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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现代 西方哲学中 包含着丰富 的和谐思 想 ,科学 主义思潮 主要从结构 的和谐、社会的

和 谐、宇 宙的和谐等 方面论述 了“和谐” ; 人本主义思 潮主要从 人与自然的 关系、人与社会的 关系、
批判 人的异化现象 和高扬生命 的和谐等 方面涉及“和谐”问题” ;宗 教哲学和 思辨唯心主 义则主要
从上帝创造的有序结构、和谐宇宙等方面论述“和谐”。这些论 述既有需要剔除的糟粕 ,也有值得进
一步研究的合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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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自 19世纪三 四十年 代以来 的现代 西方哲

步”为特征的社会。他还具体谈到这种社会就是与人

学 ,在流派 纷呈、观点各 异的诸 多思想中 ,“和谐”思

类思想发展的实证阶段相适应的 工业社会。 在这种

想若 隐若现 ,是许多哲 学学派 不可分 割的理 论组成

工业社会中 ,经济生活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 ,科学家

部分。深入挖掘和系统整理 这方面的思想 ,使之凸显

成了 社会的支配 者 ,他 们按照 科学所 体现的 永恒不

出来 ,这对于我们从理论上全面地把握辩证法 的“和

变的 自然规律去 考察和 调节社 会 ,他 们不仅 借助自

谐”范畴 ,充分认识和谐在当代社会发 展中的重要作

然科 学控制其物 理环境 ,也借 助这时 出现的 关于人

用 ,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的科学 ,即社会学来控制社会环境 ,从而使整个社会

一、科学主义思潮中的“和谐”思想

成为以“和谐”、“秩序”和“进步”为特征的社会。①
孔德还指出 ,社会不是个人的堆积 ,而是一个有

大体 上说 ,属于科 学主义 思潮的 哲学流 派主要

机的整体 ,其各个部分之间存在分工协作关系。社会

有实证主义、马赫主义、以逻辑经验主 义为主的各派

的基 本单位 不是个 人 ,而 是家庭。 家 庭是社 会的缩

分析 哲学以及当 代多派 科学哲 学 ,也 包括美 国实用

影 ,家庭生活是一 切社会生活的基础。 家 庭 成员的

主义、法国结构主义等。 在这些学派的思想观 点中 ,

关系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楷模。 家庭 关系由家长来调

和谐问题从不同角度均有所涉及。

节 ,而社会关系则由政府来调节。实证主义就是要为

作为现代西方哲学第一个流派即 实证主义的创

社会提供一种制度 ,这种社会制度的宗旨是 把感情、

始 人 ,法国 哲学 家奥 古斯 都· 孔德 把其 “社会 静力

理性 和行为结合 为一种 持久的 和谐 ,以此调 节我们

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一般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及

个人的和公共的存在的整个过程 。 他所创立的以对

其性 质 ,以 及它们存 在的条 件 ,简言之 ,就是 研究社

人类的爱和为人类服务为核心的 所谓人道教也是服

会的秩序。他认为一切社会 问题的解决 ,都应当从维

务于这一宗旨的。

护 社会 的和 谐秩 序而 不是 破坏 现有 的社 会秩 序出

实证主义的另一重要代表斯 宾塞在其社会有机

发。在谈到人类社会发展的 理想状态时 ,他明确提出

体论中 ,也明确论述了和谐思想。 斯宾塞认 为 ,社会

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是以“和谐”、“秩序”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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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生物一样 ,是一个有机体 ,社会的 分工类似于动

其整体性 ,抛弃了过去那种形而上学的知识论观点。

物机体各种器官的分工。 动物机体的 各种器官的机

结构主义则在阐述结构的内 在特征时触及到了

能是相互配合的、均衡的 ,因而动物机 体处于一种稳

和谐思想。虽然结构 主义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 ,但

定的、和谐的和均衡的状态。社会也是如此。“社会有

是 ,所有结 构主义者都 强调作 为认识 对象的 现象之

机体 如同单个的 有机体 一样 ,机能的 均衡引 起了结

中的 结构、有序、秩序 ,认为事 物是由 各种成 分之间

构的均衡。”② 从而使社会得以生 存和进化。 动物机

的结构关系所构成的 ,并把结构分为表层结构 (现象

体中包含着营养、循环分配和调节三个系统 ,它们既

的外部联系 )和深层结构 (现象的 内部联系 ) ,并强调

各司其职 ,又相互协调。 社会有机体也有三个 系统 ,

深层结构决定事物的性质。 它反对 从机械的因果关

即 担任营养 (生产 )机能 的劳动 阶级、担负分 配机能

系和 事物的各种 构成成 分出发 去认识 事物 ,强调要

的商 人阶级、担负调节 生产以 至整个 社会的 管理者

从相互联系的结构关系和整体中 去认识事物。 尤其

阶级 (政府和各种机构的管理人员 )。 这三个阶级也

是瑞 士哲学家皮 亚杰所 强调的 结构具 有整体性 、转

是各司其职 ,缺一不可。 否则 ,整个社 会有机体就会

换性和自调性 ,更明显地体现了和谐思想。所谓结构

失去均衡与和谐 ,社会就不能生存和进化。

的整体性 ,是指结构具有内部的融贯性 ,各成分在结

美国的实用主义则不仅在谈论经 验问题时强调

构中的安排是有机的联系 ,不是独立成分的 混合 ,整

了人 与环境之间 相互协 调的重 要性 ,而且在 社会历

体与其成分都由一个内在规律来 决定。所谓转换性 ,

史观中 ,明确主张要尽力把社会中的斗争变为 和谐 ,

是指 结构不是静 止的 ,而是不 断转换 为新的 结构的

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 杜威明确地 说: “只要我们能

过程。所谓自调性 ,则是指结构由于自身的规律而自

够纠正行动的动力 ,并且力图使斗争变为和谐 ,使千

行调整 ,并不借助于外在的因素 ,所 以结构是自给自

篇一 律的生活变 为丰富 多彩的 图画 ,使有限 的东西

足的、封闭的 ,结构内部某一成分的 变化必将引起其

变为扩大的东西 ,这就够了。 正在改进就是进 步 ,而

结构内其他相关成分的改变。同时 ,皮亚杰又认为结

且是人们所能设想和达到的唯一的进步 。”③

构主 义是开放的 ,它不 排斥发 生过程 与功能 作用的

在英国实在主义哲学家怀特海的 过程哲学中也
体现着丰富的“和谐”思想。他指出 ,现实世界是一个
过程 ,这个过程就是现实实有的生成变化。 因 此 ,现
实 实 有 也 就 是 被 创 造 物 ,它 们 也 被 称 作 “现 实 机
缘”。④ 他认 为 ,整 个宇宙 是一个 和谐的 和有机 的全

研究 ,可以与其他方法同时并存 ,相互帮助 。
此外 ,在 马赫的思 维经济 原则和 彭加勒 关于科
学美的有关思想中 ,也体现着一定的和谐思想。

二、人本主义思潮中的“和谐”思想

体 ,宇宙是 一个过程 ,这 个过程 是许多相 互依存、相

大体 上说 ,属于人 本主义 思潮的 哲学流 派主要

互关 系的现实实 有所构 成的 ; 现实实 有是宇 宙这个

有叔本华和尼采的唯意志主义、德法生命哲 学、存在

有机体的全体中的部分 ,全体影响部分 ,部分的存在

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哲学人类学 。 现象学和释义学

依全体的结构而变化。宇宙 间一切事物相互渗透 ,相

等流派也与这一思潮密切相关。 人 本主义思潮的和

互包容。宇宙是现实实有所构成的有机体。上帝则是

谐思 想主要体现 在它们 关于人 与自然 的关系、人与

宇宙有机体的统一的原则。

社会的关系等有关论述中。

在分析哲学关于意义的各种理论 观点中也在一

在现 代西方 哲学诸 流派中 ,法兰 克福学 派对和

定程度上涉及到“和谐”思想。 语言分 析哲学家通常

谐思想谈论的最多。如马尔库塞在其“批判的社会政

认为 ,词的意义不是孤立的 ,而是体现 在一定的语境

治理论”中 ,对现代西方社会中各种 掩盖资本主义社

中 ,体现在一定词语的关联中。卡尔纳普则明确地指

会矛 盾的论调进 行了猛 烈批判 ,深刻 揭示了 当代资

出 ,科学是一个统一的体系。美国分析哲学家奎因强

本主义的繁荣与富裕背后所隐藏 的精神奴役和政治

调整 体主义的知 识论 ,认为任 何孤立 的陈述 既不能

操纵 ,认为 资本主义的 体制与 人性的 发展之 间存在

被验 证 ,也 不能被证 伪 ,要还原 是不可能 的 ; 具有经

着根本的冲突 ,因而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一个“健全的

验意义的单位是整个科学。无疑 ,这些论述中体现着

社会” ,而是一个“单向度的社会”、“病态的社会”。表

各种语词之间、各种科学组成部分之间、各种知识之

现在: 第一 ,工业 技术力 量的高 度发达 ,但主 要不是

间应当保持协调一致、彼此和谐的思想 ,正是这种思

用于 生产和服 务行业 ,而 是用于军 事、半军事、玩乐

想使人们重新开始重视各种知识相互 之间的联系及

和奢 侈品等方 面 ; 第二 ,日常生 活水平 普遍提高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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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是真 正提 高了 生活 质量 ,而 是出 现许 多 “虚 假需

同其他人打交道。在 人与物的关系背后 ,实际隐藏着

求”和“虚假消费” ;第三 ,经济和政治权力高度 集中 ,

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但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 ,人被

加紧了对人们的无形控制 ;第四 ,科技 成果成为政治

彻底地异化了。异化的过程是“沉沦” ,在日常生活中

斗争 和社会控制 的手段 ,现代 科技成 果如原 子弹等

具体表现 为“两可”、“好奇”和 “闲 话” ,表 现为“烦”、

新式 武器 ,使 人们在危 及整个 人类生 命的惶 惶中求

“怕”和无以名状的“畏惧”。简言之 ,“非本真”是人的

生存。因此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诸多不合

异化状态的主要表现。 而克服这种 异化的最好方式

理现象 ,如生产性与破坏性齐头并进 ; 至高无上的效

是对本真的探求。总 之 ,海德格尔用晦涩的哲学语言

率原则为竞争所强化 ;个体的自我发展日趋萎 缩 ,人

表达 了消除人 的异化 ,实 现人的自 由、全面、和谐发

仍然无法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 等等。 因而现代资

展的愿望。

本主 义社会并不 是合乎 人性的 天堂 ,而仍然 是一个

生命哲学中的和谐思想也非 常突出。 生命哲学

压抑人性的非人道社会。 他说: “一个 社会的基本制

同目 的论一样 ,也主张 有机世 界是一 个和谐 的生命

度、关系和其结构 ,使得它不能使用现 有的物质资源

整体。并认为随着生 命之流上升得越来越高 ,有机体

和精 神资源使人 性充分 地发挥 出来 ,不能使 人的本

具有 多样差异的 各种趋 势就显 得越来 越相互补 充 ,

能需 求得到满 足 ,这 时这个 社会就 是有病 的。”从这

这种“互补性”造成了生命有机体的和谐状 态。⑦

个 意 义 上 看 , “现 存 的 社 会 则 是 有 病 的 ,不 正 常
的。”⑤ 他的理 想目标是建立人与 自然、人与社 会、人
与人之间的“宁静生存的真正和谐” ,并认为这 种“想

三、宗教和思辨唯心主义哲学思潮中的
“和谐”思想

象的乌托邦要求已经充满了历史的现实 性”。⑥
哈贝马斯则在其批判资本主义社 会出现的各种
危机中 ,涉及到和谐思想。他通过批判现代资本主义
出 现的一系列 新的危机 和问题 ,如“动机 危机”、“合

在 以新 康德 主 义、新黑 格 尔主 义、新托 马 斯主
义、人格主 义等流派为 代表的 宗教哲 学和思 辨唯心
主义哲学思潮中 ,也包含着一些有关和谐的思想。

法性危机”等 ,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所面 临的是一种高

首 先 ,英国新 黑格 尔主义 者 T· H· 格林 提出

层次的、涉及人性自由发展的“文化危 机”或“生活世

以德 国哲学中存 在的强 调联系 和整体 性的观点 ,来

界危机”。 因此 ,他试图通过文化批判 而建立一个能

取代经验主义关于事物处于分散 、孤立状态 的观点。

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分析和一般社 会演进之解释

他认 为 ,任 何一个真实 的事物 都必然 是处于 内在关

构架的系统社会理论: 交往行为理论。交往行为理论

系中的事物。因为内 在关系体现了事物的本质 ,一事

的实 质 ,是强 调人类社 会是通 过其社 会成员 之间的

物只 有同别的事 物发生 内在联 系 ,作 为整体 关系中

社会 性协作活动 而建立 和维持 的 ,而 这种协 作是经

的事物 ,才可能是实在的。 他指出 ,如果不是为自然

由交 往实现 的— — 因为 在具体 的生活领 域中 ,交往

的整 个系统所决 定并决 定这个 系统 ,任何一 个事件

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意见一致。

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他还认为 ,作为整体的世界或自

阿多尔诺主要是从美学角度论述 了应当保持人

然界是由 无限 的永 恒 意识 (普遍 心灵 或 上帝 )创造

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 他认为 ,现代科学技

的 ,但它不是从虚无中创造的 ,而是 使无序的东西变

术破坏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 ,而人对自

得有秩序 ,把无联系的东西纳入联系之 中。 这里 ,显

然的 审美关系则 力图保 持人与 自然的平 等、和谐关

然体现着明确的和谐思想。

系。 自然美的意义不仅预示着人与自 然的内在联系

新托 马斯主 义者则 认为 ,太阳系 各行星 各按自

和统 一的可能性 ,而且 揭示了 现代社 会的界 限和它

己的 轨道运行而 互不相 撞 ,这 种和谐 正是上 帝根据

的否定。 20世纪一些真正的艺术品渴望自然的新鲜

其天才的计算所作的合理的安排 。他们认为 ,上帝是

空 气 ,沉醉 于自 然的 绿草 鲜花 之中 ,呼 唤向 自 然回

最完满的存在 ,不同于有限的存在物。 宇宙 的和谐、

归 ,恰恰表现了自然对现代社会的否定。

世界的和谐 ,归根到底都是由上帝安排的。

存 在主 义创 始人 和主 要代 表 人物 之一 海 德格

美国 第一代 人格主 义者 B· P· 鲍恩在 阐述其

尔 ,通过重新提出人的“异化”问题 ,分 析人的异化状

人格主义思想时也涉及到和谐问 题。 他认为“人格”

态 ,论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保持和 谐状态的重要

是和谐统一的 ,具有自身的同一性。没有这种不变的

意义。 他认为人必然要介入世界 ,既同物打交 道 ,也

同一性 ,人格就不可能成为可认识的。美国第二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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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主义代表 E· S· 布莱 特曼则认为 ,每个自我是一

有 秩 序的 结构。 所 以 他说: “… … 宇宙 的心 使 世界

个大的整体的一部分 ,甚至有时是上帝的一部分。个

… … 的秩序有条不紊。 自然界的规 律就是维持那个

人与个人之间 ,通过自我本身的意识 ,采用类推的方

秩序的方法。 … … 有限的人格的 意志… … 不能随意

法 ,就彼此相通了。他还认为每个人格本身都有与他

改变 宇宙的心 所支持、所 意欲的那 个秩序 的结构。”

人和 世界联系起 来的力 量 ,都 可以从 自身出 发而通

⑧ 这 些思想 虽然带 有浓厚 的唯心 主义色 彩 ,但 其蕴

达他人和世界。他还认为 ,上帝创造的世界就是一个

含的和谐思想则具有一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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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ought on harmony in the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
FU Bin
〔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a rguments about " harmo ny " i n the modern w estern
phil oso phy. The scientism philo sophy deal s wi th " harm ony " mai nly f rom t ha t of
constructi on, so ciety , co smo s, et c; and t he huma ni st phi loso phy mainly fro m the relati on
betw een human and na ture , the relati on betw een hum an and soci ety . And it cri ti ci zes the
aliena tion of huma n bei ng a nd st rongly maintains the harm ony of lif e, etc. The religio us
phil oso phy a nd the speculativ e ideali sm discuss harmo ny mainly f rom the ordered
constructi on and harmo nilus cosmos which are creat ed by God. Thus , we should reject the
dross and asssimila te the essence o f these thought s.
〔Key words〕m odern w estern philosophy; ha rmony; scientism; human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