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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全球化的发展, 必然会带来文化在全球范围 内的大规模交流与互动, 由于经济基础对文化的决定

作用和文化的相对独立性, 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发展既在相互 吸收和借 鉴中走向世 界化, 又在自觉 和创新中
彰显个性, 世界化和民族化是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发展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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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起始于经济领域并逐步延伸到文化、社
会生活等各个方面。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 吉

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
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 归根到底都应由这

登斯形象地描述: 这一术语已经从无人使用变为无

个基础来说明。[ 3] ( P739) 既然 社会存在决定 社会意

所不在; 如果不提到它, 任何政 治演说都是不 完整

识, 那么,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产生和发展, 必然会

[ 1] ( P30)

的, 任何商业手册都是不受欢迎的。
文化作
为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 其发展问题, 亦是全球化研

引起社会意识形态和观念的变化, 必然会促进文化
的整合与变迁。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

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足和闭关自守状态, 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

一、全球化视野中的文化全球化

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 替了。物质 的生产是如
此, 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 4] ( P276) 。这段描述, 正是

文化, 是 人类社会产生 以后的一种 特有现象。

经济全球化对文化发展影响的高度概括。

广义来讲, 是指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其次, 文化全球化是一种范围广、
层次深的文化

的总和。狭义来看, 是指人类的精神特质。本文所
说的文化, 是狭义的概念。经济全球化会不会带来

交流。文化自产生起, 就有了交流。文化的交流源
自于文化之间的差异。早期的文化交流, 由于地域

文化全球化, 是当今学术界普遍关注的一个理论问

和方式的限制, 是偶尔的、
短暂的, 内容也是单一的。

题。对于文化全球化, 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其
一致性在于都承认经济全球化势必给文化带来巨大

在全球化时代, 由于人员、
物质的流动和信息技术的
发展, 文化交流日益频繁, 使在场和缺场纠缠在一

影响, 造成大范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 其分歧则在于

起, 让远距离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和地方性场景

文化全球化是否等同于文化的同质化、单一化。笔

交织在一起

者认为, 经济全球化必然会带来文化的全球化, 而文
化全球化, 并不是文化同一化的过程, 而是不同文化

性的特点, 文化的交流呈现出一种无时不在、
无处不
在的局面。

在全球层面上大规模交流与互动的客观状态。
首先, 文 化全球化是经 济全球化的 必然产物。

[ 5] ( P23)

。地方性的活动也具有了世界

第三, 文化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
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离不开理念的推动、
制度的

马克思指出: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
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

保证以及人们对经济全球化的认可, 这些都属于文
化范畴。 经济与政治领域中物质与权力的转移日

识决定人们的存在, 相反, 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

益被某些象征物所取代, 它们基于价值观念、
偏好与

[ 2] ( P32)

们的意识。
恩格斯也曾指出: 每一时代的社
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 每一个历史时期由于法

审美等关系而非物质上的不平等与限制。依据这种
观点, 全球化应当被看作社会生活的 文化化 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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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深的一种表 现形式

[ 6] ( P190)

。在一 定意义上讲,

民族化与世界化两 种实践是共存 的、互动的: 一方

经济全球化也正是通过文化全球化而让人感知和认

面, 文化的民族化, 尤其是传统文化的复兴, 是对文

识的。在全球化过程中, 人们更为直接、
也更强烈感
受到的还是文化的全球化发展过程。

化世界化的回应。由于外来文化的冲击, 不同的民
族为了突出民族特色, 不被湮没于经济全球化的浪

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发展, 受两方面因素的影

潮中, 他们 都纷纷举起了民族 文化的旗帜, 这就是

响与制约: 一是经济对文化的决定作用; 二是文化本

同 中有 异 ; 另一方面, 民族文化的发展, 与其说

身的独特性及其发展规律。众所周知, 文化不能脱
离其赖以产生和存在的经济基础而独立发展, 而文

是传统的复兴, 不如说是传统的再创造。在这个过
程中, 民族文化已经吸收了世界上其它文化中有利

化一经形成, 又具有相对的独立稳定性及其内在发

于自身发展的成分。在外来文化被地方化的同时,

展规律, 如文化的民族性、阶级性、
与经济发展的不
平衡性等。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社会生产与经济活动

地方文化往往也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呈现出非地方化
的显著特征, 这就是 异 中有 同 。

方式的全球化, 势必导致共同的文化诉求, 那些最初
与它赖以产生的地理生态环境与民族实践联系在一

二、文化全球化中的文化世界化

起的民族文化, 必将突破地域与民族的界限, 接受挑
战或走出地域之门, 去回应全球化不断发展的共同

文化世界化, 既有文化本身内在的因素, 也有全
球化提供的现实条件。从文化本身来看, 任何文化

实践。但是, 经济全球化并不等于经济的同质化, 不

都是静态与动态的统一, 既是单一的, 又是多样的,

同的国家仍有不同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此外,

既是民族的、
又是世界的。人类文化从整体来说, 就

由于文化自身的特性和发展规律, 又会使文化在发
展的过程中保留甚至凸现自身的民族和地域特色。

是各民族文化汇聚和交流的产物。人类文明的发展
也是不同文化、
文明在交流、
碰撞、
冲突、
摩擦中整合

所以, 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发展, 既有回应全球化的

与创新的过程。文化以其固有的特性加速着文化融

实践走向世界化的一面, 也有珍视本民族文化传统、
在吸收创新中强化民族性的一面, 是世界化和民族

合的进程和步伐。历史上和今天尽管各种文化、文
明之间存在不同, 有时甚至发生矛盾、
冲突、
战争, 但

化的统一。文化的世界化, 是指反映生产力发展要

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中, 并没有出现不同文化、文明

求、
体现人类社会进步方向而产生的新文化或各民

之间长期对立的情形。在全球化影响下, 各民族文

族文化中优秀部分通过融合与吸纳而形成的为世界
所共同认可的文化价值观念; 文化的民族化是指各

化都以开放的姿态与异域文化进行着积极对话, 在
相互交流中补益和发展自身。

民族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依旧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和

从全球化创造的外部条件看, 全球化的发展不

精神特质, 并在全球化中汲取营养, 实现自身的创新
与发展。两者并行不悖、辨证统一。

仅打破了经济的壁垒, 也打破了精神、
文化的壁垒,
为不同文化的 交流和发展提供了更大 的空间和契

第一, 民族化是世界化的前提。民族文化的存

机。首先, 全球化提供了 文化世界化的物 质基础。

在和相互交流, 为文化的世界化提供了条件与可能。

全球化 的发展, 带来了物质、人员、资 本、技术的流

文化的世界化, 是被世界各国普遍承认或接受的文
化内容, 是各民族文化中的普遍性与共同性。它既

动, 成为加快文化交流的有效载体和媒介。其次, 发
达的现代科学技术, 为文化世界化的发展创造了条

能体现人类的共同愿望, 也能为世界不同民族的人

件。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因素和显著特点就是科学技

们所接受与认可。因此, 民族文化是文化世界化的
基础, 没有多元的民族文化, 就没有文化的世界化。

术, 它不仅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 而且也使文化的
整体发展成为可能。发达的科学技术和迅捷的信息

第二, 世界化是民族化的保证。文化的世界化

极大地缩短了各国之间的距离, 尖锐的文化边界日

是各民族文化交流与融汇达到相互认同的结果。如

趋松弛, 各国之间相互了解彼此的文化传统与现状、

各民族文化交流与融汇在某种 程度上形不成 世界
化, 那么就只能导致文化之间的冲突, 民族化正常发

接触彼此价值观念与信仰的机会大大增加。第三,
区域集团化促进了文化之间的交融与发展。在经济

展的外部条件将不复存在。

全球化的进程中, 区域经济集团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

第三, 世界化与民族化是统一的。文化全球化
的过程, 是一个多向建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文

为国际政治中的文化融合提供了条件。地区经济一
体化的发展, 不仅促进了政治一体化, 而且加强了文

化发展是个体张扬与整体合一的有机统一。文化的

化一体化的进程, 尤其是同质或同源文化的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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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各成员国由于经济依赖程度的加深, 在政治、

化。在世界化的过程中, 首先表现为表层文化, 即大

文化领域的交流与融合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他

众文化的趋同; 其次是同质文化融合的深化, 同质文

们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 探索不同文化背景
中有共识的部分, 取长补短。在求得文化共性的基

化具有共同的思想意识、历史记忆、精神信仰、
价值
观念和生活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共同情感归属; 再

础上通过文化整合求得文化价值观的共识。第四,

次是异质文化融合的加强, 全球化带来的信息速递

全球化的实践活动, 导致共同的文化需求。人的精

为各种异质文化的交流提供了空前广阔的天地, 不

神生活及其需求既是精神生产的产物, 也是精神生
产发展的动因。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 人类需要

同文化体系内的信息、规范、
习俗和制度正在加速流
动。全球化进程中文化世界化的发展不仅表现在物

遵循共同的规则, 使用共同的交流工具, 面临着共同

质文化层面的不分彼此, 也表现为社会文化甚至在

的世界难题。这些, 都成为文化世界化发展的直接
推动力量。

价值文化层面上的相互影响。

文化世界化发展的特点主要表现为:

三、文化全球化中的文化民族化

一是文化主体是文化世界化的主导力量。文化

由于经济全球化不等于经济同质化, 以及文化

主体可分为国家行为主体和非国家行为主体。与以
往文化交流不同的是, 在全球化进程中, 无论是国家

的民族性、
阶级性、
稳定性的特征, 世界文化的发展
仍将保持多元的局面。首先, 不同文化存在的经济

行为主体还是非国家行为主体文化融合意识都有明

基础依然存在。全球化 虽然促进了国 际合作的开

显的增强。随 着人们对文化重 要性认识的不 断提

展, 但也加剧了国家之间的竞争。在以国家或地区

高, 各国政府也认识到只有加强本国同其他国家的
交流与往来, 增强文化上的相互补充、
相互促进才是

为基本构成单位的世界格局中, 各个国家或地区不
可能脱离本民族的利益去参与国际事务, 他们在维

谋求自身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正确途径, 其外交

护自身利益这一内在动因的驱动下, 在寻求 共赢

政策也相应体现出尊重彼此的文化传统、加强文化
交流的意图。此外, 全球化背景下, 国家利益已不再

的过程中谋求利益的最大化, 对本国意识形态、文化
传统、
价值取向、
民族精神、生活方式的重视程度, 不

是传统意义上的孤立的民族国家自身的利益或者国

仅不会降低, 而且会大大加强。其次, 不同文化存在

家之间你死我活的 零和 式斗争, 而变成国家之间

的民族基础依然存在。民族是文化产生、存在和发

的共同利益或者说全体利益的 非零和 式的共享。
这种外交政策上的 双赢 或 多赢 战略, 本身就是

展的根基。各民族既是本民族文化的创造者、
培育
者与建设者, 又是民族文化的呵护者和捍卫者, 他们

文化融合的产物, 它在国际政治中的实践, 不仅使各

对本民族文化充满偏爱、
欣赏与珍视, 从心灵深处充

国加强了经贸合作与交流, 改善了国际关系, 也促进
了世界不同民族、
不同宗教、
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与

满发展本民族文化的愿望、动机、
责任并转化为自觉
的行为, 促使本民族文化不断更新与发展。第三, 文

交流。

化的继承性使文化的发展并不能脱离本源文化的根

二是信息技术是文化世界化的有效载体。当今

基。文化交流中文化特质的被接受或排拒, 视其效

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全球性信息技术革命, 加速
迈向信息社会和 网络时代 。网络文化是物 质文

用、
适应性以及对接受一方有没有意义而定。 在历
史上, 文化时尚在文明之间传递, 一个文明中的创新

化、
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的综合体。它变革了人们

总是被其他文明所采纳。然而它们通常只是一些缺

的文化价值观及信息观、交往观、
时空观、
等级观、实
体观等, 并产生了新的认知模式, 促进了群体思想及

乏重要文化后果的技术或昙花一现的时尚, 并没有
改变接受者的基本文化 [ 7] 。这种观点就说明了继

行为规范的创新。网络文化将各民族的本土文化贯

承性在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第四, 文化与经济

通起来, 使世界日益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 构建

发展相对不平衡的特点说明, 发达地区仍有落后的

了一个 网络地球村 , 强化了人类的心理认同感与
文化认同感。同时网络文化的互动性也推动了各文

文化, 不发达的地区和国家的某些文化也可能是先
进的。从本质上讲, 各种文化没有高低之分, 在全球

化领域之间的相互渗透和影响, 促进了多元文化之

化进程中都有自己的价值。现在虽然发达国家的文

间的交流、
共享与融合。
三是由表及里是文化世界化的过程表现。文化

化有在全球扩张的趋势, 但并不能证明它在所有的
环境下都适宜, 其扩张的也大都是一些表层的、大众

是由不同层次组成的, 既有表层文化, 又有深 层文

的文化, 那些深沉于文化 骨子里的东西很 难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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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歧异多端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人类资源。一

而这种文化的对外传播, 使传统的民族文化显出了

旦失去了文化的差异, 出现了一个一致的世界文化

新的价值, 获得了新的空间, 甚至可以使一些沉寂已

虽然若干政治整合的问题得以解决
就可能
会剥夺了人类一切智慧和理想的源泉, 以及充满分

久的文化因素也获得了勃勃生机。
三是文化民族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经济全球化

歧与选择的各种可能性。演化性适应的重要秘诀之

造成的不平衡的强烈回应。经济全球化造成的社会

一就是多样性,

分配不公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极大地刺激了文化

去除了人类的多样性可能到最
[ 8] ( P283)

后会付出持续的意想不到的代价。
文化民族化的特点主要表现为:

民族化的进程。从强势国家来看, 极力使其文化遍
布世界; 从弱势民族国家来看, 他们在全球化推动世

一是文化民族化是民族文化创新发展的自身需

界经济走向繁荣的时候无论在经济上, 还是在文化

求。民族化并不是那种相互封闭、
互不往来的单独
存在, 而是相互交流、共同发展的, 是一个在与全球

上都处于被动的地位, 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 他们为
抵制全球化带来的不利影响, 往往采取自我保护性

文化的交汇中, 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 保留其优秀

经济文化政策, 以防范霸权的 侵袭, 追 求本民族利

成分, 吸收其他优秀文化成果, 在对自身的扬弃中创

益, 甚至有可能采取非理性、破坏性的暴力行为, 以

新发展的过程。任何形式的文化创新发展, 都是对
传统的再生产。无数历史事实证明, 任何一种文化

发泄对西方大国意志主导下造成不公的强烈不满。
在这种情形下, 文化民族化往往呈现两种极端倾向:

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 一方面要善于随时吸收社会

一种是扩张型的文化民族化, 也叫文化霸权主义, 这

现实生活中的营养, 将自己的根深深扎在社会现实

些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往往处于有利的地位, 掌握

中; 另一方面要注意吸收不同文化的优秀成果。只
有将文化的生存发展与民族的生存发展紧密联系在

着更多的主动权, 从其本身的文化来看, 具有高度的
融合性和易于传播性。另一种是保守型的文化民族

一起, 文化才会真正体现出其旺盛的生命力, 才会真

化, 其核心是民族与种族优越感的极端化, 反对文化

正突出和实现其民族性。
二是文化民族化是文化世界化发展的 一个表

的交流。它要求维护本民族血统的纯洁, 保持民族
的语言文化、
宗教和生活方式。这两种倾向, 都是文

现。在全球化进程中, 文化的民族化过程, 也是民族

化民族化过程中不正常的表现, 虽打着民族化的旗

文化走向世界, 扩大影响的过程。比如, 通过具有强

号, 实质却在背离真正文化民族化的方向。以本民

烈民族色彩的旅游、
商贸活动、
艺术交流等, 既可以
保留和强化民族的特色, 又可以使民族文化走向外

族文化为基础, 通过吸收、交流, 实现本民族文化的
进一步发展, 这才是文化民族化的应然状态, 我国先

部世界, 使外界更 多的人了解到不 同的民族文化。

进文化的建设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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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nationalization
of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global context
SH AO Jun- yong
( Hebei N ormal U niversit y, Shijiaz huang, Hebei 050016, Ch ina)

Abstract: It is assumed that the globalization brings about t he large- scale cross- cultural exchanges and interact ions. Due t o t he vary ing st andards of economy and the relat ive independence of the culture, the trend of t he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 he g lobal cont ext w ill be of both al-l inclusive internat ionalizat ion and individua-l advocated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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