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创新思想的历史建制及其现代性 *
李晓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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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思想是以和谐创新为范式的自主创新体系，它的运行历史地形成了一个体系
化的建制，内涵了和谐创新论、过程创新论、中和道路创新论以及价值创新论等基本内容，从方法论的维
度奠定了创新理论的基本框架。其普遍的文化内涵与当代先进的创新文化相链接，与马克思主义的创新
文化相契合，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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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中国传统文化被归结为无创新意蕴的“和合”文化，导致了现实中一些创新精神和创新
实践的缺失以及把和谐庸俗化和僵化的倾向。解蔽传统文化创新思想的内在关系结构，把断裂的和谐
与创新两个范式链接成一个和谐创新范式，使其成为一个体系化的建制，旨在为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创
新型国家注入和谐创新的思维方式、价值理念和精神动力。
一、和谐创新：创新规律、
本质、
主体
中国较早的创新思想产生于西周末年的社会转型时期，这时，创新发展即“变”的问题凸显出来并
成为思想文化的主题，《周易》一书就是关于创新发展的“
易”理。
第一，
创新规律：和谐创新是天地万物、人文自然的基本规律。《易传》说：“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
易。”即不断地创新是最高的道德，不断地创新才能发展变化。创新意味着盛德，
同时，
盛德意味着创新：
“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
君子以厚德载物”。
（《易传》）只有健康、
健美、健壮有力的人、物才能
行于天下，才能在大自然中求得生存和发展，而要强健就必须自强不息，不断创新发展。“载物”即是以
德育物、生物、养物、造物、用物。物的创新一方面离不开遵循自然之道，另一方面还要合乎道德和谐之
法。把德行创新化，把创新德行化，这是对德的最深刻的体悟，也是对创新最深刻的体悟，这两个体悟归
结为一个体悟就是道德和谐与创新的统一，即和谐创新。“
天之道，利而不害，
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老
子》八十一章）这是对自然与社会和谐创新规律更为清晰的表达。“
利而不害，为而不争”
即是和谐创造、创
新；“道”即是规律。
第二，
创新本质是系统关系和谐组合。和谐创新规律决定了创新对象不只是物质要素、
物质财富的
“
物化”
创新，更是物物关系、物我关系的创新。这两个创新合起来就是关系系统的和谐化创新，而这种
创新又是靠人的组织、协调、配置实现的，所以，组织创新是创新的根本内容和本质所在。这个思想集中
体现在中国早期的“
和实生物”思想中。西周太史史伯为郑桓公分析天下大势时指出，
西周将亡，一个重
要原因是“去和而取同”。“取同”就是模仿、雷同、
因循守旧，就是没有创新，而没有创新的原因就是丢弃
了“和”
，即是说，“和”才能有所不同，有所创新。正如史伯认为：“和实生物，
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
故能丰长而物归之；
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
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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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
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
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国
语·郑语》）在史伯看来，
物、美、音乐、情感、道德以及思想智慧的生成，
都是和的创造。和与同的区别就是
“生物”与“不继”的区别，
即创新、创造、发展与守旧、模仿、僵化、停滞、死亡的区别。史伯的“和实生物”
就是对不同的要素进行和谐组合所实现的创新，而物的关系的和谐化与道德、美、思想等社会关系的和
谐化又是同一个过程。
第三，
创新的主体是有和谐德性的人。“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强
调的都是人的创新、人的德行化的和谐创新。有和谐德行的君子才能作为创新的主体。“道生之，德畜
（《老子》第五十一章）“
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
之，物形之，
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
把创新看作是自
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老子》第二十五章）《老子》
然之道、人之德以及物质条件的系统和谐活动，而人处在循道而行的主体地位。这既避免了人类中心主
义，又摆脱了把人归于自然的自然中心主义以及神创论的神本主义。
可以说，关于创新规律、本质、主体的思想，主要解决了什么是创新以及为什么创新的问题，起到了
创新总论的作用，
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和谐创新范式体现在传统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也是当
代先进创新文化的核心范式。当代创新理论的奠基者、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比特认为：“创新是
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淤当代的“组合创新论”与中国古代“和
实生物”组织创新思想如出一辙。
二、创新过程：创新、保新、“不持”的辩证创新
过程创新思想主要解决的是怎样创新特别是怎样使创新成为一个持续的过程这一问题。《老子》的
过程创新思想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蕴，展现了过程创新的辩证规律和动态模式。
其一，“
冲气生和”：创新是在矛盾冲突中寻求同一性的过程。《老子》认为，人要循天道，而天道的本
性之一就是生成与创造：
“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
十二章）在矛盾冲突中寻求和谐即是创新的过程，
“
和”就是创新的结果。这几乎相当于当代的创新理念。
当代技术创新理论认为，技术创新产生于“技术问题”，即旧的技术体系的冲突，创新就是解决技术冲突
的过程。其二，“为大于其细”：创新是要素累积的和合过程。“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
起于累土；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第六十四章）“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
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
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
故能成其大”
。（《老子》第六十三章）要素的累积过程就是和合过程，和合过程
就是“
新成”
、“为大”、“图难”的创新过程，要素不断累积才能成为和合的树木、和合的高台、和合的难事
和大事。当代技术创新论强调技术创新是技术要素的累积创新过程，这与《老子》的“过程创新论”强调
创新是要素累积的和合过程十分契合。中国处在后发境遇中，
技术、
资金、
人才、
资源环境等生产要素相
对落后，既要重视组织创新，也要重视生产要素的累积创新。要改变现实中不注重创新要素累积的盲目
引进、
模仿创新以及“过度”消耗资源和过度竞争的创新状况。其三，“蔽而新成”
：过程创新是在创新中
保新，
在保新中创新的过程。“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老子》第二十八章）《老子》对婴儿状态
的顶礼膜拜实际上是对新生、创新的顶礼膜拜和弘扬。老子不仅崇尚创新，而且特别关注如何“保新”的
问题，
“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
。（《老子》
第十五章）即有节制、
有保留、不过度，才能使生命、生活、生产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创新过程。其四，“为而
不持”
：过程创新是从为到新成（不盈）再到不持的过程。从当代技术创新理论的意义上讲，真正的创新
不是完成于技术设计和发明阶段，而是产业化过程中的成长期结束阶段，这个阶段正是《老子》的“为”、
“不盈持有”
、“新成”阶段。而技术成熟期是技术向外扩散阶段，这个阶段正是《老子》的“不持”、“不有”
阶段，
因为 “
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亡”。（《老子》第三十章）“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
弗居，是以不去”。（《老子》第二章）成功、新成之后，不可居功固守，要把它转让、转移出去，再开始新的创
新。每个创新、保新的具体过程都是相对的，不可能永不衰竭，
但一个创新过程过去了，
还会进入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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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过程。这样，
创新就能“
是以不去”
，
永远处在“
婴儿”
的新生状态。这样就达到了“
是以圣人终不为大，
故能成其大”
的境界。当代的技术创新扩散理论认为，技术到了成熟期就从创新中心向边缘扩散，
这样，
中心总是处在成长期，
总是处在技术创新地位。这与《
老子》
的过程创新思想也有惊人的相似和吻合。
三、创新道路：
以中和为路径的自主创新
人、国家、社会和区域，从发展水平上看，有高、中、低梯度的区别；从区位上看，有沿海、内地和中间
地带的区别；从发展顺序上看，
有先发、中发和后发的区别。创新道路是由这些创新境遇决定的，不同境
遇下的创新必然选择不同的道路。《老子》、《庄子》的中和式创新道路是传统文化创新道路思想的集中
反映，
是对怎样创新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认识。
中和自我，“
为之于未有”
。《老子》的过程创新论也蕴
1援中和创新是中和自我与中和非我的统一。（1）
涵了创新道路论。“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
始于
足下”
。（《老子》第六十四章）自主创新是从无到有的自我累积的“和合”过程。自主创新本质上是“为之于未
有”，无论是原始创新、集成创新还是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都需要一种“生之于毫末”的中和累积创新
精神。那种不屑于累积“毫末 ”或不屑于“为大于其细”的做法是不可能实现中和创新、持续创新的。（2）
中和非我，“
为之于已有”
。《
老子》
不仅是“为之于未有”的智慧，也是为之于已有的智慧。“天长地久，天
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老子》第七章）这
里，“不自生”不是不要自主，而是不完全自己生成。自我的力量是有限的，
必须善于利用外物，借助已有
的环境和条件，抓住各种机会和先机，“中和”各种要素进行创新，这样就能获得“长生”的持续创新效
果。怎样为之于已有呢？《老子》指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即在有中发现无。“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
为用”
。（《老子》第十一章）有和无是辩证统一的，有中有无，无中生有。新出现的创新成果往往存在着严重
的缺憾和不足，在关键领域或核心层次发现问题并进行自主创新，是行之有效的具有跨越式意蕴的自
主创新途径。当代创新实践证明，重大的创新活动，必须具备雄厚的创新资源和优良的条件，不是任何
时候、
不是谁都能为天下“先”的。必须承认，中国作为后发国家，自主创造“先机”的能力相对较弱，
不可
能走发达国家先发式的完全自主创新的道路。利用别人创造的先机，发现并解决别人研究开发中存在
的关键问题，乘势而上，就可以把握先机，就能实现“后其身而身先”
的中和创新效应。
2援中和创新是自主性创新与主体间性关系创新的统一。中和自我与中和非我都是自主创新的过程，
这种自主创新是以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交往关系和谐化为根本的创新。《庄子》的“混沌说”隐喻地表达
了中和创新道路思想：“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
沌待之甚善。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
‘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
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
浑沌死。”（《庄子·应帝王》）这里，浑沌隐喻“和合”，即“和合不清”；中央即中部、中心，隐喻处在中间地位
的人、
社会和国家的生存发展境遇。浑沌的“中部”境遇注定了他必然走中和式创新道路。（
1）中和创新
是自主创新。由于和谐创新理念的缺失，人们往往把创新片面地理解成要素化、实物化的“物化”创新，
往往把《庄子》的“
浑沌说”解构成《庄子》对创新的反动。实则不然，创新不只是“
物化”创新，更重要的是
“关系”创新。南北的“物化”创新，不仅背离了“浑沌”与“中部”
环境的自然和谐关系，也背离了“浑沌”与
他们互为主体的“
主体间性”和谐关系（即没有征求浑沌的同意），甚至背离了实物要素本身的内在和谐
关系，即“五官”的各个要素及其与身体的生物系统关系，他们把“五官”的开发与创造当成了“斧凿”的
“意向性”的客体化的物质建制。南北创新的失败在于把创新当成实物要素的“物化”创新，把人当成物
质客体，而非真、善、美的社会关系，并使用物化的工具对人创新。浑沌注重的是社会交往关系的创新。
浑沌没有把自己的“意向性”强加给别人，但却是创新者，他创造的是“和合关系”，使南人、北人、中人多
重主体成为一个和谐生活、交往的共同体世界。（2）中和创新是主体间性的社会关系创新。自主创新是
互为主体的“主体间性”关系创新，而不是把他人客体化的主客体化创新，不是漠视他者意义、把自己的
意义强加给对象的“意向性”创新。南、北、东、西不能按自己的模式改造“中部”的“浑沌和合”
状态。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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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己的存在方式和特色，这就是“浑沌”，就是中和南北的“浑沌”，他的创新道路是“和合创新”，即以
关系创新为本质的“链接”东南西北的自主创新。
总之，
《
老子》
、《庄子》的中和式创新道路是春秋战国时多国纷争境遇中的“中国”创新的必由之路，
这与儒家的主张是一致的：“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
（《中庸》）当今时代，
没有纯粹的原生技术，也没有纯粹的技术。每个技术特别是产业技术都不是一
焉。”
个技术、而是由多个技术构成的技术体系；每个技术和技术体系，其本质不只在于技术自身，更在于技
术与人、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于当代中国处在多国竞争的全球化背景下，并处在综合国力中等地位的境
遇，中和式自主创新道路是必然选择。
四、创新价值：
以人为本的社会关系创新
如果说老庄哲学主要关注的是创新过程、创新道路等怎样创新的问题，那么，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
则进一步追问和探究创新的价值问题。以人为主体的创新规律、本质、道路、过程都离不开创新的价值
目的。价值目的的不同决定创新的性质不同。以物为目的是“物化”创新，以利润为目的是“经济本位”的
创新，
以人的发展为目的是“以人为本”的创新。传统文化以人为本的价值创新思想体现了与马克思主
义特别是当代科学发展观的契合。
其一，
“
和而不同”：和合是生命个性的创新。儒家最杰出的和谐创新思想就是孔子的“和而不同”：
（《论语·子路》）朱熹对此释云：
“
和者，
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朱熹《论语集注》）“
同”就是与他人一样，没有创新；
“不同”
就是创新。而创新是在“
和”中实现的，是和谐创
新。当代哈贝马斯的交往沟通理论认为，人的个性和独立人格恰好是在同他人和社会的“一体化”和合
盂
关系中形成和创造的，
这一思想就是孔子的“和而不同”创新思想。其二，
“和气生财”：
和合是人的社会
关系和谐化的创新。以人为本即以人的和谐社会关系为本，社会关系和谐化与物质精神财富的创造是
同一过程：“
四体既正，肤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
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
睦相守，天下之肥也。”
（《礼记·礼运》）“
和气生财”、
“家和万事兴”即是这一思想在历史和现实中沉淀下来
的和谐创新文化。其三，“乡异而用变”：
和合是技术、礼制与人文环境相适应的兼容创新。公元前 302 年
赵武灵王执政 23 年后实行文化改革，废弃华夏袍带服装改穿胡人短衣，废除中原战车改建骑兵，增强
了国力，这并没有使得赵国“胡化”。赵武灵王认为，“圣人观乡而顺宜，因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
国也”
；“乡异而用变，事异而礼易。是以圣人果可以制其国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礼。”（《史记·
赵世家》）因“
乡异”、“事异”而革新技术和礼制，即是创新要与风土、习俗等人文环境相适应，即以人为本
的兼容创新。其四，“
蝴蝶之化”：和合是以物我相融为尺度的和谐审美价值创新。《庄子》记载的庄周梦
蝶的故事几乎是中华民族家喻户晓的故事。它展现了人与自然、精神与肉体、梦与现实等多重物我相融
的生命新生状态。这种生命的升华与创新体现了“自然物种尺度”与“人性自由尺度”和谐相融，给人以
强烈的审美感受。《庄子》的“鲲鹏之化”、“鱼之化”以及“庖丁解牛”等故事也都展现了生命、生活以及技
术创新都是物我相融的和谐审美创新。中国古代的审美创新思想十分接近马克思“按美的规律创造”即
“物种尺度”
与“人的内在尺度”
相和谐的创新思想榆。
综上所述，和谐创新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深刻的内涵和底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华民族的发
展是一个不断融合、创新发展的过程，这种融合创新的历史必然反映到精神文化上，形成和谐创新文
化。民族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中华民族的融合发展历史，也佐证了民族精神文化是和谐
创新文化，否则，就不能融合发展。封闭保守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意识和精髓。长期的封建帝制抑
制了和谐创新精神，历代王朝对新兴产业和科技成果的出现也往往视而不见，晚明以后的统治者推行
闭关锁国政策，关闭了与世界各国交往的大门，使中国与世界科技发展和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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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缘怨

“欧阳修忠君误国”辩

存在的是合理的，合理的才能存在。一种制度能“存在”二千多年，自有它“存在”的主客观“合理
性”。如果官先生一定要欧阳修们把“君国”撕开来看问题，
那是要人提着自己的头发升空。离开了一定
的历史范畴论人论事，无任何实际意义。不是连官先生自己也说，即使在今天“共产党队伍中”，也还有
“封建的君臣关系，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吗？”
所以，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必须有反对专制政治的超前意识，也不应让他们都去做推翻封建王朝的
造反头头。在他们所处的社会现实下，为维护朝廷（也即国家）的长治久安，谏诤直言，
荐举弹劾，也是值
得今人尊敬的。对待任何一个历史人物，后人尽可以这样或那样的去评论，但有价值的评论，首先要对
被评论者所在的客观时代背景，和所评论的具体事件，有一个合乎实际的了解；反之，建立在“误解”甚
至于“
曲解”
基础上的任何评论，终究是毫无价值的。看来，我们在评价历史，臧否人物的时候，还应提倡
“临文必敬，
论古必恕”的文德文风。
对于“
污蔑”欧阳修千载盛名的“官文”，我们认为有必要据实辨析，所以提出本文，向官伟勋先生和
史家诸君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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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130 页） 失之交臂，这就远远地背离了中华民族的和谐创新文化。导致了中华民族在近代发展
中的落伍和现实中一些创新精神和创新实践的缺失以及把和谐庸俗化和僵化的倾向。当代可持续发
展、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理念与实践把发展置于和谐创新发展的境地。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需要一次从和合范式向和谐创新范式的转换，以还原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来面目，再造中华民族的和谐
创新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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