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大革命和啟蒙運動開啟了第二個軸心時代

現代性，即現代文化和政治方案是在偉大軸心文明之一——基督教歐洲文

明的內部發展起來的，它通過含有強烈諾斯替教成分（gnostic components）的異

端理想的轉型而得以形成。異端理想試圖把上帝之國引入塵世。在中世紀和近

代早期歐洲基督教內部，這類觀點經常被不同的異端教派廣為傳播。異端理想

的轉型主要發生在啟蒙時代和幾次大革命期間，發生在英國內戰、尤其是美國

和法國革命及其隨後的時期。這種轉型使異端理想從社會的相對邊緣的區域轉

移到中心的政治舞台上。

歷次大革命成為異端理想的具體表徵，實現了各軸心文明內部發展起來的

潛能。有些軸心文明把政治舞台看成至少是實施其超越理想的場所之一，它們

內部的潛能更是通過幾次大革命表露無遺。這幾次大革命代表µ人類歷史上最

早的、至少是最驚心動魄的、或許還是最成功的嘗試，要在宏觀社會的層面上

實施含有強烈諾斯替教成分的烏托邦理想。正是通過這幾次革命，這些教派活

動才從邊緣的、隔絕的社會區域中釋放出來，不僅與叛亂、民眾起義、抗議運

動糾纏在一起，而且與中心的政治鬥爭糾結起來。它們被轉移到一般的政治運

動及其中心場域，抗議的主題和象徵成為位居中心的社會和政治象徵主義的一

個基本組成要素。這種轉移可稱之為第二軸心時代。正是在這個時期，一種獨

特的文化、政治和制度方案得以形成，並擴展到世界上的絕大部分地區，範圍

之廣，囊括了全部「古典」軸心文明，以及前軸心文明和非軸心文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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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形形色色的現代性：
力圖綜合超越秩序與現實秩序的緊張

現代方案，即現代性文化和政治方案首先是在西方，在西歐和中歐發展起

來的，它的出現必須要有一些思想和制度前提。關於自主的人及其在時間之流

中的地位的觀念必須發生某種非常獨特的變化，同時，還必須要有一種關於未

來的觀念。按照這種觀念，各種能夠通過自主的人或歷史的前進而實現的可能

性在未來是開放的。這一方案的核心是，社會秩序、本體論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前

提和正當性不再被視為理所當然了，相反，圍繞基本的本體論前提以及一個社會

的社會和政治權威秩序，發展出了一種非常深入細緻的反省意識。就連對此方案

持最激烈批判態度的人也有這種反省意識，儘管他們從原則上否認其正當性。

這一方案的核心也許在韋伯（Max Weber）那Z得到了最成功的表述。弗邊

（James D. Faubian）曾經闡述韋伯的現代性概念。按照他的看法，韋伯從他所說

的「倫理公設」的解構中發現了現代性的存在閾限，這個倫理公設就是：「世界是

由神意所注定的，因而就是一個有意義的、倫理取向的宇宙。」

韋伯所斷言的是（不管怎樣，我們至少可以從他的斷言中推導出如下論

點），現代性的閾限恰恰在於：宇宙為上帝所預先注定的公設逐漸地失效；只有

當已經設定的宇宙的正當性不再被視為理所當然，不再無可非議時，才會有現

代性，才會有這種或那種現代性。反對現代性的人拒絕這種非議，無論發生何

種情況，都對這個宇宙的正當性深信不疑。

我們可以從中推導出兩個命題。第一個命題是，形形色色的現代性，不管

它們還包含其他甚麼內容，都是對同一個生存問題的回應。第二個命題是，形

形色色的現代性，不管它們還包含其他甚麼內容，都恰恰是一些對該問題無所

觸動的回應。通過這種回應而系統表述的有關生活與實踐的觀點既沒有超出這

個問題，也沒有否認這個問題，而是在這個問題之內，甚至服從這個問題2。

所有這些回應都對問題本身無所觸動，使問題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正是

由於這個事實，通過現代性方案發展起來的反省意識超越了成形於軸心文明時

代的那種反省意識。通過現代性方案發展起來的反省意識，不僅把焦點落在對

一個或幾個社會的超越理想和基本本體論概念作出不同解釋的可能性上，而且

還對這種理想和與之相聯繫的制度模型的給定性提出質疑。它產生出了這樣一

種意識：這些理想和模型具有多元性，這些理想和概念的確有可能遭到辯駁3。

這種意識與現代性方案的兩個核心要素密切相聯。勒納（Dan Lerner）以及後

來的尹克爾斯（Alex Inkeles）在其早期的現代化研究中強調了這兩個要素。第一

個要素是，那些正在經歷現代化轉型的人（勒納在書中講述的雜貨商和牧羊人的

著名故事即描寫了這種人）認識到，除了各種固定的、可歸屬的角色之外，他們

還承擔µ大量其他的角色；與此同時，他們還接受了傳播這類開放的可能性和理

想的各種不同的溝通訊息。第二個要素是，他們認識到了這樣一種可能性：即他

們能夠歸屬於一些範圍更廣的、超越地方性的、可能還在不斷變化的共同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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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這種意識密切關聯，人的自主性相應地受到了強調，這構成了這一文化

方案的深層核心。這是他的或她的自主性，但在這一方案的最初表述中，無疑

說的是「他的」。所謂自主性是指，人們從傳統政治和文化權威的枷鎖中解放出

來，不斷地擴展個人的和制度的自由與活動領域，不斷地擴展人的自由與活動

領域。這種自主性引出了幾個後果。首先是反省意識和探索精神，其次是積極

的建設，對自然（可能包括人性在內）和社會的控制。相應地，這個方案十分強

調社會成員的自主參與，要求社會成員參與社會和政治秩序的建構；它強調所

有社會成員都有同等的機會自主地進入這些秩序及其中心場域。

這些觀念結合在一起，便發展出一種信念，使人們相信，通過人的有意識

活動積極地形塑社會，是完全可能的。在這個方案內部發展出了兩種相互補

充、但又潛在地相互矛盾的傾向，旨在尋找建構社會的最佳途徑。第一個傾向

也許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產生出了這樣一種信念：彌合超越秩序與現世秩序之

間的裂隙、通過人的有意識行動在現世秩序和社會生活中實現某些烏托邦和末

世論傾向，是完全可能的。第二個傾向便是，人們日益地認識到個體和群體的

多元目標、多元利益的正當性，認識到對共同利益的多元解釋5。

三　新（近代）超越理想組成要素之一：抗議運動

現代性方案還涉及到一個問題，那就是必須徹底轉變政治秩序和政治舞台

的概念和前提，以及政治過程的特徵。新概念的核心在於，政治秩序的傳統合

法化已然衰竭，而建構這一秩序的各種可能性則相應地被開闢出來，結果，在

人類行動者如何建構政治秩序的問題上，出現了聚訟紛紜的局面。它把反叛的

傾向、思想上的反律法主義與建立中心、設立制度的強烈傾向結合起來，引起

了社會運動、抗議運動。這些運動成為政治過程的一個持久的組成要素。

這些概念與近代政治舞台和政治過程基本特徵的轉變密切關聯。就這些特

徵而言，最重要的首先是政治舞台和政治過程的開放性，其次是強調「社會」的

邊緣階層、社會的全體成員應直接地、積極地參與政治舞台上的活動。第三是

出現了中心滲透邊緣、邊緣侵入中心的強烈傾向，相應地，中心與邊緣的區分

變得模糊不清了。第四，中心（或多個中心）被賦予了超凡魅力，與此同時，各

種抗議主題和象徵也被中心所吸納，這些主題和象徵作為這些中心的前提的

基本的、合法的組成要素，變成了近代超越理想的組成要素。抗議的主題和

象徵——平等和自由、正義和自主性、群體團結與個體認同——成為人之解放

的現代性方案的核心要素。這類抗議主題被中心所吸納，正是這一點預示了各

種教派烏托邦理想的徹底轉型，它們將變成政治和文化方案的核心要素。

現代性政治方案的意識形態和諸前提同近代政治制度的主要特徵結合起

來，形成了近代政治過程的三個核心方面。首先，各社會部門的要求以及它們

之間的衝突強烈地傾向於被政治化。其次，在如何界定政治領域這個問題上經

常展開不停的鬥爭。政治疆界的這種劃分，其本身又成為公開的政治爭論和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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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的主要焦點之一，這一點不同於人類歷史上大多數其他政治制度的情形。第

三個方面與前兩個特徵密切關聯：中心與邊緣的關係不斷被重建，這已經成為

近代社會的政治過程和政治動態的主要焦點6。

四　新（近代）超越理想組成要素之二：集體認同的建構

這一方案還提出了另外一個要求，那就是，必須採取一種非常獨特的方法

來建構集體和集體認同的疆界。針對集體認同的基本要素及其制度化方式，出

現了一些新的、具體的定義。集體認同的基本要素包括：市民要素、原生要

素、普遍主義要素以及超越的「神聖」要素。首先，有一種強烈的傾向，要從思

想上把它們絕對化。第二，集體認同的市民要素越來越重要。第三，政治疆界

的建構與文化集體疆界的建構之間有一種非常密切的關聯。第四，一方面十分

強調這些集體的領土疆界，另一方面又十分強調這些集體的領土的和（或）特殊

主義的要素與範圍更廣的、潛在的普遍主義要素之間的持久張力，這兩個方面

是密不可分的。與此同時，集體的建構還有一個最明顯的特徵，與現代性最基

本的一般特徵完全相符。這個特徵就是，集體的建構不斷地以反思的形式受到

質疑。集體認同並不是由某一超越理想和權威或某些永久性習俗所給定的，或

預先注定的。這一點即便不與軸心文明的情形截然相悖的話，至少也形成了一

定程度的對比。集體認同成為爭論和鬥爭的焦點，而這種爭論和鬥爭經常都帶

有高度意識形態的色彩7。

集體認同的建構有一個核心要素，那就是，一個社會感覺到自己是「現代

的」，是一種獨特的文化和政治方案的擔綱者。同時，這個要素還涉及到一個社

會與其他社會（即便是那些自稱為、或被視為現代性方案擔綱者的社會）和形形

色色「他者」的關係。

五　現代文明實際上只是軸心文明的變構

首先在西方發展起來的現代性文明從一開始就充滿內在的二律背反和矛

盾，它們是內在於軸心文明的二律背反和矛盾的徹底變形，產生出了持續不斷

的批判話語和政治爭論。這些話語和爭論主要涉及到現代性文明諸前提之間的

關係、張力和矛盾，以及這些前提與近代社會的制度發展之間的關係、張力和

矛盾。

無論是從意識形態的層面上看，還是從政治的層面上看，總體論與多元論

之間的張力可能都是最關鍵的。總體論以一種極權主義的方式將不同的價值、

尤其是不同的合理性合併在一起，而多元論則承認這些不同價值與合理性的存

在。當涉及到理性及其在人類社會建構過程中的地位的觀念時，這一張力表現

得尤為突出。例如，正如圖爾閔（Stephen Toulmin）不無誇張地指出的8，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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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蒙田（Michel E. Montaigne）或伊拉斯謨（Gerhard G. Erasmu）更趨於多元主

義的觀念與笛卡兒所宣揚的整體理性觀之間的差異上。事實上，按照蒙田和伊

拉斯謨的多元主義觀點，還必須承認人類存在的其他文化特徵，並賦予它們以

正當性。總體論把不同的合理性合併在一起，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理性高於一切

的原則（它經常被看成是啟蒙時代的中心思想）。這一原則把價值理性（Wertra-

tionalität）或實質理性統攝於以技術統治為特徵的工具理性（Zweckrationalität）之

下，或者把它統攝於一種總體化的道德烏托邦理想之下。在某些情況下，例如

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Z，技術統治論和道德烏托邦理想可能還會在極權主義籠

罩下進一步結合起來。與此同時，總體化的、專制的傾向與多元主義傾向之間

的伴生張力還在人類經驗的其他方面（尤其是情感方面）發展起來。

透過這些張力，在現代性文化和政治方案內部發展出了一些持久的矛盾，

儘管其具體表現形式一直在發生變化。這些矛盾存在於現代性文化和政治方案

的基本前提與近代社會的主要制度發展之間。在這些具有特殊重要性的矛盾

中，也包括了韋伯極力強調的矛盾。韋伯所指出的矛盾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導致現代性成形的理想原本具有某種創造性，但是，這些理想在後來卻

逐漸失去了生氣，與日俱增的常規化和科層制化必然導致世界的「脫魅」。第

二，近代世界原本是通過一種超越理想而獲得意義的，然而，由於不同的制度

領域（經濟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日益地自主發展，這種意義分裂成一些殘缺不

全的碎片。與此緊密相關，還出現了這樣一種張力：一方面強調人的自主性、

個人的自主性，但在另一方面，從近代生活的制度化實現中，又產生出了一種

強烈的、內在的約束和控制機制。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福柯（Michel

Foucault）及其他一些人都曾描述過這種現象，儘管他們所採取的方式有所不

同。用瓦格納（Peter Wagner）的話來說，這是自由與控制之間的張力9。

六　極權主義和多元主義均為現代社會的變種

與此緊密相關，近代政治話語內部也出現了一些張力。其中最重要的一種

張力就是，一方面，互相分離的、多元的個體利益和群體利益、以及關於共同

利益和道德秩序的不同概念被賦予了正當性，另一方面，又出現了一些全控意

識形態，它們否認這種多元性具有任何正當性。

這種極權主義意識形態有各種各樣的表現形式，其中一種形式強調集體的

優位性。集體被看成是獨立的本體論實體，其根基是一些原生的和（或）精神性

的共同特徵，尤其是民族集體精神。另外一種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就是雅各賓主

義意識形態，其歷史淵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紀的末世論思想。這種意識形態歸結

為一點，就是相信政治的優位性，相信能夠通過政治重建社會，相信能夠通過

極權式動員的參與型政治行動來達到改造社會的目的。不管這些集體主義意識

形態相互之間有何區別，它們都極端懷疑公開的政治程序和制度，尤其是代議

制和公共討論的制度；與此同時，它們都表現出一種強烈的專制獨裁傾向。

極權主義意識形態有

各種各樣的表現形

式，其中一種形式強

調集體的優位性，尤

其是民族集體精神。

另外一種是雅各賓主

義意識形態，相信政

治的優位性，相信能

夠通過極權式動員的

參與型政治行動來達

到改造社會的目的。

它們都極端懷疑代議

制和公共討論的制

度，並表現出強烈的

專制獨裁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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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第二個全球軸心時代的本質：多元的現代性

人們意識到，存在µ不同的意識形態和制度可能性；另一方面，現代性文

化和政治方案又有一些內在的矛盾和張力。正是這兩者的結合，通過眾多宣揚

和實施不同現代性理想的文化和政治行動份子的活動，通過他們之間的不斷爭

論，形成了不同的現代性模式，即多元的現代性。這種結合是第二全球軸心時

代的現代性的核心所在。

就這些行動份子而言，社會運動、抗議運動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其中包括自由

派運動，然後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民族運動和法西斯國家社會主義（「民族」

社會主義）運動。它們是軸心文明時代某些主要異端運動在近現代條件下的變形，

尤其是那些力圖通過政治行動、通過重建中心實現烏托邦理想（把上帝之國引入塵

世，引入人的王國）的異端運動的變形。儘管這些運動的根基在各自的國家，但它

們卻是國際性的，構成了連續的或相互的參照點。其中最成功的運動不斷地形成一

些各不相同的意識形態和制度模式，它們經常與特定的國家等同起來（例如大革命

時期的法國和後來的蘇俄便是如此），但其影響力遠遠超出了這些國家本身bk。

八　歐洲的現代化如何開動第二個軸心時代

現代性文化方案植根於中世紀後期文明和制度的轉型，其成形過程與歐洲

的擴張過程，尤其是幾次大革命後歐洲的擴張過程是同步的。在近代早期，西

方的軍事、經濟、技術和思想開始向全世界擴張，影響範圍包括東正教國家，

尤其是俄國；伊斯蘭教國家；偉大的亞洲軸心文明——儒教文明、印度教文明

和佛教文明；僅有的主要非軸心文明，即日本，其間形成了非西方現代性的首

例；非洲。這種擴張可以看成是近代全球化的第一次浪潮；到本世紀末，這種

全球化已達到前所未有的規模。

幾乎伴隨µ現代性的登場，更不用說自二十世紀後半葉以來，這種世界範

圍的擴張引出了如下問題：世界，在這種全球化擴張影響下成形的現代世界，

是否將成為一個統一的、單一的世界？而在這個世界上，將有一種經過轉型的

軸心文明居於霸權地位。

自二十世紀50年代以來，出現了形形色色的現代化理論，以及關於工業社

會不斷趨同的理論。這些「經典」理論中的很大部分都宣揚上述觀點。這些理論

與馬克思和涂爾幹（Emile Durkheim）的古典社會學分析相左，甚至在很大程度上

與韋伯的觀點相左bl（至少有一種解讀是這樣）。它們假定——即便只是隱含地假

定，集結於現代歐洲的各種制度安排，以及在現代歐洲發展起來的現代性文化

方案，終將「自然而然地」被一切正處於現代化過程中的社會或現代社會所採

納；它們將隨µ現代性的擴張而通行於全世界。

現代性登場以來、尤其是二戰以後的現實並未證實包含在這些理論中的各

種假設。據認為，歐洲或西方的原初現代性方案終將取得霸權地位，創造出一

通過眾多宣揚和實施

不同現代性理想的文

化和政治行動份子的

活動，形成了多元的

現代性。隨P現代性

的登場，特別是二十

世紀後半葉以來，這

種世界範圍的擴張引

出了如下問題：世

界，在這種全球化擴

張影響下成形的現代

世界，是否將成為一

個統一的、單一的世

界？



10 二十一世紀評論

個單一的世界。然而，現代社會（相應地又被稱為處於現代化過程中的社會）的

實際發展遠遠超出了這類假設。這些社會中的絕大多數都表現出一個一般的發

展趨向：不同制度領域——經濟的、政治的和家庭的——的結構分化；城市

化、教育的擴大和現代通訊手段；日益明顯的個人主義取向。然而，在這些社

會的不同發展時期，界定和組織這些領域的方式卻有很大的差異；不同的社會

採取了不同的方式，儘管實際差異並不那麼絕對。這樣便產生出多元化的制度

模式和意識形態模式。但是，這些模式並不是這些社會各自的傳統在現代條件

下的簡單延續。這些模式的動態機制固然要受其自身的文化前提、傳統和歷史

經驗的強烈影響，但它們卻具有獨特的現代品質。在這些模式內部，發展出了

獨特的現代型動態機制，以及對現代性的特殊解釋方式。就此而言，西方原先

的現代性方案無疑構成了一個初始的和連續的（通常也是曖昧不明的）決定性參

照點。在這Z，有一個事實值得特別注意：儘管非西方社會興起的社會和政治

運動經常宣揚反西方、甚至反現代的主題，但它們卻具有獨特的現代品質。自

從大約十九世紀中葉直至二戰以後，這些社會興起了形形色色的民族主義和傳

統主義運動，所有這些運動均可歸入現代的範疇。不僅如此，正如我們在下面

將要更詳細地闡明的，現代的各種基要主義運動也同樣可以歸入這個範疇。

這些發展表明，現代性的歷史應當被看成是多種多樣的現代性文化方案和

多種多樣具有獨特現代品質的制度模式不斷發展和形成、建構和重新建構的過

程。多元化的現代制度模式和意識形態模式經歷了不斷的重構。實施這項重構

任務的是一些特定的社會行動者，尤其是社會的、政治的和知識階層的行動份

子，以及形形色色的社會運動。這些社會運動宣揚不同的現代性方案，宣揚各自

社會的自我認識，每個社會都聲稱自己是現代社會。這些活動並不局限於某個

「單一的」社會或國家，儘管該社會或國家構成了這類活動所宣揚的方案和目標的

主要實施場所。從現代之初開始，這些活動在範圍和方向上便具有國際的規模，

這是由現代性景觀及其制度性動態機制本身所決定的。多元化的現代性不光是在

不同的民族國家Z發展起來的。共產主義運動和法西斯主義運動構成了現代性的

兩種不同的變異模式。儘管這兩個運動採取的方式不同，但它們都是國際性的。

九　現代性的幾個主題

現代性話語發展出幾個主題，表明了多元現代性在近代民族國家建構過程

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其中一個主題是，在民族國家內部，社會的較為「傳統

的」部門與現代的中心或部門之間發展出一種持久的對抗關係：一方面是現代性文

化，這些中心所宣揚的現代的、「理性的」啟蒙模式——這種模式在不同時期、不

同地方取得了霸權地位；另一方面是這些社會內部經過不斷解釋的更加「本真的」

文化傳統。第二個主題是，在本真傳統文化的承擔者中間，在這些社會的較為傳

統的部門，針對這些中心及其假定的、具有排他性的前提和象徵，發展出了一種

持久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否認這些前提，另一方面又受到這些前提及其傳播中心

有一個事實值得特別

注意：儘管非西方社

會興起的社會和政治

運動經常宣揚反西

方、甚至反現代的主

題，但它們卻具有獨

特的現代品質。這些

發展表明，現代性的

歷史應當被看成是多

種多樣的現代性文化

方案和多種多樣具有

獨特現代品質的制度

模式，不斷發展和形

成、建構和重新建構

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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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強烈吸引，力圖利用和重新解釋這些前提。他們不斷地在兩者之間來回擺動。

這些主題首先是在歐洲內部發展起來的，然後又進一步推進到美洲；尤其重要的

是，它們把現代性擴展到了歐洲以外的地區，擴展到了亞洲和非洲國家。正是通

過這種擴展，這些主題得以延續下去，儘管它們採取了一種不同的風格。

十　非西方社會的現代轉型

所有這些社會都採納、甚至完全接受了領土國家模式及隨後的民族國家模

式，沿襲了西方現代性的基本前提和象徵及其各種制度，包括代議制、法律制度、

行政制度，與此同時又對其進行了意義深遠的轉化，遇到了新的挑戰和問題。

核心制度的現代方案涉及到許多主題和制度安排，它們對這些社會的許多群

體產生了吸引力。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為歐洲（後來是西方）在全球體系中的霸

權地位通過西方的經濟、技術和軍事擴張而得以確立，從而逐漸摧毀了這些社會

的文化前提和制度核心。第二個原因是，對這些主題和制度的利用使非歐洲國家

的許多群體——尤其是精英階層和知識份子——能夠積極地參與到一種新的、現

代的（原來是西方的）普遍傳統中去，與此同時又有選擇地拒斥這一傳統的許多方

面，拒斥西方的「控制」和霸權。通過對這些主題的利用，許多非歐洲社會的精英

階層和更廣泛的階層能夠在建構新的集體認同時融入現代性的某些普遍主義要

素，但又不一定放棄其傳統認同形式（經常也帶有普遍主義的、尤其是宗教的色

彩）的各種特殊要素，也不一定放棄對西方的否定態度。第三，政治話語的這些

主題對西歐以外國家的許多部門所產生的吸引力得到了進一步強化，因為這些社

會利用它們把等級制與平等的鬥爭轉移到了國際舞台上。這些主題從西歐向中

歐、東歐和歐洲以外的地區轉移，使現代性方案具有了兩種要素：一是抗議的傾

向，二是建構制度、形成中心的傾向。這兩種傾向的結合進一步強化了主題的轉

移。雖然這些主題原來帶有濃重的西方色彩，但它們在許多社會的政治傳統中引

起了反響，這尤其是因為這些社會各自的軸心文明前提已經出現了張力bm。

十一　不同的文化傳統如何參與現代社會的建構

但是，西歐以外的社會雖然利用了原屬西方文明的各種不同主題和制度模

式，但卻沒有原封不動地接受它們。相反，這些社會不斷地選擇、重新解釋和

重新表述這類主題，這樣便不斷地形成一些新的現代性文化方案和政治方案，

不斷地重建出新的制度模式。在這些社會內部，不斷地形成了一些不同的現代

意識形態模式和制度安排。這些社會內部持續發展的文化和制度方案導致了這

樣一種局面：不同的社會強調現代性文化和政治方案的不同要素，強調這一方

案的不同張力和矛盾。這些社會把自己看成是現代世界的一部分，對現代性和

西方採取一種矛盾的態度。這種自我認識是這些觀念的一個基本元素。

核心制度的現代方案

涉及到許多主題和制

度安排，這些主題從

西歐向中歐、東歐和

歐洲以外的地區轉

移，使現代性方案具

有了兩種要素：一是

抗議的傾向，二是建

構制度、形成中心的

傾向。這些主題在許

多社會的政治傳統中

引起了反響，這尤其

是因為這些社會各自

的軸心文明前提已經

出現了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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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在所有這些社會內部，都發生了意義深遠的轉型過程。一方

面，這些社會有µ不同的歷史傳統；另一方面，它們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融入新

的現代世界體系，其所採納的主要制度形態以及支撐這些制度形態的思想觀念

互不相同。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對每個社會的轉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權威

和責任的觀念、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係、抗議運動的結構、集體認同的建構（包

括把自己視為現代社會的那種認識，以及通常對西方中心、對那Z發展起來的

現代性方案的矛盾態度）——所有這一切都不同於歐洲和美洲社會，就連這些社

會相互之間也存在µ很大的差異。

十二　毀滅與進步共存

有些人樂觀地認為，現代性代表µ進步。實際上，與這類觀點相反，現代

性的發展和擴張並非一帆風順，它內在地包含µ種種毀滅的可能性。某些最激

進的現代性批判者表達了這種可能性，而且經常廣為宣傳。他們把現代性看成

是一種道德毀滅力量，強調它的某些核心特徵所引起的消極後果。最初形成的

現代性以及後來發展出來的多種多樣的現代性一直是與國內衝突和對抗交織在

一起的，這些衝突和對抗植根於資本主義體系的發展、政治領域Z不斷增強的

民主化要求所引起的矛盾和緊張之中。與此同時，現代性還與現代國家和帝國

主義體系下的國際衝突相互交織。尤其重要的是，形形色色的現代性是與戰爭

和種族滅絕密切相關的，鎮壓和排斥一直都是現代性的要素。固然，在人類歷

史上，戰爭和種族滅絕並不是甚麼新鮮事，但它們卻經歷了徹底的轉變和強

化，產生出現代所特有的持續不斷的野蠻主義傾向。野蠻主義的最重要的表現

就是，暴力、恐怖和戰爭被意識形態化了，法國大革命即生動地說明了這一

點。這種意識形態化的出現是由於戰爭與以下因素交織在一起：第一，民族國

家的基本建構，它們成為建構集體認同的公民身份和象徵的中介和場所；第

二，現代歐洲國家體系的形成，以及歐洲向歐洲以外地區的擴張；第三，通訊

技術與戰爭技術的不斷增強。

十三 　十九至二十世紀：現代性的「古典」時期

現代性的「古典」時期出現了各種不同的、多元化的現代性，它們形成於

十九世紀、尤其是二十世紀最初的六七十年間，遍及歐洲、美洲和亞洲眾多不

同的領土國家、革命國家和社會運動，這些國家和運動一直發展到二戰以後。

近代民族國家、革命國家和社會運動被看成是現代性的縮影，它們的輪廓（制度

的和象徵的、意識形態的輪廓）在現代條件下發生了急劇的變化，這是全球化趨

勢不斷增強的結果。全球化趨勢的具體表現是，世界資本主義力量的自主性運

動在不斷地發展，國際移民運動勢頭很猛，與此相應，出現了一些國際性的社

有些人樂觀地認為，

現代性代表P進步。

實際上，現代性內在

地包含P種種毀滅的

可能性，產生出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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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問題，例如賣淫和青少年犯罪。所有這一切削弱了民族國家對其經濟和政治

事務的控制能力，儘管在不同領域Z（無論是教育，還是計劃生育），以「技術統

治」為特徵的理性的世俗政策一直都在不斷加強。與此同時，民族國家失去了對

國內和國際暴力的部分壟斷權，出現了許多分裂主義組織和恐怖主義組織，有

的是地方性的，有的是國際性的，它們到處製造暴力事件，以致於任何一個民

族國家，或眾多民族國家的聯手行動都無力控制這種一再發生的暴力事件。相

應地，在文化領域Z，全球化過程還與下述情形密切相關：世界上許多國家，

包括歐洲國家和加拿大，通過其主要媒體傳播表面上統一的、居於霸權地位的

美國文化方案或理想。

尤其重要的是，在人們的心目中，民族國家的核心意識形態和象徵原本頗

具魅力，現代性文化方案和集體認同的主要因素便存乎其間，但現在它們卻遭

到了削弱。一些嶄新的政治、社會和文明觀念、以及集體認同觀念發展了起

來。這些新的觀念和認同形式通過幾種新型的社會運動而得到廣泛傳播。這些

「新型」社會運動在絕大多數西方國家Z發展起來，其中包括婦女運動和保護生

態的運動。它們全都與60年代後期和70年代的學生運動、反對越戰的運動緊密

相聯，或植根於這些運動。學生運動和反對越戰的運動表徵µ世界上許多國家

內部所發生的一個一般性轉移：原來針對國家的運動變成了一些局部運動。這

種轉移既發生在「資本主義」國家，也發生在共產主義國家（例如中國）。穆斯林、

新教和猶太教社團內部發展起來的原教旨主義運動、印度教和佛教社團內部發

展起來的教族宗教運動、形形色色追求特殊利益的「少數族」運動和認同形式（它

們是民族國家或革命國家的經典模式的變形）——所有這些運動都在二十世紀最

後二十年增大了勢頭，不僅發生於原屬蘇聯的一些共和國，而且以最恐怖的形

式發生於非洲和巴爾幹部分地區，尤其是前南斯拉夫。

這些運動的發展與新的社會環境和框架的形成是同步的，後者同樣也超出

了民族國家的「經典」模式。在此僅列舉幾個最重要的環境：穆斯林、中國和印

度的移民潮，這是一個尤其值得注意的新現象；新型少數民族，例如蘇聯解體

後成立的許多新國家內部的俄羅斯少數民族。

在這些以及其他許多環境下，形成了一些新型的集體認同形式，它們經常

通過上面提及的某些運動而得到廣泛宣揚。這些運動已經超出了民族國家的模

式，不再側重於這種模式。許多迄今為止一直受到「壓制」的認同形式（種族的、

地區的、本地的和跨國的）紛紛進入各自社會的中心，並經常進入國際舞台。自

然，這些認同形式都經過了很大程度上的重建。它們對舊有的、欲將世界單一

化的方案提出質疑，要求在中心制度領域（不管是教育計劃，還是公共傳媒）享

有自主地位。與此同時，它們還經常要求重新界定公民身份以及相應的權利，

這類要求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這些環境下，地方性的東西經常超出民族國家

的經典模式，而以全新的方式與跨國組織，例如歐盟結合起來；或者與範圍廣

泛的宗教認同形式結合起來——其中有許多都植根於一些大的宗教，例如伊斯

蘭教、佛教和基督教的不同教派，但它們都以全新的、現代的方式而獲得了重

新表述。

近代民族國家、革命

國家和社會運動被看

成是現代性的縮影，

它們的制度輪廓和意

識形態輪廓在現代條

件下發生了急劇變

化，這是全球化趨勢

不斷增強的結果。全

球化趨勢的具體表現

是，世界資本主義力

量的自主性運動在不

斷地發展，所有這一

切削弱了民族國家對

其經濟和政治事務的

控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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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相應，不同現代性中心的相對霸權地位也在不斷地發生轉移，從歐美

轉移到了東亞。另一方面，圍繞假定的霸權地位，原有的現代性中心也在發生

越來越激烈的衝突。這兩種局面一直是相互關聯的。

十四　現代世界往何處去？

這些發展趨向引出了一個問題：現代世界是否放棄了現代性方案？按照福

山（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終結」論bn，現代性的意識形態前提，連同其全部

的內在張力和矛盾，幾乎已經失去了意義，從而悖論式地產生出多元的後現代

視野。另一方面，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則鼓吹「文明衝突」論。在他看

來，西方文明（表面上是現代性的縮影）與其他文明經常處於敵對關係之中，尤

其與穆斯林文明相對抗，在一定程度上還與所謂的儒教文明相對抗，因為傳統

的、原教旨主義的、反現代的和反西方的運動在這些文明內部居於主導地位bo。

既然如此，現代世界是否要麼沿µ福山所提示的方向，要麼沿µ亨廷頓所提示

的方向，退出了現代性方案呢？

這個問題意味µ，我們也許正在經歷一個非軸心化的過程。所謂非軸心化

是指，軸心文明的方案，或至少是「第二軸心化」已經被耗盡。其具體表現是，

一方面，多元的後現代運動和認同形式發展了起來；另一方面，表面上反現

代、反西方的非軸心運動和認同形式也發展了起來。實際情形是這樣嗎？現代

舞台上究竟在上演一齣甚麼戲？

第二，按自身的需要利用和詮釋現代性，這並不限於原教旨主義運動。這

種努力乃是世界範圍內更廣泛的發展趨勢的一部分，它似乎延續了更早的改革

主義宗教運動與傳統宗教運動之間的衝突，這些宗教運動遍及非西方社會，在

不同的社會和宗教框架內發展起來。然而，事實上，在這些運動中，內在於現

代性方案的一些基本張力已經按新的方式上演了一遍，其中尤其包括多元主義

與極權主義的張力、非西方社會與西方的關係、以及對西方與現代性的關係的

認識。在所有這些運動內部，多元傾向與極權傾向之間的張力、烏托邦或更開

放的態度與實用主義態度之間的張力、多面性的認同與封閉的認同之間的張

力，一直都在持續地進行µ。與此同時，所有這一切引起了一場重要的、甚至

是徹底的觀念轉變：關於非西方社會與現代性相對抗的話語，以及關於西方與

非西方文明、宗教或社會的關係的看法均發生了變化bp。

十五　兩種類型的雅各賓主義：原教旨主義和共產主義

原教旨主義運動和教族宗教運動的幾個特徵與這個問題密切相關。按照一

般的看法，它們與現代性方案截然相悖（其自身在許多方面也表現出這種對

立），這樣便呈現出一種更複雜的局面。首先，儘管極端的原教旨主義運動經常

我們也許正在經歷一

個非軸心化的過程。

所謂非軸心化是指，

軸心文明的方案，或

至少是「第二軸心化」

已經被耗盡。其具體

表現是，一方面，多

元的後現代運動和認

同形式發展了起來；

另一方面，表面上反

現代、反西方的非軸

心運動和認同形式也

發展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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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非常強烈的反西方、反啟蒙意識形態結合在一起，但它們卻表現出明顯的近

代雅各賓主義特徵。另一方面，說來也怪，雅各賓主義又與共產主義的許多特

徵完全一致，有時甚至就像是共產主義的一面鏡子。無論是原教旨主義運動，

還是共產主義運動，均按現代性話語來表述和宣揚其獨特的理想。它們希望通

過有意識的人類行動，尤其是政治行動來徹底重建人格，重建個體認同和集體

認同，確立一種新的個體和集體身份，使個體完全淹沒在全控的共同體之中。

當然，就其各自的理想而言，這兩種類型的雅各賓主義運動（共產主義運動

和原教旨主義運動）有一些根本性差異。這種差異尤其表現在它們對現代性的態

度和批評上，表現在它們對現代性基本矛盾的態度以及對現代性文化和政治方

案的不同要素的拒絕和解釋上。換句話說，這種差異主要在於，它們對現代性

有不同的解釋，並以不同的方式利用現代性。儘管如此，它們都十分關注現代

性，把現代性當作自身的主要參照框架bq。

第三，從表面上看，這些宗教運動（包括原教旨主義運動）的極端對立面是

形形色色的後現代運動，它們經常圍繞社會不同部門之間的霸權展開爭論。儘

管如此，我們卻能夠發現兩者之間的某些重要相似性。雖然在這些運動內部發

展出了不同文化辭格和模式的相似組合，但它們也在相互競爭。所涉及的問題

是，針對文化全球化在人們心目中產生的矛盾情結，究竟誰提供了適當的「答

案」。所有這些運動都十分關注如下問題：它們的身份認同與各種居於霸權地位

的文化所宣揚的母題之間究竟有何關係？尤其重要的是，這種本真的認同與特

別是美國文化在現代舞台上的霸權地位之間究竟有何關係？正如我們已經看到

的，自現代性在歐洲登場伊始，這種關切便構成了現代性話語的一個基本元素。

與此同時，絕大多數運動都害怕本土文化遭到侵蝕，害怕全球化及其中心的影

響。這種擔憂一直都與對這些中心的矛盾態度聯繫在一起，結果便造成了一種持

續搖擺不定的局面，時而偏向世界主義，時而又表現出各種「特殊主義的」傾向。

十六　被重構的「問題性」

所有這些主題都十分廣泛地流行，多元主義與極權主義取向和方案、多面性的

認同與封閉的認同之間的張力普遍地存在。在普遍主義霸權的新形勢下，特殊主義

的認同與普遍主義的認同不斷地發生衝突，面對主要的霸權中心，幾乎所有的運動

都採取了一種既愛又恨的矛盾姿態。這一切證明了如下事實：這些發展趨勢雖然超

越了民族國家的模式，但並沒有逸出軸心現代性的基本問題性（problematics）。

它們無不具有一種深刻的反省意識。儘管它們試圖為現代性的基本問題性提供最終

的、無可爭辯的答案，但它們也認識到，這些張力絕不可能有甚麼最終的答案。

但是，它們在新的歷史背景下、在新的舞台上以新的方式重構了這一問題

性。首先，這些運動和衝突（尤其通過各種媒體）延伸到了全世界，並在全球範

圍內廣泛擴散。第二，它們被政治化了，不斷地捲入激烈的爭論中去，其中牽

涉到高度政治性的意識形態。第三，對現代性的重新解釋和利用包含µ一個關

近代雅各賓主義的兩

種類型（共產主義運

動和原教旨主義運

動）均按現代話語來

表達和宣揚其獨特的

理想，它們希望通過

有意識的人類行動，

確立一種新的個體和

集體身份，使個體完

全淹沒在全控的共同

體之中。與此同時，

絕大多數運動都害怕

本土文化遭到侵蝕，

害怕全球化及其中心

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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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因素：即在新的全球背景下並圍繞各種爭論不斷地重建集體的身份認同。誠

然，這些爭論或許主要集中在「文明」的問題上，但文明的概念已經是按現代性

話語來進行表述的，是按極權式和絕對化的方式——源於現代性話語的基本前

提——來進行界定的。儘管這些爭論經常摻進了較為古老的宗教仇恨，但上述

問題卻是主要的。當這些衝突或爭論與政治、軍事、經濟方面的鬥爭和衝突結

合起來時，它們確實有可能變得異常激烈。

第四，各種不同的政治觀和文化觀，以及相應的集體認同在現代舞台上得

到了重建，由此引發了這一話語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變化，涉及到西方與非西方

文明、宗教、社會之間的衝突，以及這些衝突與西方現代性文化方案之間的關

係。早期的改革主義宗教運動和民族運動對西方現代性的諸多前提採取一種非

常矛盾的態度，但至少在表面上接受了它們，並且不斷地對它們進行重新解

釋。與此相反，絕大多數現代宗教運動（包括原教旨主義運動和教族宗教運

動），以及這些社會內部發展起來的普通現代性話語，表面上都至少否認這些前

提中的一些。它們針對西方、針對一切被視為西方的東西散布一種明顯的對抗

情緒，力圖按其自身的非西方的、經常還是反西方的現代性主張來利用現代性

和全球系統。在與西方的對抗中，它們並不想按新的霸權文明的條件融入進

去，而是根據自身的需要、根據本土傳統或「文明」的需要利用新的全球性國際

舞台和現代性。正是在與西方的對抗中，這些傳統和文明不斷地得到傳播和重

建。這些運動力圖徹底割斷西化與現代性的聯繫，拒不承認西方現代性的壟斷

或霸權地位，拒不承認西方文化方案代表了現代性。意味深長的是，許多「後現

代」運動也提出了相同的主張，儘管其表述方式有所不同，這是很自然的。

十七　第二個軸心時代並沒有結束

前面的分析並不意味µ，這些社會的歷史和文化傳統在其現代性動力機制

的展開過程中是無關緊要的。恰恰相反，這種重要性在於，在近現代社會Z，

原教旨主義運動主要是在某些特定的社會Z發展和流行起來的，而這些社會又

形成於某些特定的一神教社會和文明，其中包括伊斯蘭教、猶太教和個別基督

教社會和文明。在這些社會Z，雖然政治系統經歷了現代的、後革命的轉型，

但它仍被看成是實施超越的烏托邦理想的主要場所。即便這種理想在現代帶有

現代式的世俗色彩，情況亦復如此。與此形成對照，那些具有「來世」關切的文

明（尤其是印度，在較小程度上也包括某些佛教國家）則不怎麼採取雅各賓主義

的方式來對政治中心進行意識形態重構。儘管在現代性的基本前提下，這些社

會也發展出了非常強烈的現代政治取向或特性，但它們並不把政治秩序看成是

實施超越理想的場所br。相應地，在印度或日本，現代民主制度是以獨特的方式

發展起來的（有別於歐美模式）。儘管在不同的社會Z，民主制度的發展模式各

不相同，但它們部分地都受到了這些社會各自文化傳統和歷史經驗的強烈影

響。同樣，蘇聯、中國、北韓或南亞的共產黨政權也受到各自社會的歷史經驗

和傳統的影響bs。事實上，就連歐洲最早的現代性也不例外，它也是按特定的歐

那些具有「來世」關切

的文明不怎麼採取雅

各賓主義的方式，來

對政治中心進行意識

形態重構。儘管在現

代性的基本前提下，

這些社會並不把政治

秩序看成是實施超越

理想的場所。相應

地，在印度或日本，

現代民主制度是以獨

特的方式發展起來的

（有別於歐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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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文明前提和歷史經驗發展起來的bt。但是，這些「歷史的」或「文明的」影響並不

單純地把古老的政治制度模式或動態機制永久地保持下去。在所有這些社會

Z，都既存在µ普遍主義的、包容的傾向，也存在µ「排他性的」、傳統的、原

生的傾向，但這兩種傾向是按典型的現代方式建構起來的，它們在不同的歷史

背景下以不同的具體方式不斷地表達了現代性的二律背反和矛盾。

不僅如此，儘管不同的文明「傳統」和歷史經驗在形塑不同現代社會的具體

輪廓時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這並不意味µ，這些過程在現代世界上產生出了幾

支封閉的文明，就好像它們僅僅延續了各自的歷史經驗和模式似的。不同社會

的特定歷史經驗在現代文明和運動的形成過程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但是，這

些文明和運動絕不是封閉的，而是不斷地相互作用的。它們超出了任何單一的

社會或文明的界限，不斷地相互對話，相互作用，形成一些共同參照點。而

且，所有這些社會的政治動態都與地緣政治格局緊密交織在一起。不用說，地

緣政治現實也要受到這些社會的歷史經驗的影響，但它們主要是按現代的發展

和對抗模式形成的。由於這個原因，根本不可能建構甚麼「封閉的」實體ck。

因此，發生於現代舞台上的全球化過程既沒有造成「歷史的終結」（不同現代

性文化方案之間的衝突已經結束），也沒有引起「文明的衝突」（退出和否認現代

性方案），它們甚至並未「回歸到」前現代軸心文明的問題性——這種回歸是根本

不可能的。相反，所有這些發展趨勢都涉及到如下一些方面：不斷地重新解釋

和重新建構現代性文化方案；建構多元的現代性；不同的群體和運動按其自身

的全新方式重新利用現代性，重新界定現代性話語。與此同時，它們將爭論的

主要範圍、以及形成多元現代性的主要場所從民族國家轉移到了新的領域，在

這些領域Z，不同的運動和社會不斷地相互作用、相互交叉。

這些發展趨勢有一個共同出發點，那就是西方的現代性文化方案。儘管如

此，最近的一些發展趨向產生出了多元的文化和社會形態，它們遠遠超越了這

一原初方案的同質化傾向和稱霸要求。毫無疑問，所有這些發展趨向都表明，

多元現代性或對現代性的多元解釋獲得了不斷的發展，尤其重要的是，出現了

一個非西方化的趨勢，切斷了現代性與其「西方」模式的聯繫，在某種程度上剝

奪了西方對現代性的壟斷權。在這個廣闊的背景下，歐洲或西方的現代性（或幾

種現代性樣式）不能被看成是唯一真實的現代性，它實際上只是多元現代性的一

種形式。誠然，不僅在現代性的起源方面，而且在其不斷擴張和重新解釋的過

程中，西方現代性都發揮了特殊的作用，但它仍然只能算是現代性的一種樣

式。與此同時，這些發展趨向生動地表明，站在二十一世紀的門檻，軸心社

會、尤其是全球軸心社會是如何展開其內在潛能的。

十八　現代性處在「永無止境的試驗中」

所有這些運動和集體認同都超越了領土國家、民族國家和（或）革命國家的

經典模式，它們本質上具有現代的性格。但是，對這種現代性格的強調並不一

定能夠引出樂觀的觀點。相反，這Z不僅是在強調不同現代性樣式的脆弱性和

發生於現代舞台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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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變性，而且也在強調作為現代性方案內在潛能的各種毀滅性力量，暴力、恐怖

和戰爭的意識形態化便是最充分的明證。這些毀滅性力量使現代性遭受「創傷」，

給現代性的各種美好希望打上了問號。它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已經很明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在大屠殺中表現得更加突出。但是，說來也怪，二戰結束

後的頭二三十年間，這些毀滅性力量遭到了忽略，或者僅僅成為現代性話語的旁

枝分葉。最近，它們又再度可怕地出現在現代舞台上，出現在新的「種族」衝突

中。例如，在巴爾幹半島部分地區、尤其是前南斯拉夫，在原屬蘇聯的許多共和

國，在斯里蘭卡，最可怕的是在非洲國家如盧旺達，都發生了類似的種族衝突。

所有這一切都不是古老的「傳統」力量的爆發，而是對「傳統」力量進行現代式重構

的結果，正如原教旨主義運動和教族宗教運動是在現代性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因

而必須置於這個框架內才能獲得充分理解一樣。因此，借用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充滿自信的妙語來說，現代性的確「處在永無止境的試驗中」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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