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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前言

如此的理解，不同于耽想

曾剑鸣

居高临下 看见自由的底线

人群被带进 羊群的圈

我如此悬在 颠倒的空间

如同黑洞里的 一条飞狗

如此的飞 不同于想像

——崔健《飞狗》

迈入中年以后常问，假如遇上年少的自己，彼此会有什么对话，现在的自

己会怪责过去的自己不学无术、道德冲动、好高骛远，而过往的愤青又会批评

现在的中年颟顸无能、妥协太甚吗？如果说这些年不是白活了，历练和经验的

增长究竟带来什么，要说服愤青又要拿出什么道理，洞察世事的判断力和较为

组织的知识吗？

阅读反映个人成长，新的经验产生疑问，让人去找寻知识回答问题；而深

入的阅读又会扩宽经验，让思考更为宏观深邃，发掘新的问题，两者相互辨

证、循环融合，知识和生命体验交互在一起。除了上述的自问，年趋中年碰上

年少者，总会产生激荡，要怎样叙述自己的生命体验和知识，年少时的冲动激

发什么探寻，而这些年来的思索有什么成果，这些问与答对新世代是否还有意

义，经得起批判或有继承的价值吗？然而，要做到这些，首先就要自问如何归

纳与检讨走过的道路，如何整理所学过的知识。

自我与世界：走出与复归

由此，就促成编辑这套《思想与社会》读本，为的不是提供指导，而是提

供参照，权作后人的踏脚石。读本的内容是小结笔者过去的所读所思，也是尝

试理解时下新课题，希望能够提供宏观的知识架构与历史视野，有助青年自

学，尤其期待对将要离开学院与刚踏入社会谋事者有用。读本的宗旨，套用本

读本吴叡人文章的说法就是，如何在踏入社会之前，“加速自己的心智成

熟”，在未经考验的理想消融之前，对社会现实产生免疫力，而这得彻底地了

解社会的本质。一言以蔽之，本读本就是希望青年学习走出自我，认识社会历

史，乃至世界，最终返回自我，自问我是谁，我能做什么。如此的自我，才不

是深陷狭隘经验的私我，评议事情时不是只把自己的道德感受当作绝对的前

提，自鸣正义而置制度与历史不顾。

读本第一辑是从个人进阶到认识历史与文化。阅读历史人物，我们既能从

个人的角度知道个人主观信念和冲动，也可以觉察时代、社会与历史的限制。

我们可以用斗兽棋和象棋之别来做个比喻。在斗兽棋的世界里，我们只问个体

先天的禀赋和后天得来的身份势力，只有杀敌求存，但却没有生命的方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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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个人所服务的目标。然而，象棋每个兵种，虽然势能不同，但目的都在服务

将帅，杀敌的过程，可能弃车保帅，可能有种种的布阵、诱敌和韬略，这都是

斗兽棋所没有的。斗兽棋里不管棋子的位阶，每次都只能走一步，然而象棋却

有复杂的规则，不同的棋子都有各自的走法，而且在判断是否逼和也有游戏规

则。人类的文化和社会制度就是由明言和未明言的规则组成的。换句话，这里

的比喻说的是仅仅考虑个人，就仿佛是斗兽棋的思维，不可能认识复杂的人类

社会。

探寻现代社会之变迁

第二辑的主题是现代社会之变迁。人类的文明是多源头的，然而大约五百

年前，西方因着一系列变迁从此步上现代的道路，技术的革新、思想的发明，

新制度的建设使得西方社会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尔后现代化的力量又席卷全

球。西方的启蒙运动许诺人类从此步上理性进步的道路，自诩取代基督教的世

界观。然而，现代化的发展也有其阴暗面，西方挟着炮坚船利，逼迫古老的华

夏和印度文明打开大门，又在非洲、东南亚等地建设殖民地，奴役当地群体。

传统社会终究难敌现代化的力量而崩解。这里还是以象棋为例，设想假如西洋

象棋的皇后等兵种，杀进中国象棋棋盘，格子行进的规则遇上以线行进的规

则，双方争议的不仅仅是游戏规则的改变，彼此的兵力也在较量。皇后直横斜

行，无往不利，如此中国象棋的棋子守得住自己的将帅吗。

探讨现代变迁，也就是学习分析现代社会的方法，其中两大法门就是社会

学与政治学。值得注意的是，女性主义揭示了社会学的不足，因为公私领域的

划分，女性问题划入私领域而被忽视。同样的，传统社会制度变革之时，也是

性别关系重组之时。第一辑单元二和第二辑单元五都有文章谈及中国新文化运

动时的妇女问题。传统社会追寻现代化革新，历经器物、制度、价值层次的变

革，要如何重建文化的自主性，同时又保持向普世价值开放？

日本赶上西方国家之时，却步上军国主义的道路，重演西方的殖民主义和

帝国主义行径。这使得我们追问，现代化国家的发展是否趋同，都强调经济、

军事与科技力量的强盛。传统社会追求现代化，似乎认为社会和文化的目标是

一致的，引入社会经济现代化，就要引介西方的进步观、功利文化，否则不能

达致现代化的目标。然则这样似乎证明现代化等于西化，于此陷入中体西用、

抑或全盘西化等纠结。这其实都是片面理解现代性的结果，忽略其内在的复杂

与矛盾。再者，启蒙运动倡导的理性，为何会走向反面，成为宰制人类的力

量……这些问题全都可在“现代性反思”单元里得到回答。

审视二十世纪政治神话：兼及中国故事新挑战

二十世纪发生两次世界大战，德国和日本穷兵黩武，给世界的东西方造成

巨大破坏、生灵涂炭。德国纳粹是如何崛起的，日本的南京大屠杀和纳粹屠杀

犹太人有何异同？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rer）追溯西方专制思想的起源

和发展，表述为政治神话与理性的斗争，蛊惑人心的政客在危急时刻，许诺可

以解决一切问题，“如果理性使我们失望，便总会有某种‘终极的理性’，即

非凡的和神秘的力量”。这些分析在今天目睹川普于美国崛起，不禁让人戚戚

焉。西方如今有所谓民主退潮之说，而民粹主义是否是丰裕社会的福过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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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西方殖民东方，不仅仅是靠物质的武器力量，在知识和文化上也矮

化东方，这就是萨伊德所谓的“东方论”。二战后，殖民地纷纷独立，然而反

殖民精英所承诺的自由和平等并没有到来，换来的是内部的殖民，民族政治强

人取代殖民者的位置，宰制制度依旧。一些后发展国家艳羡西方国家，却也发

展一套描述与认识西方的知识工具，往往是僵化的二元对立，如西方=自私个人

主义，东方=共善的社群主义，这恰恰是“东方论”的颠倒，理论家名为“西方

论/主义”。2001 年，美国遭遇 911 恐怖袭击，即是强烈的反美思想产物，所

引起的问题远远超越区域政治，指向现代社会的世俗与宗教之争。

除了反殖民运动挑战西方，西方内部也有自我颠覆的力量。从 19 世纪开

始，就有强大的工会运动，最终发展出马克思所承诺的共产主义理想。工人运

动在西方迫使资本主义社会改良，催生福利国制度，舒缓阶级对立。然而，共

产主义却在东方结成恶果，苏联有斯大林的大清洗，中国有毛泽东发起的文化

大革命，以及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大屠杀等等。西方世界遂有《共产主义黑皮

书》的发布，审议其所造成的祸害，而引起的讨论则是，究竟共产主义和纳粹

主义有何不同。

1989 年冷战结束，终结美苏对立，但冷战所形成的秩序并未瓦解。香港回

归中国看似殖民的结束，但在体制上延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峙，而且语

言文化上有多股矛盾，英语、华语/普通话、粤语，形成多元杂多的世界。弹丸

之地有着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有助思考殖民、帝国、后冷战、左右意识形

态、民族主义与自由民主等问题。二十一世纪初叶，中国崛起后掀开新的历史

篇章。晚近反送中运动引发嬗变，加上台海两岸对峙加剧，以及中美交锋，在

华语圈内形成激烈辩论，中国模式或中国故事给普世价值、人权、自由民主论

述带来强大挑战，方兴未艾，于此香港的经历与思考可能有借鉴之处。另外，

中国因素冲击东南亚，南中国海的争端等等，都是待思考的问题。

全球化时代的困顿：经济、环境与瘟疫

传播理论奠基者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在 1960 年代末提出

“地球村”的概念，意味电子通讯的发展，必然加速讯息传播，从而使得全球

联系一体化。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的脚步日益加快，跨国公司的生产链

不再集中一地一国，而是分布全球，从此跨国资本的力量，对国族国家造成巨

大挑战。汤马斯·佛里曼（Thomas L. Friedman）曾乐观地将全球经济、社会和

科技的整合形象化地描述为“地球是平的”。

然而全球经济一体化，也等于易于发生全球的金融危机。亚洲国家肯定不

会忘记 1997 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其在印尼和马来西亚触动政治危机，也深深揭

露后进国家经济、政治结构的弊端。更甚的是，2008 年金融海啸，导致美国几

家大型投资银行倒闭，其影响冲击全球。其实，早在全球化理论兴起之时，从

后发展国家角度而言，全球化即是机遇也是挑战，更是陷阱，先进国与后进国

的差距，有些国家是拉近了，有些则是拉大了，有的地方兴起激烈的反全球化

运动，这不得不让我们正视国家富裕与贫困的根源，而经济学者戴伦．艾塞默

鲁（Daron Acemoglu）丶政治兼经济学者詹姆斯．罗宾森（James A. Robinson）
回答是，这是广纳性经济及政治体制与榨取性经济及政治制度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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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二十一世纪，除了全球化，另一个映入人类眼帘的就是环境危机。

1990 年代末印尼和马来西亚每年都会遭遇霾害，这是当地人最痛苦的记忆。油

棕集团用最粗暴简便的方式开辟和焚烧森林，而政治领袖却毫无作为，坐视问

题延续十多年。联合国的气候大会也屡屡上演工业国与后进国家关于碳排放的

争端，讽刺的是聪明的人类发明“碳交易”这种奇特的手段，冀望既能舒缓问

题，又能维持工业国既有的生产方式。2019 年中下旬，亚马逊热带雨林与澳洲

相继爆发森林大火。环境学家警告，若亚马逊森林衰亡，土地将从森林转为热

带草原。澳洲的森林大火则连烧四个月，2020 年元旦之时，部分地方天空呈橙

黄色；烟霾飘至冰川，雪地竟呈褐色，平时只在艺术照片看到的极致颜色，此

刻却带来深深的可怖。由于人类活动对气候和生态造成全球的影响，科学家拟

将晚近的地质年代命名为“人类世”，而有者将 1945 年原子弹测试的时间定为

人类世的起始。人类活动“大加速”，恐使得地球环境难以为继。

除了环境危机，就是眼下仍未解的 2019 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疫情。其实瘟

疫全球传播早已不是新鲜事，上个世纪 90 年代末，非洲伊波拉病毒流行；2002
年 11 月至 2003 年 9 月间，亚洲、北美等地区爆发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

（SARS）疫情，早已见证其对全球的祸害，只是冲击不及当下的冠病疫情。经

济学者查尔斯·肯尼（Charles Kenny）的《瘟疫周期：人口、经济与传染病的

博弈循环》一书指出，过去 200 年的卫生和医疗革命，让人类摆脱瘟疫周期制

约，但是人口膨胀、都市化和全球化，使得人类面对新的瘟疫更加不堪一击；

另外，滥用抗生素也是一大隐忧。医疗、经济与瘟疫的博弈，形成新的循环往

复的“瘟疫周期”。另外，疫情也引起制度优劣与人性自私的辩论，自由民主

开放社会与威权专制社会的抗疫手段和效力有何差别，排他情绪更在此时大爆

发。论者不得不感叹病原体是新的，政治却是旧的。

哲学学者赵汀阳提醒，冠病大流行使我们需要一场形而上反思，追问现代

社会文化的组织和价值原则。疫情带来两大冲击，一是“无处幸免状态”，以

往的全球核大战、星体撞击地球等危机据说因为概率低，反而成了影视的娱乐

和超现实感题材，而此刻的冠病疫情却使得世界无处幸免，压倒嘉年华的感染

力。二是，疫情唤醒了“苦难”问题。现代文明掩饰人类对苦难的思考，疫情

“把思想拉回到生活之初的逆境。假如人类的初始状态是快乐的，没有苦难，

就不可能产生文明。”

限于能力，以上仅能粗略地勾勒读本的宏观问题脉络。这里不得不说，近

年所谓的后真相氛围、影像取代文字等现象，使得情感与身份认同变得更重

要，而读本强调主体与客观世界互动的知识探索，宛如走进黄昏的旧知识典

范。然则人类真能放弃理性思索和用文字思考吗？这个问题得交由新一代来回

答，笔者只能乐观地期待一起尝试。古人云薪火相传，文化不能没有继承，也

不能没有批判和创造，这得需要老中青三代的相互激荡。笔者力有未逮，此刻

交出读本，自忖尽了一份绵力，也期待后来者的检视和批判。

笔者期待来者能敞开读本，让阅读刺激思考和深化生活体验，如此换来的

理解，不同于原有封闭、个人的小确幸耽想，重新体悟自我与世界，思索当

下。

2022 年 4 月 19 日于吉隆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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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本使用方法

笔者曾编有《理想与社会批判：知识青年自学读本）（2007 年一版，2021 年

修订）一书，而此读本正是其深化与延伸。早前的读本关注的是理想及其实践，讨

论的是民主与社会运动，攸关制度改革，而如今则是探寻更基础和广泛的问题，涉

及的是思想、文化与历史，关乎人类现代社会的命运。然则，两者的共同点均是希

望提供相对完备的知识架构，廓清思维，帮助个人理解所处的社会与世界。

本读本是按照主题与点读的方式选辑文章，自然不及教科书那么系统与完备，

但却希望简约地把握关键问题，提供入门与概览，而且是交汇多学科材料，从多面

向理解问题，更契合实践的需要，当下碰到的问题都可以从学理认识得到周济，形

成更为宏观的概念。这与高等教育的分科学习方式不同，后者虽然更为细致与专

业，但却缺乏整体感。

简言之，本读本涵盖几种学科，如思想史、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学、

环境史、经济史、区域研究等等。就文章的类别而言，既有思想与文学大家的牛刀

小试之作，也有教科书章节概论；另有面向普通读者的入门普及文章，也有学术著

作节选，乃至论文，端视读者的需要，循序渐进，浅尝小酌或精读皆可。

读本共有 83 篇文章，有志者自然可尝试读完大部分的主要文章，然而若感艰

辛也不必气馁，笔者建议以下几种阅读方式，可更为简略，又不失焦点，读者可举

一反三，自行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

一、套餐式读法：a.初阶：读完单元一、二、三的主要文章；b.进阶：接着读完单

元四、五、六的主要文章。

二、简餐式读法：挑选有兴趣的单元阅读。

三、精致餐式读法：按照热门主题，选读文章。举例如下：

A.性别：（二）8、9、10；（四）5、6；（五）10
B.去殖民：（五）1、2、3、4、5、12；（七）1、2、3、4、5、12；（八）3
C.瘟疫：（八）9、10、11
D.环境：（八）1、7、8

（以上括号内的汉字为单元，其后的阿拉伯数字则是文章序号，可参见附录，或读

本电子档的书签。）

四、自由餐式读法：任意选读有兴趣的单篇文章。

五、全餐式读法：读完读本主要文章。意犹未足，还可专研附录所列的延伸读物。

封面介绍：

读本 I 的封面照片是 1890 年左右的马六甲河，取自 Royal Collection Trust 网站。

读本 II 的封面画作是毕加索的作品，名为格尔尼卡（Guernica）。

6



目录

编者序言 2
读本使用方法 6

第二辑：现代变迁、全球化、环境危机与瘟疫

单元四：现代社会的形成与认识

黄瑞祺 现代性的省察——历史社会学的一种诠释 12

Anthony Giddens 《批判的社会学导论》：社会学：基调与问题 54

Randall Collins,

Michael Makowsky

《发现社会之旅》：导论：社会与幻像 75

C. Wright Mills 《社会学的想象力》：承诺 99

Juliet Mitchell 妇女：最漫长的革命 125

Pamela Abbott,

Claire Wallace,

Melissa Tyler

《女性主义社会学》：女性主义与社会学的想像、

女性主义社会学理论

145

Anthony Giddens What do sociologists do?

附录：社会学家是做什么的

176

Robert Dahl 《现代政治分析》：引入影响力、什么是政治 220

Kenneth Minogue 《政治学》：政治中为什么没有专制者的位置 240

单元五：现代对传统的冲击

Munsyi Abdullah 《阿都拉传》：序言、后记

附录：杨贵谊〈译者序〉、R.A. Datoek Besar ,Dr.

R. Roolvink〈阿都拉评传〉

250

Munsyi Abdullah 《阿都拉游记：吉兰丹篇》：接到邀请、回返新加

坡

263



附录：卡欣·阿哈末〈阿都拉游记：吉兰丹篇评介〉、

蒙西阿都拉简介、译者后记

李元瑾 从文化殖民的视角重读新加坡海峡华人的失根与寻

根

281

V.S. Naipaul 《印度：受伤的文明》：旧有平衡 290

V.S. Naipaul 《印度：受伤的文明》：土崩瓦解的世界 321

张灏 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 343

余英时 中国现代价值观念的变迁 354

余英时 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 383

金耀基 中国现代化与文明转型 402

宋少鹏 革命史观的合理遗产——围绕中国妇女史研究的讨

论

412

唐君毅、张君劢、

牟宗三、徐复观

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

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

421

V.S. Naipaul 我们的普世文明 447

单元六：现代性的反思

钱永祥 在纵欲与虚无之上—一回顾韦伯的《学术与政治》 458

叶启政 传统与现代的斗争游戏 462

叶启政 再论传统与现代的斗争游戏——正规化的揉搓形塑 484

Alan Bullock 《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存目） 513

Daniel Bell 《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导论：领域的分裂 514

汪民安 《现代性》：导论、现代性的冲突 546



谢立中 “现代性”及其相关概念词义辨析 575

黄崇宪 “现代性的”的多义性/多重向度 583

叶启政 启蒙人文精神的历史命运——从生产到消费 603

赵旭东 启蒙、秩序与发展综合症——法律⼈类学的中国思

考

651

单元七：从现代到帝国、殖民

Victor Kiernan 《人类的主人——欧洲帝国时期对其他文化的态

度》：导论、结论

683

Pankaj Mishra 《从帝国废墟中崛起：从梁启超到泰戈尔，唤醒亚

洲与改变世界》：前言、结语：含糊不明的报复

708

Geoffrey

Barraclough

《当代史导论》：

对西方的反抗——亚非对欧洲霸权主义的反应

733

Ian Buruma,

Avishai Margalit

西方主义 780

石之瑜、谢明珊 西方不在西边：西方主义的自我认识方法 790

Karl Jaspers 《时代的精神状况》：导言 822

Erich Kahler 《德意志人》：纳粹攫取权力、虚无主义文学 849

陈雁 评有关《共产主义黑皮书》的讨论 860

Ernst Cassirer 《国家的神话》：现代政治神话的技巧 869

王炜、王炎 南京大屠杀与纳粹屠犹问题的比较视域

——访王炜、王炎

891

许纪霖、吴冠军 世俗社会的宗教神经：“九一一”周年的反思 903

罗永生 香港的殖民主义（去）政治与文化冷战 914



单元八：全球化、环境危机与瘟疫

John R. Mcneill,

William H.

McNeill

《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

导论：各种网络与历史

934

Daron Acemoglu,

James A. Robinson

理解富裕与贫困 940

Sidney W. Mintz 食物丶历史与全球化 973

陈淑敏 契机与困境：读《全球化危机》 989

Barrie Axford 全球化的过程 995

瞿宛文 反全球化的意义何在？

——回应“为何反全球化？如何反？”
1050

Donald Worster 为什么我们需要环境史 1064

John R. Mcneill,

Peter Engelke

《大加速：1945年以来人类世的环境史》：导论 1075

William

H.McNeill

《瘟疫与人》:引言 1082

赵汀阳 病毒时刻：无处幸免和苦难之问 1097

Alex De Wall New Pathogen, Old Politics

附录：新的病原体，旧的政治（节译）

1108

附录：资料来源与延伸读物 1136



单元四：现代社会的形成与认识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摘自Anthony Giddens《批判的社会学导论》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摘自Randall Collins, Michael Makowsky
   《发现社会之旅——西方社会学思想述评》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摘自C. Wright Mills《社会学的想象力》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妇女：最漫长的革命 (1)

朱丽叶·米切尔

【编者按】 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1940 年出生于新西兰，自

1944 年起移居英国伦敦。早年曾任利兹大学英国文学系讲师，并在世界许多著

名大学任客座教授。目前在伦敦任心理分析专家。她撰写过许多著作论文，研

究领域涉及妇女学和心理分析。她是英国最重要的女权主义思想家，主要著作

有《妇女财产》、《心理分析与女权主义》、《妇女的是与非》、《妇女：最

漫长的革命》等。本篇是女权主义理论史上的经典之作，也是 20 世纪六七十年

代兴起的妇女运动的第二次浪潮的纲领性文献。本文从社会主义关于妇女的观

点谈起，对马克思、恩格斯、倍倍尔、波伏瓦在妇女问题上的观点作出了具有

独立见解的评论。文中将妇女受压迫的机制概括为四大类：生产、生育、性和

儿童的社会化。在生产结构中，她探讨了体力与妇女受压迫的关系；在生育结

构中，她探讨了避孕及生育与生产的关系；在性爱机制中，她对比了东西方两

种文化的差异；在儿童社会化机制中，她讨论了幼儿期与家庭模式等问题。本

文的结论认为，只有改变结合成一个整体的这四大结构，妇女才能真正获得解

放。

妇女的境遇有别于其他任何社会群体的境遇，因为她们并不是诸多孤立的

团体中的一个，而是人类这个整体的一半。妇女是人类的基础，不可替代。故

她们并不像其他的社会群体，所受的剥削也有别于其他社会群体。对人类来

说，她们必不可少，然而，她们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中的作用却被忽视。恰恰

是这种结合——即必不可少却被忽视——决定了她们的命运。在男性世界里，

她们的境地可与受压迫的少数民族相提并论。但同时，她们又存在于男性世界

之外。这双重境地互相证明着对方的合理性。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妇女的劳

动亦处于整体经济的边缘，而男人是通过劳动改变自然条件、建立社会的。除

非在社会劳动中产生一场革命，否则，妇女的劳动就只会被看做是男性劳动附

属品。然而，妇女被赋予了自己另外的世界——家庭。家庭像妇女自身一样，

被视为自然的产物，而实际上它是文化的产物。正是这种思想观念将那些特定

的社会形态看做是自然本身的某些方面，二者均被奉为理想。“真正”的女人

和“真正”的家庭是和平和富有的象征：实际上她们既是暴力又是绝望的承受

者。但是，马克思在谈到资产阶级关于“黄金般的古代世界”的神话时曾精辟

地描述了妇女的处境：“……从某种意义上说，远古孩提般的世界显得非常崇

高，而且， 只要我们仅仅只想获得封闭的形态、模式和有限的居住地，那么，

它就永远是这样。远古社会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有限的满足，而现代社会总是让

我们感到不满足，或者即使满足，它也是庸俗和鄙劣的。”

社会主义者论妇女

19 世纪所有伟大的社会主义思想家都认识到妇女的从属性问题，并意识到

她们自身解放的必要性，这是这次革命运动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但

是今天在西方，这个问题即便没有被社会主义者完全忽视，也是摆在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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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或许没有其他问题像妇女问题这样被人们所遗忘。在英国，在那些极富左

倾色彩的清教徒的后代中广泛地流行着一种保守的观点，即认为他们自己是

“进步”的。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是彼得·汤森德发表的一段著名言论：“在

传统上，社会主义者忽视了家庭，或者说他们公开地试图弱化家庭——他们宣

称族阀主义以及家庭纽带给每一个追求完美的个人造成了束缚，而将社会的基

础建筑于 家庭之外基础上的极端尝试都不幸失败了。社会主义者通常称同事

为‘兄弟’，共产主义者称同事为‘同志’，这些称呼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人

生主要的成就在于：成为一个家庭的成员，并再组建个家庭。试图掩盖这一真

理将会一无所获。” (2)

这一反革命的观点是怎样产生的呢？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主义思潮中妇女的

现状成为沉默的一角？20 世纪初，德国社会民主党正统文献之一《妇女：过

去、现在和将来》的作者奥古斯都·倍倍尔写道：“每一位社会主义者都认识

到工人对资本家的依赖性，而不明白为什么资本家认识不到这一点；但是这些

社会主义者却常常认识不到妇女对男人的依附性，因为这个问题或多或少触及

到他们每一个人。”(3)但是这一解释从心理和道德角度都很不充分。更为深入

系统的研究工作正在进行。这需要对历史重新加以审视。由于篇幅原因，不可

能在此涉及。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社会主义理论在这个主题上的忽略，其原

因之 一是不仅在历史进程中，而且在古典社会主义理论中，对该主题的探讨都

是不够的。因为当 19 世纪所有伟大的研究都强调该问题的重要性时，社会主义

者并没有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他们在方法上的局限性也从没有被超

越。

在早期社会主义者中，傅立叶是妇女解放和性自由的最热情的倡导者，在

妇女问题上，其著述颇丰。在一段著名的论述中，他写道：“某一历史时代的

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因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

的关系中，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

遍解放的天然标准。”马克思用赞许的态度在《神圣家庭》中引用了这句名

言。 (4) 但是，在他的早期著作中，他独特地赋予这种观点以一般的和哲学的

意义。在对性解放有着更大兴趣的傅立叶眼里，妇女解放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标

志着文明意义上人性对兽性的胜利。而对人性战胜兽性、文明战胜自然这一更

基本 的法则来讲，下述观点是一种进步：“男人与女人的关系是最自然的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它显示了人类由自然行为转变为人类行为的程度， 人的本性

转变为自然本性的程度，以及人的自然性转变成人之为人的程度。”(5)这是马

克思早期著作的典型主题。

傅立叶的观点停留在乌托邦伦理学的范畴之内。马克思运用和发展了这些

观点，并将其纳入人类历史的哲学批判中。但是他保留了妇女作为全体社会进

步的标志这一观念的抽象性。这就使其仅仅成为一个象征——使其上升到一般

重要性的高度，但是却抽去它的具体内容。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令人吃惊

的是，对家庭的分析把妇女问题湮没了。马克思说：“……婚姻、财产、家庭

在理论上仍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为它们构成资产阶级赖以建立自己的统治

的实际基础，因为它们（它们是具有资产阶级形式的）是使资产阶级成为其资

产者的条件，……资产阶级道德就是资产者对其存在条件的这种关系的普遍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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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之一。不能一般地谈家庭本身。资产阶级历史地使家庭具有资产阶级家庭的

性质；在这样的家庭中，无聊和金钱是纽带，这样的家庭也发生资产阶级的家

庭解体，但这种解体并不妨碍家庭本身继续存在。 同家庭的肮脏的存在相适应

的就是那种在冠冕堂皇的词句和普遍的虚伪掩盖下的神圣的家庭概念。在家庭

真正被取消了的地方，在无产阶级那里，……完全不存在家庭的概念……在 18

世纪，家庭的概念被哲学家取消了，因为现实的家庭在文明的极盛时代已经开

始解体了；但家庭的现实的躯体、财产关系、对其他家庭的排他关系、勉强的

共同 生活，由于有子女、由于现代城市的建筑、由于资本的形成等所产生的关

系，所有这一切虽遭到无数次的破坏，但都保存下来了，因为家庭的存在必然

会受它和不以资产阶级社会的意志为转移的生产方式的联系所制约的。” (6)

恩格斯

马克思死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系统地论述

了这些问题。恩格斯断言，性别的不平等是人与人之间最初的诸多对立中的一

种。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

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奴役同时发生的。(7)虽然恩格

斯的理论建立在摩尔根很不准确的人类学调查研究基础上，但他却在妇女问题

上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继承遗产问题是恩格斯在经济学上的最关键的理

由。他认为，最初是按母系来继承，但是，随着财富的增加，发展为按父系来

继承。这是妇女最大的失败。妻子必须忠贞，一夫一妻制便不可逆转地出现

了。在原始的、父权制的家庭中，妻子只是一位公仆，到了一夫一妻制，她便

成了个人的奴仆。恩格斯富有成效地将妇女问题浓缩到她的工作能力上。他认

为，妇女体力上的弱小是她们受压迫的主要原因。 他指出人类从原始公有制向

私有制过渡之日，便是妇女遭受剥削之时。如果没有工作能力是使她处于劣势

的原因的话，那么，获得工作能力将使她得到解放：“……只要妇女仍然被排

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

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

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且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

能。”(8)另外，恩格斯又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

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又要求个体家庭不再成为社会的经

济单位。”(9)在此，恩格斯通过扼要地分析女性所受压迫的根源得出了结论。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对于妇女地位的讨论与对于家庭的讨论是相互脱

离的，或者，前者只是后者的补充，而家庭则仅仅被视作私有制的前提。

恩格斯的学生倍倍尔试图对妇女受压迫的原因提出一种更纲领性的分析，

而非仅仅将其视作家庭和私有制进化的副产品：“自创世之初，受压迫便是妇

女和劳动者的共同命运。……妇女是人类中饱尝束缚的一群。她们在奴隶出现

之前就已经沦为奴隶。”(10)他同意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妇女处于屈从地位的

原因是由她们体力弱小所致的观点。当谈及继承遗产问题时，他增加了生理因

素——生育功能，认为这一点也是 妇女们依附男性的根本原因之一。但是，倍

倍尔毕竟没有超出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两性平等的理论范畴。他对未来的描述

只不过是一种空洞的幻想，与他对过去的描述毫不相干。由于前后思想不连

贯，这就致使他脱离现实，盲目乐观。列宁倒是提出了具体的设想，但他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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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了社会主义即等于妇女解放的传统方式，他也没有具体阐述妇女的地位是

如何改变的。他说：“不仅要吸引妇女独立地参加一般政治生活，而且应当吸

引她们参加经常的人人要担任的公务，否则，不仅社会主义，就连完备而稳固

的民主制度也无从谈起。” (11)

妇女解放依然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理想，是社会主义理论的附属品，它并没

有融入该理论体系中。

第二性

与之相反，德·波伏瓦的巨著《第二性》是迄今为止专门论述这一主题的

最伟大的著作。该书的重点集中在论述不同时代妇女的地位，而社会主义有关

理论往往将其作为一种应急的方法含糊地置于文献的结尾。德·波伏瓦的主要

理论动机是运用心理学理论从“经济”和“生育”两方面结合来解释妇女的从

属地位。人类通过压制他人的自我意识以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和自由性，他的发

明创造——而非他的生殖活动使他 与动物区别开来，但他又通过他的后代给自

己一个虚假的“不朽”以摆脱其自由的重负。男性管制女性，既压制了另一个

反映他自身的意识，又可使妇女安全地给他生育属于他的孩子（他害怕非

法）。很显 然，这些观念蕴藏着相当大的力量。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社会主义

理 论要改变像自由这样最本质的需求，而德·波伏瓦将自由视为私有制财产继

承形式的动力或由私有制产生的对妇女的奴役的原因。事实上，她后来对书中

的理想主义作出了自我批评。“要是今天，在第一卷中， 我会采取一种更加唯

物的立场，我不会从理想主义和意识对立的角度 而会从供需关系的角度，将妇

女概念视为客观存在并采用摩尼教式的论证方式。这种修改最终并不会改变我

的结论。”(12)然而，在运用理想主义的心理解释方法的同时，德·波伏瓦也

运用了正统的经济学家的方法，这使她的第一卷充满了进化论的色彩。德·波

伏瓦在第一卷中，对不同时代各阶层妇女的状况——主要是根据财产制度以及

对妇女的影响进行了描述。她还增加了一些超历史的主题——永恒的女性神

话、 不同时代的各种妇女以及对妇女的文学处理。当然，这种手段都没有改变

她基本的理论框架，德·波伏瓦在对妇女解放的展望与历史发展问题上脱节

了。

因此，有关妇女状况的古典文献突出地强调了经济的因素，强调她对私有

制的依附。她的生理特征为她在生产关系中处于弱势以及在生育关系中的重要

性奠定了基础。最完整、最新的诠释赋予这两个因素以一种心理学意义。这种

研究是一种进化论式的，但很明显，它没有提供一幅有关未来的图画，没能超

越认定社会主义将把妇女的解放看做是它划时代的“时刻”之一的思想。

如何从这一理论的死胡同里走出来？它必定要更激进地区分妇女的状况，

并把它们划分到不同的结构之中去，而且，这些不同的结构组成一个复杂而非

简单的统一体。这将意味着否认关于妇女的状况可以从经济状况或社会状况中

派生出来这种认识，而把它看做是一个特定的结构——一个由不同元素组成的

统一体。 (13)妇女的状况随着这些因素组合的不同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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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

纵观历史，两性的生理差异和分工似乎是一种必然现象。妇女在生理解剖

学意义上的弱小，以及女性的生理和心理周期使之在工作领域中 成为不太中用

的人。人们总是强调男性凭借体力的优势征服自然——特别在人类社会发展的

初期——而妇女却办不到。当男性承担着征服和创造性的工作时，妇女被赋予

持家为仆的任务，由此她便成为被保护的对象——私有财产和孩子——的一部

分。早期社会理论家——马克思、恩格斯、倍倍尔、波伏瓦都将妇女在承担体

力劳动中处于劣势 而受压迫与私有制的出现联系在一起。但是，妇女体力上的

劣势并没有妨碍她在特定的社会中从事某些工作（这些工作远远不是带孩

子）。在原始社会，在古代，在东方、中世纪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妇女完成的

工作量都是相当可观的（实际工作量甚至比我们估计得还多得多）。这只是一

个工作形式的问题。即使在今天，家务劳动，如果我们用生产劳动的标准对它

加以量化，也是相当可观的。(14)在任何情况下，妇女的体力也没有完全局限

在家务劳动上。在许多农业社会，妇女同男人一样，从事农业劳动，甚至承担

了比男人更多的劳动。

体力与压迫

大部分古典理论的探讨均假定妇女无力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认为这是导

致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关键因素。但事实上，这一假定过于简单化了。让我们

按照这种说法来观察历史，我们看到的是，妇女不善暴力行为和不胜体力劳动

决定了她们的附属地位。在多数社会中，妇女不仅在重体力劳动方面比不上男

性，而且她们也不像男性那样骁勇善战。男性不仅有力量与自然抗争，而且他

还与自己的同类征战。社会压迫与基于生理能力的劳动分工之间互相作用，这

一点比人们的认识要广泛得多。原始社会中，显而易见，妇女体质不适合狩

猎。在农业社会中，妇女的劣势是社会赋予的。她们从事着繁重的耕作劳动，

从 这个意义上说压迫又是必然的。在发达的文明社会或较为复杂的社会中，妇

女缺乏体力再次显得相关起来，因为妇女既不能打仗，又不能参加城市建设。

但是随着早期工业化的到来，压迫又一次变得重要起来。“就机器使肌肉力成

为多余的东西来说，机器成了一种使用没有肌肉力或身体发育不成熟而四肢比

较灵活的工人的手段。因此，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第一个口号是妇女劳动和儿

童劳动！” (15)

勒内·林芒指出，今天，在热带非洲的许多地区，男人们常常游手好闲，

而妇女们却不得不终日劳作。(16) 这种剥削没有任何“自然”的根据。当代非

洲农业社会中的妇女从事“繁重”的劳动，并不是出于惧怕男性对她们进行肉

体的报复，而是因为这些劳动“传统”上就是由她们承担的，而且已经融入社

会结构中了。更深刻的是，压迫暗含着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关系有别于剥削的

关系。相对于经济关系而言，它更是一种政治关系。马克思在论述压迫这一概

念时说，主人视奴隶和农奴为“自己再生产的非自然和自然的条件” (17)。也

就是说，劳动本身像其他自然物——牲畜和土地——一样，也变成了“物”。

这便是妇女最突出的状况。并不是她体力的弱势将其排除在生产活动之外，而

是她的社会劣势使其沦为社会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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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道理看似基本，却总是被研究者们所忽略，结果，在他们对未来进行

预测时，常常陷入一种盲目的乐观情绪中。假定仅仅是因为不能 胜任艰巨的体

力劳动，而使妇女居于从属地位，那么先进的机械技术（不再依赖繁重的体力

支出），就应该确保妇女的解放。工业化似乎一度宣布了妇女的解放。例如，

恩格斯说过：“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

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又要求个体家庭不再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 (18)

“而这只有依靠现代大工业才能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的妇女劳动，

而且是真正要求这样的劳动，并且它还越来越要求把私人的家务劳动溶化在公

共的事业中。”(19)马克思在论述早期工业化时说：“这种代替劳动和工人的

有力手段，就立即成了这样一种手段，它使工人家庭全体成员不分男女老少都

受资本的直接统治，从而使雇佣工人人数增加。为资本家进行的强制劳动，不

仅夺去了儿童游戏的时间，而且夺去了家庭本身通常需要的、在家庭范围内从

事的自由劳动的时间。”(20)工业劳动和自动化技术为妇女的解放提供了前

提——但仅仅是前提而已。工业化的出现在 西方或东方都远远没有解放妇女，

这一点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在西方，不可否认，随着工业经济的增长，大量妇

女涌入就业市场，但很快就饱和了，在近几十年中几乎没有增长。德·波伏瓦

曾希望自动化将通过消除两性间的体力差异而引发一场决定性的、质的飞跃。

但是对这一点的依赖本身就要求技术独立，而历史还没有认定技术的独立作

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自动化可以导致不断增加的结构上的失业。妇女，作

为劳动大军中的崭新的、最不稳定的成员和资产阶级社会里最易被牺牲的成

员，在一段短短的插曲之后就被排除于生产之外。技术要与社会总结构结合起

来，社会总结构才是决定妇女劳动关系的要素。

现在，体力的劣势已经不像过去那样足以说明妇女处于社会底层的原因

了，压迫也被缓和为两性都能接受的概念。在对在职妇女的问卷结 果进行评论

时，威尔拉·克莱恩（Viola Klein）写道：“在所有妇女的答卷中，没有任何

迹象显示女性本身具有平等主义的思想——强制的或非强制的；也没有任何暗

含的假定，妇女生来就有‘工作的权利’。也许在生产中的作用不被认可，也

许是自己拒绝这种作用，妇女们竟然没有为自己的解放创造前提。” (21)

生育

历史上妇女没有进入关键的生产领域，不仅仅是在压迫关系中她们的体弱

所致，还由于她们在生育中的作用，妇女生育后需要脱离工作休息一段时间，

但这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而是妇女在生育中所起的作 用。生育，至少在资本

主义社会，已经变成男性在生产中作用的精神性“补充” (22)，从这个观念上

讲，生儿育女、操持家务已经成为女性的天职。由于家庭作为人类的基本组织

结构表面上具有普遍性，所以上述观念被强化了。无疑，马克思对这些基本问

题的分析不甚充分，他对“消除”家庭这一口号没有提出任何有效的见解，就

是很好的佐证， 因此，这一空缺很快被传统思想——如前面引述的汤森德的话

语所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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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生理功能是天下同理，于是它被排除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之

外。从此便有家庭的稳定性和普遍性，尽管形式各异。(23)这一观点 一旦被人

们所接受，妇女的社会从属性——尽管有人强调这是一种光 荣的分工，只是角

色不同而已——就能被视作生物—历史事实而不可避免。其大致顺序为：母

性、家庭、不参与生产和公共生活、性不平等……

这一论证的关键是对家庭的看法。人们普遍认为“家庭”和“社会”是两

个互为外延的概念，或者说，现代社会离开了核心家庭是不可思议的。在严肃

的讨论中，只要问以下问题就够了：什么是家庭——或者 说妇女在家庭中作用

是什么。这一问题一旦得到解答，它便会显现新意。因为很显然，妇女在家庭

中的作用——原始社会、封建社会或资 本主义社会——无外乎以下三种：生

育、性和教育后代。在现代家庭中，这三种作用历史地而非本质地相互联系在

一起。生理上的父母与社会上的父母（如领养孩子的父母）未必完全一样，所

以有必要这样 来讨论问题：即不是把家庭当做一个不可分解的整体，而是把它

视为几个构件的组合，这几个构件在今天组成了目前这种模式的家庭，在明天

也许能够按照新的模式组成新的家庭。

前文已经强调过，生育是一种严肃的、必然的、不可逆转的现象，属于生

物学而不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这实际是一个误解。事实是，“生育模式”不随

“生产模式”而改变，尽管生产模式各不相同，生育模式实际上还是一样。因

为到目前为止，它还是由不可抗拒的自然天性所决定的。从此意义上说，它是

不可更改的生物学事实。只要生育仍是一种自然现象，妇女就注定要成为社会

剥削的对象。无论在何种意义上， 她们都不能主宰自己生命的大部，因为她们

不能决定是否或每隔多长时间生一个孩子（重复流产除外）。本质上，她们的

存在受制于她们无法控制的生物进程。

避孕

避孕法是在 19 世纪作为一种理性方法而发明的，因而成为一项具有世界历

史意义的革新，直到现在它才以口服避孕药的形式显示其本身具有的重大意

义。这意味着人类生育模式最终是可能改变的，一旦怀孕变得随心所欲（即使

在今天的西方社会，究竟可以随心所欲到什么程度？），其意义将根本不同。

生孩子不再是妇女唯一或首要的天职，而是可以有选择的。马克思把历史看做

是在不同生产方式中人类自然变化的，因而也是它自身的——人类本性的——

发展过程。今天在技术上已经有可能将人类文明中最自然的部分人格化，这就

是生育模式变化所具有的意义。到目前为止，我们远远没有达到这种状态。在

法国和意大利，销售任何形式的避孕药仍然是非法的，口服避孕药是一些西方

国家少数有钱人的特权。甚至在这儿，这种进步也是以一种典型的保守形式实

现的。避孕药仅仅是为妇女制造的，这样在男女双方的性冒险中，妇女就成了

“实验品”。更重要的是：由于避孕药很容易获得，将可能造成性生活与生育

的分离，而当代资产阶级所有的思想都极力不让二者分离，因为这正是家庭存

在的原因。

生育与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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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我们的社会中，可悲的是，生育往往和生产极为相似。在资本主

义社会里，在生产社会产品（该产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中，产 品是劳动的外

化。但是，生育有时仍然是一种有目的、负责任的创造 性行为——即使是在妇

女未得到任何解放的情况下。人们对待生物产品——孩子——好像他是一件纯

粹的产品。父母成为生产的一种替代品，一项活动，在此活动中，孩子是母亲

的创造物，就如同工人生产的商品。当然，孩子表面上没有逃走，但是，母亲

的外化比那些制造使老板欣赏的产品的工人之外化要糟糕得多。没有人能够制

造另一个人，一个人的出生是一个抽象，孩子作为一个自主的人，必然威胁那

种认为连续生孩子只是父母的财产的行为，而财产被认为是其自我的延伸。孩

子作为一种财产，就是这种自我的极端形式，因而，孩子所做的任何事情对母

亲本人都是一个威胁，由于她误解自己的生育角色，她否认本身的人身自由。

几乎没有什么比以生命为基础更不稳定的了。

而且，即使妇女对孩子进行感情控制，她和孩子在法律和经济上都从属于

父亲：母性的社会崇拜是与母亲的社会——经济的无助相适应的。很明显，男

人从中得到心理和物质上的利益，妇女要生孩子，这就要求男人从工厂回到家

里：“当我们回到家里，扯下面具，扔下工具，我们不再是律师、水手、士

兵、政治家、牧师，而只是常人。我们又回到最有人性的关系中，毕竟，当我

们互属对方时，这些关系就是我们的全部。” (24) 与其非生产地位不同，怀

孕能力表明她是一个女人，但只是生理学意义上的女人。只要允许保留替代物

去行动和创造、家是男人的休息所，那么妇女仍然将局限在她的一般的、自然

的状态。

性生活

传统上，性行为是妇女地位最忌讳的范畴，性自由及其与妇女自由之 间的

关系是一个十分棘手的课题。社会主义作家几乎都不愿意提到它。唯独傅立叶

在描述性天堂的著名的法伦斯泰尔抒情诗中，认为二者是一致的。前苏联的

“社会主义道德”长期以来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反对人们对这一主题进行认

真的探讨。马克思本人——在此方面没 有恩格斯那么大度——在早期，对这个

问题发表了传统的观点：“……通过排他性，净化性本能，用法律、高尚的道

德来抑制本能——（这是）婚姻的精神本质。” (25)

很显然，纵观历史，妇女一直既作为性对象，同时又作为祖先和生产者被

擅用。确实，与其把性关系当做占有状态，不如把它比作生产或 再生产关系，

这样要容易、全面得多。当代性词汇对此有雄辩的证明——具体化的完整的专

门词汇。后来，马克思当然可能意识到这一 点，他说：“婚姻……无疑是排外

的、私有财产的一种形式。” (26)但是他及其追随者并未认真地正视它对社会

主义甚至对妇女地位结构分析的实质作用。马克思在同一段文章中强调，共产

主义并不意味着妇女将作为公有财产被“公有化”，除此之外，他什么也没有

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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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是一些历史看法。因为，如果说社会主义者什么也没有提，那么这

个空白已经由无偏见的理论家填补了。最近有一本名为《被否定的性爱》的

书，作者威兰德·扬认为唯有西方文明在性上受压抑，今天，它将与东方和古

代社会进行某种程序的比较，进而要求更大的性自由。但是很明显，该书没有

提到在不同的社会里妇女的地位和一般的婚姻形式，这使之成为一种纯形式的

理论——一个忽视性自由及其意义的社会主义者关于妇女地位的讨论。因为，

如果东方或古代（原始的）文明确实不如西方社会那么拘谨的话，那么，把它

看做是一种从其社会结构中抽象出来的“可互换的价值”，这是荒谬的。实际

上，这些社会的性开放伴随着一夫多妻的形式，而这只意味着男性占统治地

位。由于艺术也属于男人的领域，所以这种自由在艺术中能够被更自然而且往

往是更有力地表现出来，而人们往往把它作为该社会中人际关系整体质量的证

据来引用。没有什么比这更容易使人产生误解的了。我们必须抛弃这种幼稚

的、表面上令人欢欣鼓舞的历史个案，去探究不同社会中性的自由开放程度与

妇女地位和尊严的程度之间的关系。一旦这样来看问题，事情就变得非常明

显，真正的历史比任何文字说明所表达的要辩证得多。不受限制的合法婚姻—

—无论伴随着它的文明是什么样的特征——显然完全毁损了妇女的人身自由，

并造成 一种极端的压迫形式。古老的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威特福格尔

阐述了中国的一家之父——家庭礼拜仪式（半官方）警察——的暴政 (27)。当

然，西方个体婚制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值得肯定的进步。但是确实没有实现一对

一的平等——远远没有。恩格斯尖锐地指出：“在任何意义上，个体婚制在历

史上都没有表现男女的和谐，而且仍然远远没有达到这种和谐的最高形式，相

反的，它表现为一种性别对另一种性别的征服，表现为历史上迄今尚未完全了

解的男女之间的冲突。” (28)但是在基督纪元，个体婚制在西方表现为一种十

分特别的形式，它与一种史无前例的性压抑制度结盟。在保罗译本中，有一种

明显的来自犹太教的反女性的偏见。这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化。封建社会

中， 尽管随之而来盛行禁欲主义，实行正式个体婚制，但还有不少一夫多妻现

象，至少在统治阶级中是如此。但是这种自由又一次标志着男性占统治地位。

在 16 世纪英国，随着好战的清教主义的兴起，经济中市场关系的增强，才发生

了真正的变化。劳伦斯·斯通说：“若非在理论 中，16 世纪早期贵族阶层实

际上是一个一夫多妻制的社会，尽管官方禁止离婚，但有些人总设法与一些妇

女逐次生活在一起……但是由于受到主张双重标准的加尔文教徒的影响，16 世

纪晚期，公众舆论开始反对公开的纳妾行为。” (29)资本主义和新出现的中产

阶级的相应要求给了妇女既做妻子又做母亲这样一种全新的地位。她们的合法

权利改善了；有了对妇女社会地位的激烈辩论；打妻子受到谴责。“中产阶级

的男人在妇女里寻找的是对手，而不是平等的人。” (30)在社会外部，妇女

偶尔确实得到比在商业社会中的女性作用更多的平等。在激进派中妇女往往享

有完全平等的权利，福克斯证明说，大多数教派制度化，重新强调家庭纪律的

需求和妇女的顺从。正如凯斯·托马斯所说的，清教徒“已经做了工作来提高

妇女地位，但是做得确实不多” (31)。父权制通过生产的经济模式被保留并维

持下来，向完全有效的一夫一妻制的转变伴随着向我们今天所知的现代资产阶

级社会的过渡。正如同市场体系本身，它表现为一种历史性的进步，资本主义

社会形式上、法律上的平等和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既用于婚约又用于劳动契约。

在这两种情况中，名义上的平等掩饰了真正的剥削和不平等，但是形式上的平

等本身无疑是一个进步，它有助于产生更大的进步。

133



今天在妇女地位问题上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矛盾，一旦形式上确立了夫妇平等

（一夫一妻），性自由——在一夫多妻制情形下通常是一种剥削形式——反过

来又变成了一种要求解放的潜在的动力，这意味着超越当前性制度限制的两性

的自由。

历史上存在一种辩证的运动，在此运动中，性压迫或多或少是清教徒镇压

时代的牺牲品。然而，那个时代仍然在两性中产生了较大的平 等，从而在平等

与自由——两者的统一决定了社会主义——二元观念中产生出实现真正的性解

放的先决条件。

“感情”的历史能证明这一运动。爱情崇拜在 12 世纪才出现，以反对合

法的婚姻形式，并伴有高尚的妇女形象（殷勤的爱情）。后来，它逐渐传播开

去，在这种资产阶级的形式（浪漫的爱）中，对于婚姻来说，爱情成为其生命

中的自由选择。令人惊奇的是作为西方机制的一夫一妻制使爱的观念提前几个

世纪产生了。两者随后正式协调一致， 但是它们之间的紧张从未消除。在有意

识的契约上的“婚姻”与自发的、不可控制的“爱情”——由于下意识的力量

而产生的感情——之间，形式上存在着一种矛盾。作为心理——思想体系的性

压迫一旦全然放松，一生只出现一次的想法可能导致随意的契约，根据日常经

验，这种想法越来越没有道理。

显然，目前违背传统价值的方式主要是婚前性行为的增多。这在当代资本

主义社会里实质上已经合法化了。但是其含义对于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婚姻

理性观念是爆炸性的，这种婚姻观认为，婚姻是排外而持久的。最近美国出版

的一套选集《家庭和性革命》对此清楚地揭示：“只要涉及婚外关系，反性欲

主义者仍将进行一场顽强（即使将失败）的战斗。耶稣基督性道德理论的核心

是男女婚前应该纯洁，婚后完全忠诚。这种考虑婚前贞操的道德观似乎显然过

时了，在许多大众阶层中，它已经越来越变成废纸一张。” (32)

如今的性解放浪潮在当前可能导致妇女更大、更普遍的自由，同样， 它可

能预示着新的压迫形式。清教徒——资产阶级把妇女创造为他的“对手”，这

一点为妇女的解放提供了先决条件。但它给两性创造的法律平等是以非常猛烈

的镇压为代价的；其次——如同私有财产本身——它变成了自由性生活进一步

发展的障碍。资本主义商业关系是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前提；资产阶级婚姻关系

（与《共产党宣言》中的声讨檄文相反）同样可能成为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

社会化

由于生理上注定了要做母亲，这使妇女要完成培养孩子适应社会的使命。

在抚养孩子中，妇女完成她们主要的社会功能。妇女使孩子社会 化的适应性源

于其生理状态，她们适于抚养孩子而相对不适于从事费力的工作。应该说，一

开始这种适宜并不是必然的。列维·斯特劳斯写道：“每个人类群体中，妇女

生育并抚养孩子，男人则从事他们擅长的工作——狩猎打仗等诸如此类的活

动，但是我们也遇到模棱两可的情况：男人当然永远也不会生孩子，但在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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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中，他们受到良好的训练，好像他们要生孩子。” (33)艾文斯·普里查德

关于努尔族的描述正是这种情形。另一位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评论了这样

一种假设，即假设由于女性与抚育性有着自然的联系，所以女性愿意抚养孩

子：“我们设想因为母亲抚养孩子很方便，所以这是被进化过程慷慨赋予的一

个特征；也设想，因为男人狩猎，这是一项需要进取心、勇敢和主动 精神的活

动，他们赋予这些有用的才能作为其性别气质的一部分。”(34) 但是，养育孩

子中的角色分配——及其易变的有限性——不是我们要考虑的本质问题，更为

重要的是对社会化进程本身及其要求的本质进行分析。

帕森斯在其详细分析中认为，从根本上说，孩子需要有双亲，一个起“感

情”的作用，一个起“工具”的作用。核心家庭围绕双亲及两种作用的两极旋

转。他以典型的帕森斯风格指出：“至少要有一个社会系统外部环境的基本特

征——在此为生理结构特征——作为体现家庭差异的决定性因素。这源于哺乳

的结构差异。” (35)他及其同事断言，在所有社会集团中，即使在普里查德和

米德所讨论的原始部落里，男性相对妻子——母亲来说，扮演着“工具”角

色。母亲在某一阶段对婴儿起双重作用：当母亲成为同意与反对、爱与关怀之

源时，这就是恋母情结。但是，在这之后，父亲或母亲之兄（母系社会中）将

把“工具”这一角色接管过来。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有两个角色十分重要：有

孩子的家庭中，从事家务的大人和外出工作的大人。这样的家庭反映出， 妇女

作用主要是“感情的”。起“感情”作用的妇女不可须臾离开起“工具”作用

的男人的差遣，因而阻止了妇女外出工作。帕森斯的分析弄清了当代美国社会

中妇女作为社会化者的真正作用。 (36)他没有再继续阐述社会化的其他方面和

模式是否可能。帕森斯的工作，其价值仅在于，他强调社会化在任何社会中作

为本质的过程是十分重要的（到目前为止，马克思主义者还没有过类似的分

析）。他得出结论：“虽然没有经过严格认证，但称职的个性心理学家似乎认

为，虽然个性的坚强程度大不相同，但一些基本的个性特点在童年时代就已经

形成（到目前为止，不是来自遗传），而且不会因成年的经历而彻底改变。本

文 不讨论在上述情况下的确切程度或可塑性大大降低的确切年龄。重要之处在

于童年时代个性已经形成和在此之后相对稳定的事实。” (37)

幼儿期

这似乎是不容置疑的，现代心理学中最伟大的革命之一是发现，在个体生

命过程中，幼儿期具有特殊的决定性的作用——心灵时间不成比 例地大于生物

时间。弗洛伊德关于幼儿性欲问题的研究揭开了这场革命的序幕。克兰恩在其

关于一岁儿童的研究中使这场革命进一步白热 化。其结果是，我们今天对每个

人从幼儿到童年期的微妙和不确定性的认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得多。成年

人的个性主要取决于生命的最初几个月，而使之稳定的前提是要求培养孩子的

成年人很有爱心和智慧，在此过程中，同时还需要耐心。

在对童年期的科学认识中，这些不容置疑的进步作为论据被广泛地用于重

新主张妇女典型的母性作用，与此同时，传统家庭也越来越受到侵蚀。鲍尔比

在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疏散儿童的问题时宣称：“心理健康的本质在于婴幼

儿与母亲应该保持一种温暖、亲密和持续的关系。” (38)这种观点变得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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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重视。家庭观念的重点已经从对怀孕这种生理苦难经历的崇拜转移到对母爱

这一社会行为的庆祝上。这可能会导致极端可笑的情形：“对于母亲，喂奶变

成创造性行为的一个补充。这给了她显著的成就感，使她分享任何妇女都期望

实现的近乎完 美的关系。……当然，并不是生孩子这个简单事实去实现这种要

求和 期望。……母爱是一种生活方式，它能使妇女用温柔的感情、预期的 态

度和全部母爱表现全部的自我。”(39) “任何妇女期望达到的尽善尽

美”……这些都表明了现实与观念之间的差距。

家庭模式

这个观念以错位的形式对应于家庭模式中的一场真实的变化。随着家庭变

小，每个孩子变得更为重要；实际生育所占的时间越来越少，而相应的，抚养

和教育过程却显著地增加。资本主义社会为儿童的青春 期的物质、道德和性问

题所烦扰。(40)最终责任落到母亲肩上，这样纯母性的作用下降，而教养作用

不断增加。在 19 世纪 90 年代，英国一位母亲要花 15 年的时间用于怀孕和哺

乳，而在 20 世纪 60 年代，平均只要 4 年时间。儿童从 5 岁起开始接受义务教

育，这当然大大降低了幼儿在度过最初的脆弱期后母性的作用。

那么，现在的情况是，在孩子生命的初期，其社会化在质量上的重要性比

过去要大得多；而母亲在怀孕或教养孩子时，在质量上的重要性显著下降，从

而社会化不能简单地因妇女新的母性天职而提高。由于其神秘性，它成了压迫

的工具，而且，没有任何内在原因使生物学上和社会学上的母亲相一致。按克

兰恩的观点，社会化过程是不变的——但是，社会化者却能够变化。

布鲁诺·贝特尔海姆考察基布兹的方法时提到，由受过训练的奶妈（虽 然

像母亲一样喂奶）喂养的孩子不受典型的父母焦虑的影响，因而无 疑受益。这

种可能性应该大力提倡和宣传。(41)简·贝比在谈到 4 岁大的小孩时甚至说：

“必须完全隔离以确保孩子和母亲的自由。” (42)但是它真正揭示的是幼儿适

应多种社会化形式——既没有必要局限于核心家庭，也没有必要局限于生物学

上的双亲。

结论

上述反思结果表明：只有改变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上述四大结构，妇女才能

真正获得解放。如果改变其中一个结构，则会被另一个结构的加强抵消掉，结

果只是改变了剥削的形式。在过去六十年的历史中，大量的事实证明了这一

点。20 世纪初，好斗的英美女权主义者采用暴力而不是采用劳工运动形式来攻

击资产阶级社会，追求参政权，并且最终赢得了这一政治权利。然而，在资产

阶级社会中，妇女虽然在形式上获得了合法的平等参政权，却并没有从根本上

改变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更广泛的参政权实际上等于零：富于战斗性地

鼓吹参政权的妇女行为表明，她们一旦走出争取她们自己最初的要求，便寸步

难行，而且她们之中的许多领袖人物最后都成为极端的保守主义者。俄罗斯革

命在解放妇女的征途上却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20 世纪 20 年 代，在前苏联，

先进的社会立法目的就是：在性领域内解放妇女。法律规定，离婚自由，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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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都是出于自愿的、因而有效地解除了婚姻，非婚私生被废除、流产自

由……，在一个正致力于高速工业化（因而需要高出生率）的落后的、半文盲

的社会里，上述法律规定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不久，斯大林主义者就恢复了根

深蒂固的传统的规范。妇女在家庭的地位重新恢复，又开始提倡女性的天职，

离婚自由变得遥不可及，流产变成了非法……，不一而足。1939 年出版的一份

官方杂志这样写道：“没有家庭就没有国家，夫妇们只有把婚姻看做是一种终

身的结合，婚姻对社会主义苏维埃联盟才具有实在的价值。所谓恋爱自由只是

小资产阶级的发明创造，它与苏维埃公民的行为准则毫无共同之处，而且，有

了子孙后代，婚姻才展现其尽善尽美的价值，才与做父母是世界上最大的幸福

相符合。” (43)妇女仍然保留了工作的权利和义务，但是，由于没有把这些进

步与早期要求废除家庭和实现性生活自由的努力结合起来，因而没有在一般的

意义上解放妇女。 在中国，妇女解放呈现出另一种景象。在与前苏联这场革命

大致相似的阶段，所有工作的重点都放在：在生产中解放妇女。这是一场令人

难忘的推动妇女解放的社会运动。在中国古代社会制度中妇女所受的剥削如此

深重，因而在中国这场革命中，妇女参加农村劳动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峰。至

于生育，中国并没有出现俄国在 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产生的对母性狂热的

崇拜现象。实际上，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在全国范围内由国家免费提供避孕的国

家之一。然而，再一次，由于工业化程度低以及对帝国主义的封锁而产生的恐

惧，因而妇女的解放有其一定的局限性。

在目前西方这样高度发达的社会里，妇女具备了更多的得到解放的客观条

件。但是，要达到使其能够真正得到解放的目的，首先必须改变紧密结合在一

起的所有的结构。 (44)必须在对各种结构的不平衡发展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开展

革命运动，攻击这种结合中最薄弱的环节。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分裂其结

合，完成一次大的转变。那么，不同的结构在目前的状况又是如何的呢？

1．生产 生产力的长期发展支配着任何社会主义的未来。前文已经论述过

19 世纪初机械技术的出现而产生的希望，这些希望已经证明只是幻觉。今天，

自动化又使人们指望这种技术能完全消除男人与妇女之间在生产中存在的体力

上的差别，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这种消除的社会可能性不断受到威

胁，并能轻易地转向其对立面——当劳动力减少时，妇女在生产中的实际作用

也在减小。

这一点影响到未来，因为对目前来说，要注意的事实就是，妇女在生产中

的作用实质上是固定不变的，而且长期以来一直如此。1911 年，在英国，劳动

力中妇女占 30％；20 世纪 60 年代占 34％，其工作性质也没有发生决定性的变

化。妇女所从事的那些工作根本谈不上是“事业”。这些工作如果不是工厂中

最低贱的，就是给白领阶层做辅助性的工作（诸如秘书）——辅助男性的角

色。这些工作往往带有“感情”色彩的内容，例如“服务性”的工作。帕森斯

直截了当地指出：“在职业组织内部，她们相当于她们在家庭中扮演的妻子—

—母亲的角色。”(45)教育体系又强化了这种角色结构。在英国的今天，有

75％年满 18 岁的女孩既没有被培训过，也没有受过教育。当妇女得到一份有报

酬的工作时，主“工具性”的父亲和主“感情性”的母亲这种模式实质上并没

有改变，她的工作比男人的工作更低下，因为她的工作是为了配合男人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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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正如妇女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样。因此，从本质上说，目前社会上提

供给妇女的工作——其数量和类型——都表明妇女并没有因此而获得解放。

2.生育 我们已经看到，避孕方法的科学发展也可能造成违反本意的怀孕—

—这是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诞生的原因。甚至在西方，由于这种原因出生的

人也占大多数——过去的一种现象。然而，口服避孕药——到目前为止，一直

以一种实际上在重演西方社会性别不平等的形式发展——才刚刚开始使用，在

各阶级和各国家中分配不合理， 在技术上还有待于进一步改进。在发达国家，

其最初的影响主要是心 理上的——它肯定会把妇女从长期以来一直折磨着她们

的性焦虑和性压抑中解放出来，并且作为必要的补充，它肯定还会将性生活与

生育区分开来。 (46)

在西方某些国家，生育可能没有受到口服避孕药的广泛影响。美国近几年

来最受人注目的现象之一就是出生率的突然增长，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一直高

于不发达国家的出生率，如印度、巴基斯坦和缅甸。实际上，这恰好反映出在

世界上这个最富裕的国家里，由于经济的迅猛发展，大家庭中的经济负担大大

减轻了，而且还反映了把家庭的意识形态扩大为一种社会力量的思想。这样就

引出下一个结构。

3．社会化 然而，劳动力、家庭的大小、教育结构等的变化，无疑已经缩

小了家庭的社会职能及其重要性。家庭作为一个组织，在政治权力体系中并不

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单位；在经济生产中，家庭无足轻重；家庭也不是通向

更广阔的社会的唯一桥梁，因此，从整体上看，家庭在社会中并没有起重要的

作用，结果人们从幼儿和夫妻的角度出发，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家庭的心理—

—社会功能上。(47)帕森斯说：“事实表明，对于正常的社会结构来说，新建

立的家庭结构在开始时相对稳定，置身家庭中的个人比以前更加特殊，但不是

从一般的意义上讲的更不重要，由于只有家庭才能践行的生活机能，社会在更

大程度上依赖于家园。”(48)前面已经讨论过强调儿童社会化的核心因素。 社

会主义者应该了解这一点及将它整个融入解放妇女的程序中的重要性。值得注

意的是，最近法国马克思主义“先驱”贝比·苏勒洛特和特克 斯在其著作中真

正强调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然而毫无疑问，在理论上，小孩三四岁时需要持

久而明智的照料，这一点能够（并且一直） 使家庭作为一个整体长期存在，而

家庭的其他功能却明显减少了；实际上，将妇女的存在局限于抚育孩子的想法

对儿童明显有害。社会化是一种特别精微的过程，需要一位从容而成熟的社会

化者。在这种意义上，纯粹的母亲常常起反作用。这类母亲把她自己的挫折和

苦闷发泄在孩子身上。随着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社会化的重要性（这种认识

不是要恢复母亲的传统角色），应重新对她们进行思考——因为她们作为优秀

的社会化的中介，能真正给儿童提供安全与稳定。

社会上存在这样一种信念：家庭给这个原子化的、混乱的宇宙提供了一块

坚不可摧的飞地，在这块飞地里，人们相亲相爱，安全祥和。这种信念是荒谬

的。因为它认为家庭能够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而且在他们看来，其内在关系

也不会再现支配这个社会的外在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家庭作为避难所势

必会反映出该社会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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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性行为 我们不难得出结论，目前迅速发展的主要结构是性。在今天的西

方国家，生产、生育和社会化这三个结构都处于静止不变的状态。三十多年来

几乎毫无变化，而且，妇女自身也没有要求改变这些结构——占统治地位的意

识形态有效地阻碍了妇女的批评意识。相反，在人们对于性生活的认识上，占

统治地位的思想表明：它越来越不能成功地规范人们的自然行为，传统形式的

婚姻正不断受到要求解放两性关系的思想（这种思想影响到今天社会中的各阶

级）的冲击。 在这种意义上，很显然，性是四大结构链条中的薄弱环节，而这

一特殊结构正是各种矛盾的焦点。前文已经强调过这些矛盾日益发展的可能

性。按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只有把性生活从与它无关的关系（无论是

生育还是财产）中解放出来，才能实现真正的男女性生活自由。但这也可能产

生新的资本主义思想和实践形式。目前加速发展的性自由无疑是当代资本主义

从生产——工作的传统习惯向消费——娱乐的新习惯转变的结果。瑞斯曼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对这一发展评论说：“……对许多人而言，不仅闲暇时间增多

了，而且工作本身开始变得既枯燥乏味又不再那么需要……更有甚者，随着敬

业精神的减弱，性生活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及娱乐中。不仅有闲阶层把性生

活看成是一种较好的享受，而且现代有闲的大众们也这样看。”(49)瑞斯曼这

段论述其要义就是，在一个对工作产生厌倦的社会里，性是唯一能使人想起自

己活力并具有竞争性的行为，并以此来对抗习惯势力这最后一道防线 。从更深

的理论层面上，我们还可以在马尔库塞（Marcuse）的“抑制升华”这一概念中

找到同样的认识。“抑制升华”是在一完全协调而又麻木的社会运行机器中，

由于自身的挫折而产生的性自由。(50)今天，资产阶级社会足以为婚前非生育

的性行为提供一块娱乐天地，甚至婚姻也能通过日益增多的离婚和重婚率来解

救自身，由此反映出在该制度本身性生活中的重要性。上述考察清楚地表明：

目前，当性行为的解放存在最大的可能性时，同样它也可能阻碍人类其他潜能

的发展，新的具体化的形式正在涌现，这些形式很可能会取消任何意义上的性

自由。这倒提醒我们，当一种结构处于某个统一体的薄弱环节（如妇女所处的

环节），绝不可能只单独通过这一环节来解决矛盾。傅立叶和里奇的乌托邦思

想明确指出：性欲能够开创这样一个总的解决办法。列宁对克拉拉·蔡特金的

评论就是一种有益的忠告，他说：“然而，狂热而革命的（性自由）可能是、

现在仍然确实是资产阶级的。它主要是知识分子以及与之最相近的阶层的一种

习气。 在共产党内，在具有阶级意识的、战斗的无产阶级思想里，没有它的一

席之地。” (51)因为只有在影响剥削妇女的全部结构的战略中才能找到总的解

决办法。这就否定了左派中流行的两个信念：

改良主义：如今，他们采取了有限的改良要求——付给妇女同等的报酬、

更多的幼儿园、更好的再训练设施等。当代左派改良主义者的论述，态度温

和，完全脱离了对妇女状况的基本的批判精神，几乎没有什么进步性内容。

自愿主义：它与马克思主义者的要求相似——废除家庭、废除所有性限

制，强制父母与孩子分开——这使它在今天没有机会得到广泛支 持，而仅仅成

为理论分析或实际说服工作的代用品。由于整个主题的措辞激烈，自愿主义客

观上只能处于正常政治讨论的框架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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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是负责的革命态度呢？在评述整个妇女现状时，它必须包括直

接和基本的要求，而不包含对妇女任何程度的崇拜。现代工业的发展，趋向于

将家庭原本统一的功能——生育、社会化、性生活、经济财产等割裂开来，即

使这种“结构差异”（用帕森斯的概念）受到“保留有力的家庭”这种观念的

约束和掩饰。这一差异将为理想的要求提供真正的历史基础：正是这种结构差

异将高级社会与原始社会（该社会中所有社会功能都属于国家）区分开来。在

实践中，这意味着要求的一致性。不能将妇女地位的四大因素分开来考虑：它

们形成一种特殊的相互关联的结构。当代中产阶级家庭可以看做是包括在生产

（男性 世界）之中的性、生育与社会化功能（妇女世界）的三位一体——严

格地说最终是由经济决定的结构。将妇女排除在生产（人类社会活动）之外，

并将她们局限于家庭之中，局限于家庭每一功能的自然部分之中，这是把妇女

看做自然存在这一现代社会定义所产生的根本原因，因而，任何解放运动的主

要锋芒应集中于经济因素——妇女完全进入公共产业部门。老牌社会主义者的

错误在于将其他因素视为可简化的经济因素；因此，妇女进入生产领域的要求

伴随着废除家庭的纯抽象口号。经济因素仍然是主要的，但是必须伴有同其他

三大因素相一致的政策，这些政策在直接行动的特殊关头所起到的作用可能超

过经济因素。经济上，最基本的要求不是工作权利或同工同酬——这是改革者

的两大传统要求——而是同等工作权利本身。当前，妇女从事非技术、无创造

性的服务性工作，这可视为其家庭角色的“外延”。她们是女招待、办公室清

洁工、美容师、办事员、打字员。在工薪阶层，女孩有时比男孩更易于进入职

业流动——她们能进入较低级的白领阶层，但是仅有 1％的妇女从事管理工

作，低于 5‰的妇女从事专门职业。妇女的组织状态较差，比从事同样工作的

男人所获得的工资更少：1961 年，妇女的平均产业工资比男人工资的一半还少

（尽管还从事兼职工作）。这表明她们受到极大的剥削。

教育

歧视存在的基础是教育，而不是经济。在英国，要求同工，首先必须要求

接受同等教育，因为这一原因致使妇女从事社会地位较低的工作。目前，男女

受同等教育大约到 15 岁为止。此后继续受教育的男性人数为女性的三倍。三个

甲等入学者中只有一个是女的，而四个大学生中只有一个是女生。没有任何迹

象表明这种状况有所改善。女大学生的比例与 1920 年情况一样，除非结束这种

不公平，否则不可能男女同工。这种教育体制实际上逐渐限制了女孩子们的愿

望，不言自明，它需要做许多的修改。教育可能是目前能直接促进经济的关键

领域。

只有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地将生产、生育、家庭区别开来。但

是，随之即需要一系列的要求作为一种补充。生育、性生活和社会化也没有统

一的形式。传统上，社会主义运动要求“废除资产阶级家庭”。这一口号对于

今天来说是不正确的，因而必定遭到拒绝。提出这一要求，是社会主义革命派

的错误意识，它纯粹是一种虚无，对这种要求没有作出任何连贯的解释。将这

一口号与废除有钱人这一要求作对比，即可以看出其软弱无力。废除有钱人本

身已经被否决了。马克思自己将这二者联结在一起，并指出下述这两个要求同

样无 效：“……将一般个人财富与个人财富相对立的倾向是用动物形式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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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婚姻……与妇女群体形成对照，在妇女群体中，妇女成了公有财产。”

(52)历史造成这种观念淡薄的原因是，从来没有对家庭进行过结构分析，以剖

析其不同的功能。它是一种实体化的存在，对废除的抽象相当于对它的概念的

抽象。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战略上应该关注的是两性的平等，而不是废除家

庭。这一要求并非不激进，然而，他们是具体的、积极的，并将被融入历史进

程中。事实上，现在的家庭，与两性平等是相矛盾的，但是这种平等不可能来

源于在行政上将其废除，而来源于对其功能的历史分异。革命要求应该将这些

功能从一个独立的融合中解救出来，因为这种独立的融合压迫着每一个人。因

此，把生育从性行为中分离出来，将会把性行为从不自愿的（害怕的）生育中

解放出来。因此，要求国家免费提供口服避孕药物是一项基本要求。由于同样

的原因，同性恋的合法化应该得到支持，因为这是一种不生育的两性行为。在

古巴或其他地方，对同性恋的战役是倒退的，应该受到批判。在瑞典、俄国，

作为一个法律观念，废除私生子有相似的含义：它将婚姻与父母亲的地位分

开。

从自然到文明

我们已经看到，社会化引出了更棘手的问题。但是，小孩在早期生活中对

母亲的关心的强烈需求并不意味着婚姻和家庭是不可避免的，远不是这样。在

我们的社会里，婚姻和家庭制度的基本特征像磐石般坚固：只有一种合法的两

性之间的关系形式或代与代之间的关系形式。 就只有这两种形式，再没有其他

形式。这就是为什么它基本上是对生活的一种否定。就全人类而言，经验告诉

我们，两性间的、数代人之间的关系是千差万别的——的确，在我们的创造性

作品中许多都是对这一事实的赞扬。而资本主义社会中，对它们的法律化的表

达却是简单而严厉的。在生活的这一领域，法律的贫乏和简单是如此不公正。

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一些对个人关系的法律化的和社会的承认。但是，为什么

只有一种合法的形式以及大量的不合法的经历，对这一点 并不存在什么绝对的

理由。准确地说，社会主义不应意味着废除家庭，而是将社会中已知的各种关

系多样化——目前这些关系被强制性 地压缩为一种关系。这意味着一种多元体

制——家庭只是其中之一， 因而废除家庭是无意义的。生活在一起或不生活在

一起的夫妻、与孩子们的长期生活、父母一方抚养孩子、孩子们由传统的父母

亲而非生物学意义的父母亲来养育、扩展的家庭群体等——所有这些都可以包

括在法律体制内，这一体制与自由发明、男人和女人的多样性相匹配。

详述这一体制是不现实的，对未来的详尽解释只能是理想主义的、糟糕

的、静止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变化的进程。对未来的想象是不受有限世界影响

的，社会主义所采取的形式将依赖于资本主义的早先形态及其自然灭亡。社会

主义社会中的妇女解放将不是“理性的”而是人类的一项成就，这项成就是在

从自然到文明的漫长道路中取得的，它具有历史和社会的含义。

（陈小兰 葛友俐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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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代價值觀念的變遷

余英時

自 19 世紀中葉以來，中國進入了一個全面變動的歷史階段，傳統的價值

系統受到了最嚴厲的挑戰。這一百多年中，我們一方面看到傳統價值觀念的解

體，另一方面也看到種種現代觀念的出現，但是價值系統所涉及的不僅是觀念

世界，更重要的是日常人生。我們觀察一個社會的價值系統尤其應當著眼於該

社會成員的實際行為；這主要是社會學、人類學的研究對象。不但如此，價值

系統的社會實踐又往往因階層、族類、性別等而異。例如今天在西方學術界十

分流行的所謂「精英文化」與「民間文化」之別便和價值系統的問題密切相

關，同一價值觀念在這兩種不同的文化層面中並不必然發生相同的作用。由此

可知，如果我們要認真討論中國的價值系統在這一個半世紀中的變遷，似乎祇

有在社會科學家和史學家進行了大量的經驗研究以後才能著手。但這個先決條

件在今天還遠未具備。一九四九年以後，社會學、人類學、民俗學的研究在中

國大陸幾乎完全停頓了。少數調查報告也是在最近十年中才開始的，還不能為

我們提供充分的資料。

由於受到資料的嚴重限制，我們現在還不能對現代中國價值系統的流變提

出比較準確的論斷。本文基本上是從思想層面進行觀察；這是出於三重考慮：

第一，對於傳統價值系統的全面攻擊是從知識界、思想界開始的。第二，中國

知識分子雖居於所謂「四民之首」，屬於精英文化的層次，然而由於中國並沒

有森嚴的階級制度，許多知識分子不是從民間來的，因此他們對於傳統價值系

統的批判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反映了整個社會的動向。第三，從以往的歷史看，

中國知識分子雖不能說是文化價值的創造者，但他們在闡明（articulate）、

維護和傳播文化價值方面，則往往起著重大的作用。現代的價值觀念和行為的

變遷，追根溯源，也是從知識階層逐漸向全社會滲透的。但是這篇文字祇能就

個人所知及解析略陳大概，其中一些局部的觀察和整體的結論都有待於將來經

驗研究的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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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的價值系統是以儒家為中心而形成的，漢代以後有佛教和道教的

崛起，許多民間的價值觀念往往依托在佛和道的旗幟之下。但是整體地看，儒

家的中心地位始終是很穩固的。因此傳統價值系統的動搖也始於現代知識分子

對儒家失去了信心。

儒家的理論從個人的修身逐步擴大到齊家、治國、平天下，可以說是無所

不包的整體。近代中國對儒教的批判最初雖是從治國、平天下（所謂「外

王」）方面入手，但很快便發展到齊家的層面，最後連修身也不能倖免。於是

儒家的價值系統整個都動搖了。

我們通常認為儒家的權威要到清末民初才受到正面的挑戰。就影響的廣度

和深度而言，這個看法是有根據的，然而就起源而言，我們卻不能不把中國的

反儒教的運動上推至十九世紀中葉。洪秀全等人信奉上帝會而到處焚毀孔廟及

其他寺廟，並禁士人「讀孔子之經」，這可以代表中下層社會的邊緣分子對於

儒教以至整個文化傳統的一種激烈的反抗。因此曾國藩的〈討賊檄〉才特別以

「名教之大變」為號召。這一規模浩大的民變已透露出傳統價值系統的深刻危

機，它絕不僅僅是一次政治、種族或經濟的抗爭。更值得指出的是：太平天國

的基督教義雖極盡歪曲之能事，但畢竟代表了中國人第一次利用西方的觀念對

自己的文化傳統施以猛烈的攻擊，這一象徵的意義是十分重大的。

西方勢力的入侵不僅在中國中下層邊緣分子的心靈中造成巨大的激盪，而

且也立即使士大夫對儒家發生深刻的懷疑。太平天國時代的汪士鐸（一八○二

至一八八九年）便是一個較早而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汪士鐸親歷太平天國之

亂，隱身江寧差不多一年，但後來曾入胡林翼和曾國藩的幕府，頗多策劃，極

受胡、曾的推重。所以胡林翼說他「博大精深，胸有千秋，目營八極」，又說

他是「曠代醇儒，孤介不可逼視」。曾國藩也稱道他「學問淹雅，人品高潔」

（均見鄧之誠〈汪悔翁乙丙日記序〉所引胡、曾書札）。然而這位「醇儒」卻

對儒家有很激烈的評論，他在《乙丙日記》中說：

由今思之，王(弼)何(晏)罪浮桀、紂一倍；釋老罪浮十倍；周、程、

355



朱、張罪浮百倍。彌近理彌無用，徒美談以惑世誣民。不似桀、紂，亂

祇其身數十年也。周、孔賢於堯、舜一倍；申、韓賢於十倍；韓、白賢

於百倍。黃、堯、舜以德不如周、孔之立言。然失於仁柔，故申、韓以

懲小奸，韓、白以定大亂，又以立功勝也。

他對孔子還保持著敬意，對孟子已多微詞，對宋代道學則深惡痛絕。所以

他說：

道學家其源出於孟子，以爭勝為心，以痛詆異己為衣缽，以心性理氣誠

敬為支派，以無可考驗之慎獨存養為藏身之固，以內聖外王之大言相煽

惑，以妄自尊大為儀注，以束書不觀為傳授，以文章事功為粗跡，以位

育參贊，篤恭無言、無聲色遂致太平之虛談互相欺詐為學問。

自清初顏元以來，兩百年間從來沒出現過這樣激昂的反道學的言論。但汪

士鐸排斥道學並不是出於無知。事實上，他出身於理學的家庭。據他的〈自

述〉：「士鐸家極貧，然性好讀書。先君子好理學，除程、朱經注之外禁勿觀。

日以無入不自得為訓。」我們可以斷定，他中年以後思想的偏激是經歷了世變

的結果。西方勢力的凌逼和太平天國的動亂使他認識到富國強兵已成當務之

急，因此他才特別提倡法家與兵家。他很明白地指出：

儒者得志者少，而不得志多，故宗孔子者多宗其言仁言禮，而略其經世

之說。又以軍旅未之學而諱言兵，由是儒遂為無用之學‥‥此皆孔子不

得位，無所設施故爾。道德之不行於三代之季，猶富強之必當行於今。

故敗孔子之道者，宋儒也；輔孔子之道者，申、韓、孫、吳也。

這一段話中最可注意的是他責難後代儒者──特別是「宋儒」——完全拋

棄了孔子思想中注重「經世」的一面。依照汪氏的推理，祇有「經世」才能致

富強，因此法家和兵家反而能夠「輔孔子之道」。這裏透露了當時思想界的一個

重要動向，十九世紀上半葉，政治、社會的危機已深，學者開始回想儒家的經

世傳統，魏源強調：「自古……無不富強之王道。」他一方面諷刺宋儒說：「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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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迂談可治天下乎？」另一方面則正面提出「兼黃、老、申、韓之所長而去其

所短，斯始國之庖丁乎！」這些都是汪士鐸在《乙丙日記》中所發揮的議論，

不過語氣更為偏頗而已。汪氏咸豐二年(西元一八五二年)曾在揚州從魏源遊，

深受影響，所以後來在〈感知己贊〉中論及魏源時，特別說：「魏侯經世，為世

營平。」〈感知己贊〉中又有包世臣，汪氏也推重其「經世」之學。這是他參與

了經世學運動的明證。

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宋學和漢學都受到批評，經世致用的思潮逐漸成為主

流，不但魏源、包世臣等學人宣導不遺餘力，政治界的領袖如曾國藩、胡林翼

等也為之推波助瀾。「經世」雖然一方面出於儒家的內在要求，但另一方面也暴

露了儒家在「治國、平天下」層面的限制。王安石為經世而變法，便不期而然

對商鞅有所同情，故說：「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這和魏源、汪

士鐸想以法家輔佐「孔子之道」在思路上是一致的。晚明也有過經世思潮的醞

釀，因明亡而未及形成變法運動，其理論上的結晶則是黃宗羲的《明夷待訪

錄》。《明夷待訪錄》顯然突破了傳統儒家的藩籬，所以清末變法領袖如譚嗣

同、梁啟超等都特別推重它的價值。

晚清的經世運動和過去有一大不相同之點，即通過變法改制而逐步脫離了

中國的傳統，從此再也沒有回到儒家「治國、平天下」的舊格局。從這一點

看，汪士鐸在經世思想初興之際便對儒家展開激烈的批評，是富有象徵意義

的。汪士鐸的批評雖以「治國、平天下」為限，但後來的發展說明：這個缺口

打開之後，中國知識分子對儒家價值系統的整體信仰便開始動搖了。

戊戌變法前後，儒家的價值系統第一次受到比較全面的挑戰。康有為的改

制雖假孔子之名，其實是以西方的政治為藍圖。換句話說，他是想以偷樑換柱

的方式，使西方的價值取代儒家。這就是當時人所說的「用夷變夏」，他還沒有

直接攻擊儒家。最先向儒家價值系統公開發難的是譚嗣同，他在著名的《仁

學》中對傳統的「名教綱常」提出了最尖銳的現代批判。他告訴我們：

仁之亂也，則於其名……名本無實體，故易亂。名亂焉，而仁從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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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名罪也，主張名者之罪也。俗學陋行，動言名教，敬若天命而不敢

逾，畏若國憲而不敢議。嗟呼!以名為教，則其教已為實之賓，而決非實

也。又況名者，由人創造，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之，則數千年來，

三綱五倫之慘禍烈毒，由是酷焉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軛民，父以名

壓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挾一名以相抗拒，而仁尚有少存焉者，

得乎？

對儒家「名教」或「禮教」的反抗早在魏晉時代便已發生過，不是始於譚

嗣同，但那是新道家持「自然」的觀念向周、孔「名教」挑戰，仍屬於中國文

化傳統內部批判的範疇。譚嗣同則以西方的政教風俗為根據（其中尤以基督教

的靈魂觀為理論上的樞紐），以否定中國傳統的倫常秩序。這是一種相當透徹的

現代文化批判，也是中國現代激進主義的濫傷，其涵義與魏晉的「自然」與

「名教」之爭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他對「三綱」所造成的殘酷杜會狀況提出了

極其沉痛而深切的控訴。他說：

君臣之禍亟，而父子、夫婦之倫遂各以名勢相制為當然矣。此皆三綱之

名之為害也……君臣之名，或尚以人合而破之。至於父子之名，則真以

為天之所合，捲舌而不敢議。不知天合者，泥於體魄之言也，不見靈魂

者也。子為天之子，父亦為天之子，父非人所得而襲取也，平等也。且

天又以元統之，人亦非天所得而凌壓也，平等也……夫彼之言天合者，

於父子固有體魄之可據矣，若夫姑之於婦，顯為體魄之說所不得行，抑

何相待之暴也……村女里婦，見戕於姑惡，何可勝道？父母兄弟，茹終

身之痛，無術以援之……又況後母之於前子，庶妾之於嫡子，主人之於

奴婢，其於體魄皆無關，而黑暗或有過此者乎!三綱之懾人，足以破其

膽，而殺其靈魂，有如此矣。《記》日：「婚姻之禮廢，夫婦之道苦。」

實亦三綱之說苦之也。夫既自命為綱，則所以過其婦者，將不以人類

齒:。……自秦重暴法，於會稽刻石，宋儒暢之，妄為「餓死事小，失節

事大」之瞽說，直於室家施申、韓、閨闥為岸獄。是何不幸而為婦人，

乃為人申、韓之，岸獄之！此在常人，或猶有所忌而不能肆；彼君主

者，獨兼三綱而據其上，父子夫婦之間，視為錐刀地耳。書史所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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僕難終……獨夫民賊，固甚樂三綱之名，一切刑律制度皆依此為率，取

便己故也。

這篇控訴書真是有血有淚，不但無數的歷史記載都支援其中的論斷，而且

他個人的痛苦經驗更提供了活生生的見證。他說「村女里婦，見戕於姑惡」，也

許他記起了明代歸有光有關張貞女受虐而死的幾篇文字，那是清代最流行的作

品。至於說到「庶妾之於嫡子」，那更顯然是現身說法了。據梁啟超的《譚嗣同

傳》，他「幼喪母。為父妾所虐，備極孤孽苦」（見同書〈附錄〉，頁五四三）。

他的父親則是一位「拘謹」的「禮法之士」（《翁丈恭公日記》光緒二十三年丁

酉，三月二十七日條，引在同書〈附錄〉，頁五五○），譚嗣同因此便成了名教

綱常下的犧牲品。他在《仁學》的自敘中也特別提到這一段重要的經歷。他

說：

吾自少至壯，遍遭綱倫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瀕死累

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輕其生命，以為塊然軀殼，除利人之外，復何足

惜。

可見譚嗣同「衝決倫常之網羅」的最早契機起於個人生命上的實感。而且

這裏也早埋下了他後來選擇殉難的種子。但是他超越了個人的痛苦，把這個深

刻的感受擴大，提升到宗教的境界──即他所說的「仁」。所以他終於把一己的

「綱倫之厄」認同於整個中國的危亡，而走上了「殺身成仁」的道路。（關於譚

嗣同的宗教思想，可參看張灝《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臺北，聯經，一九八八

年。）

但是我們也必須指出，《仁學》雖已全面攻擊儒家的名教綱常，其重點則是

君臣一綱，這是因為作者深信「彼君主者，獨兼三綱而據其上」的緣故。還有

一點也應該指出，譚氏在「孔子改制」的觀念籠罩之下，把儒家「倫常之網

羅」歸罪於荀子，甚至提出「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的論斷，至

於孔子的原始教義，他則說成是「黜古學，改今制，廢君統，倡民主，變不平

等為平等」。這些看法是否符合歷史事實是另一問題，但正因如此，他才沒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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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否定中國文化的傳統。這又是他和「五四」時代的文化批判者有所區別之所

在。無論如何，譚嗣同的綱常批判確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破天荒之舉，其意義

的重大是無可否認的。他個人的遭遇使我們不能不相信他的綱常批判是發自內

心的，更是值得我們同情的。流行了兩千年的所謂「萬古綱常」似乎已面臨解

體的階段了。但是兩千年來，呻吟在「綱倫之厄」下的中國人不計其數，為什

麼要等到譚嗣同出來才正式提出抗議呢？這當然是因為譚嗣同已有西方的宗教

和倫理作為參照系統。西方的價值系統為他提供了一個外在的立足點，使他能

看清三綱五倫的壓制性。他說：

五倫中於人生最無弊而有益，無纖毫之苦，有淡水之樂，其惟朋友乎，

顧擇交何如耳。所以者何？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節寅惟意。總括

其義，曰不失自主之權而已矣。

這個說法明明是從西方模式中脫胎而來的。所以他又說：

其在耶教，明標其旨曰：「視敵如友。」故民主者，天國之義也，君臣朋

友也；父子異宮異財，父子朋友也；夫婦擇偶判妻，皆由兩情自願，而

成婚於教堂，夫婦朋友也；至於兄弟，更無論矣。

這正是譚氏持說的主要根據的所在。雖然他也企圖把原始孔教和佛教都解

釋為「朋友一倫論」，以證成他的新三教合一說，但牽強附會是一望可知的。

《仁學》在清末的思想界發生了很大的影響，但這個影響並不在一般的倫

理觀念上，而是在政治思想方面。換句話說，《仁學》動搖了人們對於君臣一綱

的信念，但似乎還沒有衝擊到整個綱常的系統。十幾年後，中國之所以能夠那

樣輕而易舉地廢除了帝制，在思想上不能說不是得力於《仁學》的傳播。胡適

晚年論及帝制在中國的消失說：

我們必須記住，中國是歐洲以外第一個廢除世襲君主制度的民族。這個

制度在中國至少存在了五千多年。僅就「皇帝也非得走開不可」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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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它在大多數中國人心理上便必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胡氏所謂心理上的巨大影響，具體地說便是三綱的一角已隨君主制的廢除

而崩塌了，其他兩個角的崩塌也祇是時間的問題。但在辛亥革命以前，譚氏

《仁學》對於其他兩綱的衝擊還沒有激起強烈的迴響。要說明這一點，我們必

須略察當時人對《仁學》的評論。

一九○四年王國維發表了〈諭近年之學術界〉一文，恰好為我們提供了有

用的資料。王氏在此文中對康有為和譚嗣同的著作是這樣評介的：

其有蒙西洋學說之影響而改造古代之學說，於吾國思想界占一時之勢力

者，則有南海□□□(按：即康有為)之《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學》，

瀏陽□□□(按：即譚嗣同)之《仁學》。□(康)氏以元統天之說大有泛神

論之臭味，其崇拜孔子也，頗模仿基督教。其以預言者自居，又居然抱

穆罕默德之野心者也。其震人耳目之處在脫數千年思想之束縛，而易之

以西洋已失勢之迷信。此其學問上之事業不得不與其政治上之企圖同歸

於失敗者也。然□(康)氏之於學術非有固有之興味，不過以之為政治上

之手段，荀子所謂今之學者以為禽犢者也。□(譚)氏之說則出於上海教

會中所譯之《治心免病法》；其形而上學之以太說，半唯物論半神秘論

也。人之讀此書者，其興味不在此等幼稚之形而上學，而在其政治上之

意見。□(譚)氏此書之目的亦在此而不在彼，固與南海□(康)氏同也。

王國維的論斷不但平允，而且深刻，洞見康、譚兩家之學的隱微。譚嗣同

深受《治心免病法》的啟發，《仁學》本文中未見提及，今可從他〈上歐陽中

鵠〉第十書中知其詳。但王氏當時便能一語道破，足見他對思想界動態瞭若指

掌（關於《治心免病法》一書原本及中譯經過，可看張灝前引書，頁六五至六

六）。王氏對兩家的批評完全是從學術的觀點出發，在政治上，他是同情戊戌變

法的。以他的敏感，也僅僅提到康、譚的影響「在脫數千年思想之束縛」以及

「政治上之意見」，他並沒有理會《仁學》中「衝決倫常之網羅」的激烈觀點。

所以王氏此文最能證明《仁學》的作用當時仍限於政治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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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嗣同論人倫關係，首以自由與平等為兩大原則，而總括其義日：不失自

主之權。這個提法自然是從個體本位出發的，其中「不失自主之權」一語確實

抓住了「現代人」的本質。但《仁學》一書畢竟破多於立，對於怎樣才算是一

個「不失自主之權」的現代人則未加深論。這一正面的建設工作直到戊戌變法

以後才由梁啟超承擔了起來。一九○二年梁啟超在日本創辦了《新民叢報》，這

一年之中，他發表了十幾篇文字，從各種不同的角度發揮「新民」的理念，合

成《新民說》一部專集。《新民說》的宗旨是要用西方現代的新倫理來補充和刷

新中國的舊倫理，以造成獨立、自由、自尊的新人格。用最簡單的話說，「新

民」是以西方的「公民」為範本而發展出來的新概念。和譚嗣同不同，他不再

與三綱五倫相糾纏，而直截了當，以宣揚新倫理為己任。所以他首先強調「新

民」必具「公德」的觀念，並指出中國傳統倫理是「私德居其九，而公德不及

其一」。他說：

今試以中國舊倫理與泰西新倫理相比較：舊倫理之分類，曰君臣、曰父

子、曰兄弟、曰夫婦、曰朋友。新倫理之分類，曰家族倫理、曰社會倫

理、曰國家倫理。舊倫理所重者，則一私人對於一私人之事也；新倫理

所重者，則一私人對於一團體之事也。

他在小注中又補充說：

若中國之五倫，則惟於家族倫理稍為完整，至社會、國家倫理，不備滋

多。此缺憾之必當補者也，皆由重私德輕公德所生之結果也。

梁氏的「新民」也是以個人為本位的，這在他「論權利思想」一節中有明

白的表示。他說：

一部分之權利，合之即為全體之權利；一私人之權利思想，積之即為一

國家之權利思想。故欲養成此思想，必自個人始。

限於篇幅，我們不能多討論《新民說》的內容了。我們所要強調的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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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說》不但對「不失自主之權」的現代人作了極其詳細的描述，而且確實改變

了中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的價值觀念。《新民叢報》時代是梁啟超在思

想上發揮了最大影響的時代。黃遵憲說：「《清議報》勝《時務報》遠矣，今之

《新民叢報》又勝《清議報》百倍矣。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

卻為人人意中所有，雖鐵石人亦應感動，從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無過於此者

矣。」這幾句話實在不算誇張。胡適在《四十自述》中也承認《新民說》對他

早年的思想發生了極大的震盪。他告訴我們：

《新民說》的最大貢獻在於指出中國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許多美德……

他指出我們所最缺乏而須采補的是公德，是國家思想，是進取冒險，是

權利思想，是自由，是自治，是進步，是自尊，是合群，是生利的能

力，是毅力，是義務思想，是尚武，是私德，是政治能力。他在這十幾

篇文字裏，抱著滿腔的血誠，懷著無限的信心，用他那枝「筆鋒常帶感

情」的健筆，指揮那無數的歷史例證，組織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

淚，使人感激奮發的文章。其申如論毅力等篇，我在二十五年後重讀，

還感覺到他的魔力。何況在我十幾歲最容易受感動的時期呢？

胡適是後來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重要的領袖，但他顯然是沿著梁啟超所開闢

的道路，向前再跨進了一步，不過以價值觀念的變遷而言，這卻是關鍵性的一

步，因為踏出了這一步，胡適才能提出「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嶄新命題。

中國的價值系統發生全面的變動是在「五四」時代。但這個大變動並不是

突然而來的，它是譚嗣同「衝決倫常之網羅」的實踐，也是梁啟超「新民說」

的進一步的發展。陳獨秀在《青年雜誌》(即《新青年》的前身)第一卷第五期

〈一九一六年〉文中首先揭櫫了「尊重個人獨立自主之人格，勿為他人之附屬

品」一項大原則。他解釋道：

以一物附屬一物，或以一物附屬一人而為其所有，其物為無意識者也。

若有意識之人間，各有其意識，斯各有其獨立自主之權。若以一人而附

屬一人，即喪其自由自尊之人格……集人成國，個人之人格高，斯國家

之人格亦高；個人之權鞏固，斯國家之權亦鞏固。而吾國自古相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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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政治胥反乎是。儒者三綱之說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為臣綱，則

民於君為附屬品，而無獨立自主之人格矣；父為子綱，則子於父為附屬

品，而與獨立自主之人格矣；夫為妻綱，則妻於夫為附屬品，而無獨立

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為臣、為子、為妻，而不見有一獨立自主

之人者，三綱之說為之也。緣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詞，曰忠、曰

孝、曰節，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為以己屬人之奴隸道德也。人

間百行，皆以自我為中心，此而喪失，他何足言？奴隸道德者即喪失此

中心，一切操行悉非義由己起，附屬他人以為功過者也。

這篇文字發表在文學革命開始的前一年，真可以說是「新文化運動的第一

顆炸彈」。文中摧破三綱和提倡獨立自主之人格，其實是一事的兩面。這正是譚

嗣同在《仁學》中所最先指出的。但是陳獨秀的三綱批判遠比譚嗣同為透徹：

第一，他把三綱溯源至「吾國自古相傳之道德政治」，並不特別像譚氏那樣從今

文經學的立場上為孔子開脫。關於這一點，他在其他幾篇文字中發揮得更為明

白，例如〈吾人之最後覺悟〉的「倫理的覺悟」一節，〈憲法與孔教〉，尤其是

〈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這是反儒家的戰火蔓延到孔子身上的一個有系統的開

端。第二，他的批判重心已不再停留在君臣一綱上面，而毋寧是更重視父子和

夫婦兩綱。第三，他提倡個性的解放更不是譚嗣同「不失自主之權」那樣一句

簡單的話所能相提並論的了。梁啟超的《新民說》雖已觸及個人的自由、權

利、自尊等方面，但因所涉及的範圍太廣，也沒有深入地發掘個性解放的涵

義。陳獨秀則不然，他借用尼采「奴隸道德」與「主人道德」的概念以區別中

國的三綱和西方的個人自主。儘管他對這兩個概念作了望文生義的曲解，但他

對於個性解放的強烈願望也因此而充份顯露出來了。在「五四」前夕，我們可

以毫不遲疑地說：陳獨秀是一個十足的個人主義者。試看他在一九一五年論

〈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中所說的一段話：

西洋民族以個人為本位；東洋民族以家族為本位。西洋民族自古迄今，

徹頭徹尾個人主義之民族也……舉一切倫理、道德、政治、法律、社會

之所嚮往，國家之祈求，擁護個人之自由、權利與幸福而已。思想言論

之自由，謀個性之發展也。法律之前，個人平等也。個人之自由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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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諸憲章，國法不得而剝奪之，所謂人權是也……東洋民族……以家族

為本位，而個人無權利。一家之人聽命家長……尊家長、重階級，故教

孝……國家組織一如家族，尊元首、重階級、故教忠。忠孝者，宗法社

會封建時代之道德，半開化東洋民族一貫之精神也……宗法制度之惡果

蓋有四焉:一曰損壞個人獨立自尊之人格;一曰窒礙個人意思之自由;一曰

剝奪個人法律上平等之權利;一曰養成依賴性，戕賊個人之生產力。束洋

民族社會中種種卑劣不法慘酷衰微之象，皆以此四者為之因。欲轉善

因，是在以個人本位主義易家族本位主義。

據我所知，陳獨秀好像是現代史上正式提議以「個人本位主義」來取代

「家族本位主義」的第一人。從他對家族制度的嚴厲攻擊，我們不難看出他的

三綱批判是以父子、夫婦兩綱為重點的。這正是「五四」時代反儒家的主要傾

向，同時也是共同傾向。

從一九一七年開始到一九一九年「五四」爆發，這兩年多期間，《新青年》

反儒家的火力集中在家族制度和婦女解放兩大問題上。除了陳獨秀本人的文字

外（主要見於《新青年》「通信」欄中），比較重要的還有吳虞的〈家族制度為

專制主義之根據論〉一文（《新青年》第二卷第六號，一九一七年二月一日）。

陳獨秀在前引〈一九一六年〉中已正式攻擊與三綱相應的忠、孝、節三種德

目，吳虞則要直接摧破《論語》中關於孝悌的理論，對傳統價值觀念的批判便

這樣一步一步地逼近儒家經典的核心了。從第二卷第六號起，《新青年》又開闢

了「女子問題」的專欄，以供當時受過高等教育的婦女從女性的觀點提出有關

婦女解放種種問題的討論。例如吳虞的夫人吳曾蘭女士便在第三卷第四號上

（一九一七年六月一日）發表了〈女權平等〉一長文（「女子問題」欄，頁一至

五）。一九一八年更是《新昔年》宣導婦女解放最有成績的一年：一月號（四卷

一號）有社會學家陶孟和的〈女子問題〉，五月號(四卷五號)有周作人譯日本謝

野晶子的〈貞操諭〉，六月號(四卷六號)是「易卜生專號」，七月號(五卷一號)

有胡適的〈貞操問題〉和唐俟的〈我之節烈觀〉；九月號(五卷三號)有胡適的

〈美國的婦人〉。這些文字在當時都曾激起社會上巨大的震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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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思想史的角度看，《新青年》攻擊家族制度和宣導婦女解放可以說是繼續

並完成了譚嗣同所提出的「衝決倫常之網羅」的命題。前面已指出，譚嗣同的

《仁學》曾有力地打擊了君臣一綱，對於另外二綱則僅觸及而未撼動。這個未

竟之業便落到了「五四」一代知識分子的身上。所以從《仁學》到《新青年》，

其間貫穿著一條內在的理路。這就是說，「五四」反綱常名教的運動在社會現實

的根據之外，同時還有思想史的根源。我們之所以能這樣斷定，是因為「五

四」一代的思想領袖在傳統批判方面仍沒有完全脫出《仁學》的典範。讓我們

舉兩個例子來說明這一點。吳虞在《讀荀子書後》（《新青年》第三卷第一號，

一九一七年，三月一日）一文中把儒教的一切罪惡歸之於荀子，並明引夏曾佑

之言為立論的依據，這明明是承繼了晚清梁啟超、譚嗣同、夏曾佑等人的「排

荀」運動。而譚氏的《仁學》則把這一「排荀」的觀點發展到了極端。梁啟超

告訴我們：

嗣同……對於中國歷史，下一總批評曰：「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

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惟大盜利用鄉愿，惟鄉愿工

媚大盜。」(《仁學》卷下)當時譚、梁、夏一派之論調，大約以此為基

本，而嗣同尤為悍勇……

這是《仁學》典範的一個重要的構成部分，一直流行到「五四」的前夕。

例如李大釗在一九一六年五月所寫的〈民彝與政治〉一篇長文便根據《仁學》

的觀點，重申「大盜與鄉愿交為狼狽、深為盤結」之說，甚至遲至一九一九年

一月底，他還在《每週評論》上發表了〈鄉愿與大盜〉的短評，這已在他歡呼

〈Bolshevism 的勝利〉的三個月之後了。這時李大釗已成為馬克思主義的信

徒，但他對於中國歷史的見解卻依然沒有跳出譚嗣同的典範。

對這一思想史的觀察可以使我們認識到中國綱常觀念的解體是經過了一段

醞釀時期，才臻於成熟的，並不是在「五四」時代忽然有幾個人出來大聲呵

斥，三綱五倫的系統便立刻崩潰了。但「五四」確是一個「重新估定一切價

值」的時代，因為文化的各方面恰好都在發生變化，而且互相影響。這裏我們

要特別提到文學革命的重要作用。前面已指出，陳獨秀在《新青年》上抨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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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倫理，其事尚在文學革命興起之前，吳虞有關反儒家的一系列論文雖發表的

時間與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和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相先後，但撰寫則

尚在其前。而陳、吳等的論文仍用的是文言，流傳和影響也都有限。但從一九

一八年起，白話文開始風行，所謂「打倒孔家店」的運動便在全國範圍內展開

了。魯迅的《狂人日記》（《新青年》第四卷第五號，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五日）

在當時青年一代的心理上所激起的震盪，我們今天已很難想像了。《狂人日記》

寫道：

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

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裹看出來，滿本

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魯迅用新文學的筆觸揭露綱常名教殘酷性的一面，其感人的力量遠比陳獨

秀、吳虞等人的正面攻擊為深切。（《日記》寫「妹子是被大哥吃了」，當然是象

徵女子在家庭中所受的壓迫。)吳虞在讀了《狂人目記》之後也深受感動，特別

在一九一九年八月寫了一篇〈吃人與禮教〉，舉出中國史上許多記載來證實魯迅

的控訴。從此「禮教吃人」便成為「五四」時代一個最著名的口號了。十七年

後（一九三五年）魯迅為《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寫〈序〉，提到《狂人

日記》時，說它「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這自然是可信的自白。但

是《狂人日記》說中國歷史滿本都寫的是「吃人」兩個字，這句話的涵義卻已

遠遠超出了「家族制度和禮教」，而涵蓋了全部中國文化的傳統。所以客觀地

說，「五四」反傳統的基調是在魯迅的筆下決定的。

白話文學擴大了「五四」時代的綱常批判還可以從北京大學的學生傅斯年

（孟真）、羅家倫等所創辦的《新潮》月刊（一九一九年一月創刊）得到印證。

這是一個全部用白話文為媒介的雜誌，在「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運動中發揮

了巨大的作用。據羅家倫在三十一年後(一九五○年)回憶：

民國七年孟真和我，還有好幾位同學，抱著一股熱忱，要為文學革命而

奮鬥。於是繼《新青年》而起，組織「新潮社」，編印《新潮》月刊，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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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這個時代中公開主張文學革命的第二個刊物。我們不但主張而且實

行徹底的以現代人的語言，來表達現代人的思想，所以全部用語體文而

不登載文言文。我們主張文學的任務，是以人生的表現與批評，應當著

重從這個方面去使文學美化和深切化，所以我們力持要發揚人的文學，

而反對非人的文學與反人性的文學。我們主張學術思想的解放，打開以

往傳統的束縛，用科學的方法來整理國故。我們推廣這種主張到傳統的

社會制度方面，面對固有家族制度和社會習慣加以批評。我們甚至於主

張當時駭人聽聞的婦女解放……我們主張的輪廓，大致與《新青年》主

張的範圍，相差無幾。我們天天與《新青年》主持者相接觸，自然彼此

間都有思想的交流和相互影響。不過當時的一般人看來，彷彿《新潮》

的來勢更猛一點，引起青年們的同情更多一點。《新潮》的第一卷第一

期，複印到三版，銷到一萬三千冊，以後也常在一萬五千冊左右，則聲

勢不可謂不浩大。

《新潮》在攻擊傳統社會制度方面的勇敢激烈，可以從傅斯年在創刊號發

表的〈萬惡之原〉見其一斑。傅文把傳統的中國家庭稱之為「萬惡之原」，在當

時也是一個很猛烈的口號。（辛亥革命前十年已有革命者力主摧毀家庭，並提出

「蓋家也者，為萬惡之首」的論斷，不過這些政論文字影響有限，並沒有延續

到「五四」時代。）傅斯年的基本論點是一切「善」都從「個性」發出來，而

中國的家庭則是破壞「個性」的最大勢力，所以是「萬惡之原」。他在文章快要

結束時更咬牙切齒地說：

更有那些該死的論(倫)理家，偏講那些治家格言，齊家要旨。請問成天

齊家去，還能做什麼事？況且家是齊得來的嗎？又有人說，這是名教，

不可侵犯。還有人說，什麼「名教罪人」、「名教罪人」，不可不小心的。

其實名教本是罪人，那有不名教的罪人，名教本是殺人的，那有不殺人

的名教。

這篇文章是很有影響的，同年（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三日李大釗便在《每

週評論》上寫了一篇〈萬惡之原〉的短評，作為一種呼應。他也認為「中國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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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社會，萬惡之原，都在家族制度」。甚至遲到一九五一年熊十力還在用力地

發揮這一論點。他在〈與梁漱淇〉的一封信上說：

其實，家庭為萬惡之源、衰微之本，此事稍有頭腦者皆能知之，能言

之，而且無量言說也說不盡。無國家觀念、無民族觀念、無公共觀念，

皆由此。甚至無一切學術思想亦由此……有私而無公，見近而不知遠，

一切惡德說不盡。百忍以為家，養成大家麻木、養成掩飾，無量罪惡由

此起。

一位自由主義者、一位馬克思主義者和一位新儒家——這是中國二十世紀

三個不同的思想流派——都異口同聲地說中國的家族制度是「萬惡之原」，這也

許要算是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一個奇跡。但由此也可見「五四」反傳統的聲勢

多麼猛烈，中國知識界的價值觀念真正經歷了一場革命性的變化。

以《新青年》和《新潮》為中心的文學革命和綱常批判終於激起社會上守

舊派的反擊。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公言報》刊出了一篇報導，題目是

《請看北京學術界思潮變遷之近況》。在敘述了陳獨秀、胡適等人所領導的新思

潮和其他學派的活動之後，記者在結尾時說：

唯陳、胡等於新文學之提倡，不第舊文學一筆抹殺，而且絕對的菲薄舊

道德，毀斥倫常，祇誹孔、孟。並且有主張廢國語而以法蘭西文學為國

語之議，其鹵莽滅裂，實亦太過。

這位《公言報》記者的偏見是很明顯的，而且事實也多歪曲。緊接在這篇

報導之後，同一天的《公言報》也刊出了那篇最有名的〈林琴南致蔡孑民書〉。

林紓對蔡元培領導下的北京大學提出了兩點最嚴厲的指責：第一，「覆孔孟、鏟

倫常」；第二，「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蔡元培的〈答林琴南書〉對這兩

點都作了有力的反駁。蔡氏的答書是中國現代教育更和思想史上一篇重要的文

獻，限於篇幅，這裏不能討論。《公言報》和林紓的強烈迴響說明了一項重要的

事實，即「五四」前夕綱常批判和文學革命彼此支援，已經在社會上發生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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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白話文的流行使綱常批判如虎添翼，因為它是可以雅俗共賞的。林紓

特別把這兩件事同時提出來不是沒有緣故的，因為他所認同的主要價值已受到

最嚴重的威脅了。

林紓的憤怒起於他深信北京大學師生「覆孔孟、鏟倫常」之舉足以敗壞人

心，使「中國之命如縷絲」。從此以後，「五四」運動破壞了中國的舊道德，幾

乎成了保守主義者的共同看法。一九二○年前後，四川有一個十九歲的女子殺

了她的殘廢丈夫，四川法院判了她十五年的監禁。北京司法部認為判罪太輕，

把原審法官交付懲戒。當時法官懲戒委員會的會長便大罵北京大學的教授，說

他們提倡打倒禮教影響了四川的法官，因此才造成這次的寬縱。這是責難「五

四」新思潮的一個典型的例子。那麼，「五四」對於傳統倫理秩序究竟發生了多

大的負面影響呢？這種影響又具體表現在什麼地方呢？這一類的間題目前還不

能有比較準確的答案，因為資料和研究兩俱不足，這裏祇能略作一點推測。

一九一七年，嚴復曾對當時婚姻習慣的變遷有如下的觀察：

今日一知半解之年少，莫不以遲婚為主義者。看似於舊法有所改良，顧

細察情形，乃不盡爾。蓋少年得此可以抵抗父母奪其舊有之權，一也。

心醉歐風，於配偶求先接洽，既察姿容之美惡，復測性情之淺深，以為

自由結婚之地，二也。復次，凡今略講新學少年，莫不以軍國民自居，

於古人娶婦所以養親之義，本已棄如涕唾。至兒女嗣續，尤所不重。則

方致力求進之頃，以為娶妻適以自累，且無端假不知誰氏女子，以一與

之商終身不二之權利，私計亦所不甘，則何若不娶單居。他日學成，幸

而月有百金以上之入，吾方挾此遨遊，脫然無累……孰與挾一伉儷，而

啼寒號饑，日受開門七件之累乎？此其三也。用此三因，於是今之少

年，其趨於極端者，不但崇尚晚婚，亦多傫然不娶。

這封信寫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發端之際，陳獨秀、胡適等人的影響還沒

有開始。嚴復所描寫的情況好像已流行多年，大概起於清末民初之際。這段話

中透露出兩個重要的事實：第一，是這些「新學少年」在西方的影響（歐風）

之下已開始要求譚嗣同所說的「自主之權」，這一「自主之權」首先便表現在婚

370



姻自由上面。第二，自主的先決條件是經濟獨立，因此這些「新學少年」在學

成就業之前都不肯結婚。嚴復根據這兩個事實來解釋當時一部分「新學少年」

晚婚甚至「不娶」的風氣，是相當可信的。我們從這兩個事實更可以推斷，到

了民國初年，至少大城市中已出現了家族本位向個人本位轉變的社會現象，無

論就價值觀念或經濟狀況說，青年人已頗有傾向於自立門戶的了。我們雖無法

確知這一現象普遍到什麼程度，但它既已引起嚴復的關切，則至少不會是偶然

的孤立事件。這一現象自然不能讓「五四」的新思潮來負責，它毋寧構成了新

思潮興起的一種歷史背景。嚴復在一九一八年提到夏曾佑（穗卿）和他的兒子

夏元瑮之間的情形。他說：

穗卿……現在京師住兵馬司中街，教育部尚有一二百元月薪。其子元瑮

在大學校，月俸頗優，然其父無涉也。

這是一個實例，說明二十世紀初中國知識界父子異居分財的情況。夏曾佑

是清末新學的一位先驅，其子元瑮則是科學家，其時任北大理科學長。嚴復的

口氣似乎責備夏元瑮在父子之道方面有所不足，但無論真相如何，這種父子關

係也決不可能是「五四」新思潮所造成的。相反地，這個例子可證明「五四」

時代中國的家族制度事實上已發生變化。

嚴復所批評的現象大概以北京為限，讓我們再舉四川成都為例。據李璜的

回憶，自清末川江下游輪船行駛之後，與外省交往日趨便利，新的觀念也隨之

湧入四川，使成都的土風土習都為之一變。他說：

青年知識分子在清末民初，敢違親旨，而私自逃往上海、北京讀書者，

在成都，已成為風氣。那一時期，不但父兄之教不嚴，子弟之率不謹，

而且父子之間，因思想衝突，而引起家庭糾紛，即後來之所謂「家庭革

命」，也已喧騰眾口，認為是人倫大變的。

李璜還記述了他所親見的吳虞在一九一○年因和他的父親打架而對簿公堂

的故事。由於名教下的輿論偏袒父親，吳虞竟印發傳單暴露他的父親在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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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種醜行。這便是「五四」時代「打倒孔家店」的起源。最後李璜告訴我們，

「家庭革命」這個名詞，遠在「五四」的八、九年以前便已在成都流行了。這個

例子說明，清末商業的發展（長江輪船）把新觀念帶到了成都，終於引發了

「家庭革命」。

古人說，一葉落知天下秋，上面所引北京、成都兩處的事例雖不完備，但

已足以說明中國倫理秩序的解體早在清末民初便開始了。西方經濟和思想的入

侵則是導致此一解體的主要力量。陳寅恪在〈王觀堂先生挽詞序〉上說得很透

徹：

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於《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為抽象理想

最高之境，猶希臘柏拉圖所謂 Idea 者。若以君臣之綱言之，君為李煜亦

期之以劉秀；以朋友之紀言之，友為酈寄亦待之以鮑叔。其所殉之道，

與所成仁，均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體之一人一事。夫綱紀本理想

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為具體表現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現

者，實為有形之社會制度，而經濟制度尤其最要者。故所依托者不變

易，則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近數十年來，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

社會經濟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劇疾之變遷；綱紀之說，無所憑

依，不待外來學說之掊擊，而已消沉淪喪於不知覺之間；雖有人焉，強

聒而力持，亦終歸於不可救療之局。

陳寅恪此說雖頗帶社會經濟決定論的色彩，但是如果僅僅用來解釋三綱六

紀的解體，則顯然是有效的。以通常的事理推之，帝制消失之後，君為臣綱之

說自然無所依托，父權與夫權制度崩潰之後，父子、夫婦兩綱也失去了依據。

大家族制度瓦解之後，六紀中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四紀便不免名存實亡；

學校制度變革之後，「師長有尊」的觀念已失去普遍的意義；整個社會結構變遷

之後，朋友之紀也不可能維持「貨則通而不計，共憂患而相救，生不屬，死不

托」那樣高的理想了。

我們在上面討論了傳統倫理秩序的解體與社會經濟制度的變遷密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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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盡出於思想的影響，而且早就始於「五四」之前。但這並不是否認「五四」

在這一方面的巨大作用。根據歷史資料，我們現在可以把這個作用比較具體地

歸納成兩點：第一，十九世紀末葉以來，許多人早已在思想上或實際生活上不

斷衝擊著名教綱常的堤防。由於這些衝擊是個別的、孤立的、斷斷續續的，所

以它們僅造成了一些缺口，整個堤防依然存在。「五四」新思潮的作用則是把這

個堤防全面衝破了。但如果不是堤防已先有缺口，恐怕「五四」的反名教運動

也未必能那麼輕易而迅速地取得成功。第二，「五四」新思潮的另一個重要作用

是使反抗名教綱常完全合法化了。在「五四」以前，反抗名教綱常的事件也時

時有之（事實上，在歷史上也沒有斷過），但反抗者的結果照例是很悲慘的，他

們從此在社會上為人所不齒。「五四」以後則不同了，反抗者所得到的同情遠比

譴責為多，而且同情的一方代表了正流，譴責的一方則成了逆流。以吳虞為

例，他在辛亥之前打傷了父親，被父親控告他忤逆不孝後，官司雖以和解結

束，然而他從此在成都不理於眾口。最後成都教育界更宣布他為「名教罪人」，

並取消了他的教員資格。他祇有倉皇出川了。然而到了「五四」前夕，他在

《新青年》發表了許多批判名教綱常甚至「非孝」的文字，不但不再受責難，

反而贏得了「四川省隻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的稱號。「名教罪人」這時已成

為一個被嘲弄的名詞，再也沒有阻嚇人的力量了。正如傅斯年所說的「名教本

是罪人，哪有不名教的罪人」。中國人的價值觀念已徹底改變了。

「五四」對於名教綱常的衝擊自然是巨大的。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學生

運動爆發以後，半年之內中國便出版了四百種白話報刊。新思潮因此也傳布到

全國各地。中國小學正式有男女同學和大學招收女生也都是在「五四」以後才

開始的。一九二二年全國受高等教育的女子，除教會學校外，已有六六五人。

這是「五四」時代提倡「婦女解放」的一項重要成就。

但是以中國之大，「五四」新思潮究竟衝擊了多少傳統的大家庭，以致導發

了「家庭革命」，則至今還是一個無法回答的問題。首先我們必須指出，首當其

衝的主要是城市中受過教育的中上層社會，包括知識分子和工商階層；其次，

大概靠近交通要道的農村中的鄉紳地主家庭也不免受到波及，如果他們有子女

在城市讀書的話。至於絕大多數不識字的農民，我們還不知道有過受「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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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而發生「家庭革命」的實例。小說家、戲劇家寫暴露大家庭黑暗的作品也

都是以中上層社會為背景。而且即使是中上層的社會，也並不是所有大家庭的

子女都被名教綱常壓迫得喘不過氣來，以致人人都非反叛不可。蕭公權的經驗

提供了一個相反的例子，他的父母都死得很早，但他的成長反而得力於舊式大

家庭的制度。他晚年回憶說：

一個人的性格和習慣一部分（甚至大部分）是在家庭生活當中養成的。

上面提到的尊長和弟兄在不同時間，不同環境，不同方式之下，直接地

或間接地，有意地或無意地，給予我幾十年的「家庭教育」，奠定了我向

學及為人的基礎。五四運動的健將曾經對中國舊式家庭極力攻擊，不留

餘地。傳統家庭誠然有缺點。但我幸運得很，生長在一個比較健全的舊

式家庭裹面。其中雖有不能令人滿意的地方，父母雙亡的我卻得著「擇

善而從」的機會。因此我覺得「新文化」攻擊舊家庭有點過於偏激。人

類的社會組織本來沒有一個是至善盡美的，或者也沒有一個是至醜極惡

的。「新家庭」不盡是天堂，舊家庭也不純是地獄。

這是一個親歷了新舊文化交替的人的持平之論。不用說，「比較健全的舊式

家庭」在「五四」前後依然是存在的。總之，在過渡時代，每個人的早年遭遇

不一樣，因此對於舊式家庭的感受也因人而異。「五四」健將批判舊家庭制度特

別激烈的往往有個人的背景，吳虞即是一例。傅斯年寫〈萬惡之原〉和顧頡剛

寫〈對於舊家庭的感想〉(《新潮》)也都曲折地反映了個人的遭遇。由於祇有

受了委屈的人才會吶喊，而沒有痛苦經驗的人則保持緘默，所以在「五四」時

我們往往祇聽到前者的聲音。我們似乎也不宜把「五四」反名教綱常在實際生

活中所發生的作用估計得過高。「家庭革命」的氾濫，以全中國的範圍來說，恐

怕還是有限度的，雖然它在新文化運動中的主流地位不容置疑。

最後，我願意再舉通俗文化中的一個例子，以說明「五四」綱常批判的影

響並不如一般想像中那樣地無遠弗屆。一九一七年，陳獨秀在北京神州學會講

演，曾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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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社會應用的文字，也還仍舊是君主時代的惡習。城裏人家大門對

聯，用「恩承北闕」、「皇恩浩蕩」字樣的，不在少處。鄉里人家廳堂

上，照例貼一張「天地君親師」的紅紙條。講究的還有一座「天地君親

師」的牌位。這腐舊思想布滿國中。所以我們要誠心鞏固共和國體，非

將這班反對共和的倫理文學等等舊思想，完全洗刷得乾乾淨淨不可。

當時正離袁世凱帝制的失敗不久，而再過兩個月（七月一日）便是張勳的

復辟，所以陳獨秀特別關心民間的舊思想對於國體有不良的影響。其實，天、

地、君、親、師這五個字非常簡單扼要地表現了中國一般人的價值系統。如果

把這五個字僅僅看作是君權的護符，那便不免過於低估它的意義了。吳虞在前

引〈讀荀子書後〉一文中也專門討論過這五個字的起源。他說：

(荀子)〈禮論篇〉曰：「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

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

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故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

禮之三本也……」此實吾國天、地、君、親、師五字牌之所由而立。

吳虞的溯源工作是不錯的，但他的評論仍偏重在君主政體和家庭制度互相

依附上面，而一切歸咎於儒家思想。先師錢賓四先生晚年也談到這五個字。他

說：

天地君親師五字，始見荀子書中。此下兩千年，五字深入人心，常掛口

頭。其在中國文化、中國人生中之意義價值之重大，自可想像。

我覺得錢先生從中國文化、中國人生的傳統上去認取這五個字的意義與價

值，其觀點是較為全面的。記得在錢先生逝世前的兩、三年，有一次在素書樓

談話，他曾問我這五個字連成一句，懸掛在家家戶戶的廳堂上究竟是什麼時候

開始的。我當時說，我還沒有在正式文獻中，包括筆記和小說，發現過這五個

字。不過據我的推測，大概不會太早，應該是在清代才流行的。兩年前我讀

《容肇祖集》，偶然發現容氏所引清初廖燕（一六四四至一七○五年）〈續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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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文中有下面這一段話：

宇宙有五大，師其一也。一曰天；二曰地；三曰君；四曰親；五曰師。

師配天地君而為言，則居其位者，其責任不綦重乎哉！

看廖燕的語氣，天地君親師為宇宙「五大」已是當時流行的觀念，也許其

起源還可上溯到明代。但是從廖燕不厭其煩地順序列舉這五個字的情況來說，

則此五字此時恐尚未普遍在民間懸掛。（參看附錄〈「天地君親師」的起源〉。）

這五個字，兩千多年來深入中國人心中是不成問題的，但是其中君親兩個

字的次序則是有爭論的。依荀子的原文說，先祖應該在先，君師為連類應該在

後。而且據近人研究，從魏晉到南朝這三百多年間，禮家的持論大致都是以父

在君先，一直要到唐初，由於唐太宗的干預，才勉強糾正了過來。但問題尚不

止此，唐代儒家定喪服制度，父仍重於君。可見帝王的權威並不能完全壓住禮

學專家之間的公論。這樣看來，天地君親師五字的決定版大概確實是明清時代

君權空前高漲下的產品，但通兩千餘年以觀，其意義則決不能簡單地解釋成專

為便於帝王專制而設。無論君親的先後怎樣安排，過去中國民間確信宇宙間有

此五大價值。正由於民間接受了這個系統，「五四」時代陳獨秀、吳虞的大聲疾

呼並不能立刻把這個觀念「完全洗刷得乾乾淨淨」。抗日戰爭期間（一九三七至

一九四五年），我在安徽潛山的鄉下住了整整八年，每年正月初一，許多人家都

用紅紙寫五個大字懸掛在中堂上。不過這五個字已換了其一，即「天地國親

師」。這當然是因為民國時代無「君」了。這一字之易象徵了現代化，然而宇宙

五大仍存則說明傳統的價值觀念也不是旦夕之間便能完全轉化過來的。

總的說來，在中國現代史上，「五四」是價值觀念轉變的關鍵時代。這是由

於知識分子自動自發並且有意識有系統地進行了「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巨大

努力。「五四」的知識分子不但徹底衝擊了傳統的價值系統，而且也引進了許多

新的價值，如民主、科學、自由、人權之類。這些新的價值為什麼在七十多年

之後仍然是中國大陸上知識分子追求的目標，我們在這裏已不能討論了。「五

四」以來新價值儘管名目繁多，但從根源上說，都可以歸系到一個中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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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即個人的自作主宰，這是從譚嗣同、梁啟超，到蔡元培、早期的魯迅（如

〈文化偏至論〉，見《全集》第一卷，《墳》，頁三八至五四），和陳獨秀、胡適

等所共同提倡的。然而這決不是說，他們所嚮往的是西方式的個人主義，而置

國家民族的大群於不顧。相反地，他們都是在建立新的群體秩序這一大前提之

下，宣導個性解放、個人 自 主 的 。 中 國 文 化 的 傳 統 本 偏 於 群

體 論 —— 今 天 西 方人稱之為「communitarianism」，與西方近代主流文化

之偏於個體論（individualism）恰成鮮明的對照。「五四」的領袖雖然鼓吹西

方文化，但是由於他們自幼受中國傳統的薰陶，畢竟擺脫不掉那根深柢固的群

體意識。胡適一向被人看作是個人主義者，但是我們祇要一讀他的〈不朽——

我的宗教〉和〈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兩文（都收在《胡適文存》第一集第四

卷），便不能不修改這個流行的誤解。《胡適的日記》第八冊一九二九年四月二

十七日寫道：

傅孟真說：孫中山有許多很腐敗的思想，比我們陳舊多了，但他在安身

立命處卻完全沒有中國傳統的壞習氣，完全是一個新人物。我們的思想

新，信仰新；我們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處，我

們仍舊是傳統的中國人……孟真此論甚中肯。

這是很深刻的自我解剖，其涵義是豐富的。所謂「安身立命之處」即是現

代西方人所說的「終極關懷」(ultimate concem)，也就是價值的根源。

陳獨秀一生尤其負天下重謗，好像他是破壞一切秩序的人。但是他在一九

二一年六月一日出版的《新青年》上發表了一篇〈青年的誤會〉，讓我摘引幾句

在下面：

教學者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現在青年的誤解，也和醉人一

樣……你說不可埋頭讀書，把社會公共問題漠視了，他就終日奔走運

動，把學問拋在九霄雲外。你說婚姻要自由，他就專門把寫情書尋異性

朋友做日常重要的功課。你說要打破偶像，他就連學行值得崇拜的良師

益友也蔑視了。你說學生要有自動的精神，自治的能力，他就不守規律

不受訓練了。你說現在的政治法律不良，他就妄想廢棄一切法律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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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說要脫離家庭壓制，他就拋棄年老無依的母親。你說要提倡社會主

義、共產主義，他就悍然以為大家朋友應該養活他。你說青年要有自尊

底精神，他就目空一切，妄自尊大，不受善言了……長久這樣誤會下

去，大家想想，是青年進步還是退步呢？

這時離他創建中國共產黨祇有一個月了，但我們能說他的意識深處已完全

洗淨了傳統的價值觀念嗎？

從「五四」到一九四九年之間，中國社會上的價值觀念一直在自然的轉化

之中，沒有再發生突破性的變動。但中國在二○、三○年代，先是因西方勢力

（主要是英國）的橫行而激發了民族意識，稍後更由於日本軍國主義的逼迫而

亡國的危機一天比一天深化，群體的存在問題終於淹沒了個體自主的問題。胡

適在一九三三年曾將中國現代的思想發展劃分成兩個階段：從梁啟超到《新青

年》，大致是側重個人的解放；一九二三年以後，中國思想進入「集團主義」

（collectivism）時代，「無論為民族主義運動，或共產革命運動，皆屬於這個

反個人主義的傾向」。胡適以一九二三年為分水線，當然是因為第二年（一九二

四年）便是國民黨改組，「一黨專政」、「統一思想」的格局在中國成立了。一個

以「革命」為藉口的新「名教」已大有繼傳統名教而起的趨勢。

從社會史的觀點看，「五四」以後中國傳統的民間社會正開始向現代的公民

社會轉化，中國人的價值觀念也在隨著這個轉化而不斷地調整。假以時日社會

結構和價值意識之間的互動也許能在中國創造出一個新的局面。這一過程必然

是緩慢的，因為價值意識一方面淵源於傳統，一方面植根於生活的實踐，不是

少數人可以憑空創造而強加於整個杜會的。祇要社會本身有其相對的獨立性─

─相對於國家（state）的權力而言，價值觀念的變遷也自然會找到它自已的軌

跡。

附錄：「天地君親師」的起源

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之後，我隨伯父一家從安慶移居祖籍潛山縣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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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鄉，一直到九年以後（一九四六年夏天），我才重回城市。這九年的鄉居在我

個人的生命史上是一個很重要的階段。我雖然因此而失去了受現代學校教育的

機會，但卻能在前現代的社會和文化中度過童年和少年時代，親身體認到中國

傳統的內在意義。現在回想起來，不能不說是一種特殊的幸運，因為這種直接

從生活體驗中得來的知識，決不是任何書本上可以獲得的。如果我今天對中國

傳統的價值觀念還有一點真切的瞭解，那便是受了這九年鄉居生活之賜。

我這樣說，是因為我的故鄉——潛山官莊——是一個十足的窮鄉僻壤，當

時和現代文化是處於完全隔絕的狀態。我相信我當時所見到的官莊鄉，和一、

兩百年以前的情況並沒有本質上的差異，不過更衰落、更貧困而已。在精神面

貌上，官莊幾乎柑當完整地保持了中國的傳統，這裏沒有新式學校，偶爾有

一、兩處私塾，教的也還是《三字經》、《古文觀止》、《四書》之類的東西。通

俗化的儒、釋、道仍然支配著鄉人的信仰和行為。最具諷刺意味的是陳獨秀這

位「五四」健將是懷寧人，和潛山是緊鄰，但我第一次聽到他的名字是因為有

人說他寫下了「父母有好色之心，無得子之意」這兩句大逆不道的話（這當然

是借用了王充的說法），又曾公開提倡「萬惡孝為首，百行淫為先」。可見城市

知識分子歌頌了幾十年的「五四」新文化根本沒有涉足我們的鄉間。我現在寫

這篇談「天地君親師」的小文，原因便在五十多年前的鄉居時代。

一九三八年的舊曆年，我第一次看見伯父寫大批的紅紙春聯，其中有一條

幅是「天地國親師」五個大字，那是貼在放祖先牌位的廳堂中間牆上的。伯父

又向我解釋，這五個字原來是「天地君親師」，不過現在已沒有皇帝了，所以

「君」字改成了「國」字。這一字之改雖然也透露了一點「現代化」的痕跡，

但整個價值系統的結構顯然原封未動。這五個字正是「五四」前夕陳獨秀所要

徹底剷除的。他說：

一般社會應用的文字，也還仍舊是君主時代的惡習。鄉里人家廳堂上，

照例貼一張「天地君親師」的紅紙條。講究的還有一座「天地君親師」

的牌位。這腐舊思想布滿國中。所以我們要誠心鞏固共和國體，非將這

班反對共和的倫理文學等等舊思想，完全洗刷得乾乾淨淨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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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不準備討論這五個字的文化意義，而願意做一點歷史探源的嘗試，

即「天地君親師」的紅紙條怎樣開始在中國社會上流行起來的。「五四」時代那

位號稱「隻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吳虞，曾對這個問題作過一點溯源的工

作，他在〈讀荀子書後〉中說：

〈禮論篇〉曰：「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

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

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故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

禮之三本也」。此實吾國天、地、君、親、師五字牌之所由而立。

從思想的實質說，天地君親師確已包括在上引《荀子．禮論篇》之中。先

師錢賓四（穆）先生也說：

天地君親師五字，始見荀子書中。此下兩千年，五字深入人心，常掛口

頭。其在中國文化、中國人生中之意義價值之重大，自可想像。

但這還不夠解答這五個字究竟什麼時候才變成紅紙條，貼在廳堂上的。大

概在錢先生逝世前的兩、三年，他也曾在素書樓問過我這個問題。我當時還沒

有注意到文字記載，祇能說：也許不會太早，大概是從清代開始的。經錢先生

這一問，我兒時的記憶一下子復活了，從此我便留心尋找文獻上的根據。但這

像大海撈針一樣，是無從有計劃地搜集的。最近一、兩年內，我在瀏覽文集、

筆記之餘，居然碰到了幾條線索，雖然不完不備，不妨先寫出來，以供有心人

的繼續考索。清初廖燕（一六四四至一七○五年）在《二十七松堂集．卷十

一．續師說》中說：

宇宙有五大，師其一也。一曰天；二曰地；三曰君；四曰親；五曰師。

師配天地君而為言，則居其位者，其責任不綦重乎哉！

我所看到的《二十七松堂集》是日本柏悅堂文久二年（西元一八六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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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本，文末又有魏禮（和公，一六二九至一六八九五年）的評語云：

天地君親師五字為里巷常談，一經妙筆拈出，遂成千古大文至文。

魏檔的評語尤其重要，他指出這五個字是「里巷常談」，可見清初已頗為流

行。則此五字連用不始於清代，也許要上溯至明代。然而我們還是不知道它在

什麼時候寫出來供在廳堂上的。後來我終於在張履祥（一六一一至一六七四

年）的著作中找到了一條明確的證據。張氏《喪祭雜說》云：

家禮祠堂之制則貴賤通得用之。乃吾鄉千百家無一也。……惟家設一廚

曰家堂，或於正寢之旁室置之，或懸之中堂而已……其稍知禮者，則立

一主曰：家堂香火之神，或曰：天地君親師，而以神主置其兩旁。

這就是後來陳獨秀所見到的制度了。據《楊園先生全集》的〈編年詩文

目〉，〈喪祭雜說序〉成於崇楨庚辰十三年(西元一六四○年)，則這個制度至少

在明末已流行。但看張履祥的語氣，還不是家家戶戶都立此五字的牌位或「紅

紙條」的。

我們現在還不能確知「天地君親師」起源的上限，但是我偶然發現了一條

記載，可以證明它不能早於十三世紀中葉。南宋的俞文豹在《吹劍三錄》中

說：

韓文公作《師說》，蓋以師道自任，然其說不過曰：師者所以傳道、授

業、解惑也。愚以為未也。記曰：天生時、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

之，君以正而用之。是師者固與天地君親並立而為五。夫與天地君親並

立而為五，則其為職必非止於傳道、授業、解惑也。

《吹劍三錄》俞序作於淳祐八年戊申(西元一二四八年)，此文所引「記

曰」出於何書尚待考，因為它和荀子之說及《國語．晉語》「民生於三」之說都

不同。但俞氏無疑是最早提出「師」與「天地君親」當並列而為五之一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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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天地君親師」不但未成為制度，而且也還沒有形成「里巷常談」。這是可以

斷言的。

最後，我要補充一句，魏禮說「天地君親師」是「里巷常談」，確是一針見

血的話。這五個字是在民間逐漸發展出來的，而且重點也未必一定放在「君」

上面。俞文豹所特尊的其實是「師」。《水滸傳》宋江在將吃「板刀面」時也

說：「為因為我不敬天地，不孝父母，犯下罪責」（第三十六回，金聖嘆批改

本），便包括「天、地、親」三者。林沖火併王倫之後，要吳用坐第二把交椅，

說「學究先生在此，便請做軍師」，這也是「尊師」的明確表現。可見宇宙五

大，梁山泊已承認其四了。今天無論研究中國的上層文化和民間文化，天地君

親師所代表的價值系統還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余英時，1950-1955 就讀於香港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師從錢穆先生。中

央研究院院士。曾任哈佛、普林斯頓、耶魯等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院長中

文大學副校長。

本文原收錄於《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時報出版，2007 年。本電子檔取

自網絡。

382



摘自余英時《史學與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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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与文明转型

金耀基

1. 从传统到现代的大转型

从清中叶到今天（2014 年），时序上说，是自十九世纪，历经二十世纪，

而进入二十一世纪的跨三个世纪的历史过程。这一百五十多年在中国的历史长

河中虽是短暂的片段，但却是中国一场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它是涉及政治、

经济、军事、教育、思想、文化等各个层面的社会的大转型（societal

transformation）。

中国这个历史剧变，这个社会的大转型是清中叶时，西方帝国主义以武力

叩关，打破天朝中国的“光荣孤立”而掀起的。晚清大臣李鸿章，目睹清王朝

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侵逼下，有大厦倾圮之危，因而有“中国三千年未有之

变局”之言。李鸿章，这位屡签丧权辱国之约的大臣，事实上，可能是十九世

纪中国最大的政治家。他是认识到清王朝所面对的西方列强之挑战是中国历史

上前所未有的，他之“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说法是有历史识见的。当

然，他未必能预见到中国将会是怎样的一个变局。

自鸦片战争迄今一百七十多年，中国的历史之路在前一百年可谓曲折崎

岖，风雨连天。改革与革命交相迭替，内忧外患如影随形。国族的命运时沉时

升，时明时暗，其间有壮丽的艳阳天，也有乌云蔽月的长夜，直到上世纪七〇

年代后，中国的大地上才出现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向上的发展机遇。中国台

湾与香港地区固已与韩国、新加坡跃居亚洲“四小龙”，成为称誉一时的“新

兴工业化区域”；中国大陆于 1978 年标举“改革与开放”的大旗。在“文化大

革命”造成的荒墟上，开启了没有硝烟的新长征，自此国运翻转，换了新天。

到了九〇年代，香港回归，中国大陆已是“世界工厂”；进入二十一世纪，加

入 WTO，中国融入世界，世界亦进入中国，今日中国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 诚然，今日中国虽问题重重，困难如山，但中国的历史之路已走到了一个

满怀远景的新境地。

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中国的历史之路充满挫折与伤痛。一方面，外力之

侵害不绝（如清末西方包括由亚入欧的日本帝国主义之殖民瓜分及民国时期日

本之侵华），大大扭曲了中国正常的发展；另一方面，国内自身的种种负能量

（如军阀之割据、内战等）也使国族陷于长期的劫难。但是，自洋务自强运动

以来，维新改革以及清末新政、辛亥共和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北伐、抗

日、共产党建国、1949 年后国民党在台湾推行经建与宪政民主、1978 年大陆改

革开放拨开“文革”的阴霾，推动“四个现代化”，中国始终有一股正能量，

在种种 逆境中，百折不回、有方向性的往前发展，这一股历史的正能量就是中

国断断续续、绵延不绝的中国现代化运动。正是这个一百五十年的中国现代化

运动，造成了中国的巨大的“社会转型”，而这个社会转型事实上是中国文明

的转型，由一个前现代的农业文明转向一个现代的工业文明。这个中国现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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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文明与三千年来传统的农业文明，在 经济、政治、教育、学术文化等各个

领域都出现了新的面貌。从长远的历史来看，这确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1966 年，我在台湾出版《从传统到现代》，此书主题意在诠释中国现代化

是一个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运动，也即是从一个“前现代

文明”走向“现代文明”的“文明转型”。2004 年，我在香港出版《中国的现

代转向》。两书前后相隔三十八年，我已由三十一岁的壮年进入“古稀”之

年，在这三十八年中，我对中国现代化的理解固有增长，而中国，特别是中国

大陆，则更在现代化的快速道上，但是我对中国现代化的基本看法是前后一贯

的，并没有像梁启超“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挑战”。两书最不同的是前书着重

“时间”（或历史）视角来看中国从“传统”到“现代”中展现的“现代

性”，后书则着重“空间”视角来看中国现代化在全球化中展现的“中国

性”。在这里我想特别指出：

（一）《从传统到现代》的现代化运动，讲到深处，是中国的文明转型，

即由一传统（农业）文明转为现代（工业）文明。在这转型中，“传统”绝非

与“现代”是二元对立的，现代化绝不是推倒一切传统。 事实上，传统是一复

杂体，在现代化过程中，有些传统是会被淘汰的，但有些传统则会转化，并可

转化为现代化的正能量，即传统非但无碍于现代化，反而可以促进、丰富现代

化。故我在 1979 年写过一篇 《没有“没有传统的现代化”》的文字（此原为

何怀硕《艺术、文学、人生》一书之序）。诚然，只有有传统的国家，现代化

才能真正精彩。事实上，经验证明，有些前现代文明的传统，不但可以在“现

代文明”中存活，而且可以强化、丰富“现代文明”的内容。在今日中国，国

画、书法、京戏、昆曲都是例子。余光中先生的新诗之所以有如许魅力，是因

为它有汉魂唐魄，是因为他承继了诗（经）、骚（离骚）开展的文学（特别是

诗学）的传统。在这里，我想指出，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有积极意识的批判传统

文化的运动，它批判的核心是传统的经学，而不是传统的文学。

（二）上世纪七〇年代以来新一波的全球化风起云涌，在世界范围内，有

些弱文化传统的国家，真的被“平化”，失去了本身的文化性格。费孝通先生

晚年关怀最切的问题是在全球化下，中国文化（或其他文化）如何自主存在，

以及不同文化的人如何在“地球村”和平相处，并提出“文化自觉”的观念。

费先生去世后，我于 2007 年在北京大学“费孝通先生纪念讲座”发表了《文化

自觉、全球化与中国现代性之构建》的讲演。我认为全球化（globalization）

真正展现的文化现象 是“全球本地化”（glocalization），此一词是英国社

会学者罗伯逊 （R.Robertson）所创。新一波的全球化之所以是一个遍及全球

的文化现象，根本的原因是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已出现了一个“全球现代

化”。中国的现代化（特别是经济的现代化）使中国与世界先进社会有 了更多

交流与接轨。在全球化的文化领域，诚然有一“同质性”的趋势，我们从各国

大城市中衣、食、住、行的文化类同现象可以看得很清楚，但这里，我们更看

到“全球”与“地方”（local）的辩证关系。全球化的真实情形并不是“全

球”淹没了“地方”，反是激发了地方（民族）文化。事实上，在全球化大潮

下，中国的民族文化反而更自觉地焕发生命力。所以，现代性问题涉及传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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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两者之关系。在前者，我曾说“没有‘没有传统的现代化’”；在后者，

我要说，“没有‘没有地方的全球化’”。

2. 中国现代化与文明转型的三个主旋律

中国现代化促成了中国文明的转型，这个转型涉及中国文明的几个方面与

层次。我在《从传统到现代》一书中指出的三个层次是：

（1）器物技能层次的现代化；

（2）制度层次的现代化；

（3）思想行为层次的现代化。

近年，我提出中国现代化的三个主旋律，也是中国文明转型的三个主旋

律；这是我从中国一百五十年现代化的历史经验中抽绎出来的理论性表述。当

然，这也是循着我 1966 年发展的中国现代的三个层次的进一步发展。

（一）第一个主旋律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这是中国工业化的故事，

也是中国现代化和文明转型的基础，即中国由一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今

天已有信息工业或所谓“第三波工业革命”，但仍属于工业文明。）中国过去

有工艺制作（陶艺足为杰出代表）但无工业生产。十八世纪的西欧（特别是英

国）将科学知识应用于生产技术， 因而有工业革命之发生。工业革命是历史上

改变人类文明性格最大的 力量。中国的工业化不是内发的，而是外力逼出来

的。中国之走上工业化的第一步是鸦片战争清廷失败后，曾（国藩）、左（宗

棠）、李（鸿章）发动的洋务自强运动。国人当时自觉到中国之所以败，之所

以不如西方实在科技，即是在枪炮船舰，自强之道必须学夷之技，故而以“开

铁矿、制船炮”为洋务之首要。这可以说是中国的国防和军事工业化的开始。

当然，洋务也不限于国防军事。事实上，官方与民间在多方面都展开了基本的

工业化，如电灯、电话、铁路等都次第兴建。

我们知道，洋务运动在甲午战争中是证明失败了，那是说中国第一轮的军

事现代化是失败了，但由洋务自强运动带动的工业化却在中国土地上渐次生

根。应该指出的是，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虽是艰苦崎岖的，百年来，国难频频，

1912 年共和建国后，即有军阀之割据、日本之侵华，无不阻滞了本国工业化之

步伐。抗日胜利后，又起国共内战。中共建国后，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虽取

得可观成绩，但之后 的“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却长期地扭曲了中国工

业化之路，上世纪八〇年代形势丕变，香港、台湾跃升为亚洲“小龙”，成为

最成功的新兴工业社会，而 1978 年中国大陆乾坤翻转，在改革、开放大纛下，

全力推行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现代化，到了九〇年代后期，中国工业化之快

速发展，使中国成为全球经济中的“世界工厂”，进入二十一世纪初叶，中国

且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也因此急速地处于一个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

大转型的过程中。

中国百年的现代化，其中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便是主旋律之一，这是

中国由一农业型文明转向工业型文明的基础。此一转型使中 国文明出现了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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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目。中国三千年来，朝代更替，不知凡几，但无论秦汉、隋唐以至宋元、明

清，也不论是盛世或衰世，始始终终是一农业文明。而自十九世纪末，历经二

十世纪，再到今日的二十一世纪，中国已一步步转型为一工业文明，这是中国

三千年来前未曾有之大变局。

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中，社会的物质世界发生了变化，传统的价

值世界也发生了变化。人的生、老、病、死，日常的衣、食、住、行，都有了

变化。简言之，今天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生存形态与百年前的中国人已有根本

性的转变。诚然，生于工业文明的人，对时间、空间都有了新的感受，甚至在

人生观、生死观（今天人的预 期寿命较农业社会时已不止多出一倍有余），宇

宙观都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

中国现代化的主旋律之一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这里我需要指出，我

说的是“主旋律”，而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还有它的“次旋律”。在

世界范围内，各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有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有奉社

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的，也还有其他二者结合模式的，这些都是“次旋律”。

1991 年，苏联崩解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路已遭顿挫，今日因中国大陆标举

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已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毫无疑

问，工业化的不同“次旋律”会影响工业文明的性格，中国正处在塑造的工业

文明的过程中， 其“次旋律”仍在不断摸索与调整中，譬如如何从专注于 GDP

之增长转向对生态环保之重视而求平衡与可持续的发展等等。打造一个良好的

工业文明的秩序，可以说是中国三千年来第一桩新工程也。

（二）第二个主旋律是从专制到共和，这是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秩序之演变

的主旋律、主方向。甲午战败，中国有识之士知道中国欲求富强，不能仅靠军

工技器之现代化便可以奏功，而必须在政治与教育 等制度上有所变革。此所以

有康梁之维新变法的现代化运动。维新变法之重点在建立英国式的君主立宪，

这多少是仿日本明治维新之意，但可憾此一政制上的维新变法遭到以慈禧太后

为中心的清廷旧势力的箝制与迫害，结果“六君子”遇难，而康梁远去日本。

（“六君子”之一谭嗣同有“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绝命诗。

“两昆仑”即指康有为、梁启超也）。维新变法失败，即是清朝体制内的革新

自救之路的断裂，亦因此最后有体制外孙中山领导的 1911 年辛亥革命的发生。

辛亥革命，推翻清皇朝，也是结束了数千年的一家一姓的“私天下”的局面，

开启了“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的“公天下”的新局面，从此中国是“没有皇

帝的中国”。按孙中山的说法，亿万的中国人民老百姓都是皇帝了。其实，这

就是“主权在民”的意思。在这个意义上，这也是中国数千年未有的变局。

1911 年的辛亥起义，帝制是覆亡了，共和也诞生了。但共和民主的建国一

开始就几乎夭折了，前后有袁世凯的称帝（弃民国的大总统而就洪宪帝位）、

张勋的复辟，及军阀的割据称雄。共和革命是成功了，但共和民主的权威

（authority，权威是指有治理正当性的权力）却并不能树立起来，长时间里，

中国始终不能摆脱“强人政治”的阴影 （强人政治所凭借者是权力

（power），而非权威）。法治（rule of law）不彰，真正之民主亦因而无所

依托。不过，百年来，由帝制到共和的政治现代化的主旋律是无可改变的。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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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范围看，世界的潮流是“从帝国到民族国家”
1
，是“从国王到人民”

2
。孙

中山的共和革命毕 竟是合乎世界潮流的，中国的新知识阶层亦已接受这个观

念，新文化运动标举的两个口号，即是“民主”与“科学”。这在中国也产生

了启蒙的作用。值得指出者，在中国现代百年的政治舞台上，主角是两个革命

政党，即是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极有意思的是，1912 年中国同盟会（中

国国民党前身）创建的是“中华民国”（Republic of China），而 1949 年中

国共产党建立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两

者皆是以共和民主为建国之精神与鹄的。但两者又都是革命政党，并且都有不

同程度的列宁式政党的性格，亦因此都是以党建国、以党治国，这就是“党

国”体系（party state）。中国三千年来，“家国”是文学的最大想象，到了

二十世纪，在许多中国政治人的字汇中，“家国”已为“党国”所替换了。

“党国”体系是中国二十世纪政治中的新生事物。中国国民党，自中山先

生去世后，其领导权就逐渐落在蒋介石身上，他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但是，

在政治建设上，终其一生，还没有完成共和民主之建国理念。事实上，蒋介石

一直是穿着戎装的军人，也一直不脱军事独裁的风格。孙中山政治发展三阶段

的理论（即军政、训政、宪政），严格言之，蒋介石一生事业只停留在“军

政”与“训政”的阶段，而未真正走上“宪政”阶段。抗日胜利后，未几国共

内战爆发，蒋介石从来就认为清除中共是国家政治建设的前提。当然，他没有

成功。1949 年，国民党已全面溃败，蒋介石仓皇离庙，退守孤岛台湾。历史的

发展常出意表，蒋介石在台湾，痛定思痛，改造党国；韩战之爆发，更重得美

国之协防，在台的“中华民国”在一安定的环境中，启动了被誉为“最成功的

土地改革”，并着力于以工业化为主调的经济建设，七〇年代后台湾地区已经

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成为辉煌的新兴的工业经济体。八〇年代，在蒋经国

主政时期，更以最大的勇气与智慧走上民主之路， 进入孙中山“革命建国”的

“宪政”阶段。自此，国民党由革命政党转身为正常政党，它曾失去执政地

位，而又通过选举赢回执政之权，台湾地区已在和平合法的过程中经历了政党

轮替。在一定的意义上，台湾地区已将民主之理念变为民主的制度了，这是一

件中国政治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这显示中国的百年来由帝制到共和之路是

走得通的，这也显示中国现代政治的文明的秩序已经在中国的大地出现。诚

然，台湾的政治现代化远远不够完善，它始终被“民粹”“族群”所折腾、扭

曲，而与民主密不可分的法治，则显然未臻成熟，这都是台湾在民主发展上所

面对的问题。

中国大陆的民主之路，不会是台湾之路，更不会循西方自由主义的民主之

路。李光耀非常直率地说：“不，中国不会变成一个自由主义的民主，如果它

变了，它会崩溃。”
3
李光耀的说法未必是危言耸听，以中国幅员之大，人员

之众，人民种族之复杂（有五十六个民族）， 社会经济、教育条件之差异，实

行西方（特别是美国）的自由主义的民主风险之高，是极难承受的。但是，为

1 Rupert Emerson，from Empireto Nation（Boston：Beacon Press，1960）
2 Reinhard Bendix，Kings or People Power and the Mandate to Rule（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他指出国家统治权的合法之正当性从国王身上转到了人民身上。
3 Graham Allison，Robert D.Blackwill and Ali Wyne，Lee Kuan Yew：The Grand Master’s Insights on
China，the United States，and the World（Cambridge，MA：The MIT Press，2012），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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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有一个长治久安的政治文明，中国不能不思考寻求一条实践共和民主之建国

理念的道路。的确，民主理念的实践，中国可以有，也必然是自己的道路。可

是，不论是什么样的民主实践之路，民主所涵有的内容元素，如人之主体性、

人之尊严与价值、人之“天赋权利”（各种基本自由），必须是民主实践的目

标。因此，为了实现民主所涵的内容元素，在中国的现有体系格局下，民主的

实践可以“党内的民主化”为第一步，也可以从强化完善现有的代表机制（特

别是人民代表大会）着手，使其有真实的代表性、民主性。而在中国大陆，可

能最有实际意义的改革是从法治（包括司法独立）之独立与完善上落力、落

实。香港的经验显示，法治是通向自由最真实之路，也是实现民主所涵内容元

素最必要之路。在此必须指出，“法治”（rule of law）不是“法制”。法律

之前，人人平等；法律之内，人人自由。它独立于党之外，它不应只是党国用

来治 理社会之良政，真正的法治应是体现宪政、民主必要的一环。总之， 百

年来从帝制走向共和是一条不归之路，中国的现代化建构的现代文明秩序中，

政治的文明是不能缺位的。

（三）第三个主旋律是从经学到科学。中国自汉代汉武帝独尊儒学后，儒

学的“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成为

读书人必读之书，亦即是“五经”（《乐》经已遗失），到宋代朱熹又从《礼

记》中选出《大学》与《中庸》，加上《论语》《孟子》，独立为“四书”。

自此之后“四书”与“五经”共为中国有神圣性的经典，亦即是中国学术思想

核心；自汉代以来的高等教育机构（太学及其后的国子监）所研读的，或自隋

以来科举所考试的，均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

史》一书中，指出自汉至清末二千年是中国的“经学时代”，这个说法是很正

确的。中国学术与教育的现代化，从经验的发展情势看，是经学转变到科学，

这是中国现代化的第三个主旋律，也可说是最根本性的。

科学之进入中国的教育体系是以“西学”的身份过来的，更确切地说，中

国的现代教育体系是“西化”的，即是仿西方而建立的。1862 年，清廷开设京

师同文馆，同文馆以培养西文人才为主，但亦要学生学习格致、制器之学，李

鸿章还曾计划在同文馆内设“科学馆”，但未成功。不过，自 1870 年后中国开

始有传授西方学术的学校，
4
最有代表性的是 1898 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就设

立了格致（科学）之学、农学、商学学科。的确，最有划时代意义的是 1905 年

清廷下诏“废科举，设学校”，可以说这是中国学术文化的巨变。自此以经学

立身的传统士大夫阶层走下了历史舞台，代而兴起的则是以科学为主的逐步普

及的 知识阶层。1911 年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蔡元培颁

“大学令”，正式废除经学。在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经学被废止，并不是经学

在教育中消失了，因为经学中有些内容已归入到“现代”学术体系中的文科中

之个别学系，如“诗经”之入“文学”、“春秋”之入“历史学”、“易经”

之入“哲学”。所以，废止经学并不是把经学完全清除，而是把经学作为一整

体的学术体系废止，把经学作为一神圣的经典地位颠覆。今日经学部分内容已

并入现代学术体系（特别是文科），应指出者，经学不再是学子的“信仰”系

统，而是作为学子研究的对象了。

4 许倬云：《万古江河》，台北：汉声出版公司，2006 年，第 4—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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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现代大学，不是经太学、国子监延续下来的，而是从欧洲（特别是德

国）横向地移植过来的。十九世纪的德国把欧洲中古以来以神学为核心的大学

彻底地改变。它把科学研究与创新知识作为现代大学的首要任务，也因此把中

古大学以神学（圣经）为核心的教育改变，它把神学边缘化，大学的精神特质

（ethos）不再是“信仰”，而是“理性”了。蔡元培说，中国的第一间国立大

学——北京大学——之取消经学（首任北大校长严复，他把经学部分内容并入

“文科”），正如德国大学之取消神学一样。事实上，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

初，科 学堂堂正正地成为德国现代大学与中国现代大学的核心。1919 年五四

新文化运动，揭橥“科学”与“民主”二大旗号，实是指为中国的政治现代 化

与学术教育现代化开拓的二大新天地。这也是我四十多年来书写中国现代化所

用心措意之所在。

科学早在中西文明中存在，但现代的科学则是十七世纪欧洲的“科学革

命”带来的产物。传统中国曾有了不得的工艺成就，也就是科学与技术的成

就。明代永乐大帝时，中国的成就（单指郑和下西洋之船队规模与设施而言）

可能居世界领先的地位，这方面英国的李约瑟 （Joseph Needham）所编著的数

十册《中国科学技术史》已经绝对证明了。但无可怀疑地，中国没有出现欧洲

的“科学革命”（这也就是“李约瑟难题”），也因此现代的科学的发生与中

国是无缘的。无疑的，欧洲“科学革命”是以牛顿为最主要的创始者，英国大

诗人蒲柏（A.Pope） 在牛顿的墓志铭中说：“大自然，暨其规律为夜幕所掩，

上帝命牛顿出世，天地遂大放光明。”
5

科学适用于生产时，变成了科技，促成了十八、十九世纪英国成为第一个

工业化国家，自此，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今日的科技文明即为工业文明之延

续） 。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的罗素（B.Russell）有两句话（我记得

这是他在《科学对社会的影响》一书中所写的）很能说明科学、技术的意义与

能量，他说：“科学使我们能够理解这个世界，科技（technology）使我们能

够改变这个世界。”英国二十世纪初叶的哲学家怀海德（A.N.Whitehead）有一

句话一样令人深省难忘，他说：“有了科学，才有近代世界。”
6

中国第一位接触到西方现代科学的是晚明（十六、十七世纪）的徐光启。

徐光启遇到耶稣会的传教士利玛窦，1607 年他与利玛窦合译 《几何原本》。

他说此书“举世无人不当学”，但他的意见对当时中国经学的读书人没有丝毫

影响，徒增讥嘲。

1793 年，已开始工业化的英国，寻求海外贸易，派了马嘎尔尼伯爵

（George Macartney）见到了年老的乾隆皇帝，他发现乾隆对西方文明（已经

是一工业文明）的新奇之物不感兴趣，他写道：“显然，过去对科学的喜好，

现今已不在……无知的中国人已经失去与抛弃了科学。”弗格森（Niall

Ferguson）说：“中国曾经是创新发明的故乡，现在却沦落为平庸的国度。”
7

5 陈方正：《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北京：三联书店，2009 年，扉页。
6 陈乐民：《欧洲与中国》，北京：三联书店，2004 年，第 25 页。
7 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文明：决定人类走向的六大杀手级 Apps》（Civilization：
The West and the Rest），黄煜文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公司，2012年，第 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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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尼克松一起敲开中美建交大门的基辛格博士在他最近《论中国》一书中

说：“马嘎尔尼带去的礼物，包括望远镜、四轮马车、镶钻的手表，还有热气

球，旨在显示工业化的好处，但中国皇帝却把他的礼物当做贡品。”
8
当马嘎

尔尼离开中国时，对中国是一个“不祥之 兆”，他说：“两艘英国军舰足以对

付帝国全部的海军力量……无需个把月，即可摧毁沿海的所有航运。”
9

到了 1840 年，英国对中国发动了可耻的鸦片战争，这是中国大变局之始，

也是中国被迫进入到一个由英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

鸦片战争后，曾、李的洋务自强运动，是以军事与国防现代化为核心的，

但也开启了教育现代化之门。英使马嘎尼尔 1793 年说中国已“抛弃了科学”，

1840 年鸦片战争后，清廷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策略下，展开了兵工武器

之制造，同时，也在实用主义的驱动下，在教育上推动研习制器之学，亦即数

学、天文、物理、化学、地质等学科，1905 年“废科举，设学校”之后，从小

学、中学到大学的现代教育体制已蔚然成形，在高等教育中，传统的经学位置

也让渡到科学。

1909 年，全国已有 123 所官办的高等院校，学生总数达 22000 人。 史学

家许倬云说，这个数字已超过全国举人以上有功名的人数了。
10

民国成立到抗日战争，近半个世纪中，虽然内乱外患不止，但中国的现代

教育在战火中坚苦成长，大学的学脉始终不断，而科学教育更有长足进步。国

人中第一位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说，“在 1900 年， 我想没有一个中国

人懂微积分……到了 1938 年，西南联大的教学水准已经达到了世界级”。
11

上世纪 80 年代，台湾列为亚洲四个新兴的工业社会，反映了台湾的科技教

育已达到一定的水平；1978 年，中国大陆开始快速现代化，90 年代末，大陆已

成为“世界工厂”。至于今日“两弹一星”所显示的科技成就较之洋务自强运

动时的第一波军事国防现代化，真是不可以道里计了。今天中国大陆的大学已

有 1500 所，科研的从业人员已是以万计的大队伍了。尼尔·弗格森指出，1995

年以来，中国发明获得新专利数量已成长为原来的 29 倍，他说：“这是东方崛

起的一项表征。”
12

这至少部分地说明，百年来，中国的科学已大盛，中国的“科学文化”也

已渐次成熟，而推其因，主要的动力是在教育，特别是大学（包括军事学

校）。

8 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论中国》（On China），第二版，胡利平等译，北京：中

信出版社，2012 年。
9 基辛格：《论中国》，第 37 页。
10 许倬云：《万古江河》，第 416 页。
11 杨振宁：《中国文化与科学》，收入陆挺、徐宏主编：《人文通识讲演录：人文教育卷》，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 年，第 217—218 页。
12 见尼尔·弗格森：《文明》一书，第 3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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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丁（K.Boulding）在其《二十世纪的意义》（The Meaning of the 20th

Century：The Great Transition，1964）一书中指出二十世纪是人类社会的大

转型，最突出的是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大发展。他的观点是：

科学之所以取得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的最大发展，是因为科学不像以前基本上是

业余爱好者的研究对象，而已成为社会重要的组织部分，科学已是由全职的专

业者从事钻研探索的工作。在这里，我想指出，鲍丁的观点之最合理的注解应

该是：科学之在二十世纪取得史无前例的发展，是由于现代大学的制度设计。

鲍丁之书出版于二十世纪六〇年代，其实此后半个世纪，现代大学、特别是研

究型大学，已成为社会的中心制度，更成为科技知识的发展中心。中国百年的

大学基本上是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大学接轨的，科学在中国也因现代大学之成长

而成长，中国的经学时代也转进到科学时代。无可置疑，这是中国学术与教育

的现代化的最大表征。事实上，科学也是中 国新工业文明的基石，而科学文化

也成为中国现代文明中新文化的核心组成。当然，它也丰富、扩大了中国的传

统文化。

3. 中国现代化的终极愿景

上面我讲解了中国现代化的三个主旋律。这三个主旋律已促动了中国的传

统文明在器物技能层次、制度层次及思想行为层次的变化。 从十九世纪中叶

到二十一世纪初叶的一百五十年中，中国现代化已在 很大程度上完成了中国

的“文明转型”。根本性地说，中国已经由一个农业文明转为工业文明。

在 2013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为我出版了名为《中国现代化的终极愿景》的

自选集，在这本书里，我指出中国现代化的终极愿景不止是 中国的富强，而是

要缔建一个“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应该包括三

方面的内涵，即：

（1）一个有社会公义性的可持续发展的工业文明秩序；

（2）一个彰显共和民主的政治秩序；

（3）一个具理性精神（非只限于科学）的学术文化秩序。

现代文明与古代文明或任何文明一样，都应具有真、善、美的三大范畴，

虽然有的文明突显了“美”的范畴，如西方文艺复兴时代（中国的唐代亦近

似），而现代文明则无疑突显了“真”的范畴，因现代的工业文明是以求

“真”的科技为核心的，故可以是“科技文明”。科学是有普遍性的，故科技

文明，不论东方西方，都有“共性”。今天现代化达到一定程度的国家，人们

的日常生活方式，衣、食、住、行都有相当 的近似性。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

认，在世界范围中，众多的民族国 家，尽管都已是工业社会，但却显露具有

“特性”的现代文明，以亚洲而言，日本是一例，正在上升的中国亦是一例。

各个现代文明之间之 所以有“共性”之外的“特性”，讲到底，是民族国家有

“共性”的“科学文化”外，还有个别有“特性”的“民族文化”。在现代的

工业文明中，人们的生活方式虽趋同一，但透过生活的表层看，从人们的生活

情调到生命的意义结构，皆有不同。这就涉及价值观与审美观的文化的深层领

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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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讨论中国的现代化的三个主旋律中，指出第三个主旋律是从经学到科

学，这个转变可以从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来考察。传统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是

汉代的“太学”，现代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是“大学”，从太学到大学就是从

经学到科学的转变。太学（后称国子监）以经学为核心，是过去教化的重镇；

大学则以科学为核心，更是中国社会中传承旧文明与缔建新文明的学术与教育

的中心机构。现代大学无疑对中国的现代化发挥了巨大的动能，它是国家硬实

力与软实力的最重要的源泉。可是，无可讳言，今日大学的理念与鹄的与传统

的太学已大异，大家耳熟能详，视为天经地义的“大学之道”也早已变了。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求“至善”是最高理想，而

今因科学为大学之核心内涵，大学之道已变为“在明明理（科学之原理），在

新知（求创新知识），在止于至真”了。也即是以求“至真”为最高理想了。

当然，求“真”是一伟大的文化理想，不但没有错，还应坚持发扬；我更要

说，科学是中国进入现代文明的最根源力量，但是，求“真”不应取代求

“善”，求真与求善是可以并行不悖的，有时更可相辅相成，更为完美。求

“至善”事实上是西方《圣经》与中国“四书五经”的最高愿想，百年来，

《圣经》与经学在西方与中国的大学中退位了。因之，今日大学在“知识教

育”上极有成就，但“价值教育”却没有位置。我个人认为大学作为一个缔建

新文明的重地，除了求真的科学知识与教育固然必须有，但求善求美的知识与

教育亦绝不可偏缺。在这个意义上，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所讲的“伦理学”和广

义的人文学（以求善求美为鹄的学问）应该与科学在大学的知识谱系中占同席

的位置。关于人文价值的问题，我就留到明天的座谈会上讲了。谢谢！

此文是由 2014 年 3 月 12 日在台湾高雄中山大学“余光中人文讲座”之演讲增

修而成。

本文原收录于金耀基《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2016，广州：广东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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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史观的合理遗产

——围绕中国妇女史研究的讨论

宋少鹏

反思五四妇女史观

十年前，曾有一位美国的中国妇女史学者问我，1919 年为反抗父母包办婚

姻，在花轿里刎颈自杀的长沙赵五贞女士有没有主体性？瞬间把我问住了，不

知如何作答。赵五贞事件是近代妇女之死中非常著名的事件之一。赵五贞，长

沙南阳街眼镜作坊赵某之女，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许配给年长自己许多的吴

姓商人为继室。花轿到吴家门口时，媒人掀开轿帘，发现其自杀。赵五贞之死

引起了湖南媒体的极大关注，发酵成声讨传统婚制、支持自由恋爱的新文化运

动的强大舆论，青年毛泽东就此事在报章连发九篇文章参与讨论。赵五贞，也

成为了五四妇女史中传统父权制和旧婚制的受害者。

在时人的讨论中，虽然其间兼杂着对于赵五贞有无人格的讨论，即，自杀

是其自由意志的体现还是一种消极行为，多少包含着对其主体性的猜测。但

是，当时舆论矛头基本是指向“环境”，即旧制度，正如毛泽东所言“环境杀

人”、“非自杀”，社会、母家、夫家的“三角形铁网”“逼著他（她）求

死”。即使批评赵女士不够自强自立、自杀过于消极的论者，但这种批评也是

朝向未来的，鼓励女性人格独立，应该运用积极的方法，比如“自由恋爱”或

是“逃亡”的方法来反抗旧制度，而不应“自暴自弃”。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

舆论中，不管赵五贞是寻求女界解放的急先锋，抑或是“万恶旧社会”的牺牲

者，她的死终究是父权制杀人的典型案例。五四妇女史观中，人们首要关注的

不是赵五贞的个人“主体性”，而是急需改变的“旧制度”。

美国学者与我讨论赵五贞的主体性，映射的是中国妇女史研究中出现的对

于女性主体性追寻的风潮。相对的是对妇女作为被动受害者的五四妇女史观的

质疑，甚至搁置。2005 年台湾近代史研究所的《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年

刊）推出了一期“跨界的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专号（第 13 期），分别对于我

国台湾、香港和大陆、美国等地区的近代妇女史研究，以及明代和清代妇女近

代史的研究进行回顾性综述。妇女史家、中研院近史所的游鉴明在为该专号所

撰写的《导言》中发现不同地区和不同断代史的“学者的观察与反思有不少是

相互交会的”，概括这五篇综论“除了都表明史料的运用走向多元，研究议题

不断的推陈出新之外”，最明显的共性是“从女性主体出发的讨论，呈现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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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还原女性丰富多彩的生活样貌，是当前妇女史研究的主要趋势”，并直

言“这多少受到高彦颐反对“女性是被压迫”的震撼论调所激发”。

高彦颐（Dorothy Ko），享有盛誉的美国明清妇女史专家，是中国妇女史

领域一位思想型的领军学者。1994 年她发表了《闺塾师》，[1]在绪论中开宗

名义，批评了“五四妇女史观”把传统社会的妇女塑造成了僵化的“受害者”

的刻板形象。高彦颐认为封建的、父权的、压迫的“中国传统”和“受压迫的

受害者”的传统妇女形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共产主义革命和西方女权主义学

说共同作用的“非历史的发明”，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创造物。在晚清到五四新

文化时期，受压迫的封建女性形象是旧中国落后的缩影，被赋予强烈的民族主

义感情，开始把象征符号制造成了不可置疑的历史真实。而悲惨的传统妇女的

五四形象，又被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政治所利用和强化，因为没有生活在暗

无天日的压迫之中的传统妇女，所谓的妇女解放运动就无从说起。而没有解放

运动，就无法建构起一幅现代的新中国的蓝图。于是，一个政治象征符号变成

了真实的历史经验。高彦颐质问“封建社会尽是祥林嫂吗”？她呼吁历史学家

对五四文化遗产进行反思，从五四妇女史观再出发，让社会性别成为分析中国

历史的一个有效范畴。在高彦颐的理论图景中，社会性别范式成为了五四妇女

史观，或者说“压迫—解放”革命范式的替代性范式。

美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中，1990 年代以来出现了以高彦颐研究为代表的

“社会性别范式”转向，是因为“妇女添加史”——把妇女加进来搅一搅——

的研究范式陷入了瓶颈。贺萧（Gail Hershatter）和王政总结了始于 1970 年

代的“妇女添加史”的三条主要研究路径，一条路径是以妇女为中心的中国亲

属制度；一条路径是回答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究竟对妇女是好还是不好这个问

题，来对 20 世纪的这场革命作出评价；第三条路径是发轫于 1980 年代的“让

隐形的历史主体显形”的学术努力，利用新开放的图书档案资料，把妇女写入

主要沿海城市的劳工史，以及在早期版本中对女党员没有充分介绍的中共党

史。

添加史的研究范式“作为一种学术实践虽然没有耗尽其活力，但在概念上

却走入了死胡同”。[2]这些研究成果虽然重视妇女，希望把妇女带入中国学领

域，但它们并未检视学界里早已存在的一些关键假设。所谓的关键假设，就是

高彦颐对于五四妇女观的核心批评：同质化非历史的“妇女”和“传统”。第

一，“妇女”是超阶级、超地域、跨时空的一元化的非历史存在；第二，把儒

家典籍中关于男尊女卑的理念和规范当成普遍的生活经验。被这两种无意识的

预设所支配的历史想象中，20 世纪前的帝制中国就成了压迫妇女的一成不变的

“传统中国”，妇女在漫长的父权历史中一直处于从属地位、担当被支配者的

被动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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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斯科特（Joan Scott）的《社会性别：一个有效的历史分析范畴》一

文的问世，推动了欧美妇女史的研究从“添加妇女”转向关注“社会性别”的

研究范式。[3]斯科特的社会性别概念实质上是一个分析框架，分成两部分：第

一，社会性别是各类社会关系的构成性元素（constitutive element of

social relationship），可具化为文化符号、规范性概念、政治社会体制和主

体性身份，既相互联系又可独立分析的四个部分；第二，她把社会性别视为表

意权力关系的基本方式。斯科特的这个分析框架，使妇女史研究走出了“妇

女”本身，也跳出男女二元对立的思维局限，大大拓展了研究空间，近乎可以

进入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和一切历史过程。就像 1992 年哈佛大学召开的会议中

极具野心的研究计划的命名——Engendering China，其是希望把社会性别带入

中国研究的所有领域。[4]这次会议被贺萧认为是拓展斯科特开启的新研究方向

的一次重要时刻，也有大陆学者参与这次会议，烙印也留在了大陆的妇女/性别

研究中。

斯科特的分析框架催生了英语世界中的大量研究成果，也给中国妇女史研

究“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影响”，[5]这个影响几乎渗透在从远古到当代的所有时

段的中国研究中。高彦颐在《闺塾师》中明确提出借用斯科特社会性别框架中

的后三个维度来呈现明末清初的江南才女：儒学典籍中有关社会性别的规范性

概念；亲属制度和教育在建构社会性别方面的作用；17 世纪上流妇女在她们的

写作中展露出来的主体身份认同。古代史中，也有学者关注女性的身体实践

（如缠足）、写作、空间安排（婚嫁仪式、家内空间）、妇女美德（贞操）、

劳作、法律制度、医学、宗教等，因为这些领域和实践不仅对于妇女自己的主

体身份认同密切相关，也对性别制度、文化传承、家庭生计、文化精英阶层的

存在、国家和社区的治理密切相关。

斯科特第二个分析层面，社会性别与权力的关系，特别是与政治权力的关

系，与儒家秩序中的观念和政治运作非常契合，比如，夫—妻关系与君—臣关

系之间的隐喻、妇女的贞操与士子忠诚之间的类比，国家对于女子美德（贞

操）的表彰。面对 19 世纪以来西方对中国的强大压力，社会性别范式也突破了

“冲突—反应”的传统分析模式，把性别嵌入其中，除了看到女性在面对强势

西方和思索中国社会近代转型中的积极作用，如女留学生、女革命者。社会性

别也渗透在“传统”与“现代”的想象/话语之中，妇女成为衡量社会文明的尺

度，“传统妇女”被塑造成了造成中国落后的原因，“新女性”成为现代性的

表征，“女权”（从兴女学、废缠足到男女交际、自由恋爱等等）成为中国通

往未来文明社会的机会。

社会性别视角也为 1949 年之后的妇女研究开启了更多的研究问题，研究者

的问题不再被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妇女是好还是坏的问题困扰，而是

转移到这场革命与社会性别的关系，包括社会性别话语、女性的社会性别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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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性别化分工（家外劳动和家务劳动）及其意义的变化、各项政策的不同

的社会性别化的效应（如 1950 年的婚姻法对于性别与阶级的不同影响），等

等。社会性别分析视角也进入到市场化中国各个领域的研究中，仍在不断催生

大量的研究成果。1990 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社会性别（Gender）概念进入中

国，大陆的“妇女史”研究也悄悄转变成“妇女/性别史”研究，透过学科的自

我命名也稍能窥见社会性别研究范式的影响。

个人的“主体性”和制度的“压迫性”

那么，为什么转向社会性别范式需要对“五四妇女史观”的批判作为桥梁

呢？因为高彦颐认为五四妇女史观最大的问题是把“女性受压迫”看成是中国

封建父权最突出的特征，这不仅曲解了妇女的历史，也曲解了 19 世纪之前中国

社会的本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的叶汉明教授于 1999 年出版的《主体的追

寻：中国妇女史研究析论》一书的书名就颇能说明这股学术风潮。最近，历史

学家姚平为自己所编的《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妇女史卷》所撰写的前言

中，也把“非常注重发掘女性的能动性和主体意识”作为 90 年代以来中国妇女

史研究最显著的特点。至今，妇女史研究仍未走出对于主体性和能动性的痴

迷。

高彦颐在《闺塾师》中提出，“三从”虽然剥夺了女性的法律人格和独立

的社会身份，但她的个性和主体性并未被剥夺，而儒家社会性别体系之所以能

长期延续，应归之于其相当大的灵活性，甚至妇女的参与。妇女在这个体系中

充分发挥着自己的能动性，苦心经营自己的生存空间，发现生活的乐趣，给予

自己意义、安慰和尊严。比如，缠足，虽然对男性有着性吸引力，但缠足是一

个由妇女控制的习俗，若没有女性的合作，缠足不可能延续千年之久。高彦颐

用宽阔的视野和细腻的笔调描述了儒家士人对于缠足的矛盾话语，因为缠足并

不符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毁损的儒家传统教义，更是揭示了缠足对于构建

合乎体统（性别、阶层）的妇女身份具有的意义和功能。妇女守贞，特别是未

嫁女子在未婚夫死后守贞的贞女，也不完全符合儒家教义，儒家的男性精英对

于此种女德的论述充满矛盾，并非一味支持。

卢苇菁对于明清时期出现的贞女现象的研究，特别是通过贞女自己留下的

诗词，发现守贞是年轻女性违背父母和未婚夫父母意愿的自主选择，往往需要

同父母惨烈抗争，最后父母屈从于对女儿的爱而被迫接受女儿的选择。贞女们

对于自己行为的理解也是各异的，有人是基于情和个人责任，有人出于义和对

儒家纲常的维护。作为贞女而获得的道德资本也为其获得了在家族中的一定影

响力和权力，比如贞女在立嗣问题上的特权。[6]当妇女从被动的客体转化成主

动参与的主体时，缠足、贞操——这些曾经作为传统父权制压迫的典型象征—

—的压迫性被解构了。这些研究对于妇女主体性的挖掘，确实让我们头脑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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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婆家拐卖的“祥林嫂”的形象轰然倒塌。这些研究展示出传统社会中的女性

们远不是儒家意识形态的简单受害者，她们是儒家意识形态的维护者，甚至有

权操纵的一分子。

尽管高彦颐的申明无意于捍卫父权制或者为儒家传统辩护，希望读者抱持

“受害者”与“能动者”的双焦点视角来理解儒家社会里的妇女。卢苇菁也称

尽管五四女性以自杀来逃避包办婚姻与明清贞女以自杀来维护包办婚姻，这两

种截然不同的描绘并无对错之分，二者都是各自时代的产物。这些 90 年代以来

的中国妇女史研究在修正五四妇女史观中妇女受压迫的刻板形象时，也修正了

儒家秩序压迫妇女的僵化形象和“吃人”的凶残面貌，表现出包括女性参与的

弹性和温情的一面。客观上松解了（若非完全解构的话）五四对儒学和儒家秩

序的严厉批判，也松动了基于儒家压迫之上的妇女解放的正当性。

正如高彦颐犀利指出的，“妇女受压迫”的妇女史曾经服务于政治议程，

而对“妇女受压迫”的解构直接导致对于“革命”正当性的解构。这就留给当

代读者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面对这些基于扎实史料的研究和解读，我们该如

何理解传统儒家体制下的压迫性？该如何理解妇女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五四妇

女史观以及基于其上的“妇女解放”的诉求是被误导的错误判断？一个时代的

错误？

比较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于赵五贞之死的论述与 90 年代以来的妇女史的论

述，我们会发现两者关注焦点的历史性挪移：从“制度”悄然转移到制度下生

存的“主体”，对制度不良的控诉转移到女性自我身份认同（阶级与性别身

份）和生存意义的建构。尽管研究者并没有完全赦免儒家父权体制的压迫性，

但当研究的关注点聚焦于“主体”时，基本制度就退居为主体生存的外部环

境，淡出研究视线。

我的那位美国朋友对赵五贞主体性的判断是对其自杀内在动机的猜测，赵

五贞没有死在自家而是死在吴家门口，按当地民间说法是可以化作厉鬼报复吴

家的。当研究聚焦于主体身份认同和生存意义的建构时，即使儒家父权制的基

本社会秩序—父权、父系、从夫居的基本制度没有根本性变化，女性（特别是

精英阶层的女性）可以通过文学创作、美德和责任的践行，穿越内外界线，与

国家政治/社会文化发生关联，赋予自身生存的意义、尊严和情感依托。所以，

与其说追寻“主体性”赦免了对客观存在的父权制的批判，不如说这种主观研

究路径有意无意地遮蔽和消隐了制度的压迫性。

但是，用“主体性”解构五四革命史观，可能也存在着时代的错位，核心

是规范与经验的错位。五四妇女史观，与其说是关于历史的论述，不如说是面

向未来的规范陈述。被作为五四妇女史观典型批判的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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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7]作为一部历史著作，高彦颐的批评是有效的，作为一部理论著作，高

的批评可能缺少了历史的同情和学科的错位。晚清到新文化时期，对于儒家的

批评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儒家制度的规范批评。陈东原在该书绪论中明确说写作

该书的两个希望：一个是希望趋向新生活的妇女，得着她的勇进方针；二个是

希望社会上守旧的男女看看，明白旧道德是怎样的一种假面。揭穿旧道德假面

的指导方针征引的是陈独秀在《一九一六年》一文中宣布的原则：“尊重个人

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在此原则下，三纲五常下的依附关系

失去了正当性，陈东原批判旧制度的目的是为了“知道新生活的趋向”。所

以，五四妇女史观确实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是服务于“解放理论”的面向

未来的规范论述。

高彦颐认为“五四”对传统的批判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建构，她

是对的。但是，任何一种规范理论本质上都是一种意识形态，如果我们不把

“意识形态”作贬义化理解的话。一种社会制度存在对妇女的压迫，这是对

“制度”的规范性判断，支持变革现存社会制度的人为了证明这种判断的正

确，选择性使用各种事例，如赵五贞之死；或者某种文化表现，如祥林嫂的形

象，来证明现存制度的不正当。这种规范判断往往是基于某种规范性价值。某

种意义上，规范价值是一种人为选择，是一种信仰。“平等”和“自由”的价

值取代“等级”和“专制”，成为现代社会的规范性价值和社会组织原则，并

非是历史进化的必然，而是（假定）社会成员的共同选择，是社会核心价值观

的转变。“妇女解放”的正当性正是来自于这种价值体系的转变。当去政治化

的“主体性”穿越以等级为规范的前现代社会和以平等为规范的现代社会时，

实质上是规范使用的历史性错位。在“平等”和“自由”原则下，儒家秩序中

的等级安排、妇女制度性的屈从地位已然不正当。所以，妇女解放理论所强调

的儒家秩序对于妇女的压迫首先是制度性的压迫。

公允地讲，对制度的规范性判断本身并不是历史学家的工作，本文无意于

指责史家，只是想指出这种规范与经验的错位，以及笼统地批判五四妇女史

观，在“去革命化”与儒学复兴的历史语境下，可能会被中国读者误读，造成

对追求妇女解放的革命本身的质疑和解构。

妇女史研究的“去革命化”与“去政治化”

毋庸讳言，以西方女性的生存方式作为标准来衡量中国女性的意识，从清

末民初直到今天仍或隐或显地存在着。但是，这里关注的是知识的跨时空旅行

可能存在意想不到的对接。定位于西方学术脉络和西方历史语境的中国妇女史

研究，以自己的著述说明第三世界（中国）妇女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甚至自由

和自主的意象，以改变西方社会持有的第三世界妇女都是受害者的刻板模式。

这里潜在预设的读者首先是西方人。当这种主体性和能动性的意象挪移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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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与中国当时的历史语境对接，却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效应。在西方语境中

具有革命潜力的知识生产，在中国却可能是保守的效应，产生去革命化的效

果。当然，我们也不会忘记 90 年代的国际世界原本就是一个准备放弃宏大革命

的时代，这也是（个人）主体性盛行更大的政治背景。

1990 年代中期，社会性别理论传入中国，正契合了中国妇女界追寻妇女研

究/妇女运动独立性和主体性的潮流，也应和了后革命时代对于革命的解构思潮

和呼吁（个体）主体性的市场时代的意识形态需求。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时期

诞生的“妇女史”（确切地说是“妇女压迫史”）和妇女解放话语，曾经是革

命史和革命话语的内在组成部分。在后革命时代，去革命化又与解构妇女解放

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密切联系在一起。认为革命和社会主义时期的妇女解放实践

实质上是一种被动的“解放”，妇女没有主体性；反之，对儒家秩序下各类妇

女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特别是精英阶层的才女、贞女烈妇）的重塑，从前后两

个时段同步挤压，参与到对革命及其压迫—解放话语的解构中。也许这种时代

效应已远远超出了学者的意图，只是学术文本的溢出效应，但这确实是追求主

体性的学术文本所处的历史语境。

更有意思的是，斯科特为发现父权制再造机制的社会性别理论，在去革命

化的时代 ，演化成了去政治化的中性的分析工具。对于一统的“妇女”实体的

解构，关注种族、阶层、地域等各类差异，交叉理论下浮现的却是多样的文化

身份。妇女史，也从五四时期的政治史，演化成 1990 年代以来的社会史、文化

史。

小结

本文的目的，不是要从学术角度回顾性评论中国妇女史的研究。1990 年代

以来的中国妇女史研究成果丰硕，呈快速增长趋势，即使不算浩如烟海，也快

汗牛充栋了，非我学识和能力所能担当的。且已有一些资深学者做了非常精彩

的综论性评述，除了前文提到了几篇综述文章外，代表性的综论还有贺萧的著

作。[8]本文是从大陆读者的角度来讨论读史中的困惑，把妇女史放在社会思潮

中进行的反思性回应。

笔者也并非要全然否定高彦颐、卢苇菁等妇女史家们对于五四妇女观的修

正，以及社会性别研究范式的作用和意义。反之，笔者深为叹服她们的敏锐和

对史料的细致解读，她们的研究增进了我们对于历史中不同群体妇女的心灵及

其生活的了解，功不可没，心存感激。但是，对于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张扬，并

不能取消革命理论对于“儒家制度”的批判。从不存在没有任何能动性的主

体，也从不存在不受制度约束的主体，不管是适应、反抗或是权宜之变，都是

主体在制度结构下的能动生存。对主体的追寻，并不能完全解除父权制度的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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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性，妇女解放的革命范式仍有其历史的正当性。五四妇女史观不能被全然否

定。

主体性范式，让妇女成为了历史的行动者，展现妇女的能动性，这是妇女

史学家对于女权主义知识生产的一个隐性贡献，也是一些想维护学术“客观

性”的历史学家们往往不愿明言的。对妇女能动性的挖掘，不是要解构制度的

压迫性，而是要赋权妇女，看到妇女作为历史中积极行动者的智慧和力量，而

非等待拯救的无力者。主体性范式确实从这个角度修正了五四妇女观。从晚清

到五四构建的妇女史观中，呼吁解放妇女的同时，问题化了妇女，把妇女塑造

成了中国社会的问题，需要改造的对象。这个影响在当代仍有回响，比如妇女

素质论。我们需要结合革命范式对于制度性压迫的关注，以及主体性范式对妇

女能动性的承认，把主体和制度同时纳入分析视野，才能走出把妇女面临的问

题归咎妇女自身的悖论，把妇女视为推动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看到妇女参与

的可能性和重要性，这本身就是革命范式的宝贵遗产。革命范式承认妇女是变

革主体，重视其能动性。

五四妇女史观的另一个珍贵遗产，是把妇女和性别议题纳入到社会整体结

构中来考虑。关注中国社会未来走向的思考者，不管何门何派都应该接续这份

思想传统。从五四妇女史观再出发讨论中国未来社会，离不开如何看待“妇

女”和“儒家传统”关系的问题。“儒家传统”在当下，女权主义需要对此作

出自己的回应。笔者认为需要区分作为“文化”的儒家传统与作为“制度”的

儒家传统。作为“制度儒家”，儒家的等级秩序与现代社会的平等价值规范是

冲突的，已失去了其正当性。至于“文化儒家”，不能简单拒绝、粗暴地一棍

子打死，我们需要辩证和创造性的视野。

从女权视角出发，儒家思维模式也存在着创造性转化的可能性。比如，儒

家重视性别秩序、重视妇女、重视女德（毫无疑问的是，道德的内容必须讨

论，与时俱进），妇女和性别并非不可见，这就不同于自由主义对于中性或无

性化制度的偏爱中可能隐藏的男性标准。又如，儒家的关爱伦理、集体主义在

市场社会里仍是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希望以传统礼俗来拯救和重新打造被市场

和资本摧毁的社群和传统人伦，也是儒家兴起的时代背景之一。西方女权主义

批判独立自主的原子化个体实质是一种男性化的自由主义，但其关怀伦理却是

从母性中建基的，容易滑向本质主义。而中国的关怀伦理和集体主义根源于中

国的儒家传统和社会主义新传统，建基于依存互惠的社群。但是，不经过女权

主义检讨的儒家文化的简单回归，会复兴对妇女的压迫和剥削。我们需要利用

社会性别的视角来检测各种“儒家传统”对于男女两性的不同影响，以及是否

存在对于妇女的制度性和文化性的排挤和压迫。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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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2008 年第 12 期，该文的英文版发表于《美国史学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纪念 Joan Scott 一文对各国历史研究的影响与贡献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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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1, No. 5, Dec.,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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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英文版参见 WeijingLu, True to Her Word: The Faithful Maiden Cult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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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普世文明

奈保尔

马维达译

我的演讲题目为《我们的普世文明》。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标题，我因此感到

有一点不安。我觉得自己应该解释一下这个标题是怎么来的。关于世上的万事万

物，我没有统一的理论。对我而言，处境和人物总是具体的，总是从属于其自身。

这也是一个人会去旅行和写作的原因：去找寻真实。反其道而行之，就意味着一

个人在理解问题之前就已经有了答案。我知道，那也是一种通行的认知方式，尤

其是当一个人是政治、宗教或激进思想的宣道者时。但我觉得那是难以做到的事

情。

于是，在收到演讲邀请时，我想，我最好先了解这个研究院的成员对什么样

的问题感兴趣。研究院资深院士迈伦·马格尼特当时在英国。我们在电话里谈了

谈；几天后，他发给我一份手写的提问清单，列出了一些非常严肃重要的问题。

我们——或者说社群——的力量只取决于我们的信念的力量吗？我们怀着

热忱去坚持种种信念或一种伦理观，是否就足够了？热忱是否能给予伦理以正当

性？信念或伦理观是随心所欲的吗？还是说它们代表着孕育它们的文化中的某

种本质性的东西？

在这些问题的背后很容易读到提问者的焦虑。有提问者显然担心“外面的”

某些狂热思潮。与此同时，还有提问者在怎么表达那种焦虑的问题上缺少哲学上

的自信，因为没有人想使用那些可能会适得其反的语汇和概念。你们知道语汇的

这样一种运用方式：我是文明而坚定的，你是野蛮而狂热的，他是落后而盲目的。

当然会如此。我愿意站在提问者一边，去理解他的飘移不定。也许我有点置身事

外，但在后来的几天里，我感到自己不能同意这些提问所隐含的悲观主义。我感

到正是这些提问的悲观主义以及它们在哲学上的缺乏自信，说明了一个文明到底

有多少力量，而那种悲观主义又是从这个文明当中散发出来的。由此我确定了这

次演讲的主题：我们的普世文明。

我不打算去定义这种文明，只想以一种个人的方式谈论它。首先，是这种文

明让我有了关于写作这种志业的概念。也只有在这种文明当中，我才能作为作家

去写作。要成为作家，你需要以某种感知力为出发点，而创造这种感知力的，或

者说给予其方向的，是一种智识的氛围。

有些时候，一种氛围可能会过于精致，一种文明可能会过于成熟，成为一种

过度的仪式。十一年前，我在爪哇旅行，遇到了一个一心想要成为诗人、过一种

心灵生活的年轻人。这样的野心是他所接受的现代教育给予他的，但他却很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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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母亲解释清楚他到底想做什么。需要强调的是，他的母亲是一个有教养、举止

优雅的人。她的仪表、穿着和谈吐都很优雅；她的举止沿袭自爪哇的宫廷，就像

是一种艺术。

于是我问这个年轻人——不要忘了我们是在爪哇，那里的古代史诗还活在流

行的木偶戏里——“但你母亲暗地里不会为你是一个诗人而骄傲吗？”他用英

语回答说——我提到这一点，是想进一步说明，在那个遥远的爪哇小镇里，他所

受的良好教育一“她一点也不懂诗人是什么。”

这位诗人的朋友和导师是当地大学的一位老师，他向我细说了事情的原委。

诗人的这位朋友说：“要让他母亲理解他想做什么，可能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向

她表明他是一个古典意义上的诗人。而她会觉得这很荒谬，认为这是一件不可能

的事情。”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在诗人的母亲看来，她祖国的史诗——这些史

诗对她而言就像是神圣的经文——已经存在，已经被写了出来。大家需要做的只

是去学习或者参考它们。

在他母亲看来，所有诗歌都已经写尽了。也许可以说，那本特定的书已经合

上了，已经成了她的完美文化的组成部分。她的儿子二十八岁，已经没有那么年

轻；听到他说自己想成为一个诗人，就如同在另一种文化里，一位虔诚的母亲问

自己的作家儿子接下来想写什么，结果听到这样的回答：“我想为《圣经》再增

添一部经书。”或者换一种比喻，这位年轻人就像博尔赫斯故事中的人物，让自

己承担起重写《堂吉诃德》的重任。不仅仅是重述这个故事，或是誊写原作的内

容，而是寻求通过一种非凡的清空头脑以及再创造的过程，既非抄写，也不伪造，

而是一种纯粹原创的思想，达到一种叙述文本，能够一字一句都与塞万提斯的书

相呼应。

我理解爪哇中部这位年轻人的困境。归根结底，他的出身与我的特立尼达出

身中的印度教因素相去并不甚远。我们来自印度，是一个从事农耕的移民社群。

是我父亲给了我成为一个作家的野心，让我与写作以及关于写作的种种观念相

遇。他生于一九〇六年，他的祖父还在襁褓之中就来到了特立尼达。尽管在那个

小小的农业殖民地存在着种种阻碍，我父亲不知为何产生了想要成为一个作家的

愿望，他让自己成了一个记者，尽管在那个殖民地，从事新闻工作的机会非常有

限。

我们是一个崇尚仪式和经文的民族。我们也有自己的史诗——它们也正是爪

哇的史诗；我们总会听到有人在歌唱或吟诵它们。但我们不能说自己是一个文学

的民族。我们的文学，我们的经文，没有促使我们去探究我们的世界；它们不过

是文化的坐标，让我们感觉到我们的世界的完整，感觉到外部世界的陌异。我相

信在我父亲的家庭里，没有一个长辈会想去从事文学创作。我父亲在特立尼达是

通过英语获得这个观念的；尽管在那个殖民地存在着种种阻碍，我父亲不知为何

获得了一种观念，一种与英语相联系的高雅文明的观念；他也获得了一些关于文

学形式的知识。如果你想成为一个作家，光有感知力是不够的。你需要掌握能够

容纳或承载感知力的形式；而文学形式，无论是诗歌、戏剧，还是小说，都是人

为创造的，并且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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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就传递给我的一部分东西。很小的时候—置身于特立尼

达的全部贫穷与荒芜之中，那里那么遥远，居住着五十万人——我就有了写书的

雄心。尤其是写长篇小说，父亲告诉我那是文学的最高形式。但是书并非只是在

头脑中创造出来的。书是一种物品。要写出书来，你需要一种特定的感知力，一

种语言，以及特定的语言天赋；你还需要掌握一种文学形式。要让你的名字印在

书脊上，你需要一个巨大的、外在于你的机构。你需要出版社、编辑、设计师、

印刷工、装订工；书商、批评家，能让批评家发表书评的报纸、杂志和电视；最

后，当然还需要购买者和读者。

我想强调事情庸常的这一面，因为它容易被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人们容易只

想到写作那个人化的、浪漫的一面。写作是一种私密的行为，但书的出版从一开

始就关涉到某种特定的社会协作。这个社会拥有一定程度的商业组织。它还有特

定的文化或想象的需求。它不相信所有的诗歌都已经被写出。它需要新的激励和

新的写作；它也拥有对新创造的事物进行判断的准则。

这样的社会在特立尼达并不存在。于是，如果我要成为一个作家，并且靠写

书生活，我就必须迁徙到那种可以靠写作生活的社会中去。对那时的我而言，就

意味着到英国去。我是在从外围、从边缘，迁徙到一个对我来说是中心的地方；

我当时所希望的，是我能在中心拥有一席之地。我是在提出很高的要求，事实上，

对中心的要求比对我自己的社会的要求更高。这个中心毕竟有其自身的种种利

益，自身的世界观，以及自身对小说的观念和要求。现在也仍然如此。我的主题

非常僻远；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英国，我获得了一点小小的空间。我有能力

成为一个作家，并在这样一份职业中成长。那需要时间；等我的书真正在美国出

版时，我已经四十岁了，在英国出书已经有十五年的时间。

但在五十年代的英格兰，我始终都知道，作为一个想要从事写作的人，我没

有别的地方可去。而如果我必须对普世文明做出描述，我会说，普世文明既能促

使人去以文学为志业，也能提供关于文学志业的理念；同时它还提供了去实现这

种志业的途径；这样的文明促使我踏上了从边缘到中心的旅程；这样的文明不仅

把我与今天在座的各位联系在了一起，也把我与爪哇的那位现在已不那么年轻的

诗人联系在了一起——他的背景和我的一样，已经变得仪式化，是外面的世界改

变了他，也改变了我，并给予了我们写作的野心。

今天，一个来自爪哇或特立尼达的人要想成为作家，已经变得更为容易；一

度非常僻远的主题已经不再僻远。但我从来也不能把我的职业当作是理所当然的

事情。我知道在世界上仍然有很多地方，没有我前面所说的文化和经济条件，一

个像我这样的人可能无法成为作家。在伊斯兰教世界，在中国，在日本，我也许

都无法成为作家——日本人只接受特定国家的文学：被他们认为与日本有竞争关

系的国家。在东欧、苏联或黑非洲，我也许成不了我现在所成为的这个作家。我

甚至不认为在印度我能实现自己的天赋。

那么你们就能理解，在年轻时知道自己能够从边缘走向中心，从特立尼达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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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伦敦，这对我而言有多么重要。成为作家的野心需要确定这样一种可能性。于

是，尽管我的祖辈与文学无关，尽管我来自特立尼达，事实上我认为自己身上当

然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部分：我是一个更大文明的一部分。我猜想，同样的话也

适用于我的父亲，尽管他更接近印度教或旧印度种种仪式化的生存方式。

直到不久以前，我从未形成关于普世文明的观念——那是十一年前，我有好

几个月都在一些非阿拉伯的伊斯兰国家旅行，试图理解是什么在驱使他们走向愤

怒。那种穆斯林的愤怒当时刚刚开始浮现。

一九七九年，在与伊斯兰世界相联系的意义上，“原教旨主义”并不是一个

经常在报纸上用到的词，他们还没有想到这个概念。他们说得更多的是“伊斯兰

教的复兴。”对于任何一个在远处思考的人来说，这句话实在令人费解。在上世

纪和本世纪上半叶，伊斯兰教能向它的拥护者提供的东西显然非常少，那么在本

世纪最近这些年，它又能向一个教育程度高太多、运转速度也快太多的世界提供

什么？

我的家庭以及特立尼达的印度人社群适应特立尼达殖民地、进而适应二十世

纪的过程并不容易。我们这个来自亚洲的族群过着一种本能的、仪式化的生活，

对我们来说，觉悟到我们的历史，学会忍受我们在政治上的无助，是非常痛苦的

事情。我们还必须在社会生活上做出非常困难的调整。比如，在我们的文化里，

婚姻曾经总是包办的；改变这种习俗耗费了漫长的时间，许多人的生活也在这个

过程中毁掉了。所有这一切都伴随着我描述过的那种个人的智识成长。

当我开始在伊斯兰世界旅行时，我以为我在旅行中遇到的人会和我自己社群

的人很相似。相当一部分印度人是穆斯林；在十九世纪我们拥有类似的帝国入侵

史或殖民史。我当时以为宗教只是一种偶然发生的差异。我以为，就像人们所说

的，信仰只是信仰，在特定历史时期生活的人会感觉到种种相同的欲望。

但事情并非如此。穆斯林说，他们的宗教对他们而言非常重要。事实是，宗

教构成了一种重大的区别。我必须强调，我是在非阿拉伯的伊斯兰世界旅行。伊

斯兰教一开始是阿拉伯人的宗教，随着阿拉伯帝国的扩张而传播。因此，在伊朗、

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这些我途经的国家，我所遇到的人必须做出双

重的调整，适应十九、二十世纪的欧洲帝国，并在更早的时期适应阿拉伯人的信

仰。你几乎可以说，我遇到的人经历了双重的殖民化和双重的自我疏离。

因为我很快就会发现，没有哪种殖民化比与阿拉伯人的信仰一同到来的殖民

化更彻底。被殖民化或被击败的民族会失去对自己的信任。在我谈到的几个伊斯

兰国家里，这种不信任具有宗教的全部力量。阿拉伯人的信仰明文规定，在这种

信仰发生之前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错误的，都受到了误导，都是异端；在这些

信徒的心里或头脑里，他们在伊斯兰教到来之前的历史没有任何位置。于是，这

里的历史观念与别处的历史观念相当不同；这里的人没有尽可能地回溯既往、学

习既往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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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有着伟大的过去，它在古典时期是希腊和罗马的对手。但是在一九七○

年的伊朗，你不会相信这一点；对伊朗人来说，光荣与真理是伴随着伊斯兰教到

来的。巴基斯坦是一个很新的伊斯兰国家，但那里的土地却非常古老。在巴基斯

坦还有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的古城废墟。美妙的废墟，在本世纪初对这些废墟

的发现让我们对次大陆的历史有了新的看法。不仅有前伊斯兰教时期的废墟，也

许还有前印度教时期的废墟。照管这些遗址的，是从英国统治时期继承而来的一

个考古部门。但是有一股逆流在涌动，尤其是在原教旨主义兴起之后。我在那里

的时候，一家报纸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表达的就是这样的涌动。这位读者说，

在那些城市的废墟上，应该挂上《古兰经》的经文条幅；说不信者就会有这样的

下场。

信仰抹除了往昔。而当往昔被这样抹除时，受到损害的，不仅仅是历史的观

念。人的行为，善行的理想，都有可能遭到损害。我在巴基斯坦的时候，各家报

纸正在刊登文章，纪念阿拉伯征服信德若干周年。那里是印度次大陆最早被阿拉

伯人征服的地方。征服发生在八世纪初。信德王国—一片广阔的区域：阿富汗的

南半部，巴基斯坦的南半部——当时是印度教－佛教的王国。婆罗门其实并不理

解外面的世界；佛教徒反对杀生。你可以说，那是一个等待被征服的王国。但信

德被征服用了漫长的时间；它离阿拉伯的腹地非常遥远，需要横跨几个广袤的沙

漠。阿拉伯人的六七次远征都失败了。

先知的第三位继承人哈里发三世曾经召来自己的一位副手，问他：“噢，哈

吉姆，你到印度，全面地了解了它？”哈吉姆说：“是的，噢，众信徒的首领。”

哈里发说：“给我们描述一下。”哈吉姆的全部失意和苦涩都在他的答复中展现

出来。“那里的水又黑又脏，”哈吉姆说，“那里的果实苦涩而有毒。那里的土

地布满了石头，大地是咸的。一小支军队很快就会被消灭，一支大部队很快就会

死于饥饿。”本来哈里发听到这些应该就够了，但他仍然想要找到一点鼓励，他

问哈吉姆：“那里的人民如何？是言而有信还是会背信弃义？”显然，守信用的

人更容易被控制，他们的钱更容易被拿走。但哈吉姆的回答几乎是吐口而出：“他

们喜欢背叛和欺骗。”这一点着实让哈里发感到惊恐——信德的人民听起来堪称

大敌——他下令不要再试图征服信德。

但是信德太有诱惑力了。阿拉伯人尝试了一次又一次。阿拉伯人的组织、意

志和信念被他们的新信仰所加强，他们去到一个仍然由部族组成的、散漫的世界，

很容易就能征服那里，而他们的意志就和八百年后新世界的西班牙人一样——这

并不奇怪，因为西班牙人自己曾被阿拉伯人征服、统治了几个世纪。事实上，西

班牙与信德几乎同时陷落于阿拉伯人之手。

对信德最后的征服是从伊拉克发动的，伊拉克的总督哈贾杰在库法城负责督

战。我保证，这个话题与时事的关联只是巧合。阿拉伯人征服信德的目的——伊

斯兰信仰几乎刚刚确立，这次征服就被提上了日程——始终都是掳获奴隶与掠

夺，而并非传播伊斯兰信仰。最后伊拉克总督哈贾杰接收了信德王的头颅，六万

来自信德的奴隶，以及敕定的从信德所得战利品的五分之一——这个比例是由宗

教法律规定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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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额触地，向神两次行屈膝礼，做感恩祈祷，并对他说：“现在我已拥有一
切珍宝，无论是地上的还是地下的，还有其他财富，还有地上的王国。”

在库法城有一座著名的清真寺。哈贾杰把人民叫到那里，在讲坛上对他们说：

“我有好消息和幸运的事情要告诉叙利亚和阿拉伯的人民，我向你们表示祝贺，

信德被征服了，你们拥有了无尽的财富 伟大而全能的神仁慈地把它们赐给了

你们。”

我引用的是十三世纪的波斯文本《恰奇编年史》的译文。这个文本是信德征

服故事的主要来源。让人吃惊的是它的写作方式非常现代，描述简捷，还有能抓

得住人的细节和对话。它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抢掠和杀戮的可怕故事——信德的每

一座城池陷落之后，阿拉伯军队会被准许连日杀戮；随后战利品的五分之一被留

给哈里发，其余的在估价后分配给士兵。但在文本的波斯作者看来，这个故事

——写于征服发生之后五百年——只是一个“让人愉悦的征服传奇”。这是阿拉

伯或穆斯林的帝国文学类型。五百年后——尽管蒙古人即将入侵——他们的信仰

仍然没有变化，也没有就信德王国的灭绝产生新的道德角度。

一九七九年我在巴基斯坦，报纸上正好有文章在纪念这一事件。有一篇军人

写的文章在记述立下战功的阿拉伯将军。文章试图从军事角度公平地评价双方的

军队，结果遭到了国家历史与文化研究委员会主席的斥责。

这位主席是这样说的：“在描绘一位英雄的形象时，必须采用恰当的措辞。

‘入侵者’和‘抵御者’，‘印度军队英勇作战’，却未能迅速‘歼灭撤退的敌

军’，在这篇文章里充斥着大量类似的表达。一些失之偏颇的陈述让情况变得更

加糟糕，比如：‘如果达哈尔大公能够英勇地保卫印度河流域，阻止卡西姆越过

它，这片次大陆的历史将会变得迥然不同。’我不能理解 ”说这段话的是国

家历史与文化研究委员会的主席，“作者是在欢呼英雄的失败，还是在哀叹他的

敌人的失败。”一千两百年过去了，圣战仍在进行。英雄是阿拉伯入侵者，带来

信仰的人。应该欢呼敌人的失败——我是在信德读到这些文字的——信德人就是

敌人。拥有信仰就是拥有唯一的真理；拥有这一真理是许多事情的肇始。要以一

种方式审判信仰到来之前的时间，以另一种方式审判信仰来到信德之后发生的事

情。信仰改变了价值，改变了关于什么是善行的观念，以及人的判断方式。

于是，当巴基斯坦人告诉我，伊斯兰教是一种完整的生活方式、影响着每一

件事情的时候，我不仅开始理解他们在说什么，还开始理解——尽管我们可以说

拥有共同的次大陆起源——我所走过的是不同的旅程。我开始形成一种关于普世

文明的观念——在特立尼达长大的我生活在其中，是其中的一分子，却并没有清

醒的自觉。

我从印度教的那种本能的、仪式化的生活方式出发，在特立尼达殖民地的无

望处境下成长；通过之前我尝试描述的那种过程，经历了“知识”和“自知”的

诸多阶段。与我的祖父辈相比，我对印度的历史和艺术有了更好的理解。他们拥

有的是仪式、史诗和神话；他们的身份全在那道光里；那道光之外就是黑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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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无法穿透的黑暗。仪式和神话不属于我，我只能远观。但作为交换，我被赋予

了探求的观念和学术的工具。对我来说，身份是一件更加复杂的事情。为了成就

这样一个我，许多的事物都消逝了。但我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我拥有完整的学

术积累，也就是说，我知道通往它们的途径。我可以在头脑里携带四种、五种或

六种不同的文化观念。我了解我的祖先以及他们的文化；我了解印度的历史及其

政治状况；我知道我是在哪里出生的，也知道那里的历史；我对新世界也有所认

识。我了解我所感兴趣的种种文学形式；我也知道，为了实现我所献身的志业，

我需要踏上怎样的路途。

我在非阿拉伯的穆斯林中间旅行时，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已被殖民化的民族

当中，他们的信仰从他们身上剥夺了所有能够不断扩展智识生活的东西，剥夺了

心智和感官的多彩生活，还有对世界文化和历史的深刻了解，而我在世界另一端

的成长所带给我的，正是这些东西。我所置身的这个民族，他们的身份多少已经

蕴含在他们的信仰之中。这是一个希望自身能够变得纯净的民族。

在马来西亚，他们不顾一切地消除自己的过去，清除人民的部落习俗或万物

有灵论的宗教活动；清除承载着过往的潜意识生活，正是这些事物把人们与他们

行走的大地联系在一起；清除那些丰富的民间生活，正是这样的生活让别处的人

民苏醒，去培育和采撷其中的诗意。在这些马来穆斯林中，那些更为热忱的人不

想成为其他什么，只想献身于舶来的阿拉伯信仰；我有一个印象，在理想的情形

下，他们想让自己的头脑和灵魂变成一片空白，一种空无，这样他们就可以变得

除了信仰之外一无所有。如此这般的努力，如此这般针对自己的暴政。这是一种

通过信仰进行的殖民化，没有哪一种殖民化能够比这一种更彻底。

只要信仰还在，而且似乎没有受到什么挑战，世界或许就还能保持完整。但

是当这个强大而又无所不包的文明自外部出现时，人们不知如何是好，只能尽自

己所能，变得更专注于信仰，更多地伤害自己，更快地在他们自感无法掌握的事

物面前掉转身去。

在马来西亚和印尼这样的地方，穆斯林原教旨主义似乎是一种新事物。但欧

洲人很早以前就已来到东方，几乎一直就有对穆斯林的焦虑。早在一百年前，作

家约瑟夫•康拉德就发现了这种焦虑，这种两个对立世界——外向的欧洲世界与

封闭的信仰世界——的相遇。他的远祖是波兰人，他希望作为一个旅行者精确地

描绘他所看见的事物，这使得他在帝国主义高涨的时期，在讲述东方民族和原住

民的故事时，能远远地超越帝国主义式的、肤浅的写作方式。

对康拉德而言，他旅行时所经过的是一个新世界；他努力地去观察。康拉德

出的第二本书里有一段话，我想在此读一下。这本书于一八九六年出版，距今已

近一百年，在书里他捕捉到了穆斯林在那个时期的某种歇斯底里—一百年后，原

住民接受了更好的教育，拥有了更多的财富，各大帝国也已经撤走，这种歇斯底

里将会转变成我们今天听到的原教旨主义。

一个半裸的、嚼着槟榔的悲观主义者站在一条热带河流的岸边，那里是寂静

453



而浩瀚的森林的边缘；一个愤怒的人，无权无势，两手空空，苦涩而不满的呼喊
在他的唇边呼之欲出；从安乐椅的深处发出的哲学尖叫搅动了烟囱和屋顶那不洁
的荒原，而那声呼喊如果被发出，将会响彻丛林中原始的寂静，如同任何哲学的
尖叫一样真实、宏大和深远。

哲学上的歇斯底里，这就是我想要告诉大家的词汇，我认为它们现在仍然适

用。它们把我带回到研究院高级院士迈伦•马格尼特去年夏天从英国发给我的那

份提问清单。他问，为什么有些社会或组织在满足于享受进步果实的同时，又倾

向于蔑视推动进步的种种条件？他们用什么样的信念体系来对抗进步？然后，更

具体的问题是：伊斯兰教为什么要反对西方价值？我相信，答案就是那种哲学上

的歇斯底里。它不是一个容易定义或理解的东西，穆斯林的发言人也不能帮助我

们回答这个问题。他们所说的都是陈词滥调，或许只是因为，他们无法表达自己

的感受。有些人怀有压倒一切的政治动机；另一些人实际上不是学者，而是传教

者。

但是在好几年前，伊朗国王仍然在位，一位年轻的伊朗女作家在美国出版了

一部小长篇小说，以一种抑制的、非政治的方式预示了即将到来的歇斯底里。这

部小说名为《外国人》，作者名叫纳希德•罗其林。也许是因为小说面世时伊朗

国王仍然在位，所以必须避谈政治；如果它变成政治抗议，小说的微妙感就有可

能变得琐碎庸常。

书中的主角是一位年轻的伊朗女性，在波士顿做生物科学研究工作。她的丈

夫是美国人，她似乎过得不错，也适应了美国的环境。但有一次她到德黑兰去度

假，失去了心理平衡。她在官僚体系面前遇到了麻烦，拿不到出国签证，她开始

感到迷失。困扰她的，是她记忆中在伊朗度过的拥挤而压抑的童年，是她的旧家

族生活的残余，还有这座过度发展的野蛮城市，到处都是“西式的”建筑。用“西

式”而不是“大”来形容那些建筑，很是有趣：就好像外部世界的陌异已经来到

了德黑兰。

这位年轻女性感到如此困扰，她开始反思自己在美国度过的时光。那些时光

并不像曾经看起来那样，似乎是明晰的。她现在视其为空虚的时光，她无法说出

自己为什么要去美国生活。从性别和社会的角度说，尽管她看上去很成功，她从

来都不能掌控自己的生活；她也无法说出自己为什么要从事那份研究工作。作者

用非常微妙而有效的笔触讲述这一切；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年轻女性没有准备好

在文明与文明之间迁徙，没有准备好走出封闭的伊朗世界——在那里信仰是完整

的道路，充满了一切，没有遗漏头脑、意志或灵魂的任何角落——走向另一个世

界，在那里她必须成为负责任的个体；那里的人们发展出了种种职业，被野心和

成就所激励，相信人是可以自我完善的。一旦我们了解或体会到这一点，我们就

会和小说的主角一同看到，她在波士顿时那种机械的、学样的生活是怎样一种折

磨和空虚。

现在，备受煎熬的她病了。她到医院去看病，那里的医生理解她的不幸。他

也在美国待过一段时间；他说他回来后，为了抚慰自己，曾连着一个月到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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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圣地去。他告诉那位年轻女性，她的痛苦来自一个古老的溃疡。“你得的，”

他以忧郁且迷人的方式说，“是一种西方病。”生物学家最终作了一个决定。她

将放弃波士顿强迫她过的那种由智识和无意义的工作构成的生活、朝美国的空虚

背转身去、留在伊朗，戴上面纱。她将去做医生做过的事情，到圣地和清真寺去。

作了决定之后，她前所未有地快乐起来。

这样的弃绝令人无比满足，但在智识上却是有缺陷的：它假定其他的人会一

直在外面那个紧张的世界里努力工作，生产药品和医疗设备，让伊朗医生的医院

继续运转下去。

一九七九年的伊斯兰之旅中，我一次又一次在人们的态度中发现一种类似

的、无意识的自相矛盾。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德黑兰的一位报纸编辑。他的报纸

曾处在革命的中心。一九七九年年中，这家报纸非常繁忙，处在辉煌之中。七个

月过去了，我又回到德黑兰，这份报纸已经失去了灵魂；一度繁忙的中央办公室

空空荡荡；除了两个职员，其他人全都不见了。美国大使馆已经被占领；继而又

发生了经济危机；许多外企关闭；广告收入枯竭；那位报纸编辑很难看到前途；

每一期报纸都在亏损；也许可以说，等待危机结束的编辑和外交官一样成了人质。

我还了解到，他有两个上大学年纪的儿子，一个在美国读书，另一个正在申请签

证，但随后人质危机就爆发了。对伊斯兰革命的一个发言人的儿子来说，美国是

如此重要——这对我来说是一件新鲜事。我告诉编辑我很惊讶。他说：“那是他

的未来。”他尤其是指那个正在等待签证的儿子。

一方面是情感的满足；另一方面又在为未来打算。这位编辑也快和所有人一

样精神分裂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约瑟夫•康拉德写下了他关于东印度群岛的

最早几篇小说中的一篇，讲述的是一个当地的大公或族长，一个凶残的人，一个

穆斯林（尽管故事中并未明说），他在一场危机中失去了自己的法术顾问，随后

在一个夜晚泅水游到停靠在港口的英国商船上，要求从世界另一端来的帝国代

表，也就是水手们，给他一个护身符和一个魔法用品。水手们迷惑不解，但他们

中有一个人给了大公一枚英国硬币，一枚纪念维多利亚女王即位五十周年的六便

士；大公满心欢喜。康拉德并没有把这个故事当作笑话；他在其中寄托了双方行

为所具有的哲学意蕴。现在我觉得他真切地把握到了事情的真相。

在这篇小说发表后的一百年间，全世界的财富在增长，力量也在增长，接受

教育的人群在不断扩大；那种困扰，那种哲学的尖叫被放大了。革命编辑的精神

分裂，虚构的生物学家的弃绝，都包含了一种赞颂——不被承认，但却因此而愈

加深刻——对普世文明的赞颂。我们无法从中获得简单的护身符；我们还必须面

对与之伴随的其他难题：野心、奋斗和个体性。

普世文明长久以来一直在形成之中。它并非从来就是普世的，也并非从来就

如同今天这样富有吸引力。欧洲的扩张让它至少在三个世纪都染有种族主义色

彩，并且直到今天还在制造痛苦。我在特立尼达的成长时期，是那种种族主义的

最后时光。这样的经验也许让我对一些事情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大战结束以后发

生的巨大变化，还有这种文明为容纳世界其他地方以及种种思潮所做出的非凡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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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回到迈伦•马格尼特在年初向我提的第一批问题上来。我们的力量

只取决于我们信念的力量吗？只要坚持一种世界观或伦理观，是否就足够了？你

们会理解这些问题背后的焦虑。

当然，这些问题表面上很悲观，实际上却意味深长；它们自身当中已经包含

了答案。但是它们也的确是双刃的。故而它们也可以被视为是与另一种遥远的信

念体系进行交流的努力，这种信念体系是固定不变的，有时还充满敌意；它们还

可以被视为我们的文明在这一时期的普世性的一个方面。哲学上的不自信与哲学

上的歇斯底里的相遇；最终，不自信的那个人才是更能掌控局面的人。

因为我在这种文明中的迁徙是从边缘走向中心，与对一些事物司空见惯的人

相比，我看待或感受这些事物的方式也许更为新鲜。比如说，我小时候对痛苦和

残忍感到忧虑，后来发现了基督教的规诫：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

样待人。在我从小接触的印度教里，没有这样的对人的安慰，而且——尽管我从

未有过任何宗教信仰——这个简单的观念过去和现在都让我觉得光彩夺目，是人

类行为的完美指南。

我后来才意识到——我猜想，在一生当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能感觉到这一

点，但只是在为这次演讲作准备时，我才在哲学上理解了它——追求幸福这个观

念具有怎样一种美感。熟悉的用语，容易被视为理所当然，容易被误解。对于如

此多外在于这种文明或处在其边缘的人来说，追求幸福这个观念正是这种文明的

核心吸引力。在两个世纪过去之后，在本世纪上半叶的可怕历史过去之后，这个

观念终于结出了果实：考虑到这一成就的广度，我发现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是一个富有弹性的观念，它适用于所有人。它隐含了特定的社会形态，特定的

觉醒精神。我不能想象我父亲的父母能够理解这个观念。在其中蕴含了如此之多

的东西：个体的概念，责任，选择，智识生活，志业，自我完善，以及成就的概

念。这是一个广阔的人性概念，无法被缩减成固定的体系，也不会激发狂热。但

人们知道它是存在的，而正因为如此，其他那些更为僵化的体系最终将会烟消云

散。

一九九二年

（本文是在纽约曼哈顿研究院做的演讲。）

本文收录于 V.S. Naipaul 《我们的普世文明》，2014，海口：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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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六：现代性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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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欲与虚无之上：

回顾韦伯的《学术与政治》 *

钱永祥

我生而有幸，兴趣与职业能够合一。读书便是我的兴趣兼职业。多年来读过

的书不能称多，不过倒也确实读到了一些比较难忘的书。

我用「难忘」一词，避开习见的「好书」这个标签，是因为「好书」总需要

一些客观的标准，「难忘」则凭藉主观的感受已足。其实撇开纯粹专业阅读的情

况不谈，我们对一本书的评价，最後多半要诉诸它对自己造成的冲击与共鸣。一

本书为甚麽会使读者难忘，恐怕不容易找到一个明确、一贯的理由。举例而言，

我沉迷於英国作家雷卡瑞(John le Carre)的小说，册册数十读而不倦，虽然我

猜想他进不了文学史、气质又有许多另一个时代的残馀。我崇拜黑格尔的《精神

现象学》，不过我看懂了的部分大概仅及全书章节的十分之一，其他部分的论证

我没有能力用自己的概念语言重新陈述（这应该是哲学书有没有读懂的基本判

准），只能遥遥向往其中描写的朦胧境界。我认为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

的《德性之後》(After Virtue)[1]乃是本世纪英语世界道德哲学最吸引人的一

本着作，可是其结论少有人能接受，更有许多人怀疑其哲学的可信度。（说来讽

刺，麦金太尔严厉批评的主要对象之一，正是下文所要推崇的韦伯的立场。）这

些书都曾经给我留下强烈的印象，虽然我永远无法（也无意）勉强「证明」它们

是具备了某项客观价值的好书。

跟上述三个例子比起来，韦伯的〈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和〈政治作为一种志

业〉在我心中的难忘程度要更进一步。我不仅细心研读过这两篇演讲，并且有幸

投入出版中译本之前的编译、注释等辛苦工作。[2]这两篇演讲处处有慷慨动人

的激情隐藏在纸面文字之下，翻译过程因此也夹杂着太多情绪起伏的经验，许多

中文段落从而镌刻在我的心里，至今无法忘却。

当然，不能忘却的还包括了韦伯在这两篇演讲里提出的问题、答案、以及凛

冽的挑战。

韦伯的问题其实每个人都很熟悉:自己生命以及周遭的世界究竟有没有「意

义」？如果你有宗教信仰、或者在心态上属於韦伯所谓的「宇宙－伦理观上的理

性主义者」，你会相信世界是一个有意义的体系，其中的事件安排均有其理由可

言，这类理由最後可以回溯到神的旨意、或者是某种天道、某种彷佛有目的的秩

序的运作。个人生命只要在这套秩序里有所安顿，就自会取得意义;人的活动只

要与那客观的目的有所关联，就自有其价值。

近代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摧毁了这一套认为生命的意义有其客观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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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念。韦伯借用德国诗人席勒的字眼，称近代人「祛除了世界的迷魅」（直译

为「解除了世界的魔咒」）:世界从伦理角度来看是「非理性的」、只是机械性

的规律运转，没有任何内在本有的意义或目的可言。人可以设法认识事物的因果

规律，以便利用厚生，但是这些规律并不构成一套客观的道德秩序，因此也就不

可能提供生命的安顿、导出人生的方向与目标。

近代文明的这个转折，一方面具有强大的解放效果，使人在自然与社会两个

领域均摆脱了自然天成的道德秩序的指导羁绊;另一方面却也赋予个人沈重的责

任，因为现在个人必须自行建构价值与目的、为自己的生命找到意义。可是，在

除魅後的世界里，当宗教之类的传统救赎力量失去作用之後，个人又有甚麽资源

处理这麽沉重的课题呢?

韦伯探讨学术与政治这两种「志业」，正是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在近代世界，

学术与政治似乎是最夺目的两种力量。学术知识发现客观的真理，透过计算支配

万物;政治行动实现美好的理想，经由权力改造整个社会。科学真理扫除蒙昧迷

雾，让人知道该如何生活;政治理想取代不义的体制，让所有人生活在自由、平

等、博爱之中。这两种活动不仅本身具有重大的价值，可以让以它们为志业的人

取得自己生命的意义;它们似乎还都可望指出理想的人生应该如何操持，帮助每

一个人找到生命的方向与准则。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对学术与政治寄予莫大的希

望与信心，甚至把它们看作新的「神」，要求学者与政治人物扮演昔日先知发配

意义的角色，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两篇演讲中，韦伯对於近代学术与政治的思想预设、制度条件、内在性质、

可能作用，均作了精细的分析。这些分析对读者有极大的帮助，帮助我们了解学

术与政治的性质与定位。可是在这些冷静的分析之外，两篇演讲同时还提出了动

情的呼吁。倾听他的呼吁，我们会警觉到藉学术或政治追求生命意义的徒劳。

韦伯认为，学术与政治诚然有其重大的价值，但它们也均有严重的局限。学

术一方面帮助人认识事态之间的相互关联，相对於既定目的提供手段的考量;另

一方面则帮助人理解自己的实践抉择如何与终极价值立场保持一贯，也就是让人

对自己行为的终极意义有所自觉和交代。可是针对生命的根本问题 个人应该选

择、信奉甚麽终极价值立场 学术是无法提供答案的。客观宇宙秩序崩解所带来

的「价值多神论」，迫使学术必须守住自己的神，从而也就不免得罪其他的神。

假如学术以理知真理为神，那麽它就必然要背弃善、美、幸福、灵魂得救等其他

神 、其他价值。学术没有资格在交战诸神之间充当裁判，没有能力排列证明各

种价值的高下。终极价值的抉择，也就是自己该侍奉哪个神，必须由个人自行决

定。

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里，韦伯指出「学术不是灵视者与先知发配圣礼和

天启的神恩之赐，也不是智者与哲学家对世界意义所作沉思的一个构成部分。」

因此他尖刻嘲讽「领国家薪水并享有特殊地位的教授」在课堂里扮演先知或救世

主的角色，认为这类表演徒然使年轻人无法认清一件基本事实:「今天人的命运，

是要活在一个不知有神、也不见先知的时代。」学者扮演假先知的罪恶後果，就

是掩饰这个重要事实，让人继续靠幻觉生活，结果无法为自己的价值抉择负起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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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的责任。

至於政治，韦伯虽然视它为「尊贵的艺术」，掌握着「历史的舵轮」，但是

他强调，企图藉政治实现理想价值这个想法，在除魅後的世界里同样面对着严苛

的挑战。既然没有一套客观的道德秩序来保证意图与後果之间的一致（韦伯称那

种相信善因得善果、恶因有恶报的人「在政治上是个幼童」），追求理想的动机

与最後获得的结果便往往相去甚远。在这两极之间，有些人只注重意图、动机、

用心的良善高贵与否，只着重理想是否符合某种道德标准；这类人的态度，韦伯

称为「心志伦理」。（这个词也有译作「信念伦理」或「意图伦理」者；不过最

近中研院李明辉先生提出「存心伦理学」新译，似乎更为高明。）另一类人相信

行动的後果更重要，行动者应该负的责任，不在於目标是否正确高贵，而是後果

是否有价值、与原初目的又相去多远;这种态度，韦伯称为「责任伦理」。

从心志伦理的角度来看，政治的要务是追求某种理想的实现。但是韦伯指出，

我们不要忘了政治所使用的特定手段是武力，而「武力之中盘踞着魔鬼的力量」。

武力有其本身逻辑所决定的特定後果，不仅会使得原先理想的意图与行动後果之

间的悖反更为严重，甚至会迫使原先的理想迅速沦为空洞的政治「咒语」，掩饰

权力的诸般丑态。有懔於这个事实，政治人物必须放弃心志伦理的童騃信心，采

取责任伦理的踏实准则。这时候，我们会发现政治行动所能提供的意义或许极为

有限，可是却更能表现一种韦伯所谓的「英雄伦理」：不赖幻觉、无惧於希望的

破灭，面对真相下的世界追求有限的现世理想。这也是韦伯心目中的政治人物典

范。

在我的体会之中，韦伯的这些呼吁似乎可以用纵欲与虚无的对立两极来衬托

表达。如果对於意义的渴求是一种欲望，纵欲指的便是对於意义的存在有大多幻

觉、对於人类的作为创造意义的能力有太大的信心。相对於此，当纵欲的亢奋高

潮带来的只是虚脱挫败，幻觉与信心会在瞬间崩解，沦为对於一切价值的麻木虚

无心态。在除魅後的近代世界里，意义的问题逐渐浮现，解决的唯一资源又只剩

下作为主体的人自身，纵欲与虚无之间的轮替交迭自然愈演愈烈，表现了人类每

一次建构意义时从张狂得意到失败丧志的循环。

但是纵欲与虚无还有深一层的共同根源，那就是它们都企图逃避近代性的要

求。韦伯再三强调，近代世界中的意义问题，受制於特定的思想与现实条件。这

些条件，几乎可以用「冷酷」一词来形容。他在一些洋溢着悲情的段落里指出，

对近代人而言，最艰难的事就是「面对时代宿命的肃杀面容」而犹贾勇自持。如

果时代宿命代表着荒凉世界中一切希望的破灭，贾勇自持所要求的就是以坚韧的

心肠面对这个局面而说:「即使如此，没关系」(dennoch)。与这种态度相反，纵

欲者靠奢侈的希望而生，不敢正视希望破灭的事实;虚无者则放弃一切希望，不

敢在废墟中再有所坚持。两种心态所表现的取向其实是一样的：软弱而无能承担

时代所提供的机会与责任。

回想起来，翻译韦伯这两篇演讲已经是十多年以前的事了。那段经验在劳累

中夹杂着兴奋，兴奋於自己有幸翻译到这麽深刻动情的作品。韦伯提出的问题、

分析与呼吁在在切入近代文化的内里，在西方世界固然已不易见到堪与伦比的文

460



化反思，中文世界的浅薄童騃，自然更不可能感触到他那种属於悲剧的眼光和情

怀。当时，只要想到台湾的年轻人可以就此读到如此深刻的文化反省与伦理思考，

不必如我少时一般坐井观天，以为胡适或者罗素便是所谓的「思想家」，迻译过

程中的无数困难挫折，便有了设法去克服解决的动力。

十年之後重看当年译本，虽然发现了很多缺点，不过比起几个英译本以及稍

後出现的大陆中译本[3]，我们这个译本似乎仍然比较翔实完整。而只要开始阅

读，我仍然不禁又被韦伯的凌厉分析与激情呼吁吸引而难以释卷。一九一九年初，

韦伯在慕尼黑对以左派激进学生为多数的听众演讲〈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结尾

的段落是这样开始的：

届此，在座的各位贵宾们，让我们约定，十年之後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很遗

憾，我不能不担心，到了那个时候……反动的时期已经开始，你们之中许多

人以及我都在盼望、期待的东西，竟几乎无所实现……。到了那一天，我个

人是不会丧志崩溃的;但不容讳言，意识到这种可能性，也是心中一大负担。

到了那一天，我非常希望再见到你们，看看诸君……有甚麽内在方面的变化。

韦伯在次年去世，十年之後德国卷起了希特勒的风暴。我当然无法预言十年

之後的台湾会是甚麽面貌；大家今天的兴奋期待，是否会由於外力、内因而仍然

归於徒劳破灭；热情的心志，是否会陷入韦伯列举的「恨怨、庸俗、麻木、抑或

遁世」等结局。但我希望十年之後还有机会重温这两篇演讲，也希望有机会知悉

新一代的人曾经自其中获得学术或政治方面的启发。我更希望自己在学术与政治

两方面能够发展出深沈成熟的反省。毕竟，正如麦金太尔之评所显示的，韦伯的

观点含有严重的问题，需要後人努力突破它的限制。而当然，若是力有未逮，自

己无能开发出新的论述境界，那麽只要再找到一本令我同样感动难忘的书，藉翻

译让我分享其中的悲情(pathos)起伏，於愿亦足矣。

* 原发表在台北《联合报》副刊，1995 年 6 月 20 日。

[1] A. 麦金太尔着，龚群、戴扬毅等译，《德性之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1995 年）。

[2] 《学术与政治：韦伯选集 I》，钱永祥编译（台北：允晨出版公司，1985

年；修改增订版，远流出版公司， 1991 年）。

[3] [3] 王容芬译，《学术生涯与政治生涯：对大学生的两篇演讲》（北京：国

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年）。写作本文的时候，冯克利译，《学术与政治》（北

京：三联书店，1998 年）当然还没有问世。

本文收录于钱永祥，2001，《纵欲与虚无之上——现代情境里的政治伦理》，台

北：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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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西方人文主义传统》是一部篇幅适中、深入浅出的西方思想史读本。作者以

“人文主义”概念为核心，对文艺复兴以降的西方思想源流进行了一番高屋建

瓴的梳理。《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分为绪论、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十九世

纪、二十世纪和新世纪展望六个部分，所涉及的内容跨越了哲学、文学、历史

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和艺术史等诸多领域，具有集“博”与“精”于

一身的特点。无论是精于一域的专家学者，还是爱好人文的普通读者，都能够

从中得到自己的收获。

作者简介

阿伦·布洛克(Alan Bullock, 1914-2004)，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牛津大学原副

校长。曾以《希特勒：暴政研究》一书享誉史学界，以针对教育与民主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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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被英国皇室册封为终身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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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秩序与发展综合症

——法律⼈类学的中国思考
赵旭东

内容提要：

近世欧洲的启蒙，可以说带来了一种世界性的变革。从法律文化去维护一种

社会整体的道德秩序，转而成为对个体行为的控制，这是启蒙的一个未曾预

料的后果。一种对于启蒙的热情，引致一种发展的综合症，它完整地体现在

当下的由社会秩序的构建以及未来现代性规划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中国的

文化和社会必须在这高速发展之中有一种文化的自觉，并找到自己可以稳妥

前行的适切之路。

关键词：启蒙/秩序/发展综合症/安全感/法律文化/规划现代性

近世欧洲的启蒙，可以说带来了一种世界性的变革。不仅世界不再是相

互分离的各个大陆板块，而且世界的各个角落也都相互联系在一起，真正变

成了社会学家意义上的世界体系。并且，由此而引发了并产生深远影响的变

革，首先是社会制度为之一变，并逐渐为一种世界趋同的力量所把握，相互

之间在地方性的差异性上变得并不十分明显，尽管这种差异性从来也未曾真

正地消失过，并且，也在不断地被重新创造出来，但趋势仍不过是一种趋

同。但随之而来的，更为重要的便是一场天翻地覆的革命，它从形态上是技

术性的，但从本质上却属于文化的，即各种的传统观念在一波又一波的启蒙

与亲启蒙的话语之下，似乎都变得极为苍白无力并最终归于消失。由此而一

扫世界各个地方经数千年文化成长积淀而养成并根基于自然本身的那种雍容

恬静的自信与自足。无疑，这种转变无可置疑乃是一种近代启蒙的长时段结

果，或者至少与启蒙的话语密不可分。这结果除了造就出了一种以人的理性

为基础的现代的社会秩序，它还带动着一种对于未来人的生活及其世界加以

规划与安排的观念的深入人心，并深度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

改变。而最为明显的是，人们因对这种发展规划和道路设定的过度依赖，在

不知不觉中罹患上了一种难于治愈的“发展综合症”，它虽不是一种绝症，

却可能是一种难于医治之症。而这必定使那些世界发展的思考者，即关注于

是否有真正造福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的那些思考者，着实需要从中去加以

反思，并对此一发展综合症加以切实的克服，或从这发展的后果中有所警醒

和自觉，以去寻求一种新的基于文化自觉的发展思路。

一、启蒙与法律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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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今天，改革和变革这两个词汇已经成为使这个被启蒙出来的

世界能够存在并有所发展的关键词，中国借助以改革与变革为核心的社会启

蒙创造了一个在体制上完全不同于传统帝国的民族国家的共和国的体制，并

使得社会大众及社会精英阶层都开始把这两个关键词作为社会建设思考的起

点，并试图以此去解决生活中及社会上的诸多问题。随着这两个新观念在社

会中的普及，即由启蒙话语所支撑的社会改革与变革，自然会依照“启蒙”

这个被翻译出来语汇的汉文理解，而得以逐步在现代中国的各种社会制度层

面上予以落实和实施。而法律的变革，必然又是在这一现代国家的框架之下

逐步展开的。

作为现代法律建构的现代民族国家，它所强调的是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

共和之治①，而在伯尔曼的“法律与革命”的解释框架中，这代表着第一次

的从欧洲封建的中世纪向资本主义的个人权利迈进的第一次革命。[1](P35)

而从另一个意义上说这又是民权开始逐渐兴盛的时代，即指由人民去推举出

他们的代表，并由这代表再选举出大家共同认可的首领，最后，再由这首领

来代替人民大众来行使一种军事与司法的权力，并契约性地要求这首领执政

的核心是要以保护人民的福祉为其出发点以及施政的终极目标，这便是今天

世界所谓宪政理念的基础，而启蒙所能启示出来的恰恰也是在这一点上，或

者说它的追求就在这一点上。而且最为重要的是，这种观念已经为世界上大

部分的国家及其文化所接受，尽管形式上的差异性会非常大。至少，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成立，其政治合法性观念的基础是依赖于这样一种宪政观念的，

并因这种观念而有了一种新的共和国体制的出现。

简而言之，启蒙无一例外的是一种对人而言的觉悟，它促使人自身切实

感受到一种自愿，且又不得不以某种新的生活观念去替代旧有的生活观念。

在中国，这种觉悟最开始的形式就是通过唤醒，即把沉睡中的人唤醒。民国

时期曾经为广州的中山纪念堂绘画的高其风，他受邀专门画了一幅中国画中

少见的狮子放在纪念堂中，这是一只睁眼看世界的狮子，它的寓意据说就是

要去唤醒这个沉睡中的国家及其大众。[2](P6)显而易见，这种觉悟就社会

自身的形态而言，属于是一种转型，即寻求从传统社会形态向一种现代社会

形态的转变；而就历史自身的进程而言，它所体现出来的乃是一种线性的发

展观，即区分出一种起始和改变之后的对于未来理想的不懈追求，即比照开

端最终希望有所改变的一种追求。此一追求，因启蒙者自身的呼唤而成为一

种社会构建的共同性准则和行动纲领，它也成为未来一切社会改造的一种原

始动力或驱力。

在启蒙以后的时代里，皇权时代的“朕即国家”以及那个时代天命神授

的观念，都被彻底地加以取代，由此而转变成为“民族即国家”②，而在另

外一层隐含的意义上，“民族亦是民主”，即以民来当家做主的时代。尽管

有在皇权时代对专制权力的反思和抵抗的早期启蒙，比如明末清初的黄宗

羲，他的“为万民非为一姓”[3](P193)的主张，着实符合现代的共和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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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但那根本却又是逃不出皇权“治乱”模式之外的，黄梨洲所企盼的实际

是在世间能够访问到一位贤明的君主，期以对社会的乱象有再一次的治理。

因此，在他的眼中，权力仍旧是由上而下得以产生的。但真正现代意义的启

蒙，恰恰是要将权力放回到人民的手里，由人民自己来做一种掌握和判断，

而不再是依赖一种皇权或者是神权的赐予。权力因此也不再是设想为外在的

神力所直接地赐予，而是转换成为由全体的人民或他们的代表通过投票来选

举而获得。由此，以人民为中心去构建出一种生活的秩序观念，这便成为现

代民族国家中任何政治权力施展的最为根本的诉求和努力方向。

在此意义上，预先带有蓝图意义的整体和周密的规划，便是民族国家展

现自身行动理性的一种方式。此一理性又通过一种对社会秩序的强力安排而

体现出其自身存在的价值，它背后所能调动起来的便是与国家同等对待的民

族热情。显然，谁也不会否认，出自 1956 年毛主席的《水调歌头·游泳》

中的“高峡出平湖”这一诗句，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乃至后来很长一段时间

里，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公共表征，而在持续支撑着人们借三峡水利工程修建

的构想而对于水库或水利建设投入的巨大热情，并深度影响到今日中国的水

库和水利建设的布局和规划。从哲学的意义上去理解，这种现代水利的布局

和规划，让本来自然的江河无端被安上了一个“自然资源利用”的框子，命

定地要按照这个思路去发展，就像哲学家海德格尔慨叹于莱茵河的水电站修

建一样，“此河现在便仅是一个水电站，其源自于发电厂的本质”。

[4](P297)[5](P94)

这里需要首先清楚的是，现代民族国家自身所隐含的一个悖论却是，民

族和国家之间并非是完全一一对应的，因为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就是，世界上

大约有着 1800 个民族，但是以此为基础而形成的国家，也只有 190 个。

[6](P73)因此，实际的民族国家多是借助国家的名义，外加上国家与民族共

同性的构建，即超越于民族之上的抽象的民族共同体的构建，这也成为现代

国家凝聚更多人群进行统治的一个共通准则，现代中国在第一个民族国家建

立之初，便曾围绕着“中华民族”这个新概念的营造而展开了大范围的争论

和建构，权力精英试图借此去涵盖并包容汉、满、蒙、回、藏这五个民族，

并止于这五个民族。[7]

但无论这个由“多”而“一”的过程如何曲折[8]，一种民族国家一体

性构建的价值理念，却无一例外地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认可，并已最大可能

地将此理念借助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而付诸全球的实践，在这一点上中国自

然也没有例外。而且，这价值理念又通过法律观念和法律条文的日益完善，

而得到更为具体和操作化的落实。打个比喻去说明，这个过程就像自然原本

没有什么直线，而由人硬画出来一条直线一般。照此，原本也无所谓一种真

正意义上的秩序可言，而法学家这个群体却可以借助自身的法理逻辑而从混

乱一团之中理出一种秩序，或构想出一套规则来一样，那结果便是，一方面

有专门的法律学家在制造看起来自成体系的法律的规则；而另一方面，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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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靠现代契约观念而构筑起来的强大的国家机器，来专门对这些规则的实

施加以监督和治理。今天，大约不会再有什么人会否认，某种法律在秩序建

构中的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如果否认了法律在今天的作用，他必定会被认

为是社会中的一个怪人，或者被看成是一个“法盲”，进而被排斥于社会之

外，严重者还会因此而被追究一种“法律的责任”。但很显然，在此种单一

法律观念下的秩序建构，它使得秩序构建的多种可能性没有了其自身立足的

空间，而尊重少数人权益的法律多元更是容易受到忽视。

并且，在现代法律的秩序构建模式之下，法律由此一跃而成为社会秩序

建构中的一种最具合法性，且为民族国家所完全接受，全面在社会人群中推

广开来的一种秩序构建的理念，而其他秩序建构的规则和逻辑，都只能被界

定为是一种次要的或者作为一种补充，最多属于国家法之外的风俗习惯，甚

至有的非法律的规则或规范，完全都被置入到异端的行列中去。比如，由民

间信仰所构造出来的生活秩序，它们显然就在此过程中被重新加以类分，一

下子而归属到了那异端的范围之内，受到了特别的挤压和排斥。③尽管，今

天民间社会看起来似乎是有着一种新的民间宗教的复兴，但这并不意味着此

种民间秩序的真正复兴，从国家的角度上而言，这乃是将其列入到了某种可

控的文化秩序的范畴中来，它因此而被赋予了一种新的意义。除此之外，社

会中一般意义上的道德和宗教，乃至于约定俗成的规则，都统属于社会中次

要的和附属的秩序理念，因此而受到了忽视乃至排挤，尽管国家会不时为了

某种政治的需要而注意并提倡它们这些附属品存在的重要性。

可以说，以法律为基础的秩序乃是一种理性的秩序，它的基础是规则，

即它以规则的形式而体现自身，它建立在人有能力对其自身的行为给予一定

的控制，并以不伤及他人的利益和存在为一基本的准则，这同时也是现代法

律观念的基础。因此，这法律一定不是给理想中的某位圣人预备下的，而是

给社会中的普通大众准备的，它因此也是生活于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所必须要

去遵守的一些非常基本的行为准则，但它一定不是任何社会中都存在的最高

标准的行为规范。因此，法律在任何社会中都肯定是作为秩序构建的最后一

道防线而存在的，当它转而成为社会中秩序维持的第一道防线之时，即一个

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自觉要诉诸法律去解决日常生活中的秩序问题的时候，

这个社会尽管还不能说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法制社会，但这样的社会，它首先

一定是一个世俗化了的社会，这实际就是以普通人的最为基本的行为规则作

为社会构成的基本规则。而真正超越于其上的道德或伦理的诉求，都因这种

世俗化而走向了社会的边缘，这也完全符合盖尔纳对于工业化社会的论述，

即在这样的社会之中，没有什么突出的价值可以作为社会的楷模，社会逐渐

走向一种趋同化的社会熵化(social entropy)，即均质化。[9](P62～84)

同时，在这样的社会中，仅以法律为皈依的个体法律意识的增强，也就

成为社会中的一种带有普遍性的趋势，且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这从另外

一层意义上而言，也即森尼特(Richard Sennett)所谓的，因向着个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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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退缩而出现的“一种公共人的衰落”(the fall of public man)，一种由

美国人所首先倡导的个体主义对一种整体性的社会性存在的蛀蚀，即“日益

增加的亲密接触以及日益减少的社会能力”(Increse intimate contact

and you decrease sociability)。[10](P15)

因此，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之中，法律的秩序以及由此而有的法律的

发展，其所构建出来的或者其目标所指向的，乃是一个以个体性权利为基础

的社会。④在这样的社会构建中，个体性的权利不仅在不断地有一种自觉性

的增强，而且，法律在维护和保障此种权利的获得和持有上也是不遗余力，

因为，在民族国家的秩序框架中，国土疆域内没有一个公民是可以或应该被

此种权利所忽视的。上至国家最高领导人，下至平民百姓，他们之间至少从

法理上是相互平等的，即所谓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这句话的另外一

层含义当然就是，他们共同享有一种法律意义上的人人平等的权利，尽管这

种平等从概念上以及从实际体现上而言，二者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但

这种观念上的平等却是极为重要的，而这恰恰是启蒙思想的核心所在，即如

卢梭所言：“人是生而自由，但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⑤因此，这在另

外一方面上，也就注定了启蒙者自身的悲剧意识的诞生，即他们清楚地知

道，由人所构成的社会，它从来都是不平等的，或至少不是以平等为第一诉

求的，而平等或没有枷锁的自由，它也只能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之中，并引领

人们去做一种“不切实际”的追求。

这同时也使得被启蒙者所启蒙出来的社会，它本身一定是充满着张力

的。这张力便是观念和现实之间的不一致性。纯粹心理学意义上的平等观

念，可能一直是启蒙者试图以一种浪漫派的姿态去改造令人永远也不大会满

意的现实的原始动力所在。由此，对于秩序的寻求转变为一种社会改造的冲

动。而现代的法律，必然要在这其中扮演着一种仲裁者的角色。似乎任何的

冲突或混乱，至少诱导着人们去相信，只要有法律的出场，最后便都可以带

来一种公正无误的解决，而西方的法律恰以此为自己合法性的基础。在此意

义上，中文字汇中确实缺少表达此种公正观念的语汇，而英文“justice”

便包含此作为公正的法律的含义在其中，而更为重要的是，用中文的“法

律”二字，来对译西文的“law”这个字，其核心的含义可能恰恰在“律”

而不在“法”，即其最终寻求的可能是一种社会的节律，或韵律上的和谐，

或者有可以去把握的规律可循。⑥因此，正像英国的汉学家鲁唯一(Michael

Loewe)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最初的法律，即秦律和汉律，它不是受到某种神

启而产生的，更不是哪个英雄人物所赐予的，它就是为实实在在地处理人际

冲突而制定的规则，它基本上体现了两个原则，一个就是强调宇宙的运行的

和谐，其次便是对于犯罪行为施以报复或惩罚，而这两点都与所谓“查士丁

尼的法律”(Justinian's laws)、“教会法律”(cannon law)或者“美国法

律”(United States law)在含义上完全没有什么共通之处。[11](P253)而

对这一点的认识和把握，可能恰恰是中西方法律文化之间一种比较明显的差

异所在，即便是从字面含义的理解上，差异都是极为明显的，更不用说其实

质性的内涵了，而这一点往往又为法律的移植论者所明显忽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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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律、秩序与对个体行为的控制

从法律在维护一种社会整体的道德秩序，转而成为对个体行为的控制这

一点上来看，这应该看成是启蒙的一个未曾预料的后果。而此一未曾预料的

结果的核心便是由对个人自由、平等的高调追求，转变成为对于个人行为最

为严密，且无处可逃的一种监视或者监控。由此，曾经有的生活上的自由或

涣散乃至倦怠的状态，也因为这样一种监视而变得不再可能了。比如，一种

女性个人生育的自然权利，在今天显然是比过去更加受到了限制，如果说传

统的村落共同体的生活基于人跟资源之间的对抗性矛盾而发明了一些节制生

育的习俗，那是在一种可见的熟人社会层面的集体性的自觉和自我管控，它

因此可以借此促进共同体自身有一个更为长久的可持续的发展，或更为确切

地说，借此而有一种家族或族群生命的延续。⑦

而今日之节制生育的观念，并非来自熟人社会真实可见的共同体生活，

而是直接来自知识阶层本身，特别是那些以启蒙为自身追求的早期的且以马

尔萨斯为代表的人口学家们，而他们所构想及真实面对的，乃是他们可能从

未曾谋过面的广大的普通民众，他们对于人口增长的担忧或者不满，也像马

尔萨斯那样去思考中国的贫困，[12](P20～23)不经意间就为我们普通人构

建起来了一个基于人口膨胀或爆炸的危机意识而有的那种所谓超社区的想象

的共同体，使得每一个人都对此信以为真，并经由立法机构的不懈努力，而

将此现代知识层的共同体的想象，转变成为一种平民大众的生活实践和思考

逻辑，并由国家代这些学者去宣布一种承诺，即人口的控制以及降低，它可

使下一代人生活在某种幸福之中。但显然，未曾预料到的关于人口领域的新

问题，日益压过因人口膨胀或爆炸所带来的旧问题，当这些经过了计划生育

政策的筛选而养育出来的孩子在长大成人之后，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也许不再

是人口过多、经济贫困的问题，但各种问题依旧是环绕在他们的周遭，只是

已经转变成为房价持续高涨、社会与公共服务资源分配不均、专业不对口就

业、大学毕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等新问题，这些当然也是同样难以解决

的实际社会问题，这些孩子的父母辈曾经接受了精英教育的理念，希望把他

们收入的全部都用在大部分只有一个子女的教育上，甚至大多数的人甘愿为

此而牺牲自己的安逸生活。因此，这些人极端地希望，他们所投下去的教育

投资，在他们子女有体面的且学有所用的工作上能够得到一些必要的回报，

但是作为一种未曾预料之见所发展出来的社会后果，大部分的家长都只能对

此表示出一种失望，这种失望显然是由他们自身对子女高期望的不能满足而

带来的。许多在作为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出台之后成长起来的子女，他们进

入大学或研究生所学的专业不能与他们的工作之间有一个基本的匹配。新一

代人拿着高学历却在做着技工或类似秘书的工作，这已经成为新一代的年轻

人，即所谓的“80 后”中非常普遍的现象。他们的境遇大略可以堪比美国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中期(1965～1975 年)出生的那一群所谓的

“失落的一代”(Generation X)人的成长历程。[13](P8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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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现实是这样的话，这也许真的应验了那个有关现代性破产的预言，

即所有的由现代国家意图所推进的发展规划，最终都会是以某种的失败而告

终，或者说在某一地偶然地成功了，而在其他所有地方却都失败了。⑧而作

为一个负责任的研究者，这个深思熟虑的预言绝不同于诺查丹玛斯的预言那

么荒诞，但它们二者的结论却又是极为的相似，这样的发展观，即建立在一

种想象的共同体基础之上的现代国家建设，尽管在一种秩序构建的法制规范

上有了一种坚实的发展，但很显然，由这一法律的秩序构建，并没有自然而

然地将其引导到一种真正有道德意义的社会生存方式的构建上来。

在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强调产权制度在西方的大获全胜之时，他

与强调个体主义理性的微观经济学家有着一个共同的论调，即此类的经济学

家总喜欢拿“公地的悲剧”作为自己的保护伞，但可惜，如果对实际存在于

非西方社会文化里的公地意义有些许人类学田野知识的人，他都不会去做这

样一种空洞的猜想，即“设想有一块由村民共有的草地，每个村民可以自由

地在草地上放牧”，[11](P131)因为对于一个共同体社会中的农民或者牧民

而言，这几乎是不可能发生也不可能出现的一种自由，因此这样的“公地的

悲剧”也不会在西方的个体主义的舞台之外的任何地方真正上演过。它真正

的发生是在这样的共同体意识的打破，是外来的国家力量对于传统习俗的从

根本上的蔑视和剿灭。实际上，在国家的大力推动之下，地方性共同体的生

活在逐渐消失，社会中道德的和超验的约束力在远离人们的日常生活，而曾

经是作为生存底线的法律，被神化而成为现实生活中的第一位的人生选择，

而这却又是远离共同体社会本身构建的一种必然结果。

三、安全感与自然隔离的发展观

尽管不能否认，传统社会的“无讼”观念只不过是一种理想型的存在

⑨，但很显然，今天诉讼案件的年度性的成倍数的攀升以及跟 GDP(国内生产

总值)增长率之间的强相关性⑩，不能不说它是跟一种现代法律意识的提升

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在我们把法律尊奉为社会秩序构建的唯一可以信赖的

途径之时，借助此种法律观念，我们也很自然地或者必然地引入了自启蒙以

来便逐渐占据我们意识核心的发展观，在这里，一种知识接受的逻辑也许是

这样的，即法律被认为是它可以去保障某一种秩序，这种秩序承诺，让人们

可以得到一种公平的对待，并生活在一种相对安全的氛围之中，而不至于使

得每个人都像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所曾经构想的那样，处在一种人人

相互为敌的恐惧状态之中，并以此来摆脱霍布斯所主观构想出来的人在自然

状态中的苦难。这种观念的核心乃是建立在人的自然能力平等的认识之上，

由此而编织出来的人类自然状态的故事范本就是：“任何两个人如果想要取

得同一东西又不能同时享用时，彼此就会成为仇敌。”[15](P93)而为了达

至一种人类的幸福，对一种非自然的公平与安全的设计就变得极为重要，这

同样是西方启蒙思想里极为重要的构成要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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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种公平与安全的保障，不仅诱惑了以胆小著称的霍布斯本人，

也诱惑了同样胆小的现代人，他们首先都不喜欢人和自然之间的直接结合，

更不喜欢似乎让整个人类都备感蒙羞的人同自然的合二为一，即一种所谓的

自然的自然观，这种区分的意识构成了西方现代认同的根本，借助一种近似

神话般的我们与他们、文化与自然、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等的区分，进

步的观念得以引入其中，并试图在一种时间上为空间上的考古遗迹寻求到一

种文明先后的排序。尽管人类学家一再告诫世人，这种排列几乎是不能涵盖

所有特例的，但人们还是一如既往地相信此种进步神话的特殊功效(11)，因

为无论排序如何改变，西方人自己都会被安排在这个文明序列的顶端。当

然，在这中间，西方的现代法律作为一个专门用来做比较的标杆，同样难逃

此种神话学般的叙事逻辑之外。[16](Pix)人在沿着苏格拉底所定义的“理

性人”轨道上离开自然的距离越来越远，他试图自己来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应

答，而不再听命于自然的召唤，或者像卡西尔所解释的，“人成为一个‘有

责任的’(responsible)存在物，成为一个道德主体”。[17](P10)德国启蒙

思想家席勒便极为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并把今天的人和自然分离开来的带

有讽刺意味的感伤性的诗歌，专门与古代人的与自然紧密结合的素朴的诗歌

之间特别地加以区分。[18](P1～49)而到了启蒙哲学家托马斯·里德那里，

正义的自然观彻底被打破，那个时代的思想家们开始强调这样一种看法，即

“正义不是一个自然的德性，而是一个人为的德性”，这同时也是对哲学家

休谟看法的完全接受。[19](P409～410)

很自然地，这种区分也便是现代启蒙意识的开始，即靠法律而构建出来

一种不同于自然状态的社会秩序，它成为今天人们的日常追求，并由此而创

造出了一个围绕着法律而建构出来的新的世界秩序。人们开始不再专门去相

信自然的神造的秩序，而是如笛卡尔那样，完全相信于人的理性本身，在这

个意义上，“人首先是一个理性的存在”，并且，“人的理性、即人的本

质，已经成为唯一能够给予人价值的东西”。[20](P78)包括婚姻在内的诸

多社会生活，都因此不再被看成是自然的，或由神所赐予的，而是由外在

的、人所创设的法律所赋予的。这显然是卢梭所说的人对于自然状态的放弃

以寻求一种社会契约。[21](P1)由此，男女之间结合的婚姻，不会再像过去

那样被看成由自然中的上天或上帝所恩赐，而是由人造的法律所给予，并由

此一法律本身来给予一种保障。

由这种关系所衍生出来的各种关系的背后，实际都隐藏着一个虚拟化的

监督人，那就是法律本身。它也许在一定意义上取代了尼采所说的死去了的

上帝的位置，但却又比上帝更为严厉而细密地实时监控着人们日常的生活。

人们因此不能偷懒，不能侥幸，不能溜号，也不能奢谈开小差，更不能偷偷

地改宗他信，当然最一般意义上的，就是人们不能做违背由人自身所制定下

来的法律的那些事情，即人造的法律本身成为人所崇拜的对象，这与马克思

所发现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拜物教”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同时也被

看成是资本主义之所以在西欧取胜的原因，即德索托所谓一种西欧的法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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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保障了神圣的“财产权与资本之间的‘在心灵上的友善’”(property

make capital “mind friendly”)。[22](P218)

与此同时，人们对法律所投以的信任，以及依靠法律而构建起来的国家

对着全体人民所订立下的使人们有一种安定和安全生活的承诺或契约，让人

民可以在自然之外，且不依赖于自然的直接供给，而安稳地生存下来。要实

现这样一步，显然就要有赖于对自然本身的索取，并平均地，至少从法理

上，是平均地将此分配到这个由全体人民所构建起来的国家中的每一位公民

的手中。尽管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中，这种公平的分配可能从来都未曾真正实

现过，否则也不会有今天这样多的关于社会问题的报道，而其中大部分又都

是跟一种公平的现代观念的不能实现之间有着最为直接的关联。(12)尽管对

于马克思的“异化”(alination)的概念，在不同的场景中人们也许会有极

为不同的理解，但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点上，马克思所提出的这一异化概

念，其所强调的恰是在此种人与自然分离下而造就的社会生活的改变，这种

改变的核心在于深度地借助一种技术理性而使人们远离真实存在的自然，并

借助新技术和新知识手段的发明，而使自然虚拟化，并使二者之间的分离进

一步的真实化和社会化。(13)可能最近的一组数据足以说明这种远离自然的

步伐之快。人口学家的数据告诉我们，1978～2012 年这三十几年间的现代化

的发展中，中国的城镇化在通过向自然索取而快速地远离了自然。我们有越

来越多的人不自觉地住进了钢筋混凝土的楼房中去，在这段时间内的高速发

展中，钢材的消耗量是爆发式的，增加了 42.3 倍，其次是水泥，32.9 倍，

再次是粗钢，21.8 倍。[23](P127)

科学活动本身因为有一种为追求安定生活而设立的法律作为其保障，它

的知识生产的唯一合法性身份得到了不断加强。这一点在现代社会中非常有

吸引力，人们对此也有一种坚定的信仰，它深入到了普通大众的心中，而其

背后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恰如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这位未来学

家所总结的，“300 年来，西方科学把世界描绘成由已知动因导致可知结果

的巨型时钟或庞大机器。它以宿命的观点看待宇宙，认为它井然有序，一俟

启动，其后的步步进程都能未卜先知”。[24](P485)

但很显然，这个庞大的机械世界被想当然地看成是环环相扣，因果关联

的，但实际上，人类为此付出的代价，并不比科学家们构想这一庞大的机械

所付出的代价更小。这一科学发展的过程，使得我们数代传承下来的生活规

范，都在被这科学的知识而逐步地加以取代，并最终全部都贴上了一个科学

实验结果的标签，它构成了拉宾诺(Paul Rabinnow)所说的晚期现代性中

“技术世界主义”(techno-cosmopolitanism)的核心。[25](P59～79)确

实，在今天我们生活中，衣食住行之中又有哪一项活动不是经过了科学探索

之后而留下的一种所谓科学理性的痕迹呢？换言之，我们在不断地抛弃掉以

前只有一个家族或者一个村庄才会有的并得到相互理解的共同体的生活，而

逐渐被更为一般化的以及更为抽象化的知识所取代，它最初可能就是来自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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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大学的实验室，或者是来自某个研究机构的专项研究，但有一点可以确

认，即它们肯定不会再像科学初始时期那样，来自这个当地社会。(14)知识

因此不再是来自当地社会，它宿命地只能是来自外部世界。

从人所居住的地球上，人脱离开自然的速度可以由采集狩猎人口近百年

来急剧减少的数字来断定，可以说，在已经极为稀少的采集狩猎人口中

(15)，每年都还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他们的生存不再直接依赖于从自然中来

获取，他们因此无形之中而与自然相互隔离开来，过一种看起来不依赖于自

然的生活。这个过程应该不是一种自然进化的必然结果，而是跟西方近代文

明的传播极为密切地联系在了一起。人类学家汉尼斯对美国平原印第安人养

马历史的考察就特别注意到了，在以圣菲(Sante Fé)为中心的那个区域，直

到公元 1600 年尚没有养马的习俗，而在跟西班牙白人接触之后，才渐有此

风俗，但发展一直都很缓慢，大约经过了半个世纪，尚未出现一个养马的部

落。[26](P184)而托马斯这位英国的历史学家，他曾极为深入地研究了英国

人自然观念的转变，他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就是，对于自然的破坏，西方人

的原罪是无法抹去的。那些殖民者眼中的印第安原住民，他们被西方人所教

化去疯狂地猎杀狼群，其动力来自殖民者会拿一头牛去换回印第安人手中的

八匹狼，确实如托马斯所指出的，这种交换绝对不是一种简单的交换，“这

个交换清晰地表现出他们认为应该如何利用自然”，[27](P19～20)以此教

化之策的逐步落实，目的也便得以实现，即最后是让这些原住民服膺于基督

教的教义，[27](P20)并使之潜移默化地接受这背后的高高在上的西方人所

谓人可以制服自然的价值观。无论如何，人类在差不多 11000 年前就开始有

了粮食的生产，人们与自然的分离也可以说是从自己生产或者别人生产的粮

食的稳定供给中开始的。因为确实正像戴蒙德所指出的那样，“从间接的意

义说，粮食生产是枪炮、病菌和钢铁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28](P64)

而从另一方面讲，人类在技术上的发明，特别是西方人对于现代技术的

迷恋和不懈追求，在使人的生活走向便捷的同时，也使得人们越来越有可能

脱离自然的束缚而有一种被隔离的独立性的生活。比如，建筑技术的发展，

使得人们可以不用像野兽一般，随时要去躲避来自各个方面的攻击，此种焦

虑的降低，使人们日常生活的安全感逐步增加。今天，他或她完全可以躺在

舒适的床榻上睡个安稳觉，但它的基础是我们的生活中有牢固的锁头、坚实

的房屋，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相信有一个由完善的法律来保障的社会秩序的

存在。而以耕种为标志的农业社会的发明，则是使人类过上一种有安全感的

生活的开始。确实，驯化野生作物的耕种的发明，让人每天都可以依照一种

固定的节律来进食，而遇到饥荒的时候，亦可以借助储粮仓里积存的粮食度

过生活中出现的诸如此类的危机和困乏。在这一点上，达尔文的解释并不过

时，即人类经历了一个从漫无边际的采集野生果实而逐渐将其中的某一种或

几种固定下来并做人工的种植的过程。因此，谷类成为人类饭桌上的粮食是

一种自然选择的结果。[29](P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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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于人们有了一个稳定的住所，人们的迁徙便有了一个方向，即会不

断地从外向着作为原点的家园做一种不断的回归。[30]这就使得越来越多的

人都会聚拢而居住在一起，并相互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庞大的地域性的联

合，甚至于有攻击和自卫能力的武装组织。在闽南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

漳州南靖县的各种形状的土楼，它们都曾经是某一个宗族的聚居空间，同一

个姓氏的宗族，大家居住在围拢在一起的土楼之中，既安全又利于相互的照

顾和社会支持，特别是对于有着大量的共同财富的大宗族，情况更是如此。

(16)

而这大约是农业社会中社会组织的一般特征，在工业文明出现之前，这

是人类自己发明出来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形态。它与自然世界之间所维持

的是半接触和半依赖的关系，这样的社会，它存在的前提就是，人们为了摆

脱掉动物在自然状态的焦虑心理而选择的一种对于自然的驯化，但这绝对不

是一种全部和彻底的驯化，而是半驯化，即以克服生存的不稳定以及不安全

状态为其驯化的底线。因此，这注定了以农业为基础的生活，它一方面在不

过分的生活水准上维持着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族更为持久的生活；而另一方

面，又会使这样的生活不会离开自然界太过遥远，费孝通笔下所描述过的乡

土中国的图景，便可以说是这样一种农业社会的典范，即人为土地所束缚的

乡土社会，其中人和土地之间极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人生于斯、长于斯，

最后又会终老于斯，这里斯之所指，当然是包括土地在内的大自然了。

[31](P1～7)

四、工业化与生活世界的改造

紧跟农业社会而在西方首先出现的工业化，工业化不仅是机器和工厂，

它更为重要的是一种权力，它是把权力引入到了对于机器操作和运行的安排

中去，[32](P8)它让人不再直接与土地保有一种直接的联系。它的基础是技

术对于我们生活的替代，在这一点上，海德格尔没有错，他提示我们，传统

的技术是自然作用于技术使之运动，而现代工业化的技术则是技术让自然运

动起来。[4](P296)[5](P93)因此，这种以现代技术为基础的工业化所引导

的生活方式在日益打破一种人和自然之间相对的平衡，特别是一种人对土地

的眷恋或崇拜几乎在这个社会中丧失殆尽，而大批量的工业生产以及持续不

断的能源供给，使得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的人们有着或被塑造出了一种无所

顾忌地去消费和工作的热情。可以这样说，对最为发达的国家而言，它们的

社会服务中最为重要的工作之一便是如何去处理大量的各种类型的垃圾。而

刻度时间的发明，使得人们不必再按照自然的太阳升落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及

劳作的节律，而这曾经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是一种不容怀疑的生活节奏，所

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也正像埃里亚斯在讨论时间

的社会学结尾之时所发出的那份感慨，“但是，也许人们要记住月亮——其

作为一种计时工具，几乎从工业化的民族国家的城市化公民的生活中消失不

见了，他们在承受着对不理解的时间压力的痛苦——曾经是一位传递口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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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这样才可以使得人们在一个或多或少固定的间隔里，让他们的社会生活

融入喘息的空间”。[33](P200)

人们开始按照现代人发明出来的抽象时间去做一种并无真实自然指涉的

生活与工作的安排。一秒钟对于传统社会中的人而言，它是可以忽略不计

的，但是我们进入机器的时代，秒成为人们生活里的一个最基本的计算单

位，它可以因为工作到最后一秒钟而把人压垮。“新感觉派”小说家穆时英

的《夜总会里的五个人》就是借小说的故事情节在描述这一秒钟对于现代人

的意义。小说中的五位人物最后都“被‘一秒钟’这种机械的时间计量单位

打垮，‘秒’这一时间单位，仿佛成了决定其命运必然性的上帝之手”。

[34](P300)而另外一位文学家则又很真实地记录了中国乡村中原有的“半年

辛苦半年闲”的时间节奏如何因为此种现代的钟表时间而加以改变的。20 世

纪 50～70 年代，一场兴修水利建设的运动，使得鄱阳湖水域的农民彻底失

去了那传统上保留下来的“半年闲”的乡村生活，而逐渐融入了一种现代碎

片化的刻度时间的区分中去。[35](P26)实际上，借助这一安排，人们的生

活与工作的时间与空间都发生了相应的改变，也许他们由此而得到了一种由

固定的时间和空间作为保障的生活，并通过法律来使得这种保障有进一步的

加强和完善。此一法律上的加强和完善，可以使得人们把本来随意性很强的

日常生活严格地区分为休闲与工作两部分，人们因此可以安心地去工作，然

后再积攒资本去尽情地休闲，二者相互加强，形成了 18 世纪哲学家拉·梅

特里所谓的“人是机器”(L'homme-Machine)一般的单调的生活节奏。[36]

而在日常生活之中，越出常规的行为似乎在变得愈来愈稀少，但与此同时，

社会中犯罪的文明化程度也越来越高，且越来越不易在公共的场合中被人所

观察到。甚至在我们的生活中，这种超出常规的各种行为方式也变得越来越

稀少了，从体型到服饰，再到饮食，乃至于说话的腔调，都可以见到此一趋

同的现象。而尼采曾经描述过的那个千篇一律的“一代比一代傻”的“末

人”时代，则又是这种世界趋同现象的另外一种表述。[34](P301)

当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一种人为的法律秩序而排斥自然的秩序之

时，社会也便从一个神造的世界中脱缰出来，它本身成为一个特立独行的人

造的世界，而由法律所引导的一种人造的秩序在其中占据着一个核心和主导

的地位。不论是此前的私人生活，抑或是带有地方性特点的公共生活，大都

会一股脑地卷入到此一人造的世界中去，人再一次回到了古希腊时代才有的

自我中心的地位上来，即回到了以人的生活和思考为中心的地位上来。有机

会看看法国罗丹的雕塑，我们也许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这种人的力量的突

显：人而非神，普通人而非上帝，成为衡量善恶美丑的尺度，这是一个有意

去脱离开自然的人造世界之所以可能的基础。人也因此不再是上帝的奴仆，

进而也不再会受到一种自然的役使。人们发现了由人所能驾驭的知识创造的

力量。“知识改变一切”成为现代社会中普通人的一种新的信仰。社会亦在

通过教育的系统传输，并实践着这样一种新的对知识的信仰，甚至于可以说

是一种崇拜。而所有这些，都在一波接续一波的西潮影响之下进入中国的公

共话语体系中去并植入其公共文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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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知识的类型也逐渐地从对神学经典的细密注解，转换到对新

知识及新见解的接纳、批评与再创造上来。而西方世界的法律知识体系本

身，亦是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中产生出来的。一种由法律保障的社会秩序，开

始让人自身的个体性的欲望在极度地膨胀起来，它在刺激社会的理性，并进

一步以此为基础去统领整个社会，乃至于整个世界，使之完全可以依此模式

复制而得到一种改变和发展。似乎在激情看不出希望的地方，社会中活跃的

强大的理性在向人们的生活世界抛出了橄榄枝。不仅是人的容貌，还有人的

健康，乃至于生活中的一切，社会都在向我们每一个人发出承诺，即靠专家

系统的知识创造，这一切都不会存在克服不了的问题。这方面我们无须寻找

太多的证据作为支撑，只要去看看每天各种媒体中铺天盖地的广告就能知

道，这样的一种社会拯救计划，在实实在在地发挥着其影响力。这也恰如阿

帕杜莱所指出的那样，实际上这是“一种启蒙的规划”(the project of

the Enlightenment)，它在努力地打造着一个时代的一群人，他们渴望自己

的生活在未来变得更为现代。[37](P1)

由此，一种庞大的人类生活改造计划也便应运而生了，并一直对于今天

世界的发展产生着持续的影响。这是一个看起来可能随意、漫不经心、无结

构的发展规划，就像蔓延的火苗一般，梯度性地从这一发展的中心地带西欧

扩展至这个世界以外的各个角落，并以加速度的方式在快速蔓延。一种所谓

的构筑于世界体系之上的发展观，类似于雕塑家雕塑模型的世界巡展，这模

型的姿态在游走到各处的信心百倍的巡展中，也在深度地影响着当地人自己

的自信以及对于世界本来面目的看法。在当地经由一种“理论旅行”而实现

的对于西来的启蒙观念的模仿和固化(17)，也在实实在在地发生着，并会进

一步地影响当地社会结构的转变。

在此意义上，整个世界都开始在经历着这种转变，此种转变也让民族国

家的观念自身有了一个长足的发展。因此，民族主义的观念在 18 世纪的欧

洲被发明出来就不能不说是跟这样的工业化发展的模式有着一种内在的联

系，它在激发着人们团结在一起向非工业化的世界进发，并对此一世界中的

一切去做一种改造乃至于征服的工作。而这背后，现代法律的构建那是一个

强有力的支柱，并借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而使得社会的普通大众

得到最广范围的动员及参与。在这里，现代法律所投射出来的资本主义的精

神在有意地去对平等观念加以神秘化，认为只有依赖于那只“看不见的

手”，平等和效率才能够真正向所有的人张开双臂。在此过程中，借助于对

效率的经济学的强调，而使公平这一现代国家统治中最具合法性的核心诉求

被搁置或被忽视。而与之相映照的乃是传统的结构性的约束关系，至少从理

念上而言，已经是摇摇欲坠，弱不禁风了，它的命运只能再通过以追求公平

为己任的现代法律的途径来加以保护才能使之苟延残喘，并有意使之成为现

代人眼中的观照对象，即一堆的习惯法原则下的展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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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工业化所引起来的社会变革而言，它不仅是一种革命性的变革，而且

还是一种地毯式革命的变革，即它是全面而不会留下死角的转变。尽管它在

西方以外的世界里都遭遇到了程度不同的抵抗，并集中体现在最近有关后殖

民主义的话语表述之中，[38](P59～80)但无疑这样的进程从来都未曾真正

停止过。它可能最初的形式停止了，但换个形式又开始了其进程。这个进程

便被普遍地称为现代化，其形式有早期的也有晚期的，而背后能够支持它行

动的理念便是所谓的现代性。这是难于用一句话去完整地加以界定的，它呈

现有多面性的特征，是一种自启蒙运动以来逐渐大行其道的社会观念。(18)

它的核心大约可以用“简洁”两个字来概括，并可借此标准去衡量某种现代

性发展的程度高低。这种现代性之下的简洁并非不复杂，而是它将传统时代

修饰性的附属之物以及杂乱的堆积之物全部都处理干净，不留一点为现代理

性所不能容忍的地方，它因此而有了许多的同义词，如我们现代社会里所常

说的方便、清晰、直接、明白、统一、效率等，当然，也会包括“法律”与

“发展”这样的专门术语在内。

其因此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在国家治理上，各种发展的指标更加清晰；

对人的控制更为直接；生活的准则更为明白和有条理，没有含混的观念杂糅

其中；方便成为一种生活的主基调，由此我们的食品可以从超市中方便而便

宜地买到，一日三餐也可以不需自己动手便可从快餐店解决；生活的节奏变

得更为统一，并且靠细分到秒的刻度时间，让此种统一的生活可以在全球范

围内实现；统一的生活又进一步使得时间成为人们要去管理和经营的对象，

生活不再是消磨和打发时间，而是由人所自觉地去过一种讲求效率的分秒必

争的生活。凡此种种，我们还可以列举许多，它们并不是遥远的，恰恰就在

我们的身边。

五、规划、现代性与发展综合症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这个席卷全球的现代化进程中，法律的地位开始

从最初的社会边缘跃升到一个社会的核心地位上去。它不仅符合现代性所要

求的一种简洁原则，而且用它可以省时省力地去统治或驾驭尽可能多的人

口。当然，法律更为重要的意义是它提供给所有人一种对于公平追求的渴

望，这是从霍布斯到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背后的理性主义所一直追求和不断去

拓展的，它试图要让历史等同于未来，又让未来寄希望于历史理性的发现。

[39](P269～281)正因为此，人们才会对现代的法律投之以一种专门的信

任，因此可以说，法律是现代人获得一种平等与公平感的最为重要的、可以

凭靠的想象基础。尽管现实未曾实现过一种真正持久和普遍的公平，但人们

还是把全部的秩序建构的希望都寄托在各种可能的法律法规的出台上。尽管

我们在相信这样的法律之前，并没有深究西方社会从基督教神学观念里的

“不听训诫而致原罪”向一种“至善至美”的人的社会构建，并由此而拿理

性去替代上帝的那种思想史的演变，[20](P82～87)而是对这样的一种演变

的社会后果，即法律的社会构建，采取了一种完全照搬的模仿姿态。因为，

664



在人们眼中，似乎是有那么一个西方成功的榜样就伫立在那里。由此，一种

建立在法律秩序模式上的理性规划的观念便开始越来越深入人心，并在影响

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各项工作的规划。通过各种发展规划的实施，人们学会了

在一种有发展的规划中去生存，而非漫无目的的生活和工作。生活因此如现

代国家的事业发展模式一样，都成为宏大计划的一部分，并通过各种社会保

险事业而使这些规划所遭遇到的风险可以得到某种补偿或修复，这样的结

果，自然就使规划的理念在任何的社会中都会表现得大胆、自信而又畅行无

阻。

在这一点上，法律绝对是提供了一个让受到启蒙理性所鼓噪的现代人不

能不去模仿和追求的典范。它所塑造出来的理性规则的逻辑，不仅在现代人

看来，可以在混乱之中生发出一种奇妙的秩序，更为重要的是，它也在为人

们未来的想象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的希望，否则真的很难想象，启蒙思想家为

何都希望在国王缺失的位置上去安插上一个僵化的法律并向它去顶礼膜拜。

但法律终究是一种抽象，甚至比上帝的存在还要抽象。人们必须要落实到一

种具体的行动纲领来作为引导，就像如果不规定早上八点钟准时上班，人们

便不知所措于究竟哪个时间走出家门一样，让人心神不安。

人们在细致入微地规划着自己生活的同时，实际上也使人极为原始的心

理焦虑能够借此而有真正的缓解并安定下来。实际上，当人最初离开了自然

的怀抱之时，他的生活的规划能力就伴随着一种骄躁之心的降低而衰退了。

人们把生活规划的能力逐渐地交付给了生活中的其他人，这是涂尔干所分析

的由分工引起的有机团结的基础。[40](P92)这种假手他人的生活安排，随

着社会分工的专业化的完成而得以真正地实现。而在一个相对简单的社会

中，人们依赖于自己更多，而依赖于外在的他人会更少，因此，也很难有真

正意义上的社会分工而言，在这个意义上原始人相对而言可谓是全能型的。

毋庸置疑，原始的社会是一个相互帮助的社会，但他们却尽可能少地寻求这

种帮助，即便人们相互之间并不缺乏此种帮助，因为他们社会化过程中获得

的诸多能力可以使他们应付生活中很多的事情，除非靠自己的双手不能完全

解决的事情，帮助才是不可避免的了。这就使得简单社会的文化逻辑不是个

体之间的竞争，而是各自在发挥着各自的能力，并不会因为某一个人的工作

失误，而影响整个社会的秩序。

而在现代社会中，说白了，就是很多的事情越来越多地开始以金钱来计

算的社会中，人一方面具有了可拆分的独立性的存在，此种类似“光杆司

令”(the single naked individual)的独立性[41](P24)体现出现代个体主

义所追求的本质，并在法律上给予切实的保障；另一方面，他也就无须因为

莫斯所谓礼物式的往来不断的再分配经济[42](P6～8)，而使自己陷入社会

关系的各种纠葛之中去。他在成为一个有着独立权利的个体的同时，也有了

一种独立安排自己生活的自由，即一种选择的自由[41](P23)，进而通过对

其所得收入的支配来行使一种支配个人生活的独占的权利。但显然，他的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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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权利又绝对不是无限的，而应该说是非常有限。他确实可以排他性地去支

配他口袋里的金钱，但他绝对无法去支配社会所提供给他的产品或服务的真

与假、多与少、有和无等事项，他只能再一次将此权利让渡给了社会中不断

制造出来的法律，并希望借此外在于他自己的强制性的力量而使产品的生产

或服务，乃至一般社会必需品的供给，有一个真实而非虚假的意义内涵。这

显然是由社会分工所带来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分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讨论

这种分离之时，他们的笔墨虽然更多地着力于从父权制到奴隶制、等级、阶

级等的各种生产关系的转变[43](P14～21)，但今天看来，他们所提出的因

为分工而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相互分离才是其论述中最具启发性的。

同时要清楚的是，分工还是一种让渡，即把自己把握自己的权利让渡给

了社会中的他者。而恰是人的这一逐渐养成的让渡习性，使得各种国家意义

上的发展规划真正成为可能。当人们从假手他人的工作一开始发现了不满和

充满欺诈之时，他就只能去求助于外在于他，并由他让渡出自己的那份行使

自己管制权利的法律。他因此也就不再可能会用他的拳头以一种纯粹“原始

的反抗”形式(19)，去攻击他所不喜欢的或者被他觉知是有欺骗行为的某家

公司、某家食品店、某家电影院，或者是某家超市，他只能去求助于由他自

己同意，并让渡出自己权利的共同的法律本身，并希望他所委托的这一法律

能够公正地规划出一种相应的措施，以求对不满现状的持续不断的改进。这

可能是一种凡是经过了现代启蒙之后的国家在其发展的历程中所必然留下的

一种后遗症，正像吉登斯所指出的那样，在启蒙哲学家们看来，我们的理性

越是能够去理解这个世界之时，那我们便越是能够以我们自身的意图来去型

塑历史，我们因此而要抛弃一切旧有的习惯和偏见，去直接把握未来。

[44](P2)

这不仅是一种对于持续发展需求的开始，而且将是一个永无止境的不满

与社会改进之间的递进式的循环。当现实发展的实践不再能满足人们对完美

的欲望需求之时，进一步的改进和发展的要求，就有可能是下一次不满的前

奏。这背后体现出来的是一种乐观的发展观，即相信人性或人类的痛苦会随

着某种的环境或者外在力量的介入而得到改善。[45](P240)可以说，人的相

信“未来会更加美好”的渴望，让这一发展的悲剧在类似马克思所说的“虚

假意识”的支撑下不断地公演下去，人们无法对此有一种自我觉悟，进而使

之戛然而止。即便是那样做了，由此而引来的麻烦更为严重，即可能使人类

社会仅存的一点希望归于覆灭。如果一种不断重复的发展的悲剧，让现代社

会造下了一种令人忧郁而又不可自拔的发展综合症，且大多数的人又相信，

这种症状可以通过进一步的发展而创造出来的某种良药去予以暂时的克服，

乃至一种永久的治愈，那么，停止此种戏剧的上演，不仅可以引起观众整体

的哗然，甚至更为糟糕的是，它也许可能直接带来看戏的戏迷们的一种“集

体自杀”，当然这并不是真实意义的自杀，而是一种象征意义上的自杀，即

为一种发展观念的破灭所象征性地杀害，或者说人为自己所创造出来的各种

虚假意识所扼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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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现代性以发展自身为唯一的追求，以进步为一种终极的价值，由

此而反映到日常的生活之中，这便是对一种不考虑自身本土资源与环境状况

的对发展与进步理念的执著，其背后无所畏惧的对人的理性的自信与过度使

用，成为现代人之现代性特征的一个重要方面。持续而不停歇的进步实践，

所凭靠的是对人的理性的过度肯定以及对于其非理性的过度忽视(20)，而想

当然地将人构想为一台永远不会倦怠的机器，但人显然不是一台机器，无论

物质条件如何改进，机械性能如何精良，倦怠都是人的最为基本的心理属性

之一，对此人无法抗拒，且周期性地无法克服，它同时还是人们生病乃至衰

老的前兆，这是不言而喻的。

对发展理念而言，当它借由一种意识形态的宣传而深入于人们的生活实

践，并融入社会生活的各种制度安排中去的时候，它同样会引起人的倦怠，

并进而引发人的各种不适感的疾病。这种疾病并非那样病灶清晰，让人可以

知晓或把握，它是一种周身亢奋之后残余下来的一种倦怠，表现为：不思进

取，却空喊进取的口号；不求发展，却高调提出发展的目标；自己因钱而富

有，便以为天下所有人，都会或应该因此而富有。而富有的含义，在这些人

的眼中，也不过只有了此一种而已，跟任何超越性的体验没有任何的关系。

但实际的生活中，情况却并非如此。但作为一个发展主义者，他绝对不能容

忍一种没有改变的生活，即便是自然的成长，也都要被纳入一种非自然的发

展规划中去，即发展规划代替了自然的生活，目的在于使其有一种可操控的

转变，即向着预先规定好的所谓“人的完美”目标去做一种不惜代价的发

展。

也许，中国的城市化的发展为这个目标的实现提供了一个样板，这个样

板在扭转过去改革开放之前的逆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即寻求独立自主的发展

的模式之外为世界树立了一个标杆，它不失时机地使自己借助成长的力量而

毫不扭捏地融入所谓全球都市化的建设浪潮中。在这方面，一项在“珠三

角”地区完成的有关其城市规划的研究提醒我们，一种国家主导的、完全由

上而下的命令式的规划模式，其一方面无法得到来自基层政府的全力支持，

另一方面在它的潜功能之中，显露出诸多非规划意义的政治力量的角力，同

时又借助规划的强制话语，而去转移真实的社会中对于原本由都市化所引起

的各种实际冲突的关注，由此，看起来初衷在于借规划而有的一种空间管制

技术，即目的在于为普通大众提供更多公共环境以及有效控制过度开发的努

力，在那些规划的潜功能一再借助权势来突出表现自己的能量之时，先前的

公益的愿望就不得已而成为次要性的关注，并为掺了水的城镇规划挤压而边

缘化了。[46](P143)

但这个世界，即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它也许没有了过去冷战时

期的那种国与国之间的敌对，但它却使国家内部与国家间的风险或危险与日

俱增，它并没有按照原先理性认识所预期的那个运行轨道去发展，反而是一

个葫芦刚刚按下去，一只瓢又浮出水面。世界越来越频繁地为此起彼伏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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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宗教乃至文化的问题所缠绕，世界不仅因诸多的越轨而失控，而且变成

名副其实的“一个脱驭的世界”(a runaway world)。[44](P2)尽管知识的

不确定性的观念在社会科学的领域并非大音希声，恰如沃勒斯坦所断言的，

“人类社会本质上具有不确定性”，[47](P12)但这一论断似乎并没有阻挡

人们对于社会知识本身的不懈追求。人们试图在把发展的理念变成为未来社

会的构建基础，这里似乎有着一种不言自明的逻辑论证，那就是相信未来的

所有问题都可以依靠发展的知识来获得解决。因此，在今天世界大范围接受

了一种发展的理念之后，发展理念自身也就成为人类发展强迫症的一个重要

的病因来源。它的病理学便是：先是一种对发展幻象的好奇，随之而对其产

生一种顺从的依赖，进而想去摆脱却又无法真正得以摆脱，最后也只能是无

可奈何。结果，摆在面前的事情不能不做。但做却又并非出于本愿，这样一

种复杂和交织在一起的人的生存状况，我们完全可以给它一个独特的名字，

我乐于称它为一种发展综合症。

基于前文的论述，很显然，这种发展综合症的核心在于人类历史的进步

观，此一进步观与现代启蒙意识的基调相一致，即一切要靠作为“光杆司

令”的个人自身的能力来去加以解决，其他外在或内在的力量则都属于是非

根本之力，并须与之剔除，并将人的一切发展和可能性都归之于理性的或不

断地成长，非此而不能有人类的未来。而知识创造则被看成是工业化革命之

后的又一场革命，但就像我们对于工业化的效果本身缺乏一种严苛的评估一

样，我们对于知识革命的无意之间的社会影响更加缺少一种真正的衡判。在

一片欢呼雀跃声中，少数几个唱反调的人的声音，无论如何都显得微不足道

了。这种实践恰恰因应着拉宾诺所指出的“现代时代的合法化”(the

legitimacy of the modern age)的那些实践，[25](P7)但对于什么是知识

创新的危机，却并无真正深入的以及带有审慎批判的研究和判断。

在此意义上，我们生活浸润于其中的文化也自然会为之一变。从强调有

节律的周而复始的生活文化，即强调一种礼仪秩序的文化，而转变为强调有

法制的规范性的生活文化。人们在不能去做法律所禁止的行为的同时，也接

受了生活轨迹可以预期的规划观念，即生活变成是一种致密的规划，它背后

乃是一种生活不断走向文明和进步的理念，并相信好的法律可以真正保障此

一规划的逐步落实。传统时代生活的世俗与神圣的两分开始变得日趋模糊，

而由于规划观念的引导，生活世界中新的区分方式开始大量涌现，而所有这

些区分所依赖者，便是一种极为明确且为所有人所接受的规划的发展观。

在这里，一种新的含义不再是某种不同，而是一种比较而言的先进或发

展，其背后与新的知识的创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们共同存在于社会的各

个角落之中，如大学、研究机构以及社会生活的各类机构之中。生活所依赖

的是社会中新的观念的创造以及新产品的应用，由于这过程中隐含一种创造

性的行为，因此也就总隐含着一种不确定性的存在，并成为科学界普遍认可

的发现逻辑，而一种持续而稳定的信仰的践行则在此发现之旅中逐渐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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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科学家没有信仰，只是他们的信仰就是在于去不断地挑战自我和他

人。这种观念的普及所造就的细微变化就是人类学家之眼要去做细致观察

的，至少人类学家们会明显地注意到，今天的人们会越来越多地对自己的生

活细节变得极为敏感，各种的不愉快的情绪不再是通过日常闲聊的、无目的

交谈的方式而得以宣泄，而是希冀着有更新的技术手段去予以假手他人的解

决。而社会中伴随着现代社会而兴起的所有的各类设计机构，从广告到电视

节目，从服饰、服装到日用百货，从健康知识到医疗器械乃至无数包治百病

的药物，从食品包装到家用电器，进而再到汽车、住宅等，所有这些无一不

是通过这些现代各类设计以及随之而有的大量生产而获得普及的。正像法国

社会学家第亚尼(Marco Diani)所指出的，就像波德莱尔认为这是“一个由

假象和伪造支撑的时代”一样，设计专家们也不得不“将设计定义为一个

‘伪造’领域”，换言之，“我们正在从一个讲究良好的形式和功能的文化

转向一个非物质的和多元再现的文化”，而它的基础就在于当下时代的“严

密的逻辑原则的衰败”。[48](P13)由此，与现代大量的消费相伴随的消费

主义观念得到了普及，这消费主义本身也在成为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会使得

世界上的一切都因此而不分青红皂白地成为其消费的对象，这当中可能就包

括意义、真理和知识的传统。[49](P148)这是结构主义的人类学家列维—斯

特劳斯(Lévi-Strauss)所指出的今日世界以书写文字为基础的“过度交流”

(over-communication)的必然结果，即“我们现在受到了仅仅是作为消费者

的这一前景的威胁，能够消费来自世界任一个地方的以及每个文化的任何东

西，但它们全部都失去了来源地”。[50](P20)

当然，现代垃圾的观念也因此而得以产生。但凡阅读过的、打印过的、

印刷过的、不时髦的、过了期的，等等，所有这些，都会被当作某种垃圾来

处理掉。尽管现代社会创造了垃圾回收的观念，但那也只是指对成为垃圾的

东西的一种再处理，它仍旧是未来的垃圾的前身，不过是使某种垃圾通过一

种物理化学的转化机制而以焕然一新的形式重新进入我们的生活世界中去，

而未来在被人使用乃至于仅仅是陈旧之后，又会成为新的垃圾，进入到新一

轮的循环当中去。而作为社会精英的规划者，在其规划之初，他一定不会首

先想到此类垃圾的生产和转化，这里的垃圾生产和再处理的过程，完全可以

看作是叶启政所谓的芸芸大众应对精英话语的现代性的“阵地战”而生发出

来的一种“游击战”的必然产物，[51](P159)但无论怎样的富有想象力，最

后还必须要由社会的整体规划者来自食其未曾想到的、偶然结出的这些作为

苦果的垃圾。

也可以这样去预期，在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多地依赖某种自以为完善的发

展规划之时，我们实际上是被塑造出了一种对未来的希望，并迫不得已地试

图将此希望转变成为某种行动的力量，即相信通过一种改造而有一种进步或

文明的发展，它的特点是依照现代社会既有价值的不断提高，以图达到一种

先进。因此，核电站、水电站、生物工程、农业的高科技、工业化的尖端技

术，等等，在现代国家之中都得到了毫无阻碍的发展，与此同时，对于社会

中的贫困户、弱势群体、女性、残疾人、艾滋病患者、农民工、农村留守人

669



员等，所有这些被研究者专门指认出来的群体，都接连不断地被现代国家纳

入了被规划以及被发展的行列中来，而这种实践的核心的目的就是要使这些

现代性所不能容忍的现象发生一些转变，最好的结果就是它们的不存在，以

实现社会中的落后变为先进的现代性。

但谁似乎也不能因此而保证，这样一种发展的规划能够不带来某种未曾

预料的后果，事实证明，这一切都已经发生了。核电站造成了核泄漏、水电

站造成了流域生态环境的破坏、农业的高产带来了农产品的不安全，还有，

对于贫困的问题，旧的贫困可能因为大量的政府投入和扶贫政策的出台而有

了明显的改变，但谁也不能否认，在今天，新的贫困形式又纷至沓来，并且

在程度和难于解决上不亚于先前的贫困问题。确实，中国可能从 1978 年的

2.5 亿的贫困人口转变到 1999 年的 3400 万贫困人口，这是经济高速的增长

所间接带来的贫困人口的生活改善，但是谁也无法因此而去否认，在这个国

家里，不公平的程度也同样在高速度地发展着，[44](Pxxviii)社会中的相

对贫困开始逐渐取代绝对贫困而成为新的贫困的来源，而这一点又绝对不是

改革规划设计之初所曾经预料到的。

凡此种种，西方世界依旧试图在寻找某种新的法律的观念去构建一个新

的世界规划的蓝图，如在全球治理观念影响下所出现的全球正义这样的观

念，[52]也许便是其中之一种。但对这种新概念的提倡所可能有的未曾预料

的后果，并无人去做一种更为冷静的基于文化比较的效果评估。但新一轮全

球规划的制定者，其主张似乎回到了曾经是以殖民者姿态出现的西方人的手

中，但实际上，在高喊“全球正义”的空洞口号之时，最先应该问的大约还

是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之前所问的“谁之正义”的问题。

[53](P1～16)否则，我们仍旧会一直在既有的西方话语主导的发展框架中不

断地维持着既已习得并顽固存在的一种“发展综合症”，任何的补救措施都

不能使其有真正的缓解，因为它根本的解决在于跳出既有思维的一种全新的

思维，特别是对于人生存的意义的追求和探寻有着极大憧憬的现代人而言，

这一点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在这一点上，在西方工业化兴起之初尼采的有关

“悲剧的诞生”的提醒，即便是在今天去重新阅读依旧有其深意，即我们需

要借助对一种日神理性的摆脱去重塑人的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六、结语

也许，对人而言，未来的思考是带有根本性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带

有革命性的。它绝对不是修修补补式的，更不是从谦卑的自称为本土文化的

中国传统中找到一些不同于西方的文化要素或观念，并以此去弥合由西方启

蒙所带来的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以及个体主义的流弊，以为以此就能解决未

来将要去面对的所有问题，那可能是一种对于世界发展的极不负责任的乐天

派。先入为主地认为某种文化自身天然就有那样一种强劲的力量，它可以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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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其中的一种去摧毁另外一种，在这背后，看起来是想要倡导一种文化启

蒙，但实际上可能恰是对文化的弱项的暗自鼓动，最终只可能使文化自取灭

亡。我们今天需要从整体上去看待一种有着长久历史绵延的文化，它的核心

价值，究竟会是在哪里，它的核心特征是什么，还有它的存在能否真正构成

对于西方启蒙所造成的社会未曾预期后果这一顽疾的一种彻底的治愈。可能

对人而言，药本无所谓好与坏，关键是在于要对症下药；当然，制度也同样

无所谓好与坏，核心在于制度的实施能够使一个社会有其自身符合人本的良

性运转与构建。

我们自身所处的中国文化里曾经有那样一种思维，它同样是全球范围内

的一种思考，但它又不同于今天由西方或英语世界来主导的全球化的思维，

它可能完全是另类的一种思考，它的特征是天下主义的，它的核心就是一种

“天下无外”的思维，进而可能就是一种“思想无外”。[54](P14)同时，

“这个‘天下’的概念应该是包容全人类的”，[55](P349)如果以人做比

喻，那么他的胸怀便是一种完全的包容，即彻底地将差异囊括其中，并且没

有任何先入为主的先进与落后之间的等级性区分。这种思维即便在中世纪的

意大利诗人但丁(Dante Alighieri)高喊“帝国时代”里也没有在西方人的

认识中得到确认，因为在但丁所追求的“世界帝国”中，有着明显的中心和

边缘的区分，它是一个以罗马帝国为中心的世界构建，但丁以诗人的浪漫高

调呼喊“罗马民族是最高贵的民族”，因此，在他看来，“罗马人建立帝

国，对世上一切人加以一元化的统治是合乎公理的，而不是篡权行为”。

[56](P45)有这样一种主张，我们也便能够准确地预测西方的“世界帝国”

构建中的深层次的种族中心主义的种子了。而“天下”的观念却不是这种思

维，它是一种海纳百川的包容并且追求的是一个无差异性区分的大同世界。

而所谓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夷夏之别的以及内部的中心与边缘的差异性的存在

却不是天下观念本身最初含义中所固有的，而是一种观念异化的产物，这是

在运用天下观念去理解今天世界之前最先需要去加以厘清的。因此，从根本

上而言，这种包容差异的天下思维在今天应该是在全球范围内特别值得提倡

的，它曾经是人类社会中有意去创造少冲突而多和谐时代的一种智慧的留

存。这种智慧明确地包含有差异，并极端地容忍各种差异，并且从来也不会

不切实际地去变差异为某种出奇制胜、又隐而不显的社会性的区分，并借助

含有强烈的自我中心偏好的、高调的或者自己创造出自己的敌人的方式来主

张去消除这种种的区分，并声称通过某种形式的社会的改造，就可以使这种

种的差别消失，或者是使得社会的差异趋同而成一致。(21)今天，没有一个

人或一个团体会向社会发出一种保证：借助这样的改变，会使得一种留存在

现代人身上的发展综合症得以真正地消失，反倒在我们观察者的眼中所真正

看到的却是因此变革和改变而造就出来新的社会区分的出现以及基于对未来

发展所渴望的加速度的成长。

泛而言之，今天的世界更需要在人心上去达成一种理解和宽恕，即钱穆

在对人生命认识基础之上而对于世界未来所做出的断言那样，“人类决不当

由机器来领导，而终必以人道为领导”。[57](P12)显然，一种人的秩序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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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只有在把遵守法律的规则看成是人生活的最后一道防线而非第一道的防线

之时，人们才可能会有一种真正体面与祥和的生活，它才能唤醒人性的另外

一面，即理性的规则之外的那些人所具有的激情和非理性，否则在不同层次

上的基于理性辨明而起的争端就可能是未来社会生活的常态。对人类社会而

言，争端必不可少，有时战争似乎也是不可避免，但它一定不是人类社会生

活的本质所在。在今天文化正在发生一种重大转型的世界里，我们更加有必

要在一种文化比较的视野中去广泛吸收不同文化中人类秩序构建的智慧，以

使每一种的文化转型都能够得以顺利地展开，并由此而创造出一种更加自

觉、更加贴近人性以及更加可以信赖的现时代的中国法律文化以及相应的制

度构建。

在此基础之上，我们也要对社会中持久存在的发展综合症有一深切的关

注，并在一种反启蒙的新启蒙意识之下，让社会发展的轨道变成是人生意义

获得的一个轨道，至少它是有可能提供这样的人生存在意义的一个重要的轨

道。我们曾经依赖现代理性和科技真正要去找寻的乃是人作为一个群体其生

存的意义，从古至今，即在人一开启智慧以来，便在这条路上不定地打转

转，它并非意味着没有一种解答，显然是有着多种的解答，而不是单单一种

答案，在这一点上，只有一种答案的考试绝对不是古代人的发明，而是现代

人对于自己理性的一种偏执的自然表达。对此问题，面对着不同的文化，也

许就有完全不同的解答，不同的时代，同样也有不同的解答。因此，这就需

要有对人自身创造出来的多种生活方式的宽容与理解，而不这样去做，那只

可能是一种无休止的争端及对此争端的不能根除的暂时缓解的应对之策。

争执与仇恨显然是造成人类社会文化之间战争的一种野蛮驱力，自古至

今都会存在，但它已经不是今日文明应该努力去追求的目标所在。显而易

见，社会中的个人与个人之见、群体与群体之间以及群体与个人之见的诸种

争执与仇恨，到目前为止，它们并不能因为某种清晰规范的制订和出台而得

到些许的减轻，它却可以因为某一方的宽容和理解乃至于让步而冰释前嫌。

这正像战争史学家巴兰尼(Geoffrey Blainey)睿智地提醒我们的：“可以没

有战争的存在，除非至少要有两个国家，相比和平而言，它们更喜欢战

争。”[58](P269)这与中国老子《道德经·第三十一章》中所谓“夫兵者，

不祥之器，物或恶之，固有道者不处”不谋而合。因此，在此意义上，文明

之间核心不在于一种相互的冲突，而是一种相互的理解，没有这种理解，人

类创造的全部文明不可能多样性地存在于今天的世界之中，即便这种存在并

非完美无缺，毫无瑕疵，但它属于全部文明的一部分，不能轻易舍弃掉。

因此，在我们今天，最需要的乃是一种自我的改变，这种改变其所朝向

的是让奉献而非一味的索取成为人们生活中爱的教育的一部分，由此一种集

体与社会性的回归才能使人不至分崩离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我们是

“天人合一”观念的发明国，但我们无意之中形成的发展综合症，让我们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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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条古训越来越远，看看我们的不论自然的还是历史上人造环境的日益

衰败，要去理解上述这一点就不是很难了。

因此，一种对于启蒙的热情，引致一种发展的综合症，它完整地体现在

我们的当下的由社会秩序的构建以及未来现代性规划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

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到这种社会的疾患以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和在每一个

人身上的具体体现，并且尝试着去寻求一种本土文化的疗愈，我们的所有的

发展都只可能是一种暂时的辉煌，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转过来会使这种辉煌

黯然失色。法律在现代世界委身于发展而成为其安全运行的保障，但发展自

身的不安全或风险，又使得这份保障几乎成为一张空头支票。如果今天我们

还不能意识到这种发展的不安全。并试图用某种注意力转移而使得这种症状

减轻，那么我们的发展综合症这一顽疾不仅永远无法得到医治，而且未来还

会因为没有了方向感，或方向摇摆不定，而出现在发展上的一种彻底的失

控。也许，更为糟糕的是，它还会使得人类因为找不出办法让这种失控真正

地有所停止，而一不小心走向了自我的毁灭，从目前的世界发展的经验上来

看，这可能绝非什么危言耸听之语，中国的文化和社会必须在这高速发展之

中有一种自觉，并找到自己可以稳妥前行的适切之路。

注释：

①作为中国近代思想的启蒙者之一的康有为曾在 1917 年 12 月专门撰写长

文《共和平议》，文中将西方乃至南北美洲的民主共和制度与当时中国刚刚

成立六年的中华民国进行比较，并且否定这样的共和，以为它不仅没有实现

共和，而得了一个袁世凯的帝制；不仅没有共和，反倒得了一个专制的制

度；共和的结果是“递演争乱复行专制如法革命之初”；还有，民国建立追

求的共和，由此而设立政府，以图为报人民，使之有一种和平、安宁、幸

福、权利、生命、财产等的保障，但结果，不到六年的建设，情况适得其

反，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安宁等皆不能得到一种真正的保障，并且更

为重要的是无法实现民主意愿上下通达。参阅：康有为，1981，《康有为政

论集》(下册)，汤志钧编，北京：中华书局，第 1018～1023 页。

②一个最为有意义的事件发生在 17 世纪中叶的法国，那是宫廷的菜谱得到

了大众的模仿。在 1651 年出版了极具影响的《法国烹饪》，这是第一本用

法国这个名字冠名的烹饪菜谱，并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也表明了法国社会中

以国家观念逐渐取代宫廷观念的新派烹饪的肇始，随后法国饮食文化开始逐

渐为世界所接受。编者皮埃尔(Francois Pierre)盗用了法国路易十四的祖

父亨利四世的私人厨师拉法捏(La Varenne)的名字出版了这本具有现代意味

的食谱，这样一种偷梁换柱的做法，一个隐喻性的转换变成了生活的现实，

即自此开始，宫廷对于食物的等级上的垄断就此而宣告结束，老百姓在街头

巷尾也能品尝到皇家的宫廷御膳。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参阅：Flo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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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llier,2013,"The Fabrication of the Renowned French Cuisine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in Sidney C.H.Cheung & Chau Hing-

wah,2013,Internation Conference on Foodways and Heritage:A

Perspective of Safeguarding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261～

277,Hong Kong: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③林端的研究为此提供了一个极为清晰的研究，他的研究注意到了在中国台

湾社会引入法人观念之后，台湾《民法总则施行法》第六条和第八条规定，

在此民法总则实施之前。凡是具有公益财团性质的组织均被视为当然的法

人，“但同时认为祠堂、寺庙，以及家族赡养为目的的独立财产不适用之。

其中寺庙应依相关法律申请法人登记，至于祠堂、祭田以及祭祀公业等等，

基本上则是家族宗族的‘公同共有’，不承认其当然为法人。这些规定使得

‘宗教团体’以及‘祭祀公业’一直妾身未明，无法取得法人的地位”。参

阅并引自：林端，2010，“现代性、法律与台湾社会”，载黄金鳞、汪宏

伦、黄崇宪主编，2010，《帝国边缘：台湾现代性的考察》，199～250，台

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第 216 页。

④在《阶序人》一书中，杜蒙曾经对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差异做过一

种清晰的比较。在他看来，如果传统社会的重点是放在整体，放在集体的

人，那么，现代社会正好是与之相反的，即“‘人’被视为无法分割的基本

的人，既是生物体又是会思考的主体。在一定意义上，每一个个别的人都是

整个人类的化身。他是万物的准绳(在一种全面性的新颖的意义上如此)”。

参阅并引述自：杜蒙，1992，《阶序人 I——卡斯特体系及衍生现象》，王

志明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第 64 页。

⑤译文见：卢梭，1980/1996，《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

书馆，第 8 页。由于汉语本身的限制，原文的时间性不易翻出，迪蒙提供了

此句的英文翻译：“Man was born free,and every-where he is in

chains.”他意在提醒卢梭在表达此句话含义时的时间性，因此不揣冒昧，

准确的汉语翻译可能是：“人曾经生下来是自由的，但是现在无处不在枷锁

之中。”参阅：Louis Dumont,1980,Homo Hierarchicus:The Caste System

and Its Implications.Translated by Mark Sainsbury,Louis Dumont,and

Basia Gulati,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⑥依据刘禾汉语对外来词的词源学的追溯，西文“law”一词最初由 17 世

纪的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在 1623 年翻译成“法律”这个汉文词汇。古汉语

也有相应的词汇，如《庄子·徐无鬼》中的“法律之士广治”。《管子》也

有“夫法者，所以兴公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

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关于这一点及引文可参阅：刘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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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

1937)》，宋伟杰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 379 页。

⑦比如瑶族因土地的限制，在费孝通、王同惠调查的 20 世纪 30 年代，当

地人便知道避孕或堕胎的办法，这是共同体生活的家族制度所要求的，而据

说凡是不会这套办法的妇女生了孩子，当地人会用看不起的字眼“笨老婆”

来形容她们。具体可参阅：费孝通，2006，《六上瑶山》，北京：中央民族

大学出版社，第 58 页。

⑧德索托曾经在《资本的秘密》一书中指出了资本或资本主义在西方世界

的胜利，而在世界其他地方失败的原因，那就是其有法律所保障的财产权，

而跟文化似乎没有直接的关系。具体可参阅：Hernando de Soto,2000,The

Mystery of Capital:Why Capitalism Triumphs in the West and Fails

Everywhere Else.New York:Basic Books.

⑨最近关于此一问题的讨论可参阅：范愉，2013，诉讼社会与无讼社会的

辨析和启示——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国家与社会，《法学家》，第 1期。

⑩从统计的数字来看，1979～1997 年这 18 年间是法律诉讼案件快速增长

期，之后相对增长减缓，但是维持在每年 500 多万件的高位，是改革开放之

初的 10 倍还多。具体的数据和分析可参阅：朱景文主编，2007，《中国法

律发展报告：数据库和指标体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截止到

2006 年 的 诉 讼 案 件 数 目 统 计 可 以 从 下 面 的 网 址 获 得 ：

http://www.law.ruc.edu.cn/fazhan/ShowArticle.asp?ArticleID=22325。

(11)在《种族与历史》这篇文章中，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对此一点

有如下的评论：“史前史和考古方面认识的深化，趋向于把文明的形式‘在

空间上展开’，而我们却倾向于想象他们在‘时间上分段进行’。这意味着

两点：首先‘进步’不是必然的，也非连续的；其次，它是跳跃式地进行

的，或正如生物学家所言，以突变方式进行。”参阅并引自：列维—斯特劳

斯，2006，《种族与历史·种族与文化》，于秀英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第 27 页。

(12)有关这一主题的讨论，在梁治平编辑的《转型期的社会公正：问题与前

景》一书中有专门的学术性的讨论，文集中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如从教

育、农民工、城市住房、林权改革、环境问题、医疗体制改革、健康权以及

收入差距等诸多方面，讨论当下中国的社会不公正的现象。具体可参阅：梁

治平编，2010，《转型期的社会公正：问题与前景》，北京：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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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尽管马克思是在讨论异化劳动时提出“异化”的概念的，但无疑马克思

更想表明的是人在当下的一种跟自己为敌的存在状况，即一方面是劳动者的

人跟自己的生产的产品之间的异己或者分离，而另外一方面就是人的活动跟

在生产和工作中的活动之间的异己和分离，是一种“自我异化”，“就是掉

转头来反对他自身的、不依赖于他的、不属于他的活动”。参阅并引自：马

克思，1979，《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第 48 页。

(14)具有讽刺意味的就是，欧洲的文艺复兴带动了科学的成长，但是其创

新性的科学研究最初又是来自民间社会的，不仅包括培根、笛卡尔、伽利

略、牛顿等在内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都有神秘主义的影子，而且炼金术

一直是支撑早期实验科学研究的基础。而且，相比经院学派的唯亚里士多

德、盖伦马首是瞻的情形相比，那些早期的科学研究完全在他们看来是僵化

的、可疑的经院学派研究之外展开的，即早先的科学院和学者的地方群体在

这项工作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关于这一点可参阅：杜布斯，1988，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自然》，陆建华、刘源译，吴忠校，杭州：浙江人民

出版社，第 173 页。

(15)据人类学家的估算，大约公元前 1 万年的时候有采集狩猎人口 1000

万，百分之百都是营采集狩猎的生活；而到了公元 1500 年前后，世界上的

人口约有 3.5 亿，其中只有百分之一是营采集狩猎生活的；而到了公元 2000

年，世界的人口增加到了 60 亿，但是其中只有 0.001％的人，即十万分之一

的人是营狩猎采集的生活的。关于这一点，可参阅：Anthony Giddens,&

Philip W.Sutton,2013,Sociology.Seventh Edition.,Cambridge:Polity.

(16)弗里德曼在他的有关华南宗族组织的讨论中，特别注意到了这种基于共

同财富的聚族而居的社会互助体系是如何间接地有利于贫苦人生活的维系

的。他指出，由于有聚族而居的宗族的大量共同财富的存在，“其贫穷成员

与贫穷宗族的同类相比，他们的景况还是要好得多，因为面对外部世界，他

们更为安全，拥有更高的声望，至少存在这种希望，也就是说，他以及他的

后代更能够及时地接近控制利益的中心位置”。参阅并引自：弗里德曼，

2000，《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刘晓春译，王铭铭校，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第 162～163 页。

(17)“理论旅行”的观念最初为赛义德提出，他指出了一种关于东方的观

念如何在 19 世纪初期传入欧洲，而欧洲的社会思想又如何在 19 世纪晚期通

过翻译而传入东方社会的。在此一过程中，“理论和观念从一种文化向另一

种文化移动”，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性质的转变，原来是批评的观念，转

而可能成为保守的捍卫；原本是锐利的理论武器，经过这种旅行而转化成为

676



文化的教条。参阅：赛义德，1999，《赛义德自选集》，谢少波、韩刚等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 138～159 页。

(18)詹姆逊为现代性这个时髦的概念专门设定了四条准则，首先是指一种断

代；其次是指一种叙事类型；第三是现代性有着多种的场景；最后是现代性

要去处理后现代或者与现代性之间出现断裂的问题。这可以看成是他的一家

之言，但他说得很清楚，关于现代性，不同的语境会有不同的表述。对于此

可参阅：詹姆逊，2005，《单一的现代性》，王逢振、王丽亚译，天津：天

津人民出版社，第 65 页。

(19)霍布斯邦(Eric J.Hobsbawm)曾在《原始的叛乱》一书中细致描述了欧

洲在 19～20 世纪的来自底层的社会运动形式，比如绿林好汉、黑手党、千

禧年运动等，他以“原始的抵抗”(primitive rebels)这个术语来统称这一

类的社会运动，此术语也可以翻译成为“原始的叛乱”，但对于一般的民众

的抵抗而言，“叛乱”这个译语的含义有些过于强烈，不能达意，故用“抵

抗”一语代之。汉语翻译可参阅：霍布斯邦，1999，《原始的叛乱——十九

至二十世纪社会运动的古朴形式》，杨德睿译，台北：麦田出版有限公司，

第 4～21 页。

(20)显然自哲学家尼采讨论到人类的非理性对人而言的重要性之后，西方的

社会理论思潮中，特别是在法国的思想界，近三十年来一直涌动着一种对于

自启蒙以来过度强调理性价值的反思倾向，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实

践理论算是一种，而马菲索利(Michel Maffesoli)的狂欢的社会学的再诠释

则是另外一种。这方面的讨论可参阅：Pierre Bourdieu,1977,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Michel

Maffesoli,1993,The Shadow of Dionysus:A Contribu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the Orgy.Translated by Cindy Linse and Mary Kristina

Palmquist.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21)任柯安(Andrew B.Kipnis)最近对于山东的城镇化建设的研究注意到了

这种国家构建(nantion-building)中差异性消解的趋同性(commonality)。

在教育的标准化、相互模仿的城市空间以及网络的共同性的构建等领域，这

种 趋 同 日 渐 明 显 。 参 阅 ： Andrew B.Kipnis,2012,"Constructing

Commonality:Standard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Chinese Nation-

Building",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71.No.3(August):731 ～

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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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主义

阿维夏伊·玛格里特/伊恩·伯鲁马
1

一

1942 年，珍珠港事件过后不久，一群日本哲学家聚集在京都，讨论日本所

扮演的世界角色。这次极端民族主义聚会的目的，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是寻

求一条“战胜现代文明”之路。现代文明其实是西方文明的另一种说法，因

此，还不如将这次讨论会取名为“战胜西方”。与 19 世纪晚期“脱亚入欧”的

目标截然相反，日本正在进行一场“圣 战”，把亚洲从西方人那儿解放出来，

清洗亚洲人大脑中的西方思想。可以说，哲学净化运动是这场圣战的一个组成

部分。

净化的动力来自两种思想的神秘混杂，即受德国人启发的种族-民族主义思

想和以禅 宗-神道为基础的极端排外主义思想。日本人是天神的后裔，是“创

造世界历史的种 族”，其神圣的使命是领导全体亚洲人进入一个“大和”

（Great Harmony）的新纪元，等等。但是必须清除的“西方”究竟是什么？需

要“战胜”的对象是谁？眼下这个问题已经广为人所知了，因为作为敌人的

“西方”有着种种重要的特征，即便是本·拉登以及其他伊斯兰极端分子听来

也并不感到陌生。这些特征没有具体的顺序，它们是物质至上，自由主义，资

本主义，个人主义，人本主义，理性主义，社会主义，颓废，以及道德败坏

等。这些祸害可以用日本人的力量来战胜，不仅仅用军事力量，而且要用意志

力量，精神力量，心灵力量。自我牺牲，克制，坚忍，个人利益服从于集体利

益，神权领袖崇拜，以及坚信本能比理智优越，则是日本或“亚洲”精神的主

要特征。

当然，日本与西方作战风险更大，但以上内容却是日本战时宣传的哲学基

石。日本人宣扬民族至上的核心文献是《民族国家的基本原则》。这份文件是

（日本）教育部 1937 年颁发，它宣扬日本人“在根本上与西方各民族的所谓公

民是不同的”，因为神圣的帝国血统赓续不断，“我们始终在皇统中寻求我们

生命与活动的源泉”。日本人的精神是“纯洁的”和“清澈的”，而西方文化

的影响只会导致思想混乱与精神腐败。

这些观点中有不少是受到西方思想，尤其是德国人思想的启发。著名的右

翼教授上崎新吉博士曾体验过基督教徒的精神生活，研究过威廉二世 2
2
的治国

1
阿维夏伊·玛格里特（Avishai Margalit），耶鲁撒冷希伯来大学哲学教授，目前在 The

Russel Sage Foundation 作访问学者，著有《儒雅的社会》，《记忆的伦理》等；伊恩·伯鲁

马（Ian Buruma），1951 年生于荷兰，曾为华盛顿特区伍德罗·威尔逊人文学院研究员，现居

伦敦，著有《上帝的尘埃：现代亚洲之旅》、《面具的后面》、《伏尔泰的椰子》等。
2
即凯泽·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 1859－1941），普鲁士国王，德意志帝国皇帝

（1888－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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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略，回国后写道 （1919 年）：“除了皇帝的意志之外，臣民们没有思想。

他们的个体自我与皇帝融为一体。如果他们根据皇帝的旨意来行动，他们就会

认识到自己的真实本性，就会实现道德理想。”
3
武士道就是由此类东西构成

的。

类似的语言——尽管与新神道主义没有联系--也为德国民族社会主义者以

及欧洲其他法西斯主义者所使用。他们也反对那些基本上与自由社会相关的

“没有灵魂的”的种种特性。匈牙利流亡者奥里尔·柯尔奈
4
很早就写过一部有

关纳粹思想的批评著作，它的题目就是《反西方的战争》。
5
纳粹理论家和日本

军国主义宣传者们反对的是相同的西方思想。他们所仇恨的西方是一个多民族

多文化的地方，他们所仇恨的主要对象是共和主义的法国，资本主义的美国，

自由主义的英国，以及无根的城市犹太人（在德国胜于日本）。日本人的宣传

集中在“昂格鲁—美利坚野兽”上面，这体现在罗斯福和邱吉尔戴着富豪大礼

帽的卡通画上。对纳粹分子来说，“永恒的犹太人”代表着与自由主义相关的

一切可恨的事物。

部分地来讲，反西方的战争也是一场反对具体的公民权与社群观念的战

争。在希特勒降临前的数十年中，纳粹主义的精神领袖修斯顿·张伯伦
6
把法

国，英国，和美国描绘成毫无希望的“犹太化了”的国家。这些地方的公民权

已经堕落成了一个“纯粹的政治概念”
7
。他说，在英国，“每一个巴苏陀黑

鬼”
8
都可以得到一个护照。他还指责说，这个国家已经“完全落入犹太人与美

国人的手中”
9
。在他看来，德国，他的朋友凯泽·威廉二世的德国，是唯一一

个拥有民族精神和种族一致性的国家，足可以用来拯救西方堕 入颓废和腐败的

深渊。他的“西方”不是建立在公民权利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血统与民族的

基础上。

奥斯瓦德·施本格勒
10
在 1933 年警告说，西方的主要威胁来自“有肤色的

人民”
11
。他不无理智地预言，欧属殖民地愤怒的人民将接竿而起。他也宣称，

1918 年之后，俄罗斯将再次成为“亚洲人”，日本人的“黄祸”即将淹没文明

世界。然而更为有趣的是，斯宾格勒认为白人统治者正在失去他们在欧洲的地

位。他说，真正的法国人不久将不再统治法国了，因为法国已经充斥着黑人士

兵，波兰商人和西班牙农民。他最后下结论说，西方将下沉，因为白种人沉湎

3
D.C. Holtom, Modern Japan and Shinto Nationalism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43）,

p. 10.
4
奥里尔·柯尔奈（Aurel Kolnai, 1900－1973），匈牙利裔政治哲学家。

5
Viking, 1938.

6
修斯顿·张伯伦（Houston Steward Chamberlain，1855—1927），德国人，著名 的种族主

义者，现代反犹太主义的代表。
7
Briefe 1882-1924（Munich: Bruckmann, 1928）.

8
巴苏陀人是指居住在非洲东南部巴苏陀兰，即现在的莱索托的班图人。

9
England und Deutschland （Munich: Bruckmann, 1915）.

10
奥斯瓦德·施本格勒（Osward Spengler, 1880－1936），德国哲学家，认为任 何文化都要

经过成长和衰亡的生命周期，著有《西方的没落》、《普鲁士的精神与社会 主义》、《人与技

术》等。
11

Jahr der Entscheidung （Munich: C.H. Beck, 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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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安逸与舒适之中，已经变得萎靡，颓废。他如是说道：“爵士音乐与黑人舞

蹈是伟大文明的死亡进行曲。”

批评西方的观点是受到粗糙的德国人思想的影响，而肯定西方的观点也是

受德国人思想的影响。在 19 世纪的俄罗斯，亲斯拉夫派和亲西方派表达了截然

相反的观点，这两派都是受到德国知识潮流的启发。其实，亲西方和反西方的

观点可以在任何地方发现。 东方不是如康拉德·阿登纳
12
所相信的那样开始于

易北河，西方也不是如米兰·昆德拉所认为的那样肇始于布拉格。东方和西方

不一定是地理上的分界线。确切地说，在 911 袭 击中发挥着相当大作用的西方

主义是仇视西方的人的大脑中产生的有关西方的意象与概念。西方主义的四个

特点可以在其众多的版本中找到。我们可以把它们归结为都市、资产阶级、理

性以及女权主义。每个特点都包含一系列的特性，诸如傲慢、虚弱、贪婪、堕

落、颓废，这些特性被认为是西方人的，甚至是美国人的典型特征。

西方主义者仇视西方的动因与他们仇视美国的动因未必总是相同，不应该

将两者混淆。一位朋友曾惊讶地问道：“他为什么要恨我？我可没有帮助过

他。”一些人仇恨美国，是因为他们得到过美国的帮助；另一些人仇恨美国是

因为他们没有得到过美国的帮助。一些人仇恨美国是因为美国帮助他们可恨的

政府夺得政权或维持政权。一些人为美 国的存在而感到羞耻，另一些人为美国

的外交政策而感到羞耻。一些人持左派观点，他们对美国的仇恨纯属是对左派

思想的坚持；反美的立场是他们身份的一部分。右翼的文化戴高乐主义者也是

如此。反美立场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它与西方主义戚戚相关，但是与西方

主义又不是一回事。

二

反自由主义的叛逆者们几乎总是深刻地仇恨城市，也就是说，仇恨都市文

明所代表的一切事物：商业，杂居的人口，艺术自由，性放纵，科学追求，闲

暇，个人安全，财富，以及通常会相伴而来的权力。布尔波特、希特勒、日本

重农派法西斯以及伊斯兰主 义者，他们都歌颂农民的简朴生活，歌颂他们心地

的纯洁，不受城市享乐的腐蚀，勤劳克己，扎根土地，以及对权威的遵从。在

乡村简朴的田园诗背后，隐藏着对人民大众控制的欲望，而且也隐含着一种古

老的宗教狂热，这种狂热至少可以追溯到古代超级王国巴比伦。

三个一神教——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圣人们”都把巴比伦

痛斥为罪恶的城邦，其政治、军事强权以及都市文明是对上帝的傲慢的挑衅。

具有寓意的巴比伦通天塔是狂妄自大和偶像崇拜的象征：“让我们建一座城市

和一座高塔，让塔尖直入天堂；让我们给自己取个名字”（《创世纪》）。上

帝果真将此举看成是对他的挑战： “现在，他们将打破一切限制，敢想敢

为”。（《创世纪》）也就是说，这个城邦大国的公民们将把他们成为上帝的

幻想付诸行动。

12
1876－1967，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1949－1963），基督教民主联盟创建人和 主席，主张

西欧联合对抗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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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不喜欢傲慢者。”《可兰经》这样告诉我们，同时还说：“安拉从

地基上拿走了柱子，屋顶掉下来，落在他们的头顶上；无名之火涌向他们的心

头。”先知以塞亚预言：巴比伦，“所有王国的荣耀”，终将成为“所多玛和

蛾摩拉”
13
；傲慢者终将覆没，甚至连“阿拉伯人的黑帐篷”也不会安扎在这个

地方。《启示录》上还说：伟大的 巴比伦是“地球上淫荡之母，恶行之母”，

它“已经堕落，堕落。”

穷国的电影里经常出现这样一个主题：一个年轻人从遥远的乡村来到大都

市，忍受着周围环境的压迫，渴望在一个更宽广、更富裕的世界里寻求新的生

活。但是问题很快就出来了。这个年轻男子或女子变得孤独，漂泊，随后便堕

入贫穷，犯罪，或卖淫之中。这个故事通常以可怕的暴力而告终，并试图报复

性地拉倒傲慢、冷漠、异己的城市的支柱。希特勒在维也纳的生活，布尔波特

在巴黎的生活，或众多穆斯林在开罗、海 法、曼彻斯特或汉堡的生活中都有这

个故事的回音。

在我们这个世界，你毋需迁入都市就可以感受到它的永恒存在，你可以通

过广告，电视，流行音乐以及录象等等。现代城市是我们无法企及的一切绚烂

事物的代表，是西方一切珠光傲气和淫荡的代表，曼哈顿的空中剪影是它的符

号，它被世界各地张贴的数以百万计的海报、照片和影象复制着。你无法逃

避。你可以在缅甸的布满灰尘的自动唱机上看到，可以在乌鲁木齐的迪斯科舞

厅中看到，可以在亚的斯亚贝巴的学生宿舍里看到。它激发出渴望，羡慕，有

时也激发出盲目的愤怒。塔利班，如同惧怕“黑鬼舞蹈” 的纳粹外省人，如同

布尔波特，正试图创造一个纯洁的世界，让巴比伦的幻影无法再干扰他们。

肯定说，塔利班对西方的奢靡究竟是什么样子并不清楚。对他们来说，喀

布尔也闪烁着西方罪恶的火花，公共场所蒙面的妇女和学校女生就是一个例

子。然而，就像其他纯粹主义者一样，塔利班对私人领域也颇为关注。在整齐

划一的大城市中，公私的分离使虚伪成为可能。在西方主义者看来，以城市生

活为主的西方其典型特点就是做作和虚伪，这与贝都因人游牧生活的诚实和纯

粹形成鲜明对比。利雅得及其豪华的阿拉伯宫殿是虚伪的缩影。它的市民的行

为颇为典型：在公共场所仿佛是节制的瓦哈比教派的教徒，而在家中又像是贪

婪的西方人。于是，对一个伊斯兰激进分子来说，城市的虚伪把 西方紧紧地包

裹在中央，宛如一条害虫从内里腐烂着苹果。

大多数大城市也是大市场。伏尔泰在英国皇家交易所里看到了许多值得钦

佩的东西，“在那儿，犹太人，伊斯兰教徒和基督教徒一道从事买卖，仿佛他

们信奉着同一个宗教，只有破产者才会博得异教的名声。”
14
仇恨伏尔泰所钦佩

的东西的人把市场看作是贪婪、自私和外在腐败的源头，他们更仇恨那些被认

为是从中大大获益的人：即通过贸易积聚财富的移民和少数族裔。当纯洁必须

被恢复的时候，当外来血统必须从本土清除的时候，那么以下这些人必然要遭

13
因居民罪恶深重而被上帝焚毁的两座古城，事见基督教《圣经·旧约》中的《创世纪》。

14
Letters Concerning the English N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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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清洗：布尔波特的金边华人，仰光或坎伯拉的印度人，以及世界各地的犹太

人。

偶尔，此类不纯可以延伸到民族，甚至强大的政权。日本战争时期的领导

者公开声称把真正的亚洲价值带回东方，并信誓旦旦地要将白人帝国主义赶出

去，以此作为“战胜毫无节制的市场竞争”
15
的一种方式。无论以色列做什么，

以色列在穆斯林纯粹派的眼中仍然是异己的沙砾。对其敌人来说，美国永远是

无可容忍的。用本·拉登的话来说，“由美国和以色列领导的十字军-犹太联

盟”是不可能行善事的。仇恨是无条件的。正如他在 1998 年接受半岛电视台
16

采访时所说：“每一个成年穆斯林都仇恨美国人，犹太人，和基督教徒。这是

我们的信仰和宗教。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已经向美国人宣战了，我对

美国人深怀仇恨。”九月的复仇天使们精心地选择了他们的目标。因为曼哈顿

的空中剪影被看成是一种挑衅，它的巴比伦高塔必须倒下去。

三

希特勒说“犹太科学”时是什么意思？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为什么对达尔

文恨之入骨？纳粹宣传者们认为，用“犹太人的”的方法，如经验主义式的探

索或用实验来检测假说等等，是无法确立科学真理的；自然科学必须是“精神

上的”，必须扎根在“民族”的自然精神中。他们认为，犹太人是通过理性来

接近自然界的，而真正的德国人可以通过创造性的本能以及对大自然的热爱来

达到更高层次的彻悟。本能，精神，大胆……1942 年，京都大学一位日本教授

认为，日本人肯定可以战胜昂格鲁-美国人的物质至上，因为日本人体现了东方

的“精神文化”。

如同纽约的巴别塔
17
一样，“犹太人的”观念，即“科学是跨国的”和不分

血统的人类理性是科学探索的最佳工具，被自由主义和城市文明的敌人们认为

是一种狂妄。科学，就像其他事物一样，必须注入更崇高的理想：日尔曼民

族、上帝，安拉，或诸如此类的东西。不过在背后也许还有其他别的东西，甚

至有更原始的东西。部落神诋的崇拜者们，甚至万能神诋的崇拜者们，包括基

督教徒，穆斯林，正统的犹太人，时不时倾向性地认为，异教徒们不是灵魂败

坏殆尽，就是根本没有灵魂。基督教的传教士们提到拯救灵魂不是无缘无故

的。在一些极端的例子中，这种观点为杀害不纯的不信教者提供了充足的理

由。

灵魂是西方主义反复出现的主题。19 世纪亲斯拉夫派将“硕大”的俄罗斯

灵魂与机械的、没有灵魂的西方对立起来。他们声称自己代表着深厚的情感和

对苦难的深刻理解。而西方人注定了在机械方面富有成效，除了拥有非凡而实

用的计算能力之外一无所有。灵魂的推销者们总是要用猜疑的目光来看待智性

15
Akira Iriye, Power and Culture: The Japanese-American War 1941-194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16

卡塔尔 24 小时卫星电视新闻频道。
17

巴别塔原来是指巴比伦的通天塔，这儿是指被撞毁的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塔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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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怀疑。西方主义者们歌颂灵魂或精神，鄙视知识分子和智力活动。他们认为

智力活动是分裂的，是愚钝的更高形式，他们对“整体”没有感觉，对“纯

粹”没有感觉，对生命中至为重要的东西没有感觉。

所有的民族都存在一个相当普遍的想法，即“他人”与我们是没有什么共

同情感的。这个想法的一个变体就是认为东方人的生活是简朴的，或认为苦力

是没有痛苦的。在中国、印度、日本和埃及，我们多次听到人们表达这样的观

点：西方人是淡漠的，理性的，冷酷的，缺乏温暖的人类情感。这显然是狭隘

无知的表现，而且它还反映了社会整合的一种方式。后启蒙时代的昂格鲁人-法

兰西人-犹太人-美国人的西方将自身看成是由世俗政治体制统治的，所有公民

的行为是受世俗法律约束的。宗教信仰以及其他精神方面的事情都是私人性

的。不过，我们的政治同公共价值或道德信条并没有完全分离，当今的一些领

导者们也愿意看到公共生活中能包容更多的宗教内涵；但西方仍然不是由精神

领袖们，即人的世界与神的世界的中间人来统治的。我们的法律不是来自神的

启示，而是由法学家们制订出来的。

在专制社会中，不管是斯大林主义式的，君主制式的，还是伊斯兰主义式

的，独裁者们也是最高的牧师，或是崇拜的偶像，他们使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政

治语言。再举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例子或许有用。由美国领导的盟国是以自

由的名义与日本作战的，而日本在亚洲的圣战则是以神的公正与和平的名义来

进行的。“日本国家政策的基本目标在于根据‘世界大同’的崇高精神来创造

稳定的世界和平，这个国家就是据此原则而建立的。”1940 年日本首相近卫如

是说。伊斯兰分子的目标也是想把世界统一在一个屋顶之下，只要能把异教徒

以及他们的高塔通通摧毁。

当政治与宗教融合在一起，那么，经常打着爱与正义的旗号所推销的集体

目标容易涵盖整个世界，或至少世界的大部分。国家是一个世俗的建构。伊斯

兰的兄弟会，罗马教会，世界共享日本人的屋顶，全球共产主义，所有这一切

都是用不同的方式包含了宗教目的或千禧目的的。此类目的在西方世俗化国家

中也并非少见。尤其是在美国，右翼的基督教组织以及其他宗教压力集团
18
，试

图用种种让开国者们震惊的方式把他们的宗教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注入到国家的

政治中。杰里·福尔韦尔
19
牧师大人把恐怖分子对纽约和华盛顿的袭击说成是对

我们世俗罪恶的一种惩罚，这表明他的思想与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思想相距并不

太远。

然而，合乎理想的是，美国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是菲迪南·托尼斯
20
称之为

法理社会的范例，其社会成员受共同的社会规约所约束。另一种社会，即礼俗

社会，是基于一个共同的信仰，或共同的种族关系，或基于相互之间深厚的情

18
压力集团（pressure group）是指谋求对立法者、舆论等施加压力的团体。

19
杰里·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 1933－），当代美国原教旨主义浸礼会牧师。

20
菲迪南·托尼斯（Ferdinand Toennies）德国社会学家，著有《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礼

俗社会是指由自然意志推动、以统一和团结为特征的社会结构，如原始社会、家庭、宗族、宗

教社区等；法理社会是指由理性意志推动、有明确目的、可改变手段以适应需要的社会结构，

如现代政府、军队和企业的管理机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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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最为典型的是，德国思想家埃德加·容格
21
把第一次世界大战说成是智力

（西方）和灵魂（德国）之间的冲突。

四

西方的敌人一般都渴望成为英雄。正如墨索里尼鼓励他的新罗马人那样：

“永远不要停止大胆！”伊斯兰主义，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都是英

雄们的信条。永远革命的理想是一个不断引起激动的蓝图，是用持续的英雄暴

力激发活力的社会蓝图。革命英雄的共同敌人是安稳的资产阶级，城市居民，

小职员，发胖的股票经纪人，简言之，就是在世贸中心办公室里工作的那一类

人。在卡尔·马克思看来，遭受其优秀儿女们（包括马克思自己）的强烈仇

恨，正是资产阶级（或许是历史上最成功的阶级）的一个特有的特性。资产阶

级的性格中缺乏英雄主义，不会采取伟大的行动，与这一特性有着很大的关

系。英雄们勇于牺牲，而资产阶级痴迷于个人安全。英雄们数着丧钟，而资产

阶级数着钞票。1998 年采访者问本·拉登：他是否害怕来自组织内部的出卖。

他回答道：“这些人抛弃了世事俗务，他们到这儿来就是为了圣战。”

知识分子们很少有英雄的行为，却经常表现出对资产阶级的憎恶，对英雄

主义--英雄领袖、英雄行为--的迷恋。墨索里尼时期的意大利艺术家们赞美速

度、青春、活力、本能，以及藐视死亡的大无畏。二战前的德国社会社会主义

者喜欢将英雄和资产阶级并列起来：索姆巴特
22
的《商人和英雄》和波格斯拉

夫·凡塞尔筹
23
的《平民与英雄》就是这一类型的两个范例。还有许多其他人，

绝不都是德国人。凡塞尔筹认为，资产阶级的自由社会已经变得冷漠，破碎，

颓废，平庸而没有生气。他这样写道：资产阶级永远躲藏在没有危险的生活下

面。他说：资产阶级急于消解“对生活的战斗，因为他缺乏必要的力量，不能

如男子汉那样来征服袒露与严酷的生活。”
24

对凡塞尔畴或厄尼斯特·容格尔
25
之流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体现了人身上

一种完全不同的、更具英雄气概的一面。因此，荣格本人参加过的兰吉马克战

役却成了此类英雄崇拜的题材。这次战役是 1914 年一个特别恐怖的事件，14

万 5 千人在一连串无济于事的进攻中阵亡。然而，那些年轻的英雄们，其中有

许多人来自精英大学，如 30 年后的日本神风敢死队飞行员，却必须唱着“德意

志歌曲”冲向他们那年轻的坟墓。西奥多·科拿
26
一个世纪前写下的名言经常在

记忆中回响：“唯有献身才会幸福。”阿富汗战争的第一周，英国一家报纸引

21
埃德加·容格（Edgar Jung，1894—1934），德国保守主义思想家，著有《下层的统治》

等。
22

索姆巴特（Werner Sombart， 1963—1941），或译桑巴特，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代

表作《现代资本主义》。
23

波格斯拉夫·凡塞尔筹（Bogislav von Selchow，1877-1943），德国社会社会主义者
24

Quoted in Kolnai, The War Against the West, p. 215.
25

Ernst Junger，1895—，联邦德国小说家。他的作品多美化战争，宣扬强权思想，鼓吹民族

主义思想。
26

西奥多·科拿（Theodor Korner，1756—1831），与拿破仑军队作战的俄罗斯-普鲁士联军一

方的军事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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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一位年轻阿富汗战士的话。这位战士说：“美国人热爱百氏可乐，我们热

爱死亡。”这正是膜拜兰吉马克的情结。

连那些同情民主西方的人士，如阿列克斯·德·托克维尔
27
，也指出过，缺

乏辉煌、墨守成规和文化平庸是我们的政府体系的固有缺陷。托克维尔警告

说：民主很容易变成绝大多数人的专制。在他看来，美国没有伟大的作家，或

者说没有什么可以称作伟大的东西。这是一个普遍的但却值得怀疑的指责。我

们根本看不出来，纽约的艺术与文化比大马士革或北京的艺术与文化要逊色一

筹。在我们这个富裕的、市场驱动的社会中，确实有很多平庸低劣的东西，奢

华本身也没有什么好羡慕的，但是当人们对资产阶级物质享受的鄙弃变成了对

生活的鄙弃时，你就知道西方遭到了攻击。这种鄙弃的源头有很多，但它却吸

引了那些感到无能、边缘化、被排斥或被贬压的人们：感到不被认同的知识分

子，城市里心怀抱负却没有才气的艺校学生，湮没在人群中的随波逐流的普通

人，从第三世界国家来到优越的西方却感觉自己遭受冷漠嘲弄的年轻人。潜在

的死亡崇拜者的名单是无止尽的。

一位早期的纳粹理论家凡登布鲁克
28
这样写到：自由主义就是“让每一个人

成为平庸者的自由。”死亡崇拜的塞壬们说，走出平庸的惟一办法就是将个人

的小我融入到集体活动中去，集体的可怕能量在“元首”，天皇，上帝，或安

拉的名义下释放出来，可以创造出辉煌。领袖将个人对辉煌的一切渴望人格化

了。如果崇高的事物处于危险之中，那么一个人，两个人，或一千个人的生命

又算得了什么？这种思想成了对其他人实施伟大暴力的许可证：犹太人，异教

徒，资产阶级自由分子，锡克教徒，穆斯林，或者为了一个更伟大更辉煌的世

界而必须清洗的任何人。一位名叫弗兰西斯·斯格特的美国牧师试图向东京战

犯法庭说明，日本士兵在战争期间是极端残忍的。经过对参战士兵们的多次采

访，他得出了结论：“他们都相信，天皇的任何敌人都不可能是正确的，因此

越是残酷地对俘虏越就表明他们对天皇越是忠诚。”
29

然而，最真正的圣斗士不是虐待者们，而是神风突击队飞行员们。牺牲自

我是反西方战争中的最高荣誉。它是资产阶级苟活怕死的绝对反面。青春是最

能够作出牺牲的时期。大多数神风突击队员才刚刚走出中学校门。正如本·拉

登所说：“15 岁到 25 岁之间正是一个人进行圣战和不怕牺牲的最佳年龄

段。”

五

1938 年，考尔奈在《反西方的战争》中认为：“妇女解放的潮流明显是西

方所特有的。”这个有点总括性的说法似乎可以从考尔奈敌人的观点中得到证

27
阿列克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法国政治学家、历史学

家，著有《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等。
28

凡登布鲁克（Arthur Moeller Van den Bruck，1876—1925）， 德国保守主义思想家， 代

表作《第三帝国》。
29

Arnold C. Brackman, The Other Nuremberg: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Tokyo War Crimes

Tribunals （Morrow, 1987）, p.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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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纳粹宣传家阿尔弗莱德·罗森伯格
30
说过：“把妇女从妇女解放运动中解放

出来是一代妇女们的第一需要，即把国民和种族，以及永恒无意识从衰落和破

败中拯救出来，这是一切文化的基础。
31
撇开这个头脑混沌的思想家使用永恒无

意识可能具有的含义，罗森伯格的意思非常清楚。女权解放导致资产阶级堕

落。女人的应有位置就是做英雄男人们的养育者。德国人从波兰以及其他纳粹

占领国引进如此庞大数量的工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教条 地认为德国妇女

应该待在家里。

本·拉登同样痴迷于男人气概和妇女问题。这正是他紧抱不放的西方主义

信条之一。他在 1988 年说过：“那个地区（指海湾国家）的统治者们已经丧失

了男子气概。他们认为人民都是女人。老天作证，穆斯林妇女是不会接受美国

和犹太妓女们的保护的。”在他的描述中，西方决心要“剥夺我们的男子气

概。可是我们坚信：我们都是男人。”

现代社会中，没有哪个国家如战时日本那样由男性主宰着社会。强迫朝鲜

人，中国人，菲律宾人，以及日本女子成为军妓的残忍政策是日本帝国内妇女

地位低下的标志。然而，战争本身却对日本妇女的解放产生了独特的作用，其

作用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因为大多数身强力壮的男人上了前线，妇女只

好照看家庭，从事黑市交易，去工厂工作。与遭遇失败深感羞辱的男人们不

同，许多日本妇女把盟军的胜利看成是迈向自身解放的阶梯。日本战后一个最

重要的变化就是妇女得到了选举权。早在 1946 年，就有大量妇女参加选举。

（日本）新宪法主要是由美国法学家起草的，但是有关妇女权利的条款则大部

分出自一位名叫比特·西罗塔
32
的杰出人士之手。她是西方的敌人可能会憎恶的

许多事物的代表。她是一位受过教育的欧洲妇女，一位犹太人。

对于那些把军事纪律、自我献身、操行以及领袖崇拜看成是社会最高理想

的人来说，妇女的性欲能力将被看成是一个极端的威胁。自古以来，妇女一直

是生命的赐予者和保护者。妇女的自由与死亡崇拜是互不相容的。女性性欲的

公开展示是一种挑衅，不仅是对圣者，而且也是对所有被压抑的人，为了崇高

的事业献身是他们快乐的惟一途径。为好莱乌影片，软饮料，或其他产品做广

告的西方女郎的照片，袒露而性感，她们就象曼哈顿的都市形象一样在这个星

球上是无所不在的。她们同样令人沮丧，令人恐慌，有些时候更令人感到愤

怒。因为她们又勾勒出一个大多数人无法企及的罪恶而淫荡的极乐世界。

六

没有什么文明间的冲突。大多数宗教，尤其是一神教，都容易滋生出反西

方的毒素。种类繁多的世俗法西斯可以出现在任何文化当中。因此，当前的冲

30
阿尔弗莱德·罗森伯格（Alfred Rosenberg, 1893－1946），纳粹德国官员， 1946 年作为

战犯被判绞刑。
31

Quoted in George L. Mosse, Nazi Culture: Intellectual, Cultural and Social Life

in the Third Reich （Grosset and Dunlap, 1966）, p. 40.
32

比特·西罗塔（Beate Sirota Gordon, 1924—），将男女平等写入日本宪法的 重要起草人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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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不是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冲突，不是盎格鲁－美利坚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冲突，

也不是犹太－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对死亡的崇拜是一剂致命的毒

素，由于各种各样的历史和政治原因，这个毒素正在以伊斯兰教的极端形式而

疯长着。

西方主义是伊斯兰教革命者的信条。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由歇瑞尔（伊

斯兰教教法）指导的伊斯兰世界，就像那些在圣战（读作“革命”）中证明自

身的忠诚学者所阐释的那样。这就要求在伊斯兰的世界中清洗以美国为代表的

偶像崇拜的西方。其目标就是要攻击美国异教徒的神殿，并且用最引人注目的

方式来表明美国是脆弱的，用革命话语来说，美国是一只“纸老虎”。通过这

种反傲慢美国的“行为宣传”手段，可以把圣战的力量团结起来，然后在伊斯

兰的世界中实施他们的革命。

阿什图拉·霍梅尼是一个“斯大林派”，他试图在伊朗这个影响重大的国

家进行一场革命，但并不急于将革命输出去。相反，本·拉登则是一个“托洛

斯基派”，他把阿富汗看成是一个基地，可以从那儿立即将革命输出去。伊斯

兰主义运动的内部存在着“斯大林派”和“托洛斯基派”之间的紧张对立。9

月 11 日让“托洛斯基派”占了上风。

“基地”组织
33
企图进行一场伊斯兰革命，以推翻从印度尼西亚到突尼斯的

政权。 这场革命还没有成功。我们可以预料，伴随着拙劣的西方主义宣传，会

有越来越多的反美和反美国制度的“行为宣传”。西方，不仅仅是地理位置上

的西方，应该用尽计算资产阶级反英雄主义的全力和智慧来反对宣传。从长期

斗争来看，搞坏银行秘密帐号的会计师，和以贿赂开道的秘密特工将会比特种

小分队用炸药轰开阿富汗的山洞更为有用。不过，如果在这场阴沉的战争中我

们要搞清楚一件事，那就是我们不应该用东方主义的卑鄙形式来反对西方主

义。一旦我们经不住这样的诱惑，我们也同样受到了毒素的侵染。

本文译自《纽约书评》2002 年 1 月 17 日（原作者授权）。原载《国外文学》

2002 年第 2期，第 21-28 页。

电子档取自《世纪中国》网站，网上发布日期为 2003 年 8 月 27 日。

33
“基地”组织（Al-Queda），又译卡伊达，本拉登 1988 年在阿富汗建立的恐怖主义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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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与纳粹屠犹问题的比较视域

——访王炜、王炎

编按：3 月初，民主与科学杂志社记者付光辉对北京大学哲学系王炜教授、中文系王

炎博士作了一次访谈。他们自发组织的学术沙龙最近正致力于德国当代女思想家汉娜•

阿伦特的二战犹太问题研究，力求通过阅读和讨论阿伦特的著作，思考二战时期纳粹

屠杀犹太人所反映出的政治哲学问题，同时，切入南京大屠杀事件，对比西方人对待

同类事件的态度，反思我们对待历史的方式和知识分子观念中存在的问题。

遗憾的是，在录音稿整理的过程中，王炜先生于 4月 11 日，因病猝然与世长辞，年仅

57 岁。这篇访谈竟成王炜最后思想的记录。从访谈中，我们可以看到王先生思想的睿

智、学养的深厚和社会责任感的强烈。谨以此文纪念王炜先生。

付光辉：请问你们最近的南京大屠杀与德国纳粹屠犹比较研究是怎么开始的？

王炎：起因于阅读、讨论德国学者汉娜•阿伦特的犹太人问题的研究，以及思考中国学

者孙歌在《主体弥散的空间》一书中，曾对几年前中日学者的四次对话进行的描述。

四次对话历时大约五、六年，几次对话下来有几个共性，首先，第一次谈话 大家谈不

到一起去，各自表述。中国学者说，中国南京大屠杀的问题，日本就是不道歉，怎么

过那么长的时间，法西斯余毒影响还会这么深呢？日本学者说，你们的极权专制造成

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单一，把问题看得只不过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报复，不过是民

族情绪、仇恨，没有一个客观的看法，完全是情绪宣泄。这是第一次谈，不欢而散。

第二次，双方尝试用英语对谈，想找到一些突破和融合的可能性。结果却出现了另一

个问题，会说英语、及英语讲得很清楚的学者，往往对自己本土的文化资源、情感资

源了解不多。他们多是那些游走于国际之间的学者，往往以大概念、西方话语来谈问

题。与会者大都是日本学者、日裔美国、香港和台湾学者等。在讨论中，大家偏离了

中日双方的核心问题，变成了后现代解构、后殖民主义的问题，即讨论的对象转换成

为一个西方内部的问题。而中国和日本之间矛盾却蜕变成一个次要的、远离的问题了。

解构、后殖民话语使真正的主题边缘化了，这是第二次交流。

第三次对话时，开始启用多种对话方式，准备也充分得多，使用了日语、中文和英语

互译等形式，开始寻找能够对话的空间、共同的话题、以及学术交流的空间在什么地

方。在这次对话的过程中，一些具体问题出现了，比如《东史郎日记》等，把一些纯

粹抽象概念性问题还原成一些非常具体的个案。例如《东史郎日记》牵出的问题就是

南京大屠杀与战争记忆的问题。从这一次交流开始，大家在问题意识上比较清楚了，

不再停留在空对空的层面。但另一方面，在这次会议上，双方都有一个强烈的愿望，

那就是想要让对方表个态：你是站在日本右翼的立场上呢，还是站在左翼的立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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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承认南京大屠杀，还是否认大屠杀？大家争论的仍旧很激烈。但不管怎么说，大

家找到了话题的落脚点，《东史郎日记》变成了一个活生生、可以具体操作的问题了。

第四次对话有一个突破点，一个日裔美国学者在《读书》2000 年第四期和第八期分别

了发表有分量的文章，讨论了一个民族集体记忆是以什么为基础的。文章认为，如果

是以情感为基础的话，那么对大屠杀的记忆就不能仅仅停留在一些基本数字和事实的

材料证明上，而要 考虑到双方的情感和集体记忆。如果我们反观中日双方对南京大屠

杀问题的多年争论，就会发现争论的焦点基本集中在如下问题上：第一，你站在什么

立场上？第 二，屠杀的数字是 30 万人还是 1 万 5 千人？是针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的野

蛮屠杀，还是在战争期间的人员正常损耗？第三，日本是否存在法西斯的余毒尚未肃

清的问题，是否需要有反思自己历史的新态度？第 四，中日关系是在向一个健康的、

能够互相理解、互相对话的基础上发展呢，还是朝着一个彼此对抗、彼此冲突，甚至

最终导致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直至毁灭的方 向发展？上述四个基本问题都是在中日

关系遗留下的传统问题中进行表述的，即在双边关系、互相立场、战争立场态度等层

面上各自表述，这里还包括一些技术性的 问题，如是否要日本赔偿和钓鱼岛的归属等

问题。但是，如果南京大屠杀总是停留在这些僵硬的层面，会出现怎样的问题呢？

首先在中国方面，从建国到现在，中国的历史研究，以及从事战争史研究的学者，已

经积累了大量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材料。但是，这些材料往往是围绕着一条简单的线索：

南京大屠杀的死亡数字、或对已经明了的史实进行再确证。其实大屠杀的基本事实已

经在 50、60 年 代澄清了，后面多少年的研究工作大都只是在证明这些既成的结论。

这些结论在不断以各种抗辩的方式在补证和再证着，致使南京大屠杀的问题不再有任

何活力和继 续推进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对大屠杀的记忆不能变成日常政治生活和

百姓生活的一部分，也不能构成今天思想资源的组成部分，因为它总是只在档案馆里，

在历 史研究的数字中，或在纯学术研究、以及国际关系史中，却不会进入生活世界。

日本也有类似的问题，左翼学者冷战之后也倾向于否认中国对南京大屠杀的叙事方式，

这基于一个基本立场——政 治正确的问题。原来左翼学者还有同情中国、反对日本右

翼的倾向，但是到冷战时期，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变成了一个专制独裁的政府，所以中

国南京大屠杀的叙述方 式也就被他们视做是为专制服务的叙述方式。

他们开始自觉地对该叙述方式持否定态度，对中国专制、不民主、没有人权进行批判。

这样，南京大屠杀问题的话语变 得没有活力，没有新的、可能的增长性了。

它总是在已经有的结论基础上，不断地一代代人交替、对抗，民间的情绪也只是徘徊、

弥漫在一些基本的元话语之上。（例如，正像崔永元的《实话实说》的一期节目里说

的，“有朝一日，等我强盛起来，我要让日本亡掉！”。这是一种简单、报复性的思

维方式，一种感情的宣泄，一种完全对外的、没有任何对内自省和自我反思可能性的

方式。）

然而，与之相比，犹太大屠杀话语从一开始就是非常复杂和多向的，它首先对“平庸

的恶”、 法西斯主义、专制主义、极权主义等进行了像阿伦特那样的批判，这是一派

人还有对犹太民族信仰重新反思倾向，这是一种自我指向和反思性的维度。另外，犹

太民 族与其他民族、或者说犹太民族与居住国之间的关系问题、犹太民族的认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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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特殊的思想方式以及大屠杀后对上帝存在的质疑问题等。自从犹太人有了自己

的民族国家，即 1948 年 建国（使得一个纯粹的没有家园的民族有了自己的国家）之

后还出现了国家与离散犹太人之间关系的问题、离散的犹太人对新成立国家的认同问

题、以及艾希曼审判 所产生的整体民族意识建构的问题等，犹太民族都进行了非常广

泛的研究，而且极其深入。经历了这次屠杀，这个民族对自己的传统、意识、思想进

行了一次彻底清 礼。这个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考量南京大屠杀时需要参照的。

犹太学研究成为一个学科，像纽约的 Yeshiva 大学整个主力军、最大的系就是犹太研

究，它成为一个跨学科的、进入到非犹太文化的、世界性的话语。犹太民族对屠杀的

历史记忆、反思力量是很强的，甚至在好莱坞、在犹太文学中的生长力也极为强盛。

付光辉：如果要使南京大屠杀问题哪一天能够在好莱坞这样的平台上展现出来，成

为一个热点，那我们需要做的事情还太多了。

王炜：这就今天的主题，已在我们最近的沙龙里讨论了很多次。刚才王炎说到中国学

者的研究方式是抓历史史实，而日本学者在这方面攻击我们的史实、数字。我是学哲

学的，从哲学角度想说的是，实际上我们在观念上存在一个问题，即对“事实”这个

词、这个概念，没有完全理解。我们认为“事实”就是一个物理的东西，是一成不变

的；或者说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事实几乎像一块石头一样，坚固不变的。而实际上，

当我们从人类历史这个角度出发去讲述、理解“事实”的时候，当我们把某个存在当

作“事实”和别人交流的时候，我们所谓的“事实”绝对不是固定的。我们描述“事

实”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媒介——话语，可惜的是，我们对这个媒介的重要性没有

应有的认识。当我们通过语言来陈述那件发生在 60 年前的事情的时候，那个所谓的事

实对我们来说，已经不再像一块当下的石头一样真切了。而在更普遍的情况下，我们

在事情发生的时候并不在场，于是，我们通过别人的语言描述来接受所谓的事实。因

此，“事实”是 建构性的。事实的建构性并不是捏造了一个其他的事实来代替这个事

实，或者通过捏造来改变这个事实，而是说这事实本身本来就是由语言构造出来的。

语言的表达 方式、表达顺序，甚至当时表达的语气、用词，以及一些小词、介词的使

用方式等，都会对它的建构产生影响。比如说，时间介词系列和地点介词系列的顺序，

都会 使得“事实”的建构发生变化。是在“那边”，还是在“这边”，用词的不同体

现了观察位置的改变。这些貌似无关紧要的语词实际上都影响着“事实”的建构。最

需要警惕的是，我们对这种在当今国际学术界占主流的关于“事实”所采取的基本哲

学态度没有认识，我们仍然在使用流行于 19 世纪末至上个世纪初的所谓实证论

（positive）观点，去解释南京大屠杀。我们简单地把事实这个概念本质化了，认为

我们所叙述的事情就是“事实”，就是事实本身。这是很有问题的，我们理解的事实，

是个物理属性的东西。其实，20 世纪以后，随着科学的发展，物理学中出现了测不准

原理和黑箱问题，“物理”本身已经不再是机械、固定、精确等理念的代名词。物理

本身也是不能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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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王炎说，孙歌描述的四次对话过程本身就是语言在交流，双方是在对话过程中交

换和建构我们共同面对的事实，这个事实是我们在对话中建构出来的。“建构”这个

词不能被想象成是一个物理的搭建过程，它是说我们在语言中，在每一次的对话中，

已经在持续地构建这个事实。实际上人类的认识，只要是对一个历史事件的认识，都

是在语言中构建认识，而非在物理意义上实现对“事实”的构建。即便是在纯粹的物

理学范围内，玻尔、海森堡等物理学家在 20 世 纪初已经建立了测不准原理和所谓光

的波粒二象性，这使得人类对物理现象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而这种认识本身

也是由概念构成的。光，是粒子或是波动， 这已经是概念了，没有描述主体的参与，

这个事实是建构不成的。我们无法把握那个绝对与我们隔离的事实，事实本身就是与

主体相关的，尤其是与语言中的主体相 关。我是要在这个基础上推进刚才王炎的看法。

那么，西方人，或者说欧洲人，美国人，他们对犹太人大屠杀问题为什么会如此？因

为他们是从我刚才所讲的那种关 于事实的哲学观出发，来建构事实的。不然的话，他

们不会反复言说象奥斯威辛这样已经无法再现的事件。其实，他们是在不断地构建事

实。犹太导演朗兹曼做了非 常长的访谈式记录片《浩劫》来谈这个事件，而阿伦特，

则以非常理性的、分析的方式来重构大屠杀。大屠杀的事实是基于人类对一个历史现

象的基本理解，也就是说，离开了理解，事实无法构建。语言不被能理解成一个 词、

或是空气和口腔之间的摩擦碰撞，而是说，我说出来的一个声音，你是可以用理性去

理解、分析它的。只有在用理性去理解、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对于事实的建 构才有可

能。比如，阿伦特在讨论中引进了很多概念，举例来说，纳粹的“反人类性”。 为什

么她能把一个民族遭受的一次大屠杀归结、上升到反人类性呢？我们不能按原来的说

法，把人类、人性、人类性这个帽子要扣到某个人的头上。其实，纳粹的反 人类性这

个结论就是建立在我们对人类、人性、反人性这些概念理解的基础之上，没有这些理

解，阿伦特对事实的建构就无法进行。以下这样的问题就会被提出：纳 粹只杀了几百

万人，这个民族的大部分还是仍然散落在世界各地，为什么就是反人类呢？到底杀多

少人构成反人类呢？一旦遁入这种数量的逻辑，我们就没有办法去 理解“反人类”了。

我要进一步推到第三层，即对语言的理解其实是建立在我们之所谓的现代性的基础上

的。我把现代性划定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笛卡尔主体性的诞生、韦伯之所谓“去

魅”这样的一个阶段。从世界史、尤其是西方文明史上说，也就是从 15 世纪末到 18、

19 世 纪漫长的三、四百年的现代化过程。用康德的看法就是，我们开始用自己的理

性来辨别事物、表达意见，而不是遵从一种宗教、一种命令、一种框架性的概念、甚

至 是像西方所崇拜的柏拉图的理性，我们开始以个体的主体性理性来看待事物，在此

基础上我们能做出自己的判断和抉择。阿伦特说纳粹的行为是反人类，就是因为个 体

做出这样的抉择，一个集团做出毁灭另外一个集团的选择，不是依靠任何外力进行的，

责任不能被推脱到任何机构、或是魔鬼和上帝，责任在于参与这个集团的主 体自身。

所以阿伦特做出这样的分析，划清了我刚才所说的三层含义：第一，事实已经不是物

理事实，而是语言建构的事实；第二，语言是在一种理解的基础上被使 用的；第三，

这种理解是建立在人的主体性建立和（按康德的话来说就是）人的理性自觉运用基础

之上的。纳粹的行为是反人类罪，这意味着，纳粹反对现代人性， 毁灭其他人的个体

生命，任意践踏个人人权。在前现代社会，蒙古人成吉思汗也杀遍了欧亚大陆，他带

领的游牧民族靠杀戮来维系生存，这是与现代社会完全不同的生存状态。十字军东征

是为了自己的宗教和信仰而战，他们认为宗教的存在否与其切身利益密切 相关。除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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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历史上的贩运黑奴、和对美洲原住民的残杀都同样不是在个人主体理性主导下

的野蛮。纳粹则不同，在阿伦特看来，这样一种前现代状况已经消失 了。纳粹兴起的

魏玛共和时代，并不存在产生那种未脱魅的野蛮历史的基础。在从现代性的角度来思

考问题，我们不能依靠别人去判断某个事物，我们亦没有一个外 在的、客观的标准，

我们只能依靠自己的理解，只有通过我们自己对人性的体验和把握来判断纳粹到底是

反人类还是非反人类。

而中国学者在南京大屠杀问题的研究中，一直没有脱开中日关系讨论中的传统方式，

纠缠于所谓史实、数字的考证，甚至是借用近代西方的物理性概念去处理这个问题。

一味将历史处理为实体，而不从主体和语言的角度去考察，历史就真可能在简化中成

为一块顽石，失去了原来的生长性。也有中国学者从另一个极端看待中日问题，认为

参拜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即移情：设身处

地地为日本人着想，想他们为什么要去靖国神社。但这种理解与我刚才说的那种理

解——认识到事实是在语言中被建构的，并大家能够在对话中取得共识，以及对话背

后不可或缺的巨大的现代性背景——是相去甚远的。

在南京大屠杀的讨论中，经常见到这种逻辑在反复、在争论，日本学者说：“日本人

也死了很多人啊！”于是，中国学者反驳：“难道日本杀中国人的时候日本不死人？

难道中国连反抗的权利都没有了吗？” 但是，德国学者不这么看屠犹问题，犹太人也

不这么讨论屠犹问题。作为犹太人的阿伦特也不用这种方式思考，她将批判的触角伸

向了犹太民族自身。她检讨的是犹 太长老们龌龊、卑下的作为，为了保全个人利益而

出卖自己的民族，面对恐怖放弃对正义的捍卫，阿伦特对这种卑贱怯懦予以了深刻的

反思。她认为为数众多的犹太 人被杀是与长老们的妥协态度直接相关的。相比之下，

我们对历史的反思显得缺乏深度，因为，真正的反思是对自我的反思。更可忧虑的是，

我们甚至不能从一个现 代性的语言哲学背景出发，去建构中国和日本对一个历史事件

的认知。我们一直把南京大屠杀事件当作铁一样的事实来处理，两国学者在数字的考

证上不断交锋，天 真地以为谁赢得了数字，谁就掌握了历史事实。于是，我们得到了

怎样的事实呢？我们得到了两个事实：中国承认的是一个事实，日本承认的是另一个

事实，两个事 实如同两块铁板，冷冷地呆在那，根本无法对话。这就是王炎刚才说的，

在最初事实认知上就有冲突，对话也就不可能展开。我认为，问题的根源出在我们对

事实这 一基本概念的理解上。

王炎：我接着您讨论的“理解”问题来谈。对同一个历史事实的理解，由于主体的不

同，会得到全然不同的结果。举例来说，南京档案馆、东史郎的日记和德国人拉贝的

日记就是对南京大屠杀这同一 个事实作出的不同理解。三者的材料都很详实。南京档

案馆的叙述主要是对地点、规模、因果、数字的突出强调。东史郎日记虽然承认了事

件，但是字里行间充满了 对中国人的蔑视。他日记里有大量的表述说中国人是肮脏的、

说欧洲人是残忍而勇敢的、中国人是残忍而胆小的、日本人是勇敢而高尚的等等。显

然，他采用了一种人类等级的方式来叙述。他在叙述中，将南京大屠杀理解为上级和

下级关系——谁 发布的命令，谁是服从者，即一种完全等级化的关系，按照您的说法

就是，他用一种前现代的方式来谈南京大屠杀。而拉贝日记没有很多地引用数字，他

895



把叙述的重 点落在大屠杀活生生和直观的残忍、血腥上。他以大量篇幅描述在安全区

里日本人怎样无端地屠杀平民、强奸妇女，他对残酷的、非人性的细节的描写达到了

令人惊 竦的程度。从南京档案馆到东史郎再到贝拉，三个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出不同主

体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把握是多么的不同。“南京大屠杀”这个问题本身，它的历史

建构可能性是很大的。

王炜：这个历史建构性可以用另一种哲学语言来说，就是我们认为事实等于真理，是

“真”的。而现代的真理观，从马克思以后有了相当的变化。到了现象学这一派，说

得通俗些，“真”已经不再是放在那儿的一个东西，“真”也有你看它的角度。比如

说，这个杯子，我从我这个角度能看到杯子把，你从你那个角度却看不到，我们总不

可能以一个全景式的方式来把握某个物理事实。对待某个 历史事件，我们总会有不同

角度。在刚才的例子中，在安全区的外国人的角度，日本军人的角度，中国人历史的

集体记忆的角度，三者对于同一件事情、同一个具象 做出了完全不同的描述。只有有

能力以全景的角度去把握事实时，你才有可能说这是一个完全的“truth”（真理）。

其实，自马克思开始，对人来说，这个“truth”就是相对的，不是完全的。我们一直

在努力接近这个绝对。用列宁的话来说，我们接近这个绝对，但是不可能达到这个绝

对。其实这个话用现代西方的哲学语言来说，就是人代替不了上帝，只有上帝有全视

的可能、或全景化的可能。而“上帝”这一概念在西方哲学中也有一个发展演化的过

程。从康德以后，上帝被认为是建构的产物，是依靠“我思”产生出来的第二个产物。

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在这里，第一个产物是我思、我在。证明了我思、我在之

后，下一个证明才是上帝的存在。这就是启蒙和传统蒙昧状态之间的重要区别，即主

体性的转换。主体性“subjectivity”，原来是附属性的，它作为客观“object”的

相对概念而存在。我们不谈论客体“object”，那么主体“subject”就不会存在。

“subject”是从笛卡尔开始，一直到康德才得以确立的。对我们这些主体应该认识到，

我们都是在历史过程中，在某个阶段、某个空间生存的个体，这个个体永远不可能有

上帝那样全知全能的能力，真理对个体来说总会是相对的、片面的。

从现象学以后，当我们试图把真理当作被观察和寻找的对象时，我们会发现，它是不

断遮蔽和揭蔽的，在遮蔽和揭蔽之间的，那个真理或者说本质才会出现。然而，每次

展现未必是一样的，它这次可能展现这个方面，那次可能展现另外一个方面。如同进

入深杳幽暗的森林，你刚刚进入时，看到森林这面的风景；下次你再往前走时，这面

却是隐晦和遮蔽的，但另一面却打开了。不断的打开，这样一个过程才是真理产生的

过程。我刚才反复讲“对话”，其实，“揭蔽”的 过程就是对话过程。王炎刚才说到

中日学者之间的四次对话就是典型。四次对话中，真理问题才得以不断地展开，事实

才不断地被建构着，我们对它的理解才能不断 地深入、推进。不然的话，我们进入问

题的可能性都没有。第一次对话就吵崩了，然后我们再从不同的角度尝试着重新去理

解它。这便是“dialogue”的工具，“对话”就是根据 logos(逻咯斯)而进行的，

logos 就是真理展开的过程。借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我们的认识是不断进步、不断接

近真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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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光辉：这样不断揭蔽的过程，到一定阶段是否就是大家达成一个共识，然后再不

断对话又达到新阶段，形成新的共识，然后再对话打破新共识，如此反复下去……

王炜：可能产生共识，但是未必达到的共识就是一个完全固定的“真理”。

王炎：我补充一点。孙歌做的事情很有意义的，他自觉地尝试从语言的角度来揭示主

体。第一、二对话时，在讲话的那一刻，发言的主体是代表整体民族还是个人，主体

和他叙述背后的东西是什么样的关系等问题出现了；第三次对话比较顺利，但在第四

次时又出现了新问题，日韩关系、北朝鲜问题和六方会谈等内容出现了。此时，在这

个会议上揭示的所谓真理开始有所转变。实际上，这就是一种语言、真理在不断消长、

变化的过程。如果有一天，真理可以固定、封存，不必谈了， 那人类的智慧也就停止

了。

王炜：一直以来，我们为自己建立一个美好而充满诱惑力的目标——追求一种全知全

能的状态——一 个永恒的真理。而确定的事实，钢铁般坚固的数字就是我们的舢板，

载着我们朝着瑰丽的目标冲击。可惜，我们在出发前却忘记了反思一项最重要的内容：

我们的目 标真的存在吗？还是那只是我们脑海中的海市蜃楼？未经反思的目标就这样

被设置在对话开始之前，成了不言自明的前提。我们在考察南京大屠杀、日本侵华事

件之 初，就将它设定为一种事实，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找寻、求证这样一个单一化的

事实。我们当然可以把这个问题推进的——如果我们对目标进行反思的话，会发现这

个目标是在寻求过程中被不断建构的。

我想再谈谈屠犹的问题。阿伦特认为屠犹是反人类的，而且是一种集团式犯罪。表面

上看，个人的责任问题在这种犯罪中被悬搁了，军人要服从命令，下级要服 从上级，

个体不应承担罪责。但阿伦特不这样看问题，她认为即使在集团式的犯罪中，即使仅

仅作为命令的执行者，作为法西斯机器上一颗微不足道的螺丝钉，但如艾希曼这样一

个主体，他是有选择的可能性，选择坚守良心的底线还是顺从命令，分辨什么可以作

而什么不能作，这不是可以推委的。对于那些被杀的人，是因怯懦顺从，还是宁死不

屈，抑或被长老所出卖，都是应该有个人负责在其中的。阿伦特所作的这个建构也是

由一些非常具体的事实和人的理性判断相结合在一起的。正是随着对历史事件中细节

性事实的追踪，随着对这种种细节的分析和把握，真正的真理才建立起来。而在中日

问题上，我们好像僵化在对大事实的确认上，僵化在双方的态度上，其实都是理解历

史的根本方法和基本方向上出了问题。

付光辉：那您觉得，这与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是否直接相关？因为，要把问题推进的

话，就可能涉及对政治合法性，对正义和其他很多价值观的思考，而这可能涉及意识

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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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炎：我们这样的思考方式有总体的、国家意识形态的背景；但不容否认，作为一个

民族中的个体，我们又完全可能作出个体性的思考。在南京大屠杀之后，或者说在我

们这个民族拥有了被屠杀的记忆之后，我们为什么不能继续思考这个问题与我们当代

思想的相互关系呢？要知道很多思想是和它的历史记忆相关，与民族伤痕直接相关；

但是我们知识分子没有去探讨这个问题，这是否应看作我们的思维惰性？日本人在谈

战争责任时，将一切推给东条军政府，我们也将苦难归因制度，我们为什么不思考我

们个体的责任，为什么不思考我们自己的惰性和因袭的惯性呢？

《读书》最近有篇文章，讲在二战期间确实日本政府进行了战争动员，但同时他在历

史研究中更看到，日本民众（包括大量的妇女）在战争动员中对战争的推动作用。她

们摇着旗子送丈夫参军，说“等你立功回来我们再结婚”。这里面每个国民对战争都

是有责任的。

王炜：康德有篇特别好的文章，《什么叫启蒙》。他划定了这样一个界限，你在一个

分工的角色中，你不服从上层指派那是有问题的，这个社会建构不起来；但是，你作

为一个个人，有内心的法则和底线良心。作为一个个体来表达对于整体性问题的意见

时，你没有社会分工的角色，你就是社会中的独立的个体。你有基本理性和判断能力，

你要把它充分地运用起来。国家意识形态、政权机构、所谓普遍道德等等都是你可以

去审察、检讨、甚至增减的。你是主体，在一些所谓普遍性的东西和你最基本的理性

之间，有相当大的活动空间和能力。如果说推委责任，当然所有人都可以找到为自己

开脱的说辞，所有法西斯都可以推委责任。日本人将责任推到天皇一个人身上，但天

皇又可能是由于受到东条英机、受到当时的军政府蛊惑和控制，甚至是情报欺骗才作

出了错误的决定。从上到下，所有人都可以推委责任，那么你自己的道德，你自己的

底线在哪里？作为一个学者，作为一个有智力的人，我们要表达自己的看法，这个时

候所谓的启蒙才出现；所谓的民主，即人类自身当家作主，也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有实

现的可能，这就是启蒙的最基本含义。不然，我们对战争罪责的讨论就会成为一个鸡

生蛋、蛋生鸡的问题，最后连希特勒都可以推委自己的责任了：虽然是我主持的，但

那是我们集体做出的决定啊！要说责任，与会者都有责任！我们处理历史问题时最大

的忌讳，就是失去了依靠独立理性做出判断的可能性。

付光辉：希特勒会说自己是民选出的总统，代表民众。

王炜：是啊，他会说我是直选的总理，是魏玛共和国里民主选出来的。德国纳粹的党

卫军当时那么狂热，难道他们每个人没有自己的良心吗？包括像海德格尔这样的大哲

学家也是。

你刚才提出的意识形态问题我觉得是个特别好的问题。当舆论缺失了最基本的良心和

理性底线的时候，对普遍性的鼓吹就会生产出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对所有的

个体性思考都有压制作用。这是我们处理历史问题时最大的忌讳，即失去了依靠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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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作出判断的可能性。更可警惕的是，在多数情况下，正是我们自己，沉浸在泛滥

的民族情感、情绪之中，拱手让渡了独立思考的权利。

我讨厌日本人，但这种讨厌情绪不能影响我们对南京大屠杀这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

我们建设积极健康的中日关系的努力。这是我们无法推委的责任——需要理性来分析、

把握的责任。借助理性，我们需要不断反省以下问题：我们是不是自己做出了独立判

断？我们有没有使用普遍概念，即所谓的“keywords”（关键词）？很多时候，我们

解释历史事件、或者描述历史过程都习惯性地使用很多“keywords”，甚至是“大概

念”。这些大词统摄的话语、强暴和压迫着本该有的简单而清晰的叙述，最终形成了

语言的暴力。

正是这些在话语中漂浮的“大概念”构 建了意识形态。我们的社会结构形成这样的机

能：有些人专门制造一些大词，然后连接这些大词，形成一种宣传语言，再形成一种

强迫的意识形态灌输，最终有一 天，我们讶异地发现，我们的思考方式、表达方式都

服从于这些大词，一旦脱开这些大词，我们甚至失去了表达的能力。比如文革时期，

我们制造了很多诸如“无产阶级革命万岁”、“无产阶级路线”、“抓革命促生产”

这样的大词。语言的暴力能够强暴个体，因此我们对这些大词必须保持相当的警惕，

否则就会误入歧途。

欧洲的情况似乎好些，这次德国总理在诺曼底谢罪，而深受感动的法国总统希拉克也

拜访了德国人的墓地，这是一种可珍贵的理解——用自己的良心和理性去看待每一个

人，这种互通性才是现代性里的所谓普遍性的基础。对于南京大屠杀这个过去 60 年的

事件，我们也一直在谈论，但却没有对受害民族 60 年后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好好

进行反思。不可否认，我们很多人的家乡受过日军的践踏，亲人受过日本人的欺凌，

60 年 前的悲剧已经作为民族的公共记忆深深地刻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身上。背负着

沉重历史记忆的我们，又要在这个记忆的基础上重新生活，去面对现代的、当下的、

具 体的人类生活世界。我们不能总重复这种尴尬的局面：一方面总记着仇恨，恨透了

与日本有关的一切；另一方面，我们又买日本货，认为它又便宜又好使。

王炎：还有一个相反的逻辑，即有些“哈日”的人会说，日本对我们的经济有非常重

要的影响，我们的经济有非常大的依赖性，所以保持互惠的中日关系对亚洲的稳定、

亚洲的崛起有非常大的作用，所以应该以搞好关系为首要任务，不要再提“南京大屠

杀”、或“历史问题”，不要再挑起民族矛盾了。实际上，这种论调和它的对立面—

—所谓的“民族主义”使用了同一个逻辑，因为它们对自己民族的理解都是当下性的、

极端现实主义的、只观照最抓得住、摸得着的东西。

付光辉：刚才王老师说到，中国现在很多人的观念没有像康德启蒙以后每个人按照自

己内心的法则、良知来思考问题，做出理性判断。但是现代和古典有区别。 比如说现

代启蒙是启蒙所有人，包括每一个个体，而不仅仅是贵族。但是很多个体只关心自己

当下的、琐碎的、最现实的经济利益，就是说，启蒙的责任似乎只有靠知识分子去推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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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炜：启蒙在康德处，永远是运动，是没有完结的东西，是个永远不断进行着的过程。

没有真正运用自己的理智，就不叫启蒙，而且理智也是一个生长的过程， 不是一下子

揭开就亮堂了，不是一劳永逸。而是需要不断地检讨、思考，通过对话，和别人接触，

互相理解，增强理性的生长。比如，当制度终于打开一线光明的时候，实际上也是我

们的理性开始觉醒的时候，理性也打开了一个窗口，但这个窗口开到多大，我们接受

的光明有多少，这和我们自己的努力，和我们对互动的坚持直接相关。而由此而产生

的集团性力量对于制度的开放也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我们要坚持的不是单向度的，只按照自己的心灵、自己的标准去思考，而是要自觉地

建立主体间的互动。理解的意义就是要丰富以前的认识，这才叫有了“意义”。这种

意义就生成于我们的心灵不断敞开的过程之中。不仅仅是真理本身的敞开，也是意识

活动的敞开。要去主动地向自己寻求的目标接近，与人对话，和别人的心灵沟通。比

如现在，你的问题激发了我的思考，而我的问题也诱发你去考虑新的问题，这就是理

智增长了。理智的增长和物理的增长之不同就在于，前者可以从原来的空无中获得爆

发性生长，它是我们人类主动性最重要的方面。

王炎：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就一直是这样的思路：找救国之路。开始说是国

民性出了的问题，然后说是传统文化的问题，再以后说是制度性问题，接下来是统治

者的问题、人民的问题、经济的问题……，不断地在循环，但是这种循环求证，没有

一条路是终极的，人们不过是在这些范畴里打转转而已，但是这种思路，即试图抓住

一个东西，然后把它变成一切之因或者一切之果的思维方式，本身就是一种遮蔽。

王炜：这种遮蔽是一种很简单的遮蔽。这永远是蛋生鸡、鸡生蛋的循环性问题。

付光辉：还有个问题，您刚才谈到康德的良知、内心法则，阿伦特的反人类罪，但是

我觉得要深入地批驳法西斯、日本军国主义，还需要考虑另外一些问题。比如，日本

军国主义称中国民族是劣等民族，而日本民族是高贵的民族。阿伦特为批驳法西斯主

义，提供和建构的理论依据是现代性价值：良心、平等、民主、自由、人权、人道主

义。但这些是否是根本的，正义的，和不受质疑的呢？例如，列奥·施特劳斯站在古

典的角度，而有的学者站在马基雅维里的角度会认为残忍是必要的，因为“实现正义

有时需要不正义的手段”，“人道可能是软弱的”，尼采甚至还用过一个词叫“完美

的残忍”， 残忍有时是必要的。雅典攻打斯巴达时虽然很残忍，但却被认为是高贵的，

因为人性本身就有攻击性，就是贪婪，就要掠夺，它和正义一样都是基于人的自然本

性。 如果正义是自然正当的，那这些掠夺也是自然正当的，因为都基于人的本性。我

们面对这些对于现代性价值的质疑，怎么反驳？我们在思考南京大屠杀问题时，似乎

并没有把问题向这个方面往前推进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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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炜：我觉得你最后这句话很重要，我们没有往前推进。你刚才假设了一种逻辑，即

自由、民主、平等、人道、公正等价值可能遭到质疑。

我们在谈到这些价值的时候往往是按照传统的思路，把它们作为一些固定的价值来接

受。其实阿伦特在讨论屠犹问题时，它的主题是正义问题。这是讨论中最根本的问题。

要对艾希曼进行审判，就得主张自己是在伸张正义，但是这种审判本身是不是可称之

为“正义”? 她从各个方面进行了检讨。比如以色列把艾希曼从拉美国家绑架回来进

行审判，这个行动本身是否是正义的？如果要把绑架说成是正义，这种建构就很困难。

实际 上，这就是解构主义出现之后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我们当代人已经开始认识到，

我们所把握的所谓真理性概念对我们来说只是一种预设，不可能成为一个固定的目 标。

那么，我们的理性究竟在什么地方起作用？以色列政府声称自己是正义的，但绑架行

为本身如何能够说是正义的？正义应该是合法的程序，法律的手段。执行着 非法的程

序，然后又同时声称正义，那这个所谓的正义本身就是有问题的。阿伦特认为，我们

要在我们所有的行为中去检讨我们的正义主张，去发现我们的正义到底 是什么，甚至

从负面上，在检讨的、解构的意义上，去解构我们原来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这包

括你刚才说的自由、民主、正义、人性、人道等概念，在这种不断 审视中，我们揭示

出自己的出路和方向。对纳粹的审判如何保证自己的公正性？犹太人认为在以色列审

判才是公正的，这涉及“属地主义”还是“属人主义”的 国际法问题。从海盗法、属

地主义的角度看，应该在哪抓到罪犯，就在哪审判。从属人主义的角度出发，受害者

拥有权审判，但是，被伤害的犹太人已经死了，他们 执行不了这个权利，死者的后人

如何保证自己代表死者执行这种权利的合法性？这就是困难所在。阿伦特就是要把这

种紧张和困境揭示出来，告诉我们那样一种传统 的、形而上学的、固定概念性的主张

是成问题的。

付光辉：我们不要预设一个标尺，而要不断地审视。列奥·施特劳斯认为我们首先要

相信有一个自然正义存在，阿伦特则没有先预设它的存在，而是不断质疑、检讨、审

视，得出某个结论，然后对之继续审视、质疑，再产生新的结论，不断地循环下去。

王炎：我不赞成循环。概念本身可能循环，但这些大词：“自由”、“民主”、“正

义”等，如果离开了具体的现实就是空洞的。它必须有所面对的活生生的事实，有它

所面对的问题。布什在为攻打伊拉克所作的演说中应用了三个大词：“自由、民主、

人权”，他说这些价值在美国国内已经不是问题了，我们现在争取的是在国外输出我

们的“自由、民主和人权”。几个最基本的概念就这样成为侵略最堂而皇之的借口和

旗号。可见，话语中潜藏着巨大吊诡的可能性。但当我们要论证民主、自由是多么不

好时，当我们需要新的价值来取代它们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自身的处境是循环的。

付光辉：我们也希望，对于南京大屠杀问题也好，犹太人问题也好，思考的角度、方

式要多元，而非单一，不是僵化在一个固定的标准、答案或者结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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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炜：对。不要去寻求固定的、模式化的方式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要检讨形形色色

的模式化背后的问题。这样才能使我们对于一些具体的、历史性问题的解释能有继续

推进和突破的可能。而我们现在几乎处于一种不可推进的僵局之中，中日双方失去了

对话、理解的可能。

王炎：而且对于大屠杀的研究不能简单停留在概念、情绪层面上，还要进入到许许多

多的、具体的、个案的、历史的以及哲学的等诸多层面之中。

王炜：还有与当下有关系的层面。不是为了解决历史而解释历史。解释历史是和未来

相关的，如果不向着未来，历史和你毫无关系。我和王炎，几年来经常就一些问题不

断思考、讨论，以上问题是最近主要的关心之处。

王炎：关于反人类罪的问题，我觉得您又将它更加推进了，把它向着与现代性关系的

方向非常好地推进了。

付光辉：今年正好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这些问题都是重要的。至于日后的前

景、发展，既需要理论智慧又需要实践智慧，我们既需要恺撒又需要柏拉图。

王炜：两者缺一不可。好的，今天就暂且谈到这里吧。（完）

（二零零五年三月十五日于北京醒客咖啡厅）

原刊于《民主与科学 》2005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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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需要环境史 *

唐纳德·沃斯特原著 侯深译

内容提要

现代环境危机要求一种新的史学和历史意识。我们要以全新的眼光审视历史，将其视

为人与自然之间长期交互作用、彼此挑战、彼此改变的历史。环境史己经在世界上许

多国家出现，它对于那些试图应对危机的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实际上有很大的帮助。

环境史可以对资源保护以及环境保护主义——现代社会中两种强大的政治力量——的

兴起提供更深刻的理解。环境史有助于生态学以及其他环境科学提出更富有创见、更

加成熟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环境史有助于我们更深刻、更富批判性地了解我们的经济

文化和制度，特别是占有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的经济文化及其对地球所造成的后果。

环境史可以让我们对我们所栖居的每一个特定的地方——我们必须在那里发现更好的

生活方式——有更深邃的了解。

关键词：历史、资源保护、科学、经济、地方

切莫太过关注学术界中既定的教条。这是很久以前在我还是个研究生的时

候所得到的一个教训，迄今我一直仍努力记在心里。要独立思考，注意学院外

的世界。去询问这个世界存在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不足，而非仅仅去

追求学界中的时尚。它们往往不是一回事。

当今世界存在的种种严重的问题在 40 年以前就已清晰地表露出来了：不只

是日经月久的循环往复的战争与冲突、权力财富的扩张以及社会的不公正；除

此之外，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也正处于生死关头。突然间出人意料地，我们同这

个支撑着我们的生存系统开始彼此碰撞。我们在狂飙突进中破坏着自然。赫然

呈于我们面前的最严重的问题是，世界上大约有近乎半数的动物和植物物种濒

临灭绝，这是一场在过去的 6000 万年中最大的生态灾难。在我们大学中只有极

少数人注意到这迫在眉睫的风暴。在历史学科或者人文学科中间几乎无人意识

到这一点。事实上所有的政治家，无论左翼还是右翼，对此也是茫然或漠不关

心的[1]。

数年之前，我开始询问自己，面对这种漠然，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能够做

些什么。我的老师们似乎对此一无所知。虽然他们睿智且富人文气息，但是因

为某种原因，他们没有看到当代世界中人们对自然进行的巨大屠杀。问题不在

他们。正如谚语所言，他们本身就是问题，而非问题的解答者。为什么？因为

在他们对历史的理解中，自然被完全弃置一旁，正如很长一段时间中历史学家

的研究遗忘了有色人种、穷苦大众、妇女和被殖民者。历史学的范围和想象都

需要再一次的根本性的扩展。

当然，历史学家并非破坏自然的罪魁祸首。但是由于他们在研究过去的时

候忽视了自然世界，他们鼓励了旁人在当前和未来对自然的淡漠。对于那些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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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理解为何这种破坏会发生并且不断加剧的人来说，历史学家毫无帮助。现在

是他们走下象牙塔，脚踏实地的时候了。

在西方，历史的概念是一项最近的发明。直至 19 世纪，了解历史方成为一

个教养良好的人的必备素质。一个人有真才实学意味着他必须具有历史的意

识。当然所谓历史的意识自始都是与对进步的信仰紧密相连的，而且这种进步

也仅仅是针对欧洲或北美的白种男性所言。就像一个从贫寒奋斗到百万富翁的

传奇一样，它所指的是那种将要富有的男人，他们凭借个人的高尚品德和聪明

才智才取得成功。

20 世纪则使研究历史的这种理由难以成立了。大约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左

右，人们开始质疑这一普遍的进步，史学家亦开始寻求另一种更发人深思的观

念来取代前者。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史学变更了其道德诉求，并且开始讲述

那些一度被排斥、被边缘化的人群的故事。女性、少数民族、非西方社会都在

要求一种针对他们而言的历史。当我们将 19 世纪所宣称的史学同 20 世纪中演

变了的史学相比较时，其间差异令我们咋舌。而现在那种变革已近乎完成。那

些被压抑的记忆大多已然复苏。即使不是在史学著作的每个角落，至少在其主

流中，人们逃离边缘化、书写他们对成功的理解以及高扬他们的种种成就的抗

争赢得了胜利。下一步将是什么？如果史学要保持它的读者，它就必须不断创

新。

21 世纪必须有一种新史学。它应当以承认我们今天生活在全球的环境危机

当中为起点。这一危机的主要因素是：人口，现今有 60 亿，最终会超过 100

亿——如果不甚发达的国家的出生率不能在短时期内下降，则会比这个数字高

得多。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将远比人口增长的速度更快。这两种速度结合的后果

将给土壤、水、大气以及生物圈带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悲观论

者说，我们无法期望地球可以满足这样的要求；乐天派则回应道，如果我们开

动足够的智力和进行足够的创新，地球可以继续支撑我们。但是没有人能够否

认，人口同消耗所结合起来的影响将迫使数以万计的物种濒临灭绝，这是自中

生代结束以来的最大灾难。

当我们谈论世界环境危机时，我们所说的并非是战争或者饥荒这类几个铁

腕人物就可以很快扭转全局的短期灾难。相反，如今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种广为

扩散的、系统的趋势，它不大可能由紧急关头的史诗般的英雄行为所扭转。

在 21 世纪，这一全球性的危机有可能是世界上占主导性地位的问题。如果

不开始对这一问题予以更多的重视，我担心，历史学家将要落伍。他们大约将

继续炮制供他们彼此传阅的四平八稳的著作和文章，但是那些必须同全球环境

挑战抗争的普通民众和政策制定者可能会背离史学。

必须承认，除了探讨当代每一个初露端倪的问题之外，史学家还有更多的

责任。在他们谨小慎微地整合过去的图像时，他们必须表现得客观且具批判

性。同样我们也不能要求每个历史学者都应当同每日的新闻报刊对话。但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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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事业中的某些地方，我们必须开始强调环境危机，与此同时，在根本上重

新思考历史的意蕴。

我们需要面对横亘在我们面前的一种厚重的传统。历史学家从未将思考自

然或者人在自然中的位置视为己任。甚至那些书写被压迫族群的史学家也倾向

于仅仅关注人类，进而将人类中心变为刻板的思维定式。

在 20 世纪 50 年代，英国历史学家刘易斯·纳米叶（Lewis Namier）写

道：“历史的主题是人类事务，是运动中的人。”远比他更早，被视为当代史

学之父的德国学者兰克在 19 世纪 30 年代宣称，史学是一种“获取关于人类事

务知识”[2]的工作。二者均认为“人类事务”是同自然分割开的。他们认为，

其他的动植物或者土地海洋以至这个星球都没有历史可言。

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从纳米叶、兰克及其他杰出学者所确立的种种严格

的学术标准中获益匪浅。但是我发现我同样应当倾听非历史学者的所思所想。

他们中间的很多人都是自然科学家，正是这些人让我看到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

这一不容回避的事实。我要特别郑重地指出查尔斯·达尔文的著作，正是他论

证了整个地球拥有一部单独的、综合的历史。一旦你真正读懂了达尔文，你就

不可能再将人类事务同森林、昆虫、土壤线虫或者细菌的事务割裂开来。

我还受到了美国森林学家、野生动物学家和资源保护主义者奥尔多·利奥

波德的深刻影响。他死于 1947 年，但是他已朦胧地觉察到这将至的环境挑战。

当利奥波德调查土地的情况时，他像一个历史学家一样地思考着：他问道，这

片土地曾经拥有过什么，又是什么令它改变的。利奥波德所遭遇的环境变迁总

是由人类造成的，所以他求助于历史来理解这种种变迁。但是他不是一个传统

的思想家。他的时间观念同样是从进化生物学中所感知的，因此他远比大多数

历史学家试图涉及的更为深邃广阔。

1935 年利奥波德负笈德国学习林业管理，这次旅行展现给他的人性的黑暗

暴力的一面远远地超过了他的预想。一日傍晚，纳粹的冲锋队员横行于市，在

柏林一家旅馆的房间中，利奥波德给自己写了一篇札记，正是这一札记帮助我

重新定义了我所表述的“人类事务”。

“上个世纪的两大文化进步是达尔文理论和地质学的发展。较之于这两

种思想，机械和化学的全部发明都黯然失色，只不过是通用的方法和工

具范围内的事物。与植物、动物和土壤的起源一样重要的问题在于，它

们是如何作为一个共同体而运作的。达尔文就此仅仅初窥门径，并没来

得及做任何更多的阐明。这个任务落到了生态科学的肩上，它每日都在

进一步揭示这张相互依存的网络，其复杂之处，即使达尔文尚在人世，

也会惊诧不已。现代生态学的怪异之处在于，它虽然是两个群体的共同

创造，但是这两个群体几乎对彼此的存在一无所知。一个群体将人类共

同体几乎当成一个单列的实体来进行研究，并将其发现称作社会学、经

济学和史学。另一个群体研究的是动植物共同体，而且轻松地将政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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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杂烩划归了“文科”（liberal arts）。这两种思想边界的不可回

避的融合大约会构成本世纪最引人注目的进步。”[3]

上述文字写于 60 多年前。利奥波德对生态学同历史学的融合的到来可能太

乐观了——这一融合时至今日也没有大范围地出现。然而，他的文字在颇具讽

刺性的憧憬的同时，其内容又有预言性。在我所论及的世界危机的推动下，有

些历史学家终于开始接受生态学以及其他的自然科学，同时开始从根本上重新

定义了我们所构想的人类事务。我们将这种重新定义称为“环境史”，或者可

以简称为 21 世纪的“新史学”。

现在让我转换话题，不再议论为何历史学家需要开始强调全球环境困境，

而是探讨为何那些非历史学者，特别是自然科学家以及政策制定者需要关注环

境史。这一新史学尚在襁褓之中，但是已有许多可以奉献的东西。

环境史把人类与自然之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产生的相互影响——包括精神

和物质两个方面，当作它的研究对象。它求问地貌如何变化，因天力还是人

为，如此变换对于人类生活有何影响。它检验人类所创造的经济与技术的力

量，并且探求这种力量如何影响着自然界。它还在探求人类如何领悟自然，如

何思考他们同非人类世界的关系。一言以蔽之，这些便是这一新史学的课题

[4]。

环境史在很多方面都可能同自然科学家以及政策制定者发生联系。我将只

讨论其中的四条第一，它能使我们了解资源保护和环境保护主义的兴起，这对

当前我们思维的导向是至关重要的第二，它可以帮助生态学以及其他环境科学

提出更富有创见、更加成熟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第三，它有助于更深刻、更富

批判性地了解我们的经济文化和制度及其对地球的影响。第四，它可以令我们

更深刻地了解我们所居住的地方，而我们必须在这些地方寻求更好的生存方

式。

首先让我们思考对资源保护和环境保护主义不断发展的认知。人类在数万

年中一直在思考他们在自然中的角色，不论古今，每个社会都有我们或许可以

称为资源保护思想的有趣统。宗教长期以来丰富或者影响着这一传统，比如伊

斯兰教、佛教、基督新教，都为人类对自然界及他们在其中的位置的思索构建

了方式。正如当一个人试图谋求国际上对濒危物种或者洋的看法的认同时，他

从自己的艰难经历中知晓，世人持有种种不同的道德观念。追根求源，这些观

念可以远远地追溯到最古老的人类宗教和世界观的一系列混淆上。

请允许我以我自己的国家为例。美国的历史只有两个世纪左右，比很多国

家要短。至于环境思想中显著的美式传统，则应以托马斯·杰弗逊的《弗吉尼

亚纪事》，或者早期旅行家对新英格兰森林或西南沙漠的描绘为开端。为时虽

短，环境思想的美式传统却极其复杂并具世界性影响。它充盈着在自然中的敬

畏与欢欣、实际的知识和道德的激情。它包括着利奥波德——我适才引用过

的，以及诸如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乔治·帕金斯·马什（George

Perkins Marsh）、约翰·缪尔（John Muir）、吉福德·平肖（Gif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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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chot）、艾丽斯·汉密尔顿（Alice Hamilton）和亨利·大卫·梭罗

（Henry David Thoreau）的著作。统而贯之，这些作者给我们提供了关于自然

界的重要的思想。今天，这些北美环境学者的著作正在被远至中国、非洲、俄

罗斯和拉丁美洲等地的人们所阅读。他们在人类对环境的关怀的觉醒中贡献甚

多。当我们的国家在环境领导中看似落后于其他国家时，我们美国人最好还是

牢记这些作家。

然而同任何思想一样，美国环境保护主义也值得带着批判的眼光进行仔细

严格的分析。当绝大多数美国人同其他国家的人们一样，告诉民意调查者，他

们是“环保主义者”，他们在意味着什么？他们可明白环境保护主义从何而来

以及它所具有的繁复性？他们可清楚诸如“自然”或者“荒野”等词的复杂含

义？他们可理解为何自 1872 年始，我们创建了一系列国家公园？他们可知晓他

们的先辈如何思考土壤、河流和野生动植物？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充分了解，在

我们的脑海中，人类的健康如何和土地联系在一起，或那是在何时发生的？我

们可明悉种族、性别、阶级等观念是如何同环境的观念相联系？我们可真正探

究过我们环保的种种感情，询问如果它们被付诸行动，将会把我们引向何方？

如果我们对环境保护主义的历史有了更好的了解，我们不是就会更坚决、更敏

锐和更清楚地懂得，我们应当如何去行动，如何去投票了吗？

环境保护主义实在太重要了，以致它不能只停留在街头巷尾、政治竞选或

广告宣传上。它需要教室中、杂志上和书本里的批评分析。它需要一种历史，

也需要历史学家。两年前，我出版了关于 19 世纪美国探险者、科学家约翰·威

斯利·鲍威尔的传记，以期了解他在美国资源保护运动的兴起中所起的作用

[5]。自此以后，我开始认识到全国数以千计的地方组织是如何努力创造一种新

的自然分界意识（watershed consciousness）——正如鲍威尔在 l00 年前所呼

吁的那样。通过阅读鲍威尔的著作并且深思其自然分界民主[6]的观念，那些力

图营造一种新自然分界意识的人们将会得益良多。他们将会发现，了解那一思

想在鲍威尔的时代中为何被抵制以及国家在此之后如何发生改变，是非常具有

启发性的。我们所有的人，不论是环保主义者或者非环保主义者，都需要更好

地了解从前的那些环境思想家。

这正是环境史的一部分目标。它力图在雷切尔·卡森的时代背景下去理解

像她这样从大萧条走入原子弹年代中的人。历史学家们一直在追溯她同战后女

权运动、冷战以及大众消费之间的关系。阅读她的《寂静的春天》至今仍然是

一件有价值的事情，但是如果了解了这本书如何开始付诸文字，当时的环境如

何，它又如何激起了围绕卡森的更大范围的争论，对这本书的阅读就更具意义

了。我们首先会看到，在她的著作中间反映的是一种正在整体上经历着深刻变

革的文化，它在与危险和利益的观念格斗着，同时询问生命是什么，其他生命

形式何以可能在我们的生存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时，这种审视或许使得

那些从前的英雄不再那般英明神勇，但是就整体而言，将这些人的生命和思想

置于历史之中时，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现实问题上的更好的视角。不论怎

样，卡森对环境中杀虫剂和内分泌的破坏因素的基本忧虑已变得比从前更为迫

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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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开创更好的环境政治和思想，我们不但需要思想家，也需要活动家。

我们需要思想、语言和想象——种种丰富多彩的、激动人心的、在实践和抗争

中经受考验的想法。口号和激情实为不足；技术的专长也远远不够。我们需要

深邃地思考我们在自然中的位置，而且我们需要在历史学和人文学科的协助下

进行这样的思考。

第二，环境史可以对生态学以及其他环境科学做出很大的贡献。我在撰写

环境史方面的最早成果是一部书，题为《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7]，

初版于 1978 年，1994 年则有了增补版。在它刚刚问世的时候尚且无人著有关

于生态科学的综合历史。自那时起，有些科学家开始担负此任，但是他们一般

不会像我或者其他环境思想史学者所尝试的那样，将他们的科学放入文化和思

想史的背景当中。

假如生态学家更加熟悉他们这一领域的历史，他们可能会惊讶地发现，在

历史学家看来，他们的教科书中所描绘的自然经常是不真实和虚构的。它总是

缺乏同人类历史及其中所有的偶然、意外、循环、思想和社会力量之间的联

系。直至不久以前，自然科学家仍然总是对这一事实——在很长时间中人类都

同自然相互作用，以及我们所谓的自然在某种程度上和很多地方都是该历史的

产物——不感兴趣。

比方说，即使现在，生态系统在教科书中一般也被描绘为自给自足的动物

和植物的集合体，无疑它们会随着时间而变化，但是在无人存在的情况下变化

的。教科书中的生态学总是忽视世界上很多的生态系统很久以来就是人类的家

园这一事实。有些生态系统由于人的存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在另一些地方

这种存在远为微妙甚难辨别。正如风形成了草原土壤的外貌，野牛影响着它的

植被，草原犬鼠所掘之洞随处可见，人类同样也是活跃的力量。历史学家可以

帮助科学家重视人类对自然其他部分的影响早已成为现实这一事实，同时也可

以令他们看到这种影响怎样并且为何会在当代愈演愈具毁灭性，直至今日已同

原子弹的影响一般强大。

数月前，在美国环境史学会年会上，我是评价威廉·克罗农的《土地的变

迁：新英格兰的印第安人、殖民者和生态》[8]一书的贡献的小组的成员。同一

组的一个成员是来自马萨诸塞的哈佛林业学院的生态学者戴维·福斯特（David

Foster）。福斯特提出了一个令人重视的观点：他承认国内他那个领域的科学

家己经改变了他们对森林生态的看法，而这部分是因为他们读了克罗农的环境

史。现在他们远比 20 年前更可能看到自冰河时代起人类在森林形成过程中的作

用，看到森林是一个历史的进程，甚至是一个历史的产物。换言之，环境史学

家帮助他们形成了关于他们学科的概念，使他们的研究有了中心，甚至对他们

在森林恢复和保护的努力中起着指导作用。

同样，环境史学家也可以帮助科学家们明白，他们的自然模型，即便是最

复杂的科学模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们生存其中的文化的产物。自然的科学

模型也有一部历史，这部历史同人类社会的历史息息相关。我们不能轻易地将

我们关于自然的思想剥离出一个部分并名之曰“科学”，而另一个部分则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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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艺术、宗教或哲学，它们本在一条思想和观念的脉络中共浮沉。历史学家

和科学家都重视那些附于专业论文或科学杂志上的日期，但是他们从不同的角

度来看待这些日期。对于科学家而言，这些日期是真相的索引：日期越近，真

实度越高。反之，历史学家希望这些日期本身就是可供分析的对象。例如，与

一部 1990 年出版的生态学家的著作相比，一篇发表于 1920 年的文章如何反映

出对待自然的不同的体验？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一位科学家要写第一次世界大

战的后果，他或她可能要投自由党一票，他或她住在法国南部而不是英格兰，

他或她是通过汽车的挡风玻璃而非求助于轨道人造卫星去观察地貌……这些是

否都有影响？

不论历史学家应该怎样公允，他们都被训练去寻求每一种思想每一篇论文

背后的个人经历，寻求文化在科学理论兴衰中的影响。即使在历史学家予以科

学的真理应有的尊重的同时，他们也仍然发现，其他时代的科学思想在实质上

是很有趣的，经常同我们今天的那些思想一样有趣。而且就我们大家所知，它

们可能仍然保留着某种一直为时尚所不易发现的正确性。

一应名词，诸如生态系统、小生境、竞争排斥、生物量、能量流、板块构

造、混沌等，都不过是“名词”，是必须当作名词进行分析的。我们可能希望

它们指示“事实”，但是我们惟一能够绝对肯定的只是它们是名词，而作为名

词，它们只是事实的代表。这一论点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所有环境史学家探

讨的科学都以语言的形式呈现于他们面前，而语言饱蕴比喻、修辞，暗藏结

构，甚而世界观，总之，它们是由文化所充实的。不论那些科学语言有时是怎

样难以破解，环境史学家仍然想要学习它们，并且用之推进他们对人类过去的

理解。而且，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通常都是在针对人文学科的思想模式中教育

出来的，在这种模式里，语言本身就是一个分析的中心对象，因此，他或她都

必然坚信，科学家的名词是不得不经过检验的。它们自身就值得作为一种文化

的表现而予以重视，亦即是说，它们可能就是道德或者伦理信仰的表现方式。

我的第三个论点是，环境史可以给予我们一种复杂的关于我们的经济文化

和机构及其对地球的影响的知识。我发现，最难以被理解的观点之一就是，环

境问题可能有非常深刻复杂的“经济原因”。太多的人，即使是学界中人或者

经济学家，并不真正愿意去讨论这些原因，或者深入到任何关于经济价值及制

度的批判性的讨论中去。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愿意去讨论经济体系从何而来，

它们依靠或者体现着何种价值，或者这些体系怎样导致新的行为。他们拒绝经

济学思想是文化的观点，就像生态学家否认生态学的思想是文化一样。经济学

经常被假定为完全超然于文化，是一种关于人类行为的普适科学，处处皆可示

范同样的动机和结果，同样的行为和同样的逻辑。如果这是真的，如果经济当

真是如此的自然且前定，那么就没有什么可带着批判精神讨论的。而且，当我

们循此路径将经济学自然化的时候，我们也就混淆了一个事实，即人的经济学

是文化的产物，同时经济体系也是与它们的环境一道随着时间而进化的。

同样，当我们将环境变化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人口统计模式，如人口的增

长和分布时，政策分析便缺乏对复杂性的考虑。历史学家的一个鲜明形象就

是，当他面对任何关于过去或者现在的分析时，他会说“情况要更复杂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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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人口的水平总是很重要的……历史学家对此表示赞同，但是它是如何达到

近代的水平的？当前的世界人口在怎样的程度上是人类从自然中摄取财富的结

果？这些财富又在何种程度上是人们思考自然的结果，或者思考人生目的的结

果？

上个世纪人口增长了 4 倍。经济增长了 14 倍，能源消耗增长了 16 倍，工

业产量增长了 40 倍。每一种增长比率都甚为可观，但是究竟哪种增长比率恰恰

应该对哪种环境变化负责是极难确定的。这些增长率又如何完全转化为生物多

样性、清洁的水和广阔空间的损失？我们仍然不知。但是无疑任何一套环境政

策都应当建立在寻找这些问题的确切答案的基础上，而这些答案只有在追溯那

些随着时间而发生的变化的模型中才能求得。

我们也需要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现代经济增长的迫切性从何而来。在几百年

前，它还不是一个主要的推动力；那时候没有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或者技术人

员来促进这一增长，也没有任何政治家将这种增长列入他们的政纲。那么为什

么今天我们要这样做，哪怕这种增长通常要带来不利的环境后果？

我认为，无休止的经济增长的梦想是一个现代的发明，是 17、18 世纪资本

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一革命在亚当·斯密于 1776 年出版的名著《国富论》一

书中登峰造极。然后增长传至资本主义的头号敌人——共产主义那里，这样一

来，增长便成为风靡全球的理想。为了应对当前的增长及其后果，了解该发明

和传播的历史是十分必要的。

尤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揭示资本主义这一现代最强大最成功的经济文化

的环境史。我们需要了解它取代了什么，它是怎样改变了人们对待自然的态

度，它又是如何影响了自然资源、生物共同体甚至我们所呼吸的空气。我们己

经知道资本主义鼓动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对自我或者个人的注重，并使自我利益

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导精神。它教导人们将美国最权威的经济学家艾伦·格林斯

潘（Alan Greenspan）所言的“理性的贪婪”[9]奉为圭臬。这一信仰要求一场

引发制度、法律和个体行为变化的道德革命。这一资本主义的道德革命如何改

变了地球的面貌刚刚开始受到关注。

一旦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或者任何一种经济体系的环境史得到更好的理

解，一旦这些历史得到充分且公允的比较，我们就会为政策制定者们提供一个

远胜于今天的更好的依据。

最后一点，环境史可以让我们对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我们在那里必须发现

更好的生活方式的地方有更深邃的了解。尽管事实是，我们已创造出了一个带

有全球性环境危机的全球性经济体系，我们却仍然生活在一个较小的地方和区

域里。这些地方逐渐地被技、资本和资源的流动联结在一起，现在在美国，平

均每粒粮食从产地到消费地都须远行 1000 英里。尽管有这些大规模的变化，我

们却仍然必须在某一块特定的土地上安家落户。我们对这些地方知道多少？是

否那些我们今天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以及对全球环境变化的关注，使得我们比从

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忽视我们朝夕栖止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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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是告诉我的研究生去选择一块地方，一块能让他们产生兴趣或激情的

地方，然后发掘它的环境历史。尽你所能地更深更远地了解它和它的潜在。去

认识它的地质、植被、土壤、气候的类型以及人类到来后的影响。将它作为自

然分界——在那里，所有生命必须共同演化供养自己——去认识。

历史学家已为无数名人立传，但是很少书写一个地方的传记。任何一个地

方都包含人，但它的内涵并不仅是生活在那里的人。它是人和非人类社会的混

合体。

在这一类美国地方环境史的书单上有我自己关于南部大平原——20 世纪 30

年代的尘暴的发生地——的著作；有理查德·怀特对惠德比岛（Whidby

Island）、华盛顿和哥伦比亚河的研究；有亚瑟·麦克伊沃关于加州渔业的论

述；有布赖恩·多纳休即将出版的关于马萨诸塞州康科德的新书；有南茜·兰

斯顿有关俄勒冈州蓝山的历史；有安德鲁·赫尔利关于印第安纳州加里的著

述；还有杰克·柯尔比对弗吉尼亚沼泽地带（Dismal Swamp）的描绘——这一

书单可以加长[10]。类似的关于意大利、瑞典和非洲等地方的历史正在出版。

所有这些历史都意识到，当代史中没有任何地方能完全孤立于国家和国际

力量之外。但是它们也坚信，不论是在生态上还是在人文上，每一处地方都有

独一无二的故事需要讲述。各地都可以抗拒外来的力量，或者即使它们屈服

了，它们也永远不会完全屈从或完全被吸收到某种千篇一律的全球化的抽象理

论中去。

很好地了解特定的地区乃是大学教授们常常难以面对的一个挑战。他们可

能热衷于一般的抽象而非细微的特殊，热衷于远方而非本土，热衷于过程而非

地方。

我的一个朋友曾经写道，大学中间惟一的真正的专业是向上的流动性。我

们教育学生离家远游，在更广阔的天地中寻求成功之路。一个从未离开那不勒

斯、不能被鼓动到遥远的地方去找到一份好差事的大学毕业生可能是我们教育

的耻辱。同样地，我们大学的大部分教师都来自其他地方，一些很遥远的研究

院，最后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又想离开现在的所在，更上一层楼。在这种永无停

息的流动中接受教育，我们发现我们很难认真地看待一个地方。

环境史学者同其他学者一样也有向上流动的渴望，他们也时时在此地教

书，却梦想他处。然而，迄今这一新史学对地球上的各个地方仍然表现出非凡

的兴趣。我们开始更加意识到那些地方的复杂性以及它们的特点，并将之表述

在我们的文字中。复杂性并不单单是人类动机的特性。各个地方都复杂得难以

置信，我们愈想我们要了解在那些地方发生了什么，我们就愈意识到我们的知

识是何等的浅薄。我相信，环境史的这一贡献对政策制定者们有极大的价值，

因为最终所有的政策都要依地方和特殊性来设计，并且要适用于它们方能生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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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伊始，我讨论了为何史学研究必须与时而进，并且要将它的研究同全

球环境危机联系起来。一旦历史得以成功地重新定义——不只是如现在这样处

于边缘或游离于边缘，而是从根本上重新定义——将之定义为讲述人类与自然

世界交相作用的历史，我们就可成功地令史学同 21 世纪更为契合。距离该点道

路尚远。但是在我的评论的第二个部分我已经指出，一种新史学正在浮现，而

且正在开始重立风纪。

随后我谈到一种更具环境意识的史学可将一些重要的看法带给那些在环境

问题前沿工作的人，如科学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政治科学家、社团活动

者、立法者、公司经理和投票的公众。我也概括了环境史有利于非历史学者的

几个方面。毫无疑问，还有很多方面是我没有提及甚至难以想象的。

美国前总统哈里·杜鲁门曾经说道：“总统需要面对的大多数问题都植根

于过去。”可喜的是，杜鲁门与其继任者们大不相同，他为了工作读了很多历

史著作。但是他没有读到任何一部环境史——在他的时代他也不可能读到。当

时这个学科尚不存在。但是假如他今日在位，我们可以给他一张书单，并且

说，总统先生，自然的命运、国家的命运和人类的命运掌握在您的手中。阅读

新的历史，吸收它的观点，然后，在智慧与同情中为地球的利益而行动。

[本文作者唐纳德·沃斯特，美国堪萨斯大学历史系教授。本文译者侯深，美国

堪萨斯大学历史系研究生。]

* 本文是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应编者之约，惠赐《世界历史》

杂志的新作。唐纳德·沃斯特，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和环境史的权威学者。

1941 年生于美国堪萨斯州，1971 年获美国耶鲁大学美国学博士学位。现为堪萨

斯大学历史系和赫尔人文中心教授，并享有赫尔荣誉教授称号。他著作等身，

曾于 1981 年当选为美国环境史学会主席。在 2004 年美国环境史学会年会上，

又荣获“杰出学者”奖；至此，他是该学会享此荣誉的第三位学者——译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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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论谁 现 ，若过 趋 首追随 脚 ，

许 被踢 牙齿

特• 爵 ，

纪 ， 质 球科 进 生物

科 经 球的 连 的 纪

的 说，这种 球的环 ， 球

生 进 的 转 的，这 石记 示

（ 经长 ） 生 ， 的第 纪

还 第 纪 的 ， 约经

的界 ， 起 特 的 用

的 质 相 ，迄 ，间 直 稳 ，这着

统 类 的 ，

的 部 ，都 生 里面 者 这 说，

里 现过

摘自 John R. Mcneill, Peter Engelke《大加速：1945年以来人类世的环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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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这 种观 ： 球的 ， 的

经 终结， 的 经 ， 类

类 的 经由荷 罗• 鲁

Paul Crutzen ， 臭 耗的研究

获 诺贝 越 看 ， 的

证 确 •的 碳 的 ， 球生 而言，

都 猝 防，而 远 ， 球的

经翻 篇章， 类 球生 重 的

类 的 键 ： 的 论 质 说的

纪 ， 论 生物 的 续，还 球轨道的

续 绕 轨道离 率， 类 相 都 黯 色； 类

球的调节系统 着 ，由 ，这 类的

而 界 '

鲁 认 类 纪 ，那 石燃 能

立 纪 ， 的 用 英 经 生

缺的部 ，而 那 起， 界经 起 的 用越

越 能 需 石能 石

的 采 纪 ， 石能 球能 用量

，而 ，这 额 经 至近 见，

石燃 能 能 用量 级 长的背 ， 界

近 阶

鲁 的 面 ，近 的 离

的飞速 长 ，约 - 生 球 这

约 ，而 ， 至约 虽

那 的 觉 的 ， 纪 ， 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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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还 ， 较缓 ， （

见） 逐 达 球生 ，还 种

长类 物 类 物 迅猛 繁衍， 还能

的 的 统计 ，近 长这种 绝 ，

生 鲁 认 类 起 纪，而近

长的编 能 的这 观 证 能 费 长

这 现的飙 纪 续至 ， 者

进，让 目 而 随 的篇章 ，

猜 番 论 ， 类 纪

身 的 险 ， 类

， 生物界

自 鲁 首 类 的 ， 相 的竞

穷 要 调的 的 ， 这

种种理由 类 的 间 至

约 约 1.5 ， 至 远的

约 ，那 类 用的 者

理由， 近的 间 类 的起 ，

采用的 间 限 简而言 ，理由 ：首 ， 纪

起， 类 （ 间） 配碳 环 硫 环 环的

重要的 素，这 者 至 重要的生物 球 环 球系

统 系 环环相 的 球进程的 ，那 环

谓的 球系统 的 部 ， 纪 起

类 球 生物 的 逐 级，这 通过许 的

（ 详细阐述） 衡量

的逐 级 生 ， 至 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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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 筐 的 矿 ， 石燃 ，

石 起 界经 的 ， 随着 的 采 用 生

环 璽的 （盖蒂 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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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 由 类造 的 碳

生 过 的生 球 车 辆 至

8.5 辆， 过 的 ，

， 界 生 约 蜩

，而 ，这 至近 ，

物（ 要 肥 的 足 至逾

至 ， 速 的 趋 高速运转， 的 趋

鱼类 设 臭 耗

缓

的 类 的长 约略相

的 群 ， 生的 还

记 现 的 的 部 生经 都 生 速

的这 ， 类 生物 系

表 的 解 ，

种 的特 趋 的长 续

目 的 速 长 续 经 足 的

造 ， 经 足 的石 藏 燃 ， 经

足 的 砍 ， 经 足 的 鱼类 ， 经

足 的 ，预示着 速 趋 的若

迹象 现 ， ， 这 那 的 ，

现着逆转的趋 ， 阐释的那 ， 许

首 结 能 系的特 的规 这看起

能的， 里精 造 能 系， ，

石燃 起的 用 近 起的 用 ，那

球系统 环 的 著降 而 ， 界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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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续 看起 能的， 的 速趋 都

虽 言 速 终 ， 能说

终 ， 疑 类 环 至 球 花

现的短 瞬间

管 若非经 难， 类 续 类 继续

环 球生 ， 管这种 类的 量 相称

而 物种 球的 衰 的 量

能 降 能 物质的 能 降 考

虑 生物 的 速 ， 生 系统的能 越 越

， 确 的 ， 类 球 系统的

能 ， 的这

， 类 经 采 行 ，这确 类 球 留 记

的 的生物 系 表面 的酸 ， 许

间 续 的 面面

险 诱 ， 记 题词部 用的

特• 爵 的话 部 的 经 的（ 积

物 着许 ） 要

的选 遇 赐 ， 过 那 稳 的

， 试 看 现 现 ， 速

类 的 那 许 知 能 让

这 ， 精细的 行 许

象 能 的范 ， 者 罗 述， 镜观看

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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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 William H.McNeill《瘟疫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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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时刻：无处幸免和苦难之问

赵汀阳

突然的无处幸免

2020 年的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迅速使病毒时刻成为政治时刻、社会时刻、

经济时刻和历史时刻，甚至被认为可能会成为历史的分水岭，如 T.弗里德曼认

为历史可被分为“新冠前”和“新冠后”，见惯兴衰的基辛格也认为病毒“带来的政

治与经济剧变可能持续几代人”甚至“永远改变世界秩序”。此类预测流露了一种

真实心情的预感，即世界要变天。罗伯特·席勒的看法另有一种历史社会学的视

角：“我将疫情视为一个故事、一种叙事。新冠病毒自身可以作为一个故事传

播”，“叙事也会像病毒一样具有传染性。如果一个故事主导舆论场好几年，就

会像一场流行病一样改变许多东西”。

但病毒时刻还尚未见分晓，仍在不确定性中演化，因为病毒时刻是否真的

成为划时代的时刻，取决于世界的后继行动和态度。答案一半在病毒手里，另

一半在人类手里，而病毒和人类行动都是难以预定的“无理数”。在这里暂且不

追问答案，也无能力预知答案，还是先来分析病毒时刻提出的问题。

认为病毒时刻是“史诗级的”巨变或“历史分水岭”，这些文学形容需要明确

的参照系才能够明辨。假如以最少争议的划时代事件作为参考尺度，或可进行

量级比较。历史上最重大的事情无过于改变生活、生产或思想能力的发明，比

如文字、车轮、农业、工业、逻辑、微积分、相对论、量子力学、疫苗、抗生

素、互联网、基因技术、人工智能等等；或者精神的发明，比如大型宗教、希

腊哲学、先秦思想等；或者政治革命，如法国大革命和十月革命；或者大规模

战争，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者经济巨变，如地理大发现、资本主义、全球化

市场和美元体系。按照这个粗略的参照系来比较，除非后续出现始料未及的政

治或精神巨变，否则新冠病毒事件本身并不具备如此巨变的能量，但据经济学

家的估计，或许足以造成类似 1929~1933 年那样的经济大萧条。

我们还可以换个分析框架或历史标准来看病毒时刻。布罗代尔的三个时段

标准是一个有说明力的选项。“事件”有着暂时性，相当于历史时间之流的短时

段波浪，那么，什么样的波涛能够波及在历史时间中足以形成“大势”的中时

段，甚至触及稳定“结构”的长时段深水层？几乎可以肯定，新冠病毒大流行的

影响力超过了短时段的事件，或有可能形成某种中时段的大势。如果真的能够

决定数十年的大势，那就很惊悚了。假如新冠病毒大流行只是造成经济大萧条

级别的后果，似乎仍然属于事件的范畴，尽管是特大事件，但还不足以形成大

势；假如它导致了政治格局的改变，那就是大势了。这个大势的可能性虽然风

雷隐隐，但尚未形成充分必然的理由，我们还需要考虑到来自长时段既定“结
构”的阻力。文明、社会和思想的深层结构具有抵抗变化的稳定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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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经验上看，意外事件冲击过后往往出现反弹，大多数事情会寻根式

地恢复其路径依赖而恢复原样，所谓“好了伤疤忘了疼”。这种反弹不仅是心理

性的，也是理性的，特别是在成本计算上是理性的。长时期形成的“结构”凝聚

了大量成本，不仅是时间成本、经济成本和技术成本，也是文化、思想和心理

成本，这些成本的叠加形成了不值得改变的稳定性。破坏“结构”等于釜底抽

薪，是危及存在条件的冒险，所以革命是极高成本的变革。成功的革命总是发

生在旧结构已经完全失灵的时候，即旧结构失去精神活力、无法保证社会安全

和秩序、无法维持经济水平。可以注意到，1968 年以来的世界发生了大量连续

的“解构”运动，但主要是拆解了文明的一些表层结构，比如艺术的概念、性别

的概念、社会身份和自我认同之类，尚未动摇经济、政治制度和思维方法论等

深层结构。那些最激进的“解构”几乎只存在于文本里，难以化为现实。解构运

动的历史力度相当于对结构的“装修”：既然没有能力建造新房子，就只能以多

种方式来装修。如果尚无能力在新维度上生成新结构的设想，尚无具备“建构

力”的理念、原则和社会能量，“解构”就终究不可能化为革命，解构的行为反倒

在不长的时间里就被吸收进旧的体制，反而成为旧结构的老树新花。

按照布罗代尔的理解，地理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思想结构或精神

结构这些属于长时段的深层结构，具有超强的稳定性而难以改变。正因如此，

千年不遇的大变局一旦发生，比如现代性的形成，或资本主义的形成，就成了

二百年来被不断反思的大问题，而百思未解的现代性却已在等待结构的“时代升

维”了。不过新冠病毒大流行是否能够触发一种新的结构，仍是个未定问题。关

于新冠病毒大流行的结果，有一个颇有人气的最严重预测是全球化的终结。如

果出现这个结果，就无疑达到了中时段的大势变局，甚至触及长时段的结构。

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结果，只要资本主义存在，资本就很难拒绝全球

市场的诱惑。目前的全球化模式只是初级全球化，就经济层面而言，是“分工的

全球化”。在分工链条中，参与其中的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益。“分工的全球

化”有可能被终结，但各地仍然需要全球市场来保证经济增长，而技术化和信息

化的经济更需要最大程度的扩张，因此，就经济而言，全球化的终结在经济

上、技术上和信息上都不是一个非常积极的理性激励。当然不排除出现政治性

的全球化终结，政治自有政治的动力。无论如何，追求自主安全和排他利益的

最大化确实将成为未来的一个突出问题，因此有可能出现全球化的转型，由“分
工的全球化”转向“竞争的全球化”。如此的话，那就至少形成了中时段的大变

局。

“竞争的全球化”意味着，全球市场继续存在，经济、技术和信息的全球化

继续进行，但全球化的游戏性质发生了改变，原先全球化中的“合作博弈”比例

大大减少，而“不合作博弈”的比例大大增加，甚至可能会形成“不合作博弈”明
显压倒“合作博弈”的局面。其中的危险性在于，竞争的全球化有可能激化而导

致全球化的租值消散，从而使全球化本身演化成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境，退出就

无利可图，不退出也无利可图。当然，这是一种极端可能性，而更大概率的可

能性是，当不合作博弈导致无利可图的时候，合作博弈就会重新成为诱惑——
至少按照艾克斯罗德的演化博弈模型来看是这样的。历史经验也表明，人类总

是陷入困境，但也总能够想出办法脱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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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大流行的“问题链”会有多远多深，是否会触及并动摇人类思想的

深层概念，即哲学层次的概念，这一点将决定新冠病毒是否有着长时段的影响

力。我们不可能穿越到未来去提前察看病毒大流行的结果，但目前可以看得见

“提醒物”。提醒物未必指示结果，但暗示问题。

在提醒物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在长时间欢乐中被遗忘的“无处幸免状

态”。世界许多地区在经常性并且无处不在的“嘉年华状态”中遗忘了灾难的无处

幸免状态。无论是假日旅游、演唱会、体育比赛、产品发布会、首映式、电视

节目、公司年会、销售活动、购物中心、艺术展览，都可以做成嘉年华，以至

于嘉年华不仅占据了时间，而且变成了空间本身。时间性的存在占有空间的时

间足够长，就改变了空间的性质，即使时间性的活动结束了，空间也已经感染

了难以消退的嘉年华性质。终于，无论是生活空间（外空间）还是心理空间

（内空间）都感染了嘉年华的性质。

新冠病毒以事实说话，其高强度的传染性使得世界无处幸免，压倒了嘉年

华的感染力。本来，作为极端可能性的“无处幸免状态”从未在理论中缺席，可

是理论却缺席了，欢乐不需要理论，因此理论被遗忘了。“无处幸免状态”并非

抽象的可能性，它有着许多具体意象，比如全球核大战、星体撞击地球、不友

好的外星文明入侵之类，此类可能性据说概率很低，而且一旦发生就是人类的

终结，也就不值得思考了，因此，“无处幸免状态”不被认为是一个问题，而是

一个结论，或者是问题的终结。“无处幸免状态”在问题清单上消失了，转而在

心理上被识别为恐怖传说或科幻故事，与现实有着安全距离，因此可以安全地

受虐，大毁灭的故事反倒具有了娱乐性和超现实感。然而，“无处幸免状态”并
非没有历史先例，恐龙灭绝虽然是恐龙的灾难，但所蕴含的可能性对于人类同

样有效；各地历史都流传着灭绝性的大洪水故事；中世纪的黑死病；1918 年大

流感；冷战期间险些发生的核大战，如此等等，但这些历史都已化为被时间隔

开了的老故事而遮蔽了问题。新冠病毒未必有以上历史事例那么致命，却因现

代交通和全球化而形成迅雷效果，直接把“无处幸免状态”变成现实，从而暴露

了需要面对的相关问题，也把原本不成问题的事情重新变回了问题。这种“问题

化”是创造性的，意味着原本可信任的社会系统、制度和观念在意外条件下可以

突变为问题。人类的社会系统经得起慢慢的巨变，但经不起突变。严重的不仅

是病毒，而是病毒的时刻—全球化的流通能量超过了每个地方承受风险能力的

当代时刻。

大规模传染病并非全球化的独特现象，而是古老问题。在全球化之前，病

毒通过“慢慢的”传播，最终也能传遍世界，假如不是由于某种运气被终结在某

处的话。虽说太阳下无新事，但新冠病毒把老问题推至新的条件下，就转化成

了新问题。新冠病毒在当代交往与交通条件下的高速传播形成了类似“闪电战”
的效果，使各地的医疗系统、社会管理系统、经济运作和相关物质资源系统猝

不及防而陷入困境，使传染病由单纯的疾病问题变成了社会、政治和经济互相

叠加的总体问题，直接造成了两个效果：一个问题即所有问题，这是政治最棘

手的情况；并且，一个地方即所有地方，这是社会最难应对的情况。这种连锁

反应如不可控制地溃堤，就会穿透脆弱的社会系统而叩问人类生活的基本结构

和基本概念，如果因此部分地改变了文明的基本概念，新冠病毒事件就可能具

有长时段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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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下问题暴露了形而上问题

新冠病毒大流行粗鲁而直接提出的是一个形而下的问题，即现代社会系统

的脆弱性，或按照博弈论的说法，现代系统缺乏“鲁棒性”（robustness）。现代

社会结构的所有方面都几乎完成了系统化。环环相扣的系统化意味着高效率，

也意味着脆弱性。现代系统不断追求最小成本与最大收益，因此通常缺乏缓冲

余量而加重了系统的脆弱性。为了达到利益最大化，现代社会的资金、物资、

装备、生产、运输、供应系统都环环相扣而全马力运行，不仅在能力上缺乏余

量，甚至预支了未来，总是处于能力透支的临界点，事实上很多系统都处于赤

字状态，所以难以应对突变事件。塔勒布早就以其“黑天鹅”理论解释了现代系

统的脆弱性。现代社会中唯一有着庞大余量的系统恐怕只有军备，比如可以毁

灭全球若干次的核武器，而最大程度预支了未来的大概是金融体系。金融是现

代社会运行的基础，因此，“预支未来”就成为当代性的一个主要特征。当代系

统的基本意向是厌恶不确定性，可是不确定性却无法避免。就事实状态而言，

或就存在论而言，不确定性才是真实事态，而“确定性”其实是一个概念，是逻

辑和数学的发明，并不存在于现实之中。

新冠病毒大流行对于现代系统是正中要害的精准打击，这个要害就是人，

或者说生命。现代系统本身的脆弱性只是隐患，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使遇到不

确定性甚至严重挑战，往往最终仍然能够脱困，原因在于，系统的关键因素是

人，是人在解决问题。人是具有灵活性的生命，人的思维和行动能力都具有天

然的“鲁棒性”，所以，有人的系统就有活力。可是新冠病毒打击的对象就是

人，当人的生命普遍受到威胁，现代系统能够指望什么力量使其脱困？

能够瘫痪现代系统的要命打击，或直接威胁人的生命，或威胁人类生存的

基本需要而危及生命（例如粮食）。无论当代技术多么发达，乃至于人们很多

时间都生活在科幻效果或虚拟世界里，但只要人类仍然是碳基生命，那么，就

存在论的顺序而言，人类的生命需要就优先于政治需要、经济需要、价值需

要、享乐需要和文化需要。更准确地说，生命的基本需要就是最大的政治、经

济和社会问题。虽然未能肯定新冠病毒是否是一个“史诗级”的挑战，但肯定是

一个范例式的挑战，它准确地踩在现代体系的神经上：生命问题。这是现代系

统的阿喀琉斯脚踵。

长时间以来，关于世界性危机的讨论更多聚焦于金融泡沫、气候变暖、大

数据和人工智能对自由的威胁、动物保护或冰川融化等议题。这些危机固然严

重，但远非新冠病毒这样覆巢之卵的危机。甚至其中有些议题，比如气候变

暖，在科学界尚有争议。但这不是要点，问题是，那些议题被中产阶级化之

后，掩盖了更致命的危机，忘记了农民、工人和医生才是生存的依靠。新冠病

毒大流行之所以如此触动人们神经，就在于它是一个突然出现的提醒物，再次

提醒了人类集体的安全问题，再次提醒了“去死还是活”（to be or not to be）的

问题永远有着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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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总是从形而下的脆弱性开始。对于许多经济学家而言，新冠病毒大流

行意味着正在发生的百年不遇的经济灾难，实体经济的萧条加上金融体系的崩

溃。这比金融泡沫所致的金融危机要深重得多，因为实体经济大萧条必定加重

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又反过来打击实体经济的复苏，这样就会形成一种循环

的衰退。与此相关，政治学家更关心新冠经济危机可能导致的政治后果。有政

治学家认为—不知是担心还是庆幸——全球化会因新冠病毒大流行而终结。终

结某种运动（包括全球化）有可能是新的开始，也可能会自陷困境，这取决于

是否存在着更好的出路。对某种事情不满意不等于能自动产生更好的选项。全

球化从来不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合作运动，任何合作都会遇到如何分利的难题，

完美的合作只存在于哲学理论中，就像“完全自由市场”从来只存在于经济学文

本里。正如荀子在两千多年前就发现的，哪里有合作，哪里就有不平和不满，

哪里就有冲突和斗争。我们甚至可以说，合作总是埋下冲突的种子，总会创造

出合作的破坏者。

然而，全球化在存在论上改变了世界的概念。在传统的世界概念里，任何

实体之间的合作都没有达到可能利益的极限，在理论上总是存在更好的机会，

而全球化把利益最大化的空间尺度推到了世界尺度，为利益最大化建立了极限

标准，于是占有世界市场就成为利益最大化的最大尺度，因为不存在另一个世

界。世界是博弈策略的存在论界限。在此可以看到存在论如何限制了逻辑：逻

辑无穷大，在“逻辑时间”里存在着无穷多可能性，但那些无穷多的可能性并不

真实存在，而一旦进入真实存在，可能性就受制于特定的存在状态，只剩下“多
乎哉”的寥寥选项了。这意味着，想要无穷性，就只能不存在；想要存在，就只

能屈服于有限性。两百年来全球化的“存在论”后果是把全球化变成了谋求利益

最大化的“占优策略”。由此来看，全球化的博弈会有冲突或策略性的倒退，如

前面所分析的可能性，由“分工的全球化”转向“竞争的全球化”，一旦竞争激化

就可能造成无利可图的进退两难状况，因此，从中-长时段来看，世界可能会谋

求全球化的升级以谋取稳定的利益。目前的全球化是低水平的全球化，是在无

政府状态的世界中进行的粗放运动，有动力，有能量，但是无秩序，无制度，

就是说，低水平的全球化尚未具有稳定的全球性（globality）。按照古希腊人的

说法，无秩序的混沌整体（chaos）尚未变成有秩序的整体世界（cosmos）。可

以说，新冠病毒大流行未必是预告全球化终结的句号，或许是以一个感叹号提

示了还存在一个全球性的建构问题。

任何存在的改变都需要概念层次上的改变，否则只是表面化的变形。因

此，形而下的严重问题就会引出形而上的问题。新冠病毒的提醒是，如果要修

正当代社会的形而下系统的脆弱性，恐怕就需要修正其形而上的观念假设和思

维方式。哲学并非纯粹观念，而是隐藏着的病毒。加布里埃尔（Markus
Gabriel）相信，在新冠病毒大流行过后，人类需要“一场形而上的大流行”
（pandemic）。这是一个有想象力的建议，我们的确需要一场像流行病一样有

力量的形而上反思，让思想获得集体免疫，这需要找到一个突破性的“升维”条
件，即发现或创造比现代思维空间高出一个维度的思想空间，才能够摆脱现代

思维空间的限制。如果没有思想维度的突破，对现代思想的反思因为受限于现

有空间内部而奔波在解释学循环中，即使其解释角度越来越丰富深入，但因为

只是内部循环，就不足以摆脱现代思想的向心力，也就不可能超越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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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布里埃尔很正确地批评了现代的科学压倒了道德，可是他呼唤的人文道

德却仍然属于现代性内部的观念，比如平等和同情。这里有个难以摆脱的困

境：如果现代科学压倒了道德，那么就证明了目前的道德观念明显弱于现代科

学，也就没有能量定义生活、社会和规则。可以发现，真正需要被反思的对象

正是“我们的”道德观念系统。我们更需要的是一种维特根斯坦式的“无情”反
思，从伦理学的外部来反思伦理学，否则其结果无非是自我肯定，即事先肯定

了我们希望肯定的价值观。

现代的主流思维模式强调并且追求普遍必然性，它象征着完美性和力量。

后现代思想虽然对此多有批判，但没有触动现代在存在论上的结构，只要一个

问题超出了话语而落实到实践，就仍然只有现代方案而没有后现代方案。现代

性如此根深蒂固，根本在于它塑造了最受欢迎的人的神话。人类试图掌握自己

的命运，试图按照人的价值观来建立普遍必然性（普遍必然性的荣耀本来归于

神或宇宙），这是现代人为自己创造的形而上神话。后现代在批判现代性时尤

其批判了科学的神话，其实，现代神话不是科学，而是人的人文概念。人的神

话假设了人的完美概念，抄袭了许多属于神的性质，包括人要成为自然的主

人，人要成为按照自己的意志创立规则的主权者，每个人要成为自由的主权

者，以至于“人”的概念几乎变成了神的缩影。然而人的神话缺乏存在论的基

础，人并无能力以主体性定义普遍必然性，也无能力把“应然”必然地变成“实
然”。现代人确实试图借助科学来为人的世界建立普遍必然性，但这是一个人文

信念，并非科学本身的意图。事实上，科学从来都承认偶然性和复杂性，始终

在思考动态变量（从函数到微积分到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反而是人文信念在

想象普遍价值、绝不改变的规范或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不能忽视的是，这不

是一个知识论的信念，而是一个政治信念。莱布尼茨早就证明了，要具备定义

普遍必然性或无条件性的能力，就需要能够“全览”逻辑上的所有可能世界，相

当于无穷大的能力。人显然不具备这种能力。

无论选取哪些价值观作为一个社会的基本原则，如果设定为“无条件的”或
在任何情况下普遍有效，就会缺乏应变性和弹性，在实际情景中容易导致悖

论。一成不变不是任何一种可能生活的特征。假如规则是死的，人就死了。如

果允许给出一个“数学式的”描述，我愿意说，生活形式都具有“拓扑”性质，其

好的本质可以维持不变，类似于拓扑的连续性，而其具体表现则如同拓扑的可

塑性，根据具体情况和具体需要而被塑形。虽然黑格尔命题“现实的就是合理

的”容易被误解，但问题是，如果一个观念在现实中不可行，就只能说明这个观

念是可疑的，而不能证明这个现实不应该存在。休谟认为，不可能从事实推论

价值（从 to be推论 ought to be），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正确的。另一方面，似

乎还可以说，从价值推论事实（从 ought to be 推论 to be）恐怕更加困难。

哲学苦苦寻求的普遍必然性在生活世界里难有见证，它只存在于数学世界

中。这是因为数学的世界是由数学系统定义并建构出来的，并非现实世界的镜

像。数学系统中的存在物，或因定义而存在，或因“能行构造”而存在，所谓“存
在就是被构造”（直觉主义数学的表述），所以数学中的存在物是数学系统的一

个内部事实，因此能够依照逻辑而建立普遍必然性。与之对比，人文观念要解

释的问题和事物都具有外在性，由不可控制的事物、实践和变化组成的，人文

观念只能在变化的世界中去寻找合适的落脚点。如同容易受到环境影响而易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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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易溶解或易氧化的物质一样，用于解释生活的概念也缺乏稳定性。在平静

无事的时段里，人文观念也平静无事，但在多事之秋，就被问题化。

大多数的人文观念都有自圆其说的道理，所以很少见到在辩论中被驳倒的

人文观念或者“主义”（除非被禁止表达）。然而人文观念却很容易被现实驳

倒，所以概念最怕具体化或情境化，一旦具体化就问题化，一旦问题化就被现

实所解构，尤其是那些宏大概念，比如幸福、自由、平等、双赢、人民、共同

体等等。德里达用了很大力气去解构宏大概念、权威和中心，其实那些宏大概

念在变化难测和自相矛盾的实践中从未完美地存在过。

人类缺乏与大自然相匹配的无穷多维智力，尽管人类能够抽象地理解多维

的世界，并且鄙视一维或线性的思维方式，但实践能力的局限性迫使人只能一

维地做事，于是实践所要求的“排序”问题就难倒了人——尽管看起来只相当于

小学一年级的算术难度。一方面，事情是复杂而动态的，所以生活需要多种并

列重要而且不可互相还原的价值才得以解释；另一方面，实践迫使我们对价值

做出排序，即优先选择。只要存在着排序难题，就很难在生活所需的多种事物

或多种价值之间维持平衡，而失去平衡就等于每种事物或价值观都失去自身的

稳定性，也失去互相支撑互相作保的系统性，只要遇到严重危机，价值观和制

度就陷入两难困境。这是秩序或制度从来没有能够解决的问题。这表明了，不

仅人造的社会系统有着脆弱性，而且指挥着行为的思想或价值观系统同样有着

脆弱性，这正是文明的深层危机。

如果说，形而下的危机来自现实的“锐问题”，那么形而下的危机所触动的

“深问题”就构成了形而上的危机。新冠病毒就是一个触动了“深问题”的“锐问

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现代所理解的政治概念本身就是一种隐藏的自杀性病

毒，它在破坏政治的概念。无论政府还是媒体或者新型权力，如果一种政治势

力有权力指定价值观，就是专制。价值观只能是人在长期实践中自然形成的集

体选择，显然，人有着众多的群体，因此有着多种集体选择，也就存在着分歧

和冲突。有能力保护文明的政治不是斗争，而是在文明的冲突的丰富性和复杂

性之中建立平衡的结构性艺术。如果政治只是斗争，就无非重复和强化了现实

中已经存在的冲突，在斗争之上再加斗争，不是多余的就是加倍有害的。斗争

是本能，不是政治。政治是创造合作的艺术—假如政治不能创造合作，又有何

用？

因此，需要反思的形而上问题不是应该赞成和支持哪一种价值观——这只

是形而下的斗争——而是作为人类共享资源的思想系统是否合理，是否足以应

对生活遇到的可能性。换句话说，思想观念的有效性和合理性的基础是什么？

什么事情人可以说了算？什么事情人说了不算？什么事情听从理想？什么事情

必须尊重事实？在新冠情景中，问题更为具体：什么事情必须听从科学？什么

事情可以听人的？什么事情听病毒的？

危机：生存之道和游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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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之所以在自身的空间里可以自圆其说，而进入实际案例就有可能崩

塌，是因为理论和现实是两个空间。理论空间的法则是逻辑，而现实空间的法

则是规律，两者不可互相还原，所以现实不听从理论。尽管理论可以部分地“映
射”现实（通常说是“反映”现实，这个镜像比喻不准确），然而建构方式完全不

同。只有当现实处于稳定、平静、确定的状态时，理论对现实的映射才是部分

确定的，而只要现实进入动荡的“测不准”状态，理论概念就互相冲撞、互相妨

碍乃至失灵。理论不怕认真，只怕现实的危机。既然现实不会自己走近理论，

那么理论就需要走近现实。

如果说，预支未来是当代性的一个主要特征，那么当代性的另一个相关特

征就是危机状态，事实上大量的危机正是预支未来所致。当代几乎所有系统都

处于“紧绷神经”的状态，而危机形成了思想困境的临界条件。一个典型情况

是，危机往往导致伦理学悖论，最常见的伦理学悖论就是优先拯救的困境（比

如“有轨电车两难”）。新冠病毒大流行为优先救治难题提供了实例。医疗能力

有着充分余量的国家，当然不存在这个困境，每个人都可以获得救治的机会。

但有些国家的呼吸机不足，优先救治就成为难题。现实条件排除了理想的选

择，而延迟选择也是罪。在此，想象力受到了挑战。实际上的可能选项大概只

有如下几种：

（1）按照先来后到，这是平等标准。（2）按照轻重缓急，这是医疗标

准。（3）按照支付能力，这是商业标准。（4）优先妇女儿童，这是一种伦理

标准。（5）优先年轻人，无论男女，也是一种伦理标准。其中，除了（3）是

可疑的，其他标准都有各自在理性上竞争的理由。如果考虑知识论的理由，那

么（2）最有道理；如果考虑伦理学理由，那么（4）和（5）都更有道理。假设

有的地方优先救治更有机会存活的年轻人（纯属假设），这个选择会受到质

疑，可是这种选择已经是相对最优选择之一，与（2）并列相对最优。没有一种

选择是严格最优的，都有某种缺陷。也许选项（2）的“负罪感”相对最低。尽管

人们都希望一种能够拯救每个人的最优伦理，然而超出实践能力的最优理念只

存在于图书馆。康德早就发现：“应该”不能超过“能够”。

千万不能把这种分析误解为反对最优的伦理设想。关键是，最优的伦理设

想却未必是一个最优理论。一个最优理论必须具有覆盖所有可能世界的充分理

论能力，一方面把“最好可能世界”考虑在内——否则就没有理想的尺度去检查

有缺陷的现实；另一方面把“最差可能世界”考虑在内——否则就没有能力去防

止或应付严重危机。如果一种伦理学或政治哲学不考虑“最差可能世界”，而假

设了优越的社会条件，就是一种缺乏足够适应度而经受不起危机的脆弱理论。

新冠病毒大流行迫使许多地方实行的“隔离”（quarantine）就成为一个争论焦

点。其实，比起战争、大洪水、大饥荒或社会暴乱，隔离状态算不上最差情

况。

“隔离”成为哲学争论焦点与阿甘本有关。阿甘本认为，以“无端的紧急状

态”为借口的隔离是滥用权力，而滥用权力的诱惑很可能会导致通过剥夺人民的

自由以证明政府权力的“例外状态”变成常态。这个论点的提醒是，权力在本性

上倾向于专制，只是平时缺少机会和借口。这是个重要问题。但隔离的目的是

否真的是政治性的，或是否没有比政治更紧要的考虑，这也是问题。人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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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种需求就其严重程度而有着存在论的顺序，生存通常位列第一。但阿甘本

提问：“一个仅仅相信幸存以外不再相信一切的社会又会怎样呢？”这是个更深

入的问题。假如活命只不过是苟活，那就可能不如去死。然而这些问题似乎把

新冠病毒的语境无节制地升级而导致了问题错位，新冠病毒的隔离是否达到了

“不自由毋宁死”或“好死不如赖活”的极端抉择？阿甘本对新冠隔离的理解未免

“人性，太人性了”（尼采语）。以反对隔离来捍卫自由，这暗示了其反面意见

似乎就是支持滥用权力—但这是一个陷阱。与阿甘本真正相反的观点其实是，

人只能承认生活有着无法回避的悖论。人类享有的自由、平等和物质生活是文

明的成就，这些文明成就的立足基础是数万年的艰苦卓绝甚至残酷的经验，而

这些文明成就并非一劳永逸地享有，要捍卫文明就仍然会经常发生吃苦的经

验。正如经济学永远不可能清除“成本”的概念，任何文明成就也永远不可能排

除“代价”的概念。代价是一个存在论概念，是存在得以存在的条件。

有一个需要澄清的相关问题是：这隔离不是那隔离。对传染病实行隔离法

是一个古老经验。秦汉时期已有局部隔离法，称为“疠所”，即麻风病隔离所。

古罗马在查士丁尼大帝（527~565 年在位）时期也发明了麻风病隔离法。现代

的“检疫隔离”概念（quarantine）来自中世纪对黑死病的隔离，这个概念意思是

40 天隔离。检疫隔离（quarantine）有别于“社会隔离”（isolation）。社会隔离

通常具有政治性和歧视性，比如历史上欧洲对犹太人的隔离或美国对黑人的隔

离。混同检疫隔离和社会隔离会误导对问题性质的判断。新冠隔离显然属于检

疫隔离，却不是社会隔离。虽然不能完全排除检疫隔离被权力所利用而同时变

成社会隔离的可能性，但就其主要性质而言并非政治性的。假定阿甘本仍然坚

持对检疫隔离的政治化理解，把它归入当权者乐于使用的“例外状态”。那么还

可以追问一个侦探式的问题：谁是检疫隔离的受益者？不难看出，危机时刻的

检疫隔离的受益者是全民。既然是全民，就很难归入政治性的例外状态，而应

该属于社会性的应急状态。除了全民的安全，检疫隔离还有效地保护了医疗系

统的能力。如果医疗系统无法承载超大压力而崩溃，则全民的安全保障也随之

崩溃，而如果社会秩序、医疗系统和经济一起崩溃，个人权利就只是无处兑现

的废币，虽有票面价值，但失去使用价值，个人权利就变成不受保护的赤裸权

利，而赤裸权利肯定无力拯救阿甘本关心的“赤裸生命”，到那个时候就恐怕真

的变成政治问题了。

这个政治问题就是：到底是什么在保护个人权利？首先，宪法和法律是制

度上的保证。进而，任何事情都必须落实为实践才真正生效，权利也必须落实

为实践才真正兑现。实践涉及的变量太多，几乎涉及生活中的所有变量，已经

超出了任何一个学科的分析能力，只能在一种超学科的概念里去理解。实践问

题等价于维特根斯坦的游戏问题，因此可以借用维特根斯坦的游戏的一般分析

模型。按照维特根斯坦的游戏概念，一个游戏需要共同承认才生效，同时，游

戏参加者也就承认了游戏的规则，这一点已经默认了游戏的一个元规则，即任

何一个游戏参加者都没有破坏规则的特权，或者说，都不是拥有特权的“例外

者”，比如说没有作弊耍赖或要求特殊对待的特权。游戏概念有助于说明，如果

社会是一个游戏，那么个人权利并不是一种私人权利，也就是说，个人权利是

游戏所确定的平等权力，并不是一种由私人意愿所定义的特权。于是，在游戏

中只有合法的（相当于合乎规则的）个人行为，但没有合法的私人行为。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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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自由意志的私人行为只在私人时空里有效，如果私人行为入侵了游戏的公

共时空或他人的私人时空，就不再合法了。其实这正是法律的基础。比如说，

一个人在自己房间里饮弹自尽，这是私人行为，但如果在公共空间里引爆炸弹

自尽而伤及他人，就不再是私人行为，而是破坏游戏规则的个人行为，即违法

行为。同理可知，在检疫隔离的游戏中，如果一个人把可能伤害他人的行为理

解为私人说了算的自由权利，就是把人权错误地理解为个人特权。就像不存在

一个人自己有效的私人语言（维特根斯坦定理），也不存在一种只属于自己的

私人政治。政治和语言一样，都是公共有效的系统。如果把个人权利定义为绝

对和无条件有效的，就有着私人化的隐患，不仅在理论上会陷入自相矛盾，在

现实中也必定遇到同样绝对无条件的他人权利而陷入自相矛盾。

但是当代的一个思想景观是，观念已经不怕逻辑矛盾，也不怕科学，转而

凭借政治性而获得权力。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发现，这种现象早就发生了，知识

和权力的互动关系产生了“知识-权力”结构，其结果是，在社会知识领域，知识

的立足根据不再是知识本身的理由，而变成了政治理由。这可以解释观念如何

变成意识形态。当观念（ideas）试图以政治身份去支配现实，就变成了意识形

态（ideologies），或支配性的“话语”。意识形态正是当代“后真相时代”的一个

基础，另一个基础是全民发言的技术平台。这两者的结合形成了“文化大革命”
效果，可以说，后真相时代就是全球规模的当代“文化大革命”。在社会视域

里，理论、理性分析和对话被边缘化甚至消失，几乎只剩下政治挂帅的大批

判。并非真相消失了，而是“眼睛”和“耳朵”没有能力走出后真相话语。后真相

话语形成的意识壁垒又反过来加强了意识形态。在后真相时代，并非所有话语

都是意识形态，而是每一种能够流行的话语都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化是话语

的在场条件，否则在话语平台上没有在场的机会。后真相话语的叙事助力有可

能把突发的暂时危机变成长期危机。病毒只是自然危机，而关于病毒的叙事却

可能成为次生灾害。

苦难的本源性

新冠病毒大流行在哲学上唤醒了“苦难”问题。这是一个长久被遗忘的问

题，可是苦难却一直存在。

人的神话以及现代化的巨大成就促成了当代观念的傲慢。尽管激进思想家

们一直在批判现代性，但仍然没有能力改变当代支配性的 “知识型 ”
（episteme）。当代社会倾向于以“好运”（ fortune）的概念去替代“命运”
（fate）的概念，为“失败”而焦虑而不愿意面对古希腊所发现的“悲剧”。突出了

“积极性”而拒绝承认“消极性”的进步论导致了思想失衡。其实平衡或对称不仅

是数学现象，也是生存的存在论条件。当代思维发明了一种不平衡的逻辑，只

专注于成功和幸福的故事，幻想福利可以无条件供给，权利可以无条件享有，

自然可以无限被剥削，如此等等，这种幻想基于一个伦理学的理想化“应然”要
求：成本或代价应该趋于无穷小而收益应该趋于无穷大。这种逻辑挑战了我们

从亚里士多德、弗雷格和罗素那里学到的逻辑，而且也挑战了物理学，比如能

量守恒定理或热力学第二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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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广泛流行的当代哲学而言（以传媒、教育体系和大流量网络平台的接受

倾向为参照），尽管各种哲学的目标话题各有不同，如以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方

法加以观察，则可发现，众多流行哲学有着一个共通的“知识型”即“幸福论”。
最大程度地扩大每个人的幸福和福利，是幸福论的共同底色。幸福论倾向于主

张每个人的主体性有着绝对“主权”，以便能够最大限度地扩大个人自由并将个

人的私人偏好合法化，个人可以自主合法地定义自己的身份、性别、价值和生

活方式，乃至于在极端化的语境中，“个人的”有可能被等同于“私人的”并且等

价于正确。自我检讨地说，我在 1994 年出版的《论可能生活》也是一种幸福

论。

幸福是人的理想，但幸福对于解释生活来说却远远不够，因为幸福论对可

能发生的苦难无所解释，甚至掩盖了苦难问题。对于建立一个解释生活的坐标

系来说，比如说一个最简化的坐标系，幸福只是其中一个坐标，至少还需要苦

难作为另一个坐标，才能够形成对生活的定位。在幸福-苦难的二元坐标系中，

幸福是难得的幸运，是生活的例外状态。当代的幸福论谈论的并不是作为至善

的幸福，而是幸福的替代品即快乐。现代系统能够生产在物质上或生理上的快

乐，却不能生产作为至善的幸福，更缺乏抵挡苦难的能力。苦难问题之所以无

法省略也无法回避，因为苦难落在主体性的能力之外，就像物自体那样具有绝

对的外在性，所以苦难是一个绝对的形而上学问题。

新冠病毒大流行提醒了苦难的问题，把思想拉回到生活之初的逆境。假如

人类的初始状态是快乐的，没有苦难，就不可能产生文明。伊甸园就是“无文

明”的隐喻，而人被放逐是一个存在论的事件，意味着苦难是文明的创始条件。

苦难问题不仅解释着人类文明的起源，也很可能是人类的一个永久的问题，因

为只有磨难才能够保持起源的活力或“蛮力”。可以注意到，几乎所有宗教都基

于苦难问题，这一点也佐证了苦难的基础性。如果回避了苦难问题，就几乎无

法理解生活。宗教对苦难给出了神学的答案，但是各种宗教给出的答案并不一

致，而且每一种答案都无法证明，这意味着，真正的答案就是没有答案。因

此，就思想而言，苦难只能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哲学问题永远开放，没有

答案也不需要答案，而没有答案正是思想的生机。

苦难问题的形而上意义在于把思想带回存在的本源状态。苦难的“起源”和
“持续”合为一体，这表明，本源从未消失，一旦起源就永远存在并且永远在

场，所以苦难贯穿着整个历史时间，贯穿时间而始终在场的存在状态就是根本

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苦难问题无限接近文明的初始条件，必定保留有关于存

在或起源的核心秘密。哲学和宗教都没能解密，但都在不断提醒着秘密的存

在。在不可知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我们能够知道的事情。可以说，对苦难

问题的反思意味着哲学和思维的初始化或“重启”。我相信苦难问题可能是“形而

上学大流行”的一个更好的选择。借用刘慈欣的一个句型：失去享受幸福的能

力，失去很多；失去战胜苦难的能力，失去一切。

原刊于《文化纵横》2020 年 3 期，后收录于宋冰编《走出人类世：人与自然和

谐共处的哲思》，2021，北京：中信出版集团。本文取自《爱思想》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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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Pathogen, Old Politics

Alex de Wa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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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holera as depicted in Le Petit Journal, 1912.

We should be wary of simplistic uses of history, but we can learn from the logic of
social responses.

There is a saying among epidemiologists: “If you’ve seen one pandemic, you’ve seen
one pandemic.” Echoing this trade wisdom in an interview two weeks ago, Bruce
Aylward, the assistant director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pointed out
that each new pandemic follows its own logic, and those who rely on past experiences
to draw conclusions for public health will make mistakes. With each new pandemic it
is tempting to scour history books for parallels and lessons learned. But as many have
stressed, the wisdom to be gained is often greatly exaggerated.

Still, it is possible to steer a course between the Scylla of historical blindness and the
Charybdis of hasty generalization. In her book about the era of the Black Death of
1348, A Distant Mirror (1978), the historian Barbara Tuchman confines her remarks
on the present to a few oblique lines in the preface. “If one insists upon a lesson from
history,” she writes, it is, as the French medievalist Edouard Perroy contended, that
“Certain ways of behavior, certain reactions against fate, throw mutual light upon
each other.” My working premise is that although the pathogen may be new, the logic
of social response is not, and it is here that we can see historical continuities. An
especially telling case study—still an object of fascination and controversy am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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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ans of health and disease—is the devastating outbreak of cholera in Hamburg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subject of Richard Evans’s superbly researched
book, Death in Hamburg (1987).

On the morning of August 24, 1892, Robert Koch arrived at Hamburg railway station
from his laboratory in Berlin. Germany’s most famous medical scientist, he was
already credited with discovering the anthrax disease cycle and the bacillus that
causes tuberculosis. In the 1880s he had traveled to Egypt and India, where he
succeeded in isolating the bacterium responsible for cholera, and on his return to
Berlin he was fêted by Kaiser Wilhelm, invested with the Order of the Crown, and put
in charge of protecting the empire from epidemics of infectious diseases.

Nine days before Koch’s train arrived in Hamburg, a doctor in the neighboring town
of Altona had been called to see a stricken construction worker, whose job included
inspecting the sewage works. He was suffering from acute vomiting and diarrhea; the
diagnosis was cholera. In the first sign of the lethal controversy that was just
beginning to erupt, the physician’s superior medical officer refused to accept the
diagnosis. From August 16 to 23 the daily count of cases grew exponentially to more
than 300; over the following six weeks some 8,600 residents of Hamburg perished.
Like a forest fire racing through dry tinder, the epidemic burned itself out in October,
an ending helped by the efforts of Koch and his team.

As we know now, those deaths were totally preventable. The immediate cause of
death was vibrio cholerae, but the city authorities were accomplices to mass mortality,
having long resisted spending public money on public health and fearing that a
declaration of cholera—with the quarantine and isolation sure to follow—would bring
their trading city to a halt. In Altona, just outside Hamburg’s jurisdiction, there were
few infections; in Hamburg’s sister port of Bremen, a self-administering former
Hanseatic League city-state, there were just six cases, half of them recent arrivals
from Hamburg. Hamburg suffered alone that year.

In their pitch and consequence these events have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moral
tensions of a theatrical tragedy. Besides the cholera vibrio itself, which takes the
shape of a comma (like its typographical counterpart, potentially catastrophic if
inserted at a crucial juncture), the dramatis personae are Koch, the chemist and
hygienist Max von Pettenkofer, the physician-anthropologist Rudolf Virchow, and a
chorus of the afflicted themselves and some of their revolutionary spokesmen. There
are five subplots. Science contends with superstition and fatalism; the new germ
theory of disease disputes with so-called ecological or local conjunctural theories;
militarized centralizing bureaucracy spars with liberal capitalism; the anthropocentric
“epidemic narrative” that promises a return to the safety of life-as-normal wrestles
with the logic of evolution operating on different timescales, from the microscopic to
the macro-ecological; and last, an open, democratic society questions its limits.

As we will see, some that is old is new again.

Cholera: the nineteeenth century’s most fearsome pan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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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til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cholera was endemic to the Ganges Delta in Bengal,
but it appears not to have been found elsewhere. The causative bacillus lives in warm
water and multiplies in the human intestine, transmitted by fecal contamination. That
was cholera’s macro-ecology: all it needed was to survive in just a few shallow wells
during each dry season, with every annual flood spreading the germ far and wide.

Along with the great famine of the 1770s, one of the lethal gifts of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was opening up routes whereby cholera could spread far more widely,
colonizing new places as a kind of biological blowback. British investment in
widespread irrigation to grow cotton created the perfect ecology in which the vibrio
could find multiple local reserves—irrigation ditches and canals, reservoirs, wells,
water tanks—and become endemic. In 1854, the English physician John Snow
elegantly demonstrated that the infection was water borne. He showed this through an
epidemiological study still heralded in textbooks today: after painstakingly plotting
cases on a London street map, he asked each affected household where they obtained
their drinking water, tracing the source to a single contaminated pump on Bow Street.

According to legend, Snow asked the local alderman to remove the handle on the
pump, and new cases promptly ceased. In fact, as Snow himself admitted, the
epidemic was already subsiding by that time, but he had made his point: the dominant
“miasma” explanation—that the disease was caused by locally-generated impure
air—had a competitor theory that had the virtues of being simple and provable. In the
same year that Snow was mapping the outbreak, the Florentine microbiologist Filippo
Pacini described the bacillus, which he had extracted from the autopsies of victims.
But Pacini had no powerful political apparatus behind him to endorse and broadcast
his breakthrough, and medical studies were not sufficiently systematic for the correct
conclusion to be drawn. Thus the paradigm shift was not automatic. Rather, advocates
of the miasma theory refined their arguments, contending that complicated local
interactions of soil, air, and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accounted for the vagaries of the
disease. Prominent among the exponents of these views was the indefatigable chemist,
hygienist, and health reformer, Max von Pettenhofer, whom we shall encounter in
Hamburg shortly.

Cholera first reached Europe in 1830, causing mass mortality, panic, and unrest. The
vibrio produces particularly nasty symptoms in its human host: once it enters the
intestine, its ideal micro-ecology, it multiplies exponentially and drives out the
resident microbiota within just a few hours. The stricken body loses control of its
functions, lapses into fits of uncontrollable vomiting, diarrhea, and muscle spasms,
and turns blue and bloated. Catastrophic dehydration then causes death in about half
of those infected.

For the emergent bourgeoisie in Europe, the manner of cholera’s attack was no less
terrifying than the prospect of mortality: an individual could be stricken at dinner, or
in a tramcar, causing revulsion and terror among his or her companions. Just as
disturbing to the authorities were “cholera riots” in which peasants and the inhabitants
of the newly expanding, grossly unsanitary industrial cities attacked landlords, city
authorities, and in some cases physicians, accusing them of using the disease as a
pretext for driving them out of their homes and seizing their property. Sometimes the
poor even blamed the rich for having introduced the disease for that very pur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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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equent cholera pandemics coincided with the 1848 uprisings throughout
Europe—with localized outbreaks for a decade, including the one that prompted
Snow’s investigation—and the wars of the 1870s. In 1891 famine struck Russia,
prompting a wave of westward migration by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one or
two economic steps up from the starving peasantry, and the vibrio traveled with them.
Those tired, poor, huddled masses dreamed of America, and the Hamburg-America
shipping company was the most-traveled route to the New World. The German health
authorities registered the cases as the migrants moved; many were stopped at the
border, but some passed through undetected. The epidemic warning lights were
blinking red.

Medical and ecological controversies, then and now

Cholera is a pantomime villain in this drama: stealthy, sudden, and lethal. At the time
of the Hamburg epidemic, there was still much controversy about its etiology. Was it
a contaminant invader? Did it emerge when there was a special configuration of local
conditions? Thirty years after Snow and Pacini, and eight years after Koch isolated
the vibrio, there still wasn’t medical unanimity. Hamburg was to change that.

Scientific method was itself developing alongside medical discoveries, and Koch was
in the vanguard of both. “Koch’s postulates,” as we now call them, were criteria for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agent of a disease had indeed been correctly identified.
According to the postulates, the microbiologist had first to identify the suspected
microbe in all infected individuals; then it should be grown in culture; thirdly he had
to use the microbe to infect an experimental experiment and observe it sicken with
similar symptoms; and finally isolate the same microbe in the sick or deceased animal.
The experiment had to be repeatable. Ironically, Koch’s identification of the cholera
vibrio did not fulfill his own criteria; despite his best efforts he could not induce
cholera in an animal host. It only affects humans. There were also plenty of who, why,
and where questions left unanswered about outbreaks—enough material for skeptics
to make the case that the germ theory was, at minimum, incomplete.

The cholera controversies of the 1880s and 1890s were, nonetheless, the first
conducted under the dawning light of the new microbiology. So-called “anti-
contagionists” and “localists” argued that there surely had to be other conducive
factors such as the weather, the soil, or the temperament of the individual patient.
Radicals asked, why was it that the proletariat were always hardest hit? (Studies of
disease patterns show that this wasn’t always the case, but it was true often enough to
serve as grist for social reform agendas.)

In the case of the COVID-19 coronavirus today, the mysteries are fewer, the scientific
method is more robust, and the speed with which controversies are resolved is many
times faster. The lapse between identifying a new disease and knowing its pathogen is
closer to five days than five decades. The coronavirus was isolated within a few days
of the first cases and its entire genome was sequenced and available online two weeks
later. We have the benefits of testing and tracing and massive computational power in
charting epidemiological scenarios. Still, much remains uncertain, and
epidemiologists continue to revise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case fatality rate and
vulnerability factors. We do not know whether COVID-19 will infect 20 percent,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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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ent or 70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It is important to parse our ignorance,
separating out what risk is calculable now, what risk will be calculated when we have
better data, and what is profoundly uncertain because it cannot be captured by data
gathering.

Consider an example. In their influential modeling of possible trajectories and the
impact of “non-pharmacological interventions” (NPIs, by which they mean policies
such as quarantine or social distancing), Neil Fergusson and colleagues at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include the following caveats: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at the outset that given SARS-CoV-2 is a newly
emergent virus, much remains to be understood about its transmission. In
addition, the impact of many of the NPIs detailed here depends critically on
how people respond to their introduction, which is highly likely to vary
between countries and even communities. Last, it is highly likely that there
would be significant spontaneous changes in population behaviour even in the
absence of government-mandated interventions.

There are two caveats here, and they should be treated differently. The first is that the
basic data for sound epidemiology are not yet known, but better approximations are
constantly becoming available. This is an exercise in better calculation of risk. The
second caveat, which Fergusson divides into two, is that outcomes will depend upon
how people respond, both to official policies and because of other changing beliefs.
Health behavior is harder to measure than epidemiological constants. The point is that
the social component of the trajectory of the epidemic is uncertain in a way the
medical component is not: although the margins can be narrowed, the risk really
cannot be quantified. In a series of blog posts examining the intersection of health,
environment, and politics, the scholar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Andy Stirling
explains, “the crucial distinction between ‘uncertainty’ and ‘risk.’ A risk is what
results from a structured calculation that must necessarily reflect a particular view. An
‘uncertainty’ is what these risk calculations might leave out.” Health behavior is just
one part of this.

Another element of uncertainty is that epidemics are inflection points in evolution
across different scales, from the microbial to the planetary. Pathogens evolve;
microbes populate the microbiomes of animals and plants, the soil and the water;
remnants of viruses are found in our DNA. For bacteria and viruses, the boundaries of
the human self hold no meaning, and the more that we discover about the viral
remnants in our DNA and the richness of our microbiomes, the more we are
compelled to acknowledge that point of view. The vicious nineteenth-century strains
of cholera retained their prior strategy of rapidity and lethality, killing about half of
the humans they colonized. In the mid-twentieth century, the “El Tor” strain evolved
a new strategy of lower virulence. This is a common adaptive trajectory for pathogens,
which prosper by treating their hosts as symbiotes instead of wantonly destroying
them. The first pandemic of any new pathogen is, for the human population, usually
the worst—so it was for bubonic plague in Asia and Europe, smallpox and measles in
the Americas, and cholera. It is no solace to Homo sapiens facing COVID-19 today.

Ecosystems change too. Most of the new pathogens that infect humans are zoonotic:
they jump the species barrier, from wild monkeys or bats, or from domesti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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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ckens or pigs. This has always been the case. But in the past, a zoonotic pathogen
might infect a band of hunter-gatherers; today, thanks to a globalized, deeply
interconnected world, a single local outbreak can become a pandemic in a few weeks.
Another new factor is the proximity of humans to domestic animals and factory farms.
The 90 percent of nonhuman terrestrial vertebrate biomass on the planet that is
husbanded for our consumption lives—if we can call it living—in ecosystems such as
feedlots that have no precedent.

As Mike Davis observes in The Monster at Our Door: The Global Threat of Avian Flu
(2005), these are perfect incubators for new zoonoses, especially for avian influenza,
which can evolve first in chickens, then jump to pig populations that act as a kind of
pathogenic evolutionary accelerator, and finally make the leap to humans. In turn,
each new human-pathogen dyad alters the ecology of global public health and disease:
our built environment chang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municipal water supplies, for example); our biochemical environment changes
(supplementing animal feed with antibiotics, for example); and our health behaviors
change. Meanwhile, climate change is altering the ecologies of infectious diseases in
ways that we cannot predict. The post-pandemic world is a changed ecosystem.

Though a great deal of headway has been made into the study of these complex
environmental factors, the uncertainties they introduce are left out of epidemiological
models narrowly focused on predicting numbers of cases and deaths. The standard
“epidemic narrative” consists of a stable “normality” threatened by the intrusion of a
novel, alien pathogenic threat, followed by an epidemic and an epidemic response (of
variable proficiency) and ends with a return to the status quo ante. That neat storyline
simply doesn’t hold. In turn, in Hamburg 140 years ago and across the world today,
what is “left out” depends on where you stand.

How liberals failed to prevent epidemics

So much for the microbial protagonist. Let’s turn now to the three human characters
in our retelling of the Hamburg tragedy.

First on stage is the dominating and ultimately tragic figure of Max von Pettenkofer
(1818–1901)—almost unknown today, but 130 years ago at the height of his
professional fame and Germany’s most eminent chemist. He championed medical
research, advocated clean air and urban sanitation, and mentored dozens of students.
In the comic-book version of our Hamburg story, though, all these achievements
count for naught: he is instead the villain whose obstinate pride failed the people of
Hamburg twice over. His biggest shortcoming was failing to prepare for waterborne
diseases and refusing to order the construction of filtration plants to treat the city’s
drinking water supply, so that people were drinking water piped straight from the
river Elbe to storage tanks and from there to their homes. As water levels dropped in
the dry, hot summer of 1892, contaminants were washed downstream from riverside
towns and from the barges that plied the waterway. Filtering through sand efficiently
removes vibrio cholerae. Other cities did it; Hamburg didn’t.

Why did he take this stand? Despite the centralizing ambitions of the Prussian state,
and the uniform color of its territories on the political map of Europ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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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ion of Germany was not yet unified. Hamburg, the second-largest city and
its richest port, still retained the legacy of self-government from its membership of the
Hanseatic League. The city was run by its own senate and zealously guarded its
powers to make independent policy decisions, especially in matters of trade. Indeed
Hamburg was the most “English” city in Germany, governed by an assembly of its
citizens—by its constitution, a small and privileged group of property owners; by its
social history, an oligarchy of traders and lawyers. They disliked and distrusted the
military-bureaucratic Prussian ways of state.

Those citizens believed in small government, balancing the books, and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for health and well-being. Spending their tax money on a filtration plant
looked to be an extravagance that threatened both the fiscal health of the city-state and
the ethic by which it had prospered. These laissez faire doctrines resembled those that
had led Britain to the utmost parsimony in famine relief in Ireland and India—its
colonial administrators holding fast to the belief that public debt was a more
egregious sin than mass starvation, and that the hungry could only remedy their plight
through learning the self-discipline of hard work and husbanding scarce resources.

The next-biggest failing of von Pettenkofer and his loyal disciples in Hamburg’s
medical office was their refusal to accept the cholera diagnoses and issue a cholera
declaration during those crucial days in August when the rate of infection was
doubling each day. As we have now learned once again, to our collective cost, bacilli
and viruses can multiply at an exponential rate. The delay of a day can mak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ontaining an outbreak and facing an epidemic.

Why did he not do this? Part of the explanation is the intellectual inflexibility of the
man of high standing. The other part is material interest. Port that it is, in the 1890s
Hamburg’s economy, and the prosperity of its plutocrats, depended on keeping the
harbor open and the ships moving. Goods were coming in from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larger part of Germany’s exports were arriving by barge and train
to be loaded onto ships destined for every continent, and the Hamburg-America line
had regular sailings for New York, the decks packed with migrants seeking a better
life on the far shore of the Atlantic.

If we read von Pettenkofer’s calculation as a straightforward tradeoff between profit
and human life, we do him an injustice. Most of the public health measures to deal
with cholera began as hand-me-downs from the medieval plagues, revised during the
previous sixty years during the visitations of cholera, adapted each time based on a
rule-of-thumb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what had worked and what hadn’t. New
viruses and bacilli had emerged; society’s responses stayed much the same.

The first draft of the plague control playbook was drawn up in Italian city-states in the
years after the apocalyptic shock of the 1348 Black Death. Much like cholera half a
millennium later, the plague arrived explosively and killed in a gruesome and rapid
way. Its mortality was extraordinarily high: overall, perhaps a third of the population
of Asia and Europe succumbed, and in most European cities, half of the residents
perished, sometimes in just a few weeks.

The calamity was widely attributed to divine wrath, to astronomical alignments, to
witchcraft and sorcery. Italian princes, city elders, and merchants were more empir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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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st boards of health were set up in Venice and Florence in the same year that the
plague appeared; these evolved into permanent magistracies over the next century,
with authority to restrict travel and trade, and isolate infected individuals. Isolation
hospitals, called lazzaretti, were set up to prevent contagion. Italian cities also issued
certificates of health to important traders and diplomats, so that they could pass freely
through checkpoints. The first passports were health cards.

Observing that the plague tended to appear first on ships from the east and then spread
when those ships arrived in port, they began comparing notes and drawing up advice.
Quarantine was first trialed in the Venetian port of Ragusa (now Dubrovnik) in
1377—its name refers to the forty days that suspected vessels were kept offshore to
see if sailors and passengers fell sick. Within a few decades, the fundamentals of
plague control had been worked out by trial and error: alongside quarantine, what we
would now call notification of cases of infection, isolation of the sick, imposition of
cordons sanitaires and travel restrictions, and disinfection (usually through burning
the property of those infected). The main item missing from the list was carrier
control: the role of rats—to be precise, rat fleas—as the reservoir of infection was not
known, and systematic suppression of rat infestations was never contemplated, and
presumably would have been considered impractical if it had been. Instead, people
assumed that plague spread by human-to-human contagion.

The tools of plague containment were part of the scaffolding of the earliest
administrative apparatus of the modern European state, and notably so in northern
Italy. The science was somewhere between wrong and inexact, the motives mixed, the
implementation quite often haphazard. Little wonder that critics condemned these
measures as expensive, ineffective, and dangerous. The financial costs hardly need to
be restated: the bureaucrats had to be paid, and interruptions to trade caused
mercantile bankruptcies. Effectiveness could be questioned: the plague often managed
to get through the defenses, and people would find ways of evading the restrictions or
overwhelming the policemen dispatched to enforce them. The danger lay in the social
unrest that followed unemployment, high food prices, and the intrusions of the pol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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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iumph of Death (c. 1562) by Pieter Bruegel the Elder. Image: Wikipedia

It wasn’t until 1894 that the pathogen was identified, simultaneously by Alexandre
Yersin (a former laboratory assistant at the Pasteur Institute in Paris) and the Japanese
biochemist Shabasaburo Kitasato (who had trained under Koch in Berlin). They both
isolated the microbial cause, a pathogen carried by rat fleas, called Pasteurella pestis
or Yersinia pestis—a victory for European science over Asian, and for France over
Germany. Plague remained endemic in India and China at that time with sporadic
outbreaks, but had vanished from Europe (the last epidemic occurred in Marseille in
1720). Exactly why plague disappeared from Europe remains one of the enduring
mysteries of microbial history: was it changes in the rat population, in the ecology of
the transmission zones on the eastern borderlands of the continent, or the
effectiveness of Europe’s quarantines and lazzaretti?

The best-documented cases of the plague response toolkit are naturally the most
recent, and a good (or bad) example was Bombay in 1896, which is germane to the
Hamburg drama for two reasons. First, it illustrates the standard epidemic
containment policies as deployed in the same decade. Second, it occurred two years
after the Yersin/Kitasato breakthrough had revealed that the main mode of
transmission was fleas-to-human rather than human-to-human.

Despite the scientific discovery, British officers of the Indian Civil Service remained
convinced that the plague endured due chiefly to Indian backwardness. The historian
Rajnarayan Chandavarkar observes that even though the medical and scientific
experts were up-to-date on the most recent discoveries, their “policies, formulat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plague was a virulently infectious disease, proved at best
oppressive and at worst fatal.” Among these, “stringent inspections” on the railroads
turned up few cases, while “pumping the sewers with disinfectants” simply drove rats
and the fleas they carried into houses, where they promptly spread the infection. The
disorderly, distrustful, and sometimes violent response of the Bombay res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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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missed as superstition by colonial officers, is perfectly understandable. The official
cure—if indeed it can be counted as such—was arguably as bad as the disease.

Bombay also shows that von Pettenkofer was not alone in disputing the latest medical
claims. Indeed, Hamburg was following well-established British precedent in
downplaying the modes of transmission of pathogens, when commerce was at stake.
After the opening of the Suez Canal in 1869, the International Cholera Control
Commission in Istanbul insisted that British ships with infected sailors or passengers
be kept at sea for the requisite forty days, bringing the (French-led) commission into
conflict with ministers in London who insisted that quarantine regulations were a
gross violation of the 1846 Free Trade Act. Influential English doctors insisted that
the germ theory of cholera was “a humbug got up for the restriction of our
commerce.” Until March 2020 at least, British public health policy retained a laissez
faire strand quite distinct from continental Europe.

Von Pettenkofer’s doctrines are thus much more comprehensible in the context of
these centuries of practice in epidemic control with limited outcomes, the oppressive
aspects of quarantine and isolation, and the uncertainties of the medical science and
epidemiology of the time. His medical and social beliefs were an odd mélange; he is
hard to place in today’s political spectrum. He advocated “localism,” believing in
particular that cholera became virulent only in particular kinds of soil, and that it
needed a human body with the requisite moral and psychological preconditions to
develop into the full-blown disease. He held that health was a matter for individual
family responsibility, not state diktat.

In our drama, von Pettenkofer’s first fatal error began as a relatively minor fault,
amplified by his inflexibility. He steadfastly refused to purify Hamburg’s drinking
water supply by the relatively straightforward method of filtering it through sand,
which efficiently removes the cholera vibrio. He could readily have accommodated
the cleansing powers of sand into his general promotion of cleanliness and his view
that the bacillus also needed a receptive soil to become potentially lethal. But almost
as if gripped by a death wish, von Pettenkofer took a stand that water filtration was a
needless expense without benefit. In our drama, we can imagine the audience silently
urging him, “just filter the water supply! Just do it!”

His second disastrous error was his refusal to declare epidemic cholera on August 18,
1892, or over the following few days. Only on August 23, the day before Koch
arrived, did the Hamburg medical authorities admit that the disease was present in
their city. By that time every part of the city was affected.

The denouement of von Pettenkofer’s role occurs when he has been driven out of his
post, but still rancorously defends his “local configuration” theory. He lays down the
ultimate challenge to Koch: he will drink a solution containing the cholera vibrio and
see what happens. The old man did this on October 7, 1892, recording the grotesque
symptoms in his diary. He recovered, concluding that his view was vindicated:
cholera needed both an infectious agent and also a conducive host. An identical
experiment was undertaken by his disciple Rudolf Emmerich ten days later, which he
performed on a stage in front of an audience of over a hundred people. Emmerich also
survived. (Evans, in Death in Hamburg, suggests that Koch’s laboratory assistants,
who provided the samples, suspected the purpose of the request and mercifully dilu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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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lutions.) Von Pettenkofer finally fulfilled his death wish with a pistol to his
temple in 1901.

How the centralizers—and their science—prevailed

The Hamburg epidemic occurred at the inflection point in the rise of scientific
medicine. The protagonist of this paradigm shift, the hero of the tale, is Koch (1843–
1910): he is the one remembered for having taken charge of Hamburg’s failing public
health system and clearing out the charlatans. When Koch arrived on the train from
Berlin on the morning of August 24, carrying the Kaiser’s writ, he already knew the
diagnosis was cholera; a doctor from Altona had arrived at his laboratory a few days
earlier with a sealed jar containing samples from patients. But he apparently had no
idea of how rapidly the disease had taken hold nor how negligent was the municipal
response.

There was no official delegation at the railway station to meet the Empire’s highest-
ranking scientist. Koch had to make his own plans: his first stop was the city medical
office, where he arrived at 9 a.m. The chief medical officer was Dr. Johann Kraus, a
faithful acolyte of von Pettenkofer: he turned up only thirty minutes later, and had
little information to impart, for he had done nothing other than sneer at the
“hyperactive behavior” of his counterparts in other towns (such as Altona). Koch’s
next stop was the New General Hospital in Eppendorf, where the director, Dr.
Theodor Rumpf, was ready to greet him at the door. Koch asked straightaway if there
were cholera cases to report, and Rumpf promptly gave him the figures, whereupon
Koch remarked to his companion, “The first man in Hamburg who’s telling us the
truth!”

After visiting the hospitals, disinfection centers, and barracks where the migrants
from Russia were housed awaiting their ships, Koch toured the old, overcrowded,
ramshackle “Alley Quarters” in the city center. By this time he was becoming aware
that hundreds were already dead. “I felt as if I was walking across a battlefield,” he
said. And amid these unsanitary streets, courtyards, and canals, he was shocked: “In
no other city have I come across such unhealthy dwellings, such plague spots, such
breeding places of infection.” This was a man who had scoured the Alexandria and
Calcutta hospitals in his search for the bacterial culprit. In the alleys he made a remark
that became an infamous condemnation of Germany’s most cosmopolitan city:
“Gentlemen,” he said, “I forget that I am in Europe.”

If any moment in our drama were to mark the shift in the paradigm for understanding
epidemic disease, this would be it. This is the point at which the naysayers’ defenses
became hollow, that the unresolved medical and epidemiological controversies
became only minor way stations on the iron railroad of progress, through which the
express train of medical science could rush with only a blast of a whistle to warn the
loiterers to get out of its way. In more than a metaphorical way, the emperor had
arrived on that train.

Recall that when Koch returned from Egypt and India proclaiming that he had
discovered the cholera bacillus, there was indeed room for doubt. Koch had not
satisfied his own postulates—no animal could be induced to fall sick with chol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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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pidemiological mysteries remained. (When Koch won the Nobel Prize in 1905,
the citation was for his discovery of the tuberculosis bacillus, the more complete
demonstration of his method.) Kaiser Wilhelm’s proclamation of Koch’s success was
a gamble on science, in the service of imperial politics—he was strenuously seeking
to catch up with the other European colonial powers. Seeking what he later called
Germany’s “place in the sun” he had convened the Berlin Conference that divided
Africa among them; his rush to industrialization was gathering pace; his unification of
the disparate administrations across the patchwork quilt that had been the
principalities, city-states, feudal, and episcopal estates of the former Holy Roman
Empire was still incomplete.

At this time and in this context, tropical disease was a huge impediment to
colonization, while medicine, especially in France, was justification for empire. The
canonization of Koch was a triumph for German medical science, instantly making
his laboratory a peer of France’s Pasteur Institute. Then as now, scientific competition
was interwoven with geostrategic rivalry; it was a matter of both prestige and imperial
capability. (France won a minor victory with the name of Pasteurella pestis.) Health
administration, with its requirements of a unified census, border controls, and the
machinery of case notification—issuing certificates of good health—required and
justified a centralized bureaucracy. Infectious disease reporting and control was not a
matter that could be left to the discretion of cities or baronies; unless all parts of the
body politic conformed to the same central protocol, the health of the whole would be
vulnerable to the deficiencies of its weakest part.

We can see now that Koch’s achievement was both scientific and rhetorical. His first
scientific achievement was identifying the lifecycle of anthrax, but unable to specify
the causal mechanism, he resorted to the persuasive metaphor of “host” and
“parasite.” He went on to characterize the cholera vibrio as an “invader.” And—
especially salient with respect to the rivalry between Berlin and Hamburg—the germ
theory of infection was the charter for military centralism over laissez faire minimal
government. On the train from Berlin arrived not just Koch but a freight of martial
metaphor, mindset, and mobilizing capacity.

Medicine and the military are indeed deeply entangled throughout recorded history.
Armies were epidemics on the march; regiments were depleted more by infection than
battle; sailors fell victim to nutritional deficiencies such as scurvy. The scandalous
hospital conditions for soldiers during the Crimea War of the 1850s were the occasion
for Florence Nightingale to establish British nursing. Biological warfare has long been
attempted, though historic successes were due more to chance than design. One
account of the plague’s entry into Europe was that the Mongol army besieging the
Crimean town of Kaffa used catapults to fling infected corpses into the city. The story
of the gruesome projectiles may be true, but that is not how plague is transmitted. The
Spanish conquest of Mexico was incalculably aided by smallpox, which stowed away
on the conquistadors’ ships and killed as many as half of the immunologically naïve
native Americans in its first and most deadly epidemic, while leaving the invaders—
their faces pockmarked from earlier, immunity-inducing infections—untouched.

None of the above, however, imposed a military model on medicine itself. This
changed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modern industrial modes of organization to the
organization of war, with the U.S. Civil War and the Franco-Prussian War. Th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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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also the occasions on which modern medicine and the arsenal of epidemic
control measures were applied to the same end. Tools of surveillance, standardization,
and regimentation were applied equally to state-making, imperial expansion,
industrial warfare, and population health. Just as war became about more than
conquest, public health was never just about public health.

So too with Koch’s visit to Hamburg. The elders of the city had reason to fear that
cholera control would jeopardize not just their commerce but also their prized
constitutional autonomy. Over the previous decades, while the British empire had
tried to balance health-based controls with free trade, the French had been much more
assertive in using the anti-infection arsenal in the service of expanding the writ of the
colonial state. The historian Patrick Zylberman recounts how the French government
portrayed the disease as an “invasion” from the Levant and India, which justified
martial medical measure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outer ramparts of Europe’s
sanitary frontier in the Middle East.

The authorities in France’s Mediterranean ports didn’t want to require health
inspections on arrival, so Paris assembled a coalition of European governments that
imposed a regime of health inspection and oversight on the Ottoman Empire. So, even
while the Ottomans were nominally independent, western European health officers
were stationed in Cairo and Constantinople with the authority to control the westward
departure of ships. Zylberman makes the point that the threat of cholera was sufficient
justification for “pre-emptive intervention”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and even
beyond: the Ottoman state was the “sick man of Europe” in two senses of the phrase,
and the imperialists were already sinking their teeth into its weakening body.
Whatever their geostrategic rivalries, Paris and Berlin saw the microbial threat from
the east in a similar way: Germany imposed comparable measures along its long land
frontiers.

In Hamburg in August 1892, worries about Berlin’s militaristic rule and the loss of
long-cherished liberties were, of course, less pressing than the terrifying scourge in
the water supply. Koch did not declare “war” on the vibrio, and his comparison of the
overwhelmed Hamburg hospitals to a “battlefield” was as far as his military
metaphors went. Nowhere in the debates of the day do we read political rhetoric of
bodily integrity and decay, infection and purification, that was adopted by the Nazis a
generation later. But as the militarized Prussian state took ov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Hamburg, starting with its hospitals and water supply, the corner was turned.

In the end Koch triumphed over von Pettenkofer; the biomedical paradigm shifted.
Centralizing, authoritarian Prussia absorbed liberal Hamburg; Germany’s governance
system consolidated. Less noticed, the military model of public health became
hegemonic.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watched Hamburg closely—it was, after all, the
port where the largest number of immigrants embarked—somehow managed this
paradox. The U.S. Army Corps of Engineers became the principal weapon fighting
Yellow Fever, in Cuba, Louisiana, and Panama alike, while generations of voters have
rejected social medicine, as either a luxury the country cannot afford or as one step
short of totalitarianism.

The metaphor of “fighting” a disease, apt for the body’s immune response to a
pathogen, is incongruous for the social response to an epidemic. Nonetheles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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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of has become so familiar today that it is adopted unreflectingly—a mark of
true hegemony. The traffic in metaphors runs both ways. When mobilizing for war or
authoritarian measures, political leaders inveigh against “infestation” by invaders or
infiltrators that are akin to pathogens. In times of health crisis, they like to “declare
war” on a microbial “invisible enemy.”

The U.S. army medical and engineering corps earned their place in the annals of
public health with meticulous research into Yellow Fever transmission followed by
rigorous enforcement of programs of draining, capping, oiling standing water in wells,
cisterns, tanks, pools, and use of insecticides to eradicate mosquito-breeding sites. In
modern times, and especially since the post 9/11 anthrax scare raised the specter of
bioterrorism, so deeply has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bored into all aspects of
U.S. foreign policy that the instrument of choice in responding to diverse crises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epidemic disease, is the military. The army were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providers of relief to Indonesia after the tsunami of 2004 and to Haiti
after the earthquake of 2010. President Barack Obama dispatched the 101st Airborne
to “fight” Ebola in West Africa in 2014. Today, the National Guard and the U.S.
Navy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COVID-19 emergency response. Military logistics appear
to be indispensable in filling the gap of an under-provisioned emergency public health
service.

However, recognizing the important operational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epidemic
response shouldn’t seduce us into thinking that security officers and generals should
be running the show. The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was alive to this danger,
warning in a 2008 report that coercive, law enforcement approaches would be
counterproductive as well as dangerous to rights. Unsurprisingly, the potential for
assuming war-time emergency powers and deploying security technologies is
attractive to many political leaders precisely because of their dual usage.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decided to call himself as a “wartime president.” He is following
French President Emmanuel Macron, who declared “war” on the virus. In Italy, it is
more of a police operation. Hungary’s Viktor Orbán has passed a law allowing him to
rule by decree indefinitely and is blaming the pandemic on immigrants and refugees.
In China, the lockdown is enforced by a combination of high-tech surveillance and
old-fashioned Communist Party neighborhood mobilization—a “grid reaction.” In
Israel, the government is proposing to deploy tracking technologies designed to
follow terrorists against people believed to be infected with coronavirus. The
Economist has coined the word “coronopticon” for such all-pervasive surveillance.

Activist reformers and silent revolutionaries

The wave of repressive measures enacted in response to COVID-19 would come as
no surprise to the cast of our Hamburg drama. Europe’s nineteenth-century cholera
epidemics marched in synchrony with its revolutions, notably in 1830–32 and 1848.
“Cholera riots” were widespread. In 1892 mobs rampaged through the Russian cities
of Astrakhan, Tashkent, Saratov and Donetsk. The cries of the afflicted provide the
chorus to the protagonists, with a handful of spokesmen’s voices audible above the
shouts and cries. But we would listen in vain for socialist revolution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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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l Marx was lodging at 28 Dean Street in Soho in 1854, five minutes’ walk from
the famed Broad Street pump (according to Google Maps) and a minute from the
nearest black (infected) dot on John Snow’s map in Meard Street. But he made only
passing reference to the outbreak in his correspondence with Friedrich Engels,
blaming it on poor housing. Engels had done the same in his 1845 book The
Conditions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and in his preface to the 1892 edition
added the line:

Again, the repeated visitations of cholera, typhus, small-pox, and other
epidemics have shown the British bourgeois the urgent necessity of sanitation
in his towns and cities, if he wishes to save himself and family from falling
victims to such diseases. Accordingly, the most crying abuses described in this
book have either disappeared or have been made less conspicuous.

Engels, it seems, quietly concedes that public health is a bourgeois science, and an
effective one. For the communists, war and class war were the locomotives of history,
and microbes had merely hitched a ride. As the historian Samuel Cohn observes, this
is a baffling surrender of a political battlefield where they could have outflanked their
class enemies. “An analysis of cholera and its social consequences did not enter any
of Marx’s works published in his lifetime,” he notes, “and he appears to have been
oblivious to any manifestations of its social protest and class struggle.” He continues:

Still more surprising is an absence of attention to cholera’s social violence by
more recent historians of the New Left who have studied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century class struggle meticulously—E.P. Thompson, Eric
Hobsbawm, John Foster, John Calhoun, and others—despite these events
sparking crowds estimated as high as 30,000, taking control of cities (even if
only briefly), murdering governors, mayors, judges, physicians, pharmacists,
and nurses, destroying factories and towns.

The oversight has begun to be remedied. Postcolonial historians and medical
anthropologists have explored local resistance to colonial health policies and the
suspicions that surround, among other things, polio vaccination programs. But still
there is relatively little research on resistance to public health measures during
epidemic emergencies. This is a gap, because each historical visitation of epidemic
disease and its corresponding government measures was met with innumerable acts of
everyday evasion and noncompliance.

In Italy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and most memorably in London in
1665, chroniclers of the plague have written about the reckless indifference of poor
people to the dangers of contagion, and their subversion of whatever sanitary
measures were imposed upon them. Daniel Defoe, like others who wrote on this
subject, attributed this behavior to illiteracy, obstinacy, and fatalism. It may also have
been a preference for accepting uncertainty (the lottery of the microbe) over the
predictable hardship (destitution by unemployment). There are also intriguing echoes
with colonized people’s resistance to imperial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diktat, which
was usually arbitrary, unscientific, and often achieved nothing beyond a display of
state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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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ineteenth-century socialists’ silence on public health is doubly puzzling because
their rivals on the left, the radical democrats were vocal. In the 1848 “springtime of
the peoples,” while Marx and Engels were writing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a young
physician named Rudolf Virchow (1821–1902) was compiling a report on an outbreak
of typhus in Silesia. Virchow came to be known both as the father of pathology and
the founder of social medicine, but he was also a pioneering physical anthropologist;
his studies of the size and shapes of the crania of different people made him conclude
that there was no scientific basis for claims of racial superiority or inferiority. His
medical practice radicalized his politics; his report on Silesia argued that medical
interventions alone had little value, but rather social advancement through education,
democracy and prosperity. Virchow joined the 1848 uprisings as a democrat with the
slogan, “Medicine is a social science, and politics is nothing but medicine at scale.”

Like many erudite men of science of the era, Virchow’s medical views are hard to
classify today. He was generally sympathetic to von Pettenkofer, though disagreed
with him on cholera which he considered a contagion; he admired Koch, though oddly
enough, disputed the role of the tuberculosis bacillus. Fundamentally, Virchow was a
libertarian who believed that democracy, education and progress would eliminate
disease. Evans, in Death in Hamburg, credits him with the crucial insight: “What
Virchow’s theories made explicit was the indissoluble connection between medical
science, economic interest, and political ideology.”

Virchow’s voice in the Hamburg chorus poses questions that resonate today.
Contemporary liberals (in the U.S. usage of the word) are discomfited by the politics
of pandemic. They lean toward social health on the grounds of equity but shudder
when epidemiological risk management through quarantine and travel restrictions
aligns with racist exclusionary policies. American liberals are reassured by the civil
servants dedicated to science—Anthony Fauci,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is today’s paragon of the virtuous deep state—but
disturbed by the totalitarian implications of disease surveillance and control. The
infection-control state is Max Weber’s military-bureaucratic state on steroids,
requiring uniform sanitary habits throughout the population.

In his book, Disease and Democracy (2005), Peter Baldwin, describes how, in the
later twentieth century, as chronic, non-infectious, and “lifestyle” diseases took over
from infectious diseases as the main threats to health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responsibility for health was shifted from states to citizens: “every man his own
quarantine officer.” Baldwin poses the key question: “Can there be a democratic
public health?” He doesn’t think so: “In the era of governmentality, public health
remains one clear area of statutory control where the average law-abiding citizen
might expect to feel the iron first through the velvet glove.”

Baldwin’s skepticism was a riposte to AIDS activists who believed that their own
mobilization against the “gay plague” had not only accelerated the science but bent
the arc of political history towards emancipation. President Ronald Reagan initially
ignored the AIDS outbreaks among gay men, Haitians, and hemophiliacs, and was
deaf to the demands of AIDS Coalition to Unleash Power, whose acronym ACT UP
reflected their methods. Finally his Surgeon General C. Everett Koop, a fully
credentialed conservative, and Anthony Fauci, just appointed to the job that he holds
today, convinced Reagan to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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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May 1990, ACT UP mounted a protest at NIH to bring awareness to the public the
biomedical research in combating HIV-AIDS. Image: NIH History Office / Flickr

The country’s HIV and AIDS policies, and subsequently global policies too, were
unprecedented in the history of public health responses to an incurable,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 targeting stigmatized groups—the words “innocent victims”
applied to hemophiliacs and children born with HIV were the exception that proved
that initial rule. People living with HIV and AIDS became involved in medical trials
and policymaking. Activists offered to trial new drugs, arguing that they had nothing
to lose by shortcutting the usual safety testing. They insisted on voluntary and
confidential testing to protect their rights. In Africa government responses often ceded
the agenda to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and invariably included them in planning,
and the international agencies set up to respond—UNAIDS and the Global Fund to
Fight HIV/AIDS, Tuberculosis and Malaria—pioneered a model of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based on human rights and inclusion.

Why epidemiologists should think like communities

I had a walk-on role late in the HIV and AIDS drama, in collaborative research on the
politics, security and social aspects of the pandemic. And, writing in the spirit of
Virchow, I insisted that there can only be a democratic public health. Like many
others, I was inspired by the physician and medical anthropologist Paul Farmer; his
book Infections and Inequalities (1999) is a manifesto for a partnership between social
medicine and radical politics.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poverty, inequality, and ill
health and exposure to epidemics are well established and do not need to be
emphasized here. Conscious of Aylward’s warning not to apply the “lesson” of the
last epidemic to this one, I will make just one cautious, epidemiological point: there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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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fact intriguing evidence that “people’s science” can play a crucial role in blunting
epidemics and ensuring they don’t recur.

This is not to say we should romanticize folk medical wisdom: we shouldn’t. People’s
epidemiology has more than its share of superstitions: numerous practices that are at
best harmless and at worst dangerous or even fatal. Still, decades of people’s
experimentation and observation have generated some real scientific breakthroughs,
the emblematic example of which is smallpox variolation. An enslaved African
American, familiar with the widespread African practice of injecting tissue from the
pustules of smallpox patients into healthy individuals to produce a much less virulent
version of the disease, introduced variolation to Massachusetts settlers in the early
eighteenth century. Its efficacy was so convincing that George Washington inoculated
his soldiers en masse. In 1798 the procedure was adapted by the English physician
Edward Jenner in the form cowpox variolation, which he named vaccination.

There is also a demonstrable recent record of people’s science hastening the end of an
epidemic. The case in point is Ebola in West Africa in 2014. Epidemiological models,
which accurately charted the early, exponential growth phase of the epidemic, failed
to predict its rapid decline. The models projected only burnout or a long taper as
public health responses slowly reduced transmission, and not the remarkably rapid
decrease that actually occurred. In his book Ebola: How a People’s Science Helped
End an Epidemic (2016), the social anthropologist Paul Richards argues that the
deficiency in the modeling is best explained by changes in intimate social behavior
that could neither be captured by models nor even fully explained by people who were
themselves altering the critical risk behaviors.

Anthropologists themselves didn’t connect the dots at the early stage of the outbreak.
They had researched funerals and funeral rituals, but not the real danger point for
contagion, which was the preparation of the body for burial. Family care for the sick
was the other main context of transmission. Community health workers, social
anthropologists, and epidemiologists had to speak to one another, understand each
others’ knowledge, and find ways of communicating it. As Richards shows, the
communities quickly learned to think like epidemiologists and adapted new safer
body-handling practices, and the official top-down policies followed afterward. Post
hoc modeling of the epidemic trajectory confirms that the best simulation of the
decline is based on the widespread adoption of a community-based strategy for
screening and travel restriction, which has the advantage that it requires a 50 percent
compliance rate to be effective. The author of the review concludes, “We know of no
other similarly validated explanation for the end of the outbreak.”

Each pandemic is different, but the logic of political action is much the same. Where
political interests align with scientific advice, that advice becomes policy. This is
where we can legitimately learn lessons. In the case of 1918, the lesson learned by the
world leaders gathering to found the League of Nations was that international health
is a problem that demand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mallpox was eradicated by
exactly this sort of multilateral initiative in the 1970s. Measles, like smallpox, is
caused by a virus that has only human hosts and so too could be eradicated, but to the
wealthy nations that funded international health programs, it was regarded as harmless
rite of passage for young children, even though it killed millions of them in poor
countries every year. Because funds and political backing were available, the 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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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geted polio instead: also a devastating disease but one far harder to eradicate,
because the virus can exist in the wild.

In the case of HIV and AIDS, what “worked” was that pressure compelled
governments to acknowledge their epidemic and respond, and public clamor forced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to bring down the cost of antiretroviral drugs so that
treatment regimes at scale did not bankrupt African governments. Less unequivocally
helpful was the pressure for strictly voluntary testing, which was codified as
international best practice, even though compulsory or routine tests—in which the
patient must specifically request not to be tested—could have helped prevent
infections. And, as with any complex institution, political incentives came to align
with the interests of the institution sometimes at the expense of the problem to be
solved. The result was that the UN pushed for similar policies and metrics for every
country, even though each individual country’s epidemic was different: some were
centered on homosexual sex, others on heterosexual sex, yet others on intravenous
drug use, and all had different social mores and networks. But it was simpler to
standardize the package. In my book AIDS and Power (2006) I concluded that in
African democracies, political incentives were structured to manage AIDS rather than
to contain it: to provide treatment maximally and prevention barely sufficiently.

The 2003 SARS outbreak is the immediate precursor to COVID-19 in both
pathogenesis and politics. It holds two political lessons. First, it shamed China’s
government, but not enough. The government concealed the initial outbreak and
reacted too late—the coronavirus spread across the world sparking local outbreaks,
notably in Canada. Commentators speculated that SARS could be the crisis that
cracked the Communist Party’s authoritarian control. In a volume reviewing the
outbreak, Tony Saich asked whether SARS was “China’s Chernobyl or Much Ado
About Nothing?” Saich reserved judgment, concluding that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ought to learn. And seventeen years on, Saich’s assessment of the response to
COVID-19 is “no, they didn’t learn from the SARS epidemic.”

Implicit in this conclusion is that Premier Hu Jintao didn’t pay a political price for his
flawed response to the disease. China developed its medical laboratories but did not
create incentives for health workers to become whistleblowers: the default option for
low-level officials receiving bad news was to please their superiors by insisting that
all was still well. Second, the speedy suppression of SARS removed the market for
pharmacological products that could treat coronaviruses or inoculate against them.
Capitalism has no incentive for pre-emptively responding to a future global public bad
(as the economists like to say).

From this we distill the elementary and wholly unsurprising lesson that well-
articulated political demands shape the politics of public health. Democracies can
demand public health.

In the next-to-last act of the Hamburg drama, Virchow ends the scene. He has already
posed the key question—whether it was material interest, political ideology, or
medical science that determined the outcome. And although none of the protagonists
answered the question—neither the cholera vibrio, not von Pettenkofer and the city
merchants and lawyers, not Koch and his Emperor, and not even the disson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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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rus—Virchow makes the claim that social emancipation and democracy will
finally overcome cholera.

Thinking critically in a pandemic

What does all this mean for COVID-19? We face a new virus with uncertain
epidemiology that threatens illness, death, and disruption on an enormous scale.
Precisely because every commentator sees the pandemic through the lens of his or her
preoccupations, it is exactly the right time to think critically, to place the pandemic in
context, to pose questions.

The clearest questions are political. What should the public demand of their
governments? Through hard-learned experience, AIDS policymakers developed a
mantra: “know your epidemic, act on its politics.” The motives for—and
consequences of—public health measures have always gone far beyond controlling
disease. Political interest trumps science—or, to be more precise, political interest
legitimizes some scientific readings and not others. Pandemics are the occasion for
political contests, and history suggests that facts and logic are tools for combat, not
arbiters of the outcome.

While public health officials urge the public to suspend normal activities to flatten the
curve of viral transmission, political leaders also urge us to suspend our critique so
that they can be one step ahead of the outcry when it comes. Rarely in recent history
has the bureaucratic, obedience-inducing mode of governance of the “deep state”
become so widely esteemed across the political spectrum. It is precisely at such a
moment, when scientific rationality is honored, that we need to be most astutely
aware of the political uses to which such expertise is put. Looking back to Hamburg
in 1892, we can readily discern what was science and what was superstition. We need
our critical faculties on high alert to make those distinctions today.

At the same time, COVID-19 has reminded a jaded and distrustful public how much
our well-being—indeed our survival—depends upon astonishing advances in medical
science and public health over the last 140 years. In an unmatched exercise of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scientists are working across borders and setting aside
professional rivalries and financial interests in pursuit of treatment and a vaccine.
People are also learning to value epidemiologists whose models are proving uncannily
prescient.

But epidemiologists don’t know everything. In the end it is mundane, intimate, and
unmeasured human activities such as hand-washing and social distancing that can
mak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n epidemic curve that overwhelms the hospital capacity
of an industrialized nation and one that doesn’t. Richards reminds us of the hopeful
lesson from Ebola: “It is striking how rapidly communities learnt to think like
epidemiologists, and epidemiologists to think like communities.” It is this joint
learning—mutual trust between experts and common people—that holds out the best
hope for controlling COVID-19. We shouldn’t assume a too simple trade-off between
security and liberty, but rather subject the response to vigorous democratic scrutiny
and oversight—not just because we believe in justice,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but also because that demonstrably works for public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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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we do so, it is imperative we attend to the language and metaphors that shape our
thinking. Scientists absorb (fundamental) uncertainty within (measurable) risk; public
discourse runs along channels carved by more than a century of military models for
infectious disease control. By a kind of zoonosis from metaphor to policy, “fighting”
coronavirus may in the worst case bring troops onto our streets, security surveillance
into our personal lives. Minor acts of corporate charity, trumpeted at a White House
bully pulpit, may falsely appear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e solidarities of underpaid,
overworked health workers who knowingly run risks every day. Other, democratic,
responses are necessary and possible: we need to think and talk them into being.

Perhaps the most difficult paradigm to shift will be to consider infectious agents not
as aliens but as part of us—our DNA, microbiomes, and the ecologies that we are
transforming in the Anthropocene. Our public discourses fail to appreciate how
deeply pathogenic evolution is entangled in our disruption of the planet’s ecosystem.
We have known for decades that a single zoonotic infection could easily become
pandemic, and that social institutions for epidemic control are essential to provide
breathing space for medical science to play catch-up. Our political-economic system
failed to create the material incentives and the popular narrative for this kind of global
safety net—the same failure that has generated climate crisis.

This is the final, unfinished act of the drama. Can human beings find a way to treat
the pathogen not as an aberration, but as a reminder that we are fated to co-exist in an
unstable Anthropocene? To expand on the words of Margaret Chan, WHO director at
the time of SARS, “The virus writes the rules”—there is no singular set of rules. We
have collectively changed the rules of our ecosystems, and pathogens have surprised
us with their nimble adaptations to a world that we believed was ours.

Alex de Waal is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World Peace Foundation at the Fletcher
School at Tufts University. He is the author of Mass Starvation: The History and
Future of Famine, The Real Politics of the Horn of Africa: Money, War and the
Business of Power, and editor of Advocacy in Conflict: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Transnational Activ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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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病原体，旧的政治

Alex de Waal 著

微信“勿食我黍”号编者译

1912 年 Le Petit Journal 上所展示的霍乱爆发的想象图景

我们应该警惕对历史的简单化利用，但我们可以从社会反应的逻辑中学到东
西。

流行病学家有个说法：“如果你已经见过一次大流行病，你就是见过那一

种大流行病。”世界卫生组织（WHO）助理主任布鲁斯·艾尔沃德（Bruce

Aylward）在两周前的一次采访中也赞同这种行家智慧，他指出，每一种新的流

行病都有其自身的逻辑，那些依靠过去的经验来为公共卫生下结论的人将会犯

错误。每发生一次新的大流行病，人们都会很想从历史书中寻找相似之处和吸

取教训。但正如许多人所强调的那样，从这种做法中获得的智慧往往被大大夸

大了。

然而，在以“斯库拉”（Scylla，希腊神话中吞吃水手的女海妖）为象征

的历史盲目性和以“卡律布狄斯”（Charybdis，希腊神话中坐落在女海妖斯库

拉隔壁的大漩涡怪，会吞噬所有经过的东西，包括船只）为象征的草率总结之

间，还是有可能开启一条路径的。在有关 1348 年黑死病时代的《遥远的镜子》

（A Distant Mirror，1978）一书的序言里，历史学家巴巴拉·W.塔奇曼

（Barbara Tuchman）将她对当下的评论限定在了几行拐弯抹角的文字中。她写

道：“如果坚持要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她说，正如法国研究中世纪的学者爱

德华·佩罗伊(Edouard Perroy)所认为的那样，“某些行为方式，某些对命运

的抵抗，是互相印证对方的”。我的有效假设是，虽然病原体可能是新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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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反应的逻辑不是新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的连续性。一个特别有说

服力的案例研究——在研究健康和疾病的史学家中仍然是一个令人着迷和争论

的对象——是 19 世纪末在汉堡爆发的毁灭性霍乱，这是理查德·埃文斯

（Richard Evans）的一本极优秀的研究著作《汉堡的死亡》（Death in

Hamburg，1987）中的主题。

1892 年 8 月 24 日上午，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从他柏林的实验室

赶到了汉堡火车站。作为德国最著名的医学家，他已经因发现炭疽病的病程和

导致结核病的杆菌而功不可没。19 世纪 80 年代，他曾前往埃及和印度，在那

里成功地分离出了导致霍乱的细菌。 回到柏林后，他受到了威廉皇帝的表彰，

被授予王室勋章，并负责保护帝国免受传染病的侵袭。

在科赫所乘的火车抵达汉堡的九天前，邻近的阿尔托纳镇（Altona）的一

名医生被叫去看望一名患病的建筑工人，他的工作是检查污水处理厂。他出现

了急性呕吐和腹泻症状，被诊断为霍乱。在刚开始爆发的严重争论的初始阶

段，该医生的上级主管拒绝接受其诊断。从 8 月 16 日到 23 日，每天的病例数

以指数级的速度增加到 300 多个；在接下来的六个星期里，汉堡市大约有 8600

名居民死亡。就像森林大火在干枯的煤渣中迅猛燃烧一样，疫情在 10 月份就自

行结束了，这个结局是在科赫和他的团队的努力援助下得以实现的。

正如我们现在所知，这些死亡是完全可以预防的。死亡的直接原因是霍乱

弧菌（vibrio cholera），但城市当局却成了大规模死亡的帮凶，因为他们长

期以来一直抵制在公共卫生方面的公共财政支出，并担心霍乱的宣布——随之

必然而来的检疫和隔离——会使他们的贸易城市停滞不前。在汉堡管辖范围之

外的阿尔托纳，很少有感染病例；而在汉堡的姐妹港口不莱梅（Bremen），一

个前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城邦的自治港， 只有 6 个病例，其中有一

半是最近从汉堡来的。那一年只有汉堡遭受了瘟疫。

这些事件的情节和后果具有夸张的悲剧的叙事结构和道德张力。除了以

“逗号” （就像排版上的逗号一样，如果在关键时刻插入，可能造成潜在灾

难）形式突然出现的霍乱弧菌本身外，此剧中的全体角色是科赫、化学家和卫

生学家马克斯·冯·佩滕科夫（Max von Pettenkofer）、医生和人类学家鲁道

夫·维尔乔夫（Rudolf Virchow），以及备受影响的他们本人和他们的革命代

言人中一些人共同演绎的故事。该剧中有五个子情节。科学与迷信和宿命论之

争；新的病菌理论与所谓的生态学或地方性的联结理论之间的争议；军事化的

中央集权官僚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的论辩；许诺回归安全的正常生活的人类中

心主义的“流行病叙事”，与从微观到宏观生态的不同时间范围内的进化逻辑

的角力；最后，一个开放、民主的社会质疑其局限性。

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有些旧东西又有了新意涵。

一、霍乱：19 世纪最恐怖的大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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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 19 世纪初，霍乱一直是孟加拉恒河三角洲（Ganges Delta）的地方

病，但其他地方似乎没有发现过这种病。致病杆菌生活在温水中，在人的肠道

中繁殖，通过粪便污染传播。这就是霍乱的宏观生态学：它所需要的就是，在

每个旱季只需在几个浅水井中生存，每年的洪水都会把病菌传播得很远很远。

伴随着 18 世纪 70 年代的大饥荒，英国东印度公司带来的有害“礼物”之

一就是开辟了霍乱的传播路径。霍乱借此得以更广泛地传播，并拥有了很多新

的作为病菌传播的生物殖民地。英国人投资于广泛的灌溉设施以种植棉花，创

造了一个完美的生态环境。在这个生态环境中，弧菌可以找到多个当地保护区

域——灌溉沟渠、水库、水井、水箱——并带来地方性流行病。1854 年，英国

医生约翰·斯诺（John Snow）简洁地证明了这种感染是由水传播的。他通过一

项至今仍被教科书所称道的流行病学研究证明了这一点：在伦敦街道地图上煞

费苦心地标示出病例位置后，他询问每个受影响的家庭从哪里获得饮用水，并

将水源追溯到弓街（Bow Street）的一个被污染的水泵。

根据传说，斯诺要求当地的市议员把泵上的把手拿掉，新的病例很快就不

再出现了。事实上，正如斯诺本人所承认的那样，当时疫情已经消退，但他已

经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主流的“瘴气”解释——认为这种疾病是由源于当地的

不洁净空气引起的——已有了一个挑战它的理论，其优点是简单易行，而且可

以证实。在斯诺绘制疫病爆发的位置图的同年，佛罗伦萨的微生物学家菲利

波·帕西尼（Filippo Pacini）描述了他从受害者的解剖尸体中提取的这种杆

菌。但帕西尼背后没有强大的政治机构来支持和传播他的突破性发现，而当时

的医学研究也不够系统，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范式的转变并不是自动

发生的。相反，“瘴气理论”的倡导者们完善了他们的论点，认为当地土壤、

空气和个人特征相互间的复杂作用导致疾病变化无常。在这些观点的支持者

中，最突出的一位是不屈不挠的化学家、卫生学家和卫生改革家马克

斯·冯·佩滕霍夫（ Max von Pettenhofer），我们不久后将在汉堡的故事里

提到他。

汉堡霍乱的细节图（作者：Jean Spe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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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 年，霍乱首次传入欧洲，造成了大规模的死亡、恐慌和动乱。弧菌在

人类宿主体内会产生特别令人讨厌的症状：一旦进入肠道，即进入其理想的微

生态环境，它就会成倍地繁殖，并在短短几个小时内驱赶出宿主的微生物群。

感染者的身体失去了对身体功能 的控制，无法控制地呕吐、腹泻和肌肉痉挛，

脸色发青、腹胀。然后，灾难性的脱水会 导致大约一半的感染者死亡。

对于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来说，霍乱的发作方式的可怕程度并不亚于死亡

的预兆：一个人可能在吃饭时或在电车上被传染，引起他或她的同伴们的反感

和恐惧。同样令当局感到不安的还有“霍乱暴动”，在这些暴动中，农民和新

近扩大的、卫生条件极差的工业城市居民攻击地主、市政当局，有时还攻击医

生，指责他们以疾病为借口，把他们赶出家门，抢夺他们的财产。有时，穷人

甚至指责富人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引进这种疾病。

其后的霍乱大流行与 1848 年欧洲各地的起义时间——局部霍乱爆发已有十

年之久，包括引发斯诺调查的那次——以及 19 世纪 70 年代的战争发生的时间

相吻合。1891 年，饥荒袭击了俄国，引发了数十万人的西迁浪潮，而西迁者的

经济水平比饥饿的农民阶层高出不少，弧菌也随之而来。那些疲惫的、贫穷

的、成群结队的群众梦想着到美国，而汉堡-美国轮船公司是通往新大陆的最便

捷的航线。德国卫生当局在移民们移动的过程中登记了病例；许多人在边境被

拦下，但有些人却在未被检测的情况下通过了。疫情警告灯在闪烁着红灯。

二、医学和生态学的争议，当时的和现在的

霍乱是这出戏剧中的一个反面角色：隐蔽、突发、致命。在汉堡疫情发生

时，关于它的病因学说还存在很大争议。是污染物入侵吗？是否是在当地特殊

的环境状况下出现的？在斯诺和帕西尼的研究 30 年后，在科赫分离出弧菌 8 年

后，医学上仍未达成一致。汉堡将 要改变这种情况。

科学方法本身是与医学发现同时发展的，而科赫是这两方面的先锋。“科

赫的假设”，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科赫假设”，是确定疾病的病原体是否

确实被正确识别的标准。根据该假设，微生物学家首先要在所有被感染的个体

中识别出可疑的微生物；其次，要在培养物中培养；第三，他必须用该微生物

感染一个实验动物，并观察它是否有类似的症状；最后，在患病或死亡的动物

中分离出相同的微生物。这个实验必须是可重复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科赫

对霍乱弧菌的鉴定并没有达到他自己的标准；尽管他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他无

法在动物宿主中诱发霍乱。霍乱只影响人类。此外，还有很多关于爆发的问题

没有得到解答，比如说谁、为什么、在哪里爆发的问题——这鞋材料足够让怀

疑论者确认，细菌理论至少是不完整的。

然而，19 世纪 80 年代和 19 世纪 90 年代的霍乱争论是在新微生物学的曙

光下发生的第一次。所谓的“反霍乱主义者”和“地方主义者”认为，肯定还

有其他的有利因素，如天气、土壤或病人的性格等。激进主义者们质问，为什

么无产阶级总是受到最严重的打击？(对疾病模式的研究表明，情况并不总是如

此，但事实往往是如此，这足以成为社会改革议程的一个有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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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今天的 COVID-19 冠状病毒而言，谜团更少了，科学方法更健全了，解决

争议的速度也快了许多倍。从发现一种新的疾病到知道其病原体的时间间隔，

比起五十年来的时间间隔，只有近五天时间。冠状病毒在第一批病例发生后的

几天内就被分离出来，两周后其全基因组测序在网上公布。在绘制流行病学情

形图方面，我们有检测和追踪的优势，也有海量的计算能力。尽管如此，许多

事情仍然不确定，流行病学家们还在继续修正他们对病例死亡率和易感因素的

解释。我们不知道 COVID-19 是否会感染 20%、40%或 70% 的人口。重要的是，

我们要剖析我们的无知，把现在就可以计算的风险，当我们有了更好的数据后

那些会被计算出来风险，以及因为无法通过数据收集捕捉到而完全不确定的 那

些事情，都分辨出来。

来看一个例子。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尼尔·弗格森（Neil Fergusson）教

授及其同事在“非药理干预”（NPIs，指的是隔离或社会疏远等政策）的影响

和可能轨迹的颇具影响力的模型中，指出了如下注意事项：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鉴于 SARS-CoV-2 是一种新出现的病毒，对其传播情况

还有很多东西需要了解。此外，这里所详述的许多国家的“非药理干预”措施

所产生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引入这些措施的反应，而这种反应

很可能在不同的国家甚至不同的社区之间会有很大的差异。最后，即使在没有

政府规定的干预措施的情况下，人们的行为 也极有可能发生重大的自发改变。

这里有两个注意事项，应该区别对待。一是健全的流行病学的基础数据还

尚不为人知， 但人们正在不断获取更好的数据近似值。这是在更好地计算风险

方面的工作。第二个注意事项，弗格森将其分为两点，那就是结果将取决于人

们如何应对，既要看官方的政策，也要看其他不断变化的看法。健康行为比流

行病学的常量更难测算。问题是，流行病轨迹中的社会部分在某种方式中是不

确定的，而医学部分并不遵循那种方式：虽然边际可以缩小，但风险确实无法

量化。在一系列研究健康、环境和政治的交互影响的博客文章中，科技政策学

者安迪·斯特林（Andy Stirling）解释道：“‘不确定性’和‘风险’之间存

在关键区别。‘风险’是一种结构化计算的结果，此计算结果必然反映了一种

特定的观点。‘不确定性’就是这些风险计算可能遗漏的东西。”健康行为就

是遗漏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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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的胜利（The Triumph of Death ）(作者：Pieter Bruegel the Elder，1562 年）

另一个不确定的因素是，流行病是从微生物到行星的不同规模的进化中的

拐点。病原体在进化；微生物在动物和植物、土壤和水体的微生物群中滋长繁

殖；病毒的残余存在于我们的 DNA 中。对于细菌和病毒来说，人类自我的边界

没有任何意义，我们越是发现我们 DNA 中的病毒残余物和微生物体很多，就越

是不得不承认这个观点。19 世纪恶毒的霍乱菌株保留了它们之前的速效性和致

命性的策略，杀死了大约一半被它们侵入繁殖的人类。20 世纪中叶，霍乱弧菌

的埃尔托(El Tor)型毒株进化出了一种新的策略，即降低毒力。这是病原体常

见的适应性轨迹，它们通过将宿主视为共生体而不是肆意侵害宿主而滋长起

来。任何新病原体的第一次大流行，对人类来说，通常是最糟糕的，亚洲和欧

洲的鼠疫、美洲的天花和麻疹以及霍乱都是如此。对于今天遭遇 COVID-19 的智

人来说， 这并不能安慰他们。

生态系统也会发生变化。大多数感染人类的新病原体都是人畜共患的：它

们跨越物种屏障，要么来自野生猴子或蝙蝠，要么来自驯养的鸡或猪。这种情

况历来如此。但是，在过去，致使人畜共患病的病原体可能会感染一帮狩猎采

集者；而今天，由于全球化的世界，人们彼此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一个地方

性的疾病爆发可能在几周内就会变成大流行病。另一个新的因素是人类与家畜

和工厂化养殖场的距离较近。地球上 90%的非人类陆生脊椎动物的生物量是为

我们的消费而饲养的，它们生活——如果我们可以称之为活着的话——在诸如

人类历史上从无先例的饲养场这样的生态系统中。

正如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在《门口的怪物：禽流感带来的全球威

胁》（The Monster at Our Door: The Global Threat of Avian Flu，2005)

中观察到的，这些都是新的人畜共患病的完美孵化器，尤其是禽流感，它可以

先在鸡群中进化，然后跳到猪群中， 作为一种病原体进化的加速器，最后一跃

而侵袭到人类身上。反过来，每一个新的人类与病原体的组合，都会改变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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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和疾病的生态环境：我们的建筑环境发生了变 化（如 19 世纪引入市

政供水系统）；我们的生化环境有了改变（如用抗生素补充动物饲料）；我们

的健康行为也有了不同之处。同时，气候变化正在以我们无法预测的方式改变

着传染病的生态环境。大流行病后的世界是一个改变了的生态系统。

尽管在研究这些复杂的环境因素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它们所带

来的不确定性却被遗漏在狭隘地侧重于预测病例和死亡人数的流行病学模型之

外。标准的“流行病叙事”包括一个稳定的“常态”，该常态受到一种新奇

的、外来病原体的入侵威胁，随后而来的是流行病和对流行病的（不同熟练程

度的）应对，最后以恢复原状（status quo ante）为结局。这种整齐的故事情

节根本站不住脚。反过来说，在 140 年前的汉堡，以及今天的世界各国，什么

是“遗漏”的，就看你站在什么位置。

未完待续……

亚历克斯·德瓦尔（Alex de Waal），塔夫茨大学弗莱彻学院世界和平基金会

执行主任。他是《大规模饥荒：饥荒的历史与未来》（Mass Starvation: The

History and Future of Famine）和《非洲之角的真正政治：金钱、战争和权

力交易》 （The Real Politics of the Horn of Africa: Money, War and

the Business of Power），也是《冲突中的宣 传 ： 对跨国活动主义的批判

性 观 点 》 （ Advocacy in Conflict: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Transnational Activism）一书的编辑。

本文英文原文载于“Boston Review”（2020.04.03），题目为“New Pathogen,

Old Politics”。

本文译者为微信“勿食我黍”号编者。本次推送的为该长文的第一部分，后半

部分将视译者时间而确定何时发送，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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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资料来源与延伸读物

第一辑：阅读、个人与历史

单元一：阅读、思考与生命

1. 张五常 读书的方法

《吾意独怜才——五常谈教育》，2010，北京：中信

2. 伍尔夫 普通读者

刘炳善编《伍尔夫散文》，2000，北京：中国广播电视

3. 伍尔夫 一个人怎样读书

刘炳善编《伍尔夫散文》，2000，北京：中国广播电视

4. 叔本华 论阅读与书籍

绿原译《叔本华散文》，2008，北京：人民文学

5. 张五常 思考的方法

《吾意独怜才——五常谈教育》，2010，北京：中信

6. 叔本华 自我思考

绿原译《叔本华散文》，2008，北京：人民文学

7. 叔本华 论教育

绿原译《叔本华散文》，2008，北京：人民文学

8. 吴睿人 理想：深刻、成熟、自我期许 《中国论坛》 1983.09.25

9. 陈莲馨 一名组织者的反思

《殊途同归——亚洲女工组织工作经验集》1993，台北：台湾工运杂志社

10.弗洛姆 信条

夏中义主编《大学人文读本•人与自我》，2002，桂林：广西师范大学

11.周保松 活在香港：一个人的移民史，《思想》第 6期，2007，台北：联经

延伸读物：

Neil Browne, Stuart M. Keeley《学会提问》，2012，北京：机械工业

Mortimer J. Adler, Charles Van Doren 《如何阅读一本书》，2004，北京：

商务

Matthew B. Crawford 《摩托车修理店的未来工作哲学：让工匠精神回归》，

2014，杭州：浙江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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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二：历史与人物

1. 茨威格 滑铁卢的一分钟

《人类的群星闪耀时》，2009，北京：三联

2. Colin Evans 阿蒙森与斯科特

《历史上的九大冤家》，2003，北京：中信

3. 曾纪鑫 洪秀全：“天国”的实验与失败

4. 曾纪鑫 曾国藩：天降大任的自觉承担者

5. 曾纪鑫 严复：弱肉强食的危机与适者生存的图强

《千古大变局：近代中国的 11 个寻路人》，2015，北京：九州

6. 史景迁 《天安门：中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2016，台北：时报

7. 董国强 理想与现实的捍格——读《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

《开放时代》2000 年 9 月号

8. 盛思吾 从女侠秋瑾到学生李超——关于新女性之死的公共性阐释

《爱思想》网站，发布于 2019 年 2 月 22 日

9. 许纪霖 文人与信徒的双重灵魂——再解丁玲之谜

《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16 年 12 月号，总第 158 期

10. 许纪霖 沈从文：做志士还是绅士？

许纪霖《安身立命：大时代中的知识人》，2019，上海人民

11. 江弱水 一个观念的旅行故事

Edmund Wilson《到芬兰车站》，2014，桂林：广西师范

单元三：历史与文化

1. 庞永 中国思想史简述，原刊于《思想评论》网站

2. 赵鼎新 《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引论

《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2011，上海：华东师范

3. 赵鼎新 儒法传统与中国崛起

《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2015，杭州：浙江大学

4. 蒋廷黻 《中国近代史》，2013，台北：商务

5. 庞永 西方思想史简论，原刊于《思想评论》网站

6. John Hirst 《你一定爱读的极简欧洲史》，2011，广西：广西师大

7. 陈嘉映 东西文化思想源流的若干差异，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编《中国问题》，2010，北京：上海人民

8. Jomo K.S. 马来西亚半岛历史之概略

《1993 马来西亚独立历史专刊》，1993，台北：第 21 届马来西亚同学会

9. Barbara Watson Andaya, Leonard Y. Andaya 马来西亚历史中的一些主题

《马来西亚史》，2010，北京：商务

10. Donna J. Amoroso Making Sense of Malaysia, Kyoto Review of Southeast

Asia. Issue 3: Nations and Other Stories. March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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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读物：

樊树志 《国史概要》，2018，上海：复旦大学

伊沛霞 《剑桥插图中国史》，2018，长沙：湖南人民

Donald Kagan, Steven Ozment Frank M. Turner

《西方的遗产》（上下），2009，上海：上海人民

Barbara Watson Andaya, Leonard Y. Andaya

《马来西亚史》，2010，北京：商务

Milton Osborne 《东南亚史》，2012，北京：商务

Anthony Reid 《东南亚史: 危险而关键的十字路口》，2021，上海：上海人民

第二辑：现代变迁、全球化、环境危机与瘟疫

单元四：现代社会的形成与认识

1. 黄瑞祺 现代性的省察——历史社会学的一种诠释

《台湾社会学刊》第 19 期，1996 年 3 月

2. Anthony Giddens 社会学：基调与问题

《批判的社会学导论》,1995，台北：唐山

3. Randall Collins, Michael Makowsky 社会与幻像

《发现社会之旅——西方社会学思想述评》，2006，北京：中华

4. C. Wright Mills 承诺 《社会学的想象力》，2017，北京：师范大学

5. Juliet Mitchell 妇女：最漫长的革命

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精选》

2007，北京：中国妇女

6. Pamela Abbott, Claire Wallace, Melissa Tyler

女性主义与社会学的想像、女性主义社会学理论

《女性主义社会学》，2008，台北：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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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nthony Giddens What do sociologists do?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1987，Oxford: Polity Press

附录：社会学家是做什么的？

《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2003，北京：社会科学文献

8. Robert Dahl 引入影响力、什么是政治

《现代政治分析》（第四版），1987，上海：上海译文

9. Kenneth Minogue 政治中为什么没有专制者的位置

《政治学》，1998，香港：牛津

延伸读物：

Anthony Giddens 《批判的社会学导论》,1995，台北：唐山

Randall Collins, Michael Makowsky

《发现社会之旅——西方社会学思想述评》，2006，北京：中华

Pamela Abbott, Claire Wallace, Melissa Tyler

《女性主义社会学》，2008 年，台北：巨流

Kenneth Minogue 《政治学》，1998，香港：牛津

Frederick Watkins 《西方政治传统：近代自由主义之发展》，1999，

台北：联经

Randall Collins 《暴力：一种微观社会学理论》，2016，北京：北京大学

单元五：现代对传统的冲击

1. Munsyi Abdullah 《阿都拉传》序言、后记，1998，新加坡：热带

2. Munsyi Abdullah《阿都拉游记：吉兰丹篇》接到邀请、回返新加坡

2000，新加坡：热带

3. 李元瑾 从文化殖民的视角重读新加坡海峡华人的失根与寻根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4 年 6 月第 2期

4. V.S. Naipaul 旧有平衡 《印度：受伤的文明》，2003，北京：三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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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V.S. Naipaul 土崩瓦解的世界《印度：受伤的文明》，2003，北京：三联

6. 张灏 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

《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9 年 4 月号，总第 52 期

7. 余英时 中国现代价值观念的变迁

《知识人与中国文化的价值》，2008，台北：时报

8. 余英时 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

《史学与传统》，1985，台北：时报

9. 金耀基 中国现代化与文明转型

《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2016，广州：广东人民

10. 宋少鹏 革命史观的合理遗产——围绕中国妇女史研究的讨论

《文化纵横》2015 年 8 月号

11. 唐君毅、张君劢、牟宗三、徐复观

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

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

原刊于《民主评论》1958 年元月号。电子档取自网络

12. V.S. Naipaul 我们的普世文明 《我们的普世文明》，2014，海口：南海

延伸读物：

何伟 《寻路中国：长城、乡村、工厂，一段见证与观察的纪程》，

2013，台北：八旗文化

金耀基 《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2016，广州：广东人民

王政、陈雁 主编《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2005，上海：复旦大学

夏晓虹 《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第二版），2014，北京：北京大学

V.S. Naipaul 《印度：受伤的文明》，2003，北京：三联

刘绍华 《我的凉山兄弟》，2013，台北：群学

李元瑾 《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邱菽园、林文庆、

宋旺相的比较研究》，2001，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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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ish A. Noor Munshi Abdullah bin Abdul Kadir and the Predicament of

the Modern Colonial Subject (Part I-III) in From Majapahit to Putrajaya:

Searching for Another Malaysia, 2005, Silverfish books.

Joel S. Kahn Other Malays: Nationalism and Cosmopolitanism in the

Modern Malay World, 2006, NUS Press.

Wendy Mee and Joel S. Khan ed, Questioning Modernity in Indonesia and

Malaysia, 2012，NUS Press and Kyoto University Press.

Donna J. Amoroso Traditionalism and the Ascendancy of the Malay Ruling

Class in Colonial Malaya, 2014, SIRD & NUS Press.

单元六：现代性的反思

1. 钱永祥 纵欲与虚无之上：回顾韦伯的《学术与政治》

《纵欲与虚无之上——现代情境里的政治伦理》2001，台北：联经

2. 叶启政 传统与现代的斗争游戏 （同下）

3. 叶启政 再论传统与现代的斗争游戏——正规化的揉搓形塑（同下）

4. Alan Bullock 《西方人文主义传统》，2012，北京：群言

5. Daniel Bell 领域的分裂 《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1989，台北：桂冠

6. 汪民安 导论、现代性的冲突 《现代性》，2012，南京：南京大学

7. 谢立中 “现代性”及其相关概念词义辨析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 5期（总 207 期）

8. 黄崇宪 “现代性的”的多义性/多重向度

黄金麟、汪宏伦、黄崇宪编《帝国边缘：台湾现代性的考察》2010，台北：群学

9. 叶启政 启蒙人文精神的历史命运——从生产到消费

《传统与现代的斗争游戏》，2001，台北：巨流

10. 赵旭东 启蒙、秩序与发展综合症——法律⼈类学的中国思考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1期

延伸读物：

Neil Postman 《童年的消逝》，2015，北京：中信

Neil Postman 《娱乐至死》，2015，北京：中信

汪民安 《现代性》，2012，南京：南京大学

钱永祥 现代性业已耗尽了批判意义吗？《纵欲与虚无之上》2001，台北：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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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七：从现代到帝国、殖民

1. Victor Kiernan 《人类的主人》导论、结论

《人类的主人——欧洲帝国时期对其他文化的态度》，2006，北京：商务

2. Pankaj Mishra 前言、含糊不明的报复

《从帝国废墟中崛起：从梁启超到泰戈尔，唤醒亚洲与改变世界》

2013，台北：联经

3. Geoffrey Barraclough 对西方的反抗——亚非对欧洲霸权主义的反应

《当代史导论》，1996，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

4. Ian Buruma, Avishai Margalit 西方主义 《国外文学》2002 年第 2期

5. 石之瑜、谢明珊 西方不在西边：西方主义的自我认识方法

《东亚研究》，2008 年 6 月，39 卷第 2期

6. Karl Jaspers 《时代的精神状况》导言

《时代的精神状况》1997，上海：上海译文

7. Erich Kahler 纳粹攫取权力、虚无主义文学

《德意志人》1999，北京：商务

8. 陈雁 评有关《共产主义黑皮书》的讨论

《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8 年 10 月号，总第 49 期

9. Ernst Cassirer 现代政治神话的技巧《国家的神话》2003，北京：华夏

10. 南京大屠杀与纳粹屠犹问题的比较视域——访王炜、王炎

《民主与科学 》2005 年 04 期

11. 许纪霖、吴冠军 世俗社会的宗教神经：“九一一”周年的反思

《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2 年 10 月号，总第 73 期

12. 罗永生 香港的殖民主义（去）政治与文化冷战

《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 67 期，2007

延伸阅读：

Donald Kagan, Steven Ozment, Frank M. Turner《西方的遗产》（上下）

2009，上海：上海人民

Karl Jaspers 《时代的精神状况》，1997，上海：上海译文

Kurt Sontheimer 《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反民主思想》，2017，北京：译林

Richard Pipers 《共产主义简史》，2004，台北：左岸

Dietmar Rothermund 《殖民统治的结束》，2000，台北：麦田

Walther L. Bernecker 《第三世界的觉醒与贫困》，2000，台北：麦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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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上下），

2017，北京：北京大学

Pankaj Mishra 《从帝国废墟中崛起：从梁启超到泰戈尔，唤醒亚洲与改变世界》

2013，台北：联经

Tim Harper Underground Asia: Global Revolutionaries and the

Assault on Empire, 2021,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陈光兴 《去帝国：亚洲作为方法》，2006，台北：行人

单元八：全球化、环境危机与瘟疫

1. John R. McNeill, William H. McNeill 《人类之网》导论：各种网络与

历史，《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2011，北京：北京大学

2. Daron Acemoglu, James A. Robinson 理解富裕与贫困，《国家为什么会

失败：权力丶富裕与贫困的根源》，2013，台北：卫城

3. Sidney W. Mintz 食物丶历史与全球化 《中国饮食文化》2006 年第 1期

4. 陈淑敏 契机与困境：读《全球化危机》

《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0 年 4 月号（总第 58 期）

5. Barrie Axford 全球化的过程

B. Axford, G. K. Browning, R. Huggins, B. Rosamond《政治学的基础》，

2007，台北：韦伯文化

6. 瞿宛文 反全球化的意义何在？——回应“为何反全球化？如何反？”

《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02 年 3 月，第 45 期

7. Donald Worster 为什么我们需要环境史，《世界历史》2004 年第 3期

8. John R. Mcneill, Peter Engelke 《大加速》：导论

《大加速：1945 年以来人类世的环境史》，2021，北京：中信

9. William H.McNeill 《瘟疫与人》引言

《瘟疫与人》，2018 ，北京：中信

10. 赵汀阳 病毒时刻：无处幸免和苦难之问，原刊于《文化纵横》2020 年 3

期，后收录于宋冰编《走出人类世：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哲思》

2021，北京：中信

11. Alex De Wall New Pathogen, Old Politics，

原刊于“Boston Review”（2020.04.03）

附录：新的病原体，旧的政治（节译），原刊于微信账号“勿食我黍”

延伸阅读：

Jerry H. Bentley, Herbert Ziegler 《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上

中下），2014，北京：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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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on Acemoglu, James A. Robinson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丶富裕与贫困

的根源》，2013，台北：卫城

Jeffrey D.Sachs 《全球化简史》，2021，长沙：湖南科学技术

Eric R. Wolf 《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2018，北京：民主与建设

Sunil S. Amrith 《横渡孟加拉湾：自然的暴怒和移民的财富》，

2020，杭州：浙江人民

Anthony Reid《东南亚的贸易时代 1450-1680 年》（两卷），2013，北京：商务

附录：周鑫《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 年》评介，2011 年 11 月，海洋史

研究（第二辑）

John L. Seitz 《全球议题》，201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

David Held, David Goldblatt, Anthony McGrew, Jonathan Perraton

《全球化趋势与冲击》，2007，台北：韦伯

Ulrich Beck 《全球化危机》，1999，台北：台湾商务

Pietra Rivoli 《一件 T恤的全球经济之旅：从经济学家观点看世界贸易的

市场丶权力和政治》，2016，台北：宝鼎

John R. McNeill, William H. McNeill 《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

2011，北京：北京大学

John R. Mcneill, Peter Engelke 《大加速：1945 年以来人类世的环境史》

2021，北京：中信

J. Donald Hughes 《世界环境史》，2014，北京：电子工业

J. Donald Hughes 《什么是环境史？》，2022，上海：光启

William H. McNeill 《瘟疫与人》，2018 ，北京：中信

Charles Kenny 《瘟疫周期：人口、经济与传染病的博弈循环》，2021，北

京：中信

Michael T. Osterholm, Mark Olshaker《致命敌人：为下一次大流行病做准备》

2020，北京：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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