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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性 与 现代化 概 念的区 别首先 在于, 现代化 主要是 一个在 经济学 与社会学 层

面上谈论的范畴, 现代 性则主要 是一个哲学 范畴; 其次, 现代性乃 是现代化的 结晶, 是现代化过 程
与结 果所形成的属性。现代性具有如下三个特征: 首先, 它标志着 从传统到 现代的转变, 表现 为与
某些 传统的断裂; 其次, 自由构成现代性的核心, 人的各种 权利的保障 构成现代 性的前提; 第三, 现
代性表现为建立起竞争机制与合理的规范, 即竞 争的理性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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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 是自上世纪末叶以来, 不仅西方学术界所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 而且也是中国学
术界所关注的一个热点。对于我国学者来说, 研究这一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因为中国正
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 因此探讨现代化过程的本质及其结果, 即 现代性 , 是尤其有意义的。
特别是在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出现之后, 它对现代性的批判更加引起我们对现代性问题的关注,
因为这一批判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现代性问题, 思考中国的现代化应当产生什么样的现代性。
在进行这一思考时, 什么是 现代性 , 它正确的内涵是什么, 与 现代化 概念有什么区别, 无疑
是首先应当辨明的。

一、现代性的诸种界说
对 现代性 的研究涵盖了哲学、
政治、
社会与文化等不同领域, 因此这一概念的运用也就
相应有了学科上的差别, 从而有了哲学、
政治学、
社会学意义上的, 以及文化和审美等意义上的
现代性。
吉登斯对现代性的研究是从社会学角度进行的, 因此他将现代性看作是 后传统的秩序 。
它首先指的是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
而在 20 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
模式, 或者说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在这个意义上, 现代性大致等同于 工业化的世界 。其次是
指资本主义, 包括其竞争性的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商品化过程中的商品生产体系。[ 1] ( P3,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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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结构功能学派所概括的现代性的特征, 同样是从社会学角度进行的。它从社会的变
动方式着眼, 立足于 现代性 与 传统 的区别, 由此对现代化进程及其产生的现代性属性作出
界说。在这一理论中, 传统 与 现代性 分别是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特征。现代性是社
会在工业化推动下发生全面变革而形成的一种属性, 这种属性是各发达国家在技术、政治、
经
济、
社会发展等方面所具有的共同特征。这些特征是: ( 1) 民主化; ( 2) 法制化; ( 3) 工业化; ( 4)
都市化; ( 5) 均富化; ( 6) 福利化; ( 7) 社会阶层流动化; ( 8) 宗教世俗化, ( 9) 教育普及化; ( 10)
知识科学化; ( 11) 信息传播化; ( 12) 人口控制化, 等等。[ 2] ( P14) 结构功能学派的上述现代性界
说的一个优点是较好地辨析了 现代化 与 现代性 的关系, 把后者看作是前者的 属性 。不
过这一界说主要是从社会学方面进行的, 因此具有经验概括的特征, 列举了现代性在政治、
经
济、
社会、宗教、教育等领域的标志, 但没有深入到哲学反思的层次, 从本质特征上把握现代性。
哲学意义上的现代性探讨, 比较著名的有两个。其一是哈贝马斯, 他把现代性看作是一种
新的社会知识和时代, 它用新的模式和标准来取代中世纪已经分崩离析的模式和标准。作为
一个时代的现代性的特征与贡献, 是个人自我选择, 实现主体价值的自由。其次是福柯, 他把
现代性理解为 一种态度 , 而不是一个历史时期, 不是一个时间概念。 所谓态度, 我指的是与
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 一种由特定人民所作的志愿的选择; 最后, 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 也
就是一种行为和举止的方式, 在一个和相同的时刻, 这种方式标志着一种归属的关系并把它表
述为一种任务。无疑, 它有点像希腊人所称的社会的精神气质( ethos) 。 [ 3] ( P430) 按照福柯的
这种解释, 现代性主要指的是一种与现实相联系的思想态度与行为方式, 一种时代的意识与精
神, 因此它关涉到的是某个社会的道德与价值观念、
思想方式与行为方式, 或者说, 关涉到的是
某一社会的主流性的哲学理念以及相应的政治、
经济与文化方面的制度安排与运作方式。
本文关注的是哲学意义上的现代性。在探讨这种意义上的现代性概念之前, 拟先对 现代
化 概念作一分析, 以指出它与 现代性 概念的区别。这是因为在笔者看来, 在有关论述现代
性的文章中, 常见的一个问题是人们有时将它与 现代化 混淆起来, 导致对这两个概念使用上
的混乱, 因此有必要予以辨析和澄清。

二、现代性 与 现代化 概念的区别
国外学者布莱克曾经这样说明这两个概念的区别: 从上一代人开始, ∀现代性# 逐渐被广
泛地运用于表述那些在技术、政治、
经济和社会发展诸方面处于最先进水平的国家所共有的特
征。∀现代化# 则是指社会获得上述特征的过程。 [ 4] ( P9- 10) 这是从因果关系的角度来说明现
代化与现代性两概念之间的区别。现代化是动态性的 因 , 现代性则呈现为静态性的 果 ; 由
现代化的过程, 产生了作为从出的现代性的特征。不过, 虽然这一说明点明了两者之间的因果
关系, 但他的有关说明则是主要从 技术、
政治、
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角度进行的, 而 现代性 概
念的最深的层面, 却是属于哲学的, 属于哲学反思所把握的时代本质与精神。就这一意义来
说, 现代化主要是一个在经济学与社会学层面上谈论的范畴, 表明社会从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
明, 表明社会在这一文明变化过程中在生产力、
生产方式、
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上与传统农业社
会相比的根本变化, 以及社会在城市化、
信息化、教育普及、
知识程度提高等方面的巨大进步。
现代性 则主要是一个哲学范畴, 从哲学的高度审视文明变迁的现代结果, 着眼于从传统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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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对比上, 抽象出现代化过程的本质特征, 着眼于从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上把握现代化社会
的属性, 把握 现代 应有的时代意识与精神。
为了有助于这一对比, 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 现代化 概念的界定。
1960 年欧美和日本学者在日本的箱根举行了 现代日本 国际研讨会。这是 国际上第一
次认真而又系统地讨论现代化问题 的会议, 它为现代化首次确定了如下的八项标准:
1. 人口相对高度集中于城市之中, 城市日益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
2. 较高程度地使用非生物能源, 商品流通和服务设施的增长;
3. 社会成员大幅度地互相交流, 以及这些成员对经济和政治事务的广泛参与;
4. 公社性和世袭性集团的普遍瓦解, 通过这种瓦解在社会中造成更大的个人社会流动性
和更加多样化的个人活动领域;
5. 通过个人对其环境的世俗性和日益科学化的选择, 广泛普及文化知识;
6. 一个不断扩展并充满渗透性的大众传播系统;
7. 大规模的制度的存在, 如政府、
商业和工业等, 在这些制度中科层管理组织不断成长;
8. 在一个单元( 如国家) 控制之下的大量人口不断趋向统一, 在一些单元( 如国际关系) 控
制之下的日益增长的互相影响。[ 5] ( P2)
上述标准集中于从人口、商业服务、
环境、
教育、管理等社会领域来考虑问题, 因此是从社
会学的角度提出的现代化标准。它作为第一个制定的标准, 相对于后来的标准而言, 显得比较
粗糙, 考虑的问题不够广泛、
具体。我们可以再列出几个标准用以对比。
著名的美国社会学家阿历克斯!英格尔斯( A1ex Inkeles) 给出了一个量化的社会现代化指
标, 其具体参数如下: 1.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GNP) 3 000 美元以上; 2. 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
的比重在 12% - 15% 以下; 3. 服务业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45% 以上; 4. 非农劳动力
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为 70% 以上; 5. 识字人口的比重在 80% 以上; 6. 适龄年龄组中大学生的比
重为 10% - 15% 以上; 7. 每名医生服务的人数在 1 000 人以下; 8. 平均预期寿命 70 岁以上; 9.
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50% 以上; 10. 人口自然增长率在 1% 以下。[ 2] ( P15) 这一现代化的
量化指标尤为具体, 其特点是主要围绕生活质量来设置指标, 并且具有可操作性的优点, 便于
使用者进行衡量、
对照与评判。
帕森斯的学生利维也曾为现代社会提出了六项标准, 它们构成现代社会的基本条件; 现代
化的过程则是向这些标准靠拢。这六项标准是, 认识方面的理性主义, 人际关系方面的普遍性
原则, 社会机制方面的特定功能, 情感方面的克制与回避, 目标取向上的责任感, 社会结构方面
的非等级制。这六项标准的特点是着重于从人的意识与精神的角度考虑现代化问题, 包括认
识的、
情感的、
意志的( 道德责任) , 以及人际间的关系。与此相应也就撇开了现代社会的物质
的标准方面。
我国学者罗荣渠曾经对有关的现代化理论进行整理, 归纳出有关现代化含义的四类界说,
它们分别是:
首先, 现代化指在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后的特定国际关系格局下, 经济上落后国家通过大搞
技术革命, 在经济和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过程。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领导人在阐
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方针与政策时所一贯明确表述的, 正是这一思想。
其次, 把现代化视为工业化, 是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进程。在罗荣渠看来, 这种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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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与第一种的实质内容并无区别, 只是前者的特殊之点在于它的政治立论。
第三, 现代化是自科学革命以来人类急剧变动的过程的统称。按照这种观点, 人类社会在
现阶段发生的史无前例的变化, 不仅限于工业领域或经济领域, 同时也发生在知识增长、政治
发展、
社会动员、
心理适应等各个方面。罗荣渠指出, 这种现代化观点与上一种观点的不同之
处, 在于它不是着眼于工业化的纯粹经济属性, 而是注意到社会制度即结构与工业化和经济发
展的关系; 认为科学革命具有改变人类环境的巨大力量, 造成特殊的社会变迁方式, 而社会各
单元对于这一新环境和变化的适应和调整的过程就是现代化。
第四, 现代化主要是一种心理态度、
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 换句话说, 现代化可以
看作是代表我们这个历史时代的一种 文明的形式 , 这主要是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
的角度考察现代化的。这方面的观点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为代表。
从韦伯学派的观点看来, 现代化就是 合理化 , 是一种全面的理性的发展过程。按照韦伯的说
法, 归根到底, 产生资本主义的因素乃是合理的常设企业、
合理的核算、
合理的工艺和合理的
法律, 但也并非仅此而已。合理的精神, 一般生活的合理化以及合理的经济道德都是必要的辅
助因素。[ 6] ( P301)
罗荣渠的概括展现了现代化概念的诸种含义, 使我们对现代化概念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从他上面的概括以及联系到前面有关的现代性含义, 我们可看出现代化含义有政治学、
社会
学、
经济学等方面的侧重或不同, 但不管怎样, 它们都不是哲学意义上的, 这一点构成现代化与
现代性概念的一个基本区别; 也就是说, 只有现代性概念才提供了哲学上的思考, 深入到了哲
学的层次; 虽然现代性概念也有从类似的政治学、
社会学与经济学等层面上进行界说的, 但它
的根本规定却是在哲学层次上的。此外, 现代性与现代化概念的另一个基本区别在于, 现代性
乃是现代化的结晶, 是现代化过程与结果所形成的属性, 有如下面我们所要论述的。

三、现代性 之我见
首先, 从特征上说, 现代性标志着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 表现为与某些传统的断裂。
文化中本来有其亘古不衰的东西, 这是文化中得以延续的传统。这除了一些可直观的人
文艺术形式、
风俗习惯之外, 还包括一些基本的社会道德伦理准则, 如孝悌仁爱, 不偷盗, 不淫
乱等。但文化中也存在一些与社会进步不相符的传统, 它们是现代性需要与之割断的。中国
文化由于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 因此如何对待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显得尤其突出, 并就此
有着长期的论争。特别是中国的现代化诉求属于外源性的, 是一种被西方列强的侵略激发起
来的图强愿望, 因此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就与是否等于 西方化 , 以及与此相关的民族自尊情
结联系在一起, 从而无形中使民族主义成为抗拒现代性的强大因素。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加上
左 的意识形态作用的 新传统 因素, 如姓 资 还是姓 社 的思想禁锢, 更是对现代化的推动
构成严重的阻碍。可幸的是, 当今社会的信息传播已远非古代可比, 信息使广大民众至少直观
地懂得什么是 现代化 , 现代化国家对人民意味着什么样的 生活世界 。因此, 现代化 对于
广大民众来说不仅不是洪水猛兽, 而是成为民心之所向。再顽固的传统, 也经不起现代化信息
对民众的现实启蒙。这为执政党与政府的现代化运动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使得现代化的
发动与推行能够冲破旧传统与新传统的双重阻力而进行。中国的现代性所与之断绝的, 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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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旧、
新两种与社会进步相背离的传统。
其次, 自由构成现代性的核心, 人的各种权利的保障构成现代性的前提。
哈贝马斯曾经这样刻画了现代性的 自由 特征: 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挑战。从实证的观点
看, 这一时代深深地打上了个人自由的烙印, 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作为科学的自由, 作为自我决
定的自由, 还有作为自我实现的自由。[ 7] ( P122) 正是由于启蒙思想家们对 自由 的价值的高
扬并使之得到社会的认同, 现代社会才打上自由的印记。
从一般意义上说, 农业的、
封建的社会与工业的、
现代的社会之区别, 在于在后一社会里,
人, 主体, 有了自由的权利, 即有了思想、言论、
教育、
择业、投资等方面的自由。如果没有劳动
力的自由, 也就没有人力资源市场的存在; 没有投资的自由, 也就没有经济的增长。一言以蔽
之, 没有自由, 就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这些从哲学上说, 根本在于个体的人有了 自由意
志 , 有了 主体性 , 可以决定自己的价值选择与行为选择, 也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自我决定、自
我实现的自由, 而不必依附于他人的意志与权力。回想上世纪 80 年代, 当我国在 改革开放 旗
帜下重行开始现代化运动时, 主体性 这一概念的出现是如何地引起反响。它一下子吸引了人
们的目光, 凝聚了人们对社会变革的渴望与诉求, 以简约的语词, 表达了有关人的尊严、
价值与目
的性的意愿, 说出了人们长久郁积于心中、
而又难以用千言万语来表达的理想与情感。
在东西方历史上, 这种自由有着宗教与世俗的双重意义。对于西方社会而言, 在宗教方
面, 主体不再依附于神权, 人不必是禁欲的动物, 有如加尔文教义所宣称的, 为官执政、经商盈
利、
放债取息也同担任教士一样, 都是受命于上帝, 符合教义的。这就是宗教的世俗化, 人走出
了神灵的阴影。对于中西社会、
尤其是对于中国而言, 在世俗方面, 主体不必依附于皇权、
族权
乃至父权、
夫权等, 这使人有了财产、
迁徙、
择业、
婚嫁等自由。当今中国的改革与现代化, 同样
体现着人的自由的获得, 它尤其表现为摆脱 单位所有制 的束缚。这种束缚以工资关系、
档
案、
住房等各种特定形式限制着人身的自由, 人成了单位的 奴仆 。这种 单位所有制 阻碍着
人才的流动, 妨碍着作为生产力根本要素的人力资源的开发, 从而严重阻碍着社会的发展。
以自由为核心, 现代性形成的关键在于建立起公平合理的权利关系。现代化在促进社会
生产力大发展、实现社会富裕的同时, 实质上是一个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调整
与重新分配过程。马克思的深刻之处, 在于他对社会问题的分析, 是从经济利益与权利关系入
手的。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能够比较顺利地进行, 关键也正在于它从一开始便为社会的各阶层
普遍带来收入上以及其他方面的利益, 为改革的推进营造了民心基础, 所以能够在保持社会基
本稳定的状态下推进改革。假如改革一开始便是大量工人的下岗, 便是贫富的两极分化, 那不
可能设想它还能够进行下去。
除了自由以外, 权利关系中最重要的是财产关系。中国的改革碰上的一个症结问题就是所
有权问题。所有权的权属关系不清, 不仅妨碍了经营者的积极性, 而且对于私有企业主来说, 对
私有财产没有安全感, 导致的是对扩大再生产的疑虑、
经营上的短期行为乃至资产的外逃。
这些自由、财产等权利关系, 从哲学上说, 便属于人的主体性、
自由意志、
自我决定、
自我实
现的范畴, 便是自由、
平等与正义等价值与权利关系的确立。它们构成现代性的核心。一切经
济的、
政治的、
社会的改革, 从骨子里说, 无非就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理想价值目标。这也就是现
在常说的 以人为本 之意。
再次, 现代性表现为建立起竞争机制与合理的规范, 即竞争的理性化过程。
! 18 !

这里, 理性化 指的是人与社会行为的契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专门化、制度化。 理性
化 来自于 理性 , 它是依据理性原则而行事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果。如众所周知, 理性是西方
启蒙哲学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 用以同宗教的神性相对, 作为世俗社会为道德与社会立法、
建
立新的社会规范的根据。因此对西方基督教社会而言, 理性化是与社会的世俗化相联系的, 中
国则不然。中国本来就不是宗教社会, 因此不存在世俗化问题。中国的理性化是与传统( 特别
是封建的) 与现实的非理性化行为相对的。梁漱溟曾经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概括为 伦理本
位 , 这是很精辟的。诸如 正其谊不谋其利, 谋其道不计其功 这样的 泛道德主义 思想, 就是
其中突出的表现。非功利的观念固然在某些方面对社会有好处, 如培养人的情操, 淡泊名利,
从事社会的公益建设, 等等, 但它对于经济系统本身的生产与经营来说却是极为有害的, 导致
的是不讲经济效益的结果。经济运作的关键在于精打细算, 做到低投入高产出, 因此韦伯把会
计的核算原则称为 形式的合理性 , 它代表着资本主义的精神。这种合理性是与泛道德主义
的权利、
义务、
财产等的非理性的平均主义分配原则直接相对立的。
现代性的理性化, 乃是竞争中的理性化。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建立起竞争机制的过程。
没有竞争, 就没有现代化, 没有现代社会的活力。竞争是社会的效率与效益的内在要求, 是加
快社会发展的需要。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区别, 在于有否建立起竞争的机制。
社会没有竞争, 其结果只会是低效率与低效益的。人才既无法脱颖而出, 资源也无法得到较好
的配置与利用, 其结果只会是高投入低产出。但竞争是一把双刃剑, 它也会产生负面的效应,
即无序的竞争。因此, 如何使竞争成为理性的, 就构成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课题。这就需要以理
性化为目标, 建立起相关的各种规范, 以保障竞争的有序化, 而不至使竞争成为破坏社会和谐
与秩序的东西。
对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社会而言, 理性化尤其重要。一个原本属于计划经济与中央
集权政治体制的社会, 一旦在诸多领域中实行开放式的竞争, 而新的规范又未建立或完善起
来, 则必定会出现一些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无序乃至混乱的状态。因此建立起合理的政治、
经济
等运作的规范与秩序, 对中国的现代化来说尤其重要。对于政治运作而言, 迄今被视为最为合
理有序的运作程序, 是民主化的运作( 包括公开与公平的选举程序, 公众对政治的广泛参与, 决
策的科学化, 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机制, 等等) , 以及科层化、专门化的管理。集权的社会虽然有
社会动员与整体运作的便利与好处, 但这种好处却是建立在一种危险的基础之上的。一旦决
策失误, 它缺乏任何纠错的机制, 就会使社会陷入危机乃至分裂、
内乱中。中国社会要摆脱以
往 传统 式的与 卡里斯马 式的( 即凭借领袖的个人权威与魅力进行统治的) 、
非法理型的统
治方式, 关键正在于以程序化、
规范化的理性方式来治理社会。
在经济运作方面, 市场经济乃是信用经济。市场经济的要义是公平竞争, 而公平的前提是
诚信。诚信虽然本质上属伦理的范畴, 但也与理性化有关。商品交易中失信乃至进行欺诈, 虽
能得利于一时, 但长久而言, 却会失去经营伙伴、顾客与市场, 终归受害的是欺诈者自己, 因此
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当前中国泛滥成灾的商业欺诈、
非诚信经营现象, 表明中国的市场经济
运作尚未达到成熟的状态, 尚未进入一种理性竞争的格局, 从而也在经济运作方面表明中国尚
未达到现代性的要求。
以上我们对现代性概念进行了辨析, 分析了它与现代化概念的不同, 并论述了它的一些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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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特征。最后本文想强调的是, 由于历史与文化背景的不同, 中国的现代性应当具有与西方现
代性不同的特征, 尤其是西方的现代性在相当程度上产生于同宗教的分离, 来自于世俗化的过
程。而当今处于形成过程中的中国的现代性, 则不可避免地发生与自己的某些古老传统和新
的 左 的传统的断裂之中。现代性问题关系到我们民族的发展未来, 或者说是它的命运所系,
因此是一个无可回避的课题, 也是为什么它引起众多学者关注的原因。本文只是就其中的一
些问题提出自己的拙见, 并希望对此做出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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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ity and Modernization
CHEN Jia ming
Abstrac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odernity and modernization consist in the following facts. Firstly, moderniza
tion is mainly a category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whereas modernity a philosophic category. Secondly, modernity is the
fruit of modernization, and is an attribute resulting from the process and completion of modernization. Modernity has the fol
lowing three characteristics: 1. it indicate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to modern, which is embodied in the break
with some traditions; 2. freedom constitutes the core of modernity , and the protection of various human rights constitutes the
prerequisite of modernity; 3. modernity manifests itself as a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a mechanism of competition and reason
able norms, i. e. , the rationalization of competition.
Key words: modernity, modernization, ration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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