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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化解文化保守主义与现代主义
之间的冲突

王晓升

在现代社会，保守主义的文化和现代主义的文化发生了冲突。如果从政治立场上来看，两者

表现了人们对当前改革的两种完全对立的态度 ：一种态度是对当前发展极度不满，而期望回到改

革开放之前的那个时代 ；另一种态度是不满足于当前的改革，期待一种更激进的全面西化的改革。

不仅如此，这种冲突会在社会生活的不同层面表现出来，导致社会的分裂和矛盾。因此深刻把握

这种冲突产生的社会根源，找出化解冲突的出路，就成为当前社会面临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

在这里，我们从解决现代性问题的视角来思考这个问题。

【内容摘要】　无论是现代主义还是保守主义都是要解决现代性的问题的。在保守主义看来，现代性不断冲击

和否定现代社会的秩序，保守主义努力维持这个秩序；而现代主义认为现代社会中的那种理性

的秩序否定了人的自由和个性，它不断地挑战这个秩序。现代主义对于秩序的挑战是资本主义

现代化发展的要求，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不断变革的一种反映。现代主义文化的缺点是它

走向了后现代主义和虚无主义。而保守主义却把新教伦理基础上所确立的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看

作是理所当然的，而不对它进行反思和批判。解决这里所出现的冲突的方法不是要放弃启蒙的

理性原则，而是要从辩证法的角度反思工具理性，重构理性的原则，这样我们才能纠正虚无主

义以及保守主义中所出现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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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问题的出现

保守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冲突是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矛盾。这种矛盾与现代性

问题的出现是联系在一起的。

在西方社会，启蒙运动高举理性的旗帜，批判了宗教神学的观念。它开启了从传统社会走向

现代文明的大门。传统社会是通过宗教等传统力量来维系社会秩序的，随着理性对于宗教的批判，

宗教失去了它在传统社会中所具有的那种神圣的力量。伴随着宗教的式微，原来借助于宗教的力

量而形成的社会组织也逐步解体。启蒙运动中所诞生的现代文化还把主体性原则作为社会生活中

的基本原则。该原则在笛卡尔那里就表现为“我思故我在”。个人的理性思考成为衡量一切是非、

好坏的标准。在这里，理性的原则和主体性原则蕴含了一种个体性的原则。而这种个体性的原则

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所需要的。启蒙文化所张扬的这种个体性的原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

展中得到了确证。然而，这种个体性原则却对社会秩序造成了冲击。黑格尔在分析这种自我观念

与法国大革命的恐怖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指出，启蒙思想家所提出那个自我是“自己看自己”，它

摆脱了一切对象。摆脱了一切对象的自我成为绝对的自我，纯粹精神中的绝对自我。与这种绝对

自我联系在一起的是“绝对自由”。这种绝对自由对于各种实体性的组织等采取了一种彻底否定

的态度。黑格尔说 ：“于是在这种绝对自由中，由整体划分而成的那一切作为精神本质而存在的

社会等级都被铲除了”。①在这里，个人要完成一种普遍的事业，而这种普遍的事业由于缺乏任何

具体的规定性，而成为纯粹的个人的意志决定。于是，这种绝对的自由最终走向了恐怖。一切神

圣的、绝对的、对人有任何束缚的东西都被否定了。

当一切神圣的东西被否定，当传统上用来维系社会的等级制度被铲除的时候，社会陷入了一

种无序状态。因此，社会需要有新的东西来取代过去的宗教系统，以便维系社会，这就是理性的

力量。原来的等级制度被一种平等的个人关系取代了，个人被重新组织起来，即现代社会中的各

种生产组织和社会机构。社会学家把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出现的这种变化概括为，从共同体到社会

的转变。在社会中，虽然人是结合在一起的，实际上却是分离的。而在共同体中，人虽然是分离的，

但实际上是结合在一起的。②在社会中，相互分离的个人是依靠一种理性原则组织起来的。不过

这种理性原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中逐步变成了合理化的原则。按照韦伯的分析，这种合理化

的原则成为组织生产、管理社会的基本原则。这就是所有的人都是按照严格的合理化要求被组织

到各种社会部门之中。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韦伯的这个思想用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在韦伯那

里，人们只是在商品生产的组织体系中以及在社会管理的组织体系中，按照合理的原则被联系起

来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这种合理化的原则甚至深入到了家庭关系中。人和人之

间的那种温情被彻底消除，只剩下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了③。金钱关系被普遍扩展到社会生活的一

切领域。金钱关系就是按照合理性原则来进行计算的关系。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用拜物教

的概念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这种新特点。本来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都是一种社会性的联系，但

是如果用金钱来衡量这种社会性联系，那么，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就变成了一种物的关系，变

成了一种商品交换关系。卢卡奇把这种关系概括为“物化”，并认为这种物化现象扩展到了整个

资本主义社会。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文明发展的趋势 ：传统社会依靠宗教或者与宗教世界观联系在

一起的等级制度而把人们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现在被一种合理化的秩序所取代。这种合理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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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本来是要实现人的自由的，但是其结果却约束了人，否定了人的自由。于是，这里就出现了

一种冲突 ：一方面，按照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社会组织体系的要求，人应该接受这种秩序 ；另一

方面，人为了自己的自由又要否定这种秩序。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在职业活动中就会兢

兢业业、规规矩矩，而在职业活动之外，就会放浪形骸，追求最大的自我满足。从理性的角度来

说，一方面，人应该接受工具理性的原则，接受工具理性的规训。只有接受了这种理性原则的规训，

一个人才能适应这个社会，才能在这个社会中生存。另一方面，人又要冲破这种理性原则的要求，

只有这样人才能成为主体，才能实现自由。在这样的社会中，人既要接受合理性原则的规训，又

要不断冲破这种合理性原则。于是在现代文明中，人始终面临着这样的两难困境。

个人所面临的这种两难困境有它的社会基础。启蒙运动在弘扬理性原则的时候，这种理性原

则越来越变成工具理性的原则。而这种工具理性原则的运用极大地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并最

终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求生产关系发生相应的

变革。因此，在理性原则的推动下不断进行社会关系的变革是现代文明所要求的。这也是现代性

的一个基本特征。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 ：“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④

于是，现代社会必然会出现秩序与反秩序的冲突。按照启蒙所确立的现代性原则，社会就是要不

断地变革、改革乃至革命。只有不断地变革，社会才能不断进步，文明才能得到不断发展。然而，

在不断的社会变革中，如何来保证社会秩序呢？当不断的变革、改革或者革命冲击各种规范和社

会管理的原则的时候，人们必然会对社会中的无序状态感到担忧。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就会哀

叹人心不古，江河日下。于是，这里就出现了革命和反革命、改革和保守、左与右之间的冲突和

矛盾。即使传统社会也存在保守与改革的矛盾，但那是暂时的、局部的。而在现代社会这种矛盾

是始终存在的，并出现在社会的所有领域。

虽然本文是以西方启蒙运动为背景来说明现代文明的发展中所出现的现代性问题，但是，这

个问题在不断现代化的中国同样也会出现。改革和发展是中国社会的主流趋势，改革的过程中也

会出现一些问题。在如何对待这些问题上人们出现了分歧 ：维持社会规范还是不断变革社会规范。

这种分歧就是文化保守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冲突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

文化保守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冲突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具有上层建筑意义的文化是在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文化领域中

的冲突反映了社会中的冲突。解决社会冲突的核心还是要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矛盾。而解决这些矛

盾又与人们对这些矛盾所采取的态度，即人们的文化价值观有关。从这个角度来说，分析和解决

文化领域中的冲突和矛盾是我们解决社会冲突、规范社会秩序所必须。在这里，我们首先考察文

化保守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冲突的具体特征。

文化保守主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思潮。在文化保守主义之中，既有激进的文化保守主义，

也有温和的保守主义。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这就是要借助传统文化中某种“神圣”的、“绝对”

的或者“权威”的东西来维持社会的秩序。在西方社会，贝尔自称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他说 ：“我

在文化领域里是保守主义者，因为我崇敬传统，相信对艺术作品的好坏应作出合理鉴定，还认为

有必要在判断经验、艺术和教育价值方面，坚持依赖权威的原则。”⑤他的这种文化保守主义主要

是针对文化相对主义和价值观上的虚无主义的。这种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否定了神圣的东西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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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的东西。而贝尔接受传统上已经被确立起来的价值立场，强调文化中应该有某种权威和信仰。

只有这种权威和信仰才能被用来引导人的生活。否则人就无法理解自己生活的价值和意义。他说 ：

“由于宗教接触到人的意识源泉的最深处，我相信，将有一种意识到人生局限的文化，在某个时刻，

重新回到对神圣意义的发掘上来。”⑥这种文化保守主义的核心就是，人在生活中要有对绝对东西

的信仰。而启蒙对宗教的批评否定了对绝对东西的信仰。

与文化保守主义相对立的是现代主义文化。现代主义是从波德莱尔等人开始的。这种现代主

义文化在艺术上强调个人的精神和感觉上的体验。哈贝马斯说，现代主义表现在“对转瞬即逝、

昙花一现、过眼烟云之物的抬升，对动态主义的欢庆中，同时也表现出一种对纯洁而驻留的现在

的渴望”⑦。那么这种现代主义文化有什么特点呢 ? 贝尔概括了三个方面的特点⑧，其中一个核心的

特点是它要颠覆资本主义的秩序。

贝尔说 ：“现代主义是一种对秩序，尤其是资产阶级酷爱秩序心理的激烈反抗。”⑨按照韦伯

的分析，资本主义在刚刚产生的时候，新教伦理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人们存在着对神圣和绝

对的东西的信仰，而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神圣的东西被消解了。对于现代主义者来说，世界上

“没有任何神圣”⑩。从现代主义文学最初代表人物波德莱尔那里，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特点。他

的诗集名为《恶之花》，体现了波德莱尔挑战秩序的特点。在他那个时代，人们认为，真善美是

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善的东西才作为美而得到颂扬。然而对于波德莱尔来说，恶却具有审美的意

义。他说 ：“那个真善美不可分离的著名理论不过是现代哲学胡说的臆造罢了。”他还进一步挖苦

说，“真是一种奇怪的传染病，大家都用莫名其妙的语言说明那些荒唐的念头！”⑪如果恶具有审

美的意义，那么现代社会中被推崇的价值就需要被重估。显然，波德莱尔这种审美理论包含了对

于现代社会中被推崇的价值秩序的否定。而他否定秩序的那种精神也受到了本雅明的重视。本雅

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之中认为，波德莱尔具有马克思所说的那种“波西米亚人”

的特点，或者说具有被社会排斥在外的人的那种特点。他积极参加革命，而且具有“职业密谋家”

的品格。他说，马克思对于职业密谋家的特点的描述，可以“原封不动地用在波德莱尔的形象上”⑫。

而波德莱尔的诗歌是“煽动家的形而上学”。⑬为此，哈贝马斯认为，在现代主义那里，“艺术变

为一种具有颠覆力量的反文化”⑭。

现代主义对于秩序的反抗，最终会走向颠覆一切价值，甚至走向后现代主义和虚无主义。传

统上，艺术作品是用符号表达意义的，我们从作品的意义中得到审美的享受。但是现代主义的艺

术作品更重视的是传播的媒介，而不是传播的内容。这就是说，现代主义所关注的不是被传播东

西的意义而是形式，它用形式盖过了内容。这就如同现代社会中那些“标题党”，他们的文章没

有什么特殊的内容，就用标题来吸引人。现代主义的艺术更注重作品形式上的刺激效果。当然现

代主义虽然强调形式上的刺激效果，但是它还是有一定的内容的，而后现代主义则把它推向极端，

从而使艺术作品变成了纯粹的形式上的刺激，比如沃霍尔的作品《坎贝尔的罐头汤》。而当后现

代主义文化变成一种纯粹形式的刺激的时候，它消解了一切意义。在社会生活领域中，这种后现

代主义（虚无主义）就表现为否定一切规则和秩序。现代主义文化的轴心是张扬自我、实现自我、

满足自我。当这种文化放飞自我的时候，它会力图冲破一切界限。本来传统的宗教是用来约束人

的心理本能的，但是，现代主义文化走向极端的时候，却“同魔鬼打交道”⑮，突破一切底线，

冲破一切规则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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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主义文化的意义及其局限性

从贝尔对现代主义的特征的分析中可以看到，现代主义和保守主义在一个根本点上出现分歧。

保守主义强调对神圣、绝对东西的信仰，而现代主义恰恰相反，戏弄绝对和神圣的东西，它要同

魔鬼打交道。超现实主义者安德烈·布雷东曾经提出一种超现实主义的主张，将巴黎圣母院的塔

尖换成巨大的玻璃祭瓶，一个瓶里装血，一个瓶里装精液，以便把圣母院变成处女的性教育学校。

因为这是文学家的倡议，人们也没有去计较这个事情，只当作是“傻子”开了一个过分的玩笑。⑯

但是贝尔认为，兹事体大，它加强了“文化”“对‘社会结构’进攻的力量”。⑰在这里，我们需

要深入考察现代主义是如何对社会结构进行进攻的？这种进攻的局限性表现在何处？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理解当今社会的结构。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贝尔是在吸收韦伯

理论的基础上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卢卡奇是把韦伯的合理化理论与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理

论结合起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特点。按照卢卡奇的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全面的

物化。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系统来说，这个系统是按照商品交换的原则来运行的。在商品交换

的原则中，一切人的关系都变成物的关系，都可以通过价值量上的计算来进行安排。在这里，人

失去了其主体的地位，成为类似于物的东西。对于卢卡奇来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原则不

会局限在经济领域，“商品形式必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并按照自己的形象来改造这些

方面。”⑱比如，在现代政府中，人们也是按照合理化的方法来进行组织管理，所有的人都按照职

位的需要被纳入管理系统中，人就成为这个系统中一个要素。按照韦伯的说法，国家和企业在基

本性质上是一样的，“一个‘企业’就是现代的国家”⑲。甚至司法判决也可以完全合理化。法官

只要把相关的信息输入法治系统中，那么这个系统就会自动产生判决的结果。⑳不仅国家的管理

系统、司法系统都是按照合理化原则组织起来的，甚至人的心灵也被“物化”，“随着对劳动过程

的现代‘心理’分析（泰罗制），这种合理的机械化一直推行到工人的‘灵魂’里”。㉑总之在社

会的各个层面上都出现了物化，人缺乏了自主性。

应该说，卢卡奇对于这种物化现象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特点 ：人

在物化体系中缺乏主体性。比如贝尔说，在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中，“只见角色不见人”。㉒既然如此，

现代主义文化那种张扬自我的精神不正是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的问题所需要的吗？这个社会

把人按照功能系统的需要组织起来，而使人失去自主性。现代文化“就是要不断表现并再造‘自我’，

以达到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㉓贝尔的问题就在于，他并不把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出现的这种只见

角色不见人看作是一种弊端，而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所必须遵循的原则，是新教伦理原则在

社会生活中的体现。一旦这种东西被破坏了，那么资本主义社会的秩序就会被破坏，他固守着资

本主义社会的这种功能秩序。然而，这种秩序不是不可变革的。恰恰在现代主义的审美文化的批

判中，合理化管理方式发生了新的变化，形成了“项目型城市”㉔。

从这里可以看出，现代主义文化的积极意义就在于它要打破资本主义社会的那种合理化秩序。

可是，打破了这个合理化的秩序之后，我们的社会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把人重新整合起来呢？

现代主义是否定性的，并不提出建设的方案。现代主义文化在强调不断变革的过程中，走向了虚

无主义。我们知道，现代社会中的变革都是为了解决现代社会中问题而进行的。现代主义文化强

调变革，强调主体性虽然是有意义的。但是当变革本身变成了目的，它就开始玩弄变革。这种变

革就变成了一种形式主义的变革，就有走向虚无主义的危险。我们可以用“时尚”来说明这种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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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主义的变革与虚无主义的关系。我们知道时尚的一个核心要素就是要不断革新。时尚的衣服就

是要不断地革新才能引领社会的潮流。因此，在时尚的领域，过时就意味着被淘汰。但是，在迎

合时代潮流而进行变革的时候，时尚的变革都是形式的变革。这就如同时装要不断地变革其形式

一样。形式的变革实际上是玩弄变革，是没有实质意义的变革。所谓的形式的变革实际上就是我

们日常生活中的形式主义。而形式主义就具有消解权威的作用。比如，如果上级机关要求学校进

行人事制度的改革，学校就按照要求把员工分为不同的等级，但是这些等级之间没有任何实质意

义上的差别。于是上级机关的权威要求就被形式主义地消解了。也就是说，时尚具有颠覆一切权威、

一切价值的作用。

同样的道理，当现代主义文化玩弄形式走向极端的时候，文化产品就失去所有意义，一种文

化上的虚无主义就会出现。实际上，虚无主义的出现是理性主义自身的后果。按照笛卡尔启蒙理

性的观念，人可以怀疑一切，把一切放在自己的天平上。当理性怀疑一切的时候，当一切价值都

被放在理性天平上加以重新衡量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接近于否定一切价值观了。贝尔说 ：“虚无

主义正是理性主义的瓦解过程。”㉕后现代主义文化正是这种瓦解过程的典型表现。它在价值观上

是一种虚无主义。它再也无法给人生存的意义提供论证，一切价值都是可以被颠覆的，可以被否

定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贝尔的下述说法是正确的 ：“今天，现代主义已经消耗殆尽。紧张消

失了。创造的冲动也逐渐松懈下来。现代主义只剩下一只空碗。”㉖走向虚无主义是现代主义最根

本的缺陷。

这种现代主义文化如果转换成为一种生活态度、政治观念，那么这就是对现代社会秩序的否

定。如果说这种否定最初是针对现实社会中的问题而进行的理性批判的话，当这种否定走向极端

的时候，它就会玩弄变革，以变革为借口，而否定一切秩序，否定一切权威，甚至走向恐怖。

文化保守主义的合理性及其界限

按照贝尔对于他自己的文化保守主义的解释，文化保守主义要保持对神圣东西的信仰。对他

来说，与神圣东西的信仰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必须得到维持。实际上，他要维护的是

新教伦理的神圣地位。虽然贝尔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管理方式让人变成了经济系统中的

一个角色，但是，他并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对他来说，这种系统的管理方法，对于资本主义制

度来说是必要的。在当代社会，我们究竟要不要这种合理化的管理呢？当然需要，没有资本主义

管理的秩序，我们就无法提高效率。从这个角度来说，贝尔对于这种基本秩序的维护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贝尔的保守主义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贝尔将现代社会中所出现的那种破坏资本主

义秩序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现代主义文化。哈贝马斯在批评贝尔的保守主义思想的时候指

出，贝尔把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问题归结到“放荡不羁的文化人的精英式的反文化生活方式”。㉗

虽然文化在对抗资本主义秩序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其作用是有限的，真正能够“摧毁”资

本主义制度及其文化基础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自身。贝尔本人对此也是有所认识的。他说 ：“破

坏新教伦理的不是现代主义，而是资本主义自身。造成新教伦理最严重伤害的武器是分期付款制

度，或直接信用。”㉘既然破坏新教伦理的不是现代主义，那么贝尔为何要竭力批判现代主义文化

呢？这是因为现代主义文化确证了这种破坏的正当性（合法性）。在贝尔看来，社会秩序是由合

法性来界定的。而现代主义文化确证了否定资本主义秩序的合法性。既然破坏资本主义秩序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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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基础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自身，那么我们需要做的是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进行变革，对

于这种制度赖以确立起来的文化基础进行重新思考。文化保守主义却不愿意反思这个文化基础。

这种保守主义无法为现行的社会秩序提供正当性的辩护。

其实文化保守主义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它无法为现行秩序提供正当性的辩护，而且还在于它把

某种文化传统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加以接受，而不愿意对自己所坚持的文化传统进行反思（比如，

贝尔对自己所接受的新教伦理的反思）。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文化保守主义不仅不能维持社会秩 

序，而且还会导致社会的对立和冲突。无论哪一种形式的文化保守主义，都是要努力恢复某种传

统的文化观念。而在现代国家中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文化传统。文化传统之间的冲突在现代社会已

经成为一个越来越显著的问题。从 9·11 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化保守主义已经演变成为文

化多元主义和宗教多元主义的冲突。而这种冲突甚至演变成为恐怖主义和民族仇恨。

本来保守主义是试图借助传统文化来实现社会整合的，但是当保守主义转变成为文化多元主

义（或者宗教多元主义）的时候，它不仅无助于社会整合，还会进一步导致社会分裂。文化多元

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相对主义。按照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在文化价值观领域是不存在共同的

价值标准的。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世界观，有自己的概念框架，这些不同的世界观包含了各自

不同的价值标准，这些价值标准之间是不可通约的。本来，文化多元论是被人们用来批判文化霸

权的。然而按照文化多元论的观点，各种文化都是一种自我封闭的体系，它们之间不能进行对话，

那么它们之间也就不能相互批判，相互交流。既然各种不同的文化不能相互交流，不能相互批评，

那么处于劣势地位的文化也就失去了批判霸权文化的资格。如此一来，处于劣势地位的文化只能

接受文化霸权。如果是这样，那么在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社会中，人们如何被整合起来呢？

重塑理性精神，解答现代性问题

按照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的分析，黑格尔开启了现代性批判的思路。从黑格

尔开始，人们从三个不同的向度反思现代性 ：一个是黑格尔主义的右翼，它走向了一种保守主义 ；

一个是尼采开启的后现代主义的思路 ；还有一个就是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左派黑格尔主义的思路。

它既不同于保守主义，即试图利用传统的文化资源来实现社会的整合，也不同于后现代主义，它

彻底否定社会整合的可能性。这个理论思路就是要从理性的自我反思和实践中纠正现代性所出现

的问题。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争端是围绕着“理性”展开的。

文化保守主义由于理性否定了神圣的价值，甚至走向了虚伪主义而主张借助传统的宗教力量来维

持社会秩序。而贝尔所主张的文化保守主义要维持的是与新教伦理结合在一起的传统资本主义秩

序。更广泛地说，在保守主义看来，在现代社会，由于人们失去了对于神圣东西的信仰，而只是

注重自我满足和自我利益。这是不受信仰束缚的工具理性的不良后果。它要用信仰来引导工具理

性。一般来说，温和的保守主义是要在承认工具理性合理性的基础上用传统的力量来重新规范工

具理性。而现代主义则是对于蕴藏在工具理性中的强制秩序的极度不满，最终甚至彻底否定了工

具理性（如后现代主义）。从这个角度来说，现代主义和保守主义争论的理论核心就是如何看待

工具理性及其所产生的问题。温和的保守主义和现代主义虽然都认识到了工具理性自身的缺陷，

但都在不同程度上承认工具理性的合理性，而不是彻底否定工具理性。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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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黑格尔主义是有共同点的 ：即纠正工具理性中所包含的缺陷，并在此基础上纠正由于这种工

具理性而产生的不良后果。

保守主义主张用信仰、用传统的力量来纠正工具理性的错误 ；现代主义用艺术的力量来纠正

工具理性的错误，左派黑格尔主义则主张用理性的自我反思来纠正自己的错误。黑格尔所提出的

辩证法就是用理性来纠正知性思维方式（工具理性）的错误的。这就是要用更加完善、更加全面

的理性概念来修正工具理性。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实际上也是对工具理性的批判。按照马

克思的分析，商品交换是不同的使用价值之间的交换。这些不同的使用价值的东西之间是不能被

数量化而进行相互交换的。为了能够进行交换，人们就把使用价值悬置起来，而从价值量方面进

行交换。本来交换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使用价值，后来价值本身成为交换的目的。价值量方面的交

换的背后存在着不能被量化的东西。而知性思维把不能被量化的东西都量化了。这种交换必然导

致不平等。马克思揭示了等价交换背后的剥削（不相等的关系）。这实际上就从现代社会最基础

的经济现实中揭示了知性思维所存在的问题。马克思之后的许多左翼思想家都从这个角度揭示了

这种知性思维所导致的不良后果。卢卡奇对物化的批判、阿多诺对于法西斯主义的批判、哈贝马

斯对于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的批判实际上都是对工具理性所造成的后果的批判。

在批判工具理性所产生的后果的同时，人们也自觉反思工具理性。马克思本人虽然没有提

出改进工具理性的具体方案，但是，他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从这个角度来看，真正的

理性的思维方法应该是辩证法的思维方法。卢卡奇的总体辩证法、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哈贝

马斯的交往理性等都是修正工具理性思维的具体方法。按照卢卡奇的分析，工具理性思维方法

是一种认识局部事物的方法。但是人在认识事物的时候还是要从局部走向总体。对于总体的认

识必然包含了辩证法。在对物化进行批判的时候，卢卡奇分析了资产阶级的二律背反，也就是

康德的二律背反理论。按照康德的分析，理性有一种“自然倾向”（尽管这种自然倾向很不自

然）。它要把知识系统化，要达到对总体、绝对的认识。这就是说，理性不满足于知性的科学认

识，还有一种把握总体的倾向。但是，康德要人们在认识上限制这种自然倾向。在他看来，一

旦人们追求全面系统的东西，追求绝对的东西，就陷入了矛盾。而黑格尔批判了康德的这个思

想。他认为，理性就应该全面系统地把握事物、把握绝对。虽然这种认识中必然会包含矛盾，

但是理性就是在解决矛盾中发展。阿多诺认为，理性一开始就是和自然联系在一起的。理性要

控制自然，同时又要承认自然，与自身的自然和解。哈贝马斯在批判黑格尔的后期的理性概念

的基础上提出了交往理性的概念。在哈贝马斯看来，黑格尔的理性概念是自我反思的理性，是

独白式的理性，而交往理性就是要通过人们之间的商讨来达到真理。这种商讨实际上也是要不

断调整我们对于自然、社会的认识和改造。它也是一种辩证的方法。无论人们所提出的是哪一

种修正方案，都是在承认工具理性的合理性的基础上调整工具理性，或者说，把工具理性作为

理性的一个要素，而不是用这个要素来代替理性中的其他要素。这就是说，在理性的重构方案中，

人们对工具理性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

如果是这样，那么人们自然要提出问题，黑格尔左派对理性的重构与保守主义、现代主义有

什么差别呢？被重构了的理性概念实际上也就是把被工具理性所排除了的东西吸收到理性概念

中。那些被工具理性排除了的东西，比如信仰、人的自然欲求等等似乎又在不同程度上被吸收到

理性中来了。如果这样，重构理性的努力不是和保守主义、现代主义结合在一起了吗？应该说，

各种不同的重构理性的方案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保守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东西）。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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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阿多诺就吸收了尼采的思想。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说阿多诺就是后现代主义的。在阿多诺的理

性概念中，理性既要控制自然，也要和自然和解。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也没有彻底否定工具理性。

他承认工具理性在系统领域的意义，反对把系统领域中东西用到生活世界中。从这里可以看出，

重构理性的现代性方案中，人们都不是彻底否定工具理性，而是在工具理性的基础上来修正、重

塑理性。这种重构吸收了保守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要素，但是又与它们有原则的区别。

如果我们这样来重构理性从而解决现代性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现代性的问题

的解决方案与保守主义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区别。保守主义要用传统的力量，甚至传统

的信仰来纠正工具理性。而重塑理性的方案则强调，虽然我们也要吸收传统的力量，但是我们不

是简单地恢复传统的东西，而是要对传统的东西进行理性的批判和反思，通过这种反思，把那些

适合现代文明的东西吸收到现代文化中。而保守主义，甚至像贝尔这样的保守主义，却缺乏这样

一种反思的态度。虽然重构理性的方案中承认对于绝对的东西的信仰的合理性，但是，绝对的东

西必须作为认识的对象而纳入理性的思考之中。尽管这种思考会导致矛盾产生，甚至是不可调和

的矛盾，但是这种理性的思考却是必要的。现代主义的审美方案虽然也有助于我们重构理性，但

是我们绝不是用审美的方案来取代理性。当阿多诺强调理性与自然和解的时候，这种和解必定包

含了审美的要素，这种审美的要素可以用来纠正工具理性，但是，这种和解是不可和解的东西的

和解。或者说，这种和解中是充满矛盾的。人既要控制自然，又要承认自然。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所继承的辩证法思想，在承认工具理性的基础上不

断克服工具理性的缺陷。坚持工具理性而又限制工具理性的矛盾始终是存在的，要在解决矛盾

的基础上推进现代性的事业。现代性的事业之所以还没有完成，是因为，我们的理性潜能还没

有完全发挥出来。如果从社会秩序的重构的角度来看待这种理性的重构，那么现代社会需要不

断地改革，但是这种改革必须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进行，必须通过理性的思考来凝聚共识，从

而实现社会整合。如果这种理性思考出现什么困难或者问题的话，那么我们也必须重构我们的

理性，而不是否定或者放弃理性，靠简单地恢复传统来维持社会秩序，或者认为这种社会整合

不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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