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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現代之後──社會科學的悲劇與鬧劇

⊙ 劉 進

 

一 幕 啟

自中世紀的迷霧被啟蒙的號角穿透並逐步彌散以來，科學與理性這對指稱現代性的雙生兄弟

就開始逐步走向歷史舞台的中心。科學變成了一把尺規，將抽象的理論研究和具體的行為實

踐都作了規定。它把任何與其相反和相左的律戒都釘在了恥辱柱上，並不斷的警示著人們。

科學和關於科學的宣稱幾乎被抬高至類似於宗教神權在人類心目中的地位，而從某種意義上

說，它正是一種宗教，而且這種宗教的力量開始從最初的上層社會深入到普通大眾。正如馬

克思在他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描述十六世紀宗教改革運動所做過的評述一

樣：路德戰勝了信神的奴役制，只是因為他用信仰的奴役制代替了它，他破除了對權威的信

仰，卻恢復了信仰的權威1。人在與神的對壘中戰勝了神，卻同時將科學送上了神的法壇。科

學的金科玉律在啟蒙之後成為了鑲嵌在王冠之上的寶石，它的光芒照亮了整個社會。

啟蒙的第一聲吶喊來自於學界，科學的第一縷光也最早在學院裏引發了最大的反映，而社會

科學的反映則尤為激烈。社會科學的發生是在啟蒙之前，而當啟蒙之光首次照射到社會科學

之上時，社會科學的震動則是史無前例的。各級學科都開始根據科學的標準來完善和發展自

己，以求穩定的學科地位甚至是霸權的學科態勢（經濟學帝國主義無疑是這場震動中的最大

贏家）。以社會學為例，顯然這門學科的誕生是在啟蒙之後，而這也註定了這一學科在這場

變動中的步伐已經遠遠的落後於整個潮流。因此自其發端之日起，科學化（或曰實證取向）

幾乎成為了其安身立命之本。也正因為在孔德、涂爾幹和帕森斯等不斷的實證努力之下，社

會學終於完成了其學科孕育期走向成熟，並在半個世紀之後基本上完成了學科體系化的總體

進程。社會學只是諸多孜孜追求科學化的學科之一，科學的旋風已經席捲了整個社會科學

界。因此從十七世紀開始到二十世紀初葉，社會科學迎來了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而這也更

加強化了科學和理性的地位。但當人類將這一對雙生子──上帝賜予人類的第二基督──頂

禮膜拜為拯救一切的福音之時，發生在二十世紀的兩乍驚雷像是一記重拳，狠狠的將人類擊

倒在地。兩次大戰的淒慘，除了帶給人們身體的創傷之外，心靈和理念上的震撼更加刻骨銘

心。硝煙在戰場上久久不得彌散，而伴隨著硝煙而來的深度衝擊卻早已蓄勢而起。科學和理

性──現代性，第一次像它的前任一樣被送上了時代的審判台。另一種潛伏於地底下的聲音

開始唱響了……

二 主角上場

在規範化的話語中，後現代主義一般是指起源於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原僅指稱一種以背離和



批判現代和古典設計風格為特徵建築學的傾向，後來被移用於指稱發生在哲學、文學、藝

術、美學、社會學、政治學甚至自然科學等諸多領域中具有類似傾向的思潮2。現在意義上的

後現代主義形成於二十世紀60年代，是一種從西方發達國家二戰後進入現代主義社會為背

景，以反思、批判或否定近現代主義文化、理論取向、理論基礎、思維方式為基本特徵，以

一種新的話語、新的形式解釋世界為特點的文化思潮。

後現代主義在形成一種全方位的理論思潮之後，其自身特徵也不斷的彰顯出來。儘管後現代

主義否定規範化的定式，但它卻同樣逃離不了自我標簽的命運。這種壓力來自其本身和外在

兩個方面，因為承認本身就是在做類型化的努力。不管怎樣，後現代主義淩亂的表達中還是

呈現出這樣一些特點。它強調世界自身的多樣性，反對、否定和超越傳統形而上學、二元

論、本質主義、理性主義、機械主義等；它認為我們不能再給世界一個統一的認識，世界是

破碎的。根本就沒有一個理性的或非理性的主體，有的只是個體；它沒有恆一的理論支點，

後現代主義不是試圖找到一個理論去解釋世界，而是要走近具體的體驗。

後現代主義自上個世紀60年代開始濫觴於西方世界以來，很快成為西方學術界的熱點和主

流，並在80年代前後達至其鼎盛時期，進入90年代以後，後現代主義開始走向衰弱，並發生

了分化。它起源於人文學科，但對整個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至今仍產生著不容低估的影

響。法國《世界報》就曾借用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的一句經典話語，以不無震驚的語

調向世人宣告，有一個幽靈──後現代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出沒作祟3。如今這個幽靈已經開始

撼動整個世界，從平淡的生活實踐到抽象的理論建構，從外在的形象到內在的思維；從微觀

的個體到宏觀的組織。這一切影響都會被生活在這個情境中的人所感知，無論他置身何處。

後現代主義就像是一隻只伸出食指和中指的手，游劃在現代社會科學的科學和理性之軀上，

不斷的點擊他的要穴，從學科命題到學科基礎甚至是學者自身。而被點中命門的現代性衛士

葉開始在其群體內部產生分歧，他們或反應激敏，或步涉迷茫，或觸底反彈，或默默消沉。

一場後現代主義的颶風使現代性內在的社會萬象在歷史的舞台上開始翻演，劇情開始跌宕起

來了。

三 悲劇與鬧劇

學術是學者創作的舞台，學者給予學術以生命，而同時學術也不斷反過來形塑學者的學術性

格。英國自由主義思想大師塞亞‧柏林在《刺蝟與狐狸》一書中，曾形象地將當今學者分為

兩類：刺蝟型和狐狸型4。刺蝟型學者偏重理性，相信宇宙間存在一個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的體

系；狐狸型學者則偏重經驗，不相信任何系統，更不相信世界上的萬事萬物可以靠一個體系

就可以解決。而鮑曼則在全面細緻地描述了當代社會的後現代性質後，認為後現代知識份子

身份已從立法者轉變為闡釋者5。兩種不同類型或是角色的轉換，是時代發展的訴求，而事實

上這種要求或者說現實中的場景，未嘗不是這種角色主導下的呈現，正是這樣的兩類學者在

近半個世紀以來自導自演了這場或悲或鬧的劇目。

四 歡迎與溢美之聲後的悲戚

每一場劇幕的開啟，無論其精彩與否，都會引來一片掌聲和歡呼，而後現代主義的大劇當然

不會走出這種必然。



後現代主義並非第一個嘗試通過批判和重構使知識界重獲新生的「吃蟹者」，社會科學自身

的歷史讀起來幾如一場不斷獲得新生的戲劇。批判似乎是社會科學保留最長久的傳統之一，

還是以社會學為例，從孔德對啟蒙思想家的批判，或者馬克思對孔德的批判，迪爾凱姆和韋

伯對馬克思的批判，及至帕森斯試圖綜合古典傳統，以及新馬克思主義、交換理論和結構社

會學欲取結構功能主義而代之的種種努力，由此通過批判和重構使社會分析重獲活力的願望

成為一種經久不衰的母題。而如今帕森斯及其前，又不得不被推向檢視的舞台，接受來自福

柯、德里達、利奧塔、鮑德里亞、鮑曼、布林迪厄、吉登斯和德勒茲等後現代學人的反思和

批判。因此，後現代主義的批判颶風，在那些還立足未穩的學科中被最早接受了下來，他們

甚至開始希望借助這場風暴為自己還很稚嫩的學科基礎添磚加瓦。

他們中有人曾這樣憧憬後現代社會，在這個社會裏，人們將關注現代社會扭曲人與人、人與

社會之間溝通的事實，主張一種開放寬容的民主文化氛圍。進入後現代思維意味著從絕對的

獨斷論中掙脫出來，一切都由對話而溝通，一切意義都由解釋和再解釋而生成，人們可以將

自己的思想觸角伸向自己所陌生和渴求的任何精神領域。人們正在遠離這個啟蒙的時代，後

現代主義的目標就是要挑戰促使社會和政治層次結構永存於世的那種佔主導地位的二元意

義，後現代思潮迎來了雷鳴般的掌聲和雨點般的溢美之詞。因為他迎合了人們的心理，當現

代性所樹立起來的種種權威和規則無法承擔起保護主體存在之偉任時，人們只能從外在的保

護訴求轉向自我保護，而打破這種權威一統和規範一致就成為了必然，自由主義之聲，從現

代主義到後現代主義音調無形之中就高了幾十分貝。

因此，後現代之舟在學術界找到了舵力之源。學者們拾起塵封在儲物櫃裏的批判武器，指向

了由科學和理性在理論和實踐中建立起來模具和規則。學者們被束縛的神經開始活躍了起

來，他們像是重新找回了啟蒙的衝動。然而，後現代主義的批判力卻是獨一無二的，因為它

對所有競相對抗的學派或范式實際上所共用的社會科學構想發起了挑戰。後現代主義批評了

現代主義如下的觀念，即科學本身──而不是這種或那種理論和範式──是一種特許的理智

形式或真理媒介。它駁斥了科學所自稱的只有科學知識才具有確實可靠基礎的說法。它對統

一的、以共識為基礎的科學議程提出了異議。它質疑現代主義的下述觀念，即社會科學的主

要作用就是為社會研究提供堅實的概念基礎。後現代主義批評了現代主義所認為的：科學

是，或應當是價值中立的看法；後現代主義強調了科學的現實意義和道德意義6。大廈初成、

根基未穩的社會科學，不得不再次經歷腥風血雨般的摧擊和搖撼。

讓我們再一次走近社會學，管窺一下這場悲劇。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 各種全球化理論和

「後」學理論的出現可以被看作是在各種重大變化迫使理論家們對舊範式和舊理論產生懷疑

的時候， 為了認識新的社會狀況並提出新的理論範式而進行的各種嘗試。實證主義建立起來

的大社會學實體，在一時之間成為了眾矢之的。而長期籠罩在實證主義和結構主義之下的研

究範式和解釋模型再現端倪，西方社會學理論長期以來存在的無序狀態並沒有因此而得到緩

解，相反，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更深的迷茫和困惑之中， 社會學的整體建構真正實現了後現

代主義的「碎片化」預言，但面對已經被解構得支離破碎的殘軀，社會學卻更加無法看清自

己的未來，更不用說去預測未來的社會發展狀況了。於是有人開始轉向對學科本身的基礎性

反思，甚至有人悲痛地奏響了「社會學的終結」、「社會學理論的解體」的哀樂7。

社會學進入全面性的危機前沿，而這只是動整個社會科學全身之一發。在整個社會科學的大

場景中，正在上演著場面更恢弘，鬥爭更激烈的景象。後現代主義是一場颶風，帶給社會科

學的卻是一場「腥風血雨」。



五 爭論：悲與鬧的輪轉

有一則故事是這樣記述的，現代性是一個「籠子」，而人每天都生活在這樣一個被高科技的

鎖鏈和鐵柵欄束縛住的籠子裏，依據一本生活指南，人們被調整得十分適應他們的現實，相

信未來的生活是美好的。在籠外塵世的天堂中有一條蛇，名字叫「後現代性」，這條蛇每天

夜裏潛入籠中打開籠門，人們帶著恐懼與好奇的心理在夜間走出籠外，然而，面對的卻是模

棱兩可、形象不清的世界。儘管那是一個人類生存的廣闊空間，但失去確定的生活指南使他

們很快就失去了耐性，返歸到了籠中，絕望地把籠中的門閂上。留在籠外生活的人不再受現

代生活的鐵柵欄的約束，但也不再有明確的生活指南告訴他們:他們是誰? 做些什麼? 如何感

受和如何交往？8

這是一個描述後現代主義思潮對普通民眾影響的故事，雖然故事的形象性和合理性還頗有爭

議。但故事卻反映了一個現實：人們在風起雲湧的後現代思潮的衝擊下，開始考慮和反思後

現代主義自身所宣導和指向的一切。後現代主義是否會以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而告終？其激

進的中心是否會懷疑任何理性的話語標準？拒斥一般理論設計是否意味著放棄一種明晰的分

析和批評理論化程式，人們對此提出了質疑。後現代主義之激進的解構主義是否意味著所有

普遍範疇都是成問題的，或者是不合法的？

爭論由此便展開了，而這一切只是這場悲劇走向鬧劇的開始。我們無法全面展現這場鬧劇的

宏大場面，只是想通過一個側面，兩種聲音的對抗來素描一下。我選擇關於後現代主義與現

代性關係問題的兩種討論9:

主流之聲是這樣的，後現代主義孕生於現代性的母體之中，後現代主義不是要結束現代性，

而是在現代性的每一個節點上尋找對現代性的修繕和共存。他們或是從根源上去尋找現代性

與後現代主義之間的聯結，而回歸啟蒙的討論就是如此。他們認為，後現代主義與啟蒙之間

具有一種內在關聯，後現代主義是啟蒙批判精神的當代傳人。人們可以對後現代主義批判表

示不滿， 反對它的相對主義， 指控它的虛無主義，批判它的無政府主義。但是，當人們對

至高無上的主體和永恆的客觀真理失去信念之後，哲學批判只能是這副樣子，啟蒙也只能是

這副樣子。10 他們也有從現代性與後現代主義兩者恒有的特點和指向上直接尋找兩者的共識

共存。他們認為，作為一種當代的社會文化思潮，後現代的興起是現代性成長的必然產物，

它是伴隨著現代社會危機的出現，並對其進行深刻的分析和批判的結果，也是對當代資本主

義政治、經濟、社會生活和科技成就反思的結果。如果我們用尼采的「上帝死了」來描述

「現代性的誕生，那麼也可以用福柯的」作為主體的人死了來形容「後現代」對現代性的否

定11。

與此相對，反駁之聲亦是不絕於耳。這些旨在厘清現代性與後現代主義之間理念上的對抗，

將兩種思潮的對壘排列於歷史發展的序列中，並視兩者之間的發展趨勢是一種對另一種的全

面超越。他們或是這樣表達：後現代是現代的一部分乃是對歷史和文化的誤讀，其根源在於

未能領受到現代性和後現代性的不同本質，因而或者把文學藝術意義上的現代性等同於作為

歷史邏輯世道的現代性，或者對後現代性中尚未充分展開的全新生存邏輯和世界結構視而不

見。未能在本質性的維度上把握現代性和後現代性是上述論點產生的最根本原因，而歷史分

期尺度的混亂和曖昧則是其直接表徵。 又或是這樣表述：後現代不是現代的一部分，而是對

現代的徹底超越。從現代向後現代的轉折是人類必須完成的使命。它關係到人類乃至世界整



體（地球村）的生死存亡。只有真正後現代的後現代性才能拯救我們，人類的唯一出路就是

守望和建構尚未全面生成的後現代12。

這只是我們化約眾多有關現代性與後現代主義之爭論的一個細節，雙向對壘也只是便於敘事

的考慮，任何一種聲音在這場鬧劇中都將不可忽視，這不是一場簡單的和諧二重奏，而是難

以辯明曲目的無序交響。

六 不是結局的落幕

悲、鬧劇還在繼續，但我們卻不得不走向我們敘事的終結。幕落之前，我們也希望看到一些

有意義的小結，儘管這些小結不是最後的定論，但卻讓我們看到了一種暗暗滋生著的冷靜思

維趨勢。是的，我們應該看到作為在人類歷史急遽推進和文化相對主義精神膨脹的環境中產

生的一種文化思潮，後現代主義的發展也呈現著由無序到有序，由「混亂」到規範的歷程。

後現代主義無法提供比現代性更符合人性的生活指南，不能構想另一種美好生活，所以它並

不能真正超越現代性，只能使現代性更堅固地存在於人們的心中，使人們自覺地逃避後現代

的流浪式自由而複歸現代性的安全。13因此，對現代性的真正超越並不應該去無條件地、徒

勞地否定一切價值，那只會導致消極的虛無主義。人類必須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重建一種

健康、合理的烏托邦觀念，以此對人類的各種文化進行總體上的整合、統一。由此，對後現

代主義，也應以一種時空統一的視野加以總體性評價。否則，就會出現以偏概全、甚至以一

種「後現代主義」反對另一種「後現代主義」的失誤14。薩林斯的話也許可以被引用：「我

們不應該將當代西方資本主義的觀念形態歸結為連同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制度一起發明出

來的新符號文化體系，那些貌似『科學』、『現代』、『進步』的觀念，那些在表面上屬於

啟蒙時代以後才發展起來的新符號文化，實際上是西方遠古時代宇宙觀的延續作用。」15顯

然，這句話同樣適用於對後現代主義的認識。後現代主義就像一面鏡子，它將現代性的科學

與理性之光反射回現代性本身，讓人類認識到了自省的重要性，這是後現代主義作為一種思

潮存在的核心價值。但後現代主義的出現一開始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以全面消解現代性為目的

的，其不成熟的發展現狀也註定了這一任務在近期內不可能完成。正如現代性對傳統的超越

一樣，一切現代性的建構，多多少少都有傳統的影子，傳統並沒有成為廢墟，後現代主義中

也有現代性的影子。

最後需要說明一下的是，我把後現代思潮給社會科學帶來的種種曆變指稱為悲劇和鬧劇，不

是要把後現代思潮歸於一種思想的反動和學術的逆流。相反，我要說明的是，這場夾雜著悲

與鬧的劇碼，是從現代性本身孕育出來的。而不經規範化就被納入現代洪流之中後現代思

潮，以一個早生兒的悲劇，穿插打諢牽引了劇情的發展。社會科學之悲在於他在啟蒙之時，

被過繼到現代性的門下，而現代性卻以其自身的特性一步一步的抹殺了她初生時的童貞。她

被要求與她同胞兄弟自然科學一樣，規範化、統一化起來。這顯然是不符合她內心深處和本

源上的性情，她不乖戾甚至偏執。她討厭現代性給她裝點起來的一切，她開始變得神經質，

變得精神分裂，後現代正是她被壓抑性情的表現。鬧劇還在繼續，還好隨著後現代這個早產

兒的日漸成熟，我們似乎能夠收穫喜劇的落幕。但路似乎還很長，因為，後現代主義不是人

類的最後歸宿，它僅僅是世紀之交人類精神價值遁入歷史盲點的「文化逆轉」現象。後現代

主義作為一種文化思潮將成為歷史，但「後現代性」作為一種批判、否定的精神質素將植於

當代人的肌體。因為，「後」之後仍將是解構與建構的不斷交替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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