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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 1924 年生于北京， 蒙古族。 1945 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国文系。 曾在台湾大学、 淡江大学、 哈佛大学、 密歇根大学等校任
教。 1969 年成为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 1990 年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 2012 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聘为中
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现任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 有 《迦陵论词丛稿》 《迦陵论诗丛稿》 等著作。 1979年起， 叶嘉莹每年回国，

先后在南开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等多所大专院校义务讲授中国古典诗词， 并先后于南开大学设立 “驼庵奖学金” “永言学术活动基金” 及 “迦陵基
金”， 捐赠总计 3000余万元。

周锡瑞， 1942 年生于美国加州。 在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学习中国历史， 1964 年获文科学士学位； 之后在加州大学伯
克利分校师从列文森和魏斐德， 1971 年获博士学位。 他关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社会发展与变革， 所著 《义和团运动的起
源》 等在中美学界产生巨大影响。 他先后在俄勒冈大学、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任教， 2012 年退休。 周锡瑞是美国学界在中
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中最有成就、 最负盛名的学者之一， 担任 《中国季刊》 《近代中国》 等重要海外学术期刊的编委， 并积极
推动与中国的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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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一定能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作出积极贡献
杨逸淇

读懂中国共产党，才能读懂中国，读懂未来。 因为，中国

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第九届世

界中国学论坛以“中国共产党·中国·世界”为主题，对引导

国际社会形成正确的中共观、中国观，对向世界展示真实、

立体、全面的中国，具有特殊意义。

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奋斗，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

路 ， 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 这是我们时代的伟大故

事 ， 不只是中国人的故事 ， 也是全人类的故事 。 天安门

城楼上有两句标语 ， 一句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 ，

另一句是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 诠释着 “中国共产

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 ， 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

奋斗的政党 ” 。 从 “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 ， 到 “一带一

路 ” 倡议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被写进联合国决

议 ， 百年辉煌兑现了 “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

献 ” 的诺言 。 国际观察家感言 ， “世界其他国家可以从

中国奇迹中学到很多东西 ”。 过去 ， 很多发展中国家都

是 “眼睛向西 ” ； 现在 ， 人们纷纷把目光转向东方 ，

“中共学 ” 成为显学 ，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 马克思

主义为什么行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 成为举世

关注的重大命题。

其实， 中国奇迹里蕴含着深刻的中国道理， 中国故事

中蕴含着深刻的中国哲理。 用学术诠释事实， 以学理打动

人心， 提升中华文化的感召力、 中国形象的亲和力、 中国

话语的说服力， “学术中的中国” 与中国前进的脚步同频

共振。 从提出 “世界中国学” 概念， 到创立 “中国学研究

贡献奖 ”； 从 《中国学季刊 》 创刊 ， 到中国学者的专著

《世界中国学概论 》 问世 ； 从年逾八旬的学界泰斗声言

“尽力跟上中国发展节奏的步伐”， 到年轻的 “中国通” 在

全球范围崛起； 从以 “和” 为主题， 将中国文化理念与中

国现代化进程紧密结合， 开创 “中国学回归中国” 的新路

径， 到 “走出去” “走进去” 探究当代中国发展的世界意

义……世界中国学论坛之所以能够成为文明交流互鉴的国

家级平台， 成为传播国家形象的重要载体， 离不开其深厚

的学术内涵。

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

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 世界中国

学论坛的缤纷色彩，映照着当代学人前所未有的自信、勇气

和激情。 中国学一定能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作出积极贡

献。 这不禁让人想起马克思引用过的那句名言：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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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百年之际，在
上海这座 “初心之城 ”，以 “中国共产
党·中国·世界” 为主题的第九届世界
中国学论坛昨天在黄浦江畔的国际会
议中心拉开帷幕，来自全球 42 个国家
和国际组织的近 200 位海内外专家学
者，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参会。

专家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从农田
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上海翻天覆
地的变化， 正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
历程的生动缩影。 中国共产党成功的
规律是什么？ 将会为当今全球治理和
人类未来走向提供怎样的有益启示？

与会学者们从政治、 经济、 文化、 社
会及国际关系等诸多领域， 回顾百年
历程， 思考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和世界
未来发展的意义。

中国赋予“现代化”
新的内涵

百年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
民成功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
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论坛上，“中国式
现代化”作为热词被频频提及。 学者们
感兴趣的不仅仅是关于中国经济发展
的各种靓丽数据，更是其背后所蕴含的
根植于中华文明传统的“中国智慧”。

塞尔维亚前总统鲍里斯·塔迪奇
就认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事实上是
其发展和社会现实所反映出的哲学与
其传统的奇妙结合。 中国的现代化追
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中国的现代
化不仅注重经济生产力的大幅提升，

也关注社会的全面进步。 中国的现代
化讲求以人为中心， 迥异于西方以资
本为第一驱动力和主导逻辑的模式。

“中国赋予了‘现代化’新的内涵，

而西方传统意义上的现代化因无法应
对当代挑战，已使全世界停滞良久。 换
言之，尽管‘现代化’这一理论、愿景和实
践起源于西方，但我认为，变革已经到来，

它将通过中国的意识形态与实践而重生
转型。 ”鲍里斯·塔迪奇这段掷地有声的
发言，引发了在场许多学者的共鸣。

“中国找到了自己的特殊道路，正
在成功地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
模式。”俄罗斯政府前副总理、深圳北理
莫斯科大学第一副校长谢尔盖·沙赫赖
也认为，走自己的独特道路，将帮助中
俄两国不仅赶上西方国家，而且是在文
明的历史转折中成功超越他们。

在中国外文局局长杜占元看来，虽
然中国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 但其意义
和价值却不限于中国。 “从文化与文明角
度看，我们今天相聚于此，不仅是在探究
中国的历史、现实与未来，也是在以中国
为样本，探求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推动
中国与世界交融发展、共同进步。 ”

让中国学跟上中国前进的脚步

今年的“世界中国学贡献奖”获奖者分别为英国汉学家、剑桥
大学克莱尔学院院士鲁惟一，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
荣休教授周锡瑞，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加拿大皇
家学会院士叶嘉莹。 三位学者毕生耕耘于中国历史文化研究领
域，为增进世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作出重要贡献。

今天的中国学研究不仅限于历史， 中国波澜壮阔的创新实
践正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素材。 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
灵桂的观察，“世界中国学从未像今天这样成为国际显学， 世界
中国学研究的内涵也从未像今天这样丰富”，越来越多的中国实
践、中国理念正在被国际社会所接受、所认同。

从“双循环” 到 “共同富裕”， 从 “绿色发展” 到“数字经
济”……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提出的一系列新概念，在学者们之
间引发了广泛讨论。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郝福满就
对“双循环”战略大加赞赏，认为这对中国和世界的经济具有重
要意义。 “作为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加大对内需及供应链的依赖
乃是发展的必经阶段。 ”他希望中国更多地依赖本土创新，为世
界带来更多创新成果。

展望未来，王灵桂认为，要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
畴新表述。 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人类文明
新范式、 全人类共同价值观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十八大以来提出的原创性、 时代性概念和理
论，对其进行提炼转化，形成国外民众易于接受、乐于接受的方式
和载体，让中国观点变成世界语言、成为国际共识。

中宣部副部长蒋建国表示， 希望全世界中国学研究者从中
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本事实出发，秉持客观、理性、公正的科
学精神， 以洞察全球发展大势的宏观视野和开放包容多元互鉴
的发展眼光开展研究，让中国学跟上中国前进的脚步，为建设更
加美好世界作出积极贡献。

■本报记者 陈瑜

“心理东西本自同”
鲁惟一、周锡瑞、叶嘉莹获第六届世界中国学贡献奖

10 月 18 日， 第九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开
幕。 论坛致敬中国学研究者的单元 “世界中国学贡献奖” 今年颁
发给英国汉学家、 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院士鲁惟一， 美国加州大
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荣休教授周锡瑞， 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
研究所所长、 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叶嘉莹。

获奖者都感念于在中国学研究中，东西方学者的通力合作，

以及从东西方理论两方面所获得的教益。 专攻先秦史与秦汉史
的鲁惟一说：“自我与中国学者合作伊始，已过去多年；在此过程
中，我充分领略了他们对中国文明史研究的贡献，正是他们的贡
献大大扩展了这一主题的研究。 东西方学者均从这些贡献中获
益匪浅。 ”

专长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周锡瑞， 则称自己如有任何贡
献， 都应归功于开放繁荣的学术交流， 让他得以开展档案研究、

实地调查， 并与中国同行交流。 他说无论是否以中文为母语， 研
究中国的学者都要面对新天新地： “现代交通、 媒体、 教育、 城
市化、 国际交流和政治文化的快速变化， 使今天的中国与历史上
的中国完全不同。 由于这些变化， 在今日中国长大的学生或许对
理解中国的过去并非具有绝对的内在优势。 来自中国以外的学
者， 即使他们来自非常不同的传统， 也有可能对理解中国历史作
出贡献。” 他认为， 凭借各自不同背景、 以不同视角来探索和辩

论并彼此倾听， 从而获得真知、 为社会建立共识， 是历史学
者的任务。

研究与传播古诗词的叶嘉莹同样强调了不同视角的
“光照”。 她说自己恰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文论最
发达的时候来到西方，又有东方的根柢，因此幸而有
机会把东西方的文论结合起来， 对中国的词学加以
反思和说明：“我们的时代正面临着种种变化，传统
的文学批评也需要寻求一个新的拓展， 才能够千
古长新。 ”她犹记得陈宝琛书写的、现藏哈佛燕京
学社的一副对联“文明新旧能相益，心理东西本
自同”———“新旧文明之间可以互相增益， 获得
更丰富的内涵；我们人类，不管是西方人还是东
方人，心理上有基本相同的地方。 ”怀抱着这样
的信念而开展的研究，无论对于东方文明还是
西方文明，都将是一种开拓。

此次评选经过世界中国学贡献奖评委会

78 位专家的推荐和投票。 世界中国学贡献奖
创设于 2010 年，每两年评选一次，2012 年起
增设子项海外华人中国学贡献奖。 迄今这一
奖项已有 22 位获奖者， 其中包括谢和耐、孔
飞力、傅高义、饶宗颐、裴宜理、谭中、史景迁、

王赓武、滨下武志、杜维明等知名学者。

■本报记者 李纯一

鲁惟一， 1922 年生于英国牛津。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鲁惟一接受了日语和密码学培训， 并开始自学
汉语。 1947 年， 他来到北京， 在此半年间， 对古汉语和中国历史发生兴趣。 回国后他进入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习，

于 1951 年获学士学位， 之后担任远东历史讲师。 1960 年代， 他从居延汉简着手， 致力于简牍研究， 1963 年获博士
学位， 随后开始在剑桥大学任教， 1990年退休。 他在中国先秦史和秦汉史研究上贡献卓著， 是西方汉学界最著名的古史专
家之一。 著有 《汉代行政记录》 《汉代的危机与冲突》 《汉代的信仰、 神话和理性》 《汉帝国的日常生活》 等。

昨日， 第九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开幕。 图为塞尔维亚前总统鲍里斯·塔迪奇通过视频作嘉宾演讲。 （本版照片均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