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现代化研究综述
现代化问题是一个牵涉甚广的研究课题。总结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经验教训， 不难看出，
“现代化是一个涉及人和社会的根本性变化的总体性变革”。而变革主要包括两个基本层面
——以经济起飞、技术发展、体制完善等为主要内涵的社会层面的现代化， 以及以文化转
①
型、素质提高、生存方式和行为模式为主要内涵的人自身的现代化。 这两个层面相互作用、
相互影响， 推动现代化的进程。
作为现代化变革的层面之一，文化是社会发展的内核，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休戚相关。
因此，在现代化的背景下，如何发展一国文化，并使之适应社会和时代的要求是学术界共同
关注的论题。在比较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基础上，海内外许多华人
学者对中国如何实现文化现代化问题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根据国内学者沿用的划分标准，
这些思想观点可归类为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三大学派(如张岱年先生认为，“纵
观整个 20 世纪，在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三种主张，即，自由主义的全
②
盘西化论，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归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论” 。三大学派在相互比较、
相互吸收中得到融汇贯通，思想逐渐趋向统一。因此，回顾中国学术界关于文化现代化的理
论，理清三大学派的思想脉络，不仅将有利于为探索新世纪中国文化发展道路提供理论借鉴，
同时也有助于推进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进程。
一、马克思主义学派
从社会发展和文化转型的进程来看，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文化建设正处于向现代化迈进的
时期。沉重的历史教训和中西方的现实差距激起了中国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的思考——中国
如何才能摆脱落后局面? 在现代化进程中，何种建设理念和方法才能使中国重新屹立于世界
之林呢? 这些问题反映到文化领域，主要表现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和方式等问题。近十年
来，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反观现实问题的基础上，不少文化界学者就现代化问题重申或提
出了自身的文化体系。这些文化体系的建构涉及系统而复杂的文化观和方法论等根本性问
题，是中国文化如何实现现代化的具体化。下面笔者将以文化立场为划分标准， 分别阐明
近十年来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学派中有代表性的思想和和观点。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的指导思想，它不仅为我国经济建设和政治发展提供了理论导航，而
且为我国文化向现代化迈进奠定了思想基础。在文化现代化的进程中，以张岱年为首的马克
思主义学派采用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提出了“综合创新论”的文化
观和中国新文化建设的构想。张先生认为，
“综合创新论”是指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指导下，
③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 。此外，张先生还展望了 21 世纪中国文
化的发展方向，指出中国文化将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文明为主题， 做出具有历
史意义的十大创新。这其中包括开创改革开放——经济起飞——国家统一——文化复兴四大
潮流有机统一的中国主潮；创造现代革新的中华民族精神；创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
价值体系；创造富有时代精神与东方神韵的新方法论体系；创造大器晚成、现代复兴的中华
④
文明新型态；创造现代新型主体性，以熔铸 21 世界文明等文化现代化理念。
对张岱年提出的“综合创新论”
，方克立教授深表赞赏，
“因为它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
文化观，又最符合中国的国情，适应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需求”。他认为，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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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创新文化观的四大特点——开放性、主体性、辩证性和创新性， 体现了综合和创新的文
化特质。本着综合创新的原则，方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精神是天下主义、普世主义和全球
②
主义，新的世纪将是东西文化进一步交流的世纪。 通过多元化互补、文化整合，中国文化
将在“和而不同”的文化态势下实现现代化。而这要求中华文化秉承兼并包容的精神， 吸
收传统文化的西方文化的精髓。
对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化何去何从问题，冯契也在其理论体系中勾勒了中国文化发展
的未来。冯老先生预言: “随着中国现代化经济的发展，政治民主会有所进步，民族精神将
会高昂，与世界各国文化上的联系将不断扩大，要求对二十世纪作出系统的批判和反思的社
③
会力量与学术力量将会增强，到世纪之交，中国可能进入一个自我批判阶段。”
除了上述三位有代表性的学者外，国内还有不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内对文化现代化
进行阐释的研究者。如罗荣渠从世界史研究的新视角——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出发，提出现
代文化应当是沿着多线的方向发展的，因而我们要摈弃过去多偏重于哲学思辨，且运用单因
④
素或单线因果分析等方法的不足， 正确处理传统和现代的关系，重新评估儒家文化中有利
⑤
于现代化发展的合理因素。 正如方克立先生所总结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观点是“综合
创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始终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主义的立
场，对传统文化采取批判地继承、创造地转化的态度，主张建设符合现代化要求的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
二、自由主义学派
自由主义是西方沿袭下来的思想传统， 原意核心是尊重个人自由。而中国自由主义思
想虽然源于西方， 但却深深地带有中国文化的烙印。从文化发展史来看， 近十年来， 自
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包括李敖、柏杨、傅伟勋和张灏。
以“足以风世而为百世师”自称的李敖是台湾文化界最负盛名的学者之一，也是“全盘
西化”的倡导者。他曾多次在其著作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传统文化的弊端。李敖曾在早年的
《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和《我要继续给人看病》两文中猛烈抨击带“滤过性病毒”的
传统文化。他认为，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伦理“不能把咱们国家带到现代化”
。要实现现
代化，就必须“一剪剪掉传统的脐带，而向那些现代化国家直接学，亦步亦趋地学、惟妙惟
⑥
肖地学”，
“除了死心塌地地学洋鬼子外，其他一切都是不切实际的”
。 而这种西体中用的观
点是以西方的民主、自由和科学为依托。
与李敖对中国传统的反叛相似，台湾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和作家柏杨以其“酱缸文化论”
批判了传统文化。“夫酱缸者，侵蚀力极强的混沌而封建的社会也。也就是一种奴才政治、
⑦
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和势利眼主义”。 要脱离“酱缸文化”的污染，国人不仅要靠自身的
⑧
改造， 而且应当“崇洋而不媚外”，接受外国人的文化援助。柏杨认为，“崇洋”是有条件
的崇洋。
“好就是好，祖宗的优点，洋人的优点，同样优点。我们每个人事实上都在崇洋， 但
⑨
是崇洋与媚外不应连在一起。” 相比之下，柏杨更多地强调“选择”在文化发展领域的重要
性和必要性，是有选择的西化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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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观和方法论的角度看，李敖和柏杨是自由主义者中比较激进的学者。相比这下，
另一台湾学者傅伟勋先生的观点带有更多的调和性。傅先生认为，“中国文化重建课题的重
大关键是在，我们能否与愿否培养多元开放的文化胸襟，大量吸纳优良的西学之‘体’到我
们的文化传统”。“只要有助于中国传统思想与文化之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 西学西潮
①
不论体用，皆可吸纳来，而与中学融为一体”。 这一思想被概括为“中国本位的中西互为体
用论”。他还指出， 儒家应当协调自身偏向“行动中心的处境伦理”与西方“规律中心的公
正效益伦理”的关系，构建中国本位的现代化综合体系。
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冲突，对儒家的“忧患意识”表示十分赞赏的张灏认为，
近现代的历史变化虽然在 19 世纪初已经开始，但以后的变化却长久停滞在文化的边缘。
“变
化提升到文明核心的层次是 1895 年以后，20 世纪初才广泛地展开。因此，20 世纪一开始
②
便笼罩在由文明核心钜变所造成的危机之下。
” 这时，文化基本取向的失效、知识分子的精
神迷失和精神文化认同的缺乏，中国要突破传统文化的阴霾，就要树立批判精神和反省精神，
以传统批判现代化，以现代化批判传统。
李敖、柏杨、傅伟勋、张灏等海外学者的思想反映了 20 世纪末自由主义学派对文化现
代化的看法。他们沿袭了西方自由主义的传统，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力图在西方文化的框架
内重建中国文化，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从自由主义学派自身发展的理路来看，自由主义
学派的全盘西化观虽然曾掀起很大的争论，但如今已逐渐式微；而主张选择性地推崇西方文
化的自由主义学者的思想则至今仍有着一定的影响力。
三、保守主义学派
文化保守主义是力图在文化领域找到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传承，力图通过文化脉络融
合古今的学术流派。但值得一提的是，文化保守主义学派并非墨守成规的。它主张在一定范
围内有选择地接受外来文化，以适应时代需求。在国内， 近十年的文化保守主义学者代表
人物主要是牟宗三、刘述先、余英时、杜维明、成中英和李泽厚。这其中以新儒家为主。他
们在处理和协调儒家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关系、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上作出了很大的努力。
牟宗三先生是当代新儒家的集大成者，被誉为中国近代以来最富有原创性和思辨性的哲
学家之一。牟先生强调，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儒家，中国人要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途径是运
③
用正确的方法挖掘儒家思想的精髓。 在《从儒家的当前使命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一书
中，他就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阐发了自身的观点，
“儒家与现代化并不冲突， 儒家不是消极地
去‘适应’、
‘凑合’现代化。它更要在此中积极地负起责任。我们说儒家这个学问能在现代
化的进程中积极地负起它的责任，是表明从儒家内部的生命中既积极地要求这个东西， 而
且能促进、实现这个东西。所以儒家之于现代化，不能看成‘适应’问题，而应看成‘实现’
④
问题” 。而文化上采取这种积极姿态使牟先生的观点备受学者关注。
牟先生从文化观的角度客观地论述了儒家文化和西化、现代化的关系。而作为第三代新
儒家的中坚，刘述先更多地是借助整体思维方法来寻找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出路。
“中国文化
将如何应付现代西方的挑战而重建其智慧与价值”是刘先生最关心的问题。他倡导，“往自
⑤
己的传统之内去觅取资源，加以现代的解释，以面对现代性之挑战，而寄望于未来” 。因
此，反思中西历史、解决传统与现代化的冲突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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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文化中国”的理念，现代新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杜维明强调了文化在新世纪
社会发展中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着重考究文化的精神资源与现代化。在杜先生看来，现代
化是多元的，传统与现代不能被理解为单线的进程。我们应当正确把握传统和现代、东方文
①
化和西方文化、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全球化和地域化之间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 而不能
用现代化去否认传统。在儒家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发展问题上，杜先生一方面希望儒家文化能
②
秉承“沟通理性”的原则，做到不卑不亢、不屈不挠、不偏不倚， 另一方面也希望实现中
国文化的现代化和世界化。由此可见，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传统文化抱有充分的肯定，同进倡
导民族文化外扩式发展。
随着新儒家和马克思主义学派、自由主义学派的互动交流，三个学派逐渐在某些观点上
达成了一致，甚至有些学者立场发生了转变，如徘徊于保守和激进之间的余英时和后期的李
泽厚。从个别具体的文化与普遍抽象的文化相区别出发，余先生指出，文化和现代化有天然
③
的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现实生活不是与中国文化相脱离的， 它是中国文化的具体化。 而
要重建中国文化，就必须正确处理好“中国传统的基本价值与中心观念在现代化的要求之下
④
如何调整与转化的问题” 。在处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上， 余先生批判了那种
用“西方文化”打倒“中国传统”， 或主张用“中国传统”打倒“西方文化”的观点， 而
主张中西两种文化的互动。在此基础上， 余先生乐观地指出， 中国的价值系统是不会因现
代化而瓦解的。
曾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文化热”中提出“救亡压倒启蒙”说和“西体中用”论而被
归为自由主义的拥护者的李泽厚在 90 年代发生了思想转变，其逻辑思路由文代激进主义转
向了新文化保守主义。与林毓生的“创造性的转换”不同，李先生提出了“转化性的创造”
的理路，这是“因为‘创造性的转换’是以一个即定的模式为转换对象的，也就是说以西方
⑤
的模式为转换对象的” 。在“转化性的创造”的基础上，中国应建立以儒为主，儒道互补
⑥
文化体系，以群体价值本位的乌托邦解决现代人个体意识膨胀引起的精神冲突。
在 20 世纪后半期再次崛起的文化保守主义，以维护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为己任，反思和
吸纳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更加客观地地审视儒家传统的优劣。如以“本体诠释学”
著称的成中英先生也认为，文化存在着整体性、共生性和互动性。因此新儒家文化应做到兼
并包容，在现代社会中实现自我转化，从而在现代化和经济建设中发挥创造力和协同力。可
见，在当代新儒家看来，现代化和儒家文化是相辅相成的对立统一体。
四、三大学派的发展特征
回顾中国文化发展史，文化现代化始终是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在错综复杂的文化语境
和历史背景下，在不同的文化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呈现出相异的特征。从近十年来海内外
华人学者关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讨论不难看出，这一时期出现了新的文化现象——“话语转
换”。而这一现象展现了近十年来中国文化研究进程的特质。
从三大学派的关系来看，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关系在这一时期发生转变，
由三足鼎立、互相争鸣逐渐演化为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如在马克思主义学派阵营里，学者
们对文化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学派的思想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张岱年先生曾在论述中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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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时强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虽然极为明显， 但传统文化也有不
少积极、健康的思想， 如民本思想、革新思想等。而马克思主义者方克立先生则早在 20 世
纪 80 年代就分别发表了《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
、
《关于现代新儒家研究的几个问题》
等卓有见解的学术论文。这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学者真正地本着批判继承、转化创新的理念，
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发展做出了不懈努力。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三大学派不仅在文化观上得到
了进一步的交流和相互了解，而且在方法论上实现了结合。从自由主义西化派新生代的观点
可以看出，他们超越了胡适、殷海光等的思想，表现出与马克思主义文化方法论的契合。在
文化保守主义内部，海外学者傅伟勋提出了“批判地继承、创造地发展”等符合马克思主义
的方法论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吸取其精华，剔出其糟粕”的文化态度的延伸；新儒家学派
也改变其过去的态度，主张区分作为社会历史科学理论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政治意识形
态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主张在与马克思主义对话的过程中吸取其积极意义上的方法，把对话
看作是“儒家在现代世界逐渐壮大深入的一个重要起点”。此外，在维护其保守主义立场的
同时，新儒家学者宣扬自由的价值，产生了“儒家自由主义”这一居中思想。
从分歧的着眼点来看，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三大学派在超越西化、实现现
代上基本达成共识，其分歧转化为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文化等具体方略的、非根本
性问题上。体用问题是“五四”运动掀起的文化论争，“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是文
化学者各持一端的观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一争鸣逐渐消解，三派学者超越了“现代化
等于西化”的文化模式，关注的焦点由“要不要现代化”转向“如何实现现代化”。学者们
都认为“现代化不等于西化”，儒家文化也是构筑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资源；西方文化中也
存在着糟粕， 如科学主义、实用主义等的流行助长了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功利主义的偏
向使伦理道德产生了危机。因此，对于西方的现代化模式要采取批判地眼光、审慎的态度进
行筛选。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三大学派的互动是 20 世纪末
中国文化发展的突出特点，同时也从客观文化史发展的角度明证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进路—
——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为指导，贯彻创新思想，借鉴和融会自由主义和保守议等学派
的进步思想，正确处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才能形成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文化是社会的精神缩影。不论是传统文化不还是西方文化，不论
是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它们都凝聚了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的精华。文化现代化的进程是
漫长而又艰辛的， 但只要在百花争鸣中坚持正确的的方向，中国文化发展将会获得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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