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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质上的活动{ In Essence Activity } 

我们将考察在亚里士多德最著名的两篇文章中的一个关键短语。

他说不朽的灵魂部分“本质上是活动的” (te ousia wn energeia)。

后来他还说，宇宙的第一原理本质上就是活动。如果我们理解他所说

的“活动{ activity }”是什么意思，那这些和其他章节就会变得清

晰。但是一些西方的假设阻碍了对他这个用语的理解。亚里士多德的

终极不是形式，既不是他自己的“形式”，也不是我们狭义的概念结

构或区别。我将展示亚里士多德能够思考的几种方式，即未形成、已

形成、非切割和摆在我们面前的事物。希腊语指“活动{ activity }”

的词是“能量{ energeia }”。我们英语的词“能量{ energy }”到

后面或会帮助我们。传统上，“enegeia”的拉丁文翻译是“活动

{ activity }”。但是从语境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不是我们熟悉的“活

动”这个词，因为他说这个活动不会变化。而在英语中，“活动”是

一系列的变化。亚里士多德称永恒的灵魂部分为“理性{ nous }”，

这被翻译为“智力”或“思考”。但是，我们所说的理性不仅仅是“思

考”，当然也不仅仅是概念模式。我们必须让语境告诉我们这个词在

这里还有什么意义。与此同时，让我们开放地思考“活动”和“思考”

这两个词，这样它们就能逐渐获得新的意味。让我们从它们在句子中

的出现来理解它们。亚里士多德说，死后，“这种智力是独立的，不

受影响的，不掺合的”和“永恒的”。这“不在时间中{ not in time }”。

对现代读者来说，一些不变的超越时间的东西必须是静态的。但是亚

里士多德有三个用语:静止、变化和活动。。 

让我们把比静止或变化更活跃的活动放在第三位。亚里士多德在

以前的著作中说过，自然有一个形成万物的主动部分，和一个主动部

分形成的被动部分(“物质{ matter }”)。在我们的文章中，首先将

智力与整个自然相比较。当亚里士多德比较时，他说“就像

( hwsper )”......，“所以……”。正如“自然有主动和被动两部



 

 

分”，智力也有主动和被动两部分。然后，将智力的活跃部分与艺术

和光进行比较。木工的艺术是活跃的，而木材(“材料”)是被动的。

光线是活跃的，而颜色必须被照亮。它们不能独自出现。这是亚里斯

多德的整篇文章:  

因为正如( hwsper )在整个自然中，有一些东西...潜

在的是所有的东西，而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其它的东西是它

们的原因，通过生产它们来产生生产力，这些都作为一门艺

术与它的物质相关——所以灵魂也将被这些区别所表征。有

一种智力(理性) 通过成为所有的东西而如是存在。还有另

一种智力就像光一样的性质（hexis）,通过产生（poiein）所

有的东西而如是存在。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光也产生了颜色，

这些颜色有可能变成活动的颜色(能量 Xrwmata )。这种智力

是独立的( hwristos )，不受影响的( apathes )和未掺合

的( amiges )，本质上是活动的(外部能量)。因为制造

( poioun )的东西总是比受影响的东西更好，原理也更重要。

在活动(能量)中的知识与其对象( pragmati )完全(自动)相

同。作为潜在的活动，它在个体中是先于时间的，但是一般

来说( holos )它不在时间中，它不是有时思考有时不思考。

只有在独立中，它才是它的本来面目，只有这一点是不朽和

永恒的。但是我们不记得了，因为这是不受影响的，而被动

( pathetikos )是易逝的，没有它就没有思考。(De Anima 

III-5,430al0,我加的斜体) [原注1] 

注意比较。第一行:“就像......所以，”后来，“就像艺术对

它的材料一样”，也“像光产生的东西一样。”亚里士多德的一个典

型举动在这里经常被忽略。当他讨论思考时，他希望我们注意到(他

的和我们的)当下正在进行的思考。智力正在被比较。但是这种比较

是什么呢？当然还是智力。它正在被比较，但是它也是现在所说的“就

像......，所以……"，比较就在这里。活跃的思考不是你对思考的

看法，不是你对思考的理论，也不是亚里士多德对思考的看法。活跃

的思考比较着。这不是比较的结果。它进行着比较。这就是你如何将

两者结合在一起，并相互测量它们。亚里士多德在做比较时参与了这

一活动，我们跟随他时，这是你和我的活动。我指向的是我们自己的

思考，这似乎不太像哲学。我稍后会讨论这个问题。现在，让我们试

试。我们能把活跃的智力理解为我们自己明显正在进行的思考吗？至

少我们不需要仅仅假设这种故意的思考一定是推测性的，一些东西可

能是不存在的。这可能像亚里士多德在这里的思考一样明显，也可能

像我们跟随他一样明显。亚里士多德说它总是活跃的，正如我们现在



 

 

所想的那样。亚里士多德讨论思考时，他经常说“就像......，所

以……"我会举出许多例子。我们可以称之为“类比”或“隐喻”。

但是这些词有各种有争议的用法。让我们称之为“正在进行中

{ just-as-ing }”。他还说“因为......”所以我们包括音节化。

亚 里 士 多 德 称 两 者 为 “ 配 比 ” (logos, legein, De Anima 

III-2,426b21 )。现在你说:“哦......当然。思考是一种关连和配

比。” 在“哦......当然”中，现在你正在思考关于思考一些东西，

但不要只思考你的思考。你认为的可能是某种东西，像一件家具一样

被制作、成型、模式化。但是你(正在进行)的思考不是相似的，不是

呈现在你面前的东西，不是形成的，不是形式。[原注2] 

目前，许多哲学家说我们无法理解自己的思考；我们总是认为只

有作为结果的对象。亚里士多德却相反地说，正在进行的思考(“活

动中的知识”)总是抓住自身；它总是自身的一个对象: 

就像[有一种颜色]...所以这就是 [ 抽象的 ]。活动

(能量)中的知识(认识论)与其对象(实用) (自动)相同。" 

(Anima III-6,430b30 - III-7,431al) 

抽象思考总是知道自己。越抽象，它就越仅仅是它自己的对象

( III-4，429M4-18 )。但是不管它怎么思考，它本身就是一个对象。

评论家称自知{ self-knowing }为“反身{reflexive }”，但如果这

个拉丁词意味着事后回顾已经思考过的东西，它会误导我们。亚里士

多德也不把反身理解为像镜子中的没有添加任何内容的图像的反射

{ reflection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作品中不使用像“反身性”或“意

识”这样的词。我们会用到这些词。他总是只用他的小词“auto”。

他说思考在思考的时候就知道了自己，而不是在思考之后，不是通过

添加一些东西才知道的。这似乎很神秘，因为要理解他，我们必须注

意我们的思考方式，了解我们自己正在进行的思考。这个思考——你

的思考——是不是“在思考的时候就知道自己”？还是像一块石头掉

下来？我们不能说“一块石头掉下来了它的掉下”，但是它确实意味

着一些事情，一些非常明显的事情，可以说无论我们怎么想，我们总

是会想到自己的思考。我们按照自己的思考思考(知道、发现、拥有、

做)。我们厚重而明显的思考自身知道我们正在做的思考。但是“正

在做”这个词对吗？这是我们正在思考的问题。“同一性”( auto ) 

移动的方向:它是说思考仅仅是一种结果形式，还是亚里士多德在这

里否认的，所以“对象”是思考的活动？ 

……制造着( poioun )的东西总是比受影响的东西更胜一

筹，原理也更重要。 



 

 

这句话说的是制造不会退回到制造的对象。事实并非如此，“本

质上的活动”这个短语也表明了这一点。现在我们能够开始理解了。

“本质”(ousia)是事物的本质，是它的定义形式。因此，说思考是

本质——会是它定义形式的东西——不是一种形式，而是一种活动。

这不是一种关于什么是活动的概念形式，而是——我们正在进行的活

动。亚里士多德显然不希望思考活动退回到仅仅是制造的对象中。毫

无疑问，我们解读得对。但是他是否成功是另一个问题。他能克服二

十世纪的反对吗？我也这么认为。对我们正在进行的思考的认识本身

不是一种概念模式，不是一种形式或一组区别。但是让我们也进一步

看看。虽然文章中的活跃思考(他的和我们的)不是一个关于它的概念，

亚里士多德也在这里谈论它。他所说的思考是一种概念形式吗？让我

们看看比较的两个方面。正义本身有没有制造一种形式？让我们看看。

传统上，人们认为隐喻需要事先有一个共同的形式或相似性。不是这

样的。如果被问及玫瑰，人们会说:“玫瑰是红色的，有花瓣，扎根

于地下；是用薄纸送来的一打。”但是，一旦诗人说“女孩是一朵玫

瑰”，人们就会通过发现一组新的相似之处和差异来解释。他们说:

“玫瑰和女孩都很温柔(但她没有根)。玫瑰和女孩可以带走(但她没

有被摘下)。两者都可以抓伤人，(但她没有刺)。首先，我们理解了

一个隐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出相似性和差异性。因此，隐喻首先

发生，没有明确的相似性。然后它会导致一个相似性。这里有相似性

吗？亚里士多德经常以一个隐喻开始。然后，他通常会从这些隐喻中

得到新的定义。在这里，隐喻将主动和被动的区别从艺术转移到思考。

如果亚里士多德像往常一样继续下去，他现在会定义相似性和差异性，

以及这种差异性在新的地方是如何起作用的。他会得出一种明确的活

跃思考的方式。但是他没有在这里这样做，也没有在其他使用“本质

上的活动”的地方这样做。亚里士多德的终极原理是通过一个就

像......的开放性的结束不断陈述的，没有最终的形式。他没有定形

化比较的新的方面。它仍然开放。正在进行的比较是它的定义。这是

本质上的活动。 

我们自己的正在进行的活动是显而易见的，尽管这是一种暗隐的

自我知晓，而不是在我们面前展开的对象。我们可以称之为“概念”

吗？如果是这样，这是一种奇怪的方式。我把“活动”叫作“无象征

用语{ anoematic term }”，而不是一个成形的、割裂的知识对象。

作为我们正在进行的比较，也作为比较的开放面，思考不是一种形式。

亚里士多德的终极原理不是形式。到目前为止，我说“活动”是我称

之为“无象征用语”，而不是在我们面前展开的形式、图像、概念模

式或已知物体。我指出了两种思考活动的方式:一种是我们自己正在

进行的思考，就像我们在思考这篇文章，另一种是未定形的形而上学



 

 

的思考。把我们自己正在进行的思考带到这个讨论中似乎是不合规的。

我们需要排除一些假设。 

 

2  亚里士多德反对当前的四个假设 

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一些共同的假设，我们可能不会注意到亚里士多

德明确反对它们。但是亚里士多德能知道我们的这些假设吗？是的，

它们的一个版本在古希腊很常见。 

（1）当前，人们假设任何真实的东西都必须出现在这种时间里，并

且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空白空间中。希腊的“物理学家”同样假设了“虚

空”，一个原子移动的空白空间。即使是古代评论家也给亚里士多德

添加了这种空间。[原注3]今天，这种空间被如此无意识地假设，评论

家说亚里士多德还没有“空间”的概念，但是亚里士多德对此很清楚，

并明确反对。它只存在于数学中，不能成为任何真实事物的空间。要

理解亚里士多德怎么能够比形式思考得更多，我们需要理解他对地点

和时间的不同看法。 

（2）相对主义今天很流行。似乎没有办法超越它。由于亚里士多德

不是相对主义者，人们很容易认为他是一个天真的现实主义者。但是

他非常熟悉相对主义。在他的雅典，许多学派相互竞争。诡辩家教导

说，一个人可以对任何事情进行好的辩护，也可以同样好地反对任何

事情，只有权力和私利才是最终的。 

亚里士多德写了削弱任何定义(主题)的系列。当然，他知道这些

可以反驳他自己的定义。今天，人们普遍认为“自然”只是一种人类

的建筑。亚里士多德引用普罗塔戈拉斯{ Protagoras }的话说，“人

是万物的尺度”(形而上学 X - 1，1053a36 )。亚里士多德说普罗塔

戈拉只说了一些明白不过的话。亚里士多德认为科学的变量只是人类

的产物。让我们注意到，他在我们的文章中明确表示:人类思考形成

了概念形式。他坚持认为它们只存在于我们的思考中。我们必须注意

到，他认为他找到了超越概念形式的相对主义的方法。 

（3）思考我们正在进行的思考，这不是心理学吗？不。心理学是心

理学家用他们未经探究的假设说的话。他们不研究自己的思考。我们

决不能把我们的思考留{ leave }给他们。为什么对思考的研究对我

们来说似乎不像哲学？我们被教导说哲学必须是“正式的”。哲学寻

求体验的先决条件。因此，它不能带来终极体验。因此，我们可能没

有注意到，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思考在思考的

讨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即使指出了这一点，但对我们来说〔思



 

 

考正在进行的思考〕似乎也不太可能。例如，康德的最终原理是所有

的体验都属于一个整体，康德称之为“我思{I think }”。但是他说，

我们自己的实际的思考——包括我们现在对“我思”这一说法的思考

——总是在这种推断的统一下的又一个思考。因此，我们的任何实际

思考都不能成为这一原理。这是一个相当正式的思考前提。西方科学

假设了一个正式的“观察者”，他提供了空间点和时间点之间的关系，

这种连续性使得这里的粒子和之前的粒子是一样的。观察者必须是正

式的。我们让观察者退场了。我们说科学是人类的建构，但是我们不

研究我们的建构。在科学中，正式的观察者取代了我们。因为哲学也

是正式的，所以我们在对科学的哲学性批判中也忽略了我们实际的建

构。 

如果我们检查这个形式主义的假设，我们可能会打开它:为了研

究我们自己——实际的观察者——我们不能再假设另一个理想化的

观察者。作为哲学家，我们必须包括我们实际上正在进行的思考。我

们可以把我们自己实际上正在进行的思考带入讨论中。我们可以对自

己的习惯感到惊讶，而不是对此感到不舒服:我们从思考中分离出一

个正式的层次，然后坚持认为它必须凌驾于我们之上，这难道不奇怪

吗？ 

（4）当前人们认为，我们只能思考定义和区别。其他任何事情都被

说成是不确定的、无法区分的。这一假设使哲学陷入了死胡同。因为

如果继续下去，定义和区别都会被打破。最终的定义和定形化都是不

可能的，而其他任何事情似乎都只是不确定的。读者假设亚里士多德

定义并定形化了他的最终原理。如果我们不去仅仅假设他做了这些，

我们就可以注意到他并没有做这些。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他为他的

最终原理留了一个隐喻的开放性结尾，而且像是一种进行中的自我理

解，他使用了这个用语“活动”。我还将展示他使用“活动”一词的

其他方式。如果我们不假设除了区别之外的任何事情都必须是不确定

的，我们就可以注意到:亚里士多德的终极不是定形化，但它们也不

是不确定的。目前只有勇敢的人(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列

维纳斯、安德森等)才能发现比形式或不确定性更多的东西。海德格

尔主张一种开放性，一种生起的来源，一种历史确定性的源泉，而这

种确定性本身并不确定。但是他感到这莫名其妙。他说，这在普通的

实际事物中找不到，因为这些事物总是已被历史性地形成了。而安德

森又迈出了一步: 

终极的表达是通过建立一个公共行动网络来进行的，原

理上，每个进行的表达都忽略了已经构建的网络，而这个网

络是通过关注最终在网络中的生起来实现的...并以一种不



 

 

形成或不持续迄今为止所产生的网络的任何模式的方式阐

明这一点....随着持续的生起，这种持续重新聚焦于终极...

在网络的开放的中心区域，构成了人类自由行动的本质，人

类对终极的行动自由做出了回应....这个真理的表达是革

命的成果。[原注4] 

安德森主张思考和活动不是某种形式或“模式”。新的模式从对

开放的“重新聚焦”中出现。它们的模式不仅仅是模式.它们可以“阐

明”开放性，这在它们的新颖性和不一致性中是显而易见的。安德森

有两个我称之为“无象征”的用语:“重新聚焦于不断生起的终极”，

以及“网络的开放中心区域”。通过连续的形式，我们比他们知道得

更多。我们可以看到安德森一直在与当前的反对意见作斗争:“重新

聚焦”不总是消失，所以我们只有一种形式，一种阐明方式吗？从长

期的训练中，人们否认我们可以思考没有被规划、没有被形成、没有

被切割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东西。如果值得思考的话，思考必须由形

式、模式或区别组成，那么思考似乎是由模式完成的。例如，黑格尔

说“区别前进”。在我们的文章中，这一行动将归因于艺术和材料的

区别。据说，这种区别是移动和隐喻。它区分了主动和被动思考。让

我们不要简单地假设只有区别。我试图开放四个假设：①线性时间和

空白空间的出现不一定是任何真实事物的条件。②相对主义的替代品

不一定是空白。③我们可以思考我们自己正在进行的思考。哲学不需

要停留在排斥我们的总体定形化中。④我们可以思考比在我们面前形

成和呈现的更多的东西。如果我们开放这些假设，我们可以看到亚里

士多德为我们自己的自我知晓的思考赋予了至关重要的角色。通过这

种方式和其他方式，我们可以理解他的无象征用语“活动”。我们现

在要在许多其他背景下研究它。 

 

3  活动是自组织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讨论了一个活动:思考。亚里士多德认为，活动

包括活物{ living things }生的各种方式，如消化、感知和移动。

亚里士多德认为它们是活动，而不是形式。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的概

念形式不在事物中。阿别拉德著名地重申了这一点。阿奎那 [原注5] 说，

“由潜在智力被实现的容易理解的想法，不是那些想法，而是那些理

解。”如果我们只知道我们创造的概念形式，我们就不会知道这些东

西。我们通过形式了解事物。形式只存在于思想中，而不存在于事物

中。在现代，这种对亚里士多德的传统解读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亚里

士多德从根本上说，思考模式不是决定事物行为的因素。石头、植物



 

 

和动物不是按照我们的思考模式，而是以另一种方式组织起来的。亚

里士多德认为是它们的自组织活动。他怎么能想到的呢？当然，他使

用着区别，但要主张更多的东西。考虑到他区别事物的顺序，他并没

有像我们所料想的那样首先划分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事物。相反，他首

先区别了自然体和工具。自然体决定并制定自己的活动，而工具则没

有。因此，他的第一个区别就是建立了不依存于我们的区别的东西。

自组织的自活动的东西不同于我们组织和移动的工具。重要的是，所

有的自然体都是自己运动的，而不是仅由我们、或者像我们在科学中

所说的、由观察者组织和连接起来的。活着的自然体和非活着的自然

体之间的区别排在第二位，这不太根本。一个无生命的东西如果没有

什么能阻止总是会不停地（向下）运动。而活着身体可以开始、停止

以及恢复他们的生活活动。他们组织运动和休息。活着的东西向四面

八方运动。植物尽可能地生长。没活着的东西总是只向下移动，向地

心移动。亚里士多德说，植物的生长是很容易观察到的，而且它的自

我滋养也是可以观察到的，因为我们看到它如果缺乏食物就会死亡。

他将此与几何证明中使用的辅助线进行了比较，一开始观察不到，但

一旦画出来就明显了。( De Anima II-2，413al8 和 31 )。一个没有

生命的物体，例如木头或金属，如果没有任何东西支撑它，它总是会

自动向下移动。一株植物会吸收它需要的食物，然后停下来。但是斧

头不会自动地切砍。如果斧头是活着的东西，它们会起来切砍，然后

停下来，然后再重新开始。如果斧头这样做了，那么我们工具房里的

斧头就不是真的了。我们会说它只有斧头的形状和部分，而没有自组

织的开始和停止活动。亚里士多德如何看待事物自身的活动？正如我

们所料，他是通过比喻性的比较来做的: 

比较以下内容( kathaper ) :如果一个工具，例如一把斧头，是

一个自然的身体，那么它的本质就是一把斧头，这就是它的灵魂。如

果这个被移除，它将不再是一把斧头，除非是名义上的。但事实上，

它是一把斧头，因为灵魂不是这种身体的本来面目，也不是某种自然

身体的定义(logos)，而是一种内在有运动和休息的资源的自然身体。

( De Anima II-1，412b15，我加的斜体) 

亚里士多德将活物与斧头进行了比较，进而形成了一种形式，一

种活着的东西的定义——灵魂。灵魂是使生命体能够自行开始、停止

和恢复活动的东西。我们能通过一个事实——这个事实超越了我们的

区分和定义——来区分和定义一些东西吗？还是我们最终只能有自

己的定义？而且，他对灵魂的定义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吗？如果不是，

这是不可观察的吗？当然，是我们通过自然的事物超越我们定义的事

实、通过自然的事物它们自行组织和运动的事实定义了自然的事物。



 

 

当然，我们观察到了它们自行启动和停止的空间和时间的模式。但是，

它们如何自行开始并不取决于我们的定义，也不仅仅取决与模式。他

的定义超越了概念本身。通过超越我们的组织和进行的事物、通过组

织它们的活动的事物来定义事物。 

观察和概念可以以这种方式超越自身吗？这个问题不像康德关

于事物本身的问题，因为我们观察到，与我们启动和停止的工具相比，

它们在没有我们的情况下启动和停止。问题在于，我们可以思考它们

的活动，还是只能思考摆在我们面前的被动模式。概念可以是关于自

组织的东西，而不是由概念性关系来组织的东西吗？在我们的传统中，

大自然的事物曾经“服从”上帝制定的法则。如今，大自然仍然遵守

法则，但没有什么能制定这些法则。科学家们提出了法则，但是大自

然为什么遵从这些法则还是个谜。如果我们不太习惯被动的自然，那

否认自然界中的主动的组织可能会显得很奇怪。对我们来说，自组织

似乎是一种推测。然而，这远不如我们假设的只有外部观察者组织的

纯粹被动的自然神秘。让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禁止任何自组织行为是

多么离奇。自笛卡尔以来，科学家们不得不回避注意到动物只是模式

化的机器、没有人回头去看它们只是一些颜色的假设的荒谬。我们似

乎无法思考明显在看着我们的东西。我们也可以惊叹于我们只是被模

式化的机器——工具的假设。这种假设虽然部分被其他意识形态所掩

盖，但这种假设存在于技术中，而技术常常决定着我们的社会政策。

它来自于我们只观察在空间和时间上在我们面前的被区分和传播的

模式的假设。 

 

4 活动不仅仅是变化 

活动如何不仅是空间和时间上的运动模式的呢？采取行动。人们

在某个时候起床。他们从这里走到那里，然后停下来。一个从...到...

的运动。亚里士多德说，运动{ motion }在前进的道路上总是部分潜

在的、不完整的。当它到达那里时，运动停止了。一个完整的运动根

本就不会进行。相比之下，一个活动{ activity }总是完整和持续的。

脚向前移动，活动正在进行。它的每一点都在行走。活动不是变化。

活动是内部产生的变化的结构过程和发生过程。 

这些变化不会改变活动。迈步不会改变行走的活动。如果它们改

变了就有麻烦了:如果一步改变了行走，例如，如果你的腿受伤了，

这让你跛行，那么那一步就是跌撞而不是行走了。有了亚里士多德，

既存活动所做的有组织的变化就可以与其他变化区别开来了。溃疡造

成的变化不是消化活动引起的有组织的变化之一。消化本身的变化不



 

 

会改变消化活动，而溃疡会。或者，例如在音乐中的停顿。停顿时没

有运动，但音乐活动正在进行。活动决定了停顿的位置、长度以及它

们在音乐中的效果。整件作品的感觉积极地创造了停顿。或者，在水

彩画中，云可能只是白色的空间。画家没有在那里画，但是艺术活动

使它变成了云。我们可能会嗤之以鼻:是周围的画使它有了云的形状。

在西方科学中，一切都是由运动本身来解释的。不管是在食物里吃到

的还是胃里的，都是同样的酸性作用。行走和颠簸只是两种运动。这

忽略了活着的东西的生命。它忽略了活着的东西与工具和机器有什么

不同，它们是如何组织自己的，以及正在前行的更多的生的过程

{ living }是什么。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运动是感知和欲望的延续。

这是行动中的欲望。 

...作为活动(能量)的欲望是运动( De Anima III-10，433b18 ) 

行走不能用空间和时间的变化来定义。它来自一个有知觉力的身

体。感知不断变成对某个对象的欲望，这使得身体去追逐它。我们对

英国经验主义的继承使我们说我们看到了颜色，听到了声音。胡塞尔

可以在这里帮助我们。他说我们通常看到树木。我们听到门开了。这

只是一个我们感知颜色和气味的理论。他帮助我们理解亚里士多德是

如何说动物感知事物的，尽管是通过颜色和形状。 

亚里士多德说，动物感知它们吃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声音、颜色

和气味。他认为，这些对营养没有任何贡献( De Anima II-3，414 B6 

- 11 )。克莱恩的狗感知克莱恩，而不仅仅是颜色和气味。我们看到

步行，但是如果步行只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东西，动物和人就只是颜色

和图案了。他认为生的活动不仅仅是在某人面前摆着的东西，这很奇

怪吗？或者我们缺乏这样的概念也很奇怪吗？现在我们理解了亚里

士多德的三个用语，我们只有其中两个。他有“休息”、“运动”，

还有“活动”。观察到的、内部产生的自秩序{ selfordering }活动

比它所带来的变化更活跃，但它不需要变化。因此，除了我们自己的

自知思考和开放式隐喻之外，用语“活动”让我们思考生的组织过程

和进行过程，就像动物嗅东西和吃东西一样。消化、感知和运动的活

动需要胃、感知器官或脚，这些部位确实会发生变化和磨损。因此，

这些活动永远不会像死后的智力那样“分离”。它们不是在本质活动

中的。但是亚里士多德确实引用了这个短句的另一个例子。 

 

5  亚里士多德引用了本质活动的另一个例子——宇宙的活

动 

我说过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活动”不是推测性的，而是普通而明显的，



 

 

比如思考、感知和消化。我能说宇宙的活动也是普通而明显的吗？行

星的运动是显而易见的，不是大胆推断的。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亚

里士多德认为活动组织着和产生着有组织的运动。他说宇宙不仅仅是

运动的东西(可能改变的东西、潜力)，也是活动。运动部分是潜在的，

即将成为下一个运动，总是不完整的。而且，它可能会停止。只有活

动才能完整，完全真实。 

亚里士多德假设(并带着一个如果的子句)明显的运动将永远持

续。“如果运动是永恒的”，他说，那么组织和产生它的是永恒的活

动。并不完全以相同的方式，但是像活跃的智力一样，宇宙的活动是

永恒的，因此活动中没有物质(因为“物质”意味着可以改变的东西)。

所以它不包含石头、胃、感觉器官或脚。任何可以改变的东西(潜力、

物质)都不能成为活动的定义的一部分。“本质”是定义某物的任何

东西。如果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定义它，那么它本质上是活动: 

如果（第一个推动者）的本质是潜力，就不会有永恒的

运动，因为潜力潜在性地做不到。因此，必须有这样一个原

理，其本质是活动(如能量)。进一步，这些东西（这类原理

不止一个)绝不是物质，因为如果任何东西都是永恒的话，

它们必须是永恒的。所以，它们必然是活动(能量)。(形而

上学 XII-6，1071b20，我的斜体) [原注6] 。 

...木头不会自行移动；木工必须对它采取行动。(形而

上学 XII-6，1071b30 ) 

请注意对木材和木工(一门艺术及其材料)的隐喻。亚里士多德对

“物质{ matter }”的定义实际上是希腊词“木头”，就像在床上一

样(他举了柏拉图的一个例子)。亚里士多德在这里说，宇宙就像木头

和木工，而不仅仅像木头。 

这就是第一原理...它的生就像是我们有时享受的最好的生

活....如果上帝总是喜欢的幸福和我们有时喜欢的一样伟大，那就太

棒了，如果它更伟大，那就更棒了。 

我不会坚持这种没有任何猜测的主张——这也许是所有猜测的

主张中最著名的。亚里士多德的语气表明他喜欢超越我们所能想象的

范围。但是，在所有这些主张中，他都固执地保持着开放性的进行态

的结尾。他没有从它们身上制作任何形式。亚里士多德没有说宇宙与

木头和木工有什么相似之处？此外，在其他地方，他说第一原理本身

并没有改变。所以它的行为方式与木工完全不同。它不影响自然。大

自然与其相关联地运动。亚里士多德给出了另一个类比:第一行动者 



 

 

像一个渴望的对象。(形而上学，1072a 20-b4 ) 

就像一件我们渴望的事情会让我们主动去做一样，所以没有行动

的话，第一行动者会让其他事情自行行动。例如，我们看到对面房间

坐着一个有吸引力的人。那个人可能坐着不动，但却会让我们行动。

但是亚里士多德给出了与木工和欲望对象不同的其他类比。 

我们还必须考虑宇宙的本质在什么意义上包含着善或最高的善，

无论是作为独立的事物还是作为各部分的有序排列。也许在两个方面

都像军队一样。因为军队的效率部分在于秩序，部分在于指挥官，但

主要在于后者。…… 

指挥官不是欲望的对象。士兵们对指挥官没有欲望。 

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但是这种安排就像在家庭中一样...(形

而上学 XII-10，1075a12-19 ) 

所有成员都为户主工作，但户主不需要知道每个人都在做什么。

他们为了户主的利益而组织起来。 

让我们将各种隐喻的使用添加到亚里士多德比形式更多的思考

方式的清单中。他的类比不同(木工、欲望对象、指挥官、户主)，试

图调和它们需要亚里士多德的许多补充，当然都有争议。亚里士多德

没有说明每一个方面的共性，也没有说明它们的多样性。然而，我们

理解这些类比。他让最上面的用语只被认为是对类比的理解。没有共

同的形式。我们得出结论:亚里士多德的终极原理不是一种形式。 

 

6  思考如何思考自己 

关于宇宙的第一个原理，亚里士多德说是“思考思考自身……”

(形而上学 1072b )。这种思考既不思考也不直接对任何事情采取行

动。它只思考自身的思考。但是这怎么可能呢？我们早些时候遇到了

这个关于死后人类思考的问题。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提出并回答了这

个关于宇宙的思考的问题。思考似乎是…其他事物的什么的什么。但

是如果它只思考什么的什么，没有别的任何东西，它不是空的吗？ 

但是有一个问题:如果它什么都不思考，那就像人在睡觉。如果

它思考，而其他什么东西控制着它，那么它的本质就不是思考，而是

潜力...。那它思考什么呢？要么是它自己，要么是别的什么。和...

要么总是相同的事情，要么是不同的事情。和...它不变化...。因此，

它必须像上帝思考那样自己思考...它的思考是对思考的思考。然而，



 

 

知识和感知、观点和理解似乎总是属于其他事物，只是偶然地属于自

己....答案是，在某些情况下，知识是对象。在理论科学中，思考的

定义或行为是对象。...思考和思考的对象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没有

什么不同。正如人类的智力一样...是在某一段时间内，因为它拥有

最高的利益(除了它自己)，不是在这个时候或那个时候，而是在整个

时期内实现的...因此，思考自身对自身的思考(noesis)是永恒的。

(形而上学 XII-9，1074b18-1075a12，我加的斜体) 

如果不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回答，我们只能看到他明白地否认(通

常归属于他的)思考是透明的，只是什么的思考，所以如果它的对象

只是它自己，它将是空的。现在让我们进入他的答案。请注意这里正

在进行的思考。亚里士多德比较道:上帝的活动不是“像”睡眠，而

是像我们在理论科学中的思考一样。当然，这篇文章是理论科学，实

际上它是最具决定性的部分。所以这篇文章不仅仅是关于理论思考。

当然，这也是理论思考。它以自己为例。所以我们在这里对这个理论

对象(即理论科学)的思考也是对自身的思考。这并不是说思考的对象

存在，当我们思考它们时，思考只是其中的一个。如果没有它们，思

考将是空的。理论科学创造了宇宙、定义、分组、范畴，而这些只是

思考。理论思考是活动并认为是自己的活动。作为定义，它认为自己

是“偶然的”。但是即使从那时起，它也思考自己，当然，它也可以

不带定义地思考自己。然后，它将思考作为它的对象和定义。正如他

所说:“在理论科学中，思考的定义或行为是对象。”我们必须再次

问:他是不是说活动变成了对自身的定义——一种陈述活动的定形化？

或者当它只思考自己时，活动是否构成了“定义”？当然是后者，因

为“本质”意味着定义，而这种思考是“本质上的活动”。我们必须

记住，宇宙的思考和我们的一样，只是从我们的思考如何可以思考它

的活动来隐喻另一端。因此，我们必须问:我们如何可以思考思考本

身？它就在这里这样做着，不再只是偶然地，如果我们注意到我们正

在进行的思考、正在进行、以及它的自知。我们明白了吗？如果我们

不再思考我们刚刚使用的单词和思考形式，那么自知会继续吗？是的，

确实如此。事实上，我们的理解不仅仅是形式和语言。但是我们的思

考是在时间中的。思考怎么可能在死后而“不是在时间中的？”活动

怎么可能不是在时间中的？ 

 

7  不在时间中（Not in Time） 

因为活动可以是永恒的，所以活动不在时间中。我们必须理解亚里士

多德反对我们通常假设的那种时间。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这种时间是



 

 

一种数学抽象，源自无穷无尽的数字序列。在我们面前无限扩展的时

间和空间只是数学上的、从现象中抽象出来的“连续体”( syneches )。

在那个空间和时间里什么都没有实际发生。亚里士多德并不把他的不

可能是在空间和时间上摆到我们面前的概念模式的终极概念看做是

一个不幸的限制。他认为，如果把他的概念从连续体中剔除，他的概

念不会更加确定。恰恰相反:亚里士多德认为数学上的时间是不确定

的。只有现象才形成确定的时间。一个时间是由一个接触( hafe )

创造的，在这个接触中，两件事结合在一起( hama )，从而第一次决

定了一个空间。[原注7] 我们必须用另一种方式去尝试:现象发生了，

只有它们创造了时间和地点，而不是先考虑时间，然后再考虑充满时

间的现象。例如，假设你住在一所房子里，房子附近没有任何树木。

你不会说你有很多有高度的树，而你现在只需要一些树来填满那些高

度。然而，我们习惯于思考时间和空间，好像它们最初是单独存在的，

好像真正的东西排在第二位，只是填满了它们。即使你提到了树的高

度——如果你抱怨只有空间而没有树木——亚里士多德仍然会争辩

说，是你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决定了你希望有树木的确切位置。亚里士

多德提出了许多论点来证明数学空间中什么也不存在。例如，他认为，

如果一个物体在数学上是空间性的，它实际上可以同时在每个点被分

割。然后它可能会突然消失！( De Generatione 1 - 2，316b25 )。

一些评论家无法想象有人会拒绝我们的空的空间和时间。他们把亚里

士多德解读为仅仅认为真空是不可能的(他的前辈称空的空间

{ empty space }为“空的{ the void }”)。亚里士多德关于位置是

由接触决定的论点，经常被解读为反对“远处的行动”，如在磁场中。

不。他认为，只有对某事采取行动的东西才能创造时间和地点，也就

是现象生起的时间和地点。 

“不在时间中”通常被解读为静态的、永恒的，所以终究在时间

中，只是永无止境地这样。我们必须防止把亚里士多德解释为好像他

假设了数学性的时间。如果我们明白只有活动才能产生时间，我们就

可以问:一个活动怎么可能不产生时间？可以成为行动对象的是他所

谓的“物质”( De Generatione，1 - 4，320a2 )，即木工在木头中

继续工作时的“木头”。没有木头就没有空间或时间。一个没有对某

事采取行动的活动，不会在某个空间某个时间中发生。 

 

8 灵魂不在时间中 

评论家经常讨论死后的灵魂，但是他们很少问出生前的灵魂。在基督

教传统中，灵魂在受孕前是不存在的。圣托马斯没有动物的世代，但



 

 

即使在今天，我们也很少听到这个地方被提及。亚里士多德清楚地说，

灵魂的永恒部分是从外部宇宙进入胚胎的，并且已经预先存在: 

要么灵魂的任何部分以前都不存在，所有的部分都在胚胎中形成，

要么所有的[以前都存在]，...或者一些预先存在，并且...来自一些

外部来源...没有脚就不可能行走，这排除了[从外面进入的可能性]。

只有智力(名词)从外部作为附加物( epeisthienai，进入者)进入，

因为这种活动与身体的活动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动物的世代，II-3，

736b28 ) 

亚里士多德将行走和思考相结合:如果思考像行走一样，它会和

身体的某个部分相关，就像行走和脚相关一样，思考就会是身体部分

的活动。脚的活动确实有一个起始，因为脚行走。但是，(De Anima, 

III-4) (De Anima，III-4 )思考不是身体某一部分的活动。因此，

思考活动并不是从身体各部分的起源起始的。如果思考不是任何事物

起始的活动，那么活动就没有起始。 

但是，只要我们学习和记忆，就有一个起始。我们现在可以解释

我们文章的最后一部分: 

只有在分离中，思考才是它的本来面目，只有这一点是不朽和永

恒的。但是我们不记得了，因为这个[主动的部分]没有受到影响，而

被动部分( pathetikos )是短暂的，而没有它就没有思考。[原注8] 

学习和记忆的起始和结束，它们源于主动部分的活动。和它们在

一起是有时间的。但是学习的部分离不开主动的部分。在生活中，我

们的思考活动有明确的时间(德阿尼玛 III-2 和 III-6 )。但是分开

来它便不产生时间。我们倾向于假设时间是现实的条件。作为老练的

哲学家，我们怀疑现实的任何标准，但通常是要在我们第一次思考空

间和时间中的一切之后。在我们看来，如果某样东西充满了空间和时

间，不管它是否是主动的，它都可能是真实的。相比之下，亚里士多

德认为活动是真实的，无论它是否决定空间和时间。想一想，如果不

采取行动，没有任何变化，活动是如何真实的，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亚

里士多德说过的一些类似于热能的话。他认为一种特殊的热量可以形

成活的身体。它也来自外部宇宙(来自太阳) (动物世代 II-3 736b36 )。

无生命的物体也是通过热量——一种普通的热量——形成和维持在

一起的。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所有的身体都是混合物，由热能形成并

维持在一起，只要身体维持在一起，热能就会在身体中持续活跃。亚

里士多德对这种热赋予了相同的用语——“创造者{ maker }”

( poietikon )——他赋予了活跃的智力。想起我们的文章，他谈到

了热: 



 

 

火的热量存在于物质中。但是如果有热单独存在( Xwriston )，

就不会受到任何方式的影响。( De Generatione，1 - 7，324b14-21 ) 

一旦这种热停止而形成物质并保持与物质在一起，如果它是独立

的( Xwriston )，它就不会受到影响，就像我们文章中的独立思考一

样。 

这可能有助于我们使用“能量{ energy }”这个词，它来源于

energeia，即希腊语中的“活动”一词。我们毫无疑问地认为能量是

真实的，不管它是否驱动了某台机器并制造了一些变化。热活动或能

量来自“外部宇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也说所有的能量都来自太阳。

即使在黑暗中，我们也说外面阳光灿烂。让我们说，记忆和学习就像

一个黑暗的洞穴，当太阳在某个角度照射时，它会被照亮大约一个小

时，然后洞穴的内部和颜色变得清晰可见。太阳也曾经照耀过，但是

这个洞穴不记得它曾经被照耀过，太阳也不记得这个洞穴了。亚里士

多德抬头看时( De Caelo，11 - 12，292a10 )，他不仅看到气体燃

烧，也看到身体被动地移动。他看到了自我主动，组织活动推动它们。

炎热和思考也总是在外面活跃。当然，这里也很活跃，因为我们身体

的热量现在就在这里。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所有其他人类活动的一个

主要目的是让我们尽可能自由地进行这种思考。这是我们主要的活动。

我已经表明，亚里士多德认为思考活动超越了空间、地点、时间及其

构成的形式。但是活动是如何形成形式的还没有显示出来。为了理解

思考是如何超越形式的，我们需要问一个活动是如何形成形式的，对

于亚里士多德来说形式是什么。 

 

9  活动如何创造形式的客观性 

既无对应性也无连贯性的主动思考是如何形成的？什么是形式？在

回答中，我们还会发现亚里士多德如何能够说形式在客观上是真实的，

尽管它们只存在于我们内在而并不在事物中行动。亚里士多德对相对

主义(以及对普罗塔戈拉斯)的回答不是西方的两个主要回答。他的现

实主义既无对应性也无连贯性。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客观真理意味着

我们感知和思考事物的形式，尽管形式不在事物中。例如，如果一块

青铜被撞击而振动，如果这也使空气和耳膜振动，如果一些清醒的动

物感觉到了振动，那么青铜就有一种特有的声音——青铜的声音。我

们可以听到青铜而不是木头或粘土被击中 ( De Anima II-8 和

III-2 )。 

亚里士多德不同于我们通常的假设:要么我们把我们的科学概念



 

 

视为事物的实际决定因素(天真的现实主义)，要么把我们的科学概念

视为我们的建构(理想主义和相对主义)。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这种形

式(振动空气的青铜模式)既不在青铜中，也不仅仅是强加在青铜上。

青铜有它自己的声音，但只有在感官的比例上，才能发出音调和音质。

亚里士多德认为感知是一种比例。给定的声音在所有声音的关系系统

中是一定的比例，就像弦乐器的调音比例一样。 

如果这个动作对感官来说太暴力，它的比例就会被破坏——这我

们感觉得到——就像竖琴[的弦]的和谐度和音调一样——当它们被

太暴力地敲击时就会被破坏。(德阿尼玛 11 - 12，我加的斜体) 

亚里士多德说，感知就是比例，就像琴弦的比例能够让竖琴发出

给定的音符一样。一个音符，例如中间 C，是所有其他音符之间比例

的关系乘积。给定的音符只能在竖琴上演奏，前提是琴弦被调好，这

样所有的音符都可以演奏出来。一个音符不是第一个单音，只是后来

与其他音符相关。这是它们之间比例系统中的一个比例。这是比例的

产物。为了感知一种颜色，感知会在所有颜色中积极地进行比例分配。

红色客观上是那东西的颜色，但它只存在于某种感知活动上，即比例。

这只是事物正在进行的比例上的描述。不同感知的主动极之间也有比

例关系: 

白理解黑，甜蜜理解苦涩。( De Sensu VII，448a1 ) 

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常识”是不同感知之间的比例。正如我提到

的，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我们不仅感知颜色和运动。我们看到了这些

事物。动物闻到他们吃的食物。思考是这些感性的事物比例的进一步

的比例。在我们之前的章节中，亚里士多德经历了一个又一个更高抽

象的阶段。但是在最上面，他将形成的思考与我们对它们的思考进行

了比较，并说“就像...，所以……"( De Anima在- 4，429M4-18 中)。

思考比例并将感知到的东西分组: 

一般概念...从感知觉中产生，就像在战斗中溃败时，如果一个

人停下来，另一个人也会停下来，直到恢复原来的位置....一旦一个

人 停 下 来 ， 那 就 是 宇 宙 的 第 一 个 开 始 。 (Posterior Anal. 

II-19,100a13) 

我们再一次看到亚里士多德从一些显而易见的方面来思考活动。

一支军队的活动是显而易见的，尽管事实上我们不能把个人撇在一边，

只把军队独立出来。正如军队是士兵一样，思考的群组也是事物的感

觉。被分成群组后，它们获得了新的功能。军队只由个人组成。在一

场溃败中，他们只是个人:军队的功能丧失了。这些人仍然存在，但



 

 

军队不存在了。然后，在从溃败中恢复过来的过程中，一名士兵独立

地停止逃跑，站下来，然后是另一名士兵。在某个时候——你不能准

确地标记这个点——他们会恢复他们的群体功能。是的，这是一个非

常不同的附加功能，尽管是同一个人的。宇宙(组群体)只存在于群体

活动中。这是我们的活动，不是事情的活动。比较和分组就像感知和

测量一样。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长度，但只是在我们的测量活动中。

这棵树不会将自己与更长或更短的东西进行比较，也不会将自己与其

他树进行分组。亚里士多德否认数学形式或概念概括决定了事物的活

动。但是，如果我们的“措施”不能决定事情并对其采取行动，那怎

么办呢？亚里士多德说热能起到将无生命的物体结合在一起的作用。

在活的事物中起作用的是它们的生的活动、滋养、感知、移动和思考。 

青铜是某种冷的、液体的和干的东西的混合物，通过活性热能结

合在一起。不同的比例会导致任何数量的不同种类的物体。元素确实

具有可感知的特性(通过他们被命名)，但是就像树不比较它的高度一

样，元素也不互相比较。只有动物感知到它们的比例。动物的肉质器

官是感知事物的尺度。我们认为动物是测量事物如何在我们的比较和

分组活动中被比较和分组的尺度。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测量的人和动

物是自然的一部分。动物通过感知找到食物，人类从理论上思考，并

通过宇宙来指导他们的实践。自然不仅包括比例和分组的事物，还包

括感知和比例的活动。因为人是所有其他事物的比例，所以它是所有

事物的尺度。普罗塔戈拉所说的很明显。 

普罗塔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意思是学者或感知者，因为

他们有知识或感知，我们认为这是任何事物的尺度。因此，尽管他似

乎说了一些不同寻常的话，但他实际上什么也没说。(形而上学 X - 1，

1053a36 ) 

如果我们不懂得他所说的“测量”的意思，亚里士多德听起来就

像一个天真的现实主义者。他不把这些测量归因于这些事情。在这方

面，他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是唯一一个把每一件事情都归因于自

己的活动的人，比如石头掉落，或者动物的进食。在现代理解中，我

们的人类结构定义了一切。它们只是被动地被测量。自然只是我们的

建筑，但是我们和我们的测量不属于自然。相反，如果我们认为自己

在其中，那么所有可能的解释(及其产物)都将是自然的一部分。为什

么我们和我们的比较不在自然界中？只要我们只思考在我们面前形

成、切割和呈现的东西，我们就不能在其中思考我们自己。传播的内

容不能包括传播者。要理解亚里士多德，我们必须把自己看作是生的

过程和观察过程{ living and observing }，而不是一个切割和组织

时空模式的未知的观察者。亚里士多德说，比例和分组的活动没有发



 

 

现任意性。由于给定的比较，我们得到了每棵树的确切测量，正是那

种颜色，正是那种比较。亚里士多德发现秩序(taxis)无处不在，但

它是一种形式开放的活动的秩序。宇宙的秩序、我们的思考、动物的

感知和两种热能都是形式开放的。 

 

（完） 

 

 

                                                             
1 原注 1：希腊文本中有众所周知的歧义。我的解释将不会依赖于希腊人对非传统

{ alternative }读物的选择。“但一般来说不在时间中”这句话经常被归因于潜在的智力(我

们的学习以及随后的知晓)，但是这需要添加复杂的学说而不是由亚里士多德来解释潜在的

人是如何不在时间中的，而当一个人刚说了不在时间中的时候在这个人之中是先于时间的。

下一个短句也不能归因于它。但是我们的解释没有改变，因为他还说活跃的智力是“永恒的”。

一直在进行的思考(“它不是有时思考，有时不思考”)通常只归于上帝，亚里士多德的确是

这样说的，但是是后来在形而上学中说的。由于潜力有时是活跃的，有时不是，这个短句似

乎清楚地区分了我们在这里的活跃的智力。但是即使没有这个短句，因为活跃的人没有潜力，

不能有时思考，有时不思考。关于结尾的含糊之处，参见原注 8。 

2 原注 2：亚里士多德有时只使用三个原因。那么主要正式的原因是活动，形式只是次要的。

活跃的艺术(其创造和维持事物)更真实的是形式(本质或定义)，因为它决定了定义。从一个

意义上说，有三个原因，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有四个原因。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医学艺

术就是健康，建筑艺术就是房子的形式( eidos )，人生育人。(形而上学 XII-1070b35 ) 

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生育人”是指除了个人之外，没有任何独立的人存在。这种形式只能

通过复制来维持。所以也没有单独的房子形式。这种形式只存在于单独的房子里——或者建

筑者的头脑和活动中。因此，建筑活动是房屋的形式，而不是人造房屋的形状和布局。我们

决不能错误地解读这个等式。活动构成了形式。 

3
 原注 3：Simplicius, ed. I. Hadot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87), Peripatoi, 15. 

 
4
 原注 4： John M. Anderson, The Truth of Freedom (University Park, Pa.: The Dialogue 

Press, 1976), pp. 70-71. 

 
5
 原注5：St. Thomas Aquinas, Commentary on Aristotle’s De Anima, transls. Kenelm 

Foster and Silvester Humphr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2), Ill-iv, 

718, p. 419. 

6 原注 6：一些译者在这里的两个地方错误地将 energeia{能量}这个词翻译为“现实”。然

后文本变成:“一个本质是现实的原理。”因为他们在大多数地方将 energeia转译为“活动”

(例如在我们的第一篇文章中)，所以他们也需要在这里这样做。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译者

在英语中会想用“现实”来代替。“活动”是一系列的变化。他们觉得他们不能说“活动”，

因为亚里士多德说过，第一原理必须是活动，因为它不会变化。译者觉得他们不能让文本这

样说。因此，他们阻止英语读者注意到，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活动”意味着英语单词无

法表达的东西。在这个地方用“现实”来代替静态的东西——与活动正好相反。这个地方的

另一个词阻止了英语读者将亚里士多德最终极的原理与“活动”的其它生起联系起来，作为

在英语文本中该词的其他用法的原理的作用，他的第一原理的概念被阻止了。如果活动在我



 

 

                                                                                                                                                                             

们这里被遗漏了，那么亚里士多德的宇宙顶端看起来是静止和平静的。那么当海德格尔说“潜

力”应该“高于”看起来静止而沉闷的现实时，他是对的(《存在与时间》，第 38 页)。海

德格尔混淆了能量和现实{ Entelleeia } ( Vorthrage and Aufstse，第 50页)，忽略了亚

里士多德的第三个用语:“活动”。对亚里士多德来说，任何静态的事物都只是派生出来的:

只有当一项正在进行的活动(能量)继续形成和维持它时，它才能保持静态。选择哪个英语单

词来翻译给定的单词并不重要(如果它还没有在其他翻译中广泛使用的话)。但是，无论在哪

里出现，对同一原始单词使用相同的英语单词总是至关重要的。哲学文本重新定位了它们的

所有主要词汇，从而产生了新的意味的发展。使用自己语言的文本，当你还不理解一个句子

时，你会注意到。然后，人们可以通过在许多其他语境中看到一个单词，逐渐了解它的用法。

为什么译者认为他们必须阻止这种情况？困难不在于语言之间的差异。这取决于译者和编辑

将什么视为他们的工作。他们认为他们必须产生一个立即可读的文本。如果他们不懂一句话，

他们觉得自己不应该让它就这样呆着。编辑们加强了这一点。“在英语中不能这么说，”编

辑可能会裁决。因此，文本不能说任何不符合现代西方用法中隐含的熟悉的哲学的话。然后，

尽管每个句子都有效，但文本却无效。让我们追寻亚里士多德对这两个词的用法。我经常听

到说除了在 De Anima 以外，亚里士多德将这两个词互换使用。让我来证明不是这样的。在

De Anima中，他说“现实”(entelecheia)有两个阶段。“活动”(能量)是现实的最充分阶

段。如果一个人理解亚里士多德经常问的一个问题，文本中的许多地方就会变得清晰起来:

当某物的活动不在进行的时侯，它实际上以什么方式存在？例如，在睡眠期间，感觉器官确

实存在。因此，感觉的活动不是感觉器官的现实。 

亚里士多德经常问一个活动是否也是事物的现实。例如，光是一种活动，因此是完全真

实的，但他表示，这也是他称之为“透明”的东西的真实。透明是空气、水和晶体中的“某

种性质”。将这种情况与声音进行比较。声音的活动本身是完全真实的，但它不是空气的真

实，因为（不像透明）空气在没有声音的情况下也是真实的。或者，在睡眠中，一个人的眼

睛是真实的。它们实际上就在那里。只是看是潜在的。看是眼睛的活动，但不是眼睛的真实。

把这两个词放在任何地方都会掩盖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让我在文本中展示它们。在下面的

文章中，很明显，“energeia”是指一种持续的活动，如思考和感知： 

如果我们必须说什么是思考、知觉或滋养的能力（都以-kon 结尾），我们必须首先说

思考和知觉是什么（noein，aesthanestai），因为活动和行动（ai energeiai kai ai praxeis）

是关于定义的先决条件。…（De Anima II-4） 

在睡眠中，活的身体是真实的，而思考过程和感知过程没有前行。因此，这些活动不是

活的身体的真实。他称之为灵魂的其他东西是活的身体的现实。 

灵魂必须是物质（ousia），作为自然身体的形式…物质是现实，（entelecheia）…所

以灵魂是身体的现实（enteleceia）…而 entelecheia是二重的，因为知识是和思考是一样

的……而清醒类似于思考，睡觉是为了拥有知识，而不是使用知识（energein）。（De Anima 

II-1，412a20-27） 

亚里士多德说，活动中的知识（能量）是前行着的思考。但一旦我们有了知识，当我们

不思考时，它也是真实的（就像灵魂是真实的）。但当他问到在我们思考之前它有什么样的

现实（(entelecheia)）时，这是一个不同的问题。 

他回答说，在活动发生之前，被动智力（理智）的现实是什么都不是。 

在它思考之前，现实是什么都没有（(all’ entelecheia ouden)）。（De Anima III-4）。 

亚里士多德在《德阿尼玛 II-7》中首先说，光是透明（418bl0）的活动（能量）。传

递颜色不是空气的活动，因为空气当它不透明时，在黑暗中也是完全真实的。他说，一些物

质（空气、晶体）含有“透明物质”，而光就是它的活动。亚里士多德继续认为，透明没有

现实。它本身实际上什么都不是（418b 18）。他得出结论，光不仅是透明的活动，也是透

明的现实（419A10）。这是一个有意义的结论，而不仅仅是重复。在声音中，没有任何东西



 

 

                                                                                                                                                                             

可以与透明相类似。空气总是会传播声音。空气本身产生振动。声音是一种活动（能量），

但不是空气或任何其他事物的现实。因此，他没有机会在关于声音的章节中使用“现实

{ entelecheia }”一词。活动{ Energeia}出现了十三次，但现实{ entelecheia }没有一

次。（II-2 425b26-426a25）当亚里士多德把本质{ ousia}说成是独立存在的东西时，他使

用了现实{ entelecheia }这个词。所以他说，只有一个实际存在的本质{ ousia}才能制造

另一个： 

其他一些产生（poiei）的本质{ ousia}必须首先有现实（entelecheia）；e、g.动物，

如果动物被生成……（《形而上学 VII-91034b 18》）。 

如果现实{ entelecheia }在这里与活动{ energeia}交换，这句话将是多余的。当然，

“产生”必须是积极的。关键不在于它必须积极地产生某种东西，而在于它必须真正存在才

能这样做。在整个《形而上学 XII》中，宇宙的第一原理只被称为能量，只有一次除外，因

为它是一个实际存在的事物本身的问题：亚里士多德说，其他一切都只是作为物质的属性而

存在，因此它取决于物质的实际存在。因此，物质是所有其他事物的原因，而实际上首先存

在的事物（entelecheia）是一切事物的起因。 

除了这个问题，第十二卷提到宇宙的第一原理是能量。活动总是实际的，有时也是某些事物

的现实。现实只是有的时候是活动。如果一个人互换它们，就会使亚里士多德的句子产生许

多其他的意味。然后我们的文章将主张一个静态的全阶段的现实，亚里士多德来是不可能这

样主张的。 

7 原注 7. 亚里士多德说，当两件事一起发生时，时间是结合在一起（hama）。在《物理学》

（V-3）中，他仔细地将“hama”一词定义为两个事物的末端的接触，从而决定了一个位置。

在《De Generatione》（I-6323a3）中，他还说：“接触是指末端结合在一起（hama）。”

“hama”一词的意思是一起在一个地方——不应翻译为“同时”。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亚里

士多德正在从一个地方的连接{ togetherness }中导出时间的统一{ unity }。他不假设

一个可以说“同时”的预先存在的时间。哲学家不想假设，而是想问时间是如何首先形成、

确定和统一的。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时间是由两件事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地方，或者通

过一起思考两件事情而产生的。事物和时间是结合在一起的（hama）。如果我们说事物和时

间是同时统一的，那么单个的同时的时刻就是预先假定的，而不是导出的。 

感官感知彼此的特殊物体……只要它们的感知在一起（hama）发生在同一事物上时形成

了一个统一体，例如胆汁是苦的和黄色的。（De Anima III-1，425a30）或在思想结合的地

方……时间便在思想中结合了。人思考的长度实际上是不可分割的……在一个不可分割时间

内……但如果一个人单独考虑各自的一半，那么他就分割了时间（hama）。 

如果亚里士多德对 hama的 “在一起”的谨慎定义被丢失了，那么这一切就似乎都发生

在我们习惯假设的最重要的数学时间里了，我们就失去了亚里士多从活动中确定时间的方式。

这个问题在经典物理学中很早就被称为“动能{ momentum }”问题。我们不能把物体的运动

看作是空间和时间中位置的一系列变化。 

如果我们这样看，那么在一系列空间和时间点上，超速行驶的卡车就将与静止的卡车相同。

没有人会这样对待移动的卡车。但在经典物理学中，时空网格是首要条件。只有这样，动能

和加速度才能相加。在量子力学中，我们已经不再把时空网格作为第一个条件。首先是互动

的事件，然后从互动向前和向后追溯地重新定义时空关系。但这仍然被认为是禁止否认“分

析性”{ prohibited denial of “analyticity” }，因此相对论方程必须使时空网格一

致。（参见 Gendlin和 Lemke，“相对性和局部化批判”（A Critique of Relativity and 
Localization），Mathematical Modeling），4（1983），第 61-72 页；Gendlin，“身体

的首要地位，而不是感知的首要地位”（The Primacy of the Body, not the Primacy of 
Perception），Man and World，第 341-353页。 

8 原注 8.在最后一句的结尾，语法允许人们把“没有这个{without this }”解读为潜在的



 

 

                                                                                                                                                                             

或主动的。此外，“没有思考{ nothing thinks }”也可以解读为“什么都不思考{ thinks 

nothing }”。例如，弗朗茨·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亚里士多德的心理学》（Die 

Psychologie des Aristoteles）（Mainz: Kirchheim，1867），第 204 页和第 175 页，所

读的希腊文说，主动的人不能没有潜在的人的思考，但得出的结论是，潜在的人也会变得独

立并随之而来。中世纪有一个著名的争论，即死后独立的活跃智力是否是个人的。当许多个

体共享一个共同的形态（例如人类形态）时，只有物质才使每个个体成为不同的个体。既然

活跃的智力没有物质，那么当它与身体分离时，它一定不是一个物种，一个宇宙吗？阿韦罗

斯{ Averroes }认为，个体的活跃智力在死后加入了一种普遍智力。如果活跃的智力是一种

形式，那就必须如此。它的问题是被动的智力（学习和记忆）。当事情结束时，没有什么能

使它个性化。但主动智力不是被动学习和记忆的形式。亚里士多德说，知识是被动智力的形

式。积极的思考不是普遍的，而是一种活动。形式只存在于活动、感知或思考中。普遍性只

存在于思考活动中。活动不是一种形式。但在一个地方，亚里士多德似乎确实说智力在某种

程度上是一种形式，他说智力是诸形式的一种形式： 

灵魂如手；因为手是诸工具的工具，智力（理智）是诸形式的形式。…（De Anima III-8） 

又说到隐喻化的“像{as }”。手制造和移动着工具，它们不做移动。像手一样，使用器官

（工具）感知灵魂，并产生和回忆感知形式。智力不使用工具，但就像手一样，它制造和

移动着形式。每个活动都是个别的。活动存在，而共性只存在于思考中。不存在对许多人

来说形式共同的活动。“活动”的概念只存在于思考中。它将许多个人的活动分组。但活

动不是一个形式。它是一个发生的过程{ happening }，一个现象的过程{ eventing }。诸

形式的一个形式不是他通常意义上的“形式”。这不是物质的形式。如果理性是一种物质

形式（一种个体形式），那么如果没有物质，它就真的就是一种物种，一种普遍性。但这

并不是许多人共有的普遍性。这是一个真实的东西，它创造了普遍性。每个人都是一种思

考活动。一个人不是共有的描述。活动不是共有的诸形式。他们显然和另一个人一样真实。

物质地独立存在的只有个人（形而上学 2b 1-7），只有自然的人（形而上学 1043b22-24），

他们的“形式”是活动或活动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