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性化"决不是韦伯学术工作的指导性主题

在关于现代性的!经典"诊

断中#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

一直被奉为 !理性化理论 "

%!"#$%& $' ()*+$,)-+./*+$,& 的

奠基人' 至少这一想法存在于

德国主流学界对韦伯的解读

中'今天#如果仅用一个关键词

来概括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或

许最耳熟能详的就是 !理性

化"'这个术语代表了思想史上

的广阔语境# 其中也包含了韦

伯所特指的源自西方的普遍

!理性化"理论'

从严格的认识论的角度 #

我自己并不认为马克斯$韦伯

的这一理论属于众多社会学理

论的一种# 而更愿意将其归于

!大叙事"%0%#)* 1/%%/*+2#3&#也

就 是 让 4弗 朗 索 瓦$利 奥 塔

%56/,78%),!$+3 9&$*/%:&所提出

的 963 ;%),<3 %"=+*3%法语#!大

叙事"&这一知识范畴' 从大约

>?@ 年前至今# 通过作为学科

的社会学#马克斯$韦伯的这一

!理性化"大叙事对于人类理解

人性#深有贡献' 不过#任何想

要引用韦伯这一大叙事的人都

很难在其文本中重建出这一思

想#我在这里试着尽我所能#勾

勒出它的轮廓'

我们今天一直在讨论的这

一广阔语境# 也就是我们当代

人喜欢给韦伯的现代性视野贴

上的标签' !理性化"这一概念

最早诞生于西欧和北欧# 随后

发展成为横跨大西洋( 进而被

普遍化的一个概念# 亦令韦伯

广为人知'然而#!理性化"决不

是他学术工作的指导性主题 '

我将采用马克斯$霍克海默

%A/B C$%D"6+E6%& 在 >FGF 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夕创

立的一个有关研究法西斯主义

的分析框架#即!如果你不愿意

讨论资本主义# 你最好对法西

斯主义保持沉默"这一公式#分

五个部分来阐述我的观点'

!" 如果你不愿意讨论资

本主义!你最好对马克斯"

韦伯的#理性化理论$保持

沉默%

想要从内外两条路径来理

解今天已成为社会学经典人物

的马克斯$韦伯#你必须把他和

他的生平及学术置于 >F 世纪

构建中的资本主义全球经济的

动态背景中' 这一构建过程#同

时也孕育了大都市资产阶级

)))马克斯$韦伯的出身所在'

马克斯$韦伯 >HIJ 年 J 月

K> 日生于德国埃尔富特市#当

时是普鲁士王国# 那时的德国

上层社会以田园般的静谧平和

著称#是一个经济(政治(社会(

文化和科技都高度文明的社

会'凭借着可观的经济实力(扎

实的教育背景和大城市的家庭

社交网络#马克斯$韦伯的生活

可以说无法期冀更多' 他是一

个庞大家族的长子# 这个家族

是 >F 世纪最富有的德国)英

国商界精英家庭之一' 他的祖

父是一位精明的纺织企业家 #

开展跨国贸易' 他的外祖父来

自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最成功的

德)英商人家庭之一' 他的父

亲是威廉德国最成功的职业政

治家之一# 长时间出任民族自

由党在普鲁士下议院的议员 #

同时在很长时间里是德国国会

的议员' 她的母亲如果愿意的

话# 也可以自塑为欧洲上流社

会的名媛(巨额财产的继承人'

尽管与大城市欧洲资产阶

级有着千丝万缕的家庭关系 #

马克斯$韦伯的价值观形成更

多地受到 >F(KL 世纪之交普鲁

士柏林上流社会准则的影响 '

韦伯认为自己是资产阶级学

者# 同时对自己在这一社会体

系中的定位# 以及他们特有的

思维方式有着非常清晰的认

识*!我来自资产阶级#我非常认

同这一点#我也是在资产阶级的

观念和理想中成长起来的' "

自 >HM> 年德意志帝国建

立以来# 其深广的新兴资本主

义社会的情境背景影响了马克

斯$韦伯#对于资本主义所带来

的后果的科学分析贯穿他整个

大学生涯#这一研究主题还延伸

至他攻读博士学位 %>HHF 年&(

完成教授资格测试成为大学讲

师%>HFK 年&期间 #并衔接到他

的第一任教授职位%>HFG 年&'

在威廉德国时代的开端 #

对资本主义后果的研究对于一

个政治与社会科学的学生来说

并不是一个特别有创意的选

择' 资本主义是威廉德国在经

济繁荣期 %N%#,:6%.6+*&的持续

工业化进程中的最重要体现 #

韦伯的男性祖先们对这一点做

出了巨大贡献# 虽然这又与韦

伯母系家族这边好善乐施的形

象相违'

#" 如果你不愿意讨论新

教思想! 你最好对资本主

义保持沉默%

大约在 >HFM 至 >FLJ 年期

间#马克斯$韦伯因病而长时间

无法工作' 愈后韦伯继续开展

研究# 一开始是在他钟爱的意

大利'在那里#韦伯感受到了意

大利天主教徒的生活经验 #系

统化精读了文献# 他开始日渐

关注修道院的历史( 现状及经

济问题'

>FLG 年 >L 月 #韦伯 GF 岁

时# 终于还是因为健康原因辞

去了教授职位# 不过他还是被

授予了海德堡大学的名誉教

授#有一项教学任务#但无权颁

发博士学位# 在系里也没有发

言权' 由此#直到他逝世前#他

一直维持着自由撰稿的个体学

者身份# 靠他母亲和妻子的资

产收益维系生活' 自他从一直

以来压抑的教学职责和学校行

政管理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后 #

他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术研

究中'

在研究了多年资本主义的

后果之后# 韦伯把越来越多地

精力转投到资本主义的起源

上'在这一阶段#他并不认为自

己的研究是对于卡尔$马克思

的宏大叙事的另选方案# 更不

用说是一种反对草案# 因为无

产阶级的最终胜利和无阶级社

会的必然建立对于韦伯来说同

样非常重要' 他力求对当时社

会中时兴的物质主义解释做补

充调整# 同时对资本主义的起

源做专门的历史解释' 韦伯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资本主义经济

与社会秩序的精神根基上'

特别是随着韦伯对新教的

文化影响# 及其与经济伦理的

形成之间的关系)))即韦伯所

称的资本主义精神 %3O+%+* $'

=)O+*)-+3E&)))研究深入之后#

对于社会学理论内核的反思就

显得非常有必要了'在 >FLJ 至

>FLI 年之间#韦伯发表了一系

列论文#如今#这些论文成为了

他毕生最重要的著作' 经过复

杂推导和精心论证# 韦伯指出

新教某些派别与实践准则 #同

现代西方的理性工业化资本主

义 之 间 存 在 选 择 亲 和 性

%6-6=*+26 )''+,+*&&关系' 韦伯相

信在新教及加尔文教派的精神

土壤中# 一定能够挖掘出现代

资本主义最核心的根基'

随后# 韦伯来到了美国继

续做研究# 他认为美国社会为

现代理性化工业资本主义做出

了迄今为止最详尽的展示' 其

实在他到美国时# 他为探寻现

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以及思

想根源而写的著名论文)))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

%!"#$ 年%!"#& 年&的第一部分

已经完成'

>FLJ 年秋天#韦伯出席了

在美国圣路易斯世界展览会举

办的 !国际艺术与科学大会"'

在那一年的 H 月至 >> 月#韦伯

同他的妻子玛丽安娜一起游历

了美国的很多地方' 在这次旅

行中# 韦伯与美国各派的新教

徒进行了直接沟通# 对于美国

政治!机器"的架构以及总统地

位等问题也有了直观感受 #同

时接触到了美国妇女运动 (种

族问题以及私人和公共领域的

官僚化#这些强烈的印象都对他

未来的著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 如果你不愿意讨论由

新教思想所塑造的资本主

义! 你最好对理性化的过

程保持沉默%

首先#根据韦伯对新教的研

究# 宗教可以作为基本背景#以

解释西方理性化工业资本主义

成功的根源'从 >F>>年起#他开

始转而探索欧洲以外的有世界

性影响的宗教#他称这些宗教为

#%!& 年 ' 月 ( 日 星期五 学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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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启发解释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