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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与实践:

以阿多诺为中心*

———马丁·杰伊教授访谈

赵 勇

［摘 要］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教授马丁·杰伊( Martin Jay) 是西方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著名学者，

围绕法兰克福学派本身及其成员阿多诺和洛文塔尔等人的思想和贡献，杰伊教授对批判理论的实践

功能、介入策略、范式转换、当代发展、与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第十一条”的关系、与弗

洛伊德精神分析的交往等进行了解读，并强调了批判理论作为工具箱的作用。此外，杰伊教授还对

阿多诺在法兰克福学派中的重要性、阿多诺的文风问题等作出了解释，以期有助于加强中国学界对

法兰克福学派的再认识。

［关 键 词］ 批判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 工具箱 阿多诺 洛文塔尔

赵勇: 马丁·杰伊教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

访谈。我在世纪之交做博士学位论文时曾拜读过

您的《法兰克福学派史》《阿多诺》《永久的流亡

者》等著作，获益匪浅。在英语学界乃至整个西方

学界，您是最早梳理和研究法兰克福学派史、阿多

诺的学者，您的工作为后来者打开了一条通向“批

判理论”的绿色通道。借这个机会，我要首先向您

表示敬意!

我想首先从《法兰克福学派史》谈起。您在

1960 年代后期开始为这本书搜集资料、做访谈，并

于 1973 年正式出版该书。准备写作这本书时，法

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理论家都还健在，这给您的资

料准备带来了极大便利。但我觉得可能也存在着

许多困难或麻烦，您觉得写作此书最大的麻烦，或

者说最难处理的问题在哪里? 为什么关于法兰克

福学派的历史您只写到 1950 年? 这与研究所返

德之后这段历史处理起来比较麻烦有关系吗?

* 本文为“审美、社会与批判理论的旅行”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9

年 9 月 21—22 日) 举办期间，笔者对马丁·杰伊教授作的专题

访谈。会议前夕，杰伊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作了题为《阿多诺

和音乐唯名论》《“精神分析只不过是夸大其词”: 弗洛伊德和

法兰克福学派》《宏阔场域中的 1968 年: 法兰克福学派与历史

的崎岖道路》三场系列讲座。本访谈由李莎博士现场口译，由

博士研究生王悠后期翻译并整理成稿。

马丁·杰伊: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

写这本书的时候，他们都还健在，却也四面楚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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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和德国都颇具争议。我是一名历史学家，

不是政治理论家或辩论家，因此我希望保持一些

历史的距离。如果写他们回到德国后的历史，相

当于是试图搞清楚正在发生的事情，那是记者的

方式，而历史学家需要某种客观的距离。因此，

1950 年，也就是他们返回德国的那一年，算是结束

一段历史分析的合理时机。除此之外，当我开始

研究时，我发现有大量的材料要阅读，而此前我对

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一无所知，没有人写过他们

的传记，他们的作品也很少被翻译，所以这真的是

一片未知的大陆。我发现它是那么深广，而要求

一个年轻的学者———我是在二十五六岁的时候开

始这个项目的———讲好整个故事几乎是不可能

的。大约 20 年后，罗尔夫·维格斯豪斯写了第

二部法 兰 克 福 学 派 史，一 直 写 到 当 代，大 约 有

800 页。所以当年我决定写到 1950 年为止是明

智的。

赵勇: 伊格尔顿对《法兰克福学派史》的评论

是“描述精湛，可是却没有讨论任何一个事件”①。
您同意他的看法吗?

马丁·杰伊: 我不确定他说的是哪一个具体

的历史事件。伊格尔顿当时是一位激进的马克思

主义者，他写了一本关于本雅明的书，书中认为本

雅明应该和他的非马克思主义阐释者分开来看。
那以后伊格尔顿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某种程度

上，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回应有

时是从托洛茨基主义的角度出发的，试图强调他

们在政治上的不足，或者反过来说，认为他们在政

治上比我所写的更投入。在批评之外，伊格尔顿

和我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我对他的很

多作品都表示尊敬，但他是那种与众不同的知识

分子，与我渴望成为的那类知识分子截然不同。

赵勇: 您在《法兰克福学派史》1996 年版的

《序言》中提到了维格斯豪斯的《法兰克福学派:

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并且有一句评论:“甚至

这部将近 800 页的巨著也没能公正对待已经出版

的所有著述，以及它所继续谈论的诸多人物和诸

种观念。”②您所谓的“不公正”指的是什么，能否

举个例子? 您如何评价维格斯豪斯的这部著作?

马丁·杰伊: 关于学派内部的历史与他们思

想发展之间的关系，从更大的历史背景来看，可以

通过他们在象牙塔中与世隔绝的状态来理解他们

的工作。这种状态使他们能够在不受政治压力或

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发展自己的思想。他们毕竟是

受私人资助的，所以这项工作 可 以 发 展 成 一 个

“茧”。他们不是某个政党的成员，与大学的联系

程度也不高，不会被迫做某些事情，比如教学和大

学学术委员会要求的事务。他们有很大的自由来

发展他们的思想，而不受制于这样的机构。
同时，作为流亡者，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也与美

国社会隔离。所以他们没有公开写过关于美国政

治的东西，例如关于罗斯福总统及其“新政”。因

此，避免写太深入的背景化历史是有合理性的。
然而，回到德国后，他们重新进入了社会，并扮演

了更重要的公共角色。在美国他们基本上不为人

知，也不受当时美国知识分子生活的许多限制和

压力的影响。后来的学者，尤其是托马斯·惠特

兰和戴维·杰尼曼，写了一些关于他们在美国的

经历的书，表明他们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与纽约和

其他地方的美国知识分子进行了交流。③ 他们接

触到一些我以前从未见过的材料，显露出他们与

某些美国知识分子对话的程度。
至于维格斯豪斯的书，那是一个复杂的故事。

我很了解维格斯豪斯，曾多次受邀评论这本书，但

从未接受，部分是因为洛文塔尔对这本书感到不

满，认为维格斯豪斯低估了他在学派历史中的作

用。我和洛文塔尔关系密切，不可能不考虑他的

感受，所以只好对这本书敬而远之。我认为这是

一本重要的书，也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这本书

在对一些问题的理解上可能比我的书更机械一

些，它的影响没那么大可能是因为它的篇幅太长

了，但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参考资料。至于它没

有包括的内容，就是关于第二代和第三代的记述

( 有些人现在甚至谈到了第四代) 。学派的不同分

支出现得如此之多，不排除某些主题就不可能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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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简洁、直接的历史。大约两年前，斯图亚特·杰

弗里斯在英国出版了关于学派历史的书，比较通

俗，也比较受欢迎。① 当然，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

一直存在政治争议。我最初被一些人批评为太悲

观了，只是强调了学派昔日的辉煌，却对它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政治斗争中对当代的作用不感兴

趣。但总的来说，这已不再是一个问题，因为新左

翼在随后的岁月里已逐渐衰落。

赵勇:《法兰克福学派史》第二章的主题是

“批判理论的起源”，在这一章中，您对批判理论的

性质、特征、内在构成等都有很精微的分析。其中

您特别提到:“实践与理性实际上是批判理论的两

极，就像一个世纪前的黑格尔 左 翼 所 面 临 的 那

样。”②您是如何理解批判理论的“实践”功能的?

这种实践仅仅是在理论层面运作，还是包含着某

种介入现实的可能性?

马丁·杰伊: 这是法兰克福学派历史上最棘

手的问题之一。他们把批判理论界定为传统理论

的对立面，并认为批判理论的最终目的是改变世

界，而不仅仅是解释世界。这样他们就把批判理

论看作马克思主义计划的一种延续，这在马克思

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中得

到了最好的表达。
但难点在于如何将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如

何找到这两者之间的中介。保持理论的活力意味

着避免对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给出一个快速而

方便的答案。他们的这一策略后来被哈贝马斯称

为“冬眠战略”，意指激进主义就像冬眠的熊一样，

应该怀揣希望睡一会儿，当它醒来以后，理论就会

和解放的实践相关了。对此阿多诺有一个著名的

比喻，多年以后“瓶中信”会被冲出大海，这是对没

有放弃但被推迟的实践的比喻。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学生运动开始后，法兰

克福学派的早期作品被指责为虚伪，因为一些人

认为他们没有从学生运动中看到新的革命主体、
新的变革推动者。因支持学生运动，马尔库塞与

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分道扬镳。从长远来看，我认

为阿多诺与霍克海默的谨慎是明智的，因为学生

运动虽然成绩不俗，但它确实没有终结资本主义，

没有创造一个自由社会。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他

们不愿强求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似乎是一个审慎和

明智的决定，当然这仍然是非常有争议的。
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回到德国后，上电台做演

讲，在报纸上发文章，在政治上很活跃。他们非常

积极地建设战后西德。学生们对他们的努力是否

满意是另一个问题，但至少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

积极的，即便他们也为这种更温和的活动可能与

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承诺相违背而感到困扰，但他

们仍然认为，至少在这个层面上，参与政治是值得

的。

赵勇: 您刚才提到了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

提纲》中的“第十一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

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③您觉得

批判理论与这条提纲是否还存在着某种关联?

马丁·杰伊: 改变本身是开放的，尽管人们希

望这种改变将会推动世界朝着解放的方向发展，

将会创造更大的自由、富足、平等和正义，无论我

们认为规范意义上的“改变”的概念是什么，但也

有一些方式可以将世界变得更坏。哲学家们有时

认为他们所从事的活动是有益的，但实际上却会

形成更糟糕的问题，因此改变本身是重要的。但

人们总是要问: 改变的方向、目的和副作用是什

么? 经历过纳粹时期、民主的崩溃和大屠杀，他们

知道改变本身有时是可怕的，所以在他们想要守

护的启蒙运动、西方传统，甚至自由主义的某些方

面与他们渴望实现的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种

平衡。因此，他们对 20 世纪 60 年代的一些学生

过快地拒绝接受德国 1945 年之后取得的成果感

到不安。法兰克福学派担心的是，这将走向错误

的方向，甚至有可能成为反乌托邦。当然，他们原

则上同意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第

十一条”，仅仅解释这个世界是不够的，你必须为

推动解放而努力。作为其视野，哲学绝不应该丧

失这种抱负。

赵勇: 您在 1991 年为《辩证的想象》中译本写

的《序言》中说过:“借用一个比喻，批判理论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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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看作一个工具箱，而不是一个行动计划。”①时

至今日，您对“工具箱”的看法有什么变化吗?

马丁·杰伊:“工具箱”是一个很好的比喻，不

是我发明的。它通常用于描述各种可能的工具、
方法、见解或路径，可以根据想要解决的问题的类

型而使用。批判理论从来不是一个从基本前提开

始、逻辑地得出最终结论的绝对的系统。它折中

地混合了不同元素、不同起源、不同来源，其中特

定类型的工具如精神分析、对大众文化的批判，连

同其他来自于西美尔、韦伯、马克思和其他人的社

会学见解，都能够灵活应对不同的问题。至于哪

种工具更有用则取决于环境。例如，今天在美国

和其他地方，研究偏见的兴趣重燃，尤其是对《权

威人格》的研究，是为了理解新右翼民粹主义。以

特朗普、欧尔班、约翰逊和其他民粹主义领导人为

例，他们使用 20 世纪 40、50 年代的煽动者们使用

的相同技术，利用相同的心理状态。同时，洛文塔

尔的《欺骗的先知》为理解他们的操纵技术提供了

有用的工具。这个例子表明，一段时间内不相关

的工具如何突然变得有用。

赵勇: 您讲座中有一场题为《“精神分析只不

过是夸大其词”: 弗洛伊德和法兰克福学派》，您认

为，阿多诺离开欧洲加入纽约研究所的队伍，这在

批判理论的发展中常常被看作一个开始范式转换

的事件。这似乎说明了阿多诺加盟研究所的重要

性。那么如何理解批判理论的范式转换? 阿多诺

到来之后，批判理论的范式转换到了哪里?

马丁·杰伊: 最明显的转变发生在弗洛姆离

开的时候。阿多诺不同意弗洛姆强调家庭的作

用，他认为家庭已经失去了保护个人免受大众文

化和商品化直接影响的能力，他也不同意弗洛姆

对弗洛伊德理论中生物学契机的放弃。
此外，法兰克福学派逐渐失去了最初跨学科

的希望，即一组学者可以一起研究一个问题，并在

霍克海默的理论指导下得出一个总体性的答案。
相反，个别成员开始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其中，阿

多诺的训练与其他人非常不同。他从来不像马尔

库塞那么黑格尔主义，他从本雅明那里学到了一

些独特的甚至是神学上的思想，这些思想在学派

早期的历史上从未产生过影响。事实上，在 1927
年拒绝本雅明那篇非常艰深的教授资格论文一事

上，霍克海默是参与者。那是本雅明关于《德意志

悲苦剧的起源》的第二篇论文，显然霍克海默并没

有真正理解它。霍克海默是汉斯·科内利乌斯的

学生，后者是拒绝这篇论文的委员会成员。因此，

阿多诺引入了霍克海默自己从来没有完全吸收的

思想，他们在 1940 年代合作的工作后来成为《启

蒙辩证法》的内容，其中某些本雅明的主题变得更

加突出。
简而言之，阿多诺开始与霍克海默合作，马尔

库塞被边缘化，弗洛姆被允许离开，这些变化意味

着，批判理论逐渐发展得更接近阿多诺后来所称

的“否定辩证法”。这种辩证法与马尔库塞的《理

性与革命》不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黑格尔

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本。我认为这是我们可以谈

论 20 世纪 30 年代末 40 年代初范式转变的主要

原因。

赵勇: 法兰克福学派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

的关系是法兰克福学派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话题，

您对这一问题也有所探讨。我记得您在《阿多诺》
一书中就引用过阿多诺的“除了夸大其词，精神分

析中毫无真实性可言”的观点，并作过分析。② 如

今您又探讨了这个问题，提供了许多细节，也特别

提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是马克思和弗洛

伊德的媒人”。今天看来，这桩“婚姻”究竟是幸

还是不幸?

还有，与马尔库塞、弗洛姆相比，阿多诺对弗

洛伊德的态度似乎更暧昧一些。他既在分析爵士

乐、法西斯主义宣传模式中使用了精神分析方法，

又对弗洛伊德的理论有所保留。您觉得阿多诺在

其思考中引入精神分析法是一种成功的尝试吗?

马丁·杰伊: 我认为它很有创造性，但并没有

提供他们最初希望的所有答案。首先无法解释工

人阶级失败的原因。工人阶级的精神、工人阶级

的无意识在哪些方面有可能使他们难以履行其革

命主体职能。
其次是解释法西斯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引入

精神分析，是为了弄清楚法西斯主义为何能够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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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那些本不应该被轻易诱惑的人。
再次———这主要是就马尔库塞而言———是在

个人的身体中找到一种乌托邦式的解放冲动。这

种乌托邦不仅存在于社会关系或文化中，还与解

放本能或驱动力有关，尤其是力比多需要。
复次是强调社会与心理之间的张力、集体与

个人之间的张力、文化与身体之间的张力，这也是

阿多诺与马尔库塞的不同之处。精神分析无法被

马克思主义完全整合，无法与和谐的社会心理学

完全有机地融合。阿多诺认为，相对于弗洛姆和

马尔库塞所拥护的有机整体的终极目标，这是一

种健康的非同一性的表达。
在所有这些方面，精神分析都是混合体的一

部分。有趣的是，精神分析作为一种治疗方法、一
种让人们摆脱精神异常的方法，并不是大多数批

判理论家认为的弗洛伊德的宝贵遗产。理论与实

践之间的差异，而不是无缝融合，再一次使法兰克

福学派将马克思和弗洛伊德认为应该统一的东西

分开了。批判理论更能意识到无法让它们整合到

一起的差异，并试图拯救理论，即使它不能通过治

疗或政治激进主义立即付诸实践。
在《最低限度的道德》一书中，阿多诺看到了

弗洛伊德思想的墨守成规、悲观主义和对社会主

义的草率摒弃，对此他抱有很大敌意。弗洛伊德

本人是一个传统的自由主义者，阿多诺认为他的

政治观点是成问题的。所以在阿多诺看来，弗洛

伊德也抛弃了早期那些能激发更激进结论的勇

气。他退回到自我心理学之中，这基于资产阶级

关于健康的个体自我的概念，阿多诺并不认为这

是真正解放的准则。但是阿多诺和他的同事们认

为，你可以反对弗洛伊德的意图而从精神分析中

获得真正解放的潜力。

赵勇: 在您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中，我发现

您似乎更关注阿多诺与洛文塔尔。您如何评价阿

多诺在法兰克福学派中的贡献?

马丁·杰伊: 很明显，阿多诺终究是一个比洛

文塔尔更有分量的知识分子，他在音乐、文学批评

等很多方面都是天才，一共写了 20 多本书。洛文

塔尔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学者，但不是一个天才，他

知道自己在学派历史上只是一个次要人物，而阿

多诺是最重要的，甚至超过霍克海默。同样明显

的是，阿多诺在人际关系中可能是一个很难相处

的人。比如，他还觉得自己在和马尔库塞竞争，甚

至在本雅明生命的最后阶段，与他的关系也很糟。
一些人认为，阿多诺以某种方式强迫本雅明改变

了他的一些观点。虽然几乎没有证据表明阿多诺

这么做是出于恶意，但他肯定对本雅明的一些理

论提出了或许不无道理的质疑。
阿多诺和洛文塔尔的竞争最终导致了他们私

人关系的破裂。阿多诺回到德国，帮助重建了法

兰克福研究所，而洛文塔尔则留在了美国。洛文

塔尔从未公开过他们的争吵，总是正面谈论阿多

诺，但这确实是一段非常紧张的关系。
当然，阿多诺在过去 25 年里已经成为法兰克

福学派历史上的关键人物。马尔库塞在很大程度

上已经退出人们视野，弗洛姆也一样，尽管有人试

图重提他们。虽然洛文塔尔关于政治煽动者的著

作在当前环境下获得了新的关注，但他从未有过

阿多诺那种声望。霍克海默在组织研究所方面非

常重要，有许多开创性的想法，但他在写作上遇到

了麻烦，因此他的遗产比较有限。
阿多诺借助音乐方面的研究和他与“第二维

也纳学派”的联系，对 20 世纪音乐史产生了巨大

影响，或者至少对其诠释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在

音乐学上现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或许有争议的人

物，同时他在当代文学批评、社会学、文化理论以

及哲学上也有影响。他多才多艺，有许多不同领

域的支持者，这意味着他继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

角色。

赵勇: 如果没有霍克海默和社会研究所，阿多

诺会不会是他后来的这个样子?

马丁·杰伊: 我认为这是一个后来者如何看

待一个人作为一个集体的代表的问题。霍克海默

非常重要，他是把一切联系在一起的黏合剂，是主

要的组织人物，也有很多原创的想法。霍克海默

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人，但阿多诺在今天已经超

越了他，成为一个更重要的人物。
在法兰克福大学被称为阿多诺广场的中央庭

院里，有一个玻璃柜子，里面放着阿多诺的书桌，

周围是他的文字作品。2003 年，在他百岁诞辰时，

法兰克福把他打造成了一个伟大的市民偶像，成

为城市挚爱之子，几乎可以和歌德相提并论。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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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霍克海默也被称为荣誉市民，但他的角色没那

么突出。
阿多诺当然受益于与霍克海默的关系，由于

流亡时得到了研究所的支持，他可以几乎不受制

度上的限制，长期自由地工作。回到德国后，霍克

海默和他先后担任研究所的所长，在德国教育改

革和政治公共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孜孜

不倦地倡导将德国重建为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坚

持去研究而不是忽视其可怕的过去。

赵勇: 阿多诺曾经写过一篇题为《一个欧洲学

者在美国的学术经历》的文章，您在《永久的流亡

者》一书中，也曾写过一篇题为《阿多诺在美国》
的长文，您觉得阿多诺对美国是否存有某种欧洲

人的偏见? 美国经验，或者更准确地说，美国的经

验主义对阿多诺构成了怎样的影响?

马丁·杰伊: 当阿多诺来到美国时，他和许多

欧洲难民一样，怀着优越感、傲慢和感激的复杂之

情。阿多诺刚到美国时适应得并不快，花了一段

时间他才能欣赏美国文化的某些方面，爵士乐就

是最好的例子。但当他回到德国时，他在美国已

经学得足够多，并且想把美国的某些价值观带回

德国。德特勒夫·克劳森是二战后阿多诺的德国

学生，曾写过最好的阿多诺传记之一，他说过，“没

有美国，就没有批判理论”。他的意思是，阿多诺

的美国经历对后来的批判理论的形成至关重要，

因为阿多诺在流亡期间吸收了大量东西。此外，

尽管哈贝马斯从未移居美国，但他从美国的思想

家那里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实用主义，并与罗

尔斯、理查德·伯恩施坦和理查德·罗蒂等美国

理论家进行了有价值的讨论。第二代批判理论中

的美欧对话可以看作移民时代相互作用的产物，

也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战后带回德国的经验。

赵勇: 众所周知，阿多诺对于 1960 年代的学

生运动持比较消极的态度，因此他也受到了学生

的嘲讽并与学生发生了冲突。事后，阿多诺曾经

说:“当我建立自己的理论模型时，万没想到人们

会用燃烧瓶去实现它。”①这种态度与罗兰·巴特

的“结构不上街”有没有相似之处? 这是不是意味

着批判理论也不能上街?

马丁·杰伊: 这取决于谁走上街头，他们想要

什么，他们如何行动。批判理论与学生运动有着

非常复杂的关系。它帮助创造的并不是一个失控

的“弗兰肯斯坦”，但却无意中鼓励了一种乌托邦

式的行动主义，这种行动主义的目标是无法实现

的。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担心这样会引起更多的反

革命，而不是革命。
批判理论从不认为这是解放行动主义的有效

版本，而认为这是一种伪实践，它源自这样一种信

念，即你必须积极主动地参与其中，并将其作为最

终目标，而不考虑后果。但是该做什么、是否明

智、有效还是无效、富有成效还是适得其反，都没

有得到充分考虑。就像我之前说的，马尔库塞不

同意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关于学生行为的观点，当

时很难知道谁是对的。但结果之一是，许多学生

一开始就觉得，那些理论英雄们的犹豫背叛了他

们( 尽管在后来的几年里，一些人开始承认阿多诺

和霍克海默的立场是明智的) 。

赵勇: 我觉得您对洛文塔尔很有好感，这可能

是基于你们之间的友情。您还亲自为他编过一本

书《无法掌控的过去》。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

中，我觉得洛文塔尔比较低调，对文学社会学、大

众文化的研究也非常扎实。如果让您来评价，您

如何为洛文塔尔定位? 如何评价他在法兰克福学

派中的作用?

马丁·杰伊: 洛文塔尔是一个非常好的合作

者: 他阅读每个人的文章，并作出批判性的回应。
多年来，他一直是《社会研究杂志》的优秀编辑，是

使学派真正成为一个学派的人之一，也是以建设

性的方式与他人合作的人之一。我写第一本书时

曾受益于他和霍克海默的通信，他们讨论制度和

理论问题的程度之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霍克

海默从洛文塔尔身上学到了很多，反之亦然。我

之前说过，霍克海默是资深人物，相对而言，阿多

诺和洛文塔尔、马尔库塞是青年人物，但洛文塔尔

无疑是团队中的一员。他自己的工作基本上有两

个方面。第一个领域可能是被称为高级文学的意

识形态批判，例如后来归入《文学与人的形象》中

的那些论文，其中涉及塞万提斯、莫里哀、歌德和

莎士比亚，以及像挪威小说家克努特·汉姆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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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次要人物。他对自己在克努特·汉姆生作品

中发现了法西斯主义的原始倾向这一事实感到非

常自豪，因为这一发现远在汉姆生成为纳粹占领

挪威期间的拥护者之前。本雅明也曾赞赏汉姆

生，但洛文塔尔认识到他作品中有法西斯主义的

意识形态倾向。
第二个领域是对大众文化的定性分析，例如

通俗传记、肥皂剧等。通过洛文塔尔的定性分析，

法兰克福学派对他们后来称之为“文化工业”的批

判获得了实证的分量。他还对反犹主义的研究作

出了贡献，甚至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共同撰写了

《启蒙辩证法》的“反犹主义要素”章节。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来到伯克利后，洛文塔尔

在社会学与文学研究之间铺路搭桥，发挥了关键

作用，并将法兰克福学派的跨学科动力带入了美

国的学术生活。1971 年我来到学校后，有幸成为

他多年的朋友和同事。20 世纪 60 年代，当马尔库

塞受到右翼激进分子的威胁时，洛文塔尔经常把

他带到伯克利，甚至把他藏在旧金山南部卡梅尔

山谷的避暑别墅里。洛文塔尔比法兰克福学派的

其他成员活得都长，作为学派第一代最后一位在

世的人物，他经常去欧洲，特别是德国，担任他们

的发言人，并获得了许多荣誉。就像我之前说的，

他总是正面评价阿多诺，尽管他们之间有争执。
他还与哈贝马斯等第二代人物有联系。

赵勇: 在庆贺洛文塔尔 80 岁诞辰纪念文集的

《序言》中，您曾经用“谨慎”一词评论洛文塔尔的

政治态度。① 这种谨慎是个性使然，还是因为洛文

塔尔后来长期生活在美国而不得不处事谨慎? 因

为他如果像马尔库塞那样激进的话，就会受到死

亡威胁。
马丁·杰伊: 与马尔库塞相比，洛文塔尔不那

么热衷于政治，对成为有争议的名人也不那么感

兴趣。作为新左翼的所谓“导师”，马尔库塞成为

右翼的众矢之的，同时也受到左翼一定程度上的

追捧，而洛文塔尔始终处于幕后。在伯克利，他非

常支持激进的学生，并协助撰写了一份报告，对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的言论自由运动作出了回应，因

此他从未像阿多诺在德国那样被视为背叛学生的

人。但他不是一个公开发言的政治人物或公共知

识分子。据我所知，他从未介入过媒体上的政治

辩论，究竟是因为他的个性，还是仅仅出于谨慎，

这很难说。但他肯定被理解为同情学生事业和左

翼政治。

赵勇: 既然您说到这里，我就想问，法兰克福

学派是否影响了美国的新左翼?

马丁·杰伊: 法兰克福学派本身在 20 世纪 60
年代并不太出名，尽管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在

学生中影响很大。该书认为，不仅少数群体、工人

或其他传统的阶级受到了剥削，生活在富足社会

的学生也受到了剥削，尽管他们享有特权，但他们

可以理解自己也是单向度文化工业的受害者。马

尔库塞使他们感受到与其他受压迫群体的相似

性，而不仅仅是同情后者的困境。但总的来说，法

兰克福学派还不为人所知。事实上，美国新左翼

对马尔库塞的解读非常肤浅，他们几乎不了解马

尔库塞思想更深层次的理论基础。所以很难说他

们在美国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与他们在德国所扮演

的角色是一样的。

赵勇: 洛文塔尔有句名言: “大众文化是精神

分析的对立面。”阿多诺对他的这句话非常欣赏，

您在文章中也有引用和简单分析。您能否再解释

一下并谈谈它的深层含义?

马丁·杰伊: 我认为它的主旨很简单: 精神分

析试图让你反思存在的冲突，通过诚实和直面深

层正在发生的事情来解决它，并通过与治疗师的

主体间性关系来加以实现。治疗师不会告诉你该

做什么———他或她不是权威人士或导师，但允许

你通过移情来获得更多自主权，从而理解是什么

激发了你的自毁行为和情绪。精神分析师不是指

导学生的大师，也不是激励你追随他的领袖，而是

帮助你克服对大师的依赖，获得更大的自我掌控、
自主和自我控制能力。

大众文化恰恰相反。它创建依赖关系，使你

看不到真正的问题。它给你带来虚假的或表面的

满足，阻止你反思和发现自己的真实情况。在某

种程度上，大众文化与精神分析的作用是相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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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阿多诺认为洛文塔尔精辟的格言非常令人信

服。

赵勇: 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之后，又有第二代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第三代霍耐特的

“承认”理论，还有第四代罗萨的“社会加速”理

论。您觉得这是对批判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吗? 批

判理论应该怎样发展才是它可能的正确方向?

马丁·杰伊: 法兰克福学派之所以能够取得

巨大成功，部分原因在于它的发展和改变。像许

多其他学派一样，从来就没有绝对忠实或服从原

初文本的必要。最初的人物也没有扮演受人尊敬

的创始人的角色，把其他人都变成虔诚的信徒。
他们非常幸运，因为第二代有很多人，比如阿尔布

莱希特·维尔默、克劳斯·奥费、德特勒夫·克劳

森，当然还有哈贝马斯，他们或多或少是独立于第

一代发展起来的。我最近的一本书《理性衰落之

后———论晚期批判理论》，用很长篇幅讨论了早期

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

对理性的理解，当哈贝马斯意识到原来对客观理

性的强调使用作为一个规范批判的基础并不充分

时，他就将其往交往理性的方向发展了。我自己

也被交往理论所吸引，我觉得将理性理解为在话

语互动中论证的必要性，仍然是一种有价值的规

范性选择，可以替代某些科学的或黑格尔式的唯

心主义理性概念。
可以肯定的是，人们对哈贝马斯的立场提出

了许多异议，这些异议在我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中

得到了论述。也许第三代学派中最重要的人物是

阿克塞尔·霍耐特，他专注于认知问题，这不仅来

自黑格尔，也来自社会理论家如乔治·赫伯特·
米德和精神分析对象关系理论。相比理性交流，

他的兴趣更多在于一种承认或认可的辩证法，这

种辩证法涉及从婴儿期开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并决定了人一生的社会关系。我们可以说，批

判理论仍然是一个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具有潜

在的政治影响，已经超出了它的出发点。
在伯克利，我们有一个“批判理论”项目，它隶

属于一个世界范围内类似项目的联盟。朱迪斯·
巴特勒是其主要创始人，这使得人们更加关注性

别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中并

不那么重要。我们也对身份政治和后结构主义的

遗产问题感兴趣，因此这就超越了批判理论早期

的定义，作出了进一步扩展。

赵勇: 您在《阿多诺》一书的导言部分提到了

阿多诺的文风问题，您是这样描述的:“1960 年代

中期，阿多诺的一本书首次译成英文，勇敢的译者

写了一篇谨慎的序文，标题是《天书的迻译》。此

后便有了对阿多诺著作的翻译。但很有意思的

是，除极个别的例外，他著作的译者很少愿意再译

他的另一部著作。”①我也曾做过尝试，深感困难

重重。阿多诺的这种文风甚至也难住了马尔库

塞，因为他就说过:“阿多诺的许多段落连我都读

不懂。”②您如何评价阿多诺所追求的这种“无调

性”或“非同一性”文风? 您在《法兰克福学派史》
1996 年版《序言》中说:“阿多诺的‘漂流瓶’———
他扔向‘野蛮洪流涨满欧洲’的信息瓶，在我们这

个幸好野蛮较少的时代已抵达多个海岸。”③如果

无法破解这个“瓶中信”，那么抵达海岸的意义又

有多大? 对于阿多诺著作文章不好读或读不懂这

个世界性难题，不知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马丁·杰伊: 如何翻译阿多诺的作品在今天

仍是一个难题，不过当时我说没有人愿意尝试第

二次翻译，依据的是 30 年前的观察。从那以后，

罗伯特·哈洛特 － 肯特尔翻译了几部优秀作品，

从阿多诺的关于克尔凯郭尔的书开始，然后是《现

代音乐哲学》，最重要的是《美学理论》，这是该书

的第二个译本。15 年前由克里斯蒂安·伦哈特翻

译的第 1 版使得阿多诺过于易懂了。阿多诺所写

的长句子段落中没有任何断点或副标题，但伦哈

特将其分解，试图使其成为易于理解的段落。
哈洛特 － 肯特尔认为，这是对阿多诺艰深风

格的背叛，这种风格内在地表达了他思想的复杂

性。《美学理论》修正了的翻译更接近于苛刻的原

文，但矛盾的是，它反而对当代英美思想界产生了

更有力的影响。哈罗特 －肯特尔现在正在重译《否

定辩证法》，这本书的第一次翻译不太理想。《启蒙

辩证法》也需要第二次翻译，尽管他没有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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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Martin Jay，Adorno，p． 12．
［英］麦基编: 《思想家———当代哲学的创造者们》，周穗明等

译，三联书店 1987 年版第 77 页。
Martin Jay，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A Hist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1923 － 1950，p． xx．



从个人经历而言，我想代表英语国家的读者

向塞缪尔·韦伯和他当时的妻子谢瑞·韦伯表达

感激，因为他们勇敢地翻译了《棱镜》，这是阿多诺

第一部被翻译成英语的作品，我想应该是在 1967
年。当韦伯在为这本书写的《序言》中说它涉及

“翻译那些不可译的东西”时，他是在提醒我们，即

使尽了最大的努力，也不可避免地会失去什么。
但正如本雅明所说，翻译不应该仅仅因为表面上

提供了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平稳过渡而受

到赞扬。相反，他们可以在新旧两种语言之间创

造一些新的东西，在文本中揭示一些原本不存在

却潜藏在文本中的东西，从而创造出更丰富的语

际意义的可能性。
所以我认为翻译的版本越多越好。我那本关

于阿多诺的小书被翻译了两次。我能想象将法兰

克福学派的文本翻译成中文是多么的困难，希望

阿多诺的一些独特的风格能够被保留下来。
值得指出的另一点是，阿多诺意识到了口语

与书面语的区别。尽管他的讲稿最终被发表了，

但他非常不愿意让公众阅读他的讲稿，同时他故

意用一种不容易说出口的方式来写作。《美学理

论》不可能以讲座的形式呈现，尽管他确实发表了

一些关于美学理论的初步演讲，这些演讲现在已

经可以得到 ( 而且也更容易理解) 。像德里达一

样，他欣赏书面语与口语之间的关键区别，前者通

过表达方式使思想变得更浓稠，后者追求的是清

晰和透明。与阿多诺的作品作斗争是值得的，因

为他的思想已经够复杂的了，他的作品需要有一

定的难度，要慢下来才能读懂。我认为在这个被

快餐和即时满足统治的世界中，这是一件好事。

赵勇: 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翻译是理解的

进步。
马丁·杰伊: 是的，你必须把要译的内容读

完，可能要读好几遍。经过多次阅读，我知道自己

每一次都学到了新东西。我从不认为自己彻底把

握了文本，我总能收获上一次阅读没有理解的东

西。在那些对话口吻的写作中情况并非如此，它

们将简单和清晰置于复杂之上。

赵勇: 最后请教您一个翻译问题。阿多诺的

Minima Moralia: Reflections from Damaged Life 一书

非常重要，但一直没被引入中国( 不过估计很快会

有两个译本面世) ，但书名却早有翻译了。通常的

译法是《最低限度的道德》，但考虑到阿多诺喜欢

反用( 其实也是戏仿) 他人表达而在对比中推出自

己的思考，如 Minima Moralia“题献”的第一句话中

有“忧郁的科学”之说，便是反用了尼采所谓的

“快乐的科学”。我也看到过一个资料，说 Minima
Moralia 是对亚里士多德 Magna Moralia( 《大伦理

学》) 的 反 用 和 戏 访，那 么 是 否 可 以 把 Minima
Moralia 译作《小伦理学》?

马丁·杰伊: 我认为这两种引用———“忧郁的

科学”与“快乐的科学”的对立，“Minima Moralia”
与“Magna Moralia”的对立，都表明阿多诺意识到

了哲学传统。在第一种情况下，他指的是尼采; 在

第二种情况下，他指的是亚里士多德，但他也意识

到其间的历史距离。在大屠杀的余波中，在幸存

者被毁的生活中，你无法写出一门快乐的科学，你

只能是忧郁的，意识到历史已经走向可怕的方向。
“Minima”而不是“Magna”意味着你不能建立

一个基于第一原则的义务道德体系。你所能做的

就是以一种微观的道德与格言的例子来提供默示

的道德教训，但这不能归结为抽象的道德戒律。
这是一种特殊的、非同一的、矛盾的道德，一种知

道自己不可能完全一致的道德。它与传统的约束

道德或伦理规则的概念非常不同。这是一种在事

物不再凝聚成系统整体的时代的道德。尽管如

此，它还是通过引导你对那些之前可能认为理所

当然的假设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从而给你一些

指导。这就是为什么阿多诺愿意说只有夸张是真

实的。因为它把你推到了一个妥协的温和位置。
在这个位置上，矛盾可以毫不费力地被克服或否

定。承认和面对道德直觉的不调和并置，而非它

们的完全调解，可能会带来一些好处。

( 赵勇: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

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

( 责任编辑: 张甲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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