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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自我确证及其难题
———黑格尔的现代性观念

□　 王晓升

华中科技大学 哲学系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４

一、黑格尔哲学的时代意识

　 　 黑格尔用“现代”这个概念把古希腊罗马世界

与日耳曼世界区分开来。 这里现代概念具有编年史

的意义。 但是，黑格尔使用现代概念的时候不仅仅

是从编年史的角度来说明“现代”。 按照哈贝马斯

的分析，只有当“现代”失去编年史的意义，而突出

其时代之“新”的时候，这种划分才成立的。 这就是

说，“现代”不仅是编年史意义上的时代概念，而且

是关于时代特性的概念，这个时代的特性就是

“新”。 这个新也不是时间意义上的 “新”，比如

“新”的一年来临之新，而是社会现象上的新，个人

生活体验意义上的新。 这个“新”表示新的现象不

断出现和人们全新的时代体验。 由于新的现象不断

出现，时间中的“当下”和“现在”就有了特别的意

义。 也正是这个原因，黑格尔把“当代”与“现代”区
分开来。 而把“现在”、“当代”与“现代”区分开来

恰恰体现了黑格尔对于社会世界的不断变化而产生

的一种时间上的体验，体现了黑格尔哲学所注重的

历史观念。
显然，这里的现代性不仅是指时间上的过渡、短

暂，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时间的体验。 黑格尔

对于时代的理解实际上也是对于时间的一种精神体

验。 这种精神体验在他对 “现在” 的解释中表现

出来。
黑格尔本人对于时代的转折有自己的亲身体

验，而他把自己的这种心理体验自觉地上升到哲学

的高度，从哲学上来说明现代社会中所出现的这种

危机、变革和革命。 他把这种哲学的概括称为“时
代精神”。 黑格尔自觉地把自己的哲学和时代联系

在一起。 他有一句广为人知的名言：“就个人来说，
每个人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儿。 哲学也是这样，它
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那个时代。”这个名言就

表达了他自己的哲学与时代的关系。 马克思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德国只是用抽

象的思维活动伴随现代各国的发展”。 德国古典哲

学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 这些理论以抽象的思维

形式表达了现代各国的发展。
现代世界的不断变迁，既定的规则不断被破坏。

于是，这个现代世界会出现一种颠倒的现象。 在

《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指出，在教化的世界中人们

争权夺利，在权力和财富面前人们大多花言巧语，在
这个世界中一切都发生了颠倒。 在这个世界中传统

的秩序和价值体系都会被颠覆。 黑格尔说，在这个

世界中“所有力求巩固的东西都归于瓦解，所有它

赖以存在的环节都遭到践踏，所有的筋骨都砸得粉

碎。”于是，这个时代必然面临着如何确证变迁和过

渡的正当性，如何确立规范从而重建社会秩序的重

要任务。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现代性自我确证的

问题。

二、现实性与现代性

　 　 黑格尔在他的哲学体系中从来没有使用过“现
代性”的概念，用现代性的概念来概述黑格尔哲学

的思想是不是不适当呢？ 实际上黑格尔所经常使用

的“现实性”这个概念表达了现代性的含义。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关于现实性的格言

恰恰就是体现了这样一个基本点。 他说：“凡是合

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

乎理性的。”这句格言被很多人指责为普鲁士君主

制的辩护状。 而黑格尔本人对于这句话是这样解释

的：现实不是当下现存的东西，不是所有现存的东西

都具有现实性。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解释现代社会现象时

说明了历史现象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关系，偶然的

历史事件与理性的狡黠之间的关系，这些说明恰恰

表达了他对于短暂的社会现象与理性的联系，说明

了现代性和永恒性之间的关系。
如果我们扩展一下视野，那么我们就可以更深

刻地理解黑格尔哲学的现代性意义。 黑格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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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哲学的内容就是现实”。 如果按照这种简

略的说法，那么我们也可以说，黑格尔哲学的主要内

容就是研究现实的，而现实，在本质上就包含了现代

性。 如果没有现代性，我们就无法理解现实。 当然，
这种说法并不是要否定现实性更加广泛的意义。 比

如，它的本体论意义，它在逻辑学中的意义等。 比

如，他说：“现实性是本质与实存的统一。”但是，黑
格尔在逻辑学、在存在论上理解的现实性正是建立

在对于现代社会的理解的基础上而提出来的。 他的

存在论思想、他的逻辑学理论是时代精神在哲学上

的体现。 然而，我们在这里必然要提出一个问题，如
果现代性是黑格尔哲学的核心，而现实性概念又在

更加广泛的逻辑范畴和存在论范畴的意义上被理

解。 显然逻辑学上以及存在论上的现实性的概念超

出了《法哲学原理》中的现实性的概念。 我们不能

把本质和实存统一意义上的现实性与短暂性、永恒

性统一的意义上的现实性简单地等同起来。 其中，
一个是逻辑学上的现实性，一个是现代性意义上的

现实性。 我们根据什么说这种逻辑学和存在论意义

上的现实性概念也具有现代性的意义呢？ 或者我们

也可以问，为什么黑格尔会把具有现代性意义的现

实性作为存在论上的概念以及逻辑学上的概念呢？
这需要我们进一步从黑格尔在现代性自我确证中所

面临的问题入手来加以说明。

三、现代性自我确证的困境

　 　 哈贝马斯在分析黑格尔的“当下”、“现代”等概

念的时候指出：“这些概念后来也成为黑格尔哲学

的关键术语，并从概念史的角度来把握随着西方文

化的现代历史意识而出现的问题，即现代不能或不

愿再从其他时代的样本那里借用其发展趋向的准

则，而必须自力更生，自己替自己制定规范。”这就

是说，“现代性”概念不仅仅表明社会现象的短暂

性、过渡性，而且还提出了这样一个理论问题，在社

会现象不断更新，社会的秩序不断被打破以及既定

的规则不断被否定的情况下，不断出现的新的社会

现象如何来证明自己的正当性？
那么黑格尔在他的哲学中是如何进行现代性的

自我确证的呢？ 按照哈贝马斯的分析，在黑格尔哲

学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路。 一个是早期的思路，
一个是成熟时期的思路。 早期的思路是从共同体的

既有规范入手来说明现代性自我确证的可能性，而
成熟时期的思路是从认知主体的自我反思的思路来

进行现代性的自我确证。

四、主体性原则与现代性的自我确证

　 　 那么留给黑格尔用来进行现代性自我确证的就

只有一条路了。 这就是通过认知主体的自我意识和

自我反思来确证现代性。 这就是人们通过自己的意

识上的自我反思来证明现代社会的正当性，来证明

现代社会制度的正当性。 从前面对于现代性的分析

中我们知道，现代社会是从传统社会分裂出来的，革
命、改革、过渡是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 那么我们怎

么才能证明这种革命、改革、过渡是正当的呢？ 在这

里，人们不能借助于传统社会思想前提，而必须在一

个全新的前提下来证明它的正当性。 主体性推动了

现代性，而现代性又反过来需要主体性为其提供正

当性的基础。 黑格尔说：“把这个理念理解为精神，
理解为自己知道自己的理念，乃是近代的工作。”而
为了能进行时代的自我确证，人们就需要主体的自

我反思。 按照哈贝马斯的分析，反思乃是新的时代

原则最纯粹的表达。 这是因为反思体现了现代社会

中的思想自由这个基本原则。 按照黑格尔的说法：
“反思既揭示出事物的真实本性，而这种思维同样

也是我的活动，如是则事物的真实本性也同样是我

的精神的产物，就我作为能思的主体，就我作为我的

简单的普遍性而言的产物，也可以说是完全自己存

在着的我或我的自由的产物。”这就是说，在黑格尔

那里，思想能够自觉地进行反思。 而这种反思不仅

体现了思想自由这个现代原则，而且它还是一种认

知原则。 这就是人通过自己思想上的反思获得可靠

知识。 或者说，现代社会的不断变革的正当性是通

过自我反思来确立起来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黑格尔的主体性原则的核心

就是认知主体的自我关联。 从主体的自我关联的原

则出发来进行社会的自我确证，于是现代社会自我

确证的问题就变成了一个认知上的问题。 而主体只

是作为认知的主体而被理解。 无论在知识领域还是

在社会领域，主体的自我关联成为解决问题的主要

思路。 甚至在涉及社会关系的问题时，黑格尔也是

从自我关联的角度来加以解决。 黑格尔在谈到现代

世界所出现的颠倒的世界时指出，在这个世界中善

的就是恶的。 这就是说，要让所有的人都摆脱这个

颠倒的世界，只能靠精神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
这是精神作为主体与它自身关系的问题。 而这种认

知主体的自我关联模式是整个黑格尔哲学基本理论

范式。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黑格尔的认知主体的自

我关联的哲学是按照现代世界的原则（主体性原

则）建立起来的。 他的哲学当然是现代性的哲学。
他的哲学就是试图进行现代性的自我确证的。 但是

他按照这个模式所进行的自我确证却出现了一个问

题。 这就是现代社会的合理性是由认知主体的自我

认识，自我扬弃和自我发展来证明的。 他对现代性

的这种证明是如此之好，以至于按照自我意识发展

的必然性，这个社会的出现是必然合理的，尽管它存

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缺陷。 为此哈贝马斯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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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作为绝对知识，这种理性最终采取的形式是

如此的势不可挡，以致现代性的自我理解的问题不

仅得到了解决，而且得到了太好的解决：现代性的自

我理解问题在理性的嘲笑声中迷失了方向。 因为理

性取代了命运，并且知道每一事件的本质意义早就

被预定。”按照自我意识的发展的逻辑，现代社会的

正当性已经由意识发展的必然性确证了，它的意义

早已被预定了。
这种自我意识的发展逻辑在黑格尔哲学中表现

为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 这种否定之否定表达了任

何一种社会现象的暂时性、过渡性。 他的作为推动

原则和否定原则的辩证法恰恰就是以一个公式的形

式表达了现代社会的特征，表达了“现代性”。 可以

说，否定辩证法就是“现代性”观念的思辨的表达。
而否定作为自我发展的一个环节又是必然的。 这是

包含了必然性的社会现实。 “现实性”的概念作为

逻辑概念即表现了现代性，又确证了现代性。 现实

性不是绝对不变的实体（如上帝）的属性，而是主体

自身的运动过程，其中的每一个过程都是主体实现

自身的过程，都具有现实性。 但是这些现实性的东

西都不具有完全的现实性。 这里的现实性表达了现

代性，但是它却脱离了现实，脱离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运动，而成为逻辑发展的一个环节。 这是因为，现实

性获得了存在论和逻辑学的意义。 在这个逻辑的运

动中，理性取代了命运。 每一个事件的本质意义已

经逻辑地被规定了。 这表明，当黑格尔用否定性的

辩证法，用逻辑学表达现代性的自我确证的时候，他
放弃了现代社会的内涵。 他强调哲学的时代意义，
但是却又使哲学成为一个思辨的体系，而脱离了现

实社会。 在这里黑格尔哲学显然满足了现代性的自

我确证的要求，但是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即贬低了

哲学的现实意义。 黑格尔哲学是具有现代性的哲

学，但是却以超出现代社会的逻辑体系的形式表现

出来。
虽然黑格尔用他的哲学体系完成了现代社会的

自我确证的工作，但他是在主体性原则范围内完成

这个工作的。 在主体性哲学范围内，主体主要是作

为认知主体而被理解的。 这种认知主体的主要特点

是认识客体并克服客体。 在黑格尔哲学中，主体的

自我运动表现为主体外化出一个对象，并克服这个

对象，从而回归于自身。 因此，当黑格尔以主体性原

则来进行现代性的自我确证的时候，这个主体性缺

乏一种社会整合的功能。 或者说，它没有哈贝马斯

所说的交往主体的那种社会整合的功能。 而挖掘交

往主体的社会整合功能，从而在一个新的理论基础

上来进行现代性的自我确证就成为现代性的讨论的

重要课题。 这个课题是由哈贝马斯和霍耐特进一步

完成的。

五、现代性的自我确证与现实性的批判

　 　 现代世界是进步与异化同在的世界。 黑格尔在

他的哲学中描述了社会的异化现象。 他对于异化现

象的描述实际上也是对现代社会问题的一种自觉意

识。 黑格尔在对现代社会进行自我确证的过程中同

时也对这个社会进行了批判。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对现代性的自我确证同时也是对现代性的批判。 正

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那样，黑格尔不是第一个现代

性的哲学家，但是他却是第一个意识到现代性问题

的哲学家。 但是，黑格尔对现代性的批判只是从精

神的自我反思的维度中进行的。 于是，现实中的一

切问题都是人的精神发展中的片面性的问题。 这是

精神发展的一个自然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
既批判了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又从一定的角度

承认现实问题产生的合理性。 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

种自我确证最终堵塞了批判的道路。 哈贝马斯和霍

耐特等人试图在交往行动理论的基础上来进一步进

行现代性的自我确证。 在哈贝马斯看来，这种自我

确证不能依靠认知主体的自我发展，而是要靠人们

之间的相互交流。 通过这种交流人们可以就不断变

化的社会形成新的社会规范。 而在交流基础上所形

成的社会规范能够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提供规范的基

础。 这个规范的基础就能够把分裂的社会整合起

来，从而确证新的制度、新的社会现象的正当性。 在

他看来，他的交往行动理论可以不依靠传统规范，而
通过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来形成社会共识，而他的

理论能够完成现代社会的自我确证的理论任务。
然而，哈贝马斯的理论虽然为现代社会的自我

确证提供了基础，但是，他的这种自我确证如同黑格

尔一样，堵塞了批判的道路。 虽然哈贝马斯从交往

行动的角度批判了当代社会现实。 他认为，当代资

本主义社会的问题是系统入侵了生活世界。 这种入

侵使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受到限制。 然而这种批判

是在承认资本主义现存制度合理性的前提下所进行

的自我反思和批判。 比如，按照哈贝马斯的设想，在
相互交流的过程中，人们只能用理由来说服别人，而
不能用其他任何力量。 然而怎样的理由才算是合理

的理由呢？ 在以工具理性文化为基础的现代社会，
符合工具理性的知识才被认为是合理的知识。 在这

样的情况下，对于工具理性的自我反思就变得不再

可能。 虽然哈贝马斯改进了黑格尔的现代性的自我

确证的道路，但是却放弃了黑格尔哲学中关于精神

的自我反思的基本思路。 而精神的自我反思也是精

神上的自我批判。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却堵塞

了这种自我反思的道路，堵塞了精神上进行自我批

判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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