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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咨询在北美的生存状态略窥

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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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生＋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２）

【摘要】强调介入生活、服务到人的“哲学咨询”，可谓风靡北美。转折中的中国，对其
表现出高度的兴趣，然相关研究基本空白。本文便着力于弥补缺憾，推动中国哲学与西方哲
学同步发展。文中首先整理、辨析了哲学咨询的英语和汉语概念，指出无论是ｐｈｉｌｏｓ叩ｈｉｃａｌ
ｃｏｕｎｓｅｌｌｉｎｇ，还是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最终的落点都在用柏拉图，取代“柏赛克”（ｐｍｚａｃ，

代指精神药物）。随后通过对美国哲学执业者协会（ＡＰＰＡ）的发起人ｂｕ Ｍ撕ｎｏｆｆ的哲学活
动的记录，侧面展示了北美的哲学咨询业为求生存而展开的与心理咨询之间的竞争；在宏观
扫描北美的哲学咨询业生态后，文章进入微观的咨询现场，透过Ｔｉｍ的案例，感受北美的哲
学咨询业生态，并引申出两个关乎哲学咨询发展的基本准则：ｌ、哲学咨询师应该说明主义
的副作用；２、不要代替客户学习，不要代替客户思想。
【关键词】哲学咨询；精神疗法；实践智慧；苏格拉底；存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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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被哲学家作为论点征用，却不能纾解人类的痛。
——伊壁鸠鲁（公元前３４ｌ一公元前２７１）①

·作者简介：周永生（１９７１一），安徽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应用
哲学、自然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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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传统哲学通常给人的“象牙塔”、“静

得汉语简练之妙。

谧”的印象①，强调介入生活、服务到人的“哲

关于哲学实践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学咨询”，可谓风靡北美。且看美国哲学、咨询

哲学实践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ｐｍｃｔｉｃｅ，是美国哲学

及精神疗法协会（ＡｓＰｃＰ）的前主席、现在的美

执业者协会（ＡＰＰＡ）的发起人ｋｕ Ｍ捌ｎｏ珏所常

国哲学执业者协会（ＡＰＰＡ）的发起人Ｌｏｕ Ｍ埘一

用之词，对这个概念，他在《哲学实践》的创刊

至
ｏ

ｎ硪的一段文字描述②：

词中，有较翔实的解释：

广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在我写作此稿期间（译者注：本段文字源于

哲学实践，这是我们的会刊的名字，也是我

Ｍ撕ｎｏｆｆ为《哲学实践》的创刊号撰写的创

们的运动的名字——会刊的名字，也受启于运

刊词，题为“１名哲学家等于１００门‘ｃ语

动。出版者和ＡＰＰＡ在经过对希腊命名法的绞尽

言”’），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刚刚出版了今年的

脑汁的搜索后，才敲定此名。在狂搜数据库时，

年终版，发行日期为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７日。封面

我们发现，最恰当的希腊名称（例如，认知Ｎｏ一

故事内容“２００５年美好生活５０招”，

“哲学咨

ｅｓｉｓ，实践智慧Ｐｈｒｏｎｅｓｉｓ等等）都已经这样或那

询”榜上有名，恰好排在“买人股票”之前。

样被征用了，可笑的是，有些用途和意思，与哲

记者Ｊａｙ Ｔｏｌｓｏｎ在文章结尾总结道：“美国人无论

学实践风马牛不相及。最后，在无果的希腊语检

是想雇个专业人士一道学习哲学，还是在业余的

索后，我们回到了通俗易懂的英语名称上来，而

氛围下学习，参加讨论小组，或是独自捧书而

且大家一拍即合。对我而言，这个名称既是一份

读，有～点无疑是再清楚不过的：苏格拉底的精

声明，也是一纸邀请。它所声明的是，对哲学来

神，又回到了集市之中。”

说，有一样东西相当重要，那就是“智慧之爱”，

Ｌｏｕ

居然能被８０％家庭持有股票的、商业精神渗

这种爱，不仅存乎理论，而且要付诸实践。哲学

透到骨髓的美国人，与股票投资比肩而列的“哲

之史，无论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有丰富多彩

学咨询”，到底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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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

的哲学应用案例记录在案。哲学，只是主要在２０
世纪，哲学家们才牺牲了他们令人敬畏的思维力
量，过起隐居而思、远离人民的牧师般生活。他

哲学咨询的大致定义

们全神贯注于从理论到理论，而对实践之念避之
无论是在被西方哲学界较为常用（可能是最

唯恐不及。这股浪潮因应用伦理学的推进而起

受欢迎的）的专业学术数据库“斯坦福大学哲学

变，应用伦理学使得道德理性开始思考问题、案

大百科”里，还是在另一西方知识界亦普遍使用

例、技术问题以及人类的重大灾难等，公众得以

的“维基百科”里，进行词组精确搜索，均没有

知晓、辩论得以展开、影响因而扩大、政策因而

“哲学咨询”的英文条目；由此亦可见该学科分

修订。在很短的时间内，应用伦理学自力更生，

支之年轻或者未见容于主流。

成为朝阳产业。以此为基础，哲学实践将“智慧

哲学咨询及哲学咨询者的英语和汉语概念的

之爱”广为应用，涵盖个人问题、群体动力和组

织文化。作为执业者，我们宣称，哲学真的也烤

简单对照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面包；而且不止于此，哲学家为人类的精神生活

（《论语·子路》），是故，我们首先追溯哲学咨
询之名之所出，方可准确定义之。哲学咨询，英

提供了营养之精华。

文表述有２种，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ｃｏｕｎｓｅｕｉｎｇ或ｐｈｉｌｏ．

在自己的生活中，思索这种实践的蕴义；我们邀

ｓ叩ｈｉｃａｌ ｐｍｃｔｉｃｅ，前者似乎比较多见。至于对从

请您与他人一起，探索哲学实践之道；我们邀请

这个名称，作为一份邀请函……我们邀请您

事哲学咨询业者的称谓，英文表述则有３种：哲
学执业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ｔｉｏｎｅｒ、哲学顾问

①注：这种印象，尤存于后苏格拉底时代至西方哲学史意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ｃｏｕｎｓｅｌｏｒ、哲学咨询师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义上的１９世纪中期的现代哲学这一时期，在中国，则为自秦以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ｎｔ，第一种称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后迄今。

ｐｒａｃｔｉｔｉｏｎｅｒ

壅北美似乎较普遍。至于哲学咨询业者的中文称。ｃ－②ｏ蠹？：崔篡Ｚ：写：竺；ｒ＇ｉ：三“未：篆
谓，上述３种译法均不完美，或改取“哲学咨
，页码分别岛１、１ｉ ｈｌｔｐ：／／＝．ｉ。ｆ０。。：。ｒｌｄ．。。ｍ／。ｐｐ／ｃｏｎ．

士”或“咨哲”，似乎更合汉语造词之法、且尽

ｔｅｎ卜ｃ∞ｔｅｎｔ：ａ７１３７３７０９ｌ？ｗ砌８＝Ⅲｉｃｉｄｅ＆ｈ∞ｈ：２２９３２６９７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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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ｓｓ，ＮＹ２００１），则以“知情人的视角’’，对哲

于协助转场的哲学家，帮助他们从哲学家的普遍

学咨询这个行业进行了更加技术化的介绍。他最

所在的教育界（大学教室），转到一个需要某些

新出版的畅销书《治疗常人》（原书名为《大问

额外的技能和实用知识的行业。从这个角度上

题》），英文版由Ｂｌｏｏｍｓｂｕｒｙ出版社２００３年在纽

看，正如Ｏ’Ｄｏｎａｇｈｕｅ所断言，担心ＡＰＰＡ的证明

至

约和伦敦同时面世，亦有多种译本。

是“可笑的”的想法，本身就是一种错误。事实

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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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ｕ的开拓性工作受到了国内和国际媒介的

上，这种将心理学／精神疗法和哲学咨询做比较

关注。作为一个备受全世界欢迎的哲学执业者和

的做法很成问题。哲学咨询虽然从心理学和精神

演讲家，ｋｕ为促进哲学的复兴而努力着。

疗法那里借用了某些观点，但是他们之间却有极

围绕ｂｕ Ｍ撕ｎｏｆｆ展开的批评和争论
ｋｕ Ｍａｒｉｎｏｆｆ遭到了其他以哲学帮助世人的

大的不同。前者侧重于“诊断”和“治疗”精

同行的批评，认为他搞的哲学过于媚俗，且不遵

这些疾病，但是试图解决那些存在于他们的人生

神或情感性疾病，后者则关心那些虽然没有罹患

夕

广。

守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业已建立的规则。许多书评

中的重大的、与存在相关的基本问题的人。而那

者发现，他的作品更注重贬损临床心理学和精神

些问题，恰恰是哲学一直在，至少是部分时间在

病学之不足，而不是开出真正的哲学处方。美国

研究的问题。这就意味着，哲学咨询不是心理学

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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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咨询和精神治疗学会的Ｅｌｌｉｏｔ Ｄ．ｃｏｈｅｎ认

或精神疗法的威胁或竞争者，而是为人们提供了

夕

为，“美国哲学咨询业成长的最大的障碍，是得

另外一种方案解决他们的问题。进而言之，这就

到现有的精神健康界的认可……对于Ｍａｒｉｎｏｆｆ为
没有受到过任何临床训练的人做资历认证，他们

意味着Ｃｏｈｅｎ所说的，哲学咨询在美国能否立
足，取决于专业的心理学界的认可的主张，本身

（译者注：指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界）的说法是，

是需要质疑的，因为哲学咨询足可自立，而且根

‘哲学家对精神健康问题一窍不通，而且他们会

据它自己的专业标准来行事。但这也许意味着哲

害了客户。，，，

学咨询本身应当干得好，建立一个更像教育学模

ｓｈｌｏｍｉｔ

Ｓｃｈｕｓｔｅｒ，以色列的一名执业者，则

认为“Ｍａｄｎｏｆｆ博士的演讲会上的人头攒动，令
全世界的哲学咨询业为之蒙羞。”

型而不是医学模型的框架，并且坚决拒绝那些要
求哲学家到非哲学家那里寻求认可的敦促。
Ｏ’Ｄｏｎａｇｈｕｅ写道：“仅仅３天训练，其后授

Ｏ，Ｄｏｎａｇｈｕｅ，一位拥有哲学博士头衔

予一个证书，许可你去做哲学咨询，这是滑稽可

的有照心理学家，声称Ｍａｒｉｎ硪“不是一位学者，

笑的ｊ因为它把哲学咨询降低到了类似新世纪梦

他不是那个可以领导一个国家的哲学咨询界的

工场或狗儿马儿秀的层次，在那里，也会颁发些

人”。ｏ，Ｄｏｎａｇｈｕｅ认为Ｍ撕ｎｏｆｆ所开具的３日班

空洞的证书来，但决不会保证向公众提供高质量

的哲学培训证书是“可笑的”。

的服务。Ｍａｒｉｎｏｆｆ忽略了古老的研究传统、技能

Ｄａｖｉｄ

辩护者则回应，那些ｓｃｈｕｓｔｅｒ之流对ＭａＪｉ．

训练和为提高竞争力必需的教育。除非得到特别

ｎｏｆｆ本人及全体哲学咨询界发动的攻击，显得过

培训和体验，生活在象牙塔中的哲学家们经常缺

于思路狭窄、过于因循守旧，不足以代表整个行

乏一个成功的咨询师说必需的移情能力、倾听技

业。例如，在与新泽西哲学执业者Ｅｒｉｃ Ｂｒｙａｎｔ电

术或真实的人生经验。Ｍａｒｉｎｏｆｆ损害了无论大小、

子邮件书信中，ｓｃｈｕｓｔｅｒ拒绝支持Ｅｒｉｃ Ｂｒｙａｎｔ的

已经由哲学咨询业取得的公众信任，通过夸张的

哲学实践，因为Ｂｒｙ蚰ｔ使用了易经。ｓｃｈｕｓｔｅｒ对

宣言和对帮助我们成长的其它行业的疏远。”④

Ｂｒｙａｎｔ说，‘‘我相信……人们应该使用他们的头

以上围绕行业领袖Ｍａｒｉｎｏｆ！ｆ的唇枪舌剑，恰

脑找寻答案，而不是靠掷骰子或用易经。您可否

恰反映了哲学咨询的将拥有的广阔疆土，每一颗

考虑从您的生活里抹去易经？那将对您大有裨

在重力环境下疲惫的、过重或失重的心灵，都将

希．，，

可能停留在哲学咨询师的工作台前；而北美心理

有些辩护者则回复认为，多数的恶意批评者

学界对哲学咨询的担心（或者说恐惧），恰恰也

是财运受到竞争威胁的个人。此外，由ＡＰＰＡ出

反证了哲学咨询的可能前景；对北美哲学咨询

具的证明只是提供给那些实际上已经具有资格做

业，最好的竞争方法，也许可以借鉴自老子，

哲学咨询的人，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专业的哲学
家。因此，这些辩护者提出，这种证明仅仅是用

①Ｗｉ】‘ｉｐｅｄｉａ，ｈｔｔｐ：／／ｅ—Ｌ诎ｉｐｅｄｉｔ ｏ形诎∥Ｌ吣一Ｍａｒｉｎ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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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哲学咨询师应该说明主义的副作用

郁而吸，吸后乐而更悲，但无力打破这个循环。

在本案，Ｔｉｍ希望Ｐｅｔｅｒ Ａｔｔｅｒｔｏｎ能够扮演一

俩人都认为，除非生活有改变，否则，康复班也
解决不了吸毒问题。

个医生的角色，妙手回春；但Ｐｅｔｅｒ Ａｔｔｅｎｏｎ表现

夕

阶段４

得象个谄媚的推销员，而且在货品上做手脚。如

至

Ｔｉｍ刚被查出ＨＩＶ时，拼命吃喝，生怕明天

考虑到对方是无神论者，故意不讲Ｋｉｅｒｋｅｇａａｒｄ
的人生第三阶段“求神” （ｒｅｌｉ百ｏｕｓ ｓｐｈｅｒｅ）阶

。
口

就死了，到现在，仍然这样担心。他生活在
新的信息或者理解到生活可以许他一个更好的明

段。这是一个多么危险而幼稚的欺骗？哲学咨询
师应当本着科学的精神工作。应当实事求是地告

天。“我觉得无辜”Ｔｉｍ说。Ｐｅｔｅｒ Ａｔｔｅｒｔｏｎ觉得

诉对方，每一种主义的副作用，主义都有缺陷。

Ｔｉｍ缺乏使命感，便搬出Ｋｉｅｒｋｅｇａａｒｄ的理论，告
诉他人生分不同阶段，要过有意义的人生，就必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非如此，

Ｆｅｓｔｉｎｇｅｒ所说的“认知不一致”中，他需要一个

须走出“求美”①的初级阶段，进入“求善”阶
段。考虑到Ｔｉｍ是无神论者——犹太裔，但不参

哲学则将退化，从ｐｈｉｌｏｓｐｈｅｒ退回到ｓｏｐｈｉｓｔ，哲
学咨询也将自绝其路。
‘

２．不要替客户学习，不要替客户思想

加宗教活动，也不信上帝——Ｐｅｔｅｒ Ａｔｔｅｎｏｎ就没

子日：“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哲

有讲“求善”阶段之后是什么。但讲这些时，
Ｐｅｔｅｒ Ａｔｔｅｎｏｎ反复声明，并没有任何道德说教的

学咨询要做的工作是启发学习、帮助思想。本案

意思。

发”，哲学咨询师可借机启发之，但如果Ｔｉｍ不

象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说的那样，人们宁愿不想死之
可能，Ｔｉｍ也习惯性地认为，自己也许不会死得

去学而思，则终究会“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如

那么早；但同时，他又比一般人更多地活在Ｈｅｉ－

Ａｔｔｅｒｔｏｎ也总结道，咨询师的只是个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ｏｒ，

ｄｅｇｇｅｒ的“真”中，相信死亡在前。俩人达成一
致，正如Ｍｏｎｔａｉｇｎｅ所言，“我们是否活够了，取
决于我们想不想活，而不是已活了多久”。从这

但却没有布置必要的课外作业，让Ｔｉｍ去做。这
一点，不妨借鉴心理疗法的行为矫正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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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Ｔｉｍ已然略有“愤悱”，“不愤不启，不悱不

此一来，哲学咨询师也只能“不复也”。Ｐｅｔｅｒ

个角度讲，哲学的任务是找出虽然死神等着人

（责任编辑林中）

们，但人们还值得活下去的理由，
阶段５

Ｔｉｍ最终没有被聘去做助理，他宣布以后不
再来了，因为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他怀疑哲学能
派上什么实际用途！Ｐｅｔｅｒ Ａｔｔｅｒｔｏｎ觉得很不爽，
不仅是因为哲学并没有使出一切招数，他也怀疑
Ｔｉｍ太性急，觉得也许本该出点更具体的主意，
比如建议Ｔｉｍ看看其他工作机会？
结论
Ｐｅｔｅｒ

Ａｔｔｅｎｏｎ反思道，哲学不会像圣谕那样

说话，咨询师的工作只是个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ｏｒ（译者注：
译为设施向导似乎比较适合，起的作用类似授人
以“渔”，而非以“鱼”）。对人生的意义，可讲

垩墨老多冀的幸福鬯；。絮果对方觉跫鼍歧璺，。可
讲康德。对Ｔｉｍ，还应讲Ｋｉｅｒｋｅｇａａｒｄ的“生存，

①中国翻译界多将此阶段译作“审美”的阶段，“审”

耋量碧警芝主薏，字名轰？菩套竺嘉磊。于磊亨耄嚣菜要荸冀晏；
写袤！。主；只ｉ蒜』。：磊苫：“孩磊牟≥：４萄薮琴。；；。孩蠢笼；：

这是个基本任务”——这句话好像也在说哲学咨

则审一二；欲知上世，则审周道；欲审周道，则审其人所贵君

询自己。

子”《苟子·非相》。而Ｋｉｅｒｌ【ｅｇａａｒｄ讲人生的初级阶段，追求感

！ｍ苎型考孽竺。．一…～一…～…
Ｔｉｍ案例可以引申出两个关乎哲学咨询发展
的基本准则：

￡主喜蠡拳嚣轰嚣’盘嚣：盖蓉驾姜喜
英。高荐最高ｊ义主第三簖主，。痞裾互磊；，ｉ。秦二访丕，。茹葑
应为“求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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