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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次，我绕过了维特根斯坦这个名字，就

像春天里我走向田野， 却视而不见老屋门前墙

缝里绿草的嫩芽。 一直以为，好景只在远方，哲

人也在远方，就像泰勒斯、康德、柏拉图那样。然

而某一天， 当我忽然发现维特根斯坦近在咫尺

时，我惊愕了。他竟然死于 1951 年，距离我的出

世仅仅相隔几年。如此，我便对他有了无比亲切

的感觉，仿佛伸手就可以触摸到他思想的影子，

甚至嗅到他遗留在空气里的呼吸。

研究维特根斯坦， 千万不可忽略这样一个

词：沉默。 何谓沉默，就是指对眼前的事物或者

心中所想闭口不言， 把言语滞留在心里而不表

达出来。 在哪些环境下会保持沉默？ 维特根斯

坦认为当对象是无法言说之物时应保持沉默。

比如一个简短的哲学理论， 虽然只有几个字，

但即使用上成千上万的字去解释它， 也难以把

它说个透彻和明晰。 因此，维特根斯坦在他的

《逻辑哲学论》最后写道：“凡不可说的，就应当

保持沉默。 ”

沉默，是一种生存哲学。 山无言，沉默让山

成为庄严。 地无言，沉默让地成为广博。 日月无
言，才放出了光辉。 人无言，因为他坚守着内心

的强大。 维特根斯坦，一个外表瘦弱的哲人，找

到了表现自我生命存在的最好方式。

维特根斯坦说出了我感悟许久却无处表达

的东西。一部哲学著作的最后一句，像一出戏的

最后一个音符，为这场戏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也像是生命最后的遗言， 试图植入活着的人的

心灵。 是的，哲学家的一生大多时间是沉默的，

而哲学的光芒，也总是照射不到最近的地方。这

令我想起一句俗语：灯下黑。 为此，维特根斯坦

悲观过， 曾在 1920 年放弃了哲学研究， 直到

1929 年才重新开始。 那九年里，他做了些什么？

让我们通过他的经历寻觅一个哲学家的生命轨

迹：1921 年，他出版了《逻辑哲学论》。 之后，他

在奥地利南部山区做了几年小学教师。 结束了

乡村教师职位后， 他先是在一个修道院里做过

短时间的园丁助手， 后又协助其姐姐玛格丽特

设计并负责建造了一座宅第。 1927 年，他结识

了奉《逻辑哲学论》为圭臬的“维也纳小组”成员

并参与一些活动。 1928 年春，在数学家布劳维

尔的启示下， 他重新萌发了哲学探索的兴趣。

1929 年，他重返剑桥，以 《逻辑哲学论 》作为论

文通过了由罗素和摩尔主持评审的博士答辩，

在三一学院教授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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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思维本来就不适合于哲学的表述，偶

尔抬头，总是想把目光伸得更远些，然而窗外的

雾霾阻拦了我，别说远处，就连窗外的景物也难

见清晰。 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思想就是图像。 图

像模糊着，思想自然浑浊着。 好在，维特根斯坦

为我提供了大量清晰的句子， 譬如他对哲学本

质的解读：哲学的本质就是语言。他瘦削的脸庞

上镌刻着一双明亮、 犀利的眼睛， 向前或者向

上，透视着哲学的本质，遥望着思想的天空。 他

耸耸肩膀说：语言是人类思想的表达，是整个文

明的基础，哲学的本质只能在语言中寻找。这是

关于哲学本质独特的见解， 任何一位先哲都没

有从语言的角度来解释哲学， 这无疑是独辟蹊

径。他消解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唯一本质，为哲学

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

1889 年 4 月 26 日，维特根斯坦出生于奥地

利，后入英国籍。他少年时的理想是做一个工程

师。 然而，1911 年的夏天，当 23 岁的维特根斯

坦拜访了逻辑学家弗雷格， 并经他的?荐前往

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问学于罗素之后， 才用

全部的身心拥抱住了哲学这个人类思想的宠

儿。 他是 4 月 26 那天出生的，死于 62 年后的 4

月 29 日。 短短几十载光阴，维特根斯坦用一生

去领悟哲学，体验哲学。语言哲学的研究就是需

要走进现实，维特根斯坦也是这么做的。他所经

历过的上学、工作、参军、做教授、演讲……在别

人，也许只是生命的一种体验，而对他而言却是

体验与领悟哲学的历程。在活生生的现实面前，

他的选择是不脱离，不逃避，而是步入、感受、总

结。正是如此，才造就了他对自己思想的不断修

正，避免了极端与偏激，做到真实与实际。

探讨《逻辑哲学说》的文本是一件颇费脑筋

的事情。 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其语句的陈述找

到它的脉搏。 譬如这样的句子：许多事物是无法

陈述，但可以被显示出来。 我们常说人心难测。

可是谁见过人心呢？ 谁能描述出“人心”的形状

呢？ 然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却常常从一个人的

言行举止看出他的“心”来。 这让我想起但丁说

过的一段话 ：“我曾经到那接受阳光最多的地

方，看到了回到人间的人也无法陈述的事物。 ”

但丁看到了什么？ 阳光虽只有一缕，却是世界上

最透彻的语言， 虽只有一色， 却有最华美的辞

藻。 然而，面对一样东西，语言却显得这般苍白

无力，这东西便是人心。 每个人的心生来都是完

整的，却随着年岁的渐长而逐渐失落了，阳光和

煦地照着他们的楚楚衣冠， 却照不透他们身后

的黑影。

再譬如如此的句子： 一个人能够获得一些

事物的本质，但却无法将这本质陈述出来。 我皱

着眉头思索：哪些事物的本质是不可陈述的呢？

美和善，丑和恶，这些都属于事物的本质 ，可是

除了列举具体的事例来表明它们之外， 我们如

何用文字来解析它们的内在意义呢？ 这些虽然

只是简单的几个字， 但即使用上成千上万的字

去解释它，也难以把它说个透彻和明晰。 无法表

述的事物本质，被哲学家们称作“神秘事物”，对

于它们， 按照维特根斯坦的主张， 既然无法言

说，最好的选择就是沉默。

维特根斯坦的著作只有两本 ：《逻辑哲学

论》和《哲学研究》，而后者是他死后才出版的。

它们分别代表了他哲学道路的两个互为对比的

阶段， 分别阐述他早期和晚期两种截然不同的

哲学思想，后者甚至是对前期著作的否定。 批评

家一致认为，没有前期的《逻辑哲学论》，就不会

产生后期的《哲学研究》。 也就是说，以前期著作

作为背景来理解后期哲学。

“凡是能够说的，都能说清楚；对于不能说

的，我们保持沉默。 ”在维特根斯坦的这句名言

上，我在心灵处按下了“保存”的按键。 阅读过他

的著作，老实说，自己不敢说懂得了些什么，相

对于尼采、黑格尔、海德格尔、帕斯卡尔、罗素等

哲人，他没有那么多的追随者，正像哲学学者赵

汀阳说的那样， 维特根斯坦在思想的原创性方

面是无与伦比的， 他所主张的哲学革命如此彻

底以至于人们不敢相信， 至少人们会认为他的

革命是过于夸张的， 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当

代哲学从维特根斯坦那里得到那么多的灵感却

又很少有严格意义上的追随者———人们不敢跟

随； 也很少有批评性的超越者———很难有人想

出能够超越维特根斯坦的革命性思想，就是说，

不管赞成还是批评， 都很少有人从维特根斯坦

的问题出发接着做下去。 是的，他太纯粹，走得

太远，他的思想就像悬崖上的花朵，没有勇气的

人万不能采摘。

悬崖上的花朵。 这是我对哲学家们思想的

比喻。 耸立在山巅的悬崖，自然是无人能及。 甚

至那儿还伫立着一只暗藏着利爪的苍鹰， 它以

犀利的眼神警惕着万物，令人不寒而栗。 可是那

儿却盛开着鲜花，花朵绚丽得醉人。 这花朵，便

是哲人的思想，足以绚烂几个世纪。 可是，谁敢

上去近距离地欣赏它，采摘它呢？ 我们只能远远

地眺望，呼吸不到它的芳香。 维特根斯坦正是如

此，许多人会在他晦涩复杂的文本中迷失方向，

甚至于怀疑自己智商与理解力。 但尽管如此，他

的哲学仍然震动了西方哲学界， 许多与他同时

代的和在他之后的西方哲学家都不同程度地受

到他的影响， 包括他的老师罗素也曾一度接受

了他的哲学， 在无人愿意出版的情况下为他的

《逻辑哲学论》作序。

时光向后蔓延，人们越来越看清了，维特根

斯坦的哲学思想在现代西方哲学界独树一帜。

他不仅对逻辑经验主义哲学、 日常语言哲学的

发展，而且对哲学方法论，逻辑学（尤其是数理

逻辑）的发展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近

些年来， 西方许多国家涌现出一大批研究维特

根斯坦哲学的专家，学者，出版了大量的专著文

献。 奥地利还多次举办了国际维特根斯坦专题

讨论会。 在西方哲学界，有人称他的哲学为上一

世纪唯心主义哲学转变为本世纪分析哲学的

“革命”，也有人称他是把现代哲学方法“?进到

决定性转折的第一人”。

依然是罗素最了解维特根斯坦：他赞扬道：

这是我碰到的最完美的传统观点的天才典范，

热情、深刻、勤奋和有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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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窗，我透口气，以清冷的空气为自己醒

脑。维特根斯坦是个捉摸不透的人。他虽是一个

伟大的哲人，却也是一个糟糕的老师。 常常，他

的学生们瞪圆双眼，搞不清他究竟想说什么。 有

人说他是相对主义，有人说他是绝对主义；有人

说他是独断论者，有人说他是怀疑论者；有人说

他是新康德主义， 有人说他是还原性的唯物主

义；有人说他是古典主义的继承人，有人说他是

后现代主义的开路者……就连他的为人也有遭

人鄙夷之处，譬如他的反对学生读哲学。 他的思

维方式更是很奇怪， 就如他把遗产给了自己的

亲戚而没有捐给什么慈善事业。 在旁人看来，这

显然有悖一个伟人的处世方式。 而当别人问起

他为什么如此， 他平淡地笑着说： 钱会使人堕

落，而他的亲戚们已经很堕落了，再堕落一点无

所谓。 他的长相很冷酷，笑起来很不自在。 在他

平淡的笑容之后，我窥见了什么呢？ 我再三摇着

头，他的思想，也许就像这雾霾一样，将浑浊充

斥于空气之中， 总是令我探视不到那最清晰的

景物。

被誉为“太阳的歌手”的俄国诗人 、评论家

巴尔蒙特如是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看

太阳和蔚蓝色的原野。 ……我每时每刻都充满

了启示，我时时刻刻都在歌唱。 ”这样的句子，

也许正是维特根斯坦内心最灿烂的风景。阳光

照在他的脸上，温暖留在他的心里。 这个世界

的美丽与感动就像太阳一样，虽然有时候会被

乌云遮住 ，但是它们存在着 ，就会永远把我们

的道路照亮。 维特根斯坦，这个伟大的哲学家，

他沐浴在阳光中，却在赞颂月亮的皎洁。天空是

浓黑的乌云，他却透过乌云看见了蓝天。他的肆

无忌惮、灵活思考的哲学思想传统，给人们的思

考方式、思考角度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这也就

是为什么他作为一个 20 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

的闪光。

傍晚， 雾霾渐散。 这会又是一个清朗的夜

晚。 合上书，维特根斯坦的头像在黑暗处闪光。

我知道，这个与我近在咫尺的哲人，又开始了他

的思考。 他思考的焦点在于如何成为一个“形而

上学的自我”，一个可与世界进行不断信息交流

的自我。 偶尔，他会抬起头扪心自问：我怎么才

会走出纯净的逻辑世界， 面向喧闹的日常语言

与世界交流呢？

睁开眼，已是秋末的清晨。 又是一个落叶遍

地的清晨。 这是大自然时令变化的结果。 卡夫卡

说，像一条秋天的道路：还未来得及扫干净，它又

为干枯的树叶所覆盖。 这是语言描绘出来的情

景。 按照维特根斯坦的思维形式，落叶并非是秋

天的本质。 既然是本质的东西，那就无可描述。

维特根斯坦，是开放在悬崖上的花朵，而我

却企图接近它，观赏它的美丽，吸收它的芬芳 。

正想着， 风就大摇大摆地来了。 风是思想的翅

膀，如庄子所言：大鹏展翅乘风起， 扶摇直上九

万里。 九万里，距离悬崖之上维特根斯坦绽放出

的花朵还会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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