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危机与共生思想 

Modern Crisis and Symbiosism 

 

本课程是一门面向各文理院系硕士、博士研究生开设的综合性选修课。课程

以思想史为基础，以问题为导向，讲授与讨论相结合。课程将从现代国家所共同

面对的三种危机——生态危机、社会危机和国际关系（含经济）危机切入，阐明

基于共生思想的解决之道。在此基础上，再通过对思想史的梳理，使学生进一步

明了共生思想的源起与流变，从而更好地把握共生思想在解决当代问题的特殊价

值。该课程有助于学生理解和认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关人

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身心灵健康）三大关系和谐共生、多样共生、全

球共生等方面的重要内容。 

This is a cross disciplinary course designed for master and doctor candidates. In 

search of solutions for ecological, social and international crisis faced by the 

Government, participants are expected to follow the global existing major thoughts, 

their basis and developments.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re values of Symbiosism 

and its applications, a team presentation on a self-selected topic is required at the end 

of the course. In order to have a vivid discussion, participants are urged to form their 

own foreign and Chinese mixed team beforehand.  

 

 

 

钱宏，复旦大学中文系、历史系访问学者，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编审，中

国作家协会会员，华东师范大学东方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

教师风采

cai 采 



所特聘研究员，北京相对论研究会会员。1988 年任《百花洲》和百花洲文艺出

版社编辑，副编审，2000 年任《双休日周刊》总编辑、社长，编审。“全国优

秀中青年编辑”称号获得者，曾策划并总主编“国家九五计划重点工程”

（1991-1996）《国学大师丛书》（出版二十八卷本），获得第三届国家图书奖。

著有《参与——现代人的追求》（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爱域絮语》（浙

江文艺出版社，2001）、《追寻可能的世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一

个民族的灵魂：从文化再造到中国再造》（香港新文化图书出版公司，2007）、

《中国：共生崛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原德：大国哲学》（中国广

播电视出版社，2012）；译[美]爱德华·拉森著《众神之夏——“猴子审判”以

及科学与宗教的论战》（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清]辜鸿铭著《清流传》（东

方出版社，1997）；主编出版《全球共生：化解冲突重建世界秩序的中国学派》

（繁体版即将由由台湾辰星出版社出版，简体版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2018）。 

Qian Hong is a visiting scholar of faculty of Chinese and History of Fudan. He is a a 

member of China Writers'Association.He is a self-taught sociologist, life philosopher 

and the Chinese founder of “Symbiosism”. He has published a number of books on 

Symbiotic Thinking in policies by using a new dialog way, as well as developed a 

new concept on economy- “Symbionomics”, using GDE to replace GDP.  He has 

also founded the Institute for Global Symbiosism, and become its first chairman. 

 

 

程一恒*，德国卡斯鲁尔工业大学博士，新加坡国际化工行业协会主席，罗

马俱乐部国际会员，世界 10 倍级俱乐部成员，全球共生研究院副院长、同济大

学创意设计学院生態创新教研室教授兼主任，曾任职巴斯夫公司德国总部亚太地

区责任关怀高级经理。译作有：[德]菲德烈·斯密特-布列克《资源生产力》（化



学工业出版社，2009）、[比]冈特·鲍利《蓝色经济》（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德]魏伯乐《五倍级（格致出版社，2012）》、罗马俱乐部 50 周年文集：《翻

转极限 觉醒共生》（中信出版社，2018 即将出版）。 

Yi Heng Cheng, was formerly a professional Chemical Marketing Manager and 

regional Sustainability Development Officer of a multinational chemical company, is 

now a Coach in Creative Innovation,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n adjunct professor in 

Tongji D&I, and a consultant in Modern Chinese Medicine. He is also a member of 

Club of Rome, have translated “Nutzen wir die Erde richtig?”, “Faktor 5”, “Blue 

Economy” and “Come On” (Report to Club of Rome’s 50th Anniversary) into 

Chinese.  

 

 

胡守钧，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荣休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文

史馆馆员，复旦大学社会共生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志德书院总导师，复临书

院院长，曾任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著有：《走出

轮回》（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 年），《走向共生》（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

年），《社会共生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年），《文明的双翼——关于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对话》（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社会共生论（第

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 

Hu Shou Jun is a retired honorary full professor of Institute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ublic Policy in Fudan University, the director of the Center of Social Symbiosis 

Research in Fudan, the Chief Advisor of Zhide College in Fudan. He is one of the few 

Chinese academics engaged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 in Symbiosis, and has 



published a number of famous books (as textbooks) in Chinese. 

 

 

徐珂，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复旦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兼复旦学院（本科

生院）副院长，曾任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承担研究生课程

主要有：社会学理论、社会共生论等。编写出版教材有：《社会学概论》（2012，

主编）、国家级规划教材《农村社会学》（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2004、

2008、2015，副主编）等。2010 年获复旦大学首届本（专）科学生评选十大“我

心目中的好老师”称号。所在教学团队于 2001年和 2012年两次获得高等教育上

海市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002年和 2013 年两次获得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

奖二等奖。 

Xu Ke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Sociology in Fudan, the deputy Dean of Fudan 

College and th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Academic Affairs of Fudan University, the 

former deputy dean of Institute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ublic Policy in Fudan 

University. His major interest is in Sociology and Symbiosis, has published a number 

of books in Chinese and received numerous awards in teaching and research.  

 

学分：2学分    学时：36 学时 

上课时间：2018 年 7月 2日至 7月 13 日 

考核方法：课堂报告：30%；课堂讨论：30%；课程论文：40% 

选课网址，复旦大学校园网网址：  

课程设置 



http://register.fudan.edu.cn/p/publish/show.html?queryType=set&se

archName=paidInfo.search&projectId=64738 

课程助教：张汝斌   学号：17210730022 

邮箱地址： 17210730022@fudan.edu.cn；手机号：18621073278 

 

 

进度安排：7月 2-13日，6-8节为下午 13:30-16：10；11-13节为晚上 6:30-9:10 

日期 星期 节次 课程内容 授课教师 

7月 2日 周一 6-8 共生思想之世界咖啡（开班） 钱  宏、何永平（热身） 

7月 2日 周一 11-13 共生思想之基本框架 胡守钧、钱  宏 

7月 4日 周三 6-8 生态危机和共生思想（上）* 程一恒*、钱  宏 

7月 4日 周三 11-13 生态危机和共生思想（下）* 程一恒*、钱  宏 

7月 6日 周五 6-8 经济（债）危机和共生思想 钱  宏、陈学军 

7月 6日 周五 11-13 共生思想之历史流变 钱  宏、张立德 

7月 9日 周一 6-8 社会危机和共生思想（上） 胡守钧、徐  珂 

7月 9日 周一 11-13 社会危机和共生思想（下） 胡守钧、徐  珂 

7月 11 日 周三 6-8 国际危机和共生思想 钱  宏、张贵洪 

7月 11 日 周三 11-13 共生思想之中国学派 钱  宏 

7月 13 日 周五 6-8 共生思想之理论对话* 胡守钧、钱宏、程一恒* 

7月 13 日 周五 11-13 课堂报告与自由讨论（小结） 
钱  宏、胡守钧、程一

恒*、徐  珂、何永平 

注：标*号为中英文结合授课; * English lectures. 

 

课程进行：报告+讨论+论文。特别是，我们将部分尝试引入“世界咖啡集体对

话”模式（将分别邀请四位资深人士参与对话）。因为在全球化的今天，不同的

文化和利益主体之间都在尝试建立文明对话机制，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中寻求

共识，在成就、发展彼此中拉近心灵的距离。可以说，人类历史上大部分的新观

念和社会进步产生于对话，《现代危机与共生思想》课程，正是以问题导向进行

课程方式 

http://register.fudan.edu.cn/p/publish/show.html?queryType=set&searchName=paidInfo.search&projectId=64738
http://register.fudan.edu.cn/p/publish/show.html?queryType=set&searchName=paidInfo.search&projectId=64738


的观念对话。 

 

胡守钧，《社会共生论（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 

钱  宏：《中国：共生崛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 

钱  宏：《原德：大国哲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3年 

罗马俱乐部：《翻转极限 觉醒共生》，程一恒译，中信出版社，2018（即将出

版） 

于  真：《共生论》，香港文艺出版社，2011年 

任  晓主编：《共生：上海学派的兴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 年 9月 

张永缜：《共生的论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9月 

卞崇道：《融合与共生——东亚视域中的日本哲学》，人民出版社，2008年 

（日）井上达夫：《共生的作法——作为对话的正义》，创文社，1986年； 

（日）井上达夫：《走向共生的冒险》，每日新闻社，1992年。 

（日）尾关周二：《共生的理想：现代交往与共生、共同的理想》，卞崇道等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美）Charles Thomas Taylor：《SYMBIOSIS》,Publisher: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2006.4.5 

（日）黑川纪章：《新共生思想》，覃力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年 

台湾大学哲学系：《东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共生哲学"建构之尝试国际学术硏讨会》，

台湾大学哲学系，2009 

钱  宏主编：《全球共生：化解冲突重建世界秩序的中国学派》（Global Symbiosism：

Chinese School of Defusing Clashes and Rebuilding the World Order），中国言实

出版社，2018年（即将出版）、繁体版由台湾辰星出版社出版，2018年 7月 

参考书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