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従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会確立改革開放的路綫， 到 2003 年 11月本次愛知大学國
際学術研討会， 正好経暦了25年。 在這四分之一世紀中， 中國的経済体制在探索中循序漸進
地發生了深刻的変革， 中國経済的快速推進， 成為這一時期最令世界矚目的経済現象。 経済
体制改革所誘發的社会結構、 生活方式及思想観念的変化， 亦或先或后、 或顕或隠地体現在
政治生活和政治観念上。 如 : 上世紀70 年代末80年代初， 作為整個改革先導的思想解放運
動 ; 80年代中期伴随経済体制改革的大歩推進而開展的関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討論 ; 1989年
政治風波后政治改革的休剋 ; 1992 年卍小平南巡講話后， 伴随着中國経済的高速増長和中國
経済與國際経済的接軌， 逐歩柧釀出了新一輪的啓蒙思潮， 催促着政治改革重上征程。
在中國近代以來的社会変革中， 敏鋭的知識分子精英常常起着先鋒作用。 在当前的中國
政治改革中， 中國共産党内的民主派和学術界執著于中國發展道路探索的知識分子， 又一次
以自己的暦史責任感， 充当了新啓蒙的角色。 同時， 由于当前中國社会的復雑性， 使他們的
思想観念和主張呈現出了多元化的特征。 所以， 本次國際討論会文化組分会的研討題定為
“新啓蒙、 新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中國現代化論及后現代問題”， 参加本組討論的学者有上
海師範大学教授蕭功秦、 中國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員劉志琴、 臺湾大学教授叶啓政、 夏
威夷大学副教授周暁、 神田外語大学助教授興梠一郎、 神戸大学助教授緒形康和愛知大学教
授周星。 主持人為愛知大学教授張琢。
本場研討会首先由上海師範大学蕭功秦教授以 《当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分化及其政治
影響》 為題作了主題報告， 他回顧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知識分子中的自由派與新権威主
義之争， 分析了20世紀90年代以后自由派與新左派的思想分化， 以及新左派的主要学理資
源、 理論依据及其内部的温和與激進派両大類型， 並対知識分子的思想分化対于未來中國政
治走向可能的影響作了若幹推測。
他説 : 在 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以后， 中國知識分子内部出現了自由派與新権威主義之争，
這種自由與権威之争， 実際上是 20 世紀初期自由民主派與開明専制派之争的暦史延続。 自由
派強調個人自由権利、 民主化， 而新権威主義者則強調秩序與権威。 但双方在中國最終的民
主目標上並没有根本分愡。 90年代中期， 由于蘇聯東欧激進民主化的挫折， 由于市場化過程
中知識分子相対得益， 由于英美政治哲学開始在知識分子中越來越受到重視， 中國自由派知
識分子的主流開始走向温和化， 中國知識界対激進自由理念重新反省。 自由派知識分子中間
派 （即温和化的自由派知識分子） 與新保守主義 （即新権威主義） 逐漸合流， 成為民間社会
思想的基本趨勢。 随着市場経済深入中國， 在経済高速發展的同時， 社会貧富分化、 東西部
地区之間的差距、 権銭交易、 腐敗與社会不公問題， 逐漸在中國社会突顕出來。 在這種情况

175

文化分組 Cultural Session

下， 知識分子開始出現三種不同思想価値趨向 : 一， 知識分子中的新右翼的観点認為， 改革
中的上述種種消極現象是現代化過程中必須付出的不可避免的代価， 只要経済發展， 転型過
程中出現的種種社会問題会逐漸化解 ; 経済發展過程中的政治穏定高于一切。 這種主張的人
中有新権威主義者及自由派右翼。 第二種是自由中間派， 認為進行民主化的政治改革， 加強
多元社会対権力的監督， 以民主來制衡腐敗與両極化， 改変権力的壟断地位， 才是根本的出
路。 第三種観点即新左派， 把這一切経済發展中出現的不公平看作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必然伴
随的現象， 認為中國現在実際上已経進入 “資本主義社会”， 主張重新回到平等主義來解决
“社会公正” 問題。 他們 “重新發現” 了毛沢東晩年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価値。 新左派思潮是
以西方左翼社会主義思想理論為基礎， 以平等與公平為核心価値， 把中國走向市場経済的転
型過程中的社会分層化、 社会失範與社会問題理解為資本主義社会矛盾的体現， 並以平等主
義作為解决中國問題的基本選択。
蕭功秦将新左派分為 “温和” 與 “激進” 両種類型進行了較為細致的分析。 並対時下中
國知識分子思想之争的三種前景做了預測 : 第一種前景是民主化条件下的思想多元化。 第二
種政治前景， 是激進新左派與現代化過程中失利的下層絶望階層結合， 發動一場反対 “邪悪
富人” 的運動， 力求在中國土地上去重新建立一個理想的没有人剥削人的公平世界。 第三種
可能的前景， 是民粹主義民主與権威主義的両極震蕩， 陷入拉美化的政治陷穽。 最后， 他強
調 : 中國雖然充満矛盾， 但経済發展態勢基本良好， 出現現代化断裂的可能性並不大， 發生
后両種趨勢的概率並不高， 這一分析主要在于理論上的警世意義。
接着， 中國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員劉志琴以 《老革命的新覚醒── 〈炎黄春秋〉 評
析》 為題， 対以 《炎黄春秋》 雑志為園地的中共党内的老革命家、 理論家中的民主派的思想
和政治動向做了介紹， 引起與会者的很大興趣。 挧介紹説 : 該雑志是由一批已離休的党政軍
領導人發起和支持的刊物， 它以 “求実存真” 為宗旨， 靠講真話贏得衆望。 不少作者曽長期
擔任中央或地方領導， 是中國政治重大事件的当事人和見證人， 他們従青少年時期就追随共
産党， 長期以來習慣以党的利益為重， 也在不同程度上接受専制主義的影響， 成為党的馴服
工具， 鮮有個人的自主意識。 文革的浩劫和共産党的屡次失誤， 使他們経暦了信仰的動揺、
倣徨和重新找回自我， 現在再度挙起他們早年追求而又一度失落的民主旗幟， 力求従体制内
部推動中國的民主化。 這些人是共産党的補臺派而非拆臺派， 並不是自由主義者， 但是在中
國自由主義尚無立足根底的情况下， 他們在不同程度上成為自由主義的代言人。
叶啓政的發言題目是 《文化、 政治與経済搓揉下的中國現代化》。 他指出， 就世界文明
史的角度來看， 與19世紀的満清中國一様， 当代中國推動的 “現代化”， 基本上是対 18 世紀
以來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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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同時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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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劒下進行的， 套句話來形容， 情形有如 “西
餐中吃”。 相対于西方現代化開始于資産階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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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政治與経済勢力的大結合， 更恰当
地説， 是政治滲透経済， 把后者納入其既有的運作理路之中。 然而， 資本主義的暦史性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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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着古典自由主義的思想成分， 它勢必促使未來的中國社会面臨着政治民主化的問題， 而
這又是貫徹公平正義所必須考慮的基礎。 在現代化的進程中， 中國人所面対的問題至少応区
分為初期転型、 中期奠基、 成熟蛻変等三個階段來討論。 無論是自由主義作為 “理想反照性”
的主張， 或左翼思想反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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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延続西方的啓蒙理性精神， 針対中國的特殊國情， 為中國確立發展
方向所提出的階段性 “理想” 主張。
周暁在以 《與國家的妥協 : 新自由主義和新左翼》 為題的發言中， 分析了中國知識分子
在中國社会転型期面臨的両難処境 : 一方面， 左翼和右翼均主動致力于把自己和暦來作為國
家附庸或批評者的中國知識分子区別開來， 惡命與之保持距離; 峇一方面， 双方特別是左翼，
又不得不作為國家的批評者而行動。 挧認為， 西方的古典自由主義者曽影響並重構了一代中
國知識分子所受的教育， 已経使得朝向旧左翼的復帰変得困難。 截至目前， 中國的自由主義
者已経取得了很多了不起的業績， 向私有制和市場経済的推進頗為出色， 但是他們並不認為
唯有新左翼才関心有関環境、巨大的收入差距、官員腐敗、就業保障等民衆普遍関心的問題，
他們的解釈是， 毫不猶豫地推進市場経済， 市場一旦發揮其機制， 便可指望其次要的消極影
響趨于消滅。 同時， 新左翼人士因成為政府政策的批評者， 也同様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他們
成了維護窮人及未能受恵于政府政策的人們的利益的代表性的發言人。 挧擔心， 新左翼人士
大都受到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新左翼的影響， 正在成為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大的威脇， 或許会従
根本上弱化市場経済之自由的基礎。
興梠一郎的發言題目是 《如何面対中國的現実》， 主要対自由主義與新左翼論争的社会
背景進行了分析。 他認為， 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的論争並不光是学術論争， 它的背景是激烈変
化的中國社会的復雑現実。 自由主義者認為共産党一党専制是産生諸多社会問題的根源， 主
張建立憲政， 実現言論與結社自由， 実施多党制， 保護私有財産。 新左派則対資本主義持懐
疑態度， 同時帯有懐念毛沢東時代的傾向。 両者的共同点是対腐敗和貧富差距等社会不公正
的憤怒， 対于何為原因則有着完全不同的認識。 自由主義者在一党専制中找原因， 新左派則
帰因于市場経済。 在政治体制的改革方面， 自由主義明確提出以実現憲政為目標， 新左派除
了批判資本主義以外， 没有明確的改革主張。 興梠一郎最后指出， 目前， 妨碍中國経済穏定
發展的是 “政治”， 不解决 “経済自由， 政治専制” 的矛盾， 中國的経済很難持続發展。
緒形康以 《当代中國的 “公正” 與 “正義”》 為題， 按時間順序梳理了中國自由主義與
新左派論戦的綫索， 他将這場論戦分為1994年后、 1997年后和1999 年之后三個階段， 其細
致透徹的分析， 使來自中國的主題報告人蕭功秦深感佩服。
最后發言的周星以 《“華化”、 全球化與文化自覚》 為題， 対 “現代化 “和” 全球化” 過
程中中國少数民族文化的境遇和動向進行了分析。 他指出， 在國内外的 “現代化” 和 “全球
化” 的文化衝撃下， 中國少数民族文化也出現了各種各様的動向。 分析這些動向， 有助于我
們深入理解中國社会和中國文化的復雑性。 截至目前， 中國的 “現代化” 進程， 依然面臨着
如何確立和提昇現代 “多民族國家” 的國民意識這一基本問題。 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民族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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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和國家認同， 包括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中國文化的自主性和文化自覚， 将是中國今后很長
一個時期都無法回避的重要課題。
本場講演研討的中心主題，本來是一般民衆很少問津的少数知識分子精英們関注的話題，
主辧者原來很擔心能否吸引聴衆。 然而， 由于發言内容的新穎、 清晰及独特的視角以及聴衆
的高素質， 在長達両個半小時的研討会中， 200多與会者不僅始終聚精会神， 而且踴躍發言
提問， 使研討会獲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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