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寄小学友书：中外、古今、成败 

(Letter to a Young Scholar) 

亲爱的小学友： 

很高兴知道你被录取了，还有奖学金，可喜可贺。 

很同意你的想法，两年拿了硕士，才决定下一步。 

三十多年前，我也和你一样，一腔子热诚，满脑子憧憬。希望到

先进的国家去，学人家的好东西，拿点回中国来。这样，我们也可以

跟人家一样先进。三十多年的历程，体会了一点点。 

到国外念规划的，都是研究生，在国内时都是名大学的高材生。

到了外国，要适应新生活环境、新社会文化、新教育方式，甚至新的

学科，实在是很吃力。人地生疏、举目无亲、同声同气的自然聚在一

起。但规划是门社会性的学科，怎能关在家里、课堂里和图书馆里来

念？这个问题现在大家越来越重视。很多同学们都能够突破中国人小

圈子，结交外国同学、外国朋友。这倒不是我关心的问题。 

万水千山到外国为什么？学“外国”的东西。在有社会性和实用

性的城市规划学科里，这些东西是什么？是外国的城市现象、解释这

些现象的理论、和处理这些现象的理论及政策。怎样去学？硕士学位

选科弹性有限，关键在毕业论文。但也是最大挑战，尤其是找题目。

西方特别看重独立思想，而且规划论文不像理工科论文，导师没有大

项目或大实验室可以给您开个小题目，做个支节或细节的小研究。规

划研究都是要去自创、自造。况且硕士是两年，过了第一年就要开始

Generated by Foxit PDF Creator © Foxit Software
http://www.foxitsoftware.com   For evaluation only.



筹划论文，压力很大。你将会发觉，第一年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上课、

做作业，人家城市的真面目究竟是怎样的，才开始认识一些，人家的

城市规划是怎样干的，才开始接触。什么是好的论文题目？茫茫然到

哪里找？ 

很多同学们就会想，既然将来还要把学到的洋东西拿回中国，那

就索性做个中国题目吧。而且自己对中国情况还有些了解，也有朋友、

同学在国内可以帮忙拿些资料。中国题目实在是自己“比较优势”啊！

最好是找个洋人认为是热门的中国题目，例如征地纠纷和城市扩散

等，然后用上些洋理论例如公共参与去处理征地纠纷，精明增长去处

理城市扩散，那岂不是更“洋为中用”？ 

论文开工了，做起来可不容易。在中国，征地纠纷的信访算不算

参与，属 Arnstein的“参与梯阶”（ladder of participation）的哪一节？

把西方以民主为职业的非政府组织机制硬套进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去，

行吗？在中国，城市扩散可不是因为为政者不聪明，不懂得环保与开

发的冲突，不懂市场的作用，不懂利用基础设施发展模式去控制城市，

而是他们非常清楚 GDP增长才是政绩。城市扩散是经济增长的代价，

但任期内看不出，可以不去管它。GDP 增长率看得见、摸得着，是

职级考核的主要内容和重要标准，那才重要。用洋人的“精明增长”

去分析中国的升官窍门，能看出什么东西？！ 

以洋眼睛去看中国问题注定看不明。但是，论文还是要按时出货，

才可以毕业。怎么办？有软硬两套。广东话叫“搏懵，搏同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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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办法。“搏懵”就是利用洋老师不太熟悉中国，做假资料、假证据

蒙混过关。“搏同情”就是利用洋老师可怜中国学生适应不易，“要是

本地学生，断不放过，你是外来，放你一马吧”。你去的是一流学校，

拿的是二流学位。就算不惭愧，也学不到什么。 

我想多谈一点的是“硬功”。逻辑是这样子的。洋理论既是先进

理论，错不了的；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怎可以把功夫白费。如果中

国的现象不能用这些理论去解释，那肯定是现象看错了；中国问题不

能用上这些理论处理，那肯定是问题看错了。洋理论怎会错，不用改；

要改的是中国的现象、中国的问题。这逻辑说出来很可笑，但实际上

我们（洋人和中国人）往往跌落了陷阱而不自觉。 

这是个可怕的陷阱，永不超生。它使我们在不自觉中改变中国的

现实去迁就西方的理论。规划理论绝大部分是指导性的理论（而非一

般自然科学的解释性理论），也就是，它们是有伦理的。拿以上的两

个例子来说，洋理论认为公共参与和精明增长本身就是好事，所有规

划应以它们为指导思想。可是我们要明白洋理论是来自他们的文化

（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洋文化产出洋理论。除非中国全部接受

洋文化，怎能样板式地把洋理论引用到中国。 

可是，有人会辩说，我们用洋理论，都是经过修改、过滤的，怎

可以说是照搬？我想，这些修改和过滤往往在表面，不在本质，是换

汤不换药。就拿上面两个例子。在西方，公共参与是为了处理人民（包

括企业）与人民，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利益矛盾；精明增长是为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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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者与开发者之间的利益竞争。基本的假设是个人、个体（包括政

府）之间的利益有实质的不同，又互相不能相让。那么，争是无可避

免的。但也无妨。只要这些私利和私利之争是按着民主原则（人人参

与）和市场原则（公平竞争）来进行，“无形之手”就会保证得出来

的结果是最高的公益、最合理的分配。 

西方的文化里，公益产生于私利的竞争，是千万个小我利益的综

合，扎根于小我的肯定。中国文化里，公益是大我的利益，扎根于小

我的超越。肯定小我与超越小我来自两种不同的文化。文化不同，处

理问题的思路也有别。这是基本性的东西，不容动摇、不易改变。所

谓“硬功”，就是独尊西方的思路为金科玉律。那就只好否定中国的

文化——先是以西方的理论去批判中国的现象，进而批判这些现象底

下的中国文化。 

你要认清洋老师批评中国没有真民主、没有真竞争（市场），是

因为在他的文化里，小我的理念遮盖一切。为了保护和满足小我才事

事要参与、样样要讲公平。不然，小我就得吃亏了。渐渐地，参与和

公平从工具变成理想，变成真理。但是，在你的文化里，先哲给了你

大我的理想。在大我的世界观底下，我为人人是责任，人人为我是期

望。要维持责任与期望的平衡，也许需要参与和公平作为工具，但我

们的心态和这些工具的作用就跟洋人的不同了。 

中、西文化的一个基本分别是对人性的评价：中国比较乐观，西

方比较悲观。这造成了大我与小我，人治与法治之别。在西方，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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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近有邱吉尔，他们都认为明君比民主好，但他们也认识到最

好的明君可以变最劣的暴君。这实在使人不放心，退而求其次，行民

主吧，也就是以法制去约束人性。为此，西方政治哲学把民主叫做“次

好”（second best）。中国的孔、孟思想，生于春秋战国的乱世，理应

是对人性没有信心的。但孔、孟的伟大就是在人性有善有恶的认识底

下，提倡仁政，以道德去教化人。因此，有性善、民贵之说。西方文

化选择了“抑恶”，中国文化选择了“扬善”。 

其实，法制也好，教化也好，都是以互律来维持社会的稳定。不

同者是西方依赖小我与小我的互相监督；参与和公平就是有效监督的

先决条件。中国相信大我是小我的超越。我不知道参与和公平是不是

超越小我的先决条件，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决不会是逐私利的参与

和擂台式的公平。我希望会是为善不甘后人的参与，扶贫救苦的公平。 

有人会说，这些都是理想的东西，不是现实，也不会实现。我不

同意。理想是极重要的，它给我们方向，方向决定我们的命运。西方

的小我、法治方向是在“文艺复兴期”重新发现、“启蒙运动”期上

路。当初的理想是今时的现实。中世纪的西方人怎会想到他们的现实

会消失？当代的中国人怎知他们的理想将来不会实现？其实，谁都有

理想，只不过许多人没有自己的理想，只懂追求人家的或俗世的理想

罢了。理想不是一件东西，是一种追求。追求就是实现。 

有人会说，大我、小我，人治、法治，在中国和西方都不是绝对

的。这观察没有很大的意义。当然，在西方不是没有大我、人治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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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在中国，更不是没有对小我和法治的向往。而且，无可否认地，

小我是经济发展不可缺的动力，法治是警恶惩奸不可无的工具。但关

键在“比重”。就像一个天平，两边相等才有平衡。而且是动态的。

那一边多放一根羽毛就向那一边倾斜。起初是慢慢的，越来越快，越

来越不易扭转。不要说，多一点、小一点有什么的问题。问题大得很。

你的炮射程 10里，人家的炮射程 11里。胜负之算不是 10与 11之比，

你将会全军尽没。现今，小我不只是多一点。现今是小我当道，绝对

需要大我去平衡。 

其实，小我、大我都是人的天性。但小我性强，白痴也懂，无需

鼓励。大我性弱，需要栽培。大我，在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中的生存

空间很小。你看，英语（英语世界观代表了西方）的“我”字是唯一

的大写的字。“你”和“他”都是小写。他们没有“大我”这名词，

只有“我们”，也是小写。“我们”不是“大我”。中国人上台演讲，

说声“大家好！”洋人上台演讲，只说“女士们、先生们！”礼貌十足，

但绝无人气。如果他说“我们好！”那是失礼。“大家好”就不同；我、

你都包括在内。这个“家”字更是暖洋洋。当然“家”是不平等的，

有上下之分，长幼之序。但也包含了责任和期望、服从与爱护。这些

是洋人听不入耳的。因此，在洋理论中自然找不到肯定大我的世界观，

更找不到在这个世界观里什么才是解决征地纷争、约束城市扩散的好

办法。 

更重要的是，小我世界是不能持续的。私利挂帅的世界里，你可

以发财，但不会安宁，因为人家也要发你的财。每个人不安宁，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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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会安宁？环境的破坏更是无可避免，因为环境不是私产，谁去保

护？大我的世界观才是出路。如果环境是“大家好”的事，在“大家

好”的世界观里，岂容忽视？在小我与大我的天平上，为世界的未来，

要多放点大我。如果中国不去干，世界还有什么希望？北京奥运会的

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动人之处就是在这个“同一个”的

大我理想。 

那么，是不是小我就没有价值？这个问题问错了。你还记得我曾

跟你说过犹太古哲这话，“如果我不为自己，谁来为我？但是，如果

我只为自己，我是什么东西？”问题不在大我与小我的价值孰轻孰重，

而在它们的和谐共处。这，怎样去研究？你当然听过“一目了然”这

话。为什么我们还是有两只眼睛？两只眼睛就是两个不同的视觉；这

创造出视差；视差使我们看出立体。你一定玩过这游戏。闭上一只眼

睛，尝试把线穿过针孔，难极了。因为单一只眼睛看不出深度。看世

界也是如此。要同时从小我和大我的角度去看，才是真人看真世界。

凡理论都利用单线逻辑，只有一只眼，它使你看得清，但看不全。这

是理论性东西的强处和弱处。也是搞理论的人的最大挑战。无懈可击

的逻辑，透彻精细的演绎，怎可能会错？不是错，是不全。有时，看

不全比看不清要危险。它给你一目了然的错觉，但你实在未窥全豹。

看不清，你会小心；看不全，你倒会大意。“清”是技术性的东西，

如摄影的曝光、焦距。“全”是艺术性的东西，如取景、构图。“清”

与“全”是构成“真”的两个层面，既分开，也相连。如果你想看得

清楚些，用逻辑；如果你想看得全面些，用想象。要留意，逻辑使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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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信心但容易变得刚愎自用，想象要你有虚心但容易变得优柔寡断。 

我知道，“洋为中用”是你出来求学的用意，但我希望你先多了

解“洋为洋用”，然后才决定“中用”。在研究“洋用”中要特别留意

洋现象和洋理论之间的关系。这个理论是否真的能够解释这个现象，

真的能够支持这个政策？它是来从哪一个角度去观察，哪一个层面上

去分析？更重要的是，这个理论是怎样跑出来的，它的社会、经济、

政治背景是什么？只有这样，才能够认清洋东西的真面貌，才可以考

虑“中用”。 

你或者会问，如果洋东西不合中国用，为什么还要去学？用有多

种。洋东西不可以做样板，但可以做借镜（看清自己）、启发（打开

思路）和教训（避入歧途）。这些，你要认真研究。 

很多研究“洋为中用”学者、专家，特别是研究有关软科技如经

济规划和管理的，往往会在观察和推理上有两个失准。第一，他们把

研究范围放在“现在”：就是研究西方先进国家的现行政策、结构和

模式去找其可用之处。这是个“方法”上的错误。先撇开“西方国家

是否先进？”这个难于定性的问题不说，现行的政策、结构和模式的

作用和影响一定要到将来才有分晓。因此，不可能做科学性的研究，

也就是说，只可以臆测，不能做因果分析。如果西方国家的先进不是

出于意外或偶然，它们现在的成就只可能来自过往的耕耘。因此，值

得研究和可以研究的是“过往”的政策、结构和模式，及其演变。过

往的每一个政策、结构或模式就好像一个实验。实验结束，成败分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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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可以追索成败的因素，和分析这些因素与成败之间的因果关系。 

第二，他们把研究焦点放在“成功”：就是研究西方先进国家的

成功经验去找其可用之理。这个是“着眼”上的偏差。一个政策、结

构或模式的成功是相对于它的目的、成本和正/负影响。我们是否跟

西方国家追求同样的目的，拥有同等的本钱，和可以承受同样的正/

负影响？不然，就只能羡慕人家的成功，不得模仿。其实，许多所谓

“成功”只是我们想当然。举例，我们要模仿人家发展小汽车，人家

正为小汽车头痛；我们要模仿人家城市化，人家正要控制城市化。当

然，有人会说，西方国家发达了，才装模作样说小汽车太多，城市化

太速。也有人会说：小汽车、城市化是发展必经过程，发展高潮过后

自然会有适度调整。前者是小人之心，不是针对解决自己的问题，只

是假想人家的心亏。人家的有识之士对小汽车和城市化早就担忧，只

是发展已定形，骑虎难下而已。后者是无知或遁词。如果小汽车和城

市化的负面影响可以调理，人家早就做了，还等什么。其实，研究它

们“不成功”之处更有收益；为什么当初不能推测小汽车会带来的问

题，为什么现今不能控制小汽车的泛滥？为什么当初未曾注意到城市

化会带来的压力，为什么现今不能调节城市的扩散？成功的条件往往

是独特的，不能抄袭；失败的原因却往往是共通的，可供参考。 

两年的硕士，肯定不够时间去研究这么多和这么深。把有限的时

间和精力，放在研究“洋为洋用”上吧。你更要跳出书本，从“想当

然”跑到“是当然”。报纸、杂志固然要看，闹市、坊间更要多走。

洋人朋友要多交，但不要单选择同行或同道的；要多谈，但不要单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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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或学问。十多年来，我也为中国培训了多批国土和资源管理的干

部。他们都是年青人。在加拿大的 5个月，我安排每人到一个政府机

构或企业做见习。我要他们深入加拿大社会。除了注意当地新闻和与

房东、同事打交道以外，每人还要单独访问三个社会组织，例如学校、

医院、教会、养老院、退伍军人俱乐部，等等。你也不妨试试。 

最后，我希望你不要取洋名。方便外国人是好事，但也不必要。

你试从他们的角度去想想。如果他们与你是平等相交，怎会要你改名

去迁就他们？如果你坚持，他们当然只好“恭敬不如从命”。 父母给

你的名字多么有意义。你要向洋朋友解释它的意义。这才是朋友的亲

切，这才是真的友谊。历史文化比较浅的民族，如非洲、南美，会用

洋名，但多是教名，不是长大后再改的。古老民族，如日本、印度，

绝无改洋名的。就算南洋诸国，如马来西亚、印尼等，都是用父母给

他们的名字。只有中国，特别是香港，是例外。这种“洋为中用”，

免了吧！ 

这两年你将会忙透了。但得益会受用终身。因为你将懂得怎样去

评价洋东西。 

祝你 

学程愉快，丰盛人生！                            

                           老学友 

                            梁鹤年加拿大女王大学 

                             2007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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