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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 世

纪末期以来,

西方学术界对

于黑格尔哲学

特别是他的认

识论, 或则根

本 “拒斥”, 或

则对其进行非

理性的曲解。

在前苏联以及

我国 70 年代

末以前, 主要

停留在对黑格

尔唯心主义及

其合理内核的

批判阐释上,

实际上忽视了

对其认识论的

认真研究。陶秀 的《黑格尔认识论研究》的

出版问世, 在这方面填补了一项空白, 具有一

定的开创性意义。

仔细地阅读这一著作, 觉得该书具有丰

富的哲学理论内涵, 在学术上是很有份量、富

有成效的。这表现为该论著所具有的三个特

色。第一,作者对近代哲学认识论的发展有着

深入的研究, 特别对康德哲学认识论有透彻

的理解, 因而把黑格尔认识论作为对康德所

提出的认识论问题的解答, 这样, 该书对黑格

尔哲学的研究就是让黑格尔与康德对话。康

德证明思维与存在的对立, 黑格尔则证明思

维与存在的同一。康德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分

离的基本依据就是直观和概念的分离, 由于

这种分离 使物自身不能转化为感性 感性不

能上升为知性, 知性不能上升为理性, 达到真

理, 从而得出物自体不可知的结论。黑格尔则

把直观和概念结合起来, 建构了思辨概念这

一主体概念, 并且把这一主体概念作为从感

性表象转化为思想 (即抽象共相) , 再从思想

转化为概念 (即具体共相) , 再转化为理念

(即真理)的自我建构过程。对于康德来说, 纯

粹知性概念是一种现成存在的东西, 黑格尔

则把它作为从感性上升到知性的建构过程,

为此, 黑格尔提出了主客体双重建构的原则;

对于康德来说, 纯粹知性概念是抽象的, 无客

观内容的主观形式, 对于黑格尔来说, 概念应

该从抽象而成为具体的, 为此, 他提出了逻

辑、认识论和辩证法三者结合的原理; 对于康

德来说, 理性理念是主观的, 它没有相应的对

象, 因而没有客观实在性。对于黑格尔来说,

理念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统一, 为此他提出

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理来证明理念的客

观实在性。黑格尔以这个思辨概念为基础建

立了自然和精神的统一, 从而证明了思维与

存在的同一性命题。根据黑格尔对认识问题

的这种客观唯心主义的解答, 作者提出了自

己的具有独创性的观点: 黑格尔的哲学的实

质是形而上学化的认识论, 这个认识论的性

质就是思辨概念的认识论; 康德并非近代认

识论发展的终结, 黑格尔哲学才是近代西方

哲学认识论发展的完成; 近代认识论经历了

唯理论, 经验论和康德的先验论, 在黑格尔的

思辨认识论那里达到了近代哲学的顶峰。这

样, 从笛卡尔到黑格尔这一近代认识论发展

的主流和线索便得到了合理的阐明, 而黑格

尔哲学之谜得到了新的破译和理解。

该著作的第二个特色在于, 由于作者对

当代认识论发展的关注, 对自然科学发展史

有所了解和把握, 因此, 作者没有停留在让黑

格尔与康德对话这一格局上, 而是把黑格尔

认识论进一步与当代认识论进行对话。首先

是与当代西方的哲学认识论的对话。作者把

概念的主客体双重建构的原理视为黑格尔的



伟大创造, 并把它与皮亚杰的认识论进行了

比较, 指出胡塞尔的本质直观是对人类认识

中介过程的舍弃, 说明现代的进化认识论忽

略了认识的心理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过程。

作者把逻辑、认识论和辩证法相结合的原理

作为黑格尔认识论的杰出成果, 并指出, 当代

哲学虽然有着把逻辑与认识论相结合的趋

向, 但由于排斥辩证法, 因而陷入种种困境之

中,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便是其典型例子。

波普的科学进化逻辑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应归

功于辩证法, 而其失误也正在于他抵制辩证

法, 陷入了演绎与归纳、否证与证实、心理与

逻辑的对立之中。作者把黑格尔的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的原理视为认识论史的重大突破,

而当代的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对立正是一

种理论和实践的分离, 实证主义也是这种分

离的表现。其次, 黑格尔与当代认识论的对话

包括与当代科学界中涉及认识论的重大争论

的对话; 其一是皮亚杰和乔姆斯基关于认知

结构的来源的争论; 其二是决定论与非决定

论的争论; 其三是科学知识的主观性和客观

性的争论。作者在对这些争论的分析后指出,

实际上, 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内容已经为

科学发展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只有从认识辩

证法出发才能为这些争论的解决提供出路。

最后, 黑格尔与当代认识论的对话也包括与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作者颇有见地地指

出: 马克思不是简单地把黑格尔的唯心辩证

法进行唯物主义的颠例, 而是通过黑格尔的

“实践高于理论”,这一观点与黑格尔的“思辨

思维支配一切”的观点形成了内在矛盾, 从而

倾复了黑格尔的哲学体系, 同时又批判地吸

收了他的合理观点。通过黑格尔与当代哲学

的对话, 该论著揭示了黑格尔认识论和辩证

法的当代意义和合理内容, 从而也表明了该

论著的当代的现实意义。

该论著的第三个特色在于, 作者不仅把

自己的学术观点与东方学者, 包括中国学者

和前苏联学者进行对话, 而且还广泛地与西

方学者进行对话。作者系统地考察了东西方

学者对黑格尔哲学的态度和观点, 提出不同

凡响的观点: 传统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存在

着一个误区, 即只是从传统本体论来解读黑

格尔, 因而只把黑格尔辩证法作为建构体系

的方法。因此, 他们不是形式主义地看待黑格

尔的辩证法, 就是把其辩证法加以非理性主

义的解释, 这样, 他们就把黑格尔哲学作为最

大的形而上学而加以拒斥。而马克思主义研

究者在某种程度上也忽视了对黑格尔认识论

的研究。与此同时, 他们对汹涌而来的西方哲

学思潮应接不暇, 感到力不从心, 产生落伍之

感。实际上 20世纪的西方经验主义认识论思

潮已经走到穷途末路, 以至于形成了取消认

识论的后现代主义的怀疑论思潮, 西方某些

有见地的学者已经把目光转向黑格尔的认识

论, 企图从中寻找新的出路。作者在考察了这

些观点后指出: 从本体论来解读黑格尔, 那么

不仅黑格尔只能在历史陈列馆才有其位置,

因而没有什么现代意义, 而且也不能使我们

解开黑格尔之谜。另一方面, 如果从非马克思

主义的立场来研究黑格尔认识论, 也许能发

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但却不可能对其作出

科学的评价; 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

和方法来研究黑格尔哲学, 发展马克思主义

的当代认识论, 才是当代认识论发展的真正

出路。这种与东西方学者的对话, 使作者的观

点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作者从推进西哲史的研究、从适应科学

认识和方法发展的需要以及从推进马克思主

义哲学认识论发展的需要等诸方面阐明了黑

格尔认识论研究的当代意义。而如何站在当

代科学认识和理论的高度在肯定黑格尔贡献

的同时对其理论和方法的历史局限进行学术

上切实的批判, 并从而对当代马克思主义认

识论的发展提出一些切实的意见, 仍然是一

项重大的学术工程, 希望作者在进一步的研

究中对此作出更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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