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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 么 是 哲 学
朱志方
（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摘要： 关于哲学是什么， 有多种不同的回答。“哲学是爱智慧”、“哲学是使人聪明的学问”， “哲学是研究纯粹
概念的学科”， “哲学是逻辑”， “哲学是哲学史”， “哲学是哲学问题”等命题或者过于宽泛， 没有指明哲学的特性；
或者过于模糊， 引起严重误会， 甚至含有错误。马克思主义把哲学看作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 是对哲学的恰当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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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门学科一开始都应该对该学科做一个基本的

它是“
和“
的组合， 意思是追求智慧、
爱智
ｐｈｉｌｅｍ”
Ｓｏｐｈｉａ”

描述， 即提供一个定义， 说明它的题材的范围和研究的

慧。这句话引起了很多的误会和望文生义的解释： 哲学

领域、
它所探讨的主要问题、
它的基本历史发展线索等。

就是爱智慧， 只要你爱智慧， 哲学就学好了。下面从网上

数学、
物理学、
天文学等自然科学和一些社会科学领域

摘录一段话（ 不想言说， ２００５） ：

的学者大体上对自己的学科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哲学的

哲学即“
爱智慧”
， 这多么自明！ 可是就这天生具有

独特性就在于， 哲学家总在反复地发问： 哲学是什么？ 而

自明性的“
爱智慧”
却难倒了古今中外的“
爱智慧”
者或

对于这个问题， 不论是哲学家还是哲学史家， 各自有着

哲学家们。

完全不同的回答。夸张点说， 有多少个哲学家， 就有多少

这种对于哲学的理解很有代表性。按作者的解释，

种关于哲学的定义。有人说， 只有学了哲学才知道哲学

智慧就是知识、
学问、
名言、
名人的意思， 爱就是怀疑、
反

是什么。这种说法听起来蛮有道理。没有对哲学领域的

思、
批判。因此， 哲学就是对于知识、
学问、
名言、
名人等

外国哲学、
古代哲学、
现代哲学一无
了解， 对中国哲学、

的怀疑、
反思与批判。他说这是天生自明的， 而且为大家

所知， 当然也就不知道哲学是什么。不过我们要问： 读了

所公认， 却又难倒了哲学家们。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自

多少哲学之后才知道哲学是什么？ 当然不能等到把所有

相矛盾的地方。既然为大家所公认， 也就为哲学家所公

的哲学书都读了之后。于是， 这似乎是说， 要有了一定程

认。如果“
大家”
里面不包括哲学家， 那么就可以得出一

度的哲学知识后才能给哲学下定义。有多大的程度或有

个明显的推导： 不懂哲学的都知道哲学是爱智慧， 偏偏

多少知识呢？ 我们无法提供一个标准。说“
学了哲学就知

哲学家不知道。这位网络作者把爱解释为怀疑、
反思、
批

道哲学是什么”
并没有提供一个关于哲学的定义， 而只

批判智慧了。而智慧
判， 如此一来， 哲学就是怀疑智慧、

是指出了获得定义的一个方向。

则被解释为知识、
学问、
名言、
名人。爱智慧就是去怀疑
和批判知识、
学问、
名言、
名人。这里引用网络作者的话，
是为了说明， “
哲学是爱智慧”
这样的话可能引起望文生

一

义和无根据的联想。

对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满足一些基本
要求。首先， 它必须阐明哲学的主要特征， 有点类似于定

说哲学即爱智慧可能导致误会， 另一种情况是把智

义。其次， 它应该能够把哲学同其他学科区别开来。第

慧与知识对立起来。以为哲学不是知识。但什么是智慧

三， 它必须把公认的哲学理论包括在内。我们下面讨论

呢？ 真有不是知识的智慧吗？
知识有许多种类， 如事实知识（ ｋｎｏｗｉｎｇ ｔｈａｔ） 、
技术

几种最常见的答案。
（ 一） 哲学是爱智慧

知识（ ｋｎｏｗｉｎｇ ｈｏｗ） ， 价值知识， 具体知识和普遍知识。

“
哲学是爱智慧”
这句话来自于对“
哲学”
一词的语

拿事实知识和技术知识来说， 前者是关于世界的过程、
状态、
联系的知识， 而后者是关于如何行动以解决具体

源学解释。据说， 哲学（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一词来源于希腊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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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境问题的知识。前一种知识往往与科学相联系， 后

或
有人也许会说， 智慧不是知识， 而是灵感， 直觉、

一种则往往与技术相联系。一个人可能精通生理学和水

其他什么东西。这显然是本末倒置的， 因为智慧有时候

力学， 但却不知道怎样游泳； 当然大多数知道如何游泳

直觉一类的东西是一
是灵感的产物。更重要的是， 灵感、

人的对水力学和生理学缺乏基本的了解。这说明这两种

切领域都有的， 不唯哲学， 不唯哲学活动。

知识并不是一回事。但是否说， 两种知识中有一种是智

（ 二） 哲学是使人聪明的学问

慧而另一种不是呢？ 它们是两种不同的智慧吗？ 显然第

这是第一个定义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前一种说法把

一种知识似乎是大智慧， 亚里士多德也持有这样一种看

哲学看成一种活动， 而后一种说法把哲学看作一种学

法。但第二知识是不是智慧， 一些人持否定的态度： 因为

问。但是， 它面临着同样的困难。所有的学问都使人聪

它们只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

明。不使人聪明的就不是学问。这句话等于说： 哲学是一

马克思曾经讲过的哲学家和船夫的故事。这是一个

门学问。这等于什么也没有说。
当然， 对聪明可以加限定词： 哲学是使人最聪明的

哲学家与一个船夫之间的对话：
“
你懂哲学吗？ ”
“
不懂。”
“
那你至少失去了一半的生

学问。这样就需要一个最聪明、
聪明最多的标准。如果有

“
不懂。”
“
那你失去了百分之八十
命。”
“
你懂数学吗？ ”

这样一个标准， 那么所有的学问就可以排成一个等级序

的生命。”

列。这显然是很荒唐的。
（ 三） 哲学是研究纯粹概念的学科

突然， 一个巨浪把船打翻了， 哲学家和船夫都掉到
了水里。看着哲学家在水中胡乱挣扎， 船夫问哲学家：

黑格尔把哲学的对象描述为整体、
绝对或上帝。这

“
你会游泳吗？ ”

个实在不是任何有限的东西， 不是任何部分， 而是终极

“
不……会……”

的东西。哲学的中介是概念。概念可以从两个方面说。从

“
那你就失去了百分之百的生命。”

也不依赖于感觉或知觉， 因
否定的方面说， 它不来自于、

这个寓言表明， 两种知识都同样的是智慧。更重要

此 并 不 是 一 个 单 纯 的 一 般 概 念 （ ａ ｍｅｒ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 。从正面说， 概念在它自身内并在它自身的条件

的是， 没有知识的智慧是完全说不通的。
亚里士多德把智慧同知识或科学联系起来， 但他并

下独立地运行。概念是终极原则， 支配和透入一切思想，

不认为任何知识都是智慧。他说： “
智慧在于理论的而非

不论是感觉、
知觉还是抽象的反思。它是具体的普遍， 即

生产的知识……智慧是关于基本因素和原理的理性的

在它自身内持有具体， 它是普遍和具体的有机统一体。

知识”
（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 １９９９， ９８２ａ） 。“
在最明晰的科学中， 最高

它是差别中的同一和通过差别达到的同一。每个概念都

级的是那些以自身为目的的知识和科学； ……最明晰的

与其他概念有内在的联系， 从而形成一个有机地联系起

事情是第一原理和根本理由， 因为任何一件事情只有根

来的系统， 一个自我包含的概念结构。

据和通过第一原理和根本理由才能成为明晰的， 而不是

哲学的方法就是概念展开的方法。但这种展开不是

相反。”
（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 １９９９， ９８２ｂ） 在这个意义上， 爱就是追

时间中展开， 而是概念所包含的因素在表现形式和融洽

求， 智慧就是关于第一原理和基本理由的知识。哲学就

性上的展开， 其目的是达到完善的思想。概念是一个能

是追求第一原理和基本理由， 哲学是一个动词， 是一种

动的单个统一体， 因此是一个过程。概念中的因素可以

追求知识的活动。

单个地对待， 每个因素都可以说就是整个概念。每个因

我们要知道的是， 什么是第一原理？ 什么是基本理

素都必然与其他因素都联系， 只有整个概念才能表现它

由？ 关于宇宙的起源和基本结构、
生命起源等方面的原

的意义， 因此其统一性是不可分解的。于是， 一个部分肯

理是不是第一原理， 如果不是， 什么是。如果说哲学的第

定导致另一个， 直至概念完全展开并确定为它的所有因

一原理才是原理， 那是同语反复或事先假定了未经论证

素的统一体。相对于整体， 概念的一个部分肯定是抽象

的东西。亚里士多德的叙述可了比较级， 可以看出他认

的肯定。在整个概念内所有因素完全明确地相互联系，

为智慧是一个程度问题。这样， 说哲学是爱智慧并不能

因此， 任何因素都不可能抽象地孤立起来， 一切片面的

把哲学同其他学科区分开来。古希腊人这样来阐明哲学

肯定都被消除。整个概念相对于这种抽象的肯定而言就

是一点不奇怪的。因为在那时候， 所有的理论知识都叫

是具体的。因此概念的展开就是由抽象到具体的过程。

做哲学。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有三大分支： 物理学、
数学和

概念自身决定了这些发展阶段。概念就是这些阶段， 就

生物学、
天文学、
数学、
政治学等
神学。而后来， 物理学、

是从克服片面到整体统一性完全实现的过程。这是一个

学科已经从哲学中分离出去。仍然把哲学解释为爱智

从低级到高级、
从潜在到现实、
走向自我意识、
自在自为

慧， 就不合适的。爱智慧不仅适用于哲学， 而且适用于一

的过程。

切人类的理论活动和研究活动。

这样一种哲学观把哲学与其他知识区别开来。所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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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知识都只是概念或绝对发展的一个方面或一个

我们刚才分析的形而上学陈述的一些例子是从一
说： “

阶段， 单独地说都是片面的， 至多只是部分真理。只有哲

个文献里摘取来的。但我们的结果同样有效地适用于其

学可以提供完全的真理。在这个意义上， 黑格尔说， 哲学

他一切形而上学体系。那个文献也理所当然以赞赏的口

与宗教相同， 都追求大写的真理。

因此， 纯有和纯无是同一个
气引用了黑格尔的一句话（ ‘
东西’
） 。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具有与这个现代形而上学体

显然， 黑格尔是柏拉图的继承者。柏拉图只关心纯
粹理念的世界， 把哲学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哲学王与

系一样的逻辑特性。其他形而上学体系也是如此。”

绝对是非常相似的。

（ Ｃａｒｎａｐ １９５９， ７３ 页） 形而上学所表达的不是知识， 而只
是一种人生态度， 是生活的情绪和感受， 是一种不恰当

黑格尔的体系不论多么博大精深。但其缺陷是非常
明显的。首先， 它不能够面对现实。对于我们现实的问

的艺术表现方式： “
形而上学家是没有音乐才能的音乐

题， 它提供不了任何帮助。第二， 它对于当代科学是漠不

（ Ｃａｒｎａｐ １９５９， ８０ 页） 。
家”

关心的， 不论现代科学和技术如何发展， 都既不能增加

科学和艺术都将哲学排斥在外， 哲学有什么可干的

它的说服力， 也不能减少它的说服力。它是用哲学的语

呢？ 似乎只有一条路， 这就是逻辑。逻辑有逻辑学家去

言编织的一个童话。第三， 它对人的地位是否定的。人只

做， 那么哲学家要做的就是用逻辑技术来分析语言。从

不过是绝对理念的一个工具。在这个意义上， 它是康德

否定的方式说， 通过对形而上学的语言做分析， 阐明形

的倒退。康德倒是强调人是它自己的目的。因此， 从某种

而上学的命题没有意义。从肯定的方面说， 通过对科学

意义上说， 黑格主义是反人本主义的。第五， 黑格尔把哲

的语言进行分析， 使科学命题更清晰。这样一来， 哲学就

学置于一切知识之上。科学是有限的（Ｈｅｇｅｌ １９９９， ２６－

成了应用逻辑或逻辑应用了。

２７ 页）， 而哲学超越科学达到无限。在其他领域的学者看

早期的分析哲学和逻辑实证主义面临着一些很基

来， 黑格尔不过是在自吹自擂而已。

本的问题。第一， 意义标准本身既不是一个分析命题， 也

（ 四） 哲学是逻辑

不是一个综合命题， 似乎也成为它自己要清洗的对象。

逻辑经验主义者和早期的分析哲学家， 把哲学看作

第二， 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严格区分受到了蒯因的严

哲
一种活动， 即语言的逻辑分析活动。维特根斯坦宣称： “

厉批评。第三， 作为科学逻辑的重要部分的归纳逻辑， 也

学的目的是思想的逻辑澄清。哲学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

只不过是改头换面的数学概率论。第四， 逻辑经验主义

种活动。”
哲学工作本质上在于澄清意义。“
哲学的结果不

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建立起来的科学方法论， 基本上被

是一些‘
哲学命题’
， 而是使命题清晰。”
哲学的任务就是

后来的哲学发展所否定。哲学毕竟应该从正面说点重要

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哲学问题和哲学理论都是由于我

重要的哲学基本
的东西。而在分析哲学领域里， 正面的、

们违背语言的逻辑而产生的。哲学命题表面上看是表达

上都是打破逻辑实证主义的教条的。

思想的， 但由于不合语法， 其实没有表达任何东西。因此，

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只不过是应用逻辑。这等于否

“哲 学 应 该 使 思 想 清 晰 并 严 格 地 限 定 思 想 的 范 围 。”

定了哲学。但逻辑实证主义也遭到了哲学的否定。蒯因

（ 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 １９２１， ４． １１２．） 逻辑实证主义者把一切有意

在许多方面严厉批评逻辑实证主义， 但在根本的方面依

义的命题分为两类， 一类是分析命题， 一类是综合命题。

然属于分析哲学的阵营。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严格区分

数学、
逻辑命题属于前者， 而自然科学的命题属于后者。

的结果使逻辑实证主义把一切综合命题归于科学， 那么

哲学命题显然不属于第一类， 是否属于第二类呢？ 一个命

与哲学相关的只剩下分析命题了。但这隐含着另一种可

题属于综合命题或者有意义的标准是： 它在是可检验的，

能性： 把哲学陈述归入综合陈述一类。蒯因就是这样看

即能够指明它在什么情况下是真的、在什么情况下是假

的。他提出哲学是科学的继续。比如说， 用认知科学或科

的。这个意义标准是它的第一原理。用这个标准去衡量哲

学心理学取代认识论。但这样同样取消了哲学。他用哲

学史上的哲学， 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它们大致可以分为

学来取消哲学， 哲学仍然在继续。另一方面的， 历史的发

两种类型。一种是关于世界状态或世界结构的一些猜测，

展方向正好相反： 科学是哲学的继续， 几种主要的科学

这些类命题或理论是有意义的， 但属于科学。另一种是真

都是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的。

正的哲学命题， 都是没有意义的空话。所谓没有意义， 是

（ 五） 哲学是哲学史

指没有认识意义， 即没有对世界做出描述。

“
哲学是哲学史”
这一命题有两种可能解释。第一，
它提供一种学习哲学的方法， 它不是说哲学等于哲学

逻辑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卡尔纳普以“
无”
这个概
无”
的命题或问题都没有认识意义。
念为例， 说明关于“

史， 而是说， 通过学习哲学史来学习哲学， 通过研究哲学

“
无”
概念在古希腊和黑格尔、
海德格尔的著作中都具有

史来研究哲学。第二， 它提供一个关于哲学的定义， 即哲

重要地位。卡尔纳普引证和分析了海德格尔的一段话后

学就等于哲学史。作为一个定义或者对于哲学是什么的
－

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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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 它过于含糊。作为学习哲学的途径的一种看法， 它

根斯坦的“
逻辑哲学论”
很短， 比论文长一点， 比著作要

又有些片面。为什么片面呢？ 因为学习哲学不仅仅要学

短得多。二十世纪美国哲学最主要的文献是论文， 就是

习哲学史， 还要学习其他许多知识。哲学理论中运用了

有著作也很短。蒯因的“
经验论的两个教条”
导致了美国

许多科学的和实践的素材， 但要对那些素材有了解， 仅

词与对象》
原先是一篇论文
分析哲学的转向， 他的著作《

仅学习哲学史是不够的。逻辑学、
数学、
物理学、
历史学、

《
意义与翻译》
。克里普克的《
命名与必然性》
也是由论文

文学等等知识， 对于哲学来说， 要么是必须的， 要么是大

扩写而来的。戴维森的重要哲学著作全是论文。就是罗

有帮助的。而且它也没有说明学习什么样的哲学史。仅

哲
蒂这位倾向于大陆哲学的美国哲学家， 也只有一本《

仅学习古希腊显然不够， 仅仅学习先秦也不够。学到黑

， 其他都是论文集。
学与自然之镜》

格尔够不够？ 也不够。这个哲学史， 应该是历史上从古到

英美重视学术论文， 也有其思想方式上的原因。分

今的一切重要的哲学， 特别是当代的哲学。至于什么哲

析哲学是英美二十世纪哲学的主导。分析哲学重视的是

学是重要的， 却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逻辑、
数学和自然科学。他们反感欧洲的哲学大体系。这

说哲学是哲学史， 还可能引起一种误会， 即以学了

种体系化的哲学曾受到过恩格斯的嘲笑。他们认为， 哲

哲学史就懂得了哲学。哲学史是史料性的， 它讲述各个

学问题也可像自然科学问题一样， 一个一个地逐步解

国家各个时期哲学的历史， 于是它是由一系列的哲学家

决。而解决一个问题， 显然不需要写一本书。

的思想材料构成的。哲学史的写作方式， 主要是转述一

英美哲学重视学术论文， 是因为它重视哲学问题。

个又一个的哲学家的哲学思想或学说。它的写作方式是

但有人却由此而断定哲学就是哲学问题， 这是一种错误

， 在结尾处有时有
“
某某哲学家说”
、
“
某某哲学家认为”

的概括。英美哲学的论文是对哲学问题的解答， 而不只

一点作者的评论。许多人读哲学史著作较多， 而读研究

是提出一些哲学问题。哲学就是哲学问题这一说法是一

性的哲学论文较少， 于是形成了一种写哲学文章的风

句自我拆台的话。哪些问题是哲学问题？ 我们用什么原

格， 这就是以叙述某某哲学家的观点或某某学派的观点

则或标准把哲学问题与非哲学问题区别开来？ 不回答这

为主， 在结尾处加一个简短的评价。这不是写学术论文

样的问题， 说哲学是哲学问题就是一句空话。这一说法

的方式。

还有一个严重的逻辑缺陷： 假定我们把所有的哲学问题

（ 六） 哲学是哲学问题

都列举出来（ 尽管这是做不到的） ， 这样形成的一个系统

欧洲大陆的哲学， 有特别强的历史感。这大概是由

是一个哲学系统吗？ 显然不是。英美哲学讲究逻辑的严

于深受黑格尔的影响， 或者说， 由于黑格尔生活在欧洲

密性， 而这一说法正好犯了逻辑不严格的错误。我们可

大陆， 成为大陆哲学的典型代表。黑格尔认为， 每一个概

以说， 哲学是对哲学问题的研究和解答。什么是哲学问

念自身内包含着它的全部历史和潜在性。因此， 哲学不

题呢？ 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合理的回答。

可能与哲学史相分离。欧洲大陆的大哲学家大都精研哲

（ 七） 哲学是系统化和理论化的世界观

学史， 许多人写了厚厚的哲学史著作， 包括黑格尔在内，

“
哲学是系统化和理论化的世界观”
， 这是马克思主

而英美哲学的风格则明显不同。英美的大哲学家很少写

义对哲学的定义。从我们开头所讲的三个条件来说， 这

哲学史。他们似乎认为， 写哲学史主要是为了给入门者

个定义很好地回答了什么是哲学的问题。世界观是对于

进行哲学教育， 那是二流的哲学家所做的事。对于多数

人在世
世界的根本的看法， 是对于世界的结构和状态、

英美哲学来说， 哲学是哲学问题。表现哲学思想或学说

界中的地位、
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根本的看法。因此，

的主要方式是论文而不是著作。这有多方面的历史原

世界观包括宇宙论、
人生观、
价值观和方法论。但仅仅有

因。就美国来说， 美国哲学（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而不是

看法还不算哲学。这种看法必须是有理论的、
有根据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第一人是皮尔士。皮尔士虽然有

因此必须是理论化和系统化的， 这样才能算哲学。由于

计划有打算却没有写过一本哲学著作， 而只是发表了一

它是根本的理论， 所以， 它与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

些哲学论文， 留下了大量的论文手稿。皮尔士是一位科

的各个学科并不冲突， 并能够随着各门科学的发展而改

学家， 习惯于写科学报告， 而不善于写长篇的哲学著作。

变和深化。同时它又不同于各门具体科学。这样， 哲学就

不善于写哲学著作， 使他的学说很难懂， 甚至詹姆斯也

同其他学科区分开来。这种对于哲学的理解， 与黑格尔

承认， 对于皮尔士， 他有许多东西没有搞懂。另一个效果

以来的哲学史基本是一致的。我们所讲的哲学史， 就是

就是对美国哲学界重视哲学论文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另

历史上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和由这些探讨所产生的理论

一方面， 希特勒上台后， 分析哲学的中心逐步转向英美。

体系。同时， 这样的哲学才是重要的（ ｎｏｎｔｒｉｖｉａｌ） 。所以哲

论指
分析哲学的许多重要文献都是论文， 如罗素的 “

学问题就是世界观的问题。

称”
、
卡尔纳普的“
通过语言分析清除形而上学”
等。维特
－

８

从哲学的下属学科或分支学科来看， 这样的哲学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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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也是恰当的。以出过多版的几本哲学教科书为例。

价值论和方法论。

哲学及其当代问题》
列
Ｊｏｈｎ Ｒ． Ｂｕｒｒ 和 Ｍ． Ｇｏｌｄｉｎｇｅｒ 编《

二

出了哲学的七类问题或研究领域： 第一， 自由意志与决
定论； 第二， 宗教与信仰； 第三， 伦理与价值问题： 我们应

现在我们再回到开头： 哲学是爱智慧。在这里， 笔者

该做什么？ 第四， 民主与社会： 人是平等的吗？ 公平公正

要断定的是， 哲学是爱智慧。笔者并不是在自相矛盾。说

的社会是怎样的？ 第五， 心与身的问题， 或者精神与自然

哲学是爱智慧、
是使人聪明的学问， 如果看作哲学的定

的问题； 第六， 知识与科学的问题： 知识的本性和方法；

义， 是不恰当的， 或者说是一个错误的定义。但是， 作为

第七， 审美与艺术问题。Ｓ． Ｅ． Ｓｔｕｍｐｆ 编著的《
哲学史和

关于哲学的一般断定， 那是没有错误的。所有的学问都

哲学问题》
列举了哲学研究的八类问题： 一是知识的本

是爱智慧的， 都是使人聪明的； 哲学是一种学问， 所以哲

性： 我们知道什么？ 我们如何知道？ 二是存在问题： 什么

学是爱智慧的， 是使人聪明的。

东西是真实地存在的？ 三是宗教信仰与上帝的存在问

人类智慧最光辉的成就之一， 甚至比相对论更光辉

题。四是伦理学： 我们应该如何行动？ 五是自由意志问

的成就， 就是分工， 在学术领域就是分专业。哲学专业的

题； 六是政治哲学： 社会应如何构成？ 七是身心与人性问

培养目标是什么？ 我们不相信哲学王、
哲学是科学之科学

题； 八是人的命运与生活的意义问题。以上这些内容， 基

之类的自我吹虚或如罗蒂所说的自欺欺人的说法。但这

本上可以概括为世界观， 细一点说， 就是宇宙论、
人生

并不表明哲学不重要。哲学不能造核电站， 也不能印钞

观、
价值观和方法论。

票， 不能做企业。哲学不是物理学， 不是中央银行， 也不是

由是我们可以对照近代中国近代哲学家对于哲学

经济学。生物学不能说明航天器如何着陆， 但生物学并不

哲学的定
的理解。胡适在《
中国哲学史大纲》
导言说： “

因此而受指责， 所以哲学不能因为很多事情做不了而受

义， 从来没有一定的。我如今也暂下一个定义： 凡研究人

指责。哲学有哲学的用处。哲学有哲学的独有领域。它为

生中切要的问题， 从根本上着想， 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

人类认识和理解世界提供一套概念系统， 为人生存提供

这种学问叫做哲学。”
胡适的《
中国哲学史》
是按西方哲

（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 ， 那
意义和价值。亚里士多德写《
形而上学》

学的框架来写的， 因为中国原来没有哲学这样一个专门

是在物理学之后， 也是站在物理学的背后。

的学问， 倒是有过经史子集之类的分科。胡适写中国哲
学史， 当然关照到我们上面说到的那些问题。但他说的

参考文献：

人生中切要的问题有欠确切， 什么是人生中切要的问

［１］冯友兰．中国哲学史［Ｍ］．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３．

题， 还需要进一步说明。婚丧嫁娶， 都是人生中切要的问

［２］范寿康．中国哲学史通论［Ｍ］．上海开明书店，１９３６．

题， 却不是哲学专门研究的问题。

［３］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１９１９） ［Ｍ］．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
［４］不想言说： 爱跟风的苦果： 哲学教授不知道哲学是什么

中国哲学史》
（ 两卷） 的绪
冯友兰在 １９３３ 年出版的《

［ＥＢ／ Ｏ Ｌ］．

论说： “
哲学这一名词在西洋有甚久的历史， 各哲学家对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ｚｑｕ．ｅｄｕ．ｃｎ／ ｄｅｐｔ／ ｚｆｘ／ ｕｐｆｉｌｅ／ ０５０２１２２３３８２０．ｄｏｃ．

于‘
哲学’
所下之定义亦各不相同。为方便起见， 兹先述

［５］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Ｍ］．Ｃｈｉｎ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普遍所认为哲学之内容。”“
今欲讲中国哲学史， 其主要

Ｈｏｕｓｅ， Ｃｈｅｎｇｃｈｅｎｇ Ｂｏｏｋｓ Ｌｔｄ．， １９９９．

工作之一， 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 将其可以西洋

［６］Ｂｕｒｒ，Ｊｏｈｎ Ｒ． ａｎｄ Ｇｏｌｄｉｎｇｅｒ， Ｍ．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所谓哲学名之者， 选出而叙述之。”
他列举希腊哲学形而

Ｉｓｓｕｅｓ（３ｅｄ）［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Ｉｎｃ．

上学、
人生论、
知识论或逻辑学。冯友兰先生没有回答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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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 还必须说明存在与存在的关系和意识与意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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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说明这些关系， 归结起来， 不外是宇宙观、
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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