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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導  言

不是只有彼得 A潘（Peter Pan）才對成年的前景感到焦

慮不安。的確，我們顯然可以說彼得 A潘是我們這個時代的

符號，米高 A積遜則近乎完全是彼得 A潘的翻版。人們普遍

認為成年就意味着放棄自己的希望和夢想，接受既定現實的

限制，屈從於生活，儘管它遠不如起初所想像的那樣刺激、

有價值或有意義。在自傳第三卷的篇末，西蒙 A德 A波伏娃

（Simone de Beauvoir）回想到世界上的事物她幾乎都見識

過了：“京劇、韋爾瓦競技場、瓦德沙丘、普羅旺斯的拂曉、

卡斯楚面對五十萬古巴民眾的演說、列寧格勒的白晝夜和比

雷埃夫斯上空金黃的圓月。”她周遊世界。在她那個年代，

環球旅行絕非像我們現在這樣司空見慣。不僅如此，在她

身上各種愛情和友誼，各種有意義的工作以及由此而來的讚

譽，都和她去過的地方一樣不勝枚舉，絢麗多彩。很難想像

還有人能比她生活得更充實，更不虛度。然而，當她回顧那

個曾經的自己，那個“凝視着腳下的金礦：有整整一輩子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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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  導言

以過”的女孩，總結她那令人羨慕的旅行清單，得出的結論

卻是，她被欺騙了。有些作家說如今幾乎沒有人想要長大。

但如果成年意味着在最坦誠的時刻感覺到被欺騙了，誰能指

責那些不想長大的人呢？

哲學能幫我們找到一個與屈從無關的成熟模式嗎？（鄭

重聲明：我手頭的《牛津同義詞詞典》〔Oxford Thesaurus〕

可是把“哲學的”〔philosophical〕列為“屈從”〔resignation〕

的同義詞。）我相信哲學能做到。而且，最好從康德的描

述開始：在《純粹理性批判》一書中，理性最終達到成熟。

讀者如果不想理睬這個建議也是可以理解的。《純粹理性

批判》（1781年）一經出版就成為現代哲學史上最重要也是

寫得最糟糕的一本書。康德自己也說它過於枯燥冗長，同

時不無心酸地補充道，“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休謨那樣文筆

細膩雅致，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像摩西 A 孟德爾松（Moses 

Mendelssohn）那樣文筆深刻優美”。確實如此。伯特蘭 A

羅素並非唯一一個承認讀着讀着就睡着的人。然而，堅持看

完的人會發現康德的成長模式非常引人入勝。

理性在幼年期是獨斷論的。小孩子往往認為他們得到的

是絕對真理。甚麼樣的視角會讓他們質疑這一點呢？遭受過

父母或教父式權威虐待的人需要很多年才意識到虐待並非世

界上理所當然的東西—如果他們能夠意識到的話。在較為

愉快的情形下，孩子的每一步看起來都在確證他自己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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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 

和那個起初看起來非常神秘的世界的透明度。他認識到勺子

（撥浪鼓和布丁）從手裏脫落時總是往下掉而不是往上飛，

而皮球（小卡車和小貓咪）之類的東西即使跑到窗簾背後也

還在那裏。他的能力與日俱增，世界變得愈來愈可理解。他

為甚麼不能斷定這兩者都是無限的呢？每天他都在多認識一

點事物，每天都在他的世界裏揭開一個新的秘密。在小孩子

身上似乎印證了 17世紀哲學家、十足的樂天派萊布尼茨提

出的獨斷論形而上學：只要給我們足夠的世界和時間，就能

夠弄清一切，並且能夠領悟到我們所處的世界是所有可能世

界中最美好的。不然怎麼說得通呢？

理性的下一個階段是懷疑論，雖然“青春期”這個詞不

是在康德的時代出現的，但康德描述了青春期的所有症狀：

隨着青少年發現世界不是它本來應該有的樣子，他們的內

心交織着複雜的失望與興奮。父母和老師即便處於最佳狀

態（我們鮮能如此）也會有缺點。（和其他人一樣，為人父、

為人母或為人師者也經歷過青春期。）他們知道的沒有我們

想像的多，能提供的解決方法也沒有我們期望的多。即使他

們沒有撒謊，也不會告訴我們他們擁有的全部；他們試圖用

錯誤的方式庇護我們，因此也無法用正確的方式保護我們。

他們在過去時代自然而然養成的習慣和形成的信念使我們尷

尬；他們批判自己不理解的事物，停留在過去，跟不上時代

變化。為甚麼我們不能下這樣的結論：我們從他們那裏學到

的任何真理和規則都會誤導我們，甚至關於真理和規則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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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  導言

念本身就應當消停安息？難道我們不應該從對世界的無限信

任轉到無限的不信任嗎？

康德說這一階段比睜大眼睛輕信世界的理性童年時期更

加成熟，因此是必要的、有價值的。（當然，他沒有撫養過

一個青春期的孩子。）但是，從無限的信任到持久的不信任，

這一急劇轉變並不意味着已經成熟。毫不奇怪，康德用成熟

比喻自己的哲學，它使我們有智慧在盲目接受和盲目拒絕一

切我們被告知的事物之間找到一條道路。成長意味着承認貫

穿於我們生命始終的不確定性；甚至成長意味着，明明生活

在不確定之中，卻認識到我們必然會繼續追尋確定性。這樣

的觀點容易描述，卻很難一貫地堅持，不過，誰說成長是件

容易的事呢？

這些問題乍看起來不難，但很乏味。更糟糕的是，聽

起來無可奈何。就像一個心懷好意的胖大叔告訴你生活不如

童年時想像的那麼奇妙，也並非如青春期想像的那麼糟糕，

你是時候該打起精神，儘可能地過好生活了。然而，除此之

外，你還可以從這樣一套立場說辭中得到甚麼呢？它是陳腔

濫調，雖然沒有錯，卻不值得為此奮爭。為甚麼不索性跳過

康德去聽滾石樂隊呢？有時候，如果試一試，就會找到你所

需要的。說一說心懷好意的大叔吧：康德的生活看起來可不

像你所期望的成年典範。他一生從未去過離出生地四十英里

以外的地方，打了一輩子光棍，甚至唯一一則與他的愛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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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 

關的傳言也未得到證實。他成年後的生活只是日復一日地講

學、鑽研學術、寫作。他的生活如此嚴格、如此規律，所以

據說他的鄰居會根據他每天為保養自己虛弱的身體而出門散

步的時間調校時鐘。詩人海因里希 A海涅（Heinrich Heine）

甚至誇張地說，康德的生活史三言兩語就講完了，因為他沒

有生活，也沒有歷史。

然而，海涅也說康德是一位反叛者，他所掀起的滔天風

暴讓法國革命家羅伯斯庇爾（Robespierre）也黯然失色。不

僅海涅，比康德稍晚的同時代人大都這麼認為。如果我們看

一看康德關於成熟最有名的討論，就知道為甚麼他得到了如

此高的評價。這是啟蒙時代早期最著名的論文了。在《何為

啟蒙？》（1784年）裏，康德把成熟定義為理性將自己從自

我招致的不成熟狀態中解放出來。我們選擇不成熟是因為我

們既懶惰又害怕：讓別人替你作決定要舒服得多！“如果有

一本書照顧我的理解力，一位牧師照顧我的良心，一位醫生

規定我的飲食，我絲毫不用自己費勁。只要我能付錢，我就

不需要思考，別人會幫我打理一切事務。”（沒錯，康德為

《柏林月刊》〔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相當於 18世

紀的《紐約書評》—撰稿時居然也採用了直白的語句。）

康德這個沒有孩子的男人討論了孩子是如何學會走路的。他

對此的熟悉程度令人吃驚。要學會走路，孩子們必須跌跌撞

撞、摸爬滾打，但是如果為了避免他們碰傷而把他們放在嬰

兒車裏只會使他們停留在嬰兒狀態。康德所批判的，不是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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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  導言

孩子過度保護的母親，而是有意阻止公民自己獨立思考的獨

裁國家。國家的控制慾與我們對舒適的渴望使社會避免了衝

突，但這樣的社會並非成年人的社會。

成長更多地關乎勇氣而非知識：世界上所有的知識都無

法代替你運用你自己的判斷力的勇氣。而判斷力是可以學到

的—主要通過觀察他人如何很好地運用判斷力而為自己積

攢經驗，但我們無法教會一個人如何運用判斷力。判斷力至

關重要，因為真正觸動我們的問題不可能通過遵循某一規則

找到答案。我們需要勇氣去學會相信自己的判斷力，而不是

依賴國家、鄰居，或者喜愛的電影明星他們的判斷力。（當

然，國家、鄰居和喜愛的電影明星也可能是對的，好的判斷

力要求你識別對錯。）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有勇氣去接納

始終貫穿我們生命的裂縫，因為不管生活多麼美好，裂縫總

是存在：理性的理想告訴我們世界應該是甚麼樣子；經驗卻

告訴我們現實往往不是理想的樣子。長大需要我們面對兩者

之間的鴻溝—兩者都不放棄。

我們大多數人容易放棄這個或那個。堅持童年時想法的

人一生都在否認世界與他們恪守的信念不一致。這樣的例子

很多（我們會想到某些傳教士和政治家），但時下更常見的

還是深陷青春期困境的人。這個世界呈現出來的樣子不符合

他們的理解或理想？和理想世界之間的落差更大。在一個理

想無用的世界裏，堅持理想成了失望甚至恥辱的根源。徹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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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 

放棄理想遠比遭受希望破滅的痛苦要好得多；直面深度腐朽

的現實比沉湎於幻想要勇敢得多。

這樣的立場並沒有你想像得那麼勇敢，因為它只要求

得到一點點文雅體面的樣子。懂得理想和經驗對我們有同等

的要求，則需要更大的勇氣。成長意味着尊重並盡自己最大

的努力達到這些要求。儘管知道自己永遠不可能完全成功，

但不會屈從於教條，也不會絕望。只要你活的時間足夠長，

教條與絕望總會誘惑你。盡自己最大的努力使周遭的世界更

貼近應然，但也不忽視它的真實面目，這是成年人應該做的

事。如果碰巧有個胖大叔告訴你這些，你就非常幸運。

關於理性，暫且就先談到這裏。現代西方哲學有少量

珍貴的共識，其中之一就是理性與經驗在知識的學習中都很

重要。這裏康德又是關鍵性的人物。理性主義者如笛卡兒指

出我們的感官如何矇騙我們，認為唯有理性才是可靠的，才

會告訴我們世界真實的樣子。難道物理學沒有發現諸如顏色

之類的東西只是事物的屬性而非本質的一部分 ?難道數學沒

有公佈宇宙的深層次奧秘？相反，經驗論者如洛克把心靈叫

做“tabula rasa”，即等待書寫經驗的白板。洛克的繼承者

休謨甚至進而宣稱理性是缺乏動力的。今天大多數哲學家都

認為，康德證明了理性與經驗都是知識需要的，從而結束了

長達兩個世紀的爭論。正如他所說，概念無經驗則空，經驗

無概念則盲。理性與經驗之爭會一直存在，而且已經再度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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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  導言

起，但有意思的是當代神經系統科學即使不是直接支持康德

觀點，也大都支持康德觀點的精神。實驗證明某些經驗實際

上會改變大腦的形狀，而內在的心智框架則是經驗形成的關

鍵。理性和經驗以何種方式影響我們長大成年將是貫穿本書

的主題。

甚麼樣的經歷是成長的關鍵？為了與世界相調和，你

得先看清它的某些方面。儘管巴斯卡和老子這樣的哲學家都

認為足不出戶你就可以學到你需要的所有知識，但很多哲學

家都認為旅行至關重要。例如，康德的人類學講座就告訴我

們，如果已經事先了解自己國家的民俗，旅行便是了解人類

的極佳途徑。

也許你會問，等一等，你剛才不是說他從未去過哥尼斯

堡（Königsberg）四十英里以外的地方嗎？

不要忘記，那個年代的旅行和現在截然不同。道路泥濘

崎嶇，人在馬車裏顛簸前行，豎起耳朵監聽土匪和強盜的腳

步聲，住在沒有安全感的旅舍裏一週復一週。僅僅從威瑪到

西西里島就已經是歌德非常了不起的旅程了。他和康德生活

在同一個時代，同一個國家，但比康德富有冒險精神，也更

幸運更年輕。然而，即便是歌德，走得更遠也只能是夢想。

如果康德本人的人類學講座聲稱旅行是有益的，那麼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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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崎嶇只是一個拙劣的藉口！

當然，理論和實踐之間存在差距。前面那段關於旅行

的文字有一個註腳，從中我們不難看出，康德因無法按照自

己的建議去生活而感到羞愧。這是我在他的作品裏看到的唯

一一處不經意間從個人偏好出發的好玩言論：

一座大城市，它是一個國家的中心，該國的政府機

關就駐守在那裏，它擁有一所大學（旨在扶植科學），

同時還有便於海上貿易的位置，這位置既有助於通過河

流與該國內陸交往，又有助於和語言風俗不同的鄰國交

往， — 這樣一座城市，例如像普列格河畔的哥尼斯

堡，就可以被視為一個既擴展人類知識，又擴展世界知

識的適宜之地，在此即便不去旅遊也能獲得這些知識。 1

（《實用人類學》，第 4 頁）

這聽起來很像詭辯，但是否有可能果真如此？也許在

某些地方，有些人心胸非常寬廣開放，不需要去很遠的地方

就能充實自己。也許康德就是這樣的人，在螢幕上閱讀這段

文字的人也是。互聯網不是為我們提供了人類未曾想像過的

空間和時間嗎？如果你不把時間花在看那些色情圖片和那些

1 譯文參照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 7卷：學科之爭、實用人類學），李秋零譯，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 115頁。—譯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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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級無聊的節目上，你就可以從互聯網上獲取很多有用的東

西。你可以閱讀全球數百家媒體的新聞，了解同樣的事件是

如何被人們從不同角度報道的。唉，最近的幾次調查研究顯

示互聯網使我們更加狹隘。我們看朋友看過的博客和網站，

我們的視角更受限制。但另一方面拓寬視野的可能性也很明

顯。我們可以瞥一眼“阿拉伯之春”（且不管結局如何），偶

爾看一下韓國說唱視頻也無妨。誰知道呢？

在外語環境或另一個國家居住、尤其是工作足夠長時間

的人，比起一直待在出生地的人更知道他們錯過了多少。即

使熟練掌握了一門語言，你也無法深解那些典故隱語。以孩

童的搖籃曲為例，那是你新住地的同胞們聽着入睡的，並永

遠地印在腦海裏，不可消除。你會錯過笑話、精微玄妙之處

和很多反語。（卜戴倫〔Bob Dylan〕的死忠歌迷可能會對最

近一家德國女性雜誌把《西班牙牛皮靴》〔“Boots of Spanish 

Leather”〕評為描述異地戀的最佳歌曲表示不屑。）因此，

去不同的地方旅行，而不是在虛擬的網絡世界裏遨遊，常被

看成是成長道路上至為關鍵的一步。在歐洲，窮人把兒子送

去當學徒的做法現在已經很少見，但一些國家如突尼斯和菲

律賓，至今仍延續着這樣的傳統。今天，家境較富裕的子弟

—不管來自莫斯科、北京，抑或來自倫敦、紐約—仍

然被送去參加某種類似於 19世紀“壯遊”的旅行。在歐洲，

它叫作“伊拉斯謨（Erasmus）計劃”，旨在強化政治聯盟；

在美國則稱作“大三出國交流計劃”（junior year 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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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最近的一些研究，伊拉斯謨計劃對歐洲一體化的

貢獻小於預期；很多學生認為，回國後感到與自己國家的關

係更緊密了。但作為成長的一步，這個計劃比大多數美國大

學的海外留學計劃好得多，即便僅僅是因為歐洲人覺得只會

說一種語言是沒有教養的。哈佛大學前校長拉里 A薩默斯

（Larry Summers）最近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說道，學

習第二門語言純粹是浪費時間，不如用來使某些可以量化的

東西達到最大化。顯然，對薩默斯這樣的經濟學家來說，語

言只是收集資訊的工具。在美國和在英國一樣，語言能力被

視作高等教育的標誌，但是每位突尼斯學徒掌握的語言都比

薩默斯多。一位以秘書為職業的德國人很喜歡去希臘度假，

因此決定學習希臘語，每次（現在是一年一次）從克里特島

旅行回來堅持去上夜校。這樣的人旅行得更好嗎？肯定更有

深度，在很多方面也更加舒適。在監護人—可能是學校管

理員、聲名赫赫的會議組織者或者豪華遊領隊的保護下，機

械地從一個地方挪到另一個地方對成長的意義不大，甚至妨

礙成長，因為它造成了不需要深入其中就已經見過世面的假

象。如果你不想把腳弄濕，不想把手弄髒，那還不如宅在家

裏。反正你上網也能看得到西斯廷禮拜堂。

我認為，真正的旅行對成長確實至關重要，雖然它既

非充分條件亦非必要條件。正如波伏娃所說，觀察世界不足

以使你對自己在世界中所處的位置感到滿意。我們也不需要

通過旅行去正式地認識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風貌。只要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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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聖經》就可以知道，很多宗教把孩子當成祭品，直到上

帝告訴亞伯拉罕不需要這麼做；而一個十六歲的孩子大概

不會沒有聽說過愛斯基摩人把老人放在大浮冰上漂走的事情

吧？這個例子可能會引起青少年的關注，他們樂於把它作為

倫理相對主義的論據。但真正的旅行可以讓我們深入接觸另

一種文化，強化我們對共性與差異的認識。甚至在使用（幾

乎是）同一種語言的不同文化之間，共性與差異也比我們想

像的更加微妙。美國人可能癡迷於《唐頓莊園》（Downtown 

Abbey），而英國人則會為 Lady Gaga傾倒；在美國，醫保

和產假被稱為福利，但在英國和大多數高度文明的國家都把

它們視為權利。這些字眼可以看出人們看待公正和自由方面

的差異。

正如康德所說，只有對自己的文化有所了解時，到其他

文化中去旅行才有意義。反之，了解其他文化顯然有助於了

解自己的文化，因為你會注意到自己的文化中習焉不察的東

西。我在柏林住了六年後，第一次再回到美國，結果每次打

開《紐約時報》都很生氣。不是因為它的報道內容而是因為

它的形式。德國的報紙總是印有大量文字，有時配上圖片加

以說明，而美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卻理直氣壯地用四分之三

的版面做廣告，剩下的才是新聞。我們沒有想過，它是如何

將我們的注意力從波士尼亞大屠殺轉移到布魯明戴爾百貨公

司的促銷活動的：每天早上我們看到版面比例時，誰會想到

還有比促銷活動更重大的事情呢？有幾個月甚至可能一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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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裏，我試圖將這個事例編入我在耶魯大學講授的政治哲

學課講義來表達我的憤怒。過了一段時間，我又習慣了報紙

的版面，不再打心眼裏反感。怒氣也就很快消退了。

當然，這件事只是很多例子中的一個，顯示我們是如

何融入社會的，而社會又如何潛移默化地塑造着我們的世

界觀。《彼得 A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出版並非偶然。

J.M.巴里能預知未來，而 A.S.拜厄特的《孩子們的書》（The 

Children’s Book）向我們很好地展示了今天看起來無邪的世

界裏，最有趣的遊戲背後發生了甚麼，這樣的說法顯然有點

愚蠢。跟之後的時光相比，我們依然覺得 19世紀末 20世紀

初是如此美好，甚至希望時光停滯在那裏。但如果可以，還

是請忘記隨後而來的兩次世界大戰和原子彈，想一想 20世

紀中葉對保羅 A古德曼（Paul Goodman）的經典之作《荒謬

的成長》（Growing Up Absurd）的批判吧。我們是否已經創

造了一種給成年人留有空間，使成長成為好選擇的文化？古

德曼說我們還沒有。他認為人成長需要的是這樣一種文化，

它能提供有意義的工作和一種共同體的感覺，一種相信世界

會回報你所付出的努力的信心。如果商品消費而不是滿意的

工作成為我們文化的焦點，我們就已經創造（或默認）了一

個永遠處在青春期的社會。儘管古德曼在 20世紀 60年代

頗具影響力的著作（蘇珊 A桑塔格稱古德曼為美國的薩特）

已經大部分被人遺忘，但他的很多評論在今天看來比五十年

前更有道理。曾在成長觀方面給予康德最大靈感、令人着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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癡狂的尚—雅克 A 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更值得

一提。盧梭的作品強烈控訴只是“將縛在人身上的鐵鏈飾滿

花環”的文化。藝術和科學滿足了我們的虛榮心，充實了我

們的錢包，但沒有昇華我們共同的人性。因此文化扭曲了我

們，驅使我們接受本該受質疑的社會秩序。社會的誘惑力太

大，太具有煽動性，只有用激進的方法才能克服。盧梭的《愛

彌兒》（Emile）—唯一一部長篇闊幅談論成長指南的哲學

書所提出的問題以及帶給我們的希望會在下文細述。在探究

21世紀是甚麼使成長變得更為困難之前，我先談談盧梭和

康德是如何設置論題的。

因為無法創造年輕人希望在其中成長的社會，我們就將

年輕理想化。看到嬰兒睜大眼睛，興奮地看着一切事物，我

們羨慕他們的坦率、天真，卻忘記了成長的每一步，從站立

到能畫人物線條，都伴隨着恐懼與挫敗感。最有害且廣為流

傳的理想化觀點是認為人生最美好的階段是 16歲到 26歲

之間。這十年間男性肌肉最發達，女性肌膚最光滑。這是由

荷爾蒙引起的，進化論生物學家可以解釋其原因。但是，不

管你的基因如何，你的目標不是增強生殖能力。把一生中最

困難的階段描述成最美好的時光，使正處於這一階段的年輕

人更加難熬。（如果我已感到心力交瘁、恐懼萬分，我還能

指望將來嗎？他們都告訴我，以後的日子只會愈來愈糟糕。）

這是關鍵所在。把人生描述成一個下沉式的過程，將會使年

輕人對生活無所期望，也無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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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將會討論我們對“世界是怎樣（實然）”與“世界應

該是怎樣（應然）”這兩者的理解，是如何受到各種經驗的深

化或阻礙的。本書認為，成長本身就是一大理想—一個很

難完全實現，但絕對值得為之奮鬥的理想。

20170331為甚麼長大.indd   15 10/4/17   11:08



016  第一章  先哲的思考

第一章  先哲的思考

可能世界

我們完全可以問：像成長這樣複雜多樣的過程，哲學

究竟能說多少？哲學家探討一般真理，有些哲學家仍在探索

必要或普遍的真理，但是，我們只要有一丁點經驗就可以知

道，成長是一件非常具體的事。薩摩亞人的成長與南安普敦

人的成長不同，甚至在一種文化內部，過幾十年也會不一

樣，過幾百年更是面目全非了。法國歷史學家菲力浦 A阿

利埃斯（Philippe Ariès）認為，中世紀早期歐洲人沒有童年

的概念。直到 12世紀，兒童的受關注程度提升，才有資格

進入畫作，但即便如此，他們也只是被畫成小大人，他們的

特徵或表情完全是大人的樣子。後來的歷史學家批評阿利埃

斯過於草率地從肖像研究得出概念性結論，但他最重要的洞

見依然是站得住腳的：不管中世紀的歐洲人有甚麼樣的兒童

概念，它一定和我們的不一樣。如果我們仔細觀察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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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可以問阿利埃斯的兒童概念是否與我們現在的兒童概

念一致。他在 1960年撰寫極具原創性的著作《兒童的世紀》

（Centuries of Childhood），當時他是否會想到我們今天悠

然自得地錄製並分享着大量的嬰兒視頻？除了少數社會科學

家以外，這些視頻大概只對孩子的祖父母或者他將來的未婚

妻有意義吧？

這樣做之所以可能，當然是因為很多事情已經發生改

變，但最大的改變莫過於，在關於童年的看法上，現在人們

開始想當然地認為孩子會活過嬰兒期。17世紀的法國孩子

熟悉生死，就像他們熟悉性一樣。這種情形不是只發生在全

家只能在一個房間裏生活的農舍。御醫艾羅阿爾（Héroard）

的日記有這樣一則觀察記錄：未來的路易士十三世一歲時，

“保姆用手指撥動他的小雞雞，他笑得喘不過氣來。如此玩

弄頗具誘惑力，小孩毫不遲疑地就自己學着做了。他叫住

一位侍者：‘嘿，過來！’然後撩起衣裳展示自己的小雞雞

……他興高采烈地讓每個人親他的小雞雞”（《兒童的世紀》，

第 100頁）。

過去幾十年裏，性虐待一直被忽略，現在我們拼命去彌

補，但最好謹記，不是所有對兒童性方面的關注都是虐待。

在現代法國早期，上面提到的行為在人們看來是很正常的。

孩子到了七、八歲，人們才期望他們穩重地對待性方面的事

情。這完全不同於維多利亞時期人們對兒童天真無邪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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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也完全不同於今天熱切關注的性侵或男色。我們不禁要

問，在這三個時期，擁有一個孩子的身體是不是同一回事。

在一個重視教育，把孩子與大人分開，送到所謂學校

的新機構的世界裏，擁有一顆孩子的心靈的意義已大不相

同。在歐洲中世紀早期，大多數兒童只要長到能夠擦地板的

年紀，就被吸納到成年人勞動的世界。男孩應當與成年人分

開，享受或忍受一段時期的教導，這個做法始於 17世紀，

由此引發了“兒童期是一個漫長的階段”這種現代觀念。與

被送到學校去的孩子相比，女孩與窮人家孩子的童年依然很

短暫。即使對於上學的孩子，我們肯定也思考過，在學童這

個年齡段為甚麼有相似的行為，即，他們經常拿起武器忤逆

老師。例如，1649年在法國一個叫做迪（Die）的地方發生

了一件事：

學習邏輯的學生在學校內部設置障礙，阻止老師

和其他班的學生進來，用手槍射擊，弄髒第一個和第三

個教室的講台，把第二個教室裏的凳子扔到窗外，撕爛

課本，最後從第四個教室的窗戶爬出來。（同上書，第

318 頁）

阿利埃斯告訴我們，大的學校暴亂，在法國 17世紀晚

期就結束了，但是在英國一直持續到 19世紀。當時有學童

放火燒了書和課桌，退到一個小島上，當局派了軍隊才將他

20170331為甚麼長大.indd   18 10/4/17   11:08



019 

們制服。當時人們對兒童、青年以及隨後的成年的理解與我

們不同：

取得人生的成功不是指發大財，至少這是次要的；

首先要在一個大家抬頭不見低頭見的社會裏獲得榮譽和

地位。（同上書，第 376 頁）

做一些類比總是有可能的— 我們可能會想到

Facebook上的某些行為方式。但是，即便從上面這幾個例

子我們也可以看得很清楚，現代早期的生命週期概念不同於

我們今天習以為常的理解。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當代歷史學

家已經指出，無憂無慮的童年這一想法就是一個現代觀念。

除了偶爾用充滿愛的字眼描寫母親以外，從希臘到中國幾乎

沒有一位古典作家說過他的童年是金色的，也從未表達過對

童年的懷念或渴望。 1 17世紀的法國哲學家笛卡兒認為，人

類的不幸源自我們的生命始於兒童期。

在世界的另一端，更為晚近的美國人類學家瑪格麗特 A 

米德（Margaret Mead）針對薩摩亞青春期少女的研究表明，

她們正在享受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米德想表達的意思正

是如此。在她撰寫《薩摩亞人的成年》（Coming of Age in 

1 Peter N.Stearns, Childhood in World History, Abingdon: Routledge,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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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oa）的時候，孩子們大部分時間都用來照看嬰兒。從五、

六歲開始，薩摩亞女孩常常背着一個嬰兒；男孩八、九歲之

前也要幫着照顧更年幼的孩子。男孩女孩照看嬰兒的主要任

務是讓嬰兒保持安靜，不要讓大人聽到嬰兒的哭鬧聲。伴隨

着孩子成長的，是“燒火、點煙斗、倒飲料、點燈、哄哭鬧

的嬰兒，以及大人們變化無常的差遣—這些讓孩子們從早

忙到晚”（《薩摩亞人的成年》，第 21頁）。

米德寫道，如果薩摩亞人的家庭小一點，這一模式會使

人們分化為兩大羣體：完全犧牲自我的人和專橫跋扈的人。

“但是，待孩子稍長，他的主觀意志難以克制，比他小的孩

子就要接替他的活。整個過程不斷重複。每個小孩對比他年

幼的小孩負有責任，由此，他就被規訓和被社會化”（同上

書，第 19頁）。

自從政府設立學校之後，薩摩亞人的家庭結構發生了

根本的改變。我們很容易同情那些在米德研究的時代不能擺

脫勞動的孩子。在我們看來，免於勞動之苦才算得上擁有童

年。但是，薩摩亞孩子擁有對社區作出有意義的貢獻的經

驗，這顯然是我們的孩子所欠缺的。我們的孩子模仿大人的

行為，擺弄玩具娃娃和玩具茶具；薩摩亞女孩照看小弟弟，

這事關重大，因為這樣她的母親就可以在尚未懷孕的時候出

海打魚或在田間勞動。我們的孩子有一段很長的沒有責任的

時期，而這段時期的意義在於做好準備。對孩子的評價取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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