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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非自由傳統與道德走勢

⊙ 韓東育

 

「東方專制主義」，體現了世人對中國傳統政治的基本印象。從黑格爾（Hegel）到魏特夫

(Karl A. Wittfogel)，該印象已承之久遠，難以改變1。以至於除了湯因比（Arnold J.

Toynbe）等人的個別言說2外，人們很少能從西方人士的有關議論中讀到某種更加不同的觀

點。

這種印象錯了嗎？

應該說，黑格爾等人的講法，確有不盡符合中國實際的地方，至少在《擊壤歌》所憧憬的遠

離「帝力」的自然生活場景中，政治上的專制是派不上用場的。然而相比之下，湯因比的觀

察所存在的問題，倒真正令人擔憂。由於他更多看重的是中國「在政治上文化上的統一本

領」而很少去過問維持這種「統一」的方法、手段和這些方法、手段所容易帶來的道德後

果，因此，正如黑格爾對萊布尼茲（Leibniz）僅就形式上的美感就斷言中國文字學有天然優

長等觀點提出批評一樣3，由於湯因比拘泥於外觀的首肯對足以制約和限制中國未來發展的深

層文化要素缺乏質實的分析和中肯的評價，因此，在「WTO」加盟後世界貿易組織對中國國民

所提出的道德要求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加嚴格的情況下，湯氏的觀點顯然不具有世界意義，

惟此也鮮具中國價值。這樣講，還因為至少有兩個無法繞行的、用以決定今日國際交往和經

濟行為能否正常運行的基本前提，即一為自由，二為誠實。這兩大前提所反映的，與其說是

政治問題，不如說是道德問題更符合實際些。無庸諱言，在中國傳統專制體制下的人倫日用

中，上述兩點是欠缺和匱乏的。由於不及時指出並彌補這一闕失將導致難以預測的後果，所

以，就文化根源上探討之，無疑是有意義的。

一 從佛教的「三報」論說起

按照馮友蘭的說法，佛教應分為「在中國的佛學」與「中國的佛學」兩種。因為在中國存在

著與中國文化全然無涉的純粹印度佛學如「唯識宗」，和幾乎是中國哲學承繼者的中國佛學

如「禪宗」4。在我看來，東晉高僧慧遠的「大乘空宗」及其「三報」論，似乎應被劃歸為第

三種， 即各居其半的「中印合壁佛學」。這是因為，作為「三報」論之前提的「三業」說雖

來源於印度，但「三報」論的解釋，卻是針對中國固有說法的不足所做的佛學闡發和理論延

伸。

關於「三報論」，《弘明集》卷五中有這樣一段經典說明：

經說業有三報：一曰現報，二曰生報，三曰後報。現報者，善惡始於此身滅跡此身受。

生報者，來生便受。後報者，或經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後乃受……三業殊體，自同



有定報。定則時來必受，非祈禱之所移，智力之所免也。

這裏，「三業」，是指人的三種行為，即人的外在行動（身業）、人的言論和文字遺留（口

業）和人的所思所想（意業）。在慧遠看來，人的這三種行為是「因」，有「因」就要有

「果」，這個「果」就是「報應」。而且慧遠認為，善行或惡行，早晚是要受到報應的。這

不是憑祈求禱告就可以轉移的，也不是靠聰明才智就能夠避免的。這可以用來解釋為甚麼有

的人行了很多善事，末了卻受了禍，而有些人做了許多惡，卻反而洪福齊天等奇怪現象。按

照慧遠的說法，這是因為今世的善業還沒來得及得「報」，而前世的「惡業」卻在今世就受

了「惡果」。就當時和後來的情況看，這種說法是極有市場的，以至有學者認為，「這種教

義長期以來根深蒂固地深入人心，沒有任何別的教義可以與之相比」5。

然而，由於類似的「深入人心」與「報應論」連在一起，因此，裏面其實充滿了無奈的情

緒。慧遠的「三報論」之所以能夠如此順利地找到安慰中國人心靈的切入點，實際上是因為

在中國思想傳統中早就有過與之逼肖的近乎禁忌的說法，那就是《易‧文言傳》的「積善之

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和《尚書‧湯誥》所謂「天道福善禍淫」等說法。

其道理可簡要表述為：人的貴賤貧富和吉凶禍福，歸根結底是受自身行為的因果律制約的。

然而，諳熟這一思想傳統的史遷者流之所以還慨嘆不已6，透露出了該傳統本身的時空局限

性。就是說，上述思想只能給人以此生的安慰，當在此生的時空範圍內出現的情況常常是

「好人沒好報，壞人終天年」時，人們對這一假設的信奉程度就要大打折扣。慧遠發現並巧

妙地利用了這一點。他說：「由世典以一生為限，不明其外。其外未明，故尋理者自畢於視

聽之內」、「如今合內外之道以求弘教之情，則知理會之必同，不惑眾塗而駭其異。」7

有一個重要的問題不能不提起說明，即作為慧遠「三報論」前提的「三業說」，已經把對人

的三種行為的控制，當成了教義本身的出發點和目的所在。在這種控制下，人事實上已被剝

奪了三種自由，即：「身業」限制行動，「口業」限制言論，而「意業」限制思想。就時空

而言，該論對人所構成的限制和控制，已遠遠超過了中國固有報應論所能設定的時空範圍。

於是，無論是消極的忍耐，還是積極的企盼，都可以將人的耐性拉至無限，並在這無限的視

野中來看開和控制所有的煩惱或者愉悅──因為那些都不過是有限的存在而已。這種與中國

傳統思想有著甚深血緣關係的理論，之所以能獲得人們長期的認可，是因為以往無話可說的

「天命觀」變成了有理可講的「宿命論」。產生於宗教理性上的心理平衡，使中國人認可了

後者，儘管這一認可本身需要付出失去自由的代價。8

然而，慧遠的這一理論，已經在本質上偏離了他作為中國「大乘空宗」領袖所應遵守的教門

宗旨。因為前世、現世和後世的輪回，必須要有一個精神實體的承受者才行。這就需要肯定

靈魂不死。而大乘空宗的「一切皆空」論認為，如果承認有一個永遠不死的、獨立的精神實

體存在，勢必要引起種種煩惱，妨礙人們超脫輪迴而進入佛國樂土。那麼，慧遠敢於冒違背

教門宗旨之大不韙，是單純為了他個人篤信有加的宗教教義的伸張嗎？

顯然，如此簡單地分析慧遠的所作所為，就過分低估了政治統治集團在當時所能具有的思想

干預力量。據載，慧遠表面上結廬山野、深居簡出，但實際上卻與當時的執政者拔來報往，

就連當朝的皇帝亦與之過從甚密，常有書信往來9。以至有學者稱，「慧遠用表面上似乎是遠

離政治的辦法深深地干預影響了當時的政治，他是一位真正有政治手腕的宗教活動家」10。

其實，反向的思考似乎才更合理些，即與其說是慧遠在干預政治，還不如說是政治本身在假

慧遠之力來左右宗教，安頓人心11。就是說，慧遠的所作所為，除了承繼中國傳統思想流脈



這一顯性因素外，還同時受到一個不容忽視力量的制約和操縱，那就是中國傳統專制主義政

治的隱性高壓。

二、中國傳統時代的自由禁忌

湯一介曾講：「照我看，『自由』至少有三個層次：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和行動自由。『思

想』從原則上說，是可以完全自由的，但是言論與行動的自由就不能不受到限制。因為人們

想甚麼而不見諸於言行，對別人和社會就不會有任何影響；思想見諸於言行，它就會對別人

和社會發生作用：特別是自由的言行很容易觸犯權威；一旦觸犯了權威，言行就會更加不自

由了。」湯先生是在回憶中國專制主義走向極端的「文革」時期馮友蘭先生和他自己遭受壓

制的情景時，說這番話的12。本文之所以稱「文革」是中國專制主義的極至表現，是因為這

種表現的後面實際上依托著一個龐大而深邃的時空環境。由於這種時空環境直接和間接地不

斷影響和侵蝕著環境當中的人的道德，因此，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那樣，關注專制制度下個

人的道德選擇，光注意人們在一些極端殘酷的環境時刻（如「文革」高潮）中的惡行，是遠

遠不夠的。更重要的是關注那些使這些惡行成為可能的道德總體外因環境的惡化過程。這些

一步步演化而成的道德外因環境並不隨著極端的惡行結束而消失，它們對群體和個人道德具

有持久的腐蝕作用，隨時在為下一個極端殘酷的人類災難做著準備13。「惡化過程」，形成

並展開於歷史當中。因為事實上，對三種「自由」的抑制行為及其災難性惡果，在中國傳統

社會中幾乎俯拾皆是。

市場經濟，是商業貿易行為得以展開的主要和基本形式。有一點是絕對必要的，即保證公平

前提下的自由。自由必然發生競爭，而只有公平才能使競爭行為取得交易雙方均能接受的結

果。由於法的公正原則與商品貿易經濟的公平前提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因此，真正意義上的

商品經濟，是以法為合理性依托的。日本近世為適應蓬勃興起的商品經濟浪潮之所以要提出

「脫儒入法」的口號，海保青陵（1755-1817）之所以在蕩滌了儒家「義≠利」不等式的同時

一定要提出符合法家原理的「利=法」等式，原因即在於此14；而作為「西歐法律體系」之雛

形的「莊園習慣法」，亦曾給英國的貿易自由提供了極為重要的法律保障15。與西方和日本

的情形不同，中國傳統社會有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而這種觀念在相當的時間範圍內是以制

度的形式被固定下來的，那就是「工商食官」。「工商食官」，語出《國語‧晉語四》。韋

昭注云：「工，百工。商，官賈也。周禮：府藏皆有賈人，以知物價。食官，官稟之。」就

是說，傳統中國的工商業者，從一開始就是受官府的統轄和管制的。他們的貿易行為，往往

不能依照商品經濟的固有規律來運行。其經營規模的大小和交易過程的順逆，主要仰賴於官

府的政策而不是近代意義上的法律。政策因人而定。它的不確定性，使商人幾乎難以擺脫官

府不期而至的干預、控制、勒索和利用。它的最直觀後果，是商人自主性的喪失和商品經濟

的萎縮。這既是先秦時期鄭國商人不得不中止「既成之賈」的主要原因16，也是頻繁出現在

明代「商業書」中商人以下心態之所從來：1、「是官當敬。官無大小，皆受朝廷一命，權可

制人。……凡見長官，須起立引避，蓋嘗為卑為降，實吾民之職分也」；2、「倚官勢，官解

則傾。……」；3、「少入公門，毋觀囚罪。……」17。只是，「好利」是人的本性。因為是

本性，所以，官府的和平控制手段，總有失效的時候。這也是何以商品經濟出現大規模發展

時政府部門不得不揮舞「重農抑商」的殺手鐧，以及中國商業文明不得不周期性遭受滅頂之

災的重要原因。



表面看來，言論自由似乎會比行動自由可能地進入容易的層次。然而實際上，在中國傳統社

會中，這種願望往往顯得過於善良。由周厲王「弭謗」而引起的「道路以目」現象，已成為

中國專制傳統的「里程碑」。儘管當時就有人提出要「決之使導」18，但秦始皇的「焚

書」、漢明的「黨禁」，清朝的「文字獄」以及「解放後」的「右派整肅」，不但未能使先

哲的勸諫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反倒是承繼者代不絕嗣，日甚一日。它親手製造了一大批只能

「以白眼相睥睨」和「脫衣服露丑惡」的竹林怪胎，也使很多人不得不閉上嘴巴，口稱「難

得糊塗」以自欺。以至「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和「禍從口出」諸語，已凝結

成老百姓深信不疑的「至理名言」。正因為話語環境如此搖手觸禁，所以，即便有治世良言

亟待上表，也總得先道一句「出位僭言，惶戰交積」，然後才敢開口。魏徵有一段奏文說：

「臣誠愚鄙，不達事機，略舉所見十條，則以上聞聖聽，伏願陛下采臣狂瞽之言，參以芻蕘

之議，冀千慮一得，袞職有補，則死日生年，甘從斧鉞。」19就連以善納諫著稱的唐太宗，

亦深曉諫臣之險：「臣欲進諫，則懼死亡之禍，與赴鼎鑊、冒白刃亦何異哉？」20言路的阻

塞，對於國家治理而言是不明智的。因為我們看到，在當今發達國家和地區，沒有一份報紙

屬於官辦。

按照湯一介先生的說法，「『思想』從原則上說，是可以完全自由的」。然而，這幾乎完全

可以說得通的道理，在中國傳統社會卻每每出現反例。其中最經典的表現，是漢代酷吏張湯

設下的「腹誹之法」。《史記‧平准書》記錄有這樣一個案例：

初，異為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

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荐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

譑，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

反唇。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以此

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

顏異是前漢的「大農」。他敢於犯顏直諫，是因為他的職務使他不能不按照貨幣經濟規律來

說話。但是，一個「天子不悅」，末了只能使他「微反唇」而「不入言」。他恐怕至死也不

會料到肚子裏想甚麼居然也會被治罪，而且是死罪！但這一切都畢竟發生了。非但罪名絕對

成立，甚至「腹誹而心謗」幾成日後人們相與陷害的極易脫口的口實21！

這種聞所未聞的「法」，其來也有自。李斯對於「入則心非，出則巷議」之學士們所表現出

的強烈排斥，在秦朝立國之初就已經露出了端倪。事實上，無論是行動、言論，還是思想，

其諸多不自由的產生，當主要源於是非標準上的話語霸權。中國傳統社會的這種霸權，無疑

來自政治統治層。韓非曾言22：

主有所善，臣從而譽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毀之。凡人之大體，取舍同者則相是也，取

舍異者則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譽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謂同取。人臣之所毀者，人主

之所非也，此之謂同舍。夫取舍合而相與逆者，未嘗聞也，此人臣之所以取信幸之道

也。

話語霸權的獲得，取決於君主所有物的範圍。天子的所有範圍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23至於諸侯，則「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24

在傳統中國，立法權決定於所有權，而解釋權則決定於立法權。於是乎，各類標準的確立，

也只能仰賴君主的聖裁了。《周禮》的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之開宗明義，幾乎均



冠以這樣的話，即：「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它的極端

展開，集中體現在李斯在秦始皇御前會議上所作的如下表述中：「今陛下並有天下，辨白黑

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

非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

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為城旦。所不

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為師。」25它使限制行動自由的子產時代尚且

有之的「不毀鄉校」傳統，從此邊緣化；而日後的「獨尊儒術」，復使「人性覺醒期」（雅

斯貝爾斯[Karl Jaspers]語）由莊子所提出的取消絕對是非觀的相對是非論26，亦因之而奄

奄一息，不絕如線。這時，社會上則往往只剩下一種聲音和一個步法。其歷史必然性表現

為：如果不是這樣，接踵而來的便是無數的懲罰和鎮壓。由於懲處一般表現為「災禍」

（果），而遭難者個人的行為又每每構成速禍的原因（因），因此，就中國文化傳統、社會

政治實況和人永遠具有的趨利避害本性而言，慧遠的教義當然會根深蒂固地深入人心，自

然，也就沒有任何別的教義可以與之相比了。

三 道德走勢及其憂慮

顯然，傳統社會表面的和諧，更多是政治高壓的結果。由於實事難遂，實話難言，真心難

表，因此，誠實在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幾乎成為一種罕有的奢侈品。南史氏的「持簡以

往」之所以被後人目為壯舉並頌贊不已，《大學》中「誠」的概念之所以為宋明儒不遺餘力

地大肆宣揚，正表明這種人類應有的優秀道德品質在四方景仰的「禮義之邦」，不是愈來愈

多，而是愈來愈少。黑格爾洞燭幽隱，他說：「（在東方世界，）道德的規定表現為各種

『法則』，但是主觀的意志受這些『法則』的管束，仿佛是受一種外界的力量的管束。一切

內在的東西，如像『意見』、『良心』、正式『自由』等主觀的東西都沒有得到承認。……

可以指揮道德行動的那一種意志雖然不缺少，但是從內心發出來從事這些道德行動的意志卻

沒有。」27它暗示，在專制主義的東方社會，隱含著道德的虛偽性和非誠實性，而這種虛偽

性和非誠實性，顯然是只有在自由狀態下才能夠自然顯現的真誠的反面，它意味著人的天賦

的自由已經被剝奪。

由自由闕失所導致的「非誠實」道德後果，在傳統中國，至少有以下三種表現。這些表現如

此令人赧顏，以至現代化運動已逾百年，而國民素質的現代化提升，仍河清難俟。

這裏首先值得關注的，是政治層面。

奸臣亂法，是中國傳統社會屢禁不止的政治文化現象。一個千古慨嘆是：為甚麼奉公守法的

忠臣反而見黜被誅，而違法亂紀的奸佞卻一路扶搖？何以尚忠臣而忠臣彌少，蔑奸臣而奸臣

彌多？實際上，君主一旦成為真理的化身和不容置喙的「絕對」，這種感慨就永遠無法休

止。因為這一類君主希望聽到的，往往好話多於真話，順耳多於逆耳。韓非在《八奸》篇中

指出：「凡人臣之所道成奸者有八術」：一曰在同床、二曰在旁、三曰父兄、四曰養殃、五

曰民萌、六曰流行、七曰威強、八曰四方。這些說法雖不盡準確，但「凡奸臣皆欲順人主之

心以取親幸之勢者也」的目的，卻毫厘不爽。由於該目的是說真話、辦實事的人所無法達到

的，所以，「國有擅主之臣，則群下不得盡其智力以陳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

矣」（《奸劫弒臣》）。就是說，講假話的人多了，講真話的人也就愈來愈少了，即「端言

直道之人不得見，而忠直日疏」（《三守》）。《史記‧平准書》所謂「有腹誹之法，以此



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云者，稱得上是一句明白話。魏晉時期，這種情況的突出表現，

是政治行為的名實不符和詐欺公行。根據葛洪（284─364）的考察，當時，世上事物多「名

不准實，賈不准物」28。不少士大夫並起呼籲，要「綜合名實」。王符有感於州郡縣邑上下

欺瞞、狡猾相待的現實，乃急切諫議，要「有號者必稱於典，名理者必效於實」，因為只有

這樣，才能「官無廢職，位無非人」29。時人徐干也說：「名者所以名實也，實立而名從

之，非名立而實從之」30。然而，呼籲的無用，最終逼使士人轉入行動上的抗爭。結果乃如

大家所熟知的那樣，他們遭到了血腥的鎮壓，其行為本身也從針砭時政的「清議」轉而為莫

論國是的「清談」。關於這一轉變的具體原因，魯迅講31：

清談，本從漢之清議而來。漢末政治黑暗，一般名士議論政事，其初在社會上很有勢

力，後來遭執政者之嫉視，漸漸被害，如孔融、檷衡等被曹操設法害死，所以到了晉代

底名士，就不敢再議論政事，而一變為專談玄理；清議而不再談政事，這就成了所謂清

談了。

有趣的是，《紅樓夢》中「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的楹聯，居然可移作關於魏

晉玄學的最佳總結。更令人難以想象的是，如此歷史文化傳統，在新中國成立後，竟有過惡

性的爆發，即「三面紅旗」時代的舉國造假。沒人聽說過「畝產萬斤」的故事，也沒人見過

幾十公斤重的人被尚未收割的稻禾擎若蜻蜓。可當年的報紙，卻總能給我們留下這樣的「鐵

證」。彭德懷說了點實話，可等待他的命運，卻是死。當有的政治家已經將「不說假話辦不

成大事」當作立身處世的座右銘時，中國政治倫理的淪喪和政治家道德品質的敗壞，已到了

令人發指的程度。

由於被統治者幾乎失去了除天然秩序以外的大部自由，而通過小補所挽回來的些微真實又極

易得而復失，無恒定可言，於是，人們便只能把對政治自由的獲得寄托在某種「絕對」的和

「根本」性的改變上，可這種改變，卻是「無政府」的。表現在心情上，這叫「一吐塊

壘」；而付諸實踐時，便成了「革命」。前者容易在精神上徹底砸碎所有的政治理念和道德

原則，如莊子和黃宗羲；而後者則以事實上無法實現的「人人平等」和「均田免糧」為號

召，對現實進行血洗，如陳勝和李自成。有趣的是，這些起而造反的人開始未必不是「順

民」。自由的闕失，使他們的表現經常以「兩面人」的態度集中在一個事件的對待中，即：

臣民們對官員唯唯諾諾和阿諛奉承的同時，也對上司充滿了殺心。除了極大的能夠帶來暫時

成功的大變故以外，等待反抗者的命運，更多是自我毀滅。「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表明，

對傳統中國人而言，「真善美」，有時是「死」的代指。它直接和間接地殃及並塑造了普通

人的道德形象和面貌，即謊言在中國的盛行與無孔不入。

魏特夫曾講：「道德品質與理智上的『誠實』是互相聯繫在一起的」32。中國人雖有愛撒謊

的惡名，但撒謊行為在中國社會的普遍流行，似決非今天才有的現象。其中固然有「上行下

效」的惡性影響，但自由被剝奪後百姓榮譽心的普遍喪失，則是造成該局面的更深層的原

因。黑格爾發現，由於中國傳統家族中長幼尊卑間互相應有的禮節都由律例來規定，而律例

的違背所能帶來的後果是嚴重的刑罰──這幾乎是一種奴隸制度，因此，「自由的情調──

就是一般道德的立足點因此便完全被抹殺了。」由於中國的自由民和奴隸的區別並不大，而

自由的喪失──沒有個人權利，又自然使大家沒有榮譽心，因此，「自貶自抑的意識便極其

通行」；因為「這種意識又很容易變為極度的自暴自棄」，於是「便造成了中國人極大的不

道德。他們以撒謊著名，他們隨時隨地都能撒謊。朋友欺詐朋友，假如欺詐不能達到目的，

或者為對方所發覺時，雙方都不以為可怪，都不覺得可恥。他們的欺詐實在可以說詭譎巧妙



到了極頂。歐洲人和他們打交道時，非得提心吊膽不可。他們道德放任的意識又可以從佛教

的流行得到證明」。在黑格爾接下來的敘述中，他似乎察覺到佛教的「三報論」已然在中國

人的「非道德」生活中發揮了作用，即：「人民卻把自己看作是最卑賤的，自信生下來是專

給皇帝拉車的。逼他們到水深火熱中去的生活的擔子，他們看做是不可避免的命運，……

（他們）只有一種順服聽命的意識。」33胡適在反省中國國民性時，則嚴厲地指責了那些

「先知先覺者」對民眾的欺瞞與不負責行為：人世更大的悲劇是人類的先知先覺者眼看著無

數人們的凍餓，不但不能增進他們的幸福，卻把「樂天」、「安命」、「知足」、「安貧」

種種催眠藥給他們吃，使他們自己欺騙自己，安慰自己。34

榮譽感的喪失，造成了羞恥心的消亡。孔子之所以反覆告戒人們甚麼叫「恥」，甚至搬出

「勇」來，告訴他們只要「知恥」，則庶幾可進入英雄的行列等說教，都只能說明「恥感」

的普遍喪失，才是時人的真實存在狀態。庫克（George Wingrove Cooke）曾不無戲謔地描述

過西方人眼裏的國人操守。大意為：無論是誰都會意識到，說謊是不好的行為，被人知道後

要感到羞恥，心裏明白自己說謊是應該受到萬人指責的反公德的惡行。但中國人並不教授這

樣的情操，對於他們來說，某個特定的謊話只對聽謊者有特定的害處，「謊話是自身合法的

東西」。不必擔心對中國人說謊會激怒中國人，不必有慚愧的念頭，他們也不否認有說謊的

事實。中國人說「我不敢對您說謊」時，事實正相反；對中國人說「您經常說謊，您現在又

想說謊了吧」，就相當於對英國人說「你很幽默，現在又有甚麼好笑話了吧？」35

這裏面其實充滿了道德的放任。這種自暴自棄、用百姓的話講叫「破罐子破摔」行為繼續存

在一天，黑格爾所謂「歐洲人和他們打交道時，非得提心吊膽不可」的提醒，就一天也不會

在洋人的警戒線上消失，哪怕他們的祖先也曾經說謊36。事實上，為中國傳統商家奉若神明

的老子箴言──「良賈深藏若虛」，也不啻在鼓勵商人公開撒謊。而這，在國際商貿活動已

然一體化的當代世界裏，是不會被允許的。

然而，最讓人擔憂的，還是中國傳統學術所造成的歷史和現實影響。

李澤厚曾對中國傳統知識人的心性論話題，有過這樣的說明。他認為，中國傳統知識人之所

以在心性論問題上大做功夫，是因為已喪失了其他自由的知識人，也只能靠心性思索來求取

安慰了37。王陽明「龍場悟道」時之所以會發明出「心外無物」命題，其弟子羅洪先之所以

替乃師說出「龍場悟道」的真實原因在於「蓋吾之一身，已非吾有，而又何有於吾身之外？

……與吾獨存而未始加換者，則固有之良知也」，都表明對「心」的無限高揚已成為被剝奪

了全部外在自由的知識人的無奈而唯一的選擇，哪怕其中充滿了大量貌似學術的「非學術」

寓意。38

然而，非學術反而以學術力陳等行為本身，即表明這類學說與事實間存在著距離。而且，由

無奈和不得已而導致的強迫式自我說服，實際上已難免使行為本身染上「自欺」的色彩。就

此意義而論，心性論者欲以極少數人的無法參驗的個人體驗，推廣為舉世是認的普世真理的

過程，似乎只能被表述為「自欺而欺人」。可如果說「自欺」行為的發生乃出自不得已尚可

引發人們同情的理解，那麼「自欺」者轉而「欺人」，卻表現出了相當的不道德，哪怕「欺

人」者本身並不完全了解其行為本身的有害性。

心性之學的鼎盛發展，始於南宋。按照余英時的說法，這種發展的直接誘因，是北宋王安石

變法的失敗。他認為，這一失敗，對近世儒家外王一面的體用之學構成了一大挫折。於是，



南宋以下，儒學的重點轉到了內聖一面39。就是說，宋儒的轉變，也一樣充滿了不得已。但

是，在馮友蘭看來，宋明新儒家的學說實際上反而極大地幫助了統治階級的正統原則。針對

禪宗「擔水劈柴，無非妙道」一句，他設問：「如果擔水砍柴，就是妙道，為甚麼『事父事

君』就不是妙道？如果從以上分析的禪宗的教義，推出邏輯的結論，我們就不能不作肯定的

回答。可是禪師們自己，沒有作出這個合乎邏輯的回答。這只有留待新儒家來做了。」40這

裏的「新儒家」，指的便的程朱和陸王。

「慎獨」，是一個在宋明理學前沉寂了一千多年的概念，它最早出自《大學》和《中庸》。

由於中國傳統社會後期對人心的控制日趨嚴格，而「心」的問題最終還需以「心法」來解

決，所以研究心性之學的，便提出了自我管束和自我懲治的一套辦法，哪怕它們的提出並不

象施政者那樣直露。其辦法之一，便正是對「慎獨」理論的復活和擅作解人。朱熹在《大學

章句‧誠意章》注云：「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礣者知為善以去其惡，

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獨知之者，故必

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又《中庸章句》首章注云：「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

言幽暗之，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己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

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滋長

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明人邱懖（1420-1495）對此有著進一步的發揮，他說：

「所謂獨也，是乃人心念慮初萌之端，善惡誠偽之所由分之始，甚細微而幽隱也。……《章

句》論慎獨，指出幾之一言，示萬世學者以慎獨為要。」41這裏，儒家已把人們對事實的判

斷──是與非，交給了價值判斷──善與惡，並希望由它來裁決，來遏制人的所謂「惡」的

衝動。然而，「能辭萬鐘之祿於朝陛，不能不拾一金於無人之地；能謹百節之禮於廟宇，不

能不弛一容於獨居之餘」。道理很簡單，即「人情每狎於所私故也」42。因此，當這種自覺

式裁決辦法一俟無效，儒者則想出另一個辦法，即通過人的自我意志力而強行誅滅之。朱熹

說：「克己者，一似家中捉出個賊，打殺了便沒事」43，這也就是王陽明所講的「破心中

賊」44。可是，真能做到這一點嗎？日本江戶思想家荻生徂徠（1666─1728）對這種無用的

「以心治心」行為曾提出過如下質疑，即：「心無形也，不可得而治之矣。……何也？治之

者心也，所治者心也。以我心治我心，譬如狂者自治其狂焉，安能治之？」45治，是因為心

有了罪過。可所想所思到底何罪之有呢？太宰春台（1680─1747）於是徑稱：「心目之罪，

在所不問！」為甚麼呢？「人心之靈，何所不至？苟身弗為不善，斯可已矣。更問其心之所

思，過矣。……以心治心，予以為非治之，乃亂之也。何則？所治固心，治之者亦心，一而

不二。治之而治者，雖治矣，其治之之擾，不可勝言也。」46就是說，心性之學，滿篇講的

都是假話，充其量則不過是動人的假說而已。

李澤厚指出：對與錯和善與惡，是應該予以分開的兩種道德。因為一個是與政治哲學相關

的、建立在現代個人主義和社會契約基礎上的自由、平等、人權、民主，以保障個人權益和

規範社會生活的社會性道德；另一個則是與宗教、信仰、文化傳統相關的宗教性道德，它有

關終極關懷、人生寄托，是個體尋求生存價值、生活意義的情感、信仰、意願的對象。前者

是公德，是公共理性，應該普遍遵循；後者是私德，是個人意識，可以人自選擇。二者不是

誰優先的問題，宗教性道德對社會性道德雖有范導作用，但不應有建構作用47。由於建立在

「個人主義和社會契約」基礎上的社會公德，為中國傳統社會所未曾有，因此，以公代私、

以私代公和公私粘成一團，便成了中國傳統道德的實存狀態。問題在於，私德的無從驗證特

徵，使它很難成為社會一般的道德指南，倒容易墮為知識人的自說自話和夢囈。汪士鐸



（1802-1889）筆下的「道學家」特徵為：「以心性理氣誠敬為支派，以無可考驗之慎獨存養

為藏身之固，以內聖外王之大言相煽惑，以妄自尊大為儀徵」48。由於個別知識人總想用自

己的一時感動煽惑起大眾的熱情，而大眾又無法從他們的豪言壯語中增加一粒米和一文錢，

因此，這類學術，便成了一種精致而無用的假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

學，為萬世開太平」，曾一度醉倒了不少「作達者」。可是，當人們普遍察覺到類似於「天

人合一」的命題，不過是生成於「因為做不到，所以隨便說」的邏輯想象時，滿篇偽言的

「理想主義」、「原理主義」和「道德主義」，已勢成連天蔓草，難以芟除了。清代實學家

罵理學「空談誤國」和「五四」青年「打倒孔家店」的呼號，並沒有真正剔除中國知識人的

所謂「文化─心理結構」，因為大倡「內聖開出新外王」的「現代新儒家」，一直不厭其煩

地跑回大陸，來令人感動地接續著理學爾來的「道統」夢。這種「自欺欺人」行為的代不乏

人，讓人想起魯迅的挖苦：「其實，中國人是並非『沒有自知』之明的，缺點只在有些人安

於『自欺』，由此並想『欺人』。譬如病人，患著浮腫，而諱疾忌醫，但願別人糊塗，誤認

他為肥胖」49。

自由傳統的長期闕失，已給中國國民的公德系統帶來了極為嚴重的損害。雖然湯因比的皮相

之論能不時地讓我們從另一個側面獲得一絲虛榮的滿足，但黑格爾的另外一段發言，則不能

不催人作出反省，即「中國人……沒有任何自由，所以政府的形式必然是專制主義。」50這

有點類似於我們今天常說的「有甚麼樣的國民就有甚麼樣的政府」諸命題。儘管國民自由的

剝奪者來自專制主義，但不思通過正當的、類似於英國人在中世紀即寸步不離的法律程序來

奪回本該屬於自己的權利，而一味地將自身的道德敗壞歸咎於政府，顯然也是不道德的。法

國哲學家勒魯（Pierre Leroux, 1797-1871）說：「罪惡的原因也有一部分是出自被壓迫者

的惡習，並不是一切罪惡都是壓迫者造成的。如果不平等發展到觸目皆是，這錯誤不能只歸

咎於強權者和有錢人。」51。因為仔細觀察會發現，在中國，說謊者之所以大有市場，跟普

通民眾的「輕信於人」有十分密切的關係。自由的被褫奪，易使人喪失信心，於是，不自信

而信他的盲從習慣也就容易養成。對這一毛病，《呂氏春秋‧察傳》篇曾有過絕妙的刻畫：

說，有個人長得像大馬猴；聽話者則傳曰：大馬猴像狗。於是，話傳到第三個人時，人就變

成狗了。由此而來的「三人成虎」甚至「莫須有」傳統，極大地暴露了國人心靈的蒙昧和精

神的懶惰。「三報論」能夠在中國長驅直入，除了專制政府的高壓外，民智未開的實情，誠

不可小視。西方的啟蒙運動和近代化，源自人民的獨立思考和以生命換來的科學精神。因此

無論如何，作為道德底線的學術是不能「假語村言」和「人云亦云」的，特別是當近代以來

它已被世人尊奉為「科學」的時候。可由於時至今日人們總能看到許多反例，所以，魏特夫

的話就不能不引起格外的重視，即：「對科學的犯罪最終是道德上的罪孽」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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