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与“史”

杨 国 荣

摘    要    历史生成于人所作之“事”。离开了“事”的多样展开，历史将流于抽象和空洞，脱离了具体的

 “事”，历史主体也将虚幻化。正是在参与多样之“事”或从事多样的活动的过程中，人成为历史的主体，

而“事”的多样性，则规定了历史演进的多方面性。相应于“事”由人“作”，因“事”成“史”同时表现

为人创造历史的过程。然而，“事”总是发生于已有的条件之下，“史”同样展开于既定的背景之中，

 “事”和“史”所涉及的既成前提，具体表现为“势”和“理”，作为“事”和“史”综合背景的“势”与

 “势”所蕴含的内在法则（“理”），扬弃了“事”和“史”的任意性而使之具有现实的形态。源于人的参

与和基于既成的“势”和“理”，构成了“事”和“史”的二重向度。“事”的变动和“史”的衍化，都非

仅仅呈现为空洞的时间流逝，而是包含实质的价值内容。“事”的发生源于现实的需要，这种需要在不同的

意义上涉及人自身的发展，“史”的衍化则关乎人与社会发展的方向：“事”有目的，“史”有方向，

 “事”无止境，故“史”无终结。人类的历史发展在总体上表现为基于所作之“事”而不断走向自由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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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①这里的“人事”，可以引申为广义上人所作之“事”及其结果，

 “古今”则展开为历史的变迁过程：司马迁所谓“通古今之变”，便以把握历史衍化过程为指向。由“人

事代谢”而论“古今往来”，无疑有见于“事”与“史”之间的关联。作为历史变迁的具体内容，人事的

代谢体现于不同方面，从经济、政治、军事领域到文化领域，等等，人所作之“事”展开为多样的过程。

离“事”而言“古今”（“史”），则“古今”（“史”）仅仅展现为空幻的时间之流，所谓“今古何处

尽？千岁随风飘”②，便隐喻了这一点。正是人所作之“事”，赋予历史的衍化以具体的内容。

 “事”以成“史”

历史与人的活动无法相分。从生成过程和生成方式看，历史世界与本然形态的物理世界之异，便在于

历史世界通过人的活动而创造，本然形态的物理世界则自然形成，其间并无人的参与。人的活动也就是人

之所“作”，其内容具体展开为多样之“事”。宽泛而言，作为人之所“作”，“事”既表现为个体性的

活动，也展开于类的领域。在个体的层面，个体所作之“事”的延续，构成其人生过程；在类的层面，人

 “事”的代谢，则呈现为前后赓续的历史演进。马克思曾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

 

①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

②李贺：《古悠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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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①类似的看法也见于柯林伍德，在后者看来，历史学所考察的，也就是“人类在过去的所作所

为”②。这里所说的“人的活动”或人的“所作所为”，也就是类的层面人所作之“事”，历史则生成于

其中。

作为人之所“作”的两种形态，个体领域之“事”与类的领域之“事”并非截然相分。一方面，个体

不仅可以参与类的层面之“事”，而且个体所从事的活动或个体之“事”也内在于更广领域的类之

 “事”；另一方面，类的层面展开之“事”，往往在不同意义上构成了个体从事多样活动（做不同之

 “事”）的背景。然而，对个体领域之“事”与类的领域之间的关联，一些哲学家往往未能给予必要的关

注。海德格尔在谈到“此在”时，便认为：“这个在其存在中对自己的存在有所作为的存在者把自己的存

在作为它最本己的可能性来对之有所作为。此在总作为它的可能性来存在它不仅只是把它的可能性作为现

成的属性来‘具有’它的可能性。因为此在本质上总是它的可能性，所以这个存在者可以在它的存在中

 ‘选择’自己本身、获得自己本身；它也可能失去自身，或者说绝非获得自身而只是‘貌似’获得自

身。”③ 这里所说的“此在”主要指个体存在，“有所作为”，则可以在宽泛意义上理解为个体做事的过

程，海德格尔将“有所作为”主要与此在实现自身可能性的过程联系起来，意味着把“事”主要限定于个

体生存之域。这一看法似乎在忽略“此在”与“类”（共在）之间现实联系的同时，也未能充分注意

 “事”的社会内涵。

从时间之维看，历史发生于过去，但又存在于现在，克罗齐所谓“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 ，也涉及

这一点。已往历史与当代史、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关联，既有认识的意蕴，也有实践意义。就认识的层面而

言，对过去历史的理解总是受到当代处境的制约，历史事件和历史活动的意义也只有在当代的背景中才能

得到具体的显现；从实践的角度考察，过去或历史中发生之“事”，往往制约着现在或当代所之“事”。

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发生于 15 世纪，这一探索同时将世界在地理上置于全球的视域，而今天人们在经济

等领域所“从事”的全球化活动，则与之相关。作为一种历史事件，地理大发现的认识意义与实践意义与

人们在当代所作之“事”无疑难以分离。

历史过程的展开，以从事多样活动的人为主体，完成不同活动的过程，也是做“事”的过程。与之相

联系，作为从事多样活动的人，历史的主体同时表现为“事”的参与者。离开了“事”的多样展开，历史

将流于抽象和空洞，脱离了具体的“事”，历史主体也将虚幻化。人之创造历史，首先表现为参与多样之

 “事”或从事多样的活动，正是在完成具体之“事”的过程中，人成为历史的主体。“事”的多样性，规

定了历史主体的多样性。制造和使用工具的活动，或以工具做“事”的过程，使人从最原初的意义上走出

了自然界，成为历史的开创者。在从事生产、政治、经济、军事、艺术等不同的活动中，人既做不同之

 “事”，也成为与不同之“事”相关的历史过程的主体。“事”赋予历史过程以具体内容，“做事”则使

历史主体获得了现实、具体的品格。

由“事”成史，与“事”本身的发生、展开、完成过程相联系。从“事”的发生看，人之做“事”，

总是基于一定的需要。以生产活动而言，作为人所作之“事”，生产活动以满足人的生存和多样发展的需

要为前提，可以说，正是这种需要，为生产活动提供了内在动力。一旦社会对某种产品的需要减弱或甚至

不再需要这种产品，则生产该产品的生产规模便会相应缩减或甚而其整个生产活动将被停止。引申而言，

在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人所作之“事”都源于人的不同需要：现代的政治竞选活动，基于获取权

力、争取民意等不同的政治需要；发动战争，源于相关国家或集团维护政治、经济具体利益的需要；艺术

创作，同样以满足一定时代的文化审美需要为其历史缘由，如此等等。从以上方面看，需要构成了“事”

所以发生的前提，并使“事”的发生成为必要。然而，必要性本身并不能保证“事”的完成，有效而成功

地做“事”，同时基于做“事”者自身所具有的能力，正如“需要”为“事”的发生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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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295 页。

②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年，第 10 页。

③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年，第 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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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从行为者的方面赋予“事”的完成以内在的可能。历史过程以多样之“事”的展开为内容，人的

需要与人的能力在使“事”的发生和完成成为必要和可能的同时，也使历史的衍化获得了内在的推动力，

而历史由人创造，则由此从一个方面得到了确证。

以凝而成“史”为现实趋向，“事”展开于不同的社会领域。前面提到的多重需要，也已涉及“事”

的不同方面。从历史领域的具体过程看，生产劳动无疑是人做“事”的本源形态或基本方式。作为人赖以

生存的条件，生产劳动既展开为天人（人与自然对象）的相互作用，又构成了天人相分的前提：正是通过

变革自然对象的劳动，人走出自然，成为自然的“他者”。以“制天命而用之”为形式，劳动改变了自

然；在成就人之“事”的过程中，劳动同时创造着历史。广而言之，劳动不仅涉及天人（人与自然）的关

系，而且关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所谓生产关系，便既包含人们对生产资料的不同占有关系，也渗入了人

们在生产和劳动过程中的相互关联和彼此互动。与之相联系，劳动既变革自然，也影响社会；既从天人关

系的衍化这一层面制约历史，也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过程而给历史打上不同印记，而与劳动相涉的历史

演进过程，则同时包含以上两方面的内容。

在政治领域，无论是中国早期基于礼法的为政治国或古希腊城邦的议政和决策，抑或近代以来的政党

相竞、民意代表选举、科层操作，都可以视为政治“事”务的不同形式。政治“事”务通常被视为所谓

 “政事”，主管这一类事务，则被称为“主事”，而政治领域的超脱逍遥或无所作为，则往往被看作“置

身事外”。从历史的层面考察，还可进一步注意到，政治上具有反叛性质的活动，每每被理解为“举

事”，中国历史上农民的揭竿而起，首先便以“举事”为形式；政治上的重大事件，则常常表现为历史

 “事变”。以上这些涉及“事”的表述，不仅仅是一个名言运用的过程，它同时也在实质的层面折射了政

治活动与“事”的相关性。如果说，政治领域中日常的政事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历史过程的延续性，那

么，以“举事”“事变”等为形式的政治变迁，则往往展现了历史常规进程的某种间断，二者从不同方面

体现了作为人之所作（“事”）形式之一的政治活动与历史过程的内在关联。

与政治活动相关的是军事活动。军事本身可以视为政治的继续，在与“事”相涉这一点上，“政事”

与“军事”同样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作为人之所“作”，“军事”活动往往以更多样的形式展现了人做事

的创造性。用兵过程，既应遵循兵家的常道，所谓“正”；也需要在一定条件下不拘常道，所谓“奇”。

奇正相倚，赋予军事活动以丰富绚丽的形态。把握此种用兵之道并进而展开各种军事活动，构成了人之所

 “作”（“事”）的重要内容。历史上曾发生各种大大小小的战争，这种战争同时又以不同的形式制约着

历史过程。以东晋时期的淝水之战而言，作为影响中国历史的重要战“事”，此战体现了晋军善于把握战

机、以少胜多的战争艺术，并相应地凸显了谢安、谢石、谢玄等人（从事军事活动的主体）在相关战

 “事”中的作用。这一战“事”的直接历史结果，是东晋王朝阻止了北方少数民族的南侵，而其更长远的

历史影响，则表现在南北对峙格局的形成以及中国已有经济、文化传统在南方的延续和发展。第二次世界

大战期间，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同样是一著名的战“事”，面对德军的猛烈攻势，苏军经过惨烈苦战，最终

粉碎了德军试图夺取斯大林格勒的战略图谋。此战的历史影响不仅在于苏军成功地抵御了德军对一座城市

的进攻，而且表现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走向转折点。可以看到，作为人之所“作”，战“事”或军

 “事”活动不仅本身展现为历史衍化过程的一个方面，而且影响着更广意义上历史演进的具体进程。

表现为“人事代谢”的人之所“作”，同时展开于观念的领域。在考察观念（心灵、意识）与历史的

关联时，柯林伍德曾指出：“心灵就是心灵所做的事，而人性（如果它是任何真实事物的一个名字的话）

就只是人类活动的一个名字；所以获得完成特定行动的能力也就是获得特定的人性。”①心灵与广义的意

识或观念相联系，从动态的层面看，意识、观念或心灵以活动为其呈现方式，这种活动也就是观念领域之

 “事”，当柯林伍德指出“心灵就是心灵所做的事”之时，似乎也有见于此。“心灵所做的事”，当然并

非纯粹关乎意念之维，作为观念性的活动，心灵所做之“事”既与意念相涉，也兼及人之“身”，心灵

 “事”与“史”

 

①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第 2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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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识活动）并非空泛的意识之流，而是以思想或观念为其内容，作为心灵（意识活动）结果的思想或观

念唯有通过语言或言语的表达，才能影响他人和社会，并由此融入历史，而不管是语言的书面运用（书

写），还是言语的口头表达（言说），都与“身”相关。如果离开了以上过程而仅仅停留于个体意念，则

蕴含于意识的观念和思想便难以呈现于社会并对历史产生实际的影响。意识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的运用语言

以凝结和传递思想，由此进一步影响历史，构成了历史视域中“心灵所做之事”的一般特点。

从更为深沉的历史层面看，以意识活动为形式而展开的“事”（所谓“心灵所做的事”），具体融入

于思想和文化的创造过程。如前所述，意识非空泛之流，就个体而言，意识活动是生成不同观念的内在条

件，以社会或类为视域，则意识活动渗入于艺术、科学、文学、哲学、宗教等领域，其作用体现于不同思

想观念和文化成果的形成过程。人之所“作”既涉及自然对象和社会实在的变革，也关乎观念层面的活

动，前者体现于自然的人化和社会实在的建构，或可视为广义的“人化”过程，后者则可以看作狭义上的

 “文化”创造过程，以“人文化成”①为具体内容的历史变迁则同时包括以上两个方面。就文化创造而

言，艺术作品来自艺术的创作，思想系统表现为观念建构的产物，科学理论源于观察、实验和探索、思

考，如此等等，无论是艺术的创作，抑或思想的建构或科学的探索，都是人所从事的活动或人所作之

 “事”，作为人所作之“事”的产物，艺术、科学、思想的成果同时在观念之维构成了历史的重要内容。

可以看到，人所作之“事”包含多重方面，从生产劳动、政治运作、军事征战，到与观念活动相联系

的文化创造，“事”展开于不同的社会领域，并赋予历史的衍化以具体、多样的内容。历史由人创造，基

于“事”由人作；“事”的多重性，则规定了历史演进的多方面性。关于历史与人的关联，一些哲学家也

有所注意，但其关注之点往往更多地指向史与心或史与精神的关系。黑格尔便认为，世界历史是“精神”

在时间里的发展，正如同自然是观念在空间里的发展一样②，这里固然试图以时、空区分历史与自然，但

同时又主要将历史与精神联系起来，此所谓“精神”虽不同于个体意识，但亦属广义之“心”，将世界历

史视为“精神”的发展，则相应地突出了史与心的关联。相对于化史为心，以“事”成史无疑从更为本源

的层面展现了历史的真实形态。

历史领域中宏观意义上的“事”，最后总是落实到个体所从事的多样活动，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则

与个人所作之“事”息息相关。具有雄才大略的历史人物，通过文韬武略的具体运用，可以成就不世之伟

业，历史上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便从不同方面表明了这一点。个体的作用不仅与政治领域相涉，

而且体现于更广的文化之域。以科学研究而言，牛顿的经典物理学理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都在不同意

义上推进了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和变革，对自然的这种认识和变革又从一个方面影响甚至改变了人类本身的

历史。以上理论的提出，与相关科学家所从事的科学研究活动无法相分，这种研究活动，则当归属于个体

所作之“事”。科学理论与历史变迁的如上关系在展现科学研究之历史意义的同时，也彰显了从事科学研

究的个体在历史中的作用。当然，历史人物所“主”之“事”，离不开更广意义上人们的共同参与，政治

领域中各种大小历史事件的出现和完成便体现了这一点，科学研究及其历史意义的实现，同样也不例外。

从科学活动及其意义看，不仅科学发现基于科学研究的前后延续，而且科学理论之实际地影响社会生活，

也以技术、生产等领域的不同主体所从事的设计、制造等社会活动为中介。历史的画卷，总是通过历史人

物的引领和不同层面人们的参与而共同完成。在这里，个体（历史人物）所作之“事”与人们共同参与之

 “事”彼此合流，融入于同一历史过程。

进一步看，人所作之“事”同时发生于日常世界，与之相联系，所谓历史因“事”而成既关乎宏观意

义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的变迁，也涉及日用常行的展开。日常生活往往潜移默化地影响和

改变历史，社会风尚（包括时尚）的变化，生活方式的转换，每每不同程度地给历史过程打上自己的印

记。以历史向信息时代的趋近而言，这一过程既以计算机、网络、大数据等领域的技术发展为前提，也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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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易传·贲卦·彖传》 ：“观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

②参见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年，第 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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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开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相关行为。从网络支付、微信交流，到网上订票、手机打车，等等，人们以不同的

方式参与信息化的生活。离开了上述日常生活中的所作之“事”，向信息时代的演化便至少缺失了一个方

面的历史内容。

基于人所作之“事”，历史的演化过程往往不断获得新的内容。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曾对自然

界和精神领域作了比较，并认为：“在自然界里真是‘太阳下面没有新的东西’。”“只有在‘精神’领

域里的那些变化之中，才有新的东西发生。”①如上所述，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历史也就是“精神”在时

间里的发展，与之相应，这里所说的“精神领域”，也就是他所理解的历史领域或历史过程。黑格尔将历

史归结为“精神领域”，固然体现了其思辨的趋向，但肯定历史过程不同于自然界，则似乎不无所见。历

史领域与自然界都关乎时间，从而都涉及变迁过程，不过，在自然界，时间仅仅与对象（物）自身的变化

相关，在历史领域，时间则与人之所“作”−人的做事过程相联系。作为人之所“作”，“事”不仅仅

涉及时间的流逝，而且其展开过程在内容和方式上也都渗入了新的内涵。自然界或物理世界虽有变迁，但

不存在创造性，人所作之“事”则同时展现为人的创造性活动。从这一方面看，尽管黑格尔有见于历史与

自然界之别在于前者包含“新东西的发生”，但却未能进一步注意到这种“新东西”与人所作之“事”的

关联。事实上，正是人所“从事”的创造性活动，赋予历史过程以新的内容。不妨说，历史因“事”而常新。

从“类”的层面看，“事”既有间断性，也有延续性。当特定之“事”在一定时间段完成后，此

 “事”也就走向终结，就“人事之代谢”而言，以上现象所体现的是“事”的间断性。与之相对的则是

 “事”延续性。以文化创造活动而论，经典的诠释构成了人们在思想层面所作之“事”。在时间的不断推

移中，一方面，每一时代的个体都是在一定的思想背景和理论视野中，对以往的经典作出自己的诠释，这

种诠释所体现的是一定历史阶段人们对经典的理解。另一方面，前代的诠释活动与后代的进一步诠释绵绵

交替，思想和学术的传统则由此逐渐形成。文化思想层面的如上活动既展示了人们所作之“事”的间断性

 （不同诠释的时代性），也蕴含了其延续性（由诠释的传承而形成思想的传统）。“事”的这种间断性和

延续性，赋予历史过程以间断和延续的双重品格。法国哲学家阿隆（R. Aron）在谈到历史时，曾提及历史

过程包含两个方面，即变化（change）与演进（evolution），前者（变化）意味着中断（discontinuity），

后者（演进）则指向前行（movement）②。这里所说的变化（中断）与演进（前行），在实质的层面也关

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延续性与间断性，而历史的这一特性，则源于“事”的展开过程。

 “事”“史”与“势”

以上所述表明，“史”因“事”而成。由“事”成“史”的过程既展现了“事”的能动性，也赋予

 “史”以创造的品格。然而，“事”与“史”并非仅仅基于人的作用，在其展开过程中，同时交织着

 “事”“史”与“理”“势”之间的互动，而“事”与“史”本身则由此展现了其多重向度。

 “事”作为人之所“作”，首先呈现自觉的品格。无论以人与物之间的互动为形式，抑或展开为人与

人之间的交往，“事”（做事、处事）既与人的意图、意向相联系，又处处包含理性的引导。这种有意而

为之的自觉趋向，使“做事”“处事”过程既不同于物（物理对象）的自然变动，也有别于偶然、随意的

自发之举。然而，“事”又有自身的内在法则，“做事”“处事”并非仅仅基于人的意图，而是需要依循

渗入于“事”的法则。同时，“做事”总是基于一定的条件，“事”本身也展开于一定的情境之中，这种

条件和情境对“事”而言具有已然或既定的性质，“事”则在不同意义上受其制约。

 “事”所处的情境或“做事”过程所涉及的条件，与宽泛意义上的“势”相联系。“势”既表现为一

种发展趋向，也构成了人之所“作”（“事”）的具体背景。作为发展趋向和存在背景，“势”同时具有

与人相对或非人能够完全左右的一面。以战“事”而言，其中便涉及“人”与“势”的关系：“故善战者

 “事”与“史”

 

①黑格尔：《历史哲学》，第 56 页。

②R. Aro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Beacon Press, 1961, p.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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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①这里的“势”即战“事”发生时的具体态势和背景，所谓

 “求之于势，不责之于人”，也就是在用兵、谋划之时，首先关注既成之“势”，“任势”的前提即是把

握这种“势”。人之所“作”，无法脱离外在之“势”，不管是治水，抑或农耕，都是如此：“禹决江疏

河以为天下兴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垦草以为百姓力农，然不能使禾冬生，岂其人事不至哉？其势

不可也。”②这里涉及“人事”与“势”的关系：悖离自然之“势”，则“人事”难以有所成。在这一意

义 上 ，“ 势 ” 胜 于 “ 人 ”：“ 夫 地 利 胜 天 时 ， 巧 举 胜 地 利 ， 势 胜 人 。”③相 对 于 “ 天 时 ”“ 地 利 ”，

 “势”表现为更为综合的条件，“人事”（巧举）诚然可以克服某种特定条件（地利）的限制，但它最终

无法摆脱更广意义上的“势”之制约。

当然，“事”受制于“势”，体现的是“事”与“势”关系的一个方面。在以“势”为背景的同时，

 “事”也能够影响“势”：人可以通过自己之所“作”，以“事”成“势”。韩非子曾对“势”与“必于

自然”作了区分，并肯定“势”可以由人而“设”：“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吾所为言势者，言

人之所设也。”④“ 必于自然”，也就是被动地依循于“势”，以人“设”势，则是因“事”成“势”。

 “事”所成之“势”本身可以有不同形式。从社会体制与人之所“作”的关系看，一定时期从事政治实践

者可以创造条件，形成近于社会结构或社会体制的背景或场域，由此对个体行为造成某种约束。商鞅所说

的“势不能为奸”⑤，便涉及这一方面：所谓“势不能为奸”，也就是通过形成一定的行动背景，使个体

无法为非作歹：不论相关个体愿意与否，既成之“势”规定了他难以作恶。在王夫之那里，“事”与

 “势”等关系得到了更为深入的阐释：“顺逆者，理也，理所制者，道也；可否者，事也，事所成者，势

也。以其顺成其可，以其逆成其否，理成势者也。循其可则顺，用其否则逆，势成理者也。”⑥按王夫之

的理解，“事”作为人的活动，其展开既受到作为普遍法则的“理”和“道”的制约，也以综合性的

 “势”为背景。然而，“事”又可成“势”：所谓“事所成者，势也”，便表明了这一点。以“事”成

 “势”，也就是通过人之所“作”，为“事”的展开创造比较合宜的背景，这一过程本身又基于“理”和

 “道”，从而不同于随意之举。

与“事”相关的历史过程，同样呈现以上特点。从一个方面看，相应于“事”的自觉之维，人创造历

史的过程也具有自觉的品格：“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

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⑦人总是自觉地

从事各种活动，在历史领域，“任何事情的发生”也是如此。但是，另一方面，正如“事”的展开基于已

有情境或“势”，人创造历史的过程也以既成的条件为前提：“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

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所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

来的条件下创造。”⑧这种既定的条件以“势”为其综合的形态：正如“事”基于“势”，历史过程的展

开也无法离开“势”。以中国历史而言，“汤武之贤，而犹借知乎势，又况不及汤武者乎”⑨ ？汤武被视

为历史上的圣王，但其为政过程所主之“事”同样受到历史之“势”的制约。作为历史活动现实背景的

 “势”不仅仅涉及客观的条件，而且包括观念形态的精神氛围、集体意向或社会心理。从历史过程看，既

应该了解外在的社会需要，也需要理解历史活动参与者的动机：“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

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末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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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孙子·兵势》。

②《淮南子·主术训》。

③《淮南子·兵略训》。

④《韩非子·难势》。

⑤《商君书·画策》。

⑥王夫之：《诗广传》卷 3，《船山全书》第 3 册，长沙：岳麓书社，1988 年，第 421 页。

⑦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243 页。

⑧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603 页。

⑨《吕氏春秋·慎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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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

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

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①这里所说的“广大群众”的动机，便可以视为一定时代集体

意向或社会心理层面的“势”，这种观念形态的“势”体现了一定时代的精神趋向和价值共识，并从观念

和意识的层面构成了历史活动展开的具体背景。可以看到，在个体的意图与广义之“势”这两者之中，作

为历史过程内在趋向和既成背景的“势”呈现更为本源的作用。

在谈到“封建制”的形成时，柳宗元从历史的层面对此作了具体的分析：“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

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②作为一种特定的

分封体制，“封建”的形成，并不取决于个人的意愿，而是历史演进的趋势使然。在文化领域中，文字语

音的变迁过程，同样包含内在之势：“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③语

音文字作为一种文明的成果，与人的文化创造活动息息相关并经历了历史变迁的过程，而在它的变化之

后，则隐含着历史的发展趋向（势）。可以看到，人创造着历史，但这种历史创造又始终受到既定条件和

已有之“势”的制约。

 “势”与“事”、“势”与“史”的如上关系，既展现了“事”“势”“史”之间的关联，也敞开了

人所从事的多样活动以及历史创造过程中自觉意图与存在境域及其内在法则之间的关系。“事”所内含的

自觉意图体现了其合目的性，“事”之基于存在法则和存在情境，则赋予其以合法则性，“事”的展开过

程由此在总体上既内含合目的性，也具有合法则性。同样，人的历史创造活动呈现自觉的品格，但历史过

程本身与历史过程所以发生的条件，又包含内在的法则，较之人的自觉意识，这种法则更多地呈现自然的

性质，而历史过程之无法离开社会的内在法则和既定条件，则赋予历史过程以某种自然的形态。马克思曾

从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这一层面肯定了这一点：“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

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④“ 社会经济形态的

发展”在历史过程中具有本源的意义，这一发展形态的自然性质，既体现了历史过程的合法则性，也从本

源性的方面展现了其自然之维。

肯定历史过程具有合法则性，往往被视为所谓“历史决定论”，一些哲学家曾对此提出了种种质疑。

在这方面，波普尔似乎有一定的代表性。以“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为总的论题，波普尔指出：“我所说的

 ‘历史决定论’是探讨社会科学的一种方法，它假定历史预测是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并且假定可以通过

发现隐藏在历史演变下面的‘节律’或‘模式’、‘规律’或‘倾向’来达到这个目的。”⑤依照这一理

解，则所谓“历史决定论”的特点主要在于预设历史规律，并据此进行历史预测。波普尔以逻辑推绎的方

式，对他所理解的“历史决定论”提出如下责难：（1）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

 （2）我们不可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测人们的科学知识的增长。（3）所以，我们不能预测人类历

史的未来进程。（4）这就是说，我们必须摈弃与理论物理学相当的历史社会科学的可能性。没有一种科学

的历史发展理论能作为预测历史的根据。（5）所以，历史决定论方法的基本目的是错误的；历史决定论不

能成立。⑥综合起来，波普尔对历史决定论的责难，主要表现为对历史过程存在内在规律（法则）和历史

可以预测的质疑。

波普尔视域中的历史决定论，既类似物理领域中的因果决定论，又具有某种宿命或命定的性质，两者

均有狭隘决定论的性质。有关历史过程中的合法则性与物理领域中的因果决定论的分别，可留待后文分

 “事”与“史”

 

①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45 页。

②柳宗元：《封建论》。

③陈第：《毛诗古音考·自序》。

④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208 页。

⑤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2 页。

⑥参见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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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这里首先需要指出，肯定社会历史过程存在内在规律或法则，并不意味着走向宿命意义上的决定论或

命定论。从前文提及的历史过程中的“势”与“理”的关系看，“理”更多地体现了“势”之中包含的必

然法则，这种法则固然内在于“势”，但并非与“势”完全重合。王夫之在谈到“势”与“理”的关系

时，曾指出：“在势之必然处见理”，“势既然而不得不然，则即此为理也”。①“ 理”展现了“势”之

中“不得不然”这一面，而“势”本身除了这一规定之外，还包括其他向度。事实上，“势”作为“事”

与“史”的综合背景，并非仅仅以必然之理为内容，它同时包含各种偶然因素。在论及理与势的关系时，

金岳霖曾指出：“理有固然，势无必至。”②根据“理有必然”的原理，“无论个体如何变如何动，我们

总可以理解（事实成功与否当然是另一问题）”；但就“势无必至”而言，则“无论我们如何理解，我们

也不能完全控制个体底变动”。③金岳霖的这一看法既突出了存在领域中个体的独特性，也注意到了偶然

性的作用：个体变动的现实历程总是有“非决定”的因素。以历史过程而论，一方面，历史发展过程内含

必然的趋向（所谓大势所趋、理有必然），另一方面，这一发展过程又有变化和曲折。作为“事”与

 “史”的背景，“势”的如上内涵表明，历史发展过程并非以纯粹的必然性为其内容。马克思更明确地指

出这一点：“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

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

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④

可以看到，以“势”为背景的历史过程表现为必然与偶然的交融，折射这一过程的历史决定论则不能简单

地等同于命定论。

进一步看，历史过程中的“势”与“理”有自身的存在形态，不能将其化约为物理世界的规定。在物

理世界，以因果必然的形式出现的“理”或法则乃是自然生成、自发作用；在社会领域和历史过程中，

 “势”与“理”则与人的活动相联系，并通过这种活动而表现出来。以宽泛意义上的“事”而言，人因

 “事”而成“势”，“势”又在人从事的多样活动中成为“事”进一步展开的现实背景；就历史过程而

言，“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

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

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产物”⑤。“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可

以视为从不同目的出发展开的活动，尽管它们彼此并不一致，但就每一种意志的活动而言，又呈现为人的

自觉活动，而历史过程中的“势”与“理”则由此而呈现。柯林伍德曾提出了“原因的相关性和相对性”

 （the relativity of causes）⑥，这里的“相关”，强调的便是因果性与人的活动之间的关联，在柯林伍德看

来，“对于纯粹的旁观者来说，不存在什么原因”⑦。从历史之域看，其中的因果性确乎生成并体现于人

之所“作”或人的多样活动。按其实质，因果性表现为一种必然之理或必然法则，社会领域中因果性与人

的活动之间的以上关联，不仅使历史过程中的必然法则不同于物理世界中具有机械性质的因果必然性，而

且为前文提及的历史偶然性的作用提供了前提。如果说，历史过程中蕴含的合法则性使之区别于意志的任

意之举而包含某种“决定性”，那么，这一意义上的所谓“历史决定”，也有别于自然领域的机械决定。

波普尔将“历史决定论”与“理论物理学”等量齐观，似乎未能对不同意义上的“决定论”加以区分，这

种笼而统之的断论，至少失之抽象。

在质疑历史过程包含内在法则（规律）的同时，波普尔又强调了历史的不可预测，前述波普尔对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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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论的责难，其核心就在于否定历史的可预测性。这里的关键之点，首先在于区分特定历史事变的预测

与历史趋向的展望或预见。确实，对于某种特定历史事件的发生，人们往往难以准确地加以预测，如法国

大革命何时爆发、蒸汽机在何时何地由何人发明，便无法事先确切预测。然而，从历史的发展看，近代欧

洲或迟或早将发生不同形式的资产阶级革命，随着生产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蒸汽机这一类机械的发明将

逐渐提到日程，这些趋向却是可以展望和预见的。波普尔无条件地否定历史的可预测性，无疑忽视了后一

方面。以上看法在某种意义上也折射了 20 世纪以来强调理性有限性的思想潮流，海耶克（Hayek）、波兰

尼（Polanyi）等便通过质疑社会领域中理性设计、肯定自发的秩序，突出了理性的限度。波普尔对历史可

预测性的批评，显然体现了类似的思想取向。对理性限度的确认，当然有助于避免过度强化人的理性意图

而无视现实的存在境域，然而，由此在普遍层面怀疑人理解和展望历史发展趋向的可能性，则容易走向另

一极端。比较而言，在历史预测的问题上，中国哲学的相关看法似乎更值得关注。早在先秦，当谈到夏商

周及尔后的历史衍化过程时，孔子便已指出：“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

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①这里的“损益”体现的是历史中的变革，其中同时蕴含阿隆所说

的历史的间断性；“因”则展示了历史演化过程的前后相继，其中更多地体现了历史的延续性。对孔子而

言，“损益”基于“因”、变革中蕴含延续，正是“损益”与“因”、变革与延续的以上关联，赋予历史

以可展望性或可预见性（“虽百世可知也”）。就历史过程而言，其前后衍化蕴含稳定的联系而非杂乱无

章、无从把握；从历史的主体看，在从事多样的历史活动的过程中，其认识世界、理解历史的能力也不断

地得到提升，二者从不同的方面赋予一定条件下的历史预测以可能性。

相应于“事”由人“作”，因“事”成“史”同时表现为人创造历史的过程。然而，“事”发生于已

有的条件之下，“史”同样展开于既定的背景之中，“事”和“史”所涉及的既成前提，具体表现为

 “势”和“理”，作为“事”和“史”综合背景的“势”，与“势”所蕴含的内在法则（“理”），为扬

弃“事”和“史”的任意性而使之具有现实的形态提供了本体论的前提。源于人的参与以及基于既成的

 “势”和“理”，构成了“事”和“史”的二重向度。

 “事”的变迁与“史”的走向

 “事”表现为人的多样活动，“史”展开于社会的变迁过程。如前文一再论及的，“事”的变动，

 “史”的衍化，都非仅仅呈现为空洞的时间流逝，而是包含实质的价值内容。“事”的发生源于现实的需

要和人的目的，这种需要和目的在不同的意义上涉及人自身的发展，“史”的衍化则关乎人与社会发展的

方向。

 “做事”不同于“无所事事”，“无所事事”意味着缺乏目的或漫无目标，“做事”则基于不同的需

要，无论是生活中洒扫除尘等日用常行，抑或工作中处理各种相关事务，都关联着人的多样需要，而人所

作之“事”则相应地具有较为明确的目的指向性：完成所作之“事”以满足相关需要。“事”的前后相

继，从不同方面构成了历史衍化的内容。历史固然并非仅仅体现某一或某一类人的目的，但与“事”的目

的性相涉，历史过程在总体上呈现方向性。质言之，“事”有目的，“史”有方向。历史的这种方向性并

非超验的预设，而是基于人自身的存在规定及发展趋向。

谈到与人自身发展相涉的历史方向，总是无法回避历史是否向前演进或进步的问题。在历史领域，随

着后现代思潮的兴起，“进步”一再受到种种质疑，甚而成为一种似乎具有“原罪”意义的表述。历史的

进步相对于一定的历史目的而言，所谓“进步”，往往被视为趋向于或接近于某种目的。如果这种目的被

预设为超验或思辨的存在形态，则与之相涉的“进步”无疑也将呈现类似性质。然而，在其现实性上，历

史的发展方向与人自身的存在无法相分。人是历史的主体，这不仅在于历史由人创造，而且体现在历史本

身基于人的存在过程。与自然对象不同，人既变革世界，又完善自身，并不断走向完美或理想的存在形

 “事”与“史”

 

①《论语·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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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后者最终以人的自由为指向。从根本上说，所谓人性或人的本质（人区别于其他对象的内在规定），

既在于其社会的品格，也体现于对自由的追求，事实上，人的社会性品格最终通过自由的不断实现而得到

具体的落实，当马克思将“自由人联合体”①作为人的理想存在形态时，也从一个方面表明了这一点。以

是否合乎人性或人的本质为视域，对历史的发展或历史的进步无疑可以获得比较具体的理解。

日常生活是对人具有原初意义的存在之域。在日常生活方式这一层面，以果腹或消除饥渴为内容的饮

食，是人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但在如何消除饥渴这一方面，不同的历史演化阶段却存在重要的差异。在

较早的历史时期，人主要以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作为果腹或解除饥饿的手段，这种饮食方式与动物实质

上并没有根本的不同。然而，当人学会使用火来烧烤熟食，并开始以刀、叉、筷等作为饮食的手段时，人

的日常生活方式便相应地发生了无法忽视的变化，诚如马克思所言：“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

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②类似的变迁，还包括从穴居野处，到筑

室而居，从用树叶、毛皮等自然之物蔽体，到编织而衣，等等。以上方面首先意味着“做事”方式的变

化：用牙齿啃生肉与烧烤和食用熟食、居住岩洞和筑室而居、以自然之物蔽体与编织而衣，表现为不同的

 “做事”方式。与此同时，相关衍化又展现了历史的演进：从实质的方面看，由茹毛饮血而烧烤熟食、从

穴居野处到筑室而居、从用自然之物蔽体到编织而衣，促进了人在体力和智力上的发展并使人获得更稳定

的生存条件；从形式的层面看，其中又蕴含“文”（文明）“野”（前文明）之别：通过啃生肉来解除饥

饿以及穴居野处、用自然之物蔽体，尚近于动物的生存方式，而烧烤熟食、筑室而居、编织而衣等则从饮

食、居住、服饰等方式上使人区别于动物。无论是实质的层面，抑或形式之维，饮食、居住、服饰方式的

如上改变都体现了合乎人性（不同于动物）的趋向，在这一意义上，它也从一个方面展现了历史（文明）

的发展。

人类演化的历史，同时伴随着“以器做事”的过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③，“以器做

事”，关乎“做事”（劳动）的不同方式，而用不同之器“做事”，则标志着人类文明的不同形态。以历

史在前现代时期的衍化而言，在旧石器时代，人类使用的主要是打制的石器，与之相关联的生产方式则主

要表现为采集和狩猎。进入新石器时代，磨制的石器逐渐取代相对粗糙的打制石器，早期农业、陶器制作

也开始出现。到了青铜时代，青铜器的制作以及使用逐渐普遍化，农业和手工业的水平也相应提高。随着

铁器时代的到来，铁的冶炼和铁器的制作运用开始出现，后者多方面地影响着农业、手工业、军事领域的

活动。近代以来与机器使用相联系的工业化，晚近所趋向的基于计算机及网络技术不断完善的信息化，等

等，则以更广、更深刻的形式，展现了人类历史的演进过程。劳动工具的制作和使用方式的以上变迁，首

先表现为人“做事”方式（由“事”制器、以器“做事”）的变动：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

代、铁器时代，乃至工业化、信息化时代，人们做事的背景、过程、效果，都在发生变化，较之前述生活

方式的变化，这种变化在更为内在的层面构成了人类文明历史演变的具体内容。借用阿隆的概念，在这

里，变化（change）与演进（evolution）呈现内在的一致性。作为人的创造性活动，由“事”制器、以器

 “做事”既从本源的方面影响着人的存在（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最终本于此），又确证了人的本

质力量，而“做事”方式的以上演进，则使人的这种力量在不同层面得到了展现：相对于先行历史阶段中

人的“做事”方式，后起历史时期人所作之“事”，无疑赋予人的本质力量以更深沉的内涵。就此而言，

由“事”制器、以器“做事”的前后变动不仅表现为历史的变迁，而且表征了人类自身的发展。

生活方式与做事方式的如上衍化，从不同方面展现了历史演进的方向性。从茹毛饮血、穴居野处、用

自然之物蔽体到烧烤熟食、筑室而居、编织而衣，从使用简陋粗糙的石器，到机器、计算机的运用，人既

不断地成就世界，也不断地成就自己，由此逐渐实现从前文明形态向文明形态、从文明的初始阶段向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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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年，第 95 页。

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95 页。

③《论语·卫灵公》。

20



的更高阶段的发展。这种发展并非基于超验的目的，也非趋向某种思辨的终极目标，而是以人自身本质力

量在不同层面的确证为内容，而世界和人本身则由此愈来愈趋向于合乎人性的存在。这一意义上的历史变

迁，无疑同时表现为历史的进步。当然，如后文将进一步讨论的，确认历史的进步，并不意味着将历史的

演进仅仅理解为线性的发展。事实上，历史的变迁过程往往充满曲折，前进中出现某种倒退，也是时常可

见的现象，在承认历史向前发展的同时，需要扬弃肤浅的乐观主义。不过，从总的趋向看，历史中的曲

折、后退，并不是历史发展过程的终极形态，历史的进一步发展总是将逐渐超越以上回流。同时，以“合

乎人性”为衡量历史演进的尺度，并不表明引向抽象的心性之域。在其现实性上，人性既不同于本然的感

性趋向（inclination），也有别于强加于人的外在规定：在受制于内在和外在限定的前提下，人难以达到真

实和当然的存在形态；唯有扬弃内在和外在的限制而走向自由，人性才能真正得到体现。康德曾认为，当

人受制于感性趋向（inclination）之时，人尚属于现象界，并受因果规律的支配。①在此种存在形态中，人

事实上并未真正超越自然对象。对康德而言，唯有超越感性趋向（inclination）的意志自律，才构成了人性

尊严（the dignity of human nature）的基础②，这一看法也从一个方面注意到以上事实。人性的以上规定，

并非仅仅停留于精神或观念之维，在劳动这一人所“从事”的基本活动中，人性的现实内涵便得到了更为

具体的体现，尽管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劳动难以完全摆脱必然的制约，但它同时又不断以人的本质力

量对象化的方式，展现人的自由本性。与人性的以上内涵相一致，“合乎人性”以自由在不同历史阶段的

实现为其具体内容。进而言之，对历史发展的肯定，并不必然导致设定某种乌托邦并将其作为历史的未来

目标。理性的僭越诚然容易引向各种思辨的预设，但历史的实际发展过程总是一再昭示这类预设的虚幻

性。真切地把握历史的演进，同时也为扬弃理性的过度僭越提供了理论前提。

以上所论同时表明，“事”与“史”既关乎事实，也涉及价值。人类在一定时期以何种方式果腹、居

住、蔽体，运用何种工具做事，等等，首先呈现为相关领域中的事实，但这种柯林伍德视野中的“所作所

为”或活动同时又内含价值的意义，前文的分析便同时指向相关历史事实的不同价值意义。更具体地看，

在价值的层面，“事”往往展现多样的性质，通常所谓“好事”或“坏事”，便关乎价值视域中的不同意

义。一般来说，“好事”呈现积极的价值趋向，“坏事”则具有负面的内涵。宽泛意义上的“坏事”可以

指相对于某一目的而言具有否定或负面意义的现象，以隧道建设而言，施工过程中可能会发生塌方，这里

 “塌方”并非自然变化，而是“做事”过程中衍生的现象，此种“事”对完成隧道这一目的而言，主要便

呈现负面或否定的意义，可以归为广义的“坏事”。“坏事”也可以是在道德论域中具有“恶”的意义之

事，如抢劫、偷盗等，便属人所“作”的这一类“坏事”。与“事”具有不同的价值性质相联系，历史的

衍化也既关乎事实之维，又涉及不同的价值意义。就道德的层面而言，善恶之间，常常相互交错，而道德

上的恶，又每每构成了推动文明发展的动力。黑格尔已有见于此，在他看来，“假如没有热情，世界上一

切伟大的事业都不会成功”。这里所说的“热情”，包括私欲等各种负面的意识：“我现在所想表示的热

情这个名词，意思是指从私人的利益，特殊的目的，或者简直可以说是利己的企图而产生的人类活动，−
是人类全神贯注，以求这类目的的实现，人类为了这类目的，居然肯牺牲其他本身也可以成为目的的东

西，或者简直可以说其他一切的东西。”③根据以上理解，私欲这种在道德上呈现否定意义的情欲，对历

史活动的展开却具有推动作用。恩格斯从更广的层面，对黑格尔关于恶与历史过程的关系做了阐释：“在

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

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

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④恶与历史变迁

 “事”与“史”

 

①Kant,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75.

②参见 Kant, Grounding for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p. 41.

③黑格尔：《历史哲学》，第 24 页。

④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2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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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如上关系，既体现了作为具体存在的历史主体的多面性，也展现了历史过程本身的复杂性。从历史意义

的理解和把握这一角度看，它意味着道德评判和历史评价难以简单地彼此等同。

进而言之，在历史的演进中，具有正面意义的文明衍化与负面的历史现象往往相互并存。《老子》已

注意到这一点，并由此对文明发展过程及与之相关的文化形态提出了种种批评：“大道废，有仁义。慧智

出，有大伪。”①对《老子》而言，作为超乎文明衍化的形上原理，道既包含普遍性，又具有本源的性

质，仁义则代表了文明形态出现以后的社会规范。同样，“慧智”表现为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认识能

力，“大伪”则与伪善、欺诈等行为相联系而呈现为道德上的负面现象。由“大道”到“仁义”，意味着

从前文明的形态向文明形态的衍化，在《老子》看来，这一过程既形成了认识能力的提升等具有正面意义

的结果，又伴随着“大伪”等负面意义的历史现象。卢梭从另一层面上注意到了类似的历史张力：“自然

状态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比社会状态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小得多。”“自然的不平等将因人的教育

程度的不平等而扩大。”② 从自然状态到社会状态的衍化，展现为文明的历史的演进，然而，它同时又导

致了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扩大。章太炎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对历史衍化中的以上情形作了概括。在《俱分

进化论》一文中，章太炎认为，社会的进化，“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

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如罔两之逐影”③。质言之，善与恶、苦与乐在历史中俱分

进化。从《老子》、卢梭到章太炎，以上诸种看法或多或少都有见于历史衍化过程中的二律背反。然而，

由此，他们往往又从不同角度，对历史衍化过程本身持否定的态度，《老子》强调“绝圣弃智，民利百

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④，卢梭肯定自然状态下没有奴役和统治，并认为冶金

和农耕这两种技术使人类走向堕落⑤，章太炎对社会进化的质疑，等等，都表现了这一趋向。

由历史衍化过程中的二律背反而责难历史演进过程本身，显然是非历史的。从现实的形态看，与

 “事”有不同的意义相应，“史”也非线性演化、单一进展，而是包含多重性。前面提及的“恶”对历史

的推动，便从一个方面体现了这一点。历史内涵的这种多方面性，使历史过程不同于抽象的形态而呈现具

体的品格。进一步看，历史衍化中出现的负面现象固然具有消极的意义，但这种负面现象唯有通过历史本

身的演进才能逐渐消除。以天人关系或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在从前现代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人作用于自

然的能力不断得到提升，这无疑体现了历史发展的正面意义，但由此同时也引发了人对自然的过度利用和

征服，而天人失衡等生态问题则随之出现，后者无疑属负面的现象，然而，不能因此而简单地否定天人关

系的以上发展过程。负面意义的生态问题发生于历史过程之中，也可以基于人自己的历史活动来解决。具

体而言，从原始形态的天人合一，到近代以来的天人相分甚至天人对峙，这无疑体现了天人关系的历史变

迁，而天人相分所导致的生态危机，则唯有通过不断在历史的演进中重建天人之间的统一才能逐渐克服，

这种重建过程始终离不开历史本身的衍化和发展。事实上，通过历史本身的演进来解决历史演化中的问

题，同时从更深层的方面体现了历史发展的意义。

历史的衍化趋向何方？20 世纪末，随着世界历史的剧变，历史领域中开始出现所谓“历史终结论”。

根据这一论点的主张者福山的看法，历史终结“是指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原

因在于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经得到了解决”⑥。对福山而言，西方现代的政治体制即人类社会发展的终

点，达到这种社会形态后，历史便不再继续发展。然而，根据一定历史时期的某些社会变迁（诸如苏联的

解体和东欧的转向）而断言历史的终结，无疑过于轻率。福山所推崇的西方现代的政治体制以所谓民主制

为基本内容，这种民主政体本身是历史演进的产物，以代议制和程序化为形式，其核心首先体现于通过选

举以解决政治权力的归属和更替。然而，政治权力确立之后人民如何切实地参与权力的运作？怎样避免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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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老子》第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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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之后人民便在事实上“离场”？如何克服不同个体和阶层在获得政治资源和实现政治影响力方面的不平

等？怎样协调自发的民意与公共理性？等等。这些事关“民主”的最一般层面的问题，在西方现代民主政

体中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当“民主”实质上主要限于形式层面的“选举”、其本身还面临诸多问题时，

将这种体制加以理想化无疑显得苍白空洞。不难注意到，仅仅就以上方面而言，以西方现代民主政体为历

史的终极形态，便缺乏现实的根据。从更广的层面看，历史已一再昭示：社会在一定阶段所发生的变化，

从来没有成为历史的最后形态；在经历某种形态的变化之后，历史总是继续演进。当克罗齐肯定“历史是

活的编年史”①时，似乎也有见于历史变迁的持续性。当然，历史的这种演进并非仅仅表现为时间（年

代）的无尽流逝，就现实的过程而言，“史”无终点，归根到底在于成就历史的“事”日新不已：“史”

因“事”而成，人类存在，则“事”即随之，人类不消亡，人所作之“事”便不会止息。与之相应的是

 “史”的绵延：“事”无止境，故“史”难终结。这里所说的“事”包括人在政治领域所“从事”的活

动，后者的前后延续，决定了福山所说的“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无法走向终极的形态。

以价值之维为视域，历史之难以终结，则与人类对自由的追求相联系。黑格尔曾指出：“‘世界历史’

不过是‘自由的概念’的发展。”②前文已论及，人不同于其他存在的本质规定，即体现于不断在把握必

然的同时又摆脱必然的限制而走向自由。就历史的一般趋向而言，文明的每一进步，都意味着走向不同层

面的自由之境；以具体的人与事为关注之点，则人所作之“事”的每一次完成，都既指向相关需要的满

足，也意味着自由在一定条件下的实现：作为人的自觉活动，“事”的展开既意味着不断克服感性的冲

动，也以把握并驾驭外在的必然为前提，二者从不同方面使人区别于仅仅受因果法则支配的自然对象并赋

予人的“做事”过程以自由的品格。可以看到，人类的历史发展在总体上表现为基于所作之“事”而不断

走向多样的自由形态。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事与物：古今中西之争视域下中国现代形而上

学的转换”（16JJD720007）、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课题“基于事的世界：从形上的视域考察

 （17GZGX03）、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冯契哲学文献整理与思想研究”（15ZDB012）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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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fair” and “History”
YANG Guorong

Abstract:   Human affairs  make “history” .  Without “affairs” ,  history  becomes abstract  and void.  Without

concrete “affairs”,  the main body of history will  be illusory.  Humans become the main body of history by

taking part  in various “affairs” and activities,  while the multiplicity nature determines the multi-facades of

the evolution of history. That “history” made by “affairs” means the process of human creation of history.

But “affairs” happen under the known condition, and history happens in the existed situation. The existed

premise  of “ affairs”  and “ history”  is  expressed  as “ momentum”  and “ reason” . “ Momentum”  as  the

comprehensive situation of “affairs” and “history”,  as  well  as “reason” as  the inner  law of “momentum”,

discard the arbitrariness of “affairs” and “history”, and gives a realistic morphology. A double dimension is

formed by “momentum” and “reason”, and human activities. The changes of “affairs” and “history” are not

just the passing of time, but containing real-value content. “affairs” happen from the need of reality, which

involves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s  themselves.  The  evolution of “history”  is  related  to  the  direction of

development of humans and society. “Affairs” have their aim, while “history” has its direction. “Affairs” are

endless,  so  that “ history  is  endles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humans  is  generally  expressed  as  it  is

based on “affairs” and continuously develops to freedom.

Key words:  affairs, history, momentum, r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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