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教育育学学研研究究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ＵＡＡ ２０１８年第 ５期 第 ３５卷 总第 ２０６期

从希望哲学看道德教育的
超验本质
———基于对经验主义道德哲学的批判

□　 薛晓阳

扬州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江苏 扬州　 ２２５００２

一、道德教育的两个世界

　 　 （一）原本超验的道德本质。 经验主义作为道

德哲学或教育思想，强调经验直观或生命体验的价

值，应当说是无可厚非的，但问题在于，绝不能由此

认为“道德的本质”便也是经验的，甚至进一步推论

“道德教育”也应当以直观体验为标准。 强调道德

教育的超验性，并不意味着对经验本身的否定，而是

否定把经验作为道德教育的本质。 道德经验不能以

“自身”作为道德的本质，必须借助理性的判定才能

为道德确立标准。 道德经验只能作为道德教育的方

法，而不能作为道德教育的目的。 相反，作为超验的

道德理性，却既可作为方法又可作为目的。 生命体

验可以给予我们关于道德情绪的体验，包括对快乐

和幸福的认知，因而可以作为道德学习的方法，但这

种经验意识却不能作为道德判断的标准。 这是因为

人在经验世界中，很难摆脱本能作为经验对自身的

束缚。 只有在摆脱了这种经验自我之后，在纯粹的

理性自我中才能摆脱经验本能对自我的控制。 事实

上，我们所要追求的是，通过道德教育之后，应当出

现一个重要改变，即人把“道德自身”作为目标，能
从道德自身得到“最高享受。”作为理性的道德是超

越于存在的，它独立于经验世界和感性生命，更高于

经验世界和感性生命。 人如果摆脱了经验的快乐之

后，幸福便与他的经验意识无关了。 由此，认识作为

“静观”，完全与“生活”脱离了联系。
（二）希望哲学对道德的超验想象。 希望哲学

将当下转移到未来，不仅是单纯的“时间”定义，而
且更是对“价值”的定义。 未来意味着一个应然价

值，而此在只能是一个实然的价值。 在希望哲学那

里，“将在”的本质才是终极的。 对“将在”的向往，
即是对当下的否定，是要用终极统治当下。 这一重

新定义的本质在于用理性统治直观，用精神统治实

在，用思想统治情感。 安希梦认为，理想的道德应当

包含信、望、爱三个方面，而不能只是生命直观的感

觉、体验和欲求。 “将在”由真理构成，因此它能够

摆脱经验的“自利”。 在布洛赫看来，“将在”因为具

有“开放性”而比此在更加完美。 因为当下与经验

相联系， 当下的善具有人为性———此在的自利

性———因而是不纯粹的善，甚至是受到污染的善。
而未来的善则具有“开放性”，可以摆脱当下的自利

对人的束缚。 因此超验的本质不是单纯对未来的向

往，而是对纯粹道德的探索和追求。 希望哲学把道

德教育的超验性引入对终极的想象及对信仰的追

求。 “将来”的本质，表面看起来是“时间”，但本质

则是“终极”，而终极的本质又是“信仰”。 这样时间

的概念变成了道德的定义。 在这一转变中，道德教

育的超验性，不仅在于精神的反思性，更在于建立对

道德的信仰。 摆脱经验世界对道德想象的束缚，是
道德超验性的最终目的。

道德教育与其说是帮助人获得当下的道德，不
如说是帮助人超越当下的感性需要，追求一种只在

想象（精神）中存在的道德意义。 我们不能把这一

立场视为虚无主义，因为这种“道德意义”不仅在于

对经验本身的脱离，而且还在于不受经验知识和感

性欲求的束缚。 它要求寻求纯粹道德自身的标准，
而不是盲目接受直观体验的道德控制。 这是希望哲

学作为超验哲学的本质，也是其对道德教育方法论

及其传统的启示。 道德学习仅有自我经验的感受是

不够的，更重要的还在于对道德理性的认识。 在这

里，希望哲学的独特之处在于，把“道德想象”作为

道德教育的基本方法论。 想象作为一种方法论，为
道德教育提供了一种世界观，意味着另一种“教化

传统和逻辑”的登场。 在这一视野中，那种过分依

赖“生活实践”的教化信念受到了质疑。 道德真理

是一种“想象的存在”———理性本质———因而教育

应当更加深入人心而更长久地影响人。 布洛赫坚信

想象对人的影响和力量，他告诉我们“愿望不是从

想象中产生，也是与想象一道产生”。 在这里，“想
象成为希望的原因和可能”。 由此我们才认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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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教育的超验形态，既可作为道德教育的方法，又可

作为道德教育的目的。

二、受经验主义伤害的道德教育

　 　 在情感主义的迷惑下，经验主义正在悄悄走进

教育。 教育把科学放在“知识”的背景上，而把道德

放在“经验”的背景上。 科学教育之所以是深奥的，
是因为它需要理性和智慧，而道德教育则是情感的、
直观的，需要的只是同情、怜悯和关爱。 希望哲学借

助于时间性的未来意识，把道德的超验性诠释为终

极和信仰，但经验主义的当下意识恰恰推翻了这一

点。 自然主义被作为道德教育的根本法则，而在这

一法则之中绝不会有终极和信仰的位置。 希望哲学

要求用超验的“神性”把握经验的“人性”，但经验主

义却与此相反，是用“人性”拒绝了“神性”。 因此，
希望哲学的意义不仅在于超验的玄想，而且更在于

对终极和信仰的热情。 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教育

的理论与实践在经验主义的主导下，正处于一种危

险之中。 人们正在拒绝道德的理性与信仰，用诗意

的语言和情感体验填充学生的道德生活。 情感和生

活的“自在性”构成了道德教育的基本话语，支配着

道德教育的实践哲学。 道德教育所面临的哲学处

境，正如前述希望哲学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个没有

“想象”只有“当下”的教育，这种教育被彻底的“唯
物”主义所统治。 在这种哲学之下，“痛苦的超验”
被“快乐的经验”赶走了。 教育所追求的是儿童自

身的直接感受，而不是人类理性对道德的认识。 教

育的生命体验取代了对存在的忧思。 经验情感正在

成为道德退化的重要原因。 对儿童生命意义的教育

变成了对生命的放纵和对情感的迁就，过度保护的

教育使儿童丧失了对生命意志的追求。 在这样的教

育中，舒适和健康成为一种无须证明的教育法则。
在经验主义的不断挑战中，希望哲学的立场常

常被扭曲和误读，这导致我们对道德教育的本质认

识变得模糊不清。 希望哲学对“将在”的向往，本质

是对应然性及可能性的向往。 因此，道德的应然性

成为道德判断的标准。 在这一前提下，希望哲学才

拒绝以此在的生命体验作为道德教育的尺度。 由

此，道德教育才得以不受当下经验的束缚，并能够追

求崇高的目标和理想。 但经验主义以此在生命为标

准，不仅必然受到当下的束缚，甚至使此在经验成为

教育目的，这是希望哲学的道德诠释所不能容忍的。
在希望哲学看来，这是对道德本质的最大亵渎。 就

哲学传统看，卢梭颠覆了道德的理性传统，但这种颠

覆对道德教育而言，或许是一种灾难。 在这一颠覆

中，顺从自然变成了顺从天性，道德放弃了对抗天性

的能力。 当卢梭把道德的超验性排除之后，道德再

也不需要理性的自律与意志，而转变为对自然快乐

的顺应。 由此，道德的应然性本质在这种天性自然

的法则中被瓦解了。 杜威继承了卢梭的自然哲学，
把卢梭的自然变成了他的“生活”，成为教育统一个

人与社会的基础。 在道德教育越来越经验化的过程

中，卢梭的自然主义和杜威的生活教育，像生命哲学

及其存在主义一样，扮演了某种反面角色。 他们对

理性传统的否定，恰恰是对应然性的摧毁。 对于希

望哲学来说，“将在”的这种应然性决定了将在由真

理构成，因此布洛赫才会说“将在”比此在更加完

美。 希望哲学的最大玄机在于否定了经验主义把

“当下”作为道德目的的立场。 不过杜威似乎已经

意识到这个问题，把他的生活定义为民主社会的理

性原则。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才会有后人对他的许

多误会。 比如，搞不清杜威到底是社会本位还是个

人本位。 其实对于杜威来说，他的儿童中心与民主

社会并不矛盾。 儿童是教育的中心，但儿童的经验

本身不是教育的目的。 尽管他反复强调，“教育过

程没有自身之外的目的，它就是它自己的目的”。
然而他又同时反复认证， “一切道德都是社会性

的”。 因此，“离开了参与社会生活，学校就既没有

道德的目标，也没有什么目的”。 在这里，所谓“社
会生活”显然没有离开“民主社会的理性原则”。 因

此，如果把杜威的“生活”理解为道德上的直观主

义，无疑是不正确的。 如果杜威的“生活”舍弃了道

德的应然本质，那必将产生与卢梭一样的灾难。
希望哲学把应然性提高到至高无上的位置，不

仅与康德的道德理性不谋而合，甚至发展了康德对

道德律令的想象，使知性的教育在道德教育中处于

不可或缺的主体地位。 与之相反，作为对立面，经验

主义所要动摇的恰恰是道德知性（理性）的这一主

体地位。 不过这种反知性思潮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

质疑和批判。 张正江、陈菊恋指出，道德教育不加考

量地转向生活德育，不仅非常危险，而且暴露出学校

德育的严重危机。 因此有必要重新认识道德教育的

目的，以及知性学习在道德教育中的重要性。 这一

立场告诉我们，单纯以道德行动为标准的道德教育

是值得警惕的。 对于布洛赫的希望哲学来说，如果

没有对终极之善的想象，奠基于人性自然的教育将

是危险的。 道德教育与生活世界的结合只能是一种

“方法”而不能将之变成“目的”。 那种把生活本身

作为目的而遗忘了道德本质的教育，一定会损害道

德教育的崇高性，以及由这一崇高性所决定的本质。
道德教育的本质不是经验的积累，或行动的训练与

榜样的模仿，而是对道德律令的理性学习。 杜威虽

然赋予“生活”以特别地位，但他却反复强调，“认识

和理解”是学校教育“头等重要”的问题。 只可惜一

百年来，我们并没有对杜威提出的这一“头等重要

的问题”进行研究，反而把“道德教育中的知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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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出道德教育”。 我们对杜威的生活教育常常抱有

诸多误读，事实上，杜威要引入学校的“生活”，绝不

单纯指日常生活中的游戏和娱乐，正是因为这个原

因，在杜威的生活教育中，道德性才会得到那么多的

关注。

三、反省中的道德教育立场

　 　 （一）对意义认知的改写。 拒绝了经验主义之

后，不等于回到理性的压迫之中。 对经验事件

的———存在的命运———超验性反思，这种超验性的

哲学态度，也是希望哲学洞察世界的立场，即通过对

此在“实然世界”的否定，期待“将在的”命运及其

“应然意义”的可能性。 在这一立场的基础上，道德

教育转向对意义理解的重视，拒绝被生命哲学的外

观所迷惑。 我们常常以为，“意义理解”对“道德认

知”的批判或取代，是以生命直观的经验为标准的。
事实上，这是对生命哲学或存在主义的最大误读。
生命哲学或存在主义的“意义”，与希望哲学的“价
值”本质是相似的。 希望哲学要求道德教育从作为

“事实”的经验标准出发，转变为从作为“价值”的应

然标准出发。 在希望哲学的“期待意识”中，道德教

育拒绝以此在的“经验事实”为道德判断的标准，转
而以将在的“应然价值”为道德教育的目标。 在生

命哲学那里，所谓“意义”不是经验的快乐及感性的

体验，而是一种对道德理性的诠释和学习。 道德教

育只有摆脱“自然倾向”而走向“精神活动”，才有可

能真正摆脱直观生命的束缚，而接近于一个“更大

的世界”，最终寻找到“自身之外”的“意义”。 以希

望哲学的立场看，就是用理性反思的超验方法，对应

然的“将在世界”做出想象和判断，并以此作为道德

教育的目标。 由此认为现代教育把生活的兴趣中心

从“不可见的世界”转身于“可见的世界”是一种错

误。 以这样的立场看，真正有意义的教育只能在

“不可见的世界”中才能找到。 由此可见，意义知识

不仅标志着道德知识的现代转向，同时还代表道德

教育的一场革命。 面对生命哲学可能面临的危机，
我们必须拒绝生命直观的诱惑。

对于希望哲学来说，存在主义或生命哲学的本

质在于寻找意义，而绝无任何生命放纵的意思。 在

道德教育中，我们经常给予学生体验生活的机会，但
这只是最终领悟道德意义的方法，它本身不能作为

道德教育的目的。 费尔曼指出，“道德责任的新基

础是在生命之中”，但“这里的生命不是在自然意义

上的”，相反，应当被理解为 “克服了生命的自然

力”。 从这个意义看，生命哲学绝对没有放弃道德

的理性信念，它不会纵容自然生命的意志自由，而是

要求学会把握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努力抗拒自

然生命的堕落和衰退。

（二）应让渡的教育关系。 希望哲学的“将在”
意识，以及对终极和应然的追求，无意于将此在经验

排除在道德教育之外，而在于强调超验学习在道德

教育中的主体地位。 在老庄看来，道德的基础是处

于顶层的观念“道”，而不是处于底层的关于“道德

是非”。 决定道德行为的是“大道”，换句话说，作为

经验的“知识（科学）并不是道德的基础和必要前

提”。 在“大道”与“微观”之间，应当由大道决定微

观，而不能反转过来。 由此启示我们，物质世界是由

因果事件构成的，可以以经验逻辑进行推理，而
“道”则不属于这个范畴，道是“知识不能进入的领

域”。 “为学”与“为道”是两种不同的“学习”方式，
道德修养要通过“非知识化”的路径进行。 大道知

识不是靠积累，而是靠领悟启示。 经验知识在认识

论上无疑具有真理性，但在道德观上却可能是短视

的。 仅靠日常眼界把握、积累和训练的道德学习方

式，很难达到大道之性的境界。 道德的真理往往躲

在直观和经验背后，需要用理性和信仰的力量去发

现它。 我们离经验生命越远，才能距道德真理越近。
另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超验存在是不是一

种道德实在。 在教育实践中，关注儿童的道德体验，
强调在生活中接受教育，迷恋情感的交流和领悟，这
些教育中的生活元素，往往让我们比较容易接受，这
些似乎是真切的教育。 然而，那些更具有哲学经验，
或反思精神的训练，比如，类似柯尔柏格的道德学

习，以及赫钦斯的名著阅读等，这些远离生活实践的

道德学习，是否应当作为道德教育的范畴，这在存在

主义及生命哲学流行的今天，似乎变得模糊不清甚

至难以确定。 但在希望哲学的立场看来，理性训练

及其超验学习，绝对不是“假定”的真实，而是真切

的道德教育。 我们对道德理性与问题的认知，对内

心世界的探求和追问，与我们对经验生活的体验，具
有同样的可靠性。 心灵世界对道德意义的判断，会
告诉我们应当如何行动，以及如何行动才是道德的。

超验的教育形态是道德教育的本质或目的部

分，它决定着道德教育的经验形态———方法和技术。
希望哲学对“将在”的终极想象，正是要让超验的生

活对经验的生活发挥引导作为。 对于本质知识与经

验知识的关系，福禄贝尔有一段精辟论述，他告诉我

们，精神生活如果离开了知识（作为理性的知识而

不是作为经验的体验）的学习，就将变成“没有思想

的游戏”，这种教育对人的头脑和心灵、精神和情感

都不会发生任何作用。 他描述了三种知识，即有关

世界图景的知识、有关人类本质的知识以及关于上

帝的知识。 在他看来，后两者才是人类道德的基本

知识，是让人懂得如何获得生活意义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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