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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哲学:现代性研究新视域

编者按:近年来现代性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人们从社会学 、历史学 、文学评论等角度提

出了对现代性的理解。正如卢曼所言 ,“现代性”这个概念的流行表明了 , 人们对现代社会的理解从经济层面

转向了文化层面。事实上 ,人们更多地是用“现代性”这个概念来指称现代社会的文化特征 ,如启蒙精神 、理性

主义 、新教伦理等。而文化哲学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对文化的形而上学理论和元哲学体系 , 以及对现实文化问

题的具体研究 ,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哲学研究范式 ,这种范式的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 , 反思“意识哲学”传

统 、关注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等特征使其特别适合于现代性研究。可以说文化哲学为现代性研究提供了有效的

研究方法 ,而现代性问题也为文化哲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课题;用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来从事现代性研究已

经成为新的理论增长点。为此 ,我刊从本期起与《厦门大学学报》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联合开设“现代性研究

专栏”(“启事”详见本刊封二)。我刊设置的栏目为“文化哲学:现代性研究的新视域” ,这也是继我刊开设的文

化哲学:跨世纪的思考 、文化哲学: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 、文化哲学:后现代主义研究和文化哲学:全球化的

文化反思等系列文化哲学研究专题后的又一个研究文化哲学的新专题。希望能够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响应和

鼎力支持。

现代认同:在自我中寻找人的本性

[加] 查尔斯·泰勒
陶　庆 译

摘　要:衡量消费社会中人的价值 , 在于看其手中握有的支配权利的大小 , 这是个人价值实现的模式———几个

世纪以来 ,这种模式一直被视为文明社会的中心内容。那么 , 这一理念的深层含义是什么? 它与提高限制无

止境消费行为的能力又有什么联系? 这能够在“现代认同”这一概念中找到答案。现代认同的起点就是内在

自我的起点。现代人必须处于自觉自为的自主程度才能找到自我 , 而这种自主程度归根到底需要独立的私人

性。现代认同并不关乎能否与宇宙哲学的秩序相匹配 ,而在乎能否回应自我内心的需要和欲望。能否实现这

些最终关乎自我个人的情感生活 ,这是构成幸福生活的关键因素———幸福生活就是根据情感上的满足程度

来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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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过去大约六十年里 ,资本主义社会中培育

发展了这样一种现代社会:社会大众得到了耐用

的消费品和充分的私人空间 , 在劳动和生活中都

装备了必要的机械设备 ,拥有各类媒介尽可能地

与外界沟通和社交。尽管西方社会中仍有为数不

多的人被排除在这种社会生活方式以外 ,但是其

—13—



成就还是前所未有的。社会大众生活舒适———而

在过去 ,这只能是一小部分人所享受的生活 , 或者

是大众为少数人提供的服务罢了。

这种生活的特别之处在于 , 它在一定程度上

比前人的生活方式更富于个性化 , 这一点已为大

多数公民所了解。一家人能够自由自在地生活:

驾驶私家车到大商场采购大型、庞杂的生活必需

品 ,在家中完成自己的工作 ,运用电子化媒体和网

络与其他社会领域甚至世界各地保持联系和沟

通。相对于自己的邻居和周围环境 , 现代社会中

的家庭成员比绝大多数的前辈城市居民———更不

用说住在农村的村民了 , 都更能够感到独立自由、

自我满足。换言之 , 现代社会的家庭借助于现代

化的交往手段随时可以与外面变化的世界保持广

泛的联系 ,与过去不同的是 ,这种开放式联系避开

了直接交往的大众性 , 更加注重间接交往的私人

性。作为对先前依赖社会生存的生活方式的背

叛 ,这种独立自由、自我满足的现代生活方式一直

为人所批判 ,但是批判者却很少把人们乐于享受

独立自足的秉性与西方文明演化出来的社会认同

联系起来分析。

衡量消费社会中人的价值 , 在于看其手中握

有的支配权利的大小 , 这是个人价值实现的模式

———几个世纪以来 ,这种模式一直被视为文明社

会的中心内容。那么 , 这一理念的深层含义是什

么? 它与提高限制无止境的消费行为又有什么联

系?

我认为 ,我们能够在我所称之为“现代认同”

的这一概念中找到答案。 17世纪以来 , 这一关于

人类主体的新概念就不断浸润着人类的思想和感

知 ,并引导人们对人的本性作出全新的理解。虽

然 ,现在新的认同会在新的自然科学领域、个人利

益至上主义的成长过程和过分感情用事等等很多

事情中表现出来 , 但我们仍通过研究诸如宇宙哲

学等科学的领域 , 不用费力就能够始终深刻把握

真理之类的信条发生嬗变的深层含义。

17世纪之前 , 居统治地位的宇宙哲学认为宇

宙存在着天意安排的秩序 , 我理解中的“天意”秩

序 ,指的是一种只能用语义符号学方面的理论来

解释和理解的 , 即已安排好了的保持自我理性状

态的宇宙秩序。当代著名思想史家拉夫乔伊

(Lovejoy)提出丰饶原则(principle of plenitude), 即

在宇宙的秩序中 , “所有的可能性”都能够化为现

实 ,这一原则构成了前现代宇宙哲学的共同财富。

这种原则表示 , “所有的可能性”需要用封闭式秩

序的背景概念来理解 , 即万物各司其责 , 自我运

行 ,而且别无选择。当然 ,体系没有向全部的每一

种可能性提供明白无误的理性答案 , 但它能够提

供一种确定的全部可能性。因为 , 在一定程度上 ,

它保持着清醒:万物进入各自的位置序列 ,恰如其

分 ,分毫不差。

前现代文明之宇宙观认为 , 宇宙是一种潜在

理性体系的物化体现 ,人们可以说 ,他们把不同类

型、不同水平的存在视作这种体系的外在表现。

比如 ,按照柏拉图式的构想 ,我们把周围的存在看

作是人的观念的具体体现 ,这些观念本身不是无

序的集合 ,而是构成万物各司其责 ,各就其位的必

要秩序。或者 , 我们可以引用中世纪文艺复兴时

期的概念———“符合一致”来描述它。国王在王国

中 , 正如狮子在兽类 、雄鹰在鸟类中享有统治权

利。实际上 ,这种并行论让人感兴趣的并不是其

类似性 ,它不是随意存在的 ,而是一种刻意的必需

安排。万物之间的运行“狭缝”必须安排性地愈合

完整 ,以便他们构成保持自我理智的秩序 ,从而从

本质上实现自身价值。

那种具有类的、生态学秩序的现代概念 ,可以

与一些也展示着类的联系的生态龛相比较。这些

现代概念也趋于充实类的生态龛位置。目前 ,这

种体系是一种互相依赖的、自我运行的整体。它

的完整性就体现在它的自我运行的特点。按照它

运行的原则 ,我们可以说它正在失去什么 ,或者说

什么东西在生态龛中有具体的位置等等。一旦它

成立 , 它就会在一定的范畴内满足自身的条件。

如果生态龛中的某一个占据体消失了 , 别的什么

东西就会来填补它的位置。实际上 , 这是因为体

系的其他部分的运行作用的结果。通过对照 ,我

们看出 , 整个体系天然地拥有自己的运行特征

———这是它在长期的演化中形成的。这里 , 如果

人们要使用这一概念的话 ,还有一种完全不同的

“智能化行为” 。当事物凝聚成一个互相依赖、自

我运行的体系时 ,他们就具有了自主的智能行为。

通过对比 , 前现代文明的宇宙观的确对整个宇宙

体系的运行作出过解释 ,万物的运行体系先于体

系的经验性的实体存在。这一体系就像观念下的

秩序 , 或者如存在着的原型或者现存的模式那样

保持理性和智能。

现在 , 这两种看法在深层次上体现着对自然

的不同的看法。旧的看法认为 , 事物的本性是用

例证加以说明的。每一种说明相对于整个宇宙秩

序是明白易懂的。现代的看法则更倾向于证明事

物的本性 , 它不再被看作是事物如此这般作用的

独立存在 ,因为人的本性就根植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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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思想的发展轨迹也有很大的变化。传

统世界观认为 , 万物都有理性;但反对存在有所谓

天意安排之秩序的现代人世界观 , 倾向于依照事

物内在的必然性来理解发生的一切。所以 ,有什

么样的观念 ,就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

这两种变化对于我们作为理性的人 , 去发现

人的自我本性 , 并以此形成自我的观念是有作用

的。我理解中的理性和我要说明的思维过程都存

在于一种新的理念中。在后笛卡儿主义时代 ,我

们渴望从万事万物的抽象中认识我们自己。在

20世纪中 ,我们不再拥有笛卡儿主义者那样的信

仰 ,愿把内心深处的灵魂和思想向外界敞开并作

深刻的反省。我们现在更倾向于自我理解 ,清楚

地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欲望、反感、厌恶、希望和

抱负等等。理解自己就是要搞清楚自己内心在想

什么。

对我们来说 ,这似乎是正常的和不可避免的 ,

以至我们难以想象可以有什么改变。但是 ,我们

还是来想象一下吧。要是我能够把自己视为较大

的社会秩序中的一部分该多不容易。的确 ,如果

作为一个有理智的人已经清楚明白到这种较大的

社会秩序 , 那么我就能真正意识到我自己并理解

我自己。当我在这种背景下意识到我自己 ,并融

入到全部秩序中时 , 我必须在理解我自己之前就

能够确认自我的存在。如果剥夺了自我 ,以自己

的方式自然地来认识自己 ,人们就会感到有些慌

乱、迷惑 , 头脑里出现一片空白 、茫然。

两种不同的自我理解方式各自有其不同的观

念 ,现在我们就把这些观念综合起来分析。对于

现代社会来说 , 我是一个自然人 ,我被一系列内在

的动力、目标、欲望和抱负等欲望刻画出自我的特

征。我知道 , 我到底是什么的谜底正在被揭开。

如果我执著探求我的认同 ,认真地询问我是谁 ,那

么 ,就只能在这里寻找答案。现代认同的起点就

是内在自我的起点。

我想说明的是 , 对于前现代社会而言 ,我是较

大的社会秩序的一个因子。对于自己而言 ,作为

一个外部的即时的客观存在 , 我应该只是一个影

子 ,一个空壳而已。我所在其中的秩序是一个外

在的起点 ,并对回答我是谁之类的问题至关重要。

如果离开这一起点 , 我就无法令人信服地来回答

这一问题。如果我在这里遇到了问题 , 我就会陷

入一种不存在的失落之中———这是一种真正意义

上的死亡。

我这里使用的“认同”概念 , 某种程度上的确

可以这样理解:我的认同的定义就是确认为了充

分地发挥我作为一个人的作用而必须如何交往的

含义 ,特别是判断、区别和确认在一般意义上和对

于我个人来说 , 哪些是值得做的和有重要意义的

事情。说一事物是自我认同的一部分 , 就是说没

有它我可能不能辨别人类的特征是什么 ,我将不

知道我处在什么位置 , 并失去鉴赏美丑、区分贵

贱、把握成功与失败尺度等等的能力。我的认同

能力有助于培养出现代认同的起点 , 其中判别事

物的区别对于我而言意义重大。

当然 , 这些现代认同的起点从来没有充分地

得到大家界定 , 人们只是不断地试图说明和解释

它。但在哪里能够找到它 ,我们有着一致的感觉。

我认为 ,对于现代人而言 ,认同的起点就在人的自

身中———而在前现代社会中 , 却认为在人的自身

之外。我所称的现代认同 ,就是指认同的现代理

解方式 ,总而言之 ,就是指人们在自我这里来寻找

答案。如果你不反对的话 ,这就是指自我理解的

一般路径。

当然 ,这是两种相当抽象的观念的思维模式 ,

他们提供了整个家庭成员彼此之间自我理解的大

概景象。但是 ,我认为这些观念变动 ,即家庭成员

中的某个的观念到另一个人不同观念的不断转

变 ,在过去几个世纪的历史中 , 特别是 17世纪的

历史中是时有发生的。正是这些人的自我经验中

的群体性观念转变 , 才在我在前文中倡导的宇宙

哲学革命性变动中得到了反映、部分说明甚至是

有力推动。

这种认同的变动发展包括了自我理解和自我

体验方面的基本类型的变化。比如 , 它促使我们

形成了如何过上一种正确的或者说成功的人生方

面的理解态度。从人性的角度来说 , 现代人的成

功的人生指的是一个人实现了体现着其本性的那

些重要人生意义、人生目标和人生欲望。“价值实

现”是我们在交谈中经常提到的很平常的字眼 ,但

在没有形成现代认同的岁月里 , 人生的意义就是

指一个人取得了极其辉煌的伟大成就 , 成功地获

得显赫地位。

这决没有体现出无我的观念 , 而是曲解了的

现代自我观点。体验人性的满足欲甚至极端利己

主义的自私感觉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一方

面 , 这可以视作内在自我实现的欲望;另一方面 ,

它源于要在万物的秩序中确立自我位置的理念。

在这种秩序中牢固地充分地占据一个位置 ,以图

过上殷实的生活 , 其基础就在于确立和认同这种

秩序。所以 ,一个人也许会认为 ,根据自身的社会

地位过上体面的社会生活 ,才能说取得了人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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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如果没有达到这样的目标 ,就意味着坠入了

社会的底层。对于一个现代人而言 , 对每天平静

而愉悦的生活之向往是一种饥渴之人对于食物、

贫病之辈对于温馨生活的那种渴望。

很明显 ,与前一种人生满足感相比 ,后一种人

的人生目标也同样是自私自利 、冷酷无情的。因

此 ,前现代社会中大多数人的生活模式中极为重

要的组织部分仍旧是血缘性的多姆斯式传统 , 不

管身为贵族还是普通农民莫不如此。他们竭力维

持血缘家族的繁衍生息、香火日盛 ,保护家族财产

不受侵犯 ,固守家族领地免遭侵占。当时 ,人们只

对自己血统出身给予认同 ,并以广泛的形式加以

维护 ,施加强有力的影响 , 以期实现人生的目标。

如果一个人有效地实现了这些目标 , 并成为大家

效仿的楷模 ,那么人们认为其人生是成功并有价

值的。为此 ,一个人为着这个人生目标必须全力

以赴地、不计小节、自私自利地搞个人奋斗。这一

点在贵族生活中表现得特别突出:为了争夺土地、

追名逐利、独揽社会资源 , 他们你争我斗、互相倾

轧。

我们现在仍没有摆脱这种生活模式 , 这也许

源自人内在的终身欲望。我们由此可以理解 ,譬

如说 ,成为一个模范式父亲或者成功的将军 , 诸如

此类的满足感。我们现在认识到了这种时尚模式

的基本情况 ,但是 ,对于现代社会而言 , 人们得到

忠告要重新解释这种人生的满足感。我很高兴能

够成为这样一位模范式的父亲 , 因为这是我的志

向所在。这就是我的“生活意义” , 或者我也许甚

至把它当作天下所有人的人生目标。

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多种多样 、不一而同 ,但

又在不断地否定 、超越旧有的生活方式。这一点

从当代妇女的解放运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妇女解放包括对先前把妇女定位于家庭主妇这一

角色的反叛行为。家庭主妇就是忙碌于家中 、满

足于家庭温馨的角色。在自我意识理念的名义

下 ,这种生活方式受到了人们的批判。新的理念

要求每一个妇女以自己的身份做自己的事情 , 展

示自己的才能 , 而不是仅仅创造别人也一样能做

的外部环境。现在 , 在反叛这种旧有生活方式的

过程中 ,妇女解放运动拓展了现代性的潮流。但

是这种潮流自身只是温情十足的核心家庭在早期

现代性理念的影响下 , 对前现代家庭模式的一点

反映。

我们可以说 ,我们不断地创造着不同的生活

方式 ,达到自我实现并成为世人效仿的楷模;但向

现代认同的转变意味着我们不能把这些生活方式

视为永恒。而对于早期的认同来说 , 它除了终极

永恒就别无选择。

现在 , 成为人们效仿的被美化了的生活意义

已经紧紧地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这种

生活模式已经不只是与我本人有关 , 而是涉及到

全体大众。结果 ,社会以此模式运转 ,全体大众以

此模式生存共处。在普遍秩序中 , 社会中的人与

大家互相联系 、不可分离。同时 ,意识到这种模式

包括着确认它 , 即包括共同的大众的确认。如果

我们的社会树立了一种普遍的社会秩序为榜样 ,

那么 ,它就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共同的遵守。

所以 ,只有能够确认自己的所作所为 ,才能够

意识到自己在社会生活方式中的位置———它处于

社会的公共领域里。作为社会里的同一标识 ,遵

守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所赋予的规则已经成为社

会责任 ,而由不得个人随意取舍。因为每一个人

都在无形中维护着人人赖以生存其中的社会秩

序 ,并把它视为社会的公共秩序。所以 ,对于我们

现代人来说 ,前现代社会对大众的社会控制令人

难以置信 , 私人性个人生活的缺乏程度也令人惊

讶。不管是谁 ,也无论婚否 ,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

都被无所不及、无处不在的家族势力如此严密有

序地主宰着。乡村社会对其每一个成员的生活实

施着超乎寻常的监控 , 诸如在公共场合以公共群

体的形式对私人起哄闹事 、喧嚣呐喊、冷嘲热讽等

等的事件 ,都反映出这种监控程度。正如上面所

提到的法国过去的乡村习俗 , 如果丈夫打了妻子 ,

或者做了妻子应该做的事情 , 或者被告之妻子通

奸等等 ,那么 , 他就会受到人们非难———原因大概

在于他居然忍受了正常家长制秩序下的反常事

物。以上所列种种事件已超出丈夫和妻子两人私

事的范围 , 因为遵守公众秩序成为制约每个成员

的乡规习俗。同时更具意义的是 , 在公众冷嘲热

讽中迫使人丢脸做不起人 ,这种经历让人恐惧万

分、难以忍受、饱受屈辱。在公共场合让人受辱 ,

其作用十分突出 ,因为无论受辱事件发生与否 ,都

已成为大家关注的公共事情。每个人的生活都展

现在大家面前 , 因此受辱或者逃避等行为在公众

中影响很大。任何人都没有物质的或者精神的空

间来容纳自己独立的个人生活世界 , 也不可能找

到姻亲基础上的舆论支持。

随着现代认同观念的兴起 , 这种紧张的社会

公众生活不再时兴。人们抛弃了旧有的集体控制

性生活方式 ,而以原子家庭生活方式获得私人性。

因为现代认同的认识主体正在寻求价值实现。总

而言之 ,他将在自身中找到自我。这需要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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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性 , 当然 , 并不是要求个人独处 , 而是要求在

广泛的共同志趣中形成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

正是通过共同的志趣 , 我们才能在很大程度上找

到自我。而且 , 这种生活不能受制于全体社会频

繁不断的审查和裁判 , 也不能依赖于某个固有模

式的结构来运行 ,更不能受到人为的妨碍和压制。

现代人必须处于自觉自为的自主程度才能找到自

我 ,而这种自主程度归根到底需要独立的私人性。

这样 , 现代认同的增长同时就在削弱社区操

纵、集体生活和宗族形式的控制等等传统社会中

最为典型的势力。按照新的观念审视这些前现代

社会的人们 ,他们无疑被剥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

私人性和人在社会秩序中必不可少的地位。现代

社会的主体迟早会认识到 ,他们那千篇一律的生

活节奏令人乏味而烦恼。在这样的社区和宗族生

活中 ,整个社会群体按照行动原则循规蹈矩、协调

一致:劳作、收获和休息;斋戒、禁忌和喜庆;哀伤

和祝福等等。

但是 , 随着现代认同观念的发展和每个人在

寻找自我的努力 ,这使得传统的循规蹈矩、协调一

致难以维持下去。相反 ,对于自我形成的生活节

奏和自我竭力确立的个人情感和志向来说 ,维持

传统的循规蹈矩、协调一致的努力已经变成了外

在的威胁。这一方面 , 旨在发现自我的现代文学

充满了关于青少年的描述。他们抛弃了繁文缛节

般的宗教式的社会程序 ,同时又克服内心世界的

分裂状态 ,从而找到了自我。这样 ,宗教仪式般的

传统社会开始在人们心目中失去了眩目光环 , 反

使人厌烦唾弃。延绵生息的传统家庭礼教也面临

着同样的命运。令人不安的是 , 这场现代认同的

社会转变是否还将进一步发展 , 最终像瓦解长期

存在的前现代社会那样会摧毁稳定的原子家庭。

从负面的影响来看 , 现代认同消融了前现代

社会;从积极的方面来说 ,现代认同实现了人的自

我本性的目标。但是 ,我们应该认真研究一下 ,为

什么现代认同采取了这种情感式的实现方式 , 特

别是在家庭中使人的情感得到了实现。感情成为

重要因素 , 因为人的欲望和志向必须在感情中变

得清晰明确。现代认同并不关乎能否与宇宙哲学

的秩序相匹配 , 而在乎能否回应我内心的需要和

欲望。能否实现这些最终关乎我个人的情感生

活 ,这是构成幸福生活的关键因素———幸福生活

就是根据情感上的满足程度来确定的。

现在 , 我们能够看到现代认同与家庭生活的

现代观念之间有着一定的背景联系 , 看到原子家

庭从庞杂的社会中退却 ,看到家庭成员对情感和

亲情的关注和交往。自我的现代观念既指趋向于

独立的私人性 , 又指高度关注人的本性中对欲望

和志向的价值实现程度。一个人一旦用这种观念

看待世界 , 那么家庭生活就不可避免地处于生活

中的中心位置。因为 ,对于人性而言 ,看到每个人

内心追求的人生目标和欲望得到实现 , 还有什么

比这个更重要呢? 所以 ,要明确我们内心的人生

目标 ,在情感上感受到它们 , 在生活中实现它们 ,

就成为幸福生活的核心内容。这种生活需要独立

的私人性 , 即个人生活不再被外在的庞杂组织和

生活方式支配驱使 , 每个人都能在自身中就找到

了人的本性。

在现代消费社会中 , 每个人可以在完全意义

上的家庭生活中拥有充分的独立的私人性 ,这可

以看作是现代观念的最后成果。无论是丈夫和妻

子、伴侣和情人 , 还是父亲和母亲 ,这都是他们自

我实现的核心内容。家庭是下一代被抚养长大的

场所 , 他们反过来会意识到并追求自己的价值实

现方式 ,包括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上结婚生子 、繁衍

后代等等。最为理想的是 ,当代社会的家庭不仅

要拥有条件享受不受妨碍的、自发真实的现实生

活 ,还要具备各种措施保证孩子们能够在长大成

人中认识“自我” 。

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 , 家庭生活和价值实现

的现代观念的背后是什么内容 , 消费社会的本质

究竟在何处。在某些方面 ,这是现代认同的最高

形式 , 是与现代认同并行发展的认识主体的新感

知。但是 ,它能否能提升道德的约束力量 ,以此限

制传统意义上无止境消费的享乐思想呢?

为了搞清楚这一点 , 我们必须来研究一下源

自现代认同观念的道德良知之转变和道德志向的

确定含义。正如我们了解到的本性特征那样 ,现

代社会的认识主体必须在自我的本性中 ,也即在

自身内部找到自己的全部生活意义。一个人不可

能在他只是其中一部分的宇宙秩序中找到生活的

终极目的。当然 ,在认同的现代转变的初始阶段 ,

大家集中关注的是上帝 , 而不是人本身。因为反

对传统宇宙学的冲击浪潮最初来自对上帝的认知

态度。上帝统治一切的观念总是难以与起源于希

腊的关于社会存在等级制度的观念相融合 ,后者

认为宇宙的秩序似乎是独立于上帝的意志之外。

中世纪的唯名论观点已经表达出对基督教思想的

焦虑倾向。诸如布鲁诺等具有相当程度异教徒观

点的思想家所倡导的关于宇宙的新思想 ,更加强

烈地唤醒了这一觉悟。在很大程度上 , 清教徒之

间特别是加尔文主义者这种对于万能上帝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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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 ,对社会产生了很大的思想压力。但同时 ,在

天主教会中间 , 关于认识主体和现代科学概念也

逐渐传播开来。在思想界 ,人们谈论着诸如梅森

之类的僧侣 ,也议论着笛卡儿等等的思想家。

人们过去习惯于套着上帝的光环 ,用机械论

的观点来看待宇宙。结果 , 人们变得内向起来。

然而 , 我们的人生目的无须再到宇宙的秩序中去

寻找 ,而是在上帝赋予我们的生活中去寻找;或者

说 ,在我们自己的本性中去寻找。但是 ,假如不需

要什么事先设想的话 , 按照机械论者关于宇宙的

观点 ,上帝既然创造了我们 ,至少其一部分目的可

以通过测验人的本性的方式为人们所认识。

所以 , 宗教改革的神学动机终止了人们对人

文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探求欲望。作为一个自然

人 ,现代社会的认识主体要在其自我中把握自己

生活的目的。把以上两者巧妙地协调起来的成功

人物是洛克 ,他是一个具有现代基督精神的思想

家。他认为 ,我们是上帝精湛艺术才华的产物 ,所

以必须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我们人类的天然思

想倾向反映了上帝的“旨意”:通过劳动的方式得

以生活是人类不可剥夺的天然权利。这一结论体

现的就是现代社会主体所必需的自主权利。他不

是庞大神学宇宙秩序中的一部分 , 而是自已认定

生活的全部意义。也许人类的自我认定是上帝旨

意的反映 , 但他是在召唤中去实践这一“旨意”。

这样 ,与任何社会的秩序相联系 ,或者与假定的自

然社会秩序相联系 ,人是生而自由的。假如人类

采取了一种社会秩序来生活 , 那么 ,它必须是合法

的。

17世纪形成的关于国家本质的精辟思想就

成为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国家并不是人类生存

的最佳选择方式 ,相反 ,上帝赋予人类结成社团的

自主权利。但是 ,社会环境是一种生活目的 , 就如

人类在自我中发现并培育的全部目的一样。社会

基于人们的一致认同才能产生。人的最基本功能

在于探索上帝赋予人内心的生活目的即意义所

在。在这一基本功能的作用下 , 人才能作为个体

各行其事 , 以此为初始条件才能产生国家本质的

理念。

自主行事构成道德生活的一个方面;第二个

方面是辨别能力———即认同人的本性在内心召唤

自己的能力 ,而无需任何想象和假设。同样 , 对于

现代自然主义而言 ,神学方面还有先例。社会大

众的生活受到了神的净化 ,这一观念通过宗教改

革 ,在反对天主教观点的激烈争议中得到了强化

(天主教观点认为 ,大众的一般价值实现 ,特别是

家庭生活的价值实现 , 存在着特别神圣的生活方

式)。这种观点被视为传统神圣观念的化身 ,也是

宗教改革所反对的偶像崇拜。从根本上说 ,这种

观念与人民大众的自主意识相左。其实 ,包括婚

姻在内的普通生活是为上帝所赞许的———只要这

种生活充满了谦卑 、感激和崇敬的精神。生活在

满足一般世俗需要的合法化社会中 , 我们必须明

白这些需要是些什么内容:神安排在内心中并以

此达到神的目的之需要 ,即人类繁衍和生息之需

要。我反对偶像崇拜心理 ,包括给予这些需要以

特殊意义的光环———如过去僧侣传统中的禁止性

交之类的清规戒律 , 好像这些光环有神圣的权力

并与神同在。宗教改革使大众生活得到了合法化

并世俗化 ,脱却了原先的魔幻般神圣光环。我必

须说明 ,这是通过内在于自我实现以达到现代认

同的必经之路。而且 ,当代关于家庭亲情的观念 ,

一定程度上起源于清教徒对婚姻的神圣崇敬之

举。

着重探讨生活意义的重要性在于 ,这种实现

个人需要的一般生活的概念 , 向人们描述了一种

甚至是难以理解的观念———它不是情感冲动下的

举动 ,相反 ,它需要的是我们的生活应具有必要的

意义和远见。为此 , 我们必须与那些有不良行为

的人作斗争 , 以争取属于自己的自由。一旦从宗

教神圣的光环和热衷于参与宗教事务的活动中发

现神灵赐予我们的生活之需要和生命之欲望 , 我

们就应该按照这样的方式过上普遍意义上的生

活。这种净化了的生活是包括纪律和远见方面的

一种精神生活。如果以这种方式融入世界 ,那么

可以断言 ,人就达到了精神上的理想境界。

我想说明的是 ,按照自己本性实现个人价值

的现代理念 ,大致起源于宗教意识 ,并与宗教意识

十分接近。与人的本性的要求相一致的事物并非

来自它自身 ,这是一种成就的表现 ,需要自我控制

和对事物的鉴别力。因此 ,人生价值的实现展示

了人杰出的本性———毕竟人是理性的动物。一个

人必须能够领悟人的本性 ,也即摆脱了不经思考

就依附于不良社会秩序的干扰和负面影响。我必

须能够抛弃因为好色 、虚伪和贪婪等引起的虚荣

心和培根所不齿的“无聊的胡思乱想” 。人类容易

受累于秩序和等级制度等等虚荣的、看起来神圣

但却错误的观念 , 也容易迷恋魔术般的欺诈花招

甚至是迷信、江湖行骗等恶习。这些都需要勇气、

意志和接受教育来鉴别出人之本性。

因此 , 真正令人感到满足的人类生活不是实

现个人自身的冲动之愿望 ,而是锻炼自身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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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提高自我理性的全部实践。如果我能够分辨并

确信什么是人的高尚追求 ,什么是很有价值的事

物 ,那么 , 这种依据人之本性的生活就达到了精神

上的满足。它根源于人的本性 , 形成于人的本性

之始 ,展示于现代社会的全部生活之中。作为一

种美好生活的概念 , 现代认同就这样横空出世了。

所以 ,人的当务之际是要确信 ,生活的全部目的完

全源于自身的本性。

所以 , 这里展示出来的人性的优点就在于它

具有认识和遵循人的本性的特征 , 而不是依靠人

的暂时冲动来决定一切。关于生活中的人类的本

性是什么 , 已经不是那种与动物吃饱喝足相提并

论的欲望 , 而是依赖理性认识世界并按规律行事

的能力。正是这种理智和自我控制的能力在起作

用(而以前则是敬畏神的崇拜精神):即对欲望的

理性认同 ,理性基础上的价值实现 ,以及在完成这

两者时的自我控制和调节。后者的理性就是我们

所称之工具理性 ,在现代社会 ,对于许多的理论家

来说 ,这是理性自身的同义词。

当我们考察现代启蒙自然主义的一些变种

时 ,对于人性的优点即理性和自我控制而非欲望

的实现的论证似乎很费力气。这是因为 ,自然主

义者曾经对人类生活作过具体的描述 , 但没有对

人性的优点作过任何概念性的阐述。比如 ,实用

主义者声称 ,解决包括人生满足欲望在内的所有

社会问题的唯一指标就是幸福生活。而我认为 ,

这种相当僵化的观念必须随着人们对人生价值实

现的描述的变化而变化。过分强调人的优越性是

不被普遍接受的。正如人们对理性所采取的注重

实用主义态度那样 , 现实中已经十分普遍的是人

们将理性作为人类的精华加以崇敬 、颂扬 ,并竭尽

全力加以宣传和利用。作为一个有理性的人 ,他

有能力冷静地分析、估价人生的幸福程度;而实现

人生的价值则是那些沉迷于形而上学和崇尚迷信

的信徒们所不可能做到的。理性对于实用主义者

来说是德性的代名词 ,而事实上 ,这种判断在他们

的哲学观念中从来没有把理性作为充分理解自我

的方法和手段。

自我控制和对周围环境的控制都是十分重要

的 ,这使我们有能力实现自身的欲望。但是自我

控制对于另一种形式的理性也很重要 , 实事求是

地研究人的本性 , 而不是用宇宙秩序下的幻觉来

研究它 ,就能够发现我们周围的事物都是潜在地

为我们实现目的而准备的原材料。他们凭借在理

性秩序中的现有位置 , 不再是在自身内部展现其

目的———他们与目的的关联只能构成我们的目

的。新的现代自然主义向世人宣传着工具理性 ,

导致它轻而易举地成为全部理性的代名词。同

时 ,这也是为什么在人的本性问题上采取工具主

义倾向比其结果更为重要的理由。工具理性自身

是重要的 , 因为它从那些运用工具理性的强有力

的作用中证明了人性的自主性和自由。正如培根

那句著名的话所说 , “摆脱迷信和骗术来观察人的

本性 , 这一对人的本性的自我控制的结果比我们

得到的正确结论更为重要” 。引用马克斯·韦伯的

话来说 ,对人的本性的工具主义的态度就是务实

地除却幻想的态度。这种倾向性态度在产生善的

过程中 ,赋予了人的本性内在的工具性价值。这

里 ,我们又一次地产生怀疑———因为现代自然主

义的自我表象禁止我们用这些语言来交谈 ,甚至

包括提出问题。但是 , 如果一个人指出自然主义

者的怪异特征 ,如关注他们对理性 、科学态度的肯

定态度和他们对于对手的才能评价、过分轻易地

相信神话的哄骗等方面的反应 ,那么很显然 ,他们

那刚愎自用式的满足表明 ,人只是宇宙中毫无意

义、机械无情的一架机器而已。因此 ,通过实现自

我价值的质朴生活和探索精神 , 密切联系现实世

界并注重实效 ,一个人就可以成为生活的主人。

但是 ,一个人的能力体现即社会实效 ,不是仅

仅看其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自身欲望 , 而且也要看

其精神上的满足程度和对于现实世界的生活倾向

正确与否———它是一种标志性的成果体现。奇怪

的是 ,我们发现这是另一种早期宗教精神的延续。

马克斯·韦伯主张 ,清教徒在世俗的成功中留下了

民主选举的遗产。我认为确实如此———尽管我会

循着这一与韦伯大不相同的思路。因为清教徒呼

吁要为了上帝的荣耀而以务实的态度对待世界 ,

这种理性努力的倾向具有更高的价值 , 而且是杰

出的务实行为。一个人努力工作取得的成就是正

确思想引导的必然成果。对那些敬神者而言 ,还

有什么能够比得到上帝赐予奖赏更大的荣耀呢?

这种社会繁荣与神祉之间的联系在美国立国之初

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我认为 ,依据人之本性而形成的价值观念是

一种世俗的转变 , 它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依然发挥

着社会功效 ,一定程度上仍延续着宗教的理念与

意识。因为 ,现代自然主义者十分重视这种务实

精神世界的自身变化 , 比以往更注重人的幸福和

人的自由。在这种世界观的引导下 , 人之本性的

工具化倾向的确是存在的 ,在争取个人幸福和实

现社会繁荣方面也卓有成效 , 是相当理性和理智

的化身。所以 , 早期作为善的象征的宗教信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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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渠成地引导着美国的世俗转变 , 衡量善的主要

标志就是人生的成功。

我们现在能够理解对社会财富积蓄实施道德

上的强化限制的历史背景了。现代人通过生产性

的劳动积聚财富 , 而劳动是纪律约束和自我控制

———即面向世界的工具主义倾向的纪律约束的结

果。在生产过程中 , 我们不仅满足了自己的需要 ,

而且也实现了作为自觉的理性人的自身价值。这

样 ,我们从精神上证明了自己 ,而不仅仅是满足自

己的物质欲望(我们这里又一次用“精神”的概念 ,

旨在明白地指出我们不仅把它事实上认同为我们

生活的目的和欲望 , 而且也当作我们生活中内在

的价值体现)。

按照柏拉图的观念 , 无止境地积累财富的生

活是不道德的 , 因为这种生活代表着一种奴化的、

刻意追求纯物质的价值取向 , 而根本无视我们所

推崇的赋予道德和精神的价值取向。这仅仅是人

的物欲的表现 ,比方说 , 美味的水果 ,它有价值是

因为人们品尝时享受到了感官的愉快。然而 ,思

考真善美是一种内在的价值追求 , 它独立于人们

的感官享受之外。无止境积累财富的做法 ,乃是

物欲横飞的结果。长此以往 ,人就会丧失其贵为

万物之精灵的内在本性 ,就会迷失人类生活的基

本方向。人之所以为人 , 在于他追求着善行 ,这是

一种内在于人自身的美德。如果我们称之为精神

文明 , 那么那种卡里克利斯式的生活就是不正当

的。因为 ,他一味贪图物质享受 ,已经完全迷失精

神文明的方向。而要避免这种不幸 , 就须摆脱物

质享受对人的控制。

　　[本文译自查尔斯·泰勒的论文《合法化危机?》(Legitimation crisis ?),该文的主要部分曾以“增长 、合

法性和现代认同”为题 ,于 1981年 7月发表在《实践》(第 111-125页)上;后此文收录入查尔斯·泰勒的

哲学 、政治学论文集 2中 ,此论文集由剑桥大学出版社 1985年出版 ,本文译自1995年印刷版的该论文集

的第 248-288页(译文有删减)。另外 ,本文分别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项目

“社团组织研究”的支持和第 35届中国博士后科研基金资助。在本文翻译过程中得到了北京大学社会

学人类学研究所导师高丙中教授的悉心指导 ,查尔斯·泰勒先生本人也慷慨给予大力支持 ,在此一并深

表谢忱———译者 。]

[责任编辑　李小娟　付洪泉]

Modern Identity :Finding the Human Nature in the Inner Self

Charles Taylor(Canada)
Translated by TAO Qing

Abstract:What we value in a consumer society is that it has put at everyone' s disposal a mode of fulfilment which

has been seen as central in our civilization for a couple of centuries .What lies behind this ideal , and how is it con-

nected with lifting the limits to endless accumulation ?We can find the answer to this in the concept of modern iden-

tity.The horizon of identity is an inner horizon .Modern man must be to this degree autonomous so that he can find

himself , and autonomy for this end requires privacy.For it is not a matter of matching a cosmic pattern , but of an-

swering one' s inner needs and desires .Whether they are fulfilled or not is ultimately a matter of one' s emotional

life , and this therefore becomes a crucial factor in the good life .The good life is defined in terms of emotional sat-

isfaction .

Key words:modern identity;inner self;privacy;good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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