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國

專題對話

後現代主義批判在中國
──關於多元文化走向與文化發展的對話
■ 段吉方
華南師範大學

本刊總編輯
摘

要：兩位學者在對話中回顧了二十

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後現代主義在西方學界

後現代時代預示著不單是後工業社會的信息化轉向，而且也是後

現代思維來臨，這種思維否定任何理性標準與共識。虛無主義的文化

心理日趨明顯，缺乏一種共同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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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燕城

方文化處境，是西方知識和文化的所謂的
元敘事(metanarrative)。

思想界開始推行，並在八十年代左右引入中

按他的理解，後現代之前，所謂現代

國，對中國學術界思想界包括整體文化狀況的

的元敘事，就是科學和知識的合法性，科

影響是比較大的，但認為後現代主義在中國文

學成為一個標準，批判所有文化後面的設

化建構中不適合作為一種主流的學術話語，而

定。但是到了後現代階段，他引用維特根斯

只能作為批判性的參照，它本身也不需要有什

坦的觀點，一切都是語言的遊戲，科學也

麼話語的建構。對話注意到了後現代主義在文

是語言遊戲，失去了元敘事的地位。由於沒

化領域所起到的邊緣肢解的作用，並討論了作

有了元敘事，一切不同文化、思想、價值都

為方法的後現代主義，以及作為參照的後現代

各自並存，互不相干，你有你，我有我，大

主義，如何與我們目前面臨的文化研究的一些

家沒有對話也沒有共識，他稱之為並行學

問題相結合，認為世界是一個多元性的世界，

(或譯悖謬paraology)。

文化上正在多元性走向，科學也有多元性，多

所以後現代思維等同於一個沒有什麼

元一體彼此和諧，應該建立一個「後後現代」

可以作為判斷標準的文化，一切都相對，

的理論，能夠綜合東西方的精華，突破後現代

什麼都可以，最後就變成虛無主義與相對

主義帶來的虛無主義，通過各種形式的對話和

主義的文化。這個思想狀況影響到現在的

交流，使文化得到更新或創造性的變化。

二十一世紀文化，漸成主流。後現代時代來

關鍵詞：後現代主義，後後現代，文化多
元走向，對話。

臨了，預示著不單是後工業社會的信息化
轉向，而且也是後現代思維來臨，這種思維
否定任何理性標準與共識，否定任何普遍

利奧塔的後現代思想

價值，只有自我，只有以自我為中心，再也
沒有共通點也沒有共通的客觀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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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吉方教授，你一生致力於當代

這個文化狀況讓人擔心，文化的共同

西方文化批判理論與美學研究，特別是

價值被否定，虛無主義的文化心理日趨明

對後現代主義文化研究有很多成果。對於

顯，缺乏一種共同價值觀。不知道你研究

後現代主義，我基本的理解是它的文化特

後現代主義文化，對這個問題怎麼看？

徵就是法國哲學家讓·-弗朗索瓦·利奧塔

當代中國的後現代思潮

(Jean-Francois Lyotard)曾經提出的一種西

用是非常明顯的，這一點中國學界從二十世紀

我提交了一篇關於後現代主義文化在中國的

八十年代接觸後現代主義時就吸收了，主要吸

論文。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後現代主義在西

收了後現代主義的那樣一種批判性的、反基礎

方學界思想界開始流行，八十年代左右引入中

主義、反本質主義思想內核，從而在整個的思

國，將近四十年過去了，可以說這裏邊產生的

想界和知識界把我們的思維方式和思維革命

問題對中國學術界思想界包括整體文化狀況

往前推進了。正是因為這一點，後現代主義在

的影響是比較大的。

中國起到了方法論革命和思維革命的作用。

首先，剛剛我們談到後現代主義它是一

其次，後現代主義在中國還有第二層面

種批判性和顛覆性共存的一種思維方式，在

上的影響，那就是在不同層面上對我們的思維

學理層面上，它的解構力量要大於它的建設

方式有一種解放性，不僅僅是批判性、顛覆性，

力量。當然後現代主義學派中也有少部分是從

還有一種解放性。這種解放性就是以西方作參

事建設性後現代主義的，但是很少。後現代主

照，以西方作為方法，反觀我們自身幾百年幾千

義在哲學上有明顯的反形而上學的特點，它肢

年來那樣一種文化創造思維方式以及文化理

解了從古希臘以來西方哲學傳統所建立的基

論建設。由於西方後現代主義思維方式的多元

礎主義的思維方式，把一切本質的基礎性的

化以及個體性觀念的引入，後現代思維的解放

東西全部肢解了，瓦解掉了，並深刻影響語言

性對我們的文化建設還是有一定的參照意義

問題、分析活動和分析行為。這樣的一種肢解

的。
這兩個方面我認為是中國當代哲學領域、

的碎片化，通過肢解基礎性，也就是您說的元

社會領域和思想文化領域運用後現代主義研

敘事和元話語，走向一種多元化碎片化的思想

究所取得的成就。這也是我在我的論文中提出

主張。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之後，特別是法國的

的觀點，我個人看來後現代主義在中國主要有

一九六八年「五月風暴」之後，西方學界不同程

三個領域產生了比較明顯的影響，一個是哲學

度在激進的層面上應用了後現代主義，這也是

領域，就是剛剛我們談到的像是利奧塔式的哲

５

活動在知識層面上主要是想走向傑姆遜所說

段吉方、梁燕城：後現代主義批判在中國

加拿大與國外同行交流，受益匪淺。這次論壇

專題對話

識形態，它在西方學界和思想界中的批判性作

後現代主義在哲學上有明顯的反形而上學的特點，它肢解了從

客座研究員的身份加「文化中國學術年會」，在

古希臘以來西方哲學傳統所建立的基礎主義的思維方式，把一切本

英國學者特里·伊格爾頓說的後現代主義的意

質的基礎性的東西全部肢解了，瓦解掉了，並深刻影響語言問題、

分析活動和分析行為。

■：這一次作為加拿大文化更新究中心的

文化中國

學影響，主要是在哲學層面上發生作用；還有

方向，反而連基本的價值觀都顛覆了，所以

一個就是社會思想層面上，像丹尼爾·貝爾、傑

西方文化好像進入到了一個死胡同裏面。

姆遜等人的理論；最弱的恰恰是文學和藝術

中國的文化建構要吸取這個教訓，中國文

這個層面上，但是卻是文學和藝術批評這個領

化面對的不是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帶來的

域談後現代主義談得最多的。原因很簡單，文

霸權形態，而是促進社會全面發展的新型

學和藝術作為一種感性思維是最歡迎這種具

文化，它要破文化存在中陳舊的東西，但主

有批判性、顛覆性和解放性思維的。

要還是要建構當代新的文化形態，關鍵還
是在如何找出一個文化更新的道路？林毓

在八十年代，還是今天，後現代主義在中國文

生提出的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很值

化建構中都不適合作為一種主流的學術話語，

得思考。

而只能作為批判性的參照，因為它本身就沒有

道家通過解構揭示真理

方向，它本身也不需要有什麼話語的建構，它
在文化領域起到的是一種邊緣肢解的作用，這
樣的話就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我們現在就在走一種「後後現代」的文化，就是後現代以後的
一種重建的文化，這種重建就是需要一種多元並存的，但是又彼此
和諧的文化，而不是多元之後又變成虛無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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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外一種方面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

如何從中國文化來與後現代接頭，甚
至超越後現代？

作為方法的後現代主義，作為參照的後現代主

首先問解構是為了什麼，只是破除形

義如何與我們目前面臨的文化研究的一些真正

而上學建構，回歸虛無嗎？還是解構反而

問題相結合。這是我們從事後現代主義文化

是理解真理的一個過程。這些在中國很早

批判需要思考的。

就有了，道家思想、佛教思想都曾有類似的

解構主義的顛覆性

表達，道家講的無或者無為，就是顛覆既
有禮樂文化的僵化，回到一種沒有理論之

□：在後現代主義發展的過程中，我

前的天真狀態，來對宇宙有一個原始的領

特別注意到解構主義在中國有一段時間

悟，好像洪荒的宇宙有一種洪荒的力量，

內是很受歡迎的。解構主義是從結構主義

洪荒天真的智慧。我也把老子、莊子跟解

來的，結構主義以語言與現實沒有對應關

構主義做過一些比較研究，來講我們中國

係，但仍可分析其內在結構。但是法國哲

也有一些類似思想，而其發展的目的性是

學家德里達將結構也摧毀和顛覆，最終仍

顯出真理的。但是道家、佛家這些顯出的

歸於虛無。我看到中國學界大概是上世紀

真理還不能作為文化建構的根本，還是沒

後期到這個世紀初期的新一代學者，很多

有做到創造性轉化。

都對解構主義感興趣。因為過去是一個很

那儒家是否能重建文化呢？這導致我

嚴謹的社會，現在社會開放了，思想也解放

最近不斷思考，儒家仁愛的根基在哪裏？

了，如何在繼承過去社會的思想理念上，開

如果一切都解構了，仁愛存在哪裏？人性

創新的文化局面，對我們來說，恐怕不只

也被解構了之後怎麼辦？這是當代文化面

是純粹的解構，而是看有沒有創新的可能。

臨的挑戰。我的博士生導師成中英教授曾

後現代主義只是利用解構姿態來顛覆過去

提出「後後現代」的思想，我在讀博士的時

一些確定的東西。

候，德里達的解構理論就提出來，後現代

６

但是，中國的文化 跟西方有一 個不

的觀點也出來，那時，我跟他討論，他說我

同，我覺得西方是要顛覆資本主義社會所

們現在就在走一種「後後現代」的文化，就

造成的整個文化形態，後現代主義給西方

是後現代以後的一種重建的文化，這種重

文化提供了成功的批判，但後來的發展好

建就是需要一種多元並存的，但是又彼此

像很令人失望，因為後現代主義文化實在

和諧的文化，而不是多元之後又變成虛無

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的運作，沒有建立新的

主義。你的看法如何？

談起。

知識分子群體當中進行，那麼，在當代，在一個
信息社會溝通特別便利的地球村的語境之下，
很顯然這樣一種對話已經有了一個共同的文
化平台，有共同文化建構的願景。對話是雙方

的判斷是對的，就是西方學界從二十世紀八十

的，包括交流也是雙方的，不存在以哪一方為

年代以來的後現代主義文化已經沒落了，失效

主，哪一個是主體哪一個是客體的問題，但是

了，各種文化理論可以說在西方學界已經失去

它有一個前提，就是對話的某一方面都必然具

了解決現實問題的基本能力和品格，典型的就

有自己的問題性和自己的問題感，有自己的歷史

是解構主義。當一切都被肢解了，語言的能指

意識才行。不是說平等之後大家忘記了自己原

和所指、歷時和共時的結構策略被破壞之後，

來的話語、問題，也不是僅僅為找共同點而找

意義存在哪裏？本體又何在？這對於價值重建

共同點，那就走向了為對話而對話。

會起到什麼樣的作用？這些問題是解構主義

在這個基本共識上，就我們目前中國的文

無法回答的。解構主義曾經在後現代主義大行

化來講，首先肯定要立足於我們自己的傳統，

其道的情況之下充當一個文化「急先鋒」的角

立足於我們自己的哲學傳統、思想傳統和美學

色，但是當後現代主義等西方文化理論灰飛煙

傳統，片面以西方做參照，以西方作方法的時

滅之後，解構主義自然也就失去了它的這樣一

代已經證明了不可行。這個時候我個人的一個

種銳利的思想鋒芒。這是我首先的一個判斷。

看法是，無論是「後後現代主義」，還是多元文

另外一個判斷就是我們剛剛談到的，無

化共存也好，首先要有自己的文化根基和文化

論是解構還是後現代主義，它本身不能給我

命脈，這個時候回到古典，回到我們自身的文

們提供一種理論思想或者是文化重建的動力，

化傳統和思想傳承首先是個硬功夫，需要考驗

它也不能提供給我們一種撬動雙方對話或者

我們的學術訓練和學術傳承，這是童子功，要

說多元並存的文化支點，在這種情況之下，它

把這個方面修煉好。這方面我們認為近二十年

的干擾性的東西特別多。實際上後現代主義內

來，或者近四十年來，我個人感覺建設是不夠

部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見，有很多流派，大衛·哈

的，特別是年輕一代的學者，對傳統文化的文

維、貝斯特等人在他們的理論著作當中都多次

化命脈和思想傳統的強化還是不夠，我自己也

談到，這樣的一種方法和思維方式現在面臨著

是這樣。當西方作為方法不好用了，自己的文化

很明顯的與問題意識相結合的難題，現在無

根底又不夠，所以問題就比較明顯了。

論是中西學術的對話，還有是當代文化建構，
都需要理論思維與問題意識的結合，也就是文

段吉方、梁燕城：後現代主義批判在中國

我認為二○○三年左右英國的伊格爾頓

就我們目前中國的文化來講，首先肯定要立足於我們自己的傳
統，立足於我們自己的哲學傳統、思想傳統和美學傳統，片面以西
方做參照，以西方作方法的時代已經證明了不可行。

■：那我還是從解構主義和後現代主義

種對話在不同的時代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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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問題實在的層面

感通是對話之所以可能的基礎
□：現在中國的哲學界，問題是懂中

主義本身就是反對這種共識的，它不需要你有

國傳統的不一定懂西方，懂西方的對中國

什麼共識，也不需要你產生什麼思想的碰撞，

傳統典籍讀得不夠。兩邊都熟習和貫通學

它僅僅是有不同的觀念就可以了。這是我強調

統的非常少，這是個難題。中西文化對話

的第三點，中西方的文化對話無論從理念上還

之所以可能，是人人能夠以「感通」的理念

是過程上，都需要回到問題實在這層面上來。

作為一個基礎，人與人間之所以能夠溝通，

儒家、道家、易學，包括多元文化並存的觀點，

不但用語言，還需要用心靈去感應他人的

包括成中英教授提到的「後後現代主義」，都

想法。唐君毅、牟宗三先生的新儒家都以

需要這個問題實在性。

「感通」來包容東西方學術，唐君毅先生

實際上，中西文化的對話早在我們目前各

提出「心靈九境」理論體系時，就特別提出

種理論流行的時候早就已經開始了，只不過這

人是能「感通」的，不同境界的人可相通瞭

７

化的共識性，沒有基本共識怎麼對話？後現代

文化中國

解他人。牟宗三提出仁的定義是「以感通為

講的唐君毅、牟宗三先生這些海外新儒家所講

性，潤物為務」，惻隱之心就是一種感通，

到的感通概念，還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我們可以以人的感通性作為文化的共通
點。

我個人的觀點是在未來的發展當中，我
們還需要跳出以往我們建立的中西思維二元

感通性就是人性，人性不是指實體性

論，走向一種類似中國佛教講的執念那樣一種

的人性，而是人人能夠溝通。你要證明人有

共通的感受的東西是存在的。但是現在來講，

仁義不容易，因為它是看不見的，但人能用

需要討論的是，「感通」溝通的是什麼，該如何

語言和心靈溝通，而達到互相的諒解和理

去發展和見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說法。

多元不相關的世界裏面，還有隱藏的秩序，使一切彼此相關。

這理論也與《易經》的思想接近，就是整體的宇宙在整體的變化當

中，總會有相關性在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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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卻是一個可觀察的現象。感通是中國

成中英先生講本體闡釋，唐君毅和牟宗三

文化的一個特性，也可以成為我們的建構

先生講感通學說，當年的李澤厚講實踐本體，

文化對話的基礎。

其實都是以一種情感本體來作為溝通的基礎，

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感通思想

還有陳來先生提出的「仁學本體論」，當代這
些哲學家都是試圖跳出原來既定的思想框架

至於吸納西方文化價值，西方也有感

之後，找到東西方融合或東西方並存時代的文

通的思想，如馬丁布伯的「我與你」(I a nd

化密碼。客觀而言，這些是有益的嘗試。但是

Thou)，就是我與你的感通。這來自猶太基

我認為存在的困難有這樣兩個方面，一個困難

督教的傳統。基督教的上帝是三位一體，父

就是：超越了二元論之後，我們這樣一種共同

子靈三位格是在愛的感通中，上帝的本性

的建設理想是否又要陷入一元的或是獨斷論的

是感通性，而上帝按其形象創造人，感通的

框架？中國的儒家、道家，可以說現代不具備

上帝創造了感通的人，於是人性有仁愛的

這樣的一種思想成分，因為它經過幾千年的改

感通性。

造，已經沒有了思想獨斷的東西在裏面，也難

如果以中國文化人性感通的傳統，西

以獨斷，是吧？儒、道、釋的現代傳承和轉化

方上帝感通性的傳統，人與人、人與眾生實

還面臨很多難題。如果超越了二元論之後，哲

在有共同的本體性，這就是「感通性」。通

學上又走上了一元論乃至之後的獨斷論，這是

過感通來理解他人，那就會回到成中英所

一種思想的危險。對話的危險，也是文明衝突

講的本體闡釋了，闡釋和如何闡釋，這也

的危險。

是一個重要的西方當代的傳統。闡釋學就

第二個困難就是：即使跨越了這樣一些

提出，人與人能夠理解、詮釋，是通過本體

困難之後，多元並存，它的常態該如何呈現出

達到的。本體也就是人性的共同點或者宇

來？文化交流也好，文化對話也好，都需要經

宙的共同點，以「感通性」來建立彼此的闡

驗呈現的方式。我來到加拿大之後，看到加拿

釋，才可以有真的闡釋。這樣我們也可以達

大對於土著文化、人類學的經驗很重視。中國

到一種哈貝馬斯說的普遍實用主義，也避

也有啊，中國資源更加豐富，但是這是兩種不

免落在後現代的虛無主義之中。

同的文化啊，兩種不同的人類學取向。那麼到

走出二元、一元與多元

了現代以後，這種分歧也更加明顯了。多元並
存，它的常態怎麼樣？常態如何去界定？在這

８

■：我認為這個解析非常好。不論從西

個多元並存當中，究竟以一個什麼樣的形式呈

方還是中國，現在學界都已經認識到了這個問

現出來？它需要從學理上、理論上加以闡明，

題，解構也好還是後現代也好，它不可能作為

需要在形式上予以觀照，我認為這個困難還是

一種既定的思想框架，作為我們以後思想和價

存在的，多元並存很多時候我們還是停留在口

值存在的基礎。那麼，怎麼辦呢？那就是跳出

號上。

原來的解構和後現代的思維影響。所以剛才你

除此之外，還有多元的神學，就是我

現，頭上都有彩虹，另外是大洪水過後也

個也變成很麻煩的問題。如何多元但又是

有彩虹出現，代表災難過去了，一切有新的

一體，是困難所在。所以在我的著作中，曾

希望。
為什麼上帝出現後有彩虹呢，上帝本

是還是一個彩虹，這是我對中國文化的理

身就具有多元一體的意義，所以基督教就

解。特別是中國的少數民族文化，實際上他

有三位一體，就是三個也是一個，三就是

們都是彩虹的不同顏色。如果彩虹的思想

多，多同時也是一，但是它也可以分成不同

就是一體多元，後面的根據在哪裏？

的情況來給人理解，所以神學也有多元性。

一個是科 學的根據，為此我也要花

哲學《易經》有多元性，科學也有多元性，

點時間去理解量子力學後面的哲學。量子

多元一體彼此和諧。那麼我認為我們要建

力學有一個重要的發現，就是戴維·玻姆

立一個「後後現代」的理論，大概能夠綜合

(David Bohm)提出的隱藏秩序理論，由於

東西方的精華，來建立一個突破後現代主

科學家A la n Aspect一九八二年在巴黎的

義帶來的虛無主義，這樣才能夠有真的文

實驗，證實無關係的兩粒子，觀察一邊，另

化更新或創造性的變化。

一邊會有反應，原來彼此仍有另一種看不
見的關係。波姆提出，從科學上，實際上在

各美其美，美美與共

我們秩序可以區分為一種看得見的秩序，

■：美學上通常也這樣講，各美其美，美

叫explicate order，另外一個叫看不見的、

美與共，不同的民族和文化都有它的審美和統

隱藏的秩序，叫implicate order。這個理論

和經驗，但這不影響美的共同性。神學、哲學

提出所謂「隱藏的秩序」。那是多元不相關

確實存在這樣一種多元共存的現象。整個世界

的世界裏面，還有隱藏的秩序，使一切彼

發展的規律事實上也是多元性的，多元性是主

此相關。

要方向。

這理論也與《易經》的思想接近，就

雖然科學講規律，但是不可能整個世界

是整體的宇宙在整體的變化當中，總會有

永遠信奉一種規律、一種結論，這樣的世界是

相關性在那裏，所以吉、兇是可以變化的，

單調的。在這個過程當中，無論是美學，還是

你可以通過你的行動來達到變化。這樣我

神學，哲學，包括文化交流好，都是一個系統

覺得從量子力學所講的這個理念，會幫助

性的建設，通過一種有效的系統建設，把這種

我們理解如何能夠多元而且同時是一體，

多元性加以勾連。這是一種系統性的建設，同

多元文化裏面還有一個彼此相關隱藏的秩

時也是一種情感上的「看不見的秩序」。威廉

序，而且這個是有科學根據的，不只是理

斯講「情感結構」，是情感和心理層面上的結

論上的。

構，實際上顯現在生活和文化中。文化的系統
性建設涉及到各個對話的主體，它們有自己的

是從《易經》來的，《易經》根源本來自八

問題形式，有它們提問的方式，有它們自己問題

卦，每卦代表不同的處境，但彼此是在一

的解答。但是這種提問的方式，問題的解答，

個大體系裏運作，而彼此有關係。所以《易

還有它的問題形式，和不同民族、不同個體之

經》裏面有一個非常大的彼此相關的系

間的文化交流並不構成衝突，也就是朗西埃所

統，它不是一種邏輯或是數學的關係，而

說的應該允許有「歧義」的存在。「歧義」是政

是通過二進位數來推演，所以是很特別。

治的常態，朗西埃談到，什麼叫做歧義？歧義

９

另一個根據就是多元的哲學，大概就

段吉方、梁燕城：後現代主義批判在中國

用過彩虹的象徵。彩虹是多種顏色的，但

無論是美學，還是神學，哲學，包括文化交流好，都是一個

義，根本就沒有共同性也沒有真理性，這

系統性的建設，通過一種有效的系統建設，把這種多元性加以勾

督教裏面有特殊的意義，就是每逢上帝出

連。這是一種系統性的建設，同時也是一種情感上的「看不見的秩

□：對，絕對的多元也會變成虛無主

序」。

特別提到彩虹的象徵這個觀點，它在基

專題對話

彩虹文化和一體多元

的，這不是歧義，歧義是我們在問題的基本共
識層面上有不同的意見。政治上如此，文化和
文化上的「歧義」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文化上的更新，多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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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發展永遠是方向，在這個層面上確實有很多東西可以做，這也

是各美其美，美美與共。

文化中國

不是說我說這個東西黑的，你說這個東西是白

美學更是這樣。朗西埃所說的歧義是指我們在
基本共識的層面上有爭端，而不是說連基本的
共識都沒有，然後分道揚鑣。

Duang, Jiefang(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Thomas In-Sing Leung(Editor in
Chief, Cultural China)
Abstract:In this dialogue, the two
schola r s rev iew t he promot ion of t he

文化上也是這樣，要有一定基本共識才

in Western academics and intellectuals

有相互之間的不同方向，不同思想的角逐，乃至

a t t h e b e g i n n i n g o f t h e 1960s . T h e

不同的文化系統的建設。如果連這樣一種最基

postmodernism was introduced to China

本的東西都沒有的話，那麼很簡單，世界的對

in 1980s, and it had great inf luence on

話也好，文化發展也好，永遠處於分歧和矛盾

Chinese academics and intellectuals, also

當中。但是，令我們欣喜的是，最近這幾年，我

the whole Chinese culture. However, it is

認為關於中西哲學也好，中西方文化也好，那

unsuitable to consider the postmodernism

種文明衝突論的聲音漸漸小了，文明衝突論的

a s a m ajor it y a ca de m ic d is c ou r se i n

力量漸漸地退去了，接下來是各種形式的對話

Chinese culture construction; it can only be

因素，各種形式的交流對話在起作用，這裏邊

as a critical reference and do not need any

或許有我們共同的事業。

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This dialogue

□：所以講到最後就是，我們如果找到

makes note on the role of postmodernism

「感通」作為基礎的話，對話就是可能的。

in the culture f ield as dismember ment

「感通」的特性就是我能夠進到你裏面來

of the margins. It also discusses, as a

理解你。所以，對不同的文化特性，先要學

method and also and a reference, how the

會不是我代表真理，你是錯誤，而是你有

postmodernism combines with the real

你對的地方，我要學習你的好處，欣賞你

key issues of our current cultural studies.

的不同，然後我維持我自己的立場，我有

It believes that the world is a pluralism

我認為真的東西，但是不等於我否定你的。

world. Multiple cult ural and multiple

如果這樣，我們就可以帶來不同文化溝通

science is the trend. The theory of “Post-

的可能性。
■：確實是存在這個狀況，文化上的「歧

postmoder nism must be established in

義」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文化上的更新，多元

Therefore, it can combine with the essence

文化的發展永遠是方向，在這個層面上確實有

of East and West, and break through the

很多東西可以做，我希望我們以後加強交流和

nihilism by postmodernism. Through the

合作，在這個方面真正為文化的交流和對話盡

various forms of dialogue and conversation,

自己的力量。

the post-postmodernism theory will bring

□：所以 這也 是各 美 其 美，美 美 與

unification and harmony of multi-cultures.

regener at ion a nd creat ive cha nges i n
cultures.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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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alogue basis of
Postmoder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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