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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文汇报! 您是一位社会学

家 ! 是研究马克斯"韦伯的专

家! 请问您是从何时起# 基于

什么原因开始对马克斯"韦伯

产生兴趣的$

迪尔克!克斯勒 ! 我自

!"#$ 年冬季学期开始在慕尼黑

大学学习社会学" 在当时的德

国# 准确地说是西德$ 主要教

授的是美国社会学% 也就是说$

我开始学习 %&帕森斯 &%'()*++

,'-..*/.' ( 0&1&默 顿 & 0& 1&

23-+*/' 等美国社会学家的理

论% 当时社会学研究的两大重

要主题是社会分层和阶层流动

性% 虽然我觉得它们有趣且令

人兴奋$ 但我隐约觉得$ 社会

学令人兴奋的点远不止于此%

当时慕尼黑大学社会学系

有一个老师叫约翰内斯)温克

尔曼 &4*5'//3. 67/83(9'//'$

他的研讨课永远只有一个主

题***马克斯)韦伯 % 我选了

温克尔曼老师的研讨课$ 不过

我觉得他的课并不怎么好$ 很

多是个人化的解读$ 但是我从

那时开始阅读韦伯的著作$ 我

真心觉得它们非常优秀 % 从

!":$ 年到今天$ 四十多年来$

韦伯一直深深吸引着我$ 我觉

得韦伯的著作令人兴奋( 极富

启发性 ( 是对人智力的考验 %

韦伯的有些文本我会反复阅

读$ 而且每次重读$ 我都会觉

得$ 写得真是太棒了% +以政

治为志业 , 和 +以学术为志

业 , 中有些段落极具原创性 %

当然$ 韦伯还有一些私人的文

字$ 比如他的书信$ 我觉得有

点糟糕 % 必须小心谨慎地说 $

韦伯作为一个人是有问题的 $

但是作为学者$ 我一直觉得韦

伯是个天才% 我们可以从韦伯

的著作中学到很多$ 但是我们

不能止步于对韦伯的阅读$ 还

要进行独立思考%

文汇报 ! 您研究马克斯"

韦伯已经超过四十年! 著述颇

多% 随着研究的深入! 您对韦

伯的认识有什么变化吗$

迪尔克!克斯勒 " 一直以

来$ 我都有一个目标$ 那就是

让韦伯变得可以理解% 所以我

从来不是一个理论家$ 我是一

个老师% 许多研究韦伯的人想

要把韦伯的理论向前推进并从

中发展出他们自己的理论% 哈

贝马斯就是典型的例子% 哈贝

马斯写了许多关于韦伯的文

章$ 然后从中构建了自己的理

论%

但理论构建从来不是我的

目标$ 我的目标是让韦伯变得

可以理解% 在我看来$ 对韦伯

许多论述的理解是非常依赖语

境的$ 比如韦伯是在何种具体

的历史情境下发表 +以学术为

志业, 这场演讲的% !"!; 年$

战争接近尾声$ 许多年轻人从

战场回到祖国 $ 他们问自己 $

我应该以什么为业- 其中一个

选项是从事学术研究% 然后韦

伯出来说话了$ 好呀$ 如果你

想从事学术研究$ 请先考虑以

下几点% 首先$ 你能挣得多少

薪水- 所以他先从学术作为一

种物质意义上的职业开始论

述$ 然后设问$ 在这样的外部

条件下 $ 是否还愿以学术为

业( 探寻真理% 如果你在不知

道这场演讲的时代背景的情况

下阅读这段文字$ 那么你就无

法完全( 透彻地理解文本% 所

以我一直致力于把韦伯放到具

体的历史语境中阐释%

文汇报" 那么韦伯对以学

术为志业的看法是什么呢$

迪尔克!克斯勒 " 在韦伯

看来$ 学术不是一份职业$ 而

是一种态度% 学术作为一份职

业确实可以谋生$ 但这是次要

的$ 重要的是$ 我作为一个学

者$ 应该做什么***什么对我

真正有吸引力- 如何理解莎士

比亚- 宇宙大爆炸是否真的发

生过- 刚刚去世的霍金是一个

真正的学者$ 他符合韦伯对学

者的理解***他想要理解这个

世界$ 能否通过学术谋生对他

而言并不重要%

文汇报 " 您 !"#$ 年就在

论文集 &马克斯"韦伯! 中国和

媒体' 纪念韦伯诞辰 #$% 周年

的两项研究 ( )&'( )*+*,-

./01' 213 &*30*14 56*0

78230*1 92: ;$% <*+2,8=8'>

3*= 7?90?@?>*1* 中以 &文官支

配的理想 ' 马克斯"韦伯论中

国( 为题发表了论文! 您是怎

么对 +韦伯眼中的中国, 这一

主题产生兴趣的$

迪尔克!克斯勒 " 只是因

为当时在汉堡有一场以 .中

国/ 为主题的学术会议% 我对

.韦伯眼中的中国 0 这一主题

并不特别感兴趣% 我所感兴趣

的是$ 韦伯为什么会去研究中

国 $ 这点很重要 % 他研究中

国$ 并不以儒学为切入点$ 而

是从城市 ( 税收 ( 农业入手 %

他运用的是唯物主义的研究方

法$ 先从物质情况着手$ 然后

再去研究思想和观念% 对新教

伦理的研究$ 他的步骤恰恰相

反$ 他从路德入手$ 然后再向

前推进%

韦伯研究中国$ 但关注的

不是中国 $ 也不仅仅是德国 $

他 的 目 的 是 理 解 西 方

&<8=7>3/+' 的特别之处% +新

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 是

他的首次尝试 $ 其核心论点

就是资本主义只诞生在西方 %

有人否定 ( 批判韦伯的观点 $

韦伯说 $ 好吧好吧 $ 那让我

们一起看看% 然后韦伯开始研

究尽可能遥远的国度$ 比如中

国% 韦伯把能找到的与中国有

关的内容都读了个遍$ 然后考

察中国是否存在类似他在德

国( 荷兰( 英国( 美国等地发

现的情况% 当然$ 就像大家都

知道的那样$ 韦伯并没有发现

中国与西方的相似之处% 他接

着又对印度( 对犹太民族进行

了考察$ 他们也都与西方完全

不同%

文汇报" 韦伯眼中的中国

在韦伯的思想体系中扮演什么

角色$

迪尔克!克斯勒 " 对韦伯

而言$ 中国首先是一个与西方

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 % 其次 $

韦伯觉得中国是一个令人神往

的社会% 在韦伯看来$ 中国社

会实现了他的理想%

这个理想包括两方面的内

容$ 一是把受教育水平作为决

定个体社会地位的首要标准 $

韦伯希望德国社会也如此% 在

韦伯所处的时代$ 人们的社会

地位由其出身决定$ 取决于你

的父亲是否贵族( 处于贵族的

哪一阶层$ 是国王( 侯爵( 伯

爵还是男爵% 作为市民$ 一个

受过教育的市民$ 决定你社会

地位的是你的财富状况% 因此

韦伯梦想德国社会也能以受教

育水平作为决定个体社会地

位的首要标准 % 中国的实际

情况究竟如何并不重要$ 这是

韦伯眼中的中国$ 是一种愿望

的投射%

第二$ 受教育程度是不能

继承的$ 也就是说$ 个体都必

须从头开始奋斗% 这和法国的

公务员模式有点像$ 国家层面

上$ 每个人都站在同一起跑线

上$ 然后相互竞争$ 证明你比

别人优秀$ 然后一步步成为最

高级别的官员% 韦伯很喜欢这

种制度$ 他希望当时的德国也

能如此% 但是当时的德国看重

的是一个人的出身和财富$ 受

教育水平根本不重要%

韦伯在这两方面的得分都

不高$ 他不是贵族$ 虽然在当

时$ 韦伯已经算比较富有的人

了$ 但还有人比他更富有% 韦

伯受过良好的教育$ 至少他自

己是这么认为的% 如果在一个

以受教育水平为最高评价标准

的社会$ 那么韦伯的理想就能

成真% 你看看英国( 美国$ 受

教育水平对个体的社会地位都

不是决定性因素 % 出身很重

要$ 到今天为止依然重要$ 然

后就是金钱( 财富% 法国的模

式和中国有点像$ 法兰西公学

院 &?3 @*((!A3 >3 B-'/)3' 的

教授社会地位非常高% 出身高

贵$ 不错$ 有钱$ 很好$ 但是

教授( 知识分子和文人在法国

人的认知中社会地位还是很高

的% 今天德国的情况并不是如

此$ 以后也永远不会如此% 韦

伯之前的时代曾经如此$ 但这

在韦伯的时代结束了% 当今主

要的流通货币是金钱 ( 财富 $

不是教育$ 这也和资本主义的

发展有关%

文汇报" 韦伯对中国的评

价是否影响了德国人眼中的中

国形象$

迪尔克!克斯勒" 并没有%

首先$ 并非所有德国人都读过

韦伯的作品$ 其次$ 那些读过

韦伯作品的人不一定读过 +宗

教社会学文集, 的第一卷 &其

中包含 +儒教与道教,'% 德国

人对韦伯的认知还是比较模糊

的$ 而且主要集中在对新教伦

理的认知上% 如果让我大胆推

测一下$ 我会说 """的德国人

都不了解韦伯% 韦伯在某种程

度上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语

汇 $ 但是如果问他们有没有

读过韦伯论中国的那卷$ """

的人会回答说没读过 % 所以

韦伯对中国的阐释并没有影响

德国人对中国的普遍认知$ 绝

对没有% !

德国马堡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迪尔克!克斯勒"!"#$ %&'()'##$

胡梦霞

我的目标不是理论构建!而是研究和理解

对韦伯而言!中国首先是一个与西方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 其次!韦伯觉得中国是一个令人神往的

社会" 把受教育水平作为决定个体社会地位的首要标准!韦伯希望德国社会也如此" 韦伯之前的时

代曾经如此!但这在韦伯的时代结束了"

迪尔克"克斯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