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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介具有三重的辩证法意义。 其一 ,事物是互为中 介而联为一体的 ,因而中介是普遍联系得以实
现的联系环节 ;其二 ,事物的对立双方相互渗透而发生 变化 ,因而中介是运动变化得以实现的过渡阶段 ;其三 ,
中介是质变发展得以实现的转化条件。 发展是辩证法 的核心 ,因而作为转化的条件是中介的本质。 中介的辩
证法意义特别是它的本质意义在人与自然的 关系演变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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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联系。 这个引起普遍联系的重 要的中间环节就是中介。

一

因此 ,列宁通过对黑 格尔辩证 法的研究 ,对恩格 斯的论述

作 为辩证 法范 畴的中 介概 念 ,在以往 的辩 证法 理论

作了重要 的补 充: “仅 仅`相互 作用’ = 空洞 无物 ” ,“需要

中未 能得到 深入 探讨 ,但是 这并不 意味 着中 介对于 辩证

有中介。” [ 2] ( P172) 有了中介 ,相互作用或动态 的相互联系才

法来 说就是 个可 有可无 或无 足轻重 的概 念 ; 如果我 们联

得以发 生。 最后 ,列 宁对世界 的普遍联系 ,作了 一个精辟

系辩 证法的 基本 原则来 深入 研究中 介的 本质 ,就会 发现

的总结 性的说明: “一切 都是互为 中介 ,连 成一体 ,通过转

中介具有多重的辩证法意义。 辩证法 是关于发展的理论 ,

化而联系 的。” [ 2 ]( P103) 这就是说 ,世界上的任 何物体都是中

在 对辩 证法 的长 期 探讨 中形 成 了辩 证 法的 两个 基 本原

介性的存 在 ,正是事 物具有这 种中介的性 质 ,它 才有可能

则 ,这就是列宁概括 的普遍联 系原则和运 动变化原则 ,在

向两 方或多 方发 生直接 的或 间接的 联系 ;而 由事物 中介

这两大原则的相互作用中 ,促成了事物的质变和发展。 那

性质 所发生 的联 系 ,促 使世 界成为 一个 发生 着相互 作用

么 ,作为辩证法概念 的中介 ,是怎样在 辩证法中显 示自身

的普遍 联系的整体。 因 此 ,中 介的辩证法 意义 ,从辩证法

的呢?

之普 遍联系 原则 这一方 面看 ,就是 它构 成普 遍联系 的网

值得注 意的是 ,中介的最 初出现 ,是在对事物 普遍联
系的 描述中。 恩格斯说: “我们所面对 着的整个自 然界形
成一 个体 系 ,即各种 物体 相互联 系的 整体… … 这些 物体
是 相互联 系的 ,这就是 说 ,它 们是 相互作 用的”。

结 ;换句话说也就是 ,事物 若失去了这 一联系网 结的中介
性 ,普遍联系便无从发生。
然 而 ,普 遍联 系仅 反映了 世界 上的一 切事 物不 是孤

整

立存 在的而 是相 互联系 的 ,这种联 系不 是静 止不动 的而

个自 然界或 世界 由各种 物体 构成 ,这些 物体 之间是 相互

是运 动变化 的 ,但它并 未说 明这种 运动 变化 是如何 发生

联系 的而不 是彼 此孤立 的 ,这种联 系又 是动 态的而 不是

的。 按照矛盾辩证法的观点 ,变化是组成事物矛盾的对立

静止不 动的 ,即 是发生着相 互作用的。 然 而 ,这种 联系以

双方 在相互 斗争 中一方 否定 另一方 的结 果 ,通过这 种否

什么方 式发生? 若一物与 其他任何一 物之间的联 系都以

定 ,事物由原有 状态转化为 新的状态。 那 么 ,在 事物之新

直 接的 方 式发 生 ,如同 18世 纪法 国哲 学 家狄 德 罗所 言

旧状态的 变化中 ,或 在辩证法 的运动变化 的原则中 ,中介

“你吃 的是石 头”那样 ,则整 个世界 就给 人以 神秘和 宿命

又起 着什么作用呢? 恩 格斯说: “一切 差异都在 中间阶段

之感。 因而 ,一物与 其他众多 之物的联系 ,应是与 较少的

融合 ,一 切对立都 经过 中间环 节而 相互 过渡。”

他物 发生直 接的 联系 ,而与 另外的 较多 的他 物发生 间接

处 所说的 “一 切差异 ”显 然是 指各个 不同 的事物 ,而 事物

的联 系 ; 这种间 接的联 系也 就是通 过直 接联 系之物 而与

之间的差 异不是固定不 变的 ,它要向另一 事物演变 过渡 ;

另外 的他物 的联 系 ,此 一直 接联系 之物 也就 成为一 物与

而在 它向另 一事 物变化 时 ,要经过 一个 融合 两者之 间的

另外的他物发生联系的中间环节。 每 一物都如此这般 ,就

差异的 中间阶段。 一事物 向另一事物 转化构成 了两事物

形成了 一个事物联系之 网。 若以这样 的观点看待 狄德罗

的矛盾对 立面 ,但对 立面的转 化不是突然 间发生的 ,它要

之言 ,则石头经过多 次的中间 环节的过渡 ,就与食 物发生

经过 一个对 立面 之间相 互渗 透或过 渡的 中间环 节 ,这个

[ 1] ( P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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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 环节在 事物 发展的 过程 中占有 一定 的时间 ,因 而是

结 合在 了一起 ,成 为对 立两极 质变 发展的 条件。 这 就是

一事物 向另一事物转化 的中间阶 段。 这个联结一 事物向

说 ,普遍联系使事物 互为中介 ,运动变 化使事物 的对立双

另一事物转化的中间环节或中间阶段就 是中介。 对此 ,恩

方互为中 介 ,而质变 发展则使 两种中介相 互结合 ,凝变为

格斯说: “辩 证法不知道什 么绝对分明 的和固定不 变的界

质变发 展不可缺少的 条件。 如果说这 一条件作 为外来因

限 ,… … 并 且使对 立互为 中介”。[ 1] ( P535) 这 就是说 ,一 事物

素使事物 的质变得以发 生 ,那 么 ,它也 就是将事 物由原有

与另 一事物 结成 对立面 时 ,对立面 差异 的消 除是对 立一

状态到新的状态联系起来的中介。 因此 ,中介的辩证法意

方以 另一方 为中 介而向 另一 方过渡 ,因 而事 物即使 处于

义 ,从辩证法之质变 发展的核 心理论这一 方面说 ,就是它

对立面之 中 ,它也是 中介性的 存在 ;正 是事物具有 这种中

成为新旧 事物发展变化 的转化条 件 ;换句 话说也就 是 ,事

介的性质 ,它才可能 由原有状 态向新的状 态转化或过 渡 ;

物若 失去了 这一 转化条 件的 中介性 ,质 变发 展就无 从发

而由 事物中 介性 质所发 生的 转化 ,促使 世界 成为一 个变

生。

动不居、变化日新的整体。 因此 ,中介 的辩证法意义 ,从辩

由上可知 ,中介是事物存在的一个基本特性。 任一事

证法 之运动 变化 原则这 一方 面说 ,就是 它形 成运动 变化

物要么在 世界的横向结构 中作为中介 使一事物 与另一事

的过渡阶 段 ;换句话 说也就是 ,事物若 失去了这一 过渡阶

物相 联系 ,要么 在世界 的纵 向变化 中作 为中 介使一 事物

段的中介性 ,运动变化便无从发生。

向另 一事物 演变 ,要么 在世 界的横 向纵 向结 合中作 为中

中 介作为 联系 的环节 ,实 现着 世界诸 事物 的普 遍联

介使事物由原有状态发展到新的状态 。 需要注意的是 ,中

系 ; 中 介作 为 过渡 的阶 段 ,实 现着 世 界诸 事物 的 运动 变

介 既然居 “中” ,就意味 着它 是相对 于已 存在 的两者 的第

化。 然而 ,就像普遍联系和运动变化是关于发展的辩证法

三者。 在普遍联系中 ,一事物通过中介与另一事物发生联

的两 个基本 原则 而并不 是关 于发展 的辩 证法本 身一 样 ,

系 ,中 介所 起的作 用是 联系的 环节 ,可 表示为 “事物— 中

实现了普 遍联系的中介和 实现了运动 变化的中介 也尚未

介 (联系 的环 节 )— 事 物” ;在 运动变 化中 ,一事 物通 过中

涉及到 事物发展。 普遍联 系展示了事 物的多样性 和相互

介向另一 事物演变 ,中介所起 的作用是过 渡的阶段 ,可表

关联 性 ,这种相 互关联 性从 逻辑上 讲为 事物 的发展 提供

示为“事物— 中介 (过渡的 阶段 )— 事 物” ;在质 变发展 中 ,

了一个动 态的底蕴 ,因为任何 发展总是首 先表现为在 动 ;

一事 物通过 中介 转变为 另一 新的事 物 ,中介 所起的 作用

运动 变化展 示了 事物的 变动 性和向 他物 的演化 性 ,这种

是转化的条件 ,可表 示为“事物— 中介 (转 化的条 件 )— 事

向他物的 演化性从逻辑上 讲为事物的 发展提供了 一个内

物”。 任一作为中介性存在的事物都具备中介的这三重意

在的过 程 ,因为 任何发展也 总是表现 为在变。 然而 ,仅仅

义 ;不过若仔细分析 一下 ,三种中介的 实指意义 并不完全

是 “在动”和“在变 ”还并 不是发展 ;发展是 质变 ,是 事物由

相同。 作为联系环节的中介 ,可以说是与原有两物性质并

原有状态变成与其有质的不同的新的状 态。 那么 ,在事物

不一 样的“完全 异他”的 第三者 ; 作为过渡 阶段的中 介 ,由

的发展中 ,中介又是 如何参与 的 ,它又 具有什么样 的辩证

于它 是原有 两物 相互过 渡和 融合的 产物 ,因 而是具 备又

法意义呢?

不 完全具 备原有 两物性 质的 “不 完全 异他”的第 三者 ;作

中介在 事物的运动变 化中表现为 对立的两极 相互过

为转化条 件的中介 ,它既是原 有两物的外 来者 ,同时又参

渡 或相互 渗透 ,然而 ,这 种过 渡或渗 透要 得以完 成 ,必须

与 原有两物的相互过 渡 ,因而 是“完 全他者”和“不完全他

有外 来因素参与 进来。 对此 ,毛泽东说: “在一定条件 下 ,

者”结合在一起的第三者。

矛盾的东 西能够统一起 来 ,又 能够互相转 化 ;无此 一定条

至 此 ,即可 得 出 这一 结 论: 虽 说中 介 具有 联 系的 环

件 ,就不 能成 为矛 盾 ,不能 共居 ,也 不能 转化。” [ 3] 这 就是

节、过渡的阶段和转 化的条件 等三重的辩 证法意义 ,但中

说 ,矛盾 之对立 的两极 要完 成相互 过渡 或相 互渗透 即质

介的真正本质 ,则是转化的条件这一辩证法意义。 为什么

的 转化 ,必须 具备一 定的 条件 ,缺少 了一 定的条 件 ,其相

呢? 因 为 ,第一 ,辩证 法是 研究 发展的 ,发 展是 如何 实现

互过渡 或渗透即质的转 化就不能 实现。 以毛泽东 所举鸡

的 ,即发展的机制问题是辩证法理论的核心问题。 单纯的

蛋和鸡子 的关系而言 ,缺少了 温度这个特 定条件 ,鸡蛋就

普遍 联系和 单纯 的对立 变化 都形不 成发 展 ,只有处 在普

永远变不成鸡子。 从中可见 ,对对立面两极转化不可缺少

遍联 系中的 事物 进入发 生对 立变化 关系 的两事 物之 中 ,

的一定条 件存在于对立 的两极之外 ,相对 于对立的两 极 ,

形成对立两物互相过渡或渗透的条件 ,发展才能实现。 因

它是个参与进来的第三者。 那么 ,这个第三者是以什么方

此 ,作为转化条 件的中介就 成为实现 发展的关键。 第二 ,

式而外在地存在着呢? 原来 ,它就是存在于普遍联系中的

任一事物 作为中介存在 物 ,都 具有上述中 介的三重 作用 ,

事物 ,或者说是 使普遍联系 得以实现 的中介。 如此一 来 ,

但是要实 现发展 ,中 介物就要 变换自身的 中介角色 ,即由

辩证法之 普遍联系原则和 运动变化原 则就在质变 发展这

处于普遍 联系中的联系环 节的中介进 入对立两 物中与对

一辩证法 的核心处联系 了起来 ,或者说 ,作为联系 环节的

立两 物相互 渗透 的过渡 阶段 的中介 相结 合 ,形成事 物质

中介和作 为过渡阶段的中 介在对立的 两极的质变 发展中

变发展的转化条件的中介。 这也 就是说 ,中介的转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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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 综合了 中介 的联系 环节 性质和 过渡 阶段性 质 ,使为

此 ,工具 就是人 所寻找 的既 与自然 界相 联系 又改变 与自

发展作准 备的联系环节的 中介和启动 发展的过渡 阶段的

然界的关系的中介。

中介成为实现发展的转化条件的中介。 第三 ,事物的普遍

工 具作为 人与 自然之 间的 中介 ,集中 地体 现了 中介

联系 和事物 的运 动变化 是一 种原本 的存 在 ,带有一 种自

所具有的辩证法的三重意义。 正 如劳动是人的本质属性、

然的 或自在 的性 质 ,而 事物 的质变 发展 由于 需要特 定条

劳动的目 的是改善人与 自然的关 系那样 ,工具作为 中介 ,

件因而具有一种缺如的或祈求的性质。 即是说 ,作为联系

首先体现 的是改善人与自 然的关系即 作为人与 自然的矛

环 节的 中介 和作 为 过渡 阶段 的 中介 是 一种 性质 上 的认

盾解决 的转化条件这 一辩证法意 义。 人们对工 具的寻找

定 ,即确认事物经中 介而联系 和经中介而 变化 ,而 作为转

和使 用是一 种主 动的自 觉的 行为 ,而工 具对 人来说 又总

化条 件的中 介则 除了性 质上 的认定 之外 ,更 重要的 是运

是缺 如的而 不是 现成的 ;假 如人们 不能 寻找 和使用 合适

用上 的寻找 ,即 明白了 事物 转化需 要条 件之 后还要 去寻

的或 有效的 工具 ,人与 自然 的矛盾 就不 能得 到及时 的适

找或 创造这 一条 件 ,这 在人 的社会 生活 中表 现得尤 其明

当的 解决 ,由此 显露出 工具 作为转 化条 件的 中介的 极端

显。 因此 ,在中介的 三重辩证 法意义中 ,惟有作为 转化条

重要性。人类怎样去寻找工具呢? 工具总是由实存的材料

件这一意义 ,才是中介的本质。

加工改造 而成 ,而实 存的材料 作为自然物 体 ,也 自身作为

二

中介 并通过 中介 与自然 万物 处于普 遍联 系之中 ,人 类就
是从这普 遍联系的自然万 物中寻找材 料并加工 改制成工

既 然起着 转化 条件的 作用 是中 介的本 质 ,而中 介的

具的 ;这也就是说 ,作为联 系环节的中 介由此进 入人的社

这种本质在人的社会生活中又表现得尤 其明显。 那么 ,就

会生 活 ,参与进 人与自 然界 的相互 过渡 和渗 透的关 系之

有必 要对人 的社 会生活 中的 中介现 象作 一深入 的说 明。

中 ,又转换为过渡阶 段的中介 ,而当在 过渡阶段 中明显地

人是 大自然 长期 演化的 产物 ,因而 大自 然既 是人类 生存

改善 了人与 自然 的关系 时 ,作为过 渡阶 段的 中介就 又转

的基础 又制约着人类的 生存。 人在大 自然中像其 他事物

换为促 使人与自然关 系质变发展 的转化条件 的中介。 中

一 样作 为中 介并 且 通过 中介 与 各种 事 物发 生广 泛 的联

介角色之 联系的环节、过渡的 阶段和转化 的条件的 转换 ,

系 ,又作 为中介 并且通 过中 介与各 种事 物形 成对立 而发

最 终以 工具 的形 式 显示 了 人与 自然 之 间中 介的 重 要作

生相互的过渡和渗透。 然而 ,人类所独具的自我意识衍生

用。

了人的生 存意识 ,为 了生存下 去 ,就必 须在以中介 的身份

虽 然作为 工具 的中介 改善 着人 与自然 的关 系 ,但是

与自然万 物发生自在的或 自发的联系 和过渡中寻 找某种

由于人是 自然界长期演化 的产物而受 着自然界 的多方制

中 介 ,以便 能 主动 地或 自 觉地 作用 于 自然 万 物 ; 也就 是

约 ,因而人与自然关 系的改善 就是一个漫 长的历史 过程。

说 ,人类 要运用 这种中 介作 为手段 或条 件来 不断地 改变

如果说工 具作为中介是 这一关系 改善的关键 手段 ,那么 ,

人与 自然的 关系 ,让自 然界 对人之 间最 初的 束缚和 役使

工具的改 进就决定了这 一关系改 善的进程 ;再进一 步 ,如

的关系转变成利用和服务的关系。

果说工具 的改进具有形 态相对稳 定的阶段性 ,那么 ,人与

那么 ,人类要 寻找的 这一中 介是什 么呢? 马克思 说:

自然关系的改善状况也就具有了不同 时期的阶段性。

“劳动… … 是不依一 切社会形 式为转移的 人类生存条 件 ,

恩 格斯曾 把人 的需要 分作 生存 的需要 ,发 展的 需要

是人和自 然之间的物质变 换即人类生 活得以实现 的永恒

和享受的需要三种形式。 假如说 需要需有外在对象 ,那么

的自然必然性。” [ 4]在此 ,马克思似把劳动看作人与自然界

人的需 要实际上体现 了人与自然 的关系。 虽然 说人在任

联 系起来 的中 介 ;然 而 ,劳动 实际上 是人 的一种 能力 ,这

何时 期都在 要求 着并且 也可 以实现 着这 三种需 要 ,但是

种能 力因可 改变 自然外 物而 显示人 的本 质力量 ,因 而劳

在 不同 的时期 ,人 总是 主要地 满足 某种特 定的 需要。 那

动是人的一种 (本质 )属性。 若这样看 待 ,则劳动是内属于

么 ,是什 么因素 在决定 着人 们在不 同时 期要 求某种 需要

人、与人联为一体的。 它不是与人相区别的具有相对独立

的满足 呢? 这一决定因素 就是作为人 与自然之 间联系的

性的 另一实 在 ,因而当 把劳 动看作 联结 人与 自然的 中介

中介的工具。 按工具的发展演变 ,工具的形态可区分为三

时 ,就显 示不出 中介之 相对 独立于 对立 两极 的第三 者的

个历史时期。第一时期是手工工具形态。以手工工具为中

性质。 既然 这样 ,那 么 ,对 人与自然之 间中介的准 确表达

介 ,人对自然的利用 和改变仅 能维持人的 基本生存 ,因而

应该 是什么呢? 笔者认 为应该是 工具。 劳动不仅 是人的

人的需 要此时仅表现 为对生存下 去的满足。 第 二时期是

(本质 )属性 ,而且还是人的一种活动。 但是劳动活动不能

机器形 态。 以机器为中 介 ,人 类在认识、利用和 改造自然

徒手进行 ,只有使用 工具才能 劳动 ,或 者说只有使 用工具

中取 得了巨 大的 成就 ,人的 本质力 量的 各个 方面也 得到

的活动才是劳动。 正是因为此 ,人才被规定为使用和制造

了发展 ,因而人的需要此时表现为对能力发展的满足。 第

工具的 动物。 人运用手中 掌握的工具 不但将自身 与自然

三时期 是微电子技术 形态。 微电子技 术产品虽 然也是机

界 联系 起 来 ,而且 还不 停 地改 变着 人 与自 然 的关 系 ; 因

器 ,但它是智能机器 ,这样 就连人的智 力支出也 部分地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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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取代了。 人成为机器的智能程序 的设计者 ,智能机器

然 ;而保护自然 ,依然 需要以工具 为中介。 如果 说人类以

的产 品注重 的不 是使用 性 ,而是蕴 含于 其中 的意义 性或

工具为中 介 ,对自然 的关系改 善表现为对 自然的征 服 ,那

故 事性。 在 智能 机器时 代 ,人类驾 驭自 然的 能力更 为提

么 ,从今 以后 ,人 类以工 具为 中介 ,对自 然的 关系改 善就

高 ,人类的自由时间 或闲暇时 间也随之增 多 ,这就 为人类

转向对自然的保护。 这就是说 ,无论人类对自然抱着怎样

发展爱 好和享受生活提 供了可能 性。 以微电子技 术为中

的热 情 ,而作为 中介的 工具 则始终 制约 着人 与自然 的现

介 ,人的需要就转向对享受的满足。

实关系。

以 工具之 微电 子技术 为中 介 ,极大地 改善 了人 与自

通 过 人与自 然的 关系的 (工 具 )中介 分析 ,清楚 地显

然的关系 ,最终使人 摆脱了早 期自然界对 人的束缚、压抑

示了中介 的三重辩证法意 义以及作为 对立两极 的转化条

和役使。 但是 ,人对自然界的胜利并不意味着人对自然的

件 的本 质意义 。 人的社 会生 活是一 种能 动的、自觉 的行

关系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最近几 十年来 ,自然生态严

为 ;为了推动人的社 会生活 ,就需要在 社会生活 的各个方

重恶化 ,人类赖以生 存的自然 环境已发生 了深刻危机 ;于

面做 对立面 的转 化工作 ,为 此就要 寻找 或创 造促进 转化

是象人类的早期一样 ,生存问题又一次被提了出来。 这一

的条 件 ,而普遍 联系中 的物 体为这 种寻 找和 创造提 供了

问题 的现代 解决 固然需 要树 立环境 保护 的思想 观念 ,但

先在的基础。 人的社会生活的能 动性和自觉性就表现在:

问题的 切实解决仍需经 过新的技 术工具这一 中介。 这就

如何 恰当地 选择 外在的 中介 ,如何 恰当 地将 这外在 的中

为人 类提出 了新 的问题: 为 了保护 自然 这一 人类生 存的

介融 入变化 的事 物中 ,如何 恰当地 在变 化的 过渡阶 段完

共同基础 ,人类必须 调动全部 智慧 ,进 一步深入开 发科技

成事物的质变转化。 中介是一种 辩证的存在 ,是一种辩证

新领域的 微电子技术 ,制造出 卓有成效的 保护自然环 境、

的思想 ,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辩证方法。

维护生态平衡的技术工具。 以工具为 中介 ,人类征服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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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ture of resonance and its dialectical significance
Z HU Bao-xi n
( Zhumadian M edical School , Zhu madian, Henan, 463000, Chi na)

Abstract: The resonance has th reefo ld dialectical sig nificance: 1. The mat ters are i nt eg rat ed i nto
o ne as mutual reso nances wit h the resona nce as the key link fo r t he int eg ratio n. 2. The pai rs of
o pposi tes co ndi tion o ne a no ther f or thei r cha ng es w ith reso nance as the t ransi tio n fo r the cha ng es. 3.
Resonance i s the i ndi spensable co ndi tio n f or the quali ta tiv e change , w hich i s the essence o f resonance.
T he dialecti cal si gni fica nce is st rong ly demo nst ra ted i n the ev o luti on o f the relati onshi p bet w een
human and nat ure.
Key words: reso nance; link; t ra nsi tion; co ndi tio n fo r change; hum an and na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