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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视野中的中华文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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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大文明都是在应对挑战过程中寻求生存

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

与发展的。 如果我们比较世界各大文明的特点，很

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

难说哪一种文明绝对的好或差。 一种文明能否生存
和繁荣发展取决于其能否有效地适应自己的生存环

贵卖的特权—
—
—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
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由此得出的经验教训是：中国

境和应对每一时代新出现问题的挑战。 这种挑战是

必须坚持对外开放。 闭关自守是没有出路的，对外

多方面的，有来自自然环境的，有来自外族入侵的，

开放才有活路。 中国历史上的文化繁荣时期，是对

有来自生产资源和财富分配的，有来自内部的阶级

外文化交流做得好的时期，如盛唐时期；而中国文化

矛盾和政治秩序的。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一个国家

停滞发展时期，则处于明清的闭关锁国时期。 中国

内部所面临的经济和政治的问题与世界市场和世界

近四十年来的巨大成果，得益于改革开放。

的政治、经济的秩序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一个国家要走入先进的现代社会，必须进行制

按照黑格尔、汤因比和雅斯贝斯的看法，中国位

度层面上的有效改革。 黑格尔谈到，西方走入现代

于世界地缘东方一端，中华文明在历史上与世界其

社会是从宗教改革开始的，而宗教改革是从反对天

他文明接触的机会较少，经常处于封闭状态。 中国

主教会的腐败开始的。

挨着印度，在历史上与印度文明有所交往，如佛教的

在世界历史上，一再出现帝国之间的战争、朝廷

传布；与波斯和阿拉伯地区有一定的商贸关系，如丝

内部的争权夺利、农民起义和皇朝的更替。 总览这

绸之路。 但由于有着喜马拉雅山和沙漠的阻隔，中

些历史现象，只有当引发了社会制度层面上的变革

华文明与外部文明的交流很有限。 中国虽时常受到

时，社会才真正取得进步。 中国不乏农民起义和皇

北方游牧民族的冲击，乃至被占领和统治，但这些游

朝更替，但中国社会在两千年中停滞不前，这是因为

牧民族文明水准低，其结果是同化于汉族的儒家文

缺乏真正的制度层面上的社会改革。 有关这一点，

明。 由此，中国人容易养成一种盲目的文化自大的
心理。 中国不像西方，在那里希伯来文明、波斯文
明、希腊文明有一个长期交流和融合的过程，而且在
中世纪后期受到阿拉伯文明的强大冲击，激起一股
文化复兴和政治改革的浪潮。 在近代，西方资本主
义国家为了获取商业利润，展开了夺取制海权、掌控

马克思也看得很清楚。 他在 １８６２ 年撰写的最后一
篇论述中国的文章《 中国记事》 中把中国社会形容

为“ 活的化石” ，认为像太平天国这样一类中国历史
上三百年一次的农民起义，犹如活的化石 “ 开始革
命” ，只是破坏性的动荡，不会引发社会进步：“ 这种
现象本身并不含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因为在东方各

海上贸易和占据殖民地的战争。 葡萄牙、荷兰、英国

国我们总是看到，社会基础停滞不动，而夺得政治上

先后侵扰中国，葡萄牙占据了澳门，荷兰占据台湾，

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却不断更迭。 中国是被外族王

特别是英国，在把印度占据为殖民地后，用鸦片贸易

朝统治着。 为什么过了三百年不能来一个推翻这个

打开中国的大门。 中国长期闭关自守，故步自封，在

王朝的运动呢？ 运动一开始就带有宗教色彩，但这

那时一下子遭到列强的暴力打击，难以自适。 这时

是一切东方运动所共有的。 运动发生的直接原因显

大清帝国统治者的文化心态是从幻想自欺到茫然无

然是：欧洲人的干涉、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所引起的

措。 有关这一点，马克思说得再锐利不过：“ 一个人

现存政权的动摇、白银的外流、外货输入对经济平衡

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

的破坏，等等。 我曾感到很奇怪，鸦片没有起催眠作

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

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 其实，在这次中国革命中奇

幻想自欺。 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

异的只是它的体现者。 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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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自己负有什么使命。 他们没有任何口号。 他们

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

对民众说来比对老统治者们说来还要可怕。 他们的

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我们在此也

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毫无建设性的破坏来
与停滞腐朽对立。”

需要记住马克思的这一“ 初心” 。

当然，中国的语言文字和传统哲学中的观念并

毫无疑问，中国走入现代化社会，是靠一系列社

非像黑格尔说的那样低级和粗浅。 中国五四时期的

会制度的改革来实现的。 在中国历史上，破坏性的

部分文人过分缺乏文化自信心，唯西方是好。 甚至

动荡太多了，这是“ 活化石” 社会中表面起死回生的

有人主张要去除中国的象形文字，要把汉语改为拼

轮回，实质毫无建设性的进步。 中国走入现代社会

音字母的语言，使得中国人用语音说的白话与书面

在磨难中开始，在曲折中前进。 洋务运动、戊戌变

文字相一致。 他们还主张，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

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一次次跌宕起伏，直到中国

落后的原因，提出“ 打倒孔家店” 的口号，宣扬全盘

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接受西方文化。 我觉得这样的观点太偏激了。 中国

才迎来希望。 中国近四十年来，坚持全面深化改革，

确实从明末清初开始滞后了，但中国文化中并非没

才取得如此实质性的社会进步。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

有包含许多值得开发的积极因素，它们犹如种子发

出：“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

芽一样，能为现代文明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这需

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必须坚

要我们赋予中国传统文化新的解释，使之得到创造

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

性的转化。 实际上，西方走入现代化之途，是从文艺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

复兴开始的。

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
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中华文明 中 儒 家 “ 天 下 一 家” 的 政 治 观， 墨 子

“ 兼爱” 的道德观，对于当今世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 近来，中国政治家提出“ 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观

优越性。” 这段话不仅是对中国近代历史经验的总

念，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优秀理念的继承，是面向世

结，而且从世界人类文明史看，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

界的宽广胸怀。 当代世界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紧

至理名言。

密地关联在一起，全球生态问题、全球资源问题、全

黑格尔认为，中国人的思想方式还停留在自然

球贸易问题、全球和平问题， 都关系到全人类的命

直观的层次上，还没有上升到概念思维的层次，现代

运。 在世界各大文明中，唯有中国具有源远流长的

科学需要高度抽象的概念、普遍的原理、严格的逻辑
推理。 因此，在中国式的自然直观的基础上是发展
不出现代科学的。 今天，有一些中国学者，如王树
人，主张“ 象思维” 是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特点。 “ 象

思维” 是动态整体直观的悟性思维，最富于原创性，
有助于艺术创作，有助于悟道，是把握人生真谛的最

“ 天下一家” 的思想。 西方思想家考虑政治问题，习
惯于从民族国家的立场出发。 中国儒家士大夫的座
右铭是“ 天下之事匹夫有责” 。 相比而言，中国儒家
思想更有全人类的关怀。 当然，我们首先要把中国
自己的事情办好，如此才能“ 兼济天下” 。

儒家倡导“ 仁” ，以“ 仁者爱人” 为伦理的核心，

佳方式。 但需要注意的是，“ 象思维” 是停留在直观

从中可以开发出现代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思想。 儒家

形象化的直接性上的思维，还没有达到精确的概念

要求每个人都应遵循伦理道德，这样整个社会才能

和逻辑推理的层次。 我们不但需要“ 象思维” 来发

互相和谐和秩序井然。 现代社会强调法治，但法律

挥我们的想象力，我们还要把经验事实与逻辑推理

离开了道德，难以赢得民心，难以真正保护民众的权

结合在一些，建立一种可以推导和可以验证的理论
体系，这样我们才能建立现代意义上的理论科学。
黑格尔还认为，中国的皇帝—臣民的天朝国家
是停留在自然层次上的、以家庭血缘关系为模式的

利。 孟子主张“ 民贵君轻” ，从中可以开发出民主思
想。 儒家中具有“ 大同” 思想。 这是中国人心中的
理想社会。 从 “ 据 乱 世” 到 “ 小 康” 再 到 “ 大 同” 社
会，这是中国儒家思想家树立的努力目标，无论现实

政治制度，在那里还没有发展出一种主体精神，即每

的处境如何恶劣，中国人总能从动乱的灾难中一次

一个个体作为自主的思想活动者和政治活动者，自

一次爬出来，这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经久不息的内

主地追求普遍真理，自主地参与政治活动，从而建立

在动因。 诗曰：“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这表明，中

起一个现代的法制治理下的思想自由和政治自由的

国传统文化中本来就有一种开放和包容的活力。 我

国家。 这一观点值得我们反思为何封建专制主义在

们要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不

中国如此根深蒂固。 比起黑格尔，马克思认为在私

断吐故纳新，才能使旧邦维新，保持活力，推动社会

有制条件下人的自由还受到严重限制，主张真正的

结构的不断完善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

《 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 年
第 ５ 期，约 ２００００ 字

现：“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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