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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历史哲学的概念由伏尔泰提出后, 至今已是一个多义的概念,详考伏尔泰的著作, 发现他是在用

理性去思考人类历史 过程 的含义上首创这一术语的。其内涵特征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在认识历史时应

倡导科学方法,反对宗教迷信; 人类真正的历史是理性战胜宗教迷信的历史; 历史的真实生动在于它的风俗和

文化;人类风俗文化既有多元性, 又体现于理性的共同性之中。

[关键词]伏尔泰 历史 历史哲学

中图分类号: B565 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6983( 2001) 05- 0001- 05

一、历史哲学的初次提出

及其歧意
在西方学术史上, 人们普遍认为是伏尔泰首

先使用了 历史哲学 的概念。1769年, 伏尔泰将

1765年完成的 历史哲学 ,作为 风俗论 一书的

序言附在新版中发表, 一方面是对他之前所完成

的 风俗论 的补充, 同时其中也表达他对历史研

究的结果和观点。另外,在之前的 1753 年, 莱辛

在 福斯报 中报导伏尔泰的 风俗论 时评论说

过, 伏尔泰是将哲学带入历史的第一个人。[ 1] 于

是在西方学术史上, 人们认为是伏尔泰首先使用

了 历史哲学 一词。我国学者在译介西方史学

时,接受和延袭了这一概念。如解 放以来第一部

详细介绍西方史学史的学者郭圣铬在其 西方史

学史概要 一书中说: 伏尔泰第一个走上了新的

道路 他把哲学家的明灯带进了幽暗的历史档案

里。
[ 2]

然而, 西方学者关于伏尔泰是不是历史哲学

家,历来就有不同的看法。卡西勒说:伏尔泰发现

了历史 的法则, 因为伏尔泰的目的正是把历史

提高到超出 过分人格化 、偶然事件和纯粹个人

的水准。 在于文明进步和它的诸因素的内在

关系。[ 3] 认为伏尔泰是历史哲学家。持相反意

见的如科普来顿,他说:在 历史哲学 这个术语的

任何意义上说 , 这篇论文也少有哲学性 。因为

伏尔泰谈论 需要以哲学 精神写历史的时侯, 他

指的是需要排除传说和神话。 当然伏尔泰首

要的是要求, 应把超自然的解释上并清除出去。

以哲学家精神写历史就是以哲学家 启蒙时代的

人 的精神写历史。[ 4]

对伏尔泰是否是历史哲学家的讨论, 实际上

是一个人们怎样理解伏尔泰所说有 历史哲学 概

念的内涵问题。按照今天人们赋予它的意义,是

有歧意的。罗素说: 从伏尔泰以后,历史 学是各

种敌对的哲学斗争的舞台。[ 5] 这句话恰当地指

出了今天人们对伏尔泰历史哲学概念理解上的含

混不清。事实表明, 以后各种历史哲学流派都在

其中找到自己的根据,如认识、论者、方法论者、意

义论者。

今天我们意义上的所谓历史哲学,西方学者

对此有不同的理解。它有着较古典和现代的两种

认识。就前者而言, 它习惯性地用来意指那些总

体性的、有关历史事件的模式和意义所进行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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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而非经验的研究。 是历史的思考的考察罢

了 [ 6]讨论的内容是 1. 历史进步的条件和性质;

2.解释构成文明的各种具体因素 。[ 7] 是对世界

历史用综合考查, 比较研究而概括出的一些带根

本规律的东西。 是剖析社会历史现象的哲学概

括的一种社会历史理论。
[ 8]
这种理论是从赫尔

德- 康德,由黑格尔发展到极至,今天在汤因比之

后已式微的一种理论。

19世纪后期以降, 西方学者赋予了 历史哲

学 的现代含义,它被用来意指那种对历史知识的

性质和历史解释的方法的研究。[ 9] 它包含了从专

业上可以叫做历史方法论和历史逻辑的涵义。当

然,这是一个相当现代的发展了的含义。它是自

德国学者狄尔泰 起到今天仍然成主流的 分析的

历史哲学 。

二、伏尔泰的历史哲学辨析

用今天 历史哲学 的含义, 伏尔泰肯定不是

历史哲学家。同样, 以此指称他的 历史哲学 ,与

伏尔泰使用这个词的初衷也是不相符的。事实

上,伏尔泰并未象黑格尔那样创立一种系统的历

史哲学体系,也未在自己的研究中去反思作为知

识的历史的性质及对它认识的方法。

追本溯源, 历史哲学 正如伏尔泰所说: 是

从哲学家的角度阅读历史 、
[ 10]
像 莱布尼兹用

哲学来阐明历史。[ 11]普希金似乎对此深得要领,

说伏尔泰 将哲学的明灯照亮了黑暗的历史角

落。[ 12]实际上这是伏尔泰本人说的: 要阅读基

督教民族的人文精神的历史, 必须上溯到君士坦

丁时代,甚至之前。这是一个黑夜、必须点燃所需

要的火炬 。[ 13] 这个火炬显然就是普希金所说的

哲学的明灯 。

那么,伏尔泰所倡言的 哲学明灯 之哲学所

指何谓? 从伏尔泰大量的历史研究看来,其内涵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是与宗教迷信不同的科学方法。他说: 真正

的哲学,在 16世纪行将结束时,才开始光照人间:

伽利略是第一位让物理学和智慧的语言(而非宗

教权威和迷信 作者注)说话的人 伽利略

只讲确定的和可以理解的事物的这种无可比拟的

优点 ; 宗教纠纷延续而不是加速了理性的发

展。 。[ 14]他是用科学的精神和方法来研究

历史。如在对待基督教神学时,他说: 这种谬误,

哲学斥之为非,也经不起批判。[ 15]

是历史理性的另一种表述。伏尔泰用 哲学

家国王 来表达他赞美的历史。哲学家国王是什

么样的哲学? 指具有理性性的、管理国家的合理

方式;如安顿尼、马可 奥里略、尤里安、诃伦、阿尔

弗烈德或在东方发现的哲学家国王,
[ 16]
而非一个

哲学家的国王, 因为后者尽管能够 学会当时所能

掌握的各种知识,但是不能完成帝王的职责。如

路易国王 他宁肯与著名的第谷一起研究天文学,

而不宁愿去操持匈亚利和波希米亚的政务。
[ 17]

总之,历史哲学是运用理性的方式思考、解释

历史。对此黑格尔说道: 哲学用以观察历史的眼

光的唯一 思想 便是 理性 这个简单的概念。
[ 18]
理性便成为伏尔泰历史哲学的本质特征。

对伏尔泰历史哲学发生的歧意,关键就在对

哲学 的分歧上。为后世学者论争得最多的焦点

也正体现在 伏尔泰的历史观具有反历史的倾向

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这涉及到什么是历史这一

史学的根本问题。反历史倾向一说,是 19世纪浪

漫主义运动在历史领域中反对启蒙哲学时创造的

一个战斗的口号。如柯林伍德论说: 把历史的任

何一个阶段都看作是全然非理性的, 就不是作为

一个历史学家在观察它, 他们不是为着历史

本身而对历史充分感到兴趣, 并要坚持重建荒昧

和遥远时代的历史这一工作。 [ 19]

这一判断是建立在伏尔泰对古代史的真实性

的怀疑之上的。的确, 伏尔泰宣称,早于 18世纪

末以前的事件是不可能得到有可靠依据的历史知

识的。他说: 1700年以来, 我们的历史中有多少

骗人的东西、错误的记载和令人呕心的蠢话! [ 20]

我们不能因为他怀疑古代历史的真实性从而就确

认他的史观是反历史的。他并不否认古代历史的

确定性, 他只对以宗教迷信观念所建构起的历史

抱怀疑态度。在他看来,再现古代历史的著作尤

其是越早的历史的著作, 宗教迷信的色彩越浓,

这充分地体现的他对人类最初的社会组织产生的

分析上。他从经验主义哲学的立场出发,就灵魂

与人类历史的产生、宗教观念与人类最初的社会

组织及社会结构的状况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指出

以往人们由于用错误的观念去解释历史而导致了

历史的迷信和迷信的历史,从而使古代的历史真



实性被淹没在迷信的虚假之中。迷信不除, 人类

的大部分过去。而且将来很长时间也仍将是荒谬

而愚蠢的 ,
[ 21]
只有拨开覆盖在其上的一头迷雾,

历史的真实才会显现。用他的话说, 历史的记忆

在 回到了未开化人类从本能出发的那个起点 时

才会有理性的人类昨天的真实再现, [ 22]就如对自

然史的了解一样: 关于世界的形成, 我们不可能

有可靠的了解,除非造物主亲自告诉我们。在一

定范围内我们可以确有握地前进。
[ 23]
这个本能

或造物主,即是理性。

可见,伏尔泰的 反历史 是反宗教迷信下的

历史,而寄希望于理性下的历史; 在他看来,体现

出理性的人类历史, 古往今来的一切生活都能视

之为真。东方尤其是中国绵绵不断的史籍所记录

下的源远流长的真确性便是证明, 因为那是一个

没有宗教迷信的国家。欧洲自罗马帝国灭亡以来

的,理性也在历史过程中 缓慢地成长 。从这个

意义上讲, 将他的历史观一概视为反历史 的, 就

未能全面反映出他的历史思想,因而是不正确的。

伏尔泰确定 真正的历史是理性的历史 ,因而也

就回答了历史学的对象。

说伏尔泰的反历史的另一个因素是因为其历

史学是时论的产物, 因为 把他的职业工具换成了

适于政治说服的修辞学的方法 。[ 24]这涉及到历

史学的价值或意义。历史是否有意义, 是现代史

学问题中论争最多的一个问题, 对历史学有意义

的质疑其基础是历史是否为真。卡尔说,历史学

不论是多有趣和富有教育意义, 不论对于生活中

的实践态度的形成是多么有价值, 却不能自命为

真理; 因为它所描述的事件从来都不是准确地象

它所描写的那样发生的。[ 25]伏尔泰历史哲学最鲜

明之处正是它宣告历史有意义。

伏尔泰所确认理性的历史是真实的, 更多地

展现在各民族的风俗文化之中, 从而确立了他历

史真实性的基础。于是认为, 一个真正的历史学

家的本职,不是为黑暗的过去和现在辩护,而是要

揭露人类统治者的罪恶; 一个具有健全理智的人,

在读历史时主要是纠正历史的错误, 他说: 我们

了解这段历史,只是为了蔑视这段 历史! 如果王

侯和个人都不愿从这么多野蛮朝代的剧烈变革中

获得教益,那么,最糟踏时间的就莫过于阅读历史

了。[ 26]历史哲学的目的就在强调研究历史的道

德和实践价值。

如他公然宣称他的历史哲学关心的是人类的

教育、是通过仔细阅读人类天才的著作来进行教

育。他认为读史是从中 得出自己的判断;用心思

考的人, 总是会 启发别人思考的 。[ 27]史书如果

能够引导人们思考, 那么 历史就是这么有用。他

例举道: 法王在 1525年被西班牙国王所俘虏, 这

至多是一件史实而已。如果你不满足此而对这段

史实加以深思, 法国最终未遭劫难是由于查理五

世面临着许多国际因素的制约。从历史中增长智

慧才是正确的学习方法。练人的心智, 辨别事非,

探索所以然,是历史学能做到的,因而历史学自身

的功绩也就是教育后人。他说: 这部书( 风俗

论 )所收集的全部盛衰变迁使我们深信,任何民

族直到顺利地建立起法律和立法权之前,从来都

是不幸的。除此而外, 我们还能从中获得什么更

大的教益呢?[ 28]为此孟德斯鸠说: 伏尔泰在精神

上是一个专为教士而写作的修道院历史学家。[ 29]

伏尔泰教导人们读史的方法, 实则在宣伸史

学的目的:写史不仅要完全反映事件的真象,更应

当注重探索事件的原因。例如路易十一没能利用

有利条件从英王手中夺回加来港, 反而向英王纳

贡以换取和平,这是一段为大家所熟知的历史;如

果历史写到这里并没有完成它的使命, 重要的是

要问一问路易十一为何要这样做? 进一步的研究

史实发现, 原来勃艮弟公爵会逞此机会联合英王

反对法王。由此看来法王的做法是十分策略的。

但是事情还没有完。历史明摆着, 弗朗索瓦 德

吉斯从英王玛丽手中讨回加来港时, 那时女王的

丈夫菲力普二世比路易十一世时的勃艮弟公爵可

怕得多。于是还得追问下去,有人从法王的性格

来寻找其行为的原因。

史学注重探索事件的原因。他又提出了一个

历史哲学的重大问题, 历史发展的规律。许多人

挪揄伏尔泰不过是一个历史决定论者。的确,他

坚持人性中有某种东西是永恒不变的, 如人的行

为出自一种成万古不变的本能,即同情和正义(理

性)。[ 30]这是他规律论的哲学基础。他说: 现在

来说一个命运无常的例子,其实归根到底,命运只

不过是世间各种重大事件的必然联系。[ 31]怎样

看待 必然性 ? 伏尔泰所讲的规律自有其意义。

首先, 在他眼里历史表为一种内在的必然性 理



性终归要战胜迷信的历史;
[ 32]
其次, 只有伏尔泰

开创了幸福、世俗、进步的历史规律。这是之前历

史学所缺乏的。历史哲学只有在这层意义上,才

是伏尔泰的决定论; 才是伏尔泰的 历史哲学 。

三、伏尔泰历史哲学中蕴含

的丰富内涵
伏尔泰的历史哲学的上述这些思想,是局限

在很狭窄的层面论述的。事实上, 伏尔泰的历史

研究成果称得上是一座富矿, 它包含了丰富的通

过哲学思考而形成的历史观念。其丰富的历史哲

理既是他的历史思想精华之所在。仅就如上讨论

的中心问题这一层面上, 还可进一步地展开讨论。

在论述历史发展的原因上称伏尔泰为决定论

者也不符合事实, 实际上他常注重历史事件中偶

然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伏尔

泰有许多极富远见的叙述。在他看来, 历史一方

面显示,凡是大帝国都以相同的命运终结,几乎没

有一个国家未曾有过强盛的光辉的时期但过后不

衰落的。[ 33] 但是, 也要承认, 大雨决定胜利者的

意志和国家的命运, 不是罕见之事 、[ 34]一次误解

也导致一场巨大灾难、
[ 35]
。因此, 不要小看这样

一些细节, 这正是使国家和家庭崩溃的隐秘的祸

根。[ 36]同样,在他看来,长时段的历史中, 人是渺

小的,兴衰周期不变。但在历史的具体发展中,个

人具有重大作用。 亨利四世死后,人们看到,一

个国家的强盛、威风、风尚和精神往往多么关键的

取决于一个人。[ 37]

伏尔泰反对孟德斯鸠的地理历史环境论, 针

对孟德斯鸠他说: 如果说环境对人和性格有影

响,那么政府和影响就更大。
[ 38]
然而, 他也有条

件地在用孟德斯鸠的 地理论 讲历史故事:

1、各民族在创造自己的远古文化和历史时都深深

地烙上了 地理环境 的印记。中国的文明之所以

长在, 是因为 中国的气侯使中国免受这些灾害、

也使中国从未发生过曾经多次蔓延非洲、亚洲和

欧洲的黑热病。[ 39] 托斯卡纳 这块地方的特

点之一就是这地方产生天才人物, 就象雅典的土

地比提佛和拉西第梦更适宜发展艺术一样。
[ 40]

再如犹太创世纪的神话与沙漠的环境。[ 41]

2、古代人口的繁衍。 人口多的地方无疑是大气

炎热的地方, 在那里, 人们很容易得到充足的食

物。 印度、中国、两河流域住了很多人的时

候,我们北方地区,遇到一群狼比遇到一群人还要

容易得多 。[ 42] 美洲人口从来都不会象欧洲和亚

洲那样多, 因为这里的气侯恶劣极大的影响了美

洲人口的增长。
[ 43]

3、某种自然环境造就了某些社会的文化特征。

印度极其不幸, 那个地区的气侯使人趋于软弱,

因而印度人对征服者后代的抵抗是软弱无力

的 。[ 44] 似乎在南方的环境中, 由于气侯炎热,比

起其它地方来,人们更容易趋于迷信和狂热。[ 45]

但伏尔泰又与孟德斯鸠不同, 他的地理论实际上

是双重的:在历史离我们越远,地理环境对人的影

响就越大, 反之则小,而在今天, 理性将决定和战

胜一切。

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 是历史哲学所关注的

问题。总的说来, 伏尔泰表现出一种英雄史观和

君主论者,他说: 我们看得很清楚,一个民族的优

势仅仅取决于那些领导这一民族的人。
[ 46]

在任

何国家,下层平民都只忙于从事劳动。一个民族

的智慧总是存在于少数人中, 少数人让大多数人

劳动, 靠大多数人养活,并统治大多数人。[ 47] 他将

许多不幸历史事件的原因归罪于普通人民: 为什

么一方如此备受凌辱,另一方如此胆大放肆;为什

么有这么多丑恶的事物被视为神圣, 有这么多君

主作了牺牲品?, 唯一的根源在愚民之中, 是他们

使迷信盛行。
[ 48]
为此伏尔泰警惕民众: 如果说

王侯经常滥用权力, 那么市民也同样滥用自己的

权力。
[ 49]

伏尔泰的英雄史观的不同之处是,衡量伟大

人物的条件不以军功而看重是否有利于文化的发

展、是否促进工业和贸易, [ 50]因为功成名就便可

以多行不义, 如果一个政府内部存在某种最终会

导致灭亡的根本缺陷,那么最勇敢的行为,甚至是

屡建战功,也只能使一个民族声名出众,而不能使

之崇高伟大。[ 51]他以路易十二为例, 认为他尽管

取得了军事胜利, 但缺少 工业和贸易, 也缺少艺

术。[ 52]同样,尽管查理曼享有与奥古斯都同样的

幸运(建立罗马帝国)、与哈德良同样的善战(征战

到英格兰)的名声。但不及当时在东方的一位君

主诃论哈里发,因为其荣誉与实力与查理曼匹敌,

而且在处事公正、常识渊博、为人宽厚方面远胜于

他。[ 53]当然,英雄的时代所造, 是他史观中的又



一特点。认为若无时代精神, 则雄辩才能也无济

于事。如封建政体在欧洲树立起来的各自为政的

分裂局面,抑制了倡导起能聚集民族力量、汇成举

国一致的时代精神。必然导致了十字军的君王们

英雄气慨无所作为。[ 54]

伏尔泰所处的时代, 资本主义经济已显示出

强大的力量。因此, 伏尔泰在历史研究中注意到

了经济的因素, 并将其作为解释历史发展的条件。

经济、政治、军事,与国家的强大关系如何,伏尔泰

提出这一个问题, [ 55] 但是我不知道哪一种人对

国家是最有用的, 是一位假发上染粉的贵族还是

一位商人。[ 56] 历史研究却清楚的回答了上述问

题。荷兰是证明;阿姆斯特 当时从事一种表面上

看来很微的新商业,但这是他兴旺的基础。捕鲜

鱼和醒鲜鱼在世界历史上算不得重要事情,可这

就使得一个被蔑视的、贫瘠的国家变成了值得重

视的强国。威尼斯在开始时也不怎么出色。一切

大帝国都是从几个小村庄开始, 一切海上强国最

初也只有几只渔船。[ 57]他指出了同是海上强国

的西班牙和英国的差距, 在英国,人们开始把耕

种土地看做是最重要的事情, 而在西班牙则忽视

这种真正的利益,追求常人心目中的财富。新大

陆的贸易让西班牙国王发了财,但在英国,商品买

卖却是对百姓有益。
[ 58]
是海洋和贸易给了他们

以新的重要地位。他们了解自已的真正力量,仅

这一点,就比海外一切领地和他们以前的国王所

取得的一切胜利都更为有益。[ 59] 英国之所以战

胜西班牙的秘密也在这里。

伏尔泰意识到工业在东西方交往中的历史地

位,它改变了以往西方在与东方贸易中的从属地

位。他论证的结果是, 工业总算弥补了自然条件

不好和疏于经营对我国各地造成的损失 我们

的制造业仍然使基督教特别是法国人在同土耳其

的贸易中获利甚丰。
[ 60]
他认为,依靠工业为基础

的西方商品终于在市场上与东方商品的竞争中取

得了优势,这是现代工业对传统社会的胜利。从

此西方社会走在了东方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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