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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多元文化与主导文化的冲突主要是民族国家范围内的问题，也应在民族国家范围内来解决。文化
的实质在于它以自身特有的方式决定着生活的展开。文化是一个多维度的结构与独特的运作方式的统一体，
文化冲突必然造成文化危机。中国古老的“顺应”思维和“为己”之学可能提供了面对文化冲突的智慧，这是
一条富有希望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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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cultural Conflicts and Leading Cultural Conflicts and the Solutions
ZHOU Qianrong
（ Guangdong Police College，Guangzhong，Guangdong 510230，China）

Abstract： Multicultural conflicts and leading cultural conflicts occur mainly within a nation or a people． And they should be settled within a nation or a people． The essence of culture determinates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life in its own way． Culture is a unity of the multi － dimensional structure and
unique way of operating． Cultural conflicts inevitably lead to a cultural crisis． The Chinese ancient
wisdom of “adjusting”one’s way of thinking and keeping learning “for oneself”may provide us
with a solution． It is a hopeful outlet．
Key words： multicultural； leading culture； essence of culture； solutions of cultural conflicts

一、问题及其限定
在全球化和网络化时代，多元文化共存已成为一种典型的现象 。 全球化和网络化把我们带入到与
多元文化相遇这样一种“命运”之中。 多元文化存在的现实表明了文化生态的多样性。 它在展示文化
丰富性的同时，也形成了多元文化与主导文化间的纠结关系 ，这种关系把文化秩序遭遇的困难暴露出
来。当今时代是一个民族国家时代，在这个时代，在全球性文化不能形成的前提下 ，在民族国家范围内，
文化秩序通常由民族国家的文化所决定 ，它往往是一元的文化，是主导文化。多元文化的形成通常是由
其它民族国家的主导文化进入本国所形成 。在其它民族国家，其文化也是主导文化，只不过是其它民族
国家的主导文化。当它进入其它民族国家则构成了主导文化之外的异在力量 ，它往往对这一民族国家
的主导文化所倡导的文化秩序构成裂隙进而形成冲突 。在民族国家范围之外，多元文化的相遇肯定也
带来国际秩序的变革，但国际秩序多顺应“丛林法则”，只能以一种强势的文化战胜弱势的文化而告终 。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臣服 。在此种现实背景下，多元文化与主导文化的冲突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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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基本上是民族国家范围内的事情 。
多元文化的存在有其必然性。至少在近 400 年来，全球化运动是“世界历史 ”不可逆转的过程，在
当今时代借互联网之威力全球化呈加速发展之势 。这是多元文化相遇、冲突的外在力量。 民族国家范
围内的主导文化对域外文化的“好奇”、吸收和借鉴（ 无论是被迫还是主动） 则是多元文化相遇与冲突的
内在力量。
多元文化相遇、冲突并不就是消极的文化现象。多元之为多元，就在于它突破了一元的格局，给文
化发展带来新的气象，并构成主导文化发展的丰富养料，助推主导文化自身的丰富和发展。 因而，在一
定的意义上，它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体现。但是多元文化对主导文化的冲击也不可忽视。 这种冲击不仅
威胁主导文化所倡导的文化秩序 ，甚至威胁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统一性，从而造成整个社
会生活的混乱。如何妥善处理多元文化与主导文化的关系 ，是民族国家文化建设当前面对的紧迫课题 。
准确地把握多元文化的位置与实质 ，是解决问题的前提性问题，因为正是多元文化的位置和实质决
定着多元文化对于主导文化的影响力 、影响方式和影响结果。

二、文化是个生活概念
无论对文化作何种界定，文化是一个精神性的范畴。它是一个民族国家范围内的成员的精神内涵 、
特征及其品质的内在反映。主导文化一定包涵着民族国家范围内人们长期历史积淀所形成的共享的价
值观，由于它对一个民族价值选择的引导意义而构成文化的核心内涵 。正如马克思所言： 人们奋斗所争
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当然，价值观的形成以及价值观的实现都要借助一定的思维方式、情
感、习俗以及相应的规范才有可能，因而，文化还包含着精神模式和规范体系 。除此之外，它也触及到民
族国家的政治制度、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生活。政治制度、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生活实质上代表着民族国家
范围内被选择的价值通过它们而变成生活的现实 。这相当于说，文化通过政治制度、生产方式及其社会
生活而供给特定生活的“模式”、“规范”、“规则”，以使秉承文化的人们展开他们的具体生活。 质言之，
文化是个生活概念。它是为解决生活问题而存在的。相应地，文化也是个历史概念，政治文化所决定的
生活概念决定了生活的展开构成人类社会历史的展开 。
文化的作用在于塑造生活 （ 当然，它也被生活所塑造 ） 。 文化以自身所特有的方式作用于政治制
度、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 。影响它们、变革它们，也被它们所影响和变革。 按照马克思主
义的观点，这种特有的方式以生产性实践为根基并以历史的 、辩证的方式展开，恩格斯对此说得非常清
楚： “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 但是，他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
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
\［1 \ ］（ P732）
归根结底总是得到实现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 。”
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中，文化 （ 哲
学、宗教、道德、文学、艺术等等） 包括政治制度和法都生成于经济基础 ，受经济基础的决定，但它们之间
又存在着历史的、辩证的相互作用关系。正是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展开。 马克
思主义的观点至少表明，文化具有政治的意义、经济的意义和社会生活的意义，而且各自维度的意义又
都具有相互塑造的关系。这些意义展示了文化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 、相互影响的关系，显示了文化存在
的本质意义。
作为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主导文化所含摄的精神性维度、政治性维度、经济性维度和社会性维度的
内涵是极其丰富的。作为一个精神性维度的概念，它包含着一个民族的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知识
体系、精神信仰、感性形象和意象、心理结构和社会意识等等方面的内容 。作为一个政治性维度的概念，
它虽不是政治制度本身，但与政治制度紧密相关，因为正是文化才使政治制度对社会价值的分配获得了
合理性和正当性或合法性基础。换言之，文化为政治制度提供合理性与正当性辩护 ，从而使政治制度获
得广泛的“社会认同 ”（ social identity） 。 政治制度对社会价值的分配因此获得了应有的权威性 。 事实
上，这样的理解应该代表着一种思想方向 。例如，法国思想家福柯就通过“知识 ”和“权力 ”的合谋而深
刻地刻画了文化与政治之间的本质关系和意义 。作为一个经济性维度的概念，它为参与经济活动的主
体提供智力支持，为经济制度安排和相应的体制机制提供合理性论证 。 人们被组织起来参与到社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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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创造活动中去。作为一个社会性概念，主导文化深刻地体现着一个民族的生活形式 ，规范着人们之
间的关系，深深地影响着这个民族人们的行为方式 。

三、文化以其结构样式和运作方式的统一而决定生活世界
文化内涵的多维度性反映着文化存在的结构和运作方式的有机结合 ，从而深深地蕴含着社会生活
展开的秘密。通常人们把文化看成是器物、制度和精神三个方面构成的统一体 。 这种把“人化的世界 ”
都看成是文化的理解显然是一种粗放的理解 。 这种理解固然把文化所含摄的范围和大致内涵突出出
来，呈现了文化存在的结构性特征，但仅此而已，而文化的存在结构样式和运作方式 ———器物、制度和精
神是一种怎样的组合，即文化何以包含这样的范围以及它何以体现为这样的内涵 ，它如何把人组织起来
展开具体的社会生活，也即三者如何构成“生活形式 ”的内涵，却因此被错失了。 它不能令人信服地说
明文化作为精神、器物和制度三者有机统一体的秘密 、合理性和发生作用的内在机制。 事实上，如果我
们不进入文化存在的结构样式和运作方式的统一体中去 ，把握器物、制度和精神的组合结构，并通过这
种组合结构构成特定的“生活形式 ”，规定具体社会生活的展开，那么我们对文化的任何把握将都是表
面的。
试图揭示文化的结构样式和运作方式统一体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 。这一方面反映了这一问题的重
要性； 另一方面也为我们更进一步理解文化存在的本质意义提供了基础 。枚举前人的研究没有必要，据
有关资料统计，关于文化的定义已不下 200 余种，所以，在本文中也不可能枚举。 这里我们关注的是这
一问题自身的意义，这是一个从对文化问题的“知识性追问”走向“实践性追问”转换。
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看法富于启发。文化模式是相对于个体行为来说的。 她认为，人类行为
的方式有多种多样的可能，这种可能是无穷的。但是一个部族、一种文化在这样的无穷的可能性里，只
能选择其中的一些，而这种选择受自身社会价值趋向的定向 。选择的行为方式，包括对待人之生死、青
春期、婚姻的方式，以至在经济、政治、社会交往等领域的各种规矩、习俗，并通过形式化的方式，演绎成
风俗、礼仪，从而结合成一个部落或部族的文化模式 （ culture mode） 。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观点，以对
个体行为的观察为出发点，把文化理解为价值选择和行为方式的有机结合 。 正是这种价值选择以及相
应的行为方式展示了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形式和相应的“生活形式”。
本尼迪克特观点中的关键概念是价值选择和行为方式 。 价值选择的实质是持有特定“文化模式 ”
的民族对特定利益的肯定和认同 ，它有观念的形式（ 理智 mind 形式） 和态度（ 情意 heart 形式 ） 。 而行为
方式则是所选择的价值的生成方式和获得方式以及相应的“生活形式 ”，这种方式包含着多重维度，小
的方面如青春期形式、婚姻形式等等，宏观的方面即经济的结构、政治的结构和社会交往的结构的维度 。
例如，经济结构的维度即利益的生成维度 ，而政治结构的维度即利益的分配维度，社会的维度即对利益
生成与获得的承认与分享方式的维度 ，它的展开呈现为一种特定的生活形式 。需要指出的是，利益的维
度并不局限于物质利益，例如，人的存在也在精神性的维度展开 ，精神需求往往是更高层次的利益形式 ，
但是，精神需求离不开物质利益，同时，根据韦伯的看法，对物质利益的诉求往往体现为精神层面的意
义，例如，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新教伦理 （ protestant ethics） ”影响的结果，这种新教伦理所内蕴的正
是韦伯所谓的“资本主义的精神 ”。 所以，经济的维度既体现了物质性利益，也体现了精神利益。 马克
思在《资本论》中对这一问题实质的结构阐述得至为清晰 ，他用“生产 － 分配 － 消费”这样一种结构来把
握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的行为方式 ，结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看法，我们可以把这种结构丰富为“生产 －
分配 － 消费 － 文化”这样一种结构样式，其内在逻辑有二： 一是决定关系，即生产决定分配，分配决定消
费，并最终决定文化； 二是相互作用关系，生产、分配、消费、意识形态具有相互作用相互形塑的关系 。而
生产、分配、消费和文化分别对应着经济、政治、消费和精神四个社会历史领域。这种看法与现代知识积
累是一致的，例如，对于政治与分配的关切，著名美国政治学家戴维 · 伊斯顿 （ David Easton） 明确指出：
“政治是对社会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的决策活动 。”这与马克思的看法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
本尼迪克特虽然关注的是社会生活的具体方面 ，而不是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样关注更为宏大的
历史，通过对经济、政治、社会（ 包括社会意识） 的关注来把握人类社会生活，但在本质上，本尼迪克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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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矩、风俗、礼仪、对待生死的态度、婚姻等等方面的关注与马克思的看法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 ，即文化
的核心问题是特定民族的文化结构形式和社会生活的展开样式 。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比本尼迪克特走得更远 。 本尼迪克特意在“解释 ”古老社会的生活，它是“解释
世界”的，其旨趣在于建立关于古代社会的知识体系 ，而马克思主义的旨趣不仅仅是“解释世界 ”的，而
且更是“改变世界”的。“改变世界 ”的旨趣蕴含着更深刻的文化观点，这就是对价值选择本身做出说
明，从而“变革”既有的价值选择，从而创新人类全新的生活世界。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对历史规律揭
示中，不仅建构了一套关于人类社会展开的知识体系 ———历史观，而且在这套知识体系中蕴含着这样的
逻辑线索： 一方面，在生产、分配、消费和社会意识中都存在着有产者对无产者的剥夺关系 。这是以公平
正义为基本价值理念的规范性结论 ； 另一方面，存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天命： 无产阶级代替资产阶级、无
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的掘墓人的人类社会进步方向 。这是以进步替代落后为基本价值理念的规范性结
论。这两者都指向“改变世界”的根本旨趣，通过“改变世界”，公平正义的理念、进步替代落后的理念得
以开拓出来。这就使得文化被理解为通过价值观和价值如何实现的结构样式而体现为文化秩序 ，不仅
如此，它还传达出这样的意蕴，通过寻找颠覆既有的文化秩序的内在逻辑而倡导了一种普遍性的人类文
化秩序。

四、多元文化在何种意义与主导文化形成冲突
文化把持有特定文化的人们都卷入到某种特定的“生活形式”中，在特定的“生活形式 ”中展开特定
的生活，并以此呈现持有这种文化的人们生活的意义 。换言之，人们只要认同一种文化，就会以这种文
化所倡导的“生活形式”来展开自身的生活，实现自身存在的意义。 文化为实现社会价值而存在，通过
“生活形式”而呈现自身，而“生活形式”具有多重维度，展现为多个层面的结构。 塞缪尔 · 亨廷顿说得
\［2 \ ］（ P6）
好： “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和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
显然，这是民族国家范围内
人们生活的现实。民族国家划分出不同文化之间的边界 。而全球化和网络化作为两种相互交织的力量
打破民族国家的边界，使多元文化相遇。我们已然生存于一个多元文化构成的全球世界。 无论是现代
世界历史中早期西方世界的扩张 、征服、殖民，还是绵绵不绝持续至今的自由贸易和世界市场 ，亦还是互
联网提供的交流平台，多元文化的碰撞已经并且正在发生。 文化秩序发生着改变。“文化的冲突正在
\［2 \ ］（ P7）
增长，而且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危险 。”
文化冲突的结果不仅是生活世界的改变 ，而且更是文化秩序的改变。实际上，生活世界的改变也是
文化秩序的改变。总之，文化冲突造成文化改变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 这种改变在何种意义上以及以何
种方式发生呢？ 这是探究多元文化与主导文化关系的关键性问题 。
从文化的层次结构和运作方式的统一来分析 ，文化冲突是从局部开始的。因而，冲突最初发生在局
部。它往往造成整体的震荡，影响整体的调整与变化。
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具体历史进程来分析 ，我国所面临的文化冲突的实质是东方和西方的冲突。 冲
突的发生方式可以概括为“被动冲突”和“主动冲突 ”。 殖民扩张和鸦片贸易带来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
的冲突，这是“被动冲突”。它首先发生在器物的层面，是坚船利炮对土枪土炮，是工业生产方式对农业
生产方式，这基本属于“技”的层面的冲突，它还没有波及到制度和基本理念的层面，因而，解决之道是
“师夷之技以制夷”。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洋务运动 ”是政治决策层的主动求变，它落实在“器
物”层面。而“戊戌变法”则是社会精英的推动，它要求落实到制度的层面，企求“君主立宪 ”，但无疾而
终。它还没有思想革命。不过该来的总是要来的。器物层面的冲突终究还是影响到制度层面的冲突，
并暴露出思想观念的冲突。到“五四运动 ”暴发，“民主 ”与“科学 ”口号的提出，从器物、制度到思想观
念，一场全面的社会变革在中国不可避免地发生 。中国的命运由此改变。改革开放后，政治决策主动求
变，打开国门，顺应世界大势，主动融入世界。 这是“主动冲突 ”。 变革主要始自经济层面，属于器物范
畴先行。从参与世界市场、吸收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技术、吸引外资、加入 WTO，市场导向的经济
体制取代计划导向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也有局部的松动，如随着 WTO 的加入，遵从国际惯例的
法律法规体系的变革已经做出。从器物到体制，变革正在发生。 但是，基本政治制度不会发生变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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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理念则更加不会变动，不仅如此，我们还要长期坚持，不能动摇。 当然，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基本理
念，新思维、新思想不可避免。在政治层面，依法治国被作为国家政治活动的基本原则也得到了确立 ，形
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治国方略 。在基本理念之中，从“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求真务实 ”，新思维和新思想别开生面。 我们通过经
济层面的变革、政治层面和思想层面的局部调整 ，重构了文化新秩序。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
世界范围内蓬蓬勃勃地展开。但是，我们面临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
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局面，文化新秩序的重构仍然没有完成 。
在我国，从总体上看，已经发生的文化冲突虽波及到文化整体 ，但“渐进式 ”的改革模式在把社会生
活置于总体控制格局前提下并没有造成总体性的文化冲突 。它会造成文化整体的冲突吗？ 这是一个问
题。

五、文化冲突的解决之道
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是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导思
想，当然毫无疑义地成为解决文化冲突的良方 。但其它资源也可以发挥作用。 本文从“中国特色 ”这个
概念做点文章，提出一些思路。
“中国特色”作为一个文化概念，突出了民族国家范围内主导文化建设的思想底蕴和思想资源 。 中
国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化 。除去佛教文化源自域外，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都是中华民族的
伟大创造。这是最值得珍视的文化遗产。它源远流长，绵绵不绝，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至今在人们的日
行常用中潜移默化地发生着作用 。它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尽管无论我们重视不重视，它的力量都在
那里自发地发生着作用。但文化自觉才是最基本的态度。而且唯有文化自觉才能克服文化冲突带来的
问题。事实上，佛教文化的传入到本土佛教的创生已然显示了中国文化的活力 。 它把域外的佛教转化
为中国佛教，其典型代表即禅宗。其文化结果是，佛教融入中国文化，构成中国文化的一个有机构成部
分，从而使其在参与中国文化的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那么，中国文化的内在智慧是什么呢？ 或
者说，中国文化何以能够吸纳域外文化 ？
中国文化中的根本智慧在道家可能是“顺其自然”的“法道”精神，它不以“对抗 ”对待“他者 ”，而是
在“顺应”中与其“共参”，最后达到“圆融 ”，从而开出“存在 ”的新通途和新境界，实现所谓的“天人合
一”。儒家文化是“为己之学”，以孔子为例既可以见到“美人之美 ”（ 费孝通先生语 ） ，也可以见到在此
基础之上的“成己之美”。例如，孔子的“三人行，必有吾事”、“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非常恰
当地表达了文化共在事实下的人们的生活实践智慧 。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对持有不同文化的人的共在
总是可以“以其有余而济其不足 ”。 可能这是对待文化冲突的根本智慧吧！ 尽管这种智慧在具体生活
的展开中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但在我们看来，应该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的方向。 因而，“顺应 ”的道家
智慧和“为己”的儒家智慧可能蕴含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冲突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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