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Jour na l o f Hebei No rma l U niv er sity( Social Science)

1999年 7月
第 22卷 第 3期

Jul. 1999
V ol. 22 N o. 3

【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

站在新世纪的门槛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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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20世纪是“短促的世纪”。 前半期 ,人类在战争与革命中度过 ;后半期 ,人类为谋求和

平与发展 ,步履艰辛。现在东西方两极格局已经结束 ,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中华民族在受欺凌、
苦难和抗争、奋斗中度过前半个世纪。 这也是毛泽东思想诞生和胜利的史诗 。 建国半个世纪来 ,我
们最大的胜利和成就是形成了邓小平理论。我们社会 文明的进步 ,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在这
世纪 之交 ,我们欢 庆建国 50周 年的时 候 ,要 清醒地 认识历 史赋予 我们 的使命 ,把 握机 遇 ,迎 接挑
战 ,跨入 21世纪。 中国人将有自己的跨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成熟完善的 社会主义的 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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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庆祝建国 50周年的时候 ,我们也正好站在了新的世纪和新的第三个千年的门槛
前 ,即将迎来新纪元。 在这个时刻 ,回眸已往 ,瞻望前程 ,有多少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加以思考!

一
即将过去的这个世纪 ,有位评论家称之为“短促的二十世纪”① ,真是一语破的 ,揭示了本
世纪的一个最根本的特征。 较之以前的那些个世纪 ,这一百年来人类历史发展的脚步 ,是何等
的快速。影响整个世界的重大历史事件 ,波谲云诡 ,幕幕相叠相替 ,简直令政治家、思想家、历史
学家们来不及仔细思考和细加评判 ,而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几代人 ,虽然每个人都无一例外地扮
演过或扮演着或大或小的某种角色 ,大概其中的大多数人都不甚了了自己当时究竟在干些什
么! 在这世纪之交而又恰值我们国家 50华诞大庆之时 ,细细思量已经逝去的这个百年 ,值得后
人永远记忆和回味的沧桑波澜 ,足以为历史学家的宏篇巨制贡献卷帙浩繁的研究资料的伟大
事件 ,难以胜数!
在这个“短促的世纪”的前一半时间 ,人类是在战争和革命中度过的。世纪之初的东方资产
阶级民主革命 (俄国、土耳其、中国 )。两次世界大战 ,而在两次大战之间 ,只有短短 20年并不平
静的和平。俄国十月革命 ,帝国主义链条被突破 ,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历史终结 ,人类历史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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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并存的新阶段。 苏联社会主义勃然兴起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席卷全球。
被称为“凡尔赛体系”的世界格局维持不到 20年就崩塌了。 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恐慌 ,好像
末日降临。斯大林在苏联把社会主义制度搞成了一种极权主义的统治 ,与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
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本质规定性的设想 ,大相径庭。 法西斯主义不可一世 ,把人类拖入了第
二次世界大战的火海血泊之中。希特勒自杀身亡 ,纳粹德国覆灭。广岛、长崎的原子灾难 ,军国
主义的日本无条件投降。 战后 ,亚洲一些被压迫民族觉醒 ,民族独立运动势如破竹。 中国人民
革命胜利 ,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崩溃。 整个世界的面貌为之一变。
这个世纪的后半期 ,人类为谋求和平与发展 ,步履艰辛。战后美英苏等大国构筑的“雅尔塔
体系”维系着整个世界特别是东西方的战略平衡 ,长达 40余年。 资本主义世界又有过黄金岁
月 ,旧貌改新颜 ,生机勃勃。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形成了又分裂。第三世界崛起 ,不结盟运动横空
出世。 东西方两大军事集团——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的对峙和冷战 ,苏美争霸 ,
核军备竞赛。地区性和国家间的局部战争 ,一国 (或民族 )的内战 ,此起彼伏 ,从不曾停息过。临
到世纪之末 ,世界政治 ,风云变幻 ,也许连最精明、最具远见的政治预言家也始料未及。 东西方
两极格局结束 ,世界进入了后冷战时代 ,美国一强独霸 ,但是 ,世界政治格局却正朝着多极化方
向发展 ,资本主义的前程并不美妙 ,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才刚刚开始 ,曙光在前。
一位抛弃了原有共产主义信仰而皈依于自由主义信念的政治家把这个世纪说成是“一个
可怕的世纪”。他说: “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集中营、种族灭绝、原子瘟疫等 ,此种噩
梦都是史无前例的。”这大概是他在政治信念转变心态下发出的对历史的诅咒吧!
但人类在这个百年中毕竟为未来开辟出了更加宽阔的道路啊! 当然 ,一向为一些马列主义
革命者所坚持的“战争和革命的时代”的命题 ,已经不能反映当代的历史特征了。 “和平与发
展”才是今天的时代主题。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曾盛赞过“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阶级统治中所创
造的生产力 ,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 ,还要大。”② 在“短促的二十世纪” ,人
类进步的成就 ,更是超过此前的历史总积累。自然科学发展的无孔不入和这个百年对自然科学
的依赖日深 ,都史无前例③ 。本世纪初 ,科学家还是一支弱小的队伍。 1910年 ,英德两国的物理
化学家总共只有大约 8000人 ;而到 80年代末 ,全世界科学家总数的增长却速度惊人 ,全世界
实际从事头号实验研究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估计有 500万人 ,其中美国 100万 ,西欧大概超过
100万 ,前苏联的科学工作者大约有 150万。80年代 ,西方发达国家 ,平均每年每百万人口中就
产生 134名科学博士。还有一个崭新的现象 ,这就是 ,以欧洲为中心的科学发展 ,在这个世纪却
宣告结束了。从 30年代起 ,科学研究的中心开始移向美国 , 1900— 1933年 ,美国科学家获诺贝
尔奖者只有 7人 ,而 1933— 1970年间则激增为 77人。 前苏联的自然科学研究 ,其队伍、其投
资、其成就 ,均居世界前列 ; 即使今天的俄罗斯 ,其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 ,在世界上 ,除了美国 ,
仍然少有与其匹敌者 ; 其他如加拿大、澳大利亚、乃至亚洲 (如日本、印度、中国 )也已成为独立
研究的重镇。
这个世纪对于科学的依赖程度越来越深 ,今天大概很少有人拒绝承认这个历史事实。上世
纪末本世纪初 ,现代高科技始见雏型 (如汽车、航空、无线电广播、电影等 ) ,现代科学理论也只
初具轮廓 (如相对论、量子论、遗传学等 )。在本世纪头两个十年 ,高科技也还没有构成时时处处
不可缺少之物。 但是 ,时至今日 ,我们看得很清楚 ,高科技垄断了 20世纪下半期经济的繁荣兴
旺。高新科学成果及其应用技术已经使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日新月异 ,高新科技已经深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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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家庭生活 ,且不独发达国家如此。 人类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信息时代”、“知识经
济”时代。 现在 ,人们谈论的是航天技术和宇宙探测 ,是电脑和机器人 ,是信息高速公路和国际
互联网 ,是基因工程和克隆技术 ,是新能源和新材料 ,诸如此类。 由于高科技的广泛应用 ,在人
类社会生活—— 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信息以及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贸易流通、
商业服务等各个领域 ,较之上个世纪 ,不仅在量上更是在质上 ,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20世纪 ,对于我们中华民族来说 ,也是个“短促的世纪”。辛亥革命最终结束了封建王朝在
中国数千年的统治 ,建立了“民国”。 然而共和制在世界的东方这片土地上刚刚扎下了根 ,紧接
着便出现了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的闹剧 ,出现了北洋政府的腐败统治和军阀的割据混战。
“五四运动”开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河。俄国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国
共产党诞生 ,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面貌为之一新。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的
失败 ,以及随之出现的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使中国堕入了黑暗深渊。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活动愈
演愈烈和中华民族救亡运动如火如荼。 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劳动群众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土地
革命和武装斗争。 工农红军进行了举世无双的史诗般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国共第二次合作和
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日战争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 ,促使日寇无条件投
降。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
“短促的二十世纪”的前半期 ,中华民族在受欺凌、苦难和抗争、奋斗中度过 ,并以胜利结束
了民族屈辱的历史。 这半个世纪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一部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壮丽诗篇 ,
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与我国革命实践相统一从而实现了第一次理论大飞跃—— 毛泽东思想诞
生并获得胜利的史诗。 它使我们毫无愧色地在世界民族之林巍然屹立!
建国半个世纪以来 ,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
事业奋斗不懈。在这个历程中 ,尽管也曾有过令我们不堪回首的年代— — 像反右斗争、大跃进、
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等这些连番出现的绵延 20年的民族噩梦 ,但是 ,我们毕竟使我们的国
家和民族紧跟上了人类历史的时代洪流 ,快速而雄健地迈着走向未来的步伐 ,实现了祖国大陆
领土统一和各民族团结。 抗美援朝胜利 ,捍卫了国家独立。 改革了封建土地制度 ,实现了生产
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进行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 ,推进了国民经济的大发展。 特别是
改革开放 20年来 ,我国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科技、国防、贸易、外交各个领域全方位地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即使在 80年代末国际风云剧变的时候 ,在前苏联和东欧的那些以
社会主义为旗帜的共产党政权纷纷落马之后 ,在整个 90年代 ,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事业却仍然矫健不馁 ,欣欣向荣。 刚刚迈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步伐 ,稳健而有成
效 ,为改革计划经济旧体制、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我们正在探索出一条成功的道路。
面对 1997年开始并席卷东南亚各国的金融风暴的急剧袭来并且持续不退的情势 ,我国的经济
发展仍保持了强劲势头 ,人民币汇率稳定 ,为缓解和挽救国际范围的经济危机 ,稳定国际金融
秩序 ,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 ,为世人所交口称赞。 香港已经回到祖国怀抱 ,澳门即将回归 ,洗
雪了我们民族的百年屈辱。 “一国两制”的构想成为现实而且正在实践中充实完善。 祖国的完
全统一 ,指日可待。 20年来 ,要说我们最大的胜利和成就 ,则是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建设实践相
统一而产生的第二次理论飞跃—— 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在这面理论旗帜的指引下 ,我们党正开
拓着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 ,制定了一条被简明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
基本路线。 这条基本路线已经并且正在被我们的建设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半个世纪以来 ,我国社会文明的进步 ,也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个时代。 与 1949年相比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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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 ,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由世界排名表的尾部 ,跃升至前列。我国已完全改变了昔日作为
农业国家的落后面貌。 我国国民的健康水平已根本改观 ,人均寿命由建国时的 35岁提高到现
在的 70岁 ; 我国已跻身于世界体育大国之林 ,彻底脱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我国国民的文化
水平快速提高 ,今非昔比。 广大农村 (包括边远山区和贫困地区 )扫除文盲的事业将计日功成 ,
全国实行了九年义务教育制 ,有大学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公民在人口中的比例提高了数十倍。
我国自行培养出来的有博士学位的高级专家每年在千名以上 ,并且还在大幅度增加。科学事业
正在向世界先进行列迈进。 卫星发射、超导研究、生物工程、远洋考察、气象预报、天体物理、新
能源新材料的研究开发等诸多领域 ,都有长足的进步。 在国际范围内 ,我国已成为自然科学研
究的重要国家。我国在科学、技术与文化诸领域与世界各国的国际交流 ,空前繁荣。报刊发行、
广播、电视已经普及到边远的山村。 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 ,现代气息盎然 ,那
种闭关锁国、故步自封、抱残守缺的萎靡现象 ,一扫而空 ; 而面向世界、奋发昂扬、闯禁区、争朝
夕的进取精神 ,蔚然神州。
在国际舞台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联合国 ,在亚太经合组织 ,中
国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在国际重大事务中 ,不管是世界性的—— 诸如环境、生态、能源、安全、
和平、裁军、防止核扩散等各个领域 ,还是地区性的—— 贸易往来、文化交流、安全、地区性冲突
和争端等方面 ,不仅在亚洲、而且在中东地区和欧洲 ,我国的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在世界政治
向多极格局发展的进程中 ,中国必将成为当然的一极 ,这是世人不得不承认和接受的历史大趋
势 (尽管许多人并不情愿 )。 “ 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的说法已经不是个别评论家的论题了
(不管他们的出发点怎样 )。 我们固然不可为此而陶醉 ,但有此一说 ,可以使我们更充满信心地
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 ,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中华民族必定
有一个灿烂的未来!

二
当我们在这世纪之交欢庆建国 50周年的时候 ,当我们回眸百年来特别是最近半个世纪来
我们民族和国家的艰苦历程和辉煌业绩的时候 ,在充满自豪、欣喜和信心的同时 ,我们更需要
的当是深切的使命感和清醒的危机感。 须知 ,正在来临的新世纪 ,固然会给我们提供许多良好
的机遇 ,但也必然向我们提出诸多严峻的挑战。 这是必须面对的。 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是: 把
握机遇 ,迎接挑战!
第一 ,当今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 超级大国争霸和“冷战”的时代已经过去 ,世界和平
的总趋势在继续发展 ,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在谋求社会经济大发展、快发展。 然而 ,现
实告诉我们 ,“千福年”的万方升平的时代并未到来。 在非洲 ,在中东 ,在亚洲 ,在欧洲 ,在拉美 ,
烽烟犹在 ,屠杀未绝。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民族矛盾和宗教冲突、领土纷争和资源争夺、战略
核武器的扩散、军事集团的存在 ,所有这些 ,表明人类仍然存在着隐忧 ,战争的根苗犹存 ,世界
和平的局面并不牢靠。 在这个时代洪流里 ,中国作为东方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大国 ,理应有所作为 ,就这个大题目 ,挥写出自己的辉煌篇章。一方
面 ,充分利用现实的有利的国际环境和高新科技飞跃发展的大好形势 ,争取我国社会比较快速
的发展 ,尽快地实现现代化 ; 同时 ,也要对整个人类面临的共同历史任务 ,担当起责任。 具体言
之 ,首先 ,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建立世界新秩序诸方面 ,在解决
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 如环境保护、生态平衡、资源利用以及和平安全、防止核扩散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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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应该发挥一个大国的作用 ,这是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在正在形成中的世界政治多极格局
中 ,不管最终结局如何 (不管多少极 ,各极力量如何制衡 ) ,中国理当成为其中的一极 ,而且应该
是担负不可替代的角色的一极。 总之 ,中国应该对全世界和整个人类负起自己的责任 ,做出自
己的贡献。
我们必须恪守开国元勋们一再告诫国人的“不称霸”、“不当头”的遗训。 中国日益富强起
来 ,国际地位日益提高 ,但是 ,这一条必须坚持不渝 ,不可动摇。在国际事务中 ,我们不仅自己坚
决不搞霸权主义 ,也要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不管它来自何方 ,也不管它采取何种形
式。在国际社会中 ,我们必须坚定地只作为积极的、负责任的、平等的一员。我们应该坚持不结
盟的政策 ,也不去搞军事集团 ,在任何国际组织中 ,在发展中国家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 ,我
们都要不拉队伍、不当头 ,不要去谋求执牛耳的盟主地位。在国际交往中 ,应该始终一贯地坚持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不分大小、不分种族一律平等的原则 ,尊重各个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完整 ,尊
重各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 ,承认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对于全人类的历史进步都做出过
自己的贡献。我国有数千年文明史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源远流长 ,影响深远。然而 ,我们的文
化毕竟只是全世界诸多文化源流的一支 ,只是整个人类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学者塞缪尔
·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中 ,为制造“中国威胁”论 ,从而达到“遏制中国” 的目的 ,有所谓“儒
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结盟 ,反对西方基督教文明”一说。 这根本是无稽妄论 ,痴人梦呓。 对此 ,
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不可投其圈套 ,不可为之陶醉 ,以为儒家思想真的可以大打天下。 诚然 ,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 ,儒家学说 ,源远流长 ,根深蒂固 ,影响广泛 ,威力不衰。它对于中华民族的繁
衍发展 ,团结进步 ,以及民族精神的塑造形成 ,起到过并且仍在起着巨大的作用。 在国际范围
内 ,特别是在东亚和东南亚 ,它也有着广泛的影响 ,在有的国家和地区甚至成为其意识形态的
重要成分。但是 ,我们也必须看到 ,儒家学说中 ,也有几千年积淀下来的与现代精神相悖的封建
残渣 ,汲取其精华汰除其糟粕 ,继承并发扬我国历史上的优秀文化遗产 ,仍然是我们的一项艰
巨任务。更何况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
为旗帜 ,而不能以儒学思想来指导我们的建设事业 ,规范我们的社会生活。改造传统文化 (也包
括儒家思想 )和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 ,乃至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对于我们来说 ,依然任重道
远。 一句话 ,要警惕文化霸权主义对我们民族精神的戕害! 此外 ,我们还要加强国防现代化建
设 ,这是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使我国成为在国际社会中担当负责任的、平
等的一员所绝对必要的。
第二 ,迎接经济全球化这个大趋势 ,也是我们的历史使命。在国际经济中 ,“全球化”一词出
现后 ,迅速流行开来 ,迄今不过十多年 ,现在已被普遍接受了。 所谓“全球化” ,按“全球化之父”
丹尼尔· 耶金的解释 ,“这就是 24小时相互联系的、极度活跃的、剥夺睡觉机会的、并受电子邮
件推动的世界。”④ 按他的说法 ,在这个世界上 ,各国政府对本国经济的影响力将减少 ; 各公司
将“在事情变化非常迅速的七天 24小时工作周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活动” ; 非政府组织也日益扩
大在全球范围的影响 ; 全球越来越多的人已采用共同的词汇—— 不管在软件中 ,还是在操作系
统中 ,或是在人们每天得到的信息中。他认为 ,新的全球化是由于三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一
是不再指望政府管理经济 ,政府不再从事保护公司和市场不受国际竞争影响的业务。再是随着
各国经济实现一体化 ,“边界”将受到削弱。贸易、投资和资本市场迅速发展把各国连在一起。国
际名牌击败各国名牌。三是无情的技术力量 ,这是全球化的有效基础。廉价的电信和信息技术
塑造了一个网状世界 ,一个全球社会 ,更确切地说 ,是多个全球社会。 不保持接触、不保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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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难的。 他指出: 全球化的历史趋势日益强劲 ,这从不断出现的模糊了国家特性的大兼并浪
潮可以得到说明。
耶金还指出 ,全球化问题成为今年“达沃斯经济论坛”的核心问题。 “什么样的全球化? ”这
个问题成了辩论的基础。 从该如何对待资本流动浪潮到环境、到社会正义和福利国家改革、再
到媒体的力量和魔力等问题。 这个新现实的规则是什么? 世界将如何管理自己? 文化和民族
特性会发生什么变化? 全球化对世界几十亿穷人会产生什么影响? 这些问题不仅提出来了 ,而
且成为辩论的中心。 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究竟会是什么样子的 ,现在并不能给予明确的
回答。全球化会影响越来越多的人的生活。全球化固然能给人们带来许多好处和机会 ,诸如收
入高、选择渠道广等等 ,但是 ,它也有一些并不吸引人的方面 ,会引起许多混乱和不和谐 ,如遍
及全世界的金融危机。
我们还必须指出一点的是 ,全球化的影响不仅仅限于经济领域 ,它必然影响到政治、法律、
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 ,也要影响到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乃至意识形态。 而
且 ,全球化是整个人类社会朝着世界一体化方向发展的必然趋势 ,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
并不是一个在短暂时间内能够一蹴而就、迅即实现的。
明乎此 ,我们就不能不问一问: 我们该如何面对全球化历史大趋势这个现实? 既能乘全球
化之长风 ,破现代化建设的万里波涛 ,长驱猛进 ; 又能面对它必然带来的诸多挑战 ,坚持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迎接新世纪? 现实的、正确的回答似乎应该是: 一方面 ,我们无需在这种趋
势面前惊慌失措 ; 另一方面 ,我们切不可对之麻木不仁 ,无动于衷 ,也绝不可以采取回避甚或拒
斥的态度。 深一层说 ,首先 ,要继续百折不挠地坚持开放。 对于全球化的大趋势要采取积极迎
接的立场 ,积极主动地把我国的经济发展汇入全球化的洪流 ,“与世界接轨”。要积极推动、参与
联合国有关世界性、国际间的社会经济发展、贸易、金融等领域的事务。积极参与世界性或区域
性的国际经济贸易组织 ,像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 ,以及各种经贸论坛。 积极推
动、参与有关环境、生态、交通、信息、科研、文化、教育诸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在这一类活动
中 ,中国应当成为积极的、有责任感的一员 ,并担当重要的角色。在建立和发展世界新的经济格
局和国际经济新秩序方面 ,做出我们的努力和贡献。总之 ,我们绝不要置身局外 ,而是要积极投
身于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 ,勇敢地成为弄潮儿。
与此同时 ,有两点也是须臾不可或忘的。 其一是坚持我国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 ,
坚定地从我国的实际出发 ,坚持“中国特色”。 迎接全球化 ,对于我们来说 ,不是要资本主义化 ,
也不是要西方化。我们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再就是 ,我们要警惕和防止狭隘的民族主义
思潮对于我国发展的误导。
第三 ,“知识经济”的时代正向我们迅速走来。这是客观的历史进程 ,回避不了 ,也是机遇与
挑战并存 ,只能面对。 据未来学者们的研究 ,整个世界从工业经济社会转变为知识经济社会的
过程 ,将比从农业社会全面转变为工业社会的过程短得多。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是相当快
速的 ,而且是加速度! 据经合组织的材料 ,过去 10年间 ,其成员国的制造业产品中 ,高科技产品
所占的比例 ,翻了一番 ,其主要成员国 GDP的 50% 以上都是以知识为基础的。 科技进步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 ,据专家计算 ,本世纪初约为 5% — 20% ,到 70— 90年代则提高到了 70% —
80% ,全球信息高速公路建成后将进一步提高到 90% 。根据眼下的发展趋势 ,有的经济学家推
测 ,到 2010年 ,信息产业中的软件产业、生命科技产业、新能源科技产业、新材料科技产业、海
洋科技产业的产值 ,将全面超过汽车、建筑、石油、钢铁、运输、纺织等传统产业。 下世纪的前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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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重大高新科技产业将全面改变世界经济的面貌。 人类在 21世纪下半叶将全面进入知识经
济时代。
知识经济替代工业经济是一次划时代的新产业革命 ,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比工业经济替
代农业经济更为深远 ,其意义也重大得多。知识经济所引起的社会变革 ,必将向整个人类 ,也向
我们提出诸多严峻的挑战。新产业革命必将带来社会产业结构的变化 ,以工业经济为主导将让
位于以知识产业为主导。 教育、科技、传播、信息、咨询服务等将成为知识经济的支柱产业。 传
统的产业工人将大大减少 ,脑力劳动者、技术劳动者、管理劳动者的比例则大大增加 ,新的中间
阶层必然产生并日益强大。 劳动也必将发生深刻的变化 ,脑力劳动将占主要优势 ,传统的劳动
形式—— 机器大工业里的集体劳动将越来越转变为分散的、个体的、家庭式的劳动。 资本也将
改头换面: 它不仅包含物质形态的经济资本 (以财产所有权为形式 ) ,而且也包含了非物质形态
的智能资本 (它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 ) ,即人的知识本身 ,具有智能的人本身成为人力资本。 人
力资本不仅可以创造巨额财富 ,而且可以控制和支配经济资本。 在许多情况下 ,将不再是资本
支配劳动 ,而是智力劳动支配资本 ,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曾预言过的“现在支配过去”。⑤ 这
样 ,生产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以及国家管理结构 ,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都将发生重大
变化。比如 ,工业经济时代的那种科层组织、等级结构、庞大的官僚机构将因为适应知识经济的
发展而逐渐改变。 在知识经济条件下 ,社会趋于高度组织化、自主化、平面化和网络化 ,从而导
致国家权力分散 ,要求实现更充分的民主 ,而知识经济、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 ,也为发展直接民
主创造了空前优越的条件。 更重要的是 ,知识经济的本质在于知识和技术的不断创新 ,从而要
求充分地挖掘和发挥个人的创造能力 ,要求为充分发挥个人创造性提供最优越的条件 ,给个人
以更大的自由 ,使个人拥有充分的自主权利。又比如 ,在知识经济社会 ,人们将放弃无限追求物
质利益、物质享受的基本价值观 ,占据中心地位的将不是物质生产 ,而是人本身 ,是以人的需
要 ,人的终身教育 ,人的智力和道德水准的提高 ,人的幸福 ,人的全面发展 ,人与社会、人与自然
的和谐为首要目标。 知识经济的发展 ,使社会整体知识水平提高 ,社会也将变得更加理性、和
谐、文明。⑥
知识经济的发展 ,向一切传统流派的哲学思想体系、社会政治经济学说、政治的和宗教的
意识形态提出了挑战。当然也向马克思主义 ,向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了挑战和创新的要求。比如 ,
马克思以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社会结构状况为基础提出的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 ,对资本
主义社会阶级状况及其发展的未来趋势的分析和论断 ,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 (资本主义掘墓
人和社会主义建设者 )的论断 ,对后资本主义社会即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和预期 ,
等等。在知识经济迅速发展并越来越取代传统的工业经济的条件下 ,对于这些一个半世纪来为
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信守不渝、奉为圭臬的理论原理 ,一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而不是思
想僵化的教条主义者 ) ,不得不认真思考并加以创新完善。 又比如 ,对于十月革命后 80多年来
社会主义实践所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的概念 ,及其积累的经验 (正面的和反面的 ) ,
是那些仍然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取向的一切个人、政党、国家都不能不重新加以认真的分析和科
学的总结的。 邓小平理论是知识经济开始朝着我们迈步的新时代 ,在世界的东方 ,在中国这片
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百年革命史和半个世纪社会主义建设史的大地上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新的发展阶段— —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是迎接知识经济新时代的理论旗帜 ,这是我们有
信心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思想力量源泉。然而 ,知识经济的奔腾 ,对于邓小平理论 ,必将不断提
出新的问题 ,要求它不断发展、不断创新 ,这也是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勇气来面对

8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99年第 3期

的。 也就是说 ,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理论、把邓小平理论继续推向前进 ,正是
新世纪我们党的几代领导集体肩负的一项重大的任务。那种以为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只需贯
彻邓小平理论的原理原则就可以了 ,而无需随着时代的前进来进行理论探索和理论创新的想
法 ,肯定是错误的。
知识经济的浪涛正在而且将越来越猛烈地冲击着我国现存的社会结构和经济政治体制。
知识经济的发展 ,市场机制作用的强化 ,必将极大地改变工业经济时代传统的社会财富的占有
形式和形态 ,将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并且带来经济成分的多样性和多元化 ,传统的所有权概念不
可能不受到严重的挑战。 经济运行中 ,我们所熟悉、所习惯、所爱恋的传统的概念、方式、方法 ,
将不得不修改或者放弃 ,甚至需要改弦易辙 ,采纳全新的一套。 这样一来 ,在经济体制改革、产
业重组的进程中 ,在确定方针、设计方案、制定政策、采取措施的时候 ,固然需要从现实情况出
发 ,同时也需要高瞻远瞩 ,顾及未来 ,尤其是要顾及高新科学技术对产业、对贸易、对国际经济
格局和秩序诸方面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后者甚至更为重要。在下个世纪 ,知识经济发展引起的
社会结构的变化 ,社会阶级阶层的重组 ,也将在我国日益显露出来。形势的发展 ,将要求我们更
进一步地依靠知识阶层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更多地依靠他们的力量来推动我国的社会进步和
经济发展 ,从而必然要求党和政府积极主动地调整知识分子政策。 为了迎接知识经济 ,需要使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与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同步发展。改革开放 20年来 ,我国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 ,在民主和法制建设方面 ,成就辉煌 ,这
是举世公认的。 然而 ,就目前的发展形势论 ,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步迈进和经济快速发展
的客观要求来说 ,毋庸讳言 ,政治体制改革、民主与法制建设还是相对滞后的。 在新世纪 ,我们
需要加强力度 ,加快步伐 ,力争在上半叶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法治国
家。
“科教兴国” ,这无疑是个完全正确的口号 ,也正是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到来并矢志使我国跻
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一个根本方针。科学是经济发展的先导 ,教育则是科学发展和国富民
强的基础。 没有国民教育的普及、发展和提高 ,就不可能有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广和提高。
在知识经济时代 ,教育落后 ,整个国家和民族必然落后。 这已是常识 ,毋庸赘议。 邓小平提出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已近 20年了。 这些年来 ,政治家们不断鼓吹 ,理论家们反复阐
释 ,媒体热情宣传 ,在这个问题上 ,国人已经取得了共识。然而 ,就现实而论 ,昔日在科教事业投
入上的那种“剩余原则” (姑且借前苏联习用的词汇 ) ,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头脑里 ,似乎仍然根深
蒂固。 我们非常希望 ,在庆祝祖国 50华诞的时候 ,为了全心全意地迎接知识经济新时代的到
来 ,需要完全彻底地扫除一切不利于科教事业发展的消极思想和障碍。 力争在世纪之交 ,举国
上下 ,万众一心 ,把“科教兴国”的口号变为实际行动。 从知识经济的发展对于我国的历史要求
来看 ,按照党所提出的第三个战略目标—— 到 21世纪中期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的要
求 ,按照现在西方发达国家所已达到的水平来衡量 ,我国应该不晚于 21世纪的头 20— 30年 ,
在全国范围内实现 12年义务教育制 ,并且有能力每年培养出数以十万计的科学博士来。当然 ,
这对我国来说 ,并非轻而易举 ,而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是不可等闲视之的!
我们在共和国 50华诞的时候 ,欣喜 21世纪将带给我们许许多多的好机会、好时光 ,也看
到新世纪会向我们提出的众多而且严峻的挑战 ,历史要求于我们的 ,不是自我陶醉和夜郎自
大 ,也不是自甘落后和无所作为 ,而是头脑清醒的危机感和旨高诣远的使命感 ,是自强不息和
求实进取的民族精神 ,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宽阔胸襟。 我们不指望 21世纪一定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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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纪” ,但是 ,我们一定要争取做到让 21世纪也属于中国人 ,中国人有自己的跨越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进入成熟完善的社会主义社会的 21世纪。 21世纪属于全球 ,也有中国人应有的一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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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threshold leading to the new century—— for the
celebration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 R. China
T ANG Run-qia n
( Law and Politi cs Col leg e, Hebei N ormal U niversit y , Shi ji azh uang , Hebei Province, 050091, Chi na )

〔 Abstract〕 The t w entiet h cent ury i s"a sho rt century. " The mankind spent the first half
o f the cent ury in w ars a nd rev olutio ns , and in the seco nd half the manki nd has striven
a rduo usly fo r peace and dev elo pm ent. The w orld , wi th i ts pa tt ern of the tw o poles—— the
East and the W est—— having t ermi nat ed, is now dev elopi ng tow ards tha t of a multi pola r
w o rld. Also i n the first half of the cent ury , the Chi nese na tion w as subject ed t o endless
bullying a nd humi lia ti on , and m eanwhile resi st ed a nd strugg led . It is an epic of the bi rth and
t riumph of Mao Zedo ng Thought , t oo. Wi thi n the half century since the fo unding of t he P. R.
Chi na, the g reat est victo ry and achiev ement of ours i s the fo rmatio n o f Deng Xiaopi ng
T heo ry . T he pro gress of our social civi li zatio n has exceeded any fo rmer period . At t he turn of
the century w hen w e hav e the jubil ee celebratio n, w e sho uld sober-mi ndedly recog ni ze o ur
mi ssio n besto w ed o n by histo ry, take up t he oppo rtuni ty , meet the challenge, and st ride into
the new cent ury, in which the Chi nese peo ple wi ll leap ov er the elementary st age of so ciali sm
and ent er into a mat ure a nd perf ect socialist soci et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