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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弁言

人盡皆知戲劇是綜合的藝術；但人生之為綜合的藝

術，似乎還沒被人充分認識，且其綜合意義的更完滿更

廣大，尤其不曾獲得深刻的體驗。在戲劇舞台上，演員

得扮演種種角色，追求演技上的成功，經歷悲歡離合的

情緒。但在人生舞台上，我們得扮演更多種的角色，追

求更多方面的成功，遇到的局勢也更光怪陸離，出人意

外。即使在長途的跋涉奔波，憂患遍嘗之後，也不一定

能嘗到甘美的果實，—這果實我們稱之為人生藝術的

結晶品，稱之為幸福。

癥結所在，就如本書作者所云，有內外雙重的原

因。外的原因是物質環境，現存制度，那是不在個人能

力範圍以內的；內的原因有一切的心理癥結，傳統信

念，那是在個人能力之內而往往為個人所不知或不願糾

正的。精神分析學近數十年來的努力，已驅除了不少內



II  幸福之路

心的幽靈；但這種專門的科學智識既難於普遍，更難於

運用。而且人生藝術所涉及的還有生物學，倫理學，社

會學，歷史，經濟，以及無數或大或小的智識和—尤

其是—智慧。能綜合以上的許多觀點而可為我們南

針的，在近人著作中，羅素的《幸福之路》似乎是值得

介紹的一部。他的現實的觀點，有些人也許要認為卑之

無甚高論，但我認為正是值得我們緊緊抓握的關鍵。現

實的枷鎖加在每個人身上，大家都沉在苦惱的深淵裡無

以自拔；我們既不能鼓勵每個人都成為革命家，也不能

抑壓每個人求生和求幸福的本能，那末如何在現存的重

負之下掙扎出一顆自由與健全的心靈，去一嘗人生的果

實，豈非當前最迫切的問題？

在此我得感謝幾位無形中促使我譯成本書的朋友。

我特別要感激一位年青的友人，使我實地體驗到：人生

的暴風雨和自然界的一樣多，來時也一樣的突兀；有時

內心的陰霾和雷電，比外界的更可怕更致命。所以我們

多一個嚮導，便多一重盔甲，多一重保障。

這是我譯本書的動機。

一九四二年一月 譯者



   III

我想我能變成動物，和它們為伴，它們是那麼恬靜

那麼矜持，

我站着，久久的望着它們。

它們不為兒女作牛馬，也不為兒女哀號，

它們不在黑暗裡睜眼失眠，為了它們的罪過啼泣，

它們不喋喋討論對上帝的責任，使我頭暈腦脹，

沒有一個不滿，沒有一個為了佔有慾而癲狂，

沒有一個向另一個屈膝，也不對幾千年前的祖先

跪拜，

在整個的地球上沒有一個有甚麼身份，也沒有一個

憂鬱哀傷。

—惠特曼（Walt Whitman）





   V

序

這部書不是獻給博學之士的，也不是給那般把實際

問題作為談助的人的。在以下的篇章內，既無高深的哲

理，也無淵博的徵引。我只把通情達理的一些意見歸納

起來。配合這張獻給讀者的方子時，我所採取的學說都

是由我自己的經驗和觀察證實過的，而且我每次遵從這

些學說時都曾增加我的幸福的。為了這個緣故，我敢希

望在無數感着憂鬱之苦而不自溺於憂鬱的男女中間，能

有一部分在此找到他們的病案和逃避之法。因為相信不

少煩惱的人憑着適當的努力可以變得幸福，所以我才寫

下這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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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編：不幸福的原因

一 甚麼使人不快樂？

動物只要不生病，有足夠的食物，便快樂了。我們

覺得人類也該如此，但在近代社會裡並不然，至少以大

多數的情形而論。倘使你自己是不快樂的，那你大概會

承認你並非一個例外的人。倘使你是快樂的，那末試問

你朋友中有幾個跟你一樣。當你把朋友們檢討一番之

後，你可以學學觀望氣色的藝術；平常日子裡你遇到的

那些人的心境，你不妨去體味體味看。英國詩人勃萊克

（Blake）說過：

在我遇到的每張臉上都有一個標記，

弱點和憂患的標記。

雖然不快樂的種類互異，但你總到處和它碰面。

假定你在紐約，那是大都市中現代化到最標準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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囉。假定你在辦公時間站在一條熱鬧的街上，或在週

末站在大路上，再不然在一個夜舞會中；試把你的「自

我」從腦子裡丟開，讓周圍的那些陌生人一個一個的來

佔據你的思想，你將發見每組不同的群眾有着不同的煩

惱。在上工時間的群眾身上，你可看到焦慮，過度的聚

精會神，消化不良，除了鬥爭以外對甚麼都缺少興趣，

沒有心思玩，全不覺得有他們的同胞存在。在週末的大

路上，你可看到男男女女，全都景況很好，有的還很有

錢，一心一意的去追逐歡娛。大家追逐時都採着同樣

的速度，即是坐着慢到無可再慢的車子魚貫而行；坐車

的人要看見前面的路或風景是不可能的，因為略一旁視

就會闖禍；所有的車中的所有的乘客，唯一的慾望是越

過旁人的車輛，而這又為了擁擠而辦不到；倘若那般有

機會不自己駕駛的人，把心思移到別處去時，那末立刻

有一種說不出的煩悶抓住他們，臉上印着微微懊惱的表

情。一朝有一車黑人膽敢表露出真正的快樂時，他們的

荒唐的行為就要引起旁人的憤慨，最後還要因為車輛出

了亂子而落到警察手裡：假日的享樂是違法的。

再不然，你去端相一下快樂的夜會裡的群眾。大家

來時都打定了主意要尋歡作樂，彷彿咬緊牙齒，決意不

一 甚麼使人不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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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牙醫生那裡大驚小怪一般。飲料和狎習，公認是歡

樂的大門，所以人們趕快喝，並且竭力不去注意同伴們

怎樣的可厭。飲料喝到相當的時候，男人們哭起來了，

怨歎說，他們在品格上怎樣不配受母親的疼愛。酒精對

他們的作用，是替他們挑起了犯罪意識，那是在健全的

時間被理性抑捺着的。

這些種類不同的不快樂，一部分是由於社會制度，

一部分是由於個人心理，當然，個人心理也大半是社會

制度的產物。如何改變社會制度來增進幸福的問題，

我從前已寫有專書。關於消滅戰爭，消滅經濟剝削，

消滅殘忍與恐怖的教育等等，都不是我在本書裡想談

的。要發見一個能避免戰爭的制度，對我們的文化確是

生死攸關的問題；但這種制度決無成功之望，因為今日

的人們那樣的煩悶，甚至覺得互相毀滅還不及無窮盡的

捱延日子來得可怕。要是機器生產的利益，能對那般需

要最切的人多少有所裨益的話，那當然應該阻止貧窮的

延續；但若富翁本身就在苦惱，那末教每個人做富翁又

有何用？培養殘忍與恐怖的教育是不好的，但那批本人

就做了殘忍與恐怖的奴隸的人，又能有甚麼旁的教育可

以給？以上種種考慮把我們引到個人問題上來：此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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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地的男男女女，在我們這患着思鄉病的社會裡，能有

甚麼作為，可替他們或她們本身去獲取幸福？在討論這

個問題時，我將集中注意在一般並不受着外界的苦難的

人身上。我將假定他們有充分的收入，可以不愁吃不愁

住，有充分的健康可以作普通的肉體活動。大的禍害，

如兒女死盡，遭受公眾恥辱等等，我將不加考慮。關於

這些題目，當然有許多話好說，而且是挺重要的，但和

我在此所要討論的屬於兩類。我的目的，是想提出一張

治療日常煩悶的方子，那煩悶是文明國家內大多數人感

着痛苦的，而且因為並無顯著的外因，所以更顯得無可

逃避，無可忍受。我相信，這種不快樂大部分是由於錯

誤的世界觀，錯誤的倫理學，錯誤的生活習慣，終於毀

掉了對一般可能的「事物」的天然的興致和胃口，殊不

知一切的快樂，不問是人類的或野獸的，都得以這些事

物為根基。觀念和習慣等等，都是在個人權力範圍以內

的，所以我願提出若干改革的方案，憑了它們，只要你

有着中等的幸運，就有獲得幸福的可能。

幾句簡單的自我介紹，或許對我所要辯護的哲學

可以做一個最好的楔子。我不是生來快樂的。童時，

我最愛的聖詩是「世界可厭，負載着我深重的罪孽」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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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五歲時，我曾想如果我得活到七十歲，那末至此

為止我不過捱了全生涯的十四分之一，於是我覺得長長

地展開在我面前的煩悶，幾乎不堪忍受。少年時，我憎

恨人生，老是站在自殺的邊緣上，然而想多學一些數學

的念頭阻止了我。如今，完全相反了，我感到人生的樂

趣；竟可說我多活一年便多享受一些。這一部分是因為

我發見了自己最迫切的慾望究竟是甚麼，並且慢慢地實

現了不少。一部分是因為我終於順順利利地驅除了某些

慾望，—例如想獲得關於這個那個的確切的智識—

當做根本不可求的。但最大部分，還須歸功於一天天的

少關心自己。像旁的受過清教徒教育的人一樣，我慣對

自己的罪過，愚妄，和失敗，作種種的冥想。我覺得自

己是—當然是準確地—一個可憐的標本。慢慢地，

我學會了對自己和自己的缺陷不再介介於懷；而對外界

的事物，卻一天天的集中我的注意：譬如世界現狀，智

識的各部門，以及我抱有好感的個人等。不錯，對外界

的關切也會有個別的煩惱帶給你：世界可能陷入戰爭，

某種知識可能難於幾及，朋友可能死亡。但這一類的痛

苦，不像因憎惡自己而發生的痛苦那樣，會破壞人生的

主要品質。再則，每種對外的興趣，都有多少活動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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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你；而興趣活潑潑地存在到多久，這活動就能把苦悶

阻遏到多久。相反地，對己的關切絕對不能領你去作任

何進取的活動。它可以鼓勵你記日記，把自己作心理分

析，或者去做修士。但一個修士，必得在修院的功課使

他忘掉自己的靈魂的時光，才會幸福。他以為靠了宗教

得來的幸福，其實靠着清道夫的行業一樣可以得到，只

要他真正做一個清道夫。有一般人是因為深陷在「自我

耽溺」之中而無可救藥的，對於他們，外界的紀律確是

一條引向幸福的路。

「自我耽溺」種類繁多。我們可以挑出「畏罪狂」，

「自溺狂」，「自大狂」三種最普通的典型。

我說「畏罪狂」，並非說那些人真正犯罪：罪惡是人

人犯的，也可說沒有人犯的，要看我們對社會所下的界

說而定。我指的乃是耽溺於犯罪意識的人。他永遠招惹

着自己的厭惡，假令他是信教的話，還要把這種自我憎

惡認作神的憎惡。他認為自己應該如何如何，這幅理想

的圖畫，卻和他所知的實際的他，不斷發生衝突。即使

在清明的思想裡他早已把在母親膝上學來的格言忘得一

乾二淨，他的犯罪感覺可能深埋在潛意識內，只在醉酒

或熟睡時浮現。但一切東西都可引起這味道。他心裡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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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承認他兒時的誡條。賭咒是惡的；喝酒是惡的；普通

生意上的狡獪是惡的；尤其，性行為是惡的。當然他並

不曾割棄這些娛樂，但這些娛樂為他是全部毒害了，毫

無樂趣可言，因為他覺得自己是為了它們而墮落的。他

全靈魂所願望的一種樂趣，是受着母親的寬容的撫愛，

為他記得在童時經歷過的。既然此種樂趣不可復得，他

便覺得一切都乏味；既然他不得不犯罪，他就決意痛痛

快快的犯罪了。當他墮入情網時，他是在尋找慈母式的

溫柔，但他不能接受，因為，心中存着母親的圖像，他

對任何與他有性關係的女子，感不到絲毫敬意。失望之

餘，他變得殘忍，隨又懺悔他的殘忍，重新出發去兜着

那幻想的罪過和真正的悔恨的悽慘的圈子。多少表面看

來是狠心的浪子，其心理狀態就是如此。把他們誘入迷

途的，是對於一個無法到手的對象的崇拜（母親或母親

的代替物），加上早年所受的可笑的倫理教訓。從早年

信仰和早年情愛中解放出來，是這批「孺慕」德性的犧

牲者走向快樂的第一步。

「自溺狂」在某個意義上是普通的犯罪意識的反面；

特徵是慣於自讚自歎，並希望受人讚歎。在某程度內，

這情操無疑是正常的，無所用其惋惜；它只在過度的時



一  甚麼使人不快樂？  9

候才成為一樁嚴重的禍害。有許多女子，特別在富有社

會裡，愛的感覺力完全消失了，代之而興的是一股強烈

的慾望，要所有的男人都愛她們。當這種女子確知一個

男人愛她時，她便用不着他了。同樣的情形，在男子方

面也有，不過較為少見罷了。虛榮心到了這個高度時，

除了自己以外，對任何人都感不到興趣，所以在愛情方

面也沒有真正的滿足可以得到。可是旁的方面的趣味，

失敗得還要悲慘。譬如，一個自溺狂者，被大畫家所受

到的崇拜鼓動之下，會去做一個藝術學生；但既然繪畫

之於他不過是達到一個目標的手段，技巧也就從來引不

起他的興味，且除了和他自身有關的以外，別的題材都

不會給他看到。結果是失敗和失望，期待的是恭維，到

手的是冷笑。還有那般老把自己渲染成書中的英雄的小

說家，也是蹈了同樣的覆轍。工作上一切真正的成功，

全靠你對和工作有關的素材抱有真正的興趣。成功的

政治家，一個一個的倒台，這悲劇的原因是甚麼呢？因

為他把自溺狂代替了他對社會的關切，代替了他素來擁

護的方策。只關懷自己的人並不可讚可羨，人家也不覺

得他可讚可羨。因此，一個人只想要社會欽仰他而對社

會本身毫不感到旁的興味時，未必能達到他的目的。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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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能夠，他也不能完全快樂，因為人類的本能是從不能

完全以自我為中心的。自溺狂者勉強限制自己，恰如畏

罪狂者的強使自己給犯罪意識控制。原始人可能因自己

是一個好獵手而感到驕傲，但同時也感到行獵之樂。虛

榮心一過了頭，把每種活動本身的樂趣毀掉了，由是使

你不可避免地無精打彩，百無聊賴。原因往往是缺少自

信，對症的藥是培養自尊心。但第一得憑着客觀的興趣

去做進取性的活動，然後可以獲得自尊心。

「自大狂」和自溺狂的不同之處，是他希望大權在

握而非動人憐愛，他竭力要令人畏懼而非令人愛慕。很

多瘋子和歷史上大多數的偉人，都屬這一類。權力的

愛好，正和虛榮一樣，是正常的人性中一個強有力的分

子，只要不出人性這範圍，我們是應該加以容納的；一

朝變得過度，而且同不充分的現實意識聯接一塊時，那

才可悲了。在這等情形下，一個人或是憂鬱不快，或是

發瘋，或竟兩樣都是。一個自以為頭戴王冠的瘋子，在

某種意義上也許是快樂的，但他的快樂決非任何意識健

全的人所豔羨的那一種。亞歷山大大帝，心理上便和瘋

子同型，雖然他賦有雄才大略，能夠完成瘋子的夢。然

而他還是不能完成他自己的夢，因為他愈成功，他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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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愈擴大。當他眼見自己是最偉大的征略者時，他決意

要說自己是上帝了。但他是不是一個幸福的人呢？他的

酗酒，他的暴怒，他的對女人的冷淡，和他想做神明的

願望，令人猜想他並不幸福。犧牲了人性中一切的分子

來培植一個分子，或把整個世界看作建造一個人的自我

的顯赫的素材，是決無終極的快慰可言的。自大狂者，

不問是病態的或名義上說來是健全的，通常是極度的屈

辱的產物。拿破崙在學校裡，在一般富有的貴族同學前

面感到自慚形穢的苦惱，因為他是一個粗鄙的苦讀生。

當他後來准許亡命者 1回國時，看着當年的同學向他鞠

躬如也時，他滿足了。多幸福！依舊是這種早年的屈

辱，鼓動他在沙皇 2身上去尋求同樣的滿足，而這滿足

把他送到了聖．赫勒拿 3。既然沒有一個人是全能的，一

場完全被權力之愛所控制的人生，遲早要碰到無可克服

的難關。要自己不發覺這一點，唯有假助於某種形式的

瘋狂才辦得到，雖然一個人倘有充分的威權，可以把膽

敢指出這種情形的人禁錮起來，或者處以極刑。政治上

1 按係指法國大革命後逃亡國外的貴族。―譯者；以下如無特別說明，均為
譯者註。

2 按係指俄皇亞歷山大一世。
3 按係拿翁被囚之島名。



12  上編：不幸福的原因

的與精神分析學上所謂的抑止 1，便是這樣地一代一代傳

下來的。只消有任何形式較顯的「抑止」（心理分析上的

抑止）出現，就沒有真正的幸福。約束在適當的範圍內

的權勢，可大大地增加幸福，但把它看作人生唯一的目

標時，它就闖禍了，不是闖在外表，就是闖在內心。

不快樂的心理原因，顯然是很多的，而且種類不

一。但全都有些共同點。典型的不快樂者，是少年時給

剝奪了某些正常的滿足的人，以致後來把這一種滿足看

得比一切其餘的滿足更重要，從而使他的人生往着單一

的方向走去，並且過於重視這一種滿足的實現，認為和

一切與之有關的活動相反。然而這現象還有更進一步

的發展，在今日極為常見。一個人所受的挫折可能嚴重

到極點，以致他不再尋求滿足，而只圖排遣和遺忘。於

是他變成了一個享樂狂。換言之，他設法減少自己的活

力來使得生活容易捱受。例如，醉酒是暫時的自殺；它

給你的快樂是消極的，是不快樂的短時間的休止。自溺

狂者和自大狂者相信快樂是可能的，雖然他們所用的尋

快樂的方法或許錯誤；但那尋找麻醉的人，不管是何種

1 即是說早年曾有某種慾望被抑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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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麻醉，除掉希望遺忘之外，確已放棄了一切的希

望。在這情形中，首先該說服他幸福是值得願望的。憂

鬱的人像失眠的人一樣，常常以此自豪。也許他們的驕

傲好似失掉了尾巴的狐狸的那種；若果如此，那末救治

之道是讓他們明白怎樣可以長出一條新的尾巴。我相

信，倘有一條幸福之路擺在眼前，很少人會胸有成竹地

去選擇不快樂。我承認，這等人也有，但他們的數目無

足重輕。因此我將假定讀者是寧取快樂而捨不快樂的。

能否幫助他們實現這願望，我不知道，但嘗試一下總是

無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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