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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三个林荫道”

——解读德尼·狄德罗

门　青
(兰州教育学院　美术系, 甘肃　兰州 730020)

[摘　要 ] 本文扼要阐述了启蒙思想家狄德罗提出的“三个林荫道”(即荆棘林荫道、鲜花林

荫道和栗树林荫道)分别具有的特征, 鞭挞了荆棘林荫道所代表的中世纪的黑暗势力, 揭露了宗

教的虚伪、狡诈及君主的专制、独裁; 痛斥了鲜花林荫道给人们设下的美丽陷阱, 矛头直指资本

主义上升时期沉湎于醇酒美人之中的新旧权贵; 一般地肯定了狄德罗给当时社会指明的崇尚科

学与理想、民主与自由的栗树林荫道, 即理性之道。作为一名被誉为“无与伦比”的思想巨匠, 作

为一个“为了‘对真理和正义的热忱’而献出整个生命”的历史巨人, 狄德罗闪光的思想带给我们

的永远是不竭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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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读这个?”①

这的确是作为在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无与伦比的自由思想家德尼·狄德罗的终生

之问。正因如此, 它将长久地驱使着那众多探究并破译这一问题密码的人, 然而他却过早地

指出:“这是徒劳的!”

无论如何, 作为一个博学多闻、睿智超群而具综合精神; 善良坦率、自由奔放而具独立人

格; 既坎坷又豁达的伟人就是这样自由而坚定地带着忧郁而又伤感的心走向了由他亲手设

定的“林荫道”。

狄德罗是这样一个人: 一个闪现独到思想、天才预测的卓越的“无与伦比的人”②。如果

说, 有谁为了‘对真理和正义的热忱’而献出整个生命, 那么狄德罗就是这样的人”。③同时,

他也是一个不能满足父亲要求为获得生活费用而自谋出路的人; 一个经常遭受打击、威胁和

残酷迫害的人; 一个因伟大思想而将要“入地狱”或“被烧死”的人; 一个思考在十八世纪黄金

时代而又死于黄金时代的人。

就是这样一个人, 在 1746- 1747 年以他独特而又浪漫的自由灵魂, 倾诉了他的自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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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他运用象征、比喻的手法, 以潇洒、辛辣之笔完成了他对理想演绎和实证之路。“三个林

荫道”就是他整个自由思想哲学的经典性概括。

“三个林荫道”即荆棘林荫道, 鲜花林荫道和栗树林荫道。“三个林荫道”是一部自由、开

放并具严格实证、逻辑、演绎的经卷, 宛如光被三棱镜分析开了一样的清晰可见, 把一条追求

正义、探索真理之道展现在我们面前。尽管这条路上处处有危险、有伤害且艰难, 但一切双方

(矛盾着的双方)却是携手并肩的, 因为“一切与利益有关”。[1 ]傲慢、贪婪、虚伪狡猾、凶险、欺

骗乃至背信弃义又是这条路上最大的敌人。

狄德罗是这样描述在人们面前延伸着的三条林荫道的:

左边一条路被认为是最安全的, 实际上, 它是最难走的。这是一条狭长、崎岖的

小路, 上面布满了令人心惊的碎石荆棘⋯⋯[2 ]

在荆棘林荫道上, 人们会发现苦行者的粗毛衬衣、苦衣、苦鞭假面具、虔诚的幻

想集、神秘的装饰品、保护长袍不沾污点的秘诀, 以及我不知道的许多关于裹紧包

头带的训令。[3 ]

中间一条路宽敞、惬意、铺满鲜花; 它坡度平缓。沿着它走自然会感到舒适; 而

且, 这还是一条近路, 其实远点也没有什么; 因为它讨人喜欢, 所以, 人们也不会由

于它过长而恼火。但是如果旅行者是一个谨慎小心的人, 如果他万一仔细看看这条

路就会发现它高低不平、弯弯曲曲、并不安全。他会感到坡陡; 他会发现鲜花下面的

悬崖; 他害怕失足摔下去。[4 ]

鲜花林荫道上铺满纸牌、骰子、金钱、宝石、装饰品、神话传说和各种传奇故事:

这就是绿荫之床。在那里仙女的美貌或者被忽略了, 或者还起作用, 反正没有一点

残忍的迹象。[5 ]

右边是一条幽暗的林荫小路, 路两旁是栗树、沙滩, 它比荆棘小路舒适, 但不如

鲜花林荫道讨人喜欢。这条路比荆棘小路和鲜花林荫道都安全, 但是, 当它上面的

沙都变成流沙时, 沿着它走到头是很困难的。[6 ]

在栗树林荫道上, 可以找到地球仪、水晶石、望远镜、书籍、林荫和幽静。[7 ]

三条林荫道不是平行的, 而是从同一个圆点向外延伸。然而, 他们有时却是平行的, 交叉

的, 相近的甚至是纠缠的。实际上这恰恰是狄德罗要实证和演绎的逻辑定式。

在这里, 狄德罗主要描写了这样两种人, 即: 上帝 (帝国君主)和士兵 (宗教信徒) , 并评论

一部《法典》(即《圣经》)。狄德罗巧妙地用《法典》把这二种人交织在一起, 以暗示、象征、驳论

和讽刺来证明这三条道路的实质内容并指出了理想的终极目标。

一、荆棘林荫道

这条路是最难走的。上面布满了令人心碎的沙石荆棘, 走在这条路上的人们却是“最恶

劣的种族, 傲慢、贪婪、虚伪、狡猾、记仇, 尤其是好战⋯⋯”[8 ]

首先, 狄德罗道明了人们要去的目的地是“圣殿”。在那里接受“他 (上帝)的惩罚或奖励,

并且人们必须遵守这样一个原则:“盲目前进, 用包头带蒙住眼睛。”否则就会受到惩罚。然而

人们这样做并不是自愿的, 而是因为有一个“契约”。“契约”却是在人们连“是醒着还是睡

着”都不记得时由安插到“我们”身边的“两位证人”实现的。狄德罗根据这一逻辑演绎来描述

走在这条路上的人们:

据说, 他居住在一个辉煌灿烂、富丽豪华的地方⋯⋯这是我们大家都要去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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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君主的圣殿是我们陆续走去的总目标。据说, 根据我们在路上所表现的善行或

恶行, 我们将在那里得到奖励或惩罚。[9 ]⋯　⋯

我们是天生的士兵; 但是我们应征入伍的方式是再奇特不过的了: 我们睡得很

熟, 以至我们当中的任何人都记不得当时是醒着还是睡着。这时, 人们把两位证人

安插到我们身边; 然后问我们是否愿意应征; 证人同意了, 便在契约上签了字, 我们

就成了士兵[10 ] [即信教的基督徒——引者注 ]

根据规定:“一块包头带, 一件长袍或白色女式短上衣”作为军服。士兵的义务就是“扎好包头

带 [暗喻基督教的清规戒律——引者注 ]”, 用“布条蒙住眼睛, 盲目前进”, 并“保护长袍别沾

污点”。

你沿着一条陌生的道路, 穿过荆棘, 使自己被划伤。你对自己所寻找的东西几

乎没有任何了解; 在这条路上, 你不是照亮自己的行程, 而是设立了这样的法则: 盲

目前进, 用包头带蒙住眼睛。[11 ]⋯　⋯

在这里, 我们不难看出狄德罗形象地描绘了这样一种道路: 即人的原始的自然状态被基

督教改变以来人类就艰难地行进在一条愚昧、黑暗的荆棘路上。很显然, 由权力、法则、欺骗、

伤害并“充满信心”所交织的复杂关系就足以构成这条路的重大起因和过程, 并由此产生了

一种“契约”社会。

启蒙运动的另一代表, 狄德罗的亲密朋友让—雅克·卢梭在他的《社会契约论》中早就

阐释过契约社会的本质特征, 他说:“人是生而自由的。”(《社会契约论》第 19 页) 因此, 任何

强权都不可能是合法政权的根据, 只有人的自由意志才是构成人类前进的基本准则。社会契

约的要旨就是要人人把自己一切权力出让, 所以人又往往处在枷锁之中——这是由资本主

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决定的异化现象。“一切与利益有关”正好是这一契约社会的现实写照。因

此, 行进在这条路上的士兵, 将毫不犹豫地向“圣殿”走去, 即使道路艰难, 还仍旧毅然决然并

遵循训令, 其结果仍只能是被欺骗并遭受无尽的创伤。

在这里, 狄得罗给出的“证人”至关重要。他是一个典型的而又杰出的“托儿”, 他象幽灵

一样游荡于君主与士兵之间, 同时也是签订契约的直接经手人。他不仅出卖了那些本该享有

自由的善良的人们, 也出卖了自己。于是人们不得不行走在这条“陌生”而又“最难走的路

上”, 人们不仅“对自己所寻找的东西几乎没有任何了解”, 反而还要坚信“越看不清就越能笔

直前进”。

一开始, 狄德罗就说了, 人们要去那个“圣殿”, 在那里接受“奖励或者惩罚”。我们知道,

狄德罗提出的这一假设, 实际上是对他早在为《百科全书》所写的伊壁鸠鲁主义的条目里提

出的“我们是怎样考虑神的?”[12 ]那个“神”所提出的质疑, 进而阐明神人关系。这也是作为一

个无神论者的立场声明!他认为必须抹除神的阴影, 必须面对自然, 倾听自然的声音, 从而获

得真理! 并以此来证明一切专制权力以及不平等的社会契约都是荒谬的。正是这种荒谬才

束缚并破坏了人们追求真理的社会理想, 从而使人们灵魂扭曲, 道德沦丧。

“荆棘林荫道”就是这样一个逻辑过程, 在一种由君主、士兵与证人组成的契约社会中,

士兵们迷惘而又痛苦地“朝上帝走去”。这也是狄德罗探索真理的开山之路。

二、鲜花林荫道

如果说荆棘林荫道是盲目、曲折并由欺骗和残酷构成的一条迷茫之路的话, 鲜花林荫道

则是一种充满着强烈诱惑、享乐和糜烂之途。在这里, 人们相互欺骗。“隐私、贪财、纠纷、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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媚、私通、嫉妒”[13 ]是他们的一切。

那里与其说是一条林荫道, 不如说是一个大花园, 那里的一切使人心旷神怡。

与鲜花点缀的花坛相接的是大片青苔地毯和百条小溪在其间流过的碧绿草坪。在

一片片郁郁葱葱的树林中, 千条道路纵横交错, 置身于其中, 真不失为一种乐趣。除

此之外还有可供藏身的灌木丛和茂密的绿篱。[14 ]

人们在那里建造了一些不同用途的房子。在一些房子里, 放着布置考究的餐桌

和装有美味葡萄酒和甜酒的食品柜; 在另一些房子里放着摆满纸牌、卡片和硬币的

桌子, 还有游戏赌盘以及一切消遣所必需的东西。

⋯⋯⋯⋯

在一些阴暗的小屋里, 摆着宽大柔软的长沙发, 你一定能想到它的用途⋯⋯人

们如此经常地更换这些沙发, 好像这是唯一使他们劳累的工作。[15 ]

公共图书馆里充满从阿那克里翁到马里沃的所有爱情故事和神秘传说⋯⋯年

轻的小伙子和姑娘们贪婪地阅读萨杜尔南老头的风流韵事。[16 ]

(这里的女人)她们善于献媚, 充满热情, 并以此取悦于人。一个女人以有众多

的迷恋者为荣, 并且愿意众人都知道; 另一个女人以使许多人幸福而感到快乐; 但

是她们的幸福必须是不为人们所知的。[17 ]

(年轻男人)聚集在一起, 他们一无所知, 但却无所不谈。他们议论琐事, 神情微

妙。他们打败对手, 巧妙地引诱美女。他们刚刚开始严肃的推理, 却又转入风流韵

事的叙述⋯⋯然后, 他们又突然停下转而谈论政治, 经过深刻的思考而推论帽子、

长袍、中国的奇丑男人、克林塞斯特德的裸体、撒克逊的大碗⋯⋯[18 ]

“鲜花林荫道”是狄德罗描绘的情况最复杂最具象征意义的一条道路。在这里, 人们就象是

“迷途的羔羊”。这正像他所说的那样:“私通建立了它的王国”。[19 ]

狄德罗在这样一个“王国”里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 人除了自私自利、虚伪、享乐和容

易堕落外, 还有另一面即: 德性、良知和仁爱直至追求自由和理想的崇高本能。那么, 究竟是

什么使人堕落? 又是什么败坏人的这种本能呢? 他说,“法则”的好坏能够对人的行为起决定

性的作用。很显然, 在这个“王国”里人们接受的是一种坏的, 并足以摧毁所有的理想追求的

“法则”。于是享乐、好色、无聊像糜烂的毒素一样在蔓延。男人们一边在虚伪的“相互憎恨,

但却以礼貌相待”; 一边尽情地谈论“风流韵事”、“诽谤女人”却又“巧妙的引诱美女”。而女

人们以尽情“献媚”、“取悦于人”为职业;“一个女人有可能向一千个情郎表示爱情, 但是, 可

能只爱一个人; 另一个女人以爱的希望勾引一个情郎, 而对其他一百个情郎也并非冰冷相

待”[20 ]。并且,“这些都是谁也不会保守的秘密”[21 ]在这里, 爱情传递, 媚态娇颜, 到处洋溢着

欢乐, 到处布满陷阱。人们整天谈情说爱, 却又时时心不在焉。“尽管人们更注重实践而不是

理论, 但是, 他们认为一点也不能忽视理论⋯⋯人们老是欢笑, 很少思考”[22 ]。这里,“所有的

旅行者都倒退着走”[23 ]。由此看来, 一切都已十分清楚了: 行进在这一条路上的人是一群即

将腐烂的空壳。精神贫乏, 道德沦丧已证明了他们是没有理想和灵魂的族类, 没有思想的幽

灵。这是极其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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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 我想起了十八世纪法国另一个著名的哲学家, 无神者拉美特利的话,“我小心地考

察我们是什么, 发现我可以设想我没有身体, 可以没有我所在的世界, 也没有我所在的地点,

但是我不能就此设想我不存在。相反地, 正是从我想到怀疑一切其他事物的真实性这一点,

可以非常明白、非常确定地推出: 我是存在的; 而另一方面, 如果我一旦停止思想, 则纵然我

所想象的其余事物都真实地存在, 我也没有任何理由相信我存在, 由此我就认识到, 我是一

个实体, 这个实体的全部本质或本性只是思想。”(《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北京大

学哲学系编译第 148 页》)这里的“我”就是我们人类,“实体”就是思想和精神。在某种程度上

讲, 思想则是我们寻求真理和光明的起点和坐标, 一旦思想停止, 人类将会颓废、灭绝。

狄德罗正是以这样的启示和象征深刻并富有戏剧性地假设了这三条道路中的唯一的

“一条近路”, 来证明人性的脆弱性和异化过程, 从而为人们拨开了层层迷雾。1749 年 6 月狄

德罗给伏尔泰的回信中曾写道:“不要把毒芹当香菜。”(《狄德罗全集》第 19 卷 422 页) , 这也

足以表明狄德罗本人对“鲜花林荫道”的警觉和深恶痛绝。

三、栗树林荫道

如果说“荆棘林荫道”是一条狭长、崎岖的小路,“鲜花林荫道”是一条铺满鲜花的近路;

那么“栗树林荫道”则是一条舒适的“幽静的林荫小路”; 然而, 要“走到头是很困难的”。栗树

林荫道很像希腊柏拉图学园。狄德罗说:

房屋建造得雅致甚于华丽, 房间不大但舒适; 家具简单而整洁, 摆着少量的书

籍, 客厅装饰着苏格拉底、柏拉图、阿提库斯和西塞罗的半身像; 房间一头通向一个

院子, 这个院子既非树林、又非草地, 也不是花园; 而是三者的综合。[24 ]

在这条路上的大部分士兵都是步行的。⋯⋯他们当中的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

世界上唯一的存在者。他们承人唯一存在者的存在; 但是, 这个在思想着的存在者,

就是他们自己。[25 ]

他们根本没有包头带, 因为他们确信两只好眼睛足以引路。[26 ]

那里人很少, 如果你要找到打算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到头的人, 大概人数还要

少。[27 ]

“栗树林荫道”显然是狄德罗的理想王国。那里有苏格拉底、柏拉图、阿提底斯和西塞罗

等人, 那里是自由者、思想者的乐园。我们知道, 狄德罗是终生向往自由的。只有在这里一切

思想才有可能长上翅膀, 去自由飞翔, 也只有在这里, 思想的结果才可能产生并由此走向光

明。这是一条思想之路。

在这一条路上, 狄德罗为我们人类探索真理提供了一简单而深刻的背景:“地球仪、望远

镜、水晶石和书籍等”, 这就说明了人类在行进道路上必须是科学的、思想的。他主编的《百科

全书》正是这样广泛传播科学文化, 启迪人们思想, 从而去接近理想、探究真理的证明。同时,

他还说, 当这条路上面的“沙都变成流沙时, 沿着它走到头是很困难的”。这无疑暗示了人类

为探求真理必定要花巨大的代价, 必然要走过一段艰难曲折的路。在他的实验哲学中, 认为

实验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且“拥有最后的发言权”(《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五卷 351 页) , 同

时可以实证所怀疑的一切。因此, 要懂得人们对真理法则的钻研和探索就必须是科学的、思

想的, 只有这样彼此相辅而行, 才能将人带到真理面前。他的这一学说恰恰证明了“栗树林荫

道, 根本就不是为那些离开手杖就不能行进的人们准备的”, [28 ]而是为那些懂得用“好眼睛

足以引路”的人而设的; 为“承认唯一存在者的存在”、“在思想着的存在者”而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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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栗树林荫道”中, 狄德罗假设了一个理想的民主、自由王国。在这个王国里充分体现

了启蒙运动的思想: 人人自由而平等。因此, 人们观点的分歧也丝毫不会破坏友好的交往和

道德水平的升华; 人们相互攻击, 但并无仇恨, 尽管深研博学, 但并非吹虚; 人们相互争论、驳

斥、批判、论理从而使黑暗与光明、灵魂与肉体、感觉与思想、真理与谬误在数理式的逻辑分

析中浮出水面, 打开了束缚人的自由思想的枷锁, 开辟了追求理想, 捍卫真理的广阔道路, 从

而也证明了存在于人的本质中那种呼唤真理正义的内在要求, 存在于灵魂深处的那种坚定

信念的人格精神。因此,“栗树林荫道”才真正是人最终要到达的道路, 并属于那些真正具有

理想, 富有道德和责任、寻找光明的人!

四、小　　结

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三个林荫道是证明和推导关于人的三种道路, 也是人从黑暗走

向光明的实证之路。尽管它们有时是相互关联的、相互纠缠的, 但理想和真理最终将会昭示

人们迷茫的步伐!

如果说荆棘林荫道是忍受着不断划 的痛苦的人们为寻找黎明而付出的最初代价, 那

么“鲜花林荫道”同是人在旅途中遇到的可怕陷阱和最大的考验, 只有到达“栗树林荫道”上

的人们才会最终获得通向光明的入场券。事实上,“荆棘林荫道”和“鲜花林荫道”也分别代表

着由上帝占支配地位的黑暗的中世纪社会和由资本占支配地位的人欲横流的资本主义社

会。而栗树林荫道则代表超越商品拜物教的资本主义的理性王国。一个个体、一个民族、一

个国家如果缺乏或丧失这样一个个人理想、民族理想、国家理想, 那肯定将是一种灾难。狄德

罗和他的同时代的思想家正为资本的理性王国的实现而努力。历史已证明资本主义的理性

王国在人间建立是多么困难, 同时, 历史也铭记着他们对人类命运的极大关注和所寄予的极

大热忱。

一般认为, 狄德罗是从有神论到自然神论再转变为无神论者。狄德罗极其憎恨宗教迷信

对人性和人的精神的束缚, 憎恶政府的封建专制对人的残酷迫害和奴役。历史表明, 任何黑

暗的反动势力都不能妨碍一个伟大的自由思想家, 一个心灵的伟大导师, 一个启蒙运动的哲

学巨匠对自由、民主、平等、正义和真理的追求。狄德罗他那伟大灵魂也决定了他那伟大理

想。

三个林荫道正是这个灵魂的思想漫步, 也是一个孤独、伤感而极度忧郁的精灵的艰难跋

涉。它从一个林荫道转到另一个林荫道, 反反复复地体察、验证。一个伟大灵魂在林荫道最

远的边缘地带听到了另一个伟大精灵的声音:“我感到很反感, 只是为了捍卫真理!”[29 ]

在某种程度上讲, 狄德罗一生体验了两次监狱生活, 一次是因写《论盲人书简》而被关入

文森监狱约三月之久, 而另一次却是自愿地走进了由他自己设置的“监狱”——自己的阁楼,

长达三十余年。这很像他的“栗树林荫道”。如果说,“三个多月”是他自由思想的开始, 那么

“三十多年”则是他自由灵魂飞翔的全部历史。他对真理始终不渝, 毫不动摇, 无论在理论上

还是实践上都表现出了一个伟大人物的伟大理想。

狄德罗的一生是在一种巨大的痛苦和矛盾之中度过的。从路易十四的“独夫专制”而导

致的“法国是一个百病丛生的身体”(孟德斯鸠语) , 到路易十五胸无大志, 不理朝政而终日沉

缅于醇酒美人之中的上层社会生活, 再到生性怯弱、受人摆布, 无力治国的路易十六, 使整个

十八世纪法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下陷态势。因而在政治经济生活中形成了以封建君主、贵

族、教会为主的专权阶层, 他们相互勾结、互相包庇, 他们一面立誓禁绝尘世的享乐, 一面却

—82—



贪婪地聚敛财富, 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在精神上, 他们宣扬基督教的道德, 要人们放弃人生

的欲望, 忍受尘世的痛苦。而他们却整日沉缅于醇酒和美人之中, 崇尚于贵族生活中的“洛可

可”风就是典型的体现。矫揉造作, 脂粉华丽, 风流艳事, 到处都显现着蓬芭杜夫人的时髦。

在这样一个荒谬而又不平等的社会前提下, 这些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 无论是孟德

斯鸠、伏尔泰、让·雅克·卢梭还是拉美特利、爱尔维修、狄德罗, 他们都自觉地以十八世纪

的法国为实验场, 以人本为出发点来实证人性、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在自然状态的契约社会

中的至上性, 论证神学、宗教、专制是一种怎样的破坏人类自然状态的邪恶势力, 其目的就是

要将一种人类对自身思考的理性原则带入社会结构。从而使人们懂得我们是在一个什么样

的社会建构中又处在锁链的何种位置? 狄德罗正是以这样的理性思考和对人的终极关怀来

构造自己的伟大理想的。

“栗树林荫道”正是狄德罗用智慧的巨手, 拨开了缠绕在人类与人类社会上空的迷雾, 为

我们指出的理性之道。当他完成了这本经典之作, 并重申“谁读这个”, 这又正是一个伟大灵

魂在灵魂与灵魂, 思想与思想深处的独白。同时, 它将加快人类历史前进力量的步伐。就在

他死后的八年, 波旁王朝的末代国王路易十六被推上了断头台。

“哲学不是给予, 它只能唤醒”[30 ]。在此, 我们完全有理由告慰狄德罗老人, 这并不“是徒

劳的”, 它将长久地存在于我们“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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