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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费尔巴哈的感性人学 ,把以自然为基础的人作为哲学的中心和对象。 在自然界中 ,人

区别于 动物 ,是感性存在 ,具有 感性本质和 感性欲望 ;人的存 在就是为 了认识 ,为了欲望 ,为 了爱 ,
理想、意志和爱是人本身所固有的本质。在社会领域 ,人不能孤立存在 ,要和他人相联系而生活 ,人
的本质只能包含在团体之中 ,包含在人与人的统一之中。人的 本质是社会生活和环境的产物 ,是人
们活动的产物 ,是社会历史和文化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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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巴 哈继承 并发展 了欧洲 文艺 复兴以 来 ,特

然的人的本质之中。他明确表示 ,他的新哲学本质上

别 是 17— 18世纪英 、法 唯物 主义哲 学的 传统 ,在 反

带有人 本主义 的性质 ,其特 征在于 同自 然科学 结成

对宗 教神学 和唯心 主义的 斗争中 ,坚 持了唯 物主 义

了牢固的联盟 ,并且深信这 种结合是正当的 ,它的后

一元论 ,明确地把人和自然当作哲学的对象。他从感

代将更加“长命”、幸福、多子、多 孙 ,不能同 哲学与神

觉论 出发 ,从人与 自然 的关系、人 与宗 教的关 系中 ,

学的错配同日而语。

详尽地 阐释了人的存在和 人的本质问题。 他的以 感

(一 )人是自然的产物

性为特征 的人学思想 ,集近代欧洲人学 之大成 ,同 时

费尔巴 哈从人 和自 然的 关系中 ,探 索人的 客观

也为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提供了丰富的 思想资料。

一、关于人的存在

存在。他明确指出 ,他的哲学将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
的自然当作唯 一的、普遍的 、最高的对 象。 他告诫人
们 ,去观 察自然 ,观察 人 ,在那里 会看到哲学的 秘密。

费尔巴哈 称自 己的 哲学 为人 本学。 所 谓“人 本

他运用 自然科 学的研 究成果 和 17世纪 唯物主 义的

学”是以 自然和 人为本 位、为 中心 的哲 学 ,这 种哲 学

哲学 观点 ,论证 自然界 的 客 观性 ,指 出自 然不 是从

不同于唯 心主义哲学和宗教 神学 ,它接 近现有事实 ,

无中产 生或被 上帝造 出来的 ,而是 从自 身中产 生出

接 近人。 在谈 到自己 哲学思 想的 发展 时 ,费 尔巴 哈

来的独立实体。他还 论证了自然先于精神 ,无意识先

说: “我的第 一个思想是上帝 ,第二个是理 性 ,第三 个

于有意 识 ,说 明自然 界是 自因的、物 质的、客观 存在

也是最后一个是人。神的主体是理性 ,而理性的主体

的实体。对自然界客 观物质性的论证 ,就确定了人的

是人” ① 。由此可见 ,人是他思想发展的归宿 ,同时也

真实基础。费尔巴哈 明确指出 ,只有把人与自然环境

是他哲 学的中心。 在近代宗教神 学还占居统治地 位

联系 起 来 ,才能 理解 人 和解 释人 ,才能 认识 人 的本

的情 况下 ,费尔巴 哈提 出 ,哲 学的 任务 ,就是 将上 帝

质。 人是 物质世 界的产 物和 一部分 ,人 产生于 自然

现 实化 和 人化 ,也 就是 将 神学 转变 为、溶 解为 人 本

界 ,依 赖于自然界 ,受自然规律的制约 和支配。 他进

学。它不仅把神学溶化于理性之中 ,而且将之溶化于

一步 指 出 ,不仅 人的 肉 体来 自自 然 界 ,而且 人 的精

心情和感性之中。简言之 ,溶化于完整的、现实的、自

神、思维 也 离不 开自 然 界 ,它一 方 面是 自然 界 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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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同时 它的内容 也来自 包括自 然界 在内的 外部 世

觉是人类生活的重要内容 ,是人的 标志和基础。他还

界。 人们只 能按照事物实际上所 表现的那样去思 想

用变化、发展 的观点 看待 人的感 性本 质 ,他说 ,人总

事物。所以 ,现实界的规律 也就是思维的规律 ,即“存

是有生 命的 ,有感觉 和表 象的 ,并且 人的 感觉、思想

在的规律 ,也就是思维的规律”。费尔巴哈声称 ,他的

这种精神活动是 随着肉体的变化而 变化的 ,比 如 ,随

哲学 就是以 具有理 性的、立足 于自 然界的 、实 在的、

着年龄的增长 ,人的爱好、兴趣都会有 所变化。 人的

完整 的人为 基础 ,而不 是以无 本质、无 色彩、无名 称

生 ,就是 活着 ,感觉着 ,并且表露 着感觉 ,人 的感觉越

的理性 或精神为基础。 费尔巴哈 把人看成是精神 和

强烈 ,就越需 要表露 ,人 的感 觉和情 绪越 强烈 ,越真

肉体、思维和存在 的统一 ,并且 认为: “只有在将人 理

实 ,就 越表现了人的本质。 人的 真正的德行和 自由 ,

解为这个 统一的基础和主体 的时候 ,才 有意义 ,才 是

就是在自己 的感性本质中表现出 来。 他说 ,“感性就

真理” ② 。 在这里 ,他正确地 解决了欧 洲哲学发展 中

是现 实。”“感 性就是 完全 性 ,因此 ,只有 充满人 性的

长期 争论不 休的思 维和存 在的同 一性 问题 ,把物 质

东西 ,才是真实和实在的东西”。只有感觉得到、看得

的、现实 的、活 生生的 人作为 二者 同一 的基础 ,有 力

见的本质才是 完成了的本质。 费尔巴哈 把感性看作

地批判了 唯心主义、二元论和宗教神学 ,指出他们 把

人的本质和本 质表现。 指明人的产生和 存在一刻也

思维 和存在、肉体 和精 神割裂、分 离 ,把人看 作精 神

离不开 感性 ,人在世 界上的 最初出 现当 然也要 归功

“自 我”或“自我意识 ” ,强调精 神的独 立存在 和主 体

于感性的自然 界 ,不应归功 于神或抽象本 质。 他说 ,

性 ,否认物质对意 识、肉体对 精神的“先 天性”和基 础

理性、精神只 能创造 著作 ,而 不能创 造人 ,人的 起源

性 ,是错误的、荒谬的。 他断言 ,物质是意 识的基体 ,

是感性 ,是感性的自然界。作为自然和感性的最高本

意识是 大脑的属性和机能。 思维 与存在的真正关 系

质的头脑 ,也离不开它的 感性基础。 “不能 也不应该

只能是这样: “存在是主体 ,思维是宾词。思维是从存

否定 感官” ,相 反地 ,假如 要改善 人们 ,使 他幸福 ,那

在而出的 ,然而存在并不来自思维”③ 。他一再强调 ,

就要回 到一切 幸福、一 切欢乐 的源 泉— — 感官 那里

只有 存在才 是感性、理 性、必 然性 和真 理 ,存 在是 一

去。 他指出 ,否定感官是一切堕 落、仇恨和 人类生活

切的一切。存在的本质 ,就是自然 的本质。这样一来 ,

中一切病态的源 泉 ,而肯定 感官是生理上、道德上和

费尔巴哈 就确认了他哲学的 中心— — 人的现实完 整

理论 上健康的 源泉。 因 为感 官的满 足使 人快活、勇

性和真实性 ,同时也确认了人的存在的自然基础。

敢、豪侠、坦率、直爽、富 于同情心 ,使 人善良和 自由 ,

(二 )人是感性实体

而困苦、克己 ,“自我否定”和抽象化 ,会使人忧 郁、阴

费尔巴 哈从感性出发对人的 存在作进一步阐 发

沉、畏 缩、嫉妒、奸诈、凶残。 他说 ,人 在欢乐的 时候 ,

时 ,肯定人是一个感性实体。他从人 与动物的区别上

都是善良的 ,在痛苦的时候 ,都是凶残 的。 而痛苦的

阐释人的感性存在的本质。他指出 ,人是一种感性存

源泉正是感官 的有意或无意的被 剥夺。 费尔巴哈批

在 ,感性 实体 ,只有感 性才能 确认 人的 存在 ,人的 存

判宗教神学和唯 心主义哲学 ,夸大和神化理性 ,美化

在归功 于感性。 他认为 ,人是能思维的 ,思维是人 的

那种玄 妙的精 神 ,而 贬斥肉 体的感 性以 及宣场 禁欲

本 质或 属 性 ,但人 与动 物 的区 别 ,决 不只 在于 有 思

主义的错误 ,他提出 ,用直接感性的方法 来承认感性

维。人们不需要超出感性范围之外 ,就可以区别人与

的东西 ,是更 合理、更健 全的 ,承认 现实 和感性 的有

动物。尽管人与动物都有感觉 ,甚至 动物的感觉在有

机体是更合理的。在 这里 ,费尔巴哈完全是站在唯物

些方 面比人 还敏锐 ,但它 们只在 与自 己有关 的事 物

主义的立场上 理解人。 当然他是用自然 主义的观点

上表现出 来 ,而人的 嗅觉是多方面的 ,包括多种多 样

阐释人的自然 本质。 站在新兴资产阶级 的现实主义

的嗅觉 ,更具有普遍 性和无限性 ,人的这种普遍的 官

的立场 上 ,确 认人是 感性 存在物 ,人 的本 质是感 性 ,

能就是理 智 ,普遍的 感性就是精神性 ,就是说人的 感

而不是抽象的精神 ,承认人的感性 欲望是合理的。因

性中渗透着理性的因素。在他看来 ,人的器官和动物

此他 确信 ,“人 的最内 秘的本 质不表 现在`我思 故我

的也不相同。人的感觉、感 官、器官的普遍性、无限制

在’ 的命题中 ,而表现在`我欲故我在’ 的命题中”④ 。

性 ,是一 种自由性 ,这 正是人 与动 物的 区别之 处 ,人
类的感觉 不仅是感觉本身 ,而是有理性、有思想的 感

二、人的本质

觉 ,无思想的感觉等于零。在这里费 尔巴哈看到了人

费尔巴哈在论证 了人的物质存在和 感性本质之

具有 与动物 截然不 同的 感性本 质 ,他认为 ,感 性、感

后 ,又 进一步 揭示了 人的 本质 ,他明 确指 出 ,人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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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识到的人的本质“就是理性、意志、心”。 他说: “一

望 ,是超越性的能力。他说 ,“理性是那种给我提供关

个完善 的人 ,必定 具备思维力、意志力和心力。 思 维

于事物 的观念 的本质 和能力 ;意志 是从 我这里 抽出

力是认 识之光 ,意 志力是品性之能量 ,心力是 爱。 理

这些被投入我的头脑中的观念的本质或能力” ⑥ 。就

性、爱、意志 力 ,这就是完 善性 ,这就 是作为人的人 底

是说 ,理 性使人认识外部事 物 ,意志可以 支配人运用

绝对本质 ,就是人生存的目的”⑤ 。在他看来 ,人之所

这些认识去进 一步地认识和影响 外部世界。 只有借

以生存 ,就是为了认识 ,为了欲望 ,为了爱。真正的存

助于理 性才能 区别事 物是否 存在 ,才能 区别原 因和

在者 ,必定是思维着的、爱着的、欲望着的存在者。费

结果、对象和 感觉 ; 而借 助于 意志可 以区 别善和 恶、

尔巴哈确 信 ,理性、意志、爱是人本身所固 有的东西 ,

幸与不幸、天堂和地狱。 然而 ,意志只有在 行动中才

人为此 而成为完善的、真正的人。 它们是 规定人、统

显露出来并被判明是真实的。

治人的 权力 ,这种 权力是人所不能违抗 的。 他说 ,充

在费尔 巴哈看 来 ,人的 本质不 是纯 粹内在 的东

满感情的人 ,怎能对抗感情呢? 充满 爱的人怎能对抗

西 ,它要 显露出来 ,表 现出来 ,这 正是确证人、认识人

爱呢? 同样理性的人不能对抗理性。 比如 ,人喜欢音

的依据。 他说 ,人要将自己的本 质对象化 ,对象化是

乐 ,正因 为它是感 情的 语言 ,是有 声音 的感情 ;又 如

人的特征。“没有了对象 ,人就成了无”⑦ 。他认为 ,人

爱的 力量会 驱使人 心甘情 愿地去 赴汤 蹈火 ,甚至 爱

们在与 之发生 本质关 系的那 些对象 中 ,表现自 己固

成为 战胜死 亡的力 量 ; 至于理 性 ,真正 思维着 的人 ,

有的而又客 观的本质。 “所以 ,人由对象而 意识到自

都会 经验过 思维那 种静穆 无哗的 威力 ,当你 忘我 地

己: 对 于对象的意识 ,就是人的自我意 识。 你由对象

沉思默想时 ,不正是被理性所支配和统治吗? 科学上

而认识人 ; 人的本质在对象 中显现出来 ; 对象是他公

的灵感 不正是理性征服人 的突出表现吗! 还有意 志

开 的本 质 ,是 他的 真正的 、客 观的 `我 ’ ” ⑧ 。 他 举例

的 力量 ,更 是 表现 在多 方 面 ,人的 求 知欲 能征 服 一

说 ,人用 眼睛察看星空 ,观望着跟地球及 其需要毫无

切 ,当人 要压制某 种激 情、革 除某 种习 惯、或 在某 些

关系的光线 ,而在这种光线 里 ,就看到了 自己的本质

方面要战 胜自己的时候 ,那种战无不克 的力量 ,正 是

和本 源。 人们可 以由此 认识 到 ,眼 睛具 有属天 的本

意志力和道德心的威力。这样 ,费尔 巴哈把人规定为

性 ,即 人只有 用眼睛 才能 超出地 球的 限制 ,同时 ,这

具有理性、意志和爱的实体。

种观察会使人想 到自己的使命 —— 人不 仅生来应当

(一 )人的理性和意志本质

行动 ,而且 ,也应当 观察。 人从这里欣赏到 理性的视

费 尔巴 哈 把理 性看 作 人的 至高 的 和 最终 的 本

觉的观玩之乐 ,显示着自身 的本质。 费尔巴哈 认为 ,

质 ,看作人的本原的和原始的本质。认为只有理性思

人不仅能够把外 间事物作为自己的 感觉和思维的对

维着的人 ,只有有意 图、有目的、有理智的 存在者 ,才

象 ,而 且更重 要的是 可以把 自己的 类和 本质作 为自

能把 自己当 作目标 和对象 ,这样 的人 才是自 由和 独

己的对象 ,这是动物所不具备的。动物只能将个体当

立的人 ,是为自己而存在的人。他可 以借助于理智将

作对象 ,因而有“自我感” ,只有对外间事 物的简单的

外在 于和低 于自己 的存在 者当作 自己 生存的 手段 ,

感性识别力和本 能的判断力 ,它不能把类当作 对象。

使自己 成为独立的主体。 所以他 认为 ,只 有理性 ,才

从这一 根本区 别 ,费 尔巴 哈断言 ,人 是有 意识的 ,而

是存在之 自我意识 ,只有在理性中 ,才显示出存在 之

动物没有。 他说 ,什么地方有意 识 ,什么地 方就有从

目的和 意义。 所以 ,理性 和理智是人的必 然本质 ,有

事科学的才能。科学是对类 的意识。在生活中人们和

理性才有 意识 ,只有 在意识之中 ,才显示出人存在 的

个体打交道 ,而在科学中是 跟类打交道。 在他 看来 ,

价值和人本性的价值。他说不具有理性的人 ,就容易

动物只有单一的 生活 ,人却 具有双重的生活 ,人既有

受人 诱惑、蒙蔽 ,或被 别人当 作工 具去 随意利 用 ,这

内在 生 活 ,又 有 外 在 生 活。 人 本 身 既 是 “我 ”又 是

样的人是为了他人而存在 ,只能做客体。

“你” ,即使 没有另 外一个 人 ,仍旧可 以行 使思维、讲

费尔巴 哈认为 ,理性 和意志相互联系 ,无理智 的

话这种类的职能。这 就是人把自己的类、自己的本质

人就是无意志的人。意志是人同危害自己、迫害自己

当作对象。 这是动物所不能的 ,动物只有本能。 因此

的东西斗争着的人的本质。理性和意志都是后天的 ,

他说 ,意识是人的自我确证 、自我肯定。 费 尔巴哈断

人之初无 知识 ,也无 意志 ,后来逐 渐具有了知识和 意

定上帝是人的理 性对象、思 维对象 ,人为 上帝规定的

志。在他看来意志就是自决 ,是在不 以人的意识为转

本质 ,其实就是他自己的本质。 人们加于它的威力 ,

移的 自然界 规定的 领域内 的自决 ;意 志是理 性的 欲

其实就是人自 己的本质的威力。 他在对 宗教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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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着力 阐述了上 帝的本 质就是 人的 本质的 对象 化

人的爱。 所以他主张 要把人对神的爱代 之以人对人

的思想。 他 指出 ,上帝是 人的本质的异化 ,人的本 质

的爱。 在他看来 ,爱情、婚姻、友谊等 这些感情 联系 ,

是理性、意志和爱 ,上帝的本质 也是这些东西。 上 帝

都可以达到宗教 上的圣洁 ,他把父母对子女的 爱、夫

是人创 造的 ,他说: “属 神的本质不是别的 ,正就是 属

妻之间的爱、朋友之间的爱、以及一切人 与人之间的

人的本质 ,或者 ,说得更好一些 ,正就是人 的本质 ,而

爱都看成是一种宗教感情。总之 ,爱是一切宗教的基

这个 本质 ,突破了 个体 的、现 实的、属 肉体的 人的 局

础。按照费尔巴哈这 种观点 ,宗教所提倡的对上帝的

限 ,对象化为一个另 外的、不同于 它的、独 自的本质 ,

爱 ,实际 上是对人的爱的异 化 ;宗教所鼓 吹的上帝对

… … 因而 ,属神的本质 之一切规定 ,都是被属人的 本

人的爱 — — 这是宗 教的 根据 和中心 点 ,实际上 正是

质之 规定”⑨ 。 就 是说 ,上帝 的本质不 过是人的本 质

人对自己的爱 ,而这种爱被 对象化 ,被看 作是至高的

的 异化和 对象化 ,是人 幻想 的产物。 因为人 自己 有

真理 ,于是上帝成 为“爱”的化身 ,“上帝就是 爱”。 费

爱 ,有理性、有意志 ,因此 上帝就被想象成 智慧的、仁

尔巴哈 主张把 这种被 神圣化、神秘 化了 的爱还 原为

慈的 ,对人类具有普 遍的爱 ;因为 人的理性具有普 遍

它的世俗基础。 他说 ,爱无非是 人的感情的、情欲的

性和无限 性 ,因而上 帝就被说成是无穷 无尽的、永 恒

意志 而已。 它是 发自心 灵深 处的真 正的、根本 的意

不变 的实体 ,如此 等等。 因此 ,“宗教是人 之最初的、

志 ,正 是爱使 个体变 成类 ,爱 在人身 上高 尚化、精神

并且 间接的自我 意识。” 人对自 己的关系 ,是人对 自

化了 ,但他终究没能说出爱的社会 性和阶级性。他还

己 本质的 关系。 他说 ,上 帝是人 的理 智本质 的对 象

把爱永 恒化 ,把人世 间的 爱情、友谊、同 情和舍 己精

化。所以 ,人怎样思维 ,怎样主张 ,上 帝就怎样思维和

神看成是长在久存的。因此 ,他认为宗教也应当是永

主张 ;人 有多大价 值 ,上帝就 有多 大价 值 ;上 帝的 意

恒的 ,他 甚至提出 要建立 一种“爱的 新宗教 ”来 代替

识 ,就是 人的自我 意识 ;对上 帝的 认识 ,就是 人的 自

神的宗 教 ,在 新宗教 中 ,只有 人对人 的爱 ,人就 是人

我认识。 总 之 ,上帝是人 的公开的内心 ,是人的坦 白

的上帝。他试图使人 在爱中找到自己感情的满足 ,达

的 自我 ,“宗 教是人 的隐秘的 宝藏 的庄 严揭幕 ,是 人

到自己生命的终极目的 ,解开自己 生命之谜。费尔巴

最内 在的思 想的自 白 ,是 对自己 的爱 情秘密 的公 开

哈把爱、感情、人们之 间的联系看作宗教 的基础或等

0 。 他一针 见血地指出 ,人对上 帝的敬畏和 热
供认” 1

同物 ,完 全抹煞了宗教的社 会经济和政治基础 ,是错

爱 ,其实 是对自己 本质 的敬畏 和热 爱 ,在这里 ,他 通

误的。

过对 人与宗 教关系 的分析 ,一方 面揭 示了宗 教产 生

费尔巴哈还从人 的爱的本质引伸出 他幸福主义

的 认识 论 根源 ,否 定了 上 帝的 神秘 和 神圣 ,另 一 方

和合理利己主 义的伦理观。 他站在新兴 资产阶级的

面 ,也充分地揭示了人的本质对象化的典型表现。他

立 场上谈 论人的 幸福。 他在 自己的 《幸 福论 》中 说 ,

说 ,既然人的本质要 通过对象化表现出 来 ,既然对 象

“凡是 活着的东西就是爱 ,即使只爱自 己和自己的生

是对 人的本 质的反 映 ,那么 ,人所 加给 对象的 威力 ,

2 。他认为 ,生命 本身就是幸福 ,而且是可贵的幸
命”1

其实就是人自己本质的威力。感性对象的威力 ,就是

福 ,失 去了生 命就没 有了 幸福 ,他还 认为 ,快乐 与健

感 性的 威 力 ; 理性 对象 的 威力 ,就 是 理性 本身 的 威

康就是幸福 ,所以幸福不是 别的 ,只是身 体健康和生

力 ; 意志对象的威力 ;就是意志的威力。所以 ,在他看

活安乐的正常状态。在他看来 ,活着的东西都希望健

来 ,不管人们意识到 什么样的对象 ,总是同时意识 到

康和幸 福 ,因 为人有 自爱、自 保的本 性和 欲望 ,只有

我们自己 的本质 ,人 们如果不能确证任 何别的事情 ,

幸福的存在才是被渴望和可爱的存在。他强调 ,人的

也就不能确证自己。人只能通过对象确证自己。在费

第一个责任便是 使自己幸福 ,因为自己幸福 ,也就能

尔巴哈那 里 ,甚至把 人们所吃的、所喝的东西都看 成

使别人 幸福 ,幸福的 人但愿 在自己 周围 看到幸 福的

是“第二个自我” ,“是我的另一半” ,是人的本质。

人。也就是 说 ,爱既是自爱 ,又要爱别人 ,自爱是利己

(二 )人的爱的本质

主义 ,爱他人 是承认 利己主 义对别 人也 是合法 的东

关于 人的爱 的本 质 ,以及由 此引 伸出来 的人 的

西。在此他从感觉论 出发 ,论证了追求幸福的利己主

幸福 和道德 问题 ,是费尔 巴哈感 性人 学中浓 墨重 彩

义的合理性 ,他说 ,追 求幸福和追求自由 的愿望是自

的一笔。他认为 ,人的心即 是爱 ,只有爱才是人的心 ,

然的本性 ,也是人的本质 ,在这一点上人 和动物的差

他 说: “凡是 我 所爱 的 ,则 就是 我的 心 ,就 是我 的 内

别只在于追求的欲望大小不同而己。所以 ,同一切有

容 ,就是我的本 质”1 。 他认为 ,真正的爱 ,应该是 对

感觉的 生物一 样 ,人 的任何 一种健 全的 追求都 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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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幸福的 追求 ,并把 满足这种追求看作 最大的幸福。

集体则是自由和无限性。“孤立的 ,个别的人 ,不管是

这种 追求的 满足就 是人的 感觉上 的满 足 ,而 没有 得

作为道德实体或 作为思维实体 ,都未具备人的 本质。

以满足的 感觉 ,使人 产生苦恼、痛 苦、疾病 和不安乐 ,

人的本 质只是 包含在 团体之 中 ,包 含在 人与人 的统

会 感到不 幸福。 他十 分赞同 爱尔 维修 的观点 ,认 为

一 之中 ,但是 这个统一 只是建 立在`自我’ 和 `你’ 的

“快乐的欲望是我 们一切思想和行为的 准绳 ,一切 人

4 。 他注重人 和人的联 系 ,注
区别的实在 性上面的”1

都不停 地追求幸福” ,人们的一 切有意志的行为都 不

重人的团体和类 ,人由集体而构成 类。他看到了人与

过是这种追求的活动。这是一种功利主义的伦理观。

人之间的关系 和联系决定着人的 本质。 这比之从人

费尔巴哈 严厉批判了天主教 提倡的节制、禁欲 ,说 这

与自然的关系中去分析人更显得可贵。但是 ,他毕竟

是不健康 的 ,它禁止 了人们合乎理性地 追求幸福 ,是

不懂得 人与人 之间关 系的基 础是社 会的 物质生 产 ,

违犯人性和人的理性的。他认为 ,幸 福主义是人生来

人与人 之间的 基本关 系是生 产关系 ,因 而不能 真正

就有的。那么 ,人怎样才能幸福呢 ? 他认为 ,一切属于

理解人的社会 本质。 其次 ,他还 看到人的本质 ,离不

生活 的东西 ,满足 人的愿 望的东 西都 属于幸 福的 东

开时代 ,离不开社会 ,在一定意义上是社 会生活和环

西 ,因为生活和幸福原本就是一个东西。人的生活理

境的产物 ,是人的活动的产 物。 他指出 ,人 的本质不

所当然地 是无匮乏的生活 ,是健康的生 活 ,为了有 完

允许离 开他所 处的时 代 ,每 个人都 受着 生长他 和教

整的幸福 ,当然必须有完整美满的身体。要有完满的

育他的 时代的 决定 ,人只能 在幻想 中生 活在另 一个

生活 ,于是就要有丰 富而美味的食物和 可口的饮料 ,

时代 ,另一个 地方 ,但改 变不 了时代 所造 成的本 质。

这就是人们所追求的幸福的对象。在他看来 ,只有使

人之所以为人 ,所以为他现 在本质上所成为的 样子 ,

人幸福的东西 ,才会使头脑敏锐。他 完全是从人的生

并且思 想行为 受着自 己本质 的制约 ,都 是时代 和实

理需要和 生物本能谈论幸福 和追求 ,他 所倡导的 ,是

际生活 环境所 造成的 ,一个 人所做 的好 事不能 完全

一种资 产阶级享乐主义的 幸福观。 他也提出了共 同

归功于他一个人 ,不是完全 出于他自己的意志 ,而是

幸福的思 想 ,试图把 幸福和道德联系起 来 ,从道德 上

产生他 和教育 他的那 些自然 的和社 会的 条件、关系

论证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合理性。他说 ,人人都要追

和环境的结果。他说: “我由于自我活动 ,由于我的工

求 幸福 ,这就 应当把自 己追求 幸福的 “自 私”的愿 望

作 ,由 于意志 努力 ,无论 变成 了什么 样子 的人 ,我之

和 道德所 要求的 “无 私”的 精神协 调起 来 ,把 幸福 和

所以 为 我 ,我之 所以 成 为我 ,却 仍 然只 在于 同 这些

道德统一起来 ,他提出“道德的原则是幸福”。应当使

人、这个 民族、这个地 域、这个世 界、这个自 然界的联

“我 ”和 “你”追求 幸福的 愿望一 致起来 ,所以 每个 人

系当中 ,仍然 只在于 同这 些环境、这 些关 系、这 些状

都 应对自己以“自我克制” ,对人以“爱” ,在自己追 求

况以及构成我的传记内容 的这些事变的联系当

幸福时 ,不要妨碍 别人追求幸福 ,这就是“已所不欲 ,

5 。 不难看出 ,费尔巴哈在 这里所强调 的是人的
中”1

勿施 于人” ,这样就可以达到 共同幸福。 费尔巴哈 把

生活环境、人与他人及外界 的联系、甚至 个人的实践

个人主义、利己主义 看成是道德的准则 ,把福利主 义

活动和经历对 人的本质的影响。 这里包 含着历史唯

与活 命主义 看成道 德的最 高目的 ,这 表现了 他资 产

物主义的思想。第三 ,费尔巴哈还从历史文化的角度

阶级 幸福观 的实质 ,他把 这种苍 白无 力的道 德观 和

考察人 ,他 说 ,新哲学 提出 这样的 口号 ;艺 术、宗 教、

幸福 观看作 人的本 质 ,充分说 明 ,他所 论证的 人 ,也

哲学 或 科学 ,只 是真 正 的人 的本 质 的现 象和 显 示。

只能是自私 ,贪婪的资产阶级的人。

人 ,一个 完 善的、真 正的 人 ,只 要 具有 美 学的、 艺术

三、人的本质的社会性

的 ,宗 教的或 道德的 ,哲 学的 或科学 的官 能的人 ,不
会排 除本质上 属于 人的东 西。 他注 意到 了科学、艺

费尔 巴哈对 人的 存在和 人的 本质 的论述 ,基 本

术、哲学等社会文明对人的本质的 影响。他还看到人

的着眼点 是人的自然属性 ,但是他认为 ,人只有自 然

是变化 的 ,在 学习、在发 展 ,并且常 常发 展一些 新的

属 性是不 够的。 他说 ,不 能够把 人从 自然界 中抽 出

品质 ,人 的改变和发展和他 活动的范围、条件有着密

来 ,但是 “直 接从自 然界产生 的人 ,只 是纯粹 自然 的

切的关 系 ,他 更精辟 地指 出 ,只具有 自然 本质的 人 ,

3 。 在某些 方面他看 到了人的本 质
本质 ,而不是人” 1

6。
还不是人。“人是人的作品 ,是文化、历史的产物”1

的社会 性。 首先 ,他看到 人不能孤立存在 ,要和别 人

他能够 在历史 发展中 考察人 ,在人 类文 明发展 中理

相联系 而生活。 他说 ,孤 独性就是有限性 和限制性 ,

解人的本质 ,这使我们清楚 地看到 ,费尔 巴哈所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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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 ,不是纯粹的生 物学的实体 ,他的人是不时地 出

的改造 和影响 作用 ,他说 ,诸 多植物 ,甚 至动物 在人

现在 社会生 活中 ,闪现在 人类文 明大 道上的 活生 生

的培育 之下发 生了许 多的变 化 ,以 致在 自然界 根本

的人。即使在谈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时 ,他也不仅看到

找不到它的原形 ,这不归功 于神力 ,而只 能归于人的

人对 自然的 依赖 ,而且看 到了人 对自 然界会 有积 极

活动和努力。 这些闪光的思想 ,应当予以肯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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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Feuerbach 's anthropology of sensate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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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Feuerbach 's anth ro polo gy of sensat e man takes man , w hi ch is based o n nature , as t he co re a nd o bject of his phi loso phy . In na tural w orld , man is dif ferent f rom ani mals.
He i s a sensat e bei ng , ha s sensa te essence and sensa te desi re. Man liv es f or know ledg e, desi re
and lov e. Reaso n, wi ll and lov e are man 's inna te essence. In soci al field, man can no t liv e in
isolatio n. He must liv e wi th o thers. The essence of man can only be contained in hi s g ro ups ,
in the uni ty of huma n beings. The essence of man i s a product of social li fe and social milieu,
product of human activiti es, and product of social hi st ory and culture.
〔Key Words〕 Feuerbach; anthropolog y of sensat e man; existence o f man; essence of m 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