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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英瑾教授的文章——《儒家该怎么看待

数据隐私问题——兼论“数据化儒家”的可能

性》①，是一篇新见迭出的好文章，其立意最

为新颖之处是将正在蓬勃发展的大数据科学与

古老的儒家思想结合起来，并从儒家重视宗族、

小众团体的社会思想里提炼出重视“小数据”

的新概念，以此对“大数据”可能出现的对个

人隐私权侵害的“异化”现象进行化解。文章

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地方在于，作者将儒家重

视宗族、小众团体权利的思想称为“周政”模式，

将“大数据”隐含着的数据专制模式称为“秦

政”模式，并从这两种带有马克斯·韦伯所说

“数据化儒家”何以可能

的理想型的模式出发，对传统儒家的政治思想

做了一些富有启发意义的新阐释。如作者对众

说纷纭的“井田制”做了新的解释，认为井田

制的“本相”是“聚落公有制”与“（小）家

庭所有制”之混合形态，“实质上是在私人经

济资源与公共经济资源之间的一种妥协方式”，

并不能简单地说是“原始公有制”。徐教授阐

释的这些有关“井田制”的新解释的确可以启

人新思。

徐教授从肯定“儒家小数据主义”的思想

立场出发，对西汉桓宽《盐铁论》中争论双方

的评价，对北宋司马光与王安石政治斗争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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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颇有新的启发意义。他认为 ：“从争夺数

据控制权的角度看，《盐铁论 • 本议》对于武

帝时代遗留的“均输”“平准”制度的合理性

的激烈辩论，其实是最为集中体现了儒家试图

从中央政府手中夺回数据控制权的意图。”而

由西汉儒者所坚持的这种“儒家宗族小数据

权”对秦政模式下“大数据权”的抵制，在北

宋的司马光与王安石的政治斗争中也有同样的

体现。而且，通过对“儒家宗族小数据主义”

思想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可以对现代的“大数

据主义”可能导致对人的隐私权侵犯进行数据 

对冲。

徐教授的结论是 ：传统儒家的政治理想显

然是带有精英政治色彩的，因此很容易被一些

粗心的当代人误解为独裁专制的同谋者。但按

照本文梳理的“周政”与“秦政”之间相互博

弈的大线索，作为本土数据资源的守护者，儒

家可能恰恰是通过执行某种小范围内的基于亲

情的柔性权威主义，来避免某种大范围内的基

于帝国律令的刚性权威主义。

就笔者目前的阅读所见，似乎还没有发现

有人能将“大数据”这一新问题与古老的儒家

思想结合起来，并希望发掘儒家思想中的合理

成分来防止或对冲“大数据主义”对于现代人

隐私的侵害。这一非常新颖的想法，既可以让

儒家始终保持与新时代的对话能力，进而在新

的时代条件下发展儒家的思想，同时也可以让

大数据，以及由大数据引发的大数据主义可能

导致的对个人隐私权的侵害，提供一种哲学的

反思与建议。就笔者的个人阅读感受来看，徐

教授别出心裁地构造出大数据中的“周政”模

式与“秦政”模式，以对大数据中的“秦政”

模式保持警惕与抵制的态度，进而捍卫大数据

中的“周政”模式，以便维护个人的隐私权与

小众团体的数据权利，从而对冲大数据主义可

能带来的数据专制主义。这一有关大数据的政

治学的思考，其主旨还是捍卫民主，反对专制，

只不过所捍卫的是数据民主主义，反对的是数

据专制主义。从原则上说，这一思想主旨笔者

也是认同的，因为在现代社会里，没有人能够

拥护专制、反对民主。民主，作为现代性的价

值，是一种全人类的基本价值，是现代人的基

本政治共识或曰政治文化共识。但徐教授从现

代人的视角出发，对传统社会的一系列问题所

做出的现代性的解释，恐怕遮蔽了某些历史真

相，对本来已经形成一些基本共识的历史事件，

如王安石变法事件的理解，会引发新的争端。

而将现代的数据民主的理想寄托在儒家理想型

的“周政”模式上，忽视了秦汉以降中国传统

社会地方势力、宗族主义所带来的各种危害与

弊端。笔者在原则上肯定徐教授文章基本主张

的前提下，对于他的一些具体说法提出一些质

疑，以便深化对于大数据科学及其将要引发出

的一系列社会效用的认识。

基于大数据的思考方式及
徐文所体现的学术价值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对于现代大数据现象

并没有做专业的研究，只是从一些报刊杂志上

了解到大数据的一些基本常识，比如“智慧城

市”中的大数据，现代医学治疗过程中的大数

据的应用等。而对于新出现的“大数据主义”

精神现象的认识，也还停留在一般的认知水

平。在笔者看来，大数据现象的出现，主要是

现代计算机技术飞速发展后处理信息能力的增

长所导致的一种思维模式，通过对海量信息的

占有与处理，找到解决问题最合理的思路或路

径，其基本的思维方式是基于逻辑分析基础上

的理性思维方式。一般认为，大数据具有容量

(volume) 大、速度 (velocity) 快、多样性 (variety)、

低价值 (value) 密度、真实性 (veracity) 等五大

特征，被称为大数据的“５Ｖ”特性。①例如，

在现代的城市交通管理中，大数据对交通拥堵

状况的缓解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通过关键词的

处理，也可以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发挥意

① 李放 ：《大数

据与中国社会治

理智库建设——

兼论高校社会治

理智库面临的挑

战与机遇》，《河

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2017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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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到的积极作用。应用大数据处理问题的方

式基本上是基于量的判断，由量的多寡来决定

对质的判断。量固然能反映质，但对于量的处

理模式往往可能掩盖对质的判断，于是，与数

据处理相关的“算法”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

响了应用数据对于事物性质的判断。如果仅仅

是基于一种“算法”基础上的数据结论，往往

是平面化的，如目前市面上流行的一些高校排

名系统就有这种问题存在。如果要正确、全面

地认识某一个事物的性质，得出近似事物本质

的结论，可能需要运用多种“算法”对同一个

事物进行性质的判断。比如，对于一个青年教

师学术潜质的分析，仅仅看他目前呈现出来的

论文发表的数量与档次、教学的效果等可以数

据化的东西，而不去考察他对学术、对高等教

育的热爱程度，个人的人格类型与做人的品质

等，就很难全面、合理地考察一个青年教师的

发展潜力，及其在未来的学术与教书育人方面

的可能贡献。目前很多高校都非常重视青年教

师可显现、可数据化的能力，而不太重视不可

数据化的内在能力、品质，短时间内可能会获

得一些急功近利的效果，但对于高等教育行业

与青年教育人才的培养、成长而言，可能是一

种长期的伤害。如何在不同的算法之间进行排

列、取舍，各种算法的权重如何，又需要什么

样的合理的模型来处理？这些问题恐怕不是数

据主义者单凭数据就能够处理的。因此，数据

主义并不能完全摆脱其基于“算法”基础上的

对于数据处理的影响。而“算法”问题要求有

人文、社会科学的定性方法的介入。这样一来，

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各种人文、社会科学学派及

其理论主张，在数据科学兴起的时代里仍然有

其现代的思想启迪意义。

当然，大数据的另一种要求和趋势就是，

让全社会的人与物的信息互联互通。届时所有

个人的信息原则上将会在一个互联网的平台上

寻找得到，除非是有意识的保密。这样一来，

个人的隐私将会在无意识的状态被泄漏出去，

也可能会被别有用心的个人或者非法营利组织

使用。而徐文可能正是出于对个人隐私的安全

与保护考虑，提出了要以小数据的“周政”模

式对冲“数据专制主义”的“秦政”模式，让

古老的儒家与正在兴起的数据科学思维结合起

来，以展示儒家思想生生不息的思想活力。实

际上，徐教授的宏文所讨论的儒家数据主义的

可能性问题，已经越出了数据主义的思想藩篱，

而进入了数据主义时代的政治与社会的问题，

不再仅仅是数据主义本身所能处理的问题了。

“个人隐私权”能否在“周政”的
小数据主义模式下得到保护

徐文非常现实而又集中地处理了现代社会

十分重要而又敏感的一个问题，即“个人隐私

权”。就权利问题而言，“个人隐私权”的问题

是现代法律体系下才出现的一种私人权利观

念，这种法权是在以个人（或曰个体）为单位

的现代法学思想框架下人的权利清单中极其细

节性的具体权利，在中国传统的法权思想框架

下几乎不涉及这一项权利（可能在实际生活中

会以尊重一些有地位、有身份的人的名誉，类

似隐私权，但似乎没有法律条文对此加以保

护）。从徐文的实际论述来看，作为一种韦伯

式的理想型观念下的“周政”，似乎也不能保

证与维护个人的隐私权利。理由如下 ：其一，

“周政”的制度设计里根本没有个人权利的法

权项目。或者说，周政模式里没有个人权利的

观念与概念。周政只是想利用同姓诸侯或功勋

世家的侯王来拱卫周天子的天下，其制度的目

标并不在于个人的权利。其二，大数据主义下

的“秦政”容易泄漏个人的隐私权。但在现代

商业利益无孔不入的时代里，很难保证理想型

宗族的“周政”小数据主义者不受现代商业利

益的诱惑而出卖现代隐喻意义下的宗族内部个

人的隐私，从而获取宗族中少数掌权者的利益。

我们今天手机中的许多骚扰电话，在很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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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都是不同组织、团体出卖客户的信息而导致

的个人信息的泄漏，从而让一些利益集团在未

经同意的前提下给你提供很多垃圾信息，或打

骚扰电话。这一点往往不是“秦政”的大数据

控制者故意泄漏出去的（若泄漏，也可能是因

为商业利益的贿赂导致的行政腐败）。再加上

现代各种商业集团竞争，有些商业集团恰恰是

通过提供免费信息获得客户或其他的利益的。
①其三，传统儒家真实宗族内部骇人听闻的、

无视宗族内部成员权利，甚至超过“秦政”淫

威的例子，也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像谭嗣同

在《仁学》一书对专制社会内部家庭小众团体

黑暗的揭露与批判，虽然有夸张的成分，但大

体上还是比较切中传统社会所存在的弊病的。

康有为在《大同书》中，也花费了大量的笔

墨来批评传统家庭、家族的负面作用，以至于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像熊十力这样的大

儒，也将传统的家庭视为“万恶之首”而欲废

除之。更别说家族的族长与领导集团在有些时

候所制造的冤案了。像清代大名鼎鼎的考据学

家、哲学家戴震，在年轻的时候就因为祖坟问

题与族中有钱有势的人发生矛盾，而族中的有

势者贿赂了县官，县官欲将戴震投入牢中。不

得已，戴震连夜逃入京城，避免了一场无妄的

牢狱之灾。后来他在自己的哲学著作《孟子字

义疏证》中，批评拿着宋儒提倡的天理的人是

“以理杀人”，就与他早年在家族中所受到的不

公正的遭遇有关。

当然，就经验性的社会实际生活而言，家

庭这样的小众团体，包括宗族这样的小众中的

大众团体是千差万别的，有的家庭很好，有的

家族也很不错，不可一概而论。主要的问题在

于 ：徐文所寄托的具有现代隐喻性质的“宗族”

小数据主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冲大数

据主义的一些弊端，但未必就能更好地保护个

人的隐私。

基于以上三点理由，笔者认为，无论是传

统的“家族”小团体，还是徐文想象的“周政”

的小团体，都不一定能保护其小众团体内的个

人隐私权。大数据兴起的时代里，要切实保护

现代开放社会里每个个人的隐私权，恐怕还得

回到现代社会的法权体系之内，运用现代的法

治社会制度与具体的法律武器来维护个人的隐

私权。实际上，如果现代的国家，及至于未来

的国际社会，真能够全面履行保护个人权利的

法律条文，“大数据主义”者未必就能肆无忌

惮地侵犯个人的隐私权。当司法独立成为一种

国际性的文明底线之时，谁违法，谁就遭起诉。

自然法人也可状告政府官员或政府某个部门，

大数据的拥有者与普通人同处于一个法律体系

之下的时候，大数据的“秦政”可能会规训于

法治的文明要求之下，这反而更能保护个人的

隐私权。

与徐文提倡的思路类似，中外思想史上都

有先例。如反思法国大革命的保守主义思想家

柏克，在《法国大革命》一书中，曾经提及这

样一个问题，即法国贵族阶层的消失导致了法

国大革命的疯狂与罗伯斯庇尔等革命派的血腥

政治得以实施，因为这时的社会已经没有任何

中间的贵族阶层力量来阻止大革命的狂潮，以

及现代集权国家力量对于全社会的影响。柏克

反思法国大革命的思路，与中国明清时代部分

思想家反思“郡县制”与“封建制”得失时提

出的一些观点，颇有相通之处。为了削减郡县

制下皇权过大的制度弊病，顾炎武曾提出了“寓

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著名政治制度改良的

纲领，希望通过增加守令、县令在地方用人、

财政、税收的权力，来减轻中国传统社会后期

郡县制下皇权过于膨胀的弊病，他非常自信地

说 ：“然则尊令长之秩，而予以生财治人之权，

罢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行辟举之法，所谓

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二千年来之敝可以

复振”。②

与顾炎武的观点类似，黄宗羲在《明夷待

访录》中也提出君臣在政治上实际是分工合作

关系的思想。其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揭示这种

① 尤瓦尔·赫拉

利：《今日简史》，

北京：中信出版集

团，2018 年， 第

73 页。

② 《顾亭林诗文

集》卷一，《郡县

论一》，北京 ：中

华书局，1983 年，

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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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合作的关系，即大臣与国君共同治国，正

如他们都共同拉曳一根大木头前进一样，国君

是前面拉绳的人，大臣是跟在国君后面拉绳的

人，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尊卑贵贱、不可逾越

的等级。黄氏此时还没有发明政治上的“平等”

概念，但他阐述政治治理的观念实际上是在阐

述君臣平等的政治之道。他还希望通过宰相、

大臣，甚至是古代的学校，来分散并制约皇权。

近代思想家梁启超等人将其“公天下是非于学

校”的政道思想比拟为西方现代的宪政思想。

而王夫之在批评“孤秦陋宋”的过程中，还提

出了“虚君共治”的大胆政治改革思想，认为

要更好地管理庞大的社会，“莫若分兵民而专

其治，散列藩辅而制其用”。①甚至认为，天子

的命令在地方上行不通，才是最合王道政治要

求的。清代中叶的诗人袁枚也指出，周代“封

建制”的政治形式很好，因为有很多诸侯王，

因而也可以为更多的读书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

会，读书人在此处失意，可以在另一个地方找

到职位，避免郡县制后期科举制度让读书人无

所逃于皇权控制的弊病。

凡以上所列举的种种观念，与徐文提出的

理想型的“周政”模式，有异曲同工之妙。但

是，正如徐文的“周政”小数据主义观念一样，

普遍的“个人权利”“个人的隐私权”，其实是

无法在这种理想的“周政”模式下得到很好的

保护与维护。因为，在上述理想的“周政”模

式里，并不存在个人隐私权的问题，也没有为

个人隐私权预留应有的位置。徐文以想象的方

式美化了儒家小众亲情的柔性权威，而在传统

社会的真实生活中，儒家小众亲情的权威主义

未必就是柔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批判的传

统社会的“三座大山”之一——族权，可能既

不像革命时代所说的那么普遍的恶，也可能不

像我们今天想象的那样温柔。

另外，如果允许我对徐文中的“周政”概

念做一点引申性的解释，将其还原为“地方主

义”或“小团体主义”，则徐文所理想的小数

据“周政”模式可能隐含更为严重的问题。西

汉初年的“七国之乱”、唐末的“藩镇割据”

都是历史教训。小数据的“周政”模式可能还

没有发挥保护个人数据隐私权的优势，就已经

制造了数据信息混乱的坏处，让人在满天飞的

数据“战国”（根据徐文，引申性地拟构一新词）

时代里无所适从。因此，在一种尊重个人权利

的现代性政治、经济、社会思维模式下，寄希

望于“周政”的小数据主义来更好地保护个人

权利、个人的隐私权，可能只是一种新的乌托

邦。如果要在大数据的时代里寻求个人隐私权

的保护，恐怕还得从现代的法权体系出发，对

即将来临的大数据时代做未雨绸缪的研究。这

样的一种思路可能也更加地符合马克思主义关

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的思想及思考问题

的思路。

“数据主义”时代的新价值观及其
对“个人隐私权”瓦解之可能

笔者再次声明，对于大数据这一新的社会

现象，本人并没有专门研究。但从尤瓦尔·赫

拉利《未来简史》《今日简史》两书中，了解

到现代人文学者对大数据的一些思考。本文在

赫拉利思考的基础上对大数据时代人们可能持

有的新价值观——上传、分享、数据自由流动

与个人隐私权之间的关系作一点分析，进而对

“儒家数据主义”的说法提出一点挑战。仅就

赫拉利所理解的“数据主义”来看，数据主义

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是数据主义历史观，其

二是数据主义价值观。从数据主义历史观的角

度看，人类历史无非就是“数据处理的过程”，

每个个人无非是其中的一个芯片。而人类的整

个历史进程可以通过如下四种方式处理。一是

增加处理器数量。拥有 10 万人口的城市，运

算能力会高于拥有 1000 人口的村庄。二是增

加处理器种类。处理器不同，运算和分析数据

的方式就不同。三是增加处理器之间的连接，

① 王夫之 ：《黄

书宰制》，《船山

全书》第十二册，

长沙 ：岳麓书社，

1996 年， 第 5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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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形成网络。四是增加现有处理器之间连接

的流通自由度。

由上述简化的数据主义历史观来看，未来

的人类将会出现一个“万物互联网”（internet-

all-thing）。当万物互联网建成或者成真的时候，

我们现在主宰世界的“智人就会功成身退”①。

如果未来真是“万物互联”，而且目前的大多

数“智人”都将成为无用的闲人，则徐教授提

出的儒家“周政”模式下的“小数据主义”是

否还能够，甚至是否有必要对冲大数据主义的

“秦政”，都将存疑。真正成为现实的大数据时

代，可能是极少数信息处理的精英（他们同时

又可能是政治精英）与大量普通无用、闲来无

事的智人之间的对立。这些普通的、闲来无事

的智人是否需要个人隐私权，都会成为一个问

题。我们会在意养猪场、养鸡场每头猪、每一

只鸡的个人隐私权吗？未来那些闲得无事而又

无用的智人，有可能就是今天养殖场里的猪马

牛羊鸡。他们的生存不仅没有意义，他们本身

也将面临意义虚无的生存方式。

从我们目前的数据主义者的价值观角度

看，人类整个存在的最高价值就是“信息流”。

“如果生命就是信息流，而我们又认为生命是

好的，下一步就是让全宇宙的信息流更深、更

广”②地流动。在这种数据主义的价值观指导

下，数据主义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戒命。第一

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戒命是 ：数据主义者连

接越来越多的媒介，产生和使用越来越多的信

息，让数据流量最大化。第二条戒命就是，把

一切接到系统，就连不想连入的异端也不能例

外。由此而衍生出一条要求 ：信息自由就是最

高的善。而且，在数据主义看来，信息自由流

动的权利应该高于人类拥有并限制数据流通的

权利。③

除上述两条理论戒命之外，由数据主义的

信息流通引发了人们新的生存观念 ：记录、上

传、分享。而“分享”将是数据主义时代人们

普遍接受的一种新的价值观念。从生存的意义

上看，如果人有体验而不分享，这种体验似乎

就没有价值。因为，未来的人类不需要从内心

找到意义，而是将自己所做的事情、所感受到

的体验记录下来，再连接到整个大数据流之中，

接着算法就会找出体验的意义了。

如果赫拉利所设想的数据主义时代人们的

价值观果真如上面简介所说的那样，那么徐教

授提出的“儒家数据主义”的想法将从根本上

失去应有的社会存在基础，因为那时的人们可

能更加在意数据最大限度地自由流动与生存经

验的分享，而不是今天人们所看重的个人隐私

权，当然更不可能接受“周政”模式下的小数

据、小团体内部的数据交流。徐文的意图是良

善的，即将中国古老的儒家思想与已经来临还

未普遍化的“大数据主义”时代可能导致的新

的类型的专制问题结合起来思考，希望发掘儒

家思想传统中他所设想的合理的“周政”思想

因素，以应对大数据时代的“秦政”。但未来

的大数据主义时代里，人们究竟怎样生存，未

来的人们会共享什么样的一些基本价值？对于

还未进入那个时代的我们而言，都只能是一种

猜测。

不过，尼采对“超人”的哲学想象，有可

能真的会成为现实，生物、生命科学技术一旦

与高度发达的信息、数据技术结合在一起，少

数社会精英（极有可能是技术与政治相结合

的）将会变成“超人”。这些“超人”控制着

大量普通、闲适无用的“智人”，而这些“智人”

无所事事，存在毫无意义，个人的创造也将毫

无意义，彻底的虚无主义将主宰并笼罩着这些

大量智人的生活。也许这才是我们要真正担心

并加以预防的大数据时代的人类悲剧。因此，

为维护人类的多元价值，让人的生活都有意义，

进而对于当前生物、生命科学技术、数据、信

息技术设置必要的伦理与相关的法律禁区，以

保护人类几千年形成的多元文化价值，可能是

更为紧迫的现实与历史任务。

① 吴根友 ：《算

法、大数据真能

消解人文的意义

吗 ?——〈 未 来

简史〉读后》，《南

海学刊》2018 年

第 4 期。

②③ 尤瓦尔·赫

拉 利：《 未 来 简

史》，林俊宏译，

北京 ：中信出版

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17 年， 第

344 页，第 3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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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的初级现象已经悄然降临到我

们的生活之中，但我们还并未进入“大数据时

代”。而且，即使进入了大数据时代，人们也

未必就完全接受数据主义，而不接受其他的主

义。数据主义所禀持的价值观可能是主流的，

但未必就能一家独大，消灭或屏蔽人类历史上

曾经出现的其他各种主义。

在人类的精神现象领域，本人比较倾向于

接受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所阐述的基本

思想观念，即在哲学史上，先前作为第一原则

的思想，在下一个阶段可能作为次要的思想原

则被吸收到新思想体系里，合乎人类思想规律

的旧思想原则并未彻底地消失。①这对于一些

哲学的思想体系而言是如此，就人类整个的精

神现象而言，原则上也将遵循这一思想的发展

规律，即在人类更加高级的发展阶段，人们将

会享有更加丰富的精神生活形式，社会给予人

们的自由空间也将更大（但这并不表明新的高

级阶段的社会里没有新的问题与矛盾）。

目前，我们所有关于大数据时代可能出现

的问题，也许都还处在猜测之中。真实的大数

据时代里人们真正遇到的问题会是什么？我们

现在不得而知。但其他的思想原则也将在这种

大数据主义的主导原则下获得自己应有的位

置。徐教授文章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 ：以未雨

绸缪的哲学前瞻性来思考大数据可能给人类带

来的伤害，并从我们民族的主流精神传统——

儒家思想里寻找应对的措施，这一思考方式与

致思的路径都是非常值得肯定与欣赏的。本文

对其思考的结论及其具体主张进行质疑，同时

也试图提出人类真正将要面临的问题，并不是

要否定他的思考方式及其思考本身的积极意

义，尤其不反对其保护“个人数据隐私权”的

正面主张，只是希望通过质疑来深化人们对此

问题的思考，丝毫不表明我的质疑与猜测性观

点就比徐教授的更高明。

徐文还有一个非常值得肯定的地方，即他

在思考儒家与大数据主义的问题时，在方法上

自觉地运用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

点，从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的

角度，讨论儒家小数据主义的历史可能性，最

终通过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信息技术哲学完

成“儒家政治理想之新唯物主义重估”②。不过，

徐教授似乎未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贯穿到

底。因为，在未来的大数据的社会存在里，是

否还能够容许儒家的“小数据主义”，恐怕是

一个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因为，大数据时代

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式、人们与之相适应的思

维方式，都不是历史上儒家“周政”曾经面临

过的真实的“社会存在”。新的社会存在可能

更需要我们以极大的想象力来想象新的社会管

理方式。尽管我并不否认在未来的大数据主义

时代里，儒家的其他方面的思想可能还有自己

的一席之地——因为历史文化传统将其合理的

因素传承到未来的生活之中。我们所面临的社

会风险与危机，可能既是一个数据专制的“秦

政”，又是一个对于普通大众而言的意义虚无

的时代。

在行将结束本文之际，我非常真诚地感谢

徐教授文章给予我思想上的启发，以及从中学

到的很多东西，同时也让我面对一个相当陌生

的学术话题发表一些既挑战别人，更挑战自己

的思考。在一个高度功利化的现代社会，哲学

及其反思方式，哲学所具有的危机意识与忧患

意识，不仅显得尤其可贵，也能不断地让人类

处在反思的理性之中，避免新技术可能对人

类带来的巨大异化与伤害。而这一点，正是

徐文与本文所共享的一种关于哲学价值的基

本信念。

编辑　张　蕾　特约编辑　阮　凯

① 黑 格尔原 话

是 ：“ 每 一 哲 学

曾经是、而且仍

然是必然的，因

此没有任何哲学

曾经消灭了，而

所有各派哲学作

为全体的诸环节

都 肯 定 地 保 存

在哲学里……那

被推翻了的并不

是这个哲学的原

则，而只不过是

这个原则的绝对

性、究竟至上性。”

（《历史哲学讲演

录》第一卷，贺

麟、 王 太 庆 译，

北京 ：商务印书

馆，1959 年 版，

第 40—41 页）。

② 徐英瑾 ：《儒

家政治理想之新

唯物主义重估》，

《 探 索 与 争 鸣》

2015 年第 3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