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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名人场的解构，是全球文化经典重估运动的一部分。名人场由传统的精英场变为向大众开放，

经典的推出方式由精英遴选变为大众连接，二者都可解读为“去精英化”的表现。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这是

民主观念的全球性传播与新媒体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从符号学的角度分析，名人场从小圈子的游戏到大

众狂欢，正印证了经典的遴选方式变革，表现出当代文化由聚合轴向组合轴的偏向，也表现出当代文化的伴随

文本偏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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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门类井然的非部落化时代，社会被分割

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空间，比如经济领域、政治领

域、文化领域等，虽然由于众所周知的文本间性的原

因，各领域之间难免有相互渗透与相互交叉之处，但

其界限大致还是能划清的。在布迪厄看来，这样一

个 个 相 对 独 立 的 社 会 空 间 ，可 称 之 为“ 场 域 ”

（field）。“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

为在各个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

（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1］。根据布迪

厄的理论，场域所建构的是一种独立于场中个体的

客观关系。但是，任何关系的建构都须依靠场中行

动者之间的互动才能完成，布迪厄也承认这一点，他

认为场域中客观关系的建构是通过行动者对位置、

资本的占有而完成的。名人场域显然是通过场中的

行动者——各级名人和传媒——之间的位置及资本

分配形成的。

在重新部落化的当代，世界内爆使事物间的界

限消解，各个场域也渐呈融合状态，清晰的边界不复

存在。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中，名人场也由封闭趋向

开放。名人场本是精英角逐的场地，因为在社会重

新部落化之前，话语权是属于政府与精英阶层的，平

民所分配到的话语权可以忽略不计，他们通常没有

发声的机会，因而只能“被代表”。名人场的解构，是

后期现代社会“去精英化”的表现之一。而提起“精

英”，总无法避及“经典”话题。布鲁姆曾说，经典及

反经典都是精英的。经典曾经仅仅是小圈子内的游

戏，而近年经典重估却成为全球范围内的文化运

动。因此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内容为名人场的解构

与经典重估两种现象，而因这两种现象都与“精英”

有着密切关系，这二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也是

本文要探讨的内容之一。

一、“名人场”的解构

根据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场的边界位于场的效

应中止的地方，不参与游戏的人就不是场内成员。

依照场域理论，以前的“名人场”的范围是有限的，其

边界也可以清晰地画出，因为名人圈子的封闭性将

绝大多数平民拒绝于游戏之外。

场域虽然是一个相对固定的社会结构，但并非

一成不变的封闭的结构，在这个结构空间中，行动者

之间以及行动者与客观环境之间都在不断地发生动

态变化。随着条件的变化，其自身结构可能会得到

巩固，也可能会被削弱乃至被解构。对于名人场域

来说也不例外。近年，传统的名人场域逐渐变得失

衡，乃至破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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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场解构首先表现为框架的解构。名人场原

本是精英场，而约翰·菲斯克说过，精英是“社会构成

中属于支配阶层的少数人，他们凭借某些假定，被认

为仅仅属于他们的优异禀赋而实施或宣称对社会与

文化的领导权”［2］。可见，原来的名人仅出于支配阶

层，也或者说，即使偶尔有名人出身平民阶层，但成

名后也就理所当然地改变了原有的平民身份，晋身

支配阶层。而今日的名人场，不但有许多草根英雄

横空出世，而且在他们成名后，还依然被视为平民神

话，甚至他们自己也以曾经的草根出身为豪。比如

2012 年中国最轰动的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的许

多学员，在唱歌的同时总不忘渲染自己的穷苦出身，

诸如“大山的女儿”“农民的儿子”“北漂的日子”等，

靠打感情牌为自己赢得不少人气，以致后来有考据

派发掘出与所述不符的真相，令许多观众大呼失

望。当底层出身成为在名人场中较量的一个砝码，

直观地说明了属于精英的时代已成为过去，而平民

英雄的时代到来了。

名人场的解构还表现为边界的消解。如果说选

秀节目还有一定的门槛——通过海选出现在广大观

众面前的前提是你要有某方面的才艺，那么BBS、博

客、微博等自媒体对有志于入场竞争的准名人却没

有任何限制。现实身份地位的高低不再是能够进入

名人场与否的先决条件，才华技能也不再是场内厮

杀竞争的武器。进入名人场，不需要基础，因为它的

姿态已经放低到每个人的脚底；进入名人场，也不需

要敲门砖，因为门早已被打破、摘除、抛弃。人人参

与造星，人人可以成名，如今的名人场状况是全民参

与游戏的狂欢。

名人场的解构，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社会制度来说，民主平等的政治制度在世界各国

普遍确立，人与人之间的等级鸿沟基本已被填平；从

人文环境来说，后现代思潮已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约

半个世纪，对各国的价值体系都造成了很大冲击，而

其关键词正是解构、多元、狂欢。上述两种因素为名

人场的解构扫清了障碍，也打下了思想基础。从具

体操作层面来说，科技的发展为名人场的解构提供

了技术支持：自媒体这一强大的自我展现平台，为所

有人提供了进入名人场的通道；以PS等网络科技手

段为技术支撑，通过戏仿、拼接等方式则实现了对精

英权威的颠覆。不过，名人场解构的直接原因是话

语权资本的转移。

布迪厄场域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资本”，

他将资本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文

化资本与社会资本不仅是资源，更重要的是权力，行

动者凭借这种权力占据场域中的某种位置，进而可

以支配场域中的资源。每个行动者都程度不同地谋

求获得更多的资本, 从而获得支配性位置。话语

权正是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的构成要素之一，所以

也是场域中的行动者所重点争夺的对象。法国哲学

家福柯说：“人是受话语支配的。”的确如此，话语能

够表达我们的思想观点，具备意识形态层面的影响

力，而人在社会中建构的是一种镜像自我，是根据他

者相对自己的外在表现来确立自身的社会地位及社

会形象。所以，话语权的分配实际是社会关系的直

接表现形式，名人场的解构正是由于话语权资本的

转移。

由自媒体引发的草根文化兴起之前，话语权是

属于政府与精英阶层的，平民所分配到的话语权是

可以忽略不计的，因为他们通常没有发声的机会，而

只能“被代表”。是自媒体的出现，打破了以往坚不

可摧的“话语壁垒”。方兴东对博客特征的阐释很是

精彩：博客具有“五零”特征，即零体制、零编辑、零技

术、零成本、零形式。这一描述拿来形容微博等新一

代自媒体更为贴切。的确，在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

是一个媒体中心，发表自己的观点，随心所欲。根据

业界近来颇为引人注目的“长尾理论”对这一现象进

行分析，可以预见自媒体惊人的发展潜力：当我们开

始意识到“自己”就是信息的发布者时，一种全民式

的传播开始发芽，当“小众”的力量已经汇聚成长尾

的“大众”力量时，一个具有颠覆性的全民参与信息

传播的新的时代已经到来了［3］。

所以，是自媒体使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有了

平等对话的平台，颠覆了原有不公平的话语权分配

结构，解构了一直由精英阶层书写的文化，同时也建

构了新的文化范式。“这是强制符号的终结，是获得

解放的符号的统治，所有阶级都可以没有区别地玩

弄符号。竞争的民主接替了法定秩序特有的符号内

婚制”［4］。

二、全球文化经典重估

经典，《现代汉语词典》（第 5版）解释为：“①指

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②泛指各宗教宣扬教义

的根本性著作。③著作具有权威性的。④事物具有

典型性而影响较大的。”《新华汉语词典》（任超奇主

编）解释为：“①一定的时代、一定的阶级认为最重要

的、具有指导作用的著作。②泛指各宗教宣扬教义

的经书。”《辞源》解释为：“①旧指作为典范的经书。

②宗教典籍。”由以上权威工具书可见，经典具有权

威性与典范性的特征，对我们起着重要的行为导向

与情感寄托作用。正如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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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布鲁姆教授所言：“没有经典，我们会停止思考。”［5］

正因为经典如此重要，每个国家、每个民族在每个时

代都有属于自己的经典，一旦有经典遭遇被颠覆的

命运，马上就会有新的经典补充上位。而近年，经典

重估却成为全球范围内的文化运动。如此大规模的

文化运动肯定不会是孤立的行为，而是与其他社会

因素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依笔者浅见，名人场

的解构就可以看作是全球文化的经典重估运动的一

部分。

布鲁姆曾说:“一切经典，包括时下流行的反经

典，都属精英之作。”［5］这是因为，无论文化的建构还

是解构，都是话语权的较量，而平民在过去是谈不上

话语权的。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经指出：汉字在古

代中国具有“一种社会制度的性质”，由于它非常复

杂极其难学，硬生生地划分出熟练运用汉字的官僚

士大夫与很少使用书面文字的普通民众两个阶级。

而在西方，教育长期由宫廷和教会把持，其培养对象

仅限于王室贵族，全面普及的大众教育从19世纪中

后期才开始。而且即便大众有了使用文字的能力，

统治阶级对媒介资源的控制也堵塞了民众意见传播

的渠道。所以，在文字和印刷传播时代，只有精英才

具有话语权资本。

“经典是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的人或机构出于

自己的特殊利益而建构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在

对经典的界定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6］被选中的

“准经典”无不体现着统治阶层的意志，而具体的筛

选及宣传推广工作却是由知识分子完成的。所以，

以前的经典实为“学派经典”与“贵族经典”。贵族对

于经典的选择要有知识界的支持，而学派遴选出的

经典也不能触动贵族的利益。《红楼梦》甫一问世就

被广为传抄，但它在彼时却不是经典而是禁书，因为

它所表现的思想主题与当时的环境格格不入，所以

既得不到知识精英的推介，更触怒了当权的统治阶

级。精英与经典这二者实在是同气连枝的，精英以

经典遴选立威，经典因精英推介扬名。《红楼梦》在近

代以来被确立了经典地位，则表明它所宣扬的社会

意识形态所处的地位已由边缘变为中心。《红楼梦》

对封建社会思想与制度的反叛以及对自由平等的向

往，恰恰吻合了近代的历史环境，这是它被奉为经典

的根本原因，不过，《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中的无上

地位也离不开胡适、俞平伯以及毛泽东等精英人士

的推崇。虽然《红楼梦》在中国也受到广大人民群众

的喜爱，但这并不代表它就是大众经典，鲁迅说《红

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

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

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但哪怕这本书似百

科全书般地存在，作为小说，它的地位在五四运动前

也远不能入经典之列。五四运动推翻了经学，于是

可供中国人阅读的只剩文学了。而这时知识精英胡

适从美国学成归来，为建立新的文学范式，引入了西

方的“小说”概念——西方的“小说”与其他文学形式

仅有体裁的分别，以将在中国历来被视为市井俚俗

等而下之的小说，提高到与其他文学样式同等的地

位，于是就有了以小说《红楼梦》为首的一系列中国

古典文学名著。由此可见，以思想自由独立著称的

近代，经典的推选依然唯精英马首是瞻。事实上，这

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才有改观，接下来直到

新世纪之交，经典的建构方式才发生了彻底的变革：

“群选经典”与“俗经典”代替了学派经典与贵族经

典。

“群选经典”与“俗经典”这两个词是赵毅衡在

《两种经典更新与符号双轴位移》一文中提出的，两

词其实相当于一个概念，群体共同选出的当然是为

大众所认可的。所谓“群选经典”，是指大众“用投

票、点击、购买、阅读观看等形式，累积数量作挑选，

这种遴选主要靠的是连接：靠媒体介绍，靠口口相

传，靠轶事秘闻，‘积聚人气’成为今日文化活动的常

用话”［7］。当然，无论是精英文化的批评性经典，还

是大众文化的群选性经典，任何一种经典遴选方式，

最终的旨归都是大众的认可，甚至要达到成为大众

日常生活中熟谙的隐喻的程度，才算达成了目的，比

如提起“林妹妹”，几乎所有中国人都会根据语境，清

楚地判断这是形容一个人或体弱多病或敏感爱哭或

清高孤洁，能进入中国人最基本的元语言集合，《红

楼梦》不愧经典之称。

由此来看，群选经典化比起传统的批评经典化

似乎也就少了精英遴选这样一个步骤，大众的认可

才是经典生成与传承的根本，但事实远非如此简

单。乔布斯说过大众不知道要买什么，除非你将商

品放在他们面前。对待精神准则其实也是一样，绝

大多数人并不清楚自己应该选择什么来读来看，他

人的影响对他们的判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面

对这样的事实，传统的精英遴选之所以还是败下阵

来，是因为在名人泛化的今天，精英的话语已经不复

有往昔的权威。

不同于批评性经典的纵深比较，群选经典靠的

是大众连接的方式，《鬼吹灯》《盗墓笔记》《明朝那些

事儿》等曾一度大火的群选经典无不如此。遗憾的

是，在享受群选经典带来的即时性感官快感的同时，

人们却都在质疑，这样的“群选经典”是否能经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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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考验而真正跻身经典之林。赵毅衡说，既然

群选经典不是一个历史行为，群选经典在历史上存

留的能力，也就陷入了可疑境地［7］。布鲁姆说，深入

阅读经典越来越难，细读在以后几代人中肯定会消

失［5］。细思起来，的确如此，本就是快餐文化，也就经

不起细细品味与深深回味；追求的就是一时的感官

快感，也就难以解读出具备历史深度的经典性内涵。

当下的名人场解构现象，正是全球文化经典重

估的一部分，泛化的名人，正如群选的经典，没有任

何值得时人敬仰和后人缅怀的业绩，仅靠一时的曝

光率所赢得的名声，往往也只能如昙花一现。

三、名人场解构的符号学分析

任何社会现象都不会是无缘无故存在的，有果

必有因。在符号学的视野内，一切蛛丝马迹都是符

号文本的外延，等待着被解读出内涵。作为当代文

化的中心，名人场的风吹草动都能反映出文化场的

动荡，所以，名人场的解构可谓当代文化中的一件大

事。下面以符号学理论来分析这一现象，看在这一

表象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文化内涵。

（一）名人场的解构与双轴关系

双轴观念来源于索绪尔语言学中的“联想关系”

（associative relations）与“ 句 段 关 系 ”（syntagmatic
relations）。句段关系很容易理解，因为 syntagmatic
的释义即为“结构段的，组段的”，而联想关系就有些

含糊。索绪尔说:“在话语之外，各个有某种共同点

的词会在人们的记忆里联合起来，构成具有各种关

系的集合⋯⋯它们的所在地是在人们的脑子里。它

们是属于每个人的语言内部宝藏的一部分。我们管

它们叫联想关系。”［8］其实，类同词语的储备是以备

精确表达之用。所以，联想关系其实并非类同词语

的简单聚合，而是为在聚合中作选择，而句段关系则

是用选出的词组句。符号学家意识到这两种关系在

人类文化中的重要性，将索绪尔的两个术语分别改

称聚合轴（paradigmatic）与组合轴（syntagmatic），将

这一理论逐渐发展完善并扩展了它的应用范围。雅

柯布森对这一理论的阐发最为清晰易懂，他将聚合

轴 称 为“axis of selection”，组 合 轴 称 为“axis of
combination”（笔者在此之所以用雅柯布森的原词，

是因为中国符号学界对这两词的译文并不统一，

selection 大多译为“选择”，但 combination 却有“组

合”“结合”等不同译法）。雅柯布森清楚地说明“选

择”与“组合”正是双轴关系的建构方式。但因为符

号学界约定俗成的缘故，本文依然称双轴为“聚合

轴”与“组合轴”。

聚合轴与组合轴是符号学中比较重要的两个术

语，用以描述符号文本的两个展开向度，是一切符号

表意活动得以运作的基本模式。比如一套服装包括

抽象（衣+鞋，或再加上帽子、围巾等配饰）组合（组合

轴操作）与具象（具体的某件裙子+某双凉鞋，或某件

T恤+某条仔裤+某双帆布鞋，等等）选择（聚合轴操

作）；一顿饭包括诸如“主食+菜+汤”的抽象组合与

“米饭+鱼香肉丝+紫菜蛋花汤”的具象选择；双轴共

同操作才能完成符号表意过程。

聚合轴上的操作关键在于比较，有比较才有选

择；组合轴上的操作则关键在于连接，将选择出的各

个聚合轴因素连接起来，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符号

文本。任何符号表意活动，莫不是这两轴的交互运

动，只不过，有的符号表意活动侧重于某个单轴。批

评性经典主要以比较的方式运作，群选性经典则主

要靠连接的方式运作，所以我们可以说批评性经典

是聚合轴偏重，群选性经典则是组合轴偏重。前面

刚刚谈到名人场解构是全球文化经典重估运动的一

部分，所以名人的推举也是由聚合轴向组合轴偏向，

这和当前文化的组合轴偏向是一脉相承的。后期现

代社会中对理性的消解与意义的解构，导致聚合轴

上的意义选择日益被忽略。

（一）标准的消解导致选择的无所适从

双轴操作无法分清谁先谁后。先进行聚合轴上

的选择，才能进行组合轴上的连接：先选出词语才能

进行下一步组句，但有组句的需要是进行选词的前

提，每个词选好后还要看用在这个语境中是否精

确。先有组合的需要，才有挑选的根据：要参加一场

化装舞会，才会去挑选COSPLAY的衣服首饰，选好

后还要穿戴起来看下搭配的效果。所以双轴操作其

实是相互交织的。按照赵毅衡的话来说：“这是一个

来回‘试推’的操作，没有先后次序之分。”［9］但是，任

何一种符号表意活动，在双轴之外，却客观存在着一

种挑选与组合的标准，用以指导挑选并检验组合效

果。比如一顿饭菜的口味要清淡，一句话的语气要

缓和，等等。而对于名人这一符号文本，其存在要符

合的是价值标准，即意识形态标准。

依据意识形态标准，名人是在聚合轴上被作出

的选择，每一个都代表着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组合

成完整的社会价值系统，呈现在大众面前。

后期现代主义在全球蔓延开来之前，社会意识

形态是相对固定单一的，善恶美丑都有较统一的标

准，名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也有较固定的模式。所以

这就易于上聚合轴上将人与人进行比较，在准名人

与名人之间进行比较，在名人与名人之间进行比较，

在千万人中脱颖而出被选择出来的名人，往往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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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切的某一社会意识形态的代言人。社会意识形态

的固定单一意味着组合轴的稳定，所以以前的名人

遴选过程偏向聚合轴上的操作。而且由于社会阶层

的固化，名人遴选在很长一段时期都是精英场专属

的活动，裁判员和候选人都是小圈子内约定俗成的，

聚合轴的操作模式也相对简单。

而在后现代社会，意识形态多元且多变，标准的

消解导致受众选择的无所适从。虽然聚合轴上的操

作不可能完全消失，但双轴结构却发生了严重的位

移。名人场呈完全开放的状态，虽然在核心处还会

有较易操作的比较，比如当代最耀眼的名人——娱

乐明星，往往能够较轻易地分出一、二、三线，但是地

位的颠覆也在顷刻之间。像台湾歌星徐怀钰，尽管

曾是红遍亚洲的“平民小天后”，但在媒体面前消失

了三年之后再复出，一切都物是人非，连生计都难以

维持。虽然名人也如经典，更新是其常态，但以前是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而且甚至在数

百年之后还能成为后人比较的标准，今天的名人更

替未免显得太快了些。这说明名人在很大程度上不

再是选择的结果，谁占领了媒介渠道，谁就是最闪亮

的明星。

（二）意义的消解导致选择的不被重视

作为象征符号，每个名人都蕴含着一定的社会

文化内涵，这是名人之所以成名的根本原因，也是大

众仰望名人的理由。名人曾被视作一座座精神丰

碑，使大众敬仰折服。但眼下，新的丰碑不再出现，

原有的丰碑也在一座座倒塌。层出不穷的戏仿、恶

搞、爆料等，使名人一层层褪去神秘与神圣的光环。

后期现代主义对崇高与意义的消解，以及市场经济

社会中物质对精神的侵蚀，使受众不再像以前那样

在乎名人所背负的文化内涵。

浪得虚名，曾是常见的评价，但这一成语现在却

极少被人提及，因为没有多少人在意名声获得的过

程，而只注重结果。大众也好，商家也好，没有人去

深究这个人的存在有什么意义，只要不断地看到他

的名字与他的面孔，就知道他“红了”，组合轴上的连

接就是这样看似没有逻辑的逻辑：因为红了所以受

捧，因为受捧所以更红，既不注重理由，也就不存在

实至名归与浪得虚名的区别。

喜欢追问“为什么”和“凭什么”的是批评家们，

他们在遴选学院经典与精英名人时总要条分缕析地

给出理由，这就必然需要纵深的比较，所以这时的双

轴关系向聚合轴倾斜。而大众文化背景下的群选经

典与草根名人，却不管“该不该”与“好不好”，关注度

与眼球率几乎便是全部，基本靠连接而出名，在这样

的情况下聚合轴的作用被弱化至可忽略不计的地

步，组合便统率全局。

由封闭走向开放，名人场的解构意味着精英权

威的消解与话语权资本的转移，而通常观念中的精

英话语式微的首要表现为学院经典与贵族经典让位

于群选经典与俗经典，二者都可视作全球文化经典

重估的一部分，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在大众的

呼声下，经典重估运动像一场声势浩大的春潮，蔓延

至全球文化的每个领域。所谓窥一斑而知全豹，从

这样重要的文化现象中，往往能透视出社会文化的

诸多内涵，毫无疑问值得从各方面加以研究。名人

文化，仅是其中的一个切入点。更广泛更肯綮的研

究，尚有待更深入的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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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semination and Loc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Classic Neo-Confucianism Book of the Jin Si
Lu in Japan

Cheng Shuilong（94）
Abstract：As an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book of the Neo-Confucianism, the Jin Si Lu was widely spread
in Japan in Song Dynasty and Yuan Dynasty. It was considered as the classic work of the
Neo-Confucianism. Those Japanese scholars wrote a lot of localized documents related to the Jin Si Lu
by the means of re-publishing, noting, translating and imitating. In the process of accepting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he Jin Si Lu, they also had their own opinions about those Chinese noting books
about the Jin Si Lu. From the Dissemination and Localization of the Jin Si Lu, it can been seen that the
close cultural 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Key words：the Jin Si Lu; Japan; Dissemination; Localization

Deconstruction of Celebrity Field and Reassessment of Classics
Yan Wenjun（100）

Abstract：The deconstruction of celebrity field is part of the reassessment of globally cultural classics.
Celebrity field is changing from closed elite field to open public field, meanwhile the selection of classics
is changing from elite selecting to public concatenating, both of them could be read as the manifestation
of de-elitism. Seen from communication, this is the result of both the worldwide spreading of democratic
concep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But if seen from semiotics, changed from a cable game to a
public carnival, the transformation of celebrity field confirms the revolution of classics selecting which
indicates that both the syntagmatic deflecting and co-text emphasizing of contemporary culture.
Key words: celebrity field; deconstruction; reassessment of classics; elite

Institutional ethics and virtue ethics in medical professionalism construction
Zhou Zhixin，Chen Xiaoyang（85）

Abstract：The comprehensive medical professionalism construction has the major significance for modern
medical and health career. The construction of medical professionalism should not only focus on internal
virtue ethics construction，but also concern about the external institutional ethics. System of virtue ethics
and institutional ethics has different research dimensions and characteristics，also has the logical
connection. AS the baseline ethics，the institutional ethics is the external sources of virtue ethics，and is
prior to virtue ethics in moral construction procedure. Virtue ethics is based on the institutional ethics，
and is higher than institutional ethics in moral construction status. In moral construction， the virtue
ethics and institutional ethics interact and transform each other. Therefore，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effective combination of virtue ethics and institutional ethics.

material possessions free from infringement，and establish appropriate administrative organs to exercise
these functions. Second， the market system undertakes the moral responsibility to keep conflict from
impersonal with exchange and competition so that people could contact peacefully，learn from each other
and obtain safety. Third， the civil society system assumes the moral responsibility to guarantee people’s
safety with its unique functions.
Key words: safety；people’s needs；respect for life；long-term freedom；government；market；civi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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