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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观的历史演进及科学发展观的时代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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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西方近代发展观以进步理念为基本 特征, 以理性为发展动力, 以人本主义为价值理想。马克思主

义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接受了进步主义历史观, 以实践为动力, 对人本主义的抽象性、空幻性进行了批判和改
造。在当代, 进步论的发展观受到挑战, 人本主义的发展理念 呈现出内 在矛盾。科学发 展观因回 应着时代 变
化具有了新的内涵, 实现了社会主义发展观中继 承与创新的统一, 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 目的合理性与过程
合理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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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理论的提出无不具有特定的时代内

着人在世界中主体地位的逐渐确立, 人的潜在能

涵, 发展观的提出也不例外。我国的科学发展观

力开始得以显现, 人在与自然的关系中的主导地

就是一个体现着鲜明的时代特色的理论。它体现

位、
优势地位日益增强, 社会在创造物质财富方面

了对以往社会发展观的积极的 扬弃 , 体现了当

的能力日益强大, 科学技术有了大的发展, 经济结

今的时代主题, 反映了中国社会实践的内在要求,

构、
社会组织结构和生活方式也都有了变化, 这些

从而具有了新的内涵。

都促成了进步主义发展观的形成。 在科学技术

一

有着进展的时期, 同样也是有关进步的一些理论
被广泛接受的时 期。[ 1] ( P354) 这种 进步观 本质上

发展观有两种基本含义: 一是指一切以人类

是功利主义的和实用的。进步就在于达到既定目

社会变迁为研究对象的宏观理论; 二是指近代以

的的工具与手段的发展, 以增进人类对自然界的

来形成的以进步主义为基本内涵的社会发展观,

控制, 从而增进人类的舒适与快乐

即认为社会的发展具有从简单到复杂, 从低级到

的进步使个体日渐摆脱自然关系的束缚, 获得了

高级, 不断趋向于合理的不可逆转的趋势。这一

前工业社会所没有的自由, 在总体上体现出一种

发展观形成于近代西方, 在前近代的农业社会中

进步的趋势, 并且, 由于社会变化以前所未有的速

经济的增长非常缓慢, 一代一代的人在历史的延

度发生着, 每一个 人都能明显地 感受到这种 向

续中看到的只是朝代的更替和历史的周而复始,

善 的变化, 正是在这 一背景下, 社 会进步的信

历史循环论、
轮回论比较盛行, 也就不可能形成以

念 、 进步是不可逆转的 社会发展观逐渐确立。

[ 1] ( P351)

。社会

进步为 内涵的历史发 展观。从文艺 复兴运动开

其次, 近代发展观以理性为社会进步的基本

始, 随着人逐渐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资本主

动力与评判标准。理性一般地说来就是 人类通

义生产发展和科学进步明显加速, 社会发展节奏

过观念活动把握和处理生活环境, 指导自己实践

加快。这种快速的社会发展使得近代西方形成了

行为的一种能力

与前近代不同的社会发展观。

为, 理性及理性信念的发现是社会发展的前提条

[ 2] ( P1)

。近代理性主义发展观认

首先, 近代发展观以 进步主义 为其基本内

件。理性作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 其作用明显

涵。从文艺复兴开始, 人开始摆脱神权的羁绊, 超

地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反映在人对自然的认识

凡神圣的力量开始在人们的世俗生活中淡化。随

与控制能力上, 表现为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生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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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提高; 二是反映在人对社会的认识与变革上,

值目标的正确途径, 使其流于空幻。其三, 把发展

认为依靠理性理念的发现可以把人带入一个理想

的动力与标准归结为主观理性, 没有看到理性的

社会, 理想社会 是绝对真理、
理性和正义的表现,

内涵和作用本身就是历史条件的限定物, 没有看

只要把它们发现出来, 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

到理性的实现要以一定的社会实践为前提条件,

世界

[ 3] ( P58~ 59)

。 迷信、
偏私、
特权和压迫, 必将为

从而使发展的动力流于主观与抽象。

永恒的真理, 为永恒的正义, 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
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

[ 3] ( P57)

了评判一切的标准, 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裁判者,
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
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

二

。理性于是也就成

[ 3] ( P56)

。

总之, 理性即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 也是人
们借以评判一切社会现象的根本尺度。
再次, 近代发展观 以人本主 义为价值 理念。

19 世纪马克思主义诞生时, 资本主义在发展
中并没有如人们所愿的那样完全朝着理想的方向
发展, 而是显现出深层的矛盾。一方面社会在物
质财富的创造中确实获得了极大的进步, 另一方
面人却被 物化 、异化 , 物反过来成了支配人的
力量; 一方面, 平等、
自由等发展理念似乎在资本

人本主义作为一股普遍持久的社会思潮始于西方

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中得到了实现, 另一方面一

近代, 体现在西方文艺复兴运动、
法国的启蒙运

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
压迫、
不平等却又在这一

动、
空想共产主义学说、
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西方

制度中获得合理性、
合法性的确证; 一方面理性张

的人本主义思潮中。 人文主义 、 人 道主义 、

扬着人的力量, 给人以似乎能够改天换地的自信,

人本主义 都是对这一思潮的不同称谓。近代的

另一方面又时常感到理性的无力与无奈。马克思

人本 思想成为近代发 展观中的价值 取向。其

主义对近代发展观进行了积极的扬弃。

一, 在人与神的关系上, 用 以人为本 取代 以神

首先, 马克思接受了社会进步的信念, 认为这

为本 , 淡化超凡神圣生活的意义, 大胆提出享乐

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 相信未来将实现一个美

尘世 生 活 的 主 张:

人 文 主 义 者 崇 尚 豪 华、享

好的、
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但马克思的接受是

, 由 此开始 了现 代社 会的 世俗 化 倾

以他对资本主义社会 内在矛盾和发 展趋势的深

向, 把社会发展与人的幸福直接联系了起来。其

入、
严谨的分析为基础的。马克思看到, 资本主义

二,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强调对人的尊严、
自由、
权

产生了以往人类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

利的尊重, 在启蒙思潮中, 这一人际社会准则被表

和科学力量, 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所

述为自由、
平等、
博爱、
正义等理念, 并成为人权思

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的总和还要多, 其

想的核 心内容。人权 思想还扩展到 政治法律领

原因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造就了生产发展的不

域, 将体现自由、
平等、
人权、
正义等理念的社会视

竭动力

为理想的国度。其三, 在人与外在世界的关系上

变革与发展: 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 从而使

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 认为人可以凭借

生产关系, 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革命化, 否则

自己的力量解决自然与社会中的一切问题, 推动

就不能生存下去

社会的不断进步。

要求又造就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冲突, 产

乐

[ 4] ( P120 )

近代发展 观的内涵与其所 处的时代 背景有

竞争的必然性推动着资本主义的不断

[ 5] ( P 254)

。但大 工业持续 发展的

生了私有制与整个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必然的、

关。近代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

不可克服的冲突, 导致了周期循环的普遍危机和

人类社会开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 人类

资本垄断, 敲响了私有制的丧钟。而大工业也造

征服自然、
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不断增加, 造就了

就了解决这些冲突的条件: 资本的垄断所造就的

人对自身力量自信与社会进步信念的确立。其发

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 为消灭私有制、

展观反映了处在上升时期的社会的精神状态, 具

建立能促进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公有制准备了条

有很大的历史合理性。但近代发展观又有其局限

件。因此, 社会的发展进步趋势可以通过对生产

性: 其一, 社会进步信念无疑是正确的, 但这一信

关系的变革而持续下去, 并最终在生产力极大发

念的确立却是以对社会进步的复杂性、
深层次问

展的基础上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

题分析的缺少为基础的, 从而使这一发展观流于

其次, 马克思科学地揭示了社会的结构、
层次

肤浅和空洞。其二, 确立了人本主义的发展取向,

和发展的动力机制, 揭示了物质生产活动在社会

但对 人 的理解却缺少现实性、
具体性, 使人学停

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 用物质活动代替了抽象的

留在抽象的层次上, 也未能指出实现人本主义价

理性, 使社会进步信念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其

程新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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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学说。马克思在 政治经

灭私有制, 就可以使社会进步得以延续下去。

济学批判 序言中提出了生产力、
生产关系、
生产

三

方式、
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
社会意识形式几
个基本范畴, 使看似杂乱无章的社会现象得以梳

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

理, 显现出层次性; 马克思还论述了这些层次之间

世界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 社会发展开始面临着

的内在联系及其规律性, 揭示了社会的动态结构

一些新的问题。当代中国的最重要的、
关键的发

和发展的动力机制。马克思的这些分析是建立在

展阶段

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入观察之上的, 他看到, 资本

的变化了的背景下开始的, 它面临着新的问题与

主义的内在矛盾必然导致对生产力发展的破坏,

挑战。

改革开放、
现代化建设就是在这一新

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会走向灭亡, 而生产

首先, 进步主义的发展观开始受到挑战。工

力也就会重新获得解放, 这些社会基本矛盾的运

业与科学技术在现代的快速发展, 使人类控制与

动构成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

利用自然从而获得物质财富的能力进一步增强,

再次, 马克思恩格斯对近代发展观中的人本

尽管其间因经济危机而出现暂时的停滞, 但每一

主义也进行了批判与改造。经历过近代人文启蒙

次危机过后经济都重新获得了发展。这种发展带

精神洗礼的马克思恩格斯, 受到了自由、
平等、
理

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资源

性等人文精神的深刻影响, 但他们超越了传统人

短缺问题开始显露。对此, 一些人提出了 增长的

文精神的水平。其一, 他们并没有完全否定人本

极限 的质疑, 认为如果不改变现有的发展模式,

主义的内在精神价值, 而是对其进行了积极的 扬

增长将在百年内 停滞[ 7] ( P273 ) , 提出了 发展的可持

弃 , 并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有力工

续性问题, 这是当代中国发展面临的资本主义国

具, 平等等理念 在大革命的时候以及在大革命之

家在早期发展中所没有遇到的新问题。但是, 中

后起了一种实际的政治作用, 而今天差不多在一

国必须要发展。因为, 其一, 发展是对外部压力与

切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仍然起着很大的鼓动作

要求的回应。在世界联系日益紧密和全球化日益

用

[ 3] ( P142)

。其二, 他们指出, 平等、
自由等人文观

明显的今天, 增强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是任何一

念 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 这一关系的形成需要一

个经济落后国家在世界上生存和维护自身权益的

定的历史关系

[ 3] ( P147)

。人本主 义理想的 实现必

根本之道。发展又是对内部压力的回应, 发达国

定受到历史发展水平的制约, 每一个历史阶段都

家和新兴工业国的高水平生活的示范效应, 构成

只会有与自身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人文形态, 这克

了落后国家人民发展经济的强烈要求。发展也是

服了人本主义的抽象性。其三, 指出平等、
自由等

体现社会主义国家的价值理念和社会制度优越性

人文理想在资本主义 条件下并没有 真正成为现

的根本方式。其二, 要正视我们的发展是在面临

实, 社会中仍然存在着极端的不平等。资本主义

环境与资源问题的双重压力下进行的。资本主义

社会并没有因物质财富的迅速增加而消除社会中

在早期发展中不必承担环境成本而我们则必须承

的剥削、
压迫和不平等, 因此, 改变不合理的资本

担; 早期世界经济规模有限, 资源紧张问题不普

主义社会制度, 消灭私有制、
消灭阶级才是实现真

遍, 而今天世界经济的规模已经很大, 资源短缺不

正的平等、
自由的前提条件。他们将无产阶级革

断加剧, 我们的发展必然受到资源问题的困扰和

命作为实现人文关怀的现实途径, 这使他们超越

制约。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一个科学的发展观、
发

了以往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的抽象性、
虚幻性。其

展战略、
新的发展模式对于我国的发展极为重要。

四, 他们的理想发展目标是建立一个能使人全面

其次, 在发展的动力上, 科学技术已经取代有

而自由发展的社会, 在那里,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形资产成为第一生产力, 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首要

是一切人的自由发 展的条件

[ 5] ( P273)

。在 马恩生

力量, 但从深层看, 推动科技发展的则是有着不同

活的时代, 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诸种矛盾不断显露,

利益诉求的企业、
国家之间的利益竞争。一方面

一方面是工业与科学的巨大进步, 另一方面却是

是跨国企业已经成为国际垄断资本, 需要通过科

贫困、
衰颓, 财富的源泉 变成 贫困的根源 , 一

技上的领先而维持自己在世界范围内的垄断地位

切的发现和进步 似乎使物质力量成为支配人的

和超额利润; 另一方面是发达国家需要借助科技

力量, 人则成为奴隶,

领先保证自己在经济政治军事上的强势地位和利

人本 并没有真正的实现,

[ 6] ( P79)
却被 物本 所代替。
但这些问题并没有动摇

益, 以增强自己对于整个世界的支配和控制能力;

马克思的社会进步信念, 他认为通过社会革命, 消

再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的态势下已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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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再依循先工业化、
后信息化的早期资本主义

方面我们必须重视人文价值目标的发展, 尽可能

国家发展的老路, 而只能在世界性竞争中通过加

推动其实现; 另一方面又要对隐藏在这些目标后

速科技发展, 以浓缩的形式同时进行工业化和信

面的不良企图保持必要的警醒, 只能在我国现有

息化, 完成本应是不同历史阶段完成的发展任务。

基础上实行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
有自己特色的

这一背景给我国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 其一, 我

人文目标。

国虽然在科技与经济上处于落后地位, 但又必须

四

参与到强国主导的全球化竞争之中, 而这是加速
我国发展的唯一出路。其二, 我国的发展必须是

当代我国 的发展背景使 我们面临着 新的问

超越式、
快速的发展, 这样才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

题。改革开放以后在对这一现实的回应中我国逐

差距, 而这必须要依靠科学技术的超常发展。其

渐形成了科学发展观, 它包含着新的理论与实践

三, 我们必须应对科技进步所带来的负面问题: 发

内涵, 具有独特的中国意蕴, 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

达国家对先进科技的垄断, 技术带来的劳动力需

发展观的创新。

求的减少, 科技的滥用带来的道德、
法律等一系列
社会问题, 等等。
再次, 人本主义的发展理念在社会矛盾中蹒

首先, 科学发展观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发展
观的继承与创新。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发展
观是一脉相承的, 从邓小平的 发展是硬道理 , 到

跚着, 它一方面已成为普遍认同的发展理念, 另一

江泽民的 三个代表 , 再到胡锦涛提出的

方面又成为资本主义攻击并钳制发展中国家的意

为本 全面、
协调、
可持续 的发展观, 都体现出了

识形态与政治工具, 其目的是巩固自身强势地位、

这种继承性。科学发展观坚持了对社会发展趋势

保持不平等的国际秩序。资本主义在内部, 借助

的乐观论断, 坚信社会主义中国必定能发展成为

于科学技术和劳动工具的改进改善了劳动者的工

一个先进国家; 坚持了以物质生产活动为社会发

作条件和环境, 使剥削方式不再那么赤裸裸; 在财

展根本动力的论断, 提出以经济为中心的全面、
协

力迅速增加的基础上建立了社会福利制度, 限制

调的发展观; 坚持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价值理

着贫富的巨大差别和不平等; 国家也由以武力镇

念, 提出了 以人为本 的发展价值观。但面对着

压为主变为以物质征服为主, 改变了统治方式, 使

与一百多年前马克思 主义诞生时不 同的时代课

阶级对立更加隐蔽。这些变化体现着人文意义上

题, 科学发展观又体现着创新。科学发展观在坚

的进步, 尽管这是资本主义为缓和自身矛盾, 维持

信社会进步的同时更看到了环境问题、
资源问题

自身的发展而展现出来的自我调节能力。但资本

对当代发展形成的挑战与威胁, 提出了可持续发

主义制度又限制平等、
自由等人文价值的实践边

展问题; 在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同时, 看到了

界, 使它在本可以有更好经验表现时却未能表现

科技进步和全球化趋 势对经济发展 的关键性作

出来, 而且在最终体现大资产者利益这点上依然

用, 因而提出了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 实现社会的

未变。

协调统筹发展问题; 在坚持 人本 发展理念的同

从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态度来看,

以人

时, 看到当今人本主义理念的复杂性、
作用的双重

他们对人本主义的发展理念采取着实用主义的双

性, 从而赋予 以人为本 以与中国国情相适合的

重标准。一方面,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常用自由、

特定、
而非西方定义的内涵。其次, 科学发展观实

民主、
人权等理念作为评判、
攻击发展中国家发展

现了社会主义发展观 中的科学性与 价值性的统

状况的标准, 不顾这些国家的历史与现实, 要求他

一。在以往的理论研究中我们比较多地强调了社

们接受并实践这些理念。或是要求他们实行 新

会主义发展的科学性一面, 却忽视了其价值性一

自由主义 的经济政策而完全开放市场, 以使国际

面, 用合规律性取代了合目的性。或者是讳谈 以

垄断资本能够长驱直入, 掌控这些国家的经济命

人为本 , 用科学性掩盖价值性; 或者是将 以经济

脉; 或是要求他们大力推行西方式的普选; 或是极

为中心 偷换成 以经济为唯一 , 滑向用 物本 代

力在这些国家推行西方的价值观, 等等。另一方

替 人本 。其实, 社会主义发展既具有科学性的

面, 少数强势霸权 主义国家又打着 人权高于主

一面, 这是其发展的客观基础和必然性; 又具有价

权 的旗号, 推行 先发制人 的政策, 公然践踏他

值性的一面, 这是其发展的本质与目的, 没有合目

国主权, 损害了这些国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破坏

的性, 合规律性也就失去了意义。科学发展观的

着国与国之间的平等、
自由、
民主的国际准则。

合目的性就体现在 以人为本 中。但中国实现的

这种状况对中国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

必须是符合中国的传统与现实, 与中国的发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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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观的 历史演进及科学发展观的时代意蕴

平相适应的 以人为本 , 具体体现为代表最广大

更好的生态环境、
生活质量; 在追求发展的速度和

人民群众的利益,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效率的同时更要提高社会的公平、
正义; 在进行工

再次, 科学发展观将目的合理性与过程合理

业化的同时追赶信息化的步伐。总之, 在经济还

性统一了起来。实现 以人为本 需要科学的理性

不发达的情况下就开始追求全面的发展, 在同一

设计, 需要过程合理性的保驾护航。 以人为本

时空里解决原本应在 不同的历史阶 段解决的问

需要内外两方面条件: 一是以国家的自主与富强

题。这使我国的发展尤为复杂、
艰难, 更加需要一

为外部条件, 没有民族的独立与强盛就没有人民

个正确的发展观念, 需要高超的理性设计及正确

的利益, 而我国在世界格局中相对弱势的地位使

的发展过程、
战略、
步骤, 只有实现过程合理性我

这一任务更为艰巨与复杂。二是 以人为本 更要

们的发展才可能持续下去。 全面、
协调、
可持续

以国内的全面、
协调的统筹发展为条件。中国发

的发展观就是体现过程合理性的发展理念。

展的快速性特点使原本应逐渐出现的社会问题和

发展观是人们对社会发展的理论把握, 它既

要求集中在同一个时空里出现, 因此, 我们不可能

是对发展现象的反映, 同时又是给发展以巨大的

走西方的先经济后社会、
先发展后解决问题的老

影响与作用的精神力量, 这正是科学发展观的意

路。我们必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发展政治民主、

义所在。

法治、
先进文化; 在提高物质生活条件的同时创造
参考文献:
[ 1]

[ 美] R K 默顿. 十七世纪 英国的科学、技 术与社会[ M ] . 成

[ 5]

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

民出版社, 1972.

[ 2]

韩震. 重建理性主义信念[ M ]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8.

[ 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 卷) [ M ] . 北京: 人
民出版社, 1972.

[ 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 M ] . 北京: 人

[ 6]

民出版社, 1972.
[ 7]

李平晔. 人的发现[ M ] .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2 卷) [ M ] . 北京: 人
[ 意] 罗马俱乐部. 增长的极限[ M ] . 成 都: 四川人民出 版社,
1983.

[ 责任编辑

许婉璞]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development and temporal
meanings of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HENG Xin- ying
( College of Law, Polit ics and M anagement , Hebei N ormal U n iversit 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91, C hina)

Abstract: T he w est ern cont emporary developm ent t akes progressive concept as its basic f eature, rat ionality as mot ive, and hum anism as ideal of value. Marxism scient if ically accept s t he prog ressive development , regarding pract ice as mot ive, and crit icizing t he abstract and utopian humanism . While the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is current ly challenged, and development al concept of humanism shows its internal contradiction,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is g rant ed new meanings in response to t he historical changes, i. e. , t he
realizat ion of the herit age and creat ivit y of t he socialist development, unification of t he science and value,
and of the purpose and process.
Key words: development; scientific development ; prog ressive; human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