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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生日的前夕!尤尔根"哈贝马斯在施塔恩贝格的家中接受了

#西班牙国家报$%#$ %&!'&的访问' #文汇学人$在此摘编部分访

谈!除了能一窥这位当世最重要思想家的书房!还能从他谈民族

主义(移民(互联网和欧洲等话题中!读到他毫不掩饰的愤怒(不

解和失望'

哈贝马斯的家位于距离

慕尼黑大约 !" 公里的施塔恩

贝格湖畔!在一排排的阿尔卑

斯小木屋中!醒目地矗立着一

座有着巨大窗户的白色建筑

物" 在建筑学的角度下!这就

像是在海蒂的故乡看到了理

性主义!抑或是包豪斯风格与

巴伐利亚坚定保守主义的并

存 " 在这座建筑的蓝色大门

上 !有着一块白色小匾 !匾上

证实了这正是这位出生于杜

塞尔多夫的思想家尤尔根#哈

贝马斯的家 " 即便在他即将

#$ 岁之际! 他仍旧有着惊人

的学术产出!使其拥有世界上

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这一

神圣称号"

和哈贝马斯已经结婚 %"

多年的妻子!历史学家乌特$韦

塞尔霍夫特%&'( )(***(+,-(.'&

为我们开了门!迎面看到一条

狭窄的走廊!只听乌特对她的

丈夫说道'(尤尔根)西班牙的

记者们来了" *乌特和尤尔根

自 /$01 年起就住在这里 !也

是自那时起!哈贝马斯成为了

普朗克研究所的所长+

哈贝马斯! 这位西奥多$

阿多诺的门徒和助手!法兰克

福学派的第二代旗手!法兰克

福大学的哲学教授出现在一

间有些杂乱的,堆着成堆论文

和书籍!窗户正对着森林的房

间里!他说这是他的书房+

这是一间以白色和赭色

为主调装饰的书房!房中摆放

着一些现代艺术的收藏品!包

括 有 汉 斯 # 哈 顿 %234*

235'647&! 艾德瓦尔多#奇立

达 %896359- :,;++;93&!肖恩#

斯库利 %<(34 <=6++>&和根特#

弗 鲁 特 朗 克 %?!4'(5

@56,'564A&的画!以及豪尔赫#

奥泰萨%B-57( C'(;D3&和胡安#

米罗%B-34 E;5"&的雕塑!其中

胡安#米罗的雕塑是他在 F""G

年获得的阿斯图里亚斯王子

社会科学奖%H5;4=( -. I*'65;3*

IJ359 .-5 <-=;3+ <=;(4=(*&的

奖品+ 书架上陈列着歌德,荷

尔德林, 席勒和冯#克莱斯特

的著作集!以及大量包括有恩

格斯 ,马克思 ,乔伊斯 ,布洛

赫,瓦尔泽,赫尔曼#黑塞和君

特#格拉斯的作品+

作为 F" 世纪社会学和政

治科学重要著作的作者!哈贝

马斯向 -西班牙国家报 .谈起

过去 %" 年间他一直关注的问

题" 他的体态挺拔坚硬!握手

坚定有力!尽管一头白发衬托

出他如祖父般的慈祥之感!然

而说起话来却非常铿锵有力'

(是的! 我仍旧对世界上正发

生的一些事情感到愤怒"这并

不是件坏事!不是吗/ *

由于腭裂的关系!哈贝马

斯在说话上有些困难"但正是

由于他与说话的斗争促使他

更深层次地思考交往行为理

论!他认为这是治愈社会部分

弊病的一种手段"在我们谈话

的过程中!他曾经一度有些无

奈地望向窗外! 自言自语道'

(我已经不再喜欢大的礼堂或

是房间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

么!有一种刺耳的喧嚣让我感

到绝望" *

让我感到恼火的一点

是! 这是人类历史上

第一次首要为经济服

务而非为文化服务的

新媒体革命

如今有很多议论都在说

知识分子正在节节败退#您认

为这个说法公平吗#即这类议

论几乎一直仅限于知识分子

的范畴$

哈贝马斯" 根据法国模

式 ! 即从左拉到萨特和布迪

厄!公域对于知识分子是至关

重要的!尽管它脆弱的结构正

在加速其衰弱的过程"而这个

古老的问题!即知识分子究竟

去哪了正是忽略了这一点"如

果没有那些可以向他们传递

想法的读者们!何谈知识分子

的责任呢#

互联网是否削弱了支持

传统媒体的公域#也对哲学家

和思想家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哈贝马斯"是的" 自从海

因里希$海涅以来! 知识分子

的形象就随着自由主义公域

的经典形成一同构建了起来!

并且取得了其应有的社会地

位% 然而!这取决于不怎么合

理的社会和文化假设!例如要

有警醒式的新闻!参考类的报

纸和大众传媒能够将大众的

兴趣成功引向有关政治观点

形成的话题" 同时!还要存在

一批对政治感兴趣的读者!他

们受过教育!习惯于观点形成

的冲突过程!并且愿意花时间

阅读高质量的独立报刊"

然而如今!这样的基础设

施已经不再完好无损"尽管据

我所知 !在西班牙 !法国和德

国还保有得不错"但是即便在

那里!互联网的碎片效应仍旧

改变了传统媒体的角色!特别

是在青年一代中产生了很大

的影响"即使在新媒体的离心

作用和原子效应起效之前!公

众关注力的商业化已经触发

了公域的解体过程"美国的有

线电视频道就是一个很好的

例子"如今的新型通信手段有

着更为狡猾的商业模式!其目

的并不在于引起消费者的注

意力!而是对用户私人信息的

经济开发!在消费者不知情的

情况下 ! 窃取他们的个人信

息 ! 以此来更好地操纵消费

者!有时候甚至有着不正当的

政 治 目 的 ! 例 如 最 近 的

@3=(K--A 丑闻"

所以尽管有着明显的优

势#您认为互联网是在鼓励一

哈贝马斯!我仍对世界上
正发生的一些事情感到
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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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林!资讯

学人 !

们不鼓励推论 & 联想的功夫 !

所以觉得东京学派常常显得有

过度想象的缺点" 斯波还在大

阪的时候! 当然不免会让人家

觉得他应该会与京都学派有所

往来" 但是他的治学方法显然

与所谓的 '京都学派( 互有扞

格% 另一方面! 如果说他是东

京文献学派的一员! 那么就他

重视方法论的特色言之! 他又

似乎没有反映出 '东京文献学

派( 的特质% 怪不得他在 FM1!

年应邀在华东师范大学演讲

时 ! 完全抛弃 '学派 ( 的架

构! 而就法制史及社会经济史

来讨论日本的东洋史学% 对他

来说! 史学研究当然不能不讲

'实证 ( )就是兰克的史学 *!

建筑在文献的考证上面! 但是

显然这只是基本功夫! 史家一

定要进一步使用专门的学问或

辅助科学 ! 来处理诸如法制 &

社会 & 以及经济的发展历史 %

总之! 把斯波划入 '东京文献

学派( 不是合宜的做法%

1$## 年! 日本中国史学界

发生了一件争议% 京都大学退

休教授佐伯富以 +中国盐政史

研究, 被提名学术院赏% 结果

早稻田大学教授 )也已经退

休* 藤井宏跳了出来批评! 说

佐伯富的巨著是抄袭他更早的

一些文章 )主要是有关明代徽

商的研究* 而成! 根本不算原

创! 更是剽窃藤井自己的作品

云云% 这件事引发了不小的风

波 % 1$#$ 年我正好去了东京 !

到东大东洋文化研究所去看斯

波% 由于我并不知道这件事的

原委! 竟然在他的办公室当着

东大的一些学者学生面前问起

这件事% 当时斯波显出局促不

安的样子! 顾左右而言他% 事

后他请我去吃饭! 才告诉我说

这件事背后有两校之间长久积

累的矛盾! 所以我提起它! 他

会一时显得非常尴尬! 不知从

何说起% 坐在东大办公室! 当

着东大的同事学生面前! 斯波

并没有直接捍卫藤井! 可见他

对学术分野的公正态度% 那一

年! 佐伯先生依然获得学术院

的恩赐赏%

斯 波先生的学生很多 ! 我

没有特别留意 ! 但是知

道现在东大中国思想史教授的

小岛毅就曾经受益于他的教

导% 由于小岛教授后来跟随沟

口雄三研究思想史! 所以他也

受到斯波指导的事比较没有受

到 注 意 % 事 实 上 ! 小 岛 在

FNNN-FNN! 年间主持一个文部

省支助的 '东亚海域文化交流

与日本文明的起源( 大型计划

)大意如此 # 正确原名一时记

不起来% 常常简称为 &宁波计

划'*! 获得多过日币十亿以上

的拨款! 参与计划的伊原弘教

授得意得很! 对我说! 用一般

手掌上的计算机竟然没法运算%

说时还手足舞蹈! 可见当时获

奖的兴奋% 这个计划便充分反

映了斯波在学术上的影响%我有

幸受邀担任这个计划的国际顾

问!每一年飞到东京去咨询和接

受报告% 事实上!1$#! 年!小岛

毅和夫人还在北京做研究时!便

曾应斯波先生的吩咐到香港玩

时要顺便来看我%没有想到今天

小岛教授已是一方之主!执日本

中国研究的牛耳%我特别记述他

与斯波先生在学术上的因缘!让

更多人能够知道斯波先生的直

接&间接影响%

FNNG 年! 小岛毅给我写了

信! 要我准备参加他计划每年

一次的大会! 同时告诉我斯波

先生已经膺选为学士院的院士!

要在我到东京时用计划的名义

替他开一个庆祝餐会% 我能参

加这个餐会! 确实感到非常难

得而兴奋%这时斯波先生已经是

东洋文库的'文库长(%所以我也

趁便去文库 )其实我早在 1$0#

年便已经去过! 当时还在旧址!

由生田滋教授安排*参观!在那

里接受他亲自招待% 那天!我也

再一次见到田仲一成先生%田仲

先生曾长期在香港作田野考察!

研究'中国的演戏(!是另一位我

非常佩服的学者%我记得陪我的

小岛先生指出文库附近的一条

街叫做 '不忍通(! 说这是出于

+孟子 ,! 并说日本许多街道 &

商店名 )像 '三省堂(! '后乐

园( 都取材于中国的经书云云%

我当然知道这个 ! 但是取用

'不忍(! 恐怕连中国人自己也

想不到吧%

斯波后来的研究又拓展到

都市史% 现在做中国)特别是唐

代*城市史的第一把交椅的是中

央大学的妹尾达彦%他就是斯波

先生在大阪大学任教时的高足%

我最近一次与斯波先生见

面是在 FNN# 年! 他应邀来台作

学术演讲%当时我刚到台湾交通

大学%接待他!我自然不遗余力%

我们谈起学术院种种!他说基本

上他是接了江上波夫的遗缺%因

为按照学术院的规矩!员额控制

在 #N 人!所以没有院士过世!就

无法补人%可见其获世人荣宠的

理由和程度% 有趣的是!江上波

夫的名著是+骑马民族史,!主张

日本人种的起源来自蒙古&朝鲜

或西伯利亚%斯波先生研究中国

文明如何往南移转!以及中国东

南海岸与东南亚的交流!这里头

可 能 隐 含 的 . / 0 1 2

)4634=(*就留待大家猜测了%

谨以此文恭贺斯波先生实

至名归的唐奖荣誉%

!作者为台湾清华大学荣

休讲座教授# 纽约市立大学荣

休教授"

#

!"#$ 年 % 月 & 日 星期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