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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怀疑与否定
——论黑格尔“意识哲学”的立场与方法

徐广垠

摘  要：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始终对近代哲学特别是康德哲学的二元

论立场持批判态度，这就决定了黑格尔不可能坚持先验哲学路径。而皮平恰恰是

从先验哲学的角度解释黑格尔的。皮平的解释奠基于基础主义和融贯论，这无法

把握作为一种无预设的理论态度的绝对知识的根本内涵。黑格尔是从对经验的分

析出发论证绝对知识的合理性。以思辨的否定为核心的“有待于自我完成的怀疑

论”是意识形态辩证运动的动力，而皮平的“先验怀疑论”并没有超出反思哲学范

围，并不符合黑格尔的本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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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黑格尔认为，“所谓意识的立场，就是不但知道客观事物与自己对立，而且知道

自己与客观事物对立。”a在《精神现象学》中，“意识”指的是对在经验中发生的对

自我 / 知识与对象之间关系的认知，而“自然意识”认为对象外在于认识，主体的任

务就是去正确地认识外在于意识的对象，描述对象的工具就是在意识中出现的与对

象相关的知识。如果要阐明黑格尔对“意识”问题的根本立场，首先要澄清黑格尔

 作者简介：徐广垠，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a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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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哲学”a的方法。学界的共识是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运动的推动力是“外在反

思” （äußere Reflexionen）b方法。可是，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没有明确说明

作为方法的“外在反思”的本质。但是，黑格尔明确地说对自然意识的分析是一条

“怀疑之路”c。问题是，这种“怀疑”与“外在反思”是什么样的关系，它是不是就等

于罗伯特·皮平说的“先验怀疑论”。皮平主张的“有待于自我完成的怀疑论” （sich 

vollbringender Skeptizismus）是针对一系列实在论立场的怀疑论，它反对自然意识坚

持的“意识中对象的实在性”这一观点。皮平认为《精神现象学》继承的是康德式

的先验哲学立场，在此基础上的怀疑论也是持先验立场的。但是，这并不符合黑格

尔的本意，黑格尔哲学是“思辨哲学”而不是“先验哲学”。本文首先要解释黑格尔

是如何理解意识哲学的本性的，还有它与怀疑、否定等诸多关键概念之间的关系。

与此同时，笔者将分析皮平的观点与黑格尔的本意之间的差距，解释为什么黑格尔

的“意识哲学”不可能是一种“先验哲学”。而针对黑格尔的“怀疑论”问题，本文

会结合“否定”这个概念提出另外一种解释。相较于皮平的“先验怀疑论”，这个解

释更符合黑格尔的整体论的哲学特质，它能为我们理解黑格尔意识哲学提供另一种

可能 性。

一、 先验与经验的区分：康德与黑格尔的不同立场

皮平认为，黑格尔吸收了康德的观点并不断前进，“因为他把意识看作是判断

的意识，是通过在它的主动判断中建立一个对象，从而具有一种‘与对象的关系’。

意识使它自身与对象相关。并且，在我看来，正是因为黑格尔假设意识以统觉的

方式这样做，所以，他也可以主张，意识把它自身与对象相区分……”d因此，皮平

认为黑格尔与康德在意识哲学立场上没有本质性的差距。黑格尔的哲学也是一种

先验哲学，也是对使经验成立的条件的探寻。但是，本文认为，《精神现象学》与

《纯粹理性批判》的根本差距体现在对“知识”概念的不同的理解，康德是先验哲学

a  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讲座》中，贺伯特·博德使用“意识哲学”这个词来概括《精神现象学》中的不
同的意识形态及其之间的辩证运动过程，而在本文中，“意识哲学”特指“意识”和“自我意识”篇章中的
内容。正如在本文第三节所揭露的那样，这些内容中包含的意识与对象之间的否定关系，“思辨的否定”
概念的使用和“自我完成的怀疑论”的彻底贯彻使得这部分与《精神现象学》其他章节有着明显的区别。

b  参见汉斯·弗里德里希·富尔达：《论 1807 年的现象学的逻辑》，舒远招译，载《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
学版），2012 年第 1 期。

c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 50 页。

d  罗伯特·皮平：《黑格尔的观念论》，陈虎平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44—1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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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黑格尔则坚持整体论的立场。为了解释这个问题首先要澄清康德的“先验” 

（transzendental）与黑格尔的“经验”概念之间的区别。也只有澄清这个区别才能继

续讨论皮平的“先验哲学”解读与黑格尔思想本身的差  距。

近代哲学关注的是如何获得对对象的客观的普遍有效知识，而且哲学家们还

要解释这些知识的来源是什么。在“哥白尼革命”之后，哲学家们认识到，在意

识中的对客体的表象是依赖主体的能动性才被建立的。康德“把一切不研究对

象，而是一般地研究我们关于对象的认识方式——就这种方式是先天地可能的而

言——的知识称为先验的”a。根据国际康德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先验的”这

个概念的根本指向是认识论意义的，也就是“只有当其以对象知识之可能性作为

内容时，先天的、独立于认识经验的，也即探究人类认识方式的知识才能被称为

先验的”b。因此，它是对经验认识的先天条件的知识。“先验的”知识是“对于知

识而言先天必然”，或者“使知识得以可能的”知识。因此，康德关注的是在意识

中如何获得合法的认识或者说认识的可能性，而被认识的对象的本体论特征则被

康德“存而不论”。在康德看来，普遍有效的知识也就是客观的认识，至于表象

后面的物自体则是无法被认识的，只能被思考。因此，“先验”这个概念是同时

具有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两方面的意义。在认识论方面，它是对普遍知识的知

识，而在形而上学方面，康德认为无法认识现象背后物自体，因为它“可思而不可

知”。因此，通过将“对象”概念区分为在意识中的“表象”和在思维中的“物自

身”两个层面，康德确保了知识的有效性。这可以看作是康德的先验哲学的根本 

特 征。

黑格尔认为，康德的先验哲学或者说批判哲学是把认识与认识的对象区分开

来，用知识这个工具或者说媒介去描述这个对象在意识中的表象。但是，这是对

“自然意识”不加反思地接受的结果，它将近代哲学以来的“二元对立”见解视为理

所当然。如果在“自我”与“对象”的二分对立中寻找认识的条件，那么得到的也只

能是物自体与统觉这对“二元对立”的结构。因为，这在认识之前就预先设定了认

识主体与有待认识的对象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而且在这个认识过程中主体也

总是在使用中介去认识对象。而为了消除中介的影响确定知识是否符合对象，必须

对认识活动进行检验。“所谓检验，就是先设定一个尺度，然后去检验某个东西与之

a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5 页。

b  刘哲：《德国新〈康德词典〉出版与中国康德研究之再起航——兼谈康德哲学 transzendental 概念》，载《外
国哲学》 （第 32 辑），2017 年 1 月。



哲学分析 2020 年第 4 期

·92·

一致抑或不一致，并以此决定该事物为正确或错误”a，在这种“认识是否符合对象”

的模式下，认识主体将标准视为外在的，也就是说标准被主体看作是独立于主体的

意识而存在的。但是，如果在主体与对象二元对立的模式之下对于对象的无中介认

识是不可能的，那么对于标准的设定无法逃离主观的世界从而成为绝对的客观实在

者但同时又被主体所认识。因此，传统认识论无法摆脱独断论，它的任何检验的标

准本身都是武断的，或者说，是“非批判的”。如果它诉诸进一步的标准来为其正当

性辩护，那么标准就会无限循环。因此，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了“哥白

尼革命”：不是认识必须依照对象，而是对象必须依照知识。也就是说对象是按照

认识主体的直观形式和知性范畴构建的，在这个意义上，人类认识才得以可能。但

是，康德也未能摆脱黑格尔说的主客二元对立，该对立在“物自体”和“统觉” 的对

立中达到顶点。所以，康德将标准的一半建立在主体之内，另一半依然建立在客体

身上。即使康德建立的关于现象的知识具有客观实在性，这依然不能达到他暗示的

关于对象的真正认识的标准。正如上面说的，这种客观实在性不是真正“客观的”，

根本上只对主体而言是普遍的而 已。

综上所述，康德的“先验哲学”也并未摆脱传统认识论的两个独断的预设：第

一个是主体和对象的分立；第二个是被给予知识检验标准的直接性。其中，第一个

独断的预设是怀疑论产生的根源，第二个则是《精神现象学》考察的起点，也就是

说黑格尔并非直接摒弃主客二分，否则这也会是一种独断论。黑格尔是从对主客二

分的自然意识的批判入手去说明他对“先验哲学”的否定态度。而黑格尔自己则是

从各种关于“何者为真”的标准入手，通过辩证法的螺旋式上升最终认识到真相就

是主体和对象的统一。这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不仅要把真相理解和表述为一个实

体，而且同样也理解和表述为一个主体”b。

而黑格尔分析的起点是“经验”概念，黑格尔认为，“精神的直接实存，亦即意

识，包含着两个环节：一个是知识，另一个是否定着知识的客观事物。由于精神在

这个要素中发展起来……表现为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这条道路上的科学是意识

的经验的科学……意识所认知和所理解的东西，全都包含在它的经验之内，而包含

在经验之内的东西，仅仅是一个精神性的实体，这个东西同时也是实体的自主体的

对象”c。黑格尔认为，既然传统认识论中包含两个无法避免的独断论的预设，那么

a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 53 页。

b  同上书，第 11 页。

c  同上书，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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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研究意识过程中避免同样的错误，也只有从现有的意识经验也就是“自然意

识”出发去批判不同的意识形态本身包含的预设。黑格尔试图通过对直接的意识

经验的分析发现其中包含的矛盾，继而让自然意识自己反驳自己，自证“主客二分”

的不合理性，迫使意识承认主客合一的绝对知识的合理性。因此，对意识经验的分

析是认知绝对知识的开 端。

需要强调的是，《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在对谢林哲学的反思的基础上写成

的。正如亨利希指出的，黑格尔坚持“有限通过自身被扬弃。每一个有限都首先

需要这样的方式来统握，即它以否定的方式关系到自身”a。亨利希的话非常晦涩。

实际上，亨利希认为黑格尔要回答的问题是：在一个绝对或者说整体论的哲学立

场中，如何解释意识中出现的差异性，而且还要说清这些差异与整体之间的关系。

黑格尔相信在认知过程中，理性与知性并不是不可通约的，二者都是意识的主体

生活于其中并试图去把握的作为整体的世界 / 绝对精神的一部分。世界整体作为

大全有着内在的区分，同时这些被区分的结构通过整体 / 绝对精神获得意义。但

是，黑格尔的整体论并不是独断的整体论，因为它并不是在认识一开始就把整体

设定为分析的前提条件。如果这么做的话，黑格尔是退回到“批判哲学”之前的哲

学里面去了。黑格尔坚持的整体论是体系性的整体论，所有的环节在科学体系中

获得自己的意义，而科学体系这个整体则依赖于每一个环节的充分展开。黑格尔

让意识进行自我检验并通过这个检验推动整体运动。意识可以通过体系性的检验

的方式最终消除意识内的主体与客体的矛盾并通达绝对知识。而这种检验的方式

就是“有待于自我完成的怀疑论”，正是它推动了对自然意识中的“经验”的检验 

过  程。

概言之，无论是黑格尔的“经验”还是康德的“先验”概念，它们都承认意识

之中存在着“知识”与“自在体”或者“对象”与“统觉”的区分与对立。而他们的

根本区别在于是否同意这个对立需要批判。康德的“先验”概念中存在着主体与

客体的二元对立这个预设。他并不认为这是个问题，反而是优势。因为这么做可

以为知识划定界限，更可以在实践哲学中为自由开辟道路。对康德而言，无论是

在“认识论”还是在“形而上学”之中，也只有从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出发才能去寻

找客体的表象在意识中的依据。但是，黑格尔是绝对不满足这种态度的。黑格尔

a  迪特尔·亨利希：《自身关系——关于德国古典哲学奠基的思考与阐释》，郑辟瑞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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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路是：既然理性本身是时代的法官，那么理性必须从最基础的“意识经验”开

始进行检验去自证理性自身的合理性。而开始的起点就是在“自然意识”中被直

接把握的经验。在经过演绎之后，我们最终认识到“可思的”与“可知的”是一 

致  的。

综上所述，黑格尔同意在意识之中存在着知识与对象之间的对立，这一点与康

德哲学的起点是一致的。但是，二者的一致之处也仅仅在此。在这之后，黑格尔与

康德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对黑格尔而言，这条道路是“怀疑之路”；对康

德而言，这条道路则是“批判之路”。“批判”致力于考察人类知识的依据。在“怀疑

之路”上，起初，意识坚持对象是外在于意识的实体，而当意识发现，在意识之外自

在的实体都是意识的知识时，实体就从对象转变为主体内部包含的关系性的规定

上了。实际上，黑格尔的哲学也是一种批判哲学，但是它是对“批判哲学”的批判。

因此，黑格尔与康德的立场之间既存在断裂也有延 续。

到此，本文概括了黑格尔的“经验”和康德的“先验”概念的内涵。这帮助

我们解释了为什么黑格尔不可能持一种“先验哲学”的立场。因此也可以说，皮

平对黑格尔解读并没有超越黑格尔要批判的“自然意识”。当然，对皮平观点的

批判并未到此为止，还需要澄清黑格尔的“怀疑论”究竟是不是皮平说的“先验

怀疑论”，如果不是的话，这种怀疑论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下面两节要解决的 

问 题。

二、 “怀疑”的角度：知识论还是思辨哲学？

黑格尔的“怀疑”概念在“意识哲学”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实际上，学界对

这个概念有着诸多不同的解释。在这部分，笔者将采取一种对比的写法，首先考察

一种流行的见解，也就是以皮平为代表的对《精神现象学》的“先验怀疑论”式的解

读，在本节中，笔者试图去揭示此种解释的本质。笔者将说明，为什么皮平的“先

验怀疑论”仅仅是反思的“怀疑论”而不是思辨的“怀疑论”。这可以为在第三节阐

明“自我完成的怀疑论”的根本内涵提供基 础。

皮平认为，黑格尔哲学的出发点与康德相一致，也是世界的可理解性问题。“因

此（对黑格尔来说）‘为自身所规定的’条件是任何对象的可理解的经验所必需的；

认可一个实际的主张，即这些条件的推演可以是通过指明，甚至最一般的概念功能

（例如‘存在’这一概念）要求得它自己的应用如何也需要一个更为复杂的概念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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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以及一种策略，该策略能够指明，为什么这一观念的程序不会遭到标准的实在

论的攻击……”a 在这段表述异常复杂的引文中，皮平认为黑格尔想要证明的是经

验意识背后的概念条件。他认为正是这种概念统一了“知识”与“对象”，或者说主

体与客体。结合皮平的阐述，可以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理解“概念”的内

涵。一方面，概念是能够使经验在意识中变得可能的先天条件，也是对经验对象先

天的主观约束；另一方面，它也是在意识形态的辩证运动中不断发展着的精神的自

我认知过程。而皮平认为黑格尔采取的论证策略是“先验怀疑论”。也就是说，每

一种意识形态中都包含了一个实在论的预设。他说明了为什么经验中的对象被“经

验”为如此这般。也正是针对这个预设的怀疑，才发现经验中实在论的观点不足以

阐明意识中对象的存在根据。这促使我们向更高的根据回溯，直到绝对知识被认

识。在此意义上，皮平说“先验怀疑论”是意识形态不断发展的动力。通过这种怀

疑论“一旦概念与对象的那种关系的充分发展已经得到阐明和发展，对任何关于概

念—对象‘同一’的怀疑论做出的一种扩展的归谬论证”b，归谬论证的结果证明了

只有绝对知识才具有最终的可靠 性。

我们要承认皮平充分把握了怀疑论对黑格尔哲学的重要意义。他将怀疑看作

意识形态发展的推动力是合乎黑格尔的看法的。而在本文下面的部分，笔者将指

明，皮平的先验论式的解释并没有摆脱融贯论和基础主义的影子。因为这种解释忽

视了黑格尔哲学中“反思”和“思辨”两个层面的区  别。

在这之前，有必要介绍一下学界对黑格尔的怀疑论的理解。近些年来，在英

语和德语学界，有不少学者将黑格尔要解决的问题与古代皮浪主义的问题联系起

来c，进一步认为，黑格尔反对基础主义，支持融贯论d。而这只是在表面上符合黑

格尔的整体论立场。实际上，它完全没有触及黑格尔问题的核心。皮浪主义分析的

是辩护的结构，而黑格尔的理论目的并不在此。在他看来，基础主义的辩护和融贯

论的辩护都是独断的，都预设了主客的二元对立，仍旧是自然意识的一种形态。而

a  罗伯特·皮平：《黑格尔的观念论》，陈虎平译，北京：华夏出版社年 2006 年版，第 53 页。

b  同上书，第 151 页。

c  参见 M. N. Forster， Hegel and Skepticism，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pp.9—35。
d  参见 Dietmar H. Heidemann， “Substance， Subject，System： The Justification of Science in Hegel’s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in Dean Moyar and Michael Quante（eds.）， Hegel’s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A Critical Guid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pp.1—20；Robert Brandom， “Holism and Idealism in Hegel’s 
Phenomenology”， in Tales of The Mighty Dead： Historical Essays in the Metaphysics of Intentional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 pp.178—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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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追求的是无预设的认识a，与此同时，它也不可能是归谬论证。当然，这种无

预设的认识只有在绝对知识那里才能达到。在这个意义上，这些观点将黑格尔等同

于融贯论乃是一种浅 化。

事实上，皮平的“怀疑论”正是犯了这个错误。皮平把黑格尔的“对它自身”的

意识解释为：“意识它自己就知道这种真”。在定言判断中，是自我意识在断定；断

定行动同时包含了被我们断定之物的表象和我们进行断定的标尺。后者是断定的

活动的不可分离的成分。被我们把握为“真”的东西和我们把它认之为“真”的这

个活动，这两者都包含于其中。而先验怀疑论帮助我们“砍除关于‘如其自在的存

在’（being as it is in itself）的标准实在论假设所包含的预设”b。最终，在分析意识内

容的过程中得到了一个体系性的知识——绝对知识。但是，皮平忽视的事实是，他

坚持的这种融贯论式的怀疑论思路的预设是基础主义的。而黑格尔是不可能坚持

一种基础主义的观点的，同时也不可能是融贯论 的。

首先，黑格尔哲学不可能是基础主义的。在谈论黑格尔哲学时，学者们经常

会说返回某某为某某意识形态寻找更高的根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黑格尔在谈论

某种意识形态时，需要一种根本无中介的信念（比如说上帝），或以事实（比如说物

质）或者被误解的“绝对精神”作为支撑。因为，对坚持整体论观点的黑格尔而言，

不存在不证自明的理论观点和不言自明的信念。黑格尔认为，没有直接的知识，所

有的知识都是需要中介的。所有中介和他们之间的相互中介的过程本身构成了绝

对精神的整体。但是有人会将“怀疑之路”的终点（即，绝对知识）当作最高的可靠

性。黑格尔会这么回答，“精神必然是这种内在的区分活动，……整体是一种被区

分出来的东西”c。这个话说的比较晦涩，有必要解释一下。黑格尔认为，对作为整

体的精神的认知是不可能直接地达到的，因为，每一种具体的意识形态都是一个确

定的实在性的信念，因为它没有摆脱“知识”与“对象”之间的分裂，最终会被证明

是不可靠的。而一旦二者的分裂被弥合了，也就同时意味着绝对知识的合法性得到

了证明。这个证明过程说明，绝对知识能被认知是要以具体的意识形态为中介的；

另一方面，也只有当绝对知识被把握的时候，整个认知过程才能最终被完成。而

且，绝对知识本身并不是什么终极奥秘。与之前的意识形态相比，它仅仅是一种客

a  参 见 Stephen Houlgate， The Opening of Hegel’s Logic： From Being to Infinity， Indiana：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27—28。

b  罗伯特·皮平：《黑格尔的观念论》，第 135 页。

c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 4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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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的态度。它坚持知识与对象之间的差别是不存在的，实际上就是“无预设”的理

论态度本身。这意味着，全部意识形态的辩证运动的结果仅仅是这样一种客观的科

学态度，而黑格尔要在《逻辑学》中才能完成对这些绝对的“知识”的内容的分析。

可以看到，基础主义的态度也是自然意识的一种，也是必须被抛弃 的。

其次，《精神现象学》的立场也不可能是一种融贯论的立场。因为，在黑格尔

看来，从“感性确定性”到“绝对知识”的运动过程，虽然是意识形态的辩证运动过

程，但是这并不是一个融贯的命题体系。黑格尔固然承认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运动

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更高一级的意识形态克服了下一级意识形态的缺陷，并把后者

包含在更高一级的意识形态中，但是这不是发现了一个命题的不足之处而用一个更

合理的命题来代替它。值得注意的是，在意识形态的辩证运动过程中，当命题改变

了之后，对象也发生了变化。因此，融贯论的观点无法澄清，为什么在一个整体论

且融贯的命题体系中，当意识的注意力从命题 A 移动到命题 B 之后，命题描述的对

象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说明了，针对在意识内部包含的知识与对象这两个端点，

融贯论只能聚焦于知识这一端，无法解释对象的变  化。

综上所述，《精神现象学》的“怀疑之路”不可能是一个融贯论的认知体系，更

不可能是基础主义的立场。同时，这可以更加确证了本文第一节的分析，黑格尔不

可能坚持先验哲学的立场。因为，先验哲学研究的仅仅是对认知可靠的“工具”知

识而已，而这恰恰是黑格尔要反对的“自然意识”坚持的观点。因此，皮平的“先验

怀疑论”是将黑格尔要批判的观点当作黑格尔自己的看法。而黑格尔真正坚持“思

辨哲学”的立场也只有在“绝对知识”中才真正被揭示出来。这才是黑格尔的基本

哲学立  场。

三、 怀疑的“否定的逻辑”：从“反思”到“思辨”

事实上，黑格尔坚持的“有待于自我完成的怀疑论”有着独特的思辨内涵，要

在思辨哲学的立场中才能给出合理的解释。在他看来，因为自然意识将未经考察的

不真的东西作为毋庸置疑的对象直接接受了，才有必要通过对自然意识的反驳去彻

底检查对意识中的对象认识的合理性。但是，皮平没有意识到，黑格尔坚持的“有

待于自我完成的怀疑论”并不是一种形式性的否定性，或者说不是从一个论题到另

一个更完善的论题的更替过程。在本节中，笔者试图去证明它与 “有着具体规定性

的否定”有着密切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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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皮平没有认识到黑格尔哲学和其他坚持“自然意识”观点

的哲学之间的根本区别。黑格尔认为，“反思”与“思辨”有着根本的不同，他将自

己之前的几乎所有近代哲学家的立场都视为“反思哲学”，他们坚持主客二分的观

点，而自己则坚持了“思辨”的立场。“思辨”的核心内涵是在对立之中发现含有规

定性的统一。如果不从这个区分出发无法理解何为“有待于自我完成的怀疑论”。

以康德的“先验哲学”为代表的“反思哲学”要把握认知中的对象，但是对对象本身

则无能为力。而“思辨哲学”则是“不断地超越又重新陷入对立中的、因而不断地

否定自身、自我提升的过程。这个自我提升，黑格尔又称之为教育 /形成之过程”a。

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使用的根本方法是“外在反思”。“外在反思”指的

就是对象与思维自身处在一种内在的主客体关系中，就是说，思维将自身作为对象

来思考，这个对象就是本质（Wesen）/ 自在体（Ansich）。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

尔并没有澄清作为方法的“外在反思”的结构是什么。而在《逻辑学》中，黑格尔说

明了他对“外在反思”这个概念的理解，区分了反思概念的不同层次。在这部分中，

笔者将试图去解释以下问题：黑格尔的“反思”“思辨”“否定”等概念的内涵以及他

们之间的关系。而在下面两段中，本文首先要处理黑格尔的“反思”概  念。

暂时回到《逻辑学》的相关章节。黑格尔分析了“外在的反思”这个概念，它包

含以下两个方面：一方是反思中的“对象”；另一方是为自己的与自身相关的否定的

反思。外在的反思也是事先建立的，就是说，在自然意识中，被直接把握的对象是

反思活动建立起来的，“这种事先建立乃是反思的否定物”b。外在的反思的直接物

也就是出发点是已有的与主体相联系的直接物 / 本质。在意识中，它就是意识中的

对象。黑格尔认为，在“外在反思”之中一端是普遍，一端是特殊，二者处于相对立

的状态，还未达到统  一。

通过对外在反思的阐释，黑格尔批评了康德。他认为，先验哲学本身无法避免

落在“二元对立”的窠臼之中，它也是把特殊包含在普遍之下的思维机能。反思的

两端一个是作为反思的普遍的规则、原则、规律，与认知主体相关；另一端是自在

的、个别的东西，或者说在意识中的直接的存在物，后者只是因为被纳入到主体活

动之中才是普遍的、客观的。这二者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运动，构成了“外在反思”

这个概念的本质内  涵。

a  贾红雨：《黑格尔的 Reflexion 原则》，载《世界哲学》2017 年第 1 期。

b  黑格尔：《逻辑学》 （下卷），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6 年版，第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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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之前的分析可知，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认为认知对象、认知者、认

知行为和认知方法应该是一致的。而为了解释“外在反思”这个方法，首先要阐明

外在观察者的思维活动与其对象自身的思维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黑格尔认为，在

《精神现象学》中，现象学家是外在观察者，而且一直在场的。这意味着，现象学家

们站在外在反思的立场，去观察诸意识形态的不断出现、又不断消失的“自在体 /

本质”。现象学家完成了从外在观察者的思维内化为思维自身的运动的过程，因为，

观察者会发现意识运动序列与对象在意识中呈现的序列不过是同一个意识或思维

的运动过程而已。a因此，反思作为观察对象的方法，是揭明事物自身的过程。这

个过程得到的结果是思辨的结果，这证明了“外在反思”的方法只是一个“权益之

计”。也就是说，当彻底抛弃了二分的观点，反思也就转变为思辨了。因此也可以

说，现象学里的意识的运动已经预设了精神的整体性。这个整体也只有在“思辨”

维度下才能被真正理 解。

现在的问题是，有没有一个概念可以解释“思辨”与“反思”之间的关系。如果

存在这个概念就可以从整体把握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推进路径，同时说清皮

平坚持的二分的“先验怀疑论”和同一的“有待于自我完成的怀疑论”二者之间的

联系。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并没有明说是否存在这个概念，但是还是能找

到蛛丝马迹的。黑格尔认为，在“意识”和“自我意识”篇章中，意识与对象之间的

关系都是一种否定关系。b实际上，根据亨利希的分析，“否定”概念实际上是黑格

尔哲学的基础操作（Hegels Grundoperation） c。正是“否定”概念才能提供一个“无

预设”的概念关系。这个关系能够同时包括“反思”和“思辨”两个层面的内  涵。

亨利希认为，《精神现象学》实际上是对第一哲学问题的分离。因此，如果黑格

尔体系中有一个对精神结构的最终的分析，我们必须在《逻辑学》而不是《精神现

象学》中寻找这个分析。事实上，黑格尔也是这么做的。在《逻辑学》中的存在论

中，他提供了一个有关“否定”以及“否定之否定”结构的分析。借此，黑格尔获得

了无预设的基础性的自我指称的概念。同时，根据“规定性就是否定性”的认识，

否定既是普遍的，又能与他者相区分。因此，才能在保持无前题的同一性的同时，

获得了对规定性 / 差异性的认识。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存在、普遍性、特殊性等

a  参见 E.Fink， Hegel： phänomenologische Interpretationen der“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GmbH， 2012， SS.36—41。

b  参见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 147 页。

c  Dieter Henrich，“Hegels Grundoperation”， in Der Idealismus und seine Gegenwart： Festschrit für Werner Marx 
zum 65. Geburtstag， Hamburg：Meiner，1976， S.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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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相关的概念才会被思考。

而“否定”概念的具体步骤是 a：（1）否定否定物；（2）否定被应用于自身； 

（3）否定的自我指称的使用作为一个结果而出现。所谓的双重否定，就是否定否定

其自身，是从自我指称的角度来理解否定。从上面所说的步骤 （1）到步骤（2），否

定的对象并不从外面获得，而是否定否定了第一步的否定本身。在双重否定这一关

系之中，直接性和间接性也同时被设定。自律的否定是直接的，因为它作为单一的

原则，直接导出了自我指称的有效性，同时这个自我指称又必须通过两次否定性的

行为才能获得。而在否定之否定之中的两次否定行为也是有区别的，第一次否定

是纯粹的直接的否定，而第二次的否定则是作为自身否定的否定。也就是说，否定

自身同时包含了“反思”和“思辨”两个层面。如果仅仅看（1）和（2），“否定”这

个概念呈现为反思结构。因为，无论是被否定否定掉的某物，还是被否定否定了的

自身都是以“否定”与“否定的对象”这个二元结构为前提的。但是，如果到了步

骤（3），可以发现“思辨”这个概念。因为，在否定中也可以发现，否定和否定的对

象可以是“一致的”。否定和被否定的对象之间的差别并没有被消除，而是统一于

一个关系之中，而这个关系是“思辨”的，但是“否定”的内部结构的区分还是存在

的。所谓“思辨的同一”就是包含差别的同一性。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立场的根

本区别是，一个仅仅是对对象的认识，另一个则是对知识与对象之间的统一关系的

把握。黑格尔的哲学立场，只能是后者，不可能是前  者。

在之前的第一节中本文说明了，黑格尔坚持整体论的立场，而这个整体论背后

的逻辑架构基础就是通常理解的“否定”。在作为“意识的经验科学”的《精神现象

学》中，黑格尔描述的就是意识“回溯”在“外在反思”中观察到的精神的经验事

实的过程。实际上，黑格尔在开始回溯之前，就已经将精神的整体进行了彻底的认

知，而这个认知的表现就是对“否定”概念的理解与把握。但是，这并不是说，不理

解《逻辑学》无法把握《精神现象学》，更不是说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

而是说，无论是《逻辑学》还是《精神现象学》，黑格尔对这些基本概念的理解和用

法是基本不变的。他们之间只是立场的区别，在前者中，知识与对象之间的区别已

经被判定是无效的，而在后者中，知识与对象之间的区分仍旧存在，且有待于被批

判。而结合上面的论述可知，所谓作为《精神现象学》的“意识哲学”根本方法的

a  参见 Dieter Henrich， “Hegels Grundoperation”， in Der Idealismus und seine Gegenwart： Festschrit für Werner Marx 
zum 65. Geburtstag， SS.21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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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待于自我完成怀疑论”是黑格尔运用“否定”概念一方面确立概念演绎的逻辑起

点，另一方面同时赋予意识形态以规定性。就是说，在每一个辩证否定中，现象学

家们获得旧的概念 / 意识形态不具有的新的内涵，概念 / 意识形态在否定中获得了

新的规定性，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运动是作为整体被把握  的。

结  论

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自己的哲学立场和方法往往被掩盖在他的独特的

术语和错综复杂的论证结构之中，有时很难将它与黑格尔要批驳和反对的立场相区

别。事实上，皮平的先验哲学的解释路径也正是犯了这个错误，它忽视了黑格尔对

康德哲学的自然意识性质的批判，还是在自我与对象的静止对立中去解释意识形态

的辩证运动过程，没有脱离反思哲学的窠臼。而黑格尔真正的立场是思辨哲学的立

场，它是对反思结构的超越并且试图弥合知识与自在体之间的对立。黑格尔的哲

学思路是整体论的，只有当作为体系的整体被把握的时候，绝对知识的出现才是合

理的。而皮平的“先验怀疑论”则是对黑格尔的基础主义式和融贯论式解读的混合

物，没有彻底把握到科学体系的“无预设”本质。而推动这个科学体系发展的就是

“有待于自我完成的怀疑论”，它作为具体的同一性包含着有规定的否定，与作为皮

平的先验哲学式解释的基础的反思结构相对  立。

（责任编辑：肖志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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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erience, Doubt and Negation: On the Position and Method of Hegel’s  

Consciousness Philosophy XU Guangyin
Abstract: In 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Hegel always criticizes the division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of the modern philosophy, especially Kant’s philosophy. This determines that Hegel cannot adhere to the path 

of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Pippin explained Hegel from this angle. Pippin’s explanation is easy to fall into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a fundamentalism and coherence theory, while ignoring the fundamental connotation 

of absolute knowledge as a non-prescriptive theoretical attitude.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holistic theory and proposes an interpretation superior to Pippin’s.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Hegel is a rationality 

for demonstrating absolute knowledge from the analysis of experience. The driving force is the “skepticism” 

centered on speculative negation. Pippin’s “transcendental skepticism” does not go beyond the scope of 

reflective philosophy. This is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Key words: consciousness; experience; doubt; negation; speculation

●  Why is Theoria a Kind of Praxis? ZHU Qinghua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ancient Greek concepts σοφία and θεωρεῖν revealed 

by Heidegger, this paper shows that Heidegger had never attributed them to unauthentic or derivative existential 

activities. On the contrary, in the transition to another beginning, to retrieve or wiederholen these original 

concepts is the indispensible and inevitable way. Heidegger does not fully develop the existential art of theoria in 

his ealier thoughts, because he focuse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Aristotle’s φρόνησις, τέχνη etc at the time. In his 

mid to late thoughts, Heidegger confirms that theoria is the essential form of revealing truth. Heidegger specially 

develops in his later time the concept of theoria by pondering on the concepts of Denken, Besinnung, Bedenken, 

etc. As the grounding action for the existence of Dasein, philosophical theoria is the Being-thinkng and the 

highest praxis. The thesis also makes a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philosophical theoria that Heidegger refers and 

the metaphysical reflection that Heidegger critisizes.

Key words: σοφία; movement; ἐντελέχεια; theoria; praxis

●  On a Dilemma of Contemporary Justice Theories: A Critique to Amartya Sen LIU Ke
Abstract: Amartya Sen’s capability approach has created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theories of justice, 

but it has also been criticized by many people, especially his concepts of capability and freedom. After briefly 

expounding the background and main viewpoints of Sen’s capability theor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analyzing 

several major criticisms, pointing out that these criticisms are both reasonable and irrelevant. What is reasonable 

is that there are some mistakes in Sen’s theory, especially in interpersonal perspective, which is irrelevant 

because these criticisms ignore the deeper personal concern of Sen.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show that Sen’s 

errors are inevitable, because this is a dilemma faced by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justice 

theories.

Key words: justice theory; Amartya Sen; personal; interpersonal

●  Why Humility Is a Virtue? MA Aiju
Abstract: “Humility” is the basic value proposition in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which has rich 

exposition in history. The reason why the sages attach so much importance to humility in virtue is that the sa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