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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危机是 20 世纪西方思想家共同关

切的核心问题。20 世纪本来是西方文明的巅

峰时刻，然而，处于巅峰时刻的西方文明却酿

成了史无前例的政治悲剧。为什么西方世界始

于纯洁的自由，却终于狂热的专制呢？为什么

人类追求自由的理想却要付出血流成河的代价

呢？为什么相亲相爱的美梦破碎为自相残杀的

梦魇呢？在伯林的视野中，这些问题的答案或

明或暗地流淌于西方文明的思想源流中。正是

如此，他终生矢志不渝地追问 ：20 世纪政治

悲剧的思想根源是什么？而伯林的回答是，20

积极自由的三副面孔

【内容摘要】　中西学术界普遍简化了伯林的积极自由理念，从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误解。实际上，伯

林的积极自由蕴含着三种版本。积极自由的 1.0 版本指的是原初的积极自由，亦即我是

我自己的主人，而不是他人的奴隶。积极自由的 2.0 版本指的是个体的积极自由，亦即

个体内部的理性自我统治着个体内部的欲望自我。积极自由的 3.0 版本指的是集体的积

极自由，亦即集体的大我统治着个体的小我。原初的积极自由是未经扭曲的积极自由，

而个体的积极自由与集体的积极自由是扭曲的积极自由。因此，伯林所反对的不是原初

的积极自由，而是扭曲的积极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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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政治悲剧的思想根源是西方思想中阴魂不

散的一元主义乌托邦和积极自由神话。

因此，伯林的政治哲学蕴含着两条思想脉

络 ：第一条是一元主义与多元主义的对立，第

二条是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对立。他企图用

多元主义来对抗一元主义，用消极自由来矫正

积极自由。其中，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问

题，是伯林的思想遗产中最具有争议性的话

题。因此，如何理解伯林的政治哲学在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积极自由与消极

自由的问题。

·纪念伯林诞辰 11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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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在《两种自由概念》（1958 年）中区

分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关于积极自由的内

涵，本文的观点是，伯林所指的积极自由实际

上隐含着三种版本 ：积极自由的 1.0 版本意味

着，如果我是我自己的主人，而不是他人的奴

隶，那么我就是自由的 ；积极自由的 2.0 版本

意味着，如果理性的自我（真正的自我）统治

着欲望的自我（虚假的自我），那么我就是自

由的 ；积极自由的 3.0 版本意味着，如果集体

的大我（真正的自我）统治着个体的小我（虚

假的自我），那么我就是自由的。

尽管伯林本人并没有明确区分积极自由的

三种版本，但是，伯林的文本中却隐含着这样

的线索。然而，中西学术界却普遍没有意识到

伯林的积极自由所蕴含的丰富内涵。就目前的

研究而言，中西学术界存在着三种取向 ：第一，

伯林的积极自由被简化为积极自由的 1.0 版本，

例如甘阳① ；第二，伯林的积极自由被简化为

积极自由的 2.0 版本与 3.0 版本，例如麦卡勒

姆（Gerald C. MacCallum）②，赫希曼（Nancy J. 

Hirschmann）③，查尔斯 • 泰勒④，刘擎⑤ ；第三，

积极自由的 1.0 版本被简化为政治参与的自由，

例如李石⑥。第一种取向的问题是遗忘了积极

自由的 2.0 版本与 3.0 版本，第二种取向的问

题是忽略了积极自由的 1.0 版本，而第三种取

向的问题是简化了积极自由的 1.0 版本。

因此，本文将以伯林的文本为基础，对这

三种取向作出批评，从而勾勒出积极自由的

三种版本 ：积极自由的 1.0 版本指的是原初的

积极自由（original positive liberty），积极自由

的 2.0 版本指的是个体的积极自由（individual 

positive liberty），而积极自由的 3.0 版本指的

是集体的积极自由（collective positive liberty）。

原初的积极自由：
积极自由的第一副面孔

在伯林的政治哲学中，积极自由可以分为

两大类。第一类是原初的积极自由，亦即积

极自由的 1.0 版本。第二类是扭曲的积极自由

（perverted positive liberty），亦即积极自由的 2.0

版本与 3.0 版本。原初的积极自由蕴含着积极

自由最本真与最初始的含义，因此，它是一种没

有被扭曲的积极自由。而扭曲的积极自由已经

背离了积极自由的初始含义，因而，它是一种

丧失了本真性与原初性的积极自由。在伯林看来，

从原初的积极自由走向扭曲的积极自由，并不是

按照逻辑的方式来演进，而是按照历史的发展

来展开。也就是说，原初的积极自由在逻辑上

并不必然走向扭曲的积极自由。但是在历史上，

原初的积极自由却迈向了扭曲的积极自由。⑦

然而，刘擎却认为，积极自由的 2.0 版本

是未经扭曲的积极自由，积极自由的 3.0 版本

才是被扭曲了的积极自由。⑧确实，伯林的《两

种自由概念》重点讨论的是积极自由的 2.0 版

本和 3.0 版本。但是，他在《自由论》一书的

导论中用脚注的形式特意阐明了他对积极自由

的特殊理解。他说，他完全同意格林（T. H. 

Green）的积极自由观，他所反对的只是“两

种自我的形而上学教义——亦即个体溪流应该

汇入社会河流的观点，而这种二元论谬误常常

被用来支持各种专制主义”。⑨格林的积极自由

是积极自由 1.0 版本的典型，两种自我的形而

上学教义是积极自由 2.0 版本和 3.0 版本的前

提预设，而个体溪流应该汇入社会河流意味着

个体小我应该服从集体大我，这正是积极自由

3.0 版本的核心观点。积极自由 3.0 版本恰恰

肇源于积极自由 2.0 版本所引进的两种自我的

形而上学教义。正因如此，积极自由 2.0 版本

是对积极自由 1.0 版本的第一次扭曲，而积极

自由 3.0 版本是对积极自由 1.0 版本的第二次

扭曲。在这个意义上，积极自由的 1.0 版本才

是真正的未经扭曲的积极自由。

原初意义上的积极自由指的是，我是我自

己的主人（self-mastery）。根据这个内核，原

初的积极自由蕴含着三重内涵。第一，原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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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自由意味着，如果我是我自己的主人，而

不是他人的奴隶，那么，我就享有积极自由。

而我是我自己的主人意味着，我的人生由我自

己做主，而不是由他人做主。正如伯林所言，“我

希望我的生活和决定取决于我自己，而不是任

何种类的外在力量。我希望我是我自己的意志

行为的工具，而不是他人意志行为的工具。我

希望我是主体，而不是客体……”⑩因此，原

初的积极自由要回答的根本问题是，谁主宰

我？⑪如果我自己主宰我自己，那么，我就是

自由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是主体，是主人，

是自我支配的源泉。而如果他人主宰我，那么，

我就是不自由的。也就是说，我是客体，是奴

隶，是他人支配的对象。⑫

第二，原初的积极自由既包括做什么的自

由，也包括不做什么的自由。如果我是我自己

的主人，那么，我可以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也可以不做我自己不想做的事情 ；我可以说我

自己想说的话，也可以不说我自己不想说的

话 ；我可以过我自己想过的生活，也可以不过

我自己不想过的生活。正因如此，原初的积极

自由本质上不是“免于……的自由”（freedom 

from）， 而 是“ 去 做 …… 的 自 由 ”（freedom 

to）。⑬“去做……的自由”有两大限定 ：首先，

这里的“做”是一个广义词汇。“做”不仅仅

指做某件事情，而是指主体能够支配的一切事

项。例如，选择什么样的男女朋友，品尝什么

样的美食，享受什么样的人生。其次，“去做……

的自由”也包括“不去做……的自由”。我既

可以选择今天去做运动，也可以选择今天不去

做运动。我做或者不做某事，完全由我自己做

主。在这个意义上，消极自由（免于……的自

由）与积极自由（去做……的自由）的根本区别，

并不是说前者意味着消极不作为（不做什么的

自由），而后者意味着积极作为（做什么的自

由）。实际上，消极不作为（不做什么的自由）

与积极作为（做什么的自由）都是主体的自主

选择，因此两者都属于积极自由的范畴。⑭

第三，原初的积极自由意味着，我有能力

（power or capacity）去做什么或者不去做什么。

如果我既有做什么的自由，也有不做什么的自

由，那么，其前提条件是，我有能力去做什么

或者不去做什么。如果我没有能力去做什么或

者不去做什么，那么，我自然无法实际上去做

什么或者不去做什么。因此，我是我自己的主

人，是原初的积极自由定义。而我有能力去做

什么或者不去做什么，是衡量原初的积极自由

程度的标准。例如，穷人无钱购买奢侈品。表

面上看来，穷人有购买奢侈品的自由。穷人想

去购买奢侈品，就去购买奢侈品，根本没有人

拦着他，不让他去购买。但是，由于穷人没有

经济能力购买奢侈品，因此，所谓的穷人购买

奢侈品的自由，无非是空头支票。在这个意义

上，自由与能力成正比。有多大的能力，就有

多大的自由。而这就是格林的积极自由观。在

格林看来，积极自由的理想就是社会所有成员

的能力的最大化。⑮实际上，伯林完全同意格

林的观点，并且认为格林的积极自由观是“一

种古典的积极自由论述”。在这个意义上，伯

林所反对的并不是格林意义上的原初积极自

由，而是扭曲的积极自由。⑯

根据原初的积极自由的三重内涵，如果原

初的积极自由意味着我有能力“去做……的自

由”，那么，如何理解原初的积极自由就取决

于我们如何理解“能力”的具体内涵。有多少

种不同的内涵，就有多少种不同的积极自由。

在伯林的文本中，我们至少可以区分出两种原

初的积极自由。

第 一 种 是 内 在 的 积 极 自 由（internal 

positive liberty），即如果我具有身体能力或精

神能力去做我想做的事情，那么，我就是自由

的。由于身体能力与精神能力都是内在于个体

的，本文把这种积极自由称为“内在的积极自

由”。就身体能力而言，如果我四肢健全，那么，

我就能够自由行走。但是，如果我是一个瞎子，

那么，我就不能自由观看。因此，一个具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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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能力的人，就享有身体自由。就精神能力而

言，如果我是一个酒鬼，那么，我的自由就非

常有限，因为我的理性受制于我的欲望。然而，

如果我是理性的，那么，我就享有充分的自由，

因为我的理性控制了我的欲望。因此，一个具

有理性能力的人，就享有充分的精神自由。洛

克与卢梭都持有类似观点。洛克认为，自由的

基础是理性。孩子缺乏理性，所以孩子并不具

有充分的自由。⑰而卢梭认为，只要一个人达

到理性的阶段，那么他就是他自己的主人。⑱

而就伯林的文本而言，伯林的讨论主要局限于

精神自由。伯林指出，“当我说我是理性的时

候”，“其部分含义至少是”：我是我自己的主

人，而不是他人的奴隶 ；我是主体，而不是客

体 ；我是自我主导的，而不是他人主导的。⑲

第 二 种 是 外 在 的 积 极 自 由（external 

positive liberty），即如果我具有政治能力或经

济能力去做我想做的事情，那么，我就是自由

的。⑳正是因为政治能力与经济能力都是外在

于个体的，所以，本文把这种积极自由称为“外

在的积极自由”。就政治能力而言，如果我享

有政治参与的权利，那么，我就是自由的。政

治参与的自由，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政

治自由，也就是贡斯当所谓的“古代人的自

由”，㉑抑或阿伦特所谓的共和主义自由。㉒就

经济能力而言，如果我有钱，那么我就有自由 ；

如果我没钱，那么我就没有自由。我有多少钱，

就有多少自由。柯亨（G. A. Cohen）就明确主

张这个观点。㉓由于这种自由跟经济能力密切

相关，因此，本文称之为“经济自由”。

就伯林而言，他同意政治自由，但却否定

经济自由。关于经济自由，他指出，金钱只是

自由的条件，并不是自由本身。除非经济能力

的缺乏是他人的干预造成的，否则，没有金钱

只是意味着没有自由的条件，而不是意味着

没有自由。自由与自由的条件是两码事。㉔而

关于政治能力，他在 1962 年所写的一篇短文

《自由》（“Liberty”）中认为，“古代人的世界

所提出的中心问题是，‘谁应该统治（govern）

我？’……而在现代世界，一个同等重要的问

题是，‘统治（government）应该达到什么程度？”

在他看来，古代人的回答是，我应该统治我自

己 ；而现代人的回答是，政治权力不应该干预

我的私人生活。进而言之，古代人的自由意味

着，我能够参与城邦的治理。而现代人的自由

意味着，我的私人生活不受政府的干预。㉕伯

林的分析框架几乎完全等同于贡斯当。尽管伯

林在该文中只字未提积极自由，但是，从他的

行文脉络可以看出，古代人的自由指的是积极

自由。就此而言，古代人的自由实际上是一种

外在的积极自由。

个体的积极自由：
积极自由的第二副面孔

原初的积极自由意味着，我是我自己的主

人。关键是，如何理解我是我自己的主人？原

初的积极自由本身未必是有害的，但是，当我

们以另一种方式来理解“我是我自己的主人”

的时候，积极自由就开始被扭曲了。在伯林看

来，积极自由的扭曲始于两种自我观的引入。

因此，他认为他跟格林的积极自由观并无分歧。

他所反对的并不是积极自由本身，而是被扭曲

的积极自由。正是如此，他言道 ：“我所拒斥的

只是两种自我的形而上学教义。”正是这种“二

元论谬误常常被用来支持各种专制主义”。㉖

原初的积极自由走向扭曲的积极自由的步

骤是，用两种自我观来诠释“我是我自己的

主人”理念。根据两种自我观，个体内部存

在着两种自我。第一种是真正的自我（the real 

self），亦即高级的、理想的、自律的理性自我。

第二种是虚假的自我（the false self），亦即低

级的、欲望的、他律的经验自我。前者居于统

治地位，而后者居于被统治地位。因此，我是

我自己的主人意味着，我的真正自我统治着我

的虚假自我，我的理性自我统治着我的经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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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而我是我自己的奴隶意味着，我的虚假自

我反过来统治着我的真正自我，我的经验自我

统治着我的理性自我。㉗

在这里，“我是我自己的主人”脱离了其

原来的语境，并且从一种真实的描述，变成了

一种隐喻的修辞。“我是我自己的主人”的隐

喻（metaphor of self-mastery）颠覆了主人与奴

隶的原初概念。本来，主人意味着，我支配我

自己，我主宰我自己，我的人生由我自己做主。

奴隶意味着，他人支配我，他人主宰我，我的

人生由他人做主。但是现在，我的内部分离出

两个不同的自我，一个真正的自我，一个虚假

的自我。主人意味着真正的自我统治虚假的自

我，而奴隶意味着虚假的自我统治真正的自我。

本来，我是我自己的主人，是我与他人之间的

关系。但是现在，我是我自己的主人，不再是

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而是我与我之间的关系。

同理，本来，我是他人的奴隶，是我与他人之

间的关系。但是现在，我不再是他人的奴隶，

而是我自己的奴隶——真正的自我沦为虚假的

自我的奴隶。我是我自己的奴隶，是我与我之

间的关系。

正如以上所述，原初的积极自由的定义是，

我是我自己的主人。其衡量标准是，我有能力

去做什么或者不去做什么，而其中一种能力就

是理性能力。因此，表面上看，这里的理性自

我统治欲望自我，跟前面的理性控制欲望基本

相同。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前面的理性控制

欲望，只是衡量原初的积极自由程度的标准，

而不是其定义本身。然而，这里的理性自我控

制欲望自我却是扭曲的积极自由定义本身。因

此，两者具有根本性差异。原初的积极自由关

注的焦点是，我是否是他人的奴隶，而不是我

是否是欲望的奴隶。而扭曲的积极自由关注的

焦点是，我是否是欲望自我的奴隶，而不是我

是否是他人的奴隶。在这个意义上，尽管我可

能是欲望的奴隶，但是就我不是他人的奴隶而

言，我享有原初的积极自由，只不过我所享有

的原初的积极自由比较有限罢了。反之，尽管

我可能是他人的奴隶，但是就我不是欲望自我

的奴隶而言，我享有扭曲的积极自由。

基于此，扭曲的积极自由的定义是，如果

我的真正自我统治着我的虚假自我，那么，我

就是自由的。然而，到底什么是真正的自我，

什么是虚假的自我？根据我们对两者的不同理

解，扭曲的积极自由又分化为两种不同的自由

观。如果真正的自我指的是个体内部的理性自

我，而虚假的自我指的是个体内部的经验自我，

那么，积极自由指的是理性的自我统治经验的

自我。就此而言，这种积极自由就是本文所谓

的“个体的积极自由”，亦即积极自由的 2.0

版本。但是，如果真正的自我被扭曲为集体的

大我，而虚假的自我被扭曲为个体的小我，那

么，积极自由指的是集体的大我统治个体的小

我。就此而言，这种积极自由就是本文所谓的

“集体的积极自由”，亦即积极自由的 3.0 版本。

前者之所以称为个体的积极自由，是因为真正

的自我与虚假的自我仅限于个体内部。而后者

之所以称为集体的积极自由，是因为真正的自

我与虚假的自我从个体延伸到了集体。由于两

者都是从两种自我观发展而来，两者都属于扭

曲的积极自由。

根据伯林的观点，个体的积极自由采取了

两种扭曲形式。第一种形式是作为自我克制的

积极自由（positive liberty as self-abnegation），

亦即通过克制或者消灭自己的欲望来实现理性

的自我控制欲望的自我。伯林形象地把这种积

极自由观形容为“退居内在城堡”。如果我有

许多欲望，例如，我想成为诗人，我想成为总

统，但是按照我现在的能力，我不可能成为诗

人，也不可能成为总统，那么，我应该怎么办

呢？倘若我还要让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那么，

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克制自己成为诗人的欲望，

消灭自己成为总统的欲望。这样，我就实现了

理性的自我控制欲望的自我。伯林言道 ：“我

通过放弃道路的方式，来消除道路上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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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我无法跨越路障，那么我干脆就原路返回，

不走这条路了。这样，路障就在我面前消失了。

同样，既然我无法实现我的欲望，那么我干脆

就消灭自己的欲望。这样，我就没有欲望了。

我的理性自我战胜了我的欲望自我。

但是，通过自我克制来实现积极自由的方

式，隐含着政治上的危险。“暴君威胁我，要

摧毁我的财产，要把我关进监狱，要流放或处

死我所爱的人。但是，如果我不再依附于财产，

不再在乎我是否被关进监狱，如果我在自身内

部消灭了我的自然情感，那么，暴君就无法使

我顺从于他的意志，因为我自身所剩下的一切

都不再受制于经验的恐惧或欲望。”㉘在这个意

义上，我的理性自我战胜了我的欲望自我，因

此，我是自由的。这种通过自我克制而产生的

积极自由，不是积极排除障碍，而是消极逃避

障碍。然而，障碍依旧在那里，暴君依旧在那里。

在消极自由的意义上，我依旧是不自由的。而

我却陶醉在虚假的自由美梦中自我按摩，从而

纵容了暴君的为所欲为。因此，这种鸵鸟式的

积极自由非但不是自由，反而是自由的噩梦。

第二种形式是作为自我实现的积极自由

（positive liberty as self-realization）。这种积极自

由的关键是，把理性解释为理解。例如，如果

我是一个无法理解数学公式的学生，那么，我

就是不自由的，因为数学公式是我自由思想的

外在障碍。那么，我应该如何实现自由呢？我

应该去理解这些数学公式。一旦我理解了数学

公式，数学公式就不再是我的外在障碍，反而

是我自由思想的内在工具。我通过数学公式解

决各种数学问题，实际上就是我的理性能力的

表现。借此，我不再把数学公式视为我的外在

障碍，而是视为我的内在组成部分。

然而，当这种积极自由观进入社会政治领

域后，其可怕的政治后果就产生了。伯林指

出，这种积极自由观在社会政治领域的表现是，

“自由意味着理解这个世界”。持有这种观点的

典型是赫尔德、马克思与黑格尔。根据他们的

观点，理解人类世界意味着理解人类世界的客

观规律。一旦我们理解了客观规律，我们就能

把握人类社会的本质。因此，我们唯一需要做

的是，遵循客观规律，遵循理性社会的运作逻

辑。就像我们不再把数学公式视为我们的外在

障碍，而是视为我们的内在组成部分一样，我

们也把客观规律视为我们的内在组成部分。因

此，只有理解客观规律，遵循客观规律，我才

是真正理性的存在，我才是真正的自由人。如

果我不愿遵循客观规律，那么我可以被强迫自

由。然而，伯林认为，这种积极自由非但不会

迈向真正的自由，反而会走向民族主义、权威

主义和极权主义。㉙

但是，个体的积极自由未必一定要采取这

两种形式，它完全可以是良性的。根据个体的

积极自由观，一个毒瘾患者是不自由的，因为

他的理性自我被他痴迷于毒品的欲望自我所控

制了。因此，如果毒瘾患者要获得真正的自由，

那么，他就应该从对毒品的依赖中解放出来，

用他的理性自我来控制他痴迷于毒品的欲望自

我。只有这样，他才是他自己的主人。否则，

他就是欲望自我的奴隶。同理，一个常年流连

于网络游戏而无心向学的学生是不自由的，因

为他的以学习为主的理性自我被他痴迷于网络

游戏的欲望自我所主宰了。如果这位学生要获

得真正的自由，那么，他就应该从对网络游戏

的痴迷中抽身而退，回归认真向学的本业。只

有这样，他的理性自我才控制了他的经验自我，

所以，他才是自己的主人。

集体的积极自由：
积极自由的第三副面孔

第二种扭曲的积极自由是集体的积极自

由，其含义是，如果集体的大我统治个体的小

我，那么，我就是自由的。在伯林的思想中，

集体的积极自由源自个体的积极自由，并且最

终源自两种自我观。根据两种自我观，个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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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存在着理性的真正自我与经验的虚假自我。

然而，问题是，如何理解真正的自我与虚假的

自我？集体的积极自由意图把集体的大我等同

于真正的自我，而把个体的小我等同于虚假的

自我。因此，真正的自我与虚假的自我，就从

内部的个体走向了外部的集体。

大体而言，集体积极自由的逻辑分为四个

步骤。正是通过这四个步骤，集体的积极自由

一步步走向了极权主义的深渊。第一步，集体

大我等同于真正的自我。伯林指出，真正的自

我可能被等同于教会、政党、阶级、文化、制

度、种族、民族、国家、部落、公意等社会整

体。因此，真正的自由，不是理性的自我统治

经验的自我，而是代表真正自我的教会、政党、

阶级、文化、制度、种族、民族、国家、部落、

公意等社会整体统治代表虚假自我的所有社会

成员。这样，教会、政党、阶级、文化、制度、

种族、民族、国家、部落、公意等社会整体就

可以把自身的集体意志强加于所有社会成员的

个体意志之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真正

的自由，我们才是真正的自由人。㉚

第二步，集体大我洞悉个体小我的真正需

求。既然集体大我代表真正的自我，那么，集

体大我就能够知道个体小我的真正需求，甚至，

集体大我比个体小我更加知道什么是个体小我

的真正需求。个体小我是低级的、经验的欲望

自我，他们的理性自我被他们的欲望自我所控

制，因此，他们无法知道自己的真正需求。而

集体大我是高级的、理性的真正自我，他们的

理性控制他们的欲望，因此，他们能够知道个

体小我的真正需求。这样，集体大我就有义务

告诉个体小我，什么才是个体小我的真正需求。

在集体大我的眼中，我是为了你好，而不是为

了我自己好 ；我代表的是你的利益，而不是我

的利益。一旦你的理性足够发达，你就能够明

白我的用心良苦，你就不会拒绝我的好意。因

此，我是站在你的立场上替你着想。你非但不

应该责怪我，反而应该感激我。㉛

第三步，集体大我强迫个体小我。正是因

为集体大我洞悉个体小我的真正需求，所以，

个体小我应该无条件服从集体大我。如果个体

小我不服从集体大我，那么，集体大我就可以

强迫个体小我服从。个体小我之所以不服从集

体大我，是因为个体小我并不知道自己的真正

需求。在这个意义上，集体大我具有正当的理

由强迫个体小我。这正是卢梭的逻辑。在卢梭

看来，公意永远正确，不会出错，因为公意总

是着眼于公共利益。而私意只是个体的私人利

益的表现，因此，私意并不可靠。既然如此，

个体必须服从公意。如果个体不服从公意，公

意就可以强迫个体服从。而且，个体服从公意，

非但不是不自由，反而像以往一样自由。㉜

第四步，集体大我强迫个体小我的结果是

极权主义。集体大我强迫个体小我，其手段是

以真正自我的名义强迫虚假的自我。第一种方

式是，以自由的名义侵犯自由。集体大我之所

以强迫个体小我，并不是为了限制个体小我的

自由，而是为了扩大个体小我的自由。因为

“自由并不是去做非理性、愚蠢或者错误之事

的自由。强迫经验自我进入正确的模式并不是

暴政，而是解放”。㉝集体大我所理解的自由代

表真正的自我，而个体小我所理解的自由代表

虚假的自我。在这个意义上，只有服从集体大

我，个体小我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而且，个

体小我服从集体大我，就像服从自己一样。㉞

第二种方式是，以平等、正义、安全等其他价

值的名义来侵犯自由。既然集体大我代表真正

的自我，那么，集体大我就可以说，平等更加

重要，正义更加重要，安全更加重要，因为平

等、正义与安全才代表你的真正自由，你的真

正自我。这样，集体大我就可以以平等、正义、

安全等名义来侵犯甚至剥夺个体的自由。㉟但

是，伯林认为，集体大我强迫个体小我，非但

没有走向真正的自由，反而迈向了极权主义的

深渊。在伯林看来，“为了给其他善的事物（安

全、和平或健康）留出空间，自由不得不被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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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抑或，为了使明天更广泛的自由得以可能，

今天的自由不得不被限制。但是，限制自由并

不是提供自由，而且，无论强迫得到多么恰当

的证成，强迫就是强迫，强迫不是自由”。㊱

伯林指出，集体的积极自由产生了一种变

种，即作为承认的积极自由（positive liberty as 

recognition）。我是谁？我是男人，我是无产阶

级，我是汉族人，我是中国人，这些名词的背

后都蕴含着一个意思，即我归属于某个群体。

而承认（recognition），意味着我被某个群体接

纳与认可，从而成为该群体的成员。当我被某

个群体承认后，我对该群体产生了归属感。此

时，我不再认为，真正的自我是个体的小我。

相反，真正的自我是集体的大我。我也不再认

为，真正的自由是个体的自我主导。相反，真

正的自由是集体的自我主导。只有我所归属的

集体是自由的，我才是真正自由的。我个人的

自由是小事，集体的自由才是大事。

根据伯林的观点，作为承认的积极自由，

实际上既不是纯粹的积极自由，也不是纯粹的

消极自由，而是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混合物。

从集体的外部关系来看，集体享有消极自由，

因为消极自由意味着没有外在的人为干预。而

在集体的外部关系上，集体的自由意味着集体

不受外在主人的干预。在这个意义上，集体的

自由指的是消极自由。而从集体的内部关系来

看，集体享有积极自由。因为积极自由意味着

真正的自我统治着虚假的自我。而真正的自我

统治着虚假的自我意味着，代表真正自我的集

体大我统治着代表虚假自我的个体小我。在这

个意义上，集体的自由指的是积极自由。正因

如此，作为承认的积极自由同时蕴含着消极自

由与积极自由的成分。

然而，这种积极自由却隐藏着可怕的政治

后果。由于真正的自由是集体的自由，而不是

个体的自由，这样，个体的自由就会被集体的

自由所牺牲。在集体内部，我并不享有充分的

消极自由。但是，没有关系。这个集体是我所

归属的集体，而我是这个集体的成员。在这个

集体中，我接纳了集体，集体也接纳了我。我

与集体融为一体了。正是因为我与集体融为一

体，所以我在这个世界上获得了归属感。集体

好了，我也就好了。集体糟了，我也就糟了。

这样，我不再关注我作为个体的自由，而只关

注集体的自由。通过这样的逻辑，真正的自我

从个体自我转化为集体自我。而原来那个真正

的个体自我，则在集体自我中逐渐消失了。

因此，无论是集体的积极自由，还是作为

承认的积极自由，两者都隐含着政治上的危险。

前者以集体的大我强迫个体的小我，从而侵犯

甚至剥夺个体的自由。而后者为了集体的自由，

从而忽略了个体的自由。尽管两者的政治危险

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两者的共同结果是，

消极自由的丧失。

结论

中西方学术界的普遍问题是，他们只意识

到积极自由概念的局部特征，从而忽略了积极

自由本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而实际上，伯林

的积极自由蕴含着三副面孔。

积极自由的 1.0 版本是原初的积极自由。

亦即，如果我是我自己的主人，而不是他人的

奴隶，那么，我就是自由的。而我是我自己的

主人意味着，我有能力去做什么，或者不去做

什么。因此，根据能力的不同，原初的积极自

由可以进一步分为内在的积极自由与外在的积

极自由。内在的积极自由意味着，我有身体能

力或精神能力去做什么，或者不去做什么。而

外在的积极自由意味着，我有政治能力或经济

能力去做什么，或者不去做什么。据此，前者

包括身体自由与精神自由，而后者包括政治自

由与经济自由。

积极自由的 2.0 版本是个体的积极自由。

亦即，如果个体内部的理性自我统治着个体内

部的经验自我，那么，我就是自由的。伯林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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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个体的积极自由有两种扭曲形式，即作为

自我克制的积极自由与作为自我实现的积极自

由。然而，两者都隐含着可怕的政治后果。这

两种积极自由都始于自由，但却终于奴役。

积极自由的 3.0 版本是集体的积极自由。

亦即，如果集体大我统治着个体小我，那么，

我才是真正自由的。但是，集体的积极自由非

但未能迈向自由，反而走向了极权主义。而作

为承认的积极自由是集体的积极自由的变种，

这种积极自由同样蕴含着极权主义的危险。

基于此，积极自由的 1.0 版本是原初意义

上的积极自由，而积极自由的 2.0 版本和 3.0

版本则是两种扭曲的积极自由。伯林所反对的

并不是原初的积极自由，而是扭曲的积极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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