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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激情的时代 ? ＊

———读赫希曼的《激情与利益》

成伯清

　　我是在追溯现代社会中“激情的终结”的来龙去脉时 ,再次遭遇赫

希曼(Albert O.Hirschman)的《激情与利益:资本主义大获全胜之前的政

治争论》(Hirschman ,1997)一书。以前虽然浏览过此书的中译本 ,但没

有留下太深的印象。在我看来 ,好的观点或者理论应该既精微又精确 。

大概由于中译本里颇多含混之处 ,在没有精确性的前提下 ,自难体会其

中的精微之处。这次阅读了英文版 ,比照起来 ,发现中译本里不可靠甚

至不靠谱的地方委实不少。中译本最不能让人接受的地方 ,就是把该

书最核心的概念之一“passions”翻译为“欲望” 。翻译是一种解读 ,也许

这种译法本身就透露出这个没有激情只有欲望的时代的下意识选择 ?

对于激情在现代社会的命运 ,马克思早就做过预言:“人与人之间

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 ,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 ,就再也没有任何

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 、骑士的热忱 、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感情的

神圣激发 ,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马克思 、恩格斯 , 1972:

253)。对于现代社会这种冰冷的特性 ,尼采有着如下的判断:“我们的

时代是一个骚动的时代 ,而且正因此 ,它不是一个激情的时代;它持续

不断地发热 ,因为它感到它不温暖———它根本上已经结冰了。我不相

信你们说的所有这些`伟大成就' 的伟大之处”(转引自海德格尔 ,2004:

49)。尼采最后一句话 ,倒是可以跟康德的一个论断———但经常挂在黑

格尔的名下 ———“离开了激情 ,任何伟大的事业都不可能完成”(参见

Soloman ,2000:8)遥相呼应 。“伟大的事业”也许可以成就伟人 ,但未必

有利于芸芸众生 ,所以 ,憧憬伟大可能是一项危险的事业。但没有激情

的生存方式 ,又未必是人人向往的 。那么 ,激情是如何消退于现代性的

帷幕之外的?这显然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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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与利益》之所以吸引我 ,就在于书中“利益作为激情的驯服

者”的说法。在具体讨论之前 ,我们先简要介绍其人其书。艾伯特·赫

希曼 ,犹太人 , 1915年出生于德国 ,在法国 、英国 、意大利求过学 ,在法

国和美国从过军 ,在美国和哥伦比亚参过政 ,在耶鲁 、哈佛和普林斯顿

教过书 ,可谓阅历丰富。赫希曼的治学特点 ,从美国社会科学研究联合

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在 2007年设立的“赫希曼奖”的宗旨

中可窥一斑:“奖励在跨国 、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研究 、理论和公共沟通上

的卓越学术成就” 。该奖 2008年的得主 ,就是同年去世的身兼社会学

家 、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查尔斯·梯利(Charles Tilly)。不用说 ,赫希

曼本人著述甚丰 ———在这个信息发达的时代 ,我看连举其要者也可免

了。单说《激情与利益》 ,该书初版于 1977年 ,1997年出了 20周年纪念

版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森(Amartya Sen)为之作序 ,并称这本小册子

实乃赫希曼最杰出的著作之一 。考虑到赫希曼其他著作的广泛影响 ,

森的这个判断可谓独具只眼 ,但仅将之定位为经济思想史的范畴 ,恐怕

有点专业偏见 ,尽管同赫希曼一样 ,森也是一位视野宽阔的经济学家

(Swedberg ,1990)。

在这本书中 ,赫希曼到底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 必须

说明的是 ,虽然这本书只是一个150多页的小册子 ,但由于所处理的问

题头绪繁复 ,接下来的叙述和讨论在照顾到故事情节展开的同时 ,也按

照内容来进行分节 ,并在分节中尽量保持通篇行文的连贯。

一 、利益成为激情驯服者

根据作者自己的说法 ,该书的缘起是对经济增长的(经常是灾难性

的)政治后果的思考 。鉴于当代的学术分工 ,此类政治学和经济学之间

的问题往往无人探讨 ,于是 ,作者就到经济扩张的早期 ,特别是17和18

世纪的社会思想大厦中去探寻一番 ,结果发现所获远超预期 ,遂雄心勃

发 ,形成了一套解释资本主义精神及其崛起的新思路。值得注意的是 ,

作者抛开了上升的资产阶级战胜没落贵族的这种惯常叙述框架 ,而是

从内生的过程(endogenous process)来考察思想观念的转变 。这种探寻 ,

显然需要洞若观火的眼光和细腻的技巧去追寻思想史的足迹 ,尽管留

下足迹的思想家们开始并不清楚这种前后相继最终会把他们引向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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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否则他们会为之颤栗并修正自己的思想(Hirschman ,1997:3-4)。

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 ,也就是赫伊津哈在《中世纪的秋天》中不厌

其烦地描述过的充满激情的生活方式已然衰落及继之而来的文艺复兴

时期贵族理想渐趋式微之际。彼时 ,曾经主宰人们心灵的“英雄主义美

德” ,尤其是对“荣誉”的追求 ,开始受到质疑和嘲讽。有识之士剥去了

它们华丽的外衣 ,视英雄主义激情为自我保护的手段而已 ,甚至是自恋

自爱 、虚荣和对真正的自知之明的疯狂逃避 。而荣誉的观念又是怎么

来的呢 ?赫希曼也有一个简要的回顾 。在基督教伦理中 ,自奥古斯丁

以降 ,都视贪求金钱 、权力和性为人类堕落的三大罪恶 ,一并予以谴责 。

但由于贪求权力与追求赞美和荣耀联系在一起 ,而后者又经常与“公民

美德”和“爱国”联系在一起 ,且能压抑对财富和其他罪恶之事的欲望 ,

所以奥古斯丁网开一面给予了有限的认可(limited endorsement)。而后

人则利用这个缺口 ,把为光荣和荣誉而奋斗锻造为美德和崇高的试金

石 ,甚至赋予了“拯救社会价值”的使命(Hirschman ,1997:10)。这个插

曲其实已经昭示了后来利益概念的“发迹”轨迹。

在这个故事中首先隆重登场的思想家是马基雅维里 ,而故事展开

的分水岭 ,则是马基雅维里———按照今天的说法 ———在“实然”和“应

然”之间做出的著名区分 。马基雅维里原本的说法是要把“事物的有效

真理”与“从未见过也闻所未闻的想象国度”区分开来 。这里需要注意

两点:一是提出了后来愈益彰显的科学和实证的研究取向 ,即根据“真

实所是的人”(man “ as he really is”)去认识人 ,而不能按照理想和希望

的方式去看待人;二是探讨的对象并非个人行为 , 而是治国术

(statecraft)。马基雅维里认为 ,真正有效的国家理论 ,离不开有关人性

的知识 ,而他对人性的诊断颇为冷峻:“一般说来 ,人都是忘恩负义的 ,

易变的 ,奸诈怯懦的 ,趋吉避凶的 ,贪得无厌的 ……”(马基雅维里 ,

1987:71)

马基雅维里的人性论虽然零星而不成系统 ,但却开了探究“真实所

是的人”之先河 。而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 ,理论家们增强了洞察人性的

信心 ,也似乎找到了解剖人性的方法 。霍布斯就是在伽利略学说的基

础上建构起自己的人性理论 ,然后再由此去探讨国家的本性(霍布斯 ,

1985);斯宾诺莎认为应该运用普遍的自然规律和法则去理解“情感的

性质和力量” ,宣称“我将要考察人类的行为和欲望 ,如同我考察线 、面

和体积一样”(斯宾诺莎 , 1983:97)。而为何要执着地去探究真实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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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 ?这里有个时代因素 ,即在17世纪人们已经普遍不相信道德化的

哲学和宗教戒律能够约束人类的破坏性激情(Hirschman , 1997:14 -

15)。怎样找到制约人类激情的新方法 ?详尽而坦率地解剖人性 ,自然

就成为不二选择 。根据赫希曼的总结 ,当时大致有三种替代性的方案 。

一是诉诸强制和压抑(coercion and repression),由国家担当起阻止

激情最恶劣的表现形式和最危险的后果的重任 ,必要时可以诉诸暴力 。

加尔文和霍布斯的主张就属此列 。但是 ,这个方案存在着一个内在的

困难:谁来约束最高权威的激情呢 ?这个方案只是转移了问题 ,并未从

根本上解决问题。二是驯化和利用激情(harnessing of the passions),国

家或社会再次担当起重任 ,不过 ,这次不是作为压抑的壁垒 ,而是作为

文明化的工具。从帕斯卡到维科 ,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到黑格尔“理

性的诡计” ,再一直到弗洛伊德的“升华” ,其实都包含了这种思想 。而

论述得比较详尽的 ,当属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中所阐发的“私人的

罪恶”可以转变为“公共的福利” 。但这个方案也有问题:这种转化到底

如何产生的 ?曼德维尔诉诸的是“灵巧的管理”(dextrous management),

但具体的机制和操作方法仍如炼金术一样神秘(Hirschman , 1997:15 -

20)。

在这种背景下 , 第三种方案就脱颖而出:抵消激情的原则(the

principle of countervailing passions)。这实际上是一种以毒攻毒的方法:

区分出不同的激情 ,以相对无害的激情来抵消更为危险和具破坏性的

激情 。从培根到休谟和斯宾诺莎 ,从霍尔巴赫到爱尔维修一直到美国

的联邦党人 ,都坚信以激情制衡激情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这既是对人

性的沮丧看法的结果 ,也是基于现实主义立场的选择 。接下来的问题

自然是:哪些激情可以充当驯服者 ?哪些是需要驯服的狂野激情 ?

其中的角色分配在当时已经悄然面世 ,就是以人的利益(interests)

来对抗人的激情 。“Interest”一词在 16世纪晚期流行于西欧时 ,含义非

常宽泛 ,带有关切 、渴望和好处(concerns , aspirations , advantage)的意思 ,

决不限于个人福利的物质层面 。经济好处成为主导性含义是后来的事

情(Hirschman ,1997:32)。不过 ,值得注意的是 , “ interest”确实包含这层

意思 ,即在追求渴望之物时带有反思和计算(reflection and calculation)的

成分 。但有一点 ,最初对“ interest”概念进行严肃思考的语境 ,完全跟个

人及其福利无关 ,而是如何更加切实地分析人类行为以改善治国的质

量。但慢慢地 , “国家利益”就引出了“集团利益”直至“个人利益” ,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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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利益也就专指物质经济利益 。这种转变 ,显然同经济发展给予越来

越多的人“增加财富”的机会有关。

二 、利益驯服激情的机制

利益概念一经面世 ,正如赫希曼所言 ,马上就成为一种真正的时尚

乃至一种范式 ,所有的事情突然都借助于自我利益来解释 ,哪怕这种解

释是同义反复(Hirschman , 1997:42)。那么 ,利益何以同激情对立 ? 如

何才能驯服激情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 ,追求利益特别是金钱意义上的

利益 ,本来就是一种该受谴责的激情。众所周知 ,自柏拉图开始 , “激

情”和“理性”一直主宰着人类行为动机的分析。在 16 世纪末和 17 世

纪初 ,第三个范畴即“利益”在传统的二元对立背景中的异军突起 ,就是

因为激情被认为太具破坏性 ,而理性产生不了预期的效果 。对于人性

的失望看法 ,使利益成为希望所在 ,因为它兼有激情和理性的优点:既

是受到理性提升和限制的自爱的激情 ,又是由激情赋予方向和动力的

理性(Hirschman ,1997:43)。克服了激情之破坏性和理性之无效性的利

益 ,带有“正面的和治疗的含义”(a positive and curative connotation),为一

种可行的社会秩序奠定了基础 ,俨然成为获救的福音。

一个受利益支配的世界具有两个显著的优点 ,即可预测性和恒常

性。“因为人在追求他们的利益的时候 ,被期望或者被假定是坚定的 、

专心的和有条不紊的 ,与受激情冲击或蒙蔽的人的典型行为截然不同”

(Hirschman ,1997:54)。利益之所以逐步缩减为一种特定的激情(即爱

财),是因为这种激情不同于其他激情的特征 ,恰恰在于其恒常性 、顽固

性 、同一性 、持久性和普遍性 ,绝不因时因人而异。特别有趣的是 ,对于

金钱的永无止境的热爱 ,似乎成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例外。后来齐

美尔对于其中的奥秘有所揭示:通常而言 ,人类欲望的满足意味着熟知

其所向往的对象或者体验的方方面面 ,最终不免有所失望;而以积累为

目的的对金钱的欲望却能避免这种失望 ,因为金钱绝对不具有任何特

质(Hirschman ,1997:55 -56)。于此 ,贪婪这原本危险而该受谴责的激

情 ,经过一番奇妙的扭曲和转化 ,竟因其恒常性 ,现在反倒成为了一种

美德 !而这显然同当时的思想家们试图为社会秩序寻找到稳定基础有

关 ,他们终于在人性中找到了可预期的普遍倾向! 当然 ,为了令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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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并克服以往根深蒂固的思想模式 ,还必须给贪婪赋予另外一种特

性 ,即无害性。

根据赫希曼的观点 ,对于商业和赚钱的无害性的评价 ,很大程度上

是长期居于支配地位的贵族理想的一个间接后果 。当时的普遍看法

是 ,追求崇高容易带来伤害和恐怖 ,亦即受激情驱动的行为是狂野和有

害的 ,而受利益驱动的行为则根本不具备铸成大善或大恶的潜力 。容

许乃至赞许贸易和经济活动 ,不是出于敬意 ,而是出于一种由来已久的

蔑视 。对此 ,赫希曼若有所指地评论道:“在某种意义上 ,资本主义的胜

利 ,就像许多现代暴君之所以得逞一样 ,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人们普遍

拒绝认真地对待 ,拒绝相信其能够一展宏图或大有作为”(Hirschman ,

1997:59)。结果 ,商业贸易的甜美特性和怀柔特性逐步得到了阐发 。

确实 ,比起从事掠夺的军队和凶残的海盗 ,商人的形象无疑更为温和 、

平静和无侵略性 。而在英法两国 ,这又同看待不同社会群体的眼光有

关:除了贵族阶层 ,其他人本来也不具有英雄主义美德和疯狂的激情 。

除了无害性之外 ,追求利益作为一种温和且不易冲动的激情 ,还有一个

特点可使其战胜其他狂暴的激情 ,即强劲有力而持久不衰。总之 ,资本

主义因其可以抑制和减少人性中更具破坏性和灾难性的成分而获得了

一种正当性!

至此 ,赫希曼已经点出了以利益来驯服激情的观念史中的所有关

键环节。但让人诧异的是 ,“利益与激情”的论题后来却消失了 ,至少不

为人所熟悉。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放弃了利益

与激情的区分 ,以让人放手去追求私人利益;二是这个问题似乎已成为

心照不宣的或者不言而喻的思想维度(Hirschman ,1997:69)。而斯密放

弃这种区分 ,确实也有理由 。如前所述 ,这个论题源于治国术 ,最需要

抑制的 ,乃是身居要位者的激情 ,他们不仅可能危害甚大 ,而且相较于

其他阶层 ,他们确属激情过剩。所以 ,这个论题最有趣的应用 ,就在于

表明权势者对荣誉的肆意追求———或者一般地说 ,激情过剩 ———如何

受到他们及其臣民的利益的束缚。这也是赫希曼把孟德斯鸠下面的这

段话作为该书的卷首语的原因:“幸运的是 ,当激情可能促使人去做坏

事时 ,他们的利益却阻止他们不去做”(Hirschman ,1997:73)。

其中的机制又是什么呢 ?归根结底 ,还在于现代经济的高度复杂

性和脆弱性 ,使任何肆意的决断和干涉都变得代价高昂 。此外 ,商人和

中产阶级的崛起 ,也形成了一种反馈或者均衡机制:他们越来越具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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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影响力 ,可以通过集体行动来对滥用权力做出有效的反应。正是现

代经济“钟表般的精密”和商人及其联盟“机器般的一致” ,提供了一种

重要而可靠的机制 ,确保君主的激情不再能够长久地凌驾于公共利益

和经济扩展的需要之上(Hirschman ,1997:93)。

三 、利益和激情的循环 ?

斯密取消激情与利益之间的对立 ,确实具有自己的理由:越来越多

的人希望通过财富的增加来改善自己的状况 ,而野心 、权力欲和对他人

尊重的渴望 ,又都可通过经济改善来得到满足 ,那么 ,以利益来制约激

情的说法就显得毫无意义了。而斯密之所以做出如此论断 ,是因为他

主要关注“人类中的大多数” :惟有贵族才会因高尚或卑劣的激情而带

来冲突 ,芸芸众生或凡夫俗子主要关心的是生存和物质方面的改善 ,这

种改善通常本身就是目的 ,或者可以充当对尊重和钦佩的追求的替代 。

斯密的话语路线基本上终结了原先的论辩 ,自此 ,相关讨论的关注中心

转向了如下主张:让社会成员追求自己的私利 ,一般(物质)福利可以得

到最好的实现。斯密的这个主张确实是一个杰出的概括 ,既包含了足

够的智力难题以供继续探索 ,又把到当时为止社会思想的探索领域极

大地缩小了。这不仅符合一个成功范式的要求 ,而且让学术的专门化

和专业化成为可能(Hirschman , 1997:112 -113)。当然 ,另一方面 ,法国

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 ,也让利益可以驯服激情从而提升政治秩序的乐

观猜想变得不切实际 。

但在赫希曼那里 ,故事还没有结束 。不惟现实让这一猜想落空 ,而

且这种猜想本身就有内在的问题。比如福格森在《市民社会史论》中就

指出 ,商业气息浓厚的国家 ,相较于联系紧密的社会 ,人更有可能沦为

分离和孤立的存在 ,因为“情感纽带断裂了”(Hirschman , 1997:120)。此

外 ,对于失去财富的恐惧 、相对剥夺感和向下流动所导致的怨恨等等与

贪婪社会相连的情感 ,可能会让人接受任何强大的政府来避免可能的

或者想象的危险 。而商业对于安宁 、秩序和效率的追求 ,也会使专制统

治获得理由 。总之 ,不少有识之士指出 ,当一个社会沉湎于追求私利 ,

可能给狡诈和野心勃勃者攫取权力提供可乘之机 。

但这还不是全部 。如果按照霍布斯所说 ,“所有人都自然地为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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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显赫而争斗 ,但主要是那些不必为生计操心的人”(参见 Hirschman ,

1997:125),那么 ,很容易就有一个推论:随着经济增长而相对富足 ,是

不是多数人又会去追求荣耀和显赫? 激情的这种收入弹性 ,是否意味

着普通人在收入水平提高不必为生计操心的时候 ,也会更多地介入激

情性行为 ?其实 ,卢梭早已经指出了这种升级趋势:“人在社会之中 ,事

情就变得很不相同:首先操心的是生活必需品 ,然后是非必需品;继之

而来的是追求快乐 ,然后是巨额财富的积累 ,再接着就是要有臣民 ,奴

仆成群 ,这种追求永无休止! 最可怪的是 ,越是对于非自然的和不迫切

的需求 ,越是激情高涨”(转引自Hirschman ,1997:126)。

根据这一逻辑 ,一个有趣的悖论就出现了:发展经济追逐私利 ,原

本是为了使人类远离为荣誉和显赫而争斗的激情 ,但结果却产生了更

多的激情行为。确实 ,在这个故事的结尾 ,赫希曼告诉我们 ,激情并未

被驯服 ,而是一直在涌动 。证明这一点的 ,不仅有世界大战之类灾难性

的事件 ,也包括由资本主义引发的剧烈变迁中人们不时体验到的愤怒

和恐惧 。而且 ,诸多的社会科学家也以“异化” 、“失范” 、“怨恨” 、“道德

沦丧”之类的概念 ,来昭示和分析此类高度情绪化的现象(转引自

Hirschman ,1997:126)。

说到这里 ,应该提及赫希曼的另外一本著作《摇摆不定的参与》

(Shifting Involvements:Private Interest and Public Action)。该书始撰于

1978年 ,即纪念 1968年席卷欧美的反抗运动十周年之际 ,几乎可以看

作是《激情与利益》的姐妹篇 ,是激情问题的当代版 。一方面 ,赫希曼强

调了内生因素在解释社会行为上的重要性。譬如 ,通常都以外交对抗 、

经济竞争或者意识形态冲突来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 ,但赫希曼

提醒我们注意 , “在一战之前 ,欧洲经历了长期的和平和日益增加的繁

荣 ,于是在中层和上层阶级的重要部门中 ,对资产阶级的秩序 、安全 、贪

婪和卑鄙 ,产生了强烈的厌恶之感 。对这些集团来说 ,战争的爆发就成

为厌倦和空虚的释放 ,成为渴盼已久的超越社会阶级的共同体的允诺 ,

成为英雄行为和牺牲的迟到回归”(Hirschman ,1982:5)。赫希曼的这段

议论 ,显然可以看作是接着《激情与利益》的话题往下说 。另一方面 ,赫

希曼所考察的当代激情 ,又是一种特殊的“情感”(feelings),即失望 。赫

希曼在第一章中就提醒我们“认真地对待失望” ,因为排除了失望 ,任何

“收益 —成本计算”(benefit-cost calculus)都将没有意义 。

在这本书中 ,赫希曼也是试图拓展基于利益的研究范式。根据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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隘的理性选择模型 ,人们是不会自愿为公共物品的提供做贡献的 ,搭便

车是最有利的选择。而赫希曼告诉我们 ,数以百万计的人不仅一再做

出了这种贡献 ,而且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甚至还呈现出循环往复的模

式。其中的关键就是失望 ,尤其是无法自然消解的相对固化的失望

(solid disappointment)。赫希曼接下来分析了作为消费者和公民之种种

失望及其由来。但结论很简单 ,私人生活领域的失望激发了参与公共

行动的冲动 ,而在参与公共行动中受到挫折又使人回到追求私人利益

的氛围。换言之 ,失望充当了在私人领域和公共生活之间来回参与的

转换机制 。私人和公共的循环 ,其实可以解读为利益和激情的循环。

四 、激情演变的谱系

单调乏味 、空虚无聊 、卑微琐屑 、压抑郁闷以及缺乏崇高和激情 ,都

是抨击资本主义乃至现代性之平庸的常见措辞 ,而且每当有人发出如

此感叹 ,必能获得心有戚戚的认同 。赫希曼以失望作为当代社会的关

键情结 ,原本确是其来有自 ,但他依赖于心理机制乃至普遍人性的解释

(比如通过神经系统的唤起程度来分析商品的情感效应 ,比如认为“失

望是人类经验的一个中心要素”等等),显然是过于沉浸在内生过程之

故 ,此外也受制于经济学的视角。

其实 ,在激情的演变过程中 ,发生了很多事情 。其中特别值得注意

的至少有两个线索 ,一个是观念体系的线索 ,这跟赫希曼探索的处于同

一层面 ,但更加集中于激情话语;另外一个则是规训网络的线索 ,处于

社会历史现实的层面 。我们下面稍作分析 ,以揭示激情演变的谱系。

从观念的演变来看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概念的谱系 ,即指涉情感现

象的概念 ,从“passions”和“affections” ,再到“sentiments” ,一直到当代通行

的囊括一切的“emotions”的演变过程(Dixon ,2003)。其中的过程蜿蜒曲

折 ,我们只能指出几个关键转折点 。在基督教传统中 , “passions”在多

数时候是指人类堕落的象征和症状 ,而“affections”则是在理性意志引导

下的向善运动。笛卡尔的《灵魂的激情》确立了理性主义话语论述激情

的基本框架 。笛卡尔的探索 ,既是生理学和心理学的 ,也是伦理学的 ,

而落脚点则是情感技术(technology of emotions)。一方面 ,他把激情归结

于“动物精气”(animal spirits)的运动 ,另一方面又去进行道德的价值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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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在笛卡尔看来 , “生活的所有善恶 ,端赖于激情本身” ,而“智慧使我

们成为激情的主人 ,机巧灵敏地管束它们 ,这样 ,激情所导致的罪恶也

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忍受下来 ,我们甚至可以从所有的激情中提取快乐”

(Descartes ,1989:135)。

笛卡尔在探寻理性驯服激情的策略的同时 ,实际上也把“灵魂的激

情”视为中性的情感(emotions),作为一种有待研究的正当现象 。到哈

奇森(Francis Hutcheson)讨论“道德感”(moral sense)、斯密讨论“道德情

操”(moral sentiments)的时候 ,激情其实已经不能作为一个整体的现象

给予笼统的道德判断了 。按照泰勒的说法 , “`sentiments' 一词本身 ,部

分取代了`passion' ,预示着情感生活(the life of feeling)名誉的恢复已经

完成”(Taylor ,1989:283)。不仅同情和仁慈之类的道德情操意义重大 ,

随着浪漫主义的“狂飙突进” , 感情中的审美感(aesthetic feelings of

affection)也在感伤主义(sentimentalism)中居于核心 。事实上 ,敏感性崇

拜(cult of sensibility)自出现以后 ,就一直伴随着理性化的进程 ,随时准

备东山再起。今天 , “情感族”(EMOs)① 的出现 ,即是一个明证 ,尽管他

们可能成不了大气候 。

如果说观念体系的变化只标示着可能性 ,那么 ,规训网络的视角则

帮助我们去分析历史的现实性 。在这个方面 ,我们不能不提埃利亚斯

的工作。埃利亚斯的许多研究 ,都同情感及情感控制结构的变化有关 ,

而且最著名的探索 ,跟赫希曼的研究在历史时期上大致相当或者前后

相继 。当然 ,埃利亚斯特别强调 ,情感的文明化并非人类“理性”或精心

设计的长期规划所致 。“中世纪社会的上层穷兵黩武 ,那时的风俗习惯

残忍 、野蛮 ,并肆无忌惮;那时的社会生活动荡不安 ,险象环生 ,这势必

产生一系列后果 。和平交往的结果使得这种风俗习惯变得`温和' 了 ,

`精致' 了 ,`文明' 了……这就迫使自己克制自己的感情 ,自我约束或者

自我控制”(埃利亚斯 ,1999:8)。但要注意 ,这里的“克制” ,并非消除情

感 ,所以 ,埃利亚斯反对帕森斯模式变项中“情感性 —情感中立性”之间

的对立 ,因为情感控制的变化并非朝着“非情感”的方向 。

埃利亚斯主要从社会结构的分化和复杂化来分析情感表达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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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MO”是“ emotional”的缩写,最初源于朋克音乐 ,逐渐演变为一种姿态和生活方式。情感
族反对矫揉造作 ,崇尚真实情感 ,毫不掩藏自己的情绪。情感族的青少年 , 喜欢黑色衣

着 ,显得多愁善感 、敏感脆弱 ,甚至有点厌世。



的变化。“个体置身于高级功能分化的社会之中 ,相互依赖的关系网络

越紧 ,这种网络所延展和所整合的功能或体制单位的社会空间越大 ,听

任于自发冲动和情绪的个体的社会存在就越是受到威胁 ,而能够节制

自己情感的人的社会优势就越大 ,那么 ,每个个体从小受到的约束就越

强 ,以让他们在社会之链的所有环节中考虑自己和他人行动的后果 。

节制自发情绪 ,不感情用事 ,遇事不能只图当下而要瞻前顾后 ,养成根

据前因后果来看待事情的习惯 ,凡此种种 ,都是同一行为转变的不同方

面 ,而这种行为转变必然伴随着身体暴力的垄断 、社会行动和相互依赖

之链的延长而来 。这就是行为的`文明化' 改变”(Elias , 1998:55)。尽

管这种改变并非人为设计的结果 ,但从赫希曼的观念史追溯中可以看

出 ,它们也并非全然没有被预期和预料到。

如果我们再联系福柯的著作 ,那么 ,观念体系和规训网络交互建构

的脉络 ,就更为清晰了 。在《疯癫与文明》中 ,福柯专门用一章来讨论

“激情与谵妄”(Foucault , 2001)。借助福柯的视角 ,我们无疑能够更好

地理解为何在理性时代会有激情话语的“鼓动” 。这当然是一个值得深

入讨论的问题 ,此处暂且按下不表 。简单地说 ,越是往后发展 ,激情或

者(按照当代的用语)“情绪” ,越是从宗教 、伦理 、哲学和美学的讨论 ,落

入心理学乃至神经科学的领域 。从社会实践来看 ,情形也非常复杂:一

方面 , “在我们的社会里 ,情感一般不受鼓励 。尽管任何创造性的思维

及其他任何创造性的活动 ,无疑都离不开情感 ,但现在 ,不带情感地思

维和生活 ,已成一种理想状态 。而`带有情感' 与精神不健全 、不平衡已

成同义语 。由于接受了这种标准 ,个体变得异常地孱弱 ,典型的特征就

是思想贫乏和平庸”;而另一方面 , “由于情感是不可能完全泯灭的 ,它

们必须在人格的理智方面之外拥有自身的存在 ,结果就产生了廉价和

虚伪的多愁善感(sentimentality),电影与流行歌曲就是利用这种情绪 ,

满足亿万处于情感饥饿状态下的民众”(Fromm ,2001:211)。

五 、结　语

情感维度在解释社会行动乃至社会变迁上的重要性 ,以及情感本

身对于人类存在的意义 ,特别是当代日益发达的“情感产业”(emotion

industry)所针对和导致的问题 ,都使情感成为目前的一个热门话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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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也出现了所谓“情感研究的革命”(Reddy ,2001)。从研究趋势来

看 ,现在大致存在着三种取向:一是偏重心理学和神经科学 ,试图弄清

情感发生的大脑机制 。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达马西奥的《笛卡尔的

错误》(Damasio ,1994),这本书改变了我们对情感与理性的关系的看法 。

二是社会科学的路径 ,关注的是“心灵的整饰”(Hochschild ,1983)、“政治

中的情感”(Marcus , 2000)等等 ,侧重于分析情感的社会建构和控制 。

三是人文学科的旨趣 ,尤其是文学和历史 ,对于“情感结构”(structures

of feeling)和情感语言的历史变迁措意甚多(Pfau , 2005;Oatley , 2004;

Mullan ,1988)。

在汗牛充栋的文献中 ,特别是情感社会学方面 ,赫希曼的《激情与

利益》似乎未能得到应有的注意 。譬如在这一领域的几本还是偏重理

论的流行著作中(Franks &McCarthy ,1989;Me trovic',1997;Barbalet ,1998;

Williams ,2001),都只字未提赫希曼的这本书 。这种忽视既有学科分工

上的原因 ,也与当代社会理论重空间轻时间的倾向有关 ,尽管这种倾向

正在逐步得到矫正。离开了历史维度 ,社会科学不可能具有深度 。不

弄清我们从哪里来 ,也不可能知道我们将往哪里去 。

其实 ,从社会学的视角来解读《激情与利益》 ,除了上面所关注的激

情问题之外 ,还存在着其他诱人的切入点。

首先 ,该书是以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引子展开话

题 ,并且在全书即将结束之际 ,又回应了有关新教伦理的讨论 。所以 ,

本书可谓是在资本主义精神及其崛起的问题上 ,试图同“韦伯论题”

(Weber thesis)进行对话 ,而且作者在“导论”中也自认为找到了一种新

的解释路径 ,尽管这只是一个“迷人的副产品”(Hirschman ,1997:3)。不

过 ,与其说赫希曼是对韦伯论题提出挑战 ,毋宁说是讲述了一个虽然不

同但却同样真实的故事。在韦伯看来 ,资本主义的兴起是迫切“寻求个

人救赎”的意外后果 ,而赫希曼则认为 ,资本主义的扩展也应归结于同

样迫切的对“避免社会崩溃”之道的探寻 。中世纪末期以来的战争频仍

和君主们的为所欲为 ,促使处于权力核心的理论家们去寻求可以替代

宗教戒律的良策 。而赚钱或者谋利 ,则被认为是可以使人远离灾祸 ,可

以约束君主的恣意妄为。所以 ,如果说韦伯关心的是处在上升之中的

精英阶层的动机 ,赫希曼则关心的是各种守门人(gatekeeper)的动机 。

其次 ,赫希曼的这番观念史的探索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目前

社会学理论中的背景假设 。该书的一个重点 ,无疑是追溯“利益”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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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现代解释范式的由来 。而当前社会学中一些具有重要影响的理论

取向 ,譬如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与布迪厄的实践理论 ,尽管在许多方

面都不相同乃至针锋相对 ,但都把利益作为理解社会行动或者实践的

关键概念。事实上 ,在现代社会 ,利益既被假定为行为的动力 ,也被视

为社会秩序正当化的原则。那么 ,这是如何发生的呢 ?赫希曼的故事

显然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 。

此外 ,我们也可以从方法论的角度入手 。如果说韦伯注重分析的

是“出乎意外的后果”(unintended realizations),那么 ,赫希曼则是注意到

了“未能实现的意图”(unrealized intentions)。众所周知 ,在社会学中 ,自

韦伯开始 ,经过默顿的阐发 ,一直到当今的吉登斯 ,历来重视对社会行

动的意外后果(unanticipated consequences of social action)的分析 。但正

如森所指出的 ,关注无法观察到的结果 ,在一定程度上要比探究已经摆

在那里的意外后果更难。而且 ,赫希曼自己也指出了 ,不仅是因自尊的

问题 ,现实秩序的正当性要求也迫使行动者尽快遗忘和掩盖未能实现

的意图。事与愿违似乎是人类社会的命运 ,但我们不能因事之不如愿

而忘记最初之愿 。事实上 ,在思想史的建构上 ,存在着明显的成王败寇

的倾向:凡是跟当前的发展状况合拍的 ,往往被视为先驱而得到重视 ,

而未能实现的 ,则统统遭到遗忘。于是 ,越到现代 ,越是狭隘 ,人类思想

之多样性 ,不断地受到剪裁和窄化 ,越来越无根无源 。看似不断累积 ,

其实是一种现时主义(presentism)策略在作祟:合则留 ,不合则去之 。

但是 ,研究这种未能实现的意图又是非常重要的 ,至少有助于我们

理解社会变革何以能够发生:任何社会经济政策 ,都是基于对特定利益

或者有利格局的预期 ,尽管后来没有变为现实 ,但政策的选择理由就在

其中 。有些设想也许属于智力消遣 ,但对于特定社会的舆论氛围和价

值导向 ,却至少能起到不可忽视的正当化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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