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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普及程度的提高及其对社会生活的

深度浸透，圈层文化现象正逐渐进入大众视野，成为舆论关注的

热点。我们应当如何客观理性地看待圈层文化现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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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明在《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19 年第 3 期上撰文指出，从产权
的社会视角看,中国国有企业的产权是
嵌入到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关系之中的,
企业与政府(国家)、企业与企业、企业与
职工三种关系结构以及长期积淀形成的
社会关系网络构成国企产权界定的基
础。国企产权变革是企业所有权(股权)
置换和职工身份置换的"双向过程",国
企产权是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互构的
结果,三者共享的社会认知是产权界定
的前提。从整体进程看,国企产权变革
不是简单的由公到私,而是"不完全产权
变革",位于公私两端之间的是多元复合
的产权形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
度前提下,不同产权形态的交互作用构
成了一种动态演化的连续谱。身份是国
企产权界定以及权利转移的重要条件,
无论是企业组织的身份性质还是企业职
工的身份等级都对企业的资产归属以及
权利边界有重要影响。

崔延强、卫苗苗在《陕西师范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3 期上撰
文指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自其诞
生即裹挟着相应的现代性风险,启蒙运
动、科技革命、法国大革命的发生以及牛
顿新物理学的建立将理性主义推到了众
人崇拜的地位,现代社会科学中多数学科
的建构、研究方法乃至研究范围也都深
受自然科学的影响。崇尚理性主义、欧
洲中心主义以及实证主义,历时态看现代
社会科学的这些特征是在批判传统或古
典学术范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进步价
值毋庸置疑。然而审视当前,全球化语境
下社会科学的现代性症结日渐凸显,成为
约束现代社会科学发展的深层力量。今
日社会科学的发展必须超越自身的现代
性困境,消解由工具理性与实证主义等带
来的偏狭性,摆脱民族性与国家性的"挟
持",改变长期以来社会科学研究中所谓"
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的"对立"立
场。

周庆智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
会科学版)》2019年03期 中国历史与社会
情境下,社会组织是公共体制外的一个存
在,它的功能和作用,一是社会的自组织形
式,一是国家统治的辅助形式。这包含两
个相互关联的层面的讨论:一方面,在历史
参与者和社会行动者的理解和观念中,中
国社会组织是否应该或只有在国家权力
框架下才能获得自我协调和自我建构的
存在意义;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组织能否成
为连接公共体制与个体的一个中介形式,
通过个人之间的自由结社,对公众话题的
讨论和对公共事物的关注和参与,影响或
者决定公共体制政策的形成,发挥社会治
理主体的功能作用。

高江涛在《史学月刊》2019年第6期上
撰文指出，中国早期国家形成问题是新世
纪以来中国历史与考古学界最热门的课
题之一。丰富的考古资料,尤其是近年的
新发现与研究表明,中国各区域国家形成
过程中社会形态表现出不同的特质,进而
呈现出不同的"模式",目前至少有"陶寺模
式""红山模式"和"良渚模式"等。中国文
明起源与形成是从无中心的多元到有中
心的多元一体,这或许正是中国古代文明
与国家发展演进的最大特色。早期国家
形成的动力是指推动国家起源、形成及发
展这一演进过程的根本原因,即文明化的
动因。对中国早期而言,也是探索其文明
延绵不断的深层原因或者动力机制。文
化间的互动交流与碰撞(战争)是中国文明
演进的外动力;而务实与创新则是中国文
明演进的原动力,是文明发展的决定性因
素。

刘士林在《开发研究》2019年第2期上
撰文指出，文化城市理论作为我国“人文
城市建设”的核心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
念，是重建草原文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的关键所在。在政治型城市化进程中，在
经济型城市化进程中，草原地区的重要性
主要体现出对国家经济建设的资源和消
费价值。开展文化特色的现代性研究，明
确草原文化特色的内涵，建构一套适应现
代化需要的传承创新体系，在发展中求自
新。开展文化精神的本体性研究，明确草
原文化精神的内涵，建构一套符合城市化
进程的传播教育体系，在融合中求坚守，
在开放中实现振兴。研究民族文化传承
与中华文化复兴的深层节点，正面阐释草
原文化在中华人文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探
索草原文化在中国和世界的时代价值与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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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青年文化”永远是热点所
在。尽管在相当多的时候，与其说它们是
由年轻群体的认知、集体行动和文化态度
所命名的产物，不如说是媒体和资本携手
制造、支配和宣传的结果。当走马灯式的
青年文化，你方唱罢我登场时，它们在多大
程度上由青年自己创造和定义，反映出年
轻人对这个社会的基本态度，又在多大程
度上是新一轮文化产业竖起的时尚潮流的
风向标，这一点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以辨识。

让人分外鲜明感受到这一点的，是大
学的课堂。几个大学老师碰在一起，常常
有类似的困惑。那就是，当我们把媒体上
正火的青年文化，拿到课堂和学生们分享
时，十有八九，底下的学生一脸茫然，一副
淡淡的那不过是“别人家的文化”的表情。
这种“别人家的青年文化”，可以显示为流
量数据，呈现为媒体热点，却独独无法在几
百人的大学课堂上找到几个真正的爱好者
和认领者。于是，就好像从未谋面、却永远
威胁着你在家长心目中的地位的那个“别
人家的小孩”一样，有一种叫做“别人家的
青年文化”的东西，也在威胁着青年对于自
身文化现实的把握和认知。

也许是为了解释这样一种尴尬，在
“宅”、“丧”、“佛系”之后，“圈层化”一词被
创造出来说明这一现象。原来那不是什么
缥缈的“别人家的青年文化”，而是青年人
文化圈分门别类、日益精细，彼此之间的公
约数几乎为零的文化现状。

这样的解释，自有它的说服力，也颇能
引发社会对青年人生活状态的共鸣，比如，
社交的小圈子化，多元文化导致的各行其是
等等。不过，却始终潜藏着一个危险。那就
是，将上面这两种完全不同的“青年文化”合
二为一，指认为同一件事。如此指认的后果
是，一旦圈层化的青年文化被确定为一种新
型的现实，那么，媒体和资本所做的，不过是
为了眼球和利润的迎合之举。而当前文化
生产的糟糕状况，也就成了当代青年作为网
络原住民的自然结果——都是互联网干的
好事。在这个自然的结果面前，我们除了感
叹这个时代变得快以外，只能袖手旁观。

然而，圈层化的青年文化，果真只是年
轻人天天对着屏幕，闭门造车、疏于社交的

结果吗？各种具体的社会文化机制在此过
程中，真的完全不起作用吗？

在这里，仅举一条来自大学的新闻。
几乎每年新生入学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读
到类似的新闻，那就是大学如何为新生着
想，实现寝室的人性化管理。管理的方式
不是其他，是根据对学生的调查，安排生活
习惯、兴趣爱好相近的同学成为室友。学
生们自然很高兴，就此屏蔽了奇葩室友，避
免了不愉快的大学生活。家长们也感到欣
慰，自己家的宝贝可以和同类人住在一
起。校方自然更是倍感轻松，减少了学生
之间的矛盾和投诉。殊不知，看似皆大欢
喜的人性化管理，同样削减了年轻人在大
学期间遭遇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文化的可能
性。在这种以避免麻烦为主导思想的管理
制度下，学生们恐怕只会越来越依赖于“物
以类聚、人以群分”展开自我解释，对不同
类型的文化的“挑衅”感到不知所措。

小小的寝室管理制度的变化，自然不会
导致青年文化的“圈层化”。然而，架不住大
学里各种措施的层层叠加：选课制度、班级
解体、奖学金制度等等。更何况，这还只是
大学。大学之外，更有整个社会以减少麻烦
为主导思想的各种观念在发挥作用。于是，
当“讲是非”成为一件费时费力之事，以至于
全社会都懒得争辩道理的时候，又怎么能够
要求在这样的文化里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拥
有据理力争、积极沟通的热情？而当实际掌
握着教育资源、社会资源的人们，都不愿意
挑战技术对于人的诱惑和支配的时候，又哪
能指望身在其中耳闻目染的年轻人，对技术
有着天然的警觉和免疫力？

至此，可以说，圈层化这样的命名，不
过是以“发现”的名义替换问题，以命名的
方式转嫁责任。当它以“圈层化的青年文
化”替换掉那个悬疑的“别人家的青年文
化”，且被当成事实接受下来的时候，整个
社会也就只剩下了对不再有公约数的青年
文化的不安，而非对何以如此的刨根问底。

接受圈层化之类的命名，不过是青年
又一次被挑选出来，为怯懦的年长者们背
锅。然而，抱怨和愤怒都是无用的。真正
有用的，是看清这样的形势，在长大成人
后，彻底抛弃这样的戏码。

随着互联网普及程度的提高及其对社会
生活的深度浸透，圈层文化现象正逐渐进入
大众视野，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无论是主
动、被动参与或是无意识加入，从大面上说，
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方式，绝大部分网
民都可以被分入一定的文化圈层，二次元
圈、电竞圈、书法圈……每个人因为自己的
爱好、职业、性格、特长等被划归为不同圈
层，只是有人积极融入，寻求同好，组成圈
层，甚至形成“茧房”；有人独自陶醉，选择不
主动参与。但不可否认的是，圈层文化已然
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和文化形态，
涵盖着众多的社会群体，成为当前社会管
理、尤其是高校育人工作必须考量的重要因
素。

而回溯中外历史可以发现，圈层现象古
已有之，无论是竹林七贤以歌酒会友，还是东
林党志于振兴朝政，抑或是阿卡德米自由多
元的学术探讨，圈层现象存在于历史的各个
阶段、社会的各个领域，只是组成方式、覆盖
范围、影响力度不尽相同而已。当前，圈层文
化受到广泛关注，成为大众文化现象，则正是
因为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为多种多样的亚文
化现象提供了传播便利，从而实现了大规模
的普及和扩张。

那么着眼于这一基本背景，我们应当如
何客观理性地看待圈层文化现象呢？

首先，所谓圈层是正常的人性需求。人
作为社会性动物，除去自我成长，不可避免地
要与社会发生联系，受到他人影响，社会交往
也是最基本的人性需求。人们在进行社会交
往的过程中，一方面深刻地受到地域、环境等
客观因素的影响，产生相应的社会联系，如同
学、同事等；另一方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
趣与爱好，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往往会突破地
域和环境的限制，与有共同话语的个体和群
体进行交往，这种交流更加深入，也更顺应人
们进行人际交往的社会心理，更加贴合人性
需求。因此，圈层文化现象是正常人际交往
的形式之一，要从社会交往与文化交流的角
度去理解和看待。

其次，圈层文化现象的繁荣是互联网技
术支持的结果。圈层文化现象是正常的历史
文化现象和变迁变革表现，长期存在于人类
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但由于技术落后和交往
成本过高，文化圈层往往受到较多的时空限
制。而正是信息革命中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为人们跨越地域和环境限制提供了极大便
利，推动了圈层文化现象的繁荣。圈层文化
现象的繁荣是互联网技术发展的重要成果，
同时也是信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信息社
会中海量信息的涌入，使得每个人能够接触
到的信息呈几何倍数增长，而人的注意力资
源是有限的，攫取其中符合自我需求的信息
成为必然选择，长此以往，人们往往会深度卷
入固有的信息圈层。因此，认识圈层文化现

象，要将其置于信息革命的大环境中，要辩证
地看待信息技术给圈层文化现象带来的发展
与挑战。

此外，当前圈层文化现象有其历史必然
性，但也与此前的圈层现象有着本质性的不
同。认识圈层文化现象，既要看到其历史传
承的一面，更要看到其中的本质性区别。与
历史上的圈层相比，信息时代的圈层文化时
效性更强，流行文化通过互联网得以快速传
播，人们能够通过互联网接收和传播实时信
息，甚至迅速创造全新的亚文化现象；广泛度
更大，互联网连接了世界的各个角落，文化圈
层得以大大突破地域限制，分散的区域性圈
层得以整合，成为全国性乃至全球性圈层，追
星族的“全球粉丝会”就是其中的典型现象；
多元性更强，在信息时代，亚文化无处不在，
凡事皆可被创造成为亚文化，且以往不被主
流文化认可的亚文化也能够被社会包容，圈
层文化的内容更丰富、更多元。

而在信息社会中，人们除了主动获取信
息，也在被动地接触大量信息，这些信息夹杂
着不同的情感倾向与价值观念，裹挟着消费
主义的内核，塑造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
模式，也塑造着人们对后续信息的接受，从而
导致了信息圈养现象，这是对当代青年主体
性的极大伤害。客观认识圈层文化现象，也
需要理性辨析，区分清楚良性的圈层文化与
被动的信息圈养之间的区别，破除信息圈养
的弊端。

对于正常的圈层文化，要秉持辩证态度，
鼓励理性发展。具体而言，要加强制度建构，
信息时代的文化圈层是自然形成的网络社
群，与现实生活中的团体一样需要加强管理，
因此要加强网络空间制度法规的建设，完善
网络群体管理；要加强文化引导，当前还有很
多流行性、浅层性的文化圈层，要推动圈层文
化现象的高质量发展，就要引导注意力资源
由碎片化信息转向体系化文化，建构文化价
值共同体；要构建张力结构，圈层文化现象的
勃兴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现实压力转移和逃避
的结果，因此推动圈层文化的良性发展，也要
增强线上、线下生活的弹性，避免虚拟与现实
的紧张对立。

而对于信息圈养形成的伪圈层，则要通
过教育引导加以尽量避免。对于高校育人工
作者而言，要加强网络素养教育，信息圈养体
现的是网络信息素养的缺失，因此首先增强
青年对网络信息的甄别能力，培养青年对于
信息选择多少、辨别真伪、明晰是非、界定善
恶的能力，帮助青年摆脱信息茧房；要加强集
体主义教育和关怀，帮助青年正确认识集体
与个体的辩证关系，使得假独立、伪自我转变
成为真自主；同时要锻造青年主体性，培养青
年的认识辨析能力、现实转化能力、主体建构
能力和价值塑造能力，以培育网络新青年作
为高校育人工作的成才导向。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其特有的运动逻辑彰显出巨大的历史变革力量和主体能
动精神。经过四十余年的发展，市场精神对于新时代的中国人来说，已不仅是一种感觉和体验，而
是一个需要积极思考的认识对象,中国已从一般市场精神的培育，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精神的自觉
探索和践行。与之相呼应的是，学界开始高度关注当代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文化个性、儒学与儒商、
现代儒商精神等热点话题，毫无疑问，这是国内经济哲学贴近中国叙事的学术深入。正如习近平
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不断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鲜明的
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其
中，市场精神就是这些特色的典型代表，它既折射出这个时代伟大变革的鲜活经验，又彰显出不断
上升的主体原动力量，值得人们给予深刻地理论透视和哲学思辨。

基于上述背景，我们拟定于2019年11月16日在安徽财经大学（安徽·蚌埠）召开“市场与市场精
神的经济哲学反思”理论研讨会暨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2019年年会。研讨会定于11月15日报到，
11月16日全天会议，11月17日上午会议考察，11月17日下午返程。会议不收取会务费，交通、住宿
费自理。

会议主题：市场与市场精神
1．市场范畴的经济哲学思考
2．市场精神的基本特征分析
3．社会主义市场精神与资本主义市场精神的比较研究
4．当代中国企业家精神的认知与概括
5. 其他相关问题
本次会议倡导以文赴会，包括已发表和未发表的论文。优秀论文将推荐给相关核心期刊或编

入《中国经济哲学评论·市场精神卷》。论文请发至邮箱437130405@qq.com王程 老师收联系电
话：18655271768 我们诚挚邀请您莅临本次大会！

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
安徽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9.5.18

“市场与市场精神的经济哲学反思”理论研讨会
暨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2019年年会

邀 请 函

山东师范大学崔永杰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恩格
斯生态思想的诠释与重构研究”（项目批准号12BKS063）已于近期结
项，评定等级为优秀。该项目从考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形成的社会背
景及理论渊源入手，全面、系统探讨其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诠
释、重构，并对其得失加以客观的评析。

该研究成果致力于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关于马恩生态思想的诠
释与重构做全面、系统的研究，并在以下方面有所创新：其一，着力将
20世纪 60年代以来，众多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对马恩生态思想
的阐释纳入到“绿色运动”蓬勃兴起、时代的进步要求马克思主义不断
创新与发展的视野下加以审视，深刻揭示其思想发展、演进的内在逻
辑；其二，该成果从“阐释与重建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这一全新视
角出发，对其不同时期各主要代表人物的理论作深入系统的探讨，从
而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开辟一个新的生长点；其三，依据第一手
资料，系统梳理与分析研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阐发的“实践中的生
态社会主义”（佩珀）、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巨大理论力量源自其唯物主
义（福斯特），以及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生态批判（萨拉·萨卡）等具
有启发性的重要思想，以彰显马恩生态思想的当代价值；其四，依据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审慎地借鉴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对生态
学马克思主义关于马恩生态思想的诠释与重构的理论意义、现实价值
及缺陷做出了客观的分析与批判。

该成果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视诠
释、重构马恩生态思想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并加以研究，
将有助于克服环境理论家等对马恩生态思想的否定，以及在新近出现
的众多国别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再探讨”中真正的马恩被繁复的话
语所遮蔽、其原本形象变得日益模糊的现象，从而还马克思主义的本
来面目；其次，系统地梳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对马恩关于人与自然
的关系、唯物史观等方面内涵的生态思想的深入挖掘与阐释，以及对
其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所处重要地位的确认，有助于克服以
往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忽视其生态理论方面的缺陷，近而推动马克思主
义生态文明思想体系的研究；再次，客观地分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
理论得失，批判地吸取借鉴其对马恩丰富生态思想的指认，尤其是对
马克思主义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指导地位的肯定，对于当前我国建设和
谐、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破解生态困境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