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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德格尔语言观的起点

语言，是海德格尔一直关心并着重阐述的一个极重要的论题。我们在二十年代的《存在与时间》

以及五十年代的《筑·居·思》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词源学的思维方式。

二十年代，在《存在与时间》中，语言，其主要涵义还只是诠释、传达以及包括交谈、闲谈在内的言

谈等，其主要功能在于揭示世界与此在本身，将领悟或曰领会宣告出来。三十年代，在《艺术作品的本

源》与《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二文中，语言的涵义显示了一种过渡性、转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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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海德格尔经常从词源上对相关问题作沉思和解释，在这一种返回中去获得原始的消息。对

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作哲学的表达，便是“语言说”。“语言说”成为了海德格尔语言观的一个重要命题。此种

哲学式的表达，还同“道说”概念的深化密切相关。原先，在《存在与时间》中的含义大体上是一般意义上的

说和道的“道说”概念，成为海德格尔称呼语言的词，这体现了他对于语言的玄远之求：一方面，他将词语解

释为命名之词，并说：“惟词语才使物获得存在”；另一方面，又认为诗与思都隶属于“道说”，并说：“把诗与思

带到近处的那个切近本身就是大道”。向着中国古代思想，具体说，在语言问题上向着“大道”这一概念靠

近，是海德格尔摆脱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一条显见的途径。“道说”概念的深化过程，亦即海德格尔语言观发

展的过程，又是与他从“哲学”概念走向“思”的概念的过程相关联的。他认为，形而上学的哲学终结了，思想

的任务的标题应该是澄明与在场性。对于一个西方学者来说，能够吸收东方思想，能够摆脱工具观念，而追

求一种更为深广、更为根本的本源，已属十分不易。当然他的“大道”观念仍然与“原始消息”相关连，还烙着

“命名”的印迹，仍然是不够纯净的，并且，将作为道说的语言视为成道方式的道的观念，与中国《老》《庄》之

谓道的观念是不相同的。他还不懂得“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1]的道理。而上述这些尚未为“海”学界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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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齐物论》，〔清〕郭庆藩：《庄子集释》卷一下，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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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艺术作品的本源》后部，海德格尔讲到诗，并且提出了“艺术的本质是诗”[1]的观点。提出这一

观点的本质，在于突出语言的作用。突出语言的作用与《存在与时间》一书突出“逻各斯”与“诠释学”

是一致的。海德格尔说：“惟语言才使存在者作为存在者进入敞开领域之中。在没有语言的地方，比

如，在石头、植物和动物的存在中，便没有存在者的任何敞开性，因而也没有不存在者和虚空的任何敞

开性。”[2]这一段话，与《存在与时间》是一脉相承的，在此文中，海德格尔用之以说明“艺术的本质是诗”

的原因。显然，此之谓诗，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诗意创造。海德格尔说得很明白：“诗歌仅只是真理之

澄明着的筹划的一种方式，也即只是宽泛意义上的诗意创造的一种方式。”[3]

与《存在与时间》不同的是，“道说”这个在《存在与时间》中被使用过，但其含义大体上是一般意义

上的说和道的概念，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则有了更高的、更为原初性的含义。海德格尔说：“由于语

言首度命名存在者，这种命名才把存在者带向词语而显现出来。这一命名指派存在者，使之源于其存

在而达于其存在。这样一种道说乃澄明之筹划，它宣告出存在者作为什么东西进入敞开领域。”[4]“源

于其存在”，指的是隐秘的或者用海德格尔的词叫锁闭的存在；“达于其存在”，是敞开的存在。这种敞

开是由于命名亦即道说，将物带入了澄明之中。

在《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一文中，海德格尔说：“语言不只是人所拥有的许多工具中的一种工具；

唯语言才提供出一种置身于存在者之敞开状态中间的可能性。唯有语言之处，才有世界。这话说的

是：唯有语言之处，才有永远变化的关于决断和劳作、关于活动和责任的领域，也才有关于专断和喧

嚣、沉沦和混乱的领域。唯有世界处，才有历史。”“语言担保了人作为历史性的人而存在的可能性。

语言不是一个可支配的工具，而是那种拥有人之存在的最高可能性的居有事件。”[5]以上这段话，仍然

应该归入《存在与时间》对语言的理解之中，虽然是其中比较本源性的一种。

另一方面，在《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一文中，不仅“原语言”的概念被提了出来，而且还说到了语

言的暗示作用：“诗人之道说是对这种暗示的截获，以便把这些暗示进一步暗示给诗人的民众。”[6]还值

得注意的是，海德格尔提到了“民族之音”。他说：“存在之创建维系于诸神的暗示。而同时，诗意的词

语只是对‘民族之音’的解释。于是荷尔德林命名了道说，在道说中一个民族记挂着他与存在者整体

的归属关系。”[7]“这样，诗的本质就被嵌入到诸神之暗示和民族之音的相互追求的法则中了。诗人本

身处于诸神与民族之间。诗人是被抛出在外者——出于那个‘之间’，即诸神和人类之间。但唯有并

首先在这个‘之间’中才能决定，人是谁和人在何处定居其此在。‘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8]“被

抛”二字，让我们想起《存在与时间》中的“被抛状态”一词；而此句中的“之间”则非《存在与时间》所指

生死之间。希腊神话故事中，充满了神的暗示。“唯当诸神本身为我们带来语言之际，诗意的词语才具

有它的命名力量”[9]。神是存在之一维，民族是另一维。虽然人还只是诗意地栖居于二维之间，但这已

经是向着《物》一文所说天、地、神、人的四重整体性发展的兆示了。

三十年代海德格尔的上述观点，构成了他的语言观在五、六十年代发展的基础或曰起点。

二、“语言说”命题的提出与“道说”概念的深化

五十年代，语言作为一个论题，与“人诗意地栖居”这一命题，同步获得了很大的进展。一个经常

为海德格尔重复的论点是：语言说。在《筑·居·思》中海德格尔说：“人的所作所为俨然是语言的构成

[1][2][3][4]《艺术作品的本源》，〔德〕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修订本），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63
页，第61页，第60页，第62页。《林中路》的修订译本，以下简称《林中路》。引者按。

[5][6][7][8][9]《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海德格尔选集》（上），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14页，第

322页，第323页，第324页，第3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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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和主人，而实际上，语言才是人的主人。”[1]在《“……人诗意地栖居……”》中，这句话被重复了一遍[2]。

在1950年10月7日所作的题为《语言》的演讲中，海德格尔明确提出了一个新的关于语言的观点：“语

言说”[3]，“语言作为寂静之音说”[4]，“人说，是因为人应合于语言。应合乃是听。人听，因为人归属于寂

静之音”[5]，“关键在于学会在语言之说中栖居”[6]，“语言之说在所说中为我们而说”[7]。简要地说便是，

语言说，人听即应合于语言，人应学会在语言之说中栖居。

稍稍早于《语言》这一演讲，在《筑·居·思》这一演讲中，海德格尔就采用了这样的论证方式：他问

道：“栖居的本质何在呢？”并回答说：“让我们再倾听一下语言的呼声”[8]。于是，他从古萨克森语与古

哥特语中，也意味着持留、逗留的词出发，阐述道：“栖居的基本特征就是……保护。”[9]虽然海德格尔在

《存在与时间》中常从一个概念的希腊词源上去追究或阐述其含义，但在那本书里他没有说过，让我们

倾听一下语言的呼声即语言说这样的话。在《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中，海德格尔已经将“让万物进入

敞开的道说”[10]即原初的命名，与日常语言明确区分了开来。在《筑·居·思》中，海德格尔针对“栖居并

没有被经验为人的存在；栖居尤其没有被思考为人的基本特征”[11]的情况，发表议论：“仿佛是语言把

筑造即栖居的真正意义收回去了，但这却证明了这种意义的原始性；因为在语言的根本话语中，它所

真正要道说的东西很容易为了那些浅显的意思而落入被遗忘状态中。这一过程的秘密，人们几乎还

未予思考。语言从人那里收回了它的简单的和高级的言说。但语言的原初的呼声并没有因此而暗

哑，它只是缄默不语而已。而人却不去留意这种沉默。”[12]这一段话可以视作是对“语言作为寂静之音

说”的比较详细的说明。词汇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词意有其衍生与变化，原始的意义有保存也有失落，

这是词汇发展过程中的常态，海德格尔却从中生发出语言收回了它的简单和高级的言说这一意思，这

仍然是将语言视为一个主体而言的。“语言作为寂静之音说”，即是指的原初的呼声并没有因此而喑

哑，它只是缄默不语而已。当然，《存在与时间》中也曾说过：“听和沉默这两种可能性属于言谈的道

说”[13]。不过，“道说”在《存在与时间》中其含义大体上是说和道，因此，这里的沉默，也是指的在言谈

亦即交谈中的沉默。正如在《存在与时间》中不存在“语言说”的命题一样，在此书中也不存在“语言作

为寂静之音说”的命题。直到1969年，在《艺术与空间》中，海德格尔还采用此种论证方法：“我们如何

能够找到空间的固有特性？”“我们尝试倾听语言。在空间一词中，语言说到什么？其中说到空间化。

空间化意味：开垦、拓荒。”[14]

海德格尔经常从词源上对相关问题作沉思和解释，在这一种返回中去获得原始的消息。对这样

一种思维方式作哲学的表达，便是语言说，而人只是听，以便应合。应合了，就可以逗留亦即栖居，作

为栖居的筑造，包括有作出“由人的劳作而得的一切作品”[15]。此种哲学式的表达，当然同“道说”概念

的深化密切相关。由此，词源学的阐述方式，取得了一种本源性的地位。

“道说”成为海德格尔称呼语言的词，是经过他的长久思考的。我们还记得，海德格尔在《存在与

[1][8][9][11]《筑·居·思》，《海德格尔选集》（下），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189页，第1192页，第

1193页，第1191页。

[2][15]《“……人诗意地栖居……”》，《海德格尔选集》（上），第466页，第467页。

[3][4][5][7]《语言》，《海德格尔选集》（下），第983页，第1001页，第1003页，第1004页。

[6]《语言》，〔德〕马丁·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修订译本），第27页。

[10]《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海德格尔选集》（上），第319页。

[12]《筑·居·思》，《海德格尔选集》（下），第1191页。译文中“暗”字疑当为“喑”字。引者按。

[13]〔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熊伟校，〔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三十四节《在此

与言谈，语言》，第197页。

[14]《艺术与空间》，《海德格尔选集》（上），第4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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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中，是十分重视诠释学的，他曾说：“现象学描述的方法上的意义就是解释”[1]。“此在的现象学就

是诠释学。”[2]五十年代，他与东京帝国大学的手冢富雄谈话时却说：“我在后来的著作中不再用‘解释

学’和‘解释学的’这两个词语了”[3]。具体原因，他没有明白说。这其实是海德格尔在语言问题上追求

玄远之所致。我们在《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中，已经看到他热衷于讨论命名的作用，意在从原初的、

根本的意义上来追寻语言的意义。海德格尔还曾对手冢富雄说：“在1934年夏季学期，我开过一个题

为《逻辑学》的讲座。而这个讲座实际上是对逻各斯的沉思，我力图在其中寻找语言的本质。但其后

又隔了近十年，我才能够去道说我所思考的东西——这在今天也还没有适当的词语来加以表达。那

种致力于应合语言之本质的思想的前景，在其整个广度上来看还是被掩蔽着的。”[4]

进而，海德格尔对手冢富雄叙述了他的语言观念的变化：他说，从“解释学的”这个词的希腊文词

源上看，它意为展示，带来音信。而诗人，按柏拉图《伊翁篇》中苏格拉底的话来说，诗人本身就是诸神

的使者。“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解释学并不就是解释，它先前意味着带来消息和音信。”[5]“这一原始意义

曾驱使我，用它来标识那种为我开启了通向《存在与时间》的道路的现象学思想。曾经至关重要、而且

今天依然还要紧的事情是，使存在者之存在显露出来——当然不再以形而上学的方式，而是让存在本

身达乎显露”[6]。使存在者之存在显露出来，这确是《存在与时间》的论旨。

后来的情况不同了，海德格尔对手冢富雄说：“很久以来，当我思考语言的本质时，我是很不愿意

用‘语言’这个词了。”[7]那用什么词呢？用“道说”。“它意谓：道说及其所道说者和有待道说者。”[8]海德

格尔阐述说：“随着对道说之本质的洞察，思想才刚刚开始了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把我们从纯粹形而上

学的表象活动中取回来，使我们进入对那种消息的暗示的关注中——我们本就想成为那种消息的传

信者。”“必定要有某个东西自行发生，借此为传信开启并照亮道说之本质得以在其中闪现的那个浩瀚

境地。”[9]某个自行发生的东西，是道说的依据。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海德格尔对于语言的玄远之求，

是为了摆脱西方形而上学的思路。相对照的是，海德格尔强调：“一种关于语言的言说几乎不可避免

地把语言弄成一个对象”[10]，因而，他要求“从语言而来倾听语言”[11]。这表明了我在上文所说“语言说”

的命题与“道说”概念的深化相关的意见，是符合海德格尔的思想实际的。

三、命名与大道

《从一次关于语言的对话而来》一文是1953年至1954年所作。1957年12月至1958年2月，海德

格尔作了三次题为《语言的本质》的演讲。1959年1月又作了《走向语言之途》的演讲，对他的新的语

言观正面作出了详论。我们先分析他的前三次演讲的内容。在第一次演讲中，海德格尔主要讲了一

个达乎词语的问题。他说：“我们无论何时以何种方式来说一种语言，语言本身在那里恰恰从未达乎

词语。在说话中表达出各种各样的东西，首先是我们所谈论的东西：一个事实，一个事件，一个问题，

一个请求等。”[12]于是，海德格尔问道：“语言本身在哪里作为语言而达乎词语呢？”[13]他抓住最早指引海

林格拉特关注荷尔德林，而后自己又从荷尔德林两部诗集中获得灵感的斯蒂芬·格奥尔格的后期诗作

中，那首发表于1919年的《词语》一诗之最后一节，展开他的论述：

我于是哀伤地学会了弃绝：

[1][2]《存在与时间》第七节《探索工作的现象学方法》，第46-47页，第47页。

[3][5][6][7][8][9][10][11]《从一次关于语言的对话而来》，《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第 97页，第 117页，第 117页，第 137
页，第137页，第138、144页，第141页，第141页。

[4]《从一次关于语言的对话而来》，《海德格尔选集》（下），第1011-1012页；《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第93页。

[12][13]《语言的本质》，《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第148页，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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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1]

海德格尔说：“破碎即是缺失。在词语缺失处，亦即在每每命名着物的词语缺失处，无物存在。‘命

名’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回答说：‘命名’指的是赋予某物以一个名称。”[2]这是将词语解释为命名

之词了。海德格尔又从正面说：“惟当表示物的词语已被发现之际，物才是一物。惟有这样物才存

在。所以，我们必须强调说：词语也即名称缺失处，无物存在。惟词语才使物获得存在。”[3]“只有在合

适的词语从而就是主管的词语命名某物为存在着的某物，并且因而把当下存在者确立为这样一个存

在者的地方，某物才存在。”“任何存在者的存在寓居于词语之中”，“语言是存在之家”[4]。这是说明词

语亦即命名的作用：使物获得存在。

现在，我们可以明白，海德格尔所谓达乎词语，就是想达乎存在之家的命名活动。“语言是存在之

家”便是从这种根源的意义来说的。其实，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已经说过：“由于语言首度

命名存在者，这种命名才把存在者带向词语而显现出来。这一命名指派存在者，使之源于其存在而达

于其存在。这样一种道说乃澄明之筹划，它宣告出存在者作为什么东西进入敞开领域。”[5]在《荷尔德

林和诗的本质》中，海德格尔就荷尔德林的一些诗句发挥他的思想，其中有两句诗是：“天神多得命

名”，“而诗人创建持存”[6]。海德格尔还阐述说：“诗乃是一种创建，这种创建通过词语并在词语中实

现。如此这般被创建者为何？持存者也。”[7]我们可以看出，作为命名的词语这一概念，以及“唯词语才

使物获得存在”的思想，其实早在三十年代中期，即已出现在海德格尔的论文中。《艺术作品的本源》所

说“显现出来”，《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所说“创建持存”，在《语言的本质》第一讲中都仍有表达：“惟有

词语才让一物作为它所是的物显现出来，并因此让它在场。”“作为这样一个词语，它持有并且保持一

物在其存在中。”[8]从内容上说，《语言的本质》第一讲的上述内容，无新鲜之处。不过，有一点值得指

出，达乎词语及如何达乎词语是在这一讲中才成为一个论题的。

由于这一点，诗人的任务才被提了出来：“诗人把诗人的天职经验为对作为存在之渊源的词语的

召集。”“诗人获悉那种东西的原始消息，这种东西降大任于诗人之道说，它作为至高者和持存者被允

诺给诗人之道说，而又向诗人之道说隐瞒起来。诗人在词语上取得了经验。”[9]词语既是命名，那末其

中自然有着原始的消息。具体地说，原始消息是什么？海德格尔未置一词。但从“它作为至高者和持

存者被允诺给诗人之道说”一语上看，这应是说的上节已引他对手冢富雄所说“必定要有某个东西自

行发生，借此为传信开启并照亮道说之本质得以在其中闪现的那个浩瀚境地”[10]一语中的“某个东

西”。海德格尔的“词语”，荣格的“梦”，都负有传达原始消息的任务，而且都具有隐蔽性。

在第一讲的结尾部分，海德格尔仍抓住格奥尔格《词语》一诗的结尾两行，将词语与诗人结合起来

说：“‘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指点出词与物的关系，它指明，词语本身就是关系，因为词语把一

切物保持并且留存于存在之中。倘若没有如此这般的词语，那么物之整体，亦即‘世界’，便会沉入一

片暗冥之中；包括‘我’，即那个把他所遇到的奇迹和梦想带到他的疆域边缘、带向名称之源泉的‘我’，

也会沉入一片暗冥之中。”[11]“奇迹”、“梦想”云云，是化用了格奥尔格《词语》一诗的开始二节：

我把遥远的奇迹或梦想 期待着远古女神降临

带到我的疆域边缘 在她的渊源深处发现名称——[12]

[1][2][3][4][8][9][11][12]《语言的本质》，《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第 150页，第 151页,第 152页，第 154页，第 158页，第

158页，第167页，第161页。

[5]《艺术作品的本源》，《林中路》，第61页。

[6][7]《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海德格尔选集》（上），第309页，第317页。

[10]《从一次关于语言的对话而来》，《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第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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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即如果没有词语的话，那末世界和“我”亦即人，都沉入暗冥中。上引海德格尔的这一段

话，正是说的原始命名活动的作用及意义，却是用的哲学的追问方式获得的，而非从发生学上实际地

把握到的，因而还是猜测，从而是缺乏说服力的，当然，这种追问是睿智的。

拙著《中国前期文化—心理研究》对这一问题有系统阐述，兹略摘引一段如下：“语言的产生及其

逐渐丰富的过程是十分艰难而缓慢的。为事物创造名称是当时的最高智力活动。创造出来的名称，

在特定的人类集群中世代保存、积累着，形成为该集群的精神财富。这种精神财富，又是直接同物质

的把握相一致的。专有名词即代表了认识的范围。掌握的名称越多，就表示被认识的物质事项越丰

富，从而周围的环境也就愈清晰。那种模糊一片的浑沌景象，也就在更大程度上消逝。名称是一束精

神的光照，照到哪一个物质事项上，该事项便从连成一气的昏暗中浮现了出来。”[1]

在第二讲中，海德格尔重点讲了诗与思的问题。这个问题在第一讲中已经涉及。他说：“诗与思，

两者相互需要。”“思想不是任何认识的工具。思想在存在之野上开犁沟垄。”“然而，有一种几千年来

养成的偏见，认为思想乃是理性的事情，也即广义的计算的事情——这种偏见把人弄得迷迷糊糊。因

此之故，人们便怀疑关于思与诗的近邻关系的谈论了。”[2]在第二讲中，海德格尔说：“道说的两个突出

方式——诗与思”[3]。诗与思都隶属于“道说”。我们还记得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海德格尔就已经

说过：“诗乃是存在者之无蔽状态的道说。”[4]诗早就归属于“道说”了。在第二讲中，海德格尔又说：“思

想首先是一种倾听，是一种让自行道说，而不是追问。”[5]这是以语言说作为思的前提，即思乃是对语言

说的应合。“思”指的又是“一种有关语言的运思经验”[6]。虽然海德格尔弯七弯八，说白了，此谓“思”，

乃作诗之运思，或者可以说成是诗意之运思。如是，它自然与诗有深刻的关系，海德格尔说是“近邻关

系”其实并不恰切。可以看出，除了将思归属于“道说”的一个方式外，以上所说，似乎没有什么新意。

不过，当我们看到他再一次批评说：“今天的思想总是愈来愈坚定、愈来愈专一地变成了计算”，“这种

思想就要把大地之为大地抛弃掉了”[7]时，我们就可以明白，他是想从作诗的语言运用中寻找一种不同

于计算的思维方式。上引这句话中的“大地”一词，沿承了《艺术作品的本源》中的用法。大地，即感性

丰富性的呈现。所谓“要把大地之为大地抛弃掉”，就是说计算性思维抛弃了感性的丰富性。

在第二讲中，我们可以看出，海德格尔在“词语”上纠缠很久，他徘徊在林中路上思索：物乎，非物

乎。他对于诗与思的关系也说得不清楚。他找不到一个有效的概念来表达他所寻找的“思”，因此在

第二讲，对这种“思”，他的表达是模糊的，显出了思考上的吃力。但在第二讲的结尾部分，他终于有了

突破：“把诗与思带到近处的那个切近本身就是大道”，“大道乃作为那种道说而运作”[8]。“必定要有某

个东西自行发生，借此为传信开启并照亮道说之本质得以在其中闪现的那个浩瀚境地”[9]一语中的“某

个东西”，被明确称为大道，这比之第一讲中朦胧地说“原始消息”，是更为哲学化了。如果追溯起来，

则1950年，在《语言》中，海德格尔在讲到“语言作为寂静之音说”时，已经使用了“大道”一词[10]，在其论

述中，似乎已然十分朦胧地涵有大道运作的意思，但“大道”还未与“道说”联系起来。

对于海德格尔之强调诗与思的近邻关系，从积极方面，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评论：他这是为了纠

[1]《中国前期文化—心理研究》，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8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5-56页。

[2][3][6][7][8]《语言的本质》，《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第163页，第177页，第175页，第181页，第188、189页。

[4]《艺术作品的本源》，《林中路》，第61页。

[5]《语言的本质》，《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第171页。此句引文中“思想”一词，前书1997年版（第148页）与《海德格

尔选集》（下）（第1083页）均译为“思”。引者按。

[9]《从一次关于语言的对话而来》，《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第144页。

[10]《语言》，《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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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计算性思维，以避免一种表象关系的单纯的持存。他要寻找一种与诗邻近的思，实际上就是要以诗

性思维来纠正科学思维的单薄，这同荣格的努力也有相似之处。科学思维是逻辑思维的进一步发展，

更准确、明朗，因而也更单一。诗与思，如果不是近邻，而是合一，便是诗性思维。海德格尔极为艰难

而又十分朦胧所追求的，即是接近诗性思维的那种运思状态。这是他想跳出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一

种努力。

四、语言是花朵、“语言的本质”与“本质的语言”

在第三讲中，海德格尔就比较明显地表现了他要跳出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意向。他接着第二讲

中讲到的“大道”继续说：“老子的诗意运思的引导词语叫做‘道’，‘根本上’就意味着道路。”“也许在

‘道路’、‘道’这个词中隐藏着运思之道说的一切神秘的神秘。”[1]值得注意的，不仅这两句话是海德格

尔明显受到中国古代思想影响的确证，我们知道，他在1946年曾与中国学者萧师毅合作读、译《道德

经》；而且他将“道”说成是“诗意运思的引导词语”，又是表明他所朦胧追求的乃是一种接近诗性思维

的那种运思状态的一个显著的证据。当然，将中国《老子》中的“道”说成是“诗意运思的引导词语”是

不正确的。这样，在第三讲中，海德格尔的“语言”概念表现出一种综合性，有这样五层意思：

第一，他重复了在与手冢富雄对话中所说明的语言的本质，并略作了一些发挥：“语言之本质就在

道说中。道说，在古代斯堪的纳维亚语中”，“意思就是显示，即：让显现，既澄明着又遮蔽着之际开放

亦即端呈出我们所谓的世界”[2]。由此，他又对“道说”下定义说：“澄明着和掩蔽着之际把世界端呈出

来，这乃是道说的本质存在。”[3]“显现”“澄明”这两个词表明，这一定义乃是语言本质的存在论化。

第二，海德格尔还继续着他在“命名”问题上兜圈子以便逼近语言原初状态的努力。他引荷尔德

林哀歌《面包和酒》第五节结尾云：

人就是这样；假如财富就在当前，如同一个神

亲自用礼物照料着他，他却浑然不觉。

他首先必得承受；但现在他命名他的无上珍宝，

现在，为此就必然生成词语，犹如花朵开放。[4]

海德格尔强调：“倘若我们想把荷尔德林在‘词语，犹如花朵’这个短语中所作的命名当作一个比

喻，那么，我们就依然置身于形而上学之中。”[5]他又阐述说，“词语，犹如花朵”这个短语，“唤醒最开阔

的眼光”，“把词语隐藏到它的本质渊源之中”，“这是词语从其开端而来的产生”[6]。

第三，以“道说”概念摆脱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海德格尔形象地说：“语言是口之花朵。在语言中，

大地向着天空之花绽放花蕾。”[7]这一说明与东方思想的影响有关。在他与手冢富雄的对话中，海德格

尔曾问手冢富雄表示语言的日文词叫什么？手冢富雄说：“叫‘言叶’（Koto ba）”，“ba表示叶，也指花

瓣，而且特别是指花瓣。您就想想樱花和李花吧。”[8]海德格尔又问：“作为表示语言的名称，Koto ba说

的是什么呢？”[9]手冢富雄又一次回答说：“从这个词来看，语言就是：来自Koto的花瓣。”[10]对这一回答，

海德格尔大加称赞地说：“这真是一个奇妙的、因而也是不可想象的词语。它所命名的东西大相径庭

于我们那些在形而上学上表示语言的名称端给我们的东西。”[11]海德格尔还说，“道说”这个词表示“日

文中用Koto ba一词暗示出来的本质性的东西。”[12]

[1][2][3][4][5][6][7]《语言的本质》，《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第 191页，第 193页，第 193页，第 201页，第 202页，第 202
页，第200页。

[8][9][10][11][12]《从一次关于语言的对话而来》，《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第 134页，第 136页，第 136页，第 136-137
页，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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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述第二层，上承第一层，下启第三层。“命名”与“让存在者显现”，是海德格尔一再说明过的

观点，这没有什么新鲜了，新鲜的是第二层与第三层的关联，表明命名问题的讨论已不仅具有追溯源

始的价值，而且更具有了脱离西方形而上学哲学传统的价值。“语言是花朵”的命题同时兼有着东西方

两个方面的思想来源，它也兼有着上述第二、三两层的含义。

第四，海德格尔又将语言与物的世界化的思想结合了起来。他说：“如果把词语称为口之花朵或

口之花，那么，我们就倾听到语言之音的大地一般的涌现。从何处涌现出来？从道说中，从那种在其

中发生着让世界显现这样一回事情的道说中。音从鸣响中发出，从那种召唤着的聚集中发出，这种对

敞开者敞开的聚集让世界在物那里显现出来。”[1]我们知道，海德格尔是将物的本质确定为聚集的。并

且，在《物》与《筑·居·思》中，聚集的概念又是与四重整体的概念密切联系的。而在《“……人诗意地栖

居……”》中，四重整体被明确地称为世界。本文第二节亦已引述，在《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中，海德

格尔已经说过命名是“让万物进入敞开的道说”[2]这样的话。还可以补充的是，海德格尔在《语言》中亦

已有“命名着世界的道说”[3]一语。这样，他自然会作出如下具有综合性的阐述：“作为语言之本质的道

说”，“作为世界四重整体之道说”，“作为为世界开辟道路的道说”[4]。“作为语言之本质的道说”，在上述

第一层中已经说过，是指显示、让显现，既澄明又遮蔽地把世界呈示出来；这势必引出“作为世界四重

整体之道说”。而“作为为世界开辟道路的道说”，涵有大道之运作的意思，亦即涵有上一节所引“大道

乃作为那种道说而运作”[5]的意思。

第五，关于语言说。海德格尔说：“道说把一切聚集入相互面对之切近中，而且是无声无阒地。”

“道说作为这种无声地召唤着的聚集而为世界关系开辟道路。这种无声地召唤着的聚集，我们把它命

名为寂静之音。它就是：本质的语言。”[6]在《语言》中，海德格尔已经说过：“语言，即寂静之音”[7]。将道

说的情状描绘为无声无阒的，这是将语言说与道说又结合了起来。在《语言的本质》第三讲中，海德格

尔又说：“作为道说，寂静之音为世界四重整体诸地带开辟道路，而让诸地带进入它们的切近之中。”[8]

寂静之音与四重整体二者也整合到一起了。

这样，海德格尔在第三讲中似乎是作文字游戏的两个概念“语言的本质”与“本质的语言”就都有

了答案：语言的本质是道说；本质的语言，是无声地召唤着四重整体聚集的寂静之音，亦即作为语言说

的语言。值得注意的是，海德格尔说：“我们作为终有一死者就是这个四重整体之一部分，我们之所以

能说话，无非是因为我们应合语言。”[9]经过多重整合后的语言被高置了。与此同时，人的地位，与《存

在与时间》一书中，在世界之中的此在，作为周围世界揭示者，世界之成为世界便是此在自身存在的展

开这样一种地位相比，是大大地下降了。我们可以看出，随着世界的扩大亦即四重整体化，随着语言

地位的上升，即其原初化与大道化，也就是随着“道说”这一概念的深化，人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中份量

变轻了，地位变低了。也就是说，海德格尔的理论愈趋于非主体化了。

在上述“寂静之音”的说法中，似乎涵有《老子》中“大音希声”[10]的意思。一种抽象意义上的总体

性存在，它非名之可名，非概念所能穷尽。这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是太熟悉了，海德格尔却以西方人

的推理，弯七弯八地猜测着。海德格尔在他的探索中，逐步向东方思想靠拢，显然在这一探索与靠拢

中，他多有犹豫、徘徊与彷徨，并显得吃力，这自然是源于他的欧洲思想的本性。从一种强势文化——虽

[1][4][5][6][8][9]《语言的本质》，《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第202-203页，第211页，第189页，第212页，第213页，第211
页。

[2]《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海德格尔选集》（上），第319页。

[3][7]《语言》，《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第16页，第24页。

[10]《老子·四十一章》，《王弼集校释》，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上册，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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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他低视“文化”这个词——去理解另一种陌生的、却历史悠远、丰富独特的文化，是艰难的。

五、语言说、道说、大道

向着中国古代思想，具体说，在语言问题上向着“大道”这一概念靠近，是海德格尔摆脱西方形而

上学传统的一条显见的途径。他1959年1月所作题为《走向语言之途》的演讲，就在这条途径上更向

前走了。所谓“走向语言之途”，在演讲中，他将此题化而为一句话：“把作为语言的语言带向语言”[1]。这

仍然如《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一文所做过的一样，是将道说与日常语言区别了开来，是要求从日常语

言返回道说。他说：“我们把语言本质之整体命名为道说”[2]。“‘道说’意味着：显示、让显现、让看和

听。”[3]这两句话都不新鲜，可以说是海德格尔的老生常谈了。至于“‘相互说话’意味着：彼此道说什

么，相互显示什么，共同相信所显示的东西。‘共同说话’意味着：一起道说什么，相互显示在所讨论的

事情中那个被招呼者所表明的东西，那个被招呼者从自身而来带向显露的东西”[4]。这一段话，不过是

将道说意味着显示的意思，用到对“相互说”、“共同说”这两个概念的解释中，也谈不上有什么新意。

在这一演讲中，海德格尔说了好多同义反复的话，转来转去，时时予人以似乎仍说不清楚的感觉；

但稍加细心地梳理，通观整体，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比之《语言的本质》，这一演讲在语言问题上的观点

仍有比较显著的发展，可以分为三点来说明：

第一，虽然在《语言的本质》第三讲中，海德格尔已经将语言说与道说结合了起来，但还是不太显

明的。而在《走向语言之途》中，这一点就说得很明确了。他说：“语言首先而且根本地遵循着说话的

本质现身，即：道说。语言说话，因为语言道说，语言显示。”“此种道说勾画出语言本质之剖面”，“我们

是通过让语言之道说向我们道说而听从语言”。“在说话（作为顺从语言的听）中，我们跟随被听的道说

来道说。我们让道说的无声之音到来，在那里我们要求着已然向我们张开的声音，充分地向着这种声

音而召唤这种声音。”[5]“我们听道说，只是因为我们本就归属于道说。惟独道说向归属于道说者允诺

那顺从语言的听和说。”[6]这一段话中所表达的道说是无声之音的观点，在《语言的本质》第三讲中已经

说到，但海德格尔在此又明确说明：语言说，因为语言道说，由此，听也就是听道说了。

第二，虽然从《语言》到《语言的本质》，海德格尔一直在探索语言与大道的关系，并试图加以说明，

但总是说得模糊。在《走向语言之途》中，他又作了进一步的探索，并说得清楚了一些：“道说之显示是

居有”[7]。“此种居有可谓成道。它给出澄明之自由境界。在场者能够入于澄明而持存，不在场者能够

出于澄明而逃逸并且在隐匿中保持其存留。”“成道者乃大道本身”[8]。“对这个在道说中运作的大道，我

们只能这样来加以命名：它——大道——成其本身。”[9]“我们与语言的关系取决于我们作为被使用者

如何归属于大道。”[10]被语言使用者，即被道说使用者。“大道赋予终有一死者以栖留之所，使终有一死

者居于其本质之中而能够成为说话者。”[11]简言之，道说可谓成道，即给出澄明的敞开之境，成道乃大

道。反过来说，大道在道说中运作，它就是成其本身。成其本身即成道。由于语言是存在之家，因此

它是人的栖留之所；人居于语言的本质即道说中，而能够说话。这样，“把作为语言的语言带向语言”

的答案就有了：“通向语言之路归属于那出自大道而获得规定的道说。”[12]答案虽然仍然是归属于道

说，似乎是个旧答案，但这里的道说，是出自大道而获得规定的。这就是新意之所在。大道成为道说

的本源。

第三，将上述两点结合起来，海德格尔对道说与语言说的关系作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梳理。他说：

[1][2][3][4][5][6][7][8][9][10][11][12]《走向语言之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第262页，第239页，第252页，第251页，

第251-252页，第254页，第255页，第260页，第258页，第259页，第269页，第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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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说话，乃由于语言道说”。人的说话，“应和于语言之被道说者”，“就连沉默也已然是一种应和”，

“沉默应和于那居有着—显示着的道说的无声的寂静之音。作为显示，居于大道之中的道说乃是成道

或居有的最本己方式。大道是道说者的。因此，语言如何说话，也就是大道本身如何自行揭示或者自

行隐匿。”[1]这段话的主要逻辑序列，是从人的说，讲到应合，然后说到寂静之音，再说到成道，最后归结

到大道上。这是一个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的思路。这正是西方思维方式的一种表现。中国的古代思

想，则是由道而及器的。

对于一个西方学者来说，能够吸收东方思想，摆脱工具观念——交际与表述，摆脱与物的对象关

系，而追求一种更为深广、更为根本的本源，已属十分不易。当然他的“大道”观念仍然与“原始消息”

相关连，还烙着“命名”的印迹，仍然是不够纯净的，并且，将作为道说的语言视为成道方式的道的观

念，与中国《老》《庄》之谓道的观念是不相同的。他还不懂得“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2]的道理。

而上述这些尚未为“海”学界所知。

六、诗、思、道的统一与海德格尔理论的逻辑

“道说”概念的深化过程，亦即海德格尔语言观发展的过程，又是与他从“哲学”概念走向“思”的概

念的过程相关联的。“思”的问题，在海德格尔的理论中，既与语言，又与诗相关，还与反对理性联系着。

1950年6月，在题为《技术的追问》的演讲的开头部分，海德格尔说：“所有思之道路都以某种非同

寻常的方式贯通于语言中。”[3]1959年 1月在《走向语言之途》的末尾部分，他说：“一切凝神之思都是

诗，而一切诗都是思。两者从那种道说而来相互归属。”[4]1964年3月，在《现象学与神学·附录》中，他

又说：“思始终是一种让自行道说，让自行显示的东西自行道说，从而是一种对自行显示的东西的应合

（道说），那么，我们必然会看清楚，何以作诗也是一种运思着的道说。”[5]以上三段引文显示了三个层

次：思贯通于语言之中，是第一个层次；思与诗两者相互归属，是第二个层次；思与诗都来自道说，都是

道说的一种方式，是第三个层次。这当中有两个追求：一是思是让自行显示的东西自行道说，如上节

所说，这是要摆脱与物的对象关系，从一种更为深广、更为根本的本源上将存在者与人之思统一起

来。二是从单纯的逻辑思维走向诗思合一，至少是接近，亦即以诗性思维补足逻辑思维。诗、思、道的

统一，这是海德格尔关于“思”的具有整合意义的观点。对于纠正因技术过度发达而形成的思维方式，

对于改变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它都有着现实的意义。

1955年10月底，在题为《泰然任之》的讲话中，海德格尔说，有两种思维：一是计算性思维，一是沉

思之思，而“人是思想的、亦即沉思的生命”[6]。他感到忧心的是：“核时代中滚滚而来的技术革命可能

会束缚人，蛊惑人，令人目眩进而丧心病狂，以至于有朝一日只剩下计算性思维作为唯一的思维还适

用和得到运用。”[7]“与计算性的规划和发明的最高的、最富有成效的敏感和对深思的冷漠状态结伴而

来的，将会是总体的无思想状态。然后呢？人将否定和抛弃他的最本己的东西，即他是一个深思的生

命本质。”[8]因此，他的结论是：“重要的是拯救人的这种本质”，“保持清醒的深思”[9]。

反对理性这一点，在1943年所作的题为《尼采的话“上帝死了”》演讲之末，体现得很清楚：“思想

何时开始思想呢？惟当我们已经体会到，千百年来被人们颂扬不绝的理性乃是思想最冥顽的敌人，这

[1][4]《走向语言之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第264页，第270页。

[2]《齐物论》，〔清〕郭庆藩《庄子集释》卷一下，第一册，第63页。

[3]《技术的追问》，《海德格尔选集》（下），第924页。

[5]《现象学与神学·附录》，《海德格尔选集》（下），第759页。

[6][7][8][9]《泰然任之》，《海德格尔选集》（下），第1233页，第1240-1241页，第1241页，第1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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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思想才能启程。”[1]在海德格尔看来，反对理性，即是反对形而上学。他说：“形而上学是这样一个

历史空间，在其中命定要发生的事情是：超感性世界，即观念、上帝、道德法则、理性权威、进步、最大多

数人的幸福、文化、文明等，必然丧失其构造力量并且成为虚无的。”[2]在这句话中，理性是被包括在形

而上学之中的。

形而上学哲学是从笛卡尔开始的。海德格尔1938年在题为《形而上学对现代世界图像的奠基》

的演讲中说：“最早是在笛卡尔的形而上学中，存在者被规定为表象的对象性，真理被规定为表象的确

定性了。笛卡尔的主要著作的标题为《第一哲学沉思集》。第一哲学乃是亚里士多德创造的一个名

称，标示着后来被称为形而上学的东西。整个现代形而上学，包括尼采的形而上学，始终保持在由笛

卡尔所开创的存在者阐释和真理阐释的道路上。”[3]海德格尔在这一演讲中，从“世界图像”的角度区分

了三个时代。他先说明何谓世界，何谓世界图像：“世界在这里乃是表示存在者整体的名称。这一名

称并不局限于宇宙、自然。历史也属于世界。”“在世界这一名称中还含有世界根据的意思”[4]。这个世

界概念是很宽广的。而世界图像，“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5]。

三个时代，是希腊、中世纪与现代。海德格尔对巴门尼德通译为“思想与存在是同一的”这个命

题，作出了他自己的解释：“由于为存在所要求和规定，存在者之觉知归属于存在。存在者乃是涌现者

和自行开启者，它作为在场者遭遇到作为在场者的人，也即遭遇到由于觉知在场者而向在场者开启自

身的人。存在者并不是通过人对存在者的直观——甚至是在一种具有主观感知特性的表象意义上的

直观——才成为存在着的。”[6]因此，海德格尔认为：“希腊人作为存在者的觉知者而存在，因为在希腊，

世界不可能成为图像。但另一方面，在柏拉图那里，存在者之存在状态被规定为外观，这乃是世界必

然成为图像这样一回事情的前提条件。”[7]人与存在者是互相开启的，因此世界不成为图像；但柏拉图

已经为后来的形而上学奠定了基础。

在中世纪，存在者乃是上帝的造物，“那时，存在者存在意味着：归属于造物序列的某个特定等级，

并且作为这样一种造物符合于创造因。”“但在这里，存在者之存在从来就不在于：存在者作为对象被

带到人面前，存在者被摆置到人的决定和支配领域之中，并惟有这样才成为存在着的。”[8]简言之，就是

说存在者作为上帝的造物并非人的对象。

海德格尔说：“现代之本质在于：人通过向自身解放自己，摆脱了中世纪的束缚。”[9]“随着人的解

放，现代出现了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10]“人于是就成为对象意义上的存在者的表象者。”[11]这就是说，

人的主体性的确立，使世界成为了图像。于是，海德格尔作出了这样一个概括：“对于现代之本质具有

决定性意义的两大进程——亦即世界成为图像和人成为主体——的相互交叉，同时也照亮了初看起

来近乎荒谬的现代历史的基本进程。”[12]现代历史的基本进程，被分为两个方面：人成为主体，即人的

解放；世界成为图像，亦即成为人的对象意义上的存在者，而人则成为其表象者。

从三个时代的相异出发，海德格尔说：“正如任何人道主义对古希腊精神来说必然是格格不入的，

同样地，根本也不可能有一种中世纪的世界观”[13]，而现代则充满“各种世界观的争辩”[14]。海德格尔的

意思是说，人道主义是人的主体性确立后的产物，而世界不成为图像，就没有世界观。“现代的基本进

程乃是对作为图像的世界的征服过程。”[15]世界观的争辩自然就多。

针对“可是，大约在苏格拉底时代的一个智者不是早就大胆地声称：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

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吗？普罗塔哥拉的这个命题听起来难道不象笛卡儿说的话

[1][2]《尼采的话“上帝死了”》，《林中路》，第280页，第235页。

[3][4][5][6][7][8][9][10][11][12][13][14][15]《世界图像的时代》，《林中路》，第88页，第90页，第91页，第92页，第92-93
页，第91-92页，第89页，第89页，第93页，第94页，第96页，第96页，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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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1]这样一个设问，海德格尔回答说：“通过对在场者的觉知而保持那个当下始终受限定的无蔽状态

之范围（人之为尺度），这是一回事情。而通过对人人可得的并且对所有人都具有约束力的可表象之

物的计算而进入到可能的对象化的无限制领域之中，又是另一回事情了。”[2]无蔽状态范围之受限定，

也是以人为尺度的，但它是以在场者的觉知而保持的，并且是当下的；这与通过对可表象之物的计算

而进入对象化的无限制领域，并且是人人可以进入的情况是两回事。海德格尔紧接着又说：“在无蔽

状态中发生着呈现，即在场者之为这样一个在场者的显现，对本身向着显现者在场的人而言的一种显

现。但作为表象着的主体，人进行想象活动，也就是说，人活动在想象之中，因为他的表象活动把存在

者构想为作为对象的存在者，使之进入作为图像的世界之中。”[3]一是在场者达乎显现；一是表象着的

主体进行想象，使之进入世界图像：这是人与在场者的两种关系。

我们可以将海德格尔理论的逻辑解剖如下：“存在”是海德格尔的中心概念，由此存在与存在者就

成为两个最基本的概念。在场、不在场，无蔽、遮蔽，是表达存在者存在状态的概念。人（Desein），是

一种特定的存在。呈现与想象是一组表达存在者的觉知者与在场的存在者相互关系的概念：由前者，

存在者乃是涌现者和自行开启者；由后者，世界乃成为一种图象世界。其中的关键在于是否存在对象

性关系：后者存在，前者不存在。

海德格尔所说，世界成为图象和人成为主体的相互交叉，也正是计算性思维发展泛滥的动因：“笛

卡儿形而上学的任务就成为：为人的解放……创造形而上学的基础。”[4]“一切在场者从被表象状态中

获得了其在场状态的意义和方式。”[5]“人把自身建立为一切尺度的尺度，即人们据以测度和测量（计

算）什么能被看作确定的——也即真实的或存在着的——东西的那一切尺度的尺度。”[6]然而，计算

性思维发展的结果是人的被降低：“主观的利己主义——它多半不知道自我预先已经被规定为主体

了——可以通过把‘自我’嵌入‘我们’之中来加以消除。由此，主体性只是获得了权力。在以技术方

式组织起来的人的全球性帝国主义中，人的主观主义达到了它登峰造极的地步，人由此降落到被组织

的千篇一律状态的层面上，并在那里设立自身。这种千篇一律状态成为对地球的完全的（亦即技术

的）统治的最可靠工具。现代的主体性之自由完全消溶于与主体性相应的客体性之中了。”[7]千篇一律

的人，其主体性消溶于客体性中了。海德格尔认为：“人类的主体存在一向不曾是、将来也决不会是历

史性的人的开端性本质的惟一可能性。”[8]所谓“人类的主体存在”即是人成为主体“一向不曾是”是指

希腊时代与中世纪。“将来”是指现代以后。显然，海德格尔努力寻求一种转变人成为对象意义上的存

在者的表象者的途径。

海德格尔的以上论述，为后现代思潮建立了初步的基础。出路何在呢？海德格尔说：“当人已然

克服了作为主体的自身，也即当人不再把存在者表象为客体之际，人就被转让给存在之真理了”。“这

一敞开的‘区间’就是此之在，而此之在这个词是在存在之解蔽和遮蔽的绽出领域这一意义上来理解

的。”[9]此之在，是《存在与时间》中的一个概念，此在之在世，即为在此，或曰此之在。此之展开状态即

此之在。说白了，海德格尔的意思即是说，让人处于世界之中，而不是成为世界的中心和尺度。

我们可以看出，《物》一文中所说“从一味表象性的、亦即说明性的思想返回来，回到思念之思”[10]

的要求，便是承接于上述“人不再把存在者表象为客体”的思路的。从“回到思念之思”出发，1952年5
月，海德格尔将诗也说成是回忆之思：“回忆，九缪斯之母，回过头来思必须思的东西，这是诗的根和

源。这就是为什么诗是各时代流回源头之水，是作为回过头来思的去思，是回忆。的确，只要我们坚

[1][2][3][4][5][6][7][8][9]《世界图像的时代》，《林中路》，第104页，第108页，第108页，第109-110页，第113页，第113
页，第113-114页，第114页，第115页。

[10]《物》，《海德格尔选集》（下），第1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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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逻辑使我们洞悉被思的东西，我们就绝不能够思到以回过头来思、以回忆为基础的诗所达到的程

度。诗仅从回过头来思、回忆之思这样一种专一之思中涌出。”“回忆是回忆到的、回过头来思的聚合，

是思念之聚合。”[1]诗既然被定义为是回过头来的去思，那么，诗就是思了。你如果坚持认为逻辑使我

们洞悉被思的东西，那就不能够思到诗所思的程度，这是说作为思的诗是高于逻辑的。而回过头来

思，正是喜欢从词源学上探究问题的海德格尔的思的方式。1957年2月，海德格尔更进一步上升到哲

学史的高度来谈论返回的思：“对黑格尔来说，与先前的哲学史的对话具有扬弃之特征”，“对我们来

说，与思想史的对话的特征不再是扬弃，而是返回步伐。”[2]

七、哲学的终结及思想的任务：澄明与在场性

1964年，在《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一文中，在“思”的问题上，海德格尔的观点有了一个大的发

展。此文分二节，第一节开头就说：“哲学即形而上学。”[3]我们还记得，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多

次使用“哲学”这一概念。比如，他说：“在哲学的基本概念范围内，尤其涉及到‘存在’这个概念时，求

助于自明性就实在是一种可疑的方法。”[4]“哲学领悟存在问题的第一步在于”“不叙述历史”[5]。“哲学从

不想否认其种种‘前提’，但它也不可仅止于认可它们。哲学理解诸前提，并渐行深入地铺展这些前提

以及这些前提为之而成为前提的东西。”[6]“这一命题是：哲学是普遍的现象学存在论”[7]。在这些例子

中，哲学一词都不等于形而上学。我们也还记得在《现代科学、形而上学和数学》（1935/36）一文中，海

德格尔说：“在中世纪，哲学——如果它根本上是独立的话——受神学的独一权能的支配，渐渐沦为对

传统观点和命题的枯燥的概念分析和阐释。它沉溺于一种与人世不再有任何关系的、不能揭示现实

整体的学院知识。这时出现了笛卡尔。他把哲学从这种屈辱的状况中解放出来。”[8]在这一段话中，海

德格尔也还是在通常意义上来使用“哲学”一词，并且值得注意的是，他承认中世纪也有哲学。但在

《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一文中，他对哲学一词的用法变了。

所谓哲学的终结，一是指形而上学的完成。海德格尔说：“关于哲学之终结的谈论却意味着形而

上学的完成。”[9]他追溯说：“纵观整个哲学史，柏拉图的思想以有所变化的形态始终起着决定性作用。

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尼采把他自己的哲学标示为颠倒了的柏拉图主义。随着这一已经由卡

尔·马克思完成了的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10]二

是指科学的独立：“科学之发展同时即科学从哲学那里分离出来和科学的独立性的建立。这一进程属

于哲学之完成。这一进程的展开如今在一切存在者领域中正处于鼎盛。它看似哲学的纯粹解体，其

实恰恰是哲学之完成。”[11]“哲学之终结显示为一个科学技术世界以及相应于这个世界的社会秩序的

可控制的设置的胜利。”[12]海德格尔忧心的还是“表象—计算性思维的操作特性和模式特性获得了统

治地位”[13]。他要思考的“是这样一种可能性：眼下刚刚发端的世界文明终有一天会克服那种作为人

类之世界栖留的唯一尺度的技术—科学工业之特性”[14]。

[1]《什么召唤思？》，《海德格尔选集》（下），第1214、1213页。

[2]《形而上学的存在—神—逻辑学机制》，《海德格尔选集》（下），第825页。

[3][9][10][11][12][13][14]《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海德格尔选集》（下），第1242页，第1243页，第1244页，第1244
页，第1246页，第1245页，第1247页。

[4]《存在与时间》第一节《突出地重提存在问题的必要性》，第6页。

[5]《存在与时间》第二节《存在问题的形式结构》，第8页。

[6]《存在与时间》第六十二节《生存状态上的此在的本真整体能在即先行的决心》，第369页

[7]《存在与时间》第八十三节《生存论时间性上的此在分析工作与基础存在论上的一般存在意义问题》，第511页。

[8]《现代科学、形而上学和数学》，《海德格尔选集》（下），第8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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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海德格尔说，到了马克思，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但当他“尝试对现在有所道说”[1]时，就又

“求助于一个由哲学提供出来的路标”[2]了。他仍然使用并且是在通常意义上使用“哲学”一词的。他

说：“在晚近时代里，哲学主动明确地召唤思想‘面向事情本身’。”[3]他举了两例：在黑格尔1807年出版

的《科学的体系：第一部，精神现象学》的“前言”中听到了这种“面向事情本身”的呼声。一百年之后，

“面向事情本身”的呼声在胡塞尔的论文《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中重新出现。海德格尔将“面向事情

本身”的呼声，视为寻找哲学终结之际思想之任务的路标。他发问道：“什么是哲学研究的事情呢？”[4]海

德格尔认为，对黑格尔与胡塞尔来说，就是研究“意识的主体性”[5]。他说：“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是这

样一个运动，在这个运动中事情本身达乎其自身，进入其自身的在场了。胡塞尔的方法应把哲学之事

情带向终级原始的给定性，也即说，带向其本己的在场了。”“恰恰就在哲学已经把其事情带到了绝对

知识和终极自明性的地方，如何隐藏着不再可能是哲学之事情的有待思的东西。”[6]这是说，他要在黑

格尔与胡塞尔达到的地方，寻找有待思，亦即未曾思的东西。这个未曾思的东西，就是“澄明”。

海德格尔是这样论证的：“思辨辩证法是一种哲学之事情如何从自身而来自为地达乎显现并因此

成为现身当前的方式。这种显现必然在某种光亮中进行。”[7]“光亮却又植根于某个敞开之境，某个自

由之境”[8]。这个敞开之境、自由之境即是澄明。这是从黑格尔哲学上来讲的。从胡塞尔哲学来说：

“与思辨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相同，原始直观及其自明性也依赖于已然起着支配作用的敞开性，即澄

明。自明的东西乃是能直接直观的东西。”[9]也就是说，无论是思辨的、还是直观的哲学都需要有澄

明。“但哲学对于澄明却一无所知。虽则哲学谈论理性之光，却并没有关注存在之澄明。”[10]澄明即

是无蔽，虽则无蔽“在哲学开端之际就被命名了，但在后来的时代里哲学却没有专门思这个无蔽本

身”[11]。可见，澄明，是海德格尔自许的发现。

我们还记得，在《存在与时间》第四十四节中，真理，是揭示状态和展开状态。在《艺术作品的本

源》一文中，真理即是无蔽。并且，《存在与时间》第四十四节对把真理定义为“符合”的论点给予了批

驳；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海德格尔又再一次批评说：“长期以来，与存在者的符合一致被视为真理

的本质。”[12]在《给理查森的信》（1962）中，他仍坚持“把真理标志为无蔽状态”[13]；但是两年后，在《哲

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一文中，海德格尔不愿再用“无蔽”来解释“真理”了。这是一个明显的变化。他

的理由是为了避开符合论：“就人们在传统的‘自然的’意义上把真理理解为在存在者那里显示出来的

知识与存在者的符合一致关系”，同时，真理也“被解释为关于存在的知识的确定性而言”，“我们不

能把……澄明意义上的无蔽与真理等同起来”，把澄明意义上的无蔽，“命名为真理，这种做法是不恰

当的，从而也是让人误入岐途的”[14]。一位哲学家当然可以改变自己对概念的使用，也可以改变观点，

然而让人感到煞风景的是，五年以后，在《艺术与空间》一文中他又说：“真理意味存在之无蔽”[15]了。

在《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末尾部分，海德格尔总结说：澄明不是“在场性的单纯澄明，而是自身

遮蔽着的在场性的澄明，是自身遮蔽着的庇护之澄明”，并称“我们以此追问才踏上了一条通向哲学终

结之际思之任务的道路”[16]。所谓“自身遮蔽着的在场性的澄明”，是相对于“在场性之澄明意义上的

无蔽”[17]的，因为后者“很快就仅只被人们当作……表象和陈述的正确性而来经验了”[18]。为了避免上

[1][2][3][4][5][6][7][8][9][10][11][14][16][17][18]《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海德格尔选集》（下），第1247页，第1247-
1248页，第1248页，第1249页，第1249页，第1251页，第1251页，第1251-1252页，第1253页，第1254页，第1256页，第

1257页，第1259页，第1258页，第1258页。

[12]《艺术作品的本源》，《林中路》，第22页。

[13]《给理查森的信》，《海德格尔选集》（下），第1273页。

[15]《艺术与空间》，《海德格尔选集》（上），第4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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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真理也“被解释为关于存在的知识的确定性”的那种情况，因此海德格尔要说“自身遮蔽着的在场性

的澄明”，这是指的在场的存在者的涌现、显现与自行开启。“庇护”一词，我们记得在《艺术作品的本

源》一文中见过，它与“大地”概念相联系：“在涌现者中，大地现身而为庇护者。”[1]所谓“庇护”即是说

“大地是一切涌现者的返身隐匿之所”[2]。因此，“自身遮蔽着的庇护之澄明”，是说存在者从隐匿、遮蔽

中涌现、显现出来。我们还记得，在《存在与时间》的第三十一节中，海德格尔曾说：“我们用澄明境界

来描述此的展开状态”[3]。本文第四节已说明：海德格尔对“道说”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澄明着和掩蔽

着之际把世界端呈出来，这乃是道说的本质存在。”[4]可以看出，澄明与掩蔽是一组相关联的概念。“自

身遮蔽着的庇护之澄明”此类说法，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是惯常的说法。

然而，就着上述总结，海德格尔在此文之末下结论说：“思想的任务的标题就不是‘存在与时间’，

而是澄明与在场性”[5]。此语几乎是对他的成名作的否定了。这至少是说，“存在与时间”将该提的问

题提错了，也就是对“思想的事情是何种事情的问题”[6]没有把握对，思想的任务的标题应该是“澄明与

在场性”。“澄明”一词，在《存在与时间》中就有了；在海德格尔的许多文章中则更是经常出现；但现在

它被提到了思之任务的高度，作为一个哲学一无所知、未曾思的独家之秘出现了。

这是一个大的否定，同时也是一个极大的肯定。海德格尔将从柏拉图到尼采都视为形而上学的

传统，而黑格尔、胡塞尔是面向事情本身的，亦即面向实事本身的，他们成为一个过渡，而他本人续接

于此而成为了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启者。这个阶段被命名为“思”，其核心概念：作为澄明的无蔽，更准

确地说，是自身遮蔽着的在场性的澄明。如是，人不再成为对象意义上的存在者的表象者，而是在觉

知在场者而向在场者开启自身者。《存在与时间》中那个以烦忙寻视并因藉于因缘整体性，让世内存在

者得以来照面，亦即被揭示，从而拓展开一个周围世界的此在，消失了。此外，书名是《存在与时间》，

但其论述显然是“存在”部分强，而“时间”部分弱。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说，由于着力于贯彻“在世界

之中”的思路，空间性比之时间性对于《存在与时间》一书是更为根本、更为重要的。这从他的“此在式

空间性的时间性”的概念中所具有的时间性的空间性化之内涵上便可以看出来。现在，作为此在的人

亦已经极大地淡化了，因此，海德格尔干脆以空间性的“在场性”代替了“时间”。从“存在”变而为“澄

明”，从“时间”变而为“在场性”，思想的任务的标题之更换，标志了存在论的质的变化。

对于年届75岁的海德格尔来说，此文可以视为他对自己思想的价值，从哲学史的角度所作的一

个总结与评价。

〔责任编辑：平 啸〕

[1][2]《艺术作品的本源》，《林中路》，第28页，第163页。

[3]《存在与时间》第三十一节《在此——作为领会》，第179页。

[4]《语言的本质》，《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第193页。

[5][6]《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海德格尔选集》（下），第1261页，第1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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