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水」是中國上古哲學觀念的原型。在中國哲學觀念漫長的歷史形成過程中，「水」作為

觀念原型一直發生著持續而深刻的影響。從「水」之原型而不斷「層累」出的「由水及道」的

觀念生成，體現了人類思想的發展。在中國哲學觀念史的語境之下，在「道」這個核心觀念出

現以前，也即「道」的觀念前史之中，水觀念的生成過程反映了以某一原型為基礎的觀念發展

的一般規律過程和觀念形成的一般結構層次，是歷史與邏輯的統一。本書通過對上古哲學觀念

的反思，以「軸心文明時代」為追溯觀念前史的座標原點，借助顧頡剛的「層累說」，重建了從

神話到意象到意念的「層累」的觀念史。本書分別考察了神話、意象和意念三種思維方式下原

型「水」不同樣態的呈現和觀念雛形的演變歷程。神話思維中的「水」，展現了宇宙從渾沌到秩

序的演變。意象思維中的「水」展現的乃是宇宙各要素的秩序與相互的關聯轉化。意念思維中

的「水」最終抽象為恒一之「道」。《太一生水》篇隱晦而又明晰地表達了上古觀念的歷史變

遷，包含了「由水及道」的發展脈絡，甚至就可以視為一個凝練的上古哲學觀念史。「由

水及道」既是中國哲學觀念史的一個思想特例，同時也對於探討人類哲學觀念之形成具有「範

型」意義，是具有普適性的觀念史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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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層累結構」的思考： 
理論、視野與方法 

 

 

 
 
 
 
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中，雅斯貝爾斯提出，在西元前 500 年左右和

在西元前 800 年至 200 年這段時間，人類精神史上最不平常的事件出現了，「在

中國，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躍，中國所有的哲學學派，包括墨子、莊子、列子

和諸子百家，都出現了。」（雅斯貝爾斯，1989）8除此之外，像印度的《奧義

書》和佛陀、以色列的猶太教先知們，以及古希臘的荷馬、巴門尼德、赫拉

克利特和柏拉圖，等等，都不約而同地提出和形成了世界各大宗教與文明傳

統的核心觀念。這就是雅斯貝爾斯著名的「軸心期」概念。 
然而，世界各大文明的核心思想為什麼會在西元前 500 年左右出現，尤

其是：它們究竟是如何形成的？雅斯貝爾斯認為，這其中的原因委實難尋。

他說：「在我們目前的認識限度內不可能對軸心期三重表現的事實作出真正恰

如其分的解釋，它們好似奇迹。」（雅斯貝爾斯，1989）27 因此，他將問題鎖

定於軸心期觀念對於人類歷史之意義的研究。應該說，雅斯貝爾斯關於軸心

期思想的研究及其結論極富有挑戰性，因此，它激發起不少具有想像力的思

想研究者的興趣，並出現了一些試圖探索「前軸心期」或遠古時期人類精神

思想的研究論著。然而，迄今為止，關於軸心時代以及「前軸心期」之思想

觀念的研究，遇到了「非此即彼」的選擇難題：要麼認定在前軸心時期還沒

有出現過真正意義上的哲學思想或哲學觀念，因此，只好將這段時期的人類

精神現象的研究從人類學、民俗學或者神話學角度來加以理解與討論，它們

可以是反映人類之精神生活的觀念，但並非是哲學意義上的思想觀念。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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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另一種理解是：前軸心時期的人類已經形成了自己的哲學觀念或者哲

學思想，但這種前軸心期的哲學觀念對世界和人的看法與軸心期的哲學觀念

之間存在著根本差別，因此研究者要做的工作就是如何從文獻學的角度對其

思想材料加以整理並進行哲學釋義。應當說，這兩種思路表面上看起來似乎

截然對立，但其實都沒有跳出雅斯貝爾斯設定的問題框架，即認為「軸心時

代」的哲學觀念之成為「軸心」，是無法從根本上破除的；人們要做的，頂多

是對在它之先的哲學觀念之有無或者怎麼回事進行探究，而軸心期之觀念成

為人類精神傳統之核心或者說人類歷史構成的本體論地位則是無可質詢的。

雅斯貝爾斯提出西元前 500 年前後形成人類歷史的「軸心期」，這表面上是一

個關於「軸心思想」究竟為何的問題，但其背後的思想動力其實是要為人類

歷史的構成「立法」，人類歷史的構成才是雅斯貝爾斯關心的真正問題所在，

或者說，這才是所謂的「雅斯貝爾斯之問」。 
於此，我們看到本書內容與問題之展開具有的超出狹義的討論上古思想

觀念起源的哲學史或「哲學前史」的意義。此書雖定名為「由水及道：中國

上古哲學核心觀念的生成」，研究的視域卻不以軸心期思想觀念之如何形成為

限，而關係到對雅斯貝爾斯的「軸心觀念」的提出是否成立，或者在何種意

義上成立的追問。本書關注與論證的是這麼一個中心問題：作為深刻影響甚

至從根本上制約了中國往後哲學與精神發展的核心觀念，並非在軸心時代才

開始形成，它有一個漫長的觀念「史」的行程。假如說這種肯定軸心期觀念

之「由來有自」的觀點能夠很好地確立並且證成，則整個軸心期觀念的研究

甚至包括對人類歷史如何構成的思想邏輯恐怕就要改寫。因為按照雅斯貝爾

斯的看法，軸心期觀念的說法與其說是要追溯人類哲學觀念的起源，不如說

是要強調軸心文明對於人類整個歷史與文明存在的意義。他認為：迄今為止，

人類整個文明都是建立在軸心期觀念基礎上的；對於人類來說，軸心期觀念

既標誌著歷史的起源，同時也是歷史的最終目標。顯然，雅斯貝爾斯的世界

歷史觀或者說人類歷史觀有著鮮明的基督教神學「創世論」的色彩。而假如

通過中國軸心期觀念之形成的「尋根式」的考察，將軸心期觀念如何「生成」

的問題加以闡明的話，那麼，這一研究思路對於雅斯貝爾斯的人類歷史起源

於而又復歸於「軸心期」（雅斯貝期認為人類即將向「第二個軸心期時代」邁

進，而第二個軸心期將是人類歷史的目標，同時也是人類歷史之「終點」）的

論點將會是顛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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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3－

其實，關於人類歷史之結構與意義的看法，較之雅斯貝爾斯之「軸心期」

理論，我更傾向於本書中提出的「層累說」理解。按照本書的觀點，中國上

古哲學的核心觀念「道」（「道」的思想決定並且從根本上制約著以後中國哲

學觀念以及對於整個人類歷史的理解，可以說它就是雅斯貝爾斯所說的「中

國軸心期文明」的最核心思想）並非是在西元前 500 年前後的「軸心期」才

提出或者突然出現的。應當說，它由中國古代文明（從西元前 2000 年直到西

元前 500 年前後）的思想觀念漸次發展而來。談到思想觀念的發展，人們往

往想到的要麼是直線式的前進，要麼是「辯證式」或「否定之否定」的發展，

也許是有感於這兩種發展觀之過於機械或者過於「思辨」，雅斯貝爾斯才乾脆

提出人類文明之核心觀念或基本觀念是無所謂發展的，假如說有發展，那麼

也是循環式的「回覆」。在這點上，我是部分地同意雅斯貝爾斯的看法的，即

作為對影響人類精神文明甚至為「人類歷史」提供基本思考架構的觀念與範

疇，並非是隨時隨地地變化甚至是可以被往後的思想觀念所取代的，假如真

個如此的話，那麼，它們也將難以被視之為人類思想的基本觀念，而頂多是

迎合或者說可以用於「解決」社會環境之變化的思想工具而已。與這些思想

工具用於解決具體歷史境遇中的實際問題不同，人類的核心思想觀念不僅為

人類提供了對於世界與歷史之基本架構的理解，甚至按照雅斯貝爾斯的說

法，它還是決定了人的自我反思意識的核心哲學觀念。即言之，它在人類歷

史上出現以後，就從根本上制約與決定了人類文明以及整個人類歷史的發

展，不僅人類文明與歷史的進程離不開它，而且它也不會隨意地改變自身，

或者被其他思想觀念所任意取代。此也即為什麼雅斯貝爾斯將它們視之為「軸

心觀念」的道理。 
然而，這些作為人類文明之核心思想的觀念，究竟是如何形成，而且，

其一旦形成，是否就永遠地「固化」起來，乃至於往後整個人類的精神史甚

至人類歷史就不斷地圍繞著它而「旋轉」呢？在這點上，我認為雅斯貝爾斯

的「軸心觀念」的說法顯得過於勉強。在我看來，作為人類精神文明之「積

澱」的軸心期的思想觀念，應當說不是從西元前 500 年左右的「軸心期」才

開始的，它在人類的遠古文明時代就形成了其思想內核（書中稱之為「原

型」），並且「原型」出現之後，核心觀念有一個逐漸生長和發育的過程。而

這個不斷生長的過程與其說是直線式或循環式的，不如說「層累式」地進行。

這就像海水中的「珍珠」之不斷生長和形成的機理一樣，珍珠的形成固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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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內核」，但這顆珍珠畢竟會不斷地「長大」；但另一方面，珍珠無論如何

生長和長大，它作為「內核」還是一層層地生成和長大。當然，所謂珍珠之

形成還是一個形象比喻的說法，對於思想觀念的生成來說，核心觀念之形成

是以抽象的方式進行的，其間還伴隨有思維方式的嬗變。其實，不僅思想觀

念的生成如此，整個人類文明以及人類歷史之進程看來也是如此。由此觀之，

雖然本書將其論述的題旨限定在對上古哲學核心觀念的研究，但其解決問題

的思路與理論框架，卻已超出了一般思想史或者哲學觀念史研究的範圍，其

「層累說」作為一種思想範式是可以「普遍化」的，對於理解人類其他思想

觀念的形成，乃至於理解人類歷史發展的總體結構（也即雅斯貝爾斯提出的

「歷史的起源與目標」問題），應當說極富於思想啟迪。 
以上看法扯得太遠，讓我們回歸本書的主題。的確，本書主旨是要對中

國上古哲學核心觀念「道」之形成過程作一種「觀念考古學」的發掘。與前

所說，對上古哲學觀念進行探究者不乏其人，但鮮有人在這種研究中能「登

堂入室」，對問題作深入的討論與論證。其所以如此，與其說是資料之缺乏或

者說「文獻不足徵」，不如說是思想架構之建立的問題。本書之所以饒有新意，

除了它將中國上古哲學觀念的發展視之為一個「層累」結構之外，還在於對

這一「層累結構」的深入論證，即建立起從遠古到上古這一哲學觀念思維發

展的理論結構模型，從而對黑格爾的「哲學即是哲學史」，以及哲學發展的「歷

史與邏輯」如何相統一的觀點作出了新的闡明。應當說，黑格爾關於哲學發

展是「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這一命題是深刻的，只不過黑格爾的說法過於

思辨化，以至於後人或者將其視之為「空洞無物」和「陳詞濫調」而加以拋

棄甚至取笑，或者將它尊之為整理哲學史資料的現成工具與法寶，簡單地和

機械地搬用，從而使之顯得僵硬和教條。而本書中哲學觀念之生成乃「層累」

的提出與中國哲學核心觀念「道」經歷了「從神話到意象到意念」這一思想

行程以及其理論模型的建立，與其說是對黑格爾觀點的一種觀念史的個案解

讀，不如說是對黑格爾這一命題的重新思考並且意義深化。 
因此，也可以說，本書的「層累結構說」為中國哲學觀念史之研究——

乃至於一般思想觀點史之研究提供了一種有別於黑格爾的新思路與理論架

構。因為在本書作者看來，在哲學史的發展中，思想觀念之「歷史與邏輯相

統一」的呈現並非是那麼「一目了然」的；嚴格來說，這裡存在著一個思想

的內在結構或者說「深層結構」的問題，故所謂歷史與邏輯的統一必表現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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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生成的「累層」才有意義。既如此，假如不是首先從結構模型上來把握，

而僅僅著眼於從黑格爾命題之本身出發來理解哲學觀念的歷史發展，都是僅

得其皮毛甚至於「言不及義」的。本書中「層累思想模型」的建立足見作者

思考問題之深度，而這種學術的原創性之思與其說來自於作者偶然的思想靈

感，不如說受賜於作者豐厚的學術資源儲備與很強的理論思維能力。誠如本

書作者所呈現的，「層累的觀念模型」的建立綜合運用了當代各種人文學科的

理論與方法，其中包括：結構主義的方法、榮格的「原型」理論、現象學方

法，以及現代修辭學理論，等等。在綜合這多種學科理論與方法的基礎上，

作者形成了一套別出心裁的「觀念生成」的解釋系統，並將其運用於中國上

古思想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從而得出了作為中國上古核心觀念的「道」之生

成是一個連續性發展的「層累結構」的觀點。由此我們看到：任何有創造性

的觀念史或者哲學史研究，既非簡單的歷史文獻資料的收集與整理所能完

成，也非機械地套用某種現成的「理論」，強行地將歷史文獻資料納入其中所

能「就範」。這其實是一個歷史材料與思想觀點的相互碰撞、實證研究與理論

思維雙向互動的思想創造過程。我們看到：在建立了上古哲學觀念層累模型

之後，作者不僅為我們展現了從西元前 2000 年至西元前 500 年前後的中國核

心觀念之形成與層累的宏觀精彩畫面，並且深入其思想細節將有關問題一一

地加以處理，這其中，研究方法以及學術範式方面的突破是可喜的。例如將

「關聯性思維」運用於中國古代陰陽與五行思想的解說與研究，反過來拓寬

了「關聯性思維」的視域，也豐富了傳統思維中受到廣泛關注的關於「意象

思維」的研究領域及其思想內涵。而將神話思維、意象思維與意念思維視作

隱喻、提喻與換喻的在觀念史以及層累結構中的觀念表達方式與思維手段，

更是發前人所未發，讀起來尤其使人覺得「爽口」，如此等等。 
總之，對於上古觀念「史」的研究來說，這是一部新意疊出之作，而其

包含或者說蘊含著的一系列思想觀念與研究範式，其實已超出了一般的上古

觀念史研究的範圍，足可以給其他一些學術問題或者其他一些學科領域的問

題提供研究的思路與拓展思維空間（如前面提到的雅斯貝爾斯關於「歷史的

軸心期理論」問題）。相信本書的出版不僅會帶動中國上古哲學觀念史的研

究，而且其提出的一些思想觀念以及研究方法，或許還會給中國上古哲學史

之外的其他一些學科研究領域或者問題研究帶來思想上的衝擊。最後，作為

本書的「讀後感」，我還想補充一點的是：任何一部具有思想原創性的學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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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其實都是一個「開放性」的文本，盡可以給後來者對問題的繼續思索與不

同思想之碰撞預留足夠的空間。因此，我願意作者將此書視之為關於中國上

古哲學觀念史的一種「奠基性研究」而非研究之終點。當然，對於雅斯貝爾

斯來說，「軸心觀念」對於人類歷史來說既是「起點」，同時亦是「目標」，同

樣，對於本書作者來說，「觀念的層累說」也可以理解為其學術思考或者說學

術研究方向的起點和終點。我期待作者今後有更多更好的這方面的學術成果

問世。 

 
胡偉希識於藍旗營 

2012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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