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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应对柏拉图《理想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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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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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全面系统的“制度性设计”的尝试，它在制

度设计上的根本缺陷，是建立了以所谓“哲学王”为统领的“正义”立法原则的政治等级制度。
“哲学王”集最高权力与最高智慧于一身，将国家前途建立在“好人”基础之上。
《理想国》将“正
义”解释为“政治正确”而不是自由、民主、允许争论等现代政治的基本原则，其倡导的正义是
建立在服从基础上的秩序。
《理想国》缺少近代启蒙思想的人权观念，而人权的核心是个人的
政治权利。应对《理想国》的制度性失误，应使政治制度保证公民政治权利中的个人性，用宽
容取代“正确”。在这个过程中，纯粹善良的私人生活比《理想国》里的公共社会生活更符合人
的天性以及人类幸福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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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的《理想国》首先是一部教育哲学的

律、伦理学等）还包含在哲学这门最古老的学问

经典著作。与孔子充满了人情味的《论语》不同，

之中。在我看来，关键的问题与其说在于柏拉图

柏拉图这本书是奠基在逻辑哲学基础上的，它不

说了些什么，不如说在于他那些没有明说出来的

讲人情只讲真理。真理属于“我应当”而不是人

却在他的言论中隐藏着的动机。这些言论与动

可以由着性子来的“我能”。 孔子的“仁”是“接地

机共同形成了一套思想制度，它对后来的西方文

气”的，他直接举例讨论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

明影响极大。

柏拉图的《理想国》却是从人世间进入理想的“天

《理想国》是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全面系统

国”，他首先要确立的是“正义”的概念。确立的

的“制度性设计”的尝试，它想的非常周到，不仅

过程是以对话方式展现的争辩，这个过程使用了

讨论正义、民主、共产之类的大问题，就连节育与

排除法或逻辑上的归谬法，它是符合逻辑的，或

生育、子女与幼儿园这类“小问题”也提出一系列

者说它是讲理的、哲学的。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后

“应当”的方案。说它们是“应当”是因为它们从

来独立出来的学科（逻辑学、教育学、政治学、法

来就没有在人世间完全实现过，但它区别于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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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构类的文学艺术作品，因为文艺创作的动机一

闭的定义基础之上的。柏拉图给“什么是正义”

开始就源于虚构，人们知道故事情节是假的，而

制定了一个标准，问题的消极面不在于正义的标

柏拉图设计的理想国却是思考与追求真理的结

准是什么，而在于他认为正义一定要有一个标

果：它是真的，或者叫真信念——人们相信哲学

准，这就像一把尺子，是否符合正义，可以用这把

真理，是因为相信哲学是真理性的语言，它区别

尺子度量一下。换句话说，柏拉图把“正义”混同

于虚构的文学语言（或
“讲故事”
）。

于“正确”，这就把一个哲学层面的“元问题”降格

于是，
《理想国》在文明史上最大的消极作

为世俗层面的正确与错误、好与坏、善与恶的问

用，就在于人们相信它所使用的形而上学语言是

题了。事实上，在对话中，柏拉图就是通过排除

真理的语言，相信《理想国》不是像小说那样在

法来排除错误、坏事、恶行，而筛选出正确的、好

“讲故事”。难道不是吗？讲故事往往开头要说
“在很久很久以前”，而《理想国》从来就不这样
说。时间对于“理想国”似乎是不存在的，因为它
所描述的
“应当”是永恒的，适用于一切时代。

的、善的行为，作为符合正义的依据。
于是《理想国》开了一个消极的历史先例，它
将“正义的”混同于“正确的”。消极之处就在于，
“正确的”已经隐含着排斥“错误的”，但我们的态

《理想国》中当然有天才智慧的思想，但问题

度是：真正的正义宽容“错误”。正义不是正确而

的关键在于柏拉图所诉诸的“应当”开了这样一

是宽容，即自由、民主、允许争论。
（换句话说，民

个先例：他想象出一个理想的王国，它是力排众

主制度不是正确的制度，它只是自由的制度。在

议的真理，而剩下来的事情，后来的人们表述为

这个制度下，不意味着人有权利想做什么就做什

“为真理而努力奋斗，不惜牺牲”——这可能导致

么，而意味着不可以强迫公民表达所谓“正确的

设计出来的制度性悲剧，因为一旦理想国的前提

态度”。
）只要仔细阅读就可以发现《理想国》的思

出了问题（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它是柏拉图想

想主基调，就是用“正确的政治主张”批评和排斥

象出来的，他认为是排除了虚假的可能性之后唯

“错误的政治主张”。它的对话是通过日常生活

一正确的可能性），整个大厦就会轰然倒塌。柏

这样的实例说服人的：小偷、背信弃义之人、过河

拉图的失误在于他的《理想国》只是活在僵硬的

拆桥之人都是坏人，一个做好本职工作的人，例

“可敬而不可爱”的概念之中，而忘记了国家是由

如把病人治好的医生、种好田地的农民，都是好

活生生的个人组成的，人的可能性是悬而未决

人。然后，柏拉图就在类似“好人才是朋友，坏人

的、自由的，不可能用所谓真理性的“应当”加以

［1］
（P13）
才是敌人”
的逻辑中推论，这个过程使用了

束缚。人的天性是好奇的、犯错的，甚至是荒谬
的，人更为当下状态所激动并且心满意足，并不

“做假设”的巧辩手法，使对手陷入“帮助坏人，为
［1］
（P12）
害好人，岂不是正义了？”
这样荒谬的尴尬境

是为了拥抱一个有现成标准的甚至在遥远的将

地，以便得出怎样的行为才算是正义的例子。
《理

来也不一定化为现实的概念。

想国》娴熟地使用了逻辑分类归纳和演绎推论，

本 文 将 以 柏 拉 图 的《理 想 国》作 为 思 考 的
出 发 点 ，做 一 种 跨 时 代、跨国别、跨学科的综合
考察。

一

类似如果你承认 A，就不得不承认 B、C、D 等。而

ABCD 各自的成分（例如好人、坏人、朋友、敌人）
是纯粹的，不含杂质，否则秩序就会混乱，就会陷

《理想国》先从正名出发，
“ 名不正

入自相矛盾，推论就无法进行下去了。这就使得

则 言 不 顺 ”，这 就 是 正“ 正 义 ”之 名 。

对话从一开始就是设想在先，而不是从生活事实

书中开篇定义“正义”有点像“理想国”

出发的。例如，每个有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如下

里的“宪法”。但这是误会，因为现代国际政治生

的事实是实际生活中的真实情形：一个忠于职守

活中通行的宪法之根本准则和《人权宪章》是一

的好医生可能同时也是一个小偷，一个好父亲可

致的，即保障公民的信仰、言论、人身自由权，这

能同时也是一个杀人犯，一个背信弃义的人面对

里的“自由”属于“元权利”，即与生俱来的、不可

乞丐伸出的颤抖而绝望的双手也会有怜悯善良

剥夺的、神圣的。它不同于柏拉图《理想国》中的

之心。但是，
《理想国》喜欢朴素与自然，不愿意

“正义”概念，因为柏氏的“正义”是建立在一个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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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和分析这些复杂的
“人性事实”
。

柏拉图的手法颇令人迷惑，虽然他想先正名

拉图《书札》第七有这样一段自白：
“ 当初我对于

“什么是正义”，但是在与人对话中，却迟迟不亮

政治，雄心勃勃，但一再考虑，看到局势混乱，我

相他自己对“正义”的回答，而是让对手凭借常识

彷徨四顾，莫知所措。我反复思之，唯有大声疾

说那些“正义”与“不正义”的事情，然后由柏拉图

呼，推崇真正的哲学，使哲学家获得政权，成为政

加以纠正。表面看，他确实区分了形而下与形而

治家，或者政治家奇迹般地成为哲学家，否则人

上，正义属于形而上之事，与名和利无关，与有用

［1］
（PⅡ）
类灾祸总是无法避免的。”
同一个人集圣人

无关。正义指的是正义本身。
“正义是至善之一，

与“国王”于一身，这个人同时是智慧与最高权力

是世上最好的东西之一。那些所谓最好的东西，

的化身——在这里柏拉图混淆了真理和“讲故

就 是 指 不 仅 它 们 的 结 果 好 ，尤 其 指 它 们 本 身

事”，他以为自己心目中的“应当”是真理，但事实

好。”

关于什么是这个“正义本身”，散见于整

上却是在“讲故事”或者设计《理想国》这出戏的

篇对话，它们是一套假设出来的、可操作的、理想

重要情节。当人类原本不存在的政治关系（政治

的或正确的国家（或者叫“城邦”
）政治哲学观。

乌托邦）被柏拉图如此设计出来时，它将是一出

对于国家而言，正义就是统治者、辅助者、生产者

危险而残暴的悲剧。

［1］
（P56）

各自遵守其职，互不冒犯。这个正义原则推及到

有两种形而上学，一种是纯粹的思考，这种

个人的正义，就是正确地调整好自身的理性、激

思考的“用处”就在于它“没实用价值”，它思考不

情、欲望之间的关系：用理性领导激情，节制欲

可能性但又区别于宗教神学，它决不干涉社会生

望，
这就是灵魂的最佳状态。

活，因为它的思考是不可能化为现实生活的，但

综观以上，我们发现柏拉图在阐述国家与个

是它的纯粹形而上学的价值正在于此；另一种

人的正义时，是通过“应当”暗指“正确”。
“ 应当”

“形而上学”是入世的，想在现实世界中实现思考

像是下达的道德命令，一个被定义了的逻辑命

者谋划的理想世界。
《理想国》的“应当”就属于这

题，起着类似几何公理的作用。柏拉图的“正义

样的形而上学，其“危险”与“残暴”就在于如此入

论”是有积极意义的，他敏锐地觉察到必须有社

世的哲学家的思考，是高度抽象具有普遍意义的

会分工，而维持社会秩序就得调整好不同职业者

思考，体现在判断句或命题上的“肯定一切”与

（统治者也是一个职业）之间的关系。同样，人的

“否定一切”。它用标签式的概念语言，对某种具

思想灵魂也可细分为理性、激情、欲望（柏拉图的

体的活生生的日常行为做抽象的概括，而后加以

贡献在于“分”而不在于他是否分得正确），并得

抽象肯定，断言它是好人好事，又以同样的思想

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国家调整不好关系，社
会秩序会陷入混乱；一个人处理不好自身的理性

姿态翻转过来断言坏人坏事，结果就划分了截然
对立的朋友与敌人阵营。它类似政治领域里的

与非理性之间的关系，精神也会陷入“错乱”。①

“算术”法则：我朋友的朋友还是我的朋友，我的

因此，接着“应当”的是“秩序”，而这就是关于正

敌人的敌人也是我的朋友。但无论怎样敌人都

义的回答。它是正义的是由于它是正确的，是建

不是朋友，如此等等。

立在
“应当”的
“秩序”基础之上的。

在柏拉图设计的《理想国》中，秩序（服从的

《理想国》的政治制度是人为设计的结果，其

结果）的重要性远远高于趣味（他认为诗人的才

中对哲学家的评价极高，
“哲学王”的称谓就来自

气只表现在模仿，没有创造能力，不能洞察美本

柏拉图。意思是说，哲学家不仅是政治制度的设

身。他贬低诗的想象力，用平静的理性统帅激

计者，而且同时就是政治家、执政者、
“国王”。柏

情）：这是一个机械的乏味的城邦国家。之所以

① 柏拉图下面一段话设置了理性的界限：对梦境和性本能的排斥，完全漠视无意识话题的合理性，不知晓无意识属
于精神世界更本源的因素。他节制或给欲望设置理论上的界限：
“我指的是在人们睡眠时活跃起来的欲望。在人们睡眠
时，灵魂的其余部分，理性的受过教化的起控制作用的部分失去作用，而兽性的野性的部分吃饱喝足之后却活跃起来，并
且力图克服睡意冲出来以求满足自己的本性要求。你知道，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失去了一切羞耻之心和理性，人们就会
没有什么坏事想不出来的；就不怕梦中乱伦，或者和任何别的人，和男人和神和兽类交媾，也就敢于起谋杀之心，想吃禁
止的东西。总之，他们没有什么愚昧无耻的事情不敢想做的了。”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第 352—3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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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如此效果，理论上的根据在于柏拉图在书中讨

他，有些快乐来自高贵的好的欲望，应该得到鼓

论的“一”是数学意义上的。它在科学上有意义，

励与满足，有些快乐来自下贱的坏的欲望，应该

但是将数学性质的理念运用于人的世界，将导致

加以控制与压抑，对此他会置若罔闻，不愿把堡

人类灾难。在他那里，广义上的“一”指的是事物

垒大门向真理打开。他会一面摇头一面说，所有

性质的纯粹性，即抽象的全有全无的性质，
“每个

［1］
（P228）
快乐一律平等，应当受到同等的尊重。”
就是

‘一’都和所有别的‘一’相等，而且没有一点不

说，似乎娱乐也划分为“应该的”或“正确的”与

。因此，
“1”无论如何都不能是“2”。用

“不应该的”或“不正确的”，划分的标准要到“正

通俗说法，好人的含义是不带杂质的，其性质绝

义”或“政治正确”那里去寻找，但后者是立场在

不会因时间而改变，坏人亦然。它排斥“一个好

先，而情趣本身却属于纯粹的感官享受，并不属

父亲同时也是一个杀人犯”，因为这破坏了思想

于“正确与否”的问题。柏拉图无限拔高了思想

秩序或思想制度，破坏了“同一性”的思维方式。

本身的地位，他眼中的思想是与情趣（或欲望-本

它因其复杂而不再纯粹，其复杂的标志在于它违

能）完全分离的，这里已经有近代哲学的鼻祖笛

反逻辑（相比之下，逻辑的“复杂”推理其实并不

卡儿“我思故我在”
（或者从清楚明白的观念出

复杂，因为每一个步骤都是清楚明白的），因此

发）的影子。事实上，不可将“我”的本质仅仅归

“好父亲-杀人犯”的同时性=精神错乱，为什么

结为一个会思想的东西，思离不开情、欲、做，这

呢？因为这等于“荒谬”不适当地钻进了“同一

些因素融为一体才形成活生生的思想。柏拉图

性”内部，等于对“一”做了不合理的分割，破坏了

不满意“所有快乐一律平等”的说法，认为这会导

“一”的纯粹或纯洁，而“一”是不能如此分割的或

致无序、意外、不可控制、无节制、多面性、复杂

同”

［1］
（P289）

不能掺入杂质的。

性、华丽、奢侈——他不满意这些多余的东西，他

换句话说，如上等于用死板的具有数学（计

希望简单朴素、清楚明白、透透亮亮。大字眼的

算与推理或秩序与正义）意义的、高度抽象化了

快乐（理想、学问、事业心）高于价值不大的小快

的是非、真假、好人坏人、朋友敌人之类全然肯定

乐。显而易见，理想国里的秩序与服从，要以排

或全然否定的判断，代替了活生生的具有血肉之

斥平等与自由作为前提条件。

躯的个人。数学-逻辑上的价值判断取代了对于
人的价值判断，这就是卢梭说的“疏远”
“ 增补”
“变形”
“异化”
。

“哲学王”本想给人类造福，结果却给人类制
造了巨大灾难，原因在于哲学家越界了：哲学家
可以是自己思想领域里的“国王”，这符合思想的

因此，柏拉图讨论的“理念”具有“一”的性质
或数学性质，其讨论的灵魂、理性、激情、欲望等

本性，即思想本身总是某个人的思想，其本性是
独立自主的、自由的。我只要有想到的能力，谁

等，也莫不如此。他表面上在谈论的心灵其实却

也没有能力真正做到干涉我怎么想、朝哪个方向

是“空心”的，它相当于用概念符号（数字-数量思

想。但是，如此一来，
“哲学家”就不可以自诩“唯

维）替换活生生的灵与肉，孤独（他从没接触“孤

一”，人人都有潜力成为哲学家，这是一种真实的

独”话题）守候着无“心”
（灵）的空房子。灵与肉

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想执掌政权的“哲学王”

是一个人的“内容”，可以类比为爱因斯坦相对论

不再是纯粹的哲学家，因为“哲学王”意味着对思

说的速度与质量，即在不同环境（质量与速度不

想的垄断，即它排斥一个国家有多个“哲学王”，

同）下有不同的“一秒钟”。
“一”不在真空中，不是

也会处理掉不同意柏拉图政治理念的来自其他

纯粹的理论假设。
“ 一”是悬而未决的，不可将类

思考者对正义的看法和实施方案。当思想被如

似“一”的形式的、抽象空洞的思维作为思考的出

此垄断之后，即使最智慧的哲学家也会走到智慧

发点。

的反面，因为“应当”的思想已经被哲学王预先规

《理想国》压抑人性与生俱来的情趣本能，还

划好了，哲学王代替了或代表了每个人的思想。

在于它把政治制度上关于“正义”的“应当”极不

于是，我们说，万一这个哲学王的“应当”站不住

适当地推广到情趣领域。其中有一段很关键的

脚，那么他下的赌注就会输个精光，就会出现柏

话，柏拉图批判这段话中的“他”：
“如果有人告诉

拉图极力想避免的人类灾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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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作为西方哲学经典，
《理想国》是两

义”。从现代人权意识出发，柏拉图这两段话是

千 多 年 前 的 作 品 ，它 的 影 响 极 其 巨

暴力的、武断的，甚至是残忍的，它的思路（联想

大。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从 18 世纪启

蒙时代到 20 世纪人类思想与社会实验，社会哲学

领域或多或少都有“理想国”的烙印。总结人类

到上述《理想国》确立了人类等级社会的合理性）
与纳粹对犹太人的态度之间有着极其隐秘的思
想遗传密码。

历史一个带血的经验教训，那就是不可以把设想

《理想国》以这样的思维模式影响了之后的

或设计出来的某种“应当”强行贴上“正确”的标

西方世界乃至全人类的政治文明：一定要设计出

签，然后普遍推行，当人类如此将“应当”强加给

某种理想状态，这状态具有高度抽象的普遍性和

日常生活时，将会与人的自然天性发生冲突。冲

永恒性，它不是已经实现了的，而是要以奋斗流

突的起因，在于强行将各具特色的个人自然心理

血牺牲作为代价，经过多少代人才能够实现的远

“磨平”、统一，作为“应当”
（借口是为了国家，其

大目标。它承诺道德上的至善可以先于这个目

假设前提在于：人是国家的）的一个例子。如果

标，于是强制实施一种不可能的事情，让乌托邦

例子不符合“应当”，该检讨与纠正的是例子而不

的设想真正实现于现实生活，以这句为例：
“我们

是“应当”。在这里，人们是把“应当”与“正确”当

就是要不爱权力的人掌权，否则就会出现对手之

成真理加以崇拜的，在它的旗帜下杀死的人是作

［1］
（P281）
间的争斗。”
这是柏拉图式的理想“幸福”国

为抽象符号的“敌人”，而似乎忘记了所谓“敌人”

的设计（很像中国远古美丽的尧帝的传说，可惜

也同样是有七情六欲的血肉之躯。
《理想国》确

现实社会不是这样的），其制度设计上存在天然

信，将人类成员划分为高低等级的政治制度是合

缺陷（即假设决定一个好国家的主要条件是组成

理的。鉴于它的成书年代，人类还远远没有形成

政府的人都是好人）。在任何时代只要是人，就

“人权”意识，它含有对相当于“奴隶”的人群的蔑

是各式各样的，好国家取决于制度好（自由、民

视，甚至不将某些人当人，其根据在于，柏拉图认

主、允许争论、制约权力，排斥“哲学王”
），而不能

为“处理掉”某些特定的人（不符合“正确”或“应

指望根本靠不住的所谓“好人”。“由不爱权力的

当”概念的人）是合情合理的。例如，
“ 女人应该

人掌权”，这不过是美好的愿望而已。柏拉图对

从二十岁到四十岁为国家抚养儿女（
‘为国家’，

人做了成为神的希求，但由于国王本人有立法权

因为《理想国》取消家庭，每个人都是国家的，是

（智慧或者说真理的权力），事实上无法约束权力

公共的人、公共财产，这个意义上的‘公民’，其含

（强权）给“哲学王”个人带来巨大的物质利益等

义完全不同于现代国际政治所说的‘公民’——
引注），男人应当从过了跑步速度最快的年龄到

特权享受（实际上，无法保证“哲学王”身上的好
人因素是极端纯粹的、永恒的），此“美好”制度下

五十五岁……如果超过了这个年龄或不到这个

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其核心是真理权，即以权

年龄的任何人也给国家生孩子，我们说，这是亵

力宣布的是非为唯一的是非），必将排斥异己（排

渎的不正义的……这种孩子是愚昧和淫乱的产

斥谬误），结果就走到美好愿望的反面（异化）：掌

［1］
（P197）
物”
。类似上述的不应当被生出来的孩子，

权者的唯一追求就是权力本身（权力会自动带来

柏拉图的态度是：
“我们一定要警告他们，无论如

个人利益）。一切社会斗争的核心是大大小小的

何不得让所怀的胎儿得见天日，如果不能防止，

权力斗争（为了权力而权力）：异化——由于初衷

就必须加以处理，因为这种后代是不应该抚养

与效果不一致，效果反过来形成新的真正动机，

的。”

也许称赞者会说柏拉图很了不起，在古

这新动机是柏拉图没想到或不愿看到的。于是

代就懂了“优生学”的道理，但是其消极面显而易

国家的精神形成一种十分奇怪的制度性虚假现

见，因为在这里他只从生理遗传（他给人类划分

象：
“美好”的“初衷”在形式上见于一切公开的言

了类别，在这里是“身体强健”的类别）角度考虑

论中，但人们真实的动机是另外一套（在这种制

人类生育，而全然不考虑人是社会的文化的人，

度性虚假的没落阶段，公开的言论连伪装都懒得

不考虑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或个性对于人类社

要了，对利益本身的追求不但被说成唯一正确

会的意义，它甚至是最原始的、广义上的“种族主

的，而且是理直气壮的“正义”
），这种精神分裂现

［1］
（P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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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使人们活得极不真实。但“真实的动机”并不

正确的”
（因为前提的“正确性”是毋庸置疑的，机

单纯，并非由纯粹的恶组成，它不仅还在用形式

器人的任务只是执行命令，由于没有权利质疑而

上美丽的字眼装饰自己，而且相信这些字眼也是

丧失了怀疑批判的能力），因此无法战胜故意不

真实的。换句话说，社会到处都是丧失了精神创

说“正确话”
（只是为了好玩或打发无聊）的正

造力的“愚蠢的聪明人”——由于权力压制了思

常人——不过脑子的人战胜不了善于胡思乱想

想自由。所有这些，就是由于制度设计中的天然

的人。

缺陷，导致柏拉图式的理想“幸福”国的设计真正
实行起来的恶果。

在“奇怪的制度性虚假现象”中，人们的生活
与命运就会这样。而在卢梭崇尚的自然状态下，

上述“奇怪的制度性虚假现象”不同于日常

原本是这样的：
“凡是有生命的东西，都各有各的

生活中的客套或者礼貌，后者例如熟人见面时说

特性。两个人不可能一模一样，两丛蔷薇也不可

“有空我请你吃饭”，尽管表达的可能不是字面上

能一模一样。如果强行消除生命的独立性和各

的意思，但属于礼节用语，在效果上并不恶劣。

［2］
（P3）
自的特点，生命就会消失。”
这里，指的是生命

前者则不然，它暗含到处弥漫着的恐惧气氛，即

意义的消失，尽管肉体仍旧存在，也就是我说的

被强迫的虚假，其公式是“如果你这样说，不仅平

人的机械化，人将不人：在这种状态下“生活”的、

安无事，而且还会得到好处”或“如果你那样说，

机械化了的人面临怎样的命运呢？一切坏事都

就会有人身危险”。由于这种被迫性的虚假完全

来自一个异化了的类似“哲学王”
（获得这个称

可能是一辈子或几辈子的常态，那就会有“虱子

谓，不在于这个“王”真有智慧，而在于强权=宣布

多了不咬”的麻木，即不用“过脑子”就知道应当

真理的权力，即因其首先具有王位而自动拥有

怎么在公开场合讲话，甚至会不自觉地、潜移默

“最高智慧”的发布权，这是制度设计的结果，它

化地带进私人话语之中。这种平庸使人倾向于

是柏拉图美好初衷自然而然的变异。柏拉图想

成为机器人：机器人的最明显标志就是程序趋

让最有智慧的人拥有最高的政治权力，即智慧本

同，执行命令趋同，没有快乐与苦恼，缺乏精神个

身就意味着权力，结果却变异为权力本身就意味

性。
“ 愚昧的”机器人却在表面上显得“智力”很

着智慧。他的初衷具有创造性，但是其变异形态

强，但这“智力”表现为计算或算计性的，而不是

却意味着奴役）的制度有宣布和实施“正确的”

自由想象的狂野，因此机器人是被制造出来的、

（
“应当的”
）权力。
“ 二十世纪上半叶将以普遍残

以执行命令为使命的流水线产品，它们型号不

杀各阶层犹太人的时代进入人类历史，而这一残

同，新旧不同，但这只是数量上的差别，在性质上
它们全都一个样。按照不同的功能（类似的，在

［2］
（P204）
杀运动还有种族和社会理论的根据。”
人们
容易接受“害人的理论要不得”，然而很难去深入

社会分工简单的古代，柏拉图说，是知识贵族、武

思考预设“应当”或“正确”的方向的理论态度本

士、体力劳动者），它们被相安无事地安插到社会

身所具有的巨大危害：只要目的正确，可以用任

不同领域，各尽其责。真正的人，其行为动机来

何手段，即使残忍也是必要的。但是，万一这个

自真挚的纯粹爱某样东西本身，其行为来自自发

作为赌注的“正确目的”是虚幻的，根本实现不了

的、积极主动的兴趣，而机器人的行为举止则是

呢？或者它的真相不过是保有最高统治权（满足

来 自 外 部 世 界 的 强 制 性 命 令 ，是 靠 外 力 推 动

最大的虚荣心和物质利益）的一种借口呢？那就

的。

①

虽然机器人数量多，却并不会形成力量大的

是除了统治者之外的一切人都会满盘皆输，因为
“正确的目的”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无论“哲学

效果。由于上述的“趋同”现象，他们等于只有一

王”自己是否真信这个“理论的态度”
（他若相信，

个人。由于机器人说话是“不过脑子的”或“自动

就是自欺；他若有意欺骗人民，就是“欺人”
），在

① 卢梭在人类思想史上一个重大历史贡献，是发现了人在社会中普遍存在着的异化现象，他写道：
“现在，我发现我
在这个世界上是孤单的；
发现我同时代的人都是机器人，是需要外力的推动才能行动的；
对于他们的行动，我只有按照机
械运动的法则来计算。”换句话说，在卢梭眼中，他与被异化了的人或“机器人”之间，出现了不可思议的互不理解的情
形。卢梭：
《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 2008 年版，
第 1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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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上都是一样的。我倾向于认为“哲学王”是

息（言不由衷地顺从甚至可以到生命的最后一

自欺欺人，尽管他是人类中最疯狂的，但他仍旧

刻，浸透在遗言和遗书之中，那言语极其洁净，以

是人而非魔鬼。

至于历史记载与历史本身从来就不同一）。这力

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揭示出人类前所未有

量强大到足以转移人对自身死亡的注意力，以至

的大规模自愿或甘愿为奴的现象：
“ 在这个时期

于令其不再花费脑力思考“自己死了”意味着什

暴露出来的人类天性最惊人的一个特点就是顺

么，也就是说它改变了人类恐惧死亡的天性。我

从。有时候，前往行刑的地方要排很长的队，等

以上谈到了机器人，这里只补充一句：机器人是

待被杀的人就自动排队……千百万人住在巨大

不怕死的，感情是智力之外的因素。从事人工智

的集中营里，这些集中营不仅是他们自己建造

能或制造机器人的人都知道，让机器人有感情要

的，而且自己看守着。不是一万、两万人，甚至也

比令其有智力难得多，因为高级微妙的感情（例

不是几千万人，而是无数的芸芸众生成为旁观

如恐惧与绝望）是人之为人的根本特质。

者，看着顺从的无辜者被杀害。他们不只是顺从

于是，强权由被恐惧的对象变异为被崇拜的

的旁观者，等到要他们做表决的时候，他们会众

对 象 ，人 们 渴 望 得 到 它 、顺 从 它 ，不 惜 为 它 而

口一声地表示赞成大规模的屠杀。这种大量的

死。② 不要忘了纳粹蛊惑人心的口号公式所具有

［2］
（P204—205）
人的顺从，是新发现的一种意外。”
就是

的迷惑力量：
“ 为了祖国……”，如此等等。换句

说，它颠覆了人应该是怎样的旧印象：原来人还

话说，不能简单而笼统地说冷漠是“非人社会”的

可能被变成这个样子，人对遭罪的忍受能力可以

特点，我宁可说非人社会有高度一致的热情，它

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平静的生活与残暴的生活

替换乃至渐渐取消了纯粹的私人感情。
“ 私人感

合二为一，以至于它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了，仍旧

情”的实质变异为相互利用，也就是说，只有对方

可以有笑声，甚至嘲笑个别抵抗者，称之为疯

对自己有用的瞬间，才对对方有
“感情”
。

子。
“精神正常”与“精神异常”在字典上有了新的
用法。

①

所以，
“ 法西斯和人类不能共存。法西斯要
是胜利了，人类将不再存在，只剩下一些实质已

从前，人们只看到希望产生顺从，殊不知失

经改变的人形皮囊的动物。等到富于理性和良

望也会产生顺从，不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

知的人类胜利了，法西斯就会灭亡，被压迫者又

抗，而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顺从。换句话说，

［2］
（P81）
会重新成为人”
。换句话说，如果法西斯胜

人们有意回避不说自己的劣根性。同样的顺从

利了，就意味着人性发生了根本改变，人完全“空

现象，其背后的原因竟然是截然相反的，人们经
常说真正复杂的是内心动机，但是比动机更复杂

心化”成为任人随意操纵的玩偶，并非一定得以
收买的方式控制这些玩偶，
“使劲揍它们”就可以

的精神现象是动机不明，也就是难以理喻，似乎

了！一开始人们渴望自由，然后是失去了自由的

很像一种无动机行为——这个时刻的社会背景

能力，最后则是盼着被奴役，就像后宫的女人们

极其险恶，无尽的苦难与折磨注定到死才会终

盼着沐浴皇恩那样。
“ 空心化”是一个漫长的过

结，于是人们或者希望早点死去（被杀或自杀）或

程，它是从丧失“纯粹的私人兴趣与纯粹感情的

者以无道德行为
“自己作死”
。

能力”起步的。但口号不是这样，口号类似高扬

一定有某种被神化了的极其恐怖的力量，令

的“齐步走式的”公共感情。这不是真正发自内

人宁可顺从地接受死亡也不发出一声公开的叹

心的感情，而是被鼓动起来的，平庸的人们分不

① “甘心为法西斯效劳的人会把只能使人遭殃和灭亡的奴性称作唯一和真正的美德……赞成把人分为高雅的、体面
的人和不高雅、不体面的人。”
“但是，真实、彻底的绝望引起的不仅是起义和反抗，也能使一些人产生正常人不能理解的
早作刀下鬼的渴望。有些人就为了走向血淋淋的埋人坑的先后而争吵，还能听到兴奋的、激昂的、几乎是狂喜的叫喊声：
‘犹太兄弟们，不要怕，没有什么可怕的，再有五分钟就行了！’希望能产生顺从，失望也能产生顺从，因为同命运的人们的
性格各不相同。需要想想人们遭受的苦难和折磨，才能理解为什么有些人认为早点儿被杀是幸运的。”瓦西里 · 格罗斯
曼：
《生活与命运》，力冈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第 205—206 页。
② “要不然怎样解释一些有思想有知识的犹太人的说法呢？他们说，为了人类幸福必须杀尽犹太人，他们认识到这
一点，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领到屠杀点去，为了祖国的幸福，他们愿意作出牺牲，就像圣经上的亚伯拉罕那样。”瓦西里 · 格
罗斯曼：
《生活与命运》，力冈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第 2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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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自己天然的趣味意旨和被灌输后培养起来的

［2］
（P220）
是，人生的实质就在这里面。”
这里说的“渺

“第二天性”之间的本质差别。如此的“公共感

小”相当于细节，人是为了感触生命过程的细节

情”不可能细腻，因为它的本质其实是冷漠却不

而活着的。这细节有各种各样的表现，例如极其

自知。细腻的感情来自真正私人的感情或纯粹

珍惜时间，还有就是别和别人一样：
“为人们争取

兴趣，就像是由于天生随缘而滋生的某种强烈偏

权利，做各自不同的人、各有特性的人，各人有各

好，而“公共感情”却将这一切差异都抹平了，就

人独立的感情，都能独立地思考，独立地生活在

像一座山的四坡本来被万紫千红的鲜花簇拥着，

［2］
（P220）
世界上。”
独立，或者享受孤独，也是一个细

现在变成荒芜的秃山。

节，甚至是人生幸福最重要的细节和秘密。总

纳粹的教育是钢铁般的统一的仇恨教育，它

之，思想感情的细节就是深有感触却说不出来的

的目的是教人不择手段地消灭敌人。善良而相

感受（不是不敢说而是没有能力说），例如害羞、

信纳粹的德国人以为“为了德国”
（为祖国）的美

尴尬、厌恶、绝望、生活中的荒诞感。这些感情的

好目的而对敌人的残忍是必要的，但真理的推论

细节并非一定是由于在政治上被奴役的结果，而

要反过来：手段的残忍揭示了目的的狰狞，这狰

是任何时代人类都会有的普遍感情。
《理想国》用

狞暗藏在“爱祖国”的面具之下。
《理想国》开了用

概念思维，概念是一个抹平细微感情的
“酷吏”
。

概念（例如好人与坏人）思考人生的“恶劣”先例，

总之，享受孤独是人生幸福最重要的细节和

其巨大的消极影响直到二十世纪：
“ 朋友和同志

秘密，它具有双重意义。首先它是个人对自己摆

身上的一切都是可亲的，容易理解的。敌人的每

脱不了的压力的最有效的反抗手段。这压力来

一种思想、每一种观点都是格格不入，毫无道理

自社会或外部世界，尤其来自《理想国》那样的世

①

的。” 就是说，判断一个人究竟可亲还是可恶，不

界。另外，无论周围环境如何险恶，但是在多数

是根据其行为举止言谈本身，而是根据预先已经

情形下，除了批评社会生活的不合理之外，人更

有了的偏见：属于哪个社会等级？什么身份地

主要的任务是“与自己战斗”，战胜和超越自己。

位？什么种族？是否曾经欺负过我？乃至学历

柏拉图没有令我们满意地回答苏格拉底“认识

如何？甚至穿戴相貌如何？没有人关心内在的

你自己”的难题，他忽视了人的一生无论表面看

精神，只看外表或外在的逻辑分类。但是，人类

上去多么“高朋满座”般的热闹，人生的主题始终

真正的美好不是这样的，预先的成见使人有仇

是孤独——平庸的人逃避孤独，智慧的人享受

恨，有无尽的烦恼，预先的熟悉感（习惯印象）也

孤独。

使人在交往中感到索然无味。美好在于不受习
惯界限的约束，从“熟悉的偏见”中解脱出来，发

积攒仇恨的世界观很像是一个只从相互排
斥的立场看待物质原子构造的物理学家。
“排斥”

现了新奇的陌生。我在和与我不同的人、与我所

制造了瞧不起、仇恨和相互算计，不会有最终的

缺失的东西的接触或感触中，去感受美好。生命

胜利者，因为一切所谓“胜利”都转瞬即逝，因为

的意义在于去发现与创造，而不在于守旧。并不

生命总会有衰老死亡的那一天。但是，一个善于

是什么伟大的发现与创造，
“伟大”不是初衷而是

生活的人，一个真正热爱生活的人，只从万事万

效果，只是被后人追认的。就像帕斯卡尔说的，

物中享受万有引力。
“引力”就是爱，就是兴致、兴

柏拉图写《理想国》可能只是为了精神消遣。所

趣、嗜好。去努力拥抱自己的天然本性和天赋倾

以，读者切不可太认真，权当故事好玩与否。
“人

向，人不可能不是幸福的，真正的心满意足不过

是不是为星期六活着？答案就在这里面的什么

如此。

地方。想着靴子，想着被扔掉的小狗，想着偏僻

“排斥”导致恨和纠纷，引力导致爱（相互吸

小村子里的房子……这些思想多么渺小啊。可

引），这就是问题的关键。选择排斥还是引力

① 瓦西里 · 格罗斯曼：
《生活与命运》，力冈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6 页。人权的观念是一个伟大的
发明。人类历史上，曾经无数次发生杀戮战俘和敌方平民的现象，还有株连九族之类的刑罚。它是强者的“道德”，
“胜王
败寇”的势不两立的思维方式，不把“敌人”及其亲属当人。
“人权”作为文明的道德底线，取代了古代社会“动物世界”的丛
林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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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方向南辕北辙。仇恨掀起的热情也能有排

也使用了“概念”吗？是的，但此“概念”是深有感

山倒海般的力量，但那更像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咒

触的自然凝聚，而不是一个预先有了政治目标的

骂（讽刺挖苦上不了艺术的台面）。相反，爱的缠

立场。

绵与激烈却是诞生道德智慧的温床，从这里能产

小猫安静地躺在床头，热切地望着我，眼睛

生真正的哲学与艺术。这就是为什么卢梭对二

瞪得圆圆的，要我去抱抱它。与人抗争的力量，

十世纪人类文明的影响超越了伏尔泰。平安夜

小猫是一点儿也没有，但它与我之间那种神圣而

只是温馨的，不是也不要雄赳赳气昂昂的。但

纯粹的感情本身，难道不是比人世间一切可计算

是，不存在绝对与世隔绝的孤独，在重要的意义

性的道德力量还要强大吗？它是与世无争本身

上喜欢独处的卢梭也是“人权之父”。如果“人

所具有的自然而然的力量，它超越了一切刻意的

权”与“朕即国家”之间势必爆发冲突乃至战争，

力量——这一点，将抓拍的照片效果与摆拍的照

那么我们从《马赛曲》的“排斥”中首先吸收的是

片效果加以对比，就会明白了。最神圣的生活就

“爱的引力”——为了活得像一个真正的人，必须

在最平凡的生活之中。这就是卢梭《一个孤独的

为摆脱奴役而拼死一搏。实在说来，就是想建立

散步者的梦》所传达出的力量：来自外部世界的

一个自由民主的共和制度，这个制度能确保人民

强权与压力，对“衰老的”卢梭那细腻的、微不足

最大限度地自由发挥自身的天性，捍卫自己的隐

道的小小而美丽的心思，只能是干瞪眼，奈何不

私，
独守自己的孤独。

得。此刻我仿佛听见了卢梭爽朗的笑声，他自己

有些寓言的效果极坏，它用功利性的算计，

制造供自己呼吸的精神氧气，他有极其丰富的内

嘲笑纯粹的善良，例如《农夫和蛇》的故事。纯粹

心世界供自己玩味，太令人嫉妒了，他是世界上

的善良，
“这种没有意义的善良正是人的人性，它

最幸福的人。
“不是人在同恶的斗争中软弱无力，

就是人和其他一切的区别，它就是人的精神所能

是强大的恶在同人的斗争中软弱无力。毫无意

达 到 的 最 高 境 界 。 它 说 明 ，生 存 并 不 就 是

义的善良 ① 永远不灭的秘密，就在于它的无力。

［2］
（P414）
恶”
。即使被怀里的毒蛇咬死也要救它，因

这种善良是不可战胜的。这种善良越傻，无力，

为它就快要在大雪天冻死了。纯粹的善良超越

没有意义，就越是巨大。恶对它无可奈何。圣

了算计，那么这样天真的胸怀不是幼稚的而是伟

人、传教士、宗教改革家、首领、领袖，在它面前无

大的，
它不可战胜，
任何悲观绝望都无法靠近它！

可奈何。它是一种不看什么、不说什么的爱，是

“这种善良是没有言语、没有用心的。它是

［2］
（P415）
人的本义。”
这些纯粹善良的瞬间令人震惊

本能的。是盲目的。一旦耶稣教把它变为教堂
神甫的教义，它就变得暗淡了，种子就变成了空

（阿基米德对前来杀害他的罗马士兵说道：
“走
开，不要打扰我的‘圆形’”；整天睡在木桶里的第

壳。当善良没有言语、没有心思、没有用意的时

欧根尼对前来看望他的凯撒说：
“走开，你挡住了

候，当善良隐藏在人心里的时候，当善良没有成

我的阳光”
），其中埋藏着巨大无比的道德力量！

为传教士的武器和商品，当矿金没有炼成神的

这些纯粹善良的道德的共性，在于直接不假思索

金币的时候，善良是有生命力的。它就像生活一

地沉浸于正在发生着的事情本身之中，抛弃一切

样实实在在。”

纯粹的善良，就像晨露一般

利害算计。在效果上第欧根尼和阿基米德似乎

美好！从这里，我们理解了神圣。我这里不是

不怕死并且蔑视与讽刺了权贵，但这效果并非他

［2］
（P414）

① 例如这样的情形：一个刚刚在地上看见儿子尸体的俄国老太太，本来悲愤莫名，但在看见一个德国战俘走过的时
候，却忘记了报复，反而把手里的面包塞给那名瘦弱的青年。参见瓦西里 · 格罗斯曼：
《生活与命运》，力冈译，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xii 页。另一个例子来自俄国电影导演塔可夫斯基拍摄的一部电影中的情节：刽子手要求一个
死刑犯在被处决前脱掉大衣，这个死刑犯找了一块干净的草地放置自己的大衣。再一个例子，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描写
的一个动人情节：冉阿让因偷了一个教父的银餐具而被捕，该教父对前来指认罪证的士兵说，餐具是他送给冉阿让的。
小说结尾，冉阿让本来有机会处死仇人侦探沙威，却将沙威释放了，而沙威因良心自责而自杀。卢梭在一次车祸后看着
自己流出的血甚至感到惬意，仿佛不是自己的。蒙田一次从马背上摔下来，昏迷醒来后却觉得跌得很有趣。现实生活的
例子：一个高官厚禄的丈夫觉得妻子已经配不上他了，决意与妻子离婚，但在办手续之前，高官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了并被
判了无期徒刑，他的妻子不离不弃，陪伴他到死。还有鲁迅原配夫人朱安的一生。以上诸种情形都显露了人的纯粹善良
本性，它是极其天真的、
“愚傻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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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本意，他们只是觉得自己纯洁的热情在瞬间

呢？这个提问方式本身就意味着害怕，但事实上

被玷污了，他们只是一种下意识的反抗，就像面

不害怕的人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怕，只是不怕

对眼前的异物下意识地眨眼一样。

而已，我的目光和心爱的小猫的眼睛对视，莫名

纯粹善良来自纯洁的心灵之力量，而柏拉图
只看重奠基在逻辑理性基础之上的理性力量。

而永恒的温暖，它来自毫无意义的善良。
最险恶的时刻和最美好的时刻也许是同一

后者的有用性在于有导致多少个世纪之后的“社

时刻，卢梭遭遇车祸后看着自己流的血感到一股

会科学”之可能性，但中途会有无数的凶险，其中

纯洁的惬意 ① ；它也发生在任意平凡时刻异变为

最大的险恶就是用自称的“政治正确”取代政治

时间“奇点”② 的时刻，例如一口香喷喷的咖啡使

的科学。科学和正确之间有着微妙而本质的差

笔下文思泉涌——所有这些，都可以被称为“毫

异，
两者不是可以互换的同一性关系。

无意义的纯粹善良现象”。在这个时刻善与美发

毫无意义的善良现象似乎有一个共同的特

生了奇妙的融合，用本雅明的话说，它们抓住了

点：它们往往出现在生活或者生命中的危急时

“ 瞬 间 的 美 好 ”！ 这 不 同 于 古 典 的 道德与美学

刻，甚至是频临死亡的时刻。在这些时刻，一切

观念。

具有功利性质的算计心理全都失效了、没用了
（但包括帝王在内的多数人类，在临死前仍旧保

孤独的道德与美学价值，就学理上

三

留着算计的习惯，历史上从活人殉葬到数量巨大

而 论 ，就 在 于 孤 独 诞 生 于 时 间 的“ 奇
点”。它发生在这样的时刻：没有交流，

的殉葬品，都是有力证明）。换句话，不具备“毫

没有行为举止，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此刻发生

无意义的善良天性”的人是极其不幸的可怜人，

的心思是无用的，此刻发生的道德是毫无意义

即使他“贵”为“天子”，却不配做神圣的选民。没

的，它实际上只对孤独者自己起作用。孤独之中

有用的善良，为了善良而善良，随处随时都会降

的“交流”
“行为举止”
“言语”都要打上引号，引号

临的善良，它们在我所意想不到的极其细微的地

意味着它们发生在时间的“奇点”，也就是说：异

方。不仅是我自己的善良，更是别人对我的善

常、奇怪、奇特、不可思议，它们的脆弱与珍贵是

良，后者往往让我大吃一惊：真想不到善良来自 A

而邪恶来自 B，这就是生活的真实。我知道有很

一回事，即转瞬即逝，但是却由于精神处在彻底
放松状态而自由自在，并且因此而像黑夜里的闪

多朝向我的默默的善良目光，这些善良的目光是

电那般强大。这很奇怪，它把黑夜视为光明，并

纯粹的，毫无企图，淡而热烈，想到这些我所不知

从此出发反抗死亡威胁。换句话说，在反抗死亡

道的善良目光，我相信神是存在的，这一切鼓舞
着我。

威胁的漫漫长征中，最有效的抵抗方式就是拥有
享受孤独的能力，即上述意义上的纯粹善良之

用最放松的心情度过最险恶的时刻，很像此

能力。

刻时钟放慢了脚步，通常人会期盼危急早点过

它们是智慧、纯粹道德、纯粹情趣的化身，它

去，但放松的心却像是在享受这样的时刻，这很

们是一些无法复制、不可能被模仿的“奇点”：
“一

像是心情的无所事事原理、百无聊赖原理、什么

个生命的灵魂保持其独特性，便是自由。宇宙在

都没发生的原理、诡异原理，一句话，它是孤独原

人的意识中的反映是人的力量的基础，但是，只

理。难道不是吗？人最强烈的和最终的恐惧是

有当一个人作为一个在时间的长河中永远无人

对自身就要死去的恐惧，它是绝望的、没有一点

可以摹仿的世界而存在时，人生才是幸福，才是

儿希望。就要投身于永远的孤独，为什么不怕

自由，才是最高的目的。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

① “在我背时倒霉的苦难时期，我总感觉到心中充满了温馨和动人的甜蜜感情，给我心中的创伤抹上香膏，把痛苦变
成了快乐的享受……当我不断被千百种我喜爱的事物和萦绕在我心中的依恋之情所吸引时，我可以说是忘记了我自身
的存在，全神贯注于身外之物，在继续不断的心灵波动中，深深感到沧海桑田、人事变化的无常。”卢梭：
《一个孤独的散步
者的梦》，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 2008 年版，第 100 页。
② “奇点”来自英文 singularity，意思是异常、奇怪、奇特。它是某种不可思议的 X，它像是一颗没有形状的“精神种
子”，只发生在偶然的奇遇场合，平静却隐藏着巨大能量，可以像闪电一样迅速击中人类最为脆弱的内心世界，却能迅速
成长为思想上的参天大树。卢梭与尼采的思想状态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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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自由和善良的幸福，才能在别人身上找到在
自己身上找到的东西。”

因此，纯粹的善良，

［2］
（P565）

纯粹善良与享受孤独是相互交融互补的关
系，前者是如何与世界相处，后者是如何与自己

也是创造纯粹差异的心事之能力。与人共鸣的

相处①，两者在超越所谓人的社会性问题上，有共

幸福瞬间，流淌出两道时而交叉时而分离的痕

鸣。首先，它们对柏拉图《理想国》开创的“政治

迹，
虽然彼此有一样的心情，
却有着两样的秘密。

正确”的普遍的“正义原则”在政治效果上的弊

纯粹善良的人不把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无

端，是一种自觉回避的抵抗。其次，这种抵抗并

论他人多么了不起，无论他人对自己有多好；纯

不是与之为敌的结果，而是一种为人处世态度的

粹善良的人既不聪明也不无耻，不会谋划算计别

副产品，在这个意义上它所逃避的，也是一般意

人，令其倒霉，因此在批评讽刺他人时，其实并没

义上的“社会性”话题，其含义不是不与人交往，

有恶意；纯粹善良的人根本就不懂得“有奶就是

而是以纯粹善良与享受孤独的姿态与人交往，这

娘”或“跟着强权走”
（潜台词是：如果跟着它走，

种态度泛爱人类、自然界、动物、周围世界，以德

放弃纯粹的善良，就能享尽物质上的好处）的道

报怨，心中无怨气更无仇恨，从而是最为健康幸

理，从世俗眼光看，是经常吃亏的人；纯粹善良在

福的人生。这种态度绝不是乌托邦，因为只要改

表现形式上是“软弱”的。没有人总能维持自己

变世俗的“算计论”和“阴谋论”等心态，就会实现

的纯粹善良状态，从理论上说每个人都有卑鄙和

对人对事的纯粹善良，就有能力享受孤独中的自

可耻的时候（在人漫长的一生中，总会遇到类似

由。这种态度仍旧接触现实世界，但由于它拥有

那个残忍的故事中的情景：都要淹死了，先救媳

纯粹善良的精神，能直接插入人与世界的内部而

妇还是先救妈，你不能不选择），摆脱卑鄙无耻返

非表层。所谓“内部”就是自己的行为举止有一

回纯粹善良的良方，就是独处、享受孤独：
“ 不管

种纯粹善良的精神，由于在这些时刻精神搁置了

心灵多么热切地想要说出自己的秘密，它也无法

人们通常所持的算计心理，因此显得像是“一场

做到。一个人会把自己一生的感触带走，至死无

真实发生了的梦”，即享受到原本不可能获得的

法与任何人分享：一个与众不同的独立的人，在

幸福，也就是享有算计者难以理解的感受，例如

意识和下意识中汇集了一切好的和坏的，从小到

丘吉尔说他领导英国人民战胜纳粹，是为了捍卫

老，
一切可笑、
可爱、
可耻、
可怜、
羞涩、
温柔、
胆怯、

英国人民享有罢免他的政治权利，这显然超越了

惊愕的——这一切在个体对自己的生命的隐秘

“哲学王”柏拉图的“正义论”，此刻发生了不可思

而沉默的孤独感中奇迹般地融为一体。”

议的事情。

纯粹善良还有这样丰富多彩的内容：喜欢散
步吗？喝酒呢？游泳？交响乐？电影？喜欢哪

因此，纯粹善良与享受孤独的能力远离了世
俗的平庸，因为它创造了不可理解的东西，有能

个作家的作品？非常健谈？微笑的模样很好

力持续关注这些东西，使非凡从平凡中脱颖而

看？风趣幽默吗？总之，是热情、才气、能力。至

出。这里的“创造”表现在说出令人不能理解的

于拥有这些的是哪国人、家庭出身和社会地位如

东西的能力。不理解，是由于不曾那样想，但是

何、一年挣多少钱，
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人有爱好新奇的天性，人家说出了你不曾想的东

［2］
（P553）

但是，对这一点要特别清醒：极其邪恶的人

西，很吸引你，你就有爱上人家的可能性。能唤起

在做恶的过程中，在很多时候看上去也是热情

你去爱的人，在这个瞬间就是一个道德的人——

的、勇敢的，帮助同伴，甚至是“富于牺牲精神”

这里与“正确”无关，人们从来就不是去爱空洞乏

的。他与纯粹善良的人的区别在于他自觉地主

味的
“正确”，而是爱才华。

动地伤害别人，并解释说这是为了达到美好目标
的必要手段。

纯粹善良与享受孤独的情形，在心理上发生
了某些奇怪的幻觉，这些幻觉把真实接触到的人

① 卢梭写道：
“在我一生中，有四分之三的时间都是这样度过的：或者，做有教育意义的甚至是我非常喜欢做的事情；
或者和我按照我的心意想象出来的孩子们在一起，分享他们的童趣；或者我单独一个人自得其乐，享受我认为我应当享
受的幸福。在这样的生活中，一切都听从自爱心的支配。”卢梭：
《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 2008
年版，第 1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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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事，变成了真实的“幻觉”，心情和思想的改变

心思和琐碎的私人兴趣。不做被强迫的事情，不

永远比物质世界的变化重要。当一个老年人回

说被强迫说的话，反抗任何被强加给自己身上的

首一生，既觉得几十年过得飞快，儿时的嬉戏似

东西。他由衷地相信一切偶遇的、自然而然降临

乎就在昨天，又觉得生活就像一场又一场梦，但

的心思（或有情趣想做的事情）都是美好的。美

事实上他几十年中的每一天都不在“梦境”，他得

好就在于它脆弱、转瞬即逝、绝不再来、绝不重

实实在在地在生活中摔打，他所谓“梦境”之说不

复。人生某种场合的瞬间只发生一次，要以自己

过感叹而已。可是这感叹尚处于平庸阶段，若不

最真实的面貌出场，虚伪就意味着浪费生命。

平庸，一个人就得真心实意地以“梦”的心态过每

应该把卢梭下面的话与自私或自恋加以区

天的日子，尤其把琐碎无价值的小事施加“魔

别，这纯粹的心思是忘我的，它既不是来自想获

法”，即无论多么无聊乏味的事情，我们感触到的

得个人好处的动机，也不是人们常说的爱自己：

都只是它们的意义，毫无意义的虚无也是一种意

“我时时都比别人更有兴趣和更细致地研究我的

义，就像世界上没有真理本身就是别一种真理一

天性和我人生的目的。我发现，有许多人比我更

样。这里的“魔法”是使心思复杂细腻起来的能

善于条分缕析地进行哲学思辨，但是，他们的那

力。卢梭写道：
“一个人只要自己善于追求幸福，

一套哲学可以说与他们自己毫无关系。他们每

别人是无法使他落到真正悲惨的境地的。”

个人都想显示自己比别人高明，因此，他们像观

它是这样一种别人无法剥夺的幸福：
“ 我的幸福

察某种稀奇的机器似地去研究，想了解宇宙是怎

是我自己创造的。……我心里想怎么快活，
我就能

样安排的。他们也研究人的天性，其目的，是为

做到怎么快活。我从来不到遥远的地方去寻求

了将其作为夸夸其谈的谈资，而不是为了对人的

［3］
（P12 脚注）

幸福，
我就在我身边寻找，
而且真找到了。”

天性获得真知；他们高谈阔论，为的是教训别人，

有两种意思截然相反的幸福或者梦，一种是

［3］
（P23—24）
而不是为了吐露他们的心声。”
也就是说，

［3］
（P11—12）

建立在奴役他人基础上的，也就是获得强权，别

为人在世，无论做什么，动机都不应当瞄准事物

人奈何你不得，但这样的“幸福”者知道别人是恨

的外部而要进入事物的本质，都要极其真诚地将

自己的，自己是被人瞧不起的，强权是幸福的物

自己的感情投入进去，说出一句话是由于发自内

质保障，而维持强权的条件是：
（1）自欺欺人；
（2）

心地爱它，它值得“爱”不是由于它正确而是由于

暴力。这些在《理想国》的哲学王那里以极其隐

它美丽、吸引人。这样，说出的话就有灵魂，就有

蔽的方式潜藏着。也就是说，要以别人的不幸作

纯粹的感情，就显得动人心魄，具有强大的生命

为自己“幸福”的条件。另一种幸福的梦随时随
地可以实现，而且决不伤害别人，这就是卢梭式

力。质言之，不是为了讲道理而讲道理，而是为
了表达心声而表达心声，真善美都凝缩在这些心

的。卢梭不是没有反抗，他最有效的反抗方式就

声之中了。这样的心胸不善于争辩，它在意的不

是绝对不参与也不接受来自享有特权的贵族的

是正确与否，而是宽恕与否、慈悲与否。
“ 他们的

“赏赐”，他不只一次拒绝了来自王公权贵的年

哲学是对别人宣扬的，而我需要的是为我自己的

金，因为如果那样他就得以自己的自由相交换，

［3］
（P29）
哲学。”

就得参加很多违心的“不得不”的活动。卢梭从

现实生活死命培养起我们“不相信”的心理

来不像伏尔泰和狄德罗那样激进，卢梭抵抗王权

习惯，拼命暗示我们什么都不行，卢梭决不这样

的方式就是“逃跑”，在隐居时靠一支笔写出民间

想，即使他受到教会的百般迫害，他仍旧相信人

一个“日内瓦公民”的遐想。卢梭只做自己有能

的本性是善良的。他乐观，相信生活和世界都是

力做的事，至于他作品中思想的强大力量使他成

美好的。他把想心事当成他的基本生活方式。

为事实上的公众人物，这绝对不是他的本意，不

他只做能表达心声的工作，他津津有味地写作，

过是享受孤独过程中的一个副产品而已。对他

乐此不彼，他就适合做这个。在临终时，他可以

说真话加以迫害的强权制度，终于在他死后得到

问心无愧地对自己说，我做完了我该做的事，成

了彻底改变，这叫
“该到来的，迟早要来”
。

为了我想成为的人。人生在世，难道还有比这更

卢梭不想当公众人物，他只想沉浸于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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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吗？卢梭“在人类的智慧理解得如此之少

［3］
（P31）
的事物方面做出自己的判断”
。

也使用概念，但这些概念有血有肉，它们其实不

用概念思考的先天不足在于它非常容易陷

过就是活灵活现的细节心思的描述。

入空洞乏味的思辨，远离心声的语言既不亲切，

幸福的秘密就在于人有能力选择不去想那

也背离了人的天性。我们读到类似“正义”
“存

些自己不愿意想的事情。反过来，人可以在自己

在”
“ 理性”
“ 合理”等等，但这些大字眼下面的意

愿意去想的事情上任意驰骋①，对于这两点，没有

思是极其抽象的，它们所指的含义往往完全不一

任何强权可以强加给你的内心世界。当然，如果

样，并因此连接起众多让人陷入无休止的相互争

没有这样的能力，只能怨自己无能，一味去抱怨

吵的判断。真正的哲学思想发自心灵，心灵哲学

别人是无济于事的。

① “我不去想那些令人伤感的事情；
我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起来观察我周围令人感到轻松和愉快的事物。我的眼睛
看了这个，又看那个：在多种多样的事物中，要它们长时间停留在某些事物上，那是不可能的。我非常欣赏这种用眼睛观
察事物的乐趣，因为，在我百无聊赖闲着没事干的时候，它可以使我感到快乐，分散我的心，清除我的痛苦……要想尽情
享受这种美妙的感觉，只须有一颗喜欢快乐之心就行了。在那些面对此种情景而无动于衷的人中，有的是因为缺乏天然
的敏感，而大多数人则是因为心有旁骛，对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景物一瞥而过，不加留意的缘故。”卢梭：
《一个孤独的散步
者的梦》，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 2008 年版，第 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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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ys to Deal with Systematic Mistakes in Plato’
s The Republic
SHANG Jie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Plato’s The Republic is the first complete attempt of the“systematic design”in human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but with a basic flaw which establishes a political ranking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legislative prin⁃
ciple of: justice”led by“Philosophy King”.“Philosophy King”embodies supreme power and wisdom, and

bases the state future on“good man”.“Justice”is explained as“political correctness”instead of basic princi⁃
ple of modern politics such as liberty, democracy or open to discussion and justice advocated in it refers to or⁃
der based on submissive base. As for the systematic mistake in The Republic, individuality should be protected

in the political right of citizens by the political system, replacing“correctness”with lenience. In this process,
pure and good private life is more suitable than public social life regarding human nature and the essence of
bliss in The Republic.

Key words: justice, Philosophy King, system, pure good, The Re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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