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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以来，中国哲学的发展以世界哲学的历史衍化为其前提，这种背景使哲

学思想的建构与哲学观念的论争同时具有超乎特定时空的意义。如所周知，在近代以

前，世界范围内不同的哲学传统大致限于一定的时空之域，其中的哲学观念和哲学论

争，主要发生于相关的文化空间，其意义也以自身的文化传统为限。步入近代以后，

随着历史走向世界历史，不同文化传统之间开始彼此相遇，并逐渐形成实质性的关联。

在此背景下，哲学建构以及哲学的论争即使发生于中国，也开始具有世界的意义。冯

契先生在 20 世纪末曾指出：中国哲学在现代“正面临着世界性的百家争鸣”。①历史

地看，20 世纪以来的中国哲学既呈现世界性的意义，也以某种方式参与了世界范围内

的百家争鸣，而如何更深入、更为自觉地通过参与这种争鸣发展自身，则是中国哲学

内容摘要：20 世纪以来的中国哲学既呈现世界性的意义，也以某种方式参与了世界范围内的百家争鸣。

20 世纪 20 年代发生的科玄之战已折射了现代西方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论争，而这一时期哲学家体系

性思想建构的出现，则从更为内在的方面展现以上趋向。这些哲学系统既呈现了现代形态，又从不同方

面对西方文明和西方哲学提出批评，其中展现的哲学立场不仅蕴含宽泛的世界意义，而且以独特的方式

回应了世界范围内的相关哲学论争。从科玄论战，到哲学家的个性化哲学建构，从马克思主义的主导，

到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对话，从多样化与相对性的不同进路，到一致与百虑的

不同侧重，中国的现代哲学已超越了地域性，并获得世界性的意义。进一步看，以具体化扬弃抽象性和

教条化、以多样性扬弃相对化以及一致与百虑的交融，构成了中国哲学更深入地参与世界性百家争鸣的

观念前提，通过切实的建设性工作，提供对相关问题的系统思考，则是参与这种争鸣的现实方式。

关键词：科玄论战　中国哲学　中国学术　世界意义　世界性百家争鸣

作　者：杨国荣，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西北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上海  200241）

杨国荣

“世界性百家争鸣”与中国学术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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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演进所面对的问题。

中国现代哲学：融入世界哲学与参与世界性的百家争鸣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 20 世纪 20 年代的科玄论战。这一论战主要展开为科学主义

与形而上学之间的交锋，论战的双方分别是所谓的科学派与玄学派。科学派的领衔人

物是丁文江，玄学派则以张君劢为主将。论战发端于人生观，由此又进而涉及社会文

化的其他领域。科玄之战的导因是张君劢关于人生观的论述。在题为《人生观》的讲

演中，张君劢对科学与人生观给出了严格的区分，认为科学是客观的，人生观则是主

观的；科学为论理学（逻辑学）所支配，人生观则源于直觉；科学是分析性的，人生观

则是综合性的；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人生观则以意志自由为前提；科学基于现象之

同，人生观则基于人格之异。在以上区分的背后，是如下信念，即科学有其自身的度限，

不应当越界侵入人生观。与玄学派严于科学、人生观之分并强调科学的界限不同，科

学派的侧重点首先在科学的普遍有效性。按科学派的看法，科学的作用范围并无限制，

从物理对象到人的意识，无不处于科学的制约下，人生观也同样未能例外。较之玄学

派侧重科学与哲学的划界，科学派更多地肯定了科学与哲学的相关性。

外在地看，以上论争发生于20世纪初的中国，似乎与中国之外的世界没有多

少关联。如果情形确实如此，则这一论争便只是发生于一定的思想传统之中，其意

义与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也无根本的不同。然而，作为中西哲学已经相遇之后展开

的哲学论争，科玄论战已折射了世界范围内哲学的变迁。科玄论战以人生观为其主

题，作为对人生之域的一般看法，人生观内含着普遍的价值取向。相对于玄学派对

人的存在价值以及更广意义上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原则的肯定，科学派在将人对象

化（物化）的同时，又从一个方面表现

了科学至上的价值取向，后者蕴含着

对玄学派所推崇的人道价值原则的偏

离。从世界范围看，自实证主义兴起

以后，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对峙，

便逐渐成为重要的思想景观，后者在

相当意义上构成了科玄论战的文化背

景。事实上，科玄之战尽管发生在20
世纪20年代的中国，但它所折射的，

却是世界范围内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

之间的张力，正是这一背景，使之不

同于地域性的学派争鸣而具有了世界

意义：就实质的层面而言，论战可以

视为世界范围内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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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曾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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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了世界范围

内的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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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参与这种争

鸣 发 展 自 身，

则是中国哲学

进一步演进所

面对的问题。

陈独秀写于 1923 年的《〈科学与人生观〉序》手稿，展

出于 2020 年 8 月“亚东图书馆遗珍——陈独秀、胡适重

要文献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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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争在现代中国的延伸。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论争属近代以来世界性百家争鸣的重

要方面，作为这一论争的体现，科玄之论战无疑也与以上争鸣相涉。

除了思想论战，20 世纪初中国哲学界另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体系性思想建构

的出现。与科玄论战几乎同时，熊十力提出了其“新唯识论”体系，梁漱溟则构建了

意志主义的哲学系统。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上承儒学思想，并吸纳了佛学的观念，

似乎呈现某种传统的形态，但它同时受到现代西方哲学（如柏格森直觉主义）的影响，

并在理论上对近代以来的哲学问题进行了回应，已属广义的现代哲学。在对传统佛学

的如下批评中，也不难注意到熊十力哲学的现代视域：“佛家说五蕴皆空（原注：五

蕴谓现象界），似偏于扫相一方面。新论说本体之流行，即依翕辟与生灭故，现象界

得成立。”② 现象界属经验之域，对现象界的肯定，也意味着对经验领域的关注，这

种看法不同于传统的形而上学，而与现代的经验主义哲学具有相通之处。

与熊十力哲学相近的是梁漱溟的哲学系统。在思想渊源方面，梁漱溟的哲学源于

儒学（特别是明代王学），但同时融入了现代西方哲学的若干观念，包括叔本华的意志

主义思想。按梁漱溟的看法，“尽宇宙是一生活，只是生活，初无宇宙。”③而生活

也就是意欲：“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④这一意义上的意欲，即源自叔本华，梁漱

溟也比较明确地肯定了这一点：“此所谓意欲，与叔本华所谓意欲略相近。”⑤从宇

宙即生活，而生活即意欲的观点出发，梁漱溟进而将意欲视为主体行为的依据：“大

家要晓得，人的动作不是知识要他动作的，是欲望与情感要他往前动作的。”⑥“知

识并不能变更我们行为，行为是出于情志的。”⑦这些看法在理论取向上显然与西方

现代的意志主义呈现一致性。

可以看到，熊十力、梁漱溟的哲学虽然形成于 20 世纪初的中国，但它们不同于

传统哲学而呈现现代形态，至少在具有现代形态这一点上，并非完全隔绝于世界哲学。

同时，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之下，其中的思想又渗入多重西方哲学的观念。作为既

进入现代哲学之林，又与西方哲学形成多重关联的哲学系统，熊十力与梁漱溟的哲学

建构无疑已非囿于以往的传统而展现出世界性的意义。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在受到西

方思想影响的同时，熊十力、梁漱溟也对广义的西方思想和西方文化提出了种种批评。

熊十力对西方的科学文明给了如下评价：“今日人类，渐入自毁之途，此为科学文明

一意向外追逐，不知反本求己，不知自适天性，所必有之结果。吾意欲救人类，非昌

明东方学术不可。”⑧与之相近，梁漱溟也认为：“机械实在是近古世界的恶魔；但

他所以发明的，则为西方人持那种人生态度之故。从西方那种人生态度下定会发生这

个东西：他一面要求物质幸福，想利用自然征服自然，一面从他那理智剖析的头脑又

产生科学，两下里凑合起，于是机械就发明出来。”⑨这里涉及的，是中西之间或东

西之间文化观念上的差异，以东方学术批评西方的科学文明，既关乎中国哲学思想与

西方哲学的互动，也涉及世界范围内的思想争鸣。

这里可以对广义“争鸣”的内涵作一分疏。争鸣的本义关乎鸣叫或鸣放，与之相

联系，在表示思想和观念时，争鸣既涉及不同意见的相互争论和交锋，也以相关意见



184     总第三八O期

或观点的各自陈述或自我

表达为形式。事实上，先

秦的“百家争鸣”固然也

关乎不同意见的论争，但

这种争鸣同时又体现不同

意见的自我表达。孟子对

墨家、杨朱的批评，便以

表示否定性的意见为形式，

而并非展开你来我往、唇

枪舌剑的彼此论争或争辩。

同样，庄子的学术见解、荀子对前人以及同时代其他人物和学派的责难，包括非十二子，

也主要表现为各自意见的表达。这一类的表达，往往展开于所处的不同文化空间。以

庄子而言，其思想的陈述便具有“只在僻处自说”⑩的特点，然而，尽管他在当时思

想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不以直接参与论争为形式，但这并不妨碍他是战国时期百家争

鸣的重要参与者。与此相近，熊十力、梁漱溟的以上哲学立场虽然主要表达于 20 世

纪初的中国，但同样也具有参与世界范围内相关争鸣的性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冯友兰、金岳霖等中国哲学家在哲学之域进一步探索，

形成了新的哲学系统。以冯友兰为例，其“新理学”体系上承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

程朱学派，同时又吸纳了西方现代的新实在论以及广义的实证主义，从而有别于以

往的“理学”。然而，在引入西方现代哲学的同时，冯友兰又对其提出了批评：

“西洋的哲学家，很少能利用新逻辑学的进步，以建立新底形上学。而很有些逻辑

学家利用新逻辑学的进步，拟推翻形上学。他们以为他们已将形上学推翻了，实则

他们所推翻底，是西洋的旧形上学，而不是形上学。形上学是不能推翻底。”⑪这

里的“西洋哲学”，主要指包括新实在论的广义实证主义。以拒斥形而上学为基本

立场，实证主义对不同形式的形而上学持否定态度，与之不同，冯友兰在扬弃旧形

而上学之后，又试图以逻辑分析的方法建构新形而上学，其新理学便可视为这一努

力的结果。实证主义在后来逐渐演化为逻辑经验主义或逻辑实证主义，维也纳学派

是后者的代表。逻辑实证主义在总体上将哲学的功能规定为命题的语义分析与句法

分析，这一立场实际上以语言的逻辑分析取代了对本然之理的把握，它或多或少使

哲学与科学囿于名言之域。对逻辑实证主义的如上倾向，冯友兰颇有异议。在他看

来，逻辑分析固然包括句法分析，但绝不能停留于此。对命题的句法分析（辨名）

必须与析理相联系：“照我们的看法，逻辑分析法，就是辨名析理的方法。这一句

话，就表示我们与维也纳学派的不同。我们以为析理必表示于辨名，而辨名必归极

于析理。维也纳学派则以为只有名可辨，无理可析。”⑫辨名与析理的如上统一，显

然不同于逻辑实证主义（维也纳学派）以辨名否定析理。

与冯友兰相近，金岳霖在哲学理论方面与现代西方的实证主义哲学呈现某种同

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于 2018 年 8 月在北京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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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性，其超越或拒斥形而上学

的立场，便体现了这一点。然

而，金岳霖对形而上学（玄学）

又进行了区分，认为对形而上

学的不同形态可以用不同的方

式对待：“我觉得新玄学与老

玄学有极重要的分别，反对老

玄学的人，不见得一定反对新

玄学。”⑬在金岳霖看来，心物

之争一类的形而上学固然没有

意义，但不能由此否定一般的

玄学。以上看法既体现了相近

于现代西方实证主义的趋向，又展示了不同于西方实证主义的哲学观念。在认识论上，

金岳霖进一步对西方近代以来的“唯主方式”提出批评。所谓唯主方式，即仅仅限于

此时此地的官觉（感觉）现象，亦即将认识封闭在当下的感觉之内，始终不超出感觉。

自休谟以来，西方哲学中的经验主义一再表现出以上立场。现代的维也纳学派则将这

种唯主方式与强化语言的逻辑分析结合起来，金岳霖对此同样持批评态度。在《知识论》

中，他明确指出：“有些人喜欢把官觉底呈现视为主观的，把语言视为客观的，维也

纳学派的人似乎有此主张。本书认为这办法不行。”⑭前面已提及，维也纳学派是西

方现代逻辑实证主义的主要代表，对维也纳学派的以上批评，无疑属于世界哲学舞台

上的另一种声音。

相对于熊十力、梁漱溟等中国现代哲学家对西方文明的批评，冯友兰、金岳霖的

以上看法无疑更深入地体现了新的哲学视域，而其中展现的哲学立场，则涉及世界范

围内的哲学论辩：尽管冯友兰和金岳霖是在 20 世纪上半叶发表相关论点，但这种哲

学观念不仅蕴含世界的意义，而且相关的批评也针对世界性的哲学趋向，并可以纳入

与之相应的哲学争鸣。

世界意义的进一步展现

20 世纪下半叶，中国哲学的演化依然没有离开世界哲学的背景。当然，相对于

前一时期，哲学的变迁出现了新的格局。其中，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扩展，是引人注目

的一个方面。自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伦理学、美学、逻辑学、认识论等哲学的分支，

在不同层面上得到了现代意义上的具体考察，关于形式逻辑、美学等问题的讨论也先

后展开，对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中的不同问题，如辩证法、形而上学等，以及哲学史

的不同人物，如西方的黑格尔、费尔巴哈，中国的孔子、老子、庄子等，也展开了多

样的研究。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逐渐在哲学的各个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后者可

素有“史学界奥林匹克”之称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首次走进亚洲，

在山东济南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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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作发端于中国近代的哲学革命进程的深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属于不同哲学传统。就西方的哲学界而言，

除哲学史外，哲学的分支一般被区分为认识论、伦理学、逻辑学、政治哲学、科学哲

学、语言哲学、心智哲学等，很少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加以并列。

尽管西方哲学在 19 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哲学在 20 世纪初已传入中国，但 20 世纪下

半叶以前，中、西、马在哲学领域并未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从起源上看，尽管马克思

主义本来来自西方，但作为西方哲学传统革命性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诞生之后，

已获得了与西方哲学传统不同的内涵，并表现为一种独特的理论形态。虽然以上区分

的标准似乎并不一致：中西哲学之分以地域为根据，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涉及学派的

差异，然而以上三种传统在中国的相遇，却包含独特的意蕴。这主要体现在：自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马克思主义开始取得主导地位。三者的互动以及由此形成的结果，

无疑是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现象。

从世界范围看，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的主流哲学往往主要从意识形态的层

面加以理解，而不愿承认其哲学上的原创意义，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成果，

基本上在西方主流哲学的视野之外。这种观念，无疑也限制了西方哲学本身的发展：

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排除在真正的哲学领域之外，使之无法将视野扩展到其他具有丰富

内涵的哲学系统。事实上，忽视多元的哲学智慧，似乎也导致了西方主流哲学的贫乏化、

狭隘化。比较而言，在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导性的同时，又兼容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

并以三者为哲学建构的资源，这对于进一步的哲学思考，无疑可以提供更宽广的背景。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导以及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互动的世

界意义，也应当从上述角度加以理解。

然而，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前，马克思主义之取得主导地位，往往伴随着对马

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以哲学史的考察而言，形而上学与辩证法、唯心主义与唯物

主义的两军对战，成为梳理哲学史的一般模式，后者使哲学史的研究呈现简单化、抽

象化的形态。同时，从形式上看，这一时期辩证法受到了空前的推崇，不仅马克思主

义的辩证法，而且黑格尔的辩证法也得到了关注。然而，在实质层面，知性思维的方

式却往往大行其道。各种形式的划界，包括前面提到的唯物与唯心、形而上学与辩证

法的对峙，成为重要的思想景观。这样，形式上的推崇辩证法与实质上的侧重知性划

界，往往并存。这种现象显然疏离于真正意义上的辩证法。此外，辩证法本身也往往

被公式化，一些概念、范畴每每被形式化地套用，几对范畴、几大规律彼此区分清楚、

界限分明，这种划分也从一个方面体现了知性思维的方式，辩证法的内在精神则由此

逐渐趋于消退。⑮

以世界哲学为视域，以上现象无疑呈现了独特的内蕴。现代以来，在主流的西方

哲学中，与黑格尔哲学相联系的辩证法一直备受贬抑而处于哲学的边缘，相对于这一

趋向，对辩证法的以上推崇无疑展现了不同的进路。然而，如前所述，20 世纪 70 年
代末以前的中国哲学界，在辩证法的形式下蕴含着实质的知性思维，后者与主流的西

中西哲学之分

以地域为根据，

而马克思主义

哲学则涉及学

派 的 差 异， 然

而以上三种传

统在中国的相

遇， 却 包 含 独

特 的 意 蕴。 这

主 要 体 现 在：

自 20 世纪下半

叶 以 来， 马 克

思主义开始取

得 主 导 地 位。

三者的互动以

及由此形成的

结 果， 无 疑 是

一种具有世界

意义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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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哲学呈现相通性。这一时期的中国哲学尽管没有直接参与西方哲学的论争，但就中

西哲学的关系而言，以上哲学趋向却以相拒而又相融的方式，展现了其世界意义。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随着新时期的到来，哲学领域出现了不同的现象。以

中西哲学的关系为关注之点，不难注意到，20 世纪末的思想界，似乎再现了世纪之初

的现象。20 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不同的西方哲学流派陆续被引入中国。然而，随

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西方哲学逐渐走向沉寂。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以

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西学再次复兴并渗入哲学的各个领域。这一时期，西方的不

同学派，包括主流的现象学、分析哲学，都以不同的方式进入中国的哲学领域，并受

到不同程度的关注。一时间，各种思潮、人物纷至沓来，纷纷亮相。不同学说的蜂起，

首先赋予哲学界以多样的格局。前述教条化趋向常常伴随着独断化，这意味着拒斥不

同观念之间的对话和讨论，相对于此，彼此相异的思潮、学说、观点的并存，则使哲

学领域呈现多样、丰富的形态。以此为前提，通过不同观点之间的对话、论争，更深

入地走向真理性认识成为可能。

然而，随着不同思潮、学派、观点的蜂拥而至，各言其理，互不相通的现象开始出现。

从大的文化背景看，如斯诺所指出的，世界范围内已出现以科学知识及科学操作为内

核的文化领域与围绕人文研究所展开的文化圈，两者构成了各自封闭的文化领地，既

无法相互理解，又难以彼此交流，由此逐渐形成了文化的鸿沟。限于专业训练的背景，

知识分子往往只了解一种文化，因此，很难对社会文化的发展达成共识。⑯两种文化

的分离，既体现于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等广义思潮的对峙之中，也展开为分析哲学与

现象学等具体哲学流派之间的分野。以后者而言，从关注的哲学论题，到表达哲学观

念的方式，分析哲学与现象学互不相通，彼此形成了思想的壁垒。哲学上的这种对峙

和分离，更多地呈现突出相对性的倾向。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各种思潮的涌动中，世界

范围内的以上思想景观也在某种意义上再现于中国，对现象学、分析哲学、法兰克福

等学派的不同认同，使各执一说、异见并行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这里同时可以注意

到多样性和相对化的分别，多样性既体现观点的不同，又蕴含彼此对话、沟通的可能，

后者进一步引向相互吸取、彼此互补。与之不同，相对化意味着不同观点之间无法彼

此通约，难以相互理解；对相对性的强化，往往导向“怎么都行”的相对主义。作为

一种思想现象，多样性与相对化的交错和不同走向，既呈现于世界范围内的哲学领域，

也先后出现于 20 世纪初与 20 世纪末的中国哲学界，在这方面，现代中国哲学同样融

入了世界性的哲学之流。

与以上现象相关的是一致与百虑的关系。比较而言，20 世纪初与 20 世纪末，中

国哲学的演化更多地呈现“百虑”的趋向，不同的思潮、学派、观点纷纷登场，或

各执己见，或彼此论辩，其中既呈现了思想的多样发展，也蕴含相对化的走向，后

者（相对化）在逻辑上趋向于仅仅各自陈述自己所认同和接受的观点，疏离一定意义

上的共识，由此可能进一步导向怀疑论。比较而言，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末，

对“一致”的追求成为更为主导的方面。肯定“一致”，无疑具有扬弃相对主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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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论的意义，但过分强调一致，本身也容易引向独断论。一致与百虑的以上分野，

在某种意义上折射了近代以来世界哲学的演化。如所周知，确定性的追求，是近代

西方哲学的重要趋向，笛卡尔、斯宾诺莎、洛克、休谟等尽管有理性主义与经验主

义的区分，但都以清楚明白、无可怀疑为知识的基本特征，这种看法从认识论的层

面肯定了确定性的意义。进入现代之后，确定性的追求受到不同的质疑，从尼采的

重新评定一切价值，到后现代的解构逻各斯、告别理性，都呈现出这一走向。在追

求确定性与质疑确定性的如上历史转换之后，不难看到对“一致”与“百虑”的不

同强调。20 世纪中国哲学的衍化，与近代以来西方哲学的如上演进呈现了实质上的

相近性。随着 20 世纪末与 21 世纪初国学热的兴起，注重“一致”的思想趋向开始

取得了认同传统或回归传统的形态，而 “中国哲学合法性”这一类问题的讨论，则

从一个侧面显现了“百虑”的趋向。两者各自侧重一端，体现了彼此相分的进路。

历史展望：更深入地参与世界性的百家争鸣

以上主要通过简略的历史回溯，考察了 20 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哲学的演进过程。

不难看到，与前现代的哲学变迁仅仅限于自身传统不同，中国的现代哲学已融入世界，

其不同的哲学趋向既折射了中国之外更广视域中哲学的分化发展，也以独特的方式参

与世界范围内的哲学论辩，由此展现了世界性的意义。从科玄论战这一类哲学论争，

到哲学家的个性化哲学建构，从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到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

主义哲学之间的对话，从多样化与相对性的相异进路，到一致与百虑的不同侧重，中

国的现代哲学已超越了地域性而走向世界哲学。

如前所述，冯契先生已注意到“世界性的百家争鸣”这一问题。根据他的理解：“从

世界范围来看，今天我们正处于一个东西文化互相影响、趋于合流的时代。为此，需

要全面而系统地了解西方文化，也需要全面而系统地了解东方文化，并深入地进行比

较研究。这就需要有许多人从不同方面、不同领域去做工作，于是见仁见智，必然会

产生不同意见，形成不同学派。

所以，应该说，我们正面临着

世界性的百家争鸣。”⑰作为以

往从未出现过的历史现象，这

种“世界性的百家争鸣”无疑

向我们提出了需要正视的问题。

事实上，前述中国现代的哲学

变迁，已从不同方面对此加以

回应，更为自觉地参与这种争

鸣，则是中国哲学进一步发展

无法回避的历史课题。

从科玄论战这

一类哲学论争，

到哲学家的个

性化哲学建构，

从马克思主义

的 主 导， 到 中

国 哲 学、 西 方

哲 学、 马 克 思

主义哲学之间

的 对 话， 从 多

样化与相对性

的 相 异 进 路，

到一致与百虑

的 不 同 侧 重，

中国的现代哲

学已超越了地

域性而走向世

界哲学。

2019 年，杨国荣等中国学者参加瑞士国际中国哲学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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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0 世纪中国哲学的

演进为前提，首先需要关

注的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的

发展。前文已指出，20 世

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逐

渐取得了主导地位，并进

一步与中国哲学、西方哲

学彼此互动。这是一种具

有世界意义的现象。然而，

在马克思主义确立自身主

导地位的进程中，也曾出

现某种教条化趋向，前述

两军对战、方法论原理的公式化等，便已体现了这一点，这种教条化趋向同时意味着

抽象化。按其实质，马克思主义以注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为其活的灵魂，以教条化的

方式将其抽象化，实质上意味着悖离马克思主义的真实精神。在参与世界性争鸣的过

程中，如何使马克思主义超越教条化、抽象性，无疑是需要思考的问题。这种超越的

内在指向，在于回归具体性。

中国哲学在 20 世纪的演变，同时蕴含多样性与相对化的不同趋向。对多样性的

肯定，意味着扬弃独断论，但肯定多样性而强化相对性，又往往容易引向相对主义。

参与世界性争鸣既需要避免“定于一尊”的独断论，也应与“怎么都行”的相对主义

保持距离。如何在走出独断论的同时超越相对主义，这是在面对世界范围内的不同思

潮、学说的互动时无法回避的问题。拒斥一切与自己不同的观点，往往会陷于独断的

趋向；强调任何看法都有同等真理性价值，因而都可以成立，则常常走向相对主义。

承认多样性，扬弃相对主义，是参与世界性百家争鸣需要坚持的立场。

以上学术立场，内含一致与百虑的统一。如前所述，离开百虑，仅仅突出一致，

则在逻辑上难以避免独断论；否定走向一致的可能，单纯地强调百虑，则每每导向怀

疑论与相对主义。事实上，相对主义与怀疑论本身在理论上具有相通之处。就正面而

言，关注一致，意味着对普遍性的肯定；确认百虑，则趋向于承认特殊性。从世界范

围看，不同的哲学传统总是包含哲学之为哲学的普遍品格，而特定的历史、文化，又

往往赋予各个哲学传统以特殊的形态。在参与世界性的百家争鸣的过程中，既需要关

注和认同哲学的普遍性规定，也应当承认不同哲学系统的个性特点。这一意义上的认

同与承认，伴随着哲学的争鸣过程，一致与百虑统一的背后，便是对认同与承认的双

重确认。

以具体化扬弃抽象性和教条化，以多样性扬弃相对化，肯定一致与百虑的交融，

主要侧重于观念之域的思维进路。从更为现实的层面看，在参与世界性百家争鸣的过

程中，同时需要认识和把握不同哲学传统各自正面或负面的问题，包括其在理论上的

2019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浦东论坛在上海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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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度，以及可能提供的思想资源。由此，应当基于对现实的多方面考察，进一步通过

切实的建设性工作，提供解决或回应相关问题的系统思考。无论是指出或揭示不同哲

学传统中的问题，还是回应各种可能的质疑，都需要以自身在理论层面的建设性工作

为出发点。这里的建设性工作，包括对哲学领域的基本问题给出具有个性的系统性思

考，提供自成系统的理论观念，等等。这种建设性工作不同于仅仅进行哲学史的梳理

或对以往哲学的描述性论说，而是以展示更为宽广的哲学视域与形成创造性的理论成

果为指向。在此意义上，参与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与切实的建设性研究，构成了相辅相

成的两个方面。缺乏自身哲学思考和建构的“争鸣”，往往流于空乏的议论，隔绝于

世界的学术之林，则难以避免闭门造车。在建设性的思考中走向世界、发展自身，是

世界性的百家争鸣的题中之义。

与世界性百家争鸣以建设性的研究为前提相应，争鸣本身并不是终极的目的。

百家争鸣固然意味着提出批评性意见，论证不同的观点，但其意义不限于不同学

派、人物各自表达自身的看法。从历史上看，学派、人物之间的争鸣，总是融于思

想和文化的演进过程，并逐渐成为文化传统中的具体内容。也就是说，争鸣本身

具有建设性的意义。同样，今天参加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也并不仅仅以不同思想传

统、不同文化立场之间的对话和交锋为指向，而是同时表现为参与世界文化建设的

过程。伴随着世界性百家争鸣的世界文化，并不是某种单一的存在形态，而是与历

史已经进入世界历史、不同文化传统已彼此相遇的条件下形成的文化变迁相联系。

这一意义上的世界文化既以多样性为其内容，又呈现个性化的特点。在这里，世界

性百家争鸣所体现的不同传统、背景和价值取向，与由此建构的世界文化的丰富形

态，具有一致性。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当代中国重建”（19ZDA033）成果；

江苏省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协同创新中心以及山东省曾子研究院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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