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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世界文明史的角度來看， 與十九世紀的満清中國一様， 当代中國推動所謂 「現代化」，
基本上乃是対十八世紀以來之西方啓蒙理性文明的一種反応。 它所反応的不只是曽経發生在
西方世界的種種現象， 而且， 也同時承擔了他們所提出來的問題意識。 当然， 中國人所做的
反応是 「中國式」 的， 也就是説， 其反応乃是在既有的伝統文化模式與形式理路的支劒下而
進行， 因而， 深受到中國社会既有的結構理路左右著。 套句話來形容， 情形即有如 「西餐中
吃」， 這中間自然会因両種文化所承載的基本理路不同而不免産生捍格的情形。 這無形之中
添増了一些特殊的問題， 也在不同的人們之間衍生出一些不同的期待。
假若落実著肯定基本人権的自由民主法治体制是 「現代化」 所内涵 （也是期待） 之恒定
不変的基本歴史内容的話， 強調自由競争與肯確私有財産権之正当性的資本主義做爲主導的
経済体制， 則只是一些特殊歴史条件所随制而迸生的現象。 就歴史發展的軌跡來看， 它既是
開啓了 「現代化」 的歴史序幕， 也同時是 「現代化」 所欲弁證否定 （甚至予以終結） 之歴史
階段性的現象。
准此立場來看， 当中國政府当局以推動経済層面的 「改革開放」 來做爲確立 「現代化」
的基軸時， 基本上即是把自啓蒙以來發生在西方世界之特定歴史哲学基調的弁證実践過程接
続過來。 在1949 年， 中國共産党扛著社会主義的旗幟遂行了馬剋思的預言， 把当時中國所具
之脆弱、 且尚未 「成熟」 的資本主義一下子給摧毀掉了。 依照馬剋思的理論。 與之前的蘇聯
一般， 中國共産党完成了在資本主義發達、 且日趨 「成熟」 之西欧社会所未能完成的歴史發
展階段， 雖説這可能是早熟地提前完成了歴史弁證的過程。 如今的 「改革開放」 似乎是把整
個歴史弁證過程又倒転過來， 縦然這並非等於承認資本主義之底蘊的強靭， 却至少或者是意
味著希望走過資本主義的真正 「成熟」 期後再來證成社会主義的必然性， 或甚至就是根本否
認了馬剋思之歴史唯物弁證論的真実性， 而向資本主義這個 「老」 体制靠峽， 譲歴史就終結
於此。 顕然的， 当中國重拾起西方的 「現代化」 來建構社会時， 選択了這個具歴史 「随制」
特質之経済面向的迂回倒転發展路径， 而不是、 也従未曽拿 「現代化」 概念所必然内涵之自
由民主法治的政治体制來做爲起点， 是一項値得特別予以注意的理論性課題。
簡単來説， 中國所以在1970年代的末期選択経済層面做爲 「現代化」 的起点， 甚至是全
部， 可以説是因応著已漸形成之 「全球化」 趨勢而來的。 一方面， 整個世界被資本主義的生
産理路予以体係化的結構性圧力 （特別是表現在経済面向上） 迫使中國不得不面対。 這意味
的， 並不只是 「社会主義乃是弁證否定資本主義的歴史形式」 這様的説法受到厳重的挑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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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 使得中國共産党政権所頼以證成的正当性備受動揺。 更値得注意的是， 以一貫假政治
権力由上而下地帯動変遷， 如何在既有体制與借引体制所呈現両套基本預設絶然不同的運作
理路之間尋找一個適当的平衡点， 将是未來必然要面対厳峻考験的根本課題。 尤其， 在威権
体制下， 経済的 「改革開放」 乃是透過政治力來推動， 如此以政治力來凌駕経済力的 「現代
化」， 基本上是不同於西方世界是由資産階級従下而上地來帯動 「現代化」 而呈現政治力與
経済力分離対衡的歴史場景的。 相対於西方現代化乃開始於資産階級假 「平等自由」 的口號
向既有的主導政治勢力争取 「公平正義」， 現階段的中國現代化基本上却是始於政治與経済
勢力的大結合， 或更恰当的説法， 是政治滲透経済， 把後者納入其既有的運作理路之中。 説
來， 這是中國伝統封建専制体制披帯上社会主義的名號所蘊生之運作理路的一種綜合体現。
然而， 資本主義的歴史性格中内涵著古典自由主義的思想成嚴， 這構成爲具強制性質的
結構理路， 它将勢必促使未來的中國社会面臨著政治民主化的問題， 而這又是貫徹公平正義
所必須考慮的基礎。 在這様的促逼過程之中， 首先可能面臨的課題是経済力如何従政治力中
逐漸 「解放」 出來， 以形成爲 「独立」 的社会力。 可以預期的， 在這中間， 以知識嚴子與中
小企業主爲主形成的所謂中産階級， 将扮演著相当重要的歴史角色。 准此、 且就整個歴史背
景來看， 当前中國的知識界会産生新自由主義與新左翼思想等等的論述， 自是可以理解。
假若新自由主義與新左翼思想都可以看成是中國知識界爲中國之未來前途謀取出路的話，
新自由主義乃是従改革変遷方向所期待 （或内涵） 的立場來切入， 延続著主導西方資本主義
社会運行的主調理路， 代表的是一種 「理想反照性」 的主張， 而新左翼思想則是就既有的社
会体制基礎來進行反思的工夫， 採取的是二十世紀初期西欧資本主義社会之左翼思想家的基
本思想架構， 反映的是 「現実修補性」 的主張。 然而， 審視整個世界已進入 「全球化」 的大
環境，特別是來自西方後現代社会之結構特徴的衝撃，中國社社会自然難以幸免。衝撃所及，
因爲幅員廣闊、 区域差異性大等等因素的作用， 将導致中國社会 （做爲一個整体） 同時顕現
出前現代、 現代和後現代三種不同的心態。 随著發展的時序軌跡有所不同， 這様的分愡的心
態基本上與地区有著一定的連帯関係。 這意味著， 做爲一個社会実体， 整個中國並無法呈現
出相同或甚至相近的發展歩調。 於是， 区域彼此之間的 「剥削」 将勢必伴随著階級之間的
「剥削」 而一並地呈現出來。 同時， 整個社会是否能垉尋求得一個共同期待的最大公約数， 也
将成爲明顕的問題。
凡此種種在在顕示著，在現代化的進程中，中國人所面対的問題至少応区分爲初期転型、
中期奠基、 成熟蛻変等三個階段來討論。 無論是自由主義做爲 「理想反照性」 的主張或左翼
思想反映的 「現実修補性」 的主張， 它們所牽渉的基本上都是 「初期転型」 階段的問題， 或
頂多延伸到中期奠基階段。 因此， 不論是 （新） 自由主義或 （新） 左翼思想， 它們本質上都
是知識嚴子延続著西方的啓蒙理性精神， 並因応中國的特殊國情， 爲中國確立發展方向所提
出的階段性 「理想」 主張。 随著中國進入更爲確定的發展途径之後， 一般老百姓在日常生活
中所期從和感受之 「平凡」 的点点滴滴， 将成爲一股具反撲能量的 「民粹」 力量， 形塑出一
種特殊的 「大衆文化」 而実際地導引著社会運転著。 換句話説， 導引著社会運転的主要力量
不再是啓蒙時期以來以特定的社会理論 （或歴史哲学） 來帯動人們的実作行動， 而是相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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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大衆慣性的実作 （與諸多廉価的期待） 帯動著歴史的邁進。 或許， 就在這個時候，
中國知識嚴子才真正地結束了他們長期來満懐著 「先天下之憂而憂」 的歴史使命感， 而把主
導歴史的文化詮釈権交出來給平凡的 「大衆」。 基本上， 這様的發展趨勢正是民主体制發展
到極致後的一個場景。 中國社会会不会走上這様的路子上去， 或甚麼時候会走上， 均有待做
進一歩的観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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