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

选 择 一 种
“ 人 的 概 念 ”

当我应赵汀阳君之约到一家茶馆闲聊 “哲学怎么办” 问题的时候 ,

怀着的是“非哲学人”一般怀着的心情。作为一位哲学家 ,汀阳认为哲学

界应当有希腊罗马时代的雄心 ,应当创造一种“综合性文本” ,使各种知

识能在专业化之后的现时代再度被列入哲学思考的行列 , 而对于哲学

的新功能 , 他的一个不怎么确定的想法是使自身成为接近于实验艺术

的东西。接着汀阳的话 , 也是哲学家的陈嘉映君又以一种巧妙的方式

“策”言:他虽能同意汀阳之前两点看法 ,却一直对于哲学的实验艺术之

前景不抱乐观态度。他说 ,其实 ,哲学应当是一种“概念的科学” ,即哲学

家的本来使命在于比其他人更擅长提出精辟的概括 , 擅长于使概括升

华为概念 ,使概念更符合于知识的真相 ,等等。

我不是哲学家 , 当然也就不敢放肆地从一门研究“具体事项的”的

科学(社会人类学)跳跃上哲学的高阶。然而 ,汀阳与嘉映闲聊中表露出

来的观点及差异 ,却让我感到十分有意味。这里用“意味”两字 ,不是指

这一哲学讨论所能吸引的公众兴趣 ,反而应当说 ,它指的恰恰是这一闲

聊中的争辩使我们又一次进入了令人觉得无聊的思考 。不论在哪个学

科 , 我们都花了大量的精力在讨论一个“无聊的问题”:“我们该从事艺

术式的叙事还是该保持自身的科学清醒意识?”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

纪七十年代以前 , 社会科学诸学科的奠基者们即怀着一种追求科学的

希望 , 企图从作为一切又非一切的哲学中解放出来。现代主义和实证

主义的社会科学者认为 , 对于他们的研究而言 ,哲学确有它的启发 , 但

哲学以思考方式来取代观察方式 , 故而犯了一个主观臆断的 “科学失

误” ,真正的社会科学(如果这种所谓“科学”存在的话),就必须从主观

臆断的监牢中逃脱出来 , 走向社会存在的真实性。社会学年鉴派创始

者涂尔干于是指责著名哲学家孔德 ,说他拥有的只有概念 ,对于社会科

学该从事的研究 、 该观察的对象一无所知;社会科学只有摆脱他的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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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 ,才能从哲学中分化出来 ,成为关于社会的科学(见《社会学研究的规

则》)。

当然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 ,显然不再是“社会科学”的时代。在我

们这个时代(七十年代以来的所谓“后现代主义时代”), 更多的社会科

学学者正在试图瓦解人们对于科学主义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信仰 。

曾几何时 ,大量的经典的 、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家们就要求我们从十八

世纪的启蒙哲学中逃脱出来 ,进入一个把观察放在第一位 、把思考放在

第二位的学术空间中 ,而现在试图对社会科学灌输“人文价值”的“后实

证主义者”却依然用“去启蒙”的情怀说。艺术与文化批评 ,于是成了取

代科学主义的社会科学的手段。二十年代初期 ,在人类学中 ,一批以“文

化科学家” 的面目出现的马林诺夫斯基们对十九世纪的进步论提出了

“去启蒙”的批判 ,到了七十年代以后 ,这些“文化科学家”却成为解释学

派和后现代主义派批判的对象。

其实 ,汀阳和嘉映两君关于哲学使命的不同论点 ,可以说是在这个

知识的“大转型”中展开的。我不能否认论辩的原创意义 ,不过它本身却

使我想起了人类学界两位著名论者的争论。我们知道 , 法国人类学家

列维-斯特劳斯曾在《野性的思维》一书中指出 , 科学的解释并不像我

们通常想像的那样 ,存在于由复杂到简单的简化过程之中;相反 ,他说 ,

科学的解释存在于用较易于理解的错综复杂的事物来取代较不易于理

解的错综复杂的事物。解释人类学的惟一解释者格尔兹在 “文化概念

对于人的观念的影响”(见《文化的解释》 ,第二章 ,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

九九年版)这篇文章中 ,叙述了作为科学的学术和作为艺术的学术之与

启蒙主义的人的概念的勾连性。格尔兹说 ,就人的研究而言 ,解释常常

在于用复杂图景代替简单图景 , 同时力图保持简单图景所具有的清晰

的说服力。他进一步说 ,清晰典雅虽仍是一个普遍的科学理想 ,但在社

会科学领域 ,创造性进步却常常是在与这个理想背道而驰中出现的 。

格尔兹以来 ,在人类学这门社会科学学科中 ,人们从事文化的研究

时 ,带着的确实并非是列维—斯特劳斯式的“化约论” ,而是遵循了一个

特定的准则 , 他们以一种新的文化概念推翻了启蒙运动中占主流的人

性观点 ,代之以一个“不仅更复杂而且极其模糊的观点”(格尔兹语)。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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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阐明人性观点的“去启蒙”特征 , 并重新建构一个易于理解的有关人

性的表述 ,从此就成为人类学对文化进行“科学思考”的基础。启蒙运动

时代的观点认为 , 人完全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 统属于普遍的结构一致

性。新一代的人类学者则认为 ,从民族志的事例中 ,人类学试图寻求另

一种更切实可行的人的概念 , 它考虑到文化以及文化的多样性。而据

格尔兹 , “十八世纪的人类形象 , 是脱去文化外衣后出现在我们面前的

赤裸裸的智者;而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人类学用穿上文化外衣出

现的变形动物的形象代替了前一种人类形象。”进一步地 , 这位解释人

类学者说:

无论启蒙运动和古典人类学之间表现出何种差异 , 它们对人

性定义所采用的方法有一个共同点:它们基本上都是类型学的。

他们努力将人的形象构筑成一个模式 、一个原始型 ,一个柏拉图的

观念或亚里士多德的形式 ,对这些而言 ,实际上的人———你 、我 、丘

吉尔 、希特勒和婆罗洲的猎头———都不过是它们的镜象 、畸象或类

象。对于启蒙运动的情况来说 ,这种基础类型的要素 ,是通过剥去

实际人的文化装饰再看剩下的是什么来揭示的———自然人。对古

典人类学而言 , 这类要素则是通过从文化中分解出共性然后看会

出现什么来揭示的———同感人。无论哪一种情况 ,其结果都是:个

体间的差别和个体组成的群体间的差别退居次要地位 。个性开始

被看做是相对于一个真正科学家的惟一合理研究对象(基础的 、不

变的和常规的类型)的古怪 、独特和偶然变态的东西。这种方法 ,

无论它得到多么系统详尽的阐述和机智的辩护 , 都淹没了活生生

的细节 , 使之成为僵死的模式:我们在追求形而上学的存在 , 即大

写的人;为了这个目的 , 我们牺牲了我们实际遇到的经验的存在 ,

即小写的人。(引自中文版 ,黑体为笔者所加)

解释人类学本身 , 可以被视为是对被启蒙和古典进步论的人类学所牺

牲了的“小写的人”的恢复。它试图较为艺术地将“小写的人”描绘成人

的本性的核心群体 ,根据其从个别现象得出一般性命题的能力 ,来判断

一种人的属性。它要求我们直面人性 ,要求我们必须关注细节 、抛弃误

导的标签 、形而上学的类型和空洞的相似性(即现代科学主义的核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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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来把握各种文化以及每个文化中不同种类的人 , 使学科通向对特

殊性 、条件性和具体性的关注——— “人类学家俯视着碎屑 、石头和普通

植物 ,也在沉思着那真实无华的东西 ,从中短暂地 、局促不安地瞥见(或

他自以为瞥见)自己那烦恼多变的形象。”(格尔兹语)

以上述的人类学论辩为例来思考哲学的“使命争论” ,我看到 ,后者

虽然有它的独特意义 , 但是这一意义恐怕必须在更为广泛的知识领域

中获得认识 ,因为不只是哲学在面临人性认识过程中的使命问题 ,也不

只是哲学在面对注重表述和注重科学逻辑学的“两条道路斗争” 。然而 ,

从艺术和科学的“两条道路”来理解哲学的“使命争论” ,显然是不充分

的方式。倘若我们将眼界放大到包含汀阳君试图以“综合文本”来包含

的社会科学 ,则能清楚地看到 ,这一类“科学”中的“两条道路斗争”之最

后的呈现 ,其实还与知识的自主性问题相关联。

华勒斯坦等社会科学反思者告诉我们 ,十九世纪中期以来 ,社会科

学诸学科之所以企图从启蒙主义的大哲学中解放出来 , 实际上是因为

当时的学者们看到了另外一种更有利可图的依附关系之出现 。民族—

国家的生成 、建设和成熟 ,要求有更多为政府的治理和社会的秩序化所

需要的经验性社会知识 , 启蒙哲学在完成了思想解放以后也为正在呈

现的民族—国家创造了秩序混乱的问题 , 为了使知识再度服务于秩序

(而非启蒙), 时代要求将知识还原为科学 ,使之更易于为人所把握(华

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 ,北京三联书店一九九七年版)。于是 ,社会

科学学科建设的口号成为“去启蒙”的“再启蒙”的核心。在我看来 ,整个

二十世纪后期的“反思”所针对的 , 就是这种社会科学的民族—国家化

“再启蒙” 。

汀阳君说要把哲学回归于一种宏大的 “综合文本” , 这有点像华勒

斯坦等人要把社会科学的学科“去学科化”一样 , 其实是要我们从学科

化的制度化中解放出来 ,而这一解放 ,又必须要考虑到民族—国家对于

学科化的影响 , 考虑到二十世纪启蒙观念在中国思想界的话语支配

性。这一点无非隐含着另外一种可能的论辩:当嘉映说 ,哲学应当是“概

念的科学” 的时候 , 他是否是在推崇列维—斯特劳斯式的结构人类学?

结构人类学本来就宣称自身是一种 “文化语法的科学” , 它的提倡者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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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们可以在不同文化的表层之下 ,找到人类文明的普遍标准和价值 ,

找到普遍性解释的依据。倘若这一追求能被我们与科学主义的观点相

联系 , 那么 ,对于科学主义的反思看来也能指出 , 科学主义不能解决哲

学学科化的困境 ,因为正是科学主义为学科化提供了精神 、物质和制度

支持(甚至借口和政治依附性)。对于科学主义的反思 ,当然不是要求哲

学家去接受新儒学的本土主义文化论 , 因为后者从另一个角度支持了

华勒斯坦反思西方社会科学学科化时没有注意到的非西方民族主义问

题。那么 ,我们的道路在哪里?这个问题其实可以从所谓“一九九八年话

题”中得到表述。自由主义和被标定为“新左派”的另一种“主义”之间的

论争 ,当然没有那么简单(甚至也没有那么真实),但它看来也交织在知

识的使命问题上:“科学”的社会新秩序启蒙和“艺术”的社会问题的文

化批评 ,正是我们今日知识界关注的焦点。

二者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自然是有的。不过 ,我们面对的实质性问

题 ,可能却是没有选择意志的“第三条道路”说不清楚的 ,因为我们的问

题 ,实质是学术的价值选择:我们到底是否能够从局内人的角度看到局

内人的问题 ,是一个关键。我不认为华勒斯坦对于西方社会科学的指责

完全成立 ,但他对于社会科学与民族—国家及世界体系的勾联的论述 ,

却十分能够解释中国学界今日的困境。当社会科学的起源地———西方

突然回过头来反省自身学术文化的权利依赖性时 ,本时代的中国学术

(尤其是“制度内学术”)依然沉浸于这种依附关系的建构过程之中 ,而

在此一过程中 ,曾经在西方民族—国家和帝国主义发展过程中扮演合

法性赋予作用的科学主义知识论 ,在其力量上正在处于不断攀升的地

位中。用格尔兹的话说 , “大写的人”依然在牺牲着“小写的人” ,而科学

主义化的哲学也依然在牺牲着我们对于日常的人的生活的关怀 。哲学

家和学者在这个过程中很难有“第三条道路” ,我们或者必须选择“大写

的人” ,或者必须选择“小写的人” ,而倘若“综合文本”要有什么意义 ,那

么 ,它就必须有勇气呈现这种人的概念矛盾的真实性及我们的选择的

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