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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棄舊圖新

工業化社會的基本問題在於：一方面把地質過程中形

成的存量資源看成是源源不斷的，而結果是這種資源的自

然補充速度遠遠落後於三四百年以來人類的消耗速度。另

一方面，由此而造成的各種嚴重的污染破壞了地球上的水

氣循環和生物循環。事實上，人類為達到現在的「進步」

水平所付出的代價被大大低估了，也就是說淨進步遠比人

們想像的要小。

不僅如此，由於這種方式的慣性，人們產生了一種

極大的錯覺，即經典發展方式似乎是人類發展的唯一的、

普遍的道路。這不僅掩蓋了人類發展的其他可能選擇的方

式，而且由於經典發展方式在少數國家或地區的某種表面

的成效，使人們理智地做出新的選擇更加困難，在感情上

更加痛苦。

實際上，當人們超越了以溫飽為中心的生產和消費階

段之後，選擇發展道路的可能性是十分豐富的。為了看清

這一點，我們首先應對經典發展方式的表面成效作更加詳

盡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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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名難副

經典發展方式在實踐上以透支為基本特徵，這自然對

於那些只顧眼前、不顧長遠的人們具有很大誘惑力；在理

論上則以西方主流經濟學為正統解釋，在那些未予深究的

人們面前倒也能說得頭頭是道；在形式上則以用 GNP 作為

核心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為其表型，乍看起來倒也天衣無

縫、冠冕堂皇。俗話說，人靠衣裳馬靠鞍。正因為有了一

件漂亮的外衣，經典發展方式的「成就」才顯得格外「光

輝」奪目。然而，實際上經典發展方式不僅在內容上十分

粗陋，而且其外衣也是破綻百出。

雷帕特指出，應把當前危害環境的工業體系改變成

一個對生態更為有利的工業體系，而目前把國民生產總值

作為衡量國民福利的標誌的作法完全掩蓋了這樣一個事

實：即目前從事的經濟活動不僅在生態方面和社會方面具

有破壞作用，而且實際上對生產目的起反作用的情況愈演

愈烈。①

經典發展方式對環境和資源的破壞性後果，以及以

GNP 為核心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對近、現代經濟增長的成

就的誇大之例，我們已在前文中作過分析。現在我們應對

表現這種增長內容的形式 — GNP 這一概念 — 作進一步

探究。

雷帕特認為：以今天的觀點來看，經濟增長的概念與

衡量經濟增長的 GNP 概念有三個方面是不恰當的：首先，

經濟增長是根據商品和國民收入來衡量的，但卻忽視了這

①   克里斯汀．雷帕特：〈經濟增長的社會代價〉，《經濟學譯

叢》1987 年第 3 期。



1353513434

第六章 棄舊圖新

二者對環境的影響。無論是自然資源（能源、原材料、

水、空氣和土地）的取用，或者是廢棄物與污染物的破壞

作用都沒有在經濟平衡表上反映出來。

其次，經濟增長是一個籠統的概念。全部與貨幣有關

的經濟活動都包括在 GNP 裡，而不論這些活動的目的如何

或它們在生產和消費方面起什麼作用。如果目的是要評價

工業生產對於社會生活質量所作的貢獻，那麼 GNP 這種單

維性的概念顯然是不合適的。GNP 越來越傾向於應包括那

些不能給予正面評價、只對經濟活動所產生的損害能起補

償作用（補償支出）的業務活動。

再次，經濟增長被看成是衡量「流量」的尺度而不是

衡量「存量」的尺度。而所謂的流量就是指 GNP。近幾十

年來，流量的尺度日益被看作是經濟與政治成功的手段：

GNP 與國民收入的增長率越高，經濟活動與政治管理方面

的成就也就越大，流量增長被視為與福利處於同等地位。

20 世紀 50 年代和 60 年代，商業與經濟發展的傾向是不注

意流量（如總產量、消費量、原材料和能源消耗量、工業

廢物排出量等）的指數增長對於自然界和人這樣的資源所

產生的影響，它們完全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歸根到底，

「流量」本身所依賴的正是那些源源不斷提供流量的資源

存量（或資源儲量）。

雷帕特接著寫道，赫爾曼．戴利曾經建議：鑒於資源

儲量（存量）— 消耗量（流量）觀點產生的結果，可建立

新的成本、利潤和資本（或資產）這三本賬。而 GNP 這

一概念的毛病正在於這一數字裡塞進了三種很不相同的

範疇，而且塞得很不完善。這三種範疇是：（1）資源

儲量的增加額；（2）物料消耗量（損耗 — 污染 — 消 

耗）；（3）資源儲量提供的服務。這三種不同的範疇應



1373713636

   發展方式與中國的未來

分別進入不同的賬目中：即（1）利潤賬（包括環境的功

能所提供的服務）；（2）成本賬（包括損耗、污染、無

效勞動）；（3）資產賬（包括自然資產）。把成本、利

潤、增值都加入資產總量是沒有意義的。按照戴利的意見

把國民經濟核算分成上述三類賬目是很必要的。因為，包

含在 GNP 內的每一範疇都應當有不同的說明：在資源儲量

充足、生態保持平衡的條件下，資源儲量應當是「能滿足

需要的」，物料消耗應當是最低的，而提供的服務和滿足

應當是最大限度的。由此可以建立經濟 ∼ 生態核算體系，

其目的正是為了使成本、利潤和資產核算這三本賬得以成

立。借助於「補償支出」這一概念，一方面可能把那些不

產生純利，而僅能起防患作用（損害補償）的特別儲備區

別開來；另一方面，才可能把「真實的」利潤與實際上要

社會付出額外代價的利潤區分開來。

雷帕特明確提出了應該拋棄傳統的經濟增長概念。因

為傳統的 GNP 的主要特徵把那些實際上只有消極意義的消

耗也列入正面計算之中，故而衡量經濟增長的傳統測量方

法不宜於再作為經濟政策實施結果的實質性標誌。曾經一

度佔主導地位的經濟增長思想體系和宏觀經濟政策普遍一

致認為的增長目標不再適用於現在的時代；相反，經濟增

長的目標具有對工業社會中的環境、生活和工作條件的質

量起反作用的趨勢。

他提出了如下想法：為了組織好今後著重於質量的發

展，需要有不同的測量標準，也就是說要找到一種把 GNP

中的補償性生產活動和消費活動區分開來的方法，以便從

經濟活動的全部代價中得到一個以經驗為依據的論證。這

種代價不僅指按市場價格計算的被列入會計賬目中的實際

資源消耗代價；同時也指由於生產活動引起的在經濟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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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方面的負擔。例如，職業病與工業事故已經造成了必

須由社會承擔的後果，而在生產過程中這些消極後果造成

的代價，在經濟上的成本效益平衡表中應屬於借方，而不

是如現在所做的那樣將其歸於貸方。

他把生產和消費的代價分成四類：（1）補償支出，

其目的或者是補償過去及其他方面所蒙受的損失，或者是

為了防止今後再次出現這樣的損失。可以稱它為包括在

GNP 內的損害 — 補償代價；（2）從總收入中支付的退

休金及健康保險方面的經濟代價，其目的是為了補償人力

資產的完好。可稱為人力資產折舊；（3）可以從經濟上估

價的財產（自然資源、建築物、藝術作品等），以及由於

殘疾而喪失勞動能力所造成的損失；（4）個人、自然環

境、藝術作品等所遭受的實際的（在一定程度上難以確定

的、或難以用數量計算出來的）損失。從原則上說，前三

類是可以按價格計算出來的。他依據聯邦德國的情況對第

一類支出做了估算。

我們根據他的估算，對 1970~1981 年聯邦德國的增長

情況做了如下處理：按當年價格（1970 年）聯邦德國 GNP

為 6750 億馬克，1981 年為 1.543 萬億馬克，名義 GNP 的年

增長率為 7.8%，在扣除了同期第一類補償支出增加額 2300

億馬克後，則名義國民生態產值（＝GNP － 固定資產折

舊 － 補償支出）的年增長率為 6.2%。假設後三類支出總

額與第一類支出費用相等的話，從名義 GNP 中再給以扣

除，則國民淨福利（＝GNP － 固定資產折舊 － 四類支

出）的增長率僅為 4.4%。如再扣除同期物價增長水平〔聯

邦德國年通貨膨脹率（%）：1971 年 7.5，1972 年 5.3，

1973 年 6.3，1974 年 6.5，1975 年 5.8，1976 年 3.3，

1977 年 3.5，1978年 4.2，1979 年 3.8，1980 年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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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年 4.2〕，② 則國民淨福利的實際增長率接近於零或

為負值。這意味著 11 年來經濟活動的淨效益為零或負值，

也就是說沒有真實的增長，或者實際上是真實的倒退。這

正是所謂的自己正在用一隻手所造成的退步去抵銷另一隻

手所造成的一切進步。請問這樣的活動還有什麼意義呢？

任何一個理智健全的人都不會做這樣的蠢事，唯一的解釋

在於當代人獲得了透支的收益，而把透支的成本留給了後

人；也就是說收益在前，而成本在後，這兩者在時間上是

不對稱的，這就是問題的奧秘所在。

當透支的結果最終被清算（或者說由後人支付了透支

的費用）時，從等效角度看，這 11 年的流量增長 — 以資

源存量的耗用為代價 — 並沒有作功；甚至還不如保持在

1970 年的狀態為好，因為這種狀態的生活質量與 1981 年

相比至少是一樣的，而且還保存了比 1981 年更多的資源存

量。看來，這種虛假的增長確實應該被拋棄，而且越早越

好；它不僅對發達國家是不必要的，對發展中國家則更是

一種沉重的負擔。

◎   逝者如斯

要想拋棄虛假的增長，擺脫沉重的負擔，走上正確的

道路，正確的核算和理性的分析只是第一步，還必須清算

伴隨經典發展方式幾百年演進過程所形成的文化和文明中

的糟粕，這是一個更艱難的任務。捨此便不能完成向新發

展方式的飛躍。在本節中，我們首先簡要討論人類發展方

式演化的三個基本階段，及其資源利用和相應的技術體系

②   羅伯特．E. 霍爾等：《宏觀經濟學 — 理論、運行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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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特徵；然後對以經典發展方式為載體的西方文明及

其影響進行分析。

三種發展方式的資源利用特點  從生產和生活形態來

看，人類社會的發展經歷過如下幾個階段：狩獵 ∼ 採集型

社會，農業社會，工業社會，以及人們近來所說的後工業

社會。但從資源利用類型的角度來看問題，則可將其大致

劃分成三種發展方式。

作為狩獵 ∼ 採集型社會和農業社會而言，它們的共同

特點在於基本上是利用可更新的資源，其更新的時間尺度

與人類的時間尺度基本上是一致的，沒有數量級上的差別

（土地除外）。為了保持這種資源的可更新性質，人類只

能利用它的流量部分。所以，為簡便起見，我們稱之為流

量資源。前工業社會是以古老的流量技術，利用初等的流

量資源來支撐人類社會的發展。這種技術和資源利用類型

是狩獵 ∼ 採集型社會和農業社會的基本特點和生存基礎。

隨著人口的增長和人類生活水平的提高，這種古老的

流量技術和流量資源終於無法應付進一步增長的要求了，

於是發展方式的變更開始了。從狩獵 ∼ 採集型社會過渡到

農業社會，人們花了幾百萬年的時間才使野生流量資源終

於被耗盡，取而代之的是農業社會中的人工培育的流量資

源，及其相應的流量技術。又過了幾千年的時間，這種人

工培育的流量資源及其相應的流量技術又一次無法滿足人

口增長和生活水平提高的要求了，於是發展方式變更又開

始了。

這次是向工業化社會的過渡。這次過渡與前面的過

渡的根本不同是出現了大規模消耗不可再生的存量資源的

近代科學技術手段。這裡所說的存量資源是在人類的時間

尺度上來說的。幾百萬年以來，人類所利用資源的形成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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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尺度第一次與人類的時間尺度出現了數量級上的鉅大差

別，這是一個帶有根本性質的變化。它對人類發展方式的

影響極其鉅大。

大規模利用物質存量資源的一個最重要的後果是：

把人的生產和生活方式的循環韻律與自然的環境韻律及環

境的影響隔離開了。人類第一次找到了這麼一筆積累了幾

十億年之久的、似乎永世不竭的太陽能貯備。但當人們一

頭扎進了這一大筆能源財富時，人們卻漸漸地把循環和季

節的概念置於腦後，不僅在生產上要儘量設法隔絕自然的

影響，而且在生活上也開始照此辦理。例如，辦公室和住

房的空調裝置，人類在自己歷史的 99% 以上的時間裡都能

忍受夏季的高溫和濕度，而現在有些人卻無法忍受了。正

是由於找到了貯存了幾十億年的太陽能這棵搖錢樹，人們

再也不必等著太陽每天普照大地來創造能量和生命了。於

是一切都加快了步伐。毫無疑問，這種存量資源和存量技

術是支撐整個工業社會和經典發展方式存在的基礎。

然而，好景不長，只過了幾百年，人們發現存量資源

不僅有限，而且正在被迅速耗竭。支撐工業化社會和經典

發展方式的前提和基礎 — 存量資源 — 正在倒塌，隨之

以這種資源為基礎的存量技術也漸漸漏洞百出。於是人們

開始大談後工業化社會。

西方文明的危機與發展中國家的困境  英國著名的歷

史學家湯因比在〈誰將繼承西方在世界的主導地位〉一文

中指出，到了 1974 年，西方已無疑是病倒了，它處於統治

地位的時間看來將會像蒙古人或穆斯林人那樣短促。

西方在世界範圍內的主導地位是工業革命的結果。

這場革命的實質在於它打開了閥門，使人類的貪心不再受

到限制。那些貪得無厭的人被告知，只要拼命追求個人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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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也就是使社會能夠獲得最大福利的好辦法。經過兩個

世紀的實踐，這個似是而非的學說已被證明是站不住腳

的。畢竟在人人都可參加的理論競爭中，得勝者只是極少

數人。

工業革命的受害者是產業工人，他們既受到社會的剝

削，又被排斥在這個社會之外，這是西方社會先天固有的

弱點，而且，西方社會追求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正在使

它同佔人類大多數的非西方社會發生了衝突，也同生態環

境發生衝突。看來世界是在走向「後西方社會」時代，但

不論這個時代是好是壞，它總是要繼承一些西方遺產的。③

十幾年後重讀這篇文章，我們會有些什麼新的感想呢？

當前，在對比東西方文明和文化的時候，國內流行的

見解是：東方文明崇尚群體壓抑個體，封閉保守，而西方

文明注重個人價值，開放進步。在這裡，不想多談這種看

法的是非，而是要探討發展方式、資源基礎及文化背景這

三者之間的關係。

實際上，正是由於存量資源的率先開發，以及早發

達國家實際上是以整個世界資源為其基礎，才導致了注重

個人的結果。因為對於這些少數國家而言，它們面臨著幾

乎是無限的存量資源，資源約束幾乎不存在。於是自由放

任、極端的個人本位才能產生並存在下去。這種文明和存

量資源及近代科學技術中利用存量的層面相結合，導致了

工業社會在少數國家呈現出最為成熟的形態，其典型是美

國。在這個國家中，由於人均資源的豐富，個人之間的競

爭不致出現突出的過度狀態，並由此形成了這樣的社會意

③   湯因比：〈誰將繼承西方在世界的主導地位〉，《外國哲學

歷史經濟摘譯》1975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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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個人利益加起來就是社會利益。

換言之，西方的個人與社會的現代價值觀念是在一

個曾經被認為是似乎無窮無盡的世界中演變和發展起來

的，在這個世界裡，今天得到更多的東西與明天擁有得更

多並無矛盾。只要想一想當年的美國人向廣闊無垠、富庶

的西部進發的情景，就不難理解這一點。在這種背景下所

形成的社會形態和文化觀念不可能不是個人本位的，因為

在人均資源異常豐富的情況下，每個人很少需要和鄰居打

交道，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有條件高度簡化為純粹的經濟關

係 — 貨幣交易關係。然而，時移則事易，事易則情變，

情變則法不同。當世界演變成短期利益往往引起長期損失

或者相反的情況時，再用西方人的倫理體系作為行動指

南，就可能使人走入歧途。

反觀一些東方的發展中國家，由於古老的流量技術和

流量資源的限制，人均資源相對要低得多，個人之間的競

爭極易造成非常殘酷的後果，因此社會作為整體要想繼續

存在下去，便不能不形成一種較強的群體意識，以抑制個

人之間的過度競爭，並以此控制其所帶來的嚴重的社會後

果。例如，日本的個人本位就要比美國弱得多，儘管它已

進入最發達國家的行列。

由於篇幅的限制，這裡不能討論有著悠久文化傳統

的東方國家為什麼沒有率先進入工業社會的問題。但有一

點是十分明確的，即由於經濟的進一步擴展，資源、人口

問題變得日益嚴重，地球變得日益擁擠，這對經典發展方

式的前提條件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戰。首先，大多數發展中

國家絕不可能沿襲經典的發展道路來使其自身現代化（當

然不排除其中個別的「成功者」）。其次，由於經典發展

方式的前提條件 — 存量資源無限的基礎正在瓦解，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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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方式本身及其文化背景能否原封不動地存在下去，已

成為很大的問題；所謂的後工業社會等等議論莫不源由

於此，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經典發展方式及其文化背

景 — 西方文明 — 所面臨的深刻的內部和外部危機。

這種危機意識在 1981 年 1 月美國哈佛大學舉行的一次

研討會上反映得特別鮮明。這次會議的主題是「思想意識

與經濟發展」的關係。會議的主要觀點是：個人主義已經

不能獨挑大樑了，應通過團體來完成自我，團體精神主義

有助於一國經濟的發展，自由市場在美國已行不通了。與

會的學者們認為，美國患了個人主義現代病，英、美主宰

人民思想的個人主義已無法適應新的環境；思想與行為分

歧，影響所至，國力漸弱；應向「競爭力日強、經濟迅速

增長、社會安定和諧」的日本等強調團體精神、社會形成

共識的東方探討治病良方。④

當前那些具有古老文明的發展中國家，一方面希望沿

襲發達國家的老路來使自身現代化，另一方面或者缺少這

種發展方式所必需的前提條件 — 大量的存量資源，或者

缺少與這種發展方式相協調的文化背景，又難以使自己原

有的文化背景被迅速改造，從而在經典的發展方式中痛苦

地掙扎，造成了在自身現代化發展過程中屢受挫折。

幾十年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艱難歷程表明，「幸

運的成功者」始終為數不多，而人們終日議論的南北問題

不僅沒有緩解，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趨勢。這個統計學上的

大數現象說明了什麼樣的本質問題呢？

看來，人類全體面臨著一次新的轉折，是走向崩潰，

④   田一摘編：〈「美國病」需東方藥〉，《當代思潮》1986 年

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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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走向新生，誰也無法迴避這種選擇。所不同的是，由

於各自的初始條件、邊界條件及內部基礎不同，因而轉變

的具體過程、形式和代價也將不同。

◎   鳳凰涅槃

湯因比曾經提出過這樣的問題：誰將繼承西方的遺產

及處在世界的主導地位呢？他認為不會是日本或蘇聯。因

為這兩個國家已如此西方化了，他們也得了西方先天固有

的毛病，他們在這場競賽中已經被淘汰了。而黑非洲和印

度也已被淘汰。非洲人正全神貫注地在處理許多地方性的

問題；在印度次大陸，則由於宗教和語言方面的衝突，處

於分裂的狀態。人們必須向東亞的社會找繼承和取代西方

在世界佔主導地位的國家。這個社會既要能對付西方留下

來的遺產，又要能對付農業社會所固有的問題。簡言之，

要找到一個能為人類歷史打開新的一頁的社會。⑤

中國作為一個具有古老文明的發展中大國，最不具備

走經典的發展道路的條件。我們在前文中曾經作過人均資

源的國際比較，分析表明，我國的主要資源的人均佔有水

平除了鎢和稀土兩項資源遠高於世界人均水平外，其他均

低於世界人均水平。相當多的資源的人均佔有水平不及世

界人均水平的三分之一。而在一些對經濟的長期發展有重

要制約作用的資源方面，如淡水、耕地、能源、鐵礦等，

我國的人均佔有水平不及世界人均水平的二分之一。顯

⑤   湯因比：〈誰將繼承西方在世界的主導地位〉，《外國哲學

歷史經濟摘譯》 1975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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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對於我國而言，選擇新的長期發展方式的壓力尤大。

但是，這種新的發展方式是可能的嗎？

中國古老的文明在歷史上曾長期閃耀著異彩，在很

長的時間裡居於世界的領先地位。但是，中國的古老文明

與古代的流量技術在近代終於無法再支撐中國的進一步 

發展。

同時因為各種原因，我國在近代又沒有形成能使近代

存量技術與幾乎無限的物質存量資源互補的局面。由於經

典發展方式的舊前提不復存在，近代存量技術也就難以有

更大的用武之地。而且這種技術的外部代價已被近些年來

的實踐證明是如此的奢侈和昂貴，以致在今後的長期發展

中，我們也實在支付不起。面對這種兩難局面，出路究竟

何在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只能在舊前提不復存在的時

候，去尋找新的前提，並據此來尋找和選擇新的發展方式。

這個新的前提就是使社會的物質消費速度不高於自然

的物質生產和更新速度。並從這個前提出發去利用不可再

生或不可更新的物質資源 — 它所代表的是僅供一次性使

用的固定生態「資本」貯備。為此，應盡可能少使用不可

更新資源，尤其是不能重複利用的不可更新資源，並將可

更新資源的消耗控制在可以補充的範圍內。只有這樣，才

有可能最大限度地降低社會物質消費和自然生產之間的赤

字，使其不致威脅到人類的長期存在和發展，從根本上改

變經典發展方式所固有的致命缺陷。

有人會說，這不是要使我們倒退到工業社會之前的那

個時代中去嗎？且慢得出這樣的結論。從形式上看，這個

前提的資源利用類型與前工業社會頗為類似，但有一點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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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不同之處是：我們有了新型的現代流量技術 — 這是

古代社會所不可能具有的。

這種新型的現代流量技術的典型代表就是近些年來

迅速發展的太陽能技術。依託這種現代的流量技術，吸收

和重組近代存量技術，使其在新發展方式中處於一個恰當

的位置，並對西方文化中的遺產進行清理，拋棄其表層的

誘惑，我們古老的文明就會像烈火中的鳳凰一樣，獲得新

生，而其中的精粹必定會再度煥發出異彩。這就是新發展

方式的奧秘之所在。

在實行新的發展方式和利用現代流量技術方面做出努

力，不僅可以發揚中國文明中的長處，而且可以有效地克

服其短處。

近代中國文明的沉寂與其無法找到現代技術中的這

種流量層面作為手段有著根本的關係。因此，它在西方文

明與存量技術的挑戰面前曾一度束手無策。但是，在以現

代流量技術為主、近代存量技術為輔的新技術體系的幫助

下，中國文明中的曾經作為表面形態的、不得不較嚴厲地

壓抑個體（之所以是表面的，原因在於個人競爭實質上是

非常劇烈的，只不過難以規範化）的、以維持社會整體存

在的社會意識有了弱化的條件。這就為運用東方文明的長

處，克服其短處，有效地整合個人和群體的關係，提供了

堅實的基礎。

不僅如此，這種新技術體系還使我們在實行新的發

展方式的過程中，沒有過重的存量技術及其共生的文化包

袱，從而可以使轉變的技術、經濟、社會和心理代價最 

小化。

例如，儘管太陽能作為一種能源具有明顯的優點：乾

淨、充足，而且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直至幾十億年後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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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自行燒毀）。但它也有先天不足：能流密度低。這對於

維持經典的發展方式和生存方式是非常不利的。由於太陽

能比不上不可更新資源那樣高度集中，所以它很難適應高

度集中的工業社會的生產和生活方式的需要。

從能源的性質上看，太陽能技術運用於較小單位是最

經濟的。但對於工業和城市而言，太陽能系統很少能有助

於當代社會所必需的複雜的技術機構，而現行的工業體系

完全不適應太陽能時代的要求。例如，為了利用各種太陽

能技術為紐約城提供動力，就要開闢一塊比該城大許多倍

的區域放置太陽能收集器。事實上，要想利用太陽能技術

來維持現存的工業化社會的基礎結構、生產方式和生活方

式，幾乎是不可能的。

人類的未來 — 後工業化社會，或者後西方社會 —

是太陽能的未來，這是毫無疑問的。關鍵的問題在於，人

們是因襲舊的思想習慣和生活方式，為耗費大量能源和加

速地球衰落的技術體系建立一個太陽能基礎而枉費心機，

還是建立一個在生產和生活中的每一階段都使能源、資源

流動至最低限度的能源基礎。這一點對於少數發達國家和

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含義頗不相當。

對於少數發達國家而言，選擇後者意味著降低他們曾

經達到過的物質生活水平，放棄和改變他們那種過度的個

人本位的文化和文明基礎，如公共義務、社會責任將重新

成為重要的社會動機。而選擇前者則意味著在等待崩潰來

臨之前被迫改變和調整。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都意味著

向「下」的調整，因此這兩種選擇都是痛苦的，因為工業

化社會的生活和生產方式的慣性太大了。

對於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而言，它們只能走後一條發

展道路。由於這是向上的調整，因此所付的代價要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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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比較困難的問題倒是，它們能否儘早從經典發展方式

的迷夢中甦醒過來，擺脫發達國家消費示範的表層誘惑，

並依靠新的發展方式實現歷史性跳躍，從而實現自身的現 

代化。

看到這裡，有的讀者可能會提出這樣的問題：你說的

這種現代化，即使不是倒退，但有沒有可能僅僅是人類社

會的停滯或苟延殘喘的同義語呢？以下兩章將要全面地回

答這類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