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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与三合: 从言 － 文角度看中西思维方式的分野
———兼论陈中梅的秘 － 逻理论

李 川
(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 要: 索绪尔语言学中的音义任意结合的思想是西方语言观的总结，形成语音中心的认识。这由

语音 － 字母的二元对立向哲学领域扩张所致，而二元对立正是西方哲学的基本立场。传统二元论乃是

一种不平等的二元观，是以一种中心 － 边缘、支配 － 被支配的模式存在的，而陈中梅的秘逻双轨制恰恰

是一种均衡二元论。音 － 义结合之任意性的理论不具有普适性，从汉字系统考察，字形和书写形式也产

生意义。汉字书写体系实际上是以取象为根底、以表义为趋向、以表声为辅弼的一套全息文字系统。汉

语和西方语言观的差别在于，字母书写系统与语言系统是分离的还是一致的。言文一致遵循同一律的

“二分”思维，言文分离模塑的则是另外一套思维方式( “三合”) 。在这个意义上，中西思维方式产生分

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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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音义“二分”与秘 － 逻双轨论

关于西方语言的认识，最富有代表性的是索绪尔

的观点。符号学乃是他的核心理论，而这个核心理论

的关键则是音义结合的任意性。索绪尔指出符号由

“能指”和“所指”组成，所指就是概念，能指是声音的

心理印迹，或音响形象。从语言角度看，所指相当于

义，而能指为音。符号有两个特性: ( 1) 任意性; ( 2) 构

成的线性序列。话只能一词一句地说，不能几句话同

时说［1］( P93 － 99) 。这些观点都非常正确，但是索绪尔

完全忽视了字形，他认为书写系统只是语言系统的映

射，书写只是记录语音的符号，怎么写或者写在什么材

质上对于意义毫无影响。这套理论根源于他的语言

观，因为索绪尔主张排除一切外在因素的影响而研究

语言。在他看来，语言乃是一个自足的、封闭的系统。
索绪尔强调声音对于文字的先在性:“语言和文字是两

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

前者。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

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1］( P35) 这套理论不妨概

括为音义“二分”论。
索绪尔语言学中的音义任意结合的思想是西方语

言观的总结。索绪尔将书写视为语言的记录符号，这

是音 － 义一致性的前提。只有排除书写系统的干扰，

才能完成音义任意结合的理论框架，从而建构其以语

音为中心的语言学理论。音义任意性结合的理论是以

字母能够与音素一一对应为标志。希腊语用希腊字母

书写，这套字母源于腓尼基字母，希腊人第一次完整地

创制了元音字母表，从而真正地实现了记录语音的功

能，将拼音书写系统发展到了极为完善的地步。埃及

和两河流域的记录系统虽然也有象形因素，但更多地

还是表音功能，其字符中包含有不少的音节特征( 即以

一个符号表示一个或多个音节) ，希腊字母则实现了字

母与音素的一一对应。这种高度完善的字母书写系

统，在记录语言上无疑具有相当的优势。继踵而来的

拉丁书写系统之所以后来居上，并且逐渐成为世界上

最为强大的记录系统，正是由于它吸收了古希腊字母

的优点。换言之，希腊字母乃是一种言 － 文一致的书

写系统。
而正是由于言文的高度一致，字母因此仅仅成为

记录的工具，本身被视为没有特殊存在价值。柏拉图

在《斐德罗篇》借助苏格拉底之口讲述了古埃及文字起

源的秘索思: 古埃及托特( Thoth) 神发明了书写技艺，

并引入底比斯，以为它能加强记忆。但统治者阿蒙却

认为，书写使记忆成为多余的，会使人们放弃对记忆力

的磨练。“如果有人学了书写记忆，就在灵魂里播下了

遗忘的种子，他们因此会不再用心记忆而借助这些外

在的符号来回想。”( 《斐德罗篇》) 这里说的是埃及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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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字而不是希腊字母，也就意味着柏拉图主义对字母

系统与书写系统的差别并未重视，而更多地关注书写

系统之无补于意义的消极功能。字母仅仅视为辅助记

忆、记录语言的符号，其功能就被贬低，而语音的功能

则被抬高，逐渐形成语音中心的认识。而语音中心论

恰恰被视为西方解释传统的核心思想，这一思想肇始

于柏拉图，索绪尔堪称集其大成。音义结合反映出语

言和逻格斯的一致性，而这正是语音中心或逻格斯中

心论的表现，这两个中心论恰似同一事物的一体两面，

被德里达视为主宰西方哲学的根本支柱。实际上，这

里就能够发现由语音 － 字母的二元对立向哲学领域扩

张的态势，而二元对立正是西方哲学的基本立场，这一

立场与其采用拼音书写系统不无关系。
逻格斯中心主义的始作俑者就是柏拉图，“逻格

斯”是认识“相”的工具。最高存在的“相”抽象不可

见，生活于可见世界中的人与这抽象世界沟通的唯一

手段就是“逻格斯”，即契合真理的话语和言辞( 《斐多

篇》) 。在《智者篇》《斐德罗篇》柏拉图一再重申思想

和话语的一致性，这也就可以理解为思维与语言的一

致性，逻格斯与语音的一致性。各种形式的二元命题，

比如记忆与遗忘、灵魂与肉身、永恒与暂生、超验与经

验、理性与感性、启蒙主义与浪漫主义等，其要点则是

认为只有语言( 这里主要指语音) 才是通往智慧( 理念、
相) 的桥梁，而外在的符号( 字母、经验、肉身) 并不是。
这一套二元论尽管通过基督教教义“道成肉身”略有缓

和①，但二元论思想根深蒂固，就语音 － 字母这一对二

元关系而言，又实际地偏向于语音这一方。依照德里

达看来，通过逻格斯中心主义设置的各种形式的二元

对立，如主体与客体、言语与文字、必然与偶然、能指与

所指、同一与差异等，对立双方不是平等关系，第一项

每每居支配地位和中心地位，第二项仅仅是对第一项

的限制和否定。正是基于这种书写系统与语言系统之

间不平等的二元结构，成为德里达哲学的爆点。德里

达宣称其主要贡献就是对西方传统“逻格斯中心主义”
的全盘清淤，因此特意将其书命名为《论文字学》，他的

对手似乎是整个此前的西方哲学阵营。
在德里达看来，自柏拉图以降，西方在建构以人为

主体的人文主义传统的同时，也就建构了语音中心主

义的原则。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都是以“说话的

人”为基础建构起来的，根据“声音 － 意义”的二元对立

关系，将理性的原则在处理主客观关系的过程中现实

化，从而保证了人的主体地位，同时也保证人在处理主

客关系中的理性原则。而德里达的阅读和写作策略恰

恰是通过文字学的方式来清淤和解构“逻格斯中心主

义”或“语音中心主义”。
《论文字学》指出理性支配着文字，开始拆毁所有

源于逻格斯的意义，但这又不是毁坏，而是以清淤和解

构的方式来实现［2］( P13) 。德里达的“解构”与胡塞尔

以及海德格尔的“拆毁”概念一脉相承，其基本目标在

于批判以逻格斯为中心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德里达

的文字学策略有点类似于佛家随说随扫的办法，通过

“视角的不断变换”而呈现传统概念“在”的历史语境

意义，从而排除逻格斯中心主义。这也就对传统以逻

格斯中心主义思维模式支配的各种对立进行了清理，

而逻格斯中心主义归根到底是言语中心主义，它主张

言语与存在绝对贴近，言语与存在的意义绝对贴近，言

语与意义的理想性绝对贴近。
但是，从陈中梅的秘逻双轨论出发，德里达所批判

的逻格斯中心主义就可能会有全新的认识。陈教授指

出:“秘索思( mythos) 和逻格斯( logos) 是研究西方认知

史发展的两个‘元’概念。西方文化从其发端就不过多

执迷于巫卜和非理性叙事的传统，而这一理性学观的

摇篮则是荷马史诗。逻格斯有一与之对接的学理先

驱，可与秘索思一脉相连。这就是‘塞玛’。sema( moi)
eipe 具有标示功能，可以像 logon didonai 一样为人们精

当把握和学术化定位西方认知史的发展阶段，提供一

个新的或许能起导向作用的坐标。”［3］陈教授的观点

尽管与德里达的角度不同，但是显然是对德里达思想

的重新审视。这个观念在表面上看，乃是二元论的，而

实际上却是全新的二元论。传统二元论乃是一种不平

等的二元观，如德里达所说，是以一种中心 － 边缘、支

配 － 被支配的模式存在的。而秘逻双轨制恰恰是一种

均衡二元论，秘索思和逻格斯在陈教授这里是等量齐

观的。传统的二元论乃是更加强调了对立，而秘逻双

轨论通过“塞玛”沟通二者，并且在一定情况下二者存

在转化的可能。换言之，陈教授对传统二元论的修正，

同时也就对德里达主义进行了反驳。
从中国现代学术谱系的角度看来，秘 － 逻双轨论

是对中国西学观的一次总结。这个理论超越了以往对

西方文化的认识( 百年西学观，有科学与民主、唯心与

唯物、理性与启示等概括) ，而直接深入到西方文化的

核心。秘 － 逻理论用平衡的二元论代替了偏正二元

论，将阶段性的、局部的西学观察深入到元概念的基质

论，而且秘逻双轨制通过“塞玛”观念的发掘，将二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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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东正教和天主教之间关于是否该拥有偶像打得不可开交，这一切无非只是因为十诫之一: “不可制造任何偶像”( 《圣经·出埃及记》
20． 4) 。对于戒律理解不同，遂有“破坏圣像派”和“拥护圣像派”之争。到公元 787 年，尼西亚普世教会大公会才做出决定: 圣像乃是道成肉身

的可见之象，教众可以对其礼拜，但其不等同于上帝。这个决定完全建立在道成肉身的教义基础之上，暂时缓和了字母与语言、图像与意义之

间的二元关系，也为后来西方社会的发展开示了无穷法门。



发挥到一个新的水平，这就为解决西方二元论的痼疾

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① 那么，陈氏秘逻二元观能否运

用到对中国文化的解读上来呢，这仍需落脚到语言和

文字上观察这个问题。
二、从音义“二分”论反观汉语

按照索绪尔语言学，文字体系有两类，表义和表

音。而他的研究仅限于表音体系，特别是以希腊字母

为原始型的体系［1］( P38 ) ，这就为理解汉字的特质留

下了空间。为了进一步说明表音和表义的这个差别，

还是回到索绪尔所说的那两个特性上: 其一，音义结合

具有任意性; 其二，书写只是记录语音，本身不产生意

义。
第一，索绪尔在说明语音符号与意义之间联系的

任意性时，为了保证其理论的严密性，特别论证了拟声

词。那么，汉字是怎样的情形呢? 实际上，汉语中普遍

存在的“声训”现象恰恰证明语音符号和意义之间的联

系不是任意性的。声训的一个原则是“凡从某声，即有

某义”，这就意味着，音 － 义之间的关系乃是固定的，但

是这种固定并非是一开始在语言划分思维的云团时的

任意联系，而是基于相当深刻的外在联系。比如: 扬、
阳、洋、漾、祥等一系列以“江阳”为韵尾的词汇，有博

大、张扬、宏阔等含义，乃是因为这个音给人以类的心

理印象。反之，乌、雨、苦、堵、谷、暮、雾等则带有低沉、
压抑、阴郁等心理印象。推而广之，在汉语语言系统

中，声音实际与意义相关。声训在西方语言中是不可

能的，因为索绪尔强调了音 － 义关联的任意性，这种声

音上的关联是违背索绪尔任意性原则的。
汉字存在大量形声字，以往认为其核心是标音，而

赵平安通过详细考察，驳斥了以往那种认为汉字趋于

表音的理论，认为“从汉字结构的改造过程看，汉字的

表义趋势比我们过去认识的要大得多，而表音趋势要

小得多。甚至可以说，汉字的表义趋向比表音趋向要

大”［4］( P207) 。这从侧面可以说明，汉字在传达意义

功能方面，可以绕过音的环节，而直接表义。因此，将

汉语视为音义结合的符号，显然与这个事实不符。传

统造字系统中，与表音最为密切的是形声字。形声字

有形、声两个偏旁。形旁乃是对字义的限定，而声旁则

有两种功能，一则表声，一则也对其意义做适当的补

充。传统研究笼统地称之为半形半声，但现代最新的

研究成果，将形声字的构造分为“声义扩散性字母”( 所

谓声旁) 和“字义扩散性字母”( 所谓形旁) 两类。而这

两类就分工而言，前者参与到新构型的形音义中，后者

则参与形、义，与音无关。就表义而言，前者意义外延

较强，而后者则起限制意义类别的功能。就构造新字

的作用而言，前者为主，后者为辅［5］( P92) 。这就充分

说明即便表音功能强的形声字，其表音也是为表义服

务的。宋人王观国等倡右文说，清儒推崇备至，其要义

在于声旁表义。结合以上的观点看来，形声字的声旁

却是更多地借其自身之“形”来表义，从而也不是纯粹

的表音符号，更不可能是与意义建立任意联系的记录

符号。
第二，索绪尔提到汉字乃是第二语言，但语焉不

详。之所以汉字能充当第二语言，恰恰是通过寓义于

形的途径，从而获得和声音等同的效果。汉字的形成

经历了“取象”“聚象”“寓象”三度成熟，乃逐渐形成一

套以形为基础，以音为形式，形音一体化的文字系统，

这套文字系统与语言系统密不可分［5］( P13 － 15 ) 。而

以形寓义、借形表义乃汉字常用手段。这主要分为两

种情况: 其一，汉字字形本身承载意义，如日、月之象

形，尖、甭之会义等，例子甚多，不需赘举，因汉字本以

取象为基础，而文、字皆与物象相关。换言之，外在物

象决定意义。其二，怎么写也影响意义表达。这尤其

体现在书法、篆刻等艺术领域。乾隆有枚印章“宜子

孙”，但此章“宜”字字形较之其它两字为长。这枚印章

的真正含义是“长宜子孙”。“长”这一含义并未体现

在语言的记录符号上，而是寓之于字形之中。这种以

书写形式表达意义的情况广泛存在于汉语书写系统中

( 比如汉代“年”“命”末笔拉长，表示“长年”“长命”之

义) 。当然，字形之长短并不一定对应意义之长短，当

视其具体情况而定。古代信件、公文等在写作上都有

一定格式，比如长辈、君主都另起一行切，高出原文两

格，其实也是通过书写格式表达尊崇之意。而书法和

篆刻正是通过形象创造意义的典型。索绪尔认为书写

系统仅仅记录语音，与意义无关，他首先将汉字等“表

义系统”排除在外，而只研究表音体系。而今天，应当

在更广的视野下重审索绪尔遗留下来的问题。
综上所述，汉字书写体系实际上是以取象为根底、

以表义为趋向、以表声为辅弼的一套全息文字系统。
音 － 义结合之任意性的理论不具有普适性( 这恰恰是

索绪尔的核心) ，从汉字系统考察，字形和书写形式也

产生意义。汉字、汉语互相阐明、互根互用，汉语意义

依赖于两条途径: 眼睛 － 大脑( 观形探义) 加耳朵 － 大

脑( 闻声会义) 的双向模式。索绪尔理论凭借西方语言

传统建立，其言文一致的字母书写系统走的是耳朵 －
大脑的单线路径。这两种路径因此对应于两种不同的

思维方式，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或影响了其文明形

态、历史进程和行为模式。要言之，汉语和西方语言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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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先生对此问题思索时间很长，其总结性的论著为《Mythοs 词源考──兼论西方文化基本结构( BSWC) 的形成及其展开态势( 上) 》，

陈思和、王德威主编《文学》( 2013 年春夏卷及秋冬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3 年版。



的差别在于，字母书写系统与语言系统是分离的还是

一致的。西方言 － 文一致使书写系统不必提供意义，

仅仅作为记录工具。而汉语言 － 文分离的传统，书写

本身也产生意义。在这个角度上，中西思维方式产生

分野。
饶宗颐指出汉字的书写特质: “汉字源于图画，始

终一脉相承，没有间断; 文字主要还是表义，辅以声符

表音……文字的社会功能，不是口头语言而是书面语

言，在这种情况下，文字与语言是游离的。不像西亚，

文字必须与语言结合。为了方便才发明字母来记录口

头语言，才可取得语、文必须一致的效果。”［6］( P182 －

183) 楔形文字最初也是写 － 绘于陶土之上，以象形为

主，而后渐渐由写画转变为按压( 由于其采用的芦苇笔

侧面呈三角形，按压在泥版上就呈现一头尖一头钝的

楔形) ，其“取象”的视觉功能遂蜕变为表音符号。例

如，表示植物的这个符号最初为象形，苏美尔人赋予其

音值 mu，并借以表达与之同音“年”和“名字”“我的”
等词。同时还有语法意义，用以表示第三人称的阳性

前缀( 苏美尔语有性数格位的变化) ［7］( P38) 。楔形文

字系统普遍使用假借原则，楔形符号逐渐趋向于表音

功能，从而与汉语系统分道扬镳。而汉字言文分离，采

用形义系统的书写，这种文化传统以培养阅读能力为

主要手段，从而大大开发了视觉潜能，而对思维的模塑

起关键影响。自柏拉图以降，西方采用言文一致的记

录系统，书写处于被支配地位，被视为记忆的羁绊和障

碍。汉字为单音节语言( 这与苏美尔语相似) ，大体上

一字一音，而文字的构造又以形声字为主。形符主视

觉，有图像性的美感，而声符主听觉，与语音又维持一

定的联系。这种制度使得汉字不像苏美尔人的楔形文

字，一味追求言文相合，从而导致文字被语言所吞没的

结果［6］( P183) 。而言文一致遵循同一律的“二分”思

维，言文分离模塑的则是另外一套思维方式，而这套思

维方式就是“三合”型的思维。
三、“二分”与“三合”: 中西思维方式的分野

“二分”与“三合”是字母系统语言学与汉字象形

系统语言学的一个分野，这一分野相应地也是思维系

统的分野。陈氏二元观乃是基于西方二元论的理论总

结，其形 － 音二分对应于秘逻的二元论，或者说由此发

展衍生出秘逻二元论。陈氏二元观乃是对支配性二元

观的纠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从根本上改变二元格

局。① 而形音义三合对应于另一种思维方式，道理如前

所论，因为形音二分，字母系统记录的语言对需要通过

声音的曲折变化来区分词义，故而形( 字母) 的数量是

一定的，而声音的变化却极其繁复。职是之故，西方语

言系统带有一定程度的语音中心主义。而汉语系统则

是形音义三合，形和音都具有标识意义的功能，相辅相

成，区分意义的任务并未单纯落到音的头上，故而汉语

多以单音的形式存在而能有声训这一手段。也因此汉

字需要通过字形的变化来区别意义，故而汉字字数孳

乳浸多，成千累万。言 － 文的这种不同也就模塑了不

同的思维方式。
张东荪指出中西语言的根本不同，前者为姿势言

语，后者为意思言语。因为西方语言作为意思言语，有

主谓结构( 这是声音变化在句法上体现的结果) ，亚里

士多德的逻辑学就建立在这种句法关系上。按照张氏

理论，从主谓结构中的主语推导出主体，本体论即由此

胎息而出。主谓结构中，从 to be 系词因其含有“存在”
的意思，遂而能转为名词 being。To be 有自在( “存在”
之存在) 的含义，所以西方名学遵循严格的同一律，这

个同一律乃西方名学的基础［8］( P455 － 456) 。因为遵

循同一律，所以西方思想必须二分( 如善与非善) 。故

而二分观念在西方思想史上根深蒂固。西方哲学的传

统形态恰恰是讨论从 beings 到 being 的超越，也就是现

象与本体、世界与存在这个二元关系的。秘逻恰恰是

这个二元论的母本。
古汉语与此不同，张东荪谓之姿势语言，即以情

感、状态、趋势等传达意义。这个名称我称之为情境语

言，即通过还原或赋予语言一个语境理解其意义。比

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现代语言学家仿照西方语法，

归纳为名词动用，实际“君君”只是两个名词叠在一起，

而通过语调变化表达警醒、提示的含义。理解这一点

最直接的办法是还原或再造谈话语境( 君，君! ) 。张东

荪指出汉语无主谓结构以及曲折变化( 因为不需要通

过声音的曲折来分辨意义) ，遂而语言上无主体，也就

无本体论，并且没有与 to be 相对应的系辞，从而也就

不是同一律名学。古汉语“者……也”等结构与 to be
系词并不相同，乃是标示两个名词之间的关联，张称之

为“相关律名学”，这种相关律名学遵循的是一种横向

的类比思维，其原因是因为中国象形文字。张东荪认

为柏拉图主义的“相”( 他译为“意典”，音义双关) 乃是

自我存在的，从而西方思想以探究本质为要务，而中国

文字因象形之故，只要探究象与象之间的关系就够了。
张先生的见解甚是精当，然犹有言之未详和可商

榷之处。张氏以为西方遵循同一律名学，因而有二分

世界观，并据此推导出西方的本体论，此点甚确。但是

以中国语言遵循相关律名学，其直接原因在于象形文

字，其说仍含混。根据我前文的分析，象形文字乃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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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西方二元论在近百年才得到纠正，海德格尔以 dasein“此在”的概念试图打通世界与存在的二元对抗，而过程哲学试图以变化的有机宇

宙思想来解决上帝与万物的主客二元僵局( 与惠施“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庶几有相同之道) 。



种形音义“三合”的文字，这种文字走的是二合一的路

子。也就是说，“取象立义”或“观象玩辞”只是获得意义

的一条路径，还有一条“聆音察理”的路子。故而，汉语

在获得意义方面乃是形 － 音互参的。因此，相关律只是

说明了汉语思维构造的一个方面。另外，张氏以西学本

体论、宇宙论、人生论为参照解说传统思想也义有未当。
庞朴指出，中国人思维结构乃是“一分为三”的［9］

( P385 － 390) ，而所谓一分为三乃是在“一分为二”的二

元论基础上的超越。一分为三又有三种表现形式: 第

一种为双照，就是在矛盾双方基础上的肯定性统一。
比如，“一阴一阳谓之道”，阴阳乃是对事物的二分，这

是阴阳对立的第一层次。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作为对

立双方的阴阳两面互相包容对方中的因素，这是阴阳

互涵的第二层次。阴阳二面互相倚待，在大化流行的

道的层面统一为一体，这是第三层次。阴阳互根互用

的这种形式为双照。第二种形式则为双非。就是以对

矛盾双方的否定表达绝对。比如《心经》里的“不生不

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生 － 灭、垢 － 净、增 － 减这

些二分对待仍执着于“有”，这是第一层对待关系。用

否定方式由此悟入“空”观，即“不生、不灭”才能破除

对“有”的执着，从而消除了对待。这是第二层。但是，

不论讲生灭的执着于“有”，还是讲“不生不灭”的执着

于“空”，都仍然是有所执着，有所对待。因此必须超越

“空”“有”二端，到达非二非不二的第三境地。由此一

步步推演开来，到达言忘虑绝的涅磐境界。此乃第二

种形式。最后一种则是合，就是矛盾双方受制于二者

共同作用而出现的第三方。比如名家有“鸡三足”之

论:“鸡足一，数足二，二而一，故三。”数足为左右对待

的两足，为发挥作用的实际的足，也就是功用之足。这

个“二”乃是第一层次的对待二分。但是无论左、右两

足都统一于“足”这一共名，这也就是体的层次。而行

动之所以能够成功，乃因为第二层次的“足”( 足之体)

协调第一层次的“足”( 足之用) 的结果。体足与用足

合而为三。
庞先生的一分为三论，我且称之为“三合”论。这

种思维结构与汉字的使用有深层结构上的一致性。形

－ 音乃是一对矛盾体，这是一种一分为二的矛盾。而

在汉语中，形音又互涵互证，形中有音( 比如“右文说”，

字形有标示声音之功能) ，音中有形( 比如声训，通过声

音关联来暗示物象) ，而都对意义的指向有提示作用。
这是矛盾双方的第二层次。而形 － 音通过交相为用，

共同指向意义，这是在更高层次的统一。从这个角度

看，思维结构和语言在结构上的同一，其原因正如张氏

理论所说，乃是汉语采用了象形文字。只不过，我们不

尽赞同张氏，其以西方认识论为框架，将华夏思维视为

不遵循同一律的、横向联系的相关律名学。他认为华

夏思维只需注意象与象之间的关联即可，而注重意象

关联仅仅是一种表象层次的理解。依据庞氏之说，华

夏思维乃是一种基于“一分为三”的三合思维。这种思

维并非不遵循同一律，而是以相关律主导同一律。反

过来说，西方也并非没有相关律，而是以同一律主导相

关律。比如，有无，从同一律的思想看，非有即无，非无

即有，二者乃矛盾体。但正如我前文所说，中国思想在

此基础上又发展出非有非无、若有若无等观念，且以后

一种观念为主，所谓无可无不可、似与不似之间等，都

是类似表达。而考虑“象”对这种思维方式的模塑作

用，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取象思维”或“象物思维”，这

正是轴心时代中国和古希腊思想的分野。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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