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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思考（TAE）导论 

作者: 尤金 T.简德林（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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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思考{ THINKING AT THE EDGE，TAE }”（德语是“WO NOCH 

WORTE FEHLEN”。译者注：德语意为“还未形成语言之处”）是一种

用新的语言清楚地表达虽想说什么、但最初只作为模糊不清的“身体

感觉”浮现出来的东西的系统方法。我们现在在教授这项为期两年、

每年四天的课程，并且已经准备好以印刷品和录像制品来推广这里所

教的步骤。 

TAE 来自我在芝加哥大学多年执教的“理论构建“这门课程。学

员来自很多不同的领域。这门课程一半是哲学和逻辑，而麻烦的是余

下的另一半。学生们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似乎明白但还没有说得出来，

或者从未想过要说的东西上。在我的课上,要解释清楚这不同于通用

标准需要花费数周时间。不管怎么说，在大学的其他地方，只相信清

晰的东西，而这里只重视还不清晰的东西，所以很麻烦。如果它很清

晰，我就告诉他们说“我们不用为它费事了，什么时候到图书馆去都

可以搞清楚”。我的学生们还不习惯我们叫做“聚焦{ FOCUSING }”

的过程，即在可以用“身体”直接感受到、但不清晰的观察和印象上

慢慢花时间。受过一定教育的人在他们的专业领域都“知道”这样的

经验。有时候也感觉在这些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东西，但在大多数情况

下，人们会认定那些东西“没有意义”或者认定那些东西已经不可能

再被表达、被思考了。 

“哦，是呀。” 当一个学员终于搞清楚我在寻找什么的时候，

大声叫起来。“你说的是一些我们只能说‘啊…’、‘嗯…’的东西

吧。”正是这个！另一个学生这样问：“它就是那种好像让你感觉烦

躁的东西？”  

 

1 新的、有价值的东西是怎么可能暗隐在体会中的呢？ 

我们当然知道由不清晰的、只是身体感觉到的东西来思考是一个

很奇特的做法。一个理智的人，尤其是一位哲学家，会马上有疑问：



 

 

“为什么这种感觉不仅仅是困惑呢？如果其中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比如一个人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对某件重要事情的生命体的体验过

程)，从那里怎么能表达呢？如果有时候可以，人们怎么知道说的是

来自于它，而不是从阅读中得到的呢？一个人应该相信这样一种不明

晰的说法，还是有些说法更好？” 

这些疑问都没有单纯的答案。必须从各个角度全面考虑，也许这

需要某些哲学策略，我之前已经详细写过。 

因为不可能概括这种哲学性的工作，所以在此只提一下这里论述

的东西的背景。 

虽然从一种复杂的内在感觉中可以不断产生具有突出特征的陈

述，来自体会的陈述可以通过这些陈述反过来会影响到体会而得知。

体会移动、打开、发展。陈述对于感受的关系既不是同一的、也不是

表象和描述。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复杂的“身体”感觉，与陈述绝不相

同。“身体”与陈述的关系有很多可能性，我们一直在开发处理这种

关系的精确方法。 

任何话题和情境都远比已知的概念更加错综复杂。每个活的生命

体都是“身体”和错综复杂的情境以及宇宙的互动。当熟悉某些领域

的人感觉到什么的时候，就一定会有什么。它也许是和最初想的完全

不同的什么，但不可能什么都没有。 

这里我想给出一个例子：假设你要乘坐一架小型飞机飞往另一个

城市，然后你的有经验的飞行员会说“我无法解释。天气预报员说很

晴朗，但是天气看上去总让我有一点奇怪的怀疑感…”在这样一个例

子里，你不能仅仅是因为它不清晰就告诉飞行员忽略这种感觉。我举

这个例子，当然有经验的飞行员的不清晰已经被考虑进了专家的清晰

的知识里，所以，不清晰的感觉包含着更多的东西。没有必要确信这

种“感觉”实际上是天气造成的。只要有这种可能性就足够了。谨慎

起见决定待在家里的是你。但是，如果天气真的恶化了，超出了天气

预报员的掌握，发现飞行员感觉到的是什么就对所有人来说都变得很

重要了。不管是联邦航空局还是社会，我们都希望这位飞行员能够用

语言来形容那种感觉不清晰的天气情况。而且这样的事情不管在什么

样的专业领域，对于有经验的人来说都是可能发生的。但是，这种“感

觉”似乎超越了语言。 

我们都被灌输了经典的西方单元模型（根据构成单元来思考的样

式）的理念。我们很难用其他方式去思考。为了所谓的“思考”，我

们需要统一的东西，它们必须被假定为完全同一或完全不同，即使变



 

 

成邻居，也不会互相渗透，更不能有比这更复杂的模式。比如说，有

两样东西以复杂而精妙的方式呈现为是一体的，我们不会去尝试详细

展示这种复杂的模式，而是在那个时候停止思考。把那样的事情的意

味看作只是自己个人的困扰问题。因为“这不太明白”，所以肯定是

自己错了。但是，我们要坚持这种不符合自己领域通常观念的“感觉”。

这种感觉大概是从不符合单元模型的真实观察中产生的吧。 

 

2 词典中同一个用旧了的词，怎样才能说出点新的什么来？ 

通常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新的洞察是因为单元模型。但是拒绝整个

单元模型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内在于我们的语言、机械、所有详细的

概念之中。刚要继续说下去的时候，结果又回到了那个模型。新的洞

察是不能用旧的概念和短语来说的。在我的课上，我用海德格尔、麦

基恩和我自己的哲学批判了单元模型，但是正如到现在为止所看到的

那样，这样的做法还不具有打破单元模型的力量。光是批判是防止不

了陷入旧模型的。也有人说，现在我们语言内在假设的改变需要 300

年的时间。对哲学家来说，人们似乎不会超越广泛渗透的假设来思考。

正因为如此 TAE才难以令人置信。 

另一方面，维特根斯坦则展示了语言远远超越了其内在的概念性

类型(模式)。他很有说服力地证明，语言能够远远超越任何概念、现

有的规则或者语言理论地说出来。他可以举出二十多个例子来说明一

个单词通过不同的用法可以获得的新的意味。[原注 1]在此基础上，

我们在 TAE 中开发出了新的语言使用方法，只要是感觉到但还没有成

为语言的东西人几乎都可以向任何人表示。这种新的说话方式是面对

这个看似不可能的挑战的关键。 

在我的哲学中，以“身体”为源泉的语言{ bodily-sourced 

language }以新的方式被利用。由此，很多东西特别是关于身体和语

言，都可以从身体直接地说出来。 

语言以一种通常不被理解的方式深植于人的身体之中。语言不仅

是由语言构成的。我们自己所处的情境、身体和语言融合在一起形成

了一个系统。语言暗隐地存在于人类的生活过程中。我们需要说的话

是从身体直接出来的。我以身体感受到自己现在想说的话。我一旦迷

失了那个就无法说话了。只要抓住想要说话的感觉，然后只要开口让

话出来就行了。语言深深植根在我们与情境互动着的生理性存在

{ physically exist }之中。 



 

 

在某种文化中，要表达通常的情境都会有合适的短语。这种短语

是集合了各种必要的表达方式而形成的。词语意味着当它们被应用于

某个情境时所具有的效果。我们的语言和通常的情境构成了一个系统。

不过，这个词和情境在身体上的连接{ bodily link }，即便在情境

特殊、用既存的词语和短语无法说出需要言说的东西时也是一样的。 

所有活的身体都会暗含并创造自己的下一步。活就是这样，创造

下一步。身体知道吸气后要呼气，饿的时候要寻找食物。在新的情境

中，新的一步从身体而来。连蚂蚁都在毛茸茸的地毯上以一种奇怪的

方式爬行，而它之前从来没有这样爬行过。当我们感受到什么不同寻

常却仍然想要表达的时候，身体暗含着新的活动和短语。 

 

3 TAE 增强人们思考和说话的能力 

当人们放弃使用通常模糊、夸张的语言和短语时，我们发现从他

们的身体意感{ bodily sense }会产生非常新鲜、丰富的新短语。通

过这样的短语，可以说出来自身体意感的东西。我们无法完全说出那

种意感的“全部”。任何句子都不能和感受到的东西纯粹一样，也不

能纯粹地“表象”感受到的东西。然而，发生的一切可能比一份完美

的复制更好。从身体意感中浮现出一个头绪( strand )，一个接一个

地连接下去。需要被说的东西会扩展开来！我们所说的与其说是表象

身体意感，倒不如说是推进{ carry forward }身体。 

首先必须认识到，没有一个既存{ established }的词语和短语

能够说出需要说的话。这个人可以尝试把体会“翻译”成日常用语来

让自己脱困。但是，要说出想要说的，就需要用新鲜而有创造性的语

言的一个句子整体或更多的句子整体来表达。在某种句子里，一个词

可以超出通常的意思。只要从体会来讲就好了。试了几个词，如果发

现都不是很合适的表达的话，用这种新鲜的句子就能表达出自己想说

的意思。各种各样不顺利的语言，都会产生各种各样新鲜的句子，都

会从体会中引出不同的什么。这样，如果能进一步发展的话，一种模

糊的感觉就会产生六七个用语。这些用语一方面相互关连，一方面带

来一个全新的模式，从而在只有一个从未形成语言的意味的地方形成

一个新的整体领域。一个人可以进入到由这些用语创造的领域，更进

一步向各个构成部分的体验的意味伸展，这样，就能够产生更加精确

的用语。到了这一步，人们绝对不会觉得自己无法从体会说话了。 



 

 

到了这一点，TAE就能产生新鲜的语言。最后五个步骤是关系到

逻辑这一完全不同力量的步骤，但是在体会和逻辑构成的方法之间也

有固有的关连(参见《过程模型》的第Ⅶ章 A、第ⅦB a、第Ⅷ章)。 

在一系列理论命题上，可以赋予若干新的用语及其模式形成逻辑

性关系。这使得逻辑性关连的用语能够彼此互补，从而导出许多新的

(某些是意想不到的，有力的)语句。如果对此进行延展，就可以构成

一个理论，也就是逻辑上相互关连的用语集合。 

在这个过程上的每个时点，我们都可以看到明在化一个体会根本

不是随心所欲的。为此，我们不能单纯地复制和表象化已经给予的东

西，而是要创造新的用语，这其中暗含的意味是非常精确的。感受和

说话之间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但是这些到现在为止都没怎么被研究

过，只是表象关系被关注过。为了研究感受和说话之间的这种关系，

我利用感知和说话之间的关系来研究它们，我在这个研究领域开了个

头，并一直推进到了某个深度。在这里我想说的只是，一旦体验了这

个“从～开始说{ speaking-from }”，人们就能清楚地知道它推进

身体的方式了。这样的话，即使一个人可以说很多话或者做了很多区

分，他也会喜欢在被卡住的时候保持沉默，直到有推进这种体会的短

语出现。  

TAE 是由 Mary Hendricks 设想和创造的。把它变成一种人人都

可行的做法的想法，这在我来说是不可能的。（译者注：Mary 

Hendricks 是简德林的夫人，她鼓励简德林定形化了当初简德林认为

不可能的 TAE 步骤） 

做 TAE需要对聚焦很熟悉。参加第一次 TAE的都是积累了聚焦体

验的人们。这种聚焦的体验在我在大学授课最辛苦的地方帮助了我。

尽管如此，我还是预料会失败，我也确实经历过它的失败。有些人即

使使用逻辑方法也无法走远，大部分人无法创造出理论。但是参加者

非常满意，甚至兴奋。使人觉得发生了什么了很棒的事情。所以我很

感激我没有陷入任何尴尬。出于某种原因，他们没有感到被欺骗。 

在那之后的一年中，很多参加者都来信给我们。他们报告说他们

发现以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事情现在开始能够说出来了，他们现在能

够一直谈论它了。其中也有人向我们说明自己的兴奋。他们说发现了

自己也可以思考！ 在此之前，“思考”意味着把自己逼到一边，重

新排列组合记忆中的各种概念。对于某些人来说，自己能够创造、导

出一些想法，这也是为了满足很早以前就绝望的需求。 



 

 

TAE 工作坊在美国举办了 5次、在德国举办了 4 次之后，现在我

充分意识到这些事情在政治上有多么深远的意义。人们相信，即使是

最聪明的人，自己也无法思考！人们只是接受了一些发现符合通常言

说的训练，对于通过与世界关连而从自己内在涌出来的东西依然迟钝。

明明活在很多无法言说的体验中，但如果不能用大家使用的短语来表

达的话，就只好被迫沉默地呆着。大家都只好沉默了！TAE 可以让这

些人从活的体验中发出语言。 

人们可以有真正思考、说话的力量。和聚焦一样，我们开始认识

到 TAE也是普通人日常的实践方法。他们没有必要都用形式上和逻辑

上相关的用语来创造理论。思考和说话{ articulating }是社会上重

要的实践。在古代，哲学常常伴随着实践。而现在的哲学依然如此。

人们不一定要掌握实践产生的所有哲学。我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

没有哲学性的工作，对 TAE的描述（例如本刊中的描述）是不充分的。 

在此需要明确的是，TAE并不主张思考或任何其他严肃的人类活

动都可以简化为一种固定方法的标准步骤。即使有人说“我发现自己

能够思考了”，他们肯定也不是指这些小小的步骤，这些起初我本人

也不能精准记忆的步骤。这些步骤有助于打破我称之为“公共语言壁

垒”，从而找到并说出自己思考的来源。只要能做到这一点，之后就

不需要任何步骤。精确的步骤是为了准确的教授,可以展示和发现新

的方式，但是很快新的东西就会多样化地展开。 

TAE 的第 4 步和第 5 步揭示了内在于语言本质中的“超越逻辑”

的创造力，但是到现在为止，这种创造力在很大程度上仍未被认识。

语言不是人们常说的致命陷阱{ deadly trap }。当令人兴奋的事情

变得有限并毫无生气时，经常会被归咎于语言。许多哲学家认为，任

何事情一旦语言化就落入了老旧的类型，如果是仅仅使用常用短语，

这样认为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在使用新鲜短语的场合，这是完全错误

的。新鲜的短语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语言始终暗含在人类的体验过程

中，是因为语言深深地植根在体验过程中。用新鲜的词语说话绝不是

减少和限制一个人暗隐性的生和想说的话，一个新鲜的陈述是在身体

上进一步发展人们感受到的和想要说的。然后，通过写下并复述所说

的内容，可以使这个人的生更进一步。一个人在某种情境下身体所感

受到的并非是事先被决定好的、固化的实体, 而是进一步暗含的与人

们说的话相对应、扩展开来的意味。我们发现，说出来的效果可以进

一步“打开”生的方式和说的方式，而不是“陷入{ falling into }”

说出的话的约束。 [原注 2] 

很多现代哲学家完全否定了个人思考不源于文化、集体和相互作

用的可能性。这种观点是对过去把个人视为普遍性源泉的哲学的过度



 

 

反作用，两者都是单纯化的观点。文化和个人构成了一个复杂的集合

体，各自在某一点上超越了另一方。 

我们有语言脑，并且我们生活在与情境的互动中。但是语言并不

是占据在"空无"之上的{ is not an imposition upon a blank }。

即使是植物也很复杂，动物在没有语言的情况下过着相互互动的复杂

生活。如果活着的身体能够通过象征自身来推进自己的发展，那就是

从无比精妙的复杂性开始行动和说话了。当然，我们是从文化和互动

交流中获得语言的。但正如我们以前看到的那样，语言并不仅仅是固

定的通常意味的储藏库。没有文化和语言就不能成为人，但是在发言

时和发言后，身体的下一步总是新鲜的，而且总是暗隐着比普通日常

生活更复杂的东西。只要你亲身感受到身体的活力，你就能立即确认

这一点。那里有比你现在读到的语言复杂得多、精妙得多的东西，虽

然无法用语言形容，但那里一定会有新鲜的东西。  

从开始授课起，我让我的课上的学生们在一周里结伴练习倾听。

他们将两小时分配来轮流做单纯性的倾听。我指示他们：“听就行了。

只有当你感到跟不上时才插嘴”。“如果您的伙伴在写论文，不要谈

你是如何写论文的…” 这引起了他们的笑声，因为他们知道问题出

在哪里。没有人会怪异到愿意去陪伴另一个写不出论文而被卡住的人，

并按这个人自己的方法坚持下去。但是，在聚焦合作伙伴关系中，我

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一次只跟一位伙伴搭档。这种相互支持的姿态

一直是学生赞赏这个课程的主要原因。 

TAE 有社会性的目的。我们将在“人相互连接”的世界中进一步

前进。为了改变我们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我们只要作为个人成长就

行了的想法是错误的。我们必须构建新的社会方式、新的思维和科学

的方式。这需要彼此的合作，不是靠某个人的力量去创造。另一方面，

如果过于性急地共同工作，也会错失只能从每个个人中浮现出来的像

聚焦那样的过程。从你的角度来看，只有你活在世界上。不存在和你

完全一样感受到你所感受到的“比语言更多的东西{ the more }”的

生命体。在 TAE最初的 3天里，学生们经常被提醒要“保护”自己初

始的意感{ inchoate sense }。如果有人说出以“我的想法也和你一

样”、“我以为是你说的话……”或者“我们……”开头的话，我们

就会在那里打断。就算我和你说出了完全相同的句子，你还没有说出

来的精妙复杂性和我的也是完全是不同的。这两个单独的复杂性，比

在这里我和你一起说话会浮现出来的意味要重要得多。如果我和你过

于性急地进行交流的话，会用语言损害非常模糊且难以进入的东西。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互相关连的活物，所以如果和能够倾听自己说话的

对象说话，暗中包含的复杂性就会在更深层次上展开。但是如果对方



 

 

加入什么东西的话，我们和内在感觉的接触几乎就会失去或缩减。在

TAE 中，在“聚焦伙伴关系”的关系中，通过角色相互交替，可以不

互相强加，只进行必要的交流。在一半的时间中，我只回应你。一边

默默地用身体来理解你所说的，一边只在跟不上你的时候让你知道。

我不时会根据这种理解来讲话，那只是为了确认自己在跟着对方。把

对方说的话原封不动地写下来(不这样的话，说的话可能会在下一个

瞬间消失)，并且在你需要时我会读给你听。到了另一半时间，对方

也只为我做同样的事。 

一旦个人对某件事的感觉变得足够清晰和区分，接下来发生的就

是我们称为的“交叉{ Crossing }”。其他人的洞察通过成为我们语

言中的暗隐而丰富了我们的洞察。如果一个人最初能创造出并保持自

己的这些用语，那么就可以与其他人的用语交叉了。保持自己的特殊

用语意味着保持该用语的复杂精确性！通过交叉丰富了这个用语拥有

的力量和暗隐复杂性。到了这一步，通过一起合作、进行交流，现在

正是这个房间能产生的一种新的社会产物。当然，这是当前强调“对

话”的现代思想潮流和肖特（2003）关于“合作行动{ joint action }”

的重要工作，因为我们人类基本上生活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空间中。

[原注 3]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关于世界-互动的个人独特的、暗隐的

储存{ But we need the individual’s unique implicit store of 

world–interaction }。为此首先每个人必须明确身体的体会。 

当许多 TAE 理论交叉时，它们不必构成一个一致的逻辑系统。它

们交叉。交叉使得另一个理论暗隐在自己逻辑关连的用语下的体会中。

然后，我们发现可以使用其他理论及其关连的用语来从身体会说得更

多。暗含的复杂性与所有 TAE 理论进一步连接。每一种理论都在公共

世界、哲学和科学中开辟了一个错综复杂的位置。它使得暗隐的复杂

性可以在那个位置进入。TAE 理论不仅通过感觉，而且通过与其他事

物的逻辑联系，与许多其他位置相关连。 

 

4 逻辑和时间-空间科学只存在于体验性解明中 

TAE 中保留了纯逻辑推理，但是在表达体会时，我们也觉察到了

某些“奇妙的逻辑”。例如，我们发现通常包含在更广泛的类别之下

的细节，在这些类别之间架桥，在其中创造出更加复杂的模式。作为

“奇妙的逻辑”的另一个例子，我们发现，即便被更多地要求，自由

度也不会降低。相反，更多的要求打开了更多的可能性。这是体验性

解明{ experiential explication }中的某种奇妙的逻辑。[原注 4]

接下来，我们来考察常规的逻辑。 



 

 

为了在更广泛的体验科学中理解我们的还原主义科学，我们必须

首先理解单元逻辑{ unit logic }的力量。我需要充分地评价被叫做

“坐标纸{ graph paper }”，即逻辑所需要的单元{ units }的好处。

对懂数学的人来说,一些逻辑单元都是熟悉的（1 + 1 = 2 + 170 = 172）。

组成数字的单元彼此之间互相拓展,相邻相续。有了牛顿，它们成为

空间与时间特征，因此成为时空中所有事物的特征。如果你想象所有

外部事物都消失了，那么似乎还存在一个空的、但从这种单元测定方

式下仍然是量化的时间和空间。科学所代表的现实是在这个时空中建

构的。科学将其研究成果转化为数学可以使用的非常干净的逻辑单元

{ nice clean logical units }。为了弄清楚物理、化学、有机化学、

生物学、微生物学等所有科学的专业领域都是精细地构建了例如分子、

细胞、基因、神经元等这种屏幕上的小单元，我特意把这个时空称为

“坐标纸”。单元模型对于科学来说不是唯一可能的模型。当然，自

然界并不是真正以小单元出现的，但是我们可以将自然投影到这样的

单元屏幕上。我们把自然放大，通过这些单元可以把握通常眼睛无法

看到的东西。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单元进行非常特殊的操作。我

们可以测试这些操作的结果并最终创造以前从未存在过的东西。此外,

当我们研究我们自己时，我们也把自己映射到这些单元屏幕上。不，

我们当然不是这些屏幕。认为我们仅由所有屏幕上的这些小单元组成

是一个重大错误。我们是活的并在观看我们所制作的屏幕的人。在我

年轻时,我们认为大家都是由化学物质构成的。以后，生物化学和微

生物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接着，我们的存在又被看作是神经学的内

容。显然，科学上有很多种类，但是所主张的内容每隔两三年就会发

生变化，新的屏幕不断增加。我们不是屏幕上的小小单元,不是现在

和未来的屏幕之和。但是，我们也不要假装说我们没有这些单元所构

建的好东西也行。例如说没有医学、电灯、或者是我正在打字的这台

计算机等我也可以过下去。一旦我们制作了诸单元构成的屏幕,逻辑

思考和推理就非常强大，可以把我们引导到看不到其他任何东西的地

方去。 

另一方面，逻辑并不创造单元。创造单元的是人。我们在不断地

创造单元。解决长期存在的问题通常需要创建新的单元。即使是欧几

里得，为了证明了三角形定理。也需要延伸其中的一条线或通过从顶

点到基部放一条新线，换句话说，需要创造新的单元。 

当一个人使用一个明确定义的概念时，如果在那个转换点进入体

会，人就可以精确地找到这个概念在这个转换点上是如何工作的，即

在这个背景中这个概念的效果。这会给予比人此前对这个概念拥有的



 

 

定义多得多的东西。体会是更多正确性的源泉，可以把我们引导到发

现别人发现不了的东西的地方。 

制作模拟计算机模型的“复杂性{ Complexity }”理论家们现在

仍然认为，最初制作的单元组合必须一直持续到结束。所以他们的结

果令人失望。 

甚至在当今的分析哲学中，逻辑分析也被广泛拒绝。但是放弃逻

辑分析是一个巨大的错误。逻辑确实取决于它无法检查的前提。逻辑

无力确定其自身的起始位置。但是，TAE 表明，可以把通过聚焦和 TAE

初次可以到达的新单元作为重要的转换点，在这个转换点上连接强力

的逻辑推理。当我们可以为逻辑分析提供一种明确的方式来决定新的

起始位置并在那里生成新的单元时，逻辑分析的可能性就大大提高了。 

一旦浮现了了新的体验和新的语句，就可以从中创造出逻辑推理

的新单元。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构建具有明确线索和

用语的东西。这是具备了新的单元的新的逻辑，通过再次适用逻辑推

理，会把我们引向用其他方法无法到达的新地方、新洞察、新提问。 

从身体的体会中浮现出来的，是坐标纸的小箱子装不下的奇妙东

西。正是这种“非逻辑性{ illogical }”的特征才是我们所说的某

些最重要的方面。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开发出逻辑上相关的用语。

TAE 可以让我们在“非逻辑的核心{ illogical crux }”中重新定义

所有的用语，这样逻辑推理便可以赋予这些用语强大的力量，同时又

不会丢失复杂的新类型或者侵犯理论所揭示的生命本身。 

当用语清楚表达了一个体会，而且也有了逻辑性的连接时，通过

这种二重性，什么样的陈述我们都可以以两种方式进行。如果有逻辑

性连接的用语，可以产生远比从体验过程中直接发现的强大得多的推

理逻辑。另一方面，如果明确了体验过程的话，就可以去到仅靠逻辑

绝对到达不了的地方。我们两方面都需要。 

例如我的《过程模型》（Gendlin，1997）就同时使用了这两种

方法。在“聚焦”中，新的现实步骤从身体产生，这乍一看似乎是不

合逻辑的。因为我们实际上在做着聚焦，所以聚焦是现实可能的。但

是，构想一个可以聚焦的世界把我们导向逻辑上相互紧密连接的一系

列用语。在这个世界中，活的身体是和周围的环境和情境互动着的过

程。植物就是这样的例子，而如果是动物，就需要理解“行为”是这

种互动的特例。人类的语言又是“行为”的一个特例。 

通过这种方式，我开发了一个物理和生物学的概念模型，它可以

连接到通常的概念和数据(我们必须能够做到)，但是使用的概念模式

是以生和象征化为模型，并且是连续的。这种概念可以与通常的单元



 

 

联系起来，但也具体化了不可缺少的东西。这个模型可以让人们重构

{ reconfigure }任何概念。有了这些概念, 你可以用一种“它可以

活着”的方式思考所有物理性的身体, 以及用“它可以是人类的身体”

的方式思考所有的活的身体. [原注 5] 

我只能指出上述诸概念背后的哲学。这个哲学虽然是我独创的，

但是如果我不了解过去哲学的历史以及狄尔泰、胡塞尔、海德格尔、

梅洛-庞蒂、维特根斯坦、怀特海、麦基恩等其他许多的哲学，我不

可能到达这个哲学。 

我的新方法是把自古以来的概念、策略和诸问题与暗隐的、复杂

的体验过程直接关连起来。我发现，每种哲学方法都可以在暗隐的体

验过程中开辟出新的道路，而不是把其他方法排除在外。 

所有主要哲学都会改变基本用语，也就是改变“基本”意味的内

容，像“真实”“理解”“说明”以及其他词语一样改变“有”和“存

在”的词语的意味。每种哲学都通过进入思考的边缘的更大领域来获

得改变。这个领域比任何其他概念系统都要有序得多。但是随后，哲

学就用它自己的用语来讲它自己如何获得这些用语的故事了。哲学只

向我们提供它进入和返回的概念性报告。它无法使我们也做到这一点。

我的哲学让我们可以进入和返回。而且它研究这个时候语言上产生的

东西，然后（以与语言不同的方法）研究逻辑用语上产生的东西并且

活用它们。 

人类以能够知道一些什么的方式实际地生存着。为了思考这个问

题，从古代开始就有了精炼的概念性策略。在了解了这样的策略和其

中的许多陷阱的基础上，我这样宣言：我们并不是单纯地进行互动。

我们是与环境即他人、世界、宇宙的互动本身，而且我们可以感觉到

在这样互动着的自己。我们永远都可以从互动中感觉到什么。 [原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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