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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ＶＩＤ － １９ꎬ透过“唯一知”“知无涯”看治理原则
———基于“哈贝马斯命题”的思考

谢　 晖

(广州大学　 人权研究院ꎬ 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００６)

〔摘　 要〕面对全球蔓延的 ＣＯＶＩＤ － １９ꎬ哈贝马斯提出了“我们知道最多的一件事ꎬ就是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这一命题ꎮ 这种“唯一知”ꎬ乃是人类知识追求过程中的认知ꎬ而不是拒绝知识追求下的认知ꎮ 所以ꎬ尽管面临

“唯一知”的困境ꎬ人类还是会锲而不舍地去“知无涯”ꎬ在无限的世界追求知ꎬ并竭力以“唯一知”的谦逊ꎬ进入

“知无涯”的行程ꎮ 对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而言ꎬ“唯一知”要求坚持治理的谦抑原则ꎻ“知无涯”要求坚持治理的

循序原则ꎻ“唯一知”与“知无涯”的互照ꎬ要求坚持治理的善治原则ꎮ 而善治原则ꎬ在尊重与客观实在性相关的

技术路线的同时ꎬ也应坚持和价值选择相关的实践商谈路线ꎮ
〔关键词〕ＣＯＶＩＤ － １９ꎻ唯一知ꎻ知无知ꎻ商谈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２ － １６９８. ２０２０. ０７. ００１

一、弁言:“哈贝马斯命题”

ＣＯＶＩＤ －１９ 的疯狂来袭ꎬ不但给芸芸众生带

来近一个世纪以来罕见的普遍隔离之苦ꎬ也给世

界各国人民的生命和健康带来无情的致命威胁ꎬ
导致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如临大敌ꎬ疲于应付ꎬ
而且引致不少享誉世界的思想家或批判、或沉

思、或伤叹ꎮ 其中当代世界最伟大、最有声誉的

思想家之一ꎬ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言人ꎬ已经 ９１ 岁

高龄的哈贝马斯先生在接受一个采访时ꎬ流露出

明显的困顿和无奈———这在笔者以往对哈贝马

斯论著的阅读中ꎬ是从未有过的体验ꎬ尽管从文

字看ꎬ这是一次时间十分短暂的访谈ꎮ 在访谈

中ꎬ面对«法兰克福评论报»的提问:“哈贝马斯

教授ꎬ您自己在这场新冠肺炎危机下ꎬ生活过得

如何? 有什么体验呢?”先生这样说道:
“我只能说我这几天想了些什么ꎮ 我们

这个复杂的社会一直都会遇到大量的不确定

性ꎬ但都是地区性的ꎬ也不是同时出现的ꎬ而

且社会当中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个或数个次系

统里的专业人员持续在处理这件事ꎮ 但现在

这个不确定性却是全球蔓延且同时出现的ꎬ
而且是出现在每个密切连结在一起的个体的

脑袋里ꎮ 每个人都深知其风险ꎬ因为大家都

从医卫系统那里知道ꎬ是否尽量少出门是对

抗疫情的最关键的影响因素ꎮ 而且这还不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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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到我们能不能克服疫情危险ꎬ也关系到

无法预测的经济后果与社会后果ꎮ 以此而

言ꎬ除了病毒之外ꎬ我们大家现在最知道的一

件事ꎬ就是一时半刻没有任何专家能推测这

场疫情的后果是什么ꎮ 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

专家都应该要克制自己ꎬ不要鲁莽地提出诊

断ꎮ 可以说ꎬ我们知道最多的一件事ꎬ就是我

们什么也不知道ꎬ而我们却又不得不在不确定

的情况下行动与生活ꎮ 这是前所未有的ꎮ” 〔１〕

哈贝马斯先生似乎忠实地表述了此时此刻

他面对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的深刻感受和睿智思考ꎬ但
先生在回答中ꎬ情绪显然有些消极或者说谨慎ꎬ
但又不得不强调要和未知的命运抗争ꎬ特别是其

中这句话:“我们知道最多的一件事ꎬ就是我们什

么也不知道ꎬ而我们却又不得不在不确定的情况

下行动与生活”ꎬ很明显ꎬ它给人们提出了一个不

可知、也不能预测的神秘命题ꎮ 从其前言后语

看ꎬ这个命题所针对的都是目前蔓延并危及全

球ꎬ没有人一时半会儿能断言其走向ꎬ故人们也

不知如何是好的 ＣＯＶＩＤ － １９ꎮ 但一方面ꎬ这种不

确定ꎬ不是终止人们行动和生活的理由ꎻ另一方

面ꎬ在这个看似有些神秘莫测的命题背后ꎬ或许其

所蕴含的深意ꎬ不仅指向来势汹汹的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本身ꎮ 因为 ＣＯＶＩＤ －１９ꎬ既非人类面对的第一次

危机ꎬ也不可能是人类所面对的最后一次危机ꎬ
它不是空前的ꎬ也不会是绝后的ꎮ 这就意味着命

题背后可能有所隐喻ꎬ这隐喻直接关联着灵性动

物(人类ꎬ下同)的认知限度以及与此相关的对

世界的态度ꎮ 这种态度在第一层的表现就是“唯
一知”ꎮ 我愿意把哈贝马斯的这一态度及其命

题ꎬ称为 “唯一知命题” 〔２〕ꎬ或者 “哈贝马斯命

题”ꎬ并愿就此出发ꎬ探究面对“唯一知命题”时ꎬ
灵性动物对它的应对ꎮ

我们知道ꎬ人类作为灵性动物ꎬ不仅局限于

感知事物、认识事物、反思事物ꎬ而且具有在事物

基础上超越它的崇高理想和技术可能———人类

认识大地、认识自己周遭的一切ꎬ但又超越了自

己的周遭ꎬ把周遭变成自己的乐园ꎻ人类认识天

体ꎬ认识浩渺的宇宙星空ꎬ但这种认识却并未停

留在认识层面ꎬ而是藉此更有作为ꎬ跨越地球的

羁绊和界限ꎬ把人类的文明通过技术手段撒播在

遥远无垠的外层空间ꎻ人类认识生物ꎬ认识生命ꎬ
且在认识它的基础上ꎬ建立仿生学ꎬ驾驭生物、超
越生物ꎻ人类也认识自己ꎬ认识自己的生理心理ꎬ
但又不随从于此种生理心理ꎬ而把其理想投注于

生命的延展、生殖的改变以及社会形态的人为进

化因此ꎬ总体上看ꎬ即便人类无不处于“唯一

知”的状态ꎬ但也会努力寻求认知突围ꎬ以“唯一

知”或有限知为跳板ꎬ寻求更广泛的知ꎮ 这种更

广泛的知是什么呢?
笔者愿意根据古贤的微言大义ꎬ把人类在“唯

一知”基础上ꎬ一往无前地推进其思想和认知的活

动ꎬ称之为“知无涯”———既面对无止境的世界ꎬ寻
求对“唯一知”的突围ꎻ又追求无极限的“大知”
“至知” 〔３〕ꎬ以“知无涯”ꎬ最终使人类认知进入人

们喜闻乐见的那种境界:把自由代入必然中的

知ꎬ从而使知识不受纯然事物之左右ꎬ达到心物

相向ꎬ相看两羡ꎻ亦豁免纯粹概念之羁绊ꎬ导向物

我两忘ꎬ天人通达ꎮ 当然ꎬ这一切ꎬ乃是通过语言

而实现的ꎬ因此ꎬ一方面ꎬ这种认知使人类成了语

言的存在ꎬ另一方面ꎬ使存在被结构为语言〔４〕ꎮ

二、“唯一知”:人类认知的限度及治理谦抑原则

“唯一知”可视为人类认识复杂对象世界的

一种观念ꎬ它既强调人类面对复杂对象世界时的

无奈ꎬ也反映人类在复杂对象世界面前的一种认

知态度ꎮ 这种无奈及认知态度ꎬ不是现时代的新

事物ꎬ而是千百年来人类认识世界时层出不穷的

主张ꎮ 只是由于现代社会人类的认知能力和认

知工具大为进化ꎬ导致这种认知态度及无奈感日

渐淡出人们的日常思维(尽管在科学界或与科技

密切相关的产业界ꎬ人们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存

着“唯一知”的态度ꎬ但是在日常生活层面ꎬ现代

社会的高度发达ꎬ明显造成了 “唯一知” 的退

却)———这就是所谓“骄傲自大的现代人”ꎮ 不

过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ꎬ以及和此种高度发达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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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的人类思维ꎬ总会面对重重风险ꎬ一旦重大风

险来临ꎬ人们不得不回头观察走过的路ꎮ
１. “唯一知”:“无知之知”的接续

公元前 ３９９ 年的雅典ꎬ已经 ７０ 高龄的苏格

拉底ꎬ出庭接受人们对他的审判———指控他的人

说他既像自然哲学家那样慢神ꎬ又像智者那样蛊

惑青年ꎮ 作为彼时雅典最有声望的知识分子ꎬ苏
格拉底出面为自己申辩ꎮ 在申辩中ꎬ这位伟大的

哲学家ꎬ不是像我们所常见的那种一个人面对死

亡时的或沉默寡言、木讷不言ꎬ或恐惧战栗、失魂

落魄ꎬ或哀婉凄切、哭哭戚戚〔５〕ꎬ反而他无所畏

惧、慷慨陈词ꎬ充分表达其作为哲学家的睿智和

反思ꎮ 他申辩道:
“我离开后ꎬ自己盘算着:‘我是智过此

人ꎬ我与他同是一无所知ꎬ可是他以不知为

知ꎬ我以不知为不知ꎮ 我想ꎬ就在这细节上ꎬ
我确实比他聪明:我不以所不知为知ꎮ’” 〔６〕

苏格拉底在此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千古

命题:我们人类ꎬ究竟能知什么? 且不说愚昧者ꎬ
即使那些以贩卖知识为职业的智者ꎬ甚至那位终

身以“爱智”为追求的苏格拉底ꎬ其终身之所知

究竟是什么? 苏氏面对死亡时的沉着申辩ꎬ教会

人们“无知之知”这样一个必须铭记的话题ꎮ 人

类的知识所能达到的ꎬ不是去洞穿一切ꎬ洞穿世

界ꎬ而是“知无知”ꎮ
无独有偶ꎬ在苏氏之前ꎬ遥远东方的圣人孔

夫子也曾谆谆告诫其弟子:
“子曰:‘由ꎬ诲女知之乎! 知之为知之ꎬ

不知为不知ꎬ是知也ꎮ’” 〔７〕

“季路问事鬼神ꎮ 子曰:‘未能事人ꎬ焉

能事鬼神?’曰:‘敢问死ꎮ’曰:‘未知生ꎬ焉知

死?’” 〔８〕

可见ꎬ在吾国圣人心目中ꎬ知并不是一件在任

何时候、任何地点人们都能够胜任愉快的事ꎬ反
之ꎬ知与不知ꎬ对芸芸众生而言都是一件再平常不

过的事ꎮ 求知ꎬ是人之为人的基本特征所在ꎬ而不

可能事事通知:知天地ꎬ知鬼神ꎬ知人事ꎬ世间一

切ꎬ无不所知———那是人的能力所不及的ꎮ 人能

够通透地知道的ꎬ就是人的认知是有限度的ꎬ无
所不知的人是不存在的ꎮ 无知是人类所面对的

永恒的“知”ꎬ而有知不过是暂时的知ꎮ 人类唯

一永恒的“有知”ꎬ便是“知无知”ꎬ便是背负“知
无知”的背景ꎬ像庄周那样ꎬ寻求知的最高境界:

“知天之所为ꎬ知人之所为者ꎬ至矣ꎮ 知

天之所为者ꎬ天而生也ꎻ知人之所为者ꎬ以其

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ꎬ终其天年而不

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ꎮ” 〔９〕

或以为ꎬ这种对知的理解不过是在人类认知

技巧、推理工具以及客观条件极其落后且有限的

背景下ꎬ人们所发出的慨叹ꎮ 这种情形ꎬ对于“可
上九天揽月ꎬ可下五洋捉鳖”ꎬ可把世界各个角落

的人们通过有效的技术手段、推理工具互联互

通ꎬ可在广袤的宇宙世界设法呼唤、对接外星文

明ꎬ可将其认知触角伸向数千光年间的宇宙深空

世界的当今人类而言ꎬ是否已是昨天的黄历了?
是否已经被完全证伪了? 是否世间万象ꎬ皆备于

我? 事实并不那么乐观! 因此ꎬ怀疑就成了人们

理解知识、理解世界的基本态度ꎮ 例如ꎬ在一向严

谨的罗素看来ꎬ知识根本是无法精确定义的东西:
“象我们所看到的那样ꎬ‘知识’是一个

不能得到精确意义的名词ꎮ 一切知识在某种

程度上都是可疑的ꎬ我们不能说出可疑到什

么程度它就不再算是知识ꎬ正象我们不能说

出一个人失掉多少头发就算秃头一样ꎮ” 〔１０〕

让人类已然有些自我陶醉的互联网技术、人
工智能技术、点对点的社会控制技术、无处不在

的人体(基因、相貌、虹膜、指纹、蒙面识别等)监
控技术似乎使人类的统治方式变得越来越

简化ꎬ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ꎬ变成人对技术的

单向依赖关系〔１１〕ꎬ人只要遵循技术的指令ꎬ就可

以应有尽有、万事大吉ꎬ既实现物质需求ꎬ也满足

精神需要ꎮ 尽管在一定意义上ꎬ人类技术确实在

史无前例地供给人们的物质和精神需要ꎬ但它并

未已然万能地、也不可能万能地满足人们全方位

的需要ꎬ反之ꎬ技术理性和有意无意的技术控制ꎬ
又产生了严重的人的异化现象:人类不再是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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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的主体ꎬ反倒成为技术的奴仆和客体〔１２〕ꎮ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ꎮ 另一方面ꎬ技术在人们真

正需要处ꎬ却往往闭上了其嘴巴ꎬ无法提供人们

对复杂事物的完全辨识ꎬ进而也无法满足人们迫

切的当下需要ꎮ 这正是目前困顿于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的人们ꎬ回忆人类既有的认知历程时ꎬ不得不无

奈地再次强调“唯一知命题”的缘由ꎮ 所以ꎬ哈
贝马斯的“唯一知”ꎬ乃是在此种困顿中对古已

有之的“无知之知” 的接续ꎮ 也说明对知的困

惑ꎬ乃是灵性动物在其长期的进化过程中ꎬ始终

所面对的问题和难题ꎮ
２. ＣＯＶＩＤ －１９ꎬ“唯一知”的再次证成

２０２０ 年伊始ꎬ已连续肆虐数月的 ＣＯＶＩＤ －１９ꎬ
自全球看ꎬ至今仍不见退却的明显信号ꎬ反之ꎬ按
照美国首席传染病专家福奇的观点:“我认为ꎬ新
冠病毒的回归是不可避免的” “几乎确定它还会

回来”ꎮ〔１３〕这一病毒强大的传染能力、严重的危

害程度、诡异的发生机制、指数式爆发的传播模

式等等ꎬ都让科学家至今对其难以准确地定性ꎮ
不要说那些医学和医疗基础条件十分薄弱的国

家ꎬ即使公认为世界上医学和医疗条件最发达的

美国ꎬ到目前为止也是穷于应付ꎮ 在此意义上ꎬ
这一病毒提供了人类坚守“唯一知”的重要根

据ꎬ它对人类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时代的过分自

信、过于骄傲是种有效的纠错力量ꎮ
当然ꎬ可以肯定ꎬ仅仅针对这一病毒ꎬ经由科

学家们艰苦卓绝的努力以及有效的国际合作ꎬ一
定会找到对付它的有效办法的〔１４〕ꎮ 因之ꎬ以这

样一次疫情而沮丧地强调“唯一知”ꎬ似乎给人

一种过于悲观、夸大其词的印象ꎮ 但如前所述ꎬ
因一次疫情危机所引发的“唯一知”思考ꎬ其重

点不在这一次ꎬ而在于退而言之ꎬ即便这次疫情

得到了科技的成功控制ꎬ从而人类认知及其技术

面对肆虐的疫情ꎬ能够大获全胜ꎬ也不意味着人

类就此一劳永逸地消灭了所有威胁他的病毒ꎬ不
意味着未来就不会产生威胁人类健康和生命的

新病毒ꎮ 即便人类认知能力和技术水平能够达

到滋生一个ꎬ消灭一个的程度ꎬ也不意味着人类

就能够同时永绝后患地消灭其所面临的其他威

胁———无论是自然的ꎬ还是社会的ꎮ
事实证明ꎬ道高一尺ꎬ魔高一丈ꎮ 人类在把

其聪明才智极大地运用于自然ꎬ增进自我福利的

同时ꎬ其面临的各种威胁与以往的任何历史时期

相比ꎬ不但没有偃旗息鼓、根本改观ꎬ反而这类威

胁随技术进步而在正比例增长ꎮ 所以ꎬ人类明显

进入到一个技术越发达ꎬ风险越扩大的“风险社

会”ꎮ 除了传统的自然灾害这类风险之外ꎬ更有

随着技术进步而产生的新风险ꎬ如核泄漏风险、
网络欺诈风险、资源与能源枯竭风险等等ꎬ从而

使“人类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ꎮ 风险社会在现

代技术生产条件下ꎬ已经不是一种例外ꎬ而是人

类所必须面对的常态———因为它是与现代生产

方式相伴生的:
“在发达的现代性中ꎬ财富的社会生产

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ꎮ 相应地ꎬ与

短缺社会的分配相关的问题和冲突ꎬ同科技

发展所产生的风险的生产、界定和分配所引

起的问题和冲突相重叠ꎮ” 〔１５〕

“说得更明白些ꎬ核能的、化学的、遗传

的及生态的大灾难毁掉了风险微积分学的基

本支柱ꎮ 首先ꎬ人们在此关注的是全球的、往
往是无法挽救的、不再被限制的损害ꎻ金钱补

偿的概念因而失效了ꎮ 其次ꎬ预防式的事后

安置因致命灾难情形下的可想象的最坏的情

形而被排除ꎻ原先准备用于对结果进行检测

的安全概念失败了ꎮ 第三ꎬ‘事故’失却其时

空上的分界ꎬ并因此失却意义ꎮ 它成为一种

有始无终的事件ꎻ一种爬行的、疾奔的和重叠

的破坏之浪的‘没完没了的节日’ꎮ 但那意

味着正常的标准、测量的程序和因而危险计

算的基础均被破坏ꎻ没有可比性的实体被拿

来比较ꎬ而计算变得模糊ꎮ” 〔１６〕

可见ꎬ当代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ꎬ是人类对

风险的难以预知ꎬ或者即便能够预知ꎬ也难以控

制ꎮ 这样一来ꎬ使得“唯一知”这一命题ꎬ就成为

风险社会的一个隐喻———只要人类无法准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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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知并克服种种风险ꎬ无法通过法律契约而对风

险安排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防范措施ꎬ就只

能无可奈何地面对不时在侧的风险ꎬ就只能生活

在安全有虞之境ꎮ 也正是在这里ꎬ“唯一知”就

是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譬(隐)喻” 〔１７〕ꎬ且是一

种永恒的隐喻ꎮ 正在全球肆虐的 ＣＯＶＩＤ －１９ꎬ再
证了这种隐喻ꎬ它就存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ꎮ

３. “唯一知”与国家治理的谦抑原则

既然我们无可奈何地、也难以摆脱地生活在

“唯一知”的隐喻之中ꎬ那么ꎬ如何根据此种认知

的可能和限度ꎬ安排人类的生存、生活和自由交

往? 安排社会的协调、发展和有序运转? 人类能

否无所节制地对自然进行掠夺性开发ꎬ人类的聪

明才智及其技术成果能否无所顾忌地改变大自

然与人类的既有“约定”ꎬ人类能否在发展当下

的同时ꎬ给后人留下永续发展的资源、能源和知

识? 凡此种种皆在追问一个问题ꎬ我们究竟如何

对待国家治理? 当然ꎬ对这一问题之有效的回

答ꎬ还需要从追究“何谓治理”这一问题发开去ꎮ
放眼当今世界ꎬ治理已然成为使用频率越来

越高的一个词汇ꎮ 它不仅在民间使用ꎬ也在官方

使用ꎻ它不仅被学者使用ꎬ也被政治家、企业家、
金融家和社会活动家使用ꎻ它不仅在国内主体之

间的合作中被使用ꎬ而且在国际政治—经济—文

化合作中也被使用恰是因为如此ꎬ治理这一

概念如同一切涉及面极其广泛的概念一样ꎬ被解

释得五花八门、复杂多样ꎮ 有人在综述不同学

者、政治家、企业家关于治理的不同观点的基础

上ꎬ得出了三个层次的治理理念:
“第一个层次ꎬ也是最明确的:治理是对

现代谈判现实主义的最直接呼吁ꎮ 这种谈判

尤其与市场一同进行ꎬ并且融入市场规则”ꎻ
“第二个层次的意义在实用主义方面表

现得并不十分明显ꎬ而更多地表现在道德层

面ꎬ因而ꎬ现代治理是一个对责任感的呼唤ꎬ
但却是为了更好地保证效率”ꎻ

“第三个层次显得最具有理想主义

色彩治理于是变成了世界新人道主义原

则和全球政治秩序原则ꎬ让人感到重读联合

国宪章的味道ꎮ” 〔１８〕

正因为治理这一概念的多义性ꎬ加之这一概

念明显地排除了“统治”概念的单向特征和强制

色彩ꎬ因此ꎬ它容易被持有完全不同目的的人或

性质完全不同的体制各取所需地援用:
“‘治理’一词———像目前关于发展问题

的辩论中的其他许多概念一样———被许多大

不相同的意识形态群体用于各种不同的、常

常是互相冲突的目的ꎮ” 〔１９〕

然而ꎬ治理被不同的人、甚至不同的体制在

不同意义上的使用ꎬ并不意味着人们在运用它时

毫无共识ꎮ 事实上ꎬ透过对上述不同观点的分析

可以发现ꎬ人们在论及治理话题时ꎬ更多地在意

于其对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调整ꎬ因此ꎬ“‘治
理’是在众多不同利益共同发挥作用的领域建立

一致或取得认同ꎬ以便实施某项计划ꎮ” 〔２０〕 实践

中的治理ꎬ尽管确实是围绕人的利益关系而展开

的———无论权利的契约分配、主体的道德责任还

是政治的人道精神ꎬ皆基于人的利益而展开ꎮ
不过即使如此ꎬ为了人们利益的长远及永续ꎬ

为了种的繁衍和文明的延续ꎬ治理在以人为中心

的同时ꎬ其触角也会伸向与人类利益息息相关、甚
至是人类利益的前置关系———天人关系中ꎻ还会

伸向与每位个体的利益享受息息相关的直接关

系———身心关系中ꎮ 一旦治理的对象不仅指涉

群己(利益)关系ꎬ而且指涉天人关系和身心关

系时ꎬ则人类对治理的考量ꎬ就需要援用天人关

系和身心关系的法则ꎬ来节制群己关系唯利益是

尚、从而也唯人类独尊的治理目的ꎬ以谦抑精神

审慎地安排国家治理ꎬ即须遵循治理谦抑原则ꎮ
所谓国家治理的谦抑原则ꎬ是指治理行为须

遵循天人关系、群己关系和身心关系的规定性ꎮ
规定性究竟是什么? 这不是个能够一蹴而就地

回答的问题———因为毕竟全面掌握事物的规定

性ꎬ那只能靠神力ꎬ而无法借人力ꎮ 正是在这里ꎬ
人类的认知显出其固有的局限ꎬ因此ꎬ既有的认

知只是附了时空条件的认知ꎬ即所谓相对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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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ꎮ 而所谓事物关系的规定性ꎬ却是绝对的ꎮ 以

相对认知来应对、治理绝对规定ꎬ期间的顾此失

彼、左支右绌不难想见ꎮ 反之ꎬ以谦逊态度ꎬ敬畏

自然、尊重他人、量力而行ꎬ是谦抑治理原则的题

中应有之义ꎮ
敬畏自然ꎬ意味着需要反思并重新打量近代

以来思想家以及社会制度把人类捧为至高无上ꎬ
以致无视对象存在ꎬ或者最多把其视为任由人类

役使和利用的理念与实践〔２１〕ꎬ并以人是自然一

分子的谦卑ꎬ用自然与人总是处于互动中的认

知ꎬ看待天人之际ꎬ构建所谓“环境友好型” 〔２２〕的

人类生存和生活条件ꎬ以实现天人关系的动态平

衡ꎮ 尽管这并不是要恢复所谓“天人感应”的立

场ꎬ但至少说明在国家治理中须有尊重自然之客

观规定性的情怀ꎮ 尊重他人ꎬ意味着需要不断审

思并调整社会交往的动态现实ꎬ以追求群己关系

之动态平衡ꎮ 每一位主体ꎬ在其应然视角ꎬ是所

谓天赋人权的平等主体ꎬ但在其实然视角ꎬ却总

是并不平等的主体ꎮ 这种情形ꎬ很典型地体现在

ＣＯＶＩＤ －１９ 疫情大爆发的美国:何以在人口比例

并不占优的不少州中ꎬ非裔群体患病的比例远高

于其他族裔? 这除了其民族性格、生活方式之

外ꎬ与这个公认为当今世界最公平的国家———美

国ꎬ在事实上存在着公民之间严重的不平等大概

不无关系〔２３〕ꎮ 至于量力而行ꎬ则要求心虽广大ꎬ
身须实际ꎬ而不能以心的无限欲望为据ꎬ盲目蛮

干ꎬ“人有多大胆ꎬ地有多大产”———根据身体的

实际力量节制心理的无限欲望ꎬ达到身心之平

衡ꎮ 这三个方面ꎬ一言以蔽之ꎬ即在国家治理中ꎬ
要贯彻治理的谦抑原则ꎮ 这正是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给

国家治理的第一重启示ꎮ

三、“知无涯”:人类认知的无限及治理循序原则

尽管“唯一知”是一种事实ꎬ但在很大程度

上ꎬ它只是终极意义上的命题ꎮ 这是因为在过程

中ꎬ极其复杂繁难的事项ꎬ也会给人“唯一知”的
感慨ꎬ但只要假以时日ꎬ人们总会有对付复杂繁

难问题的手段ꎮ 可在终极意义上ꎬ毕竟人类只是

自然长期进化的一部分ꎬ他的认知限度ꎬ一定是

自然规定给他的限度ꎮ 他不能跨越自然的规定ꎬ
而与自然并驾齐驱ꎬ甚至对自然发号施令ꎮ 但这

并不是说人类要在自然的规定面前得过且过ꎬ甚
至自暴自弃ꎬ反之ꎬ明知自然浩瀚无垠ꎬ深入无

底ꎬ人类还是决绝地去“知无涯”ꎬ在过程中不断完

善对事物的认知ꎬ并因此循序渐进地针对自然、社
会和人心的规定性ꎬ安排、提升社会治理的水平ꎮ

１. “知无涯”:一个新的理解和解释框架

两千多年前ꎬ道家思想的代言人庄周ꎬ说出

了一句千古名言ꎬ至今仍然光芒闪烁:
“吾生也有涯ꎬ而知也无涯ꎮ 以有涯随

无涯ꎬ殆已ꎻ已而为知者ꎬ殆而已矣ꎮ 为善无

近名ꎬ为恶无近刑ꎬ缘督以为经ꎬ可以保身ꎬ可
以全生ꎬ可以养亲ꎬ可以尽年ꎮ” 〔２４〕

尽管庄周在这里的意思ꎬ是要说明人生有

限ꎬ知识无涯ꎬ因此ꎬ不要奢求以有限的生命追求

无限的知识ꎬ那是决然无法成功的ꎮ 人们要寻求

良善契道的知识ꎬ而不是相反ꎮ 但是ꎬ对一种经

典在原意视角的理解和解释ꎬ固然是解释学的基

本宗旨ꎬ但摆脱原意的束缚ꎬ根据相关文字给出

引申意义的解释ꎬ又何尝不可呢? 只要人们无法

逃脱理解的偏见ꎬ就意味着针对文本ꎬ读者会在

偏见引导下ꎬ得出自己的解释成果ꎮ 即人们的理

解和解释具有开放性ꎮ
“在构成我们的存在的过程中ꎬ偏见的

作用要比判断的作用大这种阐述使一种

积极的偏见概念恢复了它的合法地位偏

见并非必然是不正确的或错误的ꎬ并非不可

避免地会歪曲真理ꎮ 事实上ꎬ我们存在的历

史性包含着从词义上所说的偏见ꎬ为我们整

个经验的能力构造了最初的方向性ꎮ 偏见就

是我们对世界开放的倾向性ꎮ” 〔２５〕

加达默尔对偏见的正名ꎬ可以作为笔者在此

展开“知无涯”论述的认知工具ꎮ 如果说庄周在

其论述中试图以“知无涯”节制人们无法达到的

认知欲望的话ꎬ那么ꎬ笔者要说的是不断地、无限

制地扩大对无涯之知的追求ꎬ乃是人类生存和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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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的一种宿命ꎬ它既来自于自然对人的独特规

定ꎬ也来自于人相对于自然而独立和独特的主体

存在、思考和创造方式ꎮ
就前者说来ꎬ人类是大自然最匠心独运的杰

作ꎬ大自然不但赋予了人类优美、美好的外形ꎬ而
且赋予人们以独特的认知和创造能力ꎮ 这就是

人脑在长期进化过程中所形成的思维能力ꎮ 这

是世上到目前为止ꎬ在经验世界所知的唯一的能

力———只有人类ꎬ才有认知并改造周遭事物的能

力ꎮ 这种能力是大脑的机能ꎬ是自然对人的恩赋ꎮ
就后者而言ꎬ大自然长期进化的结果ꎬ使人

类在依循大自然规定性而为的同时ꎬ使这种依循

发生了质的提升和变化ꎮ 这不是物质世界的四

季循环ꎬ周而复始ꎬ不是植物世界的春生夏长ꎬ秋
熟冬眠ꎬ也不是动物世界的择木而栖ꎬ逐水而居ꎮ
他是独特的ꎬ其根本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不但知

其然ꎬ而且通过反复经验ꎬ不断反思ꎬ并寻求其中

所以然ꎬ以主体身份和语言工具表达此种所以

然ꎬ并最终以这种所以然人为地创造新成果ꎬ构
造新事物ꎮ

人的这种机能ꎬ在自然造化层面ꎬ是经由视

觉认知的传导ꎬ形成秉有特性的脑机能ꎬ进而在

主体认知和创造层面ꎬ形成人的主体性的精神品

格ꎮ 这些特性和品格表现在:
“信息加工的双向性ꎬ信息接受的选择

性ꎬ信息建构的创造性和信息表征的抽象性

等方面ꎮ 这些特性同时体现了人的精神主体

性品格:思维的超前性、虚拟性、创造性、抽象

性、全息性和时空自由性ꎮ” 〔２６〕

正因如此ꎬ人类对无涯世界的认知ꎬ既是人

类的一种“神圣的天赋”ꎬ也是人类主体性的自

我努力ꎮ 无论哪一方面ꎬ都不会因为人们面对着

艰难险阻而窒息之ꎬ反而只要人类能生生不息ꎬ
这种对无涯世界的认知、探索、利用ꎬ甚至改造也

就会长此以往ꎮ 所以ꎬ自每个个人的有限存在出

发“以有涯随无涯”ꎬ看上去确实存在不无可笑

的一面ꎬ但自人类生生不息的视角看ꎬ每个人或

每代人遵循自强不息、一往无前的精神ꎬ积累经

验ꎬ认知无涯ꎬ发现科学ꎬ创造世界ꎬ并前赴后继ꎬ
代代相传ꎬ这正是笔者理解“知无涯”时的偏见ꎮ

所以ꎬ本文所谓“知无涯”ꎬ虽然肯定认知对象

即知识本身的无穷无尽ꎬ但更指向作为灵性动物

的精神主体ꎬ其锲而不舍、坚持不懈地对广袤的自

然世界ꎬ复杂的群己世界和深邃的身心世界的探

求、利用和改造ꎮ 人类就是以这种探求、利用为使

命的动物ꎮ 如果阻断人类对自然的认知ꎬ对人事

的探索和对心理的剖析ꎬ墨守成规、安于现状ꎬ日
出而作、日入而息ꎬ因循四季、循环往复那么ꎬ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 〔２７〕 的问题ꎬ就可以

表达为人与禽兽在根本上是无异的ꎮ 所以ꎬ探索

“无涯”世界ꎬ才是人的本质所在ꎬ即便这种探求

如同“夸父逐日”ꎬ如同“西西弗斯推石”ꎬ劳而无

功ꎬ但也是人之为人的宿命ꎮ
可见ꎬ本文所谓 “知无涯” 的知ꎬ拟用作动

词ꎬ就是探索、追求的意思ꎬ就是面对浩渺宇宙、
复杂社会和奥秘心理时ꎬ人类一种勇敢的应对态

度ꎬ这是一种应命而不畏命的态度ꎬ是一种入世

而不避世的态度ꎬ是一种顺道而不迷道的态度ꎮ
正是在这样的态度中ꎬ人类有了不断丰富发展的

心理科学、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ꎬ也正是在这

种态度中ꎬ才真正彰显着“天行健ꎬ君子以自强不

息”“地势坤ꎬ君子以厚德载物” 〔２８〕的精神ꎮ 人类

因之才既是大自然的伟大产品ꎬ也是笃行于世的

伟大精神实体ꎬ才有了自然中的人ꎬ也才有了作

为精神实在的独立主体ꎮ “知无涯”就是这样被

人类持之以恒地坚守ꎬ又反过来塑造着人类的主

体形象ꎮ
２. ＣＯＶＩＤ －１９ꎬ人类“知无涯”的时代拓展

由于发达的传播技术ꎬ世界各地发生的 ＣＯ￣
ＶＩＤ － １９ 疫情ꎬ很快就被分处地球上不同角落的

人们所掌握和了解ꎬ因此ꎬ它给人类在整体上所

带来的困扰和恐惧ꎬ大概是传媒落后时代的同类

疫情所无法相比的ꎮ 这种恐惧ꎬ既有对病毒本身

的恐惧ꎬ也有因防疫措施捉襟见肘所带来的次生

恐惧———数月转瞬而逝ꎬ人们在社会心理上迄今

似乎无法找到任何一个安全的孤岛:戴口罩ꎬ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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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你有病”ꎻ不带口罩ꎬ那是因为“你没责

任心”ꎬ从而ꎬ人们以邻为壑、相互为敌———为了

保障所谓“赤裸生命”的安全ꎮ 对此ꎬ有人在解

读阿甘本时写道:
“它迫使人们从根本上重新考虑我们的

生活方式ꎬ我们与他人的关系ꎬ以及正如一些

评论家所提到的ꎬ何以成人ꎮ 对于有影响力

的意大利哲学家乔治阿甘本而言ꎬ该病毒

导致‘我们的同胞’的消灭ꎮ 人们被视为病

毒的潜在携带者ꎬ‘一个可以潜伏在任何其

他人中的隐形敌人ꎮ’由于‘敌人不在外面ꎬ
而是在我们中间’ꎬ我们共同的人性本质上

构成了安全威胁ꎮ 这颠覆了以保护人类免受

外界伤害为前提的安全逻辑ꎬ无论这些威胁

是由其他国家造成还是由诸如饥饿和疾病之

类的生存威胁导致ꎮ” 〔２９〕

显然ꎬ在严重的疫情面前ꎬ人类面临着双重

恐惧:自然的恐惧和社会的恐惧ꎮ 但与此同时ꎬ
人们所目见耳闻的ꎬ并不都是恐惧ꎬ还有面对恐

惧ꎬ一往无前、与疫魔搏斗的大无畏精神ꎮ 这其

中既有国际组织和不同国家政府各种各样的防

控布局ꎻ也有无数医生、志愿者、社区管理人员大

无畏地奔赴疫情一线ꎬ治病救人ꎬ提供服务ꎬ进行

管理ꎻ还有无数默默无闻的普罗大众ꎬ响应政府

的紧急状态要求ꎬ或居家ꎬ或禁足ꎬ或出门戴口

罩ꎬ或保持社交距离ꎬ或一旦故意或不慎地违背禁

令ꎬ甘愿接受平时难得遇见的权力的额外惩罚ꎻ更
有无数的企业及其员工ꎬ冒着极大的传染风险ꎬ义
无反顾地投身于抗疫物资的生产和供应中

当然ꎬ在这其中ꎬ与本文的题旨关联更为紧

密的是:无数的科学家正在实验室以审慎的态

度、严谨的精神ꎬ夜以继日地寻求治疗疾病的有

效方法ꎬ攻克病毒的根本方法ꎮ 如前所述ꎬ不少

国家的科学家正迅速且有效地展开疫苗的研发

和实验ꎮ 而社会科学家们ꎬ也在热烈但又认真地

讨论在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及其他类似紧急状态

下ꎬ有力、高效、人性的权力控制与权利克减相呼

应的管理模式〔３０〕ꎮ

这说明ꎬ人类并没有被如此传染性超强、诡异

多变、危害巨大的病毒所吓倒ꎬ反倒以大无畏的勇

气展开和病毒的顽强斗争ꎮ 这种斗争ꎬ自然不是

盲目蛮干ꎬ而是透过对病毒这种复杂事体的传播

路径、致病机理、控制条件、药物干预、灭活方式

等的系统研究和认知ꎬ寻求应对并克服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的有效方法ꎮ 它给人们的深刻启示是:

在无尽的未知面前ꎬ人类应对的基本策略不

是逆来顺受的无尽屈服ꎮ 反之ꎬ有无尽的未知ꎬ
就有无尽的探索ꎮ 人们对世界的认知ꎬ乃是一个

遮蔽与去蔽的博弈过程ꎮ 在绝对意义上ꎬ精神主

体不可能取得这一博弈的完胜ꎬ但在过程意义

上ꎬ只要精神主体存在ꎬ博弈就是一个无止境的

过程ꎬ就是通过博弈不断揭示真相的过程ꎮ 人类

认知既是相对的ꎬ也是绝对的ꎮ 这种认知的基本

知识形态或真理表达ꎬ就是通过语言ꎬ形成彰显

主体和主体性的概念ꎮ 所以黑格尔强调:
“概念才是一切生命的原则ꎬ因而同时

也是完全具体的东西换言之ꎬ正是概念

把前此一切思维范畴都曾加以扬弃并包含在

自身之内了ꎮ 概念无疑地是形式ꎬ但必须认

为是无限的有创造性的形式ꎬ它包含一切充

实的内容在自身内ꎬ并同时又不为内容所限

制或束缚ꎮ” 〔３１〕

“诚然ꎬ命题应该表述真理ꎬ但真理在本

质上乃是主体ꎻ作为主体ꎬ真理只不过是辩证

运动ꎬ只不过是这个产生其自身的、发展其自

身并返回于其自身的进程ꎮ” 〔３２〕

黑格尔对概念的坚持ꎬ对真理主体原则的自

信ꎬ对概念“无限的有创造性的”强调ꎬ或许是对

人类“知无涯” 的一种哲理表达ꎮ 如今人类对

ＣＯＶＩＤ －１９ 病毒的研究、认知和可以预见的最终

克服ꎬ事实上正在并必将佐证黑格尔对概念、对
主体、对人类认知的这种自信ꎮ

３. “知无涯”与国家治理的循序原则

如果说“唯一知”是种隐喻ꎬ以表明人类总

是生活在对不可知的“唯一知” 中的话ꎬ那么ꎬ
“知无涯”在这里也是一种隐喻ꎬ这一隐喻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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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不可避免地处于对对象世界———纯粹的自

然世界、社会世界、心理世界的探求与认知中ꎬ更
处在对由此导致的天人关系、群己关系和身心关

系的探索和认知中ꎮ 这对于国家治理而言ꎬ意味

深长ꎮ 国家治理ꎬ不仅是官家凭借权力ꎬ就可一劳

永逸地解决的问题ꎬ它还必需所有公民参与其中ꎬ
因此ꎬ需要知识参与其间ꎮ 在这个隐喻中ꎬ对国家

治理而言ꎬ大体可以提出如下两个方面的问题ꎮ
第一ꎬ既然“知无涯”是一种人类认知的永

恒状态ꎬ那么ꎬ国家治理是不是可以抛开人类认

知ꎬ而径直随遇而安、随波逐流? 国家治理是人

类面对天人关系、群己关系和身心关系时ꎬ为了

不过于被动地受制于自然的摆布ꎬ社会的钳制和

心理的恐惧ꎬ而能动地作用于三种关系的活动ꎮ
所以ꎬ国家治理的对象ꎬ不仅是社会(群己) 关

系ꎬ而且包含天人关系和身心关系ꎮ 如此复杂、
重叠、浩瀚的关系ꎬ只能是人类无尽地探索和认

知的对象ꎬ尽管人类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

地认知这些对象ꎬ但是人类又期望通过国家治理

而“精准地”处理这些关系ꎬ使天人感和、群己调

和、身心协和ꎮ 显然ꎬ这是一对矛盾———在人类

认知有限的情形下ꎬ又要实现国家治理的完备无

遗、至善至美ꎬ这也多少有些强人所难ꎮ 但这并

不意味着要接受和肯定前述问题ꎮ 人类作为主

体性存在ꎬ作为万物之灵ꎬ自然不能接受随遇而

安、随波逐流的秩序方式ꎮ
不过揆诸人类学说史ꎬ这种放逐自我、因任

自然的秩序主张却屡见不鲜ꎬ否则ꎬ就不会流传

那么多由人类所创造的相关词汇了:绝圣弃智、
因任自然ꎬ惟道是从、顺天应人ꎬ听天由命、得过

且过ꎬ乃至随遇而安、随波逐流最典型者ꎬ莫
过于古人所坚守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理念ꎮ
在嵇康看来ꎬ只有如此这般的行为ꎬ才不但无违

大道ꎬ无措是非ꎬ而且堪称君子ꎬ符合某种 “自

然”秩序:
“夫称君子者ꎬ心无措乎是非ꎬ而行不违

乎道者也ꎮ 何以言之? 夫气静神虚者ꎬ心不

存乎矜尚ꎻ体亮心达者ꎬ情不系于所欲ꎮ 矜尚

不存乎心ꎬ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ꎻ情不系于所

欲ꎬ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ꎮ 物情顺通ꎬ故大道

无违ꎻ越名任心ꎬ故是非无措也ꎮ” 〔３３〕

但即使从嵇中散的这种论述中ꎬ我们也不难

体味ꎬ他的主张ꎬ其实以人对道的深刻领悟、认知

和内心确信为前提ꎮ 所以ꎬ其所谓“任自然”ꎬ不
过是他想藉此摆脱“名教”对对象的遮蔽而已ꎬ
而绝非以己之昏昏使人昭昭ꎬ以己之蒙昧使世释

然ꎮ “知无涯”状态中的国家治理ꎬ就是在求知

过程中的治理ꎬ它不可能做到至善ꎬ但因其毕竟

建立在一时一地的认知基础之上ꎬ它也不可能导

向至恶ꎮ 试图义无反顾、决然而然地追求“绝圣

弃智”的国家治理ꎬ不过是悖乎人性的放任自流

而已ꎬ事实上也既无必要ꎬ也无可能ꎮ
第二ꎬ既然“知无涯”是人类对知识的永恒

追求和探索ꎬ那么ꎬ国家治理能否等到人类认知

接近绝对真理的时候再展开? 这一提问ꎬ与前一

提问相比ꎬ显然走到了另一个极端ꎮ 人类认知能

否达到“绝对真理”的状态? 尽管在学术史上ꎬ
这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ꎬ其中我们比较熟知的

黑格尔的真理观及其绝对观念ꎬ就是包含了“虚
妄”和“错误”的认知过程:

“关于绝对ꎬ我们可以说ꎬ它本质上是个

结果ꎬ它只有到终点才真正成为它之所以为

它ꎻ而它的本性恰恰就在这里ꎬ因为按照它的

本性ꎬ它是现实、主体、或自我形成ꎮ 不错ꎬ把
绝对本质地理解为结果好象是矛盾的ꎬ但只

要稍微考虑一下ꎬ就能把这矛盾的假相予以

揭示ꎮ 开端、原则或绝对ꎬ最初直接说出来时

只是个共相ꎮ” 〔３４〕

“虚妄应该是实体的他物或否定

物ꎬ因为实体作为知识的内容是真实的东西ꎮ
但是ꎬ实体自身本质上也是否定的东西ꎬ一部

分由于它是内容的区别和规定ꎬ一部分由于

它是一种单纯的区别ꎬ即ꎬ它是一般的自我与

知识ꎮ 我们很可能做出错误的认识ꎮ 某种东

西被认识错了ꎬ意思就是说ꎬ知识与它的实体

不同一ꎮ 但这种不相等正是一般的区别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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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的环节ꎮ 从这种区别里很可能发展出它

们的同一性ꎬ而且发展出来的这种同一性就

是真理ꎮ” 〔３５〕

在黑格尔的真理观中ꎬ真理显然被赋予了明

显辩证的特征ꎬ但这种辩证并非诡辩ꎬ而是我们

认知真理的事实ꎮ 这种事实ꎬ就是指真理应是主

体对对象的认知过程ꎬ它既是“全体”ꎬ同时在本

质上“乃是主体”ꎮ 这样看来ꎬ真理乃是主体无

来无往、无始无终的认知过程ꎮ 人类无法穷尽真

理ꎬ而只能在过程中发现并感知真理ꎮ 国家治

理ꎬ自然也不能等到真理穷尽之日ꎬ才按照真理

的面目设计、展开ꎮ 真理也不会提供那么一种人

们所期待的面目或图景ꎬ为国家治理准备完备无

遗的条件ꎮ 如果国家治理只能在“绝对真理”的
框架内解决ꎬ那么ꎬ人们对任何国家治理ꎬ都会以

不符合“绝对真理”的要求而拒绝之、反抗之ꎬ从而

国家治理也将荡然无存ꎮ 所以ꎬ其效果与前一提

问一样ꎬ在逻辑上ꎬ都让人类安于现状ꎬ无所进取ꎮ
综上所述ꎬ既然“知无涯”是人类对天人关

系、群己关系和身心关系无穷无尽的探索过程ꎬ
那么ꎬ国家治理就只能根据人们当下的认知能力

和水平而展开ꎮ 它既不是人们在浩瀚、复杂的天

人关系、群己关系和身心关系面前的刻意退缩ꎬ
也不是寻求除非尽善尽美ꎬ否则不加治理的吹毛

求疵ꎮ 它只能保持一种与人类当下的认知相呼

应的局面ꎮ 虽然这也并非国家治理亦步亦趋地

随同或因循人们刻下之探索ꎬ与“知”而变ꎬ但它

必然要求国家治理既不能无视人们当下的认知ꎬ
也不能超越人们当下的认知ꎬ而应根据当下的认

知及技术条件布局国家治理ꎮ 国家治理中这种

根据人们认知的现状展开和布局的情形ꎬ就是国

家治理的循序原则ꎮ

四、在“唯一知”与“知无涯”之间:善治问题

“唯一知”与“知无涯”ꎬ看似一对矛盾ꎬ是在

客观自省、谦抑自知与不畏艰险、一往无前之间

不可调和的问题ꎬ但事实上ꎬ它们分别表现了人

类的两种可协调的认知过程和态度:一方面ꎬ人

类对客观对象的无限广延和无限复杂要有清醒

的认知ꎬ要存有在最终意义上ꎬ人类是无知的这

一“唯一知”ꎻ另一方面ꎬ人类要自信自身坚持不

懈、锲而不舍的精神最终会导向对事实的切近ꎬ
从而根据此种认知安排符合善的人世治理活动ꎮ

１. “唯一知”与“知无涯”的反对与互助

“明知山有虎ꎬ偏向虎山行”“越是艰险越向

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些格言ꎬ皆在一

定意义上表明了人类认知的一种状态:尽管“唯
一知”的自省和谦抑ꎬ是人类面对认知对象时的

一种重要姿态ꎬ但这并非唯一的姿态ꎮ 作为对这

一姿态的制约ꎬ人类的另一姿态随而出现ꎬ那便

是“知无涯”ꎮ 在两者的内在功能上ꎬ尽管存在

其反对的一面ꎬ但更存在其互助的一面ꎬ并且其

互助恰恰建立在其各自反对和自足的基础上ꎮ
说两者具有反对的一面ꎬ如前所述ꎬ“唯一

知”与“知无涯”表明了人类对认知对象的两种

截然不同的态度ꎮ 前者所强调的是人类必须了

解自己的无知ꎬ并且人类能真正达到绝对真理境

地的认知ꎬ就是“知无知”ꎬ就是“唯一知”ꎮ 除此

之外ꎬ人类不可能在任何事项上达致绝对真理ꎬ
实现对事物通透的、绝对的认知ꎮ 所谓通透的、
绝对的认知ꎬ一定是附了条件的ꎮ 一旦相关条件

撤除ꎬ则相关认知就不复存在ꎮ 正是此种“唯一

知”ꎬ决定了人类面对世界(对象)时的应有态

度ꎬ那便是以谦抑的姿态对待自然、社会和自我ꎮ
但“知无涯”却表达的是另一种态度ꎮ 这种

态度的前提ꎬ并不是否定前一态度ꎬ而是说纵有

前一态度ꎬ人类也不能止步于此ꎮ 反之ꎬ以自强

不息的姿态面对浩瀚无垠、变幻无常的事实ꎬ让
主观世界深入客观世界之堂奥ꎬ并提供主体和客

体之间存有明显张力时的“对话”与“合作”ꎬ是
人类只要在对象世界中生存、交往和发展ꎬ就不

得不关注的话题ꎮ 或以为ꎬ客体世界是死的ꎬ不
会说话的ꎬ人类如何与之对话? 诚然ꎬ除了人类

以外ꎬ上帝没有赋予任何对象世界以语言功

能〔３６〕ꎬ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以其卓越的语言能

力而压制对象、支配对象ꎬ事实上ꎬ此种卓越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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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能力ꎬ不过是人类用以客观陈述对象世界的工

具ꎬ思想主体的语言本质所要表达的就是物质世

界的“引力原理”ꎮ 也许这正是把“思想实体”作
为本质的笛卡尔哲学和把“终极粒子”作为禀赋

的后牛顿学说产生勾连的缘由〔３７〕ꎮ
说其更存在互助的一面ꎬ首先是说ꎬ人们对

“唯一知”的领悟ꎬ来自于其锲而不舍的知识努

力ꎮ 所以ꎬ“唯一知”不是人们空想的结果ꎬ而是

其努力认知的结果ꎮ 在人们不断追求的漫漫路

上ꎬ人们深感其面对对象世界时的渺小ꎮ 尽管在

雨果的笔下ꎬ写出了“世间有一种比海洋更大的

景象ꎬ那便是天空ꎻ还有一种比天空更大的景象ꎬ
那便是内心活动” 〔３８〕这样激励人心的句子ꎬ但当

人心企图包裹宇宙万汇、社会万象时ꎬ只能浩叹

“心有余而力不足”ꎮ 所以ꎬ“唯一知”正是主体

内心对客观世界过于膨胀并欲集万物于一心的

必要收缩ꎬ它使得人类戒绝狂躁而更加诚实ꎬ以
“科学”功夫ꎬ认识世界并对待人与世界的关系ꎮ
可见ꎬ是人类的认知ꎬ促成了“唯一知”的理念ꎮ
这恰如“学然后知不足ꎬ教然后知困”ꎮ〔３９〕

其次ꎬ是人们的认知ꎬ促成了其“唯一知”的
自觉ꎬ但“唯一知”的自觉又进而推动人类所谓

的好奇与探求ꎮ 这就是人类的卓越和伟大之处:
不能因为终极意义的无知而停止过程意义的知

和求知ꎬ哪怕人类无可避免地行进“在通向语言

的途中”ꎬ并且这是一条很容易迷失方向、甚至

“突然断绝”的“林中路” 〔４０〕ꎮ 人类正是在这种

日复一日、孜孜不倦的努力中ꎬ把失败作为成功

的准备和一部分ꎬ把谬误作为真理的准备和一部

分ꎬ以敞开的心扉ꎬ直面同样敞开的客体和世界ꎬ
从而由“唯一知”进入“知无涯”ꎮ 这就是“唯一

知”对“知无涯”的援助ꎮ 这种援助ꎬ恰如失败对

成功的援助ꎬ谬误对真理的援助ꎮ 通过这样的援

助ꎬ会实现古人所谓“知不足ꎬ然后能自反也ꎻ知
困ꎬ然后能自强也” 〔４１〕ꎮ

藉此ꎬ就不难发现ꎬ正是“唯一知”与“知无

涯”两者的各自存在和互助ꎬ导致了人们生活世

界的基本场景ꎬ乃是由浪漫的修辞和严谨的逻辑

共同缔造的ꎬ两者共同构成我们生存和生活不得

不依赖的事实ꎮ “唯一知”的修辞之维ꎬ是对知

的极简化ꎬ其逻辑之维是提醒人们要有边界意

识ꎻ“知无涯”的修辞之维ꎬ是对知的无限畅想ꎬ
其逻辑之维是知的循序渐进ꎮ “唯一知”与“知
无涯”的各自自足ꎬ不但不妨碍相互互助ꎬ而且还

是互助的条件ꎮ 这在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浓雾般的遮蔽

和科学家、政治家、社会科学学者以及普通民众正

努力追求拂去其重重迷雾的对垒中ꎬ得以重现ꎮ
２. 无奈疫情中的论争、探索与合作

此次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疫情ꎬ在生活于相对而言

“持久和平”时代的我辈眼里ꎬ或许是前所未有

的苦难经历、感怀至深的痛苦经历ꎮ 据世界卫生

组织统计ꎬ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ꎬ全球累计确

诊的罹患人数已超过 １０２７ 万例ꎬ因此罹难的人

数累计已接近 ５０. ６ 万例ꎮ〔４２〕 但这还不是终点ꎬ
人类似乎还没看到其终点:一方面ꎬ它还在全球

不少地方蔓延ꎬ另一方面ꎬ它的踪迹遍布全球各

地ꎬ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６ 日还没有报告传染相关

病例的ꎬ在全球只剩下基里巴斯、马绍尔群岛、瑙
鲁、朝鲜等 １６ 个国家ꎮ〔４３〕 故而它完全不同于地

震、海啸、火山喷发、雪崩、火灾等自然灾害———因

为后者通常在空间上是有限的ꎬ从而不会引发全

球性恐慌ꎻ在时间上其结束是可以预期的ꎬ因此ꎬ
不会引致不可预期的持久性恐慌ꎻ在举措上其是

人们可以知其所避的ꎬ因此ꎬ不会引致逃无可逃、
避无可避的那种恐慌ꎮ 这正是此一疫情经历ꎬ前
所未有、感怀至深的缘由所在ꎮ

在疫情持续期间ꎬ人们不断地围绕疫情ꎬ引
发了诸多全球性的大争论ꎮ 这些争论ꎬ不仅在学

术界展开ꎬ而且在政界以及社会各界展开ꎬ不仅

在理论认知上展开ꎬ而且在实践对策上展开ꎮ 人

类自从全球性交往以来ꎬ就从未停息过各种争

论ꎬ但如此大规模、且难以形成基本共识的争论

甚是罕见ꎮ 世界政坛的常青藤基辛格ꎬ显明地以

“新冠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为题著文ꎬ
并强调:

“今天ꎬ我们站在一个划时代的历史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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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ꎮ 各国领导人面临的历史性考验就是:应

对危机ꎬ同时创建未来ꎮ 一旦考验失败ꎬ世界

将引火烧身ꎮ” 〔４４〕

一位中国学者接着基辛格的以上论述强调:
“这次疫情对人类最大的改变ꎬ不在物

质的层面ꎬ甚至都不在制度的层面ꎬ而是在我

们的脑子里ꎬ是在我们内心里掂量事情的标

准的变化ꎮ 尤其是ꎬ在这个掂量的天平上ꎬ发
展与安全的问题应当如何摆放?” 〔４５〕

而畅销书作家赫拉利ꎬ针对 ＣＯＶＩＤ － １９ꎬ也
提出了如下严肃的问题:

“在危机时刻ꎬ我们面临两个特别重要

的选择ꎮ 第一个是在极权主义监视与公民赋

权之间的选择ꎮ 第二个问题是在民族主义孤

立与全球团结之间的选择ꎮ” 〔４６〕

这些论述皆表明ꎬ当下世界面对的ꎬ不止是

病毒对人类的危害ꎬ而且更有经此危害ꎬ人类对

既有治理结构的反思:在不同国家ꎬ人们已经开

始反思既往治理的优缺点ꎮ 有些国家在反思言

论自由的过度管制和匮乏ꎬ对国家决策必然带来

的威胁ꎻ有些国家在反思过分的党争和政党利益

优先ꎬ在最需要团结的时候导致巨大的分裂ꎬ并
严重干扰抗疫举措ꎻ有些国家在反思发达的医疗

技术何以不能游刃有余地应对一场疫情在

国际上ꎬ人们开始比较面对紧急状态时制度的优

劣:何以不同的制度都可能产生有效的治理结

果ꎬ典型的如中国和韩国ꎻ何以同一制度下有些国

家治理得相当有效ꎬ而有些国家的治理ꎬ又不能不

令人遗憾! 最堪比较的莫过于防治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效果甚佳的韩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和疫情严重

到至今难以收拾、尴尬不断的美国、意大利、西班

牙等ꎮ
这些处于困境中的论争ꎬ给人的基本印象是:

它不但未曾实现真理越辩越明的效果ꎬ而且呈现

出某种越辩越乱的态势ꎮ 它究竟变现了人类的智

慧还是“反智”? 究竟“好得很”还是“糟得很”?
任何轻率的结论在这里都是不可取的ꎬ但能够得

出的结论是:它恰恰证明人类在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这

样罕见的未知灾难面前ꎬ并没有得过且过地听从

病毒来安排命运ꎬ而是以积极的入世态度去研

究、认识病毒以及病毒所导致的社会的巨大变

化ꎮ 这一过程ꎬ不正显示的是“唯一知”与“知无

涯”的交涉与互动吗? 不正表明人类并未停留于

“唯一知”ꎬ也并非盲目于“知无涯”ꎬ而是直面

“唯一知”而努力在无涯之海中探求自然的、社
会的、心理的新知吗? 所以ꎬ在笔者看来ꎬ无论如

何ꎬ出现如上种种完全不同的争论ꎬ甚至因这些

争论产生了某种社会撕裂、国际冲突ꎬ进而改变

既往的人际交往方式和国家关系模式ꎬ但它也表

明人类并未因畏惧疫情而停止思考和探索ꎮ 正

是在这种探索和论争中ꎬ人类才有可能探索继续

合作的必要条件ꎬ并根据这些条件展开合作ꎮ 所

以ꎬ在这种极其复杂的事体面前ꎬ可怕的不是争

论ꎬ而是没有争论ꎻ低效的不是争论ꎬ而是没有争

论ꎻ同样地ꎬ无益于“唯一知”和“知无涯”之间互

助的不是争论ꎬ而是没有争论ꎮ
３. 人类知识与国家治理的善治原则

无论“唯一知”ꎬ还是“知无涯”ꎬ皆提示人

们: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只在过程中ꎬ也只“在路

上”ꎮ 因此ꎬ与此种认知相关的国家治理ꎬ不可能

完全显现科学与理性的理想样貌ꎬ且事实上ꎬ科
学与理性的理想样貌究竟是什么? 这仍是言人

人殊的话题ꎮ 特别在交往行为领域ꎬ即便科学上

存在所谓绝对真理ꎬ但当运用之于具体文化、社
会以及个体的人及其交往时ꎬ便会有完全不同的

效果ꎮ 俗云:“百姓ꎬ百姓ꎬ各有各的心病”ꎬ又
云:“萝卜白菜ꎬ各有所爱”ꎮ 不能以苏杭的甜食

为标准ꎬ要求全国、乃至全球的所有餐馆都效仿

杭帮菜ꎻ同理ꎬ也不能以川渝的麻辣为标准ꎬ要求

全国、乃至全球的所有餐馆都做成川菜ꎮ 国家治

理作为牵涉天人关系、群己关系和身心关系的规

范调整活动ꎬ遵循科学原则ꎬ反对盲目冒进或毫

无章法ꎬ自是必要的ꎮ 但在科学之外ꎬ它更需要

诠释和对话ꎬ从而在主体间形成共识ꎬ以便取得

治理的可接受效果ꎮ 而人们的共识ꎬ并不一定指

向科学ꎬ有时ꎬ所谓共识反而反科学ꎮ 所以ꎬ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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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并不是因为科学ꎬ而是因为治理成本的节约

和治理效果的可接受ꎮ 这种治理ꎬ就是“善治”:
“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

理过程ꎮ 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

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ꎬ是政治国家与

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ꎬ是两者的最佳状

态ꎮ” 〔４７〕

在该论者看来ꎬ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
治、回应以及有效ꎬ是善治的六个基本特征〔４８〕ꎮ
这种对善治的理解ꎬ所遵循的是与海外学者大体

一致的思路ꎮ 尽管这在一定意义上反应了一种

事实ꎬ但置诸全球ꎬ未免过于理想ꎮ 故在这一论

述基础上ꎬ笔者拟补充如下几点:
第一ꎬ善治的文化之维ꎮ 善治是对普世规则

之治的一种矫正和补充ꎬ因此ꎬ需要关注其文化

之维ꎮ 近代以来ꎬ人类最基本的治理方式是法

治ꎮ 离开法律ꎬ治理似乎就几无根据和标准ꎬ从
而也无法有序地展开ꎮ 一般认为ꎬ按照法治要求

的治理ꎬ也必须严谨而苛刻ꎬ必须是业已成熟的

和来自西方的法治理念相吻合的法律的治理ꎮ
按照此种理念ꎬ则初民社会、乡民社会以及一些

市民社会利用自生自发规则的治理ꎬ就应予否

定ꎮ 显然ꎬ这种治理标准在强调治理的同时ꎬ把
治理混同于法律的统治ꎮ 不可否认ꎬ法律和法治

是现代社会治理须臾不可分离的事体ꎬ但只有当

法治不是一个封闭的自足体系ꎬ而是一个开放的

与社会互动的互足体系的时候ꎬ它才能真正有

力、有理且有效地作为国家治理的权威ꎮ 这势必

要求法治需尽量避免过于泥古或泥洋ꎬ在遵循法

律至上的前提下ꎬ当因循文化的要求ꎬ关注治理

一般规则和治理的地方性、族群性的关联ꎮ 在法

律中吸纳、借鉴、借助地方性和族群性知识而展

开国家治理ꎮ 这样的国家治理ꎬ才可谓之善治ꎮ
这与前述论者有关“回应”这个概念的内涵相

关ꎮ 但论者所谓回应ꎬ是指“责任回应”ꎬ而笔者

在此强调的回应ꎬ是指文化回应ꎬ与文化回应息

息相关的族群—地方性知识〔４９〕 的回应ꎬ以及每

个主体特殊文化需要的回应等ꎮ 这看上去会导

致治理陷入琐碎之境ꎬ但正是在琐碎细节上的有

效治理ꎬ才能整体地彰显善治成果ꎮ
第二ꎬ善治的普遍参与之维ꎮ 善治的文化之

维ꎬ决定了要实现之ꎬ需充分商谈ꎬ从而需关注主

体在善治中的普遍参与之维ꎮ 显然ꎬ善治不是权

威强制的治理ꎬ它需要方方面面之需要和关切能

够得到满足ꎬ而这些需要与关切却每每是南辕北

辙、互有冲突的ꎮ 如何解决这种冲突? 加达默尔

的诠释理论和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ꎬ为一个主体

多元的时代提供了通向善治的重要理论方案ꎮ
如前所述ꎬ前者通过为理解和解释中偏见的正

名ꎬ开放了主体对世界的理解和解释ꎬ也深化了

善治过程中决策者对主体特殊性的认知———这

里的主体ꎬ不仅指个体主体ꎬ而且指组织主体、地
方主体、族群主体ꎬ在国际交往中ꎬ甚至还包括了

国家主体ꎮ 既然每个主体都是带着其“合法偏见”
而参与治理的ꎬ那么ꎬ治理本身就必须宽容“合法

偏见”ꎮ “合法偏见”的表达场域ꎬ不在于每个主

体的自我世界ꎬ而在于主体间的交往世界ꎮ 这为

商谈理论的进入ꎬ提供了基本条件ꎮ 商谈理论意

味着ꎬ在人们都拥有主体地位之前提下ꎬ人们之

间只有遵循开放、自由和合乎规则的论辩ꎬ才能

达到“视域交融”或“重叠共识”ꎬ进而实现“合法

的”、有效的、稳定的社会治理ꎮ 显然ꎬ善治的参

与之维ꎬ把每个主体都以“参与者”姿态带入到

治理结构中了ꎮ 任何主体ꎬ都不只是治理的对

象ꎬ而且也是治理的参与主体ꎮ 所谓治理ꎬ在此

背景下ꎬ就是自治、互治与他治的有机统一〔５０〕ꎮ
第三ꎬ主体妥协之维ꎮ 善治在尊重科学理性

符合真理前提下ꎬ强调社会运作的多样性和必须

的纷争妥协ꎮ 诚然ꎬ善治关注商谈ꎬ但其绝非不

注重科学ꎬ更非拒绝科学ꎮ 近代以来人类的所有

活动ꎬ无论是主要针对自然的物质生产活动、主
要针对社会的制度生产活动ꎬ还是主要针对人心

的道德—艺术生产活动ꎬ都把科学理性这一维度

作为其重要、甚至主要维度ꎮ 没有科学的加持和

规范ꎬ近现代的国家治理就不可能ꎬ因为经济运

作的全球性市场交易ꎬ政治运作的全球性民主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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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以及文化运作的全球性多元交流ꎬ如果没有科

学的参与和把控ꎬ就只能使秩序成为一盘散沙ꎬ
而无法维系任何一种人们所期待的自由有序的

秩序景象ꎮ 不过这并不表明国家治理就是刻板

地唯科学是从ꎬ与此同时ꎬ我们也知道民主在近

现代国家治理中的决定意义ꎮ 尽管民主与科学

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冲突ꎬ并且两者都声称遵循真

理的原则ꎬ但不存在根本的冲突ꎬ并不是说根本

不存在冲突ꎮ 两者之间在事实上常常存在冲突ꎬ
因为科学真理突出一是一ꎬ二是二ꎬ但民主却强

调的是多数决定制ꎮ 多数决定ꎬ未必是“符合真

理”ꎬ而只能是诠释真理ꎬ或者以商谈为基础的

“共识真理” 〔５１〕ꎮ 在这种真理观下ꎬ人们的商谈

行为能够取效的关键ꎬ不在于全体同意ꎬ而在于

能够妥协ꎬ并形成有效决策ꎮ 故能否妥协是观察

治理是否为善治的另一重要维度ꎮ
在一定意义上ꎬ商谈与妥协是善治的王道ꎬ

只要治理活动坚持民主原则ꎬ而不是所谓一言九

鼎、言出法随ꎬ则科学与民主间所遵循的ꎬ就不是

同一原则ꎬ同一真理ꎮ 科学坚持唯一性ꎬ民主坚

持多样性ꎬ科学坚持符合真理ꎬ民主坚持共识真

理ꎮ 因此ꎬ民主参与的国家治理ꎬ离不开主体间

的商谈ꎬ也离不开主体间的妥协ꎮ 这完全符合笔

者在这里论述的基本宗旨:在科学探索总是处在

“唯一知”与“知无涯”的境地时ꎬ一劳永逸地使

治理符合真理ꎬ不过是治理的乌托邦ꎮ 与其如

此ꎬ不如退而求其次ꎬ在治理行为坚守科学参与和

民主参与的同时ꎬ也把其视为人类认知过程中的

“试错”活动ꎬ这一试错活动ꎬ是坚守交涉性的治

理ꎬ也是坚守善治原则的治理ꎮ “唯一知”与“知无

涯”ꎬ客观上提供并满足了善治的事实———所谓善

治ꎬ就是置于程序中的公共的可协商、可对话、可
妥协、可接受的治理ꎮ 它的基本社会根据ꎬ是所

谓价值多元化的事实所带来的“合法性危机”ꎻ
它的基本意义ꎬ是把实践这一概念从技术领域转

移到日常交往的生活领域时ꎬ人类在治理中不可

避免的事实ꎮ

五、余论:全球善治ꎬ在技术和商谈之间

目下ꎬ人类仍然面临着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的严重

威胁ꎬ这一威胁ꎬ直接引致了人们对来之不易的

全球化事实———经济的全球贸易、政治全球对话

和文化的全球交流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规则(法
律)的全球协商———更加深刻、广泛的怀疑〔５２〕ꎮ
不过即便全球化在明面上面临着被削弱的危险ꎬ
也不意味着现代治理从国别治理再到全球治理

的事实将一去不返ꎬ不复存在ꎬ相反ꎬ每个国家在

强调国内治理的同时ꎬ无法不面对国家间的合作

与交往ꎮ 退一步讲ꎬ即使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

的全球化已被削弱到最低程度ꎬ也没必要、更无

可能削弱人类在应对诸如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一类的自

然灾害方面的合作ꎮ 放弃这样的合作ꎬ意味着损

人不利己ꎬ不符合人类最基本的理性权衡ꎮ 因

之ꎬ全球治理不但会继续存在ꎬ而且会成为每个

国家内部治理的必要的组成部分ꎬ它不是国家治

理在国际交往中的简单延伸ꎬ而是国际对话、交
流、协商与合作中创造性事实ꎬ是必须认真对待

的事实ꎮ 其在全球治理中ꎬ自然会涉及全球治理

的技术标准与实践商谈标准问题ꎮ 下面分别作

简要论述:
可以说ꎬ当代的全球治理ꎬ既是技术治理ꎬ也

是价值治理ꎮ 即便技术治理ꎬ每每也被结构在价

值的选择中〔５３〕ꎮ 说全球治理是技术治理ꎬ表现

在无论从商贸领域、文化领域还是政治领域看ꎬ
既有国内法上的技术和程序规范予以保障ꎬ也有

国际法上的技术和程序规范予以保障ꎮ 这种保

障建立的前提ꎬ就是人类已经掌握的知识———尽

管这种知识不过是人类在“知无涯”过程中的阶

段性成果ꎬ但于应对人类的阶段性治理而言ꎬ可
谓相得益彰ꎬ法律必须建立在人类对对象的认知

(知识)基础上ꎬ必须建立在人类业已掌握的事

物规定性基础上ꎮ
但即便这样的技术治理ꎬ也经常受制于价值制

约ꎮ 一个典型的事例是ꎬ在此次美国的 ＣＯＶＩＤ －１９
疫情大规模爆发的初期(２０２０ 年 ３ 月初—４ 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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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ꎬ一方面ꎬ是病患数量的急剧增加ꎬ另一方面却

是应急物资的严重匮乏ꎮ 可在 ４ 月 ３ 日之前ꎬ美
国食品药品管理局(ＦＤＡ)却拒绝中国生产的与

美国 Ｎ９５ 口罩功能几乎相同的 ＫＮ９５ 口罩进入

美国(而与此同时ꎬ美国一方面截留根据合同出

口给其他国家ꎬ如德国、法国、加拿大的口罩ꎬ另
一方面下令其企业 ３Ｍ 公司不得出口口罩ꎬ哪怕

该公司的口罩是在海外生产ꎬ并专门用于出口

的〔５４〕)ꎮ 直到其抗疫物资实在难以应付指数式

增长的疫情ꎬ该机构才改口准许 ＫＮ９５ 口罩进入

美国〔５５〕ꎮ 这一典型个案ꎬ提示我们当技术治理

受制于价值需要时ꎬ全球治理必须引出实践商谈

原理———这是因为尽管技术本身是客观的ꎬ但技

术运用、技术利益、技术接受、技术意识形态等都

无可避免地把价值因素和主观欲望代入其中ꎬ因
此ꎬ商谈在这里的出场ꎬ就近乎必然———如果没

有商谈ꎬ那就只能有一种选择ꎬ即“压制的被接

受”ꎮ 但商谈理论却不同ꎬ它以理想的言谈情境

为前提ꎬ以“共识真理”为目标ꎬ以人们的“可接

受性”为最终效果:
“对规范有效性要求的话语兑现的期望

已经包含在主体间性结构当中ꎬ从而使特意

引入的普遍化原则变得多余ꎬ那么ꎬ由于道德

原则的引入而产生的争端就能够得到消除ꎮ
在接受实践话语的时候ꎬ我们必然会设想一

个理想的言语情境ꎮ 这种理想的言语情境凭

借自己的形式特点只容纳一种能够代表普遍

利益的共识ꎮ 认知主义的语言伦理学根本不

需要任何原则ꎮ 它完全是建立在理性言语的

基本规范上ꎮ 如果我们终归要进入话语的

话ꎬ我们就一定要预先设定这些规范ꎮ 可以

说ꎬ普遍语言的这种先验性能够在普遍语用

学的架构内加以重建ꎮ”
“如果在这些条件下ꎬ通过论证ꎬ也就是

说ꎬ通过假说所提出的可选择的证明ꎬ产生了

一种关于接受某个规范建议的共识ꎬ那么ꎬ这
种共识就体现了一种理性的意志ꎮ” 〔５６〕

诚然ꎬ哈贝马斯的这种商谈理论ꎬ多少有一

些“乌托邦”特色〔５７〕ꎬ但与此同时ꎬ它也切中了我

们时代的多元化、全球化所带来的合法性危机这

一症结ꎬ并且也指出了克服此种危机的基本方

式———商谈、对话与合作ꎮ 在这个主体化、多元

化、全球化的时代ꎬ无论推进国内的善治ꎬ还是实

现全球的善治ꎬ商谈总比矜持好ꎬ对话总比对抗

好ꎬ合作总比拆台好ꎮ 只要人类行进在“唯一知”
和“知无涯”的过程中ꎬ只要人类对知识———技术

准则的运用总是脱不开其价值制约ꎬ那么ꎬ在尊

重知识和技术的同时ꎬ坚守商谈的原则ꎬ就是实

现国家治理、全球治理能够坚持谦抑原则、循序

原则ꎬ特别是善治原则的基本伦理要求ꎮ

注释:
〔１〕〔德〕哈贝马斯:«“我们知道最多的一件事ꎬ就是我们什

么也不知道”:哈贝马斯谈新冠肺炎危机»ꎬ郑作彧译ꎬｈｔｔｐｓ: / /
ｍｐ. ｗｅｉｘｉｎ. ｑｑ. ｃｏｍ / ｓ / ＬＭｗｍｋＸｄａＷｆｒｆ９Ｃ８ＵＬｓ － Ｇｋｇꎮ

〔２〕当然ꎬ哈贝马斯并未局促于“唯一知命题”ꎮ 在前引文

字中ꎬ他强调“这个复杂的社会一直都会遇到大量的不确定性”ꎬ
强调人们“不得不在不确定的情况下行动与生活”ꎬ足证其对知

的预示和渴望ꎮ
〔３〕庄周把知(智)一分为四:无知、“小知”、“大知”、至知

(至人)ꎮ 参见«庄子内篇逍遥游第一»ꎬ载郭庆藩辑:«庄子

集释»(第一册)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６１ 年ꎬ第 １ － ４２ 页ꎮ
〔４〕海德格尔云:“大道(Ｅｒｅｉｇｎｉｓ)乃作为那种道说(Ｓａｇｅ)而

运作ꎬ在此种道说中语言向我们允诺它的本质ꎮ 语言之允诺

(Ｚｕｓａｇｅ)并非漫无边际ꎬ空空如也ꎮ 这种允诺已经切中其目标ꎬ
它切中的目标除了人之外还能是谁呢? 因为人之为人ꎬ只是由

于人接受语言之允诺ꎬ只是由于人为语言所用而去说语言ꎮ”参

见〔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ꎬ孙周兴译ꎬ北京:商务

印书馆ꎬ１９９７ 年ꎬ第 １６３ 页ꎮ
〔５〕不但如此ꎬ而且他在申辩中对此种行为在公共道德、职业

道德和私人道德之德性上予以否弃:那种有声望的人面对法庭的

不利判决时痛哭流涕ꎬ摇尾乞怜ꎬ乃“邦国之耻”ꎻ以情感影响法庭

依法公正裁判ꎬ那是企图影响法官“枉法徇情”ꎻ最重要的是:如果

“我哭哭啼啼ꎬ说许多可怜话ꎬ做许多可怜状”ꎬ那是私德上“失

节的言行”ꎮ 参见〔古希腊〕柏拉图:«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

辩、克力同»ꎬ严群译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８３ 年ꎬ第 ７２ － ７７ 页ꎮ
〔６〕〔古希腊〕柏拉图:«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

同»ꎬ严群译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８３ 年ꎬ第 ５６ 页ꎮ
〔７〕«论语为政第二»ꎬ载康有为:«论语注»ꎬ楼宇烈整理ꎬ

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８４ 年ꎬ第 ２４ 页ꎮ
〔８〕«论语先进第十一»ꎬ载康有为:«论语注»ꎬ楼宇烈整

理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８４ 年ꎬ第 １６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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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ＶＩＤ －１９ꎬ透过“唯一知”“知无涯”看治理原则



〔９〕«庄子内篇大宗师第六»ꎬ载郭庆藩辑:«庄子集释»
(第一册)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６１ 年ꎬ第 ２２４ 页ꎮ

〔１０〕〔英〕罗素:«人类的知识———其范围与限度»ꎬ张金言

译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８３ 年ꎬ第 ５９２ 页ꎮ
〔１１〕参见谢晖:«依赖关系演进中人类境况的法哲学审

视»ꎬ«学术界»２０１９ 年第 ９ 期ꎮ
〔１２〕这诚如马尔库塞所批判的那样:“技术也为人的不自

由提供充分的合理化ꎬ并且证明自主及自己决定自己命运在‘技

术上’是不可能的ꎮ 因为这种不自由既不表现为反理性ꎬ也不表

现为策略ꎬ倒是表现为对增加生活舒适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技

术机器的屈从ꎮ 于是技术理性维护而不是取消统治合法性ꎬ而

理智工具主义视界通向一个理性极权主义社会ꎮ”参见〔美〕赫

伯特马尔库塞:«单面人»ꎬ左晓斯等译ꎬ长沙:湖南人民出版

社ꎬ１９８８ 年ꎬ第 １３５ 页ꎮ
〔１３〕徐德智:«海外新冠肺炎确诊超 ３００ 万例 美首席专家

福奇称新冠会卷土重来»ꎬ凤凰网ꎬ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ｉｆｅｎｇ. ｃｏｍ / ｃ / ７ｗ３
Ｙｆ８ｕ８Ｖ０４ꎮ

〔１４〕目前不少国家正积极展开疫苗研发ꎬ并有多项成果进

入临床试验阶段ꎮ 其中我国从 ４ 月 ９ 日开始ꎬ已为“腺病毒载体

疫苗”的第二期临床试验招募志愿者ꎬ这是全球首个进入第二期

临床试验的 “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 疫苗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１４ / ｃ＿１１２５８５４６９５. ｈｔｍ)ꎬ４ 月 ２７ 日ꎬ“中国生物北京生

物制品研究所研发的新冠灭活疫苗获得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

件ꎮ”“至此ꎬ我国已有四个新冠疫苗获批进入临床试验阶段ꎮ”
(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 ｑｑ. ｃｏｍ / ｏｍｎ / ２０２００４２９ / ２０２００４２９Ａ０４ＱＫＪ００. ｈｔｍｌ)
此外ꎬ据报道ꎬ美国、俄罗斯、英国、德国等多个国家的新冠疫苗

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ꎮ 英国牛津大学的科学家甚至强调要“小

规模生产”一种疫苗 １００ 万支ꎬ并将于 ９ 月面世ꎮ
〔１５〕〔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ꎬ何博闻译ꎬ南京:

译林出版社ꎬ２００４ 年ꎬ第 １５ 页ꎮ
〔１６〕〔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ꎬ吴英姿等译ꎬ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４ 年ꎬ第 ７２ 页ꎮ
〔１７〕“对多数人认为平常过日子并不需要譬喻ꎮ 我们

的发现恰恰相反ꎬ譬喻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ꎬ遍布语言、思维

与行为中ꎬ几乎无所不在ꎮ 我们用以思维与行为的日常概念系

统(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ꎬ其本质在基本上是譬喻性的ꎮ”
参见〔美〕雷可夫、詹森:«我们赖以生存的譬喻»ꎬ周世箴译注ꎬ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ꎬ２００６ 年ꎬ第 ９ 页ꎮ 另可参见

由浙江大学出版社于 ２０１５ 年出版的何文忠译本ꎮ
〔１８〕〔法〕让 － 皮埃尔戈丹:«何谓治理»ꎬ钟震宇译ꎬ北

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２０１０ 年ꎬ第 ７４ － ７５ 页ꎮ
〔１９〕〔２０〕 〔法〕辛西娅休伊特德阿尔坎塔拉:«“治

理”概念的运用与滥用»ꎬ黄语生编译ꎬ载俞可平主编:«治理与

善治»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２０００ 年ꎬ第 １７、１６ 页ꎮ
〔２１〕这种思想ꎬ在我国古代已经有之ꎬ从孟子所谓“万物皆

备于我矣”(«孟子尽心章句上»ꎬ载〔宋〕朱熹:«四书章句集

注»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８３ 年ꎬ第 ３５０ 页)ꎬ到王阳明所谓“天下

无心外之物”(〔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ꎬ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ꎬ１９９２ 年ꎬ第 １０７ 页)ꎬ可谓一以贯之ꎮ 在西方思想史

上ꎬ这种思想尤其体现在近代主体哲学的兴起ꎮ 从笛卡尔“我思

故我在”的命题提出以来ꎬ诸如“存在就是被感知” (贝克莱)、
“实体就是主体”(斯宾诺莎)、“先验主体论” (康德)、“绝对精

神论”(黑格尔)等ꎬ可谓不绝如缕ꎮ
〔２２〕“环境友好型”的理念ꎬ来自 １９９２ 年联合国里约环境

与发展大会所通过的«２１ 世纪议程»ꎮ 此后ꎬ它被日本、中国等

多国政府所看重ꎮ 尽管这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ꎬ但它足以促使

人们反思主体行动的限度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限度———人类面对

的ꎬ始终不是无极限的增长ꎬ而是有限的增长ꎮ
〔２３〕参见«非裔新冠病人入院和死亡比例更高ꎬ美国医疗公

平难题何解?»ꎬ凤凰网ꎬ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ｉｆｅｎｇ. ｃｏｍ / ｃ / ７ｖｌＺｑｅｇＡＭＯ８ꎮ
〔２４〕«庄子内篇养生主第三»ꎬ载郭庆藩辑:«庄子集

释»(第一册)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６１ 年ꎬ第 １１５ 页ꎮ
〔２５〕〔德〕加达默尔:«哲学解释学»ꎬ夏镇平等译ꎬ上海:上

海译文出版社ꎬ１９９４ 年ꎬ第 ８ － ９ 页ꎮ
〔２６〕丁峻等:«认知的双元解码和意象形式———对大脑的

立体交叉性探索»ꎬ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９４ 年ꎬ第 ３ － ４ 页ꎮ
〔２７〕«孟子离娄章句下»ꎬ载〔宋〕 朱熹:«四书章句集

注»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８３ 年ꎬ第 ２９３ 页ꎮ
〔２８〕〔宋〕程颐:«周易程氏传»ꎬ王孝鱼点校ꎬ北京:中华书

局ꎬ２０１１ 年ꎬ第 ４、１４ 页ꎮ
〔２９〕Ｇｉｏｒｇｉｏ Ｓｈａｎｉꎬ“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ｚｉｎｇ ‘Ｂａｒｅ Ｌｉｆｅ’?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 － ｉｒ. ｉｎｆｏ /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０３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ｚ￣
ｉｎｇ － ｂａｒｅ － ｌｉｆｅ － ｈｕｍａｎ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ａｎｄ －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 .

〔３０〕例如ꎬ福山在其研究中ꎬ提出了“抗疫”能力的决定因

素ꎬ参见〔美〕福山:«是什么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抗疫”能力?»ꎬ
朵悦译ꎬ澎湃新闻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 ｃｎ /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ｆｏｒｗａｒｄ＿
６７８９９５９ꎮ 韩炳哲提出东亚文化对疫情控制的有效性问题ꎬ参见

〔德〕韩炳哲:«为什么东亚对疫情的控制比欧洲有效?»ꎬ苏子滢

译ꎬ澎湃新闻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 ｃｎ /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ｆｏｒｗａｒｄ＿６６７６
８９３ꎮ 张生则对福山和韩炳哲的观点提出针锋相对的反批评ꎬ参
见张生:«与韩炳哲商榷:儒家文化真的从新冠中拯救了东亚

吗?»ꎬ澎湃新闻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 ｃｎ /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ｆｏｒｗａｒｄ＿６６
９５４２１ꎻ«评福山“新冠论”:“科耶夫病毒”、赤裸国家与“承认政

治”»ꎬ澎湃新闻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 ｃｎ /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 ＿ ｆｏｒｗａｒｄ＿
６８２４２４２ꎮ 孙立平提出安全和发展的位置问题ꎬ参见孙立平:«疫

后:安全思维ꎬ发展思维ꎬ两者位置会怎么摆?»ꎬｈｔｔｐｓ: / / ｍｐ. ｗｅｉｘ￣
ｉｎ. ｑｑ. ｃｏｍ / ｓ / ｌＴｃＧ１Ｙｉ９ＳＮＣｚＢｘｓＵｐＱＲＶＩｗꎮ 董山民探讨公共议题

的公共理性问题ꎬ参见董山民:«ＣＯＶＩＤ － １９、公共理性与何去何

从的全球化»ꎬｈｔｔｐｓ: / / ｍｐ. ｗｅｉｘｉｎ. ｑｑ. ｃｏｍ / ｓ / ＣｎｍｎｃＵｎｕｖ３ＨＥｘｍ６ｊ
ａＡＬＢｓｗꎮ 陈柏峰提出风险社会的技术治理与应急决策问题ꎬ参见

陈柏峰:«风险社会的技术治理与应急决策»ꎬ«中国法律评论»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ꎮ 吴晓林提出国家治理的人性问题ꎬ参见吴晓林:
«中国网:新冠肺炎危机与国家治理的深层次问题»ꎬ南开大学新

闻网ꎬ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ｎａｎｋａｉ. ｅｄｕ. ｃｎ / ｍｔｎｋ / ｓｙｓｔｅｍ / ２０２０ / ０５ / ０３ / ０３００３

—０２—

　 ２０２０. ７学术探索



９０５８. ｓｈｔｍｌꎮ 至于哲学界围绕着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的观点所

展开的激烈争论ꎬ笔者将在另文中专门论述ꎬ本文不再赘引ꎮ
〔３１〕〔德〕黑格尔:«小逻辑»ꎬ贺麟译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

１９８０ 年ꎬ第 ３２７ － ３２８ 页ꎮ
〔３２〕〔３４〕〔３５〕〔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ꎬ贺麟等

译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７９ 年ꎬ第 ４４、１２、２５ 页ꎮ
〔３３〕〔魏〕嵇康:«释私论»ꎬ载戴明扬校注:«嵇康集校注»ꎬ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１９６２ 年ꎬ第 ２３４ 页ꎮ
〔３６〕笔者注意到ꎬ在生物学界ꎬ这个结论是存疑的ꎮ 现代生

物学认为一些动物也有自己的语言ꎬ只不过可能没有人类的语言

系统那样复杂ꎬ以目前的水平我们不能将动物语言完全解读而已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ｚｈｉｈｕ. ｃｏｍ /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 ２２７９７６８１ / ａｎｓｗｅｒ / ７７９８４６３５７)ꎮ
不过就算其他动物界有语言ꎬ其与人类的语言也不能相提并论ꎮ

〔３７〕乔姆斯基指出:“也许人们还没有充分领会到笛卡尔

哲学和后牛顿学说之间ꎬ在下述方面所体现的方法论上的相似

之处:前者假定了一种其本质是思想的实体ꎻ后者则承认引力原

理是物质终极粒子的内禀属性ꎬ是支配物质运动的作用原理ꎮ”
参见〔美〕诺姆乔姆斯基:«语言与心智»ꎬ袁波译ꎬ北京: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８ 页ꎮ
〔３８〕〔法〕雨果:«悲惨世界»(上)ꎬ李丹等译ꎬ北京:人民文学

出版社ꎬ２００１ 年ꎬ第 ２２６ 页ꎮ 海德格尔对此的说法是:“存在者之

最宽广轨道在心灵的内在空间中在场ꎮ 世界整体在这里以其全部

的吸引而进入同样本质性的在场中ꎮ”参见〔德〕马丁海德格尔:
«林中路»ꎬ孙周兴译ꎬ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ꎬ１９９７ 年ꎬ第 ３１２ 页ꎮ

〔３９〕〔４１〕«礼记学记»ꎬ载宋元人注:«四书五经礼记集

说»ꎬ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ꎬ１９８５ 年ꎬ第 １９８、１９８ － １９９ 页ꎮ
〔４０〕我们知道ꎬ海德格尔就有名著«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

周兴译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９７ 年)和«林中路» (孙周兴译ꎬ上

海:上海译文出版社ꎬ１９９７ 年)ꎮ 仅从书名上看ꎬ其极富隐喻性ꎮ
在«林中路»中文版的扉页中ꎬ就以隽永的文字揭橥了这种隐喻:“林

乃树林的古名ꎮ 林中有路ꎮ 这些路多半突然断绝在杳无人迹处ꎮ”
〔４２〕ＷＨＯ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Ｄａｓｈｂｏａｒｄꎬｈｔ￣

ｔｐｓ: / /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ｗｈｏ. ｉｎｔ / .
〔４３〕Ａｄｒｉａｎｎａ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ꎬ“Ｔｈｅｓ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ｎｏ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ｃａｓｅｓ. Ｂｕｔ ｃａｎ ｔｈｅｙ ｂｅ ｔｒｕｓｔｅｄ?”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ｓａｔｏｄａｙ.
ｃｏｍ / ｓｔｏｒｙ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２０ / ０５ / ０６ / ｃｏｖｉｄ －１９ － ｗｈｉｃｈ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ｈａｖｅ － ｎｏ －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 ｃａｓｅｓ / ３０７６７４１００１ / .

〔４４〕〔美〕基辛格:«新冠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ꎬ凯

莉译ꎬ观察者网ꎬ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ｓ? ｉｄ ＝ １６６３１８１２６９
３９３０５２７０８＆ｗｆｒ ＝ 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 ＝ ｐｃꎮ 作者强调:“这种病毒对社会

的穿透力是不分国界的ꎮ 虽然病毒对人类健康的侵袭是一时

的———至少希望如此ꎬ但它所引发的政治和经济动荡可能会持

续几代人ꎮ”
〔４５〕孙立平:«疫后:安全思维ꎬ发展思维ꎬ两者位置会怎么

摆?»ꎬｈｔｔｐｓ: / / ｍｐ. ｗｅｉｘｉｎ. ｑｑ. ｃｏｍ / ｓ / ｌＴｃＧ１Ｙｉ９ＳＮＣｚＢｘｓＵｐＱＲＶＩｗꎮ
〔４６〕〔以〕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现在正面临全球危机»ꎬ

ｈｔｔｐｓ: / / ｍｐ. ｗｅｉｘｉｎ. ｑｑ. ｃｏｍ / ｓ / ２ｕＺ － ８７ｐＨｘＩＲｃＦｄＹＩＩＸ８ＶＯｗꎮ

〔４７〕〔４８〕俞可平:«引论:治理和善治»ꎬ载俞可平主编:«治

理与善治»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２０００ 年ꎬ第８ －９、９ －１１ 页ꎮ
〔４９〕“族群—地方性知识”这一提法ꎬ是笔者在格尔茨“地

方性知识”基础上提出的改进型概念ꎮ 参见谢晖:«族群—地方

性知识、区域自治与国家统一———从法律的“普适性知识” 和

“地方性知识”说起»ꎬ«思想战线»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ꎮ
〔５０〕参见谢晖:«自治、互治和他治»ꎬ载谢晖:«法意与表

达»ꎬ北京:法律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年ꎬ第 １２５ － １３０ 页ꎮ
〔５１〕共识理论强调论辩中“主张的有效性”和“基于理由的

共识”或“体现理性意志的共识”ꎮ 这两者都嵌于交往行为中人们

的语言实践ꎬ因此ꎬ皆离不开语言ꎮ 参见〔德〕哈贝马斯:«在事实

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ꎬ童世骏译ꎬ北
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ꎬ２００３ 年ꎬ第 １２ －３３ 页ꎻ〔德〕尤尔

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ꎬ刘北成等译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ꎬ２０００ 年ꎬ第 １３４ －１４７ 页ꎻ童世骏:«批判与实践:论哈贝马斯的

批判理论»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５ 年ꎬ第 ９１ －１０４ 页ꎮ
〔５２〕事实上ꎬ全球化和反全球化一直是伴生的ꎬ在既有的全

球化过程中ꎬ对它的质疑也从未见停息ꎮ 有关反全球化的论述ꎬ
可参见覃莉:«他们ꎬ反的是什么? ———反全球化运动扫描»ꎬ
«海外星云»２００１ 年第 ２４ 期ꎻ〔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全球

化与现代资本主义»ꎬ王玫等译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００ 年等ꎮ

〔５３〕尽管哈贝马斯在阐述科学与技术本身的意识形态之维

时强调:“技术统治论的命题作为隐形意识形态甚至可以渗

透到非政治化的广大居民的意识中ꎬ并且可以使合法性的力量

得到发展ꎮ 这种意识形态的独特成就就是ꎬ它能使社会的自我

理解同交往活动的坐标系以及同以符号为中介的相互作用

的概念相分离ꎬ并且能够被科学的模式代替ꎮ 同样ꎬ在目的理性

的活动以及相应的行为范畴下ꎬ人的自我物化代替了人对

社会生活世界所作的文化上既定的自我理解ꎮ”参见〔德〕哈贝

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ꎬ李黎等译ꎬ上海:学林

出版社ꎬ１９９９ 年ꎬ第 ６２ 页ꎮ 但在笔者看来ꎬ这只是哈贝马斯基于

晚期资本主义事实的一种描述ꎮ 如果放眼当下之全球ꎬ则科学

技术不仅被意识形态化ꎬ而且因为文化、族群、政治结构的轩轾、
扞格ꎬ其被很不相同地意识形态化ꎮ

〔５４〕吴美依:«美国全球没收口罩被控海盗! 川普下令 ３Ｍ
禁出口:将付出巨大代价»ꎬ腾讯网ꎬｈｔｔｐｓ: / / ｋｕａｉｂａｏ. ｑｑ. ｃｏｍ / ｓ /
２０２００４０４Ａ０ＣＦ１Ｒ００? ｒｅｆｅｒ ＝ ｓｐｉｄｅｒꎮ

〔５５〕«确诊超５８ 万! 美国 ＦＤＡ 紧急授权大批中国 ＫＮ９５ 口

罩ꎬ曾拒绝“中国标准”进入美国»ꎬ«中国经济周刊»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４ 日ꎬ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ｓ? ｉｄ ＝ １６６３９２９８０８４８５８１９６５
９＆ｗｆｒ ＝ 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 ＝ ｐｃꎮ

〔５６〕〔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ꎬ刘北成等译ꎬ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０ 年ꎬ第 １４３、１４０ 页ꎮ

〔５７〕参见章国锋: « 关于一个公正世界的 “ 乌托邦” 构

想———解读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ꎬ济南:山东人民出版

社ꎬ２００１ 年ꎬ第 １ 页以下ꎮ

〔责任编辑:马立钊〕

—１２—

ＣＯＶＩＤ －１９ꎬ透过“唯一知”“知无涯”看治理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