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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做⼀项问卷调查，了解对罗

马俱乐部（Club of Rome）、《增长的极限

（The Limits to Growth）》和奥莱利欧·佩西

（Aurelio Peccei）三项选择知晓程度，知道

罗马俱乐部的⼈应该最多，⽽对奥莱利欧·佩

西这个⼈的了解可能最少。罗马俱乐部作为
国际著名智库，以《增长的极限》闻名天
下，然⽽该智库的创始⼈以及推动对增长提
出不同观点的始作俑者意⼤利⼈佩西先⽣却
并不为⼤众所了解，至少没有像对前两者那
样熟知。 

 罗马俱乐部成⽴于1968年4⽉，是在世

界享有盛名的智囊机构，⾸个关于未来学研
究的国际性民间学术团体，曾经预测了1973

年⽯油危机、20世纪70年代初爆发的世界粮

食危机、世界⽓候变暖等⼀系列世界未来重
⼤趋势，与美国兰德公司（RAND）和⽇本

野村综合研究所（Nomura Research Institute, 

NRI）⼀起被誉为世界三⼤智囊。《增长的极

限》是罗马俱乐部的成名作，⼀经发布便在
全世界引起巨⼤反响，⼀夜之间“增长”问题

成为全球关注的中⼼，“增长是否有极限”的

争论旷⽇持久并⼀直延续到今天。该报告被
翻译成37种语⾔，累计售出600万册，是20世

纪最有影响、最畅销的学术类著作之⼀。 

 这⾥要介绍的是上⾯两个现象幕后的

⼈物佩西。要⽤现在的格式给佩西提供⼀个
简历并不容易，开头的⼀句简单介绍“奥莱利

欧·佩西，1908年7⽉4⽇出⽣，意⼤利⼯业

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和全球问题学者，
罗马俱乐部创始⼈，未来主义⽣态学派中现
实派的代表⼈物”之后，关于佩西的学习、⼯

作和思想以及有影响⼒的活动，特别是他遍
布全球的各种经历等，要进⾏比较全⾯的介
绍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此⽂努⼒把各种信
息进⾏梳理，尽量为读者展现⼀个集企业
家、社会活动家、知名学者为⼀身并富有传
奇⾊彩的奥莱利欧·佩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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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露 
锋芒



 佩西的祖辈⽣活在匈牙利，⼤约从19

世纪末开始逐步向西迁移，先后在克罗地
亚、达尔马尼亚和威尼斯⽣活，佩西⽗亲罗
伯托（Roberto）最终在都灵定居，母亲尤⾦

妮亚·⾥沃托（Eugenia Rivotto）是⽪埃蒙特

⼈，出⽣于山区的农民家庭。佩西是家⾥三
个孩⼦中的⽼⼆，哥哥埃利奥（Elio）出⽣于

1904年，妹妹马西⽶兰（Massimiliana）出⽣

于1910年。有⼈说威尼斯冒险家和商⼈的特

质可能是佩西在商业和社会活动⽅⾯取得成
就的原因之⼀。 

 佩西⼤学时期在都灵⼤学学习经济学

专业，该校是意⼤利四⼤经济名校之⼀，他
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学期间获得了到法
国巴黎索邦⼤学学习机会。佩西在索邦⼤学
学习了6个⽉的法语，期间接触了许多持不同

观点和信仰的学者与社会活动家，对法国的
政治与社会经济以及法兰西精神进⾏了潜⼼
研究，“⾃由、平等、博爱”等理念进入了年

轻佩西的思想。在法国巴黎期间，对佩西影
响最⼤的事是他认识了贝特朗·德·儒弗内尔

（Bertrand de Jouvenel）。儒弗内尔是法国作

家，也是经济学与社会学家，先后在英国⽜
津、剑桥和美国哈佛等著名⼤学讲授经济与
社会学，同时也是法国未来学创始⼈，后来

创建了未来学研究中⼼，他的学术观点在佩
西⼼中种下了未来主义思想的种⼦。 

 当时，苏联社会主义⾰命建设取得了

举世瞩⽬的成绩，佩西为此努⼒学习俄语，
并在⼤学期间到苏联访问和旅⾏，这段时间
的学习对佩西影响很⼤。佩西曾说他仰慕马
克思，认为对于马克思留下来的思想财富应
当使之适应于新的历史条件并不断发展。虽
然佩西说⾃⼰并不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但
从 他 后 期 关 于 新 ⼈ 道 主 义 （ N e o -

Humanitarianism）思想来看是受到了马克思

思想的影响。1917年⼗⽉⾰命胜利后，俄国

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进入了⼀个新的历史
阶段，随后成⽴的苏联在列宁的领导下，经
济发展迅速。1921年3⽉俄共（布）第⼗次全

国代表⼤会通过了列宁新经济政策，这是列
宁根据俄国经济落后、⽣产⼒低下的国情，
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新道路、新⽅法的重⼤实
践，为在苏联实现社会主义⼯业化和农业集
体化提供了重要的指导。佩西博⼠毕业论⽂
选题时，苏联受益于新经济政策，⼯农业⽣
产很快恢复到战前⽔平，并开始实施第⼀个
五年计划，国民经济发展势头良好。⽽此
时，受经济危机影响，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陷
入萧条和倒退，与苏联形成了鲜明对比。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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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为苏联经济发展的成就所⿎舞，他选择以
《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为题撰写毕业论
⽂。1930年，佩西以优异的成绩通过论⽂答

辩获得经济学博⼠学位。 

 1927年在都灵⼤学读书期间，由于家

庭经济条件拮据，年仅19岁的佩西到菲亚特

公司（Fiat S.p.A）应聘兼职，以⽀付教育费

⽤。菲亚特公司是意⼤利著名汽车制造公
司，世界⼗⼤汽车制造商之⼀，其总部位于
都灵。菲亚特公司成⽴于19世纪末，成⽴后

公司业务发展迅速。20世纪20年代末，菲亚

特公司开始开拓海外业务，业务范围包括法
国、西班牙、波兰和苏联等国家。当时苏联
正处于第⼀个五年计划时期，⼯业化发展迅
速，因此成为菲亚特公司非常重要的海外贸
易伙伴。佩西具有经济学专业背景，且⾃学
了俄语，正是菲亚特公司与苏联开展贸易急
需的⼈才，佩西的求职申请很快得到批准，
进入菲亚特特别事务部（Special Affairs 

Division）⼯作。 

 菲亚特特别事务部负责协调推进公司

的重⼤国际项⽬，当时菲亚特和苏联刚刚签
订了关于在莫斯科附近建造⼤型⼯业铸造⼚
的合同，佩西入职后的第⼀个任务就是负责

推进该项⽬实施。虽然佩西之前没有⼯作经
验，但也许他具有与⽣俱来的商业天赋，在
他的协调下项⽬进展非常顺利。通过该项
⽬，佩西在苏联结识了很多朋友，也引起了
菲亚特时任总裁瓦雷塔（Vittorio Valletta）的

注意，同时还有幸认识了后来担任意⼤利共
产党总书记的帕⽶罗 ·陶⾥亚蒂（Palmiro 

Togliatti）。佩西直爽的性格、卓越的能⼒等

品质使得这些原本只是业务上的伙伴逐渐发
展为他真挚的朋友。随着佩西后期经历增
长，他的朋友越来越多，遍布各⾏各业，甚
至许多国家的⾸脑也成了佩西的好友，其中
很多⼈给与过佩西很⼤的帮助。 

 由于⼯作能⼒出众，佩西很快成为特

别事务部能够独当⼀⾯的年轻的⼯业经理，
不过很多⼯作他仍然保持了亲⼒亲为细致认
真的风格，这段时间佩西还练就了很强的速
记能⼒。经过⼀段时间的历练，佩西的期望
和⽬标也在发⽣变化，他逐渐感到⼯作内容
琐屑重复、视野受限，产⽣了寻找新的机会
的想法，希望改变环境，迎接更有挑战性的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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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之缘



 机会很快来临，1935年佩西被派往中

国，负责中意南昌飞机制造⼚建设运营⼯
作。19世纪30年代之前，意⼤利和中国的经

济关系薄弱，贸易量很⼩。1929年，源⾃美

国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意⼤利为了摆脱国
内经济危机，决定扩⼤对外投资规模。当
时，中国有5亿⼈⼜市场，成为意⼤利开拓海

外市场的⾸选。1933年10⽉，意⼤利派出考

察团，调查了解两国在国防等领域开展合作
的可⾏性。 

 其实，在1933年之前，美国曾向民国

政府派出有空军使团，并组建了国防航空学
校。但由于1933年福建事变爆发后美国空军

使团拒绝参加国民党的镇压⾏动，国民党驱
逐了美国空军使团。恰巧此时意⼤利考察团
到来，民国政府很快就和意⼤利达成了合作
协议。根据协议，意⼤利组建了空军驻南昌
使团，向民国政府提供免费技术⽀持，这个
使团是在南昌驻扎的⾸个外国代表团，到
1934年底使团已有16名成员。意⼤利空军使

团创⽴了飞⾏员培训学校，成⽴仅⼀年就培
训了262位中国飞⾏员，包括中国⾸位女飞⾏

员。学校开课不久，国民党就向意⼤利订购
了⼀批飞机。为进⼀步扩⼤贸易量，意⼤利
政府要求菲亚特（ F i a t）、卡普隆尼

（Caproni）、布瑞达（Breda）和萨伏亚

（Savoia）四家航空公司成⽴意⼤利对华航空

联盟。菲亚特在联盟中居于主导地位，代表
航空联盟向意⼤利政府提出了与民国政府合
办飞机制造⼚的建议。得到意⼤利政府同意
后，菲亚特委派阿坎波拉于1935年1⽉21⽇，

在上海和民国财政部长孔祥熙签订了意⼤利
与国民政府联合成⽴意中航空协会的相关⽂
件，其中包括意⼤利帮助民国政府设⽴飞机
制造⼚，在地点确定的谈判中，蒋介⽯出于
围剿⾰命根据地的考虑，命令⼚址定在南
昌，也就是现在洪都航空⼯业集团的前身。 

 中意南昌飞机制造⼚项⽬同样由佩西

所在的特别事务部负责，但该部门没有⼈愿
意长期离开都灵，⽽佩西觉得这项⼯作充满
挑战性，他主动申请负责该项⽬并得到了批
准。在佩西准备去中国赴任时，他申请护照
材料报上后迟迟没有消息。为此佩西向在外
交部⼯作的⼤学同专业同学吉诺·⽶纳提寻求

帮助，⽶纳提当时是意⼤利外交部办公室主
管，他在办公室接待了佩西，了解情况后随
即向有关部门拿到了佩西的申请⽂件，发现
佩西的材料封⾯被标注了“反法西斯”及“进⼀

步调查”等信息。在⽶纳提的周旋协调下，佩

西三个星期后收到了护照。佩西对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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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感念在⼼，⼆战后，⽶纳提移居阿根
廷，但在那⾥并不顺利，正当他准备返回意
⼤利时遇到了刚刚到阿根廷负责菲亚特拉美
业务的佩西，第⼆天佩西就向他提供了⼀份
在菲亚特拉美分公司的⼯作，这份⼯作就是
下⽂将要提到的OECEI（Oficina de Estudios 

para la Colaboración Económica Internacional）

负责⼈，这是后话。 

 1935年12⽉，佩西抵达中国。虽然飞

机制造⼚建在南昌，但建⼚所需设备都需从
上海⼜岸转运。因此，佩西就在上海安顿下
来，准备接收从意⼤利运来的各类配件。他
先在意⼤利驻华⼤使洛亚科诺的官邸借住了
⼀个⽉，⽽后搬到位于上海市中⼼的华懋饭
店落脚。洛亚科诺官邸建于1932年，位于福

开森路（现武康路）390号，是上海现今著名

的欧陆风情建筑。华懋饭店是现在和平饭店
的前身，曾被称为“远东第⼀楼”，属于⾼档

奢华的饭店，年仅27岁的佩西在这⾥连续住

了4个⽉，可见当时佩西在菲亚特的职位和酬

劳不低。 

 佩西并不满⾜于接收飞机制造⼚配件

的任务，完成⼯作之余佩西决定在上海开拓
菲亚特汽车销售业务。当时的上海是亚洲第

⼀⼤城市、与伦敦、巴黎、纽约、柏林并驾
齐驱的世界性⼤都会，占据了民国66%的产

值和61%的进出⼜贸易，美、英、法等国均

在上海开办了汽车销售公司。佩西认为初期
阶段在上海新建菲亚特销售公司投入过⼤，
因此先尝试与美国⼈创建的马迪汽车公司
（Moody Motors Company）建⽴了合作关

系，使菲亚特汽车成为马迪汽车公司的主要
销售品牌之⼀。这是佩西在本职⼯作之外拓
展的⾸个业务，这段经历为佩西后来在多个
⼤公司担负重任积累了经验。 

 在上海⼯作期间，佩西对上海进⾏了

多⽅位的考察，⼏乎⾛遍了上海的各个角
落，对很多现象感触很深。⾸先让佩西感受
到的是上海⼈⼜的膨胀及其带来的⼀些列问
题。资料显⽰，上海⾃1843年开埠后进入了

快速发展时代，持续吸引⼤量中外⼈⼜聚
集，常住⼈⼜数量激增。1910年上海的⼈⼜

为129万，1937年已增长到385万。上海⼈⼜

急剧增多带来⼀系列社会问题，最为突出的
是居住问题，特别是中下层市民居住空间拥
挤、环境恶劣、住房租⾦不断上涨。⼀天佩
西看到上海国际侨民公园（现在的上海外滩
公园）门⼜出现了“华⼈与狗不得入内”的牌

⼦，令佩西⼗分震惊，这个中国⼈视为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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耻辱的歧视性与侮辱性语⾔对中国⼈是刻骨
铭⼼的，对任何⼀个有良知的“非华⼈”同样

感到恶⼼与愤慨。在后来的回忆中佩西对此
情形印象深刻，他说，尽管上海具有很⼤魅
⼒，但是这个城市时刻隐含着风险和可怕的
歧视，这段经历在佩西的⽣活中打下了强烈
的烙印，他甚至认为⾃⼰是在上海开始成熟
起来的。 

 中意南昌飞机制造⼚由阿坎波拉

（Acampora）担任总裁，佩西被任命为运营

总监并于1936年4⽉从上海来到南昌负责飞机

制造⼚建设运营的具体⼯作。在佩西的组织
下，1936年11⽉⾸架飞机组装成功，1937年2

⽉⼯⼚建成，1937年4⽉投入全⾯⽣产，这样

的速度在30年代的中国令⼈惊叹。当时的南

昌飞机制造⼚有8座主⼚房和1座办公⼤楼，

有意⼤利⼯作⼈员200多名，中国员⼯300多

名，⼚房设备和规模名列远东第⼀。南昌飞
机制造⼚投入⽣产后，⾸先制造的是萨伏亚
S-81式双发动机轰炸机，机身是意⼤利本⼟

制造，南昌的⽣产能⼒只是全机的20%，尽

管如此在当时已经是中国的⼀个重⼤突破，
因为制造这种双发动机的⼤飞机在中国还是
第⼀次。中意飞机制造⼚所在位置⽬前是江
西师⼤⽼校区（青山湖校区），主要遗存包

括指挥塔楼、飞机总装⼚和管线集成⼚房即
棚⼚（现为八⼀礼堂）、综合储存库、⼤棚
车间遗址、飞机跑道（原江西省政府院内⼤
道）、⼚区道路（现为江西师⼤校园道路）
以及许多历史照⽚等。2019年4⽉中意飞机制

造⼚旧址入选了第⼆批中国⼯业遗产保护名
录，该批名录江西省共入选四个，除中意飞
机制造⼚外，还有官⽥中央军委兵⼯⼚、⼤
吉山钨矿、西华山钨矿。 

 佩西晚年回忆当时在中国的⽣活时提

到，在南昌⼯作期间，看到国民政府的通
报，称江西南部⼟匪活动猖獗，国民政府所
说的“⼟匪”，其实应是傅秋涛领导的湘鄂赣

游击队。傅秋涛，湖南平江⼈，1929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战争时期历任湘鄂赣省军区政
委、湘鄂赣抗⽇红军军事委员会主席、湘鄂
赣⼈民抗⽇红军游击⽀队司令员等职，建国
后历任总参谋部队列部部长、中央军委⼈民
武装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

军衔。游击队成员有很多是长征前跟随⽑泽
东参加秋收起义的⼯农队伍，佩西说当时他
并不知情，佩西曾在其⾃传中写到，要是我
早知道那些所谓的“⼟匪”其实就是长征之前

⽑泽东及其追随者组织的当地农民⾰命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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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毫无疑问，我⼀定会设法去拜访他们
的。 

 正当南昌飞机制造⼚准备进⾏⼤批量

⽣产时，1937年7⽉抗战全⾯爆发，8⽉5⽉下

午17时南昌飞机制造⼚遭到⽇本飞机空袭。

意⼤利驻华⼤使要求南昌飞机制造⼚的意⼤
利技术⼈员马上向南撤往⾹港。阿坎波拉当
时因处理公务身在南京，佩西作为运营总监
负责所有意⼤利⼯作⼈员及其家属的撤退⼯
作。佩西协调民国政府为意⼤利⼈提供了⼀
列⽕车，撤退到⾹港后乘坐客轮返回意⼤
利。但佩西并未⼀同离开，他返回南昌处理
飞机制造⼚善后事宜，直至1937年12⽉4⽇才

动身回国。在他回国前⼏天，民国政府以现
⾦形式向他⽀付了全部飞机订单的尾款。当
时，佩西和妻⼦玛瑞莎的第⼀个孩⼦佩奥拉
即将降⽣，佩西带着装满现⾦的⾏李，从⾹
港先后8次转机，终于赶在佩奥拉出⽣之前抵

达都灵。佩西这段经历在都灵广为传颂，
《意⼤利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为佩

西刊发特别头条，将其称为“给菲亚特背回⼏

袋⼦钞票的年轻⼈”。 

 佩西在南昌期间并不仅仅满⾜于飞机

制造⼚的⼯作，他陆续拓展了很多业务，涉

及农业机械、交通和灌溉领域。佩西甚至还
⽀持南昌飞机制造⼚的中国员⼯离⼚成⽴⾃
⼰的公司，专门经营菲亚特原材料的进⼜和
分销。佩西通过拓展业务使得意⼤利在南昌
飞机制造⼚的投资获得了⾼额回报，账⽬显
⽰意⼤利所得到的投资回报比同期在中国开
办飞机制造⼚的美国和德国⾼出四倍。虽然
佩西为南昌飞机制造⼚投入了很⼤的精⼒，
但⼀切的努⼒都因政局动荡⽽随即消逝，佩
西感到无论⾃⼰具有多强⼤的个⼈能⼒也无
法应对政治的瞬息万变，经商也需要紧跟形
势和洞察未来，这也成为他后期在商业领域
⼤有建树的因素之⼀。 

 在中国的经历和所见所闻成为佩西的

深刻记忆，他曾说⾃⼰时常被中国⼈感动，
他认为中国⼈民身上有许多值得敬佩的品
质，例如中国⼈具有很快从事全新⽽复杂⼯
作的技能和智慧，具备忍耐和礼貌等源远流
长的⽂化传统，具有与⼟地和⼤⾃然共⽣共
存的能⼒。佩西认为，正是由于这些品质使
得中国⼈能够在当时混乱的世界中长期保持
中华⽂化的稳定和延续。在中国的经历使佩
西对中国产⽣了深厚的感情，⽇本知名学者
池⽥⼤作在为他与佩西的对话集《⼆⼗⼀世
纪的警钟（A l a r m B e l l f o r t h e 2 1 s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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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ury）》所作的序⾔中写道：佩西博⼠家

中的家具、摆设和绘画等都是中国的，显得
⼗分协调。可见佩西⼼中始终怀着对中国⽂
明的热爱和尊敬。 

 佩西返回意⼤利后，国民党政府出于

抗战需要，将中意南昌飞机制造⼚迁至重庆
并改名为中央第⼆飞机制造⼚。抗⽇战争胜
利后，国民政府于1946年将第⼆飞机制造⼚

迁返南昌。解放战争胜利后，新中国在原国
民政府第⼆飞机制造⼚的基础上，于1951年

在南昌成⽴国营洪都机械⼚，也就是现在的
洪都航空⼯业集团。洪都航空⼯业集团⾃建
⼚以来，创造了“试制成功新中国第⼀架飞

机”、“⽣产新中国第⼀辆摩托车”、“⾃⾏设

计研制第⼀架初级教练机”等多个国内第⼀，

⽬前是我国集航空产品和机电产品科研⽣产
与经营⼀体化的⾼科技企业集团，这些都是
后话了。 

 佩西从南昌返回都灵的⼀个⽉前，意

⼤利加入了“反共产国际协定”，与德⽇两国

结成同盟。佩西在学⽣时代就接触了都灵抵
抗法西斯统治的活动，对法西斯非常抵触，
拒绝穿⿊衬衫（1921年墨索⾥尼成⽴国家法

西斯党其成员均身穿⿊⾊衬衫）。当佩西回

到菲亚特都灵总部时发现，此时的菲亚特公
司和法西斯有合作，董事长乔瓦尼·阿涅利

（Giovanni Agnelli ）甚至将法西斯⼈物朱塞

佩·布罗格利亚（Giuseppe Broglia）选入了董

事会。佩西认为菲亚特公司丧失了原则和信
念，感到非常失望，认为⾃⼰应该改变事业
的重⼼，不能为这个融入法西斯战争机器的
公司继续⼯作。于是佩西向菲亚特总裁、好
友瓦雷塔表达了⾃⼰的想法，瓦雷塔本来就
⼗分欣赏佩西在中国的业绩，他赞赏佩西的
⽓魄，表⽰他本⼈也反对法西斯，但由于各
种原因他没有公开表达。瓦雷塔⽀持佩西的
想法，同意保留佩西在菲亚特的职位，同时
提醒佩西⼀定要保证家⼈的安全。佩西随即
把妻⼦和两个孩⼦送到了他母亲⾥沃托的⽪
埃蒙特山区故居，⾃⼰投入了反法西斯阵营
的⼯作。 

 佩西加入了意⼤利⾏动党领导的“正义

与⾃由组织（ J u s t i c e a n d F r e e d o m 

Organisation）”，该组织主张改良意⼤利社

会，他们在城市和阿尔卑斯山脉均建⽴了武
装部队，与意共⼀起领导意⼤利的反法西斯
⽃争，⽃争初期盟军对“正义与⾃由组织”给

予⽀持，但是⼀些具体⽀援和⾏动经常不及
时，为此该组织准备派⼈到盟军指挥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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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斡旋。当时盟军指挥部设在瑞⼠⾸都伯
尔尼，伯尔尼同时也是美国驻欧洲情报中
⼼，纳粹间谍对伯尔尼的监视很严密，这也
使得赴盟军指挥部的任务⼗分艰巨。考虑到
佩西的企业家身份以及外语与交际能⼒，最
终选定佩西担任此项⼯作。1942年，佩西以

到国外经商为掩护来到伯尔尼并出⾊完成了
任务，“正义与⾃由组织”得到了盟军积极有

效的援助。 

 1943年9⽉8⽇，意⼤利和盟军签订停

战协议后，德国军队占领了包括都灵在内的
意⼤利中部和北部地区，扶持墨索⾥尼建⽴
了名为“意⼤利共和国”的傀儡政府，在占领

区内对“正义与⾃由组织”等民间抵抗⼒量进

⾏持续扫荡。1944年1⽉，盟军在意⼤利安齐

奥（Anzio）登陆，对德军正⾯防线造成很⼤

冲击，⽽游击队也对法西斯占领区内的通信
设施构成较⼤破坏，法西斯势⼒陷入两⾯受
敌的局⾯，急切希望掌握游击队的活动情
况，佩西恰巧在此时不幸被捕了。1944年2

⽉，佩西到罗马领取“正义与⾃由”游击队最

⾼领导⼈关于作战⾏动的指⽰，在返回都灵
时被法西斯势⼒逮捕入狱，被捕时佩西身上
还携带着从罗马带回的军事计划以及密码说
明，这些⽂件是佩西速记完成，除了他⾃⼰

之外其他⼈难以完整表述⽂件的内容，这是
法西斯分⼦没有⽴即杀害佩西的重要原因。 

 抓捕佩西的意⼤利傀儡政权的法西斯

势⼒对佩西进⾏了严刑拷打，逼他交代游击
队情况和军事计划内容。佩西知道，只要游
击队收不到他从罗马取回的⽂件，就会意识
到他已经被捕并设法营救他。于是佩西决定
抵抗到底，以⽂件字迹难以辨认为由尽量拖
延时间。不久，佩西的⼀个朋友到监狱寻找
她失踪的⼉⼦，她在监狱⾥看到了佩西，此
时的佩西已经被打得⾯⽬全非，她通过佩西
的外套才确认了他的身份，回去之后很快把
情况告诉了佩西的同事和⽗亲。佩西⽗亲去
向瓦雷塔寻求帮助，瓦雷塔想了很多办法都
未奏效。佩西在“正义与⾃由”的同事历经多

次努⼒后，终于在距离佩西被执⾏死刑前的
最后⼀个⼩时向⼀位法西斯军官传递了要挟
信，信中称“如果佩西被处决了，那么第⼆天

你就会变成⼀具死⼫”，这名军官畏惧信中内

容没有对佩西执⾏死刑。 

 ⾃此之后监狱不再逼供佩西了，后来

才知道这是因为他们要把佩西当成⼈质，作
为与游击队交换从⽽保护⾃⼰的筹码。接下
来的时间，游击队向狱⽅提出了各种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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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但监狱均未同意，他们认为佩西已经和
他们的⽣命拴在⼀起了，⼀旦把佩西交出
去，他们可能就会被游击队⼲掉。战争的后
期法西斯势⼒⾯临的局势越来越紧张，他们
认识到失败已经不可避免。1945年1⽉监狱释

放了佩西。对于狱中的经历他后来写道，11

个⽉的监狱⽣活中，⾃⼰有营救的希望，⽽
很多狱友并没有朋友营救，没有任何依靠，
只能靠信念活下去，这种信念体现了⼈类渴
求美好、期待⾃由解放的内在⽽伟⼤的⼒
量，⼈即使在监狱⾥被带上脚镣⼿铐，但只
要思想是⾃由的就能成为⾃由⼈。 

 1945年3⽉都灵解放后，民族解放委员

会指控菲亚特董事长阿涅利和总裁瓦雷塔与
法西斯合作，罢免了他们的职务并接管菲亚
特公司，成⽴了由佩西等4⼈组成的菲亚特重

建委员会，由于佩西既有丰富的菲亚特公司
⼯作经历又在反法西斯运动中作出了贡献，
因⽽成为重建委员会的核⼼⼈员。佩西当选
委员后⽴刻与瓦雷塔会⾯，感谢他对⾃⼰的
帮助，承诺会努⼒帮助瓦雷塔，他为瓦雷塔
奔波呼吁，最终民族解放委员会撤销了对瓦
雷塔的指控。在这个过程中，佩西和瓦雷塔
共同的好友，当时的意⼤利共产党书记陶⾥
亚蒂也起到了很⼤作⽤。佩西帮助瓦雷塔的

这段经历也反映出佩西重情重义的性格特
征。 

 佩西⼀边组织重建⼯⼚、恢复⽣产，

⼀边清理隐藏的法西斯分⼦，同时积极为菲
亚特寻找新的商机，帮助公司业务步入正
轨。但在这期间发⽣了⼀件对佩西影响很⼤
的事，导致了佩西被迫到阿根廷重新创业。
事件的起因是1945年12⽉12⽇菲亚特董事长

阿涅利去世。当时民族解放委员会对他通敌
的指控还没有撤销，作为重建委员会委员的
佩西出于菲亚特整体利益考虑，不允许公司
员⼯参加阿涅利的葬礼，执意要参加葬礼的
员⼯要扣当天的⼯资，阿涅利的家⼈对此强
烈反对并说他们不会原谅佩西的⾏为。阿涅
利是菲亚特创始⼈，菲亚特董事会和⾼级管
理⼈员中很多都是阿涅利的家⼈或好友，这
个事件导致佩西后来在菲亚特总部受到排挤
并越来越被孤⽴。 

 佩西利⽤短短⼏个⽉的时间，就完成

了重建菲亚特公司的任务。任务完成后，政
府结束了佩西作为政府驻菲亚特公司代表的
身份，并告诉佩西作为报酬他可以提出⾃⼰
想要的条件，但佩西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他
把管理菲亚特公司的职权全部还给了全国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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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委员会，⾃⼰继续在菲亚特公司重操⼯业
经理的旧业。此时，瓦雷塔重返菲亚特担任
总裁，为回馈佩西在公司重建中的贡献，菲
亚特公司资助佩西到国外考察，佩西接受了
这个善意的机会，他第⼀次访问了美国，美
国当时正在实施马歇尔计划，帮助被战争破
坏的西欧等国家重建家园。虽然马歇尔计划
源⾃美国国际政治战略需要，但客观上确实
对欧洲国家发展推动很⼤，这使佩西深受触
动，他决定继续为重建⾃⼰的家乡都灵出
⼒。这期间他还访问了许多亚非拉不发达国
家，他认为重建家园的经验同样需要介绍到
贫穷国家。这次国际考察经历对佩西后来研
究全球性问题产⽣了重要影响。 

 此次旅⾏回国后，佩西担任了菲亚特

公司⼏个部门的领导⼯作，业务范围包括农
业机械、拖拉机、列车、飞机的⽣产等等。
他认为这⼏个部门技术已经落后且管理僵
化，需要进⾏⼤规模的技术改造和组织体系
改⾰，按照现代化公司的理念进⾏运营。但
在佩西的上司和同事看来，佩西的观点过于
超前，对佩西的先进理念和改⾰思路有抵
触，加上他们因佩西当时不准员⼯参加阿涅
利葬礼⽽⼼存怨恨，甚至希望佩西尽快离开
菲亚特公司。瓦雷塔为了妥善处理佩西与同

事的关系，建议佩西暂时离开菲亚特都灵总
部，通过开拓菲亚特国际业务来施展⾃⼰的
才华和能⼒。此后，佩西在⼯作之余开始密
切关注世界经济形势，研究分析各国发展状
况和潜⼒，终于在拉丁美洲发现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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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西的商业天才在拉丁美洲得到了充

分的施展，第⼀个成功是在阿根廷建⽴的菲
亚特康科德公司（Fiat Concord）。拉丁美洲

因长期以来受到列强掠夺，发展缓慢，战后
纷纷实⾏进⼜替代⼯业化政策，⼯业发展的
需求和潜⼒很⼤。阿根廷作为拉丁美洲⾯积
第⼆⼤国，地理位置优越，资源和物产丰
富，且受⼆战破坏较⼩，曾被誉为战后拉丁
美洲的乐⼟。1946年6⽉胡安·多明⼽·庇隆当

选总统后，加⼤政府投资带动阿根廷经济快
速发展。1946年至1948年，阿根廷经济年平

均增长率为10%。佩西敏锐感觉到阿根廷可

能是他施展商业才能的舞台。 

 1948年，佩西提出在阿根廷成⽴菲亚

特拉美分公司的建议，得到菲亚特总部批准
后佩西与妻⼦玛瑞莎以及他的三个孩⼦⼀起
开始了在阿根廷的⼯作和⽣活。在中国的经
历使佩西感到，商业策略必须顺应政治形
势，为此佩西组建了OECEI（Oficina de 

Estudios para la Colaboración Económica 
Internacional），聘请吉诺·⽶纳提 （Gino 

Minatti）担任负责⼈，分析研究阿根廷乃至

拉丁美洲政治形势对⼯业化及商业发展的影
响，为菲亚特拉美分公司的发展出谋划策。
这在菲亚特公司尚属⾸创，菲亚特拉美分公

司后期的商业成就充分证明了佩西这些做法
是⾼明的。佩西⾸先通过收购阿根廷拖拉机
⽣产⼚成⽴了菲亚特康科德公司，并亲⾃担
任董事会主席，然后针对阿根廷政府因发展
电⼒和船运的需求，在康科德公司开设了格
兰蒂斯柴油机⼚，随后又顺应阿根廷政府⼤
⼒建设铁路系统的计划创建了⽤于⽣产⽕车
车厢以及相关设备的马特弗⼯⼚（Materfer 

factory）。在佩西的主持下，菲亚特康科德

公司迅速成为阿根廷汽车、拖拉机、铁路器
材和柴油机等产品的主要制造商。 

 1974年，佩西从菲亚特康科德公司董

事会主席的位置上退休，当时该公司员⼯1.5

万⼈，⼚区⾯积47万平⽅⽶，年出⼜额达

3600万美元，是阿根廷的⼯业巨头，带动了

阿根廷相关产业的发展，每年交给菲亚特总
公司的利润⼀直⾼于菲亚特其他国外分公
司。佩西在菲亚特康科德公司建⽴了良好的
福利体系，建起了⽂化中⼼、综合体育场，
开办了技术学校，为所有员⼯及其家⼈提供
免费医疗服务。这项成就即使在40多年后的

今天，也是很多企业难以企及的。 

 实际上，佩西的商业视野并非只限于

阿根廷，他对整个拉美地区都充满兴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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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寝忘食地全身⼼投入⼯作，每天至少⼯作
12⼩时，无时无刻不在捕捉机会。1954年佩

西在智利圣地亚哥成⽴了农业技术有限公
司，销售拖拉机和⼯业⽤车。1955年，佩西

与委内瑞拉签署了⼀份价值3亿5千万美元的

关于在奥⾥纳科河⾕（Orinoco River Basin）

承建⼤型轧钢⼚的合同，由于康科德公司资
⾦实⼒不⾜以⽀撑如此⼤规模的项⽬，佩西
回到都灵寻求菲亚特总部⽀持。遗憾的是，
菲亚特冶⾦业务主管塔科尼（Tacconi）以委

内瑞拉轧钢⼚项⽬与菲亚特发展战略不符⽽
拒绝。但佩西仍然没有放弃，他广泛联系了
意⼤利⼯业⽅⾯的朋友，成功地将合同转让
给了依诺森蒂公司（Innocenti）。从此以

后，佩西在委内瑞拉家喻户晓，也成了委内
瑞拉数任总统的好朋友。 

 1956年底第⼀次苏伊⼠运河危机的发

⽣在国际上造成了很⼤影响，英法等西⽅国
家与埃及之间围绕苏伊⼠河管辖权的⽭盾导
致武⼒冲突，为避免在⽭盾和冲突中国家利
益受到损害，意⼤利政府⼈⼠与企业家和⾦
融界⼈⼠认为需要组建⼀个机构，结合意⼤
利的情况，在维护⾃身利益的同时⽀援不发
达国家尤其是地中海国家。然⽽这是⼀项复
杂的⼯作，他们于1957年找到佩西，请他负

责该机构的组建和领导⼯作。佩西认为，这
个机构应该是⼀个完全独⽴不受股东利益控
制的实体，除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非盈利性
咨询，也要有权直接监管或承包建设⼯程。
佩西提出要继续保留菲亚特公司的⼯作，股
东同意了佩西的建议，于是佩西牵头创⽴了
意⼤利咨询公司（Italconsult）并任总经理。 

 公司成⽴⼀周后佩西便陪同意⼤利外

贸部长前往伊朗进⾏官⽅访问，并与伊朗政
府就⼀份⼟地开垦项⽬达成合作意向。由于
当时意⼤利咨询公司刚成⽴，⼈员缺乏，佩
西邀请其罗马的朋友帮助提出了项⽬详细规
划，并很快与伊朗签订了价值1600万美元的

合同。在这个项⽬的基础上，佩西组建了意
⼤利咨询公司的项⽬团队。⼀年后，伊朗项
⽬的经验又帮助意⼤利咨询公司拿到了埃及
的⼀个总值6000万美元的⼟地开垦项⽬。实

际上，佩西通过埃及的⼟地开垦项⽬为前⾯
提到的他在阿根廷成⽴的格兰蒂斯柴油机⼚
获得了⼤批出⼜订单，使⾃⼰旗下的公司实
现了双赢。在意⼤利咨询公司的经营管理
上，佩西运⽤了他⾃⼰总结的三个管理原
则，⼀是⾼度注重⼈⼒资源的管理，⼆是项
⽬执⾏时机要符合形势需要，三是合理利⽤
⼟地和⽔等⾃然资源。在佩西的运作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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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程咨询发展迅速，公司成⽴两年之内
就在50多个国家开展了业务，成为欧洲最⼤

最活跃的咨询公司。 

 1964年，意⼤利著名的奥利维蒂公司

（Olivetti，也有译为好利获得公司）陷入困

境。奥利维蒂公司由卡⽶罗 ·奥利维蒂

（Camillo Olivetti）于1908年创⽴，1911年在

世界博览会上展出他们的产品—M1打字机后

公司业务迅速发展。1938年，卡⽶罗的⼉⼦

安德⾥亚诺（Adriano Olivetti）担负奥利维蒂

公司总裁，并带领公司继续创造了辉煌的业
绩。1960年安德⾥亚诺去世后，奥利维蒂公

司业务逐渐下滑，直至1964年出现了严重的

财政危机。 

 临危受命视乎成了佩西的宿命，此

时，他再次被要求担任该公司临时总裁，并
允许他保留在菲亚特公司和意⼤利咨询公司
的职位，佩西上任后，⾸先着⼿帮助员⼯重
树信⼼并深入分析市场形势，为公司制定新
的⽬标和计划，在计算机研发设计⽅⾯进⾏
重点开拓，同时注重提升员⼯的能⼒素质。
1965年，奥利维蒂公司推出了世界第⼀部个

⼈电脑Programma101，作为当时运算能⼒最

强、体积最⼩的个⼈电脑，该产品被认为是

第⼀款便携式可编程的计算机，在当年的纽
约世博会上⼤受欢迎，并很快被美国国家航
空航天局（NASA）在“阿波罗登⽉11号计划”

中使⽤。1966年奥利维蒂公司推出了TCV250

显⽰器（Video Display Terminal），同样取得

很好的销售业绩。奥利维蒂公司很快扭转了
亏损局⾯，并在1967年重新⾛上成功的发展

之路。带领奥利维蒂公司⾛出困境的佩西急
流勇退，辞去了公司临时总裁职务，虽然在
奥利维蒂公司仅任职三年，但三年前后公司
经营状况的鲜明对比再次展⽰了佩西的卓越
才⼲，同时佩西也进⼀步思考和丰富了⾃⼰
的商业经验。 

 2003年，奥利维蒂公司和意⼤利最⼤

的通讯集团电话公司（Telecom Italia Group）

合并为意⼤利电话公司。至此，尽管奥利维
蒂在电⼦产品历史上曾经辉煌⼀时，但是具
有95年历史并上市43年的奥利维蒂公司不复

存在。 

 1962年底，美国参议员雅各布·贾维茨

（Jacob K. Javits）和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想建⽴⼀个以激发拉丁美洲私⼈

创业主动性为⽬的的机构并筹集资⾦启动了
⽀持这项⼯作的项⽬，他们邀请佩西牵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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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这个项⽬。佩西对这项⼯作很感兴趣，认
为它可能成为拉丁美洲企业中私⼈资本投资
与信息交流的平台，同时有可能改变欧洲和
美国⾦融与产业界⼈⼠对拉美市场的评价与
态度。佩西接受了请求，表⽰不要任何报
酬，唯⼀的条件是不受⼲预，允许他按照⾃
⼰的⽅式放开⼿脚开展⼯作。他⾃⼰主要负
责总体的规划设计和资⾦筹集，具体事务指
定⼀名经理负责。1964年，在佩西的领导下

成⽴了阿德拉公司（A d e l a I n v e s t m e n t 

Company），这是⼀个合资性质的股份制企

业，公司股东来⾃23个国家的230多家⼤公司

和⾦融机构。阿德拉公司组建后，佩西担任
了⼗年的执⾏委员，在这⼗年⾥阿德拉公司
取得了巨⼤的商业成就。公司组建时注册资
⾦只有6千万美元，在成⽴后的⼗年内，阿拉

德已为⼏百家⼯业、农业、贸易和旅游业等
公司发展提供了⽀持和服务，资本已达20亿

美元，新增就业岗位25万多个，并带动拉丁

美洲其他⾏业实现产值近60亿美元。 

 阿德拉创造的商业成就令⼈⿎舞，但

佩西认为阿德拉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它证实了
在变化莫测的世界⾥总是存在着新的路径来
复兴甚至重塑私营企业的功能和⾏动，只要
你努⼒探索和寻找。佩西把阿德拉视为⾃⼰

开辟新路径的成功探索，他由此想到在解决
当前世界⾯临的复杂性问题上，或许也同样
存在⼀种新的路径和⽅法。 

 在常⼈看来，此时的佩西在事业上已

经取得了很⼤的成功。但是他⼀直在思考，
如果像之前那样只把时间和经历投入到某个
公司或某个项⽬上，取得的成绩和效果只是
局部的和短期的，甚至是无效和得不偿失
的。他决定改变⾃⼰的⼈⽣使命，把眼光投
向更宽更远的领域，关注全球的状况和世界
复杂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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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创建 

罗马俱乐部



 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成⽴于

1968年4⽉，总部设在意⼤利罗马，主要从事

有关全球性问题的研究分析和预测等。俱乐
部成⽴时提出的宗旨是通过对⼈⼜、粮食、
⼯业化、污染、资源、贫困、教育等全球性
问题的系统研究，提⾼公众的全球意识，敦
促国际组织和各国有关部门通过改⾰完善制
度和政策，并采取必要的⾏动以改善全球治
理，使⼈类摆脱所⾯临的困境。由于其观点
和主张带有消极和悲观⾊彩，被称为“未来学

悲观派”的代表。 

 1965年，经过了各种⼯作和任务的挑

战以及在此过程中游历各国的体验，57岁的

佩西感到，全球正⾯临⼀系列重⼤问题的挑
战，⽽现代⼈未能认识到世界的真正困境和
⼈类⾃身的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并发出呼
吁，于是佩西逐渐开始在各种场合作主题演
讲，并广泛与政府官员、科学家、商业交谈
以宣扬其主张。这年9⽉，阿德拉公司在阿根

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国家军事学院组织了⼀次
拉美银⾏家和企业家会议，佩西应邀参会，
他⽤西班牙语以“20世纪70年代对当今世界的

挑战”为题发表了前瞻性的主旨演讲，佩西认

为电⼦计算机的发展将带来新⼯业⾰命，世
界正在进入史无前例的爆炸性变⾰时代，如

果沿⽤当前发展模式，在70年代世界将⾯临

⼈⼜爆炸、资源短缺、环境退化、南北分裂
等问题。佩西呼吁要以长远思维和全球视野
进⾏研究并应对⾯临的挑战，他的演讲在听
众中产⽣了很⼤反响。佩西在布宜诺斯艾利
斯的著名演讲导致了重要的后续影响，在这
之后佩西和亚⾦（Alexander King，当时

OECD科学事务总⼲事）等⼈⾛到了⼀起，开

始讨论⼈类⾯临的重⼤问题，也就是后来著
名的“⼈类困境问题”，成为罗马俱乐部成⽴

的发端。关于罗马俱乐部的成⽴，现任罗马
俱乐部成员、曾获我国“2019年⼗⼤科学传播

⼈物”称号的冈特·鲍利（Gunter Pauli）在其

著作《为未来奋⽃—罗马俱乐部创始⼈奥莱

利欧·佩西（Crusader For The Future —A 

Portrait Of Aurelio Peccei， Founder Of The 

Club Of Rome）》中写到，受⼗八世纪末期

英国伯明翰“⽉光社（Lunar Society）”的启

发，佩西设想创建⼀个由志趣相投的⼈组成
的核⼼团队来研究全球问题的思路和⽅法，
于是他开始物⾊参加这样⼀个团队的合适⼈
选。 

 1967年下半年，佩西和亚⾦第⼀次会

晤，两⼈深入交流了对全球性问题的看法。
佩西发现亚⾦熟悉教育、科学和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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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同时也热⼼关注世界⾯临的复杂问
题，感到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合作者，⽤佩西
的话说，他们“⽴即达成了共识”。于是，两

⼈⼀起讨论了如何从世界体系的角度研究解
决⼈类社会⾯临的⼀些重⼤问题的办法，他
们打算先在欧洲选择具有广阔视野的⼈⼠商
谈，然后再逐渐扩⼤到更⼤范围。 

 1968年4⽉，佩西从欧洲10个国家挑选

了30名科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计划

专家，邀请他们在罗马开会，佩西请阿涅利
基⾦会（Agnelli Foundation）为这次会议提

供了资助。阿涅利基⾦会在意⼤利⼯业投资
公司和菲亚特有限股份公司的倡议下于1966

年12⽉在都灵成⽴，以研究意⼤利当代经

济、科学、社会、⽂化，促进意⼤利同各国
的关系为宗旨，基⾦会表⽰积极⽀持此次会
议。会议在罗马的林赛科学院（Accademia 

dei Lincei）举办，林赛科学院的创始⼈是⼀

些热爱科学的年轻⼈，他们被伽利略
（Galileo Galilei）的学识所吸引，希望科学

院能够以锐利的眼光去洞察⾃然界的奥秘，
因此他们⽤⼀种以⽬光锐利⽽著称的猫科动
物—猞猁的拉丁名Lynx为该科学院命名，后

来Lynx逐渐演化为成了Lincei（林赛），这就

有了科学院现在的名字。佩西曾说，他选择

在林赛科学院开会的原因，是希望与会者能
⽤该院的创始⼈那样的眼光来关注和透视世
界。 

 为引起参会⼈员对全球问题的关注，

亚⾦请他在经合组织（OECD）的同事、奥地

利科学家埃⾥克·詹茨奇（Erich Jantsch）为会

议准备了⼀篇有关世界前景问题的报告材料
作为讨论的基础，报告围绕经济和技术问题
进⾏分析及预测，与会者认为观点独特、内
容很好，但分析⽅法过于复杂，表达的思想
过于深奥及学术化，理解上需要时间和过
程，加之由于当时越战的影响，反美情绪较
⾼，部分参会者对于该⽂使⽤的源⾃美国的
系统分析⽅法⼼存疑虑。会议讨论非常热烈
后来甚至演变成了激烈的争论，⼀部分⼈对
报告的⽅法论持怀疑态度，还有部分⼈对研
究世界前景问题感到前途渺茫，会议并没有
达到预期的⽬的。 

 会议结束后，佩西邀请部分代表在家

中举⾏晚餐讨论下⼀步计划，参加者包括亚
⾦、埃⾥克 ·詹茨奇、马克斯 ·科恩斯塔姆

（Max Kohnstamm，荷兰国际问题专家）、

⾬果·蒂埃曼（Hugo Thiemann，⽇内瓦伯特

利研究院院长）、让·圣-热乌斯（Jean Saint-

23



Geours，法国经济和⾦融专家）。佩西和亚

⾦⼀致认为，会议的准备⼯作不够充分，参
会者对发起会议的⽬的以及启动的研究课题
的⽬的意义了解不够，同时也认为⼀些与会
者“太天真或太没耐⼼”。他们决定在今后⼀

年左右的时间⾥加强相互交流，继续坚持讨
论世界性课题，并积极邀请和欢迎其他成员
参加。同时，他们讨论决定创建罗马俱乐
部，并提出俱乐部要独⽴于政治和既得利益
团体之外，能够不受外部限制地进⾏讨论和
批评。为使罗马俱乐部能够最⼤限度的⾃由
运转，决定不设主席、不设秘书处、不设预
算。⼀年后，由于成员增多等原因，罗马俱
乐部的运⾏难以在没有负责⼈的所谓灵活⾃
由机制下运⾏，因此选举佩西为主席，佩西
的办公室便成为了俱乐部的秘书处。 

 为防⽌俱乐部成员过度增加⽽带来的

管理问题，罗马俱乐部决定将总⼈数限制在
100⼈以内，成员每年开会⼀次，聚焦三个主

要问题：全球视角（global perspective）、长

远眼光（long-term）和集群问题（cluster of 

intertwined problems）。从此，罗马俱乐部开

启了对⼈类命运的思考进程，按佩西的话说
⾃⼰开始了“精神的冒险”。他经常说：“如果

说罗马俱乐部有什么优点的话，那就是在⼈

类对于⽣存条件⾃我毁灭的无知和漠视问题
上，罗马俱乐部率先进⾏了思考和⽃争”。佩

西感到“开展⼀场能够改变⽬前世界发展进程

的⼈类⾰命，并不是不可能的”。罗马俱乐部

的成员⼤都和佩西观点⼀致，他们认为研究
上述三个问题可以促使⼈们思考⼈类⾃身的
问题从⽽有助于解决⼈类发展困境，但也有
⼀些⼈持不同观点，他们认为解决⼈类困境
的⽅法非常有限⽽且只适⽤于城市或社区这
些较⼩的区域。⼀些对此持悲观态度的⼈如
圣-热乌斯和蒂埃曼等很快就退出了。 

 罗马俱乐部成⽴的初期，成员分成若

⼲个⼩组，分头到世界各国宣传介绍俱乐部
的观点，寻求⽀持并吸纳有意愿加入俱乐部
的知名⼈⼠。佩西亲⾃访问了莫斯科、华盛
顿、渥太华、东京等地，与各地的科学界、
政治界、⼯商界等⼈⼠进⾏广泛讨论，虽然
很多⼈称赞罗马俱乐部的成⽴和雄⼼勃勃的
⽬标，但也有⼀部分认为俱乐部的观点不切
实际，对世界疑难问题的解决缺乏信⼼。佩
西在描写当时的情况和遇到的困难时曾写
道，“我们说的话，并不比罗马教皇的布道、

联合国秘书长的劝告或是思想家的警告更有
分量，很多⼈刚听到就忘掉了”。事实上，罗

马俱乐部的巡游及宣传活动没有起到实质性

24



效果。佩西对前期的活动进⾏分析思考后认
为，要想使⼈们把注意⼒集中到与眼前利益
相距甚远的世界性疑难问题上，需要改变原
先的演讲和研讨会等形式，⽽采⽤能激发⼈
们想象⼒、能对社会思潮产⽣影响甚至冲击
的⼿段和⽅式。 

 1969年9⽉，罗马俱乐部参加了奥地利

科学院在奥利地阿尔普巴赫⼩镇组织的年
会。出于偶然，奥地利总理约瑟夫·克劳斯

（Josef Klaus）听到了罗马俱乐部的报告，认

为罗马俱乐部的思想同奥地利政府的⼯作有
许多相关的内容，他邀请罗马俱乐部到维也
纳与政府官员进⾏进⼀步讨论。奥地利科学
院年会结束后，罗马俱乐部应邀在维也纳举
⾏会议，经过长时间讨论，与会者认为实现
俱乐部⽬标的最有效途径，是运⽤系统思
想，通过全球模式分析提出解决世界性问题
的⽅案。佩西提出，以前从未使⽤过数学模
式把⼈类社会的总体状况作为⼀个体系进⾏
描绘，采⽤这种⽅法是⼀种重⼤创新，将吸
引⼈们对全球问题的关注。后来的事实证
明，这个决定对罗马俱乐部未来发展起到了
关键作⽤。美国加利福尼亚控制论学者汉森·

奥茨贝格（Hasan Özbekhan）参加了这次讨

论，他建议采⽤当时最先进的计算机技术，

把世界的复杂情况压缩归纳为⼀个或多个易
于理解的全球模式。奥茨贝格起草了这个项
⽬提议的框架，提交了题为《探索对世界范
围⽇益增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整体答
案》的研究⽅案。罗马俱乐部⽤了⼏个⽉的
时间，对奥茨贝格提交的⽅案进⾏深入讨
论，佩西认为奥茨贝格的⽅案为后续的活动
提供了很好的原则和思路，但也存在两点明
显的不⾜，⼀是⽅案的构思过于⾼深，措辞
晦涩难懂︔⼆是⽅案的后期研究计划缓慢，
时间耗时过长。因此该⽅案未能得到最终采
纳。 

 1970年7⽉，罗马俱乐部在瑞⼠伯尔尼

召开第⼆次年会，美国麻省理⼯学院教授杰
伊·福雷斯特（Jay Forrester）参加了此次会

议。福雷斯特是计算机磁芯存储器（Core 

memory）的主要发明⼈，也是系统动⼒学专

家。1949年福雷斯特提出在计算机中使⽤磁

芯存储器的想法，1951年试验成功，此后磁

芯存储器取代之前计算机常⽤的⽔银延迟线
存储器和磁⿎存储器，成为第⼆代计算机主
流存储设备，在半导体内存诞⽣以前使⽤了
20余年，是计算机发展史中的重要技术进展

之⼀。他在会上提出，可以利⽤他研究的系
统动⼒学思想，在较短时间⾥设计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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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世界模式系统，对俱乐部关注的问题进⾏
研究。佩西和罗马俱乐部成员认为这个研究
⽅案具有可⾏性，因此请福雷斯特提出研究
的具体框架，福雷斯特⽤了4周时间提出了⼀

个虽然比较初步但能够全⾯模拟世界状况的
数学模型，该模型运⽤⼈⼜、污染等5个参数

模拟世界情势，通过对这些参数给出不同增
长情况等假设，模拟世界局势未来发展的趋
势，福雷斯特将其称为世界模型。完成世界
模型框架构建后，在⼤众汽车基⾦会资助
下，福雷斯特作为项⽬的负责⼈领导⼀个团
队进⾏深入研究，他的助⼿丹尼斯·梅多斯对

该模型进⾏开发并展开研究，这就是罗马俱
乐部第⼀份报告的背景和前奏。 

 虽然俱乐部成员来⾃不同国家、出⾃

不同阶层、具有不同学术背景和不同⼯作经
验，但佩西和俱乐部成员⼀致认为，⼈类正
⾯临全球性问题，全球⼈⼜和经济的发展将
⾯临⼀个极限。为此，佩西和俱乐部成员⼀
道，通过出版研究报告和有关学术著作、举
办专题国际学术讨论会、制定并实施“⼈类论

坛”项⽬等⽅式来实施对全球问题的关注和讨

论，并通过这些讨论甚至争论引导公众对当
今世界的现状和未来前景进⾏思考并得出新
的认识。 

 佩西任主席期间，罗马俱乐部公开发

布了7份报告、委托发表了4份报告，公开发

布的 7份报告分别是： 1 9 7 2年梅多斯

（Donella H. Meadows）等发表《增长的极限

（The Limits to Growth）》，1974年梅萨洛

维奇（Mihajlo Mesarovic）发表《⼈类处于转

折点（Mankind at the Turning Point）》，

1976年丁伯根（Jan Tinbergen）等发表《重建

国际秩序（Reshaping the Internat ional 

Order）》，1978年拉兹洛（Ervin Laszlo）发

表《⼈类的⽬标（Goals for Mankind）》，

1979年博特⾦（James W. Botkin）等发表

《学无⽌境（No Limits to Learning）》，

1980年贾⾥尼（Orio Giarini）发表《关于财

富和福利的对话（Dialogue on Wealth and 

Wel fa re）》，1982年弗⾥德⾥希与沙夫

（Friedrichs and Schaff）发表《微电⼦学与社

会（Microelectronics and Society）》。这些研

究报告⼏乎都是全球各个领域的顶尖专家学
者所开展的⼀系列前沿问题及重⼤研究成果
的精要总结。虽然罗马俱乐部在组织章程中
特意声名其发布的报告仅代表研究者本⼈的
建议或意见，但众所周知，这些报告都是受
罗马俱乐部委托所作，体现的是俱乐部的价
值和主张，都可视作罗马俱乐部全体成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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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宣⾔，也可以作为佩西思想的系统体
现。 

 佩西卸任主席后，罗马俱乐部仍未放

弃对困扰⼈类未来发展的“⼈类困境”问题进

⾏研究并寻求世界复杂性问题解决⽅法的努
⼒，陆续发布了⼀系列研究报告，最近发布
的报告是在俱乐部成⽴50周年—2018年发布

的《翻转极限（Come on! Capitalism, Short-

termism, Populatio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Planet）》和2019年9⽉下旬在联合国⽓候⾏

动峰会上发布的《⽓候紧急⾏动⽅案
（Climate Emergency Plan）》。但总的来

看，罗马俱乐部⾃成⽴以来发布的所有报告
中影响⼒最⼤、受关注度最⾼的还是佩西担
任主席期间发布的报告，特别是第⼀份报告
《增长的极限》，时至今⽇仍能引⼈深思。 

 在发布研究报告的同时，佩西充分利

⽤他在各个领域的⼈脉关系并施展其强⼤的
社会活动能⼒，通过与各国政府⾸脑和⾼级
政治家会晤、组织有知名⼈⼠参加的国际性
会议等⽅式，向⾼层决策者宣传并传递关于
罗马俱乐部对⼈类长期⽣存责任与⾯临挑战
的思想。其中，最著名的是1974年的萨尔茨

堡会议。1973年，奥地利总理布鲁诺·克赖斯

基（Bruno Kreisky）和佩西商议举⾏⼀次由

⾼级政治家参加的⼩型的、非正式的会议，
讨论如何解决⼈类困境问题。为了筹备此次
会议，佩西利⽤近半年的时间先后赴堪培
拉、渥太华、达卡、阿尔及尔、斯德哥尔摩
等地，邀请各有关国家的政府⾸脑参加会
议。佩西当时常说的⼀句话是：“如果你不是

⼀个好的世界公民，那么你就不可能是你们
国家的好领导”。在佩西的不懈努⼒下，会议

于1974年2⽉在奥地利萨尔茨堡附近的克莱斯

海姆城堡⾥顺利召开，参会会议的⼈员有塞
内加尔总统、墨西哥总统、瑞典⾸相、加拿
⼤总理、荷兰⾸相、瑞⼠前主席，以及阿尔
及利亚主席、巴基斯坦总理和冰岛总理的私
⼈代表，以及佩西和罗马俱乐部的9名成员。 

 佩西后来表⽰，为了防⽌会议变成发

表国家主权或意识形态⽴场声明的论坛，他
当时没有邀请主要的欧洲⼤国以及美国或苏
联这两个当时的超级⼤国。为了给参与会议
的⾸脑级⼈物创造⼀个宽松的讨论氛围，使
参与者能够畅所欲⾔，会议要求参会者不安
排公务⼈员陪同。这是⼀场真正的非正式会
议，国家元⾸和重要⼈物解除了在正式场合
会晤或讨论的压⼒和约束，能够轻松⾃如地
从不同角度讨论“⼈类困境”等世界性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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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者逐渐形成共识即必须承担⼀种集体的
全球责任。佩西认为，这个在电视和摄像机
以外举⾏的萨尔茨堡非正式会议取得了成
功，并对罗马俱乐部之后的发展产⽣了重⼤
影响。萨尔茨堡会议结束后，佩西抓紧整理
和凝练会议成果，邀请丁伯根撰写了《重塑
国际秩序》，也就是罗马俱乐部的第三份报
告。 

 在佩西的协调游说和⿎动下，1974年

在西柏林、1975年在墨西哥瓜纳华托，又相

继举⾏了非正式国家元⾸会议。1976年4⽉，

在美国费城召开了“⼈类新的地平线”会议。

1980年5⽉，与联合国培训和研究中⼼等机构

在联合国总部举办了“探讨建⽴国际经济新秩

序”的国际会议。1982年10⽉，在东京举⾏了

主题为“迈向21世纪：全球问题与⼈类选择”

的会议，并在布达佩斯举⾏了主题为“60亿⼈

的粮食”的会议。1983年9⽉，在布达佩斯举

⾏了世界粮食问题讨论会。佩西组织的最后
⼀次国际会议，是1983年12⽉在哥伦比亚波

哥⼤举⾏的主题为“和平世界的发展”会议。

此次会议由佩西和哥伦比亚总统共同组织。
当时，哥伦比亚处于动荡状态，政治分歧和
经济衰退非常严重，此次会议对哥伦比亚和
与会者产⽣了深刻的影响。 

 1984年之后，罗马俱乐部传承了佩西

通过组织国际会议宣扬俱乐部思想观点的成
功做法，继续在国际舞台推⾏他们的主张，
例如2000年与莫斯科⼤学⼀起举办题为“俄罗

斯的明天能稳定吗”的⼤会，2008年在瑞⼠温

特尔图召开题为“管理⽓候变化、能源安全、

⽣态系统和⽔资源之间相互关联所带来的挑
战”的国际会议，2009年在维也纳召开题为

“采取协同战略以应对21世纪环境和经济挑

战”的⼤会等等。2020年7⽉，罗马俱乐部和

“⾃然与⽓候联盟”（Nature for Climate, 

N4C）、世界经济论坛（ World Economic 

Forum, WEF）共同组织了以“为⼈类、经济和

⽓候带来积极的⾃然复苏”为主题、旨在⽀持

《巴黎协定》的伦敦⽓候⾏动周系列会议。
不难看出，由佩西开创并主导的组织国际会
议这个做法，是保证罗马俱乐部久负盛名、
享誉全球的重要经验。 

 1967年，佩西在苏联西伯利亚学院作

了关于“全球规划必要性”的学术讲座，当时

听讲的⼤多是负责筹划西伯利亚开发⼯作的
⼆⼗多岁青年科学家，他们非常认同佩西的
思想，在讲座后与佩西进⾏了深入、反复的
交谈。西伯利亚后期的发展历史证明，这些
青年科学家在西伯利亚开发过程中发挥了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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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由于他们筹划设计的开发⽅案科学
合理，西伯利亚在短短⼗多年时间内就被建
成了苏联最⼤的能源⽣产供应基地，这从⼀
定程度上使佩西认识到年轻⼈可能是解决⼈
类困境的主要⼒量。 

 随着年龄的增长，从1979年起，71岁

的佩西把越来越多地的精⼒投入到⼀个新的
项⽬：“⼈类论坛”（the Forum Humanum）

上，他觉得世界最⼤的希望寄托在年轻⼈身
上，他为⼈类论坛设⽴的⽬标是建⽴⼀个由
第⼀、第⼆和第三世界的年轻科学家组成的
⽹络，共同致⼒于解决⼈类⾯临的紧迫问
题。但他在俱乐部的同事们这次并没有和佩
西⼀样热情关注和参与此项⼯作，因此他总
是⼀个⼈孤独⽽执着的推进，他⼀如既往地
旅⾏和游说，努⼒为该项⽬筹集资⾦，并在
罗马、马德⾥、⽇内瓦、⾥约热内卢和布宜
诺斯艾利斯等地分别成⽴了青年科学家⼩
组。值得庆贺的是，佩西倡导的“⼈类论坛”

项⽬引起了联合国的注意。1979年，第34届

联合国⼤会根据罗马尼亚的倡议，将1985年

定为以“参与、发展、和平”为主题的国际青

年年。⽽佩西的“⼈类论坛项⽬”非常切合国

际青年年的主题，加上佩西个⼈和罗马俱乐

部的国际影响⼒，该项⽬得到了国际青年年
活动的⽀持。 

 罗马俱乐部成⽴之初，俱乐部的⽇常

运转基本上由佩西和他在罗马总部意⼤利咨
询公司的办公室⾥的两名秘书管理，名义上
罗马俱乐部还在⽇内瓦的巴特尔研究所和东
京的⽇本技术经济学会分别设有办事处，但
这两个机构基本仅⽤于通信联络或组织会
议。1982年7⽉，意⼤利咨询公司领导层变动

后佩西接到腾出办公室的通知，在随后的办
公室资料整理过程中，他把重要的⽂件和有
价值的历史资料交给时任ENI主席的翁贝托·

可伦坡（Umberto Colombo）保管，ENI全称

为国家碳化氢公司（ E n t e N a z i o n a l e 

Idrocarburi），是意⼤利政府为保证国内⽯油

和天然⽓供应于1953年2⽉10⽇成⽴的国家控

股公司。不过不知什么原因，后来罗马俱乐
部很多档案资料还是都丢失了，这是⼗分遗
憾的结果。 

 佩西任罗马俱乐部主席时，俱乐部实

际上是⼀个“非组织”的存在，俱乐部没有正

式的组织结构、没有秘书处甚至没有经费预
算。佩西的本意是好的，但这也造成了俱乐
部指导思想不够鲜明。由于俱乐部缺少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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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统的指导思想，⾃1976年之后俱乐部

发布的研究报告考察的⼤都是某⼀⽅⾯的问
题，⽽不是全球分析，使得这些报告的影响
⼒⼤打折扣，因此这⼀时期的罗马俱乐部也
被后⼈认为处于低潮期。1984年3⽉14⽇，佩

西因⼼脏病在罗马去世，佩西离世使俱乐部
受到了更为沉重的打击，有的会员甚至对俱
乐部是否应该继续存在提出了质疑。同年7

⽉，俱乐部在芬兰赫尔⾟基举⾏会员⼤会，
虽然绝⼤多数成员赞成保留俱乐部，但同时
也主张为了使俱乐部增加活⼒和提⾼效率，
应改⾰佩西担任主席时俱乐部那种松散的运
⾏机制。 

 亚⾦在这次会上被选举为俱乐部主

席，担任主席后，亚⾦对俱乐部进⾏改建，
采取了更具参与性的运作⽅式。⼀是在俱乐
部设置管理层，成⽴了⼀个由12名成员组成

的理事会和⼀个由8名成员组成的执⾏委员

会，前者负责俱乐部活动的总体规划和发展
计划，后者负责俱乐部⽇常事务。两个机构
的成员任期均为三年，可连任⼀次。同时，
亚⾦向俱乐部执⾏委员会提议，增设了⼀位
秘书长，协助主席⼯作。⼆是在俱乐部成员
构成上，邀请⼀批关⼼⼈类未来前途问题的
国际名⼈担任名誉会员，包括荷兰女王、西

班牙国王、美国前总统卡特（ J i m m y 

Carter）、苏共总书记⼽尔巴乔夫（Mikhail 

G o r b a c h e v）、德国前总统冯 ·魏茨泽克

（Richard von Weizsäcker）、前捷克斯洛伐克

总统哈维尔（Václav Havel）以及1979年诺贝

尔物理学奖得主萨拉姆（Abdus Salam）等

等。 

 在罗马俱乐部成⽴40年后的2008年，

为了办公便捷以及体现俱乐部的中⽴性，总
部 从 罗 马 搬 到 了 瑞 ⼠ 温 特 图 尔
（Winterth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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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佩西当选罗马俱乐部主席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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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国际应⽤系统 
分析研究所



 佩西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演讲之后，演

讲内容在世界各国广为流传，引起美国、苏
联等国的关注，演讲稿英⽂版在华盛顿的⼀
些重要会议上传阅，美国时任国务卿腊斯克
（Dean Rusk）对佩西的演讲内容非常欣赏。

参加联合国科学技术咨询委员会（ACAST）

年会的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席杰尔
曼·格维斯亚尼（Dzhermen Gvishiani，苏联部

长会议主席、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阿列克谢·

柯西⾦（Alexei Kosygin）的女婿）在机场候

机厅翻阅杂志时，偶然读到了关于佩西在布
宜诺斯艾利斯会议演讲的报道，对佩西的思
想观点感到兴奋，产⽣了邀请佩西到苏联见
⾯的想法，但杰尔曼并不认识佩西，于是请
ACAST的美国同事威尔森帮忙，但威尔森也

不认识佩西，于是他又向亚⾦求助，糟糕的
是亚⾦同样不认识佩西，但他通过意⼤利驻
巴黎⼤使馆终于找到了佩西，给佩西去信转
达了杰尔曼的邀请，最终促成杰尔曼和佩西
在新西伯利亚见了⾯，这次见⾯成为推动建
成国际应⽤系统分析研究所的重要起点。 

 1966年初，佩西在华盛顿继续以“20世

纪70年代对当今世界的挑战”为题举办了⼀系

列讲座，讲座以1965年布宜诺斯艾利斯演讲

为主要内容并进⼀步呼吁，要避免在70年代

爆发严重的世界性危机，当前需要重视两个
⽅⾯的⼯作：⼀是世界所有国家应该团结起
来为解决问题共同努⼒︔⼆是在解决世界问
题时要充分利⽤系统分析和现代化技术。佩
西在讲座中提议组织⼀项国际联合研究，由
类似福特基⾦会（Ford Foundation）这样的非

政府组织发起。美国时任副总统汉弗莱
（Hubert Horatio Humphrey）很赞成这⼀建

议，写信给曾担任过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国
家安全顾问的邦迪（McGeorge Bundy），建

议美国组建国际联合研究机构给予⽀持。
1966年12⽉，已担任福特基⾦会总裁的邦迪

举⾏记者发布会，宣布约翰逊总统已任命他
作为美⽅代表推动组建国际联合研究机构。 

 为建⽴该机构，邦迪拜访了西欧国家

和苏联的关键⼈物，1968年在英国萨塞克斯

⼤学举⾏了第⼀次预备会议。由于会议邀请
了联邦德国⽽未邀请民主德国，苏联缺席了
此次会议以表达不满，导致会议成效甚微，
除了选举⼀名英国⼈担任此后的会议召集⼈
之外没有取得其他任何成果。佩西认为由于
此次会议属于官⽅性质，因此无法避免参会
国等敏感问题，如果采取私⼈名义会⾯接触
可能效果会更好。为此，他以个⼈的名义邀
请邦迪和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席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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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斯亚尼在维也纳见⾯，这次会谈达到了预
想的效果，他们在建⽴国际联合研究机构问
题上取得共识并将机构取名为“国际应⽤系统

分析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pplied 

Systems Analysis，IIASA）”，会后起草了研

究所职能草案并送各国相关⼈⼠征求意见。 

 在国际应⽤系统分析研究所组建过程

中，经常出现各种具体问题，这些问题⼤都
涉及多个国家的政治和科学等多⽅⾯因素，
解决难度较⼤。例如表决权⽅案，理想的⽅
案是能够避免东西⽅国家在某些问题上出现
分歧时使⽤否决权。但由于第⼀次预备会议
选出的召集⼈在处理这些问题时缺乏经验，
导致组建⼯作进展缓慢。1971年第三次印巴

战争爆发，当时两个超级⼤国苏联和美国各
⽀持⼀⽅，导致国际局势⽇趋紧张。佩西认
为在这种情况下成⽴国际应⽤系统分析研究
所的意义更为凸显，他邀请美国国家科学院
主席汉德勒（Philip Handler）和苏联国家科

学技术委员会副主席格维斯亚尼在维也纳举
⾏会谈，会谈就组建国际应⽤系统分析研究
所的许多细节达成了⼀致意见。 

 在佩西的推动下，1972年国际应⽤系

统分析研究所（IIASA）在伦敦召开了成⽴⼤

会，在奥地利政府⽀持下，研究所落户维也
纳南部15公⾥的拉克森城堡（Laxenburg 

c a s t l e s）。拉克森城堡以前是哈布斯堡

（Habsburg）家族避暑和打猎的地⽅，城堡

建造于18世纪中期的特蕾西亚时代，被称为

欧洲最美的英式花园。IIASA的成⽴标志着以

苏联和美国为代表的东西⽅两⼤阵营建⽴了
特殊的沟通渠道，因此IIASA的成⽴具有较浓

的政治⾊彩，双⽅开始以科学为纽带，通过
学术交流跨越冷战鸿沟，共同致⼒于研究全
球性问题。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和东欧剧

变后，IIASA曾⼀度想“功成身退”，但东西⽅

科学家都呼吁其应该继续保留。1994年IIASA

举⾏部长级会议，重新赋予IIASA以应⽤系统

分析⽅式研究新形势下全球性问题的职能。
此后，IIASA的政治⾊彩逐渐淡化，主要从事

空⽓质量和温室效应、⽣态系统与管理、能
源研究、新技术转型、⽔资源、⼈⼜问题等
领域的研究⼯作。除最初的创始成员国外，
美洲、非洲、亚洲和⼤西洋洲国家⼀些纷纷
加入，⽬前IIASA有24个成员国、300多名正

式⼯作⼈员。经过多年研究积累，IIASA具有

很强的研究能⼒并产出了⼤量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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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佩西著作 
及主张



 佩西任主席期间罗马俱乐部公开发布

了7份报告，在此期间，佩西⾃⼰也出版了多

部著作，如1969年《深渊在前（On the Edge 

of the Abyss ）》、1977年《⼈的素质（The 

Human Quality）》、1981年《未来的⼀百页

（A Hundred Pages of the Future）》和1984年

《⼆⼗⼀世纪的警钟》等。从时间脉络看，
佩西的著作与相应时期罗马俱乐部发布的报
告有许多思路上的联系，从思想体系看，罗
马俱乐部发布的报告在许多⽅⾯对佩西著作
中的观点进⾏了深化和拓展，佩西的著作和
这些报告互为印证、相互补充，成为20世纪

60至80年代对世界性问题思考的珍贵史料。 

 早在1959年，佩西曾撰写了⼀本没有

书名的⼩册⼦，向政府和商业界以及国际组
织的朋友介绍他对全球性问题的思考，当时
佩西的想法比较初步，⼩册⼦并未引起朋友
们关注。到了1969年，美国著名记者马⾥奥·

罗西（Mario Rossi）发现佩西的⼩册⼦观点

很有启发性，建议他对⼩册⼦中的内容进⾏
扩充完善并正式出版，这便是他的早期作品
《深渊在前》，该书叙述了佩西对未来的认
识和期待，主要反映了佩西对未来的担忧，
他认为世界正⾯临空前威胁，社会发展存在
巨⼤危机，这也是佩西⾸次公开提出世界正

在⾯临“⼈类困境”问题。但佩西这本书仍未

受到⼈们重视。直到罗马俱乐部第⼀份报告
《增长的极限》发布，⼈们才注意到《深渊
在前》已经提醒过类似的危机问题。不过之
后世界各地的读者也很少有⼈了解《深渊在
前》，即便是后来产⽣了巨⼤影响的《增长
的极限》在发布之前也没有⼈会预料到，其
最初的动机只是提出⼀个可以描述世界性问
题的模型和⽅法，对世界未来的发展趋势进
⾏分析和预测。该报告1972年3⽉12⽇在华盛

顿的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正

式发表，报告选取了对社会发展较为重要的
五个要素，即⼈⼜、粮食⽣产、⼯业经济、
不可再⽣资源的消耗速率以及环境污染，认
为这五个要素都是按照指数⽅式增长，每隔
⼀段时间就会翻⼀番，增长速率越来越快，
增长幅度越来越⼤，但粮食⽣产所需要的可
耕地⾯积和淡⽔、不可再⽣资源的总量以及
容纳环境污染的能⼒却都是有限度的，根本
无法⽀撑⼈类社会指数式的经济增长。报告
的结论是：如果现在增长趋势保持不变，全
球经济增长会在100年内达到极限。《增长的

极限》发表后⽴刻引起轰动，被翻译成37种

语⾔，售出1200万册，罗马俱乐部⼀夜之间

登上了世界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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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长的极限》在各国引起轩然⼤

波，围绕增长极限的争论⼗分激烈、旷⽇持
久。无论是学者，还是⼀般公众，对《增长
的极限》中所采⽤的⽅法和结论褒贬不⼀。
⽀持者认为它对增长无限论的观点提出了针
锋相对的挑战，勾勒了⼈类未来发展的可能
⾛向。反对者的意见来⾃各个⽅⾯，经济学
界批评的意见认为，《增长的极限》的作者
在研究过程中只考虑到物质系统⽅⾯，没有
充分考虑价格机制的作⽤。科技界持批评态
度的专家认为，研究报告忽视了科技创新在
解决世界⾯临的难题⽅⾯的潜⼒。荷兰出版
了《反罗马俱乐部》⼀书，萨塞克斯⼤学⼀
个研究⼩组出版了《毁灭的模型—对增长极

限论的批评（Thinking about the Future; A 

Critique of The Limits to Growth）》，柯尔主

编了《崩溃的模型（Models of Doom）》⼀

书，批评罗马俱乐部的发展观。虽然《增长
的极限》争议很多，但不可否认其在很多⽅
⾯具有开创性意义。⾸先，报告是第⼀次由
独⽴机构⽽不是政府研究机构建⽴的全球模
型︔其次，报告的研究结果⾯向社会和公
众，⽽不仅限于学术界和研究⼈员群体︔第
三，报告⾸次明确把经济增长同环境后果联
系起来，是⼈类发展史上⼀个⼗分重要的转
变。最后，报告为增长的⽀持者和反对者开

展辩论提供了可对照模式，也为之后出现的
各种全球模型提供了⼀个参考框架。 

 “零增长”理论在世界范围内所引发的

争论尽管在罗马俱乐部的预期之中，但诸多
的质疑和批评也给了俱乐部继续前⾏、进⼀
步完善其理论的巨⼤动⼒。为了修正“零增

长”理论中某些争议颇⼤的结论，同时也为了

更加深入地思考“⼈类困境”问题的本质，佩

西委托美国学者⽶哈伊洛 ·梅萨洛维克

（Mihajlo Mesarovic）和德国学者爱德华·佩

斯特尔（Eduard Pestel）于1974年联合提交了

⼀份名为《⼈类处于转折点》的报告。该报
告认为，《增长的极限》中所说的增长是⼀
种只考虑数量增加的“无变异增长”，⼈类社

会的各部分已经演变成了机能上相互依赖的
有机整体，任何⼀部分的增长都与其它部分
息息相关，因此世界应该进入有机增长轨
道，通过体系内有组织的相互联系，遏制任
何⼀个部分有损于整体利益的增长。报告使
⽤以计算机为基础的设计⼿段建⽴了不同于
以往的全新的世界模型，模型把世界分为10

个地区、世界系统⾏为分为5个层次，并把经

济、社会、政治和其他因素有机联系起来，
提倡避免冲突，倡导合作，建⽴国际经济新
秩序。该报告的正式发表标志着罗马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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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展的思想从“零增长”理论转换为“有机

增长”理论。“有机增长”理论有助于⼈们更好

地理解“⼈类困境”问题的本质，同时也提出

了重建世界系统、培养全球意识等破解“⼈类

困境”的途径和⽅法。为此《⼈类处于转折

点》获得了⼀些国家的重视，同时该报告也
因其观念的创新性及可适性被第31届联合国

⼤会列为⼤会⽂件。 

 在《⼈类处于转折点》初步提出建⽴

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基础上，荷兰经济学家简·

丁伯根（Jan Tinbergen）向罗马俱乐部提交了

名为《重建国际秩序》的报告，进⼀步分析
了造成“⼈类困境”问题的原因，认为不合理

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与结构是重要因素，解
决“⼈类困境”的最好办法就是有效地利⽤资

源，但现实情况却是第三世界国家对于⼯业
化国家的经济依赖愈发增强，比过去更加缺
少资⾦和技术，因此变⾰国际秩序变得更加
紧迫。在此基础上，该报告进⼀步提出了重
建国际秩序所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及⽅案。 

 虽然罗马俱乐部发布的前三份报告采

⽤的模型不同、关注的角度不同，但有⼀个
共同点，那就是共同论述了世界正在⾯临“⼈

类困境”，并成功的引起了关于发展观的全球

争论，从⽽达到了佩西在《深渊在前》中所
写的“使⼈们正视世界危机的认识广泛传播”

的⽬的。然⽽，前三份报告并未对如何解决
“⼈类困境”做出深入探究，佩西于1977年出

版了《⼈的素质》⼀书，他在书中明确提出
摆脱⼈类困境的唯⼀途径是进⾏⼈类⾰命、
提⾼⼈类的素质，进⽽论述了提⾼⼈类素质
的六⼤使命（外部限度、内部限度、⽂化遗
产、世界共同体、⼈类的⽣存环境、⽣产组
织），并在书中提出了发展的概念，倡导实
现从增长到发展的观念转换。 

 正是在佩西关于提⾼⼈类素质这⼀思

想的指引下，匈牙利哲学家拉兹洛及其领导
的⼩组于1978年向罗马俱乐部提交了名为

《⼈类的⽬标》的报告，也就是罗马俱乐部
发布的第四份报告。该报告以考察⼈类的新
⽬标为契机，进⽽研究⼈的因素及作⽤在解
决全球性问题中的作⽤，并将提升⼈的素质
和提⾼⼈的道德素养当作解决⼈类困境的根
本途径，使佩西关于提⾼⼈类素质的思想得
到了继承、延续和发展。 

 《⼈类的⽬标》虽然对提⾼⼈类素质

的原因、意义及必要性等⽅⾯进⾏了论述，
但没有深入探究提⾼⼈类素质的⽅法和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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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既然解决全球性问题与提升⼈类素质之
间存在着如此紧密的关系，那么，究竟采取
何种⽅式才能提升⼈类素质呢︖经过反复研
讨，罗马俱乐部终于找到了通过学习来提升
⼈的素质这条途径。在佩西的⽀持下，罗马

俱乐部先后组织了“学习与全球问题”、“在当

代社会中加强学习”以及“对学习的研究”三场

以学习为主题的专题研讨会。佩西邀请博特
⾦对这三次会议的成果进⾏概括与评述，最
后形成了《学无⽌境》报告，这就是罗马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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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部发布的第五份报告。《学无⽌境》⾸先
探讨了开展⼀场学习⾰命的必要性，认为⼈
类对社会未来发展的探索应建⽴在更为广阔
的视野和想象⼒之上，这些都需要不断提升
⼈的素质以及从根本上进⾏⼀场提升⼈的素
质的⾰命。随后，该报告区分了两种不同类
型的学习模式：创新性学习和维持性学习，
指出⼈类只有学会创新性学习，才能发掘⼈
内在的潜能，才有可能摆脱⼈类当前深陷的
困境，创造美好未来。该报告的发表，意味
着随着佩西对解决世界问题的思考不断深
化，罗马俱乐部的研究重⼼已经随之从外部
物质增长的极限，转向社会问题和⼈类⾃身
问题。 

 佩西在《⼈的素质》写到：“如果经济

增长是国家的主要⽬标，那么就可能危害分
配公平”“公平的概念和条件必须渗透⼈类社

会”，同时呼吁“⼈类必须学会同外部⽣态环

境和谐相处”“对全球⽣态环境进⾏整体规

划”。受佩西⽣态观念的其实，1980年贾⾥尼

提交了名为《关于财富和福利的对话》的报
告，报告提出，社会的经济⽣活必须承认⾃
然环境的意义与价值，经济学的研究必须考
虑到⾃然环境的因素，经济学与⽣态学是紧
密相关的，仅仅关注经济增长和国民⽣产总

值增长的传统经济学并非是关于财富的真正
科学，新的经济学必须把经济增长理论与⼈
类的⽣态价值观相连结进⾏考虑。报告认为
“天赋和遗产”等⾃然物质状况的好坏直接关

系到⼈类经济⽣活中所创造的财富和福利，
因此“⼈类困境”的解决途径之⼀就是适应时

代发展要求，建⽴起将⽣态因素纳入考虑范
畴的“⽣态学—经济学”的价值观。 

 如果说佩西撰写《深渊在前》是为了

引起⼈们对“⼈类困境”的重视，撰写《⼈类

素质》是为了帮助⼈们寻找解决“⼈类困境”

的办法，那么佩西的第三本专著 —《未来的

⼀百页》在某种程度上看，则是为了提振⼈
们解决“⼈类困境”的信⼼，他在序⾔中写到

“本书所写的，实际上就是说，只要能够明智

地运⽤各种资源，最主要的就是⼈⼒资源，
那么⼈类就可以摆脱危机，⽽且⼏乎可以实
事求是地按照⾃⼰的愿望去建⽴未来世界”。

这体现了对⼈类社会发展⼀直持极限论观点
的佩西在晚年试图调整⾃⼰悲观论者的⼀些
观念，佩西在书中对如何利⽤好⼈⼒资源使
⼈类摆脱危机并创建新的未来发表了许多独
特的见解，比如他提出“实施全球性的政策和

战略，把世界引入可治理的状况，学会如何
治理世界须先学会如何管理我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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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书中⼤约⽤了100页谈未来和现在（未

来是现在的延续），因此取书名为《未来⼀
百页》，佩西在书中也对年轻⼀代给予了很
多的眷顾，他在该书的扉页上写道“本书奉献

给⼀切年龄上或精神上属于青春的⼈们—他

们是⼈类未来的唯⼀希望”，或许这解释了佩

西为何对上⽂提到的“⼈类论坛”项⽬给予厚

望吧。 

 在当时的社会思潮中，绝⼤多数民

众、学者乃至政府官员对科学技术的进步都
持颂扬的态度，认为科技的发展有利于社会
⽣产⼒的提升、民众福利的改善以及国家实
⼒的增强。但佩西对现代技术⾰命给⼈类社
会已经带来的诸多问题以及可能在将来造成
的更⼤风险忧⼼忡忡，他认为正确评价科技
发展对于社会未来发展影响巨⼤。佩西在书
中写到，八⼗年代是复兴⼈类事业的决定性
⼗年，如果错过这个机会，⼈类社会将不可
避免的从逐渐衰退发展为急剧崩溃。因此，
佩西在《未来的⼀百页》中对科技的负⾯影
响进⾏了鲜明批判，他对那种认为科技发展
可以解决⼀切社会难题的看法予以强烈反
对，指出当时的科学发展存在着只为那些当
权者服务、贫弱国家无法享受到科技进步带
来的好处、少数学科不受重视等问题。佩西

在书中写到：“最需要关注并解决的问题是使

⼈们在思想意识中对科技的负⾯影响报以警
醒的态度，使⾃身的价值理念以及社会的政
治制度安排适应科技发展的需要，从⽽及时
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科技发展的不良后果，特
别是在有可能带来更⼤威胁的微电⼦学和⽣
物技术中更要谨慎”。 

 其实，佩西在很早之前就对科技发展

的影响问题非常关注。1979年，在佩西的倡

议下，罗马俱乐部在德国柏林专门就微电⼦
技术的影响问题召开了专题讨论会，会后决
定成⽴⼀个研究⼩组，由联邦德国⾦属⼯⼈
⼯会的刚特·弗⾥德⾥希（Gunter Friedrichs）

和波兰知名社会学家沙夫（Adam Schaff）主

持⼯作，指导研究计划的开展。俱乐部于
1982年在德国的萨尔茨堡再次举⾏专题讨论

会，在此会议上，沙夫等⼈正式提交了研究
⼩组的报告《微电⼦学与社会》，也就是罗
马俱乐部公开发布的第七份报告。该报告认
为微电⼦技术可被称作是第⼆次⼯业⾰命，
是⼀场再次以机器（芯⽚、集成电路）强
化、甚至是完全替代⼈脑作⽤的⼀场全新变
⾰，必将给⼈类社会带来难以估量的影响，
因此⼈类现在就需要未⾬绸缪，积极做好应
对措施，确保微电⼦技术的发展为⼈类增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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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损利。很明显，《微电⼦学与社会》的
主题思想是对佩西关于科技发展的观点的延
伸、拓展和细化，从科技角度论证了佩西关
于提⾼⼈类素质的主张，使佩西关于科技的
思想更加丰富、完善和体系化。 

 1984年，佩西出版了他和⽇本知名学

者池⽥⼤作的对话集《⼆⼗⼀世纪的警
钟》，该书系统呈现了佩西对于⼈类现状和
未来展望的探索，提纲挈领地又⼀次再现了
佩西在《深渊在前》《⼈的素质》《未来的
⼀百页》等著作中的理念和主张，主要有四
个⽅⾯。 

⼀、关于“⼈类困境”和对⼈类未来的思虑 

 在佩西看来，从前，受技术和能⼒的

限制，⼈们对未来是无能为⼒的，昨天、今
天、明天仅仅是枯燥无味的时间更迭，未来
是以往的继续。现在，由于⼈们认知⽔平⼤
⼤提⾼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类似乎已
经成为世界的主⼈和未来的主宰，有能⼒改
变未来。 

 佩西认为，未来取决于世界各国当下

的⾏为，因此⼈类的未来是共同的，世界的
命运是⼀致的，尽管各国存在⽂化差异和制
度分歧，但全⼈类⾛向共同命运的趋势是不
可逆的，即使超级⼤国以其军事实⼒和经济
实⼒⾜以将⾃⼰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国家，也
无法阻⽌世界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为此，⼈
类有责任、有义务共同筹划未来、改变未
来，全世界共同的愿望、知识、能⼒是通向
美好未来的钥匙。他认为，由于科技⾰命和
经济全球化因素影响，世界⾯临10⼤问题：

⼀是⼈⼜爆炸，地球上⼈⼜的迅速增加是需
要特别关注的重⼤问题，同时它既加剧了当
前的各类问题，也引发了新的世界问题︔⼆
是盲⽬发展，现在的发展模式缺乏对⼈类基
本需要的重视及统筹规划，导致世界四分之
⼀⼈⼜处于贫困之中︔三是⽣物圈破坏，地
球⽣态系统遭受侵袭，维持⼈类⽣命的四⼤
⽣物—系统耕地、牧场、森林和海洋都被惨

重掠夺和严重破坏︔四是经济危机，⾦融混
乱、通货膨胀、失业增加、过度消费、资源
浪费与能源枯竭等导致发展的病态进⼀步加
剧︔五是军备竞赛，军费开⽀达到创纪录的
⾼度，武器的发展不但没有受到约束，其摧
毁能⼒反⽽在持续增强︔六是社会弊病，⼈
类的物欲与⾃私导致社会出现疏远、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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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和犯罪，恐怖活动和种族屠杀等仍然不
断发⽣︔七是科技发展的状态，科学和技术
的发展偏离了社会重⼤需求，科技成果没有
很好为社会公众服务，⼀些科技成果及其产
⽣的效益成为部分群体的私利︔八是体制僵
化，政治体制与社会发展脱节，无⼒解决世
界⾯临的复杂性问题︔九是东西对⽴和南北
分歧，这种现象表明世界主要国家及其统治
者在政治和⼼理上还不成熟，难以有效推动
世界的管理和治理︔⼗是道德和领导能⼒失
落，当权者的道德品格及思想信仰与他们所
处的地位与掌握的职权不相称，对⼈民利益
重视程度不够。 

 佩西认为，以上⼗个因素相互关联相

互影响，形成了“世界问题复杂体”，由此造

成了所谓的“⼈类困境”。佩西对⼈类未来的

观点总体上是悲观的，他认为⼈类已经养成
了⼀种庞⼤的、贪得无厌的消费观和占有
欲，这会使⼈类不断向⾃然索取资源，⽣产
出更多的供⼈消费和享受的物质财富，从⽽
造成“资源消耗—⽣活享受—资源消耗”的恶

性循环。 

⼆、关于“发展”的认识 

 佩西新⼈道主义思想突破前⼈局限，

将⼈与⾃然的关系提升至⼈类发展全局的⾼
度，是对破解⼈类困境的新思考和对未来社
会思想观念的新构建，他关于发展的认识为
⼈类的思维⽅式带来了变⾰，奠定了可持续
发展的思想基础。 

 ⾯对⽇益严重的全球性环境问题，佩

西认为，导致全球性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是
⼈们盲⽬追求经济增长。在佩西看来，⼈类
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单纯追求数量的增
长、⾃⼒更⽣的增长、平稳的增长、有机增
长。佩西进⽽提出，发展需要更体现公平
性，使所有⼈的要求得到合理满⾜，因此发
展取代增长已成为当务之急，必须成为全球
性的事业。在佩西看来，世界的整体化趋势
不可避免，⼈类已经进入全球帝国时代，应
从全球视野出发来分析和解决问题。⼈类困
境是全世界共同⾯对的重⼤问题，需要⼈类
携⼿共同解决。对个⼈⽽⾔，应树⽴全球观
念，主动参与全⼈类事业︔对第三世界国家
⽽⾔，应改变四分五裂的状态，建⽴区域国
家集合体，进⽽争取独⽴和发展︔对全世界
⽽⾔，应改造和改⾰政治体制，建⽴世界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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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在⾃然资源管理和利⽤上，佩西主张
对⾃然资源实⾏严格的全球管理，对发达国
家的⽣活⽅式进⾏节制，并努⼒从可再⽣资
源中⽣产出尽可能多的能量，逐渐把这些替
代物变为主要的能源，尽⼀切可能节省不可
再⽣能源，从⽽建⽴⼈和⾃然之间的平衡。
佩西把社会正义作为⼈的⾰命的⾸要⽬标，
认为社会正义是社会的根本，每个社会成员
都应该平等的享有整个社会体制所创造的利
益，如果没有社会正义，全球⼀体化进程将
缺少外部保证，和平、安全、⾃由、发展等

都将成为泡影。佩西倡导坚持代内公平和代
际公平相统⼀，在代内公平上，公民有平等
享受⽣活保障的权利，国家有义务向公民提
供最低⽣活保障，各国都要正确处理经济增
长和社会公正的关系，不能将经济增长作为
唯⼀评价指标︔在代际公平上，当代⼈与⼦
孙后代之间应该具有平等的权利，应从长期
性和整体性的视野出发来考虑问题，保证每
⼀代⼈的发展和需求都能得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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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西年轻时经历了战争和牢狱之灾，

年长后又⾯对美苏对抗导致的世界和平受到
威胁，他认为“为正义⽽战经常有暴⼒相伴

随，但正义最终要靠非暴⼒来实现”。在佩西

看来，物质⼒量的增长为暴⼒的增长创造了
条件，当前的暴⼒不只体现在军事上，独裁
专断、贸易战、经济殖民主义等都是暴⼒的
体现。佩西认为，如何减少直至消灭国家、
民族、种族之间的暴⼒和冲突，寻求和平解
决问题的⽅式是⼈类必须思考的问题和不可
推卸的责任。佩西主张各国都应该把军事的
或非军事的⼀切暴⼒从⼈类发展中排除出
去，全球相互依存加剧将导致各国在政治、
经济、贸易、⽂化等领域的⽭盾、摩擦以及
冲突不断增多，在这些领域需要强化和平意
识，运⽤各种非暴⼒⼿段解决⼈类社会的所
有冲突。 

三、“新⼈道主义” 

 佩西认为，新⼈道主义是推⾏⼈的⾰

命所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只有在新⼈道主
义的基础上才能改造个⼈的⽣活价值和内⼼
世界，也只有新⼈道主义才能把⼈的素质和

能⼒提⾼到解决全球问题所需要的⽔平。佩
西认为，传统⼈道主义过度强调⼈的主体
性，强调发展要满⾜⼈的需求，在⼈与⾃然
的关系⽅⾯强调⼈⽀配⾃然，导致在处理⼈
与⾃然关系的问题时将⾃然置于⼈类之下，
只考虑有形利益和物质报偿，对⾃然过度开
采、横加破坏，导致⼀系列全球性环境问
题，引发⼈类⽣存危机。当然，新⼈道主义
并非佩西的发明与专利，早在⼗九世纪中叶
马克思就对抽象的追求⼈的价值的虚幻⼈道
主义进⾏了批判并提出以⽣存⽬的和实践途
径的新⼈道主义，前苏联弗罗洛夫（Iwan 

Timofe jewi t sch Fro low）、印度的罗易

（Manabendra Nath Roy）、法国的马⾥坦

（Jacques Mari ta in）以及美国的弗洛姆

（Erich Fromm）都提出过新⼈道主义的思想

和观点。 

 佩西的新⼈道主义理论批判继承了传

统⼈道主义对⼈的关注，扬弃了传统⼈道主
义的狭隘与和不彻底，将发展的中⼼从关注
⼈的外在需求转向提升⼈的内在素质，也就
是从重视⼈类想要什么转变为关注⼈类能做
什么、如何去做、怎么引导其去做，从⽽使
⼈的内在⼒量与外部表现相协调。新⼈道主
义理论⽴⾜于⼈与⾃然和谐发展，强调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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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界的规律和限度，主张⼈类⾃身通过有
机增长和素质提⾼合理利⽤和保护⾃然界，
促进⼈与⾃然的和谐相处。 

 佩西认为，⼈类已经有能⼒征服地

球，但还不具备管理地球的素质。在佩西看
来，⼈类⾃身蕴藏着尚未开发和使⽤的巨⼤
能⼒，开发⼈类的潜在能⼒是建⽴⼈类社会
进步的基础，是实现⼈与⾃然和谐发展的前
提。⼈的⾰命⾸要⽬标就是要充分开发⼈最
深处的各种能⼒，通过⼈类素质的提⾼，特
别是通过⽂化素质的提⾼来促进社会与经济
的发展，并为经济活动奠定⽣态学基础。佩
西主张无论何种⼈才或财富都应该优先投入
到⼈的能⼒的开发中去。佩西认为，新⼈道
主义实现途径主要是发展教育和加强学习，
时代对⼈类的素质提出了越来越⾼的要求，
同时也赋予了教和学更加艰巨的任务。在佩
西看来，奠定国家发展基⽯，开辟⼀个国家
的未来，最重要的还是教育，各国均应⾸先
在教育上倾注⼒量。在发展教育时，⼀是要
与本国国情相符合，从⽽保持和发展各国的
⽂化独特性︔⼆是要加⼤⼈⽂科学的比重，
在如何从整体上思考、如何就本质进⾏推
论、如何辩证评价和判断科学技术等⽅⾯加
强教育。同时特别强调学习的作⽤，佩西认

为，学习是⼈的主动⾏为，是应对新情况的
准备过程，可以提⾼⼈掌握主导权的能⼒︔
⽽教育则不然，即使是最⾼⽔平的教育，如
果缺少了针对现实的学习，也会失去教育的
本来价值。佩西主张开展新形式的创新学
习，使⼈们提⾼掌握新能⼒的素质。 

四、提出“⼈的⾰命” 

 佩西认为，解决“⼈类困境”需要从全

球视野出发，选择能够穿透整个⼈类体系核
⼼的切入点，⽽这个切入点就是⼈的⾰命。
在他看来，⼈类困境本质在于⽂化发展的失
调，⽂化问题是全球性问题的根源，虽然科
技的发展给⼈类带来了巨⼤的知识与⼒量，
但⼈类并没有随之获得相应的理性和智慧，
导致⽂化发展与现实发展失调，使⼈类对⾃
身需求和能⼒认识不⾜，对社会系统的整体
性认识不⾜，对地球的承载能⼒认识不⾜，
盲⽬追求物质利益的指数增长，使得发展观
出现了偏差，对⽣态环境造成了⼀系列恶劣
影响，从⽽限制了增长和发展的广度和深
度。佩西认为，“⼈类困境”与以往的经济、

政治、军事等问题完全不同，是⼈类从未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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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全新问题，采⽤之前的⽅法或⼿段无法
破解⼈类困境，试图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带
来的物质⾰命以求摆脱⼈类困境只会导致问
题的进⼀步恶化，甚至会加速世界的衰亡，
期待建⽴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促使经济⾼速运
转来解决也是不可⾏的。在佩西看来，必须
开展⼀场不同于以往物质⾰命的、以实现⼈
的精神复兴为主旨的⼈的⾰命，才能从根本
上⾛出“⼈类困境”，没有⼈的⾰命⼈类的发

展就失去了前进的⽅向，当前的物质⾰命和
社会政治⾰命最终也会⾛入死胡同。他主张
通过开展⼈的⾰命建⽴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
⽂化形态、价值观念、法律制度等新的社会
⽂化基础，从精神和认识上强化⼈们解决全
球问题的意识和责任，进⽽提升⼈类⽀配和
控制科学技术和社会政治⾰命的能⼒，破解
⼈类困境和世界危机。 

47



 

48

七 

 
尾声



 要结束记述佩西的⽂字，没有关于他家庭

的信息是不完整的，然⽽关于佩西的恋爱婚姻以

及家庭情况的资料很少，有限的资料显⽰，佩西

和妻⼦玛瑞莎相识于1928年，1933年俩⼈举办了

婚礼，婚礼在都灵市政厅举⾏，形式很简单，参

加婚礼的只有佩西亲属和⼏位朋友。佩西夫妇有

三个孩⼦，除了前⽂中提到的1937年底从中国返

回意⼤利后即降⽣的女⼉佩奥拉（Paola）之外，

⼤⼉⼦罗伯塔（Roberto）1942年出⽣，⼆⼉⼦⽴

卡多（Riccardo）1945年出⽣。佩奥拉的丈夫是

阿根廷的⼀位外交官，罗伯塔和⽴卡多都娶了美

国⼈为妻，罗伯塔曾任美国加州⼤学洛杉矶分校

的研究副校长，⽴卡多在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管理

学系任教授，同时也是帝国理⼯学院⼯业社会学

部门的研究员。由于孩⼦们⽣活在不同国家，玛

瑞莎每年会⽤很长时间旅⾏看望孩⼦，孙⼦孙女

们陆续长⼤后，佩西在距离罗马四⼩时路程的蓬

塔阿拉海边购置了⼀栋别墅，别墅⼤⼩⾜以容下

从世界各地赶来的全部家庭成员，佩西将每年8⽉

作为家庭聚会时间，这是他和妻⼦最快乐的时

光，即使他身兼数职、⼯作繁忙也从未缺席。在

陪伴家⼈的同时，他也利⽤这段时间阅读书籍和

思考问题。 

 佩西的⼈⽣经历是复杂和传奇的，从求

学、创业、经商到研究，从创办企业、开拓市

场、建⽴⼈脉、精英往来到经历和⽬睹战争，佩

西的⼀⽣跨越了两次世界⼤战、经济⼤萧条、战

后重建、东西⽅冷战、⽯油危机和全球环境保护

运动的兴起，他年轻时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求，对

新事物的热情关注和对未来的憧憬，有充满⾎性

的正义感，也有为获得商业利益⽽对现实的妥

协，他在不同国家游历和⼯作的经历使他对各国

的社会经济情况有更深的体验，特别是对底层⼤

众的⽣活和疾苦有切身的体会，为了经营企业和

取得商业成功他又不得不投入相当⼤的精⼒建⽴

各种社会联系特别是与社会上层和精英的⼈脉关

系。在经历了各种尝试并在旁⼈看来取得了事业

的巨⼤成功时，他⾃⼰却陷入了对世界未来的不

乐观情绪，因此开始关注“世界复杂性问题”和破

解“⼈类困境”。具有丰富阅历的佩西不可能不知

道这项⼯作的难度，但与其说这是佩西给⾃⼰增

加的压⼒，不如说是⼀个具有视野和雄⼼的企业

家的责任意识。他对⼈类未来的忧患意识，对后

⼈在发展观念上的启发，以及对可持续发展理念

的形成产⽣了历史性的推动作⽤，他亲⼿创⽴的

罗马俱乐部成为国际环境保护组织的先驱。 

 佩西的思想和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已经经历

了近半个世纪，现在仍然⾯对⼀个未解答的问题

（并非新的问题）：地球到底能容纳多少⼈⼜︖

难以给出⼀个极限的数字的原因包括，这些⼈⼜

以什么样的福利标准⽣活︖与之相关的是能源供

给、⽓候变化、⽣态演变等⼀系列全球性问题甚

至潜在的战争威胁问题……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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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疫情，让⼈们开始再⼀次认真反思⼈类与⼤⾃

然的关系，世界⾃然基⾦会（WWF）发布的《地

球⽣命⼒报告2020》触动了更多的思考。该报告

提到，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哺乳动物、鸟

类、两栖动物、爬⾏动物和鱼类的全球种群数量

平均下降了约三分之⼆，报告强调，⼈类对⾃然

的⽇益破坏不仅对野⽣动物种群，⽽且对⼈类健

康和⽣活的⽅⽅⾯⾯都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

与⾃然的关系是什么︖⼈类与动物植物微⽣物如

何继续相处︖继续的追问是复杂的，答案需要更

多的佩西们去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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