次，人天生也有义务做自己的良心的法官。

但是，人对于自己的所有义务中的首要律令就是：认识你自
己！“涉及到你的义务——你的良心——要判断某件事情是善还是恶，
你不能以你的肉体的完善性为原则……而是应该根据道德的完善性为原
则”——“道德的自我认识，即试图对自己的难以究诘的内心深处的道德
原则进行考察，这是一切人类智慧的开始。”[77]

此外，“宗教自由”也是人对于自己的一种义务，因为上帝的观念来
自我们自己的理性。

道德原理的第二部分讨论人对于其他人的义务。

其中首要的就是爱的义务。包括乐善好施、知恩图报、富有同情
心。与之相反的是仇恨他人、令人厌恶的妒忌心、忘恩负义和幸灾乐
祸。

人对于他人的第二个义务就是尊重的义务。人之为人本身就是一种
尊严。因为人不能被他人当作纯粹的手段来利用，而必须始终也被看作
是一种目的。这就是人的人格尊严，它使人高于其他动物。有损人的尊
严的恶习包括傲慢自大、诬蔑诽谤（恶意中伤）和讥笑嘲讽。爱和尊重
是与友谊紧密相连的，因为从其完善性来看，这是两个人在相互爱和尊
重中合二为一。

在与人交往中，平易近人、健谈、彬彬有礼、热情好客都是道德的
纯粹附属物，虽然它们本身只给人一种美好的类似道德的假象，但是它
们也非常有用，因为它们能够在我们心中唤起一种追求，即尽可能地使
现实与美好的假象更接近。

我们看到，实践理性的起初看上去有点形式主义的和内容空洞的原
则其实是能够应用到整个现实生活中去的。在康德的论述中，他不断列
举出的实际例子以及他时常提出的极为令人伤脑筋的“决疑论的问题”就
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不过我们也看到，康德在这里不断地谈论的只是义务。我们可能会
以为，好像康德只想板着面孔大谈道德的严肃性，而厌恶所有自然的和
无拘无束的快乐。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康德在结语中论述“道德苦行主
义”（道德文化）时所持的态度也已经表明了这一点。对康德来说，道



德规范的结果就是，过度快乐的情绪也要遵从义务的原则。人如果只是
强迫自己尽义务，而不能从中获得乐趣，那么这是没有内在价值的。所
以，康德除了摆出斯多葛主义者的格言——你要习惯于忍受偶然遇到的
痛苦，同时你也应该为缺少偶然的愉悦而深感遗憾——他还把伊壁鸠鲁
主义者的快乐心情拿出来加以特别地强调。因为，谁能够比一个尽自己
义务的人更有理由获得愉快的心情呢？所以，康德是反对那种苦行僧式
的禁欲主义的。自杀和自虐的目的是想借此来赎罪，但是这并非道德上
的忏悔，“这不仅不会引起与道德相伴而生的快乐，反而会引起对道德
戒律的隐秘憎恨”[78]。

结语

1798年，康德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的命运就是为思想而劳
作，我虽然身体康健，却感觉如同瘫痪了一般：一想到摆在自己面前的
那未竟的哲学事业，我的心中便生出坦塔罗斯式的痛苦，不过我并不是
毫无希望的。”[79]

康德希望能够如完成自己的三大批判那样创造一个包罗万象的完整
的思想体系，但是他未能如愿。从他的遗作中我们能够看出，他计划创
造一个先验哲学体系，这个体系应该是无所不包的，从人的理性天赋来
看，凡是关于上帝、宇宙和人的问题（这些都是形而上学所无法回避的
问题），人都是能够表达自己的见解的。[80]

或许我们可以为康德的整个思想大厦加一个如下的总标题：“理念
体系中的先验哲学的最高点。上帝、宇宙和在宇宙之中尽自己义务的
人。”[81]

七、对康德的批判和评价

1．几种批判观点

人们对一个思想体系提出反对意见，往往是因为它缺乏内在逻辑
性。



首先人们对康德的宗教思想提出了批判。我们在这里列举出几个代
表性的意见：“康德就像一个杂耍艺人，他从一顶空帽子里（从义务的
概念里）变出了一个上帝，变出了不朽和自由。”[82]“在康德那里，我们
就像是在一个集市上。那里是应有尽有：意志不自由和意志自由……无
神论和有神论。”[83]“但康德却揭露了思辨神学的无根据，在另一面反而
没有触动通俗神学，甚至在淳化了的形态中，作为以道德感为支柱的信
仰还肯定了通俗神学。这种信仰后来却被搞哲学的先生们歪曲为理性的
领悟，为上帝意识，或为悟性对于超感性之物，对于上帝的直观，等
等；而康德在他破除陈旧的，为人所尊重的谬误却又看到这事的危险性
时，反而只是以道德观点的神学临时支起几根无力的撑柱，以便赢得走
避的时间，不为危房的倒塌所伤。”[84][85]

一位传记作家描述了康德在利用它的纯粹理性批判而将宗教置于死
地之后，和他的老仆人兰培一起出去散步，他发现，那位老人的眼睛里
满含着热泪，“于是康德就怜悯起来，并表示，他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哲
学家，而且也是一个善良的人，于是，他考虑了一番之后，就一半善
意、一半诙谐地说：‘老兰培一定要有一个上帝，否则这个可怜的人就
不能幸福——但人生在世界上应当享有幸福——实践理性这样说——我
倒没有关系——那么实践理性也不妨保证上帝的存在。’”[86][87]

这些反对意见所表达的是同一种声音。康德在写给摩西·门德尔松
的一封信中所说的话在某种意义上也为此提供的佐证：“尽管我对自己
的许多思想深信不疑，但是我却永远也没有勇气把它们说出来，对此我
也感到满意；不过如果我没有思想，我也永远不会乱说。”[88]

如果我们把康德视为伪装的无神论者，认为他只是在说出最后的结
论面前而感到胆怯，这或许对他是不公平的。从青年时代到老年，康德
的所有言论都表明，他对宗教确实有一种需要。对于康德的整个批判事
业，我们必须这样来理解，正如康德自己所说：通过悬置知识，而给信
仰腾出地盘。

其次，人们对康德的政治思想提出了批判。特别是，康德一方面对
法国大革命表示欢迎，而另一方面又对革命提出了指责。著名的法学家
费尔巴哈（他是哲学家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父亲和画家安瑟尔默·费尔
巴哈的祖父）在他于1789年发表的《反霍布斯》一书中就特别指出了康
德思想的这一问题。



第三，人们对康德的物自体提出了批判。康德不厌其烦地再三强
调，第一，一切经验的唯一的原始材料就是被给予的感性直观，我们只
能认识作为现象的事物；第二，我们的感性和理性是在先天的形式中加
工这些材料的，先天的形式——空间、时间和范畴——只在现象世界中
才有效，在此范围之外它就毫无意义。康德是如何想到物自体的呢？他
是经过如下的考虑：如果感官向我们传达感觉，那么在我们自身之外肯
定存在某种能够影响感官并刺激感官的东西。关于这种外在的东西，我
们不可能知道很多。但是，“肯定有某种东西存在”，这是一种从原因
（物自体）到结果（感觉）的推论，是一种因果性的结论，是一种范畴
（因果性）的应用。它是超越现象世界之外的。

康德在世的时候，雅各比和舒尔策就已经对康德的物自体提出了异
议，并且这个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康德并没有得出如下结论：我
们所能获得的首先就是感觉；至于是否存在某种引起感觉的东西，对此
我一无所知。如果是那样的话，意识就完全在自身之内兜圈子了。如果
是那样的话，他也不可能以“人自体”（homo noumenon）为根据，为他
的道德和宗教以及自由的信念找到根据。[89]

2．康德对于哲学的意义

在这本简短的哲学史入门书中，我用了这样长长的一章来讨论一个
哲学家，这样做是否合适，只能让读者自己对此做判断了。在作判断的
时候，他不仅要考虑到康德在欧洲哲学发展中的地位——康德之后几乎
没有一种哲学思潮不受康德思想的影响；他还必须注意到，“十九世纪
哲学史主要就是对康德思想的接受、传播、斗争、改造和重新接受的历
史”[90]。

这不仅是针对那些没有创造力的哲学模仿者来说的，关于他们，席
勒有言：

就像是有一个富人，

要喂养一大群乞丐！

当国王要建造宫殿时，



那些打零工的人就有活干了。

这也是针对那些十九世纪的大哲学家来说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他
们所有人都至少把一条腿踏进了康德的思想世界里——所以我们在这里
就可以把康德哲学对后世的影响的展望省略了。对于他们所有人以及对
于今天的哲学家来说，有一点是共同的：谁若想在哲学方面创立某种独
立的新思想，就不可能问心无愧地回避康德的批判哲学。“哲学将再也
不可能像从前的纯朴时代那样幼稚了，因为有了康德，哲学必须变得更
加深刻。”[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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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十九世纪哲学







《雨、蒸汽和速度》（1844年，J. M. W. 特纳，现藏英国伦敦国立美术馆）



导论

在选材和划分篇幅方面，我们越接近当代就越感到难以做出恰当地
取舍。一个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的人可能会把
卡尔·马克思看作是十九世纪哲学戏剧舞台上的主角；另有人则可能把
叔本华和尼采看作是十九世纪哲学的中心人物；而一个康德主义者可能
会认为，康德以后的所有哲学都已经偏离正道，于是，为了继续贯彻和
发展康德哲学，到了十九世纪下半期便形成了一种回归康德的思想运
动。

哲学的情况是如此，除了哲学之外，其他人类精神生活方面的情况
也是这样。每个精通音乐的人都不会怀疑，在贝多芬和瓦格纳出现之
前，亨德尔、巴赫、海顿和莫扎特这些名字标志着音乐发展的高峰。但
是谁能断定，一个未来的音乐评论家会把哪个当代音乐家的名字放在这
一系列伟大音乐家的名字后面？

因此，我们的标准就只能是：在选择十九世纪的哲学材料时，我们
不是按照某位哲学家所代表的观点的特征，而是按照某个思想流派，在
这个思想流派中再按照我们所能认识的这种思想的重要性等级进行选
择。

康德哲学的结果就是二元论。在他那里，人是两个世界里的公民。
一个是现象世界，还有一个是自由世界。康德的认识论也可被称为二元
论。一方面是作为原材料的既有的可感世界，另一方面是具有先验直觉
能力和划分范畴功能的自我，人把他的这些能力运用于原材料便会获得
对世界的认识。

在康德哲学体系的两个方面中，如果人们根据情况分别选择其中的
一个方面，那么就必然会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派别。如果他把注意
力放在自我的积极的和创造性的活动方面，认为“世界”、“自然”及其规
律的产生取决于自我的这种能力，那么这样就会形成一种以自我意识、
以创造性的自我为中心的思想派别。这个自我继康德之后便进入了一个
自由的王国，它在道德和宗教中得以自我实现。这种自由又在历史中得



以自我实现，历史在康德那里就已经被看作是一个伟大的进化过程，它
正朝向一个实现自由的目标不断地迈进。这个以创造性的自我、自由和
历史为主题的思想派别就是德国唯心主义。

另一方面，康德还证明，知识，特别是科学只能在现象世界中才是
可能的，超越现象世界的形而上学不可能存在。如果人们把注意力放在
康德思想体系的这一方面，那么哲学的任务就仅限于一种综合，一种对
科学知识的综合。这就是十九世纪哲学的第二个思潮：实证主义和唯物
主义。

（我们在这里想说明一点，以上的两个分别以康德思想的一个方面
为依据的思想派别都彼此忽视了对方。）

可以说，上述的两个派别都是用一条腿独立于康德哲学之中，当然
还可能存在第三种态度：既不承袭康德哲学，又不发展康德哲学，而是
拒斥康德哲学。这种拒斥是针对康德哲学体系的“理性主义”精神的，因
而也是针对构成康德哲学基础的整个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精神的，其依
据就是存在于人身上和世界之内的那些非理智的、非理性的和直觉的力
量。这种拒斥还可以是针对康德思想中蕴含的那种对秩序的追求，也就
是针对康德的个体服从于普遍的必然法则的思想，其依据是个体的权利
和自我价值。第三，这种拒斥还可以是针对自培根和笛卡尔之后一直占
统治地位的机械论的和静态的世界观，其依据是一切生命发展的那种非
机械论的和富于生命活力的特征。

所有这一切都是浪漫主义的反抗，当然这只是对这个运动的非常笼
统的和简单化的称谓；这也是一群所谓的宗教哲学家的反抗，他们旋即
以康德的反对者出现；后来，这也成了所谓的生命哲学的反抗。

所有这三个思想流派都站在了康德的对立面。前面的两个流派都以
康德哲学体系的一个方面为出发点，后来却背离了康德；第三个流派从
一开始就处于康德哲学体系之内。如果我们回到康德自己的立场上来，
那么这三个流派看上去就都误入了歧途。十九世纪哲学发展的历程就是
这样，当这三个思想流派出现以后，一批哲学家就在新康德主义的旗帜
下开始了向康德哲学的批判性复归。下面的章节划分也基本上以这个发
展过程为依据。



第一章

浪漫主义与德国唯心主义

一、康德哲学的最初接受与发展和宗教哲学家

与其说浪漫主义是哲学家的事情，倒不如说它是诗人、艺术家
和“天才”人物的事情。弗里德里希·席勒（1759—1805）这位康德的重
要学生在他继续发展康德哲学的过程中就已经表现出了浪漫主义倾向。
席勒融诗人和哲学家的天赋于一身。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哲学的兴趣
有些消退，或者更确切地说，他的哲学思想完全融入了他的诗歌创作之
中。席勒的最重要的哲学著作有《哲学通信》、《论秀美与尊严》、
《审美教育书简》、《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席勒发展康德思想
主要在伦理学和美学方面。在伦理学方面，席勒试图把康德那里的义务
和爱好之间的矛盾在“美的灵魂”的理想中加以解决。在美学方面，席勒
认为，艺术和审美在整个人类的道德教育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德国的另
一位伟大诗人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也是一个康德的崇拜者，虽然他在
世界观和人生观方面比席勒离康德更远。歌德的哲学思想主要散见于他
关于自然科学的著作中，如《格言与沉思》，当然更多的是在他的伟
大的诗作如《浮士德》，以及他的近乎自传体的著作《威廉·麦斯特》
和《诗与真》中。因篇幅所限，我们在这里不可能过多地评价作为哲学
家的歌德。我们只想指出，歌德对世界和自然的看法是，物质和精神
（肉体和灵魂、直观和思想等）如斯宾诺莎所说的那样是同一个永恒的
神性的两个方面，它只是被人的意识所感知而已。

当然，康德哲学的反对者都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无视康德的批判
性研究而固执地站在独断主义的形而上学或传统的宗教信仰的土地上停
滞不前。对于哲学史来说，那些以康德哲学为前提条件后来又转而反对
康德的人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这些人中除了已经提到过的舒尔策之外，



主要还有三个人，其中有两位是康德的东普鲁士同乡，这三人之间都有
私人交往，他们被统称为“宗教哲学家”——虽然这容易引起误解，但是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又是正确的，因为他们都以宗教信仰为依据。

第一位是约翰·乔治·哈曼（1730—1788），因为他的著作晦涩难懂
而被称为“北方的马古斯”，歌德对他评价甚高。他是强烈地反对启蒙运
动理性主义的代言人之一，他指责康德的理由就是，康德也没有逃脱理
性主义的樊篱。他尤其指责康德把我们的认识能力划分为感性和理性两
个方面。为了克服这个矛盾，他以语言为依据，在语言中理性获得了感
性存在。语言不是一种对僵死的事物关系的称谓，而是一种民族精神的
生动的表达，这种思想在哈曼那里起着重要的作用。于是，这又触及到
了另一个哲学主题，这个主题不仅在这三位宗教哲学家那里占据中心位
置，而且在十九世纪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它还逐渐发展为一个越来越重要
的学科即语言学，其创始人就是威廉·冯·洪堡（1767—1835）。哈曼自
己在语言中找到了连接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纽带。对他来说，语言是
一把万能的钥匙。“因此我几乎可以设想，我们的全部哲学与其说是由
理性倒不如说是由语言组成的……我们仍然还缺少一种理性的语
法。”[1]历史之谜不是用理性而是用语言才可破解的。何谓理性？“理性
无异于一个瞎子预言家，他的女儿给他描述鸟的飞行，他根据她的描述
做出预言。”[2]哈曼对理性所持的怀疑态度与他对主观的宗教信仰所持
的确定性态度是相矛盾的。在他那里，基督教是一种神秘的宗教，试图
去证实它或试图去否认它同样都是愚蠢的，我们只有在确定的信仰中才
可领会它。在宗教哲学家中，哈曼是个神秘主义者。

第二位宗教哲学家是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雅各比（1743—
1819），他是一个学识渊博和较有影响的作家，他曾经在日内瓦研究过
卢梭，对斯宾诺萨和康德哲学了如指掌，除了哈曼和赫尔德之外，他还
与歌德和门德尔松过往甚密。雅克比也赋予语言一种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评价康德时，他说：“现在只还缺少一种语言批判，它将是一种对理
性的元批判。”[3]在某些思想方面，费希特与雅克比意见一致。

第三位宗教哲学家在影响上远远超过了后面的两位，它就是约翰·
高特弗里德·赫尔德（1744—1803），来自东普鲁士，后经歌德介绍成
为魏玛的高级大臣。和席勒一样，赫尔德也兼具诗歌与哲学天赋，只不
过在他身上不是哲学方面的兴趣逐渐让位于诗歌创作，而是随着年龄的
增长哲学方面的兴趣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赫尔德最重要的哲学著作有
《人类的历史哲学观念》、《人性促进书简》、《理智与经验，理性



与语言，对纯粹理性批判的元批判》。这些书名就已经表明了赫尔德
的主要历史功绩的两个方面：对历史和语言的哲学考察。

赫尔德不像康德那样具有批判的和体系化的头脑。但是，他具有一
种特别的天赋，能够直觉地领悟一个民族的精神、历史和语言中的特别
的、独特的和富有生命力的因素。赫尔德搜集并翻译了希腊、罗马、东
方及欧洲其他民族的民间抒情诗，他到处都能发现独特的民族性的东
西。他做的这些工作对于东欧诸民族的民族感情的不断觉醒产生了不可
估量的影响。

赫尔德在“观念中”勾画了一幅关于自然演化的绝美的历史画卷，他
以宇宙为出发点，地球是繁星中的一颗行星，首先在这颗行星上诞生了
生命，然后又在生命中诞生了人。赫尔德是以康德的对立面为出发点
的，虽然他在人性中也看到了人类及其历史的终极目的，并且因此而重
又接近了康德。赫尔德世界观的新颖之处就在于这样一种思想，即历史
上的每个时代和每个民族都在自身中拥有它的目的。赫尔德所说的“发
展”的意思并不是那种推陈出新式的发展，在他看来，一切都直接来自
上帝，来自永恒的和无限的万物之根源，一切都以自己的方式反映上帝
的本性。

赫尔德和哈曼一样也攻击康德哲学中的二元论，即感性和理性的区
分，义务和爱好的区分，思想的形式和内容的区分，尤其是理论理性
（证明上帝的观念是无法证实的）和实践理性（通过它使被驱逐的上帝
重新返回）的区分。对赫尔德来说，这是一种“理性的故弄玄虚”，它既
不能使人获得确定的真理，也不能使人达到真正的道德境界。

在赫尔德那里，语言也占据着中心位置。他倡导一种哲学，这种哲
学要紧密地依靠语言和语言的研究成果——当然他本人并没有能够实现
这样一种哲学理想。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康德的这三个对手的这种显
而易见的意见一致中得出结论，这就是，康德的思想至少因此而获得了
一种补充，如果还谈不上改造的话。

作为神学家和哲学家的弗里德里希·丹尼尔·恩斯特·施莱尔马赫
（1768—1834）终究也是一位宗教哲学家。施莱尔马赫与浪漫主义者特
别是与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关系非常密切。他的最有名的著作是《论
宗教》，写于1798至1800年间，当时施莱尔马赫在柏林任传教士，后来
又成了新建的柏林大学的神学教授。对施莱尔马赫来说，宗教不是思想
或行动，而是直觉体验或感情。宗教是对无限者的感觉和审美鉴赏。虔



敬就是对某种至高无上者的一种绝对依赖的感情，这样的依赖感就直接
向我们表明了上帝存在的确定性。这种与无限者的直接的感情接触是至
为重要的，除此以外，那些教义、神圣经文以及对个体不朽的信仰都是
次要的事情。人的一切行为也都应该合乎宗教感情。宗教感情应该伴随
人的所有活动。一个怀着这样的宗教感情而行动的人就是康德伦理学意
义上的那种坚决服从自我约束律令的人，即使他迷失方向也在所不惜，
施莱尔马赫自己就宁愿做这样的人。

在宗教观方面，施莱尔马赫从某种意义上也可被看作是康德哲学的
发展者。他极力主张把知识与信仰截然区别开来，他的这一思想也融合
进了他的人格和著作之中。他赋予基督教信仰以正当的权利，他也同样
赋予独立的科学研究以正当的权利，目的在于使宗教信仰不至于阻碍科
学研究，而科学研究也不至于阻碍宗教信仰，他因而为十九世纪德国新
教教义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费希特

1．生平和著作

“一个人选择什么样的哲学取决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费希特的
这句话或许适用于每一个人，适用于每一个哲学家，而且尤其适用于他
自己。据他的一个同时代人说：“着魔似的费希特狂热地相信意志的创
造力。”他本人也不厌其烦的说过，他只认识一种需要：那就是行动，
在自我超越中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为了理解费希特的著作，我们除了要
了解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以及产生他的哲学的社会状况之外，
我们还应该考虑到费希特的这样一种人格特征。约翰·高特利普·费希特
1762年出生于上劳塞茨的拉门瑙。费希特家境贫寒，又因家里子女太多
所以上不起学，一位贵族赏识他的才能，便出钱资助他进了普夫塔学
校，后来又资助他去耶拿和莱比锡读大学。当这位施主去世以后，费希
特的生活来源也就因此而中断了，于是，此后的几年内他就不得不用做
家庭教师挣来的钱勉强糊口。当他正由于窘困的生活而处于绝望的边缘
并濒临自杀的时候，有人在苏黎世给他提供了一个工作机会，于是他就
立即动身，徒步前往。两年以后，他重返莱比锡，一次偶然的机会使他
对康德哲学产生了兴趣并开始研究康德。这对他的思想发展起了决定性
的影响。多年以后，他还承认，尽管那时他生活极度贫困，但是，由于



有康德哲学，他觉得自己是地球上最幸福的人之一。他立即就做出了决
定：去见康德，去柯尼斯堡！

为了让康德对自己产生兴趣，费希特在几天之内就写出了他的论文
《试论一切天启的批判》。康德帮助他发表了这篇论文。因为是匿名
发表的，所以起初大家都认为这篇文章是出自康德之手，是他们正在翘
首以待的康德的神学著作。当康德公开了事实真相以后，费希特就一举
成名。他收到了耶拿大学的聘书。生活的外部冲突以及那一篇使他被指
责为无神论者的论文《论我们对神圣的世界秩序的信仰的基础》——
著名的“无神论之争”就是由此引起的——不久以后就使他不可能再在耶
拿待下去了。费希特去了柏林，在那里他受到了欢迎，从此以后，他便
全心全意地为普鲁士效力了。

费希特被认为是历史上最杰出的演说家之一。和其他大演说家一
样，他是在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并经过勤奋的练习之后才获得了这种才能
的。他在柏林举办的讲座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当时的奥地利使臣梅特涅
侯爵就是他的一个热情听众。1806年，普鲁士战败，之后费希特便跟随
国王去了柯尼斯堡，后又从那里去了哥本哈根。1807年，费希特又回到
了已经被法国人占领的柏林。第二年冬天，他在柏林发表了他的著名的
演说《告德意志民族书》。他在演说中号召全部德意志民族——不分何
种宗族和等级——进行一次道德革新。和康德一样，费希特一开始对法
国大革命也是热烈欢迎的，他于1793年发表的文章《向欧洲各国君主索
回他们迄今压制的思想自由》就已经表明，他是热情地捍卫法国革命
的。但是，当拿破仑把皇冠戴到了自己的头上，窃取了革命的胜利果
实，并企图称霸欧洲的时候，费希特就将拿破仑看作是历史上最为丑恶
的人。他在自己的讲座上公然当着法国监视者的面大声呼吁德意志民族
应该奋起反抗拿破仑的统治。“他本来是能够成为一个人类的救星和解
放者的，而如今他却变成了上帝手中的一条鞭子；但是我们当然不能就
这样脱下衣服把赤裸的脊背摆到他面前任由他去凌辱，在上帝面前向他
贡献牺牲并大喊着：啊，我的主人！我的主人！然后脊背上渗出献血。
不，我们要夺过他手中的鞭子，把它砸烂。”

在1810年柏林大学创立的过程中，费希特起过决定性的作用。解放
战争开始后，他鼓励听众去投笔从戎。他本来希望能够成为一名随军宣
传员，但是未能如愿。不过，年过五十的费希特还是自愿参加了陆军训
练。费希特1814年死于伤寒，这个病是他在野战医院做护士的妻子传染
给他的。



2．费希特哲学的基本思想

费希特哲学体系的基本思想都包含在了他的两本著作里，《论知识
学或所谓的哲学的概念》和《全部知识学的基础》（两者都发表于
1794年）。“知识学”这个概念与康德的“超验哲学”基本上是一个意思，
费希特曾经称赞康德的“超验哲学”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知识学”的意
思是：一切特殊科学都以具体的事物作为研究对象，而哲学则把知识本
身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因此，哲学是科学的科学，知识的知识，所以
叫它“知识学”。

在费希特看来，只存在两种前后一致的哲学体系。哲学所要解释的
总是经验的东西，即我们对于事物的观念。我们可以从事物中推导出观
念。于是，便产生出一种感觉论或唯物论，不管怎么说这是一种独断主
义。或者我们从观念中推导出事物，于是便产生出唯心论。至于一个人
会作何种决定，这要取决于他的最内在的个性，也就是我们在前面引述
过的费希特的那句话，“一个人选择什么样的哲学取决于他是一个什么
样的人”。如果一个人喜欢独立自主并且内心中充满行动的渴望，那么
他就会选择唯心论，如果一个人天性不积极主动，那么他就会选择“独
断主义”。究竟费希特将会选择哪条道路，我们当然就可想而知了。

但是对费希特而言，唯心论在纯粹理论上是唯一的前后一致的思想
体系。就是说，如果我们从事物的存在出发，那么我们就永远也解释不
了，究竟为何存在意识。（唯物主义者们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但是，
如果我们从思想出发，那么我们就可以从思想中推导出我们对于事物的
观念以及我们的经验。

照此而言，什么是哲学的第一原则呢？思想的主体！“自我设定自
身。”这就是费希特哲学的首要原则和他的知识学的出发点，这就是
说：自我是自身的依据，自我设定自身。如费希特所说，万事之初是有
为，是行动。思考你自己！这一个要求构成了哲学的开端。因此而产生
了理性。理性自身也是创造的行动。太初有为！

我们再进一步加以考察就发现，费希特对于康德并列提出的理论理
性和实践理性是不满意的。虽然康德称两者都为“理性”并解释说，理性
本来是个统一体，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必然是同根共生的。特别是在判
断力批判中，康德就已经明确表示，实践理性要优先于理论理性。但是
费希特并不满足于此，他认为，理论理性也是行动。从上述意义上说，



他的哲学是唯心论，是不折不扣的实践唯心论。超越个体的理性——在
康德那里其中包含先验的形式——是思想着的意识的行动。

那么经验从何而来呢？显然，费希特对于康德的物自体的观点是持
否定态度的。他的态度也是他思想出发点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经验
源自自我。但是这又怎么可能呢？感觉上的特性是，我们好像是被一种
陌生的力量触动了（康德认为这就是自在之物对我们产生的影响）。这
种“陌生的”、外在的、“非我的”——如费希特所说——原始的自我表现
并不是一种有意识的自我表现（若如此，那么从外面而来的那种感觉就
永远不会发生），而是一种无意识的，或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前意识的、
自由的和无理由（即不受因果关系决定的）的过程。这样，自我就在自
身之内制造了一个非我，一个陌生的对立物。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自我不能孑然一身呢？这个问题只能
从理论上而不能从实践上依据传统的观念给以回答。自我的最为内在的
本质就是纯粹的、无休止的行动。自我的这种规定性就决定了，只有当
自我能够遇到阻碍和反抗时，他才能有事可做。由于在他自身之外无物
存在，这样他就必须自己为自己创造一个能够实现自身价值的对象。自
我为自身设立一个障碍，目的是让自己从上面跨过去。非我是被设定
的，以便于使工作和斗争成为可能。

我们看到，费希特本来只是打算去弄清楚康德哲学的，但是当他能
够弄清楚康德哲学的时候，他却已经另辟蹊径了。如果他还算是一个康
德主义者的话——如人们所说的那样——那么他肯定也是其中最独特的
一个。

3．实践运用

伦理学

“世界”——我们的观念、感觉和欲望冲动的总称——虽然源自自
我，但是它是源自一种前意识的行为，如此一来，它就不是以我的意识
和我的自觉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我的一个真正的障
碍。但是，面对这个障碍我应该如何行动，这取决于我自己。我可以向
它投降，向它屈服，任由它决定我的命运——这种惰性对费希特来说
是“人性中的极端的恶”——或者，我可以努力去摆脱它，在内心中摆脱



一切外在的影响，从而按照我的自我的最内在的本性行动。自我就是一
种“被安上了眼睛的力量”。虽然彻底摆脱一切外在的影响是一个极其遥
远的目标，但是去实现这个目标却是人的使命。如此来说，人生就是一
种不断地剔除外来残渣的净化过程，虽然这些残渣是他为了完成自己的
使命所不可缺少的，但是，摆脱它并最终获得自由又是他的义不容辞的
责任。这样，人就会逐渐接近这样一种状态，他最终能够面对那个浩渺
无际的宇宙大喊道：“你是可变的，而我却不是，我将会完好无损地傲
然挺立在你那一片狼藉的废墟上。”“当那些在我头顶上闪烁的千百万颗
星星发出最后的一线微光并长久地寂灭以后，我自岿然不动，我仍然是
我自己，就像我现在的样子。”

国家

费希特的道德思想——导源于他的个体的社会责任理论以及他的著
作《伦理学体系》（1798年）和《论人的使命》（1800年）——与康
德的道德思想是不同的，其主要区别在于，费希特比康德更加强调人的
实践责任，即更加强调人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成员的责任。

这也特别表现在他的政治学中（1796年《以知识学为原则的自然
法权基础》；1800年《封闭的商业国家》）。在上面提到的著作中，
费希特继续始终不渝地发展他的国家理论，他首次在德意志土地上提出
了一种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的理论。“只要国家能够保障我的自由不
会受到侵犯，能够保障国家制定的法律本身的有效性不会受到阻碍，那
么国家就能够完全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合乎道德的基本权利，保障他在这
个社会团体之内只要力所能及地劳动就可生活无忧。”[4]只有当国家不
放任人们以自由竞争的方式占有社会产品，而是由国家掌握社会劳动的
分配权，按照每个公民的劳动量来分配国家所得，那么这样的国家体制
才是可能的。此外，由国家自己控制进出口也是非常必要的。所以，费
希特称之为“封闭的商业国家”。

在费希特看来，国家不仅在国民的经济生活中居突出的地位，而且
它在文化和教育领域里的作用也是相当重要的。国家必须使自己成为教
育的主人。就像国家在经济生活中能够通过有计划的组织来治理混乱无
序一样，国家也能够通过把青年人教育成真正的人和国家公民而避
免“教育的混乱无序”，这要通过国家教育者根据统一的计划加以实施。

像费希特这样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并且主张自我的无限自由的人，在
社会实践上为什么又主张社会限制呢，这种思想对于他那个时代来说是



非常激进的，如果有人对此感到奇怪，那么他也应该想到，那个极端个
人主义的鲁索在他构想的国家宪法里也要求一种高度的国家控制。在其
他的某些哲学家那里以及在某些政治运动中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这是
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历史和心理现象。

宗教

在宗教哲学方面，费希特也远远地超越了康德，除了上面提到的那
一部让他不得不离开耶拿的著作之外，他的宗教哲学思想还写进了《走
向幸福生活之途径》（1806年）中。康德曾经要求人们，为了履行自己
的义务可以不顾尘世的幸福。但是他也问过这样的问题：我可以希望什
么？依据他的“幸福的尊严”的概念，理性会强烈要求得到公正的补偿，
他从中得出结论，认为在彼岸世界有一个最高裁判者会做出公正的裁
决。叔本华嘲笑他说：“康德的道德就是，先是高傲地拒绝幸福，然后
又伸出手去接受幸福递过来的小费。”[5]

费希特与康德不同，他认为，在道德原则意义上对完美的强烈追求
就是幸福。“幸福”就是完成一项任务后的那种快乐的满足感。谁如果想
到其他地方去寻找幸福，那么他在无限的未来生活中永远也不会接近目
标。

除了尘世中完成义务后可体验到的幸福之外不可能还存在一种特别
的彼岸幸福，同理，这个世俗的世界秩序之外也不大可能另外存在一个
上帝，在这个世俗的世界秩序中，自我就是在不断地追求完美的过程中
获得幸福的。“那个充满活力的和富于创造性的道德秩序就是上帝本
身，我们不需要另外一个上帝，我们也不理解另外一个上帝。”——“作
为一种特殊的实体的上帝的概念是不可能的和自我矛盾的：应该允许我
们坦率地指出这一点并杜绝那些陈腐的废话，这样才能产生一种视快乐
为正当行为的真正的宗教。”[6]

因此，费希特被指责为无神论者就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

三、谢林

1．生平、思想发展和主要著作



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谢林和他那个时代的许多天才人物一样也
是一个牧师的儿子，父亲是施瓦本人。费希特于1775年出生于莱昂堡。
早熟的费希特年仅十五岁就进入了图宾根大学神学院，在那里，他与他
的同乡荷尔德林和黑格尔结下了友谊，除了学习神学之外，他们还共同
对古希腊罗马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除了康德之外，费希特也是年轻
的谢林特别关注的哲学家。费希特刚刚发表《知识学的基础》，二十岁
的谢林就写出了几篇与费希特的基本思想类似的文章，而且他的表达形
式比费希特本人更加完美。其实，那时他已经和费希特发生了分歧，因
为同样令他钦佩的斯宾诺莎的思想更加适合他的口味。

谢林在莱比锡逗留了较长的一段时间，这成了他后来与费希特彻底
决裂的主要因素，因为他在那里得以广泛接触自然科学领域内的突飞猛
进的发展，而自然科学始终是费希特所陌生的。谢林迅速地吸收了化
学、电学、生物学和医学方面的新知识，在他的著作《关于自然哲学的
一些观念》（1797年）和《论宇宙精神》中，谢林立即就把他学到的
自然科学知识放进了一种自然哲学体系之中。他的这些著作引起了歌德
的注意，并且使二十三岁的谢林受聘为耶拿大学的副教授。

在耶拿，谢林与浪漫派诗人和思想家组成的小圈子交往甚密，其核
心人物就是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和奥古斯特·施勒格尔两兄弟、蒂克和
诺瓦利斯。谢林和比自己大十二岁的已经离婚的卡罗琳娜·施勒格尔结
了婚。他热情地参与了这个浪漫派小圈子并和他们进行了频繁的精神交
流，在这个交流过程中，他既是一个接受者，又是一个慷慨的赠与者，
因此他甚至可以被看作是德国真正的浪漫派哲学家。在耶拿，谢林写出
了《自然哲学体系草案》（1798/1799年）和《先验唯心主义体系》
（1800年），还有《我的整个哲学体系的阐述》（1801年，未完成）
以及《论学术研究方法讲演集》（1802年）。这些著作表明，谢林深
受自然科学和浪漫主义的影响，他已经彻底地背离了费希特并且开始形
成自己的世界观，当然还没有形成一种体系化的精雕细琢的形式，而且
他也始终没有达到思想上的精雕细琢。后来，他总是不断地改变自己的
思想脉络，总是有新的构思——他也公开发表了这些思想雏形，但是并
没有最后完成。对哲学史来说，他关于自然哲学的思想仍然是他全部著
作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所以，我们在下面的叙述中也主要是关注他的这
方面的思想。

在沃尔茨堡（谢林自1803年始在那里教书），在埃尔朗根，最后在
慕尼黑（自1827年始），谢林在思想上可以说是完全另辟蹊径。他离自



己本来的思想出发点康德和斯宾诺莎越来越远，他和费希特分道扬镳；
他的朋友兼大学同学黑格尔本来对谢林是大为赞赏的，这时也离开他走
自己的路去了。他的第一任妻子的死亡也使他与原来的浪漫派圈子更加
疏远起来。对这一时期的谢林起了决定性影响的人物就是天主教思想家
弗朗茨·冯·巴德尔（1765—1841）。

谢林沉迷其中的那个精神世界是法国人路易·克罗德·德·圣马丁的那
个具有浓厚宗教色彩和神秘主义倾向的精神世界，通过他谢林又接触到
雅各布·泼墨的著作。巴德尔本人是个医生、地质学家、哲学家和神学
家，他是康德的主要敌手之一，也是一个精神运动的领袖人物，他们反
对启蒙运动，反对康德割裂知识和信仰，他们倡导神学与哲学的融合，
要求无条件地向基督教信仰的回归。

巴德尔在他的著作中并非简单地主张向宗教的复归，他的意思并不
是让宗教信仰重新取代科学知识并且使哲学再变成神学的奴仆。在他看
来，那种认为每一种科学知识的进步都会对宗教信仰构成威胁的观点是
错误的；同样，那种认为离开宗教教义就能获得真正的哲学的观点也是
一个巨大的迷误。一种真正的道德是不可能仅仅建立在人的独立自主之
上的。人的思想法则和道德法则只有以上帝的法则为法则才是可能的。
人的思想和知识是上帝的思想和知识的一部分。因此，巴德尔在政治上
坚决反对法国大革命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他的理想就是一种普遍的
（天主教的）、跨国界的、教会国家的大同社会。这样，巴德尔在政治
上就与神圣同盟和欧洲的保守势力站到了一条战线上，他们极力反对革
命，反对社会变革。

谢林的《关于人的自由的本质的哲学研究》（1809年）和他后来
的著作如思想片断《宇宙年龄》（1813年）都带有神秘的宗教色彩，这
已成为谢林后期的思想特征，他的后期哲学是一种“神秘和启示的哲
学”。

1841年，富有浪漫主义思想的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把年迈的
谢林召到了柏林，“他不是作为一名普通的教授，而是作为一个被上帝
选中的被赋予历史使命的哲学家，国王希望能够借助他的智慧、经验和
人格魅力来提升自己”。这就是说，国王的初衷是想让谢林能够成为与
当时在柏林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黑格尔相抗衡的一股力量，但是结果却
事与愿违。

在谢林失望地离开讲坛之前，他也吸引了一些听众，其中就有那时



还年轻并且默默无闻的巴塞尔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虽然青年布
克哈特当时还为浪漫主义而兴奋，但他同样也具有理性思想，谢林的那
些令人费解的哲学思辨到底给他留下了什么印象，他在一封信中是这样
描述的：“我旁听了他的几节课，我觉得他像是一个诺斯替教派信
徒……[7]因此就像一个令人恐惧的庞然怪物……我时刻在想，那简直就
像是一个长着十二条腿的亚洲巨神蹒跚而行，他用十二只手臂从脑袋上
摘下六顶帽子。”[8]谢林于1854年在拉加兹疗养地去世。

由于谢林的思想具有多面性，这使得许多截然不同的思想流派如生
命哲学、存在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都能从他那里获得某种理论依据，并
尊他为自己的思想鼻祖。[9]

2．同一哲学的基本思想

谢林在耶拿时期的思想体系被称为同一哲学。他的思想的这一部分
成为连接费希特和继谢林之后的黑格尔之间的纽带，黑格超越了前两
者。所以我们应该对此加以详细的考察。

什么是同一哲学？在完全摒弃了康德的自在之物的费希特那里，我
们所称的“自然”不是完全独立的和自在的，而只是自我的产物，自然之
所以存在，是因为自我需要一个藉以实现自己的对象。谢林把这种关系
颠倒了过来，在他看来，不是自然是精神的产物，而是精神是自然的产
物！谢林在自然和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工作无疑对他产生了一定的影
响，而费希特的思想体系在这方面是欠缺的。哲学的任务是——费希特
在他的知识学里也曾提出了这一任务——求知，也就是解释主体与客体
的同一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像费希特那样问：世界或自然是如何在自我
中，在精神中成为可能的？而是应该问：自我和精神是如何在自然中成
为可能的？只有一种可能性，因为自然原本就是精神，是我们的精神的
精神，因为自然和精神，现实和理想，在最深层的意义上来说是同一
的。

3．自然

我们若想从自然的角度理解精神或者说理解一切生命，我们就不能



把自然仅仅看作是一种僵死的和机械的东西，就不能仅仅把它看作是一
种原子的聚合，而应该把它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其最内在的本质就
是一种充满活力的原始力量。

自然就是一种永恒的活动。那种原始力量——绝对物——显现为个
别现象之中，其表现形式可分为两类：其一，客体和现实占据优势（狭
义的自然）；其二，主体和理想占据优势（精神和历史）。在第一类
中，最后的结局是僵死的物质，在第二类中，最后的结局是精神在哲学
和艺术中的自我实现。但是，在所有的个别现象中都不会只是出现一种
情况，因为两者并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同一的，问题仅在于数量的多
少而已。

在德国的精神历史上，不仅仅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内，而且在艺术领
域内，谢林的这种非凡的思想都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当然这种思
想可追溯到斯宾诺莎那里，也就是把精神完全归入自然的范畴，在自然
中见到精神的无意识的活动，在精神中见到自然的自我意识。谢林在他
的一首诗中用一种比他的所有理论文章都更为优美和明晓易懂的方式表
达了他的这一思想，在此，我们选录如下：

自然必须依偎在法则之下，

静卧在我的脚边。

尽管在其中蛰伏着一个庞然巨怪，

但是它的感官却已变得僵滞，

它既不能从那狭窄的甲壳中逃脱，

又不能挣脱那捆缚它的铁索镣铐，

虽然它常常抖动羽翼，

奋力展翅并扭动着，

在僵死的和充满活力的事物中，

竭尽全力却也无济于事。



渐渐地它学会从小处着手，

它首先产生了思想，

寓居于一个小矮人的躯体之内，

他被命名为人类孩童，

那庞然巨怪与他相逢。

从酣然沉睡和焦虑的梦乡中醒来，

几乎无法认识自己，

他惊异地睁大眼睛，

仔细地打量着自己。

旋即他又渴望

融化进大自然的怀抱，

可是一旦脱离了自然，

他就永远不可能再重新返回，

他将注定在自己的那个世界里，

终生忍受孤独的煎熬。

他在焦虑不安的梦中可能担心，

那个庞然巨怪会振作精神腾空飞跃，

就像那个古老的魔鬼，

会在愤怒中吞噬自己的亲生骨肉。

不要以为，他已经把自己的出身全然忘却，



不要以为，他在拿幻象进行自我折磨，

他可以对自己说：

我就是上帝，我把世界拥入我的怀中，

我就是神，我在宇宙万物中穿行。

从黑暗的力量的最初悸动，

到生命琼浆的首次涌流，

力量与原料不停地相互作用，

诞生出第一朵蓓蕾，

放射出第一束光，

那光划破夜空就如同第二次创世，

就如同宇宙的千万只眼睛

不分昼夜地照亮天空，

一股鲜活的力量不断地上升，

令大自然重新青春焕发，

这是一种力量，一种脉动，一种生命，

一种阻抑与挣脱的交替变化。[10]

4．艺术

谢林在美学方面的思想表明，他是富于浪漫主义精神的。对他来
说，艺术是能够将世界和自我、现实与理想、自然的无意识的和有意识



的作用完美和谐地融合起来的。通过理论的途径我们是无法认识这种和
谐的，这种精神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我们至多只能通过“理智的直观”，通
过知觉才能领悟。但是，艺术作品是一种人的有意识的创造，而且说到
底是一种自然的无意识的创造冲动的结果，艺术作品能够以一种完美的
形式表达这种和谐统一——因此，这同时也证明了同一哲学的基本思
想。

“所以，艺术是哲学的真正的和永恒的工具，而且与此同时也是哲
学的证明材料，它会不停地提供哲学本身所不能提供的新证据，也就是
通过有意识的行动和创造表达出无意识的自然的同一性。因此，艺术是
哲学家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因为艺术仿佛向哲学家彰显了至高无上
者，仿佛在一种熊熊燃烧的火焰中达到了永恒的和原始的结合。我们所
说的自然是一首用神秘和美妙的语言写成的诗，如果我们想读懂这首神
秘的诗篇，那么我们就必须在其中经历各种精神的艰难险阻，因为它总
是诡异地迷惑我们，总是试图逃逸我们的追踪。通过感性世界观察我们
所梦寐以求的幻想世界，也就只能如同通过知觉语言或通过扑朔迷离的
雾霭观察世界一样。”[11]

四、黑格尔

1．生平和著作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于1770年出生在斯图加特，他和谢林
以及荷尔德林都是施瓦本人。由于他们都学习哲学，尤其是古希腊罗马
哲学，还由于他们都对法国大革命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这样他们三个
人就在图宾根大学神学院结成了盟友。黑格尔对古希腊文化的热爱持续
了一生，关于此他后来写道：“希腊这个名字对于欧洲有文化修养的
人，特别是对于我们德国人来说，会令人产生一种家园之感……科学和
艺术，凡是能够满足我们的精神生活，使精神生活变得有价值和有光彩
的东西，我们知道都是来自希腊。”[12]

与比自己年轻五岁、早熟并且天赋甚高的谢林相比，黑格尔的才能
起初并不是那么引人注意。黑格尔是一个发展相对较为迟缓并且能够持
之以恒的人，但是他也是一个能够深入钻研的思想家。过了很长的一段
时间以后，他才认为他的思想已经达到成熟并且可以公开发表了。从那



时起，黑格尔著作中的基本思想就保持了始终如一的统一性，而谢林在
这一点上给读者的印象就过于反复无常了。

在法兰克福和伯尔尼，黑格尔辛辛苦苦地做了几年家庭教师，当黑
格尔的父亲去世并给他留下一小笔遗产之后，他就可以听从内心的召唤
去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了。经谢林推荐，他在耶拿大学取得了大学执教
资格。当时，席勒在那里做历史学教授，费希特和谢林讲授哲学，浪漫
派的主要人物蒂克、诺瓦利斯、施勒格尔也都以耶拿作为活动中心，简
言之，耶拿是那时德国的文化中心，只是不久之后，当柏林大学的地位
开始上升的时候，耶拿才失去了其往日的光彩。

从1801年到1806年，黑格尔在耶拿大学执教，而且与谢林的关系也
很密切。当1806年普鲁士在耶拿战役中失败的时候，黑格尔刚刚完成了
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精神现象学》。

为了躲避战乱，黑格尔离开了耶拿，走时带上了他的手稿。不过，
在离开耶拿之前，还发生了一件令他终生难忘的事情：他亲眼见到了拿
破仑。“说实在的，那真是一种奇妙的感觉，我见到了这样一位非同寻
常的人物，就在这里，他骑在马上，他征服了世界，并统治着世界。”

黑格尔做了一段时间编辑，然后又在纽伦堡当过一个中学的校长。
在这里，他完成了他的第二部伟大著作，《逻辑学》（三卷本，1812—
1816年），这部著作为他赢得了海德堡大学的哲学教席。在海德堡，黑
格尔写出了他的《哲学全书》（1817年）。

几年之后，黑格尔应邀前往柏林。普鲁士早就吸引了黑格尔，在他
的就职演说中，黑格尔就强调说，普鲁士可以通过自己在精神方面的优
势而与其他各国列强分庭抗礼。黑格尔在柏林获得了很高的威望并产生
了广泛的影响，虽然他的讲语并不那么完美和顺畅，但是国家的首脑人
物还是被他深深地吸引了。黑格尔成了“普鲁士的国家哲学家”和公认的
德国哲学领袖。他的学生也都掌管着大学的教席。黑格尔学派获得了空
前的霸主地位，在这方面，康德是望尘莫及的。

黑格尔不仅仅讲授哲学的基本原理，他还讲授法哲学、艺术哲学、
宗教哲学、历史哲学以及哲学史。直到他1831年去世的时候，他还发表
了《法哲学基础》。他的其他大部分讲座都是由他的学生们在他去世以
后整理出版的，这在他的著作全集中占据了很大的一部分。1971年，一
套新版的《黑格尔全集》已经问世。



2．黑格尔哲学的一般特征——辩证法

黑格尔的著作是哲学史上最为晦涩难懂的文献之一，一位美国的批
评家这样写道：“它们是令人费解的伟大著作，因为文体简洁而抽象，
因为里面充斥了大量的哲学术语，还因为他对所有的哲学原理所作的过
分夸张和谨慎的界定，这一切都使他的著作变得更加晦涩艰深。”[13]叔
本华写道：“读者（通过康德）被迫认识到，晦涩的东西不一定总是毫
无意义的，于是那些无意义的东西就以晦涩的陈述作为一种掩护了。费
希特在这方面是第一人……谢林也不甘示弱……而最为厚颜无耻的赤裸
裸的胡说，拼凑空洞的和疯狂的词组，以前只在疯人院里才能见到的事
情，如今终于在黑格尔的身上发生了。”[14]至于是什么动机使得叔本华
如此得夸张，我们在进一步了解叔本华的人格特征以及他的个人命运之
后就会明白了。之所以说这是一种极端夸张，是因为黑格尔的著作和康
德的著作一样，它们也证明了，“晦涩的东西并不总是毫无意义的”。不
过有一点是应该承认的，当一个事先没有心理和知识准备的读者第一次
阅读黑格尔的著作如《精神现象学》时，面对黑格尔的那些令人头晕目
眩和眼花缭乱的概念堆砌，他会感到不知所措的。

为了回避困难，我们可能只想选择黑格尔著作中那些容易理解的部
分，比如他的历史哲学，在其中他举出了一些具体的历史事实，因而比
他的著作中的那些较为抽象的部分如逻辑学就更为直观一些，但是这样
做是不妥当的。如果这样做，我们不仅不能对黑格尔的体系有一个完整
的认识，而且还会获得一种错误的认识。因为，黑格尔的著作的整体特
点以及他之所以仍然能够对当代产生一定的历史影响的原因并不是由于
他能够把他的那些原则应用于个别的历史材料之中，而恰恰这些原则本
身就是他的著作中的精华部分，他将这些原则应用于整个存在之中，应
用于世界历史之中。在下面的叙述中，我们将尽力避免黑格尔式的冗长
的表达方式，目的是试图阐明黑格尔哲学的两个基本要素：即由黑格尔
发展出来的技艺精湛的辩证方法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的
统一结构。

黑格尔辩证法的直接历史先驱——除了黑格尔给以高度评价的赫拉
克利特的对立统一思想之外——就是他的前辈费希特和谢林的思想，在
前面叙述费希特和谢林的章节中我们没有涉及他们的这方面的思想，目
的是想在这里把他们放到一起加以讨论。

在费希特的知识学中，当他试图从一种最高原则中推导出整个世界



的内容时（对费希特来说，这与意识的内容具有同等的意义），他的出
发点是，第一步，自我设定自身。但是，仅仅有自我的设定并不能发展
出宇宙整体，还缺少一种起推动作用的因素，还缺少一种促成发展的条
件，也就是缺少自我的对立物。因此，费希特又指出了第二步，自我设
定非我。紧跟着第一个设定（正题）之后就是第二个设定（反题）。自
我与非我并不能作为相互排斥的对立物永远存在下去，还需要第三个命
题，在其中正反两题的作用将受到一定的限制，它们将不再相互排斥
（合题）。

谢林在他的自然哲学中特别强调了对立性这个概念，他试图证明，
不仅仅在人的意识中，在自然中，比如磁和电现象，能动的进程是在同
性相斥和异性相吸的作用下才会实现的。

黑格尔在充分肯定费希特和谢林的历史功绩的前提下又超越了两
者，黑格尔与费希特的辩证法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黑格尔特别强调了
合题这一概念。在费希特那里，合题的作用在于使正题与反题在相互限
制的作用下达到相互抵消。在黑格尔那里，合题不是限制正题和反题，
而是“扬弃”（aufgehoben），这个德语词含有三重意义，一个意思是“废
除”（比如废除一项法令）；第二个意思是保留（比如我为你保留某个
东西），在这个意义上，不是消除某个东西，而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
使某物得以保存；第三个意思是“举起”，就是说，在一个更高的层面
上，正反两题将不再显现为相互排斥的对立面。（顺便提一下，我们在
前面叙述印度佛教哲学的辩证法时也已经指出了它与黑格尔辩证法的不
同之处。[15]）

要想举出能够表明这种三级辩证模式的意义和益处的实际例子并不
困难。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在日常生活中和在科学研究中，当我们
在对某个人或物或事件做出自己的判断时，我们往往会从一个极端走向
另一个极端，也就是从正题走向反题，为了获得一个不偏不倚的结论，
我们必须在两个极端之间寻找一种妥协。这表明，我们的思想也要经历
一个辩证的过程。但是，事物的真正的发展是否也遵循这个原则呢？在
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难道不是经常出现“理性的愚蠢和善良的不公”的现
象吗？历史上某个新出现的运动不是常常首先迅速地发展起来而后又突
然发生骤变并走向相反的一面吗？在这个过程中，原来相互对立的力量
在一个新的阶段达到了一种平衡，在这种平衡中，两个极端的方面都保
存下了某些东西，但是，这些保存下来的东西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了。

黑格尔哲学的特点就是，它不仅把辩证法看作是一种逻辑学，看作



是我们的思维形式，而且还把辩证法看作是一种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看
作是现实世界的自我运动的真正形式。此外，它还想证明：我们的思想
的自我运动和现实世界的自我运动基本上（甚或完全）是同一个过程。

3．哲学的三级结构

尚在青年时期写出的关于《费希特和谢林思想体系的区别》中，
黑格尔就表示，这篇文章中已经孕育了他未来哲学的萌芽。他称费希特
以主体为出发点的哲学是主观唯心主义，称谢林的在自我中见到自然在
自然中见到无意识的创造精神的同一哲学是客观唯心主义。黑格尔自己
后来的立场是介于他们两者之间的，他走的是一条综合之道。他通过超
乎于争论双方之上的方式来裁决他们的争论。继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
心主义之后，黑格尔提出了绝对唯心主义，在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之上
高高站立着绝对精神。

事实上，谢林也曾经自以为能够达到一种“绝对”的观念。但是，黑
格尔却在两方面对他提出了指责，他认为，在谢林那里，绝对物“好像
是从枪膛里射出来的东西一样”。谢林仅仅满足于在一种天才的理智的
直观的基础上突然引入绝对物，而没有说明，精神是如何根据辩证的原
则一级一级地逐步上升最后达到绝对的。在谢林关于自然和精神的对立
性的思想中，黑格尔显然更偏重他的精神方面。对黑格尔来说，整个世
界的进程是精神的自我发展。哲学的任务就是，在思考中观察这个自我
发展的过程。

根据辩证法的原则，这种自我发展要经过三个发展阶段，哲学的结
构也是由此决定的。在第一阶段，世界精神处于一种“自在的”状态，观
察这一阶段的哲学原则我们称为逻辑学。在第二阶段，世界精神是处
于“自我显现的”、“自我异化的”和“他在的”状态，精神以空间和时间中
的自然的形式显现自身，自然哲学就是用来观察这一阶段的。在第三阶
段，也就是最后阶段，精神又从自我显现中返回到自身，精神处于一
种“自在自为的”状态，与此相适应的就是哲学的第三级，精神哲学。

逻辑学

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的开头就说，他的这部书的内容就是“对



上帝的阐述，是要表达上帝在创造自然以及有限精神的过程中，他的永
恒的本质是如何的”。在黑格尔那里，逻辑学是与传统意义上的逻辑概
念完全不同的东西。迄今为止作为思维的形式和规律的逻辑学在黑格尔
的逻辑学里只占据一部分地位。作为整体的逻辑学并不是只为了考察我
们人类思想的形式和内容，而是为了考察精神、理念和永恒无限的自在
存在的状态。

概念、逻辑原则、范畴不仅仅是思维的法则，而且还是客观实体。
（在经院哲学的共相之争的意义上，黑格尔应该是个“现实主义者”。）
它们不仅包含了我们的思维的结构，而且还包含着宇宙的逻辑结构。当
然也只是一种结构框架！因为它们只是在思想中表达宇宙的本质，只是
作为一种思维的东西。但是，当我们从一个概念中推导出另一个概念的
时候，我们并不是从我们自身中构建出这个概念，我们仿佛只是旁观
者，我们只是跟随着这个概念的自我发展，这就如同一个研究自然的科
学家只是客观地旁观自然形态的自我发展，或者一个历史学家只是客观
地考察历史进程的自我发展。

黑格尔严格地按照前后一致性原则从一个出发点开始而发展出他的
全部的逻辑学。我们在这里不想叙述他的逻辑发展的细节，而只是考察
一下他的逻辑出发点。最普遍的同时也是最为空洞的概念就是“存有”。
那么，在最普遍的形式中的“存有”是什么呢？我们的目光所及，到处都
只是某种特定的（而非普遍的）存有。但是，一种能够消除一切规定性
的存有从根本上说就是虚无。它不是一种真实的东西，而只是一种一般
的思想，所以也就是“无”。这样，我们就从“有”过渡到“无”。这样，在
系统地分析一个概念的过程中，我们就总会发现下一个。在生成的概念
中，黑格尔不仅在“有”与“无”之间引起了矛盾，而且他还走得更远，他
以此为出发点发展出了一整套的概念，直到最高的概念“绝对精神”。

必须指出的是，同一律、矛盾律以及一切形式逻辑的核心，在这种
辩证逻辑的方式上根本就不可能构成最高的原则。矛盾并不能被排除，
相反，每一个有限的现象都似乎已经表明，它从自身出发并超越自身就
必然会遇到自己的对立面。向对立面的过渡并不能完全消灭自身。意欲
称为一种逻辑或科学的思想是无价值的，而且这种思想也没有能力把在
现实自身中存在的矛盾纳入自己的思想并消化之，而且在其中也不可能
发现更高的统一性——因为只有这样，思想才能对富于生命活力的发展
做出正确的判断。



自然哲学

黑格尔的天性不可能把他引向外在的自然王国，他的整个的研究的
方向已经表明了这一点，他更为关注的是“精神”的王国（在这里，精神
被理解为自然的对立面），是人类本身及其社会和历史，简言之，是我
们今天所称的与自然科学相区别的人文科学或文化学。黑格尔在伯尔尼
做家庭教师的时候，面对艾伯塔斯山秀美的自然风光他表现得无动于
衷，大自然似乎触动不了他的神经。而康德就与他不同，尽管康德从来
都没有见过艾伯塔斯山，但是，当他面对繁星密布的夜空时，他总会陡
然心生敬畏之情，并引起他对宇宙的沉思冥想。

所以，黑格尔的自然哲学是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在
这里，他仍然承袭了谢林的思想。谢林本人也不是一个经验主义的自然
研究者，他也总是试图把他的哲学原则生搬硬套到现实自然中去。不
过，谢林在自然科学领域内还是具有相当渊博的学识，这样就避免了他
会做出某些过于武断的结论。黑格尔就不具备这样丰富的自然科学知
识，此外，他还是一个非常喜欢建立体系的人，他总是试图从一个原则
出发推导出一切。所以，毫不奇怪，当经验现实与他预先设定的体系不
相符合的时候，黑格尔就不惜削足适履了，而且他还站在自己的哲学立
场的高度，甚至居高临下地蔑视那些拘泥于经验现实的人。

尽管如此，黑格尔对自然的研究也是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
要的和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自然是与“自在存在”相对的一个“他在”的
王国。这是什么意思呢？“自在”是一个逻辑学的或数学的概念，它是一
种绝对的和无条件的东西，是一种无限的和永恒的东西。那么处于时空
内的事物又如何呢？比如，空间中的一个点就其本身而言毫无意义，它
从自身出发观察空间中的其他点时，它与这些点并没有什么区别。唯一
决定它在空间中处于那个点上的东西就是它的处境，也就是它与其他点
的关系。它与其他点的“不同之处”也仅仅由此决定。因此，它的意义就
是“他在”。

空间和时间中的所有物体和力量莫不如此。

精神哲学

高于自然的精神王国亦即精神哲学也被划分为三个阶段。



主观精神。黑格尔把精神的第一阶段称为“主观精神”。主观精神的
思想研究的是个体的人的生活。只有在人的身上——在动物身上还不具
备这种能力——精神才意识到自己。凡是一般逻辑概念中被认为是作为
思想而存在的东西，都是人通过将其放入自己的意识之中而获得的。在
这里，精神就是“和自己相处”或“自为”。更确切地说，在这里，精神开
始从“出离自己的存在”状态过渡到“自为存在的”状态。之所以说它开
始，是因为精神在个体的人那里还不是真实的和完全“自为的”。人虽然
是个自为的存在者，即他是一个特定的不可混淆的个体，他的确定性并
不仅仅由于他的“他在性”，但是，人同时又是一种种属生物，他是作为
一个种属的样本被考察的，他属于自然的一部分并且被他的“他在性”所
决定。

客观精神。我们今天仍然使用客观精神这一概念，我们会说：一个
精神产物，比如一个思想体系，一种理论，一部著作，不仅仅是一
种“心灵的”东西，不仅仅是包含在创造它的人的心灵之内，或仅仅包含
在另一个正在专注于它的人的心灵之内。它更应该被看作是一种能够脱
离开个体心灵而单独存在的“客观的”精神产物。这一概念的运用虽然导
源于黑格尔，但是它后来也偏离了黑格尔的本意。对黑格尔来说，客观
精神也可被称为伦理学。在他看来，客观精神的世界就是家庭、社会和
国家的世界，也是历史的世界。在家庭、社会和国家中，个体的主观精
神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客观秩序的领域，因而他也进入了超个体原则的范
围之内，也就是进入了伦理学的范畴。

在黑格尔关于客观精神的学说中，他的历史哲学是最为有趣的部
分，我们将在后面再对它特别地加以考察。

绝对精神。蔓延在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之上的是绝对精神。只是在
这里，精神才从“他在”完全返回到自身，精神才是“自在自为的”。绝对
精神的世界又被分为三个等级：艺术、宗教和哲学。

在客观精神的范围内，在历史生活中，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之间，
也就是个体与超个体的社会力量之间的紧张关系依然存在——毋宁说驱
动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也正在于此——但是，在艺术作品中，自我和解的
精神，主体与客体却显现为一种完全和谐的状态，绝对理念以纯粹的形
式呈现出来。虽然我们在这里不可能详细地探讨黑格尔的哲学美学思
想，但是应该指出，这些思想表明了黑格尔对艺术的深刻理解，而且他
对这个哲学分支的后来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比如说，弗里德里希
·提奥多·菲舍尔（1807—1887）的美学思想就是完全建立在黑格尔的美



学思想之上的。

宗教是处在艺术之上的——这与谢林有所不同。艺术是在外在感性
形式中显露出和谐，宗教则是在人的内心中显露出和谐。哲学是第三种
形式，也是最高的形式，绝对精神就存在于其中。因为，即使在宗教
中，绝对物仍然没有思想的纯粹概念的形态，它还仍然被感情和观念所
困缚。哲学将艺术中的直观的东西和宗教中的观念的和感情的东西转化
为思想的纯粹形式。精神完全返回到自身。

4．历史哲学

黑格尔把历史看作是对他的客观精神思想的补充，这令人感觉有些
奇怪。在他那里，历史被限定为理性在国家生活中的发展，历史对他来
说是政治的历史。作为绝对精神世界的艺术、宗教和哲学似乎是永远位
于历史之上的。我们觉得——而且这对于批判地考察黑格尔是至关重要
的——若想正确地理解整个历史，我们就必须认识到，艺术、宗教和哲
学并不构成一个不受时代限制的绝对的世界，它们是在历史之中发展
的；我们就必须同时考虑到艺术、宗教和哲学与政治和社会历史之间的
关系以及所有这些领域之间的相互影响。黑格尔在他后来的关于历史哲
学的讲座中也的确吸收了上述见解的某些成分，但是，他的整个体系中
的历史观却没有因此而发生较大的改变。

在黑格尔生活的时代，几乎没有一位思想家能够和作为历史哲学家
的黑格尔相比，无论他对自然多么缺乏直觉的理解，在对历史的理解方
面，他还是有天赋的。他学识渊博，目光敏锐，他能够认识到历史中的
本质性的东西以及其中隐藏着的内在联系，又由于他能够坚持不懈地对
他的辩证法模式加以灵活运用，这样他就勾画出了一幅自成一体的宏伟
的历史画卷。

我们在这里还想强调一点：黑格尔是采用何种方式处理个体与社会
力量之间的关系的。我们知道，对黑格尔来说，道德领域是在客观精神
中才开始出现的。个体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并不是由他自身决定的，而是
由个体所处身其中的社会力量，主要是国家所决定的。

不是个体在行动，而是世界精神在行动，个体只是它的工具。那些
伟大的历史人物之所以伟大——这个问题一直吸引着黑格尔，我们只消



回忆一下他与拿破仑的会面就足够了——并不是由于他们的人格特征、
能量、热情、预见性和智慧，因为，世界精神常常也会利用那些不值得
尊敬的和软弱的人来实现它的目的。在他们身上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
体现了“时代的精神”，这也是事实。对这些人物的道德判断不应该按照
一般个体生命的标准加以衡量。“负罪感对于伟大的个性是一种荣
耀。”因此，黑格尔用一种蔑视的眼光看待那些将个体幸福视为人生和
社会目的的人。“世界历史并不是幸福的土壤，幸福的时代就犹如空白
的纸张。”

个体的行为往往会与世界精神的意图和目的相违背。个体纯粹是为
了满足自己的目的而行动，比如自我权利的扩张。显然，在这里黑格尔
与康德是截然对立的，因为在康德看来，个体道德人格的独立性是至高
无上的，黑格尔与浪漫派的历史观也是相对立的。比如赫尔德就认为，
每一个民族都是上帝的精神的一个侧面体现。对黑格尔来说，个体、民
族和时代只是整个世界历史进程中必然经历的阶段。当然是必然的！个
体和民族走进历史，其历史使命就是把世界历史的令牌不停地传递下
去。但是，就在他走进历史并开始对历史产生影响的时刻，他就与世界
历史理性相适应了。因为历史是客观精神的自我发展，所以，直到他的
那一时刻成为历史的东西也就是在这一时刻所必然发生的东西，同时它
在这一时刻也是“合理的”东西，也就是说，它是符合世界历史的理性的
东西（而非符合单独的个人的理性，对个体来说，或许很多东西都
是“不合理的”！）。

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就可以说，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
合理的，都是现实的。

5．对黑格尔的评价和批判

我们想着重从四个方面对黑格尔展开批判性的评价。

（1）我们首先在认识论方面对黑格尔提出异议。虽然我们看到有
一条思想的主线，它从康德出发，经费希特和谢林，然后到达黑格尔，
但是，在这条主线的末端，黑格尔却远远地偏离了康德并超越了康德所
设定的界限。黑格尔将本来是我们的思维原则的辩证法原则视为存在原
则本身，这导致他产生一种错觉，他认为，这整个经验的现实世界可能
就导源于思想的自我运动的法则。如果认为思想的法则就蕴含在不断出



现的矛盾发展过程中以及克服这些矛盾的过程中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如
果又认为真正的发展也是在矛盾的发展过程中以及克服这些矛盾的过程
中发生的这一观点也是正确的，那么，这两者之间就存在着本质的区
别：即在逻辑矛盾和现实矛盾之间存在着区别。一个定理的逻辑对立面
我们总能够运用逻辑推导出来，但是，对于一种现实的现象我们就不能
运用逻辑推导出它的现实的对立面。如恩斯特·荣格所说，一个定理可
以被驳倒，但是一杆机关枪就不能被驳倒。

由于黑格尔忽视了这之间的区别，这样就导致他低估经验知识的价
值。所以，当有人指出他的体系和现实之间的矛盾时，他就回答
说：“现实之中的矛盾就更加厉害了！”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之所以
没有出现这样明显的矛盾，正是因为，黑格尔在历史领域内除了具备可
靠的觉察能力之外，他还具有了极为丰富可靠的历史事实方面的知识。

（2）黑格尔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在历史科学领域内，在
这个领域内他是有优势的，在这个领域内他的辩证法也得到了最为成功
地运用。他在这方面的主要功绩在于，他用他的辩证法给科学赋予了一
种原则，这个原则使历史进程中的矛盾被纳入思想之中成为可能。

从黑格尔开始，并且也通过黑格尔，历史哲学以及哲学史都在哲学
的王国里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哲学的历史也遵循其发展过程的理性原
则，它表明，当今哲学是以往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对黑格尔来说，哲
学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他的体系的正确性。如果我们能够正确地
观察哲学的历史，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在扬弃了既往哲学中出现的所有
矛盾之后，当今哲学在一个更高的统一体中把过去的哲学综合到了一
起。因此，黑格尔就自然会把他的哲学看作全部哲学的必然结束。

（3）黑格尔对后世的主要影响并不在历史哲学和科学方面，而在
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方面以及历史本身。黑格尔在晚年越来越倾向于一
种观点，认为历史的发展和哲学的发展总会到达一个终点。到达那个最
高点以后，虽然我们还可以继续向前进，但是我们却不可能再超越它。
这样，在别人眼里，而且黑格尔也自认为，他是普鲁士的国家哲学家，
他与占统治地位的反动势力结为同盟，称当时的普鲁士国家是世界历史
理性的最高智慧的体现，称自己的哲学是整个哲学发展的顶峰。事实
上，起源于法国的革命浪潮在欧洲造成社会动荡之后，人们开始渴望安
定和平的生活，黑格尔的思想与当时的这种时代精神也是相符合的。在
黑格尔看来，一种历史的终结状态已经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思想的任
务只在于纵观历史并对历史有一个真正清醒的认识。“只有当黄昏时



分，密涅瓦的猫头鹰才开始展翅飞翔。”

在此表明，黑格尔的上述思想是与他的辩证原则相违背的。“理性
的狡计”从黑格尔的著作中所获得的与他的“主观精神”所想的可谓大相
径庭。

黑格尔没有认识到，辩证法在历史中更多的是一种革命的原则而非
保守的原则。他没有认识到，在当时的普鲁士，世界历史的目的肯定还
没有达到，因为历史的目的应该是使一种（在专制政体下的）单一的自
由逐渐过渡为全体的自由。历史事实表明，在黑格尔的时代刚刚开始的
工业化所造成的深刻的社会矛盾不久便引发了激烈的冲突，并且使得整
个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世界局势动荡不安。而且在哲学自身的内部
——按照辩证法原理！——黑格尔学派不久也分裂为左右两派。卡尔·
马克思将黑格尔的辩证法成功地应用于他自己的思想之中，其所引起的
社会震荡是史无前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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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实证主义、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

一、法国的实证主义：孔德

1．精神状况

十九世纪上半期，为了争夺革命的胜利果实，法国的各派势力展开
了较量。这一时期的几个最主要的阶段是：拿破仑于1815年彻底失败，
1830年和1848年法国革命，1852年路易·拿破仑改法兰西为帝国并称
帝。政治上的极右组织形成了反动的和复辟的势力，他们企图使历史的
车轮倒转，企图承袭革命前的教会和君主专制统治。崇尚自由的资产阶
级形成了中间势力，为了捍卫革命的果实，也就是说，为了维护和巩固
第三等级的社会地位，他们不得不与左右两面的势力进行斗争。右面是
反动的复辟势力，左面是处于上升时期的第四等级的那些在西欧工业化
时代开始提出自己的社会要求的心怀不满的广大群众，

在哲学思想中，也存在着与之相对应的三种倾向。法国的浪漫派在
精神生活方面是与政治上的右翼势力相适应的，可以说，他们在很大程
度上迎合了政治上的反动势力的审美趣味。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约瑟夫·
德·梅斯特里（1754—1821），在他看来，法国革命严重地割裂了历史
的延续性，它背离了天主教传统，因此必须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弗朗
索瓦·皮埃尔·梅因·德·比朗（1766—1824）代表着哲学思想上的中间
派。左派势力的要求首先以所谓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形式出现，空想社会
主义是与卡尔·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相对应而言的。最杰出的空
想社会主义者有克罗德·亨利·德·圣西门（1760—1825）、夏尔·傅立叶
（1772—1837）和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1809—1865）。



这一时期法国最重要的思想家首先是圣西门伯爵的一个学生，他就
是奥古斯特·孔德。他的思想世界，或者确切地说，他的思想的出发点
是属于左派势力的，因为孔德经历了一个思想的发展过程，在某些方
面，他是站在社会的中间阵线上的。不管怎么说，他的思想出发点是与
德国唯心主义的精神世界截然不同的。

2．孔德的生平和著作

奥古斯特·孔德于1798年出生在蒙佩里埃的一个正统的天主教职员
家庭里，二十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对自己将来的人生计划了然于胸。他
草拟并发表了《为重新组织社会的必要的科学工作计划》（1822），
但是外部的社会状况使得他的这项计划的实施变得极为困难。尚在1824
年他就已经在他的《实证哲学体系》中首次将他的思想详尽地公之于
众，但是，一场精神疾病把他送进了精神病院并使他濒临自杀的边缘。
康复之后，他开始在私人圈子里讲授他的思想体系。他在巴黎综合技术
学校得到了一个教书的职位，但是不久之后便又失去了它。一直到死
（他死于1857年），他都是依靠作私人数学教师挣来的微薄收入勉强维
持生计，不过主要还是依靠那些崇拜他的朋友和门徒的接济，其中就有
英国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孔德在1830至1842年间创作了他系统的
和重要的六卷本著作《实证哲学教程》。完成了这项工作之后，他的精
神状况重又陷入了危机之中，并且他的婚姻关系也破裂了，这时，他结
识了一个名叫克罗蒂尔德·冯·沃克斯的女人，她把他从这种悲惨的境地
中拯救了出来。不过，与她的紧密关系促使孔德的思想发生了持续的转
变，过去的那个坚定的理性主义者现在又发现了心灵和感情的力量。孔
德的观念的转变反映在他后期的著作中，如《关于建立人类宗教的社
会学论文》（1851—1854年）和《实证主义的基督教教义问答》
（1857年）等。我们下面对孔德的重要思想的阐述将基于前面提到的他
的六卷本着作。

3．实证主义原则

孔德所采用的实证主义这个名称就已经表明，他是摒弃形而上学



的。实证主义的原则就是从实在的、确实的和“实证的”东西出发，它排
斥一切虚妄的、无用的、不确定的形而上学的东西。那么，什么是“实
证的”和确定的东西呢？现象！实证主义把哲学和一切科学都限定在现
象世界之内。我们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首先，我们必须接受那个以现
象的形式而存在的既定现实；其次，我们要遵照一定的原则对这个既定
现实进行整理；再次，我们要根据已经认识到的规律去预见未来，并以
此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Savoir pour prevoir! （为了预见而求知！）这
是一切科学研究的意义所在。弗朗西斯·培根也持这样的观点，孔德就
把他尊为自己的伟大导师。

追问一个事实的“本质”或追问它的“真正的”原因是没有意义的。我
们只能接受这个事实并考察这个事实与其他事实之间的关系。人们试图
确定某个事实之所以产生的条件，并根据类推法把两个类似的事实相互
联系起来。在前一方面，我们把那种恒常不变的关系称为概念，在后一
方面，我们则称之为规律。

那么“解释”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孔德提出这一问题。比如说，重力
是什么？“尽管人们试图确切地知道，宇宙间的这种引力以及地球上的
物体的重力究竟为何物，但是，即使是那些伟大的人物们也只能是用一
个东西去解释另一个东西，他们要么说，引力只是一种普遍的重力，要
么说，重力只是地球的引力。我们所能做的也只是这样的权衡……没有
人要求再往前走一步。”[1]

这是一种无所顾忌的同时又是令人沮丧的结论，他把从洛克到康德
的所有认识论理论家们的努力无情地否定了。positiv这个词在德语和法
语中都可以做各种不同的解释。我们称实在的东西是positiv，其反面是
非实在的；我们也称有益的和有用的东西是positiv，其反面是无益的和
无用的；此外，确凿无疑的确定的东西我们也称之为positiv。如孔德自
己所指出的那样，以上的三种含义对实证主义来说都是适合的。实证主
义不仅遵循实在的既定事实，不仅遵循社会的实用性原则，实证主义还
遵循毋庸置疑的确定性原则，它与过去的那些形而上学的无休止的争吵
是格格不入的。

4．思想发展的三阶段论

实证主义给哲学赋予了新鲜的内容，这就是孔德的三阶段论。他认



为，人类的思想发展必须经历三个阶段，不管是就单个人的思想而言，
还是就整个人类的思想而言都是如此。根据孔德的理论，“我们所有的
认识都要依次经过三个不同的阶段：神学阶段，或曰虚构阶段；形而上
学阶段，或曰抽象阶段；科学阶段，或曰实证阶段”[2]。

在神学阶段，人类的精神试图探索万物的内在本性、最初原因和最
后目的，一言以蔽之，人们相信能够获得绝对的知识，于是人们就去追
求这种绝对的知识并自以为能够拥有它。人们不是根据模拟推理的原则
解释事物的真正的变化过程，而是按照自己的逻辑，认为事物的每一个
变化过程的背后都存在一种特殊的生命意志。

神学阶段本身又可细分为三个阶段。在最原始的阶段，人认为每一
个客体都是有生命和灵魂的（泛灵论）；在第二阶段，人把万物及其变
化都归因于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认为每一种自然现象背后都有一个主宰
的神灵——海神、火神、风神等等（多神崇拜）。在神学阶段的最高阶
段，人用一个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神取代了众多单个的神，于是便产生了
一神论。

形而上学阶段只是神学阶段的一个变相。在这一阶段，人们用抽象
的力量、概念和实体代替了超自然的（众神的）力量。如果人们能够认
为所有单独的实体都是一个唯一的可称之为“自然”的普遍实体的造物并
视其为一切个别现象的根源，那么，在这里也就达到了一神论的最高阶
段。

在第三阶段，即在实证阶段，人们终于认识到，一切意欲获得绝对
的——不管是神学的还是形而上学的——知识的企图都是徒劳的。他不
再探索宇宙的起源和目的，不再求知隐藏于各种现象背后的内在原因，
取而代之，通过观察和运用理性思考，他努力去认识存在于既定现实中
的内在规律性。在实证阶段，“解释”也就只意味着，从个别现象中推导
出普遍规律。如果人们在这一阶段能够用一个唯一的实在解释所有的个
别现象，那么，孔德理想中所追求的最高目的也就实现了。（比如万有
引力理论，比如爱因斯坦的统一场理论。）

首先，这种三阶段论适用于人类的整个思想的发展。其次，它也适
用于每个人的个体发展。“我们每个人回忆自己的历史时，岂不记得自
己在主要的看法方面，曾经相继经过三个阶段，在童年时期是神学家，
在青年时期是形而上学家，在壮年时期是物理学家吗？”[3]



再次，它也适用于个别科学门类。所有的科学最初都充斥着神学概
念，后来又被形而上学的思辨所统治，最终便达到了成熟的实证科学阶
段。

5．科学的阶梯结构

哲学的任务及其功用

如果考察一下孔德的所有著作，我们就会发现，它们也明显地带有
我们所熟悉的那种法国精神所独有的特点。在孔德的眼里，哲学与科学
在地位和任务方面是没有区别的。个别科学不断发展，变得越来越专业
化，当科学进入纯粹科学的实证阶段，科学的细致划分就变得尤其必要
和有用。在神学和形而上学阶段，还存在某种高于个别科学的一般性原
则。在实证阶段，我们会发现，知识的过于专业化则会产生有害的影
响，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会变得支离破碎，我们的世界观会缺乏一种统一
的完整体系。克服这一弊端的途径并不是从这种科学的分工再倒退回从
前的那种状态——科学的分工对于知识的进步是非常必要的——而是要
进一步完善这种科学的分工方式，也就是把对一般原理的研究作为一种
重要的知识领域。因此，（实证）哲学的任务就是将各个特殊领域内的
每一个新发现都应用于一般理论的研究之中。

这样一种实证哲学也是能够澄清我们思维的逻辑规律的唯一工具。
它将为整个教育事业的改革提供必要的基础。因为，普及教育的前提不
应该是对个别科学的专门研究，而应该是对所有个别科学的综合研究。
此外，这种知识的综合反过来也会促进个别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有些问
题需要通过许多个别学科的专业人士的共同合作才能解决，这里就是他
们的活动场所。最终，这种实证哲学还可以消除存在于不同观点之间混
乱无序的精神状态，并且还能够为社会的理性的改革提供坚实的基础，
从而避免革命性的社会动荡。

我们可将这种特点称为法国思想中百科全书式的特征。在德国，如
我们在上一章中所看到的，哲学思想几乎始终都是按照一个方向发展
的，也就是把哲学研究的任务和范围限定在个别科学之外。英国的思想
则是始终以人的外在和内在经验为依据的，因而它自然就更接近心理
学。在法国，人们通常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把时代的所有科学知识综
合到一起。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拿培尔和伏尔泰的词典以及法国的大



百科全书作为例证。

科学的分类

若想合理地划分科学的门类，我们就必须按照科学研究的事实和现
象进行自然分类。但是，所有可被观察的事物的变化过程都是有局限性
的，每一个类别的科学研究又构成了另一个类别的科学研究的基础。科
学的排列顺序是由从简单到复杂这个规律所决定的，因为越简单越一般
的规律，其适用的范围就越广泛。

所有的事物首先可分为无机物和有机物。显然，只有当我们认识了
无机物以后，才能去研究有机物，因为在生物体中显露出了无机世界的
所有化学变化过程。

对无机物的研究又可划分为两个部分：天文学的任务就是观察宇宙
的一般的发展过程。物理学和化学的任务则是观察地球上的无机物的变
化过程。其中物理学方面的研究应该比化学先行一步，因为化学变化要
比物理变化错综复杂得多，化学是以物理学为前提的，反过来就行不
通。

在有机界也存在两种情况的划分。首先存在着生物个体的发展变
化，这些发展变化是在不同的生物种属之间发生的，而且生物种属之间
的发展变化要更为复杂。因此，我们首先必须从研究个别生物入手。这
也是生物学的任务。对生物种属的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的研究则是社会
学的任务——孔德的科学就是建基于其上的。社会学这个词也是孔德首
创的，它由拉丁语societas和希腊语logos两部分组成。在孔德看来，社
会学是科学的阶梯结构中的顶峰。只有当排列在它前面的科学门类发展
到相应的成熟阶段时，社会学才有可能得到发展。

至此为止，我们会发现还缺少两门科学：数学和心理学。它们的位
置应该在何处呢？如同在笛卡尔和牛顿那里一样，孔德也认为，数学是
整个哲学的基础。数学的两个组成部分，即抽象数学（或分析数学）与
具体数学（几何学和力学）都应该居于整个科学的阶梯结构的首位。数
学原理是最简单、最一般和最抽象的，并且它不依赖于其他任何科学门
类。在孔德的科学分类中，没有心理学的位置。他认为，根本就不可能
存在一种心理科学。因为，虽然人的心灵能够观察其他事物的发展变
化，但是心灵却不能观察自己。或许他的情欲倒是更容易被观察到，因



为人身上负责情欲的感官和负责思想的感官是不同的。在思想的时候，
观察的感官与被观察物必须保持一致——那么所谓的观察又能从何谈起
呢？如果我们想认识我们自己的思想的形式和方式，我们就必须在实际
应用中研究它，在它被用于个别科学的过程中去研究它。

在孔德看来，存在如下的科学类别：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
学、生物学和社会学。

6．社会、国家和伦理思想

在几乎所有的科学领域中，孔德都可以从以往所取得的辉煌的科学
成就中获得理论依据，但是，社会学是他的首创。因此，社会学也是他
的研究重点，他的主要著作的第四卷至第六卷研究的内容就是社会学。
孔德非常成功地创立了一门新的学科体系，这门学科通过他并在他之后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孔德的著作中已经孕育了构成后来社会学的观
念、原理和方法的萌芽。孔德把社会学划分为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
学，社会静力学研究社会事实、社会存在的规律和社会秩序，社会动力
学研究社会的演化和进步。

孔德的社会学同时也是历史哲学。孔德和黑格尔一样也占有了大量
的历史事实并将它们纳入他的体系之中，孔德的三阶段论与黑格尔的辩
证法在形式上也有某些相近之处。虽然孔德在晚年几乎不再阅读别人写
的书籍，但是，由于他具有非凡的记忆力，所以他以前读过的书也已经
足够他用了。

孔德的历史哲学研究的内容除了国家、法律和社会的发展之外，还
有艺术、宗教、科学和哲学的发展。他的三阶段论在这里又得到了应
用。每个思想的阶段都与某个社会形态相对应。社会中对神权的信仰对
应于神学阶段，封建主义是这一时期的主要表现形式。宗教信仰的衰败
时期对应于思想的形而上学阶段，在社会中它表现为革命性的社会变
革，法国大革命就是它的前奏，它标志着形而上学战胜了神学。实证阶
段的使命就是在革命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稳固的社会新秩序。在社会生
活中起主导作用的将不再是对超自然的神的信仰或对抽象的形而上学原
理的信仰，而是专业人士或专家们的理性的科学认识。实证哲学家或社
会学家的建议将是国家的精神生活的最高准则，他们将掌握国家的教育
权利。政府将不再负责国家的经济事务，这项任务将由银行家、商人、



企业家和农民组成的经济学专家委员会来承担。因为工业劳动组织作为
实证阶段的社会形态是与神学阶段的封建主义相适应的。科学和经济将
是未来社会中主导势力。

在革命的过渡时期，个体的利益高于全体的普遍的利益，在实证阶
段，全体的普遍的利益高于个体的利益。由此我们接近了孔德的伦理学
以及他的后期著作中的思想。如果我们能够对社会和历史进行科学的考
察，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在超个体的社会和历史关系中，个体服从全体
是非常必要的。

只有当上述的认识能够被普遍接受，只有当个体甘愿为全体做出牺
牲，只有当利他主义成为人的行为准则，那么，实证哲学所追求的那种
理性的社会秩序才有可能变为现实。不过，个体不应该仅仅为某一个国
家或集体而献身，而应该为全体人类而献身，孔德把这一理想提升为一
种宗教崇拜。这是一种对人类的顶礼膜拜，这种新的人类宗教在外在形
式上与宗教迷信有些雷同，如一位批评家所言：“这是一种纯粹的天主
教教义，只是没有基督而已。”它的基本原则就是：“爱是原则，秩序是
基础，进步是目的。”

首先，孔德对他所创立的社会学产生了影响，此外，他还对法国的
历史写作产生了影响。在哲学方面，英国受他的影响较大，我们下面就
讨论英国的实证哲学。

二、英国的实证哲学

只要我们回顾一下从中世纪至洛克和休谟的英国思想的特点，那么
我们对于孔德的实证哲学在英国引起的反响比在他自己的国家大就不会
再感到奇怪了。弗朗西斯·培根极力主张，人的一切知识应该建立在经
验的基础之上，其最终目的是征服自然；洛克的经验主义，大卫·休谟
的怀疑主义和一切以实践为先的思想，还有英国民族性格中固有的那种
对形而上学思辨的厌恶以及英国人的讲求实际的理性思想，这一切都为
孔德的实证哲学被英国接受创造了适宜的精神条件。虽然英国的资产阶
级革命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虽然英国也参与了反对拿破仑的战争，但
是，与法国不同，英国的哲学发展并没有受欧洲大陆革命浪潮的多少影
响。不管怎么说，启蒙运动在英国并没有导致政治和社会的彻底变革。
像爱德蒙·伯克（1729—1797）这样的政治活动家批评革命是“具有破坏



性的实验……祖辈们的全部智慧加起来或许总比如今的几个哲学家们的
思想更具真理性”。伯克对德国的改革家施泰因男爵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

英国思想的发展幅度并不像在法国那样大，因为，与欧洲大陆相
比，英国的精神氛围相对较为宽容。虽然英国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居于领
先地位，而且由此带来的社会弊端和矛盾最先也是在英国尖锐地突现了
出来，但是日益增强的左派和工人阶级的力量并没有像在欧洲大陆那样
被迫走上革命的道路。尽管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是以英国的经济体制为
蓝本的，但是英国的社会政治思想并不宣扬革命，而是试图将社会进步
的思想融合进旧有的个体自由的自由主义原则之中，这也是直到二十世
纪为止英国社会主义的特点。

之所以说英国为孔德思想的传播准备了肥沃的土壤，还因为在孔德
之前英国就已经出现了一位与孔德的思想比较接近的思想家，他就是边
沁，十九世纪英国伟大的实证主义者穆勒和斯宾塞是他们的直接后继
者。下面我们将只讨论英国的实证主义，因为实证主义是这一时期英国
思想的主要代表，而以威廉·汉密尔顿（1788—1856）、托马斯·格林
（1836—1882）和亨利·西季威克（1838—1900）为代表的反潮流我们
就略过不提了。

1．边沁和穆勒

杰里米·边沁（1748—1832）的理性的和实用主义的思想很容易让
人觉得他与中国古代哲学家墨子的思想如出一辙。“兴天下之利，除天
下之害。”这是墨子的格言，边沁的格言和他并无二致。边沁的学说是
一种纯粹的功利主义哲学（Utilitarismus），而且是一种社会功利主
义。如果我们为人类的行为设想一个普遍有效的目的，而且这个目的也
确实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那么这个目的也就只能是，最大程度上使尽
可能多的人感到满足。边沁称这个目的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每
一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幸福，但是他必须认识到，如果他自己的追求同时
也符合大多数人的普遍利益，那么这对他自己也是最为有利的。

边沁和孔德的思想以及英国经验主义的传统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1806—1873）身上汇合到了一起。穆勒在三岁时就已开始学习希腊语
和拉丁语，十岁时学习微分学，十二岁时写出了他的第一本书，十七岁



时建立了一个“功利主义协会”，不久之后便开始了他辉煌的记者生涯。
可是，当他二十岁的时候，由于精神过度紧张，他的健康状况陷入了严
重的危机之中。穆勒战胜了疾病，很快他就恢复如初，并开始钻研孔德
的哲学，关于孔德哲学他写了一本书。穆勒终生都衣食无忧，不过他也
非常乐于为别人慷慨解囊，这一点他和孔德以及我们下面将要讨论的他
的同时代人斯宾塞非常相像。穆勒后来还担任过一些政治职务，他曾经
是下议院议员。

穆勒的主要哲学著作是《演绎与归纳逻辑体系》（1843年）。由
于斯宾塞和穆勒的哲学非常相近，而且斯宾塞的影响超过了穆勒，所以
我们在这里就不再详细地讨论穆勒的思想体系了。我们只强调他做出突
出贡献的部分。

穆勒主要是试图为实证主义提供一种坚实的心理学、逻辑学和认识
论基础。对他来说，心理学是基础科学并且也是哲学的基础。心理学研
究人的意识的事实，也就研究我们的感觉世界及其相互联系。逻辑学的
任务就是，把那些偶然的观念联系与那些持久的、合乎规律的观念联系
区别开来。因为经验是认识的唯一源泉，所以归纳逻辑就是唯一可靠的
认识方式。穆勒主要发展了归纳逻辑法。

在穆勒那里，自然科学从人文科学中分离了出来，在十九世纪的历
史进程中，尤其是在德国，自然科学获得了长足的进步。穆勒把心理
学、伦理学和社会学都划入人文科学的范畴，他把历史学划入自然科学
的范畴，这就是说，他向历史学提出了精确性的要求。

在伦理学方面，穆勒试图在边沁的功利主义基础之上寻找一种个体
与全体之间的平衡。他是从心理学角度观察问题的。人追求的唯一目的
就是获得快乐，而能够给人带来快乐的东西我们称之为“有价值的”。准
确地说，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并不是那个物质对象本身，而是通过它而带
来的那种快乐的感觉。但是，由于某个特定的对象通常具有产生快乐的
作用，所以我们就通过联想以为这个对象本身是有价值的。所谓“有价
值的”东西无非就是那些能够给我们带来快乐的东西。这就意味着，我
们的价值判断，我们对道德行为的判断，严格说来是没有一个普遍的标
准的，它是可变的并且取决于人的具体经验。

穆勒也是一个重要的国民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他在这方面的主要
著作有《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年）和《论自由》（1857年）。穆
勒在其中倾向于一种维护个体自由的社会主义。



2．斯宾塞

达尔文与进化论

十九世纪中期，一种普遍进化的思想似乎已经开始酝酿，黑格尔在
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种思想开始对个别科学产生重大的影响，它不
仅为生物学，而且也为地质学开拓出了崭新的视野。不过对于哲学以及
一般的社会意识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还是生物学的发展。生物科学成为
十九世纪下半期对哲学思想起决定作用的理论背景，一大批重要的思想
家，特别是斯宾塞和尼采都受其影响，这与一个世纪前心理学对英国的
经验主义者和穆勒产生的影响非常类似，在这之前数学也曾经对笛卡
尔、莱布尼茨以及其他思想家产生过巨大的影响。[4]

英国人查尔斯·达尔文（1809—1882）是第一位将生物进化的思想
运用到生命科学研究中的人，他的主要著作是《物种起源》（1859年）
和《人类的由来》（1874年）。

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以生物可变性（变异性）、遗传和繁衍后代等生
物学事实为依据的。生物之间为了自我繁衍便展开了“生存的竞争”，那
些由于不利的个性特征而在斗争中失败的物种则不可能继续繁殖后代并
逐渐走向灭绝。只有“适者”才能生存，他们通过把自己的优良特征遗传
给后代而使种群得以保持。在漫长的时空演化过程中，在自然选择的条
件下，生物的种、属和科等便形成了。尤其是，生物会以这种方式从较
低级的形式逐渐发展为较高级的形式。人类就是从低级的形式逐渐发展
成今天的这种高级生物的。

不言而喻，即使这一理论只是作为一种或然性的假设，它的重要意
义也远远超出了生物科学的领域。譬如，这一理论所持的观点与上帝从
虚无中创造万物的宗教学说是截然相反的。进化论对于哲学的重要意义
在于，它为人们开辟了一个新的观察问题的角度，自然的合目的性也可
以通过因果机械论的方式加以解释：最能适应生存条件的有机物也就最
适宜存活和繁殖，并通过自然选择从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进化，而那些
不能很好地适应生存条件的“不适宜生存的”物种就会被逐渐淘汰。

达尔文进化论的出现及其传播被认为是十九世纪后期人类思想史上
最为重要的事件。“进化”成了一个富有魔力的词，人们以为用它可以揭
开所有难解之谜的谜底。达尔文进化论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不仅提



出了一种普遍的进化原理，而且还把实际的生物进化过程用非常直观的
形式表达出来。在这样的一种印象的影响下，进化论思想开始左右自然
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而且各门学科也通过它开始相互接近起来。我
们在这里再简短地考察一下英国的进化论与黑格尔的进化论的不同之
处。如果我们把黑格尔的观点——即认为自然中的进化只能是一种理念
的变化发展——撇开不谈，那么，黑格尔的进化思想与英国进化论还存
在如下区别：在黑格尔那里，进化是一个辩证的飞跃过程，它从一个极
端转向另一个极端，并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继续发展，也就是说，它在
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变动不居的革命性进程；在英国人的那里，进化是一
个不易被觉察到的渐变过程。我们会发现，英国的社会状况及其发展也
是这样的一个渐变过程。

达尔文的最著名的德国学生就是恩斯特·海克尔（1834—1919）。
他的普及性哲学著作《宇宙之谜》赢得了众多的读者。海克尔在书中
对“二元论”的基督教世界观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他们在自然与神之
间，在物质与意识之间树立起了一道屏障；他信奉的是一元论，认为人
并不是与自然对立的或优于自然的，而是自然的一部分，上帝和世界是
一回事，因此他的这种思想也可被称为泛神论。他试图用真、善、美的
理想取代上帝、自由和永生的理念。

今日流行的所谓生物发生基本规律这个概念就是从海克尔那里来
的：个体发生是对种系发生的一种简要表达，也就是说，单个生物从胚
细胞到一个完整个体的形成的进化过程就是它的祖先从原初进化至今的
整个过程的缩影。

歌德、黑格尔和孔德就个体的精神发展也说过同样的话。

斯宾塞的生平和著作

赫伯特·斯宾塞于1820年出生在德比郡，他是十九世纪英国最有影
响的哲学家，直到三十岁以前，他基本上没有接触过哲学。他曾经做过
钟表设计师、铁路及桥梁勘测者和工程师，设计出无数的新发明。他具
有非凡的观察力。在实践过程中，他的头脑中慢慢地积累了大量的经验
事实。此外，他还做过记者，做过一段时间《经济学家》杂志编辑。这
样，他就能够与时代的精神潮流保持着较为紧密地接触。

在他的《人口论》和《进化假说》中，斯宾塞——比达尔文早许



多年！——表达了进化思想，并且对后来通过达尔文主义而闻名于世的
名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产生了影响。在他的《心理学原理》（1855
年发表，同样在达尔文之前，因为达尔文是在1858年才首次将他的研究
成果在林奈学会上公开的）中，斯宾塞就把进化原理运用到了人的精神
发展方面。他指出，人的直觉形式及其思想范畴是人在适应周围环境的
进化过程中产生的。因此，他与创立于二十世纪的“进化认识论”中的思
想非常接近（我们将在本书的最后部分对此加以详细讨论）。随后他又
写了一篇论文《进步的规律及其原因》，在其中他也将进化的思想提
升为一种普遍的历史发展原则。

当斯宾塞于1858年把他此前发表的那些即兴之作概括地通览了一遍
之后，他的那些原则的统一性就不由自主地在他的脑海里清晰地显现出
来。当他与此同时也了解到达尔文的思想的时候，他就决定写作一系列
著作，在其中，他要把进化论的思想应用于所有的现象世界，不仅应用
于生物学，而且还应用于天文学、地理学、社会和政治史以及伦理学和
美学，他要向人们阐述从原始混沌到人类高度文明的宇宙整体的演化过
程。在他继承了一小笔遗产之后，并且还有众多的朋友以及追随者预先
订购他将要写出的著作，他认为在经济上已经获得了足够的保障，于是
他就开始着手他的工作了。但是，首批著作问世以后却遭到了激烈的批
评，以至于许多原来的订单被纷纷取消了，斯宾塞的经济来源以及他的
勇气终于枯竭。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慷慨解囊使斯宾塞重新振作了起
来，后来他还受到美国朋友的帮助，这样他就重新开始工作并将这工作
坚持到底，直到他最后完成了他的十卷本的重要著作《综合哲学体系》
（1862—1896）为止。他立即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书很畅销，并
被翻译成其他语言，甚至开始获得经济收益。斯宾塞经历了声誉鹊起的
巅峰和无人问津的低谷，他于1903年去世。

斯宾塞的性格已经明显地表现在他的著作之中。斯宾塞终生过着独
身生活。在他身上既没有一点儿诗意的气息，也没有英国人特有的那种
幽默感。他离群索居，除了他的几个朋友之外，他很少与外界接触。当
他不得不接待难以推辞的来访者时，他会事先堵上自己的耳朵，然后泰
然自若地静听他们的发言。他对事物的非凡的理解力是与某种固执的原
则联系在一起的，他的思想中一般只接受那些能够支持他的理论的事
实。他很少去阅读别人写的科学著作。

在政治上，斯宾塞是一个典型的英国式的“持不同政见者”，就是
说，他是一个无党派人士，在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他会同时去冒犯所



有的党派。

由于斯宾塞是一个哲学上的无师自通者，他的著作的外在特征表
明，他具有一种非同寻常的能力，能够把错综复杂的关系条分缕析地表
达清楚。他之所以能够产生巨大的影响，其部分原因就在于此；另一个
原因是，斯宾塞有一段时间曾经是一位能够代表“时代精神”的哲学
家。“他能够把握时代的脉搏，自但丁以来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5]

进化的规律

斯宾塞在他的综合哲学的第一卷中阐释了他的体系的一般基础，这
首先是对实证哲学所作的重新解释，他采用的方式和孔德类似。斯宾塞
指出，宗教的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都以同样的方式陷入不可调和的矛盾
之中。宇宙是如何诞生的？无神论者认为，宇宙是无始无终的，它的存
在没有任何原因，有神论者则认为，宇宙是神创造的，这两种答案都是
我们的理性所无法接受的。什么是“物质”？物质能否被任意地和无穷地
分割？我们对一个物质对象的真正“实质”究竟能够认识多少？我们的思
想说到底只是在我们与既有的现象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才产生出来的，
因此，我们不可能超越现象世界获得最终的绝对真理。所以，我们应该
把那些不可能认识的东西放到一边，去认识那些我们能够认识的东西，
也就是去认识那个显现于我们眼前的现象世界。哲学的任务就是把我们
对世界的认识加以系统地完善。

或许这是一种富有说服力的实证主义观点，不过这种观点却引起了
神学家和形而上学哲学家们的不满，所以，当这套书的第一卷刚一出
版，就遭到了他们的愤怒攻击。

为了系统地完善对世界的认识，哲学需要一种统一的原则。物理学
的一般原理，如能量守恒定律、运动的持续性、自然规律的恒定性以及
我们在自然中随处可见的运动的节奏，等等，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力的
守恒这个一般原理那里。但是，这是一种静力学原理，它解释不了自然
中的生成和消失的永恒变化。进化规律就是现实的动力学原理，斯宾塞
对进化下的定义是：“进化是物质的集结，在这种集结的同时伴随着无
休止的运动；在这个过程中，物质由相对不确定的、分散的同质状态过
渡到相对确定的、凝聚的异质状态，而其间所消耗的运动也经历了相应
的转化。”[6]



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还是用斯宾塞自己的话来解释吧：“宇宙中
的星体从原始云中诞生，地球上的海洋和山脉的形成，化学元素通过植
物的转化，有机物通过人的转化，胚胎中的心脏的形成，出生后骨骼的
生长，感觉和记忆与人的认识和思维的结合，人的认识与科学和哲学的
结合，由家庭发展为氏族、部落、城市、国家和‘世界联盟’，这一切都
是物质的集结，由分裂的部分聚合到一起，成为团体和整体。这种聚合
当然会伴随着个别部分的轻微骚动，比如国家的权力增强以后必然会限
制个人的自由。事物之间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形成起保护作用的关系
网，并且对整个生命产生促进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形成形式和功能
的较大的确定性。原始宇宙云是无定形的、模糊的，但是在其中却能形
成椭圆形的行星轨道，形成轮廓清晰的山脉，形成各种形式和特征的生
物体，等等。聚合在一起的物质的各个部分不仅是由物质的自然本性和
功能所定的，而且也根据其自然本性和功能相互区别开来。原始宇宙云
是同质的，就是说，它们是由相同的微粒组成的；但是很快它们就会分
别变成气态的、液态的和固态的物质材料；地球上绿草茵茵，白雪皑
皑，还有碧水潺潺的江河湖海；成长中的生命从相对同质的原生质中形
成生物的各种不同的器官，如消化器官、生殖器官、运动器官和感觉器
官；地球上的原始语言逐渐发展成五花八门的地方语言；一种单一的科
学发展为上百种科学门类；一个国家的民间诗歌发展成上千种形式的文
学艺术；人的个性不断发展并且性格各异，每个种族和民族也都形成了
自己独特的文化特征。”[7]

除了这个聚合过程之外，还存在一种相反的过程，它由聚合走向分
散，由复杂走向单一，最终不可避免地会达到一种平衡状态。但是由于
同质的物质的不稳定性，因此很快又会开始新一轮的循环过程。

这些例子已经概略地表明，斯宾塞是如何把他的原理运用到个别科
学中去的，而且是按照他的排列顺序：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伦理
学。斯宾塞的心理学是一种虽然篇幅非常庞大，但是在细节上却很容易
引起争议的尝试，他是从遗传学和进化论的角度考察人类的思想活动
的，我们略过他这方面的内容，目的是再去了解一下他的社会哲学和伦
理学。

人类社会

斯宾塞对社会科学做出的贡献一点也不亚于其创立者孔德。叙述性
的历史著作只能为真正的人类社会的科学研究提供一些原材料，这种科



学研究必须找出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其内在联系。摆在这样一种社会
科学研究面前的困难并不比其他科学少，甚至比其他科学的困难更多，
因为人类社会在一切现象中是最为复杂的。斯宾塞在写作他的系统的社
会学著作以前首先就搜集了大量的事实材料作为依据，他把这些用于以
后研究的材料也分为八卷单独公开发表了。

斯宾塞将社会比做一个有机体，认为一般的进化原则也适用于社会
这个有机体，之后他又专心致志地研究人类的精神领域，特别是宗教。
他指出，根据聚合的原则，人的原始鬼神信仰（多神教）也会逐渐发展
并融合为一种统一的一神教信仰。

宗教之所以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占居中心地位，主要是因为人的外部
生存环境恶劣造成的，比如长期处于不安和恐惧之中。在野蛮的社会中
主要就是战乱，只要人类社会中充满暴力抢劫，缺乏正常的生活秩序，
那么公共生活就是混乱不安的。国家绝对的强力统治，明显的阶级划
分，父系社会中家族长老的绝对权威以及妇女的从属地位，这些都是黩
武主义社会的表现形式。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变化并不在于
表面的不同国家体制的更迭，不管是君主制，还是贵族统治，还是民主
制，问题的关键在于，应该用和平的和工业化的社会形态逐渐取代暴力
的和战争的野蛮社会形态。国家的专制制度和军人统治应该消失，种种
社会限制应该松动，个人自由和民主应该占据统治地位，妇女应该获得
解放。随着向工业社会的过渡，人类的兴趣也逐渐远离宗教而转向世俗
生活。

在斯宾塞看来，英国在这种社会发展过程中走在了所有国家的前
列。法国和德国还仍然被军国主义和专制主义所困缚，所以他们仍然把
大部分公共资金用于军备竞赛，而不是用于对工业和商业的促进。

在斯宾塞眼里，社会主义也属于陈旧的专制主义社会形态。在这
里，斯宾塞暗指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倾向。他指出，在这样的一种福
利国家中，存在着两种危险：第一，倘使国家按需分配社会的劳动果实
而不是按劳分配，这样就会违背自然竞争的原则，就会阻碍社会的发
展，在几代人之内社会就会走向衰落。第二，如果国家试图在所有细节
上控制极为错综复杂的经济有机体，这必然会导致国家经济的瘫痪和政
府极端的官僚主义——虽然按照供需原则进行自我调控并不是最为理想
的方式，但是这至少能够保障经济有机体的正常运转。如果是这样，那
么国家经济就会出现一种前景暗淡的僵滞状态，那么就会出现一个蚂蚁
和蜜蜂的社会。斯宾塞警告说，在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下，“按照个人意



志行事的国家领袖就不会遇到全体工人的联合抵抗，他们的权利就会不
受限制地不断膨胀并最终达到专横跋扈的地步……如果劳动者的领导地
位被官僚阶层所取代，那么我们要问，他们会怎么领导呢？我们不会得
到满意的答复的……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产生一种新的贵族阶级，为了
养活他们，人民就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等他们的政权巩固以后，他们
会比过去的任何一个贵族统治更为嚣张。”[8]由于害怕他极力推崇的个
人自由会丧失，斯宾塞坚决地反对社会主义，但是另一方面，他对自己
极力称赞的英国社会中存在的明显的社会弊端也不是视若无睹的，因此
他就试图在自由和社会计划的必要性之间寻找一种中庸之道，也就是在
同业协作的基础上进行自由组合。这样，全体成员就都有参与决定权，
在此基础上，强制性的合作就过渡为如下状况，不再是个人利益完全服
从国家利益，而是国家利益应该服从个人利益，并且人们将不再是为了
工作而生活，而是为了生活而工作。

在伦理学研究中，斯宾塞拿出大量的事实用以证明，道德概念也不
是一成不变的，道德标准在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时代中是不同的。在军
国主义的社会中，好战的德行是被称赞的，但是在工业社会中，在民族
的福利不是依赖抢掠和征服而是依赖社会生产率的社会中，这种德行则
被认为是卑鄙无耻的。日耳曼征服者的那种好战的德行的残渣余孽对于
建立一个自由与和平的欧洲构成了巨大的阻碍。

在这样的社会中，国家的职责就是保障社会公正。为了维护他的自
由权利，斯宾塞从来都不会麻痹大意，他觉得每一项国家法律都是对他
的自由的令人无法容忍的侵犯。他对国家机构如此不信任，以至于他从
来都不把自己的手稿托付给邮局，而总是亲自送去印刷。强调个人自由
与斯宾塞在伦理学方面所倡导的sacro egoismo（神圣利己主义）是相一
致的。个体追求自己的幸福——在社会允许的限度内，也就是在权利均
等的条件下——必须以全体的幸福为先决条件。

评价

一种如此包罗万象的体系在细节上必然会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我们
在这里对此暂且不去理会。如果对斯宾塞做一个整体评价，那么我们会
发现他有两个观点存在比较突出的弱点。

首先是他的自然观。斯宾塞坚决反对宗教和形而上学世界观的独断
主义，但是他自己的哲学也是一种独断主义，而且从根本上说，他的哲



学存在的缺陷并不比前两者少。如果想建立一个哲学体系，我们就必须
清楚什么是可以认识的，什么是不可认识的，但是我们却不可以和斯宾
塞那样简单地对此加以判断。斯宾塞并没有牢记他自己所崇拜的同乡弗
朗西斯·培根对哲学家提出的忠告，也就是应该特别注意那些与自己的
理论相违背的事实。斯宾塞对于事实有一种非凡的洞察力，但是他首先
不是让事实自己说话，而是立即就把它们纳入他的进化论的框架之中。

其次是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尤其是他对当代社会状况的评价。在
细节上暴露出来的所有缺陷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在斯宾塞生活
和写作的时代，由于英国处于和欧洲大陆相对隔绝的地理位置，所以当
时英国的政治状况比较稳定。这就促使他相信工业社会的和平特征。此
外，由于经济上的优势和在军国主义时期的海外扩张，这使得当时的英
国形成了自由的政治经济环境。这促使他相信，每一种形式的国家侵略
对于社会有机体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和有害的。斯宾塞怀着一种乐观主
义态度相信，工业时代是和平进步的。但是其间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表
明，工业国家也是可以变成军国主义的。

斯宾塞并没有认识到，工业社会中的社会矛盾也是非常尖锐的，在
自由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英国，对社会下层的剥削程度一点也不比封建社
会制度下的剥削程度小。我们下面将讨论卡尔·马克思，他特别关注阶
级剥削现象并以此作为他的思想认识的出发点。为此我们必须先返回德
国，并对黑格尔去世以后德国的社会状况加以考察。

三、黑格尔学派的分裂和德国唯物主义的出现

1．精神状况

我们已经指出过，黑格尔的辩证历史哲学具有两面性，它既有保守
的一面，又有革命的一面。对黑格尔自己来说，他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
以及他自己的哲学已经达到终结，这也就表示，自从拿破仑战争结束以
来，德国的社会发展开始出现停止或倒退的迹象。但是就在这种情况
下，那些只是暂时被掩盖和遏制的社会和政治矛盾有可能会重新爆发出
来，同样，在哲学思想方面看似达到的最终统一也会被新的矛盾对立打
破。



此外，个别科学的迅猛发展——不管是人文科学领域，还是黑格尔
自己并不能驾轻就熟的自然科学领域——迫切要求人们对近乎一统天下
的黑格尔哲学加以修正。最终便出现了这样一个局面，个别科学开始强
烈地对抗来自黑格尔以及哲学本身的精神压制。

黑格尔的反对派一方面来自所谓的历史学派或浪漫派，我们可称之
为“右翼反对派”。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法学家萨韦尼和历史学家
兰克，他们反对黑格尔把一切历史现象——社会、法律、国家——都看
作是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的观点。兰克说，“历史中的每个时代都是直
接面向上帝的”。这种观点与浪漫主义的观念不谋而合，在他们看来，
所有民族和所有时代都只是对上帝的一个侧面的表达形式。历史学家们
当然也很在行地看到，黑格尔非常轻视纯粹的历史事实，他认为历史事
实本身没有多少内在价值，在他那里，一切都必须服从他的目的论的框
架，整个历史发展都会走向一个最终目的。

在黑格尔学派内部也形成了一个右翼，即保守的老年黑格尔学派，
他们极力维护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保守和落后的方面，为历史在
政治和宗教领域中的特殊地位而辩护。

黑格尔的反对派另一方面来自“左翼”，他们的出发点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精密自然科学。实证主义的自然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中
取得了较为突出成就的有罗伯特·迈耶和赫姆霍尔茨，这使得人们越来
越重视纯粹的事实，与此相适应，人们也越来越轻视哲学的和宗教的抽
象推论。连同对宗教的怀疑和敌视，实证主义和唯物主义也开始抬头。

另一个出发点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历史和社会状况。两种因素最终
合到一起，唯物主义成为左派哲学。

在黑格尔学派内部也形成了一个“左翼”[9]，他们立即就远远地偏离
了黑格尔，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右翼是相似的，但是与右翼不同的是，左
翼保留了黑格尔辩证法原则中的合理成分，这也毫不奇怪，因为左翼代
表着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

2．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

围绕宗教问题展开的矛盾冲突首先通过两个人的著作而公开化了，



他们是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这两位思想家
的个人命运极其相似，他们都由于自己的思想观点而被排斥在正常的学
术生活之外，他们都离群索居，以自由作家的身份过着贫困的生活。他
们都以黑格尔为出发点，不同的是，施特劳斯终其一生并没有完全与黑
格尔决裂，在政治观点上他甚至更倾向于黑格尔右派，而费尔巴哈从一
开始就与黑格尔彻底决裂了。

他们两人的著作在德国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所波及的
面非常广，而且对德国的意识形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场争论之所以
一触即发，是因为它也受到针对宗教传统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冲击，
就如同我们在一百年前的法国，即伏尔泰所处的时代所看到的那样。其
不同之处仅在于，首先，德国的资产阶级到了现在才开始致力于他们的
迟到的且不太成功的1848年革命，因此也就推迟了冲突的爆发时间；其
次，用于攻击宗教的思想武器——不管是哲学的还是语文学的或自然科
学的——在此期间由于科学知识的进步而变得更加犀利了。

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1808—1874）是神学家，他的第一部
引人注目的著作是《耶稣传》（1835年）。他利用历史批判的论据对基
督教信仰展开了攻击。他指出，基督教福音书是没有历史真实性的，它
们是神话，是文学创作，因此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施特劳斯的第二部
著作《发展中的基督教信仰及其与现代科学的斗争》（1840年）也同
样对基督教教义的细节展开了批判。在他的第三部著作《新旧信仰》
（1872年）中，施特劳斯极力主张一种泛神论。对于“我们还是基督徒
吗？”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断然否定的；而对于“我们还有宗教
吗？”这个问题，他的回答却是肯定的，不过这是一种信仰进步和文明
的乐观主义的尘世宗教。宇宙取代了基督教的上帝，面对宇宙我们应该
怀着一种无限信赖和绝对谦卑恭顺的感情，我们也可称之为“宗教情
感”。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04—1872）是一个著名法学家的儿子，他
首先利用心理学这一工具对宗教展开了批判。他的主要著作有《基督教
的本质》（1841年）、《宗教本质讲演录》（这是在1848年革命那年
应海德堡大学生之邀所作的系列讲座），以及《神谱》（1857年）。

费尔巴哈从人的本性，即人的利己主义和渴望幸福的观念出发，来
说明宗教的起源。“人信仰上帝，不仅仅因为他具有这方面的幻想力和
情感，还由于他对幸福的渴望……他自己实现不了但又渴望实现的愿
望，他就让上帝去帮助他实现，从根本上说，上帝就是人的真实愿望的



变相表达……如果人没有愿望的话，即使他有想象力和情感，也不可能
有宗教和神灵。人有多少不同的愿望，就会有多少不同的神灵，人的愿
望各不相同，就像每个人都各不相同一样。”

因为大自然为人的愿望的实现设置了重重障碍，所以，人为了使自
己感到满足，他就在盲目的自然本性之上为自己设想一种爱护人的人格
化的东西，它可以保护人免遭伤害并帮助人实现自己的愿望。“能够在
上天的保护下闲庭漫步，那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情啊！可是一旦失去了
信仰，当人遭受大自然的狂风暴雨和电闪雷鸣的袭击时，他又会变得多
么绝望和无助啊！”

但是，企图在一种幻想的宗教中实现自己的愿望，这只是人类的天
真的梦想。人必须从中幡然猛醒，并且开始通过现实中的实际行动去实
现他在宗教中只能依靠幻想才能实现的愿望，这是一种美好的、幸福
的、摆脱了自然的野蛮和盲目的偶然性的自由状态。实现这个目的的手
段就是通过修养和文化制服自然。

费尔巴哈并没有参与1848年革命，因为他从一开始就认为这场革命
是一种没有头脑和毫无结果的行为。他觉得自己是几百年之后才会产生
影响的一场革命的同盟者。“问题不再是上帝的存在与否，而是人的存
在与否；问题不再是上帝是否与我们在一起，而是我们人类能否相互平
等；问题不再是人如何在上帝面前坚持正义，而是人如何在人面前坚持
正义；问题不再是我们如何向上帝供奉圣餐，而是我们该如何养活自
己；问题不再是我们该如何服从上帝和国王的意志，而是该如何服从人
自己的意志。”[10]

四、马克思

1．生平和著作

卡尔·马克思1818年出生于特里尔，父亲是律师，也是一个犹太教
徒，卡尔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同全家改信了新教。年轻的马克思先是
在波恩大学读法律，后来又转至柏林大学，但是与此同时，他也被黑格
尔哲学所吸引。他的博士论文（耶拿1840/1841年）就是关于后亚里士
多德哲学的，这个主题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也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当无



可争辩的哲学大师黑格尔死后，德国哲学的状况与亚里士多德死后希腊
哲学的状况非常相似。哲学发展到这样一个最高的而且看似已经到达终
结的阶段，接下来会怎么样呢？在这篇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后来的思想
发展已经初露端倪。

可是，马克思一开始就根本不可能潜心于学术研究，因为那时他已
经明显地倾向于黑格尔左派，所以他非常向往的学术生涯的大门就向他
关闭了。当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上台执政以后（1840年），德国就出
现了一种反黑格尔主义的倾向。马克思成了一名记者，并于1842年升任
科隆一家左翼资产阶级民主刊物《莱因报》的主编。当局对该报的持续
不断地审查迫使马克思辞去了这一职位。他决定流亡，在此以前他与年
轻的女友燕妮·冯·维斯特法伦结了婚，她出身于普鲁士贵族家庭，她的
哥哥后来成了普鲁士的内政部长。

马克思首先在巴黎生活，并在那里出版了《德法年鉴》。在该刊的
第一期上，马克思发表了《黑格尔右派哲学批判》一文。在巴黎，马
克思结识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他们之间的友谊持续了一生，还成了
并肩战斗的同盟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是一个纺织厂
厂主的儿子，和马克思一样，起初他也是个青年黑格尔主义者，后来成
了马克思最亲密的合作者。在恩格斯的支持下，马克思在几十年的流亡
生活中才得以继续他的科学研究工作。

由于受到普鲁士政府的追逼，马克思从巴黎辗转前往布鲁塞尔。在
这里，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出版了《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这
本书的第一部分主要是讨论费尔巴哈的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吸收了费
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思想。本书的第三部分主要讨论德国思想家马克斯
·施蒂纳（1806—1856）的学说。施蒂纳在他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
中极力为一种极端个人主义作辩解。此外，马克思在布鲁塞尔还与法国
空想社会主义者蒲鲁东展开辩论，马克思用《哲学的贫困》（1847年）
讽刺性地回应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此期
间主要还是比以前更积极地投入到国际政治运动之中去了。他们加入
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受其委托，他们撰写了《共产党宣言》（1848
年）。《共产党宣言》后来成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福音书。

德国的1848年革命促使马克思和恩格斯迁往科隆，他们在这里主编
《新莱因报》长达一年之久。革命失败后，马克思被送上了法庭，后又
获释，但是重新遭到驱逐。他返回巴黎，但是继续遭到驱逐，不得不前
往伦敦。他一直在那里生活，直到最后去世。



记者生涯和现实政治把马克思带到了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之中，于
是，他就开始系统地研究国民经济学。1859年，马克思发表了他在这方
面的研究的第一项伟大成果《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本书的思想内容后
来又写进了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的第一卷，马克思在1867年才
最后完成这本著作。在此期间，所谓的第一国际成立了。马克思是这一
组织的精神领袖。第一国际的组织工作以及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使得马
克思不可能再继续完成另外两卷书的写作。马克思于1883年在伦敦去
世。恩格斯分别于1885年和1894年出版了《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
卷。

2．黑格尔与马克思

辩证唯物主义

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构成了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出发点——在这里我
们只考察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而不考察作为政治家的马克思。后来，
这个体系经过与费尔巴哈的哲学、法国的革命思想特别是法国的空想社
会主义以及英国古典国民经济学相互融合，这样，欧洲思想的三大主流
就在马克思那里汇合到了一起。

为了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搞清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是十分
必要的。除了上述的著作之外，本世纪二十年代在德国才被发现的马克
思的一篇文章是很有启发意义的，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国民经济学与哲
学》。[11]

对于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我们可简述如下：马克思保留了黑格
尔的辩证法；不过，他又在其中补充了与黑格尔完全相反的内容，他转
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弯，在马克思看来，他这是把黑格尔颠倒了的东西
重新再颠倒过来。这是什么意思呢？马克思在辩证法中发现了革命的原
则，其基本思想就是：世界并不是一个完成了的东西的集合体，而是一
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不存在最终的和绝对的东西，而只有不断地生成和
消亡。马克思最伟大的学生列宁将这个辩证发展过程描述如下：“发展
似乎是在重复以往的阶段，但它是以另一种方式重复，是在更高的基础
上重复（‘否定之否定’），发展是按所谓螺旋式，而不是按直线式进行
的；发展是飞跃式的、剧变式的、革命的；‘渐进过程的中断’；量转化
为质；发展的内因来自针对某一物体的，或在某一现象、某一社会内发



生作用的各种力量和趋势的矛盾或冲突；每种现象的一切方面（而且历
史在不断地揭示出新的方面）相互依存，极其密切而不可分割地联系在
一起，这种联系形成统一的、有规律的世界运动过程——这就是辩证法
的……若干特征。”[12][13]

这种辩证发展过程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搬过来的，但是，马克思
并不像黑格尔那样用一种理想主义的世界观解释这个辩证发展过程，而
是用一种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解释它。我们知道，在费希特那里，我们称
之为“世界”的一切，看上去只是思想主体创造的“非我”；在黑格尔那
里，我们所称之为“自然”的一切，只是显现为“他在”状态的理念。对黑
格尔来说，理念是真正的和唯一的存在，物质只是理念的显现形式。马
克思认为，思想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正是所有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什么
是本原的东西？物质是精神的产物呢（唯心主义）还是精神是物质的产
物呢（唯物主义）？马克思用下面的话表明了他的立场：“在黑格尔看
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
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
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
东西而已。”[14][15]

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是直接承袭费尔巴哈以及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
义的，马克思对他们提出了两点批评：第一，旧的唯物主义是非辩证的
和静态的，因而是非历史的。它没有马克思所主张的那种辩证的能动
性，因而不能正确地解释发展现象。第二，旧的唯物主义太过抽象，他
们离开人的社会关系而孤立地看待人的本质，在马克思看来，重要的是
要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运用到人的社会生活中去，而且不仅仅在理论上
认识社会或解释社会，而且还要在实践上改造社会！

我们还要在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问题上耽搁一下，因为这对于系
统而完整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是非常必要的。这一点特别明确地表
现在上面提到的那一篇长期不为人知的关于国民经济学与哲学的文章
里。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一样，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的很久
以前就已经在心里酝酿着这个思想，只是在《资本论》里才充分地发挥
了他的思想。

自我异化与自我实现

人不应该被看作是抽象的东西，而应该被作为具体的生物看待，就



是说，人是处在社会环境里的生物，而且人尤其是劳动的生物。人
是“自我生产的动物”，黑格尔其实也已经看到了这一点。黑格尔将劳动
视为人的本质，这是马克思所特别赞赏的。[16]但是，由于黑格尔从理
想主义的观念出发，认为一切都是理念的自我活动，因此，劳动对他来
说也只是抽象的思维活动，而不是感性对象意义上的活动。在这个意义
上，劳动恰恰是使人“自我异化”的那个东西。在劳动中，人创造一种异
己的东西，他将自己的本质对象化。这种异己的东西不仅作为一种独立
的存在，还会控制人并阻碍人实现其真正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自由。
这首先表现在国家现象中，国家现在已经成为社会的当然目的。这与人
类社会的真正理想是相矛盾的，因为国家不应该是一种与人相对立的陌
生的官僚机构，而应该帮助人实现其自我价值并成为一个真正的公民，
马克思称之为“真正的民主”。

这个思想成为马克思后来全部著作的基础，它分为三个辩证发展阶
段：

（1）认识：认识人类集体的真正理想；认识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
是一种人的自我异化的历史。

（2）批判：在人类集体理想方面和人的真正使命方面衡量社会现
实。批判的任务就在于，指出社会现实中存在的矛盾，并努力克服这些
矛盾以促进社会的进步。

（3）行动：理想与现实必须协调一致，理想必须转移到现实中
去，马克思称之为“通过实现理想而扬弃哲学”。这就是说，在黑格尔那
里，理想被抛弃以后会重新返回自身，但是与此同时还遗留下一个被理
想所抛弃的现实。自我异化的扬弃并非在“理想中”实现，而是在现实中
实现。如果这个扬弃得以实现，那么作为与现实相脱离的哲学也就成为
多余的了。所以，哲学通过理想的实现将会被扬弃并在这种扬弃中实现
自我。

在进一步考察上述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之前，我们还想做一
点补充说明，在哲学出发点上，显然马克思不仅仅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
法，其中还隐藏着很多黑格尔的成分：

（1）和黑格尔一样，马克思也认为整个世界历史是受一种统一的
原则支配的并且不断走向一个最终目标的发展过程。



（2）马克思和黑格尔都认为，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真正变为现实
的东西也是“合理的”，即是说，它表达了整个过程的必然的发展阶段。

（3）虽然马克思用现实主义的和唯物主义的观点认识现实世界，
但是，就如同两位社会主义的马克思研究者所说的那样，[17]马克思还
心怀“一种理想的信仰，他相信理想和现实以及理性和现实最终会达到
真正的和完全的统一。”

3．历史唯物主义

将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中去，这意味着什么呢？列宁
说：“既然唯物主义总是用存在解释意识而不是相反，那么应用于人类
社会生活时，唯物主义就要求用社会存在解释社会意识。”[18][19]这就是
说：对唯物主义来说，物质是唯一的现实，人的思想意识只是物质现实
的反映。同样，在社会生活中，社会存在就是唯一的现实。社会意识
——观念、理论、观点等等——只是社会现实的映射。如果想认识社会
生活中起促进作用的力量，我们就不应该去考虑那些观念和理论，因为
它们只是现实的映像，是“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我们必须寻找社会生
活的物质基础，因为人的思维方式是由人的生活方式决定的。

那么，哪些是社会生活中真正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物质的”基础
呢？当然，外部的地理条件以及人口的增长和密度都属于社会生活的物
质基础，但是这两者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它们还不足以解释，在一个
特定的国家的某个特定时期，为什么恰好是这种特定的社会形式占主导
地位。

起决定作用的是物质财富的生产方式。

在物质财富的生产过程中，有两种因素相互影响：一方面是物质的
生产力。在马克思看来，其中包括原材料、生产工具、劳动者的技能和
经验。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思想涉及自然力以及用于改造自然所需的物
质工具，简言之，也就是涉及人与他的生产的自然条件的关系。

人类并不是只作为孤立的个体改造自然，毋宁说他们始终是协同作
战的。因此，他们是处于一种特定的处境和关系之中的。这种在生产过
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概括地称之为生产关系——这在



很大程度上与财产占有关系是相一致的。

从整体上看，生产方式永远都不会是静止的。生产方式的改变总是
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取决于新的生产资料的开发，特别是取决于新的
生产工具的发明。生产力的改变也总是需要劳动的社会结构的改变，即
生产关系的改变。生产关系迟早都必须适应生产力的状况。否则，生产
过程将会受到阻碍，就会出现危机。但是，这种适应最终必然会发生。

在历史上，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社会便从原始社会过渡到
奴隶社会，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再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
社会。所有这些阶段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阶段。每一个阶段与前一个阶
段相比都是一种进步。

但是，在这整个体系中，有一点是共同的，也就是说，生产关系在
每一个社会阶段都是这种情况，生产力、土地和机器等都是被社会的某
个个人或团体所占有。在奴隶社会中，奴隶主主宰着他的奴隶们的生死
命运，他可以任意地剥削奴隶们的劳动。在封建社会里，地主占有土地
的使用权并且以农奴制度的形式占有劳动者的使用权。农业和手工业中
生产力的进步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因为复杂的生产过程也需要
某种程度的智力，而且劳动者也有必要对于生产本身产生一定的兴趣。
剥削的程度并没有因此而减低。在资本主义的生产秩序中，制造者单独
占有物质的生产资料。雇佣劳动者在这里是“自由的”，他的“自由”有双
重含义：他的人身是独立的，但是他也不占有生产资料，因此他为了生
活而不得不像出卖商品那样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工业的发展需要一群智
慧的自由雇佣劳动者，这里也仍然存在剥削。

因此，迄今为止整个人类的历史也就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历史——如
《共产党宣言》的篇首所言。

在人类社会中，除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之外的一切政治的或法律的
关系和秩序、观念、理论、艺术、哲学以及宗教，所有这一切都只是意
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它会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而改变，或缓慢，或迅
速。因而，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斗争只是社会阶级斗争
的反映。上升时期阶级的进步的意识形态会与统治阶级的反动的意识形
态展开斗争。

4．资本论



为了认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并预见其未来的发展，马克思观察了
自己那个时代周围的社会秩序，为此他深入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
济基础和生产方式。他把他的研究结果写进了《资本论》。我们在这里
不可能细致地讨论他这部内容广博且比较艰涩难懂的著作中关于国民经
济学的细节。我们在这里只想指出，马克思是如何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
观点运用到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中去的。

在马克思那里，阶级斗争的现象似乎是过于简单化了，对他来说，
好像基本上只存在两个对立的阶级：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和只拥有
劳动力并被资本家剥削的无产阶级。剥削是通过所谓的剩余价值来实现
的。工人用他的劳动创造剩余价值，他只能拿到有限的工资。他所得到
的劳动报酬也就刚好是资本家用以雇用他作为劳动力所需的费用。因为
他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所以他也就必须接受这个条件。他所生产
的剩余价值就这样流入了资本家的腰包。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已经为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准备了必
要的条件。生产力和资本主义所有制之间的矛盾征兆就是资本主义经济
中周期性出现的经济危机。迅猛增长的生产力和落后的生产关系之间产
生了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大量的工人聚集在庞大的企业里，这个
生产过程带有一种社会化特征，它因而危及自己的——以生产资料私有
制为基础的——基础。生产过程的社会化特征要求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与
之相适应。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统一必须通过生产资料的社会化，通过剥
夺私有财产才能得以实现，在此以前生产资料是归资本家个人所有，现
在它应该归社会所有。

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完成将生产资料社会化的革命，因此，在
无产阶级完成这项任务之后将不会再用一种新的阶级斗争来代替旧的阶
级斗争。由于生产资料归全体社会所有，社会主义社会中将不再存在阶
级斗争和剥削。未来社会将是一个无阶级的社会。

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就是要实现这样一种无阶级的社会状况。所以
马克思认为，他在实践上的任务就是要组织和促进这场革命，就是要联
合和教育无产阶级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

5．意义和影响



马克思的思想对历史产生的巨大影响是有目共睹的，对此我们就不
必多说了。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在后来的发展中形成了两个
方向：一个是社会民主党的“逆向”社会主义（至少在欧洲大陆是如此，
英国社会主义的基础并不是马克思主义），他们主张通过渐进的改革来
实现社会主义的秩序；另一个是通过1917年俄国革命在苏联获得政权的
革命的共产主义，它以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形式经历了一个在意识
形态上与苏联的历史发展相适应的发展过程。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
的发展和补充，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列宁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了
俄国的特殊国情中，另一方面，他又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
略，当马克思主义在一个国家已经取得胜利以后，这也是非常必要的。
斯大林主义是在苏维埃政权进一步巩固的过程中以及苏联与其周遭环境
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出的一种共产主义形式。随着斯大林的去世，马
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经历了一场新的思想运动，这首先是由于苏联的政
治氛围已经告别斯大林时期的那种僵化的统治而开始变得活跃起来，另
一方面是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理论讨论的影响。

马克思首次认识到经济基础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首次认
识到人类历史上阶级斗争这个事实，以及它对于文化和思想发展所产生
的重要影响。马克思的反对者也不否认这是一个重要的认识，马克思在
这方面的功绩是伟大的和不可磨灭的。

就像在所有新的伟大思想认识那里经常发生的那样，马克思也被自
己这个思想认识完全支配了，他把这个思想认识作为解释世界的唯一依
据。如果撇开人们在认识论上对马克思的思想体系提出的异议不谈——
每一种其他的唯物主义一元论也都遭受到了同样的批评，马克思的认识
并没有错，只是把这种认识提升为一种唯一决定性的和绝对化了的世界
观则会引起人们的异议——那么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哲学批判的主要观点
仍然有以下几种：第一，如果我们把人类的精神现象和价值，尤其是宗
教和艺术只是看作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和映射，这是不合适的，未免过
于武断；第二，这种认识的片面性——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敌
视也加剧了这种片面性的程度——也使他只看到实施彻底的革命颠覆活
动这唯一的一条出路，在这个问题上，他从乐观主义的信念出发，认为
这种革命颠覆活动和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就足以消除人类的自私自利和剥
削现象；第三，自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不管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
在马克思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的发展并没有像马克思
所预言的那样。



我们在本书的最后部分还会接着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二十世纪里
的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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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尼采

一、阿图尔·叔本华

1．生平、个性、著作

叔本华生于1788年，死于1860年。三十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写出了
自己的主要作品。当我们考察他的生活和作品的时候，我们又往时代的
后面退了一步，退到了前两章里讨论一般欧洲哲学发展的时期。不过，
这种后退是毫无疑虑的，其中原因有两个：其一是，叔本华的思想经过
了长时间的默默无闻之后，到了1850年以后才引起人们的注意并产生影
响。其二是，叔本华根本不可能像浪漫主义者与黑格尔或唯物主义者与
马克思那样被看作是某一特定社会阵营里的代表人物。曾有人试图将叔
本华列为德国小资产阶级哲学的代表人物，但是他的哲学与这种归类又
几乎不太相符，他的哲学后来之所以能够产生影响，这种现象充其量只
能用社会发展规律来解释。

叔本华的精神世界是完全自成一体的，在整个欧洲的精神状况里他
显得尤其与众不同，尽管他与德国唯心主义接触颇多，尽管他与康德有
着紧密的联系并且亦可视其为康德的最重要的学生。若想更清楚地理解
他的哲学，我们必须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即叔本华的个性特征和他所
接受的古代印度哲学的影响，当时西方的读者所能接触到的印度哲学也
只有昂奎梯尔·杜培龙[1]的很不完全的译本。要想理解叔本华的哲学，
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叔本华这个人，不仅仅要了解他的并无多大波折的外
在的生命历程，还要了解他的性格特点。费希特说，一个人选择什么样
的哲学取决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话也完全适用于叔本华。阿图尔
·叔本华是但泽的一位大商人的儿子。1793年，儿子出生五年之后，父



亲携家迁往汉堡。少年叔本华在勒阿弗尔他父亲的一个商业朋友家里度
过了从九岁到十一岁的童年时光。在那里他精通了法语并且暂时把他的
母语忘得几乎一干二净。父母出外旅行时也带上少年叔本华，他们游历
了比利时、法国、瑞士和德国。壮丽的大自然，尤其是大海和阿尔卑斯
山给叔本华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叔本华的后期作品中明显地流露出
了这种影响。在英国逗留的六个月期间，叔本华完全熟悉了英国的语言
和文学。直到生命终结，他每天都要阅读《泰晤士报》。按照父亲的愿
望，十六岁的叔本华在汉堡学习商业理论，尽管这完全违背自己的意
愿，因为那时他对科学就已经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不久之后，叔本华的父亲去世。这使得比父亲年轻二十岁的母亲约
翰娜·叔本华决定迁居魏玛，她在当时是个小有名气的女作家。她在魏
玛的居所变成了一个文化和社会活动中心。歌德、维兰特、施勒格尔兄
弟以及许多其他社会名流都是她的座上宾。于是儿子放弃了他的商业生
涯，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在哥达和魏玛的私人学校里掌握了进入大学
所必需的知识，尤其是古典语言知识。

叔本华先是在哥廷根读了两年大学，然后又去柏林大学上了两年。
保存下来的大学听课笔记本表明，除了哲学和语文学课程之外，他还修
读了化学、物理学、植物学、解剖学、生理学、地理学以及天文学。这
位大学生在他的笔记本里写的讽刺性评语表明，他面对那时的哲学教师
们尤其是费希特是带着一种嘲讽式的优越感的。关于费希特的知识学，
叔本华写道，称其为空洞的知识或许更为恰当。

1813年，叔本华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论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并
获得了博士学位。解放战争爆发后，叔本华所表现出的短暂的爱国主义
热情很快便冷却下来。回到魏玛之后，年轻的叔本华与歌德关系密切起
来，歌德邀请了叔本华一起研究色彩理论。此外，叔本华还在这里通过
一个东方学家首次接触到了古代印度文化。

叔本华对母亲的那种自由放任的生活方式越来越感到气愤，两人之
间的争吵也变得越来越频繁。虽然叔本华并不和母亲住在一起，最终的
绝交还是很快就发生了。当他把自己的博士论文交给母亲时，她不无嘲
讽地说：“这或许是一本写给药剂师看的书吧。”他回敬道：“当你的书
在废物间里都找不到的时候，我的书还会有人在读。”她反唇相讥：“到
那时，你的书或许早已绝版了吧？”其实两人说得都有道理。叔本华从
此离开了母亲，并且再也没有和她见过面。



他离开魏玛，然后去德累斯顿住了四年。在那里，他写出了《论视
觉与色彩》（1816年），以及他的主要作品《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
界》（1891年）。

之后，他去罗马、那不勒斯和威尼斯作了两次旅行。叔本华靠他从
父亲那里继承的一份遗产为生。由于他生活节俭并善于理财，这份遗产
让他享用了终生。这样，他就不仅不用为生活所迫而去工作，而且他也
不用和那些以教书为职业的教师们那样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而不得不去
迎合国家的或某种世俗的观点，后来他也对那些哲学教授们进行了大肆
地贬损和谴责。

但是，他自己首先却努力想成为一个大学教授。1820年，他在柏林
取得了在大学执教的资格。这位自视甚高的未来的讲师，在他启程前往
意大利旅行时就在一首诗中写道：“后人将会为我竖立一块纪念碑！”他
故意把他的讲座安排在和著名的黑格尔的讲座同一时间，他期望听众都
会跑去听他的讲座。结果事与愿违，前来听课的学生寥寥无几。于是，
一个学期之后，叔本华就气愤地退出了这种较量。之后的十年，他是在
意大利、德累斯顿和柏林度过的，不过他没有再讲过课。当1831年柏林
发生霍乱时——黑格尔染疾而死——叔本华急忙逃离柏林，他来到美因
河畔法兰克福并在这里定居下来，他在这里一直待到去世。

叔本华的主要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受到彻底的冷落长达
二十年之久。该书问世过去十六年之后，出版商告诉他，这本书第一版
的大部分都被当作废纸卖掉了。尽管如此，叔本华还是决定，要出版该
书的修订增补版，此修订版于1844年问世。他一生著述并不多，他写的
其他几本著作是《论自然中的意志》（1836年）、《伦理学的两个基
本问题》（1841年），其中包括两篇论文《论意志自由》和《道德的
基础》，还有《附录和补遗》（1851年）。叔本华的这一本在今天广为
流传的著作是由一些主题各异的短文组成的，其中较著名的是那篇《人
生智慧格言》。这本书能够清楚地表明叔本华的思想和写作风格，但并
不是他的思想体系的入门书。这一部趣味盎然的通俗作品带给叔本华的
所有稿酬只是十本免费的样书。

叔本华的遗传天性以及他的人生命运都给他的性格打上了烙印，这
在他的基本思想和思想体系的每一个细节中都有明显的反映：据叔本华
自己所言，他的性格是父亲的遗传，而他的才智是母亲的遗传。这对他
来说倒是事实。他的父亲是个性格严厉并略显固执的人，自负而且不屈
不挠，是一个共和主义者，尽管腓特烈大帝为他提供了优厚的条件，但



他还是拒绝留在普鲁士为国王效忠。因此，当但泽被普鲁士占领之后，
他毅然迁居到德意志帝国直辖市汉堡。母亲是一个有才智的、活泼的女
人，天性有点轻浮浅薄，因为婚姻不幸，丈夫死后她迁居魏玛，家里整
日宾客盈门。叔本华与母亲之间发生的争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后来
对女人的评价。

一方面是热情的本能生活和强烈的意志，一方面是清醒的理智，对
自然之美以及人生痛苦的深刻洞察——这是叔本华性格中始终在相互斗
争的两个主要因素。在他的哲学中，我们又见到了他的这两种因素，在
他看来，世界一方面是意志，是盲目的欲望，另一方面是表象，是观念
和认识。在叔本华的一生中，他花了大半时间和那始终困扰着他的感性
直觉作斗争，这反映在他否定意志的理论和他对世俗生活的幸福和享受
的悲观主义的鄙视。

叔本华是个天才。对此他有清醒的意识并且常常挂在嘴边，这不免
都会让读者感到有些难为情。他毫不谦虚，“谦虚和假装的自卑有何不
同，在这个充斥着对优越性和丰功伟绩满怀可鄙的妒忌的世界上，人们
借助于它企图乞讨谅解”[2]。叔本华在他的主要著作中明确表示，在他
看来，只有康德哲学是真正严肃的哲学，在康德和他之间，哲学史上再
也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事情了。在该书的序言中，他要求读者首先去读
一下他的其他著作，此外，事先还要熟悉康德哲学并尽可能地了解柏拉
图哲学和印度哲学，然后再第二遍读他的书，而且读第一遍时需要特别
的耐心。但是，假如读者不适合阅读他的书也没关系。“我现在可以推
脱责任的办法就是提醒这位读者，即使他不读这本书，他也应该知道一
些其他办法能够让这本书派上用场，这本书与别的书相比也毫不逊色，
他可以用这本书填补他的图书室里空着的地方……或者，他还可以把书
送给他的学识渊博的女朋友，让她摆到她的梳妆台或茶桌上去。要不
然，还有一个更好的办法，他可以写一篇书评，这也是我特别要奉劝各
位的。”[3]

三十岁的叔本华在给出版商的信中谈起他的书时写道：“我的著作
是一种新的哲学体系……是一种最高级的相互关联的迄今为止尚未在任
何一个人的头脑中出现过的思想体系。我坚信，这一本书……将会成为
今后一百本书籍诞生的源泉和诱因。”[4]

在鄙薄人世和人类的斗争中，叔本华始终强烈地希望能够获得荣誉
和赞赏。何为荣誉？只不过是我们的本性在另一个人的头脑中的一种映



射。“再者，众人的头脑是一个很不幸的舞台，一个人的真正的幸福不
可能在这个舞台上获得……至多只能获得一种幻想中的幸福。在这个公
众荣誉的殿堂里聚集了多少乌七八糟的人物啊！将军、大臣、江湖医
生、骗子、舞蹈者、歌手、百万富翁和犹太人：在那里，这些人身上的
所谓优点要比他们的智慧受到更多的称赞。”[5]但是，叔本华却悄悄地
渴望获得这种赞赏。荣誉问题始终在他的头脑中萦绕着。只有这样，我
们才能明白，为什么他总是不知疲倦地对自己和对别人解释说，他自己
的荣誉迟早会到来。他援引利希滕贝格的话：“当一个人的头和一本书
相撞并发出了空洞的声音时，那发出空洞声音的并不会总是书吧？”“这
样的著作就像一面镜子：当一只猴子向镜子里观望时，怎么会期望能够
反照出一个圣人来呢？”[6]他又问：“当一个演奏技巧名家听到观众们的
热烈的掌声后，他了解到，台下除了一两个耳聪目明的听众之外，其他
人全是聋子，他还会觉得观众是在赞赏他吗？”[7]

叔本华有幸在他的有生之年看到，他坚信他的著作具有不朽的价值
这一点最后得到了证实。大约自1850年开始，人们对他的著作表现出的
沉默终于被打破了。尤其是继1848年革命之后，德国以及欧洲表现出的
失败情绪为人们接受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世界观奠定了精神基础。一股悲
观主义浪潮席卷了欧洲文坛，黑格尔学派的统治地位已摇摇欲坠。叔本
华所妒忌和憎恨的那些黑格尔主义哲学教授们已经不再是他的障碍了。
然而，首先向叔本华哲学敞开大门的并不是那些大学。从事各种不同职
业的人，个别学者和朋友，尤其是尤利乌斯·弗劳恩施黛特首先广泛地
传播了叔本华的哲学。叔本华的思想主要也对艺术和艺术家产生了深刻
的影响。理查德·瓦格纳的音乐，尤其是他第一阶段创作的音乐，充满
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精神。瓦格纳给叔本华寄去了他的《尼伯龙根的指
环》的样稿，里面写有对叔本华的赞美之词。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崇
拜者或登门拜访叔本华或给他写信。

正在变得越来越衰老的哲学家贪婪地阅读着人们写的所有关于他的
文章。他也变得越来越爱好交际和随和了，与过去相比真是判若两人。
但是，正当他沐浴在一片赞扬和敬佩的温暖阳光之中的时候，死神不期
而至。1860年，他突发心脏病而死。他立下遗嘱，把他的所有财产都遗
赠给了慈善机构。他的墓前竖着一块黑色大理石墓碑，上面只镌刻着他
的名字。

2．世界作为意志和表象



年轻的叔本华在他的主要著作里写进了他的全部哲学思想，这是一
种天才的成就。他写的其他作品只是对这一著作的评论或在细节上的扩
充。如叔本华自己所言，这本书基本上只包含一个思想。“尽管我费尽
心力，可是，除了用这整部书以外，我还是不能发现什么快捷方式来传
达这一思想。”在叔本华看来，这一思想是迄今为止所有时代的人们在
哲学的名义下徒然寻找的东西。依照人们的观察角度而定，这一思想表
现为形而上学、伦理学和美学。但是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书的题目已
经恰当地表达了这一思想：世界是意志和表象。我们试图解释清楚他的
这一思想——我们的考察也仅限于此。

世界作为表象

“世界是我的表象”，这句话是叔本华这部书的开场白。如果存在某
种先验真理的话，那么这应该就是了。对于叔本华的这一命题的第一部
分我们并不陌生，因为它和康德的学说并无二致，在康德看来，世界万
物对我们来说只是现象。叔本华称康德的学说是走入他自己的哲学王国
的敲门砖。康德哲学对一个有思想的读者产生的作用犹如一次为盲人做
的白内障手术：他首先学习睁眼看世界。康德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区分
开了现象和物自体。这和柏拉图表达的基本上是同一个真理，即显现于
感官的世界并非真实的存在；这与柏拉图用山洞所作的象征性比喻是同
一个意思。[8]这和印度吠陀哲学里表达的也是同一个真理，即可见的世
界是一个空洞的现象，一层面纱，一种幻觉，简言之，是摩耶
（Maya，虚幻）。

尽管叔本华特别强调了康德的贡献，但是，在一些细节问题上，他
还是对康德哲学提出了大量的批评。作为他的主要著作的结尾，他把他
的那些个别不同意见收集到一切，都写进了他的《康德哲学批判》。针
对康德哲学的批判主要是按照叔本华对自己的所有思想和作品所需要的
对称结构展开的。这种做法也是康德自己所为，为了获得对称效果而安
装上一扇“假窗户”，比如在范畴学和判断形式中，将现存的东西强行安
置在普洛克鲁斯忒斯之床上[9]，但是我们还是把叔本华与康德的认识理
论相偏离的东西搁置一边，只是讨论两位思想家的主要不同之处，这个
关键性的问题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它导引出叔本华基本命题的第二部
分。

这个问题就是“物自体”。叔本华学会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舒尔策的那



种确实难以反驳的反对意见，[10]康德通过因果推论出物自体，亦即通
过运用范畴学推论出物自体，在康德自己看来——而且叔本华也持同样
的观点，这种推论只在现象世界范围之内适用。不过，在这里这种因果
推论是无条件的，对叔本华而言也是如此。对他来说，因果性是除了空
间和时间形式之外的另一种形式，康德的所有其他“范畴”都可追溯到它
那里去。但是，从世界作为表象出发，不可能超出表象而到达物自体。

尽管世界是表象这一命题是无可辩驳的，但是，如果只把世界作为
表象却是片面的。这也表现在，如果我们苛求一个人相信整个世界纯粹
只是他的个人想象，那么他会不由自主地对此表示反对。

在康德看来，并不存在形而上学。康德所理解的形而上学是在他之
前的那种作为超出经验范围之外的科学的独断主义哲学。但是，如果说
形而上学的源泉无论如何都不会是以经验为依据的，他们的基本原则绝
不可能是从外在或内在的经验中得来的，难道这不是一种完全错误的观
点吗？为什么我们不是通过透彻地理解世界来寻找世界之谜以及我们自
身存在之谜的答案，而是到另一种先验的既定存在中去寻找呢？如果是
这样，不就意味着，我们干脆就不可能在世界之中寻找得到世界之谜的
谜底吗？但是，我们没有理由从一开始就毫无根据地堵死我们所有问题
的最重要的认识源泉——外在和内在的经验。只有透彻地理解世界本
身，我们才更有可能找到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做的只是将外在的和内
在的经验在某个恰当的点上联系起来。这也就是叔本华的方法。它既不
是康德以前的独断主义方法，但也不是像康德那样对形而上学加以完全
否定。他走的是一种折中的道路。那么，这个我们必须取得联系的“恰
当的点”究竟是什么呢？

世界作为意志

我们不可能从外部把握事物的本质。无论如何探求，我们也只能获
得一些概念和名字。这就像一个绕着房子转圈的人，他不得其门而入，
看到的始终只是房子的外墙。能够使我们进入世界内部的唯一门径就存
在于我们自身内部，存在于个体之内。个体以两种完全不同的形式而存
在：一种是作为表象，在一切现象的因果关系中，作为客体中的客体，
以一种理智的直观形象而存在；与此同时，他又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形
式，即以一种每个人都熟悉的形式而存在，我们名之曰意志。[11]

意志的行为和肉体的行为并不是有因果关系的两种不同的东西。它



们是一个东西或曰同一个东西的两个方面。肉体的行为只是意志的客体
化，也就是说，是意志的行为的直观表达。肉体是在空间和时间中客体
化了的意志。

这个认识是一切可能的认识中的最为直接的认识了，它不可能导源
于其他的认识。它是真正的哲学真理。

这个真理首先适用于人。人的本质并不在于思想、意识和理性。我
们必须清除掉这个古老的特别是哲学家们的错误。意识只是人的本质的
表面。不过，我们也只能清楚地认识意识，这就像我们只能清楚地认识
地球的表层一样。我们的清醒的思想只是一潭深水的水面。我们的判断
通常并不是通过把清楚的思想按逻辑原则联系在一起而形成的——尽管
我们总喜欢这样说服自己或别人。我们的判断是发生在黑暗的意识深处
的，就像食物在胃里的消化一样，判断几乎是在无意识中发生的。思想
和判断的产生使我们自己也感到惊奇，我们的意识深处的思想的产生原
因也恰恰令我们百思不得其解。推动我们的理智的仆人就是居于我们神
秘内部的意志。意志就像一个强壮的盲人，他把一个视力正常却四肢瘫
痪的人扛在了肩上。人看上去像是被从前面拉着走，而事实上，他是被
从后面推着走的。人是被无意识的生命意志驱动着的。意志本身是完全
不可改变的，就像一种连续不断的固定低音，它以我们的所有表象为基
础。我们的记忆也只是我们的意志的女仆。

我们所称的人的性格也是由人的意志决定的。意志塑造人的性格就
像它塑造人的肉体一样。因此，一切宗教都预言一种对人心的优越性即
对善良的意志的彼岸报答，而非对人脑的优越性即卓越的理智的彼岸报
答。

人的所有清醒的感官功能都会感觉到疲劳，都需要休息，唯独人的
意志是永远不知疲倦的。如人的心脏跳动和呼吸功能这样一些无意识的
活动永远都不会感到疲倦。睡眠只是暂时地夺取了我们的有意识的生
命。睡眠就是一段我们暂时租借来的死亡。不仅仅人的本质是一种意
志，以此类推，存在于我们周围的空间和时间中的所有现象的本质也都
是意志的客体化。首先是有机的生物具有意志，但是那些无机的自然现
象背后也隐藏着意志。推动行星运转的力，使物质相互吸引和相互排斥
的力，都是一种无意识的世界意志。

在生命的王国里，生命意志的最为强烈的表达形式就是自我繁殖的
欲望。这种欲望甚至要超过对个体死亡的恐惧。一旦为自身的延续而担



心，生物就会为自身的繁殖和种族的存活而操劳。在这里，意志几乎是
独立于认识的。如果说人的认识能力是存在于大脑中的，那么人的性
欲、真正的意志中心和大脑的对立极则是存在于人的生殖器官之内的。

叔本华有关《性爱的形而上学》的论述是他的著作中最为著名的部
分。和一切民族和一切时代的诗人一样，这个不厌其烦被歌颂的主题在
叔本华那里也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使两个不同性别的个体相互吸引
的那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就是种族求生存的生命意志。爱情只是一种自然
的假象，种族保存才是其真正的目的。叔本华依据人在选择性爱对象时
的行为表现试图对此进行更为详尽的解释。他认为，人选择性爱对象的
目的就是为了种族保存，每个人只喜欢选择他自己所缺少的东西。而且
问题还在于，通过选择正确的性爱伴侣使个体偏离种属类型的错误得以
纠正。所有的性行为都带有片面性。因为存在不同的雄性和雌性强度，
所以，只有当一个男人的雄性强度和一个女人的雌性强度相吻合时，两
个人才能达到最佳的和谐程度。一个最富有男性特征的男人会选择一个
最富有女性特征的女人作为伴侣，反之亦然。“在这里，个体的行为是
无意识的，他遵从一个更高的目的，即种群的繁衍，这也是赋予事物的
必要性。”[12]

因为情欲是由幻想而产生的，而在这种幻想中，个体把本来是对于
种群的保存十分重要的事情误以为是只对自己非常重要，所以，当种群
保存的目的一旦达到，个体的幻想也就即刻消失。女性的美貌是诱使她
达到种群保存这一目的的最重要的手段，当繁殖生育的目的达到之后，
大自然也就让女性的美貌迅速消失了。个体会发现，美貌是一种对种族
意志的欺骗。“如果彼得拉克的情欲得到了满足，那么他就不会写出那
么多的赞美诗来，这就像那些鸟儿一样，下完了蛋以后，它们也就停止
了鸣叫。”[13]尤其当人们出于爱情而结婚之后，就会对此有所醒悟。

个体的性爱被证明只是种族延续的工具，同样，每一个个体的本质
也在于此，因为一切超越时空的意志在时空中的客体化显现也只有通过
个体才有可能表达出来。个体只是一种不断变换的物质形式，物自体是
意志。

这种认识也被用于历史的解释。隐藏于万物背后的世界意志是不可
改变的，如果对历史做哲学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虽然世界上有不同时
代的不同种族、不同服饰和不同习俗，其实他们都是同一种人类。人总
是同一种人，历史总是同一种历史，没有进步也没有发展。历史的循环



是事件发生的象征。一切时代的智者都说出了同样的真理，而一切时代
的傻瓜都做出了同样的蠢事。

意志是自由的吗？作为整体的世界意志是自由的，因为无物能够限
制它的存在，个体的意志是不自由的，因为它受制于整体的世界意志。

我们在此把叔本华的形而上学与德国唯心主义者的形而上学做一简
短的比较——叔本华总是不厌其烦地指责他们是“吹牛大王”和“江湖骗
子”。事实上，在很多方面，叔本华与费希特和谢林并没有多大的不
同，尽管他自己不承认这一点。

其共同之处在于，叔本华和其他唯心主义者们一样，并没有在康德
划定的范围内驻足不前。他也有自己的形而上学，他也和费希特、谢林
以及所有神秘主义者一样都在自我之内发现了揭开宇宙之谜的门径。费
希特也把自我的本质确定为“意志”，谢林也在自然和精神中认识到了这
种无意识的创造力的作用。令人奇怪的是，叔本华却坚决否认他与他们
有相似之处。他贬损的人正是那些和自己同根共生的人。当然，叔本华
说得对，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他与他们有着根本的分歧。因为，对于那
些唯心主义者来说，最终的绝对物是精神，是遵循既定目标自我发展的
理性，但是，对于叔本华来说，最终的绝对物是盲目的意志，是一种反
理性的和非理性的宇宙本源。世界既不是逻辑的，也不是不合逻辑的，
而是违背逻辑的。理性只是非理性的意志的工具。叔本华引发了一场后
果严重的观念突变，他打破了自文艺复兴以来在西方思想中占统治地位
的固有观念——即认为世界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他使乐观主义开始向悲
观主义过渡。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叔本华对此在的评价，以及这种评价对
人类行为带来的后果，那么一切也就不言自明了。

3．世界的痛苦及其解脱

人生即痛苦

和青年佛陀一样，年轻的叔本华也被人生的痛苦深深地触动了。

意志是无限的，而意志的满足却是有限的。沉溺于欲望和愿望之
中，我们永远不会享受到持久的幸福和灵魂的安宁。一个欲望获得了满
足，随即又会产生新的欲望。当我们消除了一个痛苦之后，满以为可以



松一口气了，可是新的痛苦又接踵而至。根本来说，人生的真正现实就
是痛苦。快乐和幸福只是一种消极的东西，也就是说，是痛苦的暂时缺
席。

凡是我们拥有的东西，我们并知道不珍惜。只有当我们失去它之
后，才认识到它的珍贵价值。我们在此不可能用很大的篇幅重述叔本华
关于人生痛苦的透彻见解，而只能列举他的几个关键性论点：

困乏是始终伴随人生大部分时光的一种痛苦，当困乏暂时消除之
后，一种新的痛苦又随即而来，即无聊。一个星期之内我们有六天用于
劳作，第七天则要忍受无聊的厌倦之苦，我们的整个人生也正是如此。
此外，人不可避免的命运就是孤独，末了，人都是孑然一身。

争斗、战争、残酷的灭绝、吞噬以及被吞噬——这就是人生。动物
界和人类社会都是如此。戏剧家们除此之外也不知道还能写些什么，当
剧情进展到一个虚构的幸福结局的时候，他们就急匆匆地落下了帷幕。
乐观主义是一种对不可名状的人生痛苦的苦涩的嘲讽。叔本华带领我们
穿过医院病房和外科手术室，穿过监狱和刑讯室，走进战场和法庭，走
进所有悲惨的阴暗处所。“但丁描写地狱的素材若不是取自我们这个现
实世界又能取自何处呢？不管怎么说，我们这个现实世界也真的变成了
一个人间地狱了。可是，当他开始描述天堂和天堂里的欢乐时，他却面
临着一个棘手的任务，一个难以克服的困难，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上并不
存在这样的素材。”[14]人生是不值得过的。这是一桩入不敷出的交易。
况且，我们的生命也正在马不停蹄地奔向死亡，年轻时，我们认识不到
这一点。那时，我们正在爬山的途中，殊不知在山的另一面，死亡却在
静静地窥伺着我们。一旦我们跨过人生的中年，就会像一个退了休的
人，他不再靠利息生活，而开始动用他的本金。我们走路就像是一种延
缓了的跌跤，我们的生命也就像一种延缓了的死亡。

那么究竟有没有一种逃离苦海的出路呢？认识能力并非出路，恰恰
相反，生命等级越高，其痛苦也就越强烈和显著。从植物到低等动物如
蠕虫和昆虫，再到具有完善的神经系统的脊椎动物，他们对痛苦的敏感
程度一个比一个更高。而对于人类来说，认识得越清楚，痛苦也就越
大；天才承受的痛苦最大。

当痛苦超过了能够承受的界限，那么失去了理性的疯狂也不失为一
种舒适的解脱。



自杀也并非一种出路。自杀只是消灭了意志的个体化现象，但并没
有消灭意志本身。（这表明，叔本华的人生观与印度的哲学思想有着许
多相近之处，他似乎也相信灵魂的转世，因为，他的那些话表明，自杀
也是徒劳的，因为，人死后他的意志会附着在一个新的身体里重新复
活。）

尽管如此，还是有出路的。叔本华甚至指出了两条出路。一条是美
学的，另一条是伦理学的。前一条出路是一种暂时的解脱，后一条出路
则是持久的。第二条出路等同于佛陀的出路。

获得解脱的美学之路——天才与艺术

在康德看来，现象的背后是物自体，他含混地但充满预感地说出了
这一推论。在柏拉图看来，倏忽即逝的可见的物体背后是永恒的原始化
身，即理念，叔本华接受了这两种思想。他把康德的物自体看作意志，
把柏拉图的理念看作是永恒的意志显现于其中的永恒的形式。

我们能够认识到现象背后隐藏着什么吗？只要我们的理智仍然是意
志的奴仆，我们就不能。我们必须挣脱意志的羁绊，并从而挣脱欲望个
体的羁绊——这是意志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必要的表现形式。这是可能的
吗？对动物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对人来说这是可能的，尽管这只是个例
外。人的身体构造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人的头颅突出于他的躯干之上，
尽管它是从躯体里长出来的，被躯体驮载着，但是，他并不完全听命于
躯体的摆布。

人可以成为纯粹的无意志的认识主体，赋予他这种能力的认识方式
就是艺术，即天才的作品。艺术是对物的观察思考，它不受制于因果性
和意志（这让我们想起康德说的“无关厉害的愉悦”）。因为这时人的思
想完全专注于对客体的静观，所以天才就具备了这种超越自我的观察能
力。天赋的创造性是一种完美的客体性，天才具有纯粹的观察能力，具
有“澄明的宇宙眼”，而且他的这种能力并不是稍纵即逝的，他有足够的
时间把他观察到的用艺术的方式重新表达出来。

普通的人，“像工厂里制造出来的那些大自然的造物”，他们是没有
这种能力的。从他们的面部表情上就可看出，他们是被欲望驱使着的，
而天才的脸上显露出来的却是纯粹的认识力。



当然，天才往往会忽视近在眼前的普通事务，他可能会因为只顾遥
望天上的星星，而被近旁的石头绊倒。但是，由于他能够完全沉醉于自
己忘我的创作热情，全神贯注地创作他的作品，这无疑也是一种安慰和
精神补偿，至于其他也就无关紧要了。

叔本华也指出了天才与疯狂的近邻关系，他认为，两者之间只有薄
薄的一墙之隔。他的这一观点后来经过意大利人切萨雷·罗姆布罗索
（1836—1909）的一本题为《天才与疯狂》（1864年）的书而产生了广
泛的影响。

虽然天才本身有这种纯粹的观察能力，不过其他人在较低的程度上
也具备这种能力。否则，天才的艺术作品怎么会被人接受和欣赏呢？

当我们在欣赏艺术作品的时候，艺术会把我们从意志的奴仆劳役状
态下解救出来，我们的心境会变得平静和超凡脱俗起来，伊壁鸠鲁称这
种状态为出神入化。“在那一时刻，我们从可恶的意志的压迫下解脱出
来，从欲望的牢笼里逃脱了出来，伊克西翁的转轮终于停止了转动，为
这安息日我们该举杯庆贺。”[15]

接下来再考察美和崇高以及个别艺术，考察一下大自然和艺术中的
美与崇高对那些最为敏感的人产生的影响。

有一种艺术类型与其他各门艺术迥然不同，它就是音乐。在音乐
中，我们见不到如在其他艺术中的那种对理念的模仿。但是，为什么音
乐却能够对人的心灵产生如此强烈的作用呢？音乐是意志自身的直接反
映，因而它也是世界本质的直接反映。人与万物的最为深层的本质也都
显现于音乐中。我们的意志渴求着什么，获得了满足之后，又继续渴
求。旋律是一个基音的连续变奏，这就如同意志的变化多端的渴求，最
终这种渴求会返回到和谐，返回到满足。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自然和音乐看作是同一个事物，即一种无限的
世界意志的两种表现形式。在音乐中，我们本性中的所有秘密活动就像
一个熟悉但又无限遥远的仙境一样在我们眼前一掠而过。不过，音乐并
不是人生的最终解脱，只不过是他的一个美好的安慰。为了获得最终的
解脱，我们必须从艺术所表现的游戏性态度过渡到真正的严肃态度。

获得解脱的伦理学途径：意志的否定



要阐明叔本华指出的第二种途径，也就是获得解脱的真正途径，我
们不必浪费过多的口舌。它基本上就是古代印度思想的翻版。

叔本华自己对此也很清楚。他的哲学目的就在于，把许多人的直觉
认识和那些伟大的宗教教义以及其神圣使徒的人生感悟转变为一种概念
化的知识，转变为一种澄明的认识。近在我们眼前的就是基督教，在真
正的基督教中，渗透着否定尘世的精神。捧起你的十字架！抛弃你所有
尘世欲望！在德国神秘主义者那里，这种精神表达得最为绝妙。在古代
印度思想家的著作中，这种否定生命意志的精神则发挥得更为淋漓尽
致。一切想让基督教精神传入印度的企图都是徒劳的，这就像拿起鸡蛋
去碰石头。相反，印度的思想却越来越多地传入了欧洲，并且引发了西
方思想的彻底改变。

蓄意弃绝意志的禁欲苦行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在于，彻底地消灭
意志，换句话说，也就是达到圣人们所描写的那种“心醉神迷”、“出神
入化”或“完全献身于上帝”的状态。这个目的用一种更为委婉的表达或
许更好些，如佛教中所表达的那样，名之为“涅槃”。

“如果我们把目光从我们自己的贫乏和偏见转向那些超脱于世界之
上的人们……那么，展示在我们面前的就不是欲壑难填的渴求……就不
是构成我们人生之梦的那些永远不知餍足的欲望，而是那高于所有理性
的平静如水的心境，如平静无波的大海，深沉的宁静，那么怡然自得，
不为外物所动，如拉斐尔和克莱乔所描绘的那样，其面部表情所传达出
的那种光彩就足以成为一种完全可靠的福音了。”[16]

4．结语——评价

没有造物的精神

能够进入大自然的内心。

阿尔布莱希特·冯·哈勒[17]用以上这句话准确地表达了康德关于自然
之谜的立场。歌德用如下的诗句回应他：



没有造物的精神

能够进入大自然的内心？

啊，你这个庸人！......

不要用这样的话

来蒙骗我们。

我想：我们所处的地方

正是大自然的内心。

叔本华在他的代表作的扉页上写着歌德的诗句：“大自然是否可被
探究？”

叔本华探究大自然内部奥秘的方式是一种神秘主义的方式，是一种
印度式的神秘主义方式。梵、世界灵魂、世界意志、我、人的灵魂、人
的意志，说的都是一种东西。妨碍我们认识这个东西的东西就是虚幻的
面纱，即表象世界。使我们获得解脱的途径就是，挣脱尘世欲望的羁
绊，最终进入梵的境界或进入涅槃世界。

如果我们还想再在这篇结语中附加几句评语的话，那么我们打算
——和本书的其他篇章一样——再向读者指出几点需要注意的地方，这
对于更好地理解叔本华也是必要的。叔本华所做的一项对后世产生持久
影响的功绩是，他让哲学睁开了眼睛去探究人的意识深处的隐秘世界。
所有时代的伟大诗人都对此有所认识和预感，在西方科学史上，只有到
了叔本华才真正打开了通往无意识哲学或心理学的大门。

或许读者会对叔本华的哲学提出不同意见，或许他也能够很容易看
得出，叔本华的思想与他的个性特征及其所处的时代有着紧密的关系。
叔本华关于女人、爱情、儿童和婚姻的所有观点与他个人的人生经历不
无关系，他一生中从没有过自己的家庭，没有获得过母爱，没有享受过
家庭的幸福，也很少真正享受过一种正常的职业乐趣，他没有一种社会
归属感。叔本华关于女人的许多见解从细节上说非常正确，他的观察力
甚至都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但是，他的观点是带有片面性的，只适用



于某种类型的女人，因此，这种真理是不完全的，或者说，他只说对了
一半，所以，这种真理也就是一种半截子真理。他所有的人生追求，即
试图摆脱痛苦并渴望过一种没有纷扰的安逸生活，正好反映了一个讨厌
社交生活和逃避一切社会责任的抑郁寡欢的遁世者的谨小慎微和自私自
利。难道所有的幸福都是消极的吗？一个人经历了辛辛苦苦的庸碌一
生，当他面临死亡时，难道他就不会心存恐惧吗？

最后，或许我们更应该提出一个哲学的合逻辑性问题：如果这个世
界的本质只是盲目的意志，那么，在这个世界上，理智怎么仍然能够战
胜意志呢？那么，什么能够赋予人这种征服意志的力量呢？难道这不就
意味着，除了盲目的意志之外还存在另外一种力量吗？

二、索伦·克尔凯郭尔

1．哥本哈根的苏格拉底

索伦·克尔凯郭尔的表面生活历程不必费多少笔墨就可勾勒得出
来。1813年，他出生在哥本哈根的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里，他排行第
七。十七岁那年，他就进入哥本哈根大学，十年以后才完成了他的神学
考试；此后不久，他便以一篇题为《论苏格拉底的讽刺概念》的博士
学位论文进行了答辩，这个题目显露出他思想中的两个相互纠缠在一起
的特征：信奉苏格拉底和讽刺。

父亲一直是克尔凯郭尔内心生活中的重要角色。母亲和他的五个兄
妹在几年之内相继死去。这几年的不幸遭遇使虔信宗教的父亲深感绝望
——他认为，这是对他早年曾经不敬上帝的惩罚，但是他没能像《圣
经》中的那个肖布那样坚强，他经受不住沉重的精神压力——这种绝望
和忧郁的情绪对克尔凯郭尔的童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838年，父亲去
世，并给他留下了一笔数目不小的遗产。但是，儿子却从来都没有想过
要使这笔财产增值，他只知道怎么花钱。他仍然住在父亲留下的房子
里，过着一种纨绔子弟式的生活，他常常整个晚上在大街上闲逛，经常
有满街游荡的年轻人跟在他后面嘲笑他其貌不扬的外表；他也时常去剧
院看戏或参加社交晚会。对于一个出于兴趣偶尔著书立说的心地善良的
私人学者来说，这样的生活使他看上去像是一个无所事事的有钱人。



在他的第一部书发表之前，发生了一段插曲，这件事曾经弄得满城
风雨，而且也对克尔凯郭尔的个人命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840年，他
和比自己年轻十岁的（时年十七岁）蕾基娜·奥尔森订了婚，一年之
后，他无缘无故地解除了婚约，并去了柏林，目的是到那里继续学习。
经过了一阵近乎令他绝望的内心斗争之后，克尔凯郭尔得出结论，为了
完成一项任务，他必须放弃爱情和婚姻，上帝把这项任务托付给了他，
他是从千百万人里头挑选出来的一个人，每一代人中只有那么两三个人
才能获此殊荣，世上像他这样的人真可谓是凤毛麟角，他将会造福世
人。

克尔凯郭尔的外部生活很快就可叙述完毕：为了印刷他的著作，他
花掉了继承来的财产。1855年，他四十二岁，仍然没有从事任何职业，
他的精神斗争也达到了一个高潮。一天，他在大街上突然昏倒，并且很
快就离开了人世。与此同时，他的财产也耗费精光了。或许他已经意识
到了自己将要面临的贫困生活，死亡使他幸免了。但是，自从与蕾基娜
分手之后，事情就已经很明显了，虽然外表看上去他过着一种似乎平静
无波和离群索居的生活，但是，他的内心生活却充满戏剧性的冲突和绝
望的挣扎，此外，他还过着一种高度紧张的精神生活，并创作出了大量
的作品。他似乎是有意要蒙骗周围的人，因为，克尔凯郭尔把他的表面
生活作为一种保护罩和面具，他的真正的自我躲藏于其后。这就是说，
与蕾基娜分手之后——在内心深处他一生都对她保持着始终不渝的忠诚
——他试图给蕾基娜和周围的人制造一种假象，让人以为他是一个轻浮
和庸碌无为的人，目的是使他的恋人觉得，和一个不值得爱的人分手是
没有必要那么伤心的！

当他的书公开发表时，克尔凯郭尔也为自己戴上了面具。1843年，
《非此即彼——一个生命的残片》（作者维克多·埃里米塔）出版了。
除了使用假名之外，这本书还有更令人迷惑之处，因为书中还描写了两
个连虚构姓名的作者自己也不知其名的男人。1844年，他接着又以维基
留斯·豪夫尼西斯的笔名出版了《恐惧的概念》，并以约翰内斯·德·席楞
提奥的笔名出版了《恐惧与战栗》；1845年，出版了《人生道路的诸
阶段》，作者署名是希拉留斯·布赫宾德；1846年，《哲学片段的非科
学的最后附言》出版时，作者署名为约翰内斯·克里茅斯。1848年，他
用自己的真名发表了两篇宗教小册子，之后却又重新使用笔名出版他的
著作，《致死之痼疾》（1849年）和《基督教训练》（1850年）。

这种捉迷藏式的游戏究竟为何？难道是为了制造陌生化效果而使用



的美学手法？难道克尔凯郭尔真得想在哥本哈根隐藏他的作者身份？事
实上，他并没有这样的考虑。他有意识地采用这种方式，并且在他的假
名被揭露之后，他也仍然坚持使用原先的笔名——比如，他要求引用他
的文章的人仍然注上他的笔名而不是真名，他也拒绝为以笔名发表文章
的作者所持的观点承担责任——因为，他认为这种间接的表达方式是唯
一真实的；因为，对他来说，当人把他认识到的客观真理和知识直接传
达给别人时，这就不是真正的真理。如此为何？克尔凯郭尔的这一论断
几乎是对迄今为止的所有哲学的一种迎头痛击，这一论断也把我们引进
了他的哲学思想的核心部分，与苏格拉底类似，他的思想也总是以对话
或与别人交谈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尽管克尔凯郭尔与苏格拉底意见相
左），其目的并不在于要传导给那个谈话对象某种教条式的确定的知
识，而是要启发他自己提出问题并思考问题，让他自己去寻找自己的真
理——或者，像苏格拉底那样，使他最终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无知。

2．存在思想家和基督徒

克尔凯郭尔是诗人也是思想家，是一位富于创造力的天才作家，在
柏拉图和尼采之间，只有很少的几位哲学家能够享有这样的称号。他的
一本著作的副标题就是“辩证的抒情诗”，这个标题也同样适用于柏拉图
的那些精彩的对话。但是，柏拉图是用个人交谈的方式和抒情诗般的语
言传达普遍性的思想，而当读者第一次打开克尔凯郭尔的著作时，他可
能会怀疑自己手里的那本书是不是一本哲学著作。克尔凯郭尔讨论的根
本就不是普遍性的道德问题。在《非此即彼》中，他像一位诗人那样说
话，就是说，他所讨论的问题都是个人的问题，是一些特定的个人之间
的特定的问题。显而易见，作为思想家的克尔凯郭尔在表述自己真正的
思想时无异于一个诗人，他对一切普遍的和抽象的概念持怀疑的态度。
在他看来，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有一种共同点，他们只讨论带有普遍性
的大问题：追问人生的意义（不是我的人生而是所有人的人生），探求
真理和普遍有效的行为原则。康德就认为，伦理学的本质要求伦理学原
则具有绝对的普遍有效性。讨论此类普遍性的问题自然也就被认为比讨
论这个或那个人的生活实际问题更为重要。人们以为，只要获得了普遍
有效的原则，那些个别的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了。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些
普遍性原则中发现适合自己的结论。

克尔凯郭尔发现，生活中的现实问题总是某种实际的个别问题。问
题并不是：人应该这样做还是那样做？而是：我这个特定的人在某种特



定的情况下应该这样做还是那样做？这类问题就是“存在”问题。哲学只
有关注这类问题才有意义。客观的思想对于主体及其存在是漠不关心
的，而思想主体作为存在者却非常关注他的思想，因为他存在于这些思
想之中。只有真正面对存在的认识才是根本的认识。

黑格尔的综合理论对他产生了什么影响呢？对立面的统一总是在抽
象和理念中实现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矛盾不是仍然一如既往地继
续存在吗？在道德范围内，我们不是总得做出“非此即彼”的极端抉择
吗？

在这个意义上说，存在与人们通过职业、收入和食物而实现的外在
的生存保障没有关系，存在更多的是单个人不可思议的最内在的个体实
质，如一位神秘主义者所言，是“自我”。用克尔凯郭尔《致死之痼疾》
中的话来说，自我就是一种与他自己发生关系的关系，也就是说，在他
所处的关系中，他与他自己发生了关系。克尔凯郭尔在其他地方进一步
发挥他的这一思想，并把人的个体存在看作是一个变化过程，是瞬间的
存在，人的一生就是由无数个瞬间的存在组成的变化过程，其可能性既
是无限的又是有限的。因此，人的存在也就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时间
性和自我的“紧张状态”是人的基本特征，直至个体死亡才告结束。

从这一个侧面，我们掌握了克尔凯郭尔思想的一极，我们可以称之
为克尔凯郭尔的人类学，他的思想的另一极则是蕴含在他的基督教信仰
之中的。如果克尔凯郭尔隐匿在不同的假名之下，过一种地地道道传统
的只图眼前的审美享受的生活，那么他也是想借此表明，人远离人群之
后会重新变成单独的个体，但不是自为的个体，而是“上帝面前的个
体”。令克尔凯郭尔大为反感的事实是，他那个时代的人都是基督徒，
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基督徒。这是克尔凯戈尔极为憎恨和反对的
一种不诚实的状况。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显现于尘世之上的信仰，与这个
温和浅薄的小市民的教会世界有什么相干？在这个教会世界里，尽管那
些规矩老实的市民接受了洗礼和坚信礼，并在教堂里举行了婚礼，但是
他们内心深处对神却没有真正感动。成为基督徒就意味着与自己的父母
和尘俗的一切断绝关系，他是被挑选出来过一种极端的生活的人。为了
使做真正的基督徒成为可能，就必须震撼并揭露当下那个肤浅的基督教
会。

克尔凯郭尔最终以一种极其冷酷无情的严肃态度展开了针对基督教
会的斗争。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他通过报章和自己的传单——他不
再隐姓埋名——对基督教会发起了攻击，他给这些文章冠名为《瞬



间》。“如果你不去参加惯常的礼拜仪式，这样你就会不断地减少你的
罪责：因为你没有参与那种愚弄上帝的游戏，事实上，那只是假冒的基
督教信仰。”他现在用这样的语调说话。但是，他从来都没有敢说自己
是为了基督教信仰而战斗或称自己是个基督徒。基督教对他来说是如此
的高不可攀，以至于他不敢自诩为基督教真理的见证人或它的殉教
者。“假定我是个牺牲品，那么我也不是基督教的牺牲品，我只是想成
为一个诚实的人。我不可以称自己是基督徒，我想要的只是诚实正直，
为此我甘愿冒险。”这个为了上帝而苦思冥索和战斗的怀疑主义者怀着
这样坚定的信念去世了，他没有改变立场，也没有在垂危的卧榻上乞求
教会的抚慰。医生们诊断不出他患了什么病。他活着的时候总是带着一
幅面具隐藏起自己并尽力远离他人，目的是为了避免误解——他似乎是
向人们慷慨地赠与他的意见、思想和安慰，他也同样试图避免后世对他
的误解和滥用。在题为“忧郁”的日记中，他写道：“在某一诗篇中曾描
写过一个富人，他花费了很多气力积攒了一笔财富，但是，他不知道该
把这笔财富遗赠给谁，而我，作为一个有才智的人，将要遗留下一笔数
目不小的财富，哎，我知道，谁将会继承我的遗产，他们就是那些对我
厌恶至极的人，迄今为止，他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继承了一些较好的东
西，而且今后还会这样：我说的是那些讲师和教授们。”

在一篇附言中，克尔凯郭尔又补充道：“即使这位‘教授’读了我写的
这些东西，也仍然不可能使他善罢甘休，他不会受到良心的责备，不，
不会的，他仍然会把我拿到课堂上去讲授。”

3．克尔凯郭尔的影响

克尔凯郭尔思想和写作的冷峻的严肃态度和极度的冷酷无情，再加
上他的语言的咒语般的力量以及他那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笔名，人们可
能会以为，所有这一切不仅足以在哥本哈根的教会和社会统治势力中引
起短暂的轰动，而且这种精神爆炸的火光也完全能够映照到那个世纪周
围国家里的哲学生活和精神气候并使之发生改变——更有甚者，克尔凯
郭尔不管怎么说也在伟大的德意志邻国之内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不
仅在黑格尔的著作中，而且在康德、谢林、费希特的著作中，在路德的
德国神学中以及在德国文学中。但是，让我们倾听一下克尔凯郭尔死后
几十年内欧洲主要语言文献中发出的声音，我们几乎听不到对克尔凯戈
尔的呼声的一丁点儿回响，简直一句话也没有。或许原因之一就是，克
尔凯郭尔是用他的母语思考和写作的，这种语言在丹麦以外的地方即使



在知识分子圈子里也几乎不被人理解，尽管这种语言是克尔凯郭尔著作
的产生的必要条件——因为若离开了他的母语土壤，他怎么可能写出那
些深刻、细腻和复杂的著作来呢？若是半个世纪以后克尔凯郭尔还没有
产生影响，那么人们甚至可以称之为一种灾难。所幸的是，首先在德
国，临近1890年时出版了涉及他的宗教斗争的第一部文献，然后，又出
版了他的书信集、日记、著作单行本，自1909年开始首次出版了他的著
作全集。之后就出现了转机，就克尔凯郭尔这样伟大的斯堪的纳维亚诗
人所能产生的影响而言，在他活着的时候本来就应该达到这样的成就
的：他的著作的德文译本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
克尔凯郭尔的名字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英国、美国和法国文献中。

而且不仅仅是他的名字，理解和接受克尔凯郭尔的时机好像也突然
之间成熟起来。以卡尔·巴特（1886—1968）、弗里德里希·高迦登
（1887—1967）和鲁道夫·布尔特曼（1884—1976）为代表的辩证神学
多半是建立在克尔凯郭尔的学说之上的，而且非常明确，如巴特的第一
部重要著作《罗马书释义》（1924年）中所显露出来的那样。二十世纪
哲学中凡是与存在主义哲学和原教旨主义本体论有关的一切，若没有克
尔凯郭尔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后面述及这些哲学时还会详细讨论这一
点，在这里只是略略一提。“存在哲学”这一名称已经与克尔凯郭尔
的“存在思想家”明显地联系起来，而且名实都是相符的。“孤独”、“被
抛状态”、“荒谬”、“恐惧作为人的基本生存状态”：这些从加布里埃·马
塞尔到阿尔伯特·加缪再到后来的思想家那里经常出现的概念都早已经
在克尔凯郭尔那里出现了，加缪的名字也已经明确显示，克尔凯郭尔已
经对当代文化的精神氛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影响表现在现代艺术和
诗歌创作中，特别是1945年以后的戏剧文学中。一旦摆脱了克尔凯郭尔
的宗教外衣的束缚或者与鲜明的无神论（萨特）相结合，那么这些思想
动机就会变得更加尖锐和极端。

对于那些寻找宗教慰藉和追问哲学真理的人来说，克尔凯郭尔摧毁
了他们所有可以依靠的根基，他把他们重又抛回那种个体存在的不确定
的悬置状态。他以天才的预见性为两次世界大战中人类将要经历的那种
不可理喻和不可遏止的灾难作了重要的精神准备。这样，他就显得像是
一个伟大的破坏者，在这一点上只有弗里德里希·尼采能够与他相比，
他们都举起斧头砍向两千年人类文明的大厦的根基。因此，克尔凯郭尔
也受到指责，有人说，他对他那个时代的教会的愤怒的攻击严重地威胁
到了教会的生存，若没有教会的支持，那么这个世界上的宗教也就几乎
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类似的指责也来自哲学界，认为克尔凯郭尔极端



的“存在”主体性从根本上排除了人在认识和行为过程中的共同性，也就
是真正地排除了主体之间相互理解的可能性。此外，人们不禁要问，若
站在一个罗马斯多葛主义者的立场上来看，一个人要是终生不渝地钻研
他自己的“存在”，那么人的某种弱点是否就会随着他的最终的死亡而显
现出来呢，那么他是不是也没有承担起作为一个在世界上与他人共处的
人所应承担的义务呢？尼古拉·哈特曼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他认为克
尔凯郭尔的思想是一种处心积虑地自我折磨，他始终把目光限定在自我
反省之内，着魔似的冲向个体的死亡，并为死亡赋予一种形而上学的意
义，但是，若以冷静的态度对此加以考察，在一种较大的范围内，就是
说在宇宙的广阔背景下，个体的形而上学意义无论如何都显得不相适
宜，因为他是那么渺小和微不足道。

以上的陈述已经足以表明，在克尔凯郭尔的问题上人们的意见是有
分歧的。不过我们可以说，凡是接触过克尔凯郭尔思想的人，没有人能
够从这种精神历险中完好如初地返回来。总体来说，在克尔凯郭尔之
后，世界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历史上只有很少几个伟大人物如苏格拉
底或康德才有如此殊荣。

三、弗里德里希·尼采

1．生平及其主要著作

如果我们将叔本华看作是康德的学生和后继者，而他却形成了一种
完全不同的可以说是与康德哲学完全对立的哲学体系，那么我们同样也
可以如此看待尼采和叔本华的关系。不过，将尼采哲学和叔本华哲学放
在一起或稍微往后编排都是比较合适的，因为——且不看叔本华对尼采
有多大影响——两者的共同点都在于，他们与理性哲学家们背道而驰：
尼采哲学也是一种意志哲学。

尼采的一生是人类精神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像尼采这样为他
的天才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者实为罕见。”[18]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于1844年出生在吕岑附近的吕肯的一个新教
牧师的家庭里。据传说，这一家人是波兰的一个行政官的后裔。尼采五
岁时就失去了父亲，他在一种完全女性化的和宗教虔诚的氛围中长大，



于是他变成了一个敏感的性格比较柔弱的男孩，但是，那时他就已经试
图通过坚定的自我克制和磨炼来克服性格上的弱点。这样，我们就认识
了尼采性格的两个基本特征。

在著名的普夫塔寄宿学校里，尼采为他对古希腊文化终生难舍其爱
的偏好奠定了基础。此后，他在波恩和莱比锡学习古典语文学。在莱比
锡，他结交了著名的语文学家艾尔温·洛德（1845—1898，因其作品
《灵魂，古希腊人的精神崇拜和对永生的信仰》而享誉学术界）

在莱比锡，尼采遇到了除家庭和古典文化之外对其一生起决定影响
的第三种精神力量。他在一家旧书店里发现了叔本华的代表作，他一口
气读完了这本书，完全被这位忧郁的天才所倾倒。在这之前，尼采就已
经接触了散发着叔本华精神气息的理查德·瓦格纳的作品。“自从听了
《特里斯坦》的钢琴片断那一刻起，我就变成了一个瓦格纳信徒。”尼
采非常钟爱音乐，“若没有音乐，人生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错误”。他懂得
如何在钢琴旁通过长时间的自由幻想深深地持久地打动听者的心。尼采
在莱比锡亲自遇见了瓦格纳，并成为了一个瓦格纳的热情崇拜者。

在此之前，尼采曾经被征服兵役，但是不久便因骑马时受伤而提前
退伍。尚在大学学业结束之前尼采就已经发表了几篇语文学类的小文
章，于是，经他的老师黎彻尔的推荐，尼采接到了巴塞尔大学的邀请并
前往该校任古典语文学副教授。在瑞士期间，尼采遇见了历史学家雅各
布·布克哈特（1818—1897）、神学家弗朗茨·奥沃贝克（1837—1905）
并重新见到了理查德·瓦格纳，他当时正住在特里布森的湖畔别墅里。

在巴塞尔的幸福的教书生活被1870年的战争打断了。尼采作为卫生
员参加了战争。因染上了严重的痢疾，他不久便又离开了军队。自那以
后，尼采就再也没有完全健康地生活过。

1870年，尼采的著作《源自音乐精神的悲剧的诞生》发表了。尼
采发现，在古希腊的生活和艺术创作中存在着两种极端对立的力量，他
称之为迪奥尼索斯精神和阿波罗精神，这当然有些简单化。为便于理
解，我们最好把迪奥尼索斯精神解释为一种心醉神迷的状态，它是一种
无形的原始意志，在音乐中它能够直接表达出。阿波罗精神则是一种节
制的与和谐的力量。

1870年之后德国对外势力的上升是造成尼采持批判态度和心存忧虑
的诱因。在《不合时宜的观察》（1873—1876年）中包含着尼采的鞭笞



时弊的思想。观察的第一部是对德国“知识庸人”的典型人物大维·弗里
德里希·施特劳斯的一种清算。著名的第二部观察《历史对于人生的利
弊》则是针对历史知识的大量堆积所造成的真正的人的生活所面临着的
窒息的危险。在第三部观察《教育者叔本华》和第四部观察《理查德·
瓦格纳在拜罗伊特》中，尼采把他自己崇拜的大师赞誉为一种高贵文化
的教育者。

对瓦格纳大加赞扬之后不久，尼采便与之关系破裂，这就发生在他
作为客人参加拜罗伊特音乐节期间。尼采指责瓦格纳的主要原因是，瓦
格纳在他的《帕西法尔》中向否定生命的基督教理想屈服了。

与瓦格纳的关系破裂标志着尼采的思想发展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
的过渡。他背弃了自己过去一直崇尚的理想和他所敬仰的大师。对艺术
和形而上学尼采开始持一种批判的态度。他想从科学中寻找解脱并试图
去接近一种自然主义的实证论。他的《人性的，太人性的，为自由精
神而写的一部书》（1878—1880年）证明了这一点。这部书是题献给伏
尔泰的。这期间尼采的身体状况首次出现崩溃的征兆。1876年，尼采就
不得不因病休假一年，不久之后，他便提前退休，巴塞尔为他提供了终
身年金。1879年，尼采与死神擦肩而过。身体复原之后，他写了《朝
霞》（1881年）和《快乐的科学》（1882年）。

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尼采描述了一个自我发展的人所要
经历的三个人生阶段：对权威和大师的依赖——摆脱他们，为自由而战
（消极的自由）——最后转向自己的价值观和终极目的（积极的自
由）。对尼采本人来说，这人生的第三阶段开始于1882年，这一年他写
出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自从离开巴塞尔之后，尼采大部分时
间都在上意大利、热那亚、威尼斯、都灵和法国的利维拉度过，而到夏
季他多半是在上恩加丁的西尔斯·马利亚度过，那个地方是他特别喜爱
的。1882和1883年的冬天，他是在拉帕罗的海湾度过的。在环绕海湾的
漫步途中，在俯瞰大海的高岗上，尼采主要作品的人物形象在他的心中
酝酿成熟，查拉图斯特拉“突然向我袭来”。[19]

尚在创作查拉图斯特拉这一尼采哲学思想的诗化形象期间，尼采心
里就产生了一个计划，他将用一部四卷本的作品对其系统地加以阐述。
这部书的名字应该是《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或类似的
书名——尼采留下了几个不同的表达形式）。尼采最终并没有完成这部
作品。这部书是在他死后依照他的笔记作为遗著出版的，因此，它保留
了残缺不全的特点，不仅仅是语言形式上，而且在思想上也给人以支离



破碎的印象。（从语言上讲，尼采的所有后期作品都只是一些片断思想
和格言的汇编。）

1886年发表的《善恶的彼岸，未来哲学的序奏》应该是这部作品
的一个导言。由于早期作品的再版工作和1887年写作《道德的谱系》，
尼采主要著作的创作被迫中断。

在这些年里，尼采变得越来越孤独。早年的朋友中几乎没有一个人
愿意沿着他新开辟的道路继续追随他，他写的书也几乎无人理睬。自
《查拉图斯特拉》的最后部分开始，他找不到一个出版商愿意出版他的
作品，他不得不自费出版自己的书。在这种围绕着他的可怕的沉寂之
中，尼采变得越来越孤高自傲，他的语调也变得更加激烈和高昂。

1888年，尼采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旺盛时期。但是，这种过度的
创作热情已经是将要来临的危机的前兆。尼采写出了《瓦格纳事件》，
和他的另一篇文章《尼采反对瓦格纳，一个心理学家的档案》一样，
它们都是一种尼采与瓦格纳之间的关系的痛苦的清算。他发表了《偶像
的黄昏》以及《反基督者》，两者都是对基督教的猛烈攻击。最后，他
在这一年的最后几个月里写出了他的自传《瞧这个人》。在给丹麦学者
勃兰兑斯的信中——他正在举办关于尼采哲学的讲座，这是尼采产生影
响的最初标志——尼采就他的这部自传写道：“我带着一种玩世不恭的
态度讲述我自己，这将会具有世界历史意义。这本书就如同一种谋杀，
他对被钉十字架者毫不顾忌；针对基督教的一切它爆发出电闪雷鸣般地
轰击……我向您保证，两年之后，我们的整个地球都会发生痉挛。我对
于人类是一种灾难。”[20]

人们可能会想，如果外界更早一些认可尼采的话，那么尼采也许就
不会那样疯狂地创作他的后期作品了。不管怎么说，对尼采的肯定还是
来得太迟了，而疾病无论如何也在所难免。为“重估一切价值”而付出的
旷日持久的和孤独的努力使尼采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已经精疲力竭。他
几乎完全失明。最后几年里的所有作品都是在他以一种异乎寻常的顽强
毅力和病魔作斗争中完成的。1889年初，尼采在都灵得了一种麻痹性休
克，这或许是他早年的一种梅毒感染引起的。从两天的昏迷状态中醒来
之后，他给不同的朋友以及身居高位的要人寄发了信，信的内容既杂乱
无章又离奇古怪，这使得他的朋友奥沃贝克匆忙赶来，看他究竟发生了
什么事情。后来，奥沃贝克以感人的笔触向我们描述了他重新见到尼采
时的那一刻以及尼采的令人震惊的状况。[21]



尼采先是被送往巴塞尔，后又被送至耶拿的诊所进行治疗。他的母
亲照料着他。在母亲以及后来他妹妹伊丽莎白·弗斯特·尼采富于牺牲精
神的照料下，尼采在一种神志不清的状态下又活了十二年。1900年，死
神的来临终于使他获得了解脱。

2．尼采哲学的一致性和特点

在尼采的哲学中发现一致性和贯彻始终的联系是不那么容易的。他
的作品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一种天才的格言（就形式而言）或警句（就内
容而言）的汇编，即使是创作旺盛时期的作品也是这样，而绝不仅仅是
他1888年神志清醒的最后一年里写出的作品，或许在这一年里那即将发
生的精神错乱已经给他的作品投上了阴影。有人在新近发表的关于尼采
的注解文章里认识到，在尼采的思想里存在着一种联系、秩序和一致
性，存在着一种尼采终生为之殚精竭虑的中心哲学主题——这一观点只
是一种假设，但是还缺乏足够的证据。[22]在此需要说明的是，今日之
哲学——自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表了大量的论及尼采的文章之后——已
经开始广泛地研究尼采并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他在思想史上所具有的非
同寻常的意义。卡尔·雅斯贝尔斯发表了一部题为《尼采及其哲学思想
导读》的书；马丁·海德格尔在他的大量的讲座和文章中讨论尼采并于
1960年出版了两卷本的尼采问题专辑。

那么就让我们从一个侧面去接近尼采的作品吧！但是我们不可期望
就此能窥其全貌。我们就从一篇引文入手，同时也可把它作为尼采那热
情洋溢的语言和富于精湛技巧的文笔的一个范例。这是尼采的遗著《权
力意志》中位于末尾的一段：[23]

你们也知道我头脑中的世界是什么吗？要叫我把它映在镜
子里给你们看看吗？这个世界是：一个力的怪物，无始无终，
一个坚实固定的力，它不变大，也不变小，它不消耗自身，而
只是改变面目；作为整体，它的大小不变，是没有支出和消费
的家计；但也无增长，无收入，它被“虚无”所缠绕，就像被自
己的界限所缠绕一样；不是任何含糊的东西，不是任何浪费性
的东西，不是无限扩张的东西，而是置入有限空间的力；不是
任何地方都有的那种“空虚”的空间，毋宁说，作为无处不在的
力乃是忽而为一、忽而为众的力和力量的嬉戏，此处聚积而彼



处消减，像自身吞吐翻腾的大海，变幻不息，永恒的复归，以
千万年为期的轮回；其形有潮有汐，由最简单到最复杂，由静
止不动、僵死一团、冷漠异常，一变而为炽热灼人、野性难
驯、自相矛盾；然而又从充盈状态返回简单状态，从矛盾嬉戏
回归到和谐的快乐，在其轨道和年月的吻合中自我肯定、自我
祝福；作为必然永恒回归的东西，作为变易，它不知更替、不
知厌烦、不知疲倦——这就是我所说的永恒的自我创造、自我
毁灭的狄奥尼索斯的世界，这个双料淫欲的神秘世界，它就是
我的‘善与恶的彼岸’。它没有目的，假如在圆周运动的幸福中
没有目的，没有意志，假如一个圆圈没有对自身的善良意志的
话——你们想给这个世界起个名字吗？你们想为它的一切谜团
寻找答案吗？这不也是对你们这些最隐秘的、最强壮的、无所
畏惧的子夜游魂投射的一束灵光吗？——这是权力意志的世界
——此外一切皆无！你们自身也是权力意志——此外一切皆
无！[24]

为了获得一个理论基准点，我们不禁要问：尼采在此阐发的世界观
和我们所熟悉的哲学史上的哪一位思想家和哪一个流派有相同之处呢？
他的思想渊源来自何处？为寻找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返回到遥远的过
去：返回到那个尼采本人所熟知并自感与其思想相投的哲学家那里，这
个人就是赫拉克利特。在尼采这里和在赫拉克利特那里一样，世界是一
个生成与流逝、创造与毁灭的永恒过程——仿佛深邃的海洋，在其中一
切有限之物产生并成为有形之物，然后重又消亡和流散，在其中蕴含着
一种原始的力量。

赫拉克利特吗？需要返回如此遥远的过去吗？这是否意味着，尼采
对思想史上自赫拉克利特至公元十九世纪之间发生的一切都置之不理，
难道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基督教以及西方哲学都被他束之
高阁了吗？其实不然，尼采脱离开他们，并摆脱了他们。事实是，他认
为自那以后哲学已误入歧途。他满腹狐疑，他试图摧毁所有遗留的东西
并以一种前无古人的极端的方式重新开始。当然他不想再继续使用那些
遗存的概念语言——他甚至要与它们作殊死搏斗。尼采那“生动的”思维
和话语产生的原因即在于此。

如尼采所言，世界的本质是意志，更确切地说，是权力意志。他补
充说：“此外一切皆无！”这是何寓意？这句话里蕴藏着尼采向一切“形



而上学”的挑战：这是向一切哲学和宗教尝试的挑战，他拒绝一切试图
证明在我们这个所谓的“世界”之旁、之后和之上还存在另外一个“理
想”世界的观念。“上帝死了”，这一句经查拉图斯特拉之口说出的话，
既是尼采思想的简洁表达形式。“永恒的观念”、“物自体”、“彼岸世
界”，这一切皆是幻觉，是彩色烟雾和幻想，但是却绝非有益的幻想！
它们究竟从何而来？“这是病弱者和行将就木者的幻觉，他们蔑视肉体
和大地并凭空杜撰出天堂和救赎的血滴”，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25]

在这一段引文里蕴含着某种新东西，即一种评价或价值判断，而且
是依照成对的概念，如疾病与健康、消极颓废与精于世故。这也是尼采
的一个特点，即把一切存在问题看成是价值问题或将其转变为价值问
题。如果我们只是在最庸俗的生物学意义上去理解他的这些概念，那么
这对尼采来说是不公平的。无疑，作为传统价值的毁灭者和新价值的创
造者的尼采和作为对一切价值进行重估者的尼采，在尼采思想里所显示
的一面相对而言更容易被人理解和接受，或许是太容易了，以至于人们
将其哲学的另一面置诸脑后。就让我们在此条件下看一看尼采的价值
表。

3．使用锤子从事哲学思想的哲学家

尼采“使用锤子从事哲学思想”。他毫无顾忌地砸碎了在他看来是错
误的旧有价值，并且同时又建立起了新的价值和理想。“若想成为一个
善与恶的创造者，他就必须首先是个价值的毁灭者。”我们首先考察一
下尼采作为毁灭者和批判者的一面。他的这一面人们用七个“反”来表
示。[26]

尼采是反道德的。有主人道德也有奴隶道德。“善”这个词有两种不
同的含义：在主人那里，善意味着灵魂的崇高的和高傲的状态，这里，
善的反面是“坏”。主人意义上的坏意味着：一般的，平凡的，庸俗的，
无价值的。与此相反，对庸俗大众来说，“善”意味着：和睦、和善、善
良、怜悯；这里，善的反面就是“恶”。恶是一切被庸俗大众所鄙弃的价
值：与众不同、大胆放肆、反复无常和危险。简言之，对主人来说几乎
一切“善”的东西在奴隶那里都变成了“恶”。[27]

在历史上，奴隶道德的反叛起始于犹太人。他们的先知们将“奢
华”、“不信神”、“恶”、“残暴”、“肉欲”这些概念融为一体并给“世界”这



个词赋予一种消极的价值。这种一切自然价值和等级关系的彻底翻转是
一种来自低等的穷途末路者的精神复仇行为。于是，那些悲惨的、穷困
的、软弱无力的、痛苦的、患病的和丑陋的东西便以“善”的形象出现，
而关于“善”的那些高贵的价值取向如高雅的、美丽的、强有力的、幸福
的等等却丧失了其主导地位。[28]

在奴隶道德的统治下备受压抑的那种坚强和健康的天性由于无法向
外宣泄，因此他不得不去寻找秘密的新的满足途径，于是他转向内在自
我，这就是一切“良心不安”的根源所在。强壮的人将会变成一个被捆缚
在社会道德的牢笼之中而自残自虐的动物。因而人类便患上了极其可怕
的疾病，即人类的自我折磨。[29]在宣扬同情和怜悯并已成为犹太奴隶
道德的继承者的宗教教理之中，人们会听到那些失败者们自我蔑视的声
嘶力竭的叫喊。[30]

尼采是反民主的。今日欧洲的一切道德皆为群居动物的道德。在政
治和社会活动中，民主运动是其明显的表现。[31]那种英国式的小家子
气十足的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人生要义的观念是十分可笑的。

尼采是反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便是一种人向彻底的群居动物
全面退化的理想。[32]什么是文明的衰落？“不客气地讲……就是那些尚
带有自然天性的人，野蛮人……食肉者，那些还拥有百折不挠的意志力
和渴望权力者向那些软弱的、有教养的、温和的、或经商或饲养牲畜的
人种以及向那些陈旧没落的文化倡导者俯首称臣，在这种文化中，奄奄
一息的生命力发出回光返照式的耀眼的光。”[33]

一切生命的本质在于占有，侵犯，压迫，征服弱者，冷酷无情，把
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并吞或榨取。“人们四处都在大肆鼓噪……‘剥削
的特征’将要消亡的未来社会的状况：在我听来，好像人们正在期望发
明一种能够摒弃掉所有感官功能的生命似的。”[34]

尼采是反女性的。女人在男人丧失其真正男性特征的社会中退化
了，并且也抛弃了其最为女性化的本能直觉。女人追求经济上和法律上
的独立，即妇女解放便是这种退化的表现。[35]

尼采是反理智主义的。就和在叔本华那里一样，对尼采来说，意
识、理性、理智只是一种表象，它们都只是意志的奴仆。我们的感性器
官根本就不是为“理性”而设的。它是一种概念的和简化的器官，其目的



在于为维持生命而去夺取和占有外物。[36]我们不应过高估价意识的作
用。人的大部分行为是在无意识中完成的。人的直觉“在迄今为止被发
现的所有智慧中是最富于智慧的”。人的大部分有意识的思维也应被认
为是一种本能直觉行为，甚至哲学思想也不例外。哲学家们以为，他们
能够用冷静的逻辑获得真理。但是，在其背后总是一种直觉的判断和需
要。[37]

蔑视肉体，视其为敌人，这是荒唐的。认为在一具腐烂的尸体里能
够诞生出一个美丽的灵魂也同样是荒唐的。[38]

尼采是反悲观主义的。如果所有时代的智者们及至叔本华都对于人
生下出同样的结论：“人生乃虚无”，那么，这究竟证明了什么？证明他
们英雄所见略同吗？或许更能证明他们都带有某种生理缺陷吧？“或许
他们都双腿发软、行动迟缓、踉踉跄跄了吧?……或许人间的智慧就像
一只乌鸦，一点腐尸的气味就能使它欢欣雀跃呢？”[39]

这等智者们都不过是一些人生颓废者，这在苏格拉底身上是再清楚
不过了。他出身下等平民，他对人生的嘲讽是其对社会不满的一种表
达，是出于贱民的妒忌。[40]谁要是说人生毫无价值，他实际上是在
说：我毫无价值。

所有这一切导致了尼采哲学的反基督教的特征。基督教是一切颠倒
了的自然价值的总称。基督教是对自然的否定，是对自然的亵渎，是反
自然的。基督教自一开始就是人的感性生活的死敌。“基督教的上帝概
念——作为病态的上帝……作为精神的上帝——是最为堕落的上帝概念
之一……上帝蜕变为生命的对立面，难道我们不能代之以对生命的永恒
肯定和赞美吗？”[41]

基督教是对统治者和高贵者的憎恨，是对精神、高傲、勇气、感官
和一切欢乐的憎恨。基督教使这个世界——人所拥有的唯一的世界——
变成了无边苦海并为它设置了一个难以企及的“彼岸世界”。基督徒并不
是去思考怎样使人的生活激情精神化和神化，而是企图根除人的生活激
情从而也就根除了生命的根基。

“对此我可以结束我的考察并宣布我的判决。我强烈谴责基督教，
我控告基督教会是最为可怕的罪犯……基督教会毫无例外地败坏了一
切，它使每一种有价值的东西都变得毫无价值，使每一个真理都变成了



谎言，使每一个诚实正直的灵魂都变得卑鄙无耻。有人还胆敢在我面前
称赞它的‘慈爱的祝福’吗？”[42]

4．价值的重估

“真正的哲学家是发号施令者和立法者。他们说：‘理应如此！’人的
何去何从首先由他们决定。”[43]尼采无所顾忌地摧毁了一切价值，他宣
布“上帝死了”，与此同时，他也提出了人类的新目标：

众神已死：那么我们让超人生。

看吧，我教导你们何为超人！

超人是大地的意义所在......

我恳请你们，我的兄弟，要忠实于大地，

不要相信那些和你们谈论超脱尘世的希望的人！

这些人是投毒者，不管他们对此清楚与否。

他们是人生的鄙视者，行将就木者和自我毁灭者，

大地已厌倦了他们：那就让他们去吧！[44]

当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满腹学识地从孤寂的山上下来，走进人们中
间时，他将他的教导馈赠给他们。

人是连接在动物和超人之间的一根绳索，他的下面是万丈
深渊。

走过去是危险的，停在中途也是危险的……人的伟大之处
在于，他是桥梁，而非目的：人的可爱之处在于，他既是一种



过渡又是一种毁灭。

我爱那些个不知生的人，因为他们是跨越者而非沉落者。

我爱那些个伟大的蔑视者，因为他们是伟大的崇拜者和射
向彼岸的渴望之箭。我爱那些个人，他们不是首先到繁星后面
寻找原因，从而沉落和成为牺牲品，而是把自己供奉给将要诞
生超人的大地。[45]

超人是知晓上帝之死的人。他清楚，一切理想的彼岸纯属妄想，他
把自己交托给大地和生活并对此持一种愉快的肯定态度。他知道，这个
世界是“迪奥尼索斯式的”世界，自存在的源泉中永恒轮回；他承认人的
一切创造性的尝试，赋予其价值，获得一个立足点，尽管在威力无比的
时光流逝中一切皆为徒劳；他也知道，他自己就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是“权力意志”的一部分而非其他，他对此有清醒的意识，并能够承受得
住这一最深刻且难以解决的人生矛盾。尼采称这种与肤浅的和幻觉的知
识相对立的知识为“悲剧性的智慧”。

与尼采的另一种最为令人难以理解的思想即永恒轮回的思想相比，
超人思想毕竟还是比较能够让人接受的。在前面引用的格言式作品“权
力意志”中，永恒轮回的思想已初露端倪。尼采总是只用一种暗示的和
譬喻式的方式表达他的这一思想，而且主要是在他的《查拉图斯特拉》
第三部中。尼采试图将时间与永恒合二为一，“万物消逝，万物复归，
存在之轮常转不息”。尽管形形色色的存在者不可测度，但却并非是无
限的。不过时间是无限的。因此，每一种物的组合都有可能曾经在某个
时候已经臻于完成；进而言之，这种组合曾经无数次地臻于完成。这种
对万物复归、永恒轮回思想的表达和肯定是人所能想出的最为强烈的表
达形式。“这就是生命吗？”我欲对死亡如是说：“好吧，那就再来一
遍。”[46]

啊，人哪！请注意！

听那深沉的午夜在诉说着什么？

我沉睡，我沉睡——



我从深沉的梦中醒来——

世界是深沉的，

比白日所想得更为深沉。

她的痛苦是深沉的——

欢乐——比内心的痛苦更为深沉：

痛苦说：去吧！

可是所有的欢乐都要求永恒——

——深沉的，深沉的永恒！[47]

5．对尼采的评价

孤独者尼采。尼采是一个“意欲超越自我并因而走向毁灭的人”——
如查拉图斯特拉所说。那可怕的孤独，以及这位孤独者针对统治千年的
旧有价值而展开的斗争所造成的令人窒息的压力，使他精疲力竭并最终
让他沉迷于更为惬意的精神错乱之中。在发疯的两年之前，尼采在一封
信中写道：“要是我知道应该怎样对你解释我的孤独感那就好了！在活
人中间还不如在死人那里更能找到志同道合者。这真是难以言表得可怕
啊。”[48]

是的！我知道我来自何处！

我不知餍足，

如燃烧的火焰直至殆尽。

我碰到的一切都会发光，

我会让一切都变成煤炭：



毫无疑问我是火焰！[49]

诗人尼采。尼采是德语世界里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查拉图斯特
拉》是一部经典诗作。尼采的诗歌创作达到了完美无缺的地步，譬如：

不久前，我站在桥上，

褐色的夜幕低垂，

远处传来歌声悠扬：

金色的水珠

涌动在颤动的水面上：

游船，音乐，灯光——

在暮色中摇曳，如醉如痴......

我的心如琴弦，

被无形的手拨动，

悄悄地奏响一首船歌，

陶醉于五彩缤纷的欢乐。

——可有人在屏息静听？……[50]

尼采并不是一个富于批判精神的理性的哲学家。他并不想证明，他
在向人们宣告或昭示一种新的信仰。他所钦佩的在法国人那里表现出的
艺术作品中的节制、和谐与矜持，即阿波罗精神并非他的事情。这对作
者提出的要求是，“一旦作品开口说话，作者就应该闭口缄默”。但是对
尼采来说，字里行间里的说话者仍然是他自己。

心理学家尼采。尼采具有天才的心理学家般的敏锐的洞察力。他主



要是一位能够洞察隐秘事物和无意识的心理学家（他的认识先于许多现
代精神分析学的理论）。他显示了无与伦比的揭秘才能：在人的理想和
偶像的背后，在哲学、形而上学、宗教和道德的“永恒真理”的背后，认
识其隐蔽的和可疑的动机，认识人的自欺和欲望、错误和激情——简言
之“人性的，太人性的”东西。这尤其表现在他的创作中期即他的“启
蒙”时期，上述作品便是创作于这一时期。

德国人尼采。一个像尼采这样具有如此深刻的、多层面的复杂天性
的人是很难用三言两语说清楚的。人们必须呼吸他的作品中的精神和空
气。我们既可以把尼采看作浪漫主义者，也可以把他看作反浪漫主义
者，既可以把他看作德国人，也可以把他看作反德国人，既可以把他看
作基督徒，也可以把他看作反基督徒——因为这是发生在同一个胸膛里
的战斗，这是他的天性中旗鼓相当的两面之间的兄弟相争，这场战斗他
一直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他与德意志民族特性的内在关系也是如此，他
的许多思想与德国人的本性和命运息息相关。在那些他似乎已远离德意
志民族特性的地方，他恰恰因为反对德国特性和超越德国特性而更是一
个显而易见的德国人。

基督徒尼采。人们并非没有将“尼采的心理学成就”（路德维希·克
拉格的一本书的书名）尤其是他揭示隐藏的矛盾、冲突和动机的艺术应
用于尼采本人身上——而且也应用于他对基督教的态度上：据尼采自己
所言，他出身于一个虔信基督教的家庭是他的一种荣誉，基督教在他的
心目中从来都不是一件普普通通的事情。他称彻底的基督徒是最高贵的
人，他以真诚之心对待这种人。尼采自言：“若说我不是个颓废派，其
实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51]或许他也可以这样说：“若说我不是个基督
徒，其实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

“在德国人中间，谁能像这位绝对立场坚定和无所畏惧的无神论者
那样，在内心深处却要不停地去应付基督教对他产生的影响呢？如尼采
在《瓦格纳事件》中所言，‘基督徒欲摆脱自己’。谁会比尼采更像一个
狂热的、无望的和英雄主义的苦行僧式的基督徒呢？

直到发生精神错乱之前，骨子里是个真正基督徒的尼采从未停止过
他的内心斗争。”[52]

尼采激烈的反基督教精神是他与占据自己心灵的基督教精神进行顽
强斗争的结果。“就在尼采精神崩溃的前几天，他的一次神经质的发作
曾引起大街上许多人的围观。站在他的出租马车前的那匹疲倦的老马激



起了这位伟大的鄙视同情者的强烈的同情心，他抱着那匹马的脖子失声
痛哭起来。”[53]

预言家尼采。在近代思想家中，没有人能够像尼采那样对未来具有
如此敏锐的洞察力。他看到，成长中的人类文明正在开始衰落，他也看
到，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和交流将会越来越频繁；他看到，人的世界
观、社会秩序和道德法则正在变得更具相对性，他也看到并预言欧洲虚
无主义的来临以及与此相关的人的价值观和生活秩序的失落。他也看
到，在既有的秩序发生崩溃之后，人类面临的任务是，必须自己重新设
计自己的人生并赋予其新的价值，而且这种新的价值标准将会在世界范
围内适用。

“这就是下一个世纪里那些伟大的灵魂所要肩负的艰巨使命。”

尼采与后世。尼采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和修辞学家，技艺精湛的
心理学家，辛辣尖刻的批评家和论战性小册子的作者，总之他是一个充
满人格魅力的人物。所有这一切使得我们很难透过这浅层面具管窥他的
哲学思想的核心本质。时至今日，在尼采去世近九十年之后，经过对尼
采进行的各种各样的阐释阶段以及这一过程中产生的误解，人们清楚地
认识到，我们只有把尼采看作是一位思想家并能够深刻领会他的思想，
这对尼采来说才是公平的。只有这样，人们迄今为止对尼采所做的阐释
至多也只能是还算正确或部分正确，而且并不少见的情况时，当一个注
释家是有名望的独立思想家时，他在阐释尼采作品时往往会掺入自己的
观点。确实，尼采和叔本华、哈曼、海德尔以及歌德（在某些方面）一
样，都非常注重感情、直觉、意愿和“生命”，因而我们可称之为生命哲
学家及其开拓者。确实，“这位西尔斯·玛利亚的哲学家首次为生命一词
赋予了美妙和欢乐的缤纷色彩”。[54]

确实，与叔本华相比，尼采的学说带有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特征。
确实，尼采是一个具有天才预见性的文化诊断医生和文化批判者，他的
某些预言已经应验了。如果想细致地研究尼采并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
就必须清楚这一点：尼采的作品自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经过他的遗作管理
人之手，尤其是经过他的妹妹伊丽莎白·弗斯特·尼采之手被蓄意篡改和
歪曲了。只是到了由考里和孟逖纳利编辑的《尼采全集》问世之后，才
还了尼采作品较客观真实的原貌（除了尼采遗留下的许多片断形式的作
品之外）。二十世纪最后十五年里出现的“尼采学”证明了人们对尼采的
研究还是相当活跃的。在当代重要的思想家中，马丁·海德格尔对尼采



做了较深入的研究。近年来，许多法国作家也非常关注尼采。新近对尼
采所做的研究和阐释使尼采的生活及其死亡之谜更为明朗化了。[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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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新康德主义

一、对康德的批判性思考

1．概论

经过将近六十年默默无闻的孤独的发展之后，那个来自柯
尼斯堡的伟大的苏格兰人[1]于1781年用他的著名的《纯粹理性
批判》震动了‘在独断主义中酣睡着的’世界。从那时起直至今
日，‘批判哲学’一直保持着其那时就已取得的霸主地位……叔
本华哲学随着浪漫主义潮流的兴起……而名噪一时；1859年之
后，进化论又独占鳌头，到了十九世纪末，尼采的那种令人耳
目一新的反偶像崇拜的独特思想占据了哲学的舞台。但是，这
一切都只不过是表面上的次要的思想活动，在这下面，康德主
义的汹涌的浪潮仍然在不断地滚滚向前。[2]

称康德之后的哲学是纯粹表面的思想活动，这或许过于夸张了，不
过上面的那段话也基本上概括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哲学发展的
大致方向。人们开始认识到，虽然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这些体系构建
者以及赫尔巴特、弗里斯、实证主义者、叔本华都是以康德哲学为基础
的，但是这个基础也并不是那么牢固，哲学远远地偏离了康德的批判立
场。

在唯心主义者那里，康德哲学中关于自我的自发性思想，关于思维
的创造性思想致使人们在实践经验过程中只看到了创造性的自我而忽视



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外在于我们的感官和内在于我们的感官的那个“既
有的”现实世界并不是由自我创造的。与此相反，实证主义和唯物主义
则是只把握住了“既有的”现实世界而忽视了康德的超验论考察的结果。
叔本华的形而上学将意志看作是我们的自我的最为内在的本质，并且以
此类推用意志来解释整个既有的世界，在这里，叔本华利用了康德的物
自体的概念，而且毫无疑问是滥用了它。

回归康德的运动是由三个人发起的，其中一位来自自然科学领域，
他就是重要的自然科学家赫尔曼·冯·赫姆霍尔茨（1821—1894），他特
别强调，自然科学需要自己的基本概念。他认为康德哲学能够胜任这一
任务。第二位是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朗格（1825—1875），他写有著名
的《唯物论史》，这本书分两部分，分别讨论康德之前和康德之后的唯
物主义。朗格试图证明，“唯物主义”作为一种自然科学研究的原则是必
不可少的，但是，如果我们要在其上建立一种形而上学或认识事物的深
层本质，那么唯物主义就是不合适的和力所不能及的。朗格指出，“物
质”本身就是我们的理性的一个概念。最后一位是奥托·李普曼（1840—
1912），他在其《康德及其追随者》（1865年）一书中呼吁人们回到康
德那里去。他站在康德批判哲学的立场上逐个地考察了康德之后出现的
主要哲学思潮，在每一章的末尾，他都提出了如下的要求：“必须回到
康德那里去。”

继这三个人之后，在德国以及欧洲的其他国家里出现了康德主义的
繁荣复兴，产生了卷帙浩繁的康德研究文献。虽然新康德主义不久便分
裂为许多不同的“学派”，但是这个哲学运动还是有几个共同特征的：

（1）“理解康德就意味着要超越康德”——新康德主义者文德尔班
说的这一句话或多或少地适用于所有的新康德主义者。没有人仅仅满足
于把康德的学说重新搬出来或让他为自己说话，所有的新康德主义者都
试图在某个方向上发展康德的思想。

（2）新康德主义者对康德提出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他的物自体上，
李普曼就认为，康德关于外在于时空的物自体的观点纯属无稽之谈，它
是康德之后哲学之所以误入歧途和引起误解的主要根源。

（3）我们在叙述康德哲学时就已经明确表示，如果我们仅仅把康
德看作是一位认识论理论家，那是不公平的。康德的主要愿望是成为一
个实践家和伦理学家。许多新康德主义者的视野过于狭窄，他们的目光
只盯在康德的认识论问题上以及与此相关的康德的功绩。



2．马堡学派

面对新康德主义带来的那些无以数计的富有独创性的头脑及其著
作，我们几乎都不可能逐一列举出来，当然就更不可能对他们各自的特
殊功绩做出正确地判断。前面提到的三个人物主要是提出了回归康德的
号召，他们并没有提出非常系统的思想。新康德主义的真正创始人是赫
尔曼·柯亨（1842—1918），在他的三部著作《康德的经验理论》、
《康德对伦理学的论证》和《康德对美学的论证》中，柯亨首先考察
了康德批判哲学的三个主要部分，然后他也与这三个主题相对应，分别
用三部著作《纯粹认识的逻辑》、《纯粹意志的伦理学》和《纯粹感
情的美学》发展了康德的思想。这种发展的基本倾向就是彻底地取消物
自体。柯亨摒弃了物自体和现象的二元论，他也摒弃了作为两种平等并
列的认识形式的直观和思维的二元论。他认为直观也是一种思维的形
式。不存在这样一种“既有的”原材料，每一种感觉和直觉也都是一种思
想性的东西。

认识是个无限发展的过程，它永远都不可能完全达到的目的就是对
对象世界的彻底的理性认识，因而也就是通过一种普遍有效的客观的东
西替代一切主观的东西。这也同样适用于伦理学，在人类的欲望和行为
当中，也存在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其目的就是不断地克服主观自我，
在一个完美的法治国家里不断地实现客观道德理性。柯亨也认识到，在
艺术的发展过程中，人们也是坚持不懈地追求一种纯粹客观的感觉的规
律性。

后来被称为马堡学派的思想家们和在马堡生活并产生影响的柯亨是
一脉相承的。保尔·纳托普（1854—1924）以他明晓易懂的阐述方式而
成为马堡学派的真正代言人。纳托普的观点基本上和柯亨是一致的，他
尤其承袭了康德的认识论，他致力于批判性地考察自然科学、心理学和
教育学的基础。

这成了后来的一系列对个别科学进行批判性的基础研究的出发点。
法哲学家鲁道夫·施达姆勒（1856—1938）对法学进行了批判性的基础
研究；其他人，如卡尔·弗棱岱尔（1860—1928）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
批判性的基础研究。阿图尔·黎波特（1878—1946）认为对于这种基础
研究来说批判哲学是非常必要的。如同有人会问“纯粹的自然科学等等
如何是可能的呢？”这种问题一样，黎波特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批判
哲学如何是可能的呢？”一位批评家就此问题写道：“这个‘批判哲学如



何是可能的呢？’的问题又如何是可能的呢？”

一般来说，哲学家们对于这些基础研究领域的兴趣要比科学家们的
兴趣大。有人说，随着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出现，新康德主义也就到了
尾声；不过另一种说法也是对的：新康德主义是通过国家社会主义而结
束的，或者干脆说，新康德主义的代表人物要么是已经去世，要么因为
是犹太人而遭到诋毁，倘使他们1933年还有职位，也被从德国驱逐出去
了。马堡学派的最后一位杰出思想家恩斯特·卡西尔的命运就是如此，
他出生于1874年，是柯亨在马堡的学生，先后在柏林和汉堡任教授，被
迫离开德国流亡，先是去牛津大学，后又去哥德堡大学，最后辗转来到
纽约继续执教，并于1945年在那里去世。卡西尔的主要著作有《近代哲
学和科学中的认识问题》和《符号形式的哲学》。卡西尔著作的特点
是，书中充满大量的经过加工的历史数据，他的观察视角远远超出了专
业哲学的范围，尤其注重自然科学的研究——卡西尔为其奠定了认识论
的基础，即使是艰涩的思想他也能够用明晓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

卡西尔的新康德主义老师与康德的关系——从康德出发是为了超越
康德——在某些方面和卡西尔自己与柯亨以及纳托普的关系是类似的。
对他们来说，认识和科学认识在本质上是同义的。此外，卡西尔还对所
谓的人文科学和文化学进行了研究；他也将语言、神话和宗教思想以及
艺术直觉纳入哲学研究的范围，视其为与科学相对的另一种独立的世
界。他最后在国外（部分用英语）发表的著作如《人论》和《国家的神
话》尤其是这种情况。

卡西尔的思想是从新康德主义中发展而来的，其繁荣时期大约在
1870至1930年间。他的思想不仅在时间上是属于二十世纪，而且在本质
特征上也是属于二十世纪的，卡西尔将他的批判工作的中心从意识和认
识问题转移到了语言问题上，他的理论依据就是二十世纪初——特别是
通过瑞士人斐迪南特·德·索绪尔（1857—1913）的研究——才开始作为
精密科学出现的语言学。

符号这个概念可被看作是卡西尔的中心概念。在卡西尔看来，我们
永远都不可能直接把握和重现真实的东西，我们始终需要一种象征或符
号的体系作为中介。卡西尔的这个思想已非常接近现代符号学，其创立
者中较为杰出的一位就是美国人查尔斯·莫里斯（1901—1979）。

在叙述二十世纪哲学之前，我事先在这里补充几句话用来解释符号
学的含义。符号学这个词是从希腊语sema（符号）引申而来的，我们今



天所理解的符号学是一个一般的符号体系理论——所谓一般是指，这个
理论不仅包括自然形成的语言（作为最重要的体系），而且还包括人造
语言（其中包括国际辅助语言如世界语等，还有出于科学研究目的而构
造和通行的语言），此外还包括用于计算机的程序语言，图像符号（如
交通标志、表意符号），艺术和宗教中的象征符号，最后还有动物王国
里用于相互沟通的语言体系。

莫里斯的主要著作《符号理论的基础》（1938年）是以弗雷格和佩
尔策以及美国的实用主义和维也纳学派的思想为基础的。符号学所考虑
的基本问题就是符号的特征，即其所代表的意义（如文字表示语音，乐
谱表示音乐声调，绿灯表示“可以通行”）。符号，符号所代表的事物，
还有使用符号者（既作为发送者又作为接收者），它们共同构成了一
个“符号三角关系”，在这些角点之间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关系。

语义学是符号学的一个分支，它是专门研究符号（Symbol）与所指
对象（Designat，Denotat）的关系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用文字这
种“语言符号”表达事物时，（口头或书面）语词与它们所指称的（现实
的或思想的）对象之间并不存在一种直接的关系，这种关系更多的是通
过概念传达的。

著名的小说家翁贝托·艾柯是博洛尼亚大学的符号学教授，较为内
行的读者会发现，他的文学作品中就包含许多涉及符号学的内容。

3．西南德意志学派

新康德主义的第二个重要学派西南德意志学派从一开始就与马堡学
派不同，这个学派的主要活动地在海德堡，它的两个领袖人物就是威廉
·文德尔班（1848—1915，他是洛采的学生）和海因利希·李凯尔特
（1863—1936年，他是文德尔班的学生）。如果说文德尔班是这个学派
起决定作用的推动者，那么李凯尔特则是其体系的创立者。李凯尔特的
主要著作有《自然科学概念形成的界限》、《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
和《哲学体系》。这个学派的两位思想家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

就像李凯尔特著作的题目所标明的那样，这个学派并不以纯粹自然
科学为研究对象。他们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人文科学以及如何独立地建
立人文科学和正确地划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界限。文德尔班认为，



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主要区别在于，自然科学研究一般规律，与此相
反，人文科学研究特殊的、唯一的和个别的事物。在研究方法上它们之
间也是不同的。

这个学派的另一个特征与他们的兴趣转向文化和文化学是密不可分
的。如果文化学——其中最重要的是历史——探索和描述特殊事物，那
么其必要的前提条件就是要在大量的个别现象中做出选择，而这种选择
——如果不过分武断的话——也要遵循一个标准。这个标准的依据也只
能是对象的价值。价值这个概念被用于哲学是通过鲁道夫·赫尔曼·洛采
（1817—1881）实现的，和古斯塔夫·提奥多·费希纳（1801—1887）一
样，在转向哲学研究之前，洛采也是个自然科学家。从洛采开始，价值
这个概念在哲学中占据了一个中心地位，它不仅对于人文科学研究的方
法是不可或缺的，而且也是一切人类行为和认识的基础。有超验价值，
它不是来源于人的既有经验，其中包含应当如此的成分，它是真理、道
德和美的范畴中的理想原则。如果一个判断“真正”符合价值原则，那么
它就是正确的。如果一个行为“真正”符合价值原则，那么这个行为就是
好的。这样的价值是超越时代的，它们不依赖任何既定的经验而普遍适
用于所有时代。这样的价值既没有肉体的存在，也没有精神的存在——
在精神行为中，我们只专注于那些既有的价值。它们的存在就是“价
值”。

价值是通过人类精神的客体化而得以自我实现的：科学、国家、法
律、艺术、宗教。李凯尔特将价值的范围进行了细致地划分，在他看
来，逻辑学具有最高价值，其次是美学（美），神秘主义（神圣、万
有），伦理学（善、德性、人的集体意识），性爱（幸福、爱的合一、
献身精神）和宗教（神圣、虔诚）。

只有将这些价值综合在一起，才会有完美的人生。如果一个人只从
中选取一种价值并将这种价值看作是主导人生的唯一标准，那么他的世
界观也只能是片面的。

试图将两个新康德主义学派的学说综合为一个整体的思想家就是布
鲁诺·鲍赫（1877—1942）。

二、相近的思潮——俄国哲学一瞥



新康德主义作为批判性的哲学思考，一方面是对唯心主义抽象思辨
的反动，另一方面是对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世界观的反动。与此同时，
新康德主义也是对十九世纪的欧洲特别是德国思想界中所表现出的那种
普遍的“历史主义”倾向的表达。和那个时代的艺术中为了复兴过去时代
的艺术风格而进行的一系列尝试一样，在哲学领域，首先人们对哲学史
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中值得一提的人物有库诺·菲舍尔（1824—
1907）和约翰·爱德华·厄尔德曼（1805—1892），其次人们也热衷于复
兴过去的思想体系，或者直接承袭这些思想体系。在这些尝试中，新康
德主义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流派，除此之外，还有新费希特主义、新黑格
尔主义、新弗利斯主义，以及扎根于天主教土壤中直接承袭1879年罗马
教皇通谕的新托马斯主义。新康德主义除了在德国之外主要是在法国流
传，其代表人物是查尔斯·雷诺维叶（1815—1903）。在英国和意大
利，出现了新唯心主义学派，除康德之外，他们主要承袭的是柏拉图和
黑格尔。英国的代表人物是弗兰西斯·赫伯特·布拉德雷（1846—1924）
和伯纳德·鲍桑葵（1848—1923）；意大利的代表人物主要是贝内蒂托·
克罗齐（1866—1952），克罗齐的主要著作是《精神哲学》，他写的关
于美学和历史哲学的著作也很有名。克罗齐是个学识渊博的思想家，他
不仅研究哲学，而且在历史、艺术史、文学批评、国民经济学和政治学
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自1903年后，克罗齐就一直在他自己创办的刊物
《批评》（La critica）上发表他的观点。他的哲学是对黑格尔思想、实
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综合，其中黑格尔的思想构成了他的思想基础。

新黑格尔主义在意大利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是乔凡尼·金蒂雷
（1875—1944）。在法国，可以与克罗齐比肩的影响较大的新唯心主义
思想家是莱昂·布隆施韦克（1869—1944），他的重要著作有《判断的
方式》、《精神生活导论》、《数学哲学的阶段》、《西方哲学中意
识的进步》以及《理性与宗教》。

在这篇简要的述评中，我们还应该提到弗拉基米尔·索洛维耶夫
（1853—1900），他是俄国出现的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在共产主义思
想和苏维埃政权之外，他对俄国思想的贡献是巨大的。在德国，他以精
湛的语言艺术和他的天才作品《反基督者的自白》而享誉天下；自1953
年后，他的哲学著作出版了德文版的全集。索洛维耶夫的基督教哲学思
想融合了形式上的西方思想和俄罗斯宗教信仰。

在提到俄国思想家的时候，细心的读者也许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在本书中很少涉及俄国的思想发展？这当然不是因为俄国思想的



发展历史不属于欧洲思想史的范围。毫无疑问，在文学和音乐领域内，
俄国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在数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俄国人也有突出
的成就。但是，俄国人在哲学方面的成就与此相比就逊色多了。虽然自
彼得大帝（1627—1725）以后，俄国向欧洲敞开了大门，虽然重要的欧
洲思想运动——启蒙运动、德国唯心主义、浪漫主义、唯物主义、马克
思主义——都输入到俄国并产生了反响，但是，我们几乎看不到一种来
自俄国的思想反过来对中欧和西欧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例外的情况
是，列宁和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做了补充。

在西方，至少自康德以后，著名的思想家大都是大学教授，而俄国
的大学——其整个教育体制都是如此——则是持续地受到国家的（以及
与之关系密切的东正教教会的）监护，因此，独立的思想在这里不可能
得以自由发展。甚至在很长时间以内，康德的著作都是禁书。独立的思
想至多只能在文学或某些内部刊物中表达出来，所以，那些伟大的文学
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以及那些评论家关于人和世界的深
刻思想只有在文学作品中或报刊中才有表达的可能性。

十八世纪俄国的一位杰出思想家格利高尔·斯考沃拉达（1722—
1794）精通德语、拉丁语和希腊语，他很快就与教会权威发生了冲突，
在他活着的时候，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没有公开发表。曾经在莱比锡大学
上学的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拉迪契夫（1749—1802）也遭到俄国的驱
逐，他甚至被那个所谓开明君主卡特琳娜二世判处了死刑（后又被赦
免）。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还有：彼得·恰达耶夫（1794—
1856），他是谢林的追随者，普希金的朋友，他于1836年在一本杂志上
发表了一篇《哲学通信》，他在其中批评了他家乡的思想贫瘠的状况。
该刊物因而被查封，编辑遭流放，在沙皇的授意下，文章的作者恰达耶
夫被宣称为精神病患者并被置于警察和医生的监控之下。

俄国作家的大量作品都不是在俄国而是在国外发表的，这毫不奇
怪，因为这些作者——要么是自愿，要么是被迫——都是在流亡中生活
的。俄国沙皇统治时期是这样，到了共产主义专制时期也是如此。我们
举十九世纪的两个例子：亚历山大·赫尔岑（1812—1870），他常常被
称为虚无主义者；米盖尔·巴枯宁（1814—1876），他先是一个黑格尔
主义者，后来又成为一个社会革命家、无神论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再举
二十世纪的两个例子：洛斯基（1870—1965），他创立了自己的体系，
在某些方面继承了前面提到的索洛维耶夫的思想；尼古拉·别尔嘉耶夫
（1874—1948），他是个“激进的贵族和浪漫主义者”，主要思考伦理学



和哲学人类学问题。

在苏俄马克思主义内部，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和正统的共产主义占
据主流。斯大林统治时期，任何偏离党的路线的企图都很容易招致杀身
之祸。大约自1960年开始，在消除斯大林影响的过程中，西方思想家如
莱布尼茨、斯宾诺莎、洛克、休谟、尼古拉·哈特曼、维特根斯坦和伯
特兰·罗素的大量著作首次有了俄文译本。[3]

[1] Daß Kants Vorfahren aus Schottland stammten, wurde lange Zeit angenommen, zumal er selbst es glaubte. Belege dafür gibt es nicht.

[2] Durant, Denker, S. 241.

[3] Eine Übersicht über die russische Geistesentwicklung bis zum Ersten Weltkrieg gibt Tomää G. Masaryk (später der erste Präsident der Tschechoslowakei) in seinem zweibändigen
Werk: Die geistigen Strömungen in Rußland, 1913. — Die neuere Entwicklung schildert ausführlich (aberschwer lesbar) Wilhelm Goerdt: Russische Philosophie. Grundlagen, 21995.



第七部分

二十世纪哲学思想主流







《滴画18号》（1942—1947，杰克逊·波洛克，现藏美国古根海姆博物馆）



一个崭新的时代

二十世纪给人类带来了毁灭性的战争、迫害、颠覆、种族屠杀、原
子弹、具有威胁性的人口膨胀以及环境污染，与此同时，科学也经历了
前所未有的繁荣，科学的繁荣不仅使人类的知识呈几何级的增长，而且
还强烈地动摇和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的基础。

这样的论断可能使大部分读者首先想到物理学的进展。事实上，数
学的发展为物理学的革命做了必要的准备。直到十八世纪，伟大的哲学
家如笛卡尔和莱布尼茨都是富于创造性的数学家，他们的数学知识都领
先于时代，而到了十九世纪，数学和哲学之间的关系开始松动起来。黑
格尔、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尼采都不是数学家。十九世纪下半期数学
领域内取得的丰硕成果，如俄国人罗巴契夫斯基、匈牙利人波尔耶、德
国人高斯和黎曼关于非欧几里得几何的理论以及高特洛普·弗雷格在逻
辑学和数学方面的划时代意义的成就根本就没有引起哲学家们的注意。
在康德那里，基于欧几里得的传统的空间几何观念还是理所当然的，在
现代几何学理论中，则被认为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是没有矛盾的。只是
当现代数学——尤其通过相对论——在物理学中得到实践应用之后，它
才对哲学产生了影响。（其创始人对此几乎没有任何预见，高斯是个例
外，他预见到，我们观念中的先验空间与物理学中的空间是有区别
的。）

现代物理学的转变主要是以马克斯·普朗克的量子理论（1900年）
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1905年《狭义相对论》，1916年《广
义相对论》）为标志的。波动力学（德·布罗格里、薛定鄂、狄拉
克）、量子力学（海森堡）和基本粒子物理学标志着现代物理学的进一
步发展。不必详尽深入地阐述这些理论的内容，我们用简短的几句话来
概括一下现代物理学的宇宙观的基本变化，这样读者就能够获得一个大
致的印象。

十九世纪的物理学和建基于其上的所有哲学的基础是：人们认为最
后的不可分割的物质单位是原子；人们接受一种严格的决定论，认为一
切自然进程都是受一种严格的因果律决定的；人们认为物质是存在物的



最后和最简单的要素，并且试图借此来解释一切现象。在世纪之交所有
这些观念都被动摇了：

物质这个概念变得成了问题。自从物理学进入原子理论之后，人们
就认识到，原子根本就不是物质的最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物质的构
成是极其复杂的。为了解释这个复杂的结构，物理学不得不求助于一系
列数学公式。“唯物主义”为宇宙整体提供一种简单的解释已变得再也不
可能了。物质本身也需要加以解释，因为物质的概念与能量融合到了一
起，物质只是被看作能量的外在显象。

宇宙的基本粒子组成成分不能理解为纯粹的物体组成成分。在特定
的观察条件下，电子在某个地方显示为点状结构，在另外的条件下则显
示为在较大空间区域内向外延展的波状结构。

宏观物理学在表达其物理定理时可以把观察的主体忽略不计，微观
物理学则不能这样。微观物理事件不是完全客观化的，每一个观察在这
里都是对事件进程的一种侵犯。

因果律问题也被重新提出来加以讨论。因果律在微观物理学范围内
必须被统计概率所取代。

空间和时间对艾萨克·牛顿来说是一切事件的不可动摇的背景，自
爱因斯坦和赫尔曼·闵可夫斯基（1864—1909年，数学家）以来这种观
念就不再适用了，空间和时间构成了一种四维的连续统一体。“同时”这
个概念在宇宙范围的大尺度上变得毫无意义了。

天文学和已经变成精密科学的宇宙学——尤其自艾德文·哈勃
（1889—1953）发现星系逃逸和宇宙膨胀以来（爱因斯坦等人已经以数
学的形式对此加以证明）——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宇宙观，过去最大胆的
推想都难以想象到这样的变化。利用现代天文望远镜，特别是利用以哈
勃命名的围绕地球旋转的哈勃天文望远镜，我们能够观察纵深达几十亿
光年的宇宙空间并从而能够观察宇宙的过去。我们的银河系是由平均大
小与我们的太阳相当的约两千亿颗星体组成的，而银河系又是几百万个
类似的星系之一。宇宙的年龄被大约估计为150亿年左右。不过问题
是，我们的宇宙观的改变是否引起了哲学家们的足够重视。

生物学逐渐占据了物理学的地位而成为一种主导科学，这不仅因为
达尔文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认识——其观点遭到来自教会的强烈抵制



——逐渐地被普遍接受，而且基因科学和行为科学研究也强烈地影响了
我们关于人的观念，这种影响也仍然在持续着。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1856—1939）的《梦的解析》的发表（1899
年）也对世纪之交的心理学产生了强烈地影响——这与普朗克和爱因斯
坦的思想对物理学产生的影响类似。那时，心理分析或精神分析学先是
通过弗洛伊德，尔后通过他的学生及其追随者而得以发展，瑞士人卡尔
·古斯塔夫·荣格（1875—1961）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代表人物。时至今
日，弗洛伊德的理论仍然是引起争议的。但是毫无疑问，弗洛伊德发现
了人的无意识世界及其在人类心灵生活中所起的巨大作用这一重要事实
深刻地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世界观、人类感情和人的形象，并且也对文学
和艺术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现代语言科学或称语言学也从世纪之初开始——特别通过斐迪南·
德·索绪尔（1857—1931）——获得了巨大的进展，哲学面对语言学所
取得的成果也不可能视而不见。而且事实上可以略带夸张地说，语言已
经成为二十世纪哲学思考的主题，至少在二十世纪下半期是这样的。

技术的进步和科学发现并行不悖，这是自然科学不断进步的结果。
人类已经能够离开地球并且向我们的太阳系的遥远区域发射宇宙探测
器。计算机和智能机器人的问世给社会和经济带来了深刻的变革。在所
有这一切之上则高悬着对整个人类构成威胁的生存危机，因为自从发现
了铀的核裂变之后，人类发展并积存了大量的核武器。

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从来还没有出现这样的危险。除此之外，今
天还出现了另外一种威胁，这是人口爆炸、原料和能源枯竭以及人类生
存的自然环境的破坏造成的。

哲学对这一切问题都展开了讨论。哲学尝试做出的回答则是五花八
门，并且有些也是自相矛盾的。至少在如下一点上他们开始达成一致的
意见：

杰出的思想家及其创建的学派和流派出现以后，哲学在其整个历史
发展过程中一直保持着各个流派的独立划分状态。在二十世纪里，源自
实践的科学所取得的成就是如此之硕果累累，以至于单独的某个人若试
图把他生活的时代全部包容进他的思想范围之内（如黑格尔那样）则必
然是会失败的，除非他能够认识并领会所有这些成就，但是，由于现在
可供使用的知识几乎不可能一览无遗，而且正在与日俱增，所以，单独



的个人若想无所不知则是力所不及的，因此，团队协作以及不同研究领
域之间的合作是非常必要的。这样，我们就可以预见到，当今以及未来
的哲学几乎不可能再通过某个杰出的思想家及其思想体系而划分为各个
流派。某个主题或问题以及前沿科学知识所提出的任务将是今后哲学研
究的重点，这一切必须通过哲学家和相关的“专业人士”的合作才能实
现。就此而言，如今许多人所要求并为之付出努力的“哲学的科学化”将
会逐渐变为现实。

在本书最后部分的章节划分中，我考虑到了上述的实际情况。在处
理最后两章的第一章时，我仍然沿用通常的做法，按某个哲学家或某个
同属一派的思想家群体划分章节。在处理第二章时，我是按不同研究领
域的学者——包括哲学家和专业科学家——所研究的不同主题或问题范
围划分章节的，我的叙述将不再依循年代顺序或学派，而是依循问题范
围。事实证明，这样的处理是成功的。



第一章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思想家和流派

一、生命哲学和历史主义

1．概述

以前人们曾经用“生命哲学”这个名字来称呼叔本华和尼采的哲学。
如现代生命哲学家格奥尔格·西美尔所言，叔本华和尼采把十九世纪的
启蒙主义理性从它们的宝座上推了下来。其年代大约可确定为1880至
1950年间的现代生命哲学是针对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的一场大规模逆反
运动的组成部分，而且也是浪漫主义的延续。生命哲学家认为，我们借
助纯粹的思想不可能真正把握和理解活生生的生命实在。理性一方面是
生命哲学的奴仆，另一方面又是它的敌人。

所有现代生命哲学家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或多或少地意识到并
明确表示，他们是站在叔本华和尼采的肩上的。此外，他们还有相同的
基本思想和一系列共同的本质特征，我们可列举如下：[1]

这些思想家们都是“能动主义者”。在他们那里，运动、变化和发展
比一成不变的存在更有意义。

他们把现实世界看作是有机的。他们大部分都以生物学为出发点。

他们特别喜欢非理性。概念、逻辑原则和先验的形态对他们来说都
是作用有限的方法论工具。他们更偏爱直觉、直观、凭感觉领悟和领会
以及体验。



在认识论方面，他们是非主观主义者。对他们来说，世界不仅仅存
在于我们的头脑之内，而且在我们的意识之外还存在着一个独立的客观
现实世界。

他们大都是多元论者，就是说，他们不接受一种唯一的基本原则，
而是两种，即“生命”及其对立物，或者更多种。

2．柏格森

现代生命哲学的第一位推动者就是法国人亨利·柏格森（1859—
1941）。他的四部重要著作是：《论意识的直接材料》（1889年），其
德文版的书名为《时间与自由意志》；《物质与记忆》（1902年）；
《创造进化论》（1907年）和《道德和宗教的两个来源》（1932
年）。柏格森所有著作的共同特点是，语言极其优美和清晰，书中包含
大量的形象比喻和例证；从内容上讲，它们都具备牢固的自然科学所有
分支的知识基础。这也是柏格森之所以能够取得非凡成就的原因之一。

除叔本华之外——其世界作为意志和表象的双重观点与柏格森非常
相近——柏格森在法国也有自己的思想先驱，只不过在重要性上柏格森
远远超过了他们，最初，柏格森是以斯宾塞的思想为出发点的。柏格森
一开始是想进一步深化斯宾塞的思想体系，但是最终却导致他与斯宾塞
彻底地分道扬镳。在法国，柏格森的主要批评者和对手就是于连·邦达
（1867—1956）。

空间与时间，理性与直觉

柏格森以空间和时间的关系为出发点。在康德那里，空间和时间从
本质上说是我们的直觉体验中的两种同等重要的形态。在柏格森看来，
它们有着本质的区别。

空间本身是均质的，它是一种同类点的整体。我们可任意地从一个
点转移到另一个点。事实上，自然科学所观察到的始终是这样一种空
间。自然科学所称的运动只是物体在空间中的前后次序。所谓的测量时
间实际上也只是测量空间中的变化。



时间不是均质的，它是一种一去不复返的序列。在时间之内，我根
本不可能任意地从一个点转移到另一个点。每一时刻都是新的，一次性
的，不可重复的。时间是一种独一无二的不可分割的流变，它与自然科
学所称的时间有着根本的区别。空间是不变的存在，而时间不是不变的
存在，它是变动不居的。

与空间和时间相适应，在人身上也存在两种不同的认识能力。

理智可列入空间一类。理智的对象是不变的东西和空间中的东西，
是物质。在这个范围内，理智具有真正的认识能力，因为它与物质是本
质相连的（这一点与康德不同）。理智是行动着的人的感觉器官，是制
造工具并改造自然的生物的感觉器官。但是，理智不可能理解真正的时
间和纯粹的绵延。当理智转而思考时间时，它会把它与空间中的物质相
适应的观念转嫁到时间身上。理智会把时间切成碎片，它会把时间分割
成能够数得清的和可以测算的计量单位，因而会远离时间的真正本质。

我们只有通过直觉才能领悟纯粹的绵延。今天的人们已经太过习惯
于运用理智，以至于我们很难再摆脱理智的束缚，用纯粹直观去感觉时
间的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流动。与理智相反，这种直觉并非服务于人
的实践活动，它是人观察和认识世界的感觉器官。

由于理智是为实践服务的，所以从事哲学思考只有运用直觉才行。
这必然会产生一种必要的逻辑证据的匮乏。哲学家能够把自己通过直觉
认识到的东西用直观的生动的形式表达出来，但是哲学家并没有能力再
帮助别人达到和他同样的直觉力。

生命冲动

当哲学家沉思围绕着我们四周的生命海洋之时，他会认识到，一切
现实都是一种变化过程。从根本上说，只存在变化、活动和行动。而且
这种运动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生命的上升运动，另一类是物质的下降运
动。这是两种迥然不同的世界。试图用理性去解释生命的本质是毫无意
义的，不管这种解释是机械论的还是目的论的。譬如，像眼睛这样的复
杂器官难道是通过一系列偶然的变异而产生的吗？尤其是，我们该如何
解释，在生命的进化过程中，完全独立的各不相同的生物旁系怎么会演
化出非常相似的器官呢？而且是通过完全不同的方式。如果认为这样的
富有目的和复杂的器官构造是通过一种盲目的变异和自然选择过程而形



成的，那么这种想法无论如何也只是天方夜谭（这与达尔文的理论是相
违背的）。生命的发展不是取决于物质及其机械原则，或者毋宁说恰恰
相反，它是拒绝惰性和偶然性的，生命会向更高的更冒险的和更自由的
形式发展。

生命是在物理和化学力量的相互作用下发展的，它的发展轨迹就如
同我们在观察一个圆圈的一小段时那样，我们看到的那一小段线是直
的，而事实上，生命的发展轨迹是曲折复杂的。意识也并不依赖于肉
体，哪里有生命，哪里就有意识。但是，只有人才有直觉，才能够认识
自己的生命，并能够沉思自我。重要的是，我们要“侧耳倾听那深邃的
生命之奥秘，并且要借助于一种理智的精密计算来把握生命的脉动”。

道德与宗教

在柏格森的道德和宗教哲学中也有两种类似的相互对立的因素。

道德分为两种。一种是封闭的道德，它由社会压力而产生，不是关
涉个人的。与之相适应的行为几乎都是无意识的和凭本能直觉的。它的
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风尚，因此，它总是涉及某个特定的人类团体。另
一种是开放的道德，这种道德是关涉个人的，它独立于社会，富有创造
性。只有在杰出的人物身上，在圣者和英雄身上，这种道德才有所体
现。它源自对生命根本的直接领悟并在爱中包容整个生命。

宗教也分为两种。由于人这种社会动物缺乏一种能够维持他们的社
会关系的本能直觉，由于人的理性在维持他们的社会关系方面起着一种
相反的作用，因而大自然就用理性的“臆想”帮助人类维护他们的社会关
系。人类凭借想象创造了许多神话传说，用以把人类与生命个体连接在
一起。人通过理性认识到，他是会死的。他通过理性认识到，若想实现
他的目的，他就必须跨越许多无法预测的艰难险阻。大自然会帮助他来
承受这个痛苦的认识，它借助于幻想制造友善的神灵。这种“静态”宗教
在人的生活当中的功能与本能直觉在动物那里的功能是相似的，它起一
种制约的、保存的和宽慰的作用。

由此而言，动态宗教（神秘教）是一种与之完全不同的宗教，它在
希腊人那里开始萌芽，在印度人那里以沉思冥想的形式出现，在基督教
神秘主义者那里达到了完成。这种动态宗教起源于对难以企及的东西的
预感，起源于向生命之流的回溯。只有那些个别的非凡人物才具有这方



面的能力。倘若那些神秘主义者依据对别人来说难以理解的个人经验而
断言，生命之流的源头就在上帝那里，上帝就是爱之神，世界就是神之
爱的外显，在人的身上就燃烧着一种不朽的神之微光，那么，即使哲学
对此无法加以证明，但是人也仍然应该心怀感激地把它作为一种启示来
接受，因为只有人这种具备神秘通灵能力的万物之灵长才有这样的禀
赋。

3．活力论——格式塔理论

汉斯·德里石（1867—1941）是德国新活力论的代表性哲学家，我
们把他放到生命哲学里讨论主要是出于以下原因：首先德里石的哲学是
以生命为出发点的（他做过二十年的动物学家），其次德里石的哲学是
一种有机的哲学。由此出发，德里石的思想倾向倒是更接近那个时代的
形而上学，即客观存在哲学，我们将在这一章的另一节里讨论其代表人
物。

在观察生命的过程中，机械论和活力论之间的对立斗争在希腊人那
里就已经发生了。其中德谟克利特就试图用原子的机械的相互作用来解
释整个宇宙，而亚里士多德则用一种特殊的生命之力即“隐德来希”解释
生命现象。在近代哲学中，从笛卡尔到拉美特里的“机器人”，机械主义
的世界观仍然占据主流。康德试图划清这两种世界观的界限并且认识
到，一种目的论的世界观是必不可少的。浪漫主义是一种活力论，浪漫
主义思想是充满活力的和有机的。十九世纪的自然科学伴随着达尔文的
进化论以及有机化学领域内取得的突出成就而重新倾向于一种机械论的
世界观。

在德国，汉斯·德里石是以活力论的代表而闻名的，他的主要著作
有《有机哲学》、《秩序学》、《现实理论》、《形而上学》和《心
理玄学》。

德里石在海胆上面所做的动物学试验是促使他的思想产生的重要诱
因，这些试验表明，一个被分割的胚胎并不是形成生命体的一部分器
官，而是形成多个完整的生命体，即使微小的生物也是如此。对德里石
来说，从部分中形成整体的生物再生能力是不可能用机械论的观点加以
解释的。整体因果性是生命所特有的。德里石用亚里士多德的“隐德来
希”称呼这种不可见的、无法把握的力量。



德里石并不满足于此，为了对生物学做哲学的解释，他创立了一套
思想体系，内容涉及逻辑学、伦理学和形而上学。

德里石伦理学的首要前提就是对生命的肯定，生命是有机的并且是
精神生活的工具。由此必然会得出结论，生物之间的行为规范就是互不
伤害和厮杀。在国家中，在人类发展过程中，在道德意识的事实中，也
有类似有机生物中的那种整体特征。尽管并不十分确定，但是这也接近
了这样一个结论，即是说，在现象世界的背后存在着一种“隐德来希”，
一种宇宙整体的灵魂。

二十世纪的科学和哲学通常倾向于从整体上观察世界，人们认识
到，整体是可塑的。在心理学领域里，这个思想尤其通过所谓的格式塔
心理学以及普通格式塔理论而得到发扬。普通格式塔理论的创立者是克
里斯蒂安·冯·艾伦菲尔斯男爵（1859—1932），他于1890年发表了一篇
《关于格式塔质量》的论文。格式塔心理学的创立者是马克斯·维特海
默、沃尔夫冈·克勒尔和库尔特·考夫卡。

在哲学领域内值得一提的是赫尔曼·弗里德曼（1873—1957），他
是一位研究形式问题和格式塔理论的思想家，他给生物学的硕果累累的
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他的主要著作有《形式的世界》、《科学与象
征》。

4．德国的生命哲学和历史主义

德国的生命哲学所关心的并不是生物学问题，而是历史问题，在这
方面也出现了为数众多的代表性人物。德国的生命哲学与所谓的历史主
义有着紧密的关系。自黑格尔和浪漫主义以来，德国历史科学的蓬勃发
展为历史主义思想运动的出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历史在这里成了哲
学思考的中心问题。提奥多·黎特在人类的历史特性中看到了一种具有
形而上学意义的根本目的。对生命的历史考察很容易产生一种价值相对
主义。人们认识到，一切事物的形成与消亡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
生的。这就可能导致人在面对自己时代的那些必须要做的事情时会表现
得优柔寡断。德国生命哲学的精神导师尼采（在他的不合时宜的考察
中）就针对这一点以及那种令人倍感压抑的历史知识的堆砌进行了激烈
的批评。



我们在这里把德国的生命哲学家和真正意义上的历史主义思想家放
到一起加以讨论。

路德维希·克拉格斯（1872—1956）来自以诗人斯蒂芬·乔治为中心
的文人圈子，他的伟大功绩主要在于科学的笔迹学和性格学研究，而且
他这方面的功绩要比他在哲学上所取得的成就具有更为持久的影响。克
拉格斯把人的肉体看作灵魂的外在现象，把灵魂看作肉体的知觉，因而
肉体和灵魂就是一种知觉和表达的紧密关系。克拉格斯主要是从他的老
师麦奇奥·帕拉基（1859—1924）那里获得灵感的，帕拉基是一位学识
渊博的思想家，他于1901年——也就是在爱因斯坦发表《狭义相对论》
的好几年之前——就已经在他的论文《时间与空间的新理论》中表达
了相对论的基本思想。克拉格斯接受了他的“间歇性意识”的学说，根据
他的学说，持续不断的流动的生命过程只能被人的断断续续的意识不完
整地把握住。这使人想起柏格森的观点。

克拉格斯在他的主要哲学著作《作为灵魂的敌人的精神》中明确
地表明了他的立场。肉体和灵魂是生命机体的密不可分的两极，而精神
就像楔子一样是从外部挤进来的，它插在肉体和灵魂之间，意欲使肉体
和灵魂一分为二并将生命扼杀掉。尚未被与生命为敌的精神侵害到的灵
魂所体验到的世界是一连串的图像，是被赋予了灵魂的形象。精神却把
这个连续的图像之流搞得支离破碎，并将灵魂的体验肢解为彼此分离
的“对象”。科学，特别是机械主义的自然科学，最为强烈地破坏着这些
连续的图像，精神对生命的扼杀作用显露无遗。精神对于生命是一种陌
生的超时空的力量，它是对生命的侵犯。在这场精神与灵魂之争中，克
拉格斯激情洋溢地站在了灵魂的一边，站在了生动的无意识的生命一
边，借此来对抗灵魂的敌人，对抗精神、心灵、感情、直觉、头脑、理
性以及智力。精神产生的结果就是有意识的行为，每一种这样的行为都
是“对生命的谋杀”。克拉格斯提出的口号是：回到自然的无意识的生命
中去！

几乎被人遗忘了的文化历史学家约翰·雅克比·巴霍芬（1815—
1887）的关于母权和原始宗教的著作通过克拉格斯而重新产生了影响。

赫尔曼·凯瑟林伯爵（1880—1946年）是一个来自波罗的海东岸的
古老的德国家庭的后裔，著名的斯坦贝格男爵就是他的祖先。这个家族
名字所带有的那种闻名于世的历险精神也传给了凯瑟林，他称自己是
个“雇佣兵”，“喜欢非同寻常的、多彩的、变化多端的和富于挑战性的
生活。”[2]他几乎走遍了整个世界，在他的《一个哲学家的旅行日记》



中，他描述了自己游历印度、中国、南太平洋和美洲的见闻，这是我们
这个时代最为生动的哲学著作之一。

和克拉格斯一样，凯瑟林也强烈地反对纯粹的理性主义文化。他是
一个崇尚创造性直觉的人，但是他并不反对精神，而是试图将精神与灵
魂重新结合为一体，从而指出一条完美的途径。在这个意义上说，他想
赋予哲学更多的东西，亦即“智慧人生”。

格奥尔格·西美尔（1858—1918）和凯瑟林一样也是个非常博学多
才和修养很高的作家。生命之间形成的张力就是西默尔的生命哲学研究
的中心问题，其“客观内容”就是人的文化，包括法律、道德、科学、艺
术和宗教等。西默尔指出，虽然这些客观的文化内容有它们自己的规定
性而且甚至可能会站在生命的对立面，但是它们都是从生命自身中产生
出来的。因为生命同时又总是赋予比生命本身更多的内容，或者如西默
尔所言，超验性是生命内在固有的，这就是说，生命超越其生命基础属
于生命的本质。西默尔在这方面的最重要的著作是论人生观的四篇形而
上学文章。西默尔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的社会学家。

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880—1936）通过
发表引起轰动的著作《西方的没落》而闻名遐迩，他的名气比西默尔要
大得多。和柏格森一样，斯宾格勒也坚信空间和时间的世界具有本质的
区别。有一种空间逻辑，它的原则是因果律，它是自然科学研究的范
围。此外还有一种时间逻辑，这是一种有机逻辑，一种命运逻辑。它教
导人们从历史中把握世界。

斯宾格勒具有观相术士般的敏锐目光，他能够看清历史发展的形式
和内在联系。对他来说，世界历史不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而是各自
独立的文明的序列。每一种文明都是一个有机体，是一种最高级别的生
物体，是一种特殊的精神表达。文明和生物一样，它也会成长、繁荣和
衰亡。世界历史的比较形态学（格式塔理论）可以看清每一个文明的生
命历程。如果将它运用到我们西方的“浮士德式的”文明中去，那么得出
的结论就是，我们的文明已经进入一个停滞的阶段，而且正在走向没
落。斯宾格勒的其他著作与他的《西方的没落》比起来就逊色多了。

威廉·狄尔泰（1813—1911）属于相对较老的一代人，但是他的影
响和斯宾格勒一样也一直延续至今。狄尔泰的思想发展是从实证主义出
发的，它最后发展为一种对生命和历史的非理性认识，从而反映了十九
世纪的思想发展过程。因为现实就是生命，只有把现实看作是从生命到



生命的运动，它才可能被理解，仅依靠理性是做不到的，除此之外还要
依靠我们的情感力量。人文科学，特别是作为人的自我反思的历史科学
对于认识现实世界是极其重要的。“人只有通过历史才能了解人是什
么。”狄尔泰强调了人文科学在逻辑学和认识论上的意义，并且指出了
人文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的独立性和特殊性，他在这方面做出了巨大的
贡献。

狄尔泰的历史主义不可避免地把他引向了相对主义。“人的观念的
相对性就是历史世界观的最后结论，一切都是在过程中流动的，无物长
存。”[3]

在我们这一段简短的叙述中，狄尔泰被放在了其他思想家的后面，
但是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在德国的生命哲学家里面，狄尔泰产生的影响
是最为持久和深远的。一大批近现代思想家都受过他的影响，其中包括
恩斯特·特勒尔奇（1865—1923），埃德华·施普朗格（1882—1964），
埃里希·罗特哈克（1888—1965），汉斯·弗莱尔（1887—1969），提奥
多·黎特（1880—1962），以及西班牙哲学家胡塞·奥特加·加赛特（1883
—1955）。

二、实用主义

在这一部叙述哲学史的书中，我们第一次踏入美国的土地，去考察
一下那里的思想发展。虽然在政治上美国已经脱离欧洲大陆很久了，但
是美洲新大陆在艺术、科学和哲学方面对欧洲的精神依赖性却一直保持
着。只是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才在这些领域内开始有了自
己的声音。哲学方面的第一位发言者就是威廉·詹姆斯，他是美国实用
主义的创立者，也是第一位具有世界意义的美国哲学家。

1．威廉·詹姆斯

威廉·詹姆斯于1842年出生在纽约，他是作家亨利·詹姆斯的哥哥。
关于这兄弟俩人有这样的记载：作家亨利对人的内心世界的了解和他的
心理学家弟弟一样好，学者威廉和他的作家哥哥一样也写得一手好文
章。威廉·詹姆斯在法国读大学，之后，从1872年起直到他去世（1910



年），他都是在哈佛大学教书。他先是教解剖学和心理学，他于1890年
发表的《心理学原理》是他最有名的著作之一。后来，他的兴趣转向哲
学。他的最重要的哲学著作有《信仰意志》、《宗教经验的区别》、
《多元的宇宙》、《真理的意义》。

詹姆斯哲学思想的主要的——并非唯一的——特征就是“实用主
义”。这个词是从希腊语pragma（行动、行为）引申而来的，与我们今
天使用的“实践、实用”这些词意义相近。詹姆斯自己给它下的定义
是：“这是一种不考虑第一事物、原则、范畴和假定的必然性的态度，
它所关心的是最后事物、结果和事实。”实用主义的特征就是它的特殊
的真理概念。实用主义不像经院哲学和古代形而上学那样，它不关心事
物的最终“本质”（詹姆斯也坚决地拒绝德国唯心主义的抽象思辨），它
也不关心事物的最初起源，它把目光投向前面。它只关心一个观念
的“现价”是多少？在詹姆斯那里，美国的那些典型的表达方式随处可
见，如利润、用处、功劳、结果等等。“经受住实践结果考验的就是真
理。”詹姆斯的真理观是从美国人查尔斯·皮尔士（1839—1914）的一篇
论文那里获得启发而来的，在此意义上，皮尔士可被看作是詹姆斯的先
驱。实用主义这个概念是皮尔士从康德那里借来的。

詹姆斯的思想体现了美国人的那种直接的现实主义的和讲求实际的
生活态度。如果把实用主义运用哲学中去，这意味着什么呢？对哲学也
不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这合乎逻辑吗？这符合事实吗？而应该问：这
种哲学在实际运用中对于我们的生活和利益究竟有何意义？如果哲学
——即使它再合乎逻辑再有说服力——不能满足人的宝贵的愿望或者让
他非常失望，如果哲学与我们的内心希望和兴趣不相符合，如果哲学在
实际生活中，在斗争和工作中，在自然中经受不住考验，那么，人们就
永远都不会接受这种哲学。“逻辑和说教并没有说服力；夜晚的浓雾弥
漫在我的心中……我反复地思索哲学和宗教的意义。也许它们在课堂上
被证明是对的，但是在广袤的云海里，在奔腾的河流中则不尽然。”[4]

这也同样适用于宗教，“假使人们相信有一种宗教能够帮助人过上
一种更为美好的生活，那么相信这种宗教对于我们来说确实是很好的，
前提是这种信仰没有碰巧与人的其他更为性命攸关的利益相冲突”。

显而易见，实用主义的真理观与西方传统的真理观是相矛盾的，与
西方哲学特别是康德哲学所确定的真理观是不一致的。

在詹姆斯的思想中，除了实用主义的因素之外至少还有另外三个重



要特征：

第一个特征我们可称之为“物力论”。宇宙不是已经完成了的静态
的，而是永远变化的。我们的思想也是一种永恒的流变，一种相互关联
的体系。

第二个特征詹姆斯自己称之为“多元论”。我们不可能用一种原理来
解释世界。现实世界是由许多个独立的体系组成的。宇宙“不是单一的
宇宙（Uni-versum），而是多元的宇宙（Multi-versum）”。我们的这个
世界就是各种对立的力量相互争斗的战场，人类的意志和力量拥有广泛
的用武之地。每个人都必须参与进来。古代民族的多神信仰就是世界多
元化特征的体现，多神信仰总是一个民族的真正的宗教，而且今天仍然
如此。多元论和多神教比任何一种一元论和一神教都更为合理。

第三个特征也是一种典型美国式的对一切可能性都敞开大门的怀疑
主义的无偏见态度。谁敢断言，他的认识方式是我们人类的认识方式中
的最为有效和最为正确的？“我本人坚决否认这样一种信仰，即认为我
们人类的经验是宇宙中的最高形式。我倒是更倾向于这样一种观念，即
我们与整个世界的关系几乎和我们的宠物狗和宠物猫与我们的关系是同
样的，它们是我们的起居室和书房里的成员，它们也参与到一个连它们
自己也不知其所以然的场景里来。在神奇的历史进程中，它们都只是匆
匆过客……在万物的轮回流转中，我们也只是匆匆过客。”

2．约翰·杜威

美国实用主义的第二位伟大代表人物约翰·杜威（1859—1952）所
赋予实用主义哲学的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比詹姆斯的思想更具“美国
味”。杜威首先是个教育学的社会改革家，他的那部被翻译成德语的著
作《民主与教育》（1916）至今在美国的教育事业中仍发挥着重要的影
响。杜威的最主要的哲学著作有《理论逻辑研究》、《伦理学》、
《创造的智慧》、《哲学的改造》、《人的本性和人的行为》。

有些特别的是，杜威在他生命中的重要时期都不是在更为欧洲化的
美国东部度过的，他一直长期在美国的中西部生活。詹姆斯是个虔诚的
信奉宗教的人，他的哲学虽然带有实用主义的倾向，但是仍然使人觉得
他是在为哲学和宗教作辩护。与此相反，杜威只关心自然科学和实际经



验，他剔除了一切超越自然科学和实际经验的东西。思想是行为的工
具。思想只具有工具的价值。因此，他的哲学也被称为工具主义
（Instrumentalismus）。

成长和发展是杜威世界观的关键词。它们也是伦理学的标准。人生
的目的不是达到一种最终的完美境界，而是在一个永恒持续的过程中不
断地向更完美、更成熟和更精致迈进。

3．实用主义在欧洲：席勒，魏欣格尔

在欧洲，实用主义主要是在英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斐迪南·席勒
（1864—1937）是其代表人物。他的主要功绩在逻辑领域。他最重要的
著作是《人道主义》（席勒就是这样称呼实用主义的，因为在他看来实
用主义的一切都是关涉人的）以及《形式逻辑》。读者自己就会发现，
如果用欧洲哲学的标准来衡量的话，那么美国实用主义的基本思想根本
就不是什么新东西。詹姆斯自己就给他的《实用主义》一书起了个副标
题：“为几个古代思想智慧取一个新名字。”

在尼采那里，还有在恩斯特·马赫、维特根斯坦、维也纳学派以及
鲁道夫·卡尔纳普那里，读者也将会发现与实用主义相近的思想。

倘若把实用主义者看作是这样的人，他认为认识的目的不是为了追
求真理，而是为了获得现实的成功，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把那个如今
几乎被人遗忘了的思想家汉斯·魏欣格尔（1852—1933）划归实用主义
者的行列，通常他都是被看作新康德主义者。事实上，正如他对《纯粹
理性批判》所作的纪念碑式的评论所显示的那样，他确实是个“康德
通”。在新康德主义运动中，魏欣格尔的这篇康德评论以及由他创办并
且自1896年开始出版的期刊《康德研究》对于复兴康德思想是立下功劳
的。

魏欣格尔的最重要的著作有一个长长的书名：《或然哲学，人类的
理论、实用和宗教的虚构体系》。事实上，魏欣格尔写这本书的时候
才二十五岁，可是过了三十五年之后（1911年）他才将它公之于世。

如这本书的标题所显示的那样，魏欣格尔的中心概念就是虚构，他
的哲学因而也被称为虚构主义（Fiktionalismus）。虚构的字面意义就



是“杜撰、编造、（纯粹的）假设”（在英语中它指文学中的小
说“fiction”）。在科学中，人们称虚构是一种假设，其或然性和不可能
性是尽人皆知的，尽管如此，人们仍然用它作为一种辅助概念，而且它
也的确起一定的作用。对于虚构这个词还有一种较为恰当的语言表达，
即“似乎”。但是，我们也不要把虚构和假说相混淆。假说也是一种假
设，对于它最终的真正价值我并不需要确信，但是，我期望这个假说能
够通过实验最后得到证实，被证明是正确的，或者被证明是错误的而被
舍弃。对于虚构的东西我就不会有这样的期望，我从一开始就知道它是
假的或是矛盾的，尽管如此我仍然使用它，而且会非常成功。

我们还记得，康德在他的著作中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曾经使用
过“似乎”这个表达方式，即在解释理性、心灵、宇宙和上帝的观念时使
用过它。

魏欣格尔发现，在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当中，我们始终会把这个方法
运用到各个不同的领域中去，譬如，在数学中无限小的概念，尽管它是
有矛盾的，但也不可缺少。在自然科学、法学、国民经济学、历史学中
也有无数类似的假设。又比如，伦理学中的意志自由在逻辑上就是无稽
之谈，尽管如此，它仍然构成了我们的道德和法律秩序的基础。在宗教
中也是这样，我们仍然保留着那些虚假的和得不到证实的假设，就因为
我们觉得这些假设“可爱”，也就是说它们是实用的、有用的并且是必不
可少的。

于是，魏欣格尔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究竟是如何从错误的假设
当中获得正确的结果呢？他又回答说：思想具有合目的性的有机功能，
思想最初只是用于生存斗争的工具，它是为生物的自我保存服务的。思
想并不是为思想本身而存在的。在进化过程中——根据“工具超越目
的”的规律——思想最终成为一种为思想而存在的理论思想，成为纯
粹“认识”的目的，可是思想本来并不是为此而生的，所以对此也是勉为
其难。

思想是一种艺术。逻辑学是思想的艺术理论。除了逻辑学的正规的
方法和技巧规则之外，还有“艺术概念”，非常规的思想方法，也可以说
是诀窍，在生存斗争中这些诀窍被证明是合目的性的。其中最重要的诀
窍就是虚构。

虚构的世界渐渐地成为一个非现实的自在自为的世界，虽然这整
个“虚构的”世界是非现实的，但是它也不是无价值的。恰恰相反，对于



人类的较高级的精神生活，对于宗教、伦理、美学、科学来说，这个非
现实的“虚构的”世界甚至比“现实的”世界更为重要。魏欣格尔因此而得
出一种完全改变了的真理概念，“真理”就是可预言性，就是一种经验的
可预测性，我们由此而获得希望，并且根据它来正确地调整我们的实际
行为。如果虚构的世界实现了它的目的，那么它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真
实的”。真理就是对于生活的实用性。根本就不存在另一种衡量真理
的“客观”标准。魏欣格尔与美国实用主义的共同之处现在看来已经是再
清楚不过了。

无疑，二十世纪末的“时代精神”非常强烈地受到了实用主义的影
响，这不仅仅是在美国，欧洲也受到了它的影响，其他的工业国家也不
例外（达尔文的进化论退居次要地位）。实用主义的思想观点显然在生
活实践中得到了验证，这在真正实证主义哲学的意义上来说是对其价值
的最完美的确认。

三、新本体论和新形而上学

二十世纪的哲学思想运动——如我们在本章的开篇所说——并不是
按先后顺序相继发生的，它们大部分都是并列发展的。就此而言，我们
可以称二十世纪的哲学是一种“多声部世纪”里的哲学（这是库尔特·霍
诺尔卡，的一本研究二十世纪音乐的书的书名）。

我们下面将要讨论的思想运动大约涵盖1890至1950这段时期。我想
重点讨论一位思想家，虽然他不是这个思想运动的“发起人”，但是他的
著作却突出地代表了这个思想流派的基本特征。

1．批判本体论：尼古拉·哈特曼

尼古拉·哈特曼（1882—1950）出生在里加，他曾在马堡、柏林和
哥廷根教书，是个备受人尊敬的教师。他一开始是个新康德主义者，不
久之后他便独辟蹊径。他几乎对所有的哲学流派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其中也包括我们将要在下一节中叙述的现象学。

哈特曼的主要著作有《认识的形而上学纲要》（1921）、《伦理



学》（1926年）、《精神存在问题》（1933）、《本体论基础》
（1935）、《可能性与现实性》（1938）以及《实在世界的结构》
（1940）。上述著作中的后面三部构成了哈特曼本体论哲学的体系。哈
特曼的《本体论的新方法》是一本入门性的书，其基本内容可概括如
下：

新旧本体论

从亚里士多德到经院哲学的旧本体论是从如下原理出发的，它认为
决定事物内在本性的是一种普遍有效的东西。我们可称之为共相实在
论，它主张一切个别事物都导源于最高的共相，并且因此而试图超越经
验现实。

康德的批判认识论作为其发展的顶峰最终摧毁了这种本体论的基
础。这批判的结果不能再被搁置一旁，一种新本体论必须是批判本体
论。这主要是说，新本体论不能从先验的概念和方法出发，存在的范畴
不能被先验地认识。

问题是，存在的范畴——倘使它与我们的认识范畴相一致，并且在
某种程度上看也似乎如此——是否确实导源于我们的认识范畴。但是，
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恰恰不知道认识范畴在多大程度上与存在范畴
相一致。除此之外，我们还缺乏对我们的认识范畴的直接知识。人对自
然的认识总是直接面向自然对象的，人对认识本身的反思则是认识后来
的发展阶段。虽然认识范畴以我们的认识为基础，但是认识范畴并不是
最先而是最后被认识的。与此相反，本体论则是自然认识的延续，毕竟
康德也不是从判断形式的图表中推断出范畴的图表，而是从他对对象的
渊博知识中推断出范畴，只要他那个时代的科学所能认识到的知识，他
都加以利用。因此可以说，不存在对于范畴的先验认识。

我们必须走另一条道路，也就是采用从内容中推断出结论的方法，
也就是以科学认识的全部成果以及人类在其他领域内的全部经验为依
据，并且以分析的方法从中剖析出存在的范畴。这种方法就叫做范畴分
析。关涉现实性概念的几个基本错误必须从一开始就加以避免。首先，
我们不要把现实性与物质性相混淆。人的命运、历史事件以及其他许多
事情都不是物质性的，但是，它们仍然是极其现实的，它们在人的生活
中都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其次，我们也不要把现实与呆板的存在
等同起来，恰恰相反，一切现实都是处于不断的运动之中的，因此，要



想确定存在也就意味着必须确定变化中的存在方式。再次，我们必须清
楚这一点，即在每一种范畴理论中都会残留一些非理性的因素，即使是
众所周知的因果性原则，我们对它的最内在的本质也不可能一览无遗。
最后，我们也不要把范畴与其构成物及其多样性相混淆，物质的东西，
植物、动物、人类等共同构成了一个由低到高的存在等级，但是，这每
一种构成物本身也已经包含了不同的存在等级，我们需要首先对其进行
剖析。

与所有以前的本体论所采用的方式相比，哈特曼的“批判本体论”认
识实存世界的方式存在两点区别：第一，对哈特曼来说，实在世界既非
不能被完全认识，也非能够被完全认识；毋宁说，它只可以在某种限度
内被认识，或许甚至可以说，它不被认识的程度比它被认识的程度要更
大一些。第二，哈特曼试图避免哲学通常所犯的那个错误，即当一种哲
学原理在某个存在领域内被证明是正确的时候，人们就不加思考地把这
个原理运用到其他领域中去。

在本世纪的另外两位思想家那里也产生了一种批判本体论的认识论
萌芽，我们在这里也应该提一下他们的名字：埃利希·贝歇尔（1882—
1929）和埃洛伊斯·文策尔（1887—1967）。

实在世界的结构

在实在世界中，整个存在是由四个主要阶层构成的。分别由有形的
物质和生命体组成的两个较低的阶层共同构成了外在空间世界，在其上
面是一个非空间性的世界，也分为两个阶层，一个是灵魂现象的阶层，
一个是精神现象的阶层。

这些阶层必须从本体论上加以确定，首先要确定它们固有的范畴，
其次要确定它们之间的关系。如果能够证明某个范畴是一切阶层所共有
的，但又不仅仅限于与此，也就是将这个范畴置于物质性的实在阶层之
下来考虑，那么这些范畴就可被称为基本范畴。

做这样的分析必须要有批判的精神而且也要小心谨慎，我们不能把
一个阶层的范畴不假思索地套用到另一个阶层那里去。在最低的阶层
（物质）那里被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对于认识生命和精神来说则是远远不
够的，唯物主义的缺点就在于此。同样，精神范畴也不适宜于对物质范
畴的把握，这也就是黑格尔所犯的错误。中间阶层，即由生命体构成的



阶层，也不允许把他们的范畴任意地套用到其他阶层那里去。虽然这样
跨越界限便于人们用一种原则解释世界，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获得一
个真实世界的完整图像。

当然，范畴之间打破界限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世界的统一性——此
外也不应该先入为主地以此为先决条件——并不仅在于一种原则的统一
性，世界的统一性也可以是一种结构的统一性和一种连贯的秩序。

以上仅仅是几点预备性的说明，范畴分析本身也是一门完整的科
学，因此在这篇简短的叙述中不可能说得清楚，不过我们可以把最重要
的几点归纳如下：

基本范畴可穿越存在物的所有阶层，它是存在物各阶层之间相互联
系的纽带。借助于它们，世界的某种统一性特征便有可能昭然若揭。这
一类基本范畴是：统一性和多样性，一致性和矛盾性，对立和范围，基
本要素和结构，形式和物质，决定性和依赖性，等等。这些基本范畴的
每一种会从一个阶层转变为另一个阶层。譬如，决定性在物质的范围内
具有因果关系的形式，决定性在生命体的范围内就表现为完全另外的形
式，它表现为部分功能的彼此合目的性，表现为整体的自我调节能力，
表现为生命个体的可再生性，这个过程是由遗传系统控制的。心灵活动
的决定性形式几乎还是个未知的领域。在精神存在的阶层，决定性的形
式则表现为目的性，包括人的所有道德愿望和行为的有意识的活动都具
有目的性。价值的决定性是精神领域内的另一种形式。另一方面，独立
性也是每一个存在阶层中的重要因素，这是一种“范畴的创新”，它构成
了每个阶层的独特性。

经过对基本范畴和个别阶层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之后，哈
特曼总结出了如下的五个“划分阶层的规律”：[5]

1．在叠加在一起的所有存在阶层中，较低阶层的范畴总是会再现
于较高阶层的范畴中，但是，较高阶层的范畴却从来都不会再现于较低
阶层的范畴中。范畴之间的跨越只会是从低到高，而不会从高到低。

2．范畴的再现也总是有一定条件的。不是所有较低阶层的范畴都
会在较高阶层的范畴中再现，也不是所有较低阶层的范畴都能够毫无困
难地延伸到一切较高阶层的范畴中去。这种再现在某个阶层也可能会中
断。



3．从较低阶层跨越到较高阶层的过程中，再现的范畴也会发生转
变，它会被较高阶层的特性所消化吸收。

4．较低阶层的范畴的再现永远都不会影响较高阶层的范畴的独特
性，这种独特性总是因一种范畴创新的加入而产生，这种范畴创新则是
因新形式的范畴的出现而形成。

5．存在形式的递增序列并不构成一种连续性。当范畴创新的因素
在这个序列的许多特定的切入点上同时加入新范畴的时候，存在阶层则
会明显地相互远离。

哈特曼也以类似的形式列举出了个别阶层中的一系列依赖性。毕竟
也存在一些涉及范畴之间联系的原则。旧形而上学中的一系列偏见借助
于这种阶层分析的方法就可以被消除。比如那个极端引起争议的问题：
世界是由物质决定的还是由精神决定的，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存
在的分层结构则避免了这种一般化的矛盾。

哈特曼又以透彻的分析方法对存在的各个不同范围做了进一步的划
分，这在某些方面带有现象学的特点。在他的自然哲学中，又划分为无
机存在和有机生命；在他的精神哲学中，又划分为主观世界和客观精
神，如他所认为的那样，语言、道德和法律都属于客观精神的范畴。尽
管哈特曼的这种划分方式与黑格尔的有些类似，但是哈特曼得出的结论
却与黑格尔不同，甚至可以说恰恰相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哈特曼
的阶层划分学说中精神对于物质来说是次要存在的东西，因而精神也是
较弱的和缺乏持久性的东西。对哈特曼来说，在通过范畴分析而获得的
划分阶层的规律中，存在物各阶层之间的独立性、依赖性、相互依赖性
或惰性最终显露出了世界的统一性特征。当然，在哈特曼那里，世界的
统一性并不表现为一种（在通常的“一元论”意义上的）统一性的原则，
不过或许可把世界的统一性看作是一种有秩序的结构，对我们人类来
说，这个结构在我们的认识界限之内也是可以被认识的。然而，哈特曼
认为，在这个只能被部分地认识的结构统一体的后面，假如我们还试图
去寻找一个在终极原则或人格化上帝的意义上的“宇宙终极因”，那根本
就是毫无意义的事情。

人——决定论与自由

在日益尖锐的矛盾中，旧有的思维模式对于人的考察已经不再适



用。人是集全部阶层结构于一身的，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把握
住人的本质。此外，我们还应认识到，这同一个阶层结构也在外在于人
的实在世界的结构中存在着，所以说，如果不理解世界，我们也不可能
理解人，同样，如果不理解人，我们也不可能理解世界。

自由问题在阶层分析的光照下似乎也完全改变了颜色。决定论与自
由在每一个阶层都有不同的意义。过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所有尝试都是从
决定论或非决定论的错误观念出发的，决定论不能与自由达成一致，非
决定论不能与自然规律达成一致。这样，我们就总是会遇到不可克服的
矛盾。康德做出了天才的选择，他撇开非决定论来理解自由，他认为，
若想将决定论与自由融合起来，人们就必须假定，在由因果律决定的世
界之外还存在一个自由世界。

因果决定论完全可以在一个更高的范畴阶层上与自由达成一致。简
单地思考一下就可得知，恰恰这种因果关系可以通过一种更高的级别
而“转变形态”。因果过程对于结果是漠不关心的，可以说它是盲目的。
每一种新加入的成分都可能改变过程的方向。看似牢不可破的自然的因
果关系甚至为人类对它的干预提供了条件。因为，一旦人类看清了这种
规律性并努力使自己适应它，那么人就可以操纵这个过程的发展方向。
假如宇宙万物不是由因果律决定的，那么人就不可能实现任何目的，因
为他无法选择能够帮助他在因果的道路上实现目的的工具。

即使不厌其烦的提示很有可能会使读者生厌，但是我们在这里还是
想再重复说一遍，上述的观点也只是从哈特曼思想世界里截取的一个片
断而已。

评价

在一篇题为《哲学思想及其历史》（1936年）的学术论文中，哈特
曼指出，迄今为止的哲学史基本上是一种构造许多伟大的哲学体系的哲
学世界观的历史，而不是一种讨论哲学的基本问题的历史，而且对于在
解决哲学基本问题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意义深远的思想成果也没有给
予应有的重视。对哈特曼来说，在哲学发展史上，思想体系和学术观点
根本就不具有什么深远的意义和真正的重要性，毋宁说，具有更为深远
和重要的意义的倒是哲学所犯的错误和它的失误，以及它出于自己思想
体系的考虑而削足适履地对事实的歪曲，简言之，是那些成问题的东
西，或者用康德的话说是“一种科学的发展所缺乏的摸索精神”。在哈特



曼看来，谁要是以这种方式把哲学的历史处理成思想体系的历史，那么
他给出的就是“很多土而很少金子”。这里的金子是指那些经过许多世纪
逐渐积累起来的经久不衰的思想成果，这样的成果只有通过对客观问题
进行严谨的和实事求是的分析才能获得。

遵照这样一种观点，哈特曼自己当然也不是一个“体系思想家”。与
此相适应，谁要是想研究哈特曼，那么他既不能简单地接受也不能简单
地拒绝哈特曼的观点，首先，他必须研究哈特曼对他自己研究的大量客
观问题所作的回答。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位思想家始终要求人们从实
际出发，从“问题的整个范围”出发，并且他也是按照这样的要求去做
的，可是，他自己却又恰恰爱好无所不包的思想，甚至可以说是“包罗
万象”，[6]因为哈特曼涉猎了经验世界的所有领域以及哲学的所有分
支。显然，在科学变得极度专业化的时代，即使一个像哈特曼这样的天
才也不可能同时在科学的所有领域内都游刃有余。不过在生物科学领域
内，哈特曼走在了他那个时代的前沿。

哈特曼的哲学没有形成任何“学派”，几乎没有一个思想家可以被看
作是他直接的学生和后继者。他的影响之所以迅速缩小，倒不是因为他
遭到了正面的反对或“反驳”，其主要原因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
束，“时代精神”已经对他不感兴趣，并且开始转向另一种思潮，主要是
转向存在主义。但是，哈特曼并不是孤军奋战，我们也可以把他与一个
通常被称为“新形而上学”的较大的思想运动联系在一起，在哈特曼之前
就已经产生影响的一些思想家也可被列入这个思想运动之中。

2．新形而上学

除哈特曼之外，属于这个思想流派的思想家都具有如下共同特
点：[7]

（1）形而上学这个概念不应该被理解为，它试图“超然于物理学之
上”或超然于自然和经验之上，不应该被认为，它背离经验并醉心于空
洞的抽象思辨。相反，尽管过去的形而上学确实试图超越物理学和自然
科学，但是今天的形而上学家却都是经验主义者。他们都从经验出发并
拒绝先验的知识。当然，与新实证主义不同，他们的经验并不仅仅局限
于外在的感官经验，除此之外，他们还承认一种理智的经验。



（2）他们的方法不是直觉的（如在生命哲学和现象学那里），而
是理性的、理智的。

（3）这种形而上学所追求的目标就是从根本上把握存在。他们所
关注的不是纯粹的现象，不管现象背后还有什么都统统撇开（如在新实
证主义那里）；他们所关注的不是发展过程，不是只可经验的生命之流
（如在生命哲学那里）；他们所关注的不是本质，不是客观实体（如在
现象学那里）。他们是本体论，是存在哲学。他们试图直接地把握存
在，因而他们在整个思想方向上是属于一个现实主义的和注重具体事物
的思想运动。

（4）这个世纪的形而上学具有一种综合的、包罗万象的特点。这
有双重含义：首先从历史的角度看，它包含那些对迄今为止的哲学产生
影响的思想家及其思想，包括古希腊哲学、经院派、前康德形而上学以
及近代哲学。康德的批判主义也并不被看作是复兴形而上学道路上的绊
脚石。这种形而上学是经由康德的，当然也会超越他。

其次，新时期形而上学包罗万象的特点还表现在，它试图囊括全部
存在及其最终原则。有关现存事物发展阶段的报道，既不会被忽略，也
不会被过分强调。人们试图避免以前的那种片面的绝对化。

有三个人物应得到较为详尽地评价，他们中一个是德国人，一个是
澳大利亚人，还有一个是英国人。

或许是巧合，这个德国人与尼古拉·哈特曼同姓，他叫埃德华·冯·哈
特曼（1842—1906）。他死后的声誉经久不衰，这主要是归功于他
的“青年之作”《无意识哲学》（初版于1868年，后多次再版，并增至三
卷本）。这本书的核心概念是曾经在谢林那里出现过的无意识。对哈特
曼来说，无意识是存在的最后根据，是“在物质和意识后面并与之相等
的第三种存在”，是世界本质的基础、根源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统一
性。哈特曼仔细研究了无意识在物质、动植物、人体、思想、爱情、感
情、艺术创造、语言和历史中所起的作用。

哈特曼把他的著作看成是对黑格尔和叔本华思想的综合，其中黑格
尔的因素占据较多的成分，黑格尔的世界精神和叔本华的意志都包含在
他的无意识之中。这个概念在哈特曼那个时代已极为流行，这主要是通
过谢林的学说。如今每个人都知道，西格蒙特·弗洛伊德及其后继者在
无意识的世界里发现了一个神奇的新大陆，哈特曼应该被看作这个思想



运动的先驱。

当然，诗人作为人类灵魂的伟大鉴赏家早就已经在这个无意识的王
国里畅游了，并且从中汲取创作灵感，显然，他们也认识到了无意识的
存在。如让·保尔（即约翰·保尔·弗里德里希·李希特，1763—1825）所
言：“如果我们忽略了那个广阔无垠的无意识世界，忽略了那个真正意
义上的内在新大陆，那么我们的自我意识的疆域将会变得非常狭窄。我
们的记忆就如同巨大而广袤的地球，它旋转着，只有几个被照亮的山峰
才能够在我们的意识里凸显出来，而其余的整个世界却隐藏在阴影之
中。”

完成了这部“青年之作”以后，哈特曼数十年如一日地精心研究了几
乎所有的个别哲学领域：认识论、宗教哲学、伦理学、美学、自然哲
学、心理学以及语言哲学，而且他也发表了一系列著作，其中也有广为
流传的作品。他反复强调说，“无意识哲学”并不是他的整个体系里的唯
一一块基石，若想认识和评价他的整个思想体系，就必须了解他的全部
著作。

哈特曼在世的时候，他后来的著作中没有一部能够抵得上他的第一
部著作所产生的影响。只是在他去世以后，情况才有了些改变。近来人
们较少把哈特曼看作形而上学家，而更多得把他看作认识论思想家。他
的与此相关的主要著作《先验实在论的批判基础》、《认识论的基本
问题》、《范畴学》为他的《批判实在论》奠定了基础，在二十世
纪，特别是在自然科学家那里，批判实在论已经赢得了它的发展土壤。
从某种程度上说，批判实在论是处于一种单纯的实在论——它将既有的
东西干脆就作为实在的东西来接受——和康德的超验唯心论之间的。批
判实在论与单纯的实在论之不同在于，首先，它清楚地意识到，被感知
的东西只是意识里的东西，还不是“实在”；其次，它（和康德一样）把
现象世界和自在世界区别开来。但是，与康德的唯心论不同，它是实在
论，它不认为实在的外在世界（自在世界）是不可认识的。就此而言，
埃德华·哈特曼与其同名者尼古拉·哈特曼应获得同等的荣誉。

萨缪尔·亚历山大（1859—1938）出生在澳大利亚，他一直在英国
生活和讲学。他的主要著作于1920年发表，书名是《空间、时间与上
帝》。亚历山大的哲学吸收了各种不同的精神营养，除了上述新形而上
学的一般特征之外，我们想在下面特别强调他的两种思想。

空间—时间。宇宙的基本要素是空间和时间。这也是亚历山大形而



上学的基本概念。空间和时间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把它们分开来是一种
概念化。实在是由空间—时间点组成的。空间—时间也是形成其他所有
东西的材料。我们看到，他的这一思想与相对论极为接近，因为在相对
论那里，空间和时间是一个“四维的连续统一体”，物质和万有引力与空
间“弯曲”是有联系的。亚历山大的思想并不是依赖于物理学而产生的，
这也表明，相对论也不是直接来源于其创立者的头脑，而是在科学和哲
学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

存在的等级。我们之所以提及亚历山大的这一思想，是因为他的这
一思想虽然在名称及内涵上与尼古拉·哈特曼的有些不一致，但是整体
来说它们的形式却极为相似，而且这也是当今形而上学的明显特征。

有四种不同的实在等级。其中“范畴”是涵盖所有等级的，在亚历山
大看来，时空性就是属于这个等级的。“质”是一个或多个等级所特有
的。最低等级的质也会出现在较高的等级中，但是反过来则不可以，存
在的较高等级中显露出比较低等级更为新颖的和不可预见的质。当然，
这种从低到高的过渡是连贯的和连续的。究竟较低等级是如何过渡为较
高等级的，对此我们不得而知。

阿尔弗雷德·诺特·怀特海（1861—1947）是数学教授，他做这份工
作直到六十三岁为止。他和罗素合作发表了著名的三卷本著作《数学原
理》，后者曾经是他的学生。对于他到了晚年才开始研究的哲学来说，
他的这部著作是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准备。“他的著作是迄今为止对自
然科学的成果所做的最完美的哲学处理。”[8]他的另两部著作《科学与
近代世界》（1925年）和《过程与现实》（1929年）为他的形而上学
奠定了基础。这两部著作都是他晚年在哈佛教书时发表的，从那时起他
开始真正转向哲学，其中前一部书读起来比较容易一些。[9]

3．新经院哲学和新托马斯主义

十九世纪后半期，天主教信仰越来越受到迅速发展起来的所谓实证
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威胁，或更确切地说，这种威胁倒不是直接来自
这种实证科学所取得的成果本身，而更多的是来自以这些成果为出发点
并且与宗教学说为敌的哲学。在教会内部，那些所谓的天主教现代信徒
试图调和宗教与哲学之间的矛盾，但是，更多的人则拒绝做这种努力，
因为他们担心这样一来宗教信仰的根基就会受到动摇。



教会的上层对此做出了两种不同的反应。一种反应是，他们断然拒
绝天主教现代信徒的做法，1910年，教皇庇护十世做出规定，所有神职
人员在被授以更高的圣职以前必须宣誓反对天主教现代信徒，其中有大
量为巩固教会基本教义所作的誓言，而与教会教义相违背的观念则受到
坚决地抵制。另一种反应是，教会的上层呼吁教徒们要进一步加强天主
教的精神力量，号召他们要以中世纪思想、经院哲学特别是托马斯·冯·
阿奎那的著作为基础努力复兴基督教哲学。教皇列奥七世于1879年所做
的通谕是这场思想运动的一个里程碑。

首先在意大利，随后是在其他国家里的天主教范围内，教徒们响应
了这一号召。他们决定重新出版托马斯的著作，他们设立了一个托马斯
学会，在罗马以及其他地方也都相继建立起托马斯研究中心，修会的神
职人员也参与其中，人们对古代流传下来的基督教哲学又纷纷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

对历史和思想体系的兴趣也在持续不断地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这
种兴趣一开始就转向中世纪基督教哲学的实质性内容。为了真正理解中
世纪基督教哲学，人们又必须追溯它的源头，也就是要从广度和深度上
研究基督教哲学的历史发展。细致认真的历史研究又推动了一种新的客
观化和体系化哲学思想的产生。

献身于这项工作的人大多是从事历史方面的研究，另一些人则是从
事于思想体系方面的研究。属于前者的有德国耶稣会会士弗兰茨·埃尔
勒（1845—1934），克莱门斯·包穆克尔（1853—1924），马丁·格拉卜
曼（1875—1949），以及法国人埃田奈·吉尔松（1884—1978）。属于
后者的有康斯坦丁·古布勒特（1837—1928），约瑟夫·茅斯巴赫（1861
—1931），还有法国的多米尼克教徒勒基纳尔·玛丽·加利高-拉格朗
（1877—1964）以及德国的耶稣会会士埃利希·普利茨瓦拉（1889—
1972）。法国人雅克·马里坦（1882—1973）也许是其中最有名的一
位，他在二十四岁时改信天主教，后来成为新托马斯主义最有影响的人
物之一。

新托马斯主义主要是指承袭托马斯·冯·阿奎那的思想运动。就像托
马斯是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家中最重要的人物一样，新托马斯主义也是近
代天主教哲学中最重要的并且也是传布最广的思想潮流。所以人们有时
把“新托马斯主义”和“新经院哲学”作为同义词看待，但是两者并不完全
一致。有些思想家从奥古斯丁那里承袭下来的成分要比从托马斯那里来
得多，而有些思想家则是从邓斯·司各脱的思想或者从“新经院哲学



家”苏阿雷茨的思想出发。因此，新经院哲学是个较为宽泛的概念。

另一方面，在托马斯主义的内部也存在一些不同的思想流派，不过
整体来说这个学派带有一种值得我们注意的封闭性。努力维护一种古老
的传统，这在许多思想运动中并不少见，托马斯主义的思想家们也是这
样，他们为此也写作了大量的专题论著和评论集。最长的托马斯评论集
是用拉丁文和法文写成的，竟长达好几十卷之多。这个学派在法国巴
黎、瑞士弗赖堡、意大利米兰、德国以及英语国家都有活动中心。

在认识论方面，这个学派主要是讨论康德的思想以及其他唯心主义
学说。一般来说，他们在这方面更倾向于一种批判实在论。

这个学派的中心议题是作为存在学说的形而上学。他们的中心概念
就是“能力”和“行为”，或者说是可能性与现实性。在他们的思想中既有
亚里士多德对材料和形式的基本区分，也有我们在其他形而上学家那里
已经熟悉的存在的等级结构理论，即认为存在是由相互叠加并可跨越界
限的等级组成的，其中精神位于最上层——精神是非物质的，它独立于
时空中的物质秩序。

从一般特征上来说，新托马斯主义与怀特海以及尼古拉·哈特曼的
哲学都属于存在哲学，因此，将新托马斯主义放到这一章里来叙述也是
合情合理的。

四、现象学

1．现象学的产生

二十世纪哲学与生命哲学和实用主义一样大都带有一种抛弃康德的
倾向，在这个世纪的上半期繁荣起来的现象学也是如此。抛弃康德也表
现在人们向康德以前的思想家如经院哲学家、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复
归。虽然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并不是完全没有受到新康德主义的影
响，但是真正给他指明方向的老师却是弗兰茨·布伦塔诺（1838—
1917），布伦塔诺起先是一位天主教牧师，离开教会以后，他仍然与经
院哲学以及他的老师亚里士多德保持着紧密的精神联系。由于许多思想
家都是直接承袭了布伦塔诺的学说，这样他后来就成为十九世纪最有影



响的哲学家之一。不仅胡塞尔是从他那里出发的——其现象学被看作是
存在主义的土壤，而且与现象学有密切关系的阿莱克修斯·梅农（1853
—1921）的“对象理论”也是从布伦塔诺的思想中吸取营养的。

另一位思想家伯恩哈特·波尔扎诺（1781—1848）产生影响比布伦
塔诺要早一些，他是哲学家和数学家，同样也是一位康德反对者，而且
也是通过胡塞尔才被人了解的。胡塞尔特别强调了他的一个基本思想，
即逻辑学不依赖于心理学。逻辑规律与思维意识的过程是不一致的，它
更多的是一种超越时空的真理，是一种自在原理。现象学所关注的就是
这种观念的客观实体，现象学是一种本质哲学。

2．艾德蒙特·胡塞尔

埃德蒙特·胡塞尔是本世纪一位较有影响的哲学家，他于1859年出
生在普罗斯尼茨（迈伦），先是在哈勒和哥廷根教书，然后从1916年直
到1928年退休，他一直在弗赖堡大学任教。由于他的犹太血统，晚年他
遭到恶意诽谤。尽管胡塞尔在青年时期受其指导教师托马斯·马萨瑞克
的影响而改信了新教，但是这也于事无补。他于1938年去世，从而免遭
纳粹迫害的最终厄运。胡塞尔所受到的教育是做一名数学家，他曾经做
过著名数学家K.Th.魏尔施特拉斯的助手。他写的第一本书《算数哲
学》遭到哥特卢普·弗雷格的激烈批评，他指责胡塞尔的“心理主义”，
说他一方面模糊了逻辑学和数学之间的界限，另一方面模糊了逻辑学和
心理学之间的界限。胡塞尔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是《逻辑研究》，正好发
表于世纪之交（两卷本，1900/1901年），人们常常把这本著作与普朗
克、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的里程碑式的著作并列放在一起。胡塞尔的核
心思想是非常明确的，他拒绝逻辑学中的心理主义。威廉·狄尔泰称这
部著作是“自康德以来哲学的第一次伟大进步”。

我想首先再列举一下胡塞尔的其他主要著作，自1923年起，他出版
了《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其中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纯粹现象学和
现象学哲学的观念》，它可以被看作是这整个学派的基础性著作。不过
确切地说，这本著作分三部分，其中第一部分题为《现象学导论》。本
书的第二和第三部分后来经胡塞尔助手的整理于1952年才发表。1929
年，胡塞尔发表了《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试评逻辑理性》。

希特勒统治时代对胡塞尔来说是不利的。他的下一本著作《欧洲科



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的约三分之二篇幅只能在贝尔格莱德的一本
流亡者刊物《哲学》上发表（剩下的部分在他死后才得以发表）。

在写作上述两本著作期间，胡塞尔又撰写了《笛卡尔的沉思》，如
书名所表示的那样，这本书首先以法文版问世（1931年），德文版是在
他死后于1950年才出版的。这本书的命运与政治迫害并无关系，因为胡
塞尔于1929年在巴黎作讲座，他是应法国人的请求首先以法文发表这本
著作的（把该书从德文翻译成法文的两位译者之一就是德高望重的哲学
家伊曼努尔·莱维纳斯，该书的德文版就此耽搁下来，因为当时他正在
研究马丁·海德格尔的著作。海德格尔已经接替胡塞尔做了弗赖堡大学
的教授）。胡塞尔的上述著作并没有一种完整的“体系”，与此相反，哲
学研究对胡塞尔来说就意味着高度的使命感，他努力追求一种科学认识
的基础，这种科学认识应该建立在严密科学的基础之上。由于他对科学
持一种绝对诚实负责的态度，所以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自我纠正错误并毅
然再从头开始他的研究工作，有一次，他称自己是个“永远的新手”。胡
塞尔的思想始终在变化之中，自从1950年在卢汶（位于比利时）开始陆
续出版他的著作全集以后，这一点就更为彰明较著了。他的著作全集是
本世纪哲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当然这些著作并不是那么容易懂，这不
仅仅因为胡塞尔的思想总是在发生变化，而且主要还由于他终生所追求
的那种极度精确和严密的科学态度。他遗留下了45000页速记手稿。

什么是现象学呢？现象学一词是从希腊语phainesthai（自我显现，
彰显）的动词不定式那里引伸来的，分词phainomenon意思是“自我显现
的东西”，而且哲学史上自古以来它就与“显现于感官和意识的东西”是
同一个意思。

在这个意义上，康德把显现出来的东西放到了物自体（希腊语
nouomenon）的对立面。（“现象”一词在口语中还有“引人注意的、不寻
常的现象”的意思。）在哲学中，“现象学”主要是被赫尔德尤其是黑格
尔使用。

胡塞尔在他的《观念》（1913）的导言中解释说，他将要建立的现
象学不是事实科学，而是本质科学。为了认识本质，需要一种特别的态
度。我们必须将习以为常的认识态度“悬置起来”，而将整个为我们而存
在的自然世界“加括号”[10]。我们称这个步骤为epoche（重音在词尾的
e）[11]，也就是说要撇开整个存在的现实世界而进入“纯粹意识”的世
界。



读者可能期望胡塞尔能够在他的三卷本代表性著作中列举一些实
例，能够向人们展示一下该如何运用他的方法以及运用这种方法将会得
到什么结果。但是，在胡塞尔那里我们几乎找不到令人信服的例子，而
他的学生如马克斯·舍勒却做到了这一点（参见下一节）。他们非常认
真地响应了胡塞尔所倡导的“回到事物本身去”的号召，然而他们放弃了
他“先验地”提出来的方法，“现象学”在他们那里干脆就是一种实事求是
的、无任何偏见的和方法精确的思维方式。

3．马克斯·舍勒

胡塞尔的思想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受他影响最深的就是马克斯
·舍勒，他于1874年出生在慕尼黑。舍勒的博士论文导师就是鲁道夫·奥
铿（1846—1926），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享有很高的声望，并于
1908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除了亨利·柏格森之外（1927年获奖），
他是唯一的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哲学家。（1964年的该项奖授予了
让·保尔·萨特，但是他拒绝领奖。）舍勒执教于耶拿、慕尼黑和科隆。
最后，他接到了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大学的聘请，但是在正式上任之前，
他于1928年就去世了——这是德国哲学的最大损失之一，对犹太学者的
驱逐和迫害除外（舍勒也有一个犹太血统的母亲）。

舍勒的主要著作，特别是他的《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和唯物论的
价值伦理》（1913—1916年）是在柏林写成的，他有时作为一名自由作
家在那里生活。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他表现得像一个热情的国家主义
者，偶尔也接受一些外交性的任务。战争后期残酷的血腥味使他变成了
一个反战者，他放弃了新教信仰而改信天主教。他的《论人的永恒》
（1921年）表达了这一时期他内心的转变。在科隆期间，他的兴趣转向
社会学并且写了《知识的形式与社会》（1924年）。在他生命的最后几
年里，舍勒远离了基督教信仰而倾向于泛神论，他潜心于对自然科学问
题的研究，他的那本篇幅短小但意义深远的著作《人在宇宙中的位置》
（1928年）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在后面的一章里我将详细讨论他的这
本书。

博学多才的舍勒觉得自己在精神上与尼采、柏格森和狄尔泰非常相
近，至于他的工作方法，据他自己说则是采用了胡塞尔的现象学，这种
工作方法通过舍勒而传到了德国以外并且得到了认可，如西班牙的胡塞
·奥特加·加塞特（1883—1955）就接受了他的方法，德国诗人和思想家



（如歌德、尼采和狄尔泰）能够在西班牙和南美洲（他曾经在那里过了
十年之久的流亡生活）广为人知，对此加塞特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舍勒对于伦理学做出了意义深远的贡献，这明显地表明，他不仅
把“洞察本质”的现象学方法运用到了认识论领域（如胡塞尔），而且还
把它运用到了伦理学中：运用到了价值领域。价值（洛采将这一概念引
入到哲学中来）有其独立的存在（它与物质的存在不同），我们能够直
接把握价值，而且不是通过理性，而是通过感觉。价值的本质是不可改
变的（可改变的是我们的知识以及我们与知识的关系）。价值也是有等
级之分的，价值的最低等级是感官的愉悦，在其上面的价值就是生命
感、高贵和平庸，更高一级的价值就是精神价值、认识、真、美、正
义，最高一级的价值就是宗教和神圣。

舍勒的这种“唯物论的价值伦理”与康德是背道而驰的，他指责康德
的伦理学是“形式主义”，而且他把感觉从伦理学中排除了出去。

在社会学中，舍勒考察了社会状况与知识和科学发展的关系（《知
识的社会学》）。他将知识划分为功能知识、教育知识和幸福知识。他
也认识到了社会状况（比如阶级的分层）与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之间
存在着紧密的关系，但是他否认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持的那种认为唯有社
会存在才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

舍勒对人类感情生活的考察，特别是对同情和爱与恨的考察就是运
用现象学方法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舍勒考察了三个领域：第一，同情，
又可细分为相互同情（比如共同悲伤），情绪相互感染（比如在人群之
中），“感情合一”（比如与心爱的人或与大自然）；第二，爱与恨，在
这里，人的精神之爱、自我的灵魂之爱和激情之爱是不同的；第
三，“异己的我”，舍勒在这里考察了在儿童的自我概念逐渐形成的过程
中“你”所扮演的角色。

舍勒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又转向对人类学的研究，他撰写了一本篇
幅较小的著作，可惜并没有最后完成。他从哲学的角度思考人的本质以
及他在宇宙中的位置。关于此，我们将在本书的下一章中加以讨论。

除舍勒之外，受胡塞尔思想影响较大的思想家还有亚历山大·普芬
德尔（1870—1941）和海德威希·康拉德·马蒂乌斯（1888—1966），萨
特和海德格尔也对胡塞尔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五、存在主义哲学

1．概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存在主义哲学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认为
是时代的哲学。虽然这个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但是为了寻找存在主义的
源头，我们必须再回溯到克尔凯郭尔那里去。[12]

我们在克尔凯郭尔那里看到，他对个人及其具体境遇极为关注，这
也是所有存在主义哲学的共同特征。克尔凯郭尔认为，恐惧是存在的基
本状况，人是孤独的，人的存在就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悲剧，这也几乎成
了存在主义共同关注的问题。

所不同的是他们的宗教经验，克尔凯郭尔的上述思想就是来源于他
的宗教经验的。对他来说，这种基本的宗教经验在逻辑上是无法把握
的，它是一种“飞跃”，通过这种飞跃个人获得了信仰，并成为一个“基
督徒”。这种飞跃超越了所有的理性，它是向荒谬和悖论的飞跃。

在存在主义哲学家中，继克尔凯郭尔之后的就是法国哲学家加布利
埃尔·马塞尔（1889—1973），据马塞尔自己说，他的基本思想在他读
到克尔凯郭尔的著作以前就已经形成了，这表明，克尔凯郭尔的影响溯
源于二十世纪的一种思想深层的需要。在哲学思想的个人化和非体系化
方面，马塞尔和克尔凯尔戈尔也极为相似。他把他的思想写进了他的
《形而上学的日记》（1926、1935年）。

此外，存在主义哲学家中也有虔信的基督徒和无神论者。当代“辩
证神学”的代表人物卡尔·巴特（1886—1968）也与克尔凯郭尔有着紧密
的联系。

克尔凯郭尔是第一个但不是唯一的一个存在主义哲学的精神先祖。
在西班牙思想家米盖尔·德·乌纳姆诺（1864—1937）那里也有与此相近
的思想，生活在法国的俄国流亡哲学家尼古拉·亚历山大洛维奇·别尔嘉
耶夫（1874—1948），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8），德国
诗人勒内·玛丽亚·里尔克（1875—1926）以及弗兰茨·卡夫卡（1883—
1924）也都与存在主义思想非常接近。



克尔凯郭尔的几个思想特点是存在主义哲学家所共同具备的：

（1）存在始终是人的存在，是特殊存在方式的人的存在。在这个
意义上说，一切存在主义哲学都是“人道主义的”，人处于中心位置。

（2）存在始终是个体的存在，是以特殊方式存在的个人的存在。
在此意义上说，所有存在主义哲学都是“主体的”。个体的存在是不可延
伸的，个体的存在并非如柏格森所说是超个体的“生命之流”的一个环
节。存在主义哲学与生命哲学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此。

（3）存在主义哲学不用物的标准来衡量人，作为带有特性的物也
具备一种固定的本质属性。但是人的本质是不固定的，人首先要使自己
成为他是的那个人。因此，我们不能把人归入物的范畴来理解和作解
释。

（4）在方法上，存在主义哲学家或多或少的都是现象学家，他们
也是试图直接地把握存在。尽管如此，在出发点和目的上，他们与胡塞
尔还是相去甚远。胡塞尔试图探究的本质是一种普遍的、永恒的和客观
的本质和属性。具体的存在恰恰是胡塞尔想用“加括号”的方式加以摒弃
的（但是，在他思想的最后阶段，他又对“生命世界”进行了特别关
注）。

（5）存在主义哲学是能动的。存在不是不可改变的存在，而是根
据其本质受时间和时间性的约束。存在是在时间中的存在。因此，时间
和时间问题在存在主义哲学中占据着突出的地位。

（6）虽然存在主义哲学关注个体的人，但是存在主义所理解的个
体不是孤立的个体。恰恰相反，由于他们总是在一个具体的境遇中考察
人，并且始终把人看作是与世界和他人紧密相连的，因此，对他们来
说，人永远都不是孤立的。人的存在始终是在世界之中的存在，始终是
与他人共在。

（7）由于存在主义哲学思想总是与具体的生活经历有关，所以毫
不奇怪，当生活中一个特殊的和令人难忘的“存在事件”发生时，便会促
使存在主义哲学家进行哲学思考：在雅斯贝尔斯那里，这表现为人由于
死亡、痛苦、斗争和负罪感而陷入走投无路的“边缘状态”，在希特勒统
治时期，雅斯贝尔斯本人也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因为他的妻子是犹
太人，他既不能教学，也不能发表著作[13]）；在萨特那里，这表现为



一种普遍的厌恶感，萨特的一本富于启发意义的小说就叫做《恶心》；
在马塞尔那里，这或许表现为类似于克尔凯郭尔的那种宗教体验。所以
说，他们的思想也都受到了个人生活经历的影响。

此外，存在主义哲学这个名词在应用上也是有某种先决条件的。萨
特称自己是存在主义者，雅斯贝尔斯也使用存在哲学这一名称，但是，
海德格尔却反对人们称他的哲学是存在主义哲学，对他来说，分析存在
只是阐明存在问题的第一步。因此，我把海德格尔放到单独的一节里加
以讨论。

2．卡尔·雅斯贝尔斯

卡尔·雅斯贝尔斯（1883—1969）创立了一个广博的思想体系，他
首先是个心理学家，他于1919年发表的《世界观的心理学》是从心理学
向哲学的过渡。1932年发表的三卷本著作《哲学》对于构筑雅斯贝尔斯
的思想体系是至为重要的。1931年发表的《时代的精神状况》也能够较
好地代表雅斯贝尔斯的思想特点。

与其他存在主义哲学家一样，雅斯贝尔斯的思想主要也是根源于克
尔凯郭尔。在谢林的后期著作中，雅斯贝尔斯也发现了存在主义哲学思
想的萌芽。此外，普罗提诺、乔丹诺·布鲁诺、斯宾诺莎和尼采对他也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对他来说，真正重要的“哲学家”是康德。我们
在这里应该首先介绍一下雅斯贝尔斯的几个基本概念以及他的哲学思想
的几个特点。

大全

什么是存在？我怎样才能在思想上把握它？我首先把它作为对象来
思考，对象是某种特定的存在。但是，特定的存在是关涉其他人和关涉
我自己的存在，它是在我面前的存在。特定的存在是被限定了的存在，
它不是存在的全部。它仍然是处在一种无所不包的存在之中的，一切试
图通过一种特定的范畴把握存在的尝试——作为物质，作为能量，作为
生命，作为精神——都干脆将出现在眼前的存在的某种特定的方式看作
存在本身，这是一种绝对化。但是，存在本身是不可把握的，我能够认
识的所有存在并不是全部存在。



对象把我们纳入一个相对封闭的世界之中，这个相对封闭的世界把
我们包围起来，它就像是用地平线把我们包围住。每一个地平线都能够
把我们包围在其中，不管我们朝向地平线走多远，地平线始终跟着我们
一起走，它总是出现在我们面前，成为一个新的界限。我们永远都不可
能获得一个能够对整个存在一览无遗的立足点，存在处于一种半封闭的
状态。

雅斯贝尔斯称这种总是在退避我们并且永远都不可能被完全把握的
存在是“大全”。它永远都不会作为具体的东西或作为地平线自我显现出
来，它只能作为一种界限被感知。哲学思考的意义就在于超越一切特定
的存在去接近大全。在哲学思考的过程中，我们试图超越一切横亘在我
们面前的地平线，也试图超越我们自己被限定了的此在，目的是去认识
存在是什么，我们自己究竟是什么。这种为达到大全而超越存在的行动
就是哲学的基本任务。

生存

人们可以尝试借助于人类的各种不同的科学来理解人的存在，（对
雅斯贝尔斯来说）新近有三种此类的科学已引起人们的注意，即社会
学、心理学和人类学。所有这些科学都能够对人有所认识，但是却不能
认识人本身。他们只能认识人的一个有限的侧面。

但是，人所能了解的总是比他对自己所认识到的要多，作为“自发
的可能性”的人反对仅把自己看作是可认识的力量和相互联系的纯粹结
果。上述这些科学领域内的专门知识还不够，人只有真正开始利用这些
专门知识，它们才有意义。存在哲学使人意识到，他比人们客观意识到
的要丰富得多，它唤起人作为存在或作为自我存在的意识。存在不能够
用一种封闭的体系里的概念加以描述，但是存在可以被照亮，而且可以
借助于自己的范畴。这些范畴主要是自由、交往和历史性。

自由。生存是面对整个世界的存在，它是我们自己的神秘基础，
是“内在之中最内在的东西”。哲学语言中所说的生存大概类似于神话语
言中所说的“魂灵”。真正说来，生存（Existenz）不是存在（Sein），而
是能存在（Sein-Koennen）。它始终处于选择之中，始终要做出决定。
在每一时刻，它既可能自我保持，也可能自我失落，它是自由的。它不
能在“被思想”中实现自我，而只能在行动中实现自我。生存的自由是处
于决定论或非决定论问题的一种完全不同的层面上的，它简直就不可捉



摸，是“起源于片刻选择的自我创造”。

交往。“没有人能够在孤独中感到极度幸福。”“不存在这样的真
理，即我可以独自一人达到目的。”生存得以实现的条件是，它必须与
其他个体在生存状态上处于联系之中。这种联系就叫做交往
（Kommunikation）。但是，我们不可以把这种交往与交谈、讨论、社
交和社会关系相混淆。所有这一切都只是纯粹的此在交往。而且爱也还
不是交往。存在没有真正交往的爱，这种爱是成问题的。但是，爱是交
往的源泉。交往是“爱的斗争”，是一种在生存状态上为他人的自我开
放。

历史性。生存始终是在“处境”（Situation）中的存在，生存是历史
性的。个人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这取决于他周遭的处境，取决于他所接
触的人，取决于唤起他的信仰的各种可能性。但是，我永远都不可能从
整体上把握我的处境，因为我所认识的处境总是已经改变了的处境。我
必须认识我的世界，但是我不能拒绝它，我必须在“历史的沉思中”把握
历史时刻的必然性。

但是，历史性并非时间性。历史性具有双重意义：我认识到，我是
在时间中的，我也知道，我自己并不是时间性的。历史性是时间和永恒
的统一。历史性既不是非时间性的，也不是时间性的，而是一个包含在
另一个之中。“在源于原始自由的行动中，在每一种绝对意识的形态
中，在每一种爱的行为中，那尚未被遗忘甚或被强调的时间性与此同时
被打破了——作为决定和选择——而变为永恒。存在状态上的时间被看
作一种在无情的时间中的真正存在的显现，被看作在永恒中对这一时间
的超越。“在这一时刻，时间和永恒达到了统一——在克尔凯郭尔那
里，这一思想就已经萌芽了。

超越

宇宙整体被认识的程度和人的存在被认识的程度都是一样少，一切
对宇宙的认识都有一个限度。宇宙整体是不可把握的。我们到处都会遇
到最终的不可把握性，会遇到康德意义上的二律背反。不存在终极的认
识范围，只有彻底的开放性，准备迎接更新的经验。宇宙以及宇宙之内
的所有事物都被一个终极的绝对大全所包围，雅斯贝尔斯称之为本来意
义上的超越（Transzendenz）。超越“干脆就是大全，是所有大全的大
全”。



世界存在的对象是透明的（transparent），它们是“代
码”（Chiffren），是象征符号，超越在其中变得澄明起来。

人的存在是此在，存在的整体是纯粹的“世界存在”，它们是相符
的；生存和超越也是相符的，因为超越只向生存彰显自己。说到底，自
我存在只是关涉超越的。

超越是非对象性的，它干脆就是隐藏起来的。它不可被思想，只能
在象征中被把握。（这让人想起“否定的神学”和神秘主义者的“上
帝”。）一切都可以是超越的代码和象征符号。

临界处境和最后的失败

有这样的处境，生存在其中直接自我实现。也有最终的处境，它不
可改变也不可回避，这就是临界处境（Grenzsituation）：死亡、痛苦、
斗争、罪责。全部生存只有在其中才可自我实现。我们只有睁着眼睛进
入这样的处境，才能真正成就我们自己。

有这样的“代码”，在其中超越变得特别清晰并能够直接向我们诉
说。最关键的代码就是失败中的存在。等待我们的最终结局就是失败，
真正的失败是在意欲永恒的世界建构中发生的，但是他对自己的灭亡有
着清醒的认识并怀有勇敢的冒险精神。不过，只有在真正的失败中，存
在才可被完全领悟。真正的失败可以成为真正存在的代码。我们看到，
雅斯贝尔斯的哲学带有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这与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哲
学是类似的。但是，雅斯贝尔斯的悲观主义与他们的有所不同，因为，
在雅斯贝尔斯那里，一切以失败告终的存在的背后是超越，是上帝的永
恒和不朽——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尽管雅斯贝尔斯认为每一种关于超
越的存在的措辞都是不合适的。

3．法国的存在主义

在存在主义哲学内部，法国的存在主义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流派，其
主要代表人物是让·保尔·萨特（1905—1908）。我们必须把法国的存在
主义哲学与德国的存在主义哲学明确地区别开来——它不同于雅斯贝尔
斯的哲学，而且雅斯贝尔斯本人也认为存在主义违背了本来的存在哲学



的初衷，是一种哲学的“退化”；它也不同于海德格尔的哲学，因为，尽
管法国的存在主义受到过海德格尔的影响，但是它后来却走了一条自己
的路。法国存在主义的另外一个特点是，萨特还具有非同寻常的作家天
赋，他能够用小说和舞台剧的形式表达哲学思想。与别人不同的是，存
在哲学在这里始终关注的是具体的此在。

不过萨特也写了一些理论性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存在与虚
无》。这本著作发表于1943年，正值法国被德国占领时期。这一点对于
理解萨特的哲学不是没有意义的。1940年的外在世界处于崩溃的状态，
与此同时，人们的理想和信念也处于崩溃的边缘。人们对法国的社会秩
序表示怀疑和愤恨，因为它在敌人的进攻下迅速地败下阵来，这就是当
时法国社会的主要气氛。另一方面，法国人还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
要把敌人赶出去。怀疑一切基本的东西，心中也明确地知道摆在自己面
前的任务就是反抗，这两者结合在了一起。如阿尔贝·加缪所言，人们
需要一种“能够将消极的思想与积极的行动结合在一起的哲学”，萨特提
供了这样一种哲学。

在某些方面，萨特可以被看作海德格尔的学生，他对海德格尔了如
指掌。在萨特那里，海德格尔的许多概念又以恰当的法语形式出现了。
尽管如此，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萨特和海德格尔还是不一致的。这首先表
现在他们对存在的基本概念的认识上，在萨特看来，存在是一种简单
的、纯粹的和赤裸的存在，是自在，“自在是，自在是自身，自在是其
所是”。下面从他的《恶心》中选出的一段话或许能够较为明确地表达
萨特对存在的理解：[14]

那真令人窒息，在这几天以前，我从未考虑过存在为何
物。我和其他人一样，和那些穿着春装在海岸边散步的人一
样。我和他们一样也会说：大海是蓝色的，上面的那个白点是
一只海鸥，但是，我感觉不到这个存在，感觉不到这个海鸥是
一只存在着的海鸥，通常来说，存在是隐藏着的……而现在，
存在突如其来地就在这里，如太阳一般清晰分明：存在突然揭
开了神秘的面纱，它丢弃了它的抽象范畴的非攻击性外表：它
是物自身的材料，这种根源就是从存在中制造的。

存在，简单说就是在此（dasein），存在者在场，它可以
被遇见，但是我们却不能把它推导出来。



存在即虚无，从远处来看，它一定会突然把你吞没，停留
在你的上面，如同一个静止不动的庞然怪物重重地压在你的心
头——此外一切皆无。

现在我们再来关注人！能够确定的是，萨特与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
尔在下面一点上是共同的：与自柏拉图以来的传统哲学相反，他们都认
为，人的存在可能性并不是预先规定好了的，人不是某种在那里存在的
东西，毋宁说，他首先是“虚无”，他必须使自己成为他是的那个东西，
仿佛始终要从虚无中创造自己。他是“被判决为自由的”。萨特的这种论
点使他被列入虚无主义者的名单，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并非完全没
有道理。

人是自由的。在这里，（根据阿尔贝·加缪的要求）萨特哲学过渡
到了它要完成的第二个任务：“积极的行动”。人可以投身到世界事务之
中，在行动中确定自己的价值。“在这个我投身其中的世界之中，我的
行动会像惊动山鹑那样惊醒价值。”人的自我实现是在自由谋划（projet
fondamental）中发生的。人从中提升自我的虚无当然会不间断地窥伺着
他，他的自由无时无刻不在面临危险，他随时都可能回归到纯粹存在的
状态去。“虚无自我虚无化。”——萨特为这个海德格尔的概念创造了一
个新的法语动词neantiser（虚无化）。

显然，对萨特来说，价值并没有自己独立的存在，价值也不是永远
有效的，不管我们是否追求它。“我的自由本身就是价值的根据。”萨特
赋予人一种非同寻常的责任，人只有通过提升自身才能摆脱虚无并抵御
来自虚无的持续威胁。人只能独自承担自己的责任，没有人能够代替
他，尤其是上帝也不可能替他承担责任，萨特是个无神论者。但是，人
不仅仅要对自己负责，他同时还要对他人负责。我与所有的他人处在一
个难解难分的关系网之中，我与他人的关系是互为主体性的，萨特的伦
理学就是来源于这样一种认识，他特别是通过他的戏剧表达了这种观
点。正因为如此，萨特从一开始就致力于对社会和政治生活的认识和改
造。

针对萨特的主要批评意见是：萨特极端的自由概念忽视了下面一
点，人的自由并不是无任何先决条件的和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和相对
的，他的选择也是有限度的，比如，他的种族、性别以及他出生的时



间，这些都不是他所能够选择的——海德格尔称之为“被抛状
态”（Geworfenheit）。法国存在主义的其他代表主要除了前面已经提到
过的阿尔贝·加缪（1913—1960）还有梅洛·庞蒂（1908—1961）。加缪
和萨特一样，除了理论性的著作之外，他也写了一些小说和戏剧作品，
他于1957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梅罗·庞蒂的思想深受黑格尔、胡塞
尔和海德格尔的影响，他曾经与萨特结为朋友，后来他们却分道扬镳
了。在加缪看来，人是生活在一个荒诞的世界上的，对他来说，这个世
界是陌生的、不可理喻的和不可认识的。他用西绪福斯来比喻人的处境
（《西绪福斯的神话》，1942年法文版，1950年德文版）。梅罗·庞蒂
的中心概念ambiguite（字面意义是暧昧、模棱两可）同样也表明存在的
荒谬和反逻辑特点。这两位思想家和萨特一样，他们都曾经致力于社会
政治状况的改造并积极地参与了共产主义的活动。

4．存在主义哲学的其他代表人物

我们至少还想列出三位思想家，其中两位是德国人，一位是意大利
人，他们也应归属于存在主义哲学并且带有各自的特征。汉斯·黎普斯
（1889—1941）主要以研究逻辑学和语言而著称，他将两者放入具体的
境遇关系中，放入思维和交谈着的人的生存境遇中加以讨论。恩斯特·
布洛赫（1885—1977）从1938年至1947年作为流亡者在美国写出了他的
主要著作《希望的原理》，这本书到了1959年才公开发表。布洛赫是个
马克思主义者，回到德国后，他先是在莱比锡大学讲课，后来又离开民
主德国，他的上述著作探讨“还不”的问题，探讨这个问题在梦想、期
待、未来计划、宗教观念和社会乌托邦中是如何显示的，他把这个问题
作为生存原理来理解。

尼古拉·阿巴格纳诺（1901—1990）是意大利存在主义哲学的主要
代表人物，他的几本著作被称为“实证的”或“唯物主义的”存在主义，德
国读者可以读到这些著作的德文译本。

5．马丁·布伯

马丁·布伯（1876—1965）出生在维也纳的一个犹太人家庭里，他
的祖父是个对犹太历史传统和犹太文学颇有研究的著名学者，布伯在莱



姆堡他祖父家里度过了他童年的大部分时光（因为他的父母离异）。布
伯先后在维也纳、莱比锡、柏林和苏黎世上大学，并且很早就参加了犹
太复国主义运动，更多的是出于对宗教和文化的兴趣而并不带有多少政
治动机。他出版了一份较有影响的犹太刊物，从1924年至1933年他都是
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大学讲授犹太宗教哲学。

希特勒上台后的前几年，布伯留在了德国，他和弗兰茨·罗森茨威
格（1886—1929）在“自由犹太之家”共事，他们也合作将旧约圣经翻译
成了德文。1938年，他被迫逃亡，从那时起他一直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
大学做教授，其间曾因多次旅行而中断。他为了以色列人与阿拉伯人的
相互理解而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二战结束以后，他努力争取与德国思想
家和研究机构重新恢复对话。他于1965年去世。

布伯之所以广受注目，除了因为他翻译了《圣经》之外，还因为他
出版并注释了虔信主义者的著作，这个犹太教内部的宗教运动首先于
1750年发生在乌克兰和波兰，虔信主义这个名称是从希伯来语
chassidim（虔诚）引申而来的，类似基督教内部的虔信派，他们反对信
仰法律，反对决疑论和唯理智论，崇尚神秘的宗教情感并渴慕上帝。他
们强调情感的价值，强调虔诚笃信和恭顺，但是他们也强调快乐和积极
的爱。他们专心致志地祈祷并思考造物主与世界和造物的统一或和解问
题，这让人想起基督教的神秘主义，事实上，十三世纪时德国的犹太教
内部就已经发生过一场类似的运动，当时正值德国神秘主义盛行（布伯
本人也曾经深入地研究过神秘主义者布克哈特大师）。神奇的拉比这个
正义和神圣的化身就是来源于虔信主义，只是后来流于肤浅。这个运动
对布伯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他花了五年的时间潜心研究虔信主义流传下
来的资料，在此期间他完全置身于尘世的纷扰之外。

布伯的哲学著作表明了他对宗教怀有根深蒂固的虔诚，同时也表明
了他对基督教思想的深入研究，他既是个思想的接受者，又是个思想的
给予者。第一个标志就是——当然只是表面上的——在布伯的文集《对
话原理》（1973年，其中包含布伯的四篇相对较短的文章）的内容索引
里，索伦·克尔凯郭尔的名字被常常提到，布伯对这个极端的基督教思
想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或许也是人们把他划归“宗教存在主义”行列
的主要原因（而且也是我在本书中把他放到存在主义这一章里来讲的原
因）。在朋友们的眼里，布伯是个正直的和富于人格魅力的人，他们认
为，将布伯归入哪个思想派别都有些牵强。克尔凯郭尔被看作存在主义
的鼻祖，主要是因为他无条件地把“存在的”个人置于其思考的中心地



位，在雅斯贝尔斯那里也是类似的情况，但是布伯与众不同的独特之处
是更值得我们关注的。

《对话原理》的书名就已经表明了这一点，当我们读了这本文集里
的前两篇“我与你”以及“对话”时，这一点就更加明显了。在“我与你”的
开首一段，我们就会发现布伯的语言魅力和特点：

根据人行为的双重性，世界对于人是双重的。

根据人说出的基本词的双重性，人的行为是双重的。

基本词不是单个词，而是对偶词组。我与你这个对偶词组
就是一个基本词。

另一个基本词就是对偶词组我与它……基本词“我与你”中
的“我”与基本词“我与它”中的“我”是不同的。

我与它的关系是人与他周围的物的一种普通的日常关系，是人与物
的世界的关系。人也会把他周围的人当作它（物）来对待，而且他通常
也是这样做的，他冷眼旁观周围的人，把他们看作物，一种围绕着他的
因果链中的东西。

我与你的关系却迥然不同，在这种关系中，人会带着他最内在的全
部本性参与进去，双方是以真正“对话”的形式进行交流的。就此而言，
我与你的关系中的我与客观存在的我与它中的关系中的我是不同的（这
让我们想起雅斯贝尔斯的生存状态上的交往）。布伯在他的自传性片断
中说，根据他个人的经验和观察，他得出了一个能够用“思想的语言”表
达出的基本结论，这就是，做一个人就意味着成为与他照面的那个东
西。

为了做出正确的界定，我们必须补充说明一点，对布伯来说，与他
人的内在交流只是一种反照，这种反照实际上是人与上帝的交流和对
话。“延长的关系线在永恒的你中相交。”在布伯看来，基督教的本质在
于，它证明了上帝与人之间的对话是可能的。即使有人不信上帝或者嘲
笑上帝这个名字，但是，一旦他把他的全部本质放进“我·你”关系中，
他仍然是在向上帝诉说。上帝并不会因此而具备人格化的本质并为此而



受到贬低——甚至神学家们也会犯这样的错误。但是，上帝能够对我们
说话这也属于神的无数属性之一。对布伯来说，基督教，尤其是（受希
腊之影响）经使徒保罗之手而改变了形式的基督教偏离了旧约的宗教信
仰。

倘若我们把“我·你”关系、对话以及交谈作为布伯思想的关键词列
出来加以强调，那么，虽然这有些简单化，但并不是歪曲事实。需要在
这里再说明的是，奥地利人斐迪南·艾伯纳于1921年——比布伯发表
《我与你》早一年——就在他的著作《词与精神现实》中表达了与布伯
类似的认识。艾伯纳认为“我的孤独状态”与“你的失却状态”是人类的心
灵纷扰和精神疾病的真正根源。从这里引出了一条主线，维克多·冯·魏
茨泽克以及其他人沿着这条主线建立了心身医学。

一个人的内心态度是真正的对话的前提条件，关于此，雨果·冯·霍
夫曼斯塔尔这样写道：“那些懂得静静地聚精会神地倾听的人是非常难
能可贵的；一个真正的读者能做到这一点也是很少见的，但是最为少见
的情况是，一个人能够无条件地接受自己旁边的人的影响，不会由于自
己持续的内心不安、虚荣心和自私自利而破坏他对那个人的印象。”布
伯为了使他的谈话接近这样一种状态，以便于他的心理治疗能够达到更
好的效果，他付出了长时间的努力，因为毕竟心理治疗主要是通过谈话
来完成的。他告诫人们，不要按照某种特定的体系（比如弗洛伊德体
系）去治疗患者，而应该把每一个患者都看作一个特殊的个人，要因人
而异对症治疗。

毫无疑问，布伯的思想萌芽并没有充分地发挥和发展起来，至少在
哲学思想方面是如此。他可能会在认识论方面取得丰硕的成果，这种认
识论必须强调，我们不能以同样的方式把人也看作是和“物”一样的认识
对象：我们可以把一个物的对象拆开来做分析，但是如果以同样的方式
来分析人，我们就会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他可能会在语言哲学或语言
学方面，在处理语言现象方面取得丰硕的成果，这就是说，人们在寻找
语言的起源时不应该在一个处身于物的世界中并为世界上的物命名
的“我”的身上寻找，而应该到交谈的原始处境中去寻找，把语言作为一
种交流的工具来看待。最后，他还可能会在伦理学方面取得丰硕的成
果，伦理学在这里是作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学说：负责
（Verantwortung，这个词的主要组成成分就是Antwort，即回答）的前
提就是要有一个我需要对其负责的对象。当然，人们永远都不会忽视这
样一个事实，即布伯的思想是深深地扎根于宗教土壤之中的，对他来



说，我与你的关系始终是和人与上帝的关系紧密相连的，而且人与上帝
的关系对我与你的关系起着支配作用。

六、存在问题的展开：马丁·海德格尔

1．海德格尔其人

在整个西方世界，不仅是欧洲，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是
迄今为止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同时他也是最有争议的思想家之一：
当海德格尔的立场坚决的反对者指责他的文章晦涩难懂、让人不知所云
时，海德格尔避开了所有认真的争论，或者说他又躲进了晦涩之中。有
心怀善意的人认为，虽然海德格尔算不上哲学家，但是他或许是个诗人
或者语文学家；而海德格尔的追随者们却认为，他的著作是里程碑，他
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哲学发展（而且大部分是错误的发展）并为哲学开辟
了一个新纪元。

我想简短地介绍一下海德格尔的人生命运、家世和生活背景，这对
于每一个希望进一步了解他的著作的人是很有用处的。海德格尔出生在
梅斯基尔希（南巴顿，在西格马林附近），海德格尔对他的阿雷曼故乡
有一种亲密的依恋之情（来自柏林的聘请就被他谢绝了），他最喜欢居
住的地方就是位于上黑森林的一座简陋的木屋。他称自己的家境“贫寒
而简朴”，他的父亲是教堂司事，管理地窖，几乎就拿不出钱供应海德
格尔上高中和大学，多亏了天主教教堂的资助他才完成了学业。因此，
他选择了在弗赖堡大学学习神学，但是，两年之后他就中断了神学学
习，他花了许多年才真正摆脱了他从小到大一直受其影响的宗教信仰。
海德格尔又改学数学和自然科学，后来也是由于得到了天主教方面的奖
学金，他又转而学习哲学。他取得大学执教资格的论文是关于经院哲学
家邓斯·司各脱的，这使他有资格在大学讲授基督教哲学。这篇论文明
显地表明，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对他影响很大。胡塞尔于1916年被聘为
弗赖堡大学教授，不久之后，海德格尔就成了他的助手。

1922—1928年，海德格尔在马堡大学做副教授，1928年，他接替胡
塞尔当上了弗莱堡大学的哲学教授。

在马堡做教师期间，海德格尔就已经很有名了。女政治学家汉娜·



阿伦特（1906—1975）曾经是海德格尔的学生，并且终生与他保持着友
谊，她回忆道：“他的声名不胫而走，已经传遍整个德国……人们纷纷
传说，思想又重新复活了，过去的那些僵死的文化宝藏重又开口说话
了，这表明，那些文化宝藏可以表达出与人们的想象完全不同的东西。
有这样一位教师，他告诉人们，人可以学习思想。”[15]通过海德格尔全
集的问世，人们才对他早期的那些讲座有所了解，因此人们可以确信，
海德格尔那时获得的声誉是理所应当的。

在弗赖堡期间，海德格尔经历了1933年的希特勒上台，受到一
种“民族觉醒”的情绪的感染，他加入了国社党[16]，并于四月份被选为校
长。在他的就职演说“德国大学的声言”中，他公开表述拥护元首的政
策。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海德格尔试图遵照元首的政策来领导大学，
但是，后来他认识到，他误入了歧途（在一封写给卡尔·雅斯贝尔斯的
信中，海德格尔说，他是一个“失败的校长”），尚在所谓的“罗姆哗
变”（发生在1934年6月30日）被希特勒血腥镇压之前，海德格尔就辞去
了校长一职。

自那以后，海德格尔再也没有发表任何政治意见。1945年，盟军禁
止了他在大学的教学活动。从1952至1958年，他又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生
活，之后，他只是偶尔在做讲座时才在公共场合露面。

尽管海德格尔很快就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但是他与希特勒政权的
短期合作还是受到了人们的广泛讨论，[17]尤其是在法国。人们不禁要
问，海德格尔的哲学与纳粹的“世界观”是否有相似之处呢？不过事实
是，海德格尔1933年以前以及之后的思想都与纳粹的“世界观”相去甚
远。

2．著作概述

海德格尔受克尔凯郭尔的影响较大，他的早期著作在解释人的存在
问题上与克尔凯郭尔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把恐惧作为存在的基本事
实），除此之外，海德格尔主要还是受他的老师胡塞尔的影响。1927
年，海德格尔在胡塞尔主编的年鉴[18]上发表了他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著作《存在与时间》的上半部分，但是该书的下半部分却永远付之阙如
了，不过，海德格尔原计划在本书下半部分中说的话，他在此期间通过
其他大量著作说了出来。其中包括海德格尔的弗赖堡大学就职演讲《什



么是形而上学？》（1929），还有《真理的本质》（1930年的演讲
稿，1943首印）以及《荷尔德林诗的阐释》（1944）。二战结束以后，
海德格尔以文集的形式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著作：《林中路》（1950，其
中包括《艺术作品的起源》）、《演讲与论文集》（1954，其中包括
《追问技术》、《思想是什么？》、《筑、居、思》、《物》）。接
着，海德格尔又发表了《同一与差异》（1957）以及《走向语言之
途》（1959）。

很长时间以来，海德格尔都被看作是存在主义哲学家，如果我们主
要是以他的《存在与时间》为依据，那么这也是有道理的。但是，在此
期间，海德格尔的思想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他自己也反过头来对上述著
作进行了多次阐释，而且海德格尔也明确地指出，萨特的存在主义是对
他的一种误解（显然是富有成效的误解），因此，仍然把海德格尔看作
是存在主义哲学家就显得不太恰当了。如果人们从一开始就认真严肃地
对待海德格尔自己所做的解释，那么上述的观点就根本就不可能出现
了。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的序言中就说：“具体地探讨‘存在’的意
义的问题是下文的主要意图，阐释时间的目的是为理解任何一个存在问
题提供一种可能的视野，它只是一个暂时性的（或次要的）目的。”从
中我们可以得知，“存在”问题是海德格尔自始至终都在不懈探讨的问
题，而且这个问题也是至今仍然令海德格尔的解释者们最为头痛的问
题。

在较详尽地认识海德格尔的思想之前，我们还想就他所使用的语言
说几句话。“世界化的世界的映射游戏，作为圆环之环化，迫使统一的
四方进入本己的顺从之中，进入它们的本质的圆环之中。从圆环之环化
的映射游戏而来，物之物化得以发生。”[19]像这样的句子（选自他的演
讲集《物》），尽管其中没有一个“生词”，但是听起来却是那么得陌
生，这是不是纯粹的故弄玄虚呢？所有时代的思想家，当他们有什么新
鲜东西要说的时候，他们也会使用一些新词。海德格尔独特的语词特点
就是，他并没有独创出什么陌生的新词，他只是给一些现成的人们习以
为常的词语赋予了一种新的意义，这种新的意义只能在他的语境中才可
被领悟或者变得豁然开朗起来。谁要是想以海德格尔的方式说话，像他
那样教学，或者深刻体悟并逐渐适应他的语言，那么他最好先读一下他
的演讲，如《人诗意地栖居》（载入他的《演讲与论文集》），海德格
尔在这次演讲中阐释了诗人荷尔德林的语言。

不过我们还是再回到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上来。为了领会海



德格尔思想的出发点，我们可以把海德格尔的思想与前面提到的存在主
义哲学的几个特征联系起来加以讨论。海德格尔批评（自柏拉图以来
的）古典哲学以及西方的基督教哲学，认为他们是依据物的存在方式去
认识人的存在的，他们按照理解物的存在的方式来理解人的存在。海德
格尔的老师胡塞尔以及继胡塞尔之后的马克斯·舍勒就已经认识到，我
们不应该把人的本质作为一种对象、物质和存在物来理解，而应该把人
看作是一个有目的的行为的实施者（这也就是舍勒概念中的“人”）。对
海德格尔来说，这些思想家既没有分清存在与存在物之间的区别，也没
有在本体论上给出充分的理由，此外，迄今为止的哲学总是在追问整体
意义上的存在者，追问至高无上的存在者，即上帝，但是他们却没有去
追问使一切存在者成为存在者的那个东西，也就是没有追问存在本身。
这种存在本身并非物，并非存在物，它不是作为一切存在物的源泉
的“对象”摆在我们面前。存在问题被哲学忽视了，或者说被哲学遗忘了
（海德格尔称其为“存在的遗忘”），因为存在没有被具体化，因为存在
被认为是最空洞、最一般和最不言而喻的东西；被哲学所忽视的还有存
在物与存在之间的根本区别。海德格尔称这种区别是“本体论的区别”。

有一条路可以使我们接近存在，这条路就是，我们要去考察和追问
人的存在，海德格尔称人的存在为此在（Dasein），因为，在所有存在
物中，能够理解“存在”的也只有人，尽管人也并不能够清楚地理解它。
为了建立一套关于存在的理论体系，海德格尔考察了人的此在的基本结
构。这种“基础本体论”构成了《存在与时间》的主要内容。为了强调这
种考察的方式不同于哲学在考察物的存在结构时通常所采用的方式，海
德格尔没有像亚里士多德或康德那样称其基本概念为“范畴”，而是称其
为“生存论”。海德格尔思想体系的这一部分是最为著名的，而且也是迄
今为止影响最广的。

3．存在与时间

此在从本质上说就是“在世界之中存在”（In-der-Welt-Sein）。这里
既不是指两个客体在空间中并列共在，也不是指客体在空间之内的存
在，既不是指客体的存留存在，也不是指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在世界之
中存在指的是此在的一种基本结构。人的此在总是出现在某个特定的、
独特的并且与他的愿望相违背的地方，他是“被抛入他的此在”的。因
此，被抛状态是一种广泛的基本结构，一种生存状态。



在世界之中的此在的存在方式就是忧虑，如海德格尔所说，就是烦
（Sorge）。此在的存在方式就是烦忙、操心。人的这种烦尽管是由于
其他东西，由于他周围的存在物，由于“现成在手的东
西”（Vorhandene），由于“器具”（Zeug）或“上手的东
西”（Zuhandene）而引起的，但是，实质上，烦是由人自己的存在方式
引起的。首先，人不得不存在，他别无选择。人的存在是此在，不仅如
此，人的存在始终也只是关涉他的这个此在的。存在首先必须寻求自我
实现，所以，此在就是“筹划”（Entwurf），或者说，此在就是被抛状
态下的筹划。人的基本生存体验就是畏惧（Angst）。这种畏惧并不是
由于特别害怕其他存在者而产生的，而是由于自己的在世界之中存在，
或者确切地说，是由于自己不在的可能性。这种畏惧是一种残酷无情的
经验，在这种经验中人完全脱离开了存在，他将与他自己的死亡照面。
但是，死亡并不是从外部与此在照面，死亡是归属于此在的：此在就是
走向死亡的存在（Sein-zum-Tode）。人的此在的真正意蕴和紧迫性就
来源于他与自己的死亡的照面，因为死亡是此在的彻底终结。倘若我们
能够拥有无限长的时间，那么就没有什么东西是紧迫和重要的了。通常
我们会在（人终有一死）这样一个事实面前闭上眼睛，我们会忘记，面
对死亡我们应该实现自己那独一无二的生命的价值。我们会跌入一种非
本真的和冷漠的“人”的状态。但是思想能够教导我们认清这样一个事
实：死亡会唤醒我们去独自承担自己的生存，死亡会启发我们认识到，
自己的决定是不容撤回的，死亡还会唤醒我们在自由和自我负责的条件
下过一种真正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对海德格尔来说，为了进一步发掘作为人存在的基础、界限和境域
的时间和时间性，考察人的死亡就是问题的关键。时间性是烦的真正意
义，时间性是此在的基本事件。此在“在时间中并没有一个终结，此在
只是暂时存在”。

关于海德格尔对人的此在的分析我们就说这些，在这一点上他还是
比较容易被人理解的。在畏惧中，人与虚无照面，因为所有存在者以及
他自己的此在都与他相脱离了。虚无本身站在他的面前，人的存在就是
走向虚无的存在。（在这一点上，海德格尔受到了无端的指责，有人认
为他在鼓吹虚无主义。）如果超越就是超越一切存在者，那么此在的本
质就是“超越虚无”。

再次插入几句话：在超出、超越所有存在者的意义上，超越这个概
念与传统的特别是基督教哲学有相近之处。在此意义上，超越将会使有



信仰的思想家走向上帝。对海德格尔来说，上帝也是存在者。所以，关
于“海德格尔是无神论者吗？”这个问题，我们只好这样回答，当他的问
题已经超出了所有存在者所能回答的界限，而且也超出了上帝的界线
时，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个无神论者。对他来说，追问上帝存在的问题
和追问最高存在者的问题是一回事，这其实也就是追问本真存在的问
题。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在海德格尔的后期著作中，“神圣者”这个概念
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思想家称之为存在，诗人则称之为神圣者。”此
外，在海德格尔较晚期的著作中，尤其是在他对荷尔德林诗的阐释
中，“神”被他用作尘世的人的反义词。在那里，世界显现为一种“交
叉”，显现为天、地、人、神的四重统一。

让我们再回到存在问题上来。黑格尔曾说：“纯粹的存在和纯粹的
虚无是一回事。”对此海德格尔说：“黑格尔的这句话是有道理的。”这
预示着，在海德格尔身上将发生一种思想转折或断裂，海德格尔自己常
常称之为思想上的“急转”，而且这也意味着他沿着《存在与时间》的道
路继续向前迈进了一步。随着这种思想上的急转，人从一个“虚无的占
位者”变为存在的守护者和牧人。也就是说，在虚无中，通过虚无，人
体验到存在。虚无是“走向存在者的不”，意思是，完全另一个人面对所
有存在者。虚无是“存在的面纱”。

这种通过虚无而部分显露和部分遮蔽的存在（这也是“存在的面
纱”这个词的意义）就是海德格尔的基本概念。那个再三被引用的关于
自我封闭的源泉的比喻倒是最能说明这里是意指什么，因为它不能在概
念上被领会和说明。存在是根本的基础，是统辖一切存在的意义。由于
这个存在是非对象性的，它不能通过存在者有说服力的思想而被认识，
因此，对海德格尔来说，哲学就这一点而言显然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一种
科学（这种科学始终是与单独的存在者有关的）。毋宁说，哲学是存在
的思念，它是处于存在的命令和服从中的思想。这样一来“何为思”这个
问题在海德格尔的那里就变成“思命令我们做什么”。如果哲学追求“真
理”，那么这个真理也不是“正确”或与存在者一致意义上的真理。毋宁
说，真理是一种“无蔽状态”（Unverborgenheit）。真理是自我掩蔽和自
我去蔽的存在，因而理性又回到“审问”中去。“直截了当地说，思是存
在的思。这里的第二格具有双重含义，思是存在的思，意思是说思由存
在发生并且也归属于存在。思同时是存在的思，因为思属于存在，并听
从存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信》，1947年）

读者或许会从我们这里对海德格尔思想的简略陈述中隐约获得一个



大致的轮廓，他或许还会感觉到海德格尔思想和语言的庄重和严谨，并
且他也许还能够嗅到海德格尔后期著作中的一丝气息。海德格尔从自己
已经获得的立场出发，他接着又去专心致志地探讨一系列问题，他写的
那些大量的短小精悍且内容丰富的文章就证明了这一点。海德格尔尤其
关注的是语言，对他来说，语言从来都不单纯是一种人类相互理解和交
流的工具。在海德格尔看来，语言是一种媒介，“在其中，存在自我澄
照并开口说话”。语言是“存在之家”（这里的存在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
存在！）并且也是“人类的居所”。如果思想是一种对存在心怀感激的思
想，它“在它的说中将存在没有说出的话说了出来”，那么思想就会自觉
地去接近写作。思想家和诗人是隔山相望且比邻而居的。从这里我们就
能够理解，为什么海德格尔花费了许多年的时间去研究荷尔德林（还有
里尔克），为什么他写了那么多阐释荷尔德林诗的文章。对海德格尔来
说，荷尔德林是“诗人的诗人”。在所有伟大的诗人当中，荷尔德林是最
纯粹的诗人的化身，是最符合海德格尔理想的诗人。

海德格尔的其重要思想涉及现代科学的发展（《科学与沉思》、
《世界图景的时代》）。值得一提的是，海德格尔还翻译了前苏格拉底
哲学家（包括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的著作残篇并对其作了详尽的注
释。在前苏格拉底哲学家那里，在哲学的曙光中，海德格尔发现了对存
在的理解力，他认为，此后的形而上学丧失并埋没了这种理解力，之所
以丧失这种理解力当然并不是由于本来可以避免的错误，而是由于机缘
和命运，是因为“受到存在的迷惑”。为了重新揭开存在之谜，为了使古
希腊思想家们遗留下的大量断简残编能够重见天日，哲学的任务就是要
拨开两千年以来形成的西方形而上学迷雾。

4．影响与遗著

在我们这个世纪几乎还没有一位思想家能够像海德格尔这样引起了
如此广泛的公开讨论，也许维特根斯坦是个例外。其主要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关于海德格尔与希特勒政权的关系总是不断地出版一
些新书，尤其是在法国。确实，在希特勒于1933年上台以后，海德格尔
受到了当时德意志民族觉醒氛围的感染，在起初的一两年内，他并没有
意识到希特勒选择的道路会把德国引向不幸和毁灭。许多值得尊敬的德
国人以及他的同胞的大部分都犯了和他同样的错误，只是他比其他许多
人都更早地认识到了这个错误。



第二个原因比第一个更为重要：正在出版中的海德格尔全集使许多
海德格尔的鲜为人知的思想得以逐渐显露出来，这对于人们认识他的思
想轨迹带来了新的光明。这套全集大约会有一百卷之多，截至1998年，
其中的大部分已经出版。海德格尔早期的讲演稿如《现象学的基本问
题》（1927，全集的第二十四卷）表明，当时海德格尔作为一名杰出教
师所获得的名誉是理所应当的。在早些时候，曾经有海德格尔的评论家
认为，海德格尔的许多著作至今未能付印，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是冰山一
角，它的大部分仍然隐藏在水面以下，当这些著作的大部分与公众见面
以后，很可能会使得我们对海德格尔进行重新评价。[20]我想拿1989年
出版的海德格尔全集的第六十五卷作为一个例子，这一卷的书名是《哲
学论文集——论本有》，写于1936—1938年。有些评论家认为，除《存
在与时间》之外，这本论文集是海德格尔的第二部重要著作。值得注意
的是，这两本著作都没有最后完成。自1975年开始出版的海德格尔全集
的第一部分包含作者在世时已经发表的著作，第二部分包含他的讲座文
稿，在海德格尔一百周年诞辰之际（1989年）开始出版全集的第三部
分，其中包含海德格尔生前未发表的著作及演讲集。这个顺序是海德格
尔自己确定的，他希望他的某些讲座文稿——特别是《哲学的基本问
题，“逻辑学”的“问题”选讲》（1937—1938），作为全集的第四十五
卷出版——能够在他生前与读者见面。

如前所述，有人把海德格尔的《哲学论文集》看作是除《存在与时
间》之外他的第二部主要著作，他在论文集中重新又对《存在与时间》
中的中心问题进行了研究。如该书前言中所说：“经过了长时间的拖延
和压抑之后，我在此重新拾起过去的话题。”这表明，长时间以来（尚
在1933年以前），海德格尔就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他只是觉得思想还
未成熟，还不足以作为通常意义上的“著作”公之于众，认为那还只是一
种思路，或思路的开端。《哲学论文集》带有一种暂时性的特点，某些
章节经过了较完整的处理，而某些章节则类似于提纲式的工作笔记。

若想简单介绍海德格尔，那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随着他思想的
发展，他越来越强烈和执拗地使用一种与众不同的语言。若想让门外汉
去理解他，那就是更为困难的事情，况且海德格尔本人也并不希望人人
都能理解他，他只为“少数人”而写作，只为那些“为了沉思存在的高贵
和言说存在的唯一性而甘愿忍受孤独的少数人写作”。这可能会使读者
气馁，即使他不知道海德格尔曾经在另一个地方说过，哲学若想把明白
易懂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那就无异于自杀。不过我还是想提请读者注意
以下几点。



海德格尔写出针对“世界观”的论辩就已表明他已脱离开了纳粹（这
篇文章的写作始于1936年，手稿厚达九百多页）。所谓“世界观”是指，
它宣告一种对宇宙的认识，它“既不能过低，也不能过高”，这恰恰也是
哲学所反对的，因为哲学就是建立在问题之上并不断地提出问题。世界
观是为大众准备的，它是“阴谋诡计”，它以“宣传口号”作为斗争的工
具。与之相反，哲学则植根于折磨人的困境之中，哲学并不想“摆脱这
种困境，而是忍受它并去追究它的原因”。

对海德格尔来说，西方哲学大部分都是畸形发展，并没有达到目的
（这也是为什么他要回归到哲学之初始的原因），不仅如此，他还带着
批判的眼光审视几乎决定我们的思想、追求和行为的西方科学（主要是
近代科学，因为中世纪的“学说”和古希腊的“认识”都与此不同）。科学
不是“一种根本性真理的建立和维护意义上的知识”。在《科学的原则》
的第76段中，海德格尔对此作了较深入的说明，下面引述几个片断：

并不存在通常意义上的“科学”。艺术和哲学是“自成一体的”，而科
学则必须划分为个别学科。科学的专门化并不是一件坏事情或者一种堕
落现象，而是科学的本质使然，因为专门化的科学更能够将存在或存在
的一个范围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着眼于一个学科或紧紧依靠一种解释方法（即返回到熟悉的和易于
理解的事情上去）是（每门）严格科学的先决条件。这是科学取得成功
的基础，但也是科学的限度。

因果性序列中的思想（如果……那么……）表明科学的“诡诈的本
质”。用这种方式去认识生命则是一种错误做法，这个观点既适用于自
然也适用于历史。“人们承认‘偶然性’和‘命运’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这
首先证明了因果性思想的独断性，因为‘偶然性’和‘命运’只是表明人们
对历史事件中的那些不易被认识的因果关系还不甚了解而已。一个历史
事件可能会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结局，对此历史从来都不能清楚地做出解
释。”科学中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即把科学自身的方式方法看得比学科
领域更重要。人们并不想了解，构成某个学科领域的基础的存在物到底
有哪些本质特征，而只是一味去寻找“结果”，并且这个结果最好要“直
接地符合用途”，就这样，每一个“结果”旋即又会给人们带来新的鼓
舞，于是人们就又能够心安理得地继续从事研究。

根据几个关于自然科学（与之相对的是人文科学）问题的原则，海
德格尔做出如下预测：“随着一切科学追求实用的技术性本质越来越显



著，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具体区别也越来越小。”“作为科学研究
和教学机构的大学将会变为纯粹的和‘越来越讲求实际的’企业机
构。”“在大学里，尤其是在一个将要企业化的机构里，哲学将无容身之
地，这里所指的哲学是对真理的思索，亦即对存在问题的思索，而不是
指那种历史性的和制造‘体系’的学问。”——还有更为激烈的言辞：“所
有这些人等争相追逐的那个隐蔽的目的都是缘于纯粹的无聊，只是他们
对此毫不预知，或者根本无力预知。”“历史性的人文科学将会变成新闻
学，自然科学将会变成机械制造学。”

关于“科学的原则”的内容被编排在论文集的第二部分，标题是“相
似之处”。文集的整体结构（这是海德格尔特别喜欢用的词语）是：核
心内容由六个部分构成，标题分别为“相似之处、传递、飞越、创建、
前景、最后的上帝”。前面还有一篇“展望”，结尾部分则是“存在”。

在“飞越”篇中有如下一段呐喊式的文字：

自然与大地。

自然，经过自然科学之手被从存在中分离出来，技术对自
然都做了些什么？技术正在使自然走向其终结或毁灭。那么自
然以前是什么样呢？当自然尚在存在本身中休养生息的时候，
自然曾经是众神的栖身之所。

从那以后，自然立即就成为一种（人的）存在物，然后就
再也得不到‘恩宠’，它不得不在所谓科学的蹂躏下忍受煎熬。

最后还剩下‘风景名胜’和疗养胜地，而它们也被列为大面
积开发的目标，变成大众的消费对象。然后呢？难道就此为止
了吗？

大地为何面对这满目疮痍静默无语？

除海德格尔之外，谁在五十多年前曾有这样的先知式的远见？

就在这些精彩的激扬文字之旁，在巨大的“原始岩脉采石场”（海德
格尔在“存在”篇首中这样称自己的著作）堆放着许多令人费解的碎片。



何为“最后的上帝”？海德格尔对此的答复是：“这是指完全另一个上
帝，是针对既有的那一个，特别是针对基督教的上帝而言的。”为何海
德格尔有时称“上帝”（Gott），有时称“这个上帝”（der Gott），而常常
称之为“众神”（Götter）呢？下面一句话究竟是何寓意：“转向在呼唤
（归属者）与（被召唤者的）归属之间本质性地现身。转向乃是反—
转。对向本有过程的跳—跃的召唤，乃是最隐蔽之自识的伟大寂
静。”[21]这句话的神秘性（意指它的封闭性，也就是将不知内情者排除
在其可理解性之外）是否已经到了遥遥不可及的地步了呢？（卡尔·波
普称之为不诚实或诡诈，因为哲学家——如黑格尔和海德格尔——使用
如此晦涩难懂的语言，以至于人们无法明确地理解它的真正含义，因而
人们也无法明确地反驳它。）

海德格尔处理他的中心概念“存在”（为了突出这个概念与通行的意
义有所不同，海德格尔将Sein（存在）写成Seyn的方式有点类似于否定
神学处理上帝概念的方式。关于存在我们不能直接说出什么来，我们只
能换一种表达方式，也就是可以说出存在（以及“上帝，那个完全另一
个”）不是什么。

我对海德格尔的介绍可能过于简短甚或不足，或许会给读者造成这
样的印象，与其说海德格尔是个以“难懂”、“固执己见”、“晦涩费解”而
著称的思想家，倒不如说他是个窃窃私语地讨论存在问题的巫师，尽管
如此，我还是希望这篇简短的介绍能够使一些读者鼓起勇气，亲自去读
一读海德格尔的某一本著作（最好先读一下他的论文集如《路标》或
《林中路》）。

5．海德格尔在法国——介绍几位法国思想家

1945年以后，海德格尔在德国的声誉和影响不仅没有减退，而且还
变得越来越大。尤其在法国，情况就更是如此。主要是让·博夫莱
（1907—1982）的《与海德格尔对话》（1973/1974年）使得海德格尔
在法国出了名，海德格尔曾在一封信中和他讨论了人道主义问题；在这
方面除了博夫莱之外，还有众所周知的让·保尔·萨特；新近还有雅克·德
里达（生于1930年），他在他的一本新书里对海德格尔的近二十五年内
的著作（1927—1953）做了细致的阐释；[22]此外还有后面将要提到的
伊曼努埃了莱维纳斯。



让·博夫莱的著作也被翻译成了德语。[23]他的著作显示出，他是如
何阐释大师的思想，他又是如何用一种有趣的方式发展大师的思想。我
之所以在这里提及博夫莱，主要是因为他写给海德格尔的信感动了海德
格尔，使得海德格尔在二战结束之后能够对博夫莱提出的问题做出详尽
的回答，这对于人们进一步了解海德格尔后期的思想（即他的思想转折
以后的思想）无疑提供了巨大的帮助。[24]

博夫莱向海德格尔提出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恢复‘人道主义’一词的
意义？”[25]海德格尔的回答是：为此人必须首先重新或“从头开始”去认
识人的本质，而不要再去走哲学——它在古希腊就已蜕变为形而上学
——所走过的老路。这也就意味着要抛弃所有过去的人道主义思想，即
萦绕在人们头脑中的那些陈腐的思想，因而也要抛弃存在主义哲学所投
下的思想阴影，其中也包括萨特的哲学。迄今为止，所有企图解释人的
本质的尝试，不管是马克思的，还是基督教的，或者是萨特的，他们都
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他们都把人放入一种既定的自然、历史和宇宙整
体的关系中加以考察，也就是把人作为存在者，考察人与存在的关系，
而不是反过来追问存在与人的关系。事实上，人并不是存在物的主宰，
而是“存在的邻居”或看守者。人在开口说话之前应该首先让存在与他攀
谈，他应该静待存在对他开口说话。

这里我们又遇到海德格尔的中心概念“存在”（Sein/Seyn）。究竟应
该如何理解这个概念，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像那些无边无际的
文献所显示的那样，解释者们的意见是高度的不一致。[26]

迄今为止，引起争论的不仅仅是海德格尔的Sein或Seyn，而且还有
他对语言所持的态度，在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中，语言问题越来越占据了
中心位置，以至于可以这样说，标志海德格尔晚期思想的简单表达形式
已经不再是“存在与时间”，而是“存在与语言”。“不是我们拥有语言，
而是语言拥有我们。”语言并非纯粹是人类的工具，而是“存在之家”和
人类本质的居所。我们应该细心地静听语言自身对我们诉说什么。思想
的本质只能从语言的本质上来理解，但是语言的本质则只能从诗的本质
上来理解。在此意义上，荷尔德林对海德格尔来说就是真正的诗人，海
德格尔总是不厌其烦地阐释他的诗作（《荷尔德林与诗的本质》，
1936）。[27]

有两个例证可以说明，人们关于海德格尔的语言哲学思想存在着多
么大的分歧。



著名的海德格尔研究者龚特·沃尔法（他认识到海德格尔是我们这
个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尽管他的人格并不伟大）指出，人们应该
注意到海德格尔产生的广泛的国际影响（仅仅在日本就有上百种他的著
作的日文译本），他简练地断定，虽然维特根斯坦是本世纪最富影响的
语言哲学家，但是最伟大的语言哲学家则是海德格尔。[28]

与之相反：“语言说话”，“虚无虚无化”，像这样的句子是否真的有
意义呢？而且，我们是否能够从语言史上或词源学上探究出它们的真正
意义呢？浪漫主义者马里奥·万德鲁茨卡是个精通很多种语言的人，他
对海德格尔所使用的语言（涉及他的《何为思》，1954）做出如下评
注：海德格尔曾说“一切令人忧虑的东西都发人深省。那么何为最令人
忧虑的事情呢?在我们忧虑的时候显露出什么呢？最令人忧虑的事情显
露出，我们还没有思想。我们仍然还没有思想，虽然世界的状况还仍然
那么令人忧虑”。对此万德鲁茨卡说：“这样的句子简直就像从奈斯特洛
伊口中说出来的一般。”[29]（在后面的“语言”一节里，我将不再回过头
来讨论海德格尔。）

如果说1945年以后法国的哲学争论主要是由德国（以及奥地利）思
想家引起的，这种说法也并不过分夸张。在这方面，除了海德格尔之
外，首先还有卡尔·马克思，尤其是他早期的著作（通过他黑格尔也引
起了法国人的关注）。二次大战后的前二十年内，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成
为哲学舞台上的主角，不仅仅在萨特那里是这样。路易·阿尔都塞
（1918—1990）——他的论文集于1968年被翻译成了德文，其中有一篇
的题目是《赞同马克思》——以及罗杰·加洛蒂（1913生）或许是其他
许多人的代表。加洛蒂于1970年被迫离开了共产党圈子，之后他改信了
伊斯兰教，他转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以及整个西方文明的批判者。尚在共
产主义政权在东欧垮台之前，作为法国思想模范的马克思所起的作用就
已经结束了。

第三位备受法国思想界关注的德国思想家就是弗里德里希·尼采，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法国思想家是吉尔·德勒兹（1925—1995），他的著
作《尼采与哲学》已于1976年被译成了德文。

德勒兹做出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他深入研究并解释了西格蒙德·
弗洛伊德的著作。与菲利克斯·加塔利合作，他写出了《反俄狄浦斯》
（1976年出德文版）。在法国，研究心理分析的中心人物则是雅克·拉
康（1901—1989），他本人所从事的职业就是心理分析。1980年，出版



了他的著作的三卷本德文版，在他卷帙浩繁的研究班课程演讲稿中，
《心理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1980）被翻译成了德文。

在拉康的推动下，其他法国人也与拉康一起共同承担了德国人所没
有完成的任务：考察弗洛伊德著作中的哲学含义和结论，因为在纳粹的
统治下，弗洛伊德的著作无法正常出版，他被迫流亡英国。毫无疑问，
弗洛伊德的思想和发现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形象。用弗洛伊德的观点来
看，只有在一种很狭窄的意义上，人类才可被看作是理性动物。哲学家
们通常将之类比为独立的“理性”的“自我”倒是更像一种坚硬的果壳，它
在无意识的海洋里来回摇摆。

读过拉康的人都会自问，他是否正在阅读一个哲学家的著作，当今
法国哲学家们的著作也常常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
的界限，特别是与文学的界限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不久前，受人尊敬
的保罗·利科（1913年出生）[30]曾指出这样一种危险，被看作哲学家的
一些人终于抵不住诱惑，他们在大众传媒和各种会议上频频抛头露面，
与严肃的哲学研究相比，他们更注重在广大公众中的影响。关于此利科
说，这是一种危险的“思想泡沫”。

为了不致造成一种印象，让人觉得法国哲学仅限于阐释海德格尔以
及其他几位德国哲学家，我们在此介绍两位完全不同类型的法国思想
家。米歇尔·福柯（1926—1984）是当代法国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他
在德国也很有名，因为他的主要著作已被译成德文。[31]性可以作为一
部重要哲学著作讨论的主题吗？为什么不可以呢？性难道不是人类本性
中最重要的属性吗？某些哲学家（如叔本华）对这个领域做了详尽的讨
论，而另一些哲学家（如海德格尔）则几乎对此只字未提，难道这不是
有些奇怪吗？

福柯的第一本著作《物的秩序》围绕一个主题展开，作者自己将其
视为中心议题，这就是主体。尤其通过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思想
的主体占据了哲学的中心位置，在福柯看来，这对于寻找确定性不是一
种恰当的出发点，与其说主体是原因和根据，倒不如说它是结果。“主
体”更多的是在“坦白的强迫下”产生的，这种强迫自中世纪以来就在欧
洲成为一种主要的社会仪式，其表现形式就是在教会范围内和在宗教法
庭的审理程序中以及在刑事法庭上的忏悔圣礼和坦白供述（用以取代过
去为了确定某人是否有罪而采用的方式，如发誓、辩论或上帝的审
判）。“坦白”的范围一直扩及性爱（人必须坦白他的爱情），扩及心理



分析（他还要坦白他做的梦），而且也扩及文学（新的文学类型取代了
过去的英雄传说和圣徒故事，在其中要以自我省察、忏悔和供认的形式
公开真实的自我）。

废黜主体或主体死亡以及“清除主体”，这些词语在其他法国思想家
那里也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伊曼努埃尔·莱维纳斯（1906—1995）的思想时
就会发现，我们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的许多著作也已被译成
了德文。[32]德国读者刚一接触他的著作时可能会觉得，他与马丁·布伯
有些相似之处，其中原因有二：其一，莱维纳斯是在虔诚的犹太教传统
环境中长大的，他的父母都是犹太人；其二，和布伯一样，莱维纳斯也
将“你”、单独的个人和“他人”放在了他思想研究的中心位置，这样，把
他的思想看作是一种“相遇哲学”也是较为恰当的。

他的著作都是涉及犹太教、犹太教法典以及弥赛亚主义的（这些著
作并没有德文译本），这证明了他的思想限于犹太传统的立场。他的
《他人的足迹》一书可以作为对其“对话式”思想的证明。

莱维纳斯对海德格尔及其老师胡塞尔的哲学术语非常精熟。自尼采
和维特根斯坦以来，思想家们开始对语言失去信任，他们开始对传统的
形而上学进行“解构”（这是个当今在法国颇为流行的哲学术语）并对其
产生怀疑，这也是莱维纳斯的思想出发点，他怀疑一切，包括有意义的
话语、理性和人文主义遗产。但是他又认为，怀疑语言的可靠性并不意
味着可以忽视“必须要说的东西”，并不意味着可以用冷淡的态度取代责
任。如果问题涉及“他人”，涉及周围的人，那就不应该采取漠不关心的
冷淡态度。这个“他人”不应该遭到我的思想的冷落。虽然在我和他人之
间存在着一种无法消除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也对我提出了要求，要求
我去认识对方并对其承担责任。如果谁把他人看作是一幅完成了的图
画，那么他也就是把他人降级为一种物品，在必要的时候他就可能将其
清理掉。

对他人敞开心扉——这不应该被当作供奉在独断专行的理性圣坛上
的牺牲，同时也要对无限者（即神）敞开心扉。对他人敞开心扉，这还
意味着要对他人表达爱。于是，莱维纳斯又转向人性中的女性因素，他
歌颂丰硕的繁殖力并指摘许多西方哲学家，尽管他们并不是修道士，但
是他们却更倾向于一种禁欲主义的和僧侣般的理想，而在犹太教的传统
信仰中，一个信徒会在天堂之门被盘问：你是否已经完成了传宗接代的



任务呢？这令我们想起古代印度传统中的理想，一个人在进入智慧的老
年阶段之前，也就是在他可能去过一种孤独和清心寡欲的生活之前，他
应该首先履行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丈夫和父亲所应履行的义务。

莱维纳斯始终努力尝试在犹太传统、基督教和“用希腊语言思想
的”哲学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我们若把莱维纳斯与法国同时代思想家做一比较就可能产生这样一
种印象，相对来说，莱维纳斯更为传统或更为保守。可是有人对此提出
这样的问题：那么一个现代哲学家甚或一个“后现代”哲学家的责任究竟
何在？或许这句话反过来说同样也是合理的，关于这一点，当今的一位
德国哲学家（罗伯特·施柏曼）在他1989年发表的一本著作的开篇就
说，他希望他的书中并不包含什么“全新的东西”，因为凡是涉及正确人
生的问题，真正新颖的可能只是错误的东西。

七、马克思主义的辉煌和发展

1．哲学的角色

在二十世纪，由马克思及其同道们发起的政治运动对我们这个星球
上的大部分国家都产生了影响。这有两方面的含义，首先，马克思主义
——或更确切地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相关国家内官方唯一允许
的哲学；其次，这种哲学学说构成了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实践的理论基
础。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哲学引发的思想运动能够具有如此巨大的力
量。

这整个的思想体系被划分为三个领域[33]：一、哲学（主要包括“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二、政治经济学（经济学）；三、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策略）。其中哲学占据
最重要的地位，它是整个思想体系的基础，是将三个领域联系在一起的
纽带，它不仅是一种认识论或方法论，而且还是“方法论和世界观”的综
合。所谓世界观就是从整体上阐释人的存在，或者说阐释全部存在，但
这里所说的阐释并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探索性的阐释，而是建立
在“科学的”基础之上的、最终的、不可更改的、被实践证明了的、无可
辩驳的阐释，它是一种信条。毫无疑问，在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哲学对



于个人以及人类的生活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哲学受到这样高的评价在
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假如一个“西方的”自然科学家公开表明自己的论
点，认为哲学的时代已经基本结束，当今人类所有重要的认识都是来自
个别科学的研究成果，那么他可能会遭受到来自马克思主义阵营的迎头
抨击。

二十世纪末，所有的一切都表明，马克思主义在前苏联强有力的统
治时代已经终结，即使在那些马克思主义继续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里，它
的绝对正确性也受到了质疑。尽管如此，这个思想运动在历史上所起的
无与伦比的作用也仍然值得我们对它加以进一步的考察。

2．物质概念与唯物主义

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们有时会倾向于用一种不屑置辩的态度
（过于草率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即所谓的唯物主义，其理
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后来的列宁——列宁的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教导说，“物质”这个概念早就已经不再值得
争论了，他们所理解的物质是一种物质实体，物质是由原子组成的，这
种原子几乎还是德谟克利特思想中的原子，亦即组成整个自然界的那种
恒定不变的、致密的、不可再分割的最后物质颗粒。迄今为止的物理学
的发展已经否定了这样的观念。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到，原子是由更微小
的基本粒子组成的——而且大部分是空洞的空间，基本粒子之间的那些
极为复杂的力量和相互作用越来越多地被人们发现，尽管如此，我们也
只能认识其中的一部分而已。原子核具有放射性并且可以被人工“毁
灭”。根据爱因斯坦的著名公式，物质可以转化为能量。“物质”对我们
来说是多义的，几乎成为不可理解的东西，成为能量的同义词。批评家
们说，在这样的情况下，谁要是仍然教条主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
物主义”，那么他就是否定了几百年来自然科学的发展。

这样的批评意见未免过于轻率了，因为列宁早就已经认识到，如果
不能重新表述物质概念，自然科学的发展必然会动摇唯物主义哲学的基
础。在讨论德国经验批判主义者恩斯特·马赫以及理查德·阿芬那留斯的
过程中（参见新实证主义一节），列宁就指责他们的物质概念过于陈旧
和狭隘。对列宁以及列宁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物质“是用以标记
客观现实的哲学范畴”。[34]这样一种物质定义比原先的定义更为宽泛，
事实证明，当人们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去解释物质时，它显得特别具



有灵活性。

对于辩证唯物主义来说，运动是物质的本质。不存在没有运动的物
质，也不存在没有物质的运动。这里的运动是指一切形式的变化，不仅
仅指物体在空间中的位置变化，它还包括物理的（如电磁）、化学的、
生理的变化以及社会的变化过程。

物质的另一个本质就是它的无限性。这既是指物质在空间意义上的
无限性，也是指物质在时间意义上的无限性。宇宙在时间上是无始无终
的，这样一种观点使得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天文学理论发生了冲突，因为
现代天文学认为，宇宙起源于一种“原始大爆炸”，并将在“热
寂”（Entropiesatz）中走向终结，当然在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那里，这
一理论仍然存在争议。和时间一样，空间也被马克思主义者理解为客观
的和现实的物质存在方式，这当然与康德的观点截然相反，而且今日的
大多数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总归已经不再坚持这种观点。此外，由于空间
和时间是可以想象的存在的唯一存在方式，所以，对马克思主义来说，
一个外在于宇宙——即在时空之外存在——的上帝的观念就是荒谬的。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还认为，空间和时间并不是完全恒定不变
的，它们也会随着物质的发展而发展，这样一来，宇宙中就有可能存在
质量不同的时空要素。

整个物质世界——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就是整个宇宙——构成了一个
统一体。事实证明，即使迄今为止的自然科学研究已经深入到了宇宙的
内部，但是它还从未发现任何迹象能够用来反驳具有统一规律性的物质
统一性。

因此，今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并不是所谓的（而且也正是马
克思主义者所称之为的）十九世纪的庸俗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
主义具有双重含义：第一，存在物（也就是物质）是一种不依赖意识而
独立存在的实在，或许称这种观点是“认识论的实在论”更为贴切。马克
思主义者和“形而上学家”如尼古拉·哈特曼有某些共同之处。第二，从
本体论上看，物质是第一性的，我们称之为“精神”的东西只是物质在人
的意识中的反映，并且精神是依赖于物质的。

对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来说，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是一切哲学尤
其是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是物质的“产物、机
能和特性”。所谓意识是物质的产物是指：意识能力如我们所知只有在
具有特定的神经系统的生物身上才会产生，意识是大脑物质的产物。所



谓意识是物质的机能是指：如列宁所言，意识过程和正在思维着的大脑
中的生理化学过程并不是两种（并行的）过程，而是一种统一的过程，
意识仿佛是在其“内在状态”中或在其内部合成的。

3．辩证唯物主义

只有当我们进一步认识了“唯物主义的”另一个基本思想，即把辩证
法作为一种普遍的物质运动规律，我们才能真正清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特征以及它的灵活性和说服力。（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在马
克思主义那里，社会发展的辩证法也被看作人类历史的普遍发展规律，
关于此我们将在下一节中加以讨论。）

物质的本质在于运动，从整体来看，运动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
展过程，运动使低级的物质现象不断地向更高级更复杂的物质现象发
展，使无生命的物质发展为有生命的物质，在高级发展阶段产生了我们
所熟悉的生命形式并进而形成了社会形态和与之相关的意志形态。

这种存在物的阶梯结构理论与尼古拉·哈特曼（以及卡尔·波普）的
思想有某些相似之处。其区别在于，哈特曼认为，在精神层面上存在一
个独立的精神领域；其相同之处在于，哈特曼和马克思都认为，在较高
级的发展阶段会出现某种全新的东西，一种“绝对前所未有的东西”，它
将不可能再返回到原来的较低级的阶段。虽然生命是在化学生理变化过
程中诞生的，但是生命又不等同于化学生理变化，而且就其本质来说，
它也不可能被从化学生理变化中推导出来。尽管如此，在马克思看来，
生命还是起源于一个历史发展过程。

这是如何发生的呢？辩证法可以对此给出合理的解释。我们在黑格
尔那里就已经了解到辩证法的思想。[35]辩证法告诉我们，随着物质的
发展必然会产生前所未有的东西，会发生质的“飞跃”。人们用一个形象
的时髦词语“本体论的剩余价值”称呼这种“飞跃”。辩证的飞跃必须
与“由量到质的突变”这样一个命题联系起来看，因为一切都是在运动和
变化之中，存在物的性质的变化首先是以量变的形式出现的。在一定的
限度内，运动并不能使物质的属性和性质发生改变。但是当超过一定的
程度以后，就会发生突变，就会出现飞跃，从而就会产生在性质上完全
不同的新事物。譬如，水被加热时，水仍然是水，但是水被加热到100
摄氏度时，水就会变成另一种性质的存在形式。铁被分割成小块，它仍



然是铁，但是，当铁被进一步分割并达到一定的限度时（即小到原子状
态），那么再进一步分割它就不是铁了。铀在不改变性质的条件下可以
被堆积起来，当达到一定的数量以后就会发生核裂变，瞬间发生的链式
反应便会导致大爆炸和铀原子的分裂。

辩证法也形成了许多分支观点，作为物质发展一般规律的辩证法包
含一系列特征。由于在有限的篇幅内很难做到面面俱到，下面我们只好
选取斯大林的表达方式作为一种代表性的观点。[36]斯大林列举出辩证
法的如下几个特点：1.现象之间的一般关系；2.自然与社会中的运动和
发展；3.发展作为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4.发展作为对立面的斗争。其
中的前三点我们已经谈及过了，关于社会的发展我们将在下一节中讨
论。

何为“对立面的斗争”呢？由于除了物质之外不存在任何可能推动物
质运动的东西，这样物质的运动就始终是自我运动。我们再回顾一下黑
格尔的观点，对他来说，世界进程也是一种自我运动，而且是世界精神
的运动。世界精神的运动方式是，一切“积极的东西”、一切“规律”、一
切存在物自身之内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和自我否定的因素。对马克思主义
来说，世界进程的运动不是世界精神的自我运动，而是物质的自我运
动，促使事物辩证发展的矛盾就寓于物质自身内部。这样，矛盾严格说
来就是一种逻辑概念：两种观点可能会相互矛盾。现实事物可能并不相
互矛盾，而只是相互对立。这里的矛盾是指事物的对立特性，比如吸引
与排斥，正与负，同化与异化。如果每个存在物的自我否定是由自己来
完成的，那么解决矛盾的形式就是，事物在冲突中发生改变，变易为一
种新事物，其中旧的事物立即毁灭并被保存起来（“扬弃”）。根据“否
定之否定的规律”，这个新事物又会在新的矛盾冲突中瓦解并转变为一
种新事物。

与这种发展理论相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解释因果性问题，这
也是由于受到了现代物理学研究成果的推动，比如海森伯格的测不准原
理。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坚信因果规律的普遍有效性，尽管他们给“偶然
性”也留下了一定的活动余地。

与辩证法相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对必然性和自由问题进行了探
讨。与黑格尔相似，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自由就是“自觉的必然
性”，也就是说，根据不可改变的规律，一切发生的事情都是必然发生
的；倘使人能够认识这些规律，他就能够有计划地让这些规律服务于自
己的目的。自由基本上就是“能够利用专门知识做出决定的能力”，从中



可以得出结论，随着人对自然的进一步认识，人才能逐渐获得一定程度
的自由。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教导说，就如同人能够认识和利用自然
规律一样，只有当人也能够精确地认识和利用社会发展的规律之时，人
才真正迈出了通向自由的决定性的一步。

唯物辩证法的关键问题在于，它既是逻辑学又是认识论。对黑格尔
来说，物质的运动只是一种精神的“转让”运动，所以逻辑学（即关于精
神的自我运动的学说）同时也就是关于存在的学说，包括本体论在内，
两者恰好相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因为物质现实
是按照辩证规律发展的，而且人的意识（除此之外的意识是不存在的）
的发展也只是对物质现实的发展的反映，所以，物质的客观辩证法与意
识的主观辩证法不仅并行不悖，而且还恰好相合。

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来说，这是最为关键的问题之一。但是，我
们首先还是想指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另一个特征，这个特征涉及“实
践”的作用问题。“谁或者什么能够保证，人的思想过程确实能够与现实
发展进程相一致？”对于上面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做出这样的回答：实
践。这就是说：认识的基础就是人在物质现实中的实践活动。而且从历
史的角度看，认识也是随着人的实践活动（即劳动）的逐步发展而发展
的，在黑格尔那里，劳动就已经被看作是人的本质规定性。实践同时也
是认识的目的，这里所说的实践既包括自然领域内的实践，也包括社会
生活范围内的实践。

4．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这两个概念如今基本上是被当作同义
词来使用的，其基本定义就是，它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在人类社会生活
中的运用。从历史上看，这样一种解释并不完全正确，因为它说的运用
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好像首先是产生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然后再把这
种思想运用到人类社会生活当中去。而事实是，马克思首先认识到，社
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物质生产力，并且继黑格尔之后，他首先
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发现了辩证运动的规律。此后，特别是通过恩格
斯，“一般”辩证唯物主义才真正产生。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我们在本书的第六部分已经做了概
括，在这里，我们想重点谈一下这一学说在新的发展过程中所探讨的主



要问题，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是，社
会的经济结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辩证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社
会发展的真正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耸立着上层建筑，而且首先是政治
和法律的上层建筑，它是直接依赖经济基础的（所以国家和法律无异于
富裕的上层阶级的统治工具），其次是以哲学、科学、艺术、道德和宗
教为表现形式的“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的所有形式都是由经
济基础决定的，并且它也能够反映社会经济的基本结构，但是，意识形
态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依赖性并不像政治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
依赖性那么直接，意识形态并不直接依赖于经济基础，而是直接依赖于
社会的政治和法律体制。

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这个基本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指出，经济
基础只是在“最后关头”才起决定作用，而且它也不是唯一起决定作用的
因素。上层建筑的不同形式（宪法、法律、政治和社会理论、宗教观）
对于历史的发展会产生更大的影响。恩格斯并不否认上层建筑的相对独
立性。

在这方面，列宁和斯大林做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所谓的修正主义提
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反正会把我们引向社会主义
社会，那么革命又有何必要？”针对修正主义的这种不同意见，列宁明
确地强调了意识的决定性作用：历史的必然性不会自动实现，它需要一
种自觉的斗争性的努力才能得以实现，这个任务需要无产阶级先锋队来
完成。列宁继续解释说，无产阶级不可能自己发展出革命所需要的先进
意识（若依靠自己的力量，无产阶级充其量也只能会获得一种“工联主
义”即修正主义意识），这种先进意识必须从“外面”带给他们——这正
好与下面一个事实相符合，即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是出身无产阶级，而
是出身资产阶级。接着，斯大林又强调了“上层建筑能够扭转乾坤的创
造性作用”，当然他所指的上层建筑是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换言之，
一旦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实现就主要取决于由
共产党所决定的意识形态上的教育工作。

显而易见，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们这时会对此提出质疑：具有相对
独立性的上层建筑怎么能够产生那么巨大的能量呢？是什么力量能够使
它有能力决定和改变社会发展的方向？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
观点，每一种意识和意识形态都只是现实的和自我运动的物质的产物和
反映。

但是，比在这里提出批评意见更为有趣的事情就是去跟踪和观察马



克思主义本身的继续发展，去看一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是如何应对
他们在贯彻其基本观念的过程中遇到的难题的。我们可以从下面的（措
辞故意有些模糊的）问题开始：假如整个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
假如迄今为止的历史（从经济的角度看）仅仅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那么
我们就很容易得出结论，迄今为止（截至马克思主义的诞生）的人类只
能创造有阶级制约性的意识形态。这样一来我们必然会认为（在这
里“认为”这个词包含双重含义，既有“假定”的意思，也有“承认”的意
思），马克思主义之前的一切人类的精神产物都是有阶级制约性的意识
形态。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解释迄今为止的人类道德体系呢？值得注意
的是，从孔夫子的教导到罗马教皇的通谕，人类的道德体系存在某些相
互一致的东西。人类历史上的伟大艺术创造，比如一尊希腊雕像，一座
哥特式教堂，一部莎士比亚戏剧，一部贝多芬交响曲，这些是否都是有
阶级制约性的呢？它们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人类是否就没有意义了
呢？世界宗教及其教义和道德规定是不是无一例外地与阶级相关
呢？“资产阶级”的科学家是不是都透过阶级利益的眼镜看问题，并且他
们的思想也都染上了阶级的色彩呢？该如何去解释如语言这样的普遍现
象呢？

关于最后一个问题，斯大林在他著名的《语言学通信》中表明了自
己的观点。[37]在这之前，语言一直被看作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是
有阶级制约性的。斯大林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语言是一种普通的社会现
象，它不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或毋宁说，语言是“直接与人的生产活
动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语言没有阶级属性。由于这个原因，语言也
就不会参与到（由阶级斗争决定的）上层建筑的跳跃式的辩证发展过程
中来。更确切地说，语言的发展是连续的、不间断的，就社会方面来
说，语言并不是制造社会分裂的意识形态上的因素，而更像是一种把社
会相互联系起来的纽带。

至于说到伦理道德，为了承认人的道德意识是一种一般的无阶级制
约性的社会因素，在苏俄并没有出现如斯大林的《语言学通信》所引发
的那种热烈讨论。在列宁那里，道德还是完全从属于阶级斗争的利益
的，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也把资产阶级道德与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画等
号，资产阶级道德与无产阶级道德是格格不入的，而到了1961年，苏共
就开始承认存在“最基本的一般人类道德标准”，这种道德标准与社会主
义的道德要求是相一致的，因为它是人民群众在过去几千年“与社会奴
役和道德恶习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所以，“道德恶习”这个概念即
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仍然具有有效性。



承认经典艺术作品的普遍价值，这也并不表明是一种大的思想进
步，因为若否认它们的价值那也是不合理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这种情况
说，（与道德类似）这些作品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梦想与渴望。

宗教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中占有一种孤独的特
殊地位。艺术、道德以及哲学和科学在阶级社会中经过阶级斗争的意识
形态而变色并被歪曲和扭曲，只有在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它们才能
真正得以繁荣发展，而宗教就其最内在的本质来说干脆就是事物在意识
中的错误反映。因此，在无阶级的社会中，宗教也不会繁荣起来，而只
能会作为一种幻觉最终消亡。每一种宗教都是对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
而且基本上是一种歪曲了的反映。

那么，基督教是剥削阶级的宗教吗？是不是说它是被剥削阶级的宗
教更为恰当呢？宗教诞生在古老的奴隶社会，经过封建主义和工业资本
主义时代，宗教信仰一直长盛不衰，即使在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国家
里宗教也没有彻底消亡，这该如何解释呢？关于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做
出了如下的回答：原始基督教是奴隶和庶民的宗教，是被压迫者和被剥
削者的宗教，其主要特征就是对即将来临的末日审判的期待和为被压迫
者伸张正义。后来，基督教又逐渐被做了新的解释，比如在中世纪，宗
教成为封建社会秩序的一个缩影：在尘世的等级制度中，国王和贵族高
高在上，这与天堂里的等级制度是相对应的，在那里，上帝占据中心地
位，在上帝的宝座之旁是一群大天使和小天使。到了资本主义时代，基
督教遭受到法国大革命无神论先驱们的首次也是决定性的冲击。剥削阶
级把宗教当作压制被剥削阶级的工具，并且有意识地把宗教作为“用来
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如果说在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社会里仍然存
在宗教意识的残余——虽然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中并没有它们存在的土
壤，其主要原因在于，只要社会主义国家仍然被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列
强所包围，那么，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就不可能过上真正幸福满意
的生活……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假如他终于得出结论，认为还存在无法归
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范畴的精神领域（斯大林在关于语言方面的论断
就已经迈出了这一步），那么可想而知，接下来在形式逻辑问题上也会
得出同样的结论。如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也不再把科学的各部门看
作是具有阶级制约性的了。就和斯大林在语言问题上所持的立场那样，
马克思主义者们也开始认识到，科学的许多分支与经济基础和生产是直
接关联的。就这样，人们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认识了显示客观真理的自



然规律，其中最主要的是物理学的基本规律。在马克思主义对科学的评
价中，似乎呈现出如下一种趋势：他们承认客观认识的存在，认为哲学
阐释的认识对象当然也就是科学研究的对象，而哲学阐释往往也会带有
阶级制约性。即使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对于后一种观点也不可能视若无
睹。

5．批判的社会哲学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之上，二十世纪发展出许多引人注意的思
想萌芽，然而这些思想萌芽几乎都是在苏联的权力范围之外发展出来
的。只要独特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仍然在共产主义统治的国家内存在，这
些思想萌芽就会与占统治地位的正统观念发生冲突。

乔治·卢卡奇（1885—1971）由于写出《历史与阶级意识》
（1923，1968年出了新版）而影响了许多国家的一整代马克思主义知识
分子，特别是他的文学理论和美学思想都深入人心，他在1968年的匈牙
利起义过程中起了宣传鼓动作用，由于以上原因他被苏俄驱逐到了罗马
尼亚。恩斯特·布洛赫（1885—1977）在美国流亡期间写出了《希望的
原则》，这是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著作之一。1957年，布洛赫被
莱比锡大学哲学史学院开除了，并且他也失去了他的教授职位，之后他
去联邦德国做演讲并留在那里，没有再返回民主德国。列契柯·克拉考
夫斯基（1927—　）因于1960年发表文集《别无选择的人》而著名，
1966年他失去了华沙的教授席位，之后他去了西方国家。在南斯拉夫，
米洛万·吉拉斯（1911—1995）于1945年被免去了他在党内和国家的所
有职务并被监禁达十年之久。在非共产主义统治的法国，最具代表性的
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罗杰·加洛蒂（1913年—　）在发表《社会
主义的伟大转折》之后也被法共开除了。

从一个较广泛的意义上说，所有认真对待马克思的思想并从马克思
理论出发的思想家都可被看作是社会哲学家，因为在他们眼里，人不是
游离于世界之外的动物，而是社会动物（这当然也是亚里士多德的观
点）。所有并不照搬而是用批判的态度对待马克思的思想的哲学家，因
而也可被称作“批判的社会哲学家”。狭义上说，“批判的社会哲学”通常
指的是所谓的法兰克福学派，也被称为“批判的社会理论”。若再做进一
步细分，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可被看作这个学派的鼻祖、创始人和主要
代表，虽然哈贝马斯与赫伯特·马尔库塞也应归入其列，但是他们后来



却另辟蹊径了。

马克斯·霍克海默（1895—1973）出身于犹太家庭，1930年他成为
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哲学教授并领导那里的“社会研究所”，同时他也是
在法兰克福出版的《社会研究杂志》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法兰
克福学派”这个名称便由此而来。在法兰克福，霍克海默遇到了提奥多·
阿多诺（1903—1969），他是一个具有多方面才华的思想家，除了哲学
著作之外，他还写有音乐理论方面的著作，如《现代音乐哲学》（1949
年）、《音乐社会学导论》（1962年），而且他还是一位杰出的指挥家
和钢琴家。他们之间的友谊持续了一生，并且在被迫流亡期间他们也继
续保持着合作关系（在纽约，他们又重新组建起在德国已经失去了的研
究所），这种合作一直持续到他们返回法兰克福之后（阿尔多诺和霍克
海默先后于1947年和1949年返回德国），而且他们还共同合作撰写了一
系列著作。

批判的社会哲学家们的思想或多或少都有共同之处，概括起来有如
下五个基本特征：1.与马克思的基本联系（通过马克思而与黑格尔相联
系）并因而都关注人类社会；2.辩证法（这个学派的明显特点就是对逻
辑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的运用）；3.“批判的”思想特点，这里所说的批
判，既指批判的思考，也指对周围社会的批判考察；4.试图把理论思想
与实践活动相结合；5.关涉未来，亦即关涉希望、期望和不断改变着的
目标。

霍克海默的《传统与批判理论》（1937）和《启蒙的辩证法》
（发表于1947年，由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战争期间共同撰写）可被看
作是这个学派的代表性著作。在上述的第一篇文章中有如下一段代表其
核心内容的句子：“批判的理论与最进步的传统理论相比并无根本区
别，其根本任务与自身的利益密切相关，即彻底消除社会的不公。”

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影响超出了学术界的圈子，不管怎样，他们
在六十年代受到了大学生们的欢迎。学生运动的领导者们都以他们的思
想为依据，这部分是正确的，部分则是错误的，因为他们两人并不赞同
由“批判的理论”引导出革命的实践。阿多尔诺对此的反应是“重新躲进
了象牙塔”，霍克海默对于文化的未来特别是对于哲学的未来则感到心
灰意冷。

赫伯特·马尔库塞（1898—1979）曾经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学
生，他被迫流亡并在美国的许多大学做哲学教授（最后是在加利福尼亚



大学），他参与了一些研究所和杂志的创建工作，对大学生左派产生了
更大的影响。在马尔库塞的著作中（他在杂志上也发表了大量的论
文），他的博士论文《黑格尔的本体论与历史性理论的基础》（1932
初版，1968年再版）可以说是他的第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它表明，马
尔库塞当时深受胡塞尔现象学以及海德格尔存在本体论的影响，在更早
一些时候，马尔库塞写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论文集》
（1928），他在其中试图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在他战后发表的著作
中，《欲望结构与社会》（1965年德文版，在这之前首先以《爱欲与
文明》的书名出了英文版）以及《单面的人》（这本书也是首先出了英
文版，1967年才出德文版）或许在德国最为著名。

尤尔根·哈贝马斯出生于1929年，他属于另一代人。他的文章对于
六十年代后半期的德国以及世界学生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过他
对学生运动也提出了批评（《抗议运动与高校改革》，1969年）；不
仅如此，他的文章也强烈地推动了科学研究的热潮，尤其是引起了关于
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和方法的持久讨论（《社会理论或社会技术》，
1971年出版，与尼科拉斯·卢特曼合著）。

能够表明这种思想的哲学立场的两部重要著作相继问世，它们就是
《社会科学的逻辑》（1967年）和《认识与兴趣》（1968年）。后者
围绕以下问题展开：迄今为止，对于康德曾经用难以企及的精确程度探
讨过的那个问题——即“如何才能获得确切可靠的认识”——人们是如何
作答的？这实际上也是在探讨（已经离开了康德的思想出发点的）现代
实证主义的起源问题。

哈贝马斯首先对黑格尔的思想进行了考察和批判，黑格尔曾经试图
回答康德的问题，虽然他本想从根本上发展康德的批判认识论，而实际
上他却把它扬弃了。然后，哈贝马斯又对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中的认识
论问题进行了阐释，对于这方面的内容，哈贝马斯比某些批评他以及追
随他的人都更精熟，而且理解也更深刻。在他看来，马克思的思想中蕴
藏着解答康德问题的最终答案，只要他能够在康德的先验主体和马克思
的人的观念之间成功地架起一座桥梁，那么问题就有可能得到解决。也
就是说，他要把人看作是征服自然的劳动的动物，看作是在其种属发展
过程中不断征服自然并不断实现自我的动物。这样一来问题就会明朗化
了，因为根本来说认识论和社会理论是相辅相成的。

通过孔德，实证主义得到了最有效的发展，特别是通过恩斯特·马
赫，它发展为一种科学理论。实证主义将康德提出的问题搁置一旁，这



主要是因为它受到了无可否认的科学进步的鼓舞，这种进步在十九世纪
已经变得日益明显起来。既然“实证的”科学已经获得了如此明显的进
步，那么批判地分析和观察它的方法不就足够了吗？所以，二十世纪的
大部分认识论都被科学理论取代了（或者因而减少了），当然其代价就
是，认识的概念变得狭隘了，预先提出的问题也被排除在考虑的范围之
外。然后，哈贝马斯又透彻地分析了科学认识的自我阐释和批判问题，
这些问题是在科学的内部产生的，他主要以查尔斯·皮尔斯的自然科学
和威廉·狄尔泰的人文科学为例。该书的第三部分除了讨论尼采和弗洛
伊德之外还阐述了哈贝马斯自己的观点，其结论就是，要在认识和兴趣
之间，在批判认识论和社会理论之间建立起一种紧密的联系，从而发展
出一种新的、经过改变了的先验哲学。

在早于哈贝马斯的整整一百年前，也就是于1865年，奥托·李普曼
曾经呼吁：“必须回到康德那里去！”从而使哲学发展开始进入一个——
虽然并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重要的转折时期。如果说我们又在哈贝
马斯的著作中依稀听到了这种呼声，这或许有些过于简单化和片面，但
也并没有错。所谓“回到康德那里去”当然并不是指将康德以来的哲学发
展一笔勾销，尤其不能将今日的自然科学和分析哲学一笔勾销，而只能
是指，我们要重新深入研究、整理和理解自那以后的几十年内哲学在康
德批判思想的朗照下所取得的思想成果（就康德的判断力批判而言，或
许还无人真正彻底领悟它）。正因为此，我从哈贝马斯的著作中选出了
这一篇加以讨论。

哈贝马斯于1985年发表的两卷本著作《交往行为理论》可被视为他
的主要著作。它涉及的是一种现代社会理论，哈贝马斯在书中把哲学的
方法与社会学、社会哲学以及语言哲学的方法结合到了一起。

什么是交际行为？只有当单个行为者（Aktoren）能够相互协调他
们的行为时，社会才能存在，而这就要求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交
流。很有可能会由此发展出一种理论，这种理论将会为“正在走向自我
衰落的现代社会”提供解决之道，更具体地说就是：“寻找一种能够在令
人满意的社会状况中真正实现独立自主的共同生活形式。”这真是个伟
大的目标！这本书的内容由于其本身所需要的抽象分析而变得非常复杂
难懂，再加上哈贝马斯本来就爱好复杂和抽象的叙述方式，所以，谁要
是想读这本书，他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此外，该书还附有大量的注
释，这是因为哈贝马斯非常注意细节，他思想严谨，富于责任感，他总
是不断地指点读者去参阅其他学者的思想和著作，在这方面，他与海德



格尔的那种独白式的（或曰偏狂癖的）叙述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即
使在脚注里，海德格尔往往也只是让读者去参阅他本人的某篇著作。

6．与马克思主义告别？[38]

有读者可能会问：关于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就说这些呢？马克思主义
不是已经“完结了”吗？对此我们必须加以甄别！确实，由马克思主义引
发的共产主义运动或许已经遭受了严重的历史性挫折，但是，去考察这
个政治和历史事件的多方面的复杂原因（其主要原因或许是苏联在与美
国的经济和军备竞赛中不可能获胜）也不是我们这本书要涉及的范围。
但是我们也不应忽视下面这个问题：受挫的原因是不是应该到理论和哲
学身上去找？对此我们做以下几点提示。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指出，试图绝对准确无误地预言世界历史的未
来发展，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冒险之举。并不存在能够预先决定世界历
史未来发展的“规律”。卡尔·波普也曾经特别强调了这一点，而且并不
是在苏联解体之后，而是在（二战期间）苏联的强盛时期[39]。事实
上，历史并没有按照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发展。

其次，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认识到，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没收一
切私有财产并使其成为“社会的”共有财产，其结果就是国有化，这也就
意味着：官僚将代替经理去操纵国家经济的运转。而复杂的现代国民经
济必然会需要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与面对单个的“资本家”相比，劳动
者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机构会感到更加无助。

同样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国家社会主义的体制中并没有预先规定一
种起平衡作用的势力用来监督国家的权力，特别是还缺乏一种平衡力
量，亦即还缺乏独立的司法机构用以抵制可能出现的国家独裁。

在本章的结尾，我想再做下面三点补充：

1.我们今天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指的是由马克思创立的精神和政治
思潮；其代表人物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最初，他们根本就没有用这
两个概念来自我称谓，恰恰相反，在无政府主义者（其中有米盖尔·亚
历山大洛维奇·巴枯宁，1814—1876）与马克思的阵营之间展开的争论
过程中（其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国家的作用），马克思的反对者们用这两



个概念来称呼自己的对手，它们是含有贬义的（近乎一种侮辱性的称
呼）。马克思本人曾经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不
是马克思主义者。”（原文是法语。）后来，被指称的人就逐渐接受了
这样的称谓。其实，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上并不少见，比如“哥特
式”（Gotik）本来就是一种含贬义的称谓。[40]

2．“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这多少也
带有某种讽刺意味，因为马克思（至少在他思想成熟时期）根本就不想
成为一个哲学家或建立一种哲学体系；他将自己的著作视为科学、社会
学和历史学；他认为，一旦他宣传的革命得以实现，哲学将会消亡。作
为科学理论的马克思的思想本来可能会部分被接受，部分被修改，部分
被拒绝，部分被反驳。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他的思想遭遇到了不同的
命运。在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共产主义侧翼，他的思想成为一种意识形
态，在共产主义占据统治地位的国家里，他的思想成为一种教条，任何
怀疑它的正确性的人都可能冒生命的危险。

在戈尔巴乔夫宣布实行改革之前，苏联的教条主义体系已经呈现出
逐步瓦解的迹象。

3．自从《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已经过去了一个半世纪，虽然
共产主义还没有取得最终胜利，但是马克思及其后继者仍然对这一段历
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马克思不仅在社会科学领域内产生了广泛的
影响，这个时代的精神氛围和一般意识形态也如此强烈地受到了马克思
思想的影响，以至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以及普通市民）的世界观都
会因之发生改变。由此之故，与本书其他章节的标题不同，我在这一节
的标题（“与马克思主义告别”）的后面加了一个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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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当今哲学思考的主题和问题范围

与本书的其余部分不同，这最后一章并不是按照人物，而是按照专
门主题来划分章节的。其中包括五个主题：人的概念——语言——认识
与知识——我们应该做什么？——大脑、意识和精神。

之所以如此，首先并不是因为，当代思想家在时间上离我们太近，
因此我们还不能确定，哪些思想家更为杰出，并且会对未来的哲学发展
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其次也不是因为，随着大学的增多（八十年代时的
德国拥有二十个大学，而今天这个数字增加了三倍），大学里的哲学教
授职位也相应地增多了（因为大学也变得更大了），因此之故，在当代
哲学音乐会里的各种声音的数量也显著地增加起来，而且其中的声音也
并不那么和谐一致。

其主要原因在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众所周知，最初的哲学是涵盖当时所有的知识领域的（指的是理论
知识，而非农民、手工业者、艺术家和海员等的“实践知识”）。早在古
希腊罗马和中世纪时，医学、数学和法学就建立了自己独立的学科。自
近代开始，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简言之，自然科学从哲学母亲的怀
抱里挣脱了出来，后来，到了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如今被称为人文科
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科如历史学、社会学（孔德曾经是哲学家）、国民经
济学（亚当·斯密曾经是道德哲学教授）、心理学以及语言学也获得了
解放。

当然哲学家们仍然思考所有这些问题——这是他们的本职工作。除
了自然科学之外，还有自然哲学，除了法学之外，还有法哲学，等等。
哲学家们当然也必须以各门具体科学所取得的知识为基础，他们至少要
了解这些知识，并考虑到这些知识对哲学产生的影响。



另一方面，那些科学家们，即那些科学进步的先锋人物们，也越来
越多地遇到他们专业的基本问题，并因而面对过去本来更多的是属于哲
学领域的问题。于是，在数学家们之间就产生了一场关于数学基本问题
的深入讨论（比如数论）。在物理学家那里，这个过程就更是显而易见
的了，特别是自普朗克和爱因斯坦以来，也就是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
初以来，物理学家们不得不思考那些让人觉得更是哲学问题的问题。什
么是时间？什么是空间？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什么是物质？宇宙是如
何形成的？为什么宇宙（如艾德温·哈勃所发现的那样）正在不断地迅
速膨胀，以至于远离我们的星系正在以接近每秒300000公里的光速逃逸
我们的宇宙故乡？对于地球上生命的出现和生命的进化，也存在与之相
应的问题。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不管是在某个个别学科中，还是在哲学
领域内，一些基本问题被重新提了出来加以研究，当然这些问题也在个
别学科与哲学间引起了讨论。哲学家们对此能够做出重要的贡献吗？只
要他们对于相关的问题有足够的认识，此外还拥有足够的思想史方面的
知识，在科学方法论问题上有判断力，能够在各学科间作对比，那么他
们就能够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专门科学与哲学之间也能够就一些重要的问题展开富于成果的讨
论。能够看得出，这样的一些讨论对于哲学家们也是富于启发意义的，
这会使他们更加关注具体问题。由于获得了一些更具体的论据，或者获
得了一些新的研究结果，他们常常不得不改变或修正自己过去的观点。
在二十世纪的哲学家中间，摒弃自己过去的思想并从新开始的哲学家并
不乏其人，卡尔纳普和维特根斯坦就是其中的两个典型例子。

我认为，在本章我将要概略地阐述的五个问题范围内，至少已经显
示出了这样一种趋势，即人们摒弃了那种包罗万象的体系，不再试图
从“一个观点出发解释一切”，而是依据经验结果，更加注重对个别问题
的具体讨论。

一、人的概念（哲学人类学）

1．概念与历史



哲学人类学是对人、人的本质以及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的反思。这个
主题其实由来已久，自从哲学诞生以来，它的基本任务就是对人自身的
认识——或许这也是哲学的最重要的任务。伟大的康德曾经说过，哲学
应该回答的三个问题（我们在本书导言中已经引述过）可以归结为一个
问题：人是什么？

基本来说，到了二十世纪，哲学人类学才作为一个独立的重要的哲
学学科发展出来，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哲学自身的发展，而在于
这时涌现出了一些思想家，他们吸收了关于人类的个别学科的知识，尤
其是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方面的知识，并把这些知识综合到一起，
从中得出一些新的结论。以前人类被看作是上帝的造物或理性动物，而
如今人们通过这种知识的综合得出了结论：人类只不过是我们这颗行星
上的居民，是地球生命进化的产物，而且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人又是那
么的脆弱、可疑和具有危害性。

如果我们用哲学家的目光或透过科学的眼镜来审视人类，那么我们
会清楚地发现，在人类认识自身方面，还有两个更为宽广和神秘的领域
是永远不可穷尽的：一方面是人类意识刚刚觉醒时就产生的神话和宗教
关于人的一些思想；另一方面是伟大的文学和艺术作品对人的阐释，甚
至可以说，这些伟大的文学和艺术作品对人的本质的某些方面的认识比
哲学要来得更为透彻。

此外，在早期的人类文明阶段，人作为存在物要高于动物和植物这
样一种思想也不是自然而然就产生的；另一方面，把所有人都看作是人
类的一员也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在古埃及人、古希腊人以及其他一些
民族那里，“人”这个词只是针对本民族的成员来说的，希腊人轻蔑地把
非希腊人称作“野蛮人”（Barbar），时至今日，这个词仍然保留着它的
含义。

从公元前五世纪开始，这种“民族中心论”在古代思想的发展过程中
逐渐得到了克服，比如，当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公元前485—前425）远
游异邦并认识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之后，他就努力为克服自己本民
族对非希腊人的种族偏见而斗争。到了智者学派那里，人人平等的思想
从某种程度上才真正出现，这不仅仅涉及希腊人和“野蛮人”之间的关
系，而且还涉及自由人和奴隶之间的关系——而亚里士多德还曾经试图
证明奴隶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坚信所有的人都享有同等的权利，斯多
葛派和基督教对此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当然，直到十九世纪，奴隶制
在基督教世界也一直存在）。humanitas（人道或博爱）这个词就是由斯



多葛派创造的。但是，每个人都知道，即使在今天，人类的社会现实距
离这个理想仍然非常遥远。

Anthropologie（人类学）并不是个新词，它是从希腊语
anthropos（人）而来的。就我们所知，新教人文主义学者卡斯曼于1596
年在他的一本书的题目中首次使用了这个词。十八、十九世纪时，它指
的是生物学的分支，其主要任务是（通过对头盖骨的测量）对人种的描
述、研究和区分，因此，它的研究范围大概与今天的民族学和种族学相
近。随着十九世纪进化论的出现，研究人类的起源和发展就成为一个新
的课题，它主要以挖掘出的人体骨骼为依据。与此相联系，在我们今天
的语言应用中所指的人类学家首先就是一个在这一领域内从事研究的学
者。

由于许多种科学都以人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于是我们通常称在自然
科学领域内研究人类的科学是物理人类学或生物人类学，根据其专业范
围，还可以划分为医学人类学、心理人类学、教育人类学等。

至于哲学，如果我们想写一部哲学人类学的详细历史，那么我们就
几乎要把西方哲学史上的所有思想家列举一遍，在一部简史中，至少也
要提到十八世纪的康德和赫尔德，和十九世纪的马克思和达尔文。

康德把人类学划分为“生理的人类学”和“实用的人类学”。“生理的
人类学研究的是自然从人身上产生的东西，而实用的人类学研究的是人
作为自由行动的生物由自身做出的东西，或能够和应该做出的东
西。”[1]这样，它就会涉及一些基本的东西。

赫尔德在他的《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以及他的《论语言的起源》
中都曾经表达过他关于人的思想，他的这些思想对于当代人类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他的思想主要是来自人与动物的对比，他发现，在许多方
面，动物的能力要超过人类——比如在体力、速度、感觉的敏锐、直觉
的确定性方面——这样，与动物相比，人就是“有缺陷的动物”，自然赋
予他的能力并不完美，与此同时，他又受到召唤，要他从自己的缺陷中
走出来，成为他想成为的东西。为此，他被赋予了理性和自由。

卡尔·马克思和查尔斯·达尔文一样，他们的学说极大地改变了人的
概念，不仅仅改变了人的科学和哲学观念，而且还改变了大众的意识形
态。马克思认为（这一思想可追溯到黑格尔那里）：人的本质是劳动的
动物，他被迫劳动，而且是在社会中与他人共同劳动，只有通过这种劳



动，他才创造了自己的世界，并最终创造了自身。

达尔文用他终生的科学研究证明了，地球上的生命是在漫长的时间
长河中不断地从低级到高级进化的结果，人类就是这种进化的产物，人
的祖先就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他的《人类的由
来》。

最后，西格蒙特·弗洛伊德又将达尔文关于人的特殊地位的相对性
的理论推进了一步，他认为，在人的欲望结构和无意识的心灵生活中也
存在动物性。如今（在《梦的解析》发表一百年之后），尽管弗洛伊德
的某些假说和理论已经受到人们的质疑，但是他的学说仍然持久地改变
了人的概念。

2．舍勒的推动

“人是什么？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是什么？自从我的哲学意识觉醒以
来，这些问题就成为我冥思苦索的中心问题，在我看来，这些问题比任
何其他哲学问题都更为重要。我从所有可能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长
久的思索，自从1922年起，我就把我思索的结果写进了我的一本较大部
头的著作中。”

马克斯·舍勒（1874—1928）去世前几周为他的《人在宇宙中的地
位》一书写了前言，上面的几句话就是从其中引述的。由于那本列入
1929年计划的书最终并没能出版，于是舍勒的这篇薄薄的不足一百页的
长篇论文（作为讲座稿来说它是长的）就成为他哲学人类学思想的唯一
表达。但是，它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的发表标志
着现代哲学人类学的诞生。

像舍勒这样一个人能够勇于面对具体问题，这是一件历史的幸事。
他坚信，自己作为一个思想家必须把建立一种“探索人的本质的基础科
学”当作自己时代的哲学的迫切任务，对他来说，人的概念是他的思想
的基本范畴；此外，正如他的生活以及他的学说所显示的那样，作为一
个人，他以一种特有的方式观察着自己的同类；对他来说，哲学思想观
点的特点就是认识人的最内在的本质。他面对着一种精神状况，在这种
精神状况中，哲学家对于长久以来成为哲学的主要兴趣的认识论感到不
满，他不再关心认识论问题，而是关注人本身，在他眼里，哲学的任务



不仅仅只是考察人的认识功能，而应该从整体上把人当作一个有感觉、
有痛苦、有认识和有行动的人来考察。尤其是自达尔文以来的生物学，
自弗洛伊德以来的心理学，自狄尔泰以来的历史学，还有诸如社会学等
学科提供了大量的关于人的知识，这就要求人们对这些知识进行综合分
析和阐释，除了哲学之外，哪一门学科能够胜任这项工作呢？舍勒就是
首先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之一。

舍勒认为，在受过教育的欧洲人眼里，人这个词可以归纳为三种不
同的含义：一种是犹太基督教传统中人的观念，即把人看作是上帝的造
物，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东西，他是生而有罪的；第二种是
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人那里去的人的观念，即把人看作是理性动物；第三
种就是现代的生物进化论。

“这样，我们就拥有了一种自然科学的人类学，一种哲学的人类学
和一种神学的人类学，它们彼此之间互不关心，因此我们没有一种关于
人的统一的观念。”因此，舍勒试图从人与动物的关系出发重新确定人
的本质以及“人的形而上学的特殊地位”。他从考察生物的精神力量的等
级出发，无意识、无感觉和无观念的感情冲动构成了精神力量的最低等
级，在植物和人身上都存在这种感情冲动（这让我们想起弗洛伊德的本
能冲动理论）。本能是精神的第二种本质形式，它是生物与生俱来的和
合乎目的的（也就是说，它是为种群的保存服务的）自然反应，它不是
对始终变化的特殊环境的反应，而是对在可能的环境因素的秩序中某种
特定的种的典型结构的反应。在这里，舍勒特别提请我们注意法国昆虫
学家法布尔终生观察昆虫所获得的认识。

从本能的行为中产生出两种新的行为方式，一种是“习惯性的”行
为，一种是“智能的”行为，其中所谓的实用的智能倒是更接近于本能的
和官能的范围。舍勒进一步探讨了德国动物学家沃尔夫冈·克勒尔在第
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类人猿所作的试验，这个试验得出的结论是，这种
与人类非常近似的动物是具有“智能行为的”。

可是，如果说动物在这个意义上是“智能的”，它能够适应突如其来
的环境改变，那么，在动物和人之间难道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难道它
们之间不只是一种等级的差别吗？

对于上述问题，舍勒的回答是：在人的身上有某种远远高于动物的
东西，它处于“生命”之外，或者说它是与有机生命不同的东西，它是精
神，而人是精神在其中显现自身的行为中心。



作为精神的生物，人已经不再受欲望和周围世界的束缚了，他不再
依赖周围的世界，或者说，他是“对世界开放的”。他不是生活在一个周
围世界之中，而是拥有这个世界。“人是一个X，他能够在无限的程度
上向世界开放。”另一方面，在那个被作为“对象”而给予他的世界中，
仿佛是为了自我防御，他也将自己的精神特性，即个体的精神经历制作
成了“对象”：自我意识是除精神之外的人的第二个本质特征。动物也会
听和看，但是动物不知道自己会听和看！自我意识能够使人超越因为欲
望和周围世界的刺激而引发的短暂的感情冲动，使人拥有“意志”，使他
能够不受情绪冲动的影响，而坚定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
说，人是“能够承诺的动物”（尼采语）。

基于以上考察，舍勒得出了关于人的观念生活的新认识。比如，他
得出了如下的认识：只有人才拥有一个知觉和经历的空间，也只有在人
这里才发展出一个抽象的空间概念。在此基础上，舍勒提出了他的中心
问题：如果说精神能够使人与“生命”疏远，或使人与自己的生命疏远，
使人自己的生命屈服于自己，那么，难道精神是一种强大的、与生命对
立的、甚至超越生命的力量吗？舍勒的回答非常干脆：不。“原本较低
等的是强大的，而最高等的则是软弱的。”世界上最强大的东西是无机
物的盲目的能量。在他看来，人类的文明就如同娇嫩的和容易受伤的花
蕾，它是短暂易逝的，它的出现也是一种偶然事件。世界的进程就取决
于原本软弱的精神与原本盲目的力量之间渐渐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作用。

对人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人现在看上去像是一个在自身之内蕴
含着精神和生命的矛盾体，同时，人又负有使命，他应该参与到精神与
原始冲动的相互冲突中去，他是上帝的战友，他应该参与创造世界历
史，因此，人的生成同时也是神的生成——德国神秘主义者也曾经表达
过类似的思想。

3．普莱斯纳

除了马克斯·舍勒之外，还要提到的是赫尔穆特·普莱斯纳（1892—
1985），他也是二十世纪哲学人类学的创始人之一，在这个领域内，他
和舍勒的地位是相同的，虽然他比舍勒年轻十八岁，但是他的重要著作
《有机物和人类的诸阶段》于1928年就出版了，也就是说，是与舍勒的
《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同时出版的。



就舍勒一生的事业来说，我们在这里只谈了他对于哲学人类学做出
的贡献，或许这样做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人和人格确实也是舍勒思想的
中心主题。舍勒的父亲是个新教徒，母亲是犹太人，因此，作为“半个
犹太人”，他的早逝也使他避免了在希特勒统治时期遭受诽谤。可是，
普莱斯纳却没能幸免，他的父亲是个犹太人，是威斯巴登的一名医生，
于是他就成了纳粹统治的牺牲品。他丢掉了在科隆大学的教授职位，被
迫流亡，最终在格罗宁根（位于荷兰）又获得了一个教授职位。德国人
占领了荷兰以后，他不得不隐姓埋名。1945年之后，他又重返德国，并
在哥廷根大学继续执教。在他的著作中，应该提到的还有《人的条
件》，这是一篇散文，原来是为一部世界史写的导言。这篇文章作为哲
学门外汉认识普莱斯纳思想的入门作品较为适宜。

普莱斯纳在几位杰出的老师那里学习了哲学和动物学。他经常引用
汉斯·德里石和雅各布·冯·于克斯奎尔（1864—1944）的话，后者主要研
究生物与环境的关系问题，是现代行为科学的创始人之一。《有机物和
人类的诸阶段》实际上是一种探讨有机生命的哲学，只是在该书的最后
部分（第七章）它才转向人类学研究，它的内容浓缩为六十页，因此也
不是那么容易读得懂，不过其中包含了普莱斯纳的真正的人类学思想，
是一种在动植物的背景下对“人的条件”的分析。

所有的有生命的东西都与它们的环境发生着关系。植物直接依赖于
其生物圈，与植物相比，动物是独立自由的。但是，动物只生活在此时
此地。“动物从它的生活圈子里走出来和走进去，但是动物不是以自己
为中心而活着。它在周围环境中经历着某种陌生的和独特的内容，它也
能够控制自己的身体，它形成一种自我反射的系统，但是它并不经历着
自身。”[2]

在人类的身上却实现了一个较高级的阶段：虽然人从本质上来说也
生活在此时此地，但是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而且他也意识到了他的存
在的中心性，他拥有自身，他也知道，他自己是可被觉察的，在其中有
一个自我，在“自我背后还有一个自身内在性的消遁点”。他的这种本
质“使他能够自我疏离，在自己和自己的经历之间挖出一道鸿沟。在鸿
沟的两边，一边是他的肉体，一边是他的灵魂，并且同时他又能够超越
时间和空间的束缚，于是他就成为人。”[3]

除此之外，人“生活和经历的不是自身，而是经历着他的经历”[4]。



普莱斯纳把人的这种独特的地位也称为“偏离中心的地位”。

人拥有外在世界、内在世界和自己的同类。外在世界包括空间和时
间中的对象，内在世界就是他的“心灵”和经历。同类指的就是他的同时
代人。

我们再引用普莱斯纳的一段话作为本节的结语：“人被置入虚无之
中，既无地点，也无时间，人的本质就是不断地自我实现，永远不可能
再走回头路，在他的历史命运的安排下，他总是会遇到新鲜的东西，且
永无止境。”[5]

4．吉伦

现代哲学人类学的第三部重要著作是阿诺尔德·吉伦的《人——人
的本质以及他在世界中的地位》，这本书发表于1940年。和普莱斯纳
一样，吉伦也从舍勒出发，不过他也借鉴了普莱斯纳的分析方法。维也
纳的动物学家奥托·施托希的研究成果也为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施托
希将动物和人做了比较，它发现，动物的运动机能基本上是一成不变
的，而人的“会学习的运动机能”则是能够无限变化和发展的。此外，吉
伦还参考了荷兰解剖学家波尔克的研究成果，波尔克认为，人体器官的
特征可以被描述为“生长延迟”，这些特征甚至会伴随着人的一生，类似
于胎儿的状态，比如他的身体缺少毛发，头骨隆起，牙齿短小。人与自
己的动物近亲大猩猩相比，他在很大程度上是生来不健全的和无助的，
因此他需要一段长时间的照料和教育，性成熟也相对较晚，在这一段时
期，他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接受自然的影响，而是接受人类自己创造
的“人工环境的”的影响。吉伦也从我们时代迅速发展起来的行为科学那
里获得了重要的启发，比如动物学家阿道夫·波特曼的研究就给了吉伦
以启示，波特曼发现，人的超乎寻常的学习才能仿佛是大自然的计划的
一部分，人类（至少高度文明的人类）的学习才能够一直持续到高龄，
波特曼把人类生命的第一阶段称作是人在母体之外度过的胎儿期，而一
些重要的生命机能——感官知觉及其相互配合、运动机能（学习跑
步）、交际（学习说话）——都是在人类的环境里通过有目的的学习而
获得的。

吉伦自己的思想首先在方法上是独树一帜的，他竭力使自己的研究
不受那些已经被历史证明是无法解决的问题的干扰。就人而言，肉体和



灵魂的问题就属于这种问题，笛卡尔和莱布尼茨就曾经为解决这些问题
而做过各种努力。吉伦从美国实用主义者约翰·杜威的“实用主义的”方
法那里受到了启发，他把人看作是行为的动物，把“行为”看作是人类真
正的关键问题，从而避免了思想上的二元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
舍勒就走向了二元论。人类行为的目的就是改造自然，人类的行为是为
自己的目的服务的。

如果说吉伦在方法上与舍勒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从另一方面说，
吉伦也保留了舍勒的从实际出发的思想作风，也就是说，他也将动物和
人做了对比，他得出的结论是：每一种动物由于受到其种属所特有的天
生的本能的限制而最终不得不局限于某个特定的生存范围之内；它的知
觉、行为和活动必须与周围的生存环境相适应；在这个确定的范围之
内，它能够正确地行动，尽管它也有学习的能力，但是它不可能逾越这
个特定的范围。与之相反，人是一种有缺陷的东西，他与生俱来的生存
装备是不完善的，在感觉能力、自卫能力和本能直觉方面，人都比不上
动物，因此，在一种纯粹“自然的”环境下，人是根本没有生存能力的；
为此，人获得了补偿（而且不只是补偿），他拥有“对世界的开放性”，
他的感觉能力和学习能力使他不再受本能和生存环境的限制，人的直立
行走使他的视野更加开阔，人手的形成以及人的运动机能的适应能力，
这一切构成了一个整体系统，使他能够通过有计划的共同的行动去改变
外在的与自身相对立的自然，使自己能够在自然环境中生存下去。换言
之：由于被人类按照自己的目的改造了的自然事实上已经不再是“自
然”，而是“人类的作品”，是“人类文明”，因此，从本质上说，人是一
种能够创造文明的生物，而且为了有生存能力，人也必须创造文明，从
另一方面说，人又反过来受到他自己创造的文明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了
一个更为宽泛的文明的概念，它既包括“原始人”创造的武器、工具和屋
舍，也包括后来的人类社会中形成的法律、经济和社会秩序。因此可以
说，人类社会的组织几乎没有什么是“自然的”和天赋的，尽管某些社会
形式如群居、婚姻家庭、社会秩序、私有财产等在我们看来都是再“自
然”不过的事情了，但是这一切都是人类创造的东西，因此这些东西也
是值得怀疑的，是可以改变的。事实上，今日的人种学的许多观点也表
明，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文化圈子里，人类的信念和制度是如此得丰
富多彩，几乎是“无所不有”。

人在几乎缺少遗传本能的情况下也仍然能够生存下去。人是极其脆
弱的，他也特别容易受诱骗，因此，人会坚持不懈地追求一种共同生
活，创造秩序、法律、机构、行为规范，简言之，创造社会学意义上



的“社会组织”，只有借助于这样的“社会组织”，人才能够在一个开放的
和危险的生存环境中建造一个适宜自己共同生活的秩序，并确保这个秩
序能够相对稳定。对个体的人来说，社会组织就像是他的外在的依靠，
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依靠。

因此，我们可以把整个文明看作人类在自然界中为自己建造的“巢
穴”，以使自己能够在其中栖居。自从人类诞生以来，技术就一直伴随
着他，对于人这样一种有缺陷的动物来说，技术是他的生理器官的替代
品，而且这种替代品在功能上要远远超过人的所有生理器官。这样看
来，“技术”就构成了人作为生物的结构特征。[6]

吉伦对文明和技术所做的解释或许可以作为一种例证，吉伦对人类
的感觉世界和语言的分析也可以作为一种给人印象深刻的例证。在吉伦
使用的大量概念中，有一个概念叫做“减负”（Entlastung）。在生理器官
方面几乎是“一贫如洗的”人（尤其是在儿童时期）被迫无数次地尝试他
的感觉、说话、运动、触觉、抓握等的方式和内容，而且通常看上去像
是在玩耍一样；他探索周围的世界，并在自身之内建立起一个经验和习
惯的系统，其实，要不是他拥有一个自己创造的符号世界，那么这个系
统对他并不是都有用处。属于这个符号世界的首先是语言，它能够把人
通过感官把握到的事物的无数的属性用一个符号表达出来，比如缩减为
一个词。对人来说，一个概念如“椅子”或“石头”可以说就是一个标签，
它代表着事物的诸如大小、硬度、重量、表面特性、用途等等大量的特
征。这样，他就可以对他的经验进行“登记注册和排列”，以随时听候他
的调遣。语言的这种“减负功能”就由吉伦这样明确地提了出来。

二、语言

1．回顾

在二十世纪，语言成为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某些观察家甚至
说，语言已经成为哲学的中心主题。当然，过去时代的哲学家们也并没
有忽视语言这个在一切生命中唯人类所独有的问题。自古以来，哲学家
们就对语言进行过思考并对此表达出他们的思想。为了能够给出一个较
为充分的观念，我们必须回溯久远的过去。这些哲学家中应该包括柏拉
图、亚里士多德、智者派、奥古斯丁、唯名论者、莱布尼茨、意大利历



史学家乔巴蒂斯特·维科（1668—1744）以及法国的艾迪耶纳·博诺·德·
孔狄亚克（1714—1780）。

限于本书的篇幅，我们不可能追溯那么久远的历史，并事无巨细地
对它描述一番。不过，为了能够理解现在，我们还是应该对过去有所认
识，至少我们应该追溯到康德的时代，也就是应该追溯到十八世纪下半
期。其原因有二：

首先，在那个时代，人们比以前更清楚地认识到，语言不仅仅是哲
学讨论的主题，毋宁说，语言在整个人类的认识过程中都起着重要的作
用，即使康德这个具有批判精神的人对语言的作用也没有给予足够充分
的重视和分析。对康德提出这一指责的正是康德的两位私交，他们也曾
给予康德以很高的评价。

其中的第一位就是约翰·乔治·哈曼（1730—1788），他对康德推崇
备至，为了不伤害康德的感情，他没有将自己的著作《关于纯语主义的
元批判》（写于1784年）发表，这本书在哈曼死后才被公之于世。哈曼
不是一个学术圈子里的人，没有完成他的大学学业，也没有教职，在柯
尼斯堡以做翻译和职员为生。他是一个笃信宗教的人，由于他的文章晦
涩难懂，常有人称他是“北方的马古斯”。他积极地参与了时代的精神生
活，与康德交往甚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就是在他的推荐下才得
以出版），赫尔德以及其他许多文化界的名人都和他成为朋友。歌德、
黑格尔以及克尔凯郭尔都对他评价甚高。

哈曼的思想概括起来说就是：我们必须从认识论的批判转向语言的
批判。“在我看来，重要的问题不是：什么是理性？而是：什么是语
言？”“如果没有语言，那么我们根本就没有理性。没有语词，就没有理
性，就没有世界。”

约翰·高特利普·赫尔德（1744—1803）和哈曼一样，也是一个博学
多才的人，著述颇丰。他的《论语言的起源》一文获了奖，而且成了当
时被广为讨论的话题，除此之外，他还写有《对纯粹理性批判的元批
判》。他的论点是：理性与语言是紧密相连的，原则上说，理性的就是
语言的，因此，理性与经验、历史和利益是紧密相连的。

和赫尔德一样，哈曼也没有把他关于语言的思想系统地表达出来，
因此，人们觉得称他是语言哲学创始人的先驱更为合适。在回顾他的思
想的过程中，我们会清楚地发现，当我们把语言与思想或理性联系到一



起，或者将它们同等对待，那么，考察语言本身就非常困难，因为我们
要考察的东西同时也是考察时必须使用的工具。

必须回溯到十八世纪下半期的第二个理由是：当时一种独立的语言
科学已经开始发展出来，至少是发展出来了一个语言学的分支。学者们
虽然知道“古典语言”（希腊语、拉丁语）的语法，从人文主义和文艺复
兴运动开始，希伯来语语法也受到关注，但是，关于语言的数量和语言
的丰富多彩，欧洲人所知道的却非常之少。在很长时间里，人们一直以
为，希伯来语作为《圣经·旧约》所使用的语言是人类的原始语言，自
从建造巴别塔人类的语言发生混乱之后，世界上大约出现了七十二种语
言。到了殖民地开拓时期，欧洲人几乎占领了整个地球，情况便发生了
转变，美洲印第安人和黑非洲的语言多样性开始为人所知；1571年，通
过一个葡萄牙传教士的一本书，汉语才开始被欧洲人所了解，莱布尼茨
曾经读过这本书，并从书中受到了重要的启发。

语言学迅速发展的真正诱因则是英国人对印度的占领和统治。英国
人威廉·琼斯是加尔各答的一个大法官，他致力于研究梵文，这种语言
在当时的印度已经不再是一种活的语言，只是在文化或法律领域还被使
用，一些重要的法律条文都是用梵文撰写的。1786年，琼斯在一次报告
中说，梵文的构造非常令人不可思议，它比希腊语和拉丁语更加完美和
丰富，这三种语言在语法形式和词根上非常相似，这不可能纯属巧合，
它们（以及欧洲的其他语言如哥特语、日耳曼语、凯尔特语）肯定有一
个共同的起源。

这推动了比较语言学的诞生，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弗朗茨·波
普、雅各布·格林等人开始对印度日耳曼语系展开广泛的研究，而这项
研究工作至今仍未结束。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地球上至少有5000种语言，死的语言和方言还
不计算在内。

对于哲学来说，更有趣的倒不是语言的这种多样性，而是所有的语
言都有某种共同的本质特征这样一个事实，即所谓的“语言共性”，每个
儿童，只要我们把他放进某个语言环境里，那么这几千种语言的哪一种
他都能学会，而且会把它当作自己的“母语”。

2．威廉·冯·洪堡



我们前面勾画出的两条线索——语言哲学的萌芽和语言学的诞生
——在威廉·冯·洪堡（1767—1835）的著作里合并到了一起。洪堡是个
知识渊博的人，他曾经做过外交使臣，在柏林的政府机构负责普鲁士的
教育改革和柏林大学的建立（1810年），根据他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大学
后来成为世界上许多大学效仿的典范，他和环游世界的自然科学家亚历
山大·冯·洪堡是亲兄弟，他为自己后来长达几十年的语言研究工作做了
充分的准备。年轻时，他学会了希腊语、拉丁语、法语，后来他又学会
了英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在巴黎逗留期间，他接触到了给他留下
深刻印象的巴斯克语，在欧洲找不到一种语言是与它相近的，它也不属
于任何一个语系。他研究了立陶宛语，研究欧洲的各种方言，除此之
外，他也研究欧洲以外的语言，如汉语、日语、科普特语、梵语，还特
别深入地研究了爪哇岛上的诗人和学者使用的语言（爪哇古语）。

洪堡几乎没有完成和发表一本关于语言的著作，《论思想和语言》
是作为片断遗留下来的，他的三卷本著作《论爪哇古语》也是在他死后
才出版的。他的语言哲学入门著作是《论人类语言结构的不同性及其
对人类思想发展的影响》，其中基本囊括了洪堡的语言学思想。

对洪堡来说，哲学的中心问题就是人类学的问题，因此也就是康德
提出的“人是什么？”的问题。但是，人只有通过语言才成为人。语言是
一种媒介，人的思想、生活和感受都是通过语言实现的。每个人适应周
围的世界和在世界上为自己定位都要通过语言来完成。人的世界始终是
通过语言来表达的。对洪堡来说，语言不是一种僵死的东西，语言总是
在活动之中，基本来说，语言只活在每个人的说话之中，书面文字并不
是活的语言，书面文字就形同“僵死的木乃伊”。

洪堡特别强调了语言的富于活力和创造性的特征，他认为，语言不
是纯粹“符号的体系”，语言是一种“民族精神的外在显现”，洪堡的这些
思想对后来的许多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二十世
纪。

在这里还应该提到一个思想流派，它被称为“萨皮尔—沃尔夫假
说”，它与洪堡的思想基本一致，认为语言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每一种
语言都代表着一种世界观。这个假说也被称为“语言学的相对论”，不过
我们不能确定，它的两位创始人萨皮尔和沃尔夫是否读过洪堡的著作
（他们对此什么也没有提过）。爱德华·萨皮尔（1884—1939）祖籍德
国，是个人种学者，他主要研究印第安语言。本杰明·李·沃尔夫（1897
—1941）原来是个化学家，后来成为萨皮尔的学生，他研究了霍皮



（Hopi）部落[7]的语言及其世界观，并将它与标准的欧洲语言和世界观
做了对比。[8]其中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比如，在时间和数的概念上，霍
皮人只把基数1、2、3等应用到在空间中可感觉到的对象上去（如并列
站着的树或人），但是并不把基数应用到时间单位上去（比如天）。我
们可以同时知觉到许多人，但是却不能同时知觉到许多天。我们每次只
能拥有一天，第一天过后第二天才到来，这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他必
须看完一个再看下一个。在这里，看病的是同一个医生！也许回来的第
二天与第一天是同一天呢？

“萨皮尔—沃尔夫假说”中提出的问题并不是那么十分明确。[9]但是
不管怎么说，两种语言之间可能存在的鸿沟是可以弥合的，使用两种不
同语言的人可以通过好的翻译而达到相互沟通就证明了这一点，尽管这
种沟通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谁要是想继续探讨这个问题，那么他就
必须注意到，我们的语言中所储备的词、惯用语和固定搭配大多是来源
于一些偶然和必然的奇妙的混合。这条规律适用于每一种自然语言（有
计划地被设计出来的人造语言与此不同）。罗马语族语言文学专家马里
奥·万德鲁茨卡曾经特别强调地指出了这一点。[10]

3．激进的语言批判：弗利茨·毛特纳

语言科学发展至此已接近二十世纪初（关于它在十九世纪的继续发
展我在这里就不再详述了）。弗利茨·毛特纳（1849—1923）在世纪之
交写出了他的主要著作：《语言批判论稿》（三卷本，1901—1903）。
接着他又写出了《哲学辞典》（两卷本）以及《无神论及其在西方的
历史》（四卷本，1921—1923）。毛特纳在世的时候，是一位广受欢迎
的著名作家和记者，作为学者和哲学家，他鲜为人知。他被看作是个自
学成才的人，他也这样称呼自己，尽管学识渊博，但是他却未能成为教
授，对一个犹太人来说，这在当时也是困难的。他的著作明晓易懂，因
为他使用的是口语化的语言而不是专业用语。不久之后他就被人遗忘
了，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才通过分析哲学重又被发现。

对毛特纳来说，批判哲学就是语言的批判。他极力为作为认识的工
具的语言的价值做辩护，并让我们注意语言的隐喻的特征、语言的相对
性和一切思想与语言的紧密关系。毛特纳的《哲学辞典》最初的书名是
《此一哲学辞典》，是带有嘲讽意义的：看哪，这就是哲学所能够提供
的一切！他觉得自己和使用锤子从事哲学思想的尼采非常相似。



经过对语言进行的尖锐批判之后，还剩下什么呢（当然语言也是毛
特纳特别热衷于讨论的主题）？剩下的只有怀疑，怀疑语言，怀疑一
切，此外还有深深的绝望。因此，毛特纳与智者派的激进的怀疑论者高
尔吉亚是并列齐名的。高尔吉亚曾经说过：无物存在。即使有某物存
在，我们也无法认识它。即使我们能够认识它，它也是无法被表达的。
毛特纳说：有某物存在，但是它却不能被确切地认识，或许它根本就不
能被认识。即使它能够被认识，那么它也只能在我们的语言中至多以隐
喻的方式被表达出来。因此，在相互理解之间就被划定了不可逾越的界
限。[11]

对这样一个彻底的怀疑论者来说，还有没有一种慰藉呢？在上帝那
里他是找不到慰藉的，因为“上帝只是一个词而已”（毛特纳在他的《哲
学辞典》中的“上帝”这一词条里如是说），它所表达的意思与“神
诋”或“偶像”并无多大区别。作为一个有名的无神论者，毛特纳在威廉
二世统治时期肯定得不到什么好名声。有一次，他称自己是“无神论的
神秘主义者”，借以寻找某种心灵的慰藉。

虽然毛特纳的著作是引人入胜的教材，但是直到此前不久，只有在
图书馆里它们才能被见到，这与同样是犹太思想家的维特根斯坦形成了
鲜明的对照，今天，在研究语言问题的哲学家中，维特根斯坦是声名最
显赫且影响最巨大的人物。

4．语言学的骤变：索绪尔

如果我们只列举几个名字用以代表整个漫长的思想史的发展，这肯
定是不合理的。若说“二十世纪的物理学是由普朗克和爱因斯坦主导
的”，这未免过于简单化了，因为这两位科学家是以前人的研究成果为
依据的，他们的同行们也都为量子论和相对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当然
上面这句话也并不完全错。与此类似，如果我们把20世纪初（也就是
说，与普朗克和爱因斯坦同时）语言学的转变归功于一个人或归功于他
的一部著作，这也同样不合理，我们所指的这个人就是斐迪南·德·索绪
尔，他的著作就是《普通语言学教程》。[12]

索绪尔是日内瓦大学的教授，他讲授“印欧语系的历史及其比较”。
最初，他还是跟随着当时语言学研究的主流，也为此做出了重要的贡



献。由于一个同事缺勤，索绪尔不得不接替他并主讲普通语言学课程。
从1906年开始，他开始细致地讲授这门课。因为工作繁重，他并没有打
算把他讲课的内容整理成一本书出版。他去世后，几个学生把他们在课
堂做的笔记整理到一起，并以书的形式发表了，这就是他的唯一的著作
《普通语言学教程》。

索绪尔的基本思想对于人们如何看待语言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其影响不亚于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3]）。语言是什
么？索绪尔说：语言就是言语活动减去言语。语言（langue）是一个整
体、一个系统，而言语（parole）是个别的、境遇的，但是，语言不是
言语的总和。语言潜存于一群人的头脑里，或更确切地说，是潜存于一
群人的头脑里的语法体系，因为在任何人的头脑里，语言都是不完备
的，它只有在结构中才能完全地存在。

每一个语言符号都具有双重特征。在其中，音调形式、能指（le
signifiant）和所指（le signifie）被融合到了一起。两种因素的结合不是
基于随便某个自然的对应物，而是基于习惯，它是任意的或偶然的。它
只是基于习惯和习俗，德语里的Baum和法语里的arbre指的是同一个东
西（树）。所以，在内容和功能上，符号只是被消极决定的：通过它们
的相互关系，通过它们在系统中的地位，它们才获得其价值。

科学可以从两种完全不同的角度研究这个系统：一种是同时性（或
共时态，synchron），它从事物某段时间内的横断面来进行研究，也就
是研究语言的静态结构，另一种是历时性（或历时态，diachron），它
从事物发展的过程来研究事物，也就是研究语言从一个状态过渡到另一
个状态的现象。在第二种情况下，变化是在时间流逝的过程中发生的
（比如发音的变化，意义的变化）。历史比较语言科学研究第二种情
况，第一种情况则是由语言学（索绪尔称之为Linguistik）来研究的。语
言学将语言看作是具有相对价值的系统，它要遵循某种特定的规则，这
就好比棋盘上的棋子，棋子的移动会改变原先的平衡状态，但它最终必
须维持一种平衡状态。

索绪尔的著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影响甚至超越了语言学的范
围，受其影响最深的是结构主义，其次是社会学和人类学。

5．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经过漫长的发展之后，语言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主题，但是，在那
些对这一发展做出贡献的思想家中，或许没有哪一位能够比路德维希·
维特根斯坦（1889—1951）做出的贡献更多。由于他的思想，当代哲学
发生了所谓的语言学转向。维特根斯坦活着的时候，他在德语国家里基
本上是默默无闻的，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公众对他几乎一无
所知，甚至在哲学辞典里也找不到他的名字，而在盎格卢撒克逊国家
里，特别是在法国，他早就出了名，了解他的思想的人认为，他是我们
这个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而且他也是最能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的精
神状况的人。造成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是，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主要是在
英国产生了影响；另一个原因是，维特根斯坦自己不仅不去寻找公众，
而且还有意识地躲避公众的注意；此外，他的第二个创作时期的著作大
部分是在他死后才发表的。[14]

维特根斯坦出生在维也纳。他的祖父由犹太教改信新教之后，就从
萨克森迁往维也纳；他的父亲因经营钢铁企业而赢得了声望和财富。维
特根斯坦兄弟姐妹八个，家里人热爱知识和艺术，作曲家约翰内斯·勃
拉姆斯和古斯塔夫·马勒都是家里的常客。一开始，维特根斯坦在柏林
夏洛滕堡技术大学学习工程学，后来又转到曼彻斯特大学继续学习。不
久，特别是当他读了伯特兰·罗素的《数学原理》之后，他的兴趣就从
航空和空气动力学转向数学，接着，他又对数学基本问题、逻辑学和哲
学产生了兴趣。于是，他去了剑桥，并从1912年开始师从罗素。在这一
段时间里，他的兴趣主要在三个方面：他开始潜心研究哲学思想，花了
很多时间在音乐上——他对音乐的兴趣持续了一生，他的著作中就列举
了许多音乐方面的例子——经常出去旅游。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
正在挪威过着深居简出的孤独生活。他自愿加入了奥匈帝国的军队。

在整个战争期间，他把自己的哲学思想写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
战争快结束时，他在意大利成了战俘，当时他的背包里就装着后来使他
出名的《逻辑哲学论》的手稿。在战俘营里，他成功地（通过后来也成
为著名的国民经济学家的约翰·迈纳德·凯恩斯转交）将他的手稿交到了
罗素的手里，尽管罗素做了努力，但是这本书在1921年才出了德文版，
而且是发表在奥斯特瓦尔德的《自然哲学年鉴》上。1922年，出了该书
的德英双语版，书名用的是意大利语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战
争期间写下该书内容的笔记本中有三本被保留下来，并于1961年公开发
表。

维特根斯坦把他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一大笔遗产的一部分赠送给了



奥地利的一些艺术家和作家（其中也包括勒内·马里亚·里尔克和乔治·特
拉克尔），他把遗产的其余部分留给了自己的姐妹，从1920年到1929
年，他在奥地利做学校教师，过着极其俭朴和深居简出的生活，后来他
又在维也纳的一个修道院里做花园帮工。再后来，经过莫利茨·石里克
的引荐，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学派有了接触。

1929年，他重又回到自己的哲学兴趣上，或许是因为受到布罗威尔
的一次讲座的感染，他去了剑桥，在罗素的激励下，他将自己的《逻辑
哲学论》作为博士论文交了上去。他在剑桥讲课，并于1937年获得教授
职位。除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自愿做战地护理之外，至1947年，他
一直在剑桥教书。1951年，他在剑桥去世。

维特根斯坦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其中包括音乐（他既能演奏，又能
作曲）、技术（他在剑桥曾经设计过喷气发动机）、建筑（他曾经为维
也纳的一幢著名别墅提供过设计图纸）、雕塑、数学、逻辑学以及哲
学。他的性格很不稳定，变化无常，对于批评意见很敏感；在莫利茨·
石里克谨慎的引荐下，他与维也纳学派里杰出的人物建立了联系，他非
常注意使自己的哲学观点不至于受到这个学派的批评；作为朋友，他是
个非常慷慨大方的人；他喜欢过孤独的生活，因此之故，他于1913年在
挪威的一座茅舍里过着隐居的生活，从教学工作中退出之后，他又间或
到爱尔兰西部的一座茅舍里去居住一段时间；作为教师，他总能深深地
打动听众。1949年，他患上了癌症，从1951年开始，他住在剑桥的一个
医生朋友的家里，因为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死在医院里。当他的朋友告
诉他，最后的时辰已经来临，他说：“好。”

如果我们不把维特根斯坦的学生根据他的讲课笔记整理出版的取名
《蓝皮书》的著作算在内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维特根斯坦哲学活动
第二个时期的思想主要就是包含在他的《哲学研究》之中的，这本书于
1953年以德英两种文字出版（维特根斯坦写的文章都是用德语写成
的）。

维特根斯坦本来决定在他死后再发表这部著作，而他的其他生前发
表的著作有些或许也是违背他的意愿与公众见面的。

《逻辑哲学论》[15]是一本薄薄的但内容却较为艰深的著作，由一
些格言式的句子组成，都用小数的形式编了号，比如5.1就是对5的解释
或扩充，5.1.1就是对5.1的解释或扩充，以此类推。尽管这能够让读者
一目了然，尽管维特根斯坦（除了概念和数学逻辑的公式符号）大多使



用日常语言，但是这本书对门外汉来说理解起来还是相当困难，其原因
是：第一，它是用特别精练的语言写成的；第二，要理解它，读者必须
事先了解弗雷格和罗素的学说；第三，虽然维特根斯坦使用的是日常语
言，但是他却给它们赋予了偏离日常用法的新的含义。

为了能够让读者对这本书有个初步的认识，我们在这里摘引出它的
几个基本论点，用以展现维特根斯坦的整个思想大厦的基本结构：

1.世界就是所发生的一切东西。

2.那发生的东西，即事实，就是原子事实的存在。

（注：这句话可以被看作是本体论的论点。）

3.事实的逻辑形象就是思想。

4.思想是有意义的命题。

5.命题是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基本命题则是其本身的
真值函项。）

6.真值函项的一般形式是：［¯p，¯ξ，N(¯ξ)］。这是命题
的一般形式。

7.一个人对于不能谈的事情就应该沉默。

（注：这个简洁的句子构成了文章的结尾，后面没有解
释。要理解它，我们就必须补充上在它之前的句子。）

6.54我的命题可以这样来说明：理解我的人当他通过这些
命题——根据这些命题——越过这些命题（它可以说是爬上梯
子之后把梯子抛掉了）时，终于会知道是没有意思的。他必须
排除这些命题，那时他才能正确地看世界。[16]

维特根斯坦相信（正如他1918年在为该书写的序言里所说），他的
逻辑哲学论“已经基本上把问题最终解决了”，而且他在其中所阐述的真
理“是不可反驳的，并且是确定的”。之后，维特根斯坦完全从哲学界退



隐了，他保持沉默达十年之久，而他的著作却在哲学界引起了大量的评
论和论争，这主要是由于他的文章的那种确凿无疑的说话方式，那种极
端性和难以理解性（艾黎克·斯特纽斯曾对他做过较为清晰和令人信服
的阐释，不过他的阐释只有英文版）。当维特根斯坦重新开口说话时，
他表示，在此期间，他对自己的《逻辑哲学论》的体系做了细致的审
查，或者说他又打破了自己的体系，一个陌生的批评家几乎不可能比他
做得更加细致。

正如维特根斯坦为他的《哲学研究》写的序言里（1945年1月写于
剑桥）所说，他是自己决定要出版这本书的，尽管他对此还有些踌躇，
并且觉得他现在所能拿出来的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充其量不过是一
些哲学论述，是“在漫长而曲折的旅途中所作的风景速写”而已。“自从
我于十六年前重新开始研究哲学以来，我不得不认识到在我写的第一本
著作（指的是他的《逻辑哲学论》）中有严重错误”。[17]这些话证明维
特根斯坦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是非常诚实和有责任心的。

《哲学研究》的正文约有350页，维特根斯坦在其中的许多地方并
没有给出最终的形式，它的大部分都带有对话的特征，要么是思想家自
己和自己对话（自己提问，自己反驳自己），要么是他与一个虚构的人
物对话。

维特根斯坦抛弃了他在逻辑哲学论中的许多命题，这是显而易见
的。比如，他抛弃了他在逻辑哲学论中所搭建的本体论的架构，即认为
世界是“事实”和“原子事实”的总和，而且它们像原子那样是彼此独立
的；他抛弃了他在逻辑哲学论中所表述的世界与其形象在思想和句子中
的明确的联系的思想；他抛弃了逻辑哲学论中那种绝对确定性的理想。
在逻辑哲学论中，他认为，凡是能够说出来的，就能够清楚地说出来。
而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则认为，语言的词和句通常都是多义的、模糊的、
不精确的，这是我们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的事实。逻辑哲学论中的维特
根斯坦认为，谁要是想清楚地说出自己的思想，他就必须给自己的词和
句赋予清晰的意义，意思是说：某个词的准确意义必须经过详细的分析
才能得出来。而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则认为：谁要是想知道某个词的含
义，他就必须看看这个词是如何被使用的，这是了解这个词的含义的唯
一途径。

在这里，我们还要讲一讲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的概念，他在《哲
学研究》（第7条）中说：“我也将把由语言和行动（指与语言交织在一



起的那些行动）所组成的整体叫做语言游戏。”[18]语言和下棋这样的游
戏有些类似，说话者使用词句操作语言就像下象棋的人使用棋子下棋一
样，他们都是按照预先确定好了的规则，而且双方的参与者都必须对这
些规则非常熟悉，虽然他们并非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而且在语言
游戏中，参与游戏者也不一定能够理解完整的和精确的规则；之所以如
此，是因为，当人们能够把说话者所处的情景以及某个事件发生的背景
都考虑进去，也就是把语言之外的情景作为背景考虑进去，那么语言游
戏就可以玩，它也就可以被理解。

通过以上简述，或许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维特根斯坦在这里提出
了一个任务，这个任务（与以前的哲学家提出的任务相比）乍看起来好
像并不那么艰巨，但是实际上它却是一种西绪弗斯式的劳作，若想把我
们的思想从语言的诱惑和迷惑中解放出来，这实在是一种无穷尽的劳
动，因为我们都被捆缚在语言的媒介中，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完全摆脱语
言的纠缠。

下面我们在从《哲学研究》的丰富内容中选取几个思想碎片：[19]

语言（并非如维特根斯坦自己在逻辑哲学论中所解释的那样）不是
世界的映像；语言有自己的秩序，它使这种秩序接近现实，或者说把这
种秩序强加于现实。

我们幼稚地以为，每一个词都有一个与它所称谓的对象相对应的对
应物；如果我们找不到一个与之相对应的对象，那么我们就会想象出一
种精神性的东西（可把它与毛特纳关于上帝的概念作对比）。维特根斯
坦称之为“意指的神话”。

许多概念的意义是模糊不清的，维特根斯坦用“游戏”这个词来说明
这一点。

语言绝不只是以命名或描述现实为目的的，我们也使用语言去“请
求、致谢、诅咒、问候、祈祷”。现代语言行为理论继承了他的这一思
想。

对维特根斯坦来说，哲学具有“治疗性的”目的，传统哲学陷入了语
言使用的困境之中，他试图为其拨开迷雾。总之，“哲学的一整块云凝
结成了语法的一滴水”[20]。



6．“语言学的转向”

这个鲜明的标题[21]标志着哲学问题的转变，与经验科学中的具体
问题不同，哲学的具体问题基本上被看作是哲学的语言问题。维特根斯
坦被公认为是这一转变中的核心人物。但是，他并非是这一转变中唯一
的重要人物，除了他之外，在他之后或之前，均有显示出这一思想倾向
的人。下面我们将介绍其中的几位。[22]

首先应该提到的是乔治·爱德华·摩尔（1873—1958）。虽然摩尔在
他漫长的教学生涯中很少发表作品，但是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里，他仍
然被看作是二十世纪影响较大的思想家之一。摩尔是一个不太考虑个人
利益的人，不爱慕虚荣，他的行为在哲学这一行当里是少见的：他仔细
地研究了他的同事们的思想，然后帮助他们澄清观点。为了让一个同事
改变自己的观点，他曾经给这位同事写了一封二十页的长信，几乎就是
一篇完整的论文，而他却没有想到，如果把它发表就有可能会给他带来
名誉和威望。在他看来，哲学的任务就是：分析和澄清观点，以健康的
人类理智为根据，去发现日常语言使用中的错误和歧义。因此，他属于
语言分析哲学（在英国它被称作日常语言分析哲学）的创始人之一，他
与维特根斯坦的相似之处是显而易见的。

莫利茨·石里克是维也纳学派的中心人物，他也曾经表达过类似的
观点：凡是关于现实世界的事情，都应该由个别科学去研究。哲学的任
务就是去检验和澄清它们所说的。

人们甚至可以不无尖刻地说：当心理学和其他人文学科都成为独立
的学科之后，哲学家们就开始面临着失业的危险，于是他们就想出一个
主意，把所有科学所发表的见解都当作自己新的研究领域。

鲁道夫·卡尔纳普（1891—1970）也是维也纳学派的成员，关于这
个学派，我们在“认识与知识”一节里还要详加论述。卡尔纳普曾经在布
拉格的德国大学里教书，由于他的犹太血统，他被迫离开欧洲，之后，
他去了美国，在芝加哥和洛杉矶找到了工作。因为经过“语言学的转
变”之后，认识论的所有问题或大部分问题也就成了语言问题，而卡尔
纳普关于语言的思想则涉及这两个领域，所以，我想在这一节里介绍
他。

和其他维也纳学派的思想家一样，卡尔纳普对传统哲学，特别是形



而上学感到极为不满：与人类在数学和经验科学领域，尤其是在自然科
学领域内所取得的进步相比，人类在哲学领域内难道有真正的认识的进
步吗？当两个数学家争论时，其中的一个数学家可以通过严格的逻辑推
理反驳另一个数学家。当两个物理学家对一种理论产生争论时，那么其
中的一个物理学家可以利用他通过观察和试验得出的结论去说服另一个
物理学家，指出他的理论的矛盾之处。这样，他就能够迫使自己的对手
放弃或修改自己的论点。如果哲学在自己的中心领域不能取得真正的认
识进步，如果它只能提出问题，却给不出问题的答案，那么迄今为止的
哲学就完全把自己的任务搞错了。哲学的任务不应该是对现实世界表达
自己的认识，而应该是去考察科学对现实世界表达的观点是否正确。哲
学的任务（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就是“寻找观点和问题的意义”。哲学
是一种工作，它的目的就在于，弄清楚句子与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并
将有意义的句子和无意义的句子区分开。

什么是有意义的句子呢？在石里克看来，只有当一个论点能够被证
明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这个论点才有意义。也就是说，一个句子除了
在语法和句法上符合语言规范之外，它还必须能够被证实，即通过经验
的检验证明它的正确与否。比如下面这个句子：“在现象世界背后还有
一个物自体的世界。”这个句子就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不能通过实
验来证明这个句子的正确性。与此相反，“恒星X有三颗行星”这个句子
原则上来说就是可证实的，所以它是有意义的。因此我们可以略带夸张
地说，一个句子的意义就在于它的可证实性。

如果我们把这一“可证实性原则”或“经验的感官标准”应用到哲学家
的学说中去，那么他们的学说就可被分为三组：第一，他们的论点表达
的是一种纯粹的逻辑关系，比如，“当一个结论的前提是错误的时候，
这个结论就是错误的”，这样的论点是有意义的，是没有矛盾的，但是
他对于实在世界却没有表达出什么东西来；第二，如果他们论点涉及的
句子可以被经验所证实，那么这些句子就属于自然科学的范围，而非哲
学的范围；第三，这是一些关于实在世界的论点，但是这些句子是无法
证实的，因而它们是无意义的。

如果把上面的话翻译成康德的语言，那么就会是以下这样的。有分
析的论点，它属于纯粹逻辑，因而具有先天有效性。有综合论点（判
断），它是可被经验所证实的，它只具有后天的可能性和有效性。先天
的综合论点——对康德来说，它的可能性和有效性是形而上学的基本问
题——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康德的问题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因



此，康德的理论是空洞的，是应该被抛弃的。

卡尔纳普写的许多文章都是为了证明，形而上学的大部分学说都是
无意义的。他把这种无意义的陈述分为两种，其中的一种有如下特点，
它包含着词语，但是这些词语意义不能被解释清楚，（撇开它出现于其
中的那个句子的可证实性不说）作为词语它就是无意义的，比如，“虚
无”、“世界灵魂”或“世界精神”。

第二种无意义的陈述是这样产生的，虽然句子是由一些有意义的词
语组成的，但是这些词语的组合却是违背句法规则的，比如，“虚无虚
无化”（Das Nichts nichtet，海德格尔语）这句话，“虚无”这个词在我们
语言中表达的是一种纯粹否定的东西，是某物的不存在，把它当作一个
行为的主体（我们如何能认识虚无？）或认识的主体则是没有意义的。

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甚至在今日，为什么形而上学的命题一再地被
提出来呢？而且为什么总有人会深受形而上学的影响呢？

其主要原因在于，人们不能明确地区别认识和经历。虽然形而上学
几乎不包含可被证明的认识，但是它却可以表达经历，它可以像文学和
艺术那样表达（非理性的）“世界感觉”。它的创作者如果能够尝试利用
诗的表达工具，而不是“用概念作诗”，并把本来是诗中表达的东西看作
是现实的认识，那么他们也许会更诚实一些。

维特根斯坦曾经说，我们仿佛置身于语言之中而无法摆脱语言的束
缚，而维也纳学派的其他思想家（其中包括卡尔纳普）则认为，我们完
全有可能就语言及其结构表达自己的认识。卡尔纳普发展了一种“语言
的逻辑句法”的思想（1934年，他发表了《语言的逻辑句法》一书）。
在他那里，表达具体对象的语言被称为是“客观语言”，而表达理论的语
言则被称为“元语言”。这本书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在于，它使哲学的注意
力集中到了语言上面。

卡尔纳普试图在这本书里说明：第一，形式（演绎）逻辑的某些基
本概念是纯粹句法的概念；第二，许多哲学争论实际上是源出于语言问
题，因为人们是用语言研究某个领域或用语言表达某种理论的。他想借
此说明，人们可以通过比较的方法考察语言表达的不同方式，并且在必
要的情况下可以为此目的而构造出一种新的语言；第三，哲学家们的讨
论应该更多地关涉语言而不是实在世界，因此，哲学问题要用“元语
言”来表达，也就是要用适合哲学的语言来表达。



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卡尔纳普试图努力构造一种全新的语言，这有
两方面的含义：第一是要构造一种在符号逻辑中的语言和符号系统，第
二是要发明一种用于国际交往的国际辅助语言。从莱布尼茨到皮亚诺，
再到卡尔纳普，这些大学者都为此做出了努力。当卡尔纳普二十四岁的
时候，他手上拿到了一张关于世界语的传单，这种人工语言的规则和简
单深深地吸引了他。他很快就学会了这种语言，并且不久之后就在一次
国际世界语大会上很轻松地用世界语发言，并欣赏了用世界语演出的歌
德的戏剧作品《伊菲戈涅》。多年里，卡尔纳普经常使用世界语与人交
谈或进行科学讨论，之后，他开始从理论上对构造这种人工语言产生兴
趣。

卡尔纳普是个知识渊博的人，而且对语言有着浓厚的兴趣，因此，
对他来说，在科学逻辑和创造一种世界范围内的国际交往语言之间——
至少在心理上——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正如人们所看到的，卡尔纳普希望能够创造一种尽可能符合逻辑的
理想的人工语言。而另一些思想家——如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则希望
以日常语言为基础。英国的吉尔伯特·赖尔（1900—1976）也是一个带
有这一思想倾向的代表人物，他的主要著作是《心的概念》，[23]他认
为，哲学问题和争论源出于范畴的混淆，因此，他试图以身心关系的哲
学问题为例，来探讨如何用语言分析的方法消除这一问题。他用日常语
言分析的方法证明，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就是一种范畴错误或范畴混
淆，也就是说，他用适合于描述一种范畴的语言去表达属于另一种范畴
的事实，把一个概念放进本来不包括它的范畴中去，身心二元论的实质
不是区分，而是混淆，它把本来不属于机械论范畴的心灵的概念放进这
一范畴中，用因果关系的语言描述心灵活动，致使心灵与身体纠缠不
清。

和赖尔一样，彼得·弗里德里克·施特劳森（1919年出生）也在语言
分析哲学的中心牛津大学执教，他著有《逻辑理论导议》、《个
体》、《意义的范围》等。[24]阿尔弗雷德·茹勒·艾耶尔（1910—1989）
也是牛津大学教授，他所著的《语言、真理和逻辑》[25]将维也纳学派
的思想介绍到了英国，并把它应用到了英国的分析哲学中。

另外还有两位思想家也应该在这里提一下，一位是美国的威拉德·
奥斯曼·奎因（生于1908年），在论述逻辑学的发展时，我们还要再回
过头来讲他；另一位是英国的约翰·奥斯丁（1911—1960），在下面一



节里，我们还要对他加以论述。

7．语言行为理论

奥斯丁是牛津大学的一位学者，他认为，语言也可以帮助人们解决
真正的哲学问题，语言用法虽然繁多，但是类别却是有限的，对日常语
言进行透彻的分析，对语言的各种用法做出细微的区别，这有助于解决
哲学疑惑。与日常的实际问题相关联，日常语言所体现的那些区别
比“哲学家下午躺在扶手椅上想出来的东西”更为精细和可靠。

奥斯丁之所以享有持久的威望，主要是因为他系统地发展了维特根
斯坦的如下思想：语言（除了能够确定和描述原子事实之外）还能够用
来表达“请求、感谢、诅咒、祈祷”，语言既有肯定的（affirmative）和
记述的（constative）功能，也有执行的（performative）功能：当我
说“我向你保证”时，实际上承诺的行为就已经实施了；同样，当我
说“我发誓”时，发誓这个行为也就完成了。奥斯丁采用了语言行为
（Speech Act）这个术语。[26]奥斯丁和美国的约翰·罗杰斯·塞尔（生于
1932年，他进一步发展了奥斯丁的思想）对于细致的划分这种语言行为
做了大量的工作。

毫无疑问，人们日常生活中所说得很多话就是由这种意义上的语言
行为组成的。说话者并不是简单地表达一种意见或记叙某件事情，而是
想表达诸如请求、感谢、提醒、赞扬、批评、警告、指示、鼓励、恐吓
等，或者（在某种语境中）直接表述一种行为：任命、提拔、颁奖、发
誓、宣判等等。说来也是令人觉得奇怪，语言学家们只是到了二十世纪
才注意到这样一种日常现象，并开始对它进行研究。

语言行为理论必须始终考虑到社会环境的因素。一对将要结婚的新
人在结婚登记人员面前所说的一个简单的词“是”，实际上并不仅仅是个
简单的词，它同时也是一个行为，是一种行为的执行，我们只有在某种
地点和处境中才能理解它的真正含义。所以，语言行为理论涉及两个知
识和研究领域，要明确地给它们划分界限也是相当困难的：一是社会语
言学，它研究语言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比如在语言集团内某一群人
或某一阶层使用的社会方言）；二是语用学，它研究语言与语言使用的
处境的关系（在空间、时间和社会方面）。从语言行为理论中又发展出
一个分支，即所谓的对话分析理论，它假定，说话者的意图、他想要听



众理解的意图以及听众实际上理解的意图是一致的。提出这一理论的是
美国哲学家保罗·格赖斯。[27]

8．展望

围绕语言这一主题产生了数不胜数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在这
里，我想从中选取两个具有哲学意义的思想倾向，一个是由乔姆斯基提
出的语言结构理论，一个是科学对人的大脑中语言形成机理的研究理
论。

美国哲学家诺阿姆·乔姆斯基也许是当今世界上最著名的语言学
家。早年乔姆斯基写了一篇批判斯金纳的《言语行为》一书的文
章，[28]这使他很早就获得了国际声誉，我在这里之所以提到这篇文
章，是因为其中已经表达了乔姆斯基的基本思想。斯金纳是以行为主义
命名的心理学学派的代表人物，这个学派以哲学上的实证主义和实用主
义为其思想基础。行为主义深受俄国生理学家伊万·彼得罗维奇·包罗夫
（1849—1936，1904年获诺贝尔奖）所做的动物实验的影响，特别是他
做的狗的试验显示出，动物在受到某种刺激的情况下会做出特定的反
应。行为主义的基本原则被应用到学习理论、动物心理学和动物训练
中，并取得了成功，在上述的著作中，斯金纳也将这些原则应用到了语
言中去，或确切地说，应用到语言获得中去。

语言获得以及儿童期母语的学习为语言研究者提供了一种特别的机
会。我们可以设想，把恩斯特·海克尔提出的生物发生基本规律应用到
语言问题中去。观察儿童的语言获得可以让我们有机会研究人是如何开
始使用语言的，因为我们几乎不可能去研究在原始人那里语言是如何发
展的。斯金纳认为，语言获得是儿童与他的周围环境交流的结果：儿童
听到语音后，会去模仿，然后他逐渐地学会理解语言，并利用语言与他
人进行交流。

而乔姆斯基则坚决地反对上述观点，他认为，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将
永远不可能理解儿童是如何学会母语的。这个理论中包含着明显的错
误，它没有搞清楚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关系，即在提供给儿童的经验材料
与这些材料所产生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周围环境能够提供给儿童的语言
材料并不多，而且往往还会提供给他一些被歪曲了的错误的语言形式。
但是，儿童并不仅仅是模仿他听到的句子，他很快就能够造出他从未听



到过的句子——甚至会造出人们从未听过的句子。一旦儿童学会了语
言，他就能够造出无数的句子来，或者能够理解无数的他从未听过的句
子。在这种能力方面，儿童的智力程度只起很小的作用。这就是语言的
创造性和生成性，这种创造和生成语言的能力是人的内在的机能。

因此，在语言学习的过程中，虽然周围环境所能够给儿童提供的语
言材料很重要，但是一种天赋的素质在这个过程中显然起着更为关键的
作用。

这让我们想起，过去的许多哲学家也经常相信有“天赋观
念”（innate ideas），乔姆斯基的这种天赋观念说也引起了许多人的讨
论。不过我们也不能过高地估计它的价值，乔姆斯基的命题并没有肯
定，儿童的某些“观念”是与生俱来的，因为这个过程更多的是在无意识
中完成的。毋宁说，这个命题想要表达的是，人与生俱来地具有一种学
习人类语言的素质或天赋。

因此，乔姆斯基得出了下面一个结论：这种天赋导致了语言的“共
性”，也就是说，人类的所有语言都有共同性。

什么是语言的共性呢？美国的格林贝格特别研究了这个问题。[29]

他认识到，要想检验语言的共同性是难乎其难的，因为我们必须为此而
去考察人类的约五千种活的语言。

不过能够确定的是：所有的人类语言所表达出的人类思想感情的结
构都是相同的，我们的经验、观念和思维结构都是相同的。比如，我们
所经验的空间观念上、下、左、右、前、后，时间观念过去、现在、未
来、白天、黑夜、清晨、傍晚、昨天、今天、明天等都是相同的，只不
过在不同的语言中，人们对于相同的观念会有千百种不同的表达方
式。[30]

如果语言共性是“天赋的”，那么，只要我们把一个普通的儿童放到
一个合适的环境中，他就可以把人类的几千种语言中的某一种作为自己
的母语去学习和掌握。

人一旦掌握了他的母语，那么他就能够利用有限的词语和规则构造
出无限数量的句子来，这样一个事实使得乔姆斯基得出了他的“生成转
换语法”的理论。



我们下面要讨论的语言问题范围内的观点或许会使其他所有观点都
黯然失色，说的是现代科学对大脑的研究使得我们有可能了解到语言在
人脑中的活动机理，使我们知道了大脑的哪一部分以何种方式掌管人的
语言能力。

以前，人们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大多是通过偶然的机会获得的，当一
个人的脑部受伤以后（通常是由于事故或战争），在某些情况下，我们
能够观察到他的语言能力受到干扰，或完全丧失语言能力。当这个人死
后，人们可以通过对他的大脑做病理解剖而了解到，他的大脑的哪一部
位受到了伤害或损坏，然后人们就能判断出，受伤的这一大脑分区必定
是掌管人的语言能力的。而在健康和正常的人身上，我们却几乎得不到
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因为大脑里的活动我们是观察不到的。

1861年，法国的保尔·布罗卡给一位丧失说话能力的病人看病（不
过他不是没有能力听懂别人说的话）。这个病人的左脑半球的第三脑回
的末端受到了损伤，这个区域后来就被称作布罗卡脑区或布罗卡中心。
1874年，德国心理学家卡尔·维尔尼克发现了第二个脑区，也是位于左
脑，但是更靠后一些，显然，这个区域对于接收和理解语言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后来的研究得出的结果有些差异，但是证明了布罗卡中心区
和威尔尼克中心区在语言获得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这两个中心都位于大脑的左半球，这一点很重要。从外观上看，大
脑的两个半球的构造并没有什么区别，不过是左右相反的，而且其功能
也各不相同。从迄今为止的研究结果看，大部分人的语言中枢位于大脑
左半球，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的语言中枢位于大脑右半球（这些人大多是
左撇子）。当一个人在获得语言的儿童期，他的大脑左半球受到损伤，
他的大脑右半球则会接替左半球的控制语言的功能。

今天的科学研究对于人们理解大脑损伤与语言障碍或语言能力丧失
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首先，医生在给病人做手术的时候，
可以在病人的颅盖被打开的情况下做试验（即使病人处于清醒状态也不
会感觉疼痛），可以通过刺激大脑的某个区来观察病人的反应。其次，
人们可以向病人的颈动脉中注射麻醉剂，这样会使他的大脑的一个半球
处于麻醉状态，于是人们就可以断定，人的语言功能位于大脑的哪一个
半球。

此外，医生在给重症癫痫病患者做手术时也能够观察到人的语言功
能的活动，健康人的大脑的左右两个半球都是通过上百万的神经纤维网



连接在一起的，在做手术时，医生可以把患者的大脑神经的左右两个网
络分开，用以观察大脑的左右两个半球的功能。还有一种观察的可能
性，这就是通过二分法的听觉试验，受试者不必是病人或受伤的人，每
一个健康的人都可以参加这个实验，受试者戴上耳机，同时向他的左右
两个耳朵里传送不同的声音（通常是说话声），通过这个试验，人们发
现，人的左右两个耳朵的功能是有差异的，人的右耳的听觉中枢是与大
脑的左半球联系在一起的。

新近人们又可以利用图像生成技术观察人的语言活动：利用磁共振
X线体层照相术和正电子放射X线体层照相术，人们能够从外部观察大
脑的活动——也就是说，不必再将探针插入病人大脑内，这项技术常常
用于动物实验。

这一切听起来好像很令人振奋，而实际上我们的研究也只是万里长
征迈出的第一步，因为人的大脑是个极其复杂的组织，正如诺贝尔医学
奖得主、澳大利亚的脑科学专家约翰·埃克勒斯爵士所说，大脑是“整个
宇宙的广阔而奇妙的结构中的最为复杂的研究对象”。大脑中拥有数十
亿计的神经细胞，通常，一个细胞会与几十个或上百个神经纤维连接在
一起，大脑的每一个活动都会引发上百万的细胞参与进来。而且，语言
也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研究对象。即使我们不去考虑世界上有几千种不同
的语言（并且据估计还有几千种语言已经销声匿迹了），而且我们关于
人类语言的形成也几乎是一无所知，撇开这些因素不谈，单单是如下事
实就足以令我们大伤脑筋：每一种语言至少会有几千个词，而这几千个
词中的许多个词又都有许多种甚至上百种不同的意义（可参照英文词典
里to get这个词条的解释）。

如果我们计算一下一个学识渊博的人所能掌握的单词的数量，那么
这个数目可能会达到一万或十万；如果我们再将全部知识领域内（包括
植物学、动物学和化学等）的专业术语再加进去，那么这个数目可能会
达到上百万，况且有的人还能够掌握几十种语言。显然，人的大脑能够
储存这么多的词语，包括词语的发音和书写方式和意义，当需要的时
候，这些词语会被从人的意识里调出来。此外，人们利用这些词语组合
成语言的方式几乎是无穷尽的，只要掌握了这种语言，每个人随时都能
够按照语言规则造出有意义的句子来。人能够利用如此多的词语和相对
来说却非常少的句法规则组合出无限多的句子来，（在乔姆斯基眼里）
人的这种能力是令人惊叹的，这也是语言学最应该做出解释的一点。另
外，还有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这就是掌握母语的说话者造句的速度也



是快得惊人的，而且，他在说话时还会有几百种肌肉和神经参与进来。
如果有人想了解这个过程是如何进行的，那么我们可以给他打一个比
方，这就好比我们去问一个千足虫，它在行走的时候是如何协调它的那
些个腿的呢？一旦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它可能就真的不会走路了。虽然
在接受语言的过程中肌肉和说话的神经并不用参与进来（不过许多人在
默读的时候也会附带着刺激说话的肌肉），但是，在听的时候，人会使
用他的听觉器官，在读东西的时候，人会使用他的视觉器官。这些也都
是非常复杂的（不过比研究语言要容易一些）。

我们说了这么多，目的是想说明，尽管人们把最先进和昂贵的灵敏
仪器应用于研究中去（比如，莱比锡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就有这样
一台仪器），而且也有健康的或者带有语言障碍的受试者可供观察，但
是，在研究“语言和大脑”这个问题上，我们才刚刚迈出了第一步。人们
还打算利用对人脑的研究方法去搞清楚意识的本性和产生原因，这也同
样是非常艰巨的任务。在本章的最后一节，我们还要回过头来讨论这个
问题。

三、认识与知识

从康德开始产生影响到新康德主义的繁荣，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
里，认识论构成了哲学的焦点问题。之后，哲学家们的兴趣虽然并没有
从认识问题上离开，但是他们的兴趣也发生了一些偏移，并且开始转向
两个焦点问题：一个是语言问题，特别是语言在认识中的作用；第二个
就是科学问题，在这个范围内，认识取得了越来越多的成就：从认识论
发展到科学理论。

在这一节里，我们介绍这种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不过并不按照
编年史的先后顺序。在语言问题和认识问题之间出现交叉也是显而易
见，不过我们的讨论最终还是围绕着认识问题展开的。

1．新实证主义

关于这个概念我想首先做下面几点解释：实证主义（从广义上讲）
指的不是一个特定的哲学理论或学派，而是一种哲学或科学理论的基本



立场，也就是说，持这种基本立场的人从“既予的东西”（即从感官可以
感觉到的自然过程和社会过程的表面现象或从现有的思维概念）出发，
并把它不加批判地绝对化，他们仅仅把既予的东西，把由观察而获得的
实证的事实作为一切认识的源泉。在他们看来，客观真实的外部世界是
不存在的，因为它在感觉中不能得到证明。

当奥古斯特·孔德将实证主义一词引入哲学中的时候，这个词是新
的，但是它所指的事情却是旧的。这个词是他从克罗德·亨利·格拉夫·圣
西门（1760—1825）那里借用来的，他是工业社会和私有财产的批判
者，因而也是卡尔·马克思的重要思想先驱。基本来说，所有在思想史
上出现的带有如下思想倾向的派别都可以被称作实证主义：除了必须遵
循“既予的东西”这样一个一般的假定之外，它们在下面的观点上也是一
致的，即我们对既予东西的认识均来自我们的“感官印象”（也被称
作“知觉”，而在我们今天的语言使用中“知觉”往往也被当作一种“感
觉”，因此可能会造成一些误解）。哲学上的实证主义的特别之处是比
较明显的，因此我们也就比较容易认识它的特征：它反对所有持如下观
点的人，即认为在可知觉的东西的背后还存在某种本质、形式（如柏拉
图的理念）或法则，并且它们也是能够被我们所认识的。也就是说，实
证主义始终是拒斥形而上学的。因此，对于实证主义者来说，唯物主义
和唯心主义都是应该被抛弃的，因为两者都试图超越实在的本质而表达
出普遍的原理（“所有存在物在本质上都是物质的”或“所有存在物基本
来说都是观念的东西”），这些都超出了直接既予的东西的范围，因而
是不可靠的。

在这里，某些读者可能会提出异议：认为人的认识来自感官经验，
这不是经验主义的思想特征吗？我们不是把具有这种思想特征的人称作
经验主义者吗？难道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是完全相同的概念吗？不。为
了弄清它们的区别，我们最好举一个例子：尼古拉·哈特曼（在个别科
学上）完全从经验出发，从任何意义上他都应该被看作一个经验主义
者。他的“批判实在论”主张，存在实在的东西、客体和过程等等，它们
是能够被我们所认识的（即使这种认识是有限度的）；也就是说，在此
范围内，一个客观的，即不依赖于被感知而独立存在的实在，会与我们
的知觉相对应。若站在实证主义的立场来看，这种主张本身就已经是一
种形而上学了；它远远超出了直接既予的东西所限定的范围，因此就和
康德的如下论点一样，既不可靠也无意义：在我们的经验之外，还存在
着超出了我们的认识范围的“物自体”。



我们也可以把大卫·休谟看作实证主义的思想先驱和古典创始人，
因为在他那里，除了感官印象和观念之外，我们一无所知，其中观念来
自感官印象，而且它们也只是保存在记忆里的已经淡化了的感官印象。
此外，我们在法国的百科全书派那里也能发现实证主义的信念，奥古斯
特·孔德就是一个当然的实证主义者，只是在这一点上他的哲学也不是
什么新东西了，而且除此之外，他还特别注重他的学说的实用性，用它
来改造人类社会。

总而言之，新实证主义这个名字指的是一个哲学学派，其代表人物
生活在十九世纪初至二十世纪中期。它也被称为“逻辑实证主义”或“逻
辑经验主义”，这个称谓与新实证主义的意义是相等的，它只是特别地
表明了逻辑在这个学派的所有思想家那里的重要性。当然，他们在个别
问题上也仍然存在一些原则性的分歧。

在我们试图描述他们的原则性的分歧之前，让我们首先提一个问
题：为什么实证主义在前面提到的这段时间内会发展为一种影响力较大
的哲学学派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再回顾一下这一时期数学和
物理学的一些发展。

对于数学的基础来说，尚在十九世纪上半期就发生了一次哥白尼式
的转折，也就是说，1826至1833年间，俄国人罗巴契夫斯基和匈牙利人
波尔耶大约是同时提出了“非欧几里得几何”的可能性，在此之前，这个
发现已经由天才的德国数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完成了，只是他没
有公开自己的研究结果。简短地说，他们经过推论得出，自古以来一直
占统治地位的欧几里得几何并非唯一可能的无矛盾的几何体系。欧几里
得体系从一般的理智出发，它建立在一种至今仍然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
假设之上，即认为我们的空间是三维的，在这样一个空间里，两条平行
的直线永远不可能相交。非欧几里得体系后来又分别于1854年和1899年
通过伯恩哈特·黎曼和大卫·希尔伯特而得到了完善。这促使人们对数学
基础——特别是那些数学公理体系——的有效性重新做深入地思考。在
那些从哲学上和科学理论上对这一新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思想家中，法
国数学家亨利·彭加勒（1853—1921）是较为杰出的一位。

彭加勒的同乡埃米尔·波特鲁（1845—1921，主要著作有《自然法
则的任意性》）则走在了彭加勒的前头。他的主要论点是，自然法则决
不会必然像我们所见到的那样，它可以是完全另外的样子，这个论点对
经院派哲学家和康德都像是当头一击。彭加勒得出的结论是，数学公理
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真理，而是根据其简单性和目的性而选择出来的，其



结果就是对自然科学认识以及由它所表达出的“规律”的绝对有效性产生
怀疑。这些规律既非正确的，也非错误的，而是有用的——这是一种类
似于实用主义者的立场。

物理学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自从赫尔曼·冯·霍姆赫尔茨指出了为
认识论提供新的和更好的证明的必要性以来，物理学家们自己开始寻找
一种尽可能简单的理论基础。鉴于非欧几里得几何，霍姆赫尔茨否认它
是先验的基本原则，而把诸如这种几何公理看作经验原则或假说。他的
学生海因里希·赫尔茨则把物理学的认识看作一种符号体系，看作外在
事物的形象体系。罗伯特·迈耶尔试图把科学认识限定在一个事实对另
一个事实的恒定的数值关系的确定上。柯尔欣豪夫则认为，力学的唯一
任务就是用完善的和简单的方式去说明运动。从上述的举例中我们会看
到，自然科学家们变得越来越谦虚了，在设定科学研究的目标时，他们
变得越来越小心谨慎了，并且对独立于经验世界或试图在经验世界之外
获得有效性的原理也越来越持拒斥的态度。

在哲学方面，恩斯特·马赫（1838—1916）和理查德·阿芬那留斯
（1834—1896）是两个思想倾向十分相近的人，列宁曾经在他的《唯物
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深入讨论了马赫的思想，马赫对声学、光
学、力学、热动力学以及科学史也做出了的贡献。他们都认为，科学的
理想就是剔除科学中的一切“形而上学的成分”，正确的科学方法就
是“简单化的说明”。马赫可以被看作新实证主义者的维也纳学派的思想
先驱，他们的一个组织就被命名为恩斯特—马赫协会。这个协会所倡导
的“统一科学”最初就是由马赫提出来的。在他看来，一切概念和原理的
目的就是思想节约，就是通过相同经验的融合而达到的观念节约。阿芬
那留斯特别反对形而上学的“虚假问题”，这些虚假问题阻碍了思想节约
的实现。

至此我们就已经可以推想，被概括地称为新实证主义的理论有哪些
共同的原则：

1．自然科学，或者说每一门科学的任务应该局限于对观察到的现
象进行可靠、精确和尽可能不矛盾的描述。倘使从中得出了科学定律，
那么这些定律也不是用来“操纵”现实的自然进程的，这些定律只是我们
人类的“发明”，是我们思想的有意义的构造物，在思想节约的意义上，
这种思想的构造物能够使我们的描述变得更加简单和理性。

2．如果说新实证主义对所有形式的形而上学都下了驱逐令，那么



这也只是事情的不利的一面。但是为了弄清楚，为什么这种对形而上学
的谴责在极端性上超过了过去的任何时候，我们就必须接着去认识迄今
仍未触及到的一种思想发展趋势：在新实证主义哲学家的圈子里，或者
说在哲学学派的相互协作中，逻辑占据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遗憾的
是，对于不具备专业的数学知识的门外汉来说，若想继续跟上它的思想
发展则是不大可能的，他只能跟着走开始的几步路。

2．新逻辑

连贯地追寻逻辑的历史发展并非本书的计划。在论述科学逻辑的创
始人亚里士多德的时候，我们曾经较详尽地讨论过逻辑问题，在其他地
方，我们对它只是略微提及了一下。亚里士多德之后的那个世纪只是部
分地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比如经院哲学，但是几乎没有给它补充
什么重要的新东西。亚里士多德创立的体系中有时也被掺入一些虚假的
东西，有人把它或者与本体论和形而上学（如在黑格尔那里）或者与心
理学（比如在十九世纪）混合到了一起。自从现代的以计算和测量为基
础的自然科学——而且自然科学在数学中发现了适宜的认识工具——日
益上升以来，逻辑学甚至变得声名狼藉起来，它被看作一种钻牛角尖的
没有多少用处的形式主义。

到了二十世纪，历史研究重又发现了亚里士多德的功绩。特别是哲
学又把逻辑学从那种混乱的观念中拯救了出来。对于克服逻辑学中
的“心理主义”，埃德蒙特·胡塞尔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此他写了《纯
粹逻辑导言》（1900年），这是世纪之交的一部重要著作，它和西格蒙
特·弗洛伊德的《释梦》以及马克斯·普朗克的《量子论》具有同等重要
的意义。胡塞尔首先指出，对思想过程和思想行为的真实过程进行研究
是一个心理学的事情，它们是通过各种规则（比如思想联想）而被连接
在一起的；而对思想内容的关系进行研究则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事
情，这里所说的思想内容是指那些“意向性的东西”，它们彼此之间处于
一种严格的、合乎规律的、完全独立于思想过程的真实过程的、逻辑的
关系之中。为什么这种思想内容与“心理的”思想过程完全不同呢？对
此，胡塞尔只给出了一种（与柏拉图的观点极为相似的）回答：思想内
容是永恒的、无限的、独立于其实际“被思想”而存在的“意义单位”——
它是如此的独立，即使终有一死的人过去不会、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
去思想它，而它自身也仍然是永恒存在的东西。虽然胡塞尔因此而把逻
辑学从心理学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但是其代价是，他不得不承认永



恒的、无限的、或者说柏拉图式的意义单位以及与之相应的规律的存
在。

新逻辑放弃了这一思想，这是因为它基于如下简单的认识：虽然每
个人的每个思想过程都有独立的逻辑规律，但是这些规律却不可能永远
存在于人的一切思想之外，毋宁说，逻辑是人的“陈述”及其有效性
和“真值”的科学——这个观点甚至可以说是以亚里士多德为依据的，而
且这个观点也是对以下简单事实的肯定，即为了客观地显露自身并从而
成为逻辑考察的对象，每一个为人所思考的思想必须利用一种语言表达
形式。

对于新逻辑的发展，许多思想家都做出了贡献，其中包括英国的乔
治·布勒（1815—1864）和美国的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1839—
1914）。但是我们可以说，在耶拿大学任教长达三十三年的德国数学家
和哲学家高特洛普·弗雷格（1848—1925）为这门新科学——有时它被
称作逻辑学，今天人们一般把它称作数理逻辑或符号逻辑——的建立奠
定了最重要的基础。弗雷格发表的主要著作有《概念文字——一种模仿
算术语言构造的纯思维的形式语言》（1879年）、《算数基础——对
数的概念的逻辑数学考察》（1884年）、《算数的基本规律》（两卷
本，1893和1903年）。

在弗雷格漫长的学者生涯里，外界对他的学术成就几乎一无所知，
他甚至不得不自费出版他的《算数的基本规律》，只是在罗素和怀特海
于1900年在为他们的划时代的著作《数学原理》写的序言里提到他们的
主要思想应归功于弗雷格之后，他才引起人们的注意。在德语国家里，
弗雷格在1945年之后才作为哲学家而为人所知并得到承认。

符号逻辑自形成以来正日益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它不像其他所有
的实际科学那样是一种“理论”，也就是说，它不是一种通过规律而结合
在一起的关于对象世界的陈述体系，而更像是一种（人造的）语言。它
制造出一套符号体系，连同使用这些符号的规则。但是，由于在构造这
种语言时，并没有对个别的符号作解释（比如一个方程中的x），所以
我们最好称这种数理逻辑是一种语言骨架或框架（正如鲁道夫·卡尔纳
普在他的1960年发表的《符号逻辑及其应用导论》一书中所言）。只有
在应用逻辑领域内，这些符号才被填充了内容。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为数
学奠定新的基础的过程中，新逻辑首先得到了这种应用；后来它在其他
知识领域——主要在自然科学领域——也得到了应用。



当一位科学大师需要写一部内容极其丰富的书时，如果他试图用一
页或者两页纸写出书的内容，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作为逻辑联系的
符号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中就已经得到了应用，比如ã（源自拉丁语
的affirmo，意思是“我肯定”）和 （源自拉丁语的nego，意思是“我否
定”）。它们表示谓项之间的关系。人们写出AãB，用于表达：A适合于
所有的B（哺乳动物这个谓项适合于所有的狗。）人们写出A B，用于
表达：A不适用于任何B。在命题逻辑中，人们使用p、q、v等符号，用
于简短地表达任何一个陈述（也就是一个完整的命题）。通过这种命题
的结合可以组成新的复合命题。在日常口语中，人们通常用“和”来表达
这种结合，用符号表示就是：p＆q；而符号pvq（v来自拉丁语的vel
即“或”）表示的是“或”。可以在符号的上方加一个横杠，用以表示对一
个命题的否定，如：ˉp。

在日常口语中，如果我们想把命题结合到一起并判断出，一个通
过“和”、“或”或者其他逻辑连词如“如果……那么”连接起来的逻辑组合
是否有意义和可行，我们会按照相关命题的内容来调整自己。如果涉及
命题的结合，那么严密形式化的符号逻辑则只关注这些命题的唯一特
性，即所谓的“真值”（Wahrheitswert），也就是命题的真与假。当p和q
各自都是真的时，p＆q两项结合在一起才是真的，如果p和q中的其中一
项是假的，那么p＆q也只能是假的。而对于pvq这个命题变项来说，只
有当p和q都是假的时，pvq才是假的，换句话说，即使p和q中只有一项
是真的，或者两项都是真的，那么pvq都会是真的。也就是说，复合命
题的真值依赖于命题函项的真值，这种关系也叫做“真值函
数”（Wahrheitsfunktion）。我们可以用真值表的形式直观地表达这种关
系，这种真值表在数理逻辑（即所谓的“命题计算法”）中起着重要的作
用。下面是“联言判断”p＆q的真值表：



可读作：当p和q两项都为真时，p＆q是真的（第一栏）；当p是真
的，q是假的，那么p＆q就是假的（第二栏）；当p是假的而q是真的
时，p＆q也是假的（第三栏）；当p和q都是假的时，那么p＆q肯定是假
的。

命题变项pvq的真值表如下：



假如一个命题是由两个以上的命题函项组合而成的，那么真值表也
会相应地变大。具有同一个“真值列”的命题形式，人们称之为等值
（äquivalent）。

命题结合的另一个简单形式是用箭头来表示的，这（部分地）相当
于日常语言中的“如果……那么……”。所以，p→q我们可以读作“如果
p，那么就q。”对于纯粹以真值为表现形式的符号逻辑来说，只有当p是
真的，而q是假的，这个命题才是假的。其结果是，如果把它转换为日
常语言，它在许多情况下就变成无意义的了。举例来说，假定“欧洲是
一个大陆”是p（真命题），“鲸是哺乳动物”是q（也是真命题），那么
p→q就可以读作：“如果欧洲是一个大陆，那么鲸就是哺乳动物。”这种
一般被表述为“从每一个其他命题中都能得出一个真命题，不管它是真
还是假”的悖谬常常是数理逻辑受到批判的起因。

自1880年以来，人们开始对数学的基础展开批判，并进而形成了波
及面甚广且富有成果的讨论，这种批判和讨论是与数理逻辑的发展同时
进行的——不仅仅是同时进行的，而且彼此之间也产生了影响，因为一
方面，数理逻辑产生自一种追求，即比过去更为严格地检验和证明数学
公理体系的无矛盾性，另一方面，数理逻辑也被当作一种用于批判和建
设的工具。



一场特别坚决而彻底的批判是由荷兰数学家路易岑·艾伯特·扬·布劳
维尔（1881—1966）发起的。由他创立的思想流派被称作数学直觉主
义。从无限这个概念出发，布劳维尔不仅摒弃了传统数学的一系列基本
原则，而且也摒弃了传统逻辑的基本原则。对布劳维尔来说，并不存
在“有效无限”意义上的无限（实无限），而只存在可能的无限（潜无
限）。比如：有“无限”多的整数，但这并不是说，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
确实作为客体存在着无限多的数（以至于一个圣灵能够对它们进行巡
视），而只是说，从一个既有的数进展到一个更高的数，这始终是可能
的。

作为一个极富独创性和博学多才的人物，布劳维尔对其他许多问题
都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早期的一部著作就叫做《生命—艺术—神
秘主义》），他的批判思想促使数学家们努力去奠定更为牢固的科学基
础。在这个方面，大卫·希尔伯特和伯特兰·罗素做出了特别的贡献。就
和在笛卡尔以及莱布尼茨的时代那样，在罗素那里——以及在他之后的
许多二十世纪哲学家那里——数学与哲学重又紧密地结合到了一起。

3．从罗素到分析哲学

伯特兰·亚瑟·威廉·罗素（1872—1970）至今仍然是西方世界里的最
有名的并且拥有最多读者的哲学家之一。罗素首先是作为一个数学家而
出名的，而且他也是一个为了建立一种新的数学基础而试图动摇旧有的
数学基础的人。他和阿尔弗雷德·诺特·怀特海——作为哲学思想家的怀
特海后来走的路与罗素完全不同，因此我把他放在了“新形而上学”一节
里加以讨论——共同写出了《数学原理》（1910—1913年出版），这是
最重要的数学基础研究著作之一。

罗素成为公众人物主要是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公开阐
明了自己的坚定不移的和平主义立场，并且因此而被送进了监狱，不过
不久他就被释放了。他是一个典型的英国式的持不同政见者，他执拗地
反对那些占统治地位的传统观念和偏见，直到晚年他仍然保持着自己的
这一作风。

青年时期的罗素曾经热衷于一种柏拉图主义的数学，并认为在经验
现实之外或之上，人能够直接认识观念或共相，而到了后来，他在思想
上又明确地向新实证主义靠拢。他的一系列著作代表了他的思想的发



展，他的著作几乎涉及所有的哲学领域：逻辑学、认识论、自然哲学、
宗教，特别是还涉及如何正确地建立人类社会。罗素最重要的著作是他
晚年写成的《人类的知识》（1948年，德文版于1955年出版）。

罗素并没有创建自己的思想体系，而是针对个别问题做单独的考
察，而且他的意见也并不总是前后一致的。这与他的怀疑主义的立场不
无关系，也就是说，在他眼里，唯一有效率的认识工具只能存在于自然
科学之中。哲学必须依靠自然科学提出问题，而不是依靠道德或宗教，
道德和宗教只能研究那些精密自然科学所无法解决的问题，在这方面它
最多也只能提出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年龄越大，罗素的实证主义和
怀疑主义的立场就越加坚定，凡是不能被实证主义认可的知识领域都是
他极力反对的。

罗素曾经把他的关于“事实结构”的理论称为“逻辑原子主义”，这是
一种多元论的宇宙观。在罗素看来，原子事实是个别的感觉材料，原子
事实构成了世界，或者说感觉材料构成了世界。事物是由感觉材料构成
的，它只是一种逻辑的虚构，感觉材料才是唯一实在的东西。原子事实
彼此之间只是逻辑地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意味着，罗素已经背离了他过
去的那种柏拉图式的观念，并对世纪之交英国哲学中的理想主义思潮展
开了猛烈攻击。弗兰西斯·赫伯特·布拉德雷（1846—1924）就是这一思
潮的代表之一，因为他认为，在事物之间存在着属于它们自己的本性
的“内在联系”。而在罗素看来，既没有物质，也没有精神，也没有一
个“我”，而只有感觉材料。如果把这种观点应用到道德和宗教上去，也
就意味着，自然科学（我们的知识的唯一源泉）只能认识感觉材料，此
外别无其他。对于信仰上帝或不死，自然科学不能提供任何证据。宗教
也是可有可无的东西，甚至可以说它是一种祸害。只有那些还没有完全
长大的人才会去信仰宗教。

对于道德来说，情况有所不同。罗素认为，存在着一种超越于现存
的自然之上的价值秩序。但是真正的道德必定与迄今为止的基本上是建
立在迷信观念的基础之上的道德完全不同。理想的生活就是一种由爱来
引导并求助于知识的生活。

作为我们这个世纪的一个有影响力的和自成一体的哲学学派，新实
证主义的出现主要是与一个学者团体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团体的成员于
1929年在维也纳崭露头角，他们以“科学的世界观”为宗旨，并自称“维
也纳学派”。这个学派诞生于由莫利茨·石里克（1882—1936）主持的一
次讨论课。石里克是这个学派里的重要人物之一，后来被一个大学生谋



杀了。

自1930年起，维也纳学派就拥有了自己的定期出版的机关刊物《认
识》，这份刊物于1938年停刊。在这一年里，纳粹德国并吞了奥地利，
这使得维也纳学派的活动在德国的土地上不可能再继续下去，因为它的
大部分成员都有犹太血统。这个团体的大部分成员被迫流亡，其中有奥
托·纽拉特（1882—1945）和当时在柏林大学任教的汉斯·赖欣巴赫
（1891—1953），还有鲁道夫·卡尔纳普，在关于语言的一节里我们已
经讨论过他。

当维也纳小组以这种方式解散的时候，它已经通过自己的出版物和
在欧洲许多城市频频举行的国际会议而赢得了声誉，并激起了热烈的反
响。于是，那些流亡到英国和美国的学者们又继续开展了他们的科学研
究工作，并于1939年开始出版自己的新刊物《联合科学期刊》。这些人
的流亡对于德国的精神生活来说是一种无法弥补的损失。只是到了第二
次世界大战结束很久之后，他们的思想和著作才在德国（联邦德国）为
人所知，并开始对德国思想产生巨大的影响。

维也纳学派几乎都是由学者组成的，他们不仅在哲学方面，而且在
科学领域也具备坚实的知识基础。比如，汉斯·哈恩、卡尔·门格尔、库
尔特·哥德尔都是数学家，奥托·纽拉特是国民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菲
利普·弗朗克是物理学家。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的大部分曾经
在维也纳小组里被朗读过和讨论过，由于维特根斯坦本人过于羞怯和敏
感，所以在人多的场合他一般不参加讨论，不过他的思想对这个学派却
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柏林的汉斯·赖欣巴赫以及华沙的阿尔弗雷德·塔斯基（1902—
1983）周围也聚集了一个思想与之接近的团体，塔斯基和波兰的其他几
位学者一样，也在逻辑学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31]

活跃在西方许多国家里的哲学运动——这些运动大部分是由维也纳
学派开创的——在英国、美国、斯堪的纳维亚、荷兰、以色列等国的学
者们的共同努力下而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同时，他们在某些方面也修
正和超越了维也纳学派原初的思想。因此，人们普遍采用了如下的做
法，即把“维也纳学派”这个名字限定在1938年之前这段时间内，而对于
这个学派后来的发展人们则一般采用一个集合名词“分析哲学”，有时也
简单地采用“基础研究”这个容易引起误解的名字。



在这里，我们之所以把分析哲学作为一个集合名词，是因为这个概
念无法被明确地加以界定。对有些人来说，它几乎等同于“日常语言哲
学”；另有人则把罗素、维也纳学派以及维特根斯坦都归入分析哲学之
列；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判断标准：凡是与现代逻辑有关的哲学都
是分析哲学。

在前面的一节里，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这个学派在几个领域内都
取得了特别的成就和有趣的结果。首先，他们极大地发展了符号逻辑理
论，并对这种新的工具加以充分利用。其次，他们还将哲学家们的注意
力引导到语言现象上来，并在这方面获得了新的见解。此外，他们还就
哲学的任务和作用阐述了一个重要的思想，他们认为，哲学应该获得一
个自己的——虽说有所限定但也必须确定的——研究范围，从这个范围
出发，哲学应该去帮助所有科学发展出一种精确的、符合逻辑的和无懈
可击的语言和概念。换言之，这个学派的思想家思考的问题就是认识问
题，而且这种认识是可证明的、确切“客观的”、可传达的、在经验上可
证实的。“认识”也是维也纳学派首次与公众见面时提出的口号。这样一
种确切的、可证实的、让人觉得“非同意不可的”认识其实就是科学。因
此可以说，科学的认识理论，或者说科学理论，就是这个学派所探讨的
主要问题之一。

这种科学理论工作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努力建立一种新的数学逻辑
基础，也可以称之为逻辑数学基础研究。在这方面，一些杰出人物经过
终生的努力取得了许多新的认识，不过，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他们并没有
取得一致的意见。甚至可以说，许多学派的意见是彼此对立的，这特别
表现在以弗雷格为代表的逻辑至上主义、以布劳维尔为代表的数学直
觉主义以及由大卫·希尔伯特创立的元数学之间。在这一研究领域做出
突出贡献的还有阿隆佐·邱尔奇和韦拉德·凡·奥尔曼·奎因[32]，奎因也是
新逻辑的代表人物之一。

科学理论的第二个领域就是对科学概念构成的考察，特别是对概念
的定义和阐释的考察。人们用很少的几个基本原理或公理对一个科学学
科中出现的概念加以整理，这种方法也被称为公理法。欧几里得就曾经
把这种方法应用到数学中去，卡尔纳普在他的《世界的逻辑结构》一书
中也做出了令人惊赞的尝试，他将所有知识领域中的概念都放到一个系
统的关联之中，从而建立一个由基本概念组成的构成系统，这样各门科
学就有了一个统一的基础，科学也将不再分裂为许多互不相关的领域
了。



我们将对科学理论的第三个领域——经验的或经验科学的认识理论
——做较为细致的考察。维也纳学派最初就已经提出了他们的所谓可证
实原则或“经验的感觉标准”，关于事实的陈述，若想要被认可为有意
义，就必须是“可证实的”。

与此同时，在维也纳形成了一个以“统一科学”和“物理主义”为主题
的思想运动，其代表人物是奥托·纽拉特（1882—1945）。因为没有一
种科学研究的分支学科能够脱离其他学科而独立存在（比如，对知觉过
程的研究必须借用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的概念和方法；社会
学必须使用法学、经济学和宗教学的概念），所以不同学科领域的科学
概念必须能够相互通用，这是一个不容拒绝的要求，这也是对一种统一
科学（Unified Science）的要求。

因为只有关于物质世界的陈述（而非“内倾性的”陈述，如：“现在
我非常思念X”）能够在主体间得到检验和被经验所证实，所以只有“物
的语言”（Dingsprache）才能作为一种统一语言的基础，只有物理学才
能作为统一科学的基础，这也就是“物理主义”这个概念的由来。他们努
力追求的统一科学是一种合乎逻辑的陈述体系，但是这些陈述最终都能
够回溯到简单的基本陈述或“纪录语句”（Protokollsaetze），比如，“观
察者X在T时间和L地点观察了P现象。”

乍看起来，这种要求也是显而易见的，和可证实原则一样绝对必要
——不过两者都是行不通的。就物理主义而言，物理学的语言并不是那
样万能，以至于它能够表达心理学的基本概念，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
实。

让我们再回到经验的感觉标准！“桌子上有一块煤。”这个句子是确
实的，而且可以得到精确的证实。但是，在科学中却常常涉及到一些非
常重要的带有极大的普遍性的陈述：涉及到假说或定理。譬如，“玻璃
不导电。”这个定理能够完全得到证实吗？难道我们能够为此而去检验
每一块玻璃的导电性吗？“所有的恒星要么属于A级，要么属于B级，要
么属于Y级。”该如何证实这个定理的正确性呢？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
们不可能为此目的而去观察整个宇宙。所以说，定理的陈述从原则上讲
是不能被完全证实的。

围绕科学认识的基础、方法和界限的哲学讨论——大约从1960年开
始——发展成一种广泛的思想运动。[33]此类文章来自世界各地，不过
主要是来自英语国家。值得注意的是，与哲学史上的早期年代不同，现



代思想家们能够经常会面，在国际会议和论坛上，在著作集里共同讨论
问题。一个孤独的思想家旁若无人地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的时代已经
成为过去。下面我们列举几个现代思想家们讨论的主题：特有对象的概
念及其关系；自然与人工语言；真理、必然性和自然法则；归纳与演
绎；科学认识的进步及其可检验性与可证实性；因果性与可能性；自由
与必然性；心理物理学问题。

4．两个怀疑论者

下面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另外两位思想家，在科学认识的可能性和界
限问题上，他们持一种明显的怀疑主义态度。

1962年，美国人托马斯·塞缪尔·库恩（1922—1996）发表了他的
《科学革命的结构》[34]的第一版（后来他又对这本书作了修订和增
补）。库恩以自然科学历史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主要涉及哥白尼、牛
顿、拉瓦锡和爱因斯坦）为依据，并得出了一个让科学理论家们瞠目的
结论：自然科学认识的进步并不是逐步地和持续地进行的，而是在危急
的变革（革命）中跳跃式地发生的。

首先，库恩描述了“常规”科学的本质。常规科学发生于科学家共同
体中，他们将过去的科学成就和认识作为他们自己的研究活动的背景而
接收下来，这些科学成就和认识通常被写进了被普遍认可的教科书里。
科学家共同体忙于解答那些普遍流行的而且原则上讲能够被解答的难
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牛顿力学就提供了这样一种科学背景。牛顿力
学被作为一种普遍认可的“范式”而行使着自己的职责。迄今为止，人们
普遍认为科学认识进步的特点就是：平静的发展和渐进的知识增长——
这种观点对于“常规科学”的时代是完全适用的。但是，有时却会出现一
些与这种范式不相符合的现象，即所谓的反常现象（Anomalien），它
需要一种彻底的思想更新，一种全新的理论起点，并最终发生一种范式
转变。而这种范式转变不会发生在学者们（即常规科学家）的头脑里，
不会有越来越多的旧的范式的追随者去“皈依”新的范式，而更多的情况
是，从一开始就熟悉新范式的年轻科学家会变得越来越多，而旧范式的
追随者则会逐渐消亡。

库恩的论点引起了科学理论家们的激烈争论，特别是引起了卡尔·
波普及其弟子伊姆莱·拉卡托斯（1922—1974）的激烈讨论。



而保罗·费耶阿本德（1914—1994）则将库恩思想中的理性主义彻
底地排除了，他否认科学方法和范式的可比性，并主张一种相对主义的
真理观，在他看来，没有绝对真理，因为没有一种理论能够达到与事实
完全相符。

费耶阿本德出生于维也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加入了德
军，战后入维也纳大学学习，后来又长时间在伦敦、哥本哈根、布里斯
托尔和伯克利学习和执教。他的《反对方法》[35]一书的副标题是：“无
政府主义认识理论纲要”。他认为，科学发展没有一定的规律，科学理
论也没有固定的价值标准，因此，科学研究的原则就是：“怎么都行”。
谁都可以从事科学研究，而且也不管他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各种理
论和假说都可以并存，它们之间应该彼此宽容。这也就是他所说的方法
上的“达达主义”或“方法多元论”。

5．波普与批判理性主义

今日哲学的特征——或至少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思想流派的特征——
就是，用客观的标题（问题或学科领域）来划分章节，一般来说要比用
人物名称来划分章节更好。这首先是因为哲学的“科学化”，哲学已经不
再专注于创建庞大的体系，而更加注重思考具体问题；其次，如今的通
信和旅行更为便捷，从而使国际间的交流和讨论增多，一个思想家因此
能够更快地了解别人对他的思想的反应和批评意见，并能迅速地对此做
出回应。

但是卡尔·莱蒙德·波普（1902—1994）却是个例外，从他的著作的
多样性、意义和所涉及的问题范围来讲，他都是二十世纪哲学的中心人
物之一。波普出生于维也纳，和维特根斯坦一样，他也来自一个殷实
的、有教养的犹太家庭。后来，他曾经在他的一部哲学著作里详细地记
述过自己的生活和思想发展过程，可惜这本书只有英文版。[36]在维也
纳，波普曾经与维也纳学派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是他并没有加入这个
学派。那时，他深入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曾经短时间对马克思
主义产生了好感。此外，在这一时期，他还研读了康德的著作，积极参
加音乐活动，并在大学里学习了数学和物理。在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兼并
（波普对此有所预见）之前，他就离开了自己的故乡，经英国去了新西
兰。二战结束以后，他又返回英国，自1945起，他在伦敦经济学院任
教。



波普的主要著作有《研究的逻辑》（1935年出德文版，很久以后又
以《科学发现的逻辑》为名出了英文版，后来这本书又经过多次修订再
版）、《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两卷本，1945年出英文版，1957年
出德文版）、《历史决定论的贫困》（1957年）、《客观知识》
（1972年出英文版，1973年出德文版）。1984年，他发表了一部著作集
《寻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里面收录了他三十年代的讲演和文章，
其内容显示了他的广泛兴趣和对哲学的热爱。

波普在许多问题上都发表了自己的深刻见解，不仅包括自然科学认
识的基础和基本问题，而且也包括历史和社会学问题，他与许多重要的
科学家如爱因斯坦、薛定谔、弗朗克和尼尔斯·波尔始终保持着紧密的
思想交流。人道主义、理性主义和批判精神是贯穿于他全部著作中的主
线。此外，他的著作也有一种内在的统一性，可是由于篇幅所限，我们
在这里不可能对此详加论述。简言之，对波普来说，世界历史的发展并
没有严密的规律性，它既不是被预先决定的，也不能被完全认识。任何
关于历史发展的预言都经不住历史的严格检验，因此也不可能上升为科
学的规律。如果我们企图发现历史规律并以此为依据制订出大规模地改
造人类社会的计划，这就是违反科学的乌托邦。我们必须认识到，人类
的一切知识始终都带有一种暂时的和假说的特点。

关于科学假说或科学理论能否通过证实而一劳永逸地得到确认，波
普持一种批判的态度。[37]科学家都是先提出命题，然后再一步一步地
检验这个命题的正确性。在经验科学领域内更是如此，科学家首先会提
出他的假说或理论体系，然后再通过观察和试验对他的假说或理论体系
进行检验。通常人们采用归纳法去证明一个命题或假说，也就是从特称
命题到全称命题。但是通过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可能是假的，因为无论
我们见到多少只白天鹅，也不能证实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只要我们见
到一只黑天鹅，这个命题就可以被证伪。因此，“评判一个理论的科学
性的标准就是它的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或可检验性”。

在波普的激励下，卡尔纳普为命题的可检验性和可证实性提出了一
般的规则，[38]后来他又为此提出了一个基本原则，根据这一原则，一
个命题的或然性程度必须得到估价或判断。

这个如此建立起来的科学理论大厦不久之后又被动摇了。美国的尼
尔森·古德曼（生于1906年）[39]对自然规律这个概念进行了仔细的考
察，并提出如下问题：到底有没有一种可以被看作“规律”的确凿无疑的



标准。事实证明，迄今为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古
德曼认为，只有当人们能够不单单从个别假说出发，而是将其（科学和
语言）背景也考虑在内，这个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解决。古德曼的主要著
作有《现象的结构》（1951年）和《艺术的语言》（1968年），在其
中的第二部著作中，除了归纳推论（在科学实践中，人们总是在不停地
运用它）问题，他还特别讨论了（自然科学）规律的概念问题。

简而言之，自然科学的复杂的理论概念不能仅仅依据观察来做阐
释。一般来说，我们不可能把“观察语言”转化为“理论语言”。如果我们
打个比方，那就是，理论的“楼层”不是在每个地方都以观察为基础，但
是它也不是毫无根基地空悬其上，两者在一些重要的地方会通过一
些“依附的规则”而相互联结在一起。但是理论概念并不是从物的语言中
通过逻辑推导而得出的，毋宁说，理论概念是人类精神的自由创造，或
者说是幻想，关于这一点，没有人比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表达得更为明
确和彻底了：

我深信，甚至可以断言：在我们的思维和语言表达中所出
现的各种概念——从逻辑上看——都是思想的自由创造，它们
不能从感觉经验中归纳地获得。我们之所以不那么容易注意到
这一点，是因为我们总是习惯于把某些概念和概念的关系（命
题）与某些感觉经验如此确定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我们意识
不到有一条在逻辑上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条鸿沟将感官经验的
世界与概念和命题的世界隔离开来。比如说，全部的数的系列
显然就是人类头脑的一种发明，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一种工
具，它使某些感觉经验的整理变得更加容易了。但是，我们并
没有办法让这些概念能够从经验中自己长出来。我之所以在这
里列举数的概念，是因为它属于前科学的思想，尽管如此，它
的构成性的特点仍然是容易看得出的……

为了不至于使思想变成“形而上学”或空谈，有必要使足够
的概念体系的命题与感觉经验充分而牢固地联系在一起，鉴于
概念体系的任务就是整理感官所经验到的东西并使它变得显而
易见，因此，概念体系应该表现得尽可能一致和简约。此外，
这种“体系”也是一种（逻辑上的）自由游戏，它是按照（逻辑
上）任意规定的游戏规则与符号之间进行的。这既适用于日常
生活中的思想，也适用于科学中有意识地和系统地构造出来的



思想。[40]

在科学和认识理论方面，波普从一开始就没有把兴趣放到研究和巩
固既有的知识上面去，而是把兴趣放到了如何获得新知识这个问题上
去，也就是说，他更感兴趣的是知识的发现、发明和增长。波普始终没
有放弃过对这个问题的探讨。1972年，也就是在他首次发表自己的见解
过了将近四十年之后，他在他的《客观知识》一书中就归纳问题的解决
又发表了自己新的看法，在这里我引述其中的一段如下：“解释性普遍
理论是真的这一主张能由‘经验理由’来证明吗？也就是说，能由假设某
些检验陈述或观察陈述（人们可能说这些陈述‘以经验为依据’）为真来
证明吗？”[41]波普的回答是：“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和休谟的一样：否，
我们不能。没有任何真的检验陈述会证明解释性普遍理论是真的这一主
张。”[42]但是，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即某种检验陈述会证明一个理
论是错误的。于是科学在许多彼此竞争的理论中做选择时就拥有了一个
标准，依据这个标准他就能够把那些被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剔除掉。原则
上讲，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确定，那些保留下来的理论是否会在将来的某
一天被新的检验陈述证明为假的而被淘汰。

那么我们能不能通过归纳而获得我们的（探索性的和不确定的）理
论呢？也就是说，我们能否通过大量的观察和经验推导出某种理论假说
来呢？对于这个问题，波普的回答也是否定的。他认为，科学假说并不
是以这种简单的方式得以实现的，而更多的是通过瞬间的和直觉的灵感
获得的认识，这种认识后来又转化为一种在经验上可被检验的假说。在
科学史上，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波普否定归纳的有效性，并且也对休谟
为归纳法寻找心理学根据的做法进行了批判，在他看来，通过归纳，我
们既不能获得必然真理，也不能获得或然真理。不仅如此，“所有的理
论都是假说，所有的理论都可以推翻”。但是，“另一方面，我绝不认为
我们要放弃寻求真理；我们对理论的批判性讨论受寻找一个真的（和强
有力的）说明性理论的想法支配着；而我们通过诉诸真理观念为我们的
优选辩护：真理起着规则性观念的作用。我们通过消除谬误来测定真
理。我们对猜测不能给出证明或充足理由，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可能猜测
到真理；我们有些假说很可能是真的”。[43]

下面我们再来看波普的一个更为有名的论点：关于三个世界的理
论。这个理论可以被看作他的本体论的核心部分。波普把世界划分为下
列三个：第一，是物理客体或物理状态的世界（世界1）；第二，是意



识状态或精神状态的世界（世界2）；第三，是思想的客观内容的世
界，尤其是科学思想、诗的思想以及艺术作品的世界（世界3）。世界3
也可以被看作是客观精神世界（并不完全等同于黑格尔的客观精神），
世界2既与物理世界也与精神世界发生相互作用，而世界1和世界3若没
有世界2的媒介作用则不可能相互产生影响。（遗憾的是，波普并不赞
成尼古拉·哈特曼关于世界划分的理论，众所周知，哈特曼认为，还有
第四个存在领域，即人的无意识的世界。）波普的世界3是人的创造物
——也就是说，若没有人，世界3就不会存在；而且世界3是作为一种独
立起作用的东西与人相对立的。数和数学的王国也属于世界3。

关于波普的社会与历史的观点（即他涉及人类行为的问题）我将
在“我们应该做什么？”一节里做一简述。

在德国，卡尔·波普的学说主要经由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汉斯·阿尔伯
特（1921年出生）的拥护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阿尔伯特的《批判理性
主义纲要》（1971年）可以作为了解批判理性主义（我们可以这样称呼
波普及其学派的思想特点）的思想和论证方式的入门书，这本书中收录
了作者的五篇文章，其中的第一篇“批判理性观念”原本是1963年发表在
《伏尔泰俱乐部》年鉴上的。

继这本书之后，阿尔伯特又发表了文集《结构与批判》（1971
年）。在其中，阿尔伯特进一步发挥了批判理性主义的思想和论据，而
且他还针对其他哲学观念展开了批判。他主要讨论了三个学派：第一，
分析哲学；第二，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想（阿尔伯特是个好争论的
人，在书中他针对于尔根·哈贝马斯展开了激烈的攻击）；第三，解释
学思想。

我们可以把阿尔伯特的论战看作一种用意广泛的尝试的组成部分。
在哲学内部的不同的思想流派之间，特别是在哲学和经验科学之间，在
认识与决定之间，在理论与实践之间，简言之，在我们的思想和行为的
不同范围之间，他不是想竖起一个屏障把它们分隔开，而是想架起一座
桥梁，使它们彼此相连。他明确地指出，哲学家的任务就是为解决这
种“架桥的问题”而做出贡献。

6．解释学



解释学（Hermeneutik）一词来自希腊语的hermeneuein，意思是宣
告、解释或翻译，这个词与古希腊的赫尔默斯神（Hermes）有关。赫尔
默斯是众神的信使，他不仅仅把神的消息通告给人们，而且还向人们解
释神的语言的意义，于是这个词就有了“解释”的含义。在古典时期和中
世纪，它主要涉及神学、经典著作和法律文章的解释。1654年，丹豪瑟
发表了一本名为《解释学》的书，在书中，他将神学和哲学的解释学与
法学的解释学区分开来。

显然，每一个研读哲学著作——一般来说包括所有精神产品，比如
艺术作品——的人从某种程度上说都必须具备理解和解释的本领。所
以，这个概念在哲学史上已经有了一个古老的传统，从二十世纪的历史
和人文学者威廉·狄尔泰（参见本章“生命哲学和历史主义”一节），到
神学家弗里德里希·丹尼尔·恩斯特·施莱尔马赫（1768—1834，他也是一
位重要的柏拉图著作的翻译家），再到十八世纪的约翰·马丁·克拉德纽
斯（《理性言谈与文章的正确解释导论》，1742年）和乔治·弗里德里
希·迈耶尔（《论普通解释艺术》，1757年）。

那么，对于哲学家和人文学者来说，解释学只是一种辅助工具或必
不可少的方法吗？还是它在哲学上已经形成为一个学派呢？在古代，它
属于前者，而到了二十世纪，它就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哲学学派了，这主
要是通过德国哲学家汉斯·乔治·伽达默尔[44]（1900年出生[45]）而实现
的。他曾经是马丁·海德格尔和尼古拉·哈特曼的学生，对造型艺术和诗
歌颇有研究，主要著作有《真理与方法》（1960年）、《科学时代的
理性》（1976年）和《美的现实性》（1977年）。

在伽达默尔看来，解释学或理解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因为它不
仅对于理解古典著作和精神产品是必要的，而且对于理解人类的一切知
识都是最为基本的，理解是存在的基本模式，每一种知识都必须以“预
先理解”（Vorverstaendnis）为基础。他的这一思想主要是来自海德格
尔，在《存在与时间》里，海德格尔明确地将此在解释为理解，理解是
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

因此，对伽达默尔以及许多当代哲学家来说，语言是最主要的问
题。因为，我们关于世界的认识无不是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人类关于世
界的知识都必须借助于语言才能传达出来。人对世界的第一个认识是在
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完成的。但不仅如此，我们的在世存在的语言性
（die Sprachlichkeit unseres In-der-Welt-Seins）最终表达出了经验的全部
范围。



对世界的解释是通过人来完成的，而对世界的理解是个创造性的过
程，它不是静止的，它必须经过不断地检验和修改。在不断地与传统进
行对话的过程中，人类过去对世界的认识会逐渐走向完善。

伽达默尔不仅对当代哲学产生了影响，而且对当代神学、文艺学和
艺术评论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7．“结构主义”

选择这个题目并不是那么得当，因此我用引号把它括了起来。大约
自1980年以来（在美国可能更早），许多各不相同的研究领域都被冠
以“结构主义”这个名字，包括精神病学、物理学、数学、生物学以及文
艺学等等。在德语范围内，保罗·瓦兹拉维科（1921年出生）或许是这
个思想运动的最著名的代表，他出生在奥地利，后来去了美国的加利福
尼亚。他的两个同道，也是同乡，海因茨·冯·弗斯特和恩斯特·冯·格拉
瑟斯菲尔特也在美国产生了影响。1981年，瓦兹拉维科主编出版了《虚
构的现实》一书，书中收录了由不同作者写出的十篇文章，他们对结构
主义的思想世界做了介绍，这个题目本身就已经表明了这个思想流派的
核心思想。结构主义者一般都把维科[46]、康德、狄尔泰和维特根斯坦
以及薛定谔、海森堡和皮亚杰作为自己的思想先驱。

结构主义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主要思考的问题是：以我们的感
官印象为基础并经过大脑思维的加工，我们以为自己发现的东西就
是“现实”，而事实上，它或许就是由我们虚构出来的东西，或许它就是
一种我们自己的思想杜撰呢？（瓦兹拉维科解释说，与“结构主义”这个
名称相比，他倒是更喜欢“现实研究”这一称谓。）

这里所说的虚构的现实并不是指精神病患者虚构的妄想世界，而是
指“普通的”现实，在日常生活中，在科学研究中，我们以为它就是千真
万确的现实。

结构主义认为，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真正认识现实本身。我们最多只
能认识现实不是什么。当我们观察“自然”，当我们提出假说并依据经验
对假说加以修正，当我们就这样逐渐得出自然“规律”并借助于它而发觉
自然的稳定性和秩序（甚至能够预见到未来的经验），那么，我们真的



就能够知道自然是如何被创造的以及它要遵循哪些规律吗？绝不可能！
首先，我们只有一种理论大厦，迄今为止，通过经验它是不能被证伪的
——尚不能，但是，我们不能确定，这种情况会不会永远这样保持下
去。科学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这一点，卡尔·波普也这样认为，美国的
一位控制论学者也明确表示，知识的极点就在于，一个假说被证明是错
误的。其次，为了构建一个有秩序的和有意义的世界（没有它我们将无
法生活），我们至今只发现了一条可以通行的道路，但是我们并不知
道，是否还有另一条更好的道路可以帮助我们达到目的。

让我们打一个比喻：当一个人面临着一个任务，他要对那些向他迎
面扑来的感官印象进行整理，并对那些他从中得出的结论进行整理，这
个人就好比一个船长，他的任务是，在一个有暴风雨的黑夜里要驾船通
过一个海峡，但是，关于这个海峡，他既没有航海地图，也没有航海灯
塔可以参照，也就是说，他根本就不能确定他的船能不能驶过这个海
峡。如果他成功地驶过去了，他的船既没有搁浅，也没有沉没，那么，
我们能不能说，他对这个海域的真实构造非常了解呢？当然不能！或许
还有另外更好的航道呢？如果按照恩斯特·冯·格拉瑟斯菲尔特的表达方
式，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个船长选择的航线正好“适合”这个海域，这就
像一把钥匙（或一把万能钥匙）适合一把锁，我们只知道，这把钥匙能
够派得上我们对它所希望的用场，但是，我们对于这把锁的构造却一无
所知。那个船长选择了一条合适的航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选择的
航线是这个海域里的最短、最安全和最好的航线。通过这个例子我们会
得出如下认识：对于现实，我们至多也只能知道它不是什么。

关于结构主义思维方式的基本倾向我们就说这些。在结构主义的思
想先驱中，将伊曼努尔·康德确定为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或许并不难，因
为他曾经说过，现实——特别是现实的秩序——并不存在于“外面”，而
是由我们的认识系统（大脑）构造出来的，或“虚构”出来的。此外，大
卫·休谟也是结构主义的先驱之一，他的论点是：“如果乙总是在甲之后
出现，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甲是乙的‘原因’”；但是，这是无法证
实的，它纯粹是出于习惯，在这一点上，生物学家和行为科学家鲁波尔
特·黎德尔也持类似的观点。而且，乔治·贝克莱的“存在即被感知”说的
也是这个意思。

最后，就“现实究竟有多真实？”（这也是瓦兹拉维科早年写的一本
书的题目，内容涉及现象、妄想、错觉和理解）这个问题，我想引用布
莱希特的一个精彩的比喻，这是发生在中国的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一段对



话：

老师：给我们讲一下哲学的主要问题！

学生：事物是在我们之外并独立于我们而存在呢？还是在
我们之内，并且离开我们便无所依从呢？

老师：哪种意见是正确的呢？

学生：尚无定论。

老师：那么，我们的大多数哲学家更倾向于哪种意见呢？

学生：事物是在我们之外并独立于我们而存在。

老师：为什么这个问题始终得不到最终解决呢？

学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两百年以来，人们在黄河岸边
的密桑寺举办了多次会议。在一次会议上，有人提出了这样一
个问题：‘黄河是真实的呢？还是它只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
呢？’但是，会议期间附近山上的雪融化了，黄河里的水开始
猛涨并最终冲破了堤坝，洪水把密桑寺连同寺内所有参加会议
的人都冲跑了。这样，他们就没有能够为事物是在我们之外并
独立于我们而存在这个论点提供出证据，所以这个问题也没有
得到最终解决。

8．进化认识论

在我看来，进化认识论是当代哲学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令人信
服地证明了，现代理论和认识是在哲学和科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下产生
的，是彼此之间进行讨论和合作的结果。进化认识论不是某一个人的思
想结晶，而是许多学科，特别是生物学（及其分支进化论、遗传学、人
种学）、心理学和哲学共同合作的结果。

首先让我们简要地了解一下进化认识论的基本论点。



我们的生活、行为和思想是周围世界的一部分，我们认识到（或者
我们以为自己已经认识到），在这个我们周围的世界里，有某种秩序、
等级、规律和规则。努力去认识这些东西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需
要，因为，作为生物，缺少它们我们将无法维持生存。如果我们把自己
的思维中所独有的推论方式、结构和范畴应用到周围的世界中去，那
么，我们会由此而获得对于“真实的”世界的正确的（或至少是接近于正
确的）认识吗？倘若回答是肯定的，这是不是因为我们的认识系统（感
官和思维）适合于正确地反映现实呢？或者是因为，我们的认识系统将
规律、秩序和规则强加到了世界的身上呢（但是关于“存在本身”我们却
一无所知）？如果在现实世界与我们关于世界的认识之间不存在任何一
致性的话，那么就很难解释，在千万年的时间内，我们作为生物能够在
这个并不十分友好的世界里坚持存活下来。因此，我们会得出如下结
论：我们的认识系统与实在世界之所以能够（至少是接近于）相互配
合，是因为我们的感官、我们的大脑、我们的思维在这个世界里的进化
过程中能够不断地自我进化，并逐渐地适应了周围的世界。

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以上论点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这个思想对
康德却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因为，达尔文出生及其进化论的问世都是康
德去世几十年之后的事情了。这或许也会让我们注意到，达尔文的思想
对于人类产生了何等巨大的影响，他的思想彻底地改变了我们关于周围
世界、关于生命和关于自身的认识。进化论对传统世界观是个巨大挑
战，特别是对教会是个巨大挑战，当然也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正
如理查德·亚历山大（1929年出生）所说，进化论影响的范围波及“音
乐、造型艺术、美学、文学、宗教、意识、良心、痛苦、幽默、自杀、
抑郁、收养、同性恋、禁欲”。[47]

人是进化的产物，并且人也是人的认识系统。是谁首先表达了这一
基本思想呢？这很难判定。一般都认为卡尔·波普是第一人，虽然他的
《客观知识》[48]一书有一个副标题“一个进化论的研究”，但是书中只
有四页是讨论进化主题的（第二部分，第16节），标题是“进化认识论
概要”，而且他一开始就确切地表示，“进化认识论”这个概念来自心理
学家唐纳德·坎贝尔，而这个基本思想在十九世纪的许多生物学家那里
就已经出现了。

在这方面，波普肯定起了推动作用。人的认识结构（部分地）是由
其生物因素所决定的，这一思想在许多生物学家、物理学家、心理学
家、哲学家、人类学家以及语言学家那里就已经产生了，当然他们这方



面的思想大部分并不十分细致，而只是略提了一下。格尔哈特·弗尔梅
尔是较为明确地提出这一理论的人，[49]这一点我们从物理学家亨利·彭
加勒、百科全书式的自然科学家伯恩哈特·巴芬克、生物学家路德维希·
冯·博塔兰菲、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以及生物学家雅克·莫诺德的引述中得
到了证实。

特别应该提到的一个进化认识论的创始人是康拉德·洛伦茨（1903
—1989年），他是行为科学的先驱，因他的通俗读物而闻名。[50]他曾
经说过简短而精辟的一段话：“实在世界的范畴与我们的认识相配，这
就像马和草原相配，或鱼和水相配，它们的原因都是一样的。”[51]在罗
伦茨看来，认识系统与外在世界之间的关系，原则上讲，和鱼与水的关
系，或一幅画与被画的对象的关系并没有什么两样。

除了洛伦茨之外，我们还应该提到是动物学家伯恩哈特·伦石和鲁
波尔特·黎德尔以及心理学家让·皮亚杰。通过观察自己的孩子的成长过
程，皮亚杰对人的空间、时间、速度和数的概念是如何逐渐形成的进行
了研究。对黎德尔来说，整个进化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获得认识的过程。
我们甚至可以把动物也看作“假说的现实主义者”，它们也会通过不断地
摸索去认识自己周围的世界。空间和时间的形式——在康德那里，它们
先于一切观念——也是（人类及其祖先）进化的产物，这既说明了人的
伟大的创造能力，也说明了人的能力的限度。当我们遇到物质的基本粒
子或宇宙的整体结构这样的问题时，我们就会认识到，进化的目的并不
是让我们去解决这些问题，在进化过程中，这样的问题对于个体以及种
群的保存并不是性命攸关的。

进化认识论的思想家们的基本观点大致上是一致的，我们可以称之
为“假说的现实主义”。[52]这也符合卡尔·波普极力主张的论点：人不可
能获得最终确定的知识。人是有缺陷的，在认识能力上他也是有缺陷
的。这个结论也适用于整个科学领域。

对科学认识来说，下面的假设是适用的，这些假设有其必要性，尽
管它们的有效性并没有得到最终证实：

（1）有一个实在世界，它独立于我们的知觉和意识。

（2）这个世界是有结构和秩序的。

（3）在实在世界的所有范围之间存在着一种持续的（或似乎持续



的）联系。

（4）人和动物个体具有感官印象和意识。

（5）我们的感觉器官会受到实在世界的刺激。

（6）思想和意识是大脑（即一个自然器官的）功能。

（7）科学陈述应该客观，主观陈述没有科学效用。

（8）科学假说应该能够促进科学研究，而不是阻碍它。

（9）经验现实的事实可以被分析，可以通过“自然规律”被描述和
解释。

（10）应该避免不必要的假说。（“奥卡姆剃刀”，参见奥卡姆的威
廉一节。）

9．认识的边界

如果说过去的哲学家们思考科学问题时通常考虑的是如何获得较为
确定的认识基础和如何采用正确的方法，那么，到了二十世纪，特别是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哲学家们关心的主要问题则是认识的界限以及
科学的意义和目的，一言以蔽之，人们更加关心的是无节制的科学进步
的意义、目的和正当性，以及技术的实际应用所带来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核能或核武器，或许还有基因技
术。但是另外还有许多思想事件也成为促使人们逐渐关注科学的界限
（和科学的边界！）问题的动因。我想简要地提及其中的几个重要思想
事件。

事情最初一般都是不那么引人注目。1930年，数学家库尔特·哥德
尔（1906—1978）在维也纳科学院做了一次报告，次年，这次报告的内
容以《论数学原理及其相近体系的不确定性》为题发表在一份杂志
上。[53]哥德尔的论点必须放到当时的数学中出现了基础危机这样一个
历史背景中来看——特别是我在新实证主义一节里曾经提到的非欧几里
得几何。罗素和怀特海的《数学原理》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写成的。哥德



尔认识到，对自然数理论来说，《数学原理》中所说的公理体系包含的
原理虽然是真的，但是它在体系的范围内却得不到证实。

在一个更宽泛的意义上，我们会发现，把我们的认识无矛盾地编入
一个公理体系中去，原则上是不可能的。对于数学门外汉来说，哥德尔
的理论较难理解，但是他的理论却是通往如下认识的一个里程碑，即我
们的认识原则上是有限度的。哥德尔的“不完全性定理”认为，科学根本
不可能精确完整地描述实在世界。

此前不久，也就是在1927年，维尔纳·海森堡在量子理论的基础上
提出了“测不准原理”，这是现代科学认识的另一个里程碑。他指出，在
原子（微观物理）范围内不存在精确测量的界限。某个粒子的位置和动
量不能同时被测量出来，对其中一个参数测量的越准，由于测量的干
扰，另一个参数便会变得更不准。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精确地预测基
本粒子的行为轨迹。

我们应该认识到，这里所涉及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的认识的界限，
而且更多地也涉及到自然变化过程本身所蕴含的不确定性。因此，因果
性这个概念也就被相对化了，一种完美无缺的决定论也是站不住脚的。

上述论点毕竟只适用于微观物理世界，对于宏观物理（比如天体物
理）世界来说，一种严格的决定论仍然还是能够被认可的，正如天文学
家拉普拉斯在他的著名的《魔鬼》一书中所说：“如果一个东西能够在
某一个时刻认识宇宙所有微粒的位置和速度，那么它肯定也能够认识宇
宙的整个未来。”我们还要补充上一句话：倘若这个魔鬼还具备有关自
然规律的所有知识，在这种情况下，它不仅能够预测宇宙未来的状态，
而且还能测算出宇宙的过去的每一时刻的状态。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使得上述论点失去了根基。它表明，对于整个宇
宙谈什么“某个特定时刻”是没有意义的，这里所说的同时性这个基本概
念也是站不住脚的。

此外，当今的物理学也知道，对未来发展进程做出精确预言的可能
性是有条件的。譬如，决定我们太阳系的天体运行的规律是众所周知
的。在这里，我们把外星系对太阳系产生干扰的可能性排除在外了。在
这个前提下，只要我们能够对现在的太阳系在某一特定时刻的状况做出
精确的计算，那么我们或许也有可能精确地计算出它的未来发展。但是
即便如此，一种不确定性也是不能排除的，因为微小的计算错误也是难



免的，从长远来看，这种微小的计算错误可能导致对整个发展过程的预
测错误。这样看来，我们决不可以把太阳系的运行与一个精确的时钟的
运行相提并论，而更应该把它看作一个不精确的时钟，起初的一点细微
的干扰也有可能造成巨大的误差，对太阳系来说，甚至会导致“决定性
的混乱”。[54]

另一个精确测算（或可预言性）的原则上的界限是由来自波兰的数
学家贝诺伊特·曼德尔布罗特（1924年出生）发现的，[55]他是碎片几何
的创始人之一，蒙德勒伯罗特集合也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56][57]

关于碎片现象，曼德尔布罗特做了如下解释：波罗的海海岸线有多
长？对此我们只能大约给出一个数据（比如以公里为单位）。能不能更
精确些呢？用米来表示呢？或者用毫米呢？是不是应该把那些不规则的
构造也算在内呢？不管我们选择哪一种标准，总是还会存在一些细微的
无法把握的不规则的碎片，它们无法被考虑在内。曼德尔布罗特试图发
展出一种应对这种现象的数学方法。

在此我们应该指出的是，如今我们已经很难或不可能再去相信科学
万能了。科学的能力是有限的。

而自然本身也为我们认识它设置了障碍。我们能不能完全搞清楚生
命的无法估量的复杂性呢？特别是当宇宙的界限正在以接近光速的速度
不断地远离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否期望解开所有的宇宙之谜呢？

另外的一系列问题或许对公众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这就是我们整个
人类或整个生物界正在面临着巨大的威胁，而这种威胁就是来自科学知
识的技术应用。

在令人产生忧虑的科技发展中，或许“核能”是最令人感到忧虑的问
题，它已经明显地导致了人们对科学技术的敌意。核能是通过重核裂变
而获得的。1938年，奥托·哈恩和弗利茨·施特拉斯曼发现，铀核被中子
轰击会发生裂变。原则上讲，这只是通往第一颗“原子弹”的第一步。铀
核发生裂变时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如果铀核裂变后放出一个以上的中
子，这些中子又能引起邻近的铀核的裂变，如此不断继续下去就产生了
链式反应，而这种链式反应的两次反应的时间间隔只有50万亿分之一
秒，因此，如果铀核链式反应一旦实现，那么在极短的时间内就会释放
出巨大的能量。如果能够有效地控制裂变速度，使裂变反应自动地持续
进行，释放出的能量就可以作为电能为人类所利用，而如果对核反应的



速率不加控制，那么就会发生强烈的爆炸，也就是说，它就会变成一种
毁灭性的武器，即原子弹。

第二种获得核能的方式就是核聚变，即轻核聚合为较重的核。迄今
为止，这种能量只能被用作制造武器（氢弹）。几十年以来，在发达工
业国家里，人们已经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用于核聚变研究，企图能够
从中获得核能源，同时又能避免裂变反应的风险。但是，至今这些国家
对于是否建造一个用于发电的核聚变实验装置还没有做出决定。

众所周知，核大国拥有的核武器——只需其中的一半——就足以灭
绝整个人类的生命，或许也包括地球上的所有生命。而这一切就始于奥
托·哈恩斯的那个用于试验的不起眼的小桌子（它并不比一张餐桌
大），如今人们就可以在慕尼黑的德意志博物馆里参观这张小桌子。要
是当初这种研究就已经被阻止了呢？可是如何阻止？何时阻止？由谁来
阻止呢？

其他的威胁——长远来看，或许与核武器和核能带来的威胁同等巨
大——则来自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大范围地技术应用所带来的后果：海洋
和河流的污染，土壤、热带雨林和大气层（臭氧层）的破坏，无数的植
物和动物物种的灭绝，可能发生的基因技术的滥用，最后——虽然听起
来有些讽刺意味——还有地球人口数量的猛增，即现代医学进步带来的
所谓“人口爆炸”。婴儿死亡率显著降低，许多传染性疾病（如鼠疫和霍
乱）都已基本绝迹。即使我们不把其他各种威胁考虑在内的话，单单人
口爆炸也足以对人类的基本生存构成威胁。

在这样一种状况下，要求对“研究自由”设置界限的呼声变得越来越
高，迄今为止，这种自由为自己提出的理由是：科学服务于纯粹知识，
并无其他意图。科学研究的成果是理论上的东西，如果把它应用到实践
中去并带来了威胁性和灾难性的后果，这也不能把责任归咎于科学家，
而应该把责任归咎于技术专家和政治家。

在关于这些问题的热烈讨论中，另一方面的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注
意：如今，在纯粹的科学研究（基础科学）与技术应用之间划分出一条
明确的界限已经不再可能了。一种新的科学认识一旦被公开，它就有被
应用的危险。问题是，该如何阻止科学知识的发展——通过自愿的自我
约束吗？通过国家法律的约束吗？还是通过国际条约的约束呢？但是能
够禁止人们获得知识和追求知识吗？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即使所有的核
武器都被消除和禁绝了，并且禁令的实施也受到严格地监督，但是制造



核武器所需要的知识却仍然存在；当一场常规的战争爆发时，那么交战
双方就进入一种竞赛状态：看谁能够首先制造并使用原子弹？

1976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曼弗雷德·艾根就专门思考过上述问
题。[58]他得出的结论是，为了把握未来，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少的知
识，而是更多的知识。谁能保证，地球上的所有国家都能遵守“停止科
学研究”的国际条约呢？

我们会期望那些能够做出有充分根据的判断的人物回答如下问题：
科学发展已经走到尽头了吗？自牛顿时代至今天，自然科学取得了辉煌
的胜利，但是，这种辉煌还会继续下去吗？对于这些问题，他们给出的
答案则更多是悲观的。当我们阅读美国人约翰·霍根的《知识的极限
——自然科学的胜利凯旋与两难困境》[59][60]一书时就会得到这样一种
印象。霍根是《科学美国人》杂志的专职记者，他与一大批著名学者就
这一问题进行了对话，其中许多人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可以说，他们
——至少在英语世界里——也是科学前沿的精英人物。

我在这里列举几个例子。1989年，在美国纽约州的锡拉丘兹大
学[61]举办了一次科学讨论会，会议的议题是“科学的终结”。龚特尔·斯
滕特是与会者之一，他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生物学家，1938
年时他还是个孩子，因为他的犹太血统而被迫离开德国。1969年，斯滕
特就已经向人们宣告了他的一个论点：科学正在走向终结，虽然科学在
上个世纪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正是由于这种辉煌成就科学才走向了
它的终结，在一至两代人之内，科学将处于停滞状态。诸如牛顿、达尔
文、孟德尔的划时代的发现，或者弗朗西斯·克里克与詹姆斯·沃森于
1953年对DNS[62]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以及随后对遗传密码的破译，对
这样的科学成就我们几乎不能再有所期待了。

另一个带有悲观主义色彩的声音则是来自英国哲学家柯林·麦金：
我们人类有能力表达出重大问题（如恩斯特·海克尔所言，“宇宙之
谜”），但是我们却没有能力解决它。丹麦伟大的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
曾经怀疑，那些试图寻找一种终极的包罗万象的理论的物理学家能否会
获得成功。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作为一个著名的美国社会的激进的
批评者和“那些权威们的敌人”，他主张，在理解人性自然和非人性自然
方面，我们人类的能力是有限的。科学的成功导源于“客观真理与我们
认知空间结构的机缘巧合。之所以是一种机缘巧合，是因为发展科学并
非出于自然选择的设计，并不存在什么遗传变异上的压力，使得我们非



得发展出解决量子力学问题的能力不可，我们只是具备了这一能力。它
的产生，与许多别的能力的产生，都出自同样的原因：某种没人能理解
的原因”。[63][64]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然而，也有一些重要的科学家，
他们并不认为科学进步已经走向终结或没落，而是恰恰相反，科学正在
走向一个顶峰，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就持这种观点，在下一节里我
们还要讨论他。当然，倘若这样一个目标将要达到的话，那么，科学进
步不也就走到终点了吗？

四、我们应该做什么？

不仅对于终生为之冥思苦想的伊曼努尔·康德或者列夫·托尔斯泰来
说，而且对于每一个勤于思考的人来说，这个问题都是人生的核心问题
之一。许多人都希望能够在哲学里找到问题的答案，那么，今日之哲学
能够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答案呢？

可以确定的是，哲学家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肯定不会是一致的，或
者说，他们的回答可能会大相径庭。维利·霍赫克裴于1976年作了一次
问卷调查，从他公布的调查结果来看，以上论点是确信无疑的。[65]霍
赫克裴向大学里八位年龄不同的哲学教授总共提出了四十个问题，请他
们做出简短的回答。在“我们应该做什么？”这个标题下，他提了十个问
题。比如：有没有普遍有效的永恒价值？在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之间有
没有明确的界限？人是自由的还是不自由的呢？（如果他是自由的，那
么他既可以做出崇高的事情来，也可以做出卑鄙的事情来。）

他们的回答可谓千差万别，每一种回答都是有道理的，也是值得尊
重的，不过，这或许会让那些严肃认真地求索问题答案的人感到不知所
措。

这种意见的千差万别绝不是因为，哲学家们对伦理学问题不可能或
者只能勉强做出解释。对于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人类历史来说，或许情况
更是如此。但是，这个世纪里的人类灾难：世界大战给千百万人造成的
痛苦、各种残暴行为和国际法的破坏、希特勒政权针对犹太人的迫害、
美国的越南战争、核武器，以及威胁人类基本生存的自然环境的破坏等
等，这一切都促使人们去重新深刻地思考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的问



题。

在这一节简短的概论中，我并不想首先把重点放在阐述伦理学的一
般性的（或理论性的）原则问题上，诸如：我们的行为准则是听从良心
的声音吗？或者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论证，对这些行为准则做出精确而
合理的解释呢？或者我们是不是仅仅需要遵守国家制定的法律就可以了
呢？如果我们要判断某个特定的行为方式是不是合乎道德的，是以行为
者的意图（“是否善意”）为依据呢，还是以这个行为对于所有当事人造
成的后果为依据呢？我更加关注的是一些实际问题，这些问题是当今人
类所面临的问题、危险和挑战，因而也是当今哲学所面临的问题、危险
和挑战。只要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些问题是多么重大和具有威胁性，也
就不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哲学家们的回答是那么不一致，而且政党、政
府和教会的意见也是那么不一致。

顺便说一下，在这篇简短的概论中，我们可以把“伦理”（Ethik）
和“道德”（Moral）这两个概念看作同义词，因为，当西塞罗把希腊语
中的ethike（习俗）翻译成了moralis（风俗、习惯）之后，“伦理”一词
才成为欧洲哲学中的一个概念。

1．生存问题，幸存问题

一般来说，道德决定必须由个人做出。其后果既可能影响少数人，
也可能影响许多人，甚至能影响整个人类。根据它影响的数量和范围，
我们可以把道德问题划分为如下几种：第一，它只影响少数人，比如夫
妻、情侣、朋友、家庭、同事；第二，它影响到较多的人，比如一个企
业、一个协会、一个社区、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第三，它
影响到整个大陆或人类的某个部分（比如发展中国家），或整个人类，
甚至地球上的全部生命。

依据这样一种分类，我想就最重要的问题展开讨论，对其中的几个
问题我将较详尽地阐述。在直接涉及个别人或少数人的问题中，当然最
重要的问题就是人的出生与死亡、生命的开始与终结——特别是堕胎和
安乐死的问题。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尤其在大多数发达的工业国家中，
人们的观念发生了一些变化。直到十九世纪，堕胎一直被认为是一种谋
杀，并会受到相应的惩罚。如今，在特定的范围内，堕胎是允许的，而
这个范围该如何划定，对此人们尚存争议。从哪一时刻起，一个胎儿可



以被看作是一个人呢？在有些国家里，对那些重症或患不治之症的病人
实施安乐死是允许的（或采取主动的措施结束病人的生命，或放弃为病
人提供的延长生命的各种措施），而在其他国家里这个问题则是备受争
议的。在同性恋问题上，人们的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如果我们能够在
更宽的时间范围内（历史地）看问题，那么这种变化就越加明显。在古
代希腊，同性恋并不是一种禁忌，它被认为是一种普通的行为，在柏拉
图的对话（《会饮篇》）中，我们就能看出这一点。如果我们翻阅一本
十八世纪的词典，那么我们会发现，同性恋和其他的性倒错行为都被称
为“兽奸”；它建议政府应该用死刑去惩罚那些人（甚至手淫也被看作该
判死刑的行为）。

上述的某个种类的问题直接影响一个人或几个人，这当然并不意味
着，这个问题只与那些相关的人有关。其原因有二：第一，只要它触及
到对所有人都有效的法律秩序，不管它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它
都是与整个社会有关的；第二，每一个道德决定都是以超越个体的道德
标准为前提的，根本来说，伦理学中的所有观点都是能够普遍适用的原
则，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说：我应该做什么？而只能说：我们应该做
什么？

下面我们再讨论关系到许多人——或者说关系到所有人——的问
题。只有某些国家（但是我们不能确切地了解具体有哪些）拥有核武
器，但是，这些核武器却威胁到了所有的人。在核能源和基因技术的应
用上，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尽管人们对其造成的威胁的程度尚存争议。

所有的公民都要求平等的权利，这是每一个国家都要面对的问题：
不管是男人与女人之间，还是白人与黑人之间，他们的权利都是平等
的，当然也包括残疾人以及少数民族的权利。

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人类行为（不仅仅指战争）产生的
影响的程度变得越来越大了，地球上的人口数量也因此而增多起来，于
是，我们人类正面临着全新的道德责任问题。我们的自然环境正在受到
威胁，热带雨林正在遭到滥砍滥伐，越来越多的动物和植物正在走向灭
绝，全球的气候也面临着失去平衡的威胁。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
（比如矿藏和地下水资源）都是有限的，这些资源的破坏将直接威胁到
人类后代的基本生存。工业化给某些国家的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健康
和富裕的生活，这种生活是我们的祖先做梦也想不到的；但是，一方面
是这种进步，另一方面是人口的迅速增长，这使得发达工业国家与第三
世界的发展中国家（至少包括这些国家里的大多数居民）之间的贫富差



距变得越来越大。

2．人与自然

上述的危险加在一起就变成了威胁整个人类的“生态危机”。“人与
自然”这个标题就意味着这种危机的核心问题。

我们在这里简短地解释一下“自然”（Natur）这个概念是很有必要
的，因为这个概念有许多种含义。让我们（从日常语言分析哲学的角
度）提出如下问题：在一般的语言应用中，我们是如何使用这个词的
呢？这个词通常指城市以外的地区，特别是动物界和植物界，也指无机
界（如山川、无人的景区、房屋、桥梁、工厂、运河、港口、机场
等）；在这个意义上，工具、机器、文化和艺术作品都不属于自然的范
畴，而且人也不属于自然的范畴，或毋宁说，人与自然是相对立的，他
是自然的研究者，是理性动物。

从广义上说，凡是服从自然规律的东西都属于自然的范畴。在此意
义上的自然概念包括一切存在物，或者说，它几乎无所不包；（因立场
而异）精神世界、灵魂、道德世界、“超自然的东西”、神性的东西则不
属于自然的范畴。

第三种自然概念指的是地球上的“生物圈中的”所有生命，包括动
物、植物和人。在此意义上，人是自然的组成部分，是自然的一个环
节，是生命进化的产物，只有在生物圈中，他才有生存的能力。

这告诉我们：一方面，我们要把人看作与自然对立的东西，他既是
自然的观察者、研究者和改造者，也是自然的剥削者和毁灭者。另一方
面，我们要把人看作自然的组成部分，看作自然之子，他是生命进化中
的自然的造物，他与自然休戚与共。因此，我们也就站在了被称为生态
危机的根源之上，人与自然的这种辩证的紧张关系是人的本性中所固有
的。

但是，人的本性中所固有的这种特征怎么会突然在二十世纪变成威
胁整个人类的危机呢？为了能够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考察一下人类的
技术，考察一下技术的本质以及它在今天的威力。



索福克勒斯（在《安提戈涅》中）曾经对人大加赞美：“有许多强
大的东西活着，但是没有什么比人更强大。”他看到人在大海上航
行：“在灰暗的海面上，咆哮着汹涌的波涛，他驾着船驶向南方。”他看
到人在耕地：“他也充分地利用大地，用犁铧翻掘大地，年复一年。”对
人的赞美同时也是对自然的赞美，是对“永远不会消失、永远不知疲倦
的大地”的赞美。索福克勒斯和他的同时代人永远也不会想到，那个被
认为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然有一天会遭到人类的严重损坏，甚或彻
底破坏。那时的人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人类会把深不可测的大海里的鱼
捕杀干净，会用化学药品、重金属和其他有害物质污染海洋。

近代自然科学以及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现代技术使这一切成为可
能。虽然对自然的理性的研究以及技术的应用使得人类中的一部分人的
健康状况和福利得到了改善，但是科技的发展也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威
胁，实际上，当弗朗西斯·培根说出他的格言“知识就是力量”时，他就
已经为这种发展埋下了种子，只是在刚刚过去的几十年内我们才开始觉
察到这种发展的迅猛：资源枯竭、水和空气污染、生物物种灭绝、核威
胁，尤其是世界人口膨胀，人口数量呈几何级增长——公元前10000年
至公元前8000年时，人类开始定居，人类不再依靠采集和狩猎获得食
物，而是以耕种和畜牧为生，那时地球上的人口估计约有四百万。至公
元前后，地球上的人口数量增加到一亿五千万。到了十九世纪，世界人
口数量突破了十亿大关，而如今这个数目已达五十八亿之多。据预测，
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九十亿至一百亿。

不论我们通过什么方式计算出地球最多能够供养多少人，但是有一
点是肯定的，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据推测，人类在二十一世纪就有
可能面临资源枯竭的危险。当人类纯粹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斗争的时候，
将要发生什么样的矛盾冲突和残暴事件就可想而知了。与这样一种危险
相比，当今世界上的各种争端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技术是人类的最强有力的工具，同时它也可能是人类的最有害的工
具，但是，相对来说，却只有很少的哲学家对技术的本质进行认真的思
考，这为数不多的哲学家包括：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66]、弗里德里希·
德绪尔[67]、胡塞·奥特加·加赛特[68]、阿诺尔德·吉伦[69]、马丁·海德格
尔[70]、维托里奥·荷斯勒[71]、汉斯·约纳斯[72]。

唯独人类发展了技术，这肯定与如下一个事实是紧密相关的，即人
是一种“有缺陷的动物”。人好像是过度地补偿了自身的缺陷，他通过利



用技术手段而使自己成为类似上帝的他自己的世界的造物主（西格蒙德
·弗洛伊德称他是“假上帝”）。由于自己的肌肉力量有限，于是他就制
造出了各式各样的发动机、吊车、交通工具和机器；由于自己的感官能
力有限，于是他就制造出了显微镜、望远镜和宇宙探测器；为了提高自
己的智力，他就制造出了计算机；最后，他还利用技术手段去改造自然
的生命，特别是借助于基因技术，他甚至还有可能禁不住去改造人。

3．人与动物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本来就已经包括了人与动物的关系，可是我
在这里却另辟出一节来专门讨论人与动物的关系，这其中有两个原因：
首先，在哲学的历史上，或者说，在我们整个的思想传统中，人们对于
这个问题一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当然也有几个值得称道的例外，
所以，这个问题相对来说是比较新的；其次，由于当今哲学家们为此做
出了特别的努力，公众也越来越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我们西方的思想传统主要是来源于犹太基督教和古希腊罗马。关于
人与动物的关系这个问题，传统的观念中并没有表现出明确清晰的立
场，但是，有一点几乎是毋庸置疑的，即基督教会及其伟大先师们一直
就把动物看作人类的工具和物品，他们对于动物的痛苦是漠不关心的。
如圣经旧约《创世纪》中所言：“你们要生养众多的儿女，让他们遍布
全世界，统治全世界，管理海中的鱼、空中的鸟以及大地上的所有走
兽。”宗教改革家加尔文也认为，动物“生来就是供人们吃的”。托马斯·
阿奎那也说过类似的话：“动物是为了人才存在的。”使徒保罗也
说：“上帝关心公牛吗？不。”如果人残暴地对待动物，那么，这也只是
因为动物使人变得野蛮了，以至于人也只能以暴制暴。彼得·朗巴尔多
也说：“人被创造出来是为了上帝的缘故，他就是为上帝服务的，同
理，世界被创造出来也是为了人的缘故，它是为人服务的。”

在基督教思想家中，弗朗茨·冯·阿西西是个值得称道的例外。此外
还有阿尔伯特·施韦策尔，不过，虽然他提出过“要尊重生命”，但是他
所指的生命的具体意义并不十分明确（作为医生，他曾经成功地消灭了
许多微小生物，因为这些微小生物对生活在原始森林里的病人构成了威
胁）。

当然，同情动物的基督徒历来不乏其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



马佐夫兄弟》中的佐希玛老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上帝赐予了动物
们无忧无虑的快乐。你不要去打扰它们，也不要去折磨它们……人啊，
别以为自己比动物高一等，它们是无罪的，但是，你这种自以为高贵的
东西却毒害了我们的大地。”

如果我们回顾过去，那么我们会看到不同的情景。犹太教并没有将
世界上的造物都看作可以由人类随意处置的东西，毋宁说，在他们眼
里，人是自然的受托管理者，是自然的“护卫者”，而不是自然的统治
者。中世纪的犹太哲学家迈蒙尼德强调指出：其他一切造物并非只是为
了人类才存在的，它们是为了自己而存在的。

在古代非基督教哲学那里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毕达哥拉斯及其追
随者都尊敬动物，他们是素食主义者，这或许是因为他们相信，人的灵
魂不死。但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却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他认为，
动物服从人类（和奴隶服从主人一样），这是天经地义的自然规律，尤
其是罗马法的制定原则也是以这种观点为基础的，它只认识人和物，而
在物质对象与动物（即使是较高级的动物）之间不做区别。

动物是值得保护的，人有义务保护动物。但是，在很长的时间里，
笛卡尔的学说都一直阻碍着人们认识到这一点，因为，在他眼里，世界
上只存在两种实体，即物质（它占有空间）和意识（它只被人类所拥
有），因此，动物就被看作是一种机械装置，是自动机，是没有灵魂
的。

在今天的工业国家里，人们的观念发生了转变，这主要应该感谢盎
格鲁撒克逊世界里的思想家们。首先应该提到的是杰里米·边沁，他曾
经说过一句被经常引用的话：“终有一天，每个有生命的造物都将能够
争取到自己的权利，而如今这种权力却只能被独裁者掌握在手里。”边
沁的意思是说，（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每个人都应该拥有人权，不分种
族和肤色，由于动物也是有感觉的，所以动物也应该有自己的权利。不
管人是否有说话的能力，是否有理智，人都有自己的权利，因此，“问
题不在于动物是否有思想，也不在于动物是否能说话，而在于动物是否
也能感觉到痛苦。”[73]

此外，在德国，阿图尔·叔本华称赞了亚洲宗教如婆罗门教和佛教
的观点，因为他们能够将动物放进自己的学说中加以考虑。叔本华尤其
指责了犹太教和基督教，“他们的规则只局限于人类，而把整个动物界
排除在外”[74]。



在我们这个世纪里的德国思想家中，马克斯·霍克海默是值得称赞
的，他曾经对肉畜的运输过程做过真实而令人震惊的观察和报道。[75]

尽管有人赞成保护动物，并要求国家为动物保护立法，但是在过去
的很长时间里，他们的主张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反应。到了十九世纪，在
大不列颠，人们试图用法律来保护动物的愿望才终于付诸行动。1809
年，财政大臣艾尔斯金勋爵在下院提交了一份保护役畜的法律草案，但
是这项提案却被多数人否决了。1821年，他又在英国议会提交了一份类
似的草案，结果引起了哄堂大笑，因为他把驴子——当时使用驴子运载
东西很普遍，并且那些驴子也备受折磨——也写进了这份草案中。1822
年通过了第一项关于动物保护的法律，不过它只是针对马和肉畜的，其
中明文禁止对它们的不必要的折磨，而驴、猫和狗则不包括在内。关于
这个问题，今天人们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家畜饲养、动物运输、动物
试验、动物屠宰，以及排挤野生动物、以体育活动的形式猎杀动物（打
猎、垂钓、斗牛、斗鸡）、动物贸易等。

在当代，把人与动物的关系作为伦理学问题加以详细探讨的人主要
是一些哲学家。在这些哲学家中，首先应该提到的是澳大利亚的彼得·
辛格[76]，其次是美国的汤姆·里甘[77]，另外一位就是瑞士的让·克罗德·
沃尔夫[78]。他们和其他思想家一道，使人与动物的关系问题成为哲学
伦理学的核心问题之一。阿尔伯特·施韦策尔带着嘲讽的口吻对传统
的“以人为本的”伦理学提出了批评，认为那种伦理学已经不再适用，他
说，过去的思想家们只是一些勤奋的看守，他们时刻警惕着，“免得动
物们窜到伦理学的圈子里来”。

把动物纳入伦理学讨论的范畴，这就意味着，我们承认，人对于动
物有道德义务，甚至可以说，动物对于人有自己的权利。

如果我们把动物纳入伦理学讨论的范畴，那么就会产生一些重要而
实际的问题，在讨论这些实际问题之前，让我们再回顾一下历史，看一
看过去的人们围绕动物在全部存在物的秩序中究竟处于何种地位这一问
题展开了什么样的讨论。事实上，这个问题与如下问题是密不可分的，
即人与动物究竟有何区别？以前，人们总是会问：动物有“灵魂”吗？如
果我们相信人的灵魂是不死的，那么，我们必然会接着思考这样一个问
题：要么动物根本就没有灵魂，要么动物有灵魂，但是它的灵魂是会死
的。



在笛卡尔思想的影响下，上述的观念具有了更为强烈的传染性。笛
卡尔教导人们说，人是由一个物质的肉体和一个不占有空间的且不死的
灵魂组成的，而动物则是没有灵魂的机械装置。由于宗教信仰的原因，
笛卡尔不可能承认动物有灵魂；而且他也认为，动物是没有罪孽的，因
此，上帝也不会让他的无罪的造物去忍受痛苦，所以，上帝没有赋予动
物以感觉能力。

18世纪时，法国的一位耶稣会传教士相信能够解决这种进退两难的
矛盾，他认为，动物不仅是有感觉的，而且它们必然也是有灵魂的，它
们有灵魂，是由于魔鬼或下凡的天使附体——如此看来，它们的痛苦就
是有道理的了。在这里，神学的灵魂概念和生物学的灵魂概念被混为一
谈。

一旦人们把动物纳入伦理学讨论的范畴，那么，将其应用于实际生
活中将有可能产生激进的结果。汤姆·里甘说：

我把自己看作动物权利的维护者，看作动物维权运动的成
员。这个运动为自己确立了一系列目标，其中包括：

完全停止在科学研究中利用动物做实验的行为；

完全停止把动物用作以营利为目的的各种商业行为；

完全停止以商业或体育运动为目的的各种猎捕动物的行
为。[79]

这里所说的把动物用作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行为指的不仅是工业化
的大批量的畜养，卢特·哈里森首次谴责了这种行为。[80]此外，那些自
由的野生动物也不应该像那些圈养动物那样遭受束缚和痛苦，对于那些
试图为猎杀和吞食“自然”生长的动物而辩解的人来说，他们也应该考虑
到：

1．即使动物过着自由而舒适的生活，但是，它们（在屠宰厂）被
杀死也必然是痛苦的。今天在大城市里生活的人所能接触到的动物充其
量不过是被端上饭桌的动物肉，或许他也根本不可能去亲手杀死和肢解
一只动物，他从未亲眼见过一个屠宰场，而且也从未见过一个里面有一



万只母鸡被关在一个狭小的鸡笼子里的畜养场。在实验室里，在运输车
上，动物们所遭受的痛苦，他是不可能体会到的，和其他许多事情一
样，这样的事情都避开了公众的视线。

2．人不是非要吃动物肉不可，或许爱斯基摩人可以除外，因为他
们周围没有植物可供食用。可以确定的是，一个人（即使他是重体力劳
动者）完全能够仅靠吃植物而健康地活着。如果世界上的大部分庄稼不
是在被人吃之前先绕道经过动物的身体的话，或许它能够更好地为我们
人类所利用。

动物伦理学的结果就是素食主义的生活方式。素食主义运动的某些
支持者甚至走得更远，他们拒绝使用任何动物产品，不仅不喝牛奶，不
吃鸡蛋，而且也不穿毛、丝绸、皮革、毛皮制成的衣服。他们称自己
是“严格的素食主义者”，并希望人们不久之后在吃肉时会产生一种感
觉，这种感觉类似于今天我们回顾过去的同类相食时产生的那种感觉。

4．“世界伦理”：世界宗教宣言

在一切时代，大多数人的道德行为的原则、标准、规定和信条都是
以他们所信仰的宗教为依据的，或许今天的情况也仍然如此。对于有宗
教信仰的人来说，他所信仰的宗教的信条就是最高权威，这些宗教信条
依赖着古老的传统——或许这也是它们备受尊重的前提——并通过说教
和教育的方式被世代相传。

虽然世界上有许多种宗教，而且信仰和教义的不同也常常成为血腥
的战争的原因，但是，这些不同宗教的伦理原则难道就真的水火不相容
吗？难道这些宗教的基本原则不是有许多共同之处吗？

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人们开始积极地做出努力，使不同宗教的重要
代表人物聚到一起，并寻找各宗教之间的共同之处，我们今天可以将这
种宗教之间的共同之处称为“世界伦理”。

1893年，为了纪念发现美洲新大陆四百周年，人们在芝加哥举办了
一次世界博览会，博览会期间，还举行了一次世界宗教大会。共有四十
五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宗教团体派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他们进行了平等
对话，至少原则上是平等的，因为毕竟基督教会还是占据主导地位。有



一些重要的宗教团体没有出席会议，其中包括伊斯兰教、锡克教和藏传
佛教。

一百年之后，也就是1993年，还是在芝加哥，世界宗教会议又一次
举行了。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以及继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去
殖民地化”，基督教会已不可能再希望使整个人类都基督教化了。相反
地，非基督教的宗教因此而更加赢得了自信和地位。而且，由于移民的
增多，特别是在美国，居民中不再是基督教徒为主了。在芝加哥，生活
着大量的犹太教徒、佛教徒、印度教徒、耆那教徒、穆斯林以及其他许
多宗教信徒。虽然在会议讨论过程中存在一些意见分歧，但是与会者最
后还是达成了共识，同意由神学家孔汉思[81]为首起草了一份“世界伦理
宣言”。在这份声明上签字的除了基督教会代表（英国圣公会、罗马天
主教、东正教和新教）之外，还有印度教、耆那教、犹太教、穆斯林、
锡克教和道教的代表。

这份简短的宣言首先指出了人类社会的弊端和人类面临的危险：人
类的大多数正生活在不安和恐惧中；地球的生态系统遭到了滥用和破
坏；到处是不平等和非正义。大家认为，不同宗教的核心价值观之间存
在共同之处。宣言中说：我们吁请所有的人，不管他有无宗教信仰，让
我们共同承担起义务，为世界伦理，为相互理解，为社会和谐，为促进
和平，为保护自然而共同努力。

下面我再摘录宣言中的几句重要的话：“没有一种世界伦理就没有
一种新的世界秩序……每个人都必须受到人道的对待……不分年龄、性
别、种族、肤色、体力和智力，不分语言、宗教和政治观点，不分国籍
和社会阶层，每个人的尊严都是不可转让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

这是为每个人都能获得人权而提出的要求，这也是过去的人们，特
别是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们提出的理想（当时主要是针对宗教和教会
的不宽容而提出的），后来它被写进了美国宪法和法国大革命宣言，并
最终被写进了联合国宪章。

宣言中还提出了一条适用于一切生活范围的“金科玉律”，它被作为
一种坚定不移的和绝对的行为准则，而且它也存在于人类的许多宗教和
道德传统中，它就是“Quod tibi fieri non vis，alteri ne feceris”（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

宣言中还指出，我们有义务建立一个没有暴力和敬畏生命的文明社



会，不仅人类的生命应该得到保护，“和我们一起居住在这颗星球上的
所有动物和植物的生命都应该得到保护”。宣言还要求人们建立一个稳
定的社会和公正的经济秩序，要求人们彼此宽容，真诚相待，并提出
了“男女平等”的思想（原教旨主义者，如阿富汗的塔利班，没有在宣言
上签字）。

宣言的最后指出，在许多个别的伦理问题上，人们还存在着争
议，“从生态伦理到社会伦理，从媒体伦理到科学伦理，从经济伦理到
国家伦理”。这些问题都应该在本宣言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加以解决。

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文献，其发起人理应得到高度评价！当然，从
某种程度上说，这也只是一项微型计划，因为其中只能包含一些大家能
够取得共识的内容。比如，文中没有出现“上帝”这个概念，因为这是佛
教信徒的愿望。

假如相关宗教信徒——或至少是他们的大多数——能够认真地对待
这种世界伦理，假如他们能够认真地思考这些问题并在实际生活中遵循
宣言中所规定的行为准则，那么，我们的许多理想就会得以实现：人类
就会少一些战争，少一些憎恨、压迫和犯罪。可是，诸如生态危机和人
口膨胀，这样一些威胁到人类基本生存的危险难道也能够因此而被消除
吗？这一点是值得怀疑的。

这就要求我们大家还要为消除这些危险而共同努力，特别是哲学
家，虽然他们不能为克服这些危机采取什么实际的行动（这应该是政治
家的任务），不过，或许哲学家们可以为人们指明方向。在下面的几个
小节里，我将尝试对一些哲学上的重要的思想流派作概要性的介绍。这
些思想之所以纷繁多样，是因为，有些思想家主要思考一些普遍的理论
性的基本问题，涉及到对每个人都适用的基本义务或对伦理学的最终解
释，另一些思想家则主要关心一些社会和国家中共同生活的实际问题，
还有一些思想家，他们更关心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基本问题。

5．卡尔·波普论政治伦理

我们在前面的第三节中曾经介绍过卡尔·波普对于认识论做出的贡
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战期间他被迫离开德国前往新西兰），他开
始越来越关心历史和社会问题。在这方面，他的思想特征又重新显示了



出来，我们可以称之为苏格拉底式的谦逊。在科学理论方面，他强调指
出：在人类的认识中，最终的确定性是无法达到的；我们永远都不
能“证实”认识，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最终证明认识的正确性；我们只能
提出命题，并尝试去“证伪”这个命题，也就是去反驳这个命题；我们的
命题无一是无懈可击的。与此观念相适应，卡尔·波普的社会伦理的基
本命题就是：任何一种试图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设计出一套最终的或绝对
的方案并期望去实现这一方案的想法都是应该被摒弃的，这套方案必定
会失败，而且它会导致自由的丧失。

卡尔·波普在他的《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该书是他于
1944年在新西兰写成的，并于1957年首次出了德文版）详细地阐述了他
的上述论点。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是他为纪念康德而写的，因此书中
还收录了一篇作者于1954年为纪念康德逝世一百五十周年而作的演说
辞。（波普的哲学论断被称为“批判的理性主义”——有时也被称作“理
性的批判主义——带有明显的康德哲学的特征。）此外，波普还在他的
另一部著作《历史决定论的贫困》[82]中用一种更为严谨的形式阐述了
他的这一论点。

卡尔·波普所理解的历史主义是指这样一种观点（在他看来，这种
观点是狂妄的、可鄙的和危险的）：人类能够认识历史发展的基本规
律，并且能够根据这一基本规律预测历史发展的未来，并能够从中为政
治和社会行为得出正确的指示。事实上，西方思想史的很大一部分都是
以某种形式被这一观念所左右，不管是认为上帝的意志决定历史发展方
向的“上帝选民论”，还是认为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决定社会历史发展
的“自然主义的历史主义”，还是认为经济规律决定社会发展的“经济主
义的历史主义”，它们都深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第一卷主要针对柏拉图在这方面产生的有害影响展开了斗争，第二卷则
是针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

波普说：“试图在大地上建起天堂，结果总是造出地狱来。”不仅自
然科学的假说，而且所有的社会学说也都需要经过不断地批判检验。对
于社会和政治实践来说，这就意味着在不断地批判检验的前提下实施的
渐进的和尝试性的改革，要看一看所采取的措施是否在其他地方或在其
他人身上产生了不受人欢迎的和出人意料的不良后果。我们应该放弃企
图使人人幸福的乌托邦式的理想（这可能会以牺牲某个阶层或整整一代
人的幸福为代价），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该如何减少人的痛苦。此外，
我们也应该积极地关心别人的幸福，我们应该把这种关心的范围限定在



自己的家庭或朋友的圈子之内。

虽然科学并不能宣告颠扑不破的真理，虽然国家也不能为自己的人
民谋求永恒的幸福，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避免或减少伤害（每个人能够
在自己的范围之内谋求个人的幸福），那么我们也就应该感到满足了。
在此意义上，我们在这里插入波普于1989年在慕尼黑的一次讲演中所说
的话也是较为恰当的：把民主理解为“人民的统治”是一种虚构的空想。
不过，民主（当然是西方意义上的）仍然是能够造福社会的，因为，不
管怎么说，民主使一个政府通过非暴力不流血的方式（即通过大选）替
换另一个政府成为可能。

6．道德的语言

分析哲学的思想家们是从一种完全不同的角度——或者说是从“日
常语言哲学”的角度——探讨道德问题的。他们认为，谁若想把哲学问
题看作语言问题，那么，他就必须去考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道德
问题是用什么样的语言形式表达出来的。

在分析哲学的初期，维也纳学派很少考虑道德问题，这倒不是因为
他们觉得这个问题不重要，而是因为他们怀疑这个问题是否能够被加以
科学的考察，他们也怀疑人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能够做出理性的决断。

鲁道夫·卡尔纳普认为，诸如“你不应该杀人”这样的句子是一种命
令，它不是一种要么对要么错的陈述——即使它的陈述形式是“杀人是
可鄙的”。这个句子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反驳，它不具备认识的内
容，它是“非认知的”。

故此，道德问题并没有得到回答，而是被搁置起来。即使道德的陈
述严格说来没有认识内容——因此它在哲学上可能是无关紧要的，但是
它仍然可以用语言分析的方法加以考察。带着这样一种认识，这个学派
的思想家（特别是英语国家的思想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关注
起道德问题来。其中首先应该提到的是查理·邓巴尔·布洛德[83]（1887—
1971），他对道德问题以及伦理学理论作了分类，这对于人们熟悉这一
较为困难的领域大有帮助；此外还应该提到的是查尔斯·史蒂文森[84]

（1908—1971）以及理查德·迈尔文·黑尔[85]（生于1919年）。



史蒂文森思考的问题是，在我们的语言系统中，道德陈述或道德判
断的情况有哪些。在这个问题上，他承袭了阿尔弗雷德·茹勒·艾耶尔
（1910—1989）的思想（艾耶尔于1936年发表的《语言、真理与逻辑》
把维也纳学派的思想介绍到了英国）。对艾耶尔来说，只存在两种有意
义的陈述：逻辑的陈述（它是同义反复的，只阐释隐藏于假设中的东
西）和事实确定。一个道德判断既不是逻辑判断，也不是事实确定。那
么它是什么呢？它只表达我们对某一特定行为的赞成或反对，也就是
说，它表达的是一种情感。

史蒂文森对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发挥：一个道德判断不仅包含某种
情感，而且还包含着某种要求，比如，“偷盗是可鄙的”，这个道德判断
警告人们不要去偷盗。

黑尔也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我们的语言不仅是用来陈述某件事
情的（维特根斯坦已经指出了这一点），而且也是用来表达某种要求和
价值判断的，并且可以用来控制他人的行为。换言之，语言不仅是由陈
述句组成的（语言不仅是描述性的），而且是由命令句组成的（语言也
是规定性的）。

接着又发生了一次重要的思想转变：一个道德命令并不是一个简单
的要我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要求，或者这个要求可以由我根据个人的判
断遵从或不遵从。一个道德命令包含着一种普遍的道德原则。“你不应
该杀人”这句话不仅包含着你不要杀人这个要求，这句话还必须作如下
解释：“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存在着一种普遍的、绝对有效的道德原
则。意思是说，我们不允许杀害自己的同类。我遵从这个原则，你也要
遵从这个原则。”[86]遵从这样一种普遍的和绝对的道德原则也就意味
着，一个道德命令与一个做还是不做某件事情的纯粹的劝告是有区别
的。

这令我们深感惊讶，因为，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与康德的绝对命令是
何其相似啊，虽然它的出发点与康德的截然相反，但是它们却殊途同
归。上述这些思想家们（特别是黑尔）的功绩在于，它使得贯穿于英国
哲学中的有关功利主义的道德讨论始终焕发出生机和活力。

7．功利主义[87]



谁要是第一次听到一个功利主义者阐述他的思想，或听到功利主义
者相互讨论问题，那么，功利主义者处理道德问题的那种冷静态度或许
会让他感到惬意。功利主义者不是去宗教那里为道德寻找理论依据，因
为对于那些不信教的人或信仰别的什么的人来说，宗教总归并没有多大
的说服力；他们的思想更为理性，他们的理论依据是边沁和穆勒等人所
宣告的基本原则：凡是能够给人带来幸福、舒适和快乐并能避免造成痛
苦和不快乐的事情就是好的和正确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至善”。或者
说，快乐就是唯一的善，痛苦就是唯一的恶。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行为的
结果和影响，而非行为者内心的观点。凡是有道德的人就永远不应该是
自私的，而是应该始终关心他人的利益和愿望，考虑到这样一种要求，
我们必须从幸福和痛苦这两方面出发做一下权衡，如果甲做出少量的损
失能够为乙带来明显而较多的快乐，那么甲做出损失就是值得的。看
来，在此基础上，我们总是能够做出合理的决定，并因此而避免各种不
同标准的道德冲突。

那么，我们会产生如下疑问：上面所说的幸福和快乐是不是只涉及
人的幸福和快乐呢？难道就不包括动物的吗？如果包括的话，包括哪些
动物或动物类型呢？就人而言，莫非它指的只是现在活着的人吗？是不
是也指人类的下一代或人类的全部后代呢？或许它也涉及到那些永远也
不能出生的人——他们不能出生是现在的某种行为导致的后果。

此外，我们还存有如下异议：每一种形式的幸福和不幸——不管是
自己的还是别人的，不管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或者将来的——是不是有
可能被评估和测量，以至于我们能够给它们算一笔账呢？有没有一种标
准，我们能够根据它对值得追求的东西，诸如健康、财富、美丽、知识
和智慧等进行计算，然后再根据得出的结果对它们加以比较呢？我们应
该如何对它们进行评估呢？是以金钱作为标准值，还是以虚构的分数作
为标准值呢？另外，在有意识地放弃幸福的情况下，某种行为方式是不
是具有更高的道德价值呢？

伦理学上的功利主义可谓千差万别，但是功利主义思想家几乎都是
以英语为母语的，他们都继承了由杰里米·边沁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所
开创的思想传统。应该提到的这类思想家还有亨利·西季威克[88]（1839
—1900），乔治·摩尔[89]（1873—1958）以及当代的美国思想家马克·乔
治·辛格[90]。

卡尔·波普有时也被称作“消极的功利主义者”，这是因为，在他眼



里，国家的责任不应该是为人民创造幸福，而是致力于消除社会弊端。
又因为他不是以行为者的意志为判断依据，而是以行为者的行为结果为
判断依据，所以功利主义有时也被称作“结果主义”。

事实上，功利主义者并不是肤浅的功利思想家，而是思想深刻的严
肃的道德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说过的下面一句话就足以证明这
一点：“我宁愿做一个不幸的苏格拉底，也不愿做一头幸福的猪。”

8．对话伦理或寻找最后的根据

“最后的根据”这个词应用到哲学中也只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不过这
个词所涵盖的意义实际上和哲学一样古老：寻找“最后的”、最终的、不
可再继续追究的根据——要么是为认识，要么是为道德。也就是说，问
题在于，要为道德寻找到一种对所有人都适用的根据，任何人都无法在
某种借口的掩护下逃避自己对这种道德所应负的责任。对许多人来说，
传统和宗教越来越失去其令人信服的力量，于是，寻找这样一种基础也
就显得越来越迫切。[91]

卡尔-奥托·阿佩尔首先为此做出了努力，另外还有尤尔根·哈贝马斯
[92]。阿佩尔的两卷本著作《哲学的转变》的最后一节有约八十页之
长，它的标题是“交往关系的先验性与道德的基础”，副标题是“论科学
时代的理性的道德基础问题”。

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理性的道德基础呢？

答：因为一种对地球上的所有人都适用的道德是不能以直觉、宗教
和传统为基础的，这是因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文化都
拥有各不相同的直觉、宗教和传统。

为什么这种道德应该对整个人类同等适用呢？

答：因为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应用对人类行为的影响程度之大是前所
未有的。在核武器和核能的时代，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的行为可能会对
整个人类甚至对地球上的所有生命产生影响。当今的紧要问题更少涉及
家庭或邻居这样的小范围，更多涉及政治和社会这样的大范围，或者更
多涉及可能会决定整个人类命运的“宏观范围”。这就需要一种对所有人



都适用的道德标准，而在今天的日常实践中，涉及到国家政治问题时，
有人就会拿“国家的实际利益”作借口，企图从某种程度上免除自己所应
承担的道德责任。

阿佩尔的中心概念“交往关系的先验性”有什么含义呢？“先验性”这
个词可能会让人想起康德，不过，阿佩尔不是和康德那样到实践理性中
寻找“最后的根据”，而是到理性的社会中去寻找。谁要是提出自己的权
利（比如保护自己的生命、健康、财产和自由的权利），他实际上是在
向他人提出要求，要求他人尊重自己的权利。他有义务在他人面前说明
自己提出的要求的正当性，或者反过来去面对他人向自己提出的要求。
于是，他就进入了一个与他人交往的社会中，进入了一种“对话”中，或
者说，进入了一种按一定的游戏规则进行的有意义的思想交流之中。

可以推想，如果这样一种对话能够善始善终的话，其结果不可能与
那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金科玉律”相去甚远，也就是康德所说
的：“要这样行动，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任何时候都能同时被看作一个
普遍立法的原则。”

如果道德的“最后的根据”能够被找到，这也是非常值得赞同的，不
过我们仍然还是有几点疑惑。难道这样一种对话不是过分理想化的幻想
吗？因为，在这种对话中，参与对话的双方必须是平等的，而在现实生
活中，在具体的情况下，一方可能会凌驾于另一方之上。此外，对话的
双方谈话的能力还必须相等，至少也应该彼此接近，也就是说，双方的
知识和表达能力必须对等。[93]不仅如此，对话还需要时间，而生活中
的道德问题，不管是涉及个人的疾病或死亡，还是涉及国家的命运问
题，它们往往是需要刻不容缓地去解决的问题。

针对对话伦理提出的另一种异议是[94]：参与对话就要求每个参与
者都要得到尊重。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对话首先需要一种伦理规则作为前
提条件？而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未出生者以及不能说话的造物却无法参
与到对话中来。

9．进化伦理学

在这里，我们必须再回顾一下思想史上的那次革命，即进化论的诞
生，它主要是与查尔斯·达尔文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因为，虽



然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在达尔文之前就已经提出了人类起源于动物的假
说，但是，真正系统地论证这一假说的人还是达尔文，而且他还拿出了
自己的大量观察结果作为证据。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深刻地改变了我们
关于人类的观念的进化论对于伦理学究竟意味着什么？围绕这个问题，
在生物学家和哲学家中间展开了一场讨论，这场讨论在二十世纪末达到
了一个高潮。这场讨论的主题词就是“进化伦理学”。[95]

达尔文自己就已经思考过进化论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尽管他坚
信，“在人与动物的所有区别当中，道德感与良心具有最为深刻的意
义”[96]。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人类的道德可能就是从动物王国
里普遍存在的“社会本能”中发展而来的。达尔文非常谨慎地说：“在我
看来，这有极大的可能性：每一种动物或许都具有社会本能（包括父母
对孩子的爱），一旦它的智力发展到接近人类的水平，它就会获得一种
道德感和良心。”

那么，我们人类的道德莫非就是自然进化的产物吗？并且因此也
是“自然的”吗？或者倒不如说，道德是人通过压抑自己的自然本能而产
生的结果。达尔文死后，人们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托马斯
·亨利·赫胥黎（1825—1895年，他是生物学家朱里安·赫胥黎和诗人阿尔
多斯·赫胥黎的祖父）或许是十九世纪时的一位影响最大的达尔文思想
的捍卫者，他强调指出，道德对于抑制人的自然本能起着重要的作用。
自然的进化过程对道德是不感兴趣的，人作为自然的造物更倾向于为了
生存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并且会无节制地繁殖后代。道德标准不可
能是从自然中提取出来的。作为动物的后代的人所喜欢走的路与道德的
人所走的路必然是背道而驰的。[97]

在观察生命进化的过程中，彼得·阿列克塞耶维奇·克鲁泡特金侯爵
（1842—1921）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他是俄国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
阵营里的代表人物。[98]在其代表性著作《互助论》[99]中，克鲁泡特金
批判了达尔文主义者，因为在他们眼里，自然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巨大
战场。克鲁泡特金说，自然也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合作和互助的例子。
我们从自然中得出的结论并不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残酷无情的战争”，
而是“不要争斗！”“团结起来，相互帮助！”自然绝不会教导我们非道德
主义，毋宁说，善与至善的概念就是从自然中来的。

如今和一百年前一样，在进化伦理思想方面仍然存在着两个派别。
其中的一个派别就是所谓的人种学派或动物行为研究学派，其最著名的



代表人物是康拉德·洛伦茨（1903—1989）。洛伦茨在群居动物身上看
到了一种“道德类似行为”，也就是说，在动物身上也有某些道德行为的
特征，比如，在狗的身上，我们就能看到一些良心、忠实、责任和狭义
的态度。但是，他同时也指出，人与动物之间也是存在区别的，“在人
身上还有来自动物的某种东西，但是在动物身上却没有来自人的东西。
根据需要，我们从低级的东西，从动物开始进行关于物种起源的研究，
我们会从中清楚地发现人的本质，发现动物界一般所没有的那种人类理
性和道德的伟大”。

洛伦次还认为，人类社会中的侵犯现象也是从动物那里继承来的，
同种之内的相互侵犯，是人和其他高等脊椎动物所共有的一种本能。在
许多动物身上存在着某种禁止侵犯的特殊机制，而在人身上，由于发明
的武器越来越先进，人的侵略本能也越来越得不到抑制。因此，为了缓
和人的侵略动机，我们必须利用一些社会因素如道德、教育、音乐、绘
画等，把人的侵略动机引导到对社会有益的渠道上去。

美国的社会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100]（生于1929年）则把伦理学
彻底地“生物学化”了，从而剥夺了哲学家的权利。威尔逊发展了一种以
生物学为基础的世界观。他认为，人的行为（包括道德行为）的基础是
人的遗传基因。要想真正理解人类的本性以及人类所依赖的环境条件，
我们就必须对基因这个遗传的物质基础有充分的认识。

下面我想从正反两个方面列举出当代进化伦理学所讨论的几个基本
论点，而不再总是指出参与讨论的思想家的不同观点。

正方：地球上的生命是在几十亿年中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
不断进化发展的，人类是几百万年前从动物祖先那里发展而来的，这个
假说的正确性基本上是被肯定了的。如果整个地球上的生命，包括人
类，都是这种进化的产物，那么，人类的精神和文化成就以及道德概念
也必然是这种进化的结果，因此，也必须从进化的角度去理解。

反方：把人的道德的逐渐发展放到生物进化的过程中去研究和认
识，这或许是可能的。历史上，一切已知的文明中都形成了自己的道
德，而道德也是唯独人类才拥有的东西。认识到这一点或许也有助于让
我们理解，人类的道德观念是如何逐渐发展起来的。但是，我们是否因
此就能解释和证明道德命令的绝对有效性呢？从“是”到“应该”的飞跃是
如何成功完成的？如何才能避免得出从“是”到“应该”的自然主义的错误
结论呢？



正方：试图从宗教和形而上学的角度去为道德寻找根据，这既是错
误的，也是不必要的。道德是由人创造的，因此，道德也必须注意和考
虑到作为自然的造物的人的特征，道德必须具有“人性”。所以，一种不
能满足人的基本要求的冷酷的道德也是毫无意义的。

辩论或许到这里应该结束了，可是下面的问题却没有得到回答：就
我们所研究和理解的进化而言，从这种进化中会得出什么样的伦理学
呢？在我们看来，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得出一种自私自利和无所顾忌地为
自己的生存而斗争的进化伦理学。此外，把一般的自私与非道德的行为
混为一谈也是错误的。人的几乎每一个行为都是自私的，或至少包含着
利己主义的成分，而这本身并不是什么可鄙的事情。既有道德上可鄙的
利他主义，也有不是出自利己主义的可鄙的行为。即使基督教也只是要
求人应该“爱邻人如同爱自己”，但是并没有要求他爱别人甚于爱自己。

在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以自然选择为手段的进化始终对那
些极端的利己主义者有利——在为了争夺食物、战利品、巢穴、捕猎区
以及性伙伴的斗争中，他们无所顾忌地对待自己的竞争者——那么，这
是合适的吗？进化是不是也促进那种合乎道德的利他主义行为呢？达尔
文也曾经思考过这个问题，不过他也苦思不得其解：在一个部落或种族
中间，那些高贵的、不自私的人比那些贪生怕死逃避危险的人更容易死
亡，这样，在进化的过程中，高贵者和有道德的人的数量又怎么能够增
多呢？达尔文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他最后只得求助于那个从遗传获得的
特征的假设。

主张自然选择的机械论者只是在刚刚过去的二十年内才从某种程度
上弄明白：谁要是能够战胜自己的竞争对手并成功地将自己的遗传基因
传给未来的后代，这就是自然选择意义上的成功。在这里，重要的并不
是生殖行为的数量，而是能够成功地达到自己的性成熟的后代的数量。
进化意义上的成功也并不意味着这种个体的性成熟，而是意味着个体能
够作为遗传计划的载体、作为它的基因的载体。在这个意义上，个体只
是基因的一种工具。基因的保存和繁殖才是进化的真正目的。个体的遗
传计划隐藏在他的直系后代和他的兄弟姐妹身上。

如果自然选择的计划的目的在于基因，在于“自私的基因”[101]，那
么，我们也就比较容易理解所谓的“裙带关系”了，就是说，抚育自己的
近亲的后代也有助于自然选择计划的成功实现。在动物界，这种例子也
并不少见，特别是在鸟类中。一个放弃自我繁殖的人去照料和抚育自己
的亲戚的孩子，这乍看起来像是一种无私的利他主义，但是在进化的意



义上这完全是对他自己有利的，因为他可以借此将接近于自己的遗传基
因保存并传递下去。因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动物世界里一种
利他主义的行为只是出现在近亲受益者的身上，而永远不会出现在同种
或同属的动物身上。换言之：人在自己的家庭或小集团范围内会克制利
己主义思想，有时甚至会做出自我牺牲，而在这个范围之外，他的行为
却截然不同，这种“双重道德”就是从动物那里遗传来的。这样我们也就
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个人可以是一个无私的父亲（或许他还是一个敏感
的艺术和音乐爱好者），但是同时，对待外人，对待那些不属于自己的
集体里的人，对待那些不属于自己的阶层、国家和种族的人，他却能够
表现得残酷无情。

如果我们承认这是生物进化的明显结果，那么我们就可以确切地
说：从基因的角度来看，一切看上去像是利他的动物行为在基因上都是
利己的。就此而言，自然不可能教给我们道德。

当然，称基因是自私的，这并非比喻。一个基因并不是一个人，它
没有决定的自由，因此，不能对它作道德评价。伦理学所涉及的不是基
因，而是人。一个人不仅仅是一个把遗传基因传递给后代的工具。从理
论上讲，他是一种更高级别的系统，因此，他具有比低级系统更新的特
性。他具有（相对来说）较大的活动空间和较自由的决定权。这些都是
道德的前提。一个纯粹被自然规律所控制的生命不能对它的行为承担责
任（所以，针对动物的法庭审判会使我们觉得十分可笑）。

当人创造了语言（符号的概念语言）这一工具之后，人在自然进化
中走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这一工具是其他任何动物都不具备的。[102]

（关于语言是如何产生的，我们至今仍然所知甚少。显然，语言的产生
可能与两百万年前人脑重量的突然增加有关。）由于语言使得（活着
的）人与人之间有可能相互交流，并把他们的知识和经验传递给后代，
这样，人类便开始了一次较快速度的发展。与人类的生物进化相比，人
类的文化进化的速度要快好几倍。

现在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只有当我们把进化既当作生物进化来
理解，又当作“文化进化”来理解，“进化伦理学”这个概念才有意义。人
的大脑以及他的令人惊叹的神经系统使得他能够对自己的未来行为作计
划，能够想象并不存在但是有可能发生的情况。这样，人就获得了其他
动物所没有的行为空间——我们也可以称之为自由——这使他能够（而
且也被迫）产生一种责任感。



人或许是唯一能够在自己的同类中认识到“人”这个道德主体并对他
表示同情的生物，显然，人类的近亲类人猿并不具备这种能力。正如亚
当·斯密所言，这种能力就是道德的基础。

10．责任

在本章的最后，让我们再把目光转到实践伦理学上去，看一看今天
的人类面临着何种挑战，今天的哲学能够做出何种贡献。我们首先去听
一听汉斯·约纳斯（1903—1993）的声音。约纳斯出生在德国明兴格拉
德巴赫。他在大学里接受了广泛的教育，而且曾受教于马丁·海德格
尔，之后，由于他的犹太血统，他被迫于1933年离开德国，先是去了英
国，后来又去了耶路撒冷。不过，1934年，他的著作仍然得以在德国出
版。[103]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成了英国军队犹太旅中的一名战士。
他的母亲死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1945年以后，他先是在加拿大教书，
后来又去美国的多个大学里执教。用英语写了一部重要著作之后，[104]

他就决定再用自己的母语德语写一部著作，这就是他的《责任原
理》。[105]这个题目是约纳斯有意识地针对恩斯特·布洛赫的带有马克思
主义色彩的《希望原理》而作的。约纳斯的后期著作主要有《技术、医
学与伦理》以及《奥斯威辛之后的上帝观念》。[106]大约自1970年开
始，约纳斯通过他的文章和讲演重新在德国受到关注。他对生物学、医
学和技术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成为一个哲学伦理学学派的代表人
物，这个学派特别关注自然保护的问题。

我们在这里可以接着本章的“人与自然”一节的话题继续探讨。人类
（当然也包括哲学家们）开始逐渐地意识到（或许已经为时太晚），无
节制的人口膨胀以及科学和技术的迅猛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已经对整
个自然——地球上的所有生命——构成了威胁。我们不禁要问：对动物
和植物，对生物圈，对整个自然，对地球的可居住性，难道我们人类不
负有责任吗？难道这种责任只局限于我们当代吗？难道不包括未来世代
的生命吗？

这些问题对于约纳斯写作他的著作起了激发作用。不过，在他之
前，澳大利亚的约翰·帕斯莫尔已经就此种责任问题做过一次给人印象
深刻的演讲。[107]十九世纪时，美国的乔治·马什也曾经指出，人类对于
自然生态遭到破坏负有责任。[108]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阿尔多·利奥波



德[109]开始在美国倡导一种把整个自然（地球生物圈）作为相互影响的
整体来看待和尊重的伦理学。在美洲被欧洲人占领之前，印第安人的宗
教和文化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好像就显示了这样一种特征。[110]

约纳斯认为，迄今为止的传统伦理学都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它只关
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行为的目的只涉及行为者本身的范围之内，
人对于未来的事情几乎是漠不关心，或者说，人的“道德视野”非常狭
窄，只局限于自己周围的和当前的事物。而在今天这个技术文明的时
代，面对技术的盲目性和技术对整个人类的生存以及地球上的生命构成
的巨大威胁，传统的伦理学就显得苍白无力了。因此，有必要构建一
种“远距离的伦理”，让人类的视野变得更加开阔。我们不仅对当前负有
责任，而且对未来也负有责任，我们不仅对人类负有责任，而且对整个
自然也负有责任。

由于责任总是与力量和能力联系在一起的，而与动物相比，与自然
相比，人类被赋予了更大的力量和能力，人类在自然界中处于优势地
位，因此，人类也承担着更多的责任。自然界中的其他生物也有生存的
愿望和生存的权利，人类有责任去维护它们的这种权利。

另一位当代思想家也曾经明确地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向子孙万
代欠下了多少债？”[111]如果我们今天如此慷慨地消耗不可再生的资源，
那么，这势必就会减少人类后代的生存的可能性。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
实际问题。如果我们肯定自己对后代所承担的义务，那么，我们也必须
甘愿为此做出牺牲，甘愿放弃一些奢侈的欲望。

“对尚未出生的人的义务”与对陌生人或“远距离的人”的义务，这是
两个非常类似的问题。如果一个民族非常富裕，那么，这个民族会牺牲
一点自己的利益，去帮助远方的急需帮助的外族人，难道这仅仅是值得
称赞的行为吗？难道这不是一种道德的要求吗？不过，问题是：我们所
承担的义务到底应该达到多远的（空间上的和时间上的）距离呢？我们
能否提出足够的理由来证明，人类根本不存在之处，也就是我们的义务
的终结之处呢？如果今天的人都放弃继续繁殖后代，那么，是不是也就
没有了我们应该为其承担义务的后代了呢？我们是否仍然有义务去保存
人类的种属呢？某些思想家认为，人类的终结也将意味着人类创造的思
想、艺术、宗教、道德成就的终结。但是，这种结论不是对每个人都有
说服力。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约纳斯并不主张用一种新的伦理去取代所有传
统的伦理。他说：“我的意思并不是要彻底地革新现有的伦理，像博
爱、同情、正义、诚实这样一些道德律令都是应该继续保持的。”但
是，伦理必须加以补充，道德的视野必须大大地加以扩展。

约纳斯和其他思想家如维托里奥·荷斯勒[112]关于人类面临的危险所
作的诊断是具有说服力的。应该如何补救呢？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对此，约纳斯说：“任何行动必须从人类的长远存在着想，或者任
何行动的后果不能对未来的生命造成破坏。”[113]这是对整个人类提出的
责任伦理，而不是针对某个个体，责任伦理要求我们行动的后果要对自
然的未来和人类的未来负责。

五、大脑、意识和精神

在回顾二十世纪的哲学并展望未来哲学的过程中，汉斯·约纳斯指
出了一个几乎贯穿于整个西方哲学史的缺陷：“由于有一种精神上的优
越感，人在某种程度上轻视了自然。”[114]从最初的柏拉图和基督教哲学
到二十世纪哲学，在灵魂与肉体、精神与物质之间，占统治地位的是一
种的形而上学的二元论。这两种对立的因素就存在于人的身上，但是在
人真正属于哪一方面的问题上，思想家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在大思想家
的眼里，由于人的肉体的脆弱性以及肉体的日常需要，人的肉体的价值
要低于精神的价值。

在这种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勒内·笛卡尔起了关键的作用。他将一
个肉体、物质和广延的世界与一个意识、思想和精神的世界截然对立起
来。肉体的世界成为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而哲学家们则觉得自己是负
责研究精神的世界的。胡塞尔的现象学也带有这种片面性，它只研
究“纯粹的意识”。即使是把人放到他的日常此在和忧烦中以及对不可避
免的死亡的恐惧中去考察的马丁·海德格尔，他也全然不顾生物进化论
关于人究竟说了些什么，而把“一种高度精神性的范围，或曰存在
（Seyn）”作为自己的思想的重要基础。

回顾过去，我们却也很难理解，为什么笛卡尔的二元论能够如此顽
强地占据着思想的阵地。难道笛卡尔就没有发现，酒精或其他的麻醉剂
会对人的精神活动产生影响吗？



二十世纪（至少二十世纪下半期）的思想特征是对笛卡尔二元论的
背离。一本名为《笛卡尔的错误》[115]的书的出版就是这一思想转变的
标志。这本书的作者是神经病学家达玛希奥，他在书中首先讲了菲尼亚
斯·加格的故事。加格是美国的一个铁路建设工程的工长，1848年，他
脑部严重受伤，在实施爆破的过程中，一根铁条穿进了他的头部。加格
奇迹般地保住了性命，他还能说话，而且还能继续工作，但是，随着时
间的推移，他的性格发生了变化。过去曾经是个可信赖的和友善的人，
而今却变成了一个情绪变化无常的和无法令人信赖的人，变成了一个喜
欢吵闹的人和酒鬼。在这件事情上，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脑部受伤并没
有造成某个机体功能（记忆和语言）的丧失，而是改变了他的人格，造
成了他的道德堕落。

根据这个事件以及其他的一些事件，达玛希奥得出结论：不仅人的
知觉、认识和意志行为，而且人的情感也会受到神经和化学药物的控
制。

他的第二个主要思想是：我们的感官对周围世界做出反应时，不仅
仅是周围世界对感官产生刺激后，它就做出反应，在这个过程中，大脑
中的个人身体的代表也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没有一种化身
（Verkörperung）的形式，精神或许就是不可想象的。”

这样我们就切入了这最后一节所讨论的主题。当代思想发展的方向
就是：人们逐渐地认识到了大脑、意识和精神之间的联系。在这个认识
的过程中，哲学是无法单独完成任务的，哲学必须与自然科学紧密合
作，确切地说：哲学必须与生物学、医学紧密合作，或更确切地说：哲
学必须与脑科学或我们今天所称的神经科学紧密合作，其中主要包括神
经解剖学、神经生理学、神经病理学和神经心理学。基于这样一种新型
的合作，甚至有人也提出了神经哲学（Neurophilosophie）这个概
念。[116]

还有几个研究领域也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作用，它们包括控制论
和数据处理（或称计算机科学），此外还有所谓的认知科学：知觉生理
学和心理学，当然也包括哲学中的逻辑学和认识论。特别是计算机专业
人员也应该参与到对人的认识过程的研究中去。

大脑、意识与精神究竟处于何种关系之中呢？首先让我们再对这三
个概念做几点说明。



“大脑”所指的意思或许是最清楚的了。据专家称，从人的大脑的结
构和工作方式来看，它是迄今为止人类所发现的宇宙中最为复杂的东
西。尽管如此，我们每个人也都清楚，大脑是中枢神经系统的最重要的
部分，它被脑壳包裹着，它接受感官印象并对这些印象进行分析处理
（知觉），它储存（记忆），它控制着机体的活动和反应。

乍看起来，对意识下定义也是很容易的：它指的是一种状况，它开
始于我从熟睡中醒来的那一刻，并结束于我进入睡眠状态或进入麻醉状
态或通过其他方式进入无意识状态或死亡的那一刻。但是，若对这个概
念做进一步考察，它就变得模糊起来，比如，当我们询问梦的作用或无
意识的界限时，我们就会产生如下疑问：我明明知道的某种东西，但是
在这一时刻它却不在我的意识之中，那么，它仍然属于意识的范畴吗？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称之为“前意识”（Vorbewusstsein），我随时都能
够把它召唤到意识中来。﹞那么，我孩提时候或在母腹中时的记忆可能
储存在某个地方了，但是这些记忆有可能再也无法被回忆起来了，对这
种情况我们应该做何解释呢？这或许就是恩斯特·卡西尔把意识概念称
作“真正的哲学的帕洛托斯[117]”的原因，它的意义始终是摇摆不定的。

“精神”（Geist）这个概念过去几乎只为哲学家所独占，它的意义
比“意识”更加模糊不清。在希腊语和拉丁语中，它分别被称作pneuma和
spiritus，最初的意思是呼吸或气息，后来它又被附加上了基督教的宗教
色彩。

如果我们再把“心灵”和“灵魂”（今天，这两个概念带有更多的宗教
含义）也考虑进来，那么，对这些概念做区分就更加困难了。吉尔伯特
·赖尔[118]认为，对于严密科学来说，精神这个概念是不可用的，因为它
的意义太含糊不清。在德语中，Geist（精神）还可以指“幽灵、魔
鬼”（英语里的ghost），这个概念更多被用作比喻。在历史发展的过程
中，哲学家们曾经把这个概念与许多事物联系到一起，谁若想把所有的
联系都一一列举出来，他可能需要专门为此写一本书。这会让我们想到
黑格尔、谢林或尼古拉·哈特曼。

当代在主要由自然科学家参与的讨论中[119]，人们看问题的角度发
生了改变。也就是说，人们试图去理解人类（以及动物）的精神功能
（die mentalen Leistungen，其中的mental来自拉丁语的mens，意思是理
智、思想、思维方式、观念、精神，由于这个概念的多义性，人们更倾
向于取它的“精神”的含义）。更确切地说，人们试图了解，大脑中的意



识是如何形成的？首先提出这一问题的人是弗朗西斯·克里克，而且在
自然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这个目标也是可以达到的。当克里克与詹姆斯
·沃森一起发现了DNA分子结构（DNA是英语Desoxyribonucleid acid的
缩写形式，脱氧核糖核酸，它是基因信息的载体）时，他在科学界获得
了国际声誉。为此，他们两人获得了1962年的诺贝尔医学奖。

由克里克设定的目标真的能够实现吗？要是在过去，倘若有人提出
这样一个目标，他可能会遭到人们的嘲笑，因为在他们眼里，这纯属妄
想。即使在今天，人们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存在意见分歧。持怀疑态度的
人认为：大脑是在进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器官，它会帮助人（以及人的动
物祖先）在他的周围世界中辨明方向，并使他能够在生存和自我繁殖的
斗争中取得成功。但是，大脑并非用来揭露和了解自身功能的秘密。

另一种怀疑观点认为：意识的一个重要特征（或确切地说，我们的
有意识的经历的重要——或许也是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的个性色
彩，它的主观性。当我清晨把鼻子伸到春风里，去闻花儿的芳香；当我
在夜里躺在湖畔仰望星空；当我回忆起1938年的那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
上午我漫步柏林选帝候大街上的情景；这一切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可混
淆的、只属于我个人的经历。但是，科学——从本质上说——却并不考
察只属于我个人的事情，而是考察那些互为主体性的东西，原则上说，
它应该对每个人都有效，而且能接受每个人的检验。在客观既有的、只
对科学开放的现实性与主体（我的意识）之间，应该如何建立起一种联
系呢？

著名的神经学家埃米尔·都波尔斯·雷蒙德也提出了怀疑的观点，他
在1891年的一次报告中说：“即使拉普拉斯的精神[120]——假如它存在的
话，也不可能解释意识的产生问题。”在此之前他还写道：“一方面，我
不清楚我的大脑中的某些原子的某些运动之间存在着哪些可以想见的联
系；另一方面，对我来说还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我感觉到疼痛，
感觉到快乐，尝到甜味，闻到玫瑰花香，听到管风琴声，看到红色’，
其中蕴含着多少难以计数的碳、水、氮、酸等物质的原子运动，这都是
我们永远无法理解的事情。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认识到，意识是如何从这
些原子运动的相互作用中诞生的。”[121]

显然，“大脑与意识”问题基本上也就是那个古老的心理物理学问题
或身心问题，莱布尼茨及其追随者就曾经专门思考过这个问题。当然，
这个问题在二十世纪具有了新的形式，因为人们已不再把这两个领域看



作完全分离的两个世界了。在哲学人类学和分析哲学中，在主要由赫伯
特·菲格尔重新提出来加以讨论的问题中，[122]“大脑与意识”问题成为争
论的焦点。

当代的重要意见之一来自美国哲学家托马斯·纳格尔。下面我想摘
引他的文章里的一句经常被引用的话，因为这句话也与这里讨论的问题
有关，而且这篇文章也已经有现成的德文本。[123]纳格尔在文章的开首
写了一句引人注意的话：“若没有意识，精神和肉体问题就没有多大意
思了。而若把意识也放进来考虑，问题的解决好像就没有了希望。”

蝙蝠是一种哺乳动物，我们必须承认，它们也有某种形式的意识和
经验。不过，蝙蝠的感觉组织与我们所想象得并不一样。他们能够快速
和连续地发出（人耳听不到的）高频叫声，它类似于一种超声波回声探
测器；当这种叫声碰到周围的物体并发出回声时，它们就能听到回声。
它们就通过这种方式迅速判断出周围有什么物体，物体的形状和大小，
以及它运动的方向，它们的判断是如此精确，以至于它们能够在黑暗中
发现和捕捉到周围飞行的昆虫。

倘若我们试图设身处地去体验这种动物的想象世界和经验世界，那
必定会失败的。我们不可能真正了解“做一个蝙蝠究竟是怎么回事”。纳
格尔从这个现象中得出如下结论：任何以“还原的”的方式解释意识经验
的努力必然会失败。

是否能够通过还原的方式解释意识，在这个问题上，至今人们仍然
存在争议。纳格尔否定这种可能性，帕特里齐亚·邱奇阑[124]对此持肯定
态度，并拿出科学史上的例子作为依据。像进化论和相对论这样的理
论，尽管它们与我们心中的根深蒂固的观念或直觉相矛盾，并且它们看
上去也像是先入之见，但是最终它们还是得到了承认。

某些科学家（如弗朗西斯·克里克）得出了一种理论，他们试图说
明大脑是如何产生意识的，或至少想说明，有意识的知觉是如何产生
的。譬如，通过视觉细胞的大量“报道”，大脑中就能构造出一个整体形
象，然后就能判断出“它是否是一个有敌意的、危险的食肉动物”。参与
活动的不计其数的神经细胞组成了一个神经元的网络，并且能够使它们
的行为同步发生。[125]

对于这个问题，数学家罗杰·彭罗斯则持一种完全不同的立场。[126]



他坚信，在意识的形成过程中，量子物理的变化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
只有当我们成功地将相对论和量子论结合到一起，我们才能够揭开这个
秘密的谜底。鲁道夫·黎纳斯及其同事则试图从另一个角度解决这个问
题，[127]他们认为有一种“振荡子”，在人熟睡的时候，它们会相互脱
离，在清醒的状态下，它们又会联结起来。

一个门外汉至少也会试图为自己做判断而获得一种暂时的理论基
础。为此，我在下面列举两种论点作为参考。

1．“笛卡尔主义的戏剧”。这个主题词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富于启发
意义的例子，即现代脑科学研究的结果可能与那些我们本能地认为是理
所应当的事情产生明显的矛盾：

饭被端上了餐桌。有人将鱼、土豆和蔬菜放到我的盘子里。我看到
了这是怎么回事，我也闻到了它的味道。上面冒着蒸汽，这说明饭菜还
是热的。我迅速地扫一眼四周就能看出，主人已经开始用餐了。于是我
也拿起刀叉开始进餐。

在这个简单的日常活动中，隐藏着多么丰富的神经元变化过程啊！
我们可以想象，在我们的头脑里必定有一种做决定的主管机关，它会负
责协调我们的行为。眼睛、鼻子和手的感官印象——经过相应的处理之
后——会在这里汇合到一起，大脑会把这些印象与过去的经验作比较，
并最终让我们做出决定（“现在开始进餐”），在切开食物并把食物送进
嘴里的这个过程中，胳膊和手的运动也要求大量的神经和肌肉群的一种
复杂的相互配合。

可是，大脑里的这个人们可以形象地想象成的类似观察者和发号施
令者的中央主管机关并不存在！毋宁说，在大脑里发生着一种脑组织之
间的极为复杂的相互协调与配合。如果我们仍然宁愿不辞辛苦地打一个
比喻，那么就可以说：与其说神经元服从一个独裁者，倒不如说，它们
的决定是以一种可以称之为“民主的”方式做出的。[128]既没有一种“笛卡
尔主义的戏剧”，也没有一个观察者。

2．“外与内”。托马斯·纳格尔是从一个难点上（或许也是最难的难
点上）研究大脑与意识问题的，这个困难的问题就是：对于X来说，是
X，并且作为X有某种经历，这是怎么回事？它摸自己会有什么样的感
觉？在这里，纳格尔所指的X是一个动物，它的感官组织以及它眼中的
世界与人的极为不同。



不过，如果我们不是考虑一个动物，而是考虑另外一个人的话，这
个问题依然会存在。（对我来说）我是“我”，这是怎么回事？比如，我
正在品尝一种葡萄酒，坐在吧台旁边的我的邻座也在品尝这种葡萄酒，
他能够猜测出在我口中这种酒的味道吗？或许他的“口感”与我的很不一
样呢？一个我所熟悉的故友知己对一个事物的内心感受我当然是比较容
易了解到的，但是，一个陌生人或一个外国人或历史上的某个古人甚或
一个大猩猩的内心感受我却不那么容易了解到，那么一个蝙蝠，一个蜗
牛呢？

或许我们应该认识到，一种生物（在物种上）离我们越远，它眼中
的“事物的可感受的特性”，它的知觉、感觉和经历的特殊的、主观的色
彩就越不容易被我们所了解；对于人来说，一个人在社会、地理或历史
方面离我越远，我也越不容易了解他的主观感受；大自然在进化过程中
创造出了各种不同的物种，既创造了人，也创造了一些较高级的动物，
而它们作为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在遗传基因和命运上也都各不相同，
它们对于世界都有只属于自己的并且也只有自己才真正了解的各不相同
的“内在的主观感受”。

而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自然进化的一切造物是不
是都有对于世界的“内在感受”？对于人来说，这好像是肯定的，对于较
高级的动物来说，这基本上也是可以肯定的。凡是接近过较高级的动物
的人，没有人会认为它们只是自动机，只是简单地按照一定的规则对某
种刺激做出反应。当我看到，我的狗是如何在睡梦中偶尔动弹一下，轻
轻地打着呼噜，龇着牙，伸动着爪子，虽然我不知道它到底梦见了什
么，但是它正在它的梦中“经历着”某种事情，这一点看来是确定无疑
的。

在自然进化的阶梯上，究竟有多少造物具备这种能力呢？我们本能
地会倾向于认为，那些简单构造的动物不具备这种“有意识的经历的”能
力。植物无论如何不具备这种能力，或许那些没有中枢神经的动物也不
具备这种能力。

不过要注意！蜜蜂并没有中枢神经，但是（正如卡尔·冯·弗里希的
研究结果所表明的那样）蜜蜂在方向定位上具备一种显著的能力，而若
是没有一定的抽象能力，这种能力则是不可想象的。蜜蜂也显示出具有
睡眠和清醒状态，就如我们在人或狗的身上所看到的那样。假如蜜蜂在
清醒状态下没有任何意识的话，那么，在它们身上怎么会有睡眠和清醒
的区别呢？



此外，每一个在生存斗争中想自我保存的有机物必须“懂得”（不是
有意识的，但是本能的），什么属于它的身体，什么不属于它的身体，
什么是属于外在世界的（有的是对自己有敌意的，有的是可以吃的，有
的则是对自己无关紧要的）。也就是说，是不是最简单的有机物也具备
区别“我与非我”的能力呢？

在这篇（对于专业人士可能过于简单的）导论的最后，我还想提出
一点来让读者思考。让我们假设，那个“还原法的”尝试——即从大脑中
的某种化学的或电子的变化过程出发去解释意识——有一天真的能够成
功，然后我们就会了解到，在一个大脑中会发生多么复杂的变化，在这
种复杂变化过程中，一个生物对自己和他周围的世界就有了意识，并拥
有一个包含他自己的身体和他的“我”的一个他的世界的代理。这将是科
学的伟大胜利！

但是我们也不应该相信，那个我们人类所面临的难题，那个哲学家
们自古以来就苦思冥索的难题就因此而得到了解决。即使我们知道，为
了制造意识，某些神经元网络是如何用40赫兹的频率合作的，可是，难
道我们因此就能知道，是什么，或者是谁赋予历史上的伟人们以灵感，
让米开朗基罗创作了他的艺术作品，让莎士比亚写出了他的戏剧和十四
行诗，让巴赫、莫扎特和贝多芬创作出了他们的音乐，让伟大的宗教创
始人产生了他们的宗教思想吗？是他们自己的大脑吗？还是我们应该相
信《旧约》创世纪里的记载？创世纪里说，虽然人是上帝用“泥土”（物
质）创造的，但是人也得到了上帝吹进他身体的“神的气息”，并因此获
得了一个“有生命的灵魂”。[129]我想，这个秘密也许会继续存在下去。

结束语

对于这最后的一章，我选了五个问题范围：人的概念——语言——
认识与知识——我们应该做什么？——大脑、意识和精神。我之所以这
么做，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些主题的意义，而且我同时还想证明，今日之
哲学若想取得成果就必须与经验科学紧密合作。我希望，读者已经明白
了我的这个意图。

我也意识到，还有其他的一些主题也需要人们用类似的方式加以考
察。比如上帝这个主题就属于这个范围，因为从整个思想史以及当代的
孔汉思（生于1928年）和约翰·麦基（1917—1989）所讨论的问题来
看，[130]情况确实如此。虽然爱德华·威尔逊相信：“是否存在一个宇宙



论的上帝，一个宇宙的创造者（如那些自然神论者所认为的那样），这
个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确认的，或许我们甚至会得到一个关于上帝的明
确形象，只是我们今天还无法想象而已。”不过我并不相信这一点。

另一个科学与哲学可以相互协作探讨的主题就是时间。鉴于迄今为
止的相对论、量子论和宇宙学已经停止了对这个宇宙之谜的进一步探
讨，所以我也不相信，在指日可待的时间里，时间之谜（歌德在他的
《普罗米修斯》中说，时间不仅是人类的主宰，而且也是众神的主宰）
能够被揭穿。约翰·塞尔[131]也支持了我的这个意见，尽管时间对于我们
的意识起着关键作用（我们的意识始终是在时间中自我延伸的），但是
塞尔面对时间问题还是觉得无可奈何，他说：“有两个主题对于意识是
关键的，但是关于它们我只能说很少的话，因为我对它们的理解还不够
充分。其中第一个主题就是时间性。”

我倒是更愿意相信，通过科学家与哲学家的共同努力，另外一个主
题——迄今为止它一直是哲学家们保留的领地，它和“精神”一样看上去
都是自然科学难以进入的领域——或许会变得更加明朗起来，我指的就
是自由（意志自由）的现象。在这种积极的期待中，我通过胡伯特·马
克尔而得到了精神上的支持，他问道：“什么东西使得人类从灵长目动
物到人的自然进化历史的生物过程变得如此无与伦比，以至于他能够产
生出一种本质，即他觉得他在自己的行为上有选择的自由，至少在客观
范围内，他看上去有自己做决定的自由？”[132]马克尔认为这个问题原则
上是“可以研究的”。即使我们的感觉——我们觉得自己能够在特定的处
境下自由做出决定——被证明是一种幻觉，那么这种幻觉在它的形成条
件上也需要一种自然科学的解释。因为——如马克尔所说——即使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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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实在性并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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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psius, Justus 利普斯，耶斯特

Litt, Theodor 黎特，提奥多



Llinäs, Rodolfo 黎纳斯，鲁道夫

Lobatschewski, Nikolai Iwanowitsch 罗巴契夫斯基，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Locke, John 洛克，约翰

Lombroso, Cesare 罗姆布罗索，切萨雷

Lorenz, Konrad 洛伦茨，康拉德

Lossky, N. O. 罗斯基

Lotze, Rudolf Hermann 洛采，鲁道夫·赫尔曼

Louis Napoleon 路易·拿破仑

Lucrez 卢克莱修

Ludwig der Bayer 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

Ludwig XIV. 路易十四

Lukäcs, Georg 卢卡奇，乔治

Luther, Martin 路德，马丁

M

Mach, Ernst 马赫，恩斯特

Machiavelli, Niccolo 马基雅维利，尼可罗

Mackie, John L. 麦基，约翰

Magalhäes, Fernäo de 麦哲伦，斐迪南德

Mahavira 大雄

Maimonides 迈蒙尼德

Maistre, Joseph de 梅斯特里，约瑟夫·德

Malebranche, Nicole 马勒伯朗士，尼克拉



Mandelbrot 曼德尔布罗特

Marcel, Gabriel 马塞尔，加布里埃

Marcianus Capella 卡佩拉，马西亚诺

Marcion von Sinope 西诺布的马吉安

Marco Polo 马可波罗

Marcuse, Herbert 马尔库塞，赫伯特

Maritain, Jacques 马利坦，雅克

Mark Aurel (Marcus Aurelius) 马可·奥勒留

Markl, Hubert 马克尔，胡伯特

Marlowe, Christopher 马洛韦，克利斯朵夫

Marx, Karl 马克思，卡尔

Masaryk, Thomas G. 马萨瑞克，托马斯

Mausbach, Joseph 茅斯巴赫，约瑟夫

Mauthner, Fritz 毛特纳，弗利茨

Maximilian I. 马克西米连一世

Mayer, Robert 迈耶尔，罗伯特

McGinn, Colin 麦金，科林

Medici (Familie) 美第奇家族

Medici, Cosimo di 美第奇，科西莫·狄

Meier, Georg Friedrich 迈耶尔，乔治·弗里德里希

Meinong, Alexius 梅农，阿莱克修斯

Meister Eckhart 埃克哈特大师

Melanchthon, Philipp 墨兰顿，菲利普



Mencius 孟子

Mendel, Gregor蒙德尔，格利高里

Mendelssohn, Moses 门德尔松，摩西

Meng Tse 孟子

Menger, Karl 门格尔，卡尔

Merleau-Ponty, Maurice 梅洛·庞蒂，莫里斯

Metternich, Klemens W. 梅特涅，克莱门斯

Michelangelo Buonarroti 弥盖朗基罗·波纳罗逖

Mill, John Stuart 穆勒，约翰·斯图亚特

Minkowski, Hermann 闵可夫斯基，赫尔曼

Mo Tse 墨子

Mohammed 穆罕默德

Moliere (Jean·Baptiste Poquelin) 莫里哀

Montaigne, Michel de 蒙田，米歇尔·德

Montesquieu, Charles Louis Baron de 孟德斯鸠，男爵夏尔·路易·德

Montinari, Mazzino 蒙逖纳利，马奇诺

Moore, George Edward 摩尔，乔治·爱德华

Morris, Charles 莫里斯，查尔斯

Morus, Thomas 莫尔，托马斯

Mozart, Wolfgang Amadeus 莫扎特，沃尔夫冈·阿马迪乌斯

Müller, Max 米勒，马克斯

N



Nagarjuna 龙树

Nagel, Thomas 纳格尔，托马斯

Napoleon I. 拿破仑一世

Natorp, Paul 纳托普，保尔

Neurath, Otto 纽拉特，奥托

Newton, Isaac 牛顿，艾萨克

Nicolai, Friedrich 尼古拉，弗里德里希

Nietzsche, Friedrich 尼采，弗里德里希

Novalis 诺瓦利斯

O

Origenes 欧利根

Ortega y Gasset, Jose 奥特加·加塞特，胡塞

Ostwald, Wilhelm 奥斯瓦尔德，威廉

Overbeck, Franz 奥沃贝克，弗朗茨

P

Palagyi, Melchior 帕拉基，麦奇奥

Palestrina 帕莱斯特里纳

Paracelsus 帕拉切尔斯

Parmenides 巴门尼德

Pascal, Blaise 帕斯卡尔，布莱斯

Passmore, John 帕斯莫尔，约翰



Patrizzi, Francesco 帕特里齐，弗朗切斯克

Paul, Jean 保尔，让

Paulus 保罗

Pawlow, Iwan Petro witsch 鲍洛夫，伊万·彼得罗维奇

Peano, Giuseppe 皮亚诺，朱塞佩

Peirce, Charles Sanders 皮尔士，查尔斯·桑德斯

Penrose, Roger 彭罗斯，罗杰

Peter der Große 彼得大帝

Petrarca 彼特拉克

Pfänder, Alexander 普芬德尔，亚历山大

Philipp II. 菲利普二世

Philon von Alexandria 亚历山大里亚的斐洛

Piaget, Jean 皮亚杰，让

Pius X. (Papst) （教皇）庇护十世

Planck, Max 普朗克，马克斯

Platon 柏拉图

Plessner, Helmuth 普莱斯纳，赫尔穆特

Pleton, Georgios Gemistos 柏莱图，乔治·格弥斯托士

Plotinos 普罗提诺

Plutarch 普鲁塔克

Poincare, Henri 彭加勒，亨利

Pomponazzi, Pietro 彭波那齐，皮特罗

Popper, Karl R. 波普，卡尔



Porphyrios 波菲利

Portmann, Adolf 波特曼，阿道夫

Poseidonios 波希多尼

Proklos 普洛克鲁斯

Protagoras 普罗塔哥拉

Proudhon, Pierre Joseph 蒲鲁东，皮埃尔·约瑟夫

Przywara, Erich 普利茨瓦拉，埃利希

Pyrrhon von Elis 埃利斯的皮浪

Pythagoras 毕达哥拉斯

Q

Quine, Willard Osman 奎因，威拉德·奥斯曼

R

Rabelais, Francois 拉伯雷，弗朗索瓦

Racine, Jean 拉辛，让

Radischtschew, A. N. 拉迪契夫

Raffael 拉斐尔

Ranke, Leopold von 兰克，利奥泼德·冯

Regan, Tom 里甘，汤姆

Reichenbach, Hans 赖欣巴赫，汉斯

Reid, Thomas 里德，托马斯

Renouvier, Charles 雷诺维叶，查尔斯



Rensch, Bernhard 伦石，伯恩哈特

Reuchlin, Johannes 罗伊西林，约翰内斯

Richter, Johannes Friedrich 里希特，约翰内斯·弗里德里希

Rickert, Heinrich 李凯尔特，海因里希

Ricoeur, Paul 利科，保罗

Riedl, Rupert 黎德尔，鲁波尔特

Riemann, Bernhard 黎曼，伯恩哈特

Riemenschneider 黎曼施奈德

Rilke, Rainer Maria 里尔克，勒内·玛丽亚

Robespierre, Maximilien 罗伯斯比尔，马克西米连

Rohde, Erwin 洛德，艾尔温

Ronsard, Pierre de 郎萨尔，皮埃尔·德

Roscellinus 洛色林

Rosenzweig, Franz 罗森茨威格，弗朗茨

Rothacker, Erich 罗特哈克，埃里希

Rousseau, Jean-Jacques 卢梭，让·雅克

Russell, Bertrand 罗素，伯特兰

Ruysbroek, Johannes 路易斯布律克，约翰内斯

Ryder, Richard 黎德尔，理查德

Ryle, Gilbert 赖尔，吉尔伯特

S

Sabunde, Raimund de 萨本德，雷蒙德·德



Saint-Martin, Louis-Claude de 圣马丁，路易·克罗德·德

Saint-Simon, Claude Henri de 圣西门，克罗德·亨利·德

Sakkas, Ammonius 萨卡斯，安谟纽

Sapir, Edward 萨皮尔，埃德华

Sartre, Jean-Paul 萨特，让·保尔

Saussure, Ferdinand de 索绪尔，斐迪南·德

Savigny, Friedrich Carl von 萨韦尼，弗里德利希

Schankara 商羯罗

Scheler, Max 舍勒，马克斯

Schelling, 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谢林，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

Schiller, Ferdinand C. S. 席勒，斐迪南

Schiller, Friedrich 席勒，弗里德利希

Schlegel, August Wilhelm von 施勒格尔，奥古斯特·威廉·冯

Schlegel, Friedrich von 施勒格尔，弗里德里希·冯

Schleiermacher, Friedrich Daniel Ernst 施莱尔马赫，弗里德里希·丹尼尔·恩斯特

Schlick, Moritz 石里克，莫利茨

Schopenhauer, Arthur 叔本华，阿图尔

Schrödinger, Erwin 薛定谔

Schulze, G. E. 舒尔策

Schweitzer, Albert 施韦策尔，阿尔伯特

Schwenckfeld, Kaspar 施温克菲尔德，卡斯帕尔

Searle, John Roger 塞尔，约翰·罗杰

Seneca, Lucius Annaeus 塞涅卡，



Seuse, Heinrich 苏索，海因里希

Shaftesbury, Antony Ashley Cooper Graf von 莎夫茨伯里男爵，安东尼·阿什利·库珀·冯

Shakespeare, William 莎士比亚，威廉

Sidgwick, Henry 西季威克，亨利

Simmel, Georg 西美尔，格奥尔格

Singer, Marcus George 辛格，马克·乔治

Singer, Peter 辛格，彼得

Skinner, B. Frederic 斯金纳，伯尔赫斯·弗利德里克

Skovorada, Gregor 斯考沃拉达，格利高尔

Smith, Adam 斯密，亚当

Sokrates 苏格拉底

Solowjew, Wladimir 索洛维耶夫，弗拉基米尔

Sophokles 索福克勒斯

Spaemann, Robert 施柏曼，罗伯特

Spee, Friedrich von 施佩，弗里德里希·冯

Spencer, Herbert 斯宾塞，赫伯特

Spengler, Oswald 斯宾格勒，奥斯瓦尔德

Speusippos 斯皮西普

Spinoza, Benedictus de斯宾诺莎，本奈狄克特·德

Spranger, Eduard 施普朗格，埃德华

Spranger, Jakob施普朗格，雅各布

Stalin, Jossif W. 斯大林，约瑟夫

Stammler, Rudolf 施达姆勒，鲁道夫



Stein, Heinrich 斯泰因，海因里希

Stent, Günther 斯滕特，龚特尔

Stevenson, Charles L. 斯蒂文森，查尔斯

Stirner, Max 施蒂纳，马克斯

Stoß, Veit 施多斯，威特

Straßmann, Fritz 施特拉斯曼，弗利茨

Strauß, David Friedrich 施特劳斯，大卫·弗里德里希

Strawson, Frederick 施特劳森，弗里德里克

Suärez, Francisco 苏阿雷兹兹，弗朗塞斯库

Swedenborg, Emanuel 斯韦登伯格，埃曼努尔

T

Tacitus 塔西陀

Tai Tung-yüan 戴东原（戴震）

Tarski, Alfred 塔斯基，阿尔弗雷德

Tasso 塔索

Tauler, Johann 陶勒尔，约翰

Telesio, Bernardo 特勒肖，贝尔纳多

Tertullian 德尔图良

Thales 泰勒斯

Theophrastos 狄奥弗拉斯图

Thomas von Aquin 托马斯·阿奎纳

Thomas von Kempen 肯彭的托马斯



Thomasius, Christian 托马修斯，克利斯蒂安

Tieck, Ludwig 蒂克，路德维希

Tizian 提香

Tolstoi, Leo 托尔斯泰，列夫

Trakl, Georg 特拉克尔，乔治

Troeltsch, Ernst 特勒尔奇，恩斯特

Tschaadajew, Peter 恰达耶夫，彼得

Tschu Hsi 朱熹

Tung Tschung-schu 董仲舒

U

Uexküll, Jakob von 于克斯奎尔，雅各布·冯

Ulrich von Hütten 乌尔里希·冯·胡顿

Unamuno, Miguel de 乌纳穆诺，米盖尔·德

V

Vaihinger, Hans 魏欣格尔，汉斯

Valentinus 瓦伦汀

Valla, Laurentius 瓦拉，洛伦佐

Vasco da Gama 瓦斯科·达伽马

Vasubandhu 世亲

Vergil 维吉尔

Vico, Giambattista 维科，乔巴蒂斯特



Vischer, Friedrich Theodor 菲舍尔，弗里德里希·提奥多

Vollmer, Gerhard 弗尔梅尔，格尔哈特

Voltaire (Francois Marie Arouet) 伏尔泰（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

Vorländer, Karl 弗棱岱尔，卡尔

W

Wagner, Richard 瓦格纳，理查德

Wan Tschung 王充

Wandruszka, Mario 万德卢茨卡，马里奥

Wang-Yang-ming 王阳明

Watson, James 沃森，詹姆斯

Watzlawick, Paul 瓦兹拉维科，保罗

Weigel, Valentin 魏格尔，瓦伦汀

Welser (Familie)威尔塞（家族）

Wenzl, Aloys 文策尔，埃洛伊斯

Wernicke, Carl 维尔尼克，卡尔

Wertheimer, Max 维特海默，马克斯

Whitehead, Alfred North 怀特海，阿尔弗雷德·诺特

Whorf, Benjamin Lee 沃尔夫，本杰明·李

Wieland, Christoph Martin 维兰德，克利斯朵夫·马丁

Wilhelm von Champeaux 香浦的威廉

Wilhelm von Moerbeke 莫尔贝克的威廉

Wilhelm von Occam 奥卡姆的威廉



Wilson, Edward O. 威尔逊，爱德华

Windelband, Wilhelm 文德尔班，威廉

Wittgenstein, Ludwig 维特根斯坦，路德维希

Wohlfart, Günter 沃尔法，龚特

Wolf, Jean Claude 沃尔夫，让·克罗德

Wolff, Christian 沃尔夫，克利斯蒂安

X

Xenophanes 色诺芬尼

Xenophon 色诺芬

Y

Yagnavalkya 耶吉纳夫格亚

Z

Zarathustra 查拉图斯特拉

Zenon von Elea 爱利亚的芝诺

Zenon von Kition基底恩的芝诺

Zwingli, Ulrich 慈运理



术语译名对照表

A

a priori 先天的，先验的

absoluter Geist 绝对精神

Achsenzeit der Weltgeschichte 世界历史的轴心时代

Als-Ob 或然

amor Dei intellectualis 对上帝的精神之爱

analytische Philosophie 分析哲学

ancillia theologiae 神学的奴婢

angeborene Ideen 天赋观念

Animismus 万物有灵论

Anthropologie 人类学

Anti-Modernisteneid 反对天主教现代信徒的誓言

arabische Philosophie 阿拉伯哲学

Aranyakas 森林书

Arianer 阿里安教派信徒

Arier 雅利安人

Askese 禁欲，苦行



Ästhetik 美学，感性论

Atharvaveda 阿闼婆吠陀

Atheismus 无神论

Atlantis 大西岛

Atman und Brahman 梵与我

Atomlehre 原子论

Aufklärung

Autonomie und Heteronomie 自律与他律

B

Behaviorismus 行为主义

Bevölkerungsexplosion 人口爆炸

Bewußtsein 意识

Bhagavad-Gita 薄伽梵歌

bildgebende Verfahren 图像生成技术

biogenetisches Grundgesetz 生物发生基本规律

Brahamanas 婆罗门书，梵书

Brahmanen 婆罗门

Buch der Lieder 诗经

Buch der Riten 礼记

Buch der Wandlungen 易经

Buddhismus 佛教

C



cartesianisches Theater 笛卡尔式戏剧

Charvakas 遮卢婆迦

Chassidismus 虔信主义

chinesische Sprache 汉语

Christentum 基督教

civitas dei 上帝之城

cogito, ergo sum 我思，故我在

contrat social 社会契约

credo quia absurdum 因为荒谬我才相信

credo ut intelligam 我相信，所以我理解

D

Deismus 自然神论

delphisches Orakel 德尔斐神谕

Demokratie 民主

Determinismus 决定论

deterministisches Chaos 决定论的混乱

deus absconditus 隐藏者

Dharma 达摩

Dialektik 辩证法

dialektischer Materialismus 辩证唯物主义

Ding an sich 物自体



Diskurs 对话

docta ignorantia 有学识的无知

Doxographie 名哲言行录

drei Welten 三个世界

Dreieinigkeit 三位一体

Dreistadiengesetz 三阶段论

E

Einheit der Gegensätze 对立面的统一

Einheitswissenschaft 统一科学

Eklektizismus 折中主义

elan vital 生命冲动

Eleaten 爱利亚学派

Emanation 流射

Empirismus 经验主义

Encyclopedie 百科全书

Enneaden 九章集

Entelechie 隐德来希

Entlastung 减负

Entwicklungslehre 进化论

Epikureer 伊壁鸠鲁派

Erkenntnistheorie 认识论

Eros 厄洛斯



Esperanto 世界语

esse est percipi 存在即被感知

Ethik 伦理学

Euthanasie 安乐死

evolutionäre Erkenntnistheorie 进化认识论

evolutionäre Ethik 进化伦理学

Existenz, Existenzialien 存在，存在物

Existenzphilosophie 存在主义哲学

Expropriation der Expropriateure 剥夺私有财产

F

Falsifikation 证伪

Fraktale 碎片

Frankfurter Schule 法兰克福学派

Freidenker 自由思想家

G

Gehirn 大脑

Geist 精神

generative Grammatik 生成转换语法

Gentechnik 基因技术

Geschichtsphilosophie 历史哲学

Gesellschaftsvertrag 社会契约



Gestalttheorie 格式塔理论

Gewaltenteilung 权力分立

Gewissen 良心

Glauben und Wissen 信仰与知识

Glaubensphilosophen 宗教哲学家

Gnosis, Gnostiker 诺斯替教派

gnothi seauton 认识你自己

goldene Regel 金科玉律

Gottesbeweis 上帝之证

Gottesstaat →civitas dei上帝之城

Göttliche Komödie 神曲

Grenzen der Erkenntnis 认识的限度

Grihastha 家长

H

Hermeneutik 解释学

Hexenhammer 打击巫师之锤

Hexenverfolgung 迫害巫师

Hinayana 小乘佛教

historische Schule 历史主义学派

historischer Materialismus 历史唯物主义

Historismus 历史主义

Historizismus 历史决定论



Hochscholastik 中期经院哲学

Höhlengleichnis 洞穴比喻

Homosexualität 同性恋

Humanismus 人文主义

Hymnenzeit 颂歌时代

I

I King → Buch der Wandlungen 易经

Idealismus 唯心主义

Ideenlehre 理念论

Identitätsphilosophie 同一哲学

Idole 假象

In-der-Welt-Sein 在世界之内的存在

Individualethik 个体伦理学

indogermanische Sprachen 印度日耳曼语系

Induktion 归纳法

Instauratio magna 伟大复兴

Intuitionismus 直觉主义

Islam 伊斯兰教

J

Jainismus 耆那教

judaisierende Gnosis 犹太化诺斯替派



jüdische Philosophie 犹太哲学

K

Kabbala 喀巴拉

Kant-Laplacesche Theorie 康德-拉普拉斯理论

Karma 羯摩

Kastenwesen 种姓制度

Kategorien 范畴

kategorischer Imperativ 绝对命令

Kausalität 因果性

Klassenkampf 阶级斗争

Kognitionswissenschaft 认知科学

Kommunistisches Manifest 共产党宣言

Konstantinische Schenkung 康士坦丁的馈赠

Konstruktivismus 结构主义

Kosmos, Kosmologie 宇宙，宇宙论

Kritik der Sprache 语言批判

kritische Sozialphilosophie 批判社会哲学

kritischer Realismus 批判实在论

Kschatriyas 刹帝利

Kunst 艺术

Kybernetik 控制论

kynische Schule 犬儒学派



kyrenaische Schule昔勒尼学派

L

l’etat c’est moi 朕即国家

Lebensphilosophie 生命哲学

Legalisten 法家

Leib-Seele-Problem 身心问题

Leibniz-Wolffsches System 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

Leninismus 列宁主义

Letztbegründung 最后的根据

Linguistic Turn 语言学的转向

Linguistikbriefe 语言学通信

Logik 逻辑，逻辑学

logischer Empirismus 逻辑经验主义

logischer Positivismus 逻辑实证主义

Logizismus 逻辑至上主义

Logos 逻各斯

Lun Yü 论语

M

Mahayana 大乘佛教

Manichäer 摩尼教派

Mantras 颂歌



Marburger Schule 马堡学派

Marxismus 马克思主义

Maß und Mitte 中庸

Materialismus 唯物主义

Mathematik 数学

Maxime 准则

Maya 摩耶

Meditation 沉思

megarische Schule 麦加拉学派

Mensch und Natur 人与自然

Mensch und Tier 人与动物

Menschenrechte 人权

Metaphysik 形而上学

Metaphysik der Geschlechtsliebe 性爱的形而上学

Mimansa 弥曼差派

Mohenjo-Daro 摩亨佐•达罗文明

Mohismus 墨家

Mokscha 解脱

Monade 单子

Monarchie 君主制

Monismus一元论

Monotheismus 一神论

more geometrico 用几何学的方式



Mystik 神秘主义

N

Nastikas 否定者

Naturzustand 自然状态

negative Theologie 否定神学

Nepotismus 裙带关系

Neu-Fichteanismus 新费希特主义

Neu-Frieseanismus 新弗里斯主义

Neu-Hegelianismus 新黑格尔主义

Neu-Konfuzianismus 新儒学

Neu-Mohismus 新墨家

Neu-Thomismus 新托马斯主义

Neukantianismus 新康德主义

Neuplatonismus 新柏拉图主义

Neupositivismus 新实证主义

Neuscholastik 新经院哲学

Nirwana 涅槃

Nominalismus, Nominalisten 唯名论，唯名论者

Nyaya 正理派

O

objektiver Geist 客观精神



Occasionalismus 偶因论

Ockham’s razor 奥卡姆剃刀

Oligarchie 寡头政治

Ontologie 本体论

ontologische Differenz 本体论的区别

Opfermystik 祭献神秘主义

Ordinary Language Philosophy 日常语言哲学

Ozonloch 臭氧洞

P

Pantheismus 泛神论

Paradigma 范式

Parias 贱民

Patristik 教父哲学

Peripatetiker 逍遥学派

Pessimismus 悲观主义

Pflicht und Neigung 义务与爱好

Phänomenologie 现象学

Philosophie des Geistes 精神哲学

Philosophie des Unbewußten 无意识哲学

Physikalismus 物理主义

Pitakas 藏经

Platoniker 柏拉图主义者



platonische Akademie 柏拉图学园

Pluralismus 多元论

Polarität 对立性

Polytheismus 多神崇拜

Positivismus 实证主义

Prädestination 预定论

Pragmatik, Pragmatismus 实用主义

Prakriti 自性

prästabilierte Harmonie 前定和谐

primäre Qualitäten 第一性的质

primäre und sekundäre Eigenschaften 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

Principia Mathematica 数学原理

Protokollsätze 记录语句

psychologisches Problem 心理问题

psychophysisches Problem 心理物理学问题

Puritanismus 清教主义

Puruscha 神我

Pythagoreer 毕达哥拉斯信徒

Q

Quantenmechanik 量子力学

Quantentheorie 量子论

R



Rad des Lebens 生命之轮

Rationalismus 理性主义

Raum und Zeit 空间与时间

Realismus 实在论

Reformation 宗教改革

Relativitätstheorie 相对论

Religionsphilosophie 宗教哲学

Renaissance 文艺复兴

Rhetorik 雄辩术

Rigveda 黎俱吠陀

Romantik 浪漫主义

Royal Society 皇家科学院

S

Samaveda 裟摩吠陀

Sankhya 数论派

Sannyasi 世界的背弃者

Sapir-Whorf-Hypothese 萨皮尔·沃尔夫假说

Schi King 诗经

Scholastik 经院哲学

Schu King 书经

Seelenwanderung 灵魂转世



Selbstentfremdung und Selbstverwirklichung 自我异化与自我实现

selbstsüchtige Gene 自私的基因

Semiotik 符号学

sie et non 是与否

Skepsis, Skeptiker, Skeptizismus 怀疑，怀疑论者，怀疑主义

Sklaverei 奴隶制

Sokratiker 苏格拉底学派

Sophisten, Sophistik 智者，智者派

Sozialismus 社会主义

Soziologie 社会学

Soziolinguistik 社会语言学

Spätscholastik 后期经院哲学

Sprache 语言

Sprachspiel 语言游戏

Sprachzentrum 语言中心

Sprechakt 语言行为

Staat, Staatslehre 国家，国家学说

Staatssozialismus 国家社会主义

Stalinismus 斯大林主义

Stoa poikile彩色柱廊

Stoiker, Stoizismus 斯多葛派，斯多葛主义

Sturm und Drang 狂飙突进运动

subjektiver Geist 主观精神



Südwestdeutsche Schule 西南德意志学派

Summen 大全

Sutras 经

Sympathie 同感

synthetische Urteile 综合判断

T

Tao, Taoismus 道，道家

Tao-te King 道德经

tat twam asi 这是你

Teilung der Gewalten 权力划分

Theismus 一神论

Theodizee 辨神论

Theogonie 神统学

Tiefenpsychologie 精神分析学

Tiere 动物

Tierschutz 动物保护

Tierseele 动物灵魂

Toleranz 宽容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逻辑哲学论

transzendental 先验的

Trigramme 三行图式

Tschudras 首陀罗



Tschung Yung 中庸

Tyrannis 僭主政治

U

Übermensch 超人

Uhrengleichnis 时钟比喻

Universalien 共相

Universalienstreit 共相之争

universitas literarum 知识大全

Upanischaden 奥义书

Urstoff 原初物质

Urteilsformen 判断形式

Urteilskraft 判断力

Utilitarismus 功利主义

Utopie 乌托邦

V

Vaischeschika 胜论派

Vaischyas 吠舍

Vedanta 吠檀多

Veden 吠陀本集

Vegans 严格的素食主义者

Verantwortung 责任



Verifikation 证实

Verifikationsprinzip 证实原则

Vernunftreligion 理性宗教

Vidya 真知

vier Elemente 四元素

Vitalismus 活力论

Völkerrecht 国际法

Vorsokratiker 前苏格拉底派

W

Wellenmechanik 波动力学

Weltethos 世界伦理

Wiedergeburt 转世

Wiener Kreis 维也纳学派

Willensfreiheit 意志自由

Wissen und Glaube 知识与信仰

Y

Yayurveda 夜柔吠陀

Yin-Yang-Lehre 阴阳学说

Yoga 瑜伽

Z



Zeit 时间

Zeitalter der Übersetzungen 翻译的时代

Zen-Buddhismus 禅宗

zoon politikon 政治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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