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裂的西方”及其底层逻辑
■ 郁喆隽

90高龄依然笔耕不辍

今年 6月 18日是德国思想家尤尔根·哈贝
马斯 90岁生日。世界各大媒体纷纷发表文章向
他表示祝贺， 一些知名学者也借此机会概述了
哈贝马斯的理论贡献。90岁高龄的哈贝马斯依
然笔耕不辍，对时局保持着高度的关注，所以远
没有到对他进行“总结陈词”的时刻。但是，如何
来理解他的全部思想， 还有如何来界定他的知
识身份，大家却莫衷一是。哈贝马斯毫无疑问是
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 不过他是左翼知识
分子吗？抑或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捍卫者？他更愿
意接受哪一个身份———哲学家、批判理论家、社
会理论家，还是公共知识分子？

混沌的时局可能也放大了哈贝马斯思想
的歧义性。但凡稍微关心一点超越个体快乐和
利益的人， 这几年都会有一种前路迷茫的感
受———个人和人类都仿佛处在一个前所未有
的分岔路口：既往的价值受到了多方面的严峻
挑战， 一些野蛮的力量肆无忌惮地卷土重来。

在政治与经济领域中，黑天鹅与灰犀牛接踵而
至。一方面，人们越来越陷入或者被迫退入不
可调和的对立阵营当中；另一方面，个人逐渐
被卷入诸多互不关联、彼此冲突的信息和文化
圈层中。在十多年前，哈贝马斯已经敏感地觉
察到了这些动向， 并尝试对其做出理论的反
思。他在 2002年到 2004年所接受的一系列采
访和撰写的文章，被收录在《分裂的西方》一书
当中。

在该书中，哈贝马斯结合对时局的冷眼观
察，探讨了多方面的问题：从原教旨主义的成
因，到第二次海湾战争中伦理、政治正当性问
题；哈贝马斯尤为关注的是欧洲内部对欧盟的
不同设想以及发展速度差异；最后，他旗帜鲜
明地反对美国式的单边霸权主义，建议在康德
世界共和国理论基础上，建立多极的新世界秩
序。这些话题跨度极大，表面上主要关乎政治
事件和局势问题，但笔者认为，在看似“散点”

的叙述背后，哈贝马斯却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焦
点或者“底层逻辑”———即“对话”。

“对话”主题日益凸显

哈贝马斯曾在 《在自然主义与宗教之间》

一书中这样总结自己的学术研究：“公共领域、

对话和理性这三个概念实际上贯穿了我的学
术工作和政治生活。”然而笔者注意到，在最近
的 20年中，“对话”这个主题逐渐凸显出来，超
过了另外两个概念， 成为哈贝马斯关注的焦
点。“对话”，英语翻译为 discourse，中文译法较
多，有“商谈”“话语”和“对话”三种。在哈贝马
斯的理论中，“对话”不仅是指两个人彼此说话
这样一种语言行为， 而是具有更深的哲学意
味———即双方达成共识与理解，在规范层面做
到一致。哈贝马斯在涂尔干、米德和科尔伯格
等学者的影响下， 建立了自己的对话伦理学。

对话伦理学虽然具有深远的学术背景和悠久
的理论传统， 但它所要回答的问题却是当下
的———即在价值多元的时代，人们应当如何行
动？或者说，人们应当按照怎样的伦理规范来
行动？这些伦理规范应当如何产生？

哈贝马斯在 20世纪 70年代末提出了“普
遍的有效性要求”：首先，说出某些能明白的东
西；其次，提供（给听者）某种东西去理解；再
次，由此使自己（说话者）成为可以理解的；最
后，与他人达成理解。这里的“理解”不仅指语
义层面上的明白、掌握，而且更多地指向规范
层面的一致、接受、承认，甚至带有谅解的含
义。有效性要求主要包含三个要素：真实性、

正确性和真诚性。 而在 《道德意识与交往行
动》一书中，哈贝马斯提出了两个基本原则：1.

普遍化原则：一般地遵循那些有争议的规范，

对满足每个个体利益的预期后果和附带结
果，能够被所有人不受强制地接受。2.对话伦
理原则： 只有当所有相关方都参与实践的对
话，他们所赞同（或能够赞同）的规范才是有
效的。

“对话”这个主题结合了哈贝马斯个人的
生活史和时代的背景。哈贝马斯在回忆自己童
年经历的时候，特别突出了一点：他天生兔唇，

后来虽然经过了矫正手术， 但发音依然含混，

别人很难听清楚他在讲什么。我们大致可以猜
想，哈贝马斯童年时在学校中会遭遇怎样的冷
落、歧视甚至是霸凌。因此，在他的一生中，人
与人如何能够进行有效交往的问题成为一个
主轴。如果以“对话”作为一个切入视角来重新
阅读哈贝马斯的作品就会发现，无论是在他早
年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还是《交往行动
理论》，直到最近关于时局和国际政治的《分裂
的西方》，规范如何获得其有效性，始终是一个
奠基性的问题。

“对话”的凸显本身可能是对当下世界经
历巨变的理论反应。 无论是对现实的批判，还
是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哈贝马斯都不由自主
地反复回到自己提出的对话伦理学的框架中
来。对话伦理学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西方为
何分裂，也隐含了一套可能的出路。因此可以
说“对话”就是其理论的一个底层架构。面对一
系列前所未有的难题，虽然不能说哈贝马斯给
出了完美的解决方案，但他却明确指出了病灶
所在。

霸权的根本在规范层面上

哈贝马斯观察到，在冷战结束之后，出现
了一种单极的世界秩序。“超级大国在军事、经
济和技术方面都获得了无可匹敌的优势。”他
认为，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单极秩序的根本问
题并非其绝对实力，或者滥用绝对实力所造成
的后果，例如单边的军事行动，以国家利益为
名对他国利益的侵犯……根本的问题是在规
范层面上———这样一种单级秩序不再希望通
过法律，而是希望通过权力来确保和平。世界
也不是通过世界公民的政治结社，而是通过市
场的方式而整合起来的。哈贝马斯认为，这两
者在事实和规范上都无法得到支持。从对话伦
理学的角度来看，单极秩序的规范问题在于它
不对自身规范的有效性进行质疑，也未能纳入
所有相关方对其有效性进行讨论，也即同时违
反了普遍性原则和对话原则。简而言之，任何
单边的规范“在本质上是有所欠缺的”，都不可
能成为普遍的。

哈贝马斯甚至想象了一种“善意的霸权”：

“即便我们从最好的情况出发， 以为领导该霸
权的是具有最高尚动机、 最智慧的政治家，但
是‘善意的霸权’也会遇到不可克服的认知困
难。” 最为致命的问题还不在于无法调和的利
益冲突，或者善良意图的问题，而在于单边主
义假定所有相关方都会接受所谓的 “普遍价
值”。因而哈贝马斯提出，要回到“接受一种意

见和意愿形成的话语程序的检验”， 即包容所有
相关方的对话，这就要求大国具备交换视角的能
力。

交互主体的对话模式

哈贝马斯在《分裂的西方》一书中提出了现
代性社会的内在问题。 人们不再能够简单地捍
卫任何一种真理诉求： 任何一种信仰都首先需
要接受科学的世俗知识的挑战； 其次要和其他
世界观的话语世界共存； 最后要对其自身的立
场进行反思。在这一背景中，任何文化都要具备
一种敏感性，来面对其他文化，甚至要对自身进
行文化批评。

哈贝马斯意识到，“……我们的社会关系充
斥着暴力、战略行动和操纵”，但是我们也不能忽
视另外两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一方面，我们的日
常共存的实践建立在一个共同的背景信念、文化
自明性和相互预期的基础之上。” 人们用语言来
为彼此进行行为的协调，而不同人之间行为的协
调不可能完全离开对有效性诉求的承认———换
言之，我们需要对别人说明，为何我们持有的规
范是有效的。“另一方面，交往障碍、误解和不理
解、不真诚和误导会产生冲突。”交往受到干扰之
后，才会出现暴力，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如果无法
克服，就会导致交往破裂。现代性困境要求所有
人走出文化中心主义，对“他者”进行理解。自说
自话式的单向表达是不可能让别人接受的。而缺
乏对“他者”的理解，恰是自说自话的成因。

哈贝马斯指出的出路依然是依赖于语言。

“在任何情况下， 一个解释必须要跨越双方的解
释学前理解差异，无论文化差异是大是小，时空
距离是长是短，语义差别是大是小。概括地说，任
何解释都是翻译。”他认为，对话的参与者要与理
解的困难做斗争， 这样才能拓展自身的视角，并
最终达成一致。“……因为他们在接受 ‘说话者’

和‘听话者’的对话角色过程中，已经参与了一种
根本对称性的建构。从根本上来说，所有言语情
景都要求这种对称性。” 也就是要学会在对话中
转换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这样才能建立起一种
共同的视域，双方才能建立起一种交互主体的共
有解释。

哈贝马斯很清醒地认识到，双方如果带有好
的意图，没有暴力，对达成共识会有帮助，但并不
充分。按照哈贝马斯这种理解，某些看似重大的
全球摩擦乃至冲突背后，其实并不存在重大的规
范性差异；相反，当事的双方恰恰是因为持有极
为相似的观念，仅仅因为不同的“站位”而导致冲
突。例如，贸易谈判双方都对“利益”有着相同的
理解， 也都认为应当最大限度地捍卫自身利益。

然而，我们时代真正提出的挑战却是不同规范之
间出现的冲突，也即无法被“他者”接受的规范。

例如，有人认为回到传统的“黄金时代”，就能够
克服现代性的诸多病症；而另一些人却认为技术
“进步”才是救世良方……在此，双方对“问题”的
界定存在规范性的差异。这样的冲突才是当今世
界的深层裂痕。而规范之间的差异也不能被简单
地等同于地域性的文化概念。西方内部存在一条
深刻的鸿沟，其他区域也不能幸免。这是一种现
代性的普遍症状。

标记出一条人类的“底线”

哈贝马斯是 20世纪哲学、 社会理论、 社会
学、法学等诸多学科的一个集大成者。他不仅从
20世纪的语言学转向中吸取了言语行为理论，也
从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康德那里继承普遍主义
伦理学立场、世界公民和世界共和的观念；他不
仅延续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关注和批判精神，

还从韦伯等社会学家那里承袭了对社会状况的
敏锐剖析能力。

人们当然可以认为，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
过于理想化， 在现实政治中几乎没有可行性。自
他提出该理论以来， 从不缺乏这方面的质疑。他
在《分裂的西方》中提出的联合国改革以及多极
世界秩序的方案，似乎在当下时局面前也的确显
得希望渺茫。不过，在一个民粹主义至上的时代，

哈贝马斯的理想主义框架更加凸显其价值———

现实的可行性无法替代规范的有效性。胡萝卜加
大棒的做法，永远不能代替道义———即便道义本
身内涵值得追问和反思。但正如他本人所看到的
那样，即便这些原则可以受到质疑，它们依然具
有“无可替代性”。这需要我们进行一场反向的思
想实验：如果我们在没有穷尽对话、交流与协商
的可能性之前，就诉诸威胁和武力的手段，世界
将会变成怎样？在威胁和收买之外，是否还存在
其他的路径？交往行动是否可以被彻底还原为某
种策略性行动？人类难道只能在历史的钟摆运动
中才会主动学习？

对话伦理学或许是哈贝马斯全部思想的底
色，而这一底色在时局的映衬下很可能标记出了
一条人类的“底线”。哈贝马斯在言说西方的分裂
之时，也不仅意指西方。对于中国的读者而言，它
可能具有这样的参考价值：如果将“各美其美，美
美与共，和而不同，天下大同”作为一个目标的
话，如何真正实现其价值？利益是多变的，不存在
永恒的利益； 但真朋友和假朋友还是有区别
的———后者看重短期的利益和交换，可以回避任
何价值承诺； 而前者未必在所有问题上全然一
致，但必须彼此坦承其核心规范。

刺猬的坚定和狐狸的灵活
■ 杜天昕

20年前，耶鲁大学为了培养世界未来的战
略家和国家领袖，开办了“大战略”课，研究世
界历史上的领袖人物做出的重要决策，从而发
展学生设计和提出有效大战略的能力，以解决
紧迫的全球问题。“大战略”课程受到广泛关注,

是耶鲁大学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而 20年后，

该课的主讲人，普利策奖得主、著名战略学研
究专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将大战略课程的
理论研究精华浓缩成了《论大战略》一书。

《论大战略》以公元前 400 年波斯国王薛
西斯一世入侵希腊作为开篇。幕僚阿尔达班以
前方可能存在的风险劝阻他，但薛西斯一世却
不以为意，最终他虽然率领大军渡过赫勒斯滂
海峡， 却在雅典被希腊人强大的水兵击败，只
得狼狈而归。

加迪斯引入了以赛亚·伯林关于刺猬和狐
狸的比喻：刺猬坚持一个目标，固执而坚定，依
照不变的原则行事；而狐狸适成对照，追求多
个目标，且目标之间可能并无关联，但能够根
据环境的变化及时作出调整。 对于加迪斯来
说，薛西斯一世就像刺猬，他对于自己征服希

腊的使命心无旁骛， 而且对于自己所拥有的
“万王之王”的力量怀有绝对自信，但他忽略了
供给、资源、地形、风暴等一系列客观条件和可
能出现的意外，因此最终陷入窘境，被希腊舰
队击退。而如果薛西斯一世像狐狸式人物阿尔
达班一样试图把一切可能都纳入考量，又会因
此而无法做出决断，止步不前。

对于伯林来说，刺猬和狐狸的身份似乎不
兼容，“一个人可以专注维持自己的内心世界，

也可以致力于建立、维护或服务于一个伟大而
光荣的国家，” 伯林写道，“但并不总能同时达
成两者。”但加迪斯认为，人类自然具备在大脑
中调和对立的能力， 我们同时具有狐狸式的
“快思维”和刺猬式的“慢思维”。而使得我们可
以在二者间切换的能力就是常识，它保证我们
可以一边玩手机一边走在路上而不会撞上路
灯， 以及尝试解决生活中各式各样的两难问
题。

那么为什么历史上的很多领袖人物都不
具备这样的常识？为什么像薛西斯一世、伯利
克里、拿破仑这样杰出的军事、政治领导者最

终都落入失败的境地？加迪斯从失败者的经验中
得出的教训是常识就像氧气一样， 人走得越高，

它也就越稀薄。当领导者身居高位，就容易被自
己的权威和成就所迷惑，深陷自己所擅长的角色
无法自拔。拿破仑就是在一次次胜利之后，对于
自己的战术逻辑产生了绝对信任，却忽视了环境
和偶然因素的影响， 率领法国军队背井离乡，深
入俄国寒冷的冬天，最终遭遇了失败。换句话说，

拿破仑追求的目标超出了他的能力，他没能恰当
地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

但加迪斯的结论并非一句悲观的“不要追求
超出你能力范围的目标”，他也提到了像林肯、罗
斯福这样能够完成看似远远超越自身能力的壮
举的伟大战略家。林肯出身平凡，没有接受过正
规教育，也没有军事和政治经验，却成为美国最
伟大的总统之一，带领联邦赢得胜利，废除了黑
人奴隶制。是什么帮助这些大战略家超越环境和
能力的限制，做出正确的决策？加迪斯认为掌握
大战略的最好方法就是了解历史人物的 “故事”

并从中获得经验，而他在这本书中对于跨越 2500

年时空的历史人物进行分析，从而得出什么样的

战略才能称得上是大战略。

加迪斯相信逻辑和理论不能推断或预测一
切， 因此在实践中重要的是预判可能发生的意
外，并及时做出调整的能力。像斯皮尔伯格执导
的林肯传记片中所说，“指南针……能从你所在
的地方为你指出真正的北方，但对于你前行路上
将要遭遇的沼泽、沙漠和峡谷，它不会给出任何
建议。如果在前往目的地的过程中，你只会闷头
向前冲，不顾障碍，必将陷入泥淖，一事无成……

那么，即使你知道真正的北方又有什么用呢？”

同理，创作了《战争论》的克劳塞维茨指出，

如果一种理论试图涵盖一切， 它就会失去意义，

成为冗长的废话。而包括法律在内的某些理论之
所以可以适用于一切可能性，是因为当这些抽象
的概念被应用于现实上时，它们允许“更自由的
解释”。克劳塞维茨由此得出，天才战略家需要的
“在任何时候都能洞见真相的洞察力” 来自于将
战略和想象结合，这种能力更接近于艺术家理解
世界的方式，而不是科学家的。在了解了所有已
知条件的情况下，有时也需要直觉和想象力的帮
助。因此，优秀的战略就是要在理论和实践、计划

与即兴之间找到平衡。

不仅如此，加迪斯还相信作为战略家，为了
面对理论无法解释的未知情况灵活应变，自相矛
盾有时也是一种优势。他并非认为人可以没有原
则地行事， 而是认为原则只应用来确定目标，而
在达到目标的实践过程中，如果太在意前后一致
和自我一致，反而会作茧自缚。罗斯福就曾坦言：

“我是一个玩杂耍的人， 从不让我的右手知道左
手要做什么。”

加迪斯相信，“一流的智者能够同时在脑海
中持有两种相反的想法，并且仍然保持行动力”。

真正的战略家可以以刺猬的方式坚定自己的目
标，同时用狐狸的手段向目标前进。加迪斯探讨
的战略逻辑不仅适用于做出宏观决策的领袖人
物，也适用于关注企业发展战略的企业家，和想
要在生活和事业中找到方向的个人。

《论大战略》
[

美
]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 著
臧博 崔传刚 译
中信出版集团

如果文字从不曾存在，如果故事
只有口头传颂而从未以文字记载，我
们将会失去什么？这样的一个世界可
以说是无法想象的。我们的历史观
念，我们对帝国和民族的浮浮沉沉的
理解，将会截然不同。大部分的哲学
和政治思想将根本不会来到这个世
界，因为不会有促使它们诞生的作
品。几乎所有的宗教信仰都将连同它
们赖以表达的经文手稿一同消失。

文字并不只是为了爱书者而存
在的。从它在 4000 年前与世界打了
第—个照面开始，文字一直在塑造和
影响地球上大部分人的生活。

———《文字的力量： 文学如何塑
造人类、文明和世界历史》，[美]马丁·
普克纳著，陈芳代译，中信出版集团

极端的文化与政治元素消散，使
得较温和的 20 世 纪 60 年 代美
学———便装、务实、回归基本———得
以赢得大众喜爱。牛仔裤获益最多，
它在 1971 年的销售数字十分惊人，
高达 1500 万条，1973 年更跃升至三
倍，达到 4500 万条。那么多的牛仔布
料连接起来，足以从地球来回月球 90
次。其中成功的关键是喇叭裤。男生
穿起直筒和剪裁合身的裤型最好看，
但喇叭裤管男女皆宜，牛仔裤市场规
模因而倍增。

———《原宿牛仔： 日本街头时尚
五十年》，[美]W·大卫·马克斯著，吴
纬疆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展望小舍面朝旭日，清晨的阳光
穿过屋前的小径洒落，在一片轻薄海
雾中，小径泛起银光。一小簇深绿色
的金雀花穿透浅赭色卵石堆生长起
来。不远处，海边零星地点缀着些小
屋与渔船的轮廓，还有一处常年废弃
的砖房，仿佛一座以怪异姿态沉没的
海岸碉堡。许多年前，渔夫们曾在那
里用琥珀色的防腐剂浸煮渔网。

没有墙，也没有篱笆，地平线成
为我这花园的边界。在这片荒芜的景
致中，打破宁静的只有风和那些海
鸥，它们尾随下午出渔归来的渔夫，
聒噪不止。

这儿有着比英国其他任何地方
都更加充足的阳光，加上那止不住的
风，渐渐将这片卵石滩变成石漠，只
有最顽强的草方能扎根———它们为
灰绿色的海甘蓝、蓝色的牛舌草、红
色的虞美人、黄色的景天铺路。

———《现代自然》，[英]德里克·贾
曼著，严潇潇、沈盈颖译，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

《分裂的西方》
[

德
]

尤尔根·哈贝马斯 著
郁?隽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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