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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蒂的 /自我 0观及其政治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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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代自由主义和社群主 义之 争的焦 点就 是 / 权利 0和 / 善 0何 者优先 问题, 其 中的 症结 就在 于 / 自
我 0的地位, 是镶嵌于共同体之中的, 还是无拘的自我? 罗蒂在 / 民 主先于 哲学 0一文中 围绕桑 德尔对 罗尔斯
的批评, 提出了自己的实用主义立场, 试图把 / 自我 0放在 具体的历 史语境下, 借助对 尼采的 / 自我 观 0和弗洛
伊德的道德心理学进行创造性地解读, 提出信念和愿望之网的自我观, 从而在政治框架, 而不是在哲学藩篱中
解决这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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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世界自笛卡儿确定 / 我思故我在 0的主体

同样地, 自我必然牵涉到他人, 我们必须在社会关

性哲学以来, 自我及其问题成了哲人们沉思的难题

系中才能知道我是谁。在这一意义上, 马克思的论

之一。在当代社群主义和自由之争的政治哲学领

断 /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0千真万确。 / 我 0只是社

域, 什么样的 / 自我 0变成了争论的焦点。以泰勒、

会关系网络上的纽结。在社会中, 我们如何处理人

沃尔泽、桑德尔为代表的社群主义认为, 自我镶嵌

我关系, / 我们 0如何可能? 我 们凭什么把不同于

在具体的历史文化共同体之中, 而据假定, 德沃金、

我们的人纳入 / 我们 0? 不同种族有什 么共同点?

罗尔斯等自由主义则认为权利先于善, 自我可以超

用罗蒂的话将是: 协同性如何可能? 柏拉图 - 康德

越、独立于社群。在罗蒂看来, 这种截然对立的划

给出的答案是: 合理性 ( rationality)。

分模糊不清、
不得要领。他站在新实用主义的立场

在柏拉图的灵魂思想中, 灵魂存在理性、激情

上, 提出他的自我观, 本文试图阐述罗蒂的自我观

和欲望三部分, 三者的地位不同, 理性是否能主导

及其对自由民主社会的意义。

其他二者, 关系到道德是否可能的问题。在罗蒂看

一、柏拉图 - 康德主义的自我观及其道德话语

来, 在柏拉图那里有一个真实的自我和虚假的自我

自我, 我们在日常语言中经常用到第一人称代

之间的严格区分。真实的自我就是理性占上风的

词 / 我 0, 经常使用这类句子 / 我自己 0。但是, 熟知

自我, 虚假的自我就是理性泯灭, 被情感左右的自

不等于真知, 我们确定今日之我为昨日之我的标准

我。在理想国中诗人是要遭到驱逐的, 情感是被贬

是什么, 倘若不借助他物和 他人, 恐怕无从索解。

斥的东西, 因此, 接过苏格拉 底的命题 / 美 德即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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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0, 柏拉图把道德哲学建立在严格的理性基础之

经验活动, 譬如欲望、
需要和目的等功利目的之间

上, 从而把情感、感受性放在边缘地位。罗蒂对此

进行的选择, 则是权宜之计。这种明智审慎的权衡

批判说: / 柏拉图坚持, 通过诉诸比情感更高 的力

肯定为恶。

量, 通过诉诸理性的力量, 他能够重新教化在没有

这样, 康德的先验自我不仅在知识论上实现了

获得适当的道德情感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人 , ,

哥白尼式的转折, 而且在道德学说上还完成了对休

道德哲学已经系统地忽视了普通得多的情况, 这个

谟情感主义 / 信念和欲望之网 0的僭越。康德毫不

人对待相当狭窄的范围内的无羽二足动物时, 在道

隐瞒自己的形而上学背景和先验哲学的阿基米德

德上是完美无缺的; 但他仍然不关心这个范围之外

点, 他说: / 约束性的依据既不能在人类本 性中寻

的那 些人 的 痛苦, 他把 那 些人 看作 似 是而 非 的

找, 也不能在他所处的环境中寻找, 而是完全要先

1 12

人! 0。

Z

天地在纯粹理性的概念中去寻找。同时, 任何其他

笛卡儿和康德都承认存在一个自我。在笛卡

单纯以经验原则为依据的规范, 虽然有一定的普遍

儿那里, 自我与上帝具有同样的逻辑地位。康德进

意义, , , 也是一个实践规则, 永远也不能称之为

一步把笛卡儿的自我发展为 / 先验自我 0和 / 经验

道德规律。0

132

康德对道德命令和审慎权衡作了如

知的理性可以根据善良意志, 遵循责任, 颁布人皆

二
此严格的区分, 其逻辑起点就是纯粹理性的预设。 o
o
但是, 在很多后来者, 譬如黑格尔、罗蒂、泰勒等人 八
看来, 纯粹理性显然不是没有行为人即道德主体就 年
第
能存在的, 否则纯粹理性就变成了与自在之物一样 四
的神秘之物。黑格尔去掉了自在之物, 同样也去掉 期

服膺的道德律令。而情感则追逐外在的东西的满

了非历史的时间之外的道德主体。纯粹形式的理

足, 会导致人欲的泛滥, 责任的缺失。如果说在神

性是可疑的, 纯粹理性颁布道德律令当然也是可疑

学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时代, 上帝确保普遍道德被遵

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是一种幻觉。其中隐含着

守的话, 那么, 在启蒙运动后的哲学时代, 理性成了

福柯所谓的 / 权力的运作 0。

自我 0, 康德在实践领域中提出的道义论也是根据
这个著名的划分提出 的, 其中 的关键是道德 和审
慎、理智与情感的绝对区分。罗蒂认为, 康德的先
验自我预设了柏拉图式的知、情、
意的结构, 其中,

道德普遍主义的保证。康德讲的纯粹理性, 包括两

罗蒂站在实用主义的立场对柏拉图 - 康德主

个维度, 即纯粹理论理性和 纯粹实践理性, 他说:

义的道德学说进行批判, 他釜底抽薪式的攻击说,

/ 在纯粹实践理性完成之后, 我就有必要同时说明

根本不存在理性这种自我的机能, 人的本性不是必

它在原则上和理论理性的一致, 因为归根到底只有

然划分为知、
情、
意三种机能。这种划分是任意的、

1 22

一个理性, 只是在运用方面有所不同 罢了。0

知

抽象的。罗蒂指出, 康德主义实质上假定了自我具

识和道德对应于两种理性的运用形式, 其中, 根据

有非历史的本质, 这种时间之外的普遍人性成为道

实践理性, 道德学说存在普遍的道德和暂时的权宜

德的基础。从这种人性观可以推出, 符合人性就是

的严格区 分, 即道德 ( mora lity)和审慎 ( prudence )

理性立法、
普遍遵守。实质上, 在实用主义看来, 理

之间的区分。在说 谎言借债的例 子中, 康德 评价

性在不断的生活经验中保存善的、
对生活有用的观

说: / 出于责任和真实和出于对有利后果的考虑完

念, 并让这些观念固化下来成为 / 真理 0。在谈到

全是两回事。在前一种情况下, 行为的概念自身中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时, 罗蒂说: / 哈贝马 斯采取

就已经包含我所要的规律, 而后一种情况, 我却还

的手法与塞拉斯如出一辙: 两位哲学家都试图将理

要寻找有什么伴随来 的效果。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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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会说, 假如

性解释为社会规范的内在化, 而非人类自我与生俱
1 52

说谎借债能够成为普遍规则, 那么别人也可以对我

来的一部 分。0

说谎, 我所预想的好的后果可能遭到破坏, 因此我

/ 罗尔斯 -最后为了保存自我消解了自我 . 0时, 罗

不希望说谎能成为普遍规律。康德由此认为出于

蒂说: / 这里, 我要答辩说, 为保存政治的自我去消

责任和能够普遍化的行为规则才是道德的, 相反在

解形而上学的自我, 可能是有益的。更准确地说,

在答 复桑德 尔对 罗尔 斯的指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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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得我们有关自由优先性的直觉系统化, 而把

压抑, 与周围的权威, 以及早年生活留下的心理纽

自我看成无中心、
无本质而只是信念和欲望的网络

结、
创伤、
受挫有关的东西, 后来生成的自我总是与

1 62

也是有益的 0。 罗蒂指出, 理性本身具有历史性

早期的经验存在细致的、
精巧的关联。下文分别言

和地方性。他说: / 我们把理性仅仅当作就可能事

之。

情展开讨论, 倾听另一方意见, 尝试达成和平共识

知识论的方式试图解决我是谁的问题, 就预设

意愿的另一个名称。它不是透过表象直达科学实

了 / 是者 0, 就是从对象那里确定 / 我 0是什么, 把一

在或道德实在之固有本质的机能的名称。对我们

定语境之下对某个对象的描述固定下来, 并使之永

来说, 成为理性的, 也就是成为可以对话的, 而不是

恒化, 以为抓到了真实的自我, 康德就是这种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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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愿意服从的。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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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进而认为, 道德主体 不是

方式的典型。而根据尼采的视角主义和维特根斯

颁布形式化道德律令的先验自我, 而是在不同的历

坦的语言游戏观, 自我的界定不能脱离时间和具体

史和文化中, 在社会演变的过 程中形成的经 验自

的情境, 不能进入永恒真理的世界。本质主义的哲

我。自我不再以理性为中心, 而是各种欲望和信念

学家会认为, 自我具有一张唯一的正确的装载单,

的网络。那么以此为前提, 罗蒂消解了道德 /审慎

这种装载单上有自我的全部描述, 它可以逃脱随机

之间的区分, 其成功的关键就是取消了理性判明道

和偶然, 抓住大写的实在的自我之后, 就可以心安

德与否的 权威性, 强调道 德上的 / 应 该不可以 用

理得, 一劳永逸。尼采认为真理只不过是隐喻, 有

-由于道德的内在本性 . 来说明, 也不能用 -人格的

关自我的言说也只是一种权力意志的体现。人类

本质在于选择能力 . 来说明, 而只能通过像这样的

在具体的历史境遇中对自我的界定其实只是隐喻

说法 -因为我们 ) ) ) 我们现代 宗教宽容和立 宪政

的一种, 必将随着历史的变化不断地改变。因此自

府之传 统的继承人 ))) 把自由 放在完美的 前

我是自我克服 ( self- overcom ing)的过程。康德主

1 82

面 . 。0 罗蒂既不拘泥于道德主体是不是 具有理

义者以为, 抓到了自我的本性就克服了流动的历史

性本性的自我, 也不赞同人是否具有选择的能力,

和地域文化的多 样性之间的矛 盾, 而尼采 的自我

而是直接地强调不同的文化历史造就不同的人, 这

观, 则强调内在的意志的 力量可以完成自 我的超

种人认为自由优先于完美。因此, 我们可以看出罗

越, 在康德那里是 / 自我是什么 0, 而在尼采那里则

蒂对柏拉图 - 康德主义自我观的批判落在实用主

是 / 我想成为什么 0。罗蒂评价尼采的思想说: / 这

义的结论上。诚如杜威所说: / 它 (哲学 )缔结在形

正是真理意志 ( w ill to truth)和 自我超克意志 ( the

而上学的尊容地位时, 或许是荒谬而非实在的, 但

w ill to se lf- com ing)的差异所在; 也是两种救赎观

当它与社会的信念和社会的理想的斗争结合起来,

念的分野: 一个认为救赎就是与一个比自己更加伟

意义就非常重大。哲学如能结束关于终极实在的

大、
更永久的东西接触, 另一个认为 ) ) ) 如尼采所

研究的无聊的独占, 将在推动人类的道德力的启发

言 ) ) ) 救赎是 - 把一切曾 是皆重新创造为 我曾欲

中, 和人类想获得更为条理、更为明哲的幸福所抱

其如 是 . 0 ( recreating all / it was0 into a / thus

1 92

热望的助成中, 取得补偿。0

1 102

罗蒂认为形而 上学

I w ille d it0 )。 因此, 害怕流动性, 不确定的传统

的自我观和人性论造成了车轮的空转, 不但解决不

本质主义哲学家的恐惧现在变成了自我不断成为

了问题, 反而形成了一种强制, 人向非人的实在和

自己的复制品的恐惧。如果说传统哲学家通过纯

自我完美人性的臣服。

粹理性为自我立法, 那么在尼采和布鲁姆这里, 诗

二、自我克服和自我创造: 尼采和弗洛伊德

人则成为立法者。诗人的立法在于不断地制造完

罗蒂的自我观借助了尼采和弗洛伊德的思想,

全不同于过去陈旧的自我形象, 诗人最害怕的是重

尼采的自我叙述是天才式的自我超克的历程。而

复, 没有创新, 成为别人或自己的复制品。康德发

弗洛伊德则运用精神分析理论, 认识到自我不是没

现, 无法在外在的经验世界和流动的情感和欲望中

有历史来由的凌空而降的东西, 而是与儿童早期的

发现永恒不变的自我, 于是它发现了善良意志,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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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道德自我的机能, 他不会被外在经验所绑架, 它

织; 而不是 一个有各种机能 构成的秩序系 统。因

不是时间和机缘的俘虏, 它是超升性的、无条件的

此, 弗洛伊德的道德心理学提出了很多心理学词汇

自我良心, 而尼采则坚决地把自我放在未来, 不怕

来解释我们为什么对一些人充满同情, 而对其他人

流动, 而惧重复。

的同样处境置若罔闻, 譬如强迫性、
虐待狂, 偏执狂

尼采自我超克的动力和资源在哪里? 我们自

等等, 我们因为我们的历史偶然的构成, 我们会对

然会问这样的问题。罗蒂认为, 尼采的自我观其实

与我们在某些方面类似的人感通心受, 我们处在的

既有视角主义的一面, 同时并没有完全清除形而上

当下处境与过去的生活经历有相似地方, 因此, 我

学的残余, 问题就出在尼采预设了一种本体, 即意

们唤起了自我的历史叙述, 这种过去的故事让我们

志本体。因此, 在海德格尔看来, 尼采是颠倒的柏

关注一些人的命运和痛苦, 而对其他人的痛苦漠不

拉图主义。罗蒂赞成海德格尔的看法。杰拉德和

关心。因此, 弗洛伊德结束了康德在自我的理性和

戴维认为: / 尼采个体主权的谱系学显示了一种只

感觉、
欲望之间做出的著名区分。这种道德词汇更

能出现在某种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个人。虽然如此,

加能够消解当两种完全对立的道德要求发生冲突

他依然承诺了一个超越所有语境或共同体的诗性

时, 人们面临的道德两难。

个体的出现。0

1 112

诗性个体的可能就在于意志的作

第二, 弗洛伊德认为, 承认自我是偶然的, 是历

用, 事实上, 尼采用意志的概念置换了理智的概念,

史和机缘的产物, 这不等于我们是被束缚的, 是无

实质上还是承认了柏拉图知情意的机能结构。罗

依无靠的, 我们反而要鼓励自己, 把成功的自我创

蒂清醒地认识到了尼采的危险, 尼采对自我私人生

造或个人独特的过去解脱出来的过程, 编织成个人

活自我克服的强调可能会突破自认完美的藩篱, 进

独特的叙述。自我不必对普遍的标准负责, 而是要

而危及公共生活, 破坏自由民主制度的基本前提:

不断的从过去中挣脱出来, 不断的进行自我的重新

宗教宽容和立宪政治。而且尼采的意志主义的预

描述。这也是罗蒂的观点。罗蒂认为, 弗洛伊德看

设在理论上可能是模糊的, 在实践上是可怕的。为

到了尼采代表的浪漫主义是颠倒的柏拉图主义, 尼

了避免尼采之弊, 罗蒂论述了弗洛伊德的思想, 试

采和布鲁姆分别推崇超人和强健诗人; 而康德构造

图从道德心理学的角度更加清楚的阐明自我到底

的道德学说, 也是一种对文化和生命的丰富隐喻,

是如何形成的。

其目的就是限制知识, 为信仰留出地盘, 为人类设

在罗蒂看来, 弗洛伊德的贡献在于: 第一, 结束

定必须践行的道德律令, 造就战战兢兢、
规规矩矩

了个人的自发性、私人的完美的浪漫主义, 与坚持

的人的模范。弗洛伊德认为, 两种道德学说都不是

普遍具有的社会责任的道德主义之间的战争。道

超越性的站在上帝立场的对人的指令, 而不过是人

德意识在弗洛伊德那里不再是普遍化的道德意识,

在生活中不断选择的两种调节方式而已。对自我

而是如同诗人之创作的独特性一样的东西。罗蒂

的形象从来就没有终极的描述, 即使是自我生活历

说: / 他 (弗洛伊德 )让我们把道德意识视为自我是

程中微不足道、
卑污不堪的东西都可以构成自我认

历史条件的产物, 和政治及美感意识一样, 都是时

同的一部分。没有终极的描述, 也没有正确的唯一

1 122

间和机缘的产物。0

在弗洛伊德看来, 良心不再

的描述, 只有不断被置换的隐喻和隐喻的被超越。

是康德讲的普遍的善良意志, 而是婴儿时期被压抑

罗蒂称之为嬉戏的反讽精神。罗蒂评论说: / 这欲

的性冲动的罪恶之感的重新唤醒, 婴儿在与环境进

其如是的意愿, 将永远只是一个计划而不是结果;

行交流的过程中, 进行不断的试验, 有些遭到了拒

只是人生的有限寿命所永远无法完成的计划。0

1 132

绝, 收到了惩 罚和压抑, 良心观念不过是 / 不 愿失

罗蒂吸取了尼采、布鲁姆等浪 漫主义的 自我

去儿时自恋的完美的人 0所决定的理想自我, 是父

观, 认为自我是自我超克, 在不断的创造中丰富自

母和社会声音的内在化。因此, 道德意识的形成纯

我的内容, 从而获得救赎, 但是, 他拒绝了尼采颠倒

属偶然的纽结不断形 成、不断 编织新的经验 的组

的柏拉图主义。他认为, 布鲁姆也认识到了文化和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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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对识别自我的重要性, 即强健诗人只能创造一

问题放在私人生活的领域, 让政治生活独立出来,

小部分的自己, 诗人也依附前人和身后之人。罗蒂

成为民主政治制定政策的框架, 提出民主先于哲学

似乎更加重视弗洛伊德的思想, 人生活在一定的历

的著名命题。

史和自我故事之中, 自我是一张历史和现实不断编

桑德尔、
泰勒等社群主义者认为自我是生活在

织而成的网。在休谟那里, 自我是信念和愿望的网

共同体之中的, 共同体决定了自我的内容和选择的

络, 罗蒂似乎更进一步, 他认为自我不仅是信念和

容量及其选择的目的, 自我必须在共同体中才能得

愿望之网, 而且还是文化和历史之网, 这张网还在

到解释。这一点, 罗蒂是赞 成的。他说: / 这部清

不断地连接过去, 向前延伸。罗蒂特别强调的是这

晰而重要的著作 (指 5自由主义和正义的局限 6 )提

张网没有中心, 也没有终结之处。

供了非常优雅而有说服力的论证, 反对用某种自我

这样的自我观自然就成了实用主义道德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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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某种形而上学的人的本质来证明自由政治的企
1 142

学说的逻辑前见。罗蒂反复声明, 民主政治不需要

图。0

他也认同泰 勒对绝对 / 人 0权的批判。他

形而上学和哲学基础, 就像启蒙运动拒绝宗教天启

说: / 泰勒把启 蒙运动的自我观作了概括, 认为它

一样。自我不是没有历史的, 也不是囿于历史的事

是一种规定了近代所特有的人类尊严观的解脱的

实, 让民主政治建构在一种开放的、
对话的框架之

思想, 即没有外部干涉、
不听从外部权威, 而完全根

中。罗蒂强调的一点是我们现在生活在宗教宽容

据自己的意愿行动的能力。0

和立宪政府的现实境遇中, 我们都是启蒙运动之政

黑格尔主义立场否认了抽象的 / 人 0权观。

1 152

其原因就是泰勒的

治计划的传人, 因此, 我们可以就实务进行就事论

在桑德尔看来, 罗尔斯仍然试图为道义论提供

事的对话, 不要提什么颠扑不破的永恒真理, 也不

基础, 分析先于并独立于对象的主体概念。因此,

要说这是上帝的声音和理性的绝对命令。

罗尔斯依然残留着康德主义痕迹。德沃金强调权

三、罗蒂的自我观在民主社会中的应用

利是王牌, 个体的自然权利在德沃金那里有非历史

在当代政 治哲学的话语 中, 有两 个主要的 派

的人性的基础。 / 权利优先于善 0这个命题天经地

别, 即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两派争论的焦点之一

义。 5正义论 6时期的罗尔斯同样认为 权利优先。

是权利优先于善, 还是善优先于权利, 这种争论的

桑德尔认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既想保留康德主义

核心就是自我到底是无拘的自我, 还是镶嵌在共同

者的普遍主义, 又想摆脱 康德的形而上学 唯心主

体之中的东西。社群主义指摘以罗尔斯、
德沃金为

义。桑德尔认为罗尔斯的论 点 / 正义是社 会制度

代表的自由主义假设了一种没有历史内容, 却具有

的第一美德 0有一个形而上学的背景: / 与目的论

选择能力的自我, 权利在德沃金那里是王牌, 这种

正好相反, 对我们的人格作为重要的, 不是我们选

权利乃古典自然权利的现代版。自由主义则回击

择的目标, 而是我们选择这些目标的能力, 而这种

社群主义, 认为社群主义的善不能成为普遍的分析

能力属于必然先于其选择的 目标的自我。0

前提, 因为何谓善, 不同的文化共同体会给出不同

桑德尔看来, 罗尔斯的自我依然是无拘的自我。罗

的理解, 各种善的价值之间存在不相容、不可通约

尔斯在 5正义论 6中对原初理论的勾画假定了人的

的特性, 如果以善来规约、
解释权利的话, 最终就会

纯粹选择的能力, 不能说没有康德主义的痕迹, 桑

丧失普遍的权利, 造成共同体 对人的宰制。可以

德尔的批判不是无的放矢。罗蒂并不完全赞同桑

说, 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各执一端, 互不相让。

德尔的批评。在他看来, 罗尔斯并没有假设没有历

1 162

在

罗蒂基本上站在实用主义的立场来调解社群

史性的个体性自我, 更为重要的是, 罗尔斯超越了

主义和自由主义之争, 他特别地分析了罗尔斯的思

普遍人性的纯粹形而上学的争论。这正是罗蒂欣

想、剖析了桑德尔对罗尔斯之批判的不合理之处。

赏的地方。

继启蒙运动破解以神为中心的文化之后, 他消解了

罗蒂认为罗尔斯的很多论文明确地拒绝了深

现代社会的后哲学文化的本质, 要求把哲学、宗教

层次的哲学问题上的争吵, 而把自我放在大市场经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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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宗教宽容、
立宪政府的背景下思考问题。只要

还不需要哲学和形而上学来为权利辩护, 解决道德

是民主立宪制度下的人都会认同成为自由民主社

冲突的问题。上文已经谈到自我不是去符合本性,

会之公民的条件。因此一个先于并独立于对象的

去靠近非历史的实在, 而是在具体的历史境遇下承

道德主体概念不再重要, 罗蒂认为, 5正义论 6中有

认偶然, 自我就是具体的信念和愿望的网络、文化

许多黑格尔和杜威的 成分, 他说: / 它并未受 制于

和历史的网络, 而且这种自我的网络还在不断地编

关于人类自我的哲学解释, 所根据的只是某种关于

织进新的经验内容, 不断地创造和重新描述, 自我

1 182

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的历史 - 社会学的解释。0

的开放性, 不断地把说着陌生的语言的他者纳入我

罗蒂为罗尔斯辩护说: / 在说自我先于其所确认的

们的范围, 依靠情感, 而不是理性, 借助报告文学、

目标时, 罗尔斯不一定是指一个被称为 -自我的实

电视新闻、
小说 , , 来感受别人的情感, 唤起自我

体 . , 这个自我的实体区别于自我所拥有的信念和

的历史叙述, 从而扩大 / 我们 0的范围, 这样才能逐

欲望的纽结。0

1 172

罗蒂认为, 罗尔斯放弃了历史之

外的阿基 米德点。他说 / 罗尔斯对自我同一 性的
条件不感兴趣, 他感兴趣的只是成为一个自由社会
公民的条件。0

1 192

Z

渐地形成人类共同体, 解决彼此之间可能发生的道
德冲突。
四、
罗蒂自我思想的缺陷

罗蒂的认为自我同一性的问题是

质言之, 罗蒂对自我的形而上学外衣的揭露是

哲学问题, 而成为自由社会公民的问题则是政治问

非常成功的, 但是他的历史主义方法可能导向相对

题。而在罗蒂看来, 这两个问题分属不同的领域,

主义。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语境下完全可能构成不

即私人完美的领域和公共对话的领域, 公共领域的

同的信念和欲念的模式, 即使根据罗蒂的思路, 可

问题, 它关注的是成为自由社会的公民的条件。罗

以通过不断地重描和自我克服来扩大自我的共同

蒂一直强调我们是启蒙运动和立宪民主政府的传

体, 进而消除不同文化共同体的壁垒。但是, 拥有

人, 实质上就是想说明这种文化历史造就了 / 我们

不同经验内容的 / 我们 0的共同体肯定具有不可通

自由民主人士 0。罗尔斯把民主政治置于首位, 而

约的自我定义, 即信念和欲望之网, 如果没有普遍

让哲学处于次要地位。自我一方面存在私人生活

主义的预设, 我们怎么把他人纳入我们共同体的范

的完善问题, 它是哲学予以解决的问题, 与他人无

围? 实际上罗蒂的预设, 即我们是成熟的自由民主

关, 但是, 涉及到他人和社会, 即行为的公共性, 那

社会中的人, 我们彼此尊重对方的宗教信仰和哲学

么就不能用哲学的方式来解决, 而只能求助政治。

立场, 但是, 成为自由民主社会的成熟公民到底需

罗蒂设定的政治活动的最终目标是减少残酷。

要什么条件? 罗蒂并没有阐述清楚, 他只是经常提

罗蒂新实用主义构想了一种后哲学文化。他

到我们 / 自由民主社会 0、/ 启蒙运动的传人 0等字

把自我放在后现代资产阶级立宪民主的社会下来

眼, 却从未进行精确的界定。如果一切都相信达尔

考察, 认为这样的共同体形成了有关什么是自我认

文式的演化, 像哈耶克那样, 推崇社会演进主义的

同的共识。根据这种共识, 我们确定我们道德关怀

思路, 就会取消人类价值建构的能力, 事实上也很

的范围, 在这样的文化共同体下我们把什么当作我

难解决不同文化演化出不同自我的信念和愿望的

们的同胞, 当作自由民主社会共享一套价值系统的

网络之间存在的矛盾。实际上这是一种以西方地

人。 / 我们是谁 0这个问题由这个共同的信念来回

方文化为最高文化的西方种族中心主义。尽管罗

答, 也在此范围解决道德冲突和道德问题。因此他

蒂声称他的种族中心主义是中性的。

赞同塞拉斯的道德理论, 道德的问题就是我们 - 意

罗蒂经常强调研究实际事务, 少谈一些形而上

图的问题, 他说, 杰斐逊主张宗教宽容, 说我们的邻

学和哲学的各种 / 主义 0。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罗蒂

居说有一个上帝还是 20 个上帝, 这不对我造成任

的思想中还是隐藏着他的 / 主义 0, 否则, 在现实生

何伤害。罗蒂进一步主张, 在民主自由社会里, 不

活中, 我们把什么选择出来, 并把它们当成需要解

仅不需要宗教的背景来确保社会道德的可能, 而且

决的问题都是不可能的。他一再强调减少残酷和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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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 认为它就 是公共领域活 动的目的。我 们会

海人民出版社, 2002年 6月版, 第 6页、
第 18页、第 3页。
1 521 102 11221 132罗蒂: 5偶然、反讽与 团结 6, 徐文瑞

问, 为什么要减少残酷? 难道罗蒂的语境主义后面
没有隐藏 / 尊重人 0、/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0的普遍
主义逻辑? 这无非就是康德 / 人是目的 0的现实运
用。确实, 尊重人没有一个形而上学的基础, 尊重
人不是因为人人皆有理性这样一种知识论的前提,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社, 2003年 7月版, 第 124页、
第 45页、
第 47页、第 60页。
1 621 82 1 172 1 182 1 192 Rorty, objectivity, re la tivism,
and tru th, Ph ilosophical papers, Cam bridge un iversity press,
1991. p186, p186, p185, p185, p189.

而是一种基于自己感同身受的历史积淀而生发出
来的一种规范和希望。罗蒂对成为自由民主的立

1 72罗蒂: 5后形而 上学 希望 6, 张国清 译, 上海 译文出
版社, 2003年 7月版, 第 124页。

宪政治社会的公民的阐述并不十分详细, 如果罗蒂
把成为自由民主社会的公民的条件阐述清楚, 他马

1 92杜威: 5哲学的改造 6, 许崇清 译, 商 务印书馆, 1933
年版, 2002年 10月第 6次印刷, 第 14页。
1 112 Gera ld M. M ara and Suzanne L. Dov,i M il,l N ie2

上就会发现宗教宽容、
哲学立场就不仅仅是私人完
美的问题, 这些问题必然均能进入公共领域, 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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