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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形而上学的伦理学
陈亚军（ 哲学博士，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古典实用主义具有强烈的人文意识和道德关
怀，詹姆斯、杜威，甚至包括皮尔士，都有大量的道
德哲学著述，
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以分析哲学
为背景的新实用主义也有自己的道德哲学吗？这似
乎还确实成了一个问题，因为在新实用主义阵营
中，
重要者如奎因、
塞拉斯、
戴维森、
古德曼、布兰顿
等，
都鲜见对伦理学表露出兴趣。或许这也符合传
统分析哲学的一贯偏见，即：伦理学不过是主观情
绪的表达，
不具知识意义，
因而如维特根斯坦所言，
是不可言说的？但自上个世纪８０年代末特别是９０年
代以来，这种偏见被两位新实用主义领军人物罗
蒂、
普特南彻底打破了。这两位出自分析哲学又背
离分析哲学的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
在一系列观点
上具有重大分歧，
但并不妨碍他们在道德哲学话题
上的遥相呼应。近十多年来，
他们的关注重心越来
越由原先的“硬哲学”转向了文化批判和道德哲学
的重建。他们继承了杜威所代表的传统实用主义精
神，阐释了新实用主义在道德哲学方面的基本立
场，
这就是“没有形而上学的伦理学”。［１］
对传统形而上学伦理学的批判

这里所说的“传统形而上学伦理学”指的是以
柏拉图、
基督教、
康德为代表的先验道德哲学。其基
本主张是：
道德判断的客观性必须建立在一个大写
的外在于人类道德实践生活的基础上；
这个基础超
越人类文化、社会、历史、语言，是和人类的所有道
德经验、道德直觉不相干的；它是先验的、绝对的，
是衡量道德判断是否具有客观性、
合理性的最终审
判者。这种传统伦理学的形而上学预设是：
道德世
界由两块构成：一块是现象界，是实际的道德实践
生活；
它处于经验的海洋之中，
受时空条件的制约。
另一块是本质界，它构成道德生活的基础，超越于
并制约着道德经验世界。关于这一点，
康德说得非
常清楚：
“我只限于这样提出问题：人们是否认为
有必要制订出一个纯粹的，完全清除了一切经验、

一切属于人学的东西的道德哲学；
……每个人都会
承认，一条规律被认为是道德的，也就是作为约束
的根据，它自身一定要具有绝对的必然性。‘你不
应该说谎’这条戒律并不只是对人类有效，而其他
有理性的东西可以对此漠不关心，
其余的真正道德
规律也莫不如此。从而，
约束性的根据既不能在人
类本性中寻找，也不能在他所处的世界环境中寻
找，而是完全要先天地在纯粹理性的概念中去寻
找。”［２］新实用主义瓦解这种形而上学伦理学的工
作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一是看这种康德式的伦理学
是否对现实中的道德生活具有制约作用，
二是分析
为什么这条路在学理上行不通。
１９９８年，罗蒂“哲学论文集”的第３卷《真理与
进步》由剑桥大学出版，在这本书的第２章，在转述
了里夫（ＤａｖｉｄＲｉｅｆｆ）关于塞族人如何虐待穆斯林
人的描述之后，罗蒂这样说道：
“从里夫的故事引
出的道德上的教训是，
塞族谋杀者和强奸犯并不认
为他们自己侵犯人权，
因为他们并不是在对人类同
伴而是对穆斯林做这些事情。他们不是无人性的，
而是对真的人和假的人进行区别对待。与十字军东
征战士在人和信异教的狗之间所做的区分、
黑人穆
斯林在人和蓝眼恶魔之间所做的区分一样，
他们在
做进行这种区分。我所在的这所大学的创立者能既
拥有自己的奴隶，
但同时又认为所有的人都被造物
主赋予了某种不可剥夺的权利。这是因为他已经说
服自己，黑人的意识像动物的意识一样，
‘更带有
情感，
而不是反思’。像塞族人一样，
杰佛逊先生并
不认为他自己侵犯人权。”［３］“让这些人读康德的著
作并使他们同意人们不应该把理性的代理人仅仅
看作工具，
也没有多少用处。因为一切依赖于谁被
视做同类的人，
谁在唯一的相关意义上被视做理性
—理性的代理和我们道德共同体的成
的代理人——
员资格同义。”［４］也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没
有办法实践康德式的普遍命令，
因为他们不可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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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什么是真正的人，
什么是大写的理性。人们只能
在自己的文化、历史传统中，在自己的道德实践语
境中理解“人”、
“理性”的含义。即便他们能彼此
共同地将康德式的普遍道德律令铭记在心，
也最多
只能在他们自己的文化共同体内保证其对行为的
约束性，
一旦涉及不同的种族、
文化，
康德式的普遍
命令就失去了它的意义。从学理的角度说，
道德命
令不论怎样抽象、
普遍，
必须以命题的形式给出，这
就不能不涉及到命题的意义问题。当代许多哲学家
已经论证过，同一个语句的不同使用者，尽管拥有
同一种句法形式，
但由于其构成要素的语词在他们
那里可能有着不同的指称，
那看起来同样的语句便
可能具有不同的意义。关于这一点，
普特南在他的
《理性、真理与历史》一书中给出了清楚而详细的
［５］
能说出或写出同样语言的人，
未必都意味着
分析。
同样的东西。谁也不会把猴子在千百次摸索计算机
键盘后偶尔打出的“不滥杀！”三个字当作我们用
同样的三个字所要表达的意思。为什么？因为在猴
子那里没有我们和世界所形成的那种历史、
实践关
系，没有我们的语言共同体所遵循的语言使用规
则，
没有我们和环境的因果输入输出纽带。光是语
言形式上的类似 ，
并不必然有类似的意义。我们
能理解我们文化同伴所使用的概念、所说的话，那
是因为我们在同一个语言环境下生活，
我们理解彼
此所用概念的指称，
我们了解我们所在的语言共同
体的游戏规则。没有这些，
不要说是上帝，
即便是另
一个人，
说的是同样的话，
我们也会心存狐疑。假如
我们被抛掷在某个遥远而陌生的部落，
面对的是我
们从不曾经历过的风俗、人种，一个跳着奇怪舞蹈
的当地人，吐着舌头，大声地说出了一句“不得滥
杀无辜！”。这时我们能自信地认为，
他发出的声音
就是我们用同一句话所要表达的意思吗？同样的道
理，如果说有一种先验的绝对普遍的道德命令，先
于并超越于各具体文化共同体之上的话，
那么它的
意义，
我们又怎么能理解呢？除非站在我们的立场
上，
我们可能理解一个命题的涵义，
但那样一来，这
个命题也就不是那么先验的了。
新实用主义伦理学的基本主张

新实用主义伦理学和传统形而上学伦理学的
最大区别在于，它继承了杜威的伦理学话语，不向
上寻溯，以大写的善或普遍理性作为伦理学的宿
求，而是把伦理学看作一种由开放的、多元的实践
话题所构成的系列。伦理学的目的不是告诉人们什
么是所谓真实的善的生活，
而是寻求在具体的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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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对于众多复杂具体的道德实践问题，如何找到
一种更好的解决方式。生活的实践是复杂多样的，
这决定了伦理学问题的复杂多样。
普特南欣赏杜威，因为在他看来，杜威“一，指
出了伦理学如何不是建立在某单个兴趣或目标之
上，
而是建立在多样的不同的兴趣之上；
二，
解释了
伦理学成为一种‘混杂物’（一个我借自维特根斯
坦的术语）的方式。”［６］柏拉图把“善”看作伦理学
的最高目标，
作为现代分析哲学始作俑者之一的摩
尔，
同样把“善”作为谈论伦理学的基础，
而我们已
经习惯的所谓“真”、
“善”、
“美”的分类法，也已
经明示，
伦理学的特征就是关于善的学说。普特南
置疑这种流行的观点。他指出，
甚至从古希腊开始，
很多和伦理学相关的问题就不是大写的 “善的形
１９世纪
式”所能回答的，比如美德问题，后来的１８、
又有责任问题、义务问题等等，它们都不可能还原
为“善的形式”的。诚然，
形而上学伦理学家对于善
的大写形式的关注会给我们就某些问题的谈论带
来启发，
但它将这个话题光圈之外的很多道德话题
置于黑暗之中。所以，
在普特南看来，
“伦理学”不
是一个由原则构成的体系，
而毋宁是由多种多样的
不同的兴趣、不同的关注所形成的混合体，在这些
［７］
以
兴趣、
关注之间，
既相互依赖，
也可能相互冲突。
大写的“善”作为谈论伦理学话题的基础，其哲学
假设是：
道德和知识一样，
有一个本质，
这个本质犹
如巨大的探照灯，照亮了整个道德舞台，使人们看
清楚了道德和非道德的面孔。新实用主义在批判了
本质主义之后，理所当然地不会再坚持以大写的
“善”作为自己伦理学的主要话题。［８］它的目光由天
空回到大地，关注着日常生活中普通男女的亟待解
决的实践问题，它不试图对这些问题做出科学式的
解答，
也就是说，
它不试图提供一种数学、
物理学式
的对错答案；而是努力寻求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更
好的出路、
更合理的选择，
它更像是法官的断案或文
学的阅读，
在此，
没有唯一的或最终的解答。［９］但是，
这样一来，
道德岂不丧失了它的客观性？而一旦丧
失了客观性，
道德的权威以及由这种权威而来的约
束力岂不将一同丧失？对此，
罗蒂和普特南并不担
心。普特南认为，
传统的以外在于人类实践生活的
某个坐标为基础的客观性，本身就是一种虚幻，尽
管是一种深刻的虚幻；客观性只能建立在传统文
化、
历史、
语言的基础上，
建立在文化语言共同体内
部的关于什么是合理性的看法的基础上；
它渗透了
传统文化背景下的意义、价值系统，在历史的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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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被不断地修改、补充。［１０］不论是伦理学的客观性
还是物理学意义上的客观性，都只能作如此的理
解。罗蒂完全赞同普特南的观点，
并进一步把它推
向极致，认为客观性其实就是协同性（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
或一致性：
“我们唯一可用的 ‘客观性’ 概念，是
‘一致性’而非映现性。”“这种意义上的‘客观
性’是理论的一种性质，经过充分讨论之后，它被
合理的讨论者的共识所选中。”［１１］“对一个追求协
同性的人而言，他（她）并不去追问特定的共同体
实践和外在于这个共同体的某种事物之间的关
系。”［１２］当我们追问“什么是道德的？什么是不道德
的？”的时候，
罗蒂要告诉我们的是，
其实这里追问
的是 “什么样的言语或行为是审慎的（ｐｒｕｄｅｎｔ）？
什么样的言语或行为是不审慎的？” 所谓 “审慎
的”，意思是在具体的条件下做出某种适当的被共
同体其他成员所接受的事情，它和 “习俗”、
“习
惯”属于同一个概念家族。在某种特定的生活环境
下，对环境的某些反应是这个文化传统所赞许的，
是个体所应该做的，
如果一个人这样做了，
他（她）
就是审慎的，从而也就是道德的。而所谓“不道德
的行为就是我们不做的事情，若是做了，那就可能
是动物做的，
或其他家族、
部落、
文化或历史时代的
人做的。倘若我们中间有人做了，
或有人一而再再
而三地做，
那么，
那个人就不再是我们的一分子了。
她就变成被驱逐的人，不再说我们的语言，尽管以
往她似乎说过我们的语言。”［１３］如果把道德的客观
性理解为协同性，
把“什么是道德的？”理解为“什
么是审慎的？”话，
道德还有没有进步可言？如果大
写的目标失去了，
靠什么才能把不同的文化共同体
联系在一起，
使它们放弃自我的狭隘性而不断地增
加包容性？在这个问题上，
普特南和罗蒂是有分歧
的。普特南的立场和哈贝马斯的立场相近，
那就是
不放弃理性，把道德的进步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
普特南反对用康德式的大写理性作为道德进步的
基础，但他认为，文化传统下的合理性标准可以作
为道德合理性的根据。道德的进步并没有一个确定
的方向，
因为人们总是在他们的实践生活中理解什
么是合理的、
什么是幸福的以及什么是进步的。道
德的进步就在于人们对当下道德理解的不断超越；
人们的道德生活实践以及在这一实践生活背景下
的相互对话、
协商，
是道德进步的唯一动力。而罗蒂
则更青睐于休谟以情感代替理性的做法，
认为道德
的进步不是以普遍理性逐步克服个人内在情感的
过程，
而是人们在同情的基础上对他人包容性的不

断扩大，
“道德的进步就是同情心越来越大的问题。
它不是提升到情感之上以达到理性的问题。”［１４］罗
蒂颇为动情地说道：
“‘为什么我应该关心一个陌
生人，一个与我们没有血缘关系、其习惯在我看来
是令人厌恶的人呢？’……一种更好的回答是如此
开头的一个冗长的、悲哀的、感伤的故事：
‘因为她
的处境竟是这样的：远离家乡，置身于陌生人之
间’，或‘因为她也许会成为你的儿媳’，或‘因为
罗蒂向我们
她的母亲会为她哀伤悲痛’。”［１５］在此，
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究竟是应该以形而上的
建立在大写理性基础上的普遍道德原则作为根据，
来面对当下具体的道德实践生活，
还是以建立在经
验基础上的情感为道德生活的驱动力？我想，这确
实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道德哲学问题……
注释：

［１］ 罗 蒂 和 普 特 南 曾 分 别 用 “没 有 原 则 的 伦 理 学 ”
（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Ｒｏｒｔｙ：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ｏｐｅ ， ｃｈａｐｔｅｒ２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９９． ） 和 “没有本体论的伦理
学 ”（ Ｈｉｌａｅｒｙ Ｐｕｔｎａｍ： Ｅｔｈｉｃ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４． ） 来标示自己的道德哲学立场。
［２］康德： 《道德形而上学原理》， 苗力田译， 上海人民出
版社 １９８６ 年版， 第 ３７ 页。
［３］罗蒂： 《真理与进步》， 杨玉成译， 华夏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
版， 第 １４２ 页。译文稍有改动。
［４］同上， 第 １５１ 页。
［５］普特南： 《理性、真理与历史》， 童世骏、李光程译， 上
海译文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
［６］Ｈｉｌａｒｙ Ｐｕｔｎａｍ： Ｅｔｈｉｃ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４ ， ｐｐ．４－ ５．
［７］Ｈｉｌａｒｙ Ｐｕｔｎａｍ： Ｅｔｈｉｃ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４ ， ｐｐ．２２－ ３．
［８］Ｒｉｃｈａｒｄ Ｒｏｒｔｙ：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ｏｐｅ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９９ ， ｃｈａｐｔｅｒ２．
［９］Ｈｉｌａｒｙ Ｐｕｔｎａｍ： Ｒｅ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ａ Ｈｕｍａｎ Ｆａｃｅ ， Ｈａｒ－
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０ ， ｐｐ．１８２－ ３．
［１０］普特南： 《理性、真理与历史》第六、第七章。
［１１］ 罗蒂： 《哲学和自然之镜》， 李幼蒸译， 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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