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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方与未来全球资本主义还是其他社会形态？ 

 

据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最近的新闻报道，“全球经济体系的未来取决于西方同中国的关系。一百年前，

马克斯∙韦伯，现代西方社会学与政治学的创始人，对文化因素阻碍了非西方背景的西式的资本主

义兴起的有着经典研究的著述。” 2013 年 9 月 5-6 日，题为“韦伯与中国：文化，法律与资本主义”

的国际大会成功地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举行。近百名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社会科学家重新审视

韦伯命题，探讨他开创的社会科学方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诠释当今纷繁复杂的经济发展状态。会

后，我们收到一些与会者的来函，称赞本次大会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

议”；“一次激励智力及其丰产的会议！”“一次棒极了的会议”…… 

 

以下是韦伯与中国大会的图片新闻，它再现了会议特点并展示了一些初步的思考，希望你们喜欢。

同时欢迎大家给我们提供素料和建议，便于随时更新此页。 

 

 
 

在亚非学院召开的“韦伯与中国”全体大会的会场（G2：上图）和（v211：下图）。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金融与经济管理系准教授薄宏博士（左图）主持了开幕式；伦敦大学亚非学

院院长保罗·韦伯利 Paul Webley 教授（中图）致欢迎辞并介绍了亚非学院，这一在全球领先

的研究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的教研机构。 英国社会学会荣誉副会长、德国波恩大学高研院

院士马丁·阿尔布劳 Martin Albrow 教授（右图）指出，我们相聚一堂是因为对会议主题的共

同学术兴趣，而非某个大团体或机构的特殊项目，并表达了他对主办这次大会的亚非学院、组

委会成员以及参与者的感谢。 

http://www.soas.ac.uk/news/newsitem86398.html
http://ccpn-global.com/cms.php?artid=27&catid=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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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演讲 

 
 

四场主题演讲分别安排在 9 月 5-6 日两天的上午和下午。德国海德堡大学马克斯·韦伯社

会学系荣休教授沃尔夫冈·施鲁赫特 Wolfgang Schluchter 做了题为“如何让思想在历史中富有

成效：马克斯·韦伯对儒教及延伸之研究”的主题演讲。他对韦伯的儒家思想应用作了重要澄清，

认为“禁欲的新教的最明显的反例，从表面看似相似，但实质上完全不同。韦伯尝试用儒教开

发一种社会学和宗教理性主义的类型学。儒家思想也被他用作背景去理解西方发展的奇特性。” 

他的这一演讲也是“首次《马克斯·韦伯研究》的年度讲座”。《马克斯·韦伯研究》主编、伦敦

都市大学全球政策研究所文化与现代化项目主任山姆·威姆斯特教授主持了该演讲。 

 

 
苏国勋教授（中图）因健康原因缺席会议，章晓英博士（左图，中国北京外国语大学）代为

宣读其演讲稿。苏国勋教授是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荣休研究员、哈尔滨工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是中国最著名的韦伯研究专家。他指出，由于一些错误的观念导致韦伯曲解中国文化的某些元

素，他试图探究出更精细的方法来进行不同文明间的分析。听众对其观点提出许多重要的和感

兴趣的问题。全球中国比较研究会共同会长、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组委会

联席主席常向群博士（右图）主持了这场演讲，她提议将把所有的批评、评论及问题反馈给苏

教授并寻求他的回应，希望在 2014 出版的《中国比较研究》特刊上发表一篇“一位中国学者与

西方韦伯研究者的‘缺席’的对话”。 

 

http://www.sociology.cass.cn/pws/suguox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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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边的照片是马丁·阿尔布劳教授主持大会的第三场嘉宾演讲，他拿着由斯蒂芬·凯尔伯格（右）

翻译并撰写前言的增补版《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斯蒂芬·凯尔伯格

Stephen Kalberg 教授是美国波士顿大学社会学教授，他在其主题演讲中强调韦伯的系统方法

和不同文明的比较分析的持续相关性， 并对韦伯理论及其当代意义作了重要的重新评估，详

见他的《马克斯·韦伯的历史比较社会学》（2012）一书。观众对此提出许多有趣的问题。 

 

 

最后一位演讲人是美国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社会学系韩格理 Gary Hamilton 教授

（左图）。沃尔夫冈·施鲁赫特教授（右图）主持了演讲。他承认从韩格理的韦伯研究中学到

了两件事：第一，韩格理基于亚洲的资本主义的家庭研究让他认识到，韦伯坚持资本主义要求

把家庭和公司分开的观点不适用于亚洲。第二，他同意韩格理的观点，认为韦伯在基于“孝”和

“父权”而进行的传统中国和古罗马社会的比较中出现了错误。施鲁赫特在提到这一点时展示了

去年出版的费孝通《乡土中国》中英对照版，英译本由韩格理和王政（下一组照片右二）翻译。

中英文对照版《乡土中国》的编辑曾在 2010 年费孝通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时主持了一个韩格理

http://www.bu.edu/sociology/faculty-staff/faculty/stephen-kalberg/
http://www.bu.edu/sociology/faculty-staff/faculty/stephen-kalberg/
http://faculty.washington.edu/ggh/cv.htm
http://faculty.washington.edu/ggh/cv.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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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和常向群博士之间的对话，讨论费孝通对世界人类学和全球社会学的贡献。对话的缩节版

发表在英国皇家人类学会会刊 Anthropology Today 的 2011 年第 6 期（左边第一、二张照片），

对话完整版见 2011 年第 1 卷第 2 期《中国比较研究》。 

 
              点击此处见封面介绍  点击此处见“对话”                                            点击此处见期刊  

韩格理在演讲中展示了池塘中的单一的纹波和多个波纹的图片来解说“差序格局”中的关系的不

同模式，并指出每个人都是自己关系圈的中心。韩格理曾在一个更大的框架中用费孝通的“差序格

局”和“团体格局”纠正了韦伯的“孝”和“父权”观点，这篇早期论文发表在《中国比较研究》

（JCCP）的创刊号上（2011年 6月第 1期）上。《中国比较研究》创刊号（右图）的主要文章都

和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中国社会的基础》相关（副标题为费孝通和韩格理讨论英文版书名时

一起加上去的）。这本书中文版发表于 1947年，英文版 1992年。但它至今仍然有价值，因为后

来的中国学者许多重要著作都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而且甚至连本书的译者韩格理本人，都忽略

或没有充分理解费孝通在这本书中提出的许多重要观点（常向群，2011,1(1):32，JCCP）。费孝

通《乡土中国》发表 15 年后，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才认真地阅读了此书，写了“社会的

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一位西方汉学人类学家的惊喜和问题——阅读费孝通教授的中西对比 ”一

文，这篇对“差序格局”较为深入研究的论文的中英文版，同时再现于《中国比较研究》2011 年

第 1 卷第 2 期。（注意：该期刊封底的网址和邮箱地址分别从 2013 年 3 月和 7 月停用。目前电子

邮件是：journal@ccpn-global.org；网站：www.journal.ccpn-global.org ）。 

 

会议结束后，韩格理说，本次大会使我意识到，要建立一个中国比较研究的框架还有很多事要做。 

http://ccpn-global.com/kcfinder/upload/files/fei_At_coverNote.pdf
http://ccpn-global.com/kcfinder/upload/files/fei_AT.pdf
http://www.journal.ccpn-global.org/cms.php?artid=286&catid=238
mailto:journal@ccpn-global.org
http://www.journal.ccpn-globa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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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会议  

 

 
本次大会还安排了三次全体会议。英国雷丁大学欧洲研究中心联席主任 Athena Leoussi 博士

主持第一次全体大会。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亚洲中心主任阿塔·侯赛因(Athar Hussain)教授, 发表

了关于中国人才选拔方面的演讲，认为中国学校的考试排名选拔制度对那些有钱让孩子参加课

外辅导班的家庭有利，但对穷人家的孩子却不公平。随后，《马克斯∙韦伯研究》主编山姆·威

姆斯特教授做了题为“韦伯社会经济分析”的演讲，他认为韦伯的类型学不应束之高阁，要用于

案例研究，韦伯在 1906年把类型学应用于俄国，如今我们得应用于中国。他建议，韦伯的关

键概念，如经济能力、配置分配合法力、占有或挪用(appropriation)、劳动分工的形式、组织

形式、国家与政权、社会化，可直接用于分析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 ，而不需要用正确

的资本主义的标准模式来判断。 

 

 

 
 

第二次全体会议主持人是彼得∙福鲁格尔博士（Peter Flügel）（中图），他是伦敦大学亚非学

院宗教研究系高级讲师。美国俄勒冈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教授顾德曼 Bryna Goodman

（右图）发表了一篇题为“伦理文化不是俱乐部：早期中国证券交易体系中的政治、法律和资

本”的演讲。 她把 1921 年上海股市泡沫作为一个案例研究，以个体商人和上海商会公开辩论

的形式，探究经济发展、自由与国家主权等引起公众争议的问题。这里反映出的问题，韦伯在

自我防御 19 世纪 90 年代 Kaiserreich 证券交易已经提出过。接着，美国和理大学历史系主任、

哈佛大学法学院研究员高鸿钧 Karen Turner 教授（左图）发表了“为国家服务的宗教：重新

审视韦伯的中国传统观”的演讲。她分析道，根据出土文献与传播文本的修正后观点，在帝国

形成时期，高度的理性塑造了中国的官僚机构，并论证了中国比西方要早得多就通过礼法典籍

发展了一种有效的制度，用于管理经济、服务国家。她指出，儒家的官员大多是自私和不准备

为根本的改变做出牺牲的。 

http://www.reading.ac.uk/AcaDepts/lw/Sociol/publish/people/academic/athena/bio.htm
http://www.reading.ac.uk/AcaDepts/lw/Sociol/publish/people/academic/athena/bio.htm
http://www2.lse.ac.uk/researchAndExpertise/Experts/a.hussain@lse.ac.uk


6 
 

 
 

第三次全体会议是由英国社会学会韦伯分会主席、 英国索尔德福大学社会学系高级讲师卡洛

斯·弗雷德 Carlos Frade 博士（左图）主持。这次会议的两场演讲均由两人联席演示。上半场

由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冯珠娣 Judith Farquhar 教授（右图）和中国北京大学医学部人

文研究院高级讲师赖立里博士（中图）联席，她们合著的论文题为，“中国国药（National 

Medicines）：制度理性和‘愈合的魅力(charisma)”。她们从实证研究中发现，任何社会的政

权都不是纯粹的“理性”，因为医疗信息的理性系统最终只是医学美术或“愈合魅力”的表层。她

们试图表明，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在中国历史实践中，理性和非理性都有共构关系。大家对此观

点提出了许多问题，例如，施鲁赫特认为“人格魅力” 是一个政治概念，是领导者与追随者

的个人关系的先决条件。但两位作者引证了“神奇的魅力”的实践中的用法（见：王斯福和王

铭铭合著的《基层卡理斯玛： 中国的四种地方领袖》(2001 年)。这两种情况都说明了，韦伯

的“魅力”可以用于“富有想象力的”实证研究方式。这里似乎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会议上提出的

严格地将“魅力”一词用于中国社会语境的观点；另一种提出如何将韦伯的概念在中国语境的实

证研究“富有想象力”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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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全体会议下半场演讲是英国社会学会荣誉副会长、德国波恩大学高研院院士马丁·阿尔布劳

Martin Albrow 教授（右图）和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院长、新闻系系主任章晓英博士（左图）

联席演示的。标题为“世界之外的世界：韦伯、中国及公正的旁观者”。这场演讲类似一场对话：阿

尔布劳解释说，“世界”这一概念是韦伯的比较宗教研究的中心。章博士介绍了中国人对世界的理解

（世界和天下）。马丁还介绍了曾在中国生活和教书的约翰·杜威 John Dewey 和贝特朗·罗素

Bertrand Russell 等思想家对世界的理解，欣赏那个与西方不同的世界。两位演讲者提出了“共享

的不同世界”以取代“大同世界”的观点。作为《全球时代》的作者，阿尔布劳把话题转向了“世

界”，这从《新的世界秩序中的中国思想》系列丛书可见一斑，此系列丛书由阿尔布劳提议、中

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资助。章博士在演讲中提及的赵汀阳著的《全球系统》一书被列入此系列，

书中提出了一个中国视野的世界观体系。 

  

http://www.ccpn-global.com/cms.php?artid=160&catid=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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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会议 

 

 
 

本次会议共收到近 50 篇提交的论文含合著的论文。除了专题演讲和缺席者的论文之外，其余 30 篇

论文被分为 10 小组。它们是：重读韦伯，韦伯的合理化研究，儒家思想和工作伦理，中国法律，

比较视野中的中国法律，现代性与中国崛起，比照现代中国经济重温韦伯，中国政府和市场社会

主义，中国企业，中国的投资。上面照片是从小组会议中任意选取的。最上面的照片是伦敦经济

学院经济史系准教授邓钢博士在主持小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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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照片展现不同小组的成员在宣讲他们的论文。中国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钱宏教授做了题

为“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与共生价值观”的有趣演讲。钱教授把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进行

了比较，认为马克思用“批判的武器”来审视资本主义，而韦伯却发现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

神之间的内在关系。然后他把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比较，指出，

“资本主义遇到了自身发展的局限，对抗和负面性。结果，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

身的关系时，新教伦理与韦伯资本主义精神遭遇到极大的困境，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却成为一个

“国家资本主义”。他的结论是，无论是社会化的资本主义还是资本化的社会主义都困境重重。

基于他的研究和经验，在整合古老的东方智慧与当代生物学“共生起源”发现的基础上，钱教授

提出了全球生态语境下的中国哲学——“共生价值观”，简单地表达为“自己活也让别人活”。这

一思想已经得到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认可。他建议，“共生价值观”可作为一个原则用，来处理世

界上的三大关系：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为了践行“共生价值观”，钱教授用 333 个汉

字提出“共生十诫”。底部的照片是钱教授演讲后把“共生十诫”作为礼物赠送给小组主持人马

丁·阿尔布劳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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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环节 

 

 
 

每次大会或小组演讲后都有问答环节，它们也同等重要。随意选取的照片展现了热情的观众参与

大会的始终。正是观众和演讲者的共同努力让大会充满智慧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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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幕大会 

  

 
 

闭幕大会由两部分组成。闭幕大会是以“资本主义的未来”这一主题讨论开场的，这场主题活动是由

《马克斯∙韦伯研究》主编山姆·威姆斯特教授组织和主持的。斯科特·拉什 Scott Lash（上图左一）

是英国伦敦大学哥德斯密学院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及社会学教授。他是《构建中国的资本主义：经

济生活和城市变化》一书的合著者，此书在大会开幕前两天由罗特里奇出版公司出版。他认为，

中国要不被视为在财产法和合同法方面落后于西方企业标准，或者被看作是执意实行新版本自由

主义。相反，新自由主义经济生活是个性化的和剥离脱嵌的，而中国模式是相互联系和紧密结合

的。同时，其庞大的城市变化已被视为一种新形式的“本土国家资本主义”。韦伯的工具理性已经被

重新定义为一种新的实质理性，延伸到伦理争论。这时主持人提出“中国模式是否是资本主义模

式的分支”的问题，几位著名公共知识分子回应了这个问题。底排照片从左到右依次为：大英帝

国勋章荣膺者斯蒂芬·陈教授（左图），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法律与社会科学院院长、前国际关

系学院院长，《中国道德在非洲：中世纪王国与黑暗大陆》编辑。他认为，中国注重全球秩序的

基本特征：表现在对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主权的概念和成为 WTO 成员。在与非洲的贸易问题上，中

国官员对其目标进行了非常冷静的成本效益分析。李淯（中图），畅销书《美国能向中国学什么》

一书的作者 ，美国纽约大学金融和经济学客座教授，中国西亚斯国际大学教授，她持更为温和的

观点，指出中国正在进行蓬勃的新举措，并没有受到美国现在功能失调的影响。右图是马丁·雅克，

全球畅销书《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终结和全球新秩序的诞生》(2009，2012）的作者, 伦敦

经济学院高级客座研究员、中国清华大学的客座教授。马丁认为，从目前的趋势来看，中国将很

快掌握全球主导权；例如，我们预期美元的国际优势能持续多久？然后幻想性地假设中国将遵守

一个西方建立的模型和规则。还有最近还没得到解决的金融危机，凸显了西方的弱点和急需新的

生命力。正如马丁·阿尔布劳所说的：我们不是进入了信息普及的时代？接下来的广博而生动的问

答回归到韦伯自己的定律，理性结构要求一个成功的现代性，资本主义的动力是以内在的紧张和

危险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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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法律讲师、大会组委会联席主席康佩理 Ernest Caldwell                        

（左图）主持大会闭幕致辞。斯蒂芬·陈教授（中图）代表亚非学院感谢大家的参与，正是大

家的积极参与会议才取得圆满的成功。这让他想起 1973 年他第一次阅读韦伯作品，过去的 40

年他对韦伯思想有了更深的理解，并且有助于他的研究。全球中国比较研究会共同会长、英国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常向群博士（右图），对所有直接或间接、体力上、精

神上、情感上、智力上、经济上等等帮助会议成功举办的人表达由衷的感谢！她引用中国古话

“吃水不忘挖井人”依次对以下个人与团体表达诚挚的谢意： 

 感谢伦敦经济学院中国比较研究网创办主任和《中国比较研究》创刊主编王斯福教授，使

“全球中国比较研究会”和《中国比较研究》期刊得以组织和赞助“韦伯与中国”大会； 

 感谢 Elisabeth Croll 教授于 2006 年安排常向群博士在亚非学院中国研究中心做研究员，没

有这个缘起，我们也不可能在亚非学院召开这次大会。 

 感谢马丁·阿尔布劳教授提议伦敦经济学院中国比较研究网与其他单位共同主办“韦伯与中

国”大会，并领导组委会成功地举办了这次会议。 

 感谢亚非学院同事们：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陈靝沅(Tian Yuan Tan)博士、亚非学院新近成立

的中国研究所创始主任 Michel Hockx 教授、朱莉教授、薄宏博士、康佩理先生、 保罗·韦

伯利教授、斯蒂芬陈教授、Andrea Janku 博士、 Peter Flügel 博士、 Carol Tan 博士以及亚非

学院中心和项目办公室经理 Jane Savory女士， 感谢他们会议自始至终提供的各种形式的

帮助。  

 感谢组委会其他成员：伦敦经济学院 John Breuilly 教授和伦敦经济学院邓钢博士，《马克

斯·韦伯研究》主编山姆·威姆斯特教授,  英国社会学会韦伯分会主席卡洛斯·弗雷德博士, 英

国雷丁大学欧洲研究中心联席主任 Athena Leoussi 博士，感谢他们的智慧投入和情感支持！  

 感谢其他组织者和赞助者：全球中国研究会联席会长、中国复旦大学张乐天教授,  《中国

比较研究》杂志客座主编、中国中山大学周大鸣教授，Arthur Probsthain 东方书店的

Michael Sheringham 先生, 感谢他们支持并赞助大会。  

 感谢所有的志愿者：来自亚非学院的  Mimi Ajibade, Anlan Chen, Weiwei Chen, Mieke 

Houvenaghel, Farwa Sial, Ghayda Nawres 和来自布里斯托大学的孙晓婧，感谢他们会议期间

的事无巨细和卓有成效的工作。 

 最后，常向群博士用“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一中国俗语表达了她对会议所有参与者包括主讲

嘉宾、闭幕讨论的专家、全体大会和小组演讲者，以及所有与会者的深深的谢意，正是他

们的热情参与才让此次会议获得丰富的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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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韦伯与中国”大会正是这样一场盛宴。我们希望，在您回家后，“韦伯

与中国”大会及其精神，可见的或不可见的图像、富有想象的思考和记忆，将一直陪伴着您… 

徐海燕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