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評

Heidegger, 1899-1976）的研究已有

三十多年的時間。如從二十一世紀 

初劉小楓發表〈刺蝟的溫順〉等文

章算起，施特勞斯（Leo Strauss, 

1899-1973）學說進入中國，距今已

近二十年2。但迄今為止，還沒有

專門研究兩人思想關係的中文著

作。考慮到兩位思想家原本就有較

深的淵源3，以及學界對於兩人經

久不衰的熱情，這一現象似乎頗不

尋常。英文學界的情況也差不多，

研究海德格爾和施特勞斯的學人往

往是互不相干的兩個群體。

《論源初遺忘：海德格爾、施

特勞斯與哲學的前提》（Heidegger, 

Strauss, and the Premises of Philosophy  

on Original Forgetting，以下簡稱《論 

源初遺忘》，引用只註頁碼）是第一

本以海德格爾和施特勞斯的思想 

關聯為主題的著作4，作者為美國

杜蘭大學（Tulane University）韋瑟 

黑德（Celia Scott Weatherhead）哲學 

教授維克利（Richard L. Velkley）。

2016年，該著被翻譯成中文出版5。 

顯然，作者注意到上述現象：「海

現代性中的哲學與政治
——評維克利《論源初遺忘：海德 
格爾、施特勞斯與哲學的前提》

● 李明坤

維克利（Richard L. Velkley）著，謝

亞洲、楊永強譯：《論源初遺忘： 

海德格爾、施特勞斯與哲學的前

提》（北京：華夏出版社，2016）。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2021年6月號　總第一八五期

＊	本文寫作過程中，筆者曾就相關問題多次請教維克利（Richard	L.	Velkley）教授，

謹此致謝。

若我們從1987年《存在與時間》 

（Sein und zeit）中譯本首次出版算

起1，中文學界對海德格爾（Martin  

迄今為止，還沒有專

門研究海德格爾和施

特勞斯兩人思想關係

的中文著作。考慮到

兩位思想家原本就有

較深的淵源，以及學

界對於兩人經久不衰

的熱情，這一現象似

乎頗不尋常。

c185-201905004.indd   149c185-201905004.indd   149 1/6/2021   下午3:041/6/2021   下午3:04



150		書評 德格爾的追隨者可能認為，施特勞

斯在洞察力和思想深度上還無法和

海德格爾相提並論。⋯⋯而在施特

勞斯的支持者看來，海德格爾只是

為施特勞斯早期思想的發展提供了

某種啟發，施特勞斯本人很快便脫

離了海德格爾，轉向一條更為有益

的哲學道路」（頁2），因此雙方可

能從內心深處互不認同。此外，施

特勞斯學派給人的一般印象是不大

關注形而上學問題，對現代思想家

的形而上學著作尤其不感興趣，因

為施特勞斯的顯白教誨畢竟是首重

切近人事的政治問題，所謂「蘊涵

在事物表面的問題，而且只有蘊涵

在事物表面的問題，才是事物的核

心」6。而被海德格爾融合了詩性

思維的存在哲學所吸引的學人，往

往帶有更多文藝氣息，不大關注政

治問題，或許尤其對施特勞斯的著

作看不進去。

有鑒於此，這本譯著或許可 

以起到一個橋樑作用，進一步推 

動我們對海德格爾和施特勞斯的 

閱讀與研究。維克利唸博士期間 

師從施特勞斯弟子肯寧頓（Richard 

Kennington），亦曾於德國海德堡

大學（1971-1972）和美國波士頓學院 

（1976-1977）跟隨海德格爾弟子伽

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學習

過。因此，維克利從學術傳承上，

與施特勞斯、海德格爾所代表的兩

條線都有交集，作品本身也體現了

他對兩人著作廣泛而深入的理解。

要進入西方文明傳統的核心地

帶，海德格爾與施特勞斯可謂繞不

過去的兩位當代思想大家，而兩人

的思想方法和學問旨趣，又有着十

分明顯的不同甚至矛盾。海德格爾

說存在問題是首要問題，施特勞斯

說政治哲學是第一哲學。究竟誰是

誰非，抑或各有道理，值得關注此

類問題的讀者仔細研究。本文首先

簡單解釋《論源初遺忘》之題旨，其 

次概述海德格爾的存在哲學和施特

勞斯的政治哲學如何內在地相互關

聯，接着討論施特勞斯從哲學與政

治之關係的角度對海德格爾的批評， 

最後略作發揮，給出個人看法。

一　「源初遺忘」與「哲學
的前提」 　　　

儘管施特勞斯一直把海德格爾

作為潛在的對話者（導言及第七

章），海德格爾卻從未關注過施特

勞斯。這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對兩

人思想關聯的考察，從一開始就

「偏向」施特勞斯這邊，因為任何一

個解讀者都無法忽略施特勞斯本人

的說法。以施特勞斯在不同場合留

下來的種種線索作為進入二人思想

世界的門徑，自然是最為便捷的。

維克利所採取的正是這種方式，比

如本書第二章的論述圍繞施特勞 

斯的通信展開，第七章則以分析施

特勞斯的代表作《自然權利與歷史》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為主。

本書雖然以施特勞斯和海 

德格爾的思想關聯為主題，但真 

正的出發點是尼采（Friedrich W. 

Nietzsche）的哲學。全書共三部

分，每個部分包含三個章節。第一

部分旨在說明施特勞斯所借重的

「古典」，何以與尼采、海德格爾不

同；第二部分主要分析海德格爾對

「政治」的理解及其缺陷；第三部分

旨在說明海德格爾以及現代性本身

的思想趨向，在何種意義上仍處於

儘管施特勞斯一直把

海德格爾作為潛在的

對話者，海德格爾卻

從未關注過施特勞

斯。這在某種程度上

決定了對兩人思想關

聯的考察，從一開始

就「偏向」施特勞斯

這邊，因為任何一個

解讀者都無法忽略施

特勞斯本人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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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學與政治	
古典哲學的視野之內。其中第一部

分的三個章節均大量涉及尼采思

想。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對尼采

的關注是海德格爾和施特勞斯哲學

主張的共同起點。就尼采對於施特

勞斯的重要意義而言，著名尼采專

家朗佩特（Laurence Lampert）已有

相當出色的考證7。至於海德格爾

和尼采之間的關係，則以施特勞斯

的判斷最為直接。他認為海德格爾

所著的《尼采》（Nietzsche，尤其是

卷一）乃是海德格爾本人思想的最

佳介紹8，而尼采的思想可以說是

海德格爾存在主義在哲學上的唯 

一根源9。施特勞斯當然知道康德

（Immanuel Kant）、黑格爾（Georg 

W. F. Hegel）等其他思想家對海德

格爾的影響；他只是認為，海德格

爾哲學的基本前提和主要意圖都來

自尼采。維克利從尼采哲學出發分

析兩人的思想關聯，應該說本身就

是從施特勞斯那裏得到啟發，自然

也契合施特勞斯本人的想法。

本書標題特別點出了兩個問

題：「源初遺忘」和「哲學的前提」。

所謂「源初遺忘」，指的是對一種「徹 

底追問」的遺忘（頁30）；追問是人之 

本性，只有通過某種徹底的追問，

人才可以和天地之間最深邃迷人的

東西相遭遇（頁1）。施特勞斯和海

德格爾對「徹底追問」的理解，至

少表面上差別很大。施特勞斯以一

個倫理問題來代表這種追問，即

「何為最好生活」；海德格爾終其一

生都在追問「何為存在」。然而，他

們彼此對於對方提出問題的方式都

不贊同。施特勞斯對海德格爾的批

評是公開的，他說海德格爾只談論

存在，恰恰因此錯過了存在bk。海

德格爾雖然從來沒有注意過施特勞

斯，但他對倫理學的否定態度是眾

所周知的bl。不同的提問方式，源

自兩人對於哲學的不同理解，因此

這關乎「哲學的前提」。

維克利認為，施特勞斯並非只

把海德格爾看作虛無主義的代表。

施特勞斯在最後一本親自編訂的文

集《柏拉圖式政治哲學研究》（Studies  

in Platonic Political Philosophy）中指 

出，時人或許並沒有真正理解海德

格爾。這意味着，施特勞斯從海德

格爾的思想中看到了某種為其他研

究者所忽略的東西。施特勞斯的這

一發現，反過來對於他本人的思考

產生了不容忽視的影響。由此，維

克利推測，施特勞斯有可能認為，

只有當人們真正理解海德格爾，才

能夠真正理解他本人的所謂「柏拉

圖式政治哲學」（頁3）。

在維克利看來，海德格爾對施

特勞斯最為重要的意義在於，海德

格爾徹底地揭示並質疑了哲學的前

提。要恢復蘇格拉底（Socrates）對

哲學的理解，就不能不把海德格爾

的批評考慮在內。比如，海德格爾

讓施特勞斯看到，回到傳統形而上

學是不可能的，只能在一種完全不

同的層面上重複傳統形而上學所 

意欲的東西（頁102）。海德格爾還

強調，像柏拉圖（Plato）那樣把「善」

理解為形而上學意義上的最高存在

或最高原因，是有問題的bm。施特

勞斯重新審視蘇格拉底哲學的一個

主要關切，就是能否在承認海德格

爾所指出的形而上學疑難的前提

下，依然把善的問題置於哲學的中

心，即善的問題是否既可以向着存

在（being）或整全（the whole）開放，

同時又不會導致對整全做出人道主

義或人類中心論的理解（頁103）。

所謂「源初遺忘」，指	

的是對一種「徹底追

問」的遺忘。施特勞

斯追問「何為最好生

活」，海德格爾追問

「何為存在」。不同的

提問方式，源自兩人	

對於哲學的不同理

解，因此這關乎「哲

學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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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書評 書中指出，施特勞斯最終對 

蘇格拉底哲學的解釋，事實上包含

了對海德格爾的回應。比如，他強

調，「蘇格拉底遠沒有委身於一種

特定的宇宙論，他的知識是對無知

的知識。對無知的知識並非無知。

它是對真理、對整全的疑難品質的

認識。蘇格拉底在整全的神秘品質

中來觀照人。因此他認為，我們所

熟悉的是人之為人的處境，至於是

甚麼原因導致了這一處境，我們並

不明瞭」（頁181）bn。換句話說，

蘇格拉底像海德格爾一樣，知道整

全（或存在）始終是神秘的，人無法 

完全理解整全，即不能像把握存在

者（beings）那樣把握存在。因此，

蘇格拉底和柏拉圖並沒有像海德格

爾所批評的那樣，受制於一種特定

的宇宙論或形而上學，而是始終處

在探究宇宙論的途中。

二　現象學與蘇格拉底 
問題　　　　

要證明施特勞斯的政治哲學和

海德格爾的存在哲學內在地互相關

聯，關鍵在於證明施特勞斯也像海

德格爾一樣關注「存在」問題，而

海德格爾的哲學在某種意義上和

「政治」也脫不開干係。

對施特勞斯來說，政治問題只

是哲學的入口，並非終點，更不是

全部。哲學的根本問題依然是存在

問題，或者說是對整全的理解。作

者在本書第三章中指出，施特勞斯

通過重新解釋西方哲學史上的「蘇

格拉底轉向」，提出了一種探究存

在的特殊方式bo。他認為，蘇格拉

底轉向對人事的研究，並不意味着

放棄探究自然。要理解人事，就得

理解人類事物和神聖事物、自然事

物的區別，故仍須追問「何為神聖」

以及「何為自然」。蘇格拉底像所有

哲人一樣，把哲學的目標等同於關

於整全、關於所有存在者的科學，

其轉向研究人事只是改變了哲學反

思的方法。蘇格拉底發現，政治事

物乃理解宇宙萬有的關鍵，因為它

是離我們最為切近的事物（first for 

us），內含了通往最為玄遠的事物

（first by nature）的線索。而且人和事 

物之存在相遭遇，首先不是通過觀

看，而是通過言說。蘇格拉底理解

萬物之存在或本性的起點，是關於

這些本性的意見，因為每一種意見

都包含了靈魂對諸本性的某種直

覺。他之所以把哲學稱為「辯證法」， 

原因就在於哲學乃是從意見向着真

理的上升。人們關於善、正義等問

題的意見不可避免地互相衝突，正

是這種衝突使得向着真理的上升成

為可能和必要。施特勞斯指出，「無 

視所有有關事物之本性的意見，就

等於放棄了我們所擁有的通達實在

的最重要的入口，放棄了我們能夠

獲得的最重要的真理之殘餘」。普

遍懷疑所有意見的結果，不是通往

真理的核心，而是通往虛空bp。從

「前科學」的政治世界中的意見出

發，乃是蘇格拉底探究存在的方

式，在施特勞斯看來，這種方式才

是「面向事情本身」的正確方式。

與蘇格拉底不同，海德格爾自

始至終都更熱衷於越過各種存在

者、直接思考存在，當然他也並未

特別關注政治事物。在海德格爾眼

中，政治生活中的意見毋寧是「沉淪」 

狀態下漂浮無根的「閒談」而已bq。 

在蘇格拉底看來，人無法直接理解

存在或整全，只能通過理解整全之

中各個異質性的部分來間接地把握

要證明施特勞斯的政

治哲學和海德格爾的

存在哲學內在地互相

關聯，關鍵在於證明

施特勞斯也像海德格

爾一樣關注「存在」問	

題，而海德格爾的哲	

學在某種意義上和「政	

治」也脫不開干係。

c185-201905004.indd   152c185-201905004.indd   152 1/6/2021   下午3:041/6/2021   下午3:04



	 	 現代性中的	 153	

	 	 哲學與政治	
整全。存在（to be）就意味着成為

某物（to be something），成為某個

種類的存在者，成為整全當中的某

個部分，是故整全本身是超出存在

之外（beyond being）的br。

維克利進一步指出，鑒於整全

本身對人類來說始終是神秘的，哲

學的着力點應是對人類處境的闡釋， 

但這並不意味着放棄探究整全，因

為對人類處境的闡釋就是澄清人在

何種程度上向着整全開放，即在何

種程度上與天地相通。所有「前哲

學」bs的意見都是潛在的關於整全

的意見，「所有的理解都預設了一種 

關於整全的根本性意識」（頁107）。 

人向着整全的開放有其固有的問題， 

澄清那些問題，就相當於理清人類

靈魂的結構。人類靈魂是整全當中

唯一向着整全開放的部分，因而和

整全最具親緣性。有關各種靈魂的

知識乃是宇宙論的核心；最終，「澄 

清宇宙論的問題意味着回答何為哲

學或何為哲人的問題」（頁108）。關 

於各種靈魂類型的知識同時也就是

有關人何以與整全相通的那些問題

的知識，這些問題只有在政治領域

中才表現得最為醒目。在施特勞斯

解釋下的蘇格拉底轉向，就是施特

勞斯版本的現象學轉向，即轉向事

情本身。只有允許內含在道德和政

治領域中的問題充分展開，才能真

正揭示哲學的起點或前提。

三　海德格爾、哲學與 
政治　　　　

要說海德格爾的哲學和政治脫

不開干係，他和國家社會主義（納

粹主義）之間的糾葛，自然是首先

需要關注的話題。施特勞斯在這個

問題上的看法頗為微妙，既不像某

些自由主義者那樣，基於某種似是

而非的道德立場對海德格爾大加批

判，甚至因此否定其哲學本身；也

不像海德格爾的某些同情者那樣，

簡單地認為這個錯誤只是偉人的一

時糊塗。他首先指出，如果看不到

海德格爾的政治錯誤與其核心思想

之間的密切關係，必將徹底地誤解

其哲學，但同時強調，「僅從這些

事件出發，還遠不能恰切地理解其

思想」（頁18-19）。

施特勞斯認為，海德格爾的政

治冒險所體現的真正問題是哲學和

政治的關係。如維克利所言，「海

德格爾可以被看作是哲學與實踐生

活的關係這一普遍問題上最偉大

的、活生生的例子，一個關於哲學

對於政治的固有危險和實踐對於哲

學的持續誘惑的例子」（頁162）。探 

究哲學和政治之關係的目的，就是

為了恰切地理解哲學的前提，因為

只有從政治性的視野出發，才能看

清哲學生活的某些本質特徵。施特

勞斯在和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 

就《論僭政》（On Tyranny）一書的爭 

論中曾特別指出，「我們都從存在

轉向了僭政，因為我們都看到，那

沒有勇氣面對僭政問題的人，⋯⋯

也被迫迴避了存在問題，恰恰因為

他們僅僅談論存在」bt。此處不點

名批評的主要對象就是海德格爾。

海德格爾在僭政問題上的失察，暴

露了其哲學思想的某種根本缺陷。

在筆者看來，哲學和政治關乎

人世生活的兩大任務，一為個人修

為的最高成就，一為普羅大眾的塵

世幸福。按照施特勞斯的判斷，當

代西方一切問題的根源，就在於哲

維克利指出，鑒於整

全本身對人類來說始

終是神秘的，哲學的

着力點應是對人類處

境的闡釋，但這並不	

意味着放棄探究整

全，因為對人類處境

的闡釋就是澄清人在

何種程度上向着整全

開放，即在何種程度

上與天地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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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書評 學和政治的關係發生了扭曲，政治

哲學化了，而哲學政治化了。哲學

的普遍性搞亂了政治的特殊性，同

時又讓政治的鬥爭性限制了哲學原

本「寧靜以致遠」的廣闊視野。哲

學成了政治鬥爭的工具，成了各種

主義；而政治則成了各種抽象體系

的試驗場，完全不再是「前科學」的 

政治世界的本來面目。由此，哲學

和政治兩敗俱傷。政治愈來愈狂

熱，鬥爭的代價愈來愈高昂；哲學

則放棄了作為道統（「自然正確」，

natural right）守護者的使命，任憑

世界落入虛無主義的深淵。

如果把哲學作為主動的一方，

哲學和政治的關係或可看作是哲 

學在「內聖」和「外王」之間的取捨。

現代西方的問題就在於，哲學完全

投入到「外王」的事業中，喪失了

「內聖」這一維度。施特勞斯所謂的

「政治哲學」，核心在於通過政治走

向哲學。認識政治的本來面目，尤

其是認識到政治的局限，是走向哲

學的第一步。正是政治生活的內在

緊張使得向着哲學的轉向成為可能

和必要。經歷了政治生活洗禮的哲

學，則可以從容地做到既尊重政

治，又不被政治所拖累，因為它對

政治的局限和克服這種局限的必然

性了然於胸。在所有這一切背後，

是人性的二元性。人性既是政治

的、又是超政治的。人性的至高點

和政治的至高點不是一回事，甚至

互相衝突ck。人性本身所渴望的真

正滿足，是城邦所無法給予的。而

執意從政治中尋求這種滿足，往往

會帶來災難。

眾所周知，海德格爾從未承認

他當年加入納粹黨的經歷是一個錯

誤，哪怕在納粹運動本身徹底失敗

以後依然如此。在他看來，那場運

動之所以未能如他所期待的那樣發

展，是因為「平庸無能的人」妨礙

了更高目標的實現。假如當時有能

力影響事態的人在關鍵時刻挺身而

出（而不是囿於「庸俗道德」的束

縛，置身事外），從而讓那場運動

變得更加純粹和節制，事情的結果

會大不一樣（頁121-22）。這說明了

海德格爾的行為從他的哲學來看是

正確的。根據維克利的分析，這種

「哲學」當中包含了幾個要素，而這

些要素大都直接或間接地來自德國

觀念論傳統（頁122-29）。

首先，「哲學可以成為人類事

務的主導性力量，人類歷史在根本

上就是哲學史」（頁122）。哲學和政 

治生活沒有內在緊張，政治原則和

哲學原則可以是一回事，哲學的任

務就是改造政治生活。其次，人類

生存的核心是某種超越性的自由。

比如，超越對於安全、舒適等的世

俗關切，在對死亡的關照中，決絕

地面對生存整體。哲學的任務就是

把人類自由推到極致，迫使人在生

存的界限中，正視與存在無法分割

的虛無。再者，那樣一種徹底的自

由，在人性當中沒有任何基礎，完

全取決於神秘莫測的歷史命運，人

至多只能為接受歷史的禮物做好準

備。自由到來的時刻，往往是日常

生活陷入極大困境或混亂的時刻。

正是基於這些看法，海德格爾

不光把納粹運動看作命運贈予德意

志民族的禮物，看作自由的時刻，

還認為自己以及某些其他人有責任

在這個時候助其一臂之力。不得不

說，海德格爾對於「自由」的理解，

有其相當深刻的地方，但問題在

於，那是一種哲學上的自由，是少

數人甚至專屬於海德格爾這樣的人

的自由。以這樣一種自由來看待和

施特勞斯認為，海德

格爾的政治冒險所體

現的真正問題是哲學

和政治的關係。按照

施特勞斯的判斷，當	

代西方一切問題的根

源，就在於哲學和政

治的關係發生了扭

曲，政治哲學化了，

而哲學政治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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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學與政治	
要求政治生活，無疑是大謬不然的。 

海德格爾從哲學的角度來理解政治， 

對內在於政治生活的是非善惡問題

則避而不談。於是我們看到，一種

獻身於徹底追問的哲學，把它的

「瘋狂」帶到了原本要求節制和審慎

的政治之中，當代最偉大的哲學家

自願成為納粹運動的一份子。

施特勞斯指出，「海德格爾在

智識上所扮演的角色相當於希特勒

在政治上所扮演的角色」。面對「當

時普遍存在的不安和不滿」，希特

勒（Adolf Hitler）和海德格爾分別

從政治和思想上給出了強有力的回

應（頁162-63），而且雙方從氣質上

講都帶有蔑視眼前一切的決絕。在

施特勞斯看來，最成問題的是海德

格爾一方面積極地號召人們起來行

動，另一方面又根本否認倫理學的

可能性。施特勞斯很可能像海德格

爾一樣，懷疑倫理學或者一般意義

上的道德是否有其堅實的根基cl。

以這種懷疑為前提，恰當的推論應

該是對行動保持謹慎，對一切訴諸

行動的解決方案保持審慎地懷疑。

但海德格爾的做法恰恰相反，他從

超道德的角度為行動提供論證，以

「命運」之名為行動辯護。這種既自

相矛盾又不負責任的非常之舉表

明，與蘇格拉底所代表的純正的哲

學相比，海德格爾的思想已帶有某

種異質性的成份（頁163-66）。

海德格爾的思想中沒有政治哲

學的位置，那個位置被有關諸神的

思考佔據了。早期海德格爾一度受

到尼采希望由一種新的貴族來統 

治世界的感召，對政治行動抱有 

希望。在弗萊堡大學（University of 

Freiburg）短暫的校長生涯結束以

後，他徹底放棄了這種希望，因為

他認識到通過政治行動來克服現代

性是不可能的。此時海德格爾轉而

希望通過準備一種新的「扎根」，為

人性再次走向卓越和偉大創造條

件，這其中包含了促成東西方之 

間最深刻的思想家的對話，以及諸

神的回歸（頁165）。對於海德格爾

這種世界宗教式的思考，施特勞斯

一方面表示認可，因為它體現了對

「世界社會」（a world society）這一

嚴峻問題的意識，但他同時認為這

些設想更適合幻想家而不是哲學

家。和古典哲人相比，海德格爾的

思考融合了對諸神的關切，「在本

質上是宗教性的，是《聖經》的後

裔」（頁166）。這種結合了宗教的

哲學，對世俗生活的興衰浮沉負有

超出其本分之外的責任。哲學的目

標在於把握整全，因此它內在地

「要求一種對屬人關注的根本性疏

離」。哲學不能無條件地「扎根」於

大地，因為它必須是「整全的公民」

（a citizen of the whole，頁186）。由 

此我們可以說，海德格爾以一種政

治性的要求束縛了哲學cm。

總之，在海德格爾那裏，因為

對政治生活的本質缺乏了解，面對

政治時明顯地缺乏審慎。同時，由

於受政治關切的拖累，哲學也達不

到它應有的高度和廣度。哲學是瘋

狂和節制的完美融合cn，哲學不該

以其「瘋狂」妨害政治，亦不該因

為政治而不再「瘋狂」。重要的是讓

瘋狂與節制各歸其位、各守其分。

維克利指出：「對施特勞斯來說，

理論的徹底性和政治上的節制，並

不是哲人思想中並排在一起的兩個

部分，而是在本質上就互相關聯

的。承認哲學追問的徹底性內在地

和習俗以及律法相衝突，就是承認

在人類生活當中有一種差異是不可

克服的。哲人在政治上的節制乃其

海德格爾從哲學的角

度來理解政治，對內

在於政治生活的是非	

善惡問題則避而不談。	

於是我們看到，一種

獻身於徹底追問的哲

學，把它的「瘋狂」帶	

到了原本要求節制和

審慎的政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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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書評 審慎的外在表現，而這種審慎有其

理論上的基礎。在施特勞斯看來，

海德格爾錯就錯在對這種決定性的

差異缺乏意識。」（頁21）這種差異

不是存在和存在者之間的差異，而

是政治和哲學的差異，是人性當中

的政治性和非政治性的差異，亦即

人性的二元性。只有意識到人性的

二元性，才能理解哲學和政治的本

來面目及其相互關係。

四　結語

概而言之，維克利的《論源初遺 

忘》一書，作為第一本考察海德格爾 

與施特勞斯思想糾葛的著作，對兩

人思想淵源和立場差異等問題的闡

釋，頗多洞見，為學界深入考察兩

位哲學家的共識與分歧，提供了諸

多便利。但由於作者本人的立場更

接近施特勞斯，全書更像是站在施

特勞斯的角度對海德格爾的批評與

回應。因此，本書對兩位思想家的

處理，難免給人「厚此薄彼」的印象。

綜合來看，海德格爾與施特勞

斯都提出了某種「遺忘」，只是被遺

忘的對象和導致遺忘的原因各不相

同。在海德格爾那裏，導致遺忘的

原因是歷史性的，是存在的自行隱

匿。而施特勞斯則認為，導致遺忘

的乃是超歷史的人性本身。比較而

言，在施特勞斯那裏，錯誤來自

人，未來糾正錯誤仍有賴於人，尤

其是人的認知。而對海德格爾來

說，冥冥中一切都是「天命」，無論

是存在的最初隱匿，還是諸神的再

次降臨，皆非人力所能掌控。施特

勞斯要求人們「反身求諸己」，其精

神氣質是淡泊和剛毅的。海德格爾

把關鍵環節付諸命運，其哲學思考

激烈中透着憂鬱。就此而言，施特

勞斯站在哲人（柏拉圖）一邊，而

海德格爾的精神事實上已更接近史

家（修昔底德 [Thucydides]）co。

如果說以柏拉圖、邁蒙尼德

（Moses Maimonides）等為代表的傳

統哲人，成功地在他們所處的政治

社會面前為哲學做出了強有力的辯

護的話，尼采、海德格爾等現代哲

人不僅沒有做到這一點，反而起到

了相反的效果。為了捍衞和保存哲

學，施特勞斯致力於重審哲學和政

治的關係，重新恢復古典哲人在這

一問題上的健全的視野。

在施特勞斯那裏，哲學與政治

的關係，又可表述為啟示和理性的

關係。而啟示與理性的關係，未嘗

不可進一步還原為信與疑的關係。

就人世生活來說，大部分人落在

「信」這一邊（不管信的是甚麼，一

神、多神或者意識形態）；沒有一

種穩定的「信」，政治生活就無法展

開，畢竟普通人難以長久地置身於

懷疑當中。然而，人性本身包含了

懷疑的種子，從哪裏來，到哪裏

去，應該如何生活——這樣的問

題不可能完全杜絕。總會有一些人

為了思考這些問題而日常性地活在

懷疑當中，以質疑和追問的姿態度

過一生。然而，以「疑」為主的生活 

並非沒有「信」的成份。不同之處僅 

在於，他們的「信」是在「疑」的基

礎上確立起來的，是自我確立的

「信」，而不是被動接受的「信」。因

此之故，這種生活的底色是質疑和

追問，是人之理性。反過來說，政

治生活本身也不能完全杜絕「疑」，

「信」甚麼、如何「信」原本就是理性 

反思的結果，是從「疑」中得來的；

更何況政治還要為革新留出空間，

離不開合理的質疑與反思。

施特勞斯要求人們

「反身求諸己」，其精

神氣質是淡泊和剛毅

的。海德格爾把關鍵

環節付諸命運，其哲

學思考激烈中透着憂

鬱。就此而言，施特

勞斯站在哲人一邊，

而海德格爾的精神更

接近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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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學與政治	
「信」的生活不可消除，「疑」的 

生活也不可或缺。現代啟蒙在某種

意義上是對前者的挑戰，而它最終

收穫的，除了顯而易見的成就之外， 

還有更加野蠻的狂熱和難以忍受的

虛無。筆者認為，所謂理性與啟示

之間不可解決的衝突，只是問題的

表面。兩者之間的衝突是實踐上的， 

不是理論上的。從理論上說，後一

種生活可以理解前一種生活，反之

則不然。是故兩種生活有高低之

分，並不存在不可解的高下之爭。

施特勞斯之所以一再強調「衝突」的

一面，更多地是對潛在的、消解其

實際衝突的衝動提出預警，畢竟現

代性籌劃本身已經提供了足夠的前

車之鑒。同時這一警告顯然更多針

對的是以「疑」為業的少數人，而不 

是以「信」為主的多數人。少數人應 

該對自己有更高的要求，承擔更多

責任，古往今來，莫不如是。如施

特勞斯所言：「1933年的那一樁最

大的事件〔海德格爾投靠納粹〕似

乎證明（如果這種證明還有必要的

話），人不能放棄探究何為好的社

會的問題，不能通過聽命於歷史或

任何自身理性以外的其他力量來免

除回答這一問題的責任。」cp

啟示與理性的爭執，是信與疑

的問題在西方文明中的特殊體現。

在華夏傳統中，兩種生活的並立雖

然體現得不像西方那樣涇渭分明，

其歷史糾葛也沒有那麼引人注目，

但同樣的問題大概是存在的。其具

體內容和表現形式究竟為何，恰是

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對西方同

類問題的觀照，無疑為識別和探究

我們自身的問題提供了必要的線

索。或者退一步說，假定這樣的問

題在我們的傳統中並不存在，那麼

究竟為甚麼沒有產生這樣的問題，

不是仍然需要追究嗎？面對西方，

重新理解我們自己，應該是時代賦

予我們的使命。反過來說，西方也

未必不需要同樣的自我審視。如尼

采和海德格爾所見，一個「世界社

會」的時代正在到來，而人類尚未

對此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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