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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化差异的形成与文化共同体的构建途径
谭光辉①
摘

要： 人类文化差异性形成的根本原因， 并非地域因素， 亦非时间延续， 而是人类

在生存竞争中胜出的 “ 想法” 之差异。 某一想法成为群体共同想法使一个文化共同体得
以形成， 从而成就一个文化， 文化形成体制塑造成员的心灵， 使文化得以延续。 具有延续
性的文化都有一个不变的共同想法， 国家、 民族、 宗教等都以此原则得以形成和延续。 人
类视野的扩大、 环境的持续恶化、 人工智能的发展等把人类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逼迫
人类抛弃具有差异性的文化概念， 统一到 “ 人类” 这个大概念之下， 共同应对人类整体
面临的挑战， 而这正是 “ 人类文化共同体” 概念得以形成且可能被建构起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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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化差异的时空因果
人类文化差异到底是如何形成的？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太多， 为省篇幅起见， 这里也就不再

逐一引述。 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 大致有二。 一是， 关于文化的定义太多， 据称， １９６５ 年莫尔
列举了 ２５０ 种定义， 之后俄罗斯学者克尔特曼发现文化的定义已经超过了 ４００ 个。① 定义太多势
必造成追溯文化起源的途径太多， 产生文化差异的原因分析也就会太多。 二是， 人们追问文化差
异的原因时， 或者是从不同的角度去寻找时间上先于现存文化的差异， 或者是去寻找空间上存在
的明显差异。 空间方面的差异， 不证自明， 但与文化差异并非必然具有因果关系。 时间上的先后
关系， 亦非必然因果关系， 但在常规思维模式中却常常取代因果关系。 人们习惯于在时间上发生
在前的事件中去寻找原因， 然后把自认为与结果关系最大的那一个事件视为原因。 由于历史是已
经发生的事实， 所以找出的任何一个发生在先的事件， 都可以是原因， 而且不易被否认。 由于这
个原因， 关于文化差异形成原因的答案， 就可以有千百个， 而且每一个答案似乎都不容置疑。 但
是， 每一个关于文化差异形成原因的答案， 都不一定可移用。
比如， 地域差异常被作为文化差异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只要继续追问， 问题就会很明
白： 地域是指多大范围之内的地域？ 我们到底是根据地域差异去确定文化形态， 还是根据文化形
态去划分地域？ 答案其实非常清楚， 除去政治军事因素造成的地域划分之外， 自然地域的划分，
往往是根据文化形态差异来确定的。 我们往往是因为某些地域已经居住着文化形态相同的人， 才
把这一片地域视为一个区域， 而不是相反， 比如我们不可能仅仅因为行政区划或山脉区隔而把两
个具有相同文化形态的地域视为不同的地域。 地域还是可大可小的。 当我们把中国文化与世界其
他国家文化比较之时， 我们把整个中国都纳入考虑； 当我们谈到内部区分的时候， 又得区分齐鲁
文化、 巴蜀文化、 三晋文化等差异； 当我们专注于巴蜀文化的时候， 又要区分巴文化和蜀文化；
在谈蜀文化的时候， 还得去考虑各县市的文化差别、 古今之差异。 这些现象说明， 地域在文化形
成过程中可能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地域并不是文化之所以形成的根本原因。 通常， 我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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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根据地域划分文化， 而是根据文化划分地域。
在从时间维度解释文化差异的理论中， 斯宾格勒的观点很值得重视。 他认为： “ 在星辰世界
中有一个地球； ‘ 生命’ 这种现象发生在地球上； 在这种 ‘ 生命’ 中有 ‘ 人’ 这种形式； 在人
的历史中存在着文化的有机形式； 这都是另一更高的断层的图景中的一桩偶然事件。” ① 他的意
思是说， 在对待人类历史发展这个问题上， 从人类现在的角度看， 似乎是有严密因果逻辑关系的
必然事件， 但从更高的层面来看， 实际上并无因果逻辑， 都是偶然事件。 这是因为， 所谓的历史
因果关系， 其实都是从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中清理出来的。 这些事件在发生的时候， 本来都是偶
然的， 而当人类回过头去看的时候， 一切似乎都是有原因的， 因而似乎是必然的。 在斯宾格勒看
来， 那些被人们普遍视为有连续性的文化， 其实并不具有连续性， 之前的文化也并不 “ 影响”
之后的文化， 而是每个成熟的人和每一种现存的文化 “ 采纳” 了之前的某些观念而已， “ 早期创
造物在一较晚期的文化中的继续不过是表面上的” ，② 实际情形则是， 现在的人是以现实的需要
主动地 “ 选择” 了之前文化中的某些因素。 用这个逻辑， 斯宾格勒就否定了历史的连续性和因
果性， 而是把文化看作一个个的独立单元。
斯宾格勒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 因为他揭示了文化的发展和变化， 乃至文化发展变化的内生
动力———人的主观意志能动性。 斯宾格勒也很注意梳理人们在观念上如何把不同的人群通过命名
的方式看作同一类人， 比如民族。 在他看来， 民族并非是先在的， 而是被看成的， “ 现代的民族
主义精神只是加强了这种 ‘ 按民族进行思考’ 的倾向” ， “ ‘ 民族’ 是人所意识到的一种连接” ，
“ ‘ 民族’ 是一种心灵的单位。 历史上的许多伟大事件实际上不是民族所做成的； 那些事件本身

创造了民族” 。③ 他的这个看法非常深刻， 对文化而言道理一样。 文化并非可以被稳定地命名，
而是被看成的， “ 同一种文化” 也是人们意识到的某种连接， 是一种心灵单位， 并非文化创造了
历史事件， 而是历史事件创造了文化。
讨论至此， 我们必然要面对如下一些问题。 一是， 一个文化之所以被视为具有连续性， 其中
是否包含一些不变的元素？ 这些不变的元素是如何被选择出来的？ 二是， 既然同一种文化是被看
做具有某种连接， 那么构成这种连接的要素是什么？

二、 文化差异的形成与 “ 想法” 的进化
显而易见， 文化必然是符号性的。 赵毅衡认为 “ 文化是一个社会中所有与社会生活相关的

符号活动的总集合” ，④ 文化的根本品质是 “ 符号意义集合” 。⑤ 本文认为这一理解从更深的层次
上接近了文化的根本。 只要我们谈论文化差异， 实际上都是在谈不同的人群表达、 接受符号及其
意义的方式差异， 以及由此而导致的行为差异。 简单地说， 文化差异的根本原因， 在于想法的差
异， 以及表达、 接受、 实行想法的差异。 想法就是文化形成的初因。 很多时候， 理论家们喜欢将
“ 想法” 和 “ 文化” 并举， 隐含着文化根源于想法的意思， 比如贝瑟斯 （ Ｎｉｋ Ｂｅｓｓｉｓ） 等说： “ 技

术转变不仅将改变具体的健康环境， 而且也会影响想法、 文化。” ⑥ 又如日本学者本田直之说：
“ 环境迥异， 居民才会不同， 人的想法和文化才会有所区别。” ⑦ 刘建清说得更直接： “ 文化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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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 德］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 《 西方的没落： 世界历史的透视》 ， 齐世荣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６３ 年，
第 ２８９ 页、 第 ２９０ 页、 第 ２９８ 页。
④ 赵毅衡： 《 文学符号学》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１９９０ 年， 第 ８９ 页。
⑤ 赵毅衡： 《 哲学符号学： 意义世界的形成》 ，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 第 ２９６ 页。
⑥ ［英］ 尼克·贝瑟斯， ［ 罗］ 斯普莱恩·杜布里： 《 大数据与物联网： 面向智慧环境路线图》 ， 郭建胜等译， 北
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 第 ２８１ 页。
⑦ ［ 日］ 本田直之： 《 少即是多： 北欧自由生活意见》 ， 李雨潭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 第 １６６ 页。

· １６７·

思想战线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第 ４８ 卷 №. ２，２０２２ Ｖｏｌ. ４８

想法、 看法、 说法、 做法。” ① 仔细观察可知， 看法其实就是想法， 说法是想法的表达， 做法是
想法的实施， 归根结底， 想法就是文化发生的基础。 泽林斯基 （ Ｗ． Ｚｅｌｉｎｓｋｙ） 说： “ 文化是想法

和行动的一套编码或者模板。” 麦克道维尔 （ Ｌ． ＭｃＤｏｗｅｌｌ） 的说法相似： “ 文化是一系列想法、
习俗和信仰， 能塑造人们的行为和他们物质手工品生产。” ② 此说法虽未达成广泛共识， 但理论
家们已经或多或少地意识到文化差异根源于想法差异。 如果我们考察更多的文化定义， 仔细追究
起来， 此说法仍然能够成立。
结合斯宾格勒的看法可知， 一个文化共同体， 就是被认为包含着相同或相似想法的人类群
体。 某群体是否被视为处于同一个文化之中， 取决于研究者的需要、 概括的视角等， 历史事件等
客观原因可以促成需要和视角的形成。
从古至今， 人类产生的想法不计其数， 毫无规律可循， 但是并非每一个想法都可留存和延
续。 在这个问题上， 本文与斯宾格勒的看法略有不同。 最初的想法来自不同的大脑， 很可能各不
相同， 但其目的基本一致： 如何生存以及如何更好地生存。 虽然我们无法了解文字出现之前原始
人类的思维，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儿童、 未开化的人的思维和习俗、 现存那些根深蒂固的迷信
观念和偏见、 民间的古老传说、 原始人遗迹等去了解原始人的想法。③ 这些研究确实可以得到一
些有趣且有用的结论， 但是我们可能也需要从理论上去追查那些消失了的想法。

在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中， 总有一些大脑能够产生一些更有利于生存的想法。 在生存竞争
中， 这些更有利于生存的想法为拥有该想法的个体提供了更为优越的生存条件和技能， 从而可能
得到群体的效仿， 而那些拥有相反想法的个体和群体， 也就因为不能适应环境而逐渐遭受淘汰。
人类进化的历史， 与其他生物进化的历史规律并无不同， 只不过， 人类进化过程中， 被淘汰的不
一定是肉身， 而是想法和文化。 那些更有利于生存的优秀想法， 在进化过程中被保留， 就如同生
物体优秀的基因总是更易被保留一样。 这些被保留的优秀想法， 就成为文化的基因。

语言就是人类保留的优秀想法之一。 邓勃斯基 （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 Ｄｅｍｂｓｋｉ） 说： “ 人类语言必定

是由最初没有语言的进化过程派生而来的” ，

“ 就像生命产生于非生命， 语言也产生于无语

言。” ④ 语言之所以存留下来， 是因为懂得用语言交流的群体能够更密切地合作从而提高了生存
几率， 那些语言沟通能力不强的人类群体也就逐渐走向了衰落甚至灭绝， 比如尼安德特人。 尼安
德特人大约在 ３ 万年前灭绝， 原因可能正是他们没有走和智人一样的进化路线。 他们智商不如智
人高， 也没有进化出如智人一样的语言。 有一种比较通行的观点认为， 正是智人将尼安德特人从
洞穴中赶走， 造成了尼安德特人的灭绝。⑤ 也有学者不愿意同意这个观点， 因为这会加强人类的
负罪感。 但是进化之路， 或许真的就是这样无情， 具有优秀想法的人类胜出， 获得了生存的空
间， 而那些曾经存在过的不具优秀想法的人类， 也就逐渐被淘汰了。 对史前文明和被淘汰人类认
知的缺失， 造成我们对文化形成过程认识的不足， 乃至对语言起源问题认识不足。 本文认为， 语
言就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经过不断淘汰而保存下来的想法及将其表达出来的技能。
语言经过进化的筛选而得以存留。 语言存留之后， 又经历了漫长的演化和变异过程， 有些人
类群体也可能独立地进化出自己的语言体系， 从而使人类的语言呈现出丰富的景观。 就语言本身
而言， 它无疑是人类进化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 语言使人类拥有了精确沟通的能力， 从而可以
完成较大规模的合作， 大大提高了生存的几率， 语言也使人类的生存经验可以更大规模地得以保
存。 所有人无疑都强烈地认识到其重要性， 所以凡是新生的幼儿， 首先必然要通过教会他语言以
完成最初的生存技能训练。 语言编码和解码规则， 在符号学中称为 “ 元语言” ， 幼儿通过学习语
① 刘建清： 《 高等学校教务管理研究》 ，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 第 １６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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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 英］ 乔治·威尔斯： 《 极简世界史》 ， 罗建华译， 北京： 现代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 第 ３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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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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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出版公司， ２０１７ 年， 第 １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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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构筑起了他的元语言系统。 对同一种语言而言， 话语可以千差万别， 但元语言是一样的。 所
以， 即使每个人可能说着不同的话语， 但是他们却拥有同一个元语言系统， 这样的人群， 就会被
视为拥有同一种文化， 因为元语言是一种规则， 而这些规则也是一种想法， 拥有相同元语言的
人， 就是默认了遵守同一种想法。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因素， 但文化并不仅仅是语言。 任何文化之所以被视为同一种文化， 都是
因为该文化的内核深处具有一个或一些被认可的共同想法。 这些想法是经过进化淘汰筛选出来
的， 具有有利于生存的优势。 凡是那些让生存处于不利地位的共同想法， 或者已经灭绝， 或者正
在走向灭绝， 所以文化又必须不断修正想法， 从而完成自身的演变。 尽管文化在不断演变， 但有
些核心的想法并未被彻底替换， 这样的文化就被视为具有 “ 连续性” 。 文化并非现代人完全随意
主动选择出来的结果， 在很大程度上， 它的选择具有被动性， 文化因此而具有延续性。 文化选择
的被动性， 是文化对心灵塑造的结果。 语言、 风俗、 习惯、 道德、 法律、 信仰崇拜， 乃至作息时
间、 美丑标准、 人生态度、 情感偏向等社会潜规则， 在一个文化共同体中是相对稳定的存在， 形
成文化体制， 无时无刻不在对人的心灵进行塑造和雕刻。 看似自由主动的文化选择， 实际上已经
通过文化体制对心灵的格式化， 变成了文化自身的选择。 能够反体制进行文化选择， 遂成为少数
人的能力和行为。 文化体制的变化， 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而其中一些核心的看法， 很有可能始终
保持不变， 从而使某个很长历史时期之内的文化看起来具有连续性。

三、 不变的 “ 想法” 与文化连续性
上文说过， 一个文化之所以被认为具有统一性和连续性， 乃是因为该文化之中存在一些始终
不变的基本看法。 相信同一个故事或同一个理论的人可以视为处于同一个文化圈之中。 中国文化

之所以被视为具有连续性， 就是由于这个原因。 中国 ２０００ 多年来都相信孔子说的话是至理名言，
就保证了儒家文化的连续性。 当然， 我们也可以从其他角度去总结这种不变的看法， 从而总结出
该文化的特点。 比如儒家文化提倡的一些关键概念， 如礼、 义、 忠、 孝， 成为人们道德判断的基
本准则。 从深层次看， 这些关键概念之中都包含了儒家重视 “ 恩” 的情感取向。 这种文化把懂
得 “ 知恩” 和 “ 报恩” 作为道德的最高标准， 约束和引导人的行为， 塑造人们的价值观， 从而
使该文化可以被视为一个整体并具有连续性。 一旦这个基本看法被否定， 该文化就会形成断裂。
“ 五四” 时期， 以鲁迅等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领袖， 对中国传统的 “ 恩感文化” 展开了系统
的批判， 在 《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中彻底否定了父亲对子女的恩情， 在 《 狂人日记》 中将家
庭中的恩情描述为家庭中的残害从而否定了 “ 孝” 的正义性， 在众多文章中将古代的 “ 忠” 之
美德描述为令人厌恶的 “ 奴性” ， 将 “ 礼” 之 “ 敬” 描述为吃人的制度设计， 将不求回报的
“ 义举” 描述为不能被理解的无谓牺牲。 从而， 鲁迅就将中国古代靠忠、 孝、 礼、 义维系起来的
社会视为一个反自然的、 愚蠢的、 具有欺骗性的、 不可操作的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 从而否定了
将 “ 恩” 作为出发点的文化体系， 进而启发了现代中国文化的诞生。
人类社会的建构、 大规模合作体系的建立、 人类共同体的形成， 均依赖于一个群体对某一看
法坚定不移的相信。 相信某一看法， 人类就能够团结成为一个群体， 从而形成一个文化的群众基
础。 所有人都相信一个国家的存在， 就能够形成一个国家的文化； 相信一个地域的存在， 就能形
成一个地域文化； 喜欢同一个明星， 就能形成一个粉丝群文化。 这些具有不同相信对象的人类群
体， 经历竞争、 排挤、 筛选， 乃至战争， 总有一些群体能够适应新的人类环境， 最终保存下来。
继续存在的， 自然有其存在的理由， 正如现存的每一种生物之所以得以保存， 自有其生存之道
理。 那些已经消失的文化、 文明， 也就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比如消失了的楼兰古国、 西夏文
明、 古巴比伦文明， 等等。 消失了的人类文化， 可能比尚存的文化要多得多。
人类发展的基本趋势之一， 是群体数量不断减少， 共同体规模不断扩大。 这大约得益于人类
流动性的增加和交流沟通能力的提升、 视野眼界的扩大。 柳宗元的名篇 《 封建论》 非常精彩地
论述了这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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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近者聚而为群。 群之分， 其争必大， 大而后有兵有德。 又有大者， 众群之长又就而听
命焉， 以安其属。 于是有诸侯之列， 则其争又有大者焉。 德又大者， 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
焉， 以安其封。 于是， 有方伯、 连帅之类， 则其争又有大者焉。 德又大者， 方伯、 连帅之类
又就而听命焉， 以安其人， 然后天下会于一。①

柳宗元的意思是， 人类群体规模不断扩大， 命运共同体的形成， 是随着视野的不断扩大而得

以完成的。 其起源是人的生存权利之 “ 争” ， 解决办法是群体合作。 服从于一个有更大的 “ 德”
之人， 便可形成更大的团体， 为更多的人谋求生存之保障， 视野之内的 “ 天下” ， 终将达成统
一， 形成一个共同体。 柳宗元认为这不是圣人的想法， 而是人类发展的规律： “ 故封建非圣人意
也， 势也。”
赫拉利在 《 人类简史》 中的研究结论， 与柳宗元的看法一致。 纵观人类历史， 我们便会发
现， 国家、 宗教、 民族等群体的数量， 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不断减少的。 随着国家数量的减少，
文化的数量也不断减少， 赫拉利认为： “ 在许多小文化合并到少数大文化的过程中， 帝国的影响

厥功至伟。” ② 昂格尔 （ Ｒｏｂｅｒｔｏ Ｍａｎｇａｂｅｉｒａ Ｕｎｇｅｒ） 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也发表过类似的看法：
“ 封建社会内部自相残杀的相互冲突导致了相互竞争的国家数量不断减少而余下的却扩大了自己
的面积” ， 而最有可能在竞争中胜出的国家， 则是那些 “ 为了生产和战争的目的而设法最有效地
调度自己的经济和人力资源的国家” 。③ 钱津认为不但国家数量会减少， 而且最终会消失： “ 取
消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人们已经不需要国家作为个人生存的整体屏障的社会发展
阶段， 国家就退出历史了。” ④ 宗教、 民族等方面的情况与此类似。

由此可知， 不论是国家还是民族， 在人类历史上的总体趋势是数量不断减少， 规模不断扩

大。 依国家而形成的共同体， 迈过了语言的差异， 使更大规模的文化共同体得以形成成为可能。
国家以同一地域内人群的共同利益为标准而形成。 只要这个基本的共同看法不变， 那么我们就可
以认为在这个基本看法范围内形成的文化是具有共同性和延续性的。

四、 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与人类文化共同体的形成
从上文中我们可以发现， 只要拥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看法， 那么一个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就是可
能的， 无论这个文化共同体之内是否存在其他方面的差异， 比如国家内部就可以存在民族差异、
语言差异、 习俗差异， 等等。 那么， 我们是否可以找到一个超越于国家差异、 意识形态差异及其
他一切差异的基本看法？ 只要能找到这样一个基本看法， 那么， 人类文化共同体的形成， 就是可
能的。 如何在众多的差异之中找到一种可以被人普遍接受的看法以完成文化共同体的构建呢？
本文认为， 虽然人类存在众多差异， 但是仍然可以找到共同性。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 提
出了构建 “ 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伟大构想， 使我们可以从学理上和实践上为其找到可能性。
略加研究就会发现， 各种共同体间之所以存在差异， 关键在于置于 “ 共同体” 一词之前的
限定词是有差异的概念。 国家， 已经默认存在不同的国家； 民族， 已经默认存在不同的民族。 这
些内部具有差异的概念无法统领一个更大的共同体存在。 若要让共同体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则需
要一个更具包容性的词汇， 这个词汇就是 “ 人类” 。 简单地说， 只要承认自己属于 “ 人类” ， 承
认人类是一个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概念， 则这一想法就可以用来形成一个规模比其他概念都要大得
多的概念。 我们可以承认存在不同的国家、 民族， 但我们无法承认存在不同的 “ 人类” 。
有不少研究认为不同的人类群体是存在的。 但是， 承认存在不同人类群体的观念， 实际上都
是在 “ 人类” 这个大概念之下将人类按其他标准分出的不同亚群， 比如按国家、 民族、 阶级、
① 柳宗元： 《 柳子厚封建论》 ， 载姚鼐纂集 《 古文辞类纂》 ， 胡士明， 李祚唐标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 第 ２０ 页。
② ［ 以］ 尤瓦尔·赫拉利： 《 人类简史》 ， 林俊宏译，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 第 １８７ 页。
③ ［ 美］ Ｒ． Ｍ． 昂格尔： 《 现代社会中的法律》 ， 吴玉章， 周汉华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 第 ９２ 页。
④ 钱 津： 《 劳动价值论》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 第 ３８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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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 性别、 年龄、 文化等标准分出的不同亚群。 这一基本认识， 大约出现于其他人属物种灭绝
之后， 比如尼安德特人 （ Ｎｅａｎｄｅｒｔｈａｌｓ） 、 梭罗人 （ Ｈｏｍｏ ｓｏｌｏｅｎｓｉｓ） 、 弗洛里斯人 （ Ｈｏｍｏ ｆｌｏｒｅｓｉｅｎ⁃

ｓｉｓ） 、 丹尼索瓦人 （ Ｈｏｍｏ ｄｅｎｉｓｏｖａ） 、 鲁道夫人 （ Ｈｏｍｏ ｒｕｄｏｌｆｅｎｓｉｓ） 、 匠人 （ Ｈｏｍｏ ｅｒｇａｓｔｅｒ） 等，
最后剩下的， 只有我们这一种： 智人 （ Ｈｏｍｏ ｓａｐｉｅｎｓ） 。① 其他人属物种灭绝之后， 智人失去了
与自己区分的近亲， 因此在同一物种之内发明了更多的概念以作内部区分。 种族、 民族、 国家等
概念， 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中出现的。 当人类专注于其他区分概念的时候， 忘记了我们曾经且一
直同属一个物种这个背景。
人类重新意识到所有人属于同一个物种， 出现在当代科技革命突飞猛进的时期。 第一， 随着
通讯和交通的不断发展， 人类视野不断扩大。 古代人的知识和视野只限于有限的地盘之内， 而现
在人类可以方便地在整个地球范围内往来， 方便地获取全球信息。 这造成地域差别可以很方便地
被打破。 第二， 现代环境的持续恶化和对地球生存空间有限的认识， 造成人类对整个群体生存状

况的担忧。 这种担忧反过来加强了对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认知。 比如 ２０２０ 年春出现的新冠肺炎，
让人类深刻地认识到， 任何他人的健康， 其实都与自己相关。 第三， 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
让人类认识到超越人类能力的新物种有了出现的可能。 这种认识引发的担忧， 让人类感觉到了强
烈的挑战， 并进一步反思人类继续作为一个物种存在的必要性。 这些认识一步步地加剧了人类对
于消除国家、 民族、 宗教隔阂的认识， 这种认识就是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看法。 当这个基
本看法在全人类中形成共识之后， 构建人类文化共同体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人类文化共同体可
以包容各种不同的文化， 包括因各种下属概念区分出来的文化。
斯宾格勒将这种具有统一性质的文化称为 “ 高级文化” ， 他说： “ 我们所知道的这类最强有
力的存在是高级文化， 它们是在伟大的精神剧变中产生的， 在千百年的生存中把一切低级的结
合———民族、 阶级、 城镇、 世代———熔于一个单位之中。” 他所说的这种 “ 高级文化” ， 是指那
些处于历史剧变的时期的 “ 大事” ， 这些大事都是 “ 宇宙级的存在” ， 由 “ 民族、 党派、 军队、
阶级所进行” ， 而人群则 “ 只是盲目地随波逐流” 。② 他所说的这种剧变， 常常是指古代历史上
发生的那些军事行动引发的剧变。 现代社会的剧变则把这一力量交给了科技。

科技革命取得的突出成就， 使之前由军队、 党派、 阶级、 民族所具有的力量都不再显得那么
突出。 比如， 核威慑的存在， 使 “ 现代西方社会享有前所未有的和平与安全及前所未有的物质
丰富” 。③ 核威慑不是使世界具有更多的争端， 而是由于其破坏性太大而使人类战争反而不断减
少， 人类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和平， 国家之间反而比以前更加相安无事， 党派、 民族、 宗教、 阶
级之间的争端， 也更加少了。 赫拉利通过大量详细的数据证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 ７０ 年间是
“人类历史上最和平的年代， 而且程度是大幅领先” 。④ 通讯网络的高速发展， 使信息获取不再
成为少数人的权利， 由信息差异造成的文化不平等状况得到很大改变。 科技的发展同样大大改变
了社会结构和人类的观念。 智能化生产将让大批传统产业工人失业， 而且很可能会让从事更多行
业的人面临失业。 科技发展让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 物质产品生产过剩， 使 “ 节约型” 道德观
念被 “ 消费型” 道德观念取代， 人的功能， 也很可能从生产性转向消费性。 在时代大潮的席卷
之下， 不但人类个体显得柔弱无力， 而且之前那些看似强大的力量， 也都将迎来新的挑战。
换句话说， 忽略人类各群体之间的差异， 达成 “ 我们是人类” 这个基本共识， 是人类必须
面临的价值观选择。 这个选择不是某个党派、 国家、 宗教或者其他任何群体的价值观， 而是全球
视野、 生态难题、 科技进步把人类逼迫到必须共同面对新的自然秩序的前沿。 以前人类面临的主
要对手， 是其他人类群体； 现在人类面临的对手， 是非人类的其他自然因素和科技力量。 在人类
① ［ 以］ 尤瓦尔·赫拉利： 《 人类简史》 ， 林俊宏译，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 第 ６ ～ ７ 页。
② ［ 德］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 《 西方的没落： 世界历史的透视》 ， 齐世荣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６３ 年，
第 １０５ ～ １０６ 页。
③ ［ 美］ 寒 哲： 《 与思想家交谈》 ， 胡亚非译，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 第 １５１ 页。
④ ［ 以］ 尤瓦尔·赫拉利： 《 人类简史》 ， 林俊宏译，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 第 ３４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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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制力看似无限强大的今天， 人类反而从未显得如此渺小和柔弱。
“ 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个概念， 是应时运而生的， 这个观念的出现， 按柳宗元的说法， “ 非
圣人意也， 势也” 。 把人类整体放在整个自然秩序之中， 重新审视其价值， 恰当摆放其位置， 是
大势所趋， 也是明智之举。 所以， 人类各文化群体之间， 摒弃其差异性， 找到共性， 就是必然选
择。 有了这个基本看法之后， 我们就会发现， 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不仅不会给人类带来纷争， 反而
会因其丰富性而显得多彩多姿。 因此， 习近平总书记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７ 日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总部发表演讲时， 第一点就是说的这个意思： “ 文明是多彩的， 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
价值。” ① 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 文化首先起源于差异。 正是因为人类文化有差异， 我们才能
相信文化是存在的。 但如果有差异的文化不能统一在 “ 人类” 这个更大的概念之下， 则这个文
化就不是属于人类的。

五、 结

论

构建人类文化共同体不但可能、 可行， 而且是历史发展的趋势， 历史已经走到了这个关口。
逼迫人类走到这个关口的力量， 是威胁到整个人类生存的自然力量和人造力量， 或者是人为因素
造成的自然力量的反噬。 在这样一个关口， 人类文化便不应再去强调差异和冲突， 而应强调联合
与丰富。 通过文化沟通与交流， 消除偏见与误解， 形成站在人类立场的一致看法， 统一在人类文
化共同体的伟大怀抱之中， 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应当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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