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鸿沟：为什么美国需要对多元主义更加自信？
约翰·稻津（John Inazu）
纵观古今的文化冲突，恐怕我们很难找到像杰里 ·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和拉里·弗林
特（Larry Flynt）这样截然相反的两个人物。福尔韦尔（去世于 2007 年）曾是美南浸信会的牧
师，也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崛起的保守主义基督教政治组织“道德多数派”（Moral Majority）
的创始人。弗林特则是《好色客》（《Hustler》）杂志的创始人，并且是一位色情行业大佬。
福尔韦尔把发生在 2011 年的 9.11 恐怖袭击归罪于“异教徒、堕胎者、女权主义者、男同性恋、
女同性恋……美国公民自由协会（ACLU）、以及“美式生活”（American Way）的拥虿——这
些人都在试图使美国世俗化。”与此同时，弗林特则在曾经呼求上帝让一个保守的新闻主播患上
脑动脉瘤，好让他痛苦煎熬地死去[1]。
这两个人并没有太关注过对方。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福尔韦尔多次谴责弗林特的行业。
弗林特曾说：“他用了任何可以想到的字眼来骂我，在我看来，这些字眼和我杂志里面出现的那
些词一样脏。”弗林特最终被惹怒了。1983 年，他借用当时很流行的金巴力酒的广告，播出了
一个针对福尔韦尔的滑稽模仿秀。这个广告里有一个双关语，代言人把第一次喝金巴力酒与第
一次性爱经历的感觉相提并论。弗林特在他的滑稽剧里用福尔韦尔的腔调讲，他的“第一次”是
跟他自己的老妈搞，“醉到找不到自己虔诚的屁股”。在这个闹剧里，福尔韦尔解释说：“老妈看
起来比那些捐 100 美金的浸信会妓女好多了。”还声称他之所以要和老妈搞，乃是因为她让全镇
子里的男人都找到了乐子。弗林特得寸进尺，在福尔韦尔的布道里还插了一句话：“我总是在讲
道之前喝醉，难道你觉得我能在清醒的时候给你们讲那些狗屁不通的东西吗？[2]”
弗林特的嘲讽闹到了最高法院，而最高法院最终裁决弗林特拥有播出这出滑稽剧的权利。
这场诉讼自始至终都充满了争议。[3]在弗林特的证词里，福尔韦尔的律师质询这出滑稽剧的目
的是不是为了损毁福尔韦尔的名誉，而弗林特直言不讳的回答道：“就是要他身败名裂”[4]。

多元主义的终结？
法国哲学家卢梭曾说：“和那些我们认为被诅咒的人和平共处是不可能的”。福尔韦尔和弗
林特看起来是正好应验了卢梭的这个可怕的预言。我们中的许多人也不例外。从密苏里州民权
运动中的冲突，到俄克拉马州反穆斯林以及其他种种文化冲突导致的抗议运动，看起来我们难
以与那些我们认为不理智、不道德甚至危险的人一起生活。
有时候我们的争论会被过度夸张。想想在 2015 年 3 月由印第安纳州宗教自由法而引发的激
烈争论。保守派电台主播马克·莱文（Mark Levin）坚决主张，凡是反对这一法律的人都“憎恨
美利坚”。美国家庭研究会（Family Research Council）的主席托尼·博金斯（Tony Perkins）则

主张 “任何对宗教自由法的改变都会摧毁印第安纳州的宗教自由。”另一方面，苹果的首席执行
官蒂姆·库克夸张地声称，此法律很危险，它会使“种族歧视神圣化”和“不平等合法化”。而记
者本·科普斯（Ben Kepes）则担心此法律更像是另一个“水晶之夜”的预兆[5]。
具体的法律争议实际上是在讨论某些基督徒花商和面包店主（显然，还有一个不幸的披萨
店）拒绝为同性恋婚礼提供服务这种行为是否合法。这并不是个小问题，并且对于争论双方来
说是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但是我们并不值得用过度夸张的方式来解读这一政策的取舍——或
者做出任何有关那种夸张口气所隐含的预言。
有时候我们对其他人的反感无法用语言形容。2012 年，北卡罗来纳州通过了一个修正案，
使得此州对于“婚姻只指男人和女人的结合”的定义宪法化，并使得其他形式的“法律意义上的家
庭结合”无效。这项修正案潜在地影响了家庭法、家暴法、不动产购置以及员工福利中对男女同
性恋者的保护[6]。
2014 年阿拉巴马州投票通过了一项宪法修正案，禁止州法院适用违反州或联邦法律的外国
法律。这项修正案——主要由于那些对伊斯兰教教法的入侵而产生的恐惧——并没有任何法律
意义；正如阿拉巴马州立大学的法律系教授保罗·霍维茨所说，从现存的法律来看，这项修正
案完全是多余的。但是它并不是没有象征作用，反而是利用了反穆斯林的敌意来吸引更多的人
去投票。与此同时，已经有三十多个州正在考虑类似的修正案或者立法[7]。
如今整个加利福尼亚州，许多保守主义宗教学生团体在许多公立学院或大学里不再受欢迎
了。而这不仅仅是发生在西岸的现象。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鲍登学院
（Bowdoin College）和许多其他的学校已经逼迫这样的团体离开校园。这些学校采取“通收”政
策（all comers），要求学生团体承认任何有意愿参与的学生成为会员甚至是领导者，比如共和
党俱乐部必须接受民主党人，支持堕胎的社团必须接受反堕胎者。那些对于成员与领导者资格
设限的保守主义团体并不能满足这一政策的要求，所以学校对这些团体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
息：要么改变，要么离开[8]。
尽管我们中有些人在努力和其他人和平共处,其他人却通过忽略或轻视我们之间的迥异来假
装一致。我们虽然举行会议、参加集会、签署声明来表达团结一致，然而我们中大部分人其实
并不认为我们之间的差异那么容易跨越；并且大部分人并不真心期待百花齐放。我们所有人都
会主张，有些事物如果不存在这个世界会更好。当涉及道德问题以及终极信仰时，这显得尤为
正确。我们可能更喜欢一个这样的社会：每个人在什么是正当杀人、中庸性情或者美好生活上
都有一致的看法，但是这并不是我们真正生活的社会。
有另外一种选择可以使我们更好地面对深层差异的现实：自信的多元主义。多元主义主张
卢梭是错误的：共存不仅仅是可能的，并且是必要的。自信的多元主义提议一种更温和的选择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多样性中共生，而不是“合众为一”这个难以捉摸的目标。它不需要盲目
乐观地幻想我们会解决我们之间的差异并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相反，它要求我们求同存异。

宪法承诺
自信的多元主义是以双重前提为基础的，即在法律和社会层面我们有共存的可能。我们可
以单独就宪法承诺和公民实践来考虑这些可能性。宪法承诺使我们可以和平相处的同时，又保
留一些有价值的区别。一篇知名的文章中曾提及过这一点，在这篇文章中法官罗伯特·杰克逊
（Robert Jackson）为耶和华见证人在二战中拒绝宣告效忠誓言（Pledge of Allegiance）的权利进
行了辩护：
“然而，我们根据《宪法》的限制规定行事，毫不担心实行思想与信仰多
元化甚至对立的自由可能会导致社会解体。与他人不同的自由并不限于一
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如果与他人不同的自由仅仅局限于琐事，那么自由就
将仅剩一张外皮。真正能够检验出这种自由的东西，就是对触及现存秩序
核心事务持不同意见的权利[9]。
坚持异于主流的权利比任何一种观点和信仰都重要。19 世纪 40 年代，耶和华见证人遭遇
了爱国主义的挑战；60 年代民权团体坚决反对关于黑人的主流看法；80 年代同性恋团体开始
挑战异性恋的主流地位。而如今这些主流观点再次改变，但我们还是保留区别于大众的权利。
这种保留区别权利的意思是我们必须能够对由我们生活中广大政治团体和志愿团体所构建起来
的标准说不。我们必须要站在那些准则的对立面。正如法官威廉姆·布伦南（William
Brennan）所强调：“代表共同目标的集体努力”对“保留政治、文化多样性和保护不同意见的言
论不受多数人打压是极其重要的。[10]”
提出异议并不是不受限制的，每个社会都会对它施加一些限制，但在这些限制中，有时候
保留区别的权力意味着市民以及他们组成的团体不会接受政治共同体设定的常规标准，他们可
能是非自由主义者或非平等主义者，他们也可能忽视自信多元主义的公民实践。一个无法使这
种异议权变得光荣的政治共同体不能被称为是多元化的，它缺少对多元化的自信。
保护这种有别于大众的权利，落实宪法对这种多元主义的承诺需要在三个方面对宪法原则
进行重新定义和重新理解，即结社权，公共论坛和公共资金。

结社权
自信多元主义最重要的宪法承诺乃是，它重新激励对公民社会中志愿团体的协同保护。最
高法庭首次在宪法意义上承认结社权是在 1958 年 11 月[11]。26 年后，最高法庭将结社权划分出
了两层含义：“私密型结社（intimate association）”和“公开型结社（expressive
association）”[12]。私密型结社体现了结社权的本质特点，它们关注于“高度的个人关系”以及“深
度接触和交流”。虽然这听起来很有前景，但实际上，私密型团体的扩展对象仅限于亲密的家庭
关系，并且几乎无益于我们公民自由的平衡。[13]
至于公开型结社的权利，只有当一个组织团体的目标和活动有益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宗教自由等涉及第一修正案时，它才能够得到宪法的保护。公开型结社使结社权更加具有社会
功用，它必须具有某种显见的重要目的。这确实有效地忽略了人们实际形成信仰，进行实践以

及反对这种制度的方式，也就是选择那些可以促进友谊，情感关系和团结的非正式，甚至非公
开型的集会。
限制非公开型结社的法律几乎不会面对任何宪法阻碍，这种法律只需要通过一项“合理基
础”的审查，可这几乎是所有法律都需要通过的审查。这就意味着，如果一个州或者地方政府规
定某个团体成员的要求与主流标准不一致，如果某个被选举的官员想要推进公共秩序或推动任
意地区的偏好，亦或是如果执法人员想要进行群体管控而限制团体的规模或成员构成，那么持
守非公开型的志愿团体就可以被控制。
此外，那些被认为是公开结社的组织也被一种模糊的原则性框架限制着，这一框架十分
轻松地便可使宪法保护失效。比如，针对一些公开结社的司法裁决明显毫无同情心可言，这些
裁决以性别问题或该结社的其他问题为由对结社成员加以限制。[14]但事实上无论如何结社权的
部分内容都会导致歧视，有意义的结社权应允许志愿团体拒绝接纳一部分人。威尔斯利学院
（Wellesley College）不接收男性和来自艺术高中的学生；摩门教唱诗班拒绝非摩门教徒和声乐
能力差的人加入其中。身处于公民社会的志愿团体中，我们忍受着各种在其他地方不被允许的
歧视行为。而关于结社权的现行法律并没有区分出这一特征。

公共论坛
宪法保护的第二个重要方面就是加强对公共论坛的保护。公共论坛，即市民聚集起来，
提出异议，发表意见和表示不满的现实和虚拟的场所。公共论坛可以是一些现实生活中的地
点，如市政厅；但也可以是一些非现实的或虚拟的场所。公立学院和大学允许学生成立他们自
己的社团来组建公共论坛；地方政府在网站上征求意见时也会建立公共论坛。
公共论坛对我们的民主化尝试是极为重要的。它为市民集会，表达并且参与政治生活提供
了一种实践机制，使市民可以用自己的声音，以自己的方式选择自己关心的议题。公共论坛这
一构想代表了健全民主制度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它表示着对异议，不安和不稳定的容忍。这些
直观的联系在热播剧《公园与游憩》（Parks and Recreation）的编剧笔下也有所提及。一个来自
委内瑞拉公园及娱乐部的代表团来到一个虚构的印第安纳州的波尼小镇，代表团领队劳尔看到
公共论坛时感到很惊讶：“真是太不像话了，怎么没有武装人员来把这些抗议的带走？武装人员
都哪去了？这在波拉瓜（Boraqua）（波尼的友好城镇）根本就不被允许。你要是像他们那样
喊，就会立刻被关进监狱，连审讯都没有。我们还有专门针对记者的监狱。”[15]
我们还不至于相信劳尔所说的。最近陷入迈克尔·布朗之死余波（以及拘留掩盖抗议者的记
者事件）的弗格森市所施行的公共论坛限制只是我们国家侵害公共论坛的其中一例。在现行法
律下，政治抗议者在公共论坛中常常被肉体隔离或被戏称为“自由言论区”。在公共领域劳动纠
察员往往遭到严重的打压。教会被禁止租用普通的的公共设施。纽约城市公园占领运动的抗议
者，科罗拉多州人行道上的反堕胎议员以及北卡罗莱纳州府的政治抗议者们全都被那些越权管
事的政府官员打压下去。现实中的公共论坛与其本身的初衷已相去甚远，而这种偏离应该让我
们停下来好好地想一想。

公共资金
最后，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无论是怎样的意识形态，我们都可以设立广泛可用的公共资
金。政府有权按照其目的来使用税收收入。但是，如果考虑到某些类似于公共论坛功能的场
合，如由公立大学的学生组织的论坛，政府就不能以不提供公共资金支持的要挟来强迫他们遵
循当前盛行的正统观念。
另一个例子是联邦税法规定的税务豁免。 [16]符合免税资格的组织数量十分庞大，我们所有
人都会认为有些组织获得免税资格无可厚非，而另一些则被我们认为对社会有害而不应具备免
税资格。当然，我们列举的应受谴责的团体会有所差异，如支持人工流产合法化的组织和反堕
胎的组织；各种宗教组织；狩猎组织和动物权益保护组织——不管怎样，这些组织都受益于联
邦免税律法。一些左派或右派团体发出愤怒的呼吁，要求剥夺与其政治光谱相对立的团体的免
税权，然而这种呼声常常被误导。我们不能以自信的多元主义为前提，然后又想尽办法驱逐自
己不喜欢的群体。

作为公民美德的自信多元主义
自信的多元主义的某些方面是超越法律范畴的，它取决我们自己。当然，我们可以为那些
宪法承诺的重要性辩护，却忽略我们生活中各种承诺之下的潜在行为规范。然而，最好的方式
还是把对于法律的热情反映在自己的生活方式里面
为了使公民实践成为可能，自信的多元主义有三个强烈的诉求：容忍、谦恭和耐心。但这
三个诉求并非像看上去“那么合理”，相反，我们可能会把他们看作是由于缺乏信心而作出的让
步。实际上，正是由于我们对自己的观点和信仰有足够的信心，才能在这极度差异化的环境中
与人友善地相处。
在自信的多元主义的背景下，容忍、谦恭和耐心是一种功能性诉求，它还没有转变成一个
精确的哲学概念。但若足够多的人都持有这三个强烈的诉求，即便我们选择折中主义或吸收了
先前的思想，我们依旧可以在自信的多元主义中维持一种共识。“我们虽然同意规范，但关于这
个规范为什么是正确的，我们可能会产生分歧。不过，我们依旧满足于生活在这种共识中”。[17]
回顾福尔韦尔和弗林特，我们可能会把福尔韦尔称为保守的道德家。他遵循一套来自环境
或所属共同体的规则来管理和约束自己的行为，这些规则告诉了他何谓正确与错误。弗林特则
可能被我们称为自由的进步主义者。他渴望当代自由主义语境下的自主权，这样的“自主权”就
意味着，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可以不受环境或共同体的约束而自由地作决定，跟随自己的热情，
无论它将带你去何方。福尔韦尔和弗林特在有关宗教信仰和性的话题上有极大的分歧。他们二
人都是白种男性，异性恋，年龄和收入也很相近。换言之，他们之间的差异虽然很明显，但如
果考虑现实世界中有助于实现多元主义的各种因素，问题会变得更复杂。
大多数人并非都像福尔韦尔或弗林特，如“保守的道德主义者”和“自由的进步主义者”这样
简单的标签没有完全回答我们之间的差异问题。但是，福尔韦尔和弗林特反映了我们对待一些
现今最具争议的文化问题的方法。因此，他们将有助于我们探索自信的多元主义的三个诉求。

容忍
容忍是自信的多元主义最重要的诉求。它意味着接受真正的差异，包括深刻的道德分歧。
要实现这个诉求是很不容易的。正如哲学家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所指出的，
当人们发现他人的信仰或习俗“实在是不可接受”或“是一种不敬的、灾难性的、甚至猥亵的错
误”时，容忍是最需要的。威廉姆斯指出，容忍的基本困难是， 我们只是在“无法容忍”的时候
才需要容忍。[18]
但是，容忍并非意味着我们要接受所有的信仰或观念，并认为他们都是好的、对的。哲学
家爱德华·兰格拉克（Edward Langerak）提醒我们，“容忍源于拉丁语中的宽容，它的主要意
思是对某事物的持久性包容”。注意到它的内涵，我们应该将容忍与漠不关心、顺从、胆怯和同
意区分开来。[19]我们不应该追求一种“怎么样都所谓”的乐天派的容忍，而应追求一种为实现彼
此共存而真实可行的容忍。福尔韦尔和弗林特所持的是一种从根本上就互相对立的世界观，这
样的深度分歧不可能达成类似于彼此同意的结果。从语法上解析容忍和同意之间的区别需要大
量的努力，因为我们要根据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想法来解释。因此，我们不应低估这项工作的难
度。容忍要求福尔韦尔尊重弗林特，但并不意味着他一定会尊重弗林特的观点。自信的多元主
义并不强迫大家同意所有的观点都是有效的或在道德上是无害的。为了公平地对话、讨论，容
忍确实要求我们尊重别人，并允许大家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持不同的意见。

谦卑
谦卑比起对于他者的宽容来说需要更多的自我反思和自律。它使福尔韦尔和弗林特认识到
他们自己的信念和直觉是建立在传统所依赖的价值观之上的，这些价值观是不能凭经验证明或
者完全由这些传统以外的理性形式来证明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福尔韦尔和弗林特就一定要
怀疑他们的信仰或者对他们自己的信念缺乏信心。相反，谦卑提醒着我们，向他人解释自己的
深层的价值观念是具有限度的，而证明它们则是非常困难的。
这种谦卑以我们证明能力的极限，而并非对于何为真的主张为基础。因此，它不应该被误
解为是相对主义。谦卑产生了存在对与错，善与恶的可能性。谦卑并不影响我们对真理的信
心，但是它要求承认我们的信念常常是以有争议的、其他人不分享的为前提。福尔韦尔关于“道
德”的概念和弗林特对于“自主性”的概念源于某些传统和习俗，但它的基本前提并非是所有人或
民间社会的自愿团体都支持的。
谦卑也使我们意识到我们人类的能力在本质上是有限的——我们思考、理性和反思的能力
很少是完美的，它是有限的，导致了我们有错误的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有人，无论是
宗教的还是非宗教的，在日常生活与行为中都具有某种依靠信心的成分。正如神学家莱斯
利·纽比金（Lesslie Newbigin）所指出的，“我们不断地被要求对不可证明的信念采取行动，并
将我们的生命献给可以怀疑的主张。”[20]

忍耐
忍耐包括节制、坚持和耐力。这里重要的是要认识到， 福尔韦尔和弗林特都深刻地认为他
们在这种方式上是正确的。他们大部分生活的结构都伴随着他们的道德承诺，他们也经常想要
自己的规范性观点在其他社会观点上能占上风。但是自信的多元主义承认对话和劝说常常是要
花费时间的。相反地，缺乏忍耐往往让位于压迫，甚至是暴力。
我们大多数人需要用耐心去了解存在于我们彼此之间的分歧，蹒跚着越过那些难以战胜的
距离。有时，我们需要用耐心来忍受我们无法克服的差异。忍耐也鼓励我们努力地倾听、理
解，甚至是移情。这些行为与接受或拥护另一种观点是不一样的。我们可能会发现，忍耐引导
我们更深地认识到相反信仰的邪恶或堕落。然而，至少我们可以采取某种姿态，在我们听清楚
对方要讲什么之前避免那些可笑的误解。
忍耐并不总是意味着被动。在某些情况下，当我们在世界中面对我们认为的邪恶和不公
时，我们会迫切要求采取行动而不是无动于衷。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忍耐这一美德意味着节
制、坚持和耐力。即使福尔韦尔和弗林特可能厌恶对方的生活方式和信仰，忍耐却要求他们忍
受彼此的存在。忍耐所持有的这种耐力可以实现更好的理解和移情。

信仰多元化所扮演的角色
人们常常在个人行为和人际关系中表现出宽容，谦逊与耐心的精神。在个人层面上为种种
差异搭建沟通桥梁已经颇为困难，更不用说，我们在沟通公共机构的分歧上会面临更大的挑
战。这种在公共机构之间斡旋的困难在国家层面上尤为严重，相比之下，地方性质的合作关系
或许更加容易实现。
一个案例发生在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Portland)之间。2008 年春，一个叫做凯文·帕劳
（Kevin Palau）的福音派信徒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人们对本城福音派基督徒的认识更多基于
他们反对什么，而不是他们支持什么。他联络了波特兰市长萨姆·亚当斯（Sam Adams），而
这位市长是一位公开的同性恋者。为了寻找与本市市民团体建立联系的途径，帕劳决定去做一
件“显而易见”的事情：他向亚当斯市长询问宗教信徒能为城市做些什么事情。[21]
亚当斯市长虽然并不是特别喜欢福音派信徒，但是他却需要志愿者来帮助应付波特兰市的
教育、环境和医疗需求等方面的问题。虽然他知道福音派将他的性取向视为犯罪行为，但是为
了整合人们来帮助这个城市的缘故，他决定将这个矛盾置之一旁并开始这一合作。于亚当斯市
长而言，最根本的挑战是要克服我们已经习惯的那种思维方式，即如果我们与某人的观点不相
一致，那么我们必然互相憎恶。因此，摆在亚当斯市长和帕劳面前的这一非常现实的问题就
是：“双方能否在一些事情上产生分歧的同时又在另一些事情上共同合作？”
在亚当斯市长和帕劳首次见面三年后，根据 ABC 新闻的报道，有 26，000 个来自 500 所当
地教会的基督徒正在帮助这个城市处理各种问题，比如翻修公园，为性人口买卖受害者提供援
助、为流浪者提供食物等等。[22]有一间教会致力于帮助一所叫做罗斯福中学（Roosevelt High
School）的学校，这所学校的大部分学生都是低收入有色人种家庭的孩子。正如《纽约时报》

（New York Tiems）在 2013 年的一篇文章中所评述到的：在整个学年里，位于富裕的西溪谷区
（West Linn）的南湖教会（SouthLake Church）会友们以做家教的方式来服事罗斯福中学。其
中有一个名叫尼尔·罗马克斯（Neil Romax）的会友帮助训练了该中学的橄榄球队，他是美国
国家橄榄球联盟的前四分卫成员。另外南湖教会的一个名叫希瑟·哈吉特（Heather Huggitt）的
26 岁的年轻人也参与到这次的帮扶事工之中，他在罗斯福中学做全职工作，解决那些在物质上
短缺的学生的需求，他们往往缺乏足够的食物、衣服和学习用品。[23]
帕劳和亚当斯都颇为重视在处理这些问题上跨越异见的合作的重要性。亚当斯不仅强调了
教会领袖和政府官员之间的协同关系，还强调了每个教区会友个体和政府公务员之间协作的重
要性。亚当斯并没有忘记他和帕劳之间的关键差异，但是他也不想这些差异阻碍他们达成共同
目标。帕劳在这点上和亚当斯市长达成了共识，2014 年，他在和亚当斯的一次公开对话中讲
道：“确切地说，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在所有的事情上都能达成共识，所以我们要更加努力寻找那
些共同点。我们所关注的都是一个更加宜居的波特兰市。[24]”波特兰市的这一案例乃是基于寻找
共识，而不是试图解决那些深刻而令人痛苦的差异。
让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关于通过寻找共识来跨越差异的案例，它旨在确保自信多元主义的宪
法承诺。2000 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决支持一项被认为“内容中立”的规制，它对于科罗拉多州反
堕胎者在堕胎诊所外面的公共道路人行道上抗议时可以使用的言辞和表达方式进行了限制。[25]
在这其中有一条异议，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认为，最高法院的这一决议
传达了一种未经辩护的核心政治观念，即便它“以一种平和的方式，在一个深刻的伦理议题上，
向公共人行道上的同胞公民”表达自身。[26]
四十年之后，美国最高法院再次裁决了一起涉及到堕胎诊所外公共人行道上反堕胎抗议者
的案子。这次的案例发生在马萨诸塞州。 [27]马萨诸塞州这次在麦考伦（McCullen）诉科克利
（Coakley）案上的议决的限制比科罗拉多州更加严厉。他们将任何两人或超过两人以上在堕胎
诊所外公共人行道上的聚集定义为犯罪。[28] 他们还阻止原告埃莉诺·麦考伦（Eleanor
McCullen）使用堕胎诊所外面的公共人行道来唱歌和默祷。
如同最高法院的许多案例一样，麦考伦案掀起了一场关乎多个法律理论领域的诉状风暴。
很多支持原告的诉状都引述了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伦斯·特赖布（Laurence Tribe）对最高法
院这一裁决的断言：“这一判决像一次灌篮那样简单，也像一次灌篮那样错误。”[29]在诉状里向
最高法院引述特赖布教授的这句话并非引用本身而变得非同寻常，特赖布教授作为一个众所周
知的法学家，大多数的法官在他们的学生时期都曾受教于他。但在这个案例中是什么使得他的
话语变得如此重要呢？其原因是特赖布教授同时还是一个坚定的堕胎权的拥护者。
这种非比寻常的联盟并没有就此结束。美国劳工联盟（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和美国产业工业联合会（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提交了一份“非当事人意见陈
述”，他们认为这一对于路边抗议的规制是违宪的。上述两组织的诉状引述了大量劳工问题判
例，这些判例支持一个富有活力的公共论坛。除此之外，它还强调了美国公民在大街上通过游
说，散发传单以及其它受到保护的表达方式传播他们的观点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赋予他们
的一项重要的权利。[30]

斯坦福大学法学院（Stanford Law School）的教授迈克尔·麦康奈尔（Michael McConnell）
和我以若干宗教组织的名义合著了一份非当事人意见陈述。[31]我们的观点是：马萨诸塞州限令
介入公共论坛和合法集会是违宪的。我们还组成了一个多个宗教组织之间的联合，而其中某些
成员仅有些微共通之处。天主教主教会议（Conference of Catholic Bishops）、南方浸信会的宗
教自由委员会（Ethics and Religious Liberty Commission of 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和国
际克里希纳知觉者团体（克里希纳教派）（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Krishna Consciousness）这些
团体并不是每天都能和睦共处。然而它们（还有很多其它的团体）都参与了我们的上诉，而且
即便出于不同的关注点，它们都承认公共论坛的重要性。
2014 年 6 月，美国最高法院取消了这条马萨诸塞州立法规。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它促使
我们对于更有意义地保护公共论坛更接近了一点。纽约时报刊登了特赖布教授对这次裁决的称
赞：“我是否赞同麦考伦女士的意见并不重要。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巨大价值乃是，它在保护
我们所认同的言论的同时也一样有力地保护那些引起我们激愤的言论。”[32]
然而这个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在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出来的几天后，一位北卡罗来纳州的
联邦地方法官根据麦考伦案撤销了十多位对于“星期一道德”（Moral Mondays）的抗议者的刑事
指控。这些抗议者最近的行为已经对北卡罗来纳州立法机构构成了挑战。[33]这些抗议者中的大
多数人都是进步主义者，他们其中有些人曾是“计划生育”（Planned Parenthood）组织的成员，
为了支持堕胎权而加入了“星期一道德”的抗议者队伍。同样地，这些人也得益于对公共论坛
的保护。这正是宪法对信仰多元化的承诺试图达到的结果；正是如此，在麦考伦案中，各种思
想不同的人和组织在这一原则下找到了彼此共通之处。

收剑入鞘
杰里·福尔韦尔在 2007 年 5 月 15 日去世了。他去世五天后，洛杉矶时报刊登了一篇文
章，讲述弗林特和福尔韦尔曾经一起参加拉里·金（Larry King）的节目，弗林特回顾了金巴利
酒恶搞事件之后一个惊人的转折。在这个节目中的某个环节，福尔韦尔俯身给了弗林特一个尴
尬但明显真诚的拥抱。此后不久，福尔韦尔出人意料地拜访了弗林特的办公室：“我们交谈了两
个小时，在我桌上整齐堆放着最新发行的《好色客》，这正好在他前面。他建议我们去全国各
地辩论，然后我同意了。”下面是弗林特在福尔韦尔死后对他的悼念词的总结：
在随后的几年，直到他去世，他每次到加利福尼亚都会来看我。我们之间会有有趣的哲学
对话，也会交换个人的圣诞卡片，他还会给我看他孙子的照片。曾经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在佛罗
里达州，他抱怨他的健康和体重，我建议他去节食，这对我也是起了作用的。我回到家之后，
就传真了一份节食计划给他的妻子。
事实上，这位牧师和我有许多共同点。他来自弗吉尼亚州，我来自肯塔基州。他的父亲是
一个走私者，在我 20 岁进入海军之前我也是一个走私者。我们尽量让我们的对话远离政治，但
是宗教是在交谈范围之内的。他想要让我得到救赎，并决心让我离开“这个行业”……
他肯定是做贩卖上帝怒火的那种宗教的生意的，而且他愿意为了增加他邮件列表中的成员
做任何事情。但是到最后，我知道他在卖什么，而且他也知道我在卖什么，我们找到了沟通的

方法……
我永远不会敬佩他的见解或评价。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他在电视节目里的那个拥抱的目
的是什么，究竟是为了修补我们之间的关系，向公众展示自己是一个慷慨和宽容的传教士，还
是仅仅为了让我不安，但是最终的结果是一个我从来没有期望过的，就像我赢得了著名的最高
法院案例（Supreme Court case）一样令人震惊：我们成了朋友。[34]
凭心而言，福尔韦尔和弗林特不太可能是自信多元主义的模版。但是，如果他们都可以领
悟宽容、谦卑和忍耐的精神，那么或许我们也能够做到这一点。

约翰.稻津（John Inazu），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学副教授。这篇文章改编自他的书《自
信多元主义：通过深度差异的幸存与繁华》，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6 年即将出版。
转自《刺猬审查》（The Hedgehog Review17.3）（2015 年秋季刊）。未经书面许可，本出
版物不得转售、转载。要作任何形式的转载和重新分发，请联系《刺猬审查》（ Hedgehog
Review）了解更多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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