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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俄罗斯新启蒙理念的发展
侯玮红

【摘要】苏联解体使俄罗斯社会意识长期处于混乱状态，加之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以及高新科技对人类

传统信仰与生活方式的挑战，促使一些学者开始思索启蒙运动以来俄欧乃至整个人类的发展历史，

呼吁开启一次新的启蒙运动，新启蒙思潮应运而生。新启蒙思想提出了回归人性传统、跨越科技藩

篱的期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新启蒙理念有相通之处，不但有力回答了俄欧学者的主要困惑，

而且为人类社会文明发展指明了方向，更具前瞻性、全面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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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历了主

流意识形态的真空、西方民

主模式移植的失败，以及新世纪以

来全球化浪潮的冲击、高新科技对

人类传统信仰与生活方式的挑战，

其社会意识长期处于混乱状态。一

些学者开始从思想意识、宗教文化、

社会形态、人的本性等角度思索启

蒙运动以来俄欧乃至整个人类的发

展历史，辨析启蒙的本质，反思启

蒙运动表现出的局限性，呼吁人类

社会开启一次新的启蒙运动，新启

蒙思潮应运而生。

以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人本主

义为重要理念的西方启蒙运动是

进是退，成为俄罗斯众多思想家

无法回避的课题

苏联解体不仅使俄罗斯的政治

制度和经济体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也使俄罗斯人的思想意识与

价值观念受到了剧烈震荡。旧有的

意识形态与价值取向被打破，而新

的信仰观念与道德标准还未树立，

转折时期的俄罗斯经历了茫然失措

的慌乱与阵痛。备受精神创伤的俄

罗斯人，不仅对民族和国家的发展

道路充满忧虑与困惑，而且陷入了

对个体身份的认同反思中。20 世纪

末弥漫全球的危机意识以及 21 世纪

信息时代的全面到来，使得这种反

思扩展到整个人类的生存意义。

俄罗斯哲学界在梳理人类文明

进程的基础上提出当代应当追求的

目标与意义。人类社会从漫长的农

耕时代跨入工业时代后获得了快速

发展，资本成为主宰和推动其发展

的主导力量。如果说农耕时代人们

追求的是田园式的生活、宁静的内

心和自我人格的完善，那么工业时

代人们追求的则是丰富多彩的生活、

自我个性的张扬。这一时期，随着

社会分工、商品生产和物质交换的

发展，逐渐形成了一种被马克思称

为“金钱万能”“资本拜物教”的观念，

它使人彻底异化，变成“经济人”“理

性人”。为了各自利益的最大化，人

们相互竞争、倾轧，甚至为此付出

了惨重的代价。与此同时，人的精

神生活越来越贫乏，人变成了市场

交易和现代化大机器生产中的“工

具”，人在物质上日益频繁的交易换

来的却是精神上的孤独。

与资本逻辑、市场交易逻辑同

步发展的是人类的政治生活。所谓

的民主和自由，已经被异化成众多

互不相干、追求各自利益的独立个

体的自由投票权的行使，民主政治

或民意表达变成了对个人投票行为

的影响以及对投票结果的操控，其

背后的主导力量仍然是资本。资本

投入的多少和资本运作的效果决定

了民主自由意志表达的结果。所谓

的言论自由，实际上是

受媒体影响和资本操

控的发言自由。这

种 言 论 自 由 权

利 的 行 使 既

不 能 改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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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也不能影响未来发展。这种

民主自由的政治模式被推广应用到

一些非洲和东欧国家，给这些国家

带来了持续动荡。曾被称为“历史

的终结”的政治模式已经变成了“历

史的笑柄”，人类社会的发展迫切需

要一种新思想来指导。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以及互联网创造的数字空间、数字

社会的产生，人们的思想意识、生

活方式、工作模式、存在价值与奋

斗目标均发生深刻变化。工业时代，

尽管以金钱和利益关系作为驱动，

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

间存在重要联结 ；而在信息时代和

数字化社会，人将自己置身于数字

化空间中，其与人、社会、自然之

间的交往似乎变得不再那么重要。

脑机接口的产生、人类基因的再造

和永生技术的进步尽管使人类摆脱

了诸多困境，为其未来发展增添了

多种可能，但也使其精神文明陷入

了空前危机。以理性主义、科学主义、

人本主义为重要理念的西方启蒙运

动是进是退，成为俄罗斯众多思想

家无法回避的课题。

新启蒙就是要将人类从资本的枷

锁中解放出来，从技术的迷雾中

召唤回来，使其回归自然、遵从

内心

俄罗斯哲学界在深入分析启蒙

的本质、历程、意义的基础上，提

出有必要在当代重新定义启蒙、进

行新启蒙。他们认为，启蒙是通过

理性认知、把知识传达给人而使人

拥有真理和价值，进而实现社会体

制的公正性。启蒙与文化的各个领

域相联，其进步与科学认知成就密

切相关。但是在 20 世纪，启蒙精神

被暴力、偏执和非理性击败，人的终

极精神追求和道德价值探求被忽视。

在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

人依然不能成为人本身，即一个自

然的人、一个道德的人。更为荒谬

的是，正是人本身以及其活动成果

成了他的阻碍。后现代主义只是对

哲学、文化和启蒙进行解构和批评，

不能给人正面的、鼓舞人心的、解

决困难的建议，所以其追随者在理

论上和道德上都已穷尽。信息媒体

时代的来临、全球化的形成、高科

技的创造、人与社会知识的根本性

拓展、生态意识的产生等，使人们

对启蒙产生了新理解，通过对后现

代主义的超越，人们走向了新的启

蒙——它意味着对人权、良心和思

想自由的尊重，它使人理智、自由、

负责任。新启蒙在俄罗斯不仅仅是

一种理论，而且还被付诸实践，如

成立俄罗斯人道主义协会、建立人

性研究中心、从事出版和教育活动。

究其实质，新启蒙就是要将人类从

资本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从技术的

迷雾中召唤回来，使其回归自然、

遵从内心，变成有信仰、有追求、

有精神的“人”。

从启蒙到新启蒙，是全体人类、

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乃至每个个体

面临的新转向。在全人类层面，需

要的是“求同存异”的精神。古代

是一个艺术、宗教神学统治人类精

神世界的时代，由于部落、民族以

及地理位置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

宗教文化意识，也创造了不同的人

类文明。而新启蒙需要我们尊重差

异，在差异中寻求共同点。在国家、

民族层面，需要的是国家独立和民

族自强。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在西

方化进程中受挫，这进一步证明了

强迫的、快速的西方式民主化并不

适合俄罗斯，也不适合其民族的个

性。应当承认，回归本民族传统已

经成为俄罗斯当前的主流。在个体

层面，需要每个人的认知和觉醒。

人不应是科技时代的一个物质符号

或实验工具，而应是有意识、有思

想、有文化、有精神的“人”。人与

人应当相互沟通、相互交往，在沟

通交往中超越宗教差异和民族差异，

求同存异，实现世界大同。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新启蒙

思想的超越，有力回答了俄欧学

者的主要困惑

新启蒙思想试图寻找一条指引

俄罗斯乃至西方文明未来发展之路，

却并未起到引领作用。而人类命运

共同体思想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天人合一、人类大同的思想嵌入探

寻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对新启

蒙思想所提出的个人、民族、国家、

人类问题给予了全面关照，并提出

了具体可行的实践措施，因此更具

前瞻性、全面性和可行性。

第一，承认全人类命运与共、

休戚相关。习近平主席指出，“宇宙

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

我们生活在一个互联互通、休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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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的地球村里，全球供应链、产业

链、价值链紧密联系，各国都是合

作链条中的一环。这是基于宏大胸

怀和格局对当今世界作出的清醒认

知，是号召全世界人民同心同德解

决冲突、应对文明危机的有力依据。

第二，提出各国人民民心相通

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人文

基础。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

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

“亚洲各国人民希望远离封闭、融会

通达，希望各国秉持开放精神，推

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民心相通是

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的基础和支撑。文明是属

于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促进民心相

通、超越文化差异是应对西方文明

危机的根本基础。

第 三， 呼 吁 不 同 文 明 求 同 存

异、交流互鉴、共同发展。习近平

主席指出，“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

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人类

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

是人类进步的源泉。多样带来交流，

交流孕育融合，融合产生进步。因

此，应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

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

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

明优越 ；应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

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使文明交

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

梁，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

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这为我

们 指 明 了 人 类 文 明 未 来 的 发 展 方

向——多元、和谐、共生。

第四，倡导不同民族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不能搞一国

独霸。2017 年 1 月 18 日，习近平

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时指

出，“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不能搞

‘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世界

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

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

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

该由各国共同分享”“只要坚持沟通、

真诚相处，‘修昔底德陷阱’就可以

避免”“大国对小国要平等相待，不

搞唯我独尊、强买强卖的霸道”“任

何国家都不能随意发动战争，不能

破坏国际法治，不能打开潘多拉的

盒子”。这有力地指出了，西方文明

统领全世界的道路行不通，技术控

制人类、推动全球化进程的路子也

行不通，民族之间的差异、国家之

间的差异，无论是通过技术手段或

全球化进程，都难以消除，只有尊

重民族差异、文化差异，求同存异，

才能实现文明互鉴、促进共同发展。

“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

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

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

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

方案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

现共赢共享。”这远远超越了新启蒙

思想个体之间进行沟通的范畴，其

在不否认西方哲学、科技、理论体

系的前提下，揭示出人类命运一荣

俱荣、一损俱损的共同体实质，并

在秉持每个民族独立自强的基础上

提出合作共赢的深远目标。

总之，新启蒙思想提出回归人

性传统、跨越科技藩篱的期望，代

表了俄罗斯和西方部分进步学者对

当今社会和人类未来的一种新担忧

和思考，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

想更具有前瞻性、全面性和可行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但有力回答

了俄欧学者的主要困惑，而且指明

了应当遵循的一系列原则和行动纲

领，为人类社会文明发展指明了方

向。这一发展方向，与新启蒙理念

有相通之处，与中华传统文化有相

承之势。这种相通之处体现在人类

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命运休戚与

共，应当在相互借鉴中共同发展 ；

这种相承之势体现在人与自然应当

和谐相处，人的精神世界应当追求

天人合一，人类的社会形态应当追

求世界大同。一种文明只有在与其

他文明的包容和交流、理解和互鉴

中才能走向创新和博大，中华文明

正是这样的开放文明。正因如此，

它保持着生生不息的活力。英国史

学家汤因比曾经预言，人类的未来

在东方，中华文明将引领世界。人

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这一预言的

最佳呼应，是超越新启蒙思想、破

解西方文明危机的人间大道。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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