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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国外
罗蒂哲学思想研究回顾与反思
郝二涛
（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 １０２４８８）
［摘 要］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国外罗蒂哲学思想研究主要集中在心灵哲学、语言哲学、新实

用主义哲学和政治哲学四个方面。 与国内学者的研究相比，国外学者偏重于罗蒂的语言哲学、
心灵哲学与政治哲学思想研究，相对忽略了罗蒂的新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研究，尤其缺乏从美学
方向研究罗蒂的哲学思想，偏重微观研究，缺乏宏观研究。 因此，学者应加强罗蒂的新实用主义
哲学思想研究、注重从美学方向研究罗蒂的哲学思想，多做宏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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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研究对象的研究现状是从事创新性研究的基础。
这种现状既包括研究对象的国内研究现状，也包括该研究
对象的国外研究现状。 对于研究理查德·罗蒂哲学思想
的国内学者而言，把握国内外罗蒂哲学思想研究的现状尤
为重要。 目前，研究者对国内罗蒂哲学思想研究现状已有
较为全面而深刻的总结，而对于国外罗蒂哲学思想的研究
现状尚未有较全面而深刻的总结。 这极大地限制了国内
罗蒂哲学思想研究的视野与水平，阻碍了罗蒂哲学思想研
究的深化。 为了拓展罗蒂哲学思想研究的视野，推动罗蒂
哲学思想研究的深化，本文仅以搜集到的英文文献为例，
以研究主题为纲，按照罗蒂哲学思想演变的脉络，从以下
四个方面对国外罗蒂哲学思想研究现状进行总结。

一、 心灵哲学思想研究
心灵哲学思想是罗蒂哲学思想的起点，也是重要组成
部分之一。 国外学者对罗蒂的心灵哲学思想研究主要集
中在罗蒂心灵哲学思想的目的、罗蒂心灵哲学思想的功能
与罗蒂心灵哲学的缺陷三个方面。
第一，罗蒂心灵哲学思想的目的研究。 这主要围绕情
感问题展开。 一部分学者认为，罗蒂的心灵哲学思想的目
的是取消词语意义上的情感 ［１］ ，另一部分学者认为，罗蒂
心灵哲学思想的目的不是取消词语意义上的情感，而是取
消唯心主义或笛卡尔意义上的实体性情感 ［２］ 。 只有取消
了实体性情感，我们的心灵才能不受束缚，我们才能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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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继续下去。 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罗蒂的心灵哲学思想
的目的既不是取消词语意义上的情感，也不是取消唯心主
义或笛卡尔意义上的情感，而是保留了唯物主义意义上的
情感词汇。［３］
第二，罗蒂心灵哲学思想的功能研究。 这主要围绕唯物
主义问题展开。 该问题承续罗蒂心灵哲学中的情感问题，学
者们的观点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罗蒂的心灵哲学
实际上取消了唯物主义。 第二种观点认为，罗蒂的心灵哲学
实际上赞成了唯物主义。 第三种观点认为，罗蒂的心灵哲学
的功能既不是取消唯物主义，也不是赞成唯物主义，而是突出
科学在他的心灵哲学思想中的地位。［４］
第三，罗蒂心灵哲学思想的缺陷研究。 这主要是在上
述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的。 有的学者认为，罗蒂心灵哲学思
想的缺陷是取消了情感，取消了唯物主义，这降低了我们
大量描述事物的能力。［５］ 也有的学者认为，罗蒂的心灵哲
学思想的缺陷在于缺乏创新性、通俗性和可理解性。 因
为，罗蒂的心灵哲学思想是对分析的心灵哲学的拙劣的模
仿，很少被人理解，也很少被人谈论。 还有的学者认为，罗
蒂的心灵哲学思想缺乏现实性，没有谈及可接受与不可接
受的现实。［６］
从以上三点可以看出，与国内学者侧重对罗蒂心灵哲
学思想内容的解读与阐释不同，国外学者则比较注重对罗
蒂心灵哲学思想的分析与批判。 这显示了国外学者与国内
学者在研究的方法与思路方面的差异。 这种差异主要是由
双方的文化语境与接受时间的不同造成的。 国内学者，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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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中国学者，所处的文化语境与罗蒂心灵哲学思想产生
的语境距离较远。 而且，国内学者需要先做译介工作，然后
再研究，而国外学者则不存在这些问题。 国内学者接受罗
蒂的心灵哲学思想大致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期，而国外学
者，尤其是美国学者早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就接触了罗蒂的心
灵哲学思想。 这些学者的母语大多为英语，基本不存在语
言问题，也不用译介，直接就可以阅读罗蒂的著作。 因此，
他们对罗蒂心灵哲学思想的研究较为全面、深入。 总结这
些研究的状况必将推动国内学者对罗蒂的心灵哲学思想研
究的深化。

二、 语言哲学思想研究
罗蒂的语言哲学思想是在其心灵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发
展起来的。 早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罗蒂就敏锐地意识到了
语言哲学的兴起，编辑出版了《 语言学转向》 一书。 语言学
转向对罗蒂的哲学思想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语言哲学
思想也成为罗蒂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比如，
罗蒂在《哲学与自然之镜》中就描述了 ２０ 世纪的语言哲学，
并尝试着更新西方哲学中的认识论问题。
目前，国外对罗蒂的语言哲学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罗蒂实用主 义 语 言 哲 学 观 的 内 涵、 基 本 概 念、 意 义 三 个
方面。
第一，罗蒂实用主义语言观的内涵。 罗蒂的语言观的
内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是理论性方面，一个是实践
性方面。 前者主要指谈话者的指涉与哲学指涉之间的差
异。 这种差异主要指，谈话者指涉可能由变化的实用的思
考决定，而哲学指涉则是关于语词的语义指涉。［７］ 后者主要
指罗蒂如何用教化、反讽与形而上学的浪漫手法帮助我们
理解浪漫概念。［８］ 明白了罗蒂的实用主义语言观的内涵，我
们才能明白与这种语言观相关的基本概念，也才能透过对
这些概念的梳理管窥罗蒂的实用主义语言观的特点。
第二，罗蒂的实用主义语言观的特点。 罗蒂的实用主
义语言观涉及的概念虽然较多，但是，学者们着重研究的
却只有两个。 一个是直觉，另一个是判断。 有些学者追溯
了罗蒂对直觉概念的反思，认为直觉概念展示了罗蒂哲学
的反基础主义、反表象主义、偶然性、历史性、虚幻性的特
点。［９］ 也有些学者研究了罗蒂的判断概念，并以杜威的语
言哲学观为参照，认为罗蒂的实用主义语言观具有私人
性，即反群体性特点。［１０］ 这两个特点决定了罗蒂实用主义
语言观的意义。
第三，罗蒂的实用主义语言观的意义。 罗蒂的实用主
义语言观的意义主要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 其积极方
面主要指，罗蒂的实用主义语言观既认识到了语言的自然
主义功能，又认识到了语言的历史功能。［１１］ 罗蒂的实用主
义语言观与结构主义和反映论相关，为我们广泛而深刻地
探索语言和经验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参照。［１２］ 罗蒂的
实用主义语言观的消极方面主要指，罗蒂混淆了认识论观
点与形而上学的观点 ［９］ ，将语言的普通意义与哲学意义割
裂开来 ［１３］ 。
与国内学者不太注重对罗蒂的语言哲学思想的专门
研究相比，国外学者则比较注重对罗蒂的语言哲学思想的
专门研究。 这显示了国外学者的一个突出的研究特点：比
较注重语言分析。 这主要与分析哲学的影响有关。 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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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以后直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甚至 ２０ 世纪末，分析哲学一直
是西方哲学的主流。 至今，国外许多著名大学的哲学系还
开设有分析哲学的课程。 分析哲学影响之大，以致于许多
著名学者都将 ２０ 世纪称为语言学的世纪。 分析哲学在国
外的盛行为国外学者研究罗蒂的语言哲学思想提供了良
好的条件。 相比之下，分析哲学在国内影响较小，国内学
者也不大注重对罗蒂的语言哲学思想的专门研究。 系统
总结国外学者对罗蒂的语言哲学思想的研究不仅可以弥
补国内罗蒂哲学思想研究之不足，而且也会推动国内学者
对罗蒂语言哲学思想的关注与思考，还为下一步总结罗蒂
的新实用主义思想奠定基础。

三、 新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研究
罗蒂的新实用主义思想产生与分析哲学的衰落紧密
相关。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 ８０ 年代初，随着新的艺术形式与
艺术现象的出现，分析哲学逐渐显现出自身的不足。 为了
克服分析哲学的不足，罗蒂立足于自身所处的实用主义哲
学传统，开放式地吸收欧洲大陆哲学、分析哲学等哲学形
态之优点，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哲学形态。 以分析哲学盛行
之前的实用主义为参照，国外的研究者将这种新哲学形态
称为新实用主义。 国外对罗蒂的新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罗蒂的新实用主义真理观、新实用主义伦
理观与新实用主义文学观三个方面。
第一，罗蒂的新实用主义真理观。 学者们分别研究了
罗蒂的新实用主义真理观的内涵、特点、意义。 罗蒂的新
实用主义真理观是对柏拉图与尼采的真理概念的二分，或
是对世界的控制，或是对世界状态的一种完全宗教式的尊
重。［１４］ 罗蒂的新实用主义真理观的特点主要有动态性、超
越性（ 真理从来不是为一时一地的，而总是超越我们理解
的界限的） ［１５］ 、无痛苦性（ 与痛苦无关） ［１６］ 。 罗蒂新实用主
义真理观的意义在于，它打破了本质主义真理观 ［１７］ 与认识
论真理观 ［１８］ 。 其不足是，罗蒂的新实用主义真理观有点强
制阐释的意味。 对罗蒂的新实用主义真理观研究现状的
总结为我们对其伦理观进行总结奠定了基础。
第二，罗蒂的新实用主义伦理观。 学者们对罗蒂的新
实用主义伦理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内涵、特点、意义三个
方面。
第一方面，罗蒂的实用主义伦理观的内涵与伦理中心
主义、相对主义概念有关。 有的学者通过考察“ 伦理中心
主义” 概念，认为，罗蒂的实用主义伦理观的内涵与相对主
义和自由主义无关。［１９］ 也有的学者通过透视“ 相对主义”
概念，认为罗蒂的实用主义伦理观的内涵与相对主义有
关，是一种形而上的伦理相对主义。［２０］ 还有的学者也立足
于罗蒂的伦理中心主义思想，认为罗蒂的实用主义伦理观
的内涵是关于在实践上如何使政治哲学领域动机争胜行
为主义比审慎主义更有利的学说。［２１］
第二方面，罗蒂新实用主义伦理观的特点主要是自由
主义与实用的非容忍性。［２２］
第三方面，罗蒂的实用主义伦理观的意义主要有积极
意义和消极意义两个方面。
１． 罗蒂的实用主义伦理观的积极意义
（１） 罗蒂的实用主义伦理观用一种在欧洲思想中回
应当代事务的方式改变了古典美国哲学 ［２３］ ，使哲学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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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２４］ 。
（２） 罗蒂实用主义伦理观为我们探讨伦理学与美学
的关系奠定了基础，使社会现实与公正联系了起来。［２５］
２． 罗蒂的实用主义伦理观的消极意义
（１） 罗蒂的新实用主义伦理观破坏了解决生活伦理
困境的方法的多样性，却没有给出任何具体的建议。［２６］
（２） 罗蒂的实用主义伦理观没有解决自由反讽与道
德或政治承诺之间的矛盾。［２７］
（３） 罗蒂的实用主义伦理观对反讽者自由的承诺会
割裂对于痛苦的承诺。［２８］ 对罗蒂的实用主义伦理观研究现
状的总结为我们总结其新实用主义文学观研究做了良好
的铺垫。
第三，罗蒂的新实用主义文学观。 学者们对罗蒂的新
实用主义文学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
是对其内容的研究，另一个方面是对其特点的研究。 就前
者而言，学者们认为，罗蒂的新实用主义文学观的主要内
容是，故事比理论更有价值。［２９］ 就后者而言，学者们将罗蒂
的新实用主义文学观的特点概括为包容性、反解释性，因
为，超越主义文化的英雄正被专业哲学抛弃，并反过来被
文学批评吸收。［３０］
与国内对罗蒂的新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深入而广泛的
研究相比，国外对罗蒂的新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研究显得
比较单薄。 原因主要是，罗蒂的新实用主义哲学思想依然
不是西方哲学的主流。 国内对这一方面的深入研究正好可
以弥补国外对这一方面的研究之不足。 而对国外罗蒂的新
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研究的总结又反过来凸显了国内对这一
方面的研究之价值。 此外，国外对罗蒂的新实用主义哲学
思想中的伦理思想关注较多。 相比之下，国内关注较少。
国外对罗蒂的新实用主义伦理观的研究恰好可以弥补国内
在这方面的不足，也可以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罗蒂的伦
理思想提供一定的参照。 对国外罗蒂的新实用主义哲学思
想的总结又在一定程度上为罗蒂的政治哲学思想研究奠定
了基础。

本质 主 义 的 问 题， 这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避 免 了 陷 入 相 对 主
义。［３４］ 罗蒂的政治哲学思想的基本特点又为学者们总结罗
蒂政治哲学思想的意义做好了铺垫。
第三，罗蒂政治哲学思想的意义。 罗蒂的政治哲学思
想的意义主要包括积极意义与消极意义两个方面。 就前者
而言，学者们认为，罗蒂的政治哲学思想中的“ 文化政治” 概
念与布伦坦诺的“民主” 概念相结合，有利于增强我们应对
生态危机所需要的世界性的政治力量。［３５］ 就后者而言，研究
者认为，罗蒂的政治哲学思想没有确定解决道德与政治争
端的方式［３６］ ，没有解决反讽自由主义在内容与应用上的矛
盾［３７］ ，没有 解 决 自 由 反 讽 与 道 德 或 政 治 承 诺 之 间 的 矛
盾 ［３８］ ，也没有成功地用反二元论思想来解决现代民主政治
中与宗教地位有关的一些问题［３９］ ，更没有解决使人权事实
化的政治理论与试图超越它们的自由之间的矛盾［４０］ 。
与国内学者集中研究罗蒂的政治哲学思想中政治与
道德观念之间的关系相比，国外对罗蒂政治哲学思想的研
究要全面得多。 与国内学者侧重介绍与理论阐释相比，国
外对罗蒂的政治哲学思想的研究侧重批判与实际应用。
这除了与国外的良好的学术氛围有关之外，还与实用主义
思想的影响有关。 研究罗蒂政治哲学思想的学者主要是
美国学者，而实用主义思想是美国土生土长的思想，他们
在这样的氛围与环境中，必然受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 而
国内在建国以后至改革开放这一段时期内，主要批判实用
主义，将其视为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 这使国内学者比较
重视理论批判，忽略实际应用。 因此，国内学者对罗蒂政
治哲学思想的研究呈现出与国外学者不同的特点，也产生
出不同的结果。 总结国外学者关于罗蒂的政治哲学思想
的研究状况可提升国内学者研究罗蒂政治哲学思想的水
平，深化国内学者对罗蒂的政治哲学思想的研究。 对于国
外学者而言，系统总结罗蒂的政治哲学思想研究也将促进
该专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四、 政治哲学思想研究

国外对罗蒂哲学思想的研究成果是我们今天继续研
究罗蒂哲学思想的参照。 了解这些成果的最好方式莫过
于系统地梳理与总结国外对罗蒂哲学思想研究的现状。
把握国外罗蒂哲学思想的研究现状不仅有利于国外学者
更有针对性地加强薄弱环节的研究，推动罗蒂哲学思想研
究的深化，也有利于国内学者取长补短，提升国内罗蒂哲
学思想研究的水平。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国外罗蒂哲学思想研究经历了
起步、发展、高潮三个阶段。 其中，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至 ７０ 年
代末是国外罗蒂哲学思想研究的起步阶段。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初至 ２０ 世纪末是国外罗蒂哲学思想研究的发展阶段。
新世纪至今是国外罗蒂哲学思想研究的高潮阶段。 这与
国内罗蒂哲学思想研究的趋势基本相同。 目前，无论是国
内还是国外，罗蒂哲学思想都是一个研究热点。
通过对国外罗蒂哲学思想研究成果的梳理和总结，我
们发现，心灵哲学、语言哲学与政治哲学是国外罗蒂哲学
思想研究的重点，也是研究相对较为成熟的问题域。 令人
惊奇的是，罗蒂的新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并不是国外学者研
究的重点问题域，而是有待深入的问题域。 值得一提的
是，这一领域中出现了零星的从美学与伦理学方向来研究

政治哲学思想是罗蒂后期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国
外对罗蒂的政治哲学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基本内容、特
点、意义三个方面。
第一，罗蒂政治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 国外学者对罗
蒂政治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基本概
念的解释方面。 有的学者将罗蒂的自由主义解释为一种
游戏与公共的生活方式。［３１］ 也有的学者通过解释罗蒂的自
由主义之中的一个基本概念———“ 文化的幻灭感” 来解释
其自由主义思 想。 “ 文 化 的 幻 灭 感” 概 念 补 充 了 罗 蒂 的
“ 信念” 概念、“ 自我” 概念以及达尔文主义的观念。 这三
种观念形成了罗蒂关于自由民主的原创性理论方法以及
罗蒂在无外力作用下延续自身能力的信念的基础。［３２］ 在此
基础上，还有学者解释了罗蒂作为文化政治学的哲学观
念，认为罗蒂的文化政治学的哲学观念来源于杜威 。［３３］ 这
些基本内容是罗蒂政治哲学思想基本特点的基础。
第二，罗蒂政治哲学思想的基本特点。 罗蒂政治哲学
思想的特点是非相对主义，因为这种特点令人满意地解释
了罗蒂给予政治优先于本体论地位的原因，搁置了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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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蒂的新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成果。 无独有偶，国内也出
现了一些从美学方向研究罗蒂的新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
成果。 如果将其放在全球化与美学复兴的大背景下来看
的话，那么，这些零星的成果预示着罗蒂哲学思想研究的
新趋势。 它们所展示的问题域将会成为未来罗蒂哲学思
想研究的新的生长点。
随着罗蒂哲学思想研究的队伍不断扩大，新的研究方
法与视角的不断出现，从美学方向研究罗蒂的哲学思想将
逐步走向深入。 这必将促进罗蒂哲学思想研究的深化与
成熟。 从美学方向研究罗蒂的哲学思想也会在一定程度
上为当代西方美学增添活力，为美学的中国话语建构提供
有益的启示。 从整体上看，国外罗蒂哲学思想研究尚有一
些不足。 比如，研究领域不均衡，多集中在心灵哲学思想
研究、语言哲学思想研究与政治哲学思想研究领域，对新
实用主义哲学思想领域研究得较少。 再比如，研究方法偏
重微观研究，忽略宏观研究。 这要求我们立足于自身的研
究领域与研究方向，从罗蒂哲学思想的整体出发，加强罗
蒂哲学思想中研究比较薄弱的问题域，比如其新实用主义
哲学思想，丰富罗蒂哲学思想研究的内容。 这也要求我们
积极拓展罗蒂哲学思想研究的区域，多从美学与文艺理论
方向研究罗蒂的哲学思想。 基于此，我们在梳理与总结的
基础上，针对国外罗蒂哲学思想研究中的不足，提出一些
拙见，以求教于各位专家，也恳请其他一切热爱学术的学
者予以批评指正。
第一，加强罗蒂新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研究。 尽管罗蒂
的新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尚有争议，但是，这不应该成为我
们忽视该问题域的原因。 相反，正是因为罗蒂的新实用主
义哲学思想有争议，我们才需要加强研究，通过研究来澄
清这些争议。 只有澄清了这些争议，我们才能将罗蒂哲学
思想研究推向深入。 国外学者之所以没有集中研究罗蒂
的新实用主义哲学思想，是因为这一思想还没有获得较为
确定的、普遍认可的评价，尚未经过时间的洗礼与检验，尚
未成为经典哲学思想。 相比之下，国内学者对罗蒂的新实
用主义哲学思想则比较重视，进行了大量集中、深入的研
究。 因为，国内学者往往注重最新理论家的最新研究成
果，以此保持与国际学界研究的步调一致。 而国外罗蒂新
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研究的不足恰好给国内学者提供了一
个展示自身研究成果的机会，这必将促进中外罗蒂新实用
主义哲学思想研究的相互交流与对话。
第二，加强罗蒂哲学思想的宏观研究。 要在罗蒂哲学
思想研究领域做出创新性的成果，我们只注重微观研究是
不够的，还要注重宏观研究。 罗蒂哲学思想的宏观研究中
的一个基础性工作就是对已有的代表性研究成果进行梳
理和总结。 扎扎实实地做好这项工作，可以使我们对罗蒂
哲学思想研究的脉络、现状与不足有一个全面的把握与清
晰的了解。 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在罗蒂哲学思想研究方
面有所积累，有所创新。 对国外罗蒂哲学思想的宏观研究
不仅有利于国外学者把握罗蒂哲学的研究现状，促进国外
罗蒂哲学思想研究的深化，也有利于国内学者把握国外罗
蒂哲学研究 现 状， 取 长 补 短， 深 化 国 内 罗 蒂 哲 学 思 想 的
研究。
第三，注重从美学方向研究罗蒂的哲学思想。 国外罗
蒂哲学思想研究中只是偶尔提及，尚未出现从美学方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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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究罗蒂哲学思想的成果。 这一点与国内罗蒂哲学思
想研究相似。 国内虽然出现了从美学方向研究罗蒂哲学
思想的零星成果，但是，总体而言，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欠
缺。 因此，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要推动罗蒂哲学思想研
究的深入，我们必须加强从美学方向研究罗蒂的哲学思
想。 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美学史意义，遗憾的
是，目前影响最大的西方美学史教材尚未将罗蒂的美学思
想纳入其中。 加强从美学方向研究罗蒂的哲学思想也具
有重要的哲学史意义，现今影响最大的西方哲学史，比如
罗素的《 西方哲学史》 、梯利的《 西方哲学史》 等，也都未包
括罗蒂的哲学思想。 从美学方向研究罗蒂的哲学思想必
将弥补这一不足，也必将推动美学史、哲学史研究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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