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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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和修辞学理论家，我想谈谈对政治修辞的一些看法。
需要承认的是，公共或政治修辞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语义的伪造、创造、传播和储
存。2

那么首先，什么是“语义”呢？

作为前言请允许我提到弗雷格，他阐释了涵义 Sinn 与意义 Bedeutung（“事
实”，如科学家等专家共同认可的事实，下同）的不同之处，并举出一个语言学
家众所周知的非常古雅的例子：金星既是大多数欧洲人所谓的“晨星”
，也是“长
庚星”——这取决于观察者——但是不论它叫什么，它都是“金星”。主观者（早
上或晚上，这取决于你在地球的哪一边）看到的是“感觉”
（涵义），客观者看到
的是“事实”（意义）。

例如，大马士革圣约翰指出，阿拉伯异教徒将其崇拜的女神称为晨星，直到
穆罕默德先知使其皈依伊斯兰教并改称之为“长庚星”（《可兰经》LIII）。3换言
之，穆罕默德仅通过对一个信仰的重新命名就驳斥了整个异教。这就是修辞学的
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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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修辞的语义（或者说感知）在于你打算用它来做什么：你可以用它来
改变现实。相反的，在一个客观语言的世界中（比如天文学），无论你来自法国
还是中国，某个星球存在的科学“事实”都不会改变。换言之，修辞感知总是由
特定的发出者出于某种特定目的传递给特定的接收者。两个正在讨论用约定成俗
的方法去检验事实或假说的科学家就不包括在上述情况中。

2.审慎地讲，政治或公共修辞的这种“特定”的性质，使我们的政治生活可
以忍受，或者至少不会太糟糕，甚至于使“晨星”与“长庚星”共存。2005 年
法国公民全民公决的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呈现在法国人民眼前的是以布
鲁塞尔为中心的新帝国式的欧洲时，伴随着非政府组织的蓄意煽动，选民拒绝了
被媒体和政府联合美化了的“唯一理性选择”，投了否决票。他们的行为正是“感
知”与“事实”的政治博弈的体现。

不论是直接（通过大众投票）或模拟（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当提供给选
民的政治选择被政客称为“别无选择”时（出自撒切尔夫人），感知与事实之间
的博弈就会被激发。如 2005 年 5 月针对欧盟问题的法国全民公投，统治阶级面
临失败时，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家经常求助于修辞工具，宣称需要民众需要更多
教育。主权，也就是西方民主国家中的人民，被当做是不讲理的而被“感知”所
绑架的群体。相比之下，专业的政治阶级极力维护客观事实。确实，经过理性选
择理论的培训，所掌握的技术在企业或公共管理学院得到磨练的政治家，必须是
客观事实的坚定信徒，无论他们在公众面前打的是“感知”牌还是其他的权宜之
计。这个博弈的问题在于，希望代表 18 世纪理性主义，政府三权分立理论和人
民主权理论的西方民主党事实上在修辞上总是在告诉人民，只要不威胁到国家安
全或者所谓的“重要”问题，“感知”没什么不好。这仿佛告诉人们，西方民主
中，人民并不是唯一至高无上的。例如人们拥有对于社区权利和宗教信仰的不同
感知的权利，多样性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国家政治必须依赖于客观事实。这就是
使用“科学”语言的优势，也是现代政府管理的特点。国际关系显然是用修辞去
伪装客观事实的主要载体。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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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想用两个历史上的例子来阐述政客是如何推行事实，以及“感知”
与“事实”之间的互动如何塑造了政治修辞。

3.第一个例子是历史上的，它源于法国大革命，或者更确切的说是当时的英
国首相威廉·皮特，他在 1793 年和 1801 年在下议院发表的演讲中，对于这项国
际盛事的回应。法国大革命沦为了旧政权国际秩序和它的话语的“历史坟墓”，
并且因为要表达一个新的革命形式的政府，它创建了一种新的国际关系语言。这
种新形式和新语言就是宣传的对象，他们将被推行于“旧欧洲”的其它地方。

皮特的“演说”本质上是在试图使英吉利海峡对面正在发生的事情合理化。
皮特给自己的任务就是，阐明一个能够提供给英国的政治家们关于革命的一个共
同的认识，基于此政治家们能够建立起一种审议制度，来解决相关的英国非常规
政治事件无从参考的问题。他所做的事情确定了 19 世纪剩下的时间内英国对于
法国的修辞理解，一直到著名的“友好协议”外交开始。
用“感知”和“事实”之间的区别来说，深谋远虑的皮特和他的同事们，对
于革命是什么样有一些概念，但是法国革命所代表的“事实”是他们无法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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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皮特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修辞任务，即指导下议院，使他们对国际
关系新转变进行慎重的回应。这是因为他意识到法国大革命所引起的国际危机的
根源在于，法国大革命宣称自己是“普世的”。此外，革命派声称，他们的声音
是现代政治的唯一理性语言。

威廉·皮特在 1793 年 2 月发表的讲话中，阐明了革命的修辞利害关系。6
他的理由在于两个要点：第一，1792 年 11 月签订的法国公约所写，
“对于所
有渴望恢复自由的人提供友爱和同盟……是一项对于人类怀有敌意的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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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第二，英国内阁对于法国大使国书的拒绝，是基于法国正“利用一切
机会来分离英国国王和英国”的这一点，而且国书上是致给“英国”而不是“英
国国王”（这与革命修辞一致）
（31）。
皮特很显然看到了这个共和国是怎样以一种政治修辞引进了两种全新的、相
互关联的元素，用他的话讲是“体系”
（32）：普世性准则与对人民直接进行审议
的肯定。这是通过革命战争在整个欧洲大陆建立法式共和国，然后在拿破仑的带
领下完成欧洲行政和法律的重组的前提。
法国公约辩论的公开性也使得这种危险复杂化：新法国“大会通过的政府”
立即公开发表了这次辩论的细节，而且这种做法与传统“老欧洲”的情况正好相
反。“老欧洲”的做法是所有的决策将会秘密进行，经常到了决策已经实施或生
效，甚至是为了使人们感到惊讶或者被欺骗时才被公开。皮特认为“这次法国公
约过程的公开性……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愤怒、恐惧和厌恶的来源”
（93）。共
和国对于公共审议开放性的这种新认知，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即“自由国
度”
（法国）直接“召唤”姐妹国家，确实建立起了一个政治“事实”的新基准。
如果你认为这和当代的政治无关，那么就想想美国国务院的惯用修辞手段：每当
推翻或者对一个政府采取军事行动时，美国政府的表达是，在其看来这种支援是
给予人民的，而不是给予专制政府的。从美国国务院的做法中我们可以看到，国
际政治修辞正是从是从法国革命者的话语中脱胎而来的。

皮特说，
“我不会承认这样的一个共和国”
（94）。皮特了解所谓的“共和国”，
但是这些知识和“事实”源于古罗马的历史。至于当代历史，即至今还被英国人
称之为“美国叛乱”的独立战争，一个为共和制所创的全新词汇并没有产生。
（在
美国初期，其名称从“联邦”、“联盟”、“公会”、到更为常用的“帝国”之间常
常变化，“共和国”并不是最受认可的关键词。）1800 年 2 月，即波拿马掌握领
事权后，皮特在演讲中说，领事馆是稳定甚至是独裁政府的一个例子，因其名称
激起了一系列因其政治阶级共鸣的修辞共同点。如果这个政权受“永久波动”
（317）从而前途未卜，那么至少它的语言在修辞上变得更为熟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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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现在让我谈谈我的第二个例子。

我在这里提到的是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在 2006 年 8 月写给
美国总统的信。当然西方的媒体跟随美国的反应，评论的是这封信是否被寄出，
以及它是否被收到。8我不记得任何媒体追问过“寄这封信”到底意味着什么。
伊朗伊斯兰教共和国的世俗领袖在最高领袖（也是宗教牧师）的指引下寄一封信
给 G. W. 布什，一个被认为是基督教帝国主义共和国的领袖。

伊朗总统在信的开头和结尾中很好地展示了两个焦点：

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那些现存于国际舞台上
的矛盾问题。人们一直对这些问题争执不休，在政治论坛和大学生中间更是如此。
至今许多问题和争论仍旧没有答案，而这就促使我想讨论一下这些矛盾和争执，
希望这能为其带来被解决的可能。……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世界各地的人们蜂
拥而至，追捧一个焦点——这是全能的神。无疑通过对上帝的信仰和教义的先知，
人们会征服他们面临的困难。我给你们的问题是：“你不想加入他们吗？”

我们有很多方式来解读这封信：可以把它看做是 1979 年以来两国总统之间
的第一次直接交流，或者伊朗直接、公开与美国政府谈话的尝试。显然，美国政
府并不承认这种说法。

这是怎样一封信？这是领导人之间呼吁改变心意，调整政策与变位思考的一
封信。总之，这是试图改变信仰的一封信。
类似的信之前出现过吗？当然：事实是在伊斯兰(和受教化的基督徒)历史上，
新阿拉伯帝国的领袖穆罕默德曾向古代罗马共和国的领袖赫拉克利乌斯大帝寄
过这样一封信，呼吁对方皈依伊斯兰教。十七世纪时，这封信被摩洛哥领袖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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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尔所模仿。他致信于法国的路易十四，伟大的太阳王神，建议他皈依，并称他
采取与否取决于他的良心。9这些历史的相似之处对于西方政客来说可能并没有
太大意义，但伊朗总统实际上应用了一种修辞手法。他用这种修辞方法暗示了东
方外交的重要性。为什么呢？因为默罕默德写给赫拉克利乌斯大帝的这封信恰在
异教徒的大本营——充斥着信教阿拉伯人的麦加垮掉之前寄出。而艾哈迈迪-内
贾德写的信就在伊朗被联合国制裁之前寄出，彼时伊朗还在扮演者伊斯兰世界反
对盲目崇拜亲美的沙特阿拉伯的卫道夫。确实，这是封布道信，是对皈依的敦促，
植根于预言传统。美国人未能理解这种修辞，也没能用同样的皈依修辞来为自己
坚守的“事实”正名。

5. 作为总结，我想回到修辞的西方传统上来。正如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 II 8
中所说，我们的修辞传统认为，修辞是一门技术（希腊语），或者是一门艺术（拉
丁语）。因此，修辞作为一门技术应遵循一般原则：
“艺术来源于本质[194a 21]…
而通常，艺术完成本质所不能及之事[199a 15]。”10简而言之，修辞也能完善本
质。什么样的本质呢？11对于人类这些政治动物来讲，修辞“艺术”通过将政治
明显化以实现我们的政治本质。修辞的成功就在于它表现出了相应的政治现象。
那么修辞表现的是哪些现象呢？如果修辞艺术仅是将现象变为有说服力的论断，
使已存在的证据在论证中取得胜利（实施政策，判决案例，推行价值观），那么
这门艺术是不能充分实现政策的制定、公正和价值观的本质。修辞的使命存在于
古希腊语和很多其他现代西方语言与唯独在德语语境中的“现象”的哲学区别中。
这两种“现象”从康德到胡塞尔12之间的现代哲学中都是相似的，它们从海德格
尔13这里开始分化。对于他来说，前者与后者永远不会等同，也就是说后者的本
体本身永远不会外化，只有修辞才能使其表现出来。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修辞有这
项功能时，修辞能完善其本质。总而言之，我们的工作是让“感知”通过“事实”
展现出来，而不是使“事实”在“感知”中出现。我认为，这是研究政治修辞，
研究国际政治的最好途径，就如我上述的两个例子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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