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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編者欣慰的，是本刊精

心策劃的兩期「軸心文明與二

十一世紀」專題討論，獲得讀

者的理解與反應。我們更期待

在互聯網如此普及方便的時

代，請讀者看完文章有所感就

順手寫下傳給我們。

——編者

邊緣焦慮與「軸心」論說

千年伊始，貴刊今年第一

期即闢專欄討論軸心文明問

題，可見深意。

艾森斯塔特一方面以對各

軸心文明的尊重，作為談論

「現代性」問題的歷史前提，使

得「現代性」不至於乾癟化為西

方文明，並且為多元「現代性」

的立論奠立基礎。另一方面，

他又將發源於西方而展開於全

世界的「現代性」，與新軸心文

明的興起聯繫起來，從而表達

了深沉的文明互動理念。據

此，艾氏回應了傳統與現代、

東方與西方、全球化與民族

性、邊緣與中心等現代社會理

論的關係問題，對所謂「歷史

的終結」和「文明的衝突」論予

以了拒斥。

專欄的後三篇文章，可以

說是對於艾森斯塔特文章的

「中國性」反應。金觀濤從文明

動力學的角度闡釋中西「軸心」

突破的兩種模式，對於中國文

明之具有不同於西方文明的宗

教動力以外的道德動力，作出

具有新意的解釋，並從中引伸

出中國可能為新軸心時代提供

某種獨特貢獻。許倬雲則認

為，除了雅斯貝斯關於科學帶

來第二個軸心時代之外，求美

與求善對於新文明發展也具重

要性，不乏為中國文明辯護的

用心。余國良概述以往「軸心

文明」討論的狀況，提供各種

論說的立論意圖和學術背景。

世紀之交，在中國文明發

生「現代」轉型的關鍵時期，討

論「軸心文明」問題，具有理論

與實踐的複雜蘊涵。雅斯貝斯

在歷史哲學意義上提出的軸心

論說，實際上是一個肯定西方

「文化霸權」的「現代性」方案。

這種論說越來越受到質疑。但

是究竟由誰執掌「世界文明」動

力，始終是人們關切的問題。

這就是艾森斯塔特提到的「中

心」與「邊緣」問題。當下居於

「中心」地位的西方學人，注意

力始終放在西方文明的未來前

景問題上面，他們擔心現在的

「中心」今後可能「邊緣」化。而

當前居於「邊緣」的非西方文明

及其代言人，意在建構文明新

軸心的過程，將自己的邊緣處

境扭轉為「中心」。就此而言，

軸心論說成為東西方學人的共

同話題，都有邊緣焦慮心理作

用。而這種文明處境焦慮的政

治意味，正在於關注「世界新

秩序」的形成。假如今後各種

文明之間能形成理性對話、恰

切協商，或許，軸心文明論說

的意義庶幾可望顯現，而人類

也就有福了。

劍濤　廣州

2000.5.20

怎樣尋找研究「中國」的
分析單位？

貴刊連續兩期以相當大的

篇幅，約請不同背景的中外學

者討論「軸心文明與二十一世

紀」的問題，我想這不是一個

追慕「理論新潮」的應景話題，

它深刻地關係到如何在新的

「知識共同體」的條件下重審

「中國」的歷史與未來。韋伯在

他的《宗教社會學論集》的著名

前言�，闡述了自己整個學術

生涯苦苦探索的「世界史問

題」：「為甚麼科學的、藝術

的、政治的或經濟的發展沒有

在歐洲之外也走向西方所特有

的這條理性化道路」？或許我

們可以輕易地指出韋伯式「世

界史」具有「歐洲中心主義」色

彩，但卻不能忽視它所創制的

「知識前景」。當然這不是要求

我們在中國歷史的語境中，簡

單甚至庸俗地挪用「韋伯式的

問題」，而是需要反思性地意

識到現代關於「中國」歷史與未

來的知識構造，是在一個「中

國」不得不捲入其中的「世界圖

景」中完成的。因此，諸如「中

國文化」、「中國文明」、「中國

傳統」等以現代民族國家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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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的歷史分析單位，並非是自

明的。緊接K的問題是，如果

「民族」不再是唯一的歷史主

體，那麼我們怎樣去尋找新的

研究「中國」的分析單位？如果

沒有自覺反思，即使在上古歷

史中，學術界轟動一時的「走

出疑古時代」的倡導也可能成

為塑造「永恆中國」的另一種方

式。所謂「夏商周斷代工程」在

國際漢學界惡評如潮，原因也

在於此。這就回到了安德森的

問題上：「我們怎樣在早期國

家體系寬泛的類型學中，定位

中國文明史上最早的政治秩序

形式——商周君主政體？」

洛文　上海

2000.5.24

「以理格物」還是注重
史實？

貴刊今年4月號高華一文

以翔實的史料剖析了「鞍鋼憲

法」這一名詞的歷史建構過

程，也對新左派作了回應式批

評。由於新左派強調以平等和

公正批判當下的資本主義，因

此他們主動以此理念來指導當

代中國的研究。在研究方法

上，他們重範式而不重實證，

力圖用西方政治學中現成的範

式來解釋1949年後中國社會的

發展。尤其是近些年來，新左

派主張積極評價文革及毛澤東

思想，為此，他們重新界定諸

如「鞍鋼憲法」一類的歷史概

念，並以西方政治學範式來挖

掘其中蘊含的「民主」資源。在

新左派的話語中，「社會主義

初級階段」似乎已被界定為「自

由民主初級階段」。高華的文

章顯示了新左派這種「以理格

物」的研究方法的虛弱性，因

其過於脫離歷史實際，不免有

「理論先行」之嫌。同時，該文

也顯示了實證史學在當代中國

研究中的特殊地位，可以避免

西方政治學和社會學對當代中

國研究的獨斷。

易言　南京

2000.5.18

新編 1990-99 年索引現已發行

本刊最近編成1990至99年總第1至56期文章索引，分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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