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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方社会有两种典型的宽容构想即宗教宽容和文化宽容。从它们的各自代表即洛克和沃尔泽入手，分别阐述这两
种宽容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点，并力图从方法论上揭示出它们的各自构建过程，以求达到对西方社会进行宽容建设的努力
作出一种哲学上的把握和评价。从宗教宽容到文化宽容的发展具有必然性，它对于我们把握当今文化全球化的发展态势，
发展和传播我国的和谐文化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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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社会的构建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关系。

所规定、并使上帝喜悦的那些东西，因之是必不可少的；而

这是因为社会的现代化导致社会关系日渐分化和复杂化，

辅助部分，系指那些虽然总地说来不能与礼仪截然分开，

社会冲突和矛盾层出不穷，并且表现出一种日常化、常态

但由于对具体的事物本身或其改变并无明确规定，因之是

化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一种有力的宽容体系

礼拜的时间、
地点、
习惯和姿势，
即属于
无足轻重的。例如，

的内在支撑，社会难免会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之中甚至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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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琢磨洛克的这些观点，
表面上看来十分古怪
此类”

体。西方现代化的率先发动和实现，为宽容社会的构建提

而较真，实际上却包含着重大的思想。首先，在洛克看来，

供了动力和有利条件。在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中先后出现了

各宗教或教派都以拯救人的灵魂为主要事务，因此它们之

两种主要的宽容构想，即宗教宽容和文化宽容。目前这两

间在本质上并无区别，这是宗教宽容的基础。其次，
关于灵

种宽容在世界上仍然具有很大影响力。当前我们正在构建

魂如何得救的问题，各宗教教派可能存在着尖锐的分歧，

和谐社会，文化宽容也是应有之义。笔者认为，
从方法论层

只要这些分歧无碍于宗教的目的就必须得到承认和维护，

面上对这两种宽容观的重要代表即洛克的宗教宽容和沃

这是宗教宽容的主要内容。最后，宗教宽容是实现人的自

尔泽的文化宽容作一阐述和分析不无裨益。

由、幸福、真诚、和谐生活的必要途径，因为宗教本身就代

一、
洛克的宗教宽容思想

表着这种最高追求。

洛克是近代西方思想启蒙的重要代表，他较早地关注

洛克注意到单纯从内部来规定宗教宽容是远远不够

到了社会宽容的重要性，并且提出了构建宽容社会的系统

的，还必须从外部来规定宗教宽容，这就是要实行政教分

性建议。针对当时欧洲范围内的宗教问题以及由此所引起

离。尽管洛克把政教分离当做是宗教宽容的手段，但最具

的政治纷争，洛克提出了一套以宗教宽容为核心，以政教

有现实的和进步的意义的恰恰就是这个观点。对此我们可

分离为保障的社会宽容体系。在洛克看来，宗教在本质上

以从两个方面来把握。一方面，洛克坚决反对政府对公民

是宽容的。这是因为宗教涉及的纯粹是人的内心，因此它

信仰领域进行干涉，他说，
“灵魂拯救的事不可能属于官长

只能是每个人自己的事，任何人和任何机构组织都不能强

掌管，因为即令法律和刑罚的威力能够说服和改变人的思

迫或代替某个人信仰或不信仰某种宗教，宗教信仰是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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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却全然无助于拯救灵魂。”
“公民政府的全部权力仅与

个人主义的。针对当时基督教各教派内部越来越倾向于通

人们的公民利益有关，并且仅限于掌管今生的事情，而与

过诉求宗教礼仪来彼此相互区别的问题，洛克提出了礼仪

来世毫不相干”[1]8。另一方面，洛克也同样反对宗教诉求于

的本身部分和辅助部分的划分。洛克说，
“关于宗教礼仪问

世俗权力，反对各宗教教派之间利用政治权力相互倾轧，

题，我们应当明确何者是属于礼仪的本身部分，何者只是

他讥讽地说道，
“ 基督教世界之所以发生以宗教为借口的

它的辅助部分，所谓礼仪部分，一般认为系指那些为上帝

一切纷乱和战争，
并非因为存在着各式各样的不同意见(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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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可避免的)，而是因为拒绝对那些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实

是，在世界市场时代，仍然还有很多人用宗教的眼光来审

行宽容（而这是能够做到的）。为贪婪和统治他人的欲望所

视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冲突，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亨廷顿的文

驱使的教会首领们，利用官长们的狂妄野心和幼稚的民众

明冲突论。这些人没有看到用宗教来解释文化已经有很大

的迷信心理，违反福音书的原理和仁爱的训示，向他们传

的局限性。这是因为，其一，宗教并不是每种文化的核心，

播宗派分立论者和异端派将被剥夺其财产并予以毁灭的

而且很多地域文化根本就没有宗教；其二，用宗教来解释

邪说，以此来诱惑和煽动他们去反对那些与他们持有不同

文化本身就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沃尔泽首先是从不同文

意见的人” 。因此，在洛克看来，划清了宗教与政府的界

化之间的差异性或多样性来反思和构建其宽容思想的。在

限，实施了政教分离就代表着宗教宽容得到了最终的实

沃尔泽看来，文化的差异性或多样性尽管可以成为宽容的

现。当然，这种政教分离跟后来宗教批判时代的政教分离

一个必要依据，但这个依据并不充分。这是因为，在现实

具有明显的区别，它不是从世俗政权出发，而是从宗教出

中，对差异性的绝对容忍很可能要瓦解一些共同体的基

发，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础，从而使社会走向更加不宽容的状态。也就是说，
一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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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简短阐述来看，洛克的宗教宽容思想具有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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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存在和发展一方面要体现出与他者文化相区别的特

明的欧洲特色，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可以从中得到有益启示。

点，另一方面又必须争取内部成员的一致性认同。差异性

在洛克那里，
宗教并不单纯指的是某个社会性组织的存在，

的诉求与共同性的诉求总是相辅相成的。在这种情况下，

更多的时候它代表的是人类在精神或文化上的最高追求，

宽容该怎么构建呢？或者说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我们才能够

从这个方面来看，洛克的宗教宽容实质上就是在宗教名义

谈得上宽容呢？沃尔泽从生存论的角度提出宽容的定义即

下要求文化宽容，它反映的是当时新兴资产阶级在利益上

和平共处，也即一方的生存不以任何的另一方的消亡为条

的自我觉醒，
具有进步意义。这不仅仅在于它对文化宽容的

件，更通俗一点来说就是，让自己活下去也让别人能够活

真诚呼唤，更在于它在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文化体系

下去这样一种相互的关系。

中发现了文化宽容的因子即对人的尊重，并围绕着这种自

在沃尔泽看来，和平共处之所以能够和必须作为文化

由因子的实现展开了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是精神生产方面

宽容的内涵或准则就在于，尽管它可能存在着无限的共处

的主要是宗教的宽容，
二是政治机构的世俗关照。但不可否

形式，但“所有这些形式并不是普遍行之有效的，除了提出

认的是，
洛克的宗教宽容思想本身仍然是很不彻底的，
一方

和平价值以及其所需求的宽容准则这些最起码的要求外

面，他要求极力摆脱宗教实行真正的文化宽容；另一方面，

（这些准则大体上与人权的要求相一致），不存在支配着宽

他又把宗教看做是最高的文化而极力维护它。这个矛盾的

容机制的原则，也不存在代表某些特殊的政治或立宪安

产生主要与当时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还未在世界范围内确

排，要求我们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时间和地点所采用的行

立起来有关。等到世界市场的形成即资产阶级在世界上完

动原则。程序主义的论证无法帮助我们，这完全因为它们

全占据统治地位之后，文化宽容的这层神秘面纱也就将被

在时间和地点上没有什么差异，它们与环境因素毫无关

最终揭去。对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有过精彩的描述，

共处本身并不能为宽容提供任何有意义
系”[3]2。这就是说，

他说，
“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

的说明，只有当这种共处呈现出和平状态时，我们才谈得

的、
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把宗教虔诚、

上宽容。那么和平又是什么呢？和平当然不是
“老死不相往

骑士热忱、
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
淹没在利己主

来”那种状态，和平首先意味着一种持续的交往状态；其

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

次，和平还意味着相互利用和双赢的状态，沃尔泽说，
“倘

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2]275

若彼方体制中的某个方面经过适当的修改后能被此方加

应该看到，世界市场的形成带来的最根本最内在的冲突就

以利用，那么，我们会致力于这种改革，目的在于为我们包

是文化冲突，在这里，不仅有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还有东方

括我们所重视的群体以及我们个人自己取得最佳安排”[3]4。

与西方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
文化宽容思想应运而生也就

第三，和平还意味着一种新的共同性的生成状态，这一点

再自然不过了。

尤其重要。具体来看，沃尔泽的文化宽容思想反映了当代

二、沃尔泽的文化宽容思想

世界的宽容实践的发展，为文化宽容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

人类进入 20 世纪，随着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的世界

献，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化，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差别性不仅表现在范围、规模

第一，
对文化的辩证分析。文化不仅是多样性，
而且也

等量的方面，而且更表现在不同质的方面。这样的一种世

具有同一性，并且这种同一性就蕴含在人类的共同的生活

界交往，不仅为社会宽容的实现就提出了新的挑战，而且

方式中。这是文化宽容的要义。提倡文化宽容实质上就是

也提供了某种新的机遇。沃尔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通过重

把整个人类（当然是有差异性的人类）当做一个整体来对

新审视以前的宽容思想提出了文化宽容思想的。要注意的

待，旨在一种共同生活中获得发展。沃尔泽说，
“我所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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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宽容是那种当有争议的差异性表现为文化、宗教以及生

宗教的、
文化的各个方面。但沃
的宽容则扩大到了社会的、

活方式上的差异性时的宽容——
—即当另外一部分人不是

尔泽强调，对个体的宽容超过对群体的宽容并不能够保证

共同参与者，或当没有共同参加的竞赛和没有对由他们所

社会宽容得到了完全实现，它只表示这种宽容需要得到更

培植和展现的差异性提出根本需求时所表现的宽容” 。基

细致的体制构建。不过，我们要指出的是，
在宽容的历史构

于对文化的辩证分析，沃尔泽提出了五种宽容的态度，
“首

建中，沃尔泽的相对主义宽容观表现明显，在他看来，任何

先是一种反映 16 世纪和 17 世纪宗教宽容起源的潜在价

一种宽容体制都可以达到最佳的宽容状态。这自然消弱了

值，它纯粹是为了和平而顺从地接受差异性。人类长年累

这种历史构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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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地互相残杀，但幸运的是人瘦马乏，不愿恋战，我们把这

总之，沃尔泽的文化宽容思想是文化的世界性发展和

种心情称之为宽容。但我们可以追溯到一系列更实质性的

交流的产物。应该看到，当今文化不再仅仅是民族（或国

容忍。第二种对待差异性可能采取的态度是被动的、随和

家）内部的问题，
也是世界性问题。因此要理解和解决当今

‘兼收并蓄成一统’
。第三种态度产
的以及无恶意的冷淡：

世界文化问题，基于和平共处的文化宽容体系构建是个合

生于一种具有道德意义的容忍。对‘那部分人’
拥有各种权

理的途径。因此沃尔泽发展洛克的宽容观提出基于和平共

利予以一种原则上的认可，虽然他们以种种默默无闻的方

处的文化宽容思想具有重要意义。但沃尔泽没有看到当今

式来实现这些权利。第四种态度表现为对别人的坦率、好

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特别是没有看到这种文化发展的不

奇、甚至尊重，愿意倾听别人的意见并向别人学习。排列最

平衡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全球性扩张有密切关系，因而

后的一种态度是积极拥护差异性：如果差异性以文化的形

这种文化宽容的构建仍不免带有十分浓厚的乌托邦色彩。

式来体现上帝创造的广泛性利多样性，或自然界的广泛性

结语

和多样性，那么这是一种具有美学意义上的拥护，抑或一

通过对洛克和沃尔泽宽容思想的分别考察，可以看

种具有实用意义的拥护”

。从这里可以看出，第五种态

到，两者在理论表述上有着十分明显的差别，前者论述一

度实际上跟我们的和谐文化观没有根本性区别，都要求人

般宗教思想问题以及与此有关的政教分离问题，后者论述

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因此，
离开了对文化的辩证分
与人、

的则是民族或共同体的文化关系及其国际体系构建；前者

析和把握，这种和谐相处的状态是无法理解的。

基于一种文化体系（即基督教文化体系）内部来进行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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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对宽容的历史构建。从前面五种态度的描述以

构建，后者则是基于世界文化多元体系之间来进行宽容构

及文化宽容本质的分析中我们就已经看到，宽容并不是一

建；前者从宗教的本质出发，要求宗教宽容，后者则从文化

种停滞的状态，而是一种流动的状态，这种流动的状态决

的本质出发，
要求文化宽容，
等等。这一方面反映了宽容具

定了宽容的构建必然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为此，沃尔泽提

有向内和向外两个向度，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从宗教宽容到

出五种宽容的历史形式，即多民族帝国、国际社会、联盟

文化宽容扬弃发展的必然性。但不可忽略的是，不管是洛

制、民族国家和移民社会，这五种形式基本上涵盖了历史

克的宗教宽容，还是沃尔泽的文化宽容，它们都是基于文

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和民族。宽容的历史构建特点主要体现

化个性主义和多元主义提出来的。也就是说，文化的个性

在宽容对象上，它要求极其细致地注意区分对群体的宽容

化和多元化是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点，这是宽容的本

和对个体的宽容，不同的宽容形式在宽容对象上是极不一

质诉求所在。因此，
对于任何民族来说，
无论它是要发展自

样的。比如，在民族国家里，
“宽容一般不是针对群体的而

己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以获得自我认同，还是它要走向世

是针对个人参与者。这些个人参与者通常按老套套先是被

界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和传播以获得自我提升，文化的个

视为公民。其次再被视为这个或那个少数民族中的成员。

性化和多元化都是不可或缺的。从这个方面来说，文化宽

作为公民，他们像其他人一样拥有权利和义务，并希望他

容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生命力所在。特别是在当今世界文化

们积极参与大多数人的政治文化；作为成员，他们‘这类

激荡的时代，如果哪一个民族对内施行文化压制，对外施

人’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并允许他们组建自愿社团，建立

行文化仇视，
就无异于自杀。毫无疑问，
目前我们国家正在

互助组织，创办私立学校，成立文化协会和出版社等、但不

进行的和谐文化建设，以及最近提出的文化软实力发展战

允许他们搞自治，不允许他们对其同胞实行司法管辖。少

略，
必将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大发展创造重要条件。

数人的宗教文化和历史或许可以称为小集体——
—然而大
集体即民族国家始终对它们存有疑虑。任何要求在公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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