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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 ”实际上就是向内观看 ,从而使迷失的自我重新回归到主体

心灵之中。“承认自己无知 ”和“节制 ”则是这一认知过程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认识你自

己 ”同时也是一个解蔽的过程 ,除祛外相的遮蔽 ,揭示灵魂的本真状态 ,从而达到生活与生命

的和谐。苏格拉底对于传统精神法则的变革为西方传统哲学把主体自身提升到研究的首位

提供了理论上的准备 ,实际上 ,对于我们现代主体缺失的时代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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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现象层面看 ,“认识你自己 ”,是苏格拉底

针对当时存在于人们思想中的“骄妄 ”所提出的

诘问。但实际上却是苏氏对 类自身困境的一种

焦虑与深省 ,其真实涵义就是反观自身 ,以此使迷

失的自我重新回归到主体心灵之中。黑格尔认

为 ,“认识你自己 ,这乃是精神的法则。苏格拉底

实践了这条诫命 ,他使 (认识你自己 )成为希腊人

的格言 ;他是提出原则来代替德尔斐的神的英雄 :

人自己知道什么是真理 ,他应当向自身中观看。

⋯⋯然而拿人自己的自我意识 ,拿每一个人的思

维的普遍意识来代替神谕 , ———这乃是一个变

革 ”[ 1 ]96。苏格拉底对于传统精神法则的这种变

革 ,唤醒了人类对自我的认识 ,深刻触摸到了人的

本质 ,为西方传统哲学把主体自身提升到研究的

首位提供了理论上的准备。

一

“认识你自己 ”是人类探索自身存在的本质 ,

而不是客观外在的一条曲径。智者们宣称自己知

道一切 ,懂得一切知识 ,他们可以很快地教授学生

以实际的技能和知识 ,可是他们却恰恰缺少了知

识的知识 ,他们自称懂得一切 ,却不知这些知识应

当正确地用在何处 ,因为他们没有关于认识主体

自身的知识 ,即关于人类主体的知识 ,他们的认识

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呈现在表面的、使用上的“技

术 ”,而非真正的 知主体的“知识 ”,也许在他们

看来 ,“我 ”作为认识主体是自明的存在本体 ,无

需去认识。智者们关心的是如何运用他们精彩、

美妙的演讲术来使他们的听众获得实际的效用 ,

他们的演讲并非是真理性的 ,而是效用性的 ,在他

们光辉伟大的形象的背后 ,却埋藏着深刻的危机 ,

因为他们在不同的时刻甚至可以有截然相反的论

点。这样的结果是 ,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不同标

准 ,对待任何事情都没有了一个普遍的基准 ,人们

不断迷失于远离自我本心的外在知识 ,而对最重

要的“我 ”却视而不见 ,从而逐渐被自己所创造的

“成就 ”所湮没。

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 ”正是对人们的这

种存在状态所提出的反省认识。在苏格拉底看

来 ,认识你自己“远远超出对个人教育的简单忠

告的价值 ,它证明人不断自我总结再总结的必要 ,

否则他就会迷失于外在性 ,这种外在性幻觉如此

强烈 ,引导人去把他自己和他人视为物 ,结果是把

自己和他人视为手段而非目的 ”[ 2 ]75。外在的知

识不断侵占人们的心灵 ,人对自身缺乏认识导致

人逐渐被“物 ”化 ,生命的尊严在主体的“无知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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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弃了。对于苏格拉底而言 ,令人痛苦且显而

易见的是 ,大多数人对自己知道得很少 ,但是这些

人并没有意识到 ,仍旧在“沉睡 ”中知足。而作为

“牛虻 ”的苏格拉底 ,所要“叮 ”的正是这些沉睡中

的人们 ,使他们从沉睡的状态中苏醒 ,从只关注外

在的知识返回到自身 ,以看清那些他错误地以为

属己的思想、信念、渴望和梦想之后的东西。在这

样的认知状态中 ,人们才能真正知道你自己。

然而 ,要真正认识你自己 ,苏格拉底认为 ,需

要这样的智慧 ,即一个人要知道自己知道什么 ,也

要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只有“聪明人或有节制

的人 ,才能够认识自己 ,能够考察他知道或不知道

的事情 ,还能够明白其他人知道些什么 ”[ 3 ]153。问

题是一个人如何才能知道他所知道的事情以及他

知道自己不知道他所不知道的事情 ,这也即认识

你自己如何可能 ? 要真正拥有一种既是关于认识

主体知道他所知道的事情以及认识他不知道他所

不知道的事情的智慧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

苏格拉底也不能对此给予明确的回答。即便“认

识自己 ”虽然困难 ,但是并不排除这种认识的可

能性。苏格拉底说“一个人要知道自己知道什

么 ,也要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 ”,其中折射出来的

真正涵义实际上正是苏格拉底所要强调的“反

思 ”,所谓省察的哲学的生活这样一种反思的生

活 ,“反思 ”使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自己 ,其强调

的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一种应然的状态。这种反

思的平衡 ,这种度量的技艺让人们拥有对“过度 ”

和“不足 ”的估量 ,避免表象的偏见 ,解除“影像 ”

的蒙蔽 ,从而认识到什么对自己才是真正合适的 ,

以达到生活与生命的和谐。正是在这种智慧的指

引下 ,对自己具有充分的了解 ,不自以为是 ,不狂

妄自大。这样 ,经由理性 ,不断反思 ,“认识自己 ”

便得以可能。

二

既然“认识你自己 ”不仅关涉到一个人要知

道自己知道什么 ,也关涉到要知道自己不知道什

么这两个方面 ,在苏格拉底看来 ,主观上认知方面

要求人们须“承认自己无知 ”,而在身体力行方面

需要“节制”的智慧。“无知 ”使心灵得到释放 ,从

而开拓了主体无限认知的空间 ,自我的认识便有

了充分的前提 ,而节制的智慧使人们在实践中不

断反省自身 ,认识自己。

1. 承认自己无知

智者们自认为自己是聪明的 ,可是苏格拉底

却认为他其实并不聪明。苏格拉底认为他自己和

这些自认为聪明的人一样 ,都是没有什么知识可

以值得自吹自擂的 ,但是那些自认为聪明的人却

认为自己知道某些他不知道的事情 ,苏格拉底对

自己的无知相当清楚 ,他认为他在这一点上确实

比那些人要稍微聪明一点 ,因为他不认为自己知

道那些他不知道的事情 :“我想这是我惟一可取

之处 ,因为我从头到脚都是缺点 ,总是把事情弄

错。事实上 ,每当我遇到你们这种拥有智慧名声

的人 ,我的缺点就被证实了 ,我知道自己一无所知

⋯⋯但我拥有一个良好的品质 ,这是我的救星。

我不怕羞耻地学习 ,我提出问题 ,研究问题 ,对那

些回答我的问题的人抱着深深的感激之情 ,从来

不会忘了对他们表示感谢 ”[ 3 ]288。苏格拉底的

“无知 ”主要是对一直困扰着人类的诸如正义、节

制、勇敢、善、神等一系列问题的困惑。苏格拉底

不认为自己知道 ,也就意味着会更加深入地思考

和探究 ,而不是停止不前 ,因而“智慧 ”也就相应

地被认为是一个追求智慧的过程 ,一个永不停息

的探究哲学的过程 ,所以苏格拉底宣称 ,“我不想

装出一副有知识的样子 , 而想和你们一道探

索 ”[ 3 ]400。

苏格拉底宣称“我非常明白我是没有智慧

的 ,无论大小都没有 ”[ 3 ]7。正是这种认识到“无

知 ”的智慧 ,才真正开启了通往认识自己“本真 ”

之门。可是 ,苏格拉底却“放弃了这一独特优势 ,

开始帮助别人 ,以便使他们认识到 ,他们的知识实

际上是多么贫乏 ⋯⋯我们知道我们没有知识 ,因

此我们必须共同探索 ,去发现我们所能认识的东

西 ”[ 4 ]82。这便是“认识你自己 ”所需要且必要的

第一步 ,即首先除祛自己心灵的那种骄傲 ,惟其如

此 ,人们才有真正认识自己的“空间 ”。承认自己

无知 ,而不是认为自己无所不知 ,因此 ,这正说明

了人贵在有“自知之明 ”,也即“勿过 ”,对自己的

行为应该有“节制 ”。这样 ,“无知 ”便过渡到了

“节制 ”。“节制 ”成了“认识你自己 ”的一个重要

的途径。

2. 节制的智慧

“节制 ”是人对自身的一种清晰的认识 ,经由

理性的反思、度量之后 ,进而做出符合自己本心的

选择 ,既要“勿过 ”,亦不能“不足 ”,这是“认识自

己 ”一个充分必要的前提和基础。苏格拉底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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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缺乏自制 (节制 )的人 ,无论对自己或者对别人

都不适当 ,也没有好处 ,不能自制也就不能做出任

何有恰当效果的事情来。因为“一个不能自制的

人并不是损害别人而有利于自己 ,像一个贪得无

厌的人 ,掠夺别人的财物来饱足自己的私囊那样 ,

而是对人既有损对己更有害 ,的确 ,最大的害处是

不仅毁坏自己的家庭 ,而且还毁坏自己的身体和

灵魂 ”[ 5 ]33。苏格拉底本人不仅持这种节制的理

念 ,而且在实践上还以身作则 ,“他的实际行动比

他的言论更好地表现了他是一个能自制的

人 ”[ 5 ]33。因为他能够制服身体上的私欲 ,从而达

到灵魂的快乐和无纷扰。

一方面 ,唯有自制的人方能体会到最大的快

乐。相反 ,如果不能自制就不能忍饥、耐渴、忍受

瞌睡等等 ,然而这一切正是吃、喝、睡眠之所以有

乐趣的原因 ,有了“渴 ”的感觉 ,才有喝水时的快

乐 ;有了“饿 ”的感觉 ,才有进食时的快乐 ⋯⋯有

了自制 ,才更能体会到自制后的快乐 ;如果不能自

制就阻碍了人们对于这种最必要和最经常的乐趣

之享受 ,人们只有在经过了一段期待和克制之后 ,

才能体会到这些事的真正快乐 ,“惟有自制能使

人忍受我所讲的这一切 ,因此 ,惟有自制才能使人

享受我所提到的这些值得称道的快乐 ”[ 5 ]172 ;一个

不能自制的人 ,只是竭尽全力追求过度快感的人 ,

和最愚蠢的牲畜并没有什么分别 ,而能自制的人

就截然相反了。苏格拉底不仅自己实践着“节

制 ”,而且还教导和他在一起的人也要有“节制 ”,

因为他认为 ,“对于任何希望有高尚成就的人来

说 ,自制都是必要的 ,因此 ,首先他使那些和他交

游的人清楚地看出 ,在一切人当中 ,他自己对这方

面是躬行实践的。然后 ,他又借着他的言论劝勉

他的门人 , 要他们把自制看得比什么都更重

要 ”[ 5 ]169 - 170。就这样 ,苏格拉底通过自己的言论

和行为 ,使那些和他在一起的人生活得更有节制 ,

通过节制更加认识自己 ,从而选择合适于自身的

事物 ,以使行为更为良好。另一方面 ,那些自认为

自己拥有任何知识的人 ,他们或许拥有各种机智、

才学、技巧 ,口才流利 ,心思巧妙等等 ,可是他们并

不拥有“节制 ”的德性 ,那么这些才识就走到了反

面 ,并且呈反比例增长 ,越具有才能 ,作恶的可能

性也就越大。苏格拉底认为智慧就是最大的善 ,

而不能自制的人就和智慧远离 ,也就是和善远离 ,

并驱使人走向其相反的方向。他认为“由于不能

自制使人对于快乐留连忘返 ,常常使那些本来能

分辨好坏的人感觉迟钝 ,以致他们不但不去选择

较好的事 ,反而选择较坏的事 ,从而就阻碍了人们

对于有用事物的注意和学习 " [ 5 ]171。所以苏格拉

底认为不能自制的人对于健全理智是极为不相称

的 ,不自制将会“令人宁愿选择有害的事而不愿

选择有益的事 ,宁愿忽略有益的事反而注意有害

的事 ,并且还迫使人去做和健全理智相违反的

事 ”[ 5 ]171 ,所以 ,自制是首先必需的。如果只有这

些才能而没有自制 ,那就只能多行不义和多作恶

事罢了。

“节制 ”的智慧使人们不至沉迷于外在的种

种“诱惑 ”之中 ,心灵不至被外相所奴役、所遮蔽 ,

灵魂的健全需要以“节制 ”作为基础 ,以此发明本

心 ,认识自我 ,进而选择从善 ,获得美德。苏格拉

底认为每一个人的本分就是把自制看作是一切德

行的基础 ,并且在自己心里树立起一种自制的美

德 ,有了这样的美德 ,便能选择高尚和美好的事

情 ,并将之充分地付诸实践 ,自制的人在实践这一

切的同时 ,也就享受了其中的乐趣。

三

“认识你自己 ”对主体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 ”,实际上就是要求人们

由“不自觉的行动 ”转向“做自己的主人 ”。在苏

格拉底看来 ,“‘不自觉的行动 ’完全是无知的结

果 ,而‘做自己的主人 ’是一种智慧 ”[ 3 ]484 ,受自己

支配的人都不是无知的。“不自觉的行动 ”意味

着人们缺乏关于主体的知识 ,缺乏关于善的知识。

那些被情欲、快乐、痛苦、恐惧之类所支配的人 ,他

们没有拥有善的知识 ,并没有认识到什么对自己

是合适的 ,因而他们的行动是不自觉的。苏格拉

底认为 ,对任何事情都应该拥有这样的智慧 ,那就

是“度量 ”的智慧。在行为和选择的过程中 ,不会

让表面的现象将人们引上歧途 ,从而消除印象产

生的效果 ,通过对事物真实状态的揭示 ,而避免陷

入混乱 ,从而做自己的主人 ,过幸福的德性的生

活。“这样一来我们就决不会犯错误 ,我们自己

和那些从属于我们的人就能在这种正确的指导下

度过我们的一生 ”[ 3 ]161。

苏格拉底的“认识自己 ”同时也就是“反求诸

己 ”,认识到什么对自身来说才是最好的 ,从而进

行选择 ,获得智慧。这种智慧可以视为一种关于

“有知 ”和“无知 ”的知识 ,也就是说人们知道什么

对自己合适 ,而且能够分辨自己知道什么 ,也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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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不知道什么 ,从而知道自己能够做什么 ,也知

道自己不能做什么。苏格拉底认为 ,“根据这种

对智慧的新看法 ,智慧的益处是不言而喻的 ,拥有

这种知识的人会更加容易地学会任何他要学习的

东西 ,一切事物对他显得更加清晰 ,因为除了知识

的对象外 ,他还能看到这种知识 ,这也使他能够更

好地考察其他人用来认识他自己的知识 ,而不拥

有这种知识的人可以被认为是洞察力较弱或不那

么有效 ”[ 3 ]161。因此 ,拥有智慧的人在其它事情方

面也肯定会秩序井然 :因为有了智慧的指引 ,有了

反省的态度 ,那么做自己的所懂的事情便可获得

预期的目的 ,而错误也就尽可能避免了 ,因此人们

就会选择对自己来说是“最好的 ”的事情 ,而人们

的所作所为也一定会良好和高尚 ,而行事良好意

味着幸福。

苏格拉底非常强调认识自己的好处 ,拥有这

种智慧的人 ,他们不仅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什么对

自己合适 ,而且还拥有鉴别别人的能力 ,可以劝导

他人 ,以获得幸福 ,因而获得人们的赞扬和尊敬。

然而 ,“那些不知道自己做什么的人们 ,他们选择

错误 ,所尝试的事尽归失败 ,不仅在他们自己的事

务中遭受损失和责难 ,而且还因此名誉扫地、遭人

嘲笑、过着一种受人蔑视和揶揄的生活 ”[ 5 ]149 - 150。

不管是对自己 ,还是对他人 ,那些认识自己的人都

将会有错误的估计 ,因而得不到幸福 ,反而要陷于

祸患。当然这样一般的认识自己的知识是很难找

到的 ,因而苏格拉底便退而认为如果人们拥有这

种一般的认识自己的知识 ,那么他就会更加容易

地学会他所要学习的其它知识 ,而没有那些拥有

自我认识的人在这个方面则要差得多。“反思 ”

使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自己 ,其强调的是一种生

活的态度 ,一种应然的状态 ,人应该对自己进行反

省 ,从而过一种美德的生活 ,一种“好生活 ”。

苏格拉底尽其一生所要提醒人们的就是“反

思 ”自己。苏格拉底“能够以超乎寻常的毅力从

事这种创造 ———批判工作 ⋯⋯思想的产物从来不

会完美无缺 ,也从来不会停滞不前 ,这就是苏格拉

底之所以花费如此多时间来提醒人们说他们还有

很多事情要做的原因 ⋯⋯苏格拉底时刻准备重新

开始 ,从来不自以为是 ,愿意每天审查自己的思想

和行为 ”[ 4 ]77 - 78。理性的、内在的反省可以消除个

体感观、认知、意见所产生的偏颇以及由于内在的

冲突而导致的身心的紧张 ,通过这种对生命真实

状态的揭示 ,可以使灵魂生活在平静与安宁之中 ,

与真理在一起 ,以此拯救“非本真 ”的生命。苏格

拉底每天与人们对话 ,为的也就是帮助人们更加

认识自己以克服人们在思想上的一些狂妄、偏见

等等 ,思想在人们每天不断的反省与被反省中前

行 ,智慧由此而绵延。

面对现代主体的困境 ,我们仍然需要苏格拉

底的智慧 ,认识你自己在现代仍然是必要的且紧

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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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ploration into "Know yourself" of Socrates and value to subjects

HUANG Yu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nd Science,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6, China)

Abstract: Socrates rem inded everyone to understand the life which has not self - reflection is not worth living. Self - reflection, in

other words, is an exam ination to oneself, that is, know oneself. Adm itting self - ignorance and temperance are the essential ele2
ments of know oneself. Know yourself is a p rocess with clarification. Peop le should remove the external veil of exterior 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real condition of m ind, and achieve the harmony between the life and l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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