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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笛卡尔以“我思”为核心的二元论哲学摧毁古代的理解模式， 代之以科学的世 界
观和解释理论， 从不同层面理解“人”， 涉及心灵、身体、身心统一体三个方面， 以及三者之间错
综复杂的关系， 从而影响到人类学的急剧变化， 影响到人的道德和 自 制 的 全 部 体 系 ， 致 使“人
性”和“人道主义”问题更为复杂， 体现了其现代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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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从“塑造人、教化人、尊重人”的意义去理解人道主义， 笛卡尔似乎很少直接讨论人道主
义问题， 因而很难说他有什么完整的人道主义学说。不过， 笛卡尔的确深刻影响了近代形形色色
的人道主义， 不同程度地预设或规定了它们的进程。福柯在分析“启蒙”与人道主义的紧张关系时
曾说：“至少 １７ 世纪以来， 所谓的人道主义（ ｈｕｍａｎｉｓｍ） ， 始终不得不依据有关‘人’的某些概念， 它
们都是从宗教、科学或政治学借鉴来的。人道主义就是对被迫借助的这些‘人’的概念加以美化和
［１］
证实。”
套用这种关系模式， 笛卡尔自然属于提供“人”的概念的一方。需要强调的是， 笛卡尔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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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以其革命性的哲学体系为依托， 全面体现了其哲学立场和基本倾向。他所阐述的“人”深深
根植于哲学的土壤中。或许正因为具有这种深厚的形而上学基础， 他的“人”的概念才为近代各类
人道主义思想构筑牢固的理论架构。然而， 笛卡尔哲学以强调“我思”著称， 尤其强调心灵的优先
性， 于是自然产生一个问题：“我思”与身体是什么关系？ “我思”与笛卡尔的“人”的概念是什么关
系？ 本文试图探讨和理清这种关系， 借以揭示“人”的概念的内涵和底蕴。这或许能为我们进一步
全面理解笛卡尔及近代人道主义思想铺平道路。

一、
“我 ”与“人 ”
在第二个沉思中， 笛卡尔经过彻底怀疑之后， 得出“我是”、
“我存在”的结论， 并将其当作确凿
无疑的命题［２］（Ｐ１７） 。紧接着， 他继续追问： 这个确实知道我存在的我是什么？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他重
新审视了自己先前所认为的“我”。毫无疑问，“我”是“人”。
“然而， 人是什么？ 能否说是‘一个有理
性的动物’？ 不能， 因为那样， 我就不得不考察动物是什么， 理性是什么， 于是， 一个问题让我陷入
其他一些更困难的问题。”这里， 笛卡尔试图沟通“我”与“人”的联系， 却否定了亚里士多德关于
“人”的定义。理由很明显， 彻底怀疑的方法已经将“我”之外的任何东西悬置， 暂时当作虚假之物
加以排除， 其中当然包括“动物”和“有理性的”这类概念。不仅如此， 甚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灵
魂”亦遭怀疑， 因为营养和感觉功能均依赖于身体， 而身体是凭借想象把握的东西， 早就被怀疑掉
了。“我不是人们称之为人体的肢体结构， 我甚至不是渗入肢体的稀薄之气——
—风、火、空气、气
息， 或我想象出来的任何东西； 因为这些东西， 我已假定它们都是无。即便它们都是无， 我依然是
［２］（Ｐ１８）
是什么东西？ 严格说， 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 也就是说， 我是一个心灵或一个智能
某种东西。”
［２］（Ｐ１８）
（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 或一个理智， 或一个理性”
。所谓“思维之物”就是“一个在怀疑， 在理解， 在肯定，
［２］（Ｐ１９）
在否定， 在愿意， 在不愿意， 也在想象， 在感觉的东西”
， 即一个实在的、真正存在着的东西。

问题在于：“我”
这个纯粹的“思维之物”
即心灵， 是否等同于人？ 对此， 笛卡尔的态度并不明朗。
答案可以是否定的。笛卡尔的《论人》开篇便说：“这些人像我们一样， 由灵魂与身体组合而
成。”
“这些人”是笛卡尔虚构的， 性质与我们相同。笛卡尔试图借这些虚构人揭示真实人的性质。
第六个沉思也明确说：“这个形体（ ｂｏｄｙ） ， 我具有某种特殊权利把它叫做‘我的’， 我有理由相信， 与
其他形体相比， 它是属于我的。因为我能与其他形体分离， 却绝不能与它分离。我在身体上， 并为
了身体， 感受到我的一切欲望和情感。最后， 我在我的身体部分， 而不是在与它分离的其他形体部
［２］（Ｐ５２）
分， 感受到痛苦和快乐。”
况且，“我的本性教给我的最生动的东西， 莫过于我有一个身体； 当我

感觉痛苦时， 它就不舒服； 当我感觉饥饿或干渴时， 它就需要食物或饮料， 等等。因此， 我不怀疑其
［２］（Ｐ５６）
中包含的真理。”
笛卡尔后期著作《灵魂的激情》则将身心统一作为讨论的主题之一。上文似乎

证明， 笛卡尔心目中的人是心灵与身体的统一， 并非单纯的“我思”。
这种解读是将纯粹“我思”的发现看作笛卡尔的一种策略。“我思”不过是追求确定知识的阿
基米德点， 是正确认识现实人（ 身心统一体） 的一个阶梯或一个必要途径。“人”的知识遭受怀疑，
并不证明其必然虚假， 只是出于程序的考虑暂时悬置。知识的坚实基础一旦确立， 形体与外部世
界的存在一旦得到证明， 身心统一的“人”便成为考察的中心， 其真理性便显而易见。因此，“我思”
不等同于“人”， 只不过是认识“人”的一个必备条件。
然而， 上述观点忽略了“我思”的特殊性质和地位。笛卡尔强调的恰恰是“我思”（ 心灵） 的优先
性： 不仅在认识过程中，“我思”（ 心灵） 比形体更容易认识， 无须后者， 仍然可以单独认识前者， 而
后者的真理则必须依赖前者， 而且，“我思”（ 心灵） 还拥有形而上学的独立地位， 即它是一个实体。
所谓“实体”是指无需他物便独立存在的东西。如此， 笛卡尔对“我思”的论述就不是简单的权宜之
计， 而是对某种实体的具体分析。
“我思”具有重大的形而上学承担。即便不把“我”等同于人， 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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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人看作身心统一体， 澄清“我思”（ 心灵） 本身的性质和规定对于理解“人”仍具有重要意义， 因为
“我思”（ 心灵） 毕竟是人的重要本质， 何况， 独立看来， 它的地位比身体更重要。事实上， 笛卡尔的
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创立身心二元论， 将心灵与形体看作性质不同的两个实体。心灵与形体两个概
念， 按照笛卡尔的定义， 只有分别考察， 才能获得清楚明白的观念。“人”作为身心统一体， 其本性
不仅依赖这两个实体的独特性质， 而且取决于二者的冲突、结合与相互作用。因此， 近代哲学面对
的“人”自然呈现更加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局面。

二、
“我思 ”的二重涵义
从字面上就不难理解，“我思”包含“自我”与“理性”两层涵义。祁克果曾抱怨同代人： 没有人
［３］（Ｐ９）
敢说“我”
。祁克果的意思当然不是指日常生活中没有人用“我”说话， 甚至不是指无人用“我”
（ 第一人称） 著书撰文， 而是指哲学上无人敢承认“我”的形而上学地位， 即没有人敢采取查尔斯·
泰勒（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ａｙｌｏｒ） 所说的“第一人称立场”（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ｅｒｓｏｎ ｓｔａｎｄｐｏｉｎｔ） 。所谓“第一人称立场”，
意指：“我所认识的世界为我而存在（ 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ｆｏｒ ｍｅ） ， 为我所经验， 为我所思考， 对我有意义。知识、
意识总是行为者的……我们通常处理事物时， 每每忽略这种经验维度， 而关注被经验的事物。然
而， 我们可以改变方向， 将经验作为我们的注意对象， 去意识我们的意识， 试图经验我们的经验，
［４］（Ｐ１３０）
关注世界为我们存在的方式。”
我们通过激进的反省面对自我， 经验主体本身隐含的自我便突

显出来。祁克果之前， 以这种立场著称的当属奥古斯丁与笛卡尔。
然而， 当奥古斯丁的自我转向第一人称时， 事实上又回到超越的上帝， 上帝是自我的根本秩
序， 是真理的源泉。上帝使灵魂拥有生命， 具有生气。柏拉图的痕迹清晰可见。笛卡尔则激烈得多。
正如泰勒所说：“自笛卡尔以来的现代认识论传统， 还有现代文化中由此发源的一切传统， 已使这
种立场（ 第一人称立场） 成为根本——
—甚至可以认为， 已经达到偏激的程度。竟然产生一种观点：
有一个特殊的‘内在’对象领域， 唯独从这种立场出发才能获得； 或者形成这样一种观念：‘ 我思’
的优点就是以某种方式外在于（ ｏｕｔｓｉｄｅ） 我们所经验的事物世界。”彻底怀疑的方法固然具有强大
的隔离与净化功能， 为“我思”独辟一个特殊的领域， 让它与“我”之外的任何事物截然分离， 不过，
其根源还是因为“我”本身现实地发生作用。思想意味着活动： 怀疑、设想、肯定或者意愿。然而， 思
想总是“我”在思想。
“我”是思想
“我”透过这些心灵活动， 意识到自己是发动这些思想的行为者。
之源，“我”作为行为主体， 已经潜在地存在于对“我思”的认知过程中， 自我认识蕴含着认识主体。
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海德格尔认为：“‘我在（ 是） ’不是思想的结果， 恰恰相反， 它倒是思想的
［５］（Ｐ１０４）
基础。”
“我”是笛卡尔第一原则的核心。
“我”作为主体， 其主体性由我性（ Ｉ－ ｎｅｓｓ） 所决定。于是，
“我”成为一个特殊的主体： 惟独依据它， 才能设定“内在的”领域， 惟独与它形成某种关系， 客体才

被设立， 事物本身才成为客体（ 对象） ［５］（Ｐ１０５）。
“我”属自己， 之外属他者， 与“我”对照而别。
“我”终于成
为世界的中心， 成为确定知识的最后根源。
甚至上帝的观念也要以“我”为参照， 在“我”的领域内寻找形式依据。如果说奥古斯丁还需要
彼岸的、超越的上帝来救赎人， 那么， 笛卡尔则完全凭借“自我”的力量。因此， 原来从上帝到灵魂
的传统被颠覆、被倒转了。原来为了认识“我是谁”， 首先必须知道上帝是什么； 现在为了认识上帝
是什么， 首先必须知道“我是谁”。在笛卡尔那儿， 一切重要力量均被内在化， 均发自“我”。人在世
［５］（Ｐ１０６）
界中的位置陡然提升。难怪海德格尔断言：“‘我’因而成为对人的重要的、根本的界定。”
激进

的自我反思追求最内部、最本质的自我， 其反思过程是主体的认知， 而结果却将主体的认知变成
认知的对象（ 客体） 。
单从“我思”出发， 获得的知识将不是意见， 而是真理， 因为“我思”所运用的标准是理性标准，
甚至外界事物的知识也以内在的理性为尺度。
“的确， 除非依靠我内心的观念， 否则关于我之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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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存在物， 我不会有任何知识。”
理性使我们形成一门统一的科学， 因为理性不再受制于外在的、现

成的逻各斯， 理性具有自身的秩序， 各门科学均建立在理性秩序的基础上。发现真理就在于将我
们心灵关注的对象加以安排， 给予秩序。从词源学考虑 ｃｏｇｉｔａｒｅ（“沉思”） 与“ｃｏｇｅｒｅ”（“集合”或“排
序”） 本来就具有十分密切的关联［４］（Ｐ１４５）。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伴随‘我思——
—我在’， 理性现在显然
［５］（Ｐ１０６）
按照自身的要求加以设定， 成为一切知识的首要基础， 成为规定事物的准则。”

笛卡尔以理性统一科学的纲领， 体现在“普遍数学”的概念中。笛卡尔力主建立“普遍数学”，
并不完全因为数学能够提供严格的知识， 数学作为科学的楷模主要是因为数学方法本身具有的
品质。在笛卡尔看来， 数学本质上是一种逻辑工具， 是排列和组合知识的一种有效方法。他认为：
“如果更细心地研究， 就会发现， 所有的事物， 只要觉察出秩序和度量， 都涉及数学。这种度量， 无
论在数字中、图形中、星体中、声音中， 还是在随便什么对象中去寻找， 都应该没有什么两样。所以
说， 应该存在着某种普遍科学， 可以解释关于秩序和度量的一切问题。它与任何具体题材没有牵
［７］（Ｐ１９）
涉。”
可以看到， 笛卡尔认为， 数学凭借符号语言处理数量关系的方法， 能够推及所有其他事

物， 成为认识论的基本工具。他在给梅尔森的信里说：“认识这种秩序是关键和基础， 借此， 我们可
以得到我们希望获得的最完善的科学， 关于物质事物的科学； 人们通过它， 可以先天地认识世间
［８］
物体的不同形状和本质。”
普遍数学为事物确立了一种新的认识标准： 知识不是通过经验从事物

中引申出来的， 而是作为公理加于事物之上的。在这里， 理性原则起着重要作用。这种理性原则决
定了科学的秩序不同于自然的天然秩序。所以， 笛卡尔要求我们“按照某种秩序逐一考察事物， 而
［７］（Ｐ４４）
不是按照该事物实在的存在秩序去考虑它们”
。从这个意义上说， 世界的秩序是人建构的， 世

界的本质是属人的、理性的。

三 、身体及其与心灵的统一
人不仅是“我思”， 也具有身体。倘若单独考察， 身体是独立的实体， 其本质是广延的， 遵循物
质的运动法则， 因而， 单纯的身体（ 没有心灵的） 是“自动机”。“自动机”的概念在动物身上表现得
尤其明显： 动物具有与人相似的感觉器官， 却没有与人一样的心灵， 没有意识和灵魂， 因而是一架
机器。这个概念不是贬义的， 而是积极的主张： 从动物身上所观察到的一切运动， 完全可以用身体
各个部分的构造和倾向加以说明。笛卡尔相信， 单凭机械原则， 便足以解释动物的行为， 没有任何
遗漏和保留。人的身体亦如此。撇开心灵单独考察身体， 人像动物一样是一架自动机。
笛卡尔的论断是对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批判。亚里士多德将灵魂看作动物和人的形式或本质：
灵魂既是感觉或思维的根源， 亦是身体活动的动因。笛卡尔则强调， 人具有两个运动本源： 一个是
精神的， 另一个是机械的［９］。
在笛卡尔眼里， 甚至连感觉和欲望也遵从机械的原理。他在《论人》一书中概括了人体机器的
特性：“最后， 我希望你们考虑一下我归于这架机器的全部功能——
—诸如消化……营养……呼吸，
醒与睡， 外感官接受光、声、气味、味道、热及其他性质， 这些性质的观念铭刻在常识和想像器官
上， 保留在记忆中， 欲望和激情的内部运动， 以及所有肢体的外部运动……我希望你们考虑一下，
这些功能统统是这架机器的自然运作， 完全产生于各个器官的构造， 就像钟表或其他自动机的运
动产生于配重和齿轮的构造一样。因此， 为了说明这些功能， 无须设想这架机器具有植物灵魂， 或
感觉灵魂， 或者运动和生命的其他本原， 而仅须凭借血液和精气（ ｓｐｉｒｉｔ） 。”尽管我们可以单从“我
思”（ 心灵） 或者单从“身体”考察人， 不过， 现实中的人既非单纯的“我思”， 亦非单纯的“身体”， 而
是身心统一体。
笛卡尔在第六沉思中说：“ 自然也用疼痛、饥饿、干渴等感觉告诉我， 我不仅出现在身体中，
好像一个舵手出现在船上， 而且， 我与身体结合得非常紧密， 似乎彼此混杂， 因而我与它结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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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２］（Ｐ５６）身体比其他形体更密切地与“我思”连结在一起， 而且“我思”亦十分清楚， 感觉并非完
全出自“思想”， 也与人体密切相关。因此， 我们可以断言：“人由身体与灵魂组成， 并非一个面对
或接近另一个， 而是真正的实体的统一（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 ｕｎｉｏｎ） ……我们的用语或许异乎寻常， 然而
我们以为， 它充分表达我们的意思。”［１０］心灵与身体的“实体的统一”很容易引起误解， 好像除了
心灵与物体两个实体之外， 还有第三个实体， 即身心统一体。事实上， 笛卡尔并不承认身心结合
体为一个实体。笛卡尔的意思无非是说， 为了理解真正的人， 必须将其看作一个整体， 看作两个
实体（ 形体与心灵） 的统一。
“因为身体与灵魂彼此结合而成的统一体， 对于人来说， 并非偶然的，
［１０］
而是本质的， 没有这种统一， 人便不再是人。”

上面引文似乎让笛卡尔陷入矛盾境地： 一方面， 他声称我是思想物， 此外并无其他性质或本
质， 身心二者是厘然有别的； 另一方面， 他又宣称身心统一才是人的本质。前者倘若成立， 后者便
岌岌可危。或许， 正是出于这个原由， 阿诺德断言， 笛卡尔所说的身心相互作用根本不可能， 因为
“思想”的性质“把我们带回柏拉图的观点（ 笛卡尔先生却反对） ， 即没有任何物性属于我们的本
质， 因此， 人仅仅是一个理性灵魂， 身体纯粹是运载灵魂的车辆——
—把人定义为‘运用身体的灵
［２］（Ｐ１４３）
魂’。”
笛卡尔则反驳说， 他的意思并非阿诺德所说， 人绝非运用身体的灵魂， 而且，“实体的统
［２］（Ｐ１６０）
一并不妨碍我们对单独的精神具有清楚明白的概念， 将其看作一个完全的东西。”
在笛卡尔看

来， 身心的分离与身心的统一都是真的， 只是确认的方式分属不同层面： 前者为形而上学的沉思
所把握， 后者为经验所把握。不过， 笛卡尔的这个解释需要做进一步解释。
笛卡尔带我们返回三个基本观念（ 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 ｎｏｔｉｏｎｓ） ： 心灵、身体与身心统一体。他认为， 这些
观念是自然之光的产物、智慧的种子（ 天赋观念） 。我们一旦意识到这些观念， 必然能够正确地把
经验与恰当的基本观念联系起来， 因为人的其他概念都分别隶属于某个基本观念。混乱在于不能
清晰地分门别类， 犯了所谓的范畴错误， 将这类经验或概念归于那类基本观念。要理解身心相互
作用的性质， 首先必须澄清三个基本观念， 严格固守各个基本观念的范围。笛卡尔的结论是： 单独
的心灵或单独的身体只能由纯粹理智分别考察， 而且对于前者， 想象无能为力， 对于后者， 想象则
能助理智一臂之力， 因为身体包含广延、形状与运动； 身心统一体与前两者不同， 单独凭借理智只
能得到模糊的认识， 即便借助想象， 结果也大抵如此， 只有感官才能获得对身心统一体的清晰认
识。［１１］（Ｐ１１３）按照这个结论， 我们要理解身心统一体， 不能凭借理智， 反而必须进入相对不确定的感觉
经验领域。然而， 伊丽莎白女王在向笛卡尔谈及自己的经验时， 承认感觉让她觉察身心的相互作
用， 但并不能让她理解这种相互作用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她以为出路在于将灵魂物化， 即赋予广
延的性质。她说：“我很容易将物质和广延归于灵魂， 却很难将推动物体与物体被推动的能力归于
［１１］（Ｐ１１２）
非物质的存在。”
“尽管广延不是思想所必须的， 但与思想并不矛盾， 它可以归属于灵魂的其
［１１］（Ｐ１１７）
他非本质的功能。”
伊丽莎白的思想显然与笛卡尔格格不入， 因为笛卡尔在《沉思集》里明确

将心灵与形体厘然区别， 截然分离。然而， 笛卡尔的答复令人惊讶。他在信中说：“我请殿下随心所
欲， 将这种物质和广延归于灵魂， 因为那不过是设想灵魂与身体合为一体。殿下一旦形成严格的
物质概念， 并在自身经验到它， 便很容易认为， 它归属于思想的物质并非思想本身， 物质的广延与
思想的广延性质不同， 因为前者占据确定的位置， 借以排除所有其他物体的广延， 后者则不同。因
［１２］
此， 殿下将很容易恢复身心彼此区别的知识， 尽管设想二者为统一体。”
从字面看， 笛卡尔似乎鼓

励伊丽莎白将心灵设想为广延的。其实， 他的意思是说： 当人们观察身心统一体时， 心灵只是看上
去好像有广延， 事实上， 心灵并没有广延， 这需要我们单独考察心灵。笛卡尔向伊丽莎白指出， 混
乱源于将形而上学与经验混为一谈。理解身心的实在区别与理解身心的统一必须运用的两套方
法： 前者以理性为基础， 属于思辨的形而上学； 后者以经验为基础， 属于常识， 需要运用辅助因素，
诸如类比之类的手段。
可以看到， 笛卡尔试图将身心的区分与身心统一体归属不同领域， 借以消除“我思”（ 心灵）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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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身心统一） 的冲突。然而， 这种方式即便能够缓解二者间的矛盾， 却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人们
仍然要问： 两个本质截然不同的实体如何相互作用？ 虽然经验告诉我们二者彼此作用， 协调一致，
但如何说明这种结果呢？ 两个实体的相互作用为什么不会干扰二者彼此的区别？ 笛卡尔在其《心
灵的激情》中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但并不成功， 成为后人不断讨论的一个主题。

四 、结 论
我们似乎可以合理地说， 笛卡尔对“我思”与“人”的分析和论述， 非但没有消除我们对“人”的
种种困惑， 反而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 屡屡让我们面对精神与物质、理论与实践、理性与经验、个
体与整体的冲突和张力。然而， 这正是现代人面对“人”、
“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的现实处境。
倘若我们从笛卡尔的哲学架构来理解“人”， 那么面对的并非一个具体人， 而至少需要考察三
个基本要素： 心灵、身体以及身心统一体， 还有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甚至也不能将其理
解为一个具体人的三个组成部分， 毋宁说， 那是不同层面的三个“人”。三者具有各自的目标、特征
和关联， 分属不同的领域。单凭经验或单凭理性都无法正确理解人， 必须从不同角度， 透过不同的
维度全面加以理解。单纯的形而上学无法全面理解人。
“我思”在形而上学层面划定“我”的领域，
确立理性的权威， 并建立了理性控制的新模式。然而， 这并非“人”的全貌。尽管形而上学及其原则
是哲学之根基， 但并非哲学的终结， 只能是哲学的起点。形而上学的根基还须生长出枝杈， 才能形
成完整的知识之树。笛卡尔的“人”论告诉我们， 他的哲学并非完全思辨的， 还需要产生实践的知
识来指导人追求幸福的生活。理解现实的人（ 即身心统一体） 与理解“我思”不同， 不能单凭纯粹理
智， 还需要依靠经验， 返回日常生活。因此，“人”或“人性”不会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 亦不会完全
成为形而上学的抽象对象， 而只能以错综复杂的形式间接反映出来， 盘根错节， 缠绕于形而上学
与经验的不同层面。或者说，“人”或“人性”就是身与心、
“我思”与“人”（ 身心统一体） 复杂关系的
凝结， 而且不可能只有一种结果， 各种背景与关系的互动交叠、观察者的视角与立场， 必然呈现五
光十色的景象。然而， 不管什么结果， 都是笛卡尔的哲学架构造成的。笛卡尔进行的哲学革命摧毁
了古代的哲学模式， 代之以科学的世界观和解释理论， 自然也影响到人类学的急剧变化， 影响到
人的道德和自制的全部体系。不仅笛卡尔本人对“人”及“人性”的理解为其哲学架构所制约， 其后
大部分人也不得不在这个架构下理解“人”及“人性”， 并在此基础上阐释人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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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 Ｈｉｓ Ｍｏｒ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ｔａｎｓ． ｂｙ Ｊｏｈｎ Ｂｌｏ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８．
［１２］ 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Ｌｅｔｔｅｒ ｔｏ Ｐｒｉｎｃｅｓｓ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２９ Ｊｕｎｅ １６４３ ”， ｓｅｅ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ｏｆ 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 ｖｏｌ． ＩＩＩ， Ｐ２２８．

（ 责任编辑： 任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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