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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的特征之一是文明多元。经济全球

化必然带来跨文化交流。“文明”与“文化”二辞

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虽意思相通，但应用有别。

故此，有“文明冲突”之论，也有“文明互鉴”

之策；有“文化自觉”之言，也有“文化交流”之

说。近期，在高层论坛、合作宣言、行动纲领和研

究文章中，“文明互鉴”频现。然而，如何区分文

明与文化？何谓“文明互鉴”？何为“文明互鉴”

之误区？何为“文明互鉴”之基础？这些问题实有

必要厘清。

一、引子

首先，来看发生在中非民间交往中的两件真事。

一位在肯尼亚常驻的中国记者遭遇了非洲人对

中国人的各种迷思。“中国人驱雨水修路”，中国

人出国时打“抑制性欲针”，回国时再打“恢复性

欲针”，中国人长相一样，只有“戴眼镜”和“不

戴眼镜”之分……肯尼亚人甚至认为，中国足球队

之所以在国际比赛中得不到好名次，是因为他们利

用“中国人长得一模一样”这个特点在球场上擅自

换人，以致引起国际裁判的不满，总是判中国球队

输球作为惩罚①。这些迷思听来好笑，但中国人对

非洲人的感觉何尝不是一样呢？非洲人都是黑人，

而所有的黑人都是一个样。 
朱阿婆家住上海。2000年的一个早晨，她在回

家路上听到草丛中有哭声。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个

弃婴，朱阿婆将婴儿抱回家。当她看到他身上黑糊

糊的，便开始给他洗澡，却没料到怎么也洗不净。

朱阿婆急了，担心婴儿生了病，赶紧抱着他上医院

看病。医生看后安慰她说：这是个黑人小孩，皮肤

原本就是黑色，朱阿婆恍然大悟。她给小孩取名叫

“朱军龙”，抚养他上完幼儿园、小学和中学。

2014年，故事圆满了结。朱军龙获得了上海户口，

朱阿婆完成了收养手续②。  
这两个真实的故事是关于中国人与非洲人之间

在形体特征方面（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的错误认

知。当然，非洲并非一个国家，而是由54个国家和

诸多民族组成。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两个具有不同

文化的民族在这样一种错误认知的情况下接触，会

产生“文明互鉴”这一理想结果吗？答案当然是否

定的。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非关系历史文献和口述史料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6ZDA142。

　　作者简介：�李安山，男，湖南岳阳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亚非研究所教授、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会长、中国亚非学会副会

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9—11卷）国际科学委员会副主席、全国社科基金评审专家。从事非洲学、华

侨华人史、殖民主义和非殖民化、比较民族主义研究。

释“文明互鉴”

李安山

摘　要：人类社会的特征之一是文明多元。针对学界存在的“文明冲突”之论和“文明

互鉴”之策，作者对“文明互鉴”作出了定义，列举了我族中心主义在历史上的各种表现，

指出惟有克服“文明或文化是一种‘软实力’”、将文化交流等同于宣传和强调他国向中国

学习这三种错误认识，坚持文化自信、平等相待和虚心学习三个原则，才能真正做到文明互

鉴。作者认为，费孝通先生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实为文明互鉴

的真谛。

关键词：文明互鉴；文化；我族中心主义；软实力批判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447（2018）04-0042-09



43 

李安山：释“文明互鉴”

 
二、何为“文化”？何为“文明”？

何为“文明互鉴”？

“文化”和“文明”均为内涵丰富且意思含

糊的概念。钱穆先生明言：“‘文明’‘文化’

两辞，皆自西方迻译而来。”③最早使用“文化”

（culture）一词的很可能是古罗马政治家和学者西

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前106年—前43年），

然而此词直到18世纪中叶才开始流行。“文明”一

辞于1766年出现在印刷品上④。20世纪50年代，人

类学家克罗伯和克鲁克洪曾探讨了近代以来几乎所

有重要的关于“文化”的定义。他们分析了自人类

学家泰勒的代表作《原始文化》（1871）发表以来

西方流行的各种文化定义，并将1871—1951年间的

164种定义概括为6种类型，认为最好将“文化”理

解为一种行为系统，其核心要素是由传统观念尤

其是价值系统所构成，并同时指出了文化的整体

性和历史性⑤。  
文化的定义成百上千。有的庞杂：文化包括

器物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及林林总总；有的

简单：文化是使你生活有价值的任何东西。不同学

科有不同理解。人类学家认为，价值观层面是文化

更重要更有普世性的因素，从价值观念中去探讨文

化具有普遍意义。人类学教授、心理人类学学会会

长、芝加哥大学的R•A•史威德对文化的理解更多

是强调价值观：“我说‘文化’是什么意思呢？我

指的是各群体特定的真、善、美和有效率的概念。

要成为‘文化’的成分，这些真、善、美、有效率

的概念必须是社会继承而来的和通用的；它们还必

须是不同生活方式的构成因素。”⑥塞缪尔•亨廷顿

指出，语言和宗教是任何文化或者文明中最主要的

两个因素⑦。然而，将文化的关键因素归纳于语言

和宗教过于机械，明显带有种族优越感的成份。况

且，谁来定义这两个因素呢⑧？  
历史学家钱穆指出：“我们说文化，是指人

类的生活，人类各方面各种样的生活总括汇合起

来，就叫它做文化。但此所谓各方面各种样的

生活，并不专指一时性的平铺面而言，必将长时

间的绵延性加进去。……一国家一民族各方面各

种样的生活，加进绵延不断的时间演进、历史演

进，便成所谓文化。因此文化也就是此国家此民

族的生命。如果一个国家民族没有了文化，那就

等于没有了生命。因此凡所谓文化，必定有一段

时间上的绵延精神。换言之，凡文化，必有它的

传统的历史意义。故我们说文化，并不是平面

的，而是立体的。在这平面的大的空间，各方面

各种样的生活，再经历过时间的绵延性，那就是

民族整个的生命，也就是那个民族的文化。”⑨

他所指的文化具备四种特性：集体性、总体性、

延时性和生命力。文化不属于个人，属于人类群

体；文化不是某方面，是各方面生活之总和；文

化非一时性，是有历史维度的；文化承载着国家

或民族的历史，是国家或民族的生命。 
有关文明的概念历来有两种理解。一种以德国

学派为主，认为文明与文化两者之间有明显区别，

前者包括技巧、技术和物质因素，后者包括价值观

和理念以及一个社会更高级的思想艺术和道德品

质⑩。这种将文明和文化相区别的观点被殖民主义

者强化，将世界民族分为“文明的”和“野蛮的”

两类。欧洲民族成为“文明的”和“开化的”，

所有被殖民的民族划为“野蛮的”和“未开化”

一类。另一种理解是将文明看作一个文化实体，

认为文明和文化构成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亨廷

顿认为，“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

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a civilization is 
a culture writ large），“文明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

实体”。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将文明作为历

史的最小研究单位，相当于文化体，于是有“埃及

文明”“西方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

等21种“同类文明”。然而，汤因比却始终未给文

明下一个准确定义，这一点遭到布鲁戴尔的嘲讽。

1966年，他仍将“西方人”（Western Man）进入

非洲作为文明的标志。1972年，他在新版《历史

研究》中将热带非洲纳入文明的队伍，其理由是

“我们现在知道，在热带非洲，农业和冶金方面

有着可与西欧比肩的历史”。布鲁戴尔认为，文

明是文化特征和文化现象的聚焦体。钱穆指出：

“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

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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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积累而产生。”根据近代工业

机构皆由欧美人发明这一事实，他指出：“当知产

生此项机械者是文化，应用此项机械而造成人生的

形形色色是文明。文化可以产出文明来，文明却不

一定能产生文化来。”这一陈述分析了两者的关

系及特点。

综上所述，文明产生于文化，是具有历史维度

的价值体系和社会生活的总和，它是人类共同体历

史发展的结果，又从各方面影响人类生活。

何为“文明互鉴”？文明互鉴是指不同民族

在交往中能吸收其他文明成果并运用到实践之中，

使之成为自身价值体系或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文明

互鉴是人类历史上不同民族互动的结果。当然，文

明互鉴是一种理想状态，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经

过一系列过程。在接触中消除偏见，经过包容到理

解，最后达到文明互鉴。

三、文化偏见的根源——我族中心主义

人类历史是不同民族的迁徙与不同文明接触的

历史。人们为了寻求更好的栖息地、更有利的生存

和发展环境，从此地迁至彼地。在此过程中，首先

出现的是不同文明的接触（遭遇或碰撞）。这种不

同民族的接触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如宗教仪

式和意识形态）。价值观和处世哲学（如对最高神

的敬畏和对祖先的崇拜）和文化传统（如长者和智

者的观念、武士的习俗和圣人的道德等自古以来的

共同传统）可以在各个文明之间的不同层面互动。

不同文明在接触过程中的交流往往先产生文化偏

见，这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且正常的现象。

不同民族相知后第一个也是最基本的层次是

共处的关系。在共处环境下，不同民族有自身的

价值观、思维范式、生活习俗，并乐于保持这种

文化。这种共处关系有多种原因，或是双方偶然

相遇，或是抵达的移民与定居者的关系，或是因

地理条件改善而接触，或是由于地缘因素变动而

需要改变长期保持敌对关系所致。无论在何种情

况下，文化偏见的产生是一种历史现象，又往往

是通过个人体现出来。

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1304—1377）是

摩洛哥旅行家。他在马里旅行时随身带了两位本地

人——翻译和挑夫。他在路上想小便，便走向河

边。想不到，那位挑夫力图阻挡他去河边。他换一

个地方走向河边，挑夫也竭力挡住他。由于语言不

通，他非常恼火也没法发作，最后只好到草丛里

完事。这时，翻译问他，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挡你

吗？他生气地说：是啊，真是没礼貌。翻译告诉

他：他是担心你被鳄鱼咬着。白图泰恍然大悟。

1992年，我在加纳考察时住在师弟布鲁库姆（Nana 
Brukum）家。他在恩萨瓦姆(Nsawam) 的妻弟吉米

邀我去考察他工作的教会。我被邀请与教会的7—8
位教士一起用晚餐。他们为了欢迎我，专门买了一

瓶红葡萄酒。用餐前，一位年长的教士打开瓶塞后

对着酒瓶喝了一口。我很诧异，暗想“在中国决不

会出现这种先主后宾的场面”。当我暗暗将自己民

族的“礼貌”与加纳教士的“无礼”对比时，老人

礼貌地对我说：“尊敬的客人，根据我们的规矩，

开瓶之后，先由主人尝一口，以保证酒里没有毒。

你已经看到了，酒是好的，没有毒。”然后，他先

给我斟酒。当时，我的心被深深地触动了。马里挑

夫和加纳教士明显表达的是一种善意举动和好客行

为，也是当地文化的表现。如果没有翻译的说明和

教士的解释，伊本·白图泰和我都会根据自己的文

化传统对他们的行为产生偏见。

为何会产生文化偏见呢？因为人类共同体均以自

我为中心，换言之，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

也译为“种族中心主义”）是一种普遍现象，是一

种将自己民族的文化和价值观特别是语言、行为、

风俗或宗教作为参照系来衡量或评判其他民族的

态度和行为。美国社会学家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

（William Graham Sumner，1840—1910）提出这

一概念时，用“我族中心主义”来确认帝国主义。

他认为我族中心主义将自己群体作为一切事物的中

心，总是根据自己群体的观点和标准作为参照来衡

量其他群体；其特征是对自己的群体表现出骄傲和

虚荣，相信自己群体的优越性，对其他群体表示蔑

视。萨姆纳强烈反对美西战争以及美国镇压菲律

宾人民反抗的行径。

在缺乏交流和理解的民族之间，我族中心主义

普遍存在。古代罗马人视所有非罗马人为野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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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人。印度人认为

他们生活在世界的中心。非洲人存在着对白人的歧

视。伊本•白图泰告诉我们马里食人族不吃白人，因

为“他们还未成熟，吃他们是有害的”。中国人

以自我为中心，用贬义词夷、戎、蛮、狄来称呼四

邻。外国人被称为“鬼”，黑人为“黑鬼”或“昆

仑奴”，白人为“洋鬼子”“红毛鬼”“鬼佬”和

“鬼婆”。欧洲人对中国人印象的转变是文化偏

见的典型。莱布尼茨曾坦陈：“谁人过去曾经想

到，地球上还存在着这么一个民族，它比我们这个

自以为在所有方面都教养有素的民族更加具有道德

修养？自从我们认识中国人之后，便在他们身上发

现了这点。如果说我们在手工艺技能上与之相比不

分上下，而在思辨科学方面要略胜一筹的话，那么

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

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

欧洲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伏尔泰、魁奈等十分推崇

中国文化。中国国门被西方大炮轰开后，在欧洲人

的眼中，中国从先进民族变为落后民族，从崇尚民

主的民族变为喜好专制的民族。 
这种文化偏见往往会导致两种结果。一种情

况是文化偏见成为政治的婢女。文化偏见一旦受到

政治的操纵，竞争产生冲突，随之而来的是征服，

最后导致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伤害、剿灭或同

化，从而导致多元化的消失，或是两败俱伤。文化

偏见被利用，以作为种族歧视或殖民统治的合法依

据。我族中心主义因而堕落为种族主义，文化偏见

成为对他族进行军事镇压、经济剥削和政治统治的

借口。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比比皆是，在此不再赘

述。文化偏见也可能产生另外一种结果。不同文明

相互包容和理解后出现文明互鉴。

为了避免因文化偏见产生的消极局面，不同文

明之间的相互包容和理解非常重要。

四、从互相包容到文明互鉴

前面提到文化偏见导致两种结果。一种情况

是文化偏见导致冲突，这是消极的结果。另一种是

通过包容到相互理解从而产生文明互鉴。人们互相

隔绝的状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逐渐改变，民族之间

的交流日益增多。文化偏见在国际交往中成为政治

家的工具的情况固然存在，但我们要探讨的是如何

改变传统的政治行为，通过加强互相包容来促进理

解。这种情况在历史上确实存在。当然，包容往往

通过政府行为特别是文化政策来实施，也可通过个

人交往来实现。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的文化繁荣，

往往与文化政策有直接关系。非洲古国马里的曼

萨·穆萨国王（1312—1337年在位）之所以能够在

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与他引进伊斯兰教的

文化政策有直接关系。这种政策不仅使马里帝国影

响力大增，他也成为第一位出现在欧洲地图上的非

洲君王。玄奘（602—664年）西行求法不仅促进

国人对古印度的了解，其引进真经为文明借鉴的典

型。中国唐宋文明的繁荣与开放包容的文化政策有

密切关系。 
文明互鉴的情况有两种。一是不同文化的相

通性，二是不同文化的互补性。不同文化的相通性

表现在多个方面。我曾谈到中国与非洲文化（文

明）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性。中国和非洲均强调集体

主义的哲学、敬老尊贤的原则、平等相处的理念、

宽容待人的处世之道。首先，中非双方都强调集体

主义，认为个人的价值体现在对集体的贡献，并强

烈反对个人主义。其次，中国与非洲都有尊敬老人

的习惯，敬老又与尊贤相联系。双方将敬老尊贤作

为自身重要的价值观念之一。第三，双方都崇尚平

等。尽管“平等”在西方是一个相对近期的概念，

同时成为各国近代以来社会运动中的重点关注，但

这一理念很早就存在于中国和非洲社会。第四，

“宽容”从表面上看是一种待人接物的方式，但它

反映的是一种人生哲学，也是一种文化传统。中国

与非洲社会都强调宽容这一价值观。  
非洲学者梅茨认为，儒家文化与非洲文化都

崇尚人的社会性，一个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存在于

社会之中，存在于与他人的关系之中。“和”与

“孝”是重视社会关系的表现，这与西方社会强调

独立、自由、控制、自信、独特、自我表达等不在

乎他者存在的行为方式区别很大。儒家与加纳阿肯

人对“仁”的重视几乎一样。阿肯人认为，拥有仁

（virtue）比拥有金子更好，只要有仁，城镇即会繁

荣。乌班图（Ubuntu）哲学存在于南部非洲，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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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概念在前殖民主义时代的非洲相当普遍。它认为

个人的存在只有在与他人的关系之中实现，大方、

平和、谦卑、尊重他人是人的优秀品质。它重视人

的道德责任，对家庭的责任以及对陌生人照顾的义

务，因为他们是人类的一员。对年龄的重视表现为

尊老。儒家传统与乌班图传统的相似性颇为明显，

与西方的道德观、功利主义或近现代自由主义传

统格格不入。儒家与非洲文化传统有诸多相通之

处，表现在对个人与集体的社会关系及强调和谐

的理念。中国与非洲的相同理念构成了与西方不

同的思想体系和实践原则，这是南南合作的重要

基础之一。

不同文化的互补性是文明互鉴的另一特点。中

非合作论坛的创始可谓互补的结果。首任中国非

洲事务特别代表刘贵今大使在回忆中非合作论坛初

始设计情况时说：“原来中方的设想是，部长级会

议结束两年以后，我们再举办一次中非合作论坛更

高级别的会议，由中国国家领导人和非洲国家的领

导人参会，以回顾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所达成

协议的成果。如果进展顺利，我们将会把部长级会

议变为长期合作机制，也就是每过三年，中国和非

洲国家的领导人要再次举行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

议。但是非洲方面一开始就明确要将中非合作论坛

部长级会议设立为长期的制度，因为非洲国家的领

导人认为这件事情是肯定会成功的。”可以看出

来，中国文化里中庸稳重和谨慎有序的特点加上非

洲文化中积极热情与乐观向上的特点互通互补，相

得益彰，从而使中非合作论坛的机制在2000年创立

后固定下来，并成为多个国家效仿的模式。其他

国家的这种效仿应该也是文明互鉴的结果吧。

国之相交在于民相亲。民间交流中不乏文明互

鉴的例子。非洲文化博大精深。在北美和澳洲，土

著社会的文化几乎被剿灭。在经历400多年奴隶贸易

和100多年殖民主义统治之后，非洲文化不但未泯

灭，却传播到全球。马兹鲁伊（Ali Mazrui，1933—
2014）被誉为“非洲最有原创性的思想家之一”，

被选为历史上100位最伟大的非洲人之一。他认为非

洲文化包含三种历史遗产，是本土文明、基督教文

明和伊斯兰文明的结合；并提出了“非洲之和平”

（Pax Africana）和“全球非洲”（Global Africa）

的概念。这些充分显示了非洲文化的包容力、生

命力和坚韧性。非洲文化的各种形式如雕塑、鼓

乐、舞蹈及“乌班图”等价值观已传播到中国。前

些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王涵洁请我指导她

的毕业论文。我问她写什么题目，“我想写有关非

洲金贝鼓（Djembe）在中国的传播”。我有些好

奇，便问她：“你为什么要选这样一个题目呢？”

她微笑着回答：“因为我是北大金贝鼓俱乐部的成

员。”这篇论文选题具有创新性，代表了本科生的

优秀水平，被编入《中国非洲研究评论 2012年》。

很多文化交流活动在草根阶层展开。中国诸多城市

都有与非洲文化有关的俱乐部，如非洲舞蹈、非洲

音乐和非洲鼓俱乐部等等。北京樱花园小学为了

培养学生的美学情怀，将非洲鼓作为素质教育的

内容，通过借鉴非洲文化形成了校园文化的自身

特色。

非洲人也在通过不同渠道学习中国文化。由加

蓬、比利时和法国联合制作的纪录片《想飞的非洲

人》记录了加蓬青年本扎（Luc Bendza）的故事。

他从小就佩服有一身过硬功夫的李小龙。本扎的舅

舅时任加蓬驻华大使，14岁的本扎来到中国，到少

林寺学习武术，每天与和尚吃住在一起，经过辛苦

训练取得了成功。他还练过空手道与跆拳道，在北

京语言大学学习汉语，在北京体育大学完成了本科

和硕士学位，成为中国武术七段和国际武术裁判。

尼日利亚青年莫西（Moses）的专业是汉语教学。

他在2013年来华后起了中国名字——吴文仲，并爱

上了中国文化。他学习中国艺术包括高雅艺术，如

相声和舞狮。2014年，莫西参加河北“冀之光”外

国留学生汉语技能暨中华才艺大赛，背诵古诗，表

演相声。凭借超群的表演和技巧，他获得“最佳创

意奖”“最佳口才奖”“古诗词背诵二等奖”和

“最佳全能王”等奖项。他的中国朋友对他流利的

普通话和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赞不绝口，称他为“中

国通”。

五、 “文明互鉴”的误区与基础

目前在中国存在着与“文明互鉴”相悖的三种

错误观点或不良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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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认为文明或文化是一种“软实力”。第

二种认为文化交流有助于宣传中国形象。第三种认

为在文化交流中应极力推销中国的发展模式。

“软实力”概念的提出与美国对国际秩序的

理解和其实力下降直接相关，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

色彩。越南战争后美国的衰落导致了两种不同的判

断。以保罗•肯尼迪为主的学者认为美国实力在下

降。1987 年，耶鲁大学讲授国际关系的历史系教授

保罗·肯尼迪出版了《大国的兴衰：1500—2000 年
的经济变化和军事冲突》，提出美国衰落的观点，

在美国朝野引起震动。哈佛大学的约瑟夫•奈则极

力反驳“美国衰落论”。作为卡特政府助理国务

卿、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

长，约瑟夫•奈的官方身份与学术身份合二为一，突

出了美国利益在其学术研究中的位置。1990年，他

对美国未来实力进行分析，认为传统的经济和军事

手段已不足以解释许多国际政治现象，于是提出了

“软实力”概念。2002年，约瑟夫•奈在《美国霸

权的困惑》一书中再次提到软实力。对这一理论

的系统阐释集中体现在约瑟夫•奈于2004年出版的

《软实力》一书中，他认为“软实力”包括文化吸

引力、政治价值观吸引力及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

治议题的能力。  
随着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约瑟夫·奈认为软

实力作为补充日益重要。美国在现今国际体系中奉

行实力政策，习惯于挥舞大棒。二战结束以来美国

以国际警察自居，动辄以武力说话，在世界舞台上

横行霸道。更重要的是，“实力”（power）这一

概念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话语中往往与“武力”

（militancy）、“统治”（dominance）、“强迫”

（force）、逼迫（coerce）、“控制”（control）、

“暴力”（violence）等词语相连。这实际上是一种

“霸道”。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推崇“王道”，谴责

“霸道”、武力和战争。中华民族创造文字时即有

“止戈为武 ”的观念，孙膑有“乐兵者亡 ”的论

断，《孙子兵法》的历史遭遇更是明证。今天，

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倡导命运共同

体的中国话语，那种建立在“力”与“利”基础之

上的“软实力”的国际秩序是缺乏根基的。在鉴于

此，学界将文明或文化等同于“软实力”的观点不

可取，有悖于“文明互鉴”的实践。

第二种观点是将文化交流等同于宣传。有人认

为，文化交流的目的是宣传中国文化和改善中国海

外形象。我不同意这种观点。不可否认，加强文化

交流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起到纠正对中国的扭曲宣传

和不当看法的作用。然而，如果对外文化交流基于

这种目的，恐怕不仅难以消除对中国的错误印象，

反而会增加诸多误解。如果中国在对外文化交流中

缺乏平和与平等的态度，效果不会理想。从文化交

流实践看，我们针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态度

和措施有所不同。由于注重宣传，在针对西方国家

时，自卑情结使得在运用外语为传播媒介时往往生

搬硬套，使交流目的难以实现，甚至导致误解。在

与发展中国家交流时，我们的自傲情结使得教化成

为主要目的，效果不佳。文化交流的本质既不是宣

传，也不是增强所谓的“软实力”，而是互相学

习、互相借鉴。

目前存在的强调他国向中国学习的观点是第

三种不良倾向，特别表现在文化交流中以宣传中国

发展模式为主要目的。以中非交往为例。非洲文化

诸多方面有其自身特点，例如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平

衡、强烈的社群观念、妇女在国家治理中的权利及

处理边界的技巧等方面，这些都值得中国向非洲借

鉴。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地理环境与

历史发展造就了一个民族或一种文化。如果试图在

文化交流中推销中国的发展模式，只能适得其反。

记得在亚的斯亚贝巴的一次研讨会上中国学者介绍

了经济特区的经验，一位乌干达学者提出了令人深

省的问题：中国的经济特区都建在沿海地区，我们

是内陆国家，如何学习你们的经验？如果指望人

家照搬中国经验，犹如南桔北枳。2018年约翰内斯

堡金砖国家首脑会议上，一位南非学者谈到中国经

济发展很快，但南非不能急于求成，因为两国政治

制度不同，不能照搬中国发展模式。肯尼亚人卡古

罗·马恰瑞尔（Kaguro Macharia）在为外国人准备

的非洲研究指南指出：“千万别试图告诉非洲人他

们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或者他们该如何‘治好’自

己。如果你非要‘提供救赎’，那么抑制你内心的

这种渴望。”“非洲人不是坐在那列以我们的世界

观为终极目的的列车上的。如果你试图告诉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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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如何成为我们，千万别。”实际上，孟子对

喜欢向他人炫耀自己的做法早有训示：“人之患在

好为人师。”各民族都有自己对世界的理解和价值

观，都有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与自然和人类互动

的经验。如果他人有好的经验，人们会根据自身情

况汲取。

文明互鉴在民族交往和发展过程最具生命力，

它必然体现在中外合作之中。文明互鉴只能建立在

以文化理解为前提的文化自信原则、平等相待原则

和虚心学习原则的基础之上。

文化自信是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的前提。一个

国家或民族只有具备对自身文化的自信，只有相信自

身文化能够在吸收他种文化精华后更有凝聚力和吸引

人，才会有引进、学习和借鉴外来文化的勇气。

应采取平等原则。文明互鉴是一种互动和平等

交流的过程，决不是为了体现一种“实力”，也没

有优越感和自卑感。文明互鉴是双向的：只有双方

地位平等，双方在互相理解的基础上才能学习对方

文化的精华。

文明互鉴需要虚心的态度。中国古训为“满

招损，谦受益”，个人如此，一个国家或民族亦如

此。只有静下心来放下架子，虚心向其他民族学

习，文明互鉴才会达到效果。如果自以为了不起，

以宣传方式替代交流，双方关系可能受损，更谈不

上文明互鉴。

中国经济发展较快，但诸多不足和缺陷尽人

皆知，向其他文明学习理所当然。中国正是吸收其

他文明的精华才取得已有成就。惟有克服上述三种

错误认识，坚持文化自信、平等相待和虚心学习三

个原则，才能真正做到文明互鉴。马恰瑞尔提醒大

家：“搞清楚非洲人对什么感兴趣。非洲人看重什

么。非洲的学者认为什么话题让人兴奋。向非洲人

学习。”我想用费孝通先生的话来结束：“各美

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应

该是文明互鉴的真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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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Li Anshan

Abstract: 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 society is civilization diversity. In view of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mutual 

understanding among civilizations”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the author gave a definition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among civilizations”, 

enumerated the various manifestations of ethnocentrism in history, and pointed out that only by overcoming the three misconceptions 

like “civilization or culture is a kind of soft power”, “cultural exchange is equated with propaganda” and “emphasis of other countries 

learning from China”, and by adhering to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equal treatment and open-minded learning, 

can truly achieve mutual understanding among civilizations. The author believed that Mr. Fei Xiaotong’s “Appreciate the cultures or 

values of others as do to one’s own, and the world will become a harmonious whole” is the essence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among 

civilizations.

Key words: Mutual Understanding among Civilizations; Culture; Ethnocentrism; Criticism of Soft Pow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