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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瑪斯．曼對美國的沉思

——勒佩尼斯《德國歷史中的文化誘惑》讀後

● 馮　強

杜威（John Dewey）曾以康德

（Immanuel Kant）的兩個世界理論作

為理解德國民族性的切入點：「一

個是外部的世界，即物質與必然的

世界，另一個則是理念和自由的世

界⋯⋯其中首要的是內在世界。」1

德國知識份子沉浸於後者而鄙夷陰

暗的、冰冷的、不確定的前者，這

使他們有意識地與世俗世界保持距

離。德國社會學教授勒佩尼斯

（Wolf Lepenies）在《德國歷史中的文

化誘惑》（The Seduction of Culture in

German History，引用只註頁碼）一

書中詳細展開了這一問題。勒佩尼

斯選擇了德國著名作家曼（Thomas

Mann）來貫穿他的著作，這一點尤

其體現在曼歷經兩次世界大戰對美

國的態度轉變上；而促成這一轉變

的關鍵人物，正是美國民主詩人

惠特曼（Walt Whitman）。

1937年新年前夜，曼寫信給德

國波恩大學哲學系主任：

信中他回憶說，很長時間以來，他

竭力不淌德國政治的渾水，遠離是

非，以避免將其與德國文化的聯

繫，最重要的是與德國讀者的聯繫

置於危險的境地。然而獨善其身是

不可能的。他的祖國發生的一系列

恐怖事件迫使他打破沉默。他無法

再退隱到孤獨的文化存在中蹲守。

如果說納粹政體給了他教訓的話，

勒佩尼斯選擇德國著

名作家曼來貫穿他的

著作，這一點尤其體

現在曼歷經兩次世界

大戰對美國的態度轉

變上；而促成這一轉

變的關鍵人物是美國

民主詩人惠特曼。勒佩尼斯（Wolf Lepenies）著，劉

春芳、高新華譯：《德國歷史中

的文化誘惑》（南京：譯林出版

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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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戰時曼撰寫〈一個

非政治人物的反思〉

的目的就是「反駁在

德國權力和文化不可

能融合的觀點」，四

年之後，曼卻在〈德意

志共和國〉的演說中，

力圖挽救岌岌可危的

魏瑪共和國。

那就是他終於洞見到，文化不可能

與政治毫無干係，社會生活與精神

生活也須共存。（頁60）

就在一年前，「出於令人同情的動

機」，波恩大學剝奪了其曾在1919年

授予曼的榮譽博士學位。之後，美

國哈佛大學重新授予了他被剝奪的

頭銜。「不管作為作家還是民主人

士，美國都將成為對他禮遇有加的

國度。」（頁60）

在1918年一戰接近尾聲時，曼

在〈一個非政治人物的反思〉一文中

還宣稱「民主和德意志精神水火不

容，德國文化和德國軍國主義根本

就是同一硬幣的兩面」（頁30）。兩

次世界大戰前後曼的觀點發生了巨

大變更，但文化和權力的關係仍然

貫穿了其思考的全部。這一關係在

德國向來有兩大傳統：一是權力與

文化一體論。隨;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的普魯士在1813年戰勝法

國，德國轉變為文化國家，從此「文

化與權力並肩生存，政治國家和文

化國家成為一體」（頁21）。二是權力

與文化分離論。以布克哈特（Jacob

C. Burckhardt）、尼采（Friedrich W.

Nietzsche）等思想家為代表，前者

認為「權力與文化是分離的，是文

化的敵對力量。權力有其自身要

素，而且這個要素究其本質就是罪

惡」（頁14），後者認為「對權力的追

逐與袒護會導致文化的日漸喪失。

文化發展首先歸功於政治的長久衰

落」（頁16）。一戰時的曼站在俾斯

麥一邊，撰寫〈一個非政治人物的

反思〉的目的就是「反駁在德國權力

和文化不可能融合的觀點」，彼時

的曼「沉浸在德國浪漫主義的咒符

中」，對「『羅馬的西方』和『大洋對

岸屹立的嶄新國家』所安享的民主

進行了猛烈抨擊」（頁71）。

然而，四年之後，曼卻在柏林

的貝多芬禮堂發表題為〈德意志共

和國〉的演說，力圖挽救岌岌可危

的魏瑪共和國。他為自己提出的問

題是：「如果我能成功地在共和、

民主以及德國浪漫運動之間建立聯

繫，是否我就能夠同時使我們國家

中那些頑固不化、爭吵不休的人更

容易接受共和？」（頁73）他試圖論

證，德國根深蒂固的浪漫主義傳統

和民主思想並不相悖。他在浪漫主

義世界觀的深處發現了共和主義的

影子。一方面，曼以德國詩人諾瓦

利斯（Novalis）為代表，從中發掘出

德國浪漫主義中民族主義和世界主

義的雙重傾向；另一方面，他試圖

釐清美國民主理想的浪漫之核，此

時他想到的是美國詩人惠特曼。

在惠特曼那Å，曼發現了世界

主義的另一面：個人主義——「我歌

唱自我，歌唱每個獨立的個體／

然而卻用民主的辭彙，大眾的語

言。」（頁77）在惠特曼的詩歌中，

民主和審美合二為一，成為福蒂斯

丘（Jonathan Fortescue）所謂的「民主

美學」2。曼的這次演講以惠特曼的

〈民主遠景〉（“Democratic Vistas”）為

主要援引資料，後者宣稱法律的制

訂和投票選舉都不足以給民主賦予

生氣，民主需要真正觸及「人的心

靈、情感及信仰」（頁74）。這一點

確實會觸動以對抗法國啟蒙運動起

家的德國浪漫主義者的心靈。在他

們那Å，「啟蒙的基礎不是理性思

辨，而是與身體政治有關的涵蓋一

切的情感和欲望」（頁78）。

不誇張地說，對政治和性尤其

是政治和男同性戀的關係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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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在一個相對較好

的制度尚未建立之前

就發動了明顯凌駕於

現存政治之上的文化

革命，卻缺乏一個足

以支撐起這種文化的

政治底座。以文化代

替政治、僭越政治，

最後的結果卻是政治

對文化的替代和僭越。

是曼接受惠特曼民主思想的主要原

因。惠特曼兼民主和浪漫色彩於一

身，對同性戀關係持讚賞態度，

「並且認為同性戀在民主國家真正

發揮作用的過程中不可或缺」，他

在〈民主遠景〉中這樣寫道：

強烈而深情的同志關係，男人和男

人之間私密而熱情的愛慕——這雖

然有些難以界定，卻存在於思想深

邃的救世主的經驗與理想的深處，

世界上的每塊土地、每個時代莫不

如此。這似乎在告訴我們，如果這

種關係能在社會習俗與文學中得到

充分發展、促進和承認，那麼這些

國家未來中最重要的希望以及最令

人信服的安全感便會得到最充分的

表達。（頁74）

和惠特曼一樣，曼有同性戀傾

向。他本人也一直在思考這一傾向

在他的寫作中和整個社會中應該扮

演一個怎樣的角色。早年受布呂厄

（Hans Blüher）的影響，曼的同性戀

觀有強權化和貴族化的特徵：厭惡

女性，強調男性的陽剛之氣和男性

的特權，這使他將同性戀和民主對

立起來，認為同性戀是男權社會的

現象。彼時的曼掩藏起自己真正的

性取向。在〈德意志共和國〉的演說

中，布呂厄的影響仍舊存在，但是

曼已經有意識地以惠特曼的觀點與

其對峙。在惠特曼那Å，同性之愛

「根本上說是民主的、和平的，是

向;不同國家之聯合與不同個體之

聯合的雙重演進。惠特曼為曼提供

了超出德國浪漫派將愛和死聯繫起

來的思路⋯⋯經由惠特曼，曼開始

接受內在於和外在於自我的『女性』

觀⋯⋯對惠特曼的閱讀使曼的觀點

從貴族到民主、從對身體的厭倦轉

向對身體的歡慶，使他認識到同性

戀同樣可能蘊含;最高意義上的道

德功能⋯⋯使他可以想像一種雖基

於身體卻仍然神聖的愛，一種根本

上同性戀的卻仍然可以於此通達社

會責任的愛，一種肯定生命甚於死

亡的愛」3。

然而問題是，一個民主制度初

步建立的國家如美國，相比尚未建

立起民主制度的國家如兩次世界大

戰期間的德國，對身體政治的強調

會得出完全不同的效果。如果我們

按照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對「解放政治」和「生活政

治」的區分，將民主劃分為「第一民

主時代」和「第二民主時代」4——前

者是個體權利的制度化時代，後者

是個體在既有的制度框架下對自我

和制度本身進行雙重反思並進一步

改變制度和自我的自反性時代，我

們就會發現德國的問題是它在文化

方面的超前性。德國在一個相對較

好的制度尚未建立之前就發動了明

顯凌駕於現存政治之上的文化革

命，卻缺乏一個足以支撐起這種文

化的政治底座。簡言之，在尚未進

入「第一民主時代」的前提下強行推

進「第二民主時代」——類似的還有

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以文化代替

政治、僭越政治，最後的結果卻是

政治對文化的替代和僭越。

讓我們從本書的書名「誘惑」說

起。勒佩尼斯將這種「德國誘惑」界

定為「一種認為文化是政治的高貴替

代物的思想，儘管這也許並不見得

是更好的政治形態」（〈導言〉，頁6）。

德國人區分了「文化」和「文明」，前

者是德國特有的，後者則用來貶抑

英、法等歐洲主要強國。這種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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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似乎是從不屑於民

主轉向熱情擁護民主

的。其實不然。和惠

特曼一樣，曼的思維

方式典型地屬於「第

二民主時代」。即使

是〈一個非政治人物

的反思〉這樣的著作，

也是以反諷的方式表

達民主。

在曼的〈一個非政治人物的反思〉中

有代表性的闡述：德國的傳統思想

體現在「文化、靈魂、自由和藝術

上，而不是文明、社會、選舉權和

文學」，因此，「德國人永遠不會愛

上民主政治，原因很簡單，他們本

來就不喜歡政治，而且備受譴責的

『獨裁主義國家』永遠是最適宜的、

德國人最習慣的，也是他們從根本

上渴望的國家形式」（頁25）。勒佩

尼斯判斷說，「文化是政治的替代

物，這是貫穿在德國歷史中的普遍

思想——從十八、十九世紀魏瑪的

輝煌歲月，到二十世紀末兩個德國

的統一」（〈導言〉，頁8）。他在本書

中接受了曼這位嚮導的引領，「從

他的一生中，從他遺留下來的書信

中，可以看到，對政治和文化的『德

國姿態』，從不同的側面和角度、

以不太適當或自相矛盾的方式，得

到了最撼動人心的表達，其誠實程

度經常令人痛苦不安，並且總是帶

;反諷的態度。這個人就是湯瑪

斯．曼。」（〈導言〉，頁10）

根據這一講述，曼似乎是從不

屑於民主轉向熱情擁護民主的。其

實不然。和惠特曼一樣，曼的思維

方式典型地屬於「第二民主時代」。

即使是〈一個非政治人物的反思〉這

樣的著作，也是以反諷的方式表達

民主——反諷本身是一種深刻的民

主形式——失去睿智和憂鬱氣質的

保守主義會淪落為簡單而強硬的原

教旨主義，用曼自己的話來解釋，

即「反諷是知性主義的一種形式，

反諷的保守主義是一種知性保守主

義。這種保守主義的形式與效果在

某種程度上相互衝突，因此很可

能，它在與民主進步對抗的道路上

便促進了民主與進步」（頁28）。

但是，正如勒佩尼斯指出的，

「在一部支持德國例外論、反對可

鄙的歐洲民主標準化的著作中，他

的這種表白不僅很是怪異，而且相

當危險。」（頁28）主要的原因當然

是前面提到的，在解放政治尚未完

成的時候，在每一個具體個體的權

利尚未得到制度保障的前提下，追

求一種更高層次的生活——這種生

活往往體現於某種獨特的語音語調

等不能被制度規定的情境當中——

其中精緻和難以言傳的部分往往會

被粗暴地忽略而蛻變為簡單的意識

形態，最終為一種不正當的政治形

態所利用。這也是曼和惠特曼最主

要的語境差異。

無論如何，〈一個非政治人物

的反思〉畢竟代表了曼促進德國文

化和西方政治和解的努力，雖然和

解並非易事——「湯瑪斯．曼對歐洲

遺產的巨大影響一開始持勉強接受

的態度，後來漸漸轉變為熱情支持，

這個過程貫穿了整個和解進程。」

（頁29）這一轉變明顯表現在曼前後

兩次不同的流亡狀態上：羅姆大屠

殺（1934）之前，他迴避公開指責納

粹的政體問題，並且在談到「流亡」

時心存鄙夷：「他討厭『流亡』一詞

所包含的怨恨的氛圍，堅持認為自

己處於流亡者的圈子之外。他覺得

自己不是避難者，只是一個迫不得

已離開國家、到國外居住一段時間

的德國公民。他一直念念不忘返回

德國。」（頁55）大屠殺發生之後，

他感到有必要和德國發生的事情劃

清界限，「於是流亡成了一種可行

的、可接納的生存方式。湯瑪斯．

曼在他的日記Å總是提到，他如今

必須寫點政治宣言或聲明之類的文

章了。對他來說，藝術和生命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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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

德國真的很特殊嗎（或

問，中國真的很特殊

嗎）？未必。從西班

牙、法國和愛爾蘭的

歷史看，將文化視為

政治的替代物並無多

少特殊之處，它反而

是政治尚不成熟國家

的普遍狀況。

無法分開：他越來越像夢想家約瑟

了——在流亡過程中轉變成對政治

深負責任感的人。」（頁56）

對政治的敏感讓曼的文化態度

更加務實，而對德國和美國的比較

則讓他更加深入地了解到文化和政

治間的深層關聯：「一戰後，美國

民主曾促使湯瑪斯．曼稱讚德國共

和；二戰後，這位德國人對文化所

持的浪漫觀點又促使他增加了對美

國政治所做的批判。」（頁229）在一

篇為1942年12月10日在紐約舉辦的

諾貝爾頒獎晚宴準備的演說中，

「他表達了他的期望——他希望整

個世界遲早會『美國化』。他補充

道，這種『美國化』是在『某種基本的

道德意義上』，而且『華盛頓的和平』

會在全世界成為風尚。」（頁225）而

到了1950年代早期，隨;麥卡錫主

義（McCarthyism）在美國的肆虐，

他則「希望歐洲能在正在升級的美國

與蘇聯、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對

抗中以第三種力量出現」（頁227）。

曼對美國的態度類似於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既能對美

國表示敬佩，又能同時保留對歐洲

的驕傲」（頁232）。

由此，文化和政治之爭被擱置

起來。「二戰之後，讓文化凌駕於

政治之上的那種高度興奮感在德國

已成明日黃花。當阿多諾把任何在

經歷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慘痛之後還

想寫詩的企圖稱為殘忍時，他表達

的正是這種觀點。然而經歷過奧斯

維辛的保羅．策蘭所寫的詩歌卻無

論如何不能稱為殘忍——因為他的

詩歌反映了文化的無助，而非權力

的無助。」（頁50）權力的本質不是

罪惡。如果沒有權力來進行制度性

的配置和安排，整個社會就會陷入

弱肉強食的叢林狀態，這本身即是

更大的惡；權力也並非天生善良。

如果沒有分權、沒有監督，權力墮

落為極權，多數人的基本權利同樣

會遭到侵犯。因此我們要問，權力

是甚麼樣的權力？文化又是甚麼樣

的文化？如果我們以保障生命個體

的基本權利為鵠的，那麼權力必定

是一個多元的權力格局，文化也必

然是一個可以包容他者和差異的多

元文化。

文化和權力雖然是殊異的範

疇，但它們在「第二民主時代」的一

個共同特徵是可分享性。文化的

可分享性可以用蕭伯納（Bernard

Shaw）對蘋果和思想的著名區分來

解釋5，權力的可分享性可以用阿

倫特（Hannah Arendt）對權力和暴力

的區分來解釋6。從這個角度我們

可以發問：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德

國真的很特殊嗎（或問，中國真的

很特殊嗎）？未必。從西班牙、法

國和愛爾蘭的歷史看，將文化視為

政治的替代物並無多少特殊之處，

它反而是政治尚不成熟國家的普遍

狀況（頁2）。以文化的名義來抵制

資本主義文明（文化大革命是「反現

代性的現代性」嗎？），或者以權力

架空資本主義文明對社會平等和個

體權利的強調（存在一種「權貴資本

主義」嗎？），都是對文化和權力的

濫用和誤用。

書中指出：「戰後德國的歷史

轉捩點不是在1945年二戰結束的時

候，而是在1948年進行貨幣改革的

時候。促使社會發生改變並最終舊

貌換新顏的不是罪孽深重的良心，

而是新的貨幣政策。」（頁174）同時，

「歐洲沒有像歷史學家蘭克曾經預

言的那樣，發展為神聖的統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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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像企業家兼政治家瓦爾特．拉

特瑙在一戰結束時已經預言的那

樣，成為以利益導向為基礎的經濟

共同體。」（頁213）煤炭和鋼鐵而非

文化成為歐洲聯盟的開端和支點，

專業的管理人員代替知識份子有條

不紊地經營;。人權問題已經成為

共識並得到制度性的切實保障，知

識份子的天然使命似乎已經終結：

「作家與詩人不再聲稱，他們的角

色是先知和預言家，為世界政治提

供真理；他們應該承擔作家兼公民

的角色，在積極參與瑣碎的政治工

作於政治建設中體驗驕傲與愉悅」

（頁244），而「一旦崇高的道德姿態

成為民主政治的一部分，作家和藝

術家就能夠以清醒嚴肅、冷靜務實

的態度為民主服務」（頁245）。這樣

一個結果肯定是曼所欣慰的，但是

對於「第一民主時代」尚未到來的中

國來說，要實現這樣一個局面確實

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張東蓀曾言，「民主主義是西

方道統中最可寶貴的東西。我們接

受西方文化亦只需換來這一點即足

了。我主張將儒家的精神只限於內

心修養⋯⋯儒之道是最好的心理Ü

生方法，最新的心理學未必能超

過。」7從勒佩尼斯的角度看，「道

統」和「文化」自然有明顯的區分，

《德國歷史中的文化誘惑》就是要指

出德國文人如何高估了文化而最終

以文化取代了政治。張東蓀無疑意

識到了這一點，雖然他在表述上仍

顯含混。仔細咂摸，中國自古至今

的「華夷之辨」和「古今之爭」即是以

文化攻勢取代政治制度上的守勢，

「內聖外王」的理想促使文人幫助統

治者發展出「天人感應」的官方學

說，後來儒釋道三家競相以「內在超

越」（immanent transcendent）的文化優

勢來定位自身，而內在（immanent）

和超越（transcendent）恰恰是西方自

啟蒙運動以來所要竭力區分開來的。

中國文化在內心修養的習得方

面無疑是出眾的，但是單純的內心

修養不能幫助我們跳出幾千年來殘

酷的治亂迴圈。以曼為代表的德國

文人的文化、政治態度最終發生轉

變，那麼我們呢，我們的改變在何

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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