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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欧关系中加深和扩大文化间的对话、增进互惠认识、
深化文化合作的需求日益迫切。
本论坛在2010年由中国总理温家宝和欧

世界的变化。这些变化不单只发生在科

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发起，体现了欧洲

技和经济领域，我们整个社会、文化都

和中国的共同愿望——建造对话平台，

应该积极投入到这样一个跨文化的革新

就涉及双方共同利益的重点议题展开自

进程中。对话的命题和参与对话的专家

由讨论。对话主要着眼于探讨我们两种

学者完全自由选择，不受任何政治和体

文明的传统价值、政治体系

制的约束。

、社会模

式、和认知、伦理、美学模式。我们设
想的论坛应该面向未来，始终紧跟当前

跨文化研究所: 20年的文化传播经验
二十多年前，跨文化学院由阿兰・勒・

经验，建立起诸多信任关系，组织的各

比雄和安伯托・艾柯共同创立，与来自

项活动也引起了中国和欧洲重要政治和

中国、非洲、印度的同仁一起探索出互

文化机构的重视，鉴于此，跨文化学院

惠知识研究及其方法论。得益于迄今积

被赋予了组织伊始几届中欧高峰文化论

蓄的实力和资源，跨文化学院提出了一

坛这一学术论坛的重任。

系列基于互惠原则的文化艺术交流方
案。多年来，跨文化学院积累了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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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愿文化的互惠性成为政治经济合作的基石。”
- 赵汀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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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聚点”和“会和点”的概念

未来的遗产

现代虽然极大地发展了物质财富和技术，设计了更周全细致的政

中国和欧洲各自承袭了自己文明的遗产，而这两种文明的未来会

治制度和更有效的社会管理制度，可是各地的社会矛盾以及国际

是怎样的？面对这些被勒内・夏尔（法国现代诗人）称为“不带

冲突并没有因此减少，反而变得更多更深刻了。这个有心无力的

遗言的遗产”，只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东方与西方的边界线在

现代困境更加表现了现代的荒谬。

移动，世界的秩序在逆转。明天我们还将有什么共同点？我们是
否只可能在经济和地缘政治领域有交集？还是说我们还是说我们

现代虽然极大地发展了物质财富和技

马斯·谢林（2005

术，设计了更周全细致的政治制度和更

主）的“聚点”概念很有帮助。聚点是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

有效的社会管理制度，可是各地的社会

指，在各种可能采用的策略中，人们最

矛盾以及国际冲突并没有因此减少，反

可能不约而同去选择的策略，也即最有

而变得更多更深刻了。这个有心无力的

可能实际发生的策略均衡，大概相当于

现代困境更加表现了现代的荒谬。

人们最容易不约而同想到的“点子”。

解决现代困境需要全球的共同努力，否

某个点之所以能够成为“聚点”，通常

则不可能成功。现代困境所以难以解

是因为人们在文化、思想和行为模式上

决，就是因为人们难以做到齐心协力、

的共识诱使人们共同去预期那个点就应

同舟共济。因此，寻找或创造能够使人

该是大家都最可能想到的点。聚点能够

们愿意齐心协力的合作条件是全球化时

解释世界最有可能将要发生什么事情。

代的任务。对于思考分析这个问题，托

我们选择思想方式、艺术和书作为全球视野中的论题，理由是

也能够在攸关全球未来的文化议题上相遇？我们各自的遗产将让
我们如何领会人类共同的明天？
找到并标识出这些交汇点，就好比在

传给后代子孙，人们不惜发动战争。

图纸上描绘出我们未来的文化、行

也因此出现了国家、民族，即团结于

为、价值和理性。

某一种共同的文化遗产的群体，即拥

我们的对话是为了避免我们的聚点只

有区别于他族群文化的共同遗产的族

能是最简单、数值最小的公分母，简

群。在单个国家范围内，聚点往往是

单说就是钱，我们要创造更高尚的聚

稳定的、不难预料的。

点。我们可以创造新的行为方式、作

然而今天遗产和民族国家都遭遇了危

品、价值，简而言之，为明天绘制出

机，分享和传递集体财富的能力、族

高水准的文化。

群凝聚力受到威胁，危机似乎构成了

文物遗产的概念意味着承继。个体虽

我们时代的显著特征：不仅有经济金

然注定要陨灭，但在它之外高于个体

融危机，还有 政治、环境、语言、文

的某种东西还是会流传下来并凝聚成

化、宗教危机。危机不仅在整体上冲

1）书是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载体，也是中欧文化的核心；

为某一个群体的共同财富。几个世纪

击了全世界，还在局部上波及到了每

2）思想方式是决定行为方式之根本；

以来，这些共同财富意味着领土、语

个国家，每个城市，每户人家，每个人

3）全球化进程中，人们最容易在艺术中找到聚点。

言、机构、文化、思维、宗教和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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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为了保卫并能把这些文物遗产流
聚点可以形成好事也可以形成坏事，比如说人们有可能心同此理齐心协力地把世界变好，也可能不
约而同一起毁掉世界，这取决于人们所承认的价值观、思想模式和行为模式。因此，今天的当务之
急是在各种文化之间寻找思想和行为的良好和积极的聚点，并且，假如缺乏现成的良好聚点，那么
就必须去创造良好的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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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

欧方发言嘉宾 (排名不分先后)
11位发言人及分场主席

中国学术组织者
• 黄平
• 赵汀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美国研究所所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中方发言嘉宾 (排名不分先后)

•
•
•
•
•
•
•

安伯托·艾柯

意大利著名哲学家、符号学家、历史学家

雅克·阿塔利

法国作家，沛丰金融组织主席／创始人

让·弗朗索瓦·克劳斯莫

法国国家图书中心主席

克里斯托弗.麦理浩

英国麦里浩杂志编辑

阿兰·勒比雄

法国人类学家，欧洲国际跨文化研究所主席

迈克尔·爱德华兹

英国诗人，法兰西学院教授

雷蒙.库哈斯

荷兰建筑师，建筑理论家，城市规划专家，大都会建筑事
务所首席设计师

7位发言人

•
•
•
•
•
•
•

陈力

中国国家图书馆副馆长

范迪安

中国美术馆馆长

黄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美国研究所所长

刘学伟

历史学家，作家

舒富民

《小康》杂志首席执行官、主编

王澍

建筑师，2012年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奖者

赵汀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中方特邀嘉宾

• 舒可文

《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

欧洲学术组织者
• 阿兰·勒比雄
• 让.马克·戴拉斯
• 万桑·波玛海德

6

•
•
•
•

安德烈亚斯·贝叶

德国艺术史学家，巴黎德国艺术史学院院长

让·马克·戴拉斯

法国卢浮宫音乐厅主任

罗伯特·考普

瑞士巴尔大学前任校长

贾梅尔·克卢什法国

l’AUC建筑事务所建筑师，城市规划专家

10位圆桌会议成员

•
•
•
•
•
•
•
•
•
•

马里奥·安德列欧斯

意大利记者，RCS Libri出版社 编辑

布鲁诺·拉辛

法国国家图书馆馆长

阿丽亚娜·法斯盖勒

法国格拉塞出版社编辑

马努埃尔·卡尔卡索

法国格拉塞出版社副主任

热内维艾芙·安伯-比歇

法国蓝色中国出版社创始人暨社长

米歇尔·克莱普于

法国作家、文学批评家，两个世界月刊杂志社社长

韩石（皮埃尔·阿斯基）

Rue 89创办人，前解放报副主编

布朗丹·麦格特里克

美国作家、编辑

伊尔玛·布 		

荷兰图书设计师

马努埃尔·奥拉兹

意大利作家、Quodlibet出版社编辑

欧洲国际跨文化研究所主席
法国卢浮宫音乐厅主任

欧方特邀嘉宾：

法国卢浮宫绘画部主任

• 尼古拉·沙普依

法国作家、评论家，法国高级官员，
跨文化研究所科学顾问

• 沃克·施隆多夫

德国著名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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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日星期二
9h15
9h45

介绍

签到

• 安伯托·艾柯

开幕式

• 陈力

(卢浮宫德农馆红厅)
•

• 让·弗朗索瓦·克劳斯莫

欧洲委员会代表

• 中国驻法国大使 孔泉

圆桌会议之一

• 卢浮宫博物馆

书留给未来的遗产？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轮廓
主席:

• 欧洲国际跨文化研究所科学指导顾问 安伯托·艾柯
• 欧洲国际跨文化研究所主席

• 让·弗朗索瓦·克劳斯莫

阿兰·勒·比雄

参加者:

10h00 – 10h45 签到
11h00 主旨发言

(卢浮宫音乐厅)
•

安伯托·艾柯

•

范迪安

• 布朗丹.麦格特里克

• 布鲁诺.拉辛

• 马努埃尔.奥拉兹

• 米歇尔·克莱普

• 伊尔玛·布

• 舒富民

开放讨论

12h00 讨论
12h30 卢浮宫金字塔午餐（需邀请）

介绍
• 舒富民

14h15 - 15h00 签到

• 克里斯托弗·麦理浩

15h00 第一论题讨论: 书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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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马努埃尔.卡尔卡索

中国和欧洲都诞生于有利农耕的气

五十年来，农耕人口大幅下降，今天

候，而农耕正是文化的初始形态。从

的信息技术深刻革新了书的形式。因

农夫日日耕作的犁沟（拉丁文中被称

此，我们应该重新创造宗教、经济、

为pagus

科学、制度和法律，应该寻找新的交

意为“来自乡土”）中首先

圆桌会议之二
关于书的问题，虚构与非虚构，从中国到欧洲，失调与互惠
主席:
• 曼努埃尔·卡尔卡松

参加者:

幻化出纸张，随后是书。两者构成了

汇点。

• 韩石（皮埃尔.阿斯基）

所有文化内涵的的初始模式，他们记

书的格式、书的生产和接收会因为数

• 马里奥·安特罗斯

载了-- 孕育三大一神教的圣经、催生

码革新而获得什么样的新功用和新

• 热内维艾芙·安伯-比歇

出经济学的账目、描述世界的各种科

身份？其中的文化意义、经济意义何

• 阿丽亚娜·法斯盖勒

学、规范我们体制和城市的法律。近

在？未来的图书馆会是怎样的？

开放讨论

9

7月4日星期三
9h15

签到

15h00 第三论题: 艺术与文物传承

10h00 第二论题: 未来的世界观

一种跨文化视角

人们的思维方式浸透着日常文化，

道路：跨文化艺术。

而文化的精髓则凝聚于艺术之中。

城市是一种历史表述，不同的年月

我们今天面临的全球经济危机一方面

背后的基本思想模式。

今天的欧洲艺术和中国艺术表达什

朝代在同一城市环境中共存，各种

与世界经济组织形式——其被普遍认

中欧对话必须考虑思想模式，后者往

么样的文化个性？他们在各自社会

文化身份在城市里留下烙印。只有

同的规则、模式和原则联系密切，也

往决定一种文化的日常形态。如今我

里占据什么样的地位？全球化背景

辨识这些文化身份，理解他们当前

因此促使世界主要领导人调整国际金

们两种文化持有什么样的世界观？明

下的明日艺术会是怎样的？长久以

的价值，我们才能懂得什么叫文

融贸易体制，另一方面它还与各种不

天的世界观又将是如何？我们今天的

来，艺术可以自诩比任何其他人类

物，进而了解什么叫遗产。全球化

同的政治与社会模式有着深刻的联系。

行为是基于什么样的价值观？明天又

活动都更好地实践了普世性。而今

不断发展，大都市瞬息万变，在这

然而这些模式往往又扎根于各自的民

将仰赖什么样的价值观？中欧文化遗

天，我们不是落入文化相对主义就

样的背景下，欧洲和中国将如何定

族文化，由各自语言和文化的特性、

产中是否存在共同的价值和模式，过

是流于一种全球化了的、非文化的

义遗产？

形态和功用决定。因此，想要进行真

往的交汇或许可以奠定共同未来的基

艺术。我们的对话尝试开辟第三条

正意义上的革新就不能不先考量我们

石？中欧文化是否可以异中谋和、两

两种文化背景下各自政治、社会组织

相兼容？

会议主席:
• 让·马克·戴拉斯

会议主席:

参加者:

• 陈力

• 范迪安

参加者:

• 迈克尔·爱德华兹

• 黄平

• 王澍

• 雷蒙·库哈斯

• 贾梅尔·克卢什

• 刘学伟

• 罗伯特·柯普

• 雅克·阿塔利
• 赵汀阳
• 阿兰·勒·比雄

公开讨论:

16h30

闭幕式
• 亨利·鲁瓦海特

卢浮宫馆长

• 黄平

• 主持人 ：尼古拉·沙普依

10
14h20

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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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方

合作伙伴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组织方
论坛欧方策划组织学术委员会
欧洲国际跨文化研究所:
安娜·卡尔瓦罗 莎拉·卡尔瓦罗 普云娜·白赫居 邵亮 王文婷
青年建筑师 :

多米尼娜·卓布洛 朱利安·韦韦尔

纪录片《Conversations Particulières 》
负责人：普云娜·白赫居
导演: 沃克·施隆多夫
制片人 : 普云诺·博第

圆桌会议-书的未来
阿丽亚娜·法斯盖勒
马努埃尔·卡尔卡索

论坛活动执行组织
国际项目经理: 王玲艳 (GlobyMund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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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 ：
平面设计:

艺术家之家
早安上海广告设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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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 International Transcultura
123, rue Saint Jacques 75005 Paris
www.transcultur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