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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古希腊早期明确而深刻 地探讨 了和谐 思想的 哲学家 当首推毕 达哥拉 斯和赫 拉克利

特。 毕达哥拉斯承认对立 ,但更注重对 立面之间的和谐 ,甚至把和谐 片面夸大为必然的和 绝对的 ,
割裂 了统一 和对立 之间的 辩证关系 ,因 而表现 出一种辩 证法与 形而上 学相交 织的二 重性的 和谐
观。 赫拉克利特继承并发展了 毕达哥拉斯的和谐 思想 ,他提出 的和谐产生于斗争 的思想深刻地表
达了辩证法的精髓 ,因而是一种辩证的 和谐观。 古希腊早期的 和谐思想启发了后 来的哲学家们对
这一问题的探讨 ,并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古希腊哲学 ;毕达哥拉斯 ;赫拉克利特 ;和谐 ;对立
〔中图分类号〕B 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587( 1999) 03-0057-04

“和谐” ,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辩证法范畴 ,它反映

统一 就是万物之 间数量 关系的 和谐比 例 ,和 谐产生

了事物发展的协调性、完整性和合乎规律性特征。在

了秩序 ,万事万物都表现为和谐 ,从 而提出了数的和

中外 哲学发展史 上 ,有 许多著 名哲学 家都曾 对这一

谐的观点。他们从数 的和谐的观点出发 ,认为音乐是

范畴 作出过自己 的解释 ,是人 类认识 史上一 笔极为

由不 同的声音和 音符构 成的一 种和谐 ,音乐 的和谐

可贵的思想遗产。 因此 ,研究古代的和谐思想 ,对我

是由 数的比例决 定的 ,并且将 音乐上 的和谐 描写为

们科 学地评价和 批判地 继承文 化遗产 ,更深 刻理解

对立面的协调、多的统一 ,意见冲突者的调 和。“毕达

和把 握辩证法的 实质 ,充分认 识改革 的必要 性和重

哥 拉斯 说 ,音乐 是对 立因 素的 统一 ,把 杂多 导 致统

要性 ,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 ,无 疑具有重大的

一 ,把不 协调导 致协调。”② 毕达哥 拉斯 把音乐 上的

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文拟对古希 腊早期的和谐

和谐 上升到哲学 意义上 的和谐 ,无疑 闪烁着 辩证法

思想作一粗略的历史考察。

的思想火花。对此 ,策勒尔曾评价道: “从音调的和谐
中毕达哥拉斯认识到统一和对立 的一般规律。 他们

一

因此把统一和对立称作结合起来 的和谐。”③

古希腊最早明确提出和谐思想的 哲学派别是毕

在此 基础上 ,毕达 哥拉斯 学派对 气候季 节等自

达哥拉斯学派。 毕达哥拉斯学派成员 是欧洲最早的

然现象进行了观察。认为“在地球上光明的部分与黑

一批数学家。在数 学研究中 ,他们概括地提出了“数”

暗的部分是相等的 ,冷与热、干与 湿也是相等的。 热

的神秘论。他们认为 ,整个世界是由“数”组成的。并

占优势时就是夏天 ,冷占优势时就是冬天 ,干占优势

且 认为 ,“数”有奇数 和偶数 ,而“每一 个数都 与奇偶

时就是春天 ,湿占优势时就是多雾的秋天。最好的季

这组对立有关 ,都是奇偶两个对立方面的统一 ,而奇

节 是这 些元素均 衡的季 节。” ④ 所 谓“均 衡的 季节” ,

偶两个对立方面的 统一就是和谐。”① 他们在数目中

也即是和谐的季节。

发现 了各种各样 的和谐 的特性 和比例 ,认为 世界的

⒇ 〔收稿日期〕 1998

10

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项目号: 99B Z× 006

〔作者简介〕李素霞 ,女 ,河北师范大学法政管理学院讲师。

不仅如此 ,毕达哥 拉斯 学派还 把这 种“和谐”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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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运用于考察社会现象。 认为美 德、友谊、爱情等也

“一切都服从命运 ,命运是宇宙 秩序之源”。 因此 ,在

是和谐的。 毕达 哥拉斯说: “美德乃是 一种和谐。” ⑤

毕达 哥拉斯学派 的和谐 思想中 ,辩证 法思想 与形而

“友谊是一种平等 的和谐。” ⑥ “爱情也是和 谐的。” ⑦

上学 的因素是交 织在一 起的 ,而且由 于数学 神秘主

他们 还指出 ,社会秩序 也和直 角三角 形各边 的比例

义的 影响 ,自发的辩证 法思想 往往被 形而上 学所淹

关系一样 ,形成一种永恒的、和谐 的秩序。 对于人本

没。

身 ,毕达哥拉斯学派也用和谐的思想去解释和 说明。
他 们 认 为 ,人有 灵 魂 ,而 “灵 魂 是身 体 中 的 对立 面

二

—— 热和冷、湿与干等等— — 的一种和谐 ,它像竖琴

继毕达哥拉斯之后的赫拉克 利特是一位唯物主

的 弦 一样 按 照一 定 的 比 例 ,将 这些 对 立 面 结合 起

6 在 和 谐 问题
义哲学 家 ,是 “辩 证 法奠 基 人之 一 ”。1

来。”⑧ 人是一个和 谐的系统。婴儿“按照和谐的规律

上 ,他在继 承和发展毕 达哥拉 斯学派 和谐思 想的基

在七个月 ,或者至多十个月内 ,便 长成出世了。 婴儿

础上 ,相当深刻地阐述了他的辩证的和谐观。

身上 有各种生命 的缘由 ,这些 缘由都 是根据 和谐的

赫拉克利特首先非常明确地 肯定了和谐即对立

规律 联系在他身 上的 ,每一个 缘由都 是在规 定的时

面的统一 ,并且认为对立统一是宇宙的普遍现象。他

间里显现出来。”⑨ “人死 之后 ,灵魂摆 脱了肉体的束

认为和谐是由于矛盾双方斗争 的结果。 他说: “对立

0
缚就成了不朽的无形体的和谐。”1

7 又说: “相反的 东西结 合在 一起 ,不同
造 成和谐。”1

在此基础上 ,毕达哥拉斯学派断言: 整个宇宙也

8 赫拉克 利特从自然界说
的音调造成最美 的和谐。” 1

是一种和谐的关系。 他们认为天体星 球间有一种数

到生 物、以 至艺术 ,又从 社会现 象说到 神 ,以 证明他

目比例关系 ,这种关系造成了一种天体的和谐。毕达

的这一思想。他说: “自然也追求对立的东西 ,它是从

哥拉 斯说: “十个 星球和 一切运 动体一样 ,造 成一种

对立 的东西中产 生和谐 ,而不 是相同 的东西 中产生

声音。而每一个星球各按其 大小与速度的不同 ,发生

和谐。例如自然便是 将雌和雄配合起来 ,而不是将雌

一种不同的音调。这是由不 同的距离决定的 ,这些距

配雌 ,将雄配雄。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

离按照音乐的音程 ,彼此之间有一种和谐的关 系 ;由

谐 ,而不是联合同类的东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

于 这和谐关系 ,便产 生运动着 的各个 星球 (世界 )的

的 ,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绘画在画面上混合着白色

和谐的声音 (音乐 ) ,”1 从而形成一个 和谐的宇宙大

和黑色、黄色和红色的部分 ,从而造 成与原物相似的

合唱。 毕达哥拉斯甚至能证明人在静 默中可以觉察

形相 。 音乐混合 不同音 调的高 音和低 音、长 音和短

2 毕达哥拉斯学
到这种声音 ,这被叫做“天体音乐”。1

音 ,从而造成一个和谐的曲调。书法混合着元音和辅

派的 天体和谐的 思想指 出了天 体运动中 ,各 个星体

9 至于社会现 象 ,诸如
音 ,从而构成整个这种艺 术。”1

在距离、速度、轨道、大小之间有一定的数学关 系 ,这

善与恶、战争与和平、好与坏、正义与不义等 等 ,他都

种数 学关系不 仅是科 学的 ,而且具 有审美 意义。 对

认为是对立统一的。 就连神 ,也如此。他说: “神是日

此 ,恩格斯 曾评论说: “就像数 服从于 特定的 规律那

又 是 夜 ,是 冬 又是 夏 , 是战 又 是 和 ,是 不 多又 是 多

样 ,宇宙也是如此。于是宇宙的规律性第一次被说出

0 可见 ,在赫拉克利 特那里 ,和 谐并不是对立面
余。”2

3 由此 ,毕达哥拉斯 学派认为“整个的天是一
来了。”1

的消除 ,恰恰相反 ,和谐正是以承认 对立并保持对立

4 ,“一切都是和谐的”1
5 。和谐是普遍的、一
个和谐” 1

为基础的 ,是对立的产物。 没有对立的结合 ,就没有

般的、必然的、绝对的。

和谐和统一。“和谐即对立面的统一”。对立统一是客

总的 来说 ,毕达哥 拉斯学 派不仅 发现并 承认了
对立 ,而且更认识到对立之间的和谐 ,即对立面之间

观普遍的。从以上论 述可以看出 ,赫拉克利特的认识
较之毕达哥拉斯的思想更为丰富 、更为深刻。

的统一。他把数学 、音乐、自 然、灵魂等等的和谐看成

同时 ,赫 拉克利特 还认识 到了对 立面之 间的相

是对立面的统一、协调和结合 ,事物的 存在就是对立

1 。他
互依存和转化。赫拉克利特认为“相反者相成” 2

面处于和谐状态。 这无疑是符合 辩证法精神的。 但

说: “疾病使健康成为愉快 ,坏事使好事成为 愉快 ,饿

是 ,他们在 阐述和谐 时 ,把和谐 说成是普 遍的、必然

使饱成为愉快 ,疲劳使安息 成为愉快。” 2 “如果没有

的、绝对的 ,否定 了和谐 的相对 性和条件 性 ,夸大了

3 他还 说: “我
不 义 ,人 们也就 不知道 正义的 名字。”2

和谐的地位和作用 ,割裂了统一与对立的辩证 关系。

们身上的生和死、醒和梦、少和老 始终是同一的。 前

而且 ,在宣称“一切都是和谐”的观点的同时 ,还声称

4 “不
者转化 ,就成为后者 ;后者转化 ,就成为前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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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 有死 ,有死者不 死 ; 后者死 则前者生 ,前 者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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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从 这里可 以看出 ,赫拉 克利 特克服 了毕
后者 生。” 2

达哥 拉斯学派 僵死的、绝对 的、静止的和 谐观点 ,而

古希 腊早期 的和谐 思想 ,启发了 后来的 哲学家

把和 谐看作运 动、变 化和发 展的 ,而且发 生转化 ,充

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古希腊罗马 其他哲学家如柏

满着 生机和活力 ,这比 毕达哥 拉斯的 认识无 疑具有

拉图 也曾谈到过 和谐范 畴 ,但 是他把 和谐仅 仅看作

更丰富的真理性。

是协 调和一致 ,他 认为 ,协调是 一种互 相融合 ,两种

此外 ,赫拉克利特还认为和谐是相对的、暂时的

因素如果相反 ,就不可能相互融合 ; 相反的因素在还

和有条件的 ,而只有对立面的斗争才是普遍的 、绝对

没有相互融合的时候也就不可能 有和谐。 亚里士多

的和无条件的。 赫拉克利特在欧洲哲 学史上第一次

德是 古希腊百科 全书式 的哲学 家 ,他 也对和 谐范畴

提 出了“斗争”这个重要 的哲学 范畴 ,并把它 看成是

作出 自己的理解 ,他把 和谐看 成是整 体的统 一性和

万物的生成、变化的力量和源泉。 他说: “应当 知道 ,

完美性 ,是多样性的统一。亚里士多德还主张把和谐

战争是普遍的 ,正义就是斗争 ,一切都 是通过斗争和

范畴应用到现实的一切领域。继古希腊之后 ,还有一

6 “战 争是万物之父 ,也是万物之
必然性而产生的。”2

些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谈到过和 谐。 十六～ 十八世

7 在“和谐”与“斗争”的关系 上 ,主张: “看 不见
王。”2

纪西 欧哲学家莱 布尼茨 认为和 谐是向 完善的运 动。

8 在赫 拉克 特 利看
的 和谐 比看 得 见的 和谐 更 好。” 2

来 ,正是对 立双方的 斗争 ,才促 成矛盾双 方的转 化 ,
旧的统一体的瓦解。由此 ,他批评了毕达哥拉斯等人
否定对立和斗争 ,片面地强调统一、和谐的主张。 他
指出: “他们不了解如何相反者相 成: 对立的统 一 ,如
9 在赫拉 克利特 看来 ,世界 上不存 在绝
弓和 竖琴。”2

对 的和谐 ,万物“既是和 谐的 ,又是不 和谐的 ” ,而和
谐倒是由于对立和斗争造成的。这一思想 ,同毕达哥
拉斯学派 “美 德 乃是 一种 和 谐”的 命题 是直 接 对立
的 ,克服了毕 达哥拉斯 学派和 谐观中 的形而 上学因
素 ,达到了辩证法的高度。
上述 可见 ,赫拉克 利特的 和谐观 带有深 刻的辩
证性 质 ,他 不仅明确 地提出 了对立、和谐 范畴 ,而且
对 对立 统一 规律 的各 个方 面都 作了 相当 精彩 的论
述 ,达到了一定的历史深度。他提出的和谐产生于斗

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认为和谐的 本质在于现象合乎
规律 地实现它的 全部内 在可能 性 ;黑 格尔更 为深刻
地 揭示了和谐 关系的理 论 ,他 在其《美学 》一 书中明
确指出: “比单纯的符合规律更高 一级的是和谐。 和
谐是 从质上见出 的差异 面的一 种关系 ,而且 是这些
差异 面的一种整 体 ,它 是在事 物本质 中找到 它的根
0 “和谐”是“各因 素之 中的 ”“协 调一 致”。3
1
据的。”3

他又 说: “和谐一 方面见 出本质 上的差 异面的整 体 ,
另一 方面也消除 了这些 差异面 的纯然 对立 ,因此它
2
们的互相依存和 内在联系就显现为 它们的统一。” 3

黑格 尔把和谐看 作是事 物差异 面的统 一 ,多 样性的
统一 ,即事物之质的对立统一 ,并把 和谐提高到规律
的高 度来看 待 ,这 无疑是 极其深 刻的。 以上 这些见
解 ,尽管具 有时代 的局限 性 ,但 其中不 乏合理内 容 ,
而且 都或多或少 、直接 或间接 地受到 古希腊 和谐思
想的影响。 这些哲学家和古希腊早 期哲学家毕达哥

争的 思想深刻地 表达了 辩证法 的精髓 ,他为 人们提

拉斯、赫拉 克利特一样 普遍地 把和谐 看作是 反映事

供了 一种辩证法 的方法 论 ,使 人们懂 得了如 何透过

物协 调、适 中、完 美的存 在状态 的范畴 ,这是 值得我

表面的和谐去探索事物的内在本质。也正是因此 ,他

们深入研究和借鉴的。

才成为“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而得到 马列主义经典
作家的高度评价。 但是 ,赫拉克利特辩证的和 谐观 ,

通过 以上历 史考察 ,我们 不难得 出如下 几点结
论和启示:

毕竟是单纯直观的结果 ,因而缺乏科学论据 ,是非常

第一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社会意识是社会

朴素的。 而且 ,他过分强调对立面的斗争 ,一定程度

存在的反映。 任何一种社会意识都 是一定社会现实

上忽视了对立面的和谐在事物发展过 程中的地位和

的产物。古希腊早期的和谐思想就是如此。作为一种

作用 ,他虽 然认识到 和谐的 运动、变化、发展 及其转

社会意识 ,它来源于当时社会生产和技艺的 实践 ,是

化 ,但还没有认识到运动、变化、发展、转化都需要一

古希 腊早期思 想家们 对当时 在数学、音乐、建筑 、绘

定的条件。所以 ,又具有非常明显的历史局限性。这

画等生产和技艺领域中所产生的 “和谐即美”的观念

些 ,还有待于 历史的进 一步发 展而逐 步地克 服和纠

的一种哲学概括和升华。同时 ,它又是适应当时社会

正。

和人们的客观要求 ,以图建立促进人们生活 安宁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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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秩 序稳 定的 理论。 这 种理 论 ,强调 “美德 就 是和

解了和谐范畴的本质内容。马克思主义认为 ,只有无

谐” ,麻 痹人们 的思想 ,使人 们墨守 成规 ,固步自 封 ,

视和否认矛盾双方的对立和斗争 ,孤立、片面地追求

满足现状 ,不求上进 ,显然是为奴隶主 阶级的阶级统

和强 调无原则无 差别的 同一或 和谐才 是调和 ,才是

治作论证的 ,所以具有极大的保守性和消极作用。但

“调和主义”。 但从上述可见 ,和谐思想强调 统一 ,但

在当时战争时有发生、社会动荡不安的局势下 ,对于

并没有排斥对立和斗争 ,并没有抹煞矛盾 ,而是以承

稳定社会秩序、保持人们生活的安定、发展生产力又

认对立和斗争为前提的。其之所以强调和谐统一 ,没

起着一定的进步的积极作用。所以 ,我们对此要辩证

有强 调对立和斗 争 ,正 是在于 当时社 会和人 们需要

地 看待 ,“要 把问 题提 到一 定的 历史 范围 之内 去分

稳定、需要安宁的现实要求所致。

析。”3

第四 ,事 物发展中 普遍存 在和谐 和对抗 两种发

第二 ,和谐范畴是与对立范畴结合而产生的。和

展类型的转化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这样 ,社

谐就 是对立的统 一 ,事 物的存 在就是 对立面 处于和

会基 本矛盾即生 产力与 生产关 系、经 济基础 与上层

谐状态。 和谐并不排斥矛盾双方 的对立 ,恰恰 相反 ,

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也是如此 ,都是沿着由 和谐、不

而是以对立为基础和前提的。 和谐即 对立面的统一

和谐 到对抗 ,然后又在 新的基 础上出 现新的 和谐这

的思 想 ,是人 们认识对 立统一 规律的 历史过 程中一

一轨迹运行的。 因此 ,在我们开发和利用自 然 ,进行

个必不可 少 的环 节 ,是现 代 矛盾 观 的“胚胎 ”和“萌

社会改革的过程中 ,要及时警惕和发现不和 谐现象 ,

芽”。

努力变不和谐为和谐 ,随时防止和及时化解 对抗 ,以

第三 ,和谐不是调和。我们在以往几十年的哲学

减少 代价和避免 不必要 的曲折 ,这是 人类得 以可持

教学和学术研究中 ,由于片面理解唯物辩证法 ,过分

续发 展的必要条 件 ,也 是发展 我国社 会生产 力的一

强调 矛盾斗争性 ,过低 估计或 缺乏对 矛盾同 一性在

个重要前提。

事物发展中的作用的研究 ,许多人视和谐为调 和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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