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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的混亂從來就意味着社會思想的混亂。如果把人類的思想比做

海洋，哲學思考大約是其中最深層的難以觸及的底部。在歷史上，海洋

的表面有時陽光燦爛，平靜如畫，有時卻風雨交加，波濤洶湧，但在海

底深處卻幾乎沒有甚麼感覺。但反過來，一旦海洋深處發生了某種騷

亂，那麼人類思想的動盪將會延續很久很久。

——金觀濤：《人的哲學：論「科學與理性」的基礎》1

一　2020年的世界

在《二十一世紀》雜誌創刊十周年和二十周年之際，我兩次撰文討論：人

類的新世紀是甚麼樣的？在新的世紀，人類又會擁有怎樣的「世紀意識」？我

指出：「二十一世紀意識」的形成是基於對二十世紀歷史的批判和反思，它包

括告別革命、確立市場經濟無可懷疑的正當性、工具理性和普世人權被世界

所有民族接受等。但與此同時，也有一種變化正在侵蝕這種意識的基礎，即

太平盛世的常規化使得人類正在忘記過去的苦難。我還進一步發問：一旦

「二十一世紀意識」形成的前提不再存在，那保存了驚心動魄的二十世紀歷史

的當代觀念系統又會變成甚麼呢2？在《二十一世紀》創刊三十周年之際，面

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蔓延和世界亂象叢生，這一切似乎有了

答案：二十一世紀人類在思想上將退回十九世紀。

2020年是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年份。在這一年，新冠病毒在全球範圍

內的流行，不僅導致很多人失去了生命，還使得世界進入了罕見的「大封鎖」

狀態，全球經濟活動也陷入前所未有的衰退之中3。正如《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疫情暴露出全球治理的無政府狀態。法國

論當今社會思想危機的根源

＊	本文改寫自筆者《真實性哲學（歷史篇）》（待出版）一書的序言，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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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英國在隔離檢疫規則上爭論不休；美國則繼續為貿易戰磨刀霍霍。儘管在

疫情期間有一些合作的例子——比如美聯儲貸款給他國央行——但美國並不

願意擔當領導世界的角色⋯⋯世界各地的民意正在拋棄全球化。」4正是在疫

情期間，英國正式脫歐、「黑命貴」（Black Lives Matter）反種族歧視運動正在

撕裂美國⋯⋯其實，新冠病毒並沒有對人類的生存構成威脅。和歷史上發生

過的傳染病相比，它是微不足道的。但奇怪的是，其對人類思想的衝擊尤如

滔天巨浪，並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從此人們再也不珍惜二十世紀

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的教訓，民族主義和反全球化思潮不可阻擋，很多人的

心態回到了十九世紀。

十九世紀是現代民族國家急劇擴張的時代，將民族國家利益視作至高無

上，把人類推入第一次世界大戰。大戰帶來的災難導致懷疑現代性思潮的流

行；為了對抗馬克思主義，法西斯主義興起，其結果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

戰。人類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失去了幾千萬人口，並飽受極權主義統治之苦。

經歷了慘痛的二十世紀，人們才審視了第一輪全球化、現代性、民族國家、

民主價值等問題，吸取了極權社會興起的教訓，反省了市場經濟的成功和所

帶來的問題，重新建構和完善了現代價值體系，這就有了第二輪全球化。

然而，經歷了三十年太平盛世，經濟和科技有了驚人的發展之時，歷史

似乎又在重演。面對第二輪全球化造成的問題，既有的社會與政治哲學、治

理與整合的經驗都失效了。作為「自由主義聖地」的美國，也退回到門羅主義

（Monroe Doctrine）的時代，民族主義與保護主義思潮日益流行，其標誌就是

特朗普（Donald J. Trump）上台及其「美國優先」政策的提出。而這些事件背後更

深層次的危機是：事實本身的公共性正在瓦解。借用福山（Francis Fukuyama）

的說法，目前「幾乎所有權威的信息來源都遭到質疑，並受到可疑的、來路不 

明的事實的挑戰」，「民主制度面臨全面困境的直接產物是，無法就最基本的事

實達成一致，美國、英國及世界各國無不如此」5。沒有共同價值的全球經濟 

共同體是不可思議的。因此，即便知道民族主義至上會帶來不斷的衝突甚至戰

爭，後果將是文明的倒退，二十一世紀人類在思想上還是退回到十九世紀。

這個世界到底怎麼了？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還需要回顧二十世紀另外

兩件大事。一是二十世紀科學革命，特別是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出現。幾個

世紀以來，人們見證了顛覆性的科學革命相繼發生，從哥白尼革命（Copernican  

revolution）、牛頓力學（Newtonian mechanics）再到相對論和量子力學。大家一

度樂觀地相信，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還會有新的科學革命，但事實上並沒有

出現6。換言之，相對論和量子力學是現代科學的最終基礎，但對於為甚麼

這兩大理論是現代科學的基石，哲學家知之甚少。二十世紀的科學哲學

家——從卡爾納普（Rudolf Carnap）、波普爾（Karl R. Popper）到庫恩（Thomas S. 

Kuhn），他們對於科學革命的解釋最後都被證明是錯的，二十世紀對「甚麼是

現代科學」的哲學探索都以失敗告終。人們沒有意識到，這一失敗與第二輪全

球化中思想和價值基礎遭受挫折是一對孿生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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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社會領域，如果我們不了解第二輪全球化的價值基礎是甚麼，不

清楚其背後的社會運行機制，那麼我們如何才能避免民族主義的互相衝突最

終帶來文明的倒退呢？在科學技術領域，如果我們不能在宏觀上理解甚麼是科 

學，知道科學為甚麼是真實的，後果只會是科學主義再一次興起和科學烏托邦 

的泛濫，它除了為威權統治在二十一世紀提供正當性外，還意味着技術壓倒科

學，並最終成為一種新的宗教。我曾以生命科學為例說明過這一點：今天，

基因工程和合成生物學新進展所引發的鉅變無可阻擋，但人對生命的宏觀理 

解，都遠遠跟不上對生物細節知識的了解和操縱。由此帶來的結果是，技術主

宰了整個科學，人類開始盲目自信可以扮演「造物主」的角色7。谷歌（Google） 

的首席未來學家庫茲韋爾（Ray Kurzweil）甚至預言說人類在2045年將實現永

生8。然而，這是真實的嗎？如果不是，這種大幻覺為甚麼會流行？

或許有人會說：從歷史上看，人總是在沒有完全理解一種技術之前就開

始操控、應用它，並在其上寄託虛假的信念——從蒸汽機、電力到原子能均

是如此；我們不應對一些不實的科學想像大驚小怪。但是，以往科學的發展

只是理論落後一步，思想和理性總是力圖去把握技術，科學真實性的基礎從

未動搖過。今日則不同，互聯網、人工智能和生命科技的發展已經遠遠超過

了這個時代的思想，科學研究者已經很難在整體上去把握其方向，甚至不能

將其與幻想和迷信加以區別。更為致命的是，很多人放棄了思考。二十世紀， 

宗教正在一步步退出公共生活；本來，思考科學技術的基礎，並將其和現代

社會價值系統整合，是哲學的任務。但今日的哲學家被困在語言分析的牢籠

裏，無法理解社會問題，也不懂現代科技。經常聽到一種說法：人類的求知

欲是無限的，其也將毀滅於自己的求知欲。這種說法並不正確，因為求知欲

分兩種：一是宏觀的和哲學的，二是微觀的和細節的。只有人類對科學和現

代社會的宏觀和哲學的把握能力消失，沒有靈魂的科學技術才會對人類構成

傷害，甚至導致現代社會的毀滅。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哲學的困境居然是二十世紀哲學革命的結果。為了

分析當前思想危機的根源，我還要提及同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與科

學革命並行不悖的另一件大事，這就是哲學革命。眾所周知，人類通過語言

（即符號系統）把握世界，自古以來我們就用語言（符號）討論哲學、真理和歷

史，但我們一直不知道：甚麼是符號？為甚麼人可以使用符號？這就相當於

魚不知道自己生活在水裏，不可能認識到水給其帶來了怎樣的限制。正因如

此，可以用如下比喻來表達二十世紀哲學的語言學轉向：正如一直生活在水

裏的魚可以躍出水面觀看自己生存的世界，哲學家發現世界和語言同構，認

識到形而上學是語言誤用帶來的錯覺。

在這個意義上，哲學的語言學轉向是人類思想的一場偉大解放，它是和

二十世紀科學革命同等重要的革命。但是，和量子力學與相對論的建立不

同，這卻成為一場禁錮人思想的革命。在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這

位公認的天才作為哲學革命代表的背後，是哲學被閹割，其創造性被束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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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籠之中。我們可以用邏輯經驗論的興起來說明這

一點，正如卡爾納普所主張的，哲學家的唯一工作

變成了語言分析，一方面，將無意義的形而上學的

句子分揀出來；另一方面，剩餘的有意義的句子被

分成兩類：一是可由邏輯和語法確定真假的句子，

二是對世界進行描述的、具有經驗意義的句子，前

者交給數學家、邏輯學家、語言學家分析，後者則

交給科學家9。這樣一來，人類似乎就可以找出語

言是如何把握對象的，從而勾勒出思想運作的大結

構。這確實是一種很精彩的哲學想像，但結果卻是

人文精神的衰落和「人」的萎縮。人的理想也隨着哲

學的死亡成為被嘲笑的對象。

或許有人會質疑道：怎麼能將兩次世界大戰和

冷戰與科學革命，跟哲學的語言學轉向相提並論

呢？前兩者對應二十世紀人類生活的政治秩序和物質世界的鉅變，後者則是

哲學終於認識到自己是甚麼，從而取消了它所背負的重擔。事實上，正是哲

學的死亡導致今日人文價值無力回應政治和科技問題。我要強調的是：對現

代性、民族主義的反思和力圖理解科學革命的科學哲學同時產生，卻又同時

失敗。但很少有人去思考為甚麼兩者都失敗了，這是偶然的巧合嗎？

我要提出的觀點是：表面上，新冠肺炎疫情導致人類退回十九世紀的思

想狀態，顯示了民族主義和威權主義政體的優越性，其實，更深層的原因是

作為第二輪全球化基礎的各種信念不堪一擊，它們是建立在沙土上的。之所

以會如此，是因為面對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與科學革命，我們必須

改進現代社會的思想基礎，即將人類對現代性、科學和生命意義之認識，提

升到一個新的高度。而這一努力之所以無功而返，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是哲

學被困在語言分析的牢籠中，沒有真正理解符號真實和經驗真實的關係。將

上述分析加以綜合，可以得到一個結論：現代性的基礎是人類在傳統社會中

形成的真實心靈。今日各種思想困境背後都存在着一個共同的本質，這就是

真實心靈的喪失。它是現代性展開不可避免的結果。

二　甚麼是真實性？

甚麼是真實的心靈？甚麼是真實性？這是今日思想界最為困惑但又毫無意 

識的問題。為了便於分析，我先將「真實性」定義為主體對「對象」的一種最基

本的感覺和判斷，它規定了主體對這一對象是忽略還是注意。這種最基本的感

覺和判斷，是進一步評價對象、規定自己和對象關係的前提。真實性是人類生 

存的條件，也是其在科學、政治社會和哲學領域進行探索的認識論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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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久以來，人一直是三種真實性的載體。第一，每個人時時刻刻面對外

部世界，可區分對象是否真實並對其做出判斷和反應，我稱之為事實（包括通

過廣義的技術感受到）的真實性；第二，主體每天面對自己，自我作為一個行

動和價值的載體，存在着行動意義和價值的真實感，我稱之為價值的真實性； 

第三，人是需要面對死亡的存在，在意識到死亡不可避免時，主體面對生命

終極意義之拷問，會做出回答，並伴隨相應的思考和行動，我稱之為終極關

懷的真實性。

在傳統社會，上述三種真實性是互相整合的，構成了人的真實心靈，它

是傳統文化的基石。現代性起源於終極關懷（希伯來信仰）和認知理性的二元

分裂，從此互相整合的三種真實性開始分離，並在各自的展開中發展出對自

身的理解。這是真實性的大解放，但是人們不知道，這三種真實性是互相維

繫的。只有在現代社會早期，三種互相分離的真實性仍然存在聯繫，即人還

具有真實的心靈。但是，隨着三種真實性互相維繫機制的消失，其長程後果

只能是三種真實性分別形成不同的認識論。這三種認識論因缺乏互相維繫的

機制，其中每一個都會在發展中趨於畸變，其結果是真實心靈的解體。這就

是自十九世紀到今日思想危機愈演愈烈之根源。

早在十九世紀末，尼采（Friedrich W. Nietzsche）提出「上帝已死」，隨着

二十世紀道德相對主義日益興起，這意味着終極關懷開始退出社會和價值公

共性的喪失。價值公共性的消失必定導致其真實性的解體。這時，如何安頓

個人生命的終極意義？這正是民族主義不斷膨脹的思想原因。二十世紀兩次

世界大戰的教訓雖使得人們接受了國家主權必須基於人權，民族主義不是至

高無上的，但一直沒有解決第二輪全球化的價值基礎是甚麼這一根本問題。

事實上，在一個由沒有道德、信仰的人組成的契約社會，民族認同（主義）必

然具有高於現代普世價值的意義，民族至高無上的主張在社會衝突中再一次

興起是不可避免的。

當終極關懷和價值真實性不再存在時，科技和經濟的不斷發展便成為人

類唯一的目標。但是科學技術所依賴的事實真實性就能一直存在下去嗎？換

言之，由於現代社會的發展，其他兩種真實性都喪失掉了，只剩下事實的真

實性，事實的真實性能支持人類開放心靈嗎？二十世紀以來，事實的真實性

進一步蛻變為與主體無關的客觀真實。進入二十一世紀，互聯網時代的到來

和虛擬真實（virtual reality）的擴張，使得客觀真實也處於瓦解之中。互聯網技

術的發展一方面給我們提供了一個便捷的資訊獲取管道，但另一方面社交網

絡上也充斥着各種虛假資訊，真假資訊的邊界日益模糊。一個真假不分的世

界也必然是混沌和動盪的。基於事實真實性的批判理性再也不能成為開放社

會的基礎。

下面我舉兩個例子來說明當今世界在真實性判斷上的混亂，首先是科學

領域符號真實和經驗真實的混淆。2019年4月，全球多位科學家同時公布了黑

洞的照片，這張照片是由二百多名科研人員歷時十餘年、從四大洲八個觀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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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捕獲」的視覺證據，證實了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廣義相對論對黑洞存

在的預見。

發現黑洞無疑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在此，我要分析的不是這一發現的

真實性，而是黑洞的照片究竟意味着甚麼？根據以往的經驗，照片上拍到的東 

西都是經驗真實。這張照片無疑是科學界向大眾展示黑洞存在的證據。但我要

問的是：這張照片真的如通常照片那樣證明了未知對象的存在嗎？即它是真實 

的嗎？事實上，黑洞是一個時空奇異點（spacetime singularity），它是符號真實

（數學真實）而不是經驗真實。所謂黑洞照片「捕獲」的僅僅是黑洞邊緣的光環。 

我們在看黑洞照片時，混淆了數學真實和經驗真實。或許科學家在拿出照片

時是知道這一點的。問題的關鍵在於：社會大眾對這種混淆毫無感覺。

根據二十世紀語言哲學，符號的真實性必須來自於經驗，否則便無意

義。這種意識已經深入人文、社會和宗教領域。數學是一種符號系統，自然

語言是另一種符號系統，如果我們把上述例子換成自然語言的例子，人們很

容易意識到混淆符號和經驗是不妥的。眾所周知，根據《聖經》，上帝是存在

的。而在很多哲學家看來，上帝只是自然語言的一個符號，在閱讀自然語言

文本時，必須嚴格區分純符號和代表經驗對象的符號。前者不是真實的，後

者才是真實的。而我卻要追問：為甚麼在科學領域，我們認為純符號（數學真

實）和代表經驗對象的符號（科學真實）可以混淆，並拿出黑洞的照片向大眾展

示，而在人文社科領域，在自然語言表達的對象中，純符號和代表經驗對象

的符號卻要區別開來呢？黑洞作為數學真實是存在的，為甚麼同樣作為符號

的上帝不存在呢？這裏我無意探討宗教的問題，而是想借這個例子來說明：

這種二十世紀人們習以為常的思維模式正是造成今日各種思想困境的根源。

人類正陷於嚴重的精神分裂，一些人推崇科學，數學符號在他們心中成為新

的上帝，認為人類極可能生活在高級文明創造的虛擬世界中；而在另一些人

心中，宗教信仰無疑是真實的，它不僅不受理性的約束，甚至是反理性的，

各種極端主義思潮在此觀念的支配下興起。今日如何認識符號和經驗的關

係？在甚麼情況下，符號可以嵌入經驗世界？在甚麼情況下不能？沒有一個

哲學家可以做出回答。

另一個例子是所謂「用數據說話」。近年來，大數據和真相差不多劃上了

等號，但大數據真的能使我們更深刻地洞察世界嗎？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大

數據發揮了奇怪的作用。有時，那些即時更新的、精確的數據確實指出不同

社會的疫情狀況，但很多情況下，這些資料反而會使人們看不到事實的真

相。美國天普大學數學系教授保羅斯（John A. Paulos）指出，表面上精密的疫

情數據其實包含着大量的不確定性：一是基本資料的不確定，如死亡率和感

染率，到底有多少人是因為疫情而死亡？考慮存在大量未經檢測就接受治療

的人，以及可能感染但沒有症狀的人，如何證實實際感染人數？二是醫療機

構和媒體報導這些數據的方式可能帶來的歪曲，比如某日某地新增病例數一

夜增加了十倍，這可能僅僅是因為之前病毒檢測數量不足，一旦擴大病毒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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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範圍，自然會帶來病例數的成倍增長。這些統計數字最終帶來的是社會日

益加重的撕裂和恐懼bk；而且更重要的是，不同的大數據互相之間並不自洽。 

這一切表明：不同的大數據背後隱藏着不同文化、制度和傳染病互動的不同

模式。新冠肺炎疫情對人類社會造成的真正影響不是人命損失，而是作為一

種催化劑導致不同社會觀念的鉅變。而這一點是當今所有大數據分析都難以

看到的。

上述例子在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當真和假、經驗和符號之間的界線日

益模糊時，我們還能判斷理論出了甚麼問題嗎？還能對那些不斷異化、出乎

我們意料之外的計劃和構想做出合理的修正嗎？如果說在人文和歷史中根本

不存在真實性，那歷史的教訓還有甚麼意義呢？二十世紀，人們一度相信歷

史是有規律的，結果否定了人的自由意志，導致極權主義興起。二十一世

紀，人們否定了歷史的規律，但卻詭異地發現過去的歷史正在重複。

三　真實性哲學的研究

我認為：真實心靈的解體，這是當今世界林林總總社會和思想危機的總

根源。在現代社會剛形成、現代科學興起的時候，人類是有真實心靈的，這

才有近幾百年科技的日新月異。今天，我們有一個繁華的物質文明，但反觀

人類的心靈，從來沒有像今日這般脆弱、害怕死亡、懦弱和怯於反抗。當代

人類的科技已經足以支撐我們到火星上去生活——只要我們有勇氣。但我們

有這樣的勇氣嗎？我們有包涵這樣的技術的心靈嗎？沒有！我認為，如果沒有 

這樣的心靈，不僅慘痛的歷史教訓會被漠視，歷史上一再出現的災難會重演， 

甚至我們的科學技術成就在一百年後也會被遺忘。所以，今天人文學者要做

的事情，是重建人類真實而宏大的心靈，這個心靈可以與我們的科學技術相

匹配，而這絕對不會是從技術本身、或從科學專業研究中就能產生出來的。

今天經常聽到這樣的問題：我們如何才能建立一個人類有尊嚴的社會？

只有存在有尊嚴的人生，才會有一個有尊嚴的社會。一個人只有具有真實的

心靈，才能有尊嚴地生活；因此文化和社會重建的核心，是重建現代的真實

心靈。然而，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傳統社會的真實心靈是不可能恢復的。 

在現代社會，如何使人具有終極關懷的真實性，並使其和價值的真實性及事

實的真實性互相維繫，使人再一次成為三種真實性的載體，這是時代向哲學

家提出的問題，我稱之為「真實性哲學」的探討。

「真實性哲學」一詞是我提出的。我之所以將真實性和哲學研究相提並

論，是想從更高的層次來把握甚麼是今天哲學研究的方向。其實只要從西方

哲學史中走出來，分析各文明的價值系統bl，哲學研究就從起源於古希臘文

明之「愛智」（philosophia）走出來，轉向對其隱藏在深處的本質（即真實性）的

探討。因為不同文明都有自己的終極關懷和道德價值，以及和終極關懷、價

c181-202009002.indd   34c181-202009002.indd   34 7/10/2020   下午3:417/10/2020   下午3:41



慶祝創刊三十周年論叢	 35

值有所整合的事實的真實性。也就是說，不同文明的真實心靈是不一樣的，

古希臘「愛智」對理性和真實的追求，只是真實心靈的一種類型。正因如此，

我們必須先分析傳統社會真實心靈的結構，以及傳統社會向現代轉型過程中

真實心靈的解體；在此基礎上才能討論真實心靈是否同現代性矛盾，以及現

代真實心靈的重建。

真實性哲學的論述可以分為三個部分：第一，從歷史的角度，分析為甚

麼隨着現代社會的建立，特別是現代科學技術結構的形成，真實心靈會一步

步地瓦解？事實上，現代性作為終極關懷（希伯來信仰）和認知理性的二元分

裂，本身就意味着三種真實性互相維繫機制的消失。更何況當真實性等同於

客觀實在時，人類遲早會生活在一個真假不分的世界中。對於這一命運，人

類真的無能為力嗎？這要求我們通過歷史研究揭示真實心靈解體的邏輯。我

認為：即使歷史研究發現這一切是不可避免的，正如阿西莫夫（Isaac Asimov）

在科幻小說《基地》（Foundation）中所描繪的，文明倒退將使現代人生活在思

想的黑暗中，真實心靈的歷史研究也應該使我們縮短那個「漫長的黑暗期」。

如何縮短呢？這就是吸取真實心靈喪失的歷史教訓。

第二，在方法論層面上，討論現代社會真實心靈的重建是否可能。我發

現：科學真實的基礎是普遍可重複受控實驗的自洽擴張，即我們可以根據受

控實驗的結果，增加控制變量集，在此基礎上做新的受控實驗，並且這一新

的受控實驗也是普遍可重複的。而數學恰好是普遍可重複受控實驗的自洽擴

張結構的符號表達。因為數學真實和科學真實同構，故可以建立橫跨數學真

實和科學真實之拱橋，從而導致科學真實的擴張。這就可以解釋為甚麼每次

科學革命都伴隨着數學的大發展。據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重要結論：真實

性存在着不同領域，如科學（普遍可重複）真實、社會（對部分人可重複）真實

和個人（對個人可重複）真實；不同的領域不一定相交，真實性標準並不相

同，而且每個領域的真實性都有經驗和符號兩個層次。實現不同真實性領域

和層次的整合，就是去建立它們之間的拱橋。一旦一座座拱橋得以建立，我

們就能找到終極關懷的真實性、價值的真實性和事實的真實性之互相維繫的

結構。如果這一分析正確，在現代社會重建真實心靈是可能的。

第三，從不同層面論證二十一世紀真實心靈應該是甚麼樣的。無論科學

的真實性、社會的真實性，還是個人的真實性，自由意志的存在是一切符號

真實性的前提，而符號真實存在於真實性的各個領域，故個人自由是元價

值，道德和一切其他價值均由個人自由推出。儘管隨着現代性的興起，傳統

社會的終極關懷不可避免地消失，但從真實性的整體結構來看，和傳統的終

極關懷等價的追求並不是虛妄的，只是哲學家從來不曾探討過真實性的整體

結構，不知道它們的存在。在此意義上，現代意義上的終極關懷可以重構，

多元的現代終極關懷應該可以和價值的真實性及事實的真實性整合，以構成

現代人的真實心靈，從而為二十一世紀人類在科學、政治社會和哲學領域的

探索奠定新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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