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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社会"手稿#约 !"!" 年$ 从上面可见韦伯持

续不断的修订#实际上一直持续到他去世前不久$

最为重要的生活制度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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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开始将这些研究与他之

前的论点做对比$ 即新教这一

世俗化版本的基督教信仰 $与

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精神要求

的形成有重大关联#

然而$ 在韦伯对中国的儒

教与道教$ 印度的印度教与佛

教$ 以及古犹太教做了大量详

细的研究之后$ 他的研究课题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最初的

关于资本主义的形成根源和导

致的后果$ 从犹如格言一般的

纲领性问题 %如果没有新教思

想$那还会有资本主义吗& '开

始$ 他的研究升级演变成分析

全人类文化中各领域的 %理性

化'的历史进程#不过韦伯最终

并没有完成所有的分析工作#

几十年来$ 在韦伯对资本

主义的前因后果做了一部分研

究之后$ 他逐渐认识到在人类

历史进程中有着一种普遍活跃

的( 全面的发展规律)))理性

化# 在他早前对这一发展的需

求及其文化意义的考察中 $韦

伯追溯了理性化在社会与历史

现实的所有具体表现$如经济(

政治(法律(宗教和文化# 理性

化 $ 作为 %我们时代的命运 '

!1/#$ '1 '2, 0*%+"$成为了韦伯

对为数众多( 又面貌各异的种

种次级进程的统称$ 这些发展

进程包括 %官僚化 '%工业化 '

%智性化 '%理性的工业化资本

主义发展'%专业化 '%客观化 '

%方法化'%纪律化'%祛魅 '%世

俗化'以及%非人化'等#

仅仅是这些各式各样的标

签就显示了$ 韦伯试图将这些

完全异质的现象从高度分化的

视角整合到他自己的研究视

角)))%理性化'视角中#因此$

在对韦伯的研究中$ 明确标记

出所谓确切的 %理性化 '概念 $

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除

了在他的 *宗教社会学文集 +

!3'))$4#+5 6&&/"& '. #7+

&'4*')'-" '1 8$)*-*'."第一卷中

发表的那篇著 名 序 言 !9:;<

年"之外$韦伯并没有系统地构

想一个理性化规律$ 即使是在

那篇前言中$ 他也只对一些中

心问题有所阐述#

在韦伯的作品中 $ %理性

化' 在最泛层面上基本意味着

秩序和系统化#一个混乱的(相

互间充满无限联结的团体 $根

据人为制定的标准$ 有秩序地

排列$ 这一系统地秩序化的结

果便导向了那些韦伯称之为

%理性化'的进程#

在发表了一系列研究和文

章后$ 马克斯,韦伯逐渐相信$

他称之为%理性化'的这一系统

秩序化的历史进程$ 是普遍且

不可避免的#

起初$ 韦伯对于那些他认

为更适用系统化和秩序化路径

的领域 $提出了 %理性化 '的假

设$如经济(法律(技术(科学和

国家秩序等$他称这些为%世界

的 外 在 组 织 ' !+=0+,./)

',-/.*>/#*'. '( #7+ ?',)5"# 在

他对于这些领域理性化的研究

过程中$ 韦伯主要思考了以下

三个问题$ 而这三个问题在本

质上是一样的-

9"为什么只有西方文明发

展出了一套有着 %普遍历史意

义'的%理性'文化&为什么在欧

洲以外$特别是在亚洲$这个有

着更为古老的和多样化的文明

的地区$ 没有发展出这样一套

相似的%理性化'进程&

;"为什么%理性的'科学技

术(%理性的' 工业资本主义以

及%理性的'政府官僚机构也仅

仅在现代西欧地区出现呢&

@"%理性化'给相关社会和

组织带来的好处有哪些& 而社

会( 团体以及个人要为理性化

发展付出什么代价&

在一项平行研究中$ 马克

斯,韦伯也集中关注那些通常

被认为是 %非理性 '的领域 $例

如宗教 (伦理 (艺术 (文化以及

性等#韦伯将这些领域称为%世

界 的 内 在 组 织 ' !*.#+,./)

',-/.*>/#*'. '1 #7+ ?',)5"# 这

些人类生活的社会和历史现

实$不仅在过去(现在也被认为

是$充满着出人意料的观点(自

发形成的理论(超自然力量(神

话和难解事务的领域# 简而言

之$就是非理性的 (无序的 (混

乱的#

然而同样地$ 韦伯在这些

社会文化领域看到了秩序化的

进程$ 这些都被他归入 %理性

化'的范畴# 例如-

9"韦伯研究了西方音乐的

%理性化'$其记谱(和声以及器

乐技术似乎都为音乐艺术中的

%理性化'提供了佐证)))它们

逐渐替代( 消解了音乐里的神

秘(%非理性'要素#

;"韦伯考察了不同时期的

多种文化中的宗教教派( 狂热

崇拜(救世信仰$从各个方面去

挖掘存在于魔幻巫术中的 %理

性化'迹象# 对于韦伯来说$理

性化不仅仅适用于宗教的意识

形态$ 同时也适用于其组织化

过程$ 例如从小宗派发展到大

教派的过程#

@"韦伯还分析了人类性行

为的历史发展过程# 人类性行

为一般被认为是个体性的 (混

乱的 (动物性的 $可即便如此 $

韦伯仍认为其同样属于社会驱

动的理性化范畴# 在世界各宗

教中$ 生殖崇拜活动都逐渐消

失$ 性行为逐渐系统化( 理性

化# 从狂喜狂欢的混乱关系逐

渐趋于稳固的伴侣关系中的

%有序的'性# 这种关系可以是

以婚姻状态(准婚姻状态(稳定

的伴侣关系或恋爱关系的形式

存在#不管是一夫一妻制(一夫

多妻制( 母系社会还是父权社

会$这其中都存在着秩序#

无论马克斯,韦伯看向何

方$ 他都看到了指向世界历史

发展进程的( 伟大的理性化过

程的确凿证据#

然而$ 对于自己发现并详

加研究的理性化$ 韦伯从未描

绘出其具体的推进轨迹$ 一个

遵循既定模式的单线发展过

程# 他一再声称历史现实只可

被分析描绘成各种理想化建构

的混合物$ 重复强调非理性化

的发展$ 这应能使得韦伯免于

被称为对进步盲目乐观的宣传

家 # 如果赋予 %现代化理论 '

!#7+'," '1 %'5+,.*>/#*'."以%进

化论'的内涵$也即将世界或至

少人类的历史描绘成一个日臻

完善的理性主导世界)))那将

是对韦伯思想的误解#

正是因为韦伯声称的 %理

性化'进程具有不可思议的%偶

得 '特点 $且不断地被 %非理性

的'发展所打断$使得他深深着

迷$终其一生研究这一课题$并

将其应用到各个领域#

像韦伯这样不遗余力地钻

研各种理性化进程中所需要付

出的代价$并给出清醒的(怀疑

又悲观答案的人$ 是不会把人

类生活中各方面的%理性化'描

绘成令人向往的( 积极的情境

的$ 更不会以此来为资本主义

时代带来的后果开脱# %理性化

进程'提高效率的同时$也产生

了影响深远的非人化)))韦伯

致力于将非理性行为 %理性

化'$但他深深的怀疑主义和对

%非理性'的恐惧!在%无理'%非

人 '的意义上 "$都将他免罪于

为非理性现象开脱的谴责#

这样一个不懈地分析 (发

现(强调%非理性'动机和%理性

化 '后果 $并警告其潜在的 %非

人'后果的人$被指责为一个对

单一 (命定的 %理性化 '机制的

盲目崇拜者$是不公平的#

'( 如果你不愿意通过科

层制讨论非人化! 你最好

对理性化进程保持沉默"

如前文所述$ 韦伯的怀疑

悲观论调是不可能让他将人类

生活方方面面的理性化进程描

绘成一幅美好画卷的# 他在研

究理性化的过程中$ 不仅看到

了效率的提升$ 同时也敏锐地

发现了那些有着深远影响的

%非人化'(%客体化'和%去人格

化'等#

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和科层

制不可遏制的发展势头$ 使得

韦伯产生了深深的恐惧- 人类

是否仍可拯救出尚存的一丝个

体主义倾向& 民主在未来将会

发展向何方& 这就是韦伯对于

人类文化整体的关怀$ 以及人

类生活的自主选择权的思考 $

而这两方面都使得他变得越来

越悲观和怀疑#

)( 文化批判和对时代的诊断

这一部分是我关于马克

斯,韦伯普遍理性化 %大叙事'

概述的最后一步#最终$韦伯关

于人类生活各范畴的普遍理性

化的大叙事$ 不管在过去还是

现在$ 都令他成为诊断现代性

的最著名学者之一#

总的来说$ 韦伯关于人类

活动各领域的无法阻挡的 (宿

命般的(普遍的理性化叙事$也

就是

韦伯编织进他个人对人类

社会发展愿景的叙事$ 其实并

不是他大部分研究工作的有意

为之的指导性主题# 只是到了

生命的最后阶段$ 突然暂停研

究工作时$ 韦伯才产生了对未

来的强烈的悲观思想#

简单概括来说$马克斯,韦

伯的伟大叙事$ 讲述了这么一

个故事)))意想不到的成功 $

却带有启示意义的讽刺# 9A(9B

世纪的激进新教徒为找寻从永

恒地狱中获得拯救的普世信

号$ 参与创造了一套信仰与行

为准则$ 这套体系后来逐渐在

全球范围建立起人类服从与束

缚的围场#

特别是$ 当最后一批最虔

诚的新教徒都脱离了原有的组

织体系之后$ 在 9:(;< 世纪之

交 $现代的 (理性的 (布尔乔亚

式的工业化资本主义以不可阻

挡之势显露了出来$ 经济生活

中的资本主义规律和人类生活

中处处体现的科层等级秩序形

成了紧密联系$ 即便不会带来

最终的毁灭$ 也必定会威胁到

所有人的个体自由#

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正

是在 9:(;< 世纪之交这样的转

型大背景下$ 发表了这样的悲

观叙事$ 他一步步地对自己的

愿景感到怀疑$直至他学术研究

的最后时刻# 到了 ;9世纪初$韦

伯的叙事被认为极具启发解释

力$ 使得他的理性化叙事似乎

优于他的其他叙事理论#

只是遗憾的是$ 韦伯的社

会理论研究的结论是悲观的 $

他在生命的尽头还是认为 $等

在人类面前的并不是有如夏日

风光的繁花似锦#

%作者 #$%& '()*+)% 为德国

马堡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本文

为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院&马克斯'韦伯基金会主办的

(中国现代文明语境中的马克

斯'韦伯 )会议上的发言 #原题

为 (普遍理性化 *马克斯'韦伯

的大叙事)$本报特约复旦大学

德语系胡梦霞对作者进行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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