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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欄有幾則讀者感言，都

是由2月號有關全球化問題一

組文章引發的，或針對學界抓

不住真問題，或進一步抒發己

見。言論不多，觀點各異，卻

更見真性情，正顯本欄特色。

十年前，正值思想解放運

動高潮時，召開了不少紀念五

四70周年的學術討論會。現在

翻閱當時出版的有關論文集，

仍可感到知識界充滿活力和自

信的精神風貌。但是到了90年

代末，思想貧乏和犬儒主義似

乎成為流行的慢性病。儘管如

此，在又到忘不了的五四運動

80年之際，五四研究和五四精

神，仍然是中國知識份子不得

不談的話題。

——編者

接軌前，先看看問題真假

《二十一世紀》1999年2月

號上發表三篇有關全球文化的

文章，我仔細地看了，思考再

三。我對參與這一討論的三位

作者抱有敬意。但對西方校園

內的批判理論和左派立場心理

距離很大，在學理上也有懷

疑，他們提出並引起注意的

「問題」難以引起我的思想興

奮。我的問題是：八九社會主

義陣營的崩潰，是在西方學界

的視野外突然發生，越近八

九，他們對社會主義的穩定越

持肯定態度，轟然一聲，八九

事變卻在他們的背後發生；因

此，八九在政治上是蘇東統治

的失敗，但在學術上未必不同

時是西方學界有關領域的學術

破產。他們應該有像樣的反

省。最好在反省這一學術破產

的基礎上，他們再來談全球化

問題，尤其涉及東西方關係的

全球化問題。遺憾的是，八九

後我兩次到哈佛，都沒有看到

他們像樣的學術檢討，看到的

是搖身一變，又來談論冷戰後

的東西方關係。這種情況，左

右兩翼都存在。比如亨廷頓，

八九前出版的《變革中的政治

秩序》的中心觀點是：「統治穩

定的秩序，就是有效統治，因

而是合法統治」；八九後卻沒

有一個說得過去的交代，便立

刻出版《民主的第三次浪潮》，

前後學理判若兩人，難以服

人。我的這一問題，其實金觀

濤在80年代即已提出，二十世

紀最大的問題是社會主義實踐

全球範圍的失敗。我至今認為

這是一個不應忽視的真問題。

可惜，真問題總不能持續吸引

人們的注意。而國內學界則忙

於與國際學術接軌，一不小

心，可能接上的恰恰就是那邊

的假問題。他們可能是以一個

假問題來掩蓋此前在真問題上

的失敗，而我們呢，為甚麼以

激進的先鋒姿態把他們的假問

題一個接一個地引進國內？國

內忙於學術接軌的朋友，多半

迷戀他們的後殖民理論，卻有

可能在引進這些先鋒理論的同

時，把他們的假問題也引入進

來，掩蓋了發生在這塊土地上

的真問題。這樣一來，可能是

在批判殖民化的聲浪中，最好

不過地實現了西方學術對中國

的殖民化。

朱學勤　上海

99.3.4

應該在全球背景下重新
思考中國問題

《二十一世紀》今年2月號

上以「全球化浪潮衝擊下的世

界」為題的一組文章非常值得

重視。當今的全球化並不是甚

麼美妙無比的事情，它越來越

暴露出冷戰時期人們未曾預料

到的問題。這對以「走向世界」

為己任的中國知識份子來說，

會有不小的衝擊。確實，正如

早有學者所指出的那樣，中國

問題不再僅僅是一個國家內部

的問題了，它與全球化的背景

息息相關。而如何在新的視野

下重新考慮中國問題，首先是

如何反思80年代以來的對於中

國問題的提問方式，應該得到

進一步的探討了。

比如，人們以前專心於研

究人民民主政體中「人民」與

「民主」之間的緊張關係，這種

思考的前提是設定了自由民主

政體是完善的、統一的。但

是，這個前提在如今的「全球

化」浪潮下卻不攻自破。佐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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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地指出，自由與民主之間出

現了尖銳的對立，被視為當然

的自由民主主義理念內部同樣

也是充滿緊張的。當這種前提

被動搖以後，對人民民主理念

的思考方式也應該有所變化了

吧。

再如，對自由的認識，

「消極自由」一詞因其反專制的

效應而在漢語學界廣為流行，

佐伯啟思卻不無道理地說它

「就是支撐全球主義的意識形

態核心」。這應該提醒那些真

誠和善良的自由主義者，必須

要重新定義這個永遠是美麗但

卻又永遠是模糊不清的概念。

自由是僅僅在「不強制」的狀態

下便可以實現的嗎？批評家韓

毓海卻說，這種理論非常有可

能將巿場社會使他人「自願地

作奴隸」的行為合理化。事實

上，如果不站在弱勢群體的立

場上思考問題，自由這個詞同

樣非常容易墮落為巿場強權的

保護傘。

薛毅　上海

99.3.22

豈止沒有「終南捷徑」

《二十一世紀》1999年2月

號上佐伯啟思的〈虛構的全球

主義〉，分析了一個很有意思

的現象：80年代的全球化引發

了一種新的現代化樣式，從日

美導入資本，東亞諸國都出現

了一批「超級現代都市」，孤島

般聳立在廣漠的前現代農村背

景中，「彷彿越出各自國家發

展的原有階級」。古典的現代

化進程（即輸入西方觀念和科

學技術，製造中產階級，實現

經濟的自由化等等）被省略了，

全球化似乎使東亞國家走上了

一條現代化的「終南捷徑」。

但1997年的金融風暴使得

這些「超級都市」經濟崩潰，如

果認為這是亞洲式的「不正確

的市場」引致該處的金融資本

向以美國為代表的「正確的市

場經濟」的流動，那麼，推論

就是在亞洲也應建立「正確的

市場經濟」，也就是放棄多快

好省的「終南捷徑」，從頭做

起，完成整個社會結構和經濟

體制的轉型和重整，告別「親

友資本主義」或「官商勾結的經

濟」。中國現在倡導的與國際

接軌（尚僅限於經濟—技術領

域）即是此一思路。

不過如佐伯啟思所說，市

場靠交易慣例及人們的信賴構

造才能順利運行，這一切與各

個國家的具體情況息息相關。

所謂「正確的市場經濟」，實際

上是與美國經濟相適應的意識

形態。亞洲國家即使願意放棄

其民族主義，要求並接受這一

意識形態，也很難徹底改造其

社會結構與歷史文化。所以亞

洲國家不太可能通過漫長的學

習過程來建構「正確的市場經

濟」（勤於學習的日本也免不了

風暴的襲擊）。

可見，利用朝秦暮楚的國

際流動資本建立一個個孤島般

的超級都市風險太大，而全面

改革與國際（美國）接軌又困難

極多，甚至根本就不可能。東

亞模式的終南捷徑走不通，

十九世紀、二十世紀的現代化

的一般道路也不行，那麼亞洲

國家該何去何從？

佐伯啟思把保證國內經濟

不受短期資本的無常影響、實

現國家獨立性和保護國家利益

的任務交給國家，以此來證明

在經濟全球化時代民族國家依

然需要且面臨更加艱難的課

題。但國家如何才能完成這一

任務？佐伯啟思並沒有論述。

希望能讀到他在這一方面的論

文。

單世聯　廣州

99.3.24

「大同」社會的社會主義
傾向

貴刊1999年2月號上發表

了張隆溪先生的〈烏托邦：世

俗理念與中國傳統〉，從歷史

文化與中西比較的角度談到了

中國文化中的烏托邦思想傳

統。文章指出：作為一種社會

理念的烏托邦「雖然有種種不

同的表現形式，但是也有根本

的一點貫穿始終，那就是廢除

私有制、人人平等的集體主義

觀念」。正因為這樣，所以一

切烏托邦似乎都具有社會主義

的傾向。這一觀察可謂深得我

心。

不妨在此補充幾句。我覺

得正是中國「大同」社會的烏托

邦文化想像，使得社會主義對

於中國知識份子具有天然的親

和性。比如說，中國現代的保

守主義者與激進主義者雖然在

其他方面打得不亦樂乎，但是

在親社（會主義）反資（本主義）

上似乎就相當一致。保守人士

如梁漱溟、杜亞泉等無疑具有

明顯的反資本主義、親社會主

義傾向，這使得他們對私有制

以及與之相關的一整套價值取

向與制度設置，特別是利己主

義的價值觀、私有財產制度

等，都持反對態度。從時代背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1999年4月號　總第五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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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上說，這種反資態度雖然與

當時西方知識界由於一次大戰

引發的反資氛圍相關，但更重

要的似乎是：保守主義者對於

資本主義價值的拒斥，主要原

因還在於它與中國傳統文化關

於「大同」社會的價值關懷相牴

牾，而社會的價值理想（如平

均主義）則正好與中國儒家道

德倫理相合。

西方的社會主義常常作為

一種時髦理論而被引用，但是

其根源恐怕還是傳統價值觀在

起作用。復由於中國的知識份

子無論保守激進都無法擺脫傳

統文化的深刻影響，從而對於

資本主義的批判以及對社會主

義的親和，成了保守派與激

進派少有的共同點之一。激進

主義的代表之一陳獨秀早在

1915年的〈法蘭西人與近世文

明〉一文中，就顯得對社會主

義情有獨鍾。他把社會主義當

作近世文明「三大件」之一，同

時又是反對近世文明的「最近

文明」。他說：「近世文明之發

生也，歐羅巴舊社會之制度破

壞無餘，所存者私有財產制

耳。此制雖傳之自古，自競爭

人權之說興，機械資本之用

廣，其害遂演而日深，政治之

不平等以變而為資本家之壓

制，此近世文明之缺點無容諱

言者也。」這的確是一個十分

有趣的現象。

陶東風　北京

99.3.22

公正地對待胡趙

貴刊去年12月號孫長江先

生的〈真理之爭二十年〉一文，

回顧了二十年前真理標準問題

討論那段重要的歷史，我想特

別補充一點的是，胡耀邦在真

理標準討論中起過特殊的作

用，這是歷史事實。但是，在

1987年初的「倒胡」運動的陰影

下，這個作用往往被抹殺。如

1988年紀念真理標準討論十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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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時，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的

《人民日報》，在一系列紀念文

章中卻根本不提胡耀邦的名

字。據悉，當年胡績偉曾有一

篇題為〈唯書、唯上，還是唯

實——紀念真理標準討論十周

年〉，本是為《人民日報》寫

的，其中有兩處提到胡耀邦，

《人民日報》負責人建議他刪

去，胡績偉認為這是歷史，不

能刪，就把該文給了《光明日

報》，發表了出來。去年的情

況有所不同。在5月8日的座談

會上，有三個人在發言中肯定

了胡耀邦在真理標準討論中的

作用。其一是胡耀邦當年的秘

書、現任中共中央黨校常務副

校長鄭必堅。但在去年12月紀

念三中全會20年的各個政論電

視節目中，只有胡的相片，而

未提他的名字；對趙紫陽在改

革開放中的貢獻隻字不提，更

是無視剛剛過去的歷史。這符

合實事求是嗎？

靳嚴　北京

99.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