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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三十年前，我們在創辦本刊的時候這樣說：「在本世紀，中國人心裏曾

多次燃起希望的火炬，可是，暴風雨中它並不能持久，一次又一次晃動，閃

爍，終告熄滅。⋯⋯中國，有這樣悠久文化傳統，這樣優秀人才和龐大潛力

的中國，又再一趟遭到挫折，陷入危機之中了。」當時我們認為：「中國現代

化的過程波折重重，⋯⋯總的來說，建立新文化的決心和努力不足，恐怕是

相當重要的一個因素」，因此將「建設一種多元的，有前瞻性的二十一世紀中

國文化」定為本刊的信念和努力方向1。三十年如流水般過去，其間中國再次

經歷了難以想像的巨大變化。出乎意料的是，這雖然帶來了前所難以想像的

進步，卻也再一次產生重大危機，再一次把中國帶到歷史轉折點上。因此，

在此時刻重新審視我們當日的信念，並且對於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文化建設作

更深入討論，應當是再也適當不過了。

一　中國的巨大變化

那麼，在過去三十年間，中國究竟發生了些甚麼樣的變化呢？簡單地

說，它創造了一個經濟奇迹：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31.3倍，躍居世界第

二，以購買力平價（PPP）計算，則居世界之首2。當然，那是由於人口龐大：

中國的人均GDP現在剛超越1萬美元，發展水平仍然略低於中等國家3。但

這個變化仍然是極其驚人的：在同期，中國的城鎮化率激增至61%4；中產階

級達到全國人口的39%，即5.45億，超越了美、日、德三國人口之總和5；

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汽車市場和最大旅遊出口國6；工業生產值和貿易出

口值都穩佔世界首位7。支撐如此強大生產力量的是基礎建設：中國電力年

產量現佔全球總值26.7%，約略相當於其次三國之總和8；高速公路和高速鐵

路分別建成總長15萬公里和3萬公里的全球最大網絡，後者更佔全球總里數

三分之二9。與此同時，中國人的體魄也強壯起來，不僅在奧林匹克賽場上表 

為了中國的文化建設
　　　　  ——三十年回顧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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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優異，預期壽命也從69歲提升至76.7歲，超越世界和許多地區的平均值bk。 

在高科技方面，中國雖然還落後於歐美和日本，但在移動通訊、超級電腦、

太空技術、衞星定位等領域卻也達到前緣水平甚至領先位置了。

統而言之，和大多數人當年的預期完全相反，在這三十年間中國取得了

非常迅速和全面的進步。但這個巨大變化到底是如何得來，它的意義何在，

為何反而導致了新的危機，而知識份子今後又應當如何為自己定位？這是我

們要在下面討論的一連串問題。

二　中國為何能夠走向富強？

中國如此龐然大國，在列強衝擊下受貧弱困繞將近兩個世紀，現在短短

數十年間陡然脫胎換骨，走向富強，那絕對不是簡單的事情。它何以能夠致

此，是必須認真探討的。我們將發現，這其實有許多不同層次原因。其中最

切近的，當然莫過於1978年底定下的改革開放政策，亦即放棄自力更生，打

開門戶，轉向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學習，從而改革體制，「與現代世界接軌」，

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就是體現這個政策最關鍵、最具象徵性的一

步。然而，奉行類似政策甚而受西方積極提攜的國家很多，為甚麼中國能夠

像日本和東亞四小龍一樣大獲成功，而中東、南亞、東南亞、拉丁美洲等許

多其他國家卻徘徊歧路，趑趄不前呢？有人將此歸因於中國傳統文化，亦即

中國人之自律、刻苦耐勞、注重教育、力求上進，以及它穩定而強有力的中

央政府。那當然不錯，所謂「東亞文化圈」優勢和「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大概都就是指此。

但這樣從外面看並不足夠，因為我們不能夠忽略俄國這個顯著的反例。

它雖然歷史不及中國悠久深厚，卻累積了將近兩百年虛心向西歐學習，而且

大獲成功的經驗。更何況，在蘇聯瓦解之後，它全面和徹底地轉向西方，完

全接受民主選舉和保障私有產權這兩個制度，並且起用大批西方學者，以引

進資本主義體制為國策。然而，這個破釜沉舟的「震盪療法」（Shock Therapy）

不但沒有帶來進步和富強，更導致了經濟倒退、人口銳減的大災難bl。反而， 

中國「摸着石頭過河」的辦法雖然卑之無甚高論，卻顯示出極大的智慧。說到

底，巨大如中俄兩國，其體制改革必然是高度複雜、史無前例的創舉，因此

必須謹慎緩慢地視乎實際情況來逐步嘗試、探索，並且在每個重要關頭作出

獨立判斷。西方先進經驗固須借鑒，卻不能夠簡單移植，而需要緩慢吸收，

也就是主動消化、選擇、修訂以適應實際情況。這是個艱辛、緩慢、痛苦、

絕不能夠省略的過程，中國成功的關鍵即在於此bm，俄國自彼得（Peter I）和葉

卡捷琳娜（Catherine II）兩大帝以至葉利欽（Boris N. Yeltsin）總統的失敗，其根

本原因恐怕同樣在此。

龐大如中國的那樣一個政治體系，如何能夠實現如此複雜的外來知識、

體制之引進、衡量和本地化呢？很顯然，強大和具有堅定目標的中央政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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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決條件，但那並不足夠，它還需依賴廣大的知

識份子階層bn。自1980年代以來，中國知識份

子在改革開放事業中一直非常活躍：他們不但在

各自專業領域努力吸收國外資訊和推動創新，更

在許多不同層次協助政府形成明智決策。換而言

之，政府與知識份子之間的全面合作與互動，是

改革至終能夠成功的關鍵。當然，在中國這並不

是甚麼新生事物。如所周知，近兩百年來中國的

自強、維新、改革、革命、新文化等連串重大運

動，就都是由當時的知識份子即士大夫推動，而

毫無疑問，他們則是承接了宋代士人以天下為己

任的觀念，這個傳統的淵源更可以一直追溯到漢

代。因此，傳統文化的重要性不僅僅在其對個人素質的薰陶，而還在於它所

塑造的、深入人心的大一統政治格局與理念，即國家以知識份子為基礎，知

識份子承擔國家命運，那是超越地域與民俗，而承載於中國文化整體之上的。 

在二十世紀，中國的政治體制前後凡三變，這個傳統理念雖然飽受衝擊而曾

經一度崩潰，卻仍然蟄伏在文化意識底層，一旦如同1978年那樣暴露於新的

政治氣候，就迅速復蘇和發揮無比巨大的作用。

反過來看俄國，在歷史上它相當於中國士大夫階層的是東正教教士。他

們與廣大民眾關係密切，並曾經在極其艱困的環境中領導多次抵禦外侮的運

動，因此無異於國家靈魂之所寄。然而，從十七世紀中葉開始，東正教會便

成為教宗與沙皇反覆鬥爭的犧牲品，至終被壓制而完全失去活力。此後出現

的新型知識份子雖然在專業上十分出色，文化上卻缺乏傳統的滋潤而顯得飄

盪無根，由是政治上便只能夠依託於外來意識形態，而不斷地走向激進。他

們與中國知識份子的根本區別，即在於喪失了植根於本土文化的國家建構意

識與承擔bo。因此，知識份子的文化意識與對國家命運之承擔，是中國能夠

復興的一個最根本原因。

三　鉅變為中國帶來了甚麼？

近三十年的鉅變令人振奮，但它到底為中國帶來了些甚麼，那還需要仔

細分析。就國內而言，最直接和明顯的，自然是相當部分國人的生活水平大

幅度提高，得以享受現代科技成果，而廣大民眾也有望在不久的將來「脫

貧」，這是個舉世公認的了不起成就，絕不容輕視。更重要的是，通過這場變

革，中國終於從將近兩百年的挫敗與屈辱中站起來，重新獲得尊嚴和自信，

並且由此而摸索出一個持續發展、蛻變的模式，因此在可見的未來，譬如說

今後三十年間，達到先進發展水平已經不再是空想bp。然而，我們也必須認

清：生產力和經濟成就是發展的基礎，卻並不是一切。中國目前的大發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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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放棄政治改革，壓制言論自由以維持穩定局面換回來的，其代價是知識份

子喪失了相當大部分功能，以及社會下層承受大量不公正待遇，由是使得怨

憤不斷累積。當然，有不少人認為，為了快速發展，這些問題無可避免，它

們將來會隨着社會變得富裕而自然消解。但真就是如此嗎？還是今後的進一

步發展將會受到這些問題的困擾和制約呢？那樣的可能性是不容抹殺的。

就國際而言，經濟大崛起無疑令世界對中國刮目相看，為它贏得了國際

上的重視和尊敬——當然，疑慮、恐懼乃至敵意也就隨之而來，當今中美之

間的全面激烈對抗方興未艾，實際上已經成為無硝煙戰爭了！美國的霸權行

徑有許多先例，它在1980年代強加於其他先進工業國家的《廣場協議》（Plaza 

Accord），以及最近不擇手段阻止「北流二號」（Nord Stream 2）油氣管道的興建

就是兩個最顯著的例子bq。它對於盟友尚且如此橫蠻箝制，對於體制、文化、 

理念截然不同，而經濟總量則寖寖然即將超越自己的中國，自然絕對不可能

坐視不理，而必然要如目前般不惜一切來全面壓制。那是中國蓬勃發展的必

然後果，而絕非美國何黨派主政，或者中國在貿易上作何讓步，甚至在體制

上作何調整，所能夠改變的。

所謂「匹夫何罪，懷璧其罪」。我們必須認清一個關鍵事實：中國在經濟、 

科技、軍事等各方面發展到國際先進水平的潛能現在已經充分顯露出來，而

中國人口（14.0億）遠遠超過整個第一世界，包括英、美、加、澳、紐、歐盟

以及日、韓、俄之總和（12.4億）。因此，倘若中國以目前的態勢繼續發展下

去，至終必將左右甚至支配整個世界，其壓倒性力量將遠遠超過今日之美

國。對於這個前景，其他發達國家可能只是感到害怕和無奈，但自第二次世

界大戰結束以來即成為世界霸主的美國則絕不可能接受，而必然要如它目前

所做的那樣，聯合一切力量，窮盡一切方法來阻撓、對抗、打壓。這不折不

扣就是它的「存在之戰」。

國際政治是現實的，美國當初之所以接受中國加入WTO，也就是讓它融

入其所主導的世界，其實完全是基於戰略考慮：一則是在越南戰爭大敗之後

需要聯合另外一個大國來對抗蘇聯，再則是看中了中國的龐大市場，最後則

希望藉此改變中國的政治體制——即使這個企圖失敗也無妨，因為美國認

為，中國倘若堅持社會主義體制，則不可能提高經濟效率，也就不足為患br。 

它的第一個盤算不錯，因為大約十年之後就贏得了冷戰勝利，但其餘的想法

則顯然大錯了，而那正就是美國發動貿易戰爭，甚至不惜損害本身利益，以

堅壁清野戰略來與中國全面「脫鈎」的原因。在它的巨大壓力下，整個西方世

界與中國的關係已經無可避免地轉趨複雜多變，今後恐怕還將不斷受到困擾

而逐漸冷淡下來。在這嚴峻形勢之下，中國一再宣示擴大與各國交流合作的

決心，並且以多種實際行動來吸引外資，包括開放利潤豐厚的金融業和保險

業，但是否能夠就此扭轉局面，長遠發展如何，都尚在未知之數bs。統而言

之，中國的大發展打破了現有國際格局；舊局既破，新局未成，其間的碰撞

推移就是當今大混亂、大危機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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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改革開放所產生的基本矛盾

如上面所說，改革開放驚人的成功已經在國外引起巨大反應和阻力；不

但如此，而且它是個雙向過程，所以本身和中國現行體制也有潛存矛盾， 

倘若照目前的方式繼續發展下去，也難免對後者造成衝擊，並且因此而受到

制約。

讓我們從最淺近的問題開始談起吧。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環節是鼓勵國

人出洋留學，現在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學生輸出國，2017至2018年間，

每年達六七十萬人。然而，學成歸國的學者人數，卻只及同年出國人數的

七八成，至於學術領軍人物選擇歸國定居的，更屬鳳毛麟角。換而言之，鼓

勵出國留學造成了嚴重和長期的「腦流失」（brain drain）問題——事實上，世

界許多發展中國家甚至歐洲各國也都深受其困擾。國際上的劇烈人才爭奪 

是世界性現象，而左右人才去留的因素很多，家國情懷和薪酬水平僅僅是其

中一部分，除此之外，文化氛圍、社會活力、言論空間等雖然是間接和無形

的，其實也同樣重要。畢竟，對大多數才華洋溢、富有創造力的人來說，最

需要的就是一個寬鬆自由、不會處處受到掣肘的工作環境，以容許他們的新

觀念得以盡量發揮。因此，講究紀律的政治和社會環境容或有利於保持穩

定，但對吸引高端人才卻極其不利。從長期發展的角度看來，這矛盾是必須

解決的。

其次，改革開放帶來了社會發展，但那卻會反過來衝擊集權體制本身。

現在中國和世界各地之間的人員流動量極其驚人：2018年出國旅遊者達每年

1.5億人次，來華旅遊的外賓，來往求學、經商、工作者也以數千萬計。這巨

大人流加上鋪天蓋地、無孔不入的電子媒體，必然會在中國與世界各地之間

造成習俗、品味、思想上的相互瀰散、滲透，從而影響國人的深層次觀念和

傾向，包括對個人自由、倫理關係、社會習俗、政治追求的理念和判斷。迄

今為止，這些影響好像還不太顯著，還完全能夠為現行體制所控制。但隨着

國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基本觀念的變化必然會繼續累積，中央也因此將會

需要不斷加強控制力度以維持穩定，由是體制本身與社會之間的日益疏離和

對立也就難以避免。

從以上兩個問題看來，倘若要繼續擴展和深化改革開放，那麼中國至終

恐怕不能夠避免考慮其高度中央集權體制本身之改革。這是個極為敏感和複

雜的問題，沒有人能夠清楚知道應當如何進行而不重蹈蘇聯的覆轍。更何

況，政治改革不僅終極目標重要，變革過程本身也同樣重要，它們都同樣是

問題的一部分。很顯然，我們無法在此討論如此重大問題，但有兩個基本原

則是沒有疑問的，那就是中國需要借鑒西方發展政治體制的豐富經驗和理

論，但絕不應該，也不可能簡單地移植或者抄襲西方體制，而必須尋求自己

的獨特解決方案。這顯然要比經濟體制改革更為複雜和困難，需時也將更

長，但為了民族復興，也是遲早都必須跨出的關鍵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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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改革開放的終極意義

從更寬廣的角度看，上面的討論不免令人想起另一個問題：中國擁有極

其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以及超過整個西方世界的人口，現在經濟也蓬勃發

展起來了，國際貿易上更是大量「出超」，卻為何在文化、藝術、思想的交流

上總是嚴重「入超」，總是害怕受到外國理念的顛覆而喪失主體性，因而要花

大量資源和精力處處加以防範呢？這並非通過政策或者體制調整可以解決的

小事，而是根本性問題，因為隨着改革開放的擴張和深化，它只會愈來愈嚴

重。所以我們必須認真追問，造成文化理念「入超」或者所謂「軟實力」不如西

方的根本原因到底何在。

這可以從兩方面看。比較切近現實的是，出於維護穩定和掌握民心的考

慮，中央政府往往致力於宣揚狹義的傳統文化和愛國理念，並且以這個固定

的標準來衡量和管制書籍、報章、雜誌、戲劇、電影、教育、電子媒體等各

種文化載體，以致在今日經濟如此蓬勃的局面下，文化的發展反而顯得異常

單調和停滯，不能夠對世界各地發揮與國力相應的衝擊力。這是十分可惜而

又可悲的事情，其關鍵就在於文化的判斷和發展不可能由小部分行政官員承

擔，而應該歸還給文化人，也就是廣大知識份子，那樣它才可能獲得旺盛的

生命力，才有可能影響世界。當然，這也就意味，言論自由的尺度必須放

寬，否則一個繁榮蓬勃的文化環境是不可能出現的。

但退一步從歷史上看，則必須老實承認，所謂「現代世界」根本就是由 

歐洲文明造成，因此它的科學、哲學、文學、藝術、音樂、倫理觀念、政治觀 

念等等，以至各種學術發展方向，也莫不是首先出現和蓬勃發展於西方，然

後擴散到全球的。因此，我們別無選擇，必須繼續努力吸收和消化他們所創

造的這個現代文明。其實，以中國的龐大人口和經濟基礎，以及中國人的勤奮 

才智，這肯定是可以做到而絕不需要擔心喪失民族歸屬感或者認同感的——

以日本不及中國十分之一的人口，經過了一個半世紀之久的「脫亞入歐」運動， 

他們的傳統尚且沒有喪失之虞，甚且因此更為煥發，為何中國反而需要擔心

呢？所以，問題的癥結其實在於過份強調統一思想的必要。國家施政或者發

展策略固然需要有一定方向和目標，但就更廣泛的、滲透於整個社會的文化

而言，則必須依賴廣大知識份子的共同努力和判斷，他們在過去近兩個世紀

對於中國現代化的巨大貢獻就是這一點的最好說明。

說到底，長期奉行改革開放政策的意義是：中國承認自己總有不足，因

此需要向全世界學習，不但今日如此，日後也應當如此，所以這是長期的吸

收、改進，而非短期的「惡補」。孔夫子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

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把這個大道理講得再淺白、再透徹沒有了。在過

去四十年間，中國把這個基本國策用於科技與經濟而獲得極大成功，在將

來，則應該把它推廣到學術、文化、藝術、音樂、習俗乃至政治體制等所有

其他層面，這才能夠獲得真正的突破和民族復興。雖然中國目前的體制帶來

了三十年空前蓬勃的經濟發展，但還不能夠就此認為已經完善，否則就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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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麼大量的成功企業家和專業人士以種種不同方式，或明或暗地移民海外

了。因此，必須承認，中國其實還有許多可以借鑒於西方國家，可以通過仿

效、吸收它們的經驗而改進的地方，而政治體制改革以及其帶來的寬鬆自由

環境就是其中之大者。我們不可忘記，在歷史上中國文化本來就是不斷地吸

收域外事物、哲理、觀念、風尚、人才，這才得以壯大、豐富，才得以造成

漢唐盛世的。「有容乃大」是我們經常掛在口邊的老話，它本來僅指個人修

養，但推廣到中國文化乃至中國整體，意義當更為重大。

六　當今知識份子的使命

那麼，在今後更寬廣的改革開放過程中，知識份子究竟還有些甚麼與前

不同的責任、功能是應該擔負起來的呢？倘若我們將近現代中國知識份子和

十七八世紀的歐洲啟蒙思想家比較，則他們的功能，特別是在引進、闡揚新

學說和對傳統發起激烈批判這兩點上，的確頗為相似bt——費正清（John K. 

Fairbank）就將胡適比為「現代伏爾泰」ck。然而，近代中國雖然不乏扭轉時代

風氣的人物如康有為、梁啟超、胡適、陳獨秀之輩，也盡有在考古、古史、

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各領域中具開創能力的第一流學者，卻獨有一塊空白至

今無人嘗試也因此未能彌補，那就是政治理論的創新。我們至今還沒有自己

的哈林頓（James Harrington）、霍布斯（Thomas Hobbes）、斯賓諾莎（Baruch de 

Spinoza），更不要說洛克（John Locke）、孟德斯鳩（Charles de Montesquieu）、

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邊沁（Jeremy Bentham）、穆勒（John S. Mill）、

馬克思、羅爾斯（John Rawls）。這些名字令我們肅然起敬也望而生畏，他們都

成了遙不可及的泰山北斗。

我們有大量學者去鑽研最高深的數理科學、最複雜的分子生物學，他們

都不缺乏創新雄心和獲取最高榮譽的能力，像楊振寧、李政道、華羅庚、陳

省身、丘成桐等幾位數理科學家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榜樣。但現代政治理論

在中國卻有如青藏高原的可可西里，是個荒涼的無人區。這是個非常奇特的

現象，因為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核心就是政治理論。但自從大一統帝國出現

以來，我們所有的政治論述就都被古代聖賢和諸子百家所籠罩，再也無法從

中跳出來，再也沒有開創嶄新體系、自成一家的雄心和氣魄了cl。其後果

是，就近現代政治觀念而言，我們只有輸入、吸收、闡釋、推廣，而從來不

曾想到可以有自己的獨立見解，可以創新，可以自成體系。然而，現成外來

理論決不可能完全適合中國這個佔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泱泱大國。況且，國

家體制比經濟體制更根本、牽涉更廣，往往牽一髮而動全身，要「摸着石頭過

河」也不容易，這就是當前中國在政治發展上所遭遇的基本困難。

這困難並非出於偶然，而是由東西方截然不同的學術傳統造成。事實

上，霍布斯、孟德斯鳩、盧梭並非憑空出現，他們背後還有一個極其豐富、

悠久的政治理論傳統，那從十二世紀索爾茲伯利的約翰（John of Salisbury）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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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Policraticus）開始，以至十四世紀但丁（Dante Alighieri）撰《王政論》

（De Monarchia）和馬西利烏斯（Marsilius of Padua）撰《和平保衞者》（Defensor 

pacis）、十五世紀沙魯達提（Coluccio Salutati）撰《專制論》（De Tyranno）、十六

世紀馬基雅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撰《君主論》（Il Principe）和博丹（Jean 

Bodin）在《共和六書》（Les six livres de la République）提出絕對主權觀念等等，

真可謂洋洋大觀。而在他們之前，則還有五世紀奧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 

的《上主之都》（The City of God），和十一至十二世紀之間那場著名的「授職權

之爭」（Investiture Contest），它在教皇和神聖羅馬皇帝之間引起了歷時近一個

世紀，以法理學為利器的全歐洲政治和宗教大論爭、大風暴。這個傳統反映

了一個歷史事實，即在西方，政治分裂和競爭是常態，如羅馬帝國那樣的一

統反而是變異，而正就是分裂和競爭，使得西方有關不同政體的優劣比較和

正當性爭論此起彼落，從不止息，由是促進政治理論的蓬勃發展。反過來看

中國，則自秦漢以來，大一統皇朝已經成為常態，政治討論遂局限於具體政

策問題，或者亂世中的縱橫捭闔之術，再也不涉及宏觀和基本政治原理。因

此當二十世紀之初西方政治學說大量輸入之際，我們的學者就只能夠奉之為

圭臬，致力於吸收、消化和弘揚，再也沒有想到創新的可能和需要了。

這樣一個由歷史造成的困局，如何才能夠打破？很明顯，它是個長遠文

化問題，只能夠通過知識份子的努力來謀求解決，而解決的第一步，則是重

新認識知識份子所應有的功能。對傳統士大夫來說，這有兩個不同方面，即

從政和議政。在今日，知識份子的身份改變了，「從政」擴大為以專業知識貢

獻國家，「議政」則擴大為抨擊社會和政治上的弊端和一切不公平現象。這兩

方面都非常重要，而後者尤其為社會所看重，因為它不但填補了社會需求的

空白，而且需要擔冒風險。因此所謂「公共知識份子」更往往以此為本身的唯

一使命。

但一個文明的進步不能夠單憑批判，而還需要創新。在今日，人人都知

道創新的重要性，都呼籲、提倡創新，但那都是指經濟和科技創新，至於社

會科學理論的創新則無人問津。這自不足為奇，因為市民大眾的關注自然在

有切身影響的事物cm。不過，如上文所反覆論證，中國目前最需要認真考慮

的，反而是政治格局的長遠改進，而這有賴於中國人自己的新思維、新構

想。因此，當今中國知識份子除了前述兩重功能以外，還有急需發展的第三

重功能，即宏觀的、有關人類文明與政治理論體系的思想創新。沒有這樣的

創新作為引導，中國的經濟發展無論如何強勁有力，也都將難以轉化成為 

主導世界的政治力量。當然，要從無到有，在西方傳統以外另起爐灶，發展

中國自己的政治理論體系，實際上等同於為中華文明開闢一個新領域，那是

既艱鉅又長遠的工作，也是對中國知識份子整體的絕大挑戰。但千里之行，

始於足下，當今中國知識份子所處雖然是相當低迷的文化氛圍和十分狹窄的

言論空間，但這仍然是他們必須面對的課題，必須開始填補的空白，那是沒

有疑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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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倏忽卅年如電抹

經過三十多年的努力，今日中國已經可算進入小康，而在下一個三十年

站到世界最前列，實現民族復興的宏願，似乎也不再止於夢想，而是依循目

前的道路穩步前進就可以抵達的了。相信所有中國人都希望，未來的確就會

如此。但假如真是這樣，那麼還有一個大問題是不能夠忽略的：在未來，當

中國經濟力量可以與整個第一世界匹敵，也就是能夠左右全世界發展趨勢的

時候，我們到底將用何種理念、何種願景來領導世界？屆時那將不再是一種

選擇，而將變為一個無可推卸的責任了。而且，這種理念和願景恐怕也正就

是決定一個民族是否的確能夠站到世界最前列的決定性因素。

讓我們回顧一下十六世紀初的西方吧。那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鼎盛時期， 

它們憑藉一個多世紀的遠洋探索、大無畏的勇武精神和堅定不移的宗教信仰，

在新大陸和遠東開闢了自己的新天地，不但攫取無量黃金、白銀和珍貴香料，

而且在海外建立起龐大富庶的殖民帝國。在當時，如夢初醒的英法兩國方才剛

剛開始探索北美洲的荒涼沿岸，那裏並沒有金山銀山，也沒有大量可供奴役的 

土著，而只有大片荒野可供辛勤開墾，以及饒勇善戰的印第安人節節抵抗他們

的入侵。然而，五百年過去，將今日的美國、加拿大與拉丁美洲諸國相比，其

貧富強弱之分何啻天壤。它們長期發展結果的巨大差別，並不取決於當初的起 

點如何，而取決於開拓者的志行、理念、願景之高低，那是再也清楚不過了。

因此，在今日，中國各方面的進步固然可喜，但在世界上地位提高、力

量增強之後，其所急切需要的，絕不是宣揚愛國主義或者中華文明的偉大，

而是戒慎恐懼，清楚認識到這個進步只是在經濟建設而已，至於在科技、學

術、建築、藝術、音樂、文化等其他方面，落後於先進國家、需要虛心學習

和努力追趕之處，其實還多得很。如我們一再指出，現代世界基本上是由西

方觀念塑造而成，這從十四世紀初的文藝復興開始，至今已經七百年。在此

期間，在它這個文明體系裏面的十數個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不同文化在許

多不同方向嘔心瀝血相互競爭、激烈比拼，其所釋放的能量以及獲得的成就

極其驚人，可謂人類歷史上並無前例的。所以，在與伊斯蘭文明長達千年的

碰撞與爭戰之中，它們至終獲得決定性勝利絕非倖致。除非中國的知識份子

能夠將這些過往教訓時刻銘記於心，繼續像一個世紀之前的先輩那樣夙興夜

寐，奮發有為，那麼當未來三十年猶如閃電般一抹過去之後，中國到底能夠

站在世界上何等位置，恐怕還是難以確定的。

八　遙望未來新天地

在過去五百年間，歐洲人以大無畏精神探索海外，從而發現、征服和佔

領新世界，然後更進一步創造出一個無論理念、經濟或政治都由西方主導的

現代世界。今日如夢初醒的中國人雖然立定腳跟，重拾信心，但心底裏卻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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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免憤憤不平，總有先機已失，時不我與之歎。其實，這是非常短視而完全

沒有必要的。我們自詡具有五千年連續不斷的文化，那就更應當把眼光放長

遠，而不局限於當今大國之間的角逐和競爭，因為影響人類前途深遠得多的， 

可能是今日大家只隱約意識到，但尚未認真思考過、正視過的，由生物技術

以及人工智能飛躍發展所帶來的顛覆性變化。當2050年來臨的時候，中美問

題很可能已經成為明日黃花，甚至消失於無形，而最令人感到焦慮乃至恐慌

的，倒很可能是完全由人工設計的新生命已經在繁殖，人工智能已經接近乃

至超越人類cn。屆時由人擔當的大部分工作可能都已經交給了機械人，人的

存活價值和生命意義因此都成為迫切問題了。倘若這有如癡人說夢，那我們

不妨回顧，四百年前開普勒（Johannes Kepler）在《夢：月球天文學》（Somnium 

seu De Astronomia Lunari, 1621）這部小說中已經想像人類登月和月球上所見 

天體景象co；而差不多同時，一位德國修道院院長在其身後出版的《密碼術》

（Steganographia, 1606）一書中，已經預見今日的互聯網與智能電話技術cp。

因此，在不捨晝夜地滾滾前進的科技洪流之中，今日的異想天開變為明日之

現實是完全有可能的。

科技進步衝擊和重構社會，改變地球環境，影響每一個人的生活，這是

大家都熟知、都承認的事實。然而社會一旦發生基本改變，它無可避免也要

反過來衝擊人的本身，包括人對自身的觀念。在今日，醫學的飛躍進步使得

人的軀體日益淪為名符其實的「臭皮囊」，其中各部分都可以修補乃至替換；

胚胎學、遺傳學的進步使得傳宗接代喪失了本質性和神聖性，而變為可以 

通過生物技術來干預、補救，甚至選擇性地優化、改進的過程；腦神經科學

和微電子技術則已經入侵人的大腦，試圖使它直接和電腦溝通。對人體每一

部分，每一功能、作用的科學研究不會，也不可能停止下來。那麼，當人被

研究、分析透徹之後，他還能夠是那個變化莫測、具有無上尊嚴的萬物之靈

嗎？他的行動、功能、思維難道不會被大量生產的仿製品，甚至更靈巧、更

高級的嶄新產品，所替代乃至超越嗎？如所周知，在較低層次，人類功能之

被替代已經如野火般在蔓延，而在不少特定領域，人類智力之被超越也已經

成為現實。唯一剩下的問題只在於野火何時會燎原，所謂「通用人工智能」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AGI）何時會出現而已。

對許多人來說，這前景也許並不可怕甚至很美妙。畢竟，高科技是為人

服務的，在一個主要由智能機械人運轉的世界中，人不正好各自享受豐盛人

生，也就是極視聽之娛、口腹之樂，或者遨遊四海，或者從事自己喜愛的創

作或者研究嗎？誠然，但這有兩個大問題。首先，迄今為止，人類社會結構

基本上是由它各部分對於生產的相對貢獻來決定的，倘若生產不再需要大部

分人的投入，而可以委諸由極少數人控制的大量機械人，那麼社會到底應當

根據何種原則來建構，一般人又還有甚麼生存價值？目前高科技在社會上所

帶來的財富分配之極度不均正就是這個問題之反映cq。其次，在更根本層

次，倘若人人都可以不勞而獲，生活只在於享受官能刺激和馳騁智力，這樣

的生命還有意義嗎，人還能夠自覺有生存於天壤之間的價值嗎？自從大約

c181-202009013.indd   14c181-202009013.indd   14 7/10/2020   下午3:447/10/2020   下午3:44



慶祝創刊三十周年論叢	 15

五十億年前地球形成，生物出現以來，不同物種（species）就一直在互相競爭，

不斷進化，人之出現好像意味這過程已經來到了終點。然而，進化果真會就

此停頓下來嗎，還是會一如既往地繼續，以迄比人類更高級、更神靈的物種

出現呢？這無人能夠知曉或者預言，但從科技不斷加速發展的趨勢看來，這

樣一個突變在不太遙遠的未來出現，也是不可能完全排除的。

面臨如此不可知、不可測，也難以想像的前景，中國知識份子能夠為人

類社會的未來提出甚麼理念、甚麼構想呢？能夠為未來人類生命的意義提出

甚麼新看法呢？三百年來的科技大發展已經為人類開闢了一個前所不能夠夢

見的新天地，那比之當年哥倫布所發現的新世界已經寬廣新奇得多。如何領

導二十一世紀新人類理解、建構、經營、適應這個新天地，以及迎接也許將

在一兩個世紀之後到來的，更不可思議的另一個新天地，正就是今日中國知

識份子的特有權利；當然，同時也就是他們不可推諉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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