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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與辯證地批判。

在理論上，自由主義堅持以絕對的個人主義

為其理論根基，以片面的消極自由為其理論旨歸，

以機械的理性主義為其理論依托，以封閉的西方

中心主義為其理論最終

訴求。在堅持四個至上的

理論本位思想影響下，西

方自由主義在政治實踐中

構建了四個頑固的現實邏

輯，即以固化的資本邏輯

為其現實基礎，以放任的

市場邏輯為其現實標準，

以偏狹的選舉邏輯為其現

實形式，以僵化的冷戰邏

輯為其現實目的。

一、絕對的個人主

義本位下壟斷

的資本邏輯

當新冠肺炎疫情肆

虐時，各國政府本應宣布

進入全面嚴查患者的緊張

狀態，然而我們卻驚異地

看到美國等奉行「自由主義」的西方國家卻對此持

放任態度，信奉「個人至上」的西方公民無從知曉

自己的染病情況，盲目的政府對應著盲目的民眾，

共同面對著疫情肆虐的現實。為什麼呢？昂貴的檢

測費用、短缺的檢測試劑、無助的居家隔離、天價

的治療花銷、無望的醫療制度，使得民眾只能自動

放棄了治療，陷入自生自滅的境地。

疫情下的西方自由主義的文化之殤
■ 文長春

黑龍江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在一定意義上講，2020年初的這次新冠肺炎

疫情可以說是二戰以來最嚴重的世界性公共危機

之一，它無異於一次世界性的全方位會考，顯然，

西方社會在這次會考中沒有交上完美的答卷。在

這次疫情面前，西方國家

和社會普遍地出現了一些

與抗疫並不相符的景象：

英國的集體免疫、美國的

東西聯省自保、西班牙的

民眾抗疫遊行、瑞典的

四不放任政策，期間呈現

出個人的無助、社會的無

序、政府的無力狀態，西

方資本主義社會的深刻

危機從中可見一斑。這些

看似突發的「黑天鵝」事

件卻絕非偶然，實質上是

司空見慣的「灰犀牛」現

象，我們相信是西方社會

根深蒂固的自由主義文化

的影響，從而導致了西方

政府的進退失據。

西方社會儘管意識

形態多元，但自由主義(包括近數十年流行的新自

由主義)是其主流範式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從歷

史到現實，從理論到實踐，從宏觀到微觀來看，自

由主義深刻地形塑著西方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

樣態。西方社會的所謂「奇葩」操作毫無誇張地說

均拜自由主義所賜，因此透視西方的抗疫操作的

真實面目，必須對其自由主義文化根源進行深刻地

摘  要：面對新冠疫情，西方社會所提交的答卷

並不完美，期間出現了大量的個人無助、社會無序

與政府無力的不堪狀態。追根溯源，作為西方社

會主流範式的自由主義文化難辭其咎。自由主義

文化在其理論與實踐中的局限性展露無遺，其理

論上遵循絕對的個人主義、片面的消極自由、機

械的理性主義與封閉的西方中心主義本位；在實

踐中衍化為壟斷的資本邏輯、放任的市場邏輯、

偏狹的選舉邏輯與固化的冷戰邏輯。理論與實踐

的共同作用，導致自由主義無可避免地陷入困境。

這次西方社會的戰「疫」表現進一步揭露自由主

義的文化危機，其固有的傲慢與偏見昭示著自由

主義文化之殤。

關鍵詞：新冠肺炎疫情；自由主義文化危機；個人

主義；西方中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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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西方國家與社會在此次疫情面前的表

現，絕非偶然為之，其中個人主義的影響至為根

本。自由主義奉個人主義為其理論圭臬，推崇和強

調個人主義至上。在探尋物質實體與世界本原的

形而上學思維主導下，個人被視為構成社會的基

本粒子與社會的本原，個體是最終的不可分割的

政治實體。「我思故我在」確證了個人主義以個人

為中心的倫理學、形而上學。

個人主義至上堅持以個人利益為本位，一

方面表現為「個人至上」，一方面表現為「利益至

上」。「個人至上」意味著個人成為社會主宰，而極

端的個性自由、自決原則撕裂著社會群體彼此之

間的聯繫紐帶，吞噬著共同信奉的社會原則。個人

的原子性與單子性，使得社會極易被割裂成各自

獨立的、封閉的「孤島」，社會變得「空心化」、「離

散化」、「碎片化」。絕對的個人主義的結果必將導

致唯我獨尊，個人凌駕於社會之上。「利益至上」

意味著利益一旦被奉為崇高，就會成為社會行動

的唯一規範，就會肆無忌憚地竊居本屬於道德的

聖位。當個人至上與利益至上統合在一起之時，當

個人私利代替社會公益成為社會粘合劑之時，「私

利即公益」，唯利是圖理所當然地具備了神性。以

利己主義為基礎的資本邏輯自然地生成，資本邏

輯全面地主導著整個西方社會的運作。

馬克思指出，這個資本時代到來了之後，所有

人都被視為不可避免地是交換、交易，也許還有

轉讓的對象。在這個時代之前，德性、愛情、觀點、

科學、是非觀念等等，可以被轉讓，而不是交換；

可以被贈與，而不是被出售；可以被占有，而不是

被購買。在這個時代之後，簡單地說，所有東西最

後都成為可以交易的了。因此，「這是一個普遍敗

壞、徹底唯利是圖的時代，用政治經濟學的術語來

說，在這個時代裏的任何事物，道德的或是物質

的，都具有某種可以用金錢衡量的價值，而適合它

的價值則需要由市場來評定」。[1]

西方社會面對疫情的無力狀態，正是拜資本

邏輯所賜。毫無疑問，資本是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方

式的核心範疇。資本是能夠帶來剩餘價值的價值，

資本在追逐剩餘價值最大化的過程中，必然追求

私有化、自由化與市場化。「資本不是物，而是一定

的、社會的、屬於一定歷史社會形態的生產關係，

它體現在一個物上，並賦予這個物以獨特的社會

性質」。[2]隨著資本的極度自由化、市場化進而導

致資本的無限擴張，社會的方方面面都被資本所

異化，資本家變成了人格化的資本，勞動者變成了

待沽的人力資本。「資本只有一種生活本能，這就

是增值自身，獲取剩餘價值，用自己不變部分即生

產資料吮吸盡可能多的剩餘勞動。資本是死勞動，

它像吸血鬼一樣，只有吮吸活勞動才有生命，吮吸

的活勞動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3]

政府的邏輯完全被資本的邏輯操縱了，有些

時候卻無法按時提供公共物品，而且所謂的公共

福利越來越形同虛設，並不能讓所有人均等地享

受得到。至此，政府不過是代替資本在管理國家

事務，而國家事務也不過是資本的載體與利潤的

化身，儘管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一直以來號稱為從

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天堂。西方社會的運作堅持資

本的邏輯，即尋求資本利潤的最大化，它要考慮的

是成本—效益，投入必須要有產出，投資利潤率

是其唯一目的。因此，如果無利可圖，人道主義就

是一句空話，西方自由主義社會不會自發地陷入

人道主義的窠臼之中。防護物資、檢測試劑、醫療

衛生服務等公共產品的供給只能依賴於政府，而

政府卻受制於各路財閥的利潤考量而無計可施。

正像馬克思指出的「一切現實的危機的最終原因

始終是：群眾貧窮和群眾的消費受到限制」。[4]財

富從來不會主動地向窮人傾斜，除非其中有利可

圖。這就如同美國所深惡痛絕的槍支管理一樣，

很多情況下政府只能是口惠而實不至，維護資本

的邏輯就是政府的最大邏輯。

當人道邏輯讓位於資本邏輯，有病無錢就無

法享受到應有的治療，那些優良器械只能閑置而

不能物盡其用。美國的醫療技術與救治水平實屬

一流，在美國只要有錢就可以實時得到預防性的

病毒檢測，甚至私人公司都可以上門服務，然而這

卻與普通人無關。無論是檢測、還是隔離、直至治

療卻不是所有人能夠應付得起。

西方自由主義國家的癥結離不開「資本」的

邏輯，「只有資本才能創造出資產階級社會，並創

造出社會成員對自然界和社會聯繫本身的普遍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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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5]早在《1844年哲學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

批評亞當．斯密等人過分地迷戀與信奉資本邏輯，

他們機械地認為社會的發展與人類的進步就在於

財富的增值運動，認為掌握了資本邏輯就掌控了

歷史的發展密鑰與抽象公式。這些學者堅信「資

本是一切社會發展階段都普遍存在的生產工具和

勞動材料，是一切社會生產都必須使用的，因而資

本是一個人類社會發展的任何階段都存在的超歷

史的永恆現象和範疇」，[6]資本主義社會被無限擴

張的資本所壟斷，最大的異化就是人被「資本」的

全面異化，人只有在物質財富的占有中才能實現

自我，成為只追逐利益的「單向度」的人，從而失

掉真正的自我。現實的社會必須進行「私有財產的

積極的揚棄，作為對人的生命的占有，是一切異化

的積極的揚棄，從而是從宗教、家庭、國家等等向

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即社會的存在的復歸」。[7]

正像伍德所指出的那樣，幻想依靠資本邏輯

去維護資本主義的未來是無望的，「由於資本主義

對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對自然環境的影響範

圍廣且影響程度深，其自身的矛盾毫無疑問將日

益擺脫所有對其實施的控制手段。人們所抱有的

實現一個人性的、真正民主的且生態上可持續的

資本主義之希望，正在變得愈發不現實」。[8]而且，

資本邏輯並不會自發地實現財富的公平分配與社

會的安定秩序，「認為現代經濟增長的本質特徵，

或者市場經濟法則，能夠確保降低財富不平等，並

實現社會和諧穩定，是一種幻想」。[9]

列寧早就這樣判定：「資本既然存在，也就統

治著整個社會，所以任何民主共和制、任何選舉制

度都不會改變事情的實質」。[10]恰如鄭永年所指出

的那樣：「在西方，近代以來一直就是資本主導政

治的，而政治則是對資本邏輯的反應」。

資產階級通過手中的資本成功換取政治權

力，然後再運用手中的政治權力獲取更加豐厚的

財富，這是資本主義財富觀支配選舉制度的本質。

「國家的統治形式可以各不相同：在有這種形式

的地方，資本就用這種方式表現它的力量，在有另

一種形式的地方，資本又用另一種方式表現它的

力量，但實質上政權總是操在資本手裏，不管權力

有沒有資格限制或其他限制，不管是不是民主共

和國，反正都是一樣，而且共和國愈民主，資本主

義的這種統治就愈厲害，愈無恥」。[11]可以說，資

本作為新財富觀是包括資本主義選舉制度在內的

資本主義民主政治制度的至高意識形態，而且必

將持續發酵。

二、片面的消極自由本位下放任的

市場邏輯

為了使資本邏輯能夠暢行無阻，資本邏輯必

須與市場邏輯配套才能作到相得益彰。在這次疫

情當中，我們時常看到一些西方自由政府極力倡

導一種自願隔離、自行免疫、自我救治的情況，其

中可以窺見放縱的市場邏輯身影。西方社會之所

以不及時救援，甚至於一再延誤戰機，原因就在

於它倡導一種根源於個人消極自由的放任的市場

邏輯。市場邏輯只看重程序與過程，並不關注結果

與實質；只看重自發秩序與自由規則，並不關注組

織秩序與權威規則。

如果說市場的邏輯是資本邏輯的衍生物，那

麼片面的消極自由就是二者共同的文化根源。「自

由一宗」儘管有保守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兩派

之分，個人自由卻是共同價值取向。「自由一體」

儘管有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的兩面之別，消極自

由卻占據著支配地位，積極自由被忽略掉了。自由

的消極一極被無限放大、片面地延展，伯林儘管

承認兩種自由觀的存在，但同樣傾向於消極自由，

他說：「有人認為我捍衛消極自由而反對積極自

由，以為消極自由更文明，那只是因為我覺得，積

極自由雖然在日常生活中更為重要，但與消極自

由相比更頻繁地被歪曲和濫用」。[12]正如馬克思

指出的那樣，「這裏所說的人的自由，是作為孤立

的、封閉在自身的單子裏的那種人的自由」。「自

由這項人權並不是建立在人與人結合起來的基礎

上的，而是建立在人與人分離的基礎上。這項權

利就是這種分離的權利，是狹隘的、封閉在自身

的個人的權利」。[13]這種自由既不能是也無法是

與他人共享的自由，而只能是一種排他的消極自

由。

「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如何

擺脫枷鎖獲取絕對的自由成為西方自由主義探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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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源源不竭的原動力。要獲得自由，就要擺脫身上

的枷鎖，這些枷鎖在伯林看來有三種，「別人所加

於我們身體上的干涉及限制、國家或法律對我們

行動的限制、社會輿論對我們所構成的壓力」。[14]

真正的自由就是不被這三者干涉及限制，任何道

德說教、社會公義、國家法律、人道情懷都不能阻

撓人們的自由言行，就3月8日一天，西班牙舉行了

850場遊行，人數突破百萬。因為這是他們的自由，

政府也束手無策，只能聽之任之。因為「不管以什

麼樣的原則來劃定不受干涉的領地，無論它是自

然法、自然權利或功利原則，還是絕對命令的要

求、社會契約之規定或人們藉以澄清和衛護他們

的信念的任何其他概念」，[15]「對自由的捍衛就存

在於這樣一種排除干涉的消極目標中」。[16]我們不

難看到，西方社會存在著的自由只能是不被干涉、

「免於……的自由」。它強調自由的界限，越不被

干涉就越自由。只要不被強制，我就是自由的；只

要擺脫束縛，我就是自由的；只要能夠自決，我就

是自由的。

人們消極自由的實現也就是自發的市場秩序

的形成。西方自由主義學者哈耶克認為，自發秩序

是人之行動而非人之設計的結果，最符合自由原

則。自發秩序實質上就是市場秩序，自由原則實質

上就是市場邏輯，即順其自然、聽天由命的規則，

弱肉強食、優勝劣汰的規則，自由放任、適者生存

的規則。比如意大利奉行集體免疫政策，其根據

就是自然篩選、自我淘汰，最終幸存的就是應該幸

存的。市場邏輯主導下的自發秩序，一方面呈現出

自行抗疫、自行隔離、自願治療的情形，另一方面

呈現出轟搶藥物、擠占資源的狀況。

自發的市場邏輯反對的恰恰是有特定目的的

組織秩序與權威邏輯，自發秩序是被人「發現的天

然秩序」，而組織秩序是被人「創造的人為秩序」。

「發現」才是自由，「創造」是對自由的侵害。但

是，如若只有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規制秩序，為

了效率而犧牲平等在所難免。「八仙過海，各顯神

通」的結果就是難逃馬太效應，在這次抗擊疫情

過程中，更有甚者要求老年人應該放棄治療，以免

浪費公共資源，搶占青年人的公共機會，這種斯賓

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一時間盛行於世，為市場邏

輯作了最好的註腳。

自由主義者們堅信，通過理性自足的個人可

以創造集體的理性，然而這只能是望洋興嘆的幻

想，因為「除了參與私人經濟部門活動的人之外，

公共活動的參與者也受制於此，都有使自己行為

最大化的傾向，無行為主體的所謂的公共利益（或

集體利益）是不存在的」。市場邏輯內嵌的盲目性

與滯後性的天然缺陷，注定其無法在私人領域與

公共領域暢行無阻。

市場邏輯具有明顯的盲目性。市場邏輯堅信

一個前提假設，那就是自然的秩序就是符合自然

法的秩序，符合自然法的秩序就是合乎人的理性

的秩序。但是，自然秩序就一定是理性的秩序嗎，

這是存在問題的，市場邏輯實施自發調節，市場邏

輯可能自動地變無序為有序，也有可能自動地變

有序為無序。自由主義認為，人們可以預期個人會

依據工具理性可以自覺達成集體理性。然而，現實

生活中我們看到卻是另外的景象。這次疫情最危

機的時候，我們看到美國很多人會首先搶購槍支

彈藥，然後就是食物醫藥，商鋪被搶、群體極化現

象時有發生。那些精於功利算計的個人理性導致

的是集體的非理性與社會的虛無化，萬能的理性

導致「公共池塘悲劇」、「搭便車行為」、「囚徒困

境」成為市場邏輯中的大概率事件，因為理性的個

人都有一種「背叛」的衝動，每個人都想成為一隻

「投機的智豬」。

市場邏輯具有明顯的滯後性，只有出現了問

題才去解決。所以，我們發現很多西方政府似乎是

在觀望、不作為，而實質上是市場邏輯在起作用。

市場邏輯作用於個人，就表現為一定意義上的犬

儒主義，不想作、不願作、不能作。因此，我們就

不會驚訝瑞典為什麼會採取「四不」原則（即不檢

測、不隔離、不收治、不公布）。人們的疑問在於瑞

典落後嗎？不發達嗎？「沒有應急能力」嗎？瑞典

是公認的非常富有和高度自由的國家，而且以其

高度的福利享譽世界。「自由」的瑞典要靠公民的

「自由」來抗疫，這是在考驗瑞典人的身體素質與

心理素質呢，還是在檢驗人類的文明和理想國的

道德底線呢。

市場邏輯在私人領域是行不通的。市場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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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自由交換的邏輯，交換既預設了平等和自由

價值內蘊其中，也預設了個人欲望和利益需要的

外在滿足，這既符合消極自由的條件，又符合個人

理性的假定，似乎無可厚非。然而「勞動力的買和

賣是在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的界限以內進行

的，這個領域確實是天賦人權的真正伊甸園」，然

而「那裏占統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權和

邊沁」。[17]然而，所謂自由，只是出賣勞動力的自

由；所謂平等，只是平等受剝削的平等；所謂所有

權，就是一無所有；所謂邊沁，就是利益至上。而

在這期間，老百姓並沒有任何自由、平等、所有

權，而只有「邊沁」可言。

市場邏輯在公共領域是行不通的。實質上，隨

著市場失靈的出現，政府在其中的功能與作用必

不可少。在自由主義視界中，政治如同市場，民主

政治的運行規則就是市場經濟的規則在政治中的

運用。在這種政治市場中，「私人利益和特殊利益

試圖為自身贏得最大的好處，而代表們則趨向於

被看作地方的或局部利益的純粹代言人，他們的

功能就是在公共論壇中捍衛這種利益」。[18]這不過

是將亞當．斯密的自由放任原則延伸到政治中去。

從這個意義上講，也可以把這種經濟自由主義形

容為民主的無政府主義，「這就是把社會設想為

市場（即市場社會）帶來的政治結果」。[19]

市場邏輯就是放任邏輯，如果任憑個人自由

行為，那麼就不難理解為何美國多州會出現遊行

示威了，不斷激增的失業人數、高企的個人債務、

難以為繼的日常生活，會促使老百姓群起示威。加

州與紐約州宣稱只會根據自身的判斷應對疫情和

經濟開放。在紐約州的帶領下，美國東海岸7個州

直接達成了「東部7州條約」，加州也成立了西海岸

三州的「臨時同盟」，上演了「東西互保」的戲碼。

三、機械的理性主義本位下偏狹的

選舉邏輯

自由思想的發軔離不開理性主義的濫觴、自

由的泛濫離不開對理性的崇拜。當理性以世俗主

宰成為新的上帝之時，世界就是被無情「祛魅」之

時；當理性肆意侵蝕所有領域之時，人類就是被浸

透「功利」之時。人們篤信理性萬能，無限膨脹的

理性廣泛殖民，試圖解決一切問題，當然更包括了

那些不能解決的問題。

理性主義使得人們從神聖走向世俗，現代化

就是理性化，理性化就是世俗化，世俗化就是功利

化，功利化就是工具化。工具理性不適當地堂而皇

之地侵入到人們的日常生活領域，占據了本該屬

於價值理性的領地，從此一切變得簡單與易操作

起來，效率優先、功利算計、邊沁至上甚囂塵上，

個人道德與社會公義遠離形上的思辨而變成世俗

的運算與比較。功能優化、角色分工、社會定位將

每個人都工具化成社會機器中的固定零件與自動

齒輪，工具理性將人們變成徹頭徹尾的精緻的利

己主義者，只要擁有了手段與工具，人們便可一勞

永逸地拋棄目的與意義本身。人們不再擁有生活

的勇氣與超越，頹廢與虛無成為意義本身。

西方社會的發展就是工具理性逐步擴展，直

到完全遮蔽與替代價值理性為止的過程。理性主

義成為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枯竭耗盡所有的精

神是其無法逃避的最終歸宿。工具理性的片面發

展與無限伸張，最終導致世界將不再是充滿意義

與價值的世界，「我們這個時代，因為他所獨有的

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為世界已被袪魅，

它的命運便是，那些終極的、最高貴的價值，已從

公共生活中銷聲匿跡，它們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

超驗領域，或者走進了個人之間直接的私人交往

的友愛之中」。[20]對工具理性的極端推崇，導致人

們重程序輕結果，重形式輕實質，重效率輕公平。

一種全新的工具性的「機械論」世界觀取代了傳統

的「目的論世界觀」。被動的算計、消極的比較、

無根的追求造就了個人的無助與孤獨。我們不難

發現，在這次疫情面前，有些人就表現為一種無所

適從、不知所終的窘境，無妄自殺、消極麻醉、集

體逃避等現象就是明例。

西方社會的政治邏輯就是市場邏輯的衍生

物，政治邏輯就是政治運作中的市場邏輯。理性

主義裹挾市場邏輯，在政治實踐中表現為一種如

何獲勝的選舉理性，即勝選理性。美國疫情一直在

蔓延甚至一度無法控制，然而特朗普卻在爭奪「復

工權」，強制民眾復工，與其說是為了恢復經濟不

妨說為了恢復選民的信任，儘管記者質疑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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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背美國憲法第十修正案，即州政府有權處理該

州公共衛生問題，而聯邦政府無權過問，但是迫

於選票和行政壓力的特朗普政府仍然要唯經濟指

標是舉。西方政治正當性儘管建基於人民同意說、

人民委托說，但卻不是建基於民生的政治邏輯，而

是建基於選舉的政治邏輯。優良的政治既包括合

法性，也包括有效性。而真正的有效性就是使得選

舉獲勝，政治的邏輯遵循的就是獲勝的選舉理性，

即勝者為王、贏者通吃。有效的政治運作變成為贏

得選舉而進行的一場場的政治「秀」。在這次疫情

當中，一些人出於狹隘的政治本性會將新冠疫情

說成是中國新冠，究其根本就是為選舉造勢，各

國政客所竭力關注的就是選舉的勝面，因為在他

們眼裏選票遠比疫情更加重要。

正如西方政治學中的「風標模型」理論所示，

政府就是如同風標一樣顯現著選舉中的強風所

向，難免不被壓力集團所「殖民化」。「經紀人模

型」理論則昭示，國家並不是中立而自然地尊奉公

共利益，無非就是選舉中獲勝的利益集團。政府

所謂的政策，無非是為了獲取最大數量的選民支

持而追尋統計學意義上的中數以下的選民的主觀

偏好而已，誰代表了未來的票倉，誰就是政治施策

未來所向。公共選擇理論認為，政治如同市場，公

共產品也會像商品一樣追求利益最大化，不過它

要追求的是選票最大量。

以美國這次抗疫為例，之所以在防疫開端會

隔岸觀火，貽誤最佳戰機，就是為了其政治需要。

美國從1月21日就出現疫情，當時完全可控，但是

直到3月11日才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其目的就是為

了不影響11月的總統大選，儘管出現了股市的三

次熔斷也在所不惜。美國反對黨在此期間也煽風

點火，為了自身政治利益而犧牲公眾利益，肆意破

壞防疫大局。選舉政治廣泛存在著黨同伐異的情

況，相互傾軋導致了社會和文化的整合難以實現，

反而不斷向分化和分裂演進。選舉政治以選票為

基礎，政客為了上台，需要贏得地方選票，需要放

大與迎合地方性、族群性利益，這無疑強化了利益

分歧和族群對立。所以，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在抗

擊疫情的關鍵時期，美國人口最多、面積最大、經

濟最富裕的加利福尼亞州想要進行全民獨立公投

了。宗教政治、族群政治被極化，地方政治、局部

政治被極化。為了選票，一切都被選舉政治化。政

府本來應該是進行積極地防疫，變成了進行積極

地拉票；本來應該是進行社會整合、資源整合，變

成了推進社會分裂、利益分化。一個國家的執政者

與在野黨會為了選勝，而主動弱化社會的統一和

集中，積極強化對立與分裂。

在政黨眼裏，救災事小、選舉事大。疫情被政

黨當作競選武器、勝出對手的工具，寧可錯失抗疫

的最佳機會，也不能錯過任何一次打壓反對黨的

完美機會。他們之所以要污名化、抹黑、栽贓、甩

鍋，實質上都是要轉移矛盾，進行政治訛詐，輿論

操弄，通過貶損別人以無形抬高自己的競選面。

政黨林立、各自為政致使決策拖沓緩慢，調動醫

療救護資源不力。當政治上的社會契約不能解決

的疫情期間出現的各種問題時，人們只能求助於

市場的自我調節來解決，當「社會的（不僅是經濟

的）真正調節者不是（政治的）契約，而是（經濟

的）市場」。美國社會最近上演的不是購買口罩，而

是買槍自保、哄搶商品就是必然的結果。

選舉的邏輯依附於代議制民主制度，受制

於獲勝的選舉理性，在本質上被資本的邏輯所支

配。代議制民主制度構成了資本主義國家的制度

框架，作為其實現方式的西方選舉制度的形塑也

同樣在於保護私有財產權利。代議制度的初步奠

定為現代資產階級的財富積累提供了重要制度保

證。其本質是：作為支配社會資源的「財富」在民

主制度上的表達方式。因此，作為選舉制度核心的

代議制度的形成同時也標志著西方選舉制度的形

成。以資本邏輯為核心的西方選舉制度正式形塑，

並成為西方民主社會的重要制度支柱，為資產階

級追逐更大的利益提供了合法、文明的佐證。

由於對經濟基礎的絕對依賴性，必將使得西

方選舉制度不能代表著所有人的利益，它只是表

達資產階級意志與願望的工具而已。「凡是存在著

土地和生產資料的私有制、資本占統治地位的國

家，不管怎樣民主，都是資本主義國家，都是資本

家用來控制工人階級和貧苦農民的機器。至於普

選權、立憲會議和議會，那不過是形式，不過是一

種空頭支票，絲毫也不能改變事情的實質」。[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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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封閉的西方中心主義本位下固

化的冷戰邏輯

在這次抗疫過程中，中西方抗疫表現出截然

相反的兩種現象，一面是傲慢的西方「民主政體」

出現了低效、無能、失策的消極狀況，一面是負責

的「中國方案」出現了高效、全能、務實的積極狀

況。這種反差衝擊著西方中心主義的脆弱神經，他

們不能看到中國處於世界的中心地位，他們不能

看到曾經專屬西方的榮耀被中國占據，他們不能

看到中國的影響力在日益增大。於是乎，西方中心

主義者為削弱中國在抗擊疫情方面的突出成就和

成功經驗，寧可抑制疫情的控制、延長患者的救

治，甚至於降低公共產品的供給、遲緩經濟的復

蘇，也要奮力地進行造謠、誹謗、陷害、甩鍋無所

不用其極，這種傲慢與偏見來自於一種根深蒂固

的自以為是的狹隘的西方中心主義。

事實上，東方與西方、南方與北方在西方主

導的「元地理學」視角中，已經不再是簡單的地理

學思考框架，而變成了倫理學、政治學思考框架，

其中彰顯的是西方中心主義觀念。當亨廷頓提出

「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這一命題時，其

弟子福山毫不遲疑地給出「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

人」的答案，西方自由制度被標榜為「人類社會形

態進步的終點」與「人類統治的最後形態」，「歷

史的終結」堂而皇之地為西方中心主義背書與助

威。

西方國家一直以來憑藉其政治優勢與經濟優

勢，構建其話語優勢與文化優勢，進行野蠻的文

化殖民與文明霸權，造就了一股極端的種族主義

優越論，以西方現代化標準衡量與規制世界，塑造

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政治經濟體系與倫理道德體

系，從事實與價值兩個方面設計著西方主導下的

全球化。「依附論」「欠發展論」都是其寫照。在西

方中心主義思維主導下，「自由」的人們奉行東西

方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認為非西方就是「非我族

類」，是需要抗衡打壓的敵對方；非西方就是「欠

發達」，是需要無私地成為西方的供應方；非西方

就是「不文明」，是需要主宰和設計他們的發展道

路。為了自己種族利益，甚至不惜以非西方之鄰為

己之壑。不難理解，當疫情在全球開始蔓延與持

續高漲之時，歐洲各國不是堅持合作而是自掃門

前雪，不是堅持共同應對而是哄搶醫用物資。更有

甚者，世界性的公共衛生危機被當作地緣政治的

工具，北約就趁俄羅斯無暇顧及之時進行軍演以

搶占地區優勢，似乎維持地區霸權要勝過人類疫

情災難。

西方種族中心主義的觀點，在政治上表現為

認定歐美國家的政治制度是人類社會目前成長最

健全和完善的制度形態，並且強調其他國家必將

在長期的發展中趨向這一形態。這一意識形態偏

好與普適化的政治追求結合在一起，一方面將歐

美政治制度塑造成為一種普適化模式，另一方面

醜化與敵視其他國家。疫情期間，我們不難發現在

以美國為首的「自由」國度驚現對亞裔面孔人士

的歧視言行，這充分暴露了美國等政客試圖借此

轉移民眾恐慌心理與不滿情緒，製造矛盾以提高

已被拉低的政治影響力。

病毒沒有國界，環球同此涼熱。2020年的新

冠肺炎疫情是一次世界性公共危機事件，需要世

界各國共同面對。中國在抗擊疫情期間，以高昂的

代價為世界贏得了寶貴的時間與經驗。然而，我們

卻並沒有看到一些西方國家能夠在中國經驗基礎

上再接再厲地取得抗疫勝利，反而是一系列「自

由」操作，使得疫情愈演愈烈。疫情很可怕，但是

比疫情更可怕的是背後的冷戰思維與意識形態偏

見。我們看到，在全球疫情如此危機四伏的時候，

北約卻還是想著去干擾世界秩序。為了維護自己

在世界秩序中的絕對優勢地位，為了徹底壓制競

爭對手，西方國家寧可強化西方種族中心主義，重

拾冷戰思維。亨廷頓認為：「每個文明都把自己視

為世界的中心，並把自己的歷史當作人類歷史主要

的戲劇性場面來撰寫。與其他文明比較，西方可能

更是如此」。[22]

冷戰邏輯特點之一在於「冷」，也就是只能是

「冷」戰而不能是「熱」戰，只能是「暗」戰而不能

是「明」戰，只能是文化戰而不能是軍事戰。冷戰

邏輯特點之二在於「戰」，也就是只能「戰」不能

「和」，只有「敵」沒有「友」。冷戰邏輯無疑就是

零和博弈，贏者通吃。鬥爭雙方是敵我矛盾，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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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激烈的對抗性矛盾，冷戰思維就是非此即彼

的對抗思維，只有矛盾鬥爭性而沒有矛盾同一性。

同時冷戰邏輯裹挾東西方二元對立的思維，將非

西方視為永恆的「他者」。摩根索曾預言，未來最

可怕的帝國主義，既非軍事帝國主義，也非經濟帝

國主義，而是文化帝國主義，是披著普世價值外衣

的新國家主義。文化帝國主義正是適應了冷戰思

維特點，它具體表現為西方對東方實行的一種文

化殖民。他們矚目且高揚自己的主體地位，蔑視且

敵視非西方的從屬地位。

這種殖民話語體現了一種「自我」對「他者」

的壓制與排斥。為了確證「自我」的主體地位，他

們需要設計一個「他者」，以前是蘇聯，現在是中

國。自我與他者的對立思維無論是在黑格爾還是

在薩特那裏都表現為一種自我—他人的對立，他

者設定自我的界限。西方中心主義者認為，無政府

的世界狀態需要利維坦的強勢突起，以震懾那些

犯上作亂者，美國等西方國家當仁不讓地充當世

界警察，高傲地扮演著人類導師的角色。「中國威

脅論」一直在西方的冷戰思維中存在。他們以「修

昔底德陷阱」質疑中國的和平崛起，以麥金德「世

界島」詬病中國的「一帶一路」，認為中國強則必

霸，中國必然會強占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統治地位，

因此妄圖將中國發展扼殺在搖籃中。疫情面前的

中國表現再次讓世界震驚，中國的出色應對為世

界贏得了寶貴的時間與難得的經驗。而冷戰思維

主導下的西方自由主義者寧可貽誤戰勝病毒的良

機，也要騰出時間和精力去抹黑與貶損中國，他們

不願看到中國在這次抗疫過程中的成功表現，害

怕失去其在世界的主導地位，所以寧可自己損失

八百，也要傷敵一千。他們肆無忌憚地將新冠病毒

稱為中國病毒，將中國援助視為一場和平演變，將

中國經驗污衊為侵犯人權，從口罩、防護服、醫療

器械到醫務人員、管理者、政府部門一律進行無

恥的污名化與妖魔化、極盡醜化與惡化之能事。

政治偏見遮掩了客觀認知，意識形態替代了疫情

危機，冷戰邏輯忽視了合作共贏。在此危急存亡

之際，西方一些「自由」人士甚至開始討論模式優

劣、制度優劣，以擾亂視聽，從中可見西方社會的

冷戰思維的狹隘性與狂妄性，視生命如同兒戲的

殘忍性與恐怖性多麼登峰造極，多麼令人咋舌。

勒維納斯認為，他者意味著倫理責任，他者

打破了自我的封閉性與狹隘性，自我對他者具有

義務與責任。亨廷頓也提出：「文化共存，需要尋

求大多數文明的共同點，而不是促進假設中的某

個文明的普遍特徵。在多文明的世界裏，建設性的

道路是摒棄普世主義，接受多樣性和尋求共同

性」。[23]

結語

日裔美籍政治學者福山曾在《歷史的終結與

最後的人》一書中斷言，新自由主義已經在世界範

圍獲得全勝，並且揚言人類歷史將「終結」於西方

自由民主制，一時間「人權的終結論」、「歷史終結

論」、「自由終結論」、「民主終結論」甚囂塵上，不

絕於耳。然而，這次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卻

無情地打破了這種狂妄的獨斷論迷夢。福山日前

也在震驚之餘坦承「新自由主義已死」。[24]以美國

為代表的西方自由民主體制無疑遭遇到了嚴重危

機，福山已無法再對其抱有任何幻想。自由主義所

特有的狹隘的意識形態、傲慢的價值觀念和根深

蒂固的政治偏見與文化痼疾，嚴重地阻礙了其制

度的歷史更新與現實運作，西方政治和社會體制

已經越來越難以應對新時代的各種社會政治問

題，資本主義制度「那裏占統治地位的只是自由、

平等、所有權和邊沁」[25]了。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團結合作是國際社會

戰勝疫情最有力武器》的文章中講的那樣：「重大

傳染性疾病是全人類的敵人。新冠肺炎疫情正在

全球蔓延，給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帶來巨大

威脅，給全球公共衛生安全帶來巨大挑戰，形勢令

人擔憂。當前，國際社會最需要的是堅定信心、齊

心協力、團結應對，全面加強國際合作，凝聚起戰

勝疫情強大合力，攜手贏得這場人類同重大傳染

性疾病的鬥爭」。

項目來源：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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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eakness of the Western Liberalism 
Culture under the Covid-19

Wen Changchun (Gover n ment School ,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way how the western society 
responds to Covid-19 is imperfect. During the outbreak, 
not only individuals but even the government are 
helpless, and the society is in great disorder. To trace, 
the root cause lies on the western culture of liberalism, 
the social mainstream paradigm, which is much to 
be blamed.  The outbreak reveals the limitations of 
liberalism culture in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ory, they are in compliance of absolute individualism, 
superf icial yet pessimist ic f reedom, mechanical 
rationalism and intrinsic western centrism. In practice, 
they have evolved into the logics of monopolistic 
capital, laissez-faire market, prejudiced election system 
and solidified cold war.  Liberalism, constrained by the 
above limitation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nevitably, falls 
into predicament.  The western society, when riding 
out the “epidemic", exposes the crisis inherent in their 
liberalism culture much further, and its innate pride and 
prejudice reveal the weakness of the  liberalism culture

Key words: Cov id -19, C u l t u r a l Cr i s i s of 
Liberalism, Individualism, Western-centr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