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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杜先生， 非常感谢您接受本刊的采

访。 您长期从事文化研究工作， 在这个领域颇有建

树， 有很大的影响力。 大家感兴趣的可能不仅仅是

您在文化领域具体的研究内容， 您能不能先向我们

简单地谈一下您的学术经历。
杜维明：我是1949年离开中国大陆的，从小学五

年级到大学毕业这段时间一直在台湾， 然后到了美

国。 第一次回大陆是1978年， 前后大概一个月的时

间， 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一方面学习， 一方面搞研

究。 然后在1985年我在北京大学教了一门儒家哲学

的课。 1994年又回来参加了一个孟子学术讨论会。
1996年我做了哈佛燕京学社的社长， 从1996年一直

到2008年期间我们邀请国内很多中青年学者到哈佛

做研究，我每一次都跟这些候选人面谈，包括吉大、
南开、北大、清华、人大、中国社科院、北师大和中央

民大等高校的文化研究者。
2010年9月28号北大新成立高等人文研究院，我

担任院长，与学术界的接触非常多，而且直接参加管

理，这样的参与方式使得我对国内整个行政管理，对

社会组织有了些比较切身的感受。 我觉得要真正了

解一个社会一定要参与， 比如北大这个学校的资源

非常多， 有很多并不为外界所知。 这里有个世界级

的博物馆，叫赛克勒博物馆，在很多地方跟哈佛博物

馆有相同的地方， 但是去的人很少。 燕南园和园后

有很多宫廷式的建筑，会看到各种不同的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有很多研究中心， 有的研究中心是世界级

的研究中心，比如说人口学的研究，这一切对于我来

讲都很新鲜。
我主要从事儒学的研究，特别是儒学中的心学，

也就是从孔子到子思到孟子， 经过董仲舒， 再到朱

熹、王阳明、刘宗周这些人物。 1994年全国召开了关

于孟子的学术讨论会， 对儒学文化传统作了深入探

讨。 当时人们对儒学比较生疏，也因为文革的关系，
儒家传统基本上是从负面去否定的， 现在情况完全

变了，儒家的东西在学者、民间、政府都有一定的共

识了。
本刊记者：现在，不管是学术界还是政府层面都

形成了一个共识， 那就是中国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

文化不可或缺，“文化软实力” 现在成为了一个出现

频率特别高的词语，您怎么看待“文化软实力”？
杜：如果不是文化的崛起就不是真的崛起，崛起

的背后要代表一种真正的价值和文化， 不是在中国

崛起中文化起了什么作用， 而是说如果中国真正要

崛起必须是文化的崛起。 没有文化作为后盾， 或者

没有文化来代表中国， 不可思议。 中国崛起对世界

的贡献在哪里？ 你能不能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和谐，
变得更和平， 人类的生活更有意义？ 因为中国的崛

起使印度人，非洲人有了更大的希望，使得现在先进

的大国，不管金融风暴出现的问题，还是社会上一些

不知何去何从的问题，中国给提供了一个参考，提供

中国的崛起需要文化的支撑

■ 杜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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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撑。 当

今世界，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

自信，着眼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 本刊就中国崛起中文化的作用问题特意对

哈佛大学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先生进行了专访，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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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新的方向，这就是我们崛起了。
对于“文化软实力”的提法我有一些看法。 这个

软实力就是一种去影响别人、 影响世界的核心价值

的魅力，或者叫文化的吸引力。 “文化软实力”所塑

造的不管是制度还是人， 成为大家模仿的对象才是

有影响的。 历史上， 中国文化长期就是扮演这种角

色，世界各地的人都来朝贡，而且非常积极。 这个社

会对世界各方有很大的吸引力， 核心价值被人们心

悦诚服地接受，这就是现在所谓的软实力。
现在有的人喜欢谈中国模式， 我非常担忧。 我

们有我们的道路， 有我们的经验。 模式后面有典范

的意思， 典范是要人家来学习的。 我们是否可以向

比我们发展慢的社会推销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推

销现在的政治模式，和谐社会的模式，或者文化家族

的模式，这都是不可能的。 我们现在正在摸索，摸索

过程中我们有太多要向外面学习的东西。
本刊记者：您刚才谈到核心价值的魅力，或者叫

文化的吸引力，那么相对于西方的强势文化，您觉得

中华文化的魅力或者说吸引力在哪儿？
杜：举一个例子，西方现在是强势，所以西方很

多核心价值变成普世价值了，比如说人权、自由、民

主、科学、法治还有个人尊严。 但是仅有这些是不够

的，面对21世纪绝对不够，还有很多核心价值必须要

开发出来。 有很多核心价值扎根于中国文化， 还有

一些来自伊斯兰、 印度文化。 我们讲中国文化中的

自由和正义， 有自由必须有正义， 有正义必须有自

由。 有人权必须有责任，有责任必须有人权。 还有同

情和慈悲，也就是善心。 西方有个人尊严，东方有社

会和谐，西方有法制，东方有礼让，我们的这些价值

都是世界性的。 过去西方认为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价

值，也许就是自由，现在“安然事件”、金融风暴出现

了， 这表明仅有自由是绝对不行的。 人只有责任感

还不够，一定还要有善心，也就是同情、慈悲，很多非

西方价值扎根在东亚， 扎根在儒家核心价值之中。
如果进行这样一个对话，21世纪自由很重要，那么正

义呢？ 西方特别重视个人的尊严与个人主义， 那社

会的和谐呢？ 所以这方面对话可能性非常大。 现在

大的对话框架完全是政治、经济、贸易方面的，能不

能进行深刻的文化对话？ 找双方各领域代表， 如媒

体、政府、学术、企业进行一个比较深层关于核心价

值的对话，以此基础，慢慢地把其他不同的核心价值

积聚到一起来， 这也会为人类文明核心价值走到21
世纪创造一些讨论的空间。

本刊记者：那我们能不能这样理解，我们的文化

是具有吸引力的， 只要我们把中华文化的价值开发

出来， 我们能够期待中华文化在不久的将来能在世

界上占据应有的位置？
杜：如果从儒家文化来看，我是有这样期待。 中

国的整个发展曾是人类文明发展中的高峰， 当然也

碰到很多困难。 很值得注意的就是明清之际， 这个

时候西方启蒙运动受到最大的影响就是儒家文化，
像伏尔泰等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 他们思考一个

没有上帝观念的社会，怎么能够有这样的和谐，为什

么中国社会动力这么大。 在马可波罗时代， 一个威

尼斯，当时西方最大的城市，人数不会超过20万，到

了开封则是100万以上，杭州也是100万以上。
即使是在鸦片战争前夕的1839年， 中国的经济

跟今天美国经济也是一样的地位， 中国和英国的双

边贸易全部是顺差。英国要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
工艺品，要中国的农产品等，而任何英国的东西中国

都不要，所以鸦片战争英国就把贩卖鸦片合法化，使

得贸易的差额能够有所改变。 但是就在那个时候，
中国和英国军事上一冲突，中国整个帝国崩溃了，因

为中国和西方已经隔绝了100年。 17、18世纪中国在

很多方面发展绝不低于西方， 但19世纪，100年左右

他们工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制度的发展，人才各

方面突飞猛进， 中国没有发展。 没有发展而且还无

知又傲慢， 结果一下子被打垮了， 到今天刚刚站起

来，经历了170年左右。
最主要的关键就在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的知识

分子，学者需重新了解自己的文化，发觉自己文化的

精华，用一种不亢不卑的心态，面向世界，奠定一个

开放、多元而且有强烈自我反省能力的文化认同。
中国作为其他伟大文明的参照或者成为一个人

类文化的重要资源， 这绝对没有争议。 但是我的基

本信念就是在21世纪是多元文明， 不是一个文明。
一个传统， 一种文化， 如美国单边主义是走不下去

的。
现代化的过程中拥有各种不同文化的形式，我

们现在有东亚现代形式，将来有东南亚、有南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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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的、 有伊斯兰。 将来中国文化一定成为文化大

融合中间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而且我相信有些中

国文化的特色， 儒家的人文精神面对21世纪可以作

参照。 我做的研究就是儒家文化的现代转化， 中国

文化的责任非常大，绝对不可能缺席的。 另外，我们

做得越好，世界就越受惠，我们做得坏，大家都倒霉。
中国文化一定会扮演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本刊记者： 您谈到您做的研究是儒家文化的现

代转化，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杜：把儒家当作一个例子，我们把儒学分为三个

发展阶段。 第一个就是从畜牧的地方文化到了中国

文化主流，第二个就是从中国文化主流到东亚文明，
现在第三个就是从东亚走向到世界。 在这个发展过

程中，一个文化和一个文明，像儒家的传统如果是活

的，如果有生命力，它就一定要有再发展的过程，它

一定要以开放的心态， 从各种不同的文化中吸收养

分。
1949年以后，大概中国大陆讨论儒学的很少，基

本就在台湾、 香港。 那个时候的问题是中国儒家的

文化和现代社会、 现代世界相关性如何。 我们要参

与现代人的生活， 我们能够提供什么价值？ 现在我

们到了全球化时代，西化是一个地理名词，现代化是

一个时间的名词， 全球化非常复杂。 全球化和地方

化、本土化、区域化同时进行，同时发展。 那在这个

错综复杂的环境之间， 儒家传统必须要面对各种挑

战，比如说对生态环保，男女平权，社群伦理，社会解

体， 文化多样性。 这些问题都要有一些创建性的回

应，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发展。
本刊记者： 如果说儒家传统面临着这么多各种

各样的挑战， 那么是不是也可以认为我们现在对中

华文化的认同有了危机， 我们对中华文化认同的基

础是什么？
杜： 中华民族是建构在几千年中华民族文化基

础上的。前苏联的文化政策使得当时国家不能维持，
许多民族就走了，只剩下俄罗斯。 而中国不同，中国

有一个经过几千年融合的文化作为我们的基础，即

使碰到很多曲折，但是作为一个大的民族发展，它是

波澜壮阔的，所以中国在很多地方不分裂，能够团结

为这么大的民族， 现在世界上很少了。 能够这样持

续不断地发展， 跟整个文化的凝聚有很大关系。 现

在面对西方外来冲击和中国自己的文化， 有两个大

的文化传统之间的融合问题， 一个是中华民族数千

年的文化传统，另一个是90年来的马克思主义传统。
就是谁是老祖宗这样的问题， 这中间怎样取得健康

的互动。同时也不只是儒家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对话，
还要加上西方文化。 就是比马克思主义更广泛的西

方文化，也就是“中西马”的对话，这条路如果走出来

的话， 绝对有普世的价值， 那可能真的成为一种模

式，能够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高度发达国家都会有

启发。
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社会学家，他认为他在政

治方面是自由主义者，比较重视人权、民主、自由，在

经济上面是一个社会主义者，重视分配、尊重平均，
但是在文化上面强烈认同犹太文化， 非常保守。 如

果说在政治上认同西方自由主义， 在经济上认同社

会主义，在文化上认同儒家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很值

得注意。
本刊记者：那我们该怎样培育这种文化认同？
杜：中华文化历史最悠久，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好

好如实地了解历史。我不知道历史现在由谁在控制，
我完全不能理解。 到底谁在控制我们的历史记忆，
什么东西可以讲，什么东西不能讲，什么东西是正确

的， 什么东西是不正确。 我希望那些控制我们说话

的部门或者人尽可能视野比较宽， 知识结构比较全

面，还要有一些智慧。 文化不能靠个别领导的支持，
文化的渗透性很大，而且多元、多样。 任何一个人脑

筋再好，他也不能把整个文化全面掌握，毛泽东那么

好的脑筋，晚年犯很大的错误，原因大半部分就在文

化，文化大革命就是在革中国文化的命。
本刊记者：谈到文化大革命，国内的文化研究学

者楼宇烈先生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把中国文化的根给

挖掉了，很难恢复。 把中国人最重视的孝、人文和亲

情的东西给挖了。 楼先生还常常讲现在中国文化最

缺文化主体意识， 完全是在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念。
你怎样看待中国文化主体意识？

杜：我们不能走国粹主义、不能走狭隘的民族主

义，也不能走狭隘的文化主义，要开放。 开放必须向

西方开放，我们对西方的了解不够，全盘西化实质上

是没有了解西方。 我们犯的最大错误之一， 就是把

中国糟粕的糟粕和西方精华的精华相比， 中国是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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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西方就是科学、民主、自由、人权。 我们对自己的

传统是粗暴的， 我们对西方的了解一定是粗浅的。
我们对自己的传统是单向的，没有任何的选择，那我

们对西方的理解也就是片面的。 现在我们要开放，
不能片面。 开放不只要对西方开放， 同时我们要学

习印度，要把印度当做参照，要把拉美当做参照。 我

们现在更多看的是美国，其实欧洲更丰富，没有更宽

广的视野是不行的， 我们要有全球视野。 我理解文

化主体性是这样，就是在一个开放多元的视野中，寻

找我们安身立命的基础。 假如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主

体性有强烈的认同， 我们要同时知道日本人、 韩国

人、美国人、英国人每一种文化都也认同它自己的主

体性， 所以你不能用你的主体性来涵盖人家的主体

性，所以一定要多元。 我们对自己文化根扎得越深，
也就表示我们能够掘井汲泉， 有了泉水以后我们再

流到外面去。 我自己是很多文明对话的受惠者。 我

不是基督徒，但是在基督教受惠，伊斯兰教、佛教、印

度教都是一样。 从和它们对话之间吸取一些新的智

慧，了解我们自己文化的特殊性。
举一个简单例子，过去在中国，技术、科学向俄

罗斯文化一边倒，中国研究俄罗斯文学能够用俄语，
现在全部丢掉来向美国学习，俄国有托尔斯泰，有东

正教等非常丰富的文化遗产， 为什么不把这些变成

我们文化的一部分。 如果美国没落了，巴西起来，中

国大陆都去学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放弃英文吗？ 文

化需要积累，整个文化中国的积累太薄，要考虑的价

值领域太少了。 薄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每天都讲文

化，实际上把文化多半看成旅游，看成公关，看成向

人家展示我们经济力量的一种工具， 不是真正的文

化。 文化是要进入到你生命里， 成为你生命的一部

分。 一个受基督教影响的基督徒和受佛教影响的佛

教徒， 一看就知道是体现基督教理念和佛教理念的

人， 如此才有这两种文化。 我们所说中国是源远流

长的文化，有儒家的文化，讲仁义礼智信，这些在什

么地方体现出来，是一个大挑战。
本刊记者：就您的经验观察，当代中国文化发展

遭遇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杜：核心的问题就是中国知识精英，包括政治、

媒体、 学术和企业各方方向非常不明确。 有各种不

同的思潮，方向性不是很明确，在这个情况下面有很

多的可能性， 也有很多的危机。 现在是在一个关键

时期，特别是最近三五年。
本刊记者：您谈到知识精英，他们肯定应该为中

国文化在当下的遭遇负一定的责任，问题出在哪儿？
杜：市场经济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些条件，但

是市场社会严格来说是一个悲剧， 也就是市场机制

渗透到社会每一个层面， 社会充分的市场化。 市场

经济存在第一大问题就是钱和权的结合，贪污腐化，
要改变很困难。 市场经济必须要有法制， 现在法制

没健全。 那么市场的力量甚至渗入到学校， 每一个

单位注意的就是他的创收，没有创收不能加薪，用各

种不同的方式，某种程度上说整个文科在没落，虽然

每天大家在谈文化的重要软实力。
现在和上世纪80年代不同，80年代思想非常活

跃，向外面学习的力度非常大。 生活非常清苦，但是

斗志非常昂扬。 现在知识分子条件好了， 大家谈的

多半是房地产和汽车。 最奇特的是宗教界也是被市

场化，寺庙本应有神圣感，经过庙门收钱，一柱香收

钱，和尚看起来都是商人。
本刊记者： 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国际社会对中国

文化的评价，甚至批评？
杜：中国社会，中国人动力特别大。 世界上很少

找到这样的社会，整个社会的力度和能量非常大，大

家非常繁忙，文革的时候动力也是非常大，但是那个

力量摆到政治，摆到斗争，摆到红卫兵。 现在改革开

放以来所有的力量都进入到市场， 毫无疑问很了不

起的。 因为现在中国人不管怎么样，“元气”充沛。 如

果“元气”充沛，动力能够转上一个健康的路线，就会

很了不起。
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动力那么

大， 当然有很大的危险性。 在世界上能够得到那么

重要的尊重，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有很大的危险，不管

怎么样中国和平崛起， 回顾人类文化历史时期就是

奇迹。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反而中国的国际形象不

好，因为大家在用放大镜观察中国，中国受到各种不

同的质疑， 各种不同的批评。 现在有些地方如同被

“围剿”一样，以前比较单纯的一些看法，现在变得越

来越复杂，内容越来越丰富，不乐观。
中国的前途是人类的前途，中国能走出这条路，

不仅是儒教文化圈，包括日本、韩国、越南这方面，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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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是代表一个东亚文明理性价值的出现，对于亚洲，
亚太地区， 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 我们要走一条和

平崛起的文化之路， 一个伟大的民族重新崛起没有

造成世界的动乱。 这个只有在二战， 美国的崛起多

多少少扮演着这样的角色，一战、二战都是德国崛起

所造成的。 因为英国和法国对德国那种压榨， 他们

反弹造成很大的悲剧。 现代21世纪中国的崛起是福

是祸， 决定了人类的利益。 中国应该有更大的责任

感，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对我们个人，我们家庭，或者

我们国家，或者是亚太地区都具有影响，现在中国风

吹草动影响非常大，具有世界性。
本刊记者：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给我们

分享您对文化的独特见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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