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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变局与人类文明的重建

陈 曙 光

［摘　 要］ 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 才有了普遍意义上的人类文明。 西方开辟了世界历

史， 主导建构了服膺西方利益的人类文明。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既从道义上宣判了西方定义

的人类文明的非正义性， 又从历史主义维度承认了其进步性。 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崛起， 为

人类文明的重建提供了一线希望。 但是， 在西方力量占据绝对优势的世界中， 人类文明的重

建在实践上是艰难的。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确立一种与世界大变局相适应的

人类新文明， 是全世界的唯一选择。 重构人类文明的根本旨向在于超越西方性走向人类性，
超越非正义走向正义。 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确定性， 中国贡献的文明方案是： 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 这是一种可能的新文明类型， 是当今世界重建发展理性、 治理理性、 交往理性、
安全理性的基本遵循。 新的终将突破旧的， 人类新文明终将自觉参与世界历史的理性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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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是为人类谋进步、 为世界谋大同的党， 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的前途命运， “不断

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 第

９８ － ９９ 页）。 ２１ 世纪， 中华民族对于世界的贡献， 更突出地表现为对于文明的贡献， 即在世界大变

局中自觉参与人类文明的重建， 积极引领人类的精神成长和文明进步。 全球社会是一个共同体， 维系

共同体的秩序， 有赖于形成普遍遵循的共同体规则， 即人类文明。 美好的全球共同体生活之所以可

能， 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建构各个国家普遍认可的人类文明。 本文所讨论的人类文明， 不是指某种单一

的文明形态 （如基督教文明）， 而是专指世界普遍交往中共同遵循的交往理性、 文明规则， 即 “共同

的公理”。 在全球社会中， 国家间要跨越对立， 负责任地行动， 前提是遵循国际交往理性， 服从普遍

认可的文明规则。

一、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与人类文明的出场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可谓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有了世界历史的出场， 才有了普遍意义上的人

类文明。 作为国际交往共识的人类文明是全球化的产物， 是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结果。
在世界历史形成之前， 各个国家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 呈现为原子式的个体， 无法结成现代意义

上的全球社会， 即全球共同体。 “前资本主义的传统国家是松散的、 静止的国家” （王沪宁主编， 第

５７９ 页）， “国际社会也是隔绝的、 静态的， 国家之间不存在不可或缺的交往关系” （同上， 第 ５８０
页）。 国家间的交往是有限的， 不同文明的交汇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不存在现代含义的国际关系，
因而不存在普遍意义上的人类文明。 这一时期， 每个民族的活动构成其民族的历史， 该历史只具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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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性的意义； 每个民族的文明都表现为地域性文明， 该文明只具有地域性的价值。 所谓西方中心论、
“普世价值论” 都是不存在的。

天涯成比邻。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１ 卷， 第 １６９ 页）， 是人类发

展史上的一次伟大飞跃。 伴随着世界历史的形成， 人类社会的发展逐渐打破狭隘的地域界限； 单一国

家的活动逐渐走出闭塞或半隔绝状态， 越来越受到 “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 （同上）； 原子化的国

家逐渐结成一个整体， 超越地理边界的全球共同体正式走进历史舞台。 封闭孤立的发展模式难以为

继， 任何国家和民族唯有置身于世界性的经济、 政治、 文化的普遍交往关系中， 全方位地参与世界竞

争， 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 才有希望和未来。
一旦走进世界历史， 走进普遍交往的 “地球村”， 人类达成某种交往共识即 “村规民约” 的需要

就变得尤为迫切。 也就是说， 各国在 “保持自身价值的同时， 还需要有一种全球性、 结构性和法理

性的文化” （基辛格， 第 ４８９ 页）， 需要建构基于普遍共识的人类文明。 这是一种超越任何一个地区

或国家视角的文明观。 人类文明就其理想价值来说， 应该成为全球社会的共同信仰、 全球治理的基本

遵循、 普遍交往的行为准则； 缺了它， 国际交往就没有章法， 共同行动就难以存续， 世界秩序就会陷

入某种混乱状态。 也就是说， 只有当一个国际体系中的所有国家都接受一套共同规则的约束时， 才存

在一个国际社会。 作为全球共同信仰的人类文明， 本质上说不应该是某种单一文明的世界化， 而应该

是不同国家文明的调和。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强大国家往往掌握着塑造人类文明的主要权力， 将一

己之文明提升为人类之文明， 将地域之规则膨胀为 “普世” 之规则； 而弱小国家的文明则在夹缝中

生存， 沦为边缘性的存在。
资本开辟了世界历史， 人类文明打上了资本的烙印； 西方开辟了世界历史， 西方文明构成人类文

明的基本底色。 世界历史， 在一定意义上说， 就是西方文明超越地理边界而获得普遍性的历史。 大航

海把世界各国纳入一个单一 “体系”， 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把各国人民紧密地联系起来。 西方膨胀为

“世界” 的同时， 其启蒙价值亦走向了世界， “人类和地球的欧洲化” 成为世界历史的主导逻辑， 人

类文明进入了西方主导的时代， “西欧从根本上重新改易了人类地理并在全球共同体上打下了难以磨

灭的印记” （哈佛燕京学社主编， 第 ７８ 页）。 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 将剥削和压迫输出到世界的

同时， 也将西方的文明和价值观移植于世界。 直至 ２０ 世纪上半叶， 全球化进程皆突出地表现为西方

化。 法国学者埃德加·莫寒指出， 迄今为止的全球化进程具有双重性质： 一是猎取、 奴役和殖民的全

球化； 一是西方价值的全球化， “现今世界已拥有一个世界文明， 它源于西方文明， 是其科学、 技

术、 工业、 资本主义互动的产物， 其中包含了一些普遍价值” （同上， 第 １２７ 页）。 可以说， 西方与

资本 “合谋” 构建了传统全球化时代的人类文明。 西方作为 “世界历史理应如何发展” 的设计者、
主导者、 推动者， 把非西方国家纳入统一的历史进化路线图和文明谱系中， 以己之文明解构非西方文

明， 试图参照己之模样建构一元的文明世界。
西方主导建构的人类文明， 本质上是非正义的。 这种以资本为原则的人类文明， 其基本性质是贪

婪的和 “进步主义的”， 是征服的和 “权利主义的”， 是开发性的和 “扩张主义的”。 这是一套具有

进攻性的综合知识框架， 总体上服膺西方国家的利益， 服从资本扩张的逻辑， 服务西方主导的世界体

系。 这种人类文明的理念在运行过程中外化为全球性政治、 经济、 安全、 法治体系， 导致世界日益二

分为对立的两极： 先进的西方与落后的非西方， 自我界定的西方与被他者界定的非西方， 作为主体和

中心的西方与作为客体和边缘的非西方， 作为典范的西方与作为追随者的非西方。 马克思曾说， 资产

阶级到处推行所谓文明制度， 试图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力图 “使未开化和半开

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 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 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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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选集》 第 １ 卷， 第 ４０５ 页）。 西方的地域性文明第一次披着 “普世主义” 的面纱， 超越地理的

边界， 上升为世界性的交往理性和文明规则， 人类社会第一次出现了世界史意义上的人类文明。
西方定义的人类文明， 初步确立了全球社会的交往理性和文明规则， 为增进世界各国的普遍交往

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 两次世界大战标志着西方主导建构的国际交往理性和文明规则首先在它的诞

生地遭遇合法性危机。 即使在今天， 这套文明规则依然构成诸多矛盾的深层次根源， 西方主导的世界

仍然是一个非正义的世界。 西方订立了 “高尚” 的原则， 却常常不在国际交往中无条件地实践这些

原则。 双重标准是西方的首要标准， 霸道逻辑是西方掌控世界的重要逻辑， 重构人类文明已经成为国

际社会的紧迫任务。

二、 世界正义力量的崛起及其对人类文明的影响

解构非正义的人类文明， 寄希望于世界正义力量的壮大。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重

大事件。 在马克思看来， 传统的国际交往理性和文明规则既是进步的， 又是非正义的， 两者比较， 历

史标准优先于道德标准， “进步” 高于 “正义”。
西方建构人类文明的过程， 也是西方文明殖民扩张的过程。 这一过程尽管不具有历史正义性和程

序正当性， 但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历史进步性。 从进步论的角度看， 殖民扩张启动了世界范围内的现代

化进程， 实质上开启了现代性文明的世界历史。 马克思一方面控诉资本的肮脏； 另一方面高度肯定其

“伟大的文明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４６ 卷上， 第 ３９３ 页）， 肯定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 推

动世界普遍交往的伟大意义。 比如， 就前者而言， 英国的侵略扩张 “摧毁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２ 卷， 第 ６７９ 页）， “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
（同上）； 就后者而言， 不列颠对印度的征服为印度打开了世界市场， 这个神话中的国度同西方文明

世界实际地联结在一起。 马克思在评价英国对印度的侵略时说， “英国不管犯下多少罪行， 它造成这

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同上， 第 ６８３ 页）。 黑格尔也认为， 文明民族对野蛮民

族的战争和争端， “是争取对一种特定价值的承认的斗争， 这一特征给这些战争和争端以世界历史的

意义” （黑格尔， １９６１ 年， 第 ４０４ 页）。 概言之， 西方侵略对于印度而言虽然是其民族灾难， 但也打

破了其封建主义的禁锢， 为其带来了近代文明， 使其走进西方主导的现代世界体系， 依此来看是历史

的进步。 然而， “西方文明在全球凯旋之时， 却正在经受其内部的危机， 而它的完成揭示的却是它自

身的贫乏” （哈佛燕京学社主编， 第 １３５ 页）。 改造非正义的人类文明已经刻不容缓。
根本改造非正义的人类文明， 从来都不是依靠真理和道义力量就可以完成的任务， 归根到底取决

于世界正义力量的壮大， 特别是取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崛起。 “国际政治格局与国际实力格局相一

致” （王沪宁主编， 第 ５９９ 页）， 国际文明秩序也与国际实力格局相一致。 在这种情况下， 人类文明

规则制定的焦点不在于 “谁的主张在理”， 而在于 “谁主张”。 在西方力量占据绝对优势的全球世界

中， 颠覆代表西方资本利益的文明规则和交往理性， 从根本上终结其统治地位， 在实践上是行不通

的。 ２０ 世纪， 马克思主义最伟大的贡献在于指引了世界范围内的正义运动。 社会主义作为独立的政

治力量登上世界历史舞台， 国际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人类文明的重构迎来了历史性机遇。 但由于

多方面原因， 这一任务并没有最终完成。
第一个原因是， 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总体弱小， 难以实质性地重构国际交往理性和文明规则。 西

方阵营多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强国， 社会主义阵营多是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作为社会主义阵营

的核心国家， 苏联的经济实力、 综合国力与作为西方阵营核心国家的美国相距甚远， 其巅峰时期的经

济体量也不过为美国的 ６０％左右。 冷战后期， 苏联内忧外患， 国民经济几近崩溃， 已经无法跟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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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发展节奏。 美国则抓住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机遇， 迅速拉开与苏联的距离。 国际规则的塑造、 人

类文明的建构， 关键取决于实力。 自 １６４８ 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构以来， 西方凭借绝对实力掌握世

界的文明塑造权， 但这并不代表其掌握全球最多的真理权。 比如， 经济交往中的 “丛林法则”、 全球

治理中的 “几方共治逻辑”、 东西方互动中的西方中心主义、 文明交汇中的 “文明优越论”、 制度比

较中的 “历史终结论” 等， 明明是强词夺理， 却大行其道———皆因实力所致。 马克思早就指出， “政
治权力只是经济权力的产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９ 卷， 第 ８０ 页）。 西方掌握了世界上占主导

地位的经济力量， 也就掌握了建构人类文明的主动权。
第二个原因是， 冷战将世界分割为政治对立、 经济独立、 交往孤立的两大阵营， 这不仅无法

形成普遍的世界交往和融通的国际规则， 反而进一步加剧了文明间的对抗。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以后， 世界形成两大阵营， 经济上形成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 沿着意识形态的边界， 横亘着一幅

贯穿欧洲大陆的 “铁幕”， 阻隔了国际交往的普遍化， 也切断了两种文明的交流互鉴。 亨廷顿认

为， 冷战期间， 一个是美国领导的最富裕的社会集团， 一个是与苏联联合和受它领导的略贫穷一

些的集团， 这两个集团展开了一场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的、 政治的、 经济的， 有时是军事的竞

争。 （参见亨廷顿， 第 ６ 页） 美苏两大集团的对立， 从根本上说， 是两种不可调和的国际秩序观、
制度观、 文明观、 价值观的对立。 冷战期间， 世界交往以集团划界， 全球社会在经验事实上是极

为有限的存在或者说不存在， 重构全球文明共识是不可能的。 此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苏联逐

渐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诸多基本价值， 奉行大党大国沙文主义思维、 国强必霸逻辑以及大国主导

的治理观， 与西方建构的人类文明殊途同归， 难以从本质的高度开掘出新的人类文明和国际交往

规则。 因此， 作为与美国并立的另一个霸权， 苏联 （晚期） 与其说是过往人类文明的解构者， 不

如说是 “继承者”。
第三个原因是， 冷战结束后世界重回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 人类文明重建的努力遭遇重大挫折。

苏联解体是 ２０ 世纪最为重大的地缘政治事件， 它标志着冷战以美国完胜而告终， 西方建构的人类文

明大获全胜， 再次主导了人类的交往活动。 至少在一段时期内， 世界主流舆论均将苏联的解体与西式

自由民主制的普遍胜利划等号， “历史终结论” 一度甚嚣尘上。 ２０ 世纪， 尽管西方近代先贤所界定的

人类文明不断地遭遇挑战， 但并未从根本上被颠覆。 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 亚非拉国家和不

结盟运动倡导的文明理念， 比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倡导民族平等、 不

干涉内政、 不结盟、 不称霸、 不搞扩张、 不诉诸武力或不以武力相威胁等， 难以从整体上彻底颠覆西

方建构的国际交往理性和文明规则。
第四个原因是， ２０ 世纪，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 长期未能靠近世界舞台中央， 难以实质性

地参与到人类文明重构这一历史性事业之中并担当重要角色。 人类文明建构有其独特的衍生逻辑

和运行机理， 其核心是三原则： 实力原则、 真理原则、 道义原则。 三者正相匹配是理想， 二律背

反往往是现实。 此处所说的二律背反， 乃是指占据实力最高处的国家， 不一定占据真理和道义的

制高点， 反之亦然。 当三者出现 “背反” 时， 实力原则高于真理原则、 道义原则； 谁拥有了压倒

性的硬实力， 谁就拥有了压倒性的规则制定权， 这是由过往历史证实的人类文明建构的逻辑。 过

去几个世纪， 强权国家主导塑造了人类文明规则， 但并不代表这套规则就是正义的。 因此， 寄希

望于边缘国家来改写西方主导的人类文明， 重构符合全球正义原则的国际交往理性和文明规则，
是不现实的。

当然， 尽管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到 ２０ 世纪末， 西方主导建构的文明格局从未真正松动过， 但马克

思主义还是以其鲜明的劳动人民立场、 人类解放立场、 人类正义立场， 为人类文明的重构指明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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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这些原则立场代表了世界历史的总体趋势， 其在 ２１ 世纪依然具有现实性， 毕竟 “历史发展的总

体趋势比既成的历史事实具有更高的现实性” （吴晓明， 第 ５ 页）。

三、 世界大变局： 人类文明重构的历史契机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人类文明迎来了历史性重构的契机。 西方主导建构的人类文

明， 已经由世界历史的推动力沦为全球化转型升级、 国际合作共赢的文化阻滞力， 沦为迟滞世界大变

局的极端保守因素。
世界大变局是一个涉及诸多领域的整体性动向， 是世界体系的结构性调整。 世界大变局， 就其表

面来说， 表现为世界经济中心由西方向东方转移， 迎来 “东升西降” 的重要拐点； 全球治理由西方

治理向共同治理转变， 国际权力在西方大国间来回倒手的局面走向终结； 新一轮科技革命爆发， 产业

革命深入推进。 就其本质维度来说， 标志着西方中心论正在走向破产。 自启蒙运动以来， 西方的知识

体系和话语体系逐步确立了在全球的统治地位， 主导了全球性议题的解释权、 话语权， 人类文明不过

是西方文明的世界化。 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世界格局调整的主要牵动因素。 中国的和平崛起绝不仅仅意

味着其经济的成功， 在更深层次上代表了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崛起， 西方中心论横行世界数百年后

第一次面临真正的挑战。 中国的成功， 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理论体系、 制度和文化是正确

的， 证明 “历史终结论” “文明优越论” “普世价值论” 是错误的， 证明 “现代化 ＝西方化” “全球

化 ＝西方化” “现代社会 ＝西方社会” 是彻底的虚妄。 特别是在大疫情时代， 中国的发展优势、 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优势、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优势充分释放， 西

方书写世界历史的能力、 传播启蒙思想的能力、 按照自己的模样改造世界的能力受到了挤压， 西方知

识体系、 话语体系遭遇前所未有的解释危机和话语权危机。
世界大变局根源于国际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 “东升西降” 是 ２１ 世纪不可遏止的大趋势。 随着

国际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 全球整个上层建筑和国际体系也将或快或慢地发生变化， 这是世界历史演

化的基本规律。 全球经济秩序、 治理体系、 安全秩序、 文明格局的变革， 科技制高点的争夺， 归根结

底是力量的博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 国际力量对比发生

深刻变化， 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 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 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

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 （习近平， 第 ２５９ 页） 然而， 既有全球治理格局不能顺应这种变化， 推

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已是大势所趋。 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领头羊， 金砖国家已经成为推动国际秩序变

革的中坚力量。 在金砖国家的推动下， 人类文明中的非西方元素在增加， 西方文明的权重在减弱，
“世界正在从根本上变得更加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 （亨廷顿， 第 ７１ 页）， 新兴市场国家 “物质的成

功带来了对文化的伸张； 硬权力衍生出软权力” （同上， 第 １１０ 页）。 整个非西方世界对西方文明的

盲从畏惧时期已经结束， 自立反驳时期已经开启。 它们在伸张自己文化价值的同时， 拒绝西方价值观

的霸凌。
中美战略博弈是世界大变局的主角。 “东升西降” 的核心是 “中升美降”， 中国是增量， 美国是

存量， 中美相交是左右变局的主要变量。 中美战略博弈， 从表层来看， 表现为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

国家实力之争， 如贸易赤字之争、 科技主导地位之争， 未来还可能延伸到其他领域。 从深层来看， 表

现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 两种制度之争。 美国众议院前议长金里奇早已断言， 中美之间

“是一场有关文明的较量”。 数十年来， 美国的假设是， 随着进一步开放， 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走上西

方道路， 但 ４０ 多年来中国的发展超出了西方 “政治雷达” 的探测范围， 中国没有如韩国、 日本那

样， 走上西方期待的道路。 从终极来看， 表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霸权两种国际秩序观之争。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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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世界终将走向多极化， 国际关系终将实现民主化， 大国唯有不冲突、 不对抗、 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

一条路。 然而， 美国选择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 谋求霸权永续和单极世界。 基辛格承认， 美国 “害
怕不断壮大的中国将一步步削弱它世界第一的地位， 也因此而威胁到美国的安全” （基辛格， 第 ２９７
页）。 奥巴马在任时公开宣示， “我无法接受美国成为世界第二” “美国还要继续领导世界一百年”。
作为霸权型国家， 美国无法接受一个实力不断靠近甚至有望反超的社会主义中国。

世界大变局呼唤人类文明的重建。 今天， 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 世界交往日益普遍， 一个更加活

跃的全球社会初现端倪。 世界大舞台迎来了不同民族、 种族、 宗教、 语言、 肤色的新成员， 基于西方

利益的游戏规则已经不合时宜， 人类文明迫切需要进行革命性改造、 颠覆性重构， 建构一种基于全球

共同利益的游戏新规则和基于全球普遍共识的人类新文明。 这种人类新文明， 商戈令称之为 “全球

文明新理念”。 他认为， 如果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避免， 那么， 五大洲的成员共聚一堂， “避免文化冲

突和危机的唯一前提， 就是确立一种与全球化进程相适应的全球文明新理念” （哈佛燕京学社主编，
第 ２７６ 页）。 也许今天我们尚且无法确定这种新理念的全部内容， 但可以断定， 它只能是人类性的，
遵循共同性、 共识性原则。 各民族的文明之间存在着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或交叉地带， 这是人类新文

明可能出场的地带。 尽管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着紧张、 不和谐的音符， 但超越这种不和谐、 建立普遍认

可的国际交往理性和文明规则， 一直是不可低估的大趋势。 全球化蕴涵着跨越文明隔膜的解构潜力，
新兴市场国家积蓄了巨大的建构动能， 各国人民携带着本民族的文明基因聚合到世界大舞台， 在世界

地图上重新绘制普遍认可的共同价值和文明观念， 在国际交往中重新建构普遍接受的交往理性和文明规

则， 人类文明有望摆脱单一的西方性， 迎来以全球共识为基础的文明新形态。
人类文明的重构， 其根本旨向在于超越西方性走向人类性， 超越非正义走向正义。 传统全球化时

代， 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规则都是由西方大国主持制定、 颁布和实施的， 人类文明是西方主导建构

的， 本质上是 “西方” 的。 但正如全球经验事实所呈现出来的， “西方文明的福祉刚好包藏了它的祸

根” （同上， 第 １３４ 页）， 它的民族主义包含了自我中心的闭锁与孤独， 它的 “丛林法则” 拉大了南

北的发展距离， 它的现代化策略未能开启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前景， 它的安全哲学给世界埋下了不安全

的隐患， 它的齐一化思路导致各国在复杂问题面前束手无策， 日益强化的 “西方 ／非西方” 的文明边

界意识将人类引向深层次的危机与恐惧之中。 因此， 世界大变局， 最根本的是推动规则的变革、 文明

的重构。 新型全球化、 世界大变局都不可能离开人类文明的牵引而独自完成， 能达成什么样的文明共

识， 将会深刻影响我们时代的生存品质、 深刻改变未来世界的整体面貌。

四、 “世界之问”： 人类文明重建的基本方向

进入 ２１ 世纪， 以西方文明为底色的人类文明正面临危机， 重建人类文明是国际社会的共同事业。
主导了几个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 ２１ 世纪遭遇极大挑战， 美国及西方 “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西方

文化的努力与其推广能力的下降这两者之间的不协调” （亨廷顿， 第 １９９ 页）， 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今天， 单一的西方文明不可能继续作为 “认同、 意义、 稳定、 合法性和希望的本源”， 也不可能是新

型全球化时代面临问题的 “解决办法”。 人类需要共同努力， 遵循 “美美与共” 的原则， 敞开 “美人

之美” 的胸襟， 贡献普遍认可的文化资源， 重构与世界大变局相匹配的人类新文明。
人类新文明不是由概念建构起来的， 而是由实践建构起来的。 重构人类文明必须从实际出发， 坚

持问题导向， 直面当今世界的共同难题。 “世界怎么了、 我们怎么办？”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世界的

问题， 概括起来无外乎发展赤字、 治理赤字、 信任赤字、 和平赤字。 世界赤字是表象， 赤字的背后是

文明理念， 赤字的本源在哲学。 非正义的世界根源于非正义的文明。 世界赤字的产生、 扩大， 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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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都与西方主导建构的人类文明密切相关。
其一， 线性进化的发展理性与共同发展的普遍期待相背离， 这是当今世界发展赤字产生、 扩大的

哲学根源。 现代化的方向无法绕开， 但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可以选择。 发展不应是发达国家的专利，
“丛林法则” 不应是国际的通行规则， 共同发展、 合作共赢才是全球的首要价值。 然而， 西方的 “发
展” 概念 “构建的却是一个西方中心主义的典型神话。 它是一架疯狂的西化发动机， 一个北半球国

家对 ‘不发达’ 国家 （南半球） 的殖民工具” （哈佛燕京学社主编， 第 １３２ 页）。 以西方模式为参照

的 “发展” 逻辑， 忽视了西方自身正深陷于发展危机中。 线性进化的发展理性， 其实质在于西方大

国垄断发展优势， 不仅无法指引欠发达国家走出发展困境， 反而在很大程度上为 “发达 ／发展” 的二

分结构提供合理性辩护； 不仅无法引领世界共同发展， 反而成为全球发展赤字的哲学根源。 因而， 要解

决全球发展难题， 首要的是重估西方的发展理性、 重构全球的发展理念。 正如赛尔日·拉杜什所说：
“正是应当对这些西方的 （发展） 价值重新进行评价， 才能找出解决当代世界问题的答案。” （同上）

其二， 大国共治的治理理性与国际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相背离， 这是当今世界治理赤字产生、 扩

大的哲学根源。 在西方 “大国主导、 几方共治” 的治理逻辑中， 治理主体永远是少数西方大国， 西

方大国奉行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罔顾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

秩序、 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没有边界的权力往往导致自我放纵， 即

一种以牺牲世界和谐为代价的自我中心主义。 西方在西亚、 中亚、 北非制造的事端， 已经体现了这一

点。 进入 ２１ 世纪， 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 国际格局正在经历战略重组。 少数西方大国治理世

界完全背离全球正义原则， 优化全球治理体系、 改变全球治理观念势在必行。
其三， 利己主义的经济理性与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相背离， 这是当今世界信任赤字产生、 扩大的

哲学根源。 经济全球化客观上产生了作为整体的公共空间， 形成了关乎全人类的公共利益。 各个国家

要保全这个整体的公共空间， 维护其正常秩序， 就必须让渡一部分自身利益， 以服从整体利益。 然

而， 悖论在于， “世界越来越全球化， 但是世界主义却越来越淡化” （同上， 第 １７３ 页）。 应当说， 自

黑格尔主义以来， 世界主义通常是主流传统。 然而，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 全球化二重效应显现

特别是负效应被放大， 西方民族主义、 民粹主义高涨———压制世界主义， 强调本国利益至上。 霍布斯

鲍姆指出， 资产阶级主导的世界， 是 “生存竞争” 的世界， “在 ‘生存竞争’ 的环境中， 唯有 ‘适
者’ 能够生存。 适者不仅有权生存， 而且有权统治。 ……占世界绝大多数的其余部分， 便成了他们

的盘中餐” （霍布斯鲍姆， 第 １３６ 页）。 近年来， 个别西方大国发动贸易战， 肆意退群、 毁约， 罔顾

全球公义， 奉行单边主义， 挑战外交共识， 维系世界普遍交往的全球信任体系濒临崩塌。 长此以往，
整个世界或将退回至康德所描述的自然状态。 这是全人类难以承受之重。

其四， 自我至上的安全理性与普遍安全的世界梦想相背离， 这是当今世界和平赤字产生、 扩大的

哲学根源。 西方逻辑假定国强必霸， 强国的使命就是建立地区霸权乃至全球霸权， 霸权国家领导世界

有利于世界和平， 多极化只会导致纷扰不堪。 基辛格说， “美国的军事实力为全世界提供了安全盾

牌” （基辛格， 第 ４７５ 页）， 但他显然忽略了美国给全世界带来了多少战乱。 美西方奉行民主和平论，
“民主国家同其他民主国家有共同性， 因此不会彼此发动战争” （亨廷顿， 第 １５ 页）； 奉行自我至上

的排他性安全观， 以牺牲别国的安全为代价维护自身及盟友的绝对安全。 然而， 在全球共同体中， 安

全问题早已超越国界， 相互依存早已成为事实， “任何一个国家的安全短板都会导致外部风险大量涌

入， 形成安全风险洼地； 任何一个国家的安全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又会外溢成为区域性甚至全球性安

全问题” （习近平， 第 ４８４ 页）。 康德的 《永久和平论》、 罗尔斯的 《万民法》， 都试图为寻求世界永

久和平制定若干原则。 然而， 构筑太平世界这个任务迄今尚未完成。 西方一贯奉行的 “霸权稳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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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和平论” “结盟安全论” 绝非构筑太平世界之良策。
人类文明重构的根本目的在于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控制， 为化解人类共同难题提供文明指引、 价

值遵循和行为规范。 人类新文明不是只有一方认可， 而是东西方普遍认可， 体现最大公约数； 不是只

代表少数国家的利益， 而是代表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体现共赢共享原则； 不是只有一种文明色彩， 而

是多种文明色彩的和合， 体现美美与共原则。 在人类新文明的重构中， 大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各大文明传统是建设未来的最宝贵的资源” （哈佛燕京学社主编， 第 ４０４ 页）。 人类新文明的建构，
归根结底依靠各国的 “合力”。 假以时日， 人类新文明不仅会改变全球的经济政治话语， 还将重新定

义全球化、 现代化， 改变全世界人们的思维方式、 交往方式。

五、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种可能的新文明类型

进入 ２１ 世纪， 人类正走向一个崭新的全球世界。 这个世界缺少的不单是行动规划， 更重要的是

能够指引行动方向的原则。 这个原则应当是总体性的， 具有哲学高度的。 因此， 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

发现这个原则， 确立这个原则， 实践这个原则。
中国走向复兴是 ２１ 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 在资本文明统治的世界中， 创生更高水准的新型文明、

引领人类文明发展， 是中华文明当代复兴的应有之义。 黑格尔曾指出： “一个民族在世界历史的发展

阶段中究竟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 不在于这个民族外在成就的高低， 而在于这个民族所体现出的精

神。” （黑格尔， ２０１１ 年， 第 ５８ 页） 伴随着走向复兴， 中国 “在完成其现代化任务的同时， 在积极

地占有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 正在开启出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 （吴晓明， 第 ９ 页）。 今天， 世

界在思考， 一个在政治、 经济上日益强大的中国， 在发展模式、 价值观念上日益自信的中国， 将为人

类提供什么样的文化信息， 为重构国际交往理性和文明规则作出什么样的文明贡献。
世界这么大， 问题这么多， 如何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确定性？ 中国贡献的人类文明方案是： 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元哲学层面的人类文明新理念， 是一种可能的新文明类型， 是

指引未来道路的最高理念， 是为中国所把握的世界精神。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国际秩序观的创新

与发展， 是对传统依附格局的 “破”， 是对优化全球治理的新思维新理念的 “立”， 已经 “成为中国

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
其一， 在治理主体上， 从同质共同体转向有机共同体。 传统国际体系不是一个统一融合的整体，

国家之间基于某种共同性结成同质共同体， 遵守某种共同的边界， 共同体成员要么以共同的价值观

念、 意识形态或精神生活为选择标准， 要么以共同的经济、 政治、 军事目的为依归， “排他性” 是其

基本特征。 比如， 以价值观为边界， 组建国际民主联盟， 搞价值观围堵、 Ｃ型包围圈； 以意识形态为

边界， 结成北约等彼此对抗的势力集团。 这种 “同质性” 思维是诸多国际纷争的罪魁祸首， 是少数

大国 “党同伐异” 的重要武器。
相反，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文化同质性的实体， 而是一个全新概念的共同体， 它不以建立共同的

意识形态、 价值观念或制度模式为旨归； 它覆盖各个国家以及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 属于全球共同

体； 它倡导平等、 互鉴、 对话、 包容的文明观， 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 当今世界， 人类正进入一个不

同文明必须学会在普遍交往中和平共处的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当今世界， 人类生活在不同文

化、 种族、 肤色、 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 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命运

共同体。”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一卷， 第 ２６１ 页） 在这里， 没有 “文化中心主义”， 没有文明优

越， 没有种族歧视， 没有宗教排除， 没有 “党同伐异”， 没有意识形态隔阂。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的

是一种新型的团结， 一种在尊重差异和个性基础上的团结， 即涂尔干所称的 “有机团结”， 而不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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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异化了的团结， 不是那种以同一性压制差异性、 以普遍性对抗特殊性的 “机械团结”。
其二， 在治理思维上， 从线性思维转向复杂思维。 传统国际体系呈现的是中心 －边缘的世界结构

状态， 线性思维主导国际秩序的运作机制， 全球治理从中心向边缘展开。 共同体成员间的权力分配呈

现 “金字塔” 结构， 共同体内部事务遵循从中心到边缘的垂直传导机制， 核心国家控制着全球治理

体系、 安全体系和法治体系。 这种基于大国掌控世界而设计的线性治理模式自 １６ 世纪以来始终占据

主导地位。 正如麦克卢汉所说， “直到不久前， 我们的制度和安排， 包括社会的、 政治的、 经济的制

度和安排， 都只有一个单向的模式” （麦克卢汉， 第 ５１ 页）， 即机械的、 由中心向边缘扩展的单向模

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美国及西方通过联合国、 布雷顿森林体系、 北约和结盟机制、 国际公

约、 国际法庭和国际刑事法院等， 掌控了主要的世界权力。 显然， 这种从中心向边缘扩展的线性思维

本身蕴涵着巨大的不平等， 与建设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相背离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全球治理模式的重大转变———从线性治理模式转向 “全球共治” 模式，

从中心 －边缘二分的线性思维转向多中心、 网格化的复杂性思维。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从复杂性

的视角来理解国际体系， 这是对线性思维的超越。 当今世界， “大国关系不断调整， 多个力量中心正

在形成”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下］， 第 ４９６ 页）。 从复杂性的维度来看， 人类命运共同体

内部不存在唯一的中心， 也不存在固化的中心 －边缘结构， 各成员间构成一种复杂的、 多中心的网格

秩序， 每个成员都是网格上的一个节点， 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共同体内部事务遵循平等原则和

民主机制， 遵循多中心自主自治、 协商共治原则。 中国向来主张， 一国的事情由本国人民做主， 国际

上的事情由各国商量着办， 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倡导的治理原则。
其三， 在国际关系上， 从自我中心意识转向交往关系意识。 在传统共同体中， 核心国家以 “自

我” 为中心， 习惯于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 即习惯于使用 “我与他” “我们与他们” 的方式来思考和

运作国际事务。 边缘国家与中心国家处于紧张对立的状态。 这与资本主义文明相关， 资本主义社会的

基础就是以 “原子个人” 为前提的 “市民社会”， 在资本主导的世界体系里， 国家间关系的本质是

“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 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以来， 国际组织、 跨国机构常常沦为核心国

家的工具， 民族国家的 “小我” 与共同体的 “大我” 之间形成一种外在的假象的和谐， “小我” 湮

没于 “大我” 之中， “大我” 凌驾于 “小我” 之上。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 各个国家都是平等的交往主体， 主体间性思维取代主客二分思维， 共同体

成员第一次使用 “我们” 的方式思考和运作国际事务， 这是治理思维的重大变化。 不同国家皆将对

方 “视为 ‘我们之一’， 而不是 ‘他们’” （罗蒂， 导论， 第 ７ 页）。 民族国家的 “小我” 与共同体的

“大我” 之间不再是一种外在的对立关系， 而是一种内在的和谐关系。 在这里， “我就是我们， 而我

们就是我” （黑格尔， １９７９ 年， 第 １２２ 页）， 这是对主客二分、 主从依附格局的否定； 在这里， “小
我” 支撑 “大我”， 每个国家的自由发展构成共同体发展的条件； 在这里， “大我” 成就 “小我”，
共同体的发展为各国的发展提供广阔的舞台和空间； 在这里， 共同体不是凌驾于国家之上， 与 “小
我” 相对立的抽象物， 民族国家也不是自绝于共同体之外， 与 “大我” 相对立的 “唯一者”。 “小
我” 与 “大我” 之间、 秩序与自主之间、 大国与小国之间实现了和解， 人类社会有望迎来和谐共生

的新时代。

六、 引领人类精神成长和文明进步的中国智慧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总体性的、 元哲学高度的文明理念， 唯有外化为具体的方案， 才是现实

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秉持人民立场， 坚持胸怀天下， 推动构建以人类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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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理念为核心的人类新文明， 为解决人类的发展赤字、 治理赤字、 信任赤字、 和平赤字提供了中

国方案， 为重建全球发展理性、 治理理性、 交往理性、 安全理性注入了中国元素， 为引领人类精神成

长和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
第一， 发展理性的重建与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的中国方案。 经济建设是中心任务， 发展是硬道理，

适用于各国。 客观地说， “进步强制” 已经成为现时代的总特征， 成为衡量各国政府治理效能的首要

标准， 问题仅仅在于实现什么样的发展、 怎样发展。 发展道路千万条， 那种认为非西方世界最终将因

循单一发展模式的合流观念是过于简单化的。 在发展理念方面， 中国倡导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

享的发展观， 倡导开放、 融通、 互利、 共赢的合作观， 倡导开放、 包容、 普惠、 平衡、 共赢的新型全球

化， 从而破除了你输我赢、 赢者通吃的陈旧观念， 超越了梯度发展、 线性进化的发展逻辑， 打破了 “现
代化 ＝西方化” 的固化思维， 成功改写了西方主导的全球发展观念。 在发展动力方面， 中方倡议成立亚

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 为低迷的世界经济注入了中国动力。 在发展平台方面，
“一带一路” 是中国为筹划人类未来而推出的全球性公共产品， 为引领世界共同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第二， 治理理性的重建与优化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 地域性的问题也转变

为世界性的共同难题， 需要全人类共同面对、 共同治理。 在治理体系方面， 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参

与者、 建设者、 维护者， 不会将其推倒重来、 另起炉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无论中国发展到什么程

度， 都不会颠覆现行国际体系， 都将 “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

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石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 坚定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

中的核心作用”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 第 ５４７ 页）。 在治理理念方面， 中国主张共商共建共

享的全球治理观， 改写了 “几方共治” 的西方治理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要推进国际关系

民主化， 不能搞 ‘一国独霸’ 或 ‘几方共治’。 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 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

共同书写， 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 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 （同上， 第 ５４０ 页） 今

天， 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同镜同框， 二十国集团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 上海

合作组织对全球地缘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全球治理体系正在转向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联手共治的新

局面。
第三， 交往理性的重建与增进全球信任的中国方案。 信任是交往的基础， 人无信不立， 国无信不

交。 “信任是国际关系中最好的黏合剂。” 没有信任， 不同文明的国家不可能在同一个舞台上展开合

作、 共同行动。 然而， 不同国家的道不同， 何以相交？ 确实， 与非西方社会相比， 自由主义、 个人主

义、 利己主义是西方的显著标志， 这套价值观延伸到国际交往领域表现为本国优先、 本国第一、 只有

私利、 不顾公义的政策取向， 肆意 “退群” “废约” “筑墙” 就是典型。 一位西方学者在调研多个国

家后得出结论： 个人主义、 利己主义这一 “在西方被视为最重要的价值， 在世界范围内最不重要”
（转引自亨廷顿， 第 ６３ 页）。 如何化解全球信任赤字？ 中国倡导建设相互尊重、 公平正义、 合作共赢

的新型国际关系， 倡导以义为先、 义利兼顾的正确义利观， 增进战略互信， 减少相互猜疑， 构建命运

与共的全球伙伴关系。 正确义利观和信任观是对西方利益观和 “丛林法则” 的超越， 为世界各国增

进相互信任、 建设美好世界提供了价值遵循。
第四， 安全理性的重建与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国方案。 战争意味着灭亡， 和平才有未来。 中国历史

是以和平主义为主轴的， 中华文化是和平主义传统的， 中国道路是和平主义方向的， 中国外交是和平

主义性质的。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在于： 它是对五百年来 “大国必战” “国强必霸”
“霸极必衰” 的历史逻辑的超越， 开创了和平崛起、 强而不霸的新方向。 中国倡导对话而不对抗、 结

伴而不结盟的国际交往观， 超越政治霸权和军事结盟的老套路； 倡导共同、 综合、 合作、 可持续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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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观， 摒弃冷战思维、 集团对抗， 反对以牺牲别国安全换取自身绝对安全的做法； 倡导不冲突、 不

对抗、 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反对国强必霸的西方逻辑。 基辛格认为 “新型大国关

系” “是避免重蹈昔日历史悲剧覆辙的唯一出路” （基辛格， 第 ４８１ 页）。
今天， 中国的现代化事业， 已经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 已经 “建立起与人类之整体发展、 世

界历史之未来的本质联系”。 正是这种本质联系， 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 “世界历史意义”。
它意味着接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华民族， “在突出地占据世界历史之发展高点的同时， 获得并开展出

由之代表的普遍性” （吴晓明， 第 ９ 页）。 人类命运共同体及上述中国方案， 已经构成了塑造未来世

界的文化隐喻， 上升为引领世界历史走向的 “普遍性” 原则。
建构人类新文明， 是全世界的共同事业。 黑格尔认为， “世界精神的完成和实现， 并不是一个民

族自己就能完成的， 而是要由许多个民族共同实现的” （黑格尔， ２０１１ 年， 第 ６４ 页）。 人类文明的新

陈代谢、 升级换代会有一个较长的过渡阶段， 期间新旧二者相互纠缠， 但新的终将突破旧的。 中国作

为走向复兴的大国， 在人类文明重建中既要有担当精神， 也要有边界意识； 既不能 “置身事外”， 也

不能 “包打天下”。 人类文明重建的中国方案符合全人类共同价值， 是全人类的最大公约数， 而不是

中华文明的世界化。 人类新文明， 既不能是西方中心主义的， 也不能是东方中心主义的。 日益多极化

的世界， 不可能接受单一文明膨胀为人类文明的结局。 正如 “地球祖国” 出现在地平线上， 不是为

了取代各自的祖国， 人类新文明出现在地平线上， 也不是为了取代各民族文化。 在一个多样化的世界

中， 建设性的道路是弃绝各种改头换面的 “普世主义”， 接受多样性， 寻求共同性， 建构新文明。

参考文献

哈佛燕京学社主编， ２００４ 年： 《全球化与文明对话》， 江苏教育出版社。

黑格尔， １９６１ 年： 《法哲学原理》， 范扬、 张企泰译，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７９ 年： 《精神现象学》 上卷， 贺麟、 王玖兴译，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１ 年： 《黑格尔历史哲学》， 潘高峰译， 九州出版社。

亨廷顿， ２００２ 年：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周琪等译， 新华出版社。

霍布斯鲍姆， ２０１４ 年： 《资本的年代： １８４８ ～ １８７５》， 张晓华等译， 中信出版社。

基辛格， ２０１５ 年： 《世界秩序》， 胡利平、 林华、 曹爱菊译， 中信出版社。

罗蒂， ２００３ 年： 《偶然、 反讽与团结》， 徐文瑞译， 商务印书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６１ 年、 １９７９ 年， 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２００９ 年， 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２０１２ 年， 人民出版社。

麦克卢汉， ２０１１ 年： 《理解媒介： 论人的延伸》 （增订评注本）， 何道宽译， 译林出版社。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下）， ２０１１ 年， 中央文献出版社。

王沪宁主编， ２０１６ 年： 《政治的逻辑：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 上海人民出版社。

吴晓明， ２０１９ 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 载 《哲学研究》 第 ７ 期。

习近平， ２０１８ 年： 《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央文献出版社。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外文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 ２０２１ 年， 人民出版社。

（作者单位： 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 刁　 娜

·５１·世界大变局与人类文明的重建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ＯＦ ＭＡＩＮ ＥＳＳＡＹＳ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ｈｅｎ Ｓｈｕｇｕａｎｇ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ｂｒｉｎｇｓ ａｂｏｕｔ ａｎ ｅｒａ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ｅ ｉｎｔｏ ｂｅ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ａｄｅ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ｂｅ ｔｈｅ ｃｒａｄｌ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ｊｕｓｔｉｃｅ ｔｈａｔ ｈｕｍａ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ｌｙ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ｂｕｔ ｃｏｍｍｅｎｄｓ ｉｔ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ｍａｋｅｓ ｉｔ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ｏ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ｈｕｍａ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ｏｗ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ｈａｖｅ ａｎ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 ｕｎ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ｅ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ａ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ｓｏ 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ｃｈｏｉ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ｏ ｅｖｏｌｖｅ ｈｕｍａ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ｕｉ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ｋｅｙ ｔｏ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ｉｅｓ ｉｎ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ｉｔｓ ｆｏｃｕ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ｔｏ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ｉｎ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ｎｔｏ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ｆｏｒ 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ｉｎ ａｎ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Ｃｈｉｎａ ｅｘｐｅｃｔｓ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ａ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ｍａｎｋｉｎｄ. Ｉｔ ｉｓ ａ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ｎｅｗ
ｔｙｐｅ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ｏｄａｙ'ｓ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ｗｉｌｌ 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ｌｙ ｓｕｒｐａｓｓ
ｔｈｅ ｏｌｄ， ａｎｄ ｉｔ ｗｉｌｌ 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ｌｙ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ｆｏｒｃｅ ａｎｄ ｓｈａｐ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ａ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ｙ.

Ｍａｒｘ'ｓ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ｏｎ Ｃｙｎｉｃｉｓｍ

Ｌｉｕ Ｓｅｎｌｉｎ

Ｔｈｅ ｄａｍａｇｅ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ｙｎｉｃｉｓｍ ｔｏ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 ｉｄｅ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ｉｔｓ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ｎｏｔ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１９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Ｍａｒｘ'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ｃｙｎｉｃｉｓｍ. Ｔｈｅ ｗａｙ Ｍａｒｘ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ｓ ｃｙｎｉｃｉｓｍ ｃｏｎｎｏｔｅｓ ｂｏｔｈ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Ｉｔ ｂｒｉｄｇｅｓ ｔｈｅ ｔｗｏ ｆｏｒｍ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ｆｒｏｍ ｃａｎｄｏｒ ｔｏ ｈｙｐｏｃｒｉｓ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ｄｖｏｃａｃｙ ｏｆ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ｆａｌｌｉｂｌｅ ｔｒｕｔｈ ｔｏ ｎｅｇａｔｉｎｇ 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ｍ，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ｅｌｆ⁃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ｂｌｅ ｖｉｒｔｕ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ｂｅ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ｗｅａｒｙ ｔｏ ｂｅｉｎｇ ｃｙ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ｙｃｏｐｈａｎｔｉｃ， ｆｒｏｍ ｄｉｓｐａｒａ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ｌｅａｓｕｒｅ ｏｆ ａｍｕｓ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ｕｒｓｕ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ｏ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ｐｉｒｉｔ ｔｏ ｅｍｐｌｏｙｉｎｇ ａｎ ｏｖｅｒ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ｒｅ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ｌｅｖｅｌ ｏｆｆ ａｌｌ ｔｈ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ｍａｎｄｉｎｇ ｃｏｎｔｅｎ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ｅｓｉｒ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ｎｄａｎｅ ｗｉｌｌｓ ｂｙ ｄｅｆｅ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ｍ ａｓ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ｄｅｃ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 Ｓｕｃｈ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 ｔｈａｔ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ｙｎｉｃｉｓｍ ｗａｓ ｂａｄ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ｎｉｈｉｌｉｓｍ. Ｗ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ｙｎｉｃｓ ｉｎ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ｇｅ ｆａｉｌｓ ｔｏ ｓｅｅ ｉｓ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ｔｒｙｉｎｇ ｔｏ ｋｅｅｐ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ａｗａ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ｏｗｎｆａｌｌ ｏｆ
ｎｉｈｉｌｉｓｍ ｂｙ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ｒｅ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ｕｔ ｉｔ ｌｅａｄｓ ａ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ｅｐ ｔｏ ｎｉｈｉｌｉｓｍ.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ｙｎｉｃｉｓｍ ｉｓ ｔｈｅ ｄｅｆｏｒｍｅ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ｄ ａｎｄ ａｌｉｅｎａ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Ｈ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 ｔｏｄａｙ ｍｕｓｔ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ｆｏｒ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５２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