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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哲学的方式
理解哲学和进行哲学教育
敦鹏：感谢闫教授接受我的采访。 您从事哲
学学习和研究 ３０ 多年，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和

的机理。 哲学最早从狭义形而上学开始，形而上
学流变牵涉到包括认识论在内的种种哲学问题而
成为一个问题域，在西方文化语境中哲学就是形
而上学，就“ 狭义形而上学” 与“ 广义形而上学” 关
系来说，形而上学一直是西方哲学的核心知识部

出版了多部著作。 马克思指认哲学是时代精神的

门，其逻辑进展构成了西方哲学发展的主线，因此

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您长期从事哲学研究，在

学习研究哲学，理解和把握“ 形而上学” 问题是必

“ 何为哲学” 这一哲学观问题上有着怎样的感悟？
是什么让您痴迷于哲学研究？

闫顺利：首先谢谢你对我的采访。 当然，学习

与研究哲学势必要追问“ 何为哲学” ，这一哲学观
问题也称哲学的“ 元问题” ，迄今为止，人们对哲学

要前提。 哲学是论道之学，也是心性之学和希望
之学，哲学存在的合法性通过与其他学科的对比
更为清晰。 哲学不是宗教，宗教以信仰方式反映
人的自我关怀，哲学则是以理性方式介入人们的
现实生活；哲学不是科学，科学以知性思维认知与

是什么以及什么是哲学众说纷纭、聚讼争锋。 黑

改造自然，哲学是对世界的一种实践—价值掌握

格尔曾表达，哲学最显著的特征是人们对它有大

方式；哲学不是艺术，艺术以形象反映理想，哲学

不相同的看法，然而哲学毕竟是哲学，表明哲学之

以概念图式世界。 哲学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具有整

为哲学有其一以贯之的东西。 哲学是人类把握世

体性、无限性、终极性、反思性、批判性等特点，按

界的一种思维方式，针对一个超验思想领域，在黑

照黑格尔的理解，哲学可以定义为“ 对于事物的思

格尔看来思想及其绝对才是哲学的对象，只有思
维才配称哲学的工具或方法，哲学的根本任务在
于追求真理，有其特定的运行方式和作用于现实

维着的考察” 。 黑格尔说，哲学的认知方式是一种
反思，反思以思想本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为真
思想，即要考察思想何以成为思想。 在此，孙正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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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将哲学界定为对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 哲学

变成了“ 活学活用” 的语录，无条件地推广哲学大

思维与人们的日常思维、经验科学的知性思维、形

众化，企图使哲学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所有问题，这

式逻辑的分析思维有着原则区别，我的导师孙利

其实是走进了一个以政治代替哲学的极大误区。

天教授提出“ 辩证法是唯一适合哲学本性的思维

亚里士多德说哲学是少数人的精神消遣，这话不

方式” ，哲学面对一个超验的精神领域，它既不能

一定完全准确，但它表明哲学发展有其自我特性，

用知性加以规定也不能还原为经验感性命题，而

哲学将杂多、散乱、感性的认识升华为思想的理性

辩证思维方式则以直觉与逻辑的统一方式把握精

和理性的思想，需要哲学专业训练才能掌握其要

神世界，这也是由人的理性本能所决定的，就人的

旨，直到现在哲学仍为社会精英之学。 其次，哲学

认识本性而言它要求超越有限趋达无限，永远向

和哲学专业遭遇尴尬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表现的

精神世界敞开着无限性的形而上学冲动。 当然，

功利主义态度有着很大关系，金钱至上似乎主导

在有限的知性层面解决无限的形而上学问题较为

了人们的价值观念，金钱的多寡甚至成为当代人

抽象和复杂，就连康德对此也犯难。 然而问题关

的身份标识，人们对金钱的追求和对感性欲望的

键是，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解决无限性问题？ 我

享受从来没有像现时代表现的如此强烈，社会经

认同孙利天先生的观点，在他看来辩证法作为无

历着难以避免的浮躁。 我认为，假如人们以功利

求，辩证法在理念和经验、规律和它的表现的具体

哲学真的无用，恰恰相反，时代发展需要哲学，这

限性思维方式必然能够满足 “ 形而上学本能” 诉
统一中把握真理的内容。

主义看待哲学，哲学必定“ 无用” ，然而这并不表明
也给哲学回归自我本性提供了机会。

至于我本人从大学到博士阶段一直就读哲学

至于哲学的现实功能，我认为，哲学是时代最

专业，工作之后从事哲学教学和研究，这种经历比

大的无形资产，一个民族不可没有自己的哲学，特

较单调，但它一方面培养了我喜欢思考的习惯，一

别是不可或缺与世界对话的哲学。 恩格斯曾经说

方面也与我 的 性 格 相 契 合。 我 青 少 年 时 热 爱 中

过：“ 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

文，大学第一志愿报的是中文专业，但阴错阳差学

离开理论思维的。” 相对于其他专业，哲学和现实

了哲学，抱着一种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学习哲学，

有一定距离，被恩格斯称之为悬浮于空中的思想

后来逐渐发现哲学具有非常魅力，正如笛卡尔所
言“ 我思故我在” ，哲学思考给予人以深刻的存在
感，它超越了那些鸡毛蒜皮事物的羁绊而使人领
略一个无限性空间，体验自由。 学习与研究哲学
是在激情驱策下的理性诉诸，又以厚积理性薄发
生活激 情。 道 不 远 人， 形 而 上 学 之 道 就 是 生 活
之道。

领域，如果哲学有什么“ 现实功能” ，那么哲学为人
提供安身立命之本，是一种探求人类生活终极意
义的努力，它塑造人类最美好的精神家园，以理论
理性介入社会生活并导引人们“ 诗意地栖居” 。

敦鹏：所以，您在文章中提出“ 以哲学的方式

理解哲学和进行哲学教育” ，能否简单谈谈其中有
着怎样的考虑？

敦鹏：您刚才讲谈了哲学观及辩证法和“ 形而

闫顺利：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哲学教育

上学” 的关系等理论问题的见解，但哲学不仅仅面

深受苏联教科书哲学束缚，将哲学简单理解为马

对上述抽象难题，现实中人们尤其是大学生在面

克思主义哲学，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又被分为辩证

对哲学和哲学专业时往往存在 “ 敬而远之” 的心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块，按照本体论、辩

态，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哲学的现实功

证法、认识论、历史观四个部分来编排体系，把马

能在哪里？

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科学，宣称其为“ 放之四海而

闫顺利：你提到的情况的确存在，对此我也有
所思考。 在一个功利主义千帆竞发的氛围中，哲
学式微，哲学专业萎缩，哲学专业招生难、就业更
难是一个不争事实，调侃地说“ 人们像逃避瘟疫一
样逃避哲学” 。 首先， 全民学哲学 不 见 得 是 件 好
事。 “ 文化大革命” 将哲学变成了体制哲学、全民

哲学，哲学变成了田间地头、工厂车间的“ 话语” ，

皆准” “ 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的真理和毫无片面性
弊端的学说，把辩证法简单地归结为“ 三大规律”

“ 五对基本范畴” 。 这种沿袭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模
式，采取填鸭式教学，学生从高中到大学、从本科
生到硕士研究生、从硕士研究生到博士研究生都
进行标准化的哲学考试，甚至把哲学教育完全归
为思想政治教育，忽视或否认哲学专业的个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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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诉诸。 一味强化哲学服务（ 实际上是注解） 现

主义过程思想，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思想阐释

实，这种对哲学的外在理解和滥用大大降低了人

为一种社会实践过程思维方式，它充分彰显出马

们对哲学的信任，也限制了哲学面向事情本身的

克思唯物史观的哲学意蕴，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哲

长足发展。 理解马克思哲学不能离开西方文化思

学的重大贡献。

想背景。 “ 以哲学方式进行哲学教育” ，意味着哲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都知道马克思那句

学作为一种自觉的理论思维需要经过系统的哲学

名言：以往的哲学多在于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

学习和严格的哲学思维训练才能获得，在其合理

变世界。 马克思从黑格尔的纯粹思辨思维转向了

性上包含了概念思维的辩证思维，让学生系统地

实践思维，而任何实践都作为过程存在，“ 实践过

学习哲学知识是非常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培养

程” 既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切价值确立的根基，

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 真正的哲学教育在于培养

对此我在《 从思辨过程思维方式到实践过程思维

自己的批判者，用智慧的乳汁哺育自己思想的掘
墓人，哲学是追问和对惊奇的不断摆脱，是对事物

方式———对马克思哲学变革实质的理解》 一文中
有过详细论述。 马克思创立了以实践范畴为核心

自明性的分析，是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在某种意

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将实践看作一个过程， 给世

义上对人们习以为常的东西的合法性追问，进而

人展示了一种新的思维方 式 即 实 践 过 程 思 维 方

让哲学教育能够启发人的心智，发明本心，提升理

式。 实践过程思维方式是马克思哲学把握属人世

论境界，就像冯友兰所说，哲学是使人成为人而不

界， 理解、诠释和评价一切哲学问题的根本思维方

是成为某种人的学问。

式，它不同于传统实体思维方式的预成论， 而认为

二、 过程思想视域下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切存在是生成中的存在， 整个世界是生生不息
的过程，过程体现着思维与存在的基本矛盾，二者
构成对象性关系， 它们存在的至根原因在于它们

敦鹏：我知道，您是国内较早对马克思过程哲

之间的相互作用，思维与存在通过相互作用确证

学思想展开系统研究的学者之一，您的博士论文

自身， 没有存在即无思维， 没有思维也无所谓存

《 马克 思 哲 学 过 程 论———一 种 实 践 过 程 思 维 方

象性关系追问何谓思维何谓存在是设定不存在存

《 过程视域中的发展哲学》 以及后来出版的著作
式》 ，您入选《 河北社会科学年鉴》 年度学术人物，
都表明了您对马克思哲学过程思想研究所做的独
特贡献。 我想请教的是，您为何对马克思主义过
程哲学 情 有 独 钟？ 能 否 给 我 们 介 绍 一 下 相 关
要旨。

在，“ 非对象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 ， 脱离这种对
在， 因而是一种无解的抽象。
敦鹏：听起来比较抽象，也很复杂。 这是否意

味着问题的解答都不是既定的而是“ 无定论” ，我
们只能在一种相互作用中给出答案？

闫顺利：的确如此。 这需要非常熟悉西方哲

闫顺利：好的。 上世纪 ８０ 年代末我在读研究

学史的专业背景，它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

格斯的《 费论》 时深受启发，当时老师讲到恩格斯

想源远流长，从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到近代的黑

关于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

格尔，再到当代过程哲学的创始人怀特海，都对过

的集合体的观点，恩格斯并明确提出关于世界过

程思想作出过重要阐释，而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

程的思想是一个伟大而基本的思想，唤起了我的

中丰富的过程思想却没有得到挖掘和清理，这不

学术兴奋点，１９９１ 年我在一个大学学报发表了自

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我认为，马克思在终结传统

生时，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选读课———恩

己研究过程的第一篇文章《 论过程》 ，我以《 哲学过

论非常关键。 简单地说，在西方哲学史中过程思

思辨哲学形态后开启了哲学的实践过程转向，恩

程论》 论文获得硕士学位。 此后，对马克思主义哲

格斯说过：“ 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

学过程思想研究一直没有中断，《 马克思哲学过程

的集合体，是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 形而上学把

论———一种实践过程思维方式》 一书相对系统地
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思想，不过我不试图
去发现一个所谓马克思主义过程哲学体系，而是
从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实质出发理解马克思

对象看成是一成不变的， 并且在“ 绝对不相容的
对立中思维” ，如果说这种思维在相当广泛的、各
依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 的 领 域 是 正 当 的 必 要
的，合乎“ 常识” 的，但超出一定界限就成为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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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隘的思维，并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 与之相对
的过程思维其实质是辩证法，辩证过程思维要求
在对象性的关系中思考对象，除了承认一定情形
的“ 非此即彼” ，也承认“ 亦此亦彼” 。 怀特海认为
世界是一个联系的结构，而联系也是唯物辩证法
的基本特征，联系构成相互作用，相互作用形成过

３５

资料《 哲学文摘卡》 转载） ，２００８ 年发表了《 关于发
展哲学研究的反思》 《 发展哲学研究的困境及出
路》 《 发展哲学的两大中心议题》 《 马克思实践过
程辩证法视野中的发展哲学》 等，后出版了《 马克
思主义发展哲学研究》 。 从某种视角看，发展哲学
属于哲学的应用性研究，属于实践哲学范畴，而过

程，以过程看待世界从而要求思想及其理论与时

程哲学为发展哲学提供形而上学阐明。 发展哲学

俱进，这展示出哲学问题的巨大开放性，不同时代

研究的重要领域和对象其实就是人们思想观念中

有不同的哲学问题和主题，在合法性上哲学发展

存在的价值问题。 从外在环境看， 市场经济的到

是断续性与连续性、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的统一，实

来使社会 生 活 整 体 发 生 巨 变， 引 发 价 值 观 冲 突。

质说来哲学只能提出和解决时代所允许的那些现

如何看待多种价值观的冲突与融合？ 社会主义市

实问题。 马克思哲学过程辩证法旨在提醒人们，

场经济健康运行需要的价值观是什么？ 与计划经

“ 本原” 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过程本身，自然

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相伴而行的价值观转

实实在在地是过程，社会发展实实在在地是过程，

型， 其内容、机制、向度和意义是什么？ 一系列理

人生实实在在地是过程。 如果说有本体，那么过

论和实践问题都急需回答，吸引了众多学者进行

身） ，这意味着终极是一种基于实践的理想的逻辑

篇长文专门谈了这个问题，但我的视角主要是在

程即本体，本体只具有 “ 终极性” （ 它不是终极本

研究。 ２０１０ 年我在《 伦理学研究》 杂志发表过一

设定，一个理想因为实践而终结，一个新的理想因

理论层面对此解释。 在现代社会，公共领域与私

此诞生，人的存在注定为这样一个自我肯定与否

人领域的分离使得私人领域获致独立，而私人领

定的过程结构，从而印证了苏格拉底对哲学“ 认识

域的独立必然导向它的价值观多样化。 就像马克

你自己” 的规定，本体的本质不是拥有终极而是对

斯·韦伯曾指出的，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有

智慧的爱和对终极追求的过程。

三、 现实世界中的价值冲突———
当代中国发展哲学的伦理省思
敦鹏：闫教授，我们知道，在世界经济全球化

两个最基本特质：一是“ 理性化” ；二是由这种“ 理
性化” 所导致的“ 世界的祛魅” ，由此造成了现代社

会、现代人特殊的价值处境。 在现代性发轫之初，
“价值理性” 和“ 工具理性” 二者之间存在一种相

互推动、相互支撑的亲和力。 然而，随时间推移，

及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中价值冲突空前复杂和

二者的关系导向了一种充满悲剧意味的悖论：价

广泛，价值冲突正成为当代价值哲学研究的焦点，

值理性反倒以工具理性为根据，手段压制了目的，

越来越进入人们的学术视野，您在研究中对此有
着怎样的评判和思考？
闫顺利：多年来我关注两个学术点：过程哲学

工具理性“ 反客为主” ，遮蔽、消解和否定了价值理
性。 世界的“ 祛魅” 消除了统一的宇宙秩序和通过
这种秩序所设定的价值原则，赶跑了前现代社会

和发展哲学。 我较早参与了国内学术界关于发展

人们信奉的“ 唯一的必然之神” ，把人的生活分裂

改革开放的阔步行进时期，邓小平指出和平与发

域） 与“ 价值领域” （ 私人领域） 。 这样一来，前现

哲学的讨论，上世纪 ８０ 年代至 ９０ 年代正是我国
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时代发展要求新的哲
学作出新的阐释，有学者认为发展哲学是马克思
主义哲学在 ２１ 世纪的主要形态或重大走向，由此
国内学术界掀起了发展哲学研究的热潮。 １９９８ 年
我发表了《 传统哲学发展观质疑》 《 可持续发展研

究综述》 ，１９９９ 年在《 哲学动态》 发表了《 发展观、
发展哲学研究综述》 ，２００２ 年在《 学术交流》 发表
了《 关于发展哲学的建构》 ，２００６ 年发表了《 近年
来发展哲学研究综述》 （ 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

为两个截然区分的领域，即 “ 事实领域” （ 公共领
代社会中以政治为中心的领域合一状态，到现代
社会（ 市场经济） 条件下，由于经济活动的强化与
扩展，其政治活动的中心地位亦将为经济活动的
作用所弱化，虽然政治活动仍具有社会整合的巨
大作用，但统一一切的中心地位在客观上却不再
是必要的了。 由此引发的结果是诸领域的分离，
各个领域之间具有相对独立性，私人领域与公共
领域分离，科学、道德和艺术领域分离，逻辑领域
与价值领域分离，做人与做事分离等等，每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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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属己原则和标准（ 在此，我很认同贺来教授在

勃发地走在人类文明的前沿。 文明使人类摆脱野

教授认为，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这是从传统社

神可以为 恶， 也 可 以 为 善， 为 恶 者 无 异 于 精 神 自

《 边界意识和人的解放》 中的学理分析） 。 王南湜
会到现代社会所发生的最根本的变化。

蛮状态超越自身，精神“ 依照思想，建筑现实” ，精
毁，为善者对真理锐意追寻，而追求“ 真善美” 一直

敦鹏：闫教授，当代世界是一个危机四伏的世

是人类的主流精神。 再者，我以为，当代中国学人

界，世界的危机本质上是人的精神危机，一切矛盾

的要务并不是如何把学术和现实分开的问题，而

和冲突归根到底是精神的矛盾与冲突，人们生活

是如何以学术思想介入现实的问题。 当然学术思

的问题即精神问题。 您认为，用什么来拯救现代

想要保持相对独立性，不做政治附庸，它应该有思

人失落的精神世界？

想本身内在的风骨，引领灵魂及其思想一步一个

闫顺利：这是一个大问题，我在《 关于精神的

脚印地建立自己的基地、居所和世界，使思想真正

哲学省思》 一文做了探讨。 马克思曾为现代社会

成为立足于自身生命的、因而可以能动地作用于

的这种精神境况深深焦虑，指出人和人之间除了

现实生活的独立主体。 反过来思想又绝非是那种

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 现金交易” ，

天马行空、师心任性、玄妙高蹈而不看现实的空洞

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一切都淹没在利己

理论。 真正站得住的思想总是在与前人和现实矛

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 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

盾的艰苦辩难和反复对话中建立起来的，哲学家

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

也是那种善于站在每个人的现实生活中用他们的

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 在后现代主义者大卫·

眼光看世界的人。

雷·格里芬看来，现代社会由群体主义转向个人

敦鹏：时间不短了，还有不少问题想请教您，

主义，似乎人们无一例外地强调了个人的中心地

以后有机会再拜访。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

位，从而导致现代精神的虚无主义、相对主义、工

祝您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思索更深，创获更多！

具理性主义和选择主义。

闫顺利：不客气，也非常感谢你对我的访谈，

从作为一名哲学工作者的眼光看，首先，国家

说了这么多对哲学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看法。

和民族没有精神力量的支撑，是很难想象能昂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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