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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积极自由

【内容摘要】　伯林批评积极自由理论会导致“幸福的奴隶”和“强迫自由”两个悖论，并因此充当专

制统治的理论工具。为了避免这两个悖论，就要在传统积极自由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一

种新的积极自由的概念。其核心思想是：自由是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是免于他人的干

涉和自己内心的干扰。新积极自由理论认为，自由的实现在于内在和外在、源自他人和

源自自身的障碍都消失，而不仅仅是传统积极自由理论所主张的自由是内在障碍的消失。

这一区别使得新积极自由理论能够很好地规避“幸福的奴隶”悖论。由于排除了“幸福

的奴隶”悖论和“强迫自由”悖论，新积极自由理论不会沦为专制统治的理论工具。

【关  键  词】　消极自由　传统积极自由　新积极自由

【作　　者】　李石，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872）

李　石

1958 年，伯林当选为牛津大学齐契利社

会与政治理论讲座教授。在就职仪式上，伯林

做了题为《两种自由概念》的演讲。在这一演

讲中，伯林对自由的观念史进行了考察，并且

提出应该对两种不同的自由概念加以区分 ：一

种是消极自由概念（negative freedom），另一

种是积极自由概念（positive freedom）。在这

一区分的基础上，伯林将爱比克泰德、卢梭、

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等思想家归入积极自

由理论阵营，并重点对爱比克泰德和卢梭的自

由理论进行批判。伯林认为，消极自由体现了

自由主义自由概念的核心思想，而积极自由概

念自身存在着不可解决的悖论，是导致现实政

治中极权主义政治的思想根源。伯林阐述了积

极自由理论的三种含义，并且指出积极自由理

论向内的发展会导致“幸福的奴隶”悖论，而

积极自由理论向外的发展则会导致“强迫自

由”悖论。本文将伯林所批评的积极自由理论

称为传统积极自由理论，并且试图在传统积极

自由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对积极自由的

解释——新积极自由理论。新积极自由理论在

自由的障碍和自由与道德的关系两个方面，与

传统积极自由理论存在根本分歧。改进后的新

积极自由理论能够很好地规避伯林所说的积极

自由的两个悖论，也不会再成为专制统治的理

论工具。

·纪念伯林诞辰 11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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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对积极自由理论的批评

伯林对自由概念的讨论是从定义消极自由

开始的。伯林延续了霍布斯对自由的理解，将

消极自由定义成“一个人可以不被别人阻碍地

行动的领域”。伯林认为所谓的消极自由是对

这一问题的回答 ：“在什么样的限度内个人可

以不受他人干涉地行动？”在伯林看来 ：首先，

消极自由是针对他人或公共权力对个人行动的

蓄意干涉或阻碍来说的 ；其次，所谓的消极自

由就是要对公共权力进行限制，维护个人行动

的自由空间。从这一意义出发，伯林也将消

极自由概念称为“免于……的自由”（freedom 

from），意思是“自由就是免于干涉”，而干涉

是来自于他人和政府。也正是因为这一概念是

从干涉着眼进行定义的，是一个否定形式的概

念，所以思想史上才将其称作消极自由概念。

伯林在讨论积极自由概念时，将人们对积

极自由这一概念的“直觉”和对它进行理论建

构的“初衷”做了精彩而准确的描述。伯林写

道 ：“‘自由’这个词的‘积极’含义源于个体

成为他自己的主人的愿望。我希望我的生活与

决定取决于我自己，而不是取决于随便哪种外

在的强制力。我希望成为我自己的而不是他人

的意志活动的工具。我希望成为一个主体，而

不是一个客体 ；希望被理性、有意识的目的推

动，而不是被外在的、影响我的原因推动。”①

积极自由作为西方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

在不同思想流派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非常丰

富的含义。伯林在其演讲中先后提到了积极自

由的三种含义，而伯林自己对此并没有给出清

楚的说明。

第一，伯林认为积极自由是对“是什么（或

谁）在控制我的行动”这一问题的回答。伯林

认为，在政治生活中，“我（个人）”应该参与

决定我自己的生活。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伯

林将积极自由理解为公民参与政治统治的平等

权利。这样，我们得到积极自由的第一个含义 ：

自由是指公民平等地拥有参与民主政治和分享

统治权力的机会。这一定义与贡斯当所讨论的

“古代人的自由”是一致的。

1819 年，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邦雅明·贡

斯当（Benjamin Constant）做了题为《古代人

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的演讲。在这

一演讲中，贡斯当极富洞察力地发现，古代人

对自由的理解与现代人对自由的理解是完全不

同的。他论述道 ：“我们已经不再欣赏古代人

的自由了，那种自由表现为积极而持续地参与

集体权力。我们的自由必须是由和平的享受与

私人的独立构成的。古代人的目标是在有相同

祖国的公民中间分享社会权力 ：这就是他们所

称谓的自由。而现代人的目标则是享受有保障

的私人快乐 ；他们把对这些私人快乐的制度保

障称作自由。”②在贡斯当看来，古代人的自由

与古希腊雅典城邦的直接民主制度关系密切，

其本质上是公民对民主权力的分享，这种自由

是一种公共领域的自由。现代人的自由则是私

人生活的快乐，是人们不受干涉地行动的可能

性。由此可见，伯林所阐述的积极自由的第一

层含义对应于贡斯当所理解的“古代人的自

由”，而伯林所阐述的消极自由则对应于贡斯

当所说的“现代人的自由”。

第二，在对积极自由的概念做进一步的探

讨时，伯林论述说，积极自由还包括这样的想

法——“我不是任何人的奴隶，既不是他人的

奴隶，也不是我自身欲望的奴隶”，而这就要

求“个人能够按照自己的真实目标行动”，做

最好的自己。这时，伯林阐述的是积极自由概

念的第二个含义。积极自由的这一含义建立在

“自我划分”和“自我评价”基础上，与斯多

葛学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所阐发的“内心自由”

的含义是一致的。

爱比克泰德（Epictetus）是斯多葛学派的

奴隶哲学家，他的哲学观点收录在其学生编

撰的《爱比克泰德论说文集》（Discourses of 

① 以赛亚·伯林 ：

《两种自由概念》，

《自由论》，胡传

胜译，南京 ：译

林出版 社，2003

年，第 200 页。

② 邦雅曼·贡斯

当：《古代人的自

由与现代人的自

由》，闫克文、刘

满 贵 译， 上 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第 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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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ctetus）中。①在爱比克泰德看来，自由不

在于欲望的实现，而在于欲望的消除。人们只

有摒弃那些非理性的、无法实现的欲望，退回

到自我的内心当中，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伯

林对这种逃避外在世界、退回内心之中寻找自

由的理论进路极为反感，将其斥为“退居内

心堡垒”。伯林论述说，这就好像是“我开始

时欲求幸福、权力、知识或获得某些特定的对

象。但是我无法把握它们。我选择避免挫折与

损失的办法，因此对于我不能肯定地得到的东

西绝不强求。……我就仿佛做出了一个战略性

的退却，退回到我的内在城堡——我的理性、

我的灵魂、我的‘不朽’自我中，不管是外

部自然的盲目的力量，还是人类的恶意，都

无法靠近”。②在伯林看来，斯多葛派的这种

自我解放之法，“不折不扣地是一种酸葡萄学

说”③ ；想通过“退居内心堡垒”而获得自由

的逻辑，其结果就是成为奴隶，甚至是自杀。

这与自由的本意是直接矛盾的。

伯林进一步认为，爱比克泰德所阐述的“内

心自由”在政治实践上还为专制主义提供了借

口。如果暴君想要使他的臣民放弃原初的愿望

而接受他自己所规定的生活形式，也许臣民会

在爱比克泰德的意义上感受到自由，但是让臣

民过一种由统治者所规定的生活，这样的暴君

所创造的不是政治自由，而是其反面。在伯林

看来，爱比克泰德对于自由的理解等于在说，

即使奴隶也是自由的，这在自由的观念史上被

称作“幸福的奴隶”悖论（Paradox of Happy 

Slave）。

第三，从积极自由的第二种含义中，伯林

引申出积极自由的第三种含义 ：代表“真实自

我”的外在权威对个人行动的强制。这一含义

在积极自由的第二个含义对“自我”进行“二

分”和“评价”的基础上，将个人的“真实自

我”外化成某个理性的权威（国家、集体、公

意、公共利益，等等），并且将这一理性权威

对人们行动的限制当作自由的实现。积极自由

的第三个含义是伯林要极力批驳的。在伯林的

批评中，卢梭的“强迫自由”理论恰恰是这种

积极自由理论的典型代表。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阐述了这样的自

由理论 ：在自然状态下，人们的自由在于行动

听从自己意志的支配 ；此时，人们的意志被称

为“私意”（private will），其目的是最大限度

地实现自我利益。当人们决定联合起来形成政

治共同体时，所有的“私意”聚合在一起形成

了“公意”（general will）。“公意”作为人们

的共同意志，其目的是要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

利益。因此，在进入社会和国家之后，人们的

自由不再是听从“私意”的指挥，而变成了听

从“公意”的指挥。由此，自然状态下人们的

行为受自己意志的支配，是自由的 ；在社会状

态下，人们的行为受“公意”的支配，也是自

由的。而对于那些在社会状态下仍然按照自己

的“私意”行动，不听从“公意”的人，卢梭

论述到 ：“任何人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

使他服从公意。恰好就是说，人们要迫使他自

由。”④由此，卢梭的自由理论推导出了“强

迫他人自由”的悖论（Force Somebody to Be 

Free）。

卢梭的自由理论同样是建立在对“自我”

进行划分和评价的基础上 ：“自我”被分成自

然状态服从个人意志的“小我”，以及在社会

状态下服从“公意”的“大我”。从自然状态

进入社会状态，人们通过摒弃“私意”、服从

“公意”，舍去“小我”、成全“大我”，而最终

实现真正的自由。如果在这一过程中，有人并

不听从“公意”的指挥，那么社会中的其他人

就可以强迫其服从“公意”，也就是强迫他自由。

伯林对于这一悖论性的论证极为反感，他认为

这一论证是独裁者在为自己的专制统治进行辩

护。在伯林看来，希特勒、墨索里尼以及 20

世纪的专制独裁者都利用了卢梭的这一论证，

以人们不知道自己真正想做的是什么为借口，

从而取代人们去行动，甚至认为自己有权强迫

① 爱比克泰德 ：

《爱比克泰德论

说文集》，王文华

译，北京 ：商务

印书馆，2009 年，

第四卷第一章“论

自由”。

②③ 以赛亚·伯

林 ：《 自 由 论 》，

第 204—205 页，

第 209 页。

④ 让·雅克·卢

梭 ：《 社 会 契 约

论》，何兆武译，

北京 ：商务印书

馆，2005 年， 第

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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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自由。同时，伯林还认为，这一悖论性的

论证使得自由最终被证明是一种奴役制度。

根据这些理解，伯林对卢梭的名言“人生

来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做出了自己的

解释。伯林认为，卢梭所谓的枷锁指的是人自

身理性的枷锁，是理性为人自己的行为所订立

的规则。这样的枷锁不会对人的自由造成束缚，

因为自我控制不是控制，而是自由的实现。伯

林在一系列关于自由的论述中，尤其是在关于

两种自由概念的著名演讲中将卢梭作为靶子，

将其自由理论作为充满悖论的积极自由理论的

典型加以批驳。

综上所述，在伯林的阐述中，积极自由理

论包含了三种不同的含义 ：第一，自由是对统

治权力的分享和对公共事务的民主参与（贡斯

当所论“古代人的自由”）；第二，自由是欲望

的消除（爱比克泰德的“内心自由”）；第三，

自由是对代表“真实自我”的外在权威的服从

（卢梭的“强迫自由”）。在积极自由的这三种

含义中，伯林对第二种含义和第三种含义进行

了深入的批评。对于积极自由的第二种含义及

其相关理论，伯林认为其理论自身包含着“幸

福的奴隶”悖论，在政治实践中这种自由理论

会被专制统治所利用，使人们放弃争取正当权

利的斗争，退回到自己的内心中寻找自由。对

于积极自由的第三种含义及其相关理论，伯林

认为其理论自身包含着“强迫自由”悖论，在

政治实践中直接充当专制统治的借口，成为专

断权力强制人们服从的理论工具，并认为这一

理论最终将导向政治上的极权主义。

为了回应伯林对积极自由理论提出的挑

战，本文试图探索一种新的积极自由理论。新

积极自由理论区别于消极自由，同时也区别于

伯林所批评的传统积极自由理论。新积极自由

理论试图在保持传统积极自由理论之核心思想

的同时，避免伯林所阐释的积极自由概念的两

个悖论，使积极自由理论不再成为专制统治的

理论工具。

自由的障碍

从古希腊的爱比克泰德到启蒙时代的卢

梭、康德、黑格尔，再到当代的查尔斯·泰勒，

不同时代的积极自由理论家都阐发了一个核心

思想 ：自由在于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在于“真

实自我”的实现。可以说，这就是积极自由理

论的核心思想。新积极自由概念在秉承这一思

想的基础上，将自由规定为行为者行动之外在

障碍和内在障碍的消失，同时反对“真实自我

的外化”。与传统积极自由理论相似，新积极

自由理论也是建立在对“自我”进行划分和评

价的基础上的 ：自由在于否定那个“非理性

的”“较低的”“不真实的”自我，实现一个“理

性的”“较高的”“真实的”自我。

与传统积极自由理论不同的是 ：一方面，

新积极自由理论认为，不仅行为者内心的干扰

构成自由的障碍，而且外在的干涉也对自由的

实现构成障碍。在这一点上，新积极自由概念

不同于爱比克泰德所论述的“内心自由”：后

者仅仅将行为者内心的“非理性欲望”当作自

由的障碍，并由此推论出行为者应该向内心退

缩而不是向外界发展，最终导致“幸福的奴隶”

悖论。另一方面，新积极自由理论认为，行为

者的“真实自我”并不能外化成理性的权威，

“真实自我”始终是自我的一部分。在这一点上，

新积极自由概念不同于卢梭所阐述的“强迫自

由”，否认任何外在的权威可以“强迫”我去

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基于此，新积极自由理

论并不会导出“强迫自由”的悖论。

消极自由理论通常认为，自由意味着行为

者的某一可能行动免遭他人的干涉。这一自由

概念仅将外在的干涉当作自由的障碍，而并不

考虑行为者的内心干扰。消极自由概念并非建

立在对自我进行“二分”和“评价”的基础上，

消极自由理论并不深入到行为者的内心，而仅

仅关注行为者的行动。举例说明，如果我们说

某人有公开发表言论的自由，这意味着如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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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发表言论，他的行动不会受到任何人的干

涉。也许此人从未有过公开发表言论的愿望，

但他始终拥有这项自由，这种自由与他是否有

公开发表言论的意愿无关。所以，对于消极自

由理论来说，只有外在于行为者的、由他人导

致的干涉可以算作对自由的障碍，而来自行为

者自身的内在的因素不会对自由造成影响。在

消极自由的概念中，障碍的位置（location）是

外在于行为者的，障碍的来源（source）是他人。

与消极自由理论不同，传统的积极自由理论

认为，自由的障碍来自内心而并非来自外界。传

统积极自由理论仅将那个“非理性的”“较低的”

自我看作对自由的妨碍，而不考虑外界因素对自

由的影响。我们可以从爱比克泰德所阐述的“内

心自由”的角度来理解“言论自由”的例子，即

使在人们不被允许公开发表言论的情况下，爱比

克泰德也可能认为，人们可以借助内心的力量而

获得自由 ：人之所以不自由，不是因为人们不被

允许公开发表言论，而是因为人们心中有无法实

现的公开发表言论的欲望 ；人们一旦消除了这种

欲望，即可获得自由。由此看来，爱比克泰德的

积极自由理论并不把任何外在的限制和干涉当作

对自由的阻碍，而只将人们内心中那些无法实现

的欲望看作自由的障碍。

与消极自由理论和传统积极自由理论不

同，新积极自由理论在赞同内在的、由行为者

自身引起的障碍对行为者的自由构成妨碍的同

时，还认为外在的、由他人引起的障碍也会对

自由造成妨碍。新积极自由概念认为行为者自由

的障碍有两个来源 ：他人对行为者行动的干涉，

以及行为者自身的某些因素对实现自己真正想

做的事情的干扰。前一障碍的位置是外在于行

为者的，后一障碍的位置是内在于行为者的。

再以言论自由为例，新积极自由理论认为，一

个人的言论自由可能受到两种干扰的威胁——

外在的他人的干涉，以及行为者内心的矛盾或

怯懦。如果一个人真正想做的事就是在公开场

合表达自己的观点，那么，他人对这一行为的

干涉会构成对自由的妨碍 ；同时，行为者自身

的怯懦、害羞、发言恐惧等也会对其自由造成

妨碍。只有当外在障碍和内在障碍同时消失的

时候，他人没有阻止行为者发表言论，而且行

为者自己也勇于发表自己的观点，行为者才有

可能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实现言论自由。

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在《消极自由

错在哪里》一文中提出了机会概念（opportunity 

concept）和实践概念（exercise concept），并

用这一对概念来区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①

泰勒论述到，机会概念表达的是一种可能性，

而实践概念强调的是切实地实现。泰勒认为，

消极自由是一种机会概念，它描述的是行为者

之行动的可能性。说行为者有多少项消极自由，

就像是说有多少扇门正向行为者打开那样，与

行为者想通过哪扇门没有关系。而传统的积极

自由是一种实践概念，它强调的是行为者切实

实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它关心的是行为者是

否能选择正确的那扇门的问题。

新积极自由概念在这一点上与消极自由和

传统的积极自由都不同，它既是机会概念，也

是实践概念。这是因为，新积极自由要求行为

者之行动的内在、外在障碍同时消失。也就是

说，在行为者和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之间，外部

世界和内部世界的门都向行为者的意志敞开，

都为行为者的自我实现提供可能。实际上，当

行为的外在和内在障碍都消失的时候，行为者

必然能够实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所以，新

积极自由概念同时也是实践概念。用“门”的

① Charles Taylor, 

“What’s Wrong 

wi th  Nega t ive 

L i b e r t y , ” 

Libert y, edited 

by David Miller,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175-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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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喻来说，内在障碍的消失使得行为者能够选

择自己真正想通过的门，外在障碍的消失保证

了行为者真正想通过的门是向自己敞开的。在

这两个条件同时具备的情况下，行为者必然能

够实现新积极自由概念所规定的自由。所以说，

依据新积极自由理论，内在与外在障碍的消失

是自由之实现的充要条件。

新积极自由理论要求行为者行动之内在与

外在障碍都消失，这使得新积极自由理论并不

会像传统积极自由理论那样，引发“幸福的奴

隶”悖论。根据伯林的理解，传统积极自由理

论认为，自由的障碍只存在于内心，不自由是

行为者自身的因素造成的，这导致了被伯林批

判的“个人最终退缩到内心堡垒”的怪现象 ：

在自己行动的目标受阻时，不是积极地与外界

抗争，而是退回到自己的内心堡垒，寻求安慰

与庇护。不承认他人的干涉构成了自由的障碍，

仅仅通过自己目标体系的调整而消除障碍，这

样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传统积极自由理论必将遭

遇“幸福的奴隶”悖论。

伯林曾论述到，如果一个人的一条腿受伤

了，根据传统积极自由理论，则应该将受伤的

腿砍掉。这一结论显然是违反常理的。与传统

积极自由理论不同，新积极自由理论认为免遭

他人的干涉是实现自由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

条件）。换句话说，拥有消极自由——行为者

免遭他人对其行动的干涉——是实现积极自由

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当外在的干涉

存在时，个人是不可能通过放弃无法实现的欲

求而获得自由的。因为，放弃欲求并不能对自

由的外在障碍造成任何影响。外在障碍的消除

是实现自由的必要条件，积极自由的实现依赖

于消极自由的实现。所以，在新积极自由理论

看来，“退缩到内心堡垒”的精神胜利法不能

成为实现自由的途径。同时，新积极自由理论

也就不会导出“幸福的奴隶”悖论。

总之，在内在障碍和外在障碍的问题上，

消极自由理论将自由看作“免于外在障碍”，

传统积极自由理论将自由看作“免于内在障

碍”，而新积极自由理论则将自由看作“同时

免于内在障碍和外在障碍”。

自由与道德

新积极自由理论与传统积极自由理论之间

的第二个重大区别在于 ：在“自我二分”和“自

我评价”的基础上，新积极自由理论反对将“真

实自我”外化成一个外在的道德权威，反对将

自由理解成道德权威对行为者的强制。新积极

自由理论认为，对于行为者来说，只有行为者

自己才最知道自己真正想做的是什么，没有任

何外在的权威（父母、老师、集体、社会、国

家……）可以借“行为者自己不清楚自己真正

想做的是什么”之名，对行为者进行强制。

传统积极自由理论通常认为，所谓某人“真

正想做的事”与一个客观的道德秩序相联系。

因此，只有当行为者的行为符合某一道德标准

时，行为者才是自由的。换句话说，只有当行

为者是道德的，他才是自由的。西方政治思想

史上的积极自由理论都鲜明地具有这一理论特

征。例如，古希腊的爱比克泰德认为，有道德

的人才有自由，而自由的人是幸福而美好的。

他论述到 ：“没有一个恶人能够想怎么生活就

怎么生活，所以没有一个恶人是自由人。”①启

蒙思想家卢梭认为，个人积极自由的实现在于

代表全体利益的“公意”的实现，人们的行为

要符合“公意”这一道德权威才实现了自由，

这是一种“道德的自由”。卢梭论述道 ：“唯有

道德的自由才使人类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 ；因

为仅只有嗜欲的冲动便是奴隶状态，而唯有

服从人们自己为自己所规定的法律，才是自

由。”②另一位启蒙思想家康德也有类似的看

法。康德认为，个人积极自由的实现是“善良

意志”（good will）的表达，而这个意志的价

值是客观的、绝对的，而非主观的、相对的。

传统积极自由理论的当代阐释者、加拿大哲学

① 爱比克泰德 ：

《爱比克泰德论

说文集》，第 457

页。

② 让 · 雅克 · 卢

梭 ：《 社 会 契 约

论》，第 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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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查尔斯·泰勒则认为，积极自由只在于那些

对社会、集体意义重大的行为，而一些意义很

小或是无意义的行为与自由的实现无关。

在理论结构上，反对将“个人真正想做的

事”与外在的道德秩序相联系，反对将行为者

的“真实自我”外化成道德权威的关键，在于

排除“他者猜想”（second-guessing）。所谓“他

者猜想”指的是，认为行为者并不知道自己真

正想做的是什么，并不知道自己利益的真正所

在，并由此而取消行为者作为自己欲望之仲裁

者的权威，代之以外在的道德权威。

泰勒是支持“他者猜想”的积极自由理论

家，他对行为者判断什么是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情的正确性表示怀疑。泰勒认为，行为者不能

被当作什么是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的最后裁判

者，也不能被当作行为者的“真实自我”以及

行为者自己是否自由的最后裁判者。个人全面

自由的实现预先假设了只有一些确定的事值得

行为者去追求。而做那些无意义的或者意义不

大的事情，将无助于行为者“真实自我”的实

现。所以说，当行为者不知道“什么是自己真

正想做的事情”时，政府或是其他道德权威就

有权利“强迫行为者自由”。在泰勒看来，行

为者不能正确判断“什么是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情”，所以应该被强迫做他们真正想做的事情，

也就是“强迫自由”。①可以说，卢梭和泰勒应

用不同的术语、从不同的方面论证了同一个悖

论性的结论——“强迫他人自由”。

在关于自由的当代讨论中，可以找到三种

反对“他者猜想”的论证。这三种论证通过不

同的路径证明 ：没有人能够比行为者自己更清

楚地知道他真正想做什么。第一个论证是笛卡

尔主义的“优先权路径”（Privileged Access）

论证。这一论证认为 B 决不会比 A 更知道 A

想 做 什 么， 因 为 A 想 做 什 么 是 只 能 被 A 的

反省所发现的内在事件。第二个论证是布雷

恩·麦吉尼斯（B. E. McGuinness）在文章《我

知道我想做什么》中提出来的。麦吉尼斯认为，

B 决不会比 A 更知道 A 想做什么，因为 A 不

能想做某事而不同时知道自己想做某事，所以

B 最多只能与 A 对 A 想做什么知道得一样多。②

第三个论证是图尔明（S.E. Toulmin）在文章《哲

学和心理学中的概念构成》中给出的。图尔明

认为，绝不该由 B 来说 A 想做什么，因为这

是一个该由 A 说的事。原因是“我想 X”意

味着“我选择 X”。而在逻辑上，只有我可以

做出我的选择。所以说，只有 A 可以做出自

己的选择，也只有 A 知道自己想干什么。③

新积极自由理论反对“他者猜想”，认为

只有行为者自己才最清楚“自己真正想做的是

什么”。与传统积极自由理论类似，新积极自

由理论也将自由定义为实现自己真正想做的

事，但这里的“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却不与任

何外在的道德秩序相联系，而是“自己认为

是自己应该做的事”。简言之，新积极自由理

论中的“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是一个主观评

价（subjective evaluation），而不像传统积极自

由理论所要求的，是一个客观评价（objective 

evaluation）。与传统积极自由理论类似，新积

极自由理论也基于“自我二分”和“自我评价”，

但是这种评价并非是外界道德权威的评价，而

是内在的、来自自我的评价。行为者的自由在

于“较高自我”或“真实自我”的实现，但是，

所谓的“较高”或“真实”是行为者自己认为

① Charles Taylor, 

“What’s Wrong 

wi th  Nega t ive 

Liberty,” Liberty, 

edited by David 

Miller, pp. 175-

193.

② B. F. McGuinness, 

“I know what I 

want,”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 Vol. 57, 

1957.

③ S.E. Toulmin, 

“ C o n c e p t -

f o r m a t i o n  i n 

Philosophy and 

P s y c h o l o g y,” 

S i d n e y  H o o k 

ed., Dimensions 

o f  M i n d :  A 

Symposiu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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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较高”或“真实”，并不是道德权威评价

下的“较高”或“真实”。

“客观评价”还是“主观评价”的不同，

导致了传统积极自由理论与新积极自由理论的

一个根本分歧 ：自由的行为对于传统积极自由

理论家来说必定是道德的、正确的行为，因为

只有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才是自由的行为。与

之相反，新积极自由理论则认为，自由与道德

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概念，自由的实现并不意味

着道德的实践。行为者实现积极自由，只是做

了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成了自己真正想成为的

人，至于其行为是否道德，是否正确，还需要

参照客观的价值体系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和判

断。个人自由的实现，并不意味着个人行为是

道德的。例如，对于自我极度膨胀的纳粹头子

希特勒，我们可以说他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真

实的自我”，却绝对不能说他是道德的，或者

他的行为是正确的。

新积极自由理论排除了“他者猜想”、撇

清了道德与自由的关系，也就不会像传统积极

自由理论那样，遭遇“强迫自由”的悖论。而

且，“为专制统治提供理论依据”这样的诘难

也不适用于新积极自由理论。新积极自由理论

中的“真实自我”是一个主观价值判断，与传

统积极自由理论中代表道德权威的“真实自我”

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新积极自由理论中，只有

行为者自己才最知道自己真正想做的是什么，

任何外在权威都不能以帮助个人实现自由为借

口，对人们进行强制。

新积极自由概念是区别于消极自由和传统

积极自由的一种新的自由概念。其核心思想是 ：

自由是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成为自己真正想

成为的人，是行为者行动之外在障碍和内在障

碍的消失。在自由的障碍、自由与道德、实践

概念还是机会概念等方面，消极自由概念、传

统积极自由概念和新积极自由概念之间存在着

根本的分歧，详见表 1。

总结全文，伯林批评积极自由理论会导致

“幸福的奴隶”和“强迫自由”两个悖论，并

因此而充当专制统治的理论工具。为了避免这

两个悖论，本文在传统积极自由理论的基础

上发展出一种新的积极自由的概念。其核心思

想是 ：自由是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是免于他

人的干涉和自己内心的干扰。与传统积极自由

理论将“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与外在的道德权

威联系起来不同，在新积极自由理论中，所谓

“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是行为者自己的主观判

断，而非任何外在的价值观念强加于行为者的

规定。这一不同使得新积极自由理论不会遭遇

“强迫自由”的悖论。另一方面，新积极自由

理论认为，自由的实现在于内在和外在、源自

他人和源自自身的障碍都消失，而不仅仅是传

统积极自由理论所主张的自由是内在障碍的消

失。这一区别使得新积极自由理论能够很好地

规避“幸福的奴隶”悖论。总之，新积极自由

概念是区别于消极自由概念和传统积极自由概

念的一种新的自由概念。由于排除了“幸福的

奴隶”悖论和“强迫自由”悖论，新积极自由

理论不会沦为专制统治的理论工具。

编辑　杜运泉　特约编辑　李秋祺

定义 自由的障碍 自由与道德 机会与实践

消极自由 行动免遭他人干涉 外在于行为者，来自他人
自 由 的 行 为 不
一定是道德的

机会概念

传统积极自由
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 真 正 想 做 的 事”
是客观价值判断）

内在于行为者，来自自身
只 有 按 照 道 德
规 范 行 为 才 能
实现自由

实践概念

新积极自由
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 真 正 想 做 的 事”
是主观价值判断）

外在与内在，既来自他人
又来自自身

自 由 的 行 为 不
一定是道德的

既是机会概念，
又是实践概念

表 1　消极自由、传统积极自由与新积极自由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