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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是有益於人生的格言，表現了語言詼諧和人生

智慧。人類思維存在著矛盾性，因而就造成語言悖

論。這不是壞事，也不反常。這不是日常語言的缺

陷，恰恰是它的魅力所在。

經典悖論屬於堂奧之學。和經典的悖論相反，

本文研究日常語言哲學裏的智慧悖論、民間悖論、

江湖悖論、日常悖論。經典悖論幾乎無人問津。讓

悖論從邏輯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桌裏解放出來，變

為群眾日常生活智慧，猶如生活禪、野狐禪、口頭

禪。漢語中也同樣有悖論。不少哲學問題來源於

語言，來源於日常生活和日常語言。最早的古希臘

哲學悖論皆是日常語言，而不是理想的人工語言：

如「說謊者悖論」、「理髮師悖論」、「訴訟悖論」。

又如「水土火氣」，都不抽象。智慧存在於日常生

活中，智慧不離生活。脫卻生活的語言一點也不是

智慧。漢語是語言。語言先天地具有兩可性，矛盾

性，因而日常用語包含不少悖論，也即是智慧。悖

正言若反，生活哲理
—趣話漢語中的語義悖論

■ 安希孟

山西大學哲學系

哲思慧語

悖論（paradox）起源於希臘古代神話，也起

源於基督教信條。悖論是同一命題或推理中隱含

著兩個對立的結論都能自圓其說。所以悖論又叫

佯謬，似非而是。悖論是心理感受，心理聯想，把

兩件前後相續並無因果關係的事情聯想起來。世

界上的事情、萬有的自然現象，前後相續，具有因

果關係。但還有許多現象，時間上有先後，但卻不

是因果關係。其因緣際會，是人為的聯想。

悖論是一種生活態度和言說方式，世界本來

呈現為兩種樣態，具有模糊性。人的認識也具有兩

可性：此即世態炎涼人情冷暖，雙極世界。悖論源

自生活，生活自身，模棱兩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

是非。哲學悖論屬於日常生活世界，不歸哲學本體

論。它涉及人生倫理觀，但也與世界觀緊密聯繫。

因為世界的樣態不是透明的，而是模糊的、非邏輯

的、含混的。哲學悖論帶有語言遊藝的性質，屬象

牙塔清雅思辨。漢語悖論同樣緊扣生活哲理。悖

摘  要：本文討論日常生活中含有悖論意義的漢語習語。漢語和希臘語、古人和現代人、科學生活和生活

常識，都有悖論。悖論起源於人類的認識的有限性與宇宙的無限性的背反。悖論源自存在和生存的荒謬，

源於生活本身。本文討論的生活悖論有別於古典悖論，甚至不是邏輯悖論，強可稱為廣義的日常語義「悖

論」。它是一種語言文字遊戲（維特根斯坦），屬於哲學小品類。本文中文舉例，都是熟語、下里巴人、趣味

哲學，非廟堂哲學。語義悖論源自生活荒謬，源自語言模糊，因為生活並不透明，也不徑情直遂。生存具有含

糊性，存在是兩可的。此乃生活常態，也是語言表述常態。悖論智慧無處不在。日常語言哲學是最豐富的哲

學寶藏。悖論屬於前現代，不是近代認識論。但後現代似乎是回歸前現代。悖論並不是由於語言表達出現

混淆而導致的一種自相矛盾。你不可能追求克服日常語言缺陷的理想語言，不可能用這種語言表達思想，不

可能使用數學公式和邏輯語言去生活、工作、戰鬥。

關鍵詞：悖論；有限；語言；生活；俗語；反而；寧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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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的語言智慧，哲學智慧，恰恰生存於日常生活語

言的汪洋裏。如今的哲學是回歸生活世界。

一、中國古代語言與悖論

悖論往往就是社會普遍而合理的現象。悖論

是生活，是語言智慧。悖者，背也，荒謬也，論者，

言說也。悖論屬於佯謬，非真謬，表面或字面意思

自相矛盾，但內容合理。然而畢竟也屬於佯謬一

類，因為字義呈現為荒謬。本文所列舉的，無非是

看起來，或乍一看，顯得荒謬，但卻也真實。除了經

典的邏輯悖論、科學哲學外，日常生活語言也充滿

機智的悖論。古今格言、古典語言、日常俗語、格言

警句，也常常呈現為悖論。

悖論是矛盾。自古以來，人類武器研發，始

終是硬幣的兩面，矛與盾。進攻性武器近乎極致。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積極含義，就是促進人

類不斷研發更新武器，促進技術進步。攻防結合，

以守為攻，攻守兼備，武器更臻完備。攻，就是防，

積極防禦。防，也是攻，反敗為勝。沒有專門製造

進攻性武器而疏於防備的，或者相反。「以子之

矛，攻子之盾」，原是中國人讚揚某些聰明人反戈

一擊置他人於死地的妙言雋語。不過兩千年來，人

們對這個寓言的理解出了偏差。這位既鬻矛又鬻

盾的人，才是中國古代最早的哲學家。他沒有任何

錯誤。矛盾的故事說的是悖論，它告誡：不能設想

以他人之矛，攻他人之盾。這種念頭應該徹底打

消。既賣矛、又賣盾的人沒有過錯。

這個故事本來應該是諷刺那些提出「以他人

之矛，攻他人之盾」餿主意的人。你怎麼可以提出

用人家的鋒利的矛頭，去攻擊人家自己的厚實的

盾牌呢？他那無堅不摧、攻無不克的矛竟然是幹

這用的嗎？他怎麼可以用無往不勝的盾牌防衛自

己的矛頭呢？這盾牌，舉世無雙，這矛頭，所向披

靡。這不會有問題。你讓人家用自己的矛攻打自己

的盾。可是天下壓根兒就沒有這麼傻的人。矛之為

矛，在於它攻擊敵人而不是自戕。如果它向內刺殺

自己人，這樣的矛應該毀棄。無人以己之矛，攻己

之盾。盾之為盾，在於它防外。這世界上的確有所

向無敵的矛，也有立於不敗之地的盾。但沒有人傻

到自己擊殺自己。

老子哲學，與其說是辯證法，不如說是悖論：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

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柔弱勝剛強。」（老子《道德經》第三十六章）。欲

歙之、弱之、廢之、取之，卻張之、強之、興之、與

之。這還不荒謬？但實情卻果然歙之、弱之、廢之、

取之。這就以弱勝強了。微明，就是不明，含而不

露，光而不耀，不引人注意，難以察知。這與黑格

爾的辯證法不是一回事。

悖論往往是正話反說，正言若反，以凸顯正話

的分量和感染力。正言若反，也稱為隱嘲，或稱為

反諷、反語。正言若反揭示天道。「受國之垢，是謂

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為天下王。正言若反。」（《道

德經》第七十八章）。承擔屈辱，才能成為君主，承

擔禍災，才能成為天下的君王。正面的話好像在反

說一樣。「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受國之垢，是

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為天下王」。

悖論不是辯證法，當然也不是詭辯，不是訛

詐，不是狡詐。《道德經》「大智（反而）若愚」，

「大白（反而）若辱」，「大直（反而）若屈」，「大

巧（反而）若拙」，「大辯（反而）若訥」，皆悖論。

悖論表示與期望值適得其反，意料之外，情理之

中。這悖論往往有驚人之語。「塞翁失馬，焉知非

福」，悖論。悖論常含有「反而」的奇特怪味。易言

之，這話就是「塞翁失馬，（反而）是福。」詭異的

生活世界，（反而）有許多真相。《老子》：「其政

悶悶，其民（反而）淳淳；其政察察，其民（反而）

缺缺。禍兮（反而）福之所倚，福兮（反而）禍之所

伏。」

悖論是欲求和現實，主觀和客觀的矛盾。悖

論表明主觀欲求不那麼順利，主觀與客觀背離。

悖論有時是期望值和實際的差距。《論語·子路》：

「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

不成。」「欲速反遲」，形容事與願違。「欲蓋卻彌

彰」。不蓋反不彰。蓋，適足以彰。期待與現實的矛

盾，常常令人失望。

悖論起源於生活世界的荒謬。存在哲學認

為，凡存在的都荒謬，凡荒謬的都存在，這是本然

世界。屈原說：「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

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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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楚辭·卜居》）「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

所不足，智（反而，卻）有所不明，數（卻）有所不

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

能知此事。」（《楚辭·卜居》）這都已經成為日常生

活存在論的悖論。

難易之辯證轉化，也呈現為悖論。《韓非

子》：客有為齊王畫者，齊問曰：「畫孰最難？」曰：

「犬馬（反而）最難。」「孰最易？」曰：「鬼魅（反

而）最易。」「何為？」「夫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睹

之，不可類之，故（反而）難。鬼魅無形者，人皆未

見之，故（反而）易也。」佯謬也。「畫鬼（反而）容

易畫人（反而）難」。物極（反而）必反。《呂氏春

秋·博志》：「全則必缺，極則必反。」

孔子說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

知為不知，是知也。」（《論語·為政》）。無知，怎麼

就是知識呢？佯謬。「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

以為知者。」「已知」和「未知」，知識和無知，悖

論。知道自己無知，就是知。知道的越多，越知道

自己無知。越知道自己無知，就越是有知識。已知

的未知，就是知。

《論語》：「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

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內荏必色厲。內荏色更

厲，疾言厲色亦必內荏。中幹必外強。借外強以壯

膽。「勳吏二千石，幸得奉使，不遵禮儀，輕謾宰

相，賤易上卿，而又詘節失度，邪諂無常，色厲內

荏。」（《漢書·翟方進傳》)「外強中乾」、「色厲內

荏」，極為可能，外強者必中幹，色厲必內荏，說的

也是悖論。外強和中幹，色厲和內荏，反差極大。

外強）中幹，色厲其實內荏。外和中、強和幹、色和

內、厲和荏，都是相反的兩端。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孟子》），憂患反

而使人生存。安樂，倒是使人死。死很自然，生卻

痛苦。正話反說，都是悖論。「置之死地而後生」，

也是這樣。置諸死地，不得已，卻反而生。「故天將

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

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

曾益其所不能」。勞天降大任居然苦其心志，苦困

乏竟然是讓人增益其所不能。悖謬卻合理。「人恆

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

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

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都知道敵之為害，不知敵之為益。

《史記》：「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

亦可以解紛。」言非若是，說是若非，言能亂異同

也。這需要較高級智慧和文學修養。道理要深刻，

語言莫直白。幽默讓人悟出許多道理。幽，而且

默，不是赤裸裸，不是直白，不是活脫脫、一絲不

掛。留有餘地，留有空間遐想，令人回味無窮。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為什麼不是「魔高

一尺，道高一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佛道

皆說。人的境界越高，遇到的麻煩也越大。有進取

心的人，往往經歷強烈砥礪磨煉。從心態上看，道

高一尺，魔高一丈，是一種積極的心態。道：正氣。

魔：邪氣。修行到一定階段，就會有魔障干擾而前

功盡棄。《初刻拍案驚奇》卷三六：「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冤業隨身，終須還賬。」譚嗣同《仁學》

四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愈進愈阻，永無止

息。」修行的人要警惕外界誘惑。當然，境界越高，

越發覺自己不足。越有知識越知道自己無知。知識

就在於知道自己無知。取得一定成就，遇到的障礙

會更大。知識是個圓，知識越多，圓周越大，和未

知世界交接越多，越知道自己不足。學然後知困。

二、日常語言與悖論智慧

悖論是語言哲學。自古以來，哲學就是書齋

學問，象牙塔中，文字遊戲，思維演練。日常生活

語言悖論源自日常生活。希臘哲學悖論產生於哲

學書齋和案桌。古典悖論雖然也源於生活世界的

荒謬性，但更多地是書齋議論。哲學經典史上古

典悖論脫卻生活外套，沒有實用價值。日常生活中

的悖論不具有公式化典型性，但有實用價值。傳

統悖論不屬於哲學思辨形而上學，和經典悖論相

比，民間格言、諺語、短語，許多堪稱準悖論，俗悖

論。這些俏皮話也富含機巧與智慧，堪稱雋語，機

智，有生話積澱，似亦可登雅堂。初看荒誕粗鄙，

實則佯謬睿智—表面荒謬，實則實用。悖論因而

是現象與本質的對立互動關係。現象與本質二者

不直接同一。這裏的現象，實乃假像。悖論談論

或然性，因而就有相反情形發生。相反（反而）相

成。「失敗（反而）是成功之母」。相反事物居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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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成為因果關係。悖論就是指矛盾轉化。悖論是

雙方對立統一轉化互動的矛盾論。「寒門（反倒）

出貴子」。悖論表明矛盾轉化，「不怕一萬，但怕萬

一」，「升米恩，鬥米（卻）仇」，猶如說「一頓飯是

恩，十頓飯（反倒）是仇」。

日常語言悖論揭示了日常語言缺陷。自然語

言具有模糊性，造成本體論和認識論模糊。這導

致各種各樣的推理失效。但日常生活往往不按照

推理進行。它跳躍式前行。它在生活中有效。生活

中一些流傳廣泛的有益的格言、諺語，俏皮睿智譏

誚，具有悖論性質。它們是日常生活經驗的積澱，

好比生活禪，凝聚了生活智慧，有益於人生。生活

悖論違背形式邏緝、科學法則與規律。生活實踐的

觀點是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生活悖論具有實用

性。生活中經常見到悖論，道理淺顯，也深刻。

悖論表明人們的存在和語言具有兩難性、荒

謬性。存在即荒謬。兩難亦即兩可，但人生，兩難

大於或多於兩可。左右為難，捉襟見肘，四面楚

歌，多於左右逢源。人生的悲催多於歡樂不知幾許

倍。悖論有時就是進退「兩難」或「兩可」。因為

兩可，就增添了選擇的難度，所以也是「兩難」。悖

論表明選擇的「兩難」，或曰，「兩可」。然而「兩

可」，其實也是「兩難」困境。正因為兩可，所以兩

難。「兩可」是困境，更有甚於「兩難」。「兩可」，

更加折磨人。世上事有時進退失據，首鼠兩端，進

退維谷，這才有了悖論。事物、道理、心理、倫常、

規則、萬物，都有二重性、兩面性，不是純而又純。

這是悖論的生活出處和依據。

「不信謠，不傳謠」，本身就是一個語義學悖

論。如果明知是謠言，必定不會傳播，也不會相信。

世界上沒有什麼「信謠」或「傳謠」。誰會相信或傳

播明知的「謠言」呢？既傳播且又相信，必定相信

不是謠言，或不知是謠言。怎樣或何以才能辨別或

確定某句話是謊話呢？一句話只有說出、傳播、交

流、公布，才能得到證實或證偽。不信、不傳，便無

由獲取資訊，亦無以確證，只能存疑。但一個隱蔽

的未說出的資訊，不是資訊。一條未經核實的資

訊，恰恰需要通過傳播比照，才能得到證實或證

偽。沒有證明也就無從糾錯。沒有錯誤，也就沒有

正確。錯誤往往是正確的先導。真與假，相比較而

存在。消滅了錯誤，也就消滅了真理。

「禁止張貼」、「禁止塗寫」的警示，然而它自

身就是實貼牆壁，也屬於悖論。一女一足踏馬蹬，

一足立地，問：「我是上馬，還是下馬？」另一人倚

門而立，一足屋內，一足門外，問，「我是進，還是

出？」進退兩難，樂觀一些就是進退兩可。悖論是

模糊地帶。你一抬手一舉足，就躊躇畏葸，且必有

損耗。「舉足輕重」，動輒得咎，兩下不討好。這不

是如魚得水。只要腳稍微移動，就會得罪人。

「兒童（反而）乃成人之父」，梁實秋認為算

是聰明的悖論。「要做先生，先做學生」。可是如此

一來就永遠沒有老師。顯然這必須事先限定或者

封閉，具體指謂某一個人，就是封閉。「忠言逆耳

（反而）利於行」—你不能不進逆耳之言，「良藥苦

口（反而）利於病」，良藥不會不苦。不苦不是藥。

「話醜理端」，「話糙理不糙」，「忠言逆耳，良藥

苦口」。當然，理端，不必話醜；話醜，未必理端。

但有時，理端，就話醜。理越端，越覺著話醜。理

越端，聽起來越醜。逆耳未必忠言，但忠言往往逆

耳，因為忠言不去阿諛奉承。「有心栽花花（卻）不

開，無心插柳柳（反而）成蔭」，古訓，出自《增廣

賢文》。不經意的事情，反而很順利。用道家的話

說就是指順其自然，凡事不可強求。有心栽花，花

應該開。無心插柳，柳不會成蔭。

「奴隸社會」的名稱是悖論，那其實是奴隸

主社會。奴隸社會就是奴隸主的社會，不是是奴隸

們當家做主的社會，不是奴隸思想佔主導地位的

社會。然而奴隸們又睥睨一切，頗有做主子的自豪

感。橫空出世、橫掃一切、橫刀立馬—這叫悖論。

越是奴隸，就越顯示出主子的風采，越覺著「捨我

其誰?」。奴隸們自己仿佛是主人，頤指氣使。奴隸

們也被叫做奴隸主。自覺當家做主。他們奴性十

足，奴氣沖天，又感覺自己是主子。他們替主子奴

役別一群奴隸。

悖論是偏執，極而言之，極端態度。狹路（偏）

相逢，冤家路（偏）窄。屋漏偏遭連夜雨偏雨壞。

知難（反）而（前）進，越是艱險（反而）越向前。

「越……越……」，越是困難的地方（反而）越是要

去。「越……」，「越……」的關係，不是規避，反而

互相刺激，越挫越奮，越戰越勇。「用戰爭消滅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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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本意是消滅戰爭，但卻興師動武，大動干戈。

所以悖論是生活態度，是決志、決絕、決心。看上

去荒謬。主客觀相反，實則不悖謬。擰著來、反著

來、偏執、固執、韌勁、寧肯，是表面與實質，應然

與實然的矛盾。初生牛犢（反而）不怕虎。真正說

來，它是無知無畏。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生命力

旺盛，死亡率也高。

哲學的悖論源自生存論的困惑。生活實際上

以背反形式出現。生活就是悖論。所以思想和語言

才成為悖論。一切真理皆採取悖論形式。但是悖

論並不表明理智的貧困，而是表明人類理智的豐

富。悖論表明偏執、執拗、固執。大禮（偏）不辭小

讓。大行（偏）不顧細謹。日常生活裏的趣味悖論

多多。悖論其實就是矛盾運動轉化。悖論不是靜

止休眠狀態。這裏矛盾轉化得有條件，條件往住

是人的主觀努力。「高貴者（反而）最愚蠢，卑賤者

（反而）最聰明」，說的是動態轉化變動，便成悖

論。「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聰明

反（反而）被（自己的）聰明累」，也是在一定條件

下轉化，「禍福本無門，（反而）唯人乃自招」，人

自己努力的結果，人是條件。

悖論是主觀和客觀的矛盾。「欲壑難填」，其

實是容易填滿。如果得不到滿足，便不再欲求。因

為「欲壑易填」，所以容易再產生欲望。渴望越多，

所得越少。欲求多，所得就顯得稀薄，因為渴求太

旺。人心不知足，拚命欲求，（反而）一無所獲。又

例如欲掐最大麥穗，期望值越高，所得竟為零。從

田頭掐到田尾，終於兩手空空。若懂得適可而止，

允執厥中，才好。摘取相對大的麥穗，不必擷取客

觀上最大麥穗。

三、悖論和「反而」

悖論一般把兩個截然相反、反差極大的選項

相提並論，便於比較。科學，既是天使，又是魔鬼。

戰爭推動科學技術，科學技術助力戰爭。大屠殺

與科學，聯繫在一起。悖論表示轉折關係，前後形

成顯著對比。悖論是對照、比照。比較是認識事物

的好法子。有比較、有對照，才有鑒別。有鑒別、有

鬥爭，才有發展。

「無價」之寶，昭示有價，天價。「無何有」，

昭示「有」，啟示「有」。「無」，啟示「有」。悖論表

明「缺失」，誰缺什麼（反而）就叫喊什麼。悖論是

「有」和「無」在一定條件下的所謂矛盾轉化。命裏

缺金，名字裏就含「金」字。缺水，名字就用「水」

字。「有」，（反而）表徵缺如。存在（反而）揭示

虛無。《紅樓夢》女子取名（反而）男性化，人名取

名，古代缺什麼，（反而）就想得到什麼。金木水火

土，缺啥補啥。背反也。《紅樓夢》：「假作真時真

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

了卿卿性命」，如果不是機關算盡，反而不會誤了

性命。誤了性命是結果，機關算盡是原因。「生前

心已碎，死後性空靈。家富人寧，終有個家亡人散

各奔騰。」「一場歡喜忽悲辛。歎人世，終難定！」

家富人寧，是家亡人散的原因。世事難料。一場歡

喜，必然悲辛。悖論、反差、荒唐的絕佳例子，莫此

為甚：「金滿箱，銀滿箱，轉眼乞丐人皆謗。正歎他

人命不長，那知自己歸來喪！訓有方，保不定日後

作強梁。擇膏粱，誰承望流落在煙花巷。」（曹雪芹

《紅樓夢》《好了歌》）

「無字碑」乃是有字。悖反！無字碑，恰恰可

以讀出無數字。「影子內閣」，議會中在野黨成立

的「內閣」，沒有行政權，但可以發表政治主張。所

以不只是影子而已。「不管部長」，專管其他部門

不管的事，所以還是管事。「無所任大使」，沒有赴

任國的大使，指巡迴大使，到處是任所。

「於無字處讀出文字」。即無即有，即無就是

即有。無，反而就是有。無中可以生有。世上本無

事，庸人自擾之。這就是事。庸人自擾，自擾，就是

有事，不是無事。無聲乃超聲次聲。這世界上沒有

無聲處。無果而終就是果。無色即是有色，色即是

空，空即是色—沒有這種顏色，尚有另外的顏色。

無聲，超聲次聲，也就是聲。無聲，昭示有聲。「無

聲的抗議」，無聲，卻抗議，勝似有聲，悖論，表面

悖理，實則有理。

「萬家墨面沒蒿萊，敢有歌吟動地哀。心事

浩茫連廣宇，於無聲處聽驚雷。」敢，怎敢、豈敢、

不敢。一片死寂。但又心事浩茫。如果敢於歌吟動

地哀，早早爆發，就不會心事浩茫，也不會驚雷動

地。於「無聲」處反而聽驚雷。「無聲」，卻有驚雷

動地。為什麼？因為「沉默啊，沉默啊！不在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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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魯迅《紀念劉和珍

君》），所以要爆發，而不是滅亡。作者不是嚮往滅

亡。沉默是為了爆發，不是應該受到讚許。無聲處

與聽驚雷，沉默與爆發，是一雙矛盾。但沉默會導

致相反的爆發，無聲處，才有驚雷。有聲，發聲，

不會有驚雷，因為能量釋放了。沉默，才有忽然的

爆發。如果不是沉默，而是活躍，也不會有突然爆

發。這就是悖謬，暗示只有「爆發」，才是唯一出

路。如果不爆發，沉默就是渣滓廢料。

悖論是反差，反差即悖論，「窮廟（反而）富

方丈」，窮廟，不可怕，不值得拿來說事。但富方丈

就引人深思。富方丈，尋常事，但和窮廟對比，就大

有文章。悖論就是那不協調的對比說事言理。「廟

小（反而）神靈大，池淺（反而）王八多」。悖論是

不對稱、不協調。但生活中多有此種現象。「樹欲

靜而風（反而）不止」，反差。樹影搖曳，枝葉晃

動，並非樹的主動。凸顯風力強勁。悖論是通過對

比凸顯現象。有時事與願違，悖論說的就是這一

反差。類似的，「欲擒故縱」，「將欲取之，必姑與

之」。「明察秋毫之末（反而）而不見輿薪」，反差，

鮮明對比。「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然而踏破鐵鞋，畢竟費了一番功夫，卻仍無覓處，

忽然間又不費工夫「覓」到了。表面上，不費功夫，

實際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卻是有處覓。厚積薄發

是也。「欲速（反而）不達」，悖論。所以，「寧停一

分，不搶一秒。」搶一秒，誤終身。

多難（反而）興邦，殷憂（反而）啟聖，國家多

災多難，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強盛起來。中華民族到

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

那就會把血肉築成最後的長城。左丘明：「鄰國之

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

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左傳昭公四年》）明

英宗：「多難興邦，高帝脫平城而肇漢；殷憂啟聖，

文王出羑裏以開周」（《復辟詔書》），屬於悖論。

四、抉擇的悖論：「與其」和「毋

寧」

悖論涉及兩難選擇。選擇的兩可，就是選擇

的兩難。都有損毀，都有所失。「兩害相權取其

輕」而已。寧可斷其一指，保全其身。只是出於不

得已。「寧……不……」，選取兩個極端，都是對

比明顯，反差極大，以示決絕。悖論畢竟不是面對

兩個樂觀的選項為難。「楊朱泣歧路，墨子悲染

絲。」悖論是兩難、窘境。悖論對立的二者擇一，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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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選項，一般是對立而不是兩可。如果不悖不謬，

樂觀其成，就不是悖論。悖論是選擇損失小一些的

體面的路子。莫把一切選項都視為悖論。儘管面

對兩個樂觀選項，左右為難，但悖論一般是左支

右絀，兩面不討好，只能選擇損失小而體面大的義

項。

「與其」，古老的漢語辭彙。在比較兩件事

的利害而決定取捨時，表示放棄的一面。「與其殺

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書·大

禹謨》）。「與其無義而有名兮，寧窮處而守高。」

（《楚辭·九辯》）。「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

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唐·韓愈

《送李願歸盤谷序》）「莫說生前被人唾罵，就是

死後亦有何顏見彼！與其忍恥苟活，何若從容就

死。」（明·馮夢龍《醒世恆言》卷二十）「寧可」，權

衡得失，選擇其中的一面。

「相逢寧可醉，定不學丹砂。」（唐·王績《贈

學仙者》）「寧可身臥糟丘，賽強如命懸君手。尋

幾個知心友，樂以忘憂，願作林泉叟。」（元·不忽

木《點絳唇·辭朝》）「寧可斬了小弟，不可絕了賢

路」（施耐庵《水滸》第四十七回《撲天雕兩修生

死書宋公明一打祝家莊》）。「寡人寧可失地，豈可

傷兄弟之情，拂國母之意乎？」（明·馮夢龍《東周

列國志》第四回）「與其過而近，毋寧過而遠；與其

近而人知，毋寧遠而人不知：此居下之道也。」（清·

惲敬《上汪瑟庵侍郎書》）

包含「與其...毋寧」的成語，都顯得表面荒

謬，但卻意氣風發，「不自由，毋寧死」，「寧缺毋

濫」，「寧為雞口，毋為牛後」，「寧我負人，毋人負

我」，「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寧」，「毋」，表明

決絕，不得已。無反悔之意，無後顧之憂。

「寧可……也不……」，一般是兩害相權，就

不是簡單地在明顯善惡二者之間選一（這裏是非

明確，對比顯著）。「寧可」，是選擇看似荒謬，相

較於另一選項，表面似乎損失大，其實還輕微些。

實出於不得已，但並不是違心之舉。那是「兩害相

權，寧取其重」的決絕。所棄的「輕」的一面，抉

擇者那裏，反而更重要。所捨棄的輕，在抉擇者眼

中，是失節事大，損失反更大。餓死是小事，失節

反是大事（現代文明不主張誓死鬥爭，不主張弱

者拚命，主張放棄無謂抵抗）。

悖論是正面價值和負面價值的選擇（寧取負

面價值），或較大的正面價值與較小的正面價值的

選擇（寧取其小），或較大的負面價值與較小的負

面價值的選擇（寧取其大），所以顯得荒（謬）。有

的悖論叫二難、兩難，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左右為

難，只是權衡後做不得已選擇。也有的悖論是左

右逢源，擇優選秀，兩全齊美，設有最好，只有更

好。不過，人生不滿意的事十有八九。悲劇大於喜

劇不知多少倍。所以有褒義和貶義兩種情形，即，

兩個選項都有積極價值，選取哪一個，或者，兩

者皆為不幸，兩個選項都是負面的，放棄哪一個。

「與其……毋寧……」，在比較利害得失、決定取

捨，表示選擇或放棄時，先做假意讓步，選取意較

次的一面，然後放棄。這比直接放棄更有感染力。

不過，一般情形，兩個負選項，通常都有害，不是

令人愉悅的，而是向之掌嘴的，但不得已，情非得

已，選擇較好，損失較小約一面。兩個選項是對比

明顯，反差極大，一正一負。所以悖論又是悲論、

背論—走背字。

「與其……寧肯……」，涉及價值論哲學，同

樣有價值，或同樣是負面價值。魚與熊掌，二者不

可兼得，必須忍痛割愛，有「捨」才有「得」。所捨

去的，在常人眼裏未必沒有價值，有時反而更珍

貴，但不得已寧肯放棄。這裏表示決絕。這裏，難

就難在選取最好的。當然也可能兩個選項同樣是

令人厭惡，應該放棄的。問題是放棄哪一個。

悖論和常識相反，被放棄的也許更有價值。

這都是個人價值觀的嚴重差異。這裏遇到的兩個

選項，如果都不是美滿幸運，而是悲慘凄涼，而且

兩個悲慘結局懸殊很大，但不可避免地要選擇其

中一個悲慘結局。如果選取比較不悲慘的選項，

但卻要犧牲尊嚴，或者選取另一個悲慘殘酷的選

項，但卻能保持人格尊嚴。各有所得，各有所失。

物質和尊嚴，利益和名譽，寧願犧牲物質的、肉體

的利益，也要保全精神的尊嚴體面。在二者都很

重要，但價值不同等時，寧願犧牲常人眼裏的好

處，而選取常人眼裏的次要選項。

「寧可餓死，也不吃嗟來之食」，餓死是不好

的，單單餓死，無人會去選擇。因此悖論的選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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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難，不得已「求其佳」，上上簽。「齊大饑。黔敖

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

貿然而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

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

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

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不食嗟來之

食」出自這個故事。不過一般而言，「寧可餓死」，

指的是一種決志，不是真的求一死。決心也者，百

死不辭。不過畢竟還不到死的份兒上。決心之堅

定，幾乎到了荒謬地步，就是悖謬。正因為荒謬，

我才相信他的忠誠。這就是佯謬。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死亡

和丹心，都重要，但為了丹心汗青，可以犧牲生命。

常人眼裏，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但從另一面

看，若為自由故，生命和愛情都可以放棄。悖論大

量表現為「與其……毋寧……」。和「與其」對應的

「毋寧」，也作「無寧」、「寧可」、「不如」。把兩件

不同性質、反差極大的事物聯繫起來選取。與其，

比較兩件事的利害得失取捨時表示放棄的一面。

這個悖論是「不得已求其次」，「退一步而言」，讓

步狀語。這個悖論關涉兩難、兩害、兩利、兩可之

選。兩害相權，寧取其輕，故有「與其」、「寧可」的

選擇。人對世界的認識具有相對性。人生來就面臨

無數次抉擇。

孔子過泰山之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

軾而聽之。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苛政與猛虎，如其擇一，寧肯與虎為鄰，也不離

開，不得已而為之。寧死不服徭役，不交雜稅。按

常理，苛政畢竟沒有猛虎兇殘，畢竟有一條命在。

這裏極而言之，表達憤慨，激憤之辭，未可當真。畢

竟，悖論不是認識論。你完全可以選擇苛政而規避

老虎。

「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若不幸而

過，寧僭不濫」。（《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寧可過

度賞賜，也不能濫用刑罰。僭，超越本分，是不好

的，但為著不「濫用」，不得已而「僭越」，「謬」得

有理，「悖」得合理。「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

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韓愈

《送李願歸盤谷序》）生前受讚美，不如死後不會

被鞭屍。身體享樂，不如靈魂安寧。

范仲淹《答梅聖俞靈烏賦》：「寧鳴而死，不

默而生」，寧可鳴叫著死去，不能默默無聞地活

著。這和好死不如賴活著，正相反。死，不是目的，

目的是鳴，寧鳴。生，還是追求的，但必須以能鳴

為前提。

「與其多而濫，寧願少而精」。比較利害得失

而有所取捨。「寧願聽漏洞百出的真話，也不願聽

滴水不漏的假話」。「寧死不屈，寧折不彎」，「寧

肯站（即，戰）著死，不願跪著生」，就屬於二難。

死是生命的終結。寧願死去，也不屈服。似乎是悖

逆常理。這並非提倡死，而是表達不屈服。二難，

可不是皆大歡喜，不是雙贏。「寧為玉碎，不為瓦

全」。玉碎是付出很大代價，但瓦全卻含垢忍辱—

儘管無物質損失。玉碎和瓦全相比，損失還小些。

瓦全保住物質，但精神蒙羞，是更大損失—瓦全

是奇恥大辱。玉碎，物質損失，精神卻高雅。寧可，

表示高風亮節，「寧可食無魚，不可居無竹」，魚肉

雖好，不如青松翠竹高風亮節好。竹菊松，古代象

徵高尚、清明、傲骨。魚當然比松、竹（只是觀賞

而已）價值更高。捨生取義，殺身成仁，自然，打

的是悲情牌。死是萬不得已。義很重要，不捨身更

好；仁很體面，不殺身也更好。「寧可……毋……」

中的兩個選項都是令人厭惡的不得已。不得已而

求其次，並不就是樂意，而是赴湯蹈火，所以就是

悲劇人生。因為事實上的皆大歡喜、完滿、求全責

備，完全不可能。「寧折不彎」，情非得已，則寧死

不降（屈）。能避免的就該避免。「不自由，毋寧

死」。並非鍾情於死，而是酷愛自由。

「寧攪千江水，不動道人心」。破壞人的道

心，就是極重的罪業。影響和干擾別人的心，就

是極大的罪過。「寧肯我負天下人，不願天下人負

我」，並非真正要負天下人，而是不讓天下人負我。

「寧要浦西一張床，不要浦東一套房」，表示決

絕，並非真的不要房，乃是極而言之。民謠「寧要

討飯娘，也不要當官的爹」。不是真的讓娘討飯，

也不是不要爹，更不是不要官，是對男性的家庭責

任感持懷疑態度。「寧和講理的人吵架，不與糊塗

人說話」。字面意思，寧願吵架，但原來屬於反話，

並非去和人吵架。這是明白人和糊塗人的反差。

悖論語言只在語言停留。「毋寧」是主觀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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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種更大更危殆的情形，未必是實然。「寧願」、

「毋寧」，代表做損失更大些的犧牲。極而言之。今

人眼裏，玉碎比瓦全損失更大。本交涉及的價值判

斷，可能部分過時，比如如今不主張和歹徒搏鬥做

無謂犧牲。

結語

本文有別於古典悖論或經典悖論，甚至不是

邏輯悖論，強可稱為日常語義悖論，屬於哲學小品

文。此文借用經院哲學經典「悖論」一詞（多數人

乏味），其實強可稱為廣義「悖論」。本文之悖論舉

例和分析，屬於日常語言分析哲學。它們更貼近生

活實踐，貼近語言的活水源頭。本文屬於趣味哲

學，非廟堂哲學，不是附庸風雅。日常語言哲學是

最豐富的哲學寶藏。哲學要回歸生活世界。這是生

活世界本體論哲學，是休閒哲學，不是經院哲學。

這就是大眾消費。後現代哲學更與文學結緣。本文

之悖論舉例和分析，屬於日常語言分析哲學。他們

更貼近生活實踐，貼近語言的活水源頭。

悖論屬於語言遊戲，是一種生活和語言的智

慧，是立身處世的手段。悖，相背而相和，不是你

死我活的鬥爭。和解、調和、相反相成、融合、對立

面讓步。凡此，比鬥爭、比濫施殺戮，更重要。對立

面除了相互鬥爭以外，還有共生、互惠、互利、合作

的空間，共存於一個統一體內。悖論表明雙方有

和諧共處的一面。悖論上升為哲學，就不是對立鬥

爭，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人類應當有足夠智慧通

過對話解決矛盾鬥爭和分歧，不是互相硬懟。

本文所選例證，許多是耳熟能詳的街巷閭裏

之語，近乎趣味哲學，非廟堂哲學。日常語言哲學

是最豐富的哲學寶藏。生活世界、語文世界，是一

切意義的基礎和緣起。和經典哲學悖論、和象牙塔

裏哲學相比，生活悖論更是民間智慧，更具有實用

價值。生活本身抑且就是悖論。生活充滿悖論。悖

論、佯謬，是存在和生存的悖論。哲學要回歸生活

世界，這是生活世界本體論哲學，是休閑哲學，不

是經院哲學。這就是大眾消費。

有人總結了現實生活中的悖論，不妨摘錄：

「我們居住的房屋越來越寬敞，家庭卻越來越小；

可以享受的生活便利日增，屬於自己的時間卻減

少；知識增多了，判斷力卻降低了；我們聚斂財富，

卻丟失自我價值。我們掌握了謀生手段，卻不懂得

生命真諦；我們往返於太空，卻不樂意向新鄰居

問好；我們可以擊碎原子，卻不能突破思想偏見；

閑暇多了，樂趣卻少了；居處裝修華麗，家庭卻破

碎。」

Semantic Paradox in Chinese Natural 
Language

AN Ximeng(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Chinese idioms 

with paradoxical meanings in daily life. The paradox 
arises from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finitude of 
human knowledge and the infinity of the universe. 
Paradox arises from the absurdity of existence and 
existence, from life itself. Paradox is the living source 
of wit, irony, proverb, brevity and to the point, close to 
language. The paradox of lif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is different from classical paradox, or even not logical 
paradox, which can be called generalized daily semantic 
paradox. It is a kind of word game (Wittgenstein), 
belonging to the category of philosophical sketch. 
In this paper, the Chinese categories are idioms, 
vulgar, interesting philosophy, non-temple philosophy. 
Semantic paradox arises from the absurdity of life, 
f rom the vagueness of language, because l ife is 
neither transparent nor straightforward. Existence is 
ambiguous. This is the norm of life, and the norm of 
speech. Paradoxical wisdom is everywhere. Philosophy 
of ever yday language is the r ichest t reasu re of 
philosophy. Paradox belongs to pre-modern, not modern 
epistemology. But postmodern seems to be a return to 
pre-modern times.

Key words: Paradox, f inite, language, life, 
vulgarity, on the contrary would r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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