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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对话向文学性对话的转变 
—— 关于“苏格拉底对话”与“梅尼普讽刺”的再探析 

 

廖慈惠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大学英语部，广东广州  510665) 

 

摘  要：在西方哲学史上，对话性影响深远。“苏格拉底对话”是辩证法对话，它认为真理产生于寻求

真理的人们的对话中。作为智者发现真理的一种方法，它把深奥的人生哲理大众化，是“助产术”式

的。“梅尼普讽刺”在传承“苏格拉底对话”的同时将它做了民间还原，其言谈或创作方式更加世俗化；

它以戏拟现实为手法展现的“非圣无法”、“疾虚妄”的喜剧性，显示其对话的文学性特征。从“苏格

拉底对话”至“梅尼普讽刺”，对话性经历了从初期辩证法的实践对话到文学性喜剧式对话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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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话性，巴赫金如此阐述：它指话语（包括口头语和书面语）中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相

互作用的声音，它们形成同意和反驳、肯定和否定、保留和发挥、判定和补充以及问和答等言语

关系[1]242。较早的英语词典对“对话性（dialogism）”的释义，一个是“A feigned speech between two 

or more”①，另一个是“An imaginary speech or discussion between two or more; dialogue”②。两者

基本上均指在两人或多人之间进行的谈话或讨论，其中的“feigned”和“imaginary”两词意谓“虚

构的”、“想象中的”，显示“dialogism”是抽象名词。其实，自从有对话形式出现以来，对话性

在其后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具有了不同的形与质，呈现阶段性特点。“苏格拉底对话”和“梅尼

普讽刺”是对话性流变过程中的两个重要阶段，它们前后相连，后者传承了前者，而与前者又有

本质上的区别。在巴赫金看来，它们隶属古代庄谐体的两种体裁。“苏格拉底对话”对比不同意

见、激活、引发式的争辩和“梅尼普讽刺”笑谑、杂多性、虚幻般的闹剧等[2]159-177，均深刻渗透

着狂欢化的世界感受。巴赫金的阐释是立足于文学形式的探讨，其目的是追溯狂欢体小说的源头。

显然，决定巴赫金观点的原因在于他的出发点、目的性，以及他当时身处专制压抑的前苏联社会

而试图迂回地寄情于庄谐狂欢体以表达思想。我们认为，“苏格拉底对话”更是一种初期的哲学

辩证法对话，而“梅尼普讽刺”则是文学性的喜剧式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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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苏格拉底对话”是辩证法（dialectics）的初期实践 

在哲学史上，辩证法最早源于古希腊的论辩传统，其最原初的意思是指一种“对话”的思想

方法，即通过对话，通过相互的论辩来揭示命题或事物的矛盾，并从矛盾中得出某种相对确定的

结论。公元前 5 世纪，雅典著名的智者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命题，认为判断是非善

恶的标准，只能是个人的感觉和利害关系。他的思想为当时的民主制提供了理论根据，但也导致

否认客观真理的存在。这种相对主义思想发展到极端，产生了智者高尔吉亚的怀疑论和不可知论。

智者的思想在政治上虽然起过进步作用，但却是古希腊哲学最初的带有主观唯心主义色彩的哲

学。苏格拉底反对智者的相对主义，认为客观真理是存在的，他要为各种伦理道德范畴寻求普遍

的定义。他反对用灌输知识的方法教育青年，主张用论辩诘难找出对方论证中矛盾的方法，启发

人们自觉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于是，就有了“苏格拉底对话”。 

（一）“苏格拉底对话”的方法与特征 

“苏格拉底对话”（下称“对话”）是源于苏格拉底言行的一种古老的民间体裁，这种体裁形

成的基础，是苏格拉底关于真理及人们对真理的思考都具有对话本质这一见解。苏格拉底把通过

对话寻求真理同郑重的独白对立起来，认为真理不是产生和存在于某个人的头脑里，而是在寻求

真理的人们的对话中产生。苏格拉底称该对话形式为“助产术”，这是一种辩证法式的“对话—

问答法”，其过程主要包括 4 个步骤：反讽——在对话过程中通过不断诘问揭露对方谈话中的矛

盾，使其陷入“自知自己无知”的境遇；归纳——通过双方对片面意见的层层否证，抵达相对普

遍的、确定的真理；诱导——通过启发、比拟等方式诱导对方回忆蕴藏于其意识中的思想，进而

考察这些思想的真伪；定义——对“善”等的共同性质做出的概括性说明。对话内容的各步骤环

环紧扣、密切相关，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的过程体。关于“对话”的方法，巴赫金认为：“对话”

的思想交锋与考验通常都是在边缘性情境中展开的[2]157。边缘在这里有两重意思：首先，两个不

同话语主体的遇合构成具体的对话语境，一方话语的终结，意味着另一方话语的开始，双方话语

的来回往复贯穿着整个对话的过程。这种主体间的不断置换形成了话语的边界或边缘。其次，苏

格拉底还有意识地设置一些边缘性场景，将对方引入这一场景中，这类场景常常是一些非常的生

活情境，甚至带有钻牛角尖的味道。柏拉图《对话录》中的《斐多》记叙苏格拉底在雅典狱中饮

鸩受刑前，与其门徒就如何对待生死和灵魂等问题进行讨论，从而围绕灵魂不朽进行了一场对话。

在全篇的对话中，关于主题灵魂不朽的论证从多个角度反复展开。其中，由“双数”推至“灵魂

是不朽的”那个对话片段[3]，最能体现“助产术”的运用。 

整体上看，苏格拉底过程体式的“对话—问答法”主要体现了 4 种特征：其一，平等性。当

德尔菲神庙祭司传下神谕说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时他不是沾沾自喜，而是在与所谓的智慧

之人对话交谈中去验证这一神谕。后来他发现那些名气最大的人恰恰最愚蠢，而自己之所以被神

谕为最有智慧者恰恰在于“自知自己无知”。“自知自己无知”，而不以有知者自居，从而使得他

与对话者保持地位上的相对平等性，这样的对话就不是教师训诫和智者炫耀式的，而是基于主体

间性的理论基础之上的主体与主体的对等交心。其二，过程性。苏格拉底的“对话—问答法”注

重的是对话过程本身，而不太要求有绝对的一致结论。《美诺篇》中，苏格拉底在与美诺讨论德

性可不可教这一问题的过程中，通过一系列的认同、反驳和诘难得出结论：如果德性是知识它就

可教，如果德性不是知识它就不可教。后来苏格拉底在暂且接受美诺德性是知识的假设前提下继



 

廖慈惠：辩证法对话向文学性对话的转变 31

续追问，若德性可教，就要有能够教它的老师和能够学它的学生，在苏格拉底看来，这样的老师

和学生在现实中都难以找到，最后谈话只能无果而终，这也为后人解读苏格拉底关于德性与知识

间的关系问题的论述留下巨大的张力和发挥空间。其三，开放性。苏格拉底的“对话—问答法”

并没有预设任何先在的前提，只凭双方对话问题的内在逻辑把对话导向某个越来越敞亮的境域。

就此而论，“对话辩证法已不是一种达到某种目标的工具性手段和方法，而是人的最为基本最为

原始的存在方式”[4]。其四，目的性。虽然“对话”从来就没有预设任何先在的前提，其与对话

者的对话过程完全是由对话双方的共同问题之内在逻辑牵引着前进，但是“对话”并不是毫无目

的的。作为对话的引导者，苏格拉底引导、参与对话活动的最终目的就是力图把对话导向善本身、

美本身和虔诚本身。在他看来，“只有辩证法才是惟一的这样一种研究方法，它不需要假设而直

接上升到第一原理本身，并且就在那里得到证实”[5]。就是说，“对话”执着于一个明确的目的，

达到事物的普遍定义，抵达善的真理高度。 

（二）苏格拉底对话的涵义与局限性 

柏拉图所著的苏格拉底《对话录》包括《克力同》、《斐多》和《美诺》等共约 30 篇。从《对

话录》中，我们可以抽象出“对话”的两层主要涵义：“第一，‘对话’意味着辩证法。”“第二，

辩证法意味着‘正反’。”[6]苏格拉底通过一问一答的对话，将论题层层推进，最后得出真理。辩

证法就是通过对话达到真理的方法，对话性表现了古希腊辩证法的精髓。在对话中，苏格拉底总

是佯装自己无知，而与别人唱反调。通过对立双方的辩论，真理最终脱颖而出。就此而言，辩证

法是通过辩论逼出真理的逻辑，这也体现出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对话具有平等性。“对话”是西方

哲学发展的伟大转折，苏格拉底把哲学研究的对象由天上拉回了人间，“辩证法”则是实现这一

转折的基本方法。虽然就真正意义的“辩证法”而言，是在柏拉图那里才成为体系的，但“辩证

法”的原则在苏格拉底那里已基本具备并大规模用于实践了。 

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对话，对于人类抽象思维水平的提高，无疑具有极其重大的推进作用。

但抛开人类认识发展的具象性和历史性，“片面追求‘终极真理’，又使‘辩证法’最终蜕变成否

定人类认识能力、为神学张目的精神堕胎术”[7]。亚里士多德曾指出：“有两样东西完全可以归功

于苏格拉底，这就是归纳论证和一般定义。”[8]“归纳论证和寻求一般定义”，就是从现象、个别

和特殊出发，通过一次次的诘难，逐步剥离那些个别的、特殊的、有矛盾的东西，从而达到最一

般的认识。“助产术”就是“归纳论证和寻求一般定义”的最基本的手段。“助产术”的目的在于

获得绝对普遍的知识，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讲的追求“一般定义”。但人类认识的历史性和复杂

性决定了“定义”追求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在人类认识的任何阶段，要获得“绝对真理”和“一

般定义”都是不可能的。苏格拉底把“知”等同于“一般定义”的获得，混淆了具体知识和一般

知识的关系，成为“助产术”沦为“堕胎术”的认识论根源。苏格拉底一再强调，无人想要自己

不幸或故意坑害自己，所以“无人自愿作恶”，人们之所以作恶完全是出于“无知”，认识到善是

什么的人，就会自觉行善。这实际上是主张“知行合一”，混淆了“知”与“行”的区别。当然，

在认识发展史上，苏格拉底的“助产术”不断地促使人们自省，从无知中去求知，它横扫了认识

的“权威”和教条，生动地指出了获得真理的艰辛。 

总体上看，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对话开创了思想领域一种全新的体裁，为辩证法的传播提供了

最佳方式。并且，它让思想通过对话加强交流沟通，进行辩驳论析，生动地体现了哲学的诗情画

意。即使在后来，本义上的“苏格拉底对话”已经衰退，但它的内在精神却在许多变体中得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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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光大。其中最典型的变体是“梅尼普讽刺”。 

二、“梅尼普讽刺”：一种文学性的喜剧式对话 

关于梅尼普和“梅尼普讽刺”（希腊文 Saturae Menippeae，周作人译作“墨尼波斯杂体诗”），

王建纲有一段摘录的简要说明：“梅尼普斯（Menippus，约公元前 250 年）的著述，亦庄亦谐。”

“他不理会哲学的系统性，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讽刺作家：‘隐藏着的一笑就咬人的狗。’受到喜剧、

滑稽剧和笑剧的启发，成了以他命名的讽刺文学的创始人，法罗（Varro）在他的《萨图拉·梅尼

庇埃》里，塞涅卡在他的《阿波科罗沁托西斯》里模仿了他，尤其是卢奇安，他的不少作品都模

仿他。”[9]在《卢奇安对话集》（下称《对话集》）里，无论是神话人物和历史人物形象，还是对这

些人物形象的表现、理解和评价，其出发点都具有相当显著、鲜明的时代性。这就表现出了一种

与古希腊史诗和悲剧截然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在古希腊、罗马的史诗和悲剧里，人们谈论众神

和过去的岁月总是充满着虔诚和敬意。然而，《对话集》中的神话和历史被有意现实化、时代化

的艺术表现形式，使得似乎一切都翻了个样，到处充满着种种闹剧、古怪行径、不得体的话语和

那种有悖常理的准则和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话集》中那种摆脱成法和规范的艺术表现形

式的‘异端性’，正是那个正在衰败和解体时代的最充分的体现”[10]。“梅尼普讽刺”采用以神话

和历史戏拟（parody）现实的手法，以“非圣无法”、“疾虚妄”为特征，诗文杂糅，活现了喜剧

的生动。 

（一）《卢奇安对话集》以戏拟手法表现的“非圣无法”、“疾虚妄”特征 

卢奇安（罗念生译为琉善），公元前 2 世纪的希腊诗人，一个怀疑主义者。他的文章多揭露

和讽刺虚妄与伪善，文笔犀利带有犬儒色彩。卢奇安的哲学思想主要是借对话体形式来表述的，

在这一点上，他无疑是苏格拉底的传人。但他不仅用对话形式来探讨哲学问题，而且也用它来针

砭日常生活中的凡人小事。为了达到这一效果，他创造了一种短小的讽刺性喜剧形式，这正是“梅

尼普讽刺”写作风格的代表。在《对话集》中，运用得最充分、最精彩的则是“戏拟”这种讽刺

手法。其中《出售哲学》所讲述的是，天神宙斯和海尔梅斯带着卢奇安同时代的 9 个哲学流派的

代表人物降到雅典市场进行公开的拍卖。在开头宙斯和海尔梅斯的一段对话[11]中，作者把神降扮

为人，此时天神宙斯和海尔梅斯的话语、声调和风格完全是一幅小贩的作派。这是一个神人混杂

的世界，买者的一方都是凡人，他们以自己手中的金钱与天神讨价还价。更有趣的是，在这里被

拍卖的乃是古代的许多哲学家，可以说是对这些哲学大家们的一个绝妙的讥嘲。《死人对话》中，

哲学家皮塔戈剌斯自称有“金色的大腿”，而且“戒吃蚕豆”，因为他认为“吃了蚕豆等于吃了祖

父的头”。墨尼波斯在冥府中碰见他时，与他进行的一段对话[12]130 即作者以戏拟手法，讽刺了皮

塔戈剌斯“金色的大腿”、“戒吃蚕豆”等无稽之说。 

《对话集》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对一切外表“神圣”而实质虚假的事物的讽刺，对当时社会

上盛行的宗教、迷信及知识上的无稽之说的全面揭露，此所谓“疾虚妄”。卢奇安生活的罗马帝

国后期，希腊本土的奥林匹斯宗教尚未退出历史舞台，而源自东方的基督教正在兴起；社会上利

用宗教迷信装神弄鬼的巫师、术士等招摇过市。卢奇安对此一一加以批驳。《对话集》对以宙斯

为首的奥林匹斯众神的“胡作非为”生活的刻画，从事实上消解了他们的神圣感与道德感（《诸

神对话》、《海神对话》）；通过层层的推理与诘难，从理论上否认了希腊神灵存在的可能性与必要

性（《宙斯被盘问》、《宙斯唱悲剧》）。此乃“非圣无法”的极致之作。不仅如此，卢奇安还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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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社会上流行的鬼神迷信和不良风俗，反对敬鬼神、行祭祀、厚葬等陋习（《爱说诳的人》、《关

于丧事》等）。与社会上盛行的宗教迷信相似，在知识界也充斥着虚妄。雅典时代“爱智”的哲

学流派到此时已趋末流，他们杜撰出各种荒诞不经的“学说”。卢奇安毫不客气地对这些学派不

合常理的无稽之说加以戏拟揶揄，嘲笑哲学家、历史学家的胡说八道，揭露他们名为“爱智”实

则贪财的本质（《死人对话》、《墨尼波斯》和《拍卖学派》等）。卢奇安对那个时代的一切“虚妄”

作了淋漓尽致的指斥，并且对迷信邪说绝不盲从，最大限度地保持自己的独立判断。绝不妥协的

批判精神和睿智的洞察力，使得“卢奇安成为他那个时代少有的清醒者、揭发者与批判者”[13]。 

（二）《卢奇安对话集》亦庄亦谐的笑谑风格 

《对话集》中的《死人占卜》是直接以梅尼普为主人公并模仿其写作风格写成的，读者从中

可以获知梅尼普讽刺的概略。《死人占卜》诗文杂糅，尤其是套用史诗、悲剧等严肃体裁中现成

的诗句，并将它们嵌进轻松的日常对话性的散文体中，形成了亦庄亦谐的笑谑风格。下面是墨尼

波斯与友人的一段对话[12]489-490： 

友人：这是那犬儒墨尼波斯么？的确这不是别人，假如我没有看错。这完全是墨尼

波斯。 

墨尼波斯：我从那死人的洞穴，从黑暗的门里出来，冥王在那里离开了诸神住着。 

友人：赫刺坷勒呵，难道是墨尼波斯死了我们不知道。现在却是重新活了过来？ 

墨尼波斯：不，却是活着，我到了冥王那里。 

这里不仅墨尼波斯的形象具有诙谐的一面，友人的话语也同样充满了调侃与嘲弄的意味，整

个作品都充满了笑声。此所谓把辛辣的批判锋芒加以艺术的节制。在巴赫金看来，“梅尼普讽刺”

是一种狂欢化了的体裁[1]175。狂欢化是一种揭露性的艺术视角，“颠倒看”，正面反面一起看，使

习以为常、熟视无睹的“新社会”与“新人”的生活受到了质疑，一切变得都具有相对性与两重

性。“这种体裁根植于狂欢体的民间文学，它对希腊文学、罗马文学、拜占廷文学有决定性的影

响。”[14]在莎士比亚悲剧《雅典的泰门》中有卢奇安的痕迹，一般认为莎士比亚是从间接的来源

看到他的书。这个被狂欢化了的体裁由于它的灵活善变，还善于渗透到其它体裁之中，因此对后

世文学的发展有过相当大的影响。 

三、结  语 

“苏格拉底对话”与“梅尼普讽刺”，在对话形式上均是外显性的。通过对比，我们发现二

者存在着明显差异。“苏格拉底对话”的思辨性更强，崇尚思想的深刻性和逻辑的严密性，是说

理式的，但又可以富有生活情趣，可以根据具体情景展开对话，似乎人人都可以参与。它是哲人

们进行哲学思考的一种方法，又是大众化哲学的辩证法对话。并且，“苏格拉底对话”实际上孕

育了后来文学中的思想形象，虽然这种思想的形象还带有混合的性质。“梅尼普讽刺”在传承“苏

格拉底对话”的同时，将其做了民间还原，呈现出世俗化更加明显、言谈或创作方式更加大众化

的特征。“梅尼普讽刺”广泛采用各种插入文体，如故事、书信、演说和筵席交谈等，甚至包括

一些严肃庄重的文体，使得它成为文体的狂欢广场。戏拟、笑谑是“梅尼普讽刺”这种喜剧文学

形式的主要内容。从“苏格拉底对话”至“梅尼普讽刺”，对话性经历了从初期辩证法实践对话

到文学性喜剧式对话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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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from Dialectical Dialogues to Literary Dialogues 

—— More Exploration of “Socratic Dialogues” 

and “Menippean Sat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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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alogism has had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Socratic 

Dialogues”, which claimed that truth exists in the dialogues during the course of interlocutors seeking after 

the truth, are dialectical dialogues. These dialectical dialogues, which popularized the profound philosophy of 

life, are midwifery way of finding and revealing truth for sages. While inheriting the essence of “Socratic 

Dialogues”, “Menippean Satire” restored its characters of speech and mode of writing to a more popular level. 

“Menippean Satire” challenged authorities, flouted the law and criticized false things by employing parody of 

reality. And the comic characteristics of “Menippean Satire” reflected the literary features of its dialogues. 

From “Socratic Dialogues” to “Menippean Satire”, dialogism underwent the change from the initial dialectic 

dialogues practices to the comic literary dialog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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