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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思想的核心原则与价值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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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差异思想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受到西方著名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关注，他们在对差异

进行哲学思考的过程中寻找人类的安身立命之本。与“主体”原则相对，差异思想的核心原则是“他者”原则，
力求以突出差异、尊重“他者”来平衡总体观念的强势，在差异多样与总体共识之间寻求协调和平衡。差异思想
亦是当下一种建立在人与人的分离基础之上对生存问题的价值观照，是人类社会及其个体发展进步的内在动力。
关

键

词：差异思想；核心原则；价值观照

中图分类号：B0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2013(2013)02-0081-05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and aesthetic value of difference thought
LIU Tian-hua
(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hilosophical category, difference thought has been the focus of western philosophers and
Marxist writers. They are exploring the cause which makes human being exist while thinking about the difference
philosophically. As opposed to the principle of SUBJECT, the core of the principle of DIFFERENCE is THE OTHER,
which aims at highlighting the difference and show respect to THE OTHER and getting coordination and equilibrium
between varieties and consensus. Difference thought is also the epistemological premise of consciousness of survival
value based on the separation of the people, and is the internal motivation of society and individual.
Key words: difference thought; core principle; aesthetic value

差异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在现当代被广

史的总体的历时的发展趋势，亦表现在不同的自

大哲学家所关注，这些关注和研讨更多地是在本体

然、历史条件下的民族和国家的共时性的各自的发

论意义上的一种反思和探讨，或试图在本体论视野

展之中[1]；也有学者认为在哲学的本体论视阈中，

中确证差异的地位和意义，用辩证法思维把差异看

惟有差异才是一个具体存在物是其所是的真正原

作是和同一相对的概念范畴，考察差异和同一的辩

因；还有学者从辩证法和方法论角度进行分析，认

证关系；或者强调差异的伦理价值原则，用以衡量

为对立统一与和谐统一共同构成了差异统一的实

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如吉首

质内容，差异统一律是贯穿唯物辩证法其他规律和

大学易小明教授把差异研究纳入当代哲学研究的

范畴的中心线索，为人们正确认识与改造世界提供

视域，用差异理论诠释当今社会现实中差异与人、

了现实可行的辩证方法。[2]

与社会变革以及差异与社会公平等问题，认为人的

学术界对差异问题的探讨刚刚开始，尚未形成

本质应在人与事物的差异中去寻找，提出差异化发

一个清晰的哲学致思理路。虽然很多研究从不同角

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基本形态，它既表现为由

度深化了对差异思想的哲学探讨，但总体上说从价

类束缚经群体中介而达到个体自由的人类社会历

值视阈对差异进行分析研究，并以之观照社会现实
和个体生存发展方式的研究尚嫌不足。笔者拟在梳

收稿日期：2013－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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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西方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差异思想的基础上，
更深入地探讨差异的核心原则和当代社会语境下
差异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观照，以为个体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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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而德里达则更加突出“差异”的绝对性，认为
差异具有时空的普遍性，他用“延异”来表示意义

一、关于差异的哲学思想

的绝对时空非同一性，对差异统一于某种在场意义

无论是在自然世界的运行变化中还是人类社

的逻各斯主义进行了批判。

会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差异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客

后现代主义哲学用一种突出差异的他者意识

观事实。梳理哲学史上辩证思想的发展，可以发现

来对抗现代理性的总体性哲学，认为现代理性的同

关于差异的一些基本观点，对于当下面对差异，追

一性诉求、总体化理论模式淡化了社会的多元异质

索和反思差异的价值，在个体差异的基础上寻求人

性，从而压抑了个体性，认为应该肯定他者的独立

类社会的和谐发展有着积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性、差异性，肯定多元性、流动性、生成性而反对
普遍性、总体化的同一体系。

1．西方哲学家的差异思想
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中，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

2．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差异思想

德较早论及到差异现象，他曾指出事物“各有所同

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个基本概念和重要

而不是悉数相同”，相似而不是绝对相同。并在把

范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极为重视差异现象和

握人类思维辩证运动的基础上，揭示出“同一”和

差异问题，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反杜

“差别”的关系，从同一和差异进到对立。亚里士

林论》、
《自然辩证法》、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问题》、

多德把最大的差别称为“相对”，或称之为“对反”，

毛泽东的《矛盾论》等著作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

[3]

也就是说对立就是最大的差异。

真正开始关注并重视差异问题并把差异看作
一种力量或认识发展的动力的则是黑格尔，他认为

探讨了差异问题，把差异和相异性纳入一种价值的
建构向度，并确证差异与他者对事物自身的价值和
意义。

生命本身就有一种差异统一的能力：“扬弃一切差

马克思认为“没有指出 differentiaspecifica(类别

别的无限性，是纯粹的自己轴心旋转运动，是作为

差别)的解释是不成其为解释的。”[5]由于无数不同

绝对不安息的无限性之自身的静止，是运动的各个

的经验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外部作用、历

不同环节在其中消融其差别的独立性本身，……但

史影响等等，在现象上可以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

是这些差别在这个简单的普遍的媒介中同样保持

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

其差别，因为这个普遍的流动性具有否定的本性，

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6]启迪人

只由于它是诸多差别的扬弃。”[4]不过在黑格尔“具

们只有通过差异性的比较和研究才能揭示自然和

体的同一性”中，差异往往被贬低，成了一种直接

社会发展的多样性，才能在多元共存的现象中展现

的差别，是需要扬弃的对象。

整个人类社会历史丰富多彩的特点和世界历史发

后现代主义思潮则在不断批判早期现代理性

展的整体面貌。差异存在于万物相互的关系和变动

的普遍性、同一性、总体性的基础上高扬差异性。

之中，在各种不断变化的环境和各种相似的条件下

如法国著名哲学家德勒兹的差异哲学理论主张在

体验物质的世界统一性的同时，更要在相似性中发

政治社会和日常生活中没有总体性，只有差异和重

现差异的存在和价值。人们始终面对着差异的存

复的增生，并集中阐述了“差异”生成的意义，并

在，差异和矛盾是密切相关的，而矛盾的同一和斗

以此作为其现实批判的理论基点去认识社会差异

争、冲突与转化，都是促进事物运动发展不可缺少

化发展中的运动和变化。德勒兹对差异的关注和反

的因素，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条件。

思揭示出了主体的个性生成意义，从而构成我们应

恩格斯则认为“真实的具体的同一性自身包含

该成为怎样的、要做什么以及世界是差异多样性的

着差异和变化”、
“同一性自身中包含着差异，这一

现实的动态性情景。另一思想家阿多诺则认为：社

事实在每一个命题中都表现出来……与自身的同

会作为一种权威化的意识形态话语所维系的整体

一，从一开始就必须有与一切他物的差异作为补

是不真实的，完全消灭了差异，压抑了个性，取消

充，这是不言而喻的”。[7]没有差异的大同社会和生

了个体的真实性。他反对同一性和概念性思维，认

活世界只能是一个不断重复的循环体。差异展现世

为同一性以共性、普遍性的名义抹杀了个性和差

界万物和社会个体的多样性存在和发展，是每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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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每一个体展现自身存在的条件，赋予不同个体

此“他者原则”就是确立“他者”思维，认同、尊

以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重和包容“他者”的存在，平等地尊重并包容每一

在人对生存实践的自觉特性上，马克思主义认

个人，共同承担责任。一方面坚持和尊重多样性差

为正是由于人能区分自我和非我、他我存在的相异

异，另一方面在彼此包容认同中发展壮大“我们”

性、差别甚至对立冲突，能够区分和认识主体和客

这个共同的人类社会共同体。如同哈贝马斯所说，

体的差别性，才能够“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

“这样建构起来的共同体不是一个迫使一切成员

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

用各自的方式都彻底趋于同化的集体。这里所谓的

[8]

用到对象上去”， 以获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正是

包容(Einbeziehung)，不是把他者囊括(Einschlieβen)

多样性差异之间的对话、沟通和认同造就了各种不

到自身当中，也不是把他者拒绝到自身之外。所谓

同的文明发展，形成了人类差异共存的生活方式。

‘包容他者’，实际上是说：共同体对所有的人都
是开放的，包括那些陌生的人或想保持陌生的人”。

二、差异思想的核心：“他者”原则

[11]

事物之间的差异、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在“他者原

近代西方哲学无限肯定和崇拜人作为主体的

则”中构成了人类认知和实践发展的前提和价值抉

存在，高扬人的主体性，而到了现当代，主体、主

择的重要尺度。通过对差异的关注与对共同生活的

体性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和质疑，“他者”意识

反思，促使人们确认当下社会发展的实践原则，以

和“他者”思维开始展现其魅力。“主体只能在对

在个体的生存发展中自觉地选择一种积极的保持

立中确立——他把自己树立为主要者，以此同他

自己差异个性的生活方式。

[9]

者、次要者、客体相对立”
。 现代社会以及人自身

差异思想就是要以突出差异、尊重“他者”来

的发展前提应该是基于对多样性差异的关注和“他

平衡总体观念的强势。现实世界的存在与发展是一

者”意识的确认。

种差异统一状态，“差异不仅是现实世界不同事物

对差异的关注和重视有着重要的理论根源，

构成(内在或外在)统一的现实前提，也是意识世界

“那就是人类思维方式的重大改变。这一改变的核

不同观念后概念构成(内在或外在)统一的现实前

心主要表现为与‘主体原则’相对，强调了‘他者

提”。而“事物及其不同的属性或范畴、概念或观

原则’；与确定性‘普适原则’相对，强调了不确

念是否处在协调通顺的内在统一状态，还是处在矛

定的‘互动原则’。总之是强调对‘主体’的深入

盾、对立和冲突的状态，都是在差异前提下的相互

认识必须依靠从‘他者’视角的观察和反思，一切

作用过程中才可能呈现的状态。因此，差异统一可

事物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也不一定有预定答案，

以说是协调通顺意义上的内在统一和矛盾、对立、

而是在千变万化的互动关系中，在不确定的无穷可

冲突意义上的外在统一存在的前提和基础”。[12]正

能性中，有一种可能性由于种种机缘，变成了现实。

是事物自身与彼此之间的差异多样构成了世界的

事实上，没有‘他者’，就不可能认知‘差别’，没

现实存在，为各种事物的充分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

有‘差别’，也就不可能有‘互动’”。

[10]

因此确立

差异意识必须具备“他者原则”和“互动原则”，
尤其是“他者原则”是差异思想的核心原则。

的自由空间。
多样性差异或许会带来很多不确定和忧虑，人
们可能会过于关注差异和不同，像社会上一些特立

“他者”这个概念源自西方哲学 20 世纪 60 年

独行的人一样难以融入周围的社会和他人的生活

代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当时西方哲学家在质疑

中，反而限制了个人的多方面发展，降低生命存在

和反思现代文明传统的过程中，反对以理性的自我

的价值；但如同过去的那种过分强大的集体，在共

为中心的传统思维方式，试图建立以“他者”为核

同生存和发展中完全抹杀个体的差异性存在和价

心的现代思维方式。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德里达

值，更是使人和社会发展失去了强大的生机和动

认为：“他者”以及与其相关的概念“延异”表明

力。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认为当前“一致的

了后现代思想的“不确定性”特征。在他看来“自

共识是一条永不可及的地平线”，我们不应该再追

我”是唯一的，但“他者”无数，德里达用“延异”

求“共识”而应强调的是差异性、多样性、非同一

来突出“产生差异的差异”的发展的无限可能。因

性，并高呼“让我们向统一的总体性斗争，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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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正差异之名的荣誉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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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基础和社会条件。因此，差别意识或差异观念
上升为一种思想原则并被不断强化就具备了价值

当然，仅仅关注个体的差异性存在，把个体的

发现的功能”。[14]哲学的终极价值关怀始终在于人

存在看作是真实的存在而忽视“共在”和共同生存

自身，人的自由也体现为对个体自身生存发展的差

的现实图景，与只强调社会总体而抹杀个人的价值

异性的自觉和体悟。“差异性始终是个体存在的绝

一样都会使人类陷入生存的困境。当下更需要的是

对特征，差异性不仅是整体发展所需要的，而且是

在差异多样与总体共识之间寻求一种协调和平衡。

发现整体价值所需要的。迄今最大的价值发现之一

一方面对整个世界和人类要有一个整体的认知图

——自由，就是源于对个体存在方式差异性的自

景，才能把握到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的内在本

觉。”[14]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源于个体的主体自我意

质，形成确定的知识和科学的价值理念。另一方面

识的强化和他者的差异认同。差异的思想以及建立

也应该清楚地看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个无限多样

于其上的差异共存、共生共荣的实践理念本身就是

的差异世界，千差万别的万物乃至人类个体，各不

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观照，是个体主体在对社会

相同而又处于不断的生成变化之中。如何保持彼此

和个体差异做出明确判断的基础上的一种价值诉

的差异而又能共同生存？凡是想融入社会之中，有

求，并内化为人的价值自觉，构成了人类社会及其

效社会化的人，首先必须把握并保持住个体自我的

个体不断发展进步的内在动力。

差异性，才能通过与他人的沟通、彼此的认同获得

人的存在和发展是一个多样平衡的统一系统，

共处的发展空间。保持共同生存发展的前提是尊重

是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被具体化的存在。人的存在

差异的存在，尊重差异，包容他者，才能在社会实

的本质内容就在于人的独特的差异性存在与发展

践和交往中彼此认同，共生共荣。正如温家宝总理

方式，对于具体的现实的个体而言，维护自身的生

在 2009 年 11 月份访问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总部

存和发展既要依靠人类社会共同体的力量，更要立

时发表题为《尊重文明的多样性》的重要演讲指出，

足于个体自身的差异性存在。当生命个体的思维意

文明具有多样性，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交流、融

识显现其独特的生命特色时，不同个体之间最强烈

合，汇成了人类文明奔流不息的长河。强调不同文

的愿望就是如何在当前同一性共存意识流行的社

明要在多样中求同一，在差异中求和谐，在交流中

会实践中保持并张扬自身的差异个性，以及在张扬

求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本就是一个承认“差异”、

自身个性差异的同时获得他人和社会的认可，于是

“矛盾”与“利益冲突”的动态发展过程。在某种

差异的价值便得以显现，从而人于这种价值观照中

意义上来说，
“差异”问题其实就是“发展”问题，

发现自身的独特存在，同时也会意识到作为类存在

没有个体差异、地区差异和社会差异，就不会有个

的人的本质和特性，为人的生存发展提供基本的实

性的完善、地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社会主义和

践原则。

谐社会既是一个尊重多样性差异的社会，也是一个

传统社会中人往往被群体、共同体所规定着，

坚持差异和谐化即追求“和谐”的社会，尊重“他

独立个体的差异生存发展显得微弱而无助。随着现

者”、包容差异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基本理念和

代社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个体的

原则。

意识和主体精神开始得到解放，逐步突破群体束缚
而走向个体的自由解放，个体生命实践中最强烈的

三、差异思想的价值观照

要求就是生存和发展的个性化以及发展机会的平

差异既是一种客观的经验事实，是个性自由的

等诉求，随着主体意识的形成和强化，生存发展方

认识论前提，亦是一种建立在人与人的分离基础之

式的个体差异也愈来愈大。只有关注差异的事实，

上对自由问题的价值自觉，是对人的生存发展方式

以差异观照人的生存状态和发展方式才能真正地

的一种自我认知与价值反省。“差异是有价值的，

发现差异的价值，进而彰显出差异对于作为个体生

或者说差异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当差异成为人的历

命存在的人的价值。唯物辩证法的精神实质就是承

史活动的自然前提和社会结果时，差异本身转换成

认差异多样的存在和价值，把世界看作差异多样的

为一种价值要素或价值存在方式就具有了广泛的

统一整体，在认可同一性的前提下给予多样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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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应有的地位，在尊重多样性差异的基础上获得世

立的个体存在，也同时拥有了真正的主体性。以差

界的和谐统一。在人的实践活动中通过对个体独特

异思想来观照人生，把个体的差异性存在与他者关

生命价值的发现，“向人们所展现的将是一个全新

怀联系起来引导人的生存实践，既有助于人的自身

的世界，即一个充满差异性、矛盾性和多样性的世

解放，亦有助于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

界(在生存论的视阈里，人就是它的世界，人与世界

建和发展。

具有本源的同一性)——世界的本来面目不是抽象
的‘同一性’，而是‘矛盾性’和‘差异性’，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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