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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然与习俗的关系自古希腊社会开始就一直影响着西方政治哲学的基本架构。施特劳斯回归柏拉图式的政

治哲学的一个核心要素是“自然”。通过发现自然，批判习俗主义，追寻永恒的自然法观念，施特劳斯开辟了新的致思方

向，展现出其独特的思想脉络。施特劳斯通过对习俗主义的批判，重现事实与价值统一的古典自然法观念，重塑政治共同

体价值规范，恢复古典政治哲学的地位和声誉，拯救现代政治哲学危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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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籍德裔犹太人施特劳斯是20世纪政治哲学研究领域的杰出代表，他终生从事政治哲学研究，晚年用

近二十年的时间疏解古希腊经典著作，成果卓著。我国学者对施特劳斯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最初只

有一些零散的关于施特劳斯的生平和思想的简单介绍。自2003年开始，研究施特劳斯的文章才逐渐增多，

也预示着国内学界对施特劳斯的研究开始升温。目前来看，我国学界对施特劳斯的关注越来越多，并围绕

着施特劳斯的研究形成了种种争论。不管是对施特劳斯思想的极力推崇，还是对其全面批判，都为人们认

识施特劳斯的真相遮上了一层面纱。客观认识围绕着施特劳斯的争论，需要分析其思想源头。在对施特劳

斯的研究中，学者们对现代性的批判、政治与哲学的关系、犹太人的问题、自然权利的问题、隐微写作的问

题、自然法思想等关注较多。田光远（2007）认为，施特劳斯向古典政治哲学立场的回归并不能真正解决现

代性问题，反而产生新的弊病[1]。陈建洪（2008）主张，施特劳斯回归古典政治哲学坚持的是一种古典完美城

邦理念，与现代自由主义的文明理想有区别[2]。刘小枫（2009）认为，施特劳斯启发国人重塑古典心性，超越

西方现代启蒙理性[3]。高山奎（2010）分析了施特劳斯针对犹太人问题的各种解决方案[4]。张敏（2013）分析

了施特劳斯关于现代性的三次浪潮的论述中出现的两次危机[5]。杨子飞（2013）认为，施特劳斯坚持现代启

蒙运动“从人们实际上如何生活出发”，实现了政治和哲学的联盟，但是导致了两者的相互扭曲[6]。牛子宏

（2015）认为，施特劳斯的古典自然正当观念最终难免陷入价值一元论[7]。陈亚丽（2016）指出，施特劳斯提出

显白教诲和隐微教诲相结合的写作艺术来解决政治哲学的难题[8]。徐航（2017）指出，施特劳斯坚持在自然

法虚无化的现当代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是非常必要的，但又是尝试性的[9]。

学界对施特劳斯的研究中有的涉及古典自然正当观念，但对其关于古典自然法思想的研究还比较少，

特别是关于施特劳斯对习俗主义的批判还没有专门的研究。施特劳斯回到前哲学世界，重新发现自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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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自然与习俗的分化，批判习俗主义，为现代社会寻求永恒的自然法观念，这是贯穿施特劳斯思想的一条主

线。施特劳斯通过批判现代政治哲学，致力于回归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促使施特劳斯走向回归之路的是

对现代政治哲学表现的种种不满。施特劳斯认为历史主义盛行，最终产生虚无主义，导致终极价值失落，进

而危机到人类的生存，只有回到古典政治哲学的根基处，才能找到解决应对人类生存危机问题的答案。

一、施特劳斯重新发现“自然”

古希腊的哲人们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有着非同寻常的洞察力。古希腊哲学研究的第一个对象就是

“自然”。自然是摆脱了偶然因素和习俗干扰的理性的思考，是永恒不变的依本性的存在，是真和善未分的

一种状态。自然的观念建立在追问初始物存在的本体论哲学和形而上学之上，这是一种整体性的思维，在

这种思维范式下事实与价值是合一的。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和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自然成为科学的对象

和产物，成为人们孤立看待的外在世界，自然的观念逐渐丧失了最初的含义。现代的“自然”指自然物或自

然界，即事物或事物的集合，仅仅成为一种现实的事物，丧失了价值的维度。施特劳斯回到人类社会的起始

阶段，重新寻找失落的事实与价值合一的自然观念。

在早期希腊社会，某种一成不变的古老的习俗引导着人们的生活。但是随着城邦的衰落，社会状况恶

化，诸神争斗、价值多元，政治生活中缺乏具有影响力的权威，人们不再相信关于世界和政治生活的神话，也

不再相信祖传的习俗。人们对什么是正义和高贵的问题争论不休。在哲学产生之前，关于这些问题的回答

来自于祖先或神，当诸神不但不能提供关于正义和高贵问题的令人信服的答案，诸神表现出的任意性进一

步使问题更加复杂和混乱时，疑惑重重的人们不再从诸神中寻找政治生活的答案，而是转向“自然”，人们寻

找政治生活中依自然就是正义的标准，这种标准就是最早的自然法的观念。施特劳斯指出：“自然法意指这

样一种法（a law），它可以判定何为正确、何为错误，判定何者具有权能（power），或依据自然固有地（从而时时

处处都）有效”[10]183。在施特劳斯看来，最早的自然法观念起源于人们对自然的发现。对施特劳斯来说，发现

自然和哲学的产生是合一的，“第一位哲学家就是第一个发现自然的人”。

什么是自然呢？施特劳斯考察了古希腊诗人荷马的著作，认为荷马最早且唯一一次提到“自然”是在

《奥德赛》卷十中。“自然指的是某物或某类物的特征、外观和活动方式，同时也指某物或某类物不是由神或

人创造的”[11]。施特劳斯认为荷马关于自然的认识对于理解古希腊哲学家的“自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在施特劳斯看来，自然不是“现象之全体”，否则的话发现自然就是不可能的，自然的发现意味着把全体分成

了自然的现象和不属于自然的现象。在发现自然之前，自然长期处于隐蔽的状态，而使自然被隐蔽起来的

就是各种祖传的习俗。由于它是关于人类自身的习俗而拥有“至上的”权威，成为人类共同体之间互相区别

的规范。这种祖传的习俗是人类长期流传下来的古老的规范。在前哲学世界，人类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要

受这种祖传习俗的约束，这种祖传习俗的权威不是来自理性论证，而是来自其古老性。为了巩固祖传习俗

的权威，人们把祖先的习俗“神化”，认为祖传的习俗来自于某种神灵，或者直接把祖先看作是神或神的儿

子。这样，人类共同体遵守习俗就被看做是“神的法则”，这种“神的法则”就成为人们判定行为正当与否的

标准。如果这种习俗的权威不受质疑，自然不会被发现，哲学也不会出现。在施特劳斯看来，这种祖传的习

俗并不必然与“自然”相冲突，它们本身也反映自然。但是在自然被发现之前，人们不能认识它们的自然性，

即人们还不能区分祖传的习俗中哪些是永恒的，哪些是属于某个共同体的。

发现自然需要清除阻碍自然被发现的障碍。施特劳斯指出，在一个由祖传神法支配的共同体中，这种

祖传权威阻碍了自然的发现。为了追寻自然，需要打破对祖传神法的迷信。这种对祖传权威的质疑来自于

现实政治生活中存在的困境。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任何特定共同体的权威都仅仅对特定的成员来说才具有

124



正当性，进一步来看，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共同体，也就可能存在形形色色的祖传神法，不同法典之间关于行

为方式或初始事物的记述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使人们对关于何为正确的方式产生了怀疑，人

们开始质疑祖传的权威，这种质疑启发人们认识到形形色色的祖传权威背后的自然就是好的事物。

自然的发现意义重大，它使人们能够区分自然（pyhsis）和习俗（nomos），同时，自然的发现也代表着哲学

的产生。施特劳斯认为如果不是自然被隐匿起来，自然就不用被发现。共同体中各种各样的习俗规范、生

活方式是可以被人们直接认识的，但是在各种权威之下的自然却不能被直接认识。在共同体中，为了保障

稳定的秩序，需要人们对初始物有一致的认识，并且需要各种法律规范来保障这种认识的权威性，保障人们

服从。法律的权威来自共同体成员的共同的约定或习俗，共同体的法律或习俗把自己认定的初始物作为

“自然”，自然就是共同体的习惯。要发现真正的自然，就要突破共同体的自以为是的对“自然”限定，追寻始

终如一的“初始物”。哲学的出现就是要追寻这样的初始物，追寻“自然”。由于自然的发现，哲学彻底改变

了人们对于政治事务特别是对法律的态度，使这些事物的权威从来自祖传的转变为来自“自然（本性）”，即

本性就是善的。哲学认识到“自然”就是最高的权威，它不依靠任何权威，它比任何权威都要古老，比人为的

事物要高贵。通过对哲学产生之初的状况进行分析，通过哲学家的反思活动，隐匿在习俗中的自然终于得

以展现。“通过根除祖传的权威，哲学认识到自然就是权威”[12]92。

施特劳斯认为发现自然和习俗之间的区别，还不能必然产生自然正义的观念，因为有可能所有的正义

都来自习俗。政治哲学的根本主题是追问自然正义是否存在。习俗主义认为不存在自然正义，正义因不同

的社会而不同，所有正义都是习俗的，也就是它们没有自然的依据，是由共同体决定的，它们除了某种同意

之外没有别的根据，而同意不能产生真理。

二、施特劳斯对习俗主义的批判

在古希腊社会人们围绕着正义问题争论不休，习俗主义是当时具有重要影响的思想，也对自然法观念

构成最大的威胁。施特劳斯重新审视了习俗主义的论证。习俗主义把自然与习俗之间的分别作为最根本

性的，认为任何社会关于正义的观念都是属于一定的城邦的，而城邦都是习俗的，因此正义的观念也是习俗

的。习俗主义仅仅推崇约定俗成的观念，否定自然正义的观念。

习俗主义把正义作为隶属于特定生活状况的城邦的习惯或方式，这些方式的形成是由城邦任意决定

的，任何城邦都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城邦为了维护秩序把属于城邦的意见上升为权威的意见，这些意见只能

是习俗性的。为了证明这个论点，习俗主义举证说不同的城邦具有不同的正义观念。“政治哲学似乎就是从

这一争论开始的，关于正义观念的多样化证明不存在自然正义，或者证明所有正义都有习俗的特征。”[12]10施

特劳斯认为这个论争不能证明习俗主义的观点，习俗主义变化不定的正义观并不能证明不存在自然正义观

念或者自然正义观念是不可知的，人们对于何为自然正义观念的争论不休，恰恰证明了人们在争论相同的

对象，证明了存在自然正义观念。施特劳斯指出，虽然人们在何为正义上存在诸多争论，在所有的地方，人

们总把正义等同于合法，这证明了人们关于正义存在着普遍的原则。即便存在“不义”的法律，把正义和合

法等同的普遍信仰根据不足，也能表明“合法”或多或少反映着自然正义观念。施特劳斯指出，自然正义观

念就在所有法律根基处，并且从这种根基产生。施特劳斯看到了法律本身存在的自相矛盾，一方面法律宣

称其本质是善的，另一方面，法律又是城邦的共同意见，其本质不可能是善的，有可能是卑下的。法律宣称

是善的因为它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目的，维护公共利益是正义的。但习俗主义把公共利益看作是城邦的利

益，公共利益是习俗的，是假称代表了城邦利益的部分人的利益。习俗主义否认存在自然正义，正义让人们

去维护公共利益，但人的本性是追求个人私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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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特劳斯重新回归柏拉图对各种习俗主义的批判。柏拉图把习俗主义以追求个人私利为目的的基本

观点简化为“善即快乐”，这个观念取代了最初的把善等于祖传的观念。在施特劳斯看来，当人们在自然与

习俗的区别中去拒绝祖传的权威时，祖传的权威所禁止的东西就成为人们所想往的东西，这些东西不是基

于习俗被人们所想往，因为它们是被习俗禁止的，是因为自然的原因被人们所想往的。对于快乐的渴望和

对于痛苦的厌恶诱使人们偏离了将习俗视为权威的路径，这样追求快乐的自然取向第一个替代了遵循祖制

的习俗取向。施特劳斯区分了哲学的习俗主义和庸常的习俗主义，哲学习俗主义最大的代表是伊壁鸠鲁主

义，追求善即快乐，主张过一种退隐的哲学生活，远离政治，追求内心的宁静。哲学习俗主义认为合于自然

的生活乃是哲学家的生活，“好的生活，符合自然的生活，是生活在公民社会边缘的哲学家的退隐生活。献

身于公民社会和服务他人的生活，不是合于自然的生活”[12]113。哲学习俗主义的世俗化导致了庸常习俗主义

的出现，庸常习俗主义以色拉叙马库斯、格劳孔等为代表。他们认为善和快乐就是比别人拥有更多或者统

治别人，他们用财富、权力等低级的大众能体验到的快乐代替了更高级的哲学快乐。正义必然限制人们的

这种欲望，所以正义与自然相反。庸常习俗主义的典型代表是智者学派。在柏拉图看来，智者教给人们的

是虚假的智慧，而不关心真理。智者比大多数人更清楚智慧是人类的卓越之物，但是他们不热爱智慧，仅仅

看中智慧能带来的荣誉。施特劳斯认为坚持“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智者们以培养能言善辩的公民作为自己

的目的，放弃对自然正义的追求。由于人人都是价值判断的标准，这种价值判断的主观性导致超越于个体

价值之上的自然法观念的丧失，这必然走向价值相对主义和历史主义。

三、施特劳斯回归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

施特劳斯批判习俗主义的目的是要重新找回自然正义。习俗主义和古典自然法观念对于自然（本性）

的理解不同，习俗主义把自然等同于快乐，古典自然法观念认为善的事物不同于使人快乐的事物，自然就是

追寻人的本性的完善，追求美德。施特劳斯认为，对于古典哲人来说，“善的生活是和人的存在的自然秩序

相一致的生活，是从秩序良好的或健康的灵魂流溢出来的生活”[12]127。这种善的生活不是为了追求快乐，而

是为了实现人性的完美化。习俗主义把人作为追求快乐欲望的主体，认为高尚之物是善的，因为它有助于

快乐的实现。但古典自然法观念把人看作追求人性完满的道德主体，人性完满是与私利无关的，本性上就

是高贵的东西。人类高贵性的整体就是由这些本性上就高贵的东西构成的，它指的是秩序良好的灵魂。施

特劳斯把自然法观念看作是和习俗相对的恒常，是政治社会的终极价值标准。在施特劳斯看来，自然法观

念是“超历史、超社会、超道德、超宗教的”，人生活在自然法观念之下，自然法观念引导人实现本性的完满，

过有德性的生活，达到人的优异性。

施特劳斯指出，人类秩序良好的灵魂的实现和人的优异性的实现更离不开最佳政制。施特劳斯回归柏

拉图式政治哲学，探讨最佳政制的问题，为永恒的自然法观念提供基础。对于古典哲人来说，人天生就是社

会的存在，社会也是一种自然的存在，所以人的优异性的实现离不开共同体提供的条件。共同体采用什么

样的政制才能保障这种优异性呢？这是政治哲学需要解决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最终为自然

法观念的存在提供可能性。施特劳斯认为柏拉图的《理想国》事实上没有展现最佳政制的特征，而是揭示了

各种政制的本性以及局限，柏拉图的《法律篇》精心阐释了最佳政制的构想。在施特劳斯看来“政治哲人通

过批判性地诘问历史上公认最受敬重的各种政制的有才干的代言人，通过引发与他们的辩论，尝试揭示最

佳政体；政治哲人沿着这些代言人的自相矛盾和缺陷表面上所指示的方向，寻找超越他们的途径”[10]12。

施特劳斯所理解的政制是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整全”。政制是一种向着特定目标的社会生

活，这个目标隶属于一个全面的目标，为了实现特定目标需要用一种与目标相一致的方式来组织、安排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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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现实生活中政制是多种多样的，不同政制之间必然存在冲突，这迫使人们思考哪种政制是最佳政

制。施特劳斯通过对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的考察，指出最佳政制的实现需要“机运”，最佳政制虽然优于现实

的政制但缺乏现实性，根本原因是“人介于兽与神之间”。正义把人们团结在一个共同体，但共同体中不同

等级的人对于如何安排各种善，如何安排各种生活方式，如何实现正义具有各自的看法，形成不同“政制”。

“不同‘政制’之间的冲突，是在所有政治生活根基处的决定性冲突，而在狭隘或者严格的意义上说，柏拉图

式政治哲学的目标就是裁断这些冲突”[10]12。施特劳斯指出，依据自然的最佳政制（best regime by nature）是解

决不同类型政制冲突的有效方法。在施特劳斯看来，这种最佳政制虽然是合于自然的，但是可能永远不能

实现，而仅仅存在于人们的言辞中，是一个言辞中的“乌托邦”。因为纯粹的自然正义要求哲学家的绝对统

治，要求依据自然分配给每个人应当的东西，处于不同自然等级秩序上的人会分配到不同的东西，这是难以

实现的，所以现实可行的政制需要对纯粹的自然法观念进行稀释。对纯粹自然正义观念稀释的原则是同

意，依据平等的原则，每个公民拥有平等的地位，平等地参与到政治统治中，拥有私有财产。

四、施特劳斯批判习俗主义的当代价值

施特劳斯考察自然的发现，批判习俗主义，回归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动力源于现代政治哲学的危机，现

代政治哲学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最终结果是“政治哲学概念自身的解体”[13]。在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双重

打击下，作为终极价值标准的自然法观念被抛弃，政治哲学丧失了合法性。“历史和科学，现代世界的两大力

量，最终成功地毁灭了政治哲学存在的可能性本身”[14]。现代西方人不再相信自己能够知道“什么是好的，什

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不再相信能知道什么是正义的，什么是最佳政制。施特劳斯生活在20
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政策，迫使作为犹太人的施特劳斯流亡美国。

这些经历使施特劳斯不断进行哲学反思，寻找拯救犹太人悲惨命运的出路，克服极权主义的魔咒，为现代社

会找到可以凭靠的自然根基，重现古典自然法的观念，重塑政治共同体价值规范。

在施特劳斯看来，历史主义不仅是众多哲学流派中的一种，而且是几乎影响了所有当代思想的最强大

的力量。习俗主义与当代盛行的历史主义有着相似性，历史主义把自然法的观念消解在特定的历史阶段，

而习俗主义把自然法的观念消解在特定的城邦。当代人深陷历史主义的困境，一步步走向了相对主义、虚

无主义。软弱的自由民主制的魏玛共和国无力对抗纳粹极权主义，最终的结果是走向法西斯主义。施特劳

斯把现代政治哲学危机的根源归为拒斥自然法观念，抛弃了进行价值评价的终极标准。施特劳斯批判习俗

主义的目的和批判历史主义的目的是一致的。在施特劳斯看来，习俗主义是古典哲学诸多形式中的一种，

虽然习俗主义与柏拉图的立场之间具有深刻的差异，但是他们都承认自然和习俗之间的分别是根本性的，

这就意味着自然具有比习俗更高的尊严，习俗主义的根本前提是把哲学视为把握永恒的努力，承认哲学，仅

否认自然正义的存在。与习俗主义不同，历史主义否认哲学，认为人类思想在本质上是历史的，对于把握永

恒的东西是无能为力的，不存在唯一的自然法观念，自然法观念是属于某一个“历史世界”、“文化”、“文明”

或“世界观”。历史主义和习俗主义运用了相同的论证手段，即都从人们关于自然法观念存在形形色色的观

点，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不存在不变的自然法观念。施特劳斯认为这仅仅是表面现象，习俗主义和历史

主义都要诉求不变的特性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习俗主义假定人天性就是追求善的，善即快乐，历史主义也要

诉求一个非历史的前提，显然历史主义自身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前提。历史主义断定所有人类思想都是历史

的，它承认了人类思想有能力获得某种普遍有效的洞见，这一论点具有超历史的性质，使得历史主义面临难

以解决的困难。施特劳斯把历史主义作为现代政治哲学发展的结果，在其中，通过“自然”的视域来认识事

物的古典政治哲学被抛弃，从“历史”的视域认识事物的历史哲学居于主导地位。历史主义最终走向了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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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主义，激进历史主义认为历史不是理性活动的结果，而是偶然的，是人类主观的、无根基的“决断”。施

特劳斯将激进历史主义看做是虚无主义的别称。

施特劳斯对习俗主义的批判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它使人们深入理解当代历史主义的困境，并且借助古

典智慧为克服历史主义问题开辟新的致思方向。面对历史主义对永恒自然法观念的拒斥导致的虚无主义

命运，施特劳斯力图重新找回事实与价值统一的自然法观念。他回到自然与习俗尚未分化的人类社会的起

始阶段，重新发现自然的原初含义，根除现代人对自然的物化理解，回到哲学初露面之前，重新建构“自然世

界”的本质特征。不同于习俗主义者，古典自然法观念不再把人的自然看成是已经实现的东西，而是人所追

求的东西。人的自然所追求的德性是一个未完成之物，在人性和德性之间，存在着不同等级的人与人之间

的自然差异。正是在这种差异中，古典自然法观念找到了自然正义的基础。施特劳斯分析柏拉图对习俗主

义的批判，分析古典自然法观念的确立，对于现代政治哲学应对历史主义的挑战，克服虚无主义具有启示意

义。施特劳斯并不是单纯为了回到古典，而是为了解决西方文明的危机而追溯传统，从西方文明的根基处

寻找一条不同于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思想路径，其根本目的是拯救陷入危机的现代西方政治哲学。施特劳

斯的理论对于我们在事实与价值统一的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政治哲学具有借鉴价值。

施特劳斯虽然发现了政治哲学中存在的根本问题，但是他开出的药方却难以有效。施特劳斯把现代政

治哲学危机的解决看成是思想本身的问题，这场危机的起源和结束都是在思想中进行的，拯救危机的出路

仅仅在于观念中，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面对学界的施特劳斯热，我们应该冷静对待、客观分析，看到施

特劳斯思想具有的形而上学的抽象思辨性。对施特劳斯的思想，我们应该持审慎态度。施特劳斯通过理论

手段来应对现代性的危机，企图重构普世的自然法观念作为终极价值的评价标准，这种形而上学的回归具

有绝对主义的色彩，在多元主义的当代社会是行不通的。施特劳斯为了批判历史主义否定普遍永恒价值规

范的弊端重新寻找超越习俗主义的自然法观念，但是他对自然法观念的考察脱离了特定的社会背景，并忽

视了社会结构的转型及其历史必然性，而现代社会转型必然会产生对自然权利观念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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