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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野他者冶理论是萨特和波伏瓦存在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主题袁虽然萨特和波伏瓦有许多大致相同的哲学思

想资源袁如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袁但是波伏瓦并没有受萨特将主奴辩证法视为争夺至高权的斗争的影响袁她更加看重

自我与他者关系中潜在的相互性遥 他人既然是不可避免的袁他者就是我的情境中的一部分袁因而我的自由是情境中的

自由袁自由并不是萨特所说的是绝对的唯意志自由概念遥 萨特对野他者冶状况的描述袁使他似乎未给规范伦理学预留什

么位置袁从而走上了本体论和现象学研究的道路袁波伏瓦则更加关注自由的道德层面袁野他者冶理论的分殊迥异由此而

展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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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和波伏瓦是法国存在主义的重要思想家袁
萨特和波伏瓦的关系非常密切袁不仅是重要的智识

对话者袁也是双方的终身伴侣遥 许多人认为波伏瓦

的思想受到萨特的根本影响袁其理论是萨特著作的

附属品袁 从而忽视了波伏瓦的存在主义哲学新贡

献遥 诚然袁萨特是波伏瓦思想的重要来源袁但是波伏

瓦在存在主义哲学中更走出了一条新路遥 上个世纪

40 年代袁萨特与波伏瓦都研究野他者冶问题袁但他们

的着重点各异袁 最终的结果是萨特和波伏瓦关于

野他者冶的研究各具影响力遥 本文意在通过比较萨特

和波伏瓦野他者冶理论的不同袁澄清萨特和波伏瓦

野他者冶 思想的分殊袁 使学术界对萨特和波伏瓦的

野他者冶理论有一个客观公允的认识遥
一尧对主奴辩证法的不同理解

黑格尔在叶精神现象学曳中认为袁自我意识不可

能脱离他者而存在袁他将野异己性冶这一概念引入哲

学袁作为自我意识存在的必要条件袁每一个自我意

识都要求他者的承认才能达到自身确定性袁而获得

这一承认的过程则被称为野主奴辩证法冶遥 这是黑格

尔哲学体系的核心概念之一袁对于萨特和波伏瓦尤

为重要遥
黑格尔说袁人类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同一世界

中的尧相似的尧有意识的存在袁从而才能保证自己的

存在遥 野自我只有在与其他自我的明确关系中才能

存在袁在我们自己的自我与他人的自我之间不可能

划出严格的界线袁只有当他人的自我存在并进入我

们的经验时袁我们自己的自我才能存在并进入我们

的经验冶袁[1]自我在向野他者冶投射的同时袁他者也延

伸入自我遥 被另一个人类承认袁使主体有可能对自

己存在的事实或自己的本体确定性得到确证袁但是

这样的承认也有可能构成威胁遥 因为当两个人相遇

时袁他们各自都在对方那里寻找自己的反映遥 这样

一来袁一个人就被当做了客体袁当作了他者袁而这个

人就体验到对于自己的主体性的威胁遥 每一个自我

意识都试图将自己展示为纯粹的野自为存在冶袁或者

说纯粹的存在袁 而无需依附于脆弱的物质的客体袁
如自己的身体或者他者的身体, 一场生死斗争于是

展开遥 因此袁两个自我意识打交道的初始方式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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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相互承认袁而是由存在意义上的恐惧和需要渊需
要对方的承认冤而引起的斗争遥 自我与他者之间的

这场斗争当然不可能以一方死亡收场袁因为那样就

会消灭任何承认的可能性袁所以一个人会放弃并否

认自己的独立袁将自己置于野奴隶冶的位置袁而对方

则成为独立的野主人冶遥 这可以在个人和集体关系中

得到见证院在人与人尧本地社群和国家之间袁相互尊

重的合作与彼此交换胜过将一方的意志与个人欲

求强行加在他人之上袁 后者则可能最终引发拒绝尧
孤立袁甚至会引起消灭遥

黑格尔野主奴辩证法冶中对野他者冶的研究给了

萨特巨大的影响袁野他者冶在萨特存在主义哲学中是

一个重要的主题袁萨特在叶他人即是地狱曳这本书中

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论述他者问题遥 他对这个问题的

论述显然借助了黑格尔关于主奴关系的思想袁主奴

之间的野斗争冶演变为主体与他者之间的野冲突冶遥 萨

特指出存在实际上是一种野为他者的存在冶袁例如袁
你看到一个人穿梭在公园里袁如果他仅仅是个物理

对象袁你会用像考虑公园里的一尊新雕塑那样的方

式考虑他袁但你会把他确认为一个人袁因而他是你

的世界里野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冶遥 [2]由于存在着他

者袁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注定要陷入为争夺对世界

意识上的拥有而展开的无休无止的竞争中袁这是我

们同他者遭遇的地基所在遥 在叶存在与虚无曳中袁萨
特将这种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对应于黑格尔的主奴

辩证法袁视之为争夺至高权院
一切对我有价值的都对他人有价值袁然而我努

力把我从他人的支配中解放出来袁反过来力图控制

他人袁而他人也同时力图控制我噎噎相应的描述因

此应该以野冲突冶为背景被考察袁为他者存在的本意

即是冲突遥 [3]渊P446冤

可以看出袁萨特主要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置于

存在论领域来谈论袁他认为没有什么比他人更实在

了遥 他是从消极的层面上来理解自我与他者的关系

的袁主体要和在这个世界共同生活的其他主体打交

道袁他人的存在就将会限制我的自由袁反过来也一

样袁主体间就必然是一种你争我夺的关系遥 他人的

存在对自我是一种威胁袁即使是恋爱中恋人之间也

不可避免地把对方当作超越的对象袁憎恨更是直接

体现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冲突袁 因此在现实生活

中袁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只能是冲突袁而不可能是爱遥
波伏瓦的野他者冶理论为法国存在主义现象学

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袁 在她发展自己理论的道路上袁
黑格尔的主奴关系辩证法同样影响了她遥 她在科耶

夫解读的黑格尔那里袁学到了从历史角度和存在意

义上阐释主奴辩证法遥 波伏瓦的观点与萨特不同袁
野相互性冶 对波伏瓦来说是自我要他者关系中的一

个重要特征袁它指的是视自己和他者均为主体和对

象袁并且是世界中平等的自由遥 波伏瓦看重黑格尔

主奴辩证法中承认的那一刻袁这意味着她强调自我

与他者关系中潜在的相互性遥 波伏瓦将他者这一概

念视为潜在地相互平等的要要要他者这一存在总是

已经被包含在意识不断的建构自我的运动中袁我们

需要他人才能成为我们自己遥
需要指出的是袁波伏瓦强调自我与他者关系中

的积极方面袁这并不意味着她不承认人际关系中的

冲突袁比如偶尔需要诉诸暴力袁在其代表作叶模糊性

的道德曳中袁波伏瓦的讨论重点是自我要他者关系

中相互性的可能性袁然而也有一段关于暴力的简短

讨论遥 她不直接谴责使用暴力袁她认为有时候为了

抵抗试图压迫的人袁暴力可能是必要的袁但它始终

是不可取的袁因为它破坏了平等袁而平等是具有超

越性的人与人之间所达成相互性的必要条件袁所以

她更感兴趣的是人与人之间发生合作和团结的可

能性遥 由于独自一人是不可能的袁而若追求我们的

筹划袁独自一人的存在也是不可取的遥 既然我们与他

人同在这一世界中的事实无可争辩袁我们可以从他

人那里期望什么遥 波伏瓦探索与他人相处的不同模

式袁如自我牺牲和替他人行事袁她举了服从主人的

奴隶以及为丈夫牺牲了自己生活的女人两个例子袁
以此来说明我们是野为他者存在冶的一种方式遥

二尧对何谓自由的相异观点

在叶存在与虚无曳中袁萨特把自由看作是一种与

人不可分离的属性袁野人存在的本质冶就在于他的自

由袁在野人是自由的冶这一点上袁所有的人都是相同

的遥 如此一来袁自由就被说成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袁人
类不仅仅有自由意志袁而且是自由的化身遥 但是由

于他者是和自我比肩而立的袁对萨特来讲袁他者的

出现妨碍了我的自由遥
萨特发现袁他人的野注视冶是无法逃脱的袁野如果

我们一开始就把他人揭示为注视袁 从这种看法出

发袁我们就应该承认我们是在占有的形式下体会到

我的不能把握的为他的存在遥 我被他人占有曰他人

的注视对我赤裸裸的身体进行加工袁它使我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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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生尧它雕琢我的身体尧把我的身体制造为如其所

是的东西袁 并且把它看作我将永远看不见的东西遥
他人掌握了一个秘密院我所是的东西的秘密遥 噎噎
这存在并不对我表现为我的存在袁而是与我有距离

的袁就像坦塔罗斯的食物一样袁我要伸手去拿取它

并以我的自由本身去奠定它冶遥 [3]渊P446-447冤在萨特看来袁
他人的自由存在并不是我的可能袁并不处于我的自

由内部之中袁 反而构成了对我的自由的限制和重

负袁在他人的野注视冶下袁我处于一种被奴役的危险

状态遥 于是袁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并不是一种野相互

性冶的伙伴关系袁而是一种野冲突冶的关系院我要么超

越他人袁要么被他人所超越袁因为自我要他者关系

中的各项要素都要保持自身的主体性袁而他人的注

视无处不在袁其超越性对我来说是一种不可把握的

在场遥
关于对我的自由的限制是被他人的单纯存在

提出的袁萨特举了一个例子袁我在路上碰到的一种

禁令院野禁止犹太人入内冶袁野犹太人餐馆袁 雅利安人

禁止入内冶袁等等遥 [3]渊P636冤如果是在自我实存的范围

内袁我是绝对自由的袁只有我的自由能限制我的自

由曰现在袁我们在使他人的实存回到我们的考虑之

中时看到袁在这个新的水平上袁我的自由也在他人

的自由的实存中发现了它的限制遥 于是袁在我们自己

所处的某种水平上袁 一个自由遇到的唯一限制袁是
它在自由中发现的遥 按照斯宾诺莎的说法袁思想只

能被思想所限制袁同样自由只能被自由所限制遥 萨

特写道袁由于他者的存在袁使他从野一个人总是自由

的冶斯多葛派思想前进到后来的思想院存在着给自

由加上枷锁的环境袁这种环境是由他人的自由产生

的袁换句话说袁一个人的自由被他人的自由加上了

枷锁遥
波伏瓦并没有和萨特一样认为自由是绝对的袁

她指出自我要他者关系的相互性构成了我的情境

的现实性袁 也就是在这一我并未选择的世界中袁我
的存在中的被给定的特质遥 因此袁他者对我来说与

我的现实性的其他元素一样重要袁 如我的身体尧我
的过去和我的出生遥 我没有选择我的存在中的被给

定的特质袁并且也不能选择舍弃它们袁但我可以选

择如何经历它们遥 对于波伏瓦来说袁我们不能在他

者中将自己异化袁也不能退回到一个集体身份中来

避免我们的存在带来个人责任的负担遥 从存在意义

上来说袁他者是无法避免的浴 他者代表了个人情境

中的一项给定因素袁波伏瓦解释道袁我的自由总是

嵌入他人的自由袁因而我的自由边界是另一个人的

自由的开始遥 因此袁自由是一项集体的责任遥
波伏瓦主张袁虽然每个人的主体性体验对于自

己都是独一无二的袁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自己的独特

个体性被 野承认冶袁 我们也需要他人的存在是自由

的要要要意味着他们作为自由主体而行动遥 人类互相

构成了彼此现实性的一部分袁这意味着人们相互为

彼此而形成人类之间的必要连接袁也形成了不能被

选择的世界袁使得人类已经永远处于某一个特定的

时间尧空间等情境之中遥 事实上袁在波伏瓦看来袁除
非一个人承认其他人也是自由的袁否则这个人不可

能自由院
所有的人都是自由的袁 而一旦我们与他人交往袁

我们就体验到他们的自由遥 如果我们想忽略这些危

险的自由的人袁我们就必须转身离开人类袁而在那一

刻我们的存在就被挤压而萎缩了遥 我们的存在只能

通过选择将自己投入世界而实现袁通过将自己暴露

于其他异于我并且相互区别的自由的存在遥 [4]渊P238冤

所以袁波伏瓦认为袁如果我们不接受其他人的

自由袁 随之而来的专制状态则会削减我们的存在遥
我们在波伏瓦叶第二性曳中的压迫性的性别关系语

境中看到袁这样的关系会损害双方遥 别人对于我们

的存在和在世界中成就的承认袁必须是别人自由地

给予的袁而不是强迫得来的遥 波伏瓦较少强调与他

人关系的冲突性方面袁而更加看重自我与他者有可

能达成的具有相互性的自由关系遥
有关这一点袁波伏瓦曾尝试就野情境冶问题调和

他和萨特之间的分歧袁野情境冶是波伏瓦思想中的一

个重要概念袁而不仅仅是一般所说的野周遭环境冶遥
在波伏瓦的思想中袁野情境冶指的是一个人作为一个

个体意识袁如何通过其他人尧时间尧空间和他的现实

性的其他方面而介入世界遥 我的野情境冶不是外在于

我或者围着我的袁而是将我的自由和我的现实性粘

在一起的粘合剂袁如上述所说的袁我的出生尧我的身

体尧其他人的存在尧我的死亡这些现实都是我的情

境的一部分遥 波伏瓦在叶模糊性的道德曳中袁开始意

识到这一事实院不同等级的情境和因此而来的物质

条件的差距会侵犯到根本自由的可能性袁对此的思

索则在她之后的作品叶第二性曳中得到发展遥
野超越性冶也是波伏瓦情境自由中的一个重要

概念袁波伏瓦指出袁作为有超越性的生命袁我们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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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仅仅在此刻存在或者固定下来袁这里波伏瓦借

鉴了海德格尔的概念院野人是距离的存在袁他总是在

别处冶遥 [4]渊P170冤这句话的意思是袁我们永远不是仅仅在

那里袁定格在那一刻袁而总是这样或那样地超越给

定的事物状态遥 没有一个超然于外的位置让我们获

得关于自己或其他人的绝对知识袁因为我们从不是

固定在一点的遥 例如袁你可能会坐在课堂里记笔记袁
但你可能想着昨天晚上刚认识的吸引你的那个人

并计划着你们的未来袁你一会儿回家的路上是否需

要买东西袁你毕业之后要做什么袁你的狗能否在镜

子里认出自己袁等等遥 总之袁无论你如何努力集中注

意力袁你永远也不可能完全定在那一刻袁因为我们

的意识注定了具有超越给定事实的能力袁超越是人

类生存条件的一部分遥 因此袁我们在建构我们自己

的同时袁便与自己隔开尧成为自己的他者袁永远在超

越给定事实遥 从这个意义上说袁自由永远是在限制

中的自由袁即情境中的自由而已遥
三尧走向本体论抑或伦理学

萨特将现象学道路引向了本体论袁野他者冶研究

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关于野他者意识冶的问题遥 萨特

说袁虽然我不怀疑我是有意识的渊我思想尧我感知尧
我意欲袁等等冤袁但我对其他人渊他者冤的意识却没有

类似的确信遥 我设想院我周围的人的行为是同他们

的思想尧感觉尧欲望等等相关联的袁其关联的方式与

我自己的行为同我的思想尧感觉尧欲望等等相关联

的方式是一样的遥 但是袁我又没法知道这是否是真

的遥 很可能袁他者只是幻觉尧我自己想象的臆造物尧
富有创意的机器人或者活着的还魂尸遥 我看见他们

所做尧听见他们所说袁但我从未能观察到他们的思

想尧感觉和欲望等等遥 于是袁我能够做出的最大的声

言是一种类比论证院既然他者在我能观察到的许多

方面渊生理机能和行为上冤同我基本相似袁那么我就

设想袁在我不能观察到的方面渊精神生活上冤也同我

基本相似遥 但既然类比推论经常不可靠袁尤其在它

们不能被独立检验时更可怀疑袁那么留给我的问题

是院自我如何能够知道他者的意识呢钥
萨特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有思想性袁 很独特遥

他承认袁他不能通过演绎推论去证实他者意识的存

在袁他把只是由类比推论所提供的可能性结论当作

不相关联的东西而加以否弃遥 他断言人的存在对

野他者冶的存在有一种野前本体论的理解冶袁萨特声称

我不能怀疑他者意识的存在袁正如我不能怀疑自己

的存在遥 然而袁萨特坚持认为院野我们与他者遭遇袁我
们不构成他者遥 冶[3]渊P420冤我们的为他者的存在袁虽然不

会遭受怀疑袁但是在通过同他人的日常遭遇才得以

实现遥 如同我们一路穿越世界发现院在每一个角落袁
以众多的方式袁 我们在同他者的意识作亲密的搏

斗遥 萨特在解决他者意识的存在问题的方式上有一

个有趣的特点院不像许多 20 世纪其他的哲学家渊如
海德格尔冤袁他没有回避问题袁也没有企图通过显示

概念混淆之误来消解问题渊一些分析哲学家所尝试

的冤袁而是首先确认问题的本真性袁然后试图找到他

力所能及的最佳解决方案袁出于众多的理由袁他所

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很有趣的遥
正如我们上面所看到的袁萨特并没有走上伦理

学的研究道路袁他关注的是现象学和本体论遥 在这

一点上袁为表明对人类状况的某一特殊描述能够支

持野规范伦理学冶袁就必须从这种描述中找到某种规

范性支点遥 在犹太教尧基督教尧伊斯兰教里袁这个支

点就是一个单一的尧完美的神遥 在马克思主义的版

本里袁这个支点就是无可逃避的历史进程遥 在某些

哲学家那里袁 这个支点是一种人的本性的理论袁例
如院人是一个理性的动物渊亚里士多德冤曰人是一个

趋利避害者 渊边沁和密尔冤曰 人是权力追逐者 渊尼
采冤遥 萨特对人类状况的描述所面临的一个麻烦是院
它似乎未给规范伦理学预留什么支点的位置袁他否

认上帝的存在尧 否认历史有一种无可逃脱的进程袁
也否认人类有某种确定的本性遥 他赋予尧归属给人

类的只是自我欺骗尧拒不承认自身的偶然性尧相互

倾轧等等的肮脏脾性遥 萨特在叶存在与虚无曳的结尾

表示袁 他之后将发表一部关于伦理的著作作为补

充袁然而这部叶伦理学笔记曳却成为了未完之作袁波
伏瓦最终完成了著名的存在主义伦理学著作要要要
叶模糊性的道德曳遥

在叶模糊性的道德曳中袁波伏瓦的哲学兴趣主要

是伦理学要要要我们应该如何生活遥 她并没有萨特关

于人类关系和道德的黯淡看法袁而是强调我们在自

我要他者关系中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性的可能性和

自由的道德层面遥 在叶模糊性的道德曳中袁波伏瓦强

调了人类存在的多重性袁这是波伏瓦对本体论的富

有挑战性的贡献遥 波伏瓦认为袁道德产生于人类与

世界及他人的交往中袁它不是外加的袁也不是人类

本性中简单的一部分袁这两种来源都试图否认人类

存在的不确定状态遥 野模糊性冶是波伏瓦伦理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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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主要概念袁波伏瓦认为它构成了人类存在的一

个基本特征遥 人的存在是模糊的袁因为人类都是同

时自由而不自由的袁相互独立而彼此联系的袁对自

己而言是整体袁对别人来说是客体遥 波伏瓦伦理思

想中模糊性的两个重要的例子是院人与人都是彼此

分离的袁但同时彼此依赖曰对于女性来说袁她们的具

身渊Embodiment冤和她们的欲望是模糊性的经验遥 传

统的道德理论试图通过道德的外部源泉赋予个体

意义来逃避这种不确定袁而存在主义伦理学则要求

个体通过包容自由来赋予自身意义袁人类对世界负

有责任遥 这样袁波伏瓦的伦理学是建立一种模棱两

可的伦理学要要要存在的意义不是固定的袁它必须经

常获得新的含义袁一个自由的主体通过他的筹划来

发掘意义遥
四尧结语

综上所述袁野他者冶理论研究中的种种分殊迥异

表明袁萨特和波伏瓦的存在主义哲学存在着很大的

不同袁他们都在各自的研究道路上为探讨自我和他

者的关系做出了新的贡献遥 萨特的野他人即是地狱冶
或许消极袁 但萨特并没有主观臆想地构造他人袁而
是认为没有什么比他人更实在袁将其置于存在论领

域谈论这个问题遥 波伏瓦则更加看重自我与他者之

间相互性的潜在倾向袁致力于承认他者的存在和自

由袁探索与他者相处的不同模式袁将自我与他者的

关系上升到伦理层面的道德关系遥 尽管波伏瓦伦理

学思想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萨特袁但她在很多

方面超越了萨特遥 最显著的是袁波伏瓦的存在主义

伦理学要求承认他人的自由遥 这一内容使她的思想

更加适合社会和政治状况袁在自我和他者的关系日

益被各方所重视的现代社会袁关照他者袁以宽容尧平
等的心态对待他者袁这是哲学的价值所在袁是社会

发展的现实需要袁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现

中国梦的必然要求袁而不至像萨特一样陷入唯我论

的批评之中遥 在波伏瓦的有生之年及死后的许多年

中袁她仅仅被描述为萨特的一个助手袁只是在最近

几年袁波伏瓦独特的贡献才获得了应有的认可遥 正

确认识萨特和波伏瓦野他者冶理论的分殊迥异袁有助

于澄清他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论思考袁使学术界对萨

特和波伏瓦的野他者冶理论有一个客观公允的认识

和评价袁正确处理自我和他者的关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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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fference of Sartre and Beauvoir' the Other Theory

YANG Jian-bing袁CHEN Shao-hui
渊College of Marxism Wuhan University袁 Hubei Wuhan 430072袁 China冤

Abstract: The other theory is an important theme in Sartre and Beauvoir existentialist philosophy. Sartre and Beauvoir
have many same philosophy resources, such as Hegel's Master-Slave dialectic. But Beauvoir was not affected by Sartre re鄄
garding Master-Slave dialectic as a fight to high in the struggle. She is more emphasis on the potential of self and others. In
Beauvoir's view, since the other is inevitable, therefore the other's freedom is in my situation. And Sartre said it is an abso鄄
lute voluntaristic freedom. Sartre's description makes him not given the position of normative ethics, thus he took the road of
ontology and phenomenology research. Beauvoir is more concerned about moral freedom. The difference of Sartre and Beau鄄
voir's the other theory developed from this.

Key words: The other; Sartre; Beauvoir; Existent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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