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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成体系、自建光荣的自觉自信

文 |  刘海波

现在，中国社会一个最

大的问题是迷茫，没有了方向

感，没有了主体意识，全方位

丧失了自觉与自信。没有了自

成体系、自建光荣的自觉自

信，也就丧失了制度建设的想

象力。我们几乎已经习惯用别

人的东西来解释我们自己，习

惯按别人的好恶来调整我们自

己，习惯主动消解主体自我。

中国人需要具备自成体

系、自建光荣的自觉与自信，

深刻认识中国道路的正当性与

现实性。中国深厚的文明积

淀、中国广土众民的体量、中

国共产党已有的历程、中国在

这个世界的环境决定，自成体

系、自建光荣是具备现实可能

性的困局突破之道。中国社会

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绝非像

一些人认为的那样进退维谷，

而是存在着别开生面的光明前

途。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共产

党人，要摆脱那种精神上无能

的状态、依附的状态，以及丧

失主体性的不自信状态。中国

人需要用自己的头脑想问题，

足自立。

又如，小市民阶层，罕

有有出息的，盖生活中培养出

一种劣等感，消解崇高唯利是

用自己的脚走路。

 

体悟自成体系自建光荣

要理解此一问题，需要

中国社会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绝非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进退维谷，而是存在着别开生面的光明

前途

局促于关陇一隅之地，终能并

吞分有多数六镇民族及雄据山

东富饶区域之高齐，其故自非

仅由一二君主及诸臣材不材之

现在，中国社会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迷茫。有些人没有了方向感，没有
了主体意识，全方位丧失了自觉与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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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悟性，需要深刻的哲学反省

意识，通过体悟而非论证更容

易。下面举几个例子。

旧西藏，当年只有百万人

口和高寒地域，仍然建立了高

度自主有序的雪域政教文明，

藏人所学只有佛经，研习大成

则为格西，光荣属于格西而非

汉地状元或洋博士。虽其凭借

如此薄弱，但也能内建秩序、

外御强敌、发展文明生活。藏

区高寒之地，数百万人民，也

能自成一体建立光荣与政教，

何况数千年文明传统广土众民

的中国呢？要在于体用兼备自

视；相反不识得多少字的老

农，却能保持有尊严的生活状

态，盖因为有传统、规矩、生

活礼仪构成的社群生活。中国

自古开国之君、猛将谋臣、大

儒高僧，也往往出于农家。以

上举出仅粗陋之所谓自成体

系，但小至社群大至国家，所

谓自成体系、自有光荣还在体

系与光荣本身是否正确之上，

后者不是人的理性可以回答的

是个上帝才能回答的问题。

又如宇文泰复古改制之

成功。陈寅恪先生言：然宇文

氏只分有少数之六镇民族，复

所致，盖必有一全部系统之政

策，为此东西并立之二帝国即

周齐两朝胜败之主因，可以断

言也。宇文泰率领少数西迁之

胡人及胡化汉族割据关陇一隅

之地，欲与财富兵强之山东高

氏及神州正朔所在之江左萧氏

共成一鼎峙之局，而其物质及

精神二者力量之凭籍，俱远不

如其东南二敌，故必别觅一途

径，融合其所割据关陇区域内

之鲜卑六镇民族，及其它胡汉

土著之人为一不可分离之集

团，匪独物质上应处同一利害

之环境，即精神上亦必具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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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渊源之信仰，同受一文化之

熏习，始能内安反侧，外御强

邻。而精神文化方面尤为融合

复杂民族之要道。

当年延安整风之后，中

共可谓中国近代第一次具备了

成雏形的成功体系，不见放牛

娃和长工加入共军后发生何等

脱胎换骨的变化？多数人生活

尊严感与意义感的变化？何以

那时贪污罕见，其实正如乱伦

罕见、中国人辱骂父母罕见，

自然而然之事，此中奥妙绝非

体制问题所能说明，当深体悟

之。难道国民党没有制度，只

怕就严密程度还胜于共军，怎

么国军将领就吃空饷？我们可

注意延安体系形成的气场，此

气场塑造了人的行为模式。人

是社会的动物，对一个人来

说，众人皆抛弃，等于杀死

他，他杀死所有人等于杀掉自

己。

下面是毛泽东延安演

讲的一张图片，这里不是要

提倡艰苦朴素。注意这里的

气场，物质条件极端粗陋，

但是这是一个崇高庄严的场

所、与会者从事的是伟大光

荣的事业，这是真实的是与

会者主体间的客观存在。

毛泽东开辟的道路尽管后

来为狂热和自卑打乱，但是中

国的有识之士是要站在毛的肩

膀上才能看得更远，既非全盘

回归毛泽东连错误也要继承，

也非抛弃毛泽东。毛泽东思想

中“独立自主”一说，今日阐

释，当具有更深刻的含义。

自成体系、自建光荣我

们要注意两个方面：一个是强

调中国的主体性，否定依附

性；第二个强调中国追求和中

国实践的普遍性，而不是强调

中国的特殊性，甚至直截了当

地强调“普世价值在中国”也

不为过。中国自主发展、坚持

走中国自己道路的论述应该避

免变成特殊主义、相对主义的

论述。主要是收拾自身，确立

中国本位、中国主体性。中体

西用是万古不变之理，本国历

史、本国政教不可能不优越，

这不是什么事实问题，是个哲

学问题。本国政教的内容可以

变化，但总是优越的。这个结

论与事实无关，是哲学反思达

到的：普世正义存在；中国人

民是普世正义的担纲者。

中国不仅要有能力创

造物质财富，而且要有能力

创造光荣。这句话是不错

的：崇拜他人神庙者，必为

他人所奴役。迷途的羔羊、

待罪的羔羊最后下场是待宰

的羔羊。当下的崇洋媚外，

是因为我们丧失了创造光荣

的能力，崇拜洋文凭是一个

军用挎包和LV包谁更高级

的问题，不是小推车和汽车

哪个更快的问题。曾国藩、

张之洞时代，还能让辜鸿铭

心服，更有严复风尘仆仆几

次参加乡试求得举人功名。

毛时代也是如此，尽管光荣

的内容已经变了。有劣等感

的民族和人怎么会得到自由

呢？技不如人可以，但道德

和文化不如人不是事实判

断，只是个背谬的信念。不

识字的老农在自己的生活场

景却会有对自己的道德哲学

自信，所以他会比羡慕风雅

的市民高贵，而且具体的道

德行为往往强过念书人。我

们要做主人民族。不应该再

是那种情况了。

 

意识形态的性质和

作用

自成体系、自建光荣精

神文化或意识形态工作尤其需

要重视。对一个政治共同体而

言，政治论述和意识形态是非

常重要的，就如对一支军队来

说，武器重要，军旗也很重

要。但是，政治论述不是要先

确定一个根本性原点或逻辑起物质条件简陋，精神世界崇高。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展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气场。

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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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然后从此原点出发获得确

定性的必然结论。意识形态并

不应该起到这样的作用。它起

到凝聚共同体、整合共同体的

作用，和具体的实践是相互支

持的关系，而不是单向指导的

关系，是启示具体的实践而不

是蕴含具体的实践结论。当人

们认同一套说法的时候，实际

上绝大多数人，不是靠逻辑，

而是因为想象力的连接作用。

一个是政治论述的层面，一个

是政策和制度的选择，这两个

事情不是同一个领域的事，这

两个系统是相互支持的系统。

所以，既要高高举起主义，又

要多多研究问题，二者是不同

而互补的两个事物。共同信仰

何处得来，往往来源于自我

拔高，拔高的基础可以是真实

的，也可以是虚构的，关键在

于人们是否愿意相信。但是，

虚构的拔高往往变成真实的提

高。

我们不认为仅仅进行意

识形态领域的建设就能形成良

好的体系。如果鼓吹儒家传统

复归，而配之于多党竞选民

主、司法独立、违宪审查，纵

然宪法里写上体现儒家传统的

内容，如果经济上是土地食利

的恶性资本主义，兼之美元殖

民地，不可能出现稳定有序的

体系，遑论光荣。在制度建设

与政策实施方面，我们不强调

甚至不同意意识形态的指导性

质，而是强调意识形态与制度

政策二者的相互支持而非单向

指导性质。因此，千万不要认

为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

制度是理论推演的产物，制

度政策没有什么主义的先验

模式，而是要坚持实践理性

精神或中庸之德，深入理解

社会理论，探索具有可能性

的制度空间。

中国当下面临的实为一

体系构造的问题，不仅是体

制改革，也不仅是意识形态

重塑。正是因为体系紊乱，

才会出现精英阶层，即占据

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一定优势

的人士，几乎无人不腐败。

体系紊乱之表现，一是思想

文化极度混乱，不存在主流

价值观；二是对外金融依附

输出财富，内部土地食利制

造贫富分化，这种经济模式

任何健康意识形态都无法落

地生根。将中国问题诊断为

今天的中国，应当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政治经济基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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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系统与制度系统的

相互支持、意识形态和制度

体系的临界点（因为都具有

封闭性，不存在无限可能）

等等。一种体系性的改造，

要考虑意识形态与制度之

间、诸种制度之间的相互协

调相互支持，此一体系的现

实可能性、稳定生存性、优

越性。

 

破除当下执念

目前有各种理论，诸如转

型论、补课论、宪政转型论、

接轨论、现代化论、现代性理

论、新权威主义等等，大旨

都在说今日中国是一个过渡阶

段，历史任务是完成转型，转

型为现代西方文明，尤其紧要

者为宪政民主与市场经济二种

制度。这些理论其间的区别无

非是急转或者慢转而已。很多

人，很容易接受上述理论。我

们首先要破除这个执念。

我们认为，1949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意味着

中国文明已经走出了历史的

三峡，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的

不具备普适性。众所公认，古

代西方文明以奴隶制为基础。

本质上，西方推进的殖民化是

人类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奴

隶制，造就了西方资本原始积

累进程成本的对外转嫁，今天

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原来

殖民主义制路径的延续。古典

和现代的西方文明形态不具有

对人类文明具有最大的意义。

新中华文明将为人类展示某种

全新的生活方式与发展道路，

从而开启人类文明的新纪元。

需要强调新“华夷之

辨”。“华夷之辨”中的

“夷”代表的是野蛮与落后，

“华”则代表文明与进步。

新“华夷之辨”的实质是文明

与野蛮之辨，重点在于防止西

方现代性野蛮侵略文明导致的

文明破坏、社会倒退悲剧的发

生，并追求对落后野蛮地区文

明的感化。

因此，各种说法，诸如补

课论、转型论、接轨论、现代

性理论，皆不足取，唯有坚持

中国主体性的中国社会主义或

中国道路的自我完善与发展，

尽管目前论述还嫌粗糙，但大

本未失。党的十八大报告进行

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

中心的政治论述，要求全党坚

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我们并不认为，历史会终结，

问题会一劳永逸解决；但是对

于更久远的将来，留待后人的

聪明吧。  

就道义而言，中国不该转型为现代西方文明。就现实可能性而言，
中国无法转型为现代西方文明，强行转型，只会菲律宾化甚至印第
安化。

政治改革滞后是愚蠢的，相

反，不具备自成体系的视

野，盲目引进西方体制可能

引起体系进一步的混乱。此

一看法，称之为系统论或整

体观也约略近似。因此，我

们需要仔细勾画在历史的具

体时空中可能的较好体系的

各个层面，如其生命力、其

基础已然奠定。这件事的意

义，正如公元前221年秦国完

成统一，也许若干年后才为

人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成立是中华文明第三期的

开端，是新纪元。需要从中

华文明的大格局认识到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地位和意

义，新中国是对前两期中华

文明的继承、综合和超越。

新中华文明建立在对西方现

代性的反思、批判和自主借

鉴的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建立和发展本身就是对

西方现代性的超越。今天中

国当理直气壮地宣称其中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政

治经济基本制度。

古典与现代西方文明都

普世性，就是别人不能学，因

为这个文明本身是以他人的悲

惨为代价的。就道义而言，中

国不该转型为现代西方文明。

就现实可能性而言，中国无法

转型为现代西方文明。强行转

型，只会菲律宾化甚至印第安

化。

中国的经济体制、政治

体制都和西方不一样，核心价

值观也不完全一样。古代中西

有一个不同的文明进路，西方

走到奴隶制的时候中国是封建

制，西方走到现代资本主义的

时候，中国又找到中国社会主

义道路。原来不一样，现在为

什么就要一样？中华文明自古

以来就是最优越的，中国不重

复走一条西方现代性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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