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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 · 休谟的道德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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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将休谟放在道德科学兴起的传统中，考察其方法论及形而上
学的转向。本文指出，随着自然目的论秩序的式微，休谟不再借助观念推演
的方法来建立解证式的道德科学，而是通过实验革命去考察普通人的思维、
激情与行动的规律。休谟对同情与效用的精神机制的探究，不是在瓦解道德
的自然理性基础，而是返回日常的社会生活，将道德观念置于民众的精神因
果关联中去理解，揭示道德现象的内在机理。对休谟道德科学的研究，不仅
有助于我们回到神学形而上学向社会科学转化的思想语境，揭示出社会学自
身的精神性面相，也有助于澄清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视野和伦理担当。
关键词： 观念论 道德科学 同情 效用

一、导

论

伴随着社会科学的实证标准化，我们常常将研究重点放在社会制
度与机制上，而较少探索社会内在精神性的面相 。然而，社会科学的诞
生与自然目的论秩序式微、人们运用科学的方法来探究精神现象领域
的法则密切相关。换言之，社会秩序的基础无法再牢固地奠定在神学
形而上学传统之上。英法社会理论家仿效自然科学，采用实证方法来
考察人类 心 灵 与 社 会 的 法 则 以 取 代 自 然 法，奠 定 规 范 秩 序 的 基 础
（ Daston ＆ Stolleis，
2008： 1 － 12） 。
涂尔干（ 2000： 6 － 12） 就曾表示，在现代社会，能将科学和道德调
和起来的唯有道德科学，它教会人们去尊重道德实在，也给人们提供了

*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英国早期现代的道德情感思想及其对中国
社会治理的意义”（ 批准号： 17YJC840051） 的阶段性成果。特别感谢匿审专家中肯的批
评和细致的修改建议，使本文得以不断完善。本文初稿曾在菊生学术论坛“英国思想与
社会的现代转变”跨学科研讨会上宣读，感谢与会师友的批评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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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改良的方法。以实证方法为基础的社会学并非将精神要素排除在
研究之外。社会性的思维、情感与行为方式与自然现象一样具有实在
性，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不过，他不满意斯宾塞将社会生活视为
个体本性带来的结果，也反对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和泰勒将仪式活动
神圣性传染诉诸观念联想。 他目睹了欧洲大陆的个体主义危机，认为
不能从个体出发去寻找社会的基础 。
然而，密 尔 （ 2009： 53，76 ） 则 表 示，社 会 学 或 精 神 科 学 （ moral
science） ①要成为可能，必须模仿物理学，抛弃自由意志论，通过观察与
实验来考察影响人类行为与感受的因果律，建立社会现象的因果律。
斯宾塞进一步解释，就像物体的物理特点产生一定作用方式 ，人的智力
和情绪的特点也会产生一定社会过程规律，包括人们通过相互帮助使
需求满足得以可能的那种过程。 换言之，人的绝大多数活动由具有规
则性的动机决定，因而会形成具有相应规则性的社会现象 （ Spencer，
1873； 斯宾塞，
2001） 。 所以，英国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往往不寻求无
限超越于个体的、自成一类的社会总体，而是带有英国独特的认识论特
点，即认为社会聚集体的特点由组成单位的种种特点决定。 恰如在斯
宾塞的综合哲学体系那里，联想心理学是社会有机体论的基础 。
社会学方法论上的差别折射出了英法实证科学传统在认识论乃至
形而上学上的差别。对不同传统的方法论自觉需要返回这门科学的奠
基时代，以把握各自传统的深层性问题。 相较于法国带有先验论味道
的实证科学传统，我们对英国实证传统的理解较为有限 ，这就更需要我
们在其起源处及转变处对之进行细致研究 。在神学道德传统向精神或
道德科学的转换中，大卫·休谟的思想极为关键。他反叛神学传统，不
再借助观念推演的方式来建立解证式的道德学 ，而是进行实验革命，解
构观念的先验传统来考察人的思维 、激情与行动的因果概然规律。
正如麦金太尔 （ 1996： 372； 2003： 62 － 87） 所言，休谟是在进行一种
①

在 17 － 18 世纪的语境中，moral 并非 狭义的“道德的”、“伦理的”，而是指与物理自然
（ physical） 相对的，由人的原因引起的一切事情，如人的思想、行为、性格等，因此 moral
science 又 被 翻 译 为 “ 精 神 科 学 ”。 伽 达 默 尔 指 出，德 国 的 “ 精 神 科 学 ”
（ Geisteswissenschaften） 一词就是源于密尔的“道德科学”的德译。只不过，德国社会理论
沿着康德传统发展起来，极为强调主体精神的独特性，反对密尔用归纳逻辑探究道德现
象领域的经验主义传统，故伽达默尔将两个词语区分开，指出 moral science 代表的密尔
精神科学依据的是一种英国式的传统，而这种传统的最有成效的表述是休谟在其《人性
1999： 3 － 10） 。
论》的导言中给出的（ 加达默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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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化的颠覆。他的思想不仅影响到斯密、密尔、边沁、斯宾塞的社会
科学传统，其认识论和宗教论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英国人类学传统 。
邓恩（ 2013： 137） 指出，休谟想要给予世人的不是神学上的慰藉，而是
社会学意义上的慰藉，是“成熟的、复杂的、现代的、让人不抱幻想的，
被人欣然称赞为科学的东西 ”。 那么，如何理解休谟努力在道德与科
学之前建立的关联？ 又如何理解在去魅时代，英国传统对理解现代人
道德或精神生活的意义？

二、观念论的改造
托马斯 · 里德 （ 2009： 8 － 19； 2010） 声称，直到休谟令人信服地证
明观念论通向一条死路之前，他认为观念论“看起来显然是正确的 ”。
在里德看来，观念论既然无法确保人的知识的可靠性，唯有放弃观念
论，回到无法解释的信念与良心义务论，道德才有可靠根基。 然而，休
谟并不认为现代人的道德生活必须依赖神学信仰传统 。相较其他苏格
兰人，他更是一位融入英格兰传统的异教徒，站在现代的门槛上，愿意
一生保持怀疑，勇敢地依靠概然原则来生活 （ 盖伊，2015： 389） 。 而他
首先要怀疑的就是涵摄神学世界图景的观念论传统 。
（ 一） 观念论传统及解证式的道德学
观念论 传 统 有 着 很 深 的 神 学 渊 源，观 念 不 完 全 是 事 物 的 影 像
（ images） ，而与上帝的神圣本质有着内在关联。 奥古斯丁就将 理 念
（ ideas） 解释为存在于神圣理智中的理 （ rationes） ，上帝据此创造世界。
观念是神圣形式（ form） ，万物的观念存在于圣言之中，被造物还没有现
实存在，其形式早已存在。 因此，人必须先超越外在人的生活，运用内
在的理智之光，朝向上帝，才可能理解善好的理念 （ 奥古斯丁： 2010：
148 － 149； Boland，1996： 40 － 42、85； 李猛，2011） 。 的确，笛卡尔将世
界秩序的支点从上帝转移到了“我思”，观念成为人的思维或精神的样
2010： 45，
241） ，但他仍然保留了带有神学意味的观念实在
态（ 笛卡尔，
性的秩 序，也 即，不 同 观 念 包 含 不 同 多 寡 的 客 观 实 在 性 （ objective
reality） ，实体观念比样态或偶性观念包含更多的实在性，无限实体比
有限实体的观念包含更多的实在性 。内在观念比感官或想象观念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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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实在性。 这种观念论的背后是实体—样态的本体论 （ 哈特费尔
2007： 164 － 167） 。观念的实在性并不依据对象的经验存在 ，而是依
德，
据先验的本质秩序。人通过观念把握秩序，恰恰不能走外在经验感觉
之路。
洛克虽然探索出一条以感觉论为基础的“观念的新途 ”，而被贴上
了“英国经验主义者”的标签，但他仍然保留了不少实体—样态本体论
的框架。比如，他认为，雪球在人心里产生白、冷、圆等观念，是因为寓
存于雪球中的能力。太阳有能力使蜡变成白的，火有能力使铅变成流
动的。不过，物质实体的能力是被动的，服从于自然必然性； 只有人的
能力是主动的，来自精神 （ spirit） 。 因此，人要努力运用自己的能力认
识造物主创造的秩序。人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得到自然的知识，但它只能
达到概然性。但道德知识与数学一样，必须超越经验概然性而达到绝对
的确定性，
是解证知识（ demonstrative knowledge） （ Locke，1823： 387） 。
因此，数学家考察三角形或圆形是按他们心中观念的范围来的 ，哪
怕他们从未见过如数学般精确存在的那些图形，也不影响数学命题的
真实性和确定性。同样，“纵然世界上没有人能精确地实行西塞罗的
规则，没有人能照他提供的有德之人的范型 （ pattern） 来生活，而且这个
范型只是在他的观念里存在着，不在别处存在着，但《义务论 》并不因
此变得缺乏真实”（ Locke，1823： 388） 。
对于这批道德学家来说，道德知识要达到确定性 （ certainty） ，抵制
怀疑论或习俗主义，就不能建筑在概然性的经验原理上。 这使得这些
道德学说具有法学的形态，“应然”的基础在于上帝。休谟恰恰对这种
确定性的基础进行怀疑，将道德学奠基在实验科学之上。
（ 二） 实验革命与道德科学
休谟在《人性论》第一章的注释中指出，洛克曾用观念 （ idea） 一词
表示人们的全部知觉，违反了它的本义。他现在要努力恢复它的本义。
而休谟恢复本义的方式就是将印象 （ impression） 从观念中分离出来，将
之明确作为一种知觉来看待。 他指出，印象是进入心灵时最强最猛的
那些知觉，包括听、看、触、爱、恨、欲求、意愿时所有的感觉、激情和情
绪。观念只是这些感觉、情感和情绪在思维和推理中的微弱的意象
（ Hume，2003： 7 － 10； 休谟，
2010： 13） 。观念起源于印象，与印象相似，
是印象的摹本。印象是原因，观念是结果，“不是印象依靠观念，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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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依靠印象”（ Hume，1999： 9） 。休谟称这是道德科学的第一原理 。
相较于传统观念论者，休谟在起点上发生了转变。 他不再追求观
念解证 的 确 定 性 （ certainty ） ，而 是 诉 诸 印 象 为 观 念 论 提 供 实 在 性
（ reality） 。强烈而活泼的印象是清楚的、稳定的、坚固的、显明的，晦暗
而微弱的观念是模糊的、含混的、易令人混淆的。休谟的这种转变意味
着什么？
在《论知识》的文末，休谟写道，数学家们惯于自称作为他们对象
的那些观念的本性是精致的、精神性的，无法由想象构想，而必须借助
纯粹理智才能领会。这是灵魂的高级官能的任务。这类观念的典型代
表是“既非等腰，也非等边，各边也不限于某种特定长度和比例的三角
形观念”。他认为，这些数学家偏爱这种体现了完满性的观念，偏爱用
抽象的观念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见解，仿佛脱离了晦暗而繁复的观念就
凸显不了推理与哲学的伟大，但实际上他们是在借此掩盖自己的诸多
谬误。
和数学家一样，经院哲学家在大多数论题的推理中贯穿着词义含
混和用语冗赘，这导致他们在诸多问题的讨论中无法确定下来 ，将争论
拖得很长，却无法触及问题要害。休谟认为，洛克就是受到经院哲学家
的影响才陷入谬误的 （ Hume，1999： 10； 2003： 3） 。 人们需要祛除观念
的神秘主义，将观念还原到实在的印象。
当我们怀疑人们使用的一个哲学语词并没有任何意义或观
念，我们只需要查问一下，那个假定的观念是从什么印象来的 。如
果不能指出任何印象，那就有助于确证我们的怀疑。 我们可以合
理地希望，用这样明确的观点来说明观念，就可以排除关于观念的
性质和实在性的一切争论。 一切观念，尤其是抽象观念，是微弱
的、模糊的，心灵只是轻微地把握住它们，而它们很容易同其他相
似的观念相混淆。然而，一切印象都是强烈的、生动的，它们之间
的界限比较精确确定。关于它们，我们不容易陷入错误。（ Hume，
1999： 10）
印象比观念强烈活泼，远离印象的观念晦暗微弱，容易引起混淆。
没有实在观念的概念抽象空洞，使各派哲学家的争辩无止无休，独断论
和怀疑论甚嚣尘上，给哲学自身带来耻辱，使世人厌弃形而上学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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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me，1999： 2 － 7； 2003： 3 － 5） 。 在休谟看来，关涉人性经验的科学
如果追求严格精确性，就会陷入不确定性。 印象具有的确定程度是以
人的经验为限度的。 通过印象，取消空洞无物的先验语词 （ word） ，找
到清楚分明的观念，形成具有实质经验意涵的概念 （ notion） ，在此基础
上进行实验推理，才能建立确实的科学。 休谟以几何学为例对此加以
说明。几何学其实无法追求极端的精确性，几何学证明也没有一个达
到了这样的程度。“一条线段等于另一条线段 ”如果按解证知识的精
确程度要求，就会陷入不确定性，因为视觉或触觉所感知的点那样微小
且相互混淆，心灵绝不可能计算它们的数目，这样一种计算也不能为世
人提供一个判断标准。虚妄的理性总让人相信还有无限微小的点，这
就使人不可能消除不确定性。
在休谟心中，道德科学的典范是牛顿式实验哲学 ，根据观察形成概
念，依靠信据进行推理，在经验之内建立实验性的命题。这种科学的标
准与经院标准保持了距离。 他将心灵比作外物，哲学家要仿效自然哲
学家，借助仔细的实验，将心灵放诸各种不同条件和情境下，考察特殊
的因果关系。但精神实验毕竟不同于自然实验 ，其情境来自日常生活。
因此，精神科学或道德科学家要返回日常社会生活中就着人类的社交 、
事务和娱乐去取得实验材料，探究世人的行为与自己动机、性情、环境
的恒常结合，这使得精神科学或道德科学具有社会科学的性质。 它虽
不具备笛卡尔通过普遍怀疑所要达到的确定性，但对世人确实且更为
有用。而这种方法论的转变，却牵连着道德究竟起源于何处的更大
问题。

三、道德的社会性起源： 同情
在传统道德哲学看来，道德的真正根据在于上帝所立的神法 ，这构
成衡量人的行动的规范尺度。 人是理性的受造物，只在人运用理性支
配自己的时候，他才完全实现了他的真正本性，或充分表现了他的本质
（ 斯特德，
1992： 15 － 20） 。 换言之，人的内在自我是精神实体，拥有自
由意志，而不能等同于无灵魂的动物。因此，我们不可以对行为进行纯
自然主义的解释。人能够趋善避恶，运用理性认识道德真理，克制想象
与激情的任意性，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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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道德起源的讲法，是以基督教的本体论为根基的。 道德判断
参照的是理性所能把握的神圣法则 ，而非现实他人。对此，休谟通过实
验推理方法，将带有基督教本体论色彩的概念 （ 空间、时间、实体、灵
魂） 还原为具体的认知心理过程。 在此基础上，他发现，人其实没有先
天的内在自我。心灵就是一个剧场，各种知觉在舞台上接续不断地相
继出现。这些知觉来回穿过，悠然逝去，混杂于无数种的状态和情况之
中（ Hume，2003： 165） 。理性不是能够对抗激情，悬置意念的道德的能
动本原，
而是想象在观念间进行解证或概然的知性活动。这种知性活动
只能让人认识因果关系，
知道某个对象的出现与哪些对象有关，但“除非
我们对这个对象感到真实的痛苦或快乐，
否则推理并不会影响（ affect） 我
2003： 266） 。
们，
我们对这些关联是无动于衷的（ indifferent） ”（ Hume，
可见，休谟将对道德形而上学秩序的考察转变成对人的积极道德
行动的理解。只有一个人对具体对象发生某种厌恶或偏爱的情绪，这
种因果关系才会影响到他，或者说情绪才通过知性所揭示的关系传递
到那个对象的前因后果上，推动人产生某种驱善避恶的意愿或行动
（ Hume，2003： 266） 。知性单独不足以引起任何意志或行动。 所谓人
能够克制自己的激情，悬置自己意志，制止自己的行动，依靠的并不是
理性，而是平静激情对强烈激情的抗争。“理性是且也应该是情感的
奴隶，除了服务和服从情感之外，再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职务 ”（ Hume，
2003： 265 － 268、295） 。
斯特德（ 1992： 15 － 20） 认为，“这种革命性的观点完全颠倒了人性
的传统概念”。在《人性论 》中，休谟用“无力的”、“不积极的”、“惰性
的”来形容知性或理性 （ Hume，2003： 266 － 300） ，用“精神气”、“生气
勃勃”、“生动的”、“生命力 ”来描述感觉、情感和情绪 （ Hume，2003：
68 － 235） 。这些讲法都包含着他对人性的全新的理解 。
人没有先天的内在自我。自我只是由记忆和意识所维系的各种知
觉，“如果独立于对其他任何对象的知觉，我们的自我实际上什么也不
是（ in reality nothing） ”（ Hume，2003： 221） 。 如果没有生动活泼的情
绪，人就会萎靡不振，激情熄灭，也就丧失了行动的欲望或意愿 （ Hume，
2003： 367） 。这种反理性主义的预设暗示，人类的存在与生活根本不
能只依靠理性，而需要强烈活泼的情绪。 而这种强烈活泼的情绪的维
持依赖同类交往。人从彼此的社会交往中随时间推移才形成更加统一
或完整的自我。这实际是一种比较稳定的自我的观念 。这种自我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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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人一种自我的连续感，以及人们在社会中行为的一个稳定的 、可预测
的程度。然而，这种自我的观念要得以形成，必经过他人心灵的映照。
纯粹自我只是一系列接续的知觉，外物只引起自己直接的苦乐。 只有
通过他人心灵的映照，人们才会把自己作为对象来审视 ，并将外界有关
的对象不断纳入自我，形成比较有利或比较不利的社会性的自我概念 ，
作为自己行为处事的基础。 正如休谟所举的例子，一个具有充足的资
财的人刚进入一大批陌生人中间时 ，他并不知道该怎么对待自己，怎么
对待他人。只有当他熟悉了各人的财富和身份以后，他才知道应该以
怎样不同的尊敬程度来对待他们和不同的骄傲程度来对待自己 。正是
基于这种社会性的自我概念，人才获得指向他人行动的一种基本尺度 。
也因此，在休谟那里，道德是实践性而非思辨性的。快乐或不快既
然是心灵的主要动力（ spring） 和推动本原 （ actuating principle） ，那么道
德善恶的区别就不是理性的产物，而是一种道德感。 这种道德感不同
于哈奇森那里赋有神性的内感觉 ，以他人的快乐为快乐，他人的利益为
利益，而是人在社会交往中对于自己的或他人的心理性质感到的一种
快乐或不快。休谟写道：
我们的或其他人的任何性质，凡能给予快乐的，既然永远引起
骄傲或爱，正如凡产生不快的任何性质都刺激起谦卑或憎恨一样 ，
必然的结果是，在我们的心理性质方面，德和产生爱或骄傲的能
力，恶和产生谦卑或憎恶的能力，两者应当被认为是等同的……我
们可以断言，凡引起爱或骄傲的任何心理性质都是善良的 ，而凡引
起恨或谦卑的性质是恶劣的。（ Hume，2003： 367）
休谟将道德善恶直接与骄傲与谦卑 、爱与恨的社会情感连在一起。
这在传统道德学看来是令人惊讶的，“德可以刺激起他们所视为恶的
骄傲，恶可以产生他们被教导而视为德的谦卑 ”（ Hume，2003： 194） 。
但这种讲法显然强调，这是一种以社会他人为取向的道德性的感觉。
当我们持续地令他人快乐或痛苦 ，他人就会对我们产生爱和道德赞许 ，
或者恨和道德谴责，我们也会相应地感到骄傲或谦卑 （ Hume，2003：
193 － 195） 。
慷慨和高尚的性格在观察中就会给人以愉快 ，让人赞美，残忍和奸
诈的性格也因引起痛苦而使人憎恶，让人谴责。 别人的谦卑会使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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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兴，别人的骄傲则使我们感到耻辱。 机智幽默的才能最能投合人的
虚荣心，假装机智则反而会带来不快 （ Hume，2003： 194） 。 休谟通过
观察社会生活，使道德观念向现实的人情世态敞开，“是 ”转变成“应
当”，道德的根基从上帝转移到人的情感。 而人的情感之所以可能变
成道德区别的基础，在其中根本起作用的是同情。
（ 一） 同情的心理机制： 观念与印象的转化
休谟在《人性论 》第二卷中正式引入“同情 ”（ sympathy） 并使之贯
穿《论激情》和《论道德 》，作为他解释道德现象使用最频繁的人性原
理。他指出，人性中最为显著的性质就是同情别人的倾向。 这种倾向
使人经由传递而接收到别人的心理倾向和情绪，不管这些倾向和情绪
与自己的多么不同或完全相反。 这种倾向最显著地表现在儿童身上，
因为他们往往不问原因就接受别人的意见 。这种倾向也表现在最有判
断力和理解力的人身上，因为他们也感到很难遵从自己的理性来反对
朋友和日常伴侣的心理倾向 （ Hume，2003： 206） 。 这是一种难以抗拒
的激情传递和感染。休谟写道：
任何感情借着同情注入心中时，那种感情最初只是借其效果，
并借脸色和谈话中传来的这个感情的观念的那些外在标志而被人
认知的。这个观念立刻转变成一个印象，得到那样大的程度的强
力和活泼性，以至于变为那个激情自身，并和任何原始的感情一样
产生了同等的情绪。不论那个观念是在怎样短暂的一刹那内转变
为一个印象，这种变化总是由于某种观点和反省而发生 …… 产生
这种观 点 和 反 省 的 这 个 人 自 己 也 许 观 察 不 到。（ Hume，2003：
206）
休谟的同情机制是观念转变成印象的过程 。观念与印象并非种类
上的差别，而是强烈和活泼的程度上的差别。 只要强烈活泼的程度相
近，它们就可以彼此转化。虽然在通常情况下观念比印象晦暗微弱 ，但
激情的观念强烈而活泼，在联想的推动之下很容易转变成它所表象的
激情本身。所以，虽然我们由对方的外表流露的迹象推测出他内心的
激情算是因果推理，但这种推移极为迅速、难以抵抗、近乎本能，以致同
情者本人往往都没有察觉。 按休谟的话来说，心灵是被一种强力活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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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绪所推动而从观念推移到其原因上的 。①
休谟用观念 － 印象的转变过程来解释同情，一方面展现出他独特
的实验科学方法，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他不同于斯密构建社会道德的方
式。他认为，人没有斯密所谓的内在自我，自我其实是一系列接续的知
觉，但这反过来也提供了人敞开自我 、理解他人的可能性。自我不是封
闭的，而是通过观念向印象的转化，与他人的痛痒相关联起来。即使最
骄傲的、最倔强的人也会沾染上他的本国人和相识的人的一点性情 。
软心肠的人，更是容易对别人的激情形成生动观念 ，观念到印象的转化
一触即发，激情便得到传递。 休谟做了个比喻，心灵就像一具弦乐器，
能激动一个人的激情，其他人也能在某种程度内感觉得到。 这就好比
若干条弦线被均匀地拉紧一处，一条弦线的运动就自然地传递到其余
条弦线上去，而在人类造物的心里产生一致的运动 。
休谟用彼此相邻的弦线来表达互相交感的人，暗示出某种类的情
感。但不同于斯密的清教气味，休谟同情机制的起点不是疏离的同类
受造物关系，而是亲疏有别的日常关系。 因为自我永远是最亲密呈现
于自己的，因而，自我的痛痒会以最生动的方式影响着自己。 进而，与
“我”有关的人会被“我”以强烈活泼的方式去构想，自我观念的生动活
泼性会渐次传递到对这些人的激情所发生的观念上 。自我与他人的关
系越强，想象越易由此及彼地推移，甚至“能把一个观念完全转化成一
个印象并把印象的活泼性传达于观念，以致这种活泼性在推移过程中
毫无减损”（ Hume，2003： 208） 。 所以，我们极易同情自己的亲人，因
为血缘关系会使心灵在自我和对方之间进行更加迅速的推移，使亲人
的情感态度以一种更生动的方式被构想。 相似地，熟人更容易进入我
们的心里，因为习惯加强着对方的观念，使得他生动的观念也容易顺利
变成一个实在的印象。
休谟的讲法包含着他对现实的极深刻的理解 。现实的同情不是没
有差别的，而是沿着亲疏远近而发生，这是同情的自然轨迹。② 休谟将
①
②

休谟用“传递”、“注入”、“投给”、“沾染”来刻画这种难以抵抗的情绪性的联想。
这是休谟与斯密在同情机制起点上的不同。斯密有克制激情传递式同情倾向的态度。
他在开篇就将 sympathy 与 pity 区别开，强调人要运用想象使自我与他人拉开足够的距
离，以进行不偏不倚的合宜性的判断。但休谟的同情恰恰要依靠对象和我们的社会关
系。同情从自我发出，随着社会距离的由近及远（ 亲友、熟人、同行业者、同国者） ，强烈
和活泼程度逐渐降低。换言之，休谟的同情概念容纳复杂的现实性。休谟是先考察实际
发生的人性原理及其效果，再以此为基础建立道德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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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友、熟人、因性气相投而结群乃至社会风尚意义上的民族一致性 ，都
归结为这个精神原因。在他看来，同情使人与人的自然结群结社成为
可能。在这个具体的过程中又逐渐形成社会习惯与风俗，风俗习惯反
过来也会给人的观念联想及激情造成影响 。
（ 二） 同情的两种类型： 有限的同情与扩展的同情
休谟不是简单认为仅仅依靠差别同情就能产生人与人的道德关
系。相反，人 由 相 似 性 与 接 近 性 而 产 生 偏 私 （ partiality） 和 差 别 感 情
（ unequal affection） 。当亲戚熟人与陌生人发生利益之争，哪怕陌生人
更有理，人们不免要偏袒自己的亲戚熟人。 休谟写道： “人们最强烈的
注意力总是局限于自己，次级的强烈的注意力才扩展到亲戚和熟人。
至于陌生人和不相关的他人，只有最弱的注意力才到达他们身上 ”。
这就使得“人们通常只有有限的慷慨，不太容易去为陌生人做什么，除
非想得到某种交互利益”（ Hume，2003： 228、313 － 314） 。
这种有限的同情还会产生世人嫌贫爱富的心理倾向 。当我们接近
一个过得舒适的人，我们会得到富足、满意、清洁、温暖等令人快乐的观
念。这些生动的愉快观念会迅速转化成原始印象，使我们感受到所有
者的快乐。而当我们接近一个贫贱的人时，匮乏、赤贫、劳苦、肮脏的家
具、褴褛的衣衫、倒胃的食物和败味的烈酒等意象就会扑面而来 ，使我
2010： 99） 。 换
们立刻感受到贫困者的不安，而产生远离的冲动 （ 休谟，
言之，有限的同情将直接的快乐或痛苦传递到自我这里 ，并转化成对对
方的喜欢或厌恶，尊视或轻蔑（ Hume，2003： 248） 。
在斯密看来，这种钦佩富人和大人物、轻视或怠慢穷人和小人物的
心理倾向是道德情感败坏的根源之一 。他用不偏不倚的旁观者式的同
情来塑造现代人的道德自我，就是要应对这种现实状况。 休谟没有斯
密那样焦虑，一方面是由于他所处时代的紧张程度并没有达到斯密撰
写《道德情感论》时的程度，另一方面，他始终强调将道德性判断诉诸
社会生活的实验。
一片荒芜贫瘠的土地，永远显得丑陋而令人不快，往往引起我
们对当地居民的鄙视。这种丑陋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同情居民
而发生的，不过这种同情是一种微弱的同情 ，不超出令人不快的那
个直接感觉之外。但是一座烧毁的城市的景象却引发仁慈，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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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深深进入了那些可怜居民的利益 ，感觉到他们的艰苦，想要他
们繁荣。（ Hume，2003： 249）
荒芜贫瘠的土地引起人们的鄙视，是因为这个当前印象不足以刺
激我们进一步想象当地人的命运 。想象止步于当前这一刹那的场景所
直接带来的不安感。然而，城市的毁灭是极强的人类苦难。 它强烈地
刺激起人们的联想，使人们对当地人的一切情况都发生生动的概念 ，不
论这些情况是过去的、现在的或是将来的，是可能的、很可能的还是确
定的。生动的概念使人们进入这些情境，关心这些情况，分担这些遭
遇，并依照自己所设想的当地人的心理活动而产生同情活动。 休谟将
之比作水管输送水，如果减低第一次想象的活泼性，也就减低了各个相
关观念的活泼性。水管所输送的水量不能超出水源中喷出的水量，故
如果他人苦难仅仅以微弱方式呈现出来 ，人们的想象并不往前推进，有
限的强力和活泼性不能扩散到与对方有关联的所有观念上，这就打消
了人们对对方未来前景的关心。 但当现前印象足够强烈生动，使得人
们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慑时，强力和活泼性会迅速扩展到与之有关的观
念上，使人们深深扎进对对方命运的构想中 ，为之欢喜为之忧。
可见，同情使自我与他人可以通达彼此的痛痒 ，或多或少地使他人
的痛痒转变成自己的痛痒，在某种意义上分担他人的痛痒。 但各人性
情不同，相较他人的位置不同，同情的程度就会因人而异。有限的同情
受到相似和接近的关系的限制，有着偏狭的缺陷。 但世人也有扩展的
同情，它是一种深度同情，来自一颗人心 （ human heart） ，使人有对人的
自然的仁爱（ natural philanthropy） 。“只要利益、仇恨和妒忌没有扭曲
人们 的 秉 性，人 们 总 是 偏 爱 人 类 社 会 的 幸 福，由 此 而 爱 德 而 恨 恶 ”
（ Hume，1902： 227； 休谟，
2009： 78） 。 正如休谟所言，一个人如果把他
的全部爱集中在他的家庭，我们会责备他。 但如果他不顾家人利益而
完全偏向陌生人或偶然相识的人 ，我们也会责备他。这是自然的、未受
教化的道德观念（ Hume，2003： 314） 。
（ 三） 同情与自然的道德观念
所以，所谓德与恶不是单纯被理性所发现，或由观念比较所获得，
而是人们通过它们激起的快乐或不快才能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差异： 其
重点在于，这种快乐和不快并不完全是自我的感受 ，在很大程度上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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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通过同情感受到某种性格或行为给他人带来苦乐，而对该性格和行
为产生道德评价。强烈活泼的他人的快乐或不快由同情传递给自我，
而自我的快乐或不快也由同情影响他人 。自我与他人由同情而彼此关
联。在对这种相互关系的强调上，休谟通过收集时下世人道德赞许的
词汇建立了美德表，归纳出那种特殊快乐的四种起源 。
我们只要观察到某种性格自然地对他人是有用的，或对自己
是有用的，或对他人是愉快的，或对自己是愉快的，就都感到一种
快乐。（ Hume，2003： 377）
休谟称这些德性为自然德性（ natural virtues） 。他在两个向度上对
这些德性进行了分类： 自我 / 他人和愉快 / 利益。 前者是身心性质的所
有者，后者是通常引起世人苦乐的两种原因。 仁爱、慈善、慷慨等对他
人有用的品质自然会因其社会效用而赢得他人赞美 ，但殷勤、谦逊、机
智等令他人愉快的品质也能因其直接令旁人愉悦而在社交界赢得赞
许。勤劳、慎重、进取等品质看似仅仅对拥有者有好处，但世人活跃的
想象使他们进入这种品质带来的利益和快乐，而对拥有这些品质的人
抱有好感。甚至快活的性情这种不起眼的心理性质也能构成他人好评
的根据，因为这种性情在令自己愉快的同时，通过激情传递也令旁人
愉快。
休谟试图表明，道德是微妙而难以言说的，归根结底来自自我与他
人的感受。同情使这两种感受能发生某种程度的通连和转化 。暂不谈
利益、仇恨和妒忌对这种人类秉性的扭曲 ，对自己有用和令自己愉快的
倾向是可以赢得他人的赞许的，而对他人有用和令他人愉快的效果也
可以赢得自己的赞许。换言之，道德赞许不只以对他人和社会的福祉
的效果为根据，还以无害的社交快乐为根据，不仅他人情感取向很重
要，自我的愉快与利益取向在世人的美德词汇中也占有重要份额 。
可见，休谟继承哈奇森对霍布斯和曼德维尔的批判 ，反对用自爱或
自我利益来理解道德，强调具有促进社会福利倾向的心理性质。 但他
并不同于哈奇森过于坚定地将道德和自我利益区分开，偏向仁慈和利
他的倾向。在他看来，人有一种隐秘的偏私与自负。 如果过度贬抑自
我，令自己不安，也会令他人不安 （ 贝瑞，2013： 183 － 184） 。 况且骄傲
是一种愉快的感受，这种感受能给人以强烈活泼的情绪 ，而使人感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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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power） 。“在一切场合，我们都需要知道自己的力量。 如果允许我
们在任何一方面发生错误的话，那么过高估计自己的价值，比把它估得
低于它的正确水平，要更加有利一些。 幸运往往赞助勇敢和进取的
人”（ Hume，1902： 381） 。
休谟不仅承认取悦自我、有利自我的心理性质，对取悦他人的社交
礼貌也赋予了独立的道德价值。因为他看到，人不仅追求骄傲与虚荣，
也总是渴望得到他人的爱与尊重，这是更令人愉快的感受。 虽然在社
会世界中，每个人都被允许一定程度的自我表现，凭借雄辩、健全的理
智抑或其他禀赋来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如果一个人凭借天赋过度争强
好胜，显露自己的好胜心与名誉心，就会引起旁人的憎恨与妒忌。
所以，休谟的这种道德分类潜在地表达了适宜 （ decorum） 是在自
我与他人之间求取平衡。 这是一种微妙的感觉，这种感觉很难诉诸内
心良知的判断，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经验。休谟指出，我们必须根
据别人的身份和地位给予他们成比例的尊敬，但也必须知道我们在世
界上的等级和地位，以达到这种身份地位的人通常感到的骄傲的程度
（ Hume，2003： 234、382） 。失调的比例伤害人的眼睛，传达给观众一
种不快的情感，构成谴责或责难之源（ Hume，1902： 266； 2003： 390） 。
所以，谦卑的心态因为能迎合他人的骄傲，而能使他人愉快。 然
而，过度的谦卑却是缺乏骄傲与尊严的表现 ，因冲击通常的想象而引起
他人的厌恶。社会世界的规则从来都默许人们可以胸中藏着骄傲，只
需要外表装着谦卑，以避免激情的战争状态。
可见，休谟实际上将人们的道德观念与骄傲和谦卑 、爱 / 善意与恨 /
恶意的社会激情关联在一起。换言之，在他看来，学者对道德观念的考
察必须建立在对社会激情的考察之上，充分理解人们彼此的联想与激
情的复杂转化，才能提出道德类型学。正是通过这种方法，他发现世人
的美德词汇表里其实蕴含着多维的德性词汇，不仅存在古代英雄德性
观念、基督教利他德性观念，还存在晚近绅士社会的礼貌观念和商业社
会的勤勉话语。他因此不再从目的论的角度去论证这些道德观念，而
是从起源学的角度将这些观念还原为原始印象或情感 。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休谟没有自己对时代的判断。 他反对基督教
伦理学因贬低骄傲、颂扬谦卑而将古代英雄德性斥为异端。 过于低估
自己的才德和禀赋，不考虑适合于自己的才德和禀赋的计划 ，将导致自
己的才德和禀赋丧失效用。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德性观念，现代世界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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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人们感受到自己的力量，积极进取，积累财富，这是现代人所需要的
德性。只是，他又看到，世俗之人深陷想象与激情的敏感性，为追求虚
荣投身蝇头小利的追逐之中，缺乏超然于痛苦、悲伤、焦虑以及各种命
运打击之上的伟大心灵。家事的琐碎、财务的亏损、境况的改变总是容
易影响他们的心境，使其难以自得其乐。 他将古人所推崇的德性纳入
词汇表，刻画亚历山大如何在被士兵背弃 、身处蛮夷险境时却仍拥有帝
王的尊严感和权利感，苏格拉底如何深处赤贫和家庭烦恼中却仍始终
如一保持平静和满足。在他看来，真正的骄傲并非来自与他人的比较 ，
而是像古代英雄和哲人一样，不依赖于外界境况的跌宕而对自我保持
尊重。这才是高贵的气概。
休谟分析道德观念的起源及其与社会情感的复杂关联及转化，以
此建立实践性的道德学 （ 菲利普森，2013： 199 － 202） 。 他援引不同时
代的道德观念，既非崇古贬今，也非崇今贬古，而在于打破独断式的伦
理学体系，给人以更加开阔的经验和历史视野去理解道德 。不过，他不
像自然法学家那样将德性视为源于人性的自然秩序 。他深知人性的缺
陷，不能自发形成社会的一般秩序规范 。
如前所述，人的同情是有差别的，这就形成人的偏私的情感。显著
地违反这样一种偏私程度，会被视为恶劣的。休谟称，这是一种自然而
未开化的道德观念，它不仅不能给人们的感情偏私提供补救 ，反而投合
了那种偏私，给它以一种附加的力量和影响 （ Hume，2003： 314） 。 而
且，随着彼此合作的扩大和财物的增加 ，人们更容易因可移动的财物发
生纷争。只要社会达到一定规模，人们就无法单纯依靠人性本身的同
情来维持社会的秩序。因此，在同情原理的基础上，休谟展开了对效用
的讨论，将之与法律、政府、商业关联起来，开启了社会的历史向度的
讨论。

四、人为道德与商业社会： 效用论
休谟在《人性论》第二、三卷引入效用来解释大众对富人和权贵的
爱和尊重以及政府的起源。在《道德原理研究 》中，他更是从始至终援
引效用来解释德性。 边沁在《政府片论 》中称在休谟那里得到很大启
发。而后，不少研究者将休谟视为功利主义的先驱 ，认为他从效果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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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善恶，瓦解了道德的自然基础，使效用成为道德善的标准，影响了边
沁和密尔（ Rosen，2003： 29 － 48； Albee，1962： 98 － 117） 。 斯密对休谟
的批判正是针对他将效用作为赞许美或善的原因，忽略了事物效果与
事物本身的合宜性的区别。①
那么，休谟为什么要将效用作为道德赞许的源头 ？ 或者，在休谟所
处的时代，人们为什么开始在更宽泛的问题 （ 美与丑、功与过 ） 上求助
于效用原理？ 这是否仅仅意味着世俗化过程中人们对自我利益愈加看
重，还是有别的意涵？ 要澄清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仔细辨析休谟“效
用”一词的涵义。
（ 一） 效用： 物、自我与他人
“效用”最初出现在休谟的《人性论 》第二卷。 休谟对“效用 ”的论
述颇有意思。他不是从个人对物品的享用入手，而是从旁观者对所有
者的同情入手。一栋建筑物，如果门窗是严格的正方形，人们会感受到
自己的眼睛受到伤害，并为不得不看到这栋建筑的人的眼睛所遭受的
折磨深感不安。“快乐或痛苦是美丑的全部差异 ”并“构成它们的本
质”，“美是产生快乐的形象，丑是传来痛苦的形象，但这种快乐或痛苦
来自旁观者对所有者的同情”（ Hume，2003： 195 － 198） 。
“效用”进而被运用到对利益的同情。 房子的主人向别人夸耀自
己的房子时，总是特别注意指出房间的舒适、位置的优势以及隐藏在楼
梯间的小室、接待室、走廊等。因为别人很容易借助想象而体察到他的
舒适和快乐。“舒适就是一种美 ”，这种舒适“与我们的利益丝毫没有
关系”，它之所以使我们快乐，只是由于感情的传递，旁观者借想象体
会到了房主的利益和快乐。
所以，物，不论是房子，还是桌子、椅子、写字台、烟囱、马车，马鞍、
犁等工艺品，之所以赢得人们的赞许，只能是因为它给拥有它的人带来
安全、舒适和便利。休谟称之为利益之美（ beauty of interest） ，这种利益
实际与旁人毫无关系，旁人之所以赞美，只是由于对所有者利益的同
①

虽然效用（ utility） 在洛克的《政府论》中就已占据重要地位，但在伦理体系中，效用因素
一直遭到贬抑，只能作为正当行为的自然效果，而不能作为道德区别的真正源头。休谟
将效用纳入伦理学，强调效用作为美与丑、功与过区别的源头，密尔、边沁、斯宾塞不同程
度地延续了这个讲法，以至于康德以降的大多德国思想家将英国伦理学定位为功利主义
（ utilitarianis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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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这种利益之美甚至能够扩展到土地 。
休谟指出，最能使一块田地显得令人愉快的，不是它的自然风景，
而是它的肥沃性。对于熟悉经济事务的人来说，长满葡萄树或橄榄树
的山远比只长满金雀花属的平原更美，虽然两者在自然风光上不分上
下。但由于旁观者借想象之力而能同情到前者给所有者带来更大利
益，这种同情令人快乐，从而增加了它的美。 可见，效用论并没有剥夺
美与丑、德与恶的自然根源，只是将这种根源归结为他人的利益和幸
福。“对于这些，我们虽然没有分享的希望，可是我们借着想象的活跃
性而在 某 种 程 度 上 与 业 主 （ proprietor ） 分 享 到 它 们 ”（ Hume，2003：
235） 。
可见，休谟将效用作为社会德性的价值来源 ，并非霍布斯式地将善
恶锚定在个体欲望或厌恶上，也非曼德维尔式地认为德性纯粹是人为
的，是政客利用人的骄傲和自负强加给人的 。他想表示的是，效用之所
以变成评价美丑、功过的通用标准，在于效用令旁观者快乐。这种快乐
来自旁观者通过活跃的想象能够体味到效用给世人带来的利益和快
乐。这就使得效用产生的快乐具有道德意涵 。在《道德原理研究 》中，
休谟举了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例子 ：
当我们进入一个舒适的、温暖的、布置精致的房间，我们环顾
四周必然获得一种快乐，因为它呈现给我们舒适、满足和享受这些
令人快乐的观念。殷勤好客、性情幽默、心地仁慈的地主出来，这
个因素一定为整个环境增添美丽，我们也禁不住快乐地反思他的
交谈和招待给每一个人带来的满足 。他的全部家人通过他们面容
上焕发出的自由、舒适、信任和宁静的愉快，充分地显示出他们的
幸福……他告诉我，一个暴虐欺压和有权有势的邻居曾试图夺去
他继承的财产，并长期搅扰他的一切无害的社交快乐。 我感到我
的胸中立即就对这样的暴行和伤害升起一种义愤。 他补充道，但
是一件私人性的罪恶出自这个人是毫不奇怪的，这个人曾经奴役
许多行省，夷平许多城市，使田野和绞架淌满人类的鲜血。我就为
如此深重的苦难景象而惊悚，为对其制造者的最强烈的憎恶所激
动。（ Hume，1902： 220 － 221）
且不论为何休谟援引乡绅之宅为例论述效用的道德意涵，至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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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他揭示出物的主观情感意涵。 当我们进入一个舒适的、温暖的、
精致的房间时，我们环顾四周会获得一种快乐。 这是一种想象性的快
乐，而非纯粹物带来的直接感官快乐。 当殷勤好客、性情幽默、心地仁
慈的地主走出来，想象性快乐会增大。 因为围绕这位可亲之人所发生
的各种愉快观念与之前的快乐观念都关联起来 ，为“物”的环境增添了
美丽。同情共感的机制使人们继续联想这位主人的交谈和招待给客人
带来的满足，以及他的家人面容焕发出的自由、舒适、信任与宁静所代
表的幸福观念。可见，“房子 ”不再是纯粹的物，而被人们借由想象的
机制叠加上一层层世俗的情感，与家人的幸福、社交的生活关联在一
起。任何试图夺去他继承的财产的人自然会激起我们的义愤 。
休谟并非否认旁观者潜在的自我利益参照 。在《论骄傲与谦卑 》、
《论财产权与财富》、《论对富人和权贵者的尊敬》中，他指出，心灵是互
相反射的镜子，彼此的激情、情绪和意见的光线会彼此投射。“一个富
人由于他的财产所得的快乐，在投射到旁观者心中时，就引起旁观者的
快乐和尊重； 这种情绪在被富人知觉到后，又增加他的快乐； 在再一度
反射之后，又成为旁观者方面快乐和尊重的新的基础 ”（ Hume，2003：
236） 。换言之，物的效用之所以能引起世人极大的关注，恰恰在于想
象机制使世人意识到，物的效用不限于给人带来感官快乐 ，更将带来无
害的社交快乐以及周围人艳羡的目光。 换言之，物的效用可以变成骄
傲和他人敬视的来源。这两种激情更令人快乐。
个人由物的效用得到的快乐很大程度上是想象性的 。自我的快乐
通过同情而反射到他人心中，进而产生出尊敬和羡慕，这种尊敬和羡慕
又进一步加强自我的骄傲和虚荣。 这才是世人力图积极进取、积累财
富或者尊重他人财富的主要理由 （ Hume，2003： 234 － 236） 。 这种希
图和尊重可能转变成对暴行和伤害的义愤以及对施暴者的憎恶 。效用
2003： 205） 。
问题因此与人类的安全和自由相关联 （ Hume，
在社会层面，对效用的重视与世人的勤勉、技艺的改进以及各行业
的兴盛统统关联在一起。 人们对“舒适的、温暖的、布置精致的房子 ”
的向往，对“自由、舒适、信任、宁静 ”的生活的渴望，以及对“无害的社
交生活”的需要，恰恰构成了世人勤奋及社会演进的动力。 换言之，效
用原理不仅限于财富对私人生活所造成的影响，还通过激发世人的想
象促进世人勤勉奋斗并形成了某种伦理生活样式 。当社会允许每个人
想象自己所能达到的自由生活时 ，财富又为之提供相应手段，社会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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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制就可能产生。
然而，休谟并没有那么乐观，将社会普遍的利益直接诉诸对效用的
同情。休谟看到，即使世人看重财富，痛恨对他人财富的任意抢夺，这
些自然情感都不足以构成秩序的基础。 世人极大地受想象支配，受眼
前利益的诱惑，易舍远求近，为了亲友的利益而损害公共利益 。而且人
的善行很大程度上只能惠及亲友及周围的人，公共效用的增进需依赖
以社会整体为目的的计划体系。 因此，休谟考察正义的观念和政府的
起源，寻找社会得以扩大规模所依赖的规范秩序的真实基础 。
（ 二） 人为正义与商业社会
1． 人为的自然法： 有关财产的社会法律
休谟并不是简单地认为人类依靠自然本性就能直接形成社会规范
并带来普遍幸福。他看到，人类自然的仁爱和慈善有限，只能维持小社
会，这个社会仅仅能使人类初尝情感交流和相互帮助的好处 ，满足饱腹
之需。当互助延伸、财富增加、社会规模扩大时，动乱和纷争就会发生。
“社会上主要的动乱源起于我们所谓的外物，起于那些外物可以在人
与人之间随意转移而不稳定 ”（ Hume，2003： 314） 。为此，人类找到一
种补救方法，通过彼此戒取他人财物，使外物占有稳定化，每个人能够
和平地享受凭机运和勤劳所获得的财物。“这时立刻就发生了正义和
非义 的 观 念，也 发 生 了 财 产 权、权 利 和 义 务 的 观 念 ”（ Hume，2003：
315） 。
休谟称之为第一自然法。 在此基础上，人类可能徒劳地占有多余
之物，却苦于缺乏所需之物。人与占有物的关系需要调整。于是，基于
同意的财产转移规则被发明出来，分工和交换产生，使人类彼此受益。
然而，随着分工和交换不断加深，涉及到不只是现前的、个别的对象，还
有将来的、一般的对象时，“你的谷子今天熟，我的谷子明天熟，如果今
天我为你劳动，明天你再帮助我，这对我们双方都有利益 ”，陌生人间
的信任和信托亟待保障，于是，人类发明出许诺义务，以增进互助互利
（ Hume，
2003： 334） 。
休谟的演进式的讲法与新教自然法传统已然不同 。在基督教传统
里，自然法与习俗是统治人类的两种法律。 自然法作为包含在圣经与
福音之中的东西，因其神圣起源在时间上和尊贵性上压倒性地优先于
习俗与其他法规 （ 登特列夫，2008： 34 － 71） 。 虽然 17 世纪以来，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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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贸易的兴起，自然法学家也脱离了正统基督教信仰体系 ，将对自然
权利的保护作为核心重新奠定了道德和政治的基础，但他们仍是从先
天的前提出发来推演道德和政治的形式。 在休谟看来，这种由自然权
利阐释的财产权观或正义观容易引起无政府状态 。他指出：
我们的财产只是被社会法律 （ laws of society） ，也就是被正义
的法则所确认为可以恒常占有的那些财物。 因此，有些人不先说
明正义的起源就来使用财产权、权利或义务等名词，或者甚至在那
种说明中就应用这些名词，他们都犯了极大的谬误，而永不能在任
何坚实的基础上进行推理。一个人的财产是与他有关系的某种物
品。这种关系不是自然的，而是道德的，是建立在正义上面的。因
此，我们如果不先充分地了解正义的本性 ，不先指出正义的起源在
于人为技艺和措施就想象我们能有任何财产观念 ，那就很荒谬了。
（ Hume，2003： 315）
财产只是被社会法律所确认为可以恒常占有的物 。它可以通过劳
动获得，也可以通过长久占有、添附、继承取得。 至于选择哪种财产规
则，只能由社会的法律根据习惯、习俗和现实条件来确定，因为财产权
或正义的真正起源只能是社会效用 ，即为了使人们减少纷争，彼此更有
机地结合。如果财产权规则反而引起人们的猜忌和怨恨，那么这种规
则便失去了价值，应当被修正或中止。休谟坦言，有的有理智却不了解
人类本性的人，认为将最大占有物分配给最广博的德性更有助于增进
公共利益，以为这会给每个人的行善倾向以相应的力量 。 但除非是
“在一个由某种无限智慧的存在通过特定意志活动来统治的完全的神
权政治社会中，这条规则无疑会发挥作用并服务于最智慧的意图 ”，在
正常的社会状态中，它极可能导致社会的分裂。 因为每个人的自负会
加诸这种法律的天然模糊性之上，致使没有明确的行为规则可能由之
产生，由人类本性发出来的情感规则也将受到破坏 ，而使社会分崩离析
（ Hume，1902： 192 － 193） 。
在《英国史》中，休谟描述了英国革命期间为建立纯洁而神圣的共
和国而提出财产权意见的各革命党派 。有主张财产完全建立在道德区
别上的长老派，主张平等划分财产的平等派，主张废除私有产权和共同
耕种土地的掘地派。但不论哪个派别，休谟认为，他们都缺乏对国民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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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利益的认识，一味追求他们自己派别的信条实现 。其中，最危险的是
平等派。因为相较于长老派和掘地派明显的趋势和效果，他们的原则
貌似合理却 并 不 现 实，如 果 用 强 力 实 施，将 会 破 坏 社 会 运 转 的 规 则
（ Hume，1983： 494 － 496） 。“为了监视每种不平等的苗头出现，最严厉
的审查随之产生，而为了惩罚和纠正这种不平等，最严格的司法管辖也
成为必需”（ Hume，1902： 194） 。
可见，如果法律没有人性的特征，而以某种完美的理念或道理作为
绝对的根据，这种法律就不适合人类。要实施这种规则，就意味着需要
强力维持，这就必然会带来社会的混乱。在总体信仰衰退的时代，道德
科学家更需要从世俗之人的想象与情感现象中发现规律，作为法律制
定的人性考虑。因此，精神因素所起的作用就格外需要引起重视 。
因此，与自然法学家不同，休谟考察财产权观念和政府权利观念是
从什么印象来的。他发现它们没有神圣自然的内在属性，而只是人们
发明的名称（ tittle） ，用以附加在特定人和特定物的关系上，以减少纷
争。换言之，财产权和政府权利其实都是人为的名称 ，为了使人与人发
生新的道德关系。在这个发明过程中，人性的某些心理倾向自然得到
考量。比如，人们很容易由父亲想到他的儿子 ，世袭继承权就是在这种
因果观念联想之上添加的人为保障，使之像是“一种很自然的权利 ”，
以此减少财产继承中的不确定性 （ Hume，2003： 329） 。 除了接近、相
似和因果三种观念联想律，习惯 （ custom） 对人的心灵的巨大影响也往
往被运用到财产权法律的制定中 ，使得不论最初一个人如何得到某物 ，
时间总会让这种占有稳固下来而赋予其权利 （ Hume，2003： 362） 。
可见，社会之法不是主观意志性的，而是通过人类在漫长的历史演
进中的不断尝试和修正而发生出来的，并通过他们一再经验到破坏这
些规则带来的不便而获得其效力 。这是人类以社会利益为根据对人性
缺陷进行的人为补救。这是由野蛮社会向文明社会的演进 。未开化的
野蛮社会没有公道观念。 只有随着物质的丰裕和社会规模的扩大，财
产观念才会发生出来，以纠正人们鲁莽的冲动。 财产权并非促使自我
与他人区分开来，而恰恰是促使人们更好地结合起来 。
不过，由于人们无法根本地改变自己或他人舍远图近的偏狭心理 。
即使人们头脑中存在财产观念，也无法保证能够克制自己的自然弱点 ，
除非改变社会外在条件和状况，使大多数人处于不得不遵守正义和公
道的社会必然形势之下。 这就需要现实执行正义的人，并使他们与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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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正义发生直接的利益关系，而与破坏正义没有利益关系或只有遥远
的利益关系。于是，通过身份地位的区别和分化，这些人变得与国内最
大部分的人没有了亲戚或私人关系，社会任务又与他们的身份直接关
联，这就是政府（ 国王、大臣、民政长官 ） 的社会起源，也是文明社会的
开端。当人们普遍感到遵守法律比直接满足欲望更符合自己的利益
时，或如休谟所举的例子，当我走在街上看到敌人佩着刀在前面经过
时，我知道他对民政长官的恐惧使他仿佛当时带着枷锁 ，这便是文明社
会的自由。
可见，休谟用“社会”来重新解释托利党所看重的“国王 ”的起源，
继承了辉格党对财产和自由的基本价值，但他并不将社会规则和制度
解释为意志表现，而将之还原为人类实践活动，廓清其中运作的精神原
理，并承认习惯能产生强大的心理倾向 ，又表明他与传统辉格党派观念
的不同。① 换言之，休谟不再像辉格党学者那样通过观念来推演契约
社会的形式，而是借助实验推理方法，使得他的道德科学不拘泥于特定
党派的意识形态，而向经验敞开，对现实的民情与历史的传统都给予尊
重。他后来转向著述六卷本《英国史 》，也是对他的道德科学的检验、
丰富与延伸。
2． 分化联结的商业社会
倘若依靠人性本性，人类只能组成不稳定的小社会。 随着社会生
活中关乎利益的交往越来越多，人类更需要政治技艺来加强相互的服
务和协助，使得每个人依靠彼此的技艺和勤劳，享受彼此的商品和服
务。这种交换和交易有助于协力谋求富足和幸福 。休谟写道：
人离开了社会便不能生存，离开了政府便不能结合。 政府划
定了财产的区分，确定了人们的等级。 这就产生出了工业、交通、
制造、诉讼、战争、联盟、同盟、航海、旅行、城市、舰队、港口以及导
致人类生命中如此的多样性又同时保持如此的一致性的所有其他
的行动与对象。（ Hume，2003： 259）
人们离开社会不能生存，依靠自然同情形成小范围的社会群体。
①

休谟看到，统治者违反公共利益，臣民可能不会立即发生消除效忠义务的意愿，除非达至
某种违反程度。至于哪种程度，这是经验问题，而非“非此即彼”的观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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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政府和法律的纽带才能使人们普遍的结合成为可能 。这种结合是
以区别和分化为特征的，使每个人不仅为自己所爱的亲友和熟人提供
服务，还被诱导去为陌生人提供服务，使自己对别人有用，以交换利益
和好处。贸易不再限于商品，还扩展到服务和行动，使社会生活如此多
375） 。
样又能保持一致（ Hume，2003： 334 － 335、
这正是斯密后来所定义的以分工为基础的商业社会 。社会生活和
生产被精细化的分工和交换组织起来，每个人都依赖分工和交换带来
的财富增长，过上了更加多样的文明生活。① 商业社会的车轮转动起
来，财富是整体社会的轮轴，人们对自身财富的骄傲、对彼此财富的尊
重、对中上阶层财富的羡慕共同扭结成推动社会繁荣的共同力量。 勤
劳、慎重、进取、节俭的品质因其私人效用而得到普遍赞许。 全体社会
成员在内心中感受到，在同胞身上觉察到，自己正和他人协力进入旨在
促进公共效用的一般行动计划。 在这个计划中，政府成为补救人性弱
点、着眼于社会公共效用、维持行动计划体系的组织者。在政府的管理
下，人们更加安稳地享受普遍互助的滋味。“这样，桥梁就建筑了，海
港就开辟了，城墙就修筑了，运河就挖掘了，舰队就装备了，军队就训练
了。所有这些都是由于政府的关切。这个政府虽然也是由人类所有的
缺点所支配的一些人所组成的，可是它却借着最精微的、最巧妙的一种
发明，成为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所有这些缺点的一个组织 ”（ Hume，
2003： 345） 。
不同于卢梭，休谟没有过分诟病商业社会中人的虚荣与贪婪 ，而是
通过经验观察看到这些激情其实都带有指向他人的社会性 。将这些激
情与效用原理结合，不仅有助于培养商业社会中人的德性，还能为国家
力量的壮大储备劳动。而商业和礼仪风尚的兴起也有助于完善人们的
2003： 93 － 114； 2006： 180 － 207） 。 当
心灵（ Hume，1985： 268 － 280； 休谟，
每个人都羡慕并渴求自己能拥有他人那样舒适的生活时，勤勉获取财
富为他们提供了获得尊严和自由的手段。 休谟看到，在欧洲大多数国
①

可见，在休谟这里，人为正义不是消极正义，而是着眼于人类幸福和繁荣的积极的社会道
德和政治实践。人们之所以能够通过分工和交换联结彼此并进入总的行为体系或制度
中，都有赖于政府和法律的积极实践。休谟对比了自然仁爱与人为正义，指出前者是由
单个行动直接发生的，着眼于特殊的情感对象，可能还会带来道德的不良效果； 后者从单
独行为来看可能有害，但在人们彼此协作的总体行动计划里将带来巨大的人类幸福，因
为它保证普遍的分工和交换，促进社会各部分的相互协助和联合，支撑起整体的结构
（ Hume： 1902： 3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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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门第，也即打上君主授予的头衔和徽章的印记的世袭财富是区别的
主要源泉。人们梦想的是血统和谱系，追求的是荣誉和特权。 但在英
国，财富作为主要偶像，人们更注重现有的富饶和富足，腐败、贿赂、劫
掠盛行，技艺、制造业、商业、农业兴盛。 在他看来，前一种社会意见有
利于武德，更适合君主政体； 后一种社会意见是勤奋的重要动力，更适
合共和政体（ Hume，1902： 248 － 249） 。 可见，休谟没有批判他人意见
带来的道德腐化，而是考察社会意见的自然规律及其与政体类型的关
联。他是在充分理解现实性的基础上，探究如何实现一种普遍的社会
善好。

五、结

语

麦金太尔（ 1996： 372） 称，休谟的道德科学是在进行一种英国化的
颠覆，是对苏格兰传统最深刻的挑战和决裂。 这不仅体现为他对神学
传统的反 叛，还 体 现 为 他 对 哈 奇 森 式 苏 格 兰 正 义 观 的 扬 弃。 洛 瑞
（ 2014： 44） 和波考克（ 2013： 262 － 282） 也指出，休谟很早就疏远了苏格
兰宗教信条。在他出生四年前，英格兰和苏格兰就合并了。当时，苏格
兰内部论战正是聚焦于是继续保持 17 世纪长老派信仰传统还是融入
英国商业、政治及文化生活方式。 休谟显然选择了后者。 他跳出神学
传统，转向社会形成的因果关系分析，用社会学式的概然原则取代神学
的必然法则，奠定了现代社会的秩序基础。
相较法国的道德科学传统，休谟的学说世俗性更强。 不同于涂尔
干对集体欢腾层面的重视，休谟更主张回到前后相继的日常生活事件
中，通过分析世俗个体的心理活动，找到隐藏在道德现象中的因果机
制。道德不是依据理性的自然法，而是依据同情和效用原理在人心中
起的作用。社会制度和规则不是根据抽象理念制定的，而是在经验尝
试与纠正中发展出来的。若是从特定信仰意识形态出发建立人为法律
和规则，法律和规则没有人性特征，反而可能引起社会动乱。隐藏在民
众行动中的观念联想与激情有着规律性，构成制定规范的考量前提。
休谟将以自然目的论为基础的道德学转变成以联想心理学为基础的道
德科学。
改革开放近 40 年来，中国的巨变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还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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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主观性的发育和个体性心境的增强 。在网络化、信息化、虚拟化的
条件下，大众的想象和激情有了更多释放的途径 ，与风俗习惯、私人利
益、公共福祉及其他社会条件与要素发生了更加复杂的关联。 这些关
联如果没有得到重视，大众的想象和情感就会蔓延开来 ，形成一种破坏
性的意见力量。现代的转型不只是制度与技术的转型，更重要的是文
化的调适和道德情感的重建。 重返休谟的道德科学，不仅有助于在社
会科学源始处，澄清道德哲学与社会学的关联，澄清事实与价值的关
系，而且有助于深入思考现代转型时期实证化的社会科学的伦理担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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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 control methods． In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and low-end services industry，
using method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the capital manages the workers' “hands ”
through the production process and the standardization，to de-skill the worker and to
share the surplus value of workers finally． As for the manager，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as representatives of the high-end professional status groups，the
capital has another set of logic． To achieve self-realization and self-investmen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human capital，to promote the self-management of workers in the high-end
service industry，the theory of human capital has become a powerful carrier of capital
control，and the personal value theory also promotes individual actors' self-discipline and
self-management behavior． By managing the “heart”of workers，capital can not only
make workers work overtime with less resistance，but also work overtime at lower costs，
or even without p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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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lage of Dali ………………………………………… Liang Y． Jia 92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Wenchang temple rebuilding during a“hollow village
resettlement”project． While state agents who implemented the project created a public
space to bring “civilization ” to peasants，the villagers appropriated the project by
restoring an old temple，which immediately became the venue for a variety of communal
events．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temple rebuilding manifested the grassroots idea of
moral life，which rests upon proper reciprocities between humans and the gods，as well
as among humans in reference to the gods． This emphasis on gift paradigm explains why
villagers prefer the temple for public events over the space of civilization created by the
state in its developmentalist project．

Sympathy and Utility： David Hume's Moral Science

…… Yang Lu 115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ains David Hume's transition of methodology and metaphysics
from the context of the rise of moral science． The paper argues that facing the breakdown
of physical order of teleology，David Hume abandoned demonstrative science established
on tradition deduction but explored the regularity of human nature of the vulgar through
experimental method． His experimental exploration was not aiming at the deconstruction
of natural foundations of morality，but taking notions of morality as mental processes of a
vulgar nature in the common life． This will not only help to reveal sociology as moral
science，but also clarify the basic question，horizon and ethical concern of social
science，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ct and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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