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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大纲

（一）前言：解释世界?重要的是改变世界!

（二）新中国崛起与新海丝之路的历史大势

（三）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梦

（四）大马 ̖依斯干达特区与亚洲新好望角

（五）高教发展 ̖ 教育城与教育商品化

（六）思想文化的缺席 ̖ 古代海丝与文化大南方

（七）中国梦 ̖中国文艺复兴与亚洲文艺复兴的远景

（八）结语：我们有软实力吗？世界会变的更美好吗?



（一）前言：解释世界?重要的是改变世界!

• “过去的哲学家都在解释
世界，重要的是改变世界!”

• 历史终结了吗？
•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 精彩的国际博弈刚开始！
• 问题意识：经济挂帅的一
带一路，能否改变世界？
实现中国梦？



（二）新中国崛起与新海丝之路的历史大势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毛泽东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当前的崛起立
了大格局。

李敖：
习近平是中国新一代的伟人

• 一带一路的大战略
•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历史的大势 ：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历史大势向东移……

中国经济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何时超越美国？

：最快2020年之前？！

林毅夫教授 ：根据购买力计算，中国已在
2014年成为世界第一大
的经济体。



（三）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梦

马来西亚作为东盟成员中与中国发展良好经贸关系的引领者，将成为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和受益者。

一
带
一
路



• 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
– 中国梦

• 中资与中企向外走
• 国际事务的话语权
• 和平的崛起
• 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 五个现代化



（四）大马 ̖依斯干达特区与亚洲新好望角







（五）高教发展 ̖ 教育城与教育商品化

• 教育商品化的宿命？

• 英文主导的外国大学
进军大马！

• 思想 ̖ 文化教育缺席？！
（全马没有任何大学办哲学
系）



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院校数据
Statistics of Malaysia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stitutions

类别 Category 大学数量
No. of University

学生人数
No. of Students

学术为主
职业为辅
Focus on 
academic

国立大学 Public Universities 20 227,000*

本国私立大学 Malaysia Private 
Universities

55 218,685 #

国外私立大学 Foreign Private Universities 7 17,133 #

大学学院 University Colleges 22 48,235 #

学院 Colleges 345 170,886#

总数 Total 429 496,512

职业教育为主
学术为辅
Focus on 

vocational

工艺学院 Polytechnics 32 38,172

社区学院 Community Colleges 86 110,000

总数 Total 118 148,172
* 摘自南洋网 http://www.nanyang.com/node/435917 2013年8月28日

# 摘自Buku Informasi IPTS 2012 Bertaraf Universiti, Kolej Universiti Dan Kampus Cawangan



Management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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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思想文化的缺席与文化大南方

• 文化先行？文化缺席？
• 文化大南方：

南方大学与厦门大学
• 中文大学教育停滞不前？
• 二十四节令鼓？中文教
育？

• 厦大只是和我们竞争收
学生，如果没有在文化
大南方上有贡献，毋宁
是让我们失望的！



嶽麓书院与南方大学的匾额

我们能在文化大南方有重要贡献吗？



（七）古代海丝 ̖ 中国文艺复兴与亚洲文艺
复兴的远景

• 南海寄归内法传：七世纪的义净法师
：Bujang Valley布央谷

• 文化大南方
• 亚洲新好望角的“新”是“文化南方”
• 软实力与文化大国在哪里？





《南海寄归内法传》：古时的文化南方？
Bujang Valley 布央谷



中国文艺复兴与亚洲文艺复兴

胡适（1933）：缓慢的 ̖平静
的 ̖ 然而明白无误地，中国文艺
复兴正在变成一种现实。这一复
兴的结晶看起来似乎使人觉得带
着西方色彩…---正是那个因为
接触新世界的科学 ̖ 民主 ̖ 文明
而复活起来的人文主义与理智主
义的中国。



• 中国文艺复兴

• VS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 必须解决权力和平转换、法治与

腐败问题：第五个现代化？！

• VS 亚洲文艺复兴

• 世界经济第一，中国2020年可

完成！

• 但是文化软实力?100年？

• 德治民主 VS 自由民主



（八）结语：我们有软实力吗？世界会变得更美好吗?

• 中国第五个现代化：德治民主及权

力和平转换的问题

• 我们有软实力吗？

• 一片商海大潮……

• 单面向的不平衡发展……

• 我们的先辈为何飘洋过海？为的

是寻找及建设美好的家园……一带

一路、亚洲新好望角能否让世界

变得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