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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辩证思维方式的直觉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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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ꎬ 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１６７)

〔摘　 要〕辩证法是关于否定、批判、革命的真理学说ꎬ它所批判的对象不是任意与偶然的ꎬ而是对思想前提

进行批判ꎮ 也正是这种对某些既定合理的价值观等内容进行反思批判ꎬ才会有真正的哲学观意义上的思维变

革ꎮ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正是运用辩证法对当时资本主义下的经济事实进行彻底地批判ꎮ 并且在具体的批判

过程中自觉地流露出运用直觉的艺术ꎮ 我们说辩证法是关于运用直觉的艺术ꎬ并不是要把辩证法置于神秘主义

之中ꎬ相反我们正是要指出辩证法是把体现思维能动性的直觉过程理性化与逻辑化ꎬ使它成为具有确定逻辑内

容的思维规律的科学体系ꎮ 而对于如何提高这种关于直觉的洞察力和敏感度ꎬ辩证思维方式与我们中国传统智

慧所强调的修养论不谋而合ꎬ都强调通过内化为自身的直觉能力对事物和概念进行循序渐进的认识和把握ꎮ 在

这个意义上ꎬ辩证法的直觉艺术、现象学界的本质直观、中国传统哲学的格物致知ꎬ都是强调这种知识训练和学

以成人的体验过程ꎮ
〔关键词〕辩证法ꎻ辩证思维方式ꎻ直觉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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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辩证思维方式在«资本论»中的自觉应用

马克思关于对辩证法的理解有着清晰的表

述ꎬ他在«资本论»中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

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

定的理解ꎬ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ꎻ辩
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ꎬ
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ꎻ辩证法不崇

拜任何东西ꎬ按其本质来说ꎬ它是批判的和革命

的” 〔１〕ꎮ 辩证法的批判是一种对前提进行批判的

批判ꎮ 何为前提批判? 在哲学文本中ꎬ康德对

“前提”概念的把握是特别经典的ꎮ 在«纯粹理

性批判»中ꎬ康德清晰地指出对那些自明性东西

的拷问ꎬ正是哲学的追求与事业ꎮ 康德的三大批

判被世人所熟知ꎬ所以康德哲学也被称之为“批
判哲学”ꎮ 康德说:“我们的时代是真正的批判

时代ꎬ一切都必须经受批判ꎮ 通常ꎬ宗教凭借其

神圣性ꎬ而立法凭借其权威ꎬ想要逃脱批判ꎮ 但

这样一来ꎬ它们就激起了对自身的正当的怀疑ꎬ
并无法要求别人不加伪饰的敬重ꎬ理性只会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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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敬重给予那经受得住它的自由而公开的检验

的事物” 〔２〕ꎮ 这也是康德所代表的 １８ 世纪德国

古典哲学的重要标志ꎬ无论是宗教还是法律都需

要批判ꎮ 而至于为什么要批判ꎬ康德认为因为我

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自觉地认为有些东西是具

有自明性的ꎬ这些不证自明的、不加怀疑的前提

需要经过批判才能获得真正的证明ꎮ 在这样的

意义上ꎬ鲁迅把“前提性批判”说的更为清楚和

易于理解ꎮ 鲁迅曾在«狂人日记»中问道从来如

此ꎬ便对么? 也就是说ꎬ从来如此的并不代表一

定就是对的ꎮ 而这种 “从来都这样ꎬ大家都这

样”ꎬ则就是康德所指的那些具有“自明性”的东

西ꎮ 这些已经不被人们所怀疑的“从来都如此”
的东西和那些不证自明的公理性的常识ꎬ恰恰是

哲学以及辩证法所要批判的对象ꎮ 而且ꎬ也正是

对这些具有自明性意义的前提事物进行批判ꎬ才
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思想革命ꎮ 这些前提性的东

西具体指的是什么ꎬ用高清海先生的说法就是哲

学思维方式的变革ꎮ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ꎬ我们所理解的思维方式

是指在长时间的思考过程中形成的稳定的思想

框架ꎬ并且人们对这种既定的思想框架已经不再

进行质疑或者批判ꎮ 在这个意义上ꎬ我们也可以

认为前提批判事实是一种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ꎮ
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ꎬ我们可以理解马克思所

说的辩证法在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真实内

涵ꎮ 辩证思维逻辑也是区别于知性思维逻辑的

一种具有内在批判性的思维方式ꎮ 马克思在«资
本论»中所批判的ꎬ正是几百年资本主义历史所

形成的思维方式的前提ꎬ甚至也可以说是某些价

值观念的前提ꎮ 关于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ꎬ富兰

克林有着一句经典的概括ꎮ 富兰克林认为ꎬ资本

主义的精神就是“从牛身上刮油ꎬ从人身上刮

钱”ꎮ 而到了马克思所处的时代ꎬ这种资本主义

的精神气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更加深入人心

并且构成了一种历史性的前提ꎮ 马克思正是运

用辩证的思维方式在«资本论»中通过辩证法对

这个历史前提进行了质疑、反思与批判ꎮ 由于辩

证法是“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

的理论思维” 〔３〕ꎬ对一切既定事物都包含着其必

然消失、灭亡的理解ꎬ所以马克思也把这些资本

主义所创造出来的前提与价值观念看作一种过

程性的ꎬ并且即将消失的东西ꎮ 因此ꎬ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所应用的具有批判精神的辩证思维

方式可以说是马克思时代辩证法理论批判的具

体历史内涵ꎮ 它不是空洞、抽象、偶然的批判ꎬ而
是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ꎬ对在这个情境下所体现

出的既定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等内容的批判ꎮ
在此意义上ꎬ所谓资本主义精神和现代性ꎬ无论

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思维方式、概念方式ꎬ还是说

某些价值态度、价值观念和体验结构ꎬ都是一种

历史性的、前提性的存在ꎮ 哲学只有对这些前提

进行反思与批判ꎬ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思维方式

的变革ꎬ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思想革命ꎮ 我们可

以说ꎬ推动原则、创造原则的否定的辩证法ꎬ就是

革命的、批判的辩证法ꎮ 革命、批判的马克思主

义辩证法也是要在具体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关

系条件下考查人类劳动的辩证本质ꎬ从而对人的

自由和解放作出理论的说明ꎮ 这样的工作ꎬ在后

来的«资本论»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实现ꎮ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商品的两重性开始

进入到劳动的两重性ꎬ劳动一方面是具体的、私
人的劳动ꎬ另一方面劳动又是抽象的、社会化的ꎮ
而私人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要转化为有

效的社会劳动ꎬ就决定了它的具体劳动必须成为

普遍的劳动ꎬ从而成为可交换的普遍价值ꎮ 从商

品的两重性到劳动的两重性到价值ꎬ使用价值和

价值的矛盾ꎬ马克思对劳动的分析在«资本论»
中实际就是从物与物的关系中看到的是人与人

的关系ꎮ 表面上是对商品中凝含的劳动的分析ꎬ
同时又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关系的分析ꎮ
以上就是我们从马克思早期文本中看到他对黑

格尔辩证法的基本评价ꎬ我们大致可以在这些评

价中ꎬ勾画出马克思辩证法的基本理论雏形ꎬ即
肯定了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的辩证

法ꎮ 批评黑格尔只懂得抽象的精神劳动ꎬ而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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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劳动的否定方面ꎮ 恩格斯对于马克思所说

的“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

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的看法是主观辩

证法对客观辩证法的反映ꎮ 按照这样的理论ꎬ似
乎可以最恰当地实现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

的颠倒ꎮ 思维的规律与思维的辩证法ꎬ只不过是

客观世界辩证法在思想中的反映ꎮ 但问题在于

这种反映何以可能? 即便我们假定整个客观世

界都是辩证运动的ꎬ那么这种辩证运动的客观世

界是如何反映到人的头脑中来的? 我们都知道ꎬ
辩证法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ꎬ我们的意识、思
想、思维能动地反映世界ꎮ 而这种能动的规则是

什么? 如果是单纯机械的、被动的反映ꎬ那么肯

定是不会反映到头脑中来ꎮ 原因是由于人的头

脑只能反映感性对象ꎬ直接反映给我们的是一些

感性对象ꎬ是感觉、知觉、表象这样的一些经验对

象ꎬ而用赫拉克利特的说法是自然喜欢躲藏起

来ꎬ即自然的规律、本质是深层次的ꎬ它不能直接

在我们的头脑显现出来ꎬ想要得以显现就需要我

们能动的反映ꎮ 过去我们教科书批判机械的、直
观的、照镜子式的、被动的反映论ꎬ这是毋庸置疑

的ꎮ 但我们传统教科书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只

抽象地肯定了能动的反映、革命的反映ꎬ而对什

么是能动的反映、什么是革命的反映几乎没有相

应的回答ꎮ 孙利天教授把这种现象描述为“我们

抽象地承认了意识的能动性ꎬ而不对意识能动性

本身进行分析和规定ꎬ而这恰恰把意识能动性变

成了神秘的东西ꎮ 没有规定性ꎬ我们却又知道它

存在ꎬ这恰恰不就是一个很神秘的存在吗?”两千

年西方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对人类思想史

的最大贡献ꎬ就在于揭示了意识能动性的机制、
规律和原理ꎮ 德国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实质ꎬ甚至

可以说就是思维能动性的规律ꎮ 可以回想一下

康德是如何研究意识的能动性的ꎬ从感性开始ꎬ
先验的时空论ꎬ先验的感性论等等ꎮ 我们有时

间、空间的先验图式ꎬ才能把感性的杂多ꎬ综合在

这样一个先验的时空结构中ꎮ

二、辩证思维方式是符合哲学本性的思维方式

相比于充满了形式逻辑等知识的知性思维

方式ꎬ辩证思维方式作为更符合哲学本性的思维

方式有着它特定的哲学目标与旨趣ꎮ 同样ꎬ辩证

法作为惟一符合哲学本性的思维方式也是一种

无限性的思维ꎮ 它破除掉主客体外在区分的常

识态度ꎬ超越有限功利目的的限制ꎬ追求的是诸

如上文所提及的一切知识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

是什么ꎬ人类知识的统一性原理是什么等问题ꎬ
这就必然使辩证法成为一种包含着某些直觉内

容的学说ꎮ 因为作为认识前提的东西是人类在

无意识的直觉的过程中所形成的ꎬ在这其中包括

很多都是目前无法被形式逻辑等既定知识推导

与证明的ꎮ 如果对人类认识的前提进行更为深

入地探究ꎬ那么人类认识得以可能的主要原因应

该就是其思维中所固有的能动性ꎮ 而思维能动

性实现的诸多环节也是无意识或潜意识的人不

能自知的直觉过程ꎬ所以对思维能动性的直觉过

程进行反思ꎬ进而把这种作为思维规律的内容用

理性化和逻辑化的形式精准地揭示出来ꎬ成为对

认识前提进行反思与批判的核心内容ꎬ辩证法也

就成为一种对直觉理性化和逻辑化的学说ꎮ 从

解释学的角度看ꎬ任何一种解释都同时是一种应

用ꎮ “应用并非从本文中寻求感受并在现实世界

中付诸行动”ꎬ即不是像自然科学或经验知识所

指导的那样实际操作ꎬ而是“阐释者将本文现实

化或显现化的过程” 〔４〕ꎮ 这也正是辩证法的含义

以及把它内化为我们自身思维方式的过程ꎮ 在

这个意义上ꎬ理解与掌握辩证法是关于人的世界

观的转变ꎬ同时也是人生观价值观的提升ꎬ这就

是辩证法在现实世界中最重要的功能的体现与

应用ꎮ 辩证法作为具体普遍的真理ꎬ它的具体性

也应包含丰富的感性具体ꎬ因而辩证法必然是包

含着直觉与直观ꎬ是直觉与逻辑的统一ꎮ
辩证法是关于直觉的逻辑ꎬ也就是说辩证法

所关注的对象是人类思维中的自发和自在的客

观规律ꎬ这其实是一种先验的直觉过程ꎬ而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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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形态却要求是理性与逻辑的ꎮ 在理解辩证

法上ꎬ我们只能从它充满逻辑的表现形式出发来

感知其背后的先验形式ꎬ而这恰恰需要通过直觉

的作用和直觉的能力ꎬ才能在理解中形成辩证法

的思维方式ꎮ 辩证法的思维方式作为哲学的思

维方式ꎬ并不是一种与表象思维方式以及其他形

式逻辑思维方式等并列的一种思维方式ꎬ它作为

一种人们观察和处理问题的基本概念框架和方

法论式原则ꎬ渗透和体现在个人生活的全部领域

和过程之中ꎮ 因此ꎬ辩证思维方式的应用也就没

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ꎮ 但需要注意的是ꎬ并不是

说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就是用知性的思维方式和

逻辑推理ꎻ在处理日常生活问题上用的就是表象

思维ꎻ而只有在研究形而上等哲学问题时才会用

到所谓的辩证思维等等ꎮ 其实在我们人生的全

部过程中ꎬ都充满着辩证法的思维方式ꎮ 我们虽

然在日常的生活生产活动中不会时时刻刻地思

考和追问ꎬ但如果一个人将哲学的、辩证的思维

方式作为建构其人生观基础的话ꎬ也必然使其在

举手投足之间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精神意味ꎮ 因

此ꎬ掌握与运用辩证思维方式的真实意义就在于

要使人们自觉地唤醒其思维深处中的辩证法的

理论意识ꎬ而不是一种单纯的将其外在地应用于

其他领域的工具化过程ꎮ 如果我们真正地唤醒

并掌握了辩证法的思维方式那么它就会自觉地

充满于我们的全部人生过程ꎬ眼睛里看到的ꎬ头
脑中想到的皆有辩证ꎬ在这个意义上ꎬ可以说它

直接决定了一个人的人生观与世界观ꎮ 相反ꎬ如
果我们没有掌握并理解辩证法ꎬ那么它就仍是外

在于我们的东西ꎬ那么辩证法对我们来说也就是

不适用的ꎬ因此也就是没有意义的ꎮ 如此一来ꎬ
无论是在理解中运用辩证法ꎬ还是自觉地去应用

辩证法ꎬ都必然有某种直觉的过程和直觉的艺术

作用于其中ꎮ
自觉运用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同样也是直觉

体现出的艺术ꎮ 包括黑格尔辩证法在内的西方

哲学所强调的逻辑真理体系当中的每一个环节

都需要相应的直觉和直观ꎮ 比如就几何学知识

来说ꎬ欧几里得几何学是一个公理体系ꎬ如果想

让人们理解和把握这个体系ꎬ就需要在从公理到

定理的每一个环节上提供几何学的直观ꎮ 而这

只有通过具体的题目例证和几何学证明的直观ꎬ
才会被人们所理解ꎮ 在这个意义上也就意味着

即便是西方逻辑的真理ꎬ也需要相对应的直观的

环境ꎮ 黑格尔最大的问题则在于:为了与谢林等

人区别开来ꎬ黑格尔并不提及直观的层面ꎬ而是

单纯强调他所谓逻辑的整齐与单纯ꎮ 但是在黑

格尔的逻辑学的范畴和进展中ꎬ这种逻辑的整齐

与纯粹实际上都需要类似于欧几里得几何学体

系中那样的经验性的直观ꎬ否则将无法被人们所

理解ꎮ 黑格尔从存在论到本质论到概念论中的

每个环节ꎬ例如他提到生命这个范畴的时候ꎬ实
际上必须依靠人们用生命的现象来理解这个范

畴ꎮ 胡塞尔也认为ꎬ推论的知识不是最高的ꎬ因
为推论是有前提的ꎮ 也就是在推论知识体系中ꎬ
推论的前提又有前提ꎬ这将导致一种无穷的倒

退ꎬ所以推论的知识不是最高的知识ꎬ而最高的

知识只能是本质直观的知识ꎮ 这里所指的直觉

和直观区别于那些不使用概念和推理的直接启

示ꎬ也不是指那种与逻辑思维直接对立的非理性

过程ꎮ 恰恰相反ꎬ运用辩证思维方式与运用知性

逻辑的区别ꎬ首先表现在前者是一种“运用概念

的艺术”ꎮ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引用了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的一段话:“关于知觉和经验的

一切语言上的表达ꎬ也是如此ꎻ人只要一开口说

话ꎬ在他的话中就包含着概念ꎻ概念是不可抑制

的ꎬ在意识中再现的东西总是包含着普遍性和真

理的薄层”ꎮ “非常正确而且重要———恩格斯用

比较通俗的形式重复的正是这一点ꎬ他这样写

道:自然科学家应该知道ꎬ自然科学的成果是概

念ꎬ但巧妙地运用概念却不是天生就会的ꎬ而是

自然科学和哲学两千年发展的结果ꎮ”他又写道:
“在自然科学家那里ꎬ转化的概念是狭隘的ꎬ他们

对辩证法一点也不了解ꎮ” 〔５〕在此ꎬ列宁和恩格斯

强调的思想是在日常经验和自然科学中ꎬ总是不

可避免地要形成和使用概念ꎬ而自然科学家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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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知性思维的态度和朴素实在论以及经验论的

态度看待和使用概念因而就不能发现概念中一

般的、普遍的和真理性的东西ꎬ也就不能懂得概

念的联系和转化ꎬ不能达到辩证思维对概念的理

解和运用的自如境界ꎮ
作为一门运用概念艺术的方法论ꎬ辩证法虽

引出了本体论问题ꎬ但它毕竟只是一种本体论的

方法ꎮ 因为在关于辩证法所要追寻的问题上仅

仅依靠概念方法还是难以完全解决的ꎮ 因为它

不仅仅是理性的存在ꎬ非理性与直觉性也在辩证

法内部发挥重要作用ꎮ 我们说辩证思维方式是

关于直觉的艺术ꎬ辩证法是关于直觉的逻辑ꎬ在
经过黑格尔的改造后辩证法已经基本完成了它

的理论形态ꎬ以一种强大的整体性并以更加符合

理性逻辑的形态显示着自身ꎮ 但是ꎬ理性负责建

构辩证法的理论形式ꎬ直觉则赋予辩证法以内

容ꎬ是真正使辩证法成为概念的辩证法ꎮ 直觉能

力与内容由于来自于日常生活世界中的真实实

践ꎬ因此也具有真实的理解力和思维创造力ꎬ在
这样的前提下不断加以理性的规范ꎬ对象化出来

的就是内容丰富、逻辑严谨的辩证法理论ꎮ 马克

思在唯物史观视界内运用实践范畴实现了对黑

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颠倒ꎬ同时也终结了理性

对辩证法的约束ꎬ从而创建了新的辩证法ꎬ使辩

证法重新回到生活世界之中ꎮ 马克思本人在«资
本论»中也加以强调:“我的辩证方法ꎬ从根本上

来说ꎬ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ꎬ而且和它

截然相反ꎮ” 〔６〕在这个意义上ꎬ辩证思维方式作为

更加符合哲学本性的思维方式、一种诗性的智

慧ꎬ应与理性知识以及其他形式的逻辑思维方式

区别开来ꎮ

三、运用辩证思维方式是包含直觉的概念艺术

知性思维与辩证思维在理解与把握概念上

也有着根本的不同ꎮ 作为一种有限的、强调形式

的思维方式ꎬ知性思维认为概念是有限和隔绝

的ꎮ 它强调相互之间的外延不可融合ꎬ概念与概

念之间有明确的界限ꎮ 由于知性思维对概念的

理解是僵死的、固定的ꎬ所以它并不能理解概念

自身运动的辩证本性以及它所体现的思存统一

性ꎮ 列宁在评价黑格尔辩证法关于思维在概念

中的纯粹运动和在对象的本质中发现本质自身

所具有的矛盾时一方面指出辩证法是发现、研究

对象本质自身中矛盾的 “本来意义上的辩证

法”ꎻ同时也指出摒除了唯心主义的神秘性质来

理解就是:“人的概念并不是不动的ꎬ而是永恒运

动的ꎬ互相转化的ꎬ往返流动的ꎻ否则它们就不能

反映活生生的生活ꎮ 对概念的分析、研究ꎬ运用

概念的艺术ꎬ始终要求研究概念的运动、它们的

联系、它们的相互转化ꎮ” 〔７〕 列宁所强调的“运用

概念的艺术”ꎬ正是看到了概念的运动、联系和转

化ꎬ也揭示了辩证法以及辩证思维方式对概念的

理解与把握的一个基本原则ꎮ 正是由于概念的

本性和辩证思维方式对概念本性的理论自觉ꎬ所
以作为运用与把握概念的辩证思维方式以及辩

证法概念的本身就是一种包含直觉的艺术ꎮ
从根本上说ꎬ运用概念的艺术实则就是通过

把握概念内在的矛盾本性来体现事物本质矛盾

的艺术ꎮ 恩格斯和列宁都善于运用这种矛盾分

析方法来揭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使用的高

超的矛盾分析技巧及其方法论意义ꎮ 恩格斯分

析了马克思是如何把辩证法具体应用到政治经

济学之中ꎬ列宁则更为精准地研究和把握了马克

思在«资本论»中所运用的辩证法及其矛盾的、
辩证的分析技巧ꎬ“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

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最简单、最普通、最
基本、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

换ꎮ 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在资产阶

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

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ꎬ往后的叙述为我

们揭示了这些矛盾以及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的

各个部分的总和中ꎬ在这个社会的开始直到终结

的过程中的发展(和生长、和运动)ꎮ” 〔８〕 列宁认

为:“一般辩证法的阐述(以及研究)方法也应当

如此(因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辩证法在马克思看来

只是辩证法的局部情况)ꎮ 从最简单、最普通、最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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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等等东西开始ꎮ” 〔９〕

我们都知道ꎬ把辩证法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的

事实上去并不是马克思的首创ꎬ在马克思之前ꎬ
蒲鲁东就已经做了这样的尝试ꎮ 但马克思认为

蒲鲁东是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简单地运用到政治

经济学的范畴上面ꎬ从而得出政治经济学的逻辑

学和形而上学ꎮ 也就是说“把这个方法运用到政

治经济学的范畴上面ꎬ就会得出政治经济学的逻

辑学和形而上学ꎬ换句话说ꎬ就会把人所共知的

经济范畴翻译成人们不大知道的语言ꎬ这种语言

使人觉得这些范畴似乎是刚从纯理性的头脑中

产生的ꎬ好像这些范畴仅仅由于辩证运动的作用

才互相产生、互相联系、互相交织” 〔１０〕ꎮ 实际上ꎬ
“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

现”ꎮ 蒲鲁东企图把黑格尔的逻辑范畴作为“应
用的形而上学”运用到政治经济学上ꎬ结果不仅

颠倒了范畴和现实的关系ꎬ而且把黑格尔的辩证

法降低到极其可怜的程度ꎮ 马克思认为ꎬ“蒲鲁

东先生自以为他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ꎬ也批判了

共产主义ꎻ其实他远在这两者之下ꎮ 说他在经济

学家之下ꎬ因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ꎬ自以为有了

神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纯经济的细节” 〔１１〕ꎬ通
过马克思对蒲鲁东经济学方法的批判ꎬ可以看到

他对蒲鲁东式那种简单将辩证法运用于政治经

济学而失败的事实所使用的分析方法ꎮ 并且ꎬ马
克思所使用的这种社会科学方法具有深刻的方

法论意义ꎬ这不仅能够使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

是如何将辩证法运用到政治学实践上的ꎬ而且也

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把握将辩证法运用到其他所

有经验科学的实质和意义ꎮ
通过马克思的论证我们可以看出ꎬ无论是黑

格尔的唯心辩证法还是唯物辩证法ꎬ都不能作为

一种简单的公式直接套用在任何经验科学或社

会科学的具体知识中ꎬ其后果必然是将辩证法归

结为一种非对即错的肤浅程度上ꎬ辩证法不能用

经验科学或知性思维单纯的对与错来衡量ꎮ 马

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辩证法应用以及对政治经

济事实的矛盾分析也不是将辩证法范畴简单套

用到政治经济事实上的知性思维方法ꎮ 他在«资
本论»中从商品的两重性开始进入到劳动的两重

性ꎬ劳动一方面是具体的、私人的劳动ꎬ另一方面

劳动又是抽象的、社会化的ꎮ 而私人劳动在资本

主义生产关系中要转化为有效的社会劳动ꎬ就决

定了它的具体劳动必须成为普遍的劳动ꎬ从而成

为可交换的普遍价值ꎮ 从商品的两重性到劳动

的两重性到价值ꎬ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ꎬ马克

思对劳动的分析在«资本论»中实际就是从物与

物的关系中看到是人与人的关系ꎮ 表面上是对

商品中凝含的劳动的分析ꎬ同时又是对资本主义

社会劳动者关系的分析ꎮ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政

治与经济事实与范畴的分析ꎬ以及通过其范畴内

的内在矛盾进而全面把握资本主义现实的辩证

逻辑方法ꎬ都不是外在于真实经济过程的分析与

思考ꎬ也不是简单地将辩证法范畴套用在经济学

范畴的概念投射ꎮ 而是深入到具体的经济细节

之中ꎬ从经济事实的内在矛盾中辩证地分析与判

断ꎮ 包括辩证思维方式在内的任何方法论思考ꎬ
如果仅凭外在的分析与套用ꎬ都无法演绎出商品

的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矛盾ꎮ 正是因为马克

思通过辩证法的思维方式掌握了使用概念的艺

术和矛盾分析的方法ꎬ所以他实现了对古典政治

经济学理论视界与事实的超越ꎮ
马克思是如何做到将辩证法合理地应用到

政治经济学以及整个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事实分

析中的ꎬ相比于蒲鲁东等人ꎬ马克思之所以获得

成功还是因为他真正地做到了将辩证法内化成

为辩证的思维方式ꎬ进而转化成为一种思维与直

觉的能力ꎬ从而自然地从古典政治经济学范畴出

发把握资本主义社会内在本质矛盾运动的理论ꎬ
即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真理ꎮ 这种关于资

产阶级社会的辩证法诚然是一般辩证法的具体

化体现ꎬ但它并不仅是通过外在的知性逻辑演绎

所得到ꎬ而是在具体理解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把

辩证思维方式能动地应用于经济现实的过程中

所体现出来的ꎮ 辩证思维方式作为马克思的理

论思维能力和直觉能力既在«资本论»中自觉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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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ꎬ同时这种思维过程也可以在«资本论»所使

用的辩证法中被分析出来进而获得相应的逻辑

形式ꎮ 并且ꎬ马克思在日常自觉运用辩证思维方

式对政治经济等问题进行思考的过程中ꎬ通过逐

渐积累感性材料与经验知识ꎬ最终直觉到商品与

商品之间交换的内在矛盾及其作为包含资产阶

级社会全部矛盾的基础和逻辑起点的意义ꎬ进而

构成全部«资本论»的逻辑建构ꎮ 综上ꎬ我们认

为在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辩证法与辩证思维

的运用真实地存在着直觉的过程与艺术ꎮ 然而ꎬ
在通常情况下人们经常把辩证法与辩证思维当

作一般意义上的客观知识来理解与研究ꎬ没有看

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自觉运用辩证思维方式

的直觉艺术ꎮ 而如果人们能够从更深层次的意

义上去理解辩证法与辩证思维ꎬ即把它们当做一

种内化为个体思维的自觉能力以及与自身修养

等内容相关的知识来看待ꎬ才有可能真正意义上

把握辩证法的思维方式ꎮ 否则仅仅是把这个过

程理解为一种用辩证法的工具加工改造思想对

象ꎬ那么就必然走向把辩证法作为外在于思想对

象的形式化、公式化的道路ꎬ即重蹈蒲鲁东式的

覆辙ꎮ
贺麟先生认为ꎬ“不论我们赞成直觉方法与

否ꎬ我们不能不承认直觉可以被人采作方法ꎬ我
们谓直觉方法与抽象的理智方法不同则可ꎬ谓直

觉方法为无理性或反理性则不可ꎮ” 〔１２〕 而且ꎬ直
觉方法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完全复制模仿的ꎬ它
是一种由内在修养和思维等内容经由长时间地

训练内化为自身的能力ꎬ非可以呆板模仿的死方

法ꎮ 在这个意义上辩证思维方式与我们中国传

统智慧所强调的修养论不谋而合ꎬ也都强调通过

内化为自身的直觉能力对事物和概念进行循序

渐进的认识过程和把握ꎮ “主体在艰难困苦中的

磨练和修养及人生境界的提升ꎬ由定而静ꎬ由静

而慧ꎬ在对生命和生活情境的悟觉中无蔽的本质

才会朗然显现ꎮ” 〔１３〕 在这漫长的生命实践中体

验、反思、学习、奠基ꎬ从而才能获得具体而微的

实践智慧ꎬ也才能逐渐把握到普遍真理的明证性

和坚定性ꎮ 辩证法的直觉艺术、现象学界的本质

直观、中国传统哲学的格物致知ꎬ都是强调这种

知识训练和学以成人的体验过程ꎮ 辩证法作为

关于世界的一般真理和我们时代的最高思维方

式ꎬ只有用全人类所创造的全部文化成果充实自

己ꎬ才能真正理解和掌握它ꎬ所谓的神秘性质也

只是相对于表象思维与知性思维而言的ꎮ “我们

强调辩证法是关于直觉的逻辑ꎬ强调理解和运用

辩证思维方式是直觉的过程和艺术ꎬ并不是说辩

证法就是直觉方法ꎬ也不是说理解和运用辩证思

维方式的直觉过程是非理性或反理性的ꎬ我们只

是强调辩证法作为直觉的艺术是与抽象理智的

方法对立的ꎬ强调不可以对辩证法和辩证思维方

式做知性化、公式化和形式化的理解ꎮ” 〔１４〕 辩证

法与辩证思维方式包含着直觉的艺术ꎬ并不代表

辩证法就是神秘的ꎬ也不是说只有天才式的人物

才能掌握辩证法ꎮ 事实证明ꎬ每个人都可以拥有

自己的辩证法ꎬ但把握和运用程度却是需要靠先

天的智慧和后天的努力共同作用的ꎮ

注释:
〔１〕〔６〕〔德〕马克思:«资本论» (第 １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

社ꎬ２０１８ 年ꎬ第 ２２、２２ 页ꎮ
〔２〕〔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４

年ꎬ序言第 ３ 页ꎮ
〔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４ 卷)ꎬ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ꎬ

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９５ 年ꎬ第 ３０８ 页ꎮ
〔４〕〔德〕姚斯、〔美〕 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ꎬ沈

阳:辽宁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８７ 年ꎬ第 ３２４ 页ꎮ
〔５〕〔７〕〔８〕 «列宁全集» (第 ３８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０ 年ꎬ第 ２９０ － ２９１、２７７、４０９ 页ꎮ
〔９〕«列宁选集» (第 ２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５５８ 页ꎮ
〔１０〕〔１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１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

社ꎬ１９９５ 年ꎬ第 １４１、１２２ 页ꎮ
〔１２〕贺麟:«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

１９９０ 年ꎬ第 ８１ 页ꎮ
〔１３〕孙利天:«在哲学根基处自由思想»ꎬ北京: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８ 年ꎬ序言ꎮ
〔１４〕孙利天:«论辩证法的思维方式»ꎬ长春:吉林人民出版

社ꎬ２００６ 年ꎬ第 １２３ 页ꎮ

〔责任编辑:汪家耀〕

—７５—

运用辩证思维方式的直觉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