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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个性的积极张扬
———梭罗文学作品的政治哲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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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思想家梭罗是美国个人主义哲学思想的代表人物ꎮ 在他的诸多作品

中ꎬ«消极抵抗»和«瓦尔登湖»张扬了其追求自由和平的强烈个性ꎮ 梭罗通过文学作品

宣扬激进的个人主义ꎬ质疑政体存在的必要性ꎬ揭示了资产阶级政府与个人自由权利之

间存在的尖锐矛盾ꎬ并号召人们消极抵抗政府的统治ꎻ他启发人们在物欲横流的资本主

义社会ꎬ通过不断地完善自我ꎬ获得个人自由和权利ꎮ
〔关键词〕梭罗ꎻ政治哲学ꎻ«消极抵抗»ꎻ«瓦尔登湖»

亨利大卫梭罗(Ｈｅｎｒｙ Ｄａｖｉｄ Ｔｈｏｒｅａｕ)是 １９ 世纪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作

家和哲学家之一ꎮ 他一生创作了十几部作品ꎬ其中 «消极抵抗» (以下简称

«消»)和«瓦尔登湖»(以下简称«瓦»)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ꎮ 政论

文«消»发表于 １８４９ 年ꎬ从个人权利和自由角度批驳了政府不公、奴隶制度和美

墨战争等卑劣行径ꎬ呼吁人们拒绝纳税ꎬ消极抵抗ꎮ
１８５４ 年发表的散文«瓦»ꎬ记录他在瓦尔登湖畔独自度过两年半的生活经

历ꎬ其中的自由平等的思想经久不衰ꎬ被评为最受读者欢迎的非虚构美国文学作

品ꎮ 梭罗的作品虽未被视为哲学著作ꎬ但出于对自由和平等的挚爱ꎬ梭罗从政治

哲学的视角探索人类所面临的基本哲学问题ꎬ引发人们对个人自由和权利、实现

个人价值追求的思考ꎬ极度张扬了他的自由个性ꎮ

一、梭罗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基础

梭罗的政治哲学围绕个人主义的核心展开ꎮ “个人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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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ꎬ当时多将其同自私自利的个人利己主义联系在一起ꎬ认为个人主义的发展

会冲击政府的管理秩序ꎬ导致社会的无序状态ꎬ应该加以抵制ꎮ 个人主义传播到

美国后ꎬ经历了美国民主思想和社会改革的洗礼ꎬ孕育了全新的积极意义ꎮ 它所

倡导的独立自强、平等自由的内涵已成为美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ꎬ渗透到美国

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ꎬ构成美国个人主义的价值体系ꎮ
美国个人主义以自由平等为特征ꎬ具有自身形成和发展的过程ꎮ 早期欧洲

的清教徒带着崇尚勤奋与自律、追求财富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梦想来到新大陆ꎬ奠
定了美国个人主义的基础ꎮ 独立战争激发了美国人民对自由平等的追求ꎬ而
“自由主义”实质上是一种代表个人主义的政治语言ꎮ〔１〕«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

人富兰克林ꎬ借鉴欧洲有关平等自由的政治思想和社会理论ꎬ把“追求幸福”作
为人的三种基本自然权利之一ꎬ赋予美国个人主义新内涵ꎮ 如特纳所言ꎬ“边疆

是产生个人主义的场所” 〔２〕ꎬ大规模开发边疆的西进运动ꎬ巩固了美国个人主义

的根基ꎮ 以美国哲学家爱默生为代表的超验主义者ꎬ将清教主义的个人奋斗和

自我价值相结合ꎬ从更广泛的理论层面对个人价值进行了解析ꎬ使个人主义极致

张扬ꎬ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了美国个人主义“独立平等”的精神内涵ꎮ
梭罗所处的时代ꎬ恰值近代西方国家起源学说体系形成并应用于实践ꎮ 该

学说预设ꎬ在社会政治权威出现之前存在一种“自然状态”(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ꎮ
在自然状态中ꎬ社会没有私有财产、不存在统治ꎻ没有政治权威ꎬ每个人都是平等

自由的ꎮ 然而ꎬ对于自然状态以及自然人的生存状况的具体描述和如何脱离自

然状态ꎬ思想家们各持己见ꎮ 主要有以霍布斯为代表的“战争自然状态”、以洛

克为代表的“理性自然状态”和以卢梭为代表的“和谐自然状态”等观点ꎮ 梭罗

继承了西方国家起源学说中民主主义的基本理念ꎮ 在“自然状态”的理论构想

上ꎬ梭罗赞同洛克的观点ꎬ认为自然状态是有序的、“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ꎮ 人

类是生而自由、生而具有理性的ꎮ 自然人之间是相互平等的ꎬ“不存在从属或受

制关系” 〔３〕ꎬ人们遵从自然法的支配作用ꎮ 基于对个人主义的追求ꎬ梭罗把个人

自由和权利置于国家、政府之上ꎬ认为“个人权利先于政府权利”ꎬ“我们首先是

‘个人’然后才是‘臣民’ꎮ” 〔４〕“在他的心灵和生活里ꎬ个人的生活、个人的追求、
个人的价值明显要比政府占有更为重要的位置ꎮ” 〔５〕他反对政府的多数派民主ꎬ
担心个人被多数派压迫ꎮ “由多数人进行管理的政府在很多时候是有失公平

的ꎬ甚至超乎理解地不公ꎮ” 〔６〕 在谈到个人与群体的道德关系时ꎬ他特别强调个

人地位和个人自治权ꎬ反对集体主义思想ꎮ 在他看来ꎬ“群体是没有道德的ꎬ这
话说得贴切ꎬ但若群体由道德高尚的人组成ꎬ群体便有了道德ꎮ” 〔７〕

然而ꎬ梭罗有别于洛克ꎮ 洛克认为自然人为了获取保护ꎬ需要放弃部分个人

权利ꎬ从而达成社会契约ꎬ“不得不”走进文明社会ꎬ形成国家ꎬ被迫接受政府的

管理和统治ꎮ 以人的理性良知为基础的自然法则难以担负起维持社会秩序的重

任ꎮ 而梭罗则对为了保护自己及财产、出自理性自愿出让部分的自由和权利担

心ꎬ对协议政府是否能达到公众所期望的幸福、繁荣和安全目的持怀疑态度ꎮ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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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人们应该相信自然法则ꎮ 只有在自然状态下ꎬ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才能得到

保护ꎮ 出于维护个人主义的愿望ꎬ梭罗首先要求改良政府:“能不能有这样一种

政府ꎬ对于一件事情的对错ꎬ不是完全由强势多数的意志决定的ꎬ而是以道德为

标准去评判?” 〔８〕并希望“国家可以公平地对待每个人ꎬ国家对待个人就像邻里

之间那样相互尊重ꎮ 如果有人愿意离群索居ꎬ不愿隶属于它ꎬ只要他尽到邻里和

国民的责任ꎬ不干涉它ꎬ那它就可以处之泰然ꎬ任其自由ꎮ” 〔９〕 值得注意的是ꎬ梭
罗要求政府的改良要建立在道德标准之上ꎬ而非根据多数派意志管理国家ꎮ 道

德标准在无政府主义理论家穆瑞罗斯巴德笔下被称为“自然法”ꎬ是无政府主

义者毫不妥协的基础ꎬ与洛克“完备无缺的”自然状态理论形成勾连ꎮ 坚持自然

状态的大部分理论家所代表的正是理性的无政府主义者ꎬ他们遵循诺齐克“看
不见的手”的逻辑ꎬ推想未来世界将形成高度自律组织ꎮ 因而ꎬ梭罗对资产阶级

政府提出的道德标准的改良要求ꎬ实质上是对其政体的彻底否定ꎬ在梭罗的理想

社会里ꎬ道德良知的自然法将取代政府和法律ꎮ
梭罗以个人自由为核心的政治哲学基础通过对西方政治哲学理论的“扬

弃”建立起来ꎮ 纵观梭罗的文学作品ꎬ他深受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ꎬ“无政府主

义之父”威廉戈德温和巴枯宁个人无政府主义的影响ꎮ 从激进的个人主义角

度ꎬ他反对美国政府对个体自由和权利的侵害ꎬ并进而质疑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存

在的必要性ꎬ甚至对一切有悖于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体制都加以摒弃ꎮ

二、反抗强权政府的立场与实践

在不断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里ꎬ梭罗追求自由的个性受到挑战ꎮ 梭罗强烈

不满美国政府侵犯个人权利、强奸民意的事件ꎬ并对政府表现出不妥协的立场和

智慧ꎮ 在«消»中ꎬ他多次提到美国存在着社会的不公ꎬ认为在过去野蛮的时代ꎬ
每个家庭尚能拥有自己的住房ꎬ足以满足日常简单生活的需要ꎬ“但现代文明社

会中只有一小半的家庭拥有房子”ꎮ〔１０〕 在«消»的开头ꎬ梭罗申明对政府构成和

功能的态度ꎬ“管得越少的政府ꎬ就越是好政府” 〔１１〕 他还对政府提出尖锐批

评ꎬ认为它热衷于职能之外的事务ꎬ而对于本职工作关注不够ꎬ如使国家保持自

由、安定西部、提供教育等无所建树ꎬ对人民共同努力而获得的成就经常从中阻

挠ꎬ尤其在蓄奴制度和美墨战争问题上ꎬ梭罗对政府极为愤怒ꎬ他在«瓦»中写

道:“我有时吃惊ꎬ我们对待黑奴制ꎬ那种有点异域情调的恶心制度ꎬ态度竟然如

此不严肃” 〔１２〕同时他认为美墨战争是政府强加给人民的战争ꎬ“看看现在正

在进行的美墨战争吧ꎬ它正是相对少数人利用政府工具的杰作ꎬ因为从一开始ꎬ
人们就不同意这种做法ꎮ” 〔１３〕因此ꎬ他拒绝向政府缴税ꎬ认为政府用纳税人的钱

“找了别人代替自己去镇压奴隶ꎬ去向墨西哥开火ꎮ” 〔１４〕他呼吁人们“拒绝效忠”
不道德、非正义的政府ꎮ 如果政府不能保护个人的自然权利就会导致人们处于

悲惨境地ꎬ感到前途渺茫ꎬ人们就有充分的理由推翻它ꎮ “和它(政府)有任何瓜

葛都使人蒙羞要我成为这样的政府的臣民ꎬ我一秒钟都不愿意ꎮ” 〔１５〕他对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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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美国政府的厌恶达到了一种无以复加的地步ꎮ
梭罗个人主义思想源于现实和实践ꎮ 他对强权政府的反抗不仅表现在言语

上ꎬ也体现在身体力行为人们提供摆脱现实困难ꎬ向理想生活迈进的途径上ꎮ 与

其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不同ꎬ梭罗极其重视哲学实践ꎬ他始终强调行动的重要

性ꎬ认为哲学家的思想与行动的结合非常重要ꎮ “他对他所揭示的各种矛盾的

解决方案几乎都可以在他的行动中找见”ꎬ〔１６〕他认为“成为哲学家不只是拥有精

妙的思想ꎬ甚至也不是建立一个学派ꎬ而是热爱智慧并按智慧的原则生活ꎬ信赖、
崇高、自主和简朴的一生ꎮ 不仅应该在理论上解决生活的问题ꎬ而且要从实际上

解决” 〔１７〕 他的实践精神和自由个性体现在许多作品的哲学实践记录中ꎬ对
人们追求个人自由和权利具有理智、客观的现实指导意义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其实

践精神使他有更多的机会直接接触社会ꎬ观察到其他思想家未曾发现的问题ꎮ
正如哲学家芒福德指出的那样:“梭罗也许是唯一的停下来并写出他的丰富体

验的人”ꎮ〔１８〕«消»中提到的“我不像那些自称为无政府主义的人” 〔１９〕 有其言外

之意ꎮ 梭罗所处的时代ꎬ柏拉图式的无政府乌托邦盛行ꎬ但他们缺乏实际的行

动ꎮ 梭罗所言之“自称为无政府主义的人”正是指这些只有空谈而无行动的空

想家们ꎮ 为此ꎬ他极力与其划清界限ꎬ并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当时空想乌托邦———
布鲁克农庄的入社邀请ꎮ «重上天堂»批判了柏拉图式的乌托邦ꎬ表达了对苏格

拉底式的自然乌托邦的向往ꎬ再现了他注重实践、向往自由的精神ꎮ 他认为ꎬ美
好的未来社会构想不是空想主义者谈论着实现的ꎬ而要靠脚踏实地“从我做起”
的实际行动ꎮ 他批评一些人对政府劣行熟视无睹ꎮ “有成千上万的人一边反对

奴隶制、反对战争ꎬ一边几乎不做任何事情去结束它们ꎮ” 〔２０〕因此ꎬ他号召人们用

“行动”而非“空想”反抗政府对个人权利的践踏ꎮ 为了反对美国政府对墨西哥

的战争和政府的蓄奴制度ꎬ梭罗抗拒纳税并因此被判入狱ꎬ为此他写下了«消极

抵抗»论述自己的观点ꎬ表达对政府的不满ꎻ强烈的自由个性促使他多次帮助南

方奴隶逃亡到北方ꎬ并于 １８５４ 年撰写了«马省的奴隶制»一文ꎬ批判美国民主政

府的虚假人权ꎻ他亲自敲响康科德政府门前的大钟ꎬ为废奴英雄约翰布朗袭击

哈伯渡口鸣冤辩护ꎬ再次张扬了他的平等意识ꎮ
梭罗与政府斗争的策略有别于马基雅弗里式的争斗ꎮ 他避其无政府主义者

不切实际的空想ꎬ对政府采取了客观现实的斗争策略ꎮ “梭罗并没有像欧洲的

大师们那样卷入与社会的正面冲突ꎬ以一种焦灼、暴烈、有时甚至是歇斯底里的

方式与外在世界ꎬ与无所不包的社会发生直接、全面的对抗ꎮ” 〔２１〕 为尽量避免洛

克所担心的暴力推翻政府所带来的危险后果ꎬ他根据独立个体的特点ꎬ采取消极

抵抗的非暴力革命方式ꎮ 非暴力的消极抵抗适合个体斗争ꎬ降低了风险ꎬ得到甘

地、马丁路德金和曼德拉等人实践验证ꎮ 梭罗在政治和社会中的消极抵抗ꎬ
使美国个人主义在社会实践中获得了积极的意义ꎬ是哲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

典型例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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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质疑剥夺个人自由的资产阶级政体

基于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保护ꎬ梭罗对资本主义国家和政府的“证成性”
(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而非“正当性”(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进行了否定ꎮ “证成性”是指国家、政府

的存在是否有其必要性ꎻ“正当性”或曰“合法性”是指国家、政府是否正当履行

自己的职责ꎬ给个人带来服从的道德义务ꎮ 梭罗所处的西方第一次工业革命时

期ꎬ大机器生产和新型生产组织不断解放社会生产力ꎬ使欧美各国在 １９ 世纪上

半叶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ꎮ 人们乐观地相信ꎬ不断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和新兴

的民主体制将为个人自由和权力提供无限的发展空间ꎮ 然而ꎬ物质财富的迅猛

增长并没有阻止社会矛盾在世界范围内加剧ꎮ 欧洲爆发了民主革命ꎬ而美国不

顾民众的意愿发动美墨战争ꎬ德雷德斯科特决议案进一步激化了蓄奴问题ꎮ
梭罗从这些事件中洞察到问题的根源ꎮ 当时的美国政府是多数派的强权政

治统治ꎮ 梭罗看到美国政府虚假民主外衣掩盖下的强权政治的本质ꎬ他意识到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ꎬ资本主义政府统治下的民主与追求个人自由和权利之间的

矛盾将日益尖锐ꎬ他指出“并非因为他们的最可能站在正当一方ꎬ也非因为这对

少数派而言俨然最公平ꎬ而因他们在物质方面最强大ꎮ” 〔２２〕美墨战争从一个侧面

突出反映了在美国民主制度中存在着弊端ꎮ 美国政府把国家权威凌驾于个人之

上ꎬ强迫人们与之同谋ꎬ并迫害反抗者ꎬ严重侵害了个人的权利和自由ꎮ 奴隶制

度存在于自称“民主”的国家内则是两大政党彼此妥协的结果ꎬ无疑是对美国民

主自由的极大讽刺ꎮ 社会是由个体构成的ꎬ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却依赖于政府

组织形式ꎮ 梭罗认识到资产阶级民主体制并不是个人主义的保护伞ꎬ日益尖锐

的社会矛盾必将干涉个人自由和权利ꎮ 他意识到在资本主义体制下ꎬ政府无法

保证个人利益不遭受侵犯ꎬ改良政府只能暂时缓解而不能根除两者之间的矛盾ꎮ
因此ꎬ在反对美国政府的同时ꎬ梭罗继而对资产阶级政府的“证成性”心存质疑ꎮ

当时盛行的个人无政府主义对梭罗的个人主义同样产生了影响ꎮ 所谓取消

政府的无政府主义或称安那其(Ａｎａｒｃｈｉｓｍ)关注个体的自由和平等ꎬ倡导个人之

间的自助关系ꎬ反对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统治和权威ꎬ主张废除政府的独裁统

治ꎮ 但大部分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希望社会陷入没有道德底线的混乱无序ꎬ而是

提倡建立自由个体自愿结合、反对独裁主义的互助和谐社会ꎮ 与非无政府主义

者的根本区别在于ꎬ后者主张某种政治权威ꎬ而前者拒斥政治权威ꎮ 梭罗从个人

自由的角度ꎬ对资产阶级民主政体侵犯个人权利的种种弊端进行了尖锐抨击ꎬ反
对一切有悖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制度ꎮ 梭罗认为ꎬ社会和个体之间相互依存ꎬ社会

的进步有赖于个体的努力ꎬ而个人的存在和发展有赖于社会ꎮ 不同政府组织的

更替ꎬ只是相对完善了组织及其规则ꎬ改变了社会为个体发展提供的机会ꎬ在一

定程度上缓解了个人自由与政府统治之间日益激化的矛盾ꎬ对个人自由而言只

能获得暂时利益ꎬ矛盾却无法消除ꎬ“任何政府结构的复辟都成了邪恶”ꎮ〔２３〕因而

他把个人主义的希望寄托在洛克的自然状态的构想上ꎮ 梭罗坚信自然状态下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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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世界的自然乌托邦才是人类的“黄金时代”( ｔｈｅ Ｇｏｌｄｅｎ Ａｇｅ) 〔２４〕ꎬ而完备无

缺的自然状态可以通过理性良知取代政府ꎬ维系自然世界的可持续运转ꎮ
梭罗对资产阶级政体的质疑促使人们思考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ꎮ 最初唱着

资产阶级和民主自由颂歌登上政治舞台的个人主义者ꎬ本以为在“那里有着平

等的个人权利、有限政府、自由放任、自然正义和公平机会及个人自由、道德发展

和尊严” 〔２５〕ꎬ结果却发现ꎬ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ꎬ不断壮大的社会组织和日益完

善的社会规约在提供更多发展机会的同时ꎬ也增加了更多要求和限制ꎮ 为了生

存和发展ꎬ人们不得不牺牲自由和权利以满足组织规则的需要ꎮ 因此ꎬ资产阶级

政府的民主是虚假的ꎬ并不是追求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乐土ꎬ反成了自由的羁绊ꎮ
然而ꎬ就当时的社会现实而言ꎬ梭罗认为在人们自我完善“准备好之前”ꎬ对

政府只能提出改良的要求ꎬ以实现“最好的政府一无所治”ꎮ〔２６〕梭罗相信ꎬ在人们

准备好之前ꎬ为了避免社会混乱无序ꎬ政府不能被“立即”取消ꎬ它还要扮演守夜

者的角色ꎬ充当“权宜”政府ꎬ最终成为不进行任何治理的政府ꎮ 显而易见ꎬ梭罗

改良政府的路径和真实目的在于ꎬ将现实中的大政府改良为“权宜之计”的小政

府或“管得最少的政府”直至成为“一无所治”的政府ꎬ为取消资产阶级政府并过

渡到新秩序做前期铺垫ꎮ 作为激进的个人主义者ꎬ梭罗相信未来的理想世界中

唯一服从的是自然法则ꎬ届时人们把平等尊重作为基本的道德规范ꎬ人人可以保

持“做自己的事”的权利和自由ꎮ 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分工ꎬ唯以自愿为形式ꎬ一
切强权和非人格的官僚机构都是对个人自由平等的威胁ꎬ均不允许存在ꎮ

四、提出实现个性自由的自我完善路径

无序状态只能使美好生活更加遥远ꎬ而梭罗追求道德层面上的有序ꎮ 由于

梭罗对资本主义制度下道德良知普遍下降感到担忧ꎬ他向人们提出自我完善的

希望ꎮ 杰克逊坚信人本性善良、有理性和自治能力ꎬ对人的良知充满信心ꎮ 因此

他反对专制ꎬ主张国家管理中做到“无为而治”ꎬ尽可能给予公民充分的民主ꎮ
与杰克逊不同ꎬ梭罗认为自由和权利不是政府所给予的ꎬ不断改造自我才是个人

获得自由和权利、享有充分的民主的重要条件ꎮ 哲学实践活动令他对人的理性

良知和自治能力产生了怀疑ꎮ 他发现社会发展在给人们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ꎬ
也使人们的道德良知遭受更多的侵害ꎬ尤其是规则、时尚、习俗、分工等现代社会

生活方式越来越束缚人们的自由ꎮ 人们脱离了真正的生活需要ꎬ逐渐远离幸福、
追逐物质的欲望使人们的生活失去真正意义ꎮ “即使在这个相对自由的国家

里ꎬ大部分人也因为无知和错误ꎬ被满心虚构的烦恼困扰ꎬ没完没了地忙着世俗

的活计ꎬ终将摘不到美丽的果实ꎮ” 〔２７〕 在他看来ꎬ文明社会世俗的浮华和人们对

繁琐生活的无限追求ꎬ掩盖了原本高贵的秉性和生活的意义ꎮ
梭罗的文学作品通过记录哲学实践活动向人们宣扬个人主义思想ꎮ 梭罗作

品中经常出现一系列以人本主义为基础的近代西方民主主义的基本观念ꎬ诸如

“人生而平等、自然状态、个人权利、理性良知、自然法”等都源自洛克理论ꎮ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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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瓦尔登湖是梭罗自由个性的张扬和解放ꎬ如在«瓦»的首页“生计”处提到ꎬ此
书以“自我主义”为特色ꎮ «消»写道:“智慧的人要有所作为ꎬ必须首先作为

‘人’存在” 〔２８〕梭罗在其文学作品中从未避讳他的激进的个人主义思想ꎮ
在«瓦»中ꎬ他对迫使人们迈向“绝望生活”的生活方式提出质疑ꎮ 这套生活方式

的“目的是保存和完善种族的生命ꎬ但我要指出的是ꎬ为了得到现在的好处ꎬ我
们牺牲了多少?” 〔２９〕他如实记录了当时小镇的生活样态:“我去过康科德很多地

方ꎬ无论在商店ꎬ镇政府还是旷野ꎬ我感觉人们在用无数奇异的方式受难这

些有意的苦修令人震惊”ꎮ〔３０〕 梭罗认为世间俗子有意自寻的“苦修”ꎬ并非出自

内心的真正需要ꎬ而是追逐满足他人及社会无谓需求的奢望ꎮ 追求虚无生活和

创造物品是对生命及劳动的浪费ꎮ 人们不仅没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ꎬ反而为之

所累ꎬ对个人是徒劳无益的ꎮ 他在«瓦»中列举了当时社会上的种种荒谬现象:
“再看看这个大陆的妇女们吧! 她们在不停地编织殓葬用的梳妆垫ꎬ这说明什

么? 她们也在意命运ꎬ但就这么幼稚ꎬ仿佛浪费时光可以无损后世ꎮ” 〔３１〕 他紧接

着又举一例“人们为了谨防患病而筹钱ꎬ反而把自己弄得病倒了ꎮ” 〔３２〕梭罗认为ꎬ
人们用复杂的方式来解决简单的生活问题ꎬ“这使人类以自己谋生的方式否定

了自己生存的意义” 〔３３〕ꎬ是本末倒置ꎮ 显然 “人类在过着静静的绝望的生

活ꎬ甚至在所谓的游戏和娱乐底下ꎬ都隐藏着一种凝固的、不知不觉的绝

望ꎮ” 〔３４〕因此ꎬ他希望人们提高道德良知ꎬ认为人们唯此才有获得个人自由和权

利不受侵害的可能ꎮ 完善自我要用“从我做起”的个体实践实现个性的自由ꎮ
梭罗在其作品中提供了自我完善的实践途径ꎬ极度展现了他的自由个性ꎮ

梭罗出于“服务于美国民族的良心ꎬ一直提醒美国人ꎬ他们的缔造者们希望他们

成为什么样的民族ꎬ因此ꎬ对渗透了物质主义精神的个人主义提出了一个富有生

气的观照ꎮ” 〔３５〕梭罗看来ꎬ道德良知是建立新型社会体制最为关键的因素ꎬ人们

需要重建每况日下的道德良知ꎮ 自我完善的路径是通过独处、思考、阅读、反思、
与大自然亲密相处等方式ꎬ疏离个体的自我世界与世俗社会ꎬ实现完善自我的目

的ꎮ 生活上ꎬ他呼吁人们最大限度地简化物质生活ꎮ 只有过最简单的物质生活ꎬ
人们才能在道德良知的精神生活中得到升华ꎮ “简约ꎬ简约ꎬ简约啊!” 〔３６〕 «瓦»
的经济篇中罗列了一系列的生活账单:“米是 １. ７３５ 元ꎻ糖浆是 １. ７３ 元” 〔３７〕

这些貌似精打细算的日常生活流水账ꎬ实则向人们展示了自我完善的简约生活

方式ꎮ 知识上ꎬ他指出ꎬ“志趣高尚的贵族ꎬ一定在自己周围汇聚很多工具帮助

自己ꎬ修养、心性、学识、智慧、书籍、绘画、雕塑、音乐、哲学等ꎮ” 〔３８〕 实践上ꎬ为了

体验个体理性良知自我完善的生活状态ꎬ梭罗亲自来到与文明社会相对隔离的

瓦尔登湖畔ꎬ践行自我完善之旅ꎮ 其实ꎬ瓦尔登湖离世俗社会并不遥远ꎮ 梭罗的

“疏离”仅仅是地理距离上的象征ꎮ 他所倡导的“疏离世俗政治”的关键则是在

精神上为自我完善提供宁静的心理环境ꎮ 就梭罗而言ꎬ疏离与参与政治皆为同

一目的ꎬ即启发人们重新思考如何摆脱不断膨胀的物欲对个人道德良知的影响ꎬ
在物质和精神上过上真正自由的生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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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　 语

梭罗的文学作品促使人们反思由格劳秀斯、斯宾诺莎创立ꎬ经洛克、孟德斯

鸠、伏尔泰、卢梭不断完善ꎬ并通过美国和法国革命得以检验的西方民主理论和

制度ꎮ 在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获得巨大成功时ꎬ梭罗洞察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与

个人自由之间的激烈矛盾ꎬ他极具自由平等个性的观点被视为“不合时宜”的理

论ꎬ其巨大勇气和聪明智慧可见一斑ꎮ 梭罗独特的哲学实践活动启示后人:追求

个人权利和自由需要坚定的立场和行动ꎬ同时ꎬ个体的道德良知应得到不断的自

我完善ꎮ 尽管梭罗没有政治哲学专著ꎬ也未自成学派ꎬ但贯穿其作品中的自由平

等的个人主义政治哲学思想具有积极的意义ꎮ 以尊重个人自由和平等、崇尚个

人奋斗和公平竞争、实现个人价值为核心的个人主义已成为美国民族文化的核

心ꎬ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上具有重要作用ꎮ 政治哲学视角为梭罗及其作品研究提

供了新的思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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