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野蠻主義不是前現代的遺,和「黑暗時代」的殘餘，而是現代性的內在品

質，體現了現代性的陰暗面。現代性不僅預示了形形色色宏偉的解放景觀，不

僅帶有不斷自我糾正和擴張的偉大許諾，而且還包含\各種毀滅的可能性：暴

力、侵略、戰爭和種族滅絕。儘管種族滅絕和戰爭的野蠻主義至少潛在地存在

於一切人類社會中，但是，它在現代性中卻呈現出一些獨特的——也許是最可

怕的——發展態勢。納粹大屠殺恰恰發生在現代性的中心，成為現代性的負面

毀滅潛能的極端表現和象徵，顯明了潛藏於現代性核心的野蠻主義。

二

野蠻主義的根基在於人性的某些基本特徵，在於人類社會和文化以及社會秩

序的建構。尤其重要的是，社會秩序的建構包含\對社會秩序的內在的矛盾態

度1，這種矛盾態度成為野蠻主義賴以產生的溫·。追根溯源，對社會秩序的矛

盾態度又產生於人類特有的相對開放的生物學活動2，產生於對這種開放性的——

無論多麼模糊的——意識，產生於與此密切相關的死亡意識（體現於修建墳墓和

紀念碑等獨特的人類活動中）。這種意識導致了生存上的不確定性和焦慮感。

不同集體的制度疆界、不同的意義系統被建立起來，其焦點就是要克服生

存焦慮。這些努力又與權力的施行緊密結合起來，產生了社會秩序的合法化問

題，並且使這個問題成為生存焦慮的核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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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界的建構既包含\積極的可能性，又包含\破壞的可能性。其建設性方

面在於，疆界的建構產生了信任關係，捨此不足以確保持續不斷的人類互動，也

不會有甚麼創造性可言。其破壞潛能則在於，疆界的建構涉及到權力的施行與合

法化，因而就讓人感到社會秩序的專斷和脆弱，對社會秩序產生一種強烈的矛

盾情結。這種矛盾情結造成了暴力和侵略傾向，最突出地表現在對他人的排

斥，把他人當作矛盾情結的焦點或目標：他人不僅是陌生的，而且是邪惡的。

三

社會秩序的建構、集體認同和意義系統及其疆界的建構必然包含\積極的

和破壞的潛能。這兩種潛能在一切人類社會中發展起來，儘管所採取的方式各

不相同。

同樣，積極傾向和毀滅傾向也在近代社會發展起來，它們與下述情況密切

關聯：在近代社會，關於人的主觀能動性、自主性及其在時間之流的地位的觀

念發生了獨特的變化，集中體現在現代性文化方案中。現代性方案，亦即最先

在西方發展起來的現代性文化方案，導致了關於人的主觀能動性、自主性及其

在時間之流中的地位的觀念的獨特變化，加劇了社會秩序建構的積極潛能和破

壞潛能之間的緊張衝突，突出了人的自主性和自我調節的挑戰，以及對這種自

主性和自我調節的意識3。

韋伯（Max Weber）對這一文化方案的核心要義作了最精當的表述。弗邊

（James D. Faubian）曾經闡述了韋伯的現代性概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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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於：宇宙為神意注定的公設逐漸失效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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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服從這個問題。」4

所有這些回應都對問題無所觸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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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通過現代性方

案發展起來的反省意識，不僅把焦點落在對某一社會或文明的超越理想和基本

本體論概念作出不同的解釋的可能性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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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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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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構成了這一方案的

深層核心。這是他的或她的自主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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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擴展個人的和制度的自由與活動領域，不斷擴展人的

活動、創造性和自主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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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自主地進

入這些秩序及其中心場域。這個方案還涉及到一種關於未來的觀念：那些能夠

通過自主的人的主觀能動性或歷史的前進而實現的可能性被開闢出來。

這些不同的概念結合在一起，促使人們相信，通過人的有意識活動積極形

塑社會是完全可能的。在這個方案內部發展出兩種相互補充、但又潛在地相互

矛盾的傾向，旨在尋求建構社會的最佳途徑。第一個傾向是，首先在歷次大革

命中、以後又以鏡像的方式在浪漫主義運動中成形的現代性方案也許在人類歷

史上第一次產生出這樣一種信念：彌和超越秩序與現世秩序的裂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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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是完全可

能的。第二個傾向是，人們日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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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四

現代性方案的基本特徵是，開放的未來與人的自主性結合了起來，與此同

時，人們相信，通過人的有意識活動積極形塑社會是完全可能的。這兩個特徵

決定了現代政治秩序以及集體認同和疆界的前提。現代性政治方案的核心是，

政治秩序的傳統合法化已經崩潰；與此相應，建構政治秩序的各種可能性被開

闢出來，在如何建構政治秩序的問題上，也出現了衝突的可能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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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要素7。中心被

賦予了超凡魅力，與此同時，各種抗議主題和象徵又被吸納進中心。抗議主題

或象徵成為現代超越理想的組成部分，成為這些中心的前提的正當要素。平等

和自由、正義和自主性、一體性和認同作為抗議主題，構成了以人的解放為宗

旨的現代性方案的核心。這些主題被中心所吸納，從而預示了一種根本性轉

變：各宗教教派的烏托邦理想變成了政治和文化方案的核心要素8。

同樣，人們不斷從反思的層面上對近代集體疆界的建構、對集體認同的建

構提出質疑9。集體認同和疆界不是給定的，也並非由某一超越理想和權威、或

永久性習俗所預先決定。它們不僅構成了反思意識的焦點，而且構成了衝突和

鬥爭的焦點，經常由於與各種民族運動或民族主義運動的關聯而帶有強烈的意

識形態色彩。衝突和爭論主要圍繞以下幾個方面而展開：第一，在集體認同的

基本要素（包括市民要素、原生和普遍主義要素、超越的「神聖要素」）中，哪一

個更為重要？應該採取甚麼方式將其制度化？第二，日益按領土來確定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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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界與文化集體疆界在多大程度上是相互關聯的？第三，這些集體的領土的和

特殊主義的要素與更為廣泛的普遍主義要素之間有甚麼關係？

五

所有這些爭論都圍繞現代性文化和政治方案的內在矛盾而展開。從現代性

的破壞潛能的發展來看，從意識形態和制度兩個層面來看，最嚴重的緊張衝突

在於，一方面存在\絕對化、總體化的思想和實踐，另一方面又存在\多元主

義的思想和實踐。人們一方面接受不同的價值觀、信念和合理性，另一方面又

以一種總體化的方式把這些不同的價值觀和合理性合併起來，表現出一種將其

絕對化的強烈傾向。

從現代性方案的文化意識形態方面來看，把不同的合理性合併起來的傾

向最主要地體現在啟蒙主義理性至上的原則。這一原則把價值理性（Wert -

rationalitä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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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代政治話語和

實踐中，這些緊張衝突主要圍繞以下兩者之間的關係展開：一方面是多元化的

個體和集體利益的正當性，以及對共同利益和社會秩序的不同解釋的正當性，

另一方面是與多元性相對立的全控意識形態的正當性。

通過現代性而發展起來的一種主要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強調集體優先的原

則。集體被看成是獨立的本體論實體，其根基是一些原生的和精神性的特徵，

尤其是民族集體精神。另外一種極權主義意識形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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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意識形態強調政治優先的原

則，相信能夠通過政治重建和改造社會bk。

在集體認同的建構過程中，這些緊張衝突主要表現在一系列的矛盾中。一

方面，集體認同的原生的和／或雅各賓式的普遍主義要素被絕對化了；另一方

面，這種建構又採取了一種公開的、多元化的程序。一方面，社會和文化空間

出現了一種同質化傾向；另一方面，多元空間又被建構起來，為異質的認同提

供了可能性。

無論這些集體主義和專制主義意識形態之間有何差異，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特

點，就是懷疑公開的政治程序和制度，尤其是代議制和公開討論的制度。其次，

它們都表現出一種專制獨裁的傾向，排斥他人，並且竭力把被排斥者妖魔化。

六

正是在這些張力——尤其是多元主義和極權主義之間的張力——的框架內，

形成了現代性方案的內在破壞潛能的各種特殊模式。這些破壞潛能最充分地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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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暴力、恐怖和戰爭被意識形態化和聖化了。這種現象最早出現在法國大革命

中，後來又出現在浪漫主義運動中。近代以來，民族國家逐漸得到了制度化，為

公民身份和集體認同的建構提供了重要空間。歐洲民族國家體系得以形成，並且

依靠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勢力擴張到世界其他地區，而這種擴張又憑藉現代性文

化方案而取得合法性。所有這一切得到了戰爭和通訊技術的進一步強化。

這些破壞潛能——現代性的「創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清楚地表現出

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尤其在納粹大屠殺中更是暴露無遺。人們對進步的

必然性、對現代性與進步的關聯產生了懷疑。不過，說來也怪，在二戰後的頭二

三十年間，現代性的這些破壞力量卻遭到了忽略，基本上被排除在現代性話語之

外。最近一段時間，這些破壞潛能又在現代舞台可怕地復活了。在前蘇聯的一些

加盟共和國、斯里蘭卡、科索沃、柬埔寨、盧旺達，都相繼爆發了「種族衝突」。

七

在現代歐洲，野蠻主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變成了現實呢？這主要取決於總

體化、極權化傾向與多元化的開放傾向之間的張力。尤其重要的一個影響因素

是，在現代集體和政治秩序的建構過程中，原生的認同要素（在現代被重構為民

族主義）與傳統的宗教或世俗要素、普遍主義要素與市民要素之間的持久張力在

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決。

正因為原生要素在集體認同的建構過程中，以多種多樣的方式與市民要素

和普遍主義要素交織在一起，現代野蠻主義的內核及其固有的排他主義傾向才

被減至最低限度bl。在英國、荷蘭、瑞士和斯堪的納維亞國家，集體認同是通過

原生要素、宗教要素與市民要素、普遍主義要素的緊密交織而形成的（當然也不

乏衝突和緊張）。由於沒有否定原生要素和宗教要素，就給多元化安排留下了廣

闊餘地。相應地，在這些國家，啟蒙主義的世俗取向（經常帶有強烈的自然神論

色彩）與各新教教派的宗教取向之間並沒有發生過於激烈的衝突。

但是，在中歐（尤其是德國）和南歐，情況就有所不同了。在這些國家，原

生要素、市民要素和普遍主義要素處於衝突的關係中，傳統的宗教要素與現代

的普遍主義要素也互相抵觸。民族國家的建構與這些衝突糾纏在一起，經常導

致不同類型的憲政安排的危機和崩潰。在一些威權政體下，例如在全控式法西

斯主義運動或國家（民族）社會主義運動中，原生要素帶上了濃重的「傳統」威權

主義色彩，而各種「左派的」雅各賓主義運動則偏重於極權化的普遍主義要素。

雅各賓主義要素與傳統要素在近代政體的合法化過程中不斷發生衝突，從

而產生了一系列問題。在這方面，法國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儘管其政體、

集體認同和疆界具有相對的連續性。從法國的例子可以看出，在這些條件下，

多元傾向和安排並非輕而易舉地發展起來，結果，在民主憲政政體的制度化過

程中不斷出現騷動和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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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被意識形態化和聖

化了。這種現象最早

出現在法國大革命

中，後來又出現在浪

漫主義運動中。這些

破壞潛能——現代性

的「創傷」——在第一

次世界大戰後清楚地

表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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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在歐洲——以及歐洲以外的地區，不同集體認同模式的建構受制於特定的制

度條件，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心的靈活性、精英階層的開放性、以及精英階層與更

廣大的社會階層之間的關係。在歐洲，後來也在其他社會，極權類型的集體認同

與形形色色的極權政體和強硬中心有一種強烈的親和性，而多元化的集體認同

（原生要素、市民要素和神聖要素相互交織）則與靈活的中心相聯繫，不同階層之

間也互相稟持一種開放態度。市民社會的發展必須具備一系列關鍵條件：既強大

而又靈活、開放的中心，多元化的集體認同模式，主要社會階層自主參與中心的

活動。市民社會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獨立於國家的自主性，但與此同時又保持\

在國家內部的自主性，能夠自主參與國家的活動，參與制訂政治遊戲規則。正是

在這樣的條件下，野蠻主義和排他主義傾向才有可能被減至最低限度。

九

這種多元化的集體認同和強大而靈活的中心衰落之後，便出現了兩種主要

的極權化形態：共產主義和極端法西斯主義（尤其是國家社會主義）。這兩種政

體和運動都表現出野蠻主義傾向，充滿破壞性和激烈的排他性，將他人妖魔

化，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

這一點在最近圍繞貝桑孔（Alan Besancon）的論題所展開的討論中得到了強

調。貝桑孔在《共產主義記過冊》（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中把共產主義

與國家社會主義徹底等同起來。這種觀點值得商榷。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

雖有許多相似性，但卻存在\一個重要區別。正如科拉科夫斯基（L e s z e k

Kolakowski）和馬拉（Martin Malla）在評論貝桑孔的論點時指出的，現代性文化和

政治方案包含\普遍主義和潛在的兼容主義要素，而共產主義和法斯西主義之

間的區別就在於對這種普遍主義和兼容主義的態度。

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完全處於現代性文化方案——尤其是啟蒙運動和

歷次大革命——的框架之內。這些運動在批判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時偏重於現代

性方案的不完整性。儘管共產主義政權因其極權取向而採取了野蠻的、排他主

義的行動，從而抵消了兼容的傾向，但它卻蘊含\一種兼容的潛能。因此，在

共產主義政權和運動中，有可能發展出一種抵制的傾向。這種傾向至少潛在地

挑戰了共產主義政權的野蠻和排他性實踐。

極端的法西斯主義或國家社會主義政權主要致力於重建現代集體的疆界，

否定現代性文化方案的普遍主義要素，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實踐上都表現出

一種全盤排他性、全盤野蠻化的傾向，將被排斥者徹底妖魔化，其內部不存在

對這些思想和實踐發起挑戰的可能性。當這兩種極權傾向結合在一起時（例如在

柬埔寨），就釋放出現代野蠻主義的一些最恐怖的方面bm。

市民社會的發展必須

具備一系列關鍵條

件：既強大而又靈

活、開放的中心，多

元化集體認同模式，

主要社會階層自主參

與中心的活動。這

樣，野蠻主義和排他

主義傾向才有可能被

減至最低限度。這種

多元化的集體認同和

強大而靈活的中心衰

落之後，便出現了兩

種主要的極權化形

態：共產主義和極端

法西斯主義（尤其是

國家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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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這些破壞潛能都是現代性方案的固有因素，其最充分的體現莫過於暴

力、恐怖和戰爭的意識形態化。從思想上徹底排斥他人，將他人妖魔化，這並

非古老的「傳統」力量的爆發，而是按照現代方式對貌似「傳統」的力量進行重構

的結果。科拉科夫斯基說得好，現代性的確「處在永無止境的試驗中」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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