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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性认识之探说

吴灿新

摘 要：关于“悟性认识”的认知，历来众说纷纭，最主要的说法有以下几种：一是把认识分成感性—知性

（悟—理性三个层次或三种要素；二是将中国传统的“悟性认识”看作与西方“理性认识”相并列的一种特有认识

方式；三是主张认识有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两大认识方式，而理性认识分成“悟性”“知性”“狭义理性”“辩证理

性”“实践理性”五个层阶；四是指出悟性认识是一种高于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高级认识形式。悟性认识首先

是一种认识能力，是对对象本性或内蕴的一种直接性、整体性、有机性和非描述性的整合认识能力，包括直觉

力、想象力和省思力；其次是一种认识层次，是一种比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更高的认识层次；再次是一种认识形

式，有直觉、想象（联想）、省思三种具体认识形式；最后，悟性认识也是一种认识境界与人生境界，只有最高的悟

性认识水平，最强的悟性能力，才能达到最高的认识境界和人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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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性认识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认识，迄今

为止，众说纷纭，给人一种雾里看花的感觉。于

是，本文试图进行探讨。

一、以往对悟性认识的几种

主要认知

悟性认识在人类认识史上由来已久。在中

国，“悟”在《尚书·顾命》篇就已出现：“今天降

疾，殆弗兴弗悟。”［1］在此，“悟”已初有“觉”之

意。在老子那里，虽没有“悟性”之字词，却始有

“悟性认识”之意。《老子·十章》：“涤除玄览，能

无疵乎？”［2］960从老子的“玄览”起，到唐代禅宗

的“顿悟”，如：“悟人顿契。自识本心，自见本

性。”［2］1803中国古代社会逐渐将“悟性认识”引向

了一条神秘主义之路。在西方，古希腊时期哲

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也对“悟性认识”

进行了探讨。黄盛华在《中西悟性认识的差异》

中说，在柏拉图那里，“一方面是标志着人为制

作、工艺、技术等理性方式和运用理智、知识、逻

辑去分析事物的‘技艺’；另一方面又有超乎理

智与技艺之上的审美之悟，即把握世界本体的

‘迷狂’”［3］38。虽然西方后来也逐渐产生了“知

性”“直觉”“灵感”等说法，甚至像爱因斯坦提

出了科学创造的道路首先是悟性的、直觉的而

不是逻辑的这样的说法，却始终没有明晰的“悟

性”与“悟性认识”之概念。黄盛华只是在肯定

中西方都具有“悟性认识”的前提下，重点阐述

了中西悟性认识的差异：“从总体上来看，中国

传统的悟性认识力求将悟性主体消融在被悟的

对象之中，以悟性去克制、淹没理性，强调悟性

主体的直接体悟而‘不立文字’，提倡以悟的方

式超脱现实而向遁世的境界升华，因而是一种

非理性之悟。相反，西方人的悟性认识则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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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性主体与被悟者的对峙和悟性与理性的并

存，肯定语言符号在悟性认识中的作用，并主张

悟性认识的意义生成性和对现实的参与性，所

以呈现为理性之悟。”［3］37无疑，他看到了中西方

“悟性认识”不同的一面，但同时也夸大了这种

不同。事实上，自古以来中西方都有“悟性认

识”，然而中国传统“悟性认识”虽有非理性之极

端一面，也有理性之一面；西方“悟性认识”虽有

理性的一面，也有非理性的一面。

从中西方对悟性认识的研究情况来看，学

术界最主要的认知有以下四种：

第一种以康德为代表。康德把认识分成感

性（Sinnlichkeit）、知性（Verstand）、理性（Vernunft）
三个层次或要素，然而译者将德文中的“Verstand”
首先译成“悟性”，后来又译成“知性”，因此，人

们往往将“悟性”与“知性”等同起来。郭傅澜在

《悟性思维解析》中指出：“所谓‘悟性’，在心理

学或哲学中，都与‘知性’同解，释为一种感知活

动，即在直观感受的基础上所产生的一种直觉

判断或直觉认知。”［4］9近年来学术界通过对“悟

性”与“知性”的深入研究，基本上已将两者区别

开来。但同时，一部分学者将“悟性”归入“感性

认识”之中，另一部分学者则将“悟性”归入“理

性认识”之中。

第二种以侯才为代表。侯才在《论悟性——

对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和特质的一种审视》

中，将中国传统“悟性认识”看作与西方“理性认

识”相并列的一种特有之认识方式：“西方的哲

学思维方式本质上是理性主义的，德国古典哲

学堪称其范本。而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却与其

迥然而异：它无疑也含有理性主义的因素，但并

不归结为理性主义；它较注重和强调悟性、直觉

和体验，但又不归结为非理性主义和直觉主

义。毋宁说，它在本质上更具有‘悟性’的色彩，

是‘悟性主义’的。这种东方的悟性主义与西方

的理性主义大异其趣，却又相映成辉。”［5］27由此

可见，其强调的是，虽然西方哲学包含一定的悟

性主义成分，但本质与主流上是理性主义的；中

国传统哲学有理性主义因素，但本质与主流上

则是悟性主义的，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和

认识方式。

第三种以李洪君为代表。其在《试论“悟

性”的思维“形式”》中，认为认识主要有两大阶

段与认识方式，即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而理性

认识可以分成“悟性”“知性”“狭义理性”“辩证

理性”“实践理性”五个层阶。他进一步提出，

“悟性认识”又有十个处于不同层阶（从人类思

维发展的历史来审视，则处于不同阶段）的思维

形式：“本悟”“体悟”“感悟”“他悟”“自悟”“妙

悟”“领悟”“顿悟”“醒悟”“觉悟”。“除了上述十

种‘悟性认识’层阶的思维‘形式’以外，还有很

多种，比如，中国佛教‘玄览’‘观照’式的‘慧悟’

思维形式，‘坐禅’式的‘禅悟’思维形式，参与活

动式的‘参悟’思维方式等等。”［6］54

第四种以郭傅澜为代表。其在《悟性思维

解析》中指出悟性思维是一种高于感性思维与

理性思维的高级思维形式：“它不是浅层的直

觉或感知，而是高级的高层次的思维运动。同

时，在人的认识实践及其发展中，也是一种思

维成熟的表现。”［4］10而黄盛华在谈到中西悟性

认识的差异时，也说：“中国传统的悟性认识与

西方的悟性认识的最根本的差异就是，前者是

自发的、非理性的，而后者则是自觉的、理性

的，是经过理性认识的充分发展之后并包蕴理

性认识在内的悟性认识。”［3］40这里且不论其评

说中西悟性认识的差异准确与否，但他看到了

悟性认识也可以是高于理性认识的高级认识

形式。

以上这些认知，可以说，都从不同视角、不

同方面、不同层次对悟性认识进行了十分有益

的研究，给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本文试图

在此基础上，做出一点可能有所推进的探索。

二、悟性认识是一种认识能力

什么是“悟性认识”？目前的解释可以说是

多种多样，其中一种有重要影响的解释，是把悟

性认识看作一种认识能力：悟性就是指对事物

的感知力、思考力和洞察力，主要指对事物的理

解和分析能力。

认识能力可以分成感性认识能力、理性认

识能力与悟性认识能力。感性认识能力依赖于

悟性认识之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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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感觉器官，是大脑对感觉器官所接受的客

观事物刺激进行整合和反应的能力，包括感觉

力、知觉力和表象力等。理性认识能力更多地

指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它力图达到对事物本质

的正确认识，包括概念力、判断力和推理力。而

悟性认识能力，则是对对象本性或内蕴的一种

直接性、整体性、有机性和非描述性的整合认识

能力，它包括直觉力、想象力和省思力。如果

说，感性认识能力的特点是直接性、具体性、生

动性、表面性、特殊性，理性认识能力的特点是

间接性、抽象性、深刻性、本质性、普遍性的话，

悟性认识能力作为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则是直

接性与间接性、具体性与抽象性、生动性与深刻

性、表面性与本质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融合。

因此，悟性认识能力有圆融性、丰富性、流变性、

整体性、创造性等特点。

悟性认识能力与感性认识能力以及理性认

识能力一样，都是人类共同具有的一种认识能

力。这种认识能力是人脑的功能，只要是健康

的普通人都能拥有。但每个人的悟性是不一样

的，它受先天和后天的因素共同影响。当然，作

为一种认识能力，它最初只是一种潜能，只有在

后天的开发中才能逐渐形成与发展。一般情况

下，一个人的悟性认识能力与两大因素直接相

关：一是潜能状况。潜能状况与人的大脑状况

（为了说明方便，可以将其分成一般、良好、优秀

三种状态）直接相关，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大脑

状况处于哪一种状态，直接决定了其悟性认识

潜能的限度处于哪一层次。二是后天开发状

况。这里涉及许多具体因素，如环境状况、实践

状况、学习状况等。唯物史观认为，环境决定

人。环境造就人（例如“孟母三迁”），不同的环

境造就不同的人，也在不同程度上开发人的悟

性认识潜能。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提出，实践

是认识的基础，是认识的源泉，不同的实践状况

也决定了对悟性认识潜能不同的开发状态。悟

性认识潜能的开发要以人类传承下来的知识为

基石，学习是增长知识的过程，知识越多悟性认

识能力就有可能越强。如果把开发状况（包括

环境状况、实践状况、学习状况等）也分成一般、

良好、优秀三种状态的话，那么，最简单的分类

就是潜能状况的三种状态与开发状况的三种状

态一致。这样，就会出现以下三种情形：潜能状

况一般+开发状况一般=“通才”，具有一般的创

造性，能够完成各种正常的活动任务。潜能状

况良好+开发状况良好=“人才”，具有很好的创

造性，能够完成许多较难较重的活动任务。潜

能状况优秀+开发状况优秀=“天才”，具有优异

的创造性，能够完成各种十分艰难重大的活动

任务。当然，现实社会生活中实际情况是非常

复杂的，因此，现实的悟性认识状况也是十分复

杂多样的。在此，我们作“简单化”处理，只是为

了方便说明。

在悟性认识潜能开发状况的诸因素中，社

会实践是一个关键性因素。这是因为，悟性认

识能力既是实践开发的结果，也是实践矛盾撞

击的结果。唯有通过实践才能真正检验悟性认

识能力的高低与强弱。中国有句名言：“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从实践开发来看，读万卷书固然

十分重要，只有努力读书，才能让自己的才识过

人。但行万里路更为重要，行万里路不仅能够

增长见识，开阔眼界，还能够让自己的所学在实

践中得到体现与检验，让书本上的知识内化于

心，成为自己内在的认识能力。同时，只有在实

践中，才能遭遇各种矛盾带来的磨炼甚至猛烈

冲击，身心陷入困境之时，悟性认识潜能才能更

好地被激发出来，将悟性认识能力推上新的台

阶。孟子曾说过：“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

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

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

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

其所不能。”［2］943实践的磨难，不仅检验与增强了

人们的悟性认识能力，也成就了一代代英杰及

其伟业。

三、悟性认识是一种认识层次

如果从认识的过程来看，悟性认识是一种

认识层次，是一种比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更高

的认识层次。当然，以往在西方，人们通常把认

识过程（狭义认识过程）分成两个阶段：感性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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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阶段和理性认识阶段。感性认识是初级阶

段，理性认识是高级阶段。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缺陷，把实践、辩证法引入

认识论。毛泽东认为，整个认识过程可以分为

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无数客观外界的现

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

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

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

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7］。

第二个阶段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

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

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7］。整个认识过

程用公式表示就是“实践→认识（感性→理

性）→实践”。这个公式实际上是广义的认识过

程。所以，毛泽东强调说：“一个正确的认识，往

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

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

能够完成。”［7］

人们的认识是在不断深化和细化的。一些

研究者对悟性认识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提出了

自己的看法，认为：“悟性就是对整体的或一般的

表象材料进行类化比较和相似性概括，从而领会

相似性概括的悟象形式所包含的信息意义……

是理性认识初始的起点。”［6］50该论点强调认识

过程（狭义）主要有两个阶段：感性认识阶段和

理性认识阶段，“悟性认识”仅仅是理性认识阶

段的初级阶段。王玉恒在《认识发展阶段问题

讨论情况综述》一文中介绍说，有的学者认为，

认识过程（狭义）应当是三个阶段，根据就是：

“马克思在《导言》中明确讲了三个阶段。感性

具体是片面的、表面的认识；抽象规定深入事物

内部，揭示本质，但还没达到全面的完整的认

识；思维具体是前两阶段的综合，它达到了感性

和理性、抽象和具体、现象和本质的统一。”［8］李

弦指出，马克思认为认识有两条道路：一条是

“从具体到抽象”的道路，另一条是“从抽象到具

体”的道路。第一条道路的“结果”恰恰是第二

条道路的起点，换言之，第二条道路是以第一条

道路为基础的。在这种语境中，感性具体、思维

抽象、思维具体就处在一个辩证的运动当中

了。在实践的基础上，感性具体构成了思维抽

象的起点，思维抽象又构成了思维具体的起点，

它们构成了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整个认识过程

（狭义）用公式表示是“感性具体→理性抽象→

思维具体”①。

那么，悟性认识为什么是比感性认识和理

性认识更高阶段的认识层次呢？悟性认识既不

像感性认识那样，只是由感官直接感受到的关

于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外部联系、事物的各个片

面的认识，也不像理性认识那样，只是人们凭借

抽象思维把握到的关于事物的本质、内部联系

的认识，它是将感性认识阶段和理性认识阶段

的“认识成果”完整有机地融为一体，成为“思维

具体”，包含着“形象中的逻辑”和“逻辑中的形

象”。郭傅澜认为：“这种思维形态既不同于主

观而粗浅的感性认识也不同于旁观而冷静的理

性认识，既不具十分鲜明的形象思维的形态，也

不具特别清晰的逻辑思维的特征，却又决非近

代心理学所指下意识或潜意识一类初级的浅层

次认识活动……悟性思维确是一种很特殊、很

复杂而又不易被人说清的心理活动。之所以复

杂，主要在于它的活动过程参与了过多的心理

成份，即它是包含了感觉、体验、求索、解析、消

化、转移、外射、凝聚、升华等，多种类、多形式的

一种综合性思维运动。”［4］10侯才更明确地指出：

“感性、理性、悟性是人类认识的三种要素或三

个主要层次。”［5］31

同时，悟性认识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面

对实践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世界是充满矛盾

的，认识与改造世界实质上就是认识与解决矛

盾，只有通过认识解决实践中的矛盾，才能真正

改造世界。因此，感性认识面对的实践（矛盾），

是将实践（矛盾）作为认识的客体；是认识主体

在实践中，将客观外界的现象（矛盾）通过认识

主体的五个认识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

形成感性认识。理性认识面对的实践（矛盾），

虽然也把实践（矛盾）作为客体，但却是“指导”

的客体；由于实践（矛盾）的难、易、大、小等方面

不同，理性认识的“指导”特点不同。一般来说，

对“易、小”的实践（矛盾）的推进与解决具有直

接性，但对“难、大”的实践（矛盾）的推进与解决

一般只具有“间接性”。悟性认识面对的实践，

悟性认识之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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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也把实践（矛盾）作为客体，但既是“认识”

的客体，更是“应用”的客体，并且这种“应用”具

有“直接性”。而“易、小”的实践（矛盾）的推进

与解决，往往不是悟性认识的任务。只有对

“难、大”的实践（矛盾）的推进与解决，才是悟性

认识直接性的任务。而且，“越难、越大”的实践

（矛盾）的推进与解决，就越需要悟性认识。还

要看到，人们在实践活动中，通过感性认识，获

得的是经验与艺术等成果；由感性认识上升到

理性认识，获得的是科学与理念等成果；再由理

性认识升华为悟性认识，获得的是灵感与智慧

等成果。灵感与智慧并非理性认识升华为悟性

认识的直接成果，而是包含着感性认识成果与

理性认识成果融为一体的悟性认识，去“应用”

于实践（矛盾）中所获得的成果。同时，它能够

直接性地“应用”到改造客观世界与解决社会矛

盾的实践活动中。如果用公式表示，狭义认识

过程的公式是：“感性认识→理性认识→悟性认

识”；广义认识过程的公式是“实践→认识（感性

→理性→悟性）→实践”。

四、悟性认识是一种认识形式

从认识形式（或思维形式）的视角来看，悟

性认识是一种认识（思维）形式。“钱学森先生首

倡建立我国思维科学体系，认为‘除抽象（逻辑）

思维之外，还有形象（直感）思维和灵感（顿悟）

思维’，从而将‘悟性思维’正式纳入科学研究范

畴。”［9］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除逻辑思维

之外，还有形象思维、顿悟思维等思维形式的存

在。侯才认为：“哲学有两种主要的传统，即理

性主义的传统和‘悟性主义’的传统；有两种基

本的思维方式，即理性思维与悟性思维（在广义

上使用‘思维’概念）。”［5］31因此，可以说，认识的

基本形式或基本的思维形式有：感性认识形式

（感性思维形式）、理性认识形式（理性思维形

式）与悟性认识形式（悟性思维形式）。

侯才还指出，相较西方的哲学理性主义思

维之发达，传统中国的哲学悟性主义思维最为

发达，其主要特点是：第一，“自我性。悟性本质上

具有自我意识性质，是一种自我意识性”［5］29。第

二，“本体性。这里的本体性，是指一种道德的

本体性，即以道德本体为根基”［5］29。第三，“整体

性。也就是说，是对对象的整体性把握”［5］30。第

四，“直接性。即摈除事象、语言、文字等一切间

接性，直接指至整体、本性”［5］30。第五，“逆向

性。打破日常和常规思维定势，采用反的、负的

或逆向的说明方法，通过诉诸差异、矛盾、对立、

悖论、冲突、抵牾来打破偏执、区分、片面、极端、

僵死、界限和限定，达到和实现对对象整体之直

接的乃至瞬时的领悟”［5］30。

人的思维方式可以呈现多种样态：从客观

事物直接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在大脑中产生

的反映形式来说，是感性认识；从混沌感性到

清晰感性的整理过程来说，则是感性思维；从

依靠抽象思维，在概括整理大量感性材料的

基础上达到关于事物本质的准确认识来说，

就是理性认识；从建立在证据和逻辑推理基

础上的思维方式来说，则是理性思维。而“通

常说来，悟性认识是主体以其认知图式对对

象（包括主体自身）的一种直接性、整体性、有

机性和非描述性整合方式，它常能实现主体

与对象的相融、合一状态”［3］36。悟性是对事

物本质的“直觉”，它是人思维的整体性能力，

包括感性和理性但又超越了它们而实现了

“质”的飞跃。悟性认识包含了从理性认识中

提取出来的认知模式，却又不局限于这种模

式。它是在理性认识中亲切感受到的抽象具

体，是在理性中所隐含的更高级的感性，是最

高级的认识形式。

如前所述，感性认识有感觉、知觉和表象

三种具体形式与层次。理性认识有概念、判

断、推理三种具体形式与层次。而悟性认识却

有直觉、想象（联想）、省思三种具体形式与

层次。

直觉作为一种悟性认识的具体形式与层

次，实际上自古以来就存在。梁漱溟在《东西方

文化及其哲学》中说：“孟子所说的不虑而知的

良知，不学而能的良能，在今日我们谓之直觉。”［10］

梁漱溟将其视为人类的一种“本能”，而这种“本

能”事实上就是潜能，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直

觉，仍然需要后天的开发和培养。悟性认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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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既然是感性认识形式和理性认识形式的否定

之否定形式，那么，它不仅内含感性认识形式与

理性认识形式之要素，而且它在更高级的形态

上“再现”感性认识之“形象”。因此，悟性直觉

不是一种简单的直觉，而是一种超常的直觉，是

一种不经过逻辑推理而对于客观事物本质的直

接理解。

想象，是一种有目的的、有创造性的思维

活动。想象是利用我们头脑仓库中所存储的

已有信息（平常观察的事物和知识经验等），构

筑新的形象的心理活动和思维活动，它能突破

时间和空间的束缚。联想则是人们根据事物

之间的某种联系，由一事物想到另一有关事物

的心理过程，它是由此及彼的一种思维活动。

联想是想象的基础，是想象的初级阶段，是想

象的开端。想象是在联想基础上的再创造，是

一种更高层次的认识活动。发明创造往往要

诉诸悟性思维的想象或联想。正如赵鑫珊所

说：“想象力是能动的知识，是创造力和智慧的

必要背景。”［11］

省思是认真、冷静、反复、深入、内省式的

思考，是在实践中对解决矛盾和问题的路径或

方法等方面的深沉反省思索。中国传统文化

的主流自孔子始，便很注重这种内心的认识方

式和道德修养方式。孔子要求人们“内省”“自

论”；孟子名为“存心”，也叫“求放心”；程颐提

出“诚敬”“致和”“集义”；王守仁则为“致良

知”。这种反复深入与内省式的思考往往会激

发一种顿悟，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困境时，

突然出现“柳岸花明又一村”的崭新景象。悟

性的省思，包含着中国哲学的“格致”与西方哲

学的“反思”之精华。侯才指出，最能体现中国

哲学悟性主义思维方式的是“儒家的‘格致’

（‘格物致知’）、道家的‘玄览’和中国佛教特别

是禅宗的悟性理论”［5］27。但道家的“玄览”和

禅宗的悟性理论比较适合于出世的悟性认识，

而儒家的“格物致知”则比较适合于入世的悟

性认识。格物致知之意是参透事物本质，从中

获得智慧。

在悟性直觉、想象（联想）、省思中，悟性认

识会结出灵感与智慧之硕果。灵感，是人们在

探索解决矛盾与问题的过程中由于某种机缘的

启发，而突然出现的豁然开朗、精神亢奋，取得

解决矛盾与问题的思路或突破的一种心理现

象。灵感给人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创造，然而它

往往短暂存在于我们的思维当中，稍纵即逝，并

不被人们的理智所控制，具有突然性、短暂性、

亢奋性和突破性等特征。“杂交水稻之父”袁隆

平说，灵感是知识、经验、思索和追求综合在一

起而升华了的产物②。灵感是创新的起点和原

点，也是创新的核心和灵魂。

智慧既是人类悟性认识的结晶，又是让人

可以深刻地理解人、事、物，社会、世界、宇宙，

现在、过去、将来，从而拥有透察真理、解决重

大而艰难的问题之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智慧与

悟性认识同一），富于创造性。也可以说，悟性

认识就是一种智慧，是对自然、社会、宇宙以及

人性、人心、人生深刻领悟的智慧。智慧与智力

的不同可以理解为道器之别，智慧可以理解为

人的智力能力的一种综合表达，与“形而上之

道”有异曲同工之妙；智力则是人面对客观对象

所能够调动已有知识和经验来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属于“形而下之器”，是生命的一部分技

能。智力或许决定了一个人能力的高低，而智

慧却决定了一个人人生的广度与深度。智慧需

要一定水平的智力作为基础，虽然并非智力越

高，智慧就越高，但没有一定程度的智力水平，

显然无法让一个人变得智慧。智力有高低，悟

性有强弱，智慧有大小；具有的悟性能力越强，

所拥有的智慧就可能越大。

五、悟性认识与人生境界

从境界的视角来看，悟性认识也是一种认

识与人生境界。境界是指事物所达到的程度或

表现的状况。它往往更多地指一个人思想觉悟

和精神修养的水平。悟性认识既是一种认识境

界，更是一种人生境界；认识境界是人生境界的

基础，人生境界使认识境界走向更高层级。这

里的悟性认识不仅包含真理性认识，也包含价

值性认识。换句话来说，悟性不仅仅是一个人

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也不仅仅是为了改造

悟性认识之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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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创造世界而拥有的优秀品质，更是探得根本、

融会贯通、天人合一的高级人生境界。当然，经

历是达到一定境界的实践认识积累，修养是达

到一定境界的必要手段。一个人的经历、修养

和悟性最终决定了他的认识境界与人生境界。

认识境界有阶段之分。王国维在《人间词

话》里谈到成事求学所必经的三种境界。第一

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

涯路。”解意为，做学问成大事业者，首先要有执

着的追求，登高望远，瞰察路径，明确目标与方

向，了解事物的概貌。第二种境界:“衣带渐宽

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比喻为大事业、大学

问者，不是轻而易举，随便可得的。必须坚定不

移，经过一番辛勤劳动，废寝忘食，孜孜以求，直

至人瘦衣宽也不后悔。第三种境界：“众里寻他

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

是最高境界。做学问、成大事业者，要达到第三

种境界，必须有专注的精神，反复追寻、研究，下

足功夫，自然会豁然贯通，有所发现，有所发明，

就能够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③。

人生境界也可以分成不同层次。冯友兰把

人生境界划分为四个不同的层次：自然境界、功

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是指一

个人只是顺着本能或其所处社会的风俗习惯而

生活，在此过程中没有觉解，也没有所谓的意

义。功利境界是指一个人有意识地做事，其动

机虽是利己的，但后果却有利于他人，有功利的

意义。道德境界是指一个人准确觉解到自己与

社会的依存关系，努力为社会的利益做各种事，

而所做的都是符合严格的道德意义之道德行

为。天地境界是指一个人深刻觉解到自己与宇

宙的依存关系，就为宇宙的利益而做各种事，并

了解和自觉他所做的事④。当然，无论是王国维

的认识境界还是冯友兰的人生境界，都不是唯

一的“标准”，人们对其都可以按照不同的思路

进行划分。

无论是认识境界还是人生境界，都依赖于

悟性认识。悟性认识水平的高低，悟性认识能

力的强弱，都直接影响着一个人的认识境界和

人生境界之高低。只有最高的悟性认识水平，

最强的悟性能力，才能达到最高的认识境界和

人生境界。悟性强，知天晓地，明古通今，运筹

帷幄。悟性高，无我大我，天下为公，天人合

一。“悟”表面上有顿悟、渐悟之别，但本质上只

是因人而施的同一方法。慧能就说：“何以渐

顿？法即一种，见有迟疾，见迟即渐，见疾即

顿。法无渐顿，人有利钝，故名渐顿。”［2］1827 顿

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突如其来、让人豁然开朗

的领悟。格式塔派心理学家认为，人类正是依

靠顿悟来解决所遇到的矛盾和问题的。人们在

长时间处理或者面对一个复杂问题时，突然从

纷纭复杂的各种关系中看清了其中的关键，并

产生了顿悟和理解，发现解决这些问题与矛盾

的钥匙时，大有如“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

费功夫”之感。其特点是突发性、独特性、不稳

定性、情绪性。渐悟顾名思义就是渐次修行，方

能达到无我正觉境界。顿悟、渐悟是一个统一

的觉悟过程。渐悟是觉悟的“量”的积累过程，

是“量变”；顿悟是觉悟的“质”的飞跃，是“质

变”。人们往往是通过渐悟的“量变”，从而达到

顿悟的“质变”；只不过因人而异，悟的时间不

一。悟性认识的进步意味着智慧的增长，意味

着对世俗生活的觉解与洞察，也意味着同天地

万物的精神贯通。

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是十分重视认识境

界特别是人生境界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追

求人生超越境界的文化，追求心灵自由、人格解

放的文化。”［12］9儒家创始人孔子对其一生发展

历程与人生境界升华的概括最为典型：“吾十有

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

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13］

从孔子的自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一生随着

年龄的增长，人生境界也在逐步提高，可分为三

个境界：十五岁到三十岁是修学领悟的境界；四

十岁、五十岁、六十岁是不惑不疑，安心立命的

境界；七十岁是从必然走上自由、天人合一的境

界，在此，道德修养达到了“止于至善”的最高境

界，人生也达到了心灵自由的最高境界。

在儒家那里，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追求“内圣外王”“立

功、立言、立德”三不朽。同时，儒家的功名是建

立在个人自由高远的人生境界之上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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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要达到这种人生境界，没有悟性认识是根本

无法实现的。感性认识重在“美”，理性认识重

在“真”，悟性认识不仅重在“善”，而且是真善美

的有机统一。这一点在儒家文化中表现得特别

突出。“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如何处理好自己与他

人以及社会体系之间的关系，找到个人安身立

命之所，从而获得心灵自由……天命之谓性，率

性之谓道，率性而行就是顺天而行，所以人道也

是天道，天道也是人道，天人合一的自由是儒家

之道。”［12］9

综上所述，悟性认识既是一种认识能力，一

种认识层次，一种认识形式，也是一种认识境界

与人生境界。可以说，长久以来人们对“悟性认

识”的探索，已经初步揭开了它厚厚的面纱，但

要揭露“悟性认识”的“真”面貌，恐怕还有一段

艰难且漫长之路要走。

注释

①参见李弦：《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研究》，电子科技大

学 2019年博士论文。②参见《做躬行实践 厚积薄发的

新时代青年——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在湖南农大 2019
级本科新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湖南农业大学新闻网，

2019 年 9 月 16 日，https://news.hunau.edu.cn/zhyw/201909/
t20190916_271110.html。③参见王国维：《人间词话》，北

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④参见冯友兰：《新原人》，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45-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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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obe into Savvy Understanding

Wu Canxin

Abstract: There are different opinions about the cognition of“savvy understanding”, the most important ones are
as follows: first, it is to divide knowledge into three levels or three elements: sensibility, intellectuality（aptitude） and
rationality; secon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avvy understanding is taken as a unique way of understanding like the
western rational knowledge; third, it advocates two cognitive modes: perceptual knowledge and rational knowledge, the
rational knowledge is divided into five levels: understanding, intellectuality, narrow sense of reason, dialectical reason,
practical reason; fourth, it points out that understanding is a kind of advanced form of knowledge which is higher than
perceptual knowledge and rational knowledge. Savvy understanding is first of all a kind of cognitive ability, which is an
integrated cognitive ability of directness, wholeness, organicity and non-description to the nature or connotation of the
object, it includes intuition, imagination and introspection. Then, it is a kind of cognitive level, which is higher than
the perceptual level and the rational level. Also, it is a form of knowledge, with intuition, imagination（association）,
reflection three specific forms of knowledge. After that, it is a kind of cognitive realm and life realm. Only with the
highest level of understanding and the strongest ability of understanding, can we reach the highest cognitive realm and
life realm.

Key words: savvy understanding; cognitive ability; cognitive level; cognitive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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