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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极实在和城邦政治
——兼论哲学和政治在柏拉图思想中的原初关联

陈文庆
（湛江师范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广东 湛江 524000）

［摘要］ 对作为存在根据的最高原则即终极实在的寻求，是柏拉图哲学的一个主题。
这个最高
原则在柏拉图那里是善的相，是不朽的灵魂，也是神。
这个作为存在根据的最高原则，根据苏格拉底
的目的论原理，同时也是作为人间秩序和德性生活的最高原则。
对柏拉图来说，人间秩序就是理想
城邦的建构，而生活就是城邦共同体中的生活。
由此，关于终极实在的知识（哲学）就与城邦共同体
的建构（政治）发生了原始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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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决问题的线索 ：
“从伦理问题寻求普遍真理”，

学派以来的一个永恒主题。柏拉图遵循前人的道

在伦理领域寻求普遍者的结果得到的是“相”，相

路前进，同时也接过了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等

的系列指向的最高原则和终极实在是“善的相”。

人留给他的问题 ；但因为苏格拉底，柏拉图已经

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即知识”，将知识与无

不可能按照前苏格拉底自然哲学的思路去追问宇

知对立起来，获得了一种自觉的道德观念。所以，

宙的终极实在问题，而是用苏格拉底的目的论原

苏格拉底说，未经思考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但是，

理来看待和探索前苏格拉底哲学提出的问题，将

这样一来，苏格拉底就将未经哲学反思的非系统

苏格拉底的“善”的原则不仅作为追问整个宇宙

的伦理、习俗、日常意见和宗教贬低到了非道德

终极实在问题的起点，而且作为处理人类共同体

的地步。正如黑格尔所说，“没有公共的伦理，道

即城邦建构问题的钥匙。对前一个问题的回答，

德就立刻出现了”。[1]（P.65） 道德自觉最初是以它与

就是善的相、灵魂和神 ；对后一个问题的回答，

主观性和个体相结合而否定社会公共伦理的面目

就是哲学家应该成为理想城邦的统治者，就是对

出现的。但是，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离开

神法的遵从，就是哲学和政治的原初关联。

日常的伦理生活我们如何求得伦理之真——善？
苏格拉底到处找人讨论，提出和思考“X 是什么”

一

或者“什么是 X”的问题，正是寻求对这一问题
的回答。在《普罗泰戈拉篇》中，柏拉图提出了

什么是真正的美德，什么是真正的善，这是

两种相互对立的教育观，一种是以智者普罗泰戈

苏格拉底留给柏拉图的问题，但苏格拉底也留下

拉为代表的，认为道德是通过许多人的行为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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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作用、通过家庭和学校的社会训练、通过城邦

现的普遍真理。这样，柏拉图虽然没有说明什么

的奖惩而发展起来的自然感情 ；另一种就是苏格

是“善”，但是他说明了这样一个求善原则 ：我们

拉底的严格的“美德即知识”的哲学反思。柏拉

必须从整体的统一而不是从各个部分的差异开始，

图修正了苏格拉底把“知识”和“无知”绝对对

从普遍而不是从特殊开始。普遍决定特殊，普遍

立的理论，认为日常意见必须被看作是关于“善”

既不是特殊之和，也不是特殊之中的共同因素的

的意识的最初形式，对伦理之真的探究只能从日

抽象，而是潜在于它们之中的整体原则，发现了它，

常的伦理行为开始。这样，柏拉图将“意见”作

我们就可以认识特殊。特殊的善要由整体的性质

为知识与无知的中介。在《美诺篇》中，柏拉图

来决定，伦理学的基本观念必须被设想为一包含

更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苏格拉底立场上的困难。苏

于我们的特殊的道德判断之中的统一和秩序的原

格拉底建议进行关于美德的本性问题的探讨，关

则。[2](P.93-94) 正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说的 ：善

于这一问题苏格拉底自认其无知。但是在这样的

的欲求潜在于一切特殊的欲求之中。这样的普遍

讨论还没有开始时，问题本身遭到了美诺的质疑 ：

者就是“相”，而“善本身”则是一切“相”的终

“你将怎样进入你所不知的探究？你将什么作为你
要探究的主题？如果你发现了你想寻找的东西，

极统一。
苏格拉底以目的论的宇宙观来看待世界，相

你又怎么知道这是那你以前不知道的东西？”柏

信有一个理性神作为世界的安排者，它就是善，

拉图以“回忆说”回答了这一问题，
“灵魂是不朽的，

是万物的目的和归宿。柏拉图将苏格拉底的“善”

在一个时候有所谓死的结束，在另一个时候有再

纳入自己的相论体系，作为其他一切相的原因即

生，但是永远不能被毁灭——因此，灵魂因其不朽，

最高的统一原则，“善”不仅是伦理的最高范畴、

因其多次再生，因其曾经阅历一切存在之物，无

万物的目的论原理，而且是一切存在和知识的源泉

论是在这个世界还是在天上的世界，而有关于它

和根据，
是存在论和知识论的最高范畴。[2](P.161-166)“在

们的知识 ：它能够回忆起它所知道的关于美德的

可知世界中最后看见的，而且是要花很大的努力

一切，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自然是同血族的，灵

才能最后看见的东西乃是‘善的相’。我们一旦看

魂曾经认知一切事物，从一个回忆中抽出其余一

见了它，就必定能得出下述结论 ：它的确就是一

切是没有困难的，如果一个人精进而不退转的话，

切事物中一切正确者和美者的原因，就是可见世

所有的探讨和学习都是回忆。”回忆说的要义是知

界中的创造光和光源者，在可以理知的世界中，

识的获得不是什么东西从外部进入意识，而是意

它本身就是真理和理性的决定性源泉。”[3](P.276)

识本身的某种进化，灵魂在开端处就包含了一切

“善的相”有以下含义 ：
（1）“善的相”是相

真理于自身之中，意识潜在地是一切它所能知的

论的逻辑要求，相的不断推进需要一个终极的自

东西。对世界的知识的增长实际上是自我意识自

足原则。（2）“善的相”是一切存在的事物之所以

身的进化，但是回忆的发生是以外在的提示为缘

存在的原因，也是意识认知存在事物的知识的原

由的。因此在柏拉图看来，意见不是无知，而是

因。“善的相”超越于存在与知识之上，是存在与

一种真正的无知与苏格拉底所谓知识的中间状态。

知识的之所从来，善的相不仅是宇宙的原则而且

尽管它有错误，但它是我们的知识的来源。真理

是精神的原则，它构成人的理智并使知识对人成

不在单个的伦理判断之中，但也不能离开日常的

为可能。（3）善的相是苏格拉底的求善实践所指

伦理判断，必须到意见之整体之中去寻求。从而，

向者，是道德的最高原则 ：
“任何人凡能在私人生

伦理之真——善，“美德即知识”的含义不是对

活或公共生活中行事合乎理性的，必定是看见了

生活中各种快乐的计算，不是各种具体的善和快

善的相的”。

乐的堆加，而是应该在一般道德意识的判断中发

目的 , 但对于希腊人来说，个体之善必须在城邦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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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276)

善首先是个体生命——灵魂的

同体中实现，因为哲学家生活在对宇宙的沉思之

发现的，是对两样东西即神和灵魂——它们在柏

中，理解呈现在社会整体中的秩序原则，能够看

拉图的早期对话中几乎不起任何作用，或者说只

见善的相，所以只有哲学家能够给予城邦真正的

是用神话的形式——的细致讨论”。[5](P.114) 说柏拉

理想建构。如此，哲学和政治在将世界思想为一

图后期放弃相论恐怕是不对的，但这至少是柏拉

目的论的系统中找到了它的终极基础。

图思想的一个重点转移，相论来自对普遍者的层

但是，善的相作为对终极实在的回答，不是

层抽象，相自身是一个作为现象之实在的静止不

没有缺陷的，因为它是静止不动的，它无法说明

变的“一”，相与相虽然互相连接，但它仍不能很

具体的相和自身的动态关系，离柏拉图对终极实

好地说明现象世界的生成和运动问题。理性神的

在问题的最后答案——神还有距离。凯尔德说，

一个不可或缺的特征是它能使万物运动、安排万

如果将“善的相”看作是“绝对的自我意识”或

物，因此，“善的相”在其根源性、统一性和目的

者“有创造力的心灵”，整个宇宙不过是这个自我

性上虽然可以称之为神，但它仍然带着巴门尼德

意识或心灵的显现的话，那么“善的相”就是神，

的“一”的特征。柏拉图必须解决这个问题，这

但是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还没有达到这一点 ；

个问题是柏拉图自觉地进入神的问题的探索的一

不过凯尔德又说，“善的相”离“理性神”只有一

个契机。柏拉图在《智者篇》中兴奋地宣布他的

步之差。这个说法是恰当的。伯内特也有同样的

一个新发现 ：即不能将生命和精神排除在真实之

看法：
“如果是问‘善’是否等同于神的观念，那么，

外，否则这世界就会静止不动、死气沉沉。他还

回答是是的，因为善虽然没有穷尽神的观念，但

将世上的一切说成是“a craftsman god”的产物，

它当然是包含在神的概念之中 ；但如果问题是善

它就是后来《蒂迈欧篇》中神圣的造物主，但是

是否等同于柏拉图自己证明的神，那么回答是不，

这个造物主不是创造一切者，甚至不是宇宙运动

因为‘善’不是灵魂而是‘形式’”。[4](P.336)

的创始者，在它“掌管”这个可见世界前，世界

凯尔德所说的“一步之差”，伯内特所说的“灵
魂”和“形式”的区别，就是“善的相”没有内
在的动力，它只是万物的形式因，而不是动力因，

已经在“杂乱无序地运动”，它只是给这个世界带
来了秩序和目的。
实际上，柏拉图是以灵魂观念来推证神的存

无法说明善的相和万物之相的相互关系。终极实

在的。在《斐得罗篇》和《智者篇》中，柏拉图

在（神）不仅应该是万物存在的基础，是认识的

逐步将灵魂视为思想和实在的原则，从而在《法

基础，是求善的基础，它还必须是万物运动的原

律篇》中将对灵魂不朽的论证直接变成对神存在

因，而善的相则是不动的。在柏拉图后来的著作中，

的证明。

柏拉图着重从运动的原因角度讨论了灵魂和神的
问题，从而将他的哲学归结为神学体系。

在《斐多篇》中，灵魂不朽与它的前世存在
相关，二者都由知识是一种回忆的神话得到论证。
知识不是来自直接的经验和教导，而是从灵魂中

二

抽绎出来，是灵魂对其前世存在状态的记忆，这
种记忆因为精神堕落于感官世界而变得模糊。这

伯内特在《柏拉图主义》中说，柏拉图早期

种记忆尽管在死亡将灵魂从肉体中解脱出来前不

对话中的思想即相论试图表明的基本观念是苏格

能彻底恢复，但是可以通过反思和辨证法来得到。

拉底的，后期对话是柏拉图自己思想的发展。他

这样，灵魂被设想为一切生死过程中持留不变的

指出 ：
“在柏拉图的后期对话中，除了《蒂迈欧篇》

本质，它一次次穿行于感官世界之中，然后离开，

中孤立的一句话，根本就没有相论的存在，——

但是它永远保持着它生命的连续性，并且携带着

我们在柏拉图后期著作、尤其是在《法律篇》中

它曾经拥有的知识。分有相的论证是《斐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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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灵魂不朽的最强的论证。就灵魂能够拥有认

生的东西都从最初的本原产生，而本原自身却不

识普遍者——相而言，灵魂自身也必定是超越于

是从别的事物产生出来的，如果它从别的事物产

时间与变化之上。柏拉图还没有主张灵魂因其自

生它便不是本原了。它不是产生的所以它不会毁

身的权利而不朽，灵魂还不是决定一切其他事物

灭，如果本原毁灭了，它就不能再从别的事物产

的自我决定原则，还不是包涵在一切其他实体之

生出来，别的事物也无法由它产生，因为万物都

中的给予一切其他实体以本原的实质存在。

只能由本原产生。所以只有自己运动的东西才是

在《理想国》和《斐得罗篇》中，柏拉图认

运动的本原，它不可能产生也不可能毁灭 ；不然

为灵魂不朽不是因为它参与了生命的相，而是灵

的话整个宇宙和一切生存的事物都将不存在，也

魂自身是生命的终极原则，是一切实在的终极原

没有东西可以使它们再动起来。现在我们既然已

则。

经看到自身运动的东西是不朽的，我们便可以毫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先定了一事物只能

不迟疑地肯定灵魂的本质和逻各斯便是自我运动。

被它自身的邪恶所毁灭的原则，因此灵魂不能被

由他物引起运动的都可以说是无灵魂的，只有由

身体的疾病与死亡所毁灭，即使这些疾病携带着

自己内在运动的才是有灵魂的，因为这是灵魂的

直接影响灵魂本身。因此柏拉图认为灵魂是绝对

本性。如果这是正确的，自己运动的东西就是灵魂，

的不变的实体，灵魂的数量不变，有的只是灵魂

它当然是不生不灭的。”

与肉体相连而熄灭了它的光亮。但是，“为了看清

在这里，柏拉图明确地将灵魂、自我运动和

灵魂真实之所是，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与被肉体

本原三个概念相等同。凯尔德认为柏拉图在这里

混在一起的灵魂 ；我们必须用理性细看它原初的

意指的是“灵魂包含一活动的原初原则、一自我

纯粹状态”。灵魂因为与肉体在一起而变得难以辨

意识自我决定的原则于自身内。”

认，我们必须把目光转向灵魂的爱智部分。因此，

切实在的原则，“灵魂在它的整体性上，照看一切

就灵魂是理智和道德的生命而言，我们可以说灵

无生命或无灵魂的存在，并穿行于整个宇宙之中，

魂包含普遍原则于自身之中 ；因为它虽然与肉体

以各种形式显示出来。”灵魂是精神的相，是一自

相连要遭受变化和死亡，但是它自身之中包含有

身显示的原则。

[2](P.213)

灵魂是一

将自身提升于变化之上的东西，灵魂不能被任何

与相的系列最后都指向一个终极原则“善的

邪恶所毁灭。同一个观念在《斐得罗篇》中得到

相”一样，柏拉图认为众多的自我决定的灵魂也

明确的表述。柏拉图将灵魂比做一辆马车，其中

指向一神圣的理性和宇宙灵魂作为它们的源泉和

的理性部分是驾车者，灵魂的另两个部分激情和

目的。柏拉图在此提出了“神圣的奴斯”和“宇

欲望是拉车的马。灵魂马车追随诸神翱行于宇宙，

宙灵魂”作为一切秩序和组织的最终原因。《法律

力图提升自己于天顶之上以观照理想实在、本质

篇》是柏拉图最后的著作，其中的第十章是明确

之真善和美。但是它的翅膀却常常无力地下垂，

的从灵魂到神的论证。柏拉图说年轻人不法行为

与肉体相结合。柏拉图认为灵魂不朽主要是因为

的第一条就是不信神，不信神是城邦许多罪恶的

它是自我运动和自我决定的 ：
“凡是灵魂都是不朽

根源，因此，柏拉图必须证明神的存在。柏拉图

的，因为永远运动的东西都是不朽的。那些能使

是从万物的本原问题开始的。他说那些将水火土

另外事物运动也会被另外事物运动的东西，一旦

气认为是万物本原的人，将它们叫做自然，认为

不动了也就停止存在。只有那些自己运动的东西

灵魂是后来产生并由它们组成的，这种观点不仅

才不会停止它的运动，它不会放弃自己的本性。

错误而且有害。错误的根源在于将万物生成和毁

所以这种自己运动的东西是一切别的被运动的事

灭的第一原因看成是第二位的派生原因，它们对

物的运动的本原。本原不是产生的，因为任何产

于灵魂的本性和力量尤其是它的起源几乎是一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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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知，他们不知道灵魂是先于物体而存在的，是

个体之内即伦理的个体主义对柏拉图来说是不符

物体运动变化的本原。柏拉图将灵魂定义为“能

合此世界的真实的，将城邦的普遍生命从属于个

自我运动的运动”，证明了灵魂是一切已经存在、

体必然导致内心的混乱无序和痛苦。但是，城邦

现在存在、将来存在的事物、以及和它们相反的

作为一个整体的生命必须是有根据的，这个根据

事物的变化的第一原因，它是最后的原因，是万

就是哲学家对理想世界的沉思，对善的相和神的

物运动的本原。例如，太阳的灵魂能使太阳发光，

观照。因此现实的城邦必须是由哲学家来反思和

星球的灵魂能使天体井然有序地运转，人的灵魂

引导。至于其他公民，可以按照传统的伦理习俗

能使人求真求善，而宇宙灵魂就是神，神自我运

来生活——柏拉图既不能为希腊人设想一个超出

动同时推动世间万物运动，它是最完善的理性运

城邦的社会以适应历史的动乱和发展，也无法使

动。因而，在柏拉图晚年思想中，终极实在是灵魂 -

城邦回到原来的黄金时代，同时他也不能接受小

神，理性的思辨的神，它从动力因的角度弥补或者

苏格拉底学派的抽象的个人主义，他想到了一个

补充了善的相作为宇宙本原的不足。

让哲学家做王的方法。哲学家超越特殊有限而入
于普遍和永恒，他是一切时间的实在的观察者，

三

不能在思想和行动上被局限于特殊的对象之上。
对终极实在的观照使他与宇宙为一。哲学家是与

苏格拉底只关心伦理问题，认为照料人的灵

神圣秩序有着亲密交往的人，哲学家掌握了真理

魂，过一种德性的生活是压倒一切的，因而他从

的最高原则，能够从更高的角度来看混乱模糊的

人来认识自然和宇宙的真实，彻底抛弃了自然哲

现象世界。因此，城邦建构的原则来自神圣世界，

学的途径和方法。柏拉图将苏格拉底的方法推广

而哲学家是沟通两者的桥梁。“一个按照自然连接

到整个宇宙领域，但最后的落脚点仍然是人的生

起来的城邦，其所以整个被说成有智慧的”，乃是

活问题。苏格拉底首先是城邦共同体的关切者，

由于“它的领导者和统治者所具有的知识”，并且

柏拉图也是，因为希腊古典哲学本身的根本问题
之一就是对人自身的关切，就是人应该如何生活

“惟有这种知识才配称为智慧”。[3](P.260)
在《法律篇》中，柏拉图改变了“哲学王”

的问题，而对希腊人来说，所谓人就不可能不是

的思想，讨论城邦的立法问题，为想象中的克里

城邦的人，这也是亚里斯多德说人天生就是城邦

特殖民城邦提供一整套系统完整的法律制度，包

的动物的原因。城邦共同体是希腊思想者通达天

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婚姻各个方面。《法

道人性的必经桥梁。灵魂的问题、善的问题必须

律篇》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现代

要落实到“城邦”这一希腊共同体形式中解决。

许多学者都认为，不仅罗马法许多思想来源于《法

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律篇》，而且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如洛克、孟

柏拉图构想了一个理想的社会统一体，即柏

德斯鸠提出的代议制、分权制学说都可以上溯到

拉图眼中的理想城邦。在其中每个个体各司其责，

柏拉图的《法律篇》。[6](P.1108)《法律篇》第一卷对

服从城邦的普遍意志，它绝对排斥个体主义的自

话开头便提出一个问题 ：
“法律是由人还是由神制

我寻求。柏拉图通过绝对的统一来反抗以智者为

定的？”回答是由神制定的，法律有它的神圣起

代表的个体主义，这与他哲学上对普遍者相以及

源。立法的原则和目的是让人更好地生活。斯巴

最终的善的相的寻求是一致的。柏拉图认为个体

达人认为好的生活就是战胜敌人，打胜仗，因而，

必须服从整体，只有在整体中人才能达到自己的

勇敢是唯一的美德。但是，柏拉图认为美德有两

善，个体的生命只有融化在整体的生命中即在履

类 ：人的美德和神的美德。在人看来，首先是健

行其社会职责中才能得到善。将求善实践局限于

康，第二是美，第三是强壮，第四是财富 ；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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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那里，第一是智慧，第二是自制，第三才是勇敢。

而哲学，在上述意义上就是神学，因此，哲学与

人的美德依靠神的美德，所以立法者应该按照神

政治原始地就有不可分割的关联，我们对终极实

的美德，将智慧和理性看做是最主要的。人应该

在的洞察和领悟决定“人应该如何生活”之问题

如何生活的问题最后必归结为对一种法律或秩序

的出路和方向。

的遵从，但是对法律的遵从在原初的意义上即是

必须指出，柏拉图总的思想倾向，是哲学优

对神法的遵从。柏拉图认为，哲学家作为统治者

先于政治。柏拉图认为对神圣世界的沉思的重要

要知道的真理是关于价值的知识，而关于价值的

性超过城邦生活的实践，“一个真正专心致志于真

知识系统只有在关于神的知识中才达于完美。与

实存在的人的确无暇关注琐碎人事、或者充满敌

智者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相反，对柏拉图来说，

意和妒忌与人争吵不休 ；他的注意力永远放在永

神才是万物的尺度。为了将这一尺度应用于实践、

恒不变的事物上”。“那些已达到这一高度的人不

法律和生活，立法者和统治者必须拥有神作为最

愿意做那些琐碎俗事，他们的心灵永远渴望逗留

高价值和最高真实的知识。它高于人，却是人必

在高处的真实之境”，[3](P.252、276) 柏拉图终生关切城

须追寻的真实自我。哲学家的最高知识是神学，

邦问题，从年轻时的热衷政治实践，到晚年对城

而不是任何其他学问。柏拉图认为，如果不在关

邦政治原则的思考。但总的来说，在柏拉图心目中，

于神的知识中发现其源泉、方向和目标，要寻求

哲学优先于政治，真正神性的生活，不是政治的

任何其他的知识都是不可能的。真与善的理想聚

生活方式，而是哲学的生活方式。柏拉图对神圣

焦到对于神的关注和沉思上，神学成为求真与求

秩序的沉思的强调，到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成了理

善、寻求人之为人的真实自我的首要学问。[7](P.262)

论理性对实践理性之优先性，因而人的最高贵的生

这也是为什么《法律篇》第十卷要专门探讨神的

活不是政治生活，而是思辨生活，思想作为一种生

问题的原因。遵从法律即是遵从神。如果一个无

活方式，是真正合乎神性的生活。[8]（P.226-228） 这一

神的人成为城邦的立法者和引路人，那么他就会

价值倾向要到希腊化时期的斯多亚学派才得到补

把城邦带向深渊。在柏拉图这里，神学就是哲学，

充和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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