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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自在：论阿伦特的自由观

陶东风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９）

［摘 　 要 ］阿伦特的自由观是阿伦特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最重要特色或许就是对政治自由的强调。在阿伦特看来，自由并非是

人天然存在的某种本质，而是、也只能是政治自由，离开政治以及政治

实践得以展开的公共空间，自由就不可能存在，而离开自由的政治也

不是真正的政治。从生活必需品和物质必然性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

过程只是解放，而非自由。自由作为政治概念不仅不能停留在物质解

放的层次，而且必须以实践的方式进入公共空间；也就是说，自由只存

在于行动和言说领域，而不存在于思想王国或哲学王国，所谓主观自

由、内在自由等等，都不是真正的自由。自由也并不意味着安全、舒
适、富足，恰恰相反，它需要付出勇气、代价，收获的则是尊严和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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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伦特的自由观是对传统自由观，特别是卢梭

自由观的挑战。阿伦特并不认为自由是人天生、内
在的“本质”。如果自由真的生而有之，那无异于说

自由不必争取，也不必依赖于政治实践，它是作为自

然存在的人类的固有“本性”。阿伦特认为，人不是

像卢梭说的“生而自由”（ｂｏｒｎ　ｆｒｅｅ），而是“为自由而

生”（ｂｏｒｎ　ｆｏｒ　ｆｒｅｅ）。① 作为人类存在的伟大而独特

的礼物，自由体现在把人类和其他生命形式加以区

分的活动，亦即政治活动。

一、自由只能是政治自由

———兼论解放和自由的区别

　　关于自由，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写道：“成为

自由意味着不受制于生命必然性或他人的强制，亦
不受制于自己的强制，意味着既不统治人也不被人

统治。”②

如何理解这句话？首先，受必然性支配的自然

领域（包括人的自然生命）不存在自由。自由意味着

超越必然，亦即超越生物需要的控制。人也是生物，
也离不开生物必需品，摆脱生命必然性的控制是人

获得自由的前提。其次，自由不但要超越别人对自

己的强制，还要超越自己对自己的强制。“自己对自

己的强制”指的是自己身上的自然属性———比如生

理需要、自然情感等———对自己的控制。一个被自

然需要和自然情感控制的人是不自由的（即使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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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他人强制的情况下）。这说明，人是一个矛盾

体，有多个不同的“我”，如果自然的“我”占据了上

风，这个时候“我”就是不自由的。再次，在由统治关

系支配的社会领域也不存在自由。这个统治关系既

包括被别人统治，也包括统治别人。统治人和被人

统治都是不自由的。被人统治是不自由的，这好理

解。为什么说“统治人的人”也是不自由的？笔者的

理解是：统治人的人也没有从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

结构中解脱出来，而只有从这种结构中解脱出来的

人，才是真正的自由人（既不被人统治，也不统治别

人）。据此，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自由人的生活胜

过一个暴君。暴君看起来似乎为所欲为、无所不能，
但本质上依然深陷于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结构之

中，而且，暴君的统治依赖暴力，而暴力与自由无缘。
的确，这一阐释可追溯至古希腊对自由的理解，

即把自由和政治实践、公共领域紧密地捆绑在一起。
古希腊哲学家认为，政治实践和公共领域的最根本

特征就是摆脱了暴力和必然性的控制，因此是自由

的。必然性以及受其制约的私人领域／家庭领域是

没有自由的，因为它们都属于“自然共同体”，都是

“前政治现象”。共同生活在家庭中的人被生物性的

欲求和需要联系在一起（“保护我们的生活，滋养我

们的身体”），受生活紧迫性（必然性）的制约，因此不

可能有自由可言。与此相反，城邦，即政治领域，才
是自由的领域，人们建立城邦、参与城邦公共事务，
不是为了自然或生物意义上的生命需要。城邦和家

庭的唯一联系是：拥有家庭生活的必需品、免于必需

品的束缚，是参与城邦自由活动的前提。在必需品

和家庭的领域，统治和暴力是正当的，只有这样（如
通过强迫奴隶劳动）才能保证必需品的供应，获得参

加政治活动的条件。暴力是一种使自己摆脱生活必

需品的困扰而进入自由世界的前政治行为。也就是

说，只有当暴力进入到公共领域的时候，它才是不合

理的。在私人领域，暴力是合理的。①

免于贫困、疾病是参加政治实践、获得自由的前

提。一个人有了财富和健康，才能摆脱必然性的控

制，才可能有自由，“贫穷和疾病都意味着受制于物

理的必然性，此外作为一个奴隶还受制于人为的暴

力”。②

这个从生活必需品、物质必然性的束缚中摆脱

出来的过程，被阿伦特称之为“解放”。就自由和“解
放”的关系而言，自由意味着一个人能够离开私人居

所、进入公共世界，用言说和行动与其他人交往，其
前提是从物质必然性中解放出来。因此，解放是自

由的基础和条件。但是，解放却不等于自由：“自由

显然以解放为先导：要成为自由的，人必须首先将自

己从生活必需中解放出来。但是这种自由的身份却

不会因为解放的行动而自然而然地到来。”③ 除了解

放之外，自由还需要“处于同一状态的其他人的互相

陪伴，需要一个共同的公共空间以便与这些其他人

相遇———换句话说，需要一个组织起来的政治性的

世界，以便每一个自由的人都可以通过语词或行动

使自己加入到这个世界之中”④。自由深深地根植于

人的复数性，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或者一个人永

远不和别人发生关系，就无所谓自由。因此，它需要

一个平等交往的公共空间，自由就是在这个公共空

间通过言行自由地呈现自己。
解放是经济／物质意义上的，自由是政治意义上

的。物质解放之后不见得就一定获得政治自由。解

放了的人也不一定都能够珍视和向往自由，他们也

可能继续留恋物质享受，或者把解放等同于自由，甚
至认为政治自由不如物质解放重要，前者是虚无缥

缈的，后者才是实实在在的。一些不肯给予民众以

政治自由的统治者，或许会通过改善民生让民众过

一种衣食无忧乃至富裕奢侈的生活，但绝不给予他

们政治自由；甚至可能故意混淆自由和解放两个不

同的概念，将民众的物质解放、物质享受等同于民众

的自由。
自由和解放的区别对于理解革命也有非常重要

的启示意义。历史上很多所谓“革命”，其感召力其

实来自“解放”（物质解放，摆脱贫困，免于饥寒，过上

富足的生活）。但是阿伦特提醒人们：物质上的解放

不能代替政治自由，过上富足的生活也不等于获得

了政治权利。阿伦特在《论革命》里集中谈到了把解

放和自由混淆所造成的后果：法国大革命因为被解

放的要求所挟持而搁置了或耽搁了政治自由的诉

求，而美国革命因为没有解放的压力，因而专注于政

治自由，最后取得了自由立国的伟大胜利。世界上

很多富裕的国家都做到了解放（人人衣食无忧），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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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却没有自由（这些国家就像一个天鹅绒的监狱）。
阿伦特给人们的最大启示是：自由作为政治概念不

能停留在物质（解放）的层次，而是要进一步上升到

政治层次。
解放之后如何才能进而获得自由？阿伦特的回

答是：自由还需要同样自由的人之间的互相交往，需
要一个大家共享的公共空间，每一个自由人都可以

通过语词或行动在这个世界呈现自己。这里的要点

是：必须建立一个人人可以平等参与的、可以自由发

表言论的“政治性的世界”，它的核心就是“自由立

国”。不是所有人类交往形式都属于这样的政治空

间。比如，家庭也有交流，部落社会也有交流，他们

也都是一种共同体，但这些都不是政治组织，也不是

政治共同体，他们之间的交流没有政治意义。这些

由物质纽带或经济原则组织的共同体或者交流空

间，是受到必需品和维持生命的原则支配的，因此是

前政治的。它或许是一个“天鹅绒的监狱”，但天鹅

绒的监狱依然是监狱，虽然其中没有饥寒交迫之苦，
但它绝不是自由人组成的公共空间。

这就是阿伦特反复强调的自由观：自由只存在

于政治领域，而政治领域存在的前提就是自由：“自
由在其中一直为人所知———当然不是作为一个问

题，而是作为每天发生的生活的一个事实———的领

域是政治领域。即使到了今天，无论我们是否意识

到，当我们说到自由问题的时候，我们心里都会不由

自主地想到政治这一问题和人是一种被赋予了行动

（ａｃｔｉｏｎ）能力的生物这一事实；因为在人类生活的所

有能力和潜能之中，只有行动和政治是这样的事物：
如果不至少假定自由的存在，我们甚至不能设想它

们，以及如果不是多多少少地涉及人的自由问题，我
们几乎无法涉及任何一个具体的政治问题”，“没有

自由，我们所说的政治生活将是没有意义的，政治存

在的理由是自由，它的经验领域是行动”。① 没有自

由就没有真正的政治，这是因为政治不是暴力，不是

统治和强制，而是自由的言行。自由和政治几乎就

是同义语。没有自由的政治是伪政治，离开政治谈

自由是混淆概念。自由是政治的存在理由，所以它

是政治理论的元问题。

二、关于意志自由、思想自由、内在自由

从自由的基本定义出发，阿伦特区别了政治自

由与思想自由、意志自由、主观／经验自由等等一系

列概念，认为后者实际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首先，自由只存在于政治领域，即行动和言说领

域，不存在于思想王国或哲学王国，因此和外在的或

内在的经验都没有关系。阿伦特理解的思想（哲学）
是自我和自我的对话，这里面没有政治问题（因为政

治必须有复数性，也就是充满差异的人组成的公共

空间），也就没有自由问题。阿伦特说：“自由现象根

本就不出现于思想王国”，“无论是自由还是不自由

在我与我自己的对话中———这种对话曾经导致了伟

大的哲学和形而上学问题———都是不能被经验到

的”。②哲学“将这种自由观念从它生长的家园，即广

泛的政治和人类事务领域转移到意志这一不得不屈

服于自我检察的内在的领域”③是一种误解。

但是为什么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经常说“思想自

由”、“思想不自由”等？其实我们说的思想自由或不

自由，常常是指表达思想的自由或不自由，也就是言

论自由或言论不自由，而思想或言论的表达，实际上

已经是发生在公共领域的行动。

其次，由于政治是公众参与的公开实践，而不是

个人的心理经验，因此，自由不但无关思想，也无关

人的主观感受。自由是一种客观的、公开的人的状

态。奴隶在客观上是不自由的，虽然他可能有“主观

自由”的感觉。同时，自由也与所做事情的艰辛程度

无关，一个不自由的奴隶，很可能生活非常轻松甚至

奢华，而一个自由人则很可能历尽艰辛。④

阿伦特进而分析了所谓“内在自由”的说法。与

政治自由相反，所谓“内在自由”是“人们可以用来逃

离外在强制和在其中感觉自己的自由化的内心的空

间”。阿伦特说：“这种内心感觉的状态是一种没有

外在显现的状态，因而理所当然地是一种与政治无

关的状态。”⑤在阿伦特看来，政治实践的突出特点就

是其公共性，它必须是呈现出来的，所以，所有“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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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点对于我们理解上自庄子、下至“阿Ｑ”思想的消极性，特别是其

在今天的消极性，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庄子研究者热衷于挖掘庄

子的所谓“自由”思想，比如如何摆脱物质和世俗事务的累赘，达到

“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甚至把它放到现代社会的语境中阐释其“反
异化”的意义。这种所谓的“精神自由”其实是一种脱离公共世界

的逃避和自欺，它所表征的正是公共世界的败坏和黑暗。正是对

于公共世界的极度恐惧，导致了庄子对于“内心自由”的极度赞美。

这种内在自由观的极端发展就是“阿Ｑ精神”：一个人在公共世界

中是奴隶，但在内心中仍然是“自由”的。而按照阿伦特的理解，一
旦离开了公共世界，无论是自由还是政治，都不再存在了。



的东西”（即不呈现在公共领域）都是非政治的，也和

真正的自由无关。
关于内在自由论产生的社会根源，阿伦特深刻

指出，内在自由论产生于历史上的政治黑暗或非政

治化时期，它本身就是一个病态时代的表征：“无论

谈论这种自由是多么合情合理，也无论人们在古代

晚期把在这种自由描述得多么天花乱坠，这种自由

本质上是历史上晚出的现象，是作为与世界疏远的

结果（也就是非政治化的结果———引者注）而兴起

的，在这种与世界疏远的过程中，一个人在世界之中

的经验被改造成他的自我之中的经验。内在自由的

经验之所以是派生性的，是因为它们总是以从世界

隐退、否定自由、进入一种其他人无法接近的内在性

为前提。”①结合西方思想史可知，在古希腊，政治被

普遍认为是在世俗公共世界发生的事务，而自由只

存在于这个公共世界。这种自由观表明那个时候的

人与世界没有疏离。值得注意的是，阿伦特所说的

“世界”的最突出特征就是公共性，它既与私人领域

相对，也与内心“世界”（经验领域）相对。世界的现

实性在于其公共性，世界之所以是世界，就在于它被

众人分享。世界是共同持有世界的人的世界。如果

处在一个公共世界健全的时代，人们会热心参与公

共事务，呵护公共世界，珍爱存在于公共世界的自

由；而在一个公共世界坏死、政治败坏的时代，人们

或者沉迷于自己的私人生活，享受物质消费，或者遁

入个人内心世界，养成自恋人格，与他人隔绝。在这

样的时代，还可能流行一种内在自由论，认为真正的

自由在自己的内心，外在世界根本没有自由可言。
阿伦特指出，这种逃避公共世界的“内在自由”被当

作是“一个人的自我之中的一块绝对飞地的内在

性”，这种自由的发现者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在世界

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因而缺乏一种“在世界之中

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其实正是自由的先决条件。②这

就是说，只有在一个公共世界败坏的时代，人们得不

到公开的政治自由，才会迷恋、也只有迷恋这种“内
在自由”以求得解脱，通过自欺来摆脱焦虑。

阿伦特还认为，自由不是一种由人的动机、意

志、智力等等心理因素控制或决定的现象。“行动之

所以是自由的，是因为它既不是智力指导的对象，也
不是意志命令的对象。”③“智力指导”论把自由看作

好像是在两个或者更多预定选项之间进行选择的自

由，它假定了已经存在预定的两种或更多的选择，而

自由就是从一个人的动机、目标出发选择其中一个。

在阿伦特看来，这种使“预定计划”成为现实的活动，

不是政治自由，因为“行动要成为自由的，必须一方

面不受动机的规约，另一方面不受作为行动的一种

可预见效果的意向目标的规约”④。行动自由的标志

恰恰就是能够超越动机和目的“这些决定性的因

素”。那些受到未来的目标、效果意向以及意志选择

等决定的行动被阿伦特认为是“被决定状态下的行

动”，而不再是自由行动，它“是由一个未来的目标指

导的，在意志意愿这一未来目标之前，智力已经先行

把握了这一目标的可欲性，然后智力召唤意志，因为

只有意志才能命令行动”⑤，“下命令的力量，指示行

动的力量（即意志，引注），并不涉及自由的问题，而
只涉及坚强或软弱的问题”⑥。一个没有自由的人，

内心再坚强还是没有自由。

阿伦特认为，自由就是自由原则（在没有统治关

系的公共领域与他人平等交往）的实施。原则不是出

于心理，不同于动机、意志等发生于心理的现象，它仿

佛“产生于外面”（ｉｎｓｐｉｒｅ　ｆｒｏｍ　ｗｉｔｈｏｕｔ）。⑦原则是“如此

普遍，以至于不适合规定具体的目标，虽然一旦行动开

始，每一个具 体 的 目 标 都 可 以 根 据 其 原 则 加 以 评

判”⑧。行动的原则不同于先于行动的智力判断，也不

同于发动行动的意志命令，只有行动的实施本身才能

使生气勃勃的自由“原则”得到充分的体现。智力判断

先于行动，意志可以发动行动，而“原则”就是行动的实

施。在行动的实施过程中，判断也许会失去它们的“有
效性”（ｖａｌｉｄｉｔｙ），即判断失误；命令的强度也会使自己

消耗殆尽，而鼓舞着行动的原则在行动的实施过程中

却不会损失任何强度或有效性。“与行动的目标不同

的是，一项行动的原则可以不断地重复自己，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而与行动的动机不同的是，一项原则的

有效性是普遍的，与任何特定的个人或特定的团体并

无不可分割的联系。”⑨原则与行动是同时存在同时消

失的，“其在世界上存在的时间就是行动持续的时间，

既不更长一些，也不更短一些”⑩。

阿伦特强调的仍然是：自由必须呈现出来或加

以实施，而不是藏匿在心里，因此不可能是人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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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③

②④⑤⑥⑨⑩　［德］阿伦特：《什么是自由》，第３７０、３７０—３７１、３７６、

３７６、３７６、３７７页。

⑦⑧　Ｈａｎｎａｈ　Ａｒｅｎｄｔ．“Ｗｈａｔ　ｉｓ　Ｌｉｂｅｒｔｙ？”Ｉｎ　Ｈ．Ａｒｅｎｄｔ：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ａｓｔ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Ｖｉｋｉｎｇ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８．ｐ．１５２．



机、意志或判断。“自由的出现，与原则的体现相似，
与进行 中 的 行 动 是 二 而 一 的。”“人 是（强 调 现 实

性———引者注）自由的———因而与他们所拥有的自

由的能力（注意：能力不是现实性而是可能性———引

者注）不同———当且仅当他们行动之时，既非行动之

前也非行动之后；因为是自由的与是行动着的实际

上是一回事。”①

三、自由与勇气

自由的实践发生在公共领域，因此，要自由就必

须离开家庭（私人领域），而离开家庭需要勇气（而不是

什么“文化水平”、“政治素质”等，或者说，勇气就是最

重要的政治素质）。公共领域的特点并不是安全，而是

卓越、荣光和尊严。恰恰相反，家庭／私人领域才是安

全的，公共领域、行动领域则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危险

性。“任何人一旦进入政治领域，他首先必须时刻准备

着牺牲自己的生命，过分留恋、关注生命会妨碍自由。
离开家庭参与到公共领域最初是为了冒险或开创事

业，后来则是为了参加公共事务。只有在家庭中，人才

会主要关心自己的生活、生存。这是受奴役的明确标

志。”②这样，勇气就成为一种卓越的政治品质。所以，
阿伦特说：“一个贫穷的自由人更喜欢每日都在发生变

化的、缺乏稳定性的劳动市场，而不大喜欢有保障、有
规律的工作；后者限制了他每天随心所欲做事情的自

由，因此被认为是一种奴役状态。对自由人来说，即使

是恶劣、痛苦 的 劳 动 也 比 许 多 家 奴 的 轻 松 生 活 要

好。”③自由人的生活总是充满了危险和不确定，而奴

隶的生活倒可能非常安全和稳定———我们可以想想

那些富豪、贵族家里的奴隶。

此外，参与政治活动（自由）也并不意味着舒服

的生活，而是意味着“好生活”（ｇｏｏｄ　ｌｉｆｅ，笔者的理解

就是“尊严的生活”），它“不光是比日常生活更加完

美、更加无忧无虑或更加高贵，而且还具有一种完全

不同的性质”④。这种性质突出表现在：公民生活是

摆脱了物质必然性的束缚、摆脱了“肉体性生命过

程”的生活，因此是荣光、卓越和得体的标志。“‘好
生活’（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公民生活）不仅比日常生

活更好、更愉快或更高贵，而且具有完全不同的性

质。它是‘好的’在于它通过掌握纯粹的生命必然

性，通过从劳动和工作中摆脱出来，以及通过克服所

有生命动物对生存的内在欲求，而不再受制于生物

性的生命过程。”⑤

奴隶（不自由）生活的特点不在于贫困，而在于

不得体，即没有自由，一个大贵族家里的奴隶是很安

逸的，没有危险，衣食无忧，但他没有尊严。即使是

一个家财万贯的人，也仍然可能继续陷于对财富的

无休止追逐，仍然误把奢侈当作自由。因此，一个人

是否摆脱了物质必然性的标志，并不简单等同于是

否拥有大量财富。为了从事公民的政治生活，希腊

人才必须把贸易、制造业等不“自由”活计交给奴隶

或外国人，以便让自己专心致志地从事政治活动。
（责任编辑：张 曦）

①　［德］阿伦特：《什么是自由》，第３７７页。

②③④　［德］阿伦特：《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见汪晖等主编：《文化

与公共性》，第６５、６４—６５、６７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１９９８。

⑤　［德］阿伦特：《人的境况》，第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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