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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

樊　浩

摘　要　在“多”与“变”的时代，伦理道德何处是家园？必须寻找“多”中之“一”、“变”中之“不

变”。其关键词有二：“精神”与“形态”；理念是“回归‘精神’”，“皈依‘形态’”；理论假设是建构“伦理

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现代伦理学理论，不外三种形态，伦—理形态，道—德形态，伦理—道德形

态，其理想类型是“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精神哲学形态。２０世纪的文明觉悟的本质，不是

“伦理觉悟”，道德觉悟，而是在伦理回归中的“伦理—道德觉悟”。个体生命世界、社会生活世界、伦

理学理论内在“精神哲学”的“形态”同一性。现代理论体系中“伦理学”与“道德哲学”不只是两种话

语表达，而且代表着两种不同传统和“伦理”与“道德”的两种不同“形态”取向，应当在“精神哲学”的

理念和理论中加以统摄和整合。人类文明的终极问题，包括“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问题，与“人

应当如何生活”的道德问题，其中“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问题历史与逻辑地具有优先地位。“精

神”及其“形态”，具体地说，伦理形态，道德形态，伦理—道德形态，就是精神世界、生活世界和现代

伦理学理论中的“多”中之“一”，“变”中之“不变”，是伦理道德的精神家园。

关键词　伦理道德　精神哲学形态　伦理形态　道德形态　伦理—道德形态

　　我们正处于一个多元多变的时代，不仅内在生

命世界、外在生活世界，而且作为精神世界核心的伦

理道德及其理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处于“多”的淆

乱与“变”的激流之中。邂逅“多”与“变”的漩涡，如

何不为“多”所迷失、不被“变”所掳掠？必须探讨一

个严峻课题：“多”与“变”的时代，何处是家园？

思路简单而简洁：寻找“多”中之“一”、“变”中之

“不变”。文明史的规律是：人们享受“多”的丰盛与

“变”的活力，然而千百年来最高智慧总是坚韧地寻

找“多”背后的“一”，“变”背后的那种“不变”，哲学中

的“始基”，物理学中的“基本粒子”，生命科学的“基

因”，人文科学的“最高主宰”，无一不是寻找“多”中

之“一”、“变”中之“不变”的努力。“给一个支点，我

能撬动整个地球”，阿基米德的名言泄露了人类的抱

负与梦想。“多”中之“一”、“变”中之“不变”，才是

“道”，才是永恒，才是出发点和作为归宿的家园。

伦理道德如何在“多”与“变”中寻觅和回归家

园？南宋理学家陆九渊近一千年前就提供了启示：

“收拾精神，自作主宰，万物皆备于我，有何欠阙”①。

人们往往将这句豪迈宣言只当心学禅说，难以真正

了悟其哲学大智慧。学术史还原发现，这一道德哲

学命题的话语背景与问题意识，理论上针对朱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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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致知”的“支离事业”，提供“力行”的“简易工夫”；

实践上针对心与理、知与行的纷扰，提倡“先立乎其

大者”①的乾坤定力。“支离事业”即是失去整体性

的“多”，“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沉浮”②。所

“立乎大者”即知行合一的“良心”或“浩然之气”的

“精神”，“身体力行，障百川而东之！”③陆九渊的“收

拾精神”的现代启示是：伦理道德走出“多”与“变”的

“支离”，只须“收拾精神”，由此便可“自作主宰”，“万

物皆备于我”地在“精神”中安若家居。“当恻隐时自

然恻隐，当羞恶时自然羞恶”④。

“多”与“变”的时代，伦理道德“何处是家园”？

关键词有两个：（１）“精神”，（２）“形态”；思路很简洁：

（１）回归“精神”，（２）皈依“形态”。伦理道德既是一

个精神世界，也是精神世界的核心，还是精神世界的

生命过程或精神的呈现方式。在“多”与“变”的时

代，伦理道德摆脱“支离”或被碎片化的厄运，必须以

“收拾精神”回归家园。“收拾”的要义，一是回归“精

神”的本性；二是寻找伦理道德呈现其精神本性的哲

学“形态”，具体地说包括三大形态：建构个体生命秩

序的种种精神形态，建构社会生活秩序的种种精神

形态，现代伦理学的理论形态，三大形态“理一分

殊”，在“精神哲学”的层面道通为一。由此便演绎了

一个理念与方法假设：“多”与“变”的时代，伦理道德

回归家园，必须建构“精神哲学形态”。“精神”是家

园，“形态”是家园中的生命呈现方式。“精神哲学形

态”同时指向实践与理论两个维度：实践上为人的精

神在“多”与“变”中建立现实生命“形态”，理论上为

伦理道德在“多”与“变”中建立理论“形态”，于是在

实践和理论上便可以“自作主宰”，“当伦理时自然伦

理，当道德时自然道德”。“精神哲学形态”即伦理道

德的“多”中之“一”，“变”中之“不变”。

然而，无论伦理道德还是以它们为核心所建构

的人的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既具有强烈的现实性，

又指向终极理想，“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具有

两种可能的形态：一是现实形态；二是“理想类型”。

现实形态中人的精神可能流连滞留于伦理的或道德

的某种形态或某个阶段，然而人们必定执着地追求

由伦理道德的辩证互动所建构的精神世界及其理论

的“理想类型”。因其现实性，所以具有解释力和解

决力；因其理想性，则又内蕴着精神世界的巨大人文

魅力和信念力量。“精神哲学形态”试图以“精神”为

伦理道德的家园，以“形态”为伦理道德的呈现方式，

提出一种理论假设和解释构架：个体生命秩序与社

会生活秩序的精神结构；人类的伦理道德史，现代伦

理学理论，不外三种形态，伦—理形态，道—德形态，

伦理—道德形态，其理想类型是“伦理道德一体，伦

理优先”的精神哲学形态。

一、何种现代觉悟？
“伦理—道德”觉悟！

　　１．伦理觉悟的时代。

某种意义上，２０世纪可以说是伦理觉悟的时

代。上个世纪２０年代，陈独秀断言：“伦理的觉悟为

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⑤。上个世纪５０年代，

英国哲学家罗素发现：“在人类历史上，我们第一次

达到了这样一个时代：人类种族的绵亘已经开始取

决于人类能够学到的为伦理思考所支配的程度”⑥。

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历史境遇，同一个觉悟：“伦

理觉悟”，其话语背景有三大共同特点。其一，“伦理

觉悟”的直接参照是“政治觉悟”。陈独秀以中国在

明朝中叶之后面对西方冲击依次产生的六期文化反

映为背景，将“吾人之觉悟”展开为“政治觉悟”与“伦

理觉悟”两大觉悟，因为“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各

国皆然，吾华尤甚”⑦。罗素则从相反的维度，即“伦

理学应用到政治学的困难———有时难到几乎是徒劳

的”，揭示“伦理觉悟”的意义。其二，无论在中国还

是西方，“伦理觉悟”都是终极觉悟，“最后觉悟”、“人

类种族的绵亘”等话语，无不宣示伦理觉悟的终极意

义。其三，最为隐蔽，也是最需要辩证的是：为何“伦

理觉悟”而不是“道德觉悟”是终极觉悟？显然，无论

在陈独秀还是罗素的话语中，“伦理觉悟”都有特殊

的问题指向，陈独秀指向“三纲”之名教礼教，罗素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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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山语录》卷一。
《陆九渊集》卷二十五。

陆九渊：《语录》下。

陆九渊：《语录》下。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１９１６年２月１５日１卷
号。

罗素：《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的人类社会》，肖巍译，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５９页。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１９１６年２月１５日１卷
号。



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那些“有组织的”“破坏性激

情”。然而仔细考察可发现，它们还有另一个潜隐的

参照，这就是“道德觉悟”。陈独秀明确指出：“儒者

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共贯同条，莫可偏

废。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所谓

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之制度也。近世西

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与

阶级制度极端相反。此东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岭

也。”①且不论陈独秀的判断是否准确，中国“伦理政

治”、西方“道德政治”之说，已经明确将伦理与道德

相区分，以“伦理觉悟”而不是“道德觉悟”为指向。

罗素“伦理觉悟”所针对的不只是个体的“破坏性激

情”，而是那些“组织起来”的破坏性激情，诸如纳粹

对犹太人的灭绝、“有组织的集团之间的竞争”等等。

因为这些“破坏性激情”的“有组织”，因而它们不仅

具有伦理的性质而且对世界的破坏已经将文明推向

存亡与否的边缘。正是在“有组织的破坏性激情”的

意义上，这种觉悟是“伦理觉悟”而非“道德觉悟”。

因为，罗素发现，“从金字塔的建造直到今日的历史

研究，一直没能给任何仁慈者以鼓励。在各个时代

里，总有能看清什么是善的人们，但他们并不能成功

地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②。换言之，道德问题一直

存在，道德觉悟也一直是历史的良知，然而只有当那

种“破坏性激情”被“组织”起来之后，“学会为伦理思

考所支配”的“伦理觉悟”，才具有决定“人类种族绵

亘”的终极意义。总之，不仅相对于政治，而且相对

于道德，“伦理觉悟”是“吾人之最后觉悟之最后觉

悟”。

２．“伦理觉悟”？“道德觉悟”？

由上文便衍生两大问题。第一，一个世纪之后

的今天，“伦理觉悟”是否依然是“最后觉悟”？在精

神哲学的意义上，“伦理觉悟”优先地位，或伦理之于

道德的优先地位，今天是否依然具有合理性与现实

性？第二，“伦理觉悟”与“道德觉悟”，或者说伦理与

道德，在人的精神世界、生活世界，以及与之相对应

的伦理学理论中到底具有何种不同意义？今天我们

所需要的觉悟，到底是“伦理觉悟”，“道德觉悟”，还

是“伦理—道德觉悟”？

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人类世界已经沧海桑田，然

而“伦理觉悟”不仅依然是精神世界的主题，而且是

生活世界的难题，只是在不同历史境遇下，切换了文

明的问题式。在中国，它以伦理—道德悖论的方式

在场；在西方，它以伦理认同与道德自由的矛盾显

现。然而，在以伦理与道德为结构的精神世界及其

所缔造的生活世界中，伦理依然是世界的重心，“伦

理觉悟”依然是今天这个时代的“最后之觉悟”。“三

纲”的伦理与“五常”的道德，是千百年来的传统社会

中人的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中伦理与道德的纵横两

轴，在近现代转型中，自谭嗣同始，便将批判的矛头

直指“三纲”礼教。历经一个多世纪的涤荡，尤其市

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冲击，一个深刻悖论在生活经验

和实证调查中被揭示：伦理的实体与不道德的个体。

人们已经发现，当今社会最严重的问题或最大的恶，

如生态危机、战争、分配不公等，并非由个人，而是由

罗素所说的那些“有组织的集团”造成。市场逻辑下

所形成的各种集团，因其利益的直接相关在内部关

系中可能具有某种伦理性，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伦理

的实体”，但当它们作为“整个的个体”而行动时，对

社会和集团外部的他人却可能造成严重的恶，沦为

“不道德的个体”。“伦理的实体—不道德的个体”，

成为尼布尔所揭示的“道德的人—不道德的社会”的

西方悖论在中国的反绎，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

圣贤—专制社会”的伦理—道德悖论在现代的反绎。

在西方，遭遇两次世界大战的精神重创，当“有组织

的破坏性激情”被唾弃之后，伦理认同与道德自由的

矛盾成为精神世界的基本矛盾，于是康德主义、新康

德主义兴起，意志自由不仅是道德世界而且是精神

世界的主旋律，伦理认同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于是

无论生活世界还是精神世界都陷于原子化和碎片

化，而社会的精神凝聚力也更加涣散。

作为精神构造和生活世界中伦理—道德矛盾的

理论表现，先是在西方，正义论与德性论的论战再

起，继而借助全球化飓风，它们“被移植”为“中国问

题”，并一度呈燎原之势。然而无论在西方还是中

国，正义论的强势与受宠，已经暗示或隐谕当今世界

的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中伦理之于道德的优先地

位，因为正义所诉求的无疑是伦理或伦理实体的合

理性，而德性归责的则是个体对共同体的认同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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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的人类社会》，第１５９页。



所内化的将个体性提升到普遍性的那些品质。在中

国以“克己”为重心的“修养”传统下，德性历来在精

神世界和生活世界中具有基础性哲学意义，然而

２００７年的相关调查表明，正义论（或公正论）与德性

论两种取向已经在价值选择中势均力敌，４９．１％

ＶＳ．５０．９％；此后仅仅六年，在２０１３年的调查中，

公正论便处于绝对优先地位，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

益发生矛盾时，超过７０％的调查对象选择“公正优

先”。这是一种伦理的启蒙，也是一次精神世界的嬗

变①。它标示伦理日益成为生活世界的课题，由此

也催生以“正义”或公正为诉求的“伦理觉悟”。

３．精神哲学体系中的“伦理—道德觉悟”。

然而，如果将“伦理觉悟”的现代问题式仅仅归

之于伦理，那无异于是对生活世界的误读和对精神

世界的误导。“伦理觉悟”只是基于精神世界和生活

世界中伦理之于道德的某种意义上的优先地位，离

开道德和“道德觉悟”的参照系，精神世界和生活世

界都将被肢解。“伦理觉悟”既诠释了伦理之于道德

的优先地位，更演绎了伦理与道德不可分离的精神

同一性。虽然陈独秀将“伦理觉悟”当作“最后之觉

悟”，罗素将“学会为伦理思考所支配”提高到关乎

“人类种族绵亘”的“最后时刻”，提示伦理问题是我

们这个时代具有世界意义的共同难题；然而“伦理觉

悟”的话语背景已经提醒我们，如果只局限于“伦

理”，也许包括伦理在内的诸多问题都难以解决，必

须进行理念和方法的重大转换，转换的方向，是在

“精神哲学”的意义上，通过伦理道德向“精神”的家

园回归，将伦理与道德作为精神世界的生命整体性、

生活世界的生命整体性，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伦理学

理论体系中的一种“形态”，即一个精神结构和一个

生命进程，在伦理与道德的生态互动及其历史发展

中辩证把握。进入２１世纪，人类文明，尤其是人类

精神文明的重大觉悟，既不是“伦理觉悟”，也不是

“道德觉悟”，而是“伦理—道德觉悟”。需承认，在

“伦理—道德觉悟”中，伦理具有某种精神哲学的优

先地位，由此，它便不是伦理与道德的某种无原则的

折衷调和。正义论与德性论之争，在精神哲学意义

上是伦理与道德之争，离开精神的家园和精神哲学

的视界，它可能就是一场难有结果的论争，因为，它

从一开始便陷入一种精神纠结，陷入相互期待然而

却永远难以相互满足的价值围城。正义论与德性论

之争及其所折射的伦理与道德之争，是我们这个时

代的纠结，既是精神世界的纠结，也是生活世界的纠

结，更是伦理学理论的纠结。如果任其纠结下去，将

会迷失于精神世界的孤岛，生活世界的碎片，伦理学

理论的“丛林”。而要摆脱这些纠结，须在精神哲学

意义上建立伦理道德及其伦理学理论的“形态观”。

易言之，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不只是伦理形

态、道德形态，而且是二者辩证互动所生成的伦理—

道德形态。与之相对应，人类文明的彻底觉悟，不只

是伦理觉悟或道德觉悟，而是“伦理—道德觉悟”，准

确地说，是以伦理觉悟为重心的“伦理—道德觉悟”。

二、精神世界—生活世界—
伦理学理论的“形态”同一性

　　为什么“伦理觉悟”是现代觉悟的重心，而伦理

与道德才是个体与社会的精神构造及其所建构的伦

理学理论的结构形态？必须透过精神世界、生活世

界、伦理学理论三者之间的同一性关系，在人类文明

的终极问题中寻找形上根据。

１．伦理与道德的哲学裂隙。

伦理与道德不仅关联着个体与社会，而且关联

着精神世界与生活世界。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

尔将伦理道德当作“客观精神”，其哲学指谓包括：其

一，伦理道德是精神或所谓“绝对精神”客观化，抑或

现实化自身所“现”出的“象”即形成的两种现实形

态；其二，“客观精神”与个体性的“主观精神”相对

应，它是超越个体的社会精神或社会意识、民族精

神。在这个意义上，伦理道德是精神在现实世界中

呈现的形态，或者说是在人的意识中呈现的世界的

两种形态，它试图解释和回答一个问题：社会生活或

生活世界如何在精神的顶层设计中成为可能且具有

合理性，或者说，社会生活如何被精神所建构。然

而，思维缜密的黑格尔及其精神现象学体系也潜隐

着一个思想的裂隙：伦理道德虽然“精神地”缔造社

会生活，但它不仅是客观性的社会意识或指向社会

性的精神，而且首先是个体并且必须首先是个体的

精神构造，否则它们便逻辑和历史地不能完成“客观

９３　学术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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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即建构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的任务。也许正因

为知晓这一裂隙，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颠倒了

伦理与道德的体系地位。《精神现象学》中“客观精

神”的体系是“伦理世界—教化世界—道德世界”，

《法哲学原理》的体系是“抽象法—道德—伦理”。伦

理与道德地位的这一体系性倒置当然可以从两本著

作的不同研究主题解释，《精神现象学》的主题是“意

识”或“精神”的辩证发展，《法哲学原理》的主题是意

志或自由意志的辩证发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

《精神哲学》中，黑格尔明确将伦理道德作为“客观精

神”的两个环节或精神客观化自身的两种形态，并且

几乎完全采用了《法哲学原理》的体系结构，或者说，

《法哲学原理》就是《精神哲学》中“客观精神”的展

开。无论如何，在黑格尔哲学中存在“伦理”与“道

德”的理论纠结，只是他用天才的辩证法，在精神的

辩证发展及其生命体系中讨论伦理与道德，以此化

解了伦理与道德之间的矛盾，也化解至少淡化了内

在于他的精神哲学体系内部的伦理与道德的矛盾；

或者说，黑格尔真正关心的并不是伦理与道德本身，

而是它们辩证互动所形成的精神体系和精神哲学体

系。但可以假设甚至指证，这一矛盾在黑格尔精神

哲学体系中的存在，可能与黑格尔强制性地将伦理

与道德“客观化”或只客观化，未能充分揭示它的主

观性或作为个体精神构造的哲学意义深度相关。

２．伦理学？道德哲学？精神哲学？

指证黑格尔体系中伦理与道德的纠结，并不只

是为了研究黑格尔或为黑格尔辩护，而是试图澄明，

二者之间的纠结内在于个体与社会的精神世界及其

理论之中。当今，关于伦理道德的理论似乎难以找

到一个共同的表述，至少存在三种可能的表达，但又

明显感觉到任何一种表达都缺乏普适性或不够契

合：伦理学？道德哲学？精神哲学？伦理学的话语

重心在“伦理”，只是以“道德”为研究对象。名之“伦

理”却以“道德”为对象和内容，这种理论和体系从一

开始便内存概念矛盾，或许，将以“道德”为研究对象

和内容的学科名之为“伦理学”，本来就是一种中国

传统和中国文化基因，是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

中国伦理型文化传统的哲学演绎，这种传统倾向在

孔子“克己复礼为仁”的哲学范式中已经潜存。“克

己复礼为仁”的哲学范式表面指向“仁”的道德，实际

以“礼”或“复礼”的伦理为目的和标准，但正因如此，

千百年来一直存在关于孔子及其儒家体系的“仁”核

心与“礼”核心之争，这种解读的歧途甚至直接导致

了后来的孟荀之殊。“道德哲学”的话语重心在“道

德”，它将“道德”归之于哲学并在哲学的层面进行讨

论，以此涵盖道德与伦理。然而仔细考察便会发现，

“道德哲学”也许是一个西方传统或西方文化偏好，

就像“伦理学”是中国传统和中国文化偏好一样。亚

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虽名之为“伦理”之

“学”，但开篇便区分“伦理的德性”与“理智的德性”，

并且以后者贬抑前者。在日后拉丁化的过程中，古

希腊的“伦理”便向古罗马的“道德”形变，至康德，一

种“道德哲学”的传统和偏好最后完成，这种道德哲

学“完全限于道德这一概念，致使伦理的观点完全不

能成立，并且甚至把它公然取消，加以凌辱”①。

西方哲学将伦理与道德重新回归于一体只是在

黑格尔体系中才完成。黑格尔找到了“精神”这一概

念，在“精神哲学”的框架和体系中讨论伦理与道德

问题，将它们作为人的精神发展的一个环节和不同

形态。虽然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说“黑格尔伦

理学或关于伦理的学说就是法哲学”，但黑格尔本人

明白无误地将它作为精神哲学体系中的一个结构。

“精神哲学”可以扬弃“伦理学”和“道德哲学”中有关

伦理与道德的偏颇，将伦理与道德在精神中哲学地

整合为一个体系，然而似乎在名称中缺失“伦理”或

“道德”的标识与显示度，并且，无论如何它们只是精

神哲学即“客观精神”的一个结构，而不是精神哲学

本身，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还有“主观精神”、“绝对

精神”两个构造。

“伦理学”与“道德哲学”的纠结至今依然存在。

当今中国的学科划分，将“伦理学”归之于哲学，突显

其“哲学”本性，但同时又认为它是一门实践的科学，

在这种理解中显然存在康德“道德哲学”和“实践理

性”理念的痕迹。而且，将伦理学当作“哲学”，不可

避免地存在罗素所说的“道德的知识”和“关于道德

的知识”的矛盾。哲学研究的是“关于道德的知识”，

而伦理学传授的却是“道德的知识”。伦理学必须哲

学，否则难以洞明人的大智慧，但如果只是哲学，将

稀释其精神意义与实践意义。当今世界范围内伦理

０４ 　天津社会科学　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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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或道德哲学蓬勃发展，不少人预言：伦理学将成为

甚至已经成为哲学中的显学，但无论“显”到何种程

度，伦理与道德的纠结总是逻辑与历史地存在。不

过，正因为存在伦理与道德、伦理学与道德哲学的纠

结，才需要精神哲学，在精神哲学的理念和理论框架

下统摄和讨论伦理与道德及其辩证发展。也许，“精

神哲学”并非化解这些纠结的最佳方案，但它确实是

迄今发现的最具可能性的方案。

３．精神世界—生活世界—伦理学理论的同一

性及其基本问题。

如何超越伦理与道德的纠结？黑格尔提供了智

慧指引，即回归“精神”并在“精神”中“哲学地”同一，

然而止于斯还远远不够，因为黑格尔体系本身就存

在“精神”的裂隙。于是，必须借助黑格尔的“精神”

资源同时扬弃其体系矛盾，其方法是在“主观精神—

客观精神—理论体系”或“精神世界—生活世界—理

论体系”的三者统一中，建立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同

一性或精神哲学体系，其突破点是将伦理与道德当

作个体精神世界的文化结构与生命形态。个体精神

世界与社会生活世界具有内在同一性。当下无论哲

学理论还是伦理学理论，都将伦理道德当作“社会意

识”或“意识形态”，即具有社会性和客观性的意识，

社会性即普遍性或个体意识的同一性，客观性即具

有实现自身或客观化自身的内在力量。“社会意识”

的理念事实上与黑格尔“客观精神”的理念在形上层

面相通，只是历史唯物主义倒置了他的“倒置”，不是

精神外化或客观化为现实的社会存在，而是伦理道

德作为社会存在是社会意识的反映。然而，“社会意

识”不仅是具有社会性或社会同一性的意识，而且也

是建构社会使社会生活成为可能的意识，由此个体

的主观意识与社会的普遍意识便可相通。而“意识

形态”或“社会意识形态”表明个体的、主观性的、多

样性的“意识”已经具有“形态”或“形态化”，“形态”

不仅是超越个体的同一性，而且也是个体意识具有

现实性的生命呈现方式，个体意识一旦具有“形态”，

便一方面获得社会的普遍性，另一方面也客观化和

现实化。因乎“形态”，个体意识扬弃了个体性与主

观性，从而成为建构社会生活世界的精神力量。“社

会意识形态”是个体意识与社会意识之间的相互承

认，而不是对个体意识的简单否定，将伦理道德当作

“社会意识形态”，充分肯定了它们作为个体意识所

内蕴的成为“社会”并且缔造“社会”的精神基因和精

神力量。由此，个体意识与社会意识、主观精神与客

观精神、精神世界与生活世界便相通合一。

无论伦理学还是道德哲学，乃至精神哲学，都以

“善”为核心价值和文化归宿。什么是“善”？黑格尔

说：“善就是作为意志概念和特殊意志的统一的理

念……善就是被实现了的自由，世界的绝对最终目

的。”①在他看来，善不仅是世界的终极目的，而且是

世界的绝对目的即唯一目的。伦理与道德是善的两

种形态，道德是主观的善，伦理是客观的善或“活的

善”。个体意志与其本性的统一，就是善，或者说，个

体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就是善。其实，无论哲学、伦理

学，还是其他一切人文社会科学，如政治学、法学乃

至经济学，都以个体性与普遍性的统一为诉求，分殊

在于如何统一？伦理学、道德哲学以“善”为最高价

值建构世界的同一性。人既具有单一性，又具有普

遍性，于是便有心与身之分，性善与性恶之争。人不

是天使，所以必须有道德；人不是魔鬼，所以可能有

道德，这便是道德的必要与可能所在。人既是作为

自然存在的个体，又是有家园的实体，“成为一个人，

并尊敬他人为人”是“法的命令”②。“成为一个人”

并不是成为一个“个人”，因为“把一个个体称为个

人，实际上是一种轻蔑的表示”③，它否定了人的实

体性。于是，单一性与普遍性、或个体与实体的同一

性问题，便是伦理学和道德哲学、也是人的精神世界

和生活世界的基本问题。然而，一旦将这一基本问

题从形上层面落实到“如何统一”、“统一于何处”的

价值层面和意义层面，便理论与现实地遭遇另一个

基本问题，即伦理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单一性与普

遍性或个体与实体的关系、伦理与道德的关系，既是

人的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也是作为其理论表达的

伦理学和道德哲学的两大基本问题。

４．人类文明的终极问题。

为何伦理与道德的关系成为人类的精神哲学纠

结？其深刻根源存在于人类文明的终极问题及其形

上认知之中。

人类文明的终极问题是什么？长期以来流行一

１４　学术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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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表述，“人应当如何生活”。这种观点被诠释为“苏

格拉底之问”。然而仔细考察可以发现，其一，在苏

格拉底著作中没有发现关于这一命题的表述，相近

命题是《克力同》中所说的“好的生活高于生活本

身”，而它们显然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命题。其二，根

据黑格尔的观点，“应然”是不断的“未然”，应然意味

着未发生但人们希望它发生，于是“应然”以及与之

相对应的道德便是一个永远有待完成的任务。文明

史表明，人类文明的终极问题，不是“人应当如何生

活”的道德问题，而是“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问

题，但是，这并不表明“人应当如何生活”在人类文明

中不具有重要的意义，只是因为它与“我们如何在一

起”相关联，因而同样具有某种终极性。

伦理与道德、伦理学与道德哲学作为人类精神

的特殊形态和理论表达，应当与人类精神发展史、个

体精神发育史、社会发展史或人类文明史相一致，只

有达到三者的一致，才具有真理性与现实性。中西

方文明的历史叙事表明，文明起源所邂逅的第一个

问题，便是“我们如何在一起”。西方文明有两大基

本传统，希腊传统与希伯来传统。希伯来传统即基

督教传统，其创世纪史诗有两个重大文明事件，一是

上帝造人，一是被逐出伊甸园。“创世纪”复原了人

类文明的原初状态：上帝是世界的根源，上帝用一把

黄土创造了亚当，又用亚当的肋骨创造了夏娃。于

是，在原初世界中，上帝、亚当、夏娃便只是一个存在

者，这是一个实体性的世界，也是一个完美的世界。

然而，亚当、夏娃偷吃了智慧果，于是启蒙了，也异化

了，异化的集中表达就是用了第一块遮羞布。这块

遮羞布极具文明象征意义，它意味着原初世界出现

了“别”，不仅是亚当、夏娃之间的两性之“别”，而且

表明实体性的世界分裂为亚当之“我”，夏娃之“你”，

还有不在场的上帝之“他”，由此完美的原初实体世

界颠覆了、解构了，于是上帝雷霆震怒，将人类的祖

先逐出伊甸园，由此开始了赎罪才可以得救漫漫文

化长征。拯救的真义是受上帝恩宠和召唤而重返伊

甸园，而重返伊甸园，便是重新回归原初的伦理实

体。“原初状态—逐出伊甸园—重返伊甸园”的精神

过程与文明过程，本质上就是从实体出发，解构实体

而又回归实体的伦理过程。在希腊历史上，第一个

重大文明事件是苏格拉底之死。一般将苏格拉底之

死诠释为道德事件，然而经过反思人们会发现，这一

文明事件的核心不是苏格拉底蒙冤判死，而是他可

以逃离但却慷慨赴死，于是苏格拉底便成为古希腊

的道德基型，苏格拉底之死也就成为一个道德事件。

实际上，这同样是一种误读，因为它是一个典型的伦

理事件。“苏格拉底之死”作为古希腊最重要的文明

事件的秘密，一是苏格拉底为何“罪当至死”，二是苏

格拉底到底因何“赴死”。苏格拉底因两宗罪而被判

死，慢神和教唆青年。而其中的秘密在于，苏氏为何

是死罪？慢神颠覆了神的终极实体性，而教唆青年

则颠覆了雅典城邦的实体性。这两宗罪分别在精神

世界和生活世界颠覆了古希腊的实体性，“罪大恶

极”，于是“苏格拉底必须死”。苏格拉底因何不逃

死？《苏格拉底的申辩》和《克力同》记载了苏格拉底

的纠结，“好的生活高于生活本身”是他的纠结的理

性表达。苏格拉底解构了古希腊的实体性世界，然

而却未能像重返伊甸园那样发现新的文明希望，更

重要的是，他对这个实体性世界还保持深深的认同，

苏格拉底反复追问和论证，他难以逃到一个比雅典

更好的城邦，逃死不如慷慨赴死，于是，“苏格拉底只

能死”。“必须死”、“只能死”，演绎一个主题，“苏格

拉底之死”是古希腊文明源头的重大伦理事件，而不

是道德事件。

中国文明源头的文明事件同样演绎了这一人类

精神的主题，携带伦理型文化的胎记，相对于西方文

化的悲剧式崇高而具有伦理喜剧的色彩。解码轴心

时代的中国文明，春秋时代最重要的精神事件，一是

孔子周游，老子出关；二是《论语》与《道德经》同时诞

生。孔子周游“游”什么？“游”于伦理道德之和。孔

子学说以“克己复礼为仁”为宗旨，其要义不在仁的

道德，也不在礼的伦理，而是通过仁的努力，回归礼

的伦理实体即所谓由“克己”而“复礼”。在孔子那

里，自殷周而来“礼”是原初而美好的伦理实体，“复

礼”实际是“重返伊甸园”的伦理型文化的表达。老

子出关出何种“关”？“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

伪”，出仁义智慧的教化异化之“关”。在老子那里，

仁义实际是伊甸园里的智慧果，是文明异化的结果，

也被他当作异化的根源，因而要“绝圣弃智”，这便是

“出关”的真义，即出仁义异化之关而回归“道”的本

真。《论语》是“伦”语，《道德经》是“得‘道’经”，一个

以伦理为重心，一个以道德为重心，共同缔造了中国

伦理型文化的阴阳两条染色体。

２４ 　天津社会科学　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个体精神发育史同样体现文明的这一精神密

码。个体生命从无到有，十月怀胎，以一声啼哭向这

个世界报到，人类为何对母亲、母爱有如此强烈的依

恋之情？为何从伦理到宗教的一切人文科学都以

“爱”为永恒的主题，而爱的精髓是“不独立”、“不孤

立”？为何即便在高扬个体主义与理性主义的今天，

人类也必须并且能够培育出如此坚韧的“爱”的能力

和品质？为何迄今为止的一切人类文明都以实体性

的家庭为基础和细胞，并且在日后的家国矛盾、家庭

与社会的矛盾中忍受那么多的与家庭的情感纠结深

度相关的爱恨情仇？根本原因在于，家庭是一个自

然的伦理实体，母亲是生命之源，是伦理实体的人格

化。对母亲、对家庭的情感，本质上是一种实体性的

伦理情感。人的精神生命的本质是什么？是伦理；

个体生命的原初问题是什么？是与母亲、与家庭“在

一起”的伦理问题。

上帝之怒，苏格拉底之死；孔子周游，老子出关；

无论中西文明源头的重大精神事件，还是个体生命

的诞生史与发育史都表明，人类文明的终极问题不

是“应当如何生活”的道德问题，而是“如何在一起”

的伦理问题。上帝之怒，苏格拉底之死，本质上是一

个伦理事件；孔子周游完成的是“复礼”的伦理使命，

老子出关出的是道德异化之关，“周游”与“出关”，演

绎的是伦理与道德的文明二重奏；而个体生命诞生

之初的第一声啼哭，是从母体的实体中分离的“伦理

之哭”，与被逐出伊甸园的亚当、夏娃之哭具有相通

的文明意义。然而，这些并不表明“人应当如何生

活”的道德问题不具有重要的文明意义。伦理是实

体，道德是主体。实体等同于“共同体”，共同体在任

何时代、任何情况下都可能形成，譬如以利益建构的

经济共同体、以权力建构的政治共同体，“实体”的必

要条件是“精神”，当通过“精神”的努力而“在一起”

时，共同体便成为伦理性的实体。伦理性的实体的

建构与坚守，必然期待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个体严肃

回答“应当如何生活”的道德问题，并通过对实体的

认同与内化而成为主体。人“应当如何生活”同样是

人类文明的重大问题，只是它由“我们如何在一起”

的伦理问题衍生，并以伦理实体为其现实性，因而

“在一起”的伦理问题更具终极性。

必须澄明，“我们如何在一起”中的“在一起”涵

盖如下内容。一是个体性的“我”如何成为实体性的

“我们”，或“我”如何成为“我们”；二是作为诸伦理实

体的“我们”如何在一起。前者指向个体与实体之间

的关系；后者指向实体之间的相互关系。陈独秀的

“最后觉悟”与罗素的“为伦理思考所支配”，便分别

指向这两大伦理问题和伦理关系。陈独秀的“最后

觉悟”以“三纲”为批判对象，要求在现代觉悟中冲破

个体与实体关系的纲常礼教或伦理罗网；罗素的“为

伦理思考所支配”，以诸民族、诸集团之间“有组织的

破坏性激情”为对象，认为这些破坏性的激情不仅使

不同的“我们”即诸国家、民族、社会群体不能“在一

起”，而且已经将人类文明推至可能灭绝的边缘。于

是，“我们如何在一起”的现代觉悟，不仅是个体的伦

理觉悟，而且是实体的伦理觉悟，前者关乎社会风

尚，而后者已经关乎“人类种族的绵亘”。这便是集

团伦理在当今文明体系中至关重要的精神哲学意

义，也是伦理之于道德对于文明前途的更重要、更具

现实性的精神哲学意义。

三、伦理道德的三种精神哲学形态

１．“精神哲学形态”结构元素。

“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逻辑地包含三大结

构元素：“伦理道德”、“精神”、“形态”，形上根据与合

理性存在于其“哲学”本性之中。

伦理道德的基本问题，或者说伦理道德的文明

使命是什么？是个别性与普遍性，或人的个体性与

实体性的关系问题，其文明使命是将人从单一的个

体提升到普遍的实体，从而在空间上超越有限达到

无限，在时间上超越短暂达到永恒。“无限”与“永

恒”是伦理道德的两大终极追求。在“伦理道德”的

概念中，“伦”与“道”是无限与永恒的两种不同形态，

而“理”与“德”是达到无限与永恒的路径和条件。人

是一个有限的存在者，“身”的具体性和自然属性使

其具有个别性；人与世间万物一样，有生必有死，是

一个短暂的存在者。人无法逃逸“空间”与“时间”的

终极魔力，也许人是世间唯一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性

和必定要死亡的动物，于是便诞生追求无限与永恒

的终极追求与终极理想。在人类文明体系中，宗教

与伦理道德是达到无限与永恒的两种基本文化智

慧，前者是西方智慧，后者是中国贡献。宗教将普遍

性人格化，于是创造某些终极性的实体，如上帝、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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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真主；伦理道德在现世和世代更迭的血脉关系中

缔造普遍，达到永恒。前者的逻辑是“永远活在上帝

手中”，后者的逻辑是“永远活在人们心中”。这便是

出世文化与入世文化的根本殊异，区别在于是否将

普遍与永恒人格化，在彼岸达到还是此岸达到。

“伦”与“道”，就是普遍与永恒的现世形态和信念形

态。宗教实现个体性与普遍性的统一，达到永恒与

不朽需要“信仰”；伦理道德的路径则是“敬仰”，也许

这便是孔子“畏大人，畏天命，畏圣人之言”，也是中

国哲学一以贯之地“主敬”的根本原因。宗教与伦理

道德，殊途同归，理一而分殊，完成人类文明的终极

使命，也是人类文明的顶层设计。

宗教与伦理道德的另一相通之处在于：无限与

永恒必须也只能在“精神”中实现。在相当意义上，

“精神”是宗教与伦理道德的共同话语。在当今世界

的哲学话语中，“理性”具有霸权地位，不少西方学者

认为“精神”是一个宗教的概念，其实中国传统哲学

尤其宋明理学特别强调精神，陆九渊的“良心”，王阳

明的“良知”，都被他们自己诠释为精神。按照黑格

尔的精神哲学理论，“精神”有三大特点：出于“自然”

而超越自然；“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知行合一。

其中，“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是核心，也就是说，

精神的本性是将人从个别性提升到普遍性，从而达

到无限与永恒。黑格尔将精神表述为“单一物与普

遍物”的统一，而不是“个别性与普遍性”的统一，一

个“物”字，实际上内在地具有将个别性与普遍性人

格化的倾向，而普遍性一旦人格化，便具有走向宗教

的可能。所以，在黑格尔哲学中，既有高度思辨的哲

学普遍性，又有作为绝对精神人格化的宗教，不过，

宗教也只是他的绝对精神的一个环节，这可以作为

“精神”兼具宗教与伦理道德双重属性的学术佐证。

个别性与普遍性、个体与实体的统一是辩证发

展的生命过程，也是人的文化生命及其境界的呈现

方式。伦理道德如何“精神地”呈现自己所达到的个

别性与普遍性统一的境界与样式，于是便有所谓“形

态”。“形态”即样态，“形”与“态”是生命的两种呈现

和表达方式。“形”是具体，是“肉”，“态”是抽象，是

“灵”；“形”是“精”，“态”是“神”。“形”与“态”构成具

体与抽象、灵与肉、精与神的统一。“形态”表明，伦

理道德的辩证发展，展现为个别性与普遍性、个体与

实体的统一的不同“精神”状态、不同“精神”境界，一

句话，呈现为人的“精神”不同的生命样态。

“伦理道德”—“精神”—“形态”，构成“伦理道德

的精神哲学形态”的三个结构元素，那么，三个元素

如何统一？必须“哲学”地统一。伦理道德的精神形

态是一种哲学形态，或者说是在哲学的层面建构和

呈现的形态。由此，它逻辑与历史地呈现为三种形

态：伦—理形态，道—德形态，伦理—道德形态，简言

之，伦理形态，道德形态，伦理—道德形态。伦理形

态是“如何在一起”的形态，道德形态是“应当如何生

活”的形态，伦理道德形态是“如何在一起”与“应当

如何生活”辩证互动的形态。

２．伦—理形态。

伦理形态是实体形态，其要义是“居伦由理”。

在中国文化中，“伦”即实体，也是人的精神的家园。

“伦”为“实体”的要义，不只是因为它是共体即人的

公共本质，并且由于对这种公共本质的认同，建立起

人的诸多共同体，从“人之异于禽兽者”的“人”之

“类”的“人类”普遍本质的认同，到荀子所说的各种

“群”的建构，再逐步由哲学走向生活，由形上走向形

下，更重要的是，真正的“伦”的实体必须甚至只能通

过“精神”才能建构。黑格尔曾经说过，家庭这样的

“出自自然的关联”，只有当它作为精神或具有精神

的本性时才是“伦理的”。“伦”超越时空但又没有西

方那样浓郁的宗教气息，具有入世文化的特质。

“伦”的精神发端于家庭并以家庭为根源，其文化符

号便是从父氏社会延传而来的家族姓氏，由此，从家

族血脉的起源到延绵无疆或子子孙孙不绝的未来，

便都是也只是“伦”的自然形态或“伦”的自我演绎，

是“伦”的自然呈现方式，于是便有所谓“慎终追远”。

中国式的“伦”与西方式的“上帝”，最大区别在于没

有将它人格化和彼岸化，而只是此岸的血脉；中国人

的祖先崇拜，实际上就是“伦”的崇拜，是个体对血缘

实体的伦理依皈，是兼具伦理与宗教双重意义并以

伦理为表达方式的精神形态。然而，“伦”不仅是实

体，且是以区分而建立起来的实体，“伦”的智慧本质

与文明真谛是所谓“惟齐非齐”。“伦者，辈也”，“伦”

的文明意义是由“群”而“分”，因“分”而“群”，由此才

能建立秩序，使群体成为一个“整个的个体”。由是，

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礼之用，和为贵”为秩序

与价值取向的“礼”，在中国文化中便成为“伦”和“伦

理”的日常话语与生活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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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尤其在黑格尔哲学中，“伦”的精神形态

是家庭、市民社会、国家；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伦”的

精神形态是家庭、国家、天下，所谓家、国、天下。它

们构成人的家园，准确地说，是由人的精神所缔造和

建构的家园。对“伦”的认同便是所谓“理”，“伦理”

二字表征“伦理”之“理”不是西方式的理性之“理”，

而是甚至只是“伦”之“理”。“伦”之“理”不只是说

“伦”派生“理”，“理”由“伦”来，而且是说“理”必须以

对“伦”的认同为前提和依据。由此，“伦理”的前提

是“居伦”，守望和守护“伦”的家园，这是一切“理”的

根源、神圣性和合法性之所在。“理”由“伦”出，“理”

在“伦”中，“理”为“伦”之“理”，这便是所谓“居伦由

理”。在家国一体的中国传统中，“伦”分为“天伦”与

“人伦”，前者是家庭血缘关系，具有自然性与神圣

性，后者是社会和国家关系，具有建构性。“伦”的精

神哲学规律是：“人伦本于天伦而立”。与之对应，

“伦”之“理”便有所谓“天理”与“人理”，“天理”的神

圣性首先是与“天伦”相契合并来自“天伦”。“伦”与

“理”的关系，准确地说，“理”对“伦”的关系，不是反

思，而是认同，所谓“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

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这里的“自然”即所谓“由

理”。“居伦由理”表征“伦”的家园意义和“理”对

“伦”的认同关系，由此“伦理”的精神哲学逻辑便是

所谓“伦—理”。

“伦理”建构个体与群体的实体性关系，这种关

系因“伦”的不同在场方式或“居伦”的不同文化取

向，以及“由理”而“居伦”的不同方式，逻辑地展现为

多种伦理形态。从“伦”的在场方式或“居伦”的文化

取向考察，有“伦”在此岸与“伦”在彼岸两种文化取

向，于是便有宗教伦理与世俗伦理，或出世的伦理与

入世的伦理两种形态。从“由理”的方式考察，也有

两种可能。黑格尔断言：“在考察伦理时永远只有两

种观点可能：或者从实体出发，或者原子式地进行探

讨，即以单个的人为基础而逐渐提高。后一种观点

是没有精神的，因为它只能做到集合并列，但精神不

是单一的东西，而是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①两

种伦理观点，即“从实体出发”与“以单个的人为基础

而逐渐提高”，是两种“伦—理”路向。前者是“居

伦”，是由实体而个体；后者是“反思”，是由个体而实

体；前者是伦理实体主义，后者是伦理个体主义。

“以单个的人为基础而逐渐提高”的个体主义伦理路

向的最大缺陷是“没有精神”，不过，虽然它只能做到

“集合并列”，而不能造就“有精神”的实体，但依然是

一种“伦理的观点”，在现代，它甚至可能成为居主流

地位的伦理的观点。所以，黑格尔所说的“两种伦理

的观点”，即“从实体出发”与“集合并列”，既是逻辑

的，也是历史的，是不同文化传统，也是生活世界和

伦理学理论中现实地存在的“两种伦理的观点”，或

两种“伦理的形态”。

３．道—德形态。

道德形态是道德主体形态，其要义是“明道成

德”，是由“道”而“德”的“道—德”形态。雅斯贝斯曾

经说过，在轴心时代，人类产生了一些共同的觉悟，

相信人可以将自己提高到宇宙同一的高度，这是人

类对于无限与永恒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觉

悟，也许，这就是轴心时代的那些经典为何成为人类

精神永远的家园的重要原因，因为人类文明的主题

万变不离其宗，终极问题就是如何超越有限而达到

无限。金岳霖发现，在那次具有决定意义的觉悟中，

不同的文明都产生了一些“最崇高的概念”，在希腊

是逻格斯，在犹太人那里是上帝，在印度是佛主，在

中国则是“道”，它们是世界最后的根源，也是最高的

同一性。这些觉悟的概念与话语虽不同，但都大致

指向同一主题，由此也说明，人类文明在终极层面相

通。“道”是终极与永恒的中国表达，“道生一，一生

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也许无需考察道与德何时

成为人的品质的专有名词，可以肯定它们从一开始

就是指向个别性与普遍性同一的概念，老子的《道德

经》就是这种同一性智慧的集中表达；但“道”的理念

及其与“德”的关系的理论几乎在先秦诸子百家的经

典中都被讨论，不能不说它是一次具有标志性意义

的重大时代觉悟和文明觉悟。“道德”文明的精髓，

《道德经》的主题，是如何得“道”而成“德”。“道—

德”关系与“伦—理”关系不同，“伦”是实体，而“道”

是本体；“理”是“伦”的实体规律，而“德”则是“道”的

本体的多样性表现。“道德经”不仅在原始文本上是

“德道经”，而且本质上是“得道经”，即如何“得道”的

智慧。“德也者，得也。”“得”什么？得“道”！人们常

用“内得于己，外施于人”诠释“德”，然而在这种诠释

中往往将“得”的对象遮蔽了，“得”的对象是“道”，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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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性的“道”通过被个体所体悟，即“内得到己”，然而

这只是“德”的一个方面即“知”结构，“德”还有另一

个更重要的结构，即“外施于人”，这就是“行”。“德”

是知与行的统一，所谓知行合一，于是“德”便是王阳

明诠释的“良知”，黑格尔所诠释的“精神”。王阳明

认为，知行合一，“一”是什么？就是良知，这种良知，

以“其凝聚而言谓之精”，“以其妙用而言谓之神”，德

即良知，良知即精神。黑格尔说，精神是思维与意志

的统一，但这并不是说精神有两个口袋，一个口袋装

着思维，一个口袋装着意志，而是说它们只是精神的

两种不同形态，意志只是冲动形态的那种思维。中

西方哲学殊途同归：“德”的本性就是“精神”。

“道—德”关系在哲学层面也表现出深刻的跨文

化相通。在柏拉图哲学中，“德”就是所谓“众理”，而

“道”则是“总理”，“道”—“德”关系的真谛是“分享”。

在佛教哲学中，“道—德”关系被禅绎为“月映万川”，

“一切水月映一月，一月摄一切水月”。在朱熹哲学

中，“道”与“德”的关系一言概之，“理一分殊”，“道”

是“理一”，“德”是“分殊”。总之，“道”是一，“德”是

“多”；“德”是“变”，“道”是变中之“不变”。“道—德”

关系的真理是：“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

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①。“道”是万物的最高

本体，“德”是分享或得“道”之后而形成的世界的现

象形态，是“道”的寓所和托载，“德”对“道”分享所化

生的生命形态便是包括人在内的世间万“物”，“物”

赋予“道”也赋予“德”，准确地说赋予“道”与“德”的

统一以生命形态即所谓“形”，但“道—德”同一的生

命形态的生成需要一定的条件即“势”，所谓“势成

之”。所以，宇宙万物，都是“道—德”的在场方式和

生命形态。特别重要的是，世界的生成，不仅需要

“道”，也期待“德”，否则便“生”而无“形”即缺乏生

命。“道”是本体，“德”是主体，本体与主体的同一，

共同缔造生命的无限与永恒。正因为“道德”从一开

始便是一个关于宇宙本体的概念，中国哲学便将

“道”区分为“天道”与“人道”，并以“人道”为基点建

立起二者之间的同一性关系，因为“天道远，人道

迩”②。也许这就是后来“道德”成为关于人的品质

及其终极根据的专有概念的深刻原因。“德”是主

体，是人的高贵之所在，黑格尔说过，人的最高贵之

处，就在于能够扬弃自然本能，以此超越有限，而这

些是动物所不能忍受的。这种高贵之处，孟子将它

表述为“人之异于禽兽者”，实为人之“贵于”禽兽者，

这种贵于禽兽者就是人性或人之性，其具体内容就

是孟子所说的“四心”，它们是道德的根源或仁义礼

智的四“善端”。于是，“性”便成为多样性个体中的

道德本体，而“心”则是这一本体的能动体现。也许

这就是后来将中国道德学说诠释为“心性说”的根

据。人是有限与无限的矛盾体。因其“身”而有限，

是个别性；因其有“性”和“心”而具有达到无限与永

恒的可能与能力。所以，与“天道”与“人道”的区分

相对应，作为“德”的主体的“心”也被区分为“道心”

与“人心”。《尚书·大禹谟》云：“道心惟微，人心微

危；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人心具有偏离和背离“道”

的可能性，因而必须“惟精惟一”地保持高度的警惕。

如何“明”“道”？“成”何种“德”？于是派生

“道—德”的种种形态。正是与“道”和“德”，以及“天

道”与“人道”、“道心”与“人心”的“道—德”呈现方式

相对应，所“成”之“德”便有两种可能的形态：德性主

义与自然主义。“道德”的文化使命是建立个体性与

普遍性之间的同一性关系，这种同一性关系被黑格

尔表达为“被预定的和谐”。然而由于“德”的建构的

基点不同，便可能产生两种“道—德”路向。人是心

与身或孟子所说的“大体”与“小体”的统一，人身上

“大体”与“小体”的对立统一关系被黑格尔表述为以

义务与现实、道德与自然的关系为内容的所谓“道德

世界”观，于是，道德同一性的建立便内具两种可能：

（１）基于“大体”建构德性主义的道德同一性；（２）基

于“小体”建构自然主义的同一性。但只有德性主义

才能达到“万物皆备于我”、“从心所欲不逾矩”式的

自足与自由。在严格的伦理学说中，德性主义应当

是与自然主义相对应的理论，而不是直接与正义理

论相对立。同时，“明道”之“明”有“自明”与“他明”

两种路径，前者是孟子的觉悟论，后者是荀子的教化

论；前者是自律，后者是他律。另外，由于“道”与

“德”的不同关系，或“得‘道’”的不同方式，也可能产

生另外两种不同的路向：道德的理性主义与非理性

主义。前者将道德作为认识与反思的对象，后者将

道德作为内化的对象。基于不同的“道德世界观”和

对“道—德”关系的不同把握方式，产生不同的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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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理论形态和实践形态。

４．伦理—道德形态。

伦理形态，道德形态，也许是现实的精神哲学形

态，但并不是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的“理想类

型”，也不是它的合理形态，伦理道德的合理形态和

理想类型，是“伦理—道德形态”。

伦理形态的要义是实体和实体认同，道德形态

的要义是主体和主体建构。“伦”是自然，“理”是必

然，于是伦理形态的规律便是戴震所说的“适合其自

然而归于必然”，具体地说，基于“伦”的神圣性，达到

“理”的必然性。“伦”的“自然”，在中国入世文化中

是家庭的自然神圣性，在西方出世的文化中是宗教

的自然神圣性，无论如何都是实体神圣性。“道”是

本然，“德”应然，“道德”规律是“出于本然而合于应

然”。伦理是实体性的家园，道德是主体性的自由，

伦理与道德、伦理形态与道德形态的辩证互动，建构

人的精神的有机生态，缔造人的精神世界和生活世

界的现实合理性。“伦理—道德形态”是“伦—理—

道—德—得”五位一体、辩证发展的过程，也是伦理

精神与道德精神的辩证互动过程，最终表现为实体

与主体、实体认同与主体建构的辩证统一，也是伦理

认同与道德自由的辩证统一。伦理形态的核心问题

是“我们因何在一起？”“我们如何在一起？”道德形态

的核心问题是“人应当如何生活？”伦理—道德形态

建构“如何在一起”与“应当如何生活”的伦理—道德

的精神生态，形成人的生命和生活的顶层设计。

然而，由于伦理与道德的双重结构，伦理—道德

一体所形成的精神哲学形态逻辑与历史地内在两种

路向和可能：或伦理优先的形态，或道德优先的形

态。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形态，以伦理认同和

伦理实体的建构为核心与宗旨，孔子“克己复礼为

仁”就是经典形态或中国形态。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和法哲学也是伦理优先的精神哲学形态，是西方经

典形态，不同的是在《精神现象学》中，伦理是起点，

是家园；在《法哲学原理》中，伦理是归宿，是现实性。

“伦理学”与“道德哲学”两种不同的对以伦理道德为

对象和内容的理论体系的表述，实际上就体现了在

伦理道德一体中伦理优先与道德优先两种不同取向

及其所建构的不同理论形态。所有道德哲学体系，

都难以回避伦理的前提，只是以道德主体建构和道

德自由为主题；所有名之为“伦理学”的理论体系，无

论它在何种程度上以道德为对象和内容，但都潜隐

着以“伦理”为取向的诉求。正义论与德性论之争，

在现实形态上是伦理与道德之争，在理论形态上也

可以诠释为伦理学与道德哲学之争。而在生活世

界，准确地说，在精神世界与生活世界统一的意义

上，伦理与道德、伦理形态与道德形态一体的现实形

态和精神哲学规律，就是所谓“善恶因果律”。“善

恶”指向道德，而“因果”必须在现实的伦理关系和伦

理实体中实现，“善恶因果律”的精神哲学本性，就是

伦理与道德、伦理形态与道德形态的统一，而以“因

果律”为话语重心和伦理—道德关系的规律，已经内

在对“伦理优先”的追求，因而是伦理优先的精神哲

学形态。

四、“精神的种种形态”与
“理论的种种形态”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一个关于“伦理道德精神

哲学形态”的理论假设：无论伦理道德如何“多”与

“变”，但在精神哲学意义上万变不离其宗，即有三种

可能的形态：伦理形态，道德形态，伦理—道德形态。

伦理形态是实体认同形态，道德形态是主体建构形

态，伦理—道德形态是实体与主体合一形态。其中，

只有伦理—道德形态才是精神哲学的合理形态和

“理想类型”。个体生命形态如此，社会生活形态如

此，现代伦理学理论形态也是如此。

１．个体生命发展的精神哲学形态。

个体生命的精神发育史，相当意义上就是伦

理—道德的生命发展史。人类生命的原初状态就是

伦理的实体状态，这种实体状态具有生理与伦理的

双重意义。在生理上，个人生命从无到有，却总是由

两个人即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共同缔造，也必须在

一个生命即母体中由单细胞发育成灵长类。然而，

个体生命的本质和家园并不只属于其中任何一个人

即母亲或父亲，而是婚姻双方即婚姻关系中的男人

和女人扬弃各自的个别性获得实体性的人格化表

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子女被当作父母爱情的“结

晶”，“结晶”即实体。“爱”的本质是不独立不孤立，

爱情是扬弃个体独立性的自然形态和最高形态，因

为它赋予爱的双方即男人和女人以生命的实体形态

即子女，而作为生命的缔造者，他们被赋予“父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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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家园和根源地位。所以，个体生命从一开

始就是一个伦理性的存在。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后

的第一声啼哭，标志着个体由自然生命向伦理生命

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转化，婴儿落地时的那一声啼哭，

本质上是一个伦理事件，它标志着与生理实体的痛

苦而诗意的告别，更标志着具有精神意义的伦理生

命和伦理实体的诞生，因为从此必须以母子的生理

实体性关系为基因和本能，创造和建构具有精神意

义的新的伦理性的实体性关系。子女在母亲怀抱中

成长的过程，也就是一步步从生理实体中分离，习得

和建构伦理实体的生命旅程。个体生命由男人和女

人共同创造并作为男人和女人实体性的人格化确证

的诞生史，使人具有伦理的基因，孩童时代所有的温

馨与美好记忆都与这种自然的伦理实体密切相关，

可以说，个体生命自从生理实体中分离，便处于自然

伦理实体的温暖襁褓之中。孩童时代，是伦理的童

话时代，也是伦理的神话时代，呱呱坠地时的那一声

啼哭，是人的伦理时代开幕的魅力献词，是人类留在

这个世界最初也是最美妙的唱晓，只是这声唱晓只

为观众永远地回味和激赏，而歌者自己却全然不知

也全无记忆，因为他们总是像舞台上的明星那样投

入和忘情。

孩童时代是由伦理世界逐步向道德世界转化的

过程。家庭是伦理的温床，也是伦理的策源地，在家

庭中个体养成和积淀一些自然的伦理本能和伦理素

质。然而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教育的重要任务，

是使个体成功地融入社会，于是，无论社会多么的

“超稳定”，它都跨越了家庭的自然伦理实体，个体将

面对完全不同于家庭的更为复杂也不断变化的关系

及其课题，于是必须学会社会生活的普遍准则，按照

社会所期待的规则行动，它们是社会生活成为可能，

也是个体与社会之间相互承认的必要条件。由此，

自然的伦理状态便向自觉的道德状态过渡。所有的

道德教育，所有的道德评价，实际上都是对人过普遍

生活的精神素质的建构和矫正，评价只是通过激励

和处罚，使个体与社会所期待的普遍准则保持一致。

因为这些普遍准则是社会的精神基础并为社会成员

所认同，也因为它与人的本质的一致性，所以被提高

到“道”的本体与绝对价值的高度，而所谓的“德”，就

是通过对“道”的分享、认同和践行，将人由个体提升

到普遍，从而从个别性的存在者成为普遍性存在者。

所谓“同心同德”，意味着人获得社会的精神同一性，

在个体与社会之间建立起相互承认信心和信念。

道德和道德世界使人的主体性得以建构。然

而，无论“道”还是“德”都不可能与伦理完全脱离。

“道”实际上是“伦”的形上形态或实体的本体性表

达，而德则如黑格尔所说，“是一种伦理上的造诣”。

道德世界本质上是一个冲突而严峻的世界，这个世

界的逻辑是孔子所揭示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

利”。宋明理学所说的“天理人欲，不能两立”，道德

世界中人的主体建构的典型方式“日三省吾身”，都

表明这种紧张。因为，道德世界以义与利、理与欲、

公与私的对峙和对立为前提，正如中西方哲学家所

发现的那样，道德必须在冲突的情境中才能体现。

虽然孔子指出道德的最高境界是“从心所欲不逾矩”

的自由，虽然黑格尔认为道德世界观中存在道德与

自然即天理与人欲、义务与现实的“被设定的和谐”，

道德的目标是“使自然规律成为道德规律”，但这种

对立始终是存在的，如果永远保持这种对立，个体就

会在紧张中自我分裂。于是，个体的道德世界必须

向伦理世界复归，人的精神在回归于伦理与道德统

一中完成，达到伦理与道德辩证互动的“中庸”之境。

由此，不仅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行为与普遍准则之

间相互承认，而且个体与实体相互承认，这里承认的

精神哲学形态，就是伦理的实体与道德的主体合一，

不仅“自然规律成为道德规律”，而且“道德规律成为

自然规律”。达到实体的“伦理律”与道德的“主体

律”的精神哲学统一，即所谓“精神律”。要言之，精

神律就是伦理律和道德律的统一，精神世界就是伦

理世界与道德世界的统一。

２．社会生活世界的精神哲学形态。

与个体生命相比，社会生活具有更大的复杂性

和现实性，但社会生活本质上是“人”的生命，对伦理

道德而言，必须达到个体生命形态与社会生活形态

的精神哲学统一，由此才具有真理性和价值意义。

社会生活中的伦理道德形态，表现为“家庭—社会—

国家”的精神哲学发展。

人类世界的精神史从哪里开始？从古神话开

始。古神话的世界是何种世界？是原初的实体世

界、伦理世界。无论基督教的上帝造人、古希腊的奥

林匹斯神话，还是中国的盘古开天女娲补天，复原的

都是同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原本是无疆无分无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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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世界，在基督教是“上帝”的实体，在奥林匹斯山

是“力”的实体，在中国是“天”的实体，因为偷吃智慧

果或开天辟地，于是这个世界分化了，也异化了。人

的世界从哪里开始？世界文明所有的集体记忆都是

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开始，亚当与夏娃、宝葫芦中

的兄妹，就是人类的祖先，也是人这个“类”的根源。

然而，人类史发端的文明密码和文明基因，不是实体

分离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而是他们如何创造世

界，重新缔造他们自己的实体即子女，并与他们的实

体“在一起”，形成绵延无疆的人类文明。于是，家庭

便成为古神话所创造的人的实体的自然文明形态，

也成为超越于动物本能的文明形态。家庭不仅是人

类自然生命的根源，也是人的社会生活的开端，是人

的精神的家园。家庭的本质是自然伦理实体，它对

人类文明的深远意义是作为伦理永远的策源地。因

为家庭具有社会生活的现实性，所以在中国将它表

述为“家”与“庭”，在西方表述为“ｈｏｍｅ”与“ｈｏｕｓｅ”，

前者指向抽象的共体性生活，后者指向共同生活的

现实空间。在中国，“庭”原指父母所在之地，是自己

的根源所在。但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家庭都具有另

一个超越于以上二者的意义，即所谓“ｆａｍｉｌｙ”，它不

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血缘关系，而是由这些关系所构

成的实体，这个实体只有通过精神才能建构。正如

黑格尔所说，家庭关系并不只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关

系，也不是他们之间的情感关系或爱的关系，家庭关

系的真谛是：个别性的家庭成员的行动，以家庭的整

体为现实性和内容。所以，这样的自然实体只有具

有精神时才可能是伦理的，因为“精神是单一物与普

遍物的统一”。家庭是人的社会生活的始点和基础，

家庭是自然的伦理实体，社会生活或人的生活世界

的第一种形态就是伦理或伦理实体。

个体因从家庭中被“揪出”而成为社会公民。

“社会”一词已经隐谕它对个体的某种文化承诺：既

然人的自然状态是伦理实体状态，既然家庭是人的

伦理家园，那么，个体一旦被从家庭中“揪出”而与之

分离，社会就有一种义务，即为个体建立所谓“第二

家庭”。因为人诞生于家庭，已经表明它是一种伦理

性的动物。中文中的“社会”实际上是一个凌驾于众

多家庭之上的超越性的伦理概念。“社”是土神，农

耕社会，土地为生活之本，土神是超越于众多家庭之

上的精神同一性。在敬奉土神的时节和场所，众多

的家庭及其成员相“会”在一起。因“社”而“会”，不

仅“在一起”，而且对敬奉土神的共同价值赋予这种

“在一起”以精神意义。然而，个体一旦走出家庭，即

成为脱离实体的“单子”。“在一起”要成为可能，就

必须使众多单子或原子式的个人具有精神同一性，

这种精神同一性就是所谓“公”，即成为有“公”之

“民”，“公”即普遍性，“公民”不只意味着某种政治身

份，而且意味着对于“公”也成为一种的伦理认同和

伦理承认。在社会生活中，“公”具有两大现实的伦

理基础，这就是国家权力与社会财富。黑格尔认为，

国家权力是“直向的善”，因为它通过权力将个体组

织起来，使之成为普遍性的存在，从而建构伦理性的

实体；财富是“反向的善”，因为一方面在分工条件下

财富创造必须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自私自利只是

一种想象的东西”，另一方面，财富又要通过消费才

能实现和完成，在这个意义上，财富具有恶的性质，

因为在消费中人们意识到自己的个别性即所谓“人

欲”。国家权力与社会财富是社会生活中伦理的两

种存在形态，其伦理性的保持必须透过个体的道德

的努力。在权力中存在公与私的冲突，在财富中存

在理与欲的冲突，对二者来说都存在义与利的冲突。

由此，伦理生活便进入道德生活，伦理世界现实化为

道德世界。道德世界与道德生活是生活世界的第二

个精神哲学形态。

然而，道德，包括理欲、公私、义利关系的合理性

与合法性，必须在具体的伦理情境和伦理实体中才

有现实性，离开伦理具体性和伦理实体的抽象道德，

很可能导致“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伦理的实

体与不道德的个体”的伦理—道德悖论。同样，离开

道德，伦理和伦理实体便难以建构和守护。在这个

意义上，正义论与德性论的抽象讨论，也许从一开始

就是一场没有结果的学术争讼，或学术思想的自由

市场。同时，道德的根本目的，是伦理实体的建构，

“人应当如何生活”是永远有待回答也永远难以彻底

回答的问题，它服务于“我们如何在一起”的终极目

的与现实追求。由此，道德必须回归伦理，但这里的

伦理，已经不是原初的家庭那样的自然实体的伦理，

而是通过道德，通过以对国家权力和社会财富为两

个伦理焦点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的道德建构，形

成伦理与道德辩证互动的价值生态和精神生态，将

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推进到伦理—道德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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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生活世界中伦理道德的现实形态。

３．现代伦理学诸理论形态。

现代西方伦理学理论虽流派众多，然而万变不

离其宗，概括言之，大致分为三种形态：伦理形态，道

德形态，伦理—道德形态。

伦理形态与道德形态之间的逻辑殊异，在于

“伦”的实体性与“道”的本体性，“理”的认同与“德”

的内化之间的关系。由此有三种可能的理论形态：

伦理实体主义，道德理性主义，以及伦理—道德的还

原主义。之所以将伦理—道德形态称之为还原主

义，是因为它是现实的精神哲学形态，前两种形态在

一定意义上都具有某种抽象性质。在“理”与“伦”、

“德”与“道”的关系方面，“理”对“伦”的认同是一种

良知良能，即孟子所谓“不虑而知”、“不学而良”的

“自然”；“德”对“道”的内化是“良心”的道德主体的

建构。在中国哲学中，“良心”的经典结构即孟子所

谓“四心”：恻隐之心，恭敬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

心。其中，前三心是情感，只有“是非之心”是理性。

学术界长期存在关于道德本性的理性、情感、意志的

争论，以良心为体，可以化解这一争讼。理性是“知”

的结构，意志是“行”的结构，而情感与意志具有相通

的精神功能，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认为，情感只

是主观形态的意志，比意志更具行为的直接性，所谓

“身不由己”。而且，知与行只是精神的两种不同形

态，并不是精神中的两个独立存在的结构。中西方

伦理学和道德哲学都将良心作为道德的主体。孟子

将“四心”作为道德的根源，认为道德努力的根本是

“求放心”，至陆九渊将良心直接作为道德的本体与

主体。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在道德世界中讨论良

心问题，认为良心扬弃义务与现实、道德与自然之间

的倒置与道德世界观中存在的分裂，将精神复归为

一个主体，是“创造道德的天才”。伦理之“理”由良

知良能建构“伦”的实体，故名之伦理实体主义；道德

以良心建构“德”的主体，而“心之官则思，思则得

之”，故名之道德理性主义；伦理—道德形态将伦理

之良知良能与道德之良心复合，形成“良知—良能—

良心”的由实体而主体的精神生态，进而安顿个体的

生命秩序和社会的生活秩序，故名之还原主义。伦

理道德以善为精神价值，伦理形态建构伦理的善，既

在实体中建构个体的善，也建构实体的善；道德形态

建构道德的善，培育道德的个体与主体；伦理—道德

形态建构既现实又合理的善。伦理的善—道德的

善—伦理道德的善，构成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

的“善”的形态与体系。

现代西方伦理学三大理论形态划分，既依据其

理论特色或理论的标导性理念和标志性话语，也依

据其理论所指向和解决的问题，进而达到抽象的形

态类型与诸如中国传统伦理学的“心学”与“理学”等

具有表达力或冲击力的学派理念的统一。

伦理形态或伦—理形态的伦理学理论的关键词

是“伦理世界”或“伦理实体”。其理论要素主要包

括：（１）“伦”的信念与认同，即对伦理实体的尊敬与

肯定；（２）“伦”之“理”的自觉，即良知良能，是良知理

性而不是抽象的认知理性；（３）“伦理世界”的建构；

（４）由“伦”而“理”的致善规律或同一性精神哲学规

律。伦理形态的精髓是伦理实体主义，但根据黑格

尔所说的“永远只有两种可能的观念”，现代西方伦

理学大致可以区分为两大“伦理形态”。其一，“从实

体出发”的伦理形态，如情感主义伦理学，共同体主

义伦理学，宗教伦理学也是这种精神哲学类型。其

二，“集合并列”的伦理形态，如正义论的伦理学，契

约论的伦理学，制度主义伦理学等。离开具体的伦

理情境，正义本质上只是一种抽象的理念，它无法回

答那个著名的“麦金太尔之问”：“谁之正义？”“何种

合理性？”它所建构的伦理实体，只是个体追求正义

而达到的个人利益的“集合并列”。契约所建构的只

是契约双方的“共同意志”，而不是“普遍意志”；因而

契约论的伦理学虽然诉求伦理的同一性，但本质上

只是“集合并列”的伦理形态。

道德形态或道—德形态的伦理学的关键词是

“道德世界观”与道德主体。其理论要素主要包括：

（１）尊“道”；（２）贵“德”；（３）由“道”而“德”的“理一分

殊”；（４）道德与自然的精神同一性。道德形态的精

髓是道德理性主义，按照“道德世界观”的不同，主要

有两种基本的理论形态：其一，德性论或德性主义道

德形态；其二，自然主义的道德形态。道德心理主

义，精神分析学派，存在主义，实用主义，新功利主义

等，都是自然主义道德形态或道德自然主义理论形

态的种种表现，因为在“道德世界”和“道德世界观”

中，它们以“自然”，如个体欲望、利益、存在，以及社

会功利为基点建立理论体系，其中最典型的是道德

心理主义。心理学以生物学为基础，具有“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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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道德心理主义以生理解释心理，以心理解释伦

理，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现实性，然而一定程度

上也是对人的本能的迁就，对伦理道德“出于自然又

超越自然”的“精神”本性的祛魅。两种道德形态，基

于两种“道德世界观”：道德主义的世界观与自然主

义的世界观。

伦理—道德的理论形态是还原主义的精神哲学

形态，其形态精髓是生态复归。它不再滞留于伦理

世界或道德世界，而是通过生活世界的中介，实现伦

理与道德、伦理世界与道德世界的辩证互动，建构伦

理道德的精神哲学生态，达到个体生命秩序、社会生

活秩序、精神哲学生态，即生命、生活、生态的辩证统

一。伦理—道德理论形态的关键词有三：伦理道德

生态；回归生活世界；真善合一。新马克思主义伦理

学，生态主义伦理学，境遇伦理学等，都是伦理—道

德形态的理论表现。境遇伦理学在特殊的伦理境遇

中考察和解释人的行为的道德合理性与道德合法

性；生态主义伦理学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生

态，而是将自然生态的理念提升到生态哲学的形上

高度，再落实为价值生态，以“生态”为合理性依据；

新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虽然本身分歧很大，但从社会

存在和社会意识的有机体系中考察伦理道德，建立

伦理道德理论，却是其一以贯之的传统。

诚然，以上伦理学理论形态还有待审慎论证，现

代西方伦理学还有其他流派，如道德虚无主义等，在

此难以一一穷尽。“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的理

念和理论仅试图做出一种理论假设和学术尝试：无

论现代伦理学或道德哲学如何“多”与“变”，但总是

如影随“形”，千姿一“态”，它们是“精神”，也必须是

“精神”，因而具有“精神”的“形态”；伦理形态，道德

形态，伦理—道德形态，就是三种基本的精神哲学形

态。“形态”就是诸伦理学和道德哲学理论的“多”中

“之一”，“变”中之“不变”，它们不仅对现代西方伦理

学理论形态有解释力，而且为伦理道德史所证明。

西方传统伦理学的发展史，经历了从古希腊的“伦

理”，到古罗马的“道德”，再到康德的“道德哲学”和

黑格尔的“精神哲学”的三期发展。正如黑尔所说，

现代西方伦理学理论的“多”与“变”，呈现的是伦理

与道德的“临界”状态或摇摆状态。黑格尔扬弃了西

方传统中伦理与道德的分离，建立了伦理与道德辩

证互动、伦理优先的精神哲学体系，现代西方哲学故

意冷落黑格尔，于是陷入伦理与道德的碎片之中，在

上个世纪短暂的“丛林”繁荣之后走向沉寂。世纪之

交以来宗教伦理学的兴起，以及对黑格尔的重新关

注，潜藏着某种重新走向整合以及向伦理复归的趋

向。中国传统伦理学一以贯之的传统是伦理道德一

体、伦理优先，但在此过程中，伦理与道德的两种形

态都得到充分发展。轴心时代孔子与老子、《论语》

与《道德经》的同时诞生，演绎着伦理道德一体的精

神哲学基因，同时儒家与道家在整个中国传统社会

共生互动的历史，也使它们所代表的伦理与道德两

大形态充分展开。然而，儒家在中国文化和中国人

的精神发展进程中的主流地位，在相当程度上是因

为孔子所奠定、日后为孟子与荀子沿着两个路向发

展的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精神哲学形态，为中

国人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生活，也为中国伦理道德理

论提供了“理想类型”。以“克己复礼为仁”为基型的

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精神哲学形态，是中国文

明对于世界的特殊贡献，也正因为这种精神哲学形

态，以及这种精神哲学形态的合理性与现实性，中国

文化才成为一种伦理型文化，伦理型的中国文化才

与西方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等宗教型文化比

肩而立，共同缔造人类文明尤其是精神文明的辉煌。

本文系江苏省“道德发展高端智库”和“公民道

德与社会风尚协同创新中心”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现代伦理学诸理论形态研究”

（项目号：１０＆ＺＤ０７２）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樊　浩　东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

部主任、教授，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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