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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中国哲学”再思考

陈 少 明

［摘 要］“做中国哲学”是从中国哲学史研究导向中国哲学意义阐述或创作的一种观

点，其“中国哲学”概念指体现中国文化精神或经验的哲学。这一思路拓展了比传统哲学

史更宽的取材范围，致力于古典思想与现代生活经验的沟通。它不主张以形上学为研究前

提，接受方法运用的多样性，同时倡导想象力的培养与运用。相关方案避免将中国哲学变成

争夺对价值理想垄断表达的狭隘途径，力图展望一个思想丰富、前景广阔的哲学论域。
［关键词］ 中国哲学 意义阐释 经验 想象力

［中图分类号］ B21

“做中国哲学”原是笔者一本书的标题。该书不是一本有计划的著作，而是对我近 20 年间发

表的有关中国哲学方法论文章的结集。标题是临时草拟的，但它可能无意中触动了中国哲学领域酝

酿已久的创新冲动，受到一些意外的关注。① 其实，虽然中国哲学的方法问题的确是笔者持续关注

的论域，但各篇论文写作的时间跨度大，各自依托的背景不一致，全书并未提供一个整合性的论

述。受同道评论的鼓舞，我觉得提供某种概括性的 “说法”，有利于交流的继续。②

一 “中国哲学”的界定

对“中国哲学”的界定是整个论述的基础。为了加深印象，我先采取排除法，即从中国哲学

“不是什么”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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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有关本书的评论，参见杨海文: 《古典生活经验与中国哲学创作———陈少明〈做中国哲学———一些方法论

的思考〉读后感》，《开放时代》2015 年第 6 期，第 218—223 页; 廖晓伟: 《陈少明〈做中国哲学———一些方法论

的思考〉———中国哲学研究的困境与出路》，《哲学与文化》2015 年第 12 期，第 173—176 页; 陈壁生: 《何谓“做

中国哲学”? ———陈少明 〈做中国哲学〉评议》， 《哲学研究》2017 年第 8 期，第 119—126 页; 等等。此外，

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 ( Ｒoutledge，2017，48 ( 2 ) ) 摘 译 了 该 书 4 篇 论 文，并 附 有 主 编 戴 卡 琳 ( Carine
Defoort) 的导言“Chen Shaoming on the Methodology of Chinese Philosophy: Experience，Imagination，Ｒeflection”。关于

中国哲学领域创新动向的判断，可以从李泽厚关于“该中国哲学登场”的呼吁、陈来《仁学本体论》的问世以及

杨国荣的《存在之维》等系列著述的出版得到印证。此外，新近杨立华的《一本与生生》和丁耘的《道体学引

论》也是中国哲学创作的新成果。其他暂不一一列举。
本文系作者由在刘笑敢教授主持的“如何做中国哲学? 取向、入径、评价”论坛 ( 北京师范大学，2018

年 10 月 20 日) 上所做的报告《“做中国哲学”述要》改写而成。



首先，“中国哲学”并非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作为一个学科，是西学传进中国以后，我们

的前辈借助西方哲学的概念框架，对中国古典思想作重新整理与叙述的产物。这个学科建立的意

义，是为中西文化在形而上的层次上，提供比较与沟通的知识管道。但它也带来某些缺陷: 一方

面，部分重要的思想遗产没法在中国哲学史中得到有效的阐明甚至没有被论述的机会; 另一方面，

把本来不属于传统的内容当作固有的思想添加上去，导致对经典思想的某种扭曲。这类哲学史研究

的基本路数，就是论证中国思想中的什么观念相当于西方哲学中的什么思想。它的问题意识是根据与

西方哲学的关系来确定的，其关键词是“比较”。教科书中关于本体论、认识论及伦理学之类的划分，

就是这种套路的体现。这种研究方式的影响，通过中国哲学史教材的编纂，在 20 世纪占据主流地位。

其次，“中国哲学”也非学术史。从 20 世纪末到 21 世纪初，哲学史模式遭到质疑后，学术史

的研究开始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重要形态。它的焦点是，提出对中国哲学史的内在线索的探讨，

探寻中国古典思想在演变过程提出的问题及其变化。这种研究风格力求尽可能地贴近文本，更自觉

地论述典籍所提供的内容，关键词也从“比较”变成“梳理”，眼光从横向转向纵向。这种梳理一

开始关注的是如孔孟、老庄、程朱、陆王这样的大家，后续工作逐渐下移到他们的传人身上，从二

传、三传甚至到四传。这种工作的累积把古代学术的发展脉络细密呈现出来。它的作用是理解，而

非创作。同时，由于不断增长的博士论文的选题需求，这种方法很快就到了“无货可供”的境地。

最后，“中国哲学”也非广义的中国哲学。所谓 “广义的”，泛指用中文论述的哲学，或者叫

“哲学在中国”。它至少应包括对当代生活的哲学研究，用西方哲学的理论对中国现象的说明，或

者是用中文进行西方哲学研究。用中文研究西方哲学，目标读者主要是中国人，它与用西文研究西

方哲学所依托的背景与问题意识不一样。前者的目的在于向中文世界注入西方哲学资源，本质上是

中国学术的组成部分。当然，如果用西文做的哲学研究之问题意识来自中国思想传统的话，也当被

看作广义的中国哲学。同时，也不能排除某些跨文化哲学研究可能具有两栖的属性，此不详论。广

义的中国哲学中，就与“中国”关系而言，不同部分所处的位置有中心与边缘的不同，但这个不

同与哲学成果的优劣无关。

我的“中国哲学”概念是狭义的，指呈现中国文化经验或精神的哲学研究。它自然是广义的

中国哲学的组成部分。不过，把狭义的与广义的中国哲学作比较，就其 “中国”而言，狭义者处

于问题的核心; 但就其“哲学”而论，则狭义者与广义中国哲学的各层次或分支处于相互竞争的

状态，在价值上没有优先位置。由于体现中国文化经验或精神的资源与中国哲学史典籍交叠，因

此，狭义的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关系更密切，也可以说前者是从后者脱胎而来的。差别在于，中

国哲学史揭示古典的精神是什么; 中国哲学则告诉大家，为什么这种精神仍然是有价值的。两者一

是说明，一是说服。“做中国哲学”即致力于说服的工作。

二 研究对象的扩展

虽然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研究利用的经典文献大致相同，但寻找的对象可能不一样。中国哲

学史以经典文本中的概念或命题作为对象，如道与德、仁与义、人性或物性、道器或理气等。但中

国哲学对素材的采用范围更广，不限于抽象的概念或命题。原因在于，经典文本所论述的内容包含

观念与情境两个方面。古代经典尤其是先秦作品，像 《老子》那样较纯粹的观念论述是鲜有的，

很多文本中概念性的内容，都是镶嵌在具体的生活图景中。离开相关的经验背景及话语方式，那些

概念或问题会变得不可理喻。同时，经典中非概念化方式所展示的内容，本身就是观念的表达方式。

例如《论语》是孔子和学生、时人答问的记录，但同是问仁、问孝或者问政，相同的问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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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答案差别很大，为什么? 如何理解? 原因在于问题虽相同，但提问者不同，其问题背景不一

样，而答案应有具体的针对性。只有研究对话的背景，才可能掌握相关的意义。对话是行为语言，

既非理论语言，也非描述语言。行为语言的功能在于影响对话者的言行，而不同的言语方式其效果

会很不一样。《论语》的对话与《孟子》的对话也不一样，后者是创作而非记录，其中的辩论是虚

拟的，即孟子为论证其观点采取的一种形式。因此，对《孟子》与《论语》的研究方式应有不同。

而《庄子》也有很多对话，其对话也是作者要表达的观点，看起来和 《孟子》是相似的，即都是

创作而非记录。但《庄子》的对话另有特点，它并非纯粹借助合乎逻辑的辩论以达成其目的。《庄

子》的表达方式非常戏剧化，它通过对话把话题和对话者的性格与境界都呈现出来。《庄子》这样

的著作，离开寓言中的故事、情景，是没法揭示它的言外之意的。因此，要把它作为做中国哲学的

素材，就必须运用新的区别于过去哲学史研究的方法。

另外，某些重要的内在道德经验，如“四十不惑”的“惑”、“乐以忘忧”的“忧”、“知耻近乎

勇”的“耻”，由于经典文本很少将其作为概念来论述，所以一般在教科书中没有位置，但它们也是

做哲学的好素材。如果“不惑”是人生的一种境界，那“惑”是什么就不是无关紧要的问题。“乐”

是儒、道共有的话题，但影响乐的不仅是“忧”，还有如痛苦、愤怒、嫉妒等都是乐的障碍，孔子为

何只是突出忧与乐的对立? 本来是“勇者不惧” (《论语·子罕》) ，为何变成“知耻近乎勇” (《中

庸》) ? 揭示这些内在经验与道德人格形成的关系，未必是哲学史的任务，但它们是重要的哲学课题。

三 经验是个关键词

在“做中国哲学”的范畴内，经验首先是古人的经验，它表达在经典所记述的内容中。一方

面，古典的观念必须在古典生活经验中理解; 另一方面，还可以直接从古典生活经验中提取我们需

要的观念。这就是做中国哲学的 “中国”依据。但是，进一步的要求是，它还必须以现代生活经

验为基础。如果古代经验与我们当下的经验没有任何可以沟通之处，则古代生活所体现的有价值的

观念，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就是难以企及的。做哲学者，必备的信念是人类无论古今东西，都具有可

以共享的经验或问题。只有证明脱胎于古代经验的观念也能有效解释或引导当下的生活，才是具有

普遍性品格的哲学工作。

当然，经验是个复杂的现象。每一个经验都包括外在经历及内在意识两方面。在此基础上，有

若干区别必须说明。一是意识经验与操作经验的区别。操作经验，特别是可实验证明的经验，是客

观的或者在同样的条件下可以重复的经验。老派逻辑实证主义者比较青睐这一类型的经验。意识经

验指存在于每个人内心的思想或意识活动，它比操作经验复杂，但它是理解人类精神现象的基本途

径。二是个人经验和集体经验的不同。所有的经验首先是个人经验，不存在与个人不相关的经验。

但有些是众人或团体共同经历过的，它形成某种共同的记忆甚至共同的行为模式，如果共同经历者

的规模足够大，我们就称其为历史经验或文化经验。这种经验由于文化的传播，可以复制并在空间

与时间上传递，以至于没有直接经历者也可以知识学习的形式获得前人总结的经验。三是特定文化

经验与一般人类经验的区分。我们研究的中国文化经验，是历史上借经典传播，由制度塑造并体现

在社会风俗上的。其内容既有中国历史文化中特有的，也有可为全人类所共享的。例如，汉语在语

种上是特殊的，作为语言则与其他语种有共通之处。与此类似，身体行为、意识活动、道德生活

等，都存在特殊与普遍的关系。那么，这些具体的经验如何导出具有当下意义的问题，或者如何把

它普遍化呢? 这是做中国哲学必须面对的任务。我们无法肯定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经验或问题一定都

是人类会面临的处境或问题，因此首要的工作，是说服当下的中国人相信，现代生活与古代生活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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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以相互融贯的经验。总之，中国哲学有没有价值，首先取决于它是否被现代中国人特别是知识

阶层所接受。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它对更广泛的其他区域的人类有什么意义。后一种意义是派生出

来的。中国哲学不能做成国际旅游纪念品，当地人不用，专门卖给外国游客。

简言之，所谓经验在做哲学中的意义，就是通过经验阐明观念的可信性。而哲学的阐明与一般

常识的理解不一样，后者只是描述相关的现象活动，前者需要寻根问底的思考，需要把问题置于生

命或生活赖以存在的基础上阐明。这个基础，也许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 “生活形式”。

四 不以形上学为前提

中国是否有形上学，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我的观点是，先从区分形而上学或形上学的两种

意义入手。《易传》所说的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其中所谓道乃相对于器而言，

形而上并不是它的外在形态，而是指事物的内在意义。这种内在意义包括对事物本身与对人两方面

而言。就此 而 论，中 国 传 统 哲 学 具 有 形 上 学 是 不 言 而 喻 的。另 一 种 形 上 学 是 指 西 文 中 的

metaphysics，即以存在为对象的理论，是传统西方哲学的中心问题。有若干理据，可以说明中国思

想传统中存在类似的观念或思路。第一，所谓存在，即西文的 being，汉语既可译为 “存”或

“在”，也可译为“有”，即有无的有，故 ontology 也译存有论。存有论的译法是有根据的， 《庄

子·齐物论》中就有“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的说

法。撇开庄子对时间有开端的质疑不论，句子中 “有有”的第一个 “有”是动词，第二个 “有”

则是名词，即存在一种叫“存在”的现象或对象。“有无”的结构与此相同。因此，那些认为中文

的文法无法产生对存在的追问的说法，我建议重新推敲。第二，关于有与无的关系不是有什么与无

什么的具体经验问题，而是有 “有”有 “无”或无 “有”无 “无”，整体的 “有”靠整体的

“无”来定义。可是，整体的“无”不是东西，而是理解 “有”所依赖的观念，它是个真实的形

而上学问题。玄学“以无为本”的论断，是一个具有哲学意义的命题。王弼在 《老子指略》中提

出，任何具体的东西都受限于自身的特性，“若温也则不能凉矣，宫也则不能商矣。形必有所分，

声必有所属”，故一物不能作为其他事物共有的基础。“道”不同，它无声无色、无味无臭，不是

具体东西，所以才是万有的根基。因为它没有任何特性，逻辑上只能是 “无”，这便是以无为本。

这很有思辨哲学的味道。第三，从反形而上学的角度看，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批判理学家视

“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的“形而上”者。王国维写过《释理》，认为“理”本来只

有主观意义，没有客观意义，把“理”看成实体是语言误用，以为抽象概念也有外在对应物的结果。

其分析手段，同逻辑实证主义者如艾耶尔在《语言、逻辑与真理》中反形而上学实体论的理路如出一

辙。由此反推，“理”也具备某种形上学的性格。现代新儒家重建形上学的热情，不只是因为西学的

暗示，也有传统思想力量的鼓舞。这些搭建宏伟思想景观的努力，包括今人正在做的，都值得尊敬。

不过，我个人认为西式形上学，不必成为做中国哲学的前提。本体论形而上学的思想倾向是把

各种复杂的事物都归结为单一的原理，这样便有不断归因或思路不断倒退的问题，最终的概念必然

是抽象的，纯有其实就是空无。这种形而上学的观念与我们的经验生活距离比较遥远，生活的丰富

性难以在其中充分呈现。我们可以放宽思路，在做中国哲学中探讨更多的可能性。方案之一，便是

回到道器论，把形而上学理解为探讨意义的学问。孟子的性善论，便不是从定义或原理出发，而是

通过经验的观察说明人类行为有某种共同的价值倾向，然后借 “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的假设，导

出人类具有向善的思想根源。庄子讲庄周梦蝶，一个抽象概念也没有，只是在描述变蝶的梦境后，

提出是否存在蝴蝶梦变庄周的可能性。如果这种可能性理论上不能排除，那 “物化”的观点就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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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深度，哲学就是努力揭示潜存于现象背后或观念底层的东西。因此，不以西式形上学为前提，不

一定是接受解构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的影响的结果，中国古典思想对此也有很好的示范。如明儒便

提倡“随处体认天理”，不必处处讲求“得于天而具于心”的不可思议的对象，而是努力从不同角

度领会生命或生活的意义。

五 接受方法的多样性

在道器论上，每一种事物或现象背后都有它的意义。所谓意义，抽象地说就是对事物内在要素

以及相互间的联系的理解。意义是分层次的，它可以从事物的整体秩序中把握，更可以从生活或生

命价值上理解。虽然事物的意义是在意义网络中得以确定的，但是，如果把这种意义抽象化，如把

人、事、物以及观念仅仅理解为抽象的存在之表现，那物与物均可互相代替，一物等于万物，“万

有”真的就会变成“纯有”，而纯有与纯无其实无区别。事物的意义是相通的，但不是相同的。每

一种现象都有自己的意义，都可以单独去研究，而不一定非要追寻抽象无差别的本体。庄子说

“道”“每况愈下”，就是提醒我们不要被高大上的现象所蒙蔽，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从生活

的不同角落寻找意义。庄周梦蝶从“物化”中见 “道”，庖丁解牛是 “技进于道”，观鱼之乐也是

观“道”。“道”是意义的相通处，但梦蝶、解牛与观鱼的各自意义不能互相代替。否则，对生活

的理解就是抽象的、单调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事物的理解不能停留于常识上，需要一种寻根问

底的态度与方式来深化我们对相关意义的理解。

由于现象或事物的复杂性，因应不同对象或题材的思考在方法上也可以是多样的。不管是中国

哲学还是外国哲学，方法都不是单一的。西方哲学从大处看，也有思辨哲学、分析哲学以及现象学

的不同。面对中国哲学的广泛内容，不同的方法可能对不同的内容有适应性的不同。如现象学擅长

对意识的结构分析，而中国心学传统主要涉及人的内心世界的问题，所以两者之间吻合的程度较

高。分析哲学有它对应的题材，中国传统哲学也有关于名学，即概念探讨的内容，亦可纳入现代视

野来观察。总之，各种哲学方法都有其意义所在，不必囿于一见。同时，中国自己的思想传统本身

也发展出了多样性的方法和思路。如道家哲学和魏晋玄学讨论了很多超越经验的思辨性问题，如对

“道”究竟是“有”还是“无”的讨论，涉及是否存在超越时空对象的问题。宋明理学除了对理

的形上关怀外，更致力于对人的内在道德经验的反思。汉学特别是清学，通过训诂从概念的起源寻

求哲学范畴的原始意义，从而有助于揭示相关的思想观念是如何被其背景经验所塑造的。哪种方法

更有优势，不是靠标榜，而是与运用水平有关。有时候，方法是合适的，但运用能力没有得以体

现，也会成为问题。虽然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更倾心的哲学立场，但在做中国哲学上，应该提倡开

放的态度。即使不主张以追求形而上学为目标的人，也仍然可以学会欣赏思辨哲学的成就。

六 想象力的强调

哲学是比较抽象的学问，但由于对抽象理解的偏差，导致我们在哲学教育中想象力内容的缺

乏。人们通常认为，哲学需要一种抽象的能力，而抽象跟想象力似乎是不一致甚至有抵触的。其

实，想象力至少有两个类型: 一种是与艺术相关的; 另一种则是与理智相关的。关于后者，西方哲

学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启发。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很多重要观念其实都与想象相关，比如罗尔斯的

“无知之幕”、塞尔的“中文屋”，还有 “道德电车”问题，这类观念的形成并不靠抽象的概念分

析，而是哲学家运用想象力的结果。如果我们缺少想象力，便无法把经验与观念进行恰当的沟通。

当然，这里还涉及对抽象的理解问题。哲学是抽象的，这一般说来没有错，至少比说哲学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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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讲故事要好。但是，究竟什么是抽象? 许多人将抽象理解为思想成品的特征，比如由众多经验

中提炼出一种观点，或者将复杂的现象简化成某些特点。其实，抽象首先是一个动词。它应该是一

个过程，一个从具体到抽象不断演变的过程。同时，抽象可以有程度不同的变化，比如毕加索有一

套有名的作品———牛的变形图，就图示了抽象的过程。在这套画中，第一幅图画与通常的素描一

样，是细节丰富、形象丰满的牛，此后，相继的每一幅都是对前一幅笔画的简化; 最后一幅变成一

个长方形加一条斜线，成为一个抽象符号。可见，抽象就是一个不断减少具体内容的过程。在这个

过程中，每一幅画的图像都是对前一个画面的抽象，每次抽象都是相对于前面的具体内容而来的。

所以，抽象一定要和具象相对应，如果抽象出来的符号或观念与作者心目中的对象没有对应的关

系，那么这个抽象就成为不可理喻的东西。也就是说，这种与经验或对象有结构性关系的符号或者

思想图式，正是联结经验与概念的中介。这个中介既需要借助想象来构造，也需要通过想象来理解。

许多著名的思想图式，不是哲学家经验的记录，而是他们通过想象力形成的表达。比如 《孟

子》中的“乍见孺子入井”，孟子没有说是他亲眼见过孩子要掉下井，也没有说是他认识的某个人

看到小孩要掉下井，而是他假定如果有人看到小孩要掉下井的情形。这种想象出来的情景，有效推

导出人人有恻隐之心的结论。而在其后两千多年，未见有人给出更好的说法，故现象学家耿宁说它

对古今中外的人都是有说服力的。这意味着，想象力在抽象观念的传达中作用很大。还有韩非子关

于自相矛盾的例子。让一个吹牛吹破天的人，推销自己的攻防装备，结果吹出一种经验中不可能发

生的现象: 攻无不克的矛和坚不可摧的盾，两者在经验上不能并存。一句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的提议，根本不用试验，谎言即被揭穿。自相矛盾之所以成为描述这类思想或言论缺陷的经典表

达，就是其图式准确呈现出这类现象的基本结构。哲学需要的就是这种理智的想象力。我们必须克

服经典学习中常出现的狭隘的文献证据思维，让思想生动、活跃起来。

七 尝试比提倡重要

特定的知识依靠特定的方法来获取。但对很多知识门类来说，方法只是共同的治学手段，甚至

只是约定，没有太多的讨论。哲学似乎很不一样，不但讨论方法，而且方法论不只是做哲学的手

段，也是哲学的组成部分。不过，这种方法没有提供如做实验那样可以遵循的程序。它的约束性不

强，作用更多是方向性的导引。效果好者，类似旅游导览: 不同的目标走不同的路，不会南辕北

辙; 但相同的目标也可能有不同的路，只是路上风光及方便程度可能不一样。使用者可以自己参考

选择。效果差者，则可能像绘画分类: 只是让你知道油画不是水墨画，版画不是雕塑而已。不幸的

是，哲学方法往往更像后者。没有人因为读了绘画方法就成为画家，正像没有人读了小说理论就成

为作家一样，做哲学也是如此。如果有一个固定的规则，我们照它办就能弄出来成果的话，那么这

个产品肯定不是哲学，或者是一种没有什么思想品味的坏的哲学。哲学应当是一门思想的艺术。而

艺术是需要实践的，创新建立在训练的基础上。

做中国哲学，尝试比提倡更重要。由于不以形而上学的建立为前提，我们需要选择一些问题或

现象进行探讨。笔者探讨的问题中，包括两种不同的类型: 内在心理经验的分析和经典论题的重

构。心理经验如乐与忧、惑与耻。其中， “乐”是经典道德心理论题，从 《论语》的 “人不堪其

忧，回也不改其乐”及“乐以忘忧”，到孟子的“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 从《庄子》的 “至

乐”，再到宋明儒学的“寻孔颜乐处”，其线索清晰且自觉。但现代教科书并没有给 “乐”留下位

置，缺乏正能量的 “忧”就更不用说了。经验告诉我们， “乐”的对立面或思想障碍不只是

“忧”，还有苦、怒甚至妒，那么为何孔子要突出克服 “忧”的必要性呢? 这就是做文章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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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出于对某一对象 ( 包括自身) 的关怀，预感或判断其会面对不利或险恶的环境时，所引发

的焦虑或担心，我们称为忧。它是指向未来的意识，其中预判与未经验证的特征很重要。它会导致

“忧”的常态化，并可能引发无必要或过度的反应。通过对 “忧”的情绪的描述，分析其意向结

构，可以逐步揭示“忘忧”在提升精神生活中的意义。孔子自称 “四十不惑”，人们常言 “不

惑”，而很少讨论什么是“惑”。分析可知，“惑”不是无知，也非质疑，而是对象无法在已有的认

知结构中明确归类，它存在多种可能性，从而造成不确定性。这种现象在知觉经验、认识状态以及

道德实践中普遍存在，因此 “解惑”成了人生的常态。只有心智成熟、经验丰富者，才能减少

“惑”对道德及精神生活的干扰。因此，“无惑”才会被大家所推崇。

经典论题包括《庄子》中的“吾丧我”“庄周梦蝶”“小大之辩”“鱼乐之辩”“庖丁解牛”，还

有孟子的仁义关系之辩，韩非子的自相矛盾，王阳明的心外无物，等等。以小大之辩为例: 庄子借小

鸟对大鹏的窃议，提出小与大的相对性，并把它同贵贱、有无、是非等貌似无关的问题联系起来。要

揭示这种关系，得分析“大小”词语在日常生活中的用法，以及这一本来是用来形容三度空间中事物

规模的用词是如何运用到无法进行度量的观念或理论上的，乃至它如何从自然空间过渡到社会空间，

从而表现世俗社会尊大轻小的倾向。最后，还可分析在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不同范畴下，大小与有无

之间关系的哲学意义。这样在我们的分析中，庄子用寓言展示“小大” ( 而非大小) 相对性的图式，

其颠覆世俗价值的企图，以及这对看似平淡的日常用语所蕴含的丰富意义，便多层次地呈现出来。

每个论题或个案都有自己的个性，做哲学亦并非套用一种方式，不能将它们扁平化，而是要让

各自的价值得以彰显。每个论题的处理，未必只有一种方式。因此，做哲学的过程，就是深化及丰

富对世界认识的过程。

八 可以共享的知识领域

现代新儒家虽多为哲学史家，但早就意识到哲学研究的重要性。冯友兰既写中国哲学史，又创

作新理学，区别很自觉。只是现代新儒家受思辨哲学影响太大，其哲学创作，总是做成形而上学的

模样。如熊十力以心学与易学结合，既讲本心即本体，又讲翕辟成变、大化流行; 冯友兰是新实在

论模式的新理学; 牟宗三则是道德的形上学或又无执的存有论。他们的共同点，是对中国精神传统

提供各自的整体判断与说明。这种类型的形上学，理论上具有逻辑的排他性。他们的后继者，如果

天分不够，很少有能力发展新的理论模型。那剩下的工作，就是围绕某个大师作品的解释来争夺或

垄断解释权。当然，这并不是说形而上学不会或不该有人继续做，而是这种思想道路艰难且狭隘，

不仅吸引不了太多的读者，同时也容不下太多的哲学工作者。

在中国哲学史正当性讨论之后，肯定中国哲学立场者，不必把太多的精力继续放在解释中国传

统的某些思想课题是否符合西方哲学的那些标准上，而应当致力于用哲学的方法处理经典的思想文

献，即做中国哲学本身。这不仅为哲学挖掘出更多中国传统资源，同时也让中国传统的经验与精神

影响现代哲学。因此，中国哲学的研究园地并不是边界固定的场所，它是一个真正开放的思想园

地，不同的人可以做不同的课题，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做同一个问题。由此形成多种研究方法互

补、并存甚至竞争的态势，经典和现代生活多层次的意义联系才能被更多地揭示出来。这样，中国

哲学在提升现代生活的精神品质上才更有力量。

( 作者单位: 中山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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