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录I:弗罗姆生平及思想

这是一位具有某种独特才能和魅力的德国人，他没有马尔库塞的犀利激进，

也没有弗洛伊德的深刻独创，仅仅靠着不多的几本主要著作，使他成为风云一时

的思想家。他在欧美多所大学执教，又是著名的医生。他的著作被翻译为多国文

字，并历久不衰。他不仅是受人尊敬的学者，而且是广为人知的畅销书作家。他

被称为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社会学家，甚至哲学家。这就是弗罗姆。我们把

弗罗姆定位为２０世纪的思想家，虽然２０世纪是一个思想家贬值的世纪。在这

一百年里，书籍和号称思想家的数量超过了所有历史时期的总和，一个个思想派

别的熙来攘往，一批批思想家的兴衰荣枯，构成一幅幅扑朔迷离的场景。在这个

思想舞台上，班驳陆离的观点透露出内容的贫乏与重复，新颖时髦的术语遮盖不

住模仿的陈旧痕迹。那么，弗罗姆究竟是属于来去如风的流行明星，还是真正卓

有建树的思想家呢？通过了解他的生平和思想，也许有助于我们做出回答。

生平纪略

埃里希·弗罗姆（ＥｒｉｃｈＦｒｏｍｍ）１９００年３月２３日生于德国

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他成长于一个正统的犹太家庭，父亲纳夫特里（Ｎａｐｈ

ｔａｌｉｆｒｏｍｍ）和母亲罗莎都是虔诚而严格的犹太教徒。多灾多难的犹

太民族在欧洲四处流浪，随遇而安，但他们保留了自己的传统。虽然犹太人中多

有经商理财的能手，然而犹太教却极其重视精神的超越。弗罗姆的父亲是一个酒

商，他对此深感惭愧，因为他祖辈都是犹太法学博士，而且商人似乎妨碍他成为

一个名副其实的犹太教徒。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犹太教法典，阅读《圣经》，倾

听先知的故事等构成了少年弗罗姆生活的重要内容。

在一次广播节目中，晚年的弗罗姆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以说明这种家庭氛围：

他的曾祖父是一个伟大的犹太法典编纂者，但并不是一个拉比。他有不少孩子，

负担很重，在巴伐利亚开了一个小店，只能挣很少的一点钱。一次一个能多赚些

钱的机会来到了，条件是有时必须出去跑跑。他的曾祖母说：“你是否考虑一下这

个机会，一个月只需要在外面跑三天，就能多赚些钱。”他的曾祖父道：“你认为

我应该为了赚这点钱而每月牺牲三天的研究时间吗？”曾祖母说：“我的上帝，当

然不！”事情就这样算了。这位曾祖父整日呆在店里研究犹太法典，每当顾客光

临，他就抬起头看看他说：“您实在没有别的店可去吗？”可见，弗罗姆后来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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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的现代社会持如此激烈的批评观点，同他家庭的背景是密切相关的。

弗罗姆的父母是德国小市民的典型，他们都谨小慎微，循规蹈矩，而且有神

经质倾向。父亲性情暴躁，喜怒无常。母亲则情绪抑郁，落落寡欢。他说，在那

样的父母身边“我没有发疯，这就要感谢上帝和归功于其他方面对我的影响了”。

父母虽然对他极其疼爱，视为掌上明珠，但他仍感到非常孤独，日夜期望着“能

有什么东西把自己从这种孤独中拯救出来”。弗罗姆性格内向，他遇到的问题其

实是十分普遍的，他既抱怨这样的家庭环境，这样的家庭环境又反过来刺激他对

奇特而又神秘的人类行为的原因发生兴趣，这构成了他以后研究弗洛伊德精神

分析学的直接原因。

十二岁那年，弗罗姆目睹了一件终生难忘的事。这件事使年轻的弗罗姆变成

人类心灵秘密的探究者。有一位年轻的女子，是他们家的朋友，这位漂亮而富有

魅力的年轻女郎芳龄大约二十五岁，擅长绘画艺术，是他所认识的第一个画家。

她常到他们家作客。她订婚不久就解除了婚约。弗罗姆发现，这位娇美的女郎每

次上他家来，总是陪伴着她那位丧妻的老父亲，而她父亲则是一个索然无味、其

貌不扬的老人。她的父亲逝世后，一天，忽然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女艺术

家自杀了，并且留下遗嘱，希望将她同父亲合葬在一起。消息传来，弗罗姆百思

不解。他说：“我非常喜欢这位妙龄女郎，而讨厌那位其貌不扬的父亲。在这以

前，我也根本不知道人还会自杀。于是，一种想法便油然而生；这一切又是何以

可能的呢？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怎么可能如此爱恋着她的父亲，以致她宁愿和她

的父亲合葬在一起，也不愿意活着享受人生和绘画的乐趣呢？”

弗罗姆被“何以可能”这个问题难住了。当然他在当时并未能找到什么答案。

后来，当他读到弗洛伊德的著作，才知道了“恋母情结”，知道了在女儿和父亲之

间存在着“乱伦的固恋”。当他渐渐地熟悉了弗洛伊德学说的时候，就觉得似乎

在弗洛伊德的学说中找到了有关在少年这段令人困惑而又害怕的经历中的答案。

于是弗罗姆成了弗洛伊德的一个信徒。在中学和大学期间，他是地道的弗洛伊德

主义者。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弗洛伊德的著作，把弗洛伊德作为自己崇拜的偶像。

进入海德堡大学是弗罗姆人生中的另一个重要阶段。在西方国家中，德国与

我们的教育方针最为接近，即要求严格，强调基础知识的掌握。弗罗姆学习十分

勤奋，掌握了广泛的知识。海德堡大学当时名师荟萃，齐美尔和韦伯的课给弗罗

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１９２２年，弗罗姆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德国的文化气质

深深地影响了弗罗姆，德国古典哲学成为他旺盛学术生命的用之不竭的动力。

大学毕业后，弗罗姆旋即进入慕尼黑大学以便深入研究精神分析，并在著名

的柏林精神分析学院接受正规训练。１９２５年他加入国际精神分析协会，这样

弗罗姆成为一个标准的学院派学者。随着研究的深入，弗罗姆对弗洛伊德的精神

分析学说有了新的看法。他走了一条许多青年都走过的道路，对弗洛伊德先是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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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后是怀疑甚至反叛。弗罗姆觉得弗洛伊德的理论局限性太大。他决心“要站在

弗洛伊德的肩膀上”，把弗洛伊德开创的理论推向前进。

怎么把弗洛伊德的理论推向前进呢？弗罗姆求援于马克思主义。他说，弗洛

伊德是一门真正的科学心理学的创始人。他所发现的无意识的过程以及性格特

征的动力学本质都是对人学的独特贡献，从而改变了未来关于人的图景。但尽管

如此，弗洛伊德是不能与马克思相提并论的，马克思所思考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

超过了弗洛伊德，马克思是一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人物，马克思将启蒙运动时

期的人本主义和德国唯心主义的精神遗产同经济的、社会的实际状况联系起来，

从而为一门有关人和社会的新兴科学奠定了基础。于是，弗罗姆提出，要用马克

思主义来补充和修正弗洛伊德主义。使二者相互补充和相互修正，从而都获得新

得生命，达到了一种新综合的高度。

弗罗姆向马克思主义求援并不是偶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激烈进行的时候。

正在中学读书的弗罗姆目睹了当时德国举国上如何处于歇斯底里的狂热之中，目

睹了他的一些叔伯、表兄、老同学如何在战争中悲惨地死去，目睹了当时德国新

闻界如何把这次战争说成是邻国强加给德国人民的，如何把这次战争说成是一

场为争取自由的斗争。在他的脑海里涌现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千百万人怎么可能

继续在战壕里，或被人杀害，或去杀害其他国家的无辜的人民，从而引起父母，妻

子、朋友们的极大痛苦呢？他们究竟为何而战呢？当每一个人都说不希望战争的

时候，战争又是何以可能发生的呢？双方都宣称，他们不需要征服别国的领土，

只希望维护自己国家的财产和领土的完整，战争又怎么可能继续进行下去呢？战

争究竟是一场无情的意外事故的一种结果，抑或是某些社会和政治发展的一种

结果呢？他说，正当他对这些问题苦苦思索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解除了他心中

的疑团。当时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不但在理论上说明了这场战争得以发生和继

续维持下去的原因，而且冒着各种危险以实际行动反对这场战争。例如，一些马

克思主义者在德意志帝国国会投票反对战争预算，并批评德国政府的官方立场。

弗罗姆说，从这时候起，他就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好感，在潜心钻研弗洛伊德的

著作的同时，也不时地翻阅马克思的书。所以，当他对弗洛伊德理论产生怀疑时，

马上就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弗罗姆和当时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受到了时代风气的影响。作为一个心智敏

感之人，弗罗姆强烈感受着动荡中的既有秩序所面临的严峻问题。正当这个充满

热情的年轻人企图把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结合在一起时，１９２９年他

受到了霍克海默尔的邀请来到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担任讲座。从而成了法兰克

福学派的成员。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理论家们创立

了一种跨学科的社会政治观点。他们借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个别观点，同时吸

收卢卡奇的“异化”概念，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批判理论”。人们把以该研究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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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为主体的持批判理论观点的学者称为法兰克福学派。在社会学领域，法兰克福

学派把对实证主义的理论批判与对自由主义的政治批判结合起来，认为实证主

义社会学把人视为无主体的客观结构和把人的精神物化，不仅扼杀人的精神价

值，而且变成为现存制度的合法性提供辩护的政治工具。通过和这些思想家的交

流和讨论，弗罗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社会批判理论。１９３４年，为了躲避纳粹

的迫害，弗罗姆和许多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一起移居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他没有返回德国，而是继续留在美国工作。在美国，弗罗姆与正统的弗洛伊德精

神分析学派进行广泛的争论，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新弗洛伊德主义的创建工作，

同霍妮一道创立了美国新弗洛伊德主义学会。他还是一位开业的精神病医生，企

图通过仔细地研究前来接受精神分析法治疗的病人的行为、自由联想和梦，把新

弗洛伊德主义建立在更坚实的基础之上，终其一生他坚持临床治疗工作。

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结合”在一起是弗罗姆和法兰克福学

派的惟一共同点，因为具体如何结合，法兰克福学派内部并无一致意见。后来弗

罗姆脱离了该学派，但将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加以综合考察研究始终是

其学术研究的中心。１９４９年，他接受了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教授席位，在

那里创建了墨西哥精神分析研究及培训精神分析学家。在以后的二十余年中，除

定期到美国讲学、开办研究班外弗罗姆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墨西哥度过的。

他一改过去对政治冷漠的态度，成为热中于政治的社会活动家。以前，他自

认为自己不具备适合于从事政治活动的气质，因此始终没有参加任何政治活动。

而５０年代以后，他加入了美国社会主义党，并积极参加一切政治活动。他认为

自己的责任不是被动地置身于这样一个正在走向自我选择的灾难世界，责任感

促使他积极地投入政治实践活动，比责任感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这个世界已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世界越变得不健全和非人性化，每个人就越感到需要

团结起来，需要和共同肩负着人类使命的男女战斗在一起。为了使自己的理论不

全都建立在书本基础上，需要一个经验观察的场所。他认为，我们所生活于其中

的那个时代正是一个永不过时的社会实验室，只有真正成为这个实验室中的一

名称职的工作人员，才有资格对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发表意见。正是受这种积极

参与政治活动的指导思想的驱使，他广泛结交了国际上有名的新马克思主义者。

特别是南斯拉夫的“实践派”、波兰的人文学派的一些成员竟成了他的私交挚友。

“实践派”原来每年夏天要召开一次学术讨论会，弗罗姆是当然的“座上客”。沙

夫则自称他的思想深受弗罗姆的启发。弗罗姆还为沙夫的代表作《马克思主义与

个人》的英文版写了序言。

正当弗罗姆在后期越来越积极地投入政治活动的时候，他的理论却越来越

脱离实际，以至于人们称他为“人类梦想家”。他所建立的“人本主义伦理学”、“人

本主义精神分析”在日趋体系化的同时，也日趋空想向宗教神秘主义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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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１９２６年弗罗姆就接触了佛教，到六七十年代，他更热衷于对禅宗的研

究。他与著名禅宗学者铃木大拙过从甚密。期间写的《禅宗佛教和精神分析》、《精

神分析和宗教》、《上帝与人的挑战》等著作中，他竟然认为弗洛伊德主义、马克

思主义、禅宗是紧密相连的，因此在综合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时，要以佛

教禅宗作为“参照物”。例如，他在论述克服人的异化的途径时，就提出要通过

精神分析法，激起人的自我意识，在心理上完成某种“蜕变”，达到佛教禅宗所

说的“顿悟”境界。此外他还提出了一些完全不切实际的变革社会的设想。例

如，建议成立由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神学家和消费者代表

组成的“专家委员会”，这一组织像食品检查局那样不作决策，而只是鉴别出对

人来说哪些东西是有害的，哪些东西是有益的。他还建议成立一个最高文化委员

会，以便为政府、政治家和公民们提供服务。这些建议受到了不少人的批判，他

却不以为然。他认为，科学技术的幻想，比如说飞行，就是靠历代自然科学的发

展而得到实现的。同样，如果我们也像对待自然科学事业那样把所有的智慧、能

力、热情集中起来用于实现人类社会理想的事业之中，那么，人类救世主的理想

也一定会变为现实的。同时，弗罗姆的理论有一种变为一种纯粹“爱的说教”的

倾向。和马尔库塞相像，弗罗姆认为，爱是人本主义的顶峰，是人本主义伦理学

的核心，甚至是一种崇高的宗教情感。弗罗姆于１９６５年在墨西哥退休并获得

荣誉教授的桂冠，此后移居瑞士。到了晚年，他仍然不停进行研究，积极从事社

会活动。１９８０年３月１８日，弗罗姆在迎接８０岁生日前在瑞士的穆拉尔托

逝世。

弗罗姆４０年代的主要著作是《逃避自由》（１９４１）。这部著作通过对

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心理根源的研究，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社会心理学，并

奠定了把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加以综合考察的基础。５０年代的主要著

作有：《心理分析和伦理学》（１９５４）、《健全的社会》（１９５５）、《现代人

及其未来》（１９５５）、《爱的艺术》（１９５６）、《寓言、神话和梦境》（１

９５７）、《弗洛伊德的使命》（１９５９）、《让人占据优势》。其中以《健全的社

会》和《爱的艺术》两书影响最大。当《爱的艺术》一书发行４０万册还供不应

求时，联邦德国《明镜》周刊评论说：“弗罗姆著作出版上的成功表明他的思想已

经成为时代精神。”弗罗姆通过这些著作，已初步形成了他独特的“人本主义伦

理学”、“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的思想体系。６０年代的主要著作有：《禅与精神分

析》（１９６１）、《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１９６１）、《自为的人》（１９６

１）、《在幻想锁链的彼岸》（１９６３）、《人心》（１９６４）、《遗忘的语言》（１

９６５）、《精神分析与宗教》（１９６７）、《希望的革命》（１９６８）、《精神分

析的危机》（１９７０）、《分析的社会心理学和社会理论》（１９７０）、《上帝与

人的挑战》（１９７０）。其中以《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和《在幻想锁链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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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最大。《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虽然只是几万字的小册子，但在西方流传

很广。此书是用马克思的《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来解释相概括整个马

克思的思想的代表作。从该书关于人性及其异化的问题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他是

如何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早期的人本主义理论结合在一起的。《在

幻想锁链的彼岸》一书则全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两种学说之间

的矛盾，以及他为认识和解决这些矛盾而提出的有关综合的想法，这是一部综合

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的纲领性著作。弗罗姆通过６０年代的这些著作，使

他的“人本主义伦理学”、“人本主义精神分析”日趋成熟，不但在“弗洛伊德的

马克思主义”思想中，而且在“新弗洛伊德主义”思潮中，都是一些占主导地位

的理论观点。７０年代，弗罗姆的主要著作有：《对人的破坏性之剖析》（１９７

３）、《要财富还是要生存》（１９７９）等等。

爱的乌托邦

批判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面对如此恶劣而无孔不入的社会环境，如何拯

救人类呢？除了禅坐以外，弗罗姆提出，必须超越对患者做消极的治疗和拯救，把

重点放在培育人的创造性的爱上。

在《爱的艺术》中，弗罗姆说：“任何关于爱的理论，必须以人的理论，人类生

存的理论为起点。”在前面已数次作过介绍，弗罗姆正是从他关于人性的理论出

发，来阐述“爱”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人――所有时代和所有文化之中的人――

永远都面临着同一个问题和同一个方案，即：如何克服这种疏离感，如何实现与

他人融合，如何超越个体的生命，如何找到同一。原始时代居于洞穴中的先民、

照料羊群的游牧民族、埃及的自耕农、腓尼基的商人、罗马的士兵、中世纪的僧

侣、日本的武士、现代的职员和工厂雇员都有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相同的，因

为它从同一个根源上涌现。这个根源就是人类的生存处境，就是人类所必然陷入

的个人化与孤独感。这对矛盾。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有各种各样，但是最理想、

最完满的解决方法“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结合，在于人同他人的融合，在于爱”。

弗罗姆把爱作为人的生命中一种积极主动的力量，认为只有这种力量才能

突破他与同胞隔离的墙。他还说：“爱不是强加于人的一种职责，而是人本身的

力量，正是有了这种力量，他才能与世界发生联系，使这个世界真正成为人的世

界。他对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这段话赞不绝口：“我们

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跟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合乎人的本性的关系，那么，你就

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交换信任，等等。”当然，爱本身也有各种各样的

表现形式。他强调，他这里所说的爱是“创造性的爱”，所谓“创造性的爱”指这

种爱是一个人的潜力充分得到发展的结果。这种爱存有对生命的关怀和尊重的

情感体验。它是创造性的，是活生生的生命流露，是一种人类至高无上的艺术。

那么，究竟怎样去培育人的这种创造性的爱呢﹖究竟怎样指导人们去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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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实践呢﹖弗罗姆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了充分论述：

要把培育创造性的爱同培育创造性性格结合起来。弗罗姆说：“毫无疑问，爱

的能力是依爱者的性格发展而定。一个人如果要具有爱的能力，先决条件是他已

经达到了以创造性为主的性格发展方向。”他再三强调创造性性格的重要性，“性

格”在他那里指的是“人在同化与社会化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引导个人能力

之发展的较固定形式”。“性格”肩负着生物学上重要的功能，有了他人的行为

才不致完全被本能的形式所支配。人的“性格”有各种类型，最理想的是“创造

性性格”。“创造性性格”具有两种意义：其一是性格学上的，指的是“一个人的

潜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其特征是自主地使用其能力，而不是依赖别人来控制自

己的一切”；其二是伦理学上的，指的是“人类德行发展的目标”。一个人具有了

“创造性性格表明他的人格发展是健全的（参见《自为的人》）。”创造性性格具有

“创造性的爱”这种特殊的能力。有了这种能力，具有这种性格结构的人就可以

穿过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而寻得自由感，以解决个人生存上所遇到的困难与矛盾。

“创造性性格”与“创造性的爱”是统一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保证，后者是前

者的体现和功用。

要充分调动人的主动性，在人的积极活动中，增强爱的能力。弗罗姆说：“爱

是主动活动，而不是被动的倾向：它是‘自足’（ｓｔａｎｄｉｎｇ）而不是‘追

索’（ｆａｌｌｉｎｇｆｏｒ）。以最通常的说法，爱的主动性可以用这样的陈述

描述出来，爱首要的意义是给予（ｇｉｖｉｎｇ），而非接受（ｒｅｃｅｉｖｉｎ

ｇ）。”所谓“给予”并非放弃、被剥夺或牺牲，而是一种能力的最高表现。在“给

予”中，个人体验到力量、富饶和能力。这种充盈高涨的生命力使人喜悦，它之所

以比接受更令人喜悦，就是因为它表现出我们的活力和对生命的肯定。“给予”

表现于情爱中就是把关怀、尊重、负责给予出去。在母爱中，母亲则给予婴儿乳

汁、照顾、体贴等等。一个人若没有某些东西，而不能给予出去，他就有贫穷的

感觉，并从而产生囤积、剥削、控制他人的欲望。弗罗姆说，爱的这一特性就决定

了它只有通过人的主动的实践活动才能培育出来。它并非理智的思维所能领略，

而是从实践和体验中才能获得它的真意。

确立理想的道德规范，确保爱的培育和实施。弗罗姆认为：创造性的爱的培

育和实施，需要有一定的道德规范加以指导。这些道德规范将向人们指明，人为

了实现自己的基本人性该怎样培育爱，又该怎样去实践爱。精神分析学家应该为

确定这些理想的道德规范做出自己的贡献。他认为，他所指出的“人本主义伦理

学”就包含着许多理想的道德规范。“人本主义伦理学”把对人性的剖析加入伦

理学领域，揭示了人性与道德之间的内在联系，从人性上来解释道德的本质，把

对人性的认识看成是确定道德规范的惟一标准。“人本主义伦理学”从这些基本

立场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所谓理想的道德规范，“自爱”就是其中之一。引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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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正确地处理爱人与自爱的关系，在爱人与爱己的统一中，达到完美的创造性的

爱。弗罗姆指出，爱是一种与人发生关联的方式，它既不是主动地吞并别人，也

不是被动地屈服或与人共生结合，而是在保持自己的完整性和个性的条件下，与

别人发生结合。爱的这一特性决定了必须把爱人与爱己结合起来。他把这种将爱

人与爱己统一起来的爱称之为“真正的爱”，有时又称之为“自爱”。他说：“人本

主义伦理学的最高价值不是无我，也不是自私，而是自爱。”他坚决反对那种把

爱人与爱己对立起来，割裂开来的观点。他批判了这样两种倾向：一种倾向认为，

想要达到与他人的统一，你就得爱人，忘掉自己，达到无我境界；另一种倾向认

为，如果你想保存自己，那你就不要顾及别人，一切都以个人的欲求和满足为标

准。他认为前一种倾向似乎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本性，却也

使人失去了自我与个性，后一种倾向则是一种极端自私的利己主义原则。这两种

倾向都不是真正的“人类之爱”。真正的“人类之爱”应是集爱人与爱己于一身。

他特别强调自爱，因为它是对别人的爱的条件，爱自己不外是爱人本身，通过爱

自己，人就学会了如何爱人类。他认为，贯彻这一“自爱原则”不仅可以调和人

与人之间的矛盾，而且可以使人达到真正完美的爱的境界。

培育爱就必须对现行社会制度进行根本改造。弗罗姆指出：“如果爱是成熟

的、创造性的性格所具有的一种能力，那么，一个人的爱之能力要依他所生活于

其中的文化所给予一般人的影响而定。如果我们谈论现代西方文化中的爱，我们

的意思是要去追问，西方的文明社会结构以及由此结构产生的精神是否有助于

爱的发展。”他认为，现代西方的社会结构显然是不利于创造性爱的发展，现代

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是建立在政治自由原则上，另一方面则是以市场为一切经

济的标准，一切有用的东西和有用的人力以及技术都变作货物而互相交易。从某

种意义上说，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满足人们欲望的巨大填塞物，是一只大苹

果，是一只大酒瓶，是一个大乳房，而生活于这个社会之中的人则是吸吮者，他

们永远贪求、永远渴望，而又永远失望。人们心中永远准备着交换和接受，永远

要求着新鲜刺激的东西，然后把它消耗掉，所有的东西，不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

的，都变成了交换和消耗的对象。与社会的这一特征相适应，现代人的爱也成了

交换品，无论是兄弟爱、母爱还是情爱，都渗透着商品交换的原则。这些爱，同

创造性的爱风马牛不相及。弗罗姆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不改变西方的文明社

会结构，那么提高人们创造性的爱的能力只能是痴心妄想。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关于培育创造性的爱的原理、关于爱的理论，是他

整个学说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意义上，弗罗姆关于爱的理论是其整体

理论的一个浓缩。他的批判思想是振聋发聩、发人深省的，但其疗救的药方却具

有强烈的空想气息。恩格斯当年批判费尔巴哈说：“这样一来，他的哲学中的最

后一点革命性也消失了，留下的只是一句老调子：彼此相爱吧，不分性别，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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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地互相拥抱吧，――大家一团和气地痛饮吧！”好像正好是他的判词。

但弗罗姆本人并不这样看。爱对他代表一种理想，一种希望，爱孕育着社会

革命的苗头和人性解放的条件。人的解放是自人类文明以来孜孜以求的最终目

标，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弗罗姆深受布洛赫（Ｅｒｎｓｔ．Ｂｌｏｃ

ｈ１８８５－１９７７）的影响。布洛赫认为，人被恐惧、烦恼及希望等激情所

规定，但为人所特有的是希望。人的本质就是希望，任何目前的状况都不是人类

想成为的样子，人是某种走向超越他本身的东西。因此，哲学的任务就是唤起人

们对未来的追求。弗罗姆很推崇这种思想，他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也有乌托邦的

性质。乌托邦不是空虚的幻想，而是一种积极的憧憬和理性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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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II:简短结语

美国学者鲁涅兹指出，弗罗姆的著作对于希望深入理解现代心理学的读者

们构成了挑战，他的著作有待更多的学习和研究，在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一个弗

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的影响。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无神论

的神秘主义者，是反对大多数社会党和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者，是极端非正统的弗

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家。弗罗姆苦心孤诣地的将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结合

起来，但两者其实是具有极大差异的思想体系，因而综合的结果也许不像他希望

的那样两利而是两伤。

对于马克思主义，我们姑且不提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单从理论本身看，弗

罗姆的理解运用都有不少问题。在他丰富的思想中，产生影响最大的还是他对法

西斯主义产生和流传的心理根源的分析。弗罗姆曾强调，他的研究是对马克思主

义者只强调经济根源、社会根源的重大补充。但何止补充，他已经把人的心理因

素的作用，凌驾于社会的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之上。他也提到了客观条件对人

的个性的影响，但他依然是以人的心理需求为基点进行分析的。而且，他把心理

根源归结为人们的“逃避自由”这种心理机制，也是缺乏事实和理论依据的。尽

管在社会上确实存在着这种因孤独而不断寻求越来越多的稳定安全感的心理现

象，但将其视为贯穿于全部历史阶段的普遍规律，视为社会上所有人都具有的心

理机制，就失之片面了。当然，弗罗姆对法西斯主义产生和流传的心理根源的分

析还是很有积极意义的。他提出要注重对心理根源的揭示和分析，这本身就是一

个具有创造性的建议。它不但在法西斯主义正猖狂的当年对人们有启发作用，而

且就是在今天，也值得人们深思。另外，他对“逃避自由”这种心理机制的由来、

发展以及所起作用的分析，也令人耳目一新。他透过心理分析的棱镜，折射出了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被束缚的自由、被压抑的个性、被出卖的人格、被扭曲变形的

人的形象。他关于人与日俱增、无法排遣的孤独感的突出描绘，恰恰反映了资本

主义雇佣剥削制度下异化了的人所难以忍受的精神苦闷。他关于人从追求自由

向逃避自由转化的心理分析，客观上已经接触到了人的异化现象的某些本质特

征。

对于弗洛伊德主义，情况更为复杂。弗洛伊德创立精神分析学说时，其临床

实验的基础并不牢靠。有人揭露，弗洛伊德全部的实验基础只有三个半的病历。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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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说来，不只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而且整个心理学都处于前科学状态。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心理学中充斥了大量的模糊的形而上的术语，引发了无数

无意义的争论。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美国心理学家Ｓ．罗森茨韦格曾写信给弗洛

伊德，谈到他希冀用实验的方法检验精神分析理论。弗洛伊德在回信中非常简洁

地作了答复：“我颇有兴趣地检查了你们试图验证精神分析命题的实验研究，我

不会对这种实证给予很高的评价，因为这些命题所依赖的可靠观察的丰富性使

它们与实验验证无关。当然，这么做是无害的。”说明这些不是为了否定弗洛伊

德学说的地位，而是强调精神分析学说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哲学文化思想，而非实

证的狭义科学理论。

弗洛伊德用这套思想解释和建构整个世界，任何东西都有了性（广义的）的

意义。弗洛伊德反对一切对自己理论的修正，因为这些修正只不过是标新立异，

玩弄辞藻，并未讲出更多的东西。弗洛伊德不是没有看到其他因素对人性的影

响，但这些因素只是性本能里比多的展开和衍生，它们只能处于次要地位。并

且这些因素还必须从性本能得到解释。如果我们同意弗洛伊德的这个基本观点，

马克思主义就从根本上无法同精神分析学说融合，而一切号称要修正改进精神

分析学说的理论都要垮台。应当承认新弗洛伊德主义确实没有提出独立的观点，

小修小补并无理论的价值。

弗洛伊德在其理论上的彻底性，被许多人目为顽固。弗罗姆运用精神分析的

方法对弗洛伊德进行了有趣的分析。他认为，弗洛伊德对母亲的依恋、对父亲的

逆反嫉恨体验深刻地影响了他以后的生活和思想。他对母亲的依附关系，还明显

地表现在他与妻子的关系上，明显地表现在他对男人、与长者、与同代人和弟子

的关系上。弗洛伊德需要母亲无条件的爱抚、肯定、赞许和保护，他把这种需要

转移到上述那些人身上。而弗洛伊德这种受其母亲的关系制约的以及与妻子、与

其他人的关系无疑又进一步影响着他的生活、思想和事业。弗罗姆指出，就弗洛

伊德的工作而言，他对父亲的反抗态度影响到他个性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一般

人都认为弗洛伊德是一个反叛者，但他只是个反叛者，而不是个革命者。．．．．．．

他反对现存的权威，但是他自己想要成为权威（别人服从他）。他本来就不想消

除自己对权威本身的依赖和尊敬。他的反抗性主要针对那些不承认他的权威们，

对于他自己选择的权威，他友好相处，特别是当他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时。弗洛伊

德的个性特征构成了他思想、行为的深刻动机，反映了隐藏在灵魂深处的内在世

界。他企图通过阐发人类现实的一个崭新方面――无意识，以启发和帮助人们用

理性控制自己的非理性情感，以提高人类的文明程度。弗洛伊德企图以救世主拯

救人类的理想来征服世界。他自比摩西，要给人类指出理性与和谐的希望之地，

而他只能从远处眺望。他是人类的领路人，但是他自己必然怀着深深的失望死

去。弗洛伊德的使命决定了他的精神分析不是纯粹的精神病诊疗技术或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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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而主要是一种体系庞大、立意新颖的人生哲学。它关心人、研究人，以人为

目的。正是由于这种政治伦理的宗旨，精神分析才逐步形成一种运动。它不但在

世界各地设置分会或分支机构，而且由秘密的委员会领导。这些说明对于我们

理解精神分析运动发展中的现象很有帮助。但弗洛伊德一个有力的诘难还未得

到解答，即完全运用精神分析的理论，并不妨碍问题的解答，精神分析与对历史

的具体因果解释并不对立，而无须为了解决具体问题回头修改精神分析的基础。

老实说，弗罗姆并未提出一个独特的体系和方法论，他的魅力在于学术视野

比较广阔，主要利用已有的理论，有所取舍，为我所用，在研究具体问题中，得出

与众不同，引人瞩目的结论。弗罗姆是一个自由的思想者，他的思想都是在独立

思考中形成的，打破教条，不断前进正是思想的本意。不管是否接受他的观点，

你总会感受到思想的活力。

在更广阔的视野里，思想史展现的是高尚心灵的更迭，思维英雄的较量。思

想史不提供现成的真理，它是思想家爱智慧、求真理的过程。可以说，迄今为止

的思想史还没有提供一种被广泛认可的理论，但是思想家们为解决问题所提出

的论证仍给我们以启发，成为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此而言，问题的提出比答

案更有意义，论证的过程比结论更有价值。对于马克思的评价是这样，对弗洛伊

德是这样，对弗罗姆也应作如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