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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黑格尔学习如何做哲学
＊
—《精神现象学》的启发
——

赵敦华
［摘

要 ］ 本文通过对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的解释， 从哲学真理与认识论、怀疑论、宗教文化、数学逻

辑、哲学史、常识和诗等七个方面的关系入手， 分析了黑格尔哲学在德国文化转型时期的重要作用， 以及对
当前的中国哲学工作者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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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意识到， 《精神现象学》的序言 （ Ｐｒｅｆａｃｅ ） 和导言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书序。他
说， 在一本哲学著作的序言里， “不 论对哲学作出怎么样周详的陈述”， 都是 “不适宜、不合目的的”，
因为那会 “使人觉得， 仿佛就在目的或最终结果里事情自身甚至全部本质都已得到了表达， 至于实现过
程， 与此结果相比， 则根本不是什么本质的事情。” ［１］ （ Ｐ４５） 在黑格尔看来， 做哲学的过程应该比哲学所能
达到的结论更加重要， 更加贴近一本哲学著作所要阐发的真理。黑格尔从来没有给 “哲学”或 “精神现
象学”下一个正 式 （ ｆｏｒｍａｌ） 定义， 这可能也是因为他认为哲学即是精神 （ 辩证和历史） 的发展 过 程 ，
而现象学即是做哲学的方式。他写的 “序言”和 “导言”既对他所处的时代精神的发展过程， 又对他做
哲学的方式， 作了充分说明。
“序言”和 “导言”对读者有着持久的魅力， 它们被认为是全书最精彩的篇章之一。我觉得在黑格
尔的著作中， 没有什么地方能比这里的文字更贴近黑格尔的哲学观了。黑格尔通过批判他所处时代的哲
学来阐发他自己做哲学的方式。概括地说， 黑格尔 （ １ ） 批评了把哲学作为工具的认识论哲学， 阐发了
如何达到哲学真理的方式； （ ２ ） 通过批判怀疑主义， 说明了哲学为什么需要否定的环节； （ ３ ） 通过对浪
漫主义宗教哲学的批判， 说明了神圣与科学相结合的方式； （ ４ ） 通过对以 “数学思维”为楷模的哲学方
法论的批判， 说明了哲学的概念思维特点； （ ５ ） 通过说明 “历史的认识”局限性， 反对把哲学等同为哲
学史； （ ６ ） 通过揭露哲学的 “天才作风”， 反对把哲学当作诗化言谈； （ ７ ） 通过对 “信赖常识”的批判，
反对把哲学庸俗化。
现在的中国和黑格尔的德国是两个时代的不同国家， 但可能是由于两者都处在社会转型时期， 都面
临文化和价值转换的时代任务， 当今的中国哲学与黑格尔笔下的 １９ 世纪初的德国哲学竟有惊人的相似
之处。以上 ７ 条对当今中国的 “哲学工作者”（ 这里姑且使用这个曾经流行的术语来表达 “做哲学的人”
的含义） 来说， 具有不可低估的启发意义。
一、 “认识论转向”， 还是 “绝对科学”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 “中西道德哲学比较”（ ０２ＪＡＺ７２０００２ ） 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赵敦华，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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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的第一句话是： “如果有人觉得在哲学里在开始研究事物本身之前， 即在研究关于绝对真理
的具体知识之前， 有必要先对认识自身 加以了解， 即是说， 先对人们借以把握绝对的那个 工具。或者
说， 先对人们赖以观察绝对的那个手段， 加以考察， 这乃是一件很自然的想法。” ［１］ （ Ｐ５１） 我们现在把近代
哲学称为 “认识论的转向”， 就是因为从笛卡儿、培根开始， 一直到康德、费希特的哲学家都有这样一
个 “很自然的想法”。近代哲学家指责以前的哲学在没有考察认识的能力、性质和界限之前， 就对认识
的 对 象下 了武断 的 结论 ， 结果 是 受 到 “错误 的乌 云” 遮蔽 ， 而见不 到 “真理的 青 天”。黑格 尔 对 实 施
“认识论转向”想法的哲学家进行了一连串批判。
康德的批判哲学首先是对人的理性能力的批判， 把近代哲学的 “认识论转向”推向极致。康德的批
判表明， 在认识与事物本身 （ Ｄｉｎｇ ａｎ ｓｉｃｈ ） （ 康德称之为 “物自体”， 黑格尔有时也称之为 “绝对”） 之间
存在着一条不可跨越的界线， 人所认识的对象不是事物本身或 “绝对”。康德谈到两点不能认识 “物自
体”的理由， 一是我们只能认识本体显现给出来的现象， 二是我们只能通过主观的 “纯形式”（ 如时空、
范畴） 看待事物。用黑格尔的话来说， 第一点理由好像是说： “使用工具于一个事物， 不是让这个事物保
持它原来的样子， 而是要使这个事物发生形象上的变化。” ［１］ （ Ｐ５１） 第二点理由则是在说， 认识形式是 “真
理之光赖以传达到我们面前来的一种消极的媒介物”， 我们看到的事物 “不是像它自在地存在的那个样
子， 而只是它在媒介物里的那个样子”。黑格尔把康德的语言转化为 “工具”和 “目的”的关系， 为的
是指出这样一个吊诡： 批判哲学本来只是为了研究事物本身而作的先行的、准备的工作， 或者说， 只是
为认识 “绝对 ”这 个目 的服 务 的 手 段， 而结 果却 是， “我 们使用 的手段 都 产生 与它本 来 目的 相 反 的 东
西”， 这 “根本是件与理不合的事情”。［１］ （ Ｐ５１） 通过分析 “工具”和 “目的”的关系， 黑格尔批评认识论哲
学或批判哲学反客为主， 放弃了对 “绝对”的认识， 而把认识本身作为哲学的对象， 这是把工具或手段
当作目的本身。
费希特和谢林等哲学家并没有接 受康德的 “物自体”概念， 他们试图挽救这个概念， 在黑格尔看
来， 这些 “补救”无济于事， 因 为他们仍然颠倒 了认识与 “绝对”的 关系。他们的第一点 “补救”是
说， 认识并没有改变 “绝对”， 而只是接近了关于绝对的真理。黑格尔说， 就好像是说， “绝对并不因工
具而改变， 只是被吸引得靠近我们一些， 就像小鸟被胶竿吸引过来那样”。但 “绝对”不是孑然无依的
“小鸟”， 它 “本来就在并且就愿意在我们近旁”。 ［１］ （ Ｐ５２） 关于这一点， 黑格尔在 “序言”中论述 “实体就
是主体”时有更充分的说明。第二点 “补救”是， 媒介 （ 如光的折射） 虽然可改变事物本身， 但可以通
过认识媒介产生错误的根源 （ 如认识折射原理） ， 通过消除这一根源而达到正确的认识。黑格尔说， 这
一想法是 “完全无用的， 因为认识不是光线的折射作用， 认识就是光线自身。”
不管是康德之前的认识论， 康德的批判哲学， 还是康德之后的 “补救”，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
那就是， 假定认识只是一种工具和媒介物， 认识是目的不是为了认识 “绝对”， 而是为了避免认识 “绝
对”时犯错误； 因为害怕与 “绝对 ”沾边而犯错误， 最保险的办法就 是把认识自身当 作是 “自为的”、
“真实的”。黑格尔尖锐地批判这种 “将认识视为一种工具和媒介物的观念”是 “无用的观念和 说法”，
把 “绝对”和真理区别开来是 “模模糊糊的区分”， 是 “没有能力从事科学的人找到的借口”， 他们使用
的 “绝对、认识、主观与客观”等等字眼是 “一种欺骗”， “一种计谋， 想逃避其主要任务”。 ［１］ （ Ｐ５３） 他所
认 为 的 哲 学 “主 要 任 务 ” 就 是 认 识 “绝 对 ”， “从 事 科 学 ” 就 是 对 “绝 对 ” 进 行 研 究 。 科 学 （ Ｗｉｓ－

ｓｅｎｓｃｈｉｆｔ， 这个德文词汇有比英文的 ｓｃｉｅｎｃｅ 更丰富的精神含义） 就是关于绝对的具体的真理。通过对以
前哲学的批判， 黑格尔宣告自己的哲学是关于 “绝对”的科学， 但这门科学不是在所谓有错误的现象之
外， 而是在现象之中认识真理。 “精神现象学”的含义是： 在精神的现象中解释出绝对精神的科学。
现在的中国哲学界受现代西方哲学影响， 把 “绝对”或 “绝对真理”当作传统形而上学的残余， 惟
恐与其沾边而躲避不及。哲学工作者们未经考察地接受了 “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的说法， 视之为哲
学的进步。他们有意、无意地把哲学的工具 （ 认识途径、语言分析、文本解释等等） 作为哲学研究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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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和目标。哲学于是成为一种 “元科学”（ ｍｅｔ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 ， 比如， 伦理学不研究道德行为和 规则， 而成
为研究表达道德思想或描述道德规则语句的 “元伦理学”（ ｍｅｔａ－ ｅｔｈｉｃｓ） ； 再如， 形而上学本是研究物理
学的 “二阶学说”（ｍｅｔａ－ ｐｈｙｓｉｃｓ）， 但现代形而上学却成为对以往形而上学进行批判、反思或重建的 “三
阶学说” （ｍｅｔａ－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哲学放弃了对世界、社会和人的真理的探索， 甚至认为知识和价值根本没
有真假、是非之分。如果说， 近代认识论还保持了与自然科学的同盟关系， 那么现在哲学家们所沉溺的
“元学说”、“元元学说”完全是非科学、非真理的话语， 这些远离了现实世界和社会的话语理所当然地
失去了哲学应有的影响力。世界性的哲学危机， 原因盖出于此。
二、 “害怕错误”， 还是探索真理
黑格尔揭露近代哲学的 “认识论转向”的根源是： “害怕错误”。这种态度也就是他在另一个地方批
判康德 “在学会游泳之前， 切勿下水。”害怕下水就永远也不会游泳， 黑格尔说： “害怕错误， 实即害怕
真理。”真理只能是关于 “绝对”的真理， 如果认识害怕与 “绝对”接触， 就只能永远站在真理的彼岸
而 “望洋兴叹”。通过对 “害怕错误”这种心理的精神分析， 黑格尔说明了 “害怕错 误实即害怕真理 ”
的道理， 同时也说明害怕真理如何超出自身而追求真理。黑格尔说， 从事科学的人之所以害怕错误， 是
因为这样一个事实： “正在出现过程中的科学， 本身也还是一种现象 （ Ｅｒｓｃｈｅｉｎｕｎｇ） ”， 而 “现象的科学”

（ｄａｓ ｅｒｓｃｈｅｉｎｅｎｄｅ Ｗｉｓｓｅｎ） 是 “不真实的知识”， 而以现象为对象的科学即黑格尔所说的 “自然的意识”。
但 “自然的意识”总是意识到与之对立的概念， 它不能不依赖概念而走出自身。概念不会停留于个
别的感觉对象而要超出自然意识。这是一往无前、不可遏止的力量， 黑格尔形象地称之为自然意识内的
“暴力”， “迫使它超出它自己， 而这个被迫超出自己的就是它的死亡。”面对暴力和死亡的威胁， “恐惧
的意识很可能因害怕真理而退缩回来， 竭力去保全它那陷于消灭危险中的东西。” “但是”， 黑格尔接着
写道： “恐惧的意识是不可能宁静下来”。这是因为： 第一， 意识不会处于 “无思无虑”的 “懒惰”（ 这是
在说自然主义的自我批判） ； 第二， 即使它会巩固为 “一种心情”， 仍然会感到 “从理性方面来的暴力”
（ 这是在说来自理性主义的批判） 。如果对来自于内部和外部的压力， 抱着 “听其任之， 不去管它”的态
度， 那就会 “陶醉”、“满足”于 “虚浮的意识”之中， 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 “绝望”。
我们看到， 黑格尔通篇都在使用心理的词汇， 说明现象的科学的一方面产生了对概念知识的怀疑，
另一方面也因为它不能不依赖概念而感到绝望。黑格尔说： “这条道路可以视为是怀疑的道路， 或者说得
更确切些， 是绝望的道路。”［１］ （ Ｐ５５） “恐惧”、“绝望”和 “死亡”等词汇， 使得一些存在主义者以黑格尔为
前驱和同道。但是， 黑格尔可能不是在描述怀疑论者的心态， 而是把 “自然的意识”当作一种个人的心
理状态， 它或者超出自身而成为普遍的科学， 或者以 “自我”为中心画地为牢而自绝于科学。
“后现代”的解构主义是当代的怀疑论， 是对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一种反动， 它看到 “自然的意
识”不能作为知识和价值的标准， 同时也不信任先验的标准， 由于害怕错误而走向相对主义； 更由于缺
乏任何确定性， “见到的结 果永远是纯粹的虚无”， 而又走向 虚无主义。后现代主义宣布 “上帝死 了”，
“人也死了”， 除了表达理论上的绝望， 还有什么积极的意义吗？
三、浪漫激情， 还是神圣精神
在 “序言”中， 黑格尔考察了西方文化从神圣到世俗的变迁。他说， 从前有一个时期， “人们的上
天是充满了思想和图景的无穷财富的”， 这是在说中世纪。到了近代， “费了很长时间才使人相信被称之
为经验的那种对现世事物的注意研究是有益和有效的。” ［１］（ Ｐ５） 这是在说近代科学产生。到了黑格尔的时
代， 近代科学造成了社会和文化的普遍的世俗化。黑格尔说明了世俗化的两个后果。直接的后果是： 人
类沉溺于 “感性的”、“庸俗的”、“个别的事物”， “像蠕虫一样以泥土和水来自足自娱”。但是， 精神的
极端贫乏引起了人们对神圣的渴望： “就如同沙漠旅行者渴望获得一口水那样在急切盼望能对一般的神圣
事物获得一点点感受。”［１］ （ Ｐ５） 这种饥不择食的渴望产生了第二个后果， 那就是， 对神圣的非理性的、浪漫
或狂热的态度。黑格尔在这里揭露的， 明显地是同时代的德国浪漫主义和谢林的“天启哲学”， 他把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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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容为 “不是居于神圣的爱的中心的存在， 而就是这爱的中心自身的存在”。［１］ （ Ｐ５） 谢林和施莱马赫等人明
确地说， 宗教的基础是情感和直觉， 而不是概念知识。如果我们追溯得更远一些， 也可以包括康德。康
德要限制理性以便为信仰留出地盘， 把神圣领域置于理性之外。在耶拿的手稿里， 黑格尔把康德的 《纯
粹理性批判》视为在路德的罪和恩典的宗教体验的 “旧瓶”里贯装着先天综合判断的 “新酒”。如一个
评论者所说， “按照这一观点， 康德的独特之处在接受了新教关于人类理性的坏消息， 而又没有接受相
应的关于启示和恩典的好消息。” ［２］ （ Ｐ４８） 康德哲学被看作是德国虔诚派的新教徒的曲折表达， 而它所继承
的是路德的反理智主义的宗教热情。
黑格尔心目中的科学的研究对象是 “绝对”， 它也是神圣的存在， 是上帝的代名词。但他反对同时
代的宗教家和哲学家 “不是用概念去把握绝对， 而是用感受和直观”。［１］ （ Ｐ４） 在经历并接受了启蒙运动的洗
礼之后， 他激烈地反对宗教狂热和神秘主义。他说， 如果不把神圣文化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那么，
追求神圣就是 “只寻求启示， ……只追求在模糊不清的神性上获得模糊不清的享受”。［１］ （ Ｐ６）
黑格尔要用理性的精神对待神圣的事物， 这种理性的精神不是与近代以来的科学相对立的， 而是它
的后续的发展。新科学的诞生和不足是时代精神的特征。黑格尔说： “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新时期的降生
和过渡的时 代 人的精神 已 经 跟 他 旧 日的 生 活 和观念 的世界相 决 裂。” ［１］（ Ｐ７） “旧日 的生 活 和观念 的世 界”
（ ｄｅｒ ｂｉｓｈｅｒｉｇｅｎ Ｗｅｌｔ ｓｅｉｎｅｓ Ｄａｓｅｉｎｓ ｕｎｄ Ｖｏｒｓｔｅｌｌｅｎｓ） ， 在 Ｊ．Ｂ．Ｂａｉｌｌｉｅ 的英译本中， Ｄａｓｅｉｎｓ 被译为 “事物 的
旧秩序”（ ｏｌｄ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 ， 把 Ｖｏｒｓｔｅｌｌｅｎｓ 被译作 “旧的思维方式”（ ｏｌｄ ｗａｙｓ ｏｆ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 ［３］ 我觉得这
种译法更准确地表达了黑格尔的时代精神的概念。
黑格尔像康德那样， 把近代科学看作是知性的规定性， 但与康德不同， 他不只是把科学的精神限制
在人的认知范围， 而是文化世界的时代精神， 这个 “新精神的开端乃是各种文化形式的一个彻底变革的
产物”；

［１］ （ Ｐ７）

而且， 科学的精神也不会局限在知性的范围内， “通过知性以求达取理性知识乃是向科学的

意识的正当要求”。［１］ （ Ｐ８） 但是， 康德认为理性不可能给予人们以知识， 只能提供科学体系的一个合理的框
架， 黑格尔称之为 “形式主义”。黑格尔接过了把时代精神 “高举于尘世之上”的神圣任务， 说明如何
继续近代科学的道路推进这一任务， 以及如何在世界历史中实现这一任务， 通篇都体现了神圣与世俗相
结合的精神。
中国过去对宗教的大批判是精神领域的 “去神圣化”， 就连马克思哲学中应有的神圣精神也被祛除。
最近 ２０ 年来， 哲学和宗教学研究中的神 圣精神逐渐得到恢复。但也应该看到， 现在一些 “宗教文化”
利用人们对神圣精神的兴趣和渴求， 充满着很多庸俗和迷信的色彩； 一些本属于巫婆神汉的东西也乔装
打扮， 在学术殿堂上装神弄鬼。如何把神圣和世俗结合在一起， 仍然是中国哲学界任重道远的任务。
四、概念思维， 还是数学逻辑
黑格尔把哲学定位在 “概念知识”。他从 “概念”和 “知识”的联系上说明了概念思维的特点。首
先， 黑格尔强调， 概念不是抽象， 而是本质的、具体的内容。他说： “这个新世界也正如一个初生儿那样
还不是一个完全的现实……首先呈现出来的才仅只是它的直接性或者是它的概念。”［１］ （ Ｐ７） 黑格尔既反对把
概念仅仅作为形式的柏拉图式的传统理解， 也反对把概念作为经验内容的抽象的经验论式的理解。在他
看来， 概念是意识的直接呈现， 但不是主观的意识， 因为现实不是意识的对立面， 而是意识所建立的实
体或对象。所以黑格尔说， 哲学的 “要素和内容 （ 指概念） 不是抽象的或非现实的东西， 而是现实的东
西， 自己建立自己的东西， 在自身中生活着的东西， 在其概念中实际存在着的东西。”［１］ （ Ｐ３０）
其次， 概念思维是这样一种真理观： 它认为概念的单一形态是不完全的， 它的本质内容不是完全的
真理， 不可避免地包含着错误。黑格尔把哲学家们使用的概念只是处在 “绝对”的特定的发展阶段， 即
使是最近表现了新的时代精神的 “新世界”的概念也是不完全的。他说： “真理不是一种铸成了的硬币，
可以现成地拿过来就用”的真理， “过错和虚假也不是像魔鬼那样的坏”。这是因为概念的本质内容是实
体， 而 “实体自身本质上也是否定的东西”。［１］ （ Ｐ２５）

－ ５９ －

第三， 概念思维还是 “用与以前不同的方式来把握命题”的方式，

［１］ （ Ｐ４４）

这又是把概念组织成有机联

系整体的建立哲学体系的方式。黑格尔说： “科学只是通过概念自己的生命才可以成为有机的体系。”［１］ （ Ｐ３５）
“概念自己的生命”指由概念扩展到哲学命题、再从哲学命题扩展到体系的运动。概念在命题中承担主
词和宾词的语法功能。在形式逻辑的命题中， 主词是主词， 宾词是宾词； 而在 “思辨命题”中则包含着
“主词与宾词关系的反击”。即两者关系的相互转换， 在一个命题中陈述一个主词的宾词， 在另一个命题
中成为主词， 被另外的主词所陈述， 这是 “概念的内在节奏”，
（ Ｐ４４）

［１］ （ Ｐ４６）

构成了 “命题自身的辩证运动”。 ［１］

而这一系列命题环环相扣， 首尾相贯， 构成了哲学的体系。黑格尔说， 精神 “在这种知识因素里自

己发展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那种运动过程， 就是逻辑或思辨哲学。”［１］ （ Ｐ２４）
黑格尔说： “概念思维与形式推理是相互的对立的”。［１］ （ Ｐ４０） 形式逻辑属于 “表象思维”， 它只能借助表
象或经验把概念作为固定的主词和宾词， 而不能用思辨把握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辩证运动。经院哲学
和近代的莱布尼兹等人的方法论把形式逻辑当作哲学方法。黑格尔对形式推理的批判， 是对这些哲学方
法论的批判。
黑格尔又说， “概念的必然性”不同于 “科学里学究式的严格推理过程”。 ［１］ （ Ｐ３２） “科学里学究式的严
格推理”指数学推理。近代以来， 笛卡儿、斯宾诺莎等人认为数学是严格、精确科学的楷模， 他们把数
学方法作为哲学的方法论。
黑格尔对 “数学的真理”评价甚低。他说， 对数学至为重要的证明过程不过是 “外在于对象的一种
行动”。［１］ （ Ｐ２７） 意思是， 结论在证明之前业已存在， 证明 “这个运动是受一种外在的目的支配着。”数学引
以为自豪的 “自明性完全建筑在它的目的之贫乏和材料之空疏上面的”， 数学缺乏概念的分析和概念的
运动， 数学命题是 “固定的、僵死的命题”，
即抽象的无生命的统一性原则”，

［１］ （ Ｐ３０）

［１］ （ Ｐ２８）

“数量的原则， 即无概念的差别的原则和同一性原则，

等等。

黑格尔对数学进行的严厉的批判， 表达了他急于消除数学对哲学的影响， 这种影响从毕达哥拉斯一
直延续到当代， 黑格尔认为， 哲学根本不应该和数学的 “非现实的真理”打交道。［１］ （ Ｐ２８） 他说， 使用这些
严厉的措辞 “有些危言耸听或带有革命语气”， 他之所以没有避免这样的语气， 是因为 “我们必须考虑
到， 数学遗赠给我们的科学体制， ……至少在流行意见自身看来也是过时了的。”［１］ （ Ｐ３１）
但是， 很多现代哲学家， 特别是分析哲学家认为形式逻辑和数学思维作为哲学方法论并没有过时，
过时的反倒是黑格尔的哲学和方法。在黑格尔哲学与分析哲学的对峙中， 现在很多人认为黑格尔哲学晦
涩难懂， 模糊不清， 分析哲学似乎显示出表达精确、思维缜密的优势。其实， 人们往往是由于不理解黑
格尔哲学而指责它晦涩难懂， 由于满足于技术上的一孔之得而崇尚逻辑分析的方法。从现在的分析哲学
与黑格尔主义的合流趋势来看， 用分析哲学的方法来抵制黑格尔哲学至少不是明智的做法。［４］
五、哲学史， 还是哲学
黑格尔认为， 概念思维既不是数学的认识， 但也不是历史的认识。 “历史的认识”指从哲学的史料
出发， 对过去的哲学观点加以分析、概括。黑格尔说， 这些论述是 “纯粹的历史性东西”， 由此得到的
结论 “所涉及的是个别的客观存在， 是一种带有偶然性和武断性的内容”； “为了认识这样的真理， 就要
与很多其他的真理进行比较， 参考很多书籍， 或不管采取什么方式来加以分析研究”。 ［１］ （ Ｐ２６） 黑格尔在这
里批评的是把哲学史与哲学理论隔离开来， 把哲学变成了历史材料的堆砌， 通过对大量材料的比较和分
析， 所得到的也不过是从以前哲学家的著作中引申出来的个别观点； 从过去的哲学到自己的观点的引申
在没有充足证据的情况下是 “武断”的， 在没有必然理由的情况下是偶然的。黑格尔说， 历史的真理不
应该是这种 “赤裸裸的真理”， 而应该是 “自我意识的运动”。［１］ （ Ｐ２６） 他后来写的哲学史把全部的史料作为
自己哲学体系的证据， 把过去的哲学理论转化成辩证运动中的一个个环节， 最后必然导致 “绝对观念”
的真理。他关于哲学与哲学史相统一的方法论对于我们今天如何认识 “史”和 “论”、“哲学家”和 “哲
学史家”、“思想”和 “学问”等关系， 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 ６０ －

六、诗化言谈， 还是严格科学
形式逻辑的方法、历史方法和数学方法虽然过时或不恰当， 但都有或多或少的科学性。如果取代它
们的是完全没有科学性的方法， 那将是更糟糕的哲学。黑格尔用这样的话形容这样的哲学： “取得灵感和
预感时的那样全不凭借方法”， “预言家说话时的那种任意武断， 预言不仅蔑视上述的那种科学性， 而且
根本蔑视一切科学性。”［１］ （ Ｐ３２） 黑格尔把这种哲学表达方式称为 “天才作风”。 “天才作风”指这样一种学
风： 有些人 “不进行重新审视而妄自以为占有了现成的真理”；

［１］ （ Ｐ４６）

他们没有经过哲学思维的训练和文

化陶冶， 以为不需要知识和研究， “每个人都能直接进行哲学思维并对哲学作出判断， 因为他在他天生
的理性里已经具有了哲学判断的标准”。 ［１］ （ Ｐ４６） 其实， 这种作风 “根本不能思维一个抽象命题， 更不能思
维几个命题的相互关联， 他们的那种无知无识的状态， 他们的那种放肆空疏的作风， 竟有时说成是思维
的自由和开明， 有时又被说成是天才”； ［１］ （ Ｐ４６） “自认为不屑于使用概念， 而由于缺乏概念， 就自称是一种
直观的和诗意的思维”。［１］ （ Ｐ４７） 黑格尔揭露说， 天才作风是诗意的 “创作活动”； 不过， 创作的结果是假冒
哲学之名的赝品。黑格尔用这样一些语句揭露了伪哲学： “创作出来的并不是诗， 而是淡而无味的散文，
或者说不是散文， 那就是一些狂言呓语。”又说： “给市场上带来的货色， 可以说是一些由思维搅乱了的
—一些既不是鱼也不是肉， 既不是诗又不是哲学的虚构。”［１］ （ Ｐ４７）
想象力所作出的任意拼凑——
我之所以要大段引用黑格尔的话， 是觉得这些话不仅是针对德国当年的伪哲学而言的， 而且也是对
当今哲学状况的描述。现在的后现代主义者也在反对用概念的、推理的方式进行哲学研究， 而把哲学解
构成创作 （ “写作”） 的修辞方式 （ “文字学”） ， 哲学是泛文化的 “言谈”和 “游戏”， 而不需要严格的科
学方法。在中国， 也有把哲学教条化 、简单化的 “学哲学”的群众运动， 现在 则有不断地在 创造哲学
“体系”的 “民哲”（ “民间哲学家”的简称） 。甚至在学术界内部， 有人鼓吹 “诗化哲学”、“体悟哲学”
等等。他们把含糊不清的表达当作 “综合”， 把肆意武断的结论当作 “直观”， 并宣称这种意义上的 “综
合”高于概念分析， “直观”高于逻辑推理。在这种风气之中， 哲学既不需要知识的积累和思维的训练，
也不需要严格的论证和概念思维， 只要凭个人宣称自己具有的 “直觉”、“体验”、“灵感”就可以了。凡
此种种， 说明伪哲学的泛滥是哲学发展初级阶段的普遍现象。
七、信赖常识， 还是追求真理
如果说 “天才作风”用含混不清的方式创作出伪哲学， 那么 “健康的常识”创造出用优美的词令表
达的庸俗哲学。用黑格尔的话说： “流驶于常识的平静河床上的这种自然的哲学思维， 却最能就平凡的真
理创造出一些优美的词令。” ［１］ （ Ｐ４７） 黑格尔说， 庸俗哲学的特点是用优美的辞藻包裹着肤浅的内容 “本来
早就可以不必花费气力去表述， 因为它们早就包含在像答问式的宗教课本里以及民间流行的谚语里
了。” 庸俗哲学是简单地接受现成的结论， 而对达到结论的论辩过程不感兴趣， “诡辩乃是常识反对有
训练的理性所使用的口号， 不懂哲学的人直截了当地认为哲学就是诡辩， 就是想入非非。” ［１］ （ Ｐ４７） 庸俗哲
学不求甚解， 缺乏思辨的理解力， 不愿做艰苦的研究和细致的分析。黑格尔说： “如果有人想知道一条通
往科学的康庄大道， 那么最简便的捷径莫过于这样的一条道路了： 信赖常识”。 ［１］ （ Ｐ４８） 这样的人只要读一
点第二手的评论， 或原著的序言和开头， 就心满意足了。
黑格尔对 “信赖常识”的批评是对肤浅的、非学术的庸俗风格和风气的批评。非学术的哲学风气至
今随时可见。人们由于不能理解一种哲 学的精致内容而把它说成是 “学 院式哲学”、“书斋里 的哲学”、
“象牙塔中的哲学”， 鄙视之为 “无用”， 为 “诡辩”。另一方面， 通俗读物和公共媒体上的哲学语录、故
事， 甚至漫画， 却大受欢迎。这种风气诱使学者放弃严肃的学术道路而争当文化传媒的 “明星”。在这
样的形势下， 重温黑格尔的话， 回到书斋潜心研究， 不亦乐乎。
黑格尔说， 哲学有不同的道路， 一条 是 “普通的道路， 在这条道路上， 人们是穿着家常便服走过
的； 但在另一条道路上， 充满了对永恒、神圣、无限的高尚情感的人们， 则是穿着法座的道袍阔步而来
的”。 ［１］ （ Ｐ４８） 前一条道路是依赖常识的通俗哲学， 后一条道路则充满伪装神圣的启示、灵感和迷狂。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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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宣称， 做哲学的科学道路完全不同， 它是 “真正的思想和科学的洞见， 只有通过概念所作的劳动才能
获得。” ［１］ （ Ｐ４８） 黑格尔深知， 这一条道路与世俗的流行观念不同， 甚至相反； 也知道他的体系和陈述 “不
会受到读者欢迎”。但他满怀信心地说： “不管别人的看法如何， 事实上优秀的东西之所以被人承认为优
秀的东西， 完全由于科学性。” ［１］ （ Ｐ４９） 历史实现了黑格尔信心， 与黑格尔同时代的伪哲学、庸俗哲学早已
灰飞烟灭了， 黑格尔的著 作却因为他所说的科学性 （ 理论性和学术性） 而被人承认为 “优秀的东西”，
成为哲学的经典。黑格尔最后引用了 《圣经》中两段意味深长的话。第一段话是 “任凭死人埋葬死人，
你跟从我吧！ ”（ 马太 福音 ８ ： ２２ ） 第二句话是 “埋葬你 丈夫之 人的脚 已到了 门 口， 他 们也要 把你 抬 出
去。”（ 使徒行传 ５ ： ９ ） 他在 《哲学史讲演录》的前言里对这两句话做了详细的解释。第一句话被用来说
明： “全部哲学史就 是这样一个战场， 堆满着死人的骨 头……充满着已经推翻了的和精神上死亡了的 系
统”， “跟着我走”的意思是 “跟着自己走”， “这就是说， 坚持你自己的信念， 不要改变你自己的意见。
何必采纳别人的意见呢？”第二句话的意思是， 虽然每一个哲学出现时都自诩 “正确的哲学最后被发现
了”， 但是， “那要驳倒你并且代替你的哲学也不会很久不来”。 ［５］ （ Ｐ３８２） 黑格尔认为， 哲学不害怕错误， 近
代怀疑论就是因为害怕错误而陷入绝望的。哲学要勇敢地直面错误、危机， 甚至死亡， 才能获得新生和
永恒的希望。信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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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在中山举行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６－ １７ 日， 第十二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在中山举行。本次研讨会由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广东省中国
语言学会主办 ， 广东省中山市政协港澳台侨和文史工委协办，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广东省香山文化研究基地、暨 南大学
汉语方言研究中心、岭南与香山文化研究所承办。来自北京、广东、广西、福建、香港、澳门以及美国、日本的 ８０ 多名专家
学者出席会议。开幕式由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李恒瑞教授主持 ， 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会长、暨南大学中文 系詹伯
慧教授致开幕词，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院长马争教授致欢迎词。
会议邀请海内外八位知名学者发表主题演讲。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张洪年先生向大家介绍早期粤 语资料 库的建立 及使
用情况。香港大学中文学院院长单周尧教授就“彙”字的粤语音读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香港城市大学邹嘉彦教 授对粤 方
言 ＂ 阳入对转 ＂ 同源异形词进行了考察。香港理工大学张群显教授论述了粤语字调与旋律配合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振兴
研究员围绕音韵与方言的关系 发表了意 见。美国 国防语 言学院林 柏松教 授分析了 在美国 举行的粤 语口语 水平考 试有关问 题。
暨南大学詹伯慧教授阐述了粤语研究如何为粤语应用服务的问题。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王杰研究员向大家介绍了 ＂ 吴川话 ＂。
本次会议涉及粤语的语音、词汇、语法及应用等各个方面的问题， 其中粤语的应用问题成为热点。
国际粤方言研讨 会原定在 香港、澳 门、广东三 地轮流 举行 ， 每两 年一次 。为了适 应粤语研 究发展 的要求 ， 从 ２００６ 年开
始， 改为每年一次， 会议地点扩展到广西。第十三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将于 ２００８ 年在香港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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