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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急遽变化的“时刻”，进入“二战”后新

的转型时代，是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此，作为思想史研究者，如何思考未来的学术研究

方向，从而发出具有前瞻性价值的学术声音？事实上，只有理解了这一大变局时代的基本特征，

我们才能对未来的思想史研究作出大体准确的判断，并找准思想史研究对时代的关切之处。

一

何谓“大变局”时代，学界有很多不同的界定和阐释。大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来理解。

第一，人与自然的关系。现在的气候变化、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等都向我们提出了挑战，未来如

何实现绿色可持续性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需要关注。第二，社会结构的变化。其中

全球社会重建的思想资源何在
——由“大变局”展望未来的思想史研究

李宏图

【内容摘要】　目前全球已进入一个“大变局”的时代。在这一现实语境下，思想史研究需要回应时代

的关切。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科技发展及其社会影响、民粹主

义与人民主权、全球普遍性与地方性，这些现象和思潮都在重塑当下的全球社会。各种

力量在博弈中推动外部的全球体系和内部的社会结构发生变革，向着“平等的自由”这

一未来社会转型。因此，思想史研究者应该在重新思考既有知识体系、思维方式的基础上，

创立新的话语表达、新的理解世界的方式，用新的知识体系作为未来世界的基础，从而

为社会再造和全球体系转型提供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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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值得关注的则是人类社会目前又进入了一个新的不平等的阶段，从近代以来的历史来看，现在

人类社会开始进入第三个不平等阶段，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目前贫富分化已到了临界点，可

以说 10% 的人口拥有了 90% 的财富。第三，移民与宗教问题。这类问题日趋严重，因为这涉及

认同问题，如果一个民族国家内，人数众多的外来民众一直还保留着自己的文化认同，则意味着

国家价值观的分裂。第四，高科技和人工智能对社会和对人的影响。从目前的现实状况来看，人

工智能将会给人的思维认知和行为方式、给社会组织体系带来重大的变化。第五，在全球化发展中，

全球秩序正在进行变动与重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国际社会如何理解与对待中国的成长，

或中国能否与如何融入全球体系，这将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

对于目前的这一系列全球性变革，可以借用 19 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预言来概括，即一

个全新的世界正在诞生。对这样一个全新的世界、全新的社会需要给予解释和引领，也正如托克

维尔所说 ： “一个全新的社会，要有一门新的政治科学。”①的确，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时代的转

型与变革时刻，总是会给历史学家和思想家提供宏大的舞台，特别是对思想史研究者来说，更是

有了见证历史、思考历史的极好契机。可以说，每到时代的转型时刻，总是会诞生出一批思想家。

回到当下，也许是由于这一变局才刚刚拉开序幕，目前还没有产生比肩于福柯、德里达那样

具有颠覆性和前瞻性的思想家。在今天思想家奇缺的时刻，思想史研究理应肩负起重任，为社会

提供思想资源。由此就引出了思想史研究和思想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来，思想史通过研究众多思

想家，考察他们面对时代困境时的思考，将会给社会提供精神资源与启迪。例如 17 世纪英国思

想家霍布斯面对国王查理一世被处死后的合法性缺失，写下了《利维坦》，从社会契约理论出发

论证了“国王不等于国家”这一命题，从而为现代国家找到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样，卢梭提出

的“人民主权”理论更是成为现代国家的思想基础。这是指单个的思想家，而如果我们通过对思

想谱系的考察，探讨思想连续性和断裂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将更能够看出思想与社会的关联，以

及思想家如何面对社会的变动而展开思考。例如财产权这一问题，从洛克论述的财产成为人的一

项权利，到《人权宣言》中将此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再到 19 世纪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

等一批思想家对财产权重新思考，认为财产权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而是要为了社会的“共同善”

而被“再分配”，由此形成福利社会的思想基础。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在欧洲现代社会

的发展演变中，思想原则不断地“再造社会”，从而留给了我们丰富的学术资源。

由此直接引申出，思想史研究怎样为“大变局”提供丰富的学术资源，我们又该有着怎样的

问题意识，聚焦于何种研究领域，才能实现这一旨趣。作为一名思想史研究者，回顾欧洲近代思

想的演进历程，也许会带给我们一些启发。

纵观欧洲近现代思想的演进，按其特征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从 17—18 世纪英国革命到启

蒙运动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思想家们从社会契约理论出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重点

是关注现代政治体制的建立。从 19 世纪到 1945 年“二战”结束为第二阶段，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形成，社会因为贫富分化而分裂，因此，如何弥合分裂、取得社会团结、

进行社会再造，成为最为紧迫的核心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思想家将古典自由主义发展为新

自由主义，思考资本主义的特性，从而为福利社会建立了思想基础。另外一条线索则是民族主义

与民族国家形成，以及民族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结合。第三阶段为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

束至 20 世纪 80 年代，后现代主义异军突起，占据主导地位，深刻影响了整个 20 世纪的社会发展。

第四阶段则是自 21 世纪以来，随着高科技和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移民与宗教问题凸显，加之贫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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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度分化，在思想观念上民粹主义与生态主义等思潮成为这个时代的呐喊。

在粗略梳理了历史上思想的演进、思想与社会的互动之后，可以看出，欧洲近现代历史上曾

涌现出六大思潮，即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包括社会达尔文主义）、保守主义、浪漫主义，

加上民粹主义。有西方学者曾认为，影响欧洲乃至世界历史发展的三大思潮，即社会主义、自由

主义和民族主义。这是从时间上而言，如果从空间意义上说，自近代以来，欧洲的这些现代思潮

向全球扩展时，不仅引发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社会激荡，而且也萌生了新的思潮，例如帝国主义、

印度的甘地主义，一直到今天的依附论和东方学等。

二

如果说欧洲近代的三大思潮塑造和建构了欧洲的历史与社会，那么，今天什么样的思潮将会

塑造当下的全球“社会”呢？这就需要发现新的议题。面对贫富分化、新中产的崛起、新的数据

化与人工智能世界的来临，如何准确理解这个社会及其运转的逻辑十分重要。表现在思想观念上，

比如，看起来当下民粹主义盛行，其实这不过是反资本主义的另一种表达。如果在这一维度上理解，

可以说，我们首先需要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第一，回顾我们国内的思想史研究，对这两种思潮的研究其实还有所不足，对社会主义思想

史的研究相对缺失，对与资本主义关联密切的自由主义虽有一些研究，但也只是聚焦在政治维度，

未能在社会结构与社会运转机制层面展开考察，更未能突出“资本主义”这一核心主题并与社会

史相结合，似乎对一种主义就是仅仅局限在思想观念或者理论层面来进行考察才是合理的。实际

上，将思想史和社会史结合，不再仅仅将资本主义作为思想观念和理论，而是作为观念的社会史

考察，更能为我们提供洞察力。正因如此，目前，我们需要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维度下，

重新思考关于资本、市场、劳动、财产权、企业和公司等的思想史，从而探讨当下的社会不平等

和 18、19 世纪的不平等的异同。目前的社会冲突是一场新的阶级冲突，还是族群与移民之间的

矛盾？是全球资本共谋的结果，还是要重回“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考察的实质就是重

思创造财富的动力来自何处，又该如何合理地分配财富。也就是说，面对当下新的社会分化和分

裂的状况，如何能够找到社会再造的新思路，让人重获权利与尊严。对此，西方的一些学者已经

在进行探索，例如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所撰写的《21 世纪资本论》等著作，已经提出了对未来社

会再造的新设想，要建立一种参与性的新型社会共同体，确保资本与劳动者双方的利益。②

第二，另一组值得研究的思想观念则是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如果可以统称的话，就是进行

全球思想史研究。目前的全球化和反全球化，以及全球秩序与体系的转型与再建，都是在全球空

间中展开的，因此，我们需要将思想观念与空间转向结合来展开研究，即实现“思想史研究的空

间转向”，从而厘清现存全球体系的基础和遇到的挑战，以及未来重构全球体系的思想基础与要

素。这一研究领域还可以细化到民族主义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民族主义、世界主义、宗教与世

俗、神圣与凡间、崇高与平庸、信仰与身份的认同等。目前，世界在经济与技术上日益全球化和

公司化，而管理全球化的单元则仍是民族国家，因此，政治、经济与社会三者之间脱钩，现在它

们之间的关系需要得到重新认识，目前有种说法是思想史研究的“政治经济学转向”，在我看来，

在政治经济学之外，其实还要加上社会与技术。如何在这一点上进行突破？也许奋力开拓全球思

想史即是未来可能有所突破的一种领域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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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今天思想史需要加强与科学技术史相关的研究。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特别是人工

智能的突进，给人们带来诸多便利并刺激经济增长，但对此也应有所担忧。这一担忧表现在，

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我们的社会组织方式、人与人的交往方式，甚至是人的特性本身，而我

们对此还没有在思想观念上做好准备以及深入思考。例如，在 18 世纪工业革命中，人类发明了

现代机器，构建起了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无论人们称此为异化的关系还是经济生产活动的组

织关系，都没有现在的人工智能对人的属性的冲击更为剧烈。因为目前的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是将“人”自身所具有的理性思考等能力赋予机器，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人工

人”。由此，当人的理性的思考力与诸种外在能力被赋予机器之后，作为个体的我们将会与其建

立起何种关系？是陪伴关系还是控制关系？是人的再次解放时代，还是一次新的异化与奴役的

来临？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曾使用了“人工人”（Artificial person of the State）或法人（legal 

person）的表达，由此来论证国王与国家之间的分离 ：国王只是被授权来承担这一权力和代表、

管理这个国家，因此他是一个“人工人”。但历史也告诉我们，正是这个被赋权的“人工人”，

可以动用自己的被赋予的权力来奴役人民——拥有赋权的人。如果将这一类比从政治维度转向

技术维度，那也可以说，我们需要警惕技术对人的奴役。因此，“人工人”和“人”的边界究竟

在哪里，特别是当科学家从人的整体性和集合性中抽取出人的特性和能力，并将其注入机器之

中来面对每一个个体的时候，我们就更需要思考其对人的影响、对人的权利的剥夺与人的理性

以及行为能力被改变等问题。

科学技术的发展，还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大数据今后会走向何方，是会形成大数据的

专制，还是成为民主与自由的工具？从自由主义发展史来看，权利的实现和保障问题的时代主题

依次是 ：首先在政治维度下，将人从国王的权力下解放了出来 ；到 19 世纪则解除社会性权力对

个体的压迫 ；而现在也许又到了一个大数据对个体专制的阶段。我们常常沾沾自喜于信息技术的

快速发展，的确，数据化在当下发展得太快，已经到了人们无处遁身的程度，大数据很可能已经

形成了新的专制性力量，从而使我们进入一个“大数据专制”的时代。

马克斯·韦伯曾经这样说过 ：我们原则上能够通过计算的方法控制一切，那相应地也就意味

着世界的祛魅。目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我们正处在整个世界的“数学化”和“计算化”之中。

也就是说，一个以“算法”为基础的新的“人工世界”（Artificial world）正在形成。对此，正如

思想家霍布斯提出要研究由语言所建构起来的“人工世界”，当下我们亟须研究这个外在于人类

的技术化的“人工世界”。

第四，在政治维度下，无论我们是否正在进入民粹主义时代，民粹主义的兴起及其引发的巨大

争议是不争的事实。无论对其如何评价，这都将促使我们思考人民、人民主权等现代政治秩序得以

建立的基础。在这方面，西方学者近年来已经发表过一些论著，作出了探讨。③ 实际上，这里涉及

的问题很多，其中关键性和基础性的问题则是 ：什么是人民，人民主权又如何定义？对此，最为

经典的表述来自 18 世纪的法国思想家卢梭。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第 1 卷第 5 章《论总需追溯到

一个最初的约定》中这样写道 ：“最好还是先考察一下人民是通过什么行为而成为人民的……它是

社会的真正基础。”④从社会契约理论出发，卢梭给出了答案 ：“只是一瞬间，这一结合行为就产

生了一个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以代替每个订约者的个人 ；组成共同体的成员数目就等于大会

中所有的票数，而共同体就以这同一个行为获得了它的统一性、它的公共的大我、它的生命和它

的意志。这一由全体个人的结合所形成的公共人格，以前称为城邦，现在则称为共和国或政治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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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它是被动时，它的成员就称它为国家 ；当它主动时，就称它为主权者 ；而以之和它的同类相比

较时，则称它为政权。至于结合者，他们集体地就称为人民 ；个别地，作为主权权威的参与者，

就叫做公民，作为国家法律的服从者，就叫做臣民。”⑤人们在从自然状态过渡到社会状态时，达

成了最初的约定。当完成这一约定时，从前散漫于世的分散个人凭借一种共同的联系（利益、自

由等关系）结成了共同体，以代替每个订约的个人。在这种结合中，每个结合者毫无例外地都是

共同体的一个成员，他们的意志形成了共同体的公共意志，并成为最高主权。对此，卢梭用简洁

的语言为结合契约下了这样的定义 ：“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

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⑥这种社会契约

是一种特殊性质的契约，人民作为整体来说，就是主权者。此即“人民主权”，也就是通常所说的

“主权在民”。

这里之所以长篇引述卢梭的表述，无非是想说明，面对关于民粹主义的不同理解，还是需要

回到经典思想家那里找寻其起源性的定义。另外，从思想史的视角来看，无论对民粹主义的讨论

是褒是贬，当代民粹主义泛滥的实质就是原先以自由为优先、精英为主导的民主模式遇到了挑战。

回顾欧洲近代的历史进程即可明晓，自 18 世纪以来，欧洲社会走的就是以精英为主导的自由优先、

民主在后的发展模式。今天这一社会结构和其思想观念如何再造？今后我们是继续沿袭强调个人

自由和人权基础上的精英自由主义式的民主，还是重建真正建立在人民主权和民众身份基础上的

民主，或者说，我们可以走出另外一种新型的民主模式？

第五，以上这些思潮密切关涉着我们的思维方式、看待世界的方式、重组世界的方式，隐含

着我们既定的价值观。我们并非是在空白之上，而是在这些思想观念基础上展开行动与实践的。

特别是作为中国学者，我们更需要在空间的互动之中探讨中国与全球的关系，探讨世界如何理解

中国，特别是西方如何理解中国，中国又如何认知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这将会是一项充满挑战

与亟须面对的任务。伏尔泰的一则表述也许能够隐喻当下的状况。1733 年，伏尔泰说，英国人和

法国人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即牛顿的世界和笛卡尔的世界 ：“如果一个法国人来到伦敦，那

么他将发现，一切都变了，哲学也是如此。他离开的世界是一种满溢，现在它发现它是一种真空。

在巴黎，宇宙是能看得见的，由漩涡和细微的物质构成，但在伦敦，则根本看不到这样的东西。

在法国，引发潮汐的是月亮的压力，但在英国，是海洋被吸引向了月亮……事物的本质完全变了。

你既不同意灵魂的定义，也不同意物质的定义……这些观点的对立是多么强烈啊！”⑦英国历史

学家大卫·沃顿解释道，伏尔泰等于在提醒我们，科学家能够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不止一个。但是，

沃顿也承认，无论是在笛卡尔的世界里，还是在牛顿的世界里，自然法则都是不可改变的。由此

就提醒着我们，世界无论怎样分裂，还是会存在着一种普遍性，而目前的问题是，普遍性与地方

性如何进行结合，其结合点和可以滑动的空间又在哪里？在理论上我们可以做出概括性的精要表

达，而具有挑战性的困难则是如何通过许多个案研究使其内容更为丰富，从而找到理论与实践的

结合点。正如同样是市场经济这一普遍性，其在西方世界各个国家却表现为各自的实践样式。

三

自冷战结束之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在给世界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冲击着原先既定的结构

与体系，导致出现了波兰尼所说的“脱嵌”。因此，才会出现逆全球化与“让美国再次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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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呼声。面对着过往飞速的全球化和当下的逆全球化，我们也需要在历史推动力与反推动

力的视角下，对时间、空间、速度等要素进行思想史维度上的考察，同时也要对心态、价值、

价值实践中的具体经验和过程进行研究。而一旦进入这一维度，思想史将转变其姿态，调整其

重点，研究和思考如孟德斯鸠所说的“一个时代的总体精神的形成，以及由此衍生的一切”⑧。

与此同时，我们需要对近代以来关系到社会本质的一些概念进行研究，如知识、真理、事实，

规律、客观与主观等。自后现代思潮出现之后，这些内容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似乎这个社会就是

流动的、相对的和主观的，原先的客观事实甚至禁忌也都被消解突破。而另一方面，与此同时，

信仰与禁忌又在某些区域盛行，甚至成为主导。由此也带来了价值认同与区域空间上的分裂。因此，

我们需要回到 17 世纪的“科学革命”，思考科学技术与世界的关系、与宗教的关系，世界如何逐

步“祛魅”。正如大卫·沃顿的《科学的诞生》一书所指出，每次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推动了人类构

想宇宙方式的变化，同样也会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和思维方式的变化。因此，我们需要重回科学

与技术的历史，重思现代世界的基础。当然，这一反思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要让我们重新思考既

有的知识体系、思维方式，从而创立新的理解世界的方式，用新的知识体系作为未来新世界的基础。

也许在未来的意义上说，上面提到的诸如民主、社会这些概念都已经陈旧过时，现有的知识框架

和思想观念也是陈腐不堪。对此，我们需要思考，我们能够发明一种什么样的话语来表述与构建

未来的知识体系与建基其上的思维方式。

目前我们正处于一个巨大变革的时代，我们需要提出回应这个时代的思想议题，找到新的话

语表达方式。从概念史的意义上说，我们思维的局限，实际上体现于我们语言上的局限。正如大卫·沃

顿所说，我们要找到新的语言，因为这体现了我们的思考，以及怎样将其概念化。⑨或者说，如何

提炼出概念和对其进行话语表达，将是思想史研究者未来的目标和任务。英国学者曾指出，19 世

纪巨大的社会变革和正在形成的无产阶级等问题，启发了整整一代思想家、社会改革家和政治家，

他们提出的改进社会的思想和建议，不仅改变了英国，最终也改变了世界。⑩我也十分期待当下思

想史在解释中国、解释世界的过程中，能够产生改变中国与世界知识面貌的新的话语和新的知识。

作为历史学研究者，面对这一巨变，我们需要自问和保持自我警醒，我们是否是在用 17 世

纪以来所形成的概念、话语甚至思维方式来支持我们当下的思考，从而无法理解目前科学技术

的飞速发展所带来的知识更新与社会变革。历史研究的特性常常要求我们回望过去，因而研究

者难免受制于历史带来的沉重负担，沉浸于其中而不能自拔。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在这个时代

面前，也许我们需要改变理解历史的方式，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三维视角下，在其复杂的关

系中思考历史。不仅如此，我们更需要设问，是作为社会解释者的我们自身因为过于守旧而需

要更新，还是社会行进得太快乃至需要回拨？换言之，我们要像法国思想家蒙田所说的那样自问 ：

我知道什么？

为了理解这些问题，回顾近现代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历史也许会给我们以启发。16、17

世纪的“科学革命”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的运转方式以及人们的思维方式 ；18、19 世纪以技术

发明为基础的工业革命更是彻底再造了社会。而如今高科技的发展也是如此，无论对其是批

评还是赞美，它都迎面呼啸而来，重新建构着社会的运行逻辑和组织结构，例如 2018 至 2019

年法国的“黄背心”运动就是缺少现实中的领导者，而更多是一种互联网上的动员。对于这

些新变化，我们能够做的不是盲目地否定，而是要去研究它们，并在研究的过程中，思考社

会将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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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未来的社会可能将走向何方？如果立足当下展望未来，应该看到，目前传统意义上

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在进行自己的转型，各种力量的博弈角力将推动着外部的全

球体系与内部的社会结构发生变革，未来将会走向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形成新的全球体系。在

我看来，这个社会形态将会是以“自由”为基础但充分实现“平等”的社会，用思想史的术语

来说，将是“平等的自由”的社会。正如英国思想史家西登托普所说，目前自由主义缩减为对

市场经济的崇拜，导致了粗鄙的功利主义，缺失了“正义”，同时也牺牲了公共精神、政治参

与和对他人的互惠，退回了个体至上的私人领域。⑪因此，目前我们要对这一社会的思想基础

进行反思，以进行社会的全面再造。当然，未来的社会样式究竟是什么，其主导性的要素是什

么，还需要冷静地加以探讨，这里姑且举出几个可能的方向 ：在经济结构上，将缩小贫富差距，

实现社会正义，改变目前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 ；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将会更加协调一致，而

非彼此对立。谁能在未来的这场全球变局与转型的“社会实验”中占得先机？目前依稀可见的

是，欧洲正在向未来的“新社会形态”转型，而美国在社会转型上还没有跟上欧洲的步伐。因此，

我们需要加大对欧洲近现代史特别是思想史的研究，并关注其社会转型的动态。

不论未来走向何方，对于思考这个时代而言，思想史研究将会迎来最好的时期，我们要带着

思想的视界来思考与探讨这个世界，助力未来的社会转型和全球体系的重建。正像著名经济学家

凯恩斯所说，学习思想史是解放思想的必要前提。当然，也应该切记，思想史研究不是一种实用

性的研究，如剑桥学派代表性人物昆廷·斯金纳所言，试图从思想史中找到解决我们眼下问题的

途径，不仅是一种方法论谬误，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道德错误。而通过过去了解什么是必然的，

什么是我们自己具体的安排的随机性后果，则是获得自知之明的重要途径之一。⑫实际上，我们

通过思想史的研究，从历史中挖掘出不同的定义，挖掘出一种多样性和论辩性的思想资源，从而

有助于读者对现在的观念和信仰做出自己的判断，并让他们去“反刍”和进行社会实践，这才是

思想史研究的应有之义和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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