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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毛澤東的思想與現代中國極權主義

的誕生*

劉季倫

 

**

青年毛澤東的思想承接了中國傳統的「存有的連續性」——「天命」下

貫而為人的「天性」，人則應該秉持著此一「天性」，盡「性」以知「天」，

上契於「天」：「人」與「天」是相連續的。與中國傳統的觀念不同的是：

毛把傳統中「天」對「人」的優位性，轉換成了「人」對「天」的優位性。 

 

但青年毛澤東卻把人的情欲等「自然衝動」視為人性之根本，故與孟子

以來對人性的看法大異其趣。毛的這種「自然人性論」，造成的結果是：在

毛身上完全看不到基於道德上的考慮，而對於自己的欲望加以克制的努力。 

由於在毛的思想中，人的「自然衝動」本來源自於「自然」或曰「天」；

既然「天」與「人」是相連續的，順著「自然衝動」而行，就等於是「天」

在人的裏面代理「人」來行動。毛相信：順著「自然衝動」而動，才是順「天」

而行。如果遭遇了任何「外界之抵抗」，都應該加以克服，以期能實現「天」

的意志（其實也就是他自己的意志）。在毛身上，一切內在的衝突，都被轉

化為他自己與「外界」的對峙了。 

                                                      
  *  本文蒙兩位匿名審查者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當然，本文中的一切錯誤，還是必須

由我負責。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專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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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毛的「自然人性論」，卻並沒有發展成自私自利之學；毛反而發

展出了「精神之利己」、「精神之個人主義」。毛作為「精神之個人主義」

者，以「我」為中心，以「大我」為目標。「我」可以——或更恰當地說：

必須——吞併萬有、包羅萬有，從「人類」、「生類」一直到「宇宙」，然

後才能成其為「大我」。毛的「我」如同一個阿米巴（amoeba）一般，不斷

吞噬、同化外在的一切，以自我擴大而成「大我」。毛的革命，其實就是這

個「我」擴大為「大我」的過程。由於是以「我」為主，被包羅進來的則是

歸順於「我」的從，由此而形成的一切關係——包括人際關係、人與自然的

關係等等，都不會是一種「對等」的關係，而是一種以「我」為主的「隸屬」

的關係。 

毛所進行的共產革命，正是為了體現這樣一個「大我」的必經之途。所

有阻礙「我」發展而為「大我」的「外界之抵抗」，都必須掃蕩淨盡。為了

實現「大我」這一個理想，毛必須開始關注現實中與他對敵的一切——那些

反抗、拒絕被他的「大我」所吞噬的一切：毛的一生，就是克服並吞噬這一

切的過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則是毛的「大我」之階段性的完成；

是「己即神也」的實現，是「神」的誕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毛澤東時代，

在那極權主義的階段所發生的種種事故，也都是以毛澤東這一尊「神」為主

軸而發生的。 

關鍵詞：毛澤東、極權主義、中華人民共和國、儒家、自然人性論、存有的

連續性 

一、緒言 

    余英時曾經把毛澤東的一生分成三個段落：「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以

前是第一段落，這是毛澤東決定他的人生方向的醞釀階段」。「從1921年到

1949年是第二個段落；這是他的革命時代，從湖南地區的黨的組織者逐步取

得了全黨領袖的地位」。「1949年以後是他一個人獨霸中國大陸的時期」。1

                                                      
  1  余英時：〈打天下的光棍〉，收入余英時：《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台北：東大圖書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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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大致也相應著余氏的分期而發展。本章就以毛在第一期的思想發

展，作為討論的範圍。 

    從毛澤東的青年時代開始，便致力於哲學； 而且終其一生，不改此風；

如李澤厚所說的：「哲學，確乎是毛澤東從早歲到晚年一直非常感興趣和非

常關注的方面」。2但是，我們在他那些關於「哲學」的文字裏所看到的，與

其說是一套自成體系的「哲學」，不如說是一個由「剛性的」與「柔性的」

兩種人格特質交揉而成的兩面體。William James曾指出：「哲學史在極大程

度上是人類幾種氣質衝突的歷史」；「那些確實傑出的人，有重要特性的人，

他們在哲學上留下了他們的特徵和形象的烙印，並在哲學史上佔有地位」。

他以為基本上可以把人類的氣質分作兩種：「柔性的」（the tender-minded，「唯

心主義的」、「樂觀主義的」、「意志自由論的」、「一元論的」、「武斷論的」）

與「剛性的」（the tough-minded，「唯物主義的」、「悲觀主義的」、「宿命論的」、

「多元論的」、「懷疑論的」）。3

                                                                                                                                       
公司，1995），頁45。 

對於毛而言，James的說法未免過於輕描淡寫了：

毛的「哲學」，根本就是毛的人格的投射；但由於毛的複雜，所以在他身上

不但有James所謂的「柔性的」人格，也有他所謂的「剛性的」人格。這兩

者交織而成了毛獨特的哲學。正是這樣的人格，使得他得以成為中國共產革

命的領袖，進而使得整個中國共產革命浸透了他的人格的色彩。也正是由於

這個原因，去理解他的「哲學」，以及這樣的「哲學」的兩面性，及其所可

能派生出來的行動的力量與模式，才變成一個關鍵的問題。B. Schwartz曾問

過：「如果毛只是一個默默無聞的中國知識份子，我們還會這樣對待他的思

  2  見李澤厚：〈青年毛澤東〉，收入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北京：東方出版社，

1987），頁123。毛澤東的研究者蕭延中也指出：「毛澤東一生酷愛哲學，對它表現出始

終如一的濃厚興趣，這已是人所共知的常識。」見蕭延中：《巨人的誕生——「毛澤東

現象」的意識起源及中國近代政治文化的發展》（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8），

頁61。 
  3  William James著，陳羽綸、孫瑞禾譯：《實用主義》（Pragmatism: A New Name for Some 

Old Ways of Thinking）（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頁7、頁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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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嗎」？他老實招認：「很顯然我們是不會的」。4

    毛澤東自己曾經借用湖南的一句俗諺：「草鞋無樣，邊打邊像」來描寫

他的想法與做法，在現實中逐漸成形的經過。

我們正是為了理解毛的「哲

學」的應用，才關注他的「哲學」的內容；正是為了明白他的「哲學」的庸

俗化的意義，才必須釐清他的「哲學」的本質。 

5B. Schwartz也以為：「毛澤東

主義的特徵，不在於它的理論的領域，而在於它的策略的領域」。6日本的學

者新島淳良更指出：「他（毛澤東）的作品就是中國革命」。7

    依據毛澤東自己的回憶，到了1920年夏天，「我在理論上和一定程度的

行動上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從這時起，我就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就在這一年，他從余英時所謂的醞釀階段轉入了革命階段。 

所以，可以說毛

的思想，在從第一期（醞釀階段）發展到第二期（革命階段）時，經歷過劇

烈的震蕩。要理解毛澤東的思想，越到後來，就越不能離開現實的、革命的

因素所產生的影響。但細加推究，仍可以在毛氏第一期的文字中，看到後來

發展的痕跡。 

    在1920年這關鍵的一年以前，毛澤東夫子自道：由於受到了他的老師（後

來是岳丈）楊昌濟這位「唯心主義者」的影響，他自己也變成了一個「唯心

主義者」。所以，依據他自己的意見，1920年的「改宗」，可以說是從「唯心

主義」到「唯物主義」的「改宗」；從此以後，毛才展開他與中國共產革命

相聯繫的一生。8

                                                      
  4  Benjamin Schwartz，〈毛澤東思想的形成〉，收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三室編譯處編：

《西方學者論毛澤東思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頁192。 

 

  5  轉引自John Bryan Starr, Continuing the Revolutio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ix. 中文的還原，我取自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國外

研究毛澤東思想資料選輯編輯組」翻譯的此書的中文譯本《毛澤東的政治哲學》（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頁1。 
  6  Benjamin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New York: Harper Torch 

books, 1967), p.189. 
  7  新島淳良：〈毛澤東思想的形成與發展〉，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日本學者

視野中的毛澤東思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頁34。 
  8  Edgar Snow著，李方淮、梁民譯：《紅星照耀中國》（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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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思想的肇端，不可能毫無根據；思想的發展，也不可能無風起浪；

在毛的第一期與第二期之間，更不可能斷為兩截，前後渺不相關。我在這裏

想做的，就是說明貫注於毛澤東一生的、唯心主義的因素。如果不追究、分

析這種因素，對毛的理解，就不可能周全。 

    我所根據的史料，主要是青年毛澤東在蔡元培翻譯、德國的泡爾生

（Friedrich Paulsen）著作的《倫理學原理》一書上的批註。1917至1918年間，

毛就讀於湖南第一師範時，於楊昌濟的「修身」課程上，開始閱讀這本書，

並在上面寫下了大量的批語。這些批語，大體顯現了他的第一期思想的面貌。9

但也由於這些文字不是有系統的著作，而只是零碎的批語，所以它們的意

義，有待仔細的比對與分析。Frederic Wakeman, Jr.曾指出：這本書對於毛的

「唯意志論」（voluntarism）具有啟發之功。10

                                                                                                                                       
頁116、頁107。 

不過，我們的目的，並不在辨

別毛從泡爾生得到了甚麼，而就只在青年毛澤東的思想本身。 

  9  李銳大約是研究毛澤東思想的學者中，第一位得睹此書批語的人。此書先是由毛借給了

湖南一師的同學楊韶華；隔了許久，直到1950年，楊才托周世釗還給了毛。周世釗知道

李銳「很關心毛早年讀書生活和活動情況」，所以把這本書交由李銳翻閱了三天。李當

即把所有註有批語的部份拍照保存下來。見李銳：《毛澤東早年讀書生活》（瀋陽：遼

寧人民出版社，1992），頁204；及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

稿》（長沙：湖南出版社，1995），頁276，註1。台灣的河洛出版社曾經把這本書影印

出版，所根據的正是當年毛澤東讀過的同一版本—當然，上面不會有毛的批語；見泡爾

生著，蔡元培譯：《倫理學原理》（台北：河洛出版社，1974）頁117，及毛澤東：〈《倫

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116的書影。 
 10  Frederic Wakeman, Jr., History and Will: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Mao Tse-tung’s 

Though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pp. 20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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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然」與「吾人」——毛澤東思想中自然與人的連續

性 

（一）「大本大源」 

    毛所面臨的時代，借用德國的泡爾生的說法，是一個「開放時代」：「當

今之時，無論其為思想、為道德、為生活之法式，一切捨舊而謀新。至於宗

教之權，與夫古昔之傳說，人人視為弁髦。此由受太過之壓制，忽反動而為

懷疑派，其主觀之思想，遂潰裂而四出。實往昔學而不思之學派，及有信仰

而無詰難之教會，所激而成之，是為開放時代之特徵」。毛讀到這段話以後，

以為這正是「吾國今時之現象」，「吾國二千年來之學者，皆可謂之學而不

思」。11

    借用泡爾生的說法，「國民皆不免有老衰萎縮之時，若思維行為一定之

習慣，若歷史沿襲之思想，若構造，若權利，與時俱增」。毛相信「中華民

國正處此地位」，一切都「老衰萎縮」了；於是，「傳說足以阻革新之氣，而

過去足以壓制現在，對待新時代之能力，積漸銷磨」。長此以往，「此歷史界

之有機體，卒不免於殄滅」。

換言之，在他看來，正由於中國「二千年來之學者」「學而不思」，所

以激成了五四時期這個「思想」、「道德」、「生活之法式」全都「捨舊而謀新」，

「主觀之思想」「潰裂而四出」的時代。 

12

    在這樣的時代裏，青年毛澤東開始了他的思想醞釀的第一階段。他上下

求索，意圖尋求「大本大源」；而所謂「大本大源」，就是「宇宙之真理」。

由此可見，毛從一開始，就希望能為他所面臨的特殊時空中的特定問題，尋

得普遍的、根本的解答。 

 

                                                      
 11  泡爾生的話，見泡爾生著，蔡元培譯：《倫理學原理》，頁21。毛的批語，見毛澤東：

〈《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134。毛讀到此處時，覺得切合於中

國當時的狀況，所以在天頭上寫下了上引的批註。 
 12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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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以為：當日中國所謂「變法」，「俱從枝節入手」，如「議會、憲法、

總統、內閣、軍事、實業、教育」等等，「一切皆枝節也」。儘管這些「枝節」

「亦不可少」；但更關鍵的，卻是這些「枝節」的「本源」，「此等枝節，必有

本源」。如果「本源未得」，則「此等枝節為贅疣，為不貫氣，為支離滅裂」。

不去尋求「本源」，卻總在「枝節」上射覆忖度，即有偶合，也只是偶合而

已：「幸則與本源略近，不幸則背道而馳」。取這種與「本源」背道而馳的「枝

節」以治國，必定致於禍國、亡國：「夫以與本源背道而馳者而以之為臨民

制治之具，幾何不謬種流傳，陷一世一國於敗亡哉？而豈有毫末之富強幸福

可言哉」？ 

    那麼，這「大本大源」是甚麼呢？他以為：「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

「宇宙之真理」是人人具足、不假外求的；原因是：「天下之生民，各為宇宙

之一體；即宇宙之真理，各具於人人之心中。雖有偏全之不同，而總有幾分

之存在」。而所謂「偏全之不同」，則形成了賢愚之別：「聖人，既得大本者

也；賢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 

    既然「大本大源」就深植於「人人之心中」，藉此以號召天下，就等於

是直指人人的本心，必能造成一呼百應的效果：「今吾以大本大源為號召，

天下之心其有不動者乎」？這由人人動員起來而形成的集體的力量，無一事

不可為，正是富家強國、乃至於改造世界之道：「天下之心皆動，天下之事

有不能為者乎？天下之事可為，國家有不富強幸褔者乎」？13

    在別的場合，毛曾經借用西方哲學中的用語，以闡明「大本大源」的真

義。他以為「宇宙」分做「本體」與「發顯」（今譯為「現象」）兩個部

份。

 

14

                                                      
 13  毛澤東：〈致黎錦熙信‧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毛澤東早期文稿》，頁85-87。 

而人類所分享的宇宙的「大本大源」——「宇宙之真理」，就來自於這

個「本體」：「人類者與本體有直接關係，而為其一部份；人類之意識，亦即與

本體之意識相貫通」。所謂「本體」，如果借用宗教的語言來為之命名的話，「或

 14  毛的這段文字，是他在閱讀泡爾生的《倫理學原理》時所記的批語；所以，這些用語，

事實上轉手於泡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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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之為神」；就此而言，人人都秉有相當的「神」性。15毛也借用了中國傳統

的用語，以為：「人心即天命，故曰天視自我民視。天命何？理也」。16

（二）自然的連續性 

 

    然而，儘管他借用了中國傳統的語彙，這些語彙所承載的意義，卻已經

與原義不大相同、甚至大不相同了。毛是在他自己的一套符號系統中，來重

新運用這些詞彙的。語彙依然，但它們的位置、它們的作用、它們的意涵，

都必須重新加以考釋。 

    在中國的傳統中，「天命」、「天道」是一個「道德秩序」（moral order）。

「天命、天道貫注到個體的身上」，「天命下貫而為『性』」；於是「天生的人

類」（「一切人」），便都具備有「常性」，或稱「好善惡惡的德性」。17我們不

妨稱這種型態的人性論為「道德人性論」。由於人人生而秉有這種源自於天

的「天性」；所以，可以說：在中國傳統的宇宙觀中，人與天之間存在著一

種「存有的連續性」（the continuity of Being）。18

    牟宗三曾經進一步據此而闡發中國傳統中所謂「天道」的意義：「天道

既超越又內在，此時可謂兼具宗教與道德的意味」。就其「超越」

（Transcendent）面看來，「道」源自於「天」，所以具有宗教義；就其「內在」

（Immanent）面看來，「天道」下貫而為人的「常性」，人的「好善惡惡的德

性」，所以它又具有道德義。 

 

    個體的意義，就在於「以敬的作用來保住天命，那末天命下貫所成的個

體的性可以永遠呈現光明」。也就是說：人的責任，就在於「盡人之性」；由

                                                      
 15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229-230。 
 16  見毛澤東：〈講堂錄〉，《毛澤東早期文稿》，頁588。〈講堂錄〉是毛在湖南第一師範

上楊昌濟的「修身」課與袁仲謙的「國文」課時記下的筆記；見李銳：《早年毛澤東》

（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3），頁57。 
 17  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8），頁16-17、頁20-23。 
 18  這是杜維明的說法，轉引自張光直：〈連續與破裂：一個文明起源新說的草稿〉，見《九

州學刊》（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總第1期（1986年9月），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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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人之性」來自於天，所以這就等於是「通過覺悟而體現天道」，是「盡

性」以「知天」、上契於「天」。牟宗三指出：「這盡性知天的前程是無止境

的，它是一直向那超越的天道之最高峰而趨」。19

    青年毛澤東的思想，是承接著中國傳統的思路而生的變格。與中國傳統

的思想相較，它既是中國傳統的發展，又是中國傳統的歧出。毛嘗夫子自道：

「我是土著哲學」；

原本「天命」從上而下，貫

注於人；如今則是人自下而上，通達於天。因此而形成了一下一上、天人相

通的循環。 

20

    首先，所謂「天命」（或稱「本體」暨「實在」），現在不再具有「道德

秩序」的意義了。在泡爾生《倫理學原理》中論「直覺論」的一段話：「持

直覺論者，以倫理學為無關於經驗之知識，以為設道德之條目者，不可以恃

經驗，且亦無待乎經驗焉。倫理學中之命令，出於人類之良心，是即天命之

性，本具有立法決事之能力者也」旁，他寫下了以下的批註：「孟軻之義內，

王守仁之心即理，似均為直覺論」；而他對「直覺論」的看法是：「殊未必

然」。

這說法是有些道理的。 

21

    在毛的思路中，「天命」不是在「好善惡惡的德行」方面表現出來的，

卻是在「自然」這一方面顯現出來的，「天命」經由「自然」而賦與了人類。

所以人類首先是一種「自然物」：「人類者，自然物之一也」。人類承受了「自

然」所給予的一切，包括「自然」加諸人類的限制：「人類……受自然法則

之支配」；「人為自然律所支配」。同時也承受了「自然」賦與人類的改變「自

然」本身的力量：「自然有規定吾人之力，吾人亦有規定自然之力；吾人之

力雖微，而不能謂其無影響」。 

他顯然並不以為「倫理學中之命令」來自於「天命之性」；他的這個

立場，是與中國儒家的傳統，完全背道而馳的。 

                                                      
 19  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頁20、頁97。 
 20  轉引自野村浩一著，張惠才、張占斌譯：《毛澤東》（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

頁4。依據對毛說話語氣的理解，我疑心「土著哲學」一詞是譯者的誤譯；毛原本說的可

能是「我是土哲學」。 
 21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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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自然」與「吾人」的關係，毛曾經以「個人」與「國民」的關係

為喻：「吾人之於自然也，若個人之於國民」。「個人受國民之影響，而為國

民之一部份」；換言之，「吾人」受「自然」之「影響」，而為「自然」之「一

部份」。而「國民除去個人亦失其勢力矣」；換言之，「自然」「除去」「吾人」，

亦「失其勢力矣」。如毛所明白宣稱的：「自然若除去吾人，即頓失其完全」。

由於人類本身即是「自然物」，是「自然之一部份」，所以「自然」對於「吾

人」的「規定」，可以說是「自然」的自我規定。而「吾人」對於「自然」

的「規定」，則是「自然」透過「吾人」的進一步自我規定。換言之，「自然」

規定了「吾人」來規定它自身。毛因此而主張：儘管「自然」「規定」了「吾

人」，但「吾人仍有責任，仍有自由之意力（也就是現在所謂的『自由意志』）」

以倒過來「規定自然」。由於在毛看來，「自由之意力」（或曰「自由意志」）

本來就是源自於「自然」的一種「自然之衝動」（進一步的討論，請見本文

的第二部份）；22所以「吾人」的一切從「自由之意力」出發的自覺的作為，

當然也就是「自然」在「吾人」身上的一種表現。毛澤東因此而說出了這樣

的話來：「一切人事悉自然也」。23

    這一套看法，似乎與傳統中國思想中的「參贊化育」是相通的，但這只

是形式上的相通。因為，在內容方面，中國傳統中的「參贊化育」，是透過

「盡人之性」而成就的；換言之，是經由「道德之性」的完成而達到的。

 

24

    就此而言，上文所謂中國傳統中「存有的連續性」的特徵，我們在這裏

而

毛所期許的人類參與「自然」的方式，則與此大不相同。 

                                                      
 22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209。 
 23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194、頁270-273、頁231。 
 24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

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見朱熹

集註、蔣伯潛廣解：《四書讀本‧學庸》（台北：啟明書局，無出版時間），〈中庸新

解〉，頁33。杜維明以周公為「參贊化育」的範例：「他不僅只是一個人，而實際也是

我們托身其中的世界的共同創造者，是自然進程的守護者，是天地創造性轉化的參與者。」

見杜維明著，錢文忠、盛勤譯：《道‧學‧政——論儒家知識份子》（Way, Learning, and 
Politics: Essays on the Confucian Intellectual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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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可以看到；只是這個「連續性」，已經被「非道德化」（unmoralized）了；

而今它是就「自然」這一方面——而不是「好善惡惡的德性」那一方面——

與「吾人」的相連續來說的。「連續性」的形式被保留了下來，但內容則已

經大不相同了。這種「連續性」，可以姑且稱之為「自然的連續性」。它始終

是青年毛澤東思想的一大特徵。我們在下文中，還會看到這個「連續性」在

其他方面的表現。 

（三）「己即神也」 

    在這樣一套「自然」與「吾人」相連續的思路底下，完全看不到「自然」

與「吾人」之間的對峙與緊張，看不到「自然」界的「自然律」與「吾人」

的「道德律」之間的衝突與齟齬。此所以毛會主張：「道德亦廣義之自然律」，

「道德律亦如自然律之明其必然」；「凡自然法則者，有必然性。吾人亦有成

就其必然性之願望。設有本必然者而忽不必然，吾人固甚不願也」。25

    如此這般，「自然」附身在「吾人」身上，「吾人」則代表「自然」來照

應一切「自然」的事業。或者可以說：「自然」化身為「吾人」來代行下一

步工作。「自然」本身並不圓滿具足，它尚未實現、尚未完成。它的未實現、

未完成的工作，必須轉而托人來照管，進而實現與完成。上文曾經提到：「天

命」（或曰「本體」暨「實在」）透過「自然」而貫注到「吾人」身上。我們

在理解了毛思想中「吾人」與「自然」的關係以後，可以如此下一斷語：等

到「吾人」從「天命」承接了「自然」的一切以後，「天命」（「本體」暨「實

在」）也就功成身退、袖手不管。從此以後，世間的一切事務，都轉包給人

「自然

律」與「道德律」，「自然法則」與自由意志，「必然」與應然，都奇妙地互

相重疊，合而為一了。具有「必然性」的「自然法則」，與「吾人」「願望」

的目標，是相一致的。反過來說，「吾人」的「願望」，也就等於是「自然法

則」「必然」的方向。 

                                                      
 25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272-273、頁12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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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進行了。所以毛說出以下的話來：「我即實在，實在即我。我有意識者也，

即實在有意識者也；我有生活者也，即實在有生活者也」。26一切都歸結到了

「我」的身上：「我」的意識、「我」的生活，就是「實在」的意識、「實在」

的生活；除此之外，「實在」即別無意識、別無生活。沒有「我」，也就沒有

了「實在」。毛甚至說出這樣的話來：「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我

眼一閉，固不見物也」。27

    這個說法，使得毛澤東的研究者汪澍白得出這樣的結論來：「這當然是

一種主觀唯心主義的觀點」。

 

28這確實是一種「唯心主義」，而且比西方的唯

心主義者柏克萊（George Berkeley）還要極端。柏克萊主張「物質對象無非

由於被感知才存在」（‘to be is to be perceived’）。有人質疑他說：「那樣說來，

譬如一棵樹，假如沒有瞧著它豈不就不再存在了？」他的回答是：「神總在

感知一切。……事實上，由於神的知覺作用，樹木、岩塊、石頭正如同常識

認為的那樣連續存在著。」29

    在中國傳統中，原本強調先驗義（A Priori）的「天命」，如今轉變為後

驗義（A Posteriori）的東西了。也就是說：原來「天命」居先、人居後，人

從屬於「天命」；但如今重心與焦點慢慢從「天命」的那一端轉移到「我」

的這一端，轉而變成「我」居先、「天命」居後，「天命」從屬於「我」。原

本在中國的傳統中，人必須經由「盡性」的工夫而後能「知天」、上契於「天」，

上趨「那超越的天道之最高峰」。而今「我」無所上契、無所上趨，「我」的

事業就是「天命」的事業，「天命」經由「我」而得以實現、得以完成。正

在柏克萊的系統裏，上帝保證了「物質對象」

的「連續存在」；而在毛看來，「我」居然可以據有基督教中上帝的位置：「我」

為「實在」成就了一切。  

                                                      
 26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267-268。 
 27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148。  
 28  汪澍白：《傳統下的毛澤東》（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6），頁59。 
 29  Bertrand Russell,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台北：馬陵出版社，1975)，p.623。此處

所引的譯文，見 Bertrand Russell著，馬元德譯：《西洋哲學史》（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下冊，頁18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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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此，毛才會說：「得其人，斯得天矣」。30於是，人從他原先由「天命」

所安排的生命中解放了出來；他開始走上了自我安排的路程，經由這自我安

排，他還更進一步安排了「天命」。「我」終於高過了「天命」。原本在中國

的傳統思想中，是從「天命」來解釋「我」的；到此而終於一轉，變成了由

「我」來解釋「天命」了。毛因此而說出這樣的話來：「或人之說，必以道德

律為出於神之命令，而後能實行而不唾棄，此奴隸之心理也。服從神何不服

從己？己即神也，神（按：應是毛的筆誤，校訂者據文義改作「己」）以外

尚有所謂神乎」？31「道德律」不再來自於天上的「神」（暨「天命」），遵從

天上的「神」的，只能算是「奴隸」；這是毛對中國傳統所做的最嚴厲的指

責。如今天上的「神」退了位，不再為主；人間的「神」則不甘為「奴隸」，

而開始自我作主。「道德律」乃至於「天命」，自然也只能從出於人間的「神」

了。牟宗三曾指出中國傳統的「天道」具備「既超越又內在」的性質，現在

「超越」義漸漸消褪下去了，「內在」義則頓然激長了上來。32人作為一個特

殊的、限定的、相對的存在，如今卻居然變成在人間行走著的普遍的、無限

的、絕對的存在（「神」）了。就此而言，「存有的連續性」這一傳統的形式，

也被改易成符合現代世界裏人本價值的東西了。青年毛澤東思想中的這個轉

變，正突顯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作為「中國的啟蒙運動」的一個關

鍵的特徵。 33

                                                      
 30  毛澤東：〈講堂錄〉，《毛澤東早期文稿》，頁588。按：毛的這句話，顯然是從孟子的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脫胎而來的。不過，孟子是就「得天下」而言的，

毛則是就天與人的關係而說的。孟子的話，見楊伯峻譯注：《孟子譯注》（台北：河洛

出版社，1980），〈離婁上‧9節〉，頁171。 

 

 31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230。 
 32  牟宗三其實早已點明了這個特性。但他不是就毛個人而言的，卻是就整個共產黨的運動

而言的。他說：「這個時代的問題之主幹畢竟是在共產黨。…他們的使命感不是超越的，

乃是內在於歷史發展中之必然。他們的使命感如此，他們的預言也是內在於歷史發展必

然中之命定的。因此，他們的預言不像宗教中之點形式的，而是依據歷史必然而拉成一

條線」。見牟宗三：《政道與治道》（台北：廣文書局，1979），頁105。 
 33  借用V. Schwarcz的說法，見Vera Schwarcz ,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康德對於「啟蒙」的定義是：「人之超脫於他自己招致的未成年狀態」；見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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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超越死亡 

    然而，作為特殊的、限定的、相對的存在的「吾人」，如何而可能承擔

普遍的、無限的、絕對的存在的「神」的工作？「吾人」如何能成為「神」？

「吾人」總是會死亡的，死亡是一個絕對的限制——我們無法宣稱一個會死

亡的東西是所謂的「神」；一個普遍的、無限的、絕對的存在，決不可能在

時間（乃至於空間）裏遭受到限制。不過，青年毛澤東卻並不相信世間真有

絕對的死滅；正是他的這個信念，才使得他敢於聲稱「己即神也」。 

    青年毛澤東相信，這宇宙在總量上是固定的，不增也不減。沒有真正的、

實質的創生：「宇宙……終古在同狀之中，無創作之力」；也沒有真正的、實

質的滅亡：「凡自然物不滅」。34換言之，在這宇宙中，不可能無中生有，也

不可能化有為無；而只有無盡的「變化」。「生死」與「生滅成毀」則只是無

休無止的「變化」的一種型態：「成非生，毀非滅也」，「生非生，死非滅也」；

「世上各種現象只有變化，並無生滅成毀也，生死也皆變化也」。35

    然則，「變化」，或「變化」義下的「生死」與「生滅成毀」，是根據甚

麼樣的原則來運作的？毛相信這原則是宇宙間維持著的一種動態的平

衡；——相對於上文中所謂的「總量上的固定」（定量），我們不妨說這是一

 

                                                                                                                                       
著，李明輝譯：〈答何謂啟蒙〉，收入《思想‧聯經思想期刊》，第1 期（台北：聯經

出版公司，1988），頁3。在「中國的啟蒙連動」裏，人之「超脫於他自己招致的未成年

狀態」，是由擺脫「天道」、「天命」的規定，進而從事自我規定，而開始的。胡適也

曾經作過以下的誓詩，宣告他不再甘心為「天」之「奴」，卻要倒過來「制天」：「更

不傷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詩。任花開也好，花飛也好，月圓固好，日落何悲？我聞之

曰：『從天而頌，孰與制天而用之』？更安用，為蒼天歌哭，作彼奴為？」見胡適：〈沁

園春‧誓詩〉，收入胡明編注：《胡適詩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頁110。
僅在這一點上，胡適與毛澤東是相通的；他們的不同，在於他們對於「啟蒙」以後的人，

應該如何自我規定一事，各持己見。 
 34  毛的這個想法，一直持續到他的晚年。1964年，他說：「世界是無限的，世界在時間和

空間上都是無窮無盡的。…宇宙從大的方面看來是無限的，從小的方面看來也是無限

的」。見龔育之：〈毛澤東與自然科學〉，收入龔育之、逄先知、石仲泉合著：《毛澤

東的讀書生活》（北京：三聯書店，1996），頁97。 
 35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217、頁194、頁19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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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品質上的均衡」（均質）。毛以為：「變化」義下的「生死」與「生滅成

毀」總在不停地進行著，但在「生」與「死」、「成」與「毀」之間，總維持

著一定的均衡。對立的二元，總是此消彼長，或此長彼消；而消長之間又互

為條件：「既無生滅，而只有變化，且必有變化，則成於此必毀於彼，毀於

彼者必成於此」；「生於此者，必死於彼，死於彼者，必生於此」。浩茫宇宙，

也不能自外於此：「宇宙之毀也亦然。宇宙之毀決不終毀也，其毀於此者必

成於彼無疑也」。既然如此，「變化」義下的「毀」或「死」，就是「變化」

義下的「成」或「生」的必要條件了。所以毛以為人應助成「宇宙」的「毀」，

因為，只有這「舊宇宙」的「毀」，才能換來「新宇宙」的「成」：「吾人甚

盼望其毀，蓋毀舊宇宙而得新宇宙，豈不愈於舊宇宙耶」？惟一無「變化」——

因而也無「生」無「死」、無「成」無「毀」的，就是「土石」：「惟土石不

死」，但這是因為「土石」不生。而這顯然是不足以為幸的：「然則人類將欲

營土石之生活乎」？36

    那麼，「吾人」的「生死」又是怎麼回事呢？毛以為：「吾人」是「由精

神與物質之團聚而為人」。但他並不以為「精神」與「物質」這兩者可以分

開：「精神、物質非絕對相離之二物，其實即一物也，二者乃共存者也」。

 

37

    「吾人」既為「自然物之一」，當然就「受自然法則之支配」；「人為自

換

言之，在「吾人」的例子裏，「精神」必定只能與「物質」一同出現，「精神」

必須借助於「物質」，以便使自己具體化；「物質」也必須從「精神」獲得指

導，以便使得自己不只是「頑物」。不過，這個說法能不能施用於宇宙之間

如土石之類的他物上？換言之，如果「精神」與「物質」必定是「共存」的，

則「土石」之類的「物質」背後，會不會也寄寓著「精神」？這個說法背後

是不是隱藏著汎神論（Pantheism）的意涵？毛似乎並不會同意這種汎神論的

立場。他說：「惟土石不死，然則人類將欲營土石之生活乎」？這證明了他

把「土石」看作是無所謂「精神」的頑物。 

                                                      
 36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199-202、頁193。 
 37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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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律所支配」。所以，作為「吾人」的組成成份的「精神」與「物質」，在這

個「宇宙」中，依據「定量」的「自然法則」，自然也是不生不滅、不增不

減的：「精神不滅，物質不滅，即精神不生，物質不生；既不滅何有生乎？

但有變化而已」。換言之，人的「生死」，也不會是真正的、實質的創生與死

亡，而只是一種「變化」，——「團聚」與「解散」的「變化」。所謂「生」，

只是「精神」與「物質」的「團聚」；所謂「死」，也只不過是「精神」與「物

質」的「解散」。他宣稱：「吾人之死，未死也，解散而已」；「不僅死為未死，

即生亦係未生，團聚而已矣」。「生」、「死」被還原為「自然物」的一種「團

聚」、「解散」的現象。而「聚」與「散」當然還要遵守另一項「自然法則」——

「均質」的原則：時時刻刻不斷進行的「聚」而復「散」、「散」而復「聚」，

是始終保持著動態的平衡的，而「散」與「聚」兩者又彼此互為條件：「散

非一散而不復聚者，散於此而聚於彼」。他從「散」裏面看到了「聚」：「設

使天下只有散而不復聚，則吾人目擊日日有聚之現象從何而來」？ 這一則

觀察，完全可以轉換成另一種說法：「設使天下只有死而不復生，則吾人目

擊日日有生之現象從何而來」？「生死」就此被超越了，沒有絕對的「生死」，

只有相對的「變化」。人的不朽，是有「自然法則」暨「自然律」來保證的：

「凡自然物不滅，吾人固不滅也」；38「世界之外有本體，血肉雖死，心靈不

死」。39

    然則，為甚麼人類還會畏懼死亡？毛以為：「人之所以甚畏死者」，「人

由生之界忽然而入死之界，其變化可謂絕巨。然苟其變化之後，尚可知其歸

宿之何似，則亦不至起甚大之畏懼。今乃死後事毫不可知，宇宙茫茫，稅駕

何所？此真足以動人生之悲痛者也」。「不可知」是死亡之所以可畏的主因。

這個理由，與Shakespeare筆下Hamlet畏懼死亡的理由一模一樣。

 

40

                                                      
 38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194-195、頁270、頁217。 

但毛所秉

 39  毛澤東：〈致黎錦熙信‧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九日〉，《毛澤東早期文稿》，頁60。 
 40  「死了；睡著了；睡著了也許還會做夢；嗯，阻礙就在這兒：因為當我們擺脫了這一具

腐朽的皮囊以後，在那死的睡眠裏，究竟將要做些甚麼夢，那不能不使我們躊躇顧慮」。

見William Shakespeare著，朱生豪譯：《哈姆萊特》（Hamlet），收入《莎士比亞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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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的「吾人固不滅」的信仰，卻使得他對於人類命定的死亡，不生絲毫的悲

劇感。我們在上文中談過，對毛而言，「自然法則」暨「自然律」是與「吾

人」的意志不相衝突的，「必然」與應然也是相一致的；這裏也是一樣。在

他看來，人類經歷「聚」與「散」的「變化」過程——也就是生生死死，——

似乎不止是一種客觀的「自然法則」，而且還是人類主觀的、有意的選擇。

青年毛澤東就從這樣的角度，來解釋何以「散」——也就是「變化」義下的

「死」，——是必要的、甚至是可欲的。他說：「宇宙間非僅有人生一世界，

人生以外之世界，必尚有各種焉」。如果我們永生不死，就只能停駐在眼前

這「老舊之世界」裏，「永遠經歷一種之生活」，「有何意味乎」？只有經由

「死」，我們才能擺脫「此世界」，而進入「別種世界」：「吾人於此人生之世

界已種種經驗之，正應脫離此世界而到別種世界去經驗」。死亡不再可怖；

因為「散」能夠帶來再「聚」，「死」可以催促更「生」。他宣稱：「死也者，

亦吾有生以來一未嘗經驗之奇事也，何獨不之好乎」？在我們死後，儘管「前

途黑暗不可知」，但他卻覺得「此黑暗不可知之世界，不誠又一奇境」？恐

懼是完全不必要的，倒應該引以為快：「或者乃懼其變化之巨，吾則以為甚

可貴，於人生世界之內，向何處尋此奇偉之巨變？於人生之世界所不能遇

者，乃以一死遇之，豈不重可貴乎」？死亡，是人類所能經歷的最輝煌的經

驗：「大風卷海，波瀾縱橫，登舟者引以為壯，況生死之大波瀾何獨不知引

以為壯乎」？41

    甚至志業未酬、中道崩殂之事，在他看來，也毫無遺憾可言。原因一方

面是如上文所說的，「生」與「死」只是「聚」與「散」的「變化」，而「散」

死亡是阻不住毛這尊「神」的。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第9冊，頁63。死的不可知，是死之所以可怖的主因。 

 41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194-198。中共的毛澤東研

究者是這樣解釋毛的這段話的：「在領導中國革命的戰鬥歷程中」，毛澤東倡導不惜犧

牲個人的一切，隨時準備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們的事業的道德精神。正是這種面臨生

死波瀾、憑依意志力量駕舟遠航的視死如歸觀念，激勵著毛澤東任一己之心力，以天下

為己任，不屈不撓地為中國解放而鬥爭」。見魏英敏主編：《毛澤東倫理思想新論》（北

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頁11。我以為：這樣的說法，忽略了青年毛澤東根本不

相信有絕對的死亡這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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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又是「聚」（「生」）的前題條件；既無絕對的死亡，則何悲之有？

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夭折原本就在「自然」乃至於「吾人」自己的規定之內。

所以他在泡爾生論「中年早逝，未得盡其職份，或生無幾時而夭折」的天頭

上，寫下這樣的批語：「吾於此等處以自然現象解釋之，以自然現象成毀之

法則解釋之」。在「自然界」中，「無無故而成者，無無故而毀者」；「人類」

自不能例外：「人類無無故而生者，無無故而死者」。毛以為：「其死既有故，

則其故即所以解釋之點也」。夭折的原因，絕沒有意外或偶然，一切都是必

然的「自然現象」。而對於「自然」之事，是無須抱憾的；「人事」之理，既

與「自然」之理一而二、二而一，當然也不必介懷了：「其未達具足生活之

正鵠因有此故，因有此故而未達具足生活之正鵠，曾何憾焉」？42毛說過：「凡

自然法則者，有必然性。吾人亦有成就其必然性之願望。設有本必然者而忽

不必然，吾人固甚不願也」。43

    所以，我們可以下一斷語：青年毛澤東深信，「吾人」與「自然」同其

不朽。「自然」與「吾人」之間的「連續性」，使得「吾人」能夠始終與「自

然」同步發展，不因死亡而見阻。「吾人」並不是相對的、有限的、特定的

存在；有「自然」做擔保，「吾人」是絕對的、無限的、普遍的存在——「吾

人」就是「神」。 

這句話也可以施用在此處。 

（五）自然人性論 

    上文曾經討論過，毛以為：「由精神與物質之團聚而為人」，而這「精神」

與「物質」又是「共存」的「一物」。既然「精神」必須借助「物質」——

也就是我們的肉體，——以實現自己的具體化，既然兩者原是「一物」，那

麼，「吾人」在「精神」上的所有努力，都應該以我們的肉體為起點了。所

以毛說：「德智皆寄於體，無體是無德智也」；「知識」與「道德」都使得人

                                                      
 42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198。 
 43  以上引文，見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194。 



青年毛澤東的思想與現代中國極權主義的誕生 ．81． 

類能夠首出庶物，而有異於獸：「夫知識則誠可貴矣，人之所以異於動物者

此耳。顧徒知識之何載乎」？「道德亦誠可貴矣，所以立群道平人己者此耳」。

但這些都必須以「體」為承載、寄寓的工具：「體者，為知識之載而為道德

之寓者也，其載知識也如車，其寓道德也如舍。體者，載道德之車而寓道德

之舍也」。他聲言：「體強健而後學問道德之進修勇而收效遠」。44

    對於毛而言，「自然」是一個到處充滿著、洋溢著求生的衝動的世界；

求生圖存，正是所有生物都具備的最是根深蒂固的驅力。「吾人」作為生物

之一，也不能自外於此。「吾人」首先是具有力圖「生存發達」

由肉體所帶

來的一切：它的求生的驅力、它的欲望、它的鍛鍊與強健，都因此而受到青

年毛澤東的極度重視，也確實變成毛的哲學的基礎。 

45

    因此，在毛看來，「吾人」的真正的「天性」，並不具有儒家強調的那種

道德上的涵義。毛指出：「動物固以自存之衝動為先」，「吾人」也不能例外：

「人莫不以自存為鵠」。「自存之衝動」，又名之為「自然衝動」，這才是「吾

人」的「天性」。

驅力的一種

生物，「生存發達」高過了其他一切要求。正是在這一點上，「吾人」與「自

然」之中的各種生物，乃至於「自然」本身，才是相連續的。「自然」與「吾

人」的連續性，就此而言，主要是表現在這生物性的一方面。 

46他指出：「自有生民以來，智識有愚暗，無不知自衛其生

者」。即使是伯夷、叔齊，「飢極必食」「西山之薇」，陳仲子也「不容不咽」

「井上之李」；此外「巢木以為居，皮獸以為衣」，這些求生圖存之事，都是

「發乎天能，不知所以然也」。47相對於儒家的「道德人性論」，我們不妨稱此

為「自然人性論」。如果借用中國傳統的用詞的話，也許可以說：儒家的人

性論建立在「理」上；而毛的人性論則建築在「氣」上，類於告子「生之謂

性」之說。48

                                                      
 44  毛澤東：《體育之研究》（北京：人民體育出版社，1992），頁3。 

 

 45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208-209。 
 46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142、頁135、頁207。 
 47  毛澤東：《體育之研究》，頁2。 
 48  告子的「生之謂性」，「亦是指氣性或才性而言」。見牟宗三：《圓善論》（台北：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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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自然衝動」「發生於自然，乃先天的、非人為的」；也因為它源

於自然、未經人為，所以是真實的：「發生於自然者，自然界本有此物確實

在的也」、「自然者，真也，實在也」。這些最真實、最自然的衝動，如「食

欲」、「性欲」，其作用與目的，正是為了助成「吾人」的「生存發達」：「吾

人之生存發達則竟賴是矣」；「食欲所以善生存，性欲所以善發達，皆根於自

然之衝動」。也就是說：「自然衝動」之中的「食欲」可以助成「吾人」的「生

存」；「自然衝動」之中的「性欲」則可以助成「吾人」的「發達」。他完全

沒有從負面的角度來看待這些「自然衝動」；在他看來，這些「自然衝動」

並不是盲目的、有待克制與馴服的東西。相反的，如果取消了它們，「吾人」

將不足以「生存發達」。毛因此而全面肯定了這些「自然衝動」：「蓋衝動既

為自然，未有不能善生存發達者」。49

    當毛使用「先天」一詞來談人的「食欲」、「性欲」之類的「自然衝動」

時，「先天」的意義，是一種生物學上的「先天」，與中國傳統中的一般用法——

 

                                                                                                                                       
生書局，1985），頁68。牟氏檢討了康德、孟子與告子之別；對於我在此處的討論，有

啟發之功。 
    毛以「自然人性論」取代傳統的「道德人性論」，是清代以降，尊重情欲、尊重人的自

然需要，反對理、欲截然對立的風潮下的一個結果；其上源是顏元、李塨、陳確、戴震、

龔自珍、譚嗣同等人。清末民初時的康有為、章太炎、嚴復、蔡元培、周作人等人，也

都深受這一個風潮的影響。不過，章太炎曾指出：戴震這種肯定情欲的思想，「可以蒞

政，不可以持身」。換言之，對於情欲的肯定，是用來恕人的；而不可以用來修己（轉

引自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中的傳統因素——兼論思想的本質與思想的功能〉，收入

《學人》（江蘇：江蘇文藝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2輯，頁3-5）。就此而言，毛澤東

並未在人與己之間再作分別，他正是取此以「持身」的。 
    除了承繼這一個學風以外，毛澤東此說，似乎還受到達爾文進化論對人性之看法的強化。

如毛澤東的秘書李銳指出的：毛「當年很受《天演論》的影響，在《倫理學原理》的批

注中，他常常運用進化論的觀點」。見李銳：《毛澤東早年讀書生活》，頁75。毛的「自

然人性論」的主張，與達爾文把人看作與動物是相連續的這種看法，確實是一致的。 
    事實上，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時代，這種「自然人性論」是相當流行的。吳稚暉在當時

膾炙人口的〈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與人生觀〉中，就明白強調人生就是「喫飯、生小孩、

招呼朋友」。參看吳稚暉：〈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與人生觀〉，收入：丁文江、張君勱

等著：《科學與人生觀—「科學與玄學」論戰集》（台北：問學出版社，1977），第2冊，

頁538。這個主張，與毛澤東的看法並無軒輊。 
 49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208-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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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易經》中的「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50

    當然，以「食欲」、「性欲」之類的「自然衝動」或「天性」來理解人，

「吾人」又與獸類何異？人性如此，獸性何獨不然？所以毛就乾脆承認：「人

類者，獸格、人格並備」。

——具有超越意義的「先

天」，已經大相逕庭了。 

51由於毛並不輕視「自然衝動」，所以這裏絲毫沒

有賤視「獸格」、並對於「吾人」身上具備有「獸格」一事致哀的意思。對

毛而言，如果取消了「獸格」，「吾人」就無以求「生存發達」了。在中國的

傳統中，素常習慣於把「人格」、「獸格」看作是相反對的、誓不兩立的東西，

如「人禽之辨」、「人面獸心」等等，孟子也特別強調人與禽獸的「幾希」之

別。但在毛看來，「人格」與「獸格」之間，「人」與「獸」之間，並沒有那

麼大的距離；恰恰相反，「獸」與「人」（「吾人」作為一種生物，與其他生

物之間的關係）、「獸格」與「人格」（「吾人」內部的獸性與人性之間的關

係），都是彼此相連續的。我們所謂的「自然的連續性」，在這裏又是就這一

種「生物的連續性」（the continuity of living things）來說的。52

    那麼，「吾人」的「人格」到底是甚麼呢？在毛看來，「獸格」是「人格」

的基礎，「人格」則是「獸格」的進一步發展；所以「人格」既與「獸格」

相連續，但又與「獸格」不完全相同。 

中國傳統的宇

宙觀中原本具有的「存有的連續性」，儘管在形式上未改——也就是說：人

與天仍然是相連續的，——但其中的內容，則已經被偷樑換柱掉了：從「道

德」的內容，換成了「自然」（也就是生物性）的內容。 

    毛以為：人類的「自然衝動」，決不只是「食欲」、「性欲」而已。在人

類身上，還有其他的「自然衝動」。人類的「意志」，正是一種「自然衝動」，

而所謂「良心」，也包含於「意志」之中，所以也是一種「自然衝動」：「蓋

                                                      
 50  朱熹：《周易本義》（台北：五洲出版社，1984），卷1，〈乾〉，頁8b。 
 51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274。 
 52  我借用了Charles Taylor 的說法，見Charles Taylor, Hegel and Modern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p.19。他以為在西方思想中，這種「生物的連續性」曾

被笛卡爾主義（Cartesianism）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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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本原於衝動，意志中之良心何獨不然」？53

    在毛的思想中，「良心」主要是一種助成人類「生存發達」的工具性機

能。為甚麼除了「食欲」、「性欲」這些「自然衝動」之外，人類還需要「良

心」這種「自然衝動」來「自衛其生」

還是借用中國傳統中的詞彙

來說：這意味著毛的「良心」並不源自於「理」，而源自於「氣」。 

54

    說得更明白些：在種種「衝動」之中，「食欲」的職份是為了謀「生存」，

「性欲」的職份是為了謀「發達」；而為了使得「食欲」、「性欲」能夠善盡各

自的職份，「衝動」必須進行自我調節，這自我調節的功能，就稱之為「良

心」。所以毛會說：「良心」這種「衝動」，與「食欲」、「性欲」之類的「衝

動」，「二者原為一物」，「理應一致，乃調和的而非衝突的」；「良心」「本來

與衝動同源，同為真的、自然的、實在的」。

呢？毛以為：「以吾人從知識與經驗

之所得，此世界中變化萬殊，生存其中至為不易」。如果不分時空，單憑「食

欲」、「性欲」之類的「自然衝動」行事，或者反而不利於「生存發達」：「在

一種時候及場所，如實依衝動所命，則不免有危及生存發達之事」；「衝動雖

為自然，乃不能善吾人之生存發達」。於是，就不得不由更高級的「自然衝

動」——「良心」來出面，以「諫止衝動」，「如過度之食欲、過度之性欲是

也」。對於這些「過度」的「食欲」、「性欲」，「良心」並不打算趕盡殺絕——

因為那就等於是自殺，——而只是加以調整，使之適合於「生存發達」的目

的：「良心不過加以節制而已，並非反對也」；「吾人各種之動作，固處處須

衝動，處處係衝動之所驅，良心之明，亦處處承認之。吾人之良心固未有不

以食欲、性欲為然也」；「良心」對於「過度」的「食欲」、「性欲」的「節制」，

「亦正所以完成衝動之本職也」。也就是說：「良心」這種「衝動」，可以調節

「食欲」、「性欲」之類的「衝動」，以便更合宜地達成「生存發達」的目的；

「良心」與「食欲」、「性欲」是彼此配合、相輔相成的。 

55

                                                      
 53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209。 

他相信：「良心」是與「食欲」、

 54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120。 
 55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209-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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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欲」同源的、是同一性質的東西。或者說：「食欲」與「性欲」是「自然

衝動」的初級階段，而「良心」則是「自然衝動」的高級階段。我們在上文

中談到：在毛的思路中，「獸格」與「人格」是相連續的；在這裏，就意味

著「食欲」、「性欲」與「良心」也是相連續的。既然如此，「良心」就不會

與「食欲」、「性欲」發生衝突；正如「人格」與「獸格」並不衝突一般。 

    「良心」這種「自然衝動」，就是「人」、「獸」之別，是「人格」與「獸

格」之別。如同「獸」一般，「人」也要求生圖存，但在這件事上，「人」能

做得比「獸」更好；這才是「人」、「獸」之別，也就是「人格」與「獸格」

之別。它使得人類儘管在身體的構造上與動物無異，但在「生存發達」的能

力上、乃至於壽限上，卻能夠首出庶物，而強過了獸類：「人體之組成與群

動無不同，而群動不能及人之壽」。關鍵就在於動物不知道以「良心」來「制

其生」：「所以制其生者無節度也」；而人類則懂得利用「良心」「以節度制其

生，愈降於後而愈明」。所謂「聖人」，也不過就是懂得以「良心」來節制自

己的「食欲」、「性欲」，從而善自安排生活的人；這些節制與安排，就是所

謂「禮」：「有聖人者出，於是乎有禮，飲食起居皆有節度」。平常的起居：「子

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平日的飲食：「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

食」；聖人還養成了以運動來鍛鍊身體的習慣：「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牆

堵焉」。56

    也正是由於對「生存發達」的重視，所以當毛——如左派史家所說的——

「開始擺脫唯心主義」而「接近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

 

57時，他會說出

「世界甚麼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58

    康德曾指出：「屬於人之動物性的才能（本能）可概括於『物理自然而

這樣的話來。無論在毛的第一期（所

謂「唯心主義」階段）還是第二期（所謂「唯物主義」階段），在這一點上，

毛的立場其實是始終如一的。 

                                                      
 56  毛澤東：《體育之研究》，頁2。 
 57  魏英敏主編：《毛澤東倫理思想新論》，頁34-35。 
 58  毛澤東：〈《湘江評論》創刊宣言〉，《毛澤東早期文稿》，頁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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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機械的自利』之通稱下，即是說，這類的才能不需要有理性。這些才能可

有三重：第一，一個人自己之自我保存之才能；第二，其族類之繁衍以及其

子孫之保存之才能；第三，與他人交通即社交合群性之才能」。毛的「自然

人性論」，正是建立在這一種「物理自然而純機械的自利」之上的。牟宗三

對康德此義的理解是相當準確的：這種「才能」「有好壞兩面」，「屬『生之

謂性』下之才能，非孟子所謂『良能』。『良能』是從義理之性的仁義之心言，

是普遍而定然的，人皆有之」。59

    黑格爾也曾經強調：「動物也有衝動、情欲、傾向，但動物沒有意志；

如果沒有外在的東西阻止它，它只有聽命於衝動。惟有人作為全無規定的東

西，才是凌駕於衝動之上的，並且還能把它規定和設定為自己的東西。衝動

是一種自然的東西，但是我把它設定在這個自我中，這件事卻依賴於我的意

志。因此，我的意志就不能以衝動是一種自然的東西為藉口來替自己辯

護」。

牟氏儘管與康德的立場並不完全一致，但正

如康德一般，他也分辨了「屬於人之動物性的才能（本能）」與「良心」之

間的差別。 

60

    但有趣的是：毛卻把一切德行，包括「捨身拯人」之類，

換言之，自然衝動與意志剛好是完全相反的。 
61

    為了方便，我們把中國傳統儒家的「道德人性論」中的主體稱之為「道

德主體」，而毛的「自然人性論」中的主體，則可以稱之為「自然主體」。正

如「道德主體」與「天命」是相連續的一般，「自然主體」也與「實在」是

相連續的。 

完全建立在

這「物理自然而純機械的自利」的基礎上；並把「自由之意力」暨「意志」，

與「自然之衝動」混為一談。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毛的「自然主體」，並沒有高標出一個克制自己的

                                                      
 59  Immanuel Kant著，牟宗三譯：〈論惡原則與同善原則之皆內處或論人性中之根惡〉，收

入牟宗三：《圓善論》，頁81、頁86-87。 
 60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著，范揚、張企泰譯：《法哲學原理》（北京：商務印書館，

1995），頁23。 
 61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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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之衝動」的「自由之意志」；所以在他身上，就完全看不到在儒家乃至

於康德身上所看得到的、以「自由之意志」或道德理性來進行自我轉化的工

夫。但問題決不止於此。進一步的討論，請見下節。 

三、「大我」——毛澤東的「精神之個人主義」 

（一）「利己」與「利他」 

    在毛看來，只有「個人」才是終極的、究竟的東西；至於「團體」，則

只是由「個人」派生出來的第二義的、較次級的東西。「個人」與「團體」，

根本就不是平等的，兩者不能相提並論：「或曰個人依團體而存，與團體之

因個人而存其事相等，蓋互相依存不可偏重也。是不然」。毛以為：「事固先

有個人而後有團體」。儘管他也承認：「個人離團體固不能獨存」；但「團體」

本身無意識，它的意識只是「個人」意識的集合：「然團體無意思，其有意

識仍係集合個人之意思也」。正因為此，所以「個人有叛團體之事，團體無

叛個人之事，以團體無意思也」。毛因此主張「個人」是「團體」的根本：「社

會為個人而設，非個人為社會而設也」。62

    「自存」是一切動物的本能，而「保存種族之衝動」，則遠遠不能與此

一「自存之衝動」相比：「動物固以自存之衝動為先，以保存種族之衝動為

後，動物在其幼時無所謂保存種族之衝動也」。由於在毛的系統裏，人與動

物之間具有「生物的連續性」，所以這句話也可以用在人的身上：「人類固以

利己性為主」。

 

63

    既以「自存」為原點，則第一步發展，自然就以「利己主義」為第一義：

「人有我性，我固萬事萬念之中心也，故人恆以利我為主」；「……個人主義。

 

                                                      
 62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152、頁146。 
 63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142-143、頁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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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之生活動作所以成全個人」。只有「利己主義」才是真情，而「利他」

卻只是虛偽：「真者，善也；偽者，惡也。實行利己主義者，念雖小猶真也；

借利他之名而行利己之實者，則大偽也」。「持粹然之利他主義者，其毫無根

據，所不待言」。64

    當然，如果人人放任自己這些「利己」的赤裸裸的衝動，而完全不理會

「利他」，就不免如Hobbes所說的，「會使人們如此彼此互相離異、易於互相

侵犯摧毀」，從而造成「人人相互為戰的戰爭狀態」。

主張「利他」的，在毛看來，非偽即妄。 

65

    青年毛澤東在思索這個問題時，沒有採用Hobbes的途徑，從宏觀的、社

會的角度來考察，卻仍然是從「己」這一極度個人的角度出發。換言之，他

問的問題，不是如何在整個社會的範圍內，防止「人人相互為戰」的大亂；

卻是「己」如何在外界條件的限制下，依舊能夠「利己」。他以為：「人類生

活之本意，仍在發達其個體也」。「個體」是一切的目標，這是沒有疑義的；

該探問的，只是實現的「手段」如何：「為達此目的，乃求手段之奚擇」？ 

 

    青年毛澤東同意，如果採「純然利己之手段」，在現實的社會裏，必定

多所扞格：「持粹然之利己主義者，……但為理論，在此多數個體雜然活動

之世界中，決不能實現」；「擇純然利己之手段乎？初民及人之初生實擇此手

段，久之障礙甚多」；乃不得不「捨此純然利己而（擇）66人己兼利之手段，

於是而人各遂其生矣」。正是因為「純然利己」「障礙甚多」，乃不得不採「人

己兼利之手段」。67

                                                      
 64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141、頁203、頁143、頁240。 

毛因此而肯定了墨子「兼愛」之說；當然，他依然以為，

「兼愛」的目的，仍是以「我」為主：「兼愛之說，非利他主義也，言兼愛則

有我在內，以愛我者而普愛天下之人云耳」。無論是「人己兼利」還是「兼

愛」，最終的目的仍是為了「利己」。所以毛會主張：「愛群性為自

 65  Thomas Hobbes著，黎思復、黎廷弼譯：《利維坦》（Leviathan）（北京：商務印書館，

1995），頁95-96。 
 66  「擇」字原缺，校正者按文意補上。 
 67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24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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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之要素」。 68

    值得注意的是，在毛看來：所謂「人己兼利」、所謂「利他」，就只是一

種「手段」而已；而「利己」、「自利」則不只是「手段」，更是真正的「目

的」。所以毛澤東會說：「吾人有時兼利他之手段者，仍以達到自利之目的

也」；「仍是利己主義也，以利他而達到遂其生活之目的，不過易其手段而

已」。

 

69

    正因為「利他」與「人己兼利」，只是「利己」與「自利」的一種手段，

所以毛會把一切「利他」的道德行為，都視為只是「利己」、「自利」的延伸。

在泡爾生文中談到「勿殺人，勿偷竊，勿欺誣，皆良心中無上之命令」的地

方，毛寫下了這樣的眉批：「此等處吾不認為良心，認為人欲自衛其生而出

於利害之觀念者」。

 

70

    由於「利他」是為了「利己」，所以一切「利他」的行為都必然從「己」

開始，再依親疏遠近而漸次擴張出去；也就是「推己及人」。從「己」、從「我」

出發，而不是從「他」、從「人」出發：「以我立說，乃有起點、有本位；人

我並稱，無起點，失卻本位」。毛申言：「人恆以利我為主，其有利他者，固

因與我為同類有關係而利之耳，故謂不可不利他可也。利他由我而起點也，

利他與我有關係也。謂毫無己意純以利他為心不可也，世無從他而起點者

也，世無絕然與我無關而我貿然利之者也」。這套想法與儒家的親親之殺、

愛有等差似乎頗為相類。毛也自以為他的立場就是儒家的立場：「予思吾儒

家之說，乃是以利己主義為基礎，如『天地之道造端乎夫婦』之言，『先修

身而後平天下』，『先親親而後仁民愛物』可以見之」。

泡爾生視為「良心」之表現的東西，如「勿殺人，勿偷

竊，勿欺誣」之類的道德戒命，毛則全視為是個體「自衛其生」的手段。 

71

                                                      
 68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144、頁253。 

當然，毛的立場還是

與典型的儒家不同的；——姑且不論毛的「自然人性論」，——只就親親之

 69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240-241。 
 70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120。 
 71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144、頁145-146、頁141、

頁14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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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愛有等差而言，由於毛所處的五四時代，中國傳統的家族制度受到極大

的衝擊，他自己也並不看重家庭；所以毛儘管自以為與傳統儒家的觀點相

合，但他的「起點」——「我」、「己」，就絕對不會是一個家族中的人，而

乾脆就是一個原子式的他自己。從此一「起點」發展下去，似乎也很難想像

家庭會在毛的系統裏占有甚麼重要的地位——毛會跳過家族，而直接進入

「他」、「人」的領域。72

    毛從儒家得來了以「己」、「我」為起點逐步擴展出去的觀念，從墨氏則

得來了這「起點」的著落處：「天下之人」。他把這兩者組合在一起；所以，

從這個角度，他同時肯定了墨家與儒家。 

他的立場，典型的儒家是決不會同意的。 

（二）「大我」 

    以「我」為「起點」，依等差次第而把「他」全都包羅進「我」之中。

隨著被收羅進去的「他」慢慢增加，——包括「人類」、「生類」、甚至於「宇

宙」，——這個「我」也漸漸擴張，終而成為「大我」：「由利己而放開之至

於利人類之大己，利生類之大己，利宇宙之大己」；「吾人苟放大眼光，而曰

人類一大我也，而曰生類一大我也，而曰宇宙一大我也，亦何必諱言自利哉？

亦何必自利之非佳哉」？73自其發端而言之，就是「我」；自其終點而言之，

就是「人類」、「生類」與「宇宙」。儘管毛有時仍不免以為這個「大我」所

籠罩的範圍，也許只能至「人道」而止：「雖然，亦至人道而止」；但他似乎

相信，「大我」也具有包容「物道」的力量：「抑尚有所謂物道乎？不然，何

以解於殺物之不仁也」。74

                                                      
 72  這種想法，在五四時代前後是相當普遍的。我的朋友王汎森就指出當時流行的意見：「中

國人唯有能從舊親族團體（小群）中解放出來成為「大獨」，方可能達到全國的「大群」，

如果仍拘守在舊的親族團體中，永遠不可能『群』。」見王汎森：〈『群』與倫理結構

的破壞〉，收入他的《章太炎的思想》（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85），頁245。 

「我」如果放大而為「大我」，就可以氣吞六合，

無所不包。毛也能夠從原本只具有「個體性」的「我」，轉而變成展現「普

 73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141-143。 
 74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174-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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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性」的「大我」了。此所以毛主張：「我之界當擴而充之，是故宇宙一大

我也」。75

    如此這般，透過「己」的擴張，使「己」包容了「人」；因而「利己」

也就可以推展而為「利人」。因為「利人」的目的，還是在於「利己」；所以

毛把這種「利人」稱之為「高尚之利己」、「精神之利己」。毛的「個人主義」，

終於進入一個更高的階段——「精神之個人主義」了：「人類固以利己性為

主，然非有此而已也，又有推以利人之性。此仍是一性，利人乃所以利己也。

自利之主要在利自己之精神，肉體無利之之價值」。

 

76他進而闡發此理：「一

個之我，小我也；宇宙之我，大我也。一個之我，肉體之我也；宇宙之我，

精神之我也」。77

    個體的「肉欲」，於是發展而為個體的「我欲」：「肉欲關乎個人，我欲

及於交際；肉欲關私德，我欲關公德」。「肉體」的「生存發達」，也終於進

展而為「精神」的「生存發達」：「予謂人類只有精神之生活，無肉體之生活。

試觀精神時時有變化，肉體則萬年無變化可以知也」。

 

78

    毛進一步闡明「精神之個人主義」。他以為：「利精神在利情與意」。他

舉例如下：「如吾所親愛之人吾情不能忘之，吾意欲救之則奮吾之力以救之，

至劇激之時，寧可使自己死，不可使親愛之人死。如此，吾情始洽，吾意始

暢」。他相信「古今之孝子烈婦忠臣俠友，殉情者、愛國者、愛世界者、愛

主義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

 

79

    只有這樣一個包羅萬有的「大我」，才確實不愧為一尊「神」。所以毛才

能大言不慚地說：「我固萬事萬念之中心也」；「個人有無上之價值，百般之

從「利自己之精神」出發的「精神之個

人主義」，藉由「利他」而使得「自己」邁向永垂不朽，直至自己成為「大

我」、成為「神」。 

                                                      
 75  毛澤東：〈講堂錄〉，《毛澤東早期文稿》，頁589。 
 76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141、頁151、頁146-147。 
 77  毛澤東：〈講堂錄〉，《毛澤東早期文稿》，頁590。 
 78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183、頁168。 
 79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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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依個人而存，使無個人（原註：或個體）則無宇宙，故謂個人之價值大

於宇宙之價值可也」；「一切時空內百般之事物，其應服從，價值無有過於此

所得於己者之大。吾人一生之活動服從自我之活動而已。……宇宙間可尊者

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從者惟我也。我以外無可尊，有之亦由我推之；

我以外無可畏，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無可服從，有之亦由我推之也」。80

我即宇宙。

我們在上文中談到的：毛的「吾人」是「自然」的進一步發展，「吾人」代

理「自然」執掌了一切，所以「一切人事悉自然也」。現在，我們才看到此

說發展到了多麼極端的地步；在這裏，「宇宙」是依恃於「我」而存在的。

所以毛可以宣稱： 
81

「一切人事悉自然也」，如今終於發展成為——姑且把毛的格言倒過來用——

「一切自然悉人事也」；「我」終於與「宇宙」完全合而為一了。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毛更加重視「大我」、更加推崇「精神之個人主義」；

但他並沒有就此否定「小我」與「個人主義」的價值。事實上，他把後者視

為前者的基礎與條件。如果沒有「小我」、沒有「個人主義」，那就絕對談不

上「大我」與「精神之個人主義」的發展了。 

    從「小我」漸至「大我」，從「個人主義」漸至「精神之個人主義」。「君

子」、「小人」就從此處判別：「君子小人於欲發顯自我一也，不過其識見有

高下之別云耳」。「君子」、「小人」都想要發展「自我」，但他們的「自我」

卻大小有別。「君子」所見者大，乃能成就「大我」；「小人」則所見者小，

而僅能成就「小我」。或者說：「君子」可以企及「普遍性」，「小人」則僅能

表現「個體性」。「小人」但知著眼於「小我」的「幸福」與「個人主義」的

目標；而「君子」則會去追求「大我」的「幸福」，會去實現「精神之個人

主義」的理想：「君子小人之別，在其所見幸福之高下如何，而人格之高下

隨之」。「君子」為「善」，「小人」作「惡」；「君子」與「小人」的距離，乃

                                                      
 80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141、頁151、頁231。 
 81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231、頁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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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善」與「惡」的距離，也就是「小我」與「大我」的距離，「個人主

義」與「精神之個人主義」的距離。不過，我們必須留意：在毛的系統裏，

「君子」與「小人」，「善」與「惡」，並不是你死我活、極端對立的。 

    由於從「小我」而至「大我」、從「個人主義」而至「精神之個人主義」，

是逐步擴張、漸次坐大的，是透過一定的「次序」吞併「他」——從「人類」、

「生類」直至「宇宙」——而完成的；這一階梯式的發展投射出來，就映照

成了毛所特有的善惡觀暨君子小人觀：「君子」與「小人」的分別，乃至於

「善」與「惡」的分別，並不是誓不兩立的兩極，卻是一套高低上下等級次

第的序列：「吾謂天下無惡，有之則惟次善；天下無惡人，有之則惟次善之

人」。因為毛並不否定「小我」與「個人主義」的價值，所以在階梯的最下

一端也並不就是「惡」：「惡也者，善之次等者也，非其性質本惡也。惟其為

次等，故不能與善並有同一價值，然不能謂無價值。在一時候有覺其毫無價

值者，不僅無價值，且有大害者，此乃就其時候言，就比例於他物而言，非

其本質果無價值也」。82從「小我」到「大我」，從「個人主義」到「精神之

個人主義，從「小人」到「君子」——所有這些發展都是相連續的，其間沒

有斷裂。沒有絕對的「惡」與絕對的「小人」，只有從較次的「善」、較次的

「君子」往上發展，而逐漸成為越來越高級的「善」、越來越高級的「君子」。

如果著眼於這整個次第等級的序列，則就每一個階段本身而言，都是「善」

的；只有與其相鄰的上下兩級相比較時，才談得上相對的「善」或相對的

「惡」。既是如此，則從總量上來看的話，自然「善多於惡」。83

    這一套沒有斷裂、互相連續的高低上下等級次第的序列，反映的其實就

是上文中談到的「食欲」、「性欲」之類的「自然衝動」與「良心」這種「自

然衝動」的關係。原本在「小我」的階段，在「個人主義」的階段，僅僅依

賴「自然衝動」的初級形式——也就是「食欲」與「性欲」，就可以「自衛

其生」。但當「小我」逐漸發展成「大我」，「個人主義」也漸次變成「精神

 

                                                      
 82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249-250、頁187、頁143。 
 83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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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個人主義」時；「自然衝動」的初級形式就必須依次昇級到較高級的形

式——「良心」。就「良心」本身而言，它也必須漸次擴展自己的作用。原

本為了「小我」、為了「個人主義」而「自衛其生」的「良心」，現在要為「大

我」、為「精神之個人主義」來「自衛其生」了。正如同「食欲」與「性欲」

仰賴「良心」來加以「節制」，以便化為合宜的「食欲」與「性欲」一般；「小

我」也有賴於「良心」的「節制」，以便化成「大我」。 

    從「人格」到「獸格」，從「食欲」、「性欲」到「良心」，並不是彼此斷

裂的發展，它們之間，仍是相連續的。既無斷裂，也就不會有「衝突」可言。

用毛的說法（這是他針對泡爾生書中的意見所加的按語）來說明的話，就是：

「其實無須衝突，性癖與義務本為一物」；「此等皆強分自然意志與義務感情

截然對立之故，不知其為一也」。所謂「性癖」、所謂「自然意志」，與「食

欲」、「性欲」一般，都是屬於「小我」與「個人主義」這一端的；而所謂「義

務」與「義務感情」，則與「良心」相同，屬於「大我」與「精神之個人主

義」那一端——我們或者可以用中國傳統的哲學詞彙「理」與「氣」來為這

兩端命名；「食欲」、「性欲」、「性癖」與「自然意志」這一端可以名之為「氣」，

而「良心」、「義務感情」那一端則不妨名之為「理」。「氣」與「理」之間，

也是相連續的、沒有斷裂的。從「理」的那一端看來，「氣」的這一端也並

不見得就是「惡」的。所以毛主張：「志不在溫飽，對立志而言，若言作用，

則王道之極亦只衣帛食粟不飢不寒而已，安見溫飽之不可以謀也」；「君子謀

道不謀食，係對孳孳為利者而言，非謂凡士人均不貴夫謀食也」。84——這兩

端的差別，只是一種「等差次第及時候場所之分別」；我們別定人物的品格

高下，所根據的也只是這一套「等差次第及時候場所之分別」：「有此分別則

足以評定其人之品格矣」。85

    總結以上的分析：「獸格」與「人格」、「小我」與「大我」、「個人主義」

與「精神之個人主義」、「肉欲」與「我欲」、「利己」與「利他」、「惡」（「次

 

                                                      
 84  毛澤東：〈講堂錄〉，《毛澤東早期文稿》，頁597。 
 85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215-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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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與「善」、「小人」與「君子」、「氣」與「理」，乃至於「個體性」與「普

遍性」，在這各組之內，前者都是後者的基礎，後者又是前者的進一步發展；

前者與後者不是斷裂的、而是相連續的，兩者之間並無本質上的衝突。 

（三）消失了的「洞窟中的內戰」 

    這其實是毛的「自然人性論」必然會帶來的結果。因為一切都從「小我」、

從「利己」、從「肉欲」、從「惡」出發，再漸次往「大我」、「利他」、「我欲」

與「善」的方向發展，所以在前後各階段間，在「小我」與「大我」、「肉欲」

與「我欲」、「惡」與「善」，以及「利己」與「利他」之間，都不會有衝突。

如果把這一切都收歸到人的內在來談的話，這也就意味著在毛心裏，沒有任

何道德義上的矛盾與交戰。毛式的「良心」，完全不具有「良心」的一般義

中本來應該具有的「內在的法庭」86的層次；這一層次，如果不是消失無蹤，

起碼也被排擠到了邊緣的位置。事實上，「內在的法庭」義所隱涵的心中的

內在衝突與善惡交戰，Irving Babbitt所謂的「洞窟中的內戰」（civil war in the 

cave），87

    就此而言，毛的體系，等於是把中國傳統中最核心的部份，乃至於西方

哲學中康德的傳統，一起推翻掉了。 

在毛看來，是完全沒有必要的。 

    牟宗三曾經指出：在中國傳統儒學中，孟子樹立了「道德的主體」，從

此而「建體立極」。為了「透露」這「道德的主體性」，「必須通過一個反身

                                                      
 86  「良心」是一種「內在的法庭」，「它以極個人的方式諭知一個人應該做和不應該做的

事情；在行為之前，它以警告或鼓勵方式表示出來，而在行為之後，它又以讚美和責備

的方式表示出。至於良心的力量，莫過於在悔恨中所表現的：因為當一個人後悔時，他

可以從過去的罪行中掙脫，而得到自由；有時，悔恨能促使一個人公開承認他的罪惡」。

見Walter Brugger編著，項退結編譯：《西洋哲學辭典》（台北：先知出版社，1976），

〈良心〉（‘Conscience’）條，頁98-100。 
 87  見 Irving Babbitt, Rousseau and Romanticism (Cleveland and New York: 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68), p.152。這一篇文字由Babbitt的學生梁實秋譯成了中文〈浪漫

的道德之現實面〉，收入梁實秋：《實秋文存》（台北：藍燈出版社，1971），頁122-155。
梁氏對這個用語的解釋是：「原始的內心矛盾，指理性與情感的衝突」；見頁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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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覺所顯示之破裂，即，與『物質之自然』對立所成之破裂」。牟氏以為

這種破裂，是一種「必然的破裂」。 

    牟氏的說法具有這樣的意涵：中國傳統中「存有的連續性」是就宇宙間

的「道德秩序」與人的「常性」相連續這一點而言的。以「常性」為基礎而

樹立起「道德主體」來，就必須與「物質的自然」對立，乃至於「否定」之，

於是而「顯出一個破裂，同時亦因之而顯出一個絕對主體性。撥雲霧而見青

天，則雲霧必須被掃除被否定，或壓下去」。88

    C. Taylor在討論康德時，也指出：人的意識（consciousness），在某一種

意義下，必須「否定生命」（it also in a sense ‘negates’ life. ）。為了達成「理

性思維的清明與自足」，人類必須「向自然宣告獨立，這不但是向著身外的

自然，也向著身內的自然」。他「勢必得從他自己的欲望、性癖與嗜好中，

區隔出理性的思維，使它與它們彼此絕緣；以便儘可能擺脫那些不自覺的性

向的操弄」。「理性的意識（rational consciousness）承擔了一項天職：它必須

把人分割開來，以形成它自己（「理性的意識」）與生命的對峙」。

這樣的對立或「破裂」，是樹

立「道德主體」時的必要代價。此處所謂的「物質的自然」，不但指身外的

自然，也可以指身內的自然。換言之，人類必須經由對抗自己身上的肉欲，

才能貞定他的「道德的主體性」。這一理路，發展到宋儒，就是「天理」與

「人欲」的對立。透過這一對立，才談得上人的「自我轉化」。 

89康德自己

也曾經指出：「當私人幸福底原則被作成意志底決定原則之時，這便形成道

德原則底直接反面」；「道德與自私間的界限是如此顯明而又清楚地被標示

出，以至於即使是最普通的眼光亦能區別一物是否屬於此一面抑或屬於另一

面」。90

                                                      
 88  牟宗三：《歷史哲學》（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0），頁115。 

對康德而言，「道德原則」與「自私」及「私人幸福底原則」是正相

反對的。所謂「自由」，在康德看來，也就是與源自於「自然」的所有欲望

 89  Charles Taylor, Hegel and Modern Society, p.20. 
 90  Immanuel Kant著，牟宗三譯：《實踐理性底批判》（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收入

Immanuel Kant著，牟宗三譯：《康德的道德哲學》（台北：學生書局，1982），頁174、
頁176。 



青年毛澤東的思想與現代中國極權主義的誕生 ．97． 

一刀兩斷，唯獨遵循「純粹的道德意志」——這也正是康德所謂的「自律」

（autonomy）。也正因為這個緣故，康德把「自由意志」與自然衝動看作是正

相敵對的兩極；依他的主張：人的「自由」之實現，必須以擺脫一切自然衝

動為代價。91

    但在毛身上，完全看不到這種內在的分裂與對峙（也就是「洞窟中的內

戰」）——無論這分裂與對峙，是中國儒學自孟子以降的類型的，還是西方

的康德類型的；是「天理」與「人欲」的對立，還是康德的「道德原則」與

「自私」及「私人幸福底原則」的對立，全都付諸闕如。毛後來也夫子自道

過：「我自己的理智與感情總是一致的」。

 

92我們在上一節中早已看到：對毛

而言，「自然衝動」與「自由之意力」（即「自由意志」）不但不是相反對的，

而且根本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93這正是從根源處與康德及中國儒學

的傳統相立異。毛曾經明明白白地透露他對康德的不以為然。在泡爾生談到

康德「以為人類者，必於其意志中悉摒性癖衝動之屬，而粹然餘義務之感情，

乃始可以評定其價值」一段文字旁，他譏剌康德：「吾謂此等義務感情，只

可於無意識界求之，只可於死界求之」。這不但是對於康德的批評，也是對

於中國傳統宋儒的批評；就在下一頁，毛又明確地指出：「吾國宋儒之說與

康德同」。他對這兩種傳統，是同致不滿的。94

    然則，毛又如何解釋一般常見的道德義上的內在衝突與善惡交戰？為甚

麼竟會存在「洞窟中的內戰」？毛曾經環繞著「良心」與「食欲」、「性欲」

的關係，來回答這個問題。 

 

    在毛心目中，作為「自然衝動」的高級形式的「良心」，本應與「自然

衝動」的低級形式「食欲」與「性欲」相安無事的：「良心既亦本

                                                      
 91  Charles Taylor, Hegel and Modern Society, pp. 4-5.  
 92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頁172。 
 93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209。 
 94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214-215。又，李澤厚也指

出：毛澤東「注重和強調的『主觀的道德律』並不同於康德的道德自律，也不同於傳統

儒家無論是程朱或陸王的『天理』或『本心』」。見李澤厚：〈青年毛澤東〉，收入氏

著：《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北京：東方出版社，1987），頁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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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於衝（動） 95

    毛的解釋如下：「吾人」為了「善其生存及發展」，就必須「體合環象」——

也就是適應、配合我們四周的環境，以「構造」「概念」、「獲取」「經驗」，

然後「漸制為訓練及習慣」；這些「訓練及習慣」，又進一步凝成了「義務感

情」。相對於「先天的、非人為的」「自然衝動」——包括「食欲」、「性欲」、

乃至於「良心」，毛稱這種「義務感情」為「後天的、人為的」。 

，在理本應與衝動一致」。然而，為甚麼「有時不一致」？

為甚麼總不免發生「與衝動相衝突之事」？ 

    由「後天」、「人為」而來的「義務感情」，毛在不同的地方曾經賦與不

同的名字，如「良能」。當然，他所謂的「良能」，與孟子的原意，已經完全

不同了。他以為：「良能乃祖先以來多代相傳之經驗，其始固有意識存乎其

間，及其行之已久，成為社會之習慣，在個人之腦筋中成為一種不假思索脫

然而出之反射運動，乃所謂良能也」。一些「指示行為之語言，其意義中，

率已含有道德界是非之判斷，如詐偽貪鄙，已含有擯斥之意；公平節儉，已

含有褒賞之義」；毛也以為：「此種語言在其起原確已合於客觀界之事實，乃

由種種之經驗而來者也。由一人而論，從幼少之時，即童而習之，似為構成

於先天者」；但「從歷史觀之」，「則純成乎經驗，而非所謂先天直覺也」。 

    說得清楚些：毛所謂的「食欲」、「性欲」與「良心」之類的「自然衝動」，

都是人的「本性」；而「義務感情」暨「良能」，反而來自於「外鑠」。當然，

從儒家或康德的立場來看，這是絕對無法接受的。 

    毛承認這些由「外鑠」而來的「義務感情」暨「良能」，在維持「吾人」

的「生存發達」上，具有一定的價值：「義務之感情雖不自然，乃確能善吾

人之生存發達」；「若普通之人，則多以良能行事亦足以完滿其生活也」。但

他顯然對於「外鑠」的「義務感情」或所謂「良能」，懷著深沉的戒心。因

為，這些經由「訓練及習慣」而成就的「義務感情」，這些由「社會之習慣」

而結成的「良能」，會為「吾人」的「本性」——「本原於衝動之良心」，套

上一副「特殊之形狀」；於是，原本「真的、自然的、實在的」「良心」，一

                                                      
 95  毛的原批註中無「動」字，校訂者依文意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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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而為「偽的、人為的、非實在的」東西；這才產生了「與衝動（此處指「食

欲」、「性欲」之類的「衝動」）相衝突」的狀況。與「食欲」、「性欲」起「衝

突」的，並不是真正的「良心」，而是經過「義務感情」或「良能」變造過

的假「良心」。換言之，「洞窟中的內戰」是「吾人」的「本性」（「良心」）

被「一切外鑠之事」（「義務感情」暨「良能」）扭曲、甚至篡位以後，才會

帶來的不幸的惡果。毛因而指這種造成「洞窟中的內戰」的「義務感情」或

「良能」，是「矯枉過正」——用我們現在的語言來說，也就是「異化」

（alienation）：「自後天之訓練習慣，矯枉過正，乃有不循自然與衝動反對之

事，致使良心之本來與衝動同源，同為真的、實在的，變而為偽的、人為的、

非實在的。此則矯枉過正之咎也」。在毛看來，只要「吾人」善於「體合環

象」、善於「運用生存發達之道」、善於「住世」；就可以防止這種異化（「矯

枉過正」），也就不會再產生「良心」這種「自然衝動」與其他「食欲」、「性

欲」之類的「自然衝動」相衝突的情事了。96

    在這裏，依毛的意思，據以分辨「真的、實在的、非人為的」「良心」，

與因「矯枉過正」而致的「偽的、非實在的、人為的」「義務感情」暨「良

能」，——換言之，分別「吾人」的「本性」與「一切外鑠之事」的——最

合適的判準，就是「洞窟中的內戰」。凡是足以引起「洞窟中的內戰」的，

就是異化的、「矯枉過正」的「義務感情」暨「良能」；而不致於引起「洞窟

中的內戰」的，才是真正的、源於「自然衝動」的「良心」。毛維護的是後

者——具有衛生機能的、作為「吾人」的「本性」的「良心」，但對於前者——

「外鑠」的「義務感情」暨「良能」，他則極為提防，乃至於欲去之而後快。 

「洞窟中的內戰」，也會就此偃

旗息鼓、弭兵言和。 

    事實上，在毛看來，中國傳統中所形成的一切道德規範，都是「外鑠」

的，因此也就是「盲目」的：「一種籠統之社會制裁，則對於善者鼓吹之，

對於惡者裁抑之，一切之人，被驅於此制裁之下，則相率為善不為惡，如今

                                                      
 96  以上的引文，參看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207-211、

頁157、頁221、頁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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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守節、育嬰、修橋、補路，乃至於孝、友、睦、雍、任、恤種種之德，無

非盲目的動作，此種事實固佳，而要其制裁與被制裁兩面之心理，則固盡為

盲目的也，不知有宇宙之大本大源也」。97「盲目之道德，固毫無價值也」。98

    這正是毛的「自然人性論」，對於傳統儒家的「道德人性論」的攻擊。

在傳統儒學中「天命下貫而為『性』」的「常性」暨「好善惡惡的德性」，現

在都被毛指為是「後天的」、「人為的」、「偽的」、「非實在的」。反而是毛所

謂的「自然衝動」，包括「食欲」、「性欲」與具有衛生功能的「良心」，現在

篡奪了原本「常性」所據有的位置，而變成了「先天的」、「非人為的」、「真

的」、「實在的」。這是他取「自然人性論」來代替中國傳統的「道德人性論」

以後，必然會產生的結果。毛談到泡爾生、乃至於他自己「與宋儒異處」，

就在於「感官方面，仍不可忽」；

這是對於中國傳統所施加的最嚴厲的攻擊。 

99

    從毛的角度看來，除非是受到了「外鑠」的影響，否則在「洞窟」之中，

原無「內戰」；在「吾人」內部，本不可能有自相衝突的情事。 

他認為感官方面的嗜欲才是真正的「天性」，

這正是「自然人性論」的立場。 

    正因為此，他在另一處批注中，就聲言不應該「強分自然意志與義務感

情」——對泡爾生而言，「義務感情」與「良心」是同一回事，毛為了遷就

泡爾生，就姑且用「義務感情」一詞來代替他自己在別處所用的「良心」一

詞。而此處所謂的「自然意志」，也就是他在其他地方所謂的「自然衝動」。

但他的意思仍是很明白的：「自然意志」（也就是「自然衝動」）與「義務感

情」（也就是毛所謂的「良心」）並不是「截然對立」的，因為這兩者原是一

物：「性癖（也就是毛所謂的「自然衝動」）與義務感情本為一物」。100

                                                      
 97  毛澤東：〈致黎錦熙信‧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毛澤東早期文稿》，頁88。 

把「性

癖」看作與「義務感情」是同一回事；正如同他把「食欲」、「性欲」與「良

心」相提並論，又把「意志」與「自然衝動」一體看待一般。他的立場，是

 98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156。 
 99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173。 
 100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215-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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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一貫的。 

    基於這一立場，毛主張：「義務之實行，何至必以自然意志之自相衝突

為特質，以衝突為特質是以作偽為特質也。又以屏除自己快感為道德價值之

條目，世豈有如此之道德乎？快感既已有矣，又安得而屏除之」？101拒絕一

切「洞窟中的內戰」，否定所有心中可能具有的緊張，取而代之的，是「快

感」；如毛聲言的：「快感為漸達至善之徵候」。102泡爾生談到：「吾人若增進

其生活之動作，而有以饜其衝動，則快感隨之；若障礙其動作，而逆其衝動，

則不快感隨之」。毛在文旁註記：「此快不快之根原」。103至於「痛苦」，不應

該產生於「洞窟中的內戰」，而只是「自然衝動」不得滿足所造成的：「衝動

而不滿足，於是乎痛苦生」。104換言之，「痛苦」並不來自於內在的善惡交戰，

卻導源於「自然衝動」向外課求滿足而不得、向外宣戰又告敗北的結果——

「洞窟」之中沒有戰事，戰場已經完全轉移到「洞窟」以外了。此人在內心

不再會有猶豫疑懼，不再會受困於任何罪惡感，也不再會產生任何道德意義

上的悔恨；對毛而言，也無所謂道德意義上的「自我轉化」。105

    不但內心無所謂疑悔，對外也無畏於物議。所以毛相信：「聖人之道，

不求人知，其精神惟在質天地而無疑，放四海而皆準，俟百世而不惑，與乎

無愧於己而已。並不怕人毀，故曰舉世非之而不加沮，而且毀之也愈甚，則

其守之也愈益篤，所謂守死善道是也」。

只有為了滿

足自己的「自然衝動」，而對外界進行的永不止息的戰爭。 

106

                                                      
 101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149-150。 

歷史上的褒貶可以完全不顧：「吾

人要此歷史之名做甚，彼惡人得受惡名又有何不好」？「為善而歷史流傳其

 102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165。 
 103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135-136。 
 104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163。 
 105  勞思光曾指出：「人本來有很強烈的動物性，文化的功能不只是應付自然的壓力，而且

主要在於調馴及轉化這種動物性」。見勞思光：〈試論當代反儒學思潮〉，收入勞氏著：

《思辯錄》（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頁128。就此而言，由於毛並未樹立一個足

以制服人的動物性衝動的道德主體；所以，在毛身上，實在看不到「調馴及轉化這種動

物性」的層面。 
 106  毛澤東：〈講堂錄〉，《毛澤東早期文稿》，頁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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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名，為惡而歷史流傳其惡名，皆不應顧」；「思留名於千載者妄也，欣羡他

人之留名者亦妄也」。107

    「外絕牽制，內斷疑悔」

 
108：青年毛澤東正是如此。109

（四）「洞窟」外的戰爭 

 

    毛推崇的正是那種在「洞窟」以內無戰事、在「洞窟」以外則連戰皆捷

的「豪傑之士」。「豪傑之士」能夠發展自己的「本性」、「自然衝動」與「性

癖」，同時又能大力排除「一切外鑠之事」： 

豪傑之士發展其所得於天之本性，伸張其本性中至偉至大之力，因以

成其為豪傑焉。本性以外之一切外鑠之事，如制裁束縛之類，彼者以

其本性中至大之動力以排除之。 

這「動力」是「至堅至真之實體，為成全其人格之源，即本書（按：泡爾生

的書）所謂自然之衝動，所謂性癖也」。而這些「本性」，這些「自然之衝動」

或「性癖」，是衡量一切的標準：「彼但計此動力發出之適宜與否，得當與否。

適宜也，得當也，則保持之，否則，變更之，以遷於適宜與得當焉。此純出

其自計，決非服從外來之道德律，與夫所謂義務感情也」。所謂「適宜」、「得

當」與否，當然就以不引起「洞窟中的內戰」為標準；凡不能合格的，就是

「外來之道德律，與夫所謂義務感情」，而有待掃除之。「洞窟中的內戰」不

再，取而代之的，是「英雄豪傑」與外界的戰爭： 

大凡英雄豪傑之行其自己也，發其動力，奮發踔厲，摧陷拓清，一往

                                                      
 107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188-189。 
 108  這是章太炎形容王陽明的話；見章太炎：〈檢論‧議王〉，收入章太炎：《章氏叢書‧

正續編》（台北：世界書局，1958），上冊，頁555。當然，毛的「自然人性論」，與王

陽明堅持的「道德人性論」是完全不同的；詳下文。他們的類似，只是貌合神離的類似。 
 109  R. MacFarquhar指出：毛的個性上最明顯的特徵，就是「徹底的自信」。見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p.4。這當然與他的氣稟有關，但在義

理上的原因，則見於我們在此處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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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前，其強如大風之發於長谷，如好色者之性欲發動而尋其情人，決

無有能阻回之者，亦決不可有阻回者。苟阻回之，則勢力消失矣。 

吾嘗觀古來勇將之在戰陣，有萬夫莫當之概，發橫之人，其力至猛。

諺所謂一人捨死，百人難當者，皆由其一無顧忌，其動力為直線之進

行，無阻回無消失，所以至剛而至強也。豪傑之精神與聖賢之精神亦

然。泡爾生所謂大人君子非能以義務感情實現，由活潑之地感情之衝

動而陶鑄之，豈不然哉，豈不然哉！110

    就在毛論「英雄豪傑」的這一段文字後，毛自我評價，他自以為他的體

系與孟子的用心是相同的：「吾之意與孟子所論浩然之氣及大丈夫兩章之

意，大略相同」。這其實是極大的誤解。 

 

    一些毛澤東的研究者，也主張毛澤東早期的「唯心主義」階段，與王陽

明的思想（王學其實就是一種「孟子學」）111具有一定的血緣關係。汪澍白

就明白指出毛「特別強調主體實踐的能動性」，源自於王陽明。他以為毛的

這個傾向，是由他的老師楊昌濟處得來的，楊昌濟則又得之於譚嗣同；112而

譚嗣同則是「遠紹宋、明陸子靜、王陽明」。113

    然而，孟子與王陽明之於毛，其實似同而異、似是而非。除了在大關鍵

處，也就是「道德人性論」與「自然人性論」上頭，他們大不相同之外；兩

個路數唯一容易令人聯想起來的地方，大概就是他們都強調「動」。孟子談

「志壹則動氣」，

以汪澍白為代表的這幾位史

家主張：這是毛的思想來源的大概系譜。 

114毛則說「動力」，甚至是「心之力」。115

                                                      
 110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218-219。 

「心之力」一詞，

尤其容易令人聯想到王陽明。我們在上文中，也確實借用過章太炎〈議王〉

 111  牟宗三：《從陸象山到劉蕺山》（台北：學生書局，1984），頁216-244。 
 112  汪澍白：《傳統下的毛澤東》，頁59-60、頁64。 
 113  見胡嘯：〈譚嗣同融合儒佛的心性論〉，收入復旦大學歷史系、復旦大學國際交流辦公

室合編：《儒家思想與未來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山版社，1991），頁272。 
 114  楊伯峻譯注：《孟子譯注》（台北：河洛出版社，1980），〈公孫丑上‧2章〉，頁62。 
 115  汪澍白：《傳統下的毛澤東》，頁64-65。及王志功：《毛澤東哲學思想與中國傳統哲學》

（北京：人文出版社，1993），頁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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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句子來形容毛。 

    正如牟宗三指出的，「心即理之義理之性是動力，是孟子教說之最緊切

者」；116

    孔子曾經說過：「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孟子的「動」，發自於他的「義理之性」。而毛的「動力」，則來自於

他的「自然衝動」，也就是自求「生存發達」的生物性。這兩者是完全不同、

天壤懸隔的。這一差異，當然也是從兩者間基本立場的相異——也就是「道

德人性論」與「自然人性論」之別——進一步衍生出來的。王陽明的「外絕

牽制，內斷疑悔」，與毛的「外絕牽制，內斷疑悔」，各有不同的來源。 
117他把「好德」與

「好色」看作是對立的兩極。現在，在毛的體系裏，「好德」與「好色」終於

合而為一了。所謂「如好色者之性欲發動而尋其情人，決無有能阻回之者」；

這不只是一種比喻的說法，更與毛對「良心」的構想完全符合。「性欲」、「食

欲」與「良心」既同出於一源，同是「自然衝動」；「良心」於是可以從「食

欲」與「性欲」處，借取那「一往無前」的動力。118

    這種「動力」，由於源自於「自然衝動」，所以它完全無待於人的安排，

完全不依靠人的造作，而純然就是一股從生物本能發出的力量。我們在上文

中談到：在毛的系統裏，「吾人」與「自然」是相一致的，「自然」把一切托

付給「吾人」來進行。這一套思路發展下來，自然就造成了這樣的結果：「自

然」也在「吾人」裏面，提供「動力」、代行一切。「自然」潛伏在他裏面，

代他活動。「自然」與人為，根本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就其「自然」一

面而言，毛稱之為「自然衝動」；就其人為一面而言，毛則稱之為「心之力」

或「自由之意力」。兩者合而為一，「自然」就不再是盲目的、瞎眼的力量，

這位毫無「洞窟中的內

戰」的「英雄豪傑」，不斷向「洞窟」外的世界挑戰、爭勝；他「一無顧忌，

其動力為直線之進行，無阻回無消失」，直到外界節節敗退為止。 

                                                      
 116  牟宗三：《圓善論》，頁69。 
 117  楊伯峻譯注：《論語譯注》（台北：明倫出版社，1971），〈衛靈公篇‧13節〉，頁171。 
 118  李澤厚也發現毛澤東「把道德的意志力量與食欲、性欲的強大本能力量相提並論，認為

『二者原為一物』，都是『衝動』或『動力』」；他以為：「這是相當奇特和自相矛盾的」。

見李澤厚：〈青年毛澤東〉，收入氏著：《中國現代思想史論》，頁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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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它借用了人類的智慧；人為也不再是費勁的、吃力的奮鬥，由於它從「自

然」借來了「動力」。Irving Babbitt曾經如此評價過另一位也把自己的人性論

建立在「自然」之上的思想家——盧梭： 

所謂盧梭主義的道德……，其基本要點並非是人性本善的主張，而是

對『人性中理性與情感的鬥爭』（按：也就是「洞窟中的內戰」）之否

認。……整個趨勢乃是與這一個『二元論』背道而馳，則極為明顯。

美麗的心靈做出來的事恰中肯綮，並不是特別努力的結果，而是自然

的，不自覺的，幾乎不可避免的。事實上，這美麗的心靈根本不可以

說是一個能自由抉擇的東西。「自然」在他心裏活動，替他活動。這

樣的把考慮抉擇的道德鬥爭縮小至最低限度，這樣的趨向一種所謂自

然主義的定命論，可以說是盧梭的一個特點。119

    這番話可以原封不動地取來形容毛澤東。 

 

（五）「大我」的完成 

    這一股既來自於「自然」、亦即源自於人的「心之力」的動力，向著它

命定的方向前進。由於人與「自然」是合而為一的，所以這既是人的目標，

也是「自然」的目標：這目標也就是「大我」的完成。因為這個「大我」是

由「我」來領銜，裏頭再包羅著「他」（「人類」、「生類」直至「宇宙」）而

成就的；所以這個「大我」的完成，同時也就是「我」與「他」（「人類」、

「生類」直到「宇宙」）共同的完成。「我」與「人類」、「生類」、「宇宙」原

是一個：「以天下萬世為身」，「宇宙一大我也」；「團體者仍個人，乃大個人

也」；「故個人、社會、國家，皆個人也，宇宙亦一個人也。故謂世無團體，

只有個人，亦無不可」。如毛所說的：「當其散則多，及其成則一」，「散」時

是「社會」、「國家」、「宇宙」；合而為「一」時，這個「大個人」，就是「大

                                                      
 119  Irving Babbitt著，梁實秋譯：〈浪漫的道德之現實面〉，見梁實秋：《實秋文存》，頁12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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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了。120

    一切下手處，都歸結到了「我」：「橫盡虛空，山河大地一無可恃，而可

恃惟我」。「義務者，對己者也。……吾人須以實踐至善為義務，即以發達吾

人身心之能力至於極高為義務也，即以實踐具足之生活為義務也」。「吾惟發

展吾之一身，使吾內而思惟、外而行事，皆達正鵠」。「人固以發展一身之勇

力為其最終之目的也」。「我」的「具足生活」，是「實現自我」的

最終目標。

 

121

    反過來說，「實現自我」，也必須憑藉「他」、透過「他」——此處所謂

「他」，指「國家社會種種之組織，人類之結合」，——才得以完成：「人類之

目的在實現自我而已。實現自我者，即充份發達吾人身體及精神之能力至於

最高之謂。達此目的之方法在活動，活動之所憑藉，在於國家社會種種之組

織，人類之結合」。

 

122青年毛澤東參加新民學會，其「目的地」也正是為了

經由這樣的組織來「創造自己的新生命」：「在目的地方面，宜有一種預

計：……怎樣可以引來或取得新同志？怎樣可以創造自己的新生命」？他反

對「人自為戰」的「浪戰」，而主張以「同志團體」來「組織聯軍共同作

戰」。123為了「實現自我」以成就「大我」；毛主張「民眾的大聯合」。124

                                                      
 120  毛澤東：〈講堂錄〉，《毛澤東早期文稿》，頁590、頁589。同樣的文字亦見於楊昌濟

的《論語類鈔》中，足見青年毛澤東的這些想法，得自於楊氏的影響。參看楊昌濟著，

王興國編：《楊昌濟文集》（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頁74。另外參看毛澤東：

〈《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152-153。 

「我」

必須在「民眾的大聯合」裏找到自己的隨從，求得自己的延伸。那「民眾的

大聯合」是「我」的可能的湯沐邑，是「我」的隱而未顯的疆土。「我」可

 121  毛澤東：〈講堂錄〉，《毛澤東早期文稿》，頁601；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

《毛澤東早期文稿》，頁238、頁204、頁176、頁126-127。這一個「人生目的」，顯然來

自於泡爾生。毛自己說過：「泡爾生則說：『人類之體魄及精神，其勢力皆發展到（按：

此處缺一「至」字）高地位，而沒有絲毫歉仄』。我覺得泡爾生的話，於人生目的，有

具體的表示，最為可循」。見毛澤東：〈非自殺〉，《毛澤東早期文稿》，頁429。 
 122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246-247。 
 123  毛澤東：〈致陶毅信‧1920年二月〉，《毛澤東早期文稿》，頁464-466。 
 124  毛澤東：〈民眾的大聯合（一）〉，〈民眾的大聯合（二）〉，〈民眾的大聯合（三）〉，

《毛澤東早期文稿》，頁338-342、頁373-378、頁389-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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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擴大而至於「大我」；「大我」又可以進一步擴大，而成為更大的「大我」。

「我」的邊界，可以、也應該擴張，至於無窮。 

    在這一個條件下，「己」的成就，就是「人」的成就；反之亦然。毛以

為「真理在此」：「人之品行行為，有裨於一己之康健者，即有裨於社會之進

步，有礙於一己之康健者，即亦有關於社會之退化，即斯賓那莎（B. Spinoza）

所謂吾人當以利己者利人是也。而轉而求之，則凡裨益社會之公德，實行之

者必足以增一己之安寧，而違背之者亦適足為一己之障礙，蓋無疑矣」。125

    「己」的目標與「人」的目標是一致的；換言之，這一共同的目標就是

所謂「大我」的目標。這一目標的完成，也就是歷史發展的目的——「太平

世」的完成： 

 

若以慈悲為心，則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體也。吾等獨去，

則彼將益即於沉淪，自宜為一援手，開其智而蓄其德，與之共躋於聖

域。……孔子知此義，故立太平世為鵠，而不廢據亂、升平二世。大

同者，吾人之鵠也。立德、立功、立言以盡力於斯世者，吾人存慈悲

之心以救小人也。126

這些話裏頭明顯透露了公羊思想的影響。在歷史與時間的盡頭，「太平世」

的「大同」將會達成，其時「吾人」與「小人」，可以一起「共躋於聖域」。

也就是說：「大我」至此終底於成。而在「據亂、升平二世」，「大我」還必

須「盡力於斯世」，期能臻至那歷史的最後「目的地」。清中葉以後，傳統歷

史觀中的一治一亂的「歷史循環論」，經由公羊學的帶動，逐漸變成了「單

向發展」的「歷史演化論」。

 

127青年毛澤東顯然也受到了公羊學的影響。128

    我們且把毛心目中「大我」在歷史裏扮演的角色，放進中國思想發展的

 

                                                      
 125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242-243。 
 126  毛澤東：〈致黎錦熙信‧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毛澤東早期文稿》，頁89。 
 127  孫春在：《清末的公羊思想》（台北：商務印書館，1985），頁58-61。這本書對於這個

問題，有極精彩的分析。 
 128  毛曾對Edgar Snow承認：自己在青年時代「崇拜康有為和梁啟超」，他還能「熟記背誦」

其中一些文字。見Edgar Snow著，李方淮、梁民譯：《紅星照耀中國》，頁99。李銳也

曾指出康有為對於毛的影響；參看李銳：《毛澤東早年讀書生活》，頁63-70。 



．108．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18期 

脈絡中觀察。 

    中國傳統的思路，習於「從倫理關係解釋歷史，強調歷史事件不過是倫

理關係的驗證」；因此也就「把歷史演變講成證明天理循環的因果報應」。「天

之報應主要還是看人的作為，有德者甚至可以改易天命」；所以人類應該「追

求永恆的真理，它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是宇宙和人世間一切事物的根本法

則」。只要「注動道德實踐」，那麼，「人的一言一行都會發生必然的影響」，

從而扭轉歷史的發展。129

    在這一套傳統的歷史觀中，任何一個人，在任何一個時刻，任何一個地

方，都「對越」著那永世不變的「天道」。他肩負著實踐「天道」以扭轉既

定的歷史方向這一重責大任。「天理」、「人欲」在我們心中的交戰，「君子」、

「小人」在朝廷中的消長，都決定了歷史會轉向盛世抑或衰世。

這樣的歷史，是一種無時間的歷史。它是那「永恆

的真理」（「天道」）的反映：由於「天道」不增不減、萬世如一；所以，縱

然在歷史的表面上有波瀾與曲折，但在本質上，如同「天道」一般，歷史也

是無所增損、千年如故。 

130

    人「對越」乎「天道」，藉用牟宗三的說法，這是一種「點的形態」：「其

內容只是對著人類的最後的覺或迷而發，並不對政治經濟或社會上的『問題

事』而發，即並不落在『定向事』上。所以人們依其宗教悲情，隨分隨時，

都可對之有感應」。

 

131

                                                      
 129  張元：《宋代理學家的歷史觀——以《資治通鑑綱目》為例》（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

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75年6月），頁158-159、頁126。 

換言之，這樣的「對越」並不針對任何具有時空性的

事物，而直接指向那超越了任何特定時空的「天道」。任何一代的人，都以

相同的方式「對越」那「超越」的「天道」；不因他的時空不同，而有別異。

所以，此一「對越」，表現為一種與特定時空無關的「點的形態」。當然，這

並不表示「對越」者對於四周的現實不加聞問。 

 130  這一段對於傳統歷史觀的說明，我參考了Claude Larre的〈中國人思維中的時間經驗知覺

和歷史觀〉一文；收入Louis Gardet等著，鄭樂平、胡建平譯：《文化與時間》（Culture and 
Time [Paris: The Unesco Press, 1976])，（杭洲：淅江人民出版社，1988），頁57-59。 

 131  牟宗三：《政道與治道》，頁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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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青年毛澤東身上，「天道」的「超越」義變淡了，「天道」現在「內

在」於歷史之中。經由「大我」的奮鬥，有朝一日，在歷史與時間的終點，

那「天道」（「聖域」）終必能夠完整實現。於是，整個「對越」，變成了在

既定時空中的追求了。「天道」（「聖域」）的實現，不只是在「大我」身上

創造條件，還必須在歷史中創造條件。於是，「點的形態」一變而為「線的

形態」——「對越」是順著歷史發展的序線而進行的。這「線的形態」就是

一種「歷史的形態」。132

    如果就「吾人」本身的職份來談的話，借用Frederic Wakeman, Jr.的說法：

宋明理學中的自我（the Neo-Confucian self），是一個「宇宙精神的容器」（a 

receptacle of cosmic spirit）；但到了毛澤東，「精神的容器」——身體，——

卻被視為是「意志的工具」（the machine of the will）了。

 

133

（六）被網羅於「大我」中的「各我」 

這一轉變，正相

應於我們所說的從「點的形態」到「線的形態」的發展。 

    這一個「大我」，由「我」挾帶著「他」、「人」、「小人」，一起追求那同

臻「聖域」的目標。這個「大我」，是一個「以道義為中心，互相勸勉諒解，

使人人如親生的兄弟姊妹一樣」的團體。它可以經由與諸同志的聯絡，從小

團體發展到大團體，從而解決全世界的問題：「……然後進而聯絡全中國的

                                                      
 132  這是我取牟宗三之意而鑄成的一個名詞，見牟宗三：《政道與治道》，頁105。 
 133  Frederic Wakeman, Jr., History and Will: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Mao Tse-tung’s 

Thought, p.203. 就我閱讀所及，第一位以「聖靈的容器」（the vessel of the Holy Spirit）
與「神意的工具」（the tool of the divine will）為喻的，似乎是Max Weber。參看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58), 
pp.113-114。 又，F. Wakeman以為理學中的自我作為「宇宙精神的容器」，是從外向內

貫注的，其修養工夫也是自外向內；而毛的自我作為「意志的工具」，則是自內向外擴

張的。我同意後者；但他以為理學的自我修養工夫是自外向內的說法，我不能同意。孟

子明白地說過：「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見楊伯峻譯注：

《孟子譯注》，〈告子上‧6章〉，頁259。理學也不能外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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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進而聯絡全世界的同志，以共謀解決人類各種問題」。134

    在這一個「大我」裏面的「他」——也就是「宇宙」間的萬事萬物，——

可以各遂其生，各自發展，「至不同即至同，至不統一即至統一」。也只有允

許差異，而不是強求「雷同」，才能讓每一個個體「發達個性」。所以毛主張

「具足生活」只能懸一「形式」之格，而不可立一「實質之格」：「具足生活

非雷同，故倫理學只能立形式，而不能立一實質之格以示後」。以「形式」

之格足以包容種種歧異，而「實質之格」則勢必將定於一尊耳。毛因而宣言：

「只能以形式說明至善」。「宇宙」裏充斥著千千萬萬的事物，以及它們林林

總總動機各異的活動：「宇宙間各物之活動，各物服從自我之活動而已」；而

「宇宙」就是這些「各物」各自的「我」的總合：「各除去我，即無宇宙。各

我集合，即成宇宙」。所有這些「各我」，又都收歸於「我」（此處指「大我」）

之中；以成就「我（「大我」）即宇宙」之局。這個「大我」應該如同「宇宙」

一般包羅萬象、兼容並蓄。換言之，原本只具有個體性的「我」，應該發展

成具備普遍性的「大我」。只有如此，這個「大我」才真算得上是至大無外

的「大我」，——一尊上天下地、惟我獨尊的「神」。

這正是「我」

逐漸擴大成「大我」，「大我」進而為更大的「大我」的過程。 

135

    有趣的是：儘管在這「大我」之內，萬物並育、群生競逐，但卻可以並

育而不相害，競逐而常相親。在毛看來，只要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張以行」，

「不盲從他人是非」，不「為強有力者所利用」，不「失卻其主觀性靈」，就決

不至於會生出彼此之間的衝突：「人人有哲學見解，自然人己平，爭端息，

真理流行，群妄退匿」。換言之，每一個人的「真正主張」與「主觀性靈」，

本是相一致的，相和諧的，沒有「人己」之分，也絕無「爭端」可啟。

 

136

                                                      
 134  毛澤東：〈致歐陽澤信‧一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澤東早期文稿》，頁550。 

毛

舉「民眾的大聯合」為例，以說明「大聯合」之所以可能，是因為民眾本來

擁有鉅大的「共同利益」：「所以要有群，要有社會，要有聯合，是因為想要

 135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126-127、頁230-231。 
 136  毛澤東：〈致黎錦熙信‧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毛澤東早期文稿》，頁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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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到我們的共同利益」。當然，「共同利益因為我們的境遇和職業不同，其範

圍也就有大小的不同，於是求到共同利益的方法（聯合），也就有大小的不

同」。然而，儘管這些「共同利益」在範圍上有「大小的不同」，但不同並不

就是衝突。正由於此，「許多的小聯合彼此間利益有共同之點，故可以立為

大聯合」。比如說：「要求解放要求自由，是無論何人都有份的事，就應聯合

各種各色的人，組成一個大聯合」。於是，乃可以「由許多小的聯合，進為

一個大的聯合。由許多大的聯合，進為一個最大的聯合」。137這個「大聯合」，

其實也就是「大我」。這個「大聯合」暨「大我」之內的所有成員，專心致

志、一無旁顧地追求那惟一的「理想」，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利益與生命：「國

民之有理想也，決不暇計其價值，為自由則爭自由，為勢力、為名譽則爭勢

力、爭名譽，其於幸福有幾何之得失，非所計也。國民欲實現其理想，則直

前勇往，舉各人之利益生命以為犧牲，而各人亦願犧牲其利益生命而無悔。

即使各人未必無吝於犧牲之見，而既為國民之一份子，則必欲以身殉之。且

也歷史之判斷，亦如歷史之意志然」。138

    事實上，毛確實曾經把「個人」與「團體」的關係，比喻作人體與細胞

的關係。他顯然相信：「團體」——如果是由「我」擴大而成的「大我」，就

能如同人體一般，是一個內部的「個人」不會互相衝突的統一體：「人一身

乃集許多小個體而成，社會乃集許多個人而成，國家乃集許多社會而成」。

在這「大我」內部的「各我」之間，

絕無本質上的分裂。因為，這些「大我」的成員，記掛的只是那超越了一己

的「理想」。其中任何個人特殊的、個別的利益，在那普遍的、絕對的「理

想」之前，都顯得微不足道，無足重輕。而這也就顯示了「歷史之意志」。 

139

    然則，作為「大我」的軸心的「我」——這把「宇宙」以及「宇宙」間

的「各我」都席捲以去、從而收歸於一己的「我」，會不會也與在他之內的

 

                                                      
 137  毛澤東：〈民眾的大聯合（二）〉，《毛澤東早期文稿》，頁373、頁377-378。 
 138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169。這是泡爾生書中的話。

毛澤東毫無保留地同意泡爾生的這段話，他以為：「必如此以說明歷史之生活，始近真

理，始有價值」。 
 139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15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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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我」發生衝突？從青年毛澤東的一些話頭看來，這也是不可能的。「我」

在掌握了「大本大源」以後，漸轉以成為「大我」，從而為「神」為「聖」。

於是而可以「通達天地，明貫過去現在未來，洞悉三界現象」；進而就能「對

付百紛，駕馭動靜，舉不能逃」。這樣一位「聖」、「神」、「大我」，是一個「大

氣量人」，他可以「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其聲勢如同「大纛一張，萬夫

走集；雷電一震，陰殪皆開」，「沛乎不可御矣」！140

    我們在上文中談到，就「小我」而言，並不存在所謂「洞窟中的內戰」；

也就是說：「小我」心中並無內在衝突或善惡交戰。如今在此處，我們又看

到：即使就「大我」而言，也仍然沒有「洞窟中的內戰」，在「大我」之中

依然看不到任何形式的分裂。 

只有這樣的「聖」、「神」，

才不愧為一個「大我」。這「大我」以「我」為主軸，而「各我」則牽繫於

這一個主軸而動。這是一個萬眾一心的統一體：在它的內部，在主、從之間，

只是一片混然。 

    在這裏，必須強調的是：作為主的「我」，與作為其從的「各我」之間，

並不是平等的。事實上，「各我」的存在必須以「我」為條件：「各我又以我

而存，苟無我何有各我哉」？141

    這種不平等，首先是能力上的不平等，而這一點表現在一個重要的方

面：「小人」的生活，必須仰仗「一切世法」，而「君子」則可以完全超脫於

「一切世法」之外：「政治、法律、宗教、禮儀制度，及多餘之農、工、商業，

終日經營忙碌，非為君子設也，為小人設也。君子已有高尚之智德，如世但

有君子，則政治、法律、禮儀制度，及多餘之農、工、商業，皆可廢而不用。

無如小人太多，世上經營，遂以多數為標準，而犧牲君子一部份以從之，此

小人累君子也」。 

 

    從這一點衍生出來的就是：「君子」應該比「小人」負上更多的道義責

任。「君子」與「小人」，在責任上、道義上，也是不平等的。「小人」無法

                                                      
 140  毛澤東：〈致黎錦熙信‧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毛澤東早期文稿》，頁86-87。 
 141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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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振拔，而君子應該致力於提振他們：「小人累君子，君子當存慈悲之心

以救小人」；「然小人者，可憫者也，君子如但顧自己，則可離群索居，古之

人有行之者，巢、許是也」。毛顯然相信：「君子」不應該「但顧自己」，他

應該出而救世。142而這就使得「君子」與「小人」之間，有了主、從之別。

套用牟宗三的一個比喻：「他」與「我」之間，並不是一個「對列之局」

（Co-Ordination），而是一種「隸屬關係」（Sub-Ordination）；143

    「君子」的振拔「小人」，完全不是為了「小人」本身，而只是為了成

全「君子」個人的品格與道德。德國的哲學家叔本華以為「道德之價值，必

以他人之利害為其行為之動機」，毛自認對於此說：「吾不以為然」。他主張：

「道德非必待人而有，待人而有者客觀之道德律，獨立所有者主觀之道德律

也」。而毛則惟以「主觀之道德律」為衡量一切的標準。他說：「吾人欲自盡

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寶貴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

我眼一閉，固不見物也，故客觀之道德律亦係主觀之道德律」。持守著「主

觀之道德律」，必須目中無人，惟己是務：「即使世界只有我一人，亦不能因

無損於人而不盡吾之性、完吾之心，仍必盡之完之。此等處非以為人也，乃

以為己也」。

不是人人對等

的敵體，卻如同父母之於子女。 

144「一切之生活動作所以成全個人，一切之道德所以成全個人，

表同情於他人，為他人謀幸福，非以為人，乃以為己。吾人有此種愛人之心，

即須完成之，如不完成即是於具足生活有缺，即是未達正鵠」。「吾惟發展吾

之一身，使吾內而思惟，外而行事，皆達正鵠」；「我自欲遂行也，向誰負責

任」？毛以為只有如此自是其是，「乃可謂之真自由，乃可謂之真自完」；也

才說得上「個人之人格」、「自律」與「自由」。145

                                                      
 142  毛澤東：〈致黎錦熙信‧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毛澤東早期文稿》，頁88-89。 

一切「利他」的行為，都

只是從「精神之個人主義」出發的「利己」而已：「吾人有時兼利他之手段

 143  牟宗三：《政道與治道》，頁52。 
 144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147-148。 
 145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203-206、頁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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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仍以達到自利之目的也」。146

    無論是就「個人主義」的層次，還是就「精神之個人主義」的層次來看，

在毛的思想體系裏，「利他」充其量只是「利己」的「手段」。既然「利己」

是「目的」，「利他」是「手段」；那麼，「己」（自己）與「他」（他人）就決

不是平等的。說得明白些：「他」（他人）只是「手段」，「己」（自己）才是

「目的」。事實上，在毛看來，「他」（他人）從來就不是「目的」，而只是一

種「手段」。「他」只有成為「大我」的一部份，才有意義、才有價值。「他」

本身並不具備有主體性。這一立場，恰恰與康德所謂的「實踐的律令」：「你

應當這樣行動，即在每一情形中，你總得把『人之為人』之人，不管是你自

己人格中的『人之為人』之人抑或是任何別人人格中的『人之為人』之人，

當作一目的來看待，決不可只當作一工具來看待」，

「利他」只是手段，「利己」才是目的。我

們在上文提到的這一格式，此處又出現了。只是它原來是就「小我」、就「個

人主義」這一較低的層次而為言的；現在則是在「大我」、在「精神之個人

主義」這一較高的層次上說的。 

147

（七）毛澤東早期思想的歷史意義 

完全相反。當然，毛

把「他」（「他人」）視為「手段」乃至於「工具」，是有他獨特的意涵的。

也就是說：「己」在利用「他」（「他人」）時所採用的措施，就是「利他」；

而「利他」本身，按其字義，正是為了造福於「他」（「他人」）。不過，可

以想見：如果從康德的角度來看，毛所謂的「利他」，委實就好像一個牧人

善待自己的羊群一般，最終的目的仍是為了「利己」——即使這「利己」，

是為了成就「大我」，是就「精神之個人主義」的立場而為言的。 

    無論就那一方面來看，毛的「哲學」，決不是一個人人都能通用的東西。

他的「哲學」，不是「人人哲學」，它不能夠讓任何普通人遵行；而專門就是

                                                      
 146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241。 
 147  Immanuel Kant著，牟宗三譯：《道德底形上學之基本原理》（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the 

Metaphysic of Morals），收入《康德的道德哲學》，頁66-67。 



青年毛澤東的思想與現代中國極權主義的誕生 ．115． 

那力足以挽狂瀾的「大氣量之人」、「君子」、乃至於「聖人」，也就是毛所謂

的「神」，——的「哲學」。在毛的時空條件下，這樣的哲學，只能是一個中

國式的革命領袖，乃至於中國式的國家領袖的哲學。正如中國古代的經典《大

學》中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不是為了「庶人」而說的，卻是為了

那些「有國與天下之寄」的「天子而下以至公候卿大夫」而說的一般。148

    不過，儘管如同中國古代的儒家政治哲學一般，毛的思想是專為「有國

與天下之寄」的人說的；但這兩者之間，還是有一些根本的不同。 

 

    牟宗三曾指出：中國古代的「皇帝」被設想為「無限體」。「皇帝」與他

治下「人民」的關係，「總之是一句話：『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如是，

人民永遠是在被動的潛伏狀態中，而為上面的風所披靡，所吹拂，永遠是在

不自覺的睡眠狀態中。照儒家言，是在德化的吹拂中」。149

    在形式上，中國古代帝國的皇帝與他治下人民之間的關係，固然還保留

在毛的思想中，但在內容方面已經不一樣了。 

 

    毛的「君子」、「聖人」或是「神」，雖然並不是帝國時代的皇帝，卻也

是一個「無限體」。但在現代中國的時空條件下，這「無限體」之內的「各

我」或「小人」，為配合這作為主體的「無限體」的意志，必須從「不自覺

的睡眠狀態」中醒來；或用毛的話來說：他們必須從「自在的階級」變成「自

為的階級」。 

    毛所生活的時代，大部份的中國人，差不多都是處於「不自覺的睡眠狀

態」中的農民，他們如同蟲豸一般生，也如同蟲豸一般死。據沈從文的回憶，

辛亥革命的易代之交，他的故鄉的農民們，於官兵捉拿「造反」者時，被隨

便抓了來殺掉充數。原先「每天必殺一百左右」；後來： 
                                                      
 148  「天子而下，以至公候卿大夫，皆有國與天下之寄，其本在修身是也。至庶人則煢煢一

身一家，於國、於天下何與？而通曰『壹是』何也？且既曰『壹是』，則庶人與天子等

矣；普天之下更無一人不是本，亦無一人不當先立其本者，吾是以未能無疑。」這是明

末李卓吾的朋友劉用健評價《大學》中「修齊治平」的路徑的話。見李贄、劉東星同撰：

《明燈道古錄》（台北：廣文書局，1983），卷上，頁10a。當然，《大學》一書反映的

是周的封建宗法制度之下「天下一家」的局面，在當時是說得通的。 
 149  牟宗三：《歷史哲學》，頁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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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來的人一多，被殺的頭腦簡單異常，無法自脫，但殺人那一方面卻

似乎有點寒了心。幾個本地有力的紳士，……便一同向憲台請求有一

個限制，經過一番選擇，該殺的殺，該放的放。每天捉來的人既有一

百兩百，差不多全是無辜的農民，既不能全部開釋，也不忍全部殺頭，

因此選擇的手續，便委託了本地人民所敬信的天王，把犯人牽到天王

廟大殿前，在神前擲一竹筊，一仰一覆的順筊，開釋，雙仰的陽筊，

開釋，雙覆的陰筊，殺頭。生死取決於一擲，應死的自己向左走去，

該活的自己向右走去。一個人在一分賭博上既占去便宜三分之二，150

因此應死的誰也不說話，就低下頭走去。151

這樣大量的「永遠是在不自覺的睡眠狀態中」的農民，一方面是像毛這種革

命者「為一援手」的對象，一方面也是類似毛這種革命者出現的必要條件：

只有這樣的缺乏主體意識的「各我」，才能被吸納進毛的「大我」之中。 

 

    儘管不是針對沈從文所說的故事而發，但毛也曾經指出：「現在的中國，

可謂危險極了。不是兵力不強財用不足的危險，也不是內亂相尋四分五裂的

危險。危險在全國人民思想界空虛腐敗到十二分。中國的四萬萬人，差不多

有三萬九千萬是迷信家。迷信鬼神，迷信物象，迷信運命，迷信強權。全然

不認有個人，不認有自己，不認有真理」。152

                                                      
 150  按：依照機率來算，應為四分之三（「一仰一覆的順筊」，共有兩種可能的組合）；也

就是說：有四分之一的機會會被殺掉。沈從文算錯了。這「一百兩百」的四分之一，約

是二十五人或五十人。換言之，一天下來，要殺二十五到五十人，前後總共殺了「約一

個月，方漸漸減少下來」。據沈從文估計，就這一地，就殺了「幾千無辜農民」。 

毛所列舉的這些性質：「迷信鬼

神，迷信物象，迷信運命，迷信強權。全然不認有個人，不認有自己，不認

     這種毫無意義的屠殺，在那一個時代的中國，似乎並不罕見。中共本身為了擴張勢力，

對於他們心目中的「反共份子」，也不時進行這種殺戳。根據傳教士雷震遠的回憶，在

日本侵略中國的年代裏，他就被迫親眼目睹了幾次中共的隊伍下手的「殺頭和活埋」。

據他的統計，1940年的5月、6月、7月這三個月裏，這樣子被殺掉的，河北博野有三百六

十人，定縣有一千七百人，安平有一千二百人，深縣二千人。見雷震遠（Father Raymond 
J. De Jaegher）、Irene Corbally Kuhn合著，李潘郁譯：《中國赤潮記》（The Enemy Within）

（香港：亞洲出版社，1953），頁103-121；犧牲者的數目，見頁106。 
 151  沈從文：《沈從文自傳》（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7），頁24-26。 
 152  毛澤東：〈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毛澤東早期文稿》，頁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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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真理」；彷彿正是描寫那些在天王廟前以擲筊定生死的農民。毛必須面對

的，正是這些「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體也」的「小人」。 

    這樣的農民，只能是被救援的客體；或者依毛澤東的說法，他們只是「自

在的階級」。毛以他們「對於帝國主義的認識」為例，以為他們原本只停留

在「表面的感性的認識階段」，「表現在太平天國運動和義和團運動等籠統的

排外主義的鬥爭上」。 

    在毛看來，這沉睡著的「自在的階級」，必須被像毛澤東這樣的革命者

喚醒，使得他們「進到理性的認識階段，看出了帝國主義內部和外部的各種

矛盾，並看出了帝國主義聯合中國買辨階級和封建階級以壓榨中國人民大眾

的實質」，只有經過這個轉化，他們才能成為「自為的階級」。153

    毛預言道：「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

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甚麼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

他們將衝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

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一切革命的黨派、革命的

同志，都將在他們面前受他們的檢驗而決定棄取。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

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後頭指手劃腳地批評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對面反

對他們呢？每個中國人對於這三項都有選擇的自由，不過時局將強迫你迅速

地選擇罷了」。

從「自在」

到「自為」，正是他們與帝國之民的不同之處：他們不再只是沉睡著、等待

「德化的吹拂」的「草民」了；毛意圖使用一切方法「開其智而蓄其德」，使

得他們覺醒起來。而這一個過程，也正是他們被席捲、網羅進毛所謂「大我」

之中的過程——他們必須被納入這「大我」之中。 

154

    有趣的是：儘管在毛看來，中國的這「幾萬萬農民」已經是「自為的階

級」了，他們仍然需要有人來「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這領導他們的

人，只能是毛本人。他會與他們融成一個「大我」，在其中不分彼此，從而

 

                                                      
 153  毛澤東：〈實踐論〉，《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1卷，頁288-289。 
 154  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毛澤東選集》，第1卷，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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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成一個集體的意志。這「大我」「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甚麼

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從而「衝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

上迅跑」。這「大我」會變成一切的判準：「一切革命的黨派、革命的同志，

都將在他們面前受他們的檢驗而決定棄取」。 

    毛看到了「大我」的覺醒，這不但是「我」的覺醒，也是「各我」的覺

醒： 

天地為之昭蘇，奸邪為之辟易。咳！我們知道了！我們醒覺了！天下

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

誰說？我們不幹，誰幹？刻不容緩的民眾大聯合，我們應該積極進

行！155

到了中共的延安時代，根據中共的理想：「邊區民主是由下而上，少數服從

多數與下級服從上級的人民大眾的民主集中」，這些「永遠是在不自覺的睡

眠狀態中」的農民，終於被動員起來，從而納入新的「民主集中」的秩序

中；——換言之，納入毛的「大我」之中了。儘管根據謝覺哉的說法，延安

的農民在選舉投票時，只能「或就印好的候選人名單畫圈，或燒香洞，或舉

拳頭（即舉手），或投豆子入碗，碗上標明姓名，或叫候選人排成一排，每

人背後各繫一碗，令選民依次就其背後投豆，得豆多者當選」。事實上，除

非大力推動這些「人民大眾」，否則「人民積極自動參加的畢竟不多」。

 

156

    依據毛的主張，共產黨不應該代「群眾」去做決定，而必須靜待「群眾」

自己來下決心：「要聯繫群眾，就要按照群眾的需要和自願。一切為群眾的

工作都要從群眾的需要出發，而不是從任何個人的良好願望出發。有許多時

候，群眾在客觀上雖然有了某種改革的需要，但在他們的主觀上還沒有這種

覺悟，群眾還沒有決心，還不願實行改革，我們就要耐心地等待；直到經過

我們的工作，群眾的多數有了覺悟，有了決心，自願實行改革，才去實行這

 

                                                      
 155  毛澤東：〈民眾的大聯合（三）〉，《毛澤東早期文稿》，頁390。 
 156  文伯：〈陝北之行〉，見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台北：中文圖書供應社，1974），

第3編，頁336-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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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改革，否則就會脫離群眾。凡是需要群眾參加的工作，如果沒有群眾的自

覺和自願，就會流於徒有形式而失敗」。157然而，他也主張，應該「深入於

群眾之中；根據群眾的覺悟程度，去啟發和提高群眾的覺悟，在群眾出於內

心自願的原則之下，幫助群眾逐步地組織起來」。158所謂「啟發和提高群眾

的覺悟」，與「耐心地等待」「群眾的自覺和自願」，其實是一體的兩面。所

以毛又說：「共產黨員又應成為學習的模範，他們每天都是民眾的教師，但

又每天都是民眾的學生」。159

    在毛與「群眾」的關係中，有一種我所謂的「權力的循環」的現象。用

毛本人的話來說，就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毛的原意是：「將群眾

的意見集中起來，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

下去，見之於行動，並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後再從群眾

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

更生動、更豐富」。

透過這樣一種兩面的方法，毛把「我」與「各

我」聯合成了一個「大我」。這個「大我」，與「各我」之間，是一體的，所

以無法分辨其中的責任歸屬。 

160然而，相應於這樣一種「無限循環」，事實上則是別有

陽秋：毛本人的權力、魅力與自信，使得「群眾」對他產生了迷信；而毛所

目睹的這種迷信，又使得他相信自己的意見確實是「群眾」自發的意見，因

而更加自信。毛的自信，又更進一步影響了「群眾」。如此循環往復，「從群

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才是中國的「自在的階級」，變作「自為的階級」

時的真相。161

    這個「大我」，這個毛式的「無限體」。就其一而論，這「無限體」就是

毛本人；就其多而言，這「無限體」則是所有「中國人民大眾」。從毛本人

而這種「權力的循環」，也正是毛的「大我」逐漸擴大的方式。 

                                                      
 157  毛澤東：〈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戰線〉，《毛澤東選集》，第3卷，頁1012。 
 158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3卷，頁1095。 
 159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毛澤東選集》，第2卷，頁523。 
 160  毛澤東：〈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毛澤東選集》，第3卷，頁899。 
 161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所謂「權力的循環」，發展到了極點。以致於整個文化大革命責任

的歸屬，難以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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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現出來的「無限體」，如同文化大革命之中上給毛的尊號一般，是「偉大

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162這「無限體」把所有

「各我」與「小人」包容、網羅進自己裏面，並賦與他們以方向、意義與價

值，從而把自己的「主體性」也轉包給了他們。163原本「永遠是在不自覺的

睡眠狀態中」的農民，終於有了他們的「主體性」；儘管這「主體性」，並不

是內發的，卻是由毛這個「大我」從外在賦與的——所以也不能算是真正的

「主體性」，而只是經由揠苗助長而產生的、外在的「主體性」。164

    到了這個階段，原本由「我」（「君子」、「聖人」或「神」，此處毛稱之

為「聖賢豪傑」）所做的事，就該由「小人」、「各我」（此處毛稱之為「普通

人」）一起來做了：「既認為聖賢豪傑之所為，即當認為普通人之所為；聖賢

豪傑之所以稱，乃其精神及身體之能力發達最高之謂。此精神及身體之能力

發達最高，乃人人應以為期向者也。謂聖賢豪傑獨可為捨身拯人之事，而普

通人可以不為，是謂聖賢豪傑之能力發達最高，而普通人不必如是也，豈為

合於論理之言哉」！

 

165

                                                      
 162  熊忠武主編：《當代中國流行語辭典》（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頁178。 

「普通人」應該如同「聖賢豪傑」一般，使「精神及

 163  當然，這是很奇怪的說法：主體性決不是能夠從外面被賦與的東西。但在眼前的例子裏，

只能這樣子說。 
 164  黃宗智問了這樣一個問題：「中國農村在（按：二十世紀的）五十年代之前經歷了六個

世紀的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但仍未得發展，人口的絕大多數仍束縳於餬口水平的種植業

生產」。這「六個世紀」，正是中國的農民停留在「永遠是在不自覺的睡眠狀態中」的

階段。可是，經過了二十世紀的「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集體化途徑」，從而最終在八

十年代放棄這「集體化途徑」以後，「為甚麼鄉村經濟在八十年代得到蓬勃發展」？為

甚麼「在擁有自由市場、私有財產的1350至1950年以及計劃經濟的集體化的五十年代至

七十年代都沒有這種發展？為甚麼鄉村集體所有制與市場化經濟的悖論性混合體卻推動

了充滿活力的鄉村工業化」？（見黃宗智：《中國研究的規範認識危機》[香港：牛津大

學出版社，1994]，頁36。）黃宗智是就經濟方面的發展而為問的。然而，我們也可以問

一個相關聯的問題：相應於黃所說的這一段發展，為甚麼原本「永遠是在不自覺的睡眠

狀態中」的農民，經過了毛式的「集體化」動員以後，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忽然開

始甦醒了（儘管也只是甦醒而已，其他都還談不上）？毛的執政時期，——且不說這一

段時期裏令人不忍卒聞的犧牲，——也許僅能看作是歷史上的過渡階段；然而在這段時

間內，到底發生了甚麼事？僅管我們目前無從回答這個問題，但僅僅從眼前我們知道的

一些現象看來，毛的遺產顯然是相當複雜多面的。 
 165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236-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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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之能力發達最高」。換言之，他們應該注目於「大我」的利益，而忘懷

專屬於一己的區區小利。這也正是後來毛所謂「六億神州盡舜堯」166

彼時天下皆為聖賢，而無凡愚，可盡毀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氣而吸清

海之波。

的境界。

也就在這個局面下，「大我」之中的一切眾生，無分「我」與「各我」，都成

為「聖賢」了，而「一切世法」，包括「政治、法律、禮儀制度，及多餘之

農、工、商業」之類，也都可以「廢而不用」了： 

167

革命者毛澤東，也終於能夠完成他向這些「小人」「為一援手，開其智而蓄

其德，與之共躋於聖域」的悲願了。

 

168

    這樣一個「大我」，超越了毛一己的個別性與特殊性，而具備了普遍性

與絕對性。在這「大我」之內的一切「普通人」，同樣也必須如同「聖賢豪

傑」一般，努力克服一己的個別性與特殊性，以企及那「大我」的絕對性與

普遍性。而這也正是毛所激賞的「歷史之意志」。 

 

    在上文中曾經引證過：有些史家主張，毛早期的「唯心主義」階段，是

遠紹譚嗣同，乃至於王陽明的。這樣的看法儘管在有些方面是正確的，但必

須施加某些限制：毛從這一線承受的，主要是其形式部份，而非其內容部份。

也就是上面討論過的：雖然毛接受了「存有的連續性」這個形式，但其所以

「連續」的內容（「自然衝動」），則早已與孟子這一路大異其趣了。此處還可

以再加補充的是：中國傳統思想中的「存有的連續性」，使得追求「天人合

一」（恢復「天」與「人」的連續）變成了人生的目標。而毛的可以包羅「人

                                                      
 166  毛澤東：〈七律二首—送瘟神〉，見毛澤東著，易孟醇注釋：《毛澤東詩詞箋析》（長

沙：湖南大學出版社，1996），頁175。 
 167  毛澤東：〈致黎錦熙信‧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毛澤東早期文稿》，頁89。 
 168  有趣的是：毛澤東的秘書李銳，就曾經引馬克思描述中國農民的一段話，來說明毛澤東

與農民的關係：「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

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這種權力保護他

們不受其他階級侵犯，並從上面賜給他們雨水和陽光」。李銳認為：「在毛澤東思想引

導下，中國革命是一場東方獨特的、新型的農民革命」。見李銳：〈毛澤東晚年「左」

的錯誤思想初探〉，收入李銳：《毛澤東的功過是非》（台北：新銳出版社，1994），

頁342。李銳的說法，正可以取來說明毛的「大我」在當代中國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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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生類」乃至於「宇宙」的「大我」，毛之追求這個「大我」的實現，

其實也正是「存有的連續性」的應有之義。毛的這個目標，是可以與傳統世

界的「天人合一」相提並論的。就此而言，他的思路確實與中國傳統中的理

想相關聯。 

    然而，在傳統中國，這一個理想，只能在個人的層次上追求（也就是牟

宗三所謂的「點的形態」）。到了毛澤東這裏，當整個帝國的局面，連同支持

這一局面的「宗教與精神權威」（religio-spiritual authority），也都瓦解掉

了，169

    這一個事例，讓人想起了黑格爾的警告：「在一個人的書房裏編織空洞

的倫理理論是一回事，但想要把它在歷史中付諸實行，則是另一回事。德國

人幹了前者，法國人則幹了後者，結果造成了可怖的、毀滅性的後果」。

因而完全不能夠再維繫著這一套理想於傳統的格局之內時，毛才能夠

身體力行，另闢別途，從而去追求這個理想。 

170

    也只有到了這一刻，當「自在的階級」，經由毛的「開其智而蓄其德」，

而終於醒轉過來，並變成「自為的階級」的時候；這一個階級，也才能分潤

到毛澤東這一尊「神」的「神」性。這些在毛這個「大我」之內的「各我」，

最後也變成「上帝」了：「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

全中國的人民大眾。全國人民大眾一齊起來和我們一道挖這兩座山（按：依

毛的說法，這兩座山，「一座叫做帝國主義，一座叫作封建主義」），有甚麼

挖不平呢」？

毛

澤東正是這個「大我」理想的實行者，而他造成的災難，相較於法國大革命，

實在有過之而無不及。 

171毛澤東說過：「服從神何不服從己？己即神也，神（原註：

應作「己」）以外尚有所謂神乎」？172

                                                      
 169  也就是林毓生所謂的「普遍王權」（universal kingship）與伴隨著它的一切的瓦解。見Lin 

Yu-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pp. 12-13. 

所以，在此處他所膜拜、所服從的「上

 170  Charles Taylor, Hegel and Modern Society, p. 102. 黑格爾是就「普遍意志」之說化為法國

大革命中的現實一事，而為言的。 
 171  毛澤東：〈愚公移山〉，《毛澤東選集》，第3卷，頁1102。 
 172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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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只能是他自己的另一個高級的形式——「大我」。只有在「全中國的人

民大眾」，作為「各我」，被網羅進毛的這個「大我」之中以後，「各我」才

有資格成為「上帝」。而所謂「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

這個述語，其實也只是「己即神也」的另一種表達方式而已。 

    有一位論者曾經指出毛澤東的兩面：毛一方面「是一位實實在在的人民

領袖」，但他「又同時是一位實實在在的大獨裁者」。毛是「人民領袖兼大獨

裁者」，或者乾脆叫：「人民領袖型的大獨裁者」： 

因為其人民性，他的獨裁就有了最為自信的根據，及最為有力的藉

口。他可以誘導、煽動和控制民意，可以囊括包括自由、民主、解放、

平等、人道主義、人本主義、人權精神等在內的一切人類進步新潮的

口號與思想，可以自認為代表最大多數人民因而也就代表了全人類的

根本利益，可以行使任何極端的、殘酷的、不人道的和非法的暴力手

段和恐怖手段，一句話：可以肆意地獨裁。 

這種方式的獨裁，也可以稱之為「人民獨裁」，或用毛澤東自己的話

說，叫「人民民主專政」。即以人民的名義，剝奪人民的政治權利。173

這位論者所說的當然是對的，但仍有不足之處。我想指出的只是：對於毛而

言，只有那些可以被收羅進他的「大我」的——換言之，本來缺乏自我主體

意識，而有待毛本人，從外面來賦與他們以主體意識的人——才算是「人

民」。當那些人被毛賦與了主體意識，從而被毛收羅進了他的「大我」以後，

他們與毛就成為一而二、二而一的同一回事了：——毛就是人民，人民也就

是毛。毛的統治，也就是人民的自我統治。所以，毛的專政，也就是「人民

民主專政」。 

 

    毛的這個「大我」，以「巨靈」（Leviathan）的姿態，出現在中國的大地

上。如同T. Hobbes所描寫的一般：「像這樣統一在一個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

稱為國家。……這就是偉大的巨靈的誕生——用更尊敬的方式來說，這就是

活的上帝的誕生。……他就能運用付托給他的權力與力量，通過其威懾組織

                                                      
 173  趙無眠：《真假毛澤東》（香港：明鏡出版社，1996），頁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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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的意志，對內謀求和平，對外互相幫助抵禦外敵。國家的本質就存在於

他身上」；「承當這一人格的人就稱為主權者，並被說成是具有主權，其餘的

每一個人都是他的臣民」。174

四、結論 

毛澤東本人，就是這樣一個「承當這一人格的

人」、「活的上帝」。不過，在Hobbes的英國，「巨靈」的誕生，必須經過每一

個人的授權與協議。但在毛的中國，並不存在這樣一批自覺的國民；如果「全

中國的人民大眾」在毛的時代有過任何自覺的話，那也只是由毛所賦與的。

這一個「巨靈」，只能是毛的人格，在當時中國這特定的時空中，所做的主

觀的投射而已。 

    毛的思想承接了中國自清以來肯定情欲，反對理、欲二者截然對立的傳

統，又揉合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傳入中國的新觀念——主要是達爾文的進化

論中所隱涵的對人性的看法，從而發展出一套「自然人性論」。這個「自然

人性論」，在內容方面，把人的情欲等「自然衝動」視為人性之根本，所以

與孟子以來對人性的看法大異其趣；但在形式上，卻又承受了源自於中國傳

統的「存有的連續性」——「天命」下貫而為人的「天性」，人則應該秉持

著此一「天性」，盡「性」以知「天」，上契於「天」：「人」與「天」是相連

續的。 

    這樣一種結合的結果之一就是：傳統思想中原本具備的「天理」、「人欲」

的對峙與交戰，完全消失不見了。換言之，在毛身上完全看不到基於道德上

的考慮，而對於自己的欲望加以克制的努力。175

                                                      
 174  Thomas Hobbes著，黎思復、黎廷弼譯：《利維坦》（Leviathan），頁132。 

 

 175  據Edgar Snow記下的毛澤東的自述，毛於青年時代，和他的朋友們「熱衷於鍛煉身體」：

「在寒假裏，我們徒步越野爬山，繞城涉水。如果下雨，我們就脫去襯衣，稱之雨浴；烈

日炎炎時，我們也脫去襯衣，稱為日光浴；在春風裏，我們大叫大嚷，稱之為一項新運

動項目『風浴』。寒霜降臨時，我們露宿野外；甚至在一月份到冰泠的江中去游泳。所

進行的這些活動都美其名曰『鍛煉身體』。也許這麼做有助於練就一副強健的體魄。日

後，我在南方的轉徙征程，以及從江西到西北的長征中，極其需要這樣一副體格」。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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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由於在毛的思想中，人的「自然衝動」本來源自於「自然」或曰

「天」；既然「天」與「人」是相連續的，順著「自然衝動」而行，就等於是

「天」在人的裏面代理「人」來行動。毛相信：順著「自然衝動」而動，才

是順「天」而行。如果遭遇了任何「外界之抵抗」176

    然而，毛的「自然人性論」，卻並沒有發展成自私自利之學；毛反而依

據中國傳思想中「存有的連續性」的應有之義，把它發展成了「精神之利己」、

「精神之個人主義」。 

，都應該加以克服，以

期能實現「天」的意志（其實也就是他自己的意志）。在毛身上，一切內在

的衝突，都被轉化為他自己與「外界」的對峙了。 

    毛作為「精神之個人主義」者，以「我」為中心，以「大我」為目標。

「我」可以——或更恰當地說：必須——吞併萬有、包羅萬有，從「人類」、

「生類」一直到「宇宙」，然後才能成其為「大我」。毛的「我」如同一個阿

米巴（amoeba）一般，不斷吞噬、同化外在的一切，以自我擴大而成「大我」。

毛的革命，其實就是這個「我」擴大為「大我」的過程。 

    由於是以「我」為主，被包羅進來的則是歸順於「我」的從，由此而形

成的一切關係——包括人際關係、人與自然的關係等等，都不會是一種「對

等」（co-ordination）的關係，而是一種以「我」為主的「隸屬」（sub-ordination）

的關係。 

    取傳統中國的思想型態，以與毛的思想相對照：在傳統中國思想中，「天」

對於「人」具有優位性；在毛身上則剛好相反，「人」對於「天」才具備優

位性。「天」因此從屬於「人」。在此處，毛變造了中國傳統的思想模式。 

                                                                                                                                       
Edgar Snow著，李方淮、梁民譯：《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頁109。就

毛而言，這樣的「鍛煉」，其最終的目的，與其說是為了克制自己的欲望，還不如說是

為了降服在自己以外的力量。當然，在毛的自我「鍛煉」裏面，也有自制的成份；但就

如同那句西方的諺語所說的一般：「要勝過別人，必須先勝過自己」；其最終的目的，

仍是毛所謂的「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

但這與道德意義上的自制是大異其趣的。 
     關於這一方面的思考，我受惠於陳永發老師的提醒。 
 176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181。 



．126．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18期 

    然而，在中國的傳統思想中，君子與小人之間本就不是「對等」式的關

係，而是以君子為主的「隸屬」式的關係；這一點，在毛身上，則依舊留存

了下來。 

    根據毛的這一套理念，而建立起來的中國的「共產黨社會」，必然是以

毛本人為中心的「大我」的具體化。這個「大我」，首先在中國共產黨與「無

產階級」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具體化；再後則在中國人民身上，實現了自己

的具體化。更重要的是：這個「大我」，必須是相對統一的，在其內部，不

允許有分歧存在。由於毛相信「我」具有這種包羅萬有的能力，所以他宣稱

「己即神也」、「我即宇宙」。 

    這樣一個「大我」，超越了毛一己的個別性與特殊性，而具備了普遍性

與絕對性。在這「大我」之內的一切成員，也都必須克服一己的個別性與特

殊性，以企及那絕對性與普遍性。而這也就是毛所稱許的「歷史之意志」。 

    總結來看：在毛身上，他起碼對儒家傳統的內容，進行了兩種改造：首

先，在內容方面，傳統的「道德人性論」被竄易成了「自然人性論」，由是

而所有修身的工夫都消失不見了；其次，在形式方面，「存有的連續性」儘

管依舊存在著，但卻被倒轉了過來：由原先「天」相對於「人」的優位，改

易成了「人」相對於「天」的優位，因而成就了毛的「己即神也」、「我即宇

宙」的哲學。 

    然則，毛的早期思想，到底與中國傳統思想有多少關係呢？ 

    帝制中國的傳統思想，如果原封不動、不加修改，本來也不至於造成「極

權主義」的局面。只有當支持整個帝制中國的「宗教與精神權威」

（“religio-spiritual authority”）衰亡以後，原本組成傳統中國思想有機體的

那些個別的因子，才會游離開來，各自在各個五四人物身上，尋找各自的機

遇。 

    就在毛澤東身上，我們看到了中國傳統思想向著後來的「極權主義」意

識型態發展的路徑。儒學傳統中的因素，在帝國時期，並未造成「極權主義」

的局面；它必須經過毛澤東式的變造，才可能向著「極權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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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向發展。 177

    真正的悲劇，其實在於，我們在毛身上發現的那形成毛的「極權主義」

意識型態的最關鍵因素：對於那掃除一切特殊性、個別性的「大我」的追

求，——它的前身，卻是在中國傳統思想中最動人的因子：面對著人類的苦

難，而力圖救焚拯溺的憂患意識。當此一憂患意識，以全新的姿態重現在毛

的思想中時，卻已面目全非，變成了強要「普通人」去當「聖賢豪傑」；換

言之，強要他們除去自己的個別性與特殊性，以相忘於「大我」之中的精神

動力了。 

 

  毛所進行的共產革命，正是為了體現這樣一個「大我」的必經之途。所

有阻礙「我」發展而為「大我」的「外界之抵抗」，都必須掃蕩淨盡。為了

實現「大我」這一個理想，毛必須開始關注現實中與他對敵的一切——那些

反抗、拒絕被他的「大我」所吞噬的一切：毛的一生，就是克服並吞噬這一

切的過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則是毛的「大我」之階段性的完成；

是「己即神也」的實現，是「神」的誕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毛澤東時代，

在那極權主義的階段所發生的種種事故，也都是以毛澤東這一尊「神」、這

一個「活的上帝」為主軸而發生的。如果不釐清毛澤東的早期思想，也難能

得其確解。 

                                                      
 177  劉述先曾經指出：「文革絕對不可能出現於傳統中國，但是同樣不見於蘇聯東歐」；所

以「唯一可能的解釋」是：「這是反傳統與傳統因素的獨特的結合」。見劉述先：〈毛

澤東對中國傳統文化繼承之分析〉，收入劉述先：《當代中國哲學論‧人物篇》（River 
Edge：八方文化公司，1996），頁95。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我在此處所做的，只是把

此一「反傳統與傳統因素的獨特的結合」的獨特處細加釐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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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ng Man Mao Zedong’s Thought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ese Totalitarianism 

Chi-lun Liu 

  Young man Mao Zedong’s thought inherited the “continuity of Being” in Chinese 

tradition: What Heaven imparts to man is called human nature, and man should follow 

and fully develop this nature in order to assist in the transforming and nourishing 

process of Heaven. Man is continuous with Heaven.  What makes Mao different from 

Chinese tradition i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thinking, Heaven is superior to man, but in 

Mao’s view, man is superior to Heaven. 

  Moreover, Mao regarded human desires or natural impulses as the very roots of 

human nature, much different from Menciou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Mao’s natural 

view of human nature makes himself a “natural man,” who has shown no restraint on 

his own desires or impulses.  

  In Mao’s theory, “natural impulses” were originated from “nature” or “heaven;” this 

is what we called the “continuity of Being.”  With the concept of “continuity of 

Being,” men’s following such “human impulses” made them agents of “heaven.”  

Mao believed following “natural impulses” is actually carrying out the will of  

“Heaven.” And he should overcome whatever resist from the outside world, in his term, 

“external world resists,” in order to fulfill will of “Heaven,” precisely, his own will. As 

a result, no internal conflict is found in Mao; he has transformed all the internal 

conflicts into external conflicts. 

  However, Mao’s natural view of human nature didn’t develop into egoism, which is 

selfish in nature; Mao transformed such view into a “spiritual egoism.” As a “spiritual 

egoist,” Mao started from “Wo”(“I”) and aimed at the fulfillment of “Dawo”(“Big I”). 

“Wo” can, or more correctly, must devour everything, including human beings, living 

things, and the whole universe, in order to grow into “Dawo.”  Like an amoeba, Ma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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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 engulfed and assimilated everything in order to become “Dawo.” As a matter of 

fact, Mao’s revolution is the growing process of his “Wo” into “Dawo.” “Wo” was the 

principal, and the devoured ones, the subordinates. They formed a subordinational 

relation, not a coordinational relation. 

  Mao’s revolution is the destined way of the fulfillment of his “Wo”/“Dawo.” Mao 

confronted and destroyed all “external world resists” for the purpose of the fulfillment 

of his “Dawo.” His whole life is a course of overcoming, devouring and assimilating.  

And the founding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an achievement of  Mao’s “Dawo;” 

it is the realization of  his ”I am God” doctrine, and the birth of “God.” Everything 

happening during Mao’s period, the totalitarian phas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caused by Mao’s “Dawo,” the living God. 

Key words: Mao Zedong, totalitarianism,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nfucianism, natural view of human nature, the continuity of 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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