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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联系的辩证法的断想
吴

显

庆

费 斯 先 生 的 《走 向 辩 证 法 理 论 的 新 形 态 》一

不动 的和不变 的 ,而是一 切都在运 动、变化、生成和

文 ① ,我反复看了好几遍 ,感到此文提 出了一些具有

消失” ⑥ 。这里的重点 ,仍然是强调事物的发展 ,但包

创见性的思想。在这方面 ,我与吴元 木梁先生 ② 有相似

含了 发展是在联 系中的 发展 ,联系中 有着运 动的联

的看法。此外 ,我认为费斯先生关于经典辩证法是事

系的思想。 辩证法本身是联系的辩 证法与运动的辩

物 运动普遍规 律的辩证 法 ,作 为“普遍联 系的科 学”

证法的统一。事物的 普遍联系 ,包括了事物在运动中

的辩 证法没有展 开充分 论述等 看法 ,准确把 握了经

的联系。 事物的运动 ,是在联系中的运动。

典辩证法的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 ,新版《马克思恩格

关于 联系的 辩证法 与运动 的辩证 法的关系 ,需

斯选集》的有关翻译 ,更能体现经典辩 证法有关论述

要 重视 的一 个问 题是 ,事 物的 普遍 联系 ,包 括 了运

的原意和上述特征。旧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在“辩

动、发展中 的联系 ,但不 仅仅是 这种联 系 ,它 还包括

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 的科学”之后用的是句号 ③ ,新

相对 静止中的联 系 ,也 可简称 为静态 的联系 或稳定

版在此句之后用的 是逗号 ④ 。 紧接其 未完之句后面

中的联系。费斯先生 关于“经典辩证法是描述事物运

的 论述是 ,“主要规 律: 量 和质的 转化— — 两 极对立

动和 时间向度的 规律的 ,系统 科学的 发展要 求我们

的相互渗透和它们达到极端时的 相互转化— — 由矛

在事物联系的、空间的向度上开拓出新的规 律 ,建构

盾 引 起 的 发 展 或 否 定 的 否 定 —— 发 展 的 螺 旋 形

出辩证法理论的新形态”的论述 ,实 际上已表述了对

式”⑤ 。在这里 ,辩证法的普 遍联系 ,明显地是强调量

上述问题的看法。

和质 的转化的联 系 ,对 立面的 相互渗 透与转 化的联

第二 ,关 于联系的 辩证法 对具体 科学的 概括问

系 ,再否定与否定的联系。 总之 ,重点 是强调事物的

题。主要根据系统科 学进行概括是对的 ,但哲学概念

运动和发展。 费斯先生关于把联系的 辩证法作为辩

所要 求的普遍性 ,决定 了不能 局限于 对系统 科学的

证法 研究的新领 域的设 想 ,可 以说是 反映了 现代辩

概括。这个问题 ,费斯先生的论文中也涉及到了。所

证法研究的一个发展趋势。关于此一问题 ,我就着费

谈“泛系论”“具有补救`系统’ 概括能力不足的 意义”

斯先生的论述 ,谈些片断的想法。

的看法 ,实际上就包括了上述含义。费斯先生关于建

第一 ,关于 联系的 辩证法 与运动 的辩证 法的关

立联 系的辩证法 的论述 中 ,已 对系统 科学进 行了新

系。 《走向辩证法理论的新形态》一 文已经谈到 ,“事

的哲学概括。 但要充实、完善和发展联系的 辩证法 ,

物既是普遍联系的又是不断运动的 ” ,事物的运动是

还应对具体科学进行更广泛、更深刻的概括。

“联系中的运动” ,事物的联系是“运动中的联系”。我

现代 辩证法 理论研 究中 ,对迅猛 发展的 具体科

非常 赞成这一既 符合经 典辩证 法的已有 含义 ,又体

学新 成果概括不 足 ,是 世界范 围内的 一个普 遍存在

现了辩证法的新的发展要求的提法。恩格斯说的“辩

的问题。 原苏联东欧以至西方的辩 证法研究中存在

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及紧随其后的论 述 ,实

上述 问题 ,我国以往的 辩证法 研究中 也存在 上述问

际上已包含了上述思想。 恩格斯还在 对以下思想的

题。有的近年出版的 辩证法研究专著 ,列出了一个反

肯定中 ,表达了他自己的有关思想。他说 ,“考察自然

映当 代情况 的马克思主义 哲学范畴体系表 (这些范

界或 人类历史或 我们自 己的精 神活动的 时候 ,首先

畴实际上也是关于事物之间的联 系的范畴 ) ,笔者将

呈现 在我们眼前 的 ,是 一幅由 种种联 系和相 互作用

此表 与其所列黑 格尔的 范畴体 系表作 比较 ,发现前

无穷 无尽地交织 起来的 画面 ,其中没 有任何 东西是

表与后表相同的范畴就有 17个 (对 ) ,而后表中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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畴总数只有 24个 (对 )。 也就是说 ,黑 格尔哲学范畴

一般是由现代和当代科学特别是 横断科学中的一些

的 70% ,被马克 思主 义哲学 的范 畴体 系的 所吸 收。

范畴 直接上升而 来的 ,不是在 全面概 括各门 具体科

即使 在两个范畴 体系不 同的范 畴中 ,也还有 诸如有

学新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 ,其普遍性的基础不

限和 无限、必然和自 由、个别和 一般、自由和 法制等

太牢靠 ,有的范畴和规律可能只适用于特殊领域。这

范畴 ,是黑格尔辩证法中已有的范畴 ,只不过是此书

种 情况 也说 明 ,要建 立辩 证法 理论 的新 形 态 ,要充

的作者未将这些范畴列入黑格尔哲学 范畴体系表罢

实、完善、发展联 系的辩 证法 ,需要众 多的学 者进一

了。此书所列马克思主义哲 学范畴体系表 ,比黑格尔

步 对具 体科 学的 当代 成果 进行 广泛 而深 刻的 新概

的范 畴体系表 ,所增加 的自然 辩证法 范畴一 共是两

括。

对 ,实际上只有系统和层次这对范畴 ,是明显地概括
了当代科学的新成果。

第三 ,关于联系的辩证法的层次问题。事物的联
系 ,不仅包 括系统 内部、层次内 部的联 系 ,还 包括系

在 近十 年左 右出 版的 众多 的 辩证 法研 究 专著

统内 外、层 次之间 的联系。 构 建和发 展联系 的辩证

中 ,有些学 者将层次 与结构、系 统与运动、可 逆与不

法 ,除应在一般性理论方面重点下功夫外 ,还可结合

可逆、进化与退化、平衡和不平衡、结构与功能 、单义

自然 辩证法和各 门具体 科学、各个特 殊领域 的辩证

决定 和或然决 定、有 序和无 序、系统和要 素、对称和

法研 究 ,构 建若干学科 之间或 若干领 域中的 具体或

非对 称作为辩证 法或自 然辩证 法的范畴 ,或 将无限

特殊的关于联系的辩证法学说。 这 些具体或特殊的

层次律、无限循环律、层次重演律、结构与运动 规律、

关于 联系的辩证 法学说 ,不应 是照套 或推演 联系的

新 陈代 谢规 律等 等列 为辩 证法 或自 然辩 证法 的规

辩证 法的一般理 论 ,而 应该是 对最抽 象的联 系的辩

律。国外特别是原苏联东欧国家也有类似情况。上述

证法 理论的丰富 ,并为 其完善 和发展 提供基 础性的

情况既表明辩证法研究中已对现代科 学成果进行了

思想材料。

一些概括 ,又表明这些概括还很不够 ,因为上述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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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 做法无 视系统 规律对 辩证法

普遍 联系特征的 巨大丰 富作用 ,仍旧 维护辩 证法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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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 ,其最终 结果 ,只能导 致辩证 法理论 研究的停 滞 ,
不能实现辩证法由传统形态向现 代形态的转变。

显 示自 身运 动变 化一 个特 征的 矛盾 规律 的原 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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