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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前言

桑巴特再發現

維爾納．桑巴特，德國經濟學家、社會學家與歷

史學家，生於 1863 年，卒於 1941 年。談及此人，不

僅我國的大多數學者不甚了了，就連現今德國知之者

亦甚稀少。但是，在桑巴特的學術鼎盛期，即 20 世

紀初期，其名聲之顯赫，在德意志的學術界無人能夠

忽視。今天，提到馬克斯．韋伯，這位當年桑巴特的

同行及對手，學術界恐怕無人不知，無人不曉。20

世紀初的德國學術論壇上，在一些政治、經濟與社會

的重大問題尤其是關於資本主義精神的探究中，馬克

斯．韋伯與維爾納．桑巴特兩人的論爭可謂學術界一

大談資。

桑巴特出生在薩克森埃姆斯萊本一個富裕的地主

與政治家家庭，求學于柏林、比薩、羅馬，1888 年

獲柏林大學哲學博士。1888~1890 年之間在不來梅商

會任商務代表，1890~1906 年在佈雷斯勞大學任副教

授，1906 年起在柏林高等商業學校任教，1918 年任

柏林大學教授，1931 年獲榮休教授，退出教學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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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巴特的一生經歷了德國歷史上大起大落的時代：德

意志第二帝國、魏瑪共和國和第三帝國。他八歲時，

德國第一次統一，德意志第二帝國橫空出世；他去世

後四年，德意志第三帝國 — 納粹德國灰飛煙滅。桑

巴特的一生伴隨 德國的快速崛起、工業化與城市化

進程的迅猛發展、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最終形成、社

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蓬勃興起、德意志軍國

主義的強勢抬頭、一戰的失敗以及德意志民族社會主

義的魔障降臨。這樣一個跌宕起伏的時代在桑巴特的

學術研究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他對這些重大問題的

探索也在歷史上留下了獨特的印記。“桑巴特大膽無

畏的作風和獨創性，他有時並非循規蹈矩而取得的學

術成就和他提出的時常具有爭議的論題，以及他在那

些年 ⋯⋯所經歷的不斷轉移的思想立場，這一切所

引起的眾多紛爭和論戰雙方的對立標誌 他的事業，

而且在他的事業中留下了創傷”。①

一、從社會主義到資本主義的探究

綜觀桑巴特一生，從社會主義到資本主義的探究

像一根紅線始終貫穿在其學術生涯之中。

①　菲利浦．西格曼：《奢侈與資本主義》英譯本導言。轉

引自王燕平、侯小河譯，劉北城校：《奢侈與資本主義》中

譯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 9 月第一版，第 2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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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桑巴特深受馬克思學說的影響。在搜索桑

巴特的學術歷程時，譯者注意到，1894 年《資本論》

第三卷出版不久，他就在德國歷史學派的刊物《社會

立法和統計學文庫》上發表了〈評卡爾．馬克思的經

濟學體系〉一文。恩格斯對此作出了很高的評價，稱

其“寫了一篇評價第三卷的好文章”，並表示“桑巴

特的文章相當好”。② 此後一段時間裡，桑巴特寫

出了大量有關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文章。英國

兩位經濟學家關於這段歷史的記述使我們對桑巴特

的認識陡然生動起來。首先是杰弗里．M．霍奇遜，

“在 1905 年俄國革命期間，桑巴特關於社會主義的

政治論文銷售量超過了 2.4 萬份”，大大超過李蔔克

內西、伯恩斯坦等著名社會主義者的作品在俄國的

銷售量。③ 還有一位即是讀者諸君極為熟悉的哈耶

克，他在其名著《通往奴役之路》中這樣寫道：“如

果馬克思原理深入到德國人的思想中的程序是俄國革

命以前其他任何國家前所未有的話，那麼這在很大程

度上要歸功於桑巴特”。④ 1928 年，桑巴特本人在

② 《恩格斯全集》39 卷，第 412、413 頁。

③　杰弗里．M．霍奇遜著，高偉等譯：《經濟學是如何忘

記歷史的》，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年 1 月第一版，第

147 頁。

④　弗裡德里克．奧古斯特．哈耶克著，王明毅、馮興元等

譯：《通往奴役之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年版，

第 16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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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資本主義》第三卷的序言中描述了他和馬克思

的關係：“本書不過是馬克思著作的一個續篇，在某

種意義上是他的著作的的完成。⋯⋯ 凡我著作中稍

微好一點的東西，都是受了馬克思的精神之賜”。

在桑巴特的學術成果中，有關社會主義與社會運

動的研究影響甚廣，而令他聲名鵲起的當屬 1896 年

出版的《19 世紀的社會主義和社會運動》。1905 年

發行第五版時書名改為《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此

書當年曾連續發行十余版，被譯成 23 國文字，數十

年裡盛銷不衰。1906 年出版的《美國為什麼沒有社

會主義》一書至今影響仍在，開啟了“美國例外論”

問題探討的先河。“美國為什麼沒有社會主義”因而

也被稱為“桑巴特之問”。1934 年桑巴特又出版了

《德意志的社會主義》一書。

作為一名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或者歷史學家，桑

巴特對資本主義的研究傾注了更多的心血，當然也收

穫了更多的成果，尤其是關於資本主義發展史的研究

成為他的研究與分析的中心內容。譯者借此機會將桑

巴特有關資本主義的研究成果羅列如下。1902 年出

版《現代資本主義 — 從始至今的全歐經濟生活歷史

體系的表述》，1903 年出版《19 世紀的德國經濟》，

1911 年出版《猶太人與經濟生活》，1913 年出版《資

本主義的精華》、《奢侈與資本主義》、《戰爭與資

本主義》。1916 年，桑巴特推出《現代資本主義》

第二版，對第一版的資料和內容進行了大量調整與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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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1928 年又出版了第三卷。1930 年出版了《三種

國民經濟學》，1934 年出版了《社會學》，1938 年

出版了《論人類》和《世界觀、科學與經濟》。在桑

巴特的學術生涯中產出了 20 多部著作，其中不少已

經成為經典。由此可以看出，桑巴特不僅視野開闊、

目光敏銳，而且異常勤奮，是一位多產的學者。

現在呈現在諸位讀者面前的這本《戰爭與資本

主義》一書，與《猶太人與經濟生活》、《奢侈與資

本主義》一起形成姐妹篇，是桑巴特對《現代資本主

義》相關內容的展開論述，體現了作者在觀察與思考

推動資本主義發展的各種力量時的心得與體悟。國內

有評論介紹，桑巴特是第一位將資本主義作為專有名

詞推廣于世的學者，也是第一位專門研究資本主義的

學者。⑤ 美國的學者丹尼爾．貝爾也認為，“最先

設法把資本主義轉變列為某種不同質的社會階段的作

者 — 事實上最先把資本主義列為經濟史和分析中心

內容的 — 是德國的經濟史專家沃納．桑巴特。”⑥

1902 年，桑巴特在《現代資本主義》一書中首

次提出，資本主義的生成必然“從根本上改變人的生

⑤　孫傳釗：〈桑巴特：縱欲乎？禁欲乎？〉，搜狐讀書頻道，

2010年7月15日（http://book.sohu.com/20100715/n273526230. 

shtml）。

⑥　丹尼爾．貝爾：《後工業社會的來臨 — 對社會預測的

一點探索》，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 年，第 74 頁。轉引

自童欣：〈桑巴特筆下的資本主義發展史〉，《安慶師範學

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 年 8 月，第 30 卷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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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目的和生活方式”，因而必定會遭到傳統文化和習

慣的抵抗，尤其是對歐洲以外的廣大地區來說會是一

道無法逾越的障礙，但在西方，“由歐洲精神的深處

發生出來”的“資本主義精神”卻最終突破了這道障

礙。在這本書中桑巴特第一次闡述了資本主義精神的

內涵：首先是企業家精神，表現為征服與營利，此為

資本主義的動力因素；其次是市民精神，表現為合理

的經營方式或態度，其中，“勤勉、節制、儉約、經

濟和守約”的道德品質尤為重要。這些資本主義精神

是如何出現的？ 1903 年，桑巴特在其《19 世紀的德

國經濟》一書中如此寫道，西方資本主義精神起源於

生活在歐洲的猶太人的影響，而猶太人的資本主義精

神則部分地出於猶太教中對內對外道德的雙重性以及

律己主義、理性主義因素，部分地由於猶太人在歐洲

社會的邊緣地位所造成。就資本主義的發展進程而

言，桑巴特在《現代資本主義》第三卷的序言中這樣

述及與馬克思的分歧：“予自身以一種適當形態並

因此創造經濟組織的人是精神 — 這是本書的根本思

想”。因此，桑巴特研究資本主義的視角不同於馬克

思的哲學唯物主義，而是從精神的視角觀察資本主義

的發展，是結合現實來考察精神因素對資本主義經濟

發展的影響，並逐漸導致與馬克思主義的決裂：“我

對這個天才通常是站在一種原則的對抗上，⋯⋯ 我

雖嚴格否認他的世界觀，因此也嚴格否認現在總括或

評價為‘馬克思主義’的一切東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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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馬克斯．韋伯的互動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的德國，憑借 經濟發展為

主要 力點，在短短的 30 幾年時間裡走完了英法等

國一百多年走過的路。起始於一個長期的良好教育傳

統，繼而在俾斯麥的威權主義統治之下實現了科技、

工業與國家的高度結合與有機組織，德意志帝國贏得

了巨大的國際聲譽、令人鼓舞的快速經濟飛躍以及色

彩斑斕的思想、文化與藝術繁榮。德國的學術論壇上

亦可謂群星燦爛，光彩奪目。其中，桑巴特固然因其

對資本主義發展的探索獨樹一幟，而他與馬克斯．韋

伯之間在學術上的密切互動更可視為一段佳話。

1904 年，桑巴特與韋伯相識，二人合作參與創

辦了《社會科學與社會政治學文獻》，這一刊物當時

在德國具有非常廣泛的影響，幾年以後，他們又共同

發起創立了德國社會學會。由此也密切了二人的互動

與爭論，推動 他們學術思想的成熟與深入。

韋伯的開山之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是

對桑巴特《現代資本主義》一書的呼應，該書最初是

以論文的形式於 1904 年和 1905 年先後兩次發表在他

們主辦的雜誌上。韋伯在這本書裡進一步發揮了桑巴

特關於精神因素是資本主義產生與發展動力的觀點，

逐漸形成他本人對新教倫理及資本主義精神的認識。

之後，韋伯拓展了自身的研究轉向說明為什麼資本主

義沒有發生在東方的精神（宗教）方面的原因，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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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也存在 類似的物質條件。1920 年，韋伯在修

訂關於新教倫理的論文時，還對桑巴特 15 年來的著

作進行了認真的評述，並對照分析了猶太教和新教對

資本主義的影響。在影響韋伯的同時，桑巴特本人也

受到韋伯的影響，在宗教社會學領域展開了探索，系

統地闡述了猶太教和資本主義精神的關係，“韋伯關

於清教教義對資本主義體系重要作用的研究，是推動

我思考猶太教徒的重要性的原動力”。⑦ 正因為如

此，一些學者將資本主義精神問題稱為桑巴特－韋伯

問題。韋伯的長處在於提出了一種方法論，強調學術

上的客觀性，探討了宗教社會學、政黨與小群體社會

學以及歷史哲學。譯者認為，僅就對資本主義形成與

發展的考察而言，桑巴特的視野顯得更為開闊，分析

更為細緻，其所涉及的視角從宗教倫理、精神因素、

愛情、奢侈消費乃至戰爭等諸多方面對資本主義的影

響，為我們展示的是一幅全方位、活生生、色彩斑斕、

錯綜複雜的資本主義發展史。

在翻譯本書的過程中，譯者花費了不少時間去搜

尋相關的文獻和資料，從中似乎可以得出這樣一個印

象：在桑巴特和韋伯二人所生活的時代，究其影響與

境遇來說，無論是在德國還是其他國家，桑巴特的影

響至少不在韋伯之下。然而，歷史竟會如此地捉弄世

人。韋伯與桑巴特的身後遭遇迥然不同，可以毫不誇

⑦　王燕平、侯小河譯，劉北城校：《奢侈與資本主義》，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 9 月第一版，第 23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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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地說，一位已經被送上了雲端，而另一位則幾乎銷

聲匿跡、湮沒無聞。其實，韋伯生前亦無多大名聲，

即便在德國也是如此。20 世紀 30 年代以來，美國社

會學家帕森斯始終不遺余力地積極宣傳韋伯，正是在

此基礎上，1964 年海德堡國際社會學大會上出現了

“韋伯復興”事件。韋伯的作品從出口轉為內銷。由

此發端，韋伯在西方國家的影響日隆。僅就譯者在查

閱一些國內與國外（尤其是德國！）工具書時便可以

發現，有關此二人的條目呈現出巨大的落差：對韋伯

大事鋪陳，不吝讚美之詞；有關桑巴特則寥寥數語，

且往往語焉不詳。後人在處理歷史及前人時如此任

性，委實令人唏噓！

三、德意志社會主義的民族精神

一戰失敗後，德國的歷史進入了魏瑪共和國時

代。這樣一個德國先天不足，後天不良，始終籠罩在

一片不祥的陰霾之中，處在風雨飄搖的境地。整個社

會陷入一片迷惘，經濟崩潰、政治動盪、思想混亂，

各個階層在心理和文化層面上受到極大的衝擊。德意

志向何處去？成為德國人眾所關注的核心話題。桑巴

特更是以為責無旁貸，他的回答是建設“德意志社會

主義”。

如前所述，桑巴特始終關注精神演進在資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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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發展中的主軸作用。在他看來，此時的德意志民族

在精神方面面臨 嚴峻的現實：“經濟利益在獨攬霸

權”，社會組織和社會平衡遭到商品經濟及商業文化

的強力扭曲與破壞，人類在“脫靈化”且“脫人化”，

個人與自己、與他人日趨對立；信仰、道德、思想乃

至文學藝術等高尚的精神文明被“撒旦（經濟利益）”

摧毀，陷入庸俗化和功利化，“一切實在利益：美、

強、善、知、藝術、天才、出身、家風、人種等等”

都“失去它們的效用”，統統變成為謀財的“工具”，

政治模式和政治價值也將為經濟服務作為唯一的取

向，數百年來德意志人借以自豪的民族精神似乎失去

了存在的價值。

桑巴特主張拋棄“經濟時代社會主義”，建立“德

意志社會主義”。他所定義的“德意志社會主義”的

內涵是：首先強調保持和發展優秀的德意志精神和文

化，明確經濟價值“以上還有更高的價值”，反對一

味追求物質財富；其次，他反對經濟時代以物質為中

心的社會秩序，主張從法律和價值角度（精神角度）

建立一個新的社會秩序，以此整合個人與國家的互動

關係；再次，桑巴特主張從德意志社會主義精神和秩

序的視角來規範經濟生活，其中包括由國家管理規範

民眾的消費，實施計劃經濟，強化自給自足，強化農

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等。他希望憑借這些主張將德

意志民族建設成為精神富有、物質發達的民族。

毋庸置疑，桑巴特看到了當時德國社會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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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弊端，他的德意志社會主義這一藥方對德國的現

實而言包含 一定的積極因素，有助於一戰後德國經

濟的復蘇、思想的復興與政治的穩定。然而，囿於時

代的局限性，桑巴特的這一藥方存在 有害的因子，

從而會導向極為危險的方向 — 過於強調國家、政府

和領袖的權威，強調國家內部的等級秩序和國家對個

人的至高無上地位，強調個人對於國家的義務而忽視

個人的權利、排斥民主。在他的眼裡，“國家的萬能

權力高超於一切個人追求之上，任何由個人促成的組

織，不得與最高的國家目的相抵觸”。必須指出的是，

在一定程度上，桑巴特的這一理論契合了當年德國民

族社會主義者的需要。這大概也是他在今日德國聲名

低落的一個重要原因。⑧

四、生前身後事 — 圍繞桑巴特的評價

無論是在桑巴特的生前還是身後，多年以來，關

於其著作的爭論呈現出極端化的傾向。

桑巴特生前受到當時社會學界一些巨匠的極大尊

重，其中首推滕尼斯和韋伯。當年的核心社會學期刊

連篇累牘地發表對其著作的評論，他的一些觀點在相

關領域裡甚受重視。美國社會學學會第 53 任會長埃

⑧　此節中的引文皆出自維爾納．桑巴特著，楊樹人譯：《德

意志社會主義》，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11月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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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特．休斯（芝加哥社會學派的重要人物）認為，

《現代資本主義》是一部輝煌的著作，“敏銳而且具

有啟發性地描述了經濟過程，將矛盾分析推進到黑暗

的潛意識深處。”

《現代資本主義》曾被其同時代的學者們視為經

典著作。而對桑巴特的這一重要著作，熊彼特的評述

則是：該書“虛假的恢宏令專業的歷史學家們感到震

驚。但他們並沒有從書中發現什麼‘真正的研究’—

所採用的資料實際上都是二手的。”儘管如此，熊彼

特在指出此書的框架很粗糙的同時還是肯定了該書的

藝術性。桑巴特此書中對資本主義發展的解讀有別於

馬克思，強調了精神的決定性地位。對此，美國社會

學家塔爾科特．帕森斯指出：桑巴特“吸收了馬克思

的主要內容，但是裝進了他自己的歷史唯心主義框架

之中”。經濟學家路德維希．馮．米塞斯對桑巴特的

評價更為尖刻：“此人最善於見風使舵 — 1918 年同

情社會民主黨，1933 年加入納粹，如果布爾什維克

掌權，他就會變成共產黨。他是著名的經濟史家、經

濟學家、社會學家，且自負為一個獨立的人，因為他

有次惹惱了威廉二世。桑巴特教授是他周圍人身上所

有缺點的集大成者。他只知道嘩眾取寵和賺錢。他關

於現代資本主義的著作令人印象深刻，是一個歷史主

義的怪胎。”“批判桑巴特比批判其他教授要令人興

奮，因為至少這個人並不蠢笨”。

針對桑巴特有關社會主義的論著，學者們亦是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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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紛紜。

道森在評價《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時認為該書

是一部“敏銳、輝煌的辯證法著作，無論人們怎樣評

價作者的觀點和結論”，稱讚桑巴特一反德國學術界

冷漠而繁瑣的寫作風格，簡潔活潑又不失深刻，行文

如行雲流水，有時又一反常態但絕非無趣。

在總結桑巴特的《德意志社會主義》一書時，有

人如此評論：該書的核心可以如此表述 — 對我們來

說只有一個目標，那就是德國。只要有利於德國的強

大，我們願意犧牲一切理論和一切原則，無論是自由

主義或其他什麼原則。

有關《猶太人與經濟生活》一書的爭論更為激

烈，但多數評論顯然是持反對立場的。

戴維．S．蘭德斯認為這本書“遠不值得這樣重

視，應該被視為偽學術著作加以拋棄”。保羅．門德

斯．弗洛赫亦持同樣觀點：“邏輯錯誤如此明顯，引

用資料存在極大的偏見，很難理解為什麼這本書不會

立刻被拋棄”。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伯特．赫斯裡茲

在為該書的英文版所寫的序言中稱其為“經典”，對

此，巴斯．蘭德希爾回復認為：“如果說經典意味

優秀的分析和規範的表述，桑巴特的書不配這一稱

呼。這本書告訴了我們‘事實’是如何被塞進一個思

想框架之內的”。

學術界有一種觀點認為，桑巴特一直試圖尋找

當時社會問題的“兇手”。在 1910 年前後其世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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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民族主義的轉向完成以後，他將罪責歸結到猶太人

身上，並形成一種好人壞人的世界觀：好人即為靠誠

實生產謀生的人，壞人則是以可疑的方法賺錢的人。

桑巴特認為，猶太人在資本主義形成過程中具有重大

作用，其原因是“種族特性”，而不是該種族的社會

文化特質，進而將這一問題與種族和道德問題混淆起

來，並把資本主義發展問題歸結到罪責的歸屬之上。

譯者以為，桑巴特在探索這一問題的過程中已經走火

入魔。他的《商人與英雄 — 愛國主義的思考》（1915

年出版）即為明證。此書顯然是一本低劣不堪的粗鄙

之作，充斥了民族主義的宣傳與鼓噪。桑巴特在書中

將英國民族歸為“商人”，德國人則為“英雄”，開

宗明義便聲稱，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所有戰

爭皆為信仰之戰，並斷言：人類可以分成商業民族和

英雄民族，二者的世界觀截然對立，相互爭鬥以博取

優勢地位。當烏雲密佈、風雨如晦之際，一個如此聰

慧之人一旦中了魔障，便會迷失其方向，喪失起碼的

理性，走入歧途，可悲可歎！

饒有趣味的是，在談及桑巴特的戰後聲譽時，

不少人將其與海德格爾加以比較。二戰以前，桑巴特

已經聲名卓著，影響巨大；海德格爾顯然遠不及他。

但二人在道德上都存在 污點，都曾為法西斯德國效

力。桑巴特晚年仍在譴責猶太人在資本主義發展進程

中的作用，破壞前現代的生活。海德格爾對於納粹屠

殺猶太人則終生保持緘默。至於戰後二人的不同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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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最為恰當的解釋可能就是學術氛圍的變化。海德

格爾以其存在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論述，似乎成為希

臘哲學、尼采哲學和當代社會之間聯繫的橋樑，在某

種意義上，成為尼采的代言人是其今日聲名的重要緣

由。而戰後的西方學術界則將桑巴特觀點歸類於馬克

思主義與社會主義，其命運便可想而知了。

在解釋桑巴特戰後籍籍無名的緣由時，依譯者所

見，有一種觀點值得重視。二戰以後，西方的社會學

和經濟學在不斷發展的同時也在不斷專業化。經濟學

和社會學之間的關係越來越遠：經濟學很少再涉及社

會學知識，對社會制度的分析不再感興趣；社會學也

將經濟現象的觀察還給經濟學。例如，“資本主義”

這一概念既有經濟學意義，又有社會學意義，但在日

常的經濟學教科書已經鮮有見到，經濟分析和社會學

都對科學技術的社會影響與經濟影響興味索然。更為

重要的是，現在西方的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都認為，

應按照同一哲學原則和方法論將經濟學和社會學分離

開來，二者都在推動社會科學發展的過程中取得了卓

越的進步。

對此，另一種觀點認為，當前這種社會經濟和政

治狀況並不意味 上述認識的恰當，也不意味 能夠

永續。社會學對經濟關係的分析不應該被認為是膚淺

的，科學技術的變革也不應該被視為經濟分析的外生

變量。與此同時，很多人在呼籲社會科學各學科的交

叉發展和相互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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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評析，譯者不揣冒昧提供導致桑巴特戰

後名聲低落的幾個緣由。一是親近納粹的立場，但這

並非是唯一的理由，否則難以解釋海德格爾的戰後命

運；二是反猶立場，但這一點亦非是決定性的理由，

因為如韋伯等人當年對猶太人也無好評；三是與馬克

思主義、社會主義的關係。我以為，正是這三者的疊

加，再加上前述的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分叉，最終導致

了桑巴特的身後命運。

近年以來，西方社會科學界越來越多的學者開

始思考，桑巴特給我們究竟留下了什麼。除了關於種

族、猶太人的評述以外，桑巴特的很多著作經歷了時

間的考驗，提供了不少有價值的觀點與分析。

桑巴特始終自認為是在推動文化科學領域的發

展。他所指的文化科學是廣義和綜合的範疇，包括大

部分社會科學和一部分人文學科領域。無疑，從不同

學科角度來推動文化科學的研究極為必要，因此不少

人期望當今學術界應重視桑巴特對文化科學的先驅性

研究。

此外，很多學者發現桑巴特關於文化、消費和奢

侈的研究非常經典，因而希望努力研讀並從中獲取靈

感。例如，學者格拉齊亞比較了凡勃倫《有閑階級論》

和桑巴特《奢侈與資本主義》中關於婦女在資本主義

消費中的作用，認為桑巴特的分析遠為透徹和深入。

柯林．坎貝爾也對桑巴特興趣倍增，因為他發現社會

科學文獻對消費行為的研究十分缺乏。坎貝爾認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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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領域被劃歸為經濟學家研究，而經濟學家往往認為

所有時代所有人的消費行為、消費心理並無區別，這

其實是缺乏歷史觀的。“經典作家中只有桑巴特明確

地闡述了‘娛樂－快感 — 奢侈（享受）複合體’，

認為從本質上來說‘喜歡享受’來自於純粹感官的娛

樂。當代經濟學家中只有西托夫斯基在試圖沿 這一

路徑思考下去”，坎貝爾在 1987 年的一篇文章中如

此寫道。布羅代爾在其《文明與資本主義》一書中討

論了奢侈消費和資本主義出現的關係。他並不認同桑

巴特的這一觀點，即早期宮廷生活的貪得無厭性消費

與資本主義生產增長之間存在密切關係。而穆克奇則

不贊同布羅代爾的看法，她認為“桑巴特的觀點非

常正確，宮廷文化體系深植於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之

中”。德國社會學家諾貝特．埃利亞斯也認同桑巴特

的這一觀點。

西方社會學界比較公允的看法是，儘管桑巴特在

種族與國家方面存在 不當言論，但是他對優秀文化

的特征和宏觀歷史發展具有極大的敏感性。今天重讀

其在 1927 年發表的論文〈未來的經濟生活〉，一定

會對他預言之精確大為震驚，尤其是其中有關亞洲資

本主義將會興起，以及穩定且有調控的資本主義和機

械化、現代化的社會主義並無多大區別的觀點。

幾乎眾口一詞的是對桑巴特著作風格的贊許。似

乎所有評論他的人（無論對其成就認同與否）都非常

關注其最有特色的寫作風格以及大量的歷史資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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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此評說：“如果對桑巴特的學術生涯作一評價的

話，我們選擇一個最常見的詞：‘才華橫溢’”。蕭

伯納在 1946 年說得好：“終有一天我們會發現，所

有觀點都可以被駁倒，世界上到處充滿了藝術化石的

碎片，以事實為依託的可信性不再，但形式仍舊在熠

熠發光”。譯者以為，此處似乎可以借用蕭翁此句話

來評述桑巴特，儘管我們現在還不能說桑巴特的著作

“以事實為依託的可信性不再”。⑨

五、桑巴特在中國

在中國，桑巴特及其著作的境遇雖然也經歷過潮

起潮落，但始終沒有被遺棄。早在 20 世紀 30 年代，

桑巴特的多部著作已經被譯成中文進入中國。1930

年《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1933 年《資本主義的

將來》（1935 年再版）、1935 年《德意志社會主

義》、1935 年《現代資本主義》以及 1937 年《經濟

學解》（德文版書名為《三種國民經濟學》Die drei 

National konomien）。與此相對應的是，同一時期馬

克斯．韋伯只有一部著作即《社會經濟史》（1935

年）在中國出版。當年，老一輩的翻譯家對桑巴特的

⑨　此節中的引文皆出自Reiner Grundmann、Nico Stehr:“Why 

Is Werner Sombart Not Part of the Core of Classical Sociology?”, 

Journal of Classical Sociology Vol 1(2) : 257-287, Sage Publications 

London, Thousand Oaks and New Delhi,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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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曾作出極高的評價。例如，《現代資本主義》一

書的譯者李季先生這樣評價此書：“歐洲各國關於經

濟史的著作雖應有盡有，但以全歐現代經濟生活為對

象而綜合敘述的，始終當推桑巴特的現代資本主義為

巨擘。是書規模的宏大、取材的豐富、敘述的周詳、

條理的清晰，在在超人一等。”⑩ 張 任先生在《資

本主義的將來》一書的再版序中寫道：該書“舉凡關

於資本主義的一切問題，無不詳加研究。於此範圍

中之書籍，宋氏（桑巴特）巨著，首屈一指”。此書

系桑巴特 1932 年在德國“幣制信用經濟研究書”上

的演講，問世後在德國引起轟動，一個月內即連印數

次。而在萬里之外的中國，該書在一年多的時間裡竟

然亦連出兩版。對此，張 任先生在其再版序中也表

示：“這樣一個專門問題，在貧窮兼不景氣的中國現

狀下，能在比較短促的時期內得能再版，譯者感到萬

分欣慰，這當然要歸功著者聲望之隆重，思想之精密

和觀察的準確了”。新中國成立之後，桑巴特的《現

代資本主義》第一卷於 1958 年由商務印書館重印。

但是，此時該書的命運已經逆轉，從當年的好評如潮

蛻變為批判的對象。桑巴特的著作再次受到國人的關

注已經是 21 世紀的事情。《奢侈與資本主義》（2000

年）《為什麼美國沒有社會主義》（2003、2005 年）、

《德意志社會主義》（2010 年）、《猶太人與現代

⑩ 維爾納．桑巴特著，李季譯：《現代資本主義》第一卷，

譯者序言，商務印書館，1936 年 8 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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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2015 年）先後出版或重印。而在沉寂

多年之後，20 世紀 70 年代末期起，馬克斯．韋伯的

著作再次進入中國大陸，隨即旋風般地佔據了社會學

研究的主流地位。

現在回到本書。《戰爭與資本主義》一書的發現

與桑巴特的今日地位一樣，並非是因為桑巴特本人，

而是通過韋伯的著作。本書的出版人、相識經年的老

友王小強先生在研讀韋伯著作的過程中注意到，韋伯

在其文章裡不斷提到桑巴特這一名字，便心生好奇，

於是順藤摸瓜找到了韋伯的這位對手。當時小強找不

到此書的英譯本，只有德文本。一年前，小強同我聯

繫，希望物色一位德文譯者將此書譯成中文出版。在

此期間，譯者四處搜尋，得到的回復是此書確實沒有

英譯本。令我汗顏的是，本人雖然在德國研究領域裡

浸淫有年，竟然對桑巴特一無所知。正是出於這樣的

雙重原因，譯者不揣冒昧毫不猶疑地接受了翻譯此書

的任務。

桑巴特在《現代資本主義》首版問世之後，進一

步思考和觀察相關領域力量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

作用和影響，延伸並深化了對資本主義形成與發展過

程中相關領域的論述。其中，《奢侈與資本主義》、

《戰爭與資本主義》、《猶太人與經濟生活》，這三

本著作應是桑巴特有關現代資本主義研究系列的拓展

與細化。《奢侈與資本主義》、《猶太人與經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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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譯本（皆譯自英文版）均已面世。遺憾的是，唯

有《戰爭與資本主義》至今在國內少有人問津，小強

的發現功不可沒。桑巴特在本書中多角度地論述了戰

爭對資本主義的影響和作用，諸如：推動相關領域的

技術創新、戰爭對大宗物資的需求拉動經濟增長、軍

隊的管理方式對現代企業生產方式的啟示與轉化作用

等等，重點指出現代軍隊如何從財產的集聚、觀念的

塑造以及市場的形成三個方面推動了資本主義經濟體

系的發展，進而斷言：“沒有戰爭就根本不可能出現

資本主義。戰爭不僅破壞了資本主義進程，戰爭不僅

遏制了資本主義的發展；戰爭還同樣促進了資本主義，

是的，有了戰爭資本主義才有可能得以向前發展”。

需要說明的是，桑巴特的寫作年代距今已過百

年，在把握其遣詞造句、背景資料尤其是多語種的交

叉運用時，譯者雖可謂反復斟酌、小心翼翼，仍常有

力所不逮、步履維艱之感。如有錯失，祈盼讀者諸君

不吝賜教。譯者的前輩學者，無論是《現代資本主

義》的譯者李季先生還是《經濟學解》的譯者王毓瑚

先生都曾為桑巴特書中引用的大量其他文種（意大

利文、法文或拉丁文等）的翻譯頭痛不已。所幸，

譯者的多年朋友德國駐華使館一等參贊寇文剛先生

（Wolfgang Kessler）此番慨然相助，親手操刀將書中

的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以及拉丁文段落或詞句

譯成德文，解除了本人的一大煩惱。譯者另一位德國

友人、黑森和平與衝突研究基金會研究員布魯諾．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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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先生（Bruno Schoch）提供了不少有關桑巴特的研

究資料與著作。翻譯此書期間，老友黃鳳祝曾多次與

譯者就桑巴特及其著作進行過深度交流。此外，譯者

的同事曲廣為、李新華在查閱文獻資料、翻譯相關英

文段落等方面亦通力相助。在此，謹向上述諸位致以

由衷的謝忱！對王小強先生提供的這一難得的機會譯

者倍懷感激之情！此外，還需說明的是，本書中多處

數字明顯有誤，因年代久遠，可資比對的版本付諸闕

如，只能以加註的方式予以說明。如有遺漏之處，亦

請讀者指正。

與學術研究相比，翻譯顯然並不格外容易，內中

甘苦，經歷者皆有體會。在翻譯本書的過程中，每有

一得之見，或苦思不得其解之時，譯者傾訴的對象便

是家人，而且總能博得理解與支持。此書的譯就，隱

含 我的妻兒的分擔與期盼。

晏小寶

2015年 8月

于上海市現代管理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