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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情体认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

——基于现代性二律背反本质的深度解读

严静峰

（上海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 当代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现代性转型国家，中国国情的现代性矛盾给大学生的思想

认识带来了挑战：社会思潮的多元化可能导致大学生思想观念的消极化，近代中国的落后状

况可能导致大学生民族自信心的削弱化，单向度的经济发展可能导致大学生价值取向的物性

化，经济个人主义可能导致大学生行为品质的私向化。应对这些挑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

用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深刻解读当代中国国情中的现代性矛盾，进而培育大学生积极的思

想价值观念、民族自信心和公共精神，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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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大学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

者和接班人，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栋梁和支柱。

只有在全面深刻地认识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当代大

学生才能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才

能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才能更好地培养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能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扬弃

传统性、滋长现代性的社会转型期，现代性的二律

背反特征使得当代中国社会具有鲜明的瞬变性、多

元性、矛盾性，这导致了大学生思想认识上的困境，

也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挑战。

一、现代性的二律背反与当代中国国

情的内在矛盾

当代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现代性转型国家。我

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基于我

国生产力水平仍不够发达所作的客观判断。改革是

发展的动力，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点，使中国进

入了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转型期，即从传统社会向

现代社会的转型。现代性的二律背反本质决定了当

代中国国情的内在矛盾性。

首先，从直观易见的客观数据资料来审视当代

中国国情。从纵向来看，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

放以来的现代化建设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综合国力和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从1979至2012年，改革开

放取得了丰硕成果：GDP由3645亿元升至518942

亿元，年均增长9.8%，世界同期为2.8%；人均

GDP从381元提高到38420元，扣除价格因素，比

1978年增长16.2倍，年均增长8.7%；经济总量

从世界第十位提升到第二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财政收入从1132亿元上

升到117254亿元，比1978年增长103倍，年均增

长14.6%；外汇储备从1.67亿美元（世界第三十八

位）上升到33116亿美元，2006年到2012年连续七

年稳居世界第一位。[1]从横向来看，中国仍然是一

个不够发达的发展中国家。2014年，中国人均GDP

约为7589美元，仅排名第80位，并在各省市之间

表现出极大的不平衡：排名第一的广东省，2014年

GDP达6.78万亿元，而排名最后的西藏则只有925

亿元；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上海市达到47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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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是最低的甘肃（20804元）的两倍多；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8844元，农村居民纯收入为

9892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92 ：1 ；基尼系数为

0.469，属于收入差距较大国家。同时，伴随着工

业化所推动的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已

经成为党和人民群众近年来高度关注的重要问题。

这些数据从两个向度为我们展示了当前中国的不同

面孔，一个是快速发展、成就卓著，另一个则是面

对着众多问题和挑战。

其次，从中国社会机体的深层内部来审视当代

中国国情。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曾在2005年的《中国

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如果贵州是一个国家，那

么它的人类发展指数仅刚超过非洲的纳米比亚，但

是如果把上海比作一个国家，其人类发展指数则与

发达国家葡萄牙相当。”根据上面的分析也可以看出，

当代中国处于“一个国家、三个世界”格局，即在一

个统一的国家内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文

化、社会等发展水平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中部地区仍处于一般发展中国家水平，而广大西部

地区、革命老区、边远地区等则更为传统，发展更

为滞后，处于待开发状况。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相

伴随，东中西部、城市和农村、城市之间、农村之

间民众的教育水平和思想观念、社会管理和服务水

平、制度完善程度、竞争力状况等均存在差别。因

此，从现代性发展进程的视角来看，当代中国处于

一个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交织并存的阶段。

最后，从历史哲学的现代性本质来审视当代中

国国情。现代性并非是一幅完美无瑕的图画，其

本质就是二律背反。卢梭最早发现“文明每前进一

步，道德就会倒退一步”的人类困局，康德发现了

人类认识过程中的种种矛盾，黑格尔则进一步认为

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到处充满了二律背反的存在。马

克思通过“异化”现象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内在

矛盾，并提出了现代性发展的另一条路向——社会

主义。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让人们看到

了现代性发展导致人类理智的丧失而带来的重大灾

难。因此，泰勒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认为现代性

存在着三个隐忧，即个人主义至上导致意义的褪

色、工具理性的主导性导致目的的晦暗、现代的专

制主义导致自由的丧失。[2]中国现代性作为现代性

体系的一种类型也必然具有二律背反的本质特征，

并在当代中国国情状况中得到体现：经济的高速发

展与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与

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物质生活的丰裕与精神世界

的贫乏，个体自由的发展与社会道德的滑坡，等

等。现代性的本质决定了当代中国必然也是一个

二律背反的时代：成就与问题共生、机遇与挑战同

在。因此，党中央从战略高度得出判断结论：当代

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既是一个“战略机遇期”，又是

一个“矛盾凸显期”。

由此可见，无论是从直观的、表象的、客观的

数据来看，还是进一步深入到中国社会机体内部来

解读，更或者是上升到历史哲学的维度来审视，当

代中国国情都显示出内在的矛盾性，这种内在矛盾

性本质上是由现代性二律背反的特征所决定的。这

使得中国国情变得更加复杂，使得青年大学生正确

和全面地认识中国国情变得更加困难。

二、中国国情的现代性矛盾导致大学

生出现的思想困境

反身性理论认为，主体的内在观念与外部世界

之间是互映互动的。当代中国社会充满现代性的矛盾

和二律背反，这必然造成青年大学生思想认知的混乱

和偏差，给当代青年大学生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带来

障碍，使部分大学生产生片面的、表象的甚至偏激

的国情认知，这也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挑战。

社会思潮的多元化可能导致大学生思想观念的

消极化。在社会主义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

想，这是由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但是，随

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各种西方社会思潮也随之渗透

进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当前社会思潮中影响较大

的主要有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

义、“普世价值”等。尤其是“普世价值”最具有欺

骗性、迷惑性和危害性。它在所谓“普世”的外衣包

裹下，宣扬资产阶级的经济上的自由放任、政治上

的多党竞争，实质上暗藏着鼓吹在中国走西方式道

路的祸心。但是，年轻的大学生往往缺少深刻的洞



65
思想理论教育2017.01

思想教育研究

察力，不能看清这一思潮的内在本质，而容易被自

由、民主、平等、法制、人权等口号的华丽外表所

蒙蔽、迷惑，不能认清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与现实适用性，忽视了中国政治制度对于新中国成

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推动和

保障作用，进而对中国社会发展所取得的进步成果

产生怀疑，最终导致思想的混乱，甚至误入歧途。

近代中国的落后状况可能导致大学生民族自信

心的削弱化。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唯一未曾

中断过的文明，具有很强的文化韧性。但是，现代

性发育发端于西方文明，现代自然科学领域中持续

不断的重大理论突破和技术创新，人文社会科学领

域中层出不穷的新概念、新思想、新观念、新理

论，均在与西方现代性发展的交融互动中得到进一

步推进，并成为现代文明的重要内容。由于同现代

性的密切关联，西方成为现代性和现代文明的重要

源头，进而，西方文明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现代文

明”的代表符号。近代以来，从“开眼看世界”、洋

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直到改革开放，是中

国人民追求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探索过程，也是向西

方现代文明学习的过程。现代化的西方中心论者认

为，只有西方能够产生现代化，现代化就等于西方

化，非西方国家只有按照西方模式才能实现现代

化。中国的后发型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之间存在发

展水平上的差距，进而在国际话语权、国家影响

力、文化软实力等方面存在差距。这容易使青年大

学生忽视中国综合国力上升所日益增强的文化价值

和发展模式等软实力，进而产生对西方思想文化和

价值观念的盲目崇拜，削弱甚至丧失民族自信心。

经济个人主义可能导致大学生行为品质的私向

化。主体性和理性是现代性的两大主要原则，市场

经济中的理性经济人是这两大原则的集中体现，即

市场主体从最大效益的理性原则出发，追求最大的

经济收益。个人主义发育是市场经济得以发展的基

本前提，市场经济的最主要功能是充分释放并激活

了作为主体的人的欲望，使人类从信仰驱动转向欲

望驱动。但是，正如桑德尔所说：“由市场驱动的社

会的缺陷之一，就是它会使利他心、慷慨、团结和

公民精神这些美德失去活力。”[3]这种理性的经济个

人主义信奉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必然导致人的私

向性的空前膨胀，公共精神在市场经济中被个人主

义价值取向冲击得支离破碎。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

的深入发展，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基本精神和基

本价值都渗透到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之中，加剧了大

学生行为品质的私向化。他们忽视了中国的市场经

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具有本质区别，对公共性强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重要“特色”。

单向度的经济发展可能导致大学生价值取向的

物性化。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主要压力是

经济发展滞后，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

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走向共同富裕。现代化的

过程表现为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向自然进军

的过程。市场经济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主要运行方

式，这种以资本为轴心的市场体系按照资本逻辑的

客观规律展开无休止的扩张和增殖运动。一旦自然

界被纳入到资本运行的快速轨道中，自然的内在平

衡与发展规律即被打破，生态危机随之而来。资本

的无止尽扩张和增殖运动促进了现代社会物质生产

力的飞速发展，同时，资本逻辑和市场逻辑渗透到

人类经济社会生活各个角落，又深度改造着人类的

精神世界，给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带来双重效应。一

方面，资本力量的扩张催生了与市场原则相适应的

现代精算意识、契约意识、法治意识、等价交换意

识、开放意识；另一方面，资本通约一切的神秘力

量赋予其主宰世界的魔力，资本代替上帝成了新的

现代之神，这种拜物主义精神在现代社会的扩张和

肆虐，严重扭曲了社会价值体系，导致了人的精神

危机。在经济至上的单向度发展模式的影响下，资

本对精神世界的深度塑造作用容易使青年大学生忽

视生态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价值，出现物性化的

价值取向，进而导致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

义现象在大学校园里屡见不鲜、层出不穷。

三、以国情的现代性认知促进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创新

现代性与资本主义差不多同时萌芽于西方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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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两者密切相关：现代性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进一

步发展，资本主义则使现代性的弊端进一步放大。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内在矛盾提出了迄今为

止最为严厉、最为深刻的批判，并提出了超越资本

主义现代性的另一种类型、另一种替代方案、另一

个升级版本——社会主义现代性。当代大学生的思

想困境是中国社会发展现实中的内在矛盾的反映，

从深层来说，则是现代性二律背反的本质所决定

的。要摆脱当前中国国情所导致的大学生思想认知

上的困境，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现代性理

论的指导下，寻找新的出路。

首先，用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揭露西方资本

主义思潮的伪善面纱，进而培育大学生积极的思想

价值观念。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诞生直接推动了资本主

义现代性的生成，然后，通过对劳动过程中必要劳

动和剩余劳动的揭示，解开了资本主义剩余价值

产生的秘密：正是劳动者的生产劳动创造了剩余价

值。但是，马克思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

异化现象，并提出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这种不合理的

现代性模式，进而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性设想。可

以说，马克思主义自从诞生以来，就一直是在与资

产阶级思潮斗争中逐渐发展、成熟和壮大的。在当

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思想，但这并不是要消

灭其他社会思潮，马克思主义看到了资本主义现代

性的二律背反性，也看到了在资本主义现代性体系

中产生的各种思潮的必然性和正反双重效应。而用

“一”整合“多”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优势，即整合现

代性发育过程中各种碎片化、多元化的社会思潮。

例如，从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的视角，深刻揭露资产

阶级自由、民主、平等、法制、人权等的虚伪性，

揭示其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理论本质，但同时将

其吸收和纳入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理论体系之中，为

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在马克思现

代性理论的指导下，可以看清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充满“血和肮脏的东西”的发展过程，进而看清楚

“普世价值”等西方价值观的虚伪性和危害性。同时

看清楚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看清楚近代中国在借

鉴西方现代性发育经验的同时，又坚持社会主义立

场，坚持以中国国情为基础，所进行的另一种新的

现代性之路的探索。

其次，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宏大叙事中看清近代

中国发展的历史进步性，进而增强大学生的民族自

信心。

要想全面考察中国国情，需要从人类社会发展

的历史、现实和未来三个维度来解读。从历史维度

看，中华文明曾是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的文明之一，

推动了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居于

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成果

随着丝绸之路、远洋航行等对外交流活动传播到

世界各地，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1840年之后，中国由盛转衰，开始了救亡图存和

发展道路的艰苦探索。从现实维度看，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学习和借鉴西方发展经验，

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创造了改革开放

之后30多年发展的经济奇迹。综合国力迅速上升，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这充分证明了大卫·格

里芬教授关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加具有经济理

性化优势的判断。[4]从未来维度看，社会主义是要

在克服资本主义现代性弊端的基础上，创造一种新

的现代性模式，并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

创造出更大的生产力优势，实现经济、政治、社

会、生态等协调发展，走向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

自由人联合体。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

义国家，承担着探索和发展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历史

重任，并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的每一

步发展，都是中国人民的辛勤和智慧结晶，都是筑

牢包括青年大学生在内的每一个中国人民族自信心

的重要基础。

再次，在社会主义共同体中确立人们独立性、

主体性和社会性的存在，增强大学生的公共精神。

个人主义“不但使每个人忘记了祖先，而且使

每个人不顾后代，并与同时代人疏远。它使每个人

遇事总是只想到自己，而最后完全陷入内心的孤

寂”。[5]社会是由许许多多的个人组成的，但是这些

个人之间不是原子化的存在，而是处在特定的社会

关系中，个人与个人之间辅车相依、休戚与共。“代

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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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马克思深刻把握了

人的社会性存在的本质，为社会主义现代性预设了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

自由人联合体的未来发展构想。中国的国情包括了

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前景，自由人的联合体

是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根本目标，它不是人与人相

斗争的丛林状态，而是在公共精神的支配下作为

主体性存在的个体之间的和谐相处、携手共进的

共同体。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大学是社

会主义国家的大学。青年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国

家的主体，要突破“小我”的视野局限，放眼全国

各地、放眼全局社会、放眼全体人民，尤其是要

积极参加到了解社会民情、服务广大人民群众的

社会实践活动中去。例如，上海财经大学开展“千

村调查”暑期社会实践活动，通过相关“三农”问

题的主题调查研究，促使大学生既了解中国国情，

提高认知能力，又突破“自我”的限制，形成关爱

他人、服务社会的公共精神。因此，高校国情教

育要充分利用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公共性价值，促使

青年大学生摆脱经济个人主义的私向性，培养社会

性存在的现代公共精神。

最后，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结合中重新树

立人的价值和尊严，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美国学者威利斯·哈曼说：“我们在解决‘如

何’一类的问题方面相当成功……但与此同时，我

们却对‘为什么’这种具有价值含义的问题，越来越

变得糊涂起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谁也不明白什

么是值得做的。我们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但我们

却迷失了方向。”[7]理性也是社会主义现代性的重要

原则，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加理性，其主要原因

在于社会主义现代性扬弃了资本主义现代性中过度

强调工具理性的片面性，而是把人作为社会发展的

中心，重视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将工具理性和价

值理性结合起来。社会主义社会不回避资本促进现

代性发展的功能，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一个解放欲

望、解放资本、解放市场的过程，而资本则是推动

市场发展、实现人的欲望需求的重要载体。但社会

主义更注重人的精神向度的追求，以崇高的精神和

价值导向避免人被资本“座架”，避免人的单向度的

物性化趋向。所以，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

要坚持深化市场经济改革，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和

水平；另一方面，要注重积极发挥国家宏观调控的

力量，引导市场发展，规避市场不平衡弊端，在全

国一盘棋的大格局中，通过东中西部省市定点结对

互助、中央财政对贫困地区的专项转移支付、开展

精准扶贫等，力求实现各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力

求让每一个人的尊严都得到维护和保障；在发展经

济的同时，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既要有金山银

山，也要有绿水青山，促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发

展；通过中央政府强有力的反腐败工作，重塑政治

和市场秩序，规范政府行为和市场行为，实现政

清人和。高校的教育工作既要重视工具理性，培

育大学生扎实的理论知识和实际技能，提高解决

问题的专业能力，同时又要重视价值理性，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理

念，促进青年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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