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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如何全面地理解并妥善地处理好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长期面临的一个重

要问题，也是中国社会多年来始终面临的一个问题。由于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我们过

去在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时不仅经常出现对其认识上的偏差，而且还出现过处理上的失误，严重影响

了国家现代化的进程。由于现代化的概念经常与西化的概念相混淆，增大了我们区分两者的困难，也

使我们对现代化的认识受到严重的影响。

传统是一个社会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价值观念、

行为准则、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式、以及社会管理等方面的特点。而现代化则是发展中国家通过在教

育、科学技术、社会经济、社会管理、国防建设，以及生活水平等方面的改革与发展，并逐步达到发达国

家的水平。由于，一个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努力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且每个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文化和社

会状况不同，实现现代化的途径也不同。因此，在每一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传统的理念与行为准则

就会直接影响着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及人们日常社会生活的行为。传统中有些因素与

现代化的努力相辅相成，可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但也有一些因素与现代社会的发展不

协调，甚至相对立，会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向更发达的国家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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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习；但是，其他国家和社会的东西有些是适用的，有些是不适用的，有些则是有害的。如何区分什

么是适用的，什么是不适用的，也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完全固守传统理念的

社会很难向前发展。然而，一个与传统完全脱离的社会也是不存在的，且不能正常地运转。因此，如

何保持传统中有用的东西，如何学习外国有用的东西，如何处理好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事实上是一

个十分困难的问题。

现代化和西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西化指的是一个社会放弃自己原有的传统文化、政治结构、经

济模式及生活方式而直接模仿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及生活方式的现象。在很多人的认识范围内，现

代化与西化是没有差别的。这种认识上的混淆不仅是人们对现代化与西化了解不够造成的，也是复

杂的国际竞争造成的。在很多西方政治人物和主张现代化理论的知识分子中，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

就是西化。当然，现代化与西化之间有相互重叠之处，也有不相同的地方。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对这

两个概念认识上的混淆严重影响了人们对社会发展的理解。如果我们对这两个观念背后复杂的政治

背景及国际关系了解不够，也会直接影响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因为中国人口众多，社会的传统十分

深厚，在经济与社会的高速发展中，传统与现代化的矛盾也更为突出。

本文希望通过对现代化理论和其他相关理论的讨论，提高人们对现代化理论的认识，并进一步澄

清现代化与西化的关系。同时，通过了解国外学者对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研究来加深我们对两者的

认识；通过参照日本与印度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处理现代化与传统关系的经验，对中国当前社会发

展过程中传统与现代化的矛盾进行探讨，从而加深我们对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认识。最后，通过对中

国传统与西方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做一个初步的区分，以抛砖引玉的方式，期望能促进中国社会在挖

掘传统文化与学习国外先进文化的过程中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促进中国社会健康而顺利的发展。

现代化及西方学者的现代化理论

在西方社会，现代化起源于16世纪的欧洲。在政治与经济发展的冲击下，中世纪欧洲的封建主

义和教皇统治逐渐被新的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所取代，从而开启了一个发现、复兴、与发明的新时

代。随着西欧工业革命的发展，工业社会变成了优于传统农业社会的现代社会。这个发展过程及其

社会经济发展所达到的程度，也就是现代化的过程及结果。而曾经领先于世界的中国社会也就是在

这一阶段逐渐落后于西方社会。

现代化理论产生的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批被西方殖民地国家获得了独立。这些国家

都急需发展自己的社会与经济。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相

互对立，代表着两种绝然不同的发展道路。而那些新近独立的国家，在选择自身社会经济发展的道路

时，往往面临着一个选择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作为发展道路的问题。因此，美苏两大阵营开始积极

争夺新独立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主导权。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西方学者开始研究现

代化并于20世纪五十年代提出了现代化理论，系统地描述和总结了西方社会如何从传统社会向现代

社会发展与转化的过程。

20世纪五十年代特殊的国际政治背景使学者们对现代化理论的发展注入了浓厚的国际政治成

份。西方学界现代化理论的发展不仅深受美苏冷战的影响，同时也受到美国五十年代科技与社会快

速发展的影响。为了展示科学技术的威力并反制苏联计划经济当时日益增大的影响力，美国制定外

交政策的人们提出了一个以宣扬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外交政策。美国的社会科学者提出的现代化理论

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相呼应，相辅相成。西方社会现代化理论的出现不仅是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也成为

了影响和引导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方向。因此，现代化理论不仅是社会发展的理论，也是国际政治的理

论。现代化理论的发展和美国宣传市场经济的外交政策一直延续至今。对于很多西方理论学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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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现代化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向17世纪以来在西欧及北美发展起来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转化

的过程，即现代化也就是西化。

西方社会基本上是宗教社会，长期以来就具有浓厚而强烈的传播西方宗教的传统，也具有把自己

意识形态的东西向非西方社会传播的强烈倾向和有效的方式方法。因此，现代化理论的发展既是社

会学关于社会发展的主要理论，也是西方国家推广自己的政治理念的行为。在全世界范围内，西方学

者的现代化理论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都有深刻的影响，同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十分深

远。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和学者来说，清楚地认识到这一国际政治的影响能帮助他们准确地理解

盛行于全世界的现代化理论。

现代化理论 虽然西方学者的现代化理论有很多版本，但基本上都认为社会发展有不同的阶段，

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目前还没有进入现代社会；发展中国家的贫穷与落后主要是这些国家内部各种与

现代化社会不相容的社会因素造成的。这些因素包括反对自由经济的原则和缺乏追求物质利益的社

会文化理念。然而在发展中国家，传统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与现代化的发展不相容，构成了社会经

济发展的最大障碍。例如，一个强势的家庭体系以及对过去的尊重会妨碍人们采纳新的科学技术来

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需要引进西方社会复杂的科学技术来实现现代化，而先

进的科学技术不仅仅会促成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也将导致社会结构和文化的变化。

现代化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最终将从一个不发达的国家，或者是农业国家发展成像西

欧，或者是北美那样的发达国家，达到当代西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同时也将具有西欧及北美国家

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特点。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转化过程，或者说是一个西

化的过程。现代化理论关注的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而机械化和工业化就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内

容。同时，现代化理论认为民主政治、资本主义的组织结构，以及宗教信仰的世俗化是现代社会的特

点。总之，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落后，还没有进入现代社会，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要达到发达国家的

社会与经济的水平，就需要用发达国家先进的政治体制、社会文化、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管理方法来

取代自己原有的政治体制、社会文化、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管理方法。也就是要西化。西化了，社会

就能实现现代化，也就达到了发展的目的。

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 尽管现代化理论产生以后，对世界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但从20世纪

六十年代开始，便不断地受到各种不同理论学派的批判。现代化理论受到批判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

把现代化与西方化混为一谈，并要求发展中国家放弃自己原有的文化与政治传统。这些批判现代化

理论的学派包括后现代化理论、依赖理论、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和全球化理论。这些理

论基本上都认为现代化理论的概念带有浓厚的种族优越感，对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利益

有特别的偏好。在解释第三世界国家的落后状态时，这些理论也都聚焦于发展中国家饱受殖民主义

的掠夺，帝国主义的干涉和新殖民主义的剥削等重要因素。这些理论大都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

家都是当代社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主要是世界资本主义扩张的结果（Armer
and Katsillis, 2001）。

从这里我们知道，现代化理论的前提是世界各国的发展基本上都会遵循一个模式，那就是西方社

会的发展模式。而后现代派理论则认为，世界各国的发展并没有一个既定的模式。人们的知识、理想

和科学本身就是在人类对自然界的主观了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正因为这一主观的现象，人们往

往把工业化、现代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些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

由联合国经济学家辛格（Hans Singer）和普雷比西（Raul Prebisch）首先提出的依赖理论( dependen⁃
cy theory）认为，世界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体系。发达的西方国

家以剥削发展中国家致富。发展中国家的贫穷并不是因为他们缺乏自由市场经济的原则，或者是缺

91



全面理解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

2016/2 江苏社会科学· ·

乏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造成的。相反，目前发展中国家的贫穷主要是发达国家殖民的结果，是长期受

到发达国家政府及其跨国企业剥削的结果。发达国家的殖民主义以其超强的军事实力把他们的政

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机构强加于被殖民的国家和人民，从而控制了被殖民国家的资源，劳动力及市场

（Marger,1991）。在这样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长期形成的依赖关系使发展中国家很

难有效地发展。

就传统文化而言，发展中国家有自己独特的社会结构及文化传统，不必用另外的东西来取代。从

发展的现状来说，目前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并不是处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初期阶段，而是处于世界市场经

济的边缘位置或者是弱势地位。同时，现代化也是一个扭曲的概念，因为在当今社会，所有的国家都存

在于当代或者说现代，而我们所说的现代化，实际上就是西化。在当前这样一个由西方发达国家控制

的资本主义体系内，资源从发展中国家廉价地流向发达国家，结果就是富了发达国家而穷了发展中国

家。在这样一个不平等的国际环境下，发展中国家很难有发展的机会，也很难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即便是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在文化上西化了，他们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方面也达不到西方国家的水平。

由于受到各种理论学派的批评，现代化理论的影响力在20世纪七十年代便开始下降。然而，在

涉及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及国际机构的官员中，现代化理论仍然在发挥主导作用，并始终

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社会、政治及文化向现代化理论指出的方向发展。随着人们对全球经济相互联系

的更多了解，随着人们对工业化的后果以及对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后果认知的加深，人们也越来越清

楚地认识到世界有限的资源和全球的自然生态体系将无法支撑欧洲及北美社会生活的发展模式。随

着人们对国家与世界发展认知的加深，新的理论已经开始取代现代化理论，并开始影响各国社会经济

的发展（Armer and Katsillis, 2001）。

对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研究

从西方国家实证的社会研究结果来看，传统和现代化并不是对立的。加兰德和莱梅尔（Galland
and Lemel，2006）对欧洲 11个国家 20世纪后期社会价值观念的研究表明，欧洲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

并没有导致社会价值观念的根本转变，也没有使传统价值观念消失。在欧洲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在经

济和政治发生变化的过程中，传统观念与现代化的观念始终并存。事实上，传统社会证明有效的社会

观念本身就足以证明这些观念经历了社会发展的考验，具有社会存在的必要性（Inglehart and Baker,
2000；DiMaggio, 1994）。

格斯费尔德（Gusfield，1967）通过对印度社会发展的研究认为传统与现代化并不一定产生矛盾，

也不一定相互排斥。传统不一定需要被现代化的东西所取代。反之，现代化也不一定需要削弱社会

的传统。传统和现代化可以相辅相成。传统的文化可能会妨碍社会的变化，但也可以促进社会的变

化。西格（Siegle，2002）也对印度社会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认为现代社会的东西和思想作为一种经济

与社会的工具可以为个人和群体获得财富，增加灵活性，也有利于开发新的产品。然而，在过去半个

多世纪巨大的社会变革中，正是印度传统的功能神秘地维持了印度社会的联系与稳定。如果说现代

社会的事物与思想是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的经济动力，那么传统社会的事物与观念就是社会、经济

和政治发展的文化动力。

诺迪格拉夫和弗蒙蓝 (Noordegraaf and Vermuelen, 2010)对荷兰鹿特丹市的市政变化的研究表明，

政府管理方式的改变并不一定要求文化上的明确转变。事实上，现存的文化形式和结构并不会妨碍

或限制新的管理方式的推行；相反，还可以促进新的管理方式的实施。现存的传统、风格和习俗可以

很好地用来实施新的管理方法。沙义（Schein, 1989）也认为人们现存的价值观念和认同感可以用来

推进社会的改革和科学技术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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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人们的很多价值观念与社会的发展和管理是有联系的。在研究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时，马

林里（Marini, 2013）对“世界价值观念调查”(World Value Survey)数据中的25个有可能促进或阻碍社会

经济发展和影响社会管理效率的价值观念进行了比较分析。马林里的分析发现有些价值观念，例如

培养儿童具有责任心的独立性、敢于冒险的精神、正面看待社会竞争、对法律的尊重、对他人的信任，

有自主命运的感受、企业家的精神，以及相信努力工作就会有成果等社会价值观念，都会促进社会经

济的发展。同样，社会上人们相互之间的信任感有助于社会管理效益的提高。

这些实证研究在不同的国家和社会进行，他们对现代化理论有一定的针对性，其研究的结果基本

上都在不同的方面反驳了现代化理论认为必须先放弃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念才能发展社会经济的观

点，也基本上都认为传统与现代化并非完全对立。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的东西或者是社会价值方

面的观念可能会妨碍现代化的发展，但也可能会促进现代化的发展。当然，这里包括的研究结果并不

算很完整，但也应该足以让我们对现代化与传统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更好的认识。

日本和印度如何处理和看待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

在研究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时，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日本和印度处理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经

验。日本近代的发展与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且又是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国家。而印度悠

久的历史和众多的人口与中国相似，他们处理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经验，以及他们对传统与现代化关

系的看法对中国社会来说也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19世纪中期，日本人在美国炮艇的高压下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神奈川条约”，对美开放两个

港口，并给予美国人治外法权。当时，日本人认为抵制西方影响的最佳办法就是实现日本的现代化。

1868年的民治维新初期，大约一半左右民治维新的领导人到西方国家进行了一年半的实地考察

（Craig, 2003）。随后，日本政府针对当时日本军阀割据，国家军力软弱的状况，经过精心的选择，决定

以德国的宪法为模式，建立一个强势的中央政府。以德国陆军为榜样，创立日本陆军。以英国海军为

模式，创立日本海军。按照美国的全民教育模式，发展日本的教育。同时，日本按照西方国家的方式

大力发展工业。到20世纪初期，日本经济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西方国家的先进水平。

在国力增强的条件下，日本很快就废除了外国人在日本的治外法权。1876年，日本反过来强迫

朝鲜开放口岸，并在1894-1895年间的甲午战争后开始入侵中国，1904年又攻击俄国海军，最终占领

并吞并了朝鲜，开始了日本自己的帝国主义扩张。虽然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导致日本走上了邪

路，最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彻底打败，但日本实现现代化的经验是可以借鉴的。

日本人在一旦认定西方国家的东西对日本有用时，便立即认真而积极地学习采纳。同时，他们也

认真地保存和维护自身传统中有用的东西。在民治维新初期，很多强力推行改革的日本人采用了全

盘西化的方式，要求人们在吃饭穿衣等方面都全盘西化，甚至要求日本人与西方人通婚，还破坏传统

的寺庙。然而，当为实现现代化的改革快速推进的时候，日本人很快发现他们无法抛弃传统，也不可

能离开传统去过一种完全西化的生活。因此，日本的传统仍旧保留了下来。日本社会直到今天也是

一个富有传统的社会。当人们工作后回到自己的家里时，他们会换上传统的和服与拖鞋，坐在传统的

草垫上吃传统的日本食品。很多日本人认为在日常生活中越有传统特色，就越能够维护和保持日本

文化的特色和对日本文化的认同感（Murphey，2003）。而世界不仅是通过日本高质量的产品，也通过

日本独特的社会文化来了解日本社会的发展。

当然，日本人对学习和吸收外来文化的东西也是有传统的。由于日本在地理上长期处于强大的

中国文化圈的边缘，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日本人已经习惯于接受外来文

化的影响。因此，到了19世纪中期，当日本面临着一个更为强大的西方文化时，日本人接受西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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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也较为容易。正因为日本社会有学习外来文化的传统，他们也具备了在学习外来文化时具有

高度的选择性。对于无益于日本社会发展的东西他们基本上是排斥的。因此，日本社会往往可以在

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并有效地推进日本社会的发展。日本社会之所以能够成

功的实现现代化，与日本传统社会现代化以前的，有利于社会革新的传统文化关系密切。日本社会现

代化的成功，也可以归功于现代化过程中对传统文化的保持，归功于传统文化的作用。

而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深远，很少面临一个更为强大的文化影响。因此，当强势的西方文化出现

在中国社会的面前时，中国社会对西方文化的接受则十分勉强。对此，日本学者Yoshiie Yoda（1997）
认为，中国和日本文化的差别就在于中国文化是单一型的。社会把传统文化与新的文化对立起来看，

在革命的过程中往往用新的文化取代传统的文化。而日本文化是并存型的。日本社会往往把社会发

展出来的，或者是国外传入的新文化与传统的旧文化并列起来看，认为两者都很重要。

当然，日本人也会把西化和现代化相混淆。日本的一位大学教授Hideo Kishimoto曾指出，当日本

人穿上西服，吃西方食品，留西式发型，住进西式楼房时，体现的是一些西化的行为。虽然这些行为使

日本人感到生活方便了，有点洋气。但是，这些西化行为达到的功能与传统的服装、传统的食品、传统

的发型以及传统的住房所达到的功能并没有什么差别。而另一方面，当日本人接受了西方传入的电

话、电视、飞机、大众传媒、行政体制、计算机控制系统等现代科学技术时，却是一种现代化的行为。因

为这些行为能够扩大人们的生活范围和视野，并改善人的思维、行为和世界观。同时，也重铸了日本

的文化体系。这种文化的重铸也许是必要的，或者说在提高生活水平上不可缺少的，但却并不一定会

有好的效果，也不一定会带来有尊严的生活及稳定的社会环境，因为把西方社会的东西引入非西方社

会，有时会导致与传统文化的严重冲突（Hirai, 1999）。

印度在很多情况下是通过传统文化来实现现代化的。在印度独立运动的初期，很多印度人都认为

印度将来的发展就是全盘西化。但是，印度独立运动的领袖们很快就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虽

然甘地和尼赫鲁都受过良好的英国教育，但他们都认为只有继承印度的文化传统，印度的独立运动才

能成功。因此，甘地极力教育和鼓励从事独立运动的人们坚持穿印度传统的服装，他本人自1919年

后还坚持每天至少从事一小时的传统纺纱工作。而印度争取独立的方式也是传统宗教思想指导下的

非暴力抵抗运动。在印度获得独立以后的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印度政府继续通过自己的传统来

缓解印度社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例如，印度国大党的象征就是传统的神牛。印度的科

学工作者、工业家、计算机工程师和政治人物都喜欢穿简单的传统服装，戴甘地式的帽子。因此，印度

原有的文化传统和西方的文化同时发挥作用，共同推动印度社会的现代化向前发展（Murphey，2003）。

很多印度人在努力学习西方社会的科学技术，但他们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始终充满自信。2007
年，我曾与十位美国学者得到富布来特（Fulbright-Hay）基金的资助，对印度进行了一个月的考察。在

这一个月的参观访问过程中，我深切地感受到印度人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坚持和珍惜。印度的文化古

迹与中国的文化古迹差别很大，但同样雄伟壮观，保存良好。虽然印度政府几乎全盘接受了英国的政

治体制，但传统的宗教和文化都得到相当完整的保留。在印度社会，无论男女，大多穿着自己的民族

服装。即便在班加罗（Bangalore）这样一个软件业十分发达，号称印度硅谷的大城市里，也很少有青年

人穿牛仔裤。大部分男人穿的还是印度的民族服装，大多数妇女穿的是印度典型的“莎丽”(sari)。在

参观印度医学研究所时，我们被告知大约百分之六十的印度人生病时还是相信印度医。在与印度的

教授们进行交流座谈时，笔者发现印度的教授们并不盲目地追随西方学者的流行观点。

而印度之行给我印象最深的则是刚到班加罗时听一位印度妇女向来自美国印地安那州，俄亥俄

州、伊利诺伊州和新泽西州的一批暑期大学生介绍印度社会时的讲话。这位妇女一开场就宣称要对

来自美国的大学生进行再教育，以消除他们在美国所积累的对印度社会的偏见。她还要求这些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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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大学生收起他们对印度人的所谓同情心或者是怜悯情绪，这样他们才能对印度社会有一个准

确的了解。尽管印度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今天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远远落后于中国。但这位印度

妇女的自信却给笔者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试问，如果这些美国大学生到了中国，有多少人会如此

自信地指出并毫不客气地帮助他们消除对中国社会的偏见？事实上，美国大学生对中国社会的偏见

远大于对印度社会的偏见。

印度社会是一个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并存的社会。印度传统的宗教文化自古以来根深蒂固，在

很大程度上直接支配着印度人民的生活与行为准则。西方国家对印度多年的殖民统治对印度的政

治、经济、教育和文化都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在今天的印度社会，现代的科学技术正在日益改变人们

的生活方式，但传统的价值观念也仍然保留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也有些非常不好的社会传统，例如，

寡妇在丈夫遗体火化时殉葬的习俗(Sati)已经消失了。但对妇女的歧视以及夫家反复追要彩礼的习俗

仍在阻碍印度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印度传统中对生命的重视，对简朴生活方式的追求，对穷人的

同情，以及对物质占有淡漠的态度则有利于社会的安定与和谐。在印度的城市和农村，到处都可以看

到巨大的贫富悬殊，但也可以看到贫富的和谐相处。人们对来世的期待会影响他们改变现状的努力，

但也使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矛盾得到很大程度上的缓解。印度社会正在努力实现自身的现代化，但这

种努力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也从自己悠久的传统文化中吸取丰富的营养。

总之，日本人对西方有用的东西勇于学习、善于学习，同时又保持了自己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特

点。印度人被迫采纳了很多西方文化的东西，但始终把自己的宗教信仰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保

留下来，并使之为社会的现代化服务。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加予参考或借鉴的。

现代化在中国的实践

中国的现代化是在西方列强的炮艇压迫下开始的。在1840年之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大多

数情况下都处于世界发展的前列。悠久的历史，发达的农业经济，统一的国家和庞大的人口使中国的

社会文化逐渐处于稳定的状态。但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很多中国人面对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

深感技不如人，开始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努力来促进国家的发展。这就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化。

由于过分固守自己的传统文化，直至1911年清朝政府崩溃，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基本上是被动而有限

的，既缺乏根本的社会改革和民智的广泛开发，也未能促成工业和科技的有效发展而达到富国强兵的

目的。从西方国家买来的洋枪洋炮也无法抵抗新老帝国主义的侵略。直到民国成立后的20世纪初，

中国人仍感国势日下，国家振兴无力，甚至连民族的生存都受到严重的威胁。

在国家振兴无望，西方列强又纷纷打上门来的困境中，很多中国人认为非进行彻底的革命不能拯

救中国。因此，很多人开始彻底批判以孔夫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并希望通过学习西方社会的民

主与科学来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著名的“五四运动”就是这种努力的突出表现。然而。面对传统社

会的腐朽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人在求生存，求发展的过程中不得不同时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

国人既需要挣脱传统主义对社会变革的约束，又需要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结果，救亡图存的革

命取代了现代化的努力。20世纪三十年代，虽然一些知识分子仍在研究中国的现代化，但是多数知

识分子对现代化的认识往往是西化的认识，这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却没有实质性的帮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社会具备了重新开始发展社会经济的条件。20世纪五十

年代，中国从苏联引进了大量的工业设备和科学技术，使中国的现代化有了初步的发展。而在20世

纪六十年代，中国一方面受到西方社会的封锁，另一方面又与苏联的关系出现恶化，基本上中断了与

外部世界的交往。现代化的发展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从20世纪初到七十年代，中国社会反帝的

斗争把西方列强赶出了中国，而反封建的运动却一直在延续。从“五四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到文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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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时期的破四旧和批孔，无不以破除传统文化为目的。结果是传统的法家思想和源于西方的社会

主义文化取代了传统的儒家文化和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虽然中国社会在20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

年代通过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的努力，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就；但是，在经济、教育、科学技术、国

防建设，以及生活水平等方面，中国社会整体上仍旧远远落后与发达的西方社会。

中国全面的现代化开始于20世纪七十年代。1971年，中国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打破了西方国

家的封锁，进入联合国。1972年，尼克松访华，逐渐改善了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关系。

1974年，中国开始引进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科技与设备，普遍兴建五小工业，开启了工农业发展的新

进程。1975年，中国政府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周恩来总理在会上正式提出了到20世纪

末在中国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也就是要在20世纪最后的25年中，把中国建设成为具有

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邓小平，1983）。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直接破除传统文化的政治口号和社会运动停止了，而学习西方先进

的科学技术开始全面推行。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社会开始全面对外开放，学习和采纳先进国家的科

学技术和管理方式，并且于 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的现代化也开始步入快速发展的阶

段。随着开放范围的扩大，全盘西化的思想在很多人之间，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之间重新泛起。这些

人认为只有全盘移植了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思想体系，中国才能达到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水

平。20世纪八十年代电视系列片《河殇》的出现，充分代表了这一实现全盘西化的思潮。这一思潮在

1989年后受到一定程度的阻遏，但很快又有了更为广泛的发展，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走向。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西化的蔓延，人们自私的欲望在私有化思潮的影响下开始膨胀，社会责任

感逐渐流失。随着私有化的推进，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唯利是图开始从根本上冲击本已被削弱

的传统文化。社会的改革开放从抛弃束缚社会发展的保守理念，推动社会发展的阶段逐渐进入了放

弃传统理念，突破道德约束，肆意追求个人利益的阶段。甚至很多以保护传统文化为名的古迹修复都

以获利为最终目的。而1949年以后在中国社会建立起来的为人民服务的传统也在唯利是图和贪污

腐化的冲击下大量消失。五十年代基本上已被清除的贪污腐化、卖淫、吸毒、赌博、贩卖人口、黑社会

等社会沉渣又重新泛起，祸害中国社会。同时，贫富差距的扩大和日益严重的贪污腐化使社会很不和

谐，传统与现代化或者说西化的社会矛盾日趋激烈。

与这些社会现象同时出现的是很多报刊和网站对不良社会现象的评论也不持立场，或没有是非

标准。社会上正不压邪的现象反映了社会快速发展与社会有效管理的严重脱节，社会治理严重滞后

于社会的发展。虽然中国的经济以史无前例的高速度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但是，很多中国的优良传统，包括过去数千年的优良传统，也包括过去数十年的优良传统却大幅度地

消失。而我们从西方国家学习的东西，有很多只是西化而已。发展到21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在社

会治理和社会道德等方面已经走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直到2014年后，社会下滑的趋势才得到遏制。

这些社会问题也反映了中国社会传统与西化的矛盾。在今天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传统与西化不

仅代表着不同群体的社会与文化的价值观念，也时刻反映着不同社会群体的经济和政治取向。由于

现代化与西化之间界限模糊，人们往往把传统与现代化对立起来。而我们对西方社会的学习，有很多

只是盲目的引进和肤浅的模仿。有时我们只是学到了西方文化中一些坏的东西，却没有学到好的东

西。例如，很多人学会了唯利是图的行为，但却没有学会西方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诚信。很多时候，

我们对资本主义的了解也是片面的，比如我们看到美国社会色情泛滥，但却看不到美国社会对色情的

严格管理。同样，我们看到了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允许富人无限积累财富的自由，但却看不到美国社

会在20世纪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社会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对最高收入群体征收高达91%的所得税

（Tax Foundation, 2014）。因此，当今中国社会的问题既有传统社会沉渣的泛起，也有盲目西化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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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的传入。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今天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一方面是丢弃了自己优良的文

化传统，另一方面是没有真正学到西方社会的精华。

面对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每况愈下的社会风气，一些人认为只有全盘西化，全套引进西方的政

治体制，才能改善中国社会的状况。而另一些人则深感西方文化对社会传统的冲击，开始从传统文化中

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药方。这些人认为只要把老祖宗的东西搬出来，就能恢复社会的道德标准。因此，

当一些人到洋人那里寻找治国良方时，另一些人则到古人那里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其实，中国社会

的现实问题需要中国社会在实践的过程中拿出一些具体的办法来加予解决，需要学界进行认真的思

考。然而现实中很多学者似乎缺乏自己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勇气和能力。总之，我认为所有这些问题

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源于我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没有全面地理解和妥善地处理好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

讨论与总结

面对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我们应该如何全面地理解现代化理论？如何看待传统与现代化的关

系？又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呢？

西方学者提出的现代化理论总结了西欧发达国家和美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很多东西确实

值得中国社会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之所以在社会、科技、经济和军事方面比发展中国家先进，自然

有使其领先的人为因素和社会条件。如果中国要赶上并超越西方国家，实现自身的现代化，确有必要

继续认真地学习西方社会先进的东西。这些先进的东西既包括科学技术、经济和军事，也包括教育、

管理和文化。当然，西方国家的文化与传统有精华也有糟粕，中国社会在向西方国家学习时，应该是

取其精华而避其糟粕。例如，在意识形态方面，西方国家对创新的推崇、对自由竞争的鼓励和保护、对

未来的重视、对科学技术的重视、人生而平等的公民意识，以及严格的契约和法律观念都值得我们学

习和借鉴。在社会管理方面，西方社会发展起来的普遍的民主管理方式、严格的监督机制和坚持按规

定办事的态度也值得我们学习。但是，西方社会极端的个人主义，对资源的肆意挥霍，以及寅吃卯粮

的生活方式却是不值得学习的。对于西方社会的东西，那些可以学习，那些不可以学习，哪些在西方

国家有用，但是不适于中国的客观环境，我们都必须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和区分。哪些东西值得借鉴和

学习，哪些东西不值得借鉴和学习，有必要进行认真的筛选。不学习不借鉴是不行的，但是全盘西化

的做法是不妥当的，也是不可能的。

在认识到现代化理论的积极作用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现代化理论的片面性。现代化理论并没有像

马克思主义那样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对剩余价值穷凶极恶的追求，贫富分化的不可避免，

以及其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同时，我们应该认真地了解一下依赖理论和世界体系等理论对现代化理论

的批评，以帮助我们正确地认识现代化理论。就像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社会并没有处在西方发达

国家的初级阶段，而是处在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不平等的位置。面对强势的美元和强大的跨

国企业，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交流和贸易在很多方面是不平等的。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

达到世界第二的水平，但中国在世界经济和金融范围内的发言权仍旧很小；虽然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

的商品输出国，但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市场上，落到中国人口袋里的利润又有多少呢？虽然中国在经济

发展方面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奇迹，但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方面又有多少话语权呢？应该看到，在当今

的中国社会，起源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对中国社会，特别是对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具有十分强大的影

响，而依赖理论虽然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其对中国社会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却很小。几十年

来，中国社会少数知识分子对于依赖理论的共鸣始终十分微弱。这是一个值得中国社会研究的现象。

在理解现代化理论的时候，我们应该清楚地了解那些影响现代化理论发展的其它因素。西方现代

化理论的发展，是在西方殖民主义发展后提出来的，它有利于证明西方殖民统治的合法化。同时，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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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应该看到美苏冷战对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以及西方社会长期以来以传播宗教的传统热情来推销西方

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以及现代化理论的历史现象。对此我们不能只会跟在西方学者后面人云亦云，

要有自己清醒的看法。在当今世界，意识形态的对立和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冲突仍旧是世界矛盾的重

要方面。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一些政治势力希望通过西化来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阻碍中国崛起的企

图和行为。在西方国家，确实有很多人认为中国只要接受了西方社会的政治理想，采纳了西方国家的政

治制度，就能够像西方社会一样发展起来。但是，也有不少的人认为，中国社会只要接受了西方的政治

思想和政治体制，中国目前的政治结构就会土崩瓦解，中国就不可能有能力挑战西方国家的主导地位。

同时，我们应该明确地区分现代化与西化的区别。现代化是通过采纳西方和其他国家先进的科

学技术和管理方式来促进自身社会发展的过程，或者是通过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管理的改进来提高社

会生活质量的过程，而西化则是对西方典型的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的直接模仿。现代化的努力可以

促进社会的快速发展。但西化则可能无益于一个社会的发展。例如，当我们采纳并发展了西方社会

发明的航空或者网络技术，中国社会可以更快地向前发展，我们的生活也会更加方便。但当我们把传

统早餐的稀饭豆浆换成炸鸡土豆条的时候，当我们把喝茶变成喝咖啡的时候，对我们的生活并没有任

何实质性的改善，而对我们的健康则可能有很大的害处；当我们采纳电脑打字技术的时候，我们打字

的效率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当我们把自己的黑发染成黄色的时候，显露的只是自己渴望洋化的心理，

而对我们的生活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提高，反而加大了患上癌症的风险。现代化体现的是一种开放和

勇于学习的精神，而西化显露的是内心自信与自尊的缺乏。就目前中国社会的发展来看，现代化的努

力还需继续加强和改进，但西化在很多方面已经过头。因此，在我们加快现代化步伐的时候，不应该

用西化来抹杀我们原有的自我和代替我们过去良好的生活传统。

同时，我们有必要认识到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一个民族的文化和传统可以改良，但却是不可替代

的。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往往是这个国家和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既是这

个国家和民族社会经济的反映，也是长期社会发展的结果。在现代世界政治经济的格局下，发展中国

家即使是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念，全盘照搬西方社会的体制，也很难重复西方社会的发展道

路，更不用说变成今天的西方社会了。例如，菲律宾不仅具备了西方社会的宗教信仰，也建立了相似

于西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它是一个几乎全盘接受了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亚洲国家。但自第二

次世界大战以来，菲律宾却未能发展出西方国家的经济成果和取得西方社会的生活水平。如果用现

代化的理论来推论，菲律宾应该在现代化方面最有成就，但如果用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标准来衡

量，那么菲律宾并没有取得多少现代化的成就，反而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被其他深受中华文化

影响的亚洲国家和地区所超越。

在看待传统和现代化的关系时，我们有必要充分地认识到两者之间既矛盾又统一的两个方面。

虽然传统与现代化经常被人们看做是两个相互对立的观念；但是，传统与现代化并非水火不相容，它

们在有些方面可能相互矛盾，但在另一些方面其实是可以相辅相成的。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是这个

民族长期历史发展和社会进化的结晶，它经受了历史的考验和锤炼，自然有其形成的合理性和必然

性，对社会过去或者是现在的发展，往往有其不可替代的功能，大多值得继承。由于传统文化的很多

功能是隐性的，因此我们往往要在失去其社会功能以后才能充分地认识到它们的重要性。当然，一个

民族有其优点，也有其缺点。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有其优秀的方面，也有其不良的方面。而随着时代

的发展和变化，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有其值得继承发扬的部分，也有其需要改进，甚至放弃的部分。

在全球化的今天，各民族的文化传统相互交流、相互竞争，在交流与竞争的过程中，每个民族传统文化

的优劣也无可避免地显露出来。这一现实也可以帮助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做一个系统的甄别。

因此，对于我们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如果我们过分珍惜，不愿意放弃任何一部分不利于社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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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东西，成为传统主义者，那就会由于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过分坚持而影响社会的发展。过去中国历

史上出现的一切祖训不能改的观念就是传统主义的表现。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民族的传统

文化一无是处，必须全盘抛弃，那也是完全错误的。近代以来全盘西化的提议就代表了这样的错误。

事实上，任何一个民族要想全盘抛弃自己的传统与文化不仅是错误的，也是不可能做到的。而对待传

统与文化的正确方式应该是认真地进行总结评估，区分哪些是精华，那些是糟粕。精华就应该保留并

发扬光大，而糟粕就应该果断地舍弃。

要全面地理解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我们必须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非此即彼的单一思维方式，不

能总是认为真理只有一个。而事实上，世界上的事物大多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很多事物既有相互矛

盾的方面，也有相辅相成的方面。例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各有其

正面和负面的作用。正如资本主义可能带来很高的效益，社会主义则会保持相对的平等一样，因为效

益和相对的平等都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可以采用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来促

进经济的发展；而采用资本主义的社会也可以通过坚持竞争的平等和通过税收来调剂社会财富的分

配而达到相对的合理。同样，资本主义可能由于贫富的巨大悬殊和阶级矛盾的激化而中断社会的发

展；而社会主义也可能由于缺乏动力而影响社会的快速发展。如果一个社会能做到相对的平衡，这个

社会就能够持续而健康的发展。

传统和现代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传统也可以促进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印度传统的宗

教在印度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在贫富差距巨大、语言多元、矛盾众多而又复杂的现实生活中始终保

持了印度社会的基本安定。而中国家庭的传统文化也可以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有力地缓解现代化对社

会的冲击，确保社会的经济活动能平稳地推进。在美国社会，一个人如果失业了，一般必须靠政府的

失业救济度日，否则就很难生存。而在中国社会，亲属的帮助可以使一个失业的人有很大的回旋空

间。当然，如果这种传统的亲情也西化掉了，这种优势也就不存在了。

同样地，不同的理论，甚至是相互对立的两种理论，每一个都可能部分正确。当现代化理论揭示

了现代化的某些发展规律时，依赖理论却指出了现代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与

矛盾的实质。在西方的社会学领域，人们可以同时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结构功能理论、互动理论，以及

其他相互对立而又各有所长的理论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和讨论社会问题。我们也可以同时用不同的

理论，从不同的方面来分析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西方社会的学者们可以同时用现代化理论和依赖

理论来分析发展中国家社会的发展及其存在的问题，我们也可以用这些理论来分析中国现代化过程

中的社会问题。其他国家可以同时从自己的传统文化和外国的优秀文化中吸取营养，我们也可以同

时从自己的传统文化和外国的文化中得到好处。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应该把传统与现代化并列起

来看，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列起来看；把中国的文化传统和西方社会的文化并列起来看；把改革

开放前的发展和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并列起来看；取其精华而弃其糟粕，好的坚持，不好的放弃。这样，

我们也许可以避免很多偏激的看法，避免很多无谓的争论，也不需要成年累月地反复清算自己老祖宗

的过失。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必要认识到，今天中国社会的问题是当今中国人的责任，当今的中国人

有责任去为解决存在的社会问题而尽力。

在全面理解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时，日本和印度的经验值得参考。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日本人对

西方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方式采取了一个积极主动的态度，大胆而认真地进行学习。但对于

自己国家的语言却十分重视。因此，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时候，日本人仍旧保持了自己文化的特点和

独立性。日本文化的某些领域是不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的。由于本国的语言是民族认同的根本因素，日

本人对本国语言的坚持也是对本国文化的坚持。相比之下，印度对西方的学习是被动的，印度是在英

国的殖民统治下开始现代化的。虽然英语成了印度官方难以替代的语言，但是印度在科技和经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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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发展方面却远远落后于日本。从社会状况及文化传统来说，日本与中国相似的地方很多。而与

印度的差别较大。日本社会自古以来宗教信仰不占统治地位，语言文字统一，等级观念根深蒂固，民

族认同程度高，而且社会结构紧密，另一方面，日本传统社会的治理采用的是以天皇为中心的家庭式

统治，这又是其独有的。日本人注重社会的和谐，对打官司十分反感，有浓厚的家长式作风，这些都与

传统的中国社会十分相似，但这些传统并没有成为日本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障碍。因此，中

国的现代化和对传统的保持应该更接近日本。而印度的社会结构松散，语言繁杂，民族认同感不高，

人口众多，缺乏高效的行政组织，特别是印度被西方国家长期殖民统治，但印度传统的宗教信仰始终十

分浓厚，大多数印度人从来都没有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也没有失去自己的自尊心。总之，在长期的

现代化过程中，日本和印度都始终坚守着自己最根本的文化传统和民族自信。

在处理本国的文化传统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时，应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无论是中国传统的东西

还是西方国家的东西，只要是有利于个人的正常发展和道德的提升，有利于家庭关系的改善，有利于

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的东西，都应该坚持，吸收，并发扬光大。这种坚持和发扬光大可以提倡，可以宣

传，但不能强迫人们去接受。对于那些有害与国家的发展，社会的改善，家庭的和谐及个人健康发展

的东西，都应该旗帜鲜明地加予反对。当然，这种反对并不是强制性的，而是理性地指出其危害，旗帜

鲜明地加予反对，不能任其危害社会。

当然，从理论上说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并不困难。真正困难的是如何区分什么是西方社会的精

华？什么是西方社会的糟粕？什么是本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什么是本国传统文化的糟粕。对中国的

传统文化而言，从孔夫子到毛泽东，都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总结、评估、挑选和继承。从国际上来说，

从美国到日本，也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研究和挑选，借鉴和采纳。在目前的中国社会，似乎还很少有

人系统地做这样的区分。

悠久而深厚的文化传统曾经使中国社会在面对来自海外的挑战时反应迟钝，特别是在现代化的

起步阶段显得比任何国家都艰难。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走的是一条比其他一些亚洲国家更缓慢，

更艰苦，但也许是一条更为辉煌的道路。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和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优越地位曾经使

我们很难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可以成为社会进步的动力，关键是我们如何

去改良、充实和应用她来为今天的现实服务。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社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思维方式、行为准则、道德观念

和法律法规。传统的中国文化，特别是春秋战国和汉唐时期的传统文化蕴藏着丰富的精华，值得我们

去挖掘、去梳理、去筛选、去利用。对于一个宗教信仰不占主导地位的中国社会来说，传统文化对于保持

社会的稳定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一个人口庞大的中国社会来说，如果抛弃了自己优秀的

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就会像失去了脊梁骨一样无法矗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如果中国社会通过对

传统文化与外国文化的筛选，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兼收并蓄中不断优化中国文化，通过广泛吸取外

国的优秀文化来充实中国文化；那么，中国社会一定能够重铸中华文化的辉煌，重新走到世界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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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rehensive Knowledge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

Wang Tiande
Abstract：This paper intends to improve our understanding of modernization theories and clarify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odernization and westernization. It increase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 through summarizing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variables by Western scholars, reviewing the modernization experiences of Japan and India, and re⁃
visiting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Finally, the
author attempts to distinguish the positive elements from the negative ones in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cul⁃
tures. It is the author’s hope that such an effort would lead to systematic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lements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 to promote a healthy and smooth de⁃
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society.

Keywords: theories of modernization; dependence theory; traditional culture; socioeconomic develop⁃
ment

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