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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物理學的歷史很短，還不到一個世紀：我們最早的物理學博士是

1907年在德國波恩大學取得學位的李復幾（福基），但物理學的生根，則只能

夠從1918至1925年間胡剛復、饒毓泰和葉企蓀三位前驅分別到南京東南大

學、天津南開大學和北京清華大學發展物理系的時期算起。他們的學生如吳

大猷、王竹溪、王淦昌、趙忠堯、張文裕等，就是抗戰時期在西南聯大教導

楊振寧，為他奠定一生事業基礎的老師。換而言之，楊先生只是中國物理學

的第三代，他與米爾斯（Robert Mills）在1954年發表日後成為粒子結構理論基

礎的非阿爾貝規範場理論的時候，離開現代物理學在中國生根只有大約三十

年！這是非常驚人的，它反映了楊先生的過人天分和洞察能力，同時也顯明： 

大自然最根本、最奧妙的規律可以為智力超凡者通過對於客觀證據的思考、

推理而發現——它與文化背景似乎沒有多大關係。

然而，楊先生的一生又是和家國情懷分不開的：他雖然在美國度過大半

生，對故國卻未嘗一日忘懷。從1970年代初開始，他更無時不在為中國的富

強、進步而思慮、籌劃、努力。他晚年回歸清華大學定居，以及最近披露他

與至交鄧稼先「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同途」的會心之約，就是這種情懷的最好

說明。

弔詭的是：他雖然對於大自然的根本規律有深刻了解，而且以此來推 

動中國的進步，卻無法將這種了解直接應用於中國的現實問題——他不止

一次慨嘆：「人的問題是最複雜，最難解決的。」換而言之，雖然人體每一

個原子都嚴格服從已經被人發現的大自然根本規律，但這些規律卻不可能直

接應用於人和人所創造的社會、文化、文明。為甚麼會有如此詭異的現象

呢？沒有人能夠回答。因此，在今天中國的迅速發展碰到巨大阻力的時 

候，我們也只有放下嚴格的基本自然定律，而試圖從歷史、社會、科技發

想像未來
——人類文明往何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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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等人文角度去討論那些深深牽動楊先生情懷的大問題，以作為對他百歲華

誕的獻禮。

一　預言西方的未來

未來不可知，但可以想像，而且必然會不斷被想像，那是人之所以為人使 

然，也就是人類文明的特質使然：它是有前瞻性的。當然，對於未來的想像， 

往往只不過是過往歷史與經驗的投射，或者個人甚至整個民族願景之化身。

但倘若對於這種自然傾向有自覺與反省的話，則想像亦未嘗不可能成為有意

義的討論甚至預測，正如一個世紀之前出版的《西方之沒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1、九十年前出版的《美妙新世界》（Brave New World）2和三十五年

前出版的《大國霸權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3那樣。

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預言西方沒落的著作最先出版於第一次世界

大戰行將結束之際，其時歐洲滿目瘡痍，百業蕭條，故此書中言論雖然不 

中聽，卻又似乎十分切合當時情況，甫經面世便傾動朝野，風行一時。他 

的洞見在於跳出西方文明本身，將它與歷史上曾經出現的巴比倫、埃及、中

國、印度、中美洲、希臘—羅馬、阿拉伯等其他七個高等文明相提並論，然

後指出它們與自然界的高等生物十分類似，同樣會經歷成長、興旺、衰老、

消亡的過程；所不同的只是，文明的興衰各長達千年，而到了二十世紀初，

西方文明正好進入發展巔峰，也就是其興衰交替的轉折點。斯賓格勒並非學

院中人，他的思想深受尼采和歌德影響，認為西方自十一世紀以來對於知識

和權力的無休止追求是其文明最終能夠擴張及於全世界的底蘊，但同時也就

是自二十世紀開始，其將不可逆轉地逐步沒落的根本原因。他的預言是從哲

學出發的：以哲引史在德國有深厚傳統，康德是其濫觴，至黑格爾則蔚為大

觀了4。

至於肯尼迪（Paul Kennedy）在1980年代末所發表的《大國霸權的興衰》，

則是一部備受學界重視的史學專著。它通過大量數據分析來論證，在過去

五百年間大國崛起表面上是憑藉軍事力量，歸根究底則必須以經濟實力為基

礎。這像是老生常談，卑之無甚高論，最後卻達到一個具有雷霆萬鈞之力的

結論：「就美國是否能夠繼續維持其目前〔霸主〕地位這個日益在公眾間引起辯

論的問題而言，唯一的答案就是『不能』。」為甚麼？因為成為全球霸主之後，

它需要兼顧的利益太多、太廣泛，由是陷入兩難：或者過份擴張軍備，從而

損害其整體經濟發展基礎；或者被迫逐漸退出某些領域，從而動搖其霸主地

位——說到底，沒有哪一個社會是能夠永遠站在經濟、科技、軍事增長速率

頂峰的5。倘若我們注意到，這是在蘇聯崩潰前夕，也就是美國霸權尚未到達

頂峰之時，就已經作出的預言，而中國的崛起，更遠在此書出版之後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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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他的結論就顯得更為突出和果斷了。從此看來，歷史雖然複雜隱晦，未

來也非絕不可知，它還是可以推想的。

霸權不可恃，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乃至一個文明，無論其如何富裕、

強大、先進，得天獨厚，最終仍不免被地球上其他文明所仿效、趕上，甚至

取代：這大概就是歷史回顧或研究能夠為我們提供的未來之最終景象。然

而，這個長期混沌狀態，無論從直覺或原則上看，都不能夠令人滿意。我們

總是渴望能夠預見一個明確的人類命運之終結。孟子不是說過嗎：「天下惡乎

定？定於一」，雖然很弔詭，其後中國並非定於他心目中的王道，反而是為強

秦以武力統一。這和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蘇聯解體之後發表《歷史的終

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6不無相似——對後者

而言，不言而喻，今日的「王道」就是西方的「自由民主—資本主義」理念。這

是在美蘇冷戰剛剛落下帷幕之際所作判斷，在三十年後的今天回顧，就難免

顯得有點倉促了。

二　預言世界的未來

無論如何，天下之「定於一」，亦即世界大同，也就是今日所謂「全球

化」，是人類自古以來的夢想，更是過去大半個世紀以來，在科技飛躍發展的

推動下，世界經濟、商貿、文化發展的大勢所趨。這趨勢雖然在最近十年間

受到嚴重挫折，在今後數十年間，看來也仍將波折重重，但它最終以某種形

式實現的可能性，也不可能排除。因為科技的進步已經使得人類聚集在某種

共同體中生活成為無可避免——現代國家之發展必然以高度城市化為指標，

而國家之間則不斷形成愈來愈緊密的集團、同盟，便是很明確的預兆。

令人驚訝的是，將近百年之前赫胥黎（Aldous Huxley）就已經隱約預見這

個結果了。他出身生物學世家，自己未曾受過任何科學訓練，《美妙新世界》

的靈感完全來自在一所大型化工廠中短暫工作的經歷。不過，很遺憾，由於

缺乏物理學方面的知識，他的未來世界中既無電視，更沒有計算機、人造衞

星或通訊網絡，但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對於未來世界的結構頗有洞

見。首先，它是一統和穩定的。其次，其中所有人都能夠各司其職，享受合

理舒適的生活。最為關鍵的則是，它有一個高度集中的層級權力結構，但其

統治並非依賴強權壓迫和密探操控，而是通過長期教誨所產生的潛移默化，

也就是使得絕大部分人徹底認同其秩序的合理性。最後，這世界還能夠優容

少數有過人智能的桀驁不馴之輩，只不過須將他們隔離，以免其擾亂整體秩

序而已。這是個接近柏拉圖《理想國》形式的社會：它由少數精英統治，以整

體秩序和福祉為尚，而不重視人的個別性和獨立意志，所以和崇尚個人權利

亦即民主自由的西方主流理念背道而馳，因此往往被視為對立於烏托邦

（utopia）的「反烏托邦」，乃至被標籤為「惡托邦」（dystop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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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類歷史之鉅變

赫胥黎將他的美妙新世界放在遙遠的五百年後，即公元2450年，那是 

大大低估科技進展的影響了。我們現在知道，它其實並不是以固定速度或 

者加速度發展，而是以指數形式爆炸性地飆升——眾所周知的「摩爾定律」

（Moore’s Law）就是其最佳標誌7。因此，在今日許多人的一生之間，也就是

過去一個世紀以內，科技對人類社會所造成的累積性影響，已經徹底改變了

整個世界，這從許多重要統計數字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來。

最基本的，這個鉅變表現於世界人口的快速增長，也就是人類整體生存能 

力之膨脹。由於工業革命的影響，它從十六世紀初的4.6億開始，在其後四個

世紀間（1500-1900）以大約0.3%的年均增長率升至16.5億，但在此後120年間

（1900-2020），卻以四倍於前的年均增長率（即1.3%）猛增至78億，而至今尚未

有明顯放緩趨勢。人的生存需要消耗能量，所以全球每年消耗的能量（能耗）

也同步增長：在十九世紀全球能耗的年均增長率估計為0.77%，此後（1900-

2020）則提高約三倍至2.24%，在兩個時期都明顯超過了人口增長率（表1）。

表1　世界人口和能耗在近代的增長

年份 人口（億） 能耗（1015瓦時） 人均能耗（106瓦時）

1500 4.6 — —

1800 9.9 5.65 5.70

1900 16.5 12.13 7.35

2020 77.9 173.34 22.25

期間 年均增長率

1500-1900 0.3% — —

1800-1900 0.5% 0.77% 0.25%

1900-2020 1.3% 2.24% 0.93%

資料來源：此處及下文相類的其他資料均取自網上數據庫Our World in Data（OWID），www.

ourworldindata.org。此數據庫最初是由牛津大學的經濟學家羅沙（Max Roser）在2011年建立，

其後發展成為該校一個社會研究團隊的工作。

說明：（1）本節將多個數據在近代與當代兩個不同時期之年均增長率作對比，近代一般指十九世

紀，而當代則指1900至2020年間，但由於年均增長率之突變點並不一定在1900年前後，或者

數據有大致固定增長率可以延展到十九世紀之前，故此並不一定以1900年為分界點或1800年為

起點。（2）倘若人口（或任何其他數量例如壽命預期值）P以固定比率r在n年間自P0 增加至P1，

則P1 = P0(1+r)n，因此P的「年均增長率」定義為 r = exp[ln(P1 / P0)/n]-1。（3）在本表中，由於人

口與能耗兩者的年均增長率都很小，所以能耗年均增長率與人口年均增長率之差大約等於人均能

耗的年均增長率。

科技發展不但提高了人類整體的生存能力，也提高了個人的生活素質。這

首先反映於人均能耗的持續上升，其年均增長率在十九世紀和1900至2020年

之間分別為0.25%和0.93%（表1）。其次，更能衡量個人生活素質的，當是人

均產值（GDP per capita），它的年均增長率從十九世紀以至二十世紀中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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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0-1950）的130年間是0.85%，但在二戰之後至今（1950-2020）的七十年

間，則變為驚人的2.28%（表2）。但也許最為根本的表現，則是人類壽命預期

值（life expectancy）之延長。它在二十世紀以前還不及32歲，而且變化極緩，

在整個十九世紀年均增長率只有0.1%，但由於醫學和生活環境之不斷改進，

在此後120年間（1900-2020）卻以驚人的0.7%年均增長率迅猛增長，竟然從 

32歲增加超過一倍至72.6歲，也就是超過已知人類壽命極限（140歲左右）之

半。當然，這不可能持續，所以近年其增長率已經放緩至0.4%，但此後繼續

緩慢攀升，以至接近上述極限則是可期的。

表2　世界人口生活指標的變化

年份 人均產值
（a）

年份 壽命預期
值（歲）

年份 城市化
比率（%）

1820 1,120 1800 28.5 1500 4.1

1950 3,351 1900 32.0 1800 7.3

2020 16,185 2020 72.6 2020 56.2

期間 年均
增長率

期間 年均
增長率

期間 年均增
長率

1820-1950 0.85% 1800-1900 0.1% 1500-1800 0.2%

1950-2020 2.28% 1900-2020 0.7% 1800-2020 0.9%

說明：（a）以2011年為基準的國際貨幣單位（international dollar）計算，其數值已因應全球各國

不同物價與通脹效應而作調整。

和以上所有改變密切相關的，則是全球人口日趨高度集中於大城市，也

就是所謂城市化比率（城市化，urbanization）的急速增長：它在近代最初三個

世紀（1500-1800）從4.1%增加到7.3%，也就是只有大約0.2%的年均增長率；

但從十九世紀開始，在工業革命以及其後連串科技革命的推動下，則以年均

增長率0.9%飆升，因此去年已經增至56%，也就是超過世界人口之半8。當

然，此後由於接近100%的上限，它的增長速率也必然會逐步減低。但無論如

何，在大約五六十年之後，全球人口絕大部分都將居住在大城市裏，在高度

人工化的環境中過着與巨大共同體密不可分的生活，像目前的香港人或紐約

人一樣。

因此，人類社會變得高度集中，其中大部分人的生活條件不斷改善，那是 

已經持續了超過一個世紀之久，在有些方面甚至還日益加劇的大趨勢。也就是

說，赫胥黎所預言的美妙新世界之來臨可能要比他想像的來得早得多——不

是在遙遠的未來，而就是在本世紀內。但他的美妙新世界還有另一個重要元

素，那就是人類社會的統一，由是達到一個基本上穩定、不再變化的恆常狀

態。這在十多年前全球化大浪潮洶湧上漲之際，看來的確有可能應驗。然而，

浪潮現在已經退卻，在海牀上裸露出來的現實，卻是牢固不變、不斷互相碰

撞的政治板塊。我們又應當如何看待這個現實與遠景之間的巨大差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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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西方衝擊世界的回顧

回顧過去五百年的人類歷史，平心而論，當今世界可以說就是由西方文

明向全球的擴張所造成：它的軍事和文化衝擊導致舊大陸上所有傳統文明的

蛻變；它的科學革命和科技發展徹底改變了人類的經濟社會結構和個人生

活；而它在二戰之後所建立的國際組織和聯盟也逐漸發展成為帶有跨國政府

意味的體系。其中最成功的自然是歐洲共同體，但影響力及於全球的聯合

國、世界銀行（World Bank）、世界貿易組織（WTO）也同樣重要。這是改變人

類命運的空前成就，而由美國所主導以及以多種手段控制的第一世界，已經

可以視為美妙新世界的一個雛形了。

西方這種擴張與征服的衝動是有悠久歷史淵源的。塑造西方文明意識的史 

詩《伊利亞特》（Iliad）就是以希臘聯軍渡海遠征特洛伊城為題材9；作為希臘

文明基礎的「城邦」本是來自北方多個武裝移民集團所建立的據點，而其在小

亞細亞與南意大利的城邦也是通過同樣方式衍生。公元前四世紀少年英發的亞

歷山大率領數僅三萬的精銳之師遠征東方，克服龐大宿敵波斯，然後長驅直

入，所到之處建城駐軍以發揚希臘文化，直抵印度河畔方才班師，那便是西方

人意識中最光輝的無畏英雄與文明擴張榜樣。十四五世紀葡萄牙開發西非和遠

東，哥倫布發現新大陸，西班牙憑着數僅千百勇士而征服中南美洲兩個上千萬

人的龐大帝國，下意識中無疑也都是步武前人的開拓精神。此後英、法兩國將

西方文明移植到北美洲和大洋洲，建立許多新興國家，包括作為今日西方之首

的美國；歐洲其他國家相繼效尤，整個非洲大陸的絕大部分都淪為殖民地。

在此過程中，舊世界原有四個古舊文明同樣飽受衝擊，但它們各自具有歷

史意識、凝聚力與應變能力，所以其後各有不同的蛻變過程。首先，印度由於

政治上之不統一，淪為大英帝國殖民地兩個多世紀之久，甚至在1947年獨立

之後仍然沿用英語作為官方語言，政治也繼續維持議會體制。然而，此後在政

治意識和外交上，它卻始終認同於第三世界，而且與蘇俄建立了很強固的軍事

聯繫。其次，奧圖曼帝國在滅亡之後蛻變為土耳其共和國，在二戰後加入北大

西洋公約組織（NATO），舉行民主選舉，經濟被納入西方體系，從而得以高速

發展，看來已經像日本成為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了。出乎意料的是，強人總統埃

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ǧan）在本世紀崛起，他高舉伊斯蘭旗幟，削弱凱末爾 

（Mustafa Kemal Atatürk）的俗世化憲章，挫敗政變陰謀，外交上重新採取強硬的 

自主獨立政策，甚至積極向中東擴張影響力，成為西方陣營中的「半異己份子」。

至於俄國，從彼得大帝以至斯托雷平（Pyotr Stolypin）那兩百年間，則是

始終服膺歐洲、以之為師的，甚至一度被接納為歐洲列強之一。它的後身蘇

聯在二戰中仍然是西方盟友，然而在大戰勝利之後，雙方卻演變成以核武對

峙、誓不兩立的大敵。此後經過將近半個世紀的僵持，蘇聯解體，其加盟共

和國紛紛獨立，俄國本身經濟崩潰，人口銳減。此時西方額手稱慶，以為已

經獲得全面勝利，而並沒有如二戰結束時對德、日兩國那樣，考慮長遠的善

後之策。今日兩敗俱傷、欲罷不能的俄烏之戰便是當時種下的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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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在今日，對於整個西方世界而言，他們辛苦建立的全球秩序所碰

到的最嚴峻挑戰還是來自中國。經歷了兩千多年的發展之後，中國在十九世紀 

終於碰上了與自己同樣複雜、悠久，而且更為強大有力的另一個高等文明。這

迫使它經歷將近兩百年的屈辱、學習和蛻變，然後才得以重新屹立和面對世

界。其中關鍵在於，通過改革開放，中國終於充分認識整體經濟實力的根本重

要性，故此改弦易轍，以貿易帶動經濟發展，再以經濟帶動科技、製造、軍事

等各方面力量之提升。所以中國對西方的挑戰和蘇聯、日本、德國都大不一

樣，它並非單純軍事性或者經濟性，而是全面和整體的：從經濟、軍事、科技、 

文化、歷史、政治體制、民族意識乃至世界觀莫不包含在內，在所有這些方面

中國都構成了對西方的有力挑戰。美國視之為心腹大患是有充分理由的。

其實，在二戰之前西方的擴張基本上是憑藉軍事力量。此後，鑒於德國

轉向納粹的慘痛經歷，美國採取了通過經濟扶持以達到間接控制的策略來對

待戰敗的德、意、日諸國甚至歐洲整體。在其後七十年間，這策略的巨大成

功可謂有目共睹。而大致相類似的策略應用於南韓和阿拉伯世界也獲得了相

當程度，雖然並不穩定的成功bk。另一方面，美國挾着二戰餘威，在西方盟

友支持下試圖以軍事力量和經濟援助來控制越南、伊朗、伊拉克、阿富汗、

敍利亞等其他地區的嘗試，卻都是徹底失敗的。

統而言之，在過去五百年間西方征服、吸納、消化、融合其他高等文明， 

以整合全球的企圖雖然一度看來接近成功，實際上卻已逐漸陷入僵局。其關

鍵在於，在二戰之後，西方世界只佔世界人口八分之一bl，然而卻在美國的

領導、慫恿乃至脅迫之下，試圖操控整個世界，從而為本身帶來巨大壓力。

因此，自二十一世紀開始，西方各國便遭到愈來愈嚴重，甚至發展為無法控

制的困難與混亂。這困難與混亂的根源到底何在？是否如肯尼迪所提出，霸

權必然會擴張至超過本身經濟基礎所能負擔的規模？還是如斯賓格勒所說，

知識與權力的無限追求終將導致衰落和滅亡呢？這是需要進一步探究的。

五　西方面臨的危機

西方文明是憑藉其先進的科技、經濟結構與政治體制來向全世界擴張，

然後試圖控制、融合全球的。這個龐大的整體運動直至二十世紀初都十分成

功，但在此之後則遭遇到愈來愈強大的阻力，以至陷入僵局。這個大轉變基

本上是由傳統文明的轉型和對抗所造成。它之所以成功有賴於兩方面的策

略：在科技與經濟上積極向西方學習，在政治上通過民族意識、傳統文化以

及不同的意識形態來與西方競爭。這競爭對雙方的體制都產生了巨大壓力，

上世紀末蘇聯的崩潰、解體便是由此而來。不可忽視的是，在同樣壓力之

下，西方本身的體制和理念也已經顯露出不足和深層缺陷來了。

西方特別是英、美思想家向來認為，公民社會是根本，國家是為其服務

的組織，所以不應對前者作過多干預，因此，除非在戰爭時期或緊急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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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諸如學術、科技、經濟、教育等活動都應該由人民主導和推動。然而，

美國國會最近在兩黨合作下通過了龐大撥款，要以國家力量來直接推動基礎

設施建設，諸如港口、公路、高速鐵路等等，由是承認這些公共設施的重要

性，以及其無法通過商業甚至地方政府的力量來滿足，亦即資本主義之不

足。除此之外，聯邦政府又提出，要以國家直接撥款和協調的方式來發展高

科技，更要通過立法、稅務優惠等方式來鼓勵、誘導甚至迫使某些關鍵產業

將廠房從海外遷回國內。這無異於承認，國家整體發展不能夠單純依賴民間

力量，或者委諸商人，由他們根據獲取最大利潤的原則來作決定，某些關鍵

領域更必須由政府主導，甚至控制。美國如此，英國和歐盟也在多方面採取

基本相類似的政策與方針。換而言之，整個西方已經承認「舉國體制」動員能

力之強大和必要，而被迫改弦更張了。

當然，無論其牽涉的款項如何驚人，這些仍然只不過是政策上的修訂而

已。它雖然違反某些向來被奉為圭臬的政治理念以遷就現實，但仍然可以為

大眾接受而沒有引起若何抗拒——畢竟，當年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

總統推行新政也同樣被視為離經叛道，而且碰到了極其強大的阻力，但終究

也得以暢行其志。

然而，近十數年來美國政治文化的急速惡化卻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在

此期間主宰國家命脈的民主、共和兩大黨之間的鬥爭已經發展到水火不容、

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這以本世紀初興起的茶黨運動（Tea Party Movement）為

前奏；以特朗普（Donald J. Trump）當選總統拉開帷幕；以他競選連任失敗之

後試圖唆使州行政人員改變選舉結果，以及間接煽動支持者暴力衝擊國會山

莊為高潮；至於由共和黨所委任法官佔大多數的最高法院通過對於墮胎權利

的裁定而表現出鮮明政治立場，由是失去國人的普遍尊敬和信任，則是另一

個不祥的變奏。如今雙方戰雲密布，此後如何發展無人能夠逆料。倘若說，

美國政體已經出現深刻的分裂危機，當非言過其實。

這個鉅變並非突如其來，其淵源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高華德（Barry 

Goldwater）的極端保守主義運動，甚至對於美國立國精神究竟為何的爭議，所

以衝突的根源絕非局限於經濟政策進步與保守之爭，而是牽涉種族、宗教、

歷史、社會觀念等許多方面bm。那麼，以美國憲法之思慮周詳，細緻完備，

為何早有定案的黑奴問題，以及連帶的人權問題，仍然能夠不絕如縷地在民

間發酵，然後連同其他在社會進步中所出現的諸多新問題，匯為洪流，更因

緣際會，藉魅力領袖之出現，而發展成為災難性的政體撕裂呢？

這個複雜的大問題我們不可能在此分析或回答，而只能夠提出下列有關的 

數點看法。如所周知，政治決定關乎國家整體，它不可能簡單地「以民意為依

歸」，也就是由大多數國民直接決定，而必須通過「民主程序」來反映經過了多重

過濾機制的「民意」。所以美國人信仰民主原則，但強調他們實行的並非「民主

體制」（democracy），而是包含多重制衡機制的「憲政體制」（constitutionalism）， 

其目的就在於防止極端民粹主義（demagoguery）之出現。這是美國開國元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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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熟慮、用心良苦之處。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兩百年前的憲法制定者

不可能預見今日的許多新發展：例如，民粹主義與兩大政黨之一的共和黨密

切相結合；代表精英的民主黨有諸多過份超前理念、方針，由是引起相當大

部分國民反感；經過多年磨練，政黨已經發展出能夠繞過、超越，甚至反過

來利用憲政體制的種種方法，從而使得後者失效；而掌握憲法解釋權的最高

法院大法官也淪為黨爭工具，變得高度政治化。看來，這一切之不約而同在

本世紀初出現，當亦與近二三十年來，中國意想不到的崛起以及由是而帶來

的激烈競爭所產生的無形壓力有關吧。

事實上，相類似的危機也同樣出現於歐洲：英國在脫歐過程中所產生的

精英與低下階層撕裂，以及德國極右派在軍人中興起與蔓延就是其最顯著的

例子，但影響和嚴重程度都遠遠不如美國。此中原因，很可能是由於美國極

度強調個人權利，特別是保持獨立、自由與不同價值觀之權利：這是他們前

人開拓新大陸，特別是中西部荒野世界的精神之遺留，其後逐漸發展成為文

化基因的一部分。但現代國家是個緊密的群體，倘若相當部分人執意要將某

種個人權利（例如購買和佩戴槍械，或者宣揚各種不同性取態的權利）視為神

聖不可侵犯，誓死將之發揮到極致，則賴以保障同時亦規範一般人權利、以

使作為群體的國家能夠存在並有效運作的憲法，也難免逐漸失效了。

歸根究底，人權、自由、民主與憲政表面上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一

套政治理念與制度，實際上它們彼此之間是有潛存衝突的，任何一項的過份

伸張都必然危及整個體系。所以，良好政治制度對於國家之立足與繁榮昌盛

固然重要，但並不足夠；國民具有共同文化淵源與理念，以及致力發展彼此

尊重與包容的精神，對於一個國家的立足、發展、競爭能力，也同樣重要。

從這個角度看，西方特別是美國的體制與立國精神其實包含了深刻內在矛盾。 

因此，在中美兩國激烈的長期競爭中，雙方除了在科技與經濟領域之外，即

使在體制、理念與國策方面，也同樣需要向對方學習——事實上，雙方雖然

不會承認，也的確正是有選擇地在這樣做。但這是否就能夠令雙方的政治與

文化更為接近，使得彼此之間的衝突與敵意減低，而這樣的過程需要多長時

間，那就很難說了。

六　想像未來

那麼，到了本世紀中葉，也就是短短三十年後，世界到底會變成何種狀

況呢？中美目前方興未艾的競爭、對峙，屆時又將產生何種結局呢？在上世

紀初，中國大部分知識份子都仰望西方，羨慕美國，視之為高等文明的榜

樣、人類命運之共同目標，但結果中國走了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時至今

日，中國已經在多方面崛起，成為令美國寢食難安的對手，但仍然有相當大

部分中國知識份子堅決和熱切地認為，自由民主體制（liberal democratic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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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競爭性的選舉，是唯一正確和理想政治制度，其不可動搖改易有如牛頓

的萬有引力定律。必須承認，這種近乎宗教信仰的態度所反映的，正是西方

文明之成功，以及其所產生的輻射、感染能力之強大與深入。然而，如上節

的分析所顯示，西方體制本身也正面臨極其巨大的危機，其後果目前難以逆

料，其根源則極其深刻，就在於過度弘揚個人的獨立、自由、權利，而忽略

甚至刻意壓抑歷史、文化與共同價值對於群體的重要性。

因此，我們認為，在今後三十年間，西方文明能夠繼續如過去一個世紀

般，無往而不利地向全世界擴張的機會並不大，不但它吸納、融合其他傳統

文明即土耳其、阿拉伯世界、伊朗、俄國、中國、印度的過程不可能完成，

而且它在諸如非洲和南美洲的傳統影響力也正在遭遇強力挑戰。這個變化的

根源在於諸傳統文明已經充分認識到西方首先發展的科技知識和經濟結構之

重要性，而它們的學習乃至創新能力仍然是不斷在進步之中。當然，倘若就

此認為，這意味美國或西方將就此沒落，那恐怕也是武斷的。

這樣看來，當2050年來臨的時候，倘若人類並沒有毀滅於災難性的大

戰——不幸這個可能性永遠都無法排除，那麼最可能的世界版圖應當像是一

幅大小不一的多板塊拼合：中國、北美、歐洲、俄國、印度、土耳其與中東、 

阿拉伯世界、伊朗都在其中——日韓是否能夠脫離美國的羈絆而成為完全獨

立的政治體仍將是個巨大問號；至於歐洲，從其歷史、文化和產能看來，則它

之進一步統合以及在地緣政治上變得獨立於美國，是很有可能的。這許多板塊

的發展程度不可能完全相同，但由於貿易的加速以及人口流動的增加，它們趨 

於大致相若水平將是很自然的。至於非洲、南美、亞洲腹地等區域，則由於文

化傳統相對薄弱，其發展程度比之上述板塊就很可能仍然有相當大差距了。

這個相當樂觀的前景有根據嗎？肯尼迪近七百頁的論證應該是根據之

一，中國近二十年的快速崛起則在該書出版多年之後為其結論提供了一個強

力印證。西方之向全球擴張自十五六世紀開始，在其後三個世紀達到巔峰，

二戰後美國向東亞擴張則已經是最後階段了。在蘇聯解體以後，中美之間日

益加劇的貿易衝突所反映的是：西方已經從擴張轉入防守與鞏固成果的階

段，其根本目標在於限制中國經濟實力與影響力的進一步發揮。但從文明本

質、國民素質和施政者見識的角度看來，歐美與中、俄、土、印等國之間的

差距正在迅速縮小。因此，西方是沒有可能長久維持遠遠超過其人口比例的

生產力與影響力的。這可以說是我們認為未來世界不會由西方或任何一個國

家、民族、文明所主導或獨霸的根本原因。

七　人類文明往何處去？

從長遠角度看，地緣政治恐怕並非決定人類文明前途最重要的因素。更

重要的當是氣候變化所產生的危機，以及科技發展所帶來的根本變化。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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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大量使用化石燃料而造成的全球氣候變暖問題引起關注已經有數十年

了。根據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最初的預測，本來是以為要到本

世紀中葉才會發生重大影響的，但現在似乎已經迫在眉睫了。例如近來歐美

的反常酷熱與山火蔓延、南極洲巨大冰川的崩塌、巴基斯坦全國三分之一為

洪水淹沒等等，都是頻繁出現的百年不遇的災難。它們在今後數十年間不斷

加劇和變得更頻繁已經不可避免，但仍然會是在人類能夠應付的範圍以內。

但到了本世紀下半葉，它的劇烈程度就可能迫使人類文明出現重大改變，其

中最重要的，當是適宜人類居住地區逐漸縮小，其後果是人口城市化比率急

速上升，甚至接近百分之百，因為只有人口密集而高度人工化的環境才是可

以充分控制和適宜大多數人居住的。與此同時，世界人口可能銳減：不發達

地區的人口將會因為移民、疾病、天災而萎縮；經濟發達地區的人口則將由

於一般人缺乏生育意欲而萎縮——即使在今日，這已經在所有發達國家甚至

發展中國家如中國，表現得非常清楚了。

更為關鍵的，當是科技的進一步發展，特別是在能源和人工智能這兩方

面。到了本世紀中葉，從化石燃料轉向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可能已經完成。同

時，經過將近一個世紀的努力，核聚變技術也有望獲得突破，從而徹底解決

能源問題以及由之產生的氣候變化問題，為此後人類文明的持續發展奠定基

礎。至於正在不斷提高的人工智能水平，已經有不少人預測，將會在本世紀

中葉達到甚至超過人類。這雖然不大可能，但它全面滲透人類社會，像今日

的電腦、通訊網絡、智能手機一樣，在人類生活所有層面都成為密不可分的

一部分，則屬必然。況且，電腦直接與大腦溝通的渠道屆時可能被開通。因

此，當下一個世紀來臨的時候，自然人與具有人工智能的電腦，甚至與整個

網絡世界，恐怕已經混為一體，難以清楚分辨了。其實，即使在今日，這個

趨勢已經相當明顯了。

在以上兩個重大變化影響之下，人類社會結構將會有深遠變化。首先，

倘若大部分人都居住在高度人工化的環境之中，人口流動可能性增加（那是高

科技社會的特徵），能源與地理的緊密關係（那是化石能源的特點）減弱乃至消

失，不同文明之間的差別減低，那麼「地緣政治」觀念就會淡化，國際之間的

緊張也會鬆弛下來。因此，在二十二世紀來臨之際，一個由眾多自治區域組

成的全球性政府之出現，是很有可能的。其次，無論在全球或者地區層面，

權力將直接和功能掛鈎，因此變得非常分散，而並非集中於單一機構，像今

日的國家議會或者總統府。這些想像中的變化都頗有「美妙新世界」的影子，

也就是說，它的確可能要比赫胥黎想像的提早幾百年出現。

在這樣一個未來世界中，有個大問題是赫胥黎未曾考慮過，而我們也無

法回答的。那就是，它的最終目標是甚麼？生物為求存活與延續其基因而互

相競爭、各自演化；人同樣為求生存與傳宗接代而不斷鬥爭和進步，由是形

成國家與文明。但當人類文明演化成為一個整體，再沒有競爭對象或者競賽

必要，而即使在諸如全球暖化那樣的鉅變中，生存和舒適生活也不再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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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它還有甚麼更高目標可以成為進步與發展動力呢？是附近幾個行星

的探索嗎，還是宇宙奧秘的研究呢？那能夠成為人類生存的終極意義嗎？這

個看似遙遠的問題，可能就是如今幾代之後的人將要面對的。

不過，從更長遠的角度看，這個問題也許根本就不存在：在氣候暖化之

外，還有其他威脅人類生存的危機有可能在剎那間來臨，其中最為人熟知

的，莫如巨大流星的撞擊了bn。更何況，地球本身仍然是在不斷演化之中。

倘若我們將「未來」的尺度從數百年放大到千年甚至百萬年（那在地球和生物演

化的歷史長河之中只不過是一瞬而已），那麼，以人類文明可能擁有的能力而

言，它繼續存活的機會其實是相當不確定的。像冰河時期的再臨、地球板塊

的改變、地球旋轉軸的細微變化，都會對人類生存環境甚至文明本身帶來難

以想像，也無可控制的改變bo。思念至此，我們自不免要記起「天地不仁，以

萬物為芻狗」、「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那些老話來。古人的知識比之

今日誠然相差很遠，但他們的觀察、感慨卻是經得住時間考驗的。

在陳方正的辦公室中，2002年。（圖片由陳方正提供）與楊先生郊遊，1982年。（圖片由陳方正提供）

楊先生將人類對大自然的了解開拓到了一個全新的境界，但當他回過頭

來看自己苦難深重的祖國之時，心中所念念不能夠忘記的，仍然是它何時能

夠見到「曙光」和「晨曦」；而當他放眼人類文明整體之時，又不免發出「越來越

覺得人類非常渺小，⋯⋯從整個宇宙結構講起來，人類的生命不是甚麼重要

的事情」之慨嘆bp。這樣看來，可以說，楊先生的整個人生是已經融入中國整

體，也融入人類文明整體了。在他百歲大壽來臨之際，我謹在此恭祝楊先生

健康長壽，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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