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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ean-Paul Sartre w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philosophers of Fran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main representative of the atheism of French atheism, whose ideas also reflected the desire of
the people who were suffering from disturbance. He is known as the “twentieth century conscience”. And “freedom” is always running through Sartre’s existential philosophy before and after
all the time, and is Sartre’s existentialist philosophy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he core concept,
but also the most attractive flash of his philosophy. Sartre with “atheism” as a prerequisite, by revealing the existence of freedom and self-existence of these two kinds of existence, obtained the
first principle of philosophy of “existence before the essence”, and defined the existence of philosophy as a kind of humanitarian philosophy, in the face of the entire desperate situation, with
hope to the future. These theories are like a huge magnet, and its intangible and deep theoretical
magnetism attracts people's attention and sends a whole-hearted smile to every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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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让-保罗·萨特是法国20世纪影响深远的哲学家之一，是法国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其思想也

文章引用: 彭家锋. 自由与希望——萨特存在主义哲学浅析[J]. 社会科学前沿, 2018, 7(7): 1001-1008.
DOI: 10.12677/ass.2018.77150

彭家锋

折射出当时正遭受动乱折磨的民众对自由的渴望，他本人则被誉为“20世纪的良心”。“自由”作为萨
特存在哲学的一条主线贯穿于其中，是他的哲学的最核心概念，也是其整个哲学最具魅力的闪光之所在。
萨特以“无神论”为前提，通过揭示出“自在”和“自为”的样态区分出了物与人的各自存在，从而得
出了人是“存在先于本质”这一则哲学的基本原理，并把存在哲学定义为一种人道主义哲学，在面对种
种绝望的处境之后，怀着希望走向了未来。这些理论如同一块巨大的磁石，其无形而深邃的理论磁性深
深地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对每一个人都发出全身心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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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 世纪是一个云谲波诡、动乱不安的年代。理性技术所带来的物质产品和财富完全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要充足，但是这样充足的物质资源却并没有带来快乐的满足感，理性技术并没有实现它所代表的工具
理性的宏大叙事，也没有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它所承诺的普遍的自由、民主、平等、幸福。而是走向了
另一个极端，资产阶级社会的不同矛盾此起彼伏，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势。单单在 20 世纪上半叶就相继
出现两次灾难性的全球型战争，战争涉及范围之广，破坏性之深都是骇人听闻的。前所未有的动荡使人
们处于风雨飘摇之境，对政治传统的信念丧失信心，产生了质疑、动摇和湮灭之感。在对政治传统的信
念丧失信心的背后，更加严重的后果是民众对伦理与道德失去了判断标准，生活也因此迷失了方向。与
此同时，人之为人的尊严、地位、价值、高贵等问题更加尖锐地呈现出来，人丝毫也未觉察到人是“宇
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孤寂、物化、迷惘、绝望、畏惧等等成了描绘人的最一般存在方式的惯用词
汇。对“人”的解读一时间占据了哲学的中心位置。整个存在主义思潮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产生的，
萨特的存在主义也不例外。按道理说，处在这样一种荒谬、孤独、绝望的境遇之中的哲学，或许也会沾
染上同样的色调。但是萨特的存在哲学却不是悲观厌世，正如有的人就曾指责他的哲学是“鼓励人们对
人生采取无所作为的绝望态度的哲学，是强调人类处境的阴暗的一面，描绘卑鄙、肮脏、下流的事情，
而忽视某些具有魅力和美好并属于人性光明一面的事情的哲学”([1], p. 1)。但事实上，笔者却发现，萨
特的存在主义并非卑鄙不堪，相反，再没有比它更光明、更积极的理论。萨特毕生最为关注的也正是人
的存在与自由，并且最终携手希望，迈向了未来。

2. 萨特哲学中的“自由”与“希望”
2.1. 自由的理论前提：上帝之死
“自由”作为萨特存在哲学的一条主线贯穿于其中，是他的哲学的最核心概念，也是其整个哲学最
具魅力的闪光之所在。而他的整个理论体系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上帝之死”。要知道，在西
方的信念传统中，“上帝”具有典型的象征意义。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谈谈西方文明的两大源泉——古
希腊的理性主义精神和希伯来精神。古希腊是理性主义精神的摇篮，古希腊时期，从苏格拉底德性论柏
拉图的理念论，再到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观开始，一直到近代有笛卡尔开启的理性主义时代都是这一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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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体现；而更为重要的是希伯来精神，它发端于犹太经典，传播于宗教之中经中世纪的漫长统治时
期逐步过渡到近代，成为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支柱性精神。而“上帝”就是这一精神的核心，是人们生
活中的所有基本道德、价值的评判根本，是人的生存的绝对依据。由此“上帝之死”自然成为了一件非
常严重的事件。因为这不只像表面上那样——“上帝之死”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文字命题，只关于上帝，
无关于人类，更加对人们的文化根基——整个希伯来精神的延续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随着近现代理性
主义(特别是技术理性)的泛滥，人们渐渐地开始忘却上帝的文化观念了，正当人们都沉溺于技术理性所带
来的科学技术的伟大成就之中时，一位哲人就以震耳发聩之声宣布了“上帝死了”，这个人就是尼采。
尼采认为是因为人们沉迷于科学技术的成就之中变得麻木不仁而导致了“上帝死了”，而每一个现代人
都是杀死上帝的帮凶。他认为，“上帝死了”会引起很严重的后果：人们的文化价值将会崩塌和重建，
柏拉图的理念和基督教的上帝所代表的理性、道德等绝对的文化价值都成了“黄昏的偶像”，人的生存
失去了绝对的标准。此时此刻，需要做到就是，必须“重新估计一切价值”；因为已经不存在任何绝对
的文化价值尺度来丈量人的存在意义和准则，人就只能自己成为一切价值的创造者，并且必须对自身的
一切行为担负起责任。
萨特的哲学便是从“上帝死了”这样一个前提开始的，他认为，“上帝之死”正是人的自由得以成
立的根本性前提条件。萨特就曾明确地指出有两种不同存在主义：有神论的存在主义与无神论的存在主
义。萨特自称他的存在主义是无神论的存在主义。在萨特看来，“上帝死了”是一个我们必须直面的事
实，并且还要用于去承担起这一后果。“我们的意思是说上帝不存在，并且必须把上帝不存在的后果一
直推衍到底”([1], p. 11-12)。萨特认为“上帝不存在”会带来双重后果。一方面，“上帝不存在”会导致
“人的孤独和文化上的无家可归”[2]，“如果上帝不存在，一切都是容许的，因此人就变得孤苦伶仃了，
因为他不论在自己的内心或者自身以外，都找不到可以依靠的东西”([1], p. 12-13)。在此,“上帝之死”
就变得非常棘手，如果上帝已死，人的价值评判标准、人的生存依据就无所可依，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找
不到一个先天的标准，人就变得无依无靠。再者，在看到“上帝死了”带给人的孤寂的同时，也带来了
使人的自由成为可能的一个契机。因为如果上帝已死，就再也没有任何先验的主宰高悬人类之上，这世
界对你而言，除去自由，并无他物。你不再去寻找任何其他事物来作为自己行为的依据，你注定是自由
的，自己做决定，自己去选择，不论情况如何，你都只能靠自己，自由自为。既然一切行为都是自己去
完成的，所以，你必须对你的行为负下全部的责任。在这里，我们似乎已经看到萨特的绝对自由和绝对
责任在其哲学上重要地位，他把自由上升到了存在的本体论层面，当作人的本体的生存结构。

2.2. 绝对自由
萨特以“上帝死了”这个前提条件为出发点，在面对人的孤寂的生存困境，不再是到人的存在之外
再去寻找到或虚构出某种绝对的精神来替换掉“上帝”的特殊位置，给人类带来廉价的替代物以作为其
存在的绝对依据；相反，如同“哥白尼革命”般，他转而凝视人的自身——人的本真的存在，这样一来，
人的自由便充分体现出来，同时让人能够主动地去直面各种行动的结果，担负起绝对的责任。
萨特明确指出“上帝死了”之后，又从思维的主体性与超越性方面，区分出了两种存在：自在的存
在(Being-in-itself)与自为的存在(Being-for-itself)。
2.2.1. 自在的存在与自为的存在
上述区分出的两种存在中，一般来看，前者指未与人的思维产生作用的事物，后者特定地指思维着
的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存在样态的区分不仅仅是存在范围的不同，更为重要的是存在方式的差异。
萨特由此来说明有意识的人的存在与一般给定的自在的存在的本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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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在的存在是一种外在于思维主体，类似于康德所说的“自在之物”的存在。一般地说来，在萨特
的哲学里，自在的存在是属于外在世界、物质的范畴。不过上述定义还不准确，需要更加具体地加以阐
明，在萨特看来，“自在的存在”并非直接就是我们日常所看到的显而易见之物，如房屋、树木、电脑、
手机之类。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上述述之类物完全包含在“自在”层面上外延之中，换句话来讲，日常
所熟悉的事物本身是客观、不以任何意识为转移的存在，不管他们是荒谬的还是经我们思维加工过而变
得井然有序的，这是物最本己的存在。“自在的存在”是无意义可言的，一旦我们赋予其意义，它就被
我们的意识虚无化了，不再是原初意义上的“自在”了。在此，萨特就运用十分精炼话语对“自在的存
在”加以总结，得出三个最根本命题：首先，“存在即存在”。就是说存在即是直接给定的存在，从始
至终完全地、无其他限定条件地存在着。“这意味着存在既不能派生于可能，也不能归并到必然……自
在的存在永远既不能是可能，也不能是不可能，它存在”([3], p. 27)；就好像康德所言，对于这样的存在
物，我们说不上任何东西，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它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第二，“存在自在”。
这意味着，存在本身如此，我们看不到内因，也找寻不到外因，没有目的，也无需依附。“物质性的存
在永远不会去追问自己的存在，它任何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是他物”([3], p. 25)。第三，“存在是其所是”。
这与第一条有其一致性，同样是强调存在的直接给定性和自然而然性，谈到其他属性，似乎就变得无言，
它就是它所是的那个样子，这是一种绝对的同一性，它既定且坚硬，他全然被自己塞满，不具有任何的
否定性，只有全部的肯定，它早已超越一般的生成转化，也不依附于任何的时间，无所谓过去与将来，
也没有现在，完全“脱离了时间性”。
自为的存在即是思维意识的存在。对这样的存在，萨特始终都是通过思维实践来予以说明的。与自
在的规定性相反，自为的存在没有固定的本质，它总是不断地创造自身，获得自身，然后超越自身，赋
予事物以不断超越的意义，所以它就刚好是自我创新性和思维主体超越性的，总而言之，它注定自由。
萨特在这里，其实是将自为直接等同于人的存在，所以，也就是说，人注定自由。萨特对“自为的存在”
做了如下的规定：首先，自在是现成就有的，具有已然不变的规定性；但自为却是不断生成的，它是一
个变化的过程。然后，自在的存在既定不变，脱离时间性，无所谓过去与将来，始终如一；但自为就不
一样了，它是生成变化的过程，这也就是说自为总是处于意识活动之中，意识不断要寻求超越，不断追
求和领悟已经获得的本质规定性，他的实在纯粹的拷问性的。它之所以能提问，是因为它生长于问题之
中，“它的存在永远不被给定，而是被拷问的，因为相异性的虚无总是把他与他本身分开；自为永远是
悬而未决的，因为它的存在是一种永恒的延期”([3], p. 78)。再者，自在坚硬无空洞；但自为却空洞无内
容，因为内容是需要自己不断去填满的，人因此完全是自由的。一方面，它通过思维实际活动不断赋予
自在的存在以各种各样的意义和价值，使它们拥有不断超越的本质，再者，不断超越自我，扬弃掉本身
已然拥有的各种属性，不断造就出新的本质。
2.2.2. 存在先于本质
如今，对人而言，上帝是不存在的，决定论也是无从谈起，也不具有任何先天的人性是摆在那里的。
这样，我们不禁会追问：人到底为何物？萨特便直接道出：自为即是自由。人区别于物的本质在于人能
够进行思维活动，所以自为即是人，人即是自由，将自由与人直接等同起来。从一开始，人就必须在场，
出现在世界之中，尔后才能面对这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自由地去创造出属人的本质。一言以蔽之，必须
是人存在在先，然后才能赋予其本质。
一直以来，在西方哲学史上，自由都被看作是道德的基础，是人自身的一种天然本性。萨特有着不
同观点，在其哲学中，自由并非是什么先天属性，而应当是等同于“自为”，它不是某一实体之中的一
个属性，按照这种说法来讲，它就是这一实体。把自由上升到了理论的本体论层面，同时在这一层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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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谈及到人的存在，在整个西方哲学史上，萨特都算得上是第一人。“我们称为自由的东西是不可能与
‘人的现实’的存在区分开的”[4]。萨特直接地将自由同人的存在(即与自为的存在)全然画上了等号，
自由与人的存在具有相同的内涵。因此，萨特将“存在先于本质”这个著名的命题当成了其所有理论的
起点。前面所谈到的“存在”、“自由”都相对于人本质而言的，而物的本质却是相反的，比如谈到某
个给定性的物时，我们在说出这个给定物的概念时，就在先规定了它的属性，单单就从这种逻辑关系来
讲，物与人则完全相反，它是“本质先于存在”。萨特曾举了一个著名例子，我们身边的任何一把裁纸
刀片，在我们还没有生产出来之前，有关于这把刀片的概念已然成竹于胸，“所以我们说，裁纸刀的本
质，也就是使它使它的制作和定义成为可能的许多公式和质地的总和，先于它的存在”([1], p. 5)。然而，
这种情况在人身上就不一样了，人是非给定性的，需要自己去定义自己的本质，所以，当我还没涌现出
来，和世界照面以前，是绝对不会有其他已然成熟于胸的概念本质赋予我们。于是乎，作为一个自为的
存在的人，在最初与这世间相遇的那一刻，他就存在了，但是他却并没有任何的先天本质，他只能够不
断地去选择，去行动，慢慢将其自身“铸就”成他所希望的那种人，这种选择、行动是不会停止的，需
不断前行，我们总是趋向希望，无论境况如何，都渴慕着、追求着永恒的希望之光。萨特指出：“我们
说存在先于本质的意思指什么呢？意思就是说首先有人，人碰上自己，在世界上涌现出来——然后才给
自己下定义。”([1], p. 6-7)。
在“存在先于本质”这一基本命题的提出之前，人们对“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也是都是莫
衷一是，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本质先于存在”。这两者正好是一对正反命题，这一正一反，就
凸显出了“存在先于本质”这一命题的优先地位。以往一切关于人的本质的观点，都追求着无比普遍性
和无上的先天性，不管时基督教所认定的人的原罪性，还是康德所说的人是有限理性的存在物，抑或是
黑格尔那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之中的绝对精神的代言人等等，这些都仅仅是“本质先于存在”的翻版而
已，都是不真实的人的本质，因为人的本质不是先天普遍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只能是后天慢慢生
成的。萨特曾经就谈到：“我不把我的信心建立在人类的善良或者人对社会改善的兴趣上，因为人是自
由的，而且没有什么人性可以认为是基本的”([1], p. 9)。接着指出，即便是存在着某种一般的人性，它
也不可能是先天的，只能是我们自己去选择行动而发明造就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有一种人
类的普遍性，但它不是已知的东西；它在一直被制造出来。在选择我自己时，我制造了这种普遍性”([1],
p. 26)。“存在先于本质”这一命题使人的自由成为可能，并且这一可能性存在于我们不断地选择、行动
和超越之中。事实上，一直以来，在谈论人的本质的时候，萨特本人并没有从普遍抽象的范畴之上来解
释人性，相反，他总是具体地谈论每一个个体，每一个人都处在具体的处境之中，受这样那样的条件所
制约，然而，这里绝不是说这些处境、条件会先验地规定了他的本质属性，是做一个成功者或是失败者
全然凭其自身，看他如何去做出自己的决定。
2.2.3.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由上述命题继续向前推进，萨特进而将这样的哲学说成是一种人道主义学说。在这里，分别有两种
截然不同的人道主义：一种对人性持乐观态度，认为“人是目的”(康德语)，人被当成万物的尺度，却未
能明白人的本质是一个自我选择、铸就出来的动态的历史，过分地夸大了人的能动性，最终将人视若神
灵加以盲目地崇拜，造成了一种乐观主义的历史观。萨特竭力地反对这样一种人道主义，说它是荒诞的，
只有动物才会对人有如此的评价，存在主义者从未做这种评价的，他们从来都不愿意将人视为目的，因
为人尚在生成之中。第二种对人性持开放的态度，它是一种勇敢直面各种各样的抉择，相信我们每个人
都是绝对自由的，积极地去创新，去超越，去实现自己最本机的可能性，并主动担负起绝对责任的学说。
同前者相反，后者谈论人，不仅不会将人当成至上的目的，也不打算为人类预设一个美好的终局；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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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的是人类处境的凄凉与悲壮的，强调在直面各种生存窘境之后对生活永恒开放的超越与对自由的追
寻。对于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萨特做了一个概括，笔者也同样把它用来当作对萨特自由理论的总结。
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最基本含义就是：人是这样一种存在——具备着主观性和超越性的存在。说他具
有主观性是因为人永远只能在人的世界中来观望世界；说他具有超越性是因为人起初就是虚无，需要不
断超出自身，不断获得自身来塑造自己，从而获得存在的意义。古希腊智者普罗泰戈拉曾有一句名言：
人是万物的尺度，笔者在萨特的哲学里看到了：人就是人的中心。

2.3. 希望的本体论
“希望”这一主题是萨特晚年所提出来的，是他的自由哲学的延续。由于萨特一生经历了太多，他
体验过直接参加社会反抗运动的战斗激情，同时也遭到了许多理论上和思想上的挫折感和沮丧感，在其
中多次经受了希望与绝望交互冲击。因此，萨特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流光中，在自由的本体论之上，又
提出了希望的本体论。这让人联想到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布洛赫的希望理论。布洛赫在其代表作《希
望原理》中强调，人始终是希望的主体。他认为，人生在世，总是不断地被各式各样的情感和欲望所驱
使，而希望恰恰就是其中最为本质的力量，它使人的存在直接地指向将来，指向各种各样的潜在性，指
向“尚还不是”的东西，它驱使着人主动地去铺展出自身的生存和历史。但是这里值得反复强调，这里
所论述的希望并非我们一般而言的某种心理状态，相反，同前面的“自由”一样，是从哲学本体论层面
上来谈及“希望”的。也就是说，希望所揭示的并非单纯指当我们希冀得到某物时所产生的情感体验，
而是指出了人生存的本体论构成。萨特也正好在这样一种基础之上来思索希望问题的。
希望是人的基本的生存方式，是人的生存的本体论结构。萨特在他生前的最后一次访谈《今天的希
望：与萨特的谈话》中，一开始就谈到希望本体论问题。他一方面是强调希望是人的存在的本质部分，
是人的行动的内在结构，人的一切行动都洋溢着希望之光。“我认为希望是人的一部分；人类的行动是
超越的，那就是说，它总是在现在中孕育，从现在朝向一个未来的目标，我们有在现在中设法实现它；
人类的行动在未来找到它的结局，找到它的完成；在行动的方式中始终有希望在，我的意思是说，就确
定一个目标加以实现这一点而言”([1], p. 38)。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希望相对于人的存在而言的本质性
就在于，希望的存在和意义并不由行动的结果的成败来决定，而是由希望自身来决定；即使某种的目的
没有达到，作为人的生存结构的希望也已经展开。因此，“在希望本身之中有一种必然性。对于我，在
此时此刻，失败的观念并没有坚实的基础；相反，希望就其作为人与他的目的的关系，一种即使目的没
有达到而仍然存在的关系而言，它是我思想上最迫切的问题”([1], p. 42)。希望意味着当我们带着某种目
的去完成某一任务的之前，不可能不去设想这一任务得到完成。一在这里，萨特以希望的“尚未性”或
“潜在性”揭示了人的实践性和生命的各种可能性，给人带来一片清新之息。
希望是社会进步的基础，世界令人绝望，但希望依旧存在，因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拒绝绝望。
萨特早年关于强调个体自由和选择的思想一直沉淀在他的思想之中的，因此，他一直到晚年都在强调人
的积极的抗争，对失望的拒绝。一方面，萨特认为，虽然这个世界充满了绝望，但是绝望并不是希望的
否定和对立面，而只是希望的具体目标没有实现所引起的失败感，希望依然存在着，必须对进步抱有信
心。萨特强调：“绝望绝不是希望的对立面。绝望是我的基本目的不可能实现，因此在人的实在中存在
着一种本质的失败的信念”[5]。在这种意义上，是呼吁“人们必须相信进步”。另一方面，萨特强调，
必须拒绝绝望，以支撑希望。由于社会的动荡与危机，在经历了起起落落的波折之后，萨特同当时的大
部分民众一样，对世界的现状，对任何国家的道路都不抱太多的希望，但是他并不是绝望地离开，在生
前的最后一次采访结束时他就曾谈到：“我抵制的恰恰就是绝望，而我知道我将在希望之中死去；但必
须为这种希望创造一个基础”([1], p. 113)。而萨特的这个基础是一个道德的基础，同样也是在他生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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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次访谈中谈到的，这是一个基于个体自由的、基于兄弟关系的道德共同体。

2.4. 自由与希望之中的处境
前面一直都在谈论萨特的自由与希望，那么，这样的自由与希望之中，到底会不会受到一定的处境
限制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萨特是承认各种处境，并且直面各种处境的。不管是个体的人，还是群体
的人，都只能在特定的环境之下才能得到解释，脱离特定的环境，人就被束之高阁，任何关于人的本性
解释都将变为妄谈，人的自由更是无从谈起。因而，“环境”一词在萨特的哲学思想里占有十分特殊的
位置，但他用的是和它意思相近“处境”这个词。那么在萨特的存在哲学中“处境”一词到底意味着什
么？他给“处境”下的定义是“根据我自身一种基本的虚无化和自为的一种内在的否定，而为一种自由
断定的结果所影响，这就是处境”([3], p. 679)。从上述阐释可以得出，“处境”是既非客观亦非主观的
东西，说它客观恐会堕入决定论的深渊，说它主观不免盖上了唯心的面纱，这两者都是萨特极力去反对
并澄清的。萨特想进一步澄清他谈及的“处境”时，列举了这样一个清晰而生动的例子：“……这块岩，
当我要搬动它的时候，石头表现出一种深深的反抗力，但当我要登上它以观赏风景时，它对我又表现出
一种可贵的帮助……岩石是中性的，它等待着某种结果来说明它是一个敌人，还是一个合作者”([3], p.
615)。这个例子意在说明，对于我们来说，任何一种处境在自由的实现过程当中体现出来的利于弊都并
非是绝对的。对于处境对我们自由的实现起到促进作用而言，这便是帮助，对我们自由的实现起到抵抗
作用的就是障碍。总而言之，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依据处境对我们自由实现的施加的实际影响来加以判断。
对于处境对人的影响，萨特就曾从多角度来加以探讨，比如说死亡。出生、成长、死亡，这是谁都
避不开的生物守则。人的一生，不过也就几十年的光阴，生是其开始，死便是其结局。“死总是——不
管是有理还是没有理，这正是我们还不能够决定的——被看作人的生命的终端”([3], p. 680)。对于死亡，
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方式：有人会选择跳楼，有人会发生意外(比如车祸)，有人会慵懒一生，等着生命的
终结，还有的人会积极生活，带着死亡这最本己的可能性，去创造着一切价值，不断赋予人生以意义，
为自己画上完美的结局，等等。萨特很明显是主张积极主动的生活方式，这样才算得上是实现了自己。
他说：“……同样，我们也能够通过我们的自由的绝对和主观的态度将我们的外在性虚无化；只要我活
着，我就能够逃离我为他所是的东西，而这是通过我自由提出的目的把自己揭示为：我什么也不是，并
且，我使我自己是我所是；只要我活着，我就能向着另一些目的自我设计，并且不管怎样，通过发现我
的为我的存在的一维和我的为他的存在的一维之间无法类比而揭穿别人从我这里发现的东西”([3], p.
695-696)。“由于死总是在我的主观性之外的东西，所以它在我的主观性里就没有任何地位”([3], p.
700-701)。从萨特的观点中，我们应该有所启示：死亡并不可怕，死亡已然超出了我们之外，不为我们所
知，我们无须等死或者是自杀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的生命，生命只有一次，死亡便是限制。每一个人都应
该珍爱生命，只要他还活着，就要把握机遇，通过不断地选择和行动，自由地造就出自己的各种规定性
并不停的超越它们，从而赋予我们的生命以极高价值和丰富的意义。
总的来说，萨特一方面确实是承认处境的抵抗性会给人的自由实现造成某种限制，但另外一方面却
始终强调处境无法真正限制住人的自由的，最多也只是某种程度上的制约，可以说是自由造就了处境，
自由仍然具有绝对的意义。

3. 对萨特自由与希望哲学主题的评论
“自由”、“希望”、“超越”、“创造”……无需任何华丽辞藻的修饰，它们依然瑰丽无比。这
些独具魅力的字眼，如夏夜的星空般空远而深邃，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哲人目光，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恰恰，萨特就融它们于其存在哲学一炉，这正是其哲学的魅力之所在。在他的哲学里，它们全都蜕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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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主体的人的存在方式，每个人都自由地存在着，不断地超越着，不管处境怎样。毫无疑问，这是
每一个积极的、行动的人所追求的实践哲学，是人之为人、区别于物的人道主义哲学，是一种充溢着希
望、走出绝望的逆境哲学。不管现实的处境如何匮乏，自由与希望总是存在的。对于这样一种哲学，不
在乎它有多少细微的瑕疵，多少理论上的矛盾，我们都不能完全否定它，单纯的指责它的主观与唯心。
确实，不可否认，萨特的哲学确实有这样一种倾向，因为他把自由作为其基础，一方面自由是意识的自
由，换言之，无论人如何做出决定，怎样去创造都是在做思维实践活动；另一方面思维以存在为载体而
不断涌现，同时与自在之物相遇，不断创新着世间万物于人的价值和意义。在笔者看来，如果按照以往
的唯物的辩证的世界观来批判萨特的哲学是不够的，因为辩证唯物的世界观强调的是客观性，强调的是
科学理性。我们需要为它注入像萨特哲学这样的人道主义哲学清流，它们不会因其差异而矛盾消解，相
反，两者会和谐共生。人的生存是需要这样的张力。人本身就是肉体与精神的结合，既要遵循客观的物
质性，也要追求精神的超越性，关键在于协调。虽说萨特哲学从严格意义上来看可能算不上是科学的，
但并不是仅仅只有科学才是绝对的真理，并非除却科学就没有另外其它形式的真理，科学的确是可以指
导生活，但在它之外的其他真理也未尝不可！要知道，绝对的真理是一个全体，宇宙浩瀚，知识无穷，
我们不可能完全掌握绝对真理，对绝对真理的追求只能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任何一个时期的科学真
理只能是相对的，它在一定的时期显示其包含真理性一面，也会在一定的阶段暴露其存在的缺陷的一面。
所以，“一种理论不可能面面俱到，它只要说中真理的一部分，于人有益，就已经足够了”[6]。至少在
萨特的存在哲学中，是在呼吁我们每一个人都坚信人是自由的，在不断地直面各种生存窘境之后，对生
活永恒开放的超越与对自由的追寻，并且始终要充满希望。人从虚无出发，自由地走向未来，携带着希
望——在那里，每一个人都自由而全面地生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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