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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马克思与苏格拉底的反讽哲学
*

董伟伟

(兰州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 青年马克思曾十分赞赏苏格拉底的反讽哲学,因为它强调了主体意识在认识中的能动性;

他也十分倾慕苏格拉底这个活生生的艺术品,因为他的哲学和他的生活是一致的。但是马克思也

指出了由苏格拉底所代表的希腊哲学特有的局限。

关 键 词: 青年马克思;反讽哲学;实践哲学

中图分类号: B 1 文献标志码: A

0 引言

博士论文 是马克思青年时期最重要的著作

之一,也是唯一一部专门讨论哲学的著作。马克

思在 博士论文 中认为伊壁鸠鲁自我意识哲学发

扬了苏格拉底的哲学精神,并且在 博士论文 的

笔记中讨论了苏格拉底哲学的形式 反讽。

1 苏格拉底的反讽

克塞诺封在他的 回忆录 里谈到了苏格拉底

的反讽,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苏格拉底的辩证

法: 他(苏格拉底)注意到  !∀#∃% [辩证]这个

词导源于人们的一种活动, 就是聚在一起讨论问

题,按对象的种属加以辨析[  !∀#∃%&]。[ 1]苏格拉

底辩证法最初就是一种谈话方式, 但这种谈话不

是漫无边际的聊天, 而是依据严格的概念逻辑, 逐

渐推演开来的。本质上说, 则表现为主体意识反

抗普遍意识的能动性行为。黑格尔在谈到苏格拉

底的反讽时指出: 苏格拉底式讽刺的基本要点,

仅在于他承认别人直接接受并提出来回答他的

话。所有的辩证法都承认人所认识的东西, 好像

真是如此似的, 然后让它的内部解体自行发

展, 这可说是世界的普遍讽刺。[ 2] 这种反讽

就是解构、过滤一般的常识, 追问一般观念的潜在

的、预设的前提,从而探寻知识大厦的地基。

我们知道,在 博士论文 的 笔记五 中, 马克

思在讨论神学博士鲍尔把苏格拉底和基督等同的

观点时,定义了苏格拉底的哲学方法,即反讽: 苏

格拉底的讥讽 即一种辩证法圈套, 通过这个

圈套,普通常识应该摆脱任何僵化, 这种 讥

讽 不是别的, 正是哲学在其对普通意识的主观关

系方面所固有的形式。它在苏格拉底身上以一个

讥讽的人、哲人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从希腊哲学

的基本性质和它同现实的关系中产生的; 在我们

这里, 作为一般内在形式的讥讽, 是弗里德里

希 冯 施勒格尔当作某种哲学而提出来的。
[ 3]

马克思把苏格拉底反讽确认为 哲学与普通常识

之间的主观关系方面所固有的形式 ,这是一个具

有原则性的认识。反讽被等同于哲学的一般形

式, 哲学就在于批判 反思常识 意见,把知识 概念

牢固地建立在主体的自我意识基础之上; 这一点

也是希腊哲学的精髓, 它从一开始研究自然现象

时就是反思式的,不过是还没有反思到主体本身

罢了。

在苏格拉底的实践哲学中, 反思的矛头直指

普遍的社会 伦理概念, 这些概念的实体就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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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实体,即现实的法律、宗教和习俗等等。

2 苏格拉底与哲学实践

古代哲学家一般都只是考察自然, 苏格拉底

则把哲学从天上降到了人间,从此,实践成了哲学

的一种新的品格。在苏格拉底这里, 实践哲学在

理论上属于道德学(相对的是伦理学) ,在实际行

为上则是个人行为(相对的是集体行为)。黑格尔

很好地区分了这两者: 苏格拉底的学说是地道的

道德学说。伦理学研究的对象包括伦理与道德,

有时单指伦理。道德的主要环节是我的识见、我

的意图;在这里,主观的方面,我对于善的意见, 是

压倒一切的。
[ 2]
苏格拉底作为(道德)实践家, 他

的哲学和他的行为是一致的, 他的哲学就是他的

行为,他的行为也就是他的哲学。正如黑格尔所

指出的,苏格拉底把实践哲学看成他的生活方式

的一部分。体系哲学需要制造一套概念, 这些概

念之间是环环相扣的, 是一个网状结构; 而苏格拉

底的个体实践哲学则不需要这样, 它的旨趣在于

唤醒每一个主体的自我意识, 让他们自己来做决

断,而不是给他们一张已织就的网,他们只要拿着

它去衡量每一个事物就行了。苏格拉底的实践哲

学就是在实践神意, 神说他是最聪明的, 因为他能

反思到自己的 无知 ,但还不止于此,他还要使别

人也反思到无知。如此一来, 他最初的行为直接

是个人行为,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一个伦理的结果;

因为希腊的整个民众都会因此而被唤醒。 我这

个人,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说, 是一只牛虻, 是神赐

给这个国家的; 这个国家好比一匹硕大的骏马, 可

是由于太大, 行动迂缓不灵, 需要一只牛虻叮叮

它,使它的精神焕发起来。[ 1]

由于苏格拉底的实践哲学和他的实体生活如

此的高度统一, 他就是一种完美的艺术品。在 博

士论文 的 笔记二 里, 马克思讨论了希腊哲人的

这种特性, 尤其以苏格拉底作为范例加以分析。

马克思认识到, 早期希腊哲学家不仅想认识观念

的实体,也就是理念,而且还要在现实中践行这种

理念,个人直接就是按这种理念生活的。马克思

认为,早期希腊哲人 是实体的真正精神, 是对实

体的具体化的认识 观念实体的这种具体化正

发生在宣扬实体的哲学家身上; 不仅实体的表现

形式是可塑的诗歌式的, 而且它的现实性也表现

于这个个人中 哲学家本身是活生生的形象,

是活生生的艺术作品 [ 3]。哲人不仅要塑造一个

理想的普遍实体,而且要自动成为特殊的理想的

实体,按照自己的观念生活。这纯粹是出于一种

自觉,是自己要求自己要如此生活,因此他们都是

自我塑造的艺术家。我们可以看到, 黑格尔在谈

到苏格拉底的艺术形象时, 流露出怎样的仰慕之

情: 他出现在我们面前(生活在他的同胞中间) ,

是作为那些伟大的可塑的天性(个人)之一, 具有

彻头彻尾的完整性, 正如我们在那个时代所常见

的一样,是一件完美的古典艺术品,而且这件艺术

品是自己把自己提到如此高度的。
[ 2]

苏格拉底不仅要求个体成为可塑的实体, 而

且要求普遍实体也成为可塑的, 因此重要的就是

要把普遍实体以观念的形式安置、保存在主观思

想里,然后按照主观的思想、理念去塑造普遍实

体。马克思指出: (个体)主观精神本身就是实体

的保存者,但是这个观念性是与现实相对立的, 所

以它在头脑中客观地表现为应有, 主观地表现为

意向。[ 3]哲人通过把普遍实体保存在自身内而担

当起改造普遍实体的义务,因为他们晓得, 他们自

身具有某种观念, 他们要使他们内在的 应有 和

外部现实的 应有 都建立在内在的普遍理念之

上。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现实的这种应有同样

也是认识了这个观念性的主体的应有, 因为主体

本身处于这个现实的内部, 而在于主体之外的现

实就是主体的现实。
[ 3]
由于苏格拉底及其以前时

代的人们,还以外在的普遍实体为生活的根据, 因

此他们都是伦理的人; 但是到了苏格拉底这个转

折点的时候,个人的生活同时依据两个方面, 即内

在的方面 主观道德和外在的方面 客观伦理 [ 4]。

因此,才有了苏格拉底的悲剧, 因为客观伦理的原

则扼杀了由它产生出来的主观道德原则。

3 苏格拉底哲学的局限

我们看到,在苏格拉底那里,主观精神在破土

而出时,不得不披上一层神秘的面纱,它还不敢以

真面目示人 这层面纱就是苏格拉底的灵异 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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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底自述道: 有一种神物或灵机来到我的身

上, 这是一种声音, 我自幼就感到它的来临;

它来的时候总是制止我去做打算要做的事情, 但

从来不命令我去干什么。
[ 1]
灵异帮助主体完成了

在自身内的自律,主体获得这种自律之后, 就反过

来直接对抗客观实在。通过否定外在的自主性,

主体从实在的绝对性中解放了自身。通过这种努

力,主体 (哲学)便可以希求某种价值论的应有。

马克思指出, 由于观念和实在之间的这种对立,

主观精神的实体观念 必定被视为 从实体生活

的消失
[ 3]
, 即从作为客观性的实体性中消失。现

在,普遍的原则已经被移植在主观性之中, 但是,

对苏格拉底来说, 现实的普遍性仍有地位。因此

马克思指出: 在 (苏格拉底的) 灵异中直接显示

出,对于希腊生活来说, 哲学只是某种内在的东

西, 同时又只是某种外在的东西。[ 3] 主体自我要

求否定现实实在的限制, 但是这种否定的力量还

不是从主体中自觉地生发出来的, 它还须借助于

灵异;就灵异之为灵异来说, 它还具有一种外在普

遍的性质
[ 5]
。因此, 对个体主体来说, 这种反思的

力量来源于外在的东西。马克思说: 希腊哲学既

是内在的,又是外在的。这是苏格拉底哲学的局

限,也是希腊哲学的局限。

马克思认为, 苏格拉底哲学的缺陷代表了希

腊哲学特有的弊病: 苏格拉底之所以重要, 是因

为在他身上反映了希腊哲学对希腊精神的关系,

因此也反映了希腊哲学的内在限度。 希腊哲

学特有的弊病在于它只和实体精神相联系。 [ 3] 我

们知道,马克思曾提醒自己要向现实寻求思想 [ 3] ,

这一意向表明马克思已经看到, 只在纯粹思想内

运作是不能把握真实的思想的, 思想要求现实性

的要素。我们必须通过哲学的努力 劳动而取得一

种一体两面的成果, 即包含思想的现实和创化现

实的思想。

但是,体现希腊哲学特有性质的苏格拉底哲

学,它的形式的客观要求是要反讽的 现实的东西,

也就是那体现希腊实体精神的希腊伦理、宗教等

等;但是其主观的要求则是要寻得一种普遍的东

西,即理念。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苏格拉底还是

站在希腊精神之上来反讽希腊精神的, 这就是苏

格拉底反讽的悲剧。 他的悲剧性的讽刺是他的

主观思维对现存的伦理的反抗, 他自己并未认识

到他是站在现存的伦理上面, 而只是抱着一个朴

素的目的,引导人们走向真正的善,走向普遍的观

念。 [ 2]这种结局反映了那个时代特有的矛盾, 那

是精神在成长过程中必须经历的痛楚, 是希腊哲

学与希腊精神应有的关系。主体的反思精神虽然

已经成长起来,但是它还不足以彻底反抗客观 普

遍的东西,甚至连它那一声反抗的呐喊, 也是从强

大的实体精神的襁褓中发出的。这种矛盾斗争只

有在希腊的实体生活崩溃之后才能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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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ng Marx and Socratic s Ironic Philosophy

DONG Wei w ei
( Schoo l of Philo sophy and Socio lo gy , Lanzhou Univer sity, L anzhou 730030, China)

Abstract: Young M arx adm ired Socr at ic's ironic philosophy because it emphasized act ivity of subject iv e

consciousness in cognit ion. He also fascinated him as a living art because his philosophy and his life w er e

ident ical. But the defects o f Gr eek philo sophy r epresented by Socrates w ere po inted out by M ar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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