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 !" 世纪以前! 在世界科学技术发明的总

量中!有 "#$以上来源于中国" 中国的经济总量!占

世界经济总量的 %&$’(#$左右! 一直维持世界第

一超级经济大国的领先地位#但在 !" 世纪以后!特

别是在蒸汽技术和电力技术革命中!中国几乎没有

一项再像$四大发明%那样能够影响世界文明发展

的科技发明&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

经济总量的比重下降到 )$左右! 从而失掉了世界

第一超级经济大国的历史地位& 在中国历史发展过

程中! 这一科技和经济发展前兴后衰的历史之谜!
究竟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 破解这一历史之谜!以

历史为鉴!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无疑对于当代

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有着重

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文化力量是国运兴衰变化的核心力量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深刻指出($当今世界!文

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

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 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

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之中& %应当说!这是当代中国

马克思对于文化问题的科学见解!也是指导当代中

国经济繁荣)社会发展和民族进步的科学理念&
一个涉及国运兴衰的科学见解或科学理念的

产生和发展!总是基于对古今中外历史发展经验的

科学总结& 综观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一个国家或民

族!在一定历史时期兴衰交替的发展史!固然有社

会制度和地缘关系等方面的原因!但文化力量的优

劣强弱!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原因& 这是因为!
文化的力量是熔铸于民族生命力和创造力中的核

心力量& $文化%有$大文化%)$中文化%)$小文化%之

说& $大文化%!是指作为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发展总体成果意义上的文化#$中文化%! 是指相对

于经济和政治而言的文化#$小文化%! 则是指在国

家职能部门分工中!由文化主管部门分管的那部分

文化& 而$文化力量%!则是指集$大文化%)$中文化%
和$小文化%所蕴含的精神力量为一体!以人的理想

信念)思想观念)思维习惯)行为选择和价值取向等

人文精神为核心内容的精神力量&
在当今世界各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中!文

化力量作为综合国力竞争中的方面!其正向性与负

向性影响及作用的表现越来越尤为显著& 例如!美

国建国只有 %## 多年的历史!之所以能够迅速成为

世界第一超级经济强国! 仅就文化力量而言& $自

由%! 即宽松自由的文化氛围及社会环境是重要的

原因& 日本和德国曾因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耗尽资

源!战后伤痕累累并背负骂名!但二战后不久!就实

现了经济崛起!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超级经济强

国& 就文化力量而言!$自强%!即自强不息的民族精

神是重要原因& 韩国曾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

一& !*"! 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有 +% 美元!到了

!**( 年则达到 ,)"" 美元!现在则为 ! 万美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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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增长了百倍之多!并成为

"亚洲四小龙#之一$ 仅就文化力量而言!"自悟%!即

自我省悟的理性选择是重要的原因&然而在’三八

线%以北!又同是一个民族的另一个国家朝鲜!目前

仍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仅就文化力量而

言!"自缚%!即自己束缚自己的思想和手脚!是重要

的原因$
说到中国建国后的两个时期!即改革开放前后

的两个时期$ !"#$ 年时!全国城乡居民储蓄仅有 %&’
亿元!每人平均不到 $ 元钱$ (")% 年!也只有 $** 亿

元!每人平均 $* 元左右!不够现在的 + 盒香烟钱$
就文化力量中人文精神的多元表现而言!政治上的

"自斗%!即在政治运动中自己斗自己&经济上的"自

缚%! 即在计划经济模式中自己束缚自己的思想和

手脚&文化上的"自大%!即自高自大的自满精神!是

建国后 $" 年中经济发展缓慢! 甚至把社会主义经

济搞成了"票证经济%和"短缺经济%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后的 $% 年来! 我国经济增长率一

直居世界各国之首!经济总量也已进入世界大国行

列!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已达万元左右!比 !")% 年增

长了 ,** 倍左右$ 仅就文化力量中人文精神的核心

内容而言!"自省%! 即理性的自我省悟&"自强%!即

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自立%! 即自立于世界民族

之林顽强意志! 是改革开放 $% 年中实现经济超常

规可持续发展快速发展的最重要原因$
从以上对某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兴衰不一!

特别是我国建国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经济发

展兴衰变化的鲜明对比分析中! 我们可以清楚看

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文化力

量是国运兴衰变化的核心力量$
二!中国科技发展前兴后衰的历史之谜

!一"欧洲国家宗教改革把上帝赶出了科学殿

堂#是中国科技发展相对滞后的国际成因$
+’ 世纪以后! 欧洲国家普遍进行了宗教改革!

极 大 改 变 了"政 教 合 一%的 国 家 体 制 以 及"神 权 至

上%("上帝万能%等哲学理念) 正如*世界文明史+中

所说!宗教改革的宗旨!就是"俗世君主对抗教皇%!)
由此!把上帝赶出了科学殿堂!从而为迎接 +% 世纪

下半叶的蒸汽技术革命和 +" 世纪下半叶的电力技

术革命做好了准备)
在此期间!特别是著名天文学家哥白尼提出的

"太阳中心说%!对西方世界的文化理念产生了巨大

而深刻的影响) 正如*世界文明史+中所说!在哥白

尼"太阳中心说%面前!"所有基督教义的美的诗词

都在此波兰教士的火焰前付之一炬!随灰烟消散%)
"它超越宗教改革而引导世界进入启蒙时期%!"并

鼓舞着新思潮的到来%") 而此时期的中国!仍处在

"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历史时态) 所以说!欧洲国家

的宗教改革!把上帝赶出了科学殿堂!创新思维得

到空前解放!是后来中国科技发展相对滞后的国际

成因)
!二"清王朝重修农业文明#延误了中国科技发

展的历史机遇$
清王朝在对中国 $’% 年的封建统治中!基本是

重修农业文明) 清王朝对东南沿海一带商业经济比

较发达的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破坏!长期禁止海上贸

易!严重摧残和扼杀了本来就十分脆弱的资本主义

萌芽) 特别是由于闭关锁国!视西方科学技术为"雕

虫小技%!"奇技淫巧%!致使中国科技的车轮停滞不

前! 既错失了世界范围内蒸汽技术革命的机遇!也

错失了电力技术革命的机遇)
至于"康乾盛世%!只不过是由于战乱平息!多

了一些耕地和人口!多了一些国库的银子而已) 实

际上!在此期间!手工业的水平仅仅相当于明朝中

期的水平) 到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

经济总量的比重已经下降到 -.左右! 早已失去了

世界第一超级经济大国的原有地位)
当然!中国科技和经济发展前兴后衰的国运变

化!也不能都记在清王朝的账上!还需从中国传统

文化的多种宿弊上寻找原因) 在不断积累的传统文

化中!已经逐步孕育着国运由兴变衰的文化因素)
!三"%中国中心论&#紧缩了中国人创新思维的

心理世界$
由于中国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再加上中国古

代所创造的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历史辉煌!似乎"天

下之大!皆我王土%!"物华天宝!尽在我朝%) 久而久

之!就产生了"中国中心论%的思想) 这种"天下为大

我居中%的"中国中心论%!如同西方国家基督教的

"地球中心说%排斥着"太阳中心说%一样!阻碍了中

国人对外开放和交流!也紧缩了自己创新思维的心

理世界)
用"中国中心论%的视角看中国!中国是世界上

唯一的"中心%和"海中地%!从而也就不需向其他国

家学什么) 而欧洲国家多是处于"地中海%沿岸!他

们经常看到的是"地中海%沿岸或对岸的其他国家)
经常想到的是别的国家有什么!正在做什么!应当

向别的国家学什么, 从而有利于对外开放和交流!
有利于科技和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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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华夏龙图腾崇拜的精神异化#迷乱了中国

人创新思维的价值取向$
图腾崇拜! 是世界诸多民族的普遍文化现象!

而且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灵魂性文化内容" 人

们在对这种图腾物的崇拜中!可以发现和学习自己

应当选择的价值取向!或其他方面的精神感悟" 始

于 !""" 多年的龙图腾崇拜!经过几次精神异化!已

经失去了原来龙图腾崇拜的文化意义!并异化出多

种不利科技和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
一是图腾物的形体性异化" 随着历史发展!人

们加在龙身上的动物特点越来越多! 有了似鹿#似

羊#似牛的角!似驼的头!似兔的眼!似蛇的颈!似鲤

的鳞!似鹰的爪!似虎的掌!似牛的耳!似鱼的须等

动物特征!由于这种形体性异化!人们在龙的身上

已经找不到自己崇拜的某种真实动物的特征!从而

也不知道从这种崇拜中可以学习或领悟什么精神"
二是图腾崇拜的封建性异化" 从汉武帝把自己

打扮成$真龙天子%之后!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把自己

封为龙的化身" 这样!所谓$炎黄子孙!都是龙的传

人%!传来传去!只有皇帝一人才是$真龙天子%!而

原来的龙子龙孙们都成了$真龙天子%脚下的一介

草民" 在$龙就是天子!天子就是龙%的封建异化下!
除了乞求龙的恩赐外!没有任何别的选择"

显然!华夏龙图腾崇拜的异化!特别是封建性

异化! 已经失去了原来图腾崇拜的定义和价值!迷

乱了中国人创新思维的价值取向!不利于科技进步

和经济发展"
!五"儒家文化的保守思想窒息了中国人创新

思维的灵性$
儒家文化!原是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

一个思想流派!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而且是主

张恢复周朝奴隶秩序的一家之见" 从汉武帝开始!
封建帝王们发现了儒家文化对于维护封建专制的

绝妙作用!于是做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决

定!从而使儒家文化成为延续至今的传统文化中的

主流文化"
儒家文化之所以能够源远流长! 延续至今!不

仅是因为儒家文化的信奉者们不断为它添砖加瓦!
拾柴加火!而且因为它作为民族文化!毕竟蕴含了

那个历史时期人们所具有!也是人们所能接受的人

文精神" 特别是儒家文化中关于人的修身立命之

说!如$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

而不信乎& 传而不习乎&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三人行!必有我师%!以及

有关$仁义礼智信%等说法!都是做人之本" 不仅过

去需要它!现在需要它!就是将来也需要它!它是人

类文明发展的精神财富"
但也必须看到!儒家文化在本质上是维护和强

化封建统治的御用文化和官场文化!它的本质特点

是要人们$克己复礼%!遵守$三纲%!安于现状" 所

以!在因循守旧的儒家学说中!难以找到创新的主

张和理念" 在这种文化的潜移默化下!所能造就的

只是一个没有精神个性! 更没有创新思维的民族"
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文化的保守思想!窒息了中

国人民创新思维的本来灵性"
!六"%佛说三世因果经&#颠倒了中国人创新思

维的精神世界$
佛教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宗教文化!相传于西

汉年间传入我国" 万卷佛经!博大精深!人们难知其

详" 但是!其中的’佛说三世因果经(!却在中国人的

思想世界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也就是说!人们

没有当过和尚!也没有念过佛经!但似乎都知道’佛

说三世因果经(的灵魂转世之说"
’佛说三世因果经(几乎把人世间所有的人生

富贵贫贱#吉凶祸福#生老病死都说到!并且说明了

其因果报应关系" 如其中说$骑马坐轿为何因!前世

修 桥 补 路 人%!$无 父 无 母 为 何 因! 前 世 曾 是 打 鸟

人%!$今日奴卑为何因!前世忘恩负义人%等等" 这

些灵魂转世和因果报应之说! 虽是迷信和无聊之

说!但也宣扬了一些做人的道理" 不过!作为佛教教

义宗旨的灵魂转世之说!最后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及

其文化理念!就是人们要安分守己!承认现状" 正是

从这种根本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宗教是人民的鸦

片%!" 而’佛说三世因果经(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则是颠倒了中国人创新思维的精神世界"

!七"’万事凡是论(的思维模式#束缚了中国人

创新思维的生机活力$
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太过丰富!不仅有儒#佛#

道之说!而且还有诸多帝王和圣人之言!再加上祖

宗的遗言和家训!这些文化的触角所到之处!几乎

把人间一切事宜的思想和行为都说到! 而且都有

$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精神准则" 久而久之!也就形

成了中国人的$万事凡是论%" 似乎凡是皇帝说的!
凡是佛祖说的!凡是道长说的!凡是祖宗说的!凡是

老师说的!凡是书上说的!都是真理或真言!不得有

疑!更不得有违" 惟上#惟圣#惟祖#惟师#惟书等思

维习惯!束缚了中国人创新思维的生机和活力"
再者!与$万事凡是论%相近的另外一种思维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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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是"以定为本#的思维模式$ 遇事或研究问题!往

往不是实事求是地研究事物的本来状况和面貌!而

是习惯按照自己的想象! 首先给事物定性和定位!
甚至定势和定果$ 这种"以定为本%的思维模式!大

概与中国的象形文字也有些关系$ 例如!"山%就是

山!"马%就是马!"男%人就是田里下力的人!"女%人

就是盘脚炕上坐的人!似乎很难再赋予这些文字任

何别的含义!而西方国家的英文字母!则可以任意

组合成为新名词或新概念$ 这种"以定为本%的思维

模式!不利于创新思维的活跃和应用$
!八"#知足常乐$的国民心态%熄灭了中国人创

新思维的星星之火&
由此上所说传统文化的多元素的影响!逐渐铸

成了中国人普遍顺从的民族性格! 并进而转化为

"知足常乐%的国民心态$ 有人曾对天津市 !"" 户市

民进行调查!同意或比较同意"知足常乐%价值取向

的人!占 #"$%&$我国市场经济发达的大城市竟然如

此!至于中小城市的比例也就可想而知$ 据笔者对

北方农村的调查!其比例竟高达 ’(&$ 而且人们对

于"足%的理解!还有&知足歌’的说法为据$ (人生尽

享福!何若不知足) 思量饥寒苦!饱暖就是福*思量

挑担苦!步行就是福+ %,思量奔波苦!在家就是福$ %
,苦境一思量!就有许多福$ %这种所谓随遇而安!知

足常乐的国民心态!必然会熄灭中国人创新思维的

星星之火$
三!尚未结束的文化话题

以上!我们探索和回答了中国古代科技和经济

发展前兴后衰的历史之谜!从而也提出了一个新的

现实问题-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的科技和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发展!创造了新的

历史辉煌$ 但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仍是提高缓慢$ 就

我国科学技术自主依存率来讲!仅有 ("&!另一个

("&不得不依靠国外$ 而美国的科学技术自主依存

高达 ’#$)&$中国的许多产品!,有中国制造!而无中

国创造%!,有产权!而无专利权%$ 那么!我国自主创

新能力发展缓慢的社会成因又是什么呢)
上述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由兴变衰的 # 条社会

成因!特别是传统文化方面的原因!仍是影响现在

科技发展和创新的文化因素$ 除此以外!建国之后!
以阶级斗争为纲所致的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曾是

冷却中国人创新思维的严寒冰霜*高度集权的计划

经济!曾是束缚中国人创新思维的沉重枷锁*全国

至今大一统的应试教育!可以说是泯灭中国人创新

思维的无形杀手*现代文学的某些不良态势!是误

导中国人创新思维走向的文化因素$ 不过!这是一

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另一个问题!此不再论述$
不过!仅从以上话题所说!我们不仅发现了文

化力量与国运兴衰的内在关系!而且可以清楚看到

与文化相联系的系统性逻辑规律-社会的基础是经

济!经济的差别是效率!效率的根本是科技!科技的

底蕴是文化!文化的核心是精神!精神的灵魂是创

新!创新的关键是思维!思维的解放是希望!希望的

寄托是人才!人才的环境是社会$ 当这些逻辑脉络

得以疏通! 中国人的创新思维得到真正解放之时!
必将是华夏民族伟大复兴得以实现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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