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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实践哲学: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出发点和归宿”( 项目批准号: 05JJD710125) 及复旦大学“985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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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柏拉图的对话 Politeia，意为政制，国内学术界长期沿用《理想国》或《国家篇》的中译名，近年来，有学者对此译名提出异议和批评，并主张改译

为《王制》。这里仍然使用《理想国》只是因袭习惯译法，并非表明作者要捍卫这一译名。作者并不想在本文中就译名问题进行辩论，但在论述

某些问题时可能也会对译名有所涉及。至于“新解”，决非是要在国内外众多柏拉图研究中标新立异，别出心裁，以“创新”自居，只是想表明作

者对柏拉图的对话、柏拉图哲学有一些不同于自己以往的进路( approach) 和看法( views) 而已。

西方哲学研究

回到西方哲学的原创地 : 思辨与实践的交会
———柏拉图《理想国》新解①

黄颂杰

( 复旦大学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

【摘 要】《理想国》讨论“正义”，思路是从城邦正义引向个人灵魂正义; 灵魂是复合体，有理性和非理性

之分，个人走正义之路、按正义之道生活，就是让理性灵魂支配人的行为; 个人灵魂的特性和功能是内在

天赋的，是自然的本性，但要外化为现实须经教育，包括知识的学习和实践的锻炼; 城邦的正义是在个人

正义基础上经由选拔的最优秀的统治者领导实施，城邦之王须是精通理念论的哲人王。柏拉图哲学的论

题缘起于社会实践，而其解决之道是思辨( 理论) ; 灵魂是思辨与实践的交会处，是柏拉图哲学的原创地，

理念论是该哲学的核心。理念论以两个世界的划分为基础，以运用理性为方法，以终极性为追求目标，它

为思辨哲学奠基，也为实践哲学提供理论依据。柏拉图哲学的理论观点可以过时，但它所提出和包含的

问题将始终伴随着人类的生存实践和理论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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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国》( Politeia) 是柏拉图思想成熟时期的作

品，它表明柏拉图已经创建了自己的哲学，也表明西

方哲学大厦正式奠基。柏拉图哲学思想的核心是“理

念论”( 或“型相论”、“形式论”，中译名一直存有异

议，此处暂且悬搁) ，自古至今学界对此几无争议，并

认定理念是思辨的产物，理念论是思辨哲学。此后的

西方哲学尽管对理念论哲学有着各种各样的看法，但

几乎都离不开理念论哲学所提出的问题和理路。柏

拉图以理念论为核心的哲学成了西方哲学的定海神

针。然而，打开柏拉图的著作，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

系列概念、范畴、推理的演绎，而且是生动活泼地洋溢

着生活情趣的对话，是跌宕起落的富于悬念的戏剧，

两者往往融合在一起。从另一个角度看，在这一幕幕

由对话表现出来的诗性戏剧之中，又包含着严谨的逻

辑和论辩，无例外或明或暗地显露出写作者的深邃的

心思和用意，表达着作者对宇宙、国家、社会和人生的

一整套异乎寻常的看法。柏拉图对话是充满着、贯穿

着哲理的文学作品，也是以文学形式锻造铸就的哲学

著作。无论是文学还是哲学，这些对话都是古希腊社

会生活和柏拉图智慧的结晶。如今，根据柏拉图对话

所建构的各式各样的哲学理论，包括宇宙论、本体论、

知识论、辩证法、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等等，都是撇开

当时的生活场景、现实境况，从戏剧性的话语之中剥

离出来，提炼、析取、抽象、概括而成的。在这里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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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要否定对柏拉图哲学的这种研究和建构的必

要性和合理性，而是想探讨: 从《理想国》的主题、思

路、基本观点出发，看柏拉图究竟开创了一种什么样

的哲学? 为哲学开辟了一条怎样的理路? 柏拉图创

建的哲学是否误导了西方哲学、乃至西方人的思维方

式和生活方式?

一、《理想国》的主题和思路

《理想国》的主题是正义问题，全书围绕着何谓

正义而展开。学者们对此似无分歧。然而，一旦把问

题具体化时，就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譬如，在正义

展开过程中，城邦正义与个人灵魂正义始终交织在一

起，那么，这两者究竟是什么关系? 何者更重要? 在

逐步展现这篇对话的理路和基本观点的过程中大致

可以看出问题的答案。《理想国》第一卷开头在苏格

拉底与众人关于“什么是正义”的讨论中就展示出当

时的希腊社会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流行的看法。诸如

正义是“有话实说，有债照还”，“欠债还债就是正义”

( 《理想国》331C，E，以下省去书名，直接标注国际标准页码);“正义

就是给每个人以恰如其分的报答”，正义就是“把善给

予友人，把恶给予敌人”( 332C，D);“正义就是当时政府

的利益”，“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 339A) 等等。这些看

法都是以有无“用处”、“好处”、“利益”作为判别正义

与不正义的尺度。柏拉图通过他笔下的苏格拉底对这

些看法均予否定，提出“换个路子”( 333E) 进行讨论。

为什么要换个路子? 因为作者认为，正义不是

“小事”，“它牵涉到每个人一生的道路问题———究竟

做哪种人最为有利?”( 344E)，“是一个人该怎样采取

正当的方式来生活的大事”( 352D)。显然，正义关涉人

生道路、人的生活方式。那么，换个什么样的路子呢?

柏拉图认为，要明白什么是正义，就必须引向个人内

在的心灵。因为人的心灵具有一种非它不行的特有

的功能和德性，那就是正义。“正义是心灵的德性”，

“不正义是心灵的邪恶”( 353D—E)。人的心灵的德性

就是人的德性，正义是人的一种德性( 335C)。

总之，对话第一卷中的讨论是要人们抛弃那些流

俗的、浅薄的、外表性的关于正义的看法，实际上就是

要人们摒弃从感知世界中的名誉财富地位之中寻求

正义之道，转向从人的内在的心灵的德性之中寻求什

么是正义。为什么要向内寻求，如何寻求呢? 第二卷

进一步讲述，向人内在的心灵寻求正义就是寻求“正

义本身”、寻求“正义的本质和起源”，即寻求正义的

理念，而不是寻求正义的“外表”、正义的“名和利”

( 357A—367E) ，之后就转向了“城邦正义”问题。先探讨

城邦正义，再考察个人正义，就好比先读大字后读小

字，看得更清楚，这就叫“由大见小”( 369A) ，也可以看

作“由外见内”，因为城邦正义是外在的，容易看得见

的，而个人正义实即个人灵魂的正义是内在的，必须

深入个人内在的灵魂，“有个人的正义，也有整个城邦

的正义”( 368E)。正义问题的讨论越深入，个人灵魂的

重要性越凸显。

讨论城 邦 正 义 必 先 清 楚 建 立 城 邦 的“理 由”

( 369B) ，即城邦起源于什么? 每个人的生活需要许多

东西，不可能单靠自己达到满足，许多人住在一起，建

立“公共住宅区”，这就是“城邦”。所以，城邦起于社

会成员互助的需要和分工的必要，故必有农夫、工匠、

商人，更要有护卫者军人，后者的出现是城邦由公共

居住区成为国家的重要标志。护卫者在城邦中的地

位和作用高于生产者( 农、工、商) 。护卫者辅助统治

者，负有重要职责，必须具备特有的品质，故对护卫者

的教育特别重要。进行什么教育呢? 用“体操”训练

身体，用“音乐( 文艺) ”陶冶心灵。但这两项是希腊

社会传统的教育方式，城邦护卫者的教育决不止于

此。柏拉图尤其不满意传统的文艺，包括对流行的荷

马作品等，对其大加批评。这个批评从第二卷后半部

延续到第三卷前半部，而在全书结束的第十卷讨论文

艺的本性后又进一步批评流行文艺，甚至“拒绝让诗

人进入治理良好的城邦”( 605B)。

柏拉图对传统文艺作出批评后，在第三卷后半部

继续讨论城邦护卫者的教育，这种教育与城邦统治

者、护卫者所负的职责和应有的的品质相关。在该卷

末，他用“高贵的假话”、“立国神话”、“腓尼基人的传

说”表达理想城邦国家的社会构成的三个等级( 统治

者，护卫者，农工商) 分别由金、银、铜铁三种质料铸

成，以此强调统治者、护卫者应具有与农工商不同的

特别优秀高尚的品质，为此必须进行特殊的教育和训

练，并实行财产公有制( 412B—417B)。

第四卷在城邦正义与个人正义相关联之中推进

正义问题的探讨。柏拉图指出，正义的城邦国家是全

体公民幸福的国家，是“善”的国家。这样的城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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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自然本性或品质是智慧、勇敢、节制、正义。正义

是最根本的、总的原则。城邦的正义就是城邦中的三

个不同等级的人各做自己份内的事，互不干扰和替

代，有了正义也就有了其他品质( 419B—435B)。所谓个

人正义实即个人灵魂正义。个人灵魂的三个组成部

分———理智、激情、欲望———相互协调与和谐，各自在

自身内起作用，做它本分的事，就是正义，就像国家的

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就是国家的正义一样

( 439D—444E)。个人的正义和城邦的正义是相一致的。

所以，城邦国家的政体类型和个人灵魂的类型也是相

关连的( 445D)。为使城邦国家的制度是善的、正义的，

柏拉图在第五卷又提出了实行男女平等和妇女儿童

共有的制度( 449A—471E)。而为了能实行这两个在当时

像“怪浪”一样“异乎寻常、骇人听闻”的制度，必须找到

一个和正义的理念一样的正义的人，那就是让哲学家

成为国家的王。这是三大怪论之浪中第三个也是最大

的“浪头”了。这样，从城邦正义和个人正义就导致了

“哲人王”( 472A—473C)。对话由此引出了“理念论”的

哲学。

理念论哲学标志着真正哲学家的本性、品质与当

时流行的智者的根本区别。柏拉图的所有对话几乎

全都涉及理念论，但涉及的方式、角度、领域、分量并

不一样。《理想国》第五卷末和第六、七卷则以直接、

系统、精炼的方式表达了理念论的要义，所运用的隐

喻堪称思想史上的经典，包括“太阳喻”( “日喻”)

( 505A—509D)、“直线喻”( “线喻”) ( 509D—511E) )、“洞穴

囚徒喻”( 洞喻) ( 514A—521B) ，表达了终极理念“善”、

两个世界、四种认识、灵魂的转向上升，等等。因为个

人灵魂的转向和上升必须通过教育，于是引出了一套

完整的与传统根本有别的教育方案，并与前述护卫者

的初等教育 ( 文艺、体操) 相衔接。其关键是通过一

系列( 数理) 课程安排，把个人的灵魂从多变的可感

世界转向和上升到实在的可知世界，逐步引向真理;

最高的辩证法教育则使灵魂的理性进入理念世界，直

至最高理念“善”( 521B—541B)。如此，便能造就出统治

国家的哲学家，让这样的人执掌国家政权，就能实现

正义的城邦政制。

显然，理念论和哲学王为城邦正义和个人灵魂正

义以及理想的城邦政制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实际

的政治制度是由城邦公民的习惯产生的 ( 544D—E) ，与

理想政制差距甚大。柏拉图考察了现实中实际存在

过的各种希腊城邦政制。他比较赞赏贵族政制( 贤人

政制) ，因为这种政制由品质和智慧( 才能) 都比较高

的人执政，是他的理想政制在现实中的体现。但现实

中实际存在的更多是由贤人政制演变退化出来的政

制，它们依次是荣誉政制、寡头政制、民主政制、僭主

政制。《理想国》第八、九卷详尽地考察分析了这些政

制，尤其对僭主政制的考察最为详情，批判最严厉，评价

最低。因为柏拉图是从德性与幸福的角度，并且是与人

的灵魂联系起来，对各种政制进行比较分析的。其中，僭

主政制是最恶、最差、最不幸的(《理想国》卷8、9)。

对实际政制的考察和批评进一步显示城邦正义与

个人灵魂正义密切相关。因此，对话最后第十卷又返

回对传统诗歌教育的批评和对灵魂重要性的强调。诗

歌、悲剧、画都只是“模仿”，与真理、真实“隔着两层”，

诗歌创作只与“心灵低贱部分打交道”，所以要把诗赶

出国家，只能有条件、有限制地允许某种诗进入城邦。

古已有之的诗和哲学的争吵宣告结束( 600E—607B)。全

书以一则宣扬灵魂轮回、灵魂( 理性) 不朽以支持至善

和正义的神话故事而告终( 608A—621D)。

二、灵魂说: 思辨和实践的交会、柏拉图

哲学的诞生地和秘密

上述《理想国》的主题和思路表明，柏拉图哲学

的基本动因和驱动力是当时希腊的社会实践，而决不

是柏拉图宅在家里或在他的学园里的冥想。柏拉图

生活在当时希腊世界的中心雅典，适逢城邦政治制度

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① 连绵不断的战争激化了城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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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历史上雅典以政治民主、经济发达、文化繁荣而著称。公元前五世纪，以雅典为首的希腊各城邦在打败波斯帝国的战争( 希波战争，公元前

499 ～ 前 449 年) 后，雅典取得了海上霸权，为经济开辟了广阔的市场和充足的财源，城邦奴隶制经济蓬勃发展。公元前五世纪中叶伯里克利执

政时代( 公元前 462 ～ 前 429 年) 是希腊城邦奴隶制的极盛时期，史称民主政治的“黄金时代”。经济呈现繁荣局面，学术文化有很大成就，欧洲

人所谓的“古典文化”很多就是在这一时期创立的，学术界常把这一时期称为“古典时代”。但是，公元前五世纪末，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爆发了

一场绵延 27 年的战争( 公元前 431 ～ 前 404 年，史称伯罗奔尼撒战争) ，战争以雅典惨败而告终。斯巴达虽然赢得了胜利，但它的霸权也未能

维持多久。公元前四世纪初希腊城邦奴隶制开始走向衰落，公元前四世纪中叶( 柏拉图思想成熟的中老年时期) ，城邦政治已陷于严重的危机

之中。《理想国》大约写于公元前 380 年，柏拉图约 47 ～ 48 岁。



国家的各种内在矛盾，政治秩序和经济生活、精神生

活、道德价值处于混乱之中。善恶不分，是非颠倒，社

会不公现象普遍存在。① 如何克服城邦政治危机，建

立公正合理、积极向善的城邦政制，是柏拉图毕生都

在思考、研究并付诸实践的最重大的问题。柏拉图始

终把建构合乎正义的城邦政制融于以理念论为核心

的哲 学 体 系 内，②而 且 努 力 加 以 实 施，尽 管 没 有 成

功。③ 终其一生，柏拉图没有脱离希腊城邦的政治、伦
理、教育的实践，他并不是在象牙塔里构建他的哲学

体系的。

当然，一个人的实践活动并不就是他的哲学，并

不能与他的哲学思想简单地划等号，但是，他的实践

活动也不可能与他的哲学相分离，不可能不在他的哲

学体系之中表现出来。柏拉图政治、伦理、教育的实

践活动在他的哲学体系之中有着充分的理论上的展

现，是他创建哲学体系、奠定西方哲学大厦的不可缺

少的重要元素。在《理想国》中，我们通过柏拉图笔

下的苏格拉底时而机智的反驳或引导，时而滔滔不绝

的雄辩，可以看到柏拉图对当时重大社会矛盾和问题

的介入、思考和主张。作为全书主题的正义问题本身

就缘起于柏拉图对当时流行于社会的种种正义观的

不满，尤其是对“正义”是“强者利益”的批驳。柏拉

图关于城邦起源于居民生活的需要和社会分工所必

需的观点显示了他对城邦赖以生存的社会生产、经济

的重视; 他把护卫者军人的出现看作城邦由公民居住

区成为国家的标志，将护卫者军人看作城邦统治者不

可或缺的辅助力量、城邦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表明他对国家本质的深度认识和理解。他强调通过

实际的训练和教育培养护卫者的重要性，统治者应是

从护卫者中选拔出来的能文能武、德才兼备的最优秀

者。他并不认为护卫者和统治者是天生已有的，十分

强调后天的训练和培养，而且主张要从小开始选择和

锻炼，要使这些人“劳筋骨，苦心志，见贤思齐”。如

果一个人在童年、青年、成年各个时期都经受了考验，

无懈可击，那么，我们就必须把他立为国家的统治者

和护卫者( 413D—414B)。

柏拉图所制定的教育和人才培养制度既关注身

体的健康又注意心灵的健全，既重视知识的学习也强

调实践的锻炼。他的教育是与伦理、政治密切结合在

一起并为它们服务的。他的教育和培养模式是循序

渐进，从具体到抽象、从个别到一般。他要求先具有

一定的具体知识和实际经验，在完成数理等高级课

程、经历实践锻炼，被遴选为统治者以后，提出了更高

的学习研究理念论、辩证法的要求，并且把它们与城

邦的治理结合起来，直接服务于城邦政治。他的教育

制度在建立正义的城邦政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因为一个人只有经历并通过所设计的学习科目和实

践锻炼，才能实现灵魂的转向和提升，成为合格的统

治者。没有柏拉图式的教育，也就没有柏拉图式的政

制。他创办“学园”就是在实践他自己的政治哲学和

教育哲学，对抗当时游走于希腊各城邦的智者派的教

育和落后于时代的传统教育。他在《理想国》中之所

以激烈批评当时希腊文化教育领域里流行的诗歌、戏

剧等文艺作品，就是因为他认为这些作品根本培养不

出优秀的统治者及其辅助者，充其量只能当作初级教

育而已。相对于当时流行于希腊的智者教育和传统

教育，他所提出的教育培训制度是全新的。柏拉图的

教育理念是一种哲学，而他的哲学是寄希望于通过教

育来实现和传播的。哲学、教育、伦理、政治，在柏拉

图的思想体系中是一体的，不仅是《理想国》，在其他

对话中也是如此。遗憾的是，国内学界没有把柏拉图

的教育哲学与他的政治哲学放在同样的高度来认识，

没有从两者相互关联之中加以研究。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要在护卫者阶层实行

财产公有、男女平等、妇女儿童共有等社会制度，这是

出于他对当时社会的私有制、男女不平等和婚姻制度

所产生的种种恶果的不满，他认为统治层成员的私有

观念是城邦国家分裂、衰落的根源; 同时，也是缘于他

想通过实施这些社会制度，建立团结和谐的社会秩

68

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毕生致力于道德教育，追求社会公正，把完善人的灵魂、人性看作自己的“神圣职责”，最终却被执政当局判处死刑。这

一历史事件深深地刺激了柏拉图追求正义的心灵。
《理想国》之后，柏拉图还撰写了《政治家篇》、《法篇》等长篇对话，继续论述政治哲学。
柏拉图曾于公元前 387 年前往西西里的叙拉古尝试说服当地城邦统治者按他的政治设计建立城邦政体，未能成功，甚至差点丢了自己的性命。
柏拉图在建立起自己的“学园”，潜心讲学研究的同时，还让学生参与城邦的社会、政治和立法的实践活动，而且年过花甲还先后两次( 公元前

367、前 362 年) 亲自前往西西里，再次试图在那里实现自己设想的政治体制，但以失败而告终。



序。柏拉图把团结看作国家最大的善，把分裂看作国

家最大的恶，认为国家的立法者必须分清“至善”与

“极恶”，以至善为追求目标 ( 462A—C)。他认为，统治

者、护卫者的妻子儿女的共有制和财产的公有制是产

生同甘共苦情感的主要原因，是一个国家最大的善;

因为人们之间的纠纷都是由于财产、子女与亲属的私

有造成的，如果一切公有，一身之外别无长物，他们之

间就不会发生纠 纷，防 止“把 国 家 弄 得 四 分 五 裂”

( 464A—466B)。柏拉图主张的这种社会制度在当时是

一种异乎寻常的创新之举，也是他的政治哲学的重要

组成部分。
《理想国》这个中译名会使我们把柏拉图所设想

的合乎正义的城邦国家的政治制度解释为或理解为

仅是一种理想甚至是一种空想、乌托邦，这确实是误

导。从柏拉图这篇对话的原标题( politeia) 和对话的

内容来看，应译解为对当时希腊城邦政制的研究，包

括对现有政制的分析与批评，更重要的则是对他所设

想的一种合乎正义的城邦政制的研究。这种政治制

度当然与柏拉图的理念论哲学密切相关，但并不是简

单地从理念论中逻辑地推演出来的，而是在对当时实

际存在的各种政治制度进行考察剖析的基础上提出

的。从现实层面看，在实际的考察中，柏拉图所谓的

最好的政制是“aristokaratia”，英译文“aristocracy”，原

义为出身好的人。根据柏拉图对该词的使用看，是指

德、智均高尚、健全、丰富的人，理解为“贤人政制”较

为妥当。与此相对，柏拉图所考察的希腊当时的荣誉

政制、寡头政制、民主政制、僭主政制是依次由贤人政

制退化演变而来的。柏拉图是按照这四种政制相对

的优劣来排序的，其优的程度依次递减，而劣的程度

依次递增; 所谓优劣是从伦理道德角度来看的，即根

据各种政制的伦理本性及其相应的执政者的道德品

质来看的，最核心的是以正义和不正义为标准( 《理想

国》卷 8 )。在他看来，这四种政制中前一种优于后一

种，而后一种政制是从前一种政制演变来的，这意味

着政制的演变是退化性的。当时的希腊城邦的确出

现过这些政治制度的演变。但是，现实中的政制的演

变并不都是按柏拉图所制定的次序和方式发生的。

因此，这种看法完全是柏拉图的推论，是思辨理性的

结论。柏拉图的《理想国》，其宗旨是要建立一种合

乎正义的城邦政制，其目标完全是实践性的。但是，

主导这一目标及其实现的则是思辨理性，而理性是灵

魂的最重要的结构和功能。
《理想国》从城邦正义进入灵魂正义开始，到灵

魂不朽和灵魂轮回结束，全书贯穿着灵魂学说决非偶

然。全书讨论的是来自实践领域的正义问题，但柏拉

图一开始就把该问题引向人的心灵，在人的灵魂的结

构深处寻求“正义的本质和起源”。通观全书，各卷

都围绕正义问题展开，因而每卷都离不开灵魂说。在

早于《理想国》的《美诺》、《斐多》等对话中柏拉图已

经提出了许多关于灵魂的学说，在《理想国》( 卷 4，

439A—445E) 中则进一步提出了著名的“灵魂三部分”之

说。这三分实即人的灵魂包含着支配人的行为的三

个原则，其中理智进行思考和推理，应该起领导作用，

让激情服从它、协助它，一起去监管欲望，控制欲望的

贪婪本性。人的灵魂的三个部分能否彼此协调与和

谐，“各司其职”，能否达到正义，关键就看理智能否

起领导作用。所以，正义植根于人的内在的灵魂，是

人的内在的德性，合乎人的天性( 自然) 或本性，实际

上就是要使理性灵魂居统治地位，使人所特有的内在

的德性转化为人的外在的行为，这既是人生之道、人

的生活方式，也是实现城邦正义的基础。柏拉图之所

以主张要让懂得理念论的真正的哲学家成为城邦之

王，执掌城邦统治权，就因为这样的哲人王是理性的

化身，能使城邦走上正义之路。柏拉图之所以一再强

调护卫者、统治者的教育，就是想通过教育净化和提

升他们的灵魂，让理性掌控人的行动，达到灵魂的正

义，确保城邦的正义。

柏拉图以理性为主导的灵魂三分说在西方思想

文化史上具有经典性，是诸多学说的理论基础之一。①

他关于城邦国家社会成员的等级划分以及不同类型

的城邦政制同样也源自不同类型的人性，即与人的灵

魂、人的品格相关。在他看来，灵魂是一个复合体，既

有人性和神性，也有兽性和野性，就好像古代传说中

的集多种本性于一身的多头怪兽。正义还是不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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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柏拉图在《理想国》之后的《斐德罗》中，还对灵魂三分说做了一个十分生动的灵魂马车的比喻，见《斐德罗篇》246A—b，253B—255A。近代以

来关于人的心理功能的智、情、意三分说，其渊源就在灵魂三分说。



就取决于让人性还是兽性主宰灵魂，从而支配人的行

为。正义与知识、智慧、善、美、德性是一致的，与快乐

( 幸福) 相关连; 不正义则与无知、丑恶、无德性一致，

与痛苦( 不幸) 相关连。法律和习俗也是根据同样的

理由来认定美的或丑的，简言之，美或丑取决于我们

灵魂中兽性与人性何为主宰。他一再强调，要让人的

理性、知识、智慧在灵魂之中居支配、统治地位，抑制

与驯服兽性，即控制好激情和欲望。一个有理智的人

在获得财富时会注意和谐和秩序的原则，会注视自己

心灵中的宪法，不让心灵因财富过多或不足而引起任

何纷乱; 在荣誉方面，他也会遵循同样的原则，凡能使

他成为更好的人的，他就接受，若会破坏他的生活秩

序的，他就避开( 588C—592B)。

如果说以正义为核心的社会政治理论植根于灵

魂说、为思辨理性所支配，那么柏拉图的本体论、知识

论、宇宙论等就更离不开理性灵魂、受制于思辨理性

了。柏拉图认为，灵魂具有“自身运动”的本性，因而

是不朽的，“因为凡是永远处在运动之中的事物都是

不朽的”。① 这里的运动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更重

要的是指自身具有主动和能动的力量。因此，柏拉图

的灵魂也可以说是“运动”和“生命”的原则。柏拉图

关于灵魂可以独立自存、与肉体相分离的二元论和灵

魂永恒不朽的学说，与他的本体论和知识回忆的理

论，两者是相互论证的。② 柏拉图的信念是，在生灭变

化之中必定有不变不灭的实体，灵魂和理念就是这样

的实体。灵魂不朽、精神常存与理念永恒是同等的。

正因为有这类东西存在，人一到这世上，他的生命就

被灵魂所左右，他的精神之中潜在着关于理念的知

识，只要运用理性就可将其变为现实的知识。所以，

理念的可知凭借的是理智 ( 理性) ，而理智归属于灵

魂的结构，超感知的理念和不朽的灵魂相通。当然，

灵魂也与可感事物相通，因为灵魂的结构是复合的，

除了理性还有非理性。但是，灵魂的非理性部分是可

朽的( 与可感事物的可朽相应) ，所谓灵魂不朽实际

上是理性不朽或理性灵魂不朽。灵魂作为认识的功

能，主要也是理智的作用，灵魂的回忆是理智的运作，

是再现理智先天得到的知识。柏拉图在论述关于宇

宙( 和人) 生成及其结构的学说时，也把灵魂置于核

心地位( 《蒂迈欧》)。他认为，宇宙的创造生成就是将理

性赋予宇宙，使之成为有理性有灵魂有生命的万物整

体，实际上就是理性的创造过程，创造者是理性神。

这种观 点 对 后 世 也 有 巨 大 影 响，构 成 西 方 哲 学 的

传统。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研究总结，希腊哲学家们将两

种特性或功能归之于灵魂: 一是引起事物运动的原

因; 二是产生认识和感知的能力。我认为，对于柏拉

图而言，灵魂还有第三种特性，即作为永恒不朽的存

在体。亚氏还主张把关于灵魂的学问置于一切知识

的首位。③ 亚氏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根据柏拉

图的对话，来自实践的形而下的问题可以在灵魂之中

找到其解决的源头，超感知的形而上的问题也在灵魂

之中得到其理论根据。柏拉图的灵魂说成了思辨( 理

论) 与实践的交会处。正是在这种交会处柏拉图创建

了自己的哲学，灵魂说是他哲学的诞生地和秘密。

三、理念论: 走向思辨哲学

如果从哲学的视角简单考察一下柏拉图的著作

就可看到，《理想国》之前的对话( 《美诺》、《斐多》、

《会饮》等) ，主要涉及知识、理念、灵魂、伦理德性，彰

显真、善、美。《理想国》之后的对话( 《斐德罗》、《巴

门尼德》、《泰 阿 泰 德》、《智 者》、《蒂 迈 欧》、《政 治

家》、《斐莱布》、《法》等) ，主要关涉的是对理念论的

修正和发展、辩证法 ( 术) 、知识论、灵魂说、伦理道

德、宇宙论、社会政治等。贯穿柏拉图所有著作和论

题的最根本的思想无疑是理念论。按《理想国》的思

路和观点，城邦的正义是在经受教育后的个人正义基

础上、经由选拔的最优秀的统治者( 王) 来领导实施，

城邦之王须是精通理念论的哲人王。理念论是实现

正义的理论基础，是城邦正义成功与否的关键。故

《理想国》以较大的篇幅展现了理念论的基本框架、

内容和观点，在此之后柏拉图继续探索研究、修正和

完善理念论，但依然保持其基本架构和观点。学术界

对柏拉图的理念论已有许多论述，这里仅就《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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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柏拉图:《斐德罗篇》245C—246A。
有关这方面的论述还可参见柏拉图的对话《斐多》( 75E—77A) 、《美诺》( 81C—D ) 。
《论灵魂》第一卷第 1、2 章。



国》( 第六、七卷) 中的“太阳喻”( 505A—509C )、“线段

喻”( 509C—511E)、“洞穴喻”( 514A—521B) 为例，讨论理念

论作为思辨哲学的基本特点和思想。

隐喻是人类表达自己思想观点和情感意愿的方

式之一，是人类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融合的结晶，它

形于表而理于内，在生动形象、简洁的话语之中蕴含

着各式各样的哲理。自古至今，中外哲学家们都爱用

隐喻表达自己的思想，柏拉图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首

先，在上述隐喻之中我们可以看到，柏拉图明确做出

了关于两个世界和两种认识的划分，即感知世界与超

感知的理念世界或可感世界与可知世界的两分以及

感觉与理智 ( 理性) 两种认识的划分。在太阳喻中，

太阳是统治可见世界之王，比喻“善”是统治理念世

界之王。在线段喻中，一条线被分成不相等的两部

分，短的比作可见( 可感) 世界，长的比作可知世界或

理智世界; 再把这两部分的每一部分按同样比例再分

成两部分，总共分成四部分。这四部分分别代表人的

认识或者说“灵魂状态”与相应的两个世界的四个等

级: 最高的是理性 ( 知识) ，对应于纯粹的理念; 其次

是理智( 知性) ，对应于数理对象的理念; 第三是信念

( 相信) ，对应于可感物; 第四是想象( 猜想) ，对应于

可感物的影像。上述第三与第四合称为意见，对应于

可感世界，第一与第二合称为知识 /理性，对应于理念

世界。认识与相应对象一起按比例排列起来，它们的

真实性和明确性的程度也相对应，而且真实性和明确

性的程度依等次递减。意见是关于生成( 可感) 世界

的，理性( 知识) 是关于实在( 可知世界) 的; 理性( 知

识) 和意见的关系就像实在和生成世界的关系，知识

和信念、理智和想象的关系也像理性和意见的关系

( 511D—E，533E—534A)。更为著名的洞穴喻至今仍常为

世人所借用，后人对这个隐喻的解释也最多，但有一

点是共同的: 这个比喻严格划分了两个不同的世界，

划分了真正的存在和假象幻影、原本和摹本之间的区

别以及相应的不同认识之间的区别。该喻将专注于

可见世界、将可感事物看作真实存在的人，比作被捆

绑束缚在洞穴中的囚徒，而从黑暗的洞穴世界转向光

明的太阳世界，则比作从变化不居的可见世界转向永

恒不变的可知世界 ( 514A—518E)。柏拉图关于两个世

界和两种认识的划分是西方思辨哲学的基础，构成了

二千多年西方传统哲学的主流，而关于两个世界的理

论又被中世纪神哲学家们融入了基督教神学本体论，

成为西方社会的精神支柱。

第二，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把“善”看作最高理

念，是理念论哲学的最高追求目标。在太阳喻中，柏

拉图把太阳看作“善”在可见世界所产生的“儿子”，

太阳好比善; 反之，善就好像可知世界( 理念世界) 中

的太阳。善使人的灵魂具有理智的认知能力，使认知

对象的理念得到可知性，而且使理念成为真实存在。
“知识的对象不仅从善得到它们的可知性，而且从善

得到它们自己的存在和实在”( 509B)。善是知识和真

理的源泉，又在完美方面超过两者。善位居理念世界

的最高点，在地位和力量上都高于一切真实存在的理

念，是真正的绝对意义上的王或统治者，是所有理念

得以成为真实存在以及得以被认知的原因，当然也是

可感世界事物的原因。这个原因可以理解为所有理

念的( 以及事物的) 外在的动力因，也可理解为所有

理念的( 以及事物的) 内在的目的因。按照太阳喻，

可理解为外在的动力因，因为太阳使万物产生、成长，

是外在的动因。但善作为最高的理念不像其他理念

一样是具有明确规定性的某一种存在和本质，它不局

限于某一种存在和本质; 善作为所有理念的原因，可

以说是终极的存在、最高的本质，它是其他所有存在

和本质以及所有事物所追求的目的，善就是内在的目

的因。如前所说，善的理念是最高的知识，是所有一

切知识有用有益的根据。而且善作为灵魂的理智能

力的原因，它也是一种理性的精神力量和实体，这样

的善的理念已趋近理性神。

在柏拉图的哲学体系中，善既是终极存在又是终

极真理，无论在本体论还是知识论上，善无疑具有根

本性的重要地位; 在政治、伦理道德等实践领域中，柏

拉图所设想的城邦正义和个人正义也是以善为最高

最终目的。所以，无论是形而上还是形而下、思辨还

是实践，善都是终极的目的，善贯穿于柏拉图的整个

体系，并且留下了追求超感觉的终极存在、最高实体、

终极原因、终极真理，即追求超感觉的绝对者的思想

传统，成为西方思辨哲学的根本性标志。

第三，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十分突出地强调了

理性灵魂的重要性，无论在存在 ( 本体) 还是认知的

意义上，理性都居首要地位。在他看来，停留于变动

不居的可感世界会蒙蔽对事物真相的认识，局限于可

98

回到西方哲学的原创地: 思辨与实践的交会



见世界和物欲而尚不觉知者，是失去了自由的人，要

从变化不居的可见世界超拔出来，转向永恒不变的可

知世界( 理念世界) ，必须借助理性灵魂的力量。他

的“洞穴比喻”就是用来解释这种转向的，称之为“灵

魂的转向或转换”( 518D)。他所设计的教育课程就是

为了实现这种转向，使灵魂固有的认识能力逐步提

升，从感知世界转向超感知的理念世界。他把哲学定

位于对超感知世界的研究，要认识事物的内在本质和

根源，把握真实的存在，必须让理性居主导地位，借助

理性的能力和功能。理性超越感觉世界和感性经验

探究事物的理念，凭借的是逻辑论证的方法，运用逻

辑方法是哲学达到其追求目标的根本手段。运用逻

辑方法的结果是建构概念范畴体系，并力求圆满完

全，囊括宇宙万事万物，企图对世界作出完整圆通的

解释说明。《理想国》确立了理念论哲学，但并未解

决理念与事物以及理念与理念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

在此之后，柏拉图在《巴门尼德》等对话中修正和完

善理念论方面，着力于运用逻辑论证方法解决理念之

间的关系，结论是: 理念之间必须相互结合，即使彼此

对立的理念也可以相互联系，理念就是在与其他理念

的相互结合或联系的关系之中才能成立、才能有意

义。这个结论打破了理念的绝对性、唯一性，也在一

定程度上打破了两个世界的对立和分割。一与多、动
与静等等原来分属两个世界的属性，现在成了可以结

合的范畴。“存在( 是) ”和“一”由此成为西方哲学本

体论的最基本范畴。柏拉图论证理念之间相互关系

时所指涉的许多理念，实际上也是抽象的、普遍的概

念或范畴，通过逻辑的演绎方法这些范畴之间的关系

可以推论出来，形成为一份“范畴表”。这是人类认

识史上的重要成果。理念论对理性作了全面的发挥

和运用，理性不仅具有最重要的认知功能，而且突显

为独立的实体性的存在。重理性或理性主义以及相

伴随的逻辑论证方法和概念范畴体系也成为了西方

思辨哲学不可或缺的特性。
《理想国》讨论的是社会实践中的正义问题，用

大量篇幅论述理念论哲学是因为在柏拉图看来，社会

实践中的种种正义问题的解决都要从懂得正义的理

念着手，换言之，对正义的理念的认知，是解决实践中

的各种正义问题的根本基础和唯一正确的途径。不

光正义问题，其他各种问题的解决也必须从认知其理

念着手。理念论哲学给出的方向和道路是: 通过学习

和锻炼，不断净化和提升灵魂，超越可感世界和感觉

经验，使理性灵魂居主导地位; 运用理性通过求知的

道路，获得对事物的普遍的本质性的认知( 理念) ; 不

断求知的路同时也是不断向善的路，求知的终极点便

是获得最高的善的理念，至善是终极真理也是终极价

值、终极存在。历史事实已经证明，柏拉图的正义王

国未能付诸实践，而他的理念论哲学却由此得以创建

并流传至今。二千五百多年来，柏拉图哲学不断遭到

质疑、指责、批评、反对，尤其自 19 世纪下半叶起马克

思、尼采对西方哲学传统的颠覆，对柏拉图主义的猛

烈抨击，引发了 20 世纪西方学术界对传统思辨哲学

和柏拉图主义的更广泛而强烈的批判思潮。柏拉图

关于两个世界的划分、关于终极性的哲学追求目标、

关于对理性的过度抬高和运作，尤其遭到激烈的批判

和反对。但是，柏拉图哲学并未因此而从西方哲学舞

台上消失。平心而论，柏拉图哲学的许多错误已被揭

示，然而柏拉图哲学所提出或包含的许多问题依然存

在; 柏拉图哲学的历史功绩并不在于他的学说、理论

所提供的答案，而在于他所提出或揭示的人类生存实

践和认识、思想、智慧历史发展中的一系列根本问题。

略述几例如下:

柏拉图式的与可感的具体事物相分离的独立存

在的“理念( idea /eidos) ”和理念世界无疑是错误的理

论，但是，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能回避其中所包含的事

物与事物的本性、本质的关系，个别、特殊与普遍、一

般的关系吗? 理念世界与可感世界的两分、不朽的理

性灵魂显得很荒谬，但它蕴含着的人类思想的超越性

能否定吗? 人必须生存于可感世界，尊重感觉经验，

又必须运用理性、思想，超越可感世界和感觉经验，才

能真正理解可感世界、可感事物，才能有人类的发明

创造，才能有科学和文化。哲学追求终极性的目标固

然不可取，但人类追求真善美的理想是否应该予以合

理的肯定呢? 理念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概念，但柏拉图

在《巴门尼德》中讨论的理念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

本体论和知识论的基本概念或范畴之间的关系，《智

者》中的三对六个“通种”( 存在与非存在、同与异、动
与静) 至今仍为哲学家所运用，所有这些成对的概念

范畴都是学术研究的工具，也是人类实践和认识中的

重要问题。我们可以把它们一笔抹杀吗? 理念论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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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于求存在、本质、原因、同一、永恒，这种偏重一方的

片面性导致谬误，但我们是否可以据此而将这些追求

一概予以否定? 理念论重理性、重理论、重思辨，重精

神，引导人们通过求知、认知的路径获取终极的存在

和真理，这条思辨哲学的路径是应该彻底埋葬抑或予

以批判改造? 理性、理论、思辨、精神、求知、认知是

否还将伴随着人类的生存实践呢? 柏拉图式的正

义、幸福、快乐过度偏重于精神、理性，容易沦为空洞

的说教，但它针对的是那个沉迷于金钱财富、名誉地

位的希腊社会，在当时无疑是告诫世人的清醒剂; 而

贯穿于其中的德福矛盾至今依然是学术界争论的

问题。

人类历史已经进入全球走向现代化的时代，西方

思辨哲学经历 25 个世纪的发展，已是江河日下，转向

实践哲学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是，究竟什么是实践哲

学? 它的内涵和路向是什么? 它和传统思辨哲学的

根本区别何在? 两者究竟是何关系? 答案还不清楚

明朗。此时此景不妨回顾一下西方哲学的原创地，也

许有助于把握哲学发展的新路向。《理想国》清楚地

表明，柏拉图创建哲学并未脱离时代境况和社会实

践，理念论与当时的社会政治、伦理紧密相关。柏拉

图哲学并非纯思辨的产物，它产生于思辨和实践的交

会处。事实上，哲学本是人类生存与发展进程中实践

和认识的产物，实践和思辨( 理论、认知) 本是人类生

存状态、生活方式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孰轻孰重是

由人类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时空关系造成的。实践哲

学不可能不要思辨或理论，问题是如何求取两者的和

谐与协调。

Back to the Origin of Western Philosophy: The Joint of Speculation and Practice，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Plato's Politeia
HUANG Song-jie

(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Marxism in Foreign Countries，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 The Politeia discusses“justice”with the approach from city-state to individual soul; soul is composite，

consisting of the rational and irrational parts，and people who take the path of righteousness and follow the way of
justice is to be dominated by rational soul． The attributes and functions of individual soul is innate，but its
externalization can be only achieved through education，including learning and practice． The justice of city-state is
implemented by the governor who comes up through the individual-justice-based selection． The king of a city-state must
be a philosopher-king who is proficient in the theory of ideas． The thesis of Platonic philosophy originated in social
practice，and its solution is speculation; soul is the joint of speculation and practice，and the origin of the philosophy
of Plato． The core of Plato's philosophy is the theory of ideas，which is based on the division of two worlds，with the
ultimate as its goal and reasoning as its methodology． It lays the foundation of speculative philosophy，and als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practical philosophy． While Platonic philosophy might have lagged behind the times，the questions
it raised and suggested will survive with the practice and the theoretical thinking of mankind．
Key words: state justice; individual justice; soul; philosopher-king; speculation and practice; theory of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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