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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苏格拉底的道德三命题

潘 树 国

(扬州职业大学, 江苏 扬州 225009)

摘 要: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开拓了哲学研究新领域 道德哲学, 道德哲学由三条核心命题构成:

 认识你自己!、 德性即知识!、 无人有意作恶!, 道德哲学将人们的关注点从自然引向人及人类社会, 强调

了知识和智慧的作用, 肯定了人人有向善的愿望和禀赋。从哲学和伦理学角度对三命题进行了解读和评价,

揭示了其历史及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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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是古希腊哲学史上划时代的哲学家,

他使哲学研究重点由自然转向人和人类社会生活,

开拓了哲学研究新领域 道德, 故他的哲学被称

为  道德哲学 !或  德性论 !。苏格拉底的  道德哲

学 !或  德性论 !,广义上指整个苏格拉底哲学; 狭义

上指苏格拉底哲学中专论道德或德性的部分,相对

于目的论、概念论等部分。本文主要探讨构成苏格

拉底狭义德性论的三条主要命题:  认识你自己 !、

 德性即知识 !、 无人有意作恶 !。[ 1]

一、 认识你自己 !

 认识你自己 !是苏格拉底德性论的前提和出

发点。

(一 )  认识你自己 !的由来与本意

 认识你自己 !原是雅典德尔斐神庙上的一句

神谕铭言。作为神谕铭言的  认识你自己 !,本意无

非是告诫前来朝拜者:认识你自己和神的关系:神至

高无上, 创造一切、洞察一切、主宰一切; 你作为

 人 ! (人类 )之一分子是神创造的万物之一物, 你的

一切受神主宰, 你必须效忠于神, 一切顺从神的支

配。

(二 )  认识你自己 !在苏格拉底哲学中的含义

本是神谕铭言的  认识你自己 !,被苏格拉底拿

来作为他哲学的重要命题,就有了特定的含义。在

苏格拉底的哲学里,  认识你自己 !保留了作为神谕

铭言的基本含义。在柏拉图以苏格拉底名义所作的

众多  对话 !中, 频频出现苏格拉底这种观点, 即认

为神是不可抗拒的至高无上的主宰与力量。在保留

神谕基本含义的基础上,苏格拉底赋予了  认识你自

己 !新的内容:

首先,  认识你自己 !之  你自己 !,指人类本质

和人类社会生活。苏格拉底认为, 哲学的研究对象

与目的任务,不应该象早期自然哲学那样去研究外

部自然界及其间自然事物,获取关于自然万物的知

识,要求人们按照自然行事倾听自然的话;
[ 2]
哲学应

该研究人和人类社会,认识人类和人类社会的本质,

获取关于人类一般道德的知识, 指导人们怎样过道

德的生活。苏格拉底到处找人对话,警醒、告诫、劝

导,要求人们不要跟着自然哲学误入歧途去  认识自

然 !,而应该  认识你自己 !  认识人类自己 !。

因此,苏格拉底的  认识你自己 !和自然哲学的  认

识自然 !是对立的,把哲学目光由外部自然转向人和

人类社会,开拓了哲学研究新领域,开创了道德哲学

新形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其次,  认识你自己 !之  你自己 !,指每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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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状况。苏格拉底时代是崇尚知识和智慧的时

代,这一时代的人们因崇尚知识和智慧获得了重大

成果和利益,进而更加重视和追求知识与智慧,并且

开始了对知识智慧本身及其意义价值的研究。面对

当时普遍流行的认为知识即智慧, 对知识不加分析

地追求、以之为荣、以之求利的潮流, 苏格拉底有自

己的不同流俗的独特思考与见解。苏格拉底认为,

知识不等于智慧, 爱知不等于有知,爱智不等于有

智;知识有关于具体事物个性的个别知识 (或具体知

识 )和关于同类事物共性的一般知识之分,个别知识

是特殊的、暂时的、易变的,没有普遍性、永恒性, 算

不上严格意义的知识, 一般知识具有普遍性、永恒

性,才是真正的知识。当时社会上大多数人对此不

加区分,把个别知识、具体知识误当作一般知识, 认

为自己拥有了这些具体知识就是拥有了智慧,以此

为荣,以此去追求物质或精神利益。苏格拉底反对

这种实为时弊的时尚,认为这种以不知为知、以误知

为知的人,其实是无知;以不知为知、以无知为知、自

以为智的人,其实是愚蠢。苏格拉底尽管屡屡对话、

屡屡获胜,但他反复强调自己无知,不同于别人之处

就是:自己一无所知,而又爱知,自知不知而爱知;不

知而自以为知是愚, 自知不知而爱知是智。苏格拉

底将  认识你自己 !神谕铭言改造为哲学命题, 要求

人们要正确地  认识你自己 !, 不要以不知为知, 更

不要以误知为知。  认识你自己 !就是检点自己,有

没有以不知为知,有没有以无知为知,如果有则须驱

除,达到认识到自己对真正知识其实  一无所知 !的

境界,才可以为下一步获取真正知识打下良好基础。

最后,  认识你自己 !内含着  神不可认识、也不

应认识 !的思想。  认识你自己 !,显然强调的是:认

识的对象, 应该是  你自己 ! 作为个体人的  你

自己 !、作为人类人的  你自己 !及人的社会生活、人

类的社会生活, 而不应该是自然界, 也不应该是神。

苏格拉底至少在形式上并没有公开否定神的存在和

最高主宰,这和上述  认识你自己 !保留了其神谕铭

言本义是一致的。但是,苏格拉底认为,神只是信仰

的对象,而不是认识的对象。因而,对神,人不应该

去认识、也不可能认识,只应该信仰、敬畏、顺从。这

种限制神、把神从认识与知识领域驱赶出去的思想,

使苏格拉底被加上  不敬神 !的罪名而招致杀身。

苏格拉底这一思想对后来的中世纪哲学和神学以及

近代康德哲学都有影响。

二、 德性即知识 !

 德性即知识 !是苏格拉底德性论的核心。

(一 )  德性即知识 !之  德性 !

 德性 !,在希腊文中的原意是指事物的特性、

品质、功能等,即一事物成为其自身的本性。人是万

物之一物,人的德性,就是人之为人的本性。无论对

物、对人,德性本无伦理意义。  德性 !到了苏格拉

底哲学中被赋予了伦理意义。

首先,苏格拉底把人的内在本性伦理化。苏格

拉底认为,人的心灵与万物具有相通相符的内在本

性和内在原则, 这就是  合目的 !性, 这个目的就是

 好 !即  善 !。这个共同本性与原则  善 !具体到人

身上就是  德性 !。至此,  德性 !就具有了人类特有

的伦理属性。

其次,苏格拉底把人的德性神秘化。他认为,德

性作为人的本性,是神赋予的,并且神赋予每个人以

德性,不然人就不成其为人了。所以,人人皆有德

性,每个人都可以而且都应该过道德生活,在这一点

上是人人平等的。

最后,苏格拉底又把神秘化了的德性现实化。

神赋予了每个人以德性, 但不等于每个人的德性完

全均等,也不是每个人都自然而然地过道德生活,成

为完德之人。神赋予每个人的德性只是潜在的,而

非现实的,所以仅仅是每个人都有成为有德之人,过

道德生活的可能。而且,神赋予每个人德性的种类、

等级及数量是不同的。潜在的德性要转化为现实的

道德,关键是在理性指导下的后天学习和修养。  认

识你自己 !就是以理性去认识自己的潜在德性,获取

关于德性本身的知识,这是使潜在德性转化为现实

道德的第一步。

(二 )  德性即知识 !之  知识 !

 德性即知识 !中的  知识 !,特指关于人之为人

的本性的知识,即关于德性的知识、关于一般道德或

 道德本身 !的知识。  德性即知识 !中的知识,首先

区别于自然哲学派的关于自然万物的知识。苏格拉

底认为,自然哲学研究外部自然,获取关于自然的知

识,对人和人类社会的道德生活是无用的;哲学应该

研究人和人类社会,获取关于人和社会本性、本质的

知识,指导人们过道德生活。  德性即知识 !中的

 知识 !,又区别于智者派的关于具体道德的知识。

苏格拉底认为,智者派的知识,只是关于道德各种具

体表现形式的知识, 道德的各种表现及其知识都是

具体的、特殊的、多样性、可变的, 不具有普遍性、稳

定性,所以具体的道德行为不能成为人们的共同行

为,关于具体道德行为的知识不能成为人们的共同

知识与共同的生活准则。既然如此,它们就不是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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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与追求的知识。哲学所要研究的是一般道德

或  道德本身 !, 追求关于  道德本身 !的知识,它是

 贯穿一切美德之中的共同的美德 !或  美德的共同

概念 !。[ 3]164

(三 )  德性即知识 !之  即 !

 德性即知识 !中的  即 !,指  是 !、 就是 !、 等

于 !。因此,  德性即知识 !与  知识即德性 !在逻辑

上是等价的。也就是说,在  德性 !与  知识 !之间的

关系上,苏格拉底认为两者间是必然关系,有了  知

识 !就必然有  德性 !。在这里,有两个前提:其一,

必须是人人都有为善的可能,即  人性本善 !; 其二,

这种  知识 !必须是关于一般道德或道德本身的知

识,而不是关于外部自然物的知识,也不是关于具体

道德的知识。  如果知识包括了一切的善,那么我们

认为美德即知识就将是对的 !。[ 3] 164

在知识与德性的关系问题上,苏格拉底看到了

并且强调了知识对德性、德行的重要作用, 是正确

的;强调关于一般道德或道德本身的知识,对道德有

更为重要的作用,是深刻的;也看到潜在德性与现实

道德之间有一定距离, 实现由前者到后者的转化须

经过主体的后天受教育与道德修养,而且个体与个

体之间的现实道德有差别,是合理的。但是,把知识

与道德之间的可能性等同于必然性,把必要条件当

作充分条件,把指导作用夸大为唯一的决定性作用,

是错误的;完全否认自然知识、具体道德知识对道德

的作用,是片面的、独断的;德性是先天的,而且是神

赋予的,是唯心主义、神秘主义。总体上看,  德性即

知识 !强调知识对道德的重要作用等合理因素及其

对当时社会的积极作用是主要方面,是当时希腊社

会崇尚智慧、尊重知识的时代精神的表现。在这种

时代背景下, 强调知识对道德的作用  过分 !、 过

头 !,是可能的、也是合情的。也正因为把知识与道

德定位为必然关系,所以苏格拉底从  德性即知识 !

推导出他德性论的第三条命题:  无人有意作恶 !。

三、 无人有意作恶 !

 无人有意作恶 !, 是苏格拉底由  认识你自

己 !、 德性即知识 !作出的逻辑推论。

从思想内容上说,人人皆有德性,都有过道德生

活之可能,关键在于有没有关于道德本身的知识:如

果有了关于道德本身的知识,就能够作出德行,过道

德生活,成为有德性之人,如果没有认识自己本性、

没有关于道德本身的知识,或者把自然知识、具体道

德知识误当作道德本身的知识,就没有道德,不能作

出道德行为, 不能成为有德性之人。从逻辑形式上

说,  德性即知识 !这一命题的前项  德性 !和后项

 知识 !是等价的, 可以互换,即  知识即德性 !与原

命题等价;不仅如此, 原命题的否定命题也是成立

的,即  邪恶即无知 !或  无知即邪恶 !。这在苏格拉

底的思想体系中是有一定道理的,即: 在人性本善、

有了关于道德的知识都愿意践行的前提下,  无人有

意作恶 !是成立的。但是, 苏格拉底这两个前提,一

个是错误的,另一个是悬疑的, 因而作为结论的  无

人有意作恶 !是错误的,至少是极其狭隘的。

人之初性无善无不善,人性之善恶是后天的,是

由人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在无阶级社会

中,人的种族、生活地域、生活方式、文化传统、习惯

等等的差别决定了人性差别和道德评价标准的差

别,由此决定了德性的具体性、多样性,所谓  一般道

德 !或  道德本身 !是极其罕见甚至不可能的; 在私

有制、阶级社会中就更加如此。而且,人的德性及道

德标准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发展变化而发生变化,

所谓  一般德性 !、 一般善 !就更加不可能。因此,

 人性本善 !作为  无人有意作恶 !的前提,只是一个

抽象的思想假设,而不是确实的存在。前提的虚假,

就使作为结论的  无人有意作恶 !失去了根基。

 知识 !即使作为  道德本身的知识 !,在潜在德

性与现实德性之间也不是唯一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必

然因素。一方面,除了知识之外,还有其他多种因素

参与作用。另一方面,即使是知识,除了关于  道德

本身的知识 !起作用之外,关于自然的知识并非完全

不起作用,人们在与自然的交往中需要自然知识,也

存在生态伦理问题; 关于具体道德的知识更是不可

缺少,具体道德和一般道德本来就是对立统一的,关

于两者的知识在使潜在德性向现实德性转化中也都

不可缺少。所以,苏格拉底完全排斥具体道德知识

和自然知识在道德中的作用,是狭隘、片面、独断的。

因此,即使  人性本善 !这个假设前提成为真实前

提,这种极其狭隘的  道德本身的知识 !与现实德性

之间的对应关系:  德性即知识 !、 无人有意作恶 !

也不具有普遍必然性。

在现实中,对为善或作恶起制约作用的因素是

多样的、复杂的。在意识层面上,除了知识外, 还有

文化、风俗、习惯等等,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存在层面上,各种社会存在因

素都对道德起一定制约作用,其中最终起决定性作

用的是生产方式、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在阶级社会

中,对道德的制约因素,除上述社会意识、社会存在

诸因素外, 还有政治法律的直接强制作用。所以,



 作恶 !既有  有意作恶 !,也有  无意作恶 !。苏格拉

底只看到、只承认现实中的  过失作恶 !,未看到、不

承认现实中的  故意作恶 !,是片面的、错误的。尽

管如此,苏格拉底这一思想在当时还是有特定的积

极意义的:树立每个人过道德生活、做有德之人的理

想和信心,强调人们接受道德教育、进行道德修养的

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一思想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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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ocrates# ThreeM oral Propositions

PAN Shu g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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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rates, the inaugurator of ancientG reek m oral philosophy, constructs h ism ora l theory by three propos i

t ions:  Know yourself!,  V irtue isKnow ledge!, and  Nobody intent ionally does ev il!. T his paper ami s atm aking

clear of their separatem ean ings, mutual relations and evaluations and reveals the ir historica l and modern signif i

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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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Folk Custom oriented Decoration of TraditionalChinese Residence

L I 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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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olk custom influences the living environm ent, which reflects the rich connotat ion of the folk custom

from a ll aspects in turn. The inner decoration plays an mi portant role in the liv ing environment, ma inly representing

agricultural and Confucian features of the traditional residence decorat ion, such as posting door keeper in them iddle

of the door, hangingWufu paper on the beam s and reflecting Confucian ethical content through decoration. T radition

al res idence decorat ion reflects aesthetic psycho logy at that tmi e, involv ing practical consciousness, compensation

awareness originated from suffering and blood clan no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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