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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我们要超越启蒙心态，批判吸收其内在逻辑，从多种精神资源中吸收养料，建立一种共同体观．
同时要认识到现代化不是一个同质的、西化的过程。儒家思想重视内在超越性，主张天人合一，具有重要的精
神意义和生志价值。
主题词超越启裴心态

启蒙心态（ｔｈｅ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作

球知识精英和精神领袖的准则。很难相信，任何一

为人类历史上最具活力和转化力的意识形态，是

个国际项目，包括生态科学中的，会不同意以下这

现代西方崛起的基础。①实际上，作为现代特征
的、人们关注的所有主要领域，比如科学技术、工

＊１９９６年夏．哈佛大学召开了“儒学与生态”国际

业资本、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大众传播、研究型大

学术会议。牡维明先生在会上作了此文的口头报告。之

学、文官与军方结合的官僚政治（ｃｉｖｉｌ

ａｎｄ ｍｉｌｌ—

后，玛丽·伊夫琳－ｊ苷克和约翰·伯思朗（他们二人是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ｉｅｓ），还有专业组织，都从启蒙心

会议主持人）将杜先生的报告整理成书面稿，收录进

态中受惠或汲取养分。而且，我们追求的那些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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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属于现代意识的价值，包括自由、平等、人权、个
人尊严，尊重隐私、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正当
的法律程序，如果不是在结构上，就是在起源上与
启鼗心态密不可分。１８世纪以来，随着现代西方
的出现，我们的利益领域大大扩展了，并创造了巨

Ｅａｒｔｈ，ａｎｄ

１４ｕｍａｎｓ一书。本文中文译稿即根据此书收

录的文章译成。翻译此文，已经征得杜维明先生同意，专
投本刊。——译者
①玛丽－伊夫琳·塔克和约鞠·伯恩朗把我的这
份口头报告整理成文。我耍衷心地感谢他们。我还想说
明一下．本文中的一些资料来自我世袭过的三篇文章：

大的价值。我们的生活世界因此变得富有效率，具

Ｂｅｙｏｎｄ Ｅｎｌｉｇｈｔｍｅｎｔ

有意义。我们想当然地认为：通过工具理性，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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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解决世界上的主要问题；进步，主要就经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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啬。是人类整体的渴望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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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此习惯于这种启蒙心态，以致我们假
定它的总体思想推动力是合理的。不言而喻，资本
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同意激进的人类中心主义（ａｇ．
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ｔｒｉｓｍ）。它造成了现代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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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源。尽管启蒙心

ｃｌａｎ Ｐｃ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态对进步、理性和个人主义的信仰已经在现在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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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学术界受到一些智者的挑战，但它仍是激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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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倾向：人不仅是万物的尺度，还是经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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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观点：人类生存条件是可以改善的，以理性的方

们扩展启蒙运动的视野，深化它的道德敏感。如果

式解决世界问题是众人渴望的，个人尊严应该得

必要的话，还要创造性地改变它的天生束缚，充分

到尊重。启蒙运动使人类觉醒，使人类发现了转变

发挥它作为一种世界观的潜力，以改善人类整体

全球的潜力，实现ｒ人炎渴望成为万物Ｈ度、做＾

的生存祭件。

物上人的愿望。它一直是现代政治文化最具影响

肩营运动明显缺｛共同体思想，业不用潍全

力的伦理论述；几十年来，它已经成为占统治地位

球共同体的思想。能舌认烈到这一点是精神联台

的少数人和文化精她的啡庸盐疑的似圮，在发展

行动的盖健。博爱是法国革命提倡的三种最重要

中国家如此，在高度工业化国家也是如此。

的德行之一，其作用与共同体的思想相斗。但是，

对启鼗心态的公正坪新，需菩矗率地对论现

博显在现代两方经济、政治和社会思想中还没有

代西方的阴暗而，郇‘解放ｒ的普掣米修斯”（…、一

得到足够的关注。情愿慰受不平等，信仰利己之心

ｂｏｕｈｄ ＰＪ＇ｏｍｅｌｈｅｌｌｓ）象征着急剧发展的技术，它尾

的拯救力量，极度认町激进的自我上义，已经极』‘

人类智慧在工业革命早期获得的巨大成就。尽管

地污染了进步、理性和个人主义的理想。越来越多

受到浪漫主义运动的反对，遭到人文科学前辈的

的知识分子深切地感到，我们需要为“地球村”的

批评，启蒙心态受浮土德精神（一种本能地去开

建构制订一个全球计划，在支离破碎的现实世界

发、了解、征服、压制的精神）的鼓舞，一直是现代

与理想的人类整体社群之间指出可能的联系。这

西方的主导意识形态。如今在东亚，它正被拥戴为

至少要求用一种新的金科玉律，即“己所不欲，勿

毋庸置疑的基本发展理论。

施于人”，①替换自私自利的原则（不管其定义多

然而，对启蒙心态进行现实的评价，将揭示出

么广泛）。这个金科玉律的肯定表达式为“己欲立

Ｒｅａｓｏｎ）的形

而立人”。＠以反思者共有的、有判断力的自觉意

象有很多不协调的方面。现代西方的霸道论认为，

识为基础，形成一种包容性的共同体观，是一个伦

进步可能必然需要不平等、理性、自私自利和个人

理、宗教的目标，也是一个哲学的理想。

现代西方与“理性时代”（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贪心。美国人的梦想是，拥有小车和房子，拿着可

为了确保包容性的共同体观具有文化复合体

观的工资，享受独处的、言论的、宗教的和行动的

（它形成了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的历史基础，有

自由。这对美国人的生活必需品意识尚有理可言，

必要调动至少三种精神资源。第一种包括现代西

可是从全球视野把它看作现代必需品，出口到外

方的伦理、宗教传统，突出的有希腊哲学、犹太教

地，它的低劣品质实在令人叹息。确实，越来越多

和基督教，它们促生了启蒙心态。这一确凿的事实

的＾认姒到，它不过是一十梦想，相专多的美国人

迫使它们重新考虑白已与现代西由崛起的关系．

也有ｌ司感。

为重新评估＿！｜Ｉ｝喇的两方债伉观创造了一个新的公

生忐危机驯社群瓦解正在世界各地发生。对

共领域。物质与精神、肉休与心英、神王与儿俗、人

此忐趣相投、深表关注的人，面临着一个紧迫任

类与自然、造物上与创造物，这些排斥性的二分菹

务，即确保在现代西方占据主导地位的少数人利

必须被超越。最高的价伉观，比直¨地球的神圣、存

文化精萸能积极参加精神联合行动，重新思考启

在的连续性、人类与一然互惠互利的相互作用，天

蓥运动的遗产。实在矛盾得根：当我“Ｊ考虑到启蓑

人感应，要被容纳进来，并得到它们在哲学中、宗

心盎给生命立持系统带来的始料未艘的盘面后果

教中和神学中应有的显著地位。

时，我们不能不加批判地接受它的内在逻辑，然而

希腊哲学强调理性。《圣经》认为人对地球有

我们又不能拒绝它在当前和未来与我们知识界自

统治权。新教工作伦理为启蒙心态提供了即使不

我定义（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ｓｅｌｆ—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的联系。并不

足够也必要的来源。然而，现代西方的崛起带来的

存在简单的解决办法，我们面临的不是非此即彼

始料未及的负面后果，已经把蕴涵在古希腊的公

的选择。脱离并独立于启蒙活动的思想习惯，建立

民思想、犹太教的契约思想、基督教的团契思想中

一个彻底不同的伦理或新价值观体系，既不现实
也不可信。它要么是愤世嫉俗的，要么是吹毛求疵
的。我们应该开发这样的精神资源，它可以帮助我

①Ａ舢ｌｅｃｔｓ，１２：２．

②Ａ㈣ｌｅｆｔ．６：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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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启蒙－ｏ志
的菇同体意阻破坏得直¨此严重，以致这些伟大的

＾丰盟、商、『ｋ主义、国际竞争。巾国在１ ９７９年宴行

传统（它ｎＪ与启蒙心志有着错综复杂和暗害矛盾

改革开放以后，也选抒丁Ｉ一】样的发胜战略，表现出

的关系）在伦理上必须对启蒙运动中固有的明显

同样的心忐。我们“｛然不能夸Ｊ（这些『叫家和地厢

的人类中心主义作出批评。因为共同体伦理反对

发展出更人道的、更可持续发展的共同体的可能

把人看作是赋有权利的、利益驱动的、理性的经济

性，同样，我们也不能损毁这种可能性。

动物。它的出现清楚地显示出亚里士多德伦理、圣

第三种精神资源包括一些原初传统：美国土

保罗伦理、亚伯拉罕伦理或共和党伦理与北美当

著人的、夏威夷人的、毛利人的以及大量部落的本

代道德自我反省的联系。于尔根·哈贝马斯试图

土宗教。它们以身体的力量和美学的优雅展示出，

通过强调“沟通理性”在社交中的重要性来扩展理

人的生命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一直是可持续发展

性讨论的范围，这代表着一种重要的智力努力，其

的。这对现实生活的暗示是深远的。它们的繁荣

目的是发展新的观念机制，丰富启蒙传统。①

模式并非凭空虚构，而是现代正被经历的事实。

第二种精神资源来自非西方的、轴心时代的

原初传统的特点之一是对根的深刻体验。每

文明，包括印度教、耆那教、东南亚佛教、东亚儒学

一种本土宗教传统，都植根于一个具体的地方，代

和道教，以及伊斯兰教。从历史上考察，伊斯兰教

表着一种认识方法、一种思维模式、一种生活方

应被看作是现代西方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智力传

式、一种态度和一种世界观。鉴于启蒙心态造成的

统，因为它对文艺复兴做出过贡献。当前的做法，

始料未及的危害，现代心理定势能从本土宗教传

尤其是北美和西欧大众媒体的做法，把伊斯兰教

统中获得显著的启示。本土民族意识到自己扎根

看作彻底的异类。这既是对历史的误解，也是对文

在一个具体的地方，这使他们自然而然地对自己

化的麻术不仁。它事实ｒ已严重地毁坏了现代西

所处的环境有着密切细致的了解。确窭，他们的居

方的自身利益，以及它对自己的理解。伊斯兰教和

住地与自然的界限很模糊。这种生存模式喻指．蜜

这些非西方的伦理宗教传统，在世界观、礼仪、风

现人类世界与自然整体的息息相关和互惠互利，

俗习惯、教育风格和＾际关系模式等方面蕴藏着

既必型叉值得。我们从巾可以学习到一种新的认

详尽而宴用的赞源。它们可以继承和选择北美和

识方法、一种新的思想模式、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西欧式的启蒙心态，帮助拓展我们的生活方式。东

一种新的志度、一种新的世界观。从车土民族的视

亚工业国家在儒家文化影响下，已经发展起一种

野批评启鼗心志及其衍生的现代心理定势．能够

现代文明，在其中，对抗主义、个人主义、利己主义

启迪人们的思想。

的成分较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市场经济与

本土生活方式的另一个同样显著的特点是，

政府领导、民主政体与贤人政治、个人积极性与集

人们在日常人际交往中讲究礼仪（它们能起凝聚

体取向的共存，使这个地区在经济上、政治上成为

作用）。亲密的亲属关系、丰富的人际交流、对周边

全球最有活力的地区。儒学伦理对东亚崛起的显

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的详尽理解、与祖先的心灵

著贡献，表明现代模式的印度教、耆那教、佛教和

沟通，都以种族、性别、语言、地域和信仰为基础，

伊斯兰教极有可能出现。

显示了一种共同体。原初联系是他们存在和活动

日本、朝鲜、韩国、中国、香港、台湾、新加坡和

的组成部分。休斯顿·史密斯将他们的特点归纳

越南，这些儒亚国家和地区的西化，可能已经永远

为：在动机上，他们展示的是参与而非控制；在认

地改变了它们的精神面貌。但是，它们的本土资

识论上，他们展示的是同情性的理解而非经验性

源，包括大乘佛教、道教、神道教、萨满教和其他民

的理解；在世界观上，他们展示的是崇尚超越而非

间宗教，具有刷新自己面貌的适应能力，以一种新

主宰自然；在人类经验方面，他们展示的是满足感

的综合体扬名世界。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东亚在崛
起之前遭受过一个多世纪的帝国主义的欺负和破

①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Ｊｕｒｇｅｎ，Ｗｈａｔ

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Ｐｒａｇｍａｔ

坏及其殖民统治，它的崛起非常明显地代表着启

ｉｃｓ？ｉｎ ｈｉ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蒙运动遗留下来的工具理性。确实，日本和亚洲四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Ｔｈｏｍａｓ，Ｂｏｓｔｏｎ：Ｂｅａｃ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９，ＰＰ．１—

小扼（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心态特点是商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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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ｒａ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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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疏离感。当我们开始质问那些我们最信仰的

的社会勾画出现代性的特有轮廓。因此，当我们讨

思考方式——把知识当作力量而非智慧，强调物

论现代化的进程时，把传统降格到不予讨论，这在

质进步的意义却不管它对心灵的腐蚀，认为以人

思想上是幼稚的，在方法上是错误的。确实，现代

类为中心的对自然的操纵即使以破坏生命支持系

化是一种高度分化的文化现象，而不是一个同质

统为代价也是合理的——是否止确或合理时，本

的、全面西化的过程。为丁理解这一点，我们有必

土观点是一个良感之源。

要研究现代性中的传统。

当然，我并非建议大家对“原初意识”产生任

塔尔科特·帕森斯认为市场经济、民主政府

何浪漫的爱慕或怀旧的伤感。我十分清楚地知道，

和个人主义是现代性巾不可分离的三个组成部

受认同政治的支配，原初声明经常是现代主义者

分。他可能是对的。①战后的时代看来已经开创了

的文化建构。我想说明的是，作为启蒙心态的受益

一个新世界，在其中，市场化、民主化和个人主义

者和受害者，我们用所有这三种可获得的精神资

是新的地球村的显著特征。全球化的力量通过大

源丰富、转化、重建我们的公共遗产，以之表示我

量的网络，真真切切地把地球捆绑成一个谈话共

们对它的心诚，从而树立起一种真正促进全球团

同体。其结果是：相隔不论多远，根本不会阻碍电

结的意识。确实，在法国大革命孕育的三种伟大的

子交流；在地域上接近，并不必然有真正的接触；

启蒙价值观中，博爱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受到

我们可能雨『数千里以外的同伴经常对话，然而常

的关注似乎是最少的。近些年来，悬而未决的共同

常与我们的邻居、同事和亲戚形同路人。

体观被重新提出来，表明在２０世纪末两种明显矛

地球村不是真正的家，可是却真实地存在着。

盾的力量台流丁。在信息时代，地球村既是一个真

它的到米，无论如何不适合人类的繁荣。与儒家传

切的事实，也是一个虚构的共同体；各种屡次的人

统的“太利”理想相反，地球村展示的是：巨大的差

类团结精神，从家庭到国家，既在分化又在重建。

距、严格的区分、森严的界限、可怕的混乱和彻底

我们正着手从启蒙运动自己的核心中丌发出

的歧视。世界被挤进一个内部互相联系的、生态

第四种精神资源。这样说可能并不过分。我们进

的、金融的、商业的、贸易的和电子的系统。它从来

行有训练的反思，共同行动而非单纯斗争。这是向

没有在财富上、影响上和力量上产生如此大的差

宗教领袖和伦理教师所构想的“创造地带”迈进的

距。人们想象的，甚至是期待的地球村的到来。远

第一步。女权主义者对传统的批评、对环境的关

远不能成为人们欢庆的理由。

心、对宗教多元论的宣传，都是这种新的、重要的

在世界历史上，富人与穷人、统治者勺被统治

自知意识的明显例证。在不破坏也不放弃启蒙心

者、谈话者与沉默者、人流者与不人流者、消息灵

态为理性、自由、平等、人权和正义服务的情况下，

通者与消息闭塞者、联系ｒ泛者与孤独自守者，他

超越启蒙心态，需要把现代性作为一个象征，把现

们之间的对比从来没有现在显著。从世界系统中

代化作为一个过程进行全面的重新考察。

获益的那些富有的、占统治地位的、有发言权的、

现代性中的传统是个有意思的问题。它是我

人流的、消息灵通的、联系广泛的人，组成了无数

们重新考察现代性或现代化的基础。把传统和现

跨国网络组织。在迈向统治宝座的道路上，他们使

代性看作是两种不能并立的生活形式，对它们作

距离、伦理界限、文化多样性、宗教排外主义或国

二元论的思考，将不得不让位于一种更细致的研

家主权都变得微不足道。另一方面，同一邻里中的

究。这种研究探讨的是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绵延

居民在获取信息、思想、实体资源（比如钱）、非物

不断的相互作川。在这里，“现代性”是作为“合理

质性商品（比立¨特权）的渠道上有极大的差距。同

化”（根据韦伯斯特的主义）的认识结果，“传统”则

一电子医的人认同的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风俗习

是作为“心灵的习惯”（从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

惯币¨世界观可能存在尖锐的矛盾。他们也可能以

尔借来的一十用语）。现代性中的传统并非只是被
动放置到现代意ｌ飒中的历史沉淀物。就功能而言，
它们对现代性Ｉ｜王并非只是起着抑制作用。恰恰相
反，它们既是束缚力，又是增强力，能在任何特定

①［＇ａｒｇｏｍ，Ｔａｌｃｏｔｔ，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ｃｉｏｌｏｇｙ，ｉｎ ｈｉｓ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ｓ ｉｎ Ｓｏ—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Ｐｒｅｓｓ，】９６７，ＰＰ。４９０－－５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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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启蒙。态
不可比较的方式感受着人类存在（比如时间和空

在伦理上意识到，任何形式的谈判、正义、同情、礼

间）的基本分类。人类经验的各个层次（个人、家

仪、责任意识、个人尊严、内在价值感和自我修身

庭、社会和国家）中的南与穷的尖锐对比，由确凿

都要台乎情理，那么，他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人际关

的实证数据很容易就可看出。而且．大众媒件对炫

系的适应力和爆炸力。

耀性消费的鼓吹极大地加剧了相对贫穷感。甚至

儒家认为，人不仅仅是理性的存在、政治的动

在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比如北美、斯堪的纳

物、工具使用者或者语言的运用者。他们看来已经

维亚国家和其他西欧国家，以及日本和亚洲四小

有意识地放弃了化约主义者的模式。他们用５个

龙，也弥漫着不满、焦虑和失望。

互相联系的观点给人下了定义：

如果我们把注意力专门投向那些自第＝次世

１．人类是感性的存在。他们不仪能在两个人

界大战以来让世界改头换面的潮流——科学、技

和更多人之间形成内在的共鸣，也能在其他动物、

术、交通、贸易、金融、娱乐、旅行、游览、移民和疾

杭物、树木、山川、河流直到自然整体中形成内在

病——我们很可能会被误导，以为世界变化如此

的共鸣。

巨大。以致新生的全球力量在毫不顾及我们继承

２．人类是社会的存在。作为孤独的个体，人

的历史实际和文化实际的情况下，正在改造着人

类与地球王国上的其他成员相比是软弱的。但是，

类的生存条件。２０世纪人们对１９世纪末最有意

如果他们组织起一个社会，他们就拥有了内在的

义的反思之一是，认识到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同质

力量，不仅能活下来，还能繁荣昌盛。人类相互作

化。现代化在国内外既在强化也在弱化着经济的、

用的各种网络结构展示的人际关系，对人类的生

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和宗教的矛盾。原初联系

存和发展是必要的。我们的社会决定了我们的特

（种族、语言、性别、地域、阶级和信仰）具有巨大的

征。

力量。它在内形成防御性的文化认同，在外形成激

３．人类是政治的存在。这句话的意义是，就

进的宗教排外政策。它的出现使那些注重实际的

等级、地位和权力而言，人的生物本性和社会命运

全球思想家开发新的思想资源以理解这个时代的

对人际关系作出了区分。儒家虽然坚持这种人为

精神。国际主义者（包括一些最老练的世界局势分

的界限是变动的，但是他们承认“差别”对实现社

析家）通常把原初联系看作是受宗教团体支持的、

会的有机而非机械的团结具有重要意义。于是，在

全球化必然进程的阻力，判定它不会有持久发展

一个讲究仁义的社会里，社会的有机团结既是公

的动力，这是幼稚而愚孟的。我们在波斯尼亚、非

平原则的中心目标，也是公正实践的首要目的。

洲、斯里兰卡和印度所见到的不仅仅是抵御全球

４．人类是历史的存在，他们分享集体的记

一体化的“分裂化”。我们很清楚，美国的种族主

忆、文化的记忆、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和“心灵的习

义、加拿大的语言问题、三种主要的一种论宗教中

惯”。

的原教旨主义，都潜伏着爆炸力，所以我们必须学

会理解，对根的需求是一个全球现象。
现在我们在全球共同体中所面对的是两种相
互抵触的力量，甚至是两种相互矛盾的力量：国际

５．人类又是形而上的存在。他们的最高渴
望，不是用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术语所能简单阐
释的，但是能用他们对顺应天命的终极差注来描
绘。

化（全球化）和本土化（社群化）。联台国是基于国

儒家的道是一种学习的道，学习如何做人。在

际化的精神而成立的。它现在必须处理有关根的

儒家精神里，学习如何做人就是把自己换入一个

问腼（蹦上说的原初联系都属于根的问题）。科学、

永不停止的、没有尽头的、创造性的自我转化过

技术、大众传播、贸易、旅游、金融、移民和疾病的

程。这既是一种人际活动，也是一种应天的对话。

全球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一个前所未有

这包括４个不可分离的方面——自我、社会、自然

的阶殷。尽管如此，本土或部落感情的广度和深

和超字宙的事物。学习的目的虽然总被看作是为

度，不论是隐含的还是显现的，都不可能被启蒙运

了自我，但是，这里说的自我，绝非一个孤立绝缘

动的上具理性、个人自由、量化的自身利益、物质

的个体，而是一个复杂的万物关系的中心点。它是

进步和权力意识的价值观轻易改变。人们如果能

一个动态的开放系统，不是一个静态的封闭结构。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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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此，自我与社会的感应，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以

大国强加的不公开的二元论（赞本丰望和社会主

殛人类与天的不断沟通，是人类活动的最根本的

义）时，我们容易得出肤浅的概括——“历史的终

特征，其有至上的价值。①

结”，⑧“文明的冲突”，④或“太平洋世纪”。但是，

儒家把此时此地的、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作为

从长远角度来看，更加困难但也是更有希望、更有

他们哲学的人学的发展起点，所以，他们认识到人

意义的工作是，研究如何学习做人的问题——我

的生存是植根于自然的。我们所说的内在于儒家

们是不足与其他万物分离的个体？我们每一个人

思想中的原初联系（种族、性别、语言、地域、阶级

尾４；足把自己当作万物关系的一个中心而活着？

和基本的精神取向）的深层意义，在于它们充分展

道德自知对十人成长必要吗？社会成员之间缺乏

示了文化的多元性（这不能与任何形式的有害的

基本的责仟感和义务感，这种社会能够繁荣或持

相对主义混淆）。儒家经常把自己的“道”理解为身

久吗？我们这个多元的社会是否应该精心培养共

心之学，或者是性命之学。他们有这样一种认识，

有的价值观，并为人类的相互理解达成共

即每个人命中注定是嵌于柴一特定条件下的独一

识？——这些才是真正的基本问题。当我们真切

无二的人。但是，每一个人同时具有自我教育、自

地意识到地球的脆弱性，对我们自己作为一种“濒

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内在可能性．也就是说，命中

危物种”的命运日益谨慎时，我们要问的关键精神

注定嵌于某地，是我们乍存条件巾难免的结构性

问题是什么呢？＠

限制，尽管如此，我们仍被赋予无尽的可能，在学

儒学的复兴有利于东亚的知识分子形成团体

习做人的过程中转化自己。囚此，我们拥有内在的

认同的自觉意识，这是非常必要的。我们正处于全

自由。这自由蕴藏在我们作为天人盖系的中心的

球历史的起点，不是在目睹历史的终结。并且，从

责任中，它创造了我们的价值。仅此一点就值得

文化比较的视野来看，这个新起点必须被看作是

井斋要尊莺。

文明对话的起点而非文明冲突的起点。我们认识

牟杰明·施瓦茨在《古代中国的思想界》一书

到，在种族、语言、地域和宗教巾存在着文明冲突

的结尾部分，讨论了《五经》的“精神”。他针对新儒

的危险，这使得文明对话的必要性特别紧迫。我们

学的中心问题指出：“最后，有关根的问题，要学孔
干和孟子。他们已在人心里找到根。只有人心才

必须重视从伦理的、精神的尺度探讨人类的繁荣，
寻找另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有能力‘诚意’，‘诚意’之后再扩展这种超越的能
力，实现人类存在于社会结构中的道。从这个观点
①每看Ｆａｎｇ．Ｔｈｏｍｅ

来看，《四书》的基本教义就在于此。在一个更深的

Ｙ。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ｉｅｗ

层次上，《四书》还为这样一种信念提供了本体论
的依据，即相信个体面对道教伦理玄学和佛教神
秘主义的不断挑战，具有超越的伦理能力。”＠
新儒家以心学作为本体论的依据，帮助了封
建晚期的中国、现代以前的越南、李朝时期的朝鲜

ｓｉｒｅ

Ｈ．，’ｉ＇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Ｌｉｔｅ，ｉｎ

ｏｆ Ｌ吨：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ｈｉ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

Ｈａｒｍｏｎｙ，Ｔａｉｐｅｉ：Ｌｉｎｋｉｎｇ Ｐｕｌｉｓｈｉｎｇ，１９８０－ＰＰ．７】一

９３。

ｉ㈨Ａ

②Ｓｃｈｗａ ｒｔｚ，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ｃｉｅｎｔ

Ｉ．，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Ｃｈｉｎａ，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Ｂｅｌｋｎａｐ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Ｈａ 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Ｐ．４０６．

和德川时期的日本的儒家知识分子，使他们在家

③弗朗西斯·福山沿用海伦娜的说法，可能让人错

之上国之下创造了一种文化空间。他们虽不离家，

谩地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资本主义的胜利必然导致全

却能积极参加集体活动或者投身干地方的、地区

球思维的同质化。近来，福山从东亚吸收智力资源．强调

的或国家的政治。这就是为什幺他们并不只是调
整自己以适应世界。马克斯－韦伯对儒家生活取
向的整体评价漏掉了这一点。维持他们社会活力
的精神资源，来源于他们管好一己的事，包括修
身、劝善、尚友千古、仿效圣人、树立文化规范、知
天命、传道和改造作为道德共同体的世界。
当我们看到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代替了由超级

“信任”思想。这清楚地表明，就可以分享的价值而言，砥
方几乎不可能垄断论坛。
④Ｈｕｎｔｉｎｇｌｏｎ，Ｓａｍｕｅｔ
ｔｉｏｎ？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Ｔｈｅ

Ｃｌａｓｈ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

Ａｆｆａｉｒｓ，７２，ｎｏ．３（ｓｕｍｍｅｒ，１９９３ｊ：ＰＰ·

２２—４９．

⑤我在哈佛开设了一门核心课程“儒家人文主义：
修身与伦理社会”。在此课程的“伦理推理”部分ｔ这些问
题是我讨论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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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启蒙。态
超越由工具理性和个人利益造就的心理定

ｖｉｓｉｏｎ），王阳明简洁明了地陈述了

Ｉｈ ｒｏｐｏｃｏｓｍｉｃ

势，在这一点上，我们做得太晚了。随着专制政治

他对人类中心主义（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ｔｒｉｓｍ）的说明。②

的渐渐消失，我们目睹了一个通信、网络、战判、丰Ｉｌ

对儒家而言，充分实现自己，还不足以成为有责任

互作用、彼此影响和共同合作的时代的到来。随着

的治家者、有效率的社会工作者或有良心的政治

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和越南人移居到世界上的

公仆。一个人在社台的政治舞台上无论多么成功，

其他地方，他们中的知识分子是否能在自我修养、

如果不顾天，他的人性就无法充分展示。儒家的最

家庭和谐、社会团结、仁义管理和全球和平这些儒

高理想是“天人台一”。“天人合一”不仅赋予人性

学精神的鼓励下清楚有效地表达责任伦理，将对

以人类学（ａｎＩｈ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的意义，而且赋予人

全球事务具有深远的意义。

性以字宙论（ｃｏ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的意义。在《中庸》中，

以个人尊严为基础，考虑到一系列的同心圆，

人性最真宴的击明就是“与天地参”。＠

即自我、家庭、社群、社会、国家、世界和宇宙，我们

然而，天无言，道自身也不能使人伟大。这意

就能真正地洞察儒家对人类繁荣的理解。我们从

味着天虽然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但它不是元所不

探寻真正的个廿开始。这里存在一个似非而是的

能的。我们对天命的理解，要求我们充分赏识内在

问题，即这种个性是一种开放的、创造性转化的个

于我们心里的正义和原则。我们超越自我主义、裙

性。它的实现有趋于我们克服自私主义和自我主

带关系、狭隘思想、种族中心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

义的能力。我们珍惜家庭和谐，为此我们必须超越

的能力，必须扩展到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分析到最

裙带关系。我们拥护社会团结，但是要超越狭隘思

后，自我实现就是最基本的转化，这个转化过程把

想以实现团结的真正价值。我们如果克服了种族

家庭、社群、国家、世界和宇宙都包容进我们的心

中心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就能在社会一体化巾

量中。

充实自己。我们效忠于国家统一，但是也应该超越

儒家人类宇宙的世界观具有的生态学意义是

激进的国家主义，这样我们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不言而喻的，但是需要更仔细地阐明。一方面，儒

者。人类繁荣鼓舞着我们，但是我们必须努力摆脱

学天地人三合一中有丰富的哲学资源。另一方面，

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因为人性最终的意义妊人

它还有无尽的伦理资源，可供发展更全面的环境

类宇宙的（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ｏｓｍｉｃ），而非人娄中心的

伦理学。这包括文本资料、礼仪实践、社会习惯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ｔｒｉｃ）。在马来西亚大学组织的伊斯

政府政策。儒家早就开始关注与自然保持和谐，接

兰教与儒学对话的国际研讨会上（】９９５年３月），
马来西亚副总理安瓦尔·易ｈ拉欣从休斯顿·史
密斯的《世界宗教》中引用了一段论述。这段论述
很好地抓住了儒家自我超越的精神：

①１９９５年３月１３日．马来西亚大学资助召开了
“伊斯兰教与｛｝ｉｉ｝学：文叫的对话”国际学术会议．在开幕式
上安瓦尔·易ｈ拉欣引坩了遣段话．有必要指出．休斯顿

“当一个人把关心的中心从自己转向自己的

·史密斯对儒家的谴段论述，是以我对儒家人文主义的

家庭时，他超越了自私主义；从家庭转向社群，他

自我超越的意义的论述为基础的。如果我们贯彻我作的

超越了裙带关系；从社群转向国家，他超越了狭隘

“人类宇宙的”论证，邯幺我们也必须超越“人类中心主

主义；再转向所有人类，他就超越了大国沙文主

义”。参看Ｓｍｉｔｈ，Ｉ［ｕｓｔｏｎ，Ｉ

义。”①

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Ｈａｒｐｅｒ 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Ｐ．１ ８２，Ｐ．Ｉ

我们甚至能加上：转向天人合一，他就超越了

１

的精神中，我们发现，自我与社群之间有感应，人
类与自然之间有和喈，天人之间有相关性。这种综
台的学习做人的观点作为一个起点，能很好地为
新的全球伦理的讨论服务。
通过系统阐释心学中蕴含的人类宇宙观（ａｎ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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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ｒｌｄ’ｊ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
９３

ａｎｄ

９５（ｎｏｔｅｓ ２８ ａｎｄ ２９）。

②Ａ

世俗人文主义。世俗人文主义是启蒙心态带有的
一种明显的人类十心主义特征。确实，在人类宇宙

９９１．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Ｂｏｏｋ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ｔｒａｎ５．ｂｙ

Ｗｉｎｇ—ｔｓｉｌ Ｃｈａｎ

ｔ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３，ＰＰ．６５９—６６０
③Ｃｈｕｎｇ
Ｆｏｒ

ａ

Ｙｕｎｇ（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ｓ ｉｄｅａ ｉｎ

Ｍｅａｎ）．Ｃｈａｐ．２２．

ｃｌａｎ“ｍｏｒａｌ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ｓｅｅ Ｔｕ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ｃｃｉｖｃ ｎｆ（：ｎｎ“一

Ｗｅｉｍｉｎｇ，Ｉ ９７６，Ｃｅｎｔｒａｌ－

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ｎ Ｅｓｓａｙ。ｎ Ｃｈｕｎｇ－ｙｕｎｇｔＩ ｈｍｏ Ｌｕｌｕ：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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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自然的适当限度和范出。这种关注表现在他们

态危机也有实际价值。总而言之，儒采侍统具有丰

用多种方式培养自已的美德。这些美德被认为既

富的资源，可资用来重新确立人彳Ｆ自然中的位置。

是个人的又是宇宙的．他们的关注还包括用生物

本文所写，就是为利用这些资源勾画进程。

的形象米描绘自我修养过程。在人与宇宙之间实
现深层多样的对应，是儒家的一个主要目标。这是

（本文译者：雷洪德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中心博士生

一十其有蓐要精神意义的观念，对应付当前的生

张珉华中科技大学外语系教师

１００８７１）

（本栏目责任编辑：杨雁斌）

《两性世界中的老龄化：女性问题和身份》
十

奉书 定价￥ＵＳ２５，主要内容如下：
世界各个地区都出现了老龄化的现象，并且这种腮象具有性别差异：妇女的寿命更长，她们得到的资源更少，
并且她们还担负着照顾老人和孩子的责任。原四大Ｉ司小井：女性从她们的“工作”中得到的报酬很少甚至是没有．她
们由于曾为照顾家庭而中断工作，其结果是更低的养老箍，耐同时社会和文化规则又分配给妇女照顾老人和孩子
的职责．而不考虑妇女为此要付出的成木。往许当地矗，妇女更足社区关怀的提供者，而她们自己的需要却来得到
满足。

今天，国家财政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变化的家庭形式和家庭对更多的供养者的需要迫使政府重新考虑其｛

针对老人和退休的政策。有人认为，性别歧视已经随著妇丘参加：［作的人数不断增多而消失了。这种观点的广泛传ｉ
播意味着在私有化的时代．改革对于妇女来说也计更加有害。

；

随着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老龄化问题和相关的政策．对研究的需要加强了。当妇女将工作时问用丁蹦心孩ｔ
ｌ子时．她们在退休盘：＝ｃｒ面的拙失有多大？人的一生的总收入的差距是缩小了还是扩大了？养老盘制度私肖化的影响｛
ｔ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对设计公正和有效的老人和退休政策至关重要。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什幺是能够鼓励妇｛
ｉ女照顾老人的社会和卫化四套？“黄怀提供者”是不是普遍的女性身份？政策和时间还提出了什幺其他甘份问艇？越ｉ
ｔ来越多的妇女生命的悬后部甜是在勺‘寡中度过，但对此我们却知之甚少，就更不用说各地区经济和『人ｕ的变化对ｔ
ｉ此产生的影响了。

ｉ

（陈

｛

源摘自ｈｔｔｐ；／／ｗｗｗ Ｕ１１．ｏｒｇ／ｗｏｍｅｎｗａｔｃｈ／ｐｕｂｓ／ｍｓｍｗ９９３ｅｌ／ｈｔｍＩ）

十

《发明因特网》
《发明因特网》（Ｉｎｖ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ＩＴ Ｐｒｃｓｓ，１ ９９９）是珍妮特－阿巴特关于因特网历史的著

作。该书回顾了从因特网诞生伊始到９０年代初引人马赛克的历史。作为电腑罹序员和历史学家，阿巴特对这利，蛄！
怍的历史做了细节化的回顾。在导言中．她对因特网内在的收缩（ｃｏｎｔｒｓｃｔｉｏｎ）作丁如下阐述：“因特网是由美国国防
部建世年¨资助的，而我却在利用这个系统与我的朋友交谈，并和陌生人探讨烹饪方法——就像是开着坦克兜风”。
进十矛盾正是该书的焦点所在。因特网最早由美国国防部资助．它的第一批用户来自军界和学术界。这种组合导致
丁一种通讯媒介的产生，它不仅快速和富于机动性，还能适应用户处于韭化巾的徭要。阿巴特力图描述促使因特网
由一个冷战中的电脑网络发展成全球通讯系统的社会力量．她在导言的最后部分十分精确地总结到，因特网作为
通讯工具的身份不是人为命名的．而是表达，其本庙．，
虽然《发明因特网》并没有像阿巴特预想的那样对罔特网的社会历史进行描述，它确实像我们展现了互联网的
技术史。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阿巴特深刻的洞察力。例如，她对因特网的发展作了如下探讨，即因特网是随着其制；

造者和使用者的需要应运而生的。在书中，我｛¨可以找到与因特网早期发展有关的种种信息。作者阅读丁大量会议ｔ
记录、通讯、政府文件、企业内部文件，电子邮件ｊｌ：采防ｒ对因特网做出过主要贡献的人员。因此，该书具有一定的ｌ
参考价值。

ｔ
（源摘自ｌ＿Ｌｔｔｐ：／／ｗｗｗ．ｏｔａｌ．ｕｍｄ．ｅｄｕ／～ｒｅｅｓ／ｂｏｏｋｓ／ａｂｂａｔｅ．ｈｔｍｌ）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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