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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忠诚 ：信任问题与人工智能

“网警人肉求交往”成为新近出炉的热搜新闻。该热搜发酵两天之后（2019 年 9 月 14 日）警

方就发布正式警情通报，事情的前后发展脉络便展露在公众面前。一个男生在某网站下单购买忠

诚度测试服务，测试对象是其女友。测试员接到派单就用男生提供的信息加女生微信好友，然后

用各种方式来“测试”女生。结果这个女生非常警觉，聊着聊着觉得对方不该知道自己某些信息，

于是不断反追问。测试员被逼得没办法，便说自己是网络警察，所以能拿到各种个人信息。女生

信任的“狡计”
——信任缺失时代重思信任

吴冠军

【内容摘要】　信任应被视为政治智慧的一个关键性创制——有限个体（局部信息、局部认知）之间凭借

理性与逻辑达不成之事，信任使之成为可能。缺失信任，人际合作将无法实现。进而，

信任做出者与被信任者，结构性地处于信息不对等状况中。而信任之“狡计”正体现在：

一方面它逼着信任做出者做出透支性的跃步；另一方面亦逼着被信任者做出同样巨大甚

至更巨大的透支，从而不得不去善待和守护信任。这个时代正是因为信任的“狡计”被

广泛地丢弃，才在微观与宏观层面不时展现出凶猛“互撕”（人与人像狼与狼般撕咬）的

霍布斯主义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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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即把事情发到微博。“网警利用职务之便查询女性公民个人信息并要求做其女友”，这种公权私

用的行为马上激起网友愤慨，迅即登上微博热搜。真正的网警随即介入调查，冒充网警的测试员

因寻衅滋事依法受到处罚。①

类似服务早已存在。2015 年 2 月，有媒体报道，成都女孩林某在网上购买了“男友忠诚度测试”

服务，短短一夜时间，男友就接受了对方诱惑，答应外出会面。随后，林某选择与男友分手。②于是，

值得追问的便是 ：怎么这些年会突然出现“忠诚度测试”这个服务行业？答案很明显 ：信不过对

方，所以花钱购买第三方测试服务。恋人们一边在恋爱，一边又觉得对方手机里藏着另外一个世界。

某些明星更是“榜样先行”，各种“瓜”扔过来——各种出轨、离婚事件争抢热搜榜，让人眼花缭乱，

“盛景”式地尽情侵占公共媒体空间，令吃瓜不嫌事大的群众一次次感到“幸福”来得太突然。③

这个时代，最亲密的恋人随时可能变成对撕的仇人，把以前聊天截图满世界发，也不管双方“老

脸”或“嫩脸”往哪搁。这样的时代，信任另一个人似乎是一个很愚蠢的事。也正是这样的时代，

“忠诚度测试”服务就应运而生，一下子火了起来——如果提早把问题测出来，就可以提早做准备，

保护自己。

经过上述分析，就可以把问题进一步推进了 ：这种测试是不是真的有用、真的能保护自己呢？

这看上去只是由一个热搜新闻引出来的问题，但实际上很值得做学理性的深入分析。日常生活中

很多热点（“瓜”），恰恰给了个体思考的契机。

经济学家可能会告诉你，尽管现在测试程序不够科学、不够完善，甚至许多测试员也是“菜

鸟”，但只要有足够大的市场，关于忠诚度的测试就会在激烈的竞争中被不断改进、完善。大数

据分析师会进一步告诉你，只要有足够多的人使用这项服务，测试的准确度会迅速提升，甚至

测试员日后都可以被强大高效的人工智能代替。只要有足够丰富的数据，人工智能可以比某人

自己更了解他自己——他都还没有确定自己会不会出轨，人工智能已经可以告诉雇主，这个人

93% 会走上出轨这条没有前途的道路，不值得信任，或者是，这个人的忠诚度达到 98%，基本

可以令人放心。

这样的一个前景，是不是很舒心？我们不再需要为信任问题所纠结。④人类文明史上一直都

无解的问题，在人工智能时代似乎有了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在 21 世纪，能全面处理不同领域

问题的“通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是否会出现，仍是一个激烈辩论中的论题。

然而，基于深度学习的“专用人工智能”（亦称作“狭义人工智能”），在大数据投喂下却能够变得

非常强大。⑤信任这个麻烦问题，看来马上就能有解决办法了。

真的会是这样吗？笔者的答案是 ：不会。忠诚度测试注定无用，无论测试程序怎样改进、

系统变得怎样完善，无论测试员如何资深，甚至借助人工智能。在这篇论文以下篇幅中将论证 ：

信任有其“狡计”（政治性－实践性智慧）来应对自身缺失的问题，而人工智能绝对解决不了信任

问题。

盲目信任 ：上帝之眼与信息裂口

让我们从最微观的两性层面转到最宏观的国际层面，来推进对当今世界的考察。晚近这大半

年，美国与俄罗斯陷入了《中导条约》危机，双方都猜疑对方暗中违反条约。危机首先始于美国

不信任俄罗斯是诚实守信的，美国在 2019 年 2 月宣布暂停履行《中导条约》相关义务，正式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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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为期 180 天的退约进程，并指责俄罗斯长期违反《中导条约》规定。随后第二天，普京宣布俄

罗斯暂停履行《中导条约》义务以回应美国相同举措，并强调美国为撕毁条约已准备多年，且故

意一步步地破坏条约的基础。双方来回指责，危机不断升级，直至条约全面失效。⑥

很不幸，特朗普与普京（美俄）之间暂时不存在忠诚度测试服务，一旦一方猜疑另一方，就跟

所有“微博互撕”一样，一轮接一轮来回升级，让条约持存的信任基础迅速被破坏，导致已签立

32 年的条约（可以比作 32 年的“婚姻”），几个月间便不复存在。中短程导弹机动性强、射速快，

一旦发射将只有极短的预警和反应时间。美俄双方都知道，《中导条约》失效将实质性地提升两个

核大国擦枪走火的风险。⑦

为什么会这样，是双方智囊团集体智商下线，“脑子坏掉了”？艾维托·罗内尔（Avital 

Ronell）曾指出愚蠢无法被战胜——人类可以发起一场针对毒品的战争，却无法发起一场针对愚

蠢的战争。而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更是提出“系统性愚蠢”（systemic stupidity）

一词，来标识当代知识与思考被普遍剥夺的危机。⑧然而，确保全球基本安全的重要条约几个月

内被废，真的只是因为这一代政治决策者比三十多年前里根、戈尔巴乔夫（《中导条约》订立者）

那一代人更愚蠢吗？问题没有那么简单。这里的关键恰恰就在于 ：我凭什么信任你？盲目信任

吗？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你的手机不给我看，我凭什么信任你？你的手机给我看了，是不是信

息已经被清理，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只手机来偷偷联系，或者已经发展出线下接头方式？猜疑是

个无底洞。国家之间也一样，尽管签订了一纸条约（一纸“婚约”），但你真的在做什么，另一方

不可能全部知道，甚至知道得很少，只能相信对方在履行条约。然而，一有些风吹草动，东边

有些状况、西边有些线索，猜疑马上就出现了。

西美尔（Georg Simmel）极有洞见地把信任同人的认知能力关联到一起 ：知道一切者无需信任

其他人 ；但现实中的有限个体（有限认知）会因缺乏这种能力而陷入困境，面对很多情况，你要么

信任，要么不信任。而当你选择信任的时候，实际上你是做了一个没有理性支撑的跳跃，因为没

有已知的信息来支撑你这个行动。⑨所以，只要是信任，就是盲目的，除非你有上帝之眼。另一位

德国社会学家尼可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提出 ：“信

任建立在幻象上。在实际状况中，可拿到的信息要少于

确保成功的信息。”⑩换句话说，信任做出者与被信任者，

结构性地处于信息不对等状况中。这个状况，就使得信

任的基础，是彻底“幻象性”的——信任做出者所能掌

握的信息，结构性地达不到充足程度来做出这个信任。

在这个意义上，信任，就是对信息进行“透支”。⑪

在学术界，编辑对于投稿来的论文了解的信息要

比作者少许多 ：到底数据是不是真实可靠，调研问卷

是否是认真采集的，甚至这篇文章是不是找枪手代写

的……这些情况编辑基本上是无从得知的，或者核查

的成本高到无可想象。这里有一个信息裂口，一方只

能对另一方予以信任，亦即去透支他们所不具备的信

息。问题是，他们凭什么要对一个陌生人去做幻象性

透支？万一碰到的是翟天临式作者呢——翟是北电博资料图片　西美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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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北大博士后，自己又是明星，是大家公认的有颜值还有学问，但他的粉丝在其一次直播中

突然发现，他连“知网”都不知道。于是，信任崩塌，公众开始质疑他的论文是怎么写出来的

（其博士学位、博士后资质随即被授予单位在调查后撤掉）……⑫进而，即便一个作者好像很踏实，

也已经发表不少文章，那就一定代表他投给你的这篇文章也没有问题么？并不是。⑬这就好像，

一个男生要你跟他在一起，就因为以前他很 nice、很有耐心陪你聊天，就意味着以后他也是这样？

你不具备这样的信息，你要么信任，要么不信任。信任的话，你就透支你所不具备的信息。信

任非常狡猾，逼着你透支自己。

近来“华为问题”的症结，亦正是和信任的结构相关。特朗普政府猜疑华为“窃取”信息，

华为则坚定地为自己辩解绝没有做过这种事。面对具有强大调查能力的一国政府之指责如此强硬

地公开回应而不怕被对方“打脸”，华为在此事件上的底气已经是得到充分展示。然而问题恰恰

在于，一旦特朗普政府的这份猜疑形成，即便华为的辩解再强有力，对方永远会认为在自己所掌

握的信息之外，存在“猫腻”。

2019 年 3 月，华为在美国发起诉讼，针对美国《2019 财年国防授权法》第 889 条的合宪性

向美国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定针对华为的禁令违宪，并判令永久禁止其实施。⑭而根据《纽

约时报》7 月 5 日报道，特朗普政府在联邦法庭上提出，无需提供关于华为过去不当作为的确凿

证据，亦可针对该公司下达禁令。⑮法庭上所做出的这一正式论调明晰地标识了 ：对于特朗普政府，

无论华为如何自证清白（包括提出愿意签署“无后门”协议，乃至无保留转让 5G 技术、代码可

被全幅修改……），都将无济于事。

从国际层面再返回到两性层面 ：一旦某人对自己伴侣产生了不信任，这个信任的裂口是任

何测试、信息、证据都无法填补的。因为前者并不具备上帝之眼，无法全部知道后者生活中的

一切。晚近“情侣夫妻之间 24 小时开 GPS 定位共享”，激起社交媒体热议。很多人向伴侣（尤

其双方为苹果手机用户）提出要求，开放 GPS 定位以便随时“查岗”。⑯然而这种措施和“忠诚

度测试”一样，恰恰在解决信任问题上是完全无用的。你可以知道他车开到哪里，但他在车上

干什么，你还是不知道……所以，一旦猜疑冒了头，那是无底洞。就忠诚度测试而言，即便该

测试再改进，甚至很快用人工智能取代表现不稳定的人类测试员，对于解决信任问题仍然无济

于事，因为测试之精确度永远到不了百分之百——人工智能帮不了你取得上帝之眼，可以让你

的猜疑彻底消失。

人工智能时代，人类仍然不得不创痛性地面对信任问题。人工智能非但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

信任问题，相反，它还另外带来了全新的挑战。最近一两年来视频合成技术因 AI 深度学习的成

熟而获得指数级发展，刚面世便引起轩然大波的换脸 APP“ZAO”，已不再像早先“深伪”（Deepfake）

那样需要几万张照片作为训练素材来伪造视频，只要上传一张正面照片，就能够快速生成几可乱

真的视频。⑰如今，当你的伴侣突然甩到你面前一段你“曾经”的出轨视频，自证“忠诚”的难

度要比以前高得多。前文已论证了，当猜疑一旦冒头，那势必就会进入一个无底洞 ；而人工智能

时代，能刺激出猜疑的点，则要比往日多上许许多多。

信任 ：截断“猜疑链”的凭空创制

那么，猜疑会导致什么结果？刘慈欣在其著名科幻小说《三体》里做了一个沙盘推演 ：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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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疑链”启动，将无可避免地走向“死神永生”。“猜疑链”实际上就是互相不信任，更确切地

说，无法建立原初信任的逻辑结果——每个个体（国家或文明）在自身之所知信息与理性证据之外，

不愿意进一步做出“透支”。进入“猜疑链”中的逻辑个体只能始终处于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说的前政治的“自然状态”，人与人不得不像狼与狼般互撕。⑱今天线下从家庭到法院、

线上从微博到推特、人物从小老百姓到名人明星乃至大国总统，“撕”，恰恰已然成为涵盖全民、

渗透各个角落的当代景象。

刘慈欣对“猜疑链”做了如下沙盘推演 ：A 和 B 都想进入和平共处的共同体状态 ；但即便 A

认为 B 是善意的，这却并不能让 A 安心，因为善意者并不能预先把别人也想成善意者，换言之，

A 并不知道 B 是怎么想他的，不知道 B 是否认为自己是善意的 ；进一步，即使 A 知道 B 把 A 也

想象成善意的，B 也知道 A 把 B 想象成善意的，但是 B 不知道 A 是怎么想 B 怎么想 A 怎么想 B 的，

“挺绕的是不是？这才是第三层，这个逻辑可以一直向前延伸，没完没了。”⑲这就意味着，只要

对他人存有猜疑，那猜疑链就会启动，并且永远无从关闭。“猜疑链最重要的特性 ：与文明本身

的社会形态和道德取向没有关系，把每个文明看成链条两端的点即可，不管文明在其内部是善意

的还是恶意的，在进入猜疑链构成的网络中后都会变成同一种东西。”⑳

刘慈欣沙盘推演的结果，就是著名的“黑暗森林”（对应霍布斯主义“自然状态”）：任何人都

出于对其他人的不信任而选择先下手为强。这个结果印证了西美尔的观点 ：没有信任，无从构建

社会，甚至无从构建最基本的人际关系。㉑

西美尔的分析，根本性地触及了“共同体”构建的政治哲学层面 ：缺失信任，共同体无以成立。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信任应被理解为政治智慧的一个创制——对于“理性证据”与自己的“个

人观察”所无法得出的关于他人的内容（无法“确知的内容”），通过选择信任而不是猜疑，从而

使人际关系（以及建立其上的社会性合作）的构建成为可能。反过来说，一个人要让别人信任自己，

实际上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因为别人总有理由去进行猜疑（太多无法“确知的内容”），如果没

有作为政治智慧的信任，共同体状态乃至任何人际关系都无法达成。这也就是为什么，美俄退

出《中导条约》将会是一个给全球带来巨大影响的事件，将使得这个狭小地球村在“黑暗森林”

的意义上，变得更为“黑暗”。同样地，两性关系中一旦猜疑启动、信任消失，这条路一定通向

最后反目互撕。

故此，信任可以说是政治智慧的一个根基性的创制和发明。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 ：

“人依其自然，是政治的动物。”㉒这个命题包含两层内容 ：人，（a）诚然是动物，但额外加上（b）

拥有政治的能力。换句话说，人是一种有能力以“城邦”（共同体）形态群处在一起的动物。《荀子》

呼应了亚里士多德，主张“能群”系人与禽兽的根本之别——“人能群，彼不能群也。”㉓如何形

成一个共同体（群），便是最根本的政治智慧。㉔一个人独自生活，就完全不涉及信任，也无需任

何政治智慧。但当人以共同体方式来群处生活，就需要政治智慧，来摆脱那种人人自危的“黑暗

森林”，建立起人际关系。

如果把信任视作一个被“凭空”创制出来的政治智慧，就能理解为什么人这种“政治动物”

能形成文明 ：只有在人类个体能实现大规模群处并有效展开合作后，人类才开始变成文明物种，

知识和技术也才能不断被传递、更新与扩展。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

与目标》一书中提出著名的“轴心时代”说法。公元前 800 年至公元前 200 年一大批一流的思想

家，如中国的孔子、老子，印度的释迦牟尼 ；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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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出现在东西方历史舞台上。㉕然而我们可以追问 ：在他们之前就没有大思想家了吗？答案是

否定的，在他们之前同样有大思想家，这些人同样有很多想法，但这些人（及其小圈子）去世之后，

这些思想就湮灭了。正是差不多到了“轴心时代”，人类群处的规模与合作的方式有了政治性的

突破，这就使得思想传承与知识迭代成为可能 ：孔子的话他的学生们会记下来并加以发展、苏格

拉底的话有柏拉图等人记下来并加以发展，甚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创建了“学园”（academy）

这种制度化的学术共同体……知识生产与发展的最基础的前提，就是需要合作、需要将“头脑”

放置在一起（putting “minds” together）。今天的学术研究更是如此，每一个在学术上有所成就、站

到领奖台上的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大群人合力的结果。㉖学术建制里的学者同“民哲”“民

科”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前者是将“头脑”放置在一起展开研究，而后者则倾向于声称自己

一个人解决了宇宙大问题。

于是，没有信任这种政治智慧的“凭空”创制，人类就不可能有文明。信任，使得有限个体

（局部信息、局部认知）之间凭借理性与逻辑所不可能达成之事成为可能。没有信任，人的群处与

合作实是彻底不可能。商业公司也好，科研团队也好，恋爱关系也好，如果每个人把精力都花在

核查其他人上，这个“共同体”根本走不远，因为这种核查是无止境的。它会将所有时间、精力、

资源最后都吸进无底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政治智慧的信任使人际合作成为可能——它移

除了不得不频繁核查他人的负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提出“交易

成本”（transaction costs），成了新制度经济学核心概念。200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利弗·威

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把新制度经济学就称作为“交易成本经济学”，核心理念就是降低交

易成本。可以把交易成本概念挪用到思考信任问题上 ：信任这种政治性－实践性智慧，大幅度地

降低了人际合作的成本。倘若缺失信任这个要素，你就会发现自己根本不能投身于做好自己手里

的事情，时间精力总是耗费于彼此核查上，这种状态使人际合作或生活在一起的成本（老板查岗、

老婆查岗……）高到无法承受。

一脚踏空 ：信任的“跃步”及其风险

然而，作为政治智慧的信任，却内嵌了一个与生俱来的结构性症结，用西美尔的话来说，“任

何信任永远隐含着一个风险”。㉗这个风险就是，被背叛的风险。换言之，信任会落空，会被被信

任者背叛。当一个大国选择相信另一个大国信守武器条约，它就承担了一个风险，在会被察知的

范围之外，对方继续偷偷发展武器。同样地，在日常生活中，当你选择信任某家饭店而坐进去吃

饭的时候，你就承担了它可能会存在不卫生的风险。2019 年 3 月 15 日，曾获“全国餐饮业优秀企业”

的著名餐饮企业“外婆家”，被曝某门店后厨一系列惊人的违规问题——后厨人员在洗菜池里直

接洗拖把、炒菜师未办理健康证直接上岗、蔬菜未经过清洗直接烹饪、过期食材继续使用……㉘

将品牌定为“外婆家”，这本身便包含一种获取陌生人信任的实践性智慧 ：一个人吃外婆做出来

的菜，不一定得到最好的味道，却一定会得到安全。然而，“外婆家”并没有善待它所收获的这

份信任。进入那家门店的食客一脚踏空，在“外婆”家里吃到了“拖把味道”与过期食材。

与“网警人肉求交往”同时登上热搜榜的另一则热点新闻是，开学季许多家长要求幼儿园教

室和午睡室装监控。㉙家长们提出装监控的请求，就是因为当他们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后，便承担

了一个风险——孩子没有被妥善照料的风险。然而家长们没有意识到的是，对于他们所承担的这



争　　鸣   二 O 一九年  第十二期

69Dec.   2019

个风险，装监控却恰恰不能解决 ：即便幼儿园同意装监控，只要家长对老师有了猜疑，就还是会

继续担心，监控摄像头之外的地方呢？要求装监控所能实质性产生的唯一效用，就是让不信任显

明化。问题的实质在于，家长与幼儿园老师的互信与合作是一种很有效用的政治智慧，怎么一下

子就消失不见了呢，家长们近来怎么就对老师起了猜疑了呢？答案不难定位到 ：随着著名幼教品

牌红黄蓝幼儿园一个分园 2017 年被曝虐童，被媒体曝光的幼儿园老师虐童事件此起彼伏，包括

2019 年 8 月刚判的“红黄蓝外教猥亵女童案”（该外教获刑五年且驱逐出境），一次次强有力地瓦

解着家长们对幼儿园老师的信任。㉚

信任的结构性症结便在于被信任者很可能不值得信任（untrustworthy）。索伦·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在论述宗教信仰时提出“信仰的跃步”（leap of faith）：这一步只能是跳跃，而无法通

过理性论证抵达 ；通过信仰的跃步，“猜疑被信仰所征服，一如正是信仰把猜疑带到这个世界上”。
㉛信任的结构，实际上同信仰完全一致——都倚赖一个彻底一无凭借的“跃步”而抵达。区别只

是 ：前者跃向全知全能、直接具身化（embody）善与真理的“上帝”；而后者则跃向一个人类个体。

倘若说信仰者可能透支性地跃向一个“幻像”的话，那么信任者的透支更清晰显明、信任对象的“幻

像”性质更确凿无疑。这就是为什么卢曼直接下此论断——“信任建立在幻象上”。 

信任没有理性的根基，它只能倚赖一个“跃步”，而这个跳跃可能会一脚踏空。也正因此，

信任总是结构性地处于一种脆弱的状态。信任做出者通常会处于某种紧绷状态，即便是“外松

内紧”。日常生活中经常听到男生抱怨女生太紧绷、疑神疑鬼，实则这恰恰因为她处在信任的

结构中。两性关系，便是两个个体为了进入共同体状态（最小的共同体形态）中，彼此都做了

一个理性与逻辑之外的“跃步”。这个共同体可以随着年月递增、一起经历事情的增多以及双

方的细心维护而越来越稳固，亦即信任越来越有“基石”。但即便如此，正如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所言，“并不存在两性和谐这个东西”，这个共同体永远无法抵达其最完美状态（“琴瑟

和谐”）。那是因为 ：信任结构决定了，它在实践层面上始终处于脆弱的状态（内嵌被背叛的风险），

猜疑在任何时刻都可能被开启。譬如男生在女生察知范围之外有过一些不靠谱的举动，或仅仅

是女生没来由的猜疑（没有“实锤”但相信所谓的“第六感”），当然猜疑也可反向做出。一旦

猜疑被启动，那它就会对共同体造成致命的破坏。要重建被破坏的信任，难度比原初信任的“跃

步”更要大得多。

一些男生觉得自己只是做了一些“无伤大雅的小动作”（如微信上的“撩”等，并没有什么“实

质性的发展”），却被伴侣亲手拉上“渣男榜”，这实在是对方小题大做、过敏、甚至神经有问题。

这些男生的问题在于他们不知道 ：你所获得的信任是对方超出理性与逻辑“盲目”做出来的，如

果你在生活中给对方一些哪怕是蛛丝马迹的不靠谱线索，那么就会一举激活在信任结构中被闲置

的理性与逻辑，出来“看清楚”情况。取得他人信任，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你要求

对方进入一个脆弱的状态。

“彩礼”习俗 ：信任之“狡计”的具身化

人类学有一个有趣的发现，几乎各种传统文化里，求婚者都必须带很多彩礼上门 ；而且彩礼

从来不是象征性的、走个形式，必须是沉甸甸的、分量十足的。中国今天很多地区还有这个习俗，

而且彩礼的金额相对当地收入而言相当高，“农村家庭娶媳妇就返贫”。㉜也正因此，近年来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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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礼的报道屡上新闻，作为陋习被诸多地方政府明令禁止。㉝然而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为什么

会有这样的习俗？

彩礼这个习俗，恰恰正是信任之“狡计”的一个具身化（embodiment）。求婚者上门去求婚，

实际上就是要求对方信任自己会爱她一生、相守一生。你实际上要求她在不可能有足够信息的

情况下跳进你挖好的这个池塘，而要她相信这不是一个坑，那只有一个办法让对方心甘情愿进

入这种脆弱的状态，就是自己先进入一个更脆弱的状态——你把你自己家当的一大部分，都先

送过去。

正是在这里，可以进一步推进对作为政治智慧的信任的分析 ：信任的实践性智慧，实质性地

体现在它的狡猾上——信任的“狡计”，不只是在于逼着人（信任作出者）做出透支性的跃步，并

且逼着人（寻求信任者）做出透支性的交付，然后不得不努力守信。在黑格尔这里，“理性的狡计”

（cunning of reason）意味着理性会狡猾地逼迫各个个体与群体的实践，去形成一个合乎它所设定

的普遍历史进程（尽管各个体乃至民族都按照自己的利益或计划在行动。甚至历史上充满“伟大

的恶人”，但这些混乱乃至灾难，却最终会汇成一个合乎理性的进程）。㉞而本文把“狡计”一词

从黑格尔那里借来放在对信任的阐述上，恰恰正是因为，信任会狡猾地使所有人类个体与群体（亚

里士多德笔下“政治动物”）的实践，最终都围绕它（使它产生、对它保护）并在它设定的轨道上

展开 ：只要人们想进入共同体状态（离开“黑暗森林”），就必定需要信任这个政治智慧来达成 ；

信任又会使信任做出者与被信任者都经由“透支”而进入脆弱的状态，从而都对它加以善待与保

护（只要他们具有起码的智慧的话）。彩礼是人们眼中之陋习，实则是信任使自身得以发生并被贯

彻的“狡计”的一个典范性的具身化。

尽管那充满土气的彩礼已被归入陋习，今天流行于都市里的充满洋气的钻戒、钻石项链，实

际上恰恰起着同样的作用。今年 3 月，澎湃新闻刊发专文《人造钻石来势汹汹，钻石还像过去一

样有价值吗》，开篇便写道 ：“‘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这句耳熟能详的广告语几乎概括了人

们对于钻石的一切认知和想象——永恒不变的璀璨、永恒不变的爱情和永恒不变的高价值。但是

钻石巨头戴比尔斯于 1951 年写下的这句广告词，在 60 多年后因为科技而变了味道——人造钻石

的技术成熟和普及，已经在切实地撼动钻石永恒不变的高价值。”文章展示了已然达到规模化生

产的人造钻石技术，“人造钻石也是货真价实的钻石，成分、结构与天然钻石完全相同”。㉟然而，

人造钻石技术抵达成熟的 2017 年以来，尽管钻石已可以批量生产，但市场上钻石价格并没有往

下跌，而且还越来越贵——其价值不但没有被技术发展所“撼动”，而且还继续一路攀高。为什

么会这样？答案就是 ：钻石不符合经济学原理，正是因为它承担获取信任的人类学功能。晚近以

来引起社会热评的“丈母娘叫我去买房”现象㊱，背后亦是同样的发生学原理——你不买钻戒，

那就买房子吧。即使彩礼被禁止、钻石跌价甚至房产贬值，也还会出来新的替代品。要获取信任，

就是非常得难。

近年来，有一些名人因私密关系出问题，然后说对方要挟他，甚至拿了好处最后还是把对话

截图、录音放出来——这类隐私之“撕”，实是霸占媒体热搜榜（社会的沟通性空间）、吸耗人们关

注力（使之变成吃“瓜”群众）的头部梯队。而一旦那些“私密爆料”被捅上媒体、登上热搜后，

再当红的红人、流量明星（代表者如吴秀波、薛之谦、熊太行等），也无法避免“人设崩塌”、地位

一落千丈，各个平台（包括以前的合作者）都避之不及。㊲然而实际上，吴秀波等人作为名人的社

会声誉，就是当时拿来要对方跟你在一起的彩礼。如果对方最后发现你就是一个“大坑”，而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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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时候再哭着闹着说名誉遭到要挟、对方太狠太残忍，只是标识出自己到最后连问题是出在哪里

都不清楚——这些早已是你甜言蜜语时一起押出去的彩礼。信任的“狡计”就在于，它逼使信任

结构的双方只要有起码的智慧，都会努力对它进行保护，然而在当下时代这份政治性－实践性智慧

却已被广泛遗弃，以至于把肆意践踏信任当作小 case。吴秀波尽管成功地把他前私密伴侣送入牢中，

然而他已经没有可能修补曾经的那个中年暖男的社会形象。㊳

当政治哲学家菲利普·佩蒂特（Philip Pettit）在一篇论文中使用“信任的狡计”一词时，他是

用流河来指如下状况 ：一个人不会轻易背叛别人的信任，因为他 / 她不会想要失去对方的“好观

感”。佩氏这样论证 ：“如果被信任者珍视信任做出者（对自己）的好观感，那么这极有可能在让

对方失望上，提供给他一个暂停键，即便他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特别忠诚或富有德性抑或审慎的人。

让信任做出者失望，他可能获得一些直接的好处或减少一些直接的损失。但让信任做出者失望，

他将丧失被对方看得高的益处。”㊴

根据此种“信任的狡计”（被信任者不想“丧失被对方看得高的益处”），佩蒂特提出“信任－

响应性”（trust-responsiveness）论题 ：“当关联到欲求好观感上，信任的行动就有可能对被信任者

具有一个重要的激励面向。”于是，信任的行动本身能够刺激对它的正向响应，从而使得被信任

者不背叛信任（亦即，消解信任做出者所承担的风险）。㊵这种内嵌的激励性，使得个人能够在人

际关系未被建立、不知对方是否值得信任时，就理性地投资信任。㊶

而笔者在本文中，提出了一个全然不同于佩蒂特的概念。即便激励意义上的“信任－响应性”

效应确实存在，但其强度则实际上相当有限——被信任者可以对信任不再“响应”，当其不再珍

视、欲求对方的“好观感”时。前面所分析的吴秀波事件，便标识了“信任－响应性”论题的界

限——当让对方“不失望”不再重要，甚至被体验为要挟和勒索时，“让对方失望”的那个“暂

停键”就失去了效用。

然而，这显然会使“投资信任者”被撞得头破血流，尤其是在今天这样的时代——一个信任

不再被当作智慧、甚至被轻名丢弃的时代。如果把“内在激励性”当作是信任的“狡计”，那么

那些“在人际关系未被建立、不知对方是否值得信任时，就理性地投资信任”的人，就实实在在

会成为普娃（PUA, pick-up artist）眼中的“傻白甜”、钓鱼者眼中的“凯子”、币圈大佬眼中的“韭

菜”……佩蒂特眼中认定的“狡计”，根本无从应对这个时代中把信任当“草”来收割的狠人。

霍布斯“自然状态”中的狼一眼就能看出来，而外婆家、红黄蓝幼儿园、普娃、币圈大佬等等在“爆

雷”前却都是拍着胸脯让你一定放心。

在笔者看来，佩蒂特的论述并不有力，但信任具有独特的“狡计”。彩礼，就是这种“狡计”

典型的具身化。信任绝不只是通过赋予高看、好观感来让被信任者发生“响应”；在根本层面上，

它是通过逼迫被信任者让自身脆弱（以获取信任），来结构性地而非仅仅主体间性地使被信任者不

断地“响应”其所受之信任。在佩蒂特眼里，“信任的狡计”是有激励作用的。然而，具有实质

性效用的“信任的狡计”，恰恰在于其惩罚性面相。根据佩氏版本的“信任的狡计”，信任做出者

应主动给予被信任者以信任，从而正向激励后者——前文已分析了，这意味着信任做出者不断透

支自己所不具备的信息，让自己处于一脚踏空的风险中 ；而当佩氏建议对“并不是一个特别忠诚

或富有德性抑或审慎的人”也报以信任时，他实则让这个风险变得极度具体与实在。信任真正的

“狡计”则恰恰是通过绝不轻易给出自身，而使得被信任者善待它 ；换言之，“在人际关系未被建立、

不知对方是否值得信任时”，必须不轻易给出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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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当下一系列热点事件（从最微观的两性关系到最宏观的国际政治）所展开的一个贯穿

性的分析，本文旨在系统揭示出信任的“狡计”。本文所论述的“信任的狡计”概念，指向信任

在两个层面上的政治性－实践性智慧 ：第一，信任逼着信任做出者做出透支性的跃步 ；第二，信

任逼着被信任者做出同样巨大甚至更巨大的透支，从而不得不努力守护信任。这意味着，当你进

入信任的结构中，信任不只是让别人只能透支性地来信任你，并且反过来，你自己也将被牢牢固

定进该结构中，努力守护所获得的信任。信任的“狡计”不是去激励，而是去逼使，取得信任从

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可能觉得很容易就赢得了别人的信任，但真正有智慧的人会知道，获得

信任意味着，自己肯定交出去了重要东西（看得见的或者看不见的），否则，别人凭什么信任你 ；

自己只有认认真真、小心翼翼地守护这份信任。这既是对信任你的人的保护，也是对自己的保护。

本文开篇处便提出这个问题 ：如何保护自己？忠诚度测试服务在保护自己上是不是有用？经

过对信任之“狡计”的结构性分析，能够看到 ：真正的智慧，恰恰不是购买服务，而是懂得守信——

知道信任来之不易，更知道离开信任自己将一步也走不出去（想想翟天临、外婆家、红黄蓝幼儿

园以及那些私密关系爆雷后的名人……）。信任，是政治智慧的一个关键性创制——缺失信任，人

际合作彻底不可能。而我们所身处的这个时代正是因这份智慧被广泛地丢弃，才在微观与宏观层

面处处展现出凶猛“互撕”（人与人像狼与狼撕咬）的霍布斯主义景象。

黑格尔说“智慧女神的猫头鹰黄昏时才起飞”㊷ ；人类（“政治动物”）在其文明的起点处就创

制了信任这份政治性－实践性智慧，然而对它的理解却只可能在它黄昏时才到来。㊸本文在当下时

代对信任所做出的重思，便旨在为深入理解“信任”，做出一点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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