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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伦理学及其
对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

———从解释学困境谈起

姜 韦
(东华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南昌330013)

  摘要:伽达默尔解释学具有强烈的伦理学取向和实践特征,他提倡一种相互承认、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人类

共同体的对话伦理学。他的这种实践伦理学虽然试图突破传统伦理学的局限,但实质上仍落在传统伦理学追求大

全统一的窠臼之中。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学不仅突破了传统伦理学困境,而且也将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

态文明建设增添一种较为深刻的佐证,为促进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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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认为,哲学家试图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但关键是如何改造世界。同样,传统伦理学试图从不

同前提探索伦理原则,可问题是如何让个人产生伦理

责任。伦理首先是一种“感”而非“知”,或者说是一种

由“感”而来的“知”。因此,伦理学首先是与人的全部

生活相关的实践。然而,传统伦理学受形而上学理论

态度的束缚,遗忘其实践性,以原则的抽象性架空伦理

关系和责任的实际性。

20世纪,西方出现了“实践哲学的复兴”,由此产

生了现象学、存在论和解释学等思潮。伽达默尔解释

学作为现象学和存在论的继承与发展,体现了一种实

践伦理学。然而,它是否克服了伦理学所面临的理论

化困境? 实际上,这一困境直到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

学的提出才出现新的解决契机。作为第一哲学的他者

伦理学不仅为解决传统伦理学困境,而且对构建一种

新型生态伦理具有重要启发。

一 伽达默尔解释学的伦理学及其困境

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具有强烈的伦理学取向。受海

德格尔生存哲学和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影响,伽达默

尔的思想从一开始就被烙上深深的实践特征。然而,
伽达默尔的兴趣毕竟是解释学,而且是沿着海德格尔

的道路来阐述解释学的普遍性。因此,他突破亚里士

多德城邦伦理学,从解释学普遍性角度建立一门人类

共同体的伦理学。此外,伽达默尔受到柏拉图和黑格

尔辩证法的影响,特别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相互承认”
推崇有 加,认 为“和 解 的 奥 妙 是 黑 格 尔 辩 证 法 的 秘

密”[1]33-34。故此,他提倡一种能在全球范围内达成相

互承认、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人类共同体的对话伦理

学。但着眼于现实,他的这一伦理学面临着巨大挑战

和困境。
当下世界各国之间的交往方式对于伽达默尔提倡

的对话无异于一记耳光。时至今日,国际社会重大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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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解决主要还是诉诸于经济制裁和军事行动。国与

国之间的实力差距,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和隔

阂,使得人们的对话意愿很低,即使对话也不是建立在

相互承认和尊重的前提之下,而是以军事和经济实力

为前提。这种对话实际上是在强权之下的扭曲交往,
与伽达默尔追求的对话相冲突。

伽达默尔对话伦理学的困境,是由其解释学的本

质决定的。或者说,他的解释学并没有真正摆脱传统

形而上学的束缚,故其伦理学困境实际上是传统伦理

学困境的一个缩影。
伽达默尔解释学虽表现出较强的实践取向,但它

同样具有传统哲学的整体主义与大全主义诉求。古希

腊以来,哲学的抱负是找到一个最高原则作为世界的

根据,以便将之统摄起来。然而,自现象学出现以来,
哲学不再从实体出发,而是把世界理解为一种发生和

显现的过程。在现象学尤其是海德格尔现象学的影响

下,伽达默尔把时间性、发生性的事件作为其解释学的

起点和归宿。首先,他提出的效果历史是以人是一种

历史性存在现象为前提,把人的存在还原到他的历史,
强调传统对个体的决定性或个体向传统的隶属性。其

次,他虽然认为理解作为视域融合的事件没有终点,但
他仍然假设这种融合是必然的,理解应该以此为目的,
不断达成一致,这实际上是预先为理解设定方向。

效果历史和视域融合作为哲学解释学的内核,具
有重大的理论价值。然而,当涉及到伦理问题时,它和

传统形而上学一样表现为一种整体主义的一元论。在

伽达默尔看来,理解者的理解活动是被规定的。向过

去,受到理解者自身的历史性的规定,向未来,受到一

种不断综合、形成共识的要求规定。所以,在对话中一

方面要对自己的历史性所带来的有限性保持意识,对
对话伙伴保持谦恭,另一方面,要带着善良意志与对话

伙伴达成共同理解,这是伽达默尔解释学蕴含的伦理

原则。显然,这种伦理原则是在对话者对自身状况的

认识基础上形成起来的(效果历史意识),而且是以某

个事先假设的要求为前提提出来的(视域融合的要

求)。尽管强调向对话伙伴保持敏感谦恭,但仍是一种

理论态度,即从某个预设的前提出发提出某种应然的

伦理要求。这种要求不是聆听对方意愿的结果。就此

而言,伽达默尔没有彻底实现哲学的实践性。实践在

他那里仍受某个超越存在的引导,不具第一性,故而带

有形而上学的理论态度,这是“他的对话共同体乃是一

种语言乌托邦,显得十分苍白无力”[2]172的根本原因。
由于伽达默尔的伦理思想未跳出形而上学的理论

态度,所以也表现出一种存在论的暴力。对此,或许有

人会表示反对。诚然,伽达默尔强调对话双方平等,相
互尊重。他甚至吸收马丁·布伯的“我-你”关系,对
传统形而上学和科学的“我-它”关系进行猛烈抨击,
指责“我-它”关系是按照我的原则抹杀、吞噬、同化一

切其他存在者,具有强烈的暴力性。但是,他没有意识

到自己却以另一种方式重新陷入这种暴力。在伽达默

尔,自笛卡尔以来得到推崇的主体得到限制,然而却出

现了一个凌驾于主体间之上的施暴者。这个施暴者不

是某个存在者,而是超越一切存在者的境遇或事件,在
伽达默尔便是理解的事件。这一现象并非在伽达默尔

才发生,而是西方自反思批判主体性哲学以来便开始

出现,其代表性事件则是现象学。对此,列维纳斯这样

评论:“哲学(传统哲学)是一种自我之学,……现象学

的中介化则采取另外一条道路,在这里,那构成真理之

中项的是存在者的存在。从胡塞尔以来,整个现象学

都是对境域观念的提升,对于现象学来说,境域所担任

的角色与古典观念论中的概念(主体)相当。”[3]16伽达

默尔解释学作为现象学的继承与发展没有摆脱这一窠

臼。
为什么超越的境域是施暴者呢? 它对伦理关系意

味着什么? 哲学作为一种理论思辨,其目的在于探寻

存在者的本原,寻找其存在根据。然而,“对于每一个

独一的存在者来说,这样一种没有出口、不作回答、吞
噬和 毁 灭 一 切 存 在 者 的 中 性 的‘有’,乃 是 一 种 暴

力”[4]12。这种暴力或许单从本体论层面并不太明显,
但从伦理学角度来看,便很明显。伦理关系的基础是

独立、具体,承担责任的个体存在,其实质是让自身之

外的存在者将其恳求或命令教导给我。因此,每一个

处于这种关系的个体拒绝被还原,否则他们即被剥夺

表达的机会。然而,存在论把具体的存在者与存在关

联起来,“就在于把存在者中性化,以便统握它或掌握

它”[3]17。
存在论对于伦理责任者、伦理关系以及伦理责任

本身是一种抹杀。如果具体存在者依赖于某个超越者

而存在,那么在面对自身之外的存在者时,首先呈现的

不是他者本身,而是其存在的根据,相应地,首先做的

不是聆听他者,而是将其同化到那个以之去看待他者

的根据中去。所以,存在论面对他者的首要态度是理

论的,而非伦理的(实践的),伦理问题的讨论要在理论

态度下展开。但问题是,这种以理论态度为基础的伦

理关系已经失去了伦理的实质,它不仅不能产生出对

他者的伦理责任,而且形成对他者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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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达默尔着眼于理解的历史运动,将具体的个人

作为历史性存在同化到传统之中,赋予历史运动以综

合统一的特征,要求理解者本着相互尊重,努力达成一

致,最终达成世界共同体。这显然是一种典型的存在

论的理论化伦理观,他的对话共同体的伦理学陷入一

种语言乌托邦,实际上是形而上学理论态度下伦理学

的共同命运。
二 列维纳斯伦理学对伽达默尔伦理学困境的克

服

伦理学,就其本质而言,不是理论的,而是实践的。
然而,伦理学的实践性不同于伽达默尔所谓的实践智

慧。实践智慧是在具体环境中选择符合善或正当的能

力,涉及到人的判断力。伦理学应探寻的是促使人们

选择正当的动力,涉及到欲望。它比实践智慧更加根

本,因为前者不太考虑动因问题,或总以某个一般性动

因为前提,如社会的和谐、公德的要求等。那么,伦理

责任究竟动力何在呢?
法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列维纳斯大力提倡伦理

学。他所谓的伦理学不再是存在论哲学之下的分支学

科,相反它要逃离、打破存在论的一统天下。所以,他
把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提出。他的伦理学对于今天的

问题具有很大启发意义。按前面的分析,传统伦理学

之所以不能产生个体的伦理责任,在于它是存在论的。
伦理责任不能从存在论体系中推演出来,“面容的要求

(伦理责任)不是意识构建出来的,而是遭遇到的”[5]XI。
伦理关系是一种实践关系,伦理责任只能在实践中被

唤起。实践不是个体出于某个共同的、普遍的、一般的

伦理要求(这些都是理论构建)而采取实际行动的过

程,而是当个体与个体面对面时,与他者相遭遇的经

验。伦理责任只能从这样的经验中被唤起。
前面谈到,凡是出于超越原则的伦理学都属于理

论态度,不能在个体中激起责任。现在,我们可以根据

他者伦理学来分析其原因。如果伦理责任只有他者才

能激起,那么,建立在某个超越原则基础上的伦理学落

于空洞,恰在它缺乏他者之维,它实际上只是某个原则

从自己出发再回到自己的游戏。所谓的伦理关系是我

与我理解的对象之间的关系,伦理责任是我出于我的

原则认为应当承担的责任。显然,这种伦理学和存在

论一样是一种由原则到原则的演绎,它没有落根于现

实实践,故而听不见他者的声音、也看不到他者的需

要,也就无法从他者那里感受到迫切的责任感。
为什么缺乏他者维度呢? 因为它总是以理论的态

度面对一切。理论态度具有这样的特征:持这种态度

的人将所有他之外的事物根据某一原则进行理解和解

释,使之符合自己的规则,纳入自己的体系。“理论意

味着理解,就是说,一种如此通达被认识的存在者的方

式,以至于这种存在者之相对于进行认识的存在者的

他异性消失了。”[3]14因此,他者不可能出现在理论态度

面前,伦理关系中的他者表现为对理论态度的质疑。
“这种由他人的出场所造成的对我的自发性的质疑,称
为伦理。”[3]14由此可见两种不同的责任:一种是我按自

身原则,为了达成某个善的目的,向一个他所理解的

“伦理客体”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另一种是由他者按照

其自身的要求从我之外加给我的责任。前者是一般性

倡议,具有普遍性、理论性;后者是具体性要求,具有个

体性、实际性。而且,责任主体从“我们”转换为“我”。
“我们”作为一般性伦理要求的不在场主体,应当但不

必然遵循它。但“我”作为遭遇到他者提出的伦理责任

的承担者,不得不履行责任。为什么“不得不”呢? 这

与另一个问题相关,即他者是怎样把伦理责任加之于

我的?
如前所述,他者通过破坏理论态度而出现,那么他

者是否把我同化,然后将自己的要求强加于我呢? 他

者之为他者,在于其他异性和超越性。列维纳斯用“无
限”来描述这一特性。他者是无限意味着“他者超出在

我之中的观念,……他者每时每刻都溢出(我的)思想

从(他者)的表达中引进的观念”[3]23。他者不是我的竞

争对手,他只是拒绝我的同一,保持他的外在性。因

此,与作为“无限”的他者的关系是“从自我之能力所及

之外的他人那里有所接受,这恰恰意味着拥有无限观

念”[3]23。而且这种关系是非对抗性的,“与他者的关联

是一种非排异反应的关联,一种伦理的关联”[3]23。所

以,他者不是以强者的形象呈现,他者恰恰以弱者的形

象激起对之的伦理责任,“他者的临显本身就在于用其

在孤 儿、寡 妇、陌 生 人 之 面 容 中 的 赤 贫 来 恳 求 我

们”[3]54。这并不是把伦理责任诉诸于对弱者的同情。
同情仍然是一种由我及他的同化行为。相反,他者以

其赤裸、无辜的面容,以中止我的权能与控制,超越我

预期的方式向我发出呼唤,“这个呼唤是作为一种忧虑

和不安被经历到的”[5]XIII。甚至激起一种羞愧,恰恰让

我感到我的同情是虚伪的。“在羞愧中,自由(自我)发
现自身在其运作中是对他人的谋杀。”[3]60羞愧不能从

我自身中反思出来,而只能由我之外的某物激起。他

者超越我的同化,质疑我的权能,激起我羞愧,同时让

我对他者产生欲望。
为什么令我感到羞愧的东西还让我对之产生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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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萨特在讨论他者问题时提到羞耻感。他认为他人

通过注视激起我的羞耻感而出场,然而羞耻意味着我

在他人的注视下被限制,被对象化,“没于一个流向别

人的世界、相对别人而言的自我”[6]328。因此在我的羞

耻感中出场的他人,与我处于冲突关系,成为我要逃避

的地狱①。列维纳斯也主张他者是对我自由的限制,
对我作为主体的理论姿态的否定。然而,他者以“脸”
的方式向我表达②,即向我提出超越我理论同化之强

权的要求和命令,让我产生羞愧感。羞愧感是他者超

越我理论同化之强权的结果。他者之“脸”在表达中激

起的羞愧感,当然也有不悦的成分,但更多是意外和惊

奇,甚至震惊。简言之,他者激起的羞愧感不是对抗的

结果,而是超越的结果,所以我不仅不会产生反感,反
而会对带给我震惊的对象产生欲望。因此,对他者的

欲望不是企图同化的强权意志,“不是作为对可欲望者

的占有能满足的欲望,而是作为对无限(他者)的欲

望———善良”[3]23,这种欲望蕴含着一种必须回应的责

任。
列维纳斯最终回到了伦理学的基础———善良,但

他没在传统伦理学意义上理解它。善良是人与人、人
与世界的原始关系,体现为我对他者的欲望。这种欲

望不需通过占有,得到满足,相反,它是一种在无限距

离中的吸引关系。他者超越我的占有与我保持无限距

离,因此,他者成为我欲望的对象,对我产生强大的吸

引。这种超越需要(同化)的欲望是这样一种责任关

系:他者以其无限超越同化的陌异性向我发出的要求

和命令,不但不令我反感,反倒“绑架”了我,“我是他者

的人质”[7]125。我“不得不”向他承担起责任,但不是出

于强力的逼迫,而是我自发产生的迫切感。
伽达默尔也谈论他者,主张应当对他者的他在性

保持敏感,“历史意识知道他物的他性”[8]509。他甚至

强调他者在对话中的重要作用:“我们必须重视与他者

的相遇,因为总是有这样的情况存在,即我们说错了话

以及后来证明我们说了错话。通过与他者的相遇我们

便超越了我们自己知识的狭隘。一个通向未知领域的

新的视界打开了。这发生于每一真正的对话。”[9]21然
而,伽达默尔仍是以我为出发点,以某个超越的存在为

归宿来谈论他者。首先,为什么对他者保持敏感? 因

为我是有限的。在理解中,由于我的有限性,所以应当

对他人的意见保持开放。其次,他者在对话中的意义

在于补足我的理解。这意味着,他者只是手段,对他者

保持敏感,不是因为他者本身,而是让理解更加完善,
更大程度达成一致。

尽管“伽达默尔开创的效果历史意识已经为他者

问题的讨论争得第一块地盘。效果历史意识与列维纳

斯的伦理学均有共同的思想旨趣,即实践”[10]55,但是,
由于他囿于追求综合、统一的存在论诉求,仍从理论态

度出发讨论他者,致使其哲学的实践性不彻底,从而无

法真正聆听他者的声音。实践是没有任何预设的面对

面。这种面对面是通过他者不断打碎我的理论同化而

得以呈现。从中,我被他者教会伦理责任。可见,只有

将哲学的实践性贯彻到底,不断打破存在论的理论同

化,才能为解决伽达默尔乃至传统伦理学的困境带来

一线希望。
三 他者伦理学视域下的生态伦理建构

十八大以来,中国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国家战

略的高度。然而,究竟何为生态文明? 为什么要将它

与“社会主义”放在一起? 澄清这些问题,有助于阐发

他者伦理学对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发意义。
生态危机是工业文明发展的结果。反思批判工业

文明,探索人类文明持续发展的道路,西方人走在前

列。生态文明这一概念也是西方人首先提出。但是,
由于工业文明与资本主义的内在关联性,西方人一般

把生态文明当作工业文明的一个补救措施,不认为生

态文明是不同于工业文明的新文明。在国内,情况也

较为复杂。由于国家大力提倡,生态文明成为热门话

题,但大家对该概念的理解并不清晰。大多数人把生

态文明仅等同于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具体措施。但

中国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或许还有更高的维度。习近平

指出:“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
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

的重大成果。”[11]显然,习近平是站在马克思历史唯物

主义的高度,把生态文明放置在人类文明形态的历史

发展中来理解的。它不是工业文明的补救,而是对工

业文明的扬弃。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共产主义必然取

代资本主义。因此,工业文明作为资本主义的重要支

撑必将为生态文明超越和取代。因为生态文明是共产

主义和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之重要内

涵,所以,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是社会主义的。
既然是一种文明形态,那么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

在于意识形态的塑造和社会风尚的形成。只有在此基

础上,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等才具有内生动力。如果说

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是以资本及其增值为目的,形成的

是生产主义、消费主义和金钱主义的社会风气,压榨、
破坏、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那么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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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就是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宗旨,形成节制、简朴和

共享的社会风气与尊重、保护、顺应自然的意识形态。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生态伦理学研究者共同

的愿望。学界历来有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

的对峙。前者认为人是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主导者,人
为其利益利用自然乃天经地义。同样,人应当出于自

身利益主动承担解决生态问题的责任,“人对生态环境

破坏负有道德责任,主要来源于对自身生存和社会发

展以及子孙后代利益的关心”[12]146。相反,后者着眼于

生态整体,主张人与其他自然存在地位平等。人没有

权利因为自己无限牺牲其他生态成员的利益,必须“从
生态整体的角度限定人类的行为,为人类高速发展的

经济活动提供生态阈限”[12]63。
两派主张截然相反,但背后的思维模式是一致的。

它们都“以 二 元 分 裂 的 方 式 思 考 人 与 自 然 的 关 系。
……它们都不假思索地把人和自然首先确立为两个互

相独立甚至对立的存在,然后在二者之间选择一方为

据点,由此推至另一方”[13]15,因此都是一种典型的理

论态度。人类中心主义立足人类,把人与自然的关系

还原为人类自身的生存问题,得出一种在眼前利益与

久远利益之间取舍的功利主义生态伦理观;生态中心

主义立足自然生态体系,把人与自然关系还原为自然

物与自然物之间的关系,无视人的社会性,得出一种脱

离实际的理想主义生态伦理观。总之,两者都没有从

人与自然关系的实际出发,而是从某个理论预设推导

出一种关系模式,导致其提出的伦理要求很难引发共

鸣,唤起公民生态文明意识的自觉。可见,生态伦理的

关键不是从理论上讲清人与自然的利害关系,而是怎

样将这种利害关系从“知识”转化为“责任感”。对此,
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学可以提供一些启发。

鉴于传统生态伦理的困境,本文将从两个方面阐

述他者伦理学对生态伦理研究的启发意义。
第一,生态伦理研究要实现实践转向。传统生态

伦理学的困境在于理论化,而伦理的本质是一种实践

关系,列维纳斯把伦理作为一种我与他者的面对面关

系,具有强烈的实践特征。实践与其说是一个理论问

题,毋宁说它的终极动力要诉诸于感性和肉身,诉诸于

当下的行动和情感的感发。因此,列维纳斯伦理学与

传统伦理学的最大不同在于,“它不是任何规范伦理学

或义务伦理学,不是对一些先行的伦理规范或义务或

普遍命令的确定、寻求;而是关于伦理行动如何被感

发、当场发生的伦理学”[4]161。列维纳斯强调与他人面

对面的关系,因为伦理行动只有在这种关系中才能感

发出来。这意味着,生态伦理学应当致力于进入人与

自然的实际性关系中(面对面),在经验的基础上生发

出人对自然的伦理责任,而不是从假设的理论前提出

发演绎一种伦理义务和道德责任。目前,生态伦理学

并不缺乏理论分析,但人对自然应负的责任仍然很少

落实。实现生态伦理学的实践转向,正是要把其中心

从理论建构转移到实践动因形成上来,推动生态伦理

学致力于激发责任感的探索。
第二,生态伦理的关键是作为他者的自然。他者

之维是伦理关系之实践特征的保障,没有他者的伦理

学难逃理论化窠臼。所以,生态伦理要实现实践转向

的关键是作为他者的自然。这有两层意思。第一,人
类应当主动地、有意识地放下理论态度,把自然当作他

者去倾听其要求和命令,形成伦理责任。如果一味从

理论态度出发把自然视为对象,那么生态伦理责任难

以形成。即使人类有保护自然的意图,也不能在作为

对象的自然面前把保护行动坚持下去,因为人对自己

设定的对象谈不上责任。第二,自然作为他者主动打

破我们的理论态度,让我们形成伦理责任。如果人不

主动转变自己,那就只能等到自然以其绝对的陌异性,
如以其破碎的面孔触动、震撼我们,甚至以其震怒的面

孔报复我们,把我们从理论的睡梦中惊醒,才能产生伦

理责任。虽然此时我们会更加被动,但是除非人类早

点醒悟,否则要产生伦理责任,别无他途。总之无论哪

种情况,有一点是一致的,作为对象的自然无法向我们

提出自己的要求,只要自然还只被视为满足人类欲望

的对象,那么尊重、保护、顺应自然的责任感难以形成。
伦理学在列维纳斯不再是抽象的伦理原则,而是一种

活生生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本质体现为超越占有和同

化的欲望,体现为一种善。就此而言,生态伦理应当尝

试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一种超越占有的欲望关系。这

种关系作为一种善的关系,不是由己及他,而是由他及

己。生态伦理的重点应致力于引导人听从并受教于自

然,让自然按其自身的要求教会我们应当负的责任。
自然是他者,并非要把自然神秘化、人格化。它对

于生态伦理构建的意义,毋宁在于给人类的思维增添

一个维度或成为一个提醒:即他者之“脸”提出的伦理

命令“汝勿杀”。引申到生态伦理,即是“勿当自然为对

象”。在近代西方思潮的语境中,“对象”是与“主体”相
对而言的,对象是主体的构造之物。就此而言,“把自

然对象化”是人类施暴自然的根本体现。所以,自然是

他者,首先是一个思想的变革。即是说,如果将生态伦

理学作为一门他者伦理学来建构,那么它首先要革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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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态度下对自然的对象化理解,除去横亘在人与自

然之间的各种中介(原则、思想、理论),放弃对自然的

同化。
资本主义把自然视为实现资本增值的对象,这一

态度决定了它的意识形态是反生态的。社会主义之所

以是生态的,在于它的意识形态是生态的。所以,建设

生态文明不只是节制资本、升级产业,更是一种文明形

态的塑造。形成一种对自然的伦理责任,是树立生态

文明观的前提。因此,生态文明观的塑造绝不是构建

一个抽象理论体系那么简单。文明是生活积淀的结

晶,生态文明观的形成需要整个社会形成自觉尊重、保
护、顺应自然的伦理责任和生活风尚。他者伦理学告

诉我们,他者是产生伦理责任的基础。所以,生态伦理

应当引导人们放弃对自然的理论态度,在面对面中遭

遇自然、倾听自然,让自然的他者之“脸”唤起我们的责

任,形成一种人与自然的善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
一种能唤起人们责任感的伦理学,必须是实践的

和他者的。实践不是理论应用于实际的行为,不是做

成符合善的行动,而是不断放弃理论同化的暴力,进入

与他者面对面的善的关系。只有在这样的实践中,他
者才能作为独立自主的存在者,按其自身的原则和要

求,将一种伦理责任加于我们,这种责任是我们不得不

回应的,因为它超越我们的理论同化,让我们在愧疚感

中被“绑架”,为我们履行伦理责任提供源源不断的动

力。

注释:
①萨特实际上是在一种颠倒过来的主客关系中讨论他者的出场。他者的原始身份是主体,与我作为主体时将他人、他物设定

为对象一样,作为主体的他人在注视中将我设定为对象,把我从我的世界中剥离出来,让我产生不愉悦的羞耻感。因此,萨
特在《存在与虚无》中对他者的思考没有摆脱传统存在论的同化倾向。

②表达是一种语言行为。所以,列维纳斯极其注重对话和语言,认为我与他者之关系的本质就是语言。然而,他所谓的语言

不是伽达默尔所谓的达成共同理解的辩证语言,而是他者向我带来启示的语言,体现了他者之绝对陌异性带来的意外、惊
奇、创痛、愧疚的经验。

参考文献:
[1]GADAMERHG.ReasoninTheAgeofScience[M].Cambridge:TheMITPress,1986.
[2]何卫平.解释学之维———问题与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M].朱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4]朱刚.多元与无端[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
[5]LEVINASE.HumanismusdesanderenMenschen[M].Hamburg:FelixMeinerVerlag,2005.
[6]萨特.存在与虚无[M].陈宣良,等译.杜小真,校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7]列维纳斯.塔木德四讲[M].关宝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8]伽达默尔.诠释学I[M].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9]伽达默尔,杜特.解释学、美学、实践哲学———伽达默尔与杜特对谈录[M].金惠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0]姜韦.论伽达默尔解释学经验的特征及其对他者问题的启示[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
[11]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4.
[12]叶平.环境的哲学与伦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13]姜韦.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维与生态教育[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理论版),2016(30).

[责任编辑:帅 巍]

71

姜 韦 他者伦理学及其对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从解释学困境谈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