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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理性和政治对话

◊ 作为政治对话框架的公共理性已经影响了美国和欧洲政治

思潮， 也许会让当代最雄辩的公共理性捍卫者约翰.罗尔

斯也感到惊讶。      

◊ 但随着宗教、其他少数派或反对声音越来越来排挤到公共

对话的边缘，针对公共理性能否容纳对良知的诉求提出了

很多严肃的哲学、政治和实践问题。  



基本问题

基本问题可以直白地表示为： 
◊ 如果公共理性规定公众不可触及的理性是不可接受的，那

么是否有任何理性对良知给予起码的尊重，这是因为对良

知的诉求的本质是私人的，只能部分地触及或只能部分地

解释？  

◊ 如果公共理性作为公共对话模式占据主宰地位，那么对良

知的诉求是否注定失败？ 



二次世界大战后效忠誓言案例

美国最高法院对良知保护的全盛时期是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效忠誓言

案例：西佛吉尼亚州教育委员会诉. Barnette (1943). 

 



西佛吉尼亚州教育委员会诉 Barnette (1943) -保护良知的全盛时期

在西佛吉尼亚州教育委员会诉 Barnette (1943) 一案中，法庭判决认

为爱国仪式是不能强迫的，我们在适用宪法的限制条件时并没有

担忧允许自由在理智和精神层次上的多样性甚至对立性会瓦解社

会组织形态。 

具有意见分歧的自由不仅仅限于无关紧要的事情。否则就仅仅是

自由的影子罢了。这种自由本质的检验标准是对触及当前秩序核

心的事情具有意见分歧的自由。 



西佛吉尼亚州教育委员会诉 Barnette (1943) 宪法年鉴最常引用的段
落：

下面是宪法年鉴最常引用的段落：

Jackson法官代表法院宣判：“如果

在我们的宪法星空中有任何恒星的

话，这就是官员不论官职大小都不

能规定所谓正统的政治、民族主义、

宗教或公民可以通过语言或行动表

达信仰的所谓正统意见或力量。 

西佛吉尼亚州教育委员会诉 Barnette, 319 U.S. 624 (1943)  
 



Minersville 学区诉 Gobitis

但就在三年前，法庭在Minersville学区诉 Gobitis一
案中给出了相反判决。最高法院法官意见是8：1，
判决耶和华见证人会良心反对败诉，判决学区胜

诉。  



Gobitis(1040)一案Frankfurter法官

Minersville 学区诉 Gobitis, 310 U.S. 586 (1940) 

Felix Frankfurter 代表法院编写了判决意见，他援

引了统一、爱国主义和平等价值来支持强制学生

参加宣誓效忠仪式。他说，“良心顾虑在争取宗

教宽容的长期斗争中并没有允许个人不遵守那些

不以宣扬或限制宗教信仰的一般法律。如果所秉

持的宗教信仰与政治社会的某些关注事项发生冲

突，并不能允许公民不履行其社会责任。 我们越

来越认识到这种调整的必要性。” 



最高利益

在这个案件中可能最重要的是Frankfurter法官谈到了相对于Gobitis儿童宗教
自由和程序正义权利的一些重要价值：  
“我们所面对的是法律价值体系中最高利益。国家统一是国家安全的基
础”。 



Barnette和Gobitis

尽管Barnette一案可能是我们对宗教良知最大张旗鼓的捍卫，Gobitis是代

表公共理性的同样坚定的诉求，涉及到国家统一、国家安全、树立爱国

主义思想、平等观念等各种价值，以及宗教顾虑不能成为不遵守普遍适

用法律的理由。 



良知诉求的脆弱地位

A. 美国 
1. 涉及婚姻法案和第八号提案的案件 
2. 基督教俱乐部必须接待所有来访者，不仅仅作为成员、而是作为领导者，
原因是宗教标准是歧视性的。  
3. 某县工作人员由于拒绝批准同性婚姻而丢了工作，尽管同一办公室的其他
工作人员可以提供这项服务。 
4. 与宗教相关的收养诊所选择关门而不是被迫遵守帮助同性配偶收养的要求 
5. 药剂师因为基于良心拒绝出售避孕或堕胎药而丢了工作 
6. 雇员要求保险方案涵盖避孕和紧急避孕药获得奥巴马医疗规则豁免待遇时
被拒绝 
7. 婚礼摄影师因为拒绝为同性婚礼摄影被判决违反反歧视法  
8. 法院强制阿米什女孩接受化疗  
9. 达特莫斯大学主教因为坚持对同性恋的观点而被开除 
10. 加州立法提案拒绝向少年棒球联合会和童子军授予免税资格，原因是这些
组织所谓的歧视政策 



良知诉求的脆弱地位

B. 欧洲 
i. 从英国涉及宗教良知的案件来看，欧洲人权法庭传达了分歧意见：  

ii. a.          支持英国航空公司雇员(Nadia Eweida)在工作期间佩戴小十字架 

a. 但是以卫生和安全为理由，拒绝了老年病护士(Shirley Chaplin，她已经佩戴
小十字架项链三十年了)的类似权利诉求,  

b. 支持解聘一位反对向同性配偶提供咨询的治疗师(Gary McFarlane)的决定 

c. 拒绝一位反对执行同性伴侣民事仪式的婚姻注册管(Lillian Ladele)的诉求.  

iii. 在爱尔兰，尽管医生提出良心反对意见，但被强迫执行堕胎手术.  

iv. 土耳其承认对宗教少数人士建立秘密身份代码.  

v. 哈萨克浸理会因为礼拜会议而被处以罚款.  

vi. 同性伴侣起诉英国教会要求获得结婚权利.  

vii. 在俄罗斯，宗教组织、文本和活动被新通过的“极端主义”法律宣布有罪.  

 



公共理性

A. 约翰 罗尔斯 

B. Kent Greenawalt 

C. Bruce Ackerman 

 



约翰. 罗尔斯: 平等公民的集体理性

约翰 罗尔斯 

"首先：在民主社会中，公共理性是平等公民集体在制

定法律、修改宪法过程中履行最终的政治和强制权所秉
持的理性。 
也就是说，政治权力从本质上来说是强制性的、终局性
的，当我们作为公民互相实施权利时，我们有义务--道
德的义务-- 文明的义务-- 只能根据其他公民能够合理地

接受或认可的理性来实施这些强制性权利。为了在自由
民主的氛围内履行政治权力，罗尔斯认为必须根据公共
理性所设置的限制条件来实施。 



约翰 罗尔斯: 司法正义的政治概念

约翰 罗尔斯: 司法正义的政治概念 
公共理性的内容以罗尔斯所称的“司法正义的政治概
念”为根据，而这一概念从本质上来说非常宽泛。  
司法正义的政治概念有三大特征： 
  
1. 规定了基本权力、自由和机会 
2. 这些权利、自由和机会优先于目的论的或一般诉求。 
3. 公民拥有有效利用这些基本自由的渠道。 



分享前提和公共可接触的理性

Kent Greenawalt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Kent Greenawalt在其宗教信仰和政治
选择一书中对公共理性的权利和诉求进行了解释，他认为公
共理性依托于“共享前提和公共可接触的理性”。根据公共
可接触的理性所做的判决最明确的案例是根据任何有资格的、
清醒的观察者所认可的理性而做出的，而不仅仅是某个人的
判定结果。 “宗教道德性和以宗教为理由的道德判决”则
“超出了分享前提和公共可接触的原因”。 



Bruce Ackerman: 最大排除规则

Bruce Ackerman 

宗教在自由民主社会的公共领域内没有合适的位置。
司法正义的原则来自于公民之间的对话。如果希望这
种对话能够产生确定性的结果，那么所允许的论点必
须满足中立性条件，那么就要求法制国家对容忍和个
人权利采取具体的平等概念。  
 
在理想状态下，社会契约是一种在完善考虑之后会被
全体人民所确认的一种契约。 



对公共理性的批评：不真诚的问题

如果我们把“真实”理性翻译为“公共”理性，那么就会怀疑我
们是否完全坦诚地说明我们为什么相信我们的主张。  
◊ 例如，当针对堕胎权利或同性婚姻给出世俗的反对原因时， 观

众(特别是反对者)会质疑这些原因是否真诚。  
◊ 他们怀疑“真实”问题是宗教问题；他们认为宗教原因是不成

立的，转换为“世俗”原因也是不成立的、受到怀疑的，或被
认为是虚伪的。  

◊ 公开宣布真实的原因（坚持反对意见）应该被当作是“公共理
性”， 而不是隐藏于那些可能更世俗的理性后面。 



对公共理性的批评：公共理性和说服

对公共理性的另一种反对意见关注于哪些是合法的说服方式、
哪些不是。  
◊ 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人认为“言论”需要接受某些限制条

件的约束才能具有合法性。 
◊ 在民主社会中，如果多数选民(或立法人员)认为某个原因是

有说服力的，那么我们可以说这项原因可以成为一种“公共
理性”。如果某项原因说服了公众，那么论点就可以成立，
这就是公共理性。  

◊ 但这不是说任何事情都可以成立，但是适用于道德言论的限
制条件应该适用，而不是支配“政治对话”的另一种道德规
范。  



对公共理性的批评：真实

第三种反对意见认为如果理性是真实的就是合法的。罗尔
斯坚定地反对这种“全部真实”论点。  
  
这种观点认为如果某种理性没有被所有理智的人所接受，
那么就不是“公共可接触的”， 这个观点太极端了。 



选择性接受宗教理性

罗尔斯预料到有人会这样批评公共理性--“在美国历史中最重要的并最

有说服力的政治言论都是太充满宗教意味了，包括反对奴隶制的废奴

主义者、公民权力的鼓吹者，例如马丁·路德·金 

 



选择性接受宗教理性

1. 包容的公共理性 
罗尔斯认为美国历史上充满宗教意味的政治言论并没有违反公共理性，

这是因为尽管这些观点可能是通过宗教语言来传达的，但却可以被翻译

为更世俗的、中性的语言，符合公共理性的标准。  

◊ 罗尔斯承认废奴主义者的论点以宗教原因为根据，但某些基督教会的

非公共理性支持公共理性的明确结论。  

◊ 罗尔斯认为这一点同样适用于马丁.路德.金，马丁也是根据最高法院

Brown 诉教育委员会等案件提出“公共理性”论点-- 从正确理解的宪法

角度表达的政治价值。 



选择性接受宗教理性

1. 包容的公共理性 
我们看另外一个例子，亚伯拉罕.林肯在第二次总统就职演说中不仅仅用宗

教语言表达了他的政治价值观--人民的自由和平等。他在演说中真诚地探

讨了上帝允许这场持续多年的内战，给南北方都造成了极大伤痛的目的。 
  
罗尔斯认为我们应该对各种原则(包括宗教）采取包容性的态度，前提是我

们所采取的方式会加强公共理性本身的理想。 但这种论点太轻松了，很容

易导致人们赞同那些与其政治立场一致的宗教言论，而谴责那些与其政治

立场不一致的宗教言论。 



选择性接受宗教理性

2. 流产 
罗尔斯有关流产的观点是有教育意义的。他不认为宗教反对流产是与公共

理性相符的，他认为把反对流产理由转换为世俗理由是不真诚的，或者是

对宗教立场不诚实的掩盖。  

他认为流产问题涉及到三大政治价值：   
1. 对人类生命的应有尊重.  
2. 政治社会的有序繁衍，包括某些形式的家庭. 
3. 妇女作为平等公民的平等权 

罗尔斯因此认为：  



选择性接受宗教理性

在对这三种价值做出任何合理的平衡后，都会赋予妇女有限的权利来决定
在前三个月是否终止妊娠。在怀孕的这一阶段， 妇女平等权的政治价值是

最重要的，这种权利要求实质尊重和执行权利。我认为其他政治价值不会
影响这个结论。通过合理的平衡可以让她拥有进一步的权利。但是，我在
这里不会泛泛地讨论这个问题，我只想强调一点：如果有任何一条综合原
则导致在平衡各种政治价值后拒绝妇女在妊娠前三个月拥有有限的流产权
利，那么在这一限度内都是不合理的，也是残酷的、沉重的。譬如除非发
生强奸或乱伦，否则拒绝妇女拥有流产权利就是这种情况。 
罗尔斯总结认为拒绝流产权利会违反公共理性的理想，任何不支持在前三
个月流产的综合政策都是不合理的。 



选择性接受宗教理性

3. 美国最高法院有关婚姻的判决 

a. Anthony Kennedy 法官在Windsor一案中的多数意见 

b. Antonia Scalia法官在Windsor一案中的反对意见 

c. DOMA一案中的公共理性 

在2013年6月26日美国诉Windsor一案中， 
Kennedy 法官(Ginsburg, Breyer, Sotomayor
和Kagan法官持相同意见）判决认为联邦

婚姻保护法案第三章中把婚姻定义为一

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的结合违反宪法第五

修正案的程序正义条款。 



Anthony Kennedy 法官在Windsor一案中的多数意见

 

Kennedy法官在其判决意见(第四部分)的主要章节中认为：
联邦婚姻保护法案意图伤害纽约所希望保护的人群。  
  
他然后谈到联邦婚姻保护法案的目的是"伤害政治上不受
欢迎的人群", 并认为这个法案具有“不合适的敌意或目
的”。 

他认为联邦婚姻保护法案的本质是干涉同性婚姻的平等尊严。   
 



Anthony Kennedy 法官在Windsor一案中的多数意见

 

Kennedy法官援引了众议院的报告作为主要的敌意证据： 

   

 “众议院总结认为联邦婚姻保护法案表达了对同性恋的道德

批判，并从道德上认可异性恋更符合传统(特别是犹太-基督

教）的道德观。” 



Antonia Scalia法官在Windsor一案中的反对意见

Scalia法官在他的反对意见中并没有大力抨击，他呼吁

多数意见者应考虑到制定联邦婚姻保护法案的立法者

(85%的参议院议员和84%的众议院议员)和总统(比尔.
克林顿）  

Scalia认为： 

"多数意见认为该法案的支持者是怀有敌意的-目的是蔑视和伤害同性伴侣，

认为联邦婚姻保护法案的目的是贬低、造成不平等、打上烙印、拒绝人

们的平等尊严、给同性恋者打上"低劣”的标签、羞辱他们的子女。” 



Antonia Scalia法官在Windsor一案中的反对意见

Scalia法官认为： 
 
当然（正如多数意见所指出的）， 这部法律叫做联

邦婚姻保护法案。但是捍卫传统的婚姻不是谴责、
贬低或羞辱那些选择其他方式的人群，捍卫美国宪
法也不是谴责、贬低或羞辱其他法案。这种简单的
指控会贬低这种体制。根据多数意见，任何对该判
决的抵制都是超出了表达合理不同意见的范畴。 



Antonia Scalia法官在Windsor一案中的反对意见

“根据多数意见，这个问题是黑白分明的：憎恨你的邻居或者与我们同行。

但是真实情况是更为复杂的。很难承认我们的政治对手不是恶魔， 特别是

在这类争论中，最终将证明这种这种挑战不是我们现在的法庭能够处理的，

很遗憾。我要提醒的是对婚姻这种根本问题的不同意见在政治上仍然是合

法的，以前司法部门会回避这种问题。假设我们今天向争论各方表明这个

问题应该由他们自己去解决，我们会尊重他们的意见，那么我们今天可能

会仍然有体面地全身而退，我们可以让人民自己决定。” 



DOMA一案中的公共理性

◊ Smith一案仍然是最近50年中有关宗教自由权利损害程度最大的司法意

见。 Windsor可能对全部抛弃宗教理由有更强大的诉求。宗教反对同

性婚姻被认为是受"敌意”驱动的，因此不被接受， 所有非宗教性的

原因也被认为对宗教偏见的掩盖，也同样不被接受。  

◊ 不仅仅是宗教理性被完全抛弃，从公共理性角度表达宗教反对意见也

被完全抛弃。  

◊ 宗教良知也被认为是不合法的敌意而不被接受。 



托马斯.霍布斯和公共理性理念

为理解政治对话中的公共理性作用

曲线，良知在政治文化中的重生前

景(政治理性是政治文化中可接受的

政治和法律理性思考的主要概念)，

那么应该理解公共理性的起源以及

最初了解的良知的明确影响。 



托马斯.霍布斯和公共理性理念

公共理性的概念不是罗尔斯发明的，也不是
康德发明的(很多人认为是康德发明的，包
括罗尔斯)。实际上是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

坦一书中引入这个概念的，早于康德大约
100年。 
  
正如康德在一百年后所做的对比，霍布斯也
把公共理性与私人理性进行了对比，认为私
人理性是对良知的诉求。  
  
霍布斯认为公共理性就是君主意志，是国王
或议会(代表公众）所给予的理性，与个体
所给予的理性(私人理性）相对应。 



霍布斯对清教徒良知言论的响应

   
 
 
 
 
正如耶鲁政治学教授Brayan Garsten所解释的， 霍布斯著作从根本上回应
了“清教徒的良知言论”， 捍卫“私人判断和良知”，这是“清教徒牧
师中常见的公共传教模式，在十七世纪英国政治中非常重要”。  
 
  
这些清教徒传教士认为对良知的诉求是不可侵犯的，即使公共当局作出
相反规定。霍布斯认为这些诉求是破坏性的，可能用于煽动叛乱，认为
对良知的诉求就是私人判断，追求的是特殊状态。 



霍布斯社会契约理论

根据霍布斯对国家的理解，个人同意由君主进行管辖，这是逃避未开化
状态(所有人与所有人之间的战争）的一种方式。 根据霍布斯的描述，

生命是“孤独的、贫穷的、肮脏的、粗野的、短暂的”。霍布斯认为遵
守全权君主的命令是维护了良知，因为个人已经同意屈从于政治权威。  
  
 
 
 
 
 
 
Garsten教授是这样解释的，“在霍布斯共和国中遵守法律的个人从定义
上来说是按良知行事，因为他把确定公共良知的权利转让给了君主：[霍
布斯]认为法律就是公共良知。只要君主保护他的子民，那么子民就有义
务遵守君主的命令。” 



霍布斯对良知的论点

就像霍布斯所说的，“良知只不过是一个人所形成的判断和意见，当他
把判断权利转让给其他人的时候，那么另一个人的指令就是他本人的判
断。在个人遵守法律的过程中，仍然是遵照其自身的良知，但不是其私
人的良知。当法律允许其自由裁判时，那么违背私人良知的行为就是犯
罪。  
  
霍布斯认为如果按照君主的指令行事，那么违背良知就不是犯罪。把重
要的公共事务方面的良知让渡给君主后，保护了个人免于受到那些代表
上帝进行的传教。 



Bryan Garsten对霍布斯的评价

我们已经看到当霍布斯提出他对代表制的理解时，他要求公民不仅仅舍弃本

身的判断和良知的引导，可能更重要的是要舍弃那些传教士和预言家传递给

他们的判断。他要求公民保护自身不受到那些鼓吹者的影响，让他们的耳朵

只听到君主的声音，他把君主的声音称为公共良知和公共理性(利维坦第三十

七章)。为了和平原因，他认为私人理性必须屈服于公共理性。公共理性的创

建是为统一判断提供外部来源，避免争论。如果让每位公民自己做判断，那

么公民就会成为鼓吹这影响的牺牲品，而公共理性就是为避免这种情况会产

生的政治动荡。                                              
   Bryan Garsten –  保护游说: 捍卫言论和判断 



霍布斯对共和国疾病的言论

◊ 这在未开化状态下可能是正

确的，但是在共和国中，正

邪的判断标准是民法，法官

和立法者，而立法者总是代

表共和国的。 

◊ 霍布斯警告我们“每个人都是正邪的判断者”这一煽动性的教条毒素

会让共和国罹患疾病” 



                罗尔斯对贵族和专制政府的观点

我们认为罗尔斯派自由主义者会强烈反对把他们对公共理性的理解与霍布斯
的君主利维坦式国家联系起来。  
  
罗尔斯明确地否认“贵族和专制政府”代表公共意见，这是因为在这些体制
中如果考虑公共利益，那么也是统治者在考虑。 



                                   罗尔斯对公共理性和民主的观点

罗尔斯认为，“公共理性是民主国家人民的特点：这是公

民的理性，是具有平等身份公民的理性。这种理性的主体

是公共利益：司法正义政治概念对社会基本体系结构的要

求，所服务的目的和目标。” 



罗尔斯对良知的观点

罗尔斯如何理解良知呢？罗尔斯在公共理性章节中讨论了良知的自由，

但主要是保护个人免于受到专横教会的影响。 罗尔斯认为： 

 

“在民主社会中，从教会对其成员的权威角度来看， 非公共权利是自
由接受的。 在教会权利情况中，因为背叛教会和异教都不是犯罪行为，

那些不再相信教会权威的人们可以退出教会，而不会与国家权利发生冲
突。”  
  
因为良知自由保护个人免于受到教会的影响：国家不借助其国家权力惩
罚背叛教会的行为或异教徒。  

 



罗尔斯对国家权威与良知自由的观点

但罗尔斯认为，除了拒绝承认公民身份之外，国家权力中没有与良知自
由类似的权利。罗尔斯是这样解释的，与宗教组织不同的是，在宗教组
织中之可以通过退教来规避教会的权力，但是除非离开受其管辖的地域，
否则不能规避政府的权力。  
  
如果国家坚持强迫我们违背个人良知，我们的选择是有限的-我们可以
移民（即使移民可能也不能让我们摆脱国家的管辖）。 
  



宗教自由和保护宗教良知：国家重大利益检验标准

但是让我们来看看最高法院对宗教自由权利的态度(罗尔斯典型的公共理
性体系)  
  
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高法院提出了如何评估宗教自由诉求的检验标
准--国家重大利益检验标准。  
  
如果宗教自由受到限制，那么推定是侵犯了宗教自由权利，除非国家可
能证明对宗教自由权利限制的理由是国家重大利益，并且是通过最低限
制方式实现的。  



宗教自由和公共理性：普通和中性法律

但总所周知的是，随着就业处诉Smith(1990)
一案的判决，这种情况也出现了重大变化，
这个案件涉及到美洲原住民教会宗教仪式上
食用致幻药佩奥特碱，由此而提出的良知反
对诉求。  
  
在Smith一案中，最高法院提出了宗教自由诉

求的一项新的检验标准。州法律如果限制宗
教自由，只要是通过普遍适用的、中性法律
实施的就不违反宗教自由条款。  



公共理性能否(必须)尊重良知的诉求？  

◊ 从某一角度来看，答案非常明确，“是”  

◊ 政治多数派，从公共理性所认可的原因来看，可能同

意保护或包容良知，包括少数派的良知。  

◊ 例如美国法律保护反对服兵役的良心反对者。   

公共理性是否必须(或可预期）包容良知本身还是有很大争论的。  

 



核心问题：公共理性两步分析

考虑到基本的推理形式可能不能保护良知： 
首先，强制性法律应以公共理性为根据： 
第二，私人理性(例如宗教信仰）不算做公共信仰，因此不加以考虑。 
 
我们可以称之为“公共理性两步分析法"。  
这不仅仅是描述霍布斯所设想的公共理性。对公共理性的每种概念-不论是
霍布斯、康德或罗尔斯的-首先都是区别公共理性和私人理性， 颂扬前者而

贬低后者。除非可以从公共理性角度有说服力地表达对良知的诉求，否则
私人理性可能不被理睬，或者认为是不合法的而被拒绝。 



有效与无效反对意见

B. 耶鲁法学教授Stephen L. Carter 

[感谢BYU法律图书馆的Galen Fletcher 让我注意到Carter的论点.]   

Carter 认为如果言论不与行动相关联，或者

这种言论是个人无效表达的而不是由机构

(例如宗教）有效表达的，那么政府可能给

言论更多的保护。Carter在哈佛大学五月份

的一次演讲中是这样描述政府对宗教的限制

态度： 



有效与无效反对意见

您愿意鼓吹什么就鼓吹什么，只要你不具有信服力。但是你如果鼓吹

的是严肃的事情，如果你开始说服其他人行动，那么国家就可能会阻

止你。理由是这样的：只有鼓吹活动不鼓动其他人行动才会得到保护，

法院在这里不仅仅区别的是言论/行动，而且区别的是个人/组织。独

立的批评是没有危害的，因为他做不了其他事。但是组织因为具有更

好的行动能力，就变成威胁了。所以当权者总是寻求法律途径来阻挠

鼓吹反对意见的组织，而不达理睬无关重要的个人。这样就允许我们

尊重言论自由，但没有言明的是言论只要是没有效力的，就不会受到

干扰。 



依赖公共理性会走向哪里？ 
 
我们有理由担忧依赖公共理性可能会导致自由利维坦式国家-- 
不是霍布斯帝国君主式的暴君，而是专横多数(或可能是专横法
官)的暴君，自信地认为他们自身观点的合理性(即使是自以为
是), 以任何理由(在他们的头脑中)诋毁并漠视不同意见者的良知；

对良知的此类诉求因为不能满足公共理性的条件，事实上变成
“不合理的”诉求。 
  
把理性区分为公共理性和私人理性，认为一种理性是合法的、
另一种理性是不合法的，把复杂的宗教信念体系划分到“私人
理性”类别，公共理性通过清除难以驾驭的良知“灌木丛”，
以便建立自由利维坦式国家的“闪亮大厦”。 
 



把理性区分为公共理性和私人理

性，认为一种理性是合法的、另

一种理性是不合法的，把复杂的

宗教信念体系划分到“私人理性”

类别，公共理性通过清除难以驾

驭的良知“灌木丛”，以便建立

自由利维坦式国家的“闪亮大

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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