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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先秦辩证法思想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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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辩 证法思想 最突出的特 征是其论道 经邦、学以致用的 实践品格 ,这与它 独特的

文化渊源 ,即巫史文化渊源有密切关系。先秦辩证法思想的另 一特征是它的求同尚中、防变惧变的
矛盾观和发展观以及直观体悟、类比外推的直觉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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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典哲学创育、演变、发展 的几千年历史

所追求的这种实践品格使中国古 代哲学思维的一切

中 ,古代辩证法思想也经历了大致同步的演进 过程 ,

方 面 (包 括辩证法思 想 )都表现 了重人 事而轻自 然、

并结出了丰硕的思想果实。但是 ,由于中国古代辩证

重经验而轻理论、重实用而轻思辨、以实践为基本特

法思想源远流长 ,内容宏富 ,且在其演 进过程中始终

征、以经世致用为终极目的的致思倾向。中国哲学特

缺 乏筛 选更 替、自我 创新 的发 展机 制 ,难免 泥 沙俱

别强调“知行合一”、“言行一致”、“学以致用 ”、“躬行

下、玉石混存 ,所以 ,我们要继承这份古代的遗 产 ,必

践履”等正是这种倾向的具体反映。

须先作一番艰苦的挖掘清理工作。 探 讨先秦辩证法

先秦辩证法 思想作 为一 种“实践的 辩证 法” ,具

思想 的基本特征 ,就是 为挖掘 清理中 国古代 辩证法

体表现为以下两方面的特点: 第一 ,从辩证法的理论

思想提供一个大致的线索。而且 ,通过探讨先秦辩证

功能上看 ,它主要是一种探求如何避免矛盾 转化 ,维

法思 维及其基本 特征 ,将有助 于了解 中国传 统哲学

护某 种理想状态 的政治 辩证法 和生存 艺术 ,是一种

的性格 ,更进一步说 ,还有助于了解整 个中国人独特

教人如何经世致用的“智慧术”。也许可以说 ,正是因

的文化性格和民族性格。

为 有“致 用”的 辩证法作 中介 ,才使一 般的哲 学原则

一、论道 经邦、学以致 用的实 践品格: 实践 的辩
证法

能够落实到经邦治国 ,人伦日用的具体实践 中去 ,从
而成为一种典型的“中国智慧”。所以 ,如老子的辩证

从辩证法产生的哲学基础、理论功能、理论形态

法 ,“它不是明晰 思辨的 概念辩 证法 ,而是维 护生存

等角度看 ,先秦辩证法思想是一种与社会政治 、道德

的 生活辩证法 ” ,是一种“保持 生存避 免转化 的政治

人生密切结合 ,具有鲜明的致用性质的“实践的辩证

辩 证法和 生活艺 术”。① 老 子的辩 证法这 样 ,其 它各

法”。

家 各派 也大 体如 此 ; 第二 ,从 辩证 法的 理论 形 态上

中国古代哲学及一切学术研究的 范围和主要任

看 ,它不是 表现为注重 概念辨 析和逻 辑演绎 的纯理

务 ,就是要通过“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以达到论

论形 态 ,而 主要表现为 各种具 体实用 的辩证 法的应

道经邦、学以致用的目的。 古代所谓“学问” ,主要不

用形态。早在春秋时 期 ,虽然辩证法的纯理论形态还

是关 于客观世界 的纯知 识 ,而 是如何 安身立 命与治

不够 成熟、不够完 整 ,但 其应用 形态却 已相当发 达 ,

国平天下的道德修养和经世之学。 人 们从事研究的

辩证 法思想被应 用于各 种领域 ,出现 了各具 特色的

出发点 ,也不是为了构造某种知识的逻辑体系 ,而是

辩证法思想。 如孙武在军事领域里 开辩证法思想的

为了寻求某种如何把握对象的简练而 直观的原则和

先河 ,形成了“兵家辩证法”传统 ;管 仲和孔子在认识

技巧 ,以服务于人伦日用的实践。 因此 ,中国哲学在

论、教育学 和伦理学领 域开拓 了辩证 法思想 的新境

本质上是实践型哲学 ,而不是思辨型哲学。中国哲学

界 ;史墨、范蠡、老子在 社会政 治观念 中体现 了深刻

⒇ 收稿日期: 1997- 09-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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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辩证法思想。 此外 ,在农学、医药学 和音乐学等方

辩 证法 思想 被完 全纳 入了 卦爻 变化 的符 号框 架之

面 ,带有朴素 辩证法因 素的阴 阳五行 思想也 发挥了

中 ,把卦面 符号推演规 律中所 体现的 辩证性 质当作

重要的影响。

客观 事物的辩证 法 ,使 辩证法 思想披 上了一 件筮法

二、“究天 人之际、通古 今之变”: 独特的巫 史文
化渊源

的神秘外衣。另一方面 ,它直接影响了阴阳学说。《庄
子 · 天下篇 》说: “《易》以道 阴阳” ,阴 阳是易 学辩证

先秦辩证法的论道经邦、学以致用的实践 品格 ,

法中两个基本的符号 ,可以代表刚柔、天地、正负、高

是与 先秦辩证法 思想的 另一基 本特征 ,即其 独特的

下、男女、尊卑等 等对立 面 ,这 实际上 是巫术 文化中

文化渊源有着密切关系的。

把世界划分为不同层次的世界观 的反映。而阴阳、刚

从中 国古代 文化的 授受源 流上看 ,它实 际上存

柔、天地等 对立世界的 沟通正 是借助 于巫术 式的工

在着两条基本的脉络 ,即“史官文化 ”和“巫术文化”。

具 —— 卜辞卦面符号及其文字解 释系统的。因此 ,我

梁启超曾指出: “先秦学术盖源于周与 先周时代的巫

们不 妨认为 ,以阴阳学 说为核 心的易 学辩证 法可以

祝和史官” ② ,的确 ,先秦 诸子的学术思想 ,大都可以

在古代巫术文化中找到深入解读 的文化密码。

从古代巫史之学中找到源头。

巫 术文 化对 先秦 辩证 法思 想 的影 响是 多 方面

先谈“史官文化”的影响。 从商 周时代起 ,“官史

的 ,最主要 的影响大概 就在于 以天道 推演人 道的思

合一”就造成了“学在官府”的局面 ,使 官府成了后代

维方式。 由于巫术文化相信天地人 神之间可以用一

学术的渊薮 ,而史官也就成了当时社会最主要 的“知

定的 方式 ,由一些特 殊的人 物 (最初是 巫祝及大 史 ,

识分子”之一 ,深刻地影响了古代 文化的面貌。 由于

后逐渐扩展为各种有知识、特别是有德行的 圣人、贤

受 “史官 文化”的影响 ,先秦诸 子都有 浓厚的 历史意

人、真人 )进行沟通 ,实现天地人神的交合互 感 ,天道

识 ,很重视研究历史 ,并善于从中引出 应遵循的普遍

自然的特性最终可以内在于人自 身的本性 ,这样 ,人

原则。 《易传》说: “《易》之兴也 ,其于中古乎 ,作《易》

就可 与天地合 其德、与日 月合其明、与 四时合其 序、

者 ,其有忧患乎”。 (《系辞下》 )正是深 沉的历史忧患

与鬼神合其吉凶。正因此 ,从天道之“天行健”、“周行

意识 ,《使《易》的 作者 要 “以 神 道设 教” ,以“变 通趋

而 不殆”可推演出 人道之“自强 不息”、“顺乎 天而应

时”。 可以说 ,先秦辩证法思想主要就 是通过体察和

乎 人”的“汤 武革命”的合理 性 ;从 自然界 之“否极泰

总结 社会历史 发展过 程中的 种种强 弱、盛 衰、成 败、

来”、“无平不陂 ,无往不复”、“物极必反”可推演出人

存亡、正反等等经验而产生的理论概括。 班固 说“道

世的“祸福相因”、“社稷无常奉 ,君臣无常位 ”、“柔弱

家者 流 ,盖 出于史官 ,历 记成败 存亡祸福 古今之 道 ,

胜刚 强”的 社会历史 演变规律 和立身 处世的 原则等

然 后知秉要执 本 ,清 虚以自 守 ,卑弱以自 持” (《汉书

等 ,这种由天道推及人道的思维方式 ,正符合巫术文

· 艺文志》 )。老子 也强调过“道”与古代历史的关系:

化及史官文化影响下古代哲学思 想最重要的一个致

“执古之道 ,以 御今之 有 ,能知古 始 ,是谓 道纪” (《老

思目的 ,即先秦时代的哲学家、思想 家们对自然界和

子》第十四章 )。孔子的辩证法要求“执中” ,“中”的标

社会 历史中普遍 存在的 矛盾对 立、矛 盾转化 及事物

准是合乎“礼” ,而这个“礼”就来自“周礼”。可见 ,“观

发展 规律的辩证 认识 ,正是要 为在社 会的剧 烈变革

往者得失之变”以认识历史发展、政治 斗争乃至个人

和各种矛盾冲突中处于惶恐迷惑 状态中的人们特别

生活 的祸福进退 的辩证 规律 ,是先秦 辩证法 思想产

是统 治者们 ,提供 拨乱救 世、平 衡矛盾 的精神药 方。

生的一条重要途径。

这也体现了先秦辩证法的实用理 性特色。

现在再看看“巫术文化”的影 响。 哈佛大学著名
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认为: “中国古代 文明是所谓萨

三、求同 尚中、防变惧 变的矛 盾观和 发展观: 消
极的辩证法

满 式的 文明。 这是 中国 古代 文明 最主 要的 一 个特

矛盾观、发展观是辩证法思想的基本内 容 ,也是

征 ”③ 。 所 谓萨满 ( Sha man ) ,相当于 中国古代的 巫、

鉴 别一 种哲 学思 想是 否具 有辩 证法 内涵 的重 要标

觋 ,萨满式文化就是一种巫术文化。

志。

考察 古代巫 术文化 对辩证 法思想的 影响 ,当首

但中 国古代 辩证法 史上 ,有一个 与西方 辩证法

推从《易经》到《易传》所代表的易 学辩证法传统。 巫

史不 同的突出特 点 ,即 中国古 代哲学 家们几 乎都普

术文化对易学辩证法的影响 ,主要表现为两个 方面:

遍地 承认矛盾和 运动的 存在 ,因此辩 证法观 点与非

一方 面 ,从观 察自然现 象和社 会现象 所提炼 出来的

辩证法观点的分歧和争论主要不 是承不承认存在着

朱晓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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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和运动 ,而是如何认识矛盾和运动的性质 ,对矛

现变革和发展 ,“天地革而四时成”。同时突出地强调

盾和 运动持什么 态度的 问题: 矛盾的 存在是 客观必

了矛 盾斗争中刚 强一面 的决定 性作用 ,因而 提出了

然的 ,还是暂时的 ,可以取消的? 矛盾 是以同一性为

一套主张刚健有为、积极进取的辩证法 思维。 但是 ,

主还是以斗争性为主? 运动变化是发展还是循环? 应

另 一方面 ,《易传》又提出“刚柔 相推而 生变化”、“一

该是尚变还是防变惧变? 先秦辩证法 在这一系列基

阴 一阳之谓道 ”诸 命题 ,在主次 有别、尊卑 有序 (“阳

本问题上的总的观念取向是表现为 一种“求同 尚中、

主阴从”、“天尊地卑” )的严格等级秩序基础 上 ,阴阳

防变惧变”的矛盾观和发展观 ,从而具 有消极的辩证

刚柔建立起相承相应、相通相合的互补关系 ,两极相

法特征。

济为用 ,只可偏胜不可偏废。因此《易传》企图把强者

1.求同尚中的矛盾观

和弱 者固定在各 自所处 的原有 地位上 ,使两 者不再

中国 古代哲 学家们 普遍地 承认事物 的矛盾 性 ,

斗 争而彼此配 合协调 ,以“保合太 和”作为自 己所追

提出了“一两”、“对待”等辩证原则 ,并 据此逐渐推衍

求的最终目标 ,最终还是取消了矛盾及其斗 争 ,实质

出了有无、阴阳、本末、道器、形 神、体用、一多、同异、

上与 老、孔 一样都 以事物 的和合、中正、稳定 为追求

动静、常变等 哲学本体 论层次 上的对 立统一 的辩证

的理想状态。

关系。 但是 ,先秦辩证法的矛盾观是不彻底的 ,它虽

2.“防变惧变”的发展观

然承认事物的矛盾性 ,甚至也承认矛盾的普遍 存在 ,

中国 古代哲 学十分 重视对 运动变 化的研究 ,普

却没有真正认识到矛盾存在的内在本 质依据及其客

遍承 认事物的运 动变化 ,还进 一步认 识到事 物运动

观必然性 ,即没有认识到“一切事物本 身都自在地是

变化具有规律性 ,并用诸如“道”、“理”等概念来概括

矛盾的” ④ 这个根本的矛 盾观 ,而把矛 盾实际上看作

这种规律性。

是暂时的、局部的、外在的、因而是不应该有的 ,可以

然而 ,承认运动变化并不等于认识到了发展。哲

取消的。 与此相联系的是 ,在矛盾的处理方式 上 ,只

学家 们对于运动 变化会 有两种 基本的 看法: 一是认

强调矛盾的同一性 ,忽视矛盾的斗争性 ,把矛盾对立

为运 动变化始终 是无限 的往复 循环 ,一是认 为运动

双方的相互转化及其统一看作是 无条件的、绝 对的 ,

变化包含着上升前进、除旧布新的发展过程。后者是

因而极力采取种种方法去限制矛盾 ,消解矛盾。从承

坚持 了辩证法的 发展观 ,而前 者则是 背离了 辩证法

认矛盾出发 ,最终还是取消了矛盾。

的循环论。先秦辩证 法正是犯了这种错误 ,它在认识

老子对待矛盾的方式十分典型地 反映了上述态

到事物有运动变化之后 ,就止步不前了 ,没能进一步

度。他认 为 ,面对矛盾应该“挫其锐 ,解其纷 ,和其光 ,

认识 到运动变化 的发展 性质 ,却形成 了各种 各样的

同其尘” (《老子》第四章 )。 所谓“挫锐”、“解纷 ”、“和

循环论。如老子说: “夫物芸芸 ,各复归其根” ,把一切

同”的实质就是要用统一来消解矛盾 ,最后达到无矛

事 物的 发展 都归 结为 向没 有矛 盾规 定性 的本 始的

盾的“玄同”境界。他反复申述的“无为”、“不争”、“抱

“道”的复归 ,这就谈不上发展了。而《易传》虽然认为

一”等道理 ,从方 法论上 看 ,就 是教人 如何消 解矛盾

阴阳相摩相荡 ,推动事物不断变化 ,充分肯定和赞扬

的手段。

生生 不已、革新进 取的运 动变化 ,但是 ,它认 为对立

孔子 所开创 的儒家 辩证法 传统 ,其核心 思想就

诸因 素在这种相 生相克 的运动 变化中 虽有损益 ,却

是 “中庸 之道”。 孔子也 承认事 物有矛盾、有 对立面

不应 导致总体秩 序的破 坏或变 革 ,而 应在这 种张驰

(“两端” ) ,但孔 子否 认矛盾 存在 的意义 ,更 反对 “两

屈伸中持盈保泰 ,保持整体上的协调中正和稳定。这

端”之间的矛盾斗争 ,他主张“攻乎异端” (《论语· 为

种以部分的变动不息来维护总体 秩序的稳定不变的

政》 )、“扼其两 端 ,用 其中” ,认为“过”与 “不 及”这些

运动总过程无疑只是周行不殆的 循环。

两 端都 是不 合理 的 ,有害 的 ,应该 去掉 两端 以 达到

先秦辩证法之所以要极力消 解矛盾、否 定发展 ,

“致中和”、“守中庸”的理想状态。 因此 ,中庸思想的

根本原因还是惧怕真正的变革 ,因而要求同 尚中、求

实质 是要调和甚 至取消 矛盾 ,阻碍矛 盾通过 斗争而

稳防变 ,要想方设法限制矛盾的剧烈斗争 ,阻止运动

转化 ,防止事物通过质变而发展。

变化走向“极端”。 从周初的统治者 和各种古典文献

从表面上看 ,《易传》的矛 盾观 与上 述各家 都不

到老子、孔子、《易传》、《韩非子》等等 ,都反复告诫人

同 ,它对事物的矛盾关系 ,强调的 不是同一、和 合 ,而

们 要“朝 乾夕惕”、居安思 危 ,就 是要人 们防微杜 渐 ,

是对立、斗争 ,肯定事物可以通过对立 面的斗争而实

永远 保持中正的 地位 ,或者干 脆保持 原初的 弱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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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以避 免转化 和革新 ,拒斥 真正的 发展。 所以 ,以

要特 点就是偏好 于中国 人所独 擅的超 理性的、体验

“用中”求“全体” ,以 变通保 稳定 ,以小异 存大同 ,这

式的 直觉思维 ,而轻视 以概念 分析和 判断推 理为基

就是古代圣贤们的最终目的。 对于 他们来说 ,“无论

点的逻辑思维。 当然这并不是说它 就不运用逻辑思

是对`极’ 的 重视 ,对`反’ 的利用 ,对 `变 ’ 的 顺应 ,对

维 ,而是说它不是自愿地有意识地运用逻辑 思维 ,而

`动’ 的控制 ,都是围绕这个原则 ,都是 为了实现这个

希望 把直觉思维 方式作 为认识 本质、本体的 主要方

目 的。”⑤ 在 这 种思 想 倾向 支配 下 的先 秦辩 证 法思

式。 与此相联系 ,就先秦辩证法的内容来说 ,它更多

想 ,显然是片面的 ,不彻底的 ,保守的 ,是一种消极的

的是以对社会、历史、人生等客观辩 证法或准确地说

辩证法。因此 ,表面上看 ,先 秦辩证法处处讲矛盾 ,其

是“实践的辩证法”的探讨为基本 特征。 而就先秦辩

实 却 是 为了 消解 矛盾 ,同 样 ,它又 处处 讲“变” (易、

证法 的方法论来 说 ,它 主要是 一种排 斥了逻 辑的可

反、大化流行 ) ,却是为了最终的“不 变” ,以 (现 象 )万

证性、理论 的可认知性 及语言 的可陈 述性的 直觉思

变 求 (本 体 )不 变 ,以不 变应 万变 ,这 就是 中国 古代

维主式 ,表现了力图使辩证法与认识论、逻辑学相脱

“变的哲学”的实质 ,它虽然凝聚了关于自然、社会和

节的基本特征。

人生的丰富经验和巨大智慧 ,具有独特的价值 ,但在

直觉 思维方 式作为 一种辩 证法的 建构方法 ,它

古代社会数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却沦为 维护封建专制

在 先秦 辩证 法思 维的 具体 形成 和理 论的 表述 形式

社会 的稳定和延 续的具 有保守 性格的实 用工具 ,这

中 ,有两种 基本的、具体 的表现 ,即直 观体悟 和类比

给中国古代辩证法烙上了一个深 深的历史印记。 其

外推。

中的经验和教训 ,值得我们今天认真思考。
四、直观 体悟、类比外 推的直 觉思维方 式: 辩证
法与认识论、逻辑学的脱节

先秦辩证法思想在具体形成 和表述形式中最常
见的一种 方式 是借 助 于“涤 除玄 览”的 直觉 体 验和
“豁然贯 通”的 神秘顿悟 ,而不 是对概 念的辨 析和语

在现代辩证法 中 ,“辩 证法”这 一概 念应包 括两

言的陈述。因此 ,中国古代各种辩证法思想都力图脱

层 基本的涵义: ( 1)本体 论涵义: 辩证 法是客 观世界

离开具体的认知过程和认知形式 ,以某种超 语言的、

存在、发展、变化 的辩证 性质和 普遍规律 ,即 客观辩

直观 的、意 会性和象征 性的方 式直接 把握事 物的辩

证法 ,包括自然辩证法、历史辩证 法、生活辩证 法等 ;

证性质。在这种倾向 影响下 ,很少有人会对自己的范

( 2)认 识论涵义: 辩证法是人类认 识、思维、概念的辩

畴给 予严格的概 念界说 ,各种 辩证法 范畴往 往是模

证法性质和发展规律 ,即主观辩证法 ,包括思维辩证

糊多义的、随意流动的 ,更没什么人 要着意建立一套

法、概念辩证法及辩证逻辑等。 根据主观与客 观、思

自己独立的概念体系。

维与 存在相统一 的原理 ,辩证 法的本 体论涵 义与认

由这种直观体悟方法所带来 的辩证法思想的模

识论涵义也是相统一的。 正是在客观 辩证法与主观

糊性、意会性等特点 ,就使许多先秦 辩证法命题总是

辩 证法 相统 一的 意义 上 ,才有 了列 宁所 说 的“辩证

多义 的 ,这 固然体现了 辩证思 维的巨 大的灵 活性和

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的同一”。

包容性 ,但也容易使它们变成无所不包的空 洞命题。

在如何对待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 证法的关系问

因为 正是由于其 无所不 包 ,反 而什么 都不能 解释透

题 上 ,在关 于“辩 证法、认 识论、逻 辑学 三者 的 同一

彻 ,就像一 个试图解答 一切的 方程式 是什么 也解答

性”问题上 ,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和西 方辩证法传统

不了的一样。 例如 ,冯友兰曾把周易哲学称为 “宇宙

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区别和各自不 同的特点。 由于西

代 数学”⑥ ,就是说 ,具有 丰富的 辩证法 内涵的 阴阳

方哲学从一开始就是“爱智”的 ,是一种思辨型 哲学 ,

二分 模式学说就 象一个 代数方 程式 ,阴阳是 两个可

十分 注重逻辑 化、概 念化、形式 化的理性 思维 ,而且

以代表天地、刚柔、男女、吉凶等等的基本符 号 ,方程

这个 哲学传统基 本上一 直延续 下来了 ,所以 受其影

式是一个空套子 ,任何东西都可以往那里装 ,什么现

响 ,西方辩证法从内容上看 ,它是以自 古希腊起就注

象都 可以套过去 进行解 释 ,但 又几乎 等于对 什么都

重对 逻辑思辨、概念推 演的主 观辩证 法的研 究为特

不能作出具体的、确定的和本质性的解释。 这 种“无

征 ; 从方法 上看 ,它具有 以逻辑 思维方式 为基础 的、

不为 ”的模 糊性、直观性 思维 ,由于缺 乏必要 的概念

使辩 证法与认识 论、逻 辑学紧 密地结 合在一 起的鲜

规定 和逻辑构 造 ,就只能 提供种种 笼统的、模糊 的、

明特点。与西方哲学相比 ,由于中国古代哲学是一种

甚 至是似是而 非的“无所为 ”的 结论 ,而人们 也往往

注重 实用的实践 型哲学 ,所以 它在理 论上的 一个重

满 足于 这种 简单 的、直观 的、似乎 是万 能的 认 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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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这显然是造成中国古代哲学及其 辩证法思想的

论证 和逻辑推演 ,却重 在从各 个角度 各种事 例中展

理论化程度不高、发展缓慢、不能充分 发育成熟的一

示在对立两端的关系中如何“用中”、“执中”的方法。

个重要原因。

它们更多的像是一系列实例的汇 编而不是原理的系

“近 取诸身 ,远 取诸物” 、“以类万 物之 情”的类

统阐述 ,反映了注重实用的“实践辩证法”的特色。

比法 和观象取譬、推己 及人的 外推法 是先秦 哲学家

总的来看 ,非逻辑思辨的类比外推方法 ,在先秦

们提出和阐述辩证法思想时的又 一种主要方式。 他

辩证法思维的建构和阐述中 ,具有形象具体、简便直

们习 惯于从具体 的感受 中形成 一般的原 则 ,根据特

接、举一反三的优点 ,但由于缺乏明 确的逻辑规范和

定的 事例推论出 普遍性 的规律 ,用多 角度的 形象性

有层 次的推理程 序 ,特 别是混 淆了不 同事物 各自特

的“取譬”类比抽象的结论。这是一种简便直接、具体

有的 本质、规律、过程等 的区别 ,而很 容易导 致简单

形象的直觉思维方式。 它使哲学家们 在建构和表述

化的、主观 随意的、神秘 性的认 识 ,从 而最终 走向辩

自己 的辩证法思 想时 ,不重视 严格的 逻辑演 绎规范

证法的反面。 这是先秦辩证法思想 在方法论上的一

和形式化的推导系统 ,具有突出的非逻辑可证性。虽

个重大缺陷。

然先 秦思想家一 般都有 很强的 思辨能力 ,有 的还很

通过 考察上 述先秦 辩证法 思想的 基本特征 ,我

重视对“名”即概念的辨析和逻辑 思维的研究 ,如墨、

们可以看出 ,先秦辩证法思想是有鲜明特色的。这些

名、荀、韩诸家都重视研究逻辑问 题 ,但是 ,一则由于

特 色有 的是 优点 ,有 的是 缺点 ,有 的则 两者 兼 而有

中 国的 逻辑 思维 方式 过多 地局 限于 形式 逻辑 的范

之。但是 ,不管优点也好 ,缺点也好 ,我们都不能简单

围 ,未能与辩 证思维的 深度开 掘实现 有效的 衔接和

地全 盘继承或抛 弃 ,而 只能进 行批判 地改造 和创造

贯通 ,二则由于在墨、荀以后它不仅没 有发展延续下

性地发展。因为一方 面 ,它们不仅反映了中华民族历

来 ,反而几近寂灭 ,所以它没有能够对 辩证法思想及

史悠 久内容丰富 的哲学 智慧和 一般思 维特点 ,而且

整个 古代哲学的 致思模 式发生 实质性的 影响 ,自然

反映 了中华民族 独特的 文化性 格 ,已 经作为 我们民

也没起到更多的推进作用。 非逻辑思 辨性质的类比

族的 文化 —— 心 理结构 的重要 组成部 分 ,构 成了我

外 推方 法始 终对 古代 辩证 法思 维起 着主 导性 的影

们走 向现代化过 程中的 深沉的 历史背 景 ,要 全盘否

响。

定抛弃是不应该和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 ,它们毕竟又
在先 秦哲学 中 ,孔 子对类 比推论 的重视 是很突

是属 于那个过去 了的特 定时代 的历史 文化遗产 ,有

出的。 他说: “能近取譬 ,可谓仁之方也” (《论语· 雍

着那 个时代的特 点和局 限 ,对 它们全 盘地加 以继承

也》 ) ,把“取譬”看作其仁学的基本方法。他很善于在

也是 不应该和不 可能的 ,是不 符合中 华民族 走向现

天人之间、人人之间进行类比推论 ,如 他阐述人伦关

代化的客观需要的。 恩格斯说: “一 个民族想要站在

系的 最常用方 法是推己 及人 ,即所谓 “己 所不欲 ,勿

科 学的最 高峰 ,就一刻 也不能 没有理 论思维 ”。⑦ 先

施 于人” ,“己欲立而 立人 ,己欲 达而达人 ” (《论语·

秦辩证法思维及整个古代哲学却 表明了中国传统文

颜渊》 )。孔子提出 的“叩其两端而用中”的矛盾观 ,就

化中恰恰是缺乏较高的理论思维 水平的。 我们要向

是用 自然的、社会的 、历 史的、人生的 种种现 象来类

发达 的理论思维 和现代 的科学 技术文 明迈进 ,还必

比直推出来的。 所以 ,从理论形式上看 ,这些辩证观

须用科学的批判精神吸收借鉴古 今中外的一切优秀

点多 为结论性的 命题 ,孔子并 没有提 出许多 对中正

文化成果 ,以实现巨大的历史跨越。

的规定以及对执中“如何可能”和“怎么如此”的理论
注释:
①李泽厚《中 国古代 思想史 论》 ,人 民出版 社 , 1986年

卷第 65页。

版 ,第 90页。
②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见《饮冰室合

⑤汪建 《试析 中 国古 代传 统 思维 方 式》 , 《哲 学研 究》
1987. 2。

集· 文集之七》。
③张光直《考古学专 题六讲》 , 文物出版社 , 1986年版 ,

⑥冯友兰《中 国古典 哲学 的意 义》 ,见 《中国 哲学 史研
究》 1985. 2。

第 4页。
④黑格 尔《逻辑学》中译 本 , 商务印书馆 1977 年版 ,下

⑦恩格斯《自然辩 证法》 ,见 《马克 思恩格 斯选集 》第 3
卷第 467页。

作者单位: 河北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

070000
许婉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