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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如何应对当代西方发达国家 对我国 的文化 渗透已 成为我 们继续稳 步推进 中国特 色社会 主义 事

业必 须直面的严峻课题。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应坚决抵 制当代西方 腐朽的政 治文化的渗 透, 努 力兼容和学 习
西方的大众文化和先进的科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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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如何应对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的文化

寺院经济, 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僧侣地主阶层, 各

渗透已成为我们继续稳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有自己的政治后台, 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
量。由于雄厚的寺院经济的支持, 佛学文化在各

事业必须直面的严峻课题。在中华民族历史上,
曾经发生过两次外来文化的侵袭, 一次是汉唐时
期的佛学东侵, 一次是鸦片战争之后的西学东渐,

派的竟长争高中得到系统的发展, 并最终构成了

这两次外来文化的侵袭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及文化

一个精于思辨的庞大的佛学文化体系。伴随着佛
学文化创造性的发展, 佛教的思想、
教义逐渐渗入

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反思历史上外来文

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 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意识

化的侵袭以及中华文化正确的应对策略对于我们
应对当代西方文化渗透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形态, 并与儒、道二教构成 三教鼎立 的局面。与

一、汉唐时期的佛学东侵及中华文化
的应对策略
大约在东汉初年, 佛教开始从印度传入中国,

佛教在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广泛传播相反, 这
时候儒家思想表现在孟子、
荀子、
董仲舒等人著作
中的活力开始丧失。因为在道家复兴和佛教传入
之后, 人们的兴趣开始转向形上学, 即当时称为性

最初的影响仅限于上层社会的小部分人, 并受到

命之学 的问题。虽然 这些问题在儒 家的经典如
论语 、孟子 、 中庸 特别 是 易经 中已经不

某些限制。魏晋南北朝时期, 由于社会的剧烈动

少, 但这些经典都需要真正的新的解释和发挥, 才

荡和意识形态领域魏晋玄学的兴起, 佛教得到广

能解决新时代的问题。当时尽管有皇家学者们的
努力, 仍 然 缺乏 这 样的 解 释 和发 挥 [ 1] ( P 227) 。这

泛传播和发展, 唐诗中 南朝四百八十寺, 多少楼
台烟雨中 就是南朝梁武帝时都城建康( 今南京)
状况的真实写照。隋唐时期, 由于得到统治者的

样, 一方面是佛教传播和渗透的强势, 另一方面是

进一步推崇, 佛教的传播进入鼎盛时期。这时, 佛
教内部出现 了不少强大的宗派, 如 天台宗、唯识

确立了正统地位的儒家思想第一次受到来自佛教
的严峻挑战。

宗、
华严宗、
禅宗等。这些宗派各有独立而雄厚的

面对佛学文化的侵袭及对儒家思想正统地位

儒家思想活力日渐丧失的颓势, 使自汉朝以来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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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严重威胁, 中华文化采取了以我为主、
积极兼容
的策略, 积极主动地兼容和吸收佛学文化的思想

的同质性更为明显,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曾指出:
儒门释教虽名教则有异同, 约义立宗, 彼此亦无

和教义; 特别是作为中华文化核心的儒家思想, 为

差别, 所谓同出而异名, 殊途而同归者也。佛学文

了巩固和强化自己的正统地位, 从内容到形式多
方面主动兼容佛学文化的合理因素。例如, 唐代

化与中华文化之间的同质性, 提供了中华文化兼
容佛学文化所必须的内在的亲和力和互补性。从

的韩愈、
李翱等人一面坚持反佛, 一面从佛教中吸

这个意义上说, 中华民族应对佛学东侵的策略无

取营养。受佛教 法统 的启发, 韩愈创立了一套

疑是正确的。

中国儒家思想的 道统 , 即所谓 先王之道 、 圣
人之教 的传授系统, 实现了儒家思想系统化、谱
系化的发展; 李翱则以 中庸 的性命之学为根据,

二、近代的西学东渐及中华民族的应
对策略
鸦片战争之后, 伴随着西方列强对我国的军

借鉴佛教唯心主义人性论的一些观点提出了一套
去情复性 的唯心主义 复性 说。韩愈、
李翱等

事侵略而发生的西方近代文化对我国的传播与渗

人对佛学文化的兼容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儒家思

透, 即所谓的 西学东渐 , 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所遭

想的颓势, 为儒学的第二次复兴即宋明理学的兴

受到的第二次外来文化的冲击。其实早在明朝末
年, 西方的近代文化就伴随着大批传教士的传教

起做了理论上的准备。宋明时期, 一些具有哲学
思辨能力且都有经历于佛老而后归之于儒的思想

活动传入我国, 清朝中期以后, 清政府实行闭关锁

历程的思想家, 如周敦颐、邵雍等人, 更是大量吸

国政策, 中断了中西文化的交流。1840 年鸦片战

收、
兼容佛教的心性理论, 对以封建纲常伦理为核
心的儒家思想进行本体论化的改造, 并最终形成

争爆发, 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用 坚船利炮 打开了
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 而伴随着在西方列强炮火

了兼有精致的思辨形态和现实的纲常内容的新儒

中轰然中开的中华国门, 西方近代文化潮水般涌

学 道学 。 道学 的兴起不仅重新巩固了儒家思

入。这一次西学东渐的潮流远不同于汉唐时期的

想在我国封建社会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正统地
位, 而且使其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精神支柱。

佛学东侵, 它不是单一的宗教文化渗透, 而是包括
自然科学( 西艺) 、社会科学以及政治制度( 西政)

当然, 所谓对佛学文化的兼容并不是无原则地包

在内的多元文化渗透; 东渐之 西学 也不是与传

容, 而是以批判为基础的包容, 伴随佛学文化的渗

统中华文化具有同质性的封建主义文化, 而是与

透而开启的反佛斗争( 韩愈是唐朝反佛斗争最积
极代表) 正是起到了这种批判的作用, 它促进了佛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资本主义先进文化。

学文化在许多方面的中国化的改造与发展, 为中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 西学东渐进入到一个新的阶
段, 更具先进性的马克思主义开始成为西学东渐

华文化的兼容与吸收创造了必须的条件。中华传
统文化对佛学文化的兼 容和吸收, 不仅 于无声

的主流。相比之下, 中华文化仍然是以儒家思想

处 有效地化解了佛学文化的威胁, 而且极大地促

各地 的时候, 这种文化早已消褪了它在第二次复
兴时残留的先进性。大量先进的西方近代文化在

进了自身的建设和发展。

为核心的封建主义文化, 在资本主义 奔走于全球

反思中华文化对佛学东侵的应对策略, 我们
发现, 佛学文化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尽管与中华文

我国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传播和渗透, 在古老

化有着重要的区别, 并由此激起佛学东侵之后持

和碰撞, 一次次掀起波澜壮阔的政治风潮。
面对西方近代文化的冲击, 中华文化采取了

续不断的反佛斗争, 但从本质上说, 佛学文化对中
华文化的渗透仍属于同质文化的渗透, 这种文化

的中华大地上, 一次次激起中外文化的激烈冲突

积极学习, 革新自我的策略。首先有以龚自珍、
魏

的同质性表现在两种文化所反映的经济和政治关

源为代表的从封建士大夫阵营中分化出来的一批

系的同质性, 以及由此决定的它们在诸多文化内

开明知识分子, 提出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的思想,
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坚船利炮, 养兵练

在特征上的相似性; 由于这种同质性, 佛教在刚刚
传入我国时, 还被理解为类似汉初的黄老思想或
道家的神仙方术。隋唐时期佛学文化与中华文化

兵之法, 建立近代工业, 以抵制西方列强的侵略;
而后有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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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 主张学
习西方的社会科学和民主政治制度, 用西方文化

体、
西学为用 思想, 但是, 这一思想连同它所开创
的洋务运动以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宣告破产, 这

来开民智、新民德、
鼓民力, 用西方的民主政治制

说明, 强势的先进文化不可能以任何形式被嫁接

度改良与变革中国 腐朽的封建专 制统治。1915
年陈独秀、
李大钊等人发起新文化运动, 进一步提

在已处颓势的腐朽文化的肢体上, 也说明正确的
策略抉择必须立足于对文化渗透不同特点的深刻

出学习和引进西方的民主( 德先生) 与科学( 赛先

分析和准确考量。

生) 思想, 在中国近代史上开启了思想领域的深刻
革命; 十月革命之后新文化运动逐渐演化为引进、
传播和学习马克思主义新文化的思想潮流。为了

三、当代西方文化渗透及其特点
当今世界,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潮流, 以

学习西方近代文化, 大批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

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在当代国际社会中

还走出国门, 亲身到国外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和
洗礼。毛泽 东 在 谈 到 当 时 的 情 形 时 说: 自 从

的经济、政治、科技和军事强势, 通过各种方式和
手段对其他国家进行文化渗透, 强制推行其政治

1840 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 先 进的中国人, 经

主张、
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中国作为发展中的

过千辛万苦, 向西方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

社会主义大国, 由于在文化、
意识形态、社会制度

严复和孙中山, 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
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 求进步的中国

和国家利益等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明显分歧,
在东欧巨变、
苏联解体之后, 成为西方敌对势力进

人, 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 什么书都看。向日本、

行文化渗透的主要目标。虽然当代西方文化渗透

英国、
美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 达到了惊人的
地步。国内废科举、兴学校, 好像雨后春笋, 努力

还没有像古代的佛学东侵那样威胁到我国社会主
义文化的正统地位, 但它所造成的危害是决不能

学习西方。 [ 2] ( P1358~

这说明, 对外来西方文化

低估的, 在一些人思想上存在的对马克思主义信

的积极学习和引进构成了从鸦片战争到 五四 运

仰、
社会主义信念的怀疑、动摇, 对西方政治主张

动这一时期中华文化发展的主题。与此同时, 近
代先进知识分子还高举西方新文化大旗, 对中国

和价值观念的认同、推崇, 在一些党员干部中存在
的 信仰危机 , 在一些青年中存在的自由主义、
物

传统文化进行了以革新自我为目的的猛烈批判,

质主义、拜金主义以及享乐主义、
利己主义思想,

特别是由陈独秀、李大钊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把斗

社会政治生活和人们精神生活中见利忘义、
权钱

争的锋芒直指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为内容的孔孟
儒家思想, 痛斥儒家思想 以孝悌二字为二千年来

交易、
贪污腐化等现象的孳生, 国家意识、集体意
识、
互助精神、奉献精神的减弱等等, 无一不与西

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络之根干 , 是中国社会长

方敌对势力长期的文化渗透相联系, 这种状况与

期停滞不前的根源。对西方近代文化的学习、
引
进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 最终催生出以马克思主

改革开放条件下沉渣泛起的各种封建主义残余思
想相融合, 构成了我国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中与

义为核心的中国先进文化, 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极不相 称的复杂局

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

面。种种迹象表明, 当代西方的文化渗透已构成

近代与古代应对外来文化的不同策略, 必须
从它们之间的不同特点中加以理解。如果说佛学

佛学东侵和西学东渐 之后第三次外 来文化的渗
透。与前两次外来文化的渗透相比, 当代西方文

文化对中华文化的渗透属于同质文化的渗透, 那

化渗透具有鲜明的特点。

么, 近代的西学东渐则是一种异质文化的渗透, 即
强势而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化对颓势而腐

古代的佛学东侵是单一的宗教文化的渗透。
近代的西学东渐虽然已不是某一单一文化形态的

朽的中国封建主义农业文化的渗透。显然, 积极

渗透, 而是一个交织着人文文化、
政治文化和科技

学习、
革新自我是唯一正确的抉择。其实在近代

文化的复合体, 但就文化的进步性质而言, 仍属于

的早些时候, 也曾有一些较为开明的进步人士提
出以兼容应对西方先进文化的冲击, 这就是最早

单一性质的文化渗透, 因为西方各种形式和质别
的近代文化相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而言,

由冯桂芬提出、后 被张之洞完善化 了的 中学为

都是反映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先进文化。与之

1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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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较, 当代西方的文化渗透则属于复合文化的
渗透, 这不仅是因为它包含着比近代的西学东渐

国正统的政治文化不会构成本质层面的冲突, 而
且还会有助于我国在长期历史发展中传承和遗留

远为复杂的文化类型或形态, 更主要的是因为, 它

下来的旧的文化习俗和观念革新, 有助于广大人

交织着各种不同先进品性的文化形态, 除了占主
导地位、
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整个文化

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 因而必须对之以不
同的政治文化和科技文化的策略。

渗透性质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渗透之外, 还交织
着以科技文化为主要标志的先进文化的交流与传
播, 交织着并不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而为广
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 见的中性的大 众文化的渗
透。文化质别的复杂性构成了当代西方文化渗透
的最显著特征。
在当代西方的文化渗透中, 不同的文化质别
具有不同的意义: 以超强经济实力为后盾的先进
科技文化使当代西方文化渗透带有明显的强势性
特征, 由于具有先进科技文化的依托, 当代西方文
化渗透比以往任何一次文化渗透都具有更强的冲

四、应 对 当代 西 方文 化 渗 透的 正 确
策略
要正确应对当代西方的文化渗透, 粉碎西方
敌对势力对我 西化 、分化 的政治图谋, 必须立
足于当代西方文化渗透的不同特点, 借鉴古代和
近代中华民族应对外来文化侵袭的历史经验。
第一、积极兼容当 代西方中 性的大众 文化。
中性的大众文化是指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旨趣和
要求而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但又不具有鲜明
的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化形式, 例如被称为 四大家

击力和渗透力。例如, 微软公司为了在法国推销

族 的流行音乐、
大众影视、
通俗文学和流行期刊

视窗 95 软件花了 10 亿法郎的广告费, 其所造
成的轰动效应甚至连法国这样的发达国家都难于

以及各种饮食文化、
服饰文化等等。大众文化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特征和重要组

抵挡; 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国际互联网方

成部分,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众文化是文

面的科技和信息优势使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

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当代西方的大众文化, 由于它

家只能充当文化被动接受者的角色。当代西方文
化渗透的强势性提出了如何应对先进科技文化的

在文化的发展水平、层次和规模等方面的特点和
优势, 在这方面无疑可以成为我国大众文化建设

问题。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则

很好的 他山之石 。因此, 对于大众文化应借鉴

使当代西方文化渗透带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 因

古代应对佛学东侵的成功经验, 采取以我为主、
积

为意识形态渗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制约着整个
文化渗透的性质和效果, 而与我国占主流地位的

极兼容的策略。当然, 西方大众文化作为一种外
来文化在具体的文化特性、
文化旨趣、
文化取向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比较, 资产阶级的

面与源于传统文化的中国当代大众文化存在较大

意识形态则是一种腐朽没落和反动的思想体系,
因此, 就其实质和核心而言, 当代西方文化渗透是

的差异, 这种差异如不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仍有可

腐朽没落和反动的资本主义文化对中国特色社会

个文化因素, 在它本土的社会体内是无害或是有
利的, 但是在它所闯进的另一社会体中, 却很容易

主义先进文化的异质性逆向渗透, 它不仅与古代

能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 正如汤因比所说的: 一

佛学东侵的同质性文化渗透不同, 而且也与近代
西学东渐的强势的先进文化对颓势的腐朽文化的

产生意外的极大的破坏作用。[ 3] 因此, 对于西方

异质性文化渗透不同。一般而言, 异质性文化渗

第二、努力学习当 代西方先 进的科技 文化。
先进科技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显然不是当代西方文

透总是具有巨大的破坏作用, 因此, 如何破解资产
阶级意识形态的异质性渗透是应对当代西方文化

大众文化的兼容必须与批判的改造相结合。

化渗透的主体, 不仅如此, 西方发达国家还常常对

渗透的关键课题。中性的大众文化虽然常常在无

科技文化的传播和交流进行封锁和限制。但是,

意识中充当意识形态 渗透借以表现 和传播的形

由于当代西方文化渗透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超
强的经济和科技实力而进行的。因此先进的科技

式, 但作为一种文化形式仍具有它不同于意识形
态的特质, 如非主流性、
非意识形态性和广泛的群
众性等等。大众文化的这种特点, 不仅使它与我

文化在西方发达国家不得不将其作为文化渗透的
主要工具和载体的无奈中, 构成了当代西方文化

张晓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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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的 必要而重要的 组成部分。历 史的经验表
明, 努力学习和积极引进外来先进文化是应对先

命 的时期, 而沦为一种腐朽没落和反动的思想体
系; 如果这种思想体系成为我国占主导地位的意

进文化渗透的正确抉择。而在今天, 像近代的先

识形态, 不仅会极大地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

民那样, 努力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以
实现我国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 更是具有极其

和政治关系, 而且会严重瓦解我国人民共同的政
治信仰和精神支柱, 其结果必然是, 国家意志、
国

重要的现实 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因为, 一方

民心理的全面崩溃和由于失缺了共同的价值观念

面, 科技文化作为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很

基础而出现的整个社会的大分裂、大动荡。因此,

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政治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发
展, 而我国的科技文化的发展状况至今远未达到

抵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渗透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正
确策略。我们必须大力加强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

与政治文化的先进性质相适应的程度; 另一方面,

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 在广大人民群众的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科学技术革命, 如果
我们不能尽快赶超世界科技发展的潮流, 就有可

思想和观念中牢固树立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坚
定信念, 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构筑起抵制资产阶级

能重蹈 落后挨打 的覆辙。

意识形态渗透的铜墙铁壁。

第三、坚决抵制当 代西方腐 朽的政治 文化。

必须指出的是, 大众文化、
科技文化和政治文

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的文化渗透中, 占主
导地位的始终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文化即意识形态

化在当代西方的文化渗透中往往并不具有独立的
形式, 而是相互渗透、
相互交织的, 因而我们对当

的渗透, 意识形态领域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也因

代西方文化渗透的兼容、
学习和抵制策略就必须

此构成了中西方政治斗争的主要形式。在世界文
化发展的历史上, 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曾经是 非

建立在比较与鉴别的基础上, 在这方面, 我们同样
可以从历史中借鉴许多有益的东西。

常革命 的思想, 但在今天它早已走过了 非常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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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f foreign cultural invasion
in history and current western cultural invasion
ZHANG Xiao- hui
( H ebei Jiaotong V ocat ional College, S hijiazhuang, Hebei 050091, China)

Abstract: It is a severe issue for us t o consider how t o prevent the current western cult ural invasion
from harming Chinese socialist const ruct ion. T herefore, our historical experience reminds us to resolutely
boycott t he cultural invasion of t he w est ern regressive and corrupt polit ics on t he one hand, and to assimi
lat e t he advanced and progressive cult ure on t he ot her h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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