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观念与现实的康德至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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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产阶级 的兴起提供了公民社会要素（新闻自由、结社自由等）形成的基础，有一定经济
能力的有心人士在关注、寻求能够组织新的社会秩序（例如，组建反对党）的领导性人物，遇到了关
于历史事件中个人道德的作用的老问题困扰。经历过沉痛的教训，我认为：对任何有历史意义的社会
运动，不仅要观察参与到运动中来的个人的道德行为所带来的短期直接政治后果，而且要以康德至善
召唤2规范来考量道德行为对整个运动的间接但更深远的社会影响。
1989年中国民众的自发民主运动很典型地体现出道德上顺应至善召唤的人性质朴、政治上天真
幼稚的安那祺主义的特征。那时，没有任何组织性的力量和领导者，唯一还可以勉强被称为中国学生
的思想或舆论“导师”的知名教授F在最需要他展现领导力3的关头逃进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帝国4的大使
馆，违背了事件之前他给我的信件中所谓不怕个人得失的豪言，很快寄人篱下，变成中美日国家权力
交易的一枚筹码，丧失了我们的运动的最基本价值和力量：自发独立性与对民众的道德感召。而迫不
及待要为日本企业恢复在华贸易的日本政府利用再开“日元借款”5作为条件，换取中国政府放F一家
出走西方的“让步”
，使中美日三方的权力和资本皆大欢喜，马上转过头来加紧了对我们在日留学生
的出卖和迫害。我致函到达美国的F，希望他利用在西方的自由身份和名声，从事人道救援的工作。
我们身在中国大陆以外，除了（内部）人道和（对外）人权事务，还有什么值得为之奋斗的事业？盛
名之下的F回复我说这很困难，以“学者”的身份回避“政治”
，实际上逃避了作为一个教师对学生们
的起码道德责任。所以，当他到日本关西来访问演讲时，我知道中国的新的社会条件已经把他抛弃了，
就没有去见他。对于那些在历史紧要时刻暴露人性的脆弱/可怜的人，历史是严酷无情的。
“正是在中国的自由人权运动在日本被所有国家政权当局迫害、出卖的当代中日关系史上最黑
暗的日子里，我重新‘发现’了安那祺主义，抛弃了所有人为经验的丑恶现实，唯一的权威和制约来
自内心的先验至上道德命令。这正是人权的最基本内涵，也是我们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灵魂”6。
在这段战后中日当代史上最肮脏的一页的漫长日子里7，我慢慢地体会到：见证着人性的至善道德（使
我坚持在日本）和最卑鄙的出卖（背后都是国家权力的腐败），并由我们来承担本来不属于自己、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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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大致指有固定收入和房产的家庭。参考赵京：比较日美中“中产阶级”，
《金融时报》2006年7月27日。
http://m.ftchinese.com/story/001005848

2

德文kategorischer imperativ, 英文categorical imperative，中文维基百科上译为“定言令式”，太生硬，脱离了实际
的用途，不如旧式的意译“绝对道德命令”或“至上道德命令”。经过好久困扰，我觉得译为康德至善召唤，或简
称至善召唤，更贴切（加上“康德”两字意义更准确）
。“至善”指至高、至上、绝对的道德，“召唤”指来自内心的
命令，自由自愿地选择去做（或不去做），包含后来韦伯从社会/经济、荣格从心理/宗教角度指出的calling一词
的含义，也隐含着中国古代“替天行道”、“舍身取义”的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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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ship这个词带有牺牲在前、承担责任的道德含义，不容易译为汉语。student leader一词被汉语水平低下的
海外媒体译为“学生领袖”后被滥用，很快变成一个毫无道德观念的贬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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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已经无法维系自己的帝国了。激化中国青年理想的到访的戈尔巴乔夫就是为了解除苏联的
压力而来中国和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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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开发援助ODA，实际上与名义上放弃了的对华战争赔款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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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京：“康德先验体系实践理性的社会实践”，2012年12月31日。
Jing Zhao, The Betrayal of Democracy: Tiananmen's Shadow over Japan. Historia Actual On-Line, 4,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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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也没有能力承担的责任，才是任何社会革命运动的本质，也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所经历的人生的幸
运考验。它让我认识了那些历史上经历过同样人性考验的思想导师们。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见证了大
规模民众自发顺应自身至善召唤的巴黎公社失败后，流亡瑞士的巴枯宁在临死前十天对友人说：
“假
使我的身体稍微好一点，我要来写一部伦理学，这伦理学是基于‘集产主义’的原理上面的”8。集产
主义就是安那祺主义，或者称自由社会主义，它的精髓可以由巴枯宁的下面这段话简洁地表达出来：
“一个人如果不同时使他的周围的人解放，他也就不能解放自己。万人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因为
如果我的自由与我的权利不在与我同等的万人的自由与权利中去找寻它们的证实与认可，则我不仅在
思想中，而且在行为中都不是真正自由的”9。这正是康德至善召唤的两个道德律（只遵守作为普遍法
则的准则；人绝对不能只被当成手段，而同时永远要作为目的）的社会原则，也正是这种同样的愿望，
促使克鲁包特金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执笔写下了《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
，“鼓舞后代的青年去奋斗，把
对于社会革命的正义之信仰深植在他们的精神中，而且燃起他们心中的自我牺牲之火”，“幸福并不在
于个人的快乐，也不在利己的或最大的欢喜；真正的幸福乃是由在民众中间与民众共同为着真理和正
义的奋斗中得来的”10。
在这本巨著里克鲁包特金用了整个一章（第11章）检讨康德及其德国继承者的道德哲学，可以
看出他读过了当时译成英文的康德的主要道德著作11，把握了康德道德哲学的两个基本基本特点：一、
“康德的批判无疑唤醒了德国社会的良
“康德的伦理学具有在精神上提高人的作用是无可争议的”12；
心，帮助它渡过了一个紧要的时代”13；并引用“包尔生在他的《伦理学体系》中曾经指出：康德很
尊重一般民众，他以为一般民众对义务的强固质朴的忠诚，有时比在知识阶级表现得更质朴更为经常”
14；歌德说：
“康德的不朽成就，在于他把我们从我们陷溺于其中的有气无力的状态中领了出来”15；

等等。二、“但是它毕竟在伦理学的首要问题，即义务感的起源上使我们一无所知”16；“康德坦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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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包特金著《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巴金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巴金译文全集》第10卷，“前
言”，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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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包特金著《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巴金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巴金译文全集》第10卷，“前
言”，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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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包特金著《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
，巴金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巴金译文全集》第10卷，“前
言”，第6-7页。
11

在著者注中，克鲁包特金提到《道德的形而上学的根本原理》
、
《实践理性批判》
、
《道德的形而上学》和康德
的宗教论文，以及冯特等学者对康德的道德哲学的分析。
《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
，巴金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年6月版《巴金译文全集》第10卷，第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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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包特金著《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
，巴金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巴金译文全集》第10卷，第2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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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包特金著《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
，巴金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巴金译文全集》第10卷，第2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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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包特金著《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
，巴金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巴金译文全集》第10卷，第2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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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包特金著《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
，巴金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巴金译文全集》第10卷，第2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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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包特金著《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
，巴金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巴金译文全集》第10卷，第2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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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白：我们还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必须照道德的法则行事”17；
“对于伦理学的进一步的发展及其更好的
理解，康德的学说毫无用处”18。
克鲁包特金对康德的一般见解是对的，但他主要地是接受了当时英文作家对康德的评论，自己
没法深入挖掘出隐藏在康德庞大晦涩体系中的足以克服其弱点的精华。例如，但我们读到“道德律是
神圣（不可违犯）的。…只有人，…是目的本身”19等高迈的宣言时，已经毫不含糊地取代了宗教和
普通人接受的上帝。克鲁包特金如果看出康德的道德离不开“互助”mutual assistance的概念20，可
能不会做出上述“康德的学说毫无用处”的判决。康德的道德学说的弱点相对容易被指出、嘲笑，但
他的贡献至今还没有被充分理解。更令人不安的是：因为我们放弃了这个费力的工作，除了黑格尔等
按照自己的思路解释康德形成“正统”的市民（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体系外，为资本和权力服务的
哈耶克之流曲解康德自由主义的皮毛欺世盗名、对我们社会自由主义倒打一耙21，加重了我们的工作
的紧迫性。在这方面，Rawls的不是为了出版用的大学讲义22比他的被译成中文的专著更忠实康德的
原意，值得学习23。例如，他令人信服地例证康德关于上帝和灵魂不灭的命题很脆弱，但对自由、完
全自发性和理性的信念非常坚固24。如果我们直接读一读康德，就很容易知道自由在康德的先验理性
王国中的崇高地位，与哈耶克等推销的神圣私有产权的自由没有任何必然联系。
正如我在“康德先验体系实践理性的社会实践”
（2012年12月31日）已经指出的那样：
“康德绕
开人类生活现实，独自一人靠形而上学的抽象思维，以自由和理性奠定了纯粹道德理性的根本法则。”
“ 这样把自由高高举起的道德原则……直接过渡到蒲鲁东的‘自由乃秩序之母’的安那祺主义理想，
进一步由巴黎公社、国际劳工协会、芝加哥干草市场、墨西哥革命、喀琅施塔得起义、马赫诺运动以
及西班牙内战中的安那祺主义者们的社会运动所实践。”“‘马赫诺运动代表了绝对的自由理想。……
每一个人生活在他感到幸福的状态，唯一的权威和制约来自他自身的至上道德命令’”。芝加哥干草市
场的殉难者在绞刑架前安详地告别人世：“这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刻”
。“这证明了克鲁包特金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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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包特金著《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
，巴金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巴金译文全集》第10卷，第2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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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包特金著《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
，巴金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巴金译文全集》第10卷，第2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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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 Critique 5:87. John Rawls, Lecture on the History of Moral Philosoph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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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Rawls, Lecture on the History of Moral Philosoph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74. 在234页的注释Rawls
还提到Barbara Herman, “Mutual Aid and Respect for Persons,” _Ethics_ 1984.
21

赵京：“以自由之名通往奴役之路：论哈耶克对自由主义的剽窃、亵渎、歪曲和危害”，2011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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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Rawls, Lecture on the History of Moral Philosoph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这本由他的学生编辑的讲
义前后还讲了休谟、莱布尼茨和黑格尔，但主要是围绕康德展开。

23

我在“康德先验体系实践理性的社会实践”（2012年12月31日）一文中把他和哈耶克相提并论，有失公允。因
为我略为翻过他的被炒作的《政治自由主义》
（中译本）
，感到他对当代政治的议论不免俗套浅显。不过，政治
学不是他的专长，不必计较。
24
“the basis for the postulates of God and immortality is far weaker.” “But the belief in freedom is more fundamental: it is
a belief in the freedom, in the absolute spontaneity, of reason itself.” “It is the belief in reason’s absolute spontaneity, in its
right and power to give a critique itself, and to specify its own constitution, as testified to in the three Critiques.” John
Rawls, Lecture on the History of Moral Philosoph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318-319. 这里的引用特别可以鉴
别哈耶克“发明”的“自发性秩序”与康德的本意无关，其实是从安那祺主义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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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能的道德起源说：
‘这一本能是群居动物所固有的，它构成人的一种基本能力，永远在人的进化过
程中发展’”。而安那祺主义/自由社会主义运动作为康德道德哲学的实践理性和启蒙运动的继承者25，
为人类提供了近代大规模自发民众运动中至善召唤的典范，说明了道德的起源就是对自由和社会正义
的追求。
对于康德道德哲学的理论弱点的克服，另一条途径是我在“古典国家形态的完结—罗马共和”26
中提出的“社会之罪”概念。
“如果保罗没有这个原罪之外的‘社会之罪’，他不可能获得罗马士兵的
平等对待。…正是背负双重罪责的保罗完成了基督教的从民族信仰向世界拯救的转变：与耶稣及别的
使徒一样，保罗以殉教超克了出生为人的原罪，不同的是，保罗把基督福音传给了罗马世界（包括“蛮
族”，即他所认识的人类世界）而超克了生为罗马公民的社会之罪”。
“罗马的智慧就是如何在社会之
罪的运行中减少人性恶对国家的灾害”
。
“当我们因为‘国籍’问题面对法务省、警察、国家公共安全
委员会、国立大学教官等等吏卒以社会之罪行威时，我们不由得想起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祈祷。那么，
如何向大和民族传播这种克服社会之罪的福音呢？难道只有等待包括“国籍”在内的国家制度的消亡
吗？”这也是从我对日本经历的反思中得出的，需要更深的思索，这里就不再展开了。
克鲁包特金在检讨康德的缺欠时也同时提到一个道德改善的途径：“由于广博的关于古希腊的
知识，席勒努力想把伦理思想引向这样一个目标，这目标要使人明白：人之所以成为真正道德的，不
在义务的命令在他内心与感情的提醒交战之时，而在道德的态度成为他的第二天性之时。但是他的努
力终归无效。…对于艺术的美与创造性的艺术的观照会帮助人升华到听不见动物本能的声音，而走上
理性与人类爱的坦途；但这也劳而无功”27。席勒看到了古希腊艺术（特别是荷马史诗）的巨大道德
影响，并从德国文化的角度也有所贡献。不过，克鲁包特金在这本巨著里只提到“在《伊利亚特》中，
留下了当时的一个非凡的纪念碑给我们”这么一句话28，留给我们进一步考察《伊利亚特》这个史诗
中显示的古希腊道德的内容29。
《伊利亚特》的情节并不复杂，但其中大量的对白揭示出人性的冲突和选择30。在Zeph Stewart
编辑的《古代世界的正义、英雄主义和责任》The Ancient World: Justice, Heroism, and
Responsibility31一书中，只收入了特洛伊老国王Priam为了赎回自己的长子赫克特尔Hector的尸体亲
25

康德在“何谓启蒙”（何兆武译）中宣言道：“公众要启蒙自己,却是很可能的;只要允许他们自由,这还确实几乎
是无可避免的。”“这一启蒙运动除了自由而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还确乎是一切可以称之为自由的东西
之中最无害的东西,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这种自由精神也要向外扩展,甚至于扩
展到必然会和误解了其自身的那种政权这一外部阻碍发生冲突的地步。”
26

赵京，1994年2月28日。收入《国家形态与社会秩序》
（2008年）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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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包特金著《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
，巴金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巴金译文全集》第10卷，第299
页。
28

克鲁包特金著《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
，巴金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巴金译文全集》第10卷，第1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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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史诗的另一部《奥德赛》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伊利亚特》的补充，有独立的文学价值，但没有多少道德
提示。
30

莎士比亚剧作中的那些精彩对白，可以看成是对《伊利亚特》的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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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ntice-Hall, New Jersey, 1966. 这是Sources of Civilization in the West系列的一部。与别的散文体译本不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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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到敌营Achilles帐下哀求的戏剧性情节。老朽的Priam本来就因为没有及时惩处毫无道德观念的儿
子Paris32，难逃厄运。其次，当希腊讨伐大军兵临城下时，智者Antenor建议归还海伦和财物，也可
以挽回被屠城的命运，但Paris只愿交还财物、不肯交还海伦，而Priam又袒护儿子33，葬送了最后的
和平机会。不过，除去史诗作者附加的天神的指使、怂恿和鼓励、保护，老国王没有昏庸地命令已经
被打败的特洛伊及其同盟再作无为的牺牲，而是置生命和荣辱于度外，担当起作为父亲的最终道德责
任，也上得了希腊英雄榜。而武艺最高强的希腊英雄Achilles从可怜的Priam看到了自己的父亲形象，
比别人更同情老国王，体现出人性的深度。说到底，艺术作品的最终价值就是对人性的揭示，从这个
情节上，作者避免了血流成河的悲剧的笼罩，为我们呈现了英雄般的史诗传颂。我不由得联想起，在
我们运动的历史关头，我徒劳地试图联系到F，如果他能够坦然地站出来面对《人民日报》等政府的
指控，不仅成就了他个人的外在名声和内在价值，也可能帮助改善无数受他影响而行动的学生的命运，
每个人得到符合于其德行的历史位置，
“六四”就不会只以悲剧告终了。
从后人一致同意把古希腊世界称为Hellenic world，可以想象海伦的美貌，因为正是她身不由
己被天神Aphrodite安排与Paris的私奔，引发了这场长达十年、最终只剩下几个英雄活着返乡的战争。
史诗里简约透露出特洛伊妇女对海伦的怨恨，也可以从她和刚从战场返回、马上又要奔赴战场（死亡）
的赫克特尔的对话表露出她对自己的道德谴责：“来啊，与我坐一会儿吧！你的肩上担负着比别人更
沉重的我的羞辱和Paris的愚蠢”34。不过，除了以海伦的名字命名之外，希腊社会是男人的世界，而
名列榜首的就是承担起别人的罪过的英雄赫克特尔。
赫克特尔的英雄气概主要不是为了他人（即将被屠杀的年迈父亲和刚出身的儿子、即将成为遥
远陌生人的奴隶的妻子，和被屠杀的特洛伊城邦及盟军），他在最危机关头没有想到他们，而更是为
了自己的arete35。赫克特尔并不是完人，有人比他勇猛、比他聪明。在Achilles因为好友Patroclus
被赫克特尔杀死重返战场之后，城门下的特洛伊人开会商议如何应对，唯一能够看透过去和将来、武
艺不如赫克特尔但在辩才上胜过赫克特尔、与赫克特尔同夜出生的伴侣Polydamas建议撤回城堡，却
被赫克特尔拒绝36。此时，赫克特尔忘记了自己作为统帅对他人的职责，明知自己的武艺不如Achilles，
却幻想天神会帮助他取胜。但是，当特洛伊及其盟军的力量被基本上消灭后，赫克特尔随着逃兵退回
到特洛伊城门下，他的老父在城门上焦虑地嚎叫哀求他跨进城门。赫克特尔知道，作为战士和司令官，
他的使命已经完成，如果他进城，面对的是Polydamas等男人的嘲笑和失去丈夫、儿子的特洛伊妇女
们的怨恨，他至今为止的杰出完美人生会变成耻辱37。所以，他服从内心的至善召唤，留在城门之外，
里的译文是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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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叫Alexander。国王Priam夫妇有很多儿子，因为梦到Paris会毁灭特洛伊，就命人把他弃于山里。但Paris被熊
哺养，在山野里长大后又被接回宫中，所以他并不具备康德认定的人人具有的至上道德命令规范，不在乎希腊
文明社会的道德，按性欲和偷盗的原始本能行事。A.R. Hope Moncrieff, A Treasury of Classical Mythology. Barnes
& Noble, 1992. p.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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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人生中最后的壮烈使命，在与Achilles的决斗中获得了永生，在希腊英雄榜上名列第一，符合
康德的“只有持有良好的意志，才能使我们得到完全的幸福” 信念38。实际上，没有赫克特尔的特洛
伊也能坚守城堡，--如果他们最终不被计谋所骗的话。
这种对arete的追求，贯穿了希腊人的精神生活，在希腊文明的代表苏格拉底身上得到最透彻的
体现。已经活到“古来稀”70岁年龄的苏格拉底本来可以请求并获得法庭的宽恕，逃出监狱的后门也
是开着的。但是，那样的话，苟延几年生命的苏格拉底只不过是“百家争鸣”的希腊智者之一，早就
被历史遗忘了。当然，现在我们都认为苏格拉底是最聪明的人，因为他就是康德建构的以至善召唤为
中心的庞大道德体系的理想王国的体现者。如荣格所说：“只有自觉地同意内心呼唤的力量的人才发
展出人格。…他自愿地为使命而牺牲，自觉地把它转化成在无意识群体生活中只能导致他毁灭的个体
现实”。39
除了苏格拉底，荣格对佛陀、老子、耶稣等其他摆脱/超越了自身所处的环境制约的人类精神创
始活动进行的心理分析揭示出他们的人格的发展是出于对自身的存在价值的忠诚/信仰/良知，是一种
一般人称为使命的召唤：
“一种非常理的因素使人从人群中解放出来、违背已知的道路。…象神的法
令那样别无逃处。…他必须服从他自身的法令。…具有使命者听到了他的内心声音：他受到召唤了”
40

。这种召唤是“他的自身和他的民众的苦难的绝对权威、不容声辩的心理需要”，是不可违背的法令

41

。不过，正如本文所示：希腊史诗和荣格心理分析的服从内心良知召唤的这种康德至善召唤，并不

局限于历史上实际影响了人类生活的少数个人，也存在于普通民众之中。康德会欣慰地看到：近代以
来，巴黎公社妇女的英勇牺牲、西班牙民众为挽救共和的自发战斗、自投法网的芝加哥安那祺主义殉
难者、奋不顾身教训资本阶层的伯克曼、只身挡坦克的天安门无名英雄，等等，都体现出改进社会制
度的使命/召唤，以他们的牺牲促进了社会的进步。42
中国社会25年来的巨变已经早已冲刷掉当年民主运动的政治资源或任何参与者个人的政治资
本，但如果我们倾听、服从自己的内心的至善召唤，在任何场合（对敌人或朋友）都把人作为目的而
绝不是手段，自发自愿地奉行自由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把万人的自由作为自己的自由”，康德的自
由、自为目的的、理想的道德王国就不仅只是观念的，同时也是现实的。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4年7月25-30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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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引用来自赵京：“荣格对人类精神创始活动的分析”，2014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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