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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了圣西门的唯物主义自然观, 研究了圣西门的辩证法思想, 阐述了圣西门“一切观念都来自人的感

觉”的认识论, 同时也分析了圣西门哲学思想中夹杂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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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昂利·圣西门 (1760- 1825) , 是 19 世纪初法国杰出的

思想家, 空想社会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恩格斯称他“是

当时最博学的人”, 他说:“在圣西门那里看到了天才的远大

眼光, 由于他有这种眼光, 后来的社会主义者几乎一切并非

严格地是经济的思想都以萌芽状态包含在他的思想

中。”[1 ] (P411) 列宁称他为自己时代的“真正文化英雄”。尽管圣

西门的时代已经过去, 但是, 今天来认真研究他的哲学思想

体系, 无疑会得到许多对我们有益的东西。

一

圣西门坚持法国唯物主义哲学思想, 坚持世界的客观物

质性, 他认为人和宇宙都是由物理的、物质的因素构成的。圣

西门说:“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宇宙都是由两部分构成

的: 一部分是我们当中的每一个‘我’, 另一部分是在这个

‘我’之外的外界。我把大的部分称为大世界, 把小的部分称

为小世界。大世界对小世界, 或者小世界对大世界, 经常起着

作用和反作用”[2 ] (P110)。自然界和人类虽然是相互作用的, 但

客观自然界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无论是“大世界”还

是“小世界”都是物质的存在形式, 都是由物质分子构成的。

从而坚持了从物质世界本身说明物质世界的基本原则。

圣西门自然观是以实证科学为基础的。圣西门认为不仅

自然科学, 就是社会科学 (甚至包括宗教体系) 都应以力学为

基础, 社会科学应当同物理学、化学和天文学一样成为以观

察和实验为基础的“实证”科学。而当各门具体科学都已克服

了“占卜性质”, 都相继具备了“实证”性质的时候, 显然, 作为

各门具体科学的概括, 作为指导个别科学的一般科学——哲

学, 也应当成为“实证哲学”。因而圣西门把自己的哲学叫作

“实证哲学”。圣西门尖锐地抨击以宗教神学为代表的唯心主

义体系, 称之为“形而上学是不合理的、虚伪的、荒谬的思

潮”。因而“实证哲学应当同形而上学作斗争, 并尽可能打垮

它的威信”[3 ] (P167)。

规律性的思想是圣西门体系的基本思想。圣西门认为决

定论是科学方法论的指导原则。历史学要想成为科学就应该

把决定论原则应用到历史领域内。人类的生活存在着规律,

而规律可以科学地探求出来并为人所认识。人们认识了这一

规律就可以像在物理学领域内一样对社会现象有所预见。关

于规律性思想的核心是支配宇宙中一切现象的单一规律。圣

西门认为, 人类理性从万物有灵思想过渡到万物出于一灵的

思想, 即从多神过渡到一神教, 以后人们将从这种思想提高

到理解支配一切现象的各种规律, 再下一步就是信仰单一规

律[2 ] (P58)。单一的规律要代替单一的神, 因为“一切现象都是

单一的和共同的原因的结果”, 而“科学的实证体系的基础只

能是单一规律, 这个规律支配着世界的一切方面: 既支配着

世界的各个部分, 又支配着整个世界。”[4 ] (P228) 而单一的规律

是什么?圣西门甚至说是“万有引力定律”。圣西门认为“万有

引力具有普遍意义, 因此, 他又称实证哲学是“万有引力哲

学”, 他说:“万有引力的观念应当成为新哲学理论的基础”。

在他看来, 万有引力是支配宇宙的惟一具有普遍意义的规

律。万有引力这个概念是“共性的共性”,“应当发生绝对的一

般的观念的作用, 并代替神的观念。”[2 ] (P90、112) 因此, 他十分崇

拜牛顿, 认为牛顿是第一个确立单一的一般规律的伟大思想

家, 并试图以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作为他的世界观的基础。

基于这种唯物主义自然观, 圣西门坚决反对宗教神学和

灵魂不灭思想。他说:“一, 信神只是把困难暂时堆在一起, 因

为信神免除不了人们研究自然, 也说明不了支配世界的各种

规律的本质。二, 信神而不信神启, 更是没有任何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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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的知识已经大大超过代神立言的知识, 并且能够揭露

被尊为天书的书籍中的错误的时候, 人们自然就不会再信神

教。三, 常识不能同神学体系中包含的许多矛盾相调和。⋯⋯

他们说神是至善的, 可是接着又说神憎恶人。人作了孽应当

受罚, 行了善应当受赏, 但是这些赏罚只能在来世实现, 所以

善行并未得到鼓励, 而恶行也没有受到警惩。”[2 ]P (75- 76) 这样

圣西门便从根本上摒弃了宗教神学体系的实质。

但是, 圣西门不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 虽然他批判了

旧的宗教体系, 却又肯定宗教在政治和道德领域的作用。一

方面他认为“能够联合学者的观点的不是神的观念, 而是万

有引力的观念”[2 ] (P133) ; 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宗教不但过去在

政治和道德领域起了重要作用, 而且今后能起到更大的作

用。他说:“我认为宗教是人类的一大发明, 是希望人类进入

大同的惟一组织。”[2 ] (P26)圣西门甚至还要建立一个新信仰体

系, 以作为他改造社会的措施之一。

二

在圣西门的自然观中, 虽然他夸大了力学规律的作用,

但也存在着试图突破形而上学局限性的倾向, 包含了不少的

辩证法思想。他认为自然界不是一成不变的, 事物的运动变

化是普遍存在的一种必然性, 而且他猜到了物质变化的根本

原因在于万物内部的矛盾运动, 即圣西门所说的固体成分和

流体成分对立和斗争。圣西门认为物质分子可分为两种, 即

“互相结合”的分子和“处于流动状态”的分子, 前者叫作“固

体成分”, 后者叫作“流体成分”, 固体成分和流体成分的不同

组合, 就构成不同的存在物。固体成分大于流体成分, 就形成

无机体; 流体成分强于固体成分, 就构成有机体。无论是处于

结合状态的分子, 还是处于活动状态的分子, 它们都有着自

己的运动能力, 它们都是按照万有引力定律的规律运动和发

展, 对立和斗争。他说:“任何一个分子都有朝着阻力最小的

方向运动的基本趋势。”[2 ] (P118) 因此固体成分和流体成分两

种状态的分子此消彼长不断变换, 决定着万事万物的存在和

发展、运动和变化。圣西门认为, 他的这种“新观念”将克服人

们认为宇宙由两种不同的属性——精神的属性和物理的属

性构成的谬论。在他的新概念面前, 没有超自然的神的地位。

他说:“现在用超自然的或神启的原因解释的现象, 将被看作

是无法衡量的流体的作用的结果。”[2 ] (P119)

圣西门在认识论上反对“天赋观念论”。圣西门深受 17

世纪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者洛克的影响, 与 18 世纪法国唯

物主义者一样, 继承和发扬了洛克的感觉论。圣西门认为人

的知识即人所具有的全部观念, 都有一个共同的起源, 一切

观念都来自人的感觉。但是圣西门像洛克一样, 并没有把唯

物论贯彻到底, 在承认后天感觉之外, 又承认有先天思维。圣

西门认为人的感觉有两种: 当外部对象作用于我们的身体

时, 特别是作用于我们的感官时, 就产生一种感觉, 这种感觉

来源于我们身体的外表而达到中枢, 可以叫作“后天的”感

觉; 另一种感觉是人体“内部生命力”(潜在力量) 的作用而产

生的, 然后向四周的外表扩散, 可以称为“先天的”感觉。正像

洛克的“反省经验”一样, 圣西门的“先天”感觉, 实际上是一

种唯心主义先验论成分。

把关于两种感觉的思想扩大到认识方法问题, 圣西门提

出认识的方法也可以分为后天的和先天的两种。按照圣西门

独特的说法,“后天”的方法就是“分析”的方法。这种方法“以

精确的事实为依据, 引导我们的理智沿着有助于发现新事实

的道路前进。”[2 ] (P91)“先天”的方法就是“综合”的方法, 在这

种方法里人们用“观念来联系所观察的事实”[2 ] (P91) , 建立事

实之间的联系。圣西门认为无论“后天”的方法, 还是“先天”

的方法都是不全面的, 必须使二者结合起来, 分析与综合应

该统一于一种认识方法。因此, 圣西门提出:“对后天地认识

的观念应当经过再思考, 以使它取得完全的先天性; 或者相

反, 对先天地认识的观念也应当经过再认识思考, 以使它取

得完全的后天性。”[2 ] (P92)他试图用这种方法来克服机械唯物

论的经验论的片面性。

圣西门学说是从旧唯物主义出发的, 尽管他喜欢向唯心

主义甚至宗教频送秋波, 但仍不失为旧唯物主义的产儿。

圣西门早年受过良好的教育, 他的家庭教师大都是学问

渊博心胸正直的学者, 其中不乏启蒙运动的追随者, 如著名

的启蒙思想家、百科全书派的大学者达兰贝尔等都给以他重

大影响。他接受了启蒙派的唯物论思想, 承认物质脱离人们

的意识而独立存在, 人们主观上的感觉根源于物质, 物质是

自然的本性, 运动是物质的天然属性。他还领悟到实践的意

义, 知道理性是指导实践的知识, 懂得人类社会按一种前进

的规律发展, 同其他任何知识一样可以进行科学研究, 因此

理性高于信仰, 信仰只不过是第六感觉, 并非是人人所有。圣

西门早期掌握了这样精彩的思想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这无疑

应归功于启蒙学者和达兰贝尔老师。

圣西门为了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 为了开辟人类理想的

新道路——物理政治道路, 他充分利用一切机会去接触、了

解和学习当时法国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新成就。他利

用自己的金钱经常举行豪华宴会, 款待学者教授, 捧上美酒

佳肴, 与当时最杰出的学者直接交往, 在餐桌边吸取最高的

科学思想, 补充自己所受教育的不足, 他的沙龙成了当时巴

黎知识界, 特别是许多著名的自然科学家聚会的中心。圣西

门说:“我是花钱购买科学的, 我用佳肴和美酒款待教授, 并

解囊相助, 这使我得到我所能想到的一切便利条件。”[2 ] (P31)

在和科学家的接触中, 他的确了解到当时自然科学的许多新

成就, 这对他形成哲学思想是大有帮助的。

圣西门为了系统学习科学知识还特意迁到巴黎工业大

学和医学院附近居住。他说:“这项创举要求许多准备工作,

因此我得从学习物理科学, 观察它的现状, 并借助历史的研

究来查明丰富这门科学的各项发明的经过着手。”“为了做这

些准备工作我又重新学习, 听一些著名教授讲课。⋯⋯我搬

到巴黎工业大学对面居住, 结交了这个大学的几位教授, 我

花了三年时间去学无机体物理的现有科学知识。1801 年我

从巴黎工业大学对面搬走, 迁到医科大学附近居住。我同生

(下转第 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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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家有交往。只是当我从他们那里学到有机物理的一般观

点的精确知识后, 我才离开了他们。”[2 ] (P30、31) 恩格斯非常欣

赏圣西门这种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 称圣西门和黑格尔一样

“是当时最博学的人”, 他们俩人都想从哲学高度总结和概括

当时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成就, 只是黑格尔完成了他的哲学体

系, 而圣西门并未达到目的。

17- 18 世纪以来, 以数学和古典力学为中心的近代自然

科学, 却形成了一种以“自然界的绝对不变”为中心的自然

观。在这种自然观中, 世界在本质上被看成僵化的、不变的,

否认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和发展变化。“科学还深深禁锢在

神学之中”。在圣西门的自然观中, 虽然机械唯物论仍占统治

地位, 但他却像 18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一样冲破了神学的

禁锢, 坚持从世界本身说明世界。恩格斯说, 从斯宾诺莎一直

到伟大的法国唯物主义能够不被同时代的自然科学的狭隘

状况引入迷途, 这是“当时哲学的最高荣誉”[1 ] (P449)。在被恩格

斯称赞的这些哲学家中应该包括圣西门, 因为圣西门恰恰是

在这个时期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总之, 圣西门的哲学思想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 并且具

有一些辩证法的思想萌芽, 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但是, 由于

当时不成熟的历史条件, 在他的哲学思想中还夹杂着许多唯

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泥沙。圣西门自然观的这些特点, 在他

的著作中, 都有着明显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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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 is paper analyses the natu ralism of the m ateria lism of Sain t Simon, studies h is dia lect ical idea, and expounds

h is theo ry that everyth ing com es from the feeling. A t the sam e tim e it a lso analyses the idealism and m etaphysics invo lved in

h is ph ilo 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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