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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官能征*

———现代性与微观的爱之政治社会学片论

孙飞宇

提要: 现代文明中的日常生活，在科学领域之外，仍然保留着可供我们理
解人类构成自身与世界的线索。本文力图以社会学的视角，基于思想史的努
力去重新理解弗洛伊德的核心概念“官能症”。弗洛伊德对这一概念的讨论
本身即具有极强的社会学性质。不过，由于弗洛伊德缺乏一套对于现代社会
的理论性解读，所以这一概念进一步的现代性意涵需要借助于精神分析运动
在后来与马克思主义传统以及存在主义现象学相结合的努力中去加以开掘。

关键词: 官能症 社会官能症

我们不应仅仅因为原始人对于我们关于事物、事件和关系的

客观分类法( 这是科学的立身之本) 了无兴趣而将我们自己和原

始人分开。
———克劳德·列维 － 斯特劳斯

自然的欲望，即来自于肉体自身的欲望之正当性，在启蒙的时代里

被提了出来。这一正当性的要求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及其带出的各种自

我认同和道德秩序等问题，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不仅成为了普通人

在日常生活中所直接面对的主题和焦虑的来源，亦已成为当时知识分

子们的核心关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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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弗洛伊德所身处的世界，也是他的社会学提问之起点。在社

会理论的传统之中，对于霍布斯经典的社会秩序之问，弗洛伊德的核心

概念官能症( neurosis) 已经从身体社会学与家庭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了

极具时代经验性的回答。不过，这一创造性的尝试也有着多方面的局

限。在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的帮助下，本文试图通过社会官能症这一概

念来讨论现代性在个体微观的爱之政治社会学中的表达、这一表达所

提出来的社会学思考的新的可能性，以及由这一理解而发现的现代性

危机在微观层面上的出路。

一、弗洛伊德的主体类型学

( 一) 从身体社会学出发
1892 年，已经自视为整个社会的医师的弗洛伊德( 盖伊，2006:

73) 与其导师沙可( Jean Martin Charcot) 在学术上出现分歧。因为弗洛

伊德不愿再做一个纯粹的“现代”临床医生，将疾病局限于诊所之内，

而是力图把病人的身体重新放回到其文化和历史中，从病人的生活史

和经验中发现疾病的意义，并由此来考察现代社会。这一考察的核心

即为官能症( Freud，1991: 426) 。在弗洛伊德来看来，官能症的诸种病

征，正如梦作为理解潜意识的皇家大道( the roy road) 一样，是理解向来

被秉持理性的智识阶层视为理所当然并忽视的日常生活的符号。经由

日常生活，官能症在弗洛伊德这里开始成为理解现代人的心理机制和

社会问题的必经之途。弗洛伊德所力图揭示的，并非是不正常或者正

常的心理机制，而是使得二者都成为可能的个体心理生长机制。所以

弗洛伊德所提出来的不仅仅是一种现代疾病的逻辑，还是一种现代主

体类型的发生学逻辑。
弗洛伊德对于官能症的研究，连同他逐渐发展出的精神分析理论，

从一开始就已经关照到了现象学社会学所提出的“生活世界”和“生活

史”这两个方向，并细致而成功地将这两种现代性个体存在的维度在

身体层面之上刻画了出来。一方面，他认识到了“幼年早期细微的性

经验”可能会成为“毕生之久”的癔症性官能症的原因; 另一方面，他也

注意到了在一种被视为正常机制的社会与个体的性( sexuality) 之间的

冲突在官能症的形成机制中的作用。这两点都在他后来对于文明与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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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症的考察中成为了主要的思考线索。
从这两个方面出发，弗洛伊德所建构出的官能症理论的核心内容

即是: “官能症诸症状，乃是性满足的替代物”( Freud，1991: 342) 。弗

洛伊德将“性”( sexuality) 这一概念首先理解为人之存在的基本可能性

与动力的力比多之运动。基于这一判断，弗洛伊德实现了在正常人和

所谓的“官能症患者”之间的同构: 由于梦、日常心理病理学现象和官

能症诸种症状有着共同的生成逻辑，所以官能症并不是区分多数人与

少数人的界限，而是人类的普遍类型学( Brown，1985) 。
用以理解性与官能症的核心概念力比多是一个历史性概念———作

为力比多功能的性生活，需要伴随着个人的成长史，经历一系列的发展

阶段，并最终达到社会所认可的功能: 生殖。在这一进程的初期阶段，

“性冲动”与其“客体”之间的关系为个体带来了生命史中的首次心理

抑制( psychical repression) ，也即个体俄狄浦斯情结的开始: 孩童的母

亲成为他的第一个性欲对象。所以，力比多的运动与在身体层面的表

达并非天然自发的，它随时与家庭和社会的规训交织在一起，互有冲突

与妥协。个体在其中不断地成长起来。
在分析的层次上，弗洛伊德从四个方面来理解官能症: 对创伤性经

验的抑制、执着( fixation) 、与性有关的冲突以及对力比多的量化。在

弗洛伊德的分析中，力比多的执着所导致的倾向( disposition) 可以分为

两个部分: 经由遗传而来的先天体质和在 儿 童 早 期 获 得 的 性 经 验

( Freud，1991: 408) 。当这一执着被成年人某次偶然的创伤性经验所

唤醒时，就会以积极的力量寻求自己的表达。不过，由于抑制的强大力

量，这一表达找不到语言和意识的出口，而只能以各种不被意识的理性

所理解的方式，以各种非理性的形式在身体层面上表达出来，即各种症

状。至此，弗洛伊德画出了官能症的病因结构图:

图 1 弗洛伊德的官能症病因结构图( Freud，1991: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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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还不足以理解官能症本身。表面上看起来，由于症状的构

建力来自于病人的潜意识，所以官能症的两种“意义”，即其“由来”和

“消失”都与潜意识以及抑制有关。不过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上的

诊所技术无法保证彻底治愈官能症。因为后者并不只是一种可以彻底

治愈的、现代医学意义上的疾病，而是作为社会的个体存在于世的基本

维度。弗洛伊德式的存在论对于俄狄浦斯情结的解读，是将个体的历

史和未来放在一起来理解个体之当下的，但是这一时间维度上的当下

显然不能自足———它还必须要辅以二元论的冲突机制。作为自我

( Ego) 的个体行动者，只有在处理本我与超我两者之间的关系时才是

成立的。本我作为个体存在最为“庞大的”部分，时刻处于超我的“权

力的眼睛”的监控之中①。在宗教社会之中具备着具体形象的上帝及

其神圣性的各种表达，在这个上帝渐行渐远的时代，被内化到了个体的

主体结构之中。
官能症也因此而具备了身体社会学的性质。官能症的各种症状性

表达，诸如幻觉、呕吐、噩梦，连同“正常人”的梦、笑话与口误等，都成

为了身体在潜意识层面的表达。在世纪末剧变年代中的维也纳，许多

文化、价值与事实无法通过审查机制而进入意识层面，而是被抑制进入

潜意识层面，并通过遗忘( forgetting) 的形式而为意识所接受。不过，历

史的被遗忘并不意味着历史的消失。弗洛伊德将官能症作为世界在身

体层面的表达，由此彻底屏除了主客体和内外之别: 身体不外乎世界，

世界不外乎身体。正如存在主义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宾斯万格所说，

“自身和世界实际上是彼此互换的概念”( 宾斯万格，2012: 247) 。弗洛

伊德由此开启了以身体来理解社会世界，亦即身体社会学的可能性。

( 二) 从身体社会学到家庭社会学

但上述讨论只是作为社会疾病的官能症在弗洛伊德这里的第一层

意义。将幼儿性欲、抑制以及家庭政治关联起来的俄狄浦斯情结是弗

洛伊德用来理解官能症的最重要工具。无论是官能症之中频繁出现、
甚至可以作为其首要意义的罪恶感，还是家庭成员中复杂的微观权力

22

社会学研究 201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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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抑或是作为“了解官能症的基石”的抑制概念( Freud，1963 /1925:

30) ，弗洛伊德都将理解它们的厚望寄托在了对于俄狄浦斯这一神话的

现代性解读上。当然，这一情结也被用以理解现代正常人的身体性。进

而还被弗洛伊德用作一种人类学的工具，来理解文明的起源与内在逻辑

( Freud，1991: 375) 。这一概念的核心讨论域自然是家庭社会。
弗洛伊德对于家庭社会的讨论同样从个体的生活史开始。在研究

中，弗洛伊德发现，当儿童性欲遭遇到社会的规训力量，社会主体的地

形学( topology) 开始成形的时候，遗忘作为一种关键的心理机制，可以

“将我 们 最 早 的 青 春 期 遮 蔽 掉，让 我 们 成 为 它 的 陌 生 者” ( Freud，

1991: 368) 。在从“自体性欲( auto-erotism) 到客体之爱( object-love) ”，

从“自主的性感区域”到“繁殖目的”( Freud，1985: 40) 这一系列的苦

难历程中，个体成长起来。① 一般来说，在这样个人性的生活史中，有

三个必经的文明化阶段:

第一，性本能可以自由发挥，而不必考虑到生殖目的; 第二，所

有的性本能，除了服务于生殖的目的之外，都要受到压制; 第三，只

有合法的生殖才会被允许为性的目标。这第三个阶段，在我们目

前“文明化的”性道德上获得了体现。( Freud，1985: 41)

官能症，在弗洛伊德这里的特别意义在于作为一种对于文明规训

力量的挫败。与此同时，它也表达了被文明所敌视和抑制的精神进程

的力量。这就是为何弗洛伊德将官能症视为变态的“负面”。变态与

官能症有着“正负面”的关系，因为官能症可以使得变态有可能发生，

并且从潜意识的角度来“操作”它们。
从官能症的角度出发，文明对于任何一名社会成员的性要求都是

“非正义”的。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毫无困难地完成这一系列规训。
每一个文明化的个体都会在这一过程中付出痛苦的代价。这一代价不

仅需要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丈夫与妻子来承担，更为严肃的问题在于，他

们的孩子们要面临着更加困难的家庭政治的严肃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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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挑战在社会史的层面上也同样存在。在《图腾与塔布》一书

中，弗洛伊德以人类学的方式描述了从尚无实质文明要素的原始家庭

到“以兄弟联合的形式”( Freud，1985: 290) 存在的初级社群生活的转

变。在原始群落的父权制状况下，独占所有资源与女性的父亲之形象

必然会导致诸子联合起来弑父( Freud，1985: 290 ) ，并在弑父之后，即

在人人平等之后，以社会契约的形式来建立新的政治，处理社会问题。
不过，弑父所带来的罪恶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良知的感觉会在一段时

间的潜伏期之后发生，并带来新一轮的在心理上对于父亲权威的渴求。
而塔布正是这一渴求之表达。原始人类在此遭遇到了他们的首条律

令: 塔布仪式( taboo-observances) 。
塔布同时体现了“神圣”、“超越日常”以及“危险”、“不洁”和“怪

异”的意涵( Freud，1960: 22) 。这三种性质带来了被弗洛伊德认为是

禁令原则以及塔布—官能症之核心的塔布本质: 触摸恐惧。不过，在个

体层面上，性及其破坏律令的愿望将身体层面的二元论带到了家庭社

会的层面。尽管文明已经建立起一套控制机制，但是违反律令的欲望

( 俄狄浦斯情结) 还是继续存在于潜意识与服从当中。在俄狄浦斯的

寓言中，“弗洛伊德建立了一种个体借以渴求其自身限制的辨证法”
( Rieff，1959: 226) 。一方面，作为俄狄浦斯情结的驱动力的反律法主

义式的情感带来了自责与罪恶感; 另一方面，自责与罪恶感所带来的对

于自由的拒弃则在心理学的意义上被感受为抑制，或者被社会公开地

客体化为律法或塔布。所以，无论在哪一个层面上，俄狄浦斯情结都是

“所有官能症的根源”( Brown: 1985: 6) 。正是以俄狄浦斯情结为代表

的爱之关联，或者说情感关联( emotional ties) ，“构成了群体精神的实

质”。这一情感关联的本质，也同样存在于社会和历史层面上的大众

与其领袖的关系中，即另一个层面的俄狄浦斯神话。欧洲意义上的家

国同构概念在此成形，并获得了其内在的基本运行逻辑。
作为一条基本定律，抑制与反抗的二元关系为个体带来了焦虑、罪

恶和良知等诸种感觉。力比多在遭遇到抑制的时候，转而化为焦虑。
与此同时，潜意识那寻求惩罚的需求成为了良知的组成部分之一。就

此而言，罪恶感生来就有与其程度相当的焦虑感。这一焦虑感的基本

内容在于担心失去被权威( 父母) 所爱的可能性。弗洛伊德由此构建

起了他自己关于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反抗的灵魂政治经济学。从霍

布斯经由洛克以至卢梭，关于社会秩序的社会契约论传统在弗洛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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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被系统地纳入到人的主体与家庭层面。战争与秩序问题的内在

化，正是弗洛伊德通过现代人的主体类型学将这一现代性的核心问题

在家庭的微观政治—社会层面呈现出来的结果。由此，我们才能进一

步理解现代性的核心问题在家庭这一微观层面的展现。

二、弗氏官能症之现代性意涵与困境

( 一) 患病的社会行动者

卡尔·休斯克曾如此描述弗洛伊德时代的维也纳知识分子的精神

气质:“伟大的维也纳思想创新者们———在音乐和哲学上、在经济和建

筑上、当然还在精神分析上———都或多或少地故意斩断他们同历史观

的维系”( 休斯克，2007: 2) 。在许多思想史家看来，这一思潮代表了启

蒙以来现代人的基本精神气质: 一种基于理性的自信心和求新求变的、
对于未来的渴望( 柏林，2002; 鲍曼，2003) 。列奥·施特劳斯用“古典人

与现代人之争”来总结这一时期的思想纷争，并认为，就此而言，“现代

性的本质就是‘青年造反运动’，其根源就在由马基雅维里开端的西方

现代性对西方古典的反叛，因为‘现代反对古代’正就是‘青年反对老

年’”( 甘阳，2002: 8) 。
在德国的现代文化传统之中，这一现代性原则极具普遍性。甚至

可以说，这是以滕尼斯和韦伯为代表的德国社会学传统所反思的核心

问题之一。尽管对科学的进展可能带来的理性之增长抱持乐观的态

度，但是弗洛伊德认为，作为官能症来源的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的二元

结构是永远存在的。而且文明越发展，个体行动者所遭受的限制和规

训也就越多。弗洛伊德从整体性的角度来定义文明的理想目标: “将

单独的个体、家庭，继而是种族、人民和各个国家，都结合为一个大的整

体，一个人类的整体( unity) ”( Freud，1985: 313) 。但是这必然要求个

体做出牺牲。这一牺牲不仅包括对性的控制，还包括对个体攻击性的

束缚。为了可以在一个具备互相攻击性的群体中生存，“文明人用其

一部分的快乐的可能性交换来了一定的安全”( Freud，1985: 306 ) 。
文明因此建筑在了永恒的内在冲突之上。弗洛伊德进而推论: “这一

斗争是所有的生活的本质组成部分，而文明的发展演变，因此可以被简

单描述为这一为人类种族的斗争”( Freud，1985: 3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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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性的文明与个体官能症都由此出现。就此而言，我们每一个

现代 /文明人都是官能症的患者。借用诺曼·布朗的话，“官能症是文

明或者文化的实质性后果”( Brown: 1985: 10 ) ，而文明则是一种“被称

为人的疾病”。就结构性来说，弗洛伊德这里的个人与文明之关系变

成了前述现代主体结构的社会版本: 个人主体的权力结构在此成为个

人与文明之间的结构关系。一方面，每一个人都变成了文明监控之下

的“愚人”，福柯意义上的愚人船在此获得了普遍性。① 而另一方面，弗

洛伊德又描绘出了一种反社会性的现代人的形象。因为文明的进程同

时意味着其权威性不断被挑战: 官能症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其能动性

( dynamic) 。在对于俄狄浦斯情结的讨论基础上，弗洛伊德提出并回答

了一个经典的社会学问题: 主体间性的可能性。在爱之社会学的方向

上，他针对《圣经》中著名的“爱邻如己”训谕提出了质问: 如果我的邻人

是一个陌生人，我如何能够爱他? 如果我给予了这个陌生人与我给予我

的家人同样的爱，那对我的家人公平吗? 甚而，弗洛伊德经由主体间沟

通的不可信任性认为:“这一陌生人，不仅一般来说不值得我的爱; 我必

须坦承，他更应该获得我的敌意，甚至是痛恨”( Freud，1985: 300) 。
对于人类攻击性的发现，使得弗洛伊德站在了霍布斯的立场上来

面对社会秩序之可能性的问题: “并非人性本善，而是社会令其腐化，

而是人是反常性的，而社会要对其监禁”( Rieff，1959: 221 ) 。尽管这

只是弗洛伊德的故事的一面，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发现破坏律令的愿望

已经开始从家庭转移至社会。而在弗洛伊德的家庭社会学中，已经隐

藏了用以理解个体与文明之冲突关系的重大线索。

( 二) 作为现代性表征的官能症: 以韦伯为例

通过患病之社会行动者的形象，弗洛伊德已经揭示出了社会学兴

起时代里所经历的巨大社会变迁与思想史上的论争。在社会思想史的

背景下，弑父的真实意指究竟为何? 弗洛伊德为何会在世纪之交重新

阐述俄狄浦斯这一古典神话，并赋予其如此重要的位置? 俄狄浦斯情

结或许在表面上表达了时代断裂背景之下的人心失序，然而弗洛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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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福柯所讨论的愚人船的形象，如果将其视为现代人的自指，在此或许就可以获得这一自

指的深层意义结构: 愚人船从未离岸，而是永远在大众的视野( 注视) 之内漂流。也正是

因为如此，愚人船才得以成为愚人船。



的真实意思绝不仅限于此。在从霍布斯经洛克以至卢梭关于现代人之

权力与自由、自我理解与自我认同的讨论传统之中，“父与子”之间的

关系堪称最为核心的焦虑所在。而家庭社会，也无疑是社会契约论传

统最为基本的讨论起点和范畴。所以，俄狄浦斯情结在此是一个极具

普遍性的结构性原理，是弗洛伊德用以从现代性的眼光审视人类社会

变迁，重新诠释人类历史的基本结构。弑父所代表的不仅是欧洲传统

之中的某种结构性因素，在更大的程度上应该指向了上述施特劳斯所

发现的现代性原则。①

在这一方面，经典社会学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当然是韦伯与其父亲

的关系，以及这一社会学历史之中的“弑父”在其核心文本《新教伦理

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之中的体现。
米特兹曼( Mitzman，1969) 曾根据玛丽安妮所作的韦伯传记，将发

生在 1897 年的那场韦伯与其父亲的争斗解读为一次俄狄浦斯情结的

爆发: 韦伯对父亲( 威权 /超我) 的反抗。表面上看，韦伯以母亲的自由

和理性之名而反抗父亲，已经表达出了俄狄浦斯情结的全部意涵; 不

过，仔细看来，这一反抗更加具备着本文所追求的俄狄浦斯情结的社会

学意义。韦伯与父亲争吵的家庭历史原因，包括了韦伯在成长过程中

所受到的两种价值观的影响: 由其父亲所代表的、传统的威权式价值

观，以及来自于其母亲一方的新式自由派的价值观。在情感上，韦伯长

期处在母亲的一边，但是同样也有资料显示，韦伯曾在很长时间里，渴

望成为像他父亲一样的男人( 克斯勒，2000: 14 ) 。所以韦伯对其父亲

的这一反抗，以精神分析理论来看，只有当韦伯真正认同其父，将其视

为自身的理想时，才有可能。韦伯正是在这一反抗父亲的过程之中，力

图实现自己的认同化( identification) ，成为他父亲本人。
但是老韦伯随后在外出旅行的途中去世。韦伯父子再未有机会获

得和解。在精神分析理论看来，这的确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事件: 因为韦

伯成为了一个获胜的俄狄浦斯。换句话说，韦伯变成了一个成功的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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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正如甘阳所指出的，在现代社会之前的“主人道德”或“贵族道德”的全部基础就在于对

老年和传统的“双重尊重”。而这一道德基础在现代性的视野下则完全不具有合法性:

“因为‘现代观念’本能地只相信所谓‘进步’和‘未来’，尼采认为这是因为西方现代性

起源于‘奴隶’反对‘主人’亦即‘低贱反对高贵’的运动，因此现代性要刻意取消‘高贵’
与‘低贱’的区别，而用所谓的‘进步’与否来作为好坏的标准”( 甘阳，2002: 9) 。所以，正

是笛卡尔式的不断怀疑和否定、循环的更新构成了现代性的核心内容: 不断革命。



父者。无论在理论工作中，还是在案例分析中，弗洛伊德一直强调的都

是弑父的观念在想象中所发挥的作用。虽然观念具有与现实几乎相同

的、对于人之心灵的影响，不过，在想象中的弑父却为一般人克服俄狄

浦斯情结留下了极大的可能。弗洛伊德在《小汉斯》这一案例中明确

指出，面对并且克服作为观念的俄狄浦斯情结，是一个人成熟的必由之

路( Freud，1955 /1909) 。在理论著作中，弗洛伊德更是详细强调，与父

亲的和解乃是个体成为独立的社会成员的极为重要的一环: “一个人

从青春期起就必须致力于摆脱父母的束缚，只有当这种摆脱有所成就

之后，他才不再是一个孩子，而成为社会中的一员了……假使他仍敌视

父亲，那么他必须力求和解; 假使他因反抗不成而一味顺从，那么他就

必须力求摆脱他的控制。这些工作是大家都免不了的; 然而做得理想

的，即在心理上及社会上得到完满解决的，则寥寥无几; 这是大可注意

的事。就神经病人而言，这种摆脱是完全失败的; 做儿子的终身屈服于

父亲，不能引导他的力比多趋向于一个新的性的对象”( 弗洛伊德，

2004: 268) 。这一对于父亲之影响的摆脱，无法仅由俄狄浦斯式的反

抗而完成。恰恰相反，俄狄浦斯对于命运的主动反抗，是他堕入命运的

必要环节。在俄 狄 浦 斯 这 个 神 话 中，俄 狄 浦 斯 主 动 离 开 科 任 托 斯

( Korinthos) 是逃离其命运的努力。然而其命运，也正是通过这种逃离

的努力而实现。正是通过主动的反抗和逃离命运，俄狄浦斯实现 /完成

了他自己的命运。愤怒的青年人的反抗，并无法完成真正的解放，无法

使其获得自由。自由的获得只能通过一种更为成熟的方式来完成。一

方面，这意味着对于政治和人事的关心，用列奥·施特劳斯的话来说，就

是从愤怒的反抗的少年苏格拉底，转变为“成熟地关心政治和道德事

务、关心人事和人”的成年苏格拉底; 而另一方面，要做到这一点，首先

必须要具备弗洛伊德和韦伯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里同时提出的“理解”
能力: 既能够理解自身的处境和意义，同时亦能够理解他人。①

韦伯面临的是一个罕见的状况: 他失去了长大和成熟的机会———
哪怕他想要同父亲和解，也为时已晚。韦伯由此获病: 他失掉了在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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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正如保罗·利科所言，在“历史性理解”方面，弗洛伊德与韦伯所面临的是同样的问题
( Ricoeur，1970: 374) 。特蕾莎·斯特朗亦指出，在面临的世纪末困境及所带来的问题的

回答上，弗洛伊德与韦伯显然属于同一群体。这一共同的困境进而带来了一个对二人来

说极其类似的选择，即对于意义的追求，以及对于符号( sign) 所代表的意义世界之探寻
( Strong，1987: 469、471) 。



层面上克服俄狄浦斯情结的可能性，堕入了一种永不会完结的冲突之

中。这一官能症成为了他一生思考的背景、象征和寓言。
在这一背景下来考察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部著

作中的逻辑结构，会发现其中有着清晰的韦伯生活之印记。在韦伯根

据种种“理想的”类型而构筑起的这一乌托邦性质的历史之中，新教以

理性之名，在预定论的基础之上，忍受着深刻的孤独感，对旧的天主教

权威进行了彻底的除魔。① 预定论带来了上帝与个体之间绝对无法跨

越的鸿沟。个体由此必须独力承担生活之中的所有意义，并无法与任何

人就此进行沟通。而另一方面，所有的传统的权威和获得救赎的仪式性

帮助都必须要被屏弃———这构成了新教“与天主教绝对决定性的矛盾”
( 韦伯，2010: 65) 。简言之，新教在历史上的获胜正是以理性( 与自由) 之

名，在宗教集体的层面上，通过除魔这一宗教行为而表达出的对于传统

天主教权威的弑父行动。② 不过，这一胜利显然代价不菲，而且是一种

弗洛伊德式的胜利。从其早期到晚期，弗洛伊德曾使用过不同的概念

来讨论官能症。不过其中的基本结构都是类似的: 力比多本能与自我

之间的冲突。在这一冲突里，“自我获得胜利，但是付出的代价是严重

的苦难与克己”( Freud，1985: 309) 。韦伯的分析为这一胜利作出了极

佳的范本。胜利的俄狄浦斯们从此必须要以孤独之身来承担存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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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生与死的对抗》一书中，作者布朗以精神分析的思路，极为清晰地解释了路德如何通

过在肛门性和魔鬼之间建立联系，而将这个世界最终理解为一个魔鬼所主宰的世界。通

过对于教义的再解读，布朗发现，路德的宗教改革并没有将魔鬼从世俗之中除去，而是将

其强化了。惟因如此，才有了新教之“新”的两个意涵:“首先在于体验邪恶之广与深，其

次在于面对邪恶时感到绝对的无能为力”( 布朗，1994: 189) 。如此也才有了对于自由意

志的否定，以及路德对于赎罪( redemption) 的彻底重新诠释，甚至是后来加尔文对于“除

魔”一词的深刻理解。
这一新教对于天主教的反抗 /除魔，是以对于上帝形象的转换而完成的。正如弗洛姆所

说，传统的天主教尽管有许多父亲的特性( 如上帝圣父、男性传教士等等) ，但是“其中以

母亲为中心的情结的重要作用也不容否定”( 弗洛姆，1988: 116) 。这一特性的结果是，

尽管天主教教义亦大量地产生罪恶感，但是同时也提供了忏悔等使人从罪恶感中解脱出

来的手段。而新教对于天主教的除魔，所做的首先就是清除了这种以母亲为中心的情

结: 打消诸如教会和圣母玛利亚之类的形象。在路德神学那里，强迫性官能症的体现在

于，惟有信仰才能带来救赎，而在加尔文宗那里，甚至连这一点也无法在一个严格而强大

的父亲面前发挥作用，于是对于教徒来说的合理化，也是最艰难的选择与要求，恰好与一

个孩童在日常生活中的合理化，同样也是最为艰难的选择与要求不谋而合: 内心世界的

禁欲主义。禁绝享乐! ———新教教徒以此类律令来实现现实生活之中的成功，并由此来

证明上帝的恩典与厚爱( 救赎) 。禁绝触摸自己的生殖器! ———孩童则以此来实现在现

实生活之中的成功，并由此来证明父亲的恩典与厚爱( 同样作为救赎的，阉割恐惧的消

除) 。而这两者的逻辑同样都是要学会“理性化地”处理生活。



这一承担，必须时时受到已经内化为自身之超我的神圣性的监控。极

端的理性化因此而成为疏解存在之紧张的选择。前述存在于个体心灵

之中的观看的权力结构，在此获得了彻底而极端的强化，并进一步发展

成为现代社会层面的监控结构。理性化的过程在推动个体理性化的同

时，也成为了社会秩序的程序技术的重要推动力( 李猛编著，2001: 125) ，

并进而使得现代之铁笼成为可能。以自由和理性之名的斗争，最终反噬

自身。获胜的，但同时也因此而永远无法长大的俄狄浦斯不仅并未获得

想象中的快乐，相反，却开始患病，成为一名弗洛伊德的病人。
如上所述，俄狄浦斯的关键点在于俄狄浦斯本人的努力: 他是通过

自己的不懈努力才堕入自己的命运的。他的命运不是随波逐流的产

物———这正是新教教徒的命运。韦伯笔下的新教教徒，作为一种现代

人的形象，其命运的特点是不断更新自我，并在这一不断的自我怀疑与

否定的能动性过程之中寻求确定性。不过，这只是俄狄浦斯情结的第

一层体现。弑父并不会意味着完全远离历史，而只是一种循环的开始。
韦伯式的现代行动者一方面会在现代化的过程之中不断地否定历史，

以革命的形态推陈出新; 而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这种努力，历史与生活

之中的政治、意 义 问 题，也 一 直 不 断 地 重 复 出 现，使 得 现 代 人 实 现

了———而非摆脱了———其自身循环的预定命运。这一预定命运，在弗

洛伊德那里的思考结构为: “在文明的进程与个体的力比多发展之间

的类似性”( Freud，1985: 286) 。
就社会层面而言，韦伯的孤独的现代行动者的形象显然与弗洛伊

德的儿子的形象叠合在一起，并由此揭示出了社会学在启蒙以来的历

史转折过程中的各种宏大的结构性问题。文明越发展，人类所遭受的

限制与规训也就越多。但是弗洛伊德并不仅仅认为“官能症来自于现

代文明特别的紧张与复杂性”( Rieff，1959: 308) 。对于他来说，官能症

是个体与社会之间冲突的结果，而非从社会到个体的单向作用力的影

响。但无论如何，现代文明的发展是理解官能症的锁钥，而非个体解放

的契机。“个体的解放并非拜文明所赐。个体解放的最大化存在于文

明之前，尽管在那时，它的确也几乎毫无价值，因为个体几乎不可能去

捍卫它”( Freud，1985: 284) 。无论是人类在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过程

中，还是个体在其社会化的成长过程中，文明都无法将整体与个体的问

题全部妥当地归置与处理。自我与超我之间的紧张关系来自于自我需

要在超我的监督下，处理本我强大的冲动。这一紧张关系带来了“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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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感觉”以及对于惩罚的需求———这正是文明用以控制个体身心的

方式。罪恶之感觉来自于“坏的”行为甚至意向。所谓“坏的”，在弗洛

伊德看来，意味着违反律法，从而使个体失去获得权威之爱的行动甚或

意向。权威之爱，无论在最初的原始家庭，还是在结构复杂的现代社

会，都意味着来自于强有力的权威的保护。对于丧失权威之爱的担忧，

总是会带来社会性的焦虑。这一社会控制的方式，如上所述，在文明史

和个体的成长史中同时发生。也就是说，这一社会焦虑，早已伴随着个

体的成长过程，内化成个体情绪的一个基本维度。与此同时，对于个体

而言，身体的文明化———为了获得权威之爱所做出的表现———意味着

对于强有力的本能冲动的限制与牺牲。在这一过程中，任何被禁止的

愿望———仅仅只是愿望———也并不能逃过超我的观察。自我也因此从

来就带着来自于“史前”的“原罪”而存在。这一“原罪”乃是社会生活

中的个体无法摆脱的命运:“这一冲突，在我们面对着共同生活的任务

时，就已经安排好了”( Freud，1985: 325) 。

( 三) 决疑论困境

不过，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对官能症的讨论必然要面对韦伯的批

评。韦伯曾明确表示，从弗洛伊德的著作中，“找不到精确的决疑论

( casuistry) ”( 施路赫特，2001: 261) 。
无论这一批评的具体情境如何，它的确有效。基于个案的精神分

析如何解决理论的普遍性问题? 如上所述，弗洛伊德在后期的确力图

将自己的精神分析理论扩展到对于文化 /文明的分析( Freud，1985: 286
－ 287) 。在《文明及其不满》一书的末尾，弗洛伊德认为，如果我们可

以将文明进展与个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应用到文明的一部分与文明整体

的关系讨论之中，那是否可以认为文明的某部分也具有官能症的特征?

他认为对于此类“文化共同体”的讨论并非不可能，只是分析者需要注

意到其中所面临的困难。在对于个体官能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找出

病人与其“正常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冲突，但是，弗洛伊德认为，在社会

层面的分析之中却不容易发现此种区分，不容易找到所谓的“权威”，

因此也就很难做出此种类型的对于“社会官能症”的分析。
弗洛伊德所面临的困难来自于他没有考虑到文明进展在现代社会

复杂性。他所猜想的“社会官能症”事实上是一种“文化官能症”。在

个体与文化的区分之外，弗洛伊德并未像社会理论的传统那样，发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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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差异性的讨论。弗洛伊德坚称，由于自恋

的男性( Narcissism man) 难以长大成熟，因此男权政治的历史永远无法

摆脱威权政治，永远无法摆脱在寻求独立的反抗大众与寻求庇佑的顺

从大众之间摇摆的循环命运。弗洛伊德甚至在《一种幻觉的未来》之

中，声称自己“不屑于区分文化( culture) 与文明( civilization) ”这两种

观察者的角度( Freud，1985: 184 ) 。埃利亚斯的工作已经在社会学的

领域之中为这一观点做出了充分的注脚。不过，对于现代社会的分析

与此毕竟不同。所以弗洛伊德极具经验分析潜力的“现实原则”这一

概念，也从未在历史社会的维度上得到讨论。这正是施奈德对弗洛伊

德的批评: 他的官能症的病因论只能建基于家庭生活之上，而无法将家

庭与“特定形式的生产”建立起关联( Schneider，1975: 159) 。
不过，弗洛伊德在此毕竟提出了一个开放性的问题: 如何理解官能

症在新的社会历史形态下的存在形式? 如果要回答这一问题，如果想

要超出上述的身体社会学和家庭社会学范畴，将官能症发展为一种有

可能与现代社会具体的社会经验和社会分析有关的理论，那么就必然

要将其与其他对于现代社会的反思传统相结合。
而在这一方面，最为直接的努力当属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马尔库

塞的工作。尽管弗洛姆已经对精神分析与现代资本主义的隐秘关联做

出了相当程度的分析，清楚地指出了力比多与生产力及社会发展之间

的关系，不过在这一分析的最后，弗洛姆也明确指出，精神分析如果说

有危机，则真正的危机在于存在主义传统一直在讨论的现代社会之中

“生命本身的危机”( 弗洛姆，1988: 170) 。我们当然无意于对庞大的精

神分析运动传统做一次详尽的关于官能症的检索。不过，若要对现代

社会之中官能症的存在形态及其新的社会学意义有进一步的理解，则

必然无法忽略两个方面的思想史传统及其与精神分析的结合: 上述在

身体、家庭和现代性层面的官能症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里的新变化，以

及在这一时代之中新的存在主义现象学的经验形态。

三、新的官能症形态

( 一) 单向度的人

马尔库塞从匮乏( scarcity) 这一概念出发，将弗洛伊德超验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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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性地结合在了一起。匮乏在现代社会的分

配原则已经从最初的暴力原则变成了“权力的理性运用”。在这一变

化过程之中，理性逐步变为了真理，并且由各种细致琐碎的现实原则所

代表。在发达工业文明中，资本主义已经从“自由的”走向“组织的”。
大规模的结构组织和系统( 官僚体制) 开始取代家庭中的各种功能，尤

其是监护( parenting) 的功能。价值与道德在社会维度上发生转变，个

体的心灵地形学也随之发生变化 ( Marcuse，1955: 87，88) 。
社会既已取代家庭来监护个体的成长，个体的超我—自我—本我

结构也随之发生改变 ( Marcuse，1955: 88 ) 。客观的管理系统已经取

代父亲来执行对于攻击性冲动的禁令。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匿名的

系统与制度开始决定、满足与控制个体的欲望———个体的超我在现代

社会中，进入了“集体的”状态。在此境地下，社会—父亲与其原子化

的个体之子之间的关系也变得与弗洛伊德式的俄狄浦斯原型有所

不同:

这一社会权威被吸收进入个体的“良知”以及潜意识，并且作

为其自身的欲望，道德及满足来发挥作用。在这一“正常”的进程

中，个体“自由地”将其抑制体验为其自身的生活: 他欲求他被期

望所欲求的; 他的满足无论对自己还是对他人来说，都是有利可图

的; 他合理地，经常甚至是热情洋溢地快乐。( Marcuse，1955: 42)

这一现代版本的父子关系中的首要两个特征即为表现原则与过剩

抑制。在表现原则中，个体开始获得异化。与爱欲在现代生产条件下

的变化直接相关的，马尔库塞的异化概念使得他有了对文明与性之间

冲突的新的版本: “性与文明之间的冲突，随着支配的进展而展现开

来”( Marcuse，1955: 42) 。现代社会同时发展出了与自身相符的爱欲

发展阶段与原则。于其中，个体的身心全部服从于生产的首要性。而

个体也毫无意外地整合进这一社会的整体性之中。其结果在马尔库塞

看来，则是拟态( mimesis) : 个体对于社会整体的认同( Marcuse，1964:

10) 。
在这一马尔库塞式的父子故事中，第三个特征即在于社会对于个

体的“平面化”。在成员彼此之间的平面化之外，这一社会之父，总是

力图抹平他自己与其个体之子之间的冲突、差异与不平等。通过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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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娱乐与教育的方式，他试图去除掉个体成长中的痛苦。但是在失去

对于苦难的感知的同时，个体同时也失掉了其“自我”与反思的能力。
个体由此成为单向度的人。

在马尔库塞这里，单向度的人并不意味着不存在着反抗的可能性。
只不过这一可能性被强大的“正常性”所湮没。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当

然存在着自由与容忍的空间。只是这一自由与容忍，恰好又“服务于

压迫的因由”( Marcuse，1965: 81 ) 。也就是说，“极权主义的民主”可

以成功地将异议表达为其自身的相反方向。原因在于: “是整体决定

着真理……也就是说，其结构与功能决定了每一种特别的境况与关

联”( Marcuse，1965: 83) 。
如此，马尔库塞发现了一个新的俄狄浦斯故事的版本: 在现代社

会，伴随着合理化的进展，“社会劳动的等级体制的发展不仅使得支配

合理化，而且还‘包含了’对于支配的反抗”( Marcuse，1955: 82) 。
马尔库塞版本的俄狄浦斯故事终结于新形式的支配。在这一支配

中，真正的反抗变得全然不可能。这样的反抗将会成为最为严重的罪

恶，因为它不再是对抗某个个体，不再是对抗某位父亲。它将是对抗全

体社会，对抗“确保了财产的英明秩序以及针对人类需求的不断进展

的满足”( Marcuse，1955: 83 － 84) 。
不过，在我们看来，这只是现代社会之俄狄浦斯的一面。基于这一

在现代社会之中单向度的人所体现出的正常性，同为流亡者的汉娜·阿

伦特所体会到的是另外一种“无思想性”( Arendt，1998: 40) 。在对于

艾希曼的现象学人类学研究中，阿伦特发现，“恶之平庸”恰恰体现在

艾希曼这一现代官僚体制成员的日常生活里。阿伦特将艾希曼描绘成

一个“正常的”、体制化了的人。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恶，最大的特性

是缺乏“自我”反思能力的无思想性。这一现代性的恶:

可以过度疯长，遍布全世界，它蔓延起来恰就如表层上的真菌

一样。它是“反思想的”( thought-defying) ，正如我说过的，因为思

想力图达到某种深度，究根溯源，而在面对恶的时候，思想却一败

涂地，因为在恶那里，思想一无所获。( Arendt，1978: 250 － 251)

这一无思想性，在微观层面上与纳粹所代表的现代极权主义相对

应。在我们看来，正是在对于这一“恶之平庸”或者“无思想性”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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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①马尔库塞版本的俄狄浦斯的另外一面开始展现出来，并使得现

代人真正陷入了“人的危机”之中。

( 二) 现代的俄狄浦斯

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出版 3 年之前，阿伦特曾这样写道:

如果极权主义的种种因素确实可以通过对于历史的重新追

溯，以及分析我们称之为本世纪的危机的那些政治牵连( implica-
tions) 来理解，那么理所当然的结论就是这一危机不仅仅来自于外

部，不仅仅来自于德意志或者俄罗斯的某些侵略性的对外政策，而

且它也不会随着斯大林的死亡而消失，正如不会随着纳粹德国的

灭亡而消失一样。在极权主义事过境迁之后，我们这个时代的真

正困境，甚至有可能就是它们的真正形式———尽管未必是其最严

苛的形式。( Arendt，1976: 460)

我们这个时代的真正困境，如弗洛姆所说的“现代人的危机”，不

仅在于以纳粹德国为代表的极权主义形式———它只是表达形式之一而

已。我们这个时代的真正困境，需要从现代人的存在处境去理解。从

耶路撒冷的审判中，阿伦特发现，恶从来都不是“极端的”( radical) ，最

多是“极度的”( extremely) 。她发现浩劫这样的恶既没有深度，也没有

“恶魔般的性质”。艾希曼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正常性，乃是恶之平庸这

一生存处境的具体体现。而这一处境的出现，与阿伦特所理解的现代

社会直接相关。
在阿伦特看来，现代社会的兴起意味着传统的公共领域( Arendt，

1998: 57) 的消失与极端“个人性”的出现。随着他者性( otherness) 的

难以为继，“孤独的普遍现象”( the mass phenomenon of loneliness) 变为

可能。而这一大众孤独现象的最终阶段，就是极权主义所导致的多

余化。
与集中营里囚犯们的那种可以预知和控制的、几乎类似于本能反

应的活动状态完全不同，真正的行动的正常特征应是其内在的“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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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知性”: 一个行动的全部意义只有在行动结束以后才可能被理解。
只有在行动结束以后的故事中，行动者才会找到他的自我认同。在所

有这一切的进程中，他者的出现是最基本的保障。不过，这一他者空间

的积极意义已经在浩劫里对于犹太人的抓捕之中、在集中营之中彻底

消失了。阿伦特将集中营作为现代社会的象征来进行分析。与集中营

里的生存境况相类似的是，人类在传统上曾得以建立自我认同和充分

的实在感( adequate sense of reality) 的世界，在作为消费社会的现代社

会之中已经消失不见。由此也导致了在现代的那种意识形态性的大众

运动中的无思想的精神状态的形成。对于阿伦特来说，是这一世界的

异化，而非韦伯的自我异化，才是现代社会基本特征。
不过，这一讨论要与阿伦特对于现代无思想性的考察之中的另外

一条线索结合起来，才可以使得我们将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视为一

个现代的俄狄浦斯。通过对于启蒙以来欧洲历史的现代性特征之考

察，阿伦特敏锐地观察到了现代科学技术的进展对于现代人精神气

质的影响。随着现代社会的兴起，数学已经成为了一种“人的心智结

构的科学”，换言之，人的思维方式已经被数学殖民化了。建基于数

学之上的现代科学对于日常生活的影响，甚至可以成为现代的一个

特征。
科学家通过实验与工具来完成对于自然的掌控。这一掌控过程预

设了其“活动的规则与新的判断标准”。传统的理论曾只是对于“所关

注之物的沉思”，并因此只是接收在理论家们面前“开放的实在”( the
reality opening up before him) ; 现在则变成了一个“成功”( success) 的问

题，对于理论的检验也变成了“实践性的”( practical) ，即对于理论的检

验变成了一个“它是否行得通”的问题。
现代哲学在笛卡尔那里的转向与这一“成功”遥相呼应。笛卡尔

那著名的怀疑工作表明，“即使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真理，那么至少人自

身可以是‘真的’( truthful) ，即使这个世界上没有可以依靠的确定性

( reliable certainty) ，那么至少人是可以依赖的。如果我们可以找得到

救赎，那么这一救赎必定存在于人自身之中。最后，如果由怀疑所导致

的诸种问题，可以找到一个解决之道，那么它只能来自于人的怀疑自

身”( Arendt，1998: 279) 。
这一笛卡尔式的反省与科学进程所带来的结论相呼应，并已经成

为了现代最具代表性的精神:“尽管人们未必明了作为被给予的，被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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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的真理，但人至少可以知道他自己所制造出来的那个”( Arendt，
1998: 282) 。

这一变化导致了现代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气质方面的后果:“在 Vita
contemplative 与 vita active 之间秩序上的翻转，即在思( thinking) 与行

( doing) 之间关系的颠倒”。在这一翻转之中，沉思自身变得全无意义

( Arendt，1998: 292) 。人只能知道和相信他自己的造物。这一造物，不

仅包括人自己生产出来的东西，还包括那些他不生产，但是可以理解其

内在生成和发展逻辑的东西。知识的客体变成了过程，而科学的客体

变成了“历史”。由此而来的信念，即“人是所有事物的准则( meas-
ure) ，已经变成了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共识”( Arendt，1998: 306) 。这一

常识的转变与极权主义哲学的内在逻辑并无区别: “人开始将其自己

视为两种超人的、无所不包的进程，也即自然与历史进程的一部分”
( the development of Nature and History) ( Arendt，1998: 307 ) 。这一骄

傲的信念，带来了另外一种“没有不可能”( everything is possible) 的信

念，并且最终在极权主义的“制造人类”( fabricating mankind ) 的计划之

中清晰地表达了出来。
现代人确信，自己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在这一充满自信的、生气

蓬勃的态度之中，现代人开始重蹈弗洛伊德式的俄狄浦斯的覆辙: 正是

通过这样积极的努力，现代人堕入了自己的命运。或者用阿伦特的话

说，现代人因此被“抛掷到自身”( Arendt，1998: 320) 。
这意味着现代人被抛掷回“自我封闭的内向反思之中”。在现代

社会，这一反思最高成就也不过是某些数学式的运算。而运算的内容

只是欲望，也就是被误以为是“激情”的那些身体上的非理性冲动———
曾经的病症已经成为了正当的需求。正是在这里，我们认为，阿伦特发

现了艾希曼“无思想性”的确切意涵。我们无法在马尔库塞那里发现

的“反抗”，在这一无思想性的艾希曼身上之体现，就是他那种积极进

取的日常工作。昂扬进取但实际上是毫无个性特征的大众( das Man)

一方面呈现出原子化的状态，另一方面呈现出流亡者的状态( 孙飞宇，

2011) ，以科学的方式，义无反顾地甩开了自己的传统权威。正是在这

样一种“正常的”现代性存在方式之中，阿伦特和马尔库塞合力为我们

提供了一种新的弑父者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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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微观法西斯主义( micro fascism) 与爱的政治—社会学

阿伦特所描述的现代人之存在状态，与存在主义现象学传统之中

的许多人的理解颇为一致。正如罗洛·梅所指出的，现代人最为严重的

问题之一，就在于“他们已经失去了他们的世界，失去了他们对社会的

体验”( 梅主编，2012: 71) 。这一点，自克尔凯郭尔和尼采以来，存在主

义者们就一直不断地指出和描画过。
这一点与精神分析对于现代社会的理解非常类似。弗洛伊德认

为，文明自身的运动正是基于各种永恒的冲突之中才得以可能。不过，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对于文明的分析如此灰暗，弗洛伊德并没有发展出

一种对现代社会的暴力和其他负面部分的分析。①更值得注意的是，弗

洛伊德一生都在坚持诊所治疗，也就是说，弗洛伊德从未绝望过。通过

重返弗洛伊德的经典精神分析，我们或许可以发现一种针对上述灰暗

的人类境况的出路———只不过这一努力，仍然要采取弗洛伊德和现象

学所共同采取的基本态度: 面对事实本身。②

在精神分析的传统中，通过对于极权主义大众心理学( mass psy-
chology) 的研究，威廉姆·赖希发现了在现代普通大众心理中对于权威

的渴求结构( Reich，1970: 216) 。这一心理结构不仅是极权主义得以

成功的基础之一，更是社会发生革命性变 更 希 望 渺 茫 的 心 理 因 素

( Reich，1970: xxvi) 。
赖希在心理结构上将大众描绘成了弗洛伊德式的幼童。事实上，

这是弗洛伊德经常采取的观察和分析角度。阿伦特与马尔库塞为这一

悲观的论断加入了新的注脚。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与阿伦特所描述

的平庸之人在现代被“抛掷到自身”的无思想性状态结合在一起，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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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这一主题上，弗洛伊德惟一的讨论线索在于他所提出在文明的进展与个人的成长之间

有着本质上的近似性。由此，诺曼·布朗经由个体的生活史作为神经官能症的来源而认

为，“所有的文化与它们的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乃是一种神经官能症式的束缚”( Brown，

1985: 12) 。这为我们在文明进化论的基础上讨论现代化以及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与后

殖民主义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方向。
弗洛伊德的诊所技术与现象学之方法论都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态度取向，即主张“面对事

实本身”———虽然这一口号的意义在双方那里完全不同。对于弗洛伊德来说，能否引导

患者正视发生在自己身上和生活之中的冲突以及无法接受的事实，是精神分析治疗能否

成功的关键，也是最为困难的地方。



出了一种弗洛伊德式的幼儿性( childhood) 。这一孤独的幼儿，同时体

现着官僚体制式的纪律、条例、合理化以及积极的新式信念。他处于尚

未发展出理智的成熟状态( 未达到康德的启蒙运动的状态) ，但是他具

备着饱满的热情( 或者说欲望) 和算计的能力，以及由此种能力所代表

的死亡本能。这一成年幼童与现代国家之间的关系，可以套用弗洛伊

德的话去描述: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艾希曼从他的帝国那里所获得的指

令，以及所有极权主义国家的指令逻辑，我们就会发现，这一逻辑不过

是现代性自恋的表达而已。人自身成为标准，救赎一定存在于我们自

身之中，以及最终那著名的“我思作为最终的可靠性”充满了与自恋的

父母过分夸大其子女的潜力并且与此同时自我幻想的词语的相似性:

孩童将要完成那些父母一厢情愿的梦想———那些他们从未实

现的梦想: 男孩要成为伟大人物，要成为他父亲领地上的英雄( an
Stelle des Vaters) ; 女孩要嫁给某位王子，要成为她母亲迟来的代偿

……父母之爱，如此感人，而究其根本又如此孩子气———不外是父

母自恋的故态重萌而已。这一被转化为客体之爱的自恋，明白无

误地表明了其早先的性质。( Freud，1959 /1914: 90 － 91)

而在孩童方面，则有着一个刚好相当的心理进程。这一心理进程在

表明个体对其权威的认同的同时，也表明了与其权威父亲并行的自恋:

一名小男孩会对他的父亲表现出特别的兴趣; 他会像他那样

成长，成为他那个样子，并且在任何地方占据他的位置。我们可以

简单地说，他将他的父亲作为理想。这一行为绝非是对其父亲

( 以及对一般男性的) 的消极的或者女性的态度; 相反，这是典型

的男子气概( masculine) 。它与俄狄浦斯情结全然相洽，并为其准

备好了道路。( Frued，1955 /1921: 105)

自恋的心理特征首先在于，对于客体之爱的放弃，也即力比多从对

于外部世界的兴趣中转移至自我。这一进程在心理上的表现之一就是

狂妄自大( megalomania) 。弗洛伊德对于这一概念的解释是: “对于他

们的意识或者精神行动的力量的过高估计”( Freud，1959 /1914: 74 ) 。
这一自恋的心理特征，与渴求权威的心理结构并不矛盾。恰恰相反，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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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伊德认为，这一心理状态在个体那里正是幼儿期缺乏父爱的结果。
自恋，恰恰是将自己的力比多集中到了自我这一被置于权威位置的对

象上。在自体性欲和客体之爱之间，弗洛伊德加入了一个自我爱恋( e-
rotic self-love) 的阶段。自恋这一心理进程的必然结果一定是自我理想

( ego ideal) ，也即国家社会为自我所设立的完美类型。
阿伦特关于现代平庸的人的讨论恰与弗洛伊德对自恋的解释相融

洽。自以为掌握了历史进程的、狂妄自大的诸子，带着无所不能和积极

进取的信念，被抛掷至自身，抛掷到了内向的自我封闭之中。“启蒙的

纲领是要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替代幻想”( 霍克海默，2006:

2) ，不过，在这过程之中，现代人却庸俗地将自身作为了支配内、外两

个世界的尺度。在用主体来折射世界的过程之中，俄狄浦斯对于斯芬

克斯之谜的解答成为了理解现代的终极谜底:“这就是人”( 霍克海默，

2006: 4) 。这个“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 韦伯，

1987: 143) 的人，丢掉了信仰和永恒性，同时也在韦伯式的异化中丢掉

了对客体的爱，而剩下的惟一关心是对于欲望的算计———这为他们对

于权威的反抗 /崇拜提供了再合适不过的现代性氛围。他们既需要来

自于权威的爱与关心，以提供永恒性丢失所带来的确定性，也渴望有施

展驱动力( drive) 的机会，以便以自我的身份来实践权威对他们提出的

要求———将对于权威的虚幻想象和这一想象所设立的真实理想投射到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当中。而日常生活 /工作，则成为了这一破坏力的主

要战场———各种貌似反思、实则为过度算计的现代人的意见并无法面

对这一事实本身，恰恰相反，却以各种聒噪的喧嚣，为自己———弑父的

幼子———摇旗呐喊着，并在这一呐喊之中实现了自己的命运。
弗洛伊德通过对于潜意识的研究，恰恰证明了阿伦特所描绘出的

笛卡尔的不可能: 人的行动所依靠的自身力量，并不是完全被我思所意

识到的。在自我的意识和意志之外，有着更为强大的潜意识的力量。
从弗洛伊德的角度来看，阿伦特对艾希曼形象的讨论是不够充分的。
平庸的恶并不仅仅是笛卡尔以来的数学思维所造成的，也不仅仅是一

个胡塞尔所谓的欧洲科学的危机的问题，它还是一个人类命运在现代

的体现的问题。对于艾希曼来说，在其例行化的日常生活中，微观法西

斯主义既被他对于权威的渴求与“自然与历史的伟大进程”所合理化，

同时也被他所处的纳粹德国所“正常化”。艾希曼身上的反社会性在

这里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茫然无序的狂野冲动，也不仅仅是针对某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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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人的反社会性，经由官僚体制、纪律、条例，经由以匮乏为经济理论

基础的“争夺生存空间的”合理化，以及“最后解决”在官僚体制中的合

理化方案的出台，乃至于经由朝九晚五的日常生活中的每一点平常琐

事，在艾希曼身上有条不紊地表达了出来。艾希曼，作为一个现代性的

孤独的孩童，通过他对犹太种族( 也即人类自身的) 的合理化屠杀，清

晰地表明了现代弑父者的新特点: 恶之平庸化。弗洛伊德在他对宗教

的反思中所表达出来的对科学的乐观态度并未得到证实。精神分析希

望科学所培育的理性可以成为人类系统的超越幼稚的努力，但是根据

阿伦特的看法，恰恰相反，历史已经证明，科学除了不能够解决意义的

问题之外，还为人类带来了更为深刻的无思想性的处境———毕竟，艾希

曼除了他的帝国为他设立的自我理想之外，再无其他的思想来源。
从阿伦特的解读来看，艾希曼丝毫没有意识到他的屠杀工作中所

存在的反人类性。按照艾希曼自己的辩护，他的罪恶感，反倒应该存在

于他对于他所接收到的命令的违背上。这说明，艾希曼的反社会性与

他充满敬意的爱———他对于他的帝国的爱———并行不悖。对于阿伦特

的最为有力的批评之一，就是她忽略了希特勒所著的《我的奋斗》与一

大批忠心耿耿地为帝国献身的年轻人———也忽略了艾希曼对于他的帝

国的感情。服从命令这一行为本身即代表了艾希曼对于其帝国及其体

制的认同。在这一认同中，艾希曼成功地向我们证明，自恋可以在同时

以极端的自我又以认同的方式来表达。所以对于艾希曼的审判强烈地

表达出弗洛伊德主义中打破宿命的惟一道路的不可能性: “在，但是不

要像你父亲那样!”( Be，do not be like your father! )

但是这一革命式的要求和努力，正如我们在本文第二部分所述，并

不能带来任何新的东西，反而恰恰是堕入命运的道路，不过，这并不意

味着现代性无法找到出路。我们在讨论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时已

经表明，如果要真正有所改善，所需要做到的恐怕并非是彻底的革命，

而是需要在韦伯和弗洛伊德所共同坚持的理解意义的基础之上，以敬畏

之心，来徐图创新。所谓理解，在此指的即是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的基本

主张: 重新将人处于其世界之中。换句话说，重返作为身体社会学和家

庭社会学意义上的“完整的人”。海德格尔的在世之在( being-in-the-
world) 这一概念，在这一发展之中被赋予了复数的意义，即承认多重的世

界，承认不同的世界。而这一点，意味着重新发现理解的多重可能性，以

及在这一过程之中，理解本身所可能获得的超出理解自身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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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中，动词“知道”与“性交”是同一个

词。这在《钦译〈圣经〉》中屡有佐证……因此，知道与性爱之间的

词源学关系极其紧密。虽然我们不能就此话题深入讨论，但是至

少可以说知道他人，正如爱着他人，含有一种融合、与他人辩证地

参与的意味……广义上说，如果一个人要理解他人，就必须要有爱

他人的准备。( 梅主编，2012: 47 － 48) 。

对于韦伯来说，个体意义仍是一个坚守此世的重要目标。而在韦

伯的方法论之中，现代人变成了这样一种形象，同时既具有内在激情，

又有严格的自我规训; 既能坚守此世的意义，同时又明了虚无之真正意

涵; 于焦虑中坚守当下，于琐碎的日常生活之中不失宏大关怀，同时能

将内心的感召( calling) 与日常生活中的言论举动密切结合在一起。对

于这一形象，弗洛伊德的贡献首先应该就是对于理解意义的更为彻底

的讨论。这一现代行动者，首先是能够理解的行动者，然后才能够讨论

其他。弗洛伊德的诊所形象，正是以坚定的理性和康德式的公开运用

自己理智的勇气，通过面对事实本身的方法，以聆听和交谈来对抗和疏

解苦难。理解，在弗洛伊德这里成为了现代行动个体在疾病化的文明

之中的自我救赎之道。
就社会学和社会思想的传统自身而言，弗洛伊德所阐发的官能症

这一概念，及其内部种种复杂的牵连结构，或许可以为我们重新思考自

身当下的处境与历史的关系( 无论是近现代的历史还是更为长远的历

史) ，以及反思我们当前的种种结构性的迷思起到新的启发作用。在

这一基础上，我们或许可以重新来反思社会学之可能性，反思社会学传

统之中的经典问题与一种新的社会学历史的可能性，以及它们对于今

天当下的现实意义。对于社会思想史来说，自霍布斯以降，近现代几乎

所有的社会与人文思考，都以“原子化个体”为基础而展开，并由此引

发出种种不同流派的复杂而精妙的讨论。而笛卡尔之后，物我、主客二

分则更成为近现代社会理论的基本视野，当然也成为其基本焦虑所在。
而弗洛伊德对于社会理论的贡献首先在于，他成功地表明，这一假设乃

是虚假的。社会学之“人”之所以为人的过程，本身即是一个世界的成

长过程。社会学之“人”之所以为人的思考，基础正在于其社会的结构

性与世界性，而非相反。这一社会性的个体实际上在现代社会并未完

全失去。这也正是弗洛伊德的理论可以用来对抗现代存在主义之荒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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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温暖之处。不过这并非是一种简单的温暖，因为这一社会性自身也

存在着复杂的情感，愤怒、烦恼、反抗、妥协、和解与进步的可能性统统

交织在一起。正是对这种复杂性细致耐心而非简单粗暴的理解，构成

了在直面现代性之中的非理性荒原的弗洛伊德的坚定温暖的形象。
在当下这个逝者不可追、来者犹未卜的瞬息万变的流亡时代，我们

所面临的选择前所未有地严峻，而供我们所参考经验却也更为复杂。
革命并未远去，我们自以为久已丧失的种种传统或者“文化”，或许也

仍以隐秘的方式不断地活跃在我们的生活与日常行动之中。这二者共

同与当下的全球化的世界经验形成了直接影响我们自身的复杂关系。
在这一同样被普遍认为是“患病”的时代和社会里，如何从弗洛伊德及

其后继的社会理论资源来进行自我理解以及理解他人，如何直面并理

解当下的世界本身，可能是今天的社会学学者们在讨论社会行动之前

首先要进行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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