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也相互依赖。“抽象地去了解这就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对立，普遍性要保持独立存在，不依存于特

殊性，特殊性也要独立存在，不依存于普遍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冲突不是概念的，而是现实的，它会

表现为“内心的自由与外在自然界的必然性之间的尖锐矛盾; 也就是本身空洞的死概念和具体的活生

生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即认识和主观思维与客观存在和客观经验之间的矛盾。”①这些矛盾并非现在才

出现，但现代人把它们推到了顶峰。众所周知，黑格尔给出的解决方式就是通过制度性的伦理克服主观

主义的道德。对黑格尔的具体方案我们无需全盘接受，但如果把分析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视为反思性

的主观主义伦理学，我们不妨借鉴黑格尔对康德伦理学的扬弃来克服分析进路伦理学的困境与出路。

概念实在论框架下的伦理学

郝兆宽(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哲学的任务就是对科学所使用的语言进行批判的分析，这是分析哲学的教条之一。因为他们相信，

“通过对语言的一种哲学说明可以获得对思想的一种哲学说明。”而且“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一种综合的

说明”。②具体到伦理学，在这个领域，哲学的首要任务是对“善”这个伦理学根本词语的意义的澄清，这

就是所谓元伦理学的方向。对于一个真正打算让伦理学既能通达天理( 形而上学) 又能脚踏实地( 指导

人类的生活和行动) 的学者来说，这样的立场当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甚至是不能接受的。③邓安庆教授

正是这样的学者之一。在他的论文《分析进路的伦理学范式批判》中，整体上对上述研究范式提出了质

疑和批评。而分析哲学的另一个，也是更为隐蔽的立场，即绝对的经验主义，被注意的较少，本文正是打

算从这个方向上稍作梳理，以就教于安庆教授和天下有识君子。
安庆教授批评的主要对象是元伦理学，而这又肇始于摩尔的《伦理学原理》。在这部著作中，摩尔把

“善”看做伦理学“特有的唯一单纯的思想对象”，因此“怎样给‘善的’下定义这个问题，是全部伦理学中最

根本的问题”。与此同时，摩尔又为善做了两个根本的规定，一个是实在论倾向的，即关于“善”这个概念的

性质的那些判断是客观地为真或为假的，而不是对某人的主观心理状态的报告。另一个则是反自然主义

倾向的，即，关于善的那些判断既不是源自，也不能还原为非伦理的、科学的或形而上学的判断。④

单从这些，我们还看不出摩尔的研究方略会导致伦理学的“碎片化”，也看不出摩尔会同意“伦理学

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同样看不出伦理学的主要工作是对伦理概念的语义分析。相反，摩尔明确指出

他“希望发现的是( 善) 这一客体或观念的本性”，因此给善下定义并不是一个咬文嚼字的问题。摩尔所

探究的那种定义并不是“用其他一些字眼儿来表达一个词的意义”，“这种定义在任何科学中都永远不

能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他也“不渴望讨论我认为该词这样用法是否正确。”“我的工作只牵涉到我

所掌握的客体或观念，即该词通常用来表示的东西。”⑤从这个意义上，摩尔打算做的工作似乎与物理学

家探究，例如“行星”的本性的工作是一样的。天文学家为“行星”下定义，从而决定冥王星不再是行星，

这件事本身与语言学无关。这是科学家不断探究客观物理世界整个工作的一部分。这种工作也与在

《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对“正义”的探究并无二致，如果我们能像苏格拉底本人那样坚持认为存在一个客

观的“正义”理念，而不是人类的发明或态度决定何为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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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英］摩尔:《伦理学原理》，第 8—9 页。



真正导致伦理学碎片化，使其既不能通达天理又不能脚踏实地的是摩尔之后的分析哲学家们那种

彻底的经验主义立场，最典型的代表是维也纳学派的逻辑经验主义者们。按照这一派的观点，只有那些

能够在经验中彻底得到验证的判断才是有意义的，其他一切判断，包括伦理的、美学的，甚至逻辑的判断

都是无意义的胡说。因为描述客观世界的工作完全由( 经验) 科学承担，所以留给哲学的任务就只剩下

对( 科学) 语言进行分析了。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框架中，伦理学甚至连语义分析的地位都没有。既

然经验世界并没有善这种事情，那伦理判断与任何形而上学判断一样，属于不可说的神秘之域。事实

上，这派哲学也是摩尔伦理学最早的批判者之一。他们的领袖石里克在《伦理学问题》中对摩尔的观点

多有批评。但需要注意的是，石里克批评的目的不是将伦理学从“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中拯救出来，而

是彻底否定摩尔的实在论倾向。他不同意伦理学的主要任务是对善这个概念的理解与认识，是因为他

不认为善这个词有着客观的意义( 它不指称客观世界的一个对象) ，因此并不存在一个绝对意义上的价

值标准。他强调善这个词的意义是由人类社会的意见决定，不过是伦理价值并无客观标准这一立场的

必然要求。他刚刚批评摩尔把伦理学看做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转而就把伦理学变为心理学的一个分支:

“我们认为伦理学的核心问题是纯心理学的。因为毫无疑问，对任何行为，因此也包括道德行为之动机

和规律的揭示，都纯粹是心理学的事情。……也许有人会说，‘在这种情况下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伦理

学，所谓的伦理学就只不过是心理学的一部分!’我会回答说: ‘为什么伦理学不能是心理学的一部

分呢?’”①

事实上，在几乎同时期的哲学家中，也有具有实在论倾向的代表人物，被尊为“分析哲学之父”的弗

雷格就是坚定的实在论者。这还包括早期的罗素和“亚里士多德以来最伟大的逻辑学家”哥德尔。其

中，哥德尔的概念实在论是这一倾向的哲学家中最为典型的立场。作为柏拉图主义在当代的继承人，哥

德尔断言存在着一个与物的世界相平行的概念世界。哥德尔相信，与物理世界一样，“这些概念自身形

成了一个客观的实在，我们不能创造或改变，而只能知觉( perceptive) 和描述。”②这两个世界的分界线在

于它们是否存在于时空之中。物的世界就是时空中的物理世界，而概念世界则是抽象客体的世界。③毫

无疑问，哥德尔的这一实在论立场首先源自于他对数学基础的研究。数学的那些基本公理迫使我们接

受其为真，就像我们观察到的物理世界的事实一样。但也同样显然的是，这个客观的概念世界不可能只

有数、集合、可计算性这样的数学概念，善、美、正义……当然也必定是概念世界的成员之一。对数和集

合这些概念本性之研究构成了数学和逻辑的主要内容，那对善和正义这些概念本性之研究自然就构成

了伦理学的主要内容。如果我们同意这种概念实在论框架下的伦理学，那它无疑是一门“通达天理”的

科学，因为它远远超出了经验科学的范畴。
在这里，我们当然不必过分强调摩尔的实在论倾向，事实上他没有断言“善”究竟是怎样的一类存

在，因此他的立场是有可能导致伦理学的语言分析倾向的。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在这个问题上，后来分

析哲学中的强烈的经验主义和物理主义倾向才是更为根本的因素。真正令人担心的是逻辑经验主义者

对伦理判断客观内容的否认，这使得伦理学或者成为心理学这样的经验科学的一个分支，或者成为无意

义的胡说。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成为对伦理语词的语义分析的学问。正是这样

的立场，才真正阻断了伦理学通达天理的道路。
当然，安庆教授依然有充分的理由借用石里克来批评摩尔。因为后者显然更强调善和伦理行为的

社会属性，“道德要求和义务分析到最后就是个体对快乐和痛苦的感觉，因为它们不过就是社会平均

的、主流的欲求。”④这比起摩尔来似乎更能使伦理学“脚踏实地”。这就引起了本文的第二个论题，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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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与物理事实，描述性与规范性的关系。
道德事实至少可以从三个层面上去理解: 个人具体道德行为的总体; 特定人类社会在特定时期道德

观念的总和; 道德概念的本质和它们之间的客观联系。经验主义者，及其在当代的继承人物理主义者，

否认善、正义这些道德概念的客观存在，否认有关这些概念的判断在客观上为真为假。在它们看来，如

果伦理学是一门科学，那也不是关于客观的道德概念的，而是对个人的道德心理状态，或者一时期人类

社会所接受的道德规范的总结和描述。因为，说到底，科学只可能是经验科学，只有具体的人的道德行

为和心理才有可能成为经验科学的对象。这正是石里克在《伦理学问题》中对伦理学作为科学进行的

规定和刻画。
而站在概念实在论的立场上，正是这第三个层面才是道德事实所意指的东西，才具有“事实”这个

词所应有的客观内容，才应该是伦理学探究的根本任务和目标。前两个层面是个人或人类社会对客观

伦理事实不同认知的结果。当然，具体的社会观念和具体的道德行为自然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事实，但它

们不是作为伦理学事实，而是作为社会学或心理学事实而存在的。对这些事实的探究，应该是社会学、
心理学的任务，或者是它们与伦理学形成的交叉学科的任务。

正如安庆教授正确地指出的，“描述的事实同时就是规范”。那些把描述性的知识与对行为的规范

分离甚至是对立的观点，从一开始就错误地把人类对自身所处客观宇宙的探究和认知活动与人类在这

同一个宇宙中的行为方式分离开来。而事实上，我们探究宇宙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理解我们在这个宇

宙中的处境，并据此来指导我们在此宇宙中如何行事。
自然科学的探究成果指导着我们在自然界的行事方式。知道地球是圆的，哥伦布才会相信西行也

能到达东方的印度。牛顿对万有引力的认知指导我们预测天体的运行，制造飞往地球之外的飞船。所

以，正是对物理世界的描述性知识规范着我们在物理世界的行为方式。
当然，在一个概念实在论者看来，描述性的事实不仅仅存在于自然科学领域。对概念世界的探究而

获得的知识同样也规范着我们在这个宇宙中的行事方式。就像逻辑学，它也曾被理解为一门规范性的

科学，是对人类思想中那些必须遵守的规则的总结。但是，如果像经验主义者和物理主义者那样，把这

些规则看做人类的某种约定( 语言的句法规则) 或某种生物进化的结果( 人类大脑的结构) ，那它们的客

观性就大大降低了，降低到不足以解释数学和逻辑的那种显明的必然性和确定性。对于这个问题，弗雷

格曾指出，如果我们超出物理的世界，就可以想象一个违背物理规律的事情，但似乎还要遵循欧几里得

几何学的那些规律; 当我们超出欧式几何学的世界，我们就可以思考那些非欧几何的对象; 但当我们试

着超出自然数的世界( 按照弗雷格逻辑主义的立场，这也就是逻辑的世界) 时，我们发现自己甚至都不

能进行思想了。①所以，我们必须逻辑地去思想，是因为逻辑学揭示的是作为我们思想对象的整个客观

宇宙最普遍的规律。逻辑的必然性和强迫性不是来自我们自身，而是来自于我们身处其中并且不断对

其进行探索的那个客观世界。否则我们就可以换一种约定，换一种规范进行思想，而这显然是不可

能的。
逻辑学的事例非常清楚地解释了客观概念世界对我们( 思想) 行为的规范和约束。而正如我们前

面指出过的，没有理由认为概念的世界只包含数、集合这些东西，善、正义也必然属于它。因此，对这些

概念本性及其之间关系的探究，必然也会规范着我们的伦理行为。所以描述性和规范性即使在伦理学

领域，也不存在着任何的对立和分裂。
一个可能的反驳是: 一个深谙关于正义的知识的人就一定是正义的吗? 一个伦理学专家，因为对善

这个概念有着最为精准的把握，就一定是一个依善而行事的人吗? 事实上显然不是如此，但这并不影响

我们刚刚得出的结论。一个物理学家也可能会选择从高楼上跳下去，虽然他深知万有引力定律; 一个逻

辑学家有可能更善于利用诡辩这违背逻辑规律的东西，虽然他对这些规律的了解比任何人都深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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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选择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们可以违背那些规律，而是因为他们出于其他的目的而选择以这样的方式

利用这些规律。规律不是意味着我们必须如此行事，而是意味着我们如彼行事必然得到如彼的结果。
我们对规律的认识越清楚，对那结果的预测就越精准。人类可以选择的是遵守或违反这些规范而导致

的结果，而不是这些规律本身，因为它们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在伦理学领域内事情要复杂得多。如果诚实是一种美德，而美德应该导致

幸福或者快乐，那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恰恰相反呢? 为什么撒谎者往往会得到比诚实者多得多的

幸福和快乐? 对此我们可以做两个方面的解释。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对善、正义、美德这些概念的认识和

理解还不够清楚，比起我们对引力、原子，以及数、集合这些对象的认识水平还相差很远，自然不可能做

到在自然科学和数学逻辑中的那样精准的规范性。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对道德概念的认知水平也决定

着个体道德行为的结果。一个对诚实不屑一顾的社会，撒谎者自然会受益良多。但这不意味着那些客

观的伦理概念不再起作用，如果那样的话它们就不配称得上是客观的。只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撒谎的恶

果是由整个社会来承担的。不鼓励诚实的社会最终会走向崩塌，这似乎也是被历史证实了的。就像在

烧死布鲁诺的那个时代中，地球依然在围绕着太阳运转一样，在一个撒谎成性的时代，伦理的规律依然

在那里注视着每个人的一言一行。从这个角度看，伦理学的研究一定会推动着人类社会向更为正义的

方向发展，对伦理概念客观知识的增加也一定会更好地规范人类的道德行为。事实上，整个人类发展的

历史也的确说明了这一点。

总之，我们非常赞同邓安庆教授为伦理学确立的两个目标: 通达天理和脚踏实地。同时坚信这应该

成为对包括哲学在内的任何理性科学的普遍要求。而以语言分析为圭臬的哲学显然不能完成这样的任

务。倒是弗雷格和哥德尔倡导的概念实在论，似乎有可能重新使哲学获得在古希腊和德国古典哲学时

期所具有的那种高贵的精神气质，从而找到达成这样宏大目标的可能途径。

存在论为伦理学奠基问题管窥

王金林(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安庆教授的大作《分析进路的伦理学范式批判》一文，对“分析伦理学”或“元伦理学”的基本范式及

其哲学倾向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批评。①其核心在于揭示所谓“分析进路的伦理学范式”虽对伦理学基本

概念不无厘清之功，却一味沉湎于对道德词语与道德判断作貌似深刻的语义与逻辑分析，忽视了道德与

伦理的社会历史性，遗忘了生活与存在，从而使道德哲学日益陷入上不通天理、下不入人心之困境。安

庆兄指出，欲破此困境，道德哲学必须自觉重返存在与生命，对存在意义作伦理学辩护，为伦理学提供存

在论根据，以“生活和生命”或“活生生的生活形式”来打通存在问题与伦理问题之间的生命阻隔，从而

在存在论上开启伦理学的新天地。
分析范式企图一统伦理学久矣! 然而，伦理学的分析转向却每每令人晕头转向。词语辨析之细致

功夫与道德判断之空洞无物并存。对此，安庆兄一针见血:“没有任何道德词语的明确含义是单纯由概

念分析而确定的，没有任何道德行为的理由必须经由分析哲学来为我们确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伦理

学的基本问题: 应该如何行动和如此行动的理由( 价值) 的最深层根据必须在存在论上才能得到解答。”
此论掷地有声，堪称黄钟大吕，振聋发聩。确实，纯粹的概念分析岂能确定道德词语的含义和道德行为

的理由?! 没有存在与生命，没有社会与历史，何为善? 何为善行? 什么样的生活有意义? 这些基本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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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邓安庆:《分析进路的伦理学范式批判》，《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5 年第 4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