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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过程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项目” 
 

    以推進過程思維和建設性後現代主義研究為己任的

美國過程研究中心(Center for Process Studies，

USA)成立於1973年，迄今已有34年的歷史。有會員1000

余人。遍佈世界各地。中心創會主任小約翰·柯布博士

（John B Cobb,Jr.）和執行主任大衛.·格裏芬教授，菲

力浦·克莱頓教授（Philip Clayton），瑪約麗·蘇哈克

教授(Marjorie Hewitt Suchocki)是享譽世界的過程思

想家。對中國，過程中心的思想家們有一種天然的親

近，他們深信，“在今後50年內中國將成為過程思想的

研究中心。”（柯布語） 

    美國過程研究中心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專門收集有關

過程思想的研究文獻的圖書館。備有供研究人員用的專

題目錄檢索，內容涵蓋200多個領域。其中包括美學，

藝術，生物科學，生態學，經濟學，教育，倫理學，女

權主義理論，形而上學，宗教，自然科學，心理學以及

世界哲學。 

    美國過程研究中心除設有“高級訪問學者項目”

外，近期還設立了“博士後研究项目”以支持有志於研

究過程思想的中國學者來美國過程研究中心從事研究和

講學。有意申請者請與美國過程研究中心中國部聯繫。 

聯繫地址：Zhihe Wang， 

           Director，China  Project，CPS 
    1325 N College Ave，Claremont, CA 91711, USA 
  E-mail: chinaproject@ctr4process.org 

现代化的困境 
 
    现代化一直是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个梦想。
为此梦想的实现，无数仁人志士贡献了自己的辛
劳,智慧，热血乃至生命。过去20多年间中国经
济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快速增长，使人们更有理
由相信现代化的曙光就在前头。 
    然而在我们一心拥抱现代化的同时，现代化
带给我们的问题也是触目惊心的。这包括日益严
重的生态危机，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北京大学
叶朗教授将之概括为三个失衡: “一个是人的物
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失衡,一个是人的内心生活
的失衡,一个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见叶
朗：“儒家美学对当代的启示”，载《北京大学
学报》1995年第一期)  现代化专家称之为现代
化的困境或现代化的弊端。在“风险社会”概念
的提出者，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贝克看来，“未来
的冲突将不再是东西之间，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
之间的冲突，而将是那些向第一次现代性迈进的
国家，地区和集团与那些根据他们的现代性经验
教训而正试图自我批判地相对化和改革现代性的
国家，地区和集团之间的冲突。” 贝克的这一
预言在多大程度上是准确的尚不得知，但现代化
不仅没有兑现它的许多美丽的诺言，而且遭遇到
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则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 
    是什麽导致了现代化的这一困境呢？放到20
多年前，我们可以说是资本主义主义制度使然。
显然，今天看来这一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
无法解释为什麽社会主义国家搞的现代化也导致
了同样的问题，看来应该是现代化本身存在着问
题。 
    这就是为什麽在当代西方，有相当一批思想
深刻，目光敏锐的思想家几十年来一直在反思现
代化并思考后现代化的问题，也就是探索如何超
越现代化。这就是声势浩大的後现代思潮，其中
既有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
也有生态学家，宗教学家。尽管他们中有些人如
德国的贝克，英国的吉登斯不喜欢用 “後现
代”一辞，而偏爱“反思的现代性”，“再现代
化”等概念， 但他们对风光了数百年的现代性
所进行的全方位的质疑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
此之故，我觉得依然可以把他们归入後现代思想
家的阵营。因为他们的理论出发点也是建立在对
现代性的不满基础之上的，而对现代性的不满则
恰恰是一切后现代思想家的共同特征。 
 

对后现代化的呼唤 

    尽管在不满现代性和现代化这一点上，所有
後现代思想家是一致的，但他（她）们所 出的
超越现代化的方案，医治现代化弊端的药方则不
尽相同。因此在对后现代化的界定上也往往因人
而异。 
    我本人比较倾向美国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大
卫·格里芬的一个界定：所谓“后现代化”就是
“要保存现代概念中的精华，同时克服其消极影
响。”在他看来如果中国能够做到通过了解西方
世界所做的错事，避免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
的话，中国实际上就是“后现代化了”。也就是
不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甚至重蹈覆辙，而是
扬长避短，实现一种跨越式的发展。 

可惜的是，格里芬虽然标明了路向，但并
没有具体给出后现代化的具体内容，倒是另一位
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大家小约翰·柯布博士从强调
有机联系的过程哲学出发，点出了走向后现代化
的具体方略。这是一种挑战占主流地位的“经济
增长” 观念和旨在追求 “共同福祉”的后现代
化。其核心就是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荣、社会经
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共荣作为发展的根
本内容。与现代化将经济增长作为唯一目标相
反，后现代化则将人和所有生命的福祉作为首要
的考量， 这意味着我们应该从榨取经济向有机
经济转变。其中包括有机耕作，支持共同体的农
业，太阳能和氢能系统，生态城市，克服对现行
汽车系统的依赖，地区村庄经济的恢复，后石油
生活方式的教育等。  
    毫无疑问，实现从现代化向后现代化的转变
是一项巨大的任务，它包括从思想，政治，经济
到公共政策等一系列根本性的转变。同样毫无疑
问的是，由现代化向后现代化的转变也是一项异
常艰巨的任务。它的艰巨主要不是来自技术上
的，而是来自思想观念上的。因为大多数人依然
沉迷于对现代化的迷思中，他们迷恋现代化的神
话，视经济增长为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和
科学发现一样，经济增长被看作是无可置疑的大
好事。  随着经济的增长，一切困难都会迎刃而
解。经济的增长是硬道理。这似乎已成为全社会
的共识，发达国家作如是观，发展中国家也作如
是想。 
    因此，要实现后现代化就要打破人们对现代
化的迷信，而要打破对现代化的迷信就有必要对
作为现代化理论基础的第一次启蒙进行反思。因
为现代化今日所遭遇的困境，第一次启蒙难咎其
责。 
 

第一次启蒙的局限 

    所谓第一次启蒙，本文主要指的是发生在
17，18世纪欧洲的高扬理性的思想运动和发生在
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呼唤德先生（民主）和赛先
生（科学）的五四运动。毫无疑问，这两场时空
跨度都不算小的启蒙运动之间存在某种内在的关
联。可以说在思想上它们一脉相承，所以我把它
们统称为第一次启蒙。 
    客观地讲，第一次启蒙在将人们从封建专制
中解放出来，在唤醒人们的自由意识，尊严意识
方面起到了一种革命性的作用。其历史功绩怎么
强调都不过份。特别是它对自由精神，平等意
识，民主参与，个体尊严的推重，具有一种永恒
的意义。考虑到长达上千年的封建专制社会和封
建意识形态对中国的影响，在今日中国倡导这些
价值毫无疑问仍然是十分必要的。 
    然而, 对于西方思想家上百年来特别是后现
代思想家近几十年来对第一次启蒙的反思和重
估,尤其是对第一次启蒙的局限的揭露和批判, 
如果采取一种漠视的态度不仅理论上是不负责
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非常有害的。因为正是第
一次启蒙内在的局限或者说“先天的不足”直接
导致了今日现代化的诸多弊端, 导致了 对人类
生活和生产环境 “一次又一次的伤害。” 按照
《启蒙的辩证法》的作者，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军
人物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的分析，启蒙已然演变
成“某种否定性的和毁灭性的东西。”  正是第
一次启蒙为现代化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例
如，现代化过程中对经济增长的崇拜就是第一次
启蒙所推重的“只追求个人的 大利益而不管不
顾他人的现代自主个体概念的具体体现。” 

那么后现代思想家都指出了第一次启蒙的
那些局限呢？算上法兰克福学派对启蒙内在矛盾
的揭露，要详叙后现代思想家对启蒙的批判不是
这篇小文所能胜任的，那时许多部高头讲章的工
作，本文只想结合中国的第一次启蒙运动，将第
一次启蒙的局限性概括为以下五点： 

 
1)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 

    所谓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就是从一种人
类中心主义的傲慢立场出发，将自然看作征服, 
宰制和剥削的对象。早在启蒙运动伊始，它的奠
基者就高扬一种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坚信
“知识就是权力”的培根就曾立志将自然踩在脚
下，使之沦为人类的“奴隶”。自然在他眼里是
一个“被命令”的对象，她只有“服从”的权
利。 
    在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看来，正是这种对自
然的不敬，对自然的否定态度，导致了启蒙走向
了它的反面，走向了毁灭。(下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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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版 

 
    中国政府目前励精图治，去推进现代化进
程。据我了解，中国的“现代化”和西方的“现
代化”意思接近。在西方，各种后现代正在攻击
现代化。研究怀特海哲学的学者认为，怀特海也
提供了一种后现代主义，但是他和著名的法国解
构学派不同，前者更能够欣赏现代化所取得的成
就。 西方现代化的七个标志是:个人主义, 国家
主义, 理性主义, 机械唯物主义，二元论, 技
术，经济的发展。由于中国的“现代化”的主要
含义和目标与西方现代化大致相同,就是实现工
业化及追求相应的财富增长， 因此西方现代化
所面对的四个严重问题（社群/社区的消失，道
德依托的丧失， 贫富差距的增大，生态危机）, 
中国的现代化也遇到了。本文试图从建设性后现
代主义的角度提出几点克服这些问题的进路。 
 

经济要以“共同的福祉”为本 
 
    现代性的基本问题是价值的扭曲。现代性认
为自然就是物质，毫无价值可言。经济学家认为
自然唯一的价值就是满足人类的需要，任何物质
的价值就在于有人愿意在市场上为之解囊。 
    特别是在西方，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经济学
成了决定性的学科。它就是要为政策服务，研究
如何提高对产品的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公正、
社群甚至可持续性这类的问题都从属于这个目
标。因此，世界越来越不公，人类社群不断流
失，全球经济活动越来越失去可持续性。 这意
味着削弱了那些价值，我们就是在朝着经济上的
灾难迈进，因为那些价值可能会阻止我们朝这个
方向走。 
   所以，我的第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应当把人的
福祉放在第一位。实际上，这还不大够。尽管人
类的福祉依赖世界上其他生物的福祉，但我们不
能把它们的福祉仅仅从工具性的角度来理解，而
应该把为它们创造福祉作为基本目标的一部分。
我的建议是我们首先考虑全部生命的福祉，然后
再考虑如何设计一种经济体系来满足这个目标。 

    
从更大视野中衡量经济进步 

 
    经济增长的衡量尺度也非常重要，尽管不如
第一个问题重要。几十年来，经济增长的衡量尺
度是GNP和GDP，目前后者更受青睐。这个标准过
于关注经济活动，忽略了其他因素对经济福祉的
作用。另一方面，疾病传播、事故、地震损失和
犯罪都会促进经济总产量。医疗费用增加、换车
子、翻盖楼房、增加警察和监狱经费都可以增加
经济总量。财产破坏不会给经济总量带来任何损
失。战争是增加经济总量的 佳方式。而且，从
地下抽石油的速度越快，消耗的越快，从这些经
济指数上看我们的经济发展就会越好。因为没有
考虑自然资源的减少。环境污染也不会给经济总
量带来损失，而且我们减少污染的努力也可以累
加到经济总量中。我可以举出很多例子，不过我
想澄清一下。我的意思是说，GDP的成功增长并
不意味着人们经济状况的改善。它可能意味着我
们花了大量的钱来换取我们失去的东西。我认
为，评价经济活动需要更准确的标准。绿色GDP
不失为一个选择。 
 

用地方经济取代全球经济 
 
    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一直比较青睐大市场。
经济学家们认为这样可以形成规模经济，可以实
现 高效的生产，换句话说，大市场 经济。这
些观点基本正确，但是我觉得他们夸大了大市场
的好处。如果我们采用更准确的标准，象我前面
说的那种眼光来看，我相信地方化生产也不会不
经济。 
    无论如何，我认为经济因素只是一方面。地
方经济“可能”对公正和社群更有利。地方社群
如果可以控制自己的经济，那么就可以自己决定
工资水平和工作条件，可以支持工人组织。可以
保护自己的环境，可以更节俭地运用资源。而且
可以从高收入者那里收税，以支持公共事务。有
两点需要说明。 

    第一，我说的是“可能”。地方社群如果可
以自己控制自己的经济，也有可能出现少数剥削
多数的危险。并不是说地方经济就一定可以改善
人们的福祉。关键是全球经济肯定会破坏人们的
福祉。如果每个地方社区都完全全球化，那么为
了提高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就得降低工资，减少
福利。这是“竞争的底线”，在美国已经大大破
坏了工人的权力，而且不断拉大贫富差距。在欧
洲，也迫使社会民主人士放弃了越来越多的权
益。在第三世界国家，也在不断阻碍改善工人工
作条件的努力。而且，几乎在世界各地都有农民
为此走向赤贫。 
    第二，“地方”（place)有很多意思。从广
义上说，地方的意思和全球的意思相对，即任何
具备控制自己的经济目标能力的地区。从这个意
义上讲，中国是可以发展地方经济的。也就是
说，中国的生产可以主要面向国内市场而不是面
向出口。从某种意义上说，随着产品的富足，中
国已经 始面向国际市场了。在这个阶段上，中
国的竞争力很强，因为工人很勤奋且工资很低。
可是，中国的富足实际上是以对人力资源的过度
使用为基础的。如果中国把眼光放在国际经济
上，那么提高工人工作条件是很渺茫的事情。 
    进一步讲，应该把目标锁定在从中国内部来
改变经济的中心。目前沿海地区的巨大优势是因
为中国在参与国际经济。如果中国内地为中国市
场产出更多的商品，内地就不再那么缺乏优势。
全球经济带来的贫富差距可能就会减小。  
    我知道如果中国经济把重心放在本土化上，
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变慢。产品质量也可能会下
降。如果从GDP的角度来理解经济增长，从经济
增长的角度来理解人的发展，那么我的建议就会
立刻被否定。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把发展看
作就是人类状况的改善（或者更广泛地说，一切
生命状况的改善），那么如果以更准确地手段来
评价经济在改善人类状况中的贡献，我们就会有
不同的看法。我们会有不同的理想模式。社群、
公正和可持续性会成为主要的关注点。地方经济
可能比目前那些措施要好得多。(下转第3版) 

一个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对中国现代化的几点思考 
 

[美]小约翰·柯布 (John B. Cobb, Jr.)   李 明博士译 

國際會議預告 

 

“創化與歷程：中西對話” 

國際學術研討會將在台召開 
 

   由輔仁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會主辦，美國過程研究

中心協辦的主題為“創化與歷程：中西對話”國際學術

研討會”將於2007年3月29日至3月31日在臺北召開。 

    2006年7月18日至8月1日，由广西师范大学、美
国过程研究中心、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主办，中
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协办的首期“中美过程（后现
代）哲学暑期高级研讨班”在桂林 班。研讨班聘
请的讲学专家有：美国著名的过程哲学家、美国汉
瑞克斯大学哲学与宗教系主任杰伊•麦克丹尼尔
（Jay McDaniel）教授、加州科技大学终身哲学教
授乔治•德佛（George Defer）、美国过程研究中心
中国部顾问、著名怀特海专家费劳德(Ronald 
Phipps)、美国过程研究中心中国部主任王治河博
士、樊美筠教授，以及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欧
阳康教授，盐城师范学院院长成长春教授等。来自
全国各地的40多位学员聚集一堂，倾听了各位专家
有关过程哲学和后现代主义的精彩学术讲座，并与
之展 了热烈的对话和讨论。学员们取得了众多收
获，研讨班教学圆满成功。 
    研讨班以杰伊•麦克丹尼尔教授为主讲，费劳德
协讲。以怀特海哲学为蓝本，通过专家与学员的积
极对话和互动，大家结合当今世界多方面的实际，
对怀特海过程哲学潜在意义与现实作用进行了富有
建设性的探讨。 
 

一、怀特海宇宙论及其启示 
    麦克丹尼尔在讲座中指出：怀特海认为数学和
科学都不能捕获世界的真实图景，(下转第4版)        

过程哲学，它欣赏对话 
---记首届中美过程（后现代）哲

学高级研讨班 
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黄瑞雄  罗永仕 



 

 

       

             
          后现代化呼唤第二次启蒙(上) 
                            王治河 
(上接第1版)    而生态女权主义则进一步认为，对自然的压迫和统治，是内在地“与对妇女的压迫
和统治联系在一起的。”因为自然与妇女二者都被看作是“非理性的，不确定的，难以控制的，模
糊的。”因此，只要这种压迫和统治依然存在，妇女的解放和生态危机的解决就是不可能的。 
  
    2）对传统的虚无主义姿态 
    所谓对传统的虚无主义姿态，就是视传统的一切为垃圾，与之进行彻底的决裂。用萨特的话说
就是，在启蒙的旗帜下, 我们所做的是,“消灭他们的传统,用我们的语言替代他们的语言。”  在
欧洲就是视过去的时代为有待照亮的一片黑暗，在中国就是“打倒孔家店”，与中国传统文化决
裂。这种“迫不急待地和历史告别”的激进态度虽然在当时起到一种振聋发聩的革命作用，但由于
其内在的历史虚无主义，使得我们与传统中的许多优秀精华如支撑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和谐思想
（人心与人身的和谐、个体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失之交臂。从而使我们在向现代化前
行的路上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营养基和精神维系物。当今世界的价值失衡和信仰危机在相当大程度上
与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有关。 
    由于信仰的缺席，导致人们很容易把某种世俗的东西当作终极关怀的东西来崇拜，科学主义，
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在今日的流行，就是一个明证。 
 

3）对科学的盲目崇拜 
    所谓“对科学的盲目崇拜”就是从一种科学主义的立场出发，相信科学是万能的，科学越发
达，越能解决问题，发展到一定程度，可以解决人生观的问题，包括生命的意义问题。 
    上面论及的第一次启蒙的两个缺陷（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和对传统的虚无主义姿态）都与这
种对科学的盲目崇拜有关。这种对科学盲目崇拜的一种直接结果是导致了科学沙文主义或“科学帝
国主义”的产生。 
    所谓“科学沙文化主义”就把科学看做认识世界的唯一正确有效方式，在此基础上排斥打压认
识世界的其他方式，诸如艺术的，知觉的，宗教的，情感的认识途径。按照著名中国思想史家林毓
生先生的考证，在五四时期，主张科学主义的人，被当时大众中的大多数认为是站在真理的一边。
而且深信，“我相信科学，我就比你在智力和道德上高一筹”。 
    毫无疑问，科学是人类的骄傲。在促进人类物质文明发展方面科学功不可没。然而把科学捧到
神灵的位置，则是危险的, 因为这使得科学沦为了迷信, 而当科学变成迷信的时候,“它就摧毁了我
们所有的信仰,这是我们道德沦落的一个非常深的根源。”（廖晓义语） 

对科学的迷信往往使我们忽视科学的局限。其实面对世人数百年来对科学的顶礼膜拜，后现代
思想家和科学家向我们证实：“西方科学在许多至关重要的方面出了错。” 

捷克总统哈维尔在 “后现代世界对超验的需求”一文中也指出， “经典的现代科学”正在被
后现代科学所超越，因为它“只描述了事物的表面，只描述了实在的一个纬度”。  
    今天看来，启蒙运动所推重的科学其实是现代科学,即以牛顿力学为蓝本的，以机械论，还原论
为特征的科学。在这种科学景观下，世界被看作一架机器，自然被刻画成“乏味的，无声无息，无
感觉，无色彩的，仅仅只是物质无休无止和毫无意义的骚动。”  用格里芬的话来说，由于自身的
还原论思维做祟，科学把自然“祛魅”了。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实际上也把自身“祛魅”了。这恐
怕是科学所始料不及的。 
 
    4）对理性的过分迷信 

第一次启蒙对科学的过分崇拜是与对理性的过分迷信密不可分的。 
    理性是启蒙运动一面高扬的旗帜，按照卡西尔在《启蒙的哲学》中的描述，理性是整个启蒙时
代“统一的，核心的观点”，它表达了那个时代的热望与奋斗目标，理性曾经被启蒙思想家视为进
步和人道主义的动力,他们相信，理性可以一举改造社会，建构一个崭新的文明秩序。而理性之 强
与 高的表现则是科学的理性，也就是纯粹理性。所谓“纯粹理性”就是“不包含”任何情感因素
等杂质。  
    而后现代思想家的研究则表明，这个血统纯正高贵的“理性”既没有改善人类的状况,“也没有
解决无家可归者、妇女、黑人和其他受压迫团体的问题”。理性并不必然带来自由和民主,它在促进
效率的提高和秩序优化的同时也在压缩民主和自由的空间，在否定迷信和专制、张扬平等和民主的
同时又在让自己成为某种专制的和集权主义的东西，它对矛盾、不确定性、情绪、想像力等不符合
理性要求的东西的压制本身也恰恰表明了理性的片面性,表明它对人之存 在的多种欲求和存在方式
的忽视。(罗斯诺语)  “现代理性已经把我们带入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这是由现代理性的内在
缺陷决定的。 

 
5)对自由的单向度理解 
 

    自由是启蒙运动所高扬的另一面旗帜。“人生而是自由的” 卢梭这句名言在反抗封建专制对人
的无所不在的压迫方面起到了一种巨大的解放思想的作用。 
    但启蒙思想家所高扬的自由概念也有它的局限性。首先，它主要是从个人主义的角度, 从个人
权利的角度来界定自由的, 强调的是自由的个体纬度。自由是摆脱他人的自由。这种自由观是建立
在对他人，对关系的排斥基础之上的，不自由主要是来自社会和他人对我们的限制。其次，启蒙的
自由概念往往被现代思想家等同于“绝对的自由”或者“抽象的自由”，忘记了自由永远是处于限
制之中的。再有，现代自由观在很大程度上将自由理解为“思想的自由”，新闻自由，宗教信仰自
由，而忘记了更为重要的实践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下期待续) 
 

 探索中国的后现代化发展模式 
---记首届“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的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中国苏州大学哲学系教授    美国过程研究中心博士后流动站  庄友刚 博士 

中国的现代化工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生态危机，社会
危机，信仰危机等一些列问题，专家称之为“现代化的弊端”。如何克服现代化的弊端，
摈弃对美国的现代化模式的一味摹仿，使中国走一条追求“共同福祉”的可持续的后现代
化之路？这是许多中外国思想家和有识之士所一直思考的问题。2006年12月16—18日在风
景宜人的美国加州克莱蒙研究生大学(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Claremont)召
的，由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主办，美国过程研究中心协办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
中国的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旨在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探
讨中国的现代化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从而为现行的单纯以GNP增长为核心的现代化发展模
式寻找替代方案。 
    来自中国、美国、德国、日本、韩国、乌克兰、黎巴嫩、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等国家
和地区的中外40余位现代化专家和学者出席了大会。其中世界著名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
生态经济学家,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院长小约翰·柯布博士(John B. Cobb Jr.)，
美国生态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著名绿党领袖斯普瑞特奈克教授(Charlene Spretnak), 克
莱蒙研究生大学陶哲森（Karen Torjesen）院长;加州科技大学终身教授乔治·德佛博士,
中国知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主编赵剑英博士，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问
题研究中心主任, 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李惠斌主编，薛晓源执行主编;
中国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苏州大学校长助理任平教授，中国资源节约基地主任,华东师
范大学教授郭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许建康研究员, 美国国际全球化论坛文佳筠博士,美国
Pitzer大学Sharon Snowiss教授，德国现代化问题专家Stefan Brunnhuber教授，美国洛
优拉玛丽蒙特大学王蓉蓉教授，美国《世界文化论坛》主编樊美筠博士， 中美后现代发
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治河博士, 苏州大学陈忠教授,庄友刚教授等做了大会发言。因病
不能与会的美国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奠基人大卫·格里芬教授寄来了书面发言，武汉过程研
究中心主任，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欧阳康教授发来了贺信。由于这是一次高层次的关
于中国后现代化的国际学术论坛, 著名媒体凤凰卫视, 天下卫视, 美国《侨报》, 美国
《世界文化论坛》报特派记者报道了此会。与会专家和学者就建设性后现代思维和中国的
现代化问题进行了热烈的对话和讨论，提出了许多富有见地的新见解、新理论、新观点，
对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并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建议和对
策。综合来看，可以概括为三大问题。 
 

              一、现代性之失与来自建设性后现代视角的批判 
启蒙以来的现代性发展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启蒙现代性的发展在巨大成功的

背后也越来越显示出风险和危机。与会的学者们首先在肯定现代化发展成果的基础上，立
足于建设性后现代视野对现代性之失进行了反思性批判。 

来自美国克莱蒙研究大学的世界著名后现代思想家小约翰·柯布教授从建设性后现代
视角把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概括为七个基本方面：个人主义、国家主义、理性主义、唯物主义和二元
论、技术以及经济的发展。对经济主义的批判、挑战“经济增长”观念是与会许多学者反思批判现
代性之失的重要视角。苏州大学校长助理任平教授认为，在经典现代性支撑下的发展观是片面的发
展观，社会发展被理解为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又被理解为GDP增长。从后发展国家来看，以财富、
经济指标来标识现代性有起深刻的历史和认识论根源。但是，一旦将之绝对化，变成现代化的主要
的甚至是唯一的目标，就必然走向反面，成为一系列问题和弊端的根源。斯普瑞特奈克教授则从
“幸福经济学”的角度对经济增长万能论进行了批判。在物质舒适程度和安全程度达到一个基本的
水准之后，幸福并不与拥有耀眼的物质财富相关。把经济视为社会的核心进而把经济扩展看作是做
高的社会目标，也是随之而来的解决各种问题的良药，这是一种错误的现代性观念。 

对现代性根基的反思与追问则是与会一些学者批判现代性的又一重要视角。现代性被看作是对
社会无根状态的一种表述，现代性是对整个社会空浮与无根状态的一种追思和对社会与生活之根的
寻求。在现代性的发展中，现代性的根基被不同学科的知识给遮蔽了。 

也有学者接受并发展了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概念，从“风险社会”视
角对现代性进行反思批判。全球风险社会的出现是启蒙现代性高度发展的必然后果，这种后果与片
面推崇科学技术、强调经济中心的启蒙理性直接关联在一起的，启蒙理性构成了全球风险社会的观
念前提。而从现代性发展的根基这个视角看，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实际上就是社会无根性的一种表
现。 

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发展理念 
在构筑建设性后现代发展理念方面，与会学者不仅提出了许多富有新意值得进一步深入思考的

新观点、新概念，还就具体发展方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反思经典现代性理论和批判片面发展观的基础上，任平教授提出了“新现代性”的观念。经

典现代性理论在当代发展实践中遭遇三重挑战。多重挑战必然使现代性观念发生变革与演化。“新
现代性”观念应当成为构筑新发展观的核心观念。现代性与全球化是一个互动而又平行的结构。在
本性、结构、特点等方面新旧全球化存在五大基本转变。(下转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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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持续的农业 
 
    中国正在面对农业现代化带来的重要问题。
西方用石油能源取代了人力和自然肥力，中国会
不会也这么做呢？如果这么做，可能会多多少少
提高土地生产能力。但是同时会让一个庞大的人
群离 土地。那会使得农业远远比今天更不可持
续。  
    从远景看来，我强烈建议人们研究堪萨斯州
Salina土地研究所卫司·杰克逊（ Wes Jack-
son）先生的工作，中国也应该做类似的研究。他
注意到美国 具可持续性的农业是阿门派的做
法。这是一个宗教团体，他们拒绝把农业产业
化。但是他注意到大雨过后他们的土地也存在土
壤流失的问题。他们的土壤流失程度远远比农业
综合企业的土地小，但还是有一定的流失。所以
他认为只要采用一年生单一作物，农业就一定不
可持续。他正在做试验，看能否用多年生多作物
套种的方式来创造一种可以改造土地的农业。我
强烈推荐中国也作此类试验，看是否存在这种可
能性。                                         

降低对紧缺资源的依赖 
 

    工业化必定导致能源消耗。可是，在这个方
面存在很大的改善空间。根据经济学理论，工业
化兴起的时候能源非常丰富，所以没有重视这一
点。经济学理论，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
主义经济学，都几乎完全都是对劳动和资本的思
考。经济实践也是一样。  
    石油资源的大量燃烧是导致地球变暖的主要
原因。提高对石油能源的使用效率是必要的一
步。石油的紧缺一定要求提高使用的效率。但是
如果用煤炭资源替代可能会更糟，采用核能源则
可能在其他方面导致地球的不可持续性。技术进
步可以大大提高能源利用率。汽车对能源的利用
效率越来越高，污染越来越小。  
    还有其他一些可喜的进步。移动电话是一个
例子。过去为了沟通，我们要在全国布线。这要
耗费大量资源。现在这些资源不那么必要了。提
姆·伊斯门（Tim Eastman）曾经指出等离子研究
可能可以提供很多比现在更环保的技术。总体上
讲，现代技术进步使得现在的世界的可持续性远
远不如过去。但是技术还可以在很多方面给我们
提供帮助。 

   我们的生活方式也要改变。几年前，伊凡·伊
利奇（Ivan Illich）就指出自行车与汽车相比的
巨大优势。在中国，很多人都采用这种交通方
式。可悲的是，人们觉得自行车不够高级，所以
骑自行车的人都想挣钱买汽车。这是从可持续的
社会走向不可持续的社会，是从不健康的生活方
式走向不那么健康的社会。随着汽车数量的增
加，空气被污染了，骑自行车也就不那么健康
了。但是，如果整个社会认识到自行车比汽车
好，就有可能扭转局势。如果所有的城市街道都
有一半禁止汽车通行，其自行车就会更舒服、更
健康，汽车的局限性就会更明显。 
                                                            

可持续的城市化 
 
    另外还有一个更强烈的变化，那就是居住地
的规划，这也会带来更多好处。整个城市建设都
可以大大减少对人工能源的需求。今天，尽管有
很多高楼，但总体上讲每座楼都是孤立的。人们
进入一座大楼，乘电梯到想去的地方。然后下
来，乘坐交通工具去别的建筑。大量的土地被建
成街道来连接各个建筑。每座建筑都需要能量来
运作，建筑与建筑之间的交通也同样需要能源。
建筑暴露的面积非常大，也就是说需要大量的隔
离材料。并且，建筑越分散需要的能量就越多。  
    在中国城市设计人员还没有充分考虑后面这
一点。在中国很多被认为是生态城市化的做法实
际上正在加剧可持续性的问题。中国的城市在市
中心建设漂亮的公园。这些生态城市的确很吸引
人。但是宽敞的街道和公园意味着人们的距离拉
大，大量的耕地被用来建设胡乱占地的城市；城
乡差距越来越大。城市中距离越大，需要的大街
道就越多，高速公路和普通公路需要的空间就越
大。  
    保罗·索拉里（Paolo Soleri） 提出了一套
完全相反的方案。他认为整个城市可以是一座建
筑。整体城市可以是三维的，从而如果一个人在
某个地方的四十楼想去另一个地方，他不必下楼
穿过马路去坐公交车，只需要坐电梯和扶梯和步
行就可以了。在城市里面不需要汽车。在城里面
可以有些小公园，但是关键是步行十五到二十分
钟就可以走到城市的出口。 在城市外面就是公
园、森林、农场等等。 
    这可能难以想象。可以肯定地说，索拉里是
一个艺术家，他的构想非常美，很吸引人。城市
里面没有汽车可以提高安全性，特别是对孩子们
很安全。把城市压缩成一个立体的建筑可以让每
个人不用花钱就可以到达任何一个地方。残疾人
和穷人就一定会减少。索拉里对这种城市的社会

效益特别感兴趣 
    他还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模型。 近他为中国
设计了一个城市。他的设计不是一座巨大的建
筑，而是一系列的建筑，可以容纳大约五万人。
这些建筑围绕一条电气化的铁路线。不同的区域
可以满足大多数人的不同需要，但是每个人都可
以很方便的到达市中心和郊外。 
    如果我们在过去的五十年中建设了这种城
市，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可能要轻得多。现在要
避免这些问题已经太晚了，但是我们可以减少过
去那种城市，否则情况只能越来越糟。中国还要
为几百万人提供住房。如果中国继续沿着过去的
方式建设，整个世界都会遭殃。 中国则首当其
冲。建筑学的生态学或者叫做建筑生态学简单的
说就是索拉里提供的建设模式可能是巨大的改
进。  

大学的转变 
 
    今天我们已经无法再把大学当作思想库了。
很不幸，在我们这个时代只有真正革命性的观念
才能保护我们避免无法预料的灾难，可是我们的
大学在这个方面组织得很差，无法承担这个任
务。目前美国的大学存在这个弱点，我担心中国
的大学也在模仿美国，因为它们都在现代化。 
    大学的确造就了大量的技术人员和某些特定
问题研究的学者。他们推动某个特定领域的进
步。但是他们只是在一些想当然的发展道路上推
进，实际上很多进步正在把世界推向灾难。我们
需要的是智慧，可大学完全不让人寻求智慧。我
相信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奠基者怀特海
（Whitehead） 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也相信正
是因为他有智慧所以在大学里很少有人讲授他的
思想。大学不会让学生去反思各个学科的基本假
设，而只是去让学生接受它们。怀特海对所有的
假设都提出了质疑。大学完全不讲对整个世界的
理解和整个世界面对的问题。怀特海提供了一个
整合的视野。人类正在面对新的危机，但是大学
完全不肯引导学者做一些对此有益的研究。从怀
特还研究者的角度看来，这种研究是当务之急。
在美国，只有在那些被主流视为异类，不被重视
的边缘人物的人那里我才能找到需要的智慧。我
很高兴，中国似乎比美国更愿意思考这些问题。
但是我担心中国的大学结构可能会阻碍这些思
考。 
    可能中国的大学还可以避免现代性的恶果。
可能它们还可以找到关注价值同时关注所谓事实
的方法，能够真正认识到价值就是事实，事实也
是价值。也许他们可以避免二元论和片断化，在
美国这里这些已经带来了巨大的破坏。 

 
马克思主义. 

 
    如果大学已经过于现代、过于专门化、过于
价值中立，无法帮助中国揭 目前面对的谜团，
可能中国还可以有另一条路可走，可以建立另外
一种机构来承担这个任务。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
启发对中国仍然是很重要的。对马克思而言，思
考对于勾画理想和实现理想具有重要意义。如果
对马克思在19世纪的分析墨守成规，当然不符合
21世纪的需要。但是他寻求社会公正和正义的热
情在现时代和他所处的时代一样——非常需要。
他的很多观点仍然可以成立。 
    我告诉那些信仰资本主义的同事们，尽管今
天在全球视野中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不再像以前
那样对立，但是马克思的预言很有可能成为现
实。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体系必然导致财富的过
度集中。我相信他是正确的。工人运动和马克思
本人的思想提醒工业化社会对此进行调整。在美
国，资本家阻止财富集中的原因主要是怕工人运
动演变成马克思主义，在冷战期间他们非常担心
第三世界国家和欧洲国家马克思主义阵营的武器
积累。所以就提高产业工人的工资，工人联合会
成为中产阶级，能够推动资本主义体系的民主
化。对所得税的收取也大大增加了对贫困人口和
养老保险的再分配。二战之后的前十年，美国人
非常热爱他们的资本主义社会，甚至提出“战胜
贫穷”的口号，以便可以把所有的美国人都纳入
那种社会。  
    可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共产主义不再是威
胁，情况就变了，这给美国人带了巨大的打击。
工会的权力慢慢减小，政府现在 始主要支持那
些反对工人需求的声音。 大多数高收入的生产岗
位都被转移到了外国。工人中的产阶级成了昨日
黄花。可是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一个工人的
工资就可以养活一家人，现在要养活一个家庭往
往需要两个人的工资。马克思对阶级机构问题所
作的分析似乎在美国社会的早期被克服了，可是
现在又回来了。 
    同时，人们终于意识到在富人当中财富还是
集中在超级富人手中。区区几千人对国家财富的
控制越来越强，实际上也就是对世界财富的控制
越来越强。马克思早就说过这一点，这是毫无疑
问的。 他鼓舞人们团结起来通过革命反抗这些少
数富人，可是实际的革命运动和他所想象的非常
不同。面对今天的问题，我们需要新的智慧。可
能，在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可以阻止现代化
和工业化的恶果。 
 

 

小人物，大发现—发现小爆龙的威廉姆斯 

你或许不认识威廉姆斯(Scott Williams),
但是如果你喜爱考古并且关注考古的 新进
展，你可能阅读过威廉姆斯撰写的有关考古
新进展的报道；如果你对恐龙的神秘充满

兴趣并了解恐龙研究、发现的新突破，你可
能已经通过各种关于年轻小爆龙“简”
（Jane）完整骨骼化石的发现和展览的有关
报道知道了威廉姆斯；如果你去参观过恐龙
“简”的展览，在恐龙“简”的发现和研究
的人员中，你可能已经见到过威廉姆斯。斯
科特·威廉姆斯，过去的考古爱好者和志愿
者，现在已经成为洛克福特的波毗自然历史
博物馆（Burpee Museum of Natural His-
tory in Rochford）采集部的负责人。 

对于考古，威廉姆斯并没有受到过专
业的学习和训练，当四年前波毗博物馆派遣
一支考古队到蒙大拿东南部进行化石采集发
掘的时候，他还是以志愿者的身份出现，领
导这支队伍进行发掘工作。小恐龙“简”的
发现和发掘富有传奇色彩。发掘工作 初并
无明确具体的目的，只是为了能够发掘收集
到一些古代生物的化石。就在这次发掘活动
的 后一天，发掘队中两个有经验的古生物
学家在山的另一侧发现了一枚恐龙的趾骨和
一块腿骨。由于这次发掘行程已经结束再加
上经费问题，他们决定先回洛克福特，明年
再来。威廉姆斯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们确
实还没有认识到这个发现的重要性，直到一
年以后，当我们进行了深入的发掘,12英尺
长的恐龙骨骼逐渐展现在发掘队面前的时
候，我们才真正 始激动起来。我们知道它
属于肉食恐龙的一种，但是具体属于哪一种
肉食恐龙还不清楚，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发
现极为重要。” 

“简”——它是用波毗博物馆的一个
捐助人来命名的——是一头大约11岁左右还
没有完全发育成熟的年轻雌性爆龙，生活于
6千6百万年前。就化石生前存活的年龄而
言，“简”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 年轻也
为完整的爆龙化石，对于研究恐龙的生长发
育、生活习性、古气候特征、古生物状况等
等都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和意义。“简”的
发现是世界古生物学研究的宝贵财富。正如
波毗博物馆负责人拉尔森所说，“‘简’可
能只是一头小恐龙，但是它却是古生物学上
的巨大发现。” 

能够参与这样一种发现和研究过程并
领导其中的工作，威廉姆斯深深地引以为自
豪，现在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古生物
学的学习和研究中。威廉姆斯在中学时代学
习成绩并不理想，高中毕业后并没有象其他
一些年轻人一样进入大学学习。在大多数的
人的心目中，不能进入大学就意味着灰暗的
前途和庸碌无为的人生，似乎就失去了成就
事业机会。但是威廉姆斯并没有放弃自己，
先是到处打一些零工，后来做了几年警察，
再后来到了波毗博物馆做了志愿者。在波毗
博物馆做志愿者，一方面是由于威廉姆斯一
直热心公益活动，从12岁 始他就参加各种
志愿者活动，另一方面是他对自然发展史抱
有很大的兴趣，这些工作给他带来了很多乐
趣。博物馆的工作经历使得威廉姆斯对自己
的人生有了新的理想和规划，古代生物的神
秘深深地吸引着他，对考古学和古生物学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简”的发现也给了他极
大的促进和动力。在实际的研究和工作中，
威廉姆斯发现自己的专业知识很不够，他决
定重新回到课堂，进入大学学习，专业就是
考古学和古生物学。由于带着问题和兴趣进
行学习，威廉姆斯在专业方面进步非常快，
而所学习到的知识和技能也很快就被用于现
实的研究和工作。虽然他大学还没有毕业，
由于他的出色表现，波毗自然历史博物馆决
定把他聘为收集部的负责人，而这一职位通
常是由具有专业知识背景和学历的人来担任
的。 

威廉姆斯的人生之路也许曾经灰暗
过，也许他会碌碌无为地走完平庸的一生；
但是他又是幸运的，他没有放弃自己，在古
生物学中他找到了自己的理想和事业，并为
这种理想在不断努力着。他可能只是个平凡
的小人物，但是“简”的出土却是古生物学
界举世瞩目的大发现，平凡的小人物就在举
世瞩目的大发现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位置。也
许正应了一句很通俗却道理深刻的谚语，只
要你努力，条条大路通罗马。的确， 浅显
通俗的语言却往往表达了 深刻的道理。大
学是汲取知识的神圣殿堂，却不是成就人生
的唯一出路。威廉姆斯的经历也许能够给那
些认为不读大学就折断了成功的翅膀的人们
一些有意的启示和借鉴。(本报记者由 刚) 

                                                                                     

                                     台湾东海大学哲学系   俞懿娴 教授  

 
貴，就是高貴，俗話說就是當

官的，或者當大官的。富，就是富
裕，俗話說就是有錢人，或者說百
萬富翁。貴富，就是兩者結合，通
常說的是升官發財。荀子說：“夫
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
同欲也。”（《荀子·榮辱》）這就
是說，凡人都追求富貴。富貴是好
的，如果富貴而淫，那就不好，因
此，孟子強調“富貴不能淫”。富
貴 是 好 的，追 求 者 多，真 正 富 貴
了，面臨更多的問題，需要正確對
待。如果處理不好，還可能遭災惹
禍，還不如貧賤。正如《呂氏春秋·
本生》所說：“貴富而不知道，適
足以為患，不如貧賤。”當今中國
富 豪 常 有“貴 富 而 不 知 道”的 情
況，試舉例如下： 

一·  貴富而不知養身之道 

養身是一門大學問。沒有錢的
時候，講究不了，於是在艱難的求
生存的搏鬥中度過，卻沒有發生什
麼太多的意外。有了錢了，情況就
大不相同了，就需要講究了。結果
越講究越麻煩，這真是出乎人們的
意料。《呂氏春秋·本生》總結過去
的教訓，有以下幾條：“出則以
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
招蹶之機；肥肉厚酒，務以自強，
命之曰爛腸之食；靡曼皓齒，鄭、
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
斧。三患者，貴富之所致也。故古
之人有不肯貴富者矣，由重生故
也，非誇以名也，為其實也。”貧
賤者，勞累需要休息，饑餓時需要
營養，溫飽之後，需要享受美。因
為貧賤，未能得到滿足。貴富者這
些都能得到滿足，再進一步，沒有
勞累的情況下，懶得走路，出入乘
車，腿腳逐漸退化，於是產生
“蹶”的毛病。營養充足的情況
下，還要再補充，營養過剩，不但
增加了腸胃的負擔，損壞腸胃，還
會由於營養積聚過多導致心血管的
各種疾病。聲色的享受也應該有節
制，過分自然也會導致疾病。貧賤
者受到經濟的制約，貴富者缺乏制
約，容易引起禍患。如果知道養身
之道，自覺限制自己的享受，當然
可保安全。不知養身之道，儘量享
受，必然帶來害處。正如莊子所說
的“以養傷身”。 

現代科學講究飲食的營養，也
還有人吃出病來。上個世紀五十年
代，西方科學研究成果認為，人的
營養主要有三要素：脂肪、澱粉、
蛋白質。這三者在人體內都會轉化
成能量即熱量，同樣量的脂肪所產
生的熱量最多。因此認為脂肪營養
最高，於是脂肪身價就提高了。當
時國家定價，豬肉肥膘厚的最貴，
瘦肉最便宜。於是，有錢人就能夠
經常吃肥肉。窮人只好望著肥肉流
口水。二十年後，有的國家心血管
病患者大幅增加，死亡率升到第一
位。科學家進行研究發現，這些病
的原因在於動物脂肪攝入量過高，
也就是吃肥肉太多。為了減少心血
管疾病，當然應該少吃動物脂肪，
主要是豬肉中的肥肉。各種媒體也
反復報導這樣的資訊，醫生也告誡
患者不要吃肥肉。與此同時，提倡
吃蔬菜和海鮮。在這樣鋪天蓋地的
輿論攻勢下，誰能不信科學？一說
吃肥肉多，容易得心血管病，許多
人就不敢吃肥肉，甚至一見肥肉就
噁心。特別是有錢人，講究吃，也
有錢講究，於是不吃肥肉，連瘦肉
也不吃了。天天吃魚蝦和蔬菜水
果。這算學會吃的科學了嗎？不見
得！請看一個富村的怪病：（《報
刊文摘》2006年3月15日第4版。摘
自中央電視臺3月9日《每週品質報
告》） 

江蘇太倉的金星村年人均純收
入超過六千元，該村部分村民得了
一種怪病，經常出現頭暈症狀，個
別嚴重的會無緣無故地暈倒，有的
甚至喪失勞動能力。醫院也沒有一
個準確的結論。衛生部、科技部和
國家統計局聯合進行調查研究，結
論是：“江蘇省人均貧血患病率是
26.5%,太倉的貧血患病率達到
61.9%。”我國人均貧血患病率只有
20%。經研究發現，太倉人頭暈病
主要是缺鐵性貧血。這些富人為什
麼會缺鐵呢？科學研究，缺鐵的原
因主要有四種：食物短缺，鉤蟲
病，婦月經影響，胃部疾病。後三
種排除掉。只有“食物短缺”。他
們很富裕，不可能短缺。這究竟怎
麼回事呢？在深入調查以後，發現
村民飲食有了很大變化。村民袁建
英說：“現在我們生活條件好了，
魚蝦、蔬菜我們一直吃，就是肉不
大喜歡。”喜歡吃魚蝦海鮮和蔬
菜，很少吃肉，是這個村的普遍現

象。魚蝦海鮮食品，鐵的含量很
低，偏食造成缺鐵，缺鐵引起貧
血，貧血產生怪病。 

肥肉營養高，古人說“肉食者
謀”，說明吃肥肉對大腦的思考有
所幫助。孟子更說：“七十者可以
食肉矣”（《孟子·梁惠王上》），
“七十非肉不飽”（《孟子·盡心
上》）肥肉吃太多，容易引起心血
管疾病。這是科學研究的成果，是
對的。但是，科學研究只講了太多
容易患病，沒有講太少了會如何，
也沒有說多少為宜，說明科學在這
裏是不全面的。再加上片面宣傳，
推向極端，造成偏食，最後導致
“怪病”。實際上，肥肉多了不
行，太少也不行。不能正確理解科
學，自然不會正確利用科學，好的
東西被歪曲成有害的東西。這裏缺
的正是科學精神。根據世界銀行研
究認為發展中國家因營養不良造成
的勞動生產力損失為其國內生產總
值的3%至5%。據此計算，因為營養
不良，目前我國每年損失大約5400-
9000億元之間。（《報刊文摘》
2006年3月27日第一版）有的營養不
良，是食品不足造成的，有的則是
偏食造成的。 

有一位資產超過10億美元的企
業家，右膝有病，1997年到美國洛
杉磯一家醫院做了膝關節置換手
術，不但沒有見好，反而更加嚴
重，花了4萬美元。回國後請張中南
大夫做同樣手術，第二天就能走
路，術後吃一些便宜的藥，完全健
康。一共花了2萬元人民幣。這位企
業家體會到“外国的月亮未必一定
比中国的圆”,作為旁觀者的我也體
會到不要以為外國的什麼都好，也
不要以為錢貴的水準就高。我知道
的咸陽神刀動手術，不流血，不
痛，還不收費。一個青年股骨頭壞
死，西醫治療就是換骨，需要花六
萬元手術費，保質二十年。在西安
一家小醫院治療，吃藥不用動手
術，兩年根治，花不到三萬元。 

《呂氏春秋》總結教訓以後的
兩千多年中，換了幾百個皇帝，年
齡超過七十的只有十多個。其他人
都沒有活過七十歲。他們都是“貴
為天子，富有天下”的最高富貴
者，為什麼不能長壽呢？都是“以
養傷身”。除了短壽，他們的生活
也不那麼幸福。他們的幸福似乎只
在農民的想像中。(未完待续) 

貴富而不知道 (一) 
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周桂鈿    

 
二○○六年真是我驿马星动的一年，七月初参加了在奥地利

萨兹堡(Salzburg, Austria)举行的第六届怀特海国际学术研讨会
之后，在九月期间竟有两次机会受邀到大陆四所高校讲演，值得一
记为念。先是北京师范大学石中英教授为举办 “2006教育哲学专
业委员会第十三届年会暨教育哲学国际研讨会”，特以“教育公平
与社会变迁”为题，邀请台湾学者参加。于是我加入了十一个人的
台湾学者团，在九月六日抵京。趁此之便，受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主
任赵敦华教授的热情招待，先于九月七日到北大作了一场讲座，发
表了“易经与怀特海的创化思想”一文，得到许多反响。令我感到
北大不愧是一等一的学府，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是很炽热的，提
问的水平也很高。紧接着九月八日起，我到北京师大参加会议，听
到来自大陆各省师范重镇的学者专家讨论「教育公平」的问题。他
们的态度认真诚实，对于社会不公、教育不平的现象提出严肃的反
省与批判，对于西方学者相关的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理论也毫不保留

的容纳。我根据台湾教育的经验，发表了“平等理论与教育机会均
等原理”一文，并与大陆学者交换心得。这时认识了东北师范大学
的于伟教授，他听我说九月下旬因受到吉林大学著名易学家吕绍纲
教授之邀，将去长春参与孔子诞辰2557年纪念庆典，便约我届时到
他那里讲学。于是在九月廿六日，我再次赴大陆，参加由吉林省孔
子学会主办、长春文庙承办的「海峡两岸联合祭孔大典」。九月廿
七日，先在长春市立图书馆发表了 “孔子精神的现代意义”的演
说，接着晚间赴东北师大以“杜威与古典人文主义”为题又作了一
个讲演，全场座无虚席，颇受该校师生的肯定。九月廿八日，我和
来自香港的邓立光教授到长春文庙共同参与了祭孔大典。长春文庙
原建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是个有一百三十多年历史的古庙。
自二○○二年恢复祭孔典礼。今年度的典礼是仿明制的，从释典初
鼓 始，执事就位、引献官、陪祭官到位、乐生、佾生献乐献舞、
到献官上香、献爵献帛、恭读祭文、行礼，至于礼成，无不行礼如
仪。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主祭者和与祭者都是长春市的中小企业主，

他们出钱出力，共襄此一盛举。我后来了解到这些企业主不爱吃喝
玩乐，打高尔夫球，却热爱孔子的儒家思想，并致力于推广「儒商
文化」。他们招考员工时，会出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是哪
三省？”这样的题目，待员工录取后会要求他们背“弟子规”。他
们将儒家文化与现代企业生活结合，并以儒家精神来经营企业，让
理想有实现的机会，实在难能可贵。 
    记得二○○二年我曾陪同石泉先生到北京师大参加“怀特海与
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又去长春拜访吕绍纲教授。当时北京
到处挖路，街面参差不齐，风沙尘土很大。长春建设更为一般，时
见驴车和破败的景象。四年之后，两个城市都焕然一新，北京为了
二○○八奥运作准备，不仅街道平整宽敞，路边还种了不少的玫瑰
花。长春在新 发地区的建设也是一日千里，整个城市各阶层人士
对于传统文化的重视，他们努力将文化与现实生活结合的活泼气
氛，令人感动。这次的神州之游，让我看到中华文化复兴的契机再
次萌芽了。 

神    游    记    怀 

小幽默 

一见钟情 

   “我不相信一见钟情。”“为什么？” “你能一眼看出对方挣多少钱吗？”  

                                   完美对象 
    一妙龄女子将自己对完美对象的要求输入电脑,希望电脑帮她找到意中人:“英俊,幽   

    默,体贴,每天晚上在家陪伴我。”电脑作业后在屏幕上显示出两个字: 彩电 



 

 

       

 
 
《世界文化論壇》報爲海外独家以

文化爲訴求的報紙,深受海外政、商、學
界人士的歡迎，報紙的文化內涵深，廣
告效益大，歡迎刊登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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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文化出版社 
 
對於出版工作者而言，雅、達是他們

的生命。他們畢一生之努力，力求讓每一
位元原作者的作品，能夠優雅而又練達地
呈現在讀者面前，讓作者的心血成爲一席
文化的饗宴。 

國際文化出版社不僅僅是一個出版
社，它其實是一群致力於達雅出版工作的
專業人士的團隊。這些專業人士各有專
精。無論是圖書出版、發行，文稿的潤
色、錄入和編排，還是各種圖書出版和代
理，都是經驗豐富，水準一流。 

 
業務範圍： 
出版個人自傳；出版學術著作；出版

著作代理；文稿潤色加工；封面插圖設
計；大型文化研修；各種學術討論等。 

 
電話:   909-4501658   
傳真：909-6240699       
E-mail: ipdclaremont@yahoo.com 

置  產  洛  杉  磯   

    沒綠卡，非公民都可在美國洛山磯

置產，市場行情，絕不加碼 自用投資，

百分百安心。 

買賣房產，百分百保密 

專業經紀  Rossana ﹝羅珊娜﹞王 

美國加州電話〔626〕758–0688 
        〔909〕625–6718 

Website: www.rossanawang.com 

 
是广场，又沾上了“哈佛”的名字，按照我们

的习惯，必定有一些神圣、神秘，“庄重”，或者
只能用“百感交集”来概括。但狭义的哈佛广场只
是一块三角地，是Massachusetts Ave, Mt Auburn 
St 和 John F. Kennedy St的交界处，和哈佛老校
园（Harvard Yard）的西南角只隔一条街，哈佛老
校园的好几个校门都通往这里。事实上，很多这样
的三角地都叫“广场”，我们的英文老师Jim说波士
顿没有一个广场是方的（No Square Is Square）。 

哈佛广场按照我们习惯的语言，也的确是一个
交通、商业、旅游的中心。它是波士顿地铁（T）红
线的一站，很多公共汽车线路的始发站这里交汇，
加之周围有不少银行、书店、食肆、便利店及其它
商铺，所以人流来往自然频密。也有可能是人流集
中，才有了这些店铺。 

贴着“哈佛广场”标志的那个杂志亭颇有几分
神气，它的名字“Out of Town News”，大概可以
翻译为“乡下杂志亭”，一定是有一段历史了（康
桥在19世纪后半期才 始由乡下转变为城区），也
一定是被装进镜头 多的建筑之一。它不光卖各种
杂志报刊，也出售有“哈佛”字样和哈佛校徽的T恤
衫、纪念品和饮料、电话卡、地图等。在哈佛广场
还可以很容易拿到免费的报纸，比如凤凰报、地铁
报等。所以，这里也是一个“信息中心”。 

其实，哈佛广场是一个“展示中心”，各种平
实或怪异的发型、服装、体型都在这里展示——的
确是展示，有一些人在那里呆好久。有一个络腮胡
子，大高个，大肚皮，不怎么黑的男子手里拿着一
摞什么报纸，经常站在路中间发表只有 场白的演
讲：“嗨，年轻人……”“女士们，先生们，今天
波士顿不会下雨，……”，“大家听我说”之类
的。我很多次碰见他，也成为他打招呼的对象。但
是，没有一次我发现他能留住一个听众，我想其中
一个原因是他占据了有利的地势，但选择了错误的
策略——不是坚持面对同一个方向的路人，而是随
着人流的来往转来转去。他显然是注意风度的，嗓

音也还好听，祝他好运。 
在哈佛广场停留 久的，除了路边拉活的出租

车司机以外，就是街头歌手或者街头歌手的组合。
从地铁站出来有一块凹进地面的半圆形场地，台阶
上常常坐了很多人，这大概是其他广场所没有的。
阵容比较整齐的乐队会在池子里演奏，很快就会博
得围观和掌声，当然也会得到比较多的硬币和零
钞。波士顿的流浪艺人是值得记叙的，如果我有机
会和他们交谈，也许会了解一些故事——但是他们
大概只需要观看和付费。还有一个画家（应该是业
余的），在导游亭下卖他的画，也现场画一些肖
像，他总是和颜悦色，估计很多人都认识他了。 

另外也有纯粹的流浪汉。男男女女都有，而且
以青壮年为主。他们手里都拖着一个纸杯，对过路
的人说“请给一些零钱”。有一个细高个的黑人青
年常常站在CVS零售店的门口替顾客 门，他的纸杯
或许比较容易充实。还有一些介于艺人和乞丐之间
的，他们也吹打什么乐器，但实在是不成曲调，不
过也算是在劳动吧。哈佛广场的乞丐密度之大也是
前所未见的，但是从来没有看到有什么人来驱赶他
们，或许是因为还没有什么“大人物”来这里视
察。 

在哈佛广场，可以看到名副其实的“各色人
等”，有的来去匆匆，有的无所事事。介于来去匆
匆和无所事事之间的是来赴约的人。我也曾在这里
等同胞，有一天偶然在网上看到，在本地的波士顿
人看来，“在哈佛广场见”就意味着那是一个骗
局。好在我们都是外国人。 

广义的“哈佛广场”还包括周围的很多店铺，
甚至哈佛校园。有人 了一个“哈佛广场”的商业
网站，介绍这里的风情和活动。 

相比之下，“广场”对于中国人来说，多了很
多的沉重。症结在于政治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占据
了太多的资源。“哈佛广场”也不是没有政治色
彩，选举年临近，麻州要选州长，有几个青年男女
举着牌子提请大家支持民主党，他们倒是有些羞
涩。 

                       探索中国的后现代化发展模式 
(上接第2版)从中国启蒙历史进程的视角，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王治河博士提出了“第二次启蒙”的概念。五四运动所 启的启蒙运动是中国的第一
次启蒙。第一次启蒙对于中国的现代性发展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西式现代性观
念的主导下，第一次启蒙不可避免地陷入自身无法超越的弊端。从建设性后现代思维
来看，第二次启蒙是对第一次启蒙局限的扭转和超越。 

生态现代主义是与会学者提出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发展理念的又一主张。强调人
类对更大的生命共同体的责任感。生态现代主义的目标是生态——社会的（Eco-
Social）的选择，它构成了比过去从左派和右派对峙僵局中产生的各种行动更加深
刻、更具前景的匡正性行动。与这种观念相类似，有学者提出把生态马克思主义与后
现代思维结合起来，建构新型的后现代主义生态文明。 

从发展伦理学角度阐释建设性后现代发展理念是一个新的尝试。建设性后现代发
展伦理应当具有自我反思、 放性和过程性等特质。建设性后现代发展伦理学不仅提
供一种文化态度也提供一种方法论基础。 

来自德国的欧洲科学院士斯帝芬·本赫博博士提出了地方性货币与全球货币互相
补充整合以化解风险和危机的思想。在他看来，生态、资源、劳动力等地域性差异在
全球统一货币体系下导致对一些区域资源的破坏性利用，既造成了生态、环境危机等
问题又造成了社会的不公正。由此提出了地方性货币理论，试图通过地方性货币与全
球货币互相补充整合以化解风险和危机。 

 
                      三、中国现代化的出路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建设性后现代思维与中国的现代化，因此与会学者不约而同地

都把论题聚焦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问题上来。 
关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学者们达成了诸多共识，认为在中国现代化

进程中存在着诸如社群/社区的消失、道德依托的丧失、贫富差距的增大、生态危机、
社会矛盾加剧、传统文化丧失、社会价值不明确、政府目标与政府职能严重错位、社
会保障缺乏等问题。这些问题在其他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同样存在，但是在当代中
国显得尤为突出。 

关于这些问题的根源，与会的学者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反思和阐释：第
一，经典现代性理论支撑的片面发展观念。这又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其一，现代理
性片面强调经济的基础与核心作用。其二，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又对经典现代性理
论产生了误读，把经济增长等同于GDP增加。第二，陷于盲目的第一次启蒙。在中国的
第一次启蒙进程中，现代性的问题被完全遮蔽了，陷入了与西方相同的困境。第三，
社会文化的解构。在中国现代化发展中，原有的社会文化被迅速解构，但新的合理的
社会文化秩序却并没有迅速建构起来。现代化进程缺乏合理的价值理性支撑，产生一
系列经济的社会的问题。 

无论从何种角度 终都可以归结为一点，即经典现代性或者传统现代性发展理念
存在着重大缺陷，中国现代化进程没有能够克服并一度忽视了这些缺陷，相反，甚至
还有进一步片面化的趋势，由此导致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诸多问题。 

在如何推进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问题上，有学者们认为中国问题的焦点是如何既能
够实现现代化目标又能避免经典现代性的弊端成为我们面临的根本任务。因此建构一
种适合中国历史语境的新现代性成为必然的选择。也有学者提出，既然以经典现代性
为核心理念的第一次启蒙已经走向迷途，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就需要扬弃和超越经
典现代性从而走一条可持续的后现代化之路，实现跨越式样的发展。 

    家中有青少年子女的家长, 为难,也是
难处理的是如何处理子女玩电子游戏的问题,
当然 好的做法,就是不让子女玩电子游戏,不
过这个难度太大,许多家长只好退而求其次,让
子女玩,并谨慎选购电子游戏。 
    电子游戏 大的问题是暴力,电子游戏的
刺激是它的快速和力量,因此,暴力几乎就是电
子游戏的灵魂,而电子游戏引发的社会问题,几
乎都是有目共睹,这从每一起高中校园血案都
与电子游戏相关联就可以看出。 
    有不少基督徒家长提出,既然青少年玩电
子游戏不可避免,为何不生产一些符合圣经,又
迎合青少年兴趣的电子游戏呢? 
    这些想法十分自然,也好像可行,因为圣经
也是世界上 古老的文学作品之一,从中应该
可以挖掘出不少游戏题材。 
    基督徒家长的这个呼声让不少的游戏发展
商心动,毕竟这可能是个市场,因此今年就出现
了 “永恒军队”的基督徒电子游戏.这套游戏
是根据卖出6300万册的畅销小说《末日迷踪》
来制作的,从小说的畅销情况,以及是以末日为
题材,应该是会受欢迎的。 
    果然 “永恒军队”大受欢迎,各大基督教
育书店不断进货,但其受欢迎的程度却引发了
不同的反应,有基督徒组织公 指责 “永恒军
队”太过暴力. 在 “永恒军队”中,基督徒与
敌基督的军队作战,基督徒可以按”祷告”键
来强化自身力量,可以将敌基督杀死,而当敌人
被打死时,就会消失掉,并不会出现血迹,而当
中还不断传出基督徒说的 “赞美主”. 
    不过末日,魔鬼,战争还是使 “永恒军
队”与其它游戏没有多大的本质上的区别,还
是战争厮杀,死亡.但由于它冠上了基督徒游戏
的名号,似乎在告诉家长这是一款适合基督教
原则的电子游戏,这多少有些误导成份. 

    因此立场较自由的基督教组织毫不客气地
向游戏 “永恒军队” 火.十分有趣的是, 
“永恒军队”得到了一些基督教组织的肯定和
推荐,而这当中 大的,也是 有名的组织,说
出来,读者也许不大相信,它就是以维护传统价
值为宗旨的爱家协会。 
    爱家协会的传道人在接受媒体的网路采访
时指出,这个游戏不过是将大家已经肯定的末
日迷踪改编成游戏,言下之意,这游戏并无不妥
之处。 
    其实说到底,电子游戏的灵魂就是暴力,因
此要生产出迎合大众的基督徒游戏无异与虎谋
皮,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圣经》的原则是和
平,是爱.对待不同信仰的人,是以基督牺牲的
爱去转化他们,而不是拿枪打他们,更不是消灭
他们, “永恒军队”倒好,将异教徒一个个全
消灭。 
    当然游戏制作人说,那些都是敌视基督的,
是魔鬼,但现今毕竟不是末世,青少年遇到的非
基督徒中,会有对基督教相当敌对的人,如果玩 
“永恒军队”上了瘾,难免去除了青少年心中
的恩慈之心,不再有爱心去忍耐他人的顶撞,这
与《圣经》的教导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显然无论在圣经上,实际生活上,生产基督
徒电子游戏都十分困难, “永恒军队”的 发
商,虽然声称,该产品是为了抗拒世俗的电子游
戏而生产的,但从实际情况看永恒军队只不过
从形式上有些改变,而本质上却差别不大. 
    对于“永恒军队”的争议,基督教书店并
不担心,反正人们还是争着抢购,他们反而担心
沃尔玛市场抢了他们的生意,沃尔玛市场有大
型折扣店的折扣,因此他们的零售价比基督徒
书店的价格要便宜的得多. 
    看情形, “永恒军队”出了山,争议却会
一直持续下去. 

      哈佛广场（Harvard Square） 

哈佛访问学者 张 丰 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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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永恒军队” 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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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哲学，它欣赏对话 
 
(上接第1版)   每一事物的图景要
比科学家和数学家所知道的丰富得
多，科学常犯“抽象误置为具体的谬
误”。他批评了现代科学看待世界的
方式，认为现代科学看到的世界图景
只是一种被割裂的碎片。怀氏认为整
个世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一个无
始无终的相互关联的过程，具体事物
本身也是相互关联着的。怀氏的哲学
思想给我们的启示是：作为宇宙之过
程的人类，其改造世界的活动应该符
合宇宙的运动方向，建构一种与自然
界和谐共生的关系。当然，这种和谐
共生有别于被动的无所作为。由于怀
氏过程哲学的有机性和复杂性，欧阳
康教授建议在学习和运用怀氏过程哲
学时要采取综合的学习方式，而其中
理性和经验相结合的复杂方法必不可
少。 
 

二、怀特海教育思想及其意义 
    费劳德指出，怀特海在其著作
《教育的目的》中体现了超常的教育
理念，即创造性的共生。德佛教授将
传统教育描述为：子女是一部机器，
父母是机器的管理者，而老师则是这
部机器的操作者。整个教育过程就是
一个强制填鸭的过程，产生出来的都
是似是而非的北京鸭, 忽视和扼杀了
个体的差异性，在极大程度上是对好
奇心和创造性的压制。德佛教授还将
上述教育问题延伸到了学科分割现象
的分析讨论上。而在怀特海看来，没
有哪一种科学（或艺术）能孤立地完
成对错综复杂的世界的理解，更不存
在绝对区分不同学科的原则。不同学
科研究者只有相互结合起来进行跨学
科的研究，才有可能在更大的深广度
上把握世界。 
 

三、过程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关于过程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的关系问题，麦克丹尼尔认为，很难
说怀特海的哲学思想不受中国传统的
影响。他指出，怀氏哲学思想在很大
程度上接近于中国的传统思想。有趣
的是，如果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并以
汉语来描述怀氏的哲学思想会优于西
方，其结果是，中国人比怀特海对其
思想的理解可能还要深刻。按照麦克
丹尼尔的理解，怀特海至少在三个方
面深化了中国传统思想：首先，补充
了现代科学的观念；其次，强调了思
想的历险过程；再者就是对个体主体
性的凸显和拓展。 
    樊美筠教授则从美学视角探讨
了怀氏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关
性。樊教授认为，中国的经典美学蕴
涵着浓厚的生态和谐思想，这与怀特
海无疑具有相通性。中国传统审美观
不把自然视为人类的附庸，并反对占
有自然。这种审美观可以说是对
“道”的本真阐释。 
    关于怀特海哲学思维与中国科
学技术发展的关系问题，黄瑞雄教授
将之与“李约瑟难题”的解决联系起
来，认为中国近代科学的落后可以从
其传统思维方式视角加以考察。他指
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主要是一种内
向性（内省性）的思维，忽视对外物
的把握和改造。它还包含着循环性、
稳定性和直观性等特征。相应地，中
国传统文化思想是一种朴素的整体性
和抽象的实用性（功利性）思想，这
些思想特征对中国的科学事业产生负
面的影响。如何通过怀特海的哲学及
思维方法，达到与西方思维方法的交
融，以致产生新的世界型思维方式，
振兴中国的科技乃至整个中华民族，
是摆在我们眼前的一项紧迫任务。 
 

四、过程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许多学者在分析过程哲学时，
常将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比较。
麦克丹尼尔认为怀特海和马克思都是

过程思想家，都将现实性视为具有历
史性和整体性的过程，这种过程是时
空的统一体；两者都提及这样一种社
会，那里有着创造性的和谐，具有差
异性的个体之间的相互协调，人类自
身的全面自由解放和发展。两者在论
及个体的“人”时，都将其放置在具
体的相互关系中。麦克丹尼尔还比较
分析了这两种哲学的差异，认为它们
之间具有几点明显区别，其中 主要
者在于是否承认矛盾观。马克思认
为，事物变化发展原因主要在于其自
身内部矛盾的推动。怀特海则认为，
事物可以在没有产生矛盾冲突的情况
下通过“说服”或“感化”而实现转
变。 
 

五、过程哲学与后现代主义 
    与会者还较为深入地探讨了作
为一种建构性后现代的过程哲学与解
构性后现代主义的关系。欧阳康教授
指出，以德里达为首的后现代主要是
一种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而以J.柯
布和D.格里芬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却
是一种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他还指
出了两者的异同。王治河把现代主义
定义为“惟我独尊”、“霸道”。
“霸”字作“占据、控制”解，
“道”乃“路径、通向”。现代主义
思维的控制，使得通往进步的路径被
堵住了。相反地，后现代注重差异性
和多样性。后现代的解构主张有其合
理性和必要性，因为有些传统观念、
习惯等过于根深蒂固，不对之解构，
新事物难以产生和发展，解构是为了
建构。但需要警惕的是，解构性的后
现代主义走过了头就会是虚无主义，
这正是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所面临的
主要困境之一。建构性后现代思想注
重对个体的尊重，尤其是对差异性个
体的尊重，提倡 大限度地实现各差
异体的价值，它架构了中西方文化的
桥梁，这对中国，对世界都是一种不
可多得的宝贵洞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