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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 世纪西方 哲学表现为从科学主义向 人文主 义思潮 的转变, 科学 的思维 方式向人 文

思维 方式的转变。后现代主义哲学是这一趋向的发展结果, 现代 性!问 题成为这一 思潮中的 争论
焦点 。后现代 主义哲学在思维逻辑方面的意义, 在于转换 了一种模式, 即从 主客体对立 的、
以 实证
科学 为楷模的认识模式, 转向以 语言游戏 为类比 的知识 模式。这种 人文思 维逻辑 的根本 特征, 在
于将知识论问题的基础 由 客观性! 与 普遍性! 转 向 合法 性!, 反 对本质主 义和对 普遍性 的追求,
重视对象的差别、
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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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20 世纪西方哲学, 本文拟论证的一个观点是: 它表现为从科学主义向人文主义思潮
的转变, 后者及其相应的思维逻辑逐渐成为哲学的主流。后现代主义哲学是这一趋向的发展
结果, 现代性!问题成为这一思潮中的争论焦点。

一、科学主义思潮到人文主义思潮的转变
从启蒙运动开始的对科学的崇拜发展到逻辑经验主义哲学那里达到了高峰, 这集中表现
在其依据实证科学标准所提出的意义的可证实原则中。按照这一原则, 一切命题必须是在经
验中可以证实的, 否则就是没有意义的。这样, 被作为形而上学看待的哲学, 就成了没有意义
的东西。价值论、
伦理学的存在也成了问题。对人的关怀被对科学的关注所淹没。对这一思
潮的反抗首先产生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胡塞尔也在 欧洲科学的危机!的标题下对实
证主义思潮进行了批判。他把这看作是科学意义的危机, 人的意义的危机。随后萨特更是从
自由!的角度论证了人的存在的本质。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它对人类所带来的灾难
性的后果, 促进了存在主义思潮的广泛传播, 进一步推动了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 包括在思维
方式上由实证主义方式向人文主义方式的转变。这方面的一个标志是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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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强调了认识中的文化与历史传统因素的影响作用, 知识不再被简单
地看作是一个意义证实的过程, 并且意义也被解释为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以往我们在谈论
20 世纪西方哲学时, 通常提到存在两个思潮, 即科学主义思潮与人文主义思潮。现在, 在 20
世纪结束的时候, 应当说, 人文主义思潮成了哲学的主流。

二、科学的思维方式向人文的思维方式转变
近代哲学的思考方式深受实证科学的影响, 以之为楷模来建立认识论模式。但是这种认
识模式是否适用于人文科学, 却早在 19 世纪下半叶起, 就受到了新康德主义者的质疑。他们
认为, 由于 人!这一人文科学的对象, 与作为自然科学对象的 物!相比, 有其特殊性, 因此人文
科学自有其特殊的思维方法, 即与自然科学的 解释!方法不同的 理解!方法。20 世纪哲学对
传统哲学模式反叛的结果, 进一步促成了人文思维方式的发展。这方面决定性的转折出现在
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哲学中, 它以 生活形式!概念把哲学的根据放置在历史传统、
文化
习俗、生活习惯等人文基础之上, 并且提出 语言游戏!、 家族相似性!、 生活形式! 等系列概
念, 为哲学取代传统的主客体相互对峙的模式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框架, 并且为后现代主义
的产生提供了一个哲学解释基础。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家们( 如德立达、福科、
罗蒂等) , 主要基
于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这一框架, 从如下不同的角度丰富并逐渐形成了人文思维的逻辑, 这就
是, 真理与意义的可解释性、
多元性; 重视差异性, 反对同一性; 重视个别性, 反对普遍性; 以对
话求得的 协同性!来取代再现事物的客观性; 引进 权力!概念来解释知识的本质; 从社会的、
历史的、
文化的角度来解释理性、
主体, 等等。

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及其对 现代性!的批判
上述人文主义思潮及其思维逻辑的发展趋向, 在 20 世纪后期集中表现为后现代主义哲学
思潮。 后现代!是一个与 现代!相对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说, 后现代主义哲学是在批判 现
代性!中发展起来的。由于这方面的有关问题目前正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因此本文将侧重对
它们进行论述。
按照福科对现代性概念的界定, 现代性是一种哲学 态度!, 即思想和感觉、
行为和举止的
方式。它表现为以主体性为核心的理性主义。这种哲学态度并且决定了现代的观念与文化形
态( 如人对作为客体的自然的征服) 。康德的 人是什么!的命题, 论究的正是思想和行为的方
式。它在认识方面宣称人为自然立法, 在道德方面突显人的自由意志与道德自律。黑格尔与
康德虽然在哲学形态上有较大不同, 但在作为一种 态度!的现代性问题上, 则有很大的相似之
处, 即都强调主体性、
自由、
概念( 理念) 的普遍规律作用。这些即为理性主义, 它构成现代性的
基本内涵。哈贝马斯曾把黑格尔的主体性概括为如下四个方面。 A. 个体主义, ##B. 批判
的权利: 现代世界的原则要求, 每个人都应认可的东西, 应表明它自身是合理的; C. 行为自由:
在现代, 我们才愿意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 D. 最后是唯心主义哲学自身, 黑格尔认为, 哲学
把握自我意识的理念乃是现代事业。
! [ 1] ( P67-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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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态度的形成主要是由科学与启蒙( 反宗教) 这两个因素推动的, 其中最根本的是科
学的作用。科学的革命与启蒙运动的开展, 使社会表现为一个世俗化的过程, 或者用韦伯的话
来说, 是一个 世界的 衤去魅!过程, 它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与世界观, 形成了人们的理性意识,
推动了反宗教蒙昧迷信运动, 催生了主体性意识, 产生了现代的自由、平等、
博爱等价值观念,
所有这些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提供了思想基础, 它们也因此构成了哲学意义上的现代
性的基本特征。此外, 从经济与社会的角度看, 现代性表现为两个分离, 一是经济领域与政治
领域的分离, 二是经济与( 非功利主义) 道德的分离。第一个分离的结果是, 政治不再干预经济
的运作。第二个分离的结果是实利主义的经济观取代了道德观, 社会被看作是应当服从经济,
而不是相反。这种实利主义经济观注重收入、
财富、
物质的繁荣, 并把它视为社会生活的核心。
在西方, 这表现为两个主义: 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
现代性!问题目前正受到国内学术界的重视, 已发表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本文在这里
归纳出这些有关现代性的特征, 主要用意在于勾画出一个比较清晰的西方现代性概念的内涵。
由于 现代性!是一个来自西方的概念, 因此辨清这一内涵是很有必要的, 它不仅是学理上所要
求的, 同时也是实践上的需要。
作为哲学本身面临的问题, 当前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走向, 是后现代主义哲学对现代性乃
至整个现代主义哲学的批判。这一批判及其所引起的论争( 如哈贝马斯的辩驳) , 集中反映了
当前作为西方主流哲学的人文主义思潮的核心问题。这里我们先来看看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
批判主要包含哪些方面。
第一, 对启蒙精神的批判。西方的现代性是由启蒙精神培植起来的。但是这一以 理性!
为旗帜, 本来意在使世界清醒、
用知识代替神话的思想运动, 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 导致的却是
新的神话。它以对社会的总体性设计, 造成了操纵、
压制个体的意愿与行为的结果。它宣扬的
主体性!突出的是人的能动性、
中心性、先验性, 将人视为自然的主人、世界的中心, 导致的是
对自然的掠夺。而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 这种意义上的 主体!只是一种虚构。因为有如利奥
塔德所说的, 自我并不是一座孤岛!, 人是处于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处于特定政治体制
与文化教育环境之中的, 所以人并非是能动的构造者, 而是被建构的。具有反讽意味的是, 在
高扬 主体性!的同时, 存在的意义却被忘却, 人实际上沦为技术的附庸。因此, 后现代主义者
认为, 否定掉这种主体性概念, 就会使有关人类干预、
规划、操纵、
控制社会与自然的所谓 合理
性!的企图得到消解。人也不再是世界的中心, 而是世界系统中的一部份。作为世界的一员,
人应当关注自己切实的生存命运, 重视与自然的和谐。
再者, 对于 理性!概念, 传统理性主义强调理性的重要性是以忽视乃至贬斥、
压抑人的非
理性、
情感和意志为代价的。虽然这方面的批判早已在一些不同流派的哲学家当中进行, 不过
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与其他批判的一个重要不同之处在于, 它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将这种压制
与 权力!联系起来, 认为这种 理性!概念成了权力的工具, 它不但成为在认识与行为上排斥甚
或压制非理性的借口, 而且成为有权力者用来压制不同思想观念、
不同文化与种族的借口。福
科指出了理性对非理性的压迫性和集权性。他列举了近代法国疯人院里 有理性者!对疯癫病
人、
理智失常者乃至贫民都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关押、处置的事实。利奥塔德也指出理性与权
力是一个东西。虽然人们可以用预知或辩证法来装扮前者, 但它伴随而来的却是监狱与禁止,
对选择程序与公共利益的压制与限制。而在德立达看来, 理性是与一种压迫性的、
集权性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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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方式和种族中心论的文化帝国主义相同一的。
第二, 对元叙事的批判。利奥塔德把元叙事看作是现代性的特征。也就是说, 启蒙制造出
一些作为真理的话语, 以它们为标准, 来衡量其他话语的真假。这类元叙事导致了对其他叙事
的压制, 也就是说, 它造成了思想的行为目标的模式化, 妨碍了思想的多元化发展。利奥塔德
甚至把奥斯威辛集中营看作是启蒙的现代性的结果。
对元叙事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等于对知识论( 尤其是其中的真理观) 的批判。而伴随这种
批判产生的不同的知识论与真理观, 则为人文思维提供着新的视野与方法。按照传统的、
符合
论的真理观( 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主要根植于自然认识意义上的) , 真理是认识与对象的符合。
后现代主义的真理概念则主要是解释性的。被尊为后现代主义思想来源之一的尼采, 提出真
理是歧义性的, 是解释的结果。德立达以此为基础, 进而提出了真理的 语义波动!说, 认为真
理服从于一种 在 # #之间!的逻辑, 也就是说, 真理的语义是在介于 作者的意义! 与 读者的
意义!之间范围内波动的。这是用一种从文学、
文化角度解释的真理观或者说人文的真理观,
来取代传统的以自然认识为模式的真理观。显然, 自然认识意义上的真理观并不存在什么 作
者的意义!与 读者的意义!之间的问题, 即使不同的读者在理解上有偏差, 但由于一般说来, 自
然科学的事实能够提供一个可资验证的参照系, 因而这方面的意义问题最终是能够得到验证
的。这就是人文认识的真与自然认识的真在性质上的不同。但后现代主义者由这种差异导出
另一种绝对性的结论, 把人文解释性质的真看作是唯一性的, 这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此外, 福科从 权力!角度来解释真理概念的做法, 为理解真理提供了一个政治学、社会学
方面的新视角。他认为把真理和权力区分开来是不可能的, 因此不存在关于某个绝对的、
无差
错的真理的实在可能性。利奥塔德也认为, 真理 取消了!他人的观点, 这意味着一种话语的霸
权。有的后现代主义者则指出了这种霸权的结果, 即真理主张替有权力者辩护, 使弱者感到自
己是有错误的。真理因此成了政治压迫的工具。这些说法点明了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 知
识、
真理等概念具有与自然科学的相应概念不同的性质。它们是强烈地受到意识形态与政治
等因素所左右的, 而自然科学的知识相对来说具有一种价值中立的性质。
第三, 对普遍性、
总体性、本质主义的批判。 普遍性!、 总体性!、 本质! 这几个概念是相
互关联的, 尤以 普遍性!为根本。因为哲学思维的一个核心问题, 是个别与普遍的关系, 这一
关系问题不论是对于个别的物与其所属的类, 还是个人与他所属的社会, 都是关键性的。从柏
拉图的理念论、中世纪的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 到黑格尔的概念逻辑, 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到现
代, 无不贯穿着这一问题, 并且其主导性的观念是柏拉图主义, 即超验的普遍概念构成事物的
本质。柏拉图主义在思维方式上属于科学主义, 这表现在他的思想方法以几何学为楷模, 其辩
证法通过上溯的方式所要求得的最高理念, 类似于几何学中作为演绎推理出发点的 公理!。
这种追求普遍性、
总体性与本质的哲学在西方导致的结果是, 在理论方面, 它预设一种思
维必须与之相符的本质, 一种终极的本源, 而认识的目的就是为了对之加以表象、再现。这就
产生了内在与外在、本质与表象相对立的思维模式。在现实方面, 启蒙以来的现代思想以人类
全体的自由、
解放为目标, 并把它标示为普遍性的真理。然而社会若以单一目标为指归, 就会
导致对异端的压制与摧残, 所以启蒙的现代性发展的结果不但没有达到其理想目标, 反而产生
了 20 世纪不同类型的法西斯主义的 总体恐怖!。
虽然对上述追求普遍性等哲学的批判早已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等不同流派的一些哲学家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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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进行, 但这些批判基本上属于 破!的方面, 还未能找到一种哲学模式来取代它。这种情况只
是到了维特根斯坦的 语言游戏!哲学那里才起了变化。维特根斯坦用 家族相似性!概念来作
为普遍性本质的替代解释。在他看来, 根本不存在普遍性这样的作为事物本质的共同点, 语言
游戏的 这些现象没有一个共同点能使我们用一个同样的词来概括一切!。在不同的语言游戏
现象之间 只存在相似之处和它们的联系!。[ 2] ( ∃ 65, ∃ 66, ∃ 67) 按照这种解释, 追求本质成了
子虚乌有的东西。
后现代主义思想方式的发展可说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沿着维特根斯坦的这一思想轨迹。他
们的一个基本共同点是要把差异从 同一逻辑!中解放出来。福科认为, 认识的目的并不是去
找出差异之下的共同因素, 而是应当要 差异地!理解差异, 因而差异就不再让位于导致产生概
念一般性的普遍特征, 并将成为纯粹的事件, 即有差异的思想、
对差异的思想。德娄兹提出的
是一种 差异逻辑!。他认为哲学的方法是多元论的, 因此应有一种与 同一逻辑!不同的 差异
逻辑!来把握事物的 多样性!。 把事物劈成碎片!是德娄兹所喜爱的格言。在%差异与重复&
中, 他提出 存在就是差异!, 差异无所不在的观点, 强调这种逻辑追求的是把握事物的多元性、
差异性。在他看来, 概念是差异的超常( excess) 表达, 而不是一致性的仲裁者。它在结构上是
不稳定的, 这首先是因为它不会把自己限制于线性的发展, 从而使它的总体模型是不可预见
的。其次, 概念意味着帮助建立某个新的语境, 并使自己跃入并融合于其中。因此它总是不可
避免地具有一种把自己转变为其他命题的倾向。与此相似, 利奥塔德则宣称讨论问题的目的
是探求 悖谬推理! ( paralogy) , 这种推理以 规则的异质标准! 和 对歧见的探求! 为视点。[ 3]
( P66) [ 4] ( P186) 他反驳哈贝马斯关于对话的目的是求得 共识!的观点, 认为 共识是一条永远
无法企及的地平线!, 因此现在必须强调 歧见!( dissension) 。在%后现代条件&一书的最后, 他
挥笔疾呼: 让我们向总体性开战 # #, 让我们激活差异, 拯救它的声名!。[ 3] ( P82) [ 4] ( P211) 他
甚至提出, 后现代知识的法则, 不是专家的一致性, 而是发明者的悖谬推理!, 因为发明总是产
生于歧见之中。不过遗憾的是, 对于这种悖谬推理, 他并没有给以充分的说明, 只是提到说, 有
关开放体系的研究, 局部决定论, 反方法论等, 这些都属于他所谓的悖谬推理。
第四, 试图解决启蒙以来寻找替代宗教作为社会整合源泉的问题。启蒙对宗教的猛烈批
判, 否定了它作为整合社会的价值来源, 并试图以 理性!来取而代之。而尼采、
海德格尔则试
图以酒神精神或艺术来取代。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则认为, 现代思想的一个根本失误在于它对
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 宗教性的!存在物估计不足。因为我们总是在寻求生活的意义, 并且
总是力图通过与我们所理解的世界的终极本质保持一致来寻找这种意义。因此宗教在当今社
会中仍有其重要作用, 它是人道和友爱的基础。社会只有重建精神崇拜, 才能恢复它赖以生存
发展的道德正当性和文化连续性。

四、人文思维逻辑的基本特征及其意义
虽然本人并不赞同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批判的一些观点, 但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 我认为
后现代主义在这些批判以及它们所形成的哲学中, 表现出一种特殊的思维逻辑。从上述对这
些批判的归纳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种逻辑的一些基本特征。归结起来, 后现代主义哲学在思
维逻辑方面的意义, 在于转换了一种模式, 即从主客体对立的、
以实证科学为楷模的认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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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以语言游戏为类比的知识模式。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哲学可说是这种逻辑的奠基
者。对于这一哲学在促使思维方式转向中的意义, 已有一些哲学家明确加以指出。利奥塔德
写道: 维特根斯坦的力量在于他没有选择维也纳学派所发展的实证主义, 而是在其语言游戏
的研究中概举出一种不依赖于操作行为的合法化思想, 这便是后现代世界的全部意义。
! [ 3]
( P41, P128) 施太格缪勒在其著作%当代哲学主流& 中也指出, 按照维特根斯坦的看法, 哲学家种
种按照自然科学提问题和回答问题的倾向, 其结果是把他们引向一片黑暗。在举了一些数学
定义的、
反本质主义的例子之后, 施太格缪勒进而写道: 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家因此应当克服
自己想发现存在的共同本质特点和普遍性质的自然愿望。相反, 他应当在语言现象和非语言
现象的差别中重视多样性。
! [ 4] ( P594)
试图转变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 反对本质主义与对普遍性的追求, 重视对象的差别、多样
性, 可以说就是上述人文思维逻辑的根本特征。如果说, 从柏拉图主义到康德、
黑格尔的现代
主义哲学的发展结果, 是产生了追求普遍性的思维逻辑, 它们重视范畴在整合殊异性杂多的作
用, 那么现在则是物极必反, 走向强调差异与多样性。这不仅表现在认识的目的、
真理的性质
等界定上, 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认识模式本身的解释上。这就是说, 认识不再被看作是在
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之间产生的表象与本质的符合, 而是被看作一种解释的活动。这种解释活
动依赖于解释者生活于其中的语境, 即 生活形式!之中, 因此不存在某种虚构的先验主体, 并
且解释所产生的意义是一个过程, 永远没有穷尽的。解释的差异、
话语的不同, 是正常的现象。
我们所说的这种人文思维逻辑, 在后现代主义哲学家那里, 它的论证与对知识的性质的看
法紧密相关, 尤其是与知识的合法性问题紧密相关。这就是将知识论问题的基础由 客观性!
与 普遍性!问题转向 合法性!。这一转向具有两方面的意义, 一是为知识问题的研究引进一
个新视角, 着重从社会的角度( 知识与权力的关系、
知识作为一种社会规范等) 来考察知识的性
质。这方面有我们已熟悉的福科与利奥塔德的论证。另一是通过对知识 合法性! 问题的解
释, 来论证新的思维逻辑。利奥塔德这方面的论证具有典型的意义。首先, 他把社会看作并非
是整体一致的, 而是充满着对立的; 其次, 把知识的 合法性! 解释为来自 游戏!规则, 而这些
规则本身是异质性的, 任何所谓的 意见一致!必定暗含有政治暴力和非正义; 再者, 正是对悖
谬推理的探求, 使我们对这种游戏规则的采用成为有效的。因此, 并不存在某个作为合法性标
准的 元话语!或 元叙事!来决定其他话语的真假, 从而也不应当以某种统一各种话语的约束
性的模式为前提或标准, 来限制人们的思想。重要的是平等的对话, 每个人都必须倾听他人的
说法, 就像在游戏中每个游戏者都有他的游戏权利一样。这样一种人文思维的逻辑, 可以说是
为当前的 多元文化!观念提供着哲学基础。
我认为, 随着人文思潮越成为哲学的主流, 我们也越应当注意到在人文科学的领域里正逐
渐形成的人文思维的独特逻辑。这一点是本文特别强调的。这里, 人文思维的逻辑!指的是
前面提到的主要由后现代主义所发展起来的思维逻辑, 科学逻辑!指的是近代哲学( 笛卡尔、
康德等) 以及逻辑实证主义者所遵从的思想逻辑。人文思维逻辑的产生主要是如下两个因素
合成的结果。一是哲学转向语言分析, 这使它从与语言属性的类比中、
而不是从自然科学中找
到自己的方法。语言最显著的性质是它属于特定的语境, 是特殊文化的产物, 而科学则是普遍
的, 因为属于物的条件在地球上乃至宇宙间基本上是同一的。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 水都
往低处流, 庄稼一样需要阳光和空气。二是文化解释本身的特殊性使然。不同文化中灿烂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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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东西是它们各自的独特性、
殊异性, 诸如中国画与西洋油画的不同、
京剧与西洋歌剧的不
同, 才逾发显出它们各自的魅力。正是自然现象与人文现象的这种不同, 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
需要有不同的思维逻辑来把握它们。因此, 科学逻辑的核心是确定性的真理观, 其目的是要把
握事物的本质, 把握同一性, 其思维方式是整体性的, 方法是演绎与归纳的( 不论是归纳或演绎
都是整体性的, 演绎是从整体性的大前提到个别性的小前提; 反之归纳则是从个别性的前提到
整体性的结论) ; 而人文的、文化的逻辑的真理观则是解释性的, 多元的, 它追求的是殊异性。
目前它的方法的基础主要是类比的, 尤其是建立在 语言游戏!的类比上, 从而导出一系列关于
人文现象的解释。这种类比在客观上有一定的根据, 因为, 第一, 语言现象属于文化现象的一
个子类, 它们在不同层面上都表现为某种生活形式; 第二, 文化行为同语言行为在 游戏! 的性
质上也非常类似, 都需要遵守相应的规则, 并且这些规则都是在特定的风俗、习惯与传统所构
成的文化共同体之中形成的; 第三, 它们的意义的解释都依赖于人类自身设定的规范。
我们提出 人文思维逻辑!这一概念, 并指出它与科学思维逻辑的不同, 自然会涉及到它们
两者的关系问题。应当说, 它们构成互补的关系, 就像是两种不同的工具一样。本来逻辑就是
思维的工具, 只不过因为以前人类的认识有限, 尚未能认识到人文思维的逻辑。作为工具, 这
两种逻辑有着各自的用途与适用范围, 随对象的不同特性与需要而决定其选用。例如, 当世界
经济表现为一体化趋势的时候, 思维的逻辑应当注意把握对象的同一性; 而在一个多元文化的
世界里, 追求多样性的逻辑就派上了用场。当然, 我们也不排除 反向思维!的作用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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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se of Humanistic Trend of Thought and Its Logic of Thinking:
Reflections on Western Philosophies in the 20th Century
CHEN Jia- ming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philosophies in the 20th century is characterized by a change in terms of mode
of thinking , i. e. from scientism to humanism. Postmodernism resulted from this change and therefore modernity! became
the focus of discussion. The significance of postmodernism with regard to logic of thinking lies in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epistemological model based on objectivism, positivism and scientism to the model of knowledge analogous to language
gam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istic thinking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 1) it converts the basis of epistemology
from objectivity! and universality! to legitimacy!; ( 2) it opposes essentialism and universalism; and ( 3) it emphasizes
differences and diversity of our world.
Keywords: Western philosophies in the 20th century, humanistic trend of thought, modernity, logic of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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