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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籍亚洲专家贝一明畅谈中美未来与青年使命 

身处剧变与转型的时代，我们将面临怎样的机会与挑战？

中国面临的新挑战，赋予了中国的年轻人特殊的历史使命和重任：发展自身、传承文化、复兴国家并造福世

界。然而，物质与精神、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利害关系似乎难以权衡。动力何在？勇气何在？方向何在？思考许

多，行动极少。不是因为不愿行动，而是不知如何去行；不是因为缺乏心志，而是不知何以坚持。21世纪的中

国应该走怎样的道路？沿着资本主义强国的崛起之路前行，还是创造出全新而先进的文化体系供世界各国瞻仰

效仿？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西方物质文化的不断冲击，中国的青年、华夏文明的未来将何去何从？社会

责任感匮乏，对中国传统文化知之甚少，这样的一代将如何领导中国走向世界的文化之巅？儒家思想崇尚的“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变为了现代人追求的“修身，发家，出国，游天下”。加入留学移民大军的青年

们，可曾意识到他们的黄土地下埋藏着多少灿烂的文化瑰宝。

在这东西文明交织融会的剧变之时，一位献身东亚、志在弘扬亚洲文化的美国文人以他独特的视角解读中国的

未来，为中国的青年点亮前行的明灯。他虽是美国人的样貌，却怀揣一颗中国心。他成年之时怀着一腔热血，

越过重重阻碍学习中文；他游学宝岛，拜访大陆，深入中华大地，体味千年文明；从耶鲁到东京大学再到哈

佛，他孜孜不倦，苦读典藏，洞察古老中国，感知腾飞亚洲；他手执教鞭，宣扬东亚文化，遍访政坛商界，协

同合作共谋亚洲未来，为理想中的东亚共荣而辛勤努力。

现在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并不是“中国是否能够成功”，因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影响力的上升是毋庸置疑的。

中国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中国能够为世界做什么。这一问题至今并未被认真思考过。中国应当思考如何利用知

识、文化、科技的巨大成就帮助世界发展、去鼓舞下一代，而不是像许多老牌强国那样仅仅使自身更加富强。

中国有能力超越自我，不受自身限制，以一种广阔的全球视野，激励他国及其国民。

——贝一明论中国肩负的使命

现在人类社会的不平等已经超乎想象……我并不认为这样的境况和趋势是那些坏人或是自私的人造成的。这样

的不平等是其他的因素造成，而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人性自身的恶果。我们不关心社会与经济，懒得花费时间和

精力去了解我们身边的一切。因此，这个社会体系逐渐老化，正在走向崩塌。我认为，单凭一部法律，或者一

个总统，都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从我做起”。

——贝一明对中国青年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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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

现担任韩国庆熙大学国际大学院教授和亚洲研究所所长。主讲
国际关系文化论课程，并致力于研究东亚文化和历史的关系。
贝一明的家乡位于美国中西部的圣路易斯（Saint Louis）。就读
高中期间，他与班里的亚裔美国朋友相处融洽，并意识到中
国与时俱进的国际地位。于是，他进入耶鲁大学开始学习汉
语，后远赴国立台湾大学攻读古汉语，因为他深信要成为下
一代的美国精英很有必要掌握亚洲语言。 
大学四年级时，贝一明又开始学习日语，并前往东京大学研
究日本文化。同时，他对当代亚洲文化以及亚洲地区巨大的
贸易潜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92年，贝一明重返美国，师从哈佛大学斯蒂芬‧欧文教授
（Stephen Owen）研究亚洲比较文化。在此期间，他开始学
习韩语。尔后，作为交换学生，他于1995年到韩国首尔大学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研究中国文学。在其博士论文
里，他阐述了17到19世纪中国流行的叙述手法对韩国和日本
文学的影响。贝一明致力于钻研中、韩、日、美之间的经济、

政治和文化关系。之后他被聘任为伊利诺伊大学的教授，在
那里进行了8年的研究工作。2004年，他开始在乔治•华盛顿大
学讲授亚洲历史，并在当地韩国大使馆做了关于东亚政治和
商业的系列演讲。他同中、日、韩、美各国的很多商人、外交
官、学者和记者有密切的工作往来，也以此来促进四国之间
的密切联系。贝一明尽心尽力地帮助下一代亚洲青年，使之
适应当今世界发展的需要，希望他们积极开发亚洲的巨大潜
力，不遗余力地发扬亚洲的光辉传统。贝一明关心学生，不懈
追求，因此声名远扬。他特别注重把所有学生和教师整合成
一个生机勃勃的国际关系网络，以此追求学校的持续平衡发
展，并提高专业教学水平。

亚洲研究所是首个真正意义上的泛亚洲智囊团，是一个聚焦亚洲,关注世界

问题的研究机构。亚洲研究所致力于寻找一个平衡的视角, 提供一个客观的

平台，对当前科技、国际关系、经济和环境等方面的趋势展开意义深远的讨

论。

亚洲研究所关注科技对社会、环境的影响，关心青年和女性，以及国际关系

在教育、交流和商业方面发展的意义；并代表整个亚洲关注的热点，为各行

各业提供一个中立的平台，从商界到政府，及至学术界有责任心的领导者都

可以真诚地展开讨论，集结智慧和资源以寻找问题解决方案。

亚洲研究所致力于推进整个亚洲地区的合作，在中日韩、南亚、中东、中

亚、东南亚和全世界展开各种讨论。我们致力于为亚洲提供一个新视野：和

平又相互融合，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并摆脱对利欲无穷无尽的追逐。

今天，亚洲乃至全世界空前的经济和科技融合呼吁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

机构。过去7年来，亚洲研究所为满足这一需求，已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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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文化、科技的巨大成就帮助世界发展、去鼓舞下一代，而不是像许多老牌强国那样仅仅使自身更加富强。

中国有能力超越自我，不受自身限制，以一种广阔的全球视野，激励他国及其国民。

——贝一明论中国肩负的使命

现在人类社会的不平等已经超乎想象……我并不认为这样的境况和趋势是那些坏人或是自私的人造成的。这样

的不平等是其他的因素造成，而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人性自身的恶果。我们不关心社会与经济，懒得花费时间和

精力去了解我们身边的一切。因此，这个社会体系逐渐老化，正在走向崩塌。我认为，单凭一部法律，或者一

个总统，都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从我做起”。

——贝一明对中国青年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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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

现担任韩国庆熙大学国际大学院教授和亚洲研究所所长。主讲
国际关系文化论课程，并致力于研究东亚文化和历史的关系。
贝一明的家乡位于美国中西部的圣路易斯（Saint Louis）。就读
高中期间，他与班里的亚裔美国朋友相处融洽，并意识到中
国与时俱进的国际地位。于是，他进入耶鲁大学开始学习汉
语，后远赴国立台湾大学攻读古汉语，因为他深信要成为下
一代的美国精英很有必要掌握亚洲语言。 
大学四年级时，贝一明又开始学习日语，并前往东京大学研
究日本文化。同时，他对当代亚洲文化以及亚洲地区巨大的
贸易潜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92年，贝一明重返美国，师从哈佛大学斯蒂芬‧欧文教授
（Stephen Owen）研究亚洲比较文化。在此期间，他开始学
习韩语。尔后，作为交换学生，他于1995年到韩国首尔大学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研究中国文学。在其博士论文
里，他阐述了17到19世纪中国流行的叙述手法对韩国和日本
文学的影响。贝一明致力于钻研中、韩、日、美之间的经济、

政治和文化关系。之后他被聘任为伊利诺伊大学的教授，在
那里进行了8年的研究工作。2004年，他开始在乔治•华盛顿大
学讲授亚洲历史，并在当地韩国大使馆做了关于东亚政治和
商业的系列演讲。他同中、日、韩、美各国的很多商人、外交
官、学者和记者有密切的工作往来，也以此来促进四国之间
的密切联系。贝一明尽心尽力地帮助下一代亚洲青年，使之
适应当今世界发展的需要，希望他们积极开发亚洲的巨大潜
力，不遗余力地发扬亚洲的光辉传统。贝一明关心学生，不懈
追求，因此声名远扬。他特别注重把所有学生和教师整合成
一个生机勃勃的国际关系网络，以此追求学校的持续平衡发
展，并提高专业教学水平。

亚洲研究所是首个真正意义上的泛亚洲智囊团，是一个聚焦亚洲,关注世界

问题的研究机构。亚洲研究所致力于寻找一个平衡的视角, 提供一个客观的

平台，对当前科技、国际关系、经济和环境等方面的趋势展开意义深远的讨

论。

亚洲研究所关注科技对社会、环境的影响，关心青年和女性，以及国际关系

在教育、交流和商业方面发展的意义；并代表整个亚洲关注的热点，为各行

各业提供一个中立的平台，从商界到政府，及至学术界有责任心的领导者都

可以真诚地展开讨论，集结智慧和资源以寻找问题解决方案。

亚洲研究所致力于推进整个亚洲地区的合作，在中日韩、南亚、中东、中

亚、东南亚和全世界展开各种讨论。我们致力于为亚洲提供一个新视野：和

平又相互融合，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并摆脱对利欲无穷无尽的追逐。

今天，亚洲乃至全世界空前的经济和科技融合呼吁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

机构。过去7年来，亚洲研究所为满足这一需求，已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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화암
출판

美籍亚洲专家贝一明畅谈中美未来与青年使命 

身处剧变与转型的时代，我们将面临怎样的机会与挑战？

中国面临的新挑战，赋予了中国的年轻人特殊的历史使命和重任：发展自身、传承文化、复兴国家并造福世

界。然而，物质与精神、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利害关系似乎难以权衡。动力何在？勇气何在？方向何在？思考许

多，行动极少。不是因为不愿行动，而是不知如何去行；不是因为缺乏心志，而是不知何以坚持。21世纪的中

国应该走怎样的道路？沿着资本主义强国的崛起之路前行，还是创造出全新而先进的文化体系供世界各国瞻仰

效仿？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西方物质文化的不断冲击，中国的青年、华夏文明的未来将何去何从？社会

责任感匮乏，对中国传统文化知之甚少，这样的一代将如何领导中国走向世界的文化之巅？儒家思想崇尚的“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变为了现代人追求的“修身，发家，出国，游天下”。加入留学移民大军的青年

们，可曾意识到他们的黄土地下埋藏着多少灿烂的文化瑰宝。

在这东西文明交织融会的剧变之时，一位献身东亚、志在弘扬亚洲文化的美国文人以他独特的视角解读中国的

未来，为中国的青年点亮前行的明灯。他虽是美国人的样貌，却怀揣一颗中国心。他成年之时怀着一腔热血，

越过重重阻碍学习中文；他游学宝岛，拜访大陆，深入中华大地，体味千年文明；从耶鲁到东京大学再到哈

佛，他孜孜不倦，苦读典藏，洞察古老中国，感知腾飞亚洲；他手执教鞭，宣扬东亚文化，遍访政坛商界，协

同合作共谋亚洲未来，为理想中的东亚共荣而辛勤努力。

现在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并不是“中国是否能够成功”，因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影响力的上升是毋庸置疑的。

中国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中国能够为世界做什么。这一问题至今并未被认真思考过。中国应当思考如何利用知

识、文化、科技的巨大成就帮助世界发展、去鼓舞下一代，而不是像许多老牌强国那样仅仅使自身更加富强。

中国有能力超越自我，不受自身限制，以一种广阔的全球视野，激励他国及其国民。

——贝一明论中国肩负的使命

现在人类社会的不平等已经超乎想象……我并不认为这样的境况和趋势是那些坏人或是自私的人造成的。这样

的不平等是其他的因素造成，而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人性自身的恶果。我们不关心社会与经济，懒得花费时间和

精力去了解我们身边的一切。因此，这个社会体系逐渐老化，正在走向崩塌。我认为，单凭一部法律，或者一

个总统，都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从我做起”。

——贝一明对中国青年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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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

现担任韩国庆熙大学国际大学院教授和亚洲研究所所长。主讲
国际关系文化论课程，并致力于研究东亚文化和历史的关系。
贝一明的家乡位于美国中西部的圣路易斯（Saint Louis）。就读
高中期间，他与班里的亚裔美国朋友相处融洽，并意识到中
国与时俱进的国际地位。于是，他进入耶鲁大学开始学习汉
语，后远赴国立台湾大学攻读古汉语，因为他深信要成为下
一代的美国精英很有必要掌握亚洲语言。 
大学四年级时，贝一明又开始学习日语，并前往东京大学研
究日本文化。同时，他对当代亚洲文化以及亚洲地区巨大的
贸易潜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92年，贝一明重返美国，师从哈佛大学斯蒂芬‧欧文教授
（Stephen Owen）研究亚洲比较文化。在此期间，他开始学
习韩语。尔后，作为交换学生，他于1995年到韩国首尔大学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研究中国文学。在其博士论文
里，他阐述了17到19世纪中国流行的叙述手法对韩国和日本
文学的影响。贝一明致力于钻研中、韩、日、美之间的经济、

政治和文化关系。之后他被聘任为伊利诺伊大学的教授，在
那里进行了8年的研究工作。2004年，他开始在乔治•华盛顿大
学讲授亚洲历史，并在当地韩国大使馆做了关于东亚政治和
商业的系列演讲。他同中、日、韩、美各国的很多商人、外交
官、学者和记者有密切的工作往来，也以此来促进四国之间
的密切联系。贝一明尽心尽力地帮助下一代亚洲青年，使之
适应当今世界发展的需要，希望他们积极开发亚洲的巨大潜
力，不遗余力地发扬亚洲的光辉传统。贝一明关心学生，不懈
追求，因此声名远扬。他特别注重把所有学生和教师整合成
一个生机勃勃的国际关系网络，以此追求学校的持续平衡发
展，并提高专业教学水平。

亚洲研究所是首个真正意义上的泛亚洲智囊团，是一个聚焦亚洲,关注世界

问题的研究机构。亚洲研究所致力于寻找一个平衡的视角, 提供一个客观的

平台，对当前科技、国际关系、经济和环境等方面的趋势展开意义深远的讨

论。

亚洲研究所关注科技对社会、环境的影响，关心青年和女性，以及国际关系

在教育、交流和商业方面发展的意义；并代表整个亚洲关注的热点，为各行

各业提供一个中立的平台，从商界到政府，及至学术界有责任心的领导者都

可以真诚地展开讨论，集结智慧和资源以寻找问题解决方案。

亚洲研究所致力于推进整个亚洲地区的合作，在中日韩、南亚、中东、中

亚、东南亚和全世界展开各种讨论。我们致力于为亚洲提供一个新视野：和

平又相互融合，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并摆脱对利欲无穷无尽的追逐。

今天，亚洲乃至全世界空前的经济和科技融合呼吁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

机构。过去7年来，亚洲研究所为满足这一需求，已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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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籍亚洲专家贝一明畅谈中美未来与青年使命 

身处剧变与转型的时代，我们将面临怎样的机会与挑战？

中国面临的新挑战，赋予了中国的年轻人特殊的历史使命和重任：发展自身、传承文化、复兴国家并造福世

界。然而，物质与精神、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利害关系似乎难以权衡。动力何在？勇气何在？方向何在？思考许

多，行动极少。不是因为不愿行动，而是不知如何去行；不是因为缺乏心志，而是不知何以坚持。21世纪的中

国应该走怎样的道路？沿着资本主义强国的崛起之路前行，还是创造出全新而先进的文化体系供世界各国瞻仰

效仿？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西方物质文化的不断冲击，中国的青年、华夏文明的未来将何去何从？社会

责任感匮乏，对中国传统文化知之甚少，这样的一代将如何领导中国走向世界的文化之巅？儒家思想崇尚的“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变为了现代人追求的“修身，发家，出国，游天下”。加入留学移民大军的青年

们，可曾意识到他们的黄土地下埋藏着多少灿烂的文化瑰宝。

在这东西文明交织融会的剧变之时，一位献身东亚、志在弘扬亚洲文化的美国文人以他独特的视角解读中国的

未来，为中国的青年点亮前行的明灯。他虽是美国人的样貌，却怀揣一颗中国心。他成年之时怀着一腔热血，

越过重重阻碍学习中文；他游学宝岛，拜访大陆，深入中华大地，体味千年文明；从耶鲁到东京大学再到哈

佛，他孜孜不倦，苦读典藏，洞察古老中国，感知腾飞亚洲；他手执教鞭，宣扬东亚文化，遍访政坛商界，协

同合作共谋亚洲未来，为理想中的东亚共荣而辛勤努力。

现在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并不是“中国是否能够成功”，因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影响力的上升是毋庸置疑的。

中国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中国能够为世界做什么。这一问题至今并未被认真思考过。中国应当思考如何利用知

识、文化、科技的巨大成就帮助世界发展、去鼓舞下一代，而不是像许多老牌强国那样仅仅使自身更加富强。

中国有能力超越自我，不受自身限制，以一种广阔的全球视野，激励他国及其国民。

——贝一明论中国肩负的使命

现在人类社会的不平等已经超乎想象……我并不认为这样的境况和趋势是那些坏人或是自私的人造成的。这样

的不平等是其他的因素造成，而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人性自身的恶果。我们不关心社会与经济，懒得花费时间和

精力去了解我们身边的一切。因此，这个社会体系逐渐老化，正在走向崩塌。我认为，单凭一部法律，或者一

个总统，都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从我做起”。

——贝一明对中国青年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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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研究所致力于推进整个亚洲地区的合作，在中日韩、南亚、中东、中

亚、东南亚和全世界展开各种讨论。我们致力于为亚洲提供一个新视野：和

平又相互融合，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并摆脱对利欲无穷无尽的追逐。

今天，亚洲乃至全世界空前的经济和科技融合呼吁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

机构。过去7年来，亚洲研究所为满足这一需求，已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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