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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人到社会，弗洛姆的观察视野
■ 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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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里希·弗洛姆，著名德裔美籍心理学家、

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弗洛姆一生，以深入浅
出、平易近人的文笔，创造了大量学术著作和
普及性作品， 其中影响最大的有 《爱的艺术》

《存在的艺术》《逃避自由》《健全的社会》《论不
服从》等 5 本，目前已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弗洛姆的研究植根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
析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 他的经典力
作，从生存与关爱、健全与自由等多重角度切
入，探讨人类的福祉与人生的意义，值得人们
反复品读、深入思考。

今天是弗洛姆诞辰 119 周年纪念日，相信
他的这套心理学系列作品能够为当下注入一
股理性而温暖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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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是一门艺术吗

“爱是一门艺术吗？回答是肯定的。因此，

它需要知识和努力。”

“人们认为爱是简单的，困难的是寻找正
确的爱的对象，或者被爱的对象。这种态度的
部分原因在于现代社会的发展。”

“人———所有时代和文化中的人———面临
着完全相同的问题：如何克服分离，如何达到
和谐，如何超出个人生活并发现一致。”

“天真的、孩童式的爱情遵循下列原则：我
爱，因为我被人爱。成熟的爱的原则：我被人
爱，因为我爱人。”

以上这些耳熟能详的语句，皆出自弗洛姆
最为人所知的著作———《爱的艺术》。

《爱的艺术》自 1956年出版至今已被翻译
成 32种文字，在全世界畅销不衰，被誉为当代
爱的艺术理论专著。在《爱的艺术》这本书中，

弗洛姆认为，爱情不是一种与人的成熟程度无
关、只需要投入身心的感情。如果不努力发展
自己的全部人格并以此达到一种创造倾向性，

那么每种爱的试图都会失败，如果没有爱他人
的能力，如果不能真正谦恭地、勇敢地、真诚地
和有纪律地爱他人，那么人们在自己的爱情生
活中也永远得不到满足。 爱是人格整体的展
现，要发展爱的能力，就需要努力发展自己的
人格，并朝着有益的目标迈进。

弗洛姆进而提出，爱是一门艺术，要求想
要掌握这门艺术的人有这方面的知识并付出
努力，与弹琴、绘画一样加以学习和练习。但是
大多数人认为爱仅仅是一种偶然产生的令人
心旷神怡的感受，只有幸运儿才能“坠入”爱的
情网。

人们对于爱会产生错误的想法，源于三种
原因：一是大多数人认为爱情首先是自己能否
被人爱， 而不是自己有没有能力爱的问题；二
是认为爱的问题是一个对象问题，而不是能力
问题；三是人们不了解“坠入情网”同“持久的
爱”这两者的区别。对人来说最大的需要就是

克服他的孤独感和摆脱孤独的监禁，而这只有
通过真爱才有可能实现。 真爱的基本要素，首
先是“给”而不是“得”，“给”是力量的最高表
现，恰恰是通过“给”，“我”才能体验“我”的力
量、“我”的富裕、“我”的活力。爱情的积极性除
了有给的要素外， 还有一些其他的基本要素。

这些要素是所有爱的形式共有的， 那就是关
心、责任心、尊重和了解。

弗洛姆利用《圣经》里约拿的故事说明在
现今人际关系中，关怀和责任的特质已十分少
见。故事讲述尼尼微城镇的居民有罪，要承受
恶果，约拿却不愿意去拯救他们。弗洛姆称，现
代社会的人缺少对别人的自由的尊重，更不了
解别人真正的希望和需要。

自爱不是“自私”，自爱是爱他人的基础，

对自己的生活、幸福、成长以及自由的肯定是
以爱的能力为基础的，这就是说，看你有没有
能力关怀人、尊重人，有无责任心和是否了解
人。如果一个人有能力创造性地爱，那他必然
也爱自己，但如果他只爱别人，那他就是没有
能力爱。

爱一个人不仅是一种强烈的感情，而且也
是一项决定，一种判断，一个诺言。如果爱情仅
仅是一种感情， 那爱一辈子的诺言就没有基
础。一种感情容易产生，但也许很快就会消失。

如果爱光是感情，而不同时又是一种判断和一
项决定的话，我们如何才能肯定我们会永远保
持相爱呢？

享受自由是有条件的吗

享受自由是有条件的吗？人们会在艰苦奋斗
以得到自由的时候抛弃自由吗？

如果人性不能适应自由所固有的危险与责
任， 它就可能转向极权主义。 这是弗洛姆在他
1941年出版的《逃避自由》中所探讨的主题。《逃
避自由》是影响现代人精神生活最深远的社会心
理学名著之一。

《逃避自由》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那
时法西斯极权威胁着全人类的安全。《逃避自由》

既是弗洛姆对两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的诠释，也是
他从心理学角度对当代社会做出的系统而强烈
的批评，在今天依然振聋发聩，发人深思，被誉为
精神分析运用在社会学中的不朽名著。

很少有一本书能像《逃避自由》这样深入地
解释形成现代社会的力量，透彻地分析极权主义
机制滋生的原因，也很少有心理学家像弗洛姆这
样热烈地谈论自由的价值、社会的塑造，以及个
体发自内心的爱。他努力教导人如何自由而不孤
独、自爱而不自私、理智判断而不找合理化借口、

拥有信仰而不迷信于神学。

弗洛姆一直致力于研究现代人的性格结构
及有关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问题。

《逃避自由》是这项研究的一部分。近现代欧美历
史的中心便是人谋求自由，摆脱政治、经济、精神
的羁绊。发起争取自由斗争的是那些渴望自由的

被压迫者，反对的是那些维护特权的人。欲摆脱
统治、谋求自身解放的阶级在斗争时坚信它在为
人类的自由而战，因而可以以某种理想，吸引所
有受压迫者，唤醒其内心深处隐藏的对自由的渴
望。然而，在连绵不断的争取自由的漫长斗争中，

曾经反对压迫的阶级在赢得胜利、需要维护新特
权时，又成为自由的敌人。

许多人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最后的斗争，

其结束意味着自由完全胜利。现存的民主似乎得
到了强化，新民主取代了旧的君主统治。但是，没
过几年，新的制度便登台亮相了，它否定了人类
确信无疑的在几个世纪的斗争中赢得的一切。因
为这些新制度的本质便是除一小撮人外，所有的
人都必须臣服于一个他们无法约束的权威。它有
效地控制了人的整个社会和个人生活。

弗洛姆在书中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作为人
类经验的自由是什么？渴望自由是人性中某种与
生俱来的东西吗？它是一种无文化差别的共同经
验，还是因个人主义在某一特殊社会实现的程度
不同而相异？自由仅仅指没有外在压力，还是存
在着某种东西———如果是，是什么？社会中促使
人为自由奋斗的社会经济因素有哪些？自由会不
会成为沉重负担，使人无法承受，进而竭力逃避
它？为什么自由是许多人的夙愿，又是其他人的
威胁？在天生的渴望自由之外，是否也可能有一
种天生的臣服愿望？……

在书中， 弗洛姆回答了自己提出的这些问
题。

什么是理想社会的核心关注点

“在理想的社会中，个人的幸福是社会的核
心关注点”，“只有创造一个健全的社会才能保护
自己”，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一书中所提出的
观点，无疑是疗愈社会冷漠症的一剂良药。

《健全的社会》是对现代社会中人的精神状
况的一次有力的探索。精神健康的问题是否只涉
及某些“不适应”社会的个体？社会作为整体是否
会患上精神病？对此，弗洛姆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现代社会使人们与自己创造的事物、自己建立的
组织、其他人，甚至自己疏离开来。现代资本主义
造就了“可支配的人格”，对这种趋势放任自流的
结果将是为异化力量所支配的精神失常的社会。

在深入分析了各种社会组织方案后，弗洛姆
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在理想的社会中，个人不再
是达成其他人的目的的手段，个人的幸福是社会
的核心关注点，社会的经济增长不应凌驾于个人
的发展之上；在精神健全的社会中，个人应当富
有创造力和责任感。

“在所有社会和经济活动中，最高价值是人，

社会的目标是营造各类环境， 让每个人充分发展
其潜能、理性、爱和创造力，真正实现自由和发挥
个性。”延续了《健全的社会》提出的以人为本的观
点，弗洛姆在《论不服从》中再次强调，人是社会的
最高价值。

弗洛姆以对《圣经》中亚当与夏娃被逐出伊
甸园的故事的重新解释，奠定其人本主义哲学的
基石。弗洛姆指出，辨别善恶通常被视为一种美
德，研究《圣经》的学者却都认为亚当与夏娃吃知
善恶树的果实犯了罪， 因为他们违背了上帝。他
认为人应运用其理智来建立自己的道德价值，不
是以服从权威来建立道德价值。弗洛姆赞赏能够
采取独立行动的人。这些论点都是有违传统宗教
的。

他继而指出，在人类历史上，是不服从的思
想和行为推动着社会进步，而不服从不但需要极
大的勇气，更需要独立思考和感受的能力。弗洛
姆甚至认为，“人类究竟是否有未来，文明究竟是
否会终结，端赖我们是否秉持怀疑的能力、批判
的能力和不服从的能力。”

弗洛姆反对盲从因袭，对常识中的“陋识”部分
持批判的立场。他结合社会和政治现象获得了心理
学洞见，投身和平运动，呼吁采取裁军步骤。在这些
活动中，他对各类人云亦云的“常识”以及官方的政
治话语实践了他的不服从态度，他所服从的是心智
健全的思考方式，与阿尔伯特·施韦策、伯特兰·罗
素等先知哲人们秉持的理念一脉相承。

《论不服从》出版于 1981年，其“服从人性和
人道社会的目标，不服从各种偶像和政治的意识
形态”的论述，至今仍有意义。

《存在的艺术》是《爱的艺术》的姊妹篇。《存
在的艺术》的第一部分阐明了占有和存在这两种
生存模式的本质，这两种存在模式占主导地位的
结果都是为了人类的福祉，人类的全面人性化需
要突破由占有为中心到以活动为中心，由自私和
以自我为中心到团结和利他主义为中心。本书的
第二部分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

这些建议有着相当多的理想成分，但自有一
股感人的信念蕴藏其中。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 卫霖

植物的生长过程，是植物与大地、时间
的互动。它们对季节更迭的知觉，远比人类
来得敏锐。尤其是在忙碌的春天，自然界里
的每一个生命都在蓄势待发的时刻，稍不留
神，兴许就错失了赏花的好时机。

自二十四节气申遗成功，人们对本土自
然生态就愈加关心和重视起来。《原来野花
这么美》便是一本有关花草与文化、自然与
生活的人文读物。在这本书中，台湾博物写
作者叶子跟随季节的交替， 根据植物的生
长，以全年春、夏、秋、冬为序，详细介绍了 57

种我国台湾及南部的野花。

叶子并非科班出身， 不曾学过植物分
类学，甚至与园艺系、森林系、生命科学系
等相关科系也都不相干。 但大自然既像一
个宝库，又像一个迷宫，一旦进去，就再也
出不来了。十多年来，无论在何时何地，叶
子都坚持拍摄、书写植物，用心记录身边的
一草一木，想办法保留住植物四季的风华。

在《原来野花这么美》一书中，她从台湾的
野花谈起， 既对野花作了植物学意义上的
严谨介绍， 也用细腻的笔触写下了植物与
人的种种关联， 记述了她与花草的相遇与
相识，并配以大量清晰、精美的图片，使得
《原来野花这么美》既是一本快速认识野花
的入门读物， 也是一部有生活意趣的花草
人文读物。

一寸山河一寸金， 一方水土一方人。当
遥远的北方刚刚从“猫冬”中苏醒，江南已过
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叶子在书中介绍的，

是台湾地区最常见的野花，笔者在岭南地区
的乡村里长大，所以对于书中介绍之南方野
花都觉得颇为熟悉。读着读着，思绪就飘回
到了成日无所事事、在野地上疯跑的童年时
代，仿佛折返南方，再次闻到潮湿温暖、弥漫
着青草野花香的空气味道。例如作者介绍白
花鬼针草，说它“花谢了以后，剩下裸露的刺
球，便是小孩子喜欢拿来捉弄人的玩具”，孩

子们时常抓起一把刺球当“飞镖”，扔出去后就
假装无所事事地走开，而刺球附着在人的衣物
上，很难去除，孩童因此达到恶作剧的目的。

阅读至此，笔者不禁欣然微笑：这也正是
自己童年时代经常上演的鬼把戏啊，只是当时
看过、玩过，却叫不出它的名字来。

不独野花之花是美的，它们的名字也美得
让人心颤。书中提到有一种野花，名叫“琉璃繁
缕”，又名“海绿”“蓝繁缕”。这样的名字哪怕不
解其意，也如香菱所言“念在嘴里倒像有几千
斤重的一个橄榄”。“琉璃繁缕”多在早春开花，

仅少数在夏秋开花，所以欧洲人称之为“早春
的花神”。在春寒乍暖的三月，在迷雾轻笼、气
温渐高的春风里，若是见到流光溢彩、变幻瑰
丽的“琉璃繁缕”，任谁都难以招架这蓝色小花
的美！

阳明先生有言：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
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
明白起来。东风动百物，草木尽欲言，踏青之

时，极目四野，此时若能一一识得偶然邂逅之
花花草草，叫得出它们的名字，知道它们的故
事，懂得这个是桃金娘，那个是山素英，那么对
眼前世界的了解，必然更加清晰明快，与盲时
完全不同。

在春衫渐薄、岸柳青青的节气里，走近自
然，认识野花之美，终究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
情。哪怕野花那令人怦然心动的“野性之美”

只是转瞬，但从植物的更迭延续中，从它抓住
温暖日光奋力绽放的身姿中， 我们看见的是
生命的韧性， 是永恒的自然。 这似乎也意味
着， 人类又回到了他们的故乡。 所以爱默生
说： 热爱大自然的人是那种内外感觉仍然协
调一致的人， 在成年之后依然保持着孩童般
的纯真。

《原来野花这么美》
叶子 著
东方出版社

把未来空间留给她们，也留给读者
朱蕴秋

《辫子》的故事，由三个不同国度的女人
组成。

在印度，斯密塔是生活在最底层的“贱
民”，每天都要徒手打扫村里的厕所。她唯
一的梦想就是让女儿逃离这种残酷而荒谬
的传统，上学读书。但当她终于说服丈夫，

把女儿送进学校， 女儿却在第一天上学就
受到老师的欺凌。 斯密塔决定带着孩子远
走他乡。

在意大利西西里，朱丽娅在父亲的假发
厂工作。父亲因车祸陷入昏迷，她发现工厂
濒临倒闭，因为缺乏原料———头发。妈妈希
望通过联姻解决问题， 但朱丽娅不甘屈服，

在恋人的帮助下，决定利用网络从印度市场
收购头发，拯救工厂和家人。

在加拿大， 萨拉是一位事业有成的律
师， 在竞争激烈的职场上投入了全部精力。

为了打破职业的天花板，她怀孕和养育三个

孩子都是在尽量不引人注目的状态下完成
的，也就是刻意隐藏女性身份给她带来的劣
势。 但就在她即将登上事务所最高位时，却
发现自己得了乳腺癌。生病之后，她所有的
努力化为乌有，陷入女性困境里。

最终，印度女人的辫子，经西西里女孩
加工成假发， 戴在了加拿大女人的头上。她
们原本素昧平生，却因这条辫子而紧密联系
在一起。

《辫子》可以说是全球化视野下，献给所
有女性的一曲赞歌。故事中的三位女主角生
活在截然不同的三种文化和社会环境中，她
们的身上浓缩了种种或明或暗的对女性的
束缚。 作者莱蒂西娅·科隆巴尼是位有着作
家、导演、演员、编剧等多重身份的女性，

《辫子》是她的第一部小说，自 2017 年 5 月
在法国出版以后，稳居畅销榜前列，销量近
百万册，版权已售 30 种语言，获得多个文

学奖项。小说电影改编权也已售出，将由作者
本人搬上银幕。 莱蒂西娅希望自己塑造的是
充满力量的女性形象，“既不是被物化的女
性，也不是受害者或衬托”。小说中的三位女
主角洋溢着勃勃的生机， 拥有反抗的精神和
坚强的意志。

《辫子》的灵感来自生活。一天上午，莱蒂
西娅的好朋友给她打电话， 请她陪她去选假
发，因为她不幸罹患乳腺癌，马上就要开始做
化疗。 当莱蒂西娅看着朋友试戴各种假发时，

她不禁好奇， 这些用真人头发做成的假发，原
来的主人是什么样子的。朋友最后选了一顶用
印度女性头发做成的假发。 从假发店出来，莱
蒂西娅仿佛看到了一道光———辫子，连接着女
人们的命运。

莱蒂西娅公开承认， 从某种程度来讲自
己是女权主义者。但她定义的女权主义者，不
是要与男性对立，与对方开战，她认为上世纪

70年代兴起的女权运动，看起来轰轰烈烈，但
因为带有一定的攻击性而使效果适得其反。

莱蒂西娅的女权主张， 是一种心平气和却坚
持不懈的维权。她认为，西方社会看起来尊重
女性，实则是一种表象，因为有些不平等是隐
形的，如差别薪酬、职业天花板等。“女汉子”

的说法也着实可疑———为什么要用一个男性
的标准去形容女性， 而不是女性本身可以拥
有力量？

小说有一个开放式的结局，这是莱蒂西娅
想要的效果———陪着小说中的女性向命运说
不，向自我解放迈出第一步，但把未来的空间
留给她们自己，也留给读者。

《辫子》
[法]莱蒂西娅·科隆巴尼 著
张洁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阳光下，几只蜂悬空振翅，做沉思状，它们在思索什
么样的问题咧？

紫藤花架的两头，十年前插活的月季已然长成小
树，花枝满满地覆盖了楼顶东西两翼的墙头。紫藤花架
下，东看是红月季，西望也是红月季。月季不是别的颜
色，它是红得很亮、很正的玫红，刚好与紫藤的淡雅相
配，参差对应，互相赞颂。

坐在紫藤花下，陪着阳光下的花，静观它们欣欣然
开放。

时间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被染成花一样的色泽和香
味。

阳春三月杏花天，杏花在梦里，紫藤花开在眼前，眼
前是明朝的梦。

———摘自《一蔸雨水一蔸禾》，蔡皋著，中信出版社

成都还有味道吗？味道是很难用语言表达出来的，
经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我说不清楚今天成都
的味道，但是我今天还可以回味过去成都的味道。那种
味道，萦绕在脑海中，时时会在心中翻出来，让人有一点
淡淡的怀旧和惆怅。因为很多过去的味道都消失了。

说起成都的味道，一定是和其他城市进行比较的，
是有地域差别的。例如，在成都讲吃是懂生活，在北京人
看来是“庸俗”（记得这是成都作家西门媚在她的“食
光机”系列中说的）。成都的味道，也可能是特殊的城乡
关系，每天从城外运来菜的农民，或来谋生的工匠；也可
能是城市面貌，像两层楼的铺面，有围墙的公馆，府南
河、城墙、满城和皇城；还有成都的招牌和幌子。如果过
去都像今天的某些城市那样，城市哪里还有丰富多彩的
面貌呢？

———摘自《消失的古城：清末民初成都的日常生活
记忆》，王笛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天气预报无处不在。对于一名普通的英国人而言，平
均一天里要接触到五六种形式的天气预报，通过电视、报
刊、广播等，口口相传。每天早晨，当听到早餐时分天气预
报员的声音时，你一定会立即清醒过来；到了晚上，你会
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第四频道的海洋预报那熟悉的
音乐《驶过》中安然入眠。不论通过何种媒介，天气预报
都已成为现代生活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人们总能
随时得知那变化多端的天气又将向什么方向演变。天气
预报员们总是穿着简洁而干练的服装，他们的眼睛炯炯
有神。一旦有恶劣天气来临时，他们的话语中总是充满了
关怀和同情。得体的措辞、干练的西服、优雅的举止以及
对气象预警的巧妙传达，这些会让观众认为他们是古典
主义的典范。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些天气预报员们其
实是 19 世纪最大胆的科学实验的产物之一。

———摘自《天气预报：一部科学探险史》，［英］彼得·
穆尔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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