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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擎西方现代思
想讲义》一书中，华东师
范大学教授刘擎为读者
介绍了现代视域下的 19

位思想大家， 通过这 19

位大家的生平故事，读者
将理解他们建构思想大
厦的地基与框架，还会在
这思想大厦之上，直面个
人生活和社会公共领域
的诸多难题，收获审慎而
真诚的回答。

路标：韦伯与现代思想的成年
刘擎

我们的思想之旅要探访的第一个

人物是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 为什

么要以韦伯作为出发的起点?我可以说

出一大堆理由，但最重要的理由是他在

西方思想图景中的位置———韦伯是现

代思想“走向成年的里程碑”。

韦伯的人生

在讲解他的具体学说之前，我们先

来了解韦伯其人。

我自己第一次听说韦伯的名字 ，

是在 30 多年前， 哲学家李泽厚的一次

演讲中。 李先生说， 我们中国人都知

道伟大的卡尔·马克思， 但德国还有一

位 “马克斯” 也很了不起， 就是马克

斯·韦伯。 他们都是现代社会学的奠基

人 （还有一位是法国学者涂尔干）。 韦

伯到底有什么了不起呢?我去读他的名

著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可惜

当年太年轻， 没怎么读懂， 就转而去

读了韦伯的传记， 想先了解一下这个

人。 结果让我大吃一惊， 本以为他是

个大学里的老学究， 没想到他非常关

注社会现实。

印象最深的一个例子是， 德国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之后， 韦伯写信

给德军的实际指挥官鲁登道夫， 要求

他向协约国献上自己的头颅， 挽回德

国的荣誉。 鲁登道夫当然不会就这样

自杀了， 但他同意和韦伯见面。 结果

两个人唇枪舌剑， 辩论了好几个小时。

我很难想象， 世界上有哪个学者能和

一个将军展开这样的辩论。

不仅如此， 韦伯还常在报刊上发

表政论文章， 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中亲身从军， 参与建设和管理军队中

的野战医院;在战后又加入德国的谈判

使团，作为顾问参加了凡尔赛和会；还

参与起草了“一战”之后德国的共和国

宪法。

韦伯不是一个象牙塔中远离大众

的学究， 而是一位广泛介入公共生活、

面向社会和现实的学者。 这是韦伯思

想生涯的第一个特点。

不过， 知识分子好像一般都特别

忙，很难静下心来扎扎实实做学问。 然

而韦伯并不是这样。他在学术上的涉猎

非常广泛，而且都卓有成就，被公认为

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这是韦伯思想生涯

的第二个特点。

韦伯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包括社

会学、经济学、宗教、政治、哲学、历史，

甚至还有音乐。 他有一本书叫《音乐社

会学》。 这位 20 世纪初的德国人甚至

还写了一本《儒教与道教》，探讨为什么

中国没有出现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可

见他的视野之广阔。

然而这样一位大学问家，学术生涯

却颇为短暂。 韦伯 25 ?获得法学博士

学位，30 ?就成为正教授，令同辈学人

望尘莫及。 可惜 4 年之后，韦伯患上了

严重的抑郁症，离开了大学。 有几年的

时间，韦伯完全停止了学术工作，病情

缓和后才恢复学术研究。又过了 16 年，

到 1918 年，也就是一战结束的那一年，

韦伯才正式重返大学。可回到大学才两

年，韦伯就染上了当时肆虐欧洲的西班

牙流感。 1920 年 6 月，刚满 56 ?的韦

伯英年早逝。

在 56 年的生命中获得如此卓越的

成就，让人惊叹，也令人敬畏。 我想起

韦伯的墓志铭，那是来自《浮士德》的一

句话 ：“我们将再也见不到他的同类 ，

尘世的一切莫不如此。 ”这句话用在韦

伯身上再恰当不过。

看清理性化的世界

韦伯究竟做出了怎样的贡献，为什

么我们说他是现代思想成年的标志呢?

人到了怎么样的境界可以称为真

正的成年?我认为大概有两个标志： 第

一是明白自己， 对自己的过往有真正

的理解;第二是反思自己， 能看透自己

存在的问题。 一个人成年的决定性标

志就是开始自觉的自我反思： 你不只

是在过自己的生活， 而且能够有意识

地反观自省你的生活。 这有些像是孔

子说的 “四十不惑”。

思想意义上的成年也是如此。 我

们说韦伯标志着现代思想的成年， 正

是因为他完成了这两项任务， 看清现

代 ， 反思现代 ， 让现代社会迈入了

“不惑 ” 之年 。 看清现代 ， 就是真正

理解现代社会运作的底层机制。 在韦

伯之前， 西方的现代化已经高速发展

了两百年， 但对于现代化的理解大多

是片面的或杂乱的。 直到韦伯以 “理

性化” 为核心， 建立了一套现代化理

论， 才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解释了现

代社会的来龙去脉和运转机制。

反思现代， 就是指出现代性最深

层的缺陷。 这种缺陷不是现代化曾经

战胜过的那些问题， 比如愚昧无知等;

我们现在说的缺陷， 是根植于现代化

本身的问题。 这些问题不会随着社会

进步而消失， 反而会因为现代社会的

发展而越来越严重。 学术界将这类问

题叫作 “现代性问题”。

韦伯对现代性的正反两面， 第一

次做出了最为全面、 清晰的分析。 他

的问题意识和学说论述， 使现代思想

进入了具有反思自觉的成年期。 从此

以后， 西方思想家只要讨论现代性问

题， 不管是赞成还是质疑， 都无法绕

开这座里程碑。

那么， 韦伯到底洞察到了现代社

会的什么奥秘?其实就是三个字 : “理

性化 ”。 这三个字 ， 是现代性问题的

关键。

我们知道， 启蒙运动之后， 在理

性和科学的帮助下， 人类实现了巨大

的进步。 在古代社会， 大多数人的生

活都贫困艰难， 甚至王公贵族也过得

不算很好。 比如亚历山大大帝去世的

时候只有 32 ?， 后世学者根据记载，

推断他是死于感染导致的持续高烧和

衰竭。 设想当时如果有抗生素， 又会

如何呢?还有 13 世纪的英格兰国王爱

德华一世， 他的王后一生中生育了 16

个孩子 ， 前 15 个孩子中的男孩全部

在 10 ?之前夭折了， 直到第 16 个孩

子顺利长大成人， 王位的继承才有了

着落。

你看， 无论是皇帝还是国王， 在

疾病面前也毫无办法。 而启蒙时代之

后， 世界在短短两三百年间就发生了

天翻地覆的变化。 说一个简单的数据

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人类的平均寿命，

两百年前还只有 25 ?， 到了 2016 年，

已经达到了 72 ?。

这么巨大的成就是怎么取得的呢?

韦伯发现， 工业革命、 科学革命、 地

理大发现， 这些大事件背后有一个统

一的思想动力， 就是 “理性主义”。 当

时人们有一种普遍的看法， 认为过去

的不幸都是由于蒙昧和无知， 如果用

理性清除掉蒙昧和无知， 我们就会走

向真理， 越来越幸福。

反思理性化的后果

然而， 恰恰是马克斯·韦伯， 这位

深刻理解科学理性力量的思想家， 却

站出来告诫人们， 对于有些问题， 甚

至是极为重要的问题， 科学无能为力。

韦伯是怎么说的呢?让我带你穿越

到一个历史的现场去看看： 那是 1917

年 11 月 7 日， 一个冬日的夜晚， 在慕

尼黑的一间艺术大厅里， 正在进行一

场演讲 。 大厅里挤满了年轻的学生 ，

还有许多著名学者。 韦伯在台上演讲，

题目叫 “学术作为一种志业”。

身在台下， 我们满以为韦伯会告

诉大家科学有多么伟大的意义， 值得

年轻人去献身。 然而， 我们却听到他

说： 认为科学是通向幸福之路， 这是

“天真的乐观主义”， 只有书呆子才会

相信 。 科学根本就无法回答什么是

“幸福”、 什么是 “意义” 这一类的问

题。 韦伯举了一个例子： 假如现在有

一位生命垂危的病人， 只要送到医院，

我们就能用医学技术维持他的生命 。

但是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我们要不要

去抢救这位病人呢?

如果病人只能维持生命， 但根本

无法好转， 又会耗费大量的金钱， 拖

垮他的家庭 ， 你认为应当做何选择?

如果病人自己希望不要付出这么大的

代价来抢救 ， 你认为要怎么选择呢?

如果你知道病人在这种状况中非常痛

苦 ， 你要怎么选择呢?医生回答不了

这个问题， 即使他有最丰富的医学知

识和最高超的技术， 也回答不了这个

问题。

韦伯认为 ， 这是生命意义的问

题， 超出了科学的边界。 科学永远无

法回答 :我们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才是

“值得 ” 的 ， 我们过什么样的生活才

是 “有意义 ” 的 ， 我们生命的 “目

的” 究竟是什么。 科学也许可以给出

最优的 “方案 ”， 但永远无法教给我

们一个最优的 “选择”。

韦伯用数百万字的著作， 向我们

展示出了， 科学和理性如何塑造了现

代社会， 在政治、 经济、 精神的深层

结构中形成了怎样的 “运行方案 ” 。

同时他又向我们指明： 这些方案和方

案背后的理性主义， 不仅很难带我们

走向真理和意义， 还可能会让我们离

意义越来越遥远， 甚至还会带来许多

前所未有的新麻烦。

韦伯真正的贡献不在于阐明了现

代的理性化特征， 而是揭示了理性化

的各种复杂后果， 打破了启蒙时代以

来对于科学理性的乐观主义错觉。 这

在一百年前的西方 ， 是颠覆性的见

解。 当然， 对科学理性主义的质疑并

不是从韦伯才开始的 ， 早在启蒙时

代， 就出现了反启蒙主义者和对理性

主义的怀疑论者， 但那些思想家对现

代性的批判论述， 从未达到韦伯那样

的完整性水平。

和上述思想家相较， 韦伯现代性

论述的完整性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

他不是简单肯定或全盘否定科学理性

的意义， 而是深入地分辨科学理性能

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 而且在科学能

做到的理性化后果中， 同时阐明其正

面的成就和负面的问题。 其次， 他对

现代理性化的分析， 涵盖了人类生活

的三种主要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 ，

同时切入了现代人的精神信仰领域与

现代社会的制度结构领域。

总之， 韦伯深刻把握了理性化对

现代世界的塑造力量及其巨大成就 ，

也敏锐地觉察到理性化造成的缺憾与

弊端。 在个体生活领域， 理性化让现

代人的心灵生活失去了对传统信仰的

可靠倚傍， 甚至会陷入精神危机； 在

公共生活层面， 理性化倾向于将社会

政治秩序蜕变为 “现代的铁笼 ”， 隐

含着多种困境。 而这正是现代性问题

中两个重要的维度。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刘擎/

?，得到·新星出版社 2021 年 1 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