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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中本体、知识和价值的整体论诠释
余天放
摘

要：中国哲学中持有一个关于价值、知识和本体相统一的整体论观点，这一整体论，一方面体现于个人、社会以

及宇宙间的相互依赖，另一方面体现于本体论、知识论和价值论之间的统一。 但这种整体论并没有排斥对于世界
的实在性理解，因为可以通过世界中所包含的关系性质（ 外在性质） 来说明一些抽象范畴何以在语义上是实在的。
此外，中国哲学作为一个有机的系统，能够在一种“ 进化认识论” 的框架内被解释，这种解释进一步强调了该系统的
可变性和开放性。 最后，在中国哲学的整体论中知识和价值间联系的问题尤为突出，而宋明理学中“ 居敬穷理” 的
概念给出了一种解释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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蒯因的这种整体论思想影响了人们看待知识的

一、引言

方式，即不再局限于传统上通过证实或证伪的方式

整体论最早的雏形可见于亚里士多德的一些论

述当中，例如， 亚里士多德在 其 《 物 理 学》 中 表 示：
“ 对我们来说明白易知的，起初是一些未经分析的
整体事物。 而元素和本原，是在从这些整体事物里

把它们分析出来以后才为人们所认识的。” ① 此后，
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整体论思想被生物学家贝塔朗菲
（ Ｌｕｄｗｉｇ Ｖｏｎ Ｂｅｒｔａｌａｎｆｆｙ） 所重视，形成了关于整体的

一般系统论科学。 ② 而在当代西方哲学中，整体论真
正受到人们的关注是源于蒯因在批评逻辑经验主义

时所持有的一种知识整体论的立场。 ③ 该立场认为，

来评判某一知识的真实性，而是同时顾及观察结果
和知识整体间的关系，因而知识应呈现为一种可修
改的形态；并且知识的内部并不存在基础性的“ 分
析命题” ，各类命题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此后，整
体论的思想发展至心灵哲学、生物学、社会学、方法
论、语义学等各个方面。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可以基
于西方哲学中的整体论学说来考察中国哲学中的各
家理论，从而进一步明晰作为一种整体论的中国哲
学是怎样的面貌。
然而，这项工作事实上是极其困难的，因为我们

“ 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陈述不是个别地而是仅仅作

首先需要面对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便是：一种基于自

说，蒯因反对逻辑经验论者所持有的一种“ 每一个

科？ ⑥ 这是一个目前仍难以充分回答的形而上学问

有意义的陈述都被认为可以翻译成一个关于直接经

题，因为在自然科学中，还原论和实在论的立场是较

为一个整体来面对感觉经验的法庭的” ④ 。

这就是

验的陈述（ 真的或假的） ” ⑤ 的还原论或证实论的观

然科学 的 整 体 论 分 析 是 否 也 同 样 适 用 于 人 文 学

为普遍的，人们相信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应将其还

点，因为在他看来，单个的陈述并不能够完全地被经

原为一些最小的单元，这些最小单元的实在性提供

验所确证或否证，而是需要由陈述所构成的整个科

给整个自然科学以实在性。 然而与之不同的是，人

学来面对经验的挑战。

文学科所研究的对象似乎和自然科学的对象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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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不可还原性，即我们无法通过对物理学中分子、

觉材料，但它们中却不包含有普遍性。 基于这两者

原子等对象的研究说明社会中的变革或是自杀现象

间的分歧，此后康德给予了知识一种先天观念论的

的产生。 因而世界中似乎存在一种层级的划分，不

解释，进而将知识理解为具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经

同的实在性层级间并不具有可还原性。 ⑦ 对此，本文
将暂不处理这样的形而上学问题，而是更多地关注
中国哲学内部本体、知识和价值间的统一性问题，对

验的，二是先天的。 在此意义上而言，主客体间才有
了统一的可能性。
然而在中国哲学中，认知主体与客体间的统一

于中国哲 学 如 何 相 融 于 科 学 的 实 在 论， 则 会 另 做

性首 先 体 现 在 对 于 “ 感 觉 材 料” 的 超 越。 普 特 南

本文主体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将在本体

的问题，即在于我们假设了一个认知能力与外在世

说明。 ⑧

论、知识论和价值论区分的基础上说明中国哲学具
有怎样的整体论特征；第二部分将处理中国哲学整
体论中实在性的问题，即我们如何表明这样一种对
于世界的整体性描述具有实在性；第三部分将从认

（ Ｈｉｌａｒｙ Ｐｕｔｎａｍ） 曾表示，我们之所以会产生实在性
界之间的“ 分界面” （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从而被认为我们并
不能直接认识对象本身。 ⑩ 但在中国哲学中， 这一
“ 分界面” 的认知假设通过“ 心” 的概念被消除掉，因
为“ 心” 作为一种知觉、意识的能力，其中已包含了

知哲学的角度进一步表明中国哲学的整体论相融于

各种道德本性，以至于各种事物运动变化的机理，对

自然主义的认识论；第四部分将处理知识论和价值

于事物的认识即要充分发挥“ 心” 的作用。 这一学

论之间的关系问题，即表明中国哲学中如何产生出

说可能会被看作是一种观念论的模式，即相信事物

有知识的价值或有价值的知识。

的存在依赖于人的心灵，在心灵之外并不存在可认

二、中国哲学中的整体论特征
基于一种关于整体论概念的宽泛理解 ⑨ ，我们

知对象。 对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是，中国哲学
中对于世界的直觉性认识并没有排除世界的实在
性，即没有将世界存在的原因归属于主体当中，它们

认为中国哲学中的整体论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

间仅是一种认识论上的依存关系。 成中英先生将这

是认知主体和认知对象间的统一；二是本体论、知识

种依存关系发展为一种“ 本体诠释学” 的体系，从而

论和价值论间的统一。 第一个方面强调了中国哲学
中认知系统的整体性，第二个方面则是对中国哲学

。

认为“ 本体的概念是在诠释中形成并发展的” 

其次，中国哲学中的整体论还体现于本体论、知

中各个部分间相互依存关系的说明，并且正是由于

识论和伦理学之间的统一。 价值论在西方哲学的语

前者，我们才能够基于一种知识本体论的立场，认为

境中原本是伦理学的主题，因此当我们考虑世界中

中国哲学中知识、本体和价值间是一个整体和部分

存在着什么（ 本体论） 以及我们能够认识到什么（ 认

的关系。

识论） 时，价值论似乎与这两个方面并无关联。 与

首先，中国哲学中的整体论体现于个人、社会以

之不同的是，中国哲学中关于价值的讨论却相关于

及宇宙间的相互依赖。 个人和世界的互动关系将影

世界本身以及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 例如，孟子说：

响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同时这种认识也将影响我
们的生存方式。 这种关系常被表达为一种主客体间
的统一，然而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这种统一性
是如何实现的？ 在西方哲学的语境中，认知主体与
认知客体被截然地区分开，主体所能够获得的知识

 ；庄子

“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 
 ；龙树

语：“ 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 

言：“ 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
 。 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哲学的各家学说

不出” 

中，心灵和世界的区分并不清晰，我们所能够认识到

有一个外在的原因，而这个原因是独立存在的，它拥

的自然规律很大程度上由我们自身的范畴系统和价

有一些自身的属性，知识即是对于这些属性的认识。

值诉求所决定。 同时，这种影响关系并不是单向的，

因此，西方知识论中关于“ 真” 的最早的定义即是与

在自然中所发现的规律也将同样影响道德规则以及

对象的相符（ 亚里士多德） 。 然而这种认知模式却
一再遭到质疑，唯理论者相信知识的产生必然有一

价值理想等，这在《 道德经》 中有最明显的体现：“ 人


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些先天因素，这些因素并不存在于对象那里；而经验

在西方哲学的框架内，本体论关注实体和性质，

论者却相信知识中只包含了所谓的知觉、印象等感

即我们能够获得知识以及能够实践于其中的客观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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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知识论关注知识的获得和证成；伦理学则关注道

释、道三家的体系中都有所体现，例如，他们都具有

德的基础和来源。 由于大多数本体论学说已假设对

一些需要在整体系统的层面才能够进行解释的概

象独立于我们的经验而存在，因此在知识论中会出
现知识和对象的符合问题，以及在伦理学中会出现

 与此相对，中国哲学

“ 是” 和“ 应当” 的关系问题。 

中本体论世界并没有预设一个能够独立于人而存在
的客观世界，因此对于这一世界的认识包含了认知
主体所在先拥有的范畴结构以及伦理价值所提供给
我们的目的论基础。 对于前者的强调会倾向于建立

 ，对于后者的重视

一种以知识论为前提的本体论 

念：宋儒的“ 理” 、佛家的“ 空” 以及道家的“ 道” 等。
这类概念无法还原为在本体论层面或是知识论层面
以及价值论层面的单独解释，并且也不是三个层面
含义的叠加，而是具有一种“ 有机性” ，即需要同时
考虑三个层面的解释能否相融，并且它们进行综合
后能否进一步解释某单个层面的现象。
三、整体论的实在性问题

则会形成一种价值的本体论。 这其中的分歧在于，

依照上文中的讨论，中国哲学中存在着认知主

本体论、知识论和价值论三者间的联系是单向的还

体和客体，以及本体论、知识论和价值论之间的相互

是可逆的？ 也就是说，某一学派内是否只承认一种

依存关系，因而，中国哲学中似乎并不接受一种现代

固定不变的本体或知识结构或价值，还是认为这些

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实在论，即并不认为存在着一

本体、范畴和价值能够相互影响，继而发展出新的本

个可以独立于我们的概念、信念或意识的世界。 此

体、范畴和价值？ 对此可以认为，中国哲学中的本体
世界、知识结构和伦理价值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

外，中国哲学中关于“ 阴、阳” “ 理” “ 气” “ 道” 的讨论
无疑增强了这种非实在论的立场，因为这些概念似

在各自体系内部能够相互影响，进而产生变化；同时

乎并没有真实的指称，它们的含义是模糊的，并且它

它们也能够与其他体系进行融合，修改此前的理论

们与当下自然科学对于世界的描述也明显不相符。

或模式。

与之相联系，中国哲学中关于真的知识论学说似乎

这一现象可在中国哲学的本体论、知识论或价

也更接近于一种融贯论的观点，因为我们只能够在

值论的各自发展中看出。 例如，在儒家的本体论中，

某个学派的体系内部去解释这些基础范畴的含义，

人们由最早的“ 天命” 观（ 先秦时期） 转变为一种“ 物

而包含它们的命题或语句却很难通过现实中所对应

类相应” 的宇宙观（ 秦汉时期） ，此后又经历了受玄
学影响而形成的“ 自然” 观（ 魏晋时期） ，以及发展至

宋元时期所产生出的“ 理学” 本体论。 与之相关联，
儒家 的 知 识 论 也 经 历 了 早 期 孔 孟 的 “ 心 性 知 识

 ，西汉时期董仲舒的“ 天人感应” 说，以及宋明

论” 

的实体或属性去保证它们的真。
然而，这种整体论的世界观并不必然导致一种
非实在论的立场，至少不是完全的。 因为我们所存
在于其中的世界可以被解释为包含了两种不同种类
的性质，一种是内在的，而另一种是外在的。 前者完

时期的“ 格物致知” 或“ 致良知” 等。 而在价值论中，

全相关于事物本身，而后者是将某物置于一个更大

求，在各个学者那里也莫衷一是。 此外，儒、释、道三

是内在性质，而物体的颜色、重量等则被看作是外在

家间的相互影响也是明显的，例如，李翱的“ 复性”

的。 基于这一区分，我们说在中国哲学中不同学派

说、郭象的“ 名教即自然” 等。 因此，本体论、知识论

关于宇宙和世界的描述仅仅相关于其中对象的外在

和价值论之间并非一种单向的因果关系，而是处于

性质，而这种描述可以在一个整体论的框架内进行，

相互影响的关系中，本体论会因为知识论或价值论

因为这些性质本身便是关系性的，它们的存在须依

对于“ 仁” “ 义” “ 礼” “ 诚” “ 敬” “ 良知” 等理想的追

 例如，物体的质量一般被看作

的整体中所具有的。 

的诉求而改变，同样价值论也会因为本体论的修改

 例如，张载在

赖于其他的对象或者是认识的主体。 

而变化。 只是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本体论、知识论

解释“ 气” 这一范畴时说道：“ 太虚无形，气之本体，

和价值论三者间的地位会有所不同，例如，孔子强调
了价值论的在先性，老子强调了本体论的在先性，而

 ；庄子认为：“ 人之生，

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 

气之聚。 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故曰：通天下一气

王阳明则强调了知识论的在先性。 因此，整体论的

 严复曾批评中国哲学中对于气的说明是十分

耳。” 

概括突出了中国哲学系统的在先性，而非某个单一

模糊的，他说：“ 有时所用之名字，有虽欲求其定义，

的本体论、价值论或知识论概念的在先性。 这在儒、

万万无从者。 即如中国老儒生之言气字……今试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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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所云气者，究竟是何名物，可举似乎？ 吾知彼必

而这种立场在今天看来却承受着诸多的质疑，因为

茫然不知所对也……今夫气者，有质点有爱拒力之

在一个物理世界中我们似乎无法找到任何能够为这

 在严复看来，中

物也，其重可以称，其动可以觉。” 

些价值提供实在性的客观基础，此外我们似乎也无

国哲学中“ 气” 的概念没有具体的指称，因此其含义

法说明对于这些价值的认识是如何可能的。 这两方

是不明晰的，并且它与今天物理学中所使用的气的

面的困难被看作是关于实在论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

概念完全不同，我们无法言说它的具体构成。

的难题。 针对这两方面的困难，中国哲学中对于价

对此，依据上文中关于内在性质和外在性质的

值的说明实则给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一方面，我

区分，我们说，中国哲学中的“ 气” 是关于事物的外

们可以在一种整体论的体系中承认价值的客观实在

在性质所做的描述，即观察到事物间存在着运动变

性；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诉诸一种直觉主义的观点来

化的因果联系，而这些联系可以用一个共同的抽象

说明对于价值的认识是如何实现的。

概念来表示，即“ 气” 。 类似于“ 气” 的另一个抽象概

价值论以各种我们在道德领域中所视为有价值

念“ 理” 也同样可用来表示这种关系性性质，它们与

的对象为研究主题，因而价值论中所包含的首要问

学中的基本范畴。 这些范畴在用来规定和描述事物

在？ 如果它不是真实的，仅仅是主体欲望的不完全

“ 心” “ 天” “ 道” “ 有” “ 无” 等概念一起组成了中国哲
时并没有触及事物的内在性质，例如，“ 心” 的概念
并不是用来表示一种和血液相关的，或者是和其他
身体机能相关的具体组织，而是用来表示和对象所

题便是，“ 有价值的” （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这一属性是否是实
归纳，或者是主体的一些非实在的心理状态，那么我
们需进一步说明一些事物 （ 例如幸福、 正义、 善良
等） 被普遍看作是有价值的原因是怎样的。 而如果

相对的主体的认知能力。 这一认知能力可以通过其

这一属性是实在的，那么我们又需要解释它们的实

认知对象而得到说明，例如，陆九渊提出：“ 天之所

在性基础是怎样的，以及我们何以能够获知这些价

以与我者，即此心也。 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

值。 因此，提供一个有说服力的价值理论离不开对

 因此，中国哲学所持有的一种整体论世

即理也。” 

于价值的形而上学基础和价值的知识论来源的讨

界观并非完全是非实在的，而是相信在关于世界的

论，而中国哲学正是通过这一途径将价值论、本体论

物理性解释之上所随附着另一些关系性的性质，而

和知识论结合起来。 价值论在于提出一个具有实在

这些性质是为我们人类所能够独特理解的，并且对

性的价值，其实在性的基础由本体论中所描述的客

于这些性质的认识能够运用于人类所同样栖身的社

观世界来提供，而知识论在于为价值和世界间建立

会当中。

联系，即说明我们如何能够通过对世界的认识获得

此外，大多数学者认为，价值论在中国哲学的各
家（ 儒、释、道等） 的理论体系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
色。 例如，有学者会认为对于价值的确定构成了中

对于价值的确证。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整体论并不
会陷入乞题（ ｂｅｇ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或者说循环论证
的危险，因为价值并不必然地包含于本体当中，本体

国哲学中的本体论基础，在此之上才能够进一步建

世界只是为价值的客观实在性提供一个论证基础。

立宇宙论（ 关于世界的构想） 以及工夫论（ 对于价值

例如，在早期儒家那里，他们所相信的本体论世界是

的实在论，即要求在我们所能够认识的客观世界中

但在此本体论之上，他们所持有的价值观却不尽相

 这种价值的本体论在先地诉诸一种价值

的实践） 。 

存在着一些独立于个体的价值追求，而不同的理论
派别间所存在的差异即在于对这些不同价值的体

类似的：一个包含着人和万物之运行规律的“ 天” 。
同：孔子重“ 仁” ，孟子重“ 义” ，而荀子重“ 礼” 。

认，例如，儒家的“ 仁” 、道家的“ 无为” 以及禅宗的

四、作为一种“ 进化认识论” 的中国哲学整体论

以说明我们何以能够真实地认识它们和把握它们；

优势在于，可以从理论体系的整体角度来说明其中

另一方面，这些价值是独立的和普遍的，否则无法说

具体学说的修改和变化是怎样发生的。 正如上文中

明同一学派内部所追求的价值是共同的。 因此，当

所言，中国哲学中的某一学派或体系会具有一些整

我们进一步考虑中国哲学中关于价值的证成或者来

体层面的基础性概念，而这些概念不能够还原为其

源问题时，我们首先需接受一种价值实在论的立场，

他较低层面概念的叠加。 例如，在早期儒家中，关于

“无念、无相” 。 一方面，这些价值是存在的，否则无

１２６

以整体论来说明中国哲学的特征所具有的一项

中国哲学中本体、知识和价值的整体论诠释

“ 仁” 的解释并不完全等同于“ 义” “ 孝” “ 忠信” “ 恕”

为处理知识和道德的问题，区分了理论理性和实践

一概念才能够充分说明它们自身的含义和价值。 因

有实在性的运用。 因此知识的获取和道德的产生似

 ，相反，这些概念需借助于“ 仁” 这

等概念的析取 

此，对于中国哲学的整体论解释即是在强调，某一体
系内可区分出其中的本体论概念、知识论概念和价
值论概念，但在此之上有一些更为基础同时必须在

 ，而后者才

理性，前者仅仅具有一种调节性的运用 

乎是完全不同的，前者受到我们感官能力的限制，而
后者来自我们的自由意志（ 康德的观点） 。 然而在
中国哲学这里，知识和道德间却没有出现分离的问

整体层面进行解释的体系性概念，它们在某一体系

题，因此我们需要回答的是：这其中的鸿沟是如何被

中的含义并不发生变化，变化的只是可进一步区分

填补上的？

的本体论、知识论和价值论的概念。 例如，在孟子那
里，他改造了“ 仁” 在价值论层面的含义，进而讨论
了“ 仁心” “ 仁政” 等内容。

这种从整体论的视角来考察体系内变化的方式

 （ ｅｖ⁃

能够进一步发现其中所具有的“ 进化认识论” 

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 的特征，即我们对于世界的
认识并非是经验论者所设定的那样，我们只是一个

对此，宋理学家所提出的“ 居敬穷理” 的概念给

出了一种示范性的解答。 “ 居敬” 原本是实践哲学
（ 工夫论） 的内容，即一种排除欲望，保持身心敬畏
的状态；而“ 穷理” 则是知识论的内容，即对于事物
之道理的把握。 但朱熹认为这二者间是相互增益
的：“ 学者功夫，唯在居敬穷理二事，此二事互相发，
能穷理，则居敬功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工夫日

被动的认知主体，在等待客观世界提供给我们认识

 朱子之所以相信这二者间能够互通，即在

益密。” 

的内容；相反，在我们关于世界的认识中包含了我们

于相信心灵在获得知识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主导作

和世界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中具有反馈机制，
当我们在应用某一理论体系中的概念去理解世界或

 ，也包括了道

用。 这里的知识既包括了自然知识 

德知识，它们被认为在人的内心中有其先天的基础

是去处理实践问题时，能够通过世界所给予我们的

或来源，因此获得知识的前提即在于发挥人内心中

反馈调整我们原有的理论体系，使其更适合于解释

的先天能力或成分。 朱熹在这里所讨论的并不是一

 并且，“ 进

主体在世界中的存在状态和认知状态。 

种柏拉图意义上的先天知识，也不是康德所言的分

化认识论” 对于中国哲学之认知模式的描述可以进

析命题，而是认为人的认知能力是先天的，“ 居敬”

一步增强中国哲学中的实在论成分，或者说其中的

的目的在于消除欲望或情绪在认知过程中所产生的

自然主义基础。 因为，此种认识论强调了人类在自

干扰作用。 因此，这不同于此后王阳明将认知对象

然界、社会中不断变化的生存状态对于其建构一个
整体论的世界观的影响，而这一方面在其他各种静
止的认知理论（ 无论是经验论、唯理论，还是经过康
德调和后的先验观念论） 中都被忽略了，并且很大
程度上它们都将这种关于主、客体间关系的描述看
作是非实在的。 只有此后在海德格尔那里，通过对
“ 是” 之本身在时间维度中的追问才得以重视这种
关系性。

五、中国哲学整体论对于事实和价值问题的解释
上文中也曾提及，西方哲学中的知识论和道德
论是相区分的，因此会产生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间
的鸿沟问题，即我们无法从一个事实判断顺利地过
渡到一个价值判断。 例如，我们无法从“ 偷窃会造
成他人的损失” 直接得出“ 偷窃是不应当的” ，除非
我们加上“ 造成他人损失是不应当的” 这一中间条
件，但该条件的得来却又是存疑的。 在康德那里，他

局限于心灵当中的观念论的立场。 “ 格物致知” 以
及“ 居敬穷理” 的方式就此而言是具有实在性的，它
 ，另一方面认为

们一方面肯定了先天的认知能力 
 。 而道德

人的认知能力将受到欲望和情绪的影响 

价值———“ 仁” ———在 此 过 程 中 的 作 用 是 保 证 “ 居
敬” 的目的和方式是正确的，从而使得主体的认知
能力能够充分地发挥出来。
注释
①［ 古希腊］ 亚里士多 德： 《 物理学》 ， 张 竹 明 译， 商 务 印 书 馆，１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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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中虽有“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 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请问之，曰：‘ 恭、宽、信、敏、惠。’ ” 一文，但“ 仁” 的概念明显超越于
此，例如，孔子亦主张“ 爱人” “ 克己复礼” “ 孝弟” 等同为“ 仁” 这一概
念所包含。 
“ 进化认识论” 被描述为这样一种认识理论：“ 进化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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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我们（ 在一定程度上） 确实地认识了世界，因为我们通过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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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殖） 。 我们并非被动、孤立的经典认识论式的认识者。” ［ 英］ 马丁

论·观因缘品》 。 
《 老子·二十五章》 。 

 “ 是” 和“ 应当”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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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 年第 ４ 期。 
 《 孟 子 · 尽 心 上》 。 

 《 庄 子 · 天 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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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０４ 页。 
目前关于认知过程中人的社会性、身体性等特征所发

挥的作用已逐渐被学者们所认识到，而传统二元论式的认识理论也

年，第 ５０８—５１０ 页。 
张耀南在其文中曾讨论中国现代哲学家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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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靖德


本体论和知识论关系问题的不同主张，并且认为张东荪即支持一种
先———中国现代哲学家对本体论与知识论之关系的两种见解》 ，《 新
视野》２００３ 年第 ２ 期。 
 在先秦时期，儒家内部已存在着知识论的


变化和发展。 在孔子那里，他延续了《 周易》 中的本体知识论模式；
而孟子基于这一学说进一步发展了知识论中人性论和道德论成分；
荀子则提出一种自然主义的认识论，否定了以往关于人和自然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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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绪状态对于主体认知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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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科斯林：《 认知心理学：心智与脑》 ，王乃弋、罗跃嘉等译，教育科
学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第 ３５１—３９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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