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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形而上学的重建 (上 )①

邓晓芒

【内容摘要】　当代形而上学处在一个举步维艰的没落时代。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发展了两千多年的西方

形而上学，被视作“物理学之后”，它到黑格尔臻于成熟之后便走向衰亡；中国先秦

的形而上学则是“伦理学之后”，它于《周易》和道家哲学中发端，两千年间没有发展，

只有充实与合流，在当代也被时代精神弃置一旁。目前从根本上区分中西形而上学是

重建形而上学的前提。追溯中西形而上学的源头和流变可以发现，西方形而上学是建

立在语言的逻辑功能、系词“是”的存在论认识功能之上的，中国形而上学则是建立

在语言的非逻辑功能之上，即由语言悖论和沉默所体现的隐喻、暗示、象征、类比功

能之上的。这两种形而上学各有胜场，但也各有致命的盲区，后者正是双方都走向衰

落的理论上的根本原因。因此，当代形而上学的重建必须突破双方各自的理论边界，

吸收对方的长处，在语言的双重功能（逻辑功能和非逻辑功能）之上提升到“语言学之后”，

才有成功的希望。

【关  键  词】　物理学之后　伦理学之后　存在论　语言学之后　道论　形而上学的重建

【作　　者】　邓晓芒，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武汉  430074）

当代形而上学的现状

卡尔维诺在其小说《寒冬夜行人》中，对自己的写作进行了这样的反思 ：

我想自我消解，替我的每一本书都创造出另一个自我、另一种声音、另一个名称来，让自我

在毁灭中再生。我的目的是在书中描绘出一个模糊的世界，这个世界没有中心，也没有自我……

要不是我，我会写得多好！如果在白纸和从来没有人写过、有形而又无形的语词、语句和故事的

迷障之间没有我的个性这堵墙在阻碍……如果只有一只手，一只被砍下来的手握管写作……可是，

又有谁会来驱使这只手呢？无名的大众？时代精神？集体无意识？我不得而知……②

哈贝马斯把这种意图描述为“想去除一切主体性，而成为无个性的书写力量的渴望”，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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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与德里达的理论关联起来，认为这种理论表现为“对神秘失踪的续篇的探求”，其终极目的是“永

远不可能实现”的 ；因此所有的努力都只不过是自欺欺人，是“参与谋划伪经”，而这恰恰就是

一切文学的“真理”。③

这的确是后现代西方精神状态的生动写照。不论在哲学中还是在文学中，人们已经杀死了一

切值得追求的对象，却还在假装追求着某种“不得而知”的东西，谋划着某种明知其为假的东西，

为的是能够继续“作追求状”。然而，如果德里达真的像哈贝马斯所描述的那样，那他还不失为

一个（哪怕是自欺欺人的）形而上学家。而哈贝马斯看上去比德里达更实在，他似乎还相信理性

的权威（至少是“交往理性”的权威），但其实更加无标准，是一个更加彻底的后现代主义者。④

因为他的交往理性即使能够达成所谓的“共识”（何况在很多情况下很难达到，比如在文化冲突中），

顶多也只是暂时的妥协，甚至是韬晦之计，终归还是由非理性的东西所决定的。⑤无怪乎哈贝马

斯在评点了当代一系列的试图反叛、重建或更新形而上学的“后形而上学思想”之后，对他自己

是否也属于这一思想阵营始终不置一词。倒是德里达终生以反形而上学的形象出现，到头来却被

人们讽刺性地称为“一位地地道道的形而上学家”。⑥

不过，哈贝马斯透露出的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观点，这就是 ：当代风靡一时的反形而上学思

潮的根源，实际上是西方传统“主体性”的衰落和消亡。纵观西方两千多年的哲学史和思想史，

我们可以看出，不论是否明确意识到，主体性意识正是或明或暗地在后面推动西方哲学思维不断

向前的内在动力，也是西方实体主义传统的真正根源。当黑格尔宣称“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

把真实的东西统握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统握和表述为主体”⑦时，他实际上讲的只是一个亚

里士多德早已提出的原则，即所谓“实体”，“就其最真正的、第一性的、最确切的意义而言，是

那不可以用来述说一个主体、又不存在于一个主体里面的东西，如某一个别的人或某匹马”。⑧也

就是说，第一实体只能是某种个别的东西、“这一个”（τóδε τί），也就是只能作主词（ύποκείμενον，

又译主体）、而不能作宾词去描述其他主词（主体）的东西。因此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实体的意思

就是个别主体（主词），是独立存在的“这一个”，我把它描述为“一切命题和命题中的一切其他

成分赖以生根、得以获得‘存在’意义的基础”。⑨它后面所隐含的正是独立个人的主体意识，而

不仅仅是一般的个别事物。

福柯断言作为“人”的“主体”的概念只是 19 世纪以来近两百年才提出来的，因此按照他的 

“知识考古学”也注定要在 20 世纪末走向衰亡，⑩这是不符合事实的。⑪他的“知识考古学”是建

立在极其表面的词语范式（“知识型”）之上的，并没有深入西方文化精神的内部。但他由这一错

误前提所推出的结论却是对当代现实的真实描述，即随着“主体性的死亡”，不但“上帝死了”（尼

采），而且“人死了”，建立在人的理性之上的一切科学、知识、伦理和信仰全都已经死去，失掉

了活力 ；人类学和人本主义的哲学也从根基上遭到了摧毁。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沉寂、空虚、断裂、

散乱、非理性、非辩证的后现代状况。⑫在这样一个思想界群龙无首的时代，西方传承了两千多

年的哲学形而上学已经分崩离析，一大批“解构主义”的英雄们成为当代的学术明星。这令我们

回想起两百多年前伟大的哲人康德曾发出过的悲叹 ：

曾经有一个时候，形而上学被称为一切科学的女王，并且，如果把愿望当作实际的话，那么她

由于其对象的突出的重要性，倒是值得这一称号。今天，时代的时髦风气导致她明显地遭到完全的

鄙视，这位受到驱赶和遗弃的老妇像赫卡柏一样抱怨 ：不久前我还是万人之上，以我众多的女婿和

孩子而当上女王——到如今我失去了祖国，孤苦伶仃被流放他乡。——奥维德《变形记》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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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是，康德将那个时代的时髦称作“游牧民族”，认为他们导致了“无政府主义”，使得“在

科学中占统治的是厌倦和彻底的冷淡态度，是混沌和黑夜之母，但毕竟也有这些科学临近改造和

澄清的苗头，至少是其序幕”。⑭他从这种怀疑主义中看到了某种可以突围出来的光明前景。而今

天的“后现代状况”则养成了学界的一种普遍浅薄的轻松态度，以破坏一切有形和确定的东西为

快，却还自认为老谋深算和“成熟”。少数严肃的学者不满于这种毫无希望的现状，从 20 世纪初

开始，就有卡尔·斯图姆普夫、D. H. 凯勒、彼得·沃斯特、尼古拉·哈特曼、李凯尔特等人提出

了“复兴形而上学”的口号，但最终都抵挡不住后来对形而上学解构的浪潮。⑮较新的尝试则是

通过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来进行的，“探讨形而上学的一个途径是研究我们语言的一般结构”。

但正如狄特·亨利希所说的 ：“语义学对我们根据语法对于一般现实的前理解所作出的解释，并不

能满足根据‘生活概念’对自我和世界的常规意义进行解释的要求。”⑯通过语言分析来化解“本

体论（存在论）”的原初含义也好，像奎因那样用所谓“本体论承诺”来虚晃一枪也好，对于复兴

形而上学来说，最终都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做法。

陈嘉映在其《语言转向之后》一文中提出这个问题 ：“哲学如何区别于语义学或语言学？”他

的看法是 ：“语言是人类的基本理解方式”，“语言中不仅包含着世界的道理，而且包含着我们是

怎样理解世界的……我们通过理解一种语言来理解世界”，所以，与语言学不同，“哲学关注语言

的方式……始终关注的是语词和句子怎样体现着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这种理解虽然“表面上十

分接近语义学工作”，但并不停留于语词层面，而要深入“概念层面上的考察”，因此“不能把语

言转向理解为向语言学、语义学的转向”。这是与亨利希的上述说法相一致的。⑰我们不能用语义

学取代哲学，我们谈完语言学之后，要做的事情还根本没有着手，即没有在此基础上来讨论如何

建立一门形而上学（对西方人来说就是“物理学之后”）。正如霍金在《时间简史》中评论维特根

施坦所谓“哲学剩余的唯一工作就是语言分析”时指出的 ：“哲学家如此地缩小他们质疑的范围”，

“这是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以来的伟大传统的何等的堕落！”⑱无怪乎哈贝马斯也说 ：“语言学转

向把主体哲学的遗产清除得一干二净，其方法十分粗暴。”⑲的确，凡是当代对语言分析技术不抱

迷信的态度，还保留着某种哲学智慧的人士，都会有这种共识。德国图宾根大学教授奥特弗利德·赫

费就从正宗德国思辨哲学的立场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随着英语在哲学界占统治地位，与之相联

系的是哲学在世界范围内通常窄化为分析哲学”，他甚至把扭转这种局面的希望寄托于中国学者，

认为“只要德国、瑞士德语区和奥地利大学的哲学院系不完全委身于分析哲学，只要它们在精神

上不自我枯萎，仍然研究从康德经黑格尔、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到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和思想，

中国的博士生们还会来的，以后回到他们的祖国后也将会继续维护德国的哲学传统”。⑳这对中国

的德国哲学研究者无疑是一种鼓励，但也从另一个侧面显示了当代西方形而上学所面临的局势有

多么严重。

然而，西方哲学的伟大传统也正在于，每当形而上学在西方陷入危机时，总会有一些哲学家

站出来挽狂澜于既倒，正如当年康德在形而上学遭到放逐时奋力一搏，为近代重建形而上学首开

先河，接下来费希特、谢林直到黑格尔，则以接力棒的形式完成了形而上学的“胜利的和富有内

容的复辟”㉑一样。我们在黑格尔《逻辑学》的“第一版序言”中，还可以嗅到当时硝烟散去时

的气息，他宣称 ：“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然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

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㉒黑格尔以后，尽管形而上学再次遇到了严峻的困难，但所有

反形而上学的所谓“后形而上学思想”，只要我们不停留于字面，都可以从中发现其实背后隐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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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的正是对形而上学的呼唤。否则的话，这些反形而上学的英雄为什么没有一个肯听从维特根斯

坦的忠告，“凡是不可说的，就应该保持沉默”，㉓也不肯像老庄哲学和禅宗那样，以“言语道断，

心行路绝”的方式来对待一切形而上学，反而连篇累牍地去和形而上学较劲。可见任何人要想反

形而上学，也必须先站在形而上学的立场上，而这本身就是为形而上学准备新的基地了。由此我

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海德格尔称尼采为“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而这一头衔又被德里达戴在

了海德格尔头上，继而就连德里达自己也甩不掉这顶帽子。就像布朗肖特在其《哲学的终结》一

书中所说的 ：

哲学自身一直在宣告或实现它自己的终结，不论它把那终结理解为是绝对知识的完成，是与

它的实际实现相联系的理论的压制以及所有的价值被卷入的虚无主义的运动，还是最终通过形而

上学的终结以及还没有一个名称的另一种可能性的预兆来告示的。因此，这将是从今以后伴随着

每一位思想家的日落，是一种奇妙的葬礼时刻，哲学精神将在一种提升中为此而欢呼，也就是说

或进而说，哲学精神在此时常常是喜悦的，它引导着它的葬礼队伍缓慢前行，在这期间，它以这

样那样的方式期待着获得它的复兴。㉔

这一葬礼队伍的成员从黑格尔开始，经过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到德里达，以及亨利希和哈

贝马斯，似乎有越来越长的趋势。唯一有可能终结这一哲学或形而上学的长长的葬礼行列的，也许

只有东方的道禅哲学，即非理性非逻辑的真正的“诗化哲学”或虚无哲学。但看来西方哲人们还远

没有做好接受这样一种异质哲学的心理准备，只有海德格尔稍微接触了一点，马上又退缩回去了。

而在老庄和禅宗看来，维特根施坦的“保持沉默”的告诫不过是一句大白话而已。在他们眼里，这

些西方人哪怕在拼命标榜自己的“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却无一不是废话连篇的绕舌者，没有这些

汗牛充栋的废话作支撑，他们连一天都活不下去。而反过来，西方的形而上学家，不论是自称的还

是隐藏的，甚至自以为是“反形而上学”的，都会觉得东方虚无主义毕竟只是“看起来很美”，一

旦真的实行，则无疑是死地。当然，这样一种文化错位目前还不到彻底清理的时候，东方哲学也有

自身的“形而上学”传统，㉕而且从来没有陷入过西方形而上学那样一种危机。㉖只是西方人消受不

起这种东方的形而上学，除非他们对自身形而上学传统做一番迄今为止尚未做过的彻底反省，来与

东方形而上学的终极根据进行一番不仅是知识论的，而且是伦理学和人性论的对话。

这种对话，单靠西方哲学家的冥思苦想是形成不起来的，即使如同海德格尔那样有意向和日

本学者沟通，其效果也相当于鸡同鸭讲。㉗西方人要精通东方思想是太难了，尤其要精通东方思

想的大本营汉语更是难上加难。但我们不妨尝试一下，由学习西方哲学的地道的中国人来捡起这

件无人问津的工作，来帮西方人清理一下他们的哲学形而上学的源头。这件正本清源的工作西方

人从黑格尔到海德格尔一直在做，但他们所做的只不过是追溯到他们所能理解的源头，而对源头

的源头则无能为力了。因为这个源头已经确定了西方哲学后来的一切发展方向，但它本身是如何

起源的，必须跳出整个西方哲学传统才能看得出来，而这一点只有借助于另一种哲学传统的不同

的源头才能做到。只有在两种不同哲学文化的不同源头的比较中，我们才能发现它们共同的源头，

即源头的源头在哪里，它们是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分道扬镳的。

对西方形而上学起源的回顾

看起来，回顾形而上学的起源这一话题毫无新意。几乎每个有创意的西方哲学家都做过，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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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直到今天还一直在做这件工作，其中做得最到位的，恐怕非海德格尔莫属。从亚里士多德开始，

一个哲学家如果想要集大成的话，都免不了要回顾一番前人所做过的工作，但这种回顾一般都追

溯到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就止步了。例如，亚里士多德追溯到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黑格尔

追溯到巴门尼德，㉘海德格尔则追溯到阿那克西曼德。㉙但所有这些追溯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则，即

都是以亚里士多德的“存在”以及由此建立的“存在论”为判定哲学开始的标准。也就是说，哲

学家们都是以亚里士多德已经奠定了的存在论或“是论”为既定的框架，去衡量和评定古代哲学

家们的思想成果的，哪怕早期希腊哲学还没有把存在、“是”当作自己思考的对象，也必须认定

他们是在为这一主题做准备。这就无怪乎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开篇就把莱布尼茨提出

的问题“究竟为什么存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列为“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㉚因为这是从西方两

千多年的存在论自然而然延伸出来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是存在论，而不是虚无论？存在在先还是

虚无在先？（其实这一提问本身就已经假定了 ：首先存在存在，非存在不存在，要问的只是“为

什么”会这样。）如果是前者，则虚无“不在”，所谓虚无不过是存在的“缺乏”；如果是后者，

虚无反倒在先，则存在其实并不存在，它不过是虚无的幻象（如佛教所谓“色即是空”）。但西方

人走的是前一条道路，即首先肯定存在存在，无则不存在（巴门尼德）。凭什么这样肯定？凭借“逻

各斯”（说、表述），即虚无没法说，不可表述，一“说”就已经存在了，就不再是虚无了。因为

一切说、表述中必定要有一个“是”。然而，一定要有逻各斯（表述）吗？或者说，在逻各斯“之前”

就没有别的东西更本源了吗？㉛这一理论漏洞在中世纪基督教中被补上了，因为逻各斯被说成是

上帝的“道”，或者不如说，“道”本身其实就是上帝。上帝从虚无中凭借自己的“道”（言）创造

了整个存在着的世界，但上帝本身就是根本的存在、全在，而这个终极存在不再靠言说和推论来

理解，而是要凭信仰来把握。正因此上帝成了一切伦理法则的前提 ：上帝全在，所以全善，而恶

是虚无，它并不存在，它只是善的“缺乏”。莱布尼茨其实也是这样解释的 ：为什么存在者存在

而无反倒不在？因为有上帝啊！是上帝的善良意志使一切存在者都存在了，如果没有上帝，这一

切，包括我们自己，本来的确有可能是不存在的。所以反过来，任何某物存在，或者我自己存在，

都证明了有一个上帝存在——这就是西方源远流长的对上帝存在的“宇宙论证明”。㉜但这套推理

仍然是借助逻各斯，即所谓“充足理由律”的逻辑规则 ：凡理由不充足的都不可能存在，而上帝

是最充足的理由。但康德却揭示出来，这些表面的逻辑推理最终还得依赖对上帝的“本体论证明”，

而这种证明只在字面上具有“证明”的形式，实际上不过是欺骗性的偷换概念或文不对题，它真

正依据的并不是理性的逻各斯，而无非是信仰的假设而已。康德在对这种本体论证明的反驳中首

次将作为逻辑谓词的“ist”（是、存在）和作为实在谓词的“Dasein”（存有）区分开来了。㉝

但是我们东方人，特别是作为多神论者甚至无神论者的东方人，仍然还会纠缠这个问题 ：如

果我不信一神论的上帝，如何能够证明一切事物包括我自己真实地存在呢？所谓的存在难道不是

一场梦吗？“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

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㉞这一人生观被看作一个“美丽的寓言”，丝毫没有什

么罪恶感。因此如果我们问庄子，存在在先还是虚无在先？或者用中国传统哲学的术语 ：有在先

还是无在先？他会坦然回答 ：

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今我则已有谓矣，而未知

吾所谓之其果有谓乎，其果无谓乎？……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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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

故自无适有以至于三，而况自有适有乎！无适焉，因是已。㉟

这段话前几句包含三个层次，一个是“本体论”层次，或者用中国哲学更常用的术语说，是“本

根论”层次，就是讨论开始的“有”或“无”。最开始是“有”还是“无”呢？你说“有一个开始”，

那么“开始”之前还有“未始”，而这个“未始”以前又还有“未始”。所以“有”也是“有”，“无”

也是“有”，还有“有”和“无”的“未始”，甚至连这样的“未始”也还“未始”。“俄而”下面是“认

识论”的层次 ：忽然间发生了“有”“无”，然而不知道这个“有”“无”是否果真是“有”果真是“无”，

因为没有确定性，我们的认知无法把握“有”和“无”哪个为真。再接着是语义表述层次 ：“今

我则已有谓矣”，我已经表述了“有”和“无”；“而未知吾所谓之其果有谓乎，其果无谓乎”，即

我不知道我所表述的东西是否真有我所表述的那种性质，还是根本没有我所表述的性质。㊱整个讨

论体现了庄子彻底的怀疑论和不可知论，或者说不必知论的倾向，似乎是正反两边各打五十板。

但仍然可以看出这种倾向本质上是贵“无”抑“有”的 ：“未始”先于“有始”，“未知”高于 

“既知”，“有谓”终于“无谓”。后面几句，“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再次强调了言谓区

分之无意义。“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这又是一悖论 ：本根

论上万物为一，也就无法言说了，但说它“为一”就已经是言说了， 已经在说不可说了。但说了

也就不再是“一”了，“一”加上“说”就成了“二”；而说了“二”，岂不又可以算成“三”了

吗？这就数不胜数了，如何还能坚持“为一”？㊲可见这些推算都是与“万物与我为一”不相容的。

所以“无适焉，因是已”，不必推，顺其所是就行了。从这里隐约可以看到老子“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影子，但更为抽象，因为它将本根论进一步延伸到了认识论和语义学的维度。

要注意的是，此处“因是已”通常解释为“顺其自然就行了”，其实有点勉强，因为“是”

字本无“自然”之意。我这里将“是”解为“所是”，是着眼于这个字具有“此”的含义，意为“是

什么就说什么”，“是有就说有，是无就说无”，不必从这个推出那个。它大致相当于黑格尔的“这

一个”，或者海德格尔“此在”的“此”，但并没有他们寓于其中的“存在”或“是”的含义。换

言之，中国的“是”和西方的“Sein（或 τò ὄν）”不能等同，中国的“是”或“所是”固然可以

理解为“是者”（或“此是”），但也可以理解为“非者”（或“此无”），不论是者非者、此是此无，

都是“此”或“是”，并不以有还是无作区分㊳。西方哲人则冒冒失失地就直接把“此”等同于“存在”

（有、是）了，这是从亚里士多德的“οὐσία（个别实体、作为存在的存在）”就已经开创的古老传统。

所以在庄子这里，根本就没有“为什么存在者存在而无反倒不在”（或者“为什么是有而不是无”）

的疑问，因为他的“这”（此）完全可以是“无”，甚至有可能是先于“有”的。我们不必去追究

它的“根据”或考察它的“后果”（“无适焉”），做这样一些吃饱了撑的无用功，因为既是“无”、“无

始”，也就无从追究或考察。整个道家哲学所要说明（不是证明）的只是 ：为什么存在者不存在？

或者说，为什么一切皆无、无物存在？庄子更进一步认为，连这种提问都是多余的，我们连是否

存在或者非存在都是无法确知甚至不必确知的。㊴古希腊的“智者”高尔吉亚也曾经提出过这样

的命题 ：无物存在 ；如果有物存在，也不能认识 ；如果认识了，也不能说出来告诉别人。㊵但他

是通过严格的逻辑推理（反证法）而和巴门尼德的三命题（存在者存在 ；思维和存在者是同一的 ；

这种同一是能被表述的）唱反调，因此不是“无适焉”，而恰好是“有适焉”，即对语言、言说或

推理的逻辑规律的实地运用。所以，古希腊的怀疑论和诡辩论恰好是逻辑上的独断论或“是论”，

即对逻辑法则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深信不疑，因为这是他们的看家本领 ；这就从某个方面为亚里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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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德的存在论和逻辑学奠定了基础。庄子的怀疑论虽然也用了逻辑推理，但最终悬置了逻辑，归

结为无所谓，无可无不可，不必知。现在问题就在于，为什么亚里多德那么“冒失”，不由分说，

直接就把“作为存在的存在”（作为有的有）等同于“这”？在他眼里，“这”肯定是存在的，为

什么？我的解释是 ：因为它是一切言说、特别是最基本的言说即“命名”的前提。一切命名都要

说 ：“这是……”只有当命名成立，我们才能继续说 ：“苏格拉底是……”或“这棵树是……”否

则我们就还得反过来要求命名 ：“谁是苏格拉底？”或者“什么是树？”所以亚里士多德才在论证

第一实体是“作为存在的存在”时，处处引证我们的日常语言和语法，以此为根据，第一实体就

是那在一个句子中永远只能作“主词”而不能作其他主词的宾词的东西。而任何一个句子作为一

个表述（因而排除了感叹句和祈使句），都是一个带有“是”字的陈述句，都或隐或显地离不开“系

词”即“是”。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讨论“作为有的有”或“作为是的是”，正是从语言的最基

本的语法关系出发并以之为标准或线索的。但也正好是他，如康德所指责的，一开始就把作为逻

辑谓词的“是”和作为实在谓词的“存有”混为一谈了。因为他深信既然我们用语言来真实地表

达客观对象，那么从人是如何说话的就可以看出事物本身的存在结构。所以亚里士多德探讨了日

常语法中的逻辑关系，并建立起了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形式逻辑体系，但同时也很自然地将“主 

词”和“主体”等同起来。正因此，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并不能完全归结为单纯的“工具论”，相反，

它本身“具有与第一哲学相同的原则”。㊶就是说，他的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还没有完全分家，

在他那里，不仅本体论的（存在上的）正确性是由逻辑表述规则、说话方式来确立的，而且反过来，

逻辑判断的真假也是由客观的存在规则来保证的 ：“真假的问题依事物对象的是否联合或分离而

定，……并不因为我说你脸是白的，所以你脸才白 ；只因为你脸是白，所以我们这样说才算说得

对。”㊷与中国古代历来强调“言不尽意，意在言外”相反，古希腊至少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所强

调的则是意在言中，存在的东西必定能够说出来，就连人的本质定义也必须由此建立，即“人是

逻各斯（语言或理性）的动物”。这也就形成了受到西方当代人猛烈抨击的传统“逻各斯中心主义”。

可见，西方哲学中的主体性原则是建立在逻各斯即言说法则基础上的，而西方语言的言说

法则又是以系词“是”为核心的，而且“是”不仅仅被理解为系词，也同时被理解为客观存在。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㊸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当然，他的“存在”已不再是“系词”，

也不再是客观存在者，而是深入到了“此在”这一存在者（人）的本质即“思”和“诗”的一

体，以便通过思和作诗把“存在”之“敞开状态”带到语言中来。㊹但这实质上不过是对亚里

士多德的存在论的深化，而不是对这一前提的否定。㊺对照之下，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之所以

看起来似乎比古希腊哲学的源头更为开放、有更加广阔的（“意在言外”的）理解空间，不过是

由于其一贯的“反语言学倾向”。㊻显然，只有什么都不说，才能保持什么都说的可能性 ；而一

旦说了“是”，就遮蔽了说“不是”的可能性——这就是中国哲学面对西方哲学在源头上所显

现出来的唯一优势。但正因此，这种优势也只是一种可能的优势，它并不能在“说什么”中实

现出来，而只能作为一种参照背景而迫使西方哲学和形而上学意识到自身的缺陷。就现实的话

语而言，中、西哲学没有哪一方具有绝对的优势，因为中国哲学实际上也不可能真的“什么都

不说”，至少它要把“不可说”说出来，否则哪里会有什么“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也不可能只

说“是”“有”“存在”，而是永远被缠绕在“不是”“无”和“非存在”的梦魇之中。只有到双

方能够结合起来、融为一体的那一天，才有可能走出各自的困境，实现真正的当代形而上学重

建和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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