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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与

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自觉”
 

———在“21世纪人类生存与发展国际人类学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费孝通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 北京 100871)

摘　要:百年中国经历了农业社会 、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变迁。经济社会形态的演化不是

简单的单线 ,远比我们想象的直线历史上升的过程要复杂得多。信息社会出现后 , 农业社会和工

业社会仍在延续。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所体现的文化关系 , 是在悠久的中国文明史进程中发展

起来的 ,与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走过的特殊道路 ,有着难以分割的密切关系 , 也与世界的

历史进程分不开。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自觉” ,指的就是世界范围文化关系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建

立 ,即全球范围内实行和确定“和而不同”的文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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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高兴应邀来参加中国人类学会与厦门社会科学联合会合办的 2000年人类学国际学

术研讨会 ,也很高兴能在这次大会及同场举办的第五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做一次讲

话。据会议的组织者说 ,这次会议商定了一个共同的主题 ,即“21 世纪人类的生存发展” 。刚

刚进入21世纪 ,我已经年过 90 ,早已到了“交班”的时候了 ,21世纪人类的生存发展问题 ,同我

这个耄耋之年的人关系已经不是很大。我确实随着人们跨入了一个新的世纪 ,但这个新世纪

的课题 ,还是要依靠后来的几代人来研究。对于“未来几十年里人类的生存发展究竟会往哪个

方向走”这个问题 ,我在这里只能讲一讲从个人历史经验中体会到的一点感受。我的问题很简

单 ,这就是:我们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有什么经历和研究过那些社会和文化的过程 ,在新的世

纪中会面临什么样的新问题 、什么样的新挑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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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世界范围内 ,对于 21世纪会给人类提出什么经济 、环境 、文化等等问题 ,已经受到广泛

的关注 ,由此国内外年轻一代的社会科学研究者 ,也开始给予应有的重视。像我这样年逾 90

的人 ,大部分的人生都已经归属于 20世纪。在那个刚刚过去的世纪里和刚刚开始的新世纪

里 ,我个人经历过三种社会形态:农业社会 、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 。这里头包括这两个大的跳

跃 ,就是从农业社会跳跃到工业社会 ,再从工业社会跳跃到信息社会。大家知道 ,我的社会学

和人类学的学术生涯 ,开始于对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转变的探讨中 。我喜欢称这一系列跳跃

为“我一生的三级跳” 。年轻一代的学者可能很难体会 ,一个人的一生中经历这么多的重大社

会变动会有什么感想 ,他们或许只需关注目前发生的一切对于他们的生活的影响也就够了 。

而对我来说 ,这三级跳里隐含的“故事” ,却具有相当深刻的历史意义 。

在我的青年时期 ,中国正在从一个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中走出来 。19世纪末 ,中

国的几代精英把我们的国家首先从排斥洋人的“奇技淫巧”推进到一个“学习洋务”的年代 ,希

冀从西方的工业技术中获得民族自我振兴的源泉。此后 ,又一代中国的精英开始从文化的观

念体系探讨“科学”对于中国文化的挑战 ,这到 20世纪的最初 20年导致了“新文化运动”等对

于塞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的仰慕 。到了我就学的时代 ,已经有一大批中国人开始意识

到单纯从“物质上”改变中国的旧面貌已不够 ,还要从社会制度和文化观念体系上着手推动中

国的近代化 。在很多地方 ,传统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是乡土性的 。在近代化的时刻来思考我

们的历史 ,我看到这样一种乡土性的社会与文化体系正在面临着自外而内的冲击和挑战 。“工

业化”是当时已出现的新状况 ,乡土社会怎样能够面对席卷整个世界的“工业化”潮流呢? 那个

时代很多人认为 ,既然“工业化”的外部因素导致了发展 ,就应当强调它的外部因素 ,在文化的

论述方面 ,甚至有人据此提出“全盘西化”的说法。但作为一个来自乡土中国的青年人 ,我在思

考我们的发展道路的时候 ,自然会带着自己的“乡土本色” 。我的人类学老师马林诺斯基在为

我1939年出版的《江村经济》写序时说 ,我的研究标志着东方人研究东方社会的“本土人类学”

的转变。我后来反省自身 ,认为自己还没有达到马老师的那个期待 ,我只敢承认 ,在这部著作

中 ,我表达了一种来自于乡土社会对于“工业化”的某种理解和适应 。有的海外学者把我的那

套看法总结成“发展的内发论” ,就是说我认为“工业化”的发展有一部分是从乡土社会的内部

产生和推动的 ,说这是“内发的” ,有一定的理由 ,但我认为“内发”并不排斥外来的影响。

对于工业社会来临的学术论述 ,诚然有着它的历史限度和历史色彩。我对乡土中国社会

变迁提出的看法 ,到了 50年来以后的 30年里有了进一步的论述 ,那时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社

会主义改造的新时代 。在那个年代里 ,新中国逐步实现了对工业的国有化政策 ,在产权方面对

于农村的土地和城市的企业进行了新的界定和安排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随着农村经

济改革的推行 ,乡土社会的工业化问题才重新提了出来 ,而在这个新的时代 ,无论是城乡关系 ,

还是工业化 、都市化 ,都有着它们的新的历史特征 ,已不等同于我在《江村经济》 、《乡土中国》 、

《云南三村》等书里所面对的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中国。那个时代也不能完全以“旧中国”来定

义 ,因为传统的乡土社会已经逐步在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状态中开始瓦解了 。但是 ,农业社会

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中呈现出来的苗头比较简单和明显 。到了改革开放以后 ,我们的国家已经

经历了相当长的社会变化 ,我们面对的社会 ,也不再能简单用“乡土中国”来概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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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 ,在过去的 20年中 ,我不断“行行重行行” ,不敢说走遍了中国大地 ,但是可以说

已经走了相当多地方 。为什么走这么多地方呢? 首先是因为我获得了“第二次学术生命” ,想

好好利用兜里所剩无几的“生命资本” ,来充实我认识中国社会的学术理想。其次是因为我想

继续实行我经常说到的“志在富民” 。去年我在北京大学出版了一本论文集 ,我把它定名为《从

实求知录》 ,这里的“从实求知”就包含了这两个方面的意思。不必讳言 ,很多人也喜欢把我的

名字跟“小城镇 ,大问题”的提法 ,跟乡镇企业和区域发展等论说联系在一起 。具体来说 ,在改

革以来的 20年里 ,我关注到了两个方面的现象 ,一个是作为中国大多数人口的农民从农村社

会走出来 ,进入工业社会的历程 ,另一个是与这个历程密切相关的区域发展模式的形成。与欧

洲国家不同 ,中国的城乡关系受着深远的历史制约 ,而且在中国这么广阔的空间范围内 ,区域

的差异和不同区域蕴涵的历史资源和文化动态模式各有不同 。在这样一个历史悠久 、空间广

阔的国家里 ,工业化的实现自然有着它的独特性 。发展小城镇 、注重区域独特的发展模式 ,有

利于人民对于新到来的工业社会的适应 ,也有利于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关系和区域体系中

发展经济 。改革以后的这两方面的发展 ,不是我能够凭空想象的 ,而是我通过不断“行行重行

行”的实地研究从农民和企业家那里逐步学习 、总结出来的 。

经过 80年代开始 20年的改革 ,到这个新的世纪的最初时刻 ,我们已看到的经济 、社会和

文化的巨大变迁 ,预感到 21世纪即将给人类生存发展带来全新的面貌。10年前 ,在“21世纪

婴幼儿教育与发展国际会议”上 ,我做了“从小培养 21世纪的人”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 ,我谈

到20世纪是个世界性的“战国时代” ,意思是说 ,在那个漫长的年代里 ,国与国之间 、文化与文

化之间 、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界限是社会构成的关键 ,不同的政治 、文化和区域实体依靠着这些

界限来维持内部的秩序 、创造它们之间的关系。展望 21世纪 ,我依稀看到 ,20世纪那种“战国

群雄”的面貌已经受到一种新的世界格局的冲击 ,民族国家及其文化的分化格局面临着如何在

一个全球化的世纪中更新自身的使命。

我做这样的判断 ,不是没有根据的 。近二三年来 ,我特别关注到区域发展过程中全球化的

力量 。我看到 ,信息产业的发展带来了一种十分严峻的挑战 。美国十多年来发展起来的“微

软”(Microsoft)公司的实力有几千亿美元 ,它是当代信息技术的密集型产业 ,是最新现代化技术

的世界级“龙头” ,它的作用已使城市中的许多产业的传统操作技术面临深刻的危机。在这样

的情况下 ,人们不能不重新考虑中国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问题 。我有一次访问广东顺德 ,当

地的领导同志对我说 ,乡镇企业的概念他们认为已经过时了 。为什么说过时了呢? 因为经济

社会生活的现实告诉我们 ,小城镇的规模看来并不具备接受信息技术产业的能力 ,应当使一批

紧密相联的城镇和城镇服务的中心城市赶快兴起 ,以便接受快速的信息产业发展的要求 。另

外 ,产业组织的跨国化 ,同样也对小城镇的发展提出问题。在中国广大的沿海地区 ,经济体制

改革已走到了全国的前面 ,其企业已经纳入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系。例如 ,广东一些地区原来

接受“三来一补”的方式 ,通过消化 、吸收和嫁接 ,造就一些自主经营的企业。从 1992年起 ,诸

如顺德这样的城镇 ,就进行了机构改革 ,政府把三大产业分别交给新成立的“工业发展公司” 、

“农业发展公司”和“贸易发展公司”经营 。1993年 ,实行了股份合作制 ,并改革企业的医疗保

险和养老制度 ,使政府的职能转变为“政府搭台 ,经济唱戏” 。企业解决了体制问题以后 ,接着

就解决市场问题 ,而市场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区性问题 ,牵涉到香港以至世界的其他地区 ,

牵涉到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新型关系 ,牵涉到大型中心城市的发展问题。生活在像厦门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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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特区”中的人都能体会 ,跨地区和跨国界的经济关系 ,除了表现在市场的超地方特征之

外 ,还表现在近些年来跨国公司的发展上。跨国公司在产权上与具有民族国家疆界的国有 、私

有企业不同 ,它们没有明显的地理界限 ,如果说有什么主要特征的话 ,那么就是它们的“无国界

性” 。现在不仅外国人来中国设立他们的跨国公司 ,而且中国人到海外拓展公司的也不少 。这

样的经济交融 ,不是简单的“西方到东方” 、“外国到中国”的老问题 ,而是一种新型的国与国 、区

域与区域之间交流和互动的问题。

在21世纪 ,人类生存发展面临的新状况 ,最为直接的表现首先是上面的经济社会类型的

转变 ,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 ,再从工业社会到国与国之间 、地区与地区之间密切合作的社

会转变。因为在后面的那一种转变中 ,信息产业的发达扮演着至为关键的角色 ,因此很多人将

我们面对的这个新的时代称为“信息社会”的时代 。现在“玩电脑”的那些年轻的“网虫们”对于

这个新的社会类型的体会 ,一定要比我深刻得多 。听说 ,我的伦敦老师之一Raymond Firth还健

在 ,但他还在用他那台破旧的手动打字机写作 ,而我也还用我的笔杆子写文章 ,因不会运用电

脑 ,我的一些文字处理工作 ,只好交给晚辈们代劳了 。我最近还了解到 ,用电脑进行文字处理

是计算机科技的最低程度的一种 ,现在数据处理得到飞跃的发展 ,能够直接控制商业 、军事等

等 ,在英国和美国已经开始创办“电子政府” ,意思是要利用电脑科技使政府能够更有效 、更直

接地为公民办事 。除此之外 ,我们最熟悉的电脑运用 ,就是网络的四通八达及通讯的速度数

百 、数千 、数万倍地加快 ,让我们能够在几秒钟内联系到世界其他角落的任何友人。

信息产业 、信息社会 、信息网络急剧扩张的具体事项 ,不是我这里能够充分展示的 ,我只能

够简单地说 ,这样的产业 、社会和网络的延伸 ,已经给予人类的生存发展带来了至为深刻 、广泛

的影响 ,从而也给社会学 、人类学以至其他所有门类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挑

战。生存在这样一个新的社会情景中 ,以研究社会和文化为己任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家们 ,怎样

能够使自身的理论 、方法和概念得到更新?我们以往使用的那些分析框架 ,是否已经必须得到

反思 ?就本次会议关注的人类学学科而言 ,我们长期以来运用的“文化”概念及与其密切关联

的研究方法 ,怎样才能够适用于这个初见端倪的“信息时代” ? 激进一些的学者认为 ,因为“后

现代” 、“全球化” 、“信息化”的时代已经来临 ,所以 ,一切旧有的 、依据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研

究提出的理论 ,都必须遭到抛弃。保守的一派则认为 ,新出现的那些诸多的社会文化新现象 ,

无非只是现象而已 ,不能推翻原有的理论观点。就我个人的经历来看 ,无论以什么方式 ,对历

史的走向做出武断的判定 ,向来不易符合历史本身 。就上面谈到的三种经济社会形态来说 ,我

认为 ,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 ,再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 ,这个三级跳的历史发展的粗线条是

可以看明白的。然而 ,我们不应忘记 ,我作为一个个人在我的生活里几乎十分完整地经历了这

三种经济社会形态。而且 ,我们也不应忘记 ,在当今中国社会以至当今世界 ,虽然信息社会已

经出现 ,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也延续着自身的生命 。因此 ,我这里必须指出 ,经济社会形态的

演化不是单线的进化 ,而是远比我们想象的直线历史上升的过程复杂得多 。

二

回顾我个人跟从马林诺斯基学习人类学的经历 ,我认识到 ,马老师个人的文化观的演变 ,

本身能够说明人类学研究必须适应文化之间关系变化过程的道理。在第三次社会文化人类学

·8·



高级研讨班上 ,我曾经提交一篇称为“读马林诺斯基老师《文化动态论》书后”的论文 ,在这篇论

文中 ,我谈了我在阅读马老师的一部后期著作的体会。马老师开始人类学研究时 ,是这门学科

的基础民族志方法的奠基人。他主张在“隔离的社区”(Isolates)里边深究文化的原有面貌 ,解

释文化内部满足人的需要的功能。后来 ,马老师在非洲访问 ,看到了当地文化与外来的殖民文

化互动的生动情景 ,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提出“隔离的社区”的研究办法 ,必须改变以适应于一

个新的文化动态中的世界 ,通过研究不同文化的差异 、交往和结合 ,来研究人类在新的历史时

期的生存状况。马老师写《文化动态论》是在他逝世前几年的 30年代末 40年代初 ,离现在已

经有 60年 。几十年过去了 ,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是马老师没能见到的。然而 ,从封闭社会到开

放的广泛的文化接触的变化线路 ,是马老师生前已经预见的 ,我们看到的无非是这一股潮流的

进一步扩大。

中国经常被人们看成是“现代化后发”的文明古国之一 ,相比那些 15世纪就在国家内部和

外部拓展现代产业和贸易的欧洲国家而言 ,我们的“现代化”与我们的国家遭受外来文化的冲

击有着密切的联系 ,而这样的冲击时间无非也只是从 19世纪中后期才开始发生作用的 。在与

外来现代文化的接触过程中 ,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些变化发生的频率之高 、速度之

快 ,是举世瞩目的事 ,而且因为这些变化只发生在一百余年当中 ,所以像我这样生于 20世纪初

的人 ,就有机会目睹其中大部分的情景 ,感受生活在其中的人的问题。我刚才说过 ,我个人从

事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 ,与乡土中国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是同步的 。我的研究既然是在这样

一个初级的转变中展开的 ,就必然要带有当时历史进程的若干痕迹。30年代 ,我相继从事了

瑶人和汉人的社区民族志研究 ,采用的基本方法 ,是当时比较先进的功能派人类学和芝加哥社

会学派的办法。这并不排斥对社会变迁的研究 ,而无非是主张以小型的社区为出发点 ,在具体

的时空坐落里头去进行实地社会考察 ,从中体会不同的社区的基本社会生活形式和文化面貌 ,

进而思考社会变迁的问题 。

这些年来 ,站在今天的地位来反思当时从事社区研究的过程 ,我能够看到对于研究中国这

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 ,过去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是不充分的。不过 ,这里指出社区研究

的这一缺陷 ,目的并不是要否认包括我在内的第一代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田野工作者的贡献 。

我现在认为 ,以村落为中心的研究固然有许多优点 ,但是不能充分体现中国文明的宏大体系和

历史的流变。回想 50年代以后我参加的民族研究工作 ,我感到 ,这样的研究方法不能很好地

解释中国文明体系内部的多元一体格局 。50年代初期 ,为了建设新中国 ,中央采用了鼓励民

族大家庭共同发展的政策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积极推行新的民族政策。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

参加了大量少数民族识别和社会历史调查。在调查工作当中 ,我们运用了比较严格的民族识

别标准 ,这些标准当然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很多便利 ,不过在具体的实施和认识过程中 ,我却

感到中国的新国家形成必然受到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关系的影响。传统中国不是欧洲式

的小公国 ,而是腹地广阔 、中央与地方 、城市与乡村 、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关系比较复杂而

多元的文明国家 ,这样的国家一般被西方历史学家称为“empire”(帝国),她的新形态必然也与

从欧洲的小公国转变而来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有着很大不同。在这样的文化传统的背景

下来建设一种新型的民族关系 ,既要考虑到现代国家现代化对于民族凝聚力和公民意识的要

求 ,又要考虑到传统帝国文明形态的特殊性。因而 ,虽然当时我们开展民族研究时带有某种理

论框架 ,但是在具体的研究和认识过程中也不得不关注中华民族关系过程的传统性和复杂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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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 ,民族研究和民族政策的实施过程本身已经说明 ,新中国的社会正在发生巨大的变

化 ,以往的那些偏远的 、隔离社区和少数民族族群正在被纳入到一个新的民族和国家建设的进

程当中 ,为我们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1988年 ,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泰纳讲座上 ,我把

自己从事民族研究的体会写出来 ,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个概念来解释中国民族研究

当中的历史和文化特征。我的用心其实十分简单 ,就是试图指出 ,在新的国家建设当中 ,我们

必须注意到民族与民族之间 、文化与文化之间的那种“和而不同”的关系。“和而不同”是世界

上成功的文明体系的主要特征 ,这样的文明体系与欧洲式的民族国家体系很不同 ,有着它自身

的优点。

在20世纪末期 ,世界格局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变化 ,政治上从“冷战”时期的两极化转变为

现在的国际政治力量多极化。另一方面 ,随着“冷战”的结束 ,经济实体与经济实体 、文化实体

与文化实体之间的交流变得极为频繁 ,这也在其他的层次上改变了世界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

格局。很多人把新经济体系 、新文化交流方式及新国际政治形势的形成 ,形容为“全球化” ,这

就是说人文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史无前例的大接触 、大交融的时代 。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来临

之时 ,在西方内部 ,来自东方的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家与具有反思意识的学者一道 ,对过去的

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进行了系统的反省 ,这给予我们认识世界文化关系提供了有益

的参考。不过 ,对于“全球化”过程中不同文化之间到底应当有怎样的自我认识 、文化之间的关

系到底应当怎样构成这些问题 ,批评派的学者们并没有提供充分的论证。对我个人来说 ,一个

需要引起关注的问题是 ,我们从过去的社会现实当中得出的经验和看法 ,是不是会随着历史的

变化而失去它们的价值? 我提出这个问题想到的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对于世界文化关

系构成的参考价值。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体现的文化关系 ,诚然是在悠久的中国文明史进

程中发展起来的 ,有着特定的历史限定和地理空间限定 。但我同时也能体会到 ,这样一种中国

特定的民族和文化关系的格局 ,与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走过的特殊道路 ,有着难以分

割的密切关系。但是 ,我们不能因此认为 ,这样一种认识 ,对于变化中的世界没有关系。

我上面提到 ,10年前我应教育部之邀在“21世纪婴幼儿教育与发展国际会议”上讲话 ,在

讲话中 ,我开始探讨 21世纪将是什么样的世界 ,提出了 21世纪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各

种不同文化的人 ,也就是怀着不同价值观念的人 ,怎样在这个经济和文化上越来越息息相关的

世界上和平共处 ?人类在 21世纪怎样才能和平地一起住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 ?我还指出 ,为

了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在精神文化领域里需要建立起一套促进相互理解 、宽容和共存的体系 ,

我称这个体系为“跨文化交流”(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跨文化交流”牵涉到人对人 、

人对社会 、人对自然的基本关系 ,而与文化的自觉和文化的相互尊重有着更为密切的关联 。此

后 ,在一系列的论述中 ,我提出了一个“文化自觉”的看法 ,以表达当前思想界对经济全球化的

一种反应 。“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 ,并不是哪一个人的主观空想 ,它指的是生活在一定

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 ,并且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 。同时 , “文化自

觉”指的又是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 ,在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的基础上 ,了解其他文化及

其与自身文化的关系 。10年前 ,在我 80岁生日那天在东京和老朋友欢叙会上 ,我曾展望人类

学的前景 ,提出人类学要为文化的“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做出贡献。这里

特别意味着人类学应当探讨怎样才能实现文化的自我认识 、相互理解 、相互宽容和并存及“天

下大同”的途径 ,这正是我提出“文化自觉”看法的背景的追求 。简单地说 ,我认为民族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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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要尊重“多元一体格局” , “多元一体格局”是在中国文明史进程中发展出来的民族关系现

实和理想 ,这对于处理文化之间关系 ,同样也是重要的 。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自觉” ,指的就

是世界范围内文化关系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建立 ,指的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实行和确立“和而不

同”的文化关系 。

对于“和而不同”的世界文化交流模式的探讨 ,各国的人类学家尽可以见仁见智 ,提出不同

的研究办法。我个人之所以关注这个问题 ,是因为我相信文化的发展 ,人类历史上并没有采用

过单一的模式 ,在现在也同样随文化的不同而会有所区分。长期以来 ,我以社会科学的方法对

工业文明进程中的文化变化进行了思考 ,得出的看法不是单线进化论。单线进化论的观点认

为人类历史的发展 、人文世界的变化有一个单一的直线上升 、台阶式的阶段性。这一点恐怕我

们不能完全排斥 ,但我们同时应当关注到在工业文明进程中 ,不同文化走过的不同道路 ,这个

道理对于信息社会也同样有意义。“信息社会”是什么 ,我们现在还不是很清楚 ,而只能模糊感

到这个一种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社会形态 ,正在给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文化带来很大的冲击 。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成立 20周年的纪念会上 ,我提到信息社会是取代体力劳动和

机械劳动的新型劳动方式 ,表面上这样的劳动方式很简单 、方便 ,但其背后潜在的力量却十分

巨大 。在这样一种社会形态来临之际 ,各文化的自我价值认识必然会遭到很大挑战 ,但我们不

能简单地认为 ,这种发展将是单线进化的。信息技术能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 ,这是肯定的 ,但

运用信息技术的还是人 ,而人生活在不同的文化或价值观念体系中 ,这样的生活必然给人的创

造带来深刻的影响 ,所以 ,“和而不同”的道理在这里头还是存在的。

在世界刚刚进入 21世纪 ,让我来这里谈这个新的世纪里头人类生存的问题 ,实在是一件

十分困难的事情 。无论是社会学还是人类学 ,研究的都是具体历史进程中发生的事件 、表现出

的规律的历史和现状 ,所以社会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涂尔干曾说“未来没有主题” ,认为社会科

学家不以未来为研究宗旨 。因而 ,我从个人的研究经历出发 ,说了说自己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

会 、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社区研究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研究 、中华民

族多元一体格局研究到“文化自觉”概念的提出这样的变化过程 ,这些过程在同一个世纪发生

在同一个人身上 ,成为我这个年逾 90的人的生活史的组成部分 。我们的社会变迁跑得太快 ,

现代化还没有实现 , “后现代”的提法已经渗透到我们的人文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来了 ,未来一

个世纪的发展 ,也必然不是我在这里能够预测的 。我在上一届高研班上说 ,我们的学者需要

“补课” ,我们的学科底子薄弱 ,在这样一个瞬间即变的世界里 ,我们所掌握的研究办法能否适

应研究对象 ?适应了研究对象又能否提出有深度 、有历史感的看法 ?这些都是有必要考虑的

问题 。我提出全球化过程中“和而不同”的主张 ,不是要“文化保守” ,而无非是要指出 ,历史的

发展可能比我们以往的观察要复杂得多 ,因而未来人文和社会研究工作者务必给自己提出更

高的要求。我们已经站在一个新的世纪的门槛之内 ,新世纪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在上

面提出一些个人“从实求知”过程中获得的看法 ,这是个人从实际里面得到的知识 ,现在把它总

结出来 ,希望与在座的学者共勉 ,共同为中国的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付出努力。

[责任编辑:陈双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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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ges in Chinese Society over the Century and th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by FEI Xiao-tong

Abstract:China has experienced the changes from an agricultural society to an industrial society and

further to an informational society over the century.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form , which is

not in a simple linear development , is much more complicated than our imagination.The agricultural

society and the industrial society still remain functional after the emergence of the informational society .
The cultural relation of pluralistic entity in China is the resul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ng civilization

in Chinese history.It is inseparably related to the special way of China' s development as a multinational

country in modern times and to the historical process in the world.Th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means the

establishment of pluralistic entity in the world cultural relation.It is a relation in which harmony with

difference is advocated and practiced on a global scale.
Key words:social change , globalization , pluralistic entity

An Overview of the Western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the

20
th

Century
by LI Ming-huan

Abstract:The surge of the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tide has drawn a great deal of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in

many disciplines.There have been many theories concerning the factors underlining this phenomenon

although the push -pull model is still widely adopted.This paper is an attempt to summarize and

integrate the influential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in the last decades in

particular.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a solid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evant concepts and key assumptions

proposed by the Western scholars is the basis of contributing to the argument.
Key words:overview ,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tudies , Wester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heories

The Society of Creation and Marxist Aesthetics
by YU Zhao-ping

Abstract:In discussing the spread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t aesthetics in China , the quantitative

change process of its own evolution is often neglected.The reason lies in the failure of describing and

studying the Society of Creation' s efforts to accept and apply Marxist aesthetics from a dynamic view of a

gradual and overall process.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Japan and China in the 1920s influenced the leading

members of the Society and roused their interest in Marxist aesthetics.Apart from the basic ideas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 they also learned from Marxist aesthetic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basis and ideology , the essence and role of literature and art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pitalism and art ,
the imbalance of artist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nature of creative body.
Key words:the Society of Creation , Marxist aesthetics , historical context , ideology , literature and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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