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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言学转向 ”以来 ,西方哲学对“语言 ”的论说异彩纷呈。《理想国 》第一卷后半部分是苏格拉底与

色拉叙马霍斯讨论“强权正义论 ”,本文试图从“语言 ”的角度就讨论本身做一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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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子

“语言学转向 ”以来 ,西方哲学对“语言 ”的论说异彩纷呈 ,本文提出的问题是思想 (真理 )具有的力

量 ,还是语言具有的魅惑。

2　“语言”的角度分析语言的魅惑

是思想 (真理 )的力量 ,还是语言的魅惑 ,整场讨论以色拉叙马霍斯对自己观点的论证开始 :

2. 1　“强权正义论 ”在国家方面的证明

色拉叙马霍斯的论证可化约如下 :

A“谁强谁统治 ”,即“强者 =统治者 ”

B“统治者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法律 ”,即“法律 =统治者的利益 ”

C“遵守法律有正义之名 ”,即“守法 =正义 ”

D“正义 =强者的利益 ”

专就论证本身来说 ,是有效的。因为其推理的全部基础只是“同一律 ”,论证的过程也只是简单的“等

量代换 ”。似乎同一律没有毛病的话 ,论证就没有瑕疵了。但色拉叙马霍斯使用的是日常语言 ,不是纯形

式的符号。于是从语言角度提出的问题是 :词语可否作为中间项被消去 ?

词语与实在或事实相对应。若它指的是某些实物 ,那同一律也可想象为将它们搬来搬去 ;可更多的词

并不指确切的实物 ,如“强者 ”、“正义 ”、“法律 ”,并且它们很多时候有多种意义 ,那同一律用在它们身上 ,

除了表面文字的同一 ,如何保证其所指也同一 ?

用维特根斯坦的术语来讲 ,“词的意义在于它的使用 ”。这些词意义的确定有赖于它所在的语句 ,同

一个词在不同的语句中有可能指向不同的东西 , A、B、C每句话都是一个等式 ,可它们之间那些看似相同

的词 ,完全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同一律在这里的运用 ,似乎要打上折扣了。

“谁强谁统治 ”中的“统治者 ”与“统治者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法律 ”中的“统治者 ”,是同一个“统治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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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吗 ? 可以简单的加以替换吗 ?

维特根斯坦还有一个提法 :“家族相似性 ”。同一个词用来指许多不同的东西 ,并不是它们有什么共

同的本质 ,可能只是彼此有些地方相象而已。如此 ,把仅仅形式上相同的两个词看作同一个对象就更危险

了。

“统治者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法律 ”中的“法律 ”与“遵守法律有正义之名 ”中的“法律 ”能不加考虑的划

上等号吗 ?

同一律是不错的 ,只是不做任何分析的用于日常语言 ,没法保证结论的正确。

下面从语句的角度来分析。语句表达意义 ,描述事实。但人们对一个语句的理解通常是还原为一些

模糊的记忆印象。A、B、C正针对了这一点 ,它们都的确似乎描述了事实 ,甚至唤起了某些印象的再现。

但我们若追求论证的精确 ,不得不考虑语句的准确含义。问题是 ,语句真的能精确的描述事实吗 ?

苏格拉底正是从这一点进行反驳的 :“难免也 ”直指 B中等号的合法性。统治者是会制定有利于自己

的法律 ,但统治者制定的法律全都对自己有利 ,不会“难免也 ”出现不利的吗 ?

这一反驳是有力的 ,因为它直指系统内部 ,揭露其中错误 ,使之得不出预料的完满结论。书中还用了

一些机智技巧 ,把效果弄得富于喜剧气氛。

同时 ,这一反驳也是无力的。它毁坏的只是论证的精确 ,无法阻挡粗糙论证得出粗糙结论 ,同时也没

有失去结论的大部分说服力。另一方面 ,对于这种观点本身 ,疑问的提出正是修正的契机。色拉叙马霍斯

接下来的一招就体现了这一点 :他提出“严格讲来 ”。

色拉叙马霍斯没有否定苏格拉底提出的事实 (事实的特性在于它独立于人的承认与否 ,在论辩中否

定事实是愚蠢的 ) ,而用“严格 ”来确定了“强者 ”的所指范围。苏格拉底你没错 ,只是你那已在“强者 ”之

外 ,与我的论证无关。其实是修缮了词语与事实的联系 :不是用事实来证明某一语句 ,而是词语依据本身

的“严格 ”意义来拣选事实。

如是 ,他自觉论证已完备了。某种意义上来讲也的确如此 :“强者 ”,他能夺得统治权 ,能制定绝对有

利自己的法律 ,能让治下人都遵守 ,能给并只给那守法的人以“正义 ”之名 ;如此 ,方是“强者 ”;如此 ,“正义

即强者的利益 ”。但这与“所有父亲都是男性 ”有什么区别 ? 整个论证是一个形体巨大的同语反复 ,先验

正确。

看来 ,“强权正义论 ”可以满足了。尽管本质上是一堆概念的互相定义 ,论证让人的思维绕了一个大

圈 ,什么都没有说明。如此的“强者 ”,现实生活中有吗 ? 它真的有所指吗 ? 我们是在如此意义上使用“强

者 ”这一词的吗 ? 不管被逼还是自愿 ,他迷信了这一“强者 ”的定义 ,也被这个“强者 ”魅惑了。尽管 ,他表

面的自信还部分来自 ,整个的同语反复的确与一些事实相连。

当然这还没有迎接苏格拉底的下一轮反驳 :对“统治 ”的重新解释。

212　苏格拉底关于“统治 ”的自证

他的论证分两部分 ,如下 :

A A 航海术、医术

B 任何技艺都支配它的对象 ,为它的对象服务

C统治术为老百姓的利益服务

B A 医术、航海术、挣钱技术

B 各种技艺都有其独特的功能 ,有其特殊的利益

C统治术的功能是为百姓服务 ,统治者得报酬是用了挣钱之术

先看看它的反驳效果。虽然整个论述表面有点脱离“强权正义论 ”,但它还是圆满的揭示了事实。苏

格拉底没有直接讲“强权正义论 ”哪不对 ,也没阐述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正义 ”到底是什么 ,而是对“统治 ”

“统治者 ”做另一种分析。潜台词似乎是 :色拉叙马霍斯你可以“严格 ”的讲“强者 ”如何如何 ,我也“严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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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来讲讲“统治者 ”如何如何 ,你那所谓的“统治者 ”根本不是真正的“统治者 ”,从而 ,你的整套学说都是

无效的。

苏格拉底全部论说的起点与背景是 ,将“统治 ”设定为一项“技艺 ”。如果说语言总是对应于某些事

实 ,“统治是一项技艺 ”就有点让人难以理解了。不能讲它与事实相符 ,也无法说它与事实不符。其本身

更多的是一种修辞。当然 ,通常的讲 ,这代表一种看待问题的角度。一般情况下 ,我们把航海术、医术都放

到“技艺 ”里边 ,但“统治 ”———然而 ,苏格拉底用“语言 ”把它们联系起来了。这一表达的魅惑 ,足以让整

个世界在苏格拉底心中重构。

再看看他的论证方式。

两段论证的结构是一样的 :先从某些个别的为人熟知的例子引出一个结论 ,作为下一步推理的大前

提 ,再把这一前提运用到已被看作是“技艺 ”之一的“统治 ”上。

大前提的得出 ,光从行文看 ,带了点归纳的痕迹 ;但大前提本身更多的是对事实的规定 ,而非描述。也

就是说 ,事实不能证实或证伪它 ,相反 ,事实应按它的规定来解释。如“技艺为对象服务 ”,可以把凡称为

“技艺 ”的各类东西找出来 ,它们各有对象 ,那么它们是否为对象服务呢 ? “有些技艺差的人让对象受苦 ”:

这是人没有掌握好技术 ,技艺本身到正是为对象好的。“学艺的人可是为挣钱而学的 ”:这正用得上下一

条“每种技艺都有它特殊的功能 ”,得钱是因为还用了额外的“挣钱之术 ”。技艺有多少种 ? 什么样的才叫

“技 ”艺 ? 同一件事里可以有多少种“技艺 ”? 这都没法弄清。似乎 ,你能给它安个名儿 ,它就是一项“技

艺 ”。

这样的前提的确在表达一些与事实相关的内容 ,但它们不说明事实是什么 ,而是讲事实背后的“为什

么 ”。它们不会随事实的变化而变化 ,只是把事实纳到自己的名下 ,重新组织。

如此 ,最终的结论看似由可靠的大前提与小前提 (统治是一项技艺 )得出 ,其实只是类比 ,将统治类比

于医术、航海术。类比更本质上只是一种修辞。这种修辞更早的开始于把统治比为技艺。

然而 ,苏格拉底的论证还是有说服力的 ,这不仅在于它给出了一种解释的结构 ,更在于它的行文表述

方式 ,能让人轻松滑入其间而不自知。

语言本身在这里使人陷入一种处境 :它完满的表达了人心中的情绪 ,并无损于事实 ;只是 ,大伙很少自

然的如此行动 ,自然的如此思考。

总起来看一下苏格拉底的这个驳论。它的确反击了色拉叙马霍斯 ,用自己的正确 (圆满论证 )表明色

拉叙马霍斯的错误 ,抽掉了对手论证的一块基石。

另一方面 ,这种反驳也是无力的。它另起炉灶 ,逃避了正面迎击。对于第三者 ,尽管其表达方式让人

易于接受 ,但实质只是提供一种选择的可能。它与“强权正义论 ”相互平行 ,也即相互否定。它们给彼此

的杀伤力在纯论证上是相当的。

于是 ,整个讨论最后集中到一个比喻上 :

213　牧羊的比喻

两人对之各有自己的解释。

在色拉叙马霍斯看来 ,牧羊人把羊养得肥肥的就是为了吃它的肉 ,无论牧羊人对羊做什么 ,都只是为

了他自己可以安安稳稳的享受美味的羊肉。注定了 ,人是强者 ,羊是弱者 ;人吃羊 ,羊被人吃 ,天经地义。

并且 ,这便是“正义 ”。

苏格拉底则认为 ,牧羊是一项“技艺 ”,它是全心全意为羊儿服务的 ,是谋求怎样让羊儿吃得好 ,睡得

好 ,健健康康不生病。至于牧羊人吃羊肉 ,那是他运用了“得羊肉术 ”。同理 ,统治是为老百姓服务的 ,统

治者的报酬是“挣钱之术 ”带来的 ,非法财物大概是“得不义之财术 ”弄来的。

牧羊与吃羊肉大概不会因为苏格拉底与色拉叙马霍斯的激烈辩论 ,而本身变化不定。但他们俩的确

在争些东西 ,而我们也确乎随他们的争论在改变些什么。我们对事情的看法在变化 ,或者事情在我们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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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存在形式在改变。

两种讲法各不相同 ,互相排斥 ,但描述的是同一个事实。两者之外是否还有别的或更多的解释 ? 它们

的内部或许存在一些问题 ,但他们讲起来都那么自信。似乎每套理论都自成体系 ,在体系内玩自己的语言

游戏。那么 ,真理是什么 ? 存在关于事实的唯一的真理吗 ?

真理若一定要用语言来表述 ,是否难逃语言对它的束缚甚至篡改 ? 对于苏格拉底与色拉叙马霍斯来

说 ,“统治是一项技艺 ”与“强者 ”,到底是帮助了他们认识真理 ,还是误导了他们对事实的认识 ? 但有一点

是肯定的 ,如此言说的魅力把他们迷惑了。

人通过语言来认识世界 ,但久久居于语言的人过重的依赖了语言 ,经常受到语言的魅惑。对事实的解

说变得比事实本身更重要。是对事实的解说 ,而不是事实本身 ,给人一种归宿的家园感。

接下来是有关个人正义的讨论。

214　色拉叙马霍斯对个人正义的看法

很遗憾他的一大堆话似乎都是在发牢骚 :正义太艰难了 ,总是与利益冲突 ,并很可能得不到正义之名。

正义唯一的好处就那一点名声 ,可常被不义之徒夺走。正义太难以致最好不要。

色拉叙马霍斯还是在“正义 ”两字上安了太多的东西 ,正义从未表白过自己是康庄大道 ,或许它本来

就是条昏暗的荆棘路 (只是或许通向美丽的玫瑰园 ,可谁知它有多长 ?) ;或许如基督教中 ,要背着沉重的

十字架跟随人子才进得永生。

“正义”到底是什么 ? 最直观的 ,就是那两个字。但它太有魅惑力了 ,它一定代表很多很多很重要的

东西。最起码 ,生活于语言中的人的确这么觉得。

看看苏格拉底对个人正义的论述 :

215　“正义是智慧与善 ”的论证

A 性质相同的人相类 ,性质不同的人不相类

B 音乐家、医生、有知识的人

C又聪明又好的人 ,不愿超过和自己同类的人 ,但愿超过跟自己不同类而且相反的人 ;反之一然

D 正义者不愿超过同类只愿超过不同类的人

E正义的人又聪明又好

F正义是智慧与善

216　正义者生活好

A 事物能发挥它的功能 ,由于其特有的德性

B 心灵特有的德性是正义

C正义的人生活好

这两者论证的具体方式与前面第二点有关统治者的论证大同小异 ,先得出大前提再把小前提套进去 ,

故而对论证方式的分析略去。

对于第五点 ,这里对性质的论证是通过对人的论证实现的 ,但“正义 ”与“正义的人 ”中的“正义 ”是否

是一回事呢 ? 能否轻易的把用在“正义的人 ”身上的词同样的用到“正义 ”上呢 ? 看似是同样一个“正

义 ”。

第六点中 ,“正义的人生活好 ”,似乎是一个可用事实检验的命题 ,但在苏格拉底这成了一个超乎经验

的规定性命题 ,它可由语言论证出来。其中最关键的是“正义是心灵的德性 ”。正如“统治是一项技艺 ”一

样 ,这只是一种语言的规定 ,一种极具魅惑的规定。

到此 ,整个论辩结束了。色拉叙马霍斯看起来输了 ,但更细致的分析只表明他俩看问题的角度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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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表述不一样。面对的是同样的世界同样的人 ,同样心中有火 ,色拉叙马霍斯进行的是粗暴庸俗的解释 ,

而苏格拉底则给它做了一番细致的装饰 ,虽让它开始有点宜人耳目 ,但也给自己选了一条艰难的生活之

路。

诚然 ,不管这场论辩的结论如何 ,事实本身依旧是事实。可问题是 ,这些事实在听者或说者的心中 ,其

印象随之改变了。更进一步的是 ,在他们以后的生活中 ,这些印象给出一种莫名的向导力量 ,使他们的行

动造就出一些新的事实 ,这些事实直接服务于那种找不到“事实证据 ”的论说。

当然 ,苏格拉底是知道这种力量的 ,他在文中反复强调“正义 ”问题的重要性 :“正义比金子的价值更

高 ”(336E) ,“你以为你说的是件小事吗 ? 它牵涉到每个人一生的道路问题 ”( 344E) ,“我们应该慎重考

虑 ,这并不是一件小事 ,而是一个人该怎样采取正当的方式来生活的大事 ”(352D)。

3　讨论

通过全篇的分析 ,我想提出的问题是 ,这到底是思想 (真理 )的力量 ,还是语言的力量 ?

或许 ,更多的时候 ,我们不是用行动检验某些表述 ,而只是因为某些表述我们才如此行动。人通过语

言来认识这个世界 ,通过语言来理解这个世界 ,而且通过语言来接受这个世界。如此 ,人更在乎的已不是

这个世界确切的讲是怎么回事 ,而是这个世界被如何解释。人活在世界之中 ,不存在选择对之的接受与不

接受 ,那语言只是使人接受世界的意义 ,只是给人一种情绪 ,或隔膜 ,或悦纳。

人活在语言的魅惑中 ,但离开这种魅惑 ,生活的归宿又在哪呢 ?

参考文献 :

[ 1 ]理想国 [M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2002.

[ 2 ]欧美哲学通史———现代哲学卷 [M ].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 2003.

A Powerful Enchantment of Language———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language”of Socrates’refuta tion
aga inst“The Theory of Power Justice”in The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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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the change of the direction of linguistics”was made, a variety of theories on language

have been worked out based on the western philosophy. The second half of The Public (Volume I) focuses on a

discussion on“The Theory of Power Justice”between Socrates and Thrasymachus. The p resent paper attemp ts to

make an analysis of the discus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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