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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个人主义历史演变的内在动因是其内含的“道德悖论基因”，这种“悖论基因”的实践张力必然
会演绎出普遍的道德悖论现象，这使得个人主义的演变历史就是不断为其自身“解悖”的历史，由此而形
成个人主义目的论与其方法论相统一的结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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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反对没有经过认可的权威，认为政府的权力应
当代德国学者 P·科斯洛夫斯基在考察“资本
该受到极大限制，只是维持法律和秩序，社会仅
主义的道德性”时曾发出这样的感慨：
“在对资本
仅被看作是许多个人的集合。个人应该有权利在
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进行的研究
没有政府擅自干涉下，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选择
的框架内，对资本主义的伦理学和道德所进行的
研究肯定是最棘手和最缺乏清晰度的。”[1]对此， 他们的生活和处理他们的财产。在 19 世纪末和
中国思想理论界多有同感。这种“个人主义困惑” 20 世纪初，由于出现了一些直接对立的思想，例
如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
表明，我们有必要对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伦理道德
有所减弱，但在 20 世纪后期，个人主义思想又重
的核心范畴和主导价值的个人主义作深入的探
新获得主导地位。”应当说，
这种界说是最具有权
讨。本文试运用道德悖论的方法，分析个人主义
威性的，然而它只是叙述了个人主义的基本内涵
历史演变的内在动因及逻辑结构，探究产生“个
和理论特征，并没有说明个人主义在其历史演变
人主义困惑”的原因，进而揭示个人主义的真实
的过程中何以会出现不同的形态，没有揭示个人
面貌。
主义历史发展和演变的内在动力与逻辑结构，而
个人主义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是 18 世纪
这两个问题恰恰是科学认识个人主义的关键之
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在其著作《美国的民主》中第
一次提出来的。什么是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s）？ 处，也是研究个人主义“最棘手和最缺乏清晰度”
的症结所在。
《不列颠简明大百科全书》 作了这样的解说：
“一
个人主义在其历史演变的过程中出现过不
种极为重视个人自由的政治和社会哲学。现代个
同的形态。早期形态是粗陋的目的论意义上的个
人主义与 A·斯密和 J·边沁的观点一起出现在英
人主义，表现为经济利己主义或极端利己主义，
国，而 A·de·托克维尔则认为这个概念是美国人
是“直译”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
的秉性中所固有的。个人主义是通过一种价值体
和经济活动的产物，它是由霍布斯在《利维坦》中
系、一种人性理论、一种对某些政治、经济、社会
创建的。
和宗教希望的信念来体现的。个人主义者的一切
霍布斯的利己主义学说有三个核心概念，即
价值都是以人为中心的；个人本身具有至高无上
“自然权利”和“自然法”
。它的建构
的价值，所有个人在道德上都是平等的。个人主 “自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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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是这样的：人在“自然状态”下具有一种自
爱、自私的“天性”，这是“每个人所享有的按照自
己意思使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天性的自由，这
种天性也就是他自己的生命”，是天赋的“自然权
利”。
“于是，如果两个人希望得到同一事物，可是
却不能共同享有，则他们会变成仇敌，在达到这
一目的的过程中 （这一目的主要是为了自我保
全，有时仅为了他们的自我愉悦），他们彼此都努
力想毁灭或征服对方。”这样，就需要“一个使所
有人都敬畏的权力”，否则“在一个没有共同权力
使众人敬畏的时代，人们往往处于战争状态，而
这种战争是个人对个人的战争”，
“在这种战争状
态中，暴力和欺诈是两个主要的美德”，这对个人
与社会来说自然都是灾难。于是，
“理性”告诉人
们必须建立“达成一致的方便易行的条件”，即所
谓“自然法”
。[2]
在“原理创造历史”的问题上（ 1），霍布斯利己
主义学说的价值在于第一次从经验出发并以经
验的形式揭示和解读了利己主义的逻辑基础，合
乎逻辑地提出用“自然法”的方法论遏制“自然权
利”的目的论，初步构建了具有内在统一性的“个
人主义原理”。这一“原理”的要义和“机理”可以
概要地表述为：人在“自然状态”下的“自然权利”
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悖论权利”，内含一种“悖论
（ 2）
基因”
，在价值取向上必然会产生善恶不同的
两种实践张力，结果必然会在实践过程中显现善
恶不同的两种价值事实，于是人们必须运用“达
成一致的方便易行的条件”即“自然法”加以控
制，以扬善抑恶。霍布斯利己主义学说的贡献在
于，第一次在个人与社会、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的
意义上为“原理创造历史”找到了方法论的依托，
开创了西方个人主义研究和发展的学术范式。从
这一点来看，霍布斯是“个人主义原理”的奠基
者，虽然他没有提出“个人主义”的概念。他的创
造，使得古希腊智者派的“自然”说和“约定”说相
统一的可能性假设，在当时代的历史条件下以
“个人主义原理”的方式转变为统一的理论形态。
霍布斯利己主义学说的根本缺陷在于，他的利己
主义目的论主要是经济活动和利益占有意义上
的，又只将遏制个人主义“悖论基因”之恶的“解
悖”方法论交给国家和政府而没有同时交给个
人，只交给了政治学和法学而没有同时交给伦理

学。他的个人主义目的论学说本质上还是一种依
靠政治和法制维系的经济自由主义，并不具有后
来出现的漠视政府权威的“政治哲学”的理解价
值。
不论是作为目的论还是作为方法论，个人主
义作为伦理道德范畴从其把握的对象和实践主
体来看归根到底都属于“个人问题”，这决定了个
人主义伦理学的“解悖”的根本出路在于个人而
不是社会，在于个人主义伦理学说能够为自己找
到“自圆其说”的原理支撑。霍布斯的个人主义伦
理学说并没有找到这样的支撑，这使得其“原理”
的价值十分有限。后来，杜威在批评“早期的经济
个人主义”问题时指出：
“最专制的国家也不是通
过物质的力量，而是通过观念与情感的力量来确
保其臣民的忠诚。”[3] 正因存在这种根本性的缺
陷，所以霍布斯的学说问世后即受到学者的批
评，批评的旨趣是要改造和发展个人主义，以维
护和发展个人主义“原理”的力量，而批评的内容
则是沿着目的论和方法论两个方向拓展。
沿着个人主义目的论方向展开的批评，在继
承和维护霍布斯利己主义学说传统的基础上扩
充了其自由主义的内涵，使得自由主义超越了经
济活动的范围，发展成为个人主义目的论的最高
形式，也成为个人主义目的论最为复杂的概念。
广义的自由主义包含“经济”和“利益”意义上的
利己主义、漠视或无视政治和政府权威却又重视
个人政治参与的无政府主义、强调个性自由和自
我表现的个性主义等。狭义的自由主义，是相对
于经济利己主义而言的，特指一种强调“个人应
该拥有完全的行动自由”、
“不信任政府”的“政治
哲学”。（
《不列颠简明百科全书》下卷）所以，
在英
语中利己主义（egoism）与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s）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超越经济活动的广义的自由主义大体上有
两种形态。一是政治自由主义，强调每个人都有
关心国家和政治的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的权利，
本质上是一种“个人政见第一主义”或“个人政见
中心主义”，其推崇者所要宣示的政见一般都是
个人关于国家和民族的治政主张，与资本主义民
主政治相互依存、相互呼应。政治自由主义在充
分肯定和展示个人的积极性和智慧、可能发表有
助于国家政治建设和民族进步的“意见”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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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同时又会表现出漠视整体权威和统一规则、 地实现个人的价值，从而有助于社会的发展和繁
扰乱国家必要安宁和社会必要稳定的危害性。胡
荣，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直接损害和牺牲他人、
适曾鼓吹的“健全的个人主义”或“真的个人主
社团和集体的利益，给他人和社会带来痛苦和不
义”
（他称其为“个性主义”
），本质上就是这种政
幸。功利主义虽然改变了早期的经济个人主义的
[4]
治上的自由主义 ，是针对当时蒋介石国民党的
粗俗特征，但是并没有真正改变早期经济个人主
专制统治而言的。二是个性自由主义。这种自由
义的原生性的“悖论基因”。
主义崇尚个人价值实现和生存与表现方式的与
合理利己主义，也可称其为“合理个人主
众不同，认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主体，都是自己
义”
，研究的不是个人主义先验意义上的“自然”、
“独立世界”的主人，都享有“自我支配、自我控 “天赋”的“合理性”
，而是个人主义“自为”
、
“社
制、不受外来约束”的生活方式的绝对权利。个性
会”的合理性即行动、实践的合理性问题，突出代
自由主义一般不会给他人和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表人物是费尔巴哈。合理利己主义论者强调，他
带来危害，但却散发着蔑视传统价值的气息，存
们“所说的利己主义是和那种纯粹的利己主义不
在着动摇和危害现实社会必须以传统文明为基
同的，是一种宽厚的、自己克制的、只在对他人的
础的信念的倾向，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中散布对普
爱中寻求满足的、健康的、与本性相协调的利己
遍性和同一性的怀疑，以及对社会的不信任情
主义”[7]，主张把个人权利与他人权利结合起来，
在谋求个人需求和发展时要考虑到大多数人的
绪。
最大利益和最大幸福。不难理解，作为一种个人
沿着个人主义方法论方向展开的批评，大体
—合理利己主义——
—新个人
主义的方法论学说，合理利己主义或合理个人主
经历了功利主义——
主义——
—社群主义的演变过程。相应出现了四种
义使“个人主义原理”成为新个人主义或现代个
有代表性的方法论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学说主张。
人主义的雏形。
功利主义创建者是边沁，批评继承和刻意创
新个人主义的杰出代表人物杜威公开宣称
新者是密尔。边沁把人在“自然状态”下的自爱、 他此前的个人主义都属于“旧个人主义”。他认
自私的本性由具体转变为抽象，提出关于人的本
为，
“欧洲形式”的“旧个人主义”存在两个方面的
性的“趋乐避苦”的命题。他说：
“功利原则指的就
局限性，目的论只是强调“满足于宣称其与不变
是：当我们对任何一种行为予以赞成或不赞成的
的人性——
—据说此种人性只被个人获利的希望
时候，我们是看该行为的增多还是减少当事者的
激发——
—的一致性”，即只是强调个人获取和占
幸福；换句话说，就是以该行为增进或者违反当
有而忽视个人的价值实现，而方法论则主要表现
事者的幸福为准。这里，我说的是对任何一种行
在其价值的
“暂时的合理性”。[8]同时他认为，
在当
为予以赞成或不赞成，因此这些行为不仅包括个
时的美国，经济利己主义与其“欧洲形式”没有什
人的每一个行为，而且也要包括政府的每一种设
么本质的不同，以轻视政府权威为主要特征的自
[5]
施。” 较之前人，边沁功利主义的推进在于从发
由主义虽然具有不同于“欧洲形式”的“罗曼蒂克
展（
“趋”
）和约束（
“避”
）两个方面明确规定了个
形式”，但其价值的合理性也是有限的。据此，他
人快乐最大化的原则，并将获得和实现快乐的路
得出一个结论：
“ 旧个人主义的全部意义已经萎
向划定在个人与社会两个方面。密尔肯定了边沁
缩为一种金钱尺度与手段”
、
“哑然失声”了，创建
的功利主义的快乐论，同时又对快乐论进行了尖
他的新个人主义已是势在必行的事情。[9]他又指
刻的批评，指出它只追求快乐而无视实际可能存
出，新个人主义的建构也不能依赖于“慷慨、好意
在的痛苦和不幸，是“堕落的学说，只配给猪做主
与利他主义”的共产主义的道德主张。[10]基于以上
义”[6]。密尔认为，不论是快乐还是痛苦与不幸都
这些认识，杜威提出建构“一种与当代现实和谐
一致的新个人主义”的设想。[11]杜威强调，新个人
可以给人带来幸福，因此他将功利主义的快乐论
修正（
“修补”
）为功利主义的幸福论，使功利主义
主义与“自我奋斗”、
“唯利是图”的旧个人主义的
带有“精神快乐”的特色。利己主义有助于最大限
根本差别就在于主张“互助”与“合作”
，它要“创
度地调动和发挥个人的潜能和创造性，最大限度
造一种新型个人——
—其思想与欲望的模式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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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具有持久的一致性，其社交性表现在所有常规
的人类联系中的合作性”[12]。不难看出，作为实用
主义的哲学大师，杜威的基本主张是用价值论即
“关系论”的方法替代唯物论或唯心论的“极端方
法”，他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本质上是关于“人与
人”之间的合理行动和实践方式的描述系统，在
伦理学的视阈里主要属于“人伦理论”和“德性伦
理”的范畴，并未广泛涉及个人与社群之间的伦
理道德问题，这是新个人主义包括以往一切个人
主义的方法论学说后来受到社群主义批评的学
理性原因之所在。
在社群主义尚未形成强势之前，个人主义历
史演变出现了一种貌似否认方法论的“价值回
流”的现象，这就是费里德里希·哈耶克（F.A.
Hayek）的个人主义学说的问世。1945 年，哈耶克
发表了他的著名的学术演讲 《个人主义：真与
伪》，这篇专论后来被他收进《个人主义与经济秩
序》的论文集，出版后一度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
响。该书 2003 年被翻译介绍到我国（邓正来译，
三联书店 2003 年 1 月出版），对中国人尤其是
“文化人”的个人价值观产生的影响是空前的。哈
耶克强调个人主义的存在是一个无庸争辩的前
提，但个人主义有“真与伪”之别，
“ 真正的”个人
主义也就是经过托克维尔完美发挥的个人主义，
“虚假的”个人主义是经过笛卡儿、卢梭等人的理
性主义梳理的个人主义，其虚假之处在于倾向于
社会主义或集体主义。不难看出，
哈耶克的“真正
的”个人主义其实就是目的论意义上的个人主
义，
“虚假的”个人主义其实就是方法论意义上的
个人主义。然而，有趣的是他称前者为“方法论个
人主义”，而将后者即真正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赶
出个人主义历史演绎的舞台。这种
“价值回流”现
象在几乎与其同时代兴起的社群主义渐渐形成
强势的过程中，渐渐退缩到台后。
社群主义是个人主义方法论最具代表性的
当代形式。邓正来在《哈耶克方法论个人主义的
—< 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 > 代译序》 中有
研究——
一处专门考察了“社群主义对方法论个人主义的
批评”，其中列举了诺齐克在其《无政府、国家与
乌托邦》中对《正义论》的意义曾作过推崇备致的
评价：
“《正义论》是自约翰·穆勒的著作以来仅见
的一部有力的、深刻的、精巧的、论述广泛和系统

的政治和道德哲学著作。……政治哲学家们现在
必须要么在罗尔斯的理论框架内工作，要么必须
解释不这样做的理由。”[13]在考察“社群主义对方
法论个人主义的批判”时将《正义论》列在其中是
否合适，我们姑且不论，但是有一点是需要明确
的：社群主义对以往个人主义的批评本质上仍然
是方法论的批评，并未伤及更未摧毁个人主义目
的论的本质，其学说本质上仍然是一种个人主义
的方法论，不过是试图完善“个人主义原理”的一
项当代工程而已。社群主义认为，真正理性的个
人必须懂得，选择自己行为的唯一正确方式是把
个人放到其社会的、文化的和历史的背景中去考
察，这样才能真正获得个人自由。由此可见，
强调
社群是实现个人自由和目的的必要前提是社群
主义的实质性主张，也是其优于此前的个人主义
方法论的耀眼之处。不过应当看到，这种耀眼之
光仍然是方法的演变和革新，并非是本质的变更
和转移。社群主义是西方社会 20 世纪 80 年代后
产生的最有影响的政治思潮和伦理思潮之一，它
使“在 20 世纪后期，个人主义思想又重新获得主
导地位”。（《大不列颠简明百科全书》）
综上所述，个人主义历史演变的逻辑走向大
体是：由霍布斯的利己主义的“个人与社会（法
制）相结合”走向费尔巴哈的合理利己主义的“个
人与他人（包括多数个人）相结合”，再走向杜威
的新个人主义的“个人之间的互助与合作”，最后
走向社群主义的“个人发展要以社群为依托”。从
中可以看出，个人主义历史演变的内在动因是其
—人的“自然权利”或“利己的自然本
立论基础——
性”内含的亦善亦恶之“悖论基因”，这种“悖论基
因”的实践张力势必会造成亦善亦恶的悖论结
果，在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繁荣和进步的同时又
给资本主义社会制造不尽的麻烦和堕落，这就促
使个人主义需要不断地完善自身，以说明、鞭笞
和扼制个人主义实践张力之恶，由此而形成以方
法论来弥补目的论的缺陷的演变模式，使得个人
主义在逻辑结构上演绎为目的论与方法论的统
一体。个人主义有史以来出现过许多的形态，社
群主义之后还可能会出现新的形态，但其演变只
是方法论之“变”，不可能“变”及“个人本身具有
至高无上的价值”这个目的论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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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言之，个人主义历史演变的过程就是不断
论辩和刷新“个人主义原理”的过程，也是不断培
育崇尚个性与尊重规则相统一的资本主义精神
的过程，正是这种带有悖论性征的过程使得个人
主义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最棘手和最缺乏清
晰度”
的伦理道德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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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天性的自由”.

（责任编辑 吴 勇）

（上接第 173 页） 文化形态的现实表现。它不再
是一部单纯地反映历史或映照现实的小说，而是
对民族的、个体的命运与灵魂作出了深入的拷问
与反思，历史和现实在文本中相互转换、相互交
错，
对我们当前社会的时代精神和审美意识作出独
特的反映，
引领人们很自然地深入到传统在现代的
遗存以及传统在现代的转型这一时代命题中，
并最
终落实到现实生活之中，
反思当下的问题。
不可否认的是，许辉的作品在学院和文化圈
内很受欢迎和关注，但是，他的文本的确距离目
前大众的阅读水平还很遥远，许辉自己也承认，
他的小说在当下很难热闹起来，大众读者不会喜
欢。但庆幸的，面对纷扰人世，许辉耐得住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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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执着于田园式的抒情，以其对人性的宽容和关
注，最终使其文本成为了地域文化的里程碑，在
他的文本中，读者不仅能够看到江淮地域的乡土
风情，更能咂摸出其中所蕴含的人文力量，而这
种对于人类普遍的情感的抒写，正是其文本能够
引起共鸣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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