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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新的无知吗'

哈贝马斯! 你是说那些咄

咄逼人的争论! 情绪的宣泄以

及唐纳德"特朗普在推特上的

谎言吗# 你甚至不能说特朗普

是处于他们国家的政治文化平

均水平之下! 他正在永久性地

破坏这个水平$ 自从印刷术的

发明使得所有人都成为潜在的

读者起! 经过了几个世纪才使

得全人类都具有阅读的能力 $

互联网正在将我们都变成潜在

的作者! 然而互联网却仅仅只

有几十年的历史$ 或许随着时

间的推移! 我们会学会用文明

的方式来处理社交网络$如今!

互联网已经开辟了数百万个亚

文化圈! 人们可以在其中交换

有价值的讯息和合理的观点 $

这不仅仅体现在科学类的博客

中! 使得学术作品借由这种媒

介发扬光大! 同时也体现在其

他领域!例如罕见病患者论坛!

来自不同大洲的! 有着相似疾

病体验的患者们可以在其中相

识!交换各自的建议与经验$互

联网不仅仅加快了股票交易与

金融投机的速度! 它毋庸置疑

地也向人们提供了沟通上的益

处$我已经老了!无法评价互联

网带来的文化冲击$ 但是使我

感到恼火的一点是! 这是人类

历史上第一次其首要目标是为

经济服务而非为文化服务的新

媒体革命$

如果不改变全球资本

主义体系"不可能解决

全球移民潮问题

在当今技术导向的社会背

景下 ! 您认为哲学的未来是

什么'

哈贝马斯! 我仍旧是老派

观点! 哲学应该继续尝试回答

康德的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

应该知道什么# 我可以期待什

么# 人类是什么# 然而!我不确

定我们理解的哲学还有没有未

来$如今!哲学也如同所有学科

一样!专业化趋势日益增强$这

其实是一条死胡同! 哲学应该

试图去解释整体! 为我们认识

我们自己以及认识整个世界的

理性解释方法作出贡献$

您过去的思想和马克思主

义有怎样的关系' 如今您仍旧

是左翼人士吗'

哈贝马斯! 在大学和公域

里!我花了 !" 年的时间研究左

翼思想的假设! 并且为之拼尽

全力$如果说我花了 #" 年的时

间在为欧盟的政治整合奋斗的

话! 那是因为我一直心怀这样

的理念! 即只有欧盟这个组织

才有能力控制住不受约束的资

本主义$ 我从未停止过对资本

主义的批判!而我也时刻警惕!

只是纸上谈兵的分析是远远不

够的$ 我不是那种没有目的只

为攻击而攻击的知识分子$

您认为您是爱国人士吗'

哈贝马斯!二战后!这个国

家终于产生了一种稳定的民

主! 且在随后几十年的政治分

化中仍旧发展出了一种自由的

政治文化$面对这样一个国家!

我觉得我是一个爱国者$ 这是

我第一次说这么多! 但在某种

程度上! 是的! 我是德国爱国

者 ! 我也是德国文化培养出

来的$

随着大量移民的涌入 !

您认为德国还是只有一种文

化吗 '

哈贝马斯! 我们的文化中

也包含着第二代或第三代的土

耳其&伊朗和希腊的移民$我为

我们这样的文化而感到骄傲 $

他们中有许多相当杰出的导

演&记者 &电视明星 !当然还有

企业总裁&最有能力的医生&最

好的作家&政治家&音乐家和教

师$ 这是我们文化的力量和文

化的再生能力的最有力体现 $

右翼民粹主义者对他们采取激

进的排斥态度! 这是非常荒谬

的$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如今

的德国文化$

移民家庭真正融入社会

中! 并不能解决全球移民潮的

问题$我觉得只有一个办法!那

就是解决原籍国的经济问题 $

但如果不改变全球资本主义

体系的话 !那就不要问我该怎

么做了 $ 这个问题几个世纪前

就已出现! 我不是这方面的专

家$但是如果你读过斯特芬"莱

森尼希 '$%&'()* +&,,&*-.((的

) 外 部 化 社 会 * '/-&

01%&2*)3-,-&24*5,5&,&33,.()6%( 这

本书 !你就会明白 !这股席卷

欧洲和西方社会的浪潮的根

源所在$

您认为我们现在是否正在

走向文明的冲突'

哈贝马斯! 我认为这是完

全错误的$ 最古老和最有影响

力的文明都具有形而上学以及

马克斯"韦伯所描绘的伟大宗

教的特征$ 它们都具有普世潜

力! 因此它们都有很强的开放

性和包容性$而事实上!宗教原

教旨主义是现代的产物$ 它诞

生于由殖民主义! 殖民主义的

终结以及全球化资本主义所引

发的社会根基中$

我所希望的是! 基于信仰

与知识的这个古老的争论话题

而形成的后形而上学的学术派

别!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防

止哲学在科学面前逐步退化其

启蒙作用的功能$

哲学家治国#饶了我

们吧

曾有人引述过您的话 !您

说欧洲是经济巨人和政治侏

儒 ( 而如今看来 !似乎没有任

何改进 !我们发生了英国的脱

欧 )民粹主义 )极端主义和民

族主义(

哈贝马斯! 欧元的出现将

欧洲共同体划分为了北部和南

部! 同时也是赢家和输家的区

别$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假设

没有政治上的统一! 国家经济

共同体结构上的差异是无法相

互之间弥补的$ 例如单一劳动

市场的流动以及共同的社会保

障体系这样的安全阀就一直缺

失$同时!欧洲也不具有制订共

同财政政策的权力$ 再加上欧

洲条约中的新自由主义政治模

型更是加深了各民族国家对全

球市场的依赖$ 南方国家的青

年就业率数字是可耻的! 不平

等现象全面增加! 侵蚀着社会

凝聚力$ 在适应了这一体系的

经济体中! 自由主义经济模型

占据主导地位! 促进了个体化

的经济增长$反过来!身处困境

的经济体!其退出倾向&非理性

的反应以及自我毁灭的愤怒在

逐渐蔓延$

您是如何看待加泰罗尼亚

地区的独立问题的'

哈贝马斯!我不明白为何

像加泰罗尼亚这样的发达的 &

民众教育程度高的地区会想要

在欧洲独立$ 我估计这都是因

为经济问题$

您是否认为民族国家比过

去更有存在的必要'

哈贝马斯!我认为民族国

家是没有人相信的! 但又必须

被发明出来的模型! 这完全是

出于实用的原因$ 不过或许我

不该这么说$

我们总是将欧洲建设的

问题归咎于政治家 !但是或许

公众缺乏信念也是罪魁祸首

之一'

哈贝马斯!到目前为止!政

治领导人和政府一直在采用精

英模式推进欧洲的建设! 在一

些复杂的问题上! 并没有把群

众纳入进来$ 我甚至感觉连政

党或国家议员对这些构成欧盟

政治的复杂内容都不熟悉$ 有

一句口号说是%+让妈妈来照看

你的钱,$默克尔和朔伊布勒在

面对危机问题时! 就示范了什

么叫做在公域隐藏解决方法$

是不是德国有时候也错把

领导权当成霸权了' 这可将法

国置于何地'

哈贝马斯! 显然德国联邦

政府在霸权上既没有天赋也没

有经验$如果他们有的话!他们

就不会试图将欧洲各国联系在

一起却又不考虑各国的利益 $

在过去的 #7 年间!德国联邦政

府在经济问题上一直在加强自

己作为民族国家的角色$ 说到

马克龙! 他的行为一直在提醒

默克尔! 她必须好好想想未来

的历史书上会如何形容她$

在欧盟建设的问题上 !西

班牙是怎样的角色'

哈贝马斯! 西班牙只需要

支持马克龙就可以了$

同您一样! 马克龙也是一

位哲学家( 您认为政治和哲学

可以互相结合吗'

哈贝马斯 !天哪 !哲学家

治国!饶了我们吧$ 不过!马克

龙还是令人尊敬的$ 因为在当

今政治大背景下! 他是唯一敢

于拥有政治观点的人$ 作为一

位知识分子和具有说服力的演

说家! 他一直在追求有着欧盟

视角的政治目标!同时!在选举

过程中几乎令人绝望的状况

下!他体现出了个人勇气$而如

今!作为总统!他也兑现了他的

选举承诺! 做到了他说过要做

的事$ 在如今这个政治认同麻

木甚至丧失的年代! 我学会了

去欣赏这些个人品质! 尽管我

信仰马克思主义$

不过我们暂且无法了解他

的意识形态究竟是什么! 或者

说他是否有意识形态(

哈贝马斯!你说得对!我仍

然无法看出当今法国总统的欧

洲政治背后的意识形态是什

么$ 我想知道他是否至少是有

着左倾思想的自由主义者 !或

者说我希望他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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