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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今应从中国文化现代化和世界化的脉络, 探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因由, 对照“文化中国”
的理念
与实践, 解决传统文化走入现代所面临的种种困难, 让 传统文化以崭新姿态进入 21 世纪。
关键词: “
文化中国”; 理念; 实践
中图分类号: G 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587( 2001) 01-0005-04

一、
引言

的, 中国的历史文化 背景与西 方根本不同, 决定 了它无法

鸦 片战争 至今 一百多 年来, 中 国曾遭 受欧 洲列 强侵

亦步亦趋地照 抄西方的模式。[ 2] ( P198) 杜维明 就中国文化的

略, 中国文化也受着各种外来思想的冲击。面对西方船坚

发展, 提出了“
文化中国”的概念。他用文化中国来解释现

炮 利和自 己经 济、
政 治和 社会 面临的 困局, 有人 醒悟 到,

今和 将来国 内外 各地文 化, 各地华 人华 裔如 何面对 中华

中国 文化缺 少进 入现代 和面 对西方 挑战 必须有 的因 子:

传统文化和中华未来文化许多复杂的 问题。他把“
文化中

科技和民主。中国传统文化有体无用 , 因而提出中西体用

国”分成三个“
象征世界”。指出中国文化的再生只有一个

的改革 方案。但是, 经过多番 尝试失败后, 有人又 提出要

可能条件, 就是: 能 否建 立一 个“文化 中 国”
, 团 结分 散各

进一步清除传统文化。

地的知识 分子, 养成 一种群体 批判的自我 意识, 面对中国

的确, 在当时许 多人的印 象里, 中 国文化和现 代生活

文化现代化这一严肃课题进行反思。[ 3]

两者截然不同, 相互对立。前者是中国几千年积聚下来的

本 文尝试 从中 国文化 现代 化和 世界化 的脉 络, 探讨

旧传统, 后者是近百 余年才出 现的一套新 的生活方式, 而

中国文化 现代化的因由, 回顾 现代化过程 中的难题, 总结

且源出 西方, 两 者互不相容。 全盘西化论 者由此断言, 中

历 代对现 代化的 反思, 对照 “
文 化中 国”的理 念与实 践进

国文 化传统 与现 代化不 能并 立, 前 者是 后者 前进的 严重

行初 步检视, 探 讨这一 概念 能否解 决传 统文 化走入 现代

障碍, 要使中国现代化, 就必须全盘接受西方文化 。因此,

所 面临 的 种种 困难, 让 传 统文 化以 崭 新姿 态 进入 21 世

五四 新文化 运动 以来, 中国 的文化 传统 一直 受到负 面的

纪。

评价而 遭到批判。儒家思 想作为中华 民族文化的 重要内
容, 成 为众 矢之的。人 们指 责它是 导致 中国 落后挨 打的
[ 1] ( P 83)
“罪魁祸首”
。

二、
现代化的因由
从 世界和 中国 的历史 来看, 一 个民族 或国 家对 自我
的 传统 文 化进 行反 思 和再 估价, 大 致 是基 于 三种 原 因:

面 对传统 批判 带来的 思想 震荡 和价值 失落, 文 化认

“第一, 由 于自身社会的 经济和政 治条件的变 化; 第 二, 由

同的危机 引发了知识分 子的彷徨和 痛苦、紧张的心态, 以

于与 外来的 异质 文化发 生接 触, 从 而出 现了 一个崭 新的

及对传统的重新思考。古今之争与中 西之战交织在一起,

文 化参照 系统; 第三 , 由 于自 我社会 本身 的人为 原因, 造

西方 文化的 东进 构成了 对中 国传统 文化 的挑战, 加 深了

成对传统 和现实原有文 化信仰的 动摇乃至崩 溃。
”三者都

文化认 同的危机。在这 新旧交替、东西混 杂的时空中, 究

会形成对文化的反思和再估价。

竟传统 如何转化为现代 ? 古老的东方 如何面对先 进的西
方? 这时空交错的问题怎样解决呢?

对 外来文 化的 态度, 由于 接受 者自身 状况 的不 同而
有所不同。当接受者自身强大的 时候, 对外来文化也往往

新一代 儒学家清 楚地指出: “
现 代化不等 于西化。
”余

较多地 表现为包纳、融合与 吸收, 如佛教传入 中国。这是

英时 认为, 西方 所走的 途径 是受它 特殊 文化 系统所 限定

对 自我 文化 本身 的 价值 和 地位 具有 充 分自 信的 一 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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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但是, 鸦片战争 后西学东 来, 是在 中国本身衰 颓落后

个文化动 员的主位性保 持不住, 则其他那 些民主、科学等

的时候, 对这外来文 化的影响 与传播, 则表现为疑 忌和抵

等都是假的。[ 9]

抗, 采取 冲突 排拒的 形式; 加 上外来 文化 的形态 不同, 中

传统 文化的价值 又体现在它 对时代问题 的回应。人

西是 经济形 态相 异的文 化, 其互相 排斥 的现 象就比 较突

类 文化 发 展到 今日, 已 面 临许 多问 题, 并 遭到 极 大的 危

出了。

机; 要克服这些问题, 并为 当前世界文 化发展提 供一个崭

中 国的 现 代化 始于 中 西冲 突 中的 中 方绝 对 失败 之
后。基于血 的教训, 中国人不 得不想办法 师夷以制夷, 如
此来 说, 中国的现 代化是为“势”所迫的, 现代化的 心理动
机起于中国的雪耻图强。

新的方向 , 势必借鉴 中国哲学, 而中国 哲学本身 亦需进行
重建的工作, 重建的方向即是现代化与世界化。
儒 学对于 现代 人的意 义, 主要 在于加 强人 的内 在的
精神生活 , 提高人的 道德品质 和精神境界, 可以 改变西化

中国学 者一般把文化 理解为人类 在长期社会 实践中

造成过 度的个人主义 和对道德生 活的漠视。科 技为人类

所创造的 精神成果和物 质成果的总 和, 包 括物质文化、制

加注许多 新力量, 改 善人们的 生活水准, 使人享 受生活的

度文化 和精神文化。梁漱 溟认为中国 文化是我们 自己的

乐趣, 但并没有帮助人类在善恶之间作确切的抉择。简单

文化, 是有别于外来 文化而言 的, 亦是 中国人夙昔 生活所

地说, 思想现代化有 两层意思: 一方面 我们得找 出它的普

依 靠之 一切。而 以未受 近百 年影 响变 化之 固有 者。 但

遍理性形 式, 作为与 其他思想 沟通的媒介; 另方 面它必须

是, 文化不是静止的, 而是“常变相生, 新旧递演”的。在历

能对文 化的发展、生活本身 发生作用。就 如比罗斯 所言,

史文化 的航程中有碰 撞, 有激 荡, 无 论如何, 终究还是 “
不

目前 推进儒 学并 不是意 在求 新, 而 是要 人们 重视某 些旧

废江河万古流”, 生生不息地流存下来 [ 5] 。

的有价值的, 经挑选与将来相关的东西。能有选择地推出

[ 4]

中国文 化的形成, 经历了 一个漫长的 过程, 具 有发展
的连续性、继承性和文化成果的累积性。各种文化的交会
融合和互相吸收, 是中国文化不断发展的重要条件。中国

儒学 可能会 促使 社会更 富有 生气活 力的 东西, 或者 说可
[ 2] ( P 41)
能会减弱那种削弱国家意义和团结的 倾向。

三、
现代化的世界化

文化 的形成, 是 中国境 内各 种区域 文化 和各 民族文 化交

在 儒学传 统影 响下, 日本 和东 亚四小 龙发 展出 了一

会融合 的结果。文化受 社会经济、政治的 制约, 同 时又有

种特殊 类型的资本主 义。儒家精神对 东亚经济 的崛起和

自身的发展规律。中国近代处于社会 大变动、
文化创造活

腾飞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 儒家的伦理与东亚经济成功

跃和文化价值再思与重建的时期。当 然, 哲学问题是没有

并不是 一种简单的因 果关系。因为如 果一个人 完全信奉

时代性的, 但它对问 题的提出 方式, 以 及处理和解 决方式

最高 类型的 儒家 伦理, 他就 要培养 正义 感而 不是牟 利的

却有时代性。中国文化的成长必须与时俱进。中国文化有

欲望, 对 仁义的 追求不 大可 能导致 纯粹 从经 济观念 说明

其不朽价 值, 体现在 儒家学说 中有一些基 本的思想观 点,

的那种最 大限度的谋利, 所以 它们之间没 有直接的、简单

在历 史上曾 起过 重要的 积极 作用, 直至 今日 仍具有 一定

的因果联系, 只能说它们有“
常”有“
变”。

的意义。这 是中西很多学者都承认的。莱布尼茨认为中国

自 民国以 来的 中国知 识分 子犯 了一个 共同 的错 误,

是一个大 国, 它在版 图上不次 于文明的欧 洲, 并且 在人数

就是“只求应 变, 不知 守常 ”
。社 会“守 不了 常”
, “无 常可

上和国家 的治理上远胜 于文明的欧 洲; 在 中国, 有 一个极

守”结果就不能应变。中国现代化的困难之一即源于把传

令人赞佩 的道德, 加 上有一个 哲学学说, 因其古老 而受到

统文 化和现 代生 活笼统 地看 作两个 不相 容的对 立体, 用

[ 6]

尊敬。 唐君毅指出, 中国文 化即中国的学术、
伦理、宗教、

简单的“二分法”
把传统和现代割离。

艺 术、文学 和 人的 一般 生 活方 式, 而 它的 核心 是 哲学 思

从 词 典 可 以 找 到 M odernization 一 词 意 义 是: T o

想。它可 以概括为“伦理的人 文主义”、
礼 乐文化, 强调它

chang e som ething so that it is suitable for mo der n needs

[ 7]
的一 本性。
中国文化 之所以有数 千年之久, 是因 其有能

or habits ; T o adopt modern w ays or ideas . 这么看来, 中国

使自身 留存之永久不灭 的价值。中国 传统中有一 些具有

文化的现代化就是用知识和方法来扩充智慧与精神, 亦用

世界 性价值的因素, 例如“仁”所体现的人 道主义思想, 能

普遍的知识与理性方法, 来表达适应现代人当前及未来生

[ 1] ( P88)
够成 为全人类的 共同的基 本伦理的一 部分。
中国文

活之价值, 来创造发挥中国哲学所蕴含的智慧与精神。

化 精神依 于人 者仁也 之认 识, 能以通 天地、成人 格、正人
伦、显人文。中国儒者, 对天地之有情 而不傲视; 对一切人
生 之富贵、贫 贱、死生、祸福 之遭遇, 均 一一 肯定 其价 值。

知识分 子要把中国 哲学带到 现代, 让 它走向世 界, 有
四个必要条件:
一、必须 对中 国哲 学有深 刻的 认识和 体验 以及 诚恳

依此仁心 可以使社会无 阶级之对峙 ; 社会 之政治、家庭宗

的信心。要 读古书, 认真研究 古代思想, 进一步 从高处远

法、文教、宗 教系 统不会 互相 凌驾而 并行 不悖, 朋友 尚和

处深处去体会综合。

而不 同等见之。 牟宗 三更明言儒 家是中国 文化的主 流,
[ 8]

中国 文化是 以儒 家为主 的一 个生命 方向 与形态, 假 如这

二、必须对西方哲学具有深厚的素养。借助西方哲学
的了解, 取西方长处来充实中国哲学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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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必须 使中 国哲学 在广 泛的 学术讨 论中 有可 以了

定儒家 传统视为完成 现代化的前 提。儒家价值 体系虽形

解或沟通 的形式, 将 中国哲学 逐渐大众传 播化, 使 哲学的

成 于现代 之前, 但却 包含 着适 应现代 化的 因素, 而且, 儒

价值和功能受到普遍的认识和重视。

学的若干 内容既可以继 续适应现 代化, 又 具有规范、制约

四、要有 开放 的心灵 和广 阔的 胸襟, 不 固执 独断, 多
些自我检讨, 善于吸收融合。

现代化过程的作用。
传 统文化 向现 代化的 转换, 必 须通过 结构 爆炸 这个

我 们谈中 国哲 学的现 代化, 首 先在方 法上 必须 寻找

中 介。五四 运动 的爆发, 道 德革命, 文 学革 命, 白话 文运

现代的了解方式、表达方式。一种哲学, 只有在其内涵、
精

动, 以及西方各 种思想、世界观、价值观的 输入, 促进了中

神与 智慧真 正贯 注人整 体的 生活当 中, 产生 了实际 的影

国传统 文化结构、精神结构 的转换。而辛 亥革命、新民主

响, 才称得上是 现代化。因为 书籍的存在 并不就是文 化,

义 革命和 社会 主义革 命, 对于 传统政 治、经济、文化 精神

只有现在 有人去读, 从这些书 中认识到它 们现在的意 义,

结构, 是一次又一次的综合爆炸。它预示新传统的诞生。

才赋予书籍以生命。传统只有通过我 们努力, 通过现在的

放眼 21 世纪, 回顾过 去一百多年 悲愤屈辱 的民族命

意义, 才存在于 现在而为活 的文化。因此, 要把传 统文化

运, 儒学 是人类 文明发 展过 程中一 个有 生命 力的文 化传

带进现代, 我们得对 中国自先 以来的典籍, 给予一 活活泼

统, 而 又是 一 个命 运多 舛、受 挑战 最 大的 人类 文 化的 传

泼 的生命, 还 原其心 境, 然后 给予理 性的 处理, 再将 它用

统。它今后的发展一定是在多元 化的前景下进行, 不可能

于实际。

一枝独秀。它如何能再生? 有一 个条件是: 能否建立一个

这亦 即所谓的世俗化( secularizat ion) , 就是 从圣化的
社会变迁到一个世俗的社会的过程。社会的结构、
行为伦

“文化中国”, 团结分 散各地的 知识分子, 养成一 种群体批
判的自我意识, 面对这严肃课题进行反思。

范、甚 至 为 学 致 知, 一 切 无 须 再 由圣 言、圣 人为 张 本 指

其 实早 在 70 年代 末, 马来 侨生 的《青 年中 国》
、1985

导。 革新( Innov ation) 是 从圣化的社会走向 现代化必须

年《中国论坛》的 双十 刊以 及 1988 年 傅伟 勋的 文集 均以

的过程, 但革新要有 效, 必 须有一群接 受这观念的 创导人

“文化中国”为专题; 不过, 当时“文化中国”的概 念是针对

[ 10]

。中国哲学讲“常中有变,

两岸沟通的需要而提出的建构。但是, 90 年代海外学者提

变中有常”, 它的可塑性非常之大。因 此, 凡是对中国文化

出 的“文化中 国”
, 是关 切中 国文化 向何 处去 的知识 分子

传统有认 识, 而同时 又对西方 文化有研究 的人, 确 能产生

的共识。它固然有地域 、
国籍、
种 族和语言的意念, 但其本

“视野 的融会”还 能扩大 与丰 富中国 的传 统, 从而发 展中

质 却是超 越特 殊地域、国 籍、种族和 语言, 由 象征符 号所

国现代的新文化, 赋予中国文化以“
现代性”。

建构的只有普遍价值的意义世界, 它的意义涵盖更广。其

物, 一个富于弹性的社会系统

[ 10]

我们现在发展新文化, 必须从多元化的角度。“五四”

中 以杜维明的主张最 具代表。它把 “
文化 中国”的意义世

时 代思 想 家面 临的 是 一元 的单 线 的 现代 化 模式 —— 西

界 大 略 分成 三个 实 体: ( 一 ) 大陆、香 港、台 湾 和新 加 坡;

化。而现在, 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思考模式已逐渐被多元

( 二) 东 亚、东南亚、南 亚、太平洋 地带 和北美、欧 洲、拉丁

的思考 模式所取代。因为 每一个民族 都有它自己 的独特

美 洲及非 洲各地 的华人 社会; ( 三) 国际 上从 事中国 研究

文化; 各民族文化并 非出于一 源, 所以 不能以欧洲 文化为

及 关切中 国文 化的学 人、知识 分子、自由 作家、媒体 从业

衡量其他文化的普遍准则。与此同时 , 我们发扬中国文化

人员乃至一 般读 者和 观众。由 这三 个实 体所 创 造的 “
论

的优良传 统, 也不能 以儒学独 尊的姿态, 因为那个 时代已

说”( disco ur se) 是 不 受 地 域、国 籍、种 族 和 语 言 的 限 制

一去不返了。儒学作为百家中的一家 可以存在, 但决不是

的 [ 11] 。

唯一的、独尊的。

当然, “
文化中国”的 命题, 有其理 念的局 限。这个词

没 有传统 文化, 也就 没有 民族 文化, 没 有民 族文 化,

汇由 “文化”和 “中国 ”两个 名 词组 成, 它 不 等于 “中国 文

很难想 象一个国家或民 族还能继 续存在。要建设 一个新

化”
, 又不能说是“文化的中 国”
。它意 在表明中 华文化具

中国, 需要在传统的基础上来进行改造。即要中国文化以

有的 普遍性 和共 通性, 可以 远离中 国领 土而 存在和 发生

现代 的姿态 出现, 我们 需要 用许多 传统 的旧 材料来 解说

影响, 而仍然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乃无法说明具体的内涵。

和创造, 创新必依据其所本有, 否则创新就是一句 空话。
中 国现代 化要 有历史 的厚 度与 深度, 就必 须向 历史

倡导“文化 中国”的 学者 解释 这是 一个 “象征 世界”,
希望能够 做到不分政治 边界文化 兼容并蓄, 它是多 元的。

寻文化的大根, 就不能不自传统的富藏吸取智慧。而中国

但它 毕竟以 中国 为主题, 而 实际上 它是 由许 多局部 文化

古典 智慧之 回归 与运用, 其 目的也 在使 中国 现代化 不断

凝聚而成 , 从政治文 化观点来 看, 事实 上分野所 在乃是主

发展的过 程中, 能作 更理性的 选择, 走 上更合乎中 国需要

文化和次文化之争。

的途径。中国的现 代化与文化传统的“
再认”“
发掘”与“
继
承”, 是不能也不应该分开的。
认同传统, 并不意味着拒斥现代化。我们不应该把否

中 国文化 大传 统灿烂 的成 分很 多, 是 在中 国富 强时
期产生的。建设发展中国新文化 , 必须与争取中国的兴旺
富强同步, 不可能撇开经济、
政治而谈论文化发 展。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年第 1 期

8

“文化中国”假设在那 三个范畴的 人都有关心 中国文

四、
结论

化的前 途, 希望 中国富强的 共识, 但实际并不 如此。单单

中国文 化由传统到 现代, 波折重重, 但无论 主张坚守

是海外华 人就有好几类, 他们 在不同的文 化空间生活, 对

传统、全盘西化、中体西 用、
西 体中用或中 西体用, 这一百

“文化中国”
有受感动的、有不理会或反感的。对比较弱的

多年 来, 知识分 子为中 国文 化前途 竭尽 心思 的努力 是值

国 家或 文化而 言, 如印 尼、
马 来西 亚, 甚至新 加坡 等, “文

得尊敬 的。时至今日, 中国文 化将归何处, 仍有 许多不同

化中国”又可能会产生误解。

的意见。“
文化中国”是在这一背景下的新“
发明”。它希望

“文 化中 国”理念的 兴起, 意味 着狭 隘的 国家主 义和

通过创造 中国文化的 象征世界, 把不同 时间、空间、国籍、

民 族主义已不能主宰 “
论说”的趋 向。中国文化必 须实现

语 言对中 国文 化而有 的论 述, 集中起 来, 排除古 今之 争,

现代化和世界化。在中国文化现代化 的道路上, 我们已经

共同把中国文化带进未来, 带到全世界。这是一项相当有

走 了一百 多年, 经验 证明, 唯 一正确 的途 径, 就是继 承发

意义而富挑战的工作。尽管在初 生阶段, 它有很多幼稚不

扬中华民 族文化的优良 传统, 随着社会的 发展不断吸 收、

成熟 的表现, 但 是可以 启发 知识界 若能 从一 个新的 方向

融合世界一 切先 进的 成分, “常中 有 变, 变 中 有常”; 它是

去探索寻 求新路向, 共同思考 这一概念所 面对的难 题, 未

多元的不 断发展进步的 现代文化, 促进政 治先进、经济先

尝不是一个把中国文化带进现代和世 界的契机。

进的祖国繁荣强盛。这是我们的现代文化的内涵 。

中 国文化 只有 本身的 健康 和进 步发展, 才 能有 所作

中 国文化 的世 界化, 是中 国现 代文化 在世 界大 家庭

为, 有所作用。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并不只是用西方的概念

中与各国、各民族 的文化互 相交流、吸取、融会, 共 同发展

来 解 释 中国 的 哲 学, 而 是 必须 使 中 国 的 哲 学智 慧 散 发

和进 步, 并在这 个过程 中为 人类的 进步 发展 作出更 大的

“活”
的意 义, 以表现 其时代功 能; 因此 要以现代 观点和语

贡献。世界文化是 多元的, “没有民族的, 便没有世界的。”

言, 把中 国哲 学的思 想阐 述出 来, 进 入现 代人的 心灵, 发

我们 只有不 断发 扬中华 民族 文化的 优良 特性, 才能 在文

挥功能, 同时对中国 哲学进行 批判反省, 重新认 识和发挥

化的世界化中占有一席之地, 并发挥积极的作用。

它的优点, 补救它的不足, 使它由现代化进而世 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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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dea and practice of“rejuvena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 An analy sis of mo dernization and glo balizat 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 ure
CAI Ruo -l ian
( Educat ion Bureau, Honk on g S pecial A dm inist rati ve Region. China )

Abstract: T he explorat ion of t he reasons t o moder nize Chinese T radit ional cult ur e should be do ne
against t he hist orical backg round of subst ant ial changes t hat have t aken place in t he m odernizat io n and
glo balizat ion o f Chinese t radit ional cult ure. T he idea and pract ice of “
rejuv enat ing t radit ional Chinese
cult ure ”shoul d be t aken f or r ef erence in so lving t he problems caused by t he mo dernization of
t radit ional Chinese cult ure so t hat Chinese cult ure could be f ur ther devel oped in t he 21st cent ury .
Key words : rejuvenat ing t raditional Chinese cult ure ; idea ; pract 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