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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其“四因学说”对理解和认识人类教育事务具有深刻的启迪意

义.在哲学的意义上,运用“四因学说”从本体论、构成论、动变论和至善论四个维度阐释和构建研究生教育

学体系,是一种有益的尝试.这种尝试,不仅有理论的必要性,也有实践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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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 里 士 多 德 (希 腊 语:Αριστοτλης,英 语:

Aristotle,约公元前３８４年———公元前３２２年)是
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与苏格拉底、柏拉图齐名,是
人类的导师,其哲学思想博大精深,对人类思想的发

展具有非凡的指导意义.有专家评论指出,亚里士

多德的“四因学说”,“奠定了两千多年来科学和逻辑

分析 的 基 础,它 们 依 然 对 批 评 家 具 有 思 想 吸 引

力.”[１]６９.虽然这个理论导引于自然界的认识论原

理,但是其对理解人类事务均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和创新价值.若以之探讨研究生教育学理论体系之

构建,不失为一种重要的理论尝试.

一、亚里士多德“四因理论”及其价值界说

亚里士多德在其巨著«形而上学»中详细论述了

其著名的“四因理论”,同时在«物理学»«尼各马可伦

理学»等其他著作中贯彻了这一重要思想.«形而上

学»这样解释:既然“求知是人类的本性[２].”那么,
“显然,我们应须求取原因的知识,因为我们只能在

认明一事物的基本原因后才能说知道了这事物.原

因则可分为四项而予以列举.”“其一为本体亦即怎

是,也就是事物之所以成是者(本因);另一是物质或

底层(物因);其三为动变的来源(动因);其四相反于

动变者,为目的与本善,因为这是一切创生与动变的

终极(极因)[２]７.”在亚氏看来,“四因”都可以称为

“智慧的学术”.“至于其中最高尚最具权威的,应推

极因与善因之学,终极与本善具有慧性,———万物同

归于终极而复于本善,其他学术只是它的婢女,必须

为之附从而不能与之相违忤[２]４５.”“极因是一个‘终
点’,这终点不为其它什么事物,而其它一切事物却

就为了这个目的.有了这个末项,过程就不至于无

尽地进行.”例如,“一幢房屋,其动因为建筑术或建

筑师,其极因是房屋所实现的作用,其物因是土和

石,其本因是房屋的定义[２]４５.”又如,“一座雕像”,
石头本身是它的物质因,雕像由它而生;工匠按照某

种形式因给它塑造出形状,而雕塑这一动作则是动

力因;工匠脑子里的设想———比如形状,是雕一只狗

呢,还是刻一匹马好呢? 这是目的因[３].”因此,有评

论指出:“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是目的论的,也就

是说,它是目标取向的;万物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它

们所要达到或所选择的目的,或概括地说,行动和事

件的存在,是为了服从一个更高的目标[１]８３.”这就

是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
如上所言,亚氏在其«物理学»开篇中也指出:



“既然探究本原、原因或元素的一切方式都须通过对

它们的认识才能得到知识和理解———因为只有在我

们认识了根本原因、最初本原而且直到构成元素时,
我们才认为是认识了每一事物———那么显然,在关

于自然的研究中,首要的工作就是确定有关本原的

问题[４].”«尼各马可伦理学»开篇也指出:“一切技

术、一切研究以及一切实践和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

标.所以人们说得好,万物都是向善的[５].”这里说

的是“善因或极因”.有评论指出:“亚里士多德非常

注重‘原因’.他创建了一套完整的分析体系,他把

原因分为四类:‘物质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

因’.他认为人类的活动,甚至整个世界都可以通过

这种方式解释[３].”果然,由于这个理论论述具备深

刻、独到而强烈的理论辐射力和思想穿透力,长期以

来,包括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诸多学科,对这个

理论加以应用,释放了其理论的潜力,使得人类的精

神和思想得到了极大的升华.换言之,“四因理论”
是亚里士多德观察和考察一切事物的重要的理论标

尺,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无不如此.站在后来人的

角度看,虽然有很多学者质疑这个理论的完整性和

科学性,但是终归这种理论的强大的解释力,使得

“怀疑”停止脚步,而不得不审视其独到价值.也就

是说,人类社会的事务及其学问,是可以应用这个理

论加以理解和阐释的.

二、运用“四因维度”建构研究生教育学体系

研究生教育学,是致力于探讨研究生教育的意

义、本质、内涵、关系和规律的一种科学,归根结底,
还是要探讨研究生教育的“四因”学问.唯有认识其

“四因原理”,我们才能说认识了研究生教育这个事

物的学问.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运用古希腊哲学家

亚里士多德的“四因理论”指导构建中国研究生教育

学理论体系,形成符合基本理论建设规律和研究生

教育现实逻辑需要的有解释力、指导力的理论体系.
具体研究内容主要由本体论、构成论、动变论、至善

论四个部分或四个维度构成.
(一)本体论维度:探讨研究生教育的意义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解释,“事物之所以成是

者”,为“本因”.就是事物为什么成为其所成为的这

个事物,其中必然有其内在的规定性,这种内在的规

定性是其他事物所没有的,也即唯有这个事物才拥

有的规定性和特征性.因此,研究任何事物首先就

要研究决定这个事物的内在规定性,准确把握这个

事物的内在规定性,这样才能深刻认识该事物的本

质属性,并由此出发认识这个事物的方方面面.在

这个意义上,如果要探讨“研究生教育”及其“现象和

本质”,首先要探讨研究生教育的“本因”及其基本规

律.换言之,要通过研究和探索帮助人们认识“什么

是研究生教育?”“究竟是哪些因素决定了研究生教

育的根本属性?”“研究生教育与其他教育(基础教

育、高等教育等)存在什么重大的区别?”等等,这些

问题是研究生教育学理论体系构建中需要关注和研

究的最基本的问题和课题.因此在这个维度,应该

围绕研究生教育的本体认识问题进行研究,主要内

容包括:探讨研究生教育的定义、研究生教育的缘

起;研究生教育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研究型大学、
创新型国家的关系;对研究生教育学的认识状况、研
究生教育的知识发现、研究生教育的诸多范畴、研究

生教育的主要矛盾、研究生教育的基本规律、研究生

教育的基本理论等基本内容.
(二)构成论维度:探讨研究生教育的要素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解释,“事物之物质或底

层”,为“物因”.就是某事物是由哪些要素构成的,
这些要素使事物成为这种事物而不是那种事物,并
以这种构成展示这种事物的客观性和独特性.这种

客观性,不仅体现在这种事物的构成要素是实在的、
独特的,而且体现在这种事物的构成要素是关联该

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是影响该事物存在状态的.它

意味着,一旦改变了这种事物的某些构成要素或者

关键要素,将导致这个事物成为非本体性的事物,或
者说异化为他物.在这个意义上,探讨研究生教育,
务必探讨研究生教育的诸要素及其构成关系.也就

是说,要找准那些决定研究生教育的各种要素而不

是其他要素,让这些构成要素“自身说明”:“我是研

究生教育的独特要素而非其他教育的独特要素!”因
此在这个维度,围绕该核心主题,应该探讨研究生教

育的诸要素构成,包括高深学问与大学特性、科学研

究与学术训练、教育结构与培养类型、培养目标与培

养体系、培养模式与培养机制、培养方案与培养计

划、课程设计与教学要求、考核评价与毕业标准、学
位论文与学术评价、职业发展与实践要求、经费资助

与培养环境、教育精神与文化积淀等要素内涵.
(三)动变论维度:探讨研究生教育的原理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解释,“使事物正常运动

的原理”,为“动因”.就是说一切事物都是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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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事物的运动必然有其运动状态和运动规则或规

律,这种运动状态和运动规则使事物的各个要素处

于各司其职的职能作用发挥状态之中,而且持续运

转不能停止运动,或者说,这种运动一旦停止或改变

方向将导致事物的变化,影响事物的正常存在.通

常这种事物运动的规律决定于事物的内在而非外在

的影响,准确地说,是内在决定外在,外在影响内在,
从而产生持续的运动,保持事物的存在性.在这个

意义上,探讨研究生教育,务必要探讨使研究生教育

正常运行的基本原理.也就是说,我们要通过研究

认识“研究生教育究竟是如何发生、发展、变化、运动

的?”“是什么原理使研究生教育发生应该有的变化,
并且始终保持研究生教育的属性?”因此在这个维

度,应该探讨使研究生教育运行变化的基本原理,包
括科研与教学相结合、导师的个性化指导、分类分层

培养、研究性课程教学、研究生自主学习、学术性考

查、开放式教育、德性素质教育、产学研合作、学位授

予程序、社会承认体系等基本内容.
(四)至善论维度:探讨研究生教育的目的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解释,“事物之最终归

宿”,为“善因或极因”.就是任何事物都在追求某种

“归宿”或者说是某种“善”,这种“善”是一种目的、一
种状态、一种呈现、一种价值、一种意义,只有这种事

物谋求实现“善”,它才能真正去追求自身的目的,实
现自身的价值,体现自身的意义.因此事物追求“至
善”成为事物运动和发展的一种过程,并在这个过程

中实现了最终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探讨研究生

教育,务必探讨研究生教育的最终目的或善因道理.
也就是说,要通过研究探索认识研究生教育作为一

个完整的体系,其存在的本体意义是什么? 其追求

的价值意义是什么? 其运行的重要目的是什么? 其

最终的价值归宿在哪里? 因此在这个维度,应该探

讨研究生教育的六个“适应、服务和促进”问题,具体

包括:研究生教育,要适应、服务和促进教育创新发

展;要适应、服务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要适应、服务

和促进政治发展;要适应、服务和促进科学技术进

步;要适应、服务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适应、服务

和促进文化发展等.这六个“适应、服务和促进”,不
仅是研究生教育发生和发展的根据和理由,而且是

研究生教育追求的价值目标.
总而言之,亚里士多德的“四因原理”,是一个博

大精深、浑然天成的认识逻辑体系,它不仅对人类认

识自然的现象和规律,而且对认识人类社会包括心

灵活动的规律都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运用“四
因原理”,分析和探讨研究生教育诸现象、活动及其

规律,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从某种意义上说

可以反映研究生教育基本理论的体系结构,是理论

体系建设的一种重要尝试.

三、构建“四因维度”研究生教育学体系的原则

事实上,我们运用古希腊伟大哲学家亚里士多

德的“四因原理”构建研究生教育学理论体系,是一

种不折不扣的学术尝试.这种学术尝试,显然不同

于纯粹从“逻辑起点”出发构建研究生教育学理论体

系的“框架思路”,试图从探讨“研究生教育”的“原
因”中找出新的认识线索,进而提出一种新的理论体

系.在推进这种理论体系建设的尝试中,我们将遵

循抽象性原则、整体性原则、创新性原则和适应性

原则.
(一)抽象性原则

研究生教育是以知识发现和知识创新为己任的

高层次、专业化教育,研究生教育学研究应该十分注

重研究生教育学知识构建的逻辑性和抽象性.因

此,要按照研究生教育本身发展要求,致力于建构基

于逻辑的抽象的研究生教育学理论体系.亚里士多

德的“四因原理”是形而上原理,其对事物之“原因”
的探讨,是高度抽象的学术,我们以此为指导,构建

研究生教育学理论体系,需要对研究生教育的系列

基础性问题诸如“什么是研究生教育?”“研究生教育

是怎么构成的?”“研究生教育是如何运行的?”“研究

生教育为什么而存在?”“研究生教育向何处发展?”
等进行“富有意义的”“深刻追问”,从中挖掘研究生

教育的“学术土壤”,提炼研究生教育的“学术内涵”,
揭示研究生教育的“基本规律”,为提高研究生教育

质量和水平提供有价值的理论指导.
(二)整体性原则

研究生教育学研究涉及的内容极其复杂庞大,
因为无论从广义还是狭义上来看,研究生教育涉及

世界的政治、经济、历史、宗教、文化、科学、教育等诸

多方面,需要关注和研究的学术问题不比其他任何

学科少.比如,世界范围内研究生教育是如何孕育、
发生、发展,并演变为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办学主

题的? 一国研究生教育如何发挥自身功能、如何服

务国家和民族的发展? 其实践经验和基本规律是什

么? 等等,这些问题容易激起人们的理性思考: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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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认识研究生教育的复杂性,如何使研究生教育

学研究兼具包容性和解释性,这些都要求必须从整

体上进行把握,否则只是认识其细节部分,而这是达

不到认识研究生教育事物本质的目标的.简言之,
秉持整体性原则,研究和把握研究生教育学的内容

研究,是研究生教育学理论体系构建的重要选择.
(三)创新性原则

研究生教育学理论是一种应用性、实践性较强

的理论.但是,如果单从应用性、实践性角度考虑建

构这个研究生教育学理论体系,则理论体系的学术

深度不够,解释力和指导力也不足,因此,必须在研

究方法上进行科学的创新,提出新的理论体系和理

论架构,提高理论的解释力和说服力.在这个方面,
运用亚里士多德的“四因原理”,分析和解释研究生

教育学的理论体系,可以让人们获得一种新的方法

论观点和比较科学的认识.这种方法的创新,表现

在探究“事物之原因”,从原因出发探讨事物的本质、
要素、原理和目的,通过形而上的总体分析和深刻阐

释,构建一个完整的系统的研究生教育学理论体系.
(四)适应性原则

运用亚里士多德的“四因理论”分析和解释研究

生教育及其学术规律,在当前的研究生教育学研究

中应该说是一种新的理论尝试,这种理论由于来自

古希腊哲学家的思维成果,它究竟是否适合解释中

国的研究生教育学理论需要,因此需要进行适应性

和可行性的考察.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这种

理论的基础是什么? 它起源于对自然的思考,但是

适合对人类问题的分析需求;二是这种理论在中国

社会科学理论建设中的适应性? 它探讨的是形而上

的原理,是人类认识世界的科学方法,显然,适合任

何民族认识世界事物的思维需求;三是对中国研究

生教育学研究的适应性如何? 追问这些问题,也是

告诫自己的研究,就是要积极吸收和运用人类文明

发展中发现的基本原理进行中国式的理论再创造,
以服务于中国的发展事业,同时自觉服务于全人类

的发展事业.

参考文献:
[１](美)亚历山大Ｇ莫利斯(AlexanderMoseley)．亚里士多德

[M]．王 爱 松,译,哈 尔 滨:黑 龙 江 教 育 出 版 社,２０１７:

６９,８３．
[２](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吴寿彭．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１,７,４５,４５,
[３](英)威廉Ｇ拜纳姆(William Bynum)．耶鲁科学小历史

[M]．高环宇,译．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６:３９．
[４](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物理学[M]．徐开来,译．北京: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１．
[５](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修订本)[M]．苗

力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１．

OnNewConstructionoftheTheoreticalSystemforPostgraduate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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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ristotlewasagreatphilosopherinancientGreece．HisfourＧcausehypothesishasprofoundinspiringsignificancefor

peopletounderstandhumaneducationaffairs．Inthesenseofphilosophy,itisausefultheoreticalattempttointerpretand
improvepostgraduateeducationsystem withontology,compositiontheory,dynamicchangetheoryandperfectionism．The
authorbelievestheattemptisnotonlytheoreticallynecessary,butalsofeasiblein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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