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論語

重尋歷史的尊嚴與話語權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二戰後過了七十年，中國才真正為抗戰勝利而大閱兵，當年中國抗戰太艱苦，人命犧牲與物
質破壞太大，沒有勝利大閱兵。戰後全國一片紛亂，接收時官員到處貪腐，內戰一觸即發，三年
內戰亦是生靈塗炭，隨即世界進入冷戰，因人的偏見與固執，全球政治簡單二分為兩大陣營。在
西方控制的世界中，一切歷史解釋，話語權就在西方手上。由於西方以德日兩國為抗共同盟，視
中國與蘇聯為敵，中蘇雖然在二戰中傷亡最大，貢獻甚多，但主流二戰史的記載，都變成一個不
重要的參戰國。

重尋老兵的尊嚴
這七十年，中國人經過艱苦卓絕的血淚奮鬥，直至今日，中華民族才在歷史漫長的苦難中，
真正強大地站立起來。當中國軍隊以極整齊地操過之前，九十高齡的老兵們，白髮在陽光秋風中
飄盪，帶著無法描述的尊嚴與微笑，經過天安們敬禮。七十年前以弱國人民的血肉，抵抗富強的
日本，無數戰友流血或支離破碎地倒在身旁，大部份軍人戰後沒得過什麼榮譽褒揚，大多仍過著
艱苦的生活。只有到今天中國才真正吐氣揚眉，不再被人渺視，老兵終得到應有的尊嚴。
在老兵的臉上的自豪笑容，及飄零的白髮，我想起自己的岳父岳母，也是一位被國家遺忘
七十年的老兵，如果今天健在，必然很高興，當年為國出生入死的奉獻，終得到國家褒揚。
岳父戰時名曹振國，到香港後改名曹天申，湖南攸縣人，參與抗日湖南軍的預備第十師，在
師長葛先才之下，軍職少校，是湖南敵後遊擊隊，因與岳母有中學教育，成為軍人教官，據說他
們夫妻睡覺時，枕頭下都有手鎗，日軍一到即要駁火。曾參與方先覺將軍的衡陽之戰，在外圍攻
日軍。
衡陽保衛戰是英雄的歷史，日軍攻衡陽四十七天，是抗日中最慘烈的一仗，攻城的日本
橫山勇第十一軍約九萬餘人，傷亡約七萬餘人，其中陣亡約四萬餘人。方先覺軍八個團共一萬
七千六百餘人，多次擊敗日軍優勢武力及毒氣的圍攻，傷亡一萬五千餘人。中國軍成功以小搏
大，使日軍傷亡慘重。最後日軍攻入城內，方先覺與葛先才等發電說「職等誓以一死報黨國，勉
盡軍人天職，決不負鈞座平生培育之至意。此電恐為最後一電，來生再見」，令全國人民落淚。
蔣介石見電悲愴中幾乎暈倒。於絕望中，口述「祝上帝保佑你們」七字電文回覆。但最後在軍統
特務安排下逃出，成為民族英雄。岳父曹振國即在周邊接應，參與了這場血戰，同為英雄。
岳父作為軍人教官，曾說如何教軍隊拋手榴彈，依據日軍曾參戰的官兵描述衡陽之戰，中
國軍隊根本是拿手榴彈當刺刀，近身搏鬥，國軍將三顆手榴彈串成一串，看到人影就丟，日本第
十一軍傷亡慘重，看來岳父也立了一大功。

我回想岳父雄姿英發的年齡，和岳母兩人如何閱讀兵書與武器用法，訓練軍人上前線，他們
如何抗擊敵人，如何接應衡陽之戰。那慘烈的英雄歲月已隨歷史而去，他們在地上奮鬥的日子已
消逝，岳母一生都有戰爭陰影，性格充滿恐懼，且四個兒女都在戰亂中流產或病死。他們的貢獻
七十年來未得到國家的褒揚，直至今天才被肯定。
岳父後來參與准海戰役，最後投降解放軍，被放回鄉，帶妻女逃香港。在香港艱苦奮鬥，
成功成為小玩具與文具店老闆，粵語與普通話都不標準，帶著濃厚湖南口音，我總聽不明白他
的話。他見我這個博士女婿，總是笑容滿面，叫我們吃點心，退休後寫下一本手抄回憶錄，是
抗戰、內戰、香港發展的目擊歷史。在港養大四個兒女，二女娟華告訴我，她的「華」字是指中
國，嫁我後全力支持我放棄高薪，回中國服務二十一年，女兒爾欣與兒子爾道，都全力投身服侍
中國，他們也是抗戰英雄的後代。

建立弱國的尊嚴
閱兵另一特別使人感動之處，在還有多國被邀一起參加步操，這些國家除了俄國外，大多是
小國弱國，這些國家在二戰中都付出血的代價，但卻不被西方列強所重視。只有在中國，弱國都
能派儀仗隊參加，重尋國家民族的尊嚴，重建歷史的話語權。
閱兵後，我參加北京人權論壇，與往常一樣，有很多來自非洲、拉丁美洲及亞洲的小國弱國
參加發言，這些國在西方列強看為是邊緣小國，在國際大搏弈中並不重要，甚且不少被美國批評
人權記錄不好之國。但想不到，這些國的代表，包括一些是前總理，或現任部長，都對人權甚有
瞭解，且表達出這些弱國在人權上，很多都努力作出改進。

被遣忘他者的自尊
大會中有一位非洲裔荷蘭代表，指出約有一百多萬非洲人參加過反法西斯之戰，傷亡很大，
但在西方白人記載的歷史中，提都沒有提。有些在北非抗擊德軍的非裔英軍，瞎了眼睛，英國只
賠了十英鎊給他，不過已算幸運，很多非洲軍斷手斷腳，連一文都無。他說這是一種渺視，是
「認識論上的故意無知」(epistemologies ignorance)，非洲人在這場大戰中，是「被遺忘的他
者」(forgettable other)。
西方由於「認識論上的渺視」，西方為主流的歷史解釋，七十年來都把中國戰場看成是次
要的。在二戰歷史中，把中國看成是「被遣忘的他者」，在戰後的舊金山和約，根本沒有中國參
加，並且公然違背波茨坦公告，將中國領土釣魚島歸入琉球(日本稱沖繩)，而後將之交日本，至
今仍毫無道德地支持日本管治釣魚島，容許其參拜靖國神社，否認慰安婦與南京大屠殺，近乎不
知是非與羞恥。在中國勝利閱兵，西方列強亦拒不參加，更顯示了小氣、妒忌及對從前被欺負者
興起的恐懼。
這一切國際不公義，在中國是無法改變的，只有自己奮發成功，才不被人渺視。中國不單要
富強，還須建立一個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平等自由，精神上有仁愛，社會上有公正，官員不貧
腐，人人有尊嚴的國家，才會被人尊重。中國要真正站起來，不是靠物質豐足，軍隊強大，而是
要建立偉大的精神價值。將古中國文化更新創造，綜合儒家仁義禮智信，道家無為虛靜，佛家無
礙無執，伊斯蘭教仁慈和平，基督教無條件犧牲大愛，希臘理性與科學等精神，創造二十一世紀
強大的中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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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對話

中國當代哲學的宇宙情懷
──關於方東美成中英與新儒學大師的對話
■ 余秉頤
安徽社會科學院

□ 梁燕城
文化中國總編輯
摘

方東美對宇宙的美、和諧，總是有一種很大的感覺，他從生命本

體論出發，體現了一種生命精神，通過這種精神，將哲學與真善美的

價值很好地結合了起來。

要：兩位學者在對話中探討了方

宗教與哲學的「原型」(a rchetype)，以為宇

東美的哲學特點。方東美代表了二十世紀

宙萬事萬像是一變化而不斷調和的世界，

中國哲學研究的一個較大的部分，同時也

永遠在創造變化之中。這是儒道思想的根

建立了一個較完整的系統。兩位學者注意

源。到他後期研究佛家華嚴宗，更是一種

到方東美的系統具有一種很特別的不同的

上下迴向的廣大宇宙和諧觀。他自己也重

情調，既有對希臘文化很浪漫的情懷，也

視宇宙是充滿生命的，寫了「生生之德」。

有一種宇宙情懷。方東美對宇宙的美、和

現在成中英哲學也具有這種廣大和諧、宇

諧，總是有一種很大的感覺，他從生命本

宙無所不包、生生不息的創造性，也是不斷

體論出發，體現了一種生命精神，通過這

創造性的人生。

種精神，將哲學與真善美的價值很好地結
合了起來。
關鍵詞：方東美，哲學，真善美。

牟宗三與唐君毅的哲學進路
方東美的宇宙廣大情懷，跟唐君毅、
牟宗三等新儒家有些不同，並立成為二十

方東美哲學的宇宙情懷與和諧
體系

世紀中期以後的中國哲學體系。牟宗三是
從康德來開展，以康德的認識論為本建立
認識心，再批判康德道德哲學中上帝只為

４

□：余教授您好。您是對方東美哲學

一設定，中國哲學則以無限心為一呈現，因

有過深入研究的，中國大陸這方面的學者

中國哲學以人具智的直覺，由之建立中國

並不是很多。我最有興趣的是，方東美代

的道德形而上學。他是以康德思想為本，

表了二十世紀中國哲學的一個大家，也是

慢慢把中國哲學的心性論，放在一個主體

一個龐大的宇宙人生哲學系統。方東美的

的架構裏面。他的思想還是以人的主體為

系統具有一種很特別的不同的情調。我中

本，從心性論開出對宇宙人生的看法。唐

學時曾看到一本書《科學、哲學與人生》，

君毅是從不同境界的系統嘗試對客觀、主

就是方東美著的，內容對希臘哲學精神有

觀及宇宙的不同方面的超越，以及內在的

很浪漫的感悟，蘊涵著一種博大的宇宙情

不同境界的理解，但是唐先生還是從道德

懷。他對宇宙的美、和諧，總是有一種很深

心開始的，在《道德的自我建立》這本書，

的體驗，他從理性的希臘思想都能看出宇

到《文化意識和道德理性》，講整個文化世

宙的和諧。之後他研究儒道易，特別強調了

界以道德理性為本，再展開生命存在與心

《尚書‧洪範》的皇極大中哲學，視為中國

靈不同境界的描述，基本上還是以道德為

些不同，宇宙整體反省是他思想的重點，

界」，一是「主體的人類生命精神」。哲

不是以「我」的主體為本，而是以宇宙為

學思想從理論上看，起於境（宇宙理境）

本，這大概是我對他們不同的理解。

的認識，而從實踐看，則起於情的蘊發。

理與情：方牟異同

關於如何理解方先生所說的這個「情」，
學術界有不同看法。方先生一再申明，他

■：正如您所說，方東美先生有一種

所說的這個情是廣義的，不等同於我們平

博大的廣闊的宇宙情懷，而牟宗三先生主

時所說的七情六慾的情，當然，二者之間

要是從「理」的角度來闡述宇宙和人生意

有聯繫，不能說不相干，但方先生一再強

義。當然牟先生對中國文化和哲學有很重

調「情」是對人生真善美的一種價值的追

要的研究，對西方文化和康德哲學也有很

求。所以我認為，如果要給方先生所說的

大研究，牟先生把康德的「理」和自己的

「情」作一個簡略的界定，那麼可以說，

「理」結合起來，推出了以「理」為核心

所謂「情」是指人們對於宇宙人生的價值

的新儒家的哲學系統，應該說是很有貢獻

化的追求。當「情」內歛於人們心中時，

的。但方先生的最大特點，正如他自己曾

是一種價值意識；它抒發出來，就是方先

經說過的，任何研究哲學的人，如果僅僅

生所說的「價值化的態度和活動」，就表

抓著「理」，而把「情」放掉不去發揮，

現為對天下萬物的博大情懷。我感到這種

那就是哲學上的一個極大失誤。所以，方

對於「情」的注重與推崇，確實是方先生

先生從他的生命本體論出發，認為哲學就

哲學的一個極大的特點。正如您剛才所

是生命精神的表現，生命精神才叫哲學。

說，他和唐君毅先生在這方面有共同之

生命精神表現出來是什麼呢？方先生講了

處，唐先生也不是用冷漠的思維去認識這

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要契合宇宙之理，二

個世界的，雖然他的哲學根基是道德理

方面是發抒人生情蘊，人不能把宇宙看成

性，以道德理性作為整個主體和客體的基

一個機械的物質活動的場所，而要看成一

本支撐。但儘管如此，唐先生也具有一種

個有情的天下，更不能像西方現代哲學某

浪漫的博大的宇宙情懷。而方先生更加突

些流派那樣把人的生命看成一束原子組成

出的，就是很明確地定義了哲學是人的生

的結合體，把人的生命活動看成機械的物

命精神的體現。所以方先生雖說是一個新

質活動。宇宙本體是一個生命的本體。生

儒家，但他很有道家那種超脫的精神和情

命的本體在方先生看來，就是處於「情」

懷。他這方面在新儒家中是很突出的。方

的不斷向前發展的推動之下。

東美提出，人的生命精神總是要從物質文
化向著精神文化追求，從精神文化的形而

來的是一種生命情懷。這種生命情懷，向

下層次向著形而上層次追求。科學屬於精

外可以與天地萬物融為一體、浹而俱化，

神文化的形而下層面，因為科學是解決物

人可以參贊天地之化育。當然，方先生不

質方面的問題、技術方面的問題，即人生

否認作為哲學思維必然要去追求「理」，

形而下方面的問題。形而上的文化則有藝

他講的這個情，也是以理智為依託的。他

術、哲學和宗教，它們體現了人類對真善

講到「哲學」的定義時，認為哲學的功能

美的價值理想的嚮往和追求。方先生對天

是兩個，一是「縱覽宇宙理境」，在事理

下有一種不泯的情懷，他在論詩詞的意義

上要對客觀宇宙有一個真切的瞭解；二是

時說過，「生命的現實就是苦難」，詩詞

「發抒人生情蘊」，在生命精神上要有主

的意義則在於通過藝術的想像，讓人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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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先生的哲學基於生命精神，表現出

方東美提出，人的生命精神總是要從物質文化向著精神文化追

的建築」有兩大支柱，一是「客觀的世

求，從精神文化的形而下層次向著形而上層次追求。科學屬於精神

道德心，也是新儒學的傳統。但方東美有

文化的形而下層面，因為科學是解決物質方面的問題、技術方面的

體的不斷的向更高境界追求。他說「哲學
問題，即人生形而下方面的問題。

本的，而牟宗三是從認識心的批判到開出

思想中衝出現實的苦難，而得到一種真善

論思考開始，從冷靜理性一步步仔細建立

美的享受，或者追求一種真善美的價值的

由西方知識論轉向道德形上學之路。

滿足。唐君毅先生也具有這種情懷和理
想，例如他說的心靈九境就體現了這種情

方東美重周易不重論語

懷和理想，但相比來說，方先生在這方面

■：兩位先生在氣度上的不同，我認

可能表現得更強烈，人生對真善美價值的

為方東美是更多的富有詩人氣質，而牟宗

嚮往在他的哲學中表現得很鮮明，可以說

三則更為冷峻。牟先生的很多研究成果，

方東美的哲學是一種真善美的價值的結合

以及牟先生的一些行跡傳記，都表明他的

體。

思維是非常具有思辨性的。他對問題想得

方東美不一定去追求學理的一步一步怎樣的推演，在他身上是

更多體現了中國傳統哲學的某種特點，有些時候比較直觀，而不要

求這些觀點得到嚴格的論証。這可能是治學方法上的一個區別。

□：牟宗三不太講唐君毅或方東美那

很細，很深入，很深沉，而且推理也很嚴

種境界。雖然他也用境界的形而上學一概

密，他的許多命題是推出來的。他有嚴謹

念，但境界在他那兒不作為人生意義，而

的依據和概念，包括中國哲學和康德的概

是提到佛道儒境界時解決康德哲學的一種

念，從中推出他的理論框架。方先生的理

說法。牟宗三可以說是非常理性的一步一

論有時看來不是那麼嚴謹，包括他對中國

步研究，從康德知識論到道德哲學，最後

古代有些典籍的看法，對孔子哲學的一些

提到自由、靈魂不朽和上帝只是一個預設，

看法。例如他反對以《論語》作為研究孔

他覺得不圓滿，而且人在知識上只看到現

子思想的主要依據，認為孔子思想主要體

象，而不能看到物自身，也覺得不圓滿。要

現在《周易》裏面，而不是體現在「格言

解決這個問題，他提出假設人跟上帝樣具

體」的《論語》裏面，《論語》固然是寶

無限心，像上帝一樣可以看到物自身，只有

貴的「人生經驗的結晶」，但它「沒有論

設定人是有限而可無限的，乃得通過修養

及宇宙全體」，因此遠不如說明宇宙人生

功夫而呈現一種無限人，那就可以看到物

是「時間創造、時間變化」的《周易》能

自身了。

夠代表孔子和儒家的真精神。嚴格說來，

牟宗三由此以儒家的「良知」（心性）

這種見解在學術界是引起爭議的。這不像

收攝康德的「上帝」和「自由意志」，將康德

牟先生的見解，從理論上看都很有理據。

的「物自身」轉換成為良知自我呈現中所構

方東美不一定去追求學理的一步一步怎樣

造起來的具有無限意味的「意義物」，從某

的推演，怎樣的嚴謹，在他身上是更多體

種意義上說，人的心到最高境界發「智的直

現了中國傳統哲學的某種特點，有些時候

覺」時，已轉化成上帝一樣無限性了。這是

比較直觀，而不要求這些觀點得到嚴格的

很理性地慢慢推出中國哲學方向。牟宗三

論証。這可能是治學方法上的一個區別。

的理性推理很有邏輯性，但像方東美那樣
比較浪漫的美的情懷，及對廣大無盡的宇

從方、牟、唐到成中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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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精神之體會，卻是很少的。正如你所說，

□：方東美覺得《論語》缺乏宇宙的

牟宗三只重理性，方東美卻兼講宇宙之理

描述，故從古代根源尋索中國的宇宙情懷，

與人生之情蘊，他說：「生命以情勝，宇宙

重視《周易》的生生之道及《尚書‧洪範》

以理彰」(《科學、哲學與人生》)。宇宙人生

的皇極大中哲學，由此而開展廣大和諧的

合而言之，是宇宙的「理境」，相似於唐君

境界。牟宗三是以推論來論証的，很少寫

毅的境界哲學，貫通主觀、客觀與超主客

那種很感人的文章。牟先生講學時很瀟

的形上真實。我想方先生和唐先生是很重

灑，但內容只是追著自己的理路推下去，他

視內修而有所體悟的，牟先生的生命則不

講課時總是把康德的話或古書典籍一句句

是內修形態，純由理性進入，特別是由認識

寫在黑板上，最後總結為幾個基本理念，

在八十年代出版了一本 《中國文化的現代

同學，做人要有心性的領悟，講課天馬行

化與世界化》的書，裏面就談到了這個問

空，不斷通過人生的體驗啟發學生去提升

題，他說面對近代以來西方文化的衝擊，

自己境界。我未聽過方東美的課，但相信

老一輩的哲學家，熊十力、梁漱溟等人，

他講課時應該也是很有感人氣質的。方東

他們所從事的工作主要是不遺餘力地為中

美出了一個大弟子成中英，算是一個大師

國哲學進行了辯解，因為一些西方哲學家

形態的哲學家了，是我的博士論文指導。成

總認為中國哲學不是哲學，不過是「一套

中英繼承方東美那種廣大和諧的心態，同

道德信條」，他們從來沒有將中國哲學認

時受到西方很好的訓練，這點很重要，因

可為一種獨立的學術。到了方東美、唐君

為無論如何，上面三位老先生在那時因為

毅、牟宗三、徐復觀等「新一代的哲學

語言和文字等原因，受西方的訓練還是有

家」，就能夠憑著他們在這方面高出前輩

限的，用英語時很辛苦，要一本一本通過翻

的能力，通過對西方文化與哲學更深切的

譯讀出來。成中英那個時代好一些。他在

瞭解，將西方哲學與中國哲學真正深入的

留學時，研究分析哲學奎因W.V.O. Quine，

比較，終於「將中國哲學以哲學面目示

那兒找到分析哲學的本體論，最後接上加

人」。

德默的詮釋學，在這方面對西方有很好的
基本理解之後，再轉回中國哲學。方東美

中國哲學「反攻」西方哲學
□：這裏面有一些中國哲學「反攻」西

體詮釋學帶來的一種同西方對話而產生中
國哲學的特別系統，這個系統就是以本體

方的味道。
■：是的。到了成中英先生這一輩中

跟方法是不分開的，本體具有方法意義，方

國哲學家，就有了更大的進展。他們的外

法具有本體意義，由之建立詮釋學循環，

文到了熟練、精深的程度。他們對西方文

跟西方方法論的獨立推論很不一樣，真的

化有著深切的瞭解和體驗，不僅能更好地

是體用無二了。他把價值論、本體論、倫理

解讀西方文化，同時他們對中國哲學所作

學每一方面都結合在同一系統中，這個基

的詮釋，更能夠為西方人所理解。接受不

本上也是方東美精神發展出來的，也是華

接受姑且不論，但至少覺得比較理解了。

嚴宗法界緣起的大和諧精神。成中英基於

以前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個辯解，不要說

西方當代的詮釋哲學，以易經天地人本體

第一代新儒家熊十力、梁漱溟他們，就是

論及卦辭的方法論，將詮釋論轉向易學的

方東美，他所寫的《中國哲學之精神及其

本體詮釋學，建立打通上下內外的一個整

發展》，起因就是抗戰時期在重慶，印度

體的統合，而形成一個可以跟西方對話的

哲學家拉達克利斯南到中央大學訪問，他

系統。方先生和唐先生，外國人看可能不能

問方東美：我們印度人不滿意西方對印度

完全明白他們的進路，不明白他們所謂的

哲學的介紹，所以我們自己用英文向西方

境界是什麼。牟先生外國人有些明白，覺得

介紹印度哲學，你們中國人滿意不滿意西

他有一條邏輯線路的解釋，但不一定同意

方人對中國哲學的介紹呢？方東美認為這

他對康德的解釋，更不同意牟把康德代表

是印度哲學家對中國哲學家的「挑戰」，

西方哲學核心，所以牟先生會引起爭論。到

想看看中國哲學家能不能也用西方的語言

成中英的進路承接分析哲學與詮釋學，外

向西方人介紹中國的哲學。為了讓西方人

國人可能明白他的進路了，可以說是對中國

正確地理解中國哲學，方東美下決心用英

哲學的一個新的突破性的發展。

文來寫中國哲學著作，其中最重要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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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種廣大和諧的精神，就變成成中英的本

成中英基於西方當代的詮釋哲學，以易經天地人本體論及卦辭

常邏輯的。唐君毅先生講學時總是想感動

的方法論，將詮釋論轉向易學的本體詮釋學，建立打通上下內外的

■：我同意您的看法。成中英先生
一個整體的統合，而形成一個可以跟西方對話的系統。

去掌握大系統的核心及關鍵思想，這是非

部，就是“Chinese Philosophy： Its Spirit

學，不同意他對康德的說法，當時台灣《哲

and Its Development ”（《中國哲學之精

學與文化》同唐、牟支持的《鵝湖》兩大學

神及其發展》），用流暢、典雅的英文，

刊發生爭論，可能對牟先生有些批評，牟先

向西方人介紹中國哲學。

生很不高興，認為基督教是要偷梁換柱，

從歷史來看，不同時期外來的文明包括宗教，進入中國以後，它

們在這塊土壤的存在、發展，是要符合中國社會的需要，並且與中國

本土文化相適應、相結合的。

□：方東美用英文寫的這本書，最深

把基督教的上帝同中國古代上帝聯起來，

刻在闡明《尚書‧洪範》的皇極大中精神，

以上帝為正統。我想實在天主教也沒有這

建立宗教、哲學與禮儀結合的廣大和諧精

個意思，只是嘗試與中國文化會通的一種

神，境界極高，不過在西方人看來，像看詩

努力。台灣天主教訓練也出了不少人，像輔

多過哲學。一般他們嚴格說來不是把它看

仁大學是很有學統的，出了像沈清松、傅佩

成哲學著作，卻是用詩的美描述了中國哲

榮等人，這批學者都是經過天主教士林哲

學和文化的美，可以感受到一些好的東西，

學的整套哲學訓練的。大主教羅光還寫了

但不夠哲學那種邏輯的嚴謹。當然，反而

一本中國哲學史，他對中國哲學的解釋就

較為嚴謹的應該是牟宗三哲學，可惜英語

比較是用西方天主教士林哲學的方法來進

介紹不多。我仍是博士生時，在一九八四年

行的，跟新儒學整個方法進路也不同。但

多倫多中國哲學會議及蒙特利爾世界哲學

他們有時會抬方東美來同牟先生比對，牟

大會用英語宣讀論文，介紹其思想，很多學

先生當然不高興，畢竟方先生也是一個大

者來聽，要瞭解其思想，其理論也引起各方

師，這也引起很大爭論。唐君毅是更多地同

爭論。到了成中英，則不但是用西方的英

情基督教，而方東美是沒有特別地提。到成

語，而且是西方的學術語言。他是從一篇

中英就不一樣了，成中英希望從本體詮釋

篇英文論文發表其研究，最後綜合為大體

學發展出一種神學的反省，希望基督教的

系的建立。我年青時第一次講到本體詮釋

神學能通過中國化的過程來重建，這個又

學，是在他論朱熹格物致知時提出的，是

不一樣了。不只是反映一個外來文化的衝

他最早提出這洞見，之後才發展為哲學新

擊，這個唐君毅是同情，牟宗三是反對。而

範式。

對成中英來說不是外來不外來的問題，基

大師們對基督教的觀點
我們講到西方文化的時候，還要講到
它的最高的精神文明，即基督教文明。方先
生好像沒怎麼提，不過他結合本體和方法
的普遍生命(超越形上學)哲學，是對柏拉
圖價值哲學和基督教神學的改造而產生，

督教作為一個龐大的精神文化來到中國，
能不能通過中國文化的洗禮，把基督教重
新講出來而變成中國的基督教，這也變成
一個有趣的話題。

外來宗教與文明須與中國相適
應

８

故有神學的意味。他的普遍生命本體理念

■：從歷史來看，不同時期外來的

有點像上帝，居於神秘的形上境界，把自

文明包括宗教，進入中國以後，它們在這

身的價值貫注於此世，使宇宙人生處處充

塊土壤的存在、發展，是要符合中國社會

滿神聖的生命精神，同時又引導人類一層

的需要，並且與中國本土文化相適應、相

層提升生命境界，最終回歸於價值統合的

結合的。比如說佛教傳入中國時，那之前

生命本體。這神學較近黑格爾精神，而非

中國本身的主要思想體系還是儒家和道家

純基督教的。唐先生對基督教很尊重，他

的，佛教傳進之後，可能確實是符合了當

在最高的超主客境界第一個就列入了基督

時中國思想文化領域的某種需要，帶來了

教歸向一神境界。牟先生對基督教則有意

一種精神上的補充。例如儒家講修身齊家

見，他大概那時遇到的是天主教的士林哲

治國平天下，道家追求精神上的超脫、逍

教也可以說是發展越來越快，人數越來越

安頓。佛家「知生死流轉之故，立不生不

多。佛教人數當然比基督教多，但比較散

滅之本」，啟發人思考生死問題，從精神

漫，信徒沒有組織，但學者研究指出，按有

上給人以慰藉。這也可以說是對於當時的

組織的宗教來說，在中國基督教已成第一

儒家、道家思想的一種補充，是符合當時

大教。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學者就認為受

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的某種需要的。

西方影響較大的基督教具有排他性，或者
信了基督教以後對中國傳統文化有一種不

以從中得到一些思考。
■：是的。孔子說「未知生，焉知

重視的態度，排他性成了被排斥的一個原

死」，儒家基本不談死的問題。道家追求

還是中國文化的學者。成中英是比較早地

長生久視，也不正視死的問題。其實，這

提出這個想法的學者。我作為他的弟子也

個生死觀不僅是現代人面臨的，古代人也

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另外一個大弟子費

是面臨的。佛家是正視生死苦孽，把生死

樂仁教授也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他早期

問題明確提了出來，讓人在精神上對於生

兩個重要博士生都是虔誠的基督徒，而且

死有一種安頓。上面說的，是外來的文明

都是讀過神學的，對基督教有體悟的人。他

要在中國存在發展必須符合中國社會、文

也很希望通過我們對基督教和中國文化作

化的某種需要。同時，外來文明進入中國

一個結合，因為我們對基督教有體悟，同

之後，還必須與中國文明相適應、相結

時也受過中國文化的洗禮，中國文化對我

合。還以佛教為例，佛教傳入中國之後，

們生命影響也很大。一些海外研究人員也

很注意同中國的思想靠近，特別是剛傳入

把我看成是儒家型態的基督徒，有儒味的

時，與道家思想的靠近。那時佛經的翻

基督徒。基督教要同儒家溝通，溝通點其

譯，一種重要的方法叫做「格義」，就是

實很多，只差幾個重點而已，儒家不否定

用道家的概念來解釋佛教，例如用《道德

神，不否定上帝，不過上帝沒有那麼重要，

經》裏面的「無」解釋佛教的「真如」，

因為上帝沒有救贖，上帝只是一個天在那

說明「真如」是「本無品」，這對於人們

裏，賦予人道德本性，人只要行出道德，就

理解佛教產生了作用。佛教就是在這一片

符合天命的要求了。沒有原罪的觀念，大

土壤經受了中國文明的洗禮，成為了中國

概是儒家同基督教的最大分別。原罪問題

人的佛教。至於基督教文明，要做到這一

處理並不難，關鍵是在基督教講的原罪不

點還是很不容易。今天基督教在人們的心

是原惡，一般人以為原罪就是原惡，但從

目中和在現實生活中，是很受尊重的。信

神學來說，上帝是不可能創造惡的。所以，

仰它的人絕大多數都是很善良、很真誠

惡的存在根本不是一個本體，也不是一個

的，他們有愛心，熱心於社會公益，這對

實體，惡是來自對人美善本體的虧損，或

我們構建和諧社會，建設精神文明，對於

是美善本性的扭曲，同孟子陷溺其心的意

人的素質的提高，是很有益的。至於基督

思接近。我二十多歲寫的第一本書就是用

教是否能像佛教那樣經過中國文化的洗

了陷溺的觀念解釋罪，這跟儒家的衝突已

禮，成為中國人的一種宗教，目前還看不

經很少了。當然，基督教有救贖，儒家沒有

出。但是，它確實可以成為在我們社會上

救贖，這是很關鍵的一個差別。但是儒家

很有影響力的宗教信仰之一，積極地在中

信仰的人要接受救贖的觀念，我認為也不

國人的社會生活中產生良好的作用。

是一個大的難題，因為很多基本的衝突已

□：這是很有意思的，反而是中國學

因。非常有趣的是，呼籲基督教中國化的

經沒有了，所以儒家的人可以同時成為基

９

□：特別是生死和苦這些問題，都可

從神學來說，上帝是不可能創造惡的。所以，惡的存在根

人生的必然歸宿，似乎缺少一種精神上的

本不是一個本體，也不是一個實體，惡是來自對人美善本體的虧

者希望基督教有一種中國化的過程。基督
損，或是美善本性的扭曲，同孟子陷溺其心的意思接近。

遙，而對於人的生命的終極的關懷，對於

督徒，基督徒可以同時成為儒家，這個並不

話。蔡仁厚提出很多難題要基督教回應，

難。

我就寫了一篇從中國思維來重新整理基督

從三一關係本體論來講到上帝創造的人，是彼此相關的，萬物也

是彼此相關的，這樣的說法聖經也有類似的推論，這就推出一個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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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通的宇宙，跟方東美一樣的宇宙。不過由於人的犯罪，破了這個

人和上帝、人和宇宙的關係。

跟著來的，是方東美的易經和華嚴宗

教的一些想法。那本書名《會通與轉化》已

的系統，是一個大和諧的宇宙觀，成中英

經成為討論基督教和儒家對話的經典了。

也是這樣一種宇宙觀。神學如何解釋這種

只要把希臘形態的概念去掉，以中國形態

宇宙觀呢？宇宙情懷的是方東美形態的，

的概念來講，基督教就有可能產生不同的

不只是儒家的那種道德情懷，我們剛才講

結果。不過要產生一種大和諧系統，就需

儒家還是從新儒學那一派講過去的，最後

要從關係本體論來建立。如果關係本體論

可以不很衝突的。但我就會想，這個大和

不以西方的實體觀或邏各斯的理性系統來

諧系統，基督教是如何處理的，基本上就

講，而改從基督教的神秘性和吊詭性，基

是我提到的關係本體論。因為我們所說

督教最弔詭的就是三位一體論，上帝是三

的大和諧系統，背後就是看本體以關係為

而一，耶穌是神又是人，不從本性的直線性

本。首先儒家所說的人與人的關係，人與

來講，而是從曲折的弔詭性來講，三和一

天的關係，易經的天、地、人的關係，都是

是一種關係，父子靈也是一種關係，所以上

關係的本體論。佛家更是明顯講關係本體

帝本身就是一種關係本體，而不是三個實

論，因為他講因緣起滅，法界緣起，宇宙萬

體。假如是一個實體，就很難說，是三個實

物都是彼此相關而不是單獨存在的。到道

體又不行，而從關係本體就可以處理自己

家論天地萬物，莊子用萬化這個概念，不

的神學難題。從三一關係本體論來講到上

是萬有萬物，而是萬化，事物彼此在化變

帝創造的人，也是彼此相關的，萬物也是

和相映之中，也是一個關係本體論。這樣

彼此相關的，這樣的說法聖經也有類似的

一說，基督教也是一種關係本體論不就解

推論，這就推出一個相通的感通的宇宙，

決了嗎？基督教如何可以成為一種關係本

跟方東美一樣的宇宙。不過由於人的犯罪，

體論？傳統基督教因受西方影響原是重實

破了這個人和上帝、人和宇宙的關係。最

體多於關係，現在西方基督教為什麼排他

後，上帝救贖人，重建人和上帝的關係，並

性比較重呢，首先，這同柏拉圖以來和整

且上帝和人立約，約就是一種關係，就是

個西方文化的二分法即二元思維有關，到

聖經的舊約和新約。所以，如果以關係本體

亞里斯多德，總是主客對立，天人對立，從

來重造基督教的理論，就可以跟方東美系

這個對立形態，真理就是真理，不能包容

統結合了，跟唐君毅的結合也可以（當然牟

的，其他道理什麼都不是了。這形態在希臘

宗三有些困難）。這裏我就想出一個可能，

羅馬文化下比較明顯，這是主流，但非西方

在中西文明的結合點上，找到一個以中國

的基督教並不排他，例如印度的基督教、

文化為本的本體論根據，來講西方神學，

埃及的基督教、波斯的基督教，都有不同

就變成中國的神學。

的傳統，還有東正教也不一樣。其次，這同
希臘羅馬文化的擴張性有關，亞歷山大要

去希臘化與基督教在中國之路

把自己的文化推到全世界去。這本來不是

■：這很有道理。方東美把哲學的核

基督教的，但基督教進入西方以後，受西

心看成是生命精神的體現，他所說的「生

方征服其他文化的精神所影響。當西方強

命」是指「宇宙的普遍生命」，不是指一

大時，英國、美國等帝國主義的強國就有

個人的小我的生命。宇宙是這個普遍生命

一種文化的征服性。我們要把基督教非希

大化流行的境界。那麼，在這個大化流行

臘化，非西方化，這是我三十歲左右就提出

的境界中，每一個小我的生命，都要和其

的，當時同儒家掌門大師兄蔡仁厚進行對

他的萬事萬物發生關係。從這個角度講，

立的體制。這就會產生問題，如果美國認

生批評西方哲學的二分法，說從柏拉圖開

為我的思維就是這樣，我是最強的、最好

始，西方哲學傳統將人與客觀世界割裂開

的，你要學我一樣就是最好的，任何有點

來，以主客二分、天人對立的思維看待人
與世界的關係，將人的世俗生活與真善美

尊嚴的民族都不會跟從。
■：這是於無形之中把自己看成唯一

的價值世界割裂開來，認為人只有脫離世

的標準，包括思維也是唯一的標準。

俗世界這個「罪惡的淵藪」，才能實現真
善美的價值理想，因此西方的哲學形上學
是一種「超絕」的形上學。而中國哲學的

中國大陸對方東美與新儒學的
研究

形上學則是一種「超越」的形上學，以主

□：我們再回到方東美哲學。您研究

客一如、天人合一的思維看待人與世界的

方東美哲學，最初是從什麼個人經驗開始

關係，主張人與客觀世界不可分割、世俗

的？

生活領域與真善美的價值世界不可分割，

■：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前，方東

人們正是在世俗生活中實現真善美的價值

美作為一代哲學大師，即使在他的故鄉安

理想，也就是「極高明而道中庸」。所以

徽桐城，也幾乎很少有人知道他。因為他

就像您剛才講到的，西方哲學與文化，包

在台灣，而那時兩岸是隔絕的。八十年代

括基督教文明，如果「去希臘化」，去掉

中期，隨著思想解放運動的開展，學術研

希臘、羅馬文化在歷史上的一些不好的內

究的一些禁區就衝破了，方東美研究才逐

容，例如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然後再結

漸進入大陸學術界的視野。一九八七年，

合中國哲學所說的這種關係本體，並且將

全國「現代新儒學思潮課題組」成立了，

這種關係本體最終落實到追求萬事萬物的

這個課題被列為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重

和諧，那麼從這個角度理解基督教文明，

點課題。這在當時是一個很大膽的突破，

它就有可能成為我們中國文化的有機成

因為此前新儒家的研究在「左」的路線下

分。

是不可能開展的，特別是新儒家幾位重要
人物都在港台，更是一個問題。著名哲學

督教核心價值，以中國思想方法來整理和

家方克立、李錦全教授擔任這個課題組的

表達基督信仰，創作中國神學去回答中國

主持人。我們安徽社科院哲學所蔣國保先

人的問題，基督教就生根中國了。用中國思

生和我接受了研究方東美哲學的任務，當

維消化基督教，可使基督教與中國文化融

然這也與方東美是我們安徽先賢有關。那

合，為基督信仰開出一個新的神學維度。

時起步很艱難，大陸上難得讀到海外圖

基督教不能以高高在上的態度，以西方宗

書，當時可以找到方東美著作全集的地

教形態臨在中國，卻須謙卑，學耶穌基督，

方，就是北京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國

成為人類的僕人，願意低低在下服事人民，

保和我就在中國人民大學招待所的地下室

且基於信仰的核心真理觀，尊重中國文化

那一層住了一個多月（當時課題經費極為

的價值，承擔中華民族發展的使命。這也

有限，而地下室那層比較便宜），每天跑

可激發一向以西方為主的世界，不但中國

到國家圖書館查閱方東美的著作，國家圖

面對西方時要用西方的語言和思維，而且

書館的書不讓借出來，我們就一本一本地

西方也要用中國的思維方法與特色，才能

複印了方先生的全部著作。複印的書篇幅

跟中國進行溝通。現在美國同中國溝通較

比原著多，等我們返回合肥時，每個人都

難，就是因為它不懂中國的思維方法，它以

提著一紙箱複印資料上火車。回到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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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們用中國思維來消化基

而中國哲學是一種「超越」的形上學，主張人與客觀世界不可

客體以及其他各種關係的本體。方東美先

分割、世俗生活領域與真善美的價值世界不可分割，人們正是在世

為世界只有一個共同標準，就是美國所建
俗生活中實現真善美的價值理想，也就是「極高明而道中庸」。

人這個本體也是關係本體，是體現主體與

在方東美看來，無論儒家、道家、墨家、佛家以及宋明新儒

家，都是以生命為本體的，都是高唱生命禮贊、抒發生命精神的。

１２

這種對於生命的肯定，都表現在了他的筆下，所以讀他的書很有情

趣。

我們就開始「啃」這些書，方東美研究就

套書就瞭解到新儒家大師的主要看法。說

這麼起步了。方東美文思敏捷，思維富於

起來海外這二三十年來，能拿出研究大師

跳躍性，有時像天馬行空，而且他的詩人

們學問的著作並不多。反而在中國大陸那

氣質也在文字中屢屢展現出來，因此讀他

幾年確實是出了不少好東西。您們自己的

的書一開始不太好把握，慢慢讀到中間才
看出他的理路，看出他從青年學生開始做

研究方東美的成果如何？
■：從八十年代開始，我們分別發表

學問的基本進路，越來越感到他的書並不

了一系列研究方東美的學術論文，其中很

枯燥，因為他不是純粹的邏輯推演，而是

多被有關刊物轉載。海內外第一部研究方

在理論的闡述之間，都有他自己的思想和

東美的學術專著《方東美思想研究》（蔣

情懷的表現，尤其是他對於生命精神和生

國保、余秉頤著）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

命情調的表現，讀來令人感到生氣勃發、

版，並於前兩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再版。

意趣盎然。在方東美看來，中國哲學的幾

我們所作的研究，有一些書刊也注意到。

大派，無論儒家、道家、墨家、佛家以及

郭齊勇教授的《近二十年中國大陸學人有

宋明新儒家，都是以生命為本體的，都是

關當代新儒學研究之述評》、胡治洪教授

高唱生命禮贊、抒發生命精神的。這種對

的《近二十年我國大陸現代新儒家研究的

於生命的肯定，都表現在了他的筆下，所

回顧與展望》、顏玉科教授的《方東美哲

以讀他的書很有情趣。方先生學術著作的

學思想研究簡述》等文章，都介紹了我們

寫法往往也是別具一格，例如他早期的

的研究。顏玉科的文章（見《孔子研究》

《哲學三慧》，就是用一種戲劇場景式的

二○○五年第三期）還介紹、評論了我對

描繪，分別描繪了中國、希臘、歐洲這三

於方東美所說的「情」的理解，學術界對

種世界上典型的哲學智慧，讀來就有那種

於方東美的「情」有不同的理解，我認為

理和情的交融，是一種享受。

方東美所謂「情」指的是對於人生真善美

再說說課題組的研究，課題組成員也

的價值的嚮往和追求。

不多，但對於梁漱溟、張君勱、熊十力、

□：這種追求是一種 對真理追求的

馬浮、馮友蘭、賀麟、錢穆、唐君毅、牟
宗三、徐復觀、方東美十一位現代新儒家

情，也是一種靈性的追求。
■：您這個提法很好，方東美的

代表人物都展開了研究。當時課題組主持

「情」不是一種純理性的、純邏輯的，而

人的思路就是先把這些新儒家代表人物的

是一種內心向善的情懷，是為了提升人的

學術資料系統地、準確地整理出來，因為

生命價值。

在長達幾十年之間大陸上基本沒有他們的

□：是一種靈魂裏面的追求，中國大

資料。這可以說是課題組的第一項工作，

陸比較喜歡用「精神」這一辭彙，海外喜歡

這項工作的成果就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出版的「現代新儒家學案」，

用「靈性」這個詞。
■：我們的研究範圍，還從方東美哲

這部書分上、中、下三部，包括十一篇

學的個案研究擴展到現代新儒家哲學的整

《學案》，分別介紹了這十一位新儒家的

體研究，特別是現代新儒家文化哲學的整

代表人物。在每位新儒家的《學案》中，

體研究。蔣國保先生出版了專著，台灣學

前面是一個學術思想評傳，後面則是體現

生書局出版了我的《認識新儒家——以價

他們主要觀點的學術資料選編以及主要著

值觀為核心的文化哲學》，拙著探討的是

作年表。這可能是大陸當時研究新儒家的

現代新儒家三代人的文化價值觀，是專門

一部標志性的著作。

從文化哲學這個角度研究現代新儒家的。

□：據我所知，很多學者就是看這一

哲學功能在批導文化生態

就是「批導文化生態」。文化可以說是很

命精神，而在方東美看來，不同民族的生

抽象的，很玄很高，但文化也很現實，就

命精神在價值取向上是有區別的。因此，

在我們的生活中間。方東美認為哲學思維

方東美文化哲學第二部分，就是注重民族

就是要關注這個文化生態，文化中最核心

生命精神的比較文化學，其特點是注重民

的東西就是哲學，這是文化的精神核心，

族生命精神的價值取向。他比較不同民族

指導文化的演變、發展。所以方東美從事

的文化，不是過於注重具體的、技節的、

哲學研究，一直是同文化緊密聯繫在一

外在的東西，而是抓著最核心的東西，就

起。方先生還有一句很有名的話就是：任

是民族生命精神。他認為在每一個民族

何一種哲學研究不同文化聯繫在一起，那

中，都有一種共同的哲學智慧，他稱之為

就不是真正的哲學，所以最後的概括是，

「共命慧」。每個民族中的大哲學家都有

任何一種哲學都不能不是文化的哲學。

他自己的哲學智慧，他稱為「自証慧」，
老子、孔子、柏拉圖、蘇格拉底等哲人都

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以哲學為核心的文

具有這種「自証慧」，這是他們個人的哲

化價值觀，探討的是如何看待某種文化的

學智慧。但在任何一個民族裏面，都有一

價值的問題。方東美批導文化生態，就是

種基本的「共命慧」，不同的民族有不同

看它的核心即哲學價值，方東美的文化哲

的生命精神，不同的生命精神決定了不同

學是以哲學為核心的文化哲學。他比較不

的哲學「共命慧」，不同的哲學「共命

同民族之間的文化，都是從哲學的角度來

慧」又決定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形態。方先

進行的。方東美把哲學和文化是看作融會

生說，希臘文化注重求真，因為希臘民族

一體的，當然，這融會一體的核心還是哲

的哲學「共命慧」是如實慧，它決定了希

學，還是人的生命精神的表現。

臘文化的核心是求真，最後演變成一種契

□：這麼說來，方東美把文化看成一

理文化，就是契合事物之理的文化，因為

種宇宙的生命力的表現，宇宙的生命力表

求真，要「如實」，這個理就很重要。西

現在人性，人性表現在文化，這樣就推出來

方科學就是起源於希臘文化的求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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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基本上將方東美的文化哲學分成

在方東美看來，不同民族的生命精神在價值取向上是有區別

■：您概括得對。人性也就是人的生

的。他比較不同民族的文化，不是過於注重具體的、技節的、外

了。

在的東西，而是抓著最核心的東西，就是民族生命精神。

□：您對方東美的文化哲學如何看？
■：首先他認為哲學的一個基本功能

看中國人最深的屬靈境界，體會是天地人中的人，參贊天地化

育，而達超越的精神生命，這是從易經到整個中國文化最深的精神

期待。基督教如何找出這種境界的神學，可能是基督教要中國化的

最大挑戰。

而近代歐洲民族文化的「共命慧」被方東

因為每一個民族都有它的精神或靈性的期

美稱為「方便巧」，這是一種給歐洲人帶

待，土人也有。只有滿足這個民族的精神或

來很多物質享受、生活便利的機巧。「方

靈性的期待，宗教才能生根。這也引起很

便巧」決定了近代以來的歐洲文化是一種

有趣的討論，比如在中國，雖然民間有很多

「尚能」文化，就是崇尚能力的文化，近

人信了，但作為一個民族很深的期待，是不

代科學技術正是這種能力的體現。方東美

是已經達到了呢？這是需要思考的。基督

對近代歐洲文化的批評比較多，認為它在

教在深入思考中，這種民族的期待如果是

精神上不如希臘文化。至於中國民族文化

各種「慧」的話，能不能把基督教變成一種

的哲學「共命慧」，方東美把它稱為「平

「平等慧」呢，建立根於中國廣大和諧思想

等慧」，所謂「平等」指的是萬事萬物的

的「妙性神學」？我以前寫過的文章也討論

平等與和諧，這是一種天人合一的「廣大

過這個問題，看中國人最深的屬靈境界，體

悉備的和諧」。這種「平等慧」決定了中

會是天地人中的人，參贊天地化育，而達超

國文化是「妙性文化」，它追求人性的高

越的精神生命，這是從易經到整個中國文

尚、美妙，追求真善美的價值理想。上面

化最深的精神期待。基督教如何找出這種

的內容用方先生的話來說，就是「希臘如

境界的神學，可能是基督教要中國化的最

實慧演為契理文化，歐洲方便巧演為尚能

大挑戰。這是從文化哲學想到神學反省的

文化，中國平等慧演為妙性文化」。我把

一個有趣的話題。

這一部分理論稱為方東美的注重民族生命
精神的比較文化學，它與方先生以哲學為
核心的文化價值觀共同構成了方東美文化
哲學的基本思想。這種文化哲學引導人們
領悟生命的境界和人生的意義就在於生命
精神的不斷超升，最後落實到一個真善美
的價值世界。

後殖民文化的反思
□：方東美有一些創造性的名詞，很
有智慧地表達不同文明的價值，又很有智
慧地從中華文化的價值，提昇到全人類的
價值，具有普世意義。這裏也涉及一個很有
趣的問題，就是基督教話語中有一個後殖
民地神學的問題，西方經常有後殖民地或
東方主義的討論，就是說從前東方很多地
方都是西方殖民地，這些殖民地中很多人
是信基督教的，當神學家研究，一些地區
的土人整個生活形態已是基督教的，但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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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還是對祖先仍然有一種感情，是從他
自己那個民族的深層意識那裏來的。所以
基督教好像從外面改變了很多文化，但裏
面還有從他那塊土地來的特性，這種特性
是他這個民族的精神或靈性的一種期待，

The Dialogue about the Philosophy
and Aesthetics of Dongmei Fang
Bingyi Yu (Anhu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homas In-Sing Leung(Editor in
Chief, Cultural China)
Abstract: The two scholars discuss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ongmei Fang’s
philosophy. Dongmei Fang represented
a major pa r t of t he ph ilosoph ical
research in China in the 20th cent ur y.
He also established a relative complete
philosophical system. The two scholars
noted that Dongmei Fang’s system has
a special sentiment, which includes the
u n iversal sent i ment a nd t he roma nce
toward Greek culture. Dongmei Fang had
a great sense of the beauty and harmony
of the universe. We see a spirit of life in
Dongmei Fang’s “The Ontology of Life”.
By the spirit of life, he joined philosophy
and truth-virtue-beauty together.
Key Wo r d s: D o n g m e i Fa n g;
Philosophy; truth-virtue-beauty.

本期特輯

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論叢

「王道」政治的理想與反思
──論向整體的公正和秩序過渡
■ 孫美堂
中國政法大學

摘

政治理想，缺少由個人善向社會善過渡的

生提出了「為萬世開太平」之說，在學界曾

必要環節。試圖將其不加批判地改造，直

產生過不小的影響。盛洪先生認為，西方

接用作當今社會治理和制度重構的良方，

社會奉行的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它把弱肉

是不現實的。西方啟蒙運動以自然法為前

強食、生存競爭的法則從自然界搬到人類

提，以契約倫理為原則，通過自由超越，

社會。經濟競爭、技術競爭、軍事競爭、掠

完成由個體的理性和自由向整體的公正和

奪資源的競爭，這種競爭模式使世界處於

秩序過渡，可以作為我們反思「王道」政

「戰國時代」，長此下去人類文明只能走向

治、建構公共秩序的一面鏡子。

毀滅。中國文化是王道文化、天下主義，它
主張「懷柔」、「仁政」和「德治」，以推己
及人的邏輯將愛心推廣至天下。因此中國

秩序。

文化的真正的歷史使命是結束戰國時代，

一

復興天下主義，完成人類文明的轉型[注
一]。

九十年代以來，隨著「革命」話語降溫

另一位有影響的人物是蔣慶先生。他

和烏托邦理想主義祛魅，中國思想理論界

以儒家為中華文化的正統代表，儒教興則

出現了向民族傳統回歸的思潮，表現之一

中國興，儒教衰則華族衰中國衰，所以要

是試圖從道德良心和王道政治中尋找當代

復興儒教。他承認「心性儒學」在現代未

社會治理和制度重構的思想資源，甚至救

能「開新王」，要代（或輔）之以「政治儒

世良方。前者以治倫理學的朋友為主，他們

學」。
蔣慶認為，公羊學「隆禮重制」就是

來解決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後者以治中

重視制度建設，用制度完善人性，規範政

國文化（哲學、思想）史的朋友為主，他們

治，以實現「王道」——「大一統的政治禮

呼籲用儒家的「王道政治」、「天下主義」

法制度」。漢代是實踐政治儒學的典範：如

置換西方社會的「叢林法則」。這兩種主張

嫡子繼承制、親迎制、三田制、選舉制和郊

遵循同樣的建構邏輯：從個人心性修養（善

制。今天亦用這樣的政治儒學來「復古更

良本心發明、君子人格養成）做起，推己及

化」，「就是用儒家的政治智慧和指導原

人，由小家推至「大家」以至「天下」，即所

則來轉化中國的政治現實，在中國建立起

謂「內聖外王」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

源自天道性理的合法的政治秩序……」[注

下」的模式。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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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倡「以德治國」，鼓吹通過思想道德修養

隨著「革命」話語降溫和烏托邦理想主義祛魅，中國思想理論界

關鍵詞：王道，啟蒙，社會善，公共

出現了向民族傳統回歸的思潮，表現之一是試圖從道德良心和王道政

九十年代，中國社會 科 學院 盛洪先

治中尋找當代社會治理和制度重構的思想資源，甚至救世良方。

要：被不少學者稱道的「王道」

這種回歸 傳統甚至復古的呼聲，往

可謂開「王道」政治之先河（韓愈等把這

往伴隨「抵禦西方」的主張。至於何謂「西

個「道統」追溯到「堯舜禹湯文武」，未免

方」、為甚抵禦等，這種主張的思路又不甚

誇大其詞，故弄玄虛）。孟子則是「王道政

清晰，邏輯不甚嚴謹，常常把「西方文化」

治」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提出了系統的「仁

這種宏大而籠統的概念歸結為某一文化元

政」、「德政」主張，並用性善論為其確立

素；又用某些局部而非全面的事實來否定

理論根據。仁君以德治天下，以不忍之心行

這種元素的合理性，從而得出拒斥全部西

不忍之政，就能恩澤四海。內修己德，外安

方文化的結論。

百姓，通過道德感召力使天下百姓歸順。

例如，盛洪先生就通過某些事例論證
西方遵循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從一個

後世儒家雖有進一步論述，但大抵無出其
右，故我們以孟子為例分析。

角度看這當然也是事實，就像它的反例也
是事實一樣）；蔣慶先生則把科學、民主與

孟子 的「王 道」說 有幾 個前 提 或假
設。

「西化」等同：「開新王」不必也不應該實

1、人性本善。人人天性善良，皆有是非

行民主，因為民主的理念雖然有普遍性，

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不忍之心。作

但它是西方獨特的歷史文化傳統的產物。

為家子，發明這種本心，立身做人，推己及

「科學民主只是西方文化的一種具體表現

人，就是孝子；作為人臣，發明這種本心，

形式，不是人類歷史在邏輯上發展的必然

立身做人，推己及人，就是忠臣；作為君

方向，如果某一民族的文化朝此方向發展，

王，發明這種本心，立身做人，推己及人，

只能是『西化』而非是實現人類『共法』」

就是理想中的聖王。

「王道」理想和天下主義藍圖，實際上假定了個人善與社會善追

求同一目的價值，私人交往與公共交往遵循同一行為規範，個人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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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養與公共文明建設應用同一價值標準，個體善與共同體善可按同一

邏輯培育。

[注三]。中國如果實行民主，儒學和中國文
化就不復存在矣！

2、家國同構。支配「王道」理想的實
際是宗法精神：家庭倫理擴展為政治法律

從中華民族傳統中發掘思想文化資

倫理（如「三綱五常」），血族關係類比於

源，經批判反思和現代重構，用於當代文化

公共交往關係（如君臣與父子類比），血緣

與價值建設，筆者完全贊同。但如果離開

親情擴展為博愛精神和天下情懷（如「老

史實不加考辯地美化「王道」理想，把複雜

吾老以及人之老」、由「孝悌」而「忠義」）。

的歷史簡單化、抽象化為某些特定的判斷

所有這些都需一個前提：家是國的原型，國

句，並以此為據來拒斥西方、回歸傳統，筆

是家的擴展。這是小農經濟和宗法家長制

者不敢苟同；尤其是，這種學術主張與社

時代人們所能構想的社會藍圖。

會那些動輒罵人「漢奸」或「敵對勢力」的

3、公共善與私人善同一。以個人修

民粹主義、蒙昧主義結合，抵禦世界主流價

為、血族倫理為基礎構築起來的「王道」

值，抗拒文明進步，這就是一種值得警愓

理想和天下主義藍圖，實際上假定了個人

的現象。

善與社會善追求同一目的價值，私人交往

當然，這是一篇文章無法解 決的問

與公共交往遵循同一行為規範，個人品德

題，本文僅從一個角度——個人善向公共

修養與公共文明建設應用同一價值標準，

善過渡的邏輯——分析上述問題，提點個

個體善與共同體善可按同一邏輯培育。因

人粗淺看法。

此，身修家必齊，家齊國必治，國治天下必

二

平。
一般而言，「天下主義」、「王道」理想

孔子「為政以德」、「修文德以來之」

會受到兩方面質疑。第一，它在歷史現實

等思想，以及他（據說）對三代盛世的感

中有多少是真實的，多少是人們的憧憬甚

慨——「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云云，

或虛構？它恐怕更多的是存在於文獻典籍

公共生活秩序與個人思想道德不存在本質

綏靖政策，對內奉行「霸道」和弱肉強食的

區別，遵循同樣的邏輯；社會善可以歸結

「叢林法則」。如果罔顧史實，鼓吹一種從

為個人善的簡單相加，道德良心可以簡單

來沒有也不可能實現的幻象，並用以抵禦

擴展或過渡為公共秩序社會制度。只要用

世界主流文化，如此「復興」只能是緣木求

道德手段把人人都訓練成「君子」，整個社

魚。第二，「王道」理想的人性論基礎——

會就一定是「君子國」。

性善論，是否站得住腳？它假定先驗的、

從人的善良本性出發能否達到正義的

與生俱來的人性，而不是在現實生活和實

公共規則？其內在邏輯是什麼？社會善能

踐中生成和塑型的；每個人的本性沒有差

否歸結為個人仁愛之心的擴展？為什麼？

異，都是善的。差異只在於人們如何處置

從個人的私德到公共秩序之間有沒有過渡

這些善性，是將其玷污埋沒，還是將其發

的橋樑？如何過渡？總之，個人善與社會善

揚光大？這種形而上學的假設不具備可證

能否統一？如何統一？這個前提需經批判

偽性，無法駁倒基於同樣方法提出的性惡

和反思。

或無善無惡等假設。誠如薩特言：人是「存

公共規則與個人操守、社會善與個人

在先於本質」，「人碰上自己，在世界上湧現

善之間存在本質的區別，遵循完全不同的

出來」，「把自己推向未來」，使自己成其為

邏輯。

所是[注四]。如果「王道」理想賴以自足的

公共善是以公共性為特徵的社會關

性善論基礎不能成立，它自身也就失去了

係、制度、規則所體現的善，是公共交往領

邏輯前提。

域的事，如經濟關係、政治和法律制度、職

從制度建構或者從個人善向公共善過

業倫理等，它針對的主要是陌生人的社會；

渡的機制說，「天下主義」、「王道」理想，

個人善是私人生活領域的事，它關涉的是

如果不經批判的重構，直接作為當今社會

親人、朋友等熟人圈子。公共善的建設涉

治理乃至全球治理的工具，必然會面臨諸

及經濟、政治、文化、法律、宗教等一系列

多困難。

複雜的因素，特別是這些因素的建構方式

1、社會治理、公共秩序建構，與個人

和運行機制；個人善則簡單得多。公共善以

道德修養，其本質內涵、目的價值、遊戲規

超越個體特點為重點，著眼於整體、系統、

則，是完全不同的。把公共善理解為個人

宏觀的層次，是社會的關係、制度、規則所

善簡單累積和推廣，把兩類性質完全不同

體現的公共價值取向；個人善著眼於微觀

的事情混淆，是「王道」理想主義者致命的

層次、私人生活空間，關涉個人的品德修

邏輯錯誤。

養、價值觀、思想境界，以及由此表現出來

「王道」政 治以 人性善的承諾為 基

從制度建構或者從個人善向公共善過渡的機制說，「天下主

際生活。歷史上更多的恐怕是：對外奉行

義」、「王道」理想，如果不經批判的重構，直接作為當今社會治

性」假定為抽象的、固有的先天善。它假定
理乃至全球治理的工具，必然會面臨諸多困難。

中，存在於迂闊文人的頭腦裏，而不是實

的言論與行動上。

礎，其制度建構和社會治理思路，是把每

公共善的建設，目標是確立公平、正

個人的善良本性發明出來，整個社會就成

義、自由、幸福、人道等社會價值，和諧、

了「君子國」。用今天的話說，只需提高思

合理、有序、效率等公共規則；個人善的建

想認識和道德修養，就實現全社會甚至全

設，目標是培養高尚人格，培養人的善良仁

天下的普遍善。這種邏輯把公共生活領域

愛之心。
正如整體不是個體簡單相加、系統不

等）歸結為單一的道德問題，再把公共道

是要素的堆積一樣，社會善、公共規則的

德和社會價值準則問題，轉換為私德和個

合理性，不是個人行為「慎獨」擴展的結

人價值觀問題，進而把複雜的和動態的「人

果，一定意義上說恰恰相反，它是要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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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比複雜的問題（政治、經濟、法律、社會

這樣的機制：社會價值和公共規則不受個

在「德」和「法」的字面上和抽象形式上

人品德影響，而是反過來影響個人善惡的

做文章：一自律，一他律；一為個人自覺，

發揮。誠如鄧小平所說：「制度好可以使壞

一為社會強制云云，但關鍵問題恰恰被遮

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

蔽了：如何理解「治」？誰來「治」？「治」

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注五]。好

誰？為誰和為什麼「治」？在「治」中，人們

的社會是行善較易而做惡較難，壞的制度

的權利義務是否平等？論者實際上假定自

相反，較能把人性中的惡激發出來，並使個

己是統治者或統治者的「高參」，老百姓是

人行善難。如果一個社會的公共關係、規

被「治」的對象，「德」也好「法」也罷，是

則、管理出問題，即使個人願意行善，也很

「治」老百姓的手段。

難實現，故時下有「做好人難」、「做好人吃
虧」、「逼良為娼」、「小人得志」之說。

無 論 是 主 張「德 治」還 是 主 張「法
治」，都是強調公民的約束：公民的自我約

意識到個人善與公共善之間存在本質

束或者是國家機器對公民的外在約束。人

的區別，並根據這種區別採取不同的建構

民大眾不是道德和法的主體，而是道德與

方式和路徑，這是公共秩序建設、社會善

法「治」的對象；無論是道德還是法，都不

養成的基本前提。

是公民交往中自我創造、自我遵循、自我

2、民主價值的缺失和歷史主體的錯

完善的公共規則，而是精英們製造出來用

位，決定我們不可能按「王道」理想建構現

以制服大眾的工具。「治」就是如何說明統

代公民社會和法治文明。

治者達到統治目的。我既有「法」這種剛性

「王道」的目的仍是「王天下」，是讓百姓擁戴一個偉大而仁慈

的君王，就像孝子愛戴自己的慈父。「王道」政治說到底仍然是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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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民術」，這樣的「王道」和「仁政」，嘴裏說的漂亮，事實難免

不虛偽。

「王道」相對於「霸道」言，有更多的

手段，也有「德」這種柔性手段。你能夠內

人民性和人道價值，它有許多有價值的思

省、自律、順從，我就用「德」約束你；你不

想，在經過現代改造和提升的基礎上用

能乖乖馴服，我就用「法」強制你！這種思

於制度建設，對此筆者完全贊同。但我們

維本質上沒有超出宗法專制主義「恩威並

不可忽視的是：「王道」的目的仍是「王天

施」、「德主刑輔」的窠臼。

下」，是讓百姓擁戴一個偉大而仁慈的君

現代政治和法律，必須人人享有平等

王，就像孝子愛戴自己的慈父。美好的理

的權利，也平等地承擔義務，這只能是民

想主義光環裏隱匿的是這樣一個前提：

主和法制。如果社會還分為聖王與臣民、精

國家政權不是全體公民的，不是公器，而

英與百姓，如果一種制度設計仍以權利義

是某個家族的「江山」、「家產」；「聖王」

務不對等為前提，那樣的政治即使吹得再

所「王」的那個「天下」，不是共同體的組

美好也未必是我們所需要的。

織方式或「自由人的聯合體」，而是「家天

3、「修齊治平」類「王道」建構邏輯，

下」；「王道」政治裏沒有獨立和平等的公

是宗法小生產時代的產物。試圖將此類遊

民，只有人主和臣民；士人們獻計獻策，不

戲規則用作當今社會治理「良方」，這種歷

是作為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管理，而是「為

史的「穿越」是不可能實現的。

稻粱謀」。

「王道」政治的建構邏輯是「修齊治

假如本文這番話能成立，那麼「王道」

平」、「內聖外王」，它從「修德」、「修身」

政治說到底仍然是一種「牧民術」，這樣的

開始，將「孝親」和「忠君」統一，建構起

「王道」和「仁政」，嘴裏說的漂亮，事實

「君臣、父子、夫婦」之「三綱」，並認定這

難免不虛偽。

就是「人倫」、「人道」。孔子的弟子有幾句

「王道」理想、仁德政治等觀念在當

話清楚地表現了這種邏輯：「有子曰：『其

今復活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流行的「以

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

德治國」論。通觀這方面的論證，幾乎都

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

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注六]。所以

裏，各種隨機因素、不確定因素，都可能爆

「內聖外王」的前提是把國等同於家，用家

發，進而改變整個系統的性質、運行路徑。

庭、家族和熟人圈的交往規則套用到公共

故貝克（Ulrich Beck）稱現代社會為「風險

生活領域。

社會」（risk society）。這樣的社會，靠宗法

作 為「王 道」政 治 理 想 的「三代 盛
世」，在人們的想像中，只不過是溫暖的大

小生產時代的遊戲規則來維繫，甚至「拯
救」西方文明帶來的危機，顯然不現實。

家庭：「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

筆者無意否認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

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

如果「王道」政治憧憬的許多美好的內容

者皆有所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

真能成為現實，本文也樂觀其成。

幼以及人之幼」[注七]。

本文的觀點：從總體上和根本上說，

為什麼會這樣？中國原始的血緣家

不經過歷史實踐的轉換和自由的超越，就

族組織在沒有強大經過衝擊和重組的情

試圖把「修齊治平」、「內聖外王」的模式用

況下，直接過渡到國家組織，形成「家——

於今天的現代化建設，那是不可能的。如

國同構」、「宗廟社稷一體」等社會結構。

果再以民粹主義情結，把「王道」政治想像

與此相適應，家族文化比較完整地保留下

的無限美好，把西方文化簡化為「霸權主

來，成為國家文化的元素。表現在：國家這

義」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不僅要抵制

一公共政權被理解為「江山」——一種擴

它，還要去「和諧」別人，用「王道」政治、

大的家產。它不是全民的，而屬於某個家

「天下主義」取而代之，我擔心，這正符合

族；官員（最高代表是皇帝）與人民的關

當今排斥世界主流價值和文明進步的專制

係，被理解為家長與家子的關係。借助這

主義的胃口。

些社會規範，一種比較原始的宗法關係得

以民粹主義情結，把「王道」政治想像的無限美好，把西方

值觀，日趨多元化。在一個大型複雜性社會

文化簡化為「霸權主義」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用「王道」政

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

治、「天下主義」取而代之，這正符合當今排斥世界主流價值和文

無限複雜。人們的行為方式、思維方式、價
明進步的專制主義的胃口。

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子夏

三

以持久維繫。宗法小農社會，經濟和社會
結構簡單，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家庭、宗

西方現代社會最成功的地方之一是：

族幾乎是全部公共生活空間。公共生活領

在承認每個人的理性權利和自由意志基礎

域與私人生活領域、社會善與個人善之間

上確立公共交往規則。或者說，以承認個人

的差異或許可以忽略，人們勉強可以把私

自由權利為前提，借助「契約倫理」，實現

人交往模式推廣到公共領域，權做公共交

整體有序。在這方面，啟蒙運動起了關鍵

往規則；可以用個人善權做社會善的替代

作用。啟蒙運動在批判中古文明、重構現

品。

代西方文明時，如何將個人的理性、自由與
但是，以現代化和全球化為標志的社

公共正義規則統一起來？對這個問題做粗

會，是一種大型複雜性社會。家庭的社會

淺的探討，對解決我們面臨的問題也許有

功能越來越淡化、邊緣化，家庭生活退居

借鑒意義。
從形式上看，中國儒家和西方啟蒙思

術、經濟、信息等等的聯繫和交往，使人們

想家都是從抽象人性論假設出發。前者假

間的社會關係日益複雜。借助現代化的手

設人性本善，後者假設「自然法」，以及人

段，以往無法想像的聯繫，現在瞬間即可

本有的理性和意志自由。但儒家性善論假

完成。

設是道德標杆理想化的結果，如前述，不

這種普遍聯繫，也使得社會生活和公

具備建構公共秩序的對接機制；啟蒙運動

共交往的元素、路徑、層次、意義、角度等，

的「自然法」、理性和自由意志等預設，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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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純的私人生活。公共交往領域，科學、技

是通向公共秩序的前提和基礎。

識、確立「認識何以可能」的邊界等。理性

作為現代西方政治和法文化的基石，

也是人的天賦能力，人應該也有權利獨立

「自然狀態」顯然不是信史，而是啟蒙思想

地運用自己理性的能力。正因為如此，康得

家為建構自己理論體系的邏輯預設：他們

便說：「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

試圖刨開文明社會的表土，還原人和社會

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Sapereaude!要

的「原初狀態」——實際是以抽象推論和

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注八]從這個

虛構想像得出的他們心目中的「應然」狀

意義上說，理性是對人的主體性、對人的

態：公共權力和規則「本來面目」究竟是什

權利與責任的確認——而人能作為主體立

麼？統治這種應然狀態的「自然法」，是文

起來，是構建現代民主法制的前提。

明社會政治和法的本性、本源，以及必須時

第二，理性意味著規則、有序，意味著

時返回的原點。從霍布斯到盧梭，關於「自

具有客觀普遍性的原則。人是有理性的，亦

然法」說法不一，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那時

即按其本性說，人的思維應符合邏輯，辦

不存在國家機器、不平等的權利義務、奴

事遵循規則。由這樣的人構成的社會自然

役和被奴役關係，人人平等和自由，完全按

也就是由客觀普遍的秩序和法則支配的社

自然法則生存。正本清源，現行的國家和

會。

法律制度也應該按照這樣的原則和理念建
構。

啟蒙思想家用理性的法則評判和解釋
一切：知識和真理、社會和行為規範、公德

按康得的觀點，無意志自由，人們就無法做出抉擇，也無法承擔

２０

責任。因此，在實踐理性領域，人的意志是自由的。或者說，宗教、

道德、藝術等生活得以進行，前提是意志自由。

「自然法」有多方面的意義：它設定了

和良法、自然規律和法則……「一切都必須

作為社會基礎和公共秩序的前提，即每個

在理性的法庭面前為自己的存在作辯護或

人出自天賦的自由平等權利，這也是政治

者放棄存在的權利。思維者的知性成了衡

和法律應圍繞的軸心、應回歸的原點。反過

量一切的唯一尺度」[注九]。啟蒙思想家將

來說，不自由、不平等是違背自然法則和人

社會生活的本質、公共秩序的建構原則、

的天性的。

社會管理運行的價值導向等抽象到理念、

這也為公共權力的契約論闡釋做了鋪
墊——公共權力不是專制獨裁者天然擁有

理性層次，對它們進行深入分析和批判性
反思。

的，而是每個人權利讓渡的結果，國家是

在敲定了客觀普遍性原理和最高價值

人民自由協議的產物；還有，自然法是「和

根據之後，再以此作為具體的倫理、法律、

我們與生俱來的法律」，它是超越中古和

社會等的依據。黑格爾雖然是國家主義

近代各具體法律之上的法，也是各具體法

者、普魯士專制王權辯護士，但他的思想仍

律的來源和應該依據的藍本，「人人生而平

有啟蒙意義，就是因為他通過對理念無上

等」、「天賦人權」等自然法則是形上原則，

的推崇和無比深入的剖析，為倫理、市民

其他法則是摹本、派生。

社會和國家確立客觀普遍性的規則，避免

「理性」是啟蒙思想家對人和社會的

將公共法則主觀隨意化。故他說：「法和倫

第二種假設，這種理論預設的功能也是以

理以及法和倫理的現實世界是通過思想而

對個體的充分肯定和尊重為起點，過渡到

被領會的，它們通過思想才去的合理性的

社會整體的合理性建構。「理性」有兩種既

形式，即取得普遍性和規定性，這一形式

相關又有區別的意義：

就是規律」[注十]。

第一，理性即人們獨立自由的思想，理

意志自由是對人的第三個前提假設。

性是科學精神、科學思維方式，是迷信和

大家知道，意志自由思想是奧古斯丁為論

盲從的對立面。它崇尚懷疑和反省，要求實

證上帝信仰而提出的，這一理論演化為宗

證經驗和合乎邏輯的推理，反對「啟示」知

教寬容和信仰自由的思想，進而演化為人

無政治、法律和道德之約束，每個人完全

會做鋪墊。
二是建設作用，即為現代公民社會奠

是人的天然狀態和天然本性。後來，康得

定價值根據和理論基礎。自然法、理性和自

不僅把自由上升到人性論高度，而且當作實

由意志等人性和歷史假設，是新制度建設

踐理性的前提和基礎。按康得的觀點，無

的邏輯起點。從設定的這些「理論值」開始

意志自由，人們就無法做出抉擇，也無法承

推演，可以推出嚴謹而完美的理論體系。人

擔責任。因此，在實踐理性領域，人的意志

人生而平等，人人天生有不可剝奪的自由

是自由的。或者說，宗教、道德、藝術等生

權利，但是人是社會動物，必須在公共交

活得以進行，前提是意志自由。

往中存在，因而必須有社會生活，有公共秩

意志自由、人生而自由的前提，必然得

序。那麼公共權力從何而來？來自每個人

出人擁有各種自由權利的結論。宗教生活

的權利讓渡。人們將公共生活、公共交往中

中，人們有信仰的自由，故宗教寬容是出自

的那部分權利讓渡出來，委託給公共機關

人性的應有之義；政治和法律生活中，每個

代為行使這份權利。

人有不可剝奪的自由權利，包括言論、思想

社會契約論完成了人由自然人向公民

等基本的自由權利；經濟生活中，每個人有

的過渡，由個人生活向公共交往的過渡，同

佔有和處置自己財產的權利；道德生活中，

時也解答了公共權力的本質和來源，並為

個人可以而且應當自由抉擇和承擔責任。

國家權力的制衡提供了理論依據。國家權

在這些觀念的基礎上，人們進一步提出各

力體現公意，即全體公民的自由意志。體現

式各樣的自由主義。

公民意志的權力是合法的，否則就是不合

啟蒙運動關於人性和社會這種「原初

法的。這個原則又通向另一結論：公共交往

狀態」的假設，在現代社會的建構中，起著

中的基本價值是正義，因為它需要公平合

雙重的作用：

理地保障所有人的權利和自由，需要社會

一是批判功能，即解構封建專制，為

啟蒙運動的批判，不是簡單地說「不」，而是巧妙地利用了

按自己的本能和慾望生活，換句話說，自由

基督教的遺產和封建王朝的思想資源，推動社會走出蒙昧、專制、

掙脫壓迫和束縛，為自由的人和自由的社
黑暗，掙脫壓迫和束縛，為自由的人和自由的社會做鋪墊。

性論和人的自然狀態的假設。在自然狀態，

整體上合理、有序。

現代公共交往掃清障礙。自然法、理性和自

有一種說法：西方文化只注重個人的

由意志等人性和歷史假設，作為「理論上應

自由和權利，忽視整體利益，從而導致個人

該如此」的狀態，為否定基督教會的愚昧

主義泛濫和全社會的無序競爭。這一說法

與黑暗、否定封建王權的專制與殘暴，提

至少不準確不全面。在啟蒙思想家那裏，

供了參照物：人和社會的本來狀態理應如

個人自由和權利與整體和諧有序，是互為

此，現實卻如彼，「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

因果的。充分肯定個人的自由意志和理性

往不在枷鎖之中」[注十一]。因此現存社會

權利，恰恰是保證公共秩序良性構建的條

違背人和社會的本性。這種違背天性的制

件，反之亦然。人只有作為自己掌握自己命

度當然要被否定。在批判和否定基礎上，啟

運的主體，他們構成的社會才是和諧的社

蒙思想家呼籲和論證人的自由與尊嚴，論

會；只有獨立地擁有權利和履行義務，他

證和呼籲人權與人道主義，論證和呼籲人

才能讓渡自己的權利，並經由這種讓渡而

的權利與責任，主張人獨立的理性能力和

在公共交往中真正擁有這樣的權利、履行

自由意志，並且從財產、人身、社會關係等

相應的義務。
所以盧梭說；「我們每個人都以其自

的這種批判，不是簡單地說「不」，而是巧

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於公意的最高指

妙地利用了基督教的遺產和封建王朝的思

導之下，並且我們在共同體中接納每一個

想資源，推動社會走出蒙昧、專制、黑暗，

成員作為全體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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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面來保障這些權利和自由。啟蒙運動

人如果受異己力量支配，沒有自由，則他們組成的社會就是

「虛假的集體」，他們活動的結果是進一步強化異己的力量。一個

不能保障個人自由的社會，必然是正義缺失的社會，而不可能是真

正有序的社會。

十二]。後來，馬克思的思想與之異曲同工。

們以往簡單地批判啟蒙思想的抽象人性論

他認為，個人處於異化狀態，他們組成的

和「魯濱遜故事的毫無想像力的虛構」，強

整體必然是「虛假的集體」，只有當每個

調道德、人性和法的階級性、具體歷史性，

人是獨立自由個性時，他們構成的整體才

一味消解價值和規範的普遍性和確定性，

是「集體」，即「自由人的聯合體」。故「每

把它變成相對的和主觀隨意的東西，結果

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

是學理上充斥矛盾，實踐中製造了很多悲

件」[注十三]。

劇。這個問題實有重新反思之必要。

縱觀 啟蒙運 動，有幾點值得我們注
意：

2、人的主體性、主體地位的確立，是
建構現代文明秩序的基礎。人只有作為真

1、通過理論的 抽象，確 立「應當如

正的人確立起來，才談得上其他。主體地位

此」的規範和原則，為法和政治理論，從而

的確立，也就是肯定每個人平等的價值和

也是為公共交往規則確立歷史和邏輯的

尊嚴，承認每個人自主地行使權利和承擔

起點。啟蒙思想所謂「自然狀態」、「自然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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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顯然不是信史，而是邏輯抽象，是超

落實這點就是自由。從文藝復興到啟

驗的，即超越「文明社會」不平等法則。人

蒙運動，從英國自由主義到德國古典哲學，

的自由意志和理性能力，也是經由這種逆

以至馬克思和恩格斯，一以貫之的價值導

向思維推出的。它的意義不在於信史，而是

向是自由。主體地位的確立和獨立自由個

邏輯預設，就像歐式幾何學的公理，或政

性的肯定，是社會整體有序的前提。只有當

治經濟學中價值規律的抽象那樣。只有把

個人充分自由，其價值得到充分肯定，他們

人的身份、地位等差異，把不公正的「文明

自由結合成的整體，才是有序的。人如果受

法」抽象掉，還原到人的自然狀態，才能為

異己力量支配，沒有自由，則他們組成的社

社會的公平正義和規則秩序奠定具有客觀

會就是「虛假的集體」，他們活動的結果是

普遍性的法理根據和價值尺度。有了「天

進一步強化異己的力量。一個不能保障個

賦人權」、「人人生而平等」這類「自然法」

人自由的社會，必然是正義缺失的社會，而

理念，其他公共交往規則就順理成章了。我

不可能是真正有序的社會。

3、從自然人到社會人，從私人生活到

王」。

公共交往，必須經過自由的超越、交往關係

以自由和人道主義為原點，才有向公

的過渡、歷史仲介的轉換。啟蒙思想的基

共規則、向社會善轉換與過渡的「介面」。

本思路是，以自由為導向，以契約關係為原

只有承認人人生而自由和平等，才可能承

則，進行合理的制度設計，完成從個體自由

認社會正義；只有承認每個人獨立自主的

到整體有序的過渡。沒有自由超越的環節，

抉擇，才可能實現人的權利和義務的統一；

個體的規定性就不可能成為社會的制度原

只有承認國民的主體地位和公民資格，才

則，關於人性的假設就只是臆斷，理論的

能合理解釋公共權力的來源和本質；只有

抽象就只是空話，邏輯和歷史的起點就沒

尊重人的各種權利，並且這種尊重是相互

有現實意義。

的，才能促使社會走向文明、人道、有序。

四

以自由和人道主義為原點，可以包容
儒家性善論假說。從善良本性中發生的仁

本文的任務不是討論啟蒙運動，而是

愛和尊重意識，與承認人的價值、尊嚴和

想以此說明，今日中國的制度文明建設，必

基本權利是相通的。性善論在這裏的確可

須從個體規定性向社會秩序過渡，由私人

起一定的制衡作用，防止因尊重人的權利

生活領域向公共交往領域拓展，由小生產

而引起個人主義膨脹。

社會向大型複雜性社會轉型。在這方面，
啟蒙運動可以作為我們反思「王道」政治、

2、從個人生活究竟如何向公共交往
過渡？
如果沒有足以生發公共秩序的「介面」，如

參與中華文明的現代化，問題會比我們想

果從個人生活到社會制度，缺少轉換機制

像的複雜得多。它至少要解決幾大瓶頸問

與過渡環節，僅靠「發明本心」的道德功夫

題：

就想得出「王天下」的結果，那就不能不流
1、我們究竟應該確立什麼樣的主體？

於「美好的傳說」。「王道」理想若要作為

作為邏輯和歷史起點的預設，不是性

傳統思想資源參與中國文化現代化建設，

善論，應是自由和人道主義。承認人的形上

它自己首先要被超越。
中國文化現代化最關鍵、最艱難的，

擇和自主負責，承認人的價值、尊嚴和基本

是公共交往領域的現代化，包括政治、法

人權，一句話，把人至少當人。只有尊重人

律、公共管理和社會公德等。其基本思路

的社會、把人當人的社會，才是「真正人」

應是：借鑒西方啟蒙運動基本精神和內在

的社會。以自由和人道為原點，也就是確立

邏輯，確立必要的仲介，完成從個體（私生

人的主體地位。所謂「主體」，不是字面上

活）到社會（公共交往），從人性論假設到

給你一個「人民」的美譽，實際上所有權利

社會正義事實的轉換與超越。從人的自由

都「被代表」的「老百姓」，不是可隨意扣

權利和價值主體地位等前提出發，還權於

頂帽子後即可置你於死地的「敵對分子」；

民，還產於民，還思想自由於民，讓每個人

他是權利和義務統一的真正主體，是社會

成為真正的主體、真正的公民；承認國家

歷史實踐決定因素。如果不能名正言順地

權力源自每個公民的權利，是國民自身權

確認人的自由和權利、人的價值和尊嚴，

利的集合。

不能大聲疾呼「人人生而平等」，只把人當

因此，公共 權力的發 生 過程（如選

作威權主義擺弄和否定的東西，則中國文

舉）、運行機制、服務目標、監管過程，都應

化就沒有主體性基礎，也開不出什麼「新

體現「主權在民」的價值導向。由此還可進

２３

價值平等，承認人的自由權利，包括自由抉

從善良本性中發生的仁愛和尊重意識，與承認人的價值、尊嚴和

「王道」理想如要作為一種文化資源有效

基本權利是相通的。性善論在這裏的確可起一定的制衡作用，防止因

作為邏輯和歷史起點的性善論假設，
尊重人的權利而引起個人主義膨脹。

建構公共秩序的一面鏡子。置身當代境況，

一步引申：社會發展是公民的自我發展，人
發展的真正目的。
公共權力的發生過程（如選舉）、運行機制、服務目標、監

管過程，都應體現「主權在民」的價值導向。由此還可進一步引

申：社會發展是公民的自我發展，人民的權利和福祉才是發展的真

正目的。

民的權利和福祉（而不是GDP、政績）才是
只有完成了從個人自由向社會秩序的
過渡，建成現代政治和法治文明，傳統的
「王道」政治的某些理念才可能在新框架
內「梅開二度」。將「不忍之心」推己及人，
關愛他人、關愛社會，尊重他人的自由與權
利，形成公正、仁愛、和諧、自由的社會，並
對強權政治等起制衡作用。
3、公共生活領域要確立的核心價值
究竟是什麼？
建設現代民主和文明國家，當務之急
是拯救公共道德，確立公共生活中應追求
和遵循的核心價值。至於這種價值應該是
什麼，可以而且有必要進一步探討。但有幾
點必須明確：第一，它不是私德問題，不是

[注四]薩特《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
(上海譯文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頁八。
[注五]《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頁三三三。
[注六]《論語‧學而》。
[注七]《禮記‧禮運》。
[注八]康得《歷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
商務印書館，一九九○年)，頁二二。
[注九]《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頁
三五五。
[注十]黑格爾《法哲學原理》(北京：商務
印書館，一九八二年)，頁七。
[注十一]盧梭《社會契約論》(北京：商務
印書，二○○三年)，頁四。
[注十二]同上，頁二○。
[注十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頁
二九四。

立道德牌坊、養君子人格，建「禮儀之邦」，
而是確立社會制度、公共交往領域基本的
價值導向。經由這種價值導向，個人的自
由、幸福、尊嚴，與社會整體的公平、正義、
和諧有機統一。第二，它必須是實然和應
然的統一，它不是從意識形態話語中虛構
出來的，而是從社會實踐中提煉出來的，是
在批判現存的不合理性、闡發其合理因素
基礎上升華的。那種撇開實際生活，羅列
美好詞句的編撰，是無病呻吟。第三，支援
社會制度和公共規則的核心價值，應是面
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的。與大型
複雜性社會相適應，與全球化和現代化相
適應，能夠成為經濟、政治、法律、文化等
生活領域一以貫之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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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盛洪《為萬世開太平》(北京大學出
版社，一九九九年)，頁九○。
[注二]蔣慶《政治儒學：當代儒學的轉向、
特質與發展》(北京：三聯書店，二○○三
年)，頁四○。
[注三]同上，頁九○。

Tr a n s c e n d “ Wa n g D a o ” i d e a :
Reference to the Enlightenment
Sun Meitang（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Abstract:The political thoughts of
“Wang Dao” used by many theorists is lack
of a necessary transition from “individual
b e n e vole nt ” t o “s o c i a l b e n e vole nt ”.
To regard it as a remedy for the social
government and institute reconstruction
without any critical thinking can not go
well with the reality. In order to reconsider
the “Wang Dao” politics and constr uct
the social orders, the principles of natural
law and moral contract which develop
positively, complete the transition from
individual reason and freedom to integral
justice and orders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keywords: Wang Dao, Enlightenment,
social benevolent, social order.

「人權」的異化與推演
──儒家道德權利與政治權利要義
■ 單江東
柏林自由大學哲學所
摘

中被表達為「內聖外王」之道，其在「修

層次分別被《聯合國憲章》以「人的尊嚴

齊治平」的實現程序之中，又以「公私之

與價值，男人與女人的平等權利」（i n t he

辨」和「義利之辨」標志出政治倫理原則
和「以德限權」的社會治理特色。儒家以

dignity and worth of the human person, in
the equal rights of men and women）、《普

「公權利」揭示人的自然權利，以其公平

遍人權宣言》以「人類家庭所有成員的固有

性和自然性引申為人的道德權利；再以道

尊嚴及不可轉讓的平等權利」（the inherent

德權利為基礎推演出人的政治權利，而

dignity and of the equal and inalienable

「私權力」則僅為政治權利的異化形式，
其極端化的結果就是「以權謀私」，後者

rights of all members of the human family）
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及

因其「侵害公權利」的實質，儒家的人提

《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中的實

倡以「道德權利」加以限制，故稱為「德

體性權利加以宣示。

治」。儒家的道德權利與政治權利不僅影

如果我們將「固有尊嚴和不可轉讓的

響了中國社會的思想和制度傳統，而且其

平等權利」視為基本權利，則其具有明顯的

思想特色通過「為人民服務」、「改革開

自然性和自由性，屬於人的自由權利；而公

放」、「三個代表」和「三為」等原則亦

民權利、政治權利、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

被創造性地運用於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治

則是外在的、通過法律或其他社會體制賦

國理政事業之中。

予的權利，具有明確的實體性、依附性或條

關鍵詞：仁義，德治，道德權利，政
治權利，公私之辨。

件性，是非自由的。用康德的術語講，前者
是「自律性的（autonomy）」，後者是「他律
性的(heteronomy)」。而在中國儒家「道器

一、引言

之辨」的思想方法中，「自律性」的權利屬於
「道德權利」，「他律性」的權利則屬於「器
用權利」；因此，其所關注的「修齊治平」之

念出現於十七、十八世紀歐美新興資產階

道涵攝了西方「人權」理論的內外兩個層次

級的革命之中，其目的是以之對抗教會的

和自然及實體兩個權利體系。

神權和封建社會的貴族特權，前者體現為

二、儒家的道德權利

人的普遍道德權利，即人的自主而內在的
尊嚴；後者體現為自由而平等的社會權利，

儒家的道德權利不僅是自然的、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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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作為一個明確的政治和法律概

儒家「道器之辨」，「自律性」的權利屬於「道德權利」，

作為思想體系和制度設計，人權的這兩個

「他律性」的權利則屬於「器用權利」；因此，其所關注的「修齊

的人權，在儒家「孔仁孟義」的思想體系

治平」之道涵攝了西方「人權」理論的內外兩個層次和自然及實體

即外在於人而由法律賦予的實體性權利。

兩個權利體系。

要：作為社會身份和政治資格

是自覺的，這是儒家倫理本位的思想體系

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注五]

在人的社會身份或法律權利方面的邏輯反

和《周易》所謂「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

映。所謂自然的，即其不受任何人為的條件

人」[注六]。在儒家形成的春秋戰國時代，

所限制，包括人自身的生理條件、社會地位

「富國強兵」是最流行的社會意識形態，

以及其他外在因素如機構權力和法律條文

「威武」、「富貴」和「貧賤」象徵著有權力

等的限制；所謂自覺的，即其本能的思考能

或無權力，但是，提倡「殺身成仁」和「捨

力特別是「公平移情」（empathy）的倫理意

生取義」的「孔仁孟義」卻標榜「以德抗

識—儒家通稱為「絜距之道」，是孔子「己

位」，贊揚「商湯」推翻「夏桀」、「周武王」

立己達」的「內聖」義務，以之構成「立人達

推翻「商紂」的社會革命是「替天行道」。

人」的「外王」基礎。

這就在中國政治思想上確立了一個人的道

在孔子看來，道德權利是天生的、公平

德權利超越於社會體制權力的傳統，所以，

的及神聖不可轉讓的。當他身處險境時，這

中國歷史上的政權更替多以「替天行道」為

種道德權利構成了他生命信仰的基礎：「天

其合法性的口號，儒家學者也以此評價政

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注一]他就自

府權力的性質和人的實體性權利的基礎。

己的政治使命說：「文王既沒，文不在茲

在人的道德權利與社會革命之間，儒

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

家的人建立了一種政治合法性的聯結點，

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注

這是儒家思想對於「內聖外王」之道的法理

二]這些都是他在生命受到各種外在條件

解釋。

春秋戰國時代，確立了一個人的道德權利超越於社會體制權力

的傳統，所以，中國歷史上的政權更替多以「替天行道」為其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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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口號，儒家學者也以此評價政府權力的性質和人的實體性權利

的基礎。

限制或威脅的情況下反映出來的思想，表

人的道德權利的內在性和尊嚴性說

明他堅信內在於己的自然權利可以抗衡外

明，人在自然本質上是倫理的善性和政治的

在權力的威脅，是其實現各種外在實體性

合法性的統一，即「內聖」是人的天性，不

權利的基礎。

僅孔子是「天縱之聖」，孟子是頂天立地的

當然，孔子周游列國的目的就是要實

「大丈夫」，而且每一個自然人都是潛在的

現像「周文王」那樣的政治權利，這也是儒

堯舜文武（周文王、周武王）「聖人」，及至

家「內聖外王」之道的題中之義。而儒家的

共產黨的革命領袖毛澤東亦以「六億神州

「亞聖」孟子則從宇宙生成論和政治倫理

皆舜堯」稱贊中國人普遍的道德權利。這樣

的角度來闡述道德權利的神聖性和超越

的道德權利體現在聖人的身上也是最高的

性。他認為「氣」是宇宙中最基本和普遍的

政治權力，所以，堯舜文武不僅是「內聖」，

「質料」，即「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

而且是「外王」。按照同樣的邏輯，孔聖人

凡象皆氣也」[注三]；人養此氣，即可通於

也是「外王」，即「素王」；亞聖孟子則以「天

宇宙，聚氣於一身則得宇宙精神，這就是

爵」身份，自恃為「不召之臣」，亦以「仁義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

道德」權利淩駕於外王權力之上：「晉楚之

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

富，不可及也。彼以彼富，我以吾仁，彼以其

這是人在宇宙中的道德權利，成就為「富貴

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注七]。晉楚

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

是春秋戰國時代實現了「富國強兵」的「霸

丈夫」[注四]政治資格，這不僅說明人的

主」，權力顯赫自不待言，何以曾子孟子不

道德權利是其一切實體性權利的基礎，而

屑一顧，蓋因此輩儒家內恃其自然「心性」

且是人的權利抗衡與之對立的體制權力的

的道德權利而已。儒家的仁義倫理亦多用

依據，西方政治學將此稱為社會治理體制

「良心」和「性善」加以詮釋，良知未滅則善

的「合法性」，儒家則將其解釋為「仁德倫

性猶存，其道德權利的優越性亦見於政治

理」對「禮樂制度」的超越，即孔子所謂「人

權力的合法性方面，即「非其道，則一簞食

前人人平等」，人的公平政治權利構成「契
約」的基礎，以約定或限制帝王或總統的

「道德義務」自勉，亦是以「道德權利」自

行政 權力；後者類似於西方哲學 傳統中

恃，因之可以超越制度權力的限制，主張人

的認識論，但是在強調人的認知能力方面

的各種實體性權利。

（intellectual faculty），儒家更側重情

源於儒家仁義、心性的道德權利，在本

感直覺而非理性邏輯，因而有了中西認識

質上可以類比於西方法理思想中的自然法，

論在源頭上的區分，西方的認識論起源於

因為由此可以推出實體法的淵源和效力。

頭腦的功能（b r a i n），主張一切權利皆須

美國法律思想家伯爾曼認為作為淵源的法

經過「頭腦風暴」（brainstor m）的洗禮，

律原則和作為權利現象的實體法之間的辯

而中國人則以「心」為認識的源頭，頭腦之

證關係是以宗教與法律的關係來確定的：
世界秩序也有若干法律原則，其最

「思」隨後，故謂「心之官則思」（孟子）或

終淵源是被普遍承認和接受的正義觀念。

明」，一切權利主張皆以「良知」為基礎，因

這類原則的最佳事例也許能在那幾部人權

此其「天命宇宙論」與「良知心性論」是合

公約—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

一的，而在此特殊的「天人合一」的思維模

約》和聯合國《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公

式中，外王的各種權力皆受制於內聖的道

約》—中看到。作為國際條約，這些公約

德權利，故「天子」為最高權力、「知事」為

就是實證法。然而其內容卻是自然法：它

最基礎的權力象徵，其間則為「知縣」、「知

們訂立了關於自由、平等和福利的廣泛原

州」、「知府」者，故「天良」或「良知」是權

則，其含義不能夠由這些文件本身得出，

力的淵源和基礎。具體講，「天命之謂性」

而只能出自賦予這些文件以活力的被普遍

說明天性面前人人平等—這是普遍的、內

分享的正義觀念[注九]。

在的道德權利；「盡心知性以至於命」說明

「心生而有知」，即所謂「心思」或「心知肚

而在儒家的思想體系中，平等、自由

人人可以在宇宙中「安身立命」，成為聖人，

和福利都屬於社會體制的賦予性權利，是

實現「外王」，這是人的政治權利，它是道德

外王性質，其法律權利的價值淵源則是「內

權利的社會延伸，是「修齊治平」的政治邏

聖」的仁義道德和心性良知，屬於「天生之

輯。

德」和「天命之性」，故此，蘊含人性尊嚴的

現代意義上的政治權利主要是選舉

「自然權利」（natural rights）在儒家的

權和被選舉權，具體講就是參政權和議政

語境中便被翻譯成了「天賦人權」，其中所

權；參政權的實現是指在自己競選或選舉

折射的正是儒家的「道德權利」思想；而作

他人在社會體制中擔任權力職務，如國家

為西方人權價值基礎的「正義」觀念也在儒

領導、社會團體領導、政府機構公職等，或

家「政者，正也」和「義者，比於人心而合於

者自己辭去或者彈劾他人所擔任的此類權

眾適者也」的觀念中得到了政治倫理性的

力職務，議政權的實現是指對賦權程序和

解釋。

權力運行的評估、監督、建議、抗議或抵制

三、儒家的政治權利

「自然權利」被翻譯成「天賦人權」，其中所折射的正是

儒家的人常說「以身載道」，既是以

儒家的「道德權利」思想；而作為西方人權價值基礎的「正義」

以為泰」[注八]。

觀念也在儒家「政者，正也」和「義者，比於人心而合於眾適者

西方宗教傳統中的自然法，強調「上帝面
也」的觀念中得到了政治倫理性的解釋。

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

權力職務及其運行，表現形式有言論、集
會、結社、示威、請願、罷工等自由權利。因
為參政、議政是人的社會行為，其行為的合

於西方的民主選舉制，因而無所謂選舉權

法性還須從人的本質屬性上尋找依據。在

與被選舉權。它的政治權利是來源於「天

西方傳統中，人性的尊嚴來自上帝的創造，

命宇宙論」和「良知心性論」，前者類似於

即從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可以推演出人的相

２７

關於政治權利，儒家的思考不是源

關政治權利，如杰弗遜在《獨立宣言》中所

於道德權利的公平性與神聖性。照孔子的

稱：

政治邏輯，人的道德權利是「內聖」，而其政
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

治權利則是「外王」，因此，對「外王」既可以

人生而平等，他們都從他們的「造物主」

「以身載道」—如孔子自己出任魯國的中都

那裏被賦予了某些不可轉讓的權利，其中

宰、司空、大司寇並攝相事，又可以訴諸「公

包括生命權、自由權、追求幸福的權利。

議」，進行政治監督，亦可以要求君王「下

為了保障這些權利，才在人們中間成立政

罪己詔」，甚至可以「用腳投票」。孔子作

府。而政府的正當權力，則來源於被統治

《春秋》，意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

者的同意。當任何形式的政府危害到這些

以達王事而已矣」[注十一]；天子非禮，可

目的，人民就有權改變或取締該政府，以

從道德層面加以批評，這是中國諫官法定

建立一個新的政府，新政權所確立的原則

批評皇帝政策的政治權利：「十五年春，天

和權力的組織形式則務必以確保人民的安

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

全和幸福為前提[注十]。

天子不私求財」[注十二]。「天王」或「天子」

立於宗教信仰中的生命權、平等權和

之權亦不免於「天下為公」的道德評判，這

自由權是政治權力的基礎，即政府的合法

是政治權利公共性優先於其特殊性—權力

性淵源。西方人沒有明確講道德權利，而是

現象—的必然結論。天子、諸侯、大夫是公

用生命的神聖性即基於上帝賦予的人性尊

共政治權利異化的權力表現形式，與政治

嚴來暗示，並以政府權力形成的程序和實

權利的其他表現形式—如批評、監督、建

施效果表達其政治權利。

議、否決、沉默、棄權、抗議、不合作、回避

在中國的宇宙論中，「天命之性」賦予萬物公平的生存權；所

以「布衣天子」、「布衣宰相」、「舉孝廉」、「科舉選官」等，

２８

都被儒家學者視為政治權利的表現形式，並堅信其起源於道德權利

的公平性與神聖性。

同樣，在中國人的政治思想傳統中，

等一樣，皆受制於道德權利的掣肘。

儒家的人則將「天命心性」和「權力官位」

在政治層面上講，政治權利的合法性

解釋為一種道德權利與政治權利的辯證

來自於道德權利；在法律層面講，政治權利

關係，故有「天爵」、「人爵」、「天子」、「天

的合憲性來自於道德權利。因此，孔子不僅

官（冢宰）」、「知府」、「知州」、「知縣」或

以「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來提示人的普

「知事」之謂，前者的「天命」、「良知」都是

遍政治權利，而且以自己的行為來主張普

指人的神聖性或內在尊嚴，以表明人的道

遍的政治權利，而非因循當時的禮樂制度。

德權利；後者的「爵位」、「官職」、「事權」

人而不仁，禮樂制度既失去了規範其社會

都是政治權利的體現，既表明道德權利的

行為的約束力；魯哀公曾問孔子如何治理國

公平性和基礎性，亦暗示道德權利對政治

家，孔子回答：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

權利的主導性。
儒家學者在《中庸》中從「天命之謂

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天道敏生，人

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

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推出「人道敏政，地

待化以成，故為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

道敏樹」，「敏政」「敏樹」皆是「得道」的表

修道以仁[注十三]。

現形式。

周文王、周武王的政治是儒家心目中

在中國的宇宙論中，「天命之性」賦予

的善政，其制度的表現形式即禮樂，故周公

萬物公平的生存權；在政治哲學中則賦予

「制禮作樂」而有禮樂之治且西周為「禮樂

了人類社會政治權利，即表現為各種權力

之邦」，然而其禮樂制度的政治倫理基礎則

的官職，所以「布衣天子」、「布衣宰相」、

是「仁德」；與「夏人敬天」、「商人尚鬼」不

「舉孝廉」、「科舉選官」等，都被儒家學者

同，「周人崇德」，其政治合法性來源於「皇

視為政治權利的表現形式，並堅信其起源

天無親，惟德是輔」[注十四]，孔子所主張

人來說，就是一種「天生的道德權利」，是

再不五年而逝，亦有「泰山其頹乎！梁木其

「天地之大德曰生」[注十五]和「虛而無形

壞乎！哲人其萎乎！」之嘆。其以哲人自況，

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注十六]的宇宙

比之於作為當時政治合法性的象徵—泰山

倫理原則在社會政治中的反映，善政就是

之神或國家的棟梁，這是儒家的人對政治

人的自然理性或「仁德」之性轉化成為政治

權利的公平性和開放性的比喻性說法，因

制度或政治權力形式的過程，故儒家思想

為孔子去國完全是對魯之權臣季氏的政治

中的「人治」不是西方的君主濫用權力的個

失望：「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

人意志，而是以「仁德」修身為前提的「德

朝，孔子行」[注十七]。

治」；違反道德權利，其政治權利亦失去

照現代政治哲學講，孔子是用腳投了

了合法性基礎，作為政治權利表現形式的

季氏的否決票，因其中了齊國的美人計，尸

權位或權力即當被免除，故而儒家語境中

位怠政，權力腐敗，孔子則以「周游列國」的

的「人治」或「德治」本質上是「以德限權」

方式行使了自己的政治抗議權和否決權。

論，與西方語境中的「權力本位」（p o w er-

以「政者正也」的立場，孔子不僅批評過春

orie nte d）的「人治」正相反對—其政治邏

秋的權力霸主：「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

輯是「強權即真理」（might is right），

正而不譎」[注十八]—所表現的是「天下

儒家的「人治」是「權利本位」（r i g h t-

無道」則「處士橫議」的「議政權」，而且在

o rie nt e d）的—其政治邏輯是「以權利制

「周游列國」過程中，率弟子入楚，以弟子

衡權力」（right is prioritized over

子貢為楚邑信陽宰並告誡其理政之要：「治

power），因為被賦予「治權」之人必需滿足

官莫若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改

「修身立德」的條件，以其「仁人志士」的資

也」[注十九]。

格行使其政治權利。延續儒家的「德治」思

這種政治告誡其身份不啻當代社會治

想，漢之後的「察舉」、「徵闢」、魏晉的「九

理中的「內閣資政權」；史書亦記載，孔子周

品中正制」以及隋唐之後的「科舉制」，在

游列國時曾考慮到富庶天下的晉國去，可

理論上講都是以「權利」為本位的制度設

是要渡黃河時聽說晉國權臣趙簡子殺了手

計，故而儘管在實施過程中出現過「權力腐

下兩個賢臣，故中途折返，以示不與施暴政

敗」、背棄「權利」本位的弊政，但是其「任
人唯賢」的政治哲學和制度設計比「任人唯

者同流合污：
竇犨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

親」的權力意志論和世襲制仍具有明顯的

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二人而後從政。

進步性和有效性。其實，這個判斷也可以從

及其已得志也，而殺之。丘聞之，刳胎殺

當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執政理念中反映

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

出來，如毛澤東提倡以「五湖四海」、「任人

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

唯賢」的開放思想反對蔣介石「黃埔浙江」

何則？君子違傷其類者也。鳥獸之於不

的「任人唯親」的家族思想，胡錦濤的「以

義，尚知避之，況於人乎[注二十]。

德修身、以德服眾、以德領才、以德潤才、
德才兼備」的「五德」用人導向以及十八屆
的原則等。

這些都是儒家「議政」和「參政」的顯
例，史不絕書。
在以「富國強兵」為普遍社會意識形
態的春秋戰國時期，孔子的「周游列國」是

歷史上孔子過了「天命之年」，五十四

儒家推行其道德權利和政治權利的歷史性

歲而去國奔波，顛沛流離十四年，周游列

展示，其深刻的影響不僅見於孟子的「王道

２９

四中全會的「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

以「權利」為本位的制度設計，儘管在實施過程中出現過

家之犬，至六十八歲以垂暮之軀折返魯國，

「權力腐敗」、背棄「權利」本位的弊政，但是其「任人唯賢」

其合憲性亦來源於此，因為「德」對為政之

的政治哲學和制度設計比「任人唯親」的權力意志論和世襲制仍

國，「干七十餘君」，終無所遇，累累然如喪
具有明顯的進步性和有效性。

「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的政治權利

霸道之辯」和「天爵人爵之喻」，也不僅見

傳統中長於「重禮隆法」的荀子對此關係解

於「學而優則仕」的伏生（出仕為秦之博士
官）和袁固生（出仕為漢之博士官）之類的

釋說：
威有三，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

「儒官」，更見證於中國「陽儒陰法」的政

威者，有狂妄之威者。…道德之威成乎安

治生態。孟子曾以「以德服人」和「以力服

強，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

人」區別「王道」和「霸道」，照現代政治哲

亡也[注二十二]。

學講王道象徵著人的普遍或自然的政治權

道德之威即「以德服人」，指道德權利

利，而霸道則是表現這類政治權利的異化

是政治權利的基礎，是實現安強之本；暴

或扭曲形式—權力壟斷，即純粹的權力是

察之威即「以力服人」，指政治權利的有效

沒有內在本質性的，故必然以「心性」為依

權力形式，限於克服危弱之用；狂妄之威

據，即「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力不贍也」，

即「以權謀私」，指政治權力無「服人」之

及力可較量，自然會「以暴易暴」；而「以德

權利限制，僅以實現「掌權者」之私利為唯

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以「盡心知性

一目的，其結果是「無本之末」而「自取滅

以至於命」為人的主體性和自覺性，統一於

亡」。

孟子「心性」論強調的是「自然權利」的道德性原則，而荀子

「禮法」論強調的是「禮法權力」的治理規範，二者對於儒家「內

３０

聖外王」的思想皆有創造性發揮，是儒家道德權利和政治權利思想

的集大成者。

「誠者，天之道」的「至誠無息」，人的心性

相比之下，孟子「心性」論強調的是

道德權利與天道的自然正義契合為一，故

「自然權利」的道德性原則，而荀子「禮

而謂「誠之者，人之道」，顯示了西方近代

法」論強調的是「禮法權力」的治理規範，

政治哲學設想的「君王權力」不證成於（t o

二者對於儒家「內聖外王」的思想皆有創造

be justified in）「神授」既證成於「民

性發揮，是儒家道德權利和政治權利思想

約」的道德權利，因為權力在道德性質上是

的集大成者。

必然為「惡」的或「腐敗」的。然而，這種道
德權利與政治權利及其表現形式—機構權

四、天下：公權與私權之辨

力之間的辯證關係，在儒家《中庸》和《孟

在儒家的政治哲學中，「天下」不僅是

子》的「心性之學」和「王霸之辨」中已經有

一個世界的空間性概念，更主要的是一個

過深刻的反思，其最流行的比喻即是「天

道德權利和政治權利的概念，甚至還是一

爵」與「人爵」：
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

個權力形式概念。

善不倦，此天爵也；……欲貴者，人之同

命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

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

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

[注二十三]。開始，儒家的人就形成了一個

之[注二十一]。

「以天下為己任」的思想傳統，及宋儒范仲

從曾子解釋孔子「周游列國」的政治使

依據孟子簡略的論證，「天爵」可視

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為一種自然權利和道德權利，「人爵」則指

到孫中山的「天下為公」都折射出「天下」

政治權利的表現形式—在孟子的時代即是

所蘊含的公平的道德權利意識，即孟子所

「公、侯、伯、子、男」五等貴族權位；「天

言「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注二十四]。因

爵」是自然平等的，人人皆有，無需計較和

為，從權利自然淵源講，天下是天下人的天

爭奪，「人爵」是人為賦予的，具有短暫性、

下，而非一人一家一姓之天下，故「公天下」

隨意性和依賴性，需要計較和爭奪；因此

揭示的是權利的普遍性和自然性，而「私天

「晉楚之富」、「趙孟所貴」（趙孟為執掌晉

下」則是自然權利被人為異化或扭曲的結

國權力的大家族）皆不足慕，亦不足信，蓋

果。明儒顧炎武在解釋「天下興亡，匹夫有

因其無「心性」所證成的「天賦人權」。儒家

責」時說：

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

「權力」，西方思想啟蒙者是以「私權利」限

……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

制「公權力」，兩者形式不同，旨趣相近，所

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

當特別注意者：西方人注重形式，即權力為

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權利的轉化和特殊約定後的形式，「公約」

從社會治理的技術層面講，國家作

之後，個體之私的權利減少，權利的自然狀

為一種權力被賦予的形式是道德中立的

態因此而受損。如不「公約」，則權利會自然

（value-free），運用權力的人只是對權力

競爭相侵，損害更甚於「公約」，比較而言，

本身負責，因此權力流於私相授受、國家

「公約」之利大於「自然相害」，「公約」即成

淪為一姓之天下，此即《禮記·禮運篇》所謂

「必要之惡」，對「必要之惡」再行「公約」，

「大道既隱，天下為家」，雖漢唐盛世、權

從數量形式上減少「必要之惡」，因此「分

重天下，亦不免儒家「劉漢李唐」「私天下」

權制衡」就成了「限制公約權力」，保障「自

之「非議」。而儒家所謂「天下」的本義是

然個體私權利」的必然形式。與此相反，中

超國家權力的，暗示其為公平的自然權利，

國儒家的學者則更注重權利的倫理內涵，

即孔子於《禮記·禮運篇》開宗明義所言的

堅信權利作為人的社會資格本身就蘊含了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及顧炎武對照

道德，即「人為天地之心」，自然能「以身載

國家權力的利害之私言，天下權利之公，公

道」，他的自然身體具有內在的道德尊嚴，

權利的道德性深入人心。所以，「天下興亡，

能集自然權利和道德權利於一身，這是自

匹夫有責」成了中國人耳熟能詳的政治權

然賦予他的「公德」，即「公權利」；另一方

利箴言，其「天下」所蘊含的「權利之公」既

面，人的自然權利中還蘊含著思想的權利，

表明道德權利為政治權利的淵源和基礎，

即「良知」和「公心」，它是人與天地合一的

以提示出政治權力作為政治權利的實體化

意識基礎，但是權力作為權利的異化形式

或體制化的工具性和現象性，如不以道德

往往會侵蝕權利的「良知」和「公心」，使其

權利制約，必禍害權利，終而殃及自身。於

「利欲熏心」而「以權謀私」，待其「天量喪

此，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家所謂「權力腐敗，

盡」終而形成「權力之私」。儒家的人倡言

絕對權力絕對腐敗」（英國學者阿克頓勛

「以德抗位」、「分庭抗禮」和「任人唯賢」

爵名言）者，中國漢代的儒者賈誼在《過秦

等思想都反映著「公權利」對「私權力」的

論》中已有孤鳴先發之論：
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

道德優勢，是其「公私之辨」重權利內涵和

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
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

三稱為「中國的公與私」：
中國式的天之公，滲透到政治性的

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

公，使之具有了原理性道義性內容；在政

而攻守之勢異也。

治、社會、道德的場域，它具體化為天下

儒家所謂「天下」的本義是超國家權力的，暗示其為公平的

辯，所不同者，儒家是以「大公無私」限制

自然權利，即孔子所言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及顧炎武對

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

照國家權力的利害之私言，天下權利之公，公權利的道德性深入人

思想中的「私權利」與「公權力」之間的爭
心。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

道德目的的特色。此特點為日本學者溝口鄉

之公。也就是說，在中國，君·國·官即朝

道德論，秦之威勢不能擋一夫之詰難。究其

廷·國家的公的外側，有著更為高位的天

原因，不過權利之公貴於權力之私也。

下之公，是公義、公正、公平這種原理性

「天下為公」還是「天下為家」通常被

的、道義性的天下之公，使得朝廷·國家

儒者化約為政治倫理上的「公私之辨」，在

的公具有了正統性。相對於這個天下之

權利哲學層面即是「公權利」與「私權力」

公，即使是朝廷·國家也難免作為一姓一

之辨，這種爭辯類似於西方近代民主法治

家之私而處於下位[注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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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權力論，秦之威勢足以淩駕天下；以

「學校」不僅是實現「參政」的權利機制，而且更是「議

政」的權利機制，孔子議臧氏之竊位，議季氏之旅泰山，議趙簡子

之殺竇犨鳴犢及舜華等，皆是「公權利」聲討「私權力」的明證。

溝口雄三所謂「道義性的天下之公」

權力」，學校應成為一種公議機制，以啟示

即儒家的「公權利」，而「朝廷·國家一姓一
家之私」即儒家的「私權力」，根據「大公無

「心性」自覺，制衡「私權力」：
學校，所以養士也。然古之聖王，

私」的權利原則，「公權利」自然高於「私權

其意不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

力」，這就是「內聖」邏輯上先於「外王」，

學校，而後設學校之意始備。…天子之所

道德上優於「外王」的原因，司馬遷評孔子

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

言：

遂不敢自為非是，而公其非是於學校[注
天下君王至於賢人眾矣，當時則榮，

三十]。

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

「學校」不僅是實現「參政」的權利機

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

制，而且更是「議政」的權利機制，孔子議

子，可畏至聖矣！[注二十七]。

臧氏之竊位，議季氏之旅泰山，議趙簡子之

其思想背景 也 正是這樣的「公私之

殺竇犨鳴犢及舜華等，皆是「公權利」聲討

辨」和「大公無私」，此所謂「辨」是邏輯上

「私權力」的明證。反過來講，道德權利的

的分析，「大」則是倫理上的趨向，即張載

公議亦被用以制約行政權力的私利，公議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聖人盡性，

天子「以權謀私」、逼迫其「下罪己詔」，以

不以見聞梏其心」[注二十八]中的自然權利

示責任與權力的平衡，這也是自然「權利」

思想。

的「天賦義務」，是「公私之辨」語境中的

孟子曾設想「學校」為「公私之辨」的

「以德限權」。

「公議機構」，其政治功能相當於西方之議

另一方面，「公私之辨」又不僅限於

會，以「公權利」的倫理制約「私權力」的體

「議政」權利，而且還蘊含「參政」權利。這

制：

也是「公權利」的題中之義。明儒顧炎武認

３２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

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是「議政」權利與

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

「參政」權利的統一，既然「議政」的基礎

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

是「天下為公」，奈何「參政」之權集於「天

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

子」一身？這在理論上說不通，實踐操作上

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也無效：
所謂「天子」者，執天下之大權者

[注二十九]。

「賢者為帝王師」的理想即是闡明心

也。其執大權奈何？以天下之權，寄天下

性自然的「公權利」高於利欲熏心的「私

之人，而權乃歸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

於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

從中國社會上下所推崇的儒家格言

權，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權乃益尊。後

「天下為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

世有不善治者出焉，盡天下一切之權而收

樂而樂」、「大公無私」、「利在一身，勿謀

之在上，而萬幾之廣，固非一人之所能操

也；利在天下者謀之；利在一時，勿謀也；

也[注三十一]。

利在萬世者謀之」中，我們不難體會儒家

民，有物有則」及「大德敦化，小德川流」

的道德權利的自然性和神聖性以及人的政

的多樣自主的效率規則。照春秋時代「雜

治權利的倫理性和功效性。作為一種「中國

家」的觀點：「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

特色」的政治倫理遺產，不僅為儒家所推崇

下也。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

的「三立完人」所繼承，亦為當代中國共產

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注三十二]，

黨人所闡揚廣大。如無儒家之「大同」「小

意為政治治理的原則既要信奉天下萬物的

康」的思想接引，「共產主義」和「改革開

自然權利原則，也要顧及萬物生長的功效

放」為中國民眾所接受時恐將以大異其趣，

規則，這樣才能見證「天地之大德曰生」和

此世界其他社會接受「共產主義」和「改革

「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和地道敏樹」的自然

開放」結果與中國所相異者的精神原因。即

生命權。「以天下之權，寄天下之人」不僅

便從社會治理層面言，如果沒有儒家「民貴

在權力運行層面實現「分權制衡」的效率原

君輕」和「以德限權」的人權思想，我們又

則，而且保留了天爵與人爵、天子與天民在

當如何理解中國共產黨的「為人民服務」、

自然權利層面的公平性，約束君主，不使其

「改革開放富起來」、「三個代表」（代表先

因集權而侵害民眾參政權利，儒家對於「孤

進生產力，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

家寡人」的天子、皇帝等權貴常以「獨夫民

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

賊」貶斥之，其政治哲理就是「以德限權」，

「三為」（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

即以自然的道德權利限制壟斷性的政治權

所謀）原則呢？

力。

五、結論
在「內聖外王」語境下的「孔仁孟義」
是儒家政治倫理的「座右銘」（u m b r ell a
t e r m），它以「仁人」、「義士」揭示出儒家
理想的人的道德權利和政治權利。「仁人」
強調的是自然的神聖性和普遍的公平權
利，如「仁者愛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
愛物」等，「義士」強調的是社會正義和普
遍的政治權利，如「義不帝秦」、「匹夫之
勇，仗義執言」等。可見，「仁義」思想亦蘊
含深厚的政治倫理，是儒家道德權利和政
庸》謂「須臾不可離者也」，貫穿於中國歷
久彌新的文明傳統之中，構成當代中國社
會和政治事業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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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權利的信仰基礎和人生價值淵源，是《中

[注一]《論語·述而》。
[注二]《論語·子罕》。
[注三]張載：《正蒙·乾稱》。
[注四]《孟子·滕文公下》。
[注五]《論語·八佾》。
[注六]《周易·革·彖辭》。
[注七]《孟子·公孫丑下》。
[注八]《孟子·滕文公下》。
[注九]（美）伯爾曼著，梁治平譯：《法律
與宗教》(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二○○三
年)，頁一三七。
[注十]Hamilton·Madison·Jay, The Federalist
Papers , by New American Library New
York, 2003,p.528.
[注十一]《史記·太史公自序》。
[注十二]《左傳·桓公十五年》。
[注十三]王盛元譯注：《孔子家語》(上海

「仁義」思想亦蘊含深厚的政治倫理，是儒家道德權利和政治權

私之辨」和「義利之辨」標而出之者，無外人

利的信仰基礎和人生價值淵源，是《中庸》謂「須臾不可離者也」，

權利公平的自然神聖性，也違反了「天生蒸

貫穿於中國歷久彌新的文明傳統之中，構成當代中國社會和政治事業

「修齊治平」的「入世哲學」精髓，其以「公

的「特色」。

這就是說，權力集中於一人，既違反了

如無儒家之「大同」「小康」的思想接引，「共產主義」和

「改革開放」為中國民眾所接受時恐將以大異其趣，此世界其他社

會接受「共產主義」和「改革開放」結果與中國所相異者的精神原

因。

三聯書店，二○一二年)，頁二○六。
[注十四]《尚書·蔡仲之命》。
[注十五]《周易·繫辭》。
[注十六]《管子·心術上》。
[注十七]《論語·微子》。
[注十八]《論語·憲問》。
[注十九]王盛元譯注：《孔子家語》(上海
三聯書店，二○一二年)，頁一六三。
[注二十]同上，頁二三○。
[注二十一]《孟子·告子上》。
[注二十二]《荀子·強國》。
[注二十三]《論語·泰伯》。
[注二十四]《孟子·萬章上》。
[注二十五][明]顧炎武著 張京華校釋：《日
知錄校釋》（上）卷十七「正始」條(嶽麓
書社，二○一一年)，頁五五七至五五八。
[注二十六][日]溝口雄三著：《中國的公與
私·公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二○
一一年)，頁五○至五一。
[注二十七]《史記·孔子世家》。
[注二十八]《正蒙·大心篇》。
[注二十九]《孟子·滕文公上》。
[注三十]「明夷待訪錄·學校」，載《黃宗
羲全集》（第一冊）(浙江古籍出版社，二
○○五年)，頁一○。
[注三十一][明]顧炎武著張京華校釋：載
《日知錄校釋》（上）卷十三「守令」條
(嶽麓書社，二○一一年)，頁四一○。
[注三十二]《呂氏春秋·貴公》。

Investigation into Confucian Moral
and Political Rights
Shan Jiandong(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
A bstract:Hu man r ights as social
capacit y a nd polit ical ent itlement
i n C o n f u c i a n s y s t e m of “ C o n f u c i a n
Humanity and Mencian Righteousness”
may also be expressed as “Inner Saints

３４

and Outer Kings”. Its political ethics is

further interpreted as 「checking power
by virtue」 in the process of “cultivating
personality, establishing family, ruling
the country and bringing peace for the
world” by way of “debating between public
welfare and private profits” and “debating
between righteousness and benefits”. Public
welfare is illuminated as human natural
r ights, conducive to Conf ucian moral
rights centered on fairness and equality,
thus generating its political rights. Private
prof its are hence prone to “powers for
its private holders”, an alienated form of
political rights which is often exhibited
in its extreme form of “seeking profits by
holding powers”. The logical consequence
of “seeking profits by holding powers”
wou ld i nva r iably je opa rd i z e “ publ ic
welfare”, thus Confucian scholars propose
to contain power-holders by human moral
rights, resulting in the so-called “rule of
virtue”. The integrity of Confucian moral
and political rights has been inf luential
in making Chinese political ethics and
social systems, and it also constitutes what
are termed a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ommunists in their political principles of
“serving the people heart and soul”, “OpenDoor and Reform in Making the People
Prosperous”, “the Three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Three Fors (Powers of, by and for
the People)”.
Keywords: debating between public
welfare and private profits, humanity and
righteousness, moral rights, political rights,
rule of virtue.

本期特輯

張之洞與繆荃孫新政思想之異
──中國近代文化變遷的一個縮影
■ 許廷長
金陵圖書館研究館員

摘

要：張之洞提出中體西用，西

爾曾指出的那樣：「清代從一九○一年到

學可以借此進入傳統體制框架，取得合法

一九一一年的最後十年與其說是處於崩潰

地位，並進一步有利於打破國民排斥外來

時期，倒不如說是處於新的開創時期」[注

新生事物的心理障礙，同時君主立憲制、

二]。清末的新政是全方位的，改革的力度、

民主共和制等理論也才得以引入中國，並

範圍和對社會的實際影響甚至遠遠超過了

與中國文化交融，產生近代中國的政治思

戊戌變法。

寄」，至今仍然有歷史與現實意義。繆荃

方政治經濟體制、社會價值觀念和教育文

孫《日遊彙編》序言中注重實學，反對自

化在文明進程中的作用。在興辦教育、開

由平權之說，沒能繼承張之洞的思想精

設學堂、啟發民智這方面，朝野各界，包括

華，反而在張氏理論的基礎上倒退。以自

各派人士都趨向一致，均視之為當務之急，

然經濟為主體基礎的社會，很難認同平等

並逐步形成社會主流思想。

的觀念與實踐。
關鍵詞：清末新政，平權，民主憲
政，《日遊彙編》，中體西用，西學。

為這一社會思潮推波助瀾的著名人
物中，除康有為、梁啟超等名流外，清廷重
臣張之洞（一八三七至一九○九年）、端方
（一八六一至一九一一年）等也名列其中。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由於太平天

端方等五大臣奉派出使西洋，考察西方文

國戰爭、義和團之亂和外國列強的侵略，

明。西方發達的文化教育事業給眾大臣留

清王朝處於內外交困的風雨飄搖中。西方

下了深刻印象。時任兩江總督的張之洞審

列強的炮艦，使人們意識到中國不再是中

時度勢，於光緒二十九年（一九○三年）正

央之國，西方諸國並不是蠻夷之邦，而是

月派江南高等學堂總教習（即校長）繆荃

擁有充分開化的學術文明。有識之士開始

孫、提調徐乃昌等八名學者赴日本考察學

注視域外，西學應運而生。隨著社會心理、

務，瞭解三島教育事業的現狀，作為中國

思想方法與價值觀念的變化，傳統士農工

變法圖強的參考。
清 光 緒 二十 九 年 癸 卯 正 月十 七日

改變。一九○一年以後，清政府不得不決

（一九○三年二月十四日），江陰繆荃孫

心推行較大力度的改革。晚清新政就是在

（字小珊，時年六十歲）、南陵徐乃昌（字

西學的強大影響下，逐步從傳統皇權體制

積餘，時年三十六歲）奉張之洞命，赴日本

邁向近代國家的改革。正如費正清、賴肖

考察學務。當時繆氏任江南高等學堂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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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四民社會的解體，讀書人價值觀也隨之

西方列強的炮艦，使人們意識到中國不再是中央之國，西方諸國

務、維新各派，但都或多或少地認識到西
並不是蠻夷之邦，而是擁有充分開化的學術文明。有識之士開始注視

要」，考察西方教育「尤當觀其精神之所

域外，西學應運而生。傳統士農工商四民社會的解體，讀書人價值觀

在向西方學習的人士中，雖出現了洋
也隨之改變。

想。張之洞主張西學「西藝非要，西政為

習（相當今之校長，兼領中小學堂及譯書

兩月記》，安徽李蔭柏（宗棠）有《考察日

局），徐氏為提調。隨行人員六人：分教習

本學校記》，南海關穎人（賡麟）等有《參

侯官孫筠（字孝靄），王良英（字光宇，英語

觀學校圖記》，寧鄉陶榘林（森甲）有《日

教師），江陰張柟（字小樓，柟今作楠，時

本學校章程彙編》，桐城吳汝綸（摯父）有

年二十六歲），譯書局分纂丹徒柳詒徵（字

《東遊叢錄》，等等[注三]。

翼謀，時年二十五歲），中學堂教習江寧侯

《日遊彙編》內容為講義一卷，遊記

巽（字健陽），小學堂教習懷寧舒廣元（字

一卷，表二卷。至於所述之日本教育規制，

伯琴）。另有一僕人、一理髮師及一廚師

自然無異於前述他人記錄。

隨侍，共十一人出行。日本人白河次郎（翻

在《日遊彙編》一書之前，綴有序言。

譯）隨行。正月初十日（二月七日）自江寧

序言僅八百多字，雖然字數不多，但該序

（今南京）啟程赴滬，十七日從上海乘日本

言關於教育改革的理念，對當時各種流行

西京丸（為一郵船）出海。十九日（十六日）

思想的論述，精煉而明確。今天看來，此書

晨抵達日本長崎。在日本參觀遊覽後，於三

序言對研究當時政界與學界的觀點十分有

月十一日（四月八日）回到上海。

用，甚至可以說比正文還重要。

此行除繆氏外，其他各位正當壯年。

序言中，開首為常見的套話。隨即筆

繆氏時已為當世名人，海內景仰，朝野敬

鋒一轉，論及已有許多學人訪日歸來，「各

重。餘輩年輕人後多成為學界名流，如徐乃

學規模無不詳矣」,意即關於教育規制的論

昌、柳詒徵、張柟等。其中尤以柳詒徵最著

述已經很多很詳備了。接下來，作者概括

名，成就亦最高。

了赴日考察學務的主要宗旨，其中有幾句

張之洞所說的精神可以理解為制度文化，即在一定的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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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澱下形成的社會共同認可的制度性的文化意識。此處的精神也不

是抽象的哲學名詞，而是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下學人的社會意識。

繆、徐諸人到東京後，參觀考察弘文

話十分重要，值得注意：「荃孫東游時，南

師範學院及各級各類學校，兼及圖書館。在

皮師囑之曰：考學校者，固當考其規制之所

日本期間，遍遊東京、橫濱、大阪、西京、神

存，尤當觀其精神之所寄。精神有不貫，規

戶等地。除與教育界同仁相會，考察日本教

制亦徒存耳」。南皮指張之洞，繆荃孫是張

育事業狀況，拜會一些社會名流外，還參

之洞的弟子，所以提到張之洞時稱之為南

觀博覽會，瞭解新興科學技術在日本的發

皮師。

展與應用。此次考察，主要是為了汲取日本

張之洞在委派繆荃孫赴日考察學務

師範教育成功經驗，並用於三江師範學堂

前，明確指出了精神之於規章制度更重要

的建設發展。歸國後，仿日本東京大學，在

的作用。也就是說，對教育制度的考察是

南京國子監舊址築校，以後更名為兩江師

當然的題內之意，但對學校教育精神的追

範學堂，此為南京近代大學之開端。癸卯學

求更重要，否則就是本末倒置。此處的精

制的雛形，也在其後逐步形成。

神並不是一個空洞的名詞，在當時時局動

回國後，訪日成員之一柳詒徵為繆荃

盪飄搖之際，有著確定的含義。簡言之，張

孫編撰《日遊彙編》，供其向張之洞書面上

之洞所說的精神可以理解為制度文化，即

報。書中詳述三島之行感受，以表格形式

在一定的民族文化積澱下形成的社會共同

介紹日本各類學校，記錄日本同行對中國

認可的制度性的文化意識。此處的精神也

教育改革的評論與忠告，並記有對日人歧

不是抽象的哲學名詞，而是在特定的社會

視中國人的憤慨。此書印行後，成為清末

環境下學人的社會意識。

興辦學堂的重要參考書[注二]。

張之洞是清末著名的政治家，當然也

在繆氏訪日之前，已有數批學人考察

不乏對之貶斥者。贊之者稱為傑出的清流

東瀛歸來，並對日本教育制度的概況多有

健將、洋務殿軍、新政主角，貶責的則認為

記述介紹。如上虞羅叔蘊（振玉）有《扶桑

他是老奸巨滑的政客，在複雜的社會劇變

領域內的領先。社會文明與社會價值觀念

某些改良運動。學習西方先進的法律制

常著名，但這個技如果被世人僅僅理解為

度與法律思想，尤其是有限民權憲政的思

具體的技藝，也就失去了對西方社會人文

想，是張之洞領先於其他各派的精神之所

精神的肯定和仿效，離魏源此論高屋建瓴

在。至少在戊戌變法之前，張之洞對改革是

的意義相去甚遠。張之洞的西學之中，「西

持支持態度的。其後的社會變故，使他對

藝非要，西政最要」，「政尤急於藝」的主

西方近代民主政治已經有了某種程度的認

張，指出了向西方學什麼、怎麼學的主要問

同，考慮問題更周密，說明張之洞的思想和

題，這也是西學的核心價值觀。張之洞的主

政治主張隨著時代的變化而漸次更新。

張從先前單純的經濟、軍事改革，延伸到政

人們對憲政抱有極大的熱情，從新政

治、經濟、司法、教育等全方位的改革，與

推進現代化的角度立論，是覺得實行憲政

自強運動時代有很大的不同。民權、議院、

能使國家迅速發展和強大起來，進而擺脫

憲政這些可能導致政治變革的西學，晚年

當時嚴峻的民族生存危機，張之洞的觀點

的張之洞也給予有限支持。可以看出，張之

也大致基於此。清末的「江楚會奏變法三

洞的主張是由魏源的思想深化而來。即使

折」、練新軍、廢科舉、預備立憲，都是新政

在一百多年後的今天看來，這種觀念仍然

的體現[注四]。近代國人的主流政治觀念，

是非常前衛非常大膽的主張，反映了中國

與其說是民主和憲政，不如說是強力政府

學人的知識體系已發生巨大變化。

或權威主義，包括新權威主義。但西方憲

他說：「大抵救時之計，謀國之方，政

政的基本精神是保護民眾的自由權利，為

尤急於藝」[注六]。儘管這裏的西政不是維

此才對統治者的權力加以明確的規定和限

新派所指的民主憲政，更不是民權之說，而

制。這一點，正是當時和今後的學者未能洞

是作為政治基礎的法律、教育和選士制度

察的。

等。但這種把西方政治經濟的核心成就作

張之洞以「中體西用」的觀點聞名於

為中國學習的要務，應該是在當時朝野混

世。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張之洞

沌的情況下具有遠見卓識的先行者之論，

刊行《勸學篇》，宣導「中體西用」。二十四

難能可貴。

篇之義括之為「五知」，即知恥、知懼、知

張之洞之說一方面是為了保全自己的

變、知要、知本。其中知要即「中學考古非

老練圓滑之舉，是自身的利害關係所致，另

要，致用為要。西學亦有別，西藝非要，西

一方面也是為維新運動失敗後推行「不改

政為要」[注五]。

其舊」以「求新」改良作思想、輿論上的準
備。作為士大夫或用現代語言叫學者的張

想。西藝非要，西政為要，就是說具體的技

之洞認為：西方列強的政體學術，經歷了

藝不是重點，政體或者制度才是關鍵。張

數百年的研究、數千人的修改，確係精良；

之洞認為，華夏文化要從西方吸取的，科

且能相互仿效，故成效顯著；學習西法，學

學技術並不重要，重要的倒是西政。即使是

習西政，可以使中國由弱變強。主張「擇西

在當時主張向西方學習的開明人士中，很

學之可以補吾闕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

多人認為西人堅船利炮，是基於技術領先

者取之」[注七]。張之洞的這些精闢論述點

的優勢，是今日所說的自然科學領域的領

明了西學對改變中國落後面貌的核心問題

先。他們並未看到先進技術是基於先進理

所在，只有這樣學習西方才是「有其益而無

念與先進體制，亦即社會科學、人文科學

其害」[注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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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五知」中，知要可以說是核心思

至少在戊戌變法之前，張之洞對改革是持支持態度的。其後的

勢。當時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觀點非

社會變故，使他對西方近代民主政治已經有了某種程度的認同，考

新派激進觀點有別，但他也支持維新派的

慮問題更周密，說明張之洞的思想和政治主張隨著時代的變化而漸

的領先，才是先進生產力與先進文化的優

次更新。

張之洞的思想與康有為、梁啟超等維

本期特輯

中以自保為唯一處世原則。

序言中作者所提張之洞「尤當觀其精
神之所寄」的精神，大體應當做如是觀。

視野、深廣的文化背景以及對國學的透徹
認識。但作為張之洞學生的繆荃孫，卻沒

但在《日遊彙編》其後的文字中，作者

能繼承其師的思想精華，反而在張氏理論

在簡要論述了日本學校教育的成功之處，

的基礎上倒退，實際上甚至是批駁了張之

分析國內學堂的得失後，卻又給出了與張

洞的觀點，這是很可惜的。

之洞之教導或者囑託相矛盾的觀點：「此

但是把這種注 重實學，反對自由平

後辦學堂者，當注意實學為宗旨，一切自由

權，甚至把西方文化精華視為異端邪說的

平權之邪說，不禁自絕」[注九]。

現象放在清末的大環境下來考察，就可以

實學似乎就是前面所說的技藝之學，

看出這是學界普遍的觀點，並不是繆荃孫

即技術層面的經驗、知識與方法。自由的

一個人的個別認識。即使是具有遠見卓識

詞意與今天無別，指研究學術的自由，追求

的張之洞，也在維護封建專制上費盡心機，

真理的自由，開放思想的自由。平權在當時

《勸學篇》的言論中，多有這種曲盡其意

的語義應該指平等權益，似乎包括了人生

的地方。為圖生存，張氏不得不維護傳統

而平等的思想。

之綱常名教，力保國粹，反對被誤解了的民

即使是在帝國大廈搖搖欲墜的時代，歷史積澱下形成的封建

君臣思想仍然是社會重要意識。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明君忠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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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具有強大的思維慣性，遠遠淩駕於任何外來的開放平等的新思

潮。

應該說，平權並不是中國幾千年來政

權之說。不如此，張之洞的西政之說也就

治體制下形成的思想，是西方近代以來傳

無以自存。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西學可以

入的思想。對於幾千年的帝皇統治下的臣

借此堂而皇之地進入傳統體制框架，取得

民，很難形成生而平等的人權思想。世世

合法地位，並進一步有利於打破國民排斥

代代的先人骨子裏流淌的是忠君報國的血

外來新生事物的心理障礙。君主立憲制、

液，是出身決定社會地位、決定等級差別

民主共和制等理論也才得以引入中國，並

的血統論。即使是在帝國大廈搖搖欲墜的

與中國文化交融，產生近代中國的政治思

時代，歷史積澱下形成的封建君臣思想仍

想。這似乎也是張之洞在非常時期採用的

然是社會重要意識。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迂回變通之舉，否則難以在保守勢力強大

明君忠臣的意識具有強大的思維慣性，遠

的朝野各界推廣他的新政理念。

遠淩駕於任何外來的開放平等的新思潮。

張之洞是近代中國一個相對完全意

前述西藝非要、西政為要的觀點，是

義上的舊知識體系中的學者，其後的梁啟

張之洞特意關照的「當觀其精神之所寄」的

超、蔡元培等新舊兼通的學者,再到胡適這

要旨。而上述序言中關於實學的說法，卻又

種完全意義上的新學者,張之洞在這一體系

似乎把張之洞的觀點與西方各國的政體學

中可以說是一代先行者的典型代表。由張

術放在一起，均視之為邪說。

之洞與繆荃孫關於新政和教育改革的不同

繆荃孫作為知名學者，長期致力於學

觀點，可以看到一代學者在內外環境壓力

術研究，研究版本目錄之學，辨章學術，考

下的艱難改變,這既反映了近代中國文化的

鏡源流。在很多學術領域，繆氏不愧是當

變遷,也展現了中國近代史的縮影。

世學人的翹楚。但對於封建專制制度的危

任何一種文化實體都植根於自身的社

害，世界文化思想的新潮流和先進政治經

會經濟結構中，在社會文明程度還未達到

濟體制，對於基於人性的學術研究成果和

足夠開化的歲月，也無法使一種看似先進

人類共同的價值認識觀，只能說是不甚了

的文化迅速為大眾接受。一個以自然經濟

了。

為主體基礎的社會，很難認同平等的觀念
百餘年過去了，張之洞關於「西藝非

與實踐。畢竟繆荃孫是學者，不是朝廷重

要，西政為要」的論點仍然有歷史與現實

臣，無法像張之洞那樣掌控國事大政，並為

意義，根本原因就在於張之洞開闊的學術

之運籌帷幄。學人歷來偏重於自己所熟悉

績，卻是領先於許多只做研究，不能開拓實

Abstract: Zhang Zhidong put

務的學界同仁的。尤其是繆荃孫以六十歲

fo r w a r d t h e i d e a of “ U t i l i z a t i o n of

的高齡，奉師命率團出訪，且不辱使命，殊

western knowledge in Chinese system”,

為不易。對於《日遊彙編》中不盡人意的觀

which opened door for western science to

點，囿於學人的學識範圍與把握社會發展

come into Chinese traditional systematic

方向的理論與實踐環境，無法對之提出更

framework and acquired a legal position, in

高的要求，不應該給予過多的評判。

favor of breaking psychological obstacles
of national rejection of foreign new things.

[注一]費正清(J.K.，Fairbank，J.K)、賴肖
爾(E.，R e i s c h a u e r，E)著，陳仲丹、潘興
明，龐朝陽譯：《中國：傳統與變革》(南
京，江蘇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頁
三九八；同書二○一二年，頁三五○。
[注二]繆荃孫《藝風老人日記》(北京大
學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四月影印版)，頁
一五三九至一五五二。
[注三]繆荃孫、柳詒徵《日遊彙編》，清
光緒二十九年六月（一九○三年七月）刻
本。轉引自陳元暉主編，璩鑫圭、唐良炎
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學制演
變》(上海教育出版社，二○○七年)，頁
一三九至一四○。
[注四]李細珠《張之洞與清末新政研究》
(上海書店出版社，二○○三年)，頁二八七
至三○○。
[注五]張之洞《勸學篇》(上海書店出版
社，二○○二年)，頁二。
[注六]同上，頁四一。
[注七]同[注五]，頁二二。
[注八]同[注五]，頁二二。
[注九]繆荃孫，柳詒徵：《日遊彙編》，
清光緒二十九年六月（一九○三年七月）
刻本。轉引自陳元暉主編，璩鑫圭、唐良
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學制演
變》(上海教育出版社，二○○七年)，頁
一三九至一四○。

Zhidong's New Political Thoughts and

monarchy and democratic republicanism
would be able to be introduced to China,
a nd i nteg rated w it h Ch i nese cult u re,
producing political ideology of modern
China. Zhang Zhidong maintained “specific
western technology is not critical; instead,
western form of government or system is”.
It’s important to look into “what western
spirit wants to convey” regarding western
education, which still exerts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inf luence to the present. Miao
Quansun focused on applied learning and
opposed to freedom and equal rights in the
preface of his Collection of Study to Japan.
Instead of inheriting essences of Zhang
Zhidong’s thoughts, Miao moved steps
back on Zhang’s basis. Society based on
natural economy was hard to identify with
equal concepts and practices.
Key word: New Deal in Late Qing
D y n a st y; E q u a l R ig ht s; D e mo c r at ic
Constitutionalism; Collection of Study
to Japan; Utilization of West Knowledge
in Chinese System (Chinese lear ning
for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Western
learning for practical application; Western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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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Differences between Zhang

Therefore, theories such as constitutional

由張之洞與繆荃孫關於新政和教育改革的不同觀點，可以看

Jinling Library)

到一代學者在內外環境壓力下的艱難改變 這, 既反映了近代中國文

想，但繆氏實際創建南北兩大圖書館的功

Xu Tingchang( Research Librarian of

化的變遷 也,展現了中國近代史的縮影。

應苛求於前人的。儘管不能領先於時代思

Miao Quansun's in Late Qing Dynasty

本期特輯

的專業理論研討，不能面面俱到，這是不

中國研究

政治對立和朋黨之爭的產物
──簡析北宋祖無擇案的起因及其影響
■ 鮑新山
浙江旅遊職業學院
摘

祖無擇案是政治思想對立的產物，是王安石借反腐懲貪來打擊和

排擠反對派從而維護變法得以繼續推行的措施。祖無擇案不僅沒有有

４０

效地打擊變法反對派，反而增大了變法的阻力，加劇了司法不公和朋

黨之爭。

要：祖無擇案的發生，既有祖無

為祖無擇案不是因政治派別的鬥爭，而是

擇與王安石、王子韶個人恩怨的因素，也

因祖無擇與王安石的私人恩怨所致，案發

有祖無擇個人腐敗的事實，但更主要的原

之後才上升為不同政治派別之間的爭論和

因是雙方政治思想不同導致的。王安石崇

鬥爭[注二]。筆者認為，祖無擇案的發生，

尚法家，主張積極有為、嚴刑峻法、輕罪

既有祖無擇與王安石、王子韶個人恩怨的

重刑、推行變法；祖無擇崇尚儒道，主張

因素，也有祖無擇個人腐敗的事實，但更

無為而治、無訟寬刑、反對變法。祖無擇

主要的原因是雙方政治思想不同導致的。

案是王安石借反腐懲貪來打擊和排擠反對

以往學者對祖無擇與王安石兩人的思想分

派從而維護變法得以繼續推行的措施，而

歧研究極少，以為他們原本是關係極為密

反對變法的人士通過揭露王安石在處理這

切的同僚，不存在根本的對立，只因祖無

一懲貪反腐中的程序不當、執法不公等缺

擇私拿其潤筆費這一不足掛齒的小事導致

陷，貶斥王安石，把王安石的反腐懲貪行

王安石對祖無擇下手，顯得王安石非常小

為理解成了對異己者的打擊報復。祖無擇

肚雞腸。但深入分析二人的經歷及交往，

案不僅沒有有效地打擊變法反對派，反而

可以看到二者在政治思想方面存在巨大分

增大了變法的阻力，加劇了司法不公和朋

歧。王安石崇尚法家，主張積極有為、嚴刑

黨之爭。

峻法、輕罪重刑、推行變法；祖無擇崇尚儒

關鍵詞：祖無擇，王安石，變法，貪
污腐敗，反腐懲貪，北宋。

道，主張無為而治、無訟寬刑、反對變法。
祖無擇案是二者政治思想對立的產物，是
王安石借反腐懲貪來打擊和排擠反對派從

北宋神宗熙寧二年（一○六九年）發

而維護變法得以繼續推行的措施。而反對

生的祖無擇案是宋代一個非常有名的反腐

變法的人士通過揭露王安石在處理這一

懲貪案件，而且是由宋神宗下詔審理的詔

懲貪反腐案中的程序不當、執法不公等缺

獄，在當時政壇產生了巨大的反響。對這

陷，貶斥王安石，把王安石的反腐懲貪行為

一案件的起因，史籍中大多都認為是祖無

理解成了對異己者的打擊報復。祖無擇案

擇與王安石二人的私人恩怨所致，如陳均

不僅沒有有效地打擊變法反對派，反而增

《九朝編年備要》卷十八即說「王安石以私

大了變法的阻力，加劇了司法不公和朋黨

怨諷監司誣其過，詔置獄」。當代不少學者

之爭。以下略陳管見，以供探討。

也持這一觀點，如戴建國《熙豐詔獄與北

一、祖無擇生平及祖無擇案始
末

宋政治》認為祖無擇案是祖無擇與王安石
私人恩怨擴大而形成的[注一]。辜夢子《詔
獄緣何涉新法：北宋祖無擇案芻議》也認

要瞭 解祖無擇 案，首先需要對祖無

沔）頗申理之，得免。次及提刑祖擇之，問

族。據祖無擇曾孫祖行《祖氏源流》記載，

諸將兵敗亡之由，擇之知必不免，勃然起

祖無擇的曾祖仲宣為都官，乃「故相文正李

對曰：『太尉不得無禮！擇來時，金口別有

公昉之婿」。祖父為尚書比部員外郎、贈侍

宣諭』。其客將在廳下，即呼牽提刑馬，遂

部侍郎。父親祖士安為天禧三年(一○一九

就廳事上馬，以出於甲胄兵戈之間。既至所

年）進士，銀青光祿大夫。叔父祖士衡為狀

舍，便溺俱下，滿於鞍韉」。這是祖無擇人

元、知制浩，祖士龍為大中大夫。顯赫的家

生中最狼狽的一次經歷，也是他出仕後所

族背景使祖無擇從小就受到名師指點，能

受到的第一次重大打擊。

廣交天下名人，為祖無擇的學習和從政提
供了很好的前提條件。

皇祐五年（一○五三年），祖無擇以罪
移典袁州。嘉祐二年（一○五七年），正月

祖無擇出生於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

十五日，祖無擇與集賢校理錢公輔考試。

（一○一一年），卒於宋神宗元豐七年(一

嘉祐三年六月，祖無擇為契丹正旦使出使

○八四年)。寶元元年（一○三八年），祖無

遼國。嘉祐四年（一○五九年）出知陝府。

擇登進士第，狀元為呂溱，祖無擇為第三

嘉祐六年（一○六一年）修起居注，知制

名，而後來大名鼎鼎的司馬光才第六名[注

誥。嘉祐八年（一○六三年），為右諫議大

四]。作為司馬光的同年或許對他以後的人

夫，充英宗即位契丹皇太后國信使再次出

生產生不小的影響。

使遼國。治平元年（一○六四年）英宗繼位

祖行《龍學始末》云：登第後，祖無擇

不久，祖無擇即獻《皇極箴》。據《尚書·洪

即踏入仕途，平步升遷。「授承奉郎，通判

範》解釋：「皇極，皇建其有極」。孔穎達

齊州。年餘，召試，充直史館。次知南康軍、

疏：「皇，大也；極，中也。施政教，治下民，

海州，遷秘書丞、廣南東路，徙荊湖北路，

當使大得其中，無有邪僻」。箴，勸告、勸誡

皆為提點刑獄加太常博士、直集賢院，改

之意。據此可知，這是一篇希望英宗如何統

廣東轉運使」。

治天下的準則、規範的奏章，足見其對英宗

祖無擇為廣東轉運使的時間為皇祐四

治國安邦的期待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關心，

年（一○五二年）。當時地處廣西西南的廣

所以英宗賜詔褒獎。治平二年（一○六五

源州壯族首領儂智高發動叛亂，攻陷嶺外

年）糾察在京刑獄，遷左諫議大夫，加龍圖

數州，氣焰高漲，宋軍屢敗。在祖無擇作於

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同年祖無擇任鄭

次年的《袁州慶豐堂記》中記載道：「時廣

州知州。治平四年(一○六七年)，十月，祖

源州蠻入寇，陷嶺外數州。朝廷趨行乘遽，

無擇知杭州。
熙寧元年（一○六八年）神宗召知通

事，戎備既寡，糧餉不給。賊氣方銳，我師

進銀台司，熙寧二年（一○六九年）十二月

屢敗」[注五]。強調導致戰爭失敗的主要原

下秀州獄。這是祖無擇人生中最大的一次

因是「戎備既寡，糧餉不給」等客觀因素。

災難。宋人魏泰《東軒筆錄》卷十二記載

而宋人王銍《默記》卷上則記載祖無擇因

了案件的起因：「苗振以列卿知明州，熙

擅自行動而戰敗，差點被主帥狄青殺掉，

寧中致仕，歸鄆州，多置田產。又自明州市

幸虧祖無擇急中生智，假借皇帝別有宣諭，

材為堂，舟載歸鄆。時王逵亦致仕，作詩

溜之大吉，才得以倖免：「狄青宣撫廣南，

嘲振曰：『田從汶上天生出，堂自明州地架

平儂智高。未出師，先大陳軍儀，數諸將不

來』。此句傳至京師，王荊公大怒，即出禦

俟大軍之到，先出師不利。就坐，擒陳崇儀

史王子韶，使兩浙廉其事。子韶又言：『知

（陳曙）等三十餘人，拽出斬之。次及余襄

杭州祖無擇亦有奸科之跡』。於是明州、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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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馳二百里，浹辰而達。所治遠方，久無

祖無擇案的發生，既有祖無擇與王安石、王子韶個人恩怨的因

家是五代、北宋時期一個累世公卿的大家

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雙方政治思想不同導致的。以往學者對祖無

公（余靖），襄公矍然下拜，而孫元規（孫
擇與王安石兩人的思想分歧研究極少。

擇的家世與生平有大致的瞭解[注三]。祖

州各起獄鞫治，振與無擇敗斥」。這或許是
有關祖無擇案興起的最初記載。

復

王子韶是北宋時期一位不忠不孝、陰

王子韶是北宋時期一位不忠不孝、陰險刻薄、善於鑽營、自私自

４２

利的小人。對王子韶來說，是沒有是非對錯的觀念的，一切只看對自

己是否有利。

《宋會要輯稿》刑法三之六五披露了

險刻薄、善於鑽營、自私自利的小人。《宋

該案件的案發經過及經辦人:「神宗熙寧二

史》卷三二九《王子韶傳》記載，禦史張商

年閏十一月八日，遣[提]舉司勾當公事沈衡

英劾其不葬父母，這在古代可謂最大的不

鞫前知杭州、龍圖閣學士祖無擇於秀州（今

孝。在朝堂之上，王子韶也是「陰持兩端，

嘉興），遣內侍管（擔）[押]無擇乘驛站騎

見利忘義」。當時王安石正推行青苗法，王

就對獄。又遣權禦史台推直官張景直鞫前

子韶「每進對之際，則迎合上意，未嘗有一

知明州、光祿卿苗振於越州。皆以禦史王

語敢指政事之失」，但退朝之後，與呂公著

子韶得其不法事故也」[注六]。祖無擇是在

對話時，「則複肆誕謾，以謂屢嘗奏疏，『言

首都開封知通進銀台司任上被沈衡和內侍

新法之非便』」[注八]。其目的就是要上下

拘捕，直接押送到秀州受審的。《續資治通

欺罔，兩獲其利。對王子韶來說，是沒有是

鑒長編》卷二一三神宗熙寧三年秋七月癸

非對錯的觀念的，一切只看對自己是否有

醜條注引韓駒《南窗雜抄》云：「祖無擇知

利，這也是不忠的行為。王子韶對下屬缺乏

杭州，坐法制勘，鄭獬往代，自開封府移知

仁愛，非常苛刻，導致下屬不滿，於是，一

至郡，上疏曰：『臣過秀州，見赤地千里，蝗

軍吏在一次酒醉後，將子韶及其兒子刺傷

蝻蔽天，私怪其故。已而見就逮者累累，道

[注九]。熙寧初士大夫中有「十鑽」之諺，

路不絕。問之，皆坐無擇事追證也』」。由

把王子韶稱為「衙內鑽」，就是因為他造請

此可知，祖無擇案在當時聲勢浩大，牽涉

公卿之門，不憚寒暑，交結權要子弟，巧於

到的人員非常廣泛。

自媒，如刀錐之銛銳。知諫院陳襄揭發王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一三神宗熙

子韶的兒子王淵、侄子王琦的官職都是因

寧三年七月癸丑條記錄了朝廷對祖無擇案

王子韶「賣恩請謁」得到的，可見王子韶沒

的處罰結果：「龍圖閣學士右諫議大夫祖

有任何公義、法紀的觀念。

無擇責授檢校工部尚書、忠正軍節度副使，

王子韶應該是一位神童，還沒有成年

不簽書本州公事。丁憂人屯田郎中任造追

就考取進士，因年紀太小，只得「復遊太

一任官，勒停，經恩未得敘用。國子博士致

學」，很長時間未能任官，是王安石將其引

仕錢羔羊追三任官，衢州編管。殿中丞致

入三司條例司，走上仕途，所以他對王安

仕王景追一任官，勒停。泗州參軍張應岩追

石感恩戴德。也許是恨屋及烏，王安石不

參軍，明州編管。監杭州軍資庫司法參軍孫

喜歡的人，自然也成了王子韶痛恨和揭發

輔特沖替」[注七]。《宋史》卷二○○《刑法

的對象。《宋史》卷三二九《王子韶傳》載：

二》記載，受牽連的官員有十余人受到處

「安石惡祖無擇，子韶迎其意，發無擇在杭

理：「獄半年乃決，辭所連逮官吏，坐勒停、

州時事」。《宋史》卷三三一《祖無擇傳》

沖替、編管又十餘人」。

載：「熙寧初，安石得政，乃諷監司求無擇

二、祖無擇案發生的原因

罪」。說明祖無擇案的暴露確實是與王子
韶的揭發和誣陷有關。作為監察官員糾察

祖無擇反腐案的發生不是偶然的，

文武百官的違法行為本沒有什麼錯，而王

既和祖無擇與王安石、王子韶的私人恩怨

子韶揭發、誣陷祖無擇既不僅僅是秉承王

有直接的關係，也與祖無擇的腐敗行為有

安石的旨意，也不僅僅是祖無擇本人犯錯，

關，更與祖無擇個人的思想觀念、反對變

而是包藏了王子韶自己的陰暗目的。禦史

法的言論有密切關係。
首先，祖無擇案源於王子韶的挾私報

中丞蘇轍披露了王子韶揭發、誣陷祖無擇
最直接的原因：「子韶妻父沈扶閒居杭州，

此損有餘補不足，周急不繼富之意也。其講

百端，遂起大獄，然卒無事，實無擇緣此得

睦鄰之好，不過以酒相遺，彼此交易，複還

罪，至今天下冤之」[注十]。由此可知，即使

公帑。苟私用之，則有刑矣」。仁宗慶曆四

祖無擇跟王安石沒有任何私怨，王子韶也

年（一○四四年），規定，盜用公使酒、醋，

不會對祖無擇善罷甘休的。由蘇轍的言辭

法當死[注十三]。然而酒對於很多嗜酒者

可知真正的腐敗分子應該是王子韶，而由

來說具有無窮的、難以抵擋的吸引力，即

腐敗分子掀起的所謂的反腐行為其本身的

是殺頭仍然會有人冒險。更何況當時並沒

客觀性、公正性自然會受到當時人們的懷

有非常有效的監督措施，所以盜用公使庫

疑。

的酒屢禁不止。「治平元年（一○六四年）
其次，祖無擇案與祖無擇本身的貪腐

行為有關

知鳳翔府陳希亮自首曾以鄰州公使酒私
用，貶太常少卿，分司西京。乃申嚴其禁，

王子韶、王安石為什麼能掀起祖無擇

公使酒相遺不得私用，併入公帑」。雖然重

案？就是因為祖無擇確有極其輕微的貪腐

申了禁令，但盜用、挪用、借用公使酒受到

行為。雖然祖無擇自己對所有的貪腐指控

懲罰的是極少數，因此盜用、挪用、借用公

都一概不予承認，但根據《續資治通鑒長

使酒也成了州縣常事。不拿公使酒，反倒成

編》的記載，以下五條「貪腐」行為還是可

了需要大書特書的稀罕事，成為廉潔的榜

以認定的：1、貸官錢。2、借公使酒。3、乘

樣。當時有將領趙滋，「月得公使酒，不以

船過制。4、與部民接坐。5、聽從任造、王

入家」，竟獲得到「性尤廉謹」[注十四]的

景、錢羔羊、張應岩等曲法請求[注十一]。

盛讚，可見，當時拿公使酒或自己享用或送

《續資治通鑒長編》中所謂的「貸官

給親友是司空見慣的行為，也正因為整個

錢」可能就是鄭獬在其奏章中所說的「予

官場的風氣就是這樣，所以祖無擇才敢於

富民錢出息以助公帑」，也就是將政府的

「以公使酒三百小瓶遺親」[注十五]。

錢借貸給富人，目的是增加地方政府的收

乘船過制，是指乘坐船隻的規格違反

入，解決地方政府財政不足的行為。在宋

了等級規定。與部民接坐，是指官員與其

代，貸官錢謀私利一般都會受到處罰，而為

屬下的公人僕隸及百姓等發生密切接觸、

公事、為民事如興修水利等貸官錢並不受

宴請迎送等，這也是違反封建時代上下級

到處罰。青苗法就是貸官錢（谷），是王安

之間森嚴等級秩序的規定和廉潔要求的。

石極力推行的最重要的變法內容之一。唯

聽從任造、王景、錢羔羊、張應岩等

一的區別是祖無擇把錢帶給了富人，王安

曲法請求，一是指屯田員外郎中任浩等請

石把錢（谷）貸給了窮人。熙寧六年八月，檢

鑄鐘事，二是可能就是指鄭獬所說的「請射

正中書刑房公事沈括向神宗報告：「浙西

屋地」，就是將官府控制的土地批給私人

諸州水患，久不疏障，堤防川瀆多皆堙廢，

建房屋，這種現象在當時也很普遍。孫沔

今若一出民力，必難成功。乞下司農貸官

為杭州知府時，批土地給私人建房的現象

錢，募民興役」。也得到了神宗的批准[注

非常多，甚至連附近的山林都一起配給人

十二]。所以以貸官錢處罰祖無擇難免不使

家。賣地可增加地方政府的收入，得到土地

人覺得冤枉。

的官員自然不會忘記給予批地者好處，這
自然是損公肥私的腐敗行為。這四個人都

贈送自己的親友。宋王栐《燕翼詒謀錄》卷

受到了相應的處置：丁憂人屯田郎中任造

三記載：「祖宗舊制，州郡公使庫錢、酒專

追一任官，勒停，經恩未得敘用。國子博士

饋士大夫入京往來與之官、罷任旅費，所

致仕錢羔羊追三任官，衢州編管。殿中丞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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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公使酒，其實就是把公使庫裏的酒

由蘇轍的言辭可知真正的腐敗分子應該是王子韶，而由腐敗

州祖無擇守法不與，子韶挾此私恨，誣謗

分子掀起的所謂的反腐行為其本身的客觀性、公正性自然會受到

饋之厚薄，隨其官品之高下，妻孥之多寡，
當時人們的懷疑。

方謀造宅舍，每於本州幹借捍行役兵，知

仕王景追一任官，勒停。泗州參軍張應岩追

員任命文件時，被任命者要給他們掏潤筆

參軍，明州編管。

費，這本身就是不正之風。一方面，有皇帝

祖無擇身為儒者，受過孫復、穆休嚴

的宣導，這些皇朝秘書們自然要的理直氣

格的儒學大家的倫理道德的教育，飽讀儒

壯。「近時，舍人院草制有送潤筆物，稍後

家經典，熟諳儒家修身、慎獨的種種教誨，

時者，必遣院子詣門催索」[注十七]。另一

又深深沉迷於道家道教的無欲無求、無為

方面，那些文綵飛揚、妙筆生花的才子所

無爭的境界，照理說，應該對貪欲有雙重

寫的誥辭，無疑會讓受任命的官員增光添

的警惕和免疫力。但到了「東南第一州」的

彩，他們給的潤筆物會更多，甚至「例外別

杭州，在「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盡豪奢」

贈白金百兩」[注十八]，必然導致皇朝秘書

的世俗繁華中，祖無擇仍無法抵擋外在的

們越是給官員們塗脂抹粉、鼓吹誇大，得

誘惑，在利令智昏、鬼迷心竅中確曾做了

到的潤筆費會越多的局面。收授潤筆物必

不少違紀違法的事情，受到王安石、王子

然會助長官場的不正之風。所以到元豐年

韶的指控，受到神宗的處罰也是咎由自取，

間，「改立官制，內外制皆有添給，罷潤筆

罪有應得。祖無擇為人好義，「寬而泛愛，

物」[注十九]。所以「潤筆物」在祖無擇看來

失於周防」[注十六]，這或許也是他聽從任

是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在王安石看來，

造、王景、錢羔羊、張應岩等曲法請求，以

這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反映一個人品德是

致違法的因素。
第三，與王安石政治思想的衝突、反
對變法是祖無擇案發生的根本原因

否高尚廉潔的大事。
王安石作為偉大的改革家、思想家、
政治家，本人一向非常廉潔，個人品質毫

祖無擇身為儒者，在世俗繁華中，無法抵擋外在的誘惑，在利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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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昏、鬼迷心竅中確曾做了不少違紀違法的事情，受到王安石、王子

韶的指控，受到神宗的處罰也是咎由自取，罪有應得。

祖無擇案的發生雖有其自身貪腐的因

無瑕疵。《說郛》卷二三《清節》記載了一

素、雖由王子韶揭發，但其幕後的真正推

個有趣的小故事：「有獻硯於王荊公，云：

手卻是王安石。因為祖無擇所做的事情，

『呵之可得水』。公笑而卻之，曰：『縱得一

都是州縣常事，為什麼不抓別人，只抓祖無

擔，所直幾何』」。所以人們都為王安石「不

擇？很多記載都認為是源於「潤筆物」這件

為物移」的高尚品質而嘆服。

「小事」。《宋史》卷三三一《祖無擇傳》記

《夢溪筆談》卷九還記載：「王荊公

載：「初，詞臣作誥命，許受潤筆物。王安

病喘，藥用紫團山人參，不可得。時薛師政

石與無擇同知制誥，安石辭一家所饋，不

自河東還，適有之，贈公數兩，不受。人有

獲，義不欲取，置諸院梁上。安石憂去，無

勸公曰：『公之疾非此藥不可治，疾可憂，

擇用為公費，安石聞而惡之」。《長編》卷

藥不足辭』。公曰：『平生無紫團參，亦活

二一三有大致相同的記載：「嘉祐中，無擇

到今日』。竟不受。公面黧黑，門人憂之，以

與王安石同知制誥時，詞臣許受潤筆物。

問醫。醫曰：『此垢汙，非疾也』。進澡豆令

安石因辭一人之饋，不獲，義不受，以其物

公頮面。公曰：『天生黑於予，澡豆其如予

置舍人院梁上。安石以母憂去，無擇取為

何！』」王安石寧可不治哮喘病，也不接受

本院公用。安石聞而惡之，以為不廉。安石

稀有的紫團參；寧可自己臉黑，也不收取

既當國，無擇遂得罪」。收授潤筆物是宋代

廉價的澡豆。可以說王安石的眼裏揉不得

一個比較常見的現象，起源於太宗時期。

半點沙子。一向廉潔正直、銳意改革時弊

沈括《夢溪筆談》卷二《故事二》記載：「內

的王安石當然是不屑於拿潤筆物這不義之

外制凡草制除官，自給諫、待制以上，皆有

財的。但他沒想到祖無擇拿了。祖無擇不僅

潤筆物。太宗時，立潤筆錢數，降詔刻石於

拿自己的，還將王安石沒有退還成功或許

舍人院」。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和知制誥這

還準備繼續退還給別人，也可能留作它用

些御用秘書本身享有皇俸，為皇帝起草官

的潤筆物也用掉了。它確實反映了王安石

常嚴謹的官員，在王安石心中留下「不廉」

「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

的印象實在是在所難免的。

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治大
國若烹小鮮」；「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

心，矢志要懲辦祖無擇也是不完全正確

下治」。在《與王介甫書》中司馬光諄諄告

的。王安石拿祖無擇開刀，主要還是由於他

誡王安石要按照老子的教導去做，不要有

與祖無擇政治思想和觀點的分歧，最主要

為，不要擾民[注二十三]。這也是自太祖、

的原因是祖無擇反對變法。

太宗以來宋代統治者一貫奉行的政治指導

王安石生於天禧五年(一○二一年)，

思想。

比祖無擇整整小了十歲，但王安石少好讀

面對道家、道教，祖無擇應該比司馬

書，無所不讀，每讀書通宵達旦，而且記憶

光還要熟悉，因為祖無擇的叔祖祖岊從小

力極其驚人，一過目終身不忘。所以其學識

就喜歡《周易》與《莊子》，成年後遍覽劉

的博大精深與超前，遠非祖無擇所能比。

向的《列仙傳》、葛洪的《神仙傳》、陶弘

「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

景的《真誥》，超然有出塵之志。有一次碰

者皆服其精妙」[注二十]。王安石不僅刻苦

到一書生，對他說：「觀子神氣秀異，可以

讀書，而且深入觀察研究當時的社會矛盾

絕風塵，淩煙霞，無矻矻於儒學，當思脫世

和問題，很早就形成了自己銳意進取、變

俗之累為佳」。祖岊欣然從命，跟著這個書

法圖強、富國富民的治國思想體系。王安石

生雲遊學仙，得僻谷之術，幾個月不吃飯，

認為，當時出現的「官亂於上，民貧於下，

且能在懸崖峭壁之間，如履平地。有少年

風俗日以澆薄，才力日以困窮」的原因就在

追躡不及，遠而望之，見其入石室中，比至

於統治者因循苟且，無所作為。「夫因循苟

其處，則與石室俱不見矣。最後莫知所終

且，逸豫而無為，可以徼幸一時，而不可以

[注二十四]。祖無擇對自己這位叔祖的神

曠日持久。晉、梁、唐三帝者不知慮此，故

仙事蹟非常神往，津津樂道，自己也經常閱

災稔禍變生於一時，則雖欲複詢考講求以

讀道家道教的經典，乃至「忘懷塵俗外，枕

自救，而已無所及矣。以古准今，則天下安

籍只《南華》」[注二十五]，因此，道家道教

危治亂，尚可以有為。有為之時，莫急於今

思想自然不能不對祖無擇的政治思想產生

日」[注二十一]。所以，王安石所到之處，

很大影響。祖無擇雖然「少從孫復學經術，

都積極有為。如一○四七年，王安石到鄞

穆修為文章」。從現有的文獻看，祖無擇毫

縣任知縣，即「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

無疑問是一個儒者，但他的思想中無疑也

利」，發展農業生產，增加農民收入。同時，

包含了道家、道教的思想，也是崇尚清淨、

「貸谷與民，出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

無為、勿擾的為官理念的。祖無擇《龍學

便之」[注二十二]。也就是在農民春天青黃

文集》卷三中有《至齊五月兩院獄空喜而

不接之時貸錢谷於民，等到秋天收穫之後

成詠》詩，為祖無擇到齊州通判任五個月

還款付息，這樣既解決了貧困農民的生產

時所作。他所強調的就是：「三章用舊制，

生活困難，又抑制了高利貸者的投機，還增

五月紹遺風。止係垂衣治，非幹別駕功」。

加了政府的收入，效果非常良好。

垂衣而治就是無為而治。祖無擇在齊建了
一個申申堂，目的就是為了休息時用的。申

修建一些樓堂館所以外，基本上沒有什麼

申堂雖然不大，但環境優美。「若夫坐於

建樹。在政治思想上，祖無擇更接近於司

堂上，則有連峰在目，鳴泉入耳，時時觀魚

馬光。司馬光雖是純儒，卻非常崇尚道家的

之泅，聞鳥之囀，竊感魚鳥之樂，幾動林壑

無為而治。司馬光最欣賞老子的名言：「天

之戀。此其燕息之趣也」[注二十六]。申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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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縱觀祖無擇所到之處，除了興學和

王安石不僅刻苦讀書，而且深入觀察研究當時的社會矛盾和

當然，要說王安石僅此一點就懷恨在

問題，很早就形成了自己銳意進取、變法圖強、富國富民的治國思

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想體系。所以，王安石所到之處，都積極有為。

與祖無擇不是一類人，祖無擇不是一個非

堂之名取之於《論語·述而篇》的「子之燕

薇閣二首》和王安石給祖無擇的兩封書信

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申通伸，舒展。

（《王荊公手書上龍學求教》、《王荊公又

申申，即舒適意。夭夭：和顏悅色。孔子在

手書回答龍學》）。兩首和詩都是應酬之

家閒居的時候，內心舒展安適，外表和顏

作，不足以反映二者的真實關係。兩封信則

悅色。在筆者看來，申申堂雖打著孔子的旗

足以反映二者的政治思想的差異。第一封

號，但其表白卻是盡享莊子的觀魚之樂，

信《王荊公手書上龍學求教》在《安石文

是真正的安樂享受之堂，無為之堂。

集》卷七七中也有收錄，題目為《與祖擇之

王安石本人更喜歡二帝三王，他在很多奏章和書信中都極力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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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先王之道，而不是法孔孟之道。這與以儒者自居、主張效法孔孟之

道的祖無擇的觀點是顯然不同的。

祖無擇在齊州時，還曾應齊州屬縣臨

書》，大約作於二人交惡之前，主要是和祖

邑縣令蕭浚之請，為其修葺一新的縣衙廳

無擇探討聖人的「治教政令」與「書之策」

事左堂作《知雄堂記》。祖無擇引用老子的

的關係。在王安石看來，治教政令是聖人

話說：「在老氏曰知其雄，守其雌。雄取大，

從道這個本源的理解而制定的，而書之策

雌取小。知其大，守其小，則實之者虛，滿

則只是對治教政令的記錄和解釋。二帝三

之不損。……惟君能知道之大，守道之小，

王以心得道，作而為治教政令，推行全國，

故取老氏說，以名其堂。蓋將與道出處，不

被之天下之民，而孔孟則只是將這些治教

忘乎知之、守之之義也」[注二十七]。雄，就

政令書之於策，記錄下來而已。雖說二者

是雄性，特點是健而有力；雌，就是雌性，

都是聖人，但記錄傳播治教政令與將治教

特點是柔而虛弱。在祖無擇看來，健而有

政令付諸實踐畢竟功效有別。王安石本人

力，其健不久，其力不長。柔而虛弱，可以長

更喜歡二帝三王，他在很多奏章和書信中

久，可以永恆。所以為政也要知雄守雌，不

都極力主張法先王之道，而不是法孔孟之

要剛勁有為，而要柔弱無為。

道。這與以儒者自居、主張效法孔孟之道的

皇祐五年（一○五三年），祖無擇因在

祖無擇的觀點是顯然不同的。

儂智高戰爭中戰敗被貶到袁州。袁州在現

第二封信《王荊公又手書回答龍學》，

在的江西西部，唐代叫宜春郡。地處僻遠，

在《臨川文集》中未收，但在《臨川文集》

與世隔絕，此正符合祖無擇頤養性情的需

卷七二有《答王深甫書三》之二，內容與此

要。祖無擇除了「建學官，置師生，郡國弦

信大致相同。這封信的主要內容是講述王

誦之風由此始盛」，其他也沒有做什麼事。

安石自己的法治思想與實踐。王安石首先

整天悠閒無事，他稱之為「吏隱」，並且一

說：「故某於江東，得吏之大罪有所不治，

口氣寫了十首《吏隱宜春郡》的詩描述自己

而治其小罪。不知者以謂好伺人之小過以

幸福的吏隱生活：「春暖尋花塢，宵涼玩月

為明，知者又以為不果乎除惡」。王安石不

波」；「優遊無一事，不覺歲時淹」；「吏隱

治大罪，專治小罪。人們理所當然會懷疑

宜春郡，放懷詩酒間」；「高吟與沈醉，榮

其執法的公正性，未免議論紛紛，但王安

辱詎相關」[注二十八]。祖無擇還寫了《袁

石不以為然。王安石強調：「以為方今之理

州慶豐堂十閑詠》以「閒」字為題表現其恬

勢，未可以致刑，致刑則刑重矣，而所治者

淡安逸、無為而治的狀況。為了表示對道家

少。不致刑則刑輕矣，而治者多，理勢固然

道教的虔誠，他還裝上道士的服裝招搖過

也」。所謂致刑就是以刑致刑。這是法家集

市：「扁舟賓客少，閑作道家裝。跡靜心還

大成者韓非的觀點。《韓非子》卷二○《飭

靜，逍遙覺日長」。這些做法與王安石是大

令》言：「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

不相同的。

不來，此謂以刑去刑。罪重而刑輕。刑輕則

從現有的資料看，祖無擇與王安石的

事生，此謂以刑致刑，其國必削」。《韓非

交往不是很多。在《龍學文集》裏收錄了

子》卷四《孤憤》曰：「夫嚴刑重罰者，民之

王安石跟祖無擇的和詩《次韻祖擇之登紫

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哀憐百姓，輕刑

至上的時代，他不可能對神宗皇帝採取

刑的法律。重罪輕刑必然導致人們輕視法

什麼有效的措施，只好想辦法把皇帝身邊

律，不怕犯法，犯法的人反而多，犯罪現象

的反對派打壓下去或趕走。因此，很多官

反而嚴重，社會反而得不到治理。相反，輕

員都因反對變法而被罷黜。祖無擇既是司

罪重刑可以達到以刑去刑的目的，因為刑

馬光同年，與司馬光的政治思想又極其相

重，人們懼怕法律，不敢犯法，犯法的人反

近，也喜歡「王章用舊制，五月紹遺風」[注

而少，人們連輕罪都不敢犯，重罪自然更

三十二]，自然也反對變法。據袁枚《隨園

不敢犯，犯罪現象少，社會反而治理得好。

詩話·補遺》卷一○載：「王荊公行新法，自

重罪輕刑者，治世少，而輕罪重刑者，治世

知民怨沸騰，乃詠《雪》云：『勢大直疑埋

多。這是自然而然的事。王安石的重刑思想

地盡，功成才見放春回。村農不識仁民意，

與祖無擇的「獄空」、「無訟」、「少訟」的思

只望青天萬里開』。祖無擇笑曰：『待到開

想也是截然相反的。祖無擇到齊州，五個月

時，民成溝中瘠矣』」。在「好執偏見，喜人

就把監獄的犯人放光了，並且作《至齊五

佞己」[注三十三]的王安石看來，這才是真

月兩院獄空喜而成詠》，而王安石所到之

正不能容忍的。既然很多官員沒有把柄都

處，都要興獄，都要反腐，而且態度非常堅

被王安石罷黜，祖無擇既有過「前科」，又

決，不怕得罪人，不怕別人議論：「自江東

如此不識時務，王安石自然不肯放過他，乃

日得毀於流俗之士，頃吾心未嘗為之變，則

「密諭監司求公守杭之事」，正在此時，王

吾之所存，固無以媚斯世而不能合乎流俗

子韶及時報告了「祖無擇亦有奸科之跡」。

也」[注二十九]。二人的法治思想是完全不

於是，利用貪腐罪名打擊祖無擇，再合適

同的，一個是遵從道家極度寬容的原則，

不過。

寬容到無視法律的程度，一個是遵從法家
的嚴刑峻法的原則，嚴酷到毫無人情的地

三、祖無擇案的影響
祖無擇案對祖無擇、王子韶、王安石

步。二者的法治思想可以說水火不相容，而
祖無擇卻總想教訓王安石，改變王安石牢

雖然祖無擇貪腐情節極輕，連「蒼蠅」都算不上，但如果沒有

石跟韓非子一樣，認為不可以實行重罪輕

此案，或許祖無擇會在貪腐之路上繼續前行，以致被滅家滅族亦未

三十一]。王安石想堅持變法，但在皇權
可知。在這一點上，祖無擇真的應該好好感謝王子韶、王安石。

罰者，民之所喜，而國之所以危也」。王安

乃至北宋政治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不可破的輕罪重刑的法治思想，這也為二

首先是對祖無擇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人的交惡，乃至為祖無擇案埋下了伏筆。祖

《宋史》本傳記載：祖無擇「用小累鍜煉放

行《龍學始末》述到：「後安石出使江東，

棄，訖不復振，士論惜之」，說明祖無擇案

多招士謗。公（祖無擇）作書馳報，可謂忠

確實使祖無擇一度陷入了滅頂之災，甚至

言。安石答書，其言怒益甚」。這或許是王

一蹶不振。但筆者認為，此案對祖無擇本

安石與祖無擇交惡的開始[注三十]。

人未必是壞事，它至少使祖無擇在貪腐的
道路上懸崖勒馬，從此真正過上了真正無

決心整治他的根本原因是祖無擇反對變

欲無求、平安寧靜的晚年。雖然祖無擇貪

法。熙寧二年，王安石開始變法，但在宋神

腐情節極輕，連「蒼蠅」都算不上，但如果

宗周圍卻幾乎都是因循守舊的保守官僚，

沒有此案，或許祖無擇會在貪腐之路上繼

都極力反對新法。如司馬光上疏極言青苗

續前行，終成一隻貪腐的大老虎，丟了卿卿

法不便。呂誨指責王安石「專肆胸臆，輕易

性命，以致被滅家滅族亦未可知。在這一點

憲度，而全無忌憚之心」。范鎮憤而致仕。

上，祖無擇真的應該好好感謝王子韶、王安

韓琦也「亟言之」。神宗畢竟年輕，沒有多

石。

少政治經驗，被反對派勸說後，其改革的

祖無擇案也使祖無擇對人性、人情有

意志遂經常發生動搖，使「新法幾罷」[注

深刻的洞察。祖無擇雖然因小人構陷，因

４７

祖無擇真正惹惱王安石，使王安石下

自己腐敗而陷入絕境，但他沒有想到有那

以慰士民之心」[注三十六]。禦史張戩等也

麼多人會同情他，拯救他，為他祈禱，為他

向神宗提出，祖無擇是「三朝近侍，而驟系

奔波。知審刑院蘇頌上《論祖無擇疏》說，

囹圄，非朝廷以廉恥風厲臣下之意，請免

祖無擇的罪行比祥符年間的樞密直學士邊

其就獄，止就審問」[注三十七]。正是在眾

肅、嘉祐年間的觀文殿學士孫沔、翰林侍

多大臣的大力救援與苦苦哀求下，宋神宗

讀學士呂溱都要輕，這三人都只是降黜，沒

才予以寬大處理，結束了祖無擇天天被刑

有抓入牢獄審訊的。祖無擇職在近侍，曾

訊逼供的牢獄生涯。司馬光也寫詩安慰他：

為高官，希望神宗能「特許免赴秀州制勘，

「人生榮與辱，百變似浮雲。自有窮通定，

只令淮南州郡聽候指揮，俟彼獄具日，朝廷

徒勞得喪分。消愁唯有酒，娛意莫如文。方

據案就問引伏，即依例責降」[注三十四]。

寸常蕭散，其餘何足云」[注三十八]。

蘇頌給神宗建議，先把祖無擇安置在淮南

患難見真情。祖無擇在這場大難中充

州郡，等案件審理完了，再依法降責，這樣

分體驗到了司馬光等反變法派的俠肝義

可以使祖無擇免受很多牢獄之苦。

膽和古道熱腸。祖無擇和他們有共同的語

患難見真情。祖無擇在大難中充分體驗到了司馬光等反變法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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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俠肝義膽和古道熱腸。祖無擇和他們有共同的語言、共同的政治理

念，自然而然地要靠近他們，融入他們。

杭州知州鄭獬上疏神宗，幫祖無擇訴

言、共同的政治理念，能產生共鳴，至少沒

苦：祖無擇官為諫大夫，職為龍圖閣學士

有被無限上綱、不會被「好伺人之小過以

兼一路鈐轄，可謂貴臣，乃令數千里冒寒

為明」，祖無擇自然而然地要靠近他們，融

雪，馳驛就獄，「一日猝就獄，與累囚駢頭

入他們。熙寧三年（西元一○七○年）司馬

辯訊問供答，晝夜不得休息。亦嘗臥病，不

光退職居住洛陽，熙寧四年（一○七一年）

許養疾，至今五六十日獄猶未決。如聞至京

祖無擇也慨然乞分司西京禦史台，並作《誚

師追其家人以為證驗，無擇孤老一身，既

王安石乞分司西京避饞而去因以述懷》以

無正室，又無子弟，室家之內止有數婢，委

表示與王安石的決裂，後加入了司馬光、文

之京師。今若被追而來，則是破其家矣。罪

彥博等人組織的「真率會」。物以類聚，人

不至誅，而破其一家，其如公議何？無擇之

以群分。這個朋黨自然而然地產生了。

未就獄，客寄僧舍，隨行惟一僕一指使，家

祖無擇案對王子韶、王安石也產生了

又素貧，資用罄竭，常將銀唾壺一隻質錢，

重要影響。王子韶因揭發了祖無擇，不斷

秀民畏恐，皆不敢留質。日就僧寺，假貸數

遭到呂公著、張商英、劉安世等的參劾，被

百錢，以供朝夕。或有憐者，為之具饌。獄

公認為小人，聲名狼藉。到哲宗朝，司馬光

囚見之，皆為號泣」。「無擇無子孫、無強

的學生右正言劉安世還多次上書哲宗，參

有力弟侄，身在檻穽，不見天日，誰肯為言

劾王子韶，他一再告誡哲宗說：「子韶罪狀

者？」[注三十五]鄭獬希望能用祖無擇的種

皆天下之所共知，未嘗有一語輒涉疑似」。

種慘狀來喚起神宗的憐憫之情，給祖無擇

「子韶者反復奸邪，見於已試，人物汙下，

寬大處理。

眾所鄙薄，既不能納忠於先朝，豈複能盡

蔡襄則強調祖無擇是一個頗有政績、

節於陛下？」[注三十九]。

深得人心的好官，「祖無擇為政寬平，愛民

祖無擇案對王安石自己也造成了損

無擾。杭為劇府，素號難治。前後守臣，多

害。王安石整治祖無擇，一方面想「藉此以

以暴刻繩民。故無擇之治，百姓安之。近者

威縉紳」[注四十]，打擊反對派，使人們不

只因監察禦史裏行王子韶察訪過實，遂興

敢肆意發表反對變法的言論，使變法得以

大獄。自無擇下吏，州人皇皇，如係父母，

繼續進行。另一方面也是其嚴刑峻法的法

齋僧祈福，為之涕雪於府，以至詣闕告訴，

治思想使然。王安石主張輕罪重刑，以期

非無擇惠政得人之深，何以得此？」希望神

達到嚴厲整頓吏治的目的，所以對只犯有

宗「乞貸從寬典，不惟無傷堂陛之體，亦足

輕微錯誤的祖無擇採取雷霆打擊措施。王

證變法順利進行。王安石不知道輕罪重刑

遵守審判程式，執法比較文明。《宋刑統》

同樣會有副作用，因為刑重於罪，必然會

卷二九《斷獄律》記載：「諸拷囚不得過三

是犯罪者、牽連者甚至同情者都會產生冤

度，總數不過二百，杖罪以下不得過所犯之

屈、怨憤之情，會激化矛盾，喪失人心，乃

數」》)。祖無擇案的審訊人員則沒有遵守

至引發社會動盪，這是秦朝癡迷法家嚴刑

這樣的法律約束，隨心所欲，刑訊逼供，將

峻法導致短暫而亡的歷史教訓。歷朝歷代

本案中的重要嫌疑人薛希濤鞭笞致死。明

興衰成敗的無數事例都表明法越重而社會

田汝成《西湖遊覽志》卷二一記載：「宋時

越亂，刑越濫而國家越貧困。誠如近代法

閫帥郡守等官，雖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

學家沈家本所言：「化民之道，固在政教，

得私侍枕席。熙寧中，祖無擇知杭州，坐與

不在刑威也」。「見重刑之無效，治世之道

官妓薛希濤通，為王安石所執，希濤榜笞

當探其源也」。輕罪重刑必然會禍國殃民、

至死，不肯承伏」。反對變法的人士通過揭

害人害己。只有理性、公平、公正、寬嚴適

露王安石在處理這一懲貪反腐案中的程式

中的法律才會使刑、罪相當，才可以化解矛

不當、執法犯法等缺陷，貶斥王安石，使其

盾，讓人心服口服。

正當的反腐行為變成了反對派口中的對異

祖無擇案確實是王安石輕罪重刑的
重要實踐，也確實存在著輕罪重刑的狀

己者的挾私報復，對王安石本人的形象影
響極大。

況，特別是在案發初始階段，又是抓捕、又

祖無擇案對北宋政治也產生了深遠

是嚴刑逼供，這未免給人以執法不公、挾

影響。祖無擇案可以說是王安石法治思想

私挾怨執法的感覺，所以「至今天下冤之」

的初步嘗試，王安石要再接再厲，繼續如

[注四十一]就非常容易理解了。很多人也因

法炮製，打擊反對派，所以在祖無擇被貶

為此案認清了王安石「狷狹少容」，「好執

為忠 正軍節度副使後，王安石就 對神宗

偏見，輕信奸回」[注四十二]的個性特點。

說：「陛下遣一禦史出即得無擇罪，乃知

楊繪說：王安石曾作詩曰：「『今人未可輕

朝廷於事但不為，未有為之而無效者」[注

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今覩其行事，已

四十五]。王安石的法治思想無疑對神宗產

頗類之矣」[注四十三]。因為認清了王安石

生了很大的影響，使神宗一改北宋前期比

具有商鞅、韓非的個性特點和法制傾向，

較寬容的法治政策，屢興詔獄。《宋史》卷

所以本來不太反對變法的人也開始反對變

二○○《刑法二》云：「蓋詔獄之興，始由

法，擁護王安石的人更少，擁護變法的人

炳國之權臣藉此以威縉紳，逞其私憾，朋

更少，反對變法的人更多，變法的阻力更大

黨之禍遂起，流毒不已」[注四十六]。所謂

了。

「逞其私憾」，一開始其實就是為了打擊反
對派，維護變法的繼續進行。變法派要打

和程序的某些重大變化。宋代建國伊始，

擊反對派，反對派當然要極力為自己辯護，

曾標榜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對文人士大夫

要回擊變法派。反腐懲貪也就演變為朋黨

比較優待，特別是對近侍大臣非常尊敬。

之爭的代名詞。所以說，祖無擇案不僅沒有

在北宋神宗之前，近侍大臣犯法極少被追

有效地打擊變法反對派，反而加劇了吏治

逮下獄審訊，而是直接貶責。祖無擇這個

腐敗、司法不公和朋黨之爭。

三朝近侍的高官因為王子韶的揭發，竟沒

祖無擇案是王安石極端的法家法治思

有經過任何前期的司法調查偵查程式就

想的產物。如果王安石不是採用韓非、商

被直接逮捕入獄了。而且「與累囚駢頭辯，

鞅的嚴刑峻法、輕罪重刑的法治思想，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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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無擇案標志著宋代司法審判原則

王安石不知道輕罪重刑同樣會有副作用，因為刑重於罪，必

此之前，審理案件雖可用刑，但還是比較

然會是犯罪者、牽連者甚至同情者都會產生冤屈，會激化矛盾，喪

以重刑，只有依靠重刑，整頓吏治，才能保

失人心，乃至引發社會動盪，這是秦朝癡迷法家嚴刑峻法導致短暫

訊問供答，晝夜不得休息」[注四十四]，在
而亡的歷史教訓。

安石錯誤地認為只要有人犯法，就必須施

反對變法的人士通過揭露王安石在處理這一懲貪反腐案中的

程式不當、執法犯法等缺陷，貶斥王安石，使其正當的反腐行為變

成了反對派口中的對異己者的挾私報復，對王安石本人的形象影響

極大 圖(為王安石在變法失敗後的南京居所 。)

採用相對開明、寬鬆、公正的法治思想，團
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推行改革，也許
其變法會是另外一種結局。祖無擇案雖然
已經過於了幾百年，但仍能發人深省，無論
對個人，還是對執政者都有很重要的借鑒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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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戴建國：《熙豐詔獄與北宋政治》
(上海師範大學學報，二○一三年一)，頁
一一四至一二七。
[注二]辜夢子《詔獄緣何涉新法：北宋祖無
擇案芻議》，載《學術研究》，二○一二
年五，頁一二二至一二九。
[注三]參見陸俊青《北宋祖無擇事蹟考述》
(一)，載《上海師範大學學報》一九八七
年，三，頁九七至九八，一四六；朱筱文
《祖無擇詩文研究》，載《江南大學碩士
論文》二○一一年；李豔芳《祖無擇及其
詩歌研究》，載《華中科技大學碩士論
文》，二○一二年。
[注四]祖無擇:《龍學文集》卷十一《司馬
溫公送龍學守陜》注狀元呂榛榜，龍學第
三名，溫公第六名。查宋史中無呂榛傳，
《宋史》卷三二○有《呂溱傳》，為狀
元，但未注明年代。而《宋詩紀事》卷
十四記載：「呂溱，字濟叔，揚州人，寶
元元年進士第一」。由此可知呂榛為呂溱
之誤。
[注五](宋)祖無擇：《龍學文集》卷七《袁

州慶豐堂記》，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注六](清)徐松：《宋會要輯稿》(中華書
局，一九五七年)，頁五一二三。
[注七]李濤：《續資治通鑒長編》(中華書
局，一九九二年)，頁五一八六。
[注八](宋)劉安世：《盡言集》卷八《論王
子韶路昌衡差除不當》，文淵閣四庫全書
本。
[注九](元)脫脫：《宋史》(中華書局，
一九八五年)，頁一○六一二。
[注十]同[注六]，頁一○八六三至一○
八六四。
[注十一]同[注六]，頁五一八六。
[注十二]同[注六]，頁五九九○。
[注十三]同[注六]，頁三六六五。
[注十四]同[注八]，頁一○四九七。
[注十五](宋)王栐《燕翼詒謀錄》卷三，文
淵閣四庫全書本。
[注十六](宋)陳襄《古靈集》卷六《論祖無
擇下獄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注十七](宋)歐陽修《歸田錄》卷上，文淵
閣四庫全書本。
[注十八](清)潘永因《宋稗類鈔》卷
二十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注十九](宋)江少虞《事實類苑》卷二十九
《罷潤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注二十]同[注八]，頁一○五四一。
[注二十一](宋)王安石《臨川文集》卷三九
《上時政疏》，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注二十二]同[注八]，頁一○五四一。

[注四十六]同[注八]，頁四九九九。

A Study of Cause and Effect of
Zu Wuze’s Case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BAO Xinshan（Tourism College of
Zhejiang）
A b s t r a c t : Z u Wu z e’s c a s e w a s
caused not only by their own personal
resentment among Zu Wuze, Wang Anshi
and Wang Zishao; but also by the fact
of Zu’s cor r upt ion. T he mai n reason,
however, lied in their different political
ideas. Wang Anshi advocated legalism,
claimed active governance, proposed harsh
punishment for minor crimes and carried
out pol it ical refor m s wh ile Zu Wu ze
promoted Conf ucia-Nism and daoism,
requiring “governing by doing nothing that

leniency policy to criminals and opposing
to refor ms. Wang Anshi made full use
of the case to attack and squeeze out the
opponents in the name of anti-corruption
to maintain measures of the reforms. But
those who were against reforms regarded
anticorrupt-ion carried out by Wang Anshi
as a means of retaliating aliens by exposing
defects such as inappropriate procedures,
unfair law enforcementand so on to demote
Wa ng A nsh i. T h is case d id not crack
down political opponents effectively. On
the contrary, it increased the hindrance of
reforms and intensified the judicial injustice
and cronies.
K e y w o r d s : Z u Wu z e ; Wa n g
and Degeneration; Anti- corruptio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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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shi; Political Refor ms; Cor r uption

變法派要打擊反對派，反對派要回擊變法派。反腐懲貪也就演變

situation of no lawsuit, no crimi-nals and

為朋黨之爭的代名詞。所以說，祖無擇案不僅沒有有效地打擊變法反

going with nature/let it be” and pursuit a

對派，反而加劇了吏治腐敗、司法不公和朋黨之爭。

[注二十三](宋)司馬光《傳家集》卷六十
《與介甫書》，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注二十四]同[注四]，卷十三《祖仙傳》。
[注二十五]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全宋
詩》卷五一二《祖無擇‧齋中即書南事》
(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一至一九九八
年。
[注二十六]同[注四]，卷七《申申堂記》。
[注二十七]同[注四]，卷七《知雄堂記》。
[注二十八]同[注四]，卷三《吏隱宜春郡詩
十首》。
[注二十九]同[注四]，卷十二《王荊公又手
書回答龍學》。
[注三十]按照龍學始末的文章順序是先發
生祖無擇盜用王安石潤筆物事件，後發生
探討刑重刑輕的書信事件。查《宋史》卷
三二七《王安石傳》及《王安石年譜》，
嘉祐三年（一○五八年）王安石為提點江
東刑獄，此信可能作於嘉祐三年之後。
[注三十一]同[注八]，頁一○二二七。
[注三十二]同[注四]，卷三《至齊五月兩院
獄空喜而成詠》。
[注三十三](宋)陳均《九朝編年備要》，卷
十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注三十四](明)楊士奇《歷代名臣奏議》卷
二八六《禮臣》，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注三十五]同[注三十]，卷二八六《禮
臣》。
[注三十六]同[注十五]，卷六《論祖無擇下
獄狀》。
[注三十七]同[注八]，頁四九九七。
[注三十八]同[注二十一]，卷十《贈祖擇
之》。
[注三十九](宋)劉安世《盡言集》卷八《論
王子韶路昌衡差除不當》，文淵閣四庫全
書本。
[注四十]同[注八]，頁四九九九。
[注四十一]同[注六]，頁一○八六四。
[注四十二](明)馮琦《宋史紀事本末》卷八
《王安石變法》，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注四十三](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八
《評詩》，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注四十四]同[注三十]，卷二八六《禮
臣》。
[注四十五]同[注八]，頁一○六六。

南社人重建政治文化的努力及其破產
——以報刊和輿論為中心(上)
■ 張春田
華東師範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

摘

相對於傳統的中國讀書人，清末民初的知識人在文化介入方式上

的一個最大不同，便是與報刊傳媒的廣泛聯結。報刊成為了他們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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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啟蒙大眾、進行文化和政治批評的重要載體，也是他們人際網

路的紐帶。

要：在清末民初的報人中，南

出的群體，在政治文化和都市文化兩方面

社人是一個比較突出的群體，在政治文化

都做出了很大貢獻。他們積極地介入報刊

和都市文化兩方面都做出了很大貢獻。他

傳媒領域，創辦和參與了大量報刊，進行

們積極地介入報刊傳媒領域，創辦和參與

文化生產與知識生產。在報刊上交換個人

了大量報刊，進行文化生產與知識生產。

理念，與大眾對話，製造輿論，影響不知

在報刊上交換個人理念，與大眾對話，製

名的讀者。從陳去病（一八七四至一九三三

造輿論，影響不知名的讀者。本文分析南

年）、柳亞子（一八八七至一九五八年）協助

社社員們在新興傳媒業的實踐及貢獻，認

章士釗（一八八一至一九七三年）辦有「蘇

為他們在清末民初輿論形成中皆起到了不

報第二」之稱的《國民日日報》開始，南社

容忽視的作用。報館成為了社員聚合的一

社員們一直都衝在新興傳媒業的前沿。報

個空間，而憑藉龐大的媒體網路，南社社

館成為了社員聚合的一個空間，而憑藉龐

員們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清末民初的社會輿

大的媒體網路，南社社員們很大程度上影

論。南社人面對公共領域中各種力量的折

響著清末民初的社會輿論。無論是于右任

衝交涉，其文本和實踐恰恰見證了新的

（一八七九至一九六四年）先後創辦的《神

「政治文化」在民國初年的蛻變。

州日報》、《民呼日報》、《民籲日報》、《民

關鍵詞：南社，報刊，輿論，政治文

立報》，還是李懷霜（一八七四至一九五
○ 年）、陳 布 雷（一八 九 ○ 至 一九 四 八

化。

年）主持的《天鐸報》，姚雨平（一八八二
相對於傳統的中國讀書人，清末民初

至 一九七 四 年）、葉 楚 傖（一八 八七 至

的知識人在文化介入方式上的一個最大

一九四六年）創辦的《太平洋報》，在清末

不同，便是與報刊傳媒的廣泛聯結。報刊

民初輿論形成中皆起到了不容忽視的作

成為了他們傳播新知、啟蒙大眾、進行文

用。南社人面對公共領域中各種力量的折

化和政治批評的重要載體，也是他們人際

衝交涉，其文本和實踐恰恰見證了新的「政

網路的紐帶。一方面，通過「文人論政」，

治文化」在民國初年的蛻變。

他們參與創造公共領域，推動新的政治文

一、傳媒領域的新生力量

化[注一]；另一方面，印刷資本主義和市場
消費機制，也促生了以市民大眾為目標讀

正如張灝先生所指出的，晚清以後，

者、以消閒文化為內容的大量讀物，知識

在城市社會中，漸漸出現了使現代知識份

人借助文化生意，經營新的都市文化。在

子得以形成的制度性媒介，這就是學校、

清末民初的報人中，南社人是一個比較突

傳媒和結社。他將這三者合稱為基礎建構

是這種「基礎建構」最明顯的代表。它既是

一九二八年）、包天笑、馬君武、馬一浮等，

一個知識人的結社，同時很多南社社員也

所以也起到了一定的連絡人脈的作用。而

曾在愛國學社、健行公學等學校和寰球中

此後通過與《警鐘日報》的聯繫，高旭進一

國學生會從事與教育相關的工作，而且南

步結識了劉師培（光漢）、林獬（白水）等。

社人也是清末傳媒領域的新生力量。早在

他在詩中記述過訪《警鐘日報》時的心情：

一九○三年左右，陳去病就參與了《江蘇》

「黨派紛紜不強同，或談暴烈或從容。海

的編輯，後來又在《警鐘日報》、《國粹學

雲紅處人如蟻，洗耳偏來聽警鐘」[注四]。

報》等重要的報紙工作，不僅既編且寫，

除了在《警鐘日報》「雜錄」欄刊登詩稿，

更發展了大量為報刊撰寫詩文或評論的

高旭也為林獬所辦《中國白話報》提供稿

作者（他們後來大多成為南社社員）。一九

件。高旭在《中國白話報》上發表了《大漢

○八年又南下汕頭，主《中華新報》筆政；

紀念歌十八章》、《光復歌》、《逐滿歌》等

一九一一年創《大漢報》，發表了大量政論

作品，反清志向比較明確。從在家鄉辦《覺

文章，傳播反清革命的思想。

民》，到在上海協助柳亞子辦《復報》，再

柳亞子在大眾媒體的活躍程度不亞於
陳去病。他很早就與言論界發生關聯，與

到在《天鐸報》、《民立報》等上發表時評，
高旭在傳媒上一直都有所表現。

陳去病合辦的《二十世紀大舞台》，雖然只

此 外，創 辦《 蘇 報 》（一八 六 ○ 至

出版了兩期，但影響頗大；在家鄉辦的《復

一九一三年），主持《國粹學報》的黃節

報》對江南地方的「革命」話語傳播也起到

（一八七三至一九三五年），創辦《中國白

了很大作用。這之後又作為作者，在《神州

話報》的林獬（一八七四至一九二六年），創

日報》、《民立報》、《太平洋報》等報紙上

辦《神州日報》，《民立報》等報的于右任，

時常刊發政論文章，一心在言論上用力，建

《民報》的主要撰稿人汪精衛（一八八三至

構公共論域。

一九四四年）、馬君武（一八八一至一九四

高旭（一八七七至一九二五年）也是如

○年）、宋教仁（一八八二至一九一三年）、

此，他在《警鐘日報》創辦後，積極給《警

汪東（一八九○至一九六三年）等，也都是

鐘日報》投稿，並通過報刊建立新型知識

南社社員。這些南社社員對報刊傳媒有濃

人的人脈網路。他正是在一九○四年七月

厚的興趣，表明他們深刻地意識到報刊對

十六日至上海訪《警鐘日報》社時，結識

於建立公共領域，促成政治變革的重要意

了該報主筆陳去病。在一九○三年，他既

義[注五]。
自 從 哈 貝 馬 斯《公 共 領 域 的 結 構

《海上大風潮起放歌》等詩作；同時又與

轉型》一書出版後，公共領域（p u b l i c

叔父高燮（志攘、吹萬）、弟弟高增（大雄、

sp here）這個概念不脛而走。它和「市民社

佛子）一起組織了覺民社，創辦《覺民》雜

會」（civil society）一起成為討論現代性

誌。《覺民發刊詞》中說：「國之興，即國民

社會和文化機制的重要概念。不僅在歐美，

之榮；亡，即國民之辱。而其所以或興或亡

而且在第三世界知識界也廣為流行。在中

者，非國民之責而誰責之！……顧救國之責

國近現代歷史和文化研究領域，公共領域

任，我與諸君共之」[注三]。這與陳去病對

甚至成為了一種對立於「國家」思路的另一

《警鐘日報》喚起國民之魂的期待是相同

種研究範式[注六]。李歐梵、季家珍（Jo a n

的。《覺民》雖然只是一個發行量不大的

Judge）、許紀霖等學者也借用「公共領域」

地方刊物，但撰稿人後亦多為南社社員，除

的理論來討論近代中國報刊傳媒所構築的

５３

是《國民日日報》的撰稿人，在上面發表了

南社正好是「基礎建構」最明顯的代表。它既是一個知識人

一九三五年）、陳家鼎（漢元，一八七六至

的結社，同時很多南社社員也曾在愛國學社、健行公學等學校和寰

會」得以憑藉的公共網路[注二]。南社正好

球中國學生會從事與教育相關的工作，而且南社人也是清末傳媒領

了高氏叔侄，還有黃節（晦聞，一八七三至
域的新生力量。

（infrastructure），認為這是「知識人社

批評空間[注七]。根據哈貝馬斯關於公共領

於這樣的考慮。柳亞子認為，要「運動社

域的規範性論述，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

會，鼓吹風潮」，啟蒙大眾，必須要考慮現

會轉變的過程中，出現了公共權威和市民

實狀況和可能性：「研究群理，昌言民族，

社會。公共權威主要關涉國家，如司法體制

仰屋樑而著書，鯫生狗曲，見而唾之，以示

和暴力手段等；市民社會則指私有經濟關

屠夫牧子，則以為岣嶁之神碑。登大演說

係領域及私人和家庭人際關係。在公共權

台，陳平生之志願，舌敝唇焦，聽者充耳，

威與市民社會之間，湧現出一個新的公共

此仁人志士所由傷心飲恨者矣。……吾儕

領域。一些資產階級文人，以理性論爭的方

崇拜共和，歡迎改革，往往傾心於盧梭、孟

式共同討論他們所關注的公共事務，進行

德斯鳩、華盛頓、瑪志尼之徒，欲使我同胞

爭論和批判。通過理性討論與爭辯，形成公

效之；而彼方以吾為鄒衍談天，張騫鑿空，

共意見或輿論（public opinion），進而構

又安能有濟」[注十一]。他所描述的中國知

成一種不受國家支配的「公共性」原則[注

識者在傳播西方自由民主理論時遇到的困

八]。簡單說，公共領域就是：「我們社會生

境，促使他反省知識者如何才能更有效地

活的一個領域，在這個領域中像公共意見

動員大眾。柳亞子希望通過《二十世紀大舞

這樣的事物能夠形成。公共領域原則上向

台》，能把戲劇改良和報刊宣傳有效地結

所有公民開放」[注九]。

合起來。事實上《二十世紀大舞台》注意吸

南社人對於公共輿論的重要性相當自覺。他們之辦報辦刊，大

多不是建立在單純地增加一份印刷讀物的意義上，而是有著比較明確

的、培育公眾的國民責任和公共倫理的用心。

５４

雖然在哈貝馬斯眼中，由貴族聚會轉

收報紙的批評功能。在「批評」欄下設立了

化而來的沙龍與咖啡館被視為公共領域的

「輿論一斑」，刊載讀者對《大舞台》的意

雛形，但或許是中國情況特殊，相對於劇

見，與讀者實現良性的互動，加強戲劇界與

院、博物館、音樂廳、咖啡館、沙龍、茶室等

閱讀公眾的聯繫。一九○六年柳亞子在所

舉行公共活動的空間，關於中國公共領域

辦《復報》的《發刊詞》中，也提出報章是

的討論更多著眼於報刊傳媒這樣一種印刷
文本空間，強調的是報刊在公共輿論建設

救國的一種手段：
那大地山河，又靠誰擔荷呢？那神

中的功能。南社人對於公共輿論的重要性

聖不可侵犯的祖國，又怎樣呢？所以一定

相當自覺。他們之辦報辦刊，大多不是建

要打破這五濁世界，救出我這莊嚴祖國

立在單純地增加一份印刷讀物的意義上，

來，才不算放棄國民的責任。那救祖國的

而是有著比較明確的、培育公眾的國民責

手段，自然是千變萬化不離其宗。這區區

任和公共倫理的用心。陳去病回憶《警鐘

報紙，卻也好算手段當中的一分子了。

日報》時說：「又發行日報一紙，名曰《俄事

……常言道「士各有志」，又道「曲高和

警聞》，以告群眾。辭氣慷慨激厲，讀之者

寡」，你看一看如今的報界，和我們同心

莫不驚心動魄，為之流涕。每晚更於鏡全書

同德的有幾種呢？……總而言之，不懂民

局門口張貼要電，大書磅礡，血淚交迸，環

族的精神，不識世界的真理，和平苟且，

而觀者往往如堵牆。於是諸子知群情之融

認賊作子，就使有影響，也一定不會好

洽也，因有《警鐘日報》之舉」[注十]。從他

的。至於熱心志士所組織成的幾種報章，

的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出鏡全書局門口簡

卻又曇花一現，瞬息凋零。……我們這

直成為了一個輿論的公共空間，大眾在這

《復報》雖然沒有什麼好東西貢獻給列

裏瞭解時事並發表意見。《警鐘日報》更是

位，但自問宗旨卻是不錯的[注十二]。

為了呼應和維持「群情」而設，把應付沙俄

《復報》雖然只能算是同人性的小報，

的即時性任務擴展為了廣泛地討論國家危

發行量並不大，但無論是報紙名稱的選擇

亡，動員下層社會的持久性工作。

（取「光復中華」意），還是功能的定位，都

《二十世紀大舞台》之創辦，同樣基

鮮明地體現出對民族精神和國民責任的重

於報章獨立力量的看重，就是對公共領域
的一種探尋。而特意使用通俗的白話語體，

的情況，提出報紙有扶植民權的責任：
政治異幟真恢奇，義大利產馬志尼。

也是為了把更多普通民眾納入到這個公共

共和制度盡熱力，鼓舞文明完天職。法國

領域的意見交流之中。

辯者彌拉巴，抵抗政府功蔑加。壓制政治

一九○七年四月于右任創辦的《神州

論出現，萬民歡呼看國花。獨我中華春光

日報》在上海出版。高旭作了一首《水調歌

老，西風北風吹悄悄。海上報界多死聲，

頭》，對報章的價值寄寓了很高的期待。

種亡族滅此先兆。……若欲民生民權兩發

一方面指出《神州日報》的出版是對清政

達，須將民智民德扶植勤[注十七]。

府言論壓制的挑戰：「鳳立高崗噦，驀地噤

高旭強調民智民德的培養是推動民主

鴟鴞」，以史官的「直筆」自期，表明獨立

政治的基礎，而促使民智民德的進步在很

言論之重要；另一方面他標出報社諸君對

大程度上又依賴於包括「海上報界」在內

「公義」的追求：「諸公今日，應爾公義未能

的媒體和輿論的力量。

消」。要把「睡獅」喚醒，又揭示出危機時刻

《民呼日報》給「海上報界」吹來了一

公共領域與國家建設之間的積極性關係，

片春風，但發行不久便遭查禁。團結在《民

如此，《神州日報》成為建設新的「神州」這

呼日報》周圍的知識人們沒有氣餒，十月

一「想像的共同體」的一種途徑[注十三]。

三日又有《民籲日報》繼起。社長為范光啟

《神州日報》是一家大報，不用光緒年號，

（一八八二至一九一四年），發行人為朱少

而採用西元標記時間，造成一種「同質的」

屏（一八八二至一九四二年），總編輯為景

時間感，顯然也是為了以國家觀念來取代

耀月（一八八一至一九四五年），也都是後

舊有的王朝意識。《神州日報》發行量很快

來的南社人。文苑欄的作者包括高旭、柳亞

超過萬份，神交社雅集信息、悼念秋瑾的詩

子、葉楚傖、沈礪等。其宗旨延續《民呼日

詞等都刊在其上，宣傳了反清思想，對於南

報》，成為革命派的陣地。南社成立的通知

社人的集結也起到了動員作用。在《神州日

和啟事（如陳去病《南社詩文詞選序》、高

報》一周年之際，高旭作詩祝賀曰：「數枝

旭《南社啟》、寧調元《南社詩序》等）都

健筆抵矛戈，震撼魔王唱自由」，「撐住東

登載在《民籲日報》上。不僅對於南社的正

南君獨步，正聲王氣舊神州」[注十四]。以

式成立起到了通知和宣告的作用，更重要

《神州日報》作為在東南代表「正聲」的文

的是推動了上海及周邊地區普通知識人革

化空間。

命情緒的醞釀。《民籲日報》持續時間也很

這之後，于右任又接連創辦《民呼日

希望通過報章聯合民眾來救出「莊嚴祖國」，對於報章獨立

呼」[注十六]。而高旭更聯繫西方公共領域

力量的看重，就是對公共領域的一種探尋。而特意使用通俗的白話

通過報章聯合民眾來救出「莊嚴祖國」，對

語體，也是為了把更多普通民眾納入到這個公共領域的意見交流之

報》能充當「自由鐘」，「向昆侖頂上大聲
中。

視。拒絕作為國家統治力量的滿清，而希望

短，十一月十九日被查封。
兩次查封後，于右任及同人們並不氣

是支持公共意見的表達。如于右任在為《民

餒，於一九一○年十月十一日在上海又創

呼日報》所登廣告中說：「以為民請命為宗

辦《民立報》，「力求為正確之言論機關」

旨，大聲疾呼，故曰《民呼》。辟淫邪而振

[注十八]。南社人都紛紛以詩文祝賀。周實

民氣，亦初創《神州》之志也」[注十五]。

在詩中化用柳亞子祝《民呼日報》的詩句，

一九○九年五月十五日《民呼日報》在上海

並展望未來的成熟的公共領域的建成：「昆

創刊，編輯有范光啟、徐血兒、王無生，文

侖頂上大聲呼，共挽狂瀾力不孤。……千萬

藝方面的作者有王無生、謝無量、高旭、蘇

億年重九日，自由花發好提壺」[注十九]。

曼殊、徐自華、柳亞子等，多數後來都成為

高旭在《讀〈民立〉作》詩中寫道：「筆大於

南社社員。柳亞子在祝詞中，希望《民呼日

椽迥不群，相期赤手掃妖氛。……續成《民

５５

報》、《民籲日報》與《民立報》，其宗旨都

約》無人讀，寫入吳娘白練裙」[注二十]。希

對包括《民立報》在內的報刊傳媒影響人

望《民立報》能夠普及民權思想，成為推翻

心朝向的意義的極大肯定。

專制的鼓吹手。《民立報》與南社之間有著

南社人所創辦和參與的報紙大多是以

密切的關係，南社人的很多詩詞都是先發

上海為中心的，他們認識到上海是新思想

表在《民立報》上而後才收入《南社叢刻》。

傳播最快的地方，而報紙對於上海的都市

《民立報》（及《民呼》、《民籲》）上除了

文明又有格外重要的作用。南社人雷鐵厓

發表大量針對時事的政論文章以外，其「文

說：

苑」、「佚史」等欄目也發表了南社人關於

上海者，中國最開通之第一埠也。全

明季史事及地方史的一些傳記、筆記書寫，

國之風氣，由其轉移；全國之思想，由其

在新的歷史語境中重新使用和發明了傳統

灌輸。上海發一議，舉國之人隨即風靡，

的文化資源，推動民族主義意識的傳播。

曰上海得風氣之先者也。吾儕僻居內地，

《民立報》影響比較大，當時是中學

疏陋寡聞，步趨其後，必不失於正軌。以

生的顧頡剛後來回憶時說道：
那時革命的文學團體，是陳去病和

故年來風潮率由上海開其端，是可見上海

柳棄疾所領導的「南社」。……為了他們

全國之存亡也。……其所以造成輿論者，

激昂的宣傳，江浙一帶的文人們都聞風回

亦不過握議論機關之報紙耳。故上海為全

應，做起慷慨悲歌，憤時嫉世的詩來。他

國之導師，而上海報紙又為上海全埠之導

們除了選集之外，又和《民立報》合作，

師[注二十三]。

為舉國之導師，關係全國之人心，即關係

南社人所創辦和參與的報紙大多是以上海為中心的，他們認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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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新思想傳播最快的地方，而報紙對於上海的都市文明又有格外

重要的作用。

替這個報編副刊。這個副刊刊載的東西，

可見，上海的報刊特別是革命派創辦

有南社的詩詞，有蘇曼殊的小說，有楊篤

的報刊，成為在清末公共領域，特別是關於

生、陳天華的講社會主義的文章，他們的

政治的公共輿論的一個重要載體。

態度是嚴肅的，和上海一般報紙偏重黃色

關於報刊的意義，一九一○年同盟會

情調和滑稽趣味的迥然不同，使得我們做

主辦的《中國公報》在上海創刊時，陳去病

中學生的仰望之若神仙。我的同學葉紹鈞

曾在「祝詞」中說明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報

就在這報上抄下了許多心愛的詩詞，作為

刊接續了中國古代士人議政的傳統，可以

他自己創作的模範[注二十一]。

在朝廷之外維持一種道德倫理標準：「是

顧頡剛和葉聖陶的例子表明，《民立

朝廟雖失威信，而草野不益見嶔崎哉」[注

報》以嚴肅的態度吸引了在上海和蘇州一

二十四]。這不啻是指出了相對於國家和朝

帶的文人以及新學生。《民立報》創刊後，

廷，公共領域的價值所在。他理想中的報

除了原班人馬，于右任還聘請從日本回國的

刊立言姿態是：「不茹柔，不吐剛，旗鼓相

宋教仁擔任主筆，陳其美擔任記者，後來章

當，自結堂堂之陣；毋徇私，毋紊眾，中流砥

士釗也加入。他們都是同盟會的要員，革命

柱，獨成渺渺之懷」[注二十五]。陳去病主

傾向很明顯，有的在辦報同時還在策劃起

張報刊保持公平公正的立場，既不屈服於

義。同盟會中部總會成立後，《民立報》被

強力，也不受制於私利，成為可以一種國家

確立為該總部的機關報。因此，《民立報》

與個人之間的第三種力量，代表公共的意

在革命思想的宣傳和傳播中不遺餘力。《民

見。

立報》一直到一九一三年九月四日才終刊，

然而，公共領域並不是一個完全向各

歷時約三年。孫中山於一九一二年四月十六

階層開放、不受各種條件制約的空間。不僅

日視察《民立報》報館時曾說：「此次革命

公共領域時常會受到國家權力的侵蝕（比

事業，數十年間，屢起屢僕，而卒睹成於今

如，清政府不斷封禁革命派的報刊），而且

日者，實報紙鼓吹之力」[注二十二]。這是

在公共領域內展開的理性對話也隨時受制

而助民國之成，並提倡民生主義，以亟圖

國白話報》時所說的一段話，格外有意思：
（我們中國）亂七八糟的文字，本

社會之生平，獲共和之幸福」[注二十九]。

來不大好懂的，更兼言語文字分做兩途，

的報紙都很支持。高旭聯繫革命軍攻克南

又要學說話，又要學文法，怪不得列位兄

京事，以「大漢星旗逐隊來，萬人鼓掌震如

弟們那裏有許多工夫去學他呢！還有笑話

雷」[注三十]，語含雙關，作為贊賀之辭。

南社同人對這一份在革命爆發不久即誕生

哩，就是那說話也沒有一定的，湖南人說

第二種則是與「革命」沒有直接關係，

的是湖南話，湖北人說的是湖北話。倘使

更多是為了傳遞新知、啟蒙大眾的報刊。

在上海開一個頂大的演說廳，請了十八省

這主要是那些與商務印書館有很深關係

男男女女都來聽演說，我白話道人跑上去

的南社社員所辦的。比如，出生於江蘇的

說起福建話來，恐怕你們都聽不懂哩！

王蘊章（一八八八至一九四二年）和惲鐵

唉！深的文法，列位們又看不懂；就是說

樵（一八七八至一九三五年），他們編輯了

把你聽，列位們又是聽不來的。……只好

商務印書館的《婦女雜誌》，並且參與了其

做白話報罷。內中用那刮刮叫的官話，一

它很多出版項目[注三十一]。而包天笑不

句一句說出來，明明白白，要好玩些，又

僅包攬了商務印書館所辦另一本雜誌——

要叫人容易懂些[注二十六]。

《教育雜誌》中「教育小說」欄目的大部分

林獬這番話是為了解釋為什麼要辦白

創作，把「教育小說」這一文體發揚光大；

話報，但也從一個側面暗示出公共領域本

而且還成為把那些「未來的生涯主要將在

身受到包括語言和教育程度等多重因素的

政治、特別是教育的領域展開」的作者與

制約。南社人儘管以詩、文、詞作為主要的

「將繼續以寫作和出版小說雜誌作為職

創作文體，習慣以文言抒情達意，但當現實

業生涯」的作者連接起來的一個橋樑[注

需要出現在他們視野之中時，他們也可以非

三十二]。當一九一○年八月《小說月報》第

常順暢地調整自己的語言與文體，以實現

一期出版時，其中有二十一名作者是南社

擴大公共領域的目標。

社員。《小說月報》早期主編為王蘊章，替

在一九一 一年前後，南社 人所參 與

《小說月報》撰稿的南社社友有林獬、許國

報刊的工作，大致可分為三種類型。第一

英、柳亞子、胡懷琛、高旭、高燮、周瘦鵑、

種是把辦報和明確的反清政治訴求聯繫

吳梅、徐枕亞、包天笑、諸宗元、葉楚傖、

起來的，辦報寫文都是為了鼓吹革命、捍

姚鵷雛、成舍我、胡樸安等。可見，南社人

衛革命。除了前面討論的「豎三民」（《民

對這一綜合性的文學期刊的發展貢獻很

呼日報》、《民籲日報》、《民立報》），像

大。
第三種則是南社人在一些綜合性大

辦的《鐵筆報》[注二十七]，一九一一年

報中主持的副刊或欄目。也會關注政治和

十一月柳亞子和朱少屏所辦《警報》[注

各種都市議題，但試圖保持一種「中立」姿

二十八]，十一月陳去病與傅尃、張昭漢等

態。像王鈍根（一八八八至一九五○年）主

在蘇州所辦《大漢報》，等等，都屬於此

持的《申報·自由談話會》，引導文人讀者

類。特別是《大漢報》，在《發刊詞》中就

一起討論政局時事和都市文化，以市民大

直接稱讚武昌及其它地方的起義：「報亡明

眾的立場來看待「革命」與「共和」，有贊有

之宿恥，還大漢之山河，洗胡虜之腥膻，復

彈，也是對都市公共領域的另一種探索[注

中華之民國。革命哉！革命哉！二十世紀之

三十三]。

中國，真我黃帝子孫發揚蹈厲之時日哉」。

無論參與的是哪一種報刊，也無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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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一年九月柳亞子和朱少屏打算創

南社人儘管以詩、文、詞作為主要的創作文體，習慣以文言

理想化。林獬在一九○三年十二月創辦《中

抒情達意，但當現實需要出現在他們視野之中時，他們也可以非常

並交代《大漢報》的宗旨為「張吾民族之氣
順暢地調整自己的語言與文體，以實現擴大公共領域的目標。

於各種現實條件。南社人對此並沒有太過

報刊中提供的內容主要是詩文還是政論

的文章，又與柳亞子就開除社員發生激烈

和批評，可以說，從一九一○年代開始，南

爭執，在報上毫不相讓，而被主持《民國日

社人在上海的報刊傳媒業佔據了主導性位

報》的葉楚傖所勸退。這從另一個側面也可

置。鄭逸梅對此有過詳細描述：
當時上海為全國文化中心點，各種

見出南社在報刊領域的「地盤」意識。

報刊，大都由南社社友主持筆政，如《民

二、以批評介入治理

立報》為宋教仁、于右任、范鴻仙、談善

在清末民初巨大的歷史變動的衝擊

吾、葉楚傖、徐血兒、陸秋心、景太昭、

下，南社人面對一系列具體的政治和社會

朱少屏、陳英士；《神州日報》為黃賓

事件，曾廣泛地以各種批評文章提出過自

虹、王無生、范君博；《大共和報》為汪

己的觀點。這些政論文章長期以來沒有得

旭初；《時報》為包天笑；《申報》為王

到研究者的足夠重視，以致於南社人對現

鈍根、陳蝶仙、周瘦鵑；《新聞報》為郭

實政治的很多看法沒有得到很好梳理，這

步陶、楊千里、王蘊章；《太平洋報》社

反過來加固了公眾對於南社人只是追求詩

友更多，為姚雨平、陳陶遺、蘇曼殊、胡

酒風流的舊派文人的刻板印象。事實上，南

樸安、胡寄塵、李叔同、陳蛻安、鄧樹

社人具有開闊的世界眼光，積極地以言論

楠、陳無我、梁雲松、林百舉、餘天遂、

介入政治和公共事務的討論，對現實政治

姚鵷雛、夏光宇、王錫民、周人菊，柳亞

進行建言與批判，其論題涉及政治體制、疆

子本主《天鐸報》，也被拉進《太平洋

域設置、軍事和經濟建設等多方面。這裏僅

報》，亞子自稱「跳太平洋」；《民國新

以陳去病、高旭等為例做一些討論。

年代開始，南社人在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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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參與的是哪一種報刊，也無論在報刊中提供的內容主要是

詩文還是政論和批評，可以說，從一九一

海的報刊傳媒業佔據了主導性位置。

聞》為呂天民、俞劍華、邵元沖、沈道

晚清的邊疆危機是當時國人最為關注

非、林庚白、陳泉卿、陶冶公；《民聲日

的。一九○四年陳去病在《論中國不與俄戰

報》為寧太一、汪蘭皋、黃季剛、楊性

之危險》一文中，對政府「中立」態度不以

恂、劉昆孫；《天鐸報》為鄒亞雲、李懷
霜、俞語霜、陳布雷；《民權報》為牛霹

為然：
夫事為中國之事，己不能謀之，而他

生、蔣箸超、戴天仇、劉鐵冷、徐天嘯、

人代我謀之，抑已恥矣。乃謀之不下，以

徐枕亞、沈東訥；《中華民報》為鄧孟

出於戰。而開戰之事，且不發於我，而發

碩、管際安、程善之、劉民畏；《民國日

諸日本。嗚呼！我中國之可恥，孰有甚於

報》為邵力子、於秋墨、聞野鶴、成舍

此乎？乃今者不惟其恥之為念，而日日以

我、朱宗良、朱鳳蔚、陸詠黃；《時事新

任他人之戰爭。……以為我能中立矣，我

報》為林亮奇；《生活日報》為徐朗西、

可以坐觀成敗矣[注三十六]。

陳匪石、姜可生等。其它各種雜誌，也大

陳去病認為這是幻想。他鼓吹中國利

都是南社社友的地盤，成為南社的一統天

用這個機會，對俄宣戰：「如此，則中國可

下[注三十四]。

保，疆土可復，援兵得濟，主權復還，而將

南社中的多數成為了身兼文人和報人

來之獨立，亦從此可期」[注三十七]。否則，

雙重身份的跨界知識人。南社人在上海傳

國權旁落，危機只會更深。這顯示出陳去

媒領域取得了絕對優勢，甚至形成了一種

病對國際政治局勢的深刻洞察。日本果然

壟斷。如曾任《民國日報》編輯的成舍我晚

利用日俄戰爭，從此將勢力擴張到中國東

年回憶道：「當時在上海，若不是南社的成

北。

員，不大能夠進報館當編輯，可說是盛極一

蒙古、青海、西藏等邊疆地區在有清

時」[注三十五]。成舍我在唐宋詩之爭中，

一代未入省制，而是由清帝國的理藩院和

因為在《民國日報》刊登聞宥讚揚同光體

八旗貴族來管轄，這就與以行省制和六部

了中國疆域完整性的一種危機。一九○四

理政策上，陳去病也有兩個建議：一是強調

年陳去病撰寫了《漠南北建置行省議》，

「威服之能」之外的「教育之功」，通過文

縱論中國北方的政治建制，正是討論這樣

化的交流來促進民族之間的理解。二是將

的難題。此文一九○八年六月刊於《國粹學

「淮南北地」的「窮民之無告者」遷徙到長

報》。他對自己的方案很自信，認為「有王

城以北，助其屯墾。既可補助駐軍衣食，又

者作，經營八表，必從吾言矣」。陳去病認

解決了流民問題[注四十]。

為對北方邊疆不進行徹底規劃，沿用朝貢

這裏不去評價陳去病的方案是不是有

體系將蒙古作為藩屬對待，這是沒有政治

可操作性，單從他的詳細描述和討論中，我

遠見的行為；必須在長城之北設立行省，以

們就可以看出他確實是意識到了作為「中國

更有效地加強管治：
舉夫大漠南北，悉數囊括而隸司空之

的亞洲內陸邊疆」（借用Owen Lattimore的

籍，更藩屬之往制，夷穹廬為城郭，增置

全有著極端的重要性；而且他並不是籠統

軍備，拓為行省，慎簡重臣，威鎮其地，

地提出看法，而是做足了功課，建議提得非

移民耕墾，以實邊塞。夫如是，則國本固

常具體和有針對性。這體現了晚清經世實

而敵亦知我之備，將北顧之憂，其稍紓

學的影響，但更重要的是體現了知識份子

乎？[注三十八]

面對新的民族國家體系在知識上的準備。

陳去病的建議顯然是基於一九○三至
一九○四年俄國和日本圍繞中國東北展開

詞）之一的這一區域，此後對於中國國家安

民國成立以後，將內蒙古析為好幾個省，實
際也是基於加強國家治理的考慮。

的爭奪而起的。他擔憂目前中國對北方邊

陳去病關於邊疆地區治理的建言，還

疆相對鬆散的管治方式，會讓「羅剎之眾」

有《南粵分疆設治議》（一九○八年）、《論

遲早對蒙古下手。但我覺得更值得重視的

籌防天山南路》（一九○八年）、《嗚呼！邊

是，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附屬於朝貢體

陲之風雲急矣》（一九一二年）、《西藏改建

制的藩屬制度的質疑：清朝長期使用的藩

行省議》（一九一二年）等文。這些報章之文

屬制度，其在疆域上的靈活的理解和鬆散

視野宏大，關切深遠，而提出的建議有很具

管理，在民族國家體系面前是不是失去了

體，注意現實操作性。從這個意義上說，陳

它所固有的優點，反而變成了可別其它國

去病所論並不是一般的「書生之見」。或許

家利用的漏洞？在這個殖民競爭的時代，中

是仿效陳去病，姚光（一八九一至一九四五

國要保存自己並且參與競爭，就不得不實

年）在一九一一年也寫作了一篇《西藏建置

行中央集權，接受民族國家體系所假設的

行省議》。他針對西藏「外人將且利用之」，

明確的疆域界限的劃定。陳去病說：「今若

提出「建置行省，歸為郡縣，不容緩矣」。

棄蒙，吾無可言。否欲保蒙，則必置省」。這

對於建制行省的地理區劃、官制都提出了

表明設置直接的行政管理是時勢所逼，不

很多建議，尤其是主張「政教分離」，以確

得不然。

保國家政令、法律的貫徹[注四十一]。在民
初西藏地區發生動盪後，姚在文後補寫道：

簡單的建省，而是配合以一整套的規劃。

「使早施行，安有今日庫倫、西藏之紛紛獨

他具體分析漠南、漠北的地理、民族與文

立哉！雖然及今為之，尚未為晚。且五族共

化情況，提出了不同的治理步驟與方法，加

和，治法宜歸一律，更無藩屬之可言。故特

以分別對待。「漠南衛中國，為十八省之附

將舊作檢出以驗當世」。他希望新生的共

庸；漠北固邊防，為新疆東三省之犄角」[注

和國能夠迅速完成一個民族國家對於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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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去病還認為對蒙古加強管理，不是

在清末民初巨大的歷史變動的衝擊下，南社人具有開闊的世界

官制和行省下面的行政區劃。在具體的治

眼光，積極地以言論介入政治和公共事務的討論，對現實政治進行

在一定區別。這個區別到了晚清，恰恰構成

建言與批判，其論題涉及政治體制、疆域設置、軍事和經濟建設等

三十九]。接下來，陳去病還設計了詳細的
多方面。

官僚體系來管轄的原來明朝統治地區，存

領土的建構和規劃。

憲」不過是一場拖延的騙局。對於報界的

民國建立以後，實行「五族立國」的

一廂情願，陳去病的筆調充滿了反諷：「舉

政策，繼承了帝國的疆域與人口，以中華民

世都不講理而其人偏要說理，是謂不懂道

族而非「漢族」作為政治實體的民族。曾

理。……雖然，國會絕望如彼，人心之厭倦

經倡言「排滿」的陳去病，這時反倒格外注

如此，而千理萬理，纏繞不休，報往跋來，

意維護多民族組成的「大一統」國家的法

迄無其已。熱哉熱哉！」[注四十四]顯然，這

統。一九一一年他在《中華民國國旗縱論》

裏主要針對的是那些立憲派。

民國建立以後，實行「五族立國」的政策，繼承了帝國的疆域與

人口，以中華民族而非「漢族」作為政治實體的民族。曾經倡言「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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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的陳去病，這時反倒格外注意維護多民族組成的「大一統」國家

的法統。

中，以國旗為藉端，虛擬「客」的口吻，質疑

另一篇《論建立國會之非易事》，是

十八星旗只反映了十八行省，而忽視了更

從實際操作的角度來批評國會之議。陳指

廣擴的疆土，對維護統一國家不利。表面

出，如果沒有認真的準備，「無所籌畫而徒

上是談國旗，事實上主要用意還是在於強

大言以欺世，懸空名以遮人耳目，則標榜之

調，「民國」與之前的帝國在國際法意義上

行也」[注四十五]。陳去病以為國會是「中

保持著主權的同一性。直到一九二九年他

國數千年來所未有之曠舉也」，不可「摹仿

作《中華民國釋義》探討「中華民國」名稱

儀型，掇拾牙慧」，簡單照搬西方模式，否

的來源，仍強調中國文明與國家的連續性。

則以後將糾紛不斷。雖然清政府現在宣佈

他援引各種古籍，努力在「華」與「夏」之間

了九年的預備立憲期限，但陳最大的擔心

建立起密切的語意關聯，證明自古「華夏並

在於人才：「擔任辦事之人才顧若何？」他

稱」，即「中華民族」是一個歷史存在：「故

接下來提出了四點疑問：第一，如果說國家

『夏』可以訓『中國之人』，即『華』可以名

已經有了實施憲政所需人才，那麼這些人

『諸夏之國』，無異致也。……是故『虞夏』

在這九年當中是否能不受阻撓，而且自身

云者，乃『華夏』之音變，民主之權輿而中

也能不陽奉陰違？第二，如果國家還缺乏

華民國之嚆矢也」[注四十二]。如此殷殷探

這類人才，那麼這幾年應該實施的那些政

問歷史，看似依然著重文化，但其實陳去病

策依靠什麼人來執行？如果依靠法政講習

反複強調「民主」與「中華民國」，已經預示

學校來培養，那麼這些學校本身剛建立，如

了某些微妙的轉變的發生，即目的首先是

何保證培養出的都是有實踐能力的英傑？

為了強化公民對共同體的政治認同：「斯誠

如果還是依靠那些「疲癃老疾之紳宦」，那

不失其為大中華之民，而克副其為大中華

麼不會有根本改變。第三，人民程度不齊，

之國矣」。

很多人罔顧公益，期待九年中盡變為開通，

除了關注國家疆域，陳去病對清末立

這是否現實？第四，短期內要辦很多事業，

憲與國會問題也有很多評論。在《報館之國

財政如何保證？官員們會否借新政，搜刮民

會熱》（一九○八年）一文中，一方面，是報

財？[注四十六]陳去病深刻意識到，要解決

界對於組建國會的熱衷：「今日國會國會之

中國的問題，並不是列出一個憲政時間表

聲，倡狂洋溢，亦幾幾遍中國矣。言之者既

就行了。

舌敝而唇焦，聞之者亦瞀亂而失據」。但另
一方面，清政府的實際行為無疑打破了這
樣的幻夢：
然而，天威不冊，陳景仁則以電參於
式枚而革職矣，政聞社則以良莠不齊而奉
旨嚴拏夥伴矣。各省請願之書，都察院且
遲回，瞻顧欲上與不欲上矣[注四十三]。

言下之意，即清政府的所謂「預備立

[注一]這方面的成果，見李金銓編：《文人
論政：知識份子與報刊》（桂林：廣西師
範大學出版社，二○○八年）。
[注二]張灝：《轉型時代在中國近代思想
史與文化史上的重要性》，《張灝自選
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二○○三
年），頁一一○至一一二。
[注三]《覺民》第一期，一九○三年九月八

殷殷探問歷史依然著重文化，陳去病反複強調「民主」與「中

華民國」，已經預示了某些微妙的轉變的發生，即目的首先是為了

強化公民對共同體的政治認同：「斯誠不失其為大中華之民，而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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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中華新報》一九○八年九月十六日。
[注十六]柳亞子：《滿江紅·祝〈民呼日
報〉，用岳鄂王韻》，載《中華新報》
一九○九年五月十六日。
[注十七]鈍劍：《祝民呼日報出版》，載
《民呼日報》一九○九年五月一九日。見
《高旭集》，頁九八至九九。收入集中時
修正了個別字詞。
[注十八]《發刊詞》，載《民立報》一九一
○年十月十一日。
[注十九]周實：《民立報出版日，少萍索
祝，爰賦四章》，原刊《無盡庵遺集》，
引自《南社史長編》頁一六九。
[注二十]鈍劍：《讀〈民立〉作》，載《民
立報》一九一○年十一月十三日，見《高
旭集》，頁四二一。
[注二十一]顧頡剛：《我在辛亥革命時期的
觀感》，原載《中國哲學》第九輯，引自
《南社史長編》，頁一六九。
[注二十二]羅家倫主編：《國父年譜》（第
四次增訂本）上冊（台北：國民黨黨史
會，一九九四年），頁六二一至六二二。
[注二十三]唐文權編：《雷鐵厓集》(武
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頁二七七。
[注二十四]陳去病：《中國公報祝詞》，載
《陳去病全集》第二冊，頁五○八。
[注二十五]陳去病：《中國公報祝詞》，載
《陳去病全集》第二冊，頁五○九。
[注二十六]白石道人（林獬）：《中國白話
報》第一期，一九○三年一二月十九日。
[注二十七]柳亞子《我和南社的關係》中
說：「秋陸（即景耀月——引者注）在日
本，我和朱少屏發起《鐵筆報》，想找他
來當總編輯。我自己本人，也想在上海活
動 活 動 。 …… 鐵 筆 報 館 在 廣 東 路 三 十 九
號，我們想等秋陸從東京還來，便發刊日
報。誰知左等不來，右等也不來，而武昌
革命卻在距第五次雅集不到一個月就爆發
起來了」。見《南社紀略》，頁三六。
[注二十八]「辛亥武昌起義的時候，我在
上海和朱少屏同住安瀾路大吉裡。為了宣
傳前方勝利的消息，我們便辦了一個《警
報》。……同事的，除我和少屏外，還有
胡寄塵與金慰農。少屏和慰農翻譯外報。

副其為大中華之國矣」。

日。未署名。
[注四]天梅：《甲辰年之新感情》，《警鐘
日報》一九○四年七月十七日。
[注五]關於與南社人有關的報刊，林香伶
做了詳細調查。參見「南社創立之前相關
報刊一覽表」（表三-一-六）及「南社成立
後社員參與報刊一覽表」（表三-一-七），
林香伶：《南社文學綜論》，頁一四三至
一四八，一四九至一五五。
[注六]參見黃宗智編：《中國研究的範式問
題討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二○○三年）。
[注七]參見李歐梵：《「批評空間”的
開 創 —— 從 〈 申 報 · 自 由 談 〉 談 起 》 ，
《二十一世紀》（香港），一九九三年十
月號；Joan Judge, Print and Politics: “Shibao”and the Culture of 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 r e s s,1997)；許紀霖：《近代中國的公共
領域:形態、功能與自我理解——以上海為
例》，《史林》，二○○三年第二期。
[注八]Jü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 trans. Thomas Burger(Cambridge: MIT
Press,1989),pp.1-26,89-101.
[注九]哈貝馬斯：《公共領域》，載汪暉、
陳燕谷編：《文化與公共性》（北京：三
聯書店，一九九八年），頁一二五。
[注十]陳去病：《革命閒話》，《陳去病全
集》第二冊，頁六八五。
[注十一]亞盧（柳亞子）：《二十世紀大
舞台發刊詞》，《二十世紀大舞台》第一
期，一九○四年十月。
[注十二]棄疾：《發刊詞》，《復報》第一
期，一九○六年五月。
[注十三]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Verso,
1991), pp.1-5.
[注十四]高旭：《神州八章，為〈神州日
報〉一周年紀念而作也》，原載《神州
日報》一九○八年四月四日，載《高旭
集》，頁四○二至四○三。
[注十五]于右任：《上海民呼日報廣告》，

從陳去病對於社會主義的使用中，正可以看出那時候的知識

人是如何以開闊的視野去打量西方。他們在熱切呼喚「十九世紀

文明」的同時，卻也在尋找著對於「十九世紀文明」的超越和替

代的思想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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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的小紙幾，一天出兩次或是三次，批
給報販子，據說銷路很不錯呢」。柳亞
子：《辛亥光復憶語》，原刊《越風》第
二十期，引自《南社史長編》，頁二○
九。
[注二十九]陳去病：《發刊詞》，載《大漢
報》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注三十]高旭：《祝江蘇〈大漢報〉出世
為巢南、鈍根作》，載《高旭集》，頁
四三三。
[注三十一]參見Denise Gimpel, Lost Voices
of Modernity: A Chinese Popular Fiction
Magazine in Context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1),pp. 188-195.
[注三十二]Denise Gimpel, Lost Voices of
Modernity: A Chinese Popular Fiction Magazine in Context,pp.204-207.
[注三十三]參見陳建華：《〈申報自由談
話會〉：民初政治與文學批評功能》，載
《從革命到共和：清末至民國時期文學、
電影與文化的轉型》，頁一二一至一四
○。
[注三十四]鄭逸梅：《前言》，載《南社叢
談：歷史與人物》，頁二至三。
[注三十五]轉引自王晶垚：《發揚愛國主義
傳統，共同繼承南社遺產——為南社成立
八○周年紀念而作》，載《南學通訊》第
二期，一九九一年九月十五日，頁二一。
[注三十六]陳去病：《論中國不與俄戰之
危險》，載《陳去病全集》第二冊，頁
三九七至三九八。
[注三十七]陳去病：《論中國不與俄戰之危
險》，頁三九九。
[注三十八]陳去病：《漠南北建置行省
議》，載《陳去病全集》第二冊，頁
四二三。
[注三十九]陳去病：《漠南北建置行省
議》，頁四二五。
[注四十]陳去病：《漠南北建置行省議》，
頁四二六至四二八。
[注四十一]姚光：《西藏建置行省議》，載
《姚光全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

社，二○○七），頁三三至三六。
[注四十二]陳去病：《中華民國釋義》，
載《陳去病全集》第二冊，頁五九一至
五九二。
[注四十三]陳去病：《報館之國會熱》，載
《陳全病全集》第二冊，頁四八八。
[注四十四]陳去病：《報館之國會熱》，
載《陳全病全集》第二冊，頁四八八至
四八九。
[注四十五]陳去病：《論建立國會之非
易事》，載《陳去病全集》第二冊，頁
五六四。《全集》編者係此篇為乙卯年
（一九一五年），有誤。根據文意，應亦
作於一九○八年。
[注四十六]陳去病：《論建立國會之非
易事》，載《陳去病全集》第二冊，頁
五六五至五六六。

The Southern Society’s
reconstructing of political cultural and
its failure: focusing on print media and
public op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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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outhern Society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political and unban culture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China. The members actively engage in
print media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outhern Society’s
practices and contribution to the emerging
print media, arguing that their influence on
public opinion need to be taken enough attention to. Those texts and practices of the
Southern Society represent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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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評論

兩《唐書》崔沔事蹟補正
■ 張曉芝
四川外國語大學
摘

要：兩《唐書》對崔沔生平家

約玄孫也。自博陵徙關中，世為著姓。父

世、任職時間及重要事蹟均有誤記、失

皚，庫部員外郎、汝州長史。沔淳謹，口

載。現可知載崔沔事蹟較詳者有唐代李華

無二言，事親至孝，博學有文詞[注一]。

《贈禮部尚書孝公崔沔集序》和相關墓

崔沔字善沖，京兆長安人，後周隴州

誌。然而集序和墓誌的記載也相互抵牾，

刺史士約四世孫，自博陵徙焉。純謹無二

有待詳辨。唐宋以後文獻對崔沔記載大多

言，事親篤孝，有才章[注二]。

出自史傳，徵引正誤相雜，皆不深究。本

（一）崔沔字若沖而非善沖，《新唐

文試以兩《唐書》崔沔事蹟為考辨對象，

書》誤記。李邕《有唐通議大夫守太子賓客

結合相關史料以補史闕，以正訛誤。

贈尚書左僕射崔公墓誌》（以下稱《崔公墓

關鍵詞：新唐書，舊唐書，崔沔，李

誌》）和顏真卿之《贈尚書左僕射博陵崔孝

誌》是記載崔沔的第一手材料，且李邕生於

所議之朝廷禮法多為後世效仿。然兩《唐

唐高宗鳳儀三年（六七八年），卒於唐玄宗

書》對崔沔事蹟記載頗多訛誤，唐李華《贈

天寶六年（七四七年），與崔沔（六七三—

禮部尚書孝公崔沔集序》（簡稱《崔沔集

七三九年）幾乎同時[注四]，所記應較為準

序》）和相關墓誌記載也是正誤相雜，語焉

確。顏真卿（七○九—七八四年）略晚於崔

不詳。而且《通典》《唐會要》《資治通鑒》

沔，其所作《崔孝公宅陋室銘記》也是記

《續資治通鑒長編》《古今紀要》《歷代名

載崔沔事蹟較早的材料。且檢《文苑英華》

臣奏議》《廉吏傳》等史部文獻，《張燕公

《唐文粹》及《全唐文》中的崔沔小傳，其

集》《范太史集》《香溪集》《跨鰲集》等

字皆作「若沖」。又，「善」、「若」二字極其

文人別集，《太平禦覽》《冊府元龜》《玉

相近，如「善」寫作，「若」寫作。綜上，《新

海》等類書，《大唐傳載》《唐語林》等史

唐書》所記「善」乃「若」之形訛。
（二）崔沔為北周隴州刺史崔說（本

通誌》等地方志對崔沔皆有記載，但零亂

名士約）四世孫，《新唐書》所記「後周」即

無序，或詳或略，不一而足。現以兩《唐書》

為北周，只是唐宋以後鮮用「後周」指代北

所記崔沔相關事蹟為考辨對象，結合李華

周。崔說為北周時期人，《周書》記：「說本

《崔沔集序》、出土墓誌等進行考察。為方

名士約，少鯁直，有節槩，膂力過人，尤工騎

便說明問題，將兩《唐書》史傳內容作若干

射……從太祖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進

分解，並一一考辨如下。

爵為侯，增邑八百戶，除京兆郡守……賜姓

一
崔沔，京兆長安人，周隴州刺史士

宇文氏，並賜名說焉」[注五]。由上知，崔士
約因功勳卓著，後改姓宇文，並以「說」為
名。隨後，崔士約又「除隴州刺史，遷總管

６３

料筆記，《山東通誌》《畿輔通誌》《陝西

兩《唐書》對崔沔生平家世、任職時間及重要事蹟均有誤記、失

崔沔是唐代重要文學家和禮學家，其

載之處。載崔沔事蹟較詳者有唐代李華《贈禮部尚書孝公崔沔集序》

記》）皆記崔沔「字若沖」[注三]。《崔公墓

和相關墓誌。然而集序和墓誌的記載也相互抵牾，有待詳辨。

公宅陋室銘記》（以下稱《崔孝公宅陋室銘

華，顏魯公集。

涼甘瓜三州諸軍事、涼州刺史」[注六]，兩

沔，字若沖，京兆長安人，自博陵安平徙關

《唐書》隴州刺史之稱源於此。

中，世為著姓。沔，北周隴州刺史說玄孫也。

（三）崔沔之父名「暟」而非「皚」，

父暟，祖儼，曾祖弘峻。沔淳謹，口無二言，

《舊唐書》誤記。又《新唐書》載沔父名

事親至孝，博學有文詞」。與兩《唐書》對

「皓」[注七]，亦誤。理由如下：第一，開封

照，改動了三處文字，如此庶幾無誤矣。

博物館藏石有崔祐甫撰《唐故竇公夫人墓

二

誌銘》曰：「夫人諱縕……衛尉少卿暟之曾

崔儼有三子，分別為暄、皓、晊。古人給諸子起名有一規則，

若名為單字，則皆用以相同的偏旁部首。暄、皓、晊均為「日」

６４

部，符合這一規則。兩《唐書》因皚、皓與暟字形相近以致訛誤。

孫」[注八]。崔祐甫是崔沔之子，崔暟之孫，

初應制舉，對策高第。俄被落第者

所記應最為真實。又崔祐甫所撰《唐魏州

所援，則天令所司重試，沔所對策，又工

冠氏縣尉盧公夫人崔氏墓記》亦云其祖父

於前，為天下第一，由是大知名。再轉陸

名「暟」[注九]，所撰《有唐朝散大夫行祕

渾主簿。秩滿調遷，吏部侍郎岑羲深賞重

書省著作佐郎嗣安平縣開國男崔公墓誌銘

之，謂人曰：「此今之郤詵也」。特表薦

並序》[注十]、《唐故□□□魏郡魏縣令崔

擢為左補闕，累遷祠部員外郎。……睿宗

公墓誌銘》[注十一]皆作「暟」。另有崔暟

時，徵拜中書舍人。時沔母老疾在東都，

族孫崔頌所撰《有唐安平縣君贈安平郡夫

沔不忍捨之，……由是改為虞部郎中。無

人王氏墓誌》亦作「暟」[注十二]。此外，吳

何，檢校禦史中丞。時監察禦史宋宣遠，

少微、富嘉謨所撰《有唐朝散大夫守汝州

恃盧懷慎之親，頗犯法，沔舉劾之。又姚

長史上柱國安平縣開國男贈衛尉少卿崔公

崇之子光祿少卿彝，留司東都，頗通賓

墓誌》亦同作「暟」[注十三]。另有兩則材

客，廣納賄賂，沔又將按驗其事。（《舊

料需要注意，一是李邕撰，徐珙書的《崔公

唐書》卷一八八）。

（沔）墓誌》題作「皚」[注十四]；二是邵說

擢進士。舉賢良方正高第，不中者

撰，徐珙書，李陽冰篆的《崔公（祐甫）墓

誦訾之，武后敕有司覆試，對益工，遂為

誌銘並序》作「皚」[注十五]。此兩則材料

第一。再補陸渾主簿，入調吏部，侍郎岑

的撰者李邕和邵說與墓主交游，記載失誤

義歎曰：「君今郤詵也！」薦為左補闕。

可能性很小，值得注意的是，留世的文獻

……睿宗召授中書舍人，以母病東都不忍

並非李、邵二人親自所書，而同為徐珙一人

去，固辭求侍，更表陸渾尉郭鄰、太樂丞

所書，寫錯可能性極大。第二，據《新唐書·

封希顏、處士李喜以代己處。詔改虞部郎

宰相世系二下》所記，崔儼有三子，分別為

中，俄檢校禦史中丞。請發太倉粟及減苑

暄、皓、晊。古人給諸子起名有一規則，若

囿鳥獸所給以賑貧乏，人賴其利（《新唐

名為單字，則皆用以相同的偏旁部首。暄、

書》一二九）。

皓、晊均為「日」部，符合這一規則。再據墓

此兩段材料是關於崔沔在武 后、中

誌所記，當可斷定「皓」當為「暟」。兩《唐

宗、睿宗三朝時的任職和相關事蹟，兩《唐

書》因皚、皓與暟字形相近以致訛誤。第

書》記載有四點缺失：一是缺少任職時間，

三，從暟與皚字義上分析，崔沔父名亦當為

二是官職記載不全，三是任職次序混亂，四

「暟」。「暟」，《玉篇》釋為「照也」，又引

是未詳重要任職原因。現辨正如下：

申為「美也」；《揚子·方言》言「暟，昭也」。

（一）武 后天 冊 萬歲 二年（六 九 六

「皚」，《說文》言「霜雪之白也」，除「雪

年），崔沔舉賢良方正後，敕拜麟臺校書

白」之意，尚無深刻含義。兩字相較，「暟」

郎，這一點兩《唐書》盡缺。

字更適合於人名，且古人很重視名與字的起
法，一貫用有意蘊內涵的字為名。
通過以上考辨，可作如下修正：「崔

武 后 制舉，崔沔 對 策高第，被落第
者所誣，武則天敕有司覆試，遂為天下第
一。兩《唐書》所記此事略同。李華《崔沔

散大夫守汝州長史上柱國安平縣開國男贈

者有三：李邕《崔公墓誌》，顏真卿《崔孝

衛尉少卿崔公墓誌》所記，崔暟其人：「好

公宅陋室銘記》和《文苑英華》。李氏《崔

老氏道德，金剛般若，嘗誡子監察禦史渾、

公墓誌》記載：「公廿四，鄉貢進士擢第」

陸渾主簿沔曰：『吾之詩書禮易，皆吾先人

[注十七]。顏氏《崔孝公宅陋室銘記》亦曰：

於吳郡陸德明、魯國孔穎達重申討覈，以

「年二十四，舉鄉貢進士」[注十八]。而《文

傳於吾，吾亦以授汝。汝能勤而行之，則不

苑英華》記崔沔對策為神功元年（六九七

墜先訓矣。』……神龍元年，公七十有四，

年）。按崔沔卒於開元二十七年（七三九

秋七月季旬有八日，終於東都履道裏之私

年），年六十七，照此推之天冊萬歲二年

第」[注二十四]。據此可知，崔暟卒於神龍

（六九六年），剛好二十四歲。徐松《登科

元年（七○五年），此時崔沔的官職為陸渾

記考》卷四考證，崔沔是在天冊萬歲二年丙

主簿，說明崔暟健在時崔沔還在陸渾主簿

申應賢良方正科試的，依據的文獻是顏真

任上，後病不起，正值崔沔任陸渾主簿秩滿

卿《崔孝公宅陋室銘記》[注十九]。而孟二

調往吏部之時，未及上任，崔暟辭世，不得

冬先生《登科記考補正》考證《文苑英華》

已只能回東都私第丁憂。之後如顏真卿所

誤記的依據是李邕《崔公墓誌》[注二十]。

說，其母勉之，使其丁府君憂後，能夠振作

兩者結合，確可斷定《文苑英華》誤載。這

再試，擢左補闕。按唐朝官員丁憂三年計

裏說明一點，制舉試在唐初有重要地位，

算，此時任左補闕之職已是中宗景龍二年

唐高祖時就有制舉的記載。而且制舉登第

（七○八年）的事了。宋計有功《唐詩紀事》

與進士科不同，進士科及第後，尚需吏部考

[注二十五]、元富大用《古今事文類聚新

試，合格後方能授予官職，制舉則一經登

集》[注二十六]、明彭大翼《山堂肆考》[注

第，即可授以官職[注二十一]。而新、舊《唐

二十七]以及《全唐詩》[注二十八]所記崔沔

書》記崔沔對策第一，大為知名之後，只載

事蹟皆出史傳，十分簡略。

其再轉（補）陸渾主簿，顯然缺少相關任職

（三）睿宗朝，崔沔先後任殿中侍御

的記載。按李氏《崔公墓誌》所言，崔沔舉

史、起居舍人、祠部員外郎、給事中、中書舍

賢良方正之後，敕拜麟臺校書郎，滿歲後，

人（未上任）、虞部郎中之職，兩《唐書》失

才補洛州陸渾主簿，此與李華《崔沔集序》

載者很多。

所載「召見拜校書郎」是為一事。據此可補
兩《唐書》史傳之闕。

制舉試在唐初有重要地位，而且制舉登第與進士科不同，進

十六]。三者皆未明具體時間。有時間記載

士科及第後，尚需吏部考試，合格後方能授予官職，制舉則一經登

據晉陽縣尉吳少微、富嘉謨同撰的《有唐朝
第，即可授以官職。新、舊《唐書》顯然缺少相關任職的記載。

集序》也謂：「舉賢良方正，對策第一」[注

李氏《崔公墓誌》說：「擢左補闕。無
何，拜殿中侍御史，復換起居舍人，累祠部

（二）中宗景龍二年（七○八年），崔沔

員外郎，擢給事中，居數月，轉中書舍人，

始任左補闕之職，兩《唐書》失載崔沔任職

辭官請侍，優制改虞部郎中，仍留都司」

原因和時間。

[注二十九]。顏氏《崔孝公宅陋室銘記》說：
「擢拜左補闕。遷殿中侍御史，奉敕按竊金

部，此時吏部侍郎岑羲十分欣賞他，比之

者，公得其情，許之不死，竟得減論諸王或

為郤詵，薦為左補闕。李華說「朝廷以公

恃貴不遵法度，舉而按之其不吐茹也，如此

直躬正詞，擢左補闕」，此言不虛，然其擢

尋遷起居舍人。當扈從以親老抗疏乞退，薦

左補闕另有他因。李氏《崔公墓誌》記曰：

琅琊王丘，太原郭潾，渤海封希顏等自代，

「（沔）宅汝州府君憂，外除，擢左補闕」

睿宗嘉之，特許留司以遂其孝養，遷祠部員

[注二十二]。顏氏《崔孝公宅陋室銘記》記

外郎。倖僧有請度人者，公拒不奉詔遷給事

載稍詳：「丁府君憂，外除，太夫人勉起之，

中。大理卿韓思復，用法小差，權臣致劾，

以所試超邁，擢拜左補闕」[注二十三]。又

公特寬之，遷中書舍人。省改紫薇，其官仍

６５

崔沔擔 任陸 渾主簿 秩滿後調遷吏

舊，又固辭以親老，除虞部郎中」[注三十]。

賓客。二十四年，制令禮官議加籩豆之數

《舊唐書》在記載崔沔擢左補闕之後，籠

及服制之紀（《舊唐書》卷一八八）。

統言之「累遷祠部員外郎」，《新唐書》則直

按任職方面，《新唐書》較《舊唐書》

接從召授中書舍人記起，殿中侍御史和起

多載二職，即左散騎常侍和集賢修撰，而時

居舍人二職，兩《唐書》盡闕，據李、顏所記

間記載《舊唐書》明顯優於《新唐書》。此

可補史缺。李華《崔沔集序》這樣概括道，

不錄《新唐書》相關段落以省篇幅。

「朝廷以公直躬正詞，擢左補闕；以公嫉邪

自天 冊萬歲 二年丙申（六九六年）

忿佞，除殿中侍御史；文端武淑，遷起居舍

崔沔進入仕途，歷武后、中宗、睿宗三朝

人；學該典禮，拜尚書祠部員外郎；議事惟

共一十六年。而崔沔卒於開元二十 七年

允，遷給事中；立言成訓，改中書舍人；辭

（七三九年），其在玄宗一朝有長達二十七

乞就養，授虞部郎中」[注三十一]，可謂是

年的仕宦生涯，遠遠長於前三朝總和。而此

言簡而意深矣。這裏需要著重指出崔沔未

時期的崔沔事蹟，史書記載卻極為簡略，即

任中書舍人的原因，兩《唐書》對此記載一

使是《崔沔集序》、《崔公墓誌》以及顏真

致，皆云因母疾不忍離去，請辭中書舍人一

卿《崔孝公宅陋室銘記》也有眾多不一致的

職，記載不誤。後之文獻論及「孝」時，皆取

地方，少記、多記、誤記的情況有之，後世文

此事為例。如宋王溥《唐會要》（上海古籍

獻相互抵牾之處就更多了。茲據相關文獻

出版社本，以下簡稱上古本）不僅對「孝」

考知，自開元初至開元二十七年，崔沔任職

一詞進行界定，且取崔沔孝事為例。宋王

多達十七個，按先後順序，考述如下：

《舊唐書》在記載崔沔擢左補闕之後，籠統言之「累遷祠部員外

６６

郎」，《新唐書》則直接從召授中書舍人記起，殿中侍御史和起居舍

人二職，兩《唐書》盡闕，據李、顏所記可補史缺。

應麟《困學紀聞》[注三十二]，宋章定《名

（一）開元初，任檢校禦史中丞兼都畿

賢氏族言行類稿》[注三十三]，宋林同《孝

按察使，兩《唐書》缺載都畿按察使一職。

詩》[注三十四]，以及明劉宗周《人譜類記》

崔沔在任虞部郎中不久，就拜檢校禦史中

[注三十五]和《陝西通志》[注三十六]皆有

丞，兩《唐書》皆如是說，但未明具體時間，

崔沔辭職贍母的記載。

使人不明其任職於何朝，極易造成混亂。

三

據顏氏《崔孝公宅陋室銘記》載：「開元初
攝禦史中丞，或訟吏曹之不平。公與崔泰

無何，檢校禦史中丞。時監察禦史

之銜命詳理，多所收拔。俄而即真，兼都畿

宋宣遠，恃盧懷慎之親，頗犯法，沔舉劾

按察使，歲或不稔，公請發粟賑貸之，賴全

之。又姚崇之子光祿少卿彝，留司東都，

活者以萬數」[注三十七]。由此可知《新唐

頗通賓客，廣納賄賂，沔又將按驗其事。

書》言崔沔任檢校禦史中丞時，「請發太倉

姚、盧時在政事，遽薦沔有史才，轉為著

粟及減苑囿鳥獸所給以賑貧乏，人賴其利」

作郎，其實去權也。開元七年，為太子左

一事[注三十八]，是崔沔拜禦史中丞兼都

庶子。母卒，哀毀逾禮，常於廬前受弔，

畿按察使時所為。又《授崔沔禦史中丞制》

……中書令張說數稱薦之。服闋，拜中書

記：「朝請郎、守尚書虞部郎中崔沔，純至

侍郎。或謂沔曰：「今之中書，皆是宰相

之心，求忠出孝，精微之用，博學多文，故能

承宣制命。侍郎雖是副貳，但署位而已，

清以激貪，靜而鎮躁。頃攝官持憲，履繩緒

甚無事也」。沔曰：「不然。設官分職，

墨，臨事不詘，在公則聞。宜正三獨之名，

上下相維，各申所見，方為濟理。豈可俯

以光二丞之秩。可守禦史中丞，知東都留

默偷安，而為懷祿士也！」自是每有制敕

臺司（一作事），散官如故」[注三十九]。此

及曹事，沔多所異同，張說頗不悅焉。尋

言崔沔為人高格，擢禦史中丞，與李華所言

出為魏州刺史，奏課第一，徵還朝廷，分

「節高天下」涵義一致。

掌吏部十銓事。以清直，歷祕書監、太子

（二）轉任著作郎，遷祕書少監，判大

記，開元六年八月崔沔還尚以祕書少監的身

「（沔）移著作郎，尋遷祕書少監修國史，

份議事，《舊唐書·崔沔傳》又言開元七年為

使尋判大理卿、禮部侍郎。公既職司典禮，

太子左庶子，兩者相互比照，崔沔定於開元

乃刪寫詔論數百卷，以備闕遺，特加朝散大

六年八月以後拜官禮部侍郎，後恩加朝散

夫」[注四十]。史闕可據此補之。

大夫。只是崔沔任此職時間極為短暫，僅數

首先說著作郎一職。《舊唐書》記有二

月而已。

事：「時監察禦史宋宣遠，恃盧懷慎之親，

（三）開元七年（七一九），拜太子

頗犯法，沔舉劾之。又姚崇之子光祿少卿

左庶子，《舊唐書》有明確記載。在職期

彝，留司東都，頗通賓客，廣納賄賂，沔又

間崔沔母卒丁憂三年，後於開元十 一年

將按驗其事」[注四十一]。崔沔秉公直諫，

（七二三）九月任中書侍郎，兩《唐書》失

令姚崇、盧懷慎不滿，於是二人上疏玄宗，

載任此職時間。《舊唐書》曰：「母卒，哀毀

「共薦沔有史才」，轉著作郎。新、舊《唐

逾禮，常於廬前受弔，賓客未嘗至於靈座之

書》皆言，實去其權。所以李華《崔沔集序》

室，謂人曰：『平生非至親者，未嘗升堂入

說其「剛亦不吐，降著作郎」[注四十二]。

謁，豈可以存亡而變其禮也』。中書令張說

李氏《崔公墓誌》說沔「既而悟焉，累月，檢

數稱薦之，服闋，拜中書侍郎」[注四十九]。

校祕書少監，遽而正授」[注四十三]。顏氏

與《新唐書》所載一致。上古本《唐會要》

《崔孝公宅陋室銘記》所載與李氏所言大

載：「（開元）十二年（七二四年）六月，中書

略相同，只是未說其「正授」一事。

令張說薦崔沔為中書侍郎」[注五十]。同書

其次說祕書少監一職。《新唐書·馬懷

卷七十又說：「至十一年十二月，敕以仙州

素傳》曰：「開元初，……懷素奏祕書少監

頻喪長史，欲廢之，令公卿議其可否。中書

盧俌、崔沔為修國書副使，祕書郎田可封、

侍郎崔沔議曰：『仙州四面去余州界雖近，

康子元為判官」[注四十四]。此可與顏氏所

若據州而言則無遠，……庶其益於公家」

說相互映照。崔沔任此職時做過有益社稷

[注五十一]。同是《唐會要》所載，時間卻

一事，《新唐書·食貨志》載：「州縣典史捉

相互抵牾。開元十二年六月崔沔才經張說

公廨本錢者，收利十之七。富戶倖免徭役，

薦舉為中書侍郎，沔又怎會於開元十一年

貧者破產甚眾。祕書少監崔沔請計戶均出，

十二月就以中書侍郎的身份議事？這其中

每丁加升尺，所增蓋少；流亡漸復，倉庫充

必有一處記載有誤。又《太平寰宇記》作開

實，然後取於正賦，罷新加者」[注四十五]。

元二十一年（七三三年）[注五十二]，更不足

據《玉海》所言此 事發 生在「開元 六年

為據。崔沔母卒於開元七年，按例丁憂三年

（七一八年）八月」[注四十六]，上古本《唐

算，復官當為開元十年（七二二年），又怎會

會要》記此事為開元六年七月[注四十七]，

事隔兩年才經張說薦為中書侍郎呢？況且，

具體月份待考。

《新唐書》記載崔沔在丁憂之時，「中書令
張說數稱之」，一定不會丁憂後兩年才進行

先二先生所著《唐九卿考》「大理寺卿」

舉薦。值得注意的是「四庫本」《唐會要》

條，考崔沔任大理寺卿在開元五年至六年

則作「十一年九月，中書令張說薦崔沔為中

（七一七—七一八年）[注四十八]。引用

書侍郎」[注五十三]，這一說法較為準確，

材料有《舊唐書·崔倰傳》、李氏《崔公墓

現做如下辨證：

誌》、顏氏《崔孝公宅陋室銘記》及《唐僕

按《舊唐書·王丘傳》：「（開元）十一

尚丞郎表》四則。二先生最後推斷崔沔轉官

年，拜黃門侍郎。其年山東旱儉，朝議選朝

在開元六年，甚確。

臣為刺史以撫貧民，……於是以丘為懷州

６７

再次說大理寺卿一職。郁賢皓、胡可

崔沔秉公直諫，令姚崇、盧懷慎不滿，於是二人上疏玄宗，

書》盡闕。顏氏《崔孝公宅陋室銘記》言：

「共薦沔有史才」，轉著作郎。新、舊《唐書》皆言，實去其權。

最後說禮部侍郎一職。據《玉海》所
顏氏《崔孝公宅陋室銘記》所載與李氏所言大略相同。

理卿、禮部侍郎加朝散大夫，後三職兩《唐

刺史又以中書侍郎崔沔等數人皆為山東諸

省，為東州知頓最。封禪還，……謂張說曰：

州刺史」[注五十四]。《舊唐書》此處說崔

『前日出使巡天下，觀風俗，察吏善惡，不

沔開元十一年以中書侍郎的身份出任山東

得實。今朕有事岱宗，而懷州刺史王丘餼

諸州刺史，這與《資治通鑒》和《玉海》記

牽外無它獻，我知其不市恩也；魏州刺史崔

載不同，兩書記此事均為「十二年六月」[注

沔遣使供帳，不施錦繡，示我以儉，此可以

五十五]。雖然兩書記載此事時間相同，但

觀政也；濟州刺史裴耀卿上書數百言，至曰

《舊唐書·王丘傳》和《崔沔傳》前後記載

『人或重擾，即不足以告成』，朕置書座右

互相吻合，並無錯訛之處，此當以《舊唐

以自戒，此其愛人也」[注五十九]。據《王

書》記載為準。即山東大旱在開元十一年，

丘等不勞人以市恩》，知此事發生在「開元

再據「四庫本」所記，可知崔沔拜中書侍郎

十三年」[注六十]。顏氏《崔孝公宅陋室銘

當為開元十一年九月。崔沔任中書侍郎期

記》記為「乙丑歲」[注六十一]，亦即玄宗

間，玄宗以仙州數喪刺史，欲廢之，崔沔請

開元十三年。李氏《崔公墓誌》對其官職有

治舞陽，玄宗未採納，仙州廢。此事《唐會

所補充，「皇上有事泰山，觀大禮，（沔）加

要》卷七十，《新唐書》卷一百二十九，《太

朝議大夫」。「朝議大夫」為唐代文散官官

平寰宇記》卷八皆有記載。

階，正五品下。

開元十四年去渭州刺史一職，只分掌吏部十銓事。開元十三年崔

６８

沔調回朝廷分掌吏部十銓事，此時仍兼任魏州刺史，直到宇文融與張

說不合，被玄宗貶為魏州刺史，崔沔才結束魏州刺史一職。

（四）開元十二年（七二四），任吏部

（六）開元十四年（七二六年），去渭

侍郎，兩《唐書》不載。《冊府元龜》記曰：

州刺史一職，只分掌吏部十銓事。開元十三

「十二年以黃門侍郎王丘、中書侍郎崔沔

年崔沔調回朝廷分掌吏部十銓事，此時仍

為吏部侍郎，王易從等為諸州刺史。因勅

兼任魏州刺史，直到宇文融與張說不合，

宰臣曰：朕欲妙擇牧宰，以崇教化，欲重其

被玄宗貶為魏州刺史，崔沔才結束魏州刺

資，望以勵衣冠，自今已後，三省侍郎有缺，

史一職。此事見《新唐書·宇文融傳》：「融

先求曾任刺史者，郎官缺，先求曾任縣令

奏選事，說屢卻之，融怒，乃與御史大夫崔

者」[注五十六]。此敕令不載於《唐大詔令

隱甫等廷劾說引術士解禱又受賕，說由是

集》，不知何故；李希泌主編《唐大詔令集

罷宰相。融畏說且復用，訾詆不已。帝疾

補編》亦未錄入。此既為詔令，時間、內容

其黨，詔說致仕，放隱甫於家，出融為魏州

當屬真實。

刺史」[注六十二]。關於時間記載見於顏氏

（五）開元十二年出任魏州刺史，開

《崔孝公宅陋室銘記》：「明年（開元十四

元十三年（七二五）又以此職分掌吏部十銓

年）入朝分掌十銓」[注六十三]。據此可補

事，兩《唐書》俱未載此二職時間。《冊府

史闕。

元龜》言：「王丘，開元十二年以黃門侍郎

（七）開 元 十 五年（七 二五年）至

為懷州刺史，崔沔以中書侍郎為魏州刺史」

二十一年（七三一年），任左散騎常侍兼

[注五十七]。（按此處中書侍郎應為吏部侍

判國子祭酒、東都副留守、集賢修撰、祕書

郎）。崔沔因與中書令張說不合而出任魏州

監四職。《舊唐書》全不載，而《新唐書》

刺史，兩《唐書》均有記載，此不贅述，然

只言其「以左散騎常侍為集賢修撰」[注

崔沔任此職時間十分短暫。開元十三年玄

六十四]。李氏《崔公墓誌》說其分掌吏部

宗巡視天下，發現崔沔為人簡樸，有益於社

選事不久「入為左散騎常侍兼判國子祭酒，

稷，於是召回朝廷。《舊唐書》云：「尋出魏

始東都副留守，復祕書監」[注六十五]。顏

州刺史，奏課第一，徵還朝廷，分掌吏部十

氏所載甚為詳細：「無何，徵拜左散騎常

銓事」[注五十八]。又《新唐書·裴耀卿傳》

侍，上以六宮親蠶絲賜近臣，公獻《禦絲

記載：「為濟州刺史，濟當走集，地廣而戶

賦》，又侍宴《別殿賦》《端午詩》，屢蒙錫

寡。會天子東巡，耀卿置三梁十驛，科斂均

以縑帛、彩羅，兼判國子祭酒，俄充東都副

太子賓客加通議大夫，終東都副留守，兩

奉敕撰《龍門公宴詩序》，賜絹百疋，延入

《唐書》盡闕。顏氏《崔孝公宅陋室銘記》

集賢院，修老子《道德經疏》，行於天下。

記：「（沔）如故屬耕籍田為居守，賜絹百

二十一年，遷祕書監修撰」[注六十六]。據

匹，遷太子賓客出兼懷州刺史，二十四年罷

此，可以清楚地瞭解到崔沔這一階段的任

州，又以本官充東都副留守，累加通議大

職情況。需要指出的是，顏文中「祕書監修

夫」[注七十六]。李氏《崔公墓誌》說：「上

撰」係「祕書監」和「集賢修撰」雜糅而成。

籍田東都留守冊太子賓客兼懷州刺史，俄

又李華《崔沔集序》說沔任左散騎常侍後，

而去兼，加通議大夫，終東都副留守」[注

轉「貳東宮居守、集賢院學士、祕書監」[注

七十七]。李華《崔沔集序》云：「太子賓客

六十七]。關於「東宮居守」一職，李邕、顏

兼懷州刺史，罷州復職副守，薨於位」[注

真卿均未提及，各史也均無記載，李華所記

七十八]。「復職」一詞，明顯說明崔沔罷懷

不知何據。李邕所說的「復祕書監」是針對

州刺史前曾經擔任過東都副留守，顏氏記

開元六年沔曾任祕書少監，後為祕書監一

載甚確。

事而言的。
（八）開元二十二年（七三二年），任
太子賓客，兩《唐書》失載時間。上古本《唐

通過以上考證，崔沔在玄宗朝任職當
更加清晰條理，有助於進一步研究崔沔相
關事蹟及其影響。

會要》云：「開元二十二年正月十八日赦

四

文：『宗廟致享，務在豐潔，禮經沿革，必
本人情。籩豆之薦，或未能備物，宜令禮官

沔儉約自持，祿稟隨散宗族，不治居

學士，詳議具奏』……太子賓客崔沔議曰

宅，嘗作《陋室銘》以見志（《新唐書》

……」[注六十八]，可知崔沔任職時間。關

卷一二九）。

崔沔的著述情況，《舊唐書》無載，

正確時間當為開元二十三年（七三三年）正

《新唐書》卷六十《藝文志》記載《朝英

月十八日，《新唐書》誤記為開元二十四年

集》三卷，注云「開元中張孝嵩出塞，張九

（七三四年）。查四庫本《唐會要》和《玉

齡、韓休、崔沔、王翰、胡皓、賀知章所撰

海》時間均作「開元二十三年正月十八日」

送行歌詩」[注七十九]。《朝英集》沒有傳

[注六十九]，又上古本《唐會要》，其將議

本，崔沔文集也早已散佚。據李華《崔沔

加籩豆與議服制一事分開記載，分別見於

集序》和顏真卿《崔孝公宅陋室銘記》所

卷十七和卷三十七，前者記為開元二十二

載，崔沔有文集二十九卷；而李邕《崔公墓

年正月十八日[注七十]，後者則記為開元

誌》則說沔「注老子道德經，文集三十卷」

二十三年正月十八日[注七十一]。詳閱兩

[注八十]。今皆已不存。惟《全唐文》收文

《唐書》所議內容，知議加籩豆與服制是

十一篇，《唐文拾遺》輯佚文一篇，《唐代

同時進行的，據此可推斷上古本《唐會要》

墓誌彙編》收錄其所撰《大唐故銀青光祿

因分記此事致時間錯誤，正確的時間當為

大夫守工部尚書贈荊州大都督清河郡開國

後者。關於議加籩豆與服制一事，歷代皆有

公上柱國崔公（泰之）墓誌銘》《有唐盧夫

記載，如唐杜佑《通典》[注七十二]，宋沈樞

人（梵兒）墓誌》《有唐太原郡太夫人王氏

《通鑒總類》[注七十三]，元馬端臨《文獻

（方大）墓誌》三篇，《全唐文補編》補收

通考》[注七十四]，明楊士奇等編的《歷代

崔沔文《服制議》《贈兗州都督裴受真碑》

名臣奏議》卷十七[注七十五]等。

和《大唐故右散騎常侍清河崔府君夫人故

（九）開元二十三年以後，先後任太子

河東郡太君裴氏墓誌並序》三篇，文共十八

６９

於議加籩豆與服制一事，時間記載混亂，

關於「東宮居守」一職，李邕、顏真卿均未提及，各史也均無

君，十八年上皇車駕還，罷留守。二十年春，

記載，李華所記不知何據。李邕所說的「復祕書監」是針對開元六

賓客兼懷州刺史、太子賓客充東都副留守、
年沔曾任祕書少監，後為祕書監一事而言的。

留守。十七年，有事陵廟追贈安平公及太

篇。《全唐詩》存詩一首。
（本文寫作及修改過程中得到南京大
學武秀成教授，西南大學何宗美教授、黃
大宏教授指導，特此致謝。）

《崔沔集序》云「太子賓客兼懷州刺史，罷州復職副守，薨於

位」。「復職」一詞，明顯說明崔沔罷懷州刺史前曾經擔任過東都副

留守，顏氏記載甚確。崔沔在玄宗朝任職當更加清晰條理，有助於進

一步研究崔沔相關事蹟及其影響。

７０

[注一]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
局，一九七五年），頁四九二七。
[注二]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
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頁四四七五。
[注三]周紹良、趙超《唐代墓誌彙編》（上
海古籍出版社，二○○七年），頁一八○
○。
[注四]參見拙文《崔沔卒年考》，載《溫州
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二○一○年第
五期，頁一一五。
[注五]令狐德棻等撰《周書》卷三五《崔謙
傳附崔說》（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七一
年），頁六一四。
[注六]同[注五]，頁六一四。
[注七]同[注二]，頁二八○○。
[注八]同[注三]，頁一七六九。
[注九]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洛陽地區
文管處《千唐志齋藏志》（北京，文物出
版社，一九八四年），頁九二二。
[注十]同[注五]，頁九三六。
[注十一]同[注三]，頁一八一二。
[注十二]同[注三]，頁一八○四。
[注十三]同[注三]，頁一八○二。
[注十四]同[注三]，頁一七九九。
[注十五]同[注三]，頁一八二二。
[注十六]李華《李遐叔文集》（上海古籍出
版社，一九九三年），頁一一上。
[注十七]同[注三]，頁一八○○。
[注十八]顏真卿《顏魯公集》（上海古籍出
版社，一九九二年），頁九○上。
[注十九]徐松《登科記考》（北京，中華書
局，一九八四年），頁一一九。
[注二十]孟二冬《登科記考補正》（北京燕
山出版社，二○○三年），頁一四二。
[注二十一]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西
安：陝西人民出版社，二○○七年），頁
一四二。
[注二十二]同[注三]，頁一八○○。
[注二十三]同[注十八]，頁九○下。
[注二十四]同[注三]，頁一八○二。

[注二十五]計有功撰，王仲鏞校箋《唐詩
紀事校箋》（北京，中華書局，二○○七
年），頁四八二。
[注二十六]富大用《古今事文類聚附新
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九二八冊，頁
四一二上。
[注二十七]彭大翼《山堂肆考》，文淵閣四
庫全書本，九七五冊，頁二○八上。
[注二十八]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
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頁一一二二。
[注二十九]同[注三]，頁一八○○。
[注三十]同[注十八]，頁九○下。
[注三十一]同[注十六]，頁一一上。
[注三十二]王應麟著，翁元圻等注《困學紀
聞》（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八年），
頁二一一一至二一一二。
[注三十三]章定《名賢氏族言行類稿》，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九三三冊，頁一四六
上。
[注三十四]林同《孝詩》，叢書集成初
編本，二二六四冊（北京，中華書局，
一九八五年），頁四五。
[注三十五]劉宗周《人譜類記》，文淵閣四
庫全書本，七一七冊，頁一九五下。
[注三十六]劉於義等監修，沈青崖等編
纂《陝西通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五五四冊，頁七五一下。
[注三十七]同[注十八]，頁九○下—九一
上。
[注三十八]同[注二]，頁四四七六。
[注三十九]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北京，
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頁一九九九
下。
[注四十]同[注十八]，頁九一上。
[注四十一]同[注一]，頁四九二八。
[注四十二]同[注十六]，頁一一上。
[注四十三]同[注三]，頁一八○○。
[注四十四]同[注二]，頁五六八一。
[注四十五]同[注二]，頁一三九八。
[注四十六]王應麟《玉海》（南京，江蘇
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影印，一九八七
年），頁二五一九上。
[注四十七]王溥《唐會要》（上海古籍出版
社，二○○六年），頁一九六一。按，以
下引此書加注「上古本」，以區別於「四

Tang Dynasty
Zhang Xiaozhi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崔沔的著述情況，《舊唐書》無載，《新唐書》記載《朝英

Cui Mian in the Old and New Books of

集》三卷，注云「開元中張孝嵩出塞，張九齡、韓休、崔沔、王

Researches on Rectifications of

翰、胡皓、賀知章所撰送行歌詩」。《朝英集》沒有傳本，崔沔文

二七一中。
[注七十三]同[注六十]，頁六三○下—
六三一上。
[注七十四]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九八（北
京，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頁八九一
中、八九一下。
[注七十五]楊士奇等編《歷代名臣奏議》卷
一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四三三冊，頁
四○七上—四
○九下。
[注七十六]同[注十八]，頁九一下。
[注七十七]同[注三]，頁一八○○。
[注七十八]同[注十六]，頁一一上。
[注七十九]同[注二]，頁一六二二。
[注八十]同[注三]，頁一八○○。

集也早已散佚。

Abstract: There are wrongs and loss
of recording about Cui Mian's family,
serving time and important deeds in the
Old and New Books of Tang Dy nast y.
Now, the detail records on Cui Mian’s
deeds are Li Hua’s Zeng Li Bu Shang

Shu Xiao Gong Cui Mian Ji Xu and some
epitaphs. However, the records on Ji Xu
and epitaphs conflict each other. After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y, literature records
on Cui Mian’s characteristics are mostly
from historical biography but the right and
wrong phase noises still exist. This article
tries to correct Cui Mian’s deeds according
to the Old and New Books of Tang Dynasty
in order to make up for deficiency.
Key words:the Old Books of Tang
Dynasty, the New Books of Tang Dynasty,
Cui Mian, Li Hua, Yan Lu Gong 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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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本」《唐會要》。
[注四十八]郁賢皓，胡可先《唐九卿考》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三
年），頁三六二。
[注四十九]同[注一]，頁四九二八。
[注五十]同[注四十七]，頁一○九五。
[注五十一]同[注四十七]，頁一四八二。
[注五十二]樂史《宋本太平寰宇記》卷八
（北京，中華書局，二○○○年），頁
四三上。
[注五十三]王溥《唐會要》卷五四，文淵閣
四庫全書本，六○六冊，頁六七八上。
[注五十四]同[注一]，頁三一三二—
三一三三。
[注五十五]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二一二
（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五六年），頁
六七五九—六七六○；《玉海》卷一三一
《唐臨軒冊刺史》，頁二四二九下。
[注五十六]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卷六九
（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九年），頁
七七八上。
[注五十七]同[注五十六]，頁八○二五下。
[注五十八]同[注一]，頁四九二八。
[注五十九]同[注二]，頁四四五二。
[注六十]沈樞《通鑒總類》卷一九下，文淵
閣四庫全書本，四六二冊，頁四一一下—
四一二上。
[注六十一]同[注十八]，頁九一上。
[注六十二]同[注二]，頁四五五八—
四五五九。
[注六十三]同[注十八]，頁九一上。
[注六十四]同，頁四四七六。
[注六十五]同[注三]，頁一八○○。
[注六十六]同[注十八]，頁九一上、九一
下。
[注六十七]同[注十六]，頁一一上。
[注六十八]同[注四十七]，頁四○三。
[注六十九]同[注五十三]，頁二六○上；
《玉海》卷八九，頁一六三七上。
[注七十]同[注四十七]，頁四○三。
[注七十一]同[注四十七]，頁七九五。
[注七十二]杜佑《通典》卷四七（北京，
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頁二七一上、

關於伏羲文化的人類學解讀
——與北美印第安原始文化的對比
■ 謝益民
中國暨南大學華文學院

■ 王會瑩
泰國孔敬大學人文學院
摘

要：本文通過對伏羲八卦形成過

天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

程中採用的二元分類及其蘊涵的神秘數字

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

觀念的分析，並以美洲印地安部落的相關

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

人類學資料為佐證，提出陰陽等概念並非

情」。

陰陽等概念並非都是人類智慧發展到一定高度的產物，在原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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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的作用下，同樣可以產生這些概念，並為人類思維發展成為哲學

思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成為哲學思維發展的源頭。

都是人類智慧發展到一定高度的產物，在

這裏作為《易經》的基礎的八 卦 被

原邏輯思維的作用下，同樣可以產生這些

傳說成史前時期的伏羲所制，伏羲八卦用

概念，並為人類思維發展成為哲學思維奠

「—」和「––」陰陽兩符號的排列組合而

定了堅實的基礎，成為哲學思維發展的源

成，中間經過《連山》、《歸藏》的完善，後

頭。《易經》中的伏羲八卦所蘊含的原始

又經過周文王的改制、推演成為目前我們

文化和印第安文化有著驚人的相似性，因

看到的八卦。

此，根據斯圖爾德的進化論觀點，進一步
推測兩個民族的文化可能同出一源。
關鍵詞：文化人類學；伏羲八卦；原
始思維；原邏輯思維。

因此早期的伏羲八卦也稱之為先天
八卦。根據《易·繫辭下》所記載，八卦的構
制和陰陽概念的產生應該是遠古先民仰觀
俯察，近取諸物的結果。有人說「陰陽」的

眾多學者認 為《易經》中伏羲八 卦

概念的形成應該是人類的智慧達到一個高

「陰陽」概念的形成及八卦蘊涵的數字等

度以後才能總結出來的抽象名詞，但是通

觀念應該是人類智慧發展到一定高度的產

過人類學家對未開化民族的大量研究發

物，而且從數學、哲學等自然、社會科學的

現，早期人類並不像我們想像的那樣對大

方方面面給予深刻的研究。

自然並非毫無所知，只是一味的順從自然，

但是根據人類學的一些資料，我們發

受自然界的奴役，而是具有關於大自然的

現許多現代社會未開化的民族也都在其思

豐富的知識，他們一直都在探索大自然的

維模式中存在類似八卦的「陰陽」和數的

奧妙，對大自然進行分類、綜合，逐漸從種

概念，特別是北美印第安人的原始文化中

或種群向屬性或類別系統的過渡，原始人

可以很容易找出這樣的例子，因此本文試

已經能夠運用原邏輯思維採用陰陽分類法

圖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來探究伏羲八卦形

對植物進行分類，而且還可以對理性事物

成的人類思維基礎。

分類。

一
《易·繫辭下》曰：「古者包犧氏之王

這些文化人類學資料為研究《易經》
中所提及的伏羲八卦的陰陽概念、數字觀
念形成的思維基礎提供了很有價值的證

據。

了民間藥典之後就可以識別上述變種，並

身為參照物進行分類，這在《易·繫辭》的

相似的變種組成的，這些變種都開黃花，

「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中早已體現出來。

被用作染料或醫藥（治療尿道疾病，即男

原始思維發現人的生命群體之所以連續不

性生殖器的疾病），它具有男性、太陽、

斷就在於男女兩性的交合而產生父父、子

白天的含義。這首先是因為神聖的性質屬

子、孫孫，一代一代的繁衍不斷，伏羲時代

於具有意指作用的一種或一類植物，而不

的人們發現這個秘密後，就開始採用二元

單屬於一種或一類植物[注二]。

對立的分類方法，認為男性與女性對立，

在其他原始民族中我們也同樣看到這

有陽必有陰，於是把男女的交合符號化為

種現象，「多貢人把植物分成二十二個主科

「––」「—」，可見八卦中的陰陽概念源於

……其中一個系列由奇數諸科組成，另一

原始思維有機整體的二元對立的分類系

個由偶數諸科組成，在象徵單個生殖的前

統。

一類中，稱為陽與陰的植物分別同雨季和
同時我們看到，八卦的卦，並非只是

旱季相聯繫……最後每一科對應著身體健

指代「陰陽」兩種抽象的概念，往往指代的

康的一部分，一種技能，一種社會階級和

是一類事物。

一種制度」[注三]。

古人解釋，「卦者掛也」，八卦也就是

「蘇丹頗爾人把植物分成諸類，每一

指代宇宙之間的八種物象，我們的先祖通

類都與一周的某一天和八個方位中的某一

過八卦的方式向我們展示出這八種物象，

方位有關」[注四]。列維·斯特勞斯進一步

其實每種物象不是只有一種對應之物。如

指出土著人的分類法不僅是有條有理的，

下表所列：
八卦 方向

而且還以精心建立的理論知識為依據。從
物類 人體 顏色

動物

一種形式的觀點看，有時它們滿可以與動

幹

西北

天

首

赤

馬

坤

西南

地

腹

黑

牛

在探討八卦形成的思維基礎這一問題

艮

東北

山

手

黃

狗

的同時，我們又發現八卦中體現的中國古

東南
八卦 方向
巽

風
股
白
雞
物類 人體 顏色 動物

植物學中尚在運用的分類法相比。

時代原始部族的原始思維與印第安文化中
的某些事象有著極為相似之處，運用原始

坎	 北

水

耳

黑

豚

思維對事物進行分類以建立宇宙模式，不

離	 南

火

目

赤

雉

僅在我國《易經》八卦的創制過程中有所

震

東

雷

足

青

龍

體現，在泡尼印第安人中也有類似的情況。

兌

西

澤

口

白

羊

根據二元對立的分類原則所組成的宇宙，
諸連續體的連續性，「在支配泡尼印第安

學家列維·斯特勞斯《野性的思維》一書中

人季節的祭典的圖式中已經明顯的表現出

找出人類學資料上的相類證據。列維·斯特

來：舉行祭典的棚屋的柱子據其方向選擇

勞斯在該書中認為圖騰社會對植物分類總

塗有不同的顏色的四種樹木，這些顏色本

是賦予其意指作用的事物，以人的類似性，

身分別象徵一年四季的方向，這四個季節

如：

構成一年」[注五]。
空間			

物（艾屬植物）的幾個變種，……在研究

白楊樹

白色 西南南

時間

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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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分類的方式我們可以在法國人類

北美艾草的俗名實際上包含著蒿屬植

八卦中體現的中國古時代原始部族的原始思維與印第安文化中

療痛經和難產」[注一]。而「由土著認為

的某些事象有著極為相似之處，運用原始思維對事物進行分類以建

伏羲時代的原始部族已經能夠以自

立宇宙模式，不僅在《易經》八卦的創制過程中有所體現，在泡尼

物有女性、月亮、黑夜等含義主要用於治

印第安人中也有類似的情況。

表明，在北美就像古代世界一樣，艾屬植

二

美洲楓樹

紅色 東南

榆樹

黑色 東北北

柳樹

黃色 西北

「四」這個數字同樣賦予多種神秘意義超
冬

過了其他一切數，幾乎在一切紅種人印第
安部族裏，「四」及其的倍數都具有神聖意

從八卦和其他民族的原始文化的例子

義，因為它們專門涉及東、南、西、北四方，

中可以看到，原始思維把陰陽與某些物體

及四方引來的風，四方上面住的神，那裏住

的某一類與某一天或六個方位中的某一方

的神聖動物，象徵四方的四種顏色進行著

位相對應，並且與身體的某一部分技能等

相互間的互滲，因此可以看出仍然是互滲

等相聯繫，這透露著圖騰社會已開始建立

律的原則給印第安文化中的數字「四」以更

最初的宇宙模式，原始思維發現天地依據

多的含義，也使「四」涉及的物象存在著相

諸相之間的臨近性或類似性，或者把諸相

關的類特性。

的關係放在感性層次上及理性層次上，都

在這裏我們不難想到，我們的原始先

不能很好的符合規律的解釋對應物之間的

人和印第安人一樣，一開始就能想到把空

關係。

間方位，如北同關於冷風、雪、熊、藍色的

因此他們採用互滲律原則[注六]，並

觀點聯繫起來，所有的這些觀點從一開始

依據自身內在結構來解決這一問題，而這

就包括在一個複合的表像中，這個表像具

種原則有可能導致類似於八卦中各卦所代

有集體和宗教的性質，在這裏面包括著神

表的連續性整體的各物象關係的形成。

秘的互滲媒介——「四」這個數，因而這個

我們的原始先人和印第安人一樣，一開始就能想到把空間方

位，如北同關於冷風、雪、熊、藍色的觀點聯繫起來，所有的這些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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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從一開始就包括在一個複合的表像中，這個表像具有集體和宗教的

性質。

因此伏羲八卦的形成及後來的演變也

數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這個作用很難為

正說明了當時人們已經處於原始思維向邏

邏輯思維發現的，而它是原邏輯思維所絕

輯思維過渡的階段，八卦中的陰陽概念及

對必須的，這種互滲不再被感覺到，而這

所反映的對宇宙的概括認識是原始思維中

種對應物之間的聯想是那些互滲留下的殘

具體抽象出來的，這也是原始思維進一步

渣。

向邏輯化、抽象化方向發展的結果。

三

伏羲八 卦的卦體由三爻組 成，象徵
天、地、人三才。陰陽爻的不同排列形成
八卦，在此基礎上周文王演先天八卦為

從比較文化人類學角度研究八卦，一

六十四卦，每一卦都是由六爻組成，陰陽

定要注意八卦中蘊藏的數，這裏主要指原

爻的相互排列再組合形成不同的卦。在伏

始思維中最初能夠把握的神秘數字「四」，

羲氏部族中的人在創制八卦中的每一卦時

「易有大極，易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

只用了「六」爻，可見數字「六」在中國上古

生八卦」，一陰一陽為兩儀，一陰一陽又一

先民中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易經·繫

分為二，各在其上下加一陰一陽，生成四

辭》中說：「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

象，即太陰、少陽，少陰、太陽，四象在自然

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平常，剛柔相

界中就指冬、春、秋、夏四時，四時是天地

易，何為典要，唯變所適」。周流六虛，六虛

的變化，八卦則是在四象的基礎上構制的，

就是六爻，六爻就是六位，東、南、西、北、

由四象生成八卦，又對應著東、西、南、北、

上、下，預示著人事的一切變化都與時間空

東南、西北、東北、西南各個方位及各種顏

間有聯繫。

色等等，如上節所述，可見由宇宙觀派生出

而這些觀念的形成都來源於我們的上

的數「四」、「八」在八卦中乃至在中國原始

古先民對宇宙時空的理解，這就是為什麼

文化中有著極為重要的地位。

八卦以三爻排列，六十四卦體以六爻推演

與此相對應，我們在印第安文化中也
可找到相關材料，大多數北美印第安人給

的原因。
我們在印第安文化中發現同樣的現

後來因為某些自然和社會原因由於一部分

祭神的響板，然後搖著它繞著祭壇轉圈，

人的遷移導致文化的擴展，還是類似於新

他重複這個動作六次是給定空間六個方

進化論所說的由於環境等因素的相似，導

位，圓圈表示全世界一切的神被招來濕潤

致文化的類同。當然這不是本文討論的重

土地……向各方位灑水動作重複四次」[注

點，只是在論證伏羲八卦形成的原始思維

七]。

基礎的過程中，借兩者的比較，給予中國

通過中國八卦中神秘數字及其對應物
與印第安原初文化類似性的比較，說明了

古文化與印第安文化存在同出一源的可能
性提供一個佐證。

「陰陽」等概念並非都是人類文明發展到
一定高度的產物，在原邏輯思維的作用下，
同樣可以產生這些概念，而後這些概念為
人類思維發展成為邏輯思維奠定了堅實的
基礎，成為哲學思維發展的源頭。同時我
們又看到，中國的八卦所蘊含的原始文化
觀念和印第安文化有著如此驚人的相似，
這不得不引起我們的思考。

四
舊的進化論認為人類的心智是相同
的，故而文化相似，但新進化論的積極提
倡者斯圖爾德則認為在類似的條件下，文
化的基本類型的發展道路可能是類似的，
但畢竟人類各民族所處的生態環境不同。
如果說文化是人類適應環境的工具的話，
那麼各民族文化的發展，便會隨生態差異
走向不同的道路[注八]。這一點很讓人贊
同，正如西方文化和東方文化不同一樣。據
此理論，我們可能推測我們祖先的文化與
印第安文化在思維方式上表現出相似性，
可能同出一源，這在人種學、考古學、生態
地理學等多方面都在給予論證，如邁克·徐
在《哥倫布到達美洲前中國與中美洲跨太
平洋聯繫的新證據》一文中就通過中美洲
Olmec地區拉維坦（LaVenta）四號坑發現
的三件硬玉制的「克爾特長石」（Celts）和
一件魚型石塊上的文字與中國商代出土
說明了兩個文化之間密不可分的聯繫[注
九]。
我們還不能有極其充分的證據斷定

The interpretation of eight-trigrams
of Fuxi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Contrast to Indian's original
culture in North America

７５

的甲骨文比較，發現二者驚人的相似性，

[注一][法]列維·斯特勞斯《野性的思維》，
李幼蒸譯（北京：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七
年），頁五六。
[注二]同上，頁五六，五七，五八。
[注三]同上，頁四七，四八。
[注四]同上，頁五二。
[注五]同上，頁一五九。
[注六]法國著名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列維·
布留爾在《原始思維》一書中提出原始思
維具有自己特殊的規律，使用一種不同於
文明人的邏輯方式，即所謂「前邏輯」，
認定不存在原因和結果的分離。原始人的
心靈受「互滲律」的支配，以為個人與外
界通過神秘的方式相互滲透，並以此來認
識和把握外界。[法]列維·布留爾《原始
思維》，丁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一九九七年）。
[注七][法]列維·斯特勞斯《野性的思維》，
李幼蒸譯（北京：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七
年），頁二一一。
[注八]黃淑聘，龔佩華《文化人類學理論方
法研究》（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頁三○五。
[注九]Mike Xu（2002）. New Evidence for
Pre-columian Transpacific Contact between
China and Mesoamerica. Journal of the
Washington Academy of Science. 88（1）：
P.1-11.

周流六虛，六虛就是六爻，六爻就是六位，東、南、西、

安人那裏的祭司站在祭壇前面，搖了一會

北、上、下，預示著人事的一切變化都與時間空間有聯繫。而這

是否類似的文化現像是發源於同一地區，
些觀念的形成都來源於我們的上古先民對宇宙時空的理解。

象，如北美各部族中，「西亞族（Si a）印第

畢竟人類各民族所處的生態環境不同。如果說文化是人類適

應環境的工具的話，那麼各民族文化的發展，便會隨生態差異走

向不同的道路。這一點很讓人贊同，正如西方文化和東方文化不

同一樣。

Xie Yimin（Jinan University）

still produced these concepts. And then,

Wa n g H u i y i n g ( Fa c u lt y of

during the process that mankind’s thought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Khon

was developed to be philosophic thinking,

Kaen University, Khon Kaen, Thailand)

these concepts laid the solid foundation,

A bstrac t: The research analysed

became the sour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ntagonistic dualism in classfication to

philosophic thinking. At last, because the

be adopted during eight-trigrams came

ancient culture of eight-trigrams of Fuxi was

into being, studied the idea of mysterious

similiar with america indian’s astonishingly,

number that it contained, then through

according to standpoint of evolution of

bei ng compa red t o A me r ica I nd ia n’s

J.Steward, the research speculated that the

original culture, the research explained the

culture of two races maybe come from the

concept of Yin-Yang etc, are not outcome

same source.

that all mankind's intelligence developed

Key word: Cultural anthropology,

to the certain height, under the function of

Ch i nese eig ht-t r ig rams; pr i m it ive

the original logic-thinking, the primitive

Mentality; Original logical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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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片綠地給人民
——尋索幸福快樂的城市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摘

爆發戰爭。美國對哥國施加壓力，要求政

和黑社會聞名。經濟學者及城市思想家恩

府以武力打擊販毒集團，並提供情報及加

里克．潘納羅薩(Enrique Peñalosa) 兩次

以資助下，哥國政府出動軍隊大舉對付販

成為市長，他深切思考的問題是如何使市

毒集團，販毒集團就策劃多宗武裝恐怖活

民幸福快樂？他努力建立的新模式，成功

動，對首都波哥大進行恐怖襲擊。在百貨

使波哥大的人民能生活在較舒適自在的環

商場、甚至國家安全組織總部設炸彈，造

境中，改善人際關係，減少社會的衝突。

成數百人喪生。到二○○七年，販毒集團

中國城市設計與規劃者可以從中得到反

「北方卡特爾」的主要頭目蒙托亞(Montoya

省。相對於哥倫比亞這貧弱之國，中國經

S a nchez)被陸軍部隊抓獲，終於粉碎犯罪

濟遠為成功和富裕，但城市設計有無使人

集團。但毒販化整為零，仍在到處活躍處

民感到有尊嚴和富足呢？九三閱兵前夕的

境下。住在大城波哥大的人，如何有幸福快

北京，街面回復了原初的純樸，在沒有買

樂的生活呢？

賣、很少汽車的日子，市民感到藍天、綠

在危機四伏的一九九七年，當經濟學

樹、清風及人間和諧的美。如果每年有幾

者及城市思想家恩里克．潘納羅薩(Enrique

天如此，相信人間會減少暴戾、自私、貪

Peñalosa)第二次成為市長時，他深切思考

婪、衝突，增加很多幸福快樂。潘納羅薩

這問題。在一個到處都肮髒、貧窮、官員腐

對城市的洞見，就是在發展經濟的同時，

敗及充斥黑社會份子、常有暴力與恐怖襲

城市仍須留片綠地給人民。

擊的城市，如何使人幸福快樂呢？
潘納羅薩第一次在一九九一年被選為

關鍵詞：恩里克．潘納羅薩(Enrique
Peñalosa)，城市，幸福。

市長時，並無政黨和政客支持，只是憑到
處騎自行車，與人民交往，而被選上。在任

使人民有尊嚴的城市

期間，他到城市各區，瞭解民間疾苦，但未
有足夠時間改變。之後未能續任，一九九七

南美洲小國哥倫比亞(Colombia)的首

年再被選上了，他的理想更大，他要求人民

都波哥大(B o g o t a)，曾是一個罪惡城市，

不單要幸福快樂，而且要比以前更幸福快

充滿了綁架與暗殺。因為哥國內有世界上

樂。
他對加拿大城市作家及記者Ch a rles

貿易，集團擁有私人軍隊，專門設有負責

Montgomer y說「我們要活出一個實驗，我

賄賂、警衛和暗殺的部門及培訓殺手的學

們不一定能搞好經濟，不一定能使每一個

校。

人像美國人一樣富裕，但我們卻能設計一
一九八四年四月哥倫比亞司法部長在

個使人民有尊嚴的城市，使他們感到富

波哥大市北被販賣毒品的集團刺殺，這個

足。城市會使他們更覺幸福快樂」[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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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販毒集團，控制著全世界的可卡因

相對於哥倫比亞這貧弱之國，中國經濟比之遠為成功和富裕，但

國哥倫比亞(Colombia)的首都，曾因毒品

中國設計的城市，有無使人民感到有尊嚴和富足呢？經濟不好的城市

事件使得哥倫比亞政府與販毒集團之間

若能做到，經濟好的城市又如何呢？

要：波哥大(B o g o t a)是南美洲小

這句話使中國城市設計與規劃者反省，相
對於哥倫比亞這貧弱之國，中國經濟比之

6.改造城中的貧民窟，為百分之百居民
提供干淨食水。

遠為成功和富裕，但中國設計的城市，有

7.在城外購入大量土地，免被房地產

無使人民感到有尊嚴和富足呢？經濟不

商控制，並發展為廉價屋，供水電與電話，

好的城市若能做到，經濟好的城市又如何

使窮人有地方安身。

呢？

8.使謀殺率降低三分之二。
9.行人走道不得停放或行駛摩托車。

轉化向綠色城市
潘納羅薩上任時的九十年代，波哥大

10.建立三百公里獨立自行車徑，是第
三世界中最大的網絡。

是全球最壞的城市之一，因內戰與毒販

11.創造世界最長步行街，共十七公

暴力，大批難民涌入，城市邊緣的貧民窟

里，穿過全城大部份地方，並有四十五公里

增加，環境污染嚴重，且成為最多兇殺案

綠蔭行車道。

的城市[注二]，一九九三年被謀殺的人達

12.每星期有兩天在繁忙時間不得開

四千三百多人，平均一萬人中有八十一人被

摩托車，又加停車費及汽油稅，將錢供應公

謀。這是一暴戾城市，有人稱之為人間地

共巴士運輸系統。

獄。如何化暴戾為祥和呢？
潘納羅薩覺得城市中最優先的，是孩

13.每年一日不得駕私家車，有錢人也
要乘公共汽車。

潘納羅薩努力建立的新模式，成功使波哥大的人民，在較舒適

自在的自然環境中，多了很多交流與彼此幫助，人際關係改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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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減少。短期內一個醜惡城市改變為少污染多綠樹的地方，很快得

到全球環保份子及城市學家的贊揚。

子的需要，他說「孩子是人類的指標，如果

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市長建立

我們能為兒童建造一個成功城市，就是一

無車日，以萬計平民或徒步、或騎自行車、

個對所有人的成功城市」[注三]。他同時也

或踏滾軸鞋、或踏滑板到市中心工作。這

很重視很多普通人可參與的公眾空間，為

天空氣出奇地好，數十年第一次沒有交通

此他有一大計劃，就是從綠色理念來轉化

意外。這天大受人民歡迎，他不再做市長

城市。他要發動一運動，來改變城市的結

後，每屆市長都推動，至二○一五年仍在推

構與靈魂。他認為大批農民工湧入大城市

行。

並非壞事，反而使城市更為活化。他要求

這運動與北美城市的發展模式正相

先改變城市環境，第一步是停止擴建高速

反，不再是搞高速公路、房地產、工業區、

公路的計劃，卻興建數百里的自行車徑和

大商場、酒廊KT V、金融中心，大銀行及各

行人走道，一連串沿徑的公園與行人小商

種借貸服務。取而代之的是綠樹林蔭、遍

場，並有圖書館，學校及托兒中心。他有以

處草地、花開鳥飛、微風吹遍、陽光穿越樹

下重大貢獻：

蔭，小商戶笑口迎客，行人如親友般閒談，

1.建立全國第一個快速公共巴士運輸
系統，人人可以不用駕車入城，減少汽車廢
氣。每星期限制汽車入城三天。
2.種了十萬棵樹，全城開拓一千二百
個公園與游樂場。

這是否更接近幸福快樂的真義？
潘納羅薩說「我們需要行走，就像鳥
需要飛一樣。我們需要周圍有其他 人交
流，需要感受美，需要感應大自然萬物，最
重要的，是我們需要不被排斥，我們要感

3 .建 立 五十二間新學 校，重 新裝修

到某種平等」[注四]。他努力建立的新模

一百五十間，並在學校設置了一萬四千部

式，成功使波哥大的人民，在較舒適自在

電腦，學生入學增加百分之三十四。

的自然環境中，多了很多交流與彼此幫助，

4.建立三個大圖書館，十個鄰舍圖書
館。

人際關係改善，衝突因而減少。作家J a y
Walljasper指出「潘納羅薩的觀念是全球南

5.建立一百間托兒中心給五歲以下孩
子，並為之找到長期經費供應。

方世界的希望導航燈塔」[注五]。關鍵在他
不但講，而且成功做了出來。

潘納羅薩的理念

樂，此之謂成功。
到二○一五年，潘納羅薩不再是市長

大大提高，很快得到全球環保份子及城市

和政客多年，但已成為舉世知名的綠色城

學家的贊揚。

市實踐家與思想家，代表了第三世界城市

在接受Jay Walljasper訪問時，潘納羅

的改革與重建者，他在網上寫文章，表示

薩說「西班牙語說過，夢想是免費的，且讓

希望二百年後人們會悟到，二○一五年的

我們來玩一下，想像你希望你的家是什麼

人們怎可能活在如此可怕的城市。他說「我

樣的，你希望你的孩子如何生活，你想買麵

們人類如今的居住環境，不只是有一點錯

包時可以走路，還是要駕車？這是我們對

誤，而是極之錯誤。希望很快會有一個徹底

城市的基本思考。我們對自己如何生活仍

的範式轉變，使城市及都市生活轉向所應

是思考不足。百分之九十九的第三世界人民

有的樣子，城市之成為城市，是成就生活

從未看過荷蘭或丹麥城市，在那裏可看到

之道的一些手段。現今生活更多活在家庭

人們到處騎自行車。一個充滿汽車的地方

之外，而非家庭之內。一個好的城市是使

並不是城市的好典範」[注六]。

生命更快樂，不在乎社會經濟發展的水平」

他說「我們都要見到其他人，我們都
需要見綠色的事物。有錢人可以在會所或
私人地方見到，但大部人只能在公眾空間

[注十一]。

在北京的反思

見到，在公園、圖書館、在行人道、在綠色

二○一五年九月三日北京舉行反法西

走道、在公共汽車上」[注七]。他指出，為何

斯戰爭七十周年大閱兵，我在九月二日中

他有這些思想，「當你常想著如何可以幫助

午到北京，由於全城大部份停工放假，交

環境時，自然會得出同樣結論。…或許一

通非常暢順，機場出租車司機心情非常好，

個民主社會最低限度應做的，是供給人民

充滿笑容。在過高速公路交費亭時，不小

一個公眾空間。公眾空間不是隨意的，它們

心碰到前面的出租車一下，兩司機下車理

是與醫院與學校一樣重要」[注八]。

論時並無憤怒辱罵，很快司機笑笑地掏出

他批判美國的城市是最壞的模式，因

五十元給前車司機，他也笑笑地接受，駕

為美國城市的設計就是為了汽車，而不是

車離去。我真有點奇怪，怎麼大家心情這

為了人。他認為「一個先進的城市不是讓窮

樣好，五十元那麼少就搞定撞車問題，沒有

人也有車，而是讓有錢人也乘坐公共運輸

吵架，司機上車後，仍是笑容很好，沒有咒

設施」[注九]。在他來說，這叫做真正的公

罵，好像不是在中國。

平正義。城市的街道，沒有車與廢氣，只有

我下車時，不用他找零錢，說彌補一

樹木、草地與飛鳥，人人都走路和坐公交

點他五十元的損失，他很高興地說謝謝。

車，這或許就是David Ha r vey的「空間正

我感覺這種情意關係很幸福快樂，這是在

義」(Spatial justice)吧。

祖國呀！
我酒店在北京王府井附近，步行街封

人的收入界定第三世界的成功或失敗，我

路了，在燈市街周圍逛一下，所有店子都關

們會在最後被定為失敗者。但如果用我們

了門，街道罕有的寧靜，陽光下清風吹過

有限的資源，我們要發明另一種準則去衡

兩旁綠樹，近秋風緊而清新，樹葉開始有

量成功，就是所有孩子能有權利進入體育

點枯黃，天上罕有的蔚藍，白雲飄逸，偶

設施、圖書館、公園、學校、托兒所等等」

有街上行人，都很祥和。見仍有一小食店開

[注十]。第三世界人口雖然窮，但如果孩子

門，進去吃了盤餃子，旁邊平民見我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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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重新界定第三世界，他說「如果用

夕陽下人民很幸福快樂。北京回復了原初的純樸，這天真的

變為少污染多綠樹的地方，人民生活質素

不同，在沒有生意，很少汽車的日子，人才感到藍天、綠樹、清

育的環境下長大，是比美國等先進國家快

風及人間和諧的美。

潘納羅薩短期內把一個醜惡城市改

在綠色而少污染、少廢氣、有文化、有教

領帶，問我是否外國來觀閱兵，大家聊了一
後也在微信大家交流一下。
古城回復美善樸實，如果每年有幾天如此，相信人間會減少

暴戾、自私、貪婪、衝突，增加很多幸福快樂。潘納羅薩對城市

的洞見，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城市仍須留片綠地給人民。

回，都是很親和地笑著，互相留下微信，之
黃昏走過古老的東城天主堂，古舊教
堂前的廣場，有很多平民坐著閒聊，孩子
嘻哈地跑來跑去，街上差不多沒有車，夕
陽下人民很幸福快樂。北京回復了原初的
純樸，這天真的不同，在沒有生意，很少汽

[注八]同上。
[注九]Jeff McMahon Master card CEO: In The
Ideal City, The Rich Ride The Bus, Forbes,
May 28, 2015 , Retrieved2015-August-27.
[注十]同注六。
[注十一]Enrique Peñalosa, This Is What the
Cities of the Future Will Look Like , Posted:05/08/2015, Huffpost 1, sept 2015.

車的日子，人才感到藍天、綠樹、清風及人
間和諧的美。
在閱兵前因多了管制，北京不再繁囂，
古城回復美善樸實，如果每年有幾天如
此，相信人間會減少暴戾、自私、貪婪、衝
突，增加很多幸福快樂。至此我完全明白
潘納羅薩對城市的洞見，在發展經濟的同
時，城市仍須留片綠地給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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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Charles Montgomery, Happy City,
Trasforming Our Lives Through Urban .
Design, BC. Doubleday Canada, 2013, P.4.
[注二]Bogotá’s lesson in crime fighting. Comunidad Segura. 2005.
[注三] J a s o n F. M c L e n n a n , " O u r
Children's Cities: The Logic & Beauty
of a Child-Centered Civilization", YES!
Magazine. 2011-07-13. Retrieved 2015-8-27.
[注四]Charles Montgomery, The Mayor Who
Wowed the World Urban ForumBogota's
Enrique Peñalosa’s happy ‘war on cars.’ , 23
Jun 2006, TheTyee.ca. Retrieved 2015-8-27.
[注五]Jay Walljasper, Happy Cities for
the Global South: Interview with Enrique
Peñalosa , posted Jul 02, 2010. http://www.
yesmagazine.org/happiness/happy-citiesfor-the-global-south-interview-with-enriquepenalosa Retrieved2015-August-27.
[注六]Jay Walljasper, Happy Cities for
the Global South: Interview with Enrique
Peñalosa , posted Jul 02, 2010. http://www.
yesmagazine.org/happiness/happy-citiesfor-the-global-south-interview-with-enriquepenalosa.
Retrieved2015-August-27.
[注七]同上。

Joy

Look for a City of Happiness and

Thomas In-Sing Leung(Editor in
Chief, Cultural China)
Abstact: Bogota is the capital city of
Colombia in South America. It once was
famous for dr ugs and ganglands. Enrique
Peñalosa, an econom ist and an u rban
thinker, was elected twice as the mayor
of Bogota. He thought deeply about how
to make the people in the city happy and
joyful. He established a new urban mode, in
which the people in Bogota live comfortably
and leisurely; in which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re improved; and in which
the social conflicts are reduced. Chinese
urban designers and planners can reflect on
Enrique Peñalosa’s mode. Compare to the
poverty and weakness in Colombia, China
has more wealth and is successful in its
economy. However, do the urban designs in
China make people feel respected and rich?
The Chinese Military Inspection on Sep.
03, 2015, made Beijing return to its original
simplicity. No business was opened; there
were less cars on the road; people enjoyed
the beauty of the blue sky, green trees,
fresh breeze, and the harmony on earth.
If there are few days like this every year,
there must be less violence, selfishness,
greed and conflicts, and there must be more
happiness and joy. The urban insight of
Enrique Peñalosa is: some green areas must
be kept in the city while developing the
economy.
Key words: Enrique Peñalosa, City,
Happiness.

學術爭鳴

取法乎上可以無訟
──儒學倫理爭鳴的一個向度
■ 萬光軍
山東政法學院公共管理學院

摘

要：面對批評，儒學可以有幾

說各話，雙方都未有退步退出的跡象。難

種反應，最好的是孔子的內自訟、聞過則

道還要如此繼續下去，何時結束？何時和

喜、不進行反擊，由孟子返回孔子有其必

解？實話說，前景似乎並不明朗。

要；在孝道上，舜的行為有爭議但閔子騫

第二種是充耳不聞、採取鴕鳥政策

的行為無可挑剔，由舜向閔子騫靠攏也是

（劉清平自稱對批評採取鴕鳥政策）。這

有必要的。

種反應似乎可以拿來用一下，劉清平對批

關鍵詞：孟子，孔子，舜，閔子騫。

評採取鴕鳥政策，儒學也可以對批評採取
鴕鳥政策嘛！這樣還避免了言語衝突，似
分批評的權利和機會。然而好好想一想並

就某一問題進行專門批評，但批評傳統儒

不這麼簡單，劉清平作為儒學的旁觀者可

學的立場依然。從其二○○二年揭開批評

以說些風涼話，作為儒學批評方可以只進

儒家親情倫理的潘多拉盒子至今，已有十

行批評、並對反批評充耳不聞。但儒學不

年以上的歷史了，看來他對這些年來自儒

是旁觀者、批評方，別人可以說風涼話、可

學立場的解釋和反應並不滿意，並沒有收

以批評，但儒學不能如此。雖說也有「謠言

手作罷的打算。如何看待對儒學的批評，

止於智者」，如果別人說的是謠言，當然可

看來是值得我們好好思考一下了。

以不加理睬；但如果別人說對了，點出了儒

一、面對批評的不同反應

學的缺陷呢？還是充耳不聞？還是諱疾忌
醫？這對儒學的要求開始加重。
還可以有第三種，就是內自訟、聞過則

一種是勃然大怒、針鋒相對，以為批評方

喜、更上層樓。就是誠懇感謝批評、大方承

誤讀、歪曲了儒學。你批評，我就捍衛；你

認不足，以批評為進步的動力，不斷完善自

說是腐敗，我偏說是美德；你援引西方事

己（也讓別人心悅誠服從而皆大歡喜）。所

例，我固守傳統特色。所謂兵來將擋水來

謂「忠言逆耳利於行」，就是把批評方的觀

土掩，這樣似乎義正詞嚴、理直氣壯，至少

點看作是忠言，是向著自己的、是幫助自己

可以不落下風、甚至還可以單方面宣佈己

的、是有利於自己進步的，也就是自己的朋

方獲勝。這樣做並不難理解、並不難接受，

友、是化了裝的朋友。這實際上對儒學提出

然而好好想一想，這樣做能停止爭論嗎？

了極高的要求（也是極高的期盼），這種高

能說服對方嗎？我們看到，十多年了，雙方

要求應該提出、必須提出，可以提出、也可

的立場倒是越來越清晰，但基本上還是各

以做到，提出了、做到了就會皆大歡喜。

８１

面對批評，儒學可以有幾種反應，第

面對批評，儒學可以有幾種反應，最好的是孔子的內自訟、聞過

與仁義：儒家倫理批判》[注一]，雖然不再

則喜、不進行反擊，由孟子返回孔子有其必要；在孝道上，舜的行為

乎沒傷和氣，甚至還可以說給了批評方充

有爭議但閔子騫的行為無可挑剔，由舜向閔子騫靠攏也是有必要的。

二○一二年，劉清平教授出版《忠孝

從這三種反應來看，無疑對儒學的要

不是孔子的福分、孔子的榮耀呢？

求越來越高，做到也越來越難，但同時效

現實中常人都是不完美不完善的，而

果也越來越好。這十多年來雙方反應類似

人們心目中都有一個完美完善的理想，自

第一種，第二種對儒學意義不大，第三種有

己做不到卻要求高於自己的人去做到，以

必要、有可能嗎？我們可以好好體會孔子

為別人代替自己實現了理想也是高興的，

在這方面的態度。

以為自己見到了理想到底有多高也是滿足

所謂「忠言逆耳利於行」，就是把批評方的觀點看作是忠言，是

向著自己的、是幫助自己的、是有利於自己進步的，也就是自己的朋

友、是化了裝的朋友。這實際上對儒學提出了極高的要求。

８２

人遇到批評是很正常的，但反應差別

的。人們提意見、提要求是希望被聽取，希

很大，我們可以從中作出取捨。如果別人

望實現，不希望成空，更不希望招惹是非。

的批評是誤會，常人或小人也許會進行追

然而誰最能聽取我們的意見、落實我們的

究，而孔子的態度是「人不知而不慍」，顧

要求呢？所謂「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

及自己更顧及別人，能體諒別人、給別人留

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

有餘地，這顯然是超過常人小人的君子風

足以為道」（《老子》四十一章）。人們對孔

度。如果別人的批評屬實，常人或小人也許

子提意見、提要求，是因為人們認為孔子能

會文過飾非（「小人之過也必文」），而孔

夠做到、做到就最好了；人們不對小人提意

子的態度是「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見、提要求，是因為人們認為他們根本不

自己有過錯不遮掩、別人知道並說出來還

會那麼做，也根本做不到（不但白費口舌還

認為是好事，這就大大超過常人小人。孔

可能招惹是非）。在此，雖然直接表現為人

子還講：「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們對孔子提意見、提要求，甚至是苛刻的意

（《論語·公冶長》）。認為在別人批評自己

見要求，但暗含的前提是已經默認了孔子

過錯時最好的反應是「內自訟」（而非指責

高於我們常人，只有孔子能做到，其他人是

反擊別人）。孔子還說過：「內省不疚，夫何

不「配」這種要求的。這裏似乎是批評、責

憂何懼」（《論語·顏淵》）。也就是面臨批

備，其實也含有承認、肯定（有誰不從心裏

評時，孔子首先進行的是內省反省自己（而

承認孔子的道德與知識遠高於我們呢），

非指責反擊別人）。面臨批評，孔子基本

看到這一點就不會一見孔子受批評就立即

上不反擊別人，而是努力完善自己、任由別

大光其火了。現實中如同人們責備劉翔，其

人評說，這種態度也是常人小人難以達到

實，劉翔遠比我們跑得快，只是人們希望

的，這就是孔子的謙謙風度、是很耐人尋

他跑得更快、始終跑得快。如同教師會對

味的。這樣做的效果呢？對自己而言，孔子

優秀的學生提意見，而對落後學生反而不

講「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也就

提意見。如同父母會對最優秀的孩子不斷

是說，嚴格要求自己、寬容對待他人（「寬

提要求，而對平庸的孩子反而不提要求。西

則得眾」），這樣就會遠離怨恨，減少別人

方有「責備智慧人」、中國有「責備賢者」之

的怨恨就有可能緩和改善關係、甚至人際

說，這些都是深切感知現實之後得出的明

和諧。孔子不是只考慮自己、對別人不管不

智之舉。反之，如果不得已非要得罪某人，

顧，而是也考慮他人、希望人際和諧。別人

那也是「寧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得罪

言行無法左右，那就管住管好自己，這樣至

君子，君子有肚量、有涵養，一般不會有什

少可以減少怨恨，為良好人際關係打下堅

麼不良後果；得罪小人，小人無忌憚、無底

實基礎。對他人而言，人們老是對孔子提意

線，那就會陷入難以想像的麻煩。可見就

見、提要求，單單對孔子提意見、提要求，

是在「得罪」中也是默認了只有君子才會有

甚至提出一些超過常人的苛刻意見要求，

可取之舉。

似乎有些跟孔子對著幹，故意跟孔子過不

質言之，我們可以做一轉換，不從「現

去，形式上似乎如此。但轉念一想，這何嘗

實」出發，而是從「理想」出發，從現實人

提要求時，多少默認了孔子會（按照我們的

承認接受的。否則，無論是換作他人還是

意見要求）做到做好，也就是只有孔子配

換作我們，反應還能如此？真是值得懷疑。

得上我們的囑託、配得上我們的期盼；甚至

孔子其他行為如「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

當人們批評責備孔子時，那似乎是批評責

自省」（《論語·裏仁》）。孔子見賢是思齊

備孔子，實則是為自己的理想沒有或不能

（常人小人往往見賢羡慕嫉妒恨），孔子見

實現感到遺憾感到不滿；總之，就是默認

不賢是引以為鑒（常人小人往往諷刺挖苦

了孔子是代替我們追求理想、實現理想的

調侃），這都是遠高於常人小人的。又如孔

人，在孔子的進步中我們想看一看人類的

子能夠「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學習而且不

潛能到底有多大、人類的進步到底有多高。

厭不滿足，教誨別人能夠不知疲倦不知勞

我們對孔子的期望值是很高的或者說太

累，當然遠超常人小人，其弟子稱其「出類

高了，以至於我們甚至不願看到不願接受

拔萃」是有根據的、應屬由衷之言。孔子接

孔子犯過失。好在孔子也的確做得不錯、

受批評而不進行反擊，內自訟、聞過則喜、

的確也配得上大家的期望。孔子只要求自

把批評當作進步的動力，做得很好、做得

己不要求別人（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只接

最好。相對而言，孟子的做法就有些不如孔

受批評不進行反擊，把批評轉化為前進動

子。孟子講「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

力還有很多事情要做，哪有必要哪有空閒

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於此，

來進行反擊呢）。試想如果他不接受批評

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

還進行反擊，那他就沒有最大的可能來進

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

步，那他就是一個常人，那他也就配不上大

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

家的期望。這樣看來，儒學抬舉孔子是在

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

正面上看到了孔子的巨大合理性，批評方

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

實質上希望孔子做得更好、好配得上理想、

禽獸奚擇哉？與禽獸又何難焉？」（《孟子

好替人類追逐理想。二者是相反相成的，都

·離婁下》）孟子原本也希望在社會中人人

是希望孔子承擔或背負更多的理想，這在

互敬互愛、互諒互讓，但是難免遇到別人

很大程度上就是孔子的福分和榮耀；至少

無端地批評指責（橫逆）；在遇到批評指責

我們默認了孔子比我們強，或者我們還不

時，孟子進行了兩方面的反省：一則自己是

如孔子，只好拿孔子來說事了。

否內在地合乎道德規範（自反而仁、自反而
有禮）、即自身是否內在無可指責；二則自

是內自訟、聞過則喜、更上層樓，在這事上

己是否外在合乎道德規範（自反而忠）、即

孔子做得最好。如在道家原想批評諷刺孔

在履行外在社會義務時是否無可指責；如

子的寓言故事《兩小兒辯日》中，孔子依然

果自己內外都沒有問題，那對不起，孟子也

不是無所不知、兩個小兒在一個具體問題

不是好欺負的，他進行了嚴厲反擊（此亦

上就可以把他難住，其實誰不知道孔子的

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與禽

總體學識遠遠超過兩小兒呢（如果孔子反

獸又何難焉），把這種無端批評指責的人

擊、難為兩小兒，那兩小兒會有多少尷尬、

稱為「妄人」「禽獸」（之前也稱之「物」），

會多麼尷尬）。難能可貴的是，孔子面對

這就體現了孟子的嚴峻、冷峻、凜然不可

批評諷刺不是勃然大怒，而是誠懇表示不

冒犯。客觀來說，孟子遇到批評時也進行

知，向兩小兒請教，承認他們是「一字師」。

了兩方面的反省（不是當下就反擊），也是

能把批評諷刺也當做進步的階梯，這就是

自己裏外無可指責之後才進行的反擊（反

８３

因此我們要說，面對批評最好反應的

人們對孔子提意見、提要求，雖然直接表現為人們對孔子提

的所在，這樣的理想人格是包括批評方也

意見、提要求，甚至是苛刻的意見要求，但暗含的前提是已經默認

配天」），就會看到，當人們對孔子提意見、

了孔子高於我們常人，只有孔子能做到，其他人是不「配」這種要

孔子遠超常人小人、最「配得上」理想人格
求的。

「配得上」理想的角度出發（儒學有「以德

擊也不是沒有道理），有一定節制、有一定

學習「上者」這種敢於承擔、大肚能容的精

根據，這也比常人小人好一些；然而如果與

神，相信一切問題可以得到妥善解決。

孔子相比，孔子「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在遇到批評指責時孔子會進行反省，發現

二、孝道由舜調整到閔子騫

自己無過錯之後並不進行反擊（甚至講「丘

由劉清平引發的儒學倫理爭鳴涉及

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相比而言，孔子

到幾個問題：涉及孔子的父子互隱[注二]，

的不反擊似乎柔弱，孟子的反擊似乎剛強；

涉及孟子（舜）的舜父殺人[注三]、封象有

孟子的反應相對容易，但孔子的反應更加

庳，劉清平批評最緊的是舜父殺人。對之，

可貴；孟子的反應超過常人小人、但更接近

從孟子當時到現在一直爭議不斷，雖然儒

現實，孔子的反應遠超過常人小人、更接近

學有所解釋但難以讓人心服口服。如孟子

理想；孟子的反應固然可以減少批評，但孔

專家楊澤波敏銳指出，舜父殺人是設問、

子的反應更能進步；如果我們僅僅立足現

並非史實[注四]，這當然為舜開脫很多、不

實，孟子的反應就算不錯，如果我們還要追

宜再對舜批評得那麼猛烈；然而問題沒有

逐理想、孔子的反應更值得學習。面對批

根本解決，如果追問，為什麼孟子不用「這

評不反擊、甚至化批評為進步動力，學習孔

是假設，這事情本來沒有」來回答呢？如果

子這種反應，可以使每個人最大可能地實

舜父殺人是假設，為什麼這個假設偏偏發

現理想、成就夢想。

生在孟子這裏（在孔子這裏會不會發生）？

孔子面對批評諷刺不是勃然大怒，而是誠懇表示不知，向兩小兒

請教，能把批評諷刺也當做進步的階梯，這就是孔子遠超常人小人、

最「配得上」理想人格的所在，這樣的理想人格是包括批評方也承認

接受的。

８４

寬泛而言，中國文化承認差別但更希

質言之，這不是與孟子過意不去，而是孟子

望和諧，並提供了實現和諧的智慧之思，

自身立場圓融必須面對的重要一環。儒墨

如「謙受益」、「乾下坤上」、「躬自厚而薄

顯學，墨家推崇禹（禹兼）、孟子（要想辟

責於人」、「見其過而內自訟」、「大者宜為

墨成功）就選擇了推崇舜（舜孝），這不但

下」、「要想好大敬小」，這些角度看似不同

因為舜在禹之前、而且舜重孝也符合儒學

實則殊途同歸，都是對上者、大者提出了

立場。在很大程度上，舜的完美是孟子自

超出常人的要求，以為上者、大者主動、自

身立場圓融的需要；舜完美了，孟子對抗墨

願就下則可以實現和諧美好。如君子既要

家才更有資本；這樣，主要不是舜自身是否

自強不息（乾）還要厚德載物（坤），乾下

完美的問題，而是在孟子這裏，舜有完美的

坤上才能形成最好的「泰」；否則乾不願

需要、或者說在孟子這裏舜必須完美，舜

下於坤、而是高高在上只顧自己就是最壞

在孟子這裏已經身不由己、舜必須符合孟

的「否」（常人以為只顧自己是中間的不好

子自身立場的需要（舜為孟子代言、孟子為

不壞，在中國文化中「乾」作為上者只顧自

舜辯護）；因此在孟子這裏，孟子必然時時

己就是最壞）。上者要甘於「為下」、大者要

處處為舜辯護，不但在舜父殺人上為舜辯

自覺「為小」，如此就可以在差別中實現和

護，在其它方面如「不告而娶」「封象有庳」

諧。在歷史故事《將相和》中，作為上者的

上也為舜辯護；理解的關鍵不是這些事情

無過錯的藺相如面臨無端挑釁沒有反擊、

「做」得是否值得商榷，而在於這些事情是

而是寬容，因為他有更高追求（「先國家之

「誰」做的（是舜做的，當然有些是舜自己

急而後私仇」），最終使得無端挑釁的廉頗

做的，有些是孟子讓舜做的）；這樣我們就

自愧弗如（「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主動

會看到和明白，為什麼在大家看來很明顯

負荊請罪、終成生死之交。就藺相如的言

值得商榷的地方（舜父殺人、封象有庳、不

行而言，可以說高於孟子的反擊，接近於孔

告而娶），孟子都極力為舜進行辯護、力圖

子的不反擊，效果如此之好，不是沒有道

使舜過關；可以說在這些事情上舜的言行

理的。我們以「取法乎上」為題，就是希望

（雖然有些道理但多少）都有瑕疵，而孟子

以說，舜父殺人其實是個引子，它牽涉到

如此說的，如舜「不告而娶」、「封象有庳」、

舜是否完美、牽涉到孟子立場是否完美、

「號泣旻天」多少都可商榷；或許基於此，

更是牽涉到孟墨對立。孟子要想戰勝墨

舜在孝道上雖然做得還算不錯，但孔子並

家，這個引子就不能出問題，否則連鎖反應

未在孝道上稱讚舜（當然，舜的言行有特

讓孟子無法收拾，孟子只能勉力強辯，這不

定原因，孔子也沒有在孝道上批評舜）。就

是孟子不清醒，而是孟子不得已。

舜而言，孟子如此重視，但孔子並未十分重

破解孟子這種「不得已」有辦法嗎？

視；在孝道上，孟子認為舜完美無缺，孔子

有！那就是回歸舜的本來真實面目、重新

則連提也未提，這不是很耐人尋味嗎？或

尋找儒學孝道的完美典型。舜到底是一

許在孝道上孔子不好批評舜，而又認為舜

個什麼樣的人，在孟子這裏，陷入了「廬

還不完美，於是就不提了。

山」不能看清舜本來面目，不如到孔子那

在孝道上，孔子沒有稱讚舜，但孔子

裏去看一看。在孔子那裏，還不存在儒墨

高度稱讚了閔子騫。換言之，在孝道上，孟

對立（或者說儒學還不必憂心墨家），孔子

子稱讚了舜，而孔子稱讚了閔子騫。孟子以

自然不存在樹立一個人物對抗墨家的問

舜為孝道典範，而孔子以閔子騫為孝道典

題、也不存在區分舜與禹的問題，也就不

範。在孝道上，孟子稱讚的舜從過去到現在

存在舜必須完美的問題。這在孔子這裏就

一直爭議不斷，孔子稱讚的閔子騫始終沒

表現為：一方面承認舜做得很不錯、一方

有爭議。如果把孝道典範從舜調整到閔子

面也承認舜可能有些缺點（「堯舜其猶病

騫，會不會減少對儒學的非議，甚至讓非

諸」），這樣的舜恐怕比較符合歷史真實：

儒學派也認同儒學呢？

舜是一個非常不錯但也略有瑕疵的大人

在孝道上，面對「舜父殺人」，孟子讓

物。由於孔子已經承認了舜有不完美之處，

舜「竊負而逃樂而忘天下」（加之「封象有

那麼舜父殺人之類的假設問題就難不住孔

庳」「不告而娶」）可以說顧己不顧人、顧

子，這一問題也就沒有出現在孔子這裏（當

情不顧理，方式不盡合理完善，結果別人

然，在孔子時 代沒發生的問題在 孟子時

非議舜（孟子）也就難以避免（如劉清平講

代發生了；在孔子那裏的這種事實上有些

「不可坑人害人，應當愛人助人」）。面對

瑕疵的舜不完全合乎孟子的需要，孟子出

繼母虐待自己，閔子騫隱忍不發，當父親打

於戰勝墨家的需要，就極力豐富舜、完美

算趕走繼母時，閔子騫說出「母在一子單，

舜、辯護舜、使得舜「看上去」完美無缺[注

母去三子寒」，閔子騫這種立場既講情又

六]）。

講理性、既講自己所受委屈又講大局、自
己無親生母親而行恕道不讓後弟也無母親

美、未必是孝道的典型；孔子雖然對舜有

（不是只講情感就怎麼都行而不講理性的

很多稱讚，但沒在孝道上稱讚舜，相比於

愚孝，不是隱匿不說當好好先生的騙人騙

孟子在孝道上極力稱讚舜，這點很值得關

己，不是一受委屈就接著爆發而是默默承

注。作為博學多聞的人，孔子肯定知道舜的

受了些許時日，不是只講自己委屈只顧泄

事情；就舜的孝道而言，孔子也應知道舜

私憤而不顧集體的自我先合適再說，不是

做得也很不錯，但就是沒有在孝道上稱讚

只顧自己無母親而不顧後弟也將會失去母

舜，為什麼？其實，舜雖然做得很是不錯、

親；顧及後母是大度，顧及後弟是恕道，大

甚至難能可貴（舜的「父頑、母嚚、弟傲」，

度讓人回頭，恕道可以終身行之），閔子騫

其家庭環境比常人的家庭環境惡劣得多，

的言行既講情又講理、既有人也有己、既有

８５

在孔子這裏，舜雖然不錯，但還不完

如果我們僅僅立足現實，孟子的反應就算不錯，如果我們還要

認），但舜是不是就完美無缺呢？還是不能

追逐理想、孔子的反應更值得學習。面對批評不反擊、甚至化批評

進行強辯[注五]，這也的確很難為孟子。可

為進步動力，學習孔子這種反應，可以使每個人最大可能地實現理

舜的言行比常人好很多，這一點必須承
想、成就夢想。

自身立場不允許舜有瑕疵，只好極力為舜

在孔子這裏，舜雖然不錯，但還不完美、未必是孝道的典型；

８６

孔子雖然對舜有很多稱讚，但沒在孝道上稱讚舜，相比於孟子在孝道

上極力稱讚舜，這點很值得關注。

家也有己、既正確全面又恰當可行（效果

解，而如果「仰於上」則往往不解而解、自

可以說最好、負面效果最少）、既適合古代

然解決。下之於上，小之於大，其間雖有差

又適合現代，何樂而不為呢？學習孔子就

異、雖有爭議，然問題的解決、結果的趨

應好好學習孔子對閔子騫的評價。可以說，

同還是不難看到的。人際關係中，劉劭《人

閔子騫的言行顯然是正視問題、顧己又顧

物志》深刻體會到在處理「訟」的各種方

人、顧理又顧情，方式相當合理[注七]，結

式中，總有一種最高的方式完全可以合理

果繼母悔悟、全家團圓，孔子也由衷感慨

處理好「訟」：「豈有躬自厚責，以致變訟

「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者乎？皆由內恕不足，外望不已。或怨彼輕

（《論語·先進》）。在此孔子不但慷慨稱讚

我，或疾彼勝己。夫我薄而彼輕之，則由我

閔子騫之孝，而且高度稱讚閔子騫之孝「不

曲而彼直也。我賢而彼不知，則見輕非我咎

間」。「不間」就是不能離間，也就是說閔

也。若彼賢而處我前，則我德之未至也。若

子騫做得太好了、不能再說什麼了。我們

德鈞而彼先我，則我德之近次也。夫何怨

可以想像，在孝道上，孔子對舜如此吝嗇、

哉！且兩賢未別，則能讓者為雋矣。爭雋未

不給舜「孝」的稱號，但卻對閔子騫如此慷

別，則用力者為憊矣。是故藺相如以回車

慨，稱其「孝」、稱其「不間」[注八]，可見

決勝於廉頗，寇恂以不鬥取賢於賈複。物

孔子不是不知舜，而可能是舜的言行還達

勢之反，乃君之所謂道也。是故君子知屈之

不到讓孔子稱讚的地步，還達不到無可挑

可以為伸，故含辱而不辭。知卑讓之可以

剔的標準。可見在孝道上孔子不是沒有標

勝敵，故下之而不疑。及其終極，乃轉禍而

準，而是標準很高。達到孔子的標準很難，

為福，屈仇而為友。使怨仇不延於後嗣，而

但畢竟有人達到了，達到了真得就皆大歡

美名宣於無窮。君子之道，豈不裕乎！且君

喜。舜沒有達到孔子標準，閔子騫達到了孔

子能受纖微之小嫌，故無變鬥之大訟」。劉

子標準；舜這裏爭議不斷，閔子騫這裏沒

劭之言雖然主要是就人而言，但人與事相

有爭議。在孝道上，由（孟子稱讚的）舜調

連，在處理事上還是有很大借鑒意義，其

整到（孔子稱讚的）閔子騫不但是應該的，

中的核心就在於深刻理解和踐行了孔子的

也應是可行的。不但對有利於改善儒學形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這一最高原則，理論

象，也有利於非儒學派認同儒學（閔子騫

輔以實例，讓人境界升華，變禍為福、屈仇

的言行應能讓劉清平滿意）。為什麼不向閔

為友，由訟而變為無訟，真是發人深省。

子騫靠攏，偏要執著於舜呢？為什麼不向

寬泛而言，與本訴訟相關，在事件上

孔子標準靠攏，偏要執著於孟子標準呢？

同一事件看似只有一種解決方式，其實可

在孝道上，按照孟子的標準，舜或許算為

能有兩種或兩種以上的解決方式。如在常

完美了；然而按照孔子的標準，舜還算不上

規的刑事訴訟中，犯罪嫌疑人無辜殺害了

最好、閔子騫才算最好。換言之，按照孔子

受害人，這時的解決方式大多歸於一種：

標準，閔子騫當然可以說是「上」，舜雖然

受害家屬往往義憤填膺、義正詞嚴（大家

不是最差也不可能是最差但還是要退居其

也是紛紛口誅筆伐、眾口一詞），強烈要求

次；與其在舜這裏爭議不休，不如跳出舜

法庭伸張正義、處以極刑，甚至拒絕賠償、

而看到閔子騫。

拒絕道歉、只要殺人者償命。這種解決方

「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式對於受害家屬和大眾當然是很可以理解

（《論語·顏淵》）。孔子雖然承認有訴訟，

的、於情於理是很可以接受的、在大多數

但更追求無訟。在現實中，在「爭於下」時

情況下是經常得以實行的。然而除此之外，

可能會有一定原因、有一定根據，但在「爭

我們依然可以看到，以上的解決方式並非

於下」時往往各說各話，莫衷一是、難得其

唯一方式、更非上上之策。如有的受害家屬

即將破碎的家庭，從而諒解、甚至寬容了

義的批評態度對於我們理解對於儒學的批

對方。雖然這是極少做到的、是極難做到

評有相當的借鑒作用（批評也可以是在整

的，但也並非不能做到、並非無人做到，當

體之中的批評、批評不妨礙整體、整體之

然這種舉動近乎「可望不可即」、「可遇不

中也允許批評）。對於儒學的批評當然有

可求」，是大度之人的上上之舉。這種解決

外部批評和內部批評之分，如果某種批評

方式顧自己更顧別人，展現了人性的光輝和

是內部批評，我們儒學是否有勇氣有度量

寬容的美德，往往給人們震撼和提升；這

有準備去接受去接納呢？在鄧曉芒教授最

種解決方式是高於常規的另一種可能，使

新的一篇文章中，他就聲稱「我承認自己是

「不可能」成為可能，是出死入生，使絕地

儒家，也就是一個批判儒家的儒家，或一

有了轉機，讓人感慨、讓人敬佩。

個具有自我批判意識的儒家」[注十]。鄧曉

寬泛而言，與本訴訟相關，在方法上，

芒的立場是否是他所說的儒家立場？如果

批評往往被理解為外在的對立、對抗，由

他是儒家立場，儒學如何對待之，是繼續

此進行反駁、回擊也就經常被視為合理合

批判駁倒還是轉而肯定接納？這對儒學可

法、理所當然；然而廣義上，批評不但包括

以說是個真實的嚴峻的迫切的挑戰？筆者

外部批評，還包括內部批評，或者說批評

也有一個有趣經歷來分享：有甲乙兩個人

不但有外部的一面，還有內部的一面，這

爭吵不已，這時第三人走來，首先對著甲說

時的批評不是外部批評、而是內部批評。

「你不對」，當時乙很高興，以為甲不對、

如毛澤東提出了著名的「團結—批評—團

就應該是自己對；沒想到這人接著對乙說

結」、「懲前毖後，治病救人」，這時的批評

「你也不對」，這時乙就傻了。這一事件對

就是內部批評、其目的不是駁倒別人而是

筆者很有啟發：甲不對未必就是乙對，要避

為了救人。這時的批評顯然是必要的、必

免單向思維、簡單化思考問題，事物事件的

須的、合理的、可取的。內部批評即便「類

理解與處理往往需要多角度來衡量。
文學中，孔乙己偷人家東西，雖然自己

要其實質立場是同一立場或統一立場，是

辯說「竊書不能算偷」「讀書人的事能算偷

「愛之愈深責之愈切」、是「恨鐵不成鋼」，

麼」，然而這種自我安慰、自我辯解並不能

這時的立場就應加以寬容、肯定，甚至加

阻止他是大家的笑料。哲學上，《莊子》中

以鼓勵、提倡。當然，這無形當中對主體

河伯自得自滿，然而在見到海若之後自知

提出了極高的要求和莫大的期望，然而主

其醜，自動說出「見笑於大方之家」。歷史

體非如此不能獲得更廣的認同和更大的發

上，虞國芮國兩國爭地，但到了文王之國

展。學者劉笑敢曾經有過一獨特經歷值得

便自慚讓畔息訟（「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

回味：「一次 Benjamin J. Schwartz（史華

生」、「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

慈）教授請我和 Hilary Putnam教授到他

歷史中，李陵投降匈奴不能說沒有一定原

家吃飯。席間他們兩個討論熱烈，批評美

因（以五千步卒對抗八萬騎兵；司馬遷也

國社會中的問題，包括醫療保障方面的問

為之解釋），可當李陵勸說蘇武也投降時，

題。我當時脫口而問：『你們這樣批評資本

蘇武拒絕了，在蘇武的完美面前，李陵自歎

主義，是否贊成社會主義呢？』他們兩個異

弗如、自慚形穢，不再為自己辯護，而是自

口同聲地喊：『No way』。他們本能而強烈

認其罪（「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

的反應讓我感到非常尷尬」[注九]。批評資

於天」），在蘇武回國時也對其表示由衷的

本主義也可以是資本主義，這時的批評當

敬佩（「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

８７

似」外部批評、程度上甚至比較尖銳，但只

孔子雖然承認有訴訟，但更追求無訟。在現實中，在「爭於

評的形式、激烈的態度。這種對於資本主

下」時可能會有一定原因、有一定根據，但在「爭於下」時往往各

但考慮自己已經破碎的家庭也考慮到他人

說各話，莫衷一是、難得其解，而如果「仰於上」則往往不解而

然是資本主義的內部批評、即便採取了批
解、自然解決。

不為自己的死人計而為他人的活人計、不

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
爭議會有很多、一時也難有結果，然與蘇
寬泛而言，與本訴訟相關，在方法上，批評往往被理解為外

在的對立、對抗，然而廣義上，批評不但包括外部批評，還包括

內部批評，或者說批評不但有外部的一面，還有內部的一面，這

時的批評不是外部批評、而是內部批評。

卿」）。可以說，如果只就李陵事件來辯論，
武相比，一切都黯然失色、沒有意義了。這
就是不比之比、不解之解。可見，與其爭於
下，不若仰於上；取法乎上，其訟可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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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劉清平：《忠孝與仁義：儒家倫理批
判》(復旦大學出版社，二○一二年)。相關
著述還有郭齊勇主編《儒家倫理爭鳴集：
以「親親互隱」為中心》(湖北教育出版
社，二○○四年)。鄧曉芒著《儒家倫理新
批判》(重慶大學出版社，二○一○年)。郭
齊勇主編《〈儒家倫理新批判〉之批判》
(武漢大學出版社，二○一一年)。陳喬見
著《閒先賢之道》(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二○一三年)。郭齊勇主編《正本清源論中
西—對某種中國文化觀的病理學剖析》(華
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二○一四年)。
[注二]萬光軍：「禮與直、道與魯：孔子未
必贊成父子互隱」，載《倫理學研究》二
○○九年五期。
[注三]萬光軍：「孟子讓舜竊負而逃樂忘天
下的寓意」，載《孔子研究》二○○七年
五期。
[注四]楊澤波：「《孟子》的誤讀—與《美
德還是腐敗》一文商榷」，載《江海學
刊》，二○○三年二期。
[注五]「大舜與其父親的關係，到孟子時代
似乎已成定論，當然也成為人們責難儒家
孝論的主要根據。為了反駁這種責難，孟
子付出了相當大的精力。一定程度上說，
能否合理解釋大舜與其家人的關係，已經
成為孟子孝論能否成立的關鍵」。參見高
專誠：《孟子通說》(山西人民出版社，二
○○四年)，頁一二一。
[注六]據楊伯峻《孟子譯注》統計，在《孟
子》中，舜被提到的次數最多，有九十七
次，孔子八十一次，堯五十八次，禹三十
次。在內容上如在抽象仁義上以舜為代表
（舜由仁義行）、在現實仁義（家國）上
也以舜為代表（舜是孝子加天子）。在
人性平等上以舜為代表（人皆可以為堯
舜）、在人性差等上也以舜為代表（堯舜

之仁，不遍愛人，急親賢）；在家國一致
時以舜為代表（孝治天下）、在家國不一
致時仍然以舜為代表（舜竊負而逃樂忘天
下）；在義利觀上（舜與盜蹠），道德的
善善惡惡上（舜誅四凶），總之在孟子這
裏，舜是完美的。
[注七]在西方，「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
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許多人
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現在你們不
要害怕，我必養活你們和你們的婦人孩
子」。約瑟既承認哥哥們害他又原諒他
們，從而無可挑剔。閔子騫與約瑟的言行
有相似之處。
[注八]孔子稱閔子騫「不間」，還稱大禹
「無間」（「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
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
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無間」就是無可挑剔，也就是說，孔子
對大禹這種克己奉公的精神同樣給予高度
稱讚。「不間」「無間」，孔子不是沒有
標準、而是標準很高。
[注九]劉笑敢：《莊子哲學及其演變》修訂
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二○一○年)。
[注十]鄧曉芒：「我是批判儒家的儒家」，
載《探索與爭鳴》二○一五年四期。

Fo l l o w t h e b e s t ex a m p l e c a n
cease controversy: one dimension on
Confucianism ethical debates
Wan G uang - jun (Sha ndong
University of Politics Science and Law)
Abstract: On criticism, Confucianism
can choose several response, the best one
is Confucius’ Wenguozexi(feel happy when
told of one’s errors) and no feedback, it is
necessary for us returning from Mencius to
Confucius. On filial piety, Shun’s behavior
is controversial while Minziqian’s behavior
is no controversial, it is necessary for us
returning from Shun to Minziqian on filial
piety.
Key words: Mencius, Conf ucius,
Shun, Minziqian.

史學新論

解甲歸來馬正肥 年華逝水近知非
——張之江將軍信行救國言行錄
■ 姚興富
蘇州大學哲學系
摘

要：近幾年對張之江將軍的研

督徒在宗教方面成就的並不多，也不夠全

究主要集中於他創辦南京中央國術館和在

面[注一]。本文收集和整理了更多的相關資

體育方面的貢獻，提及他作為基督徒在宗

料，試圖對張之江將軍宗教方面的言論和

教方面成就的並不多，也不夠全面。本文

活動做一系統評述。

收集和整理了更多的相關資料，試圖對張
之江宗教方面的言論和活動做一系統梳理

一、辭差學道
十九歲，人在黑龍江，當他聽說義和團舉

功名，熱心傳道的，確是鳳毛麟角。身處

事，深表同情，星夜奔家。由於交通阻塞，

內憂外患的近代中國，張之江為了救國救

回家時事已平息，那時，他對基督教是仇

民，奔走呼號，身體力行，義無反顧，實

視的。「以為外國人到我們中國來傳教，

屬難能可貴。

不定是有什麼用意；但無論如何，總是於

關鍵詞：張之江將軍，基督教，信行
救國。

中國不利的」[注二]。後來，在濟南作初級
軍官時，故意難為或嚴懲那些「傳耶穌教
的」。有一次，在奉天新民屯病重，因憎恨

張之江（一八八二至一九六六年），又

基督教，他拒不肯赴教會醫院診治[注三]。

名子岷，河北鹽山縣人。早年畢業於東三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張之江在清朝陸軍

省講武堂，辛亥革命前在清軍中擔任初級

第二十師當軍官，由於參加灤州起義，成了

軍官。辛亥革命後投奔馮玉祥（一八八二

清廷搜捕的革命黨人，在此期間幾次化險

至一九四八年）將軍並在其影響下受洗皈

為夷，似乎深感有上天的眷佑。
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年），張之江開始

張之江退居二線，赴南京擔任國民政府委

對基督教有了親身的接觸和新的認識。這

員。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年，張之江在南

一年，張之江與馮玉祥將軍在四川重新相

京創辦了旨在強身健體的中央國術館和中

遇，並成為其部屬。馮玉祥經常邀他一起

央國術體育研究會。抗戰時期，曾協助李

到青年會，他感覺青年會人士「大多數都是

宗仁籌畫台兒莊戰役。解放後，張之江擔

與流俗不同的」，所以，對於基督教的觀感

任全國政協委員。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一

由「懷疑」走向「解悟」了。之後，他又與成

日病逝於上海。近幾年對張之江先生的介

都倒袁的人士接觸，「見教會中的朋友，從

紹和研究漸趨增多，但主要集中於他在中

事革命的運動，都很熱烈」。「覺得教會中

國體育和武術方面的貢獻，提及他作為基

所造就的人，於國家人民不但無害，而且是

８９

依上帝，也是一位基督將軍。一九二七年，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張之江在清朝陸軍第二十師當軍官，由於

依基督的信徒，但能夠像張之江那樣拋棄

參加灤州起義，成了清廷搜捕的革命黨人，在此期間幾次化險為夷，

一九○○年義和團運 動時，張之江

似乎深感有上天的眷佑。

和評述。國民黨政要和高級將領中不乏皈

大有益的。倘若全國的人都能照這樣，國家

救世的工夫，就是一面窮究，一面傳揚我

還怕不強嗎？」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年），張

們這全世界萬族萬類的天父上帝，和我們

之江帶兵路過九江，住在北洋的老官僚吳

救世主耶穌基督的大道，常以為人人皆能

金彪家裏，他發現信了基督的吳金彪「態

懷抱斯願，而達此的，豈徒中華民國危而復

度活潑，好像孩童似的，並無半點暮氣和

安，將天下萬國，亦無一不長治久安了，因

官氣」。其妻「性質樸誠，氣度慈祥」，還收

此，常常的禱告主，願主容我將此後領受的

養了一大群孤兒。張之江愈覺「基督教義

光陰，完全獻給主，惟精惟一的求道求學，

裏面，真有不可思議的神秘，和不可測度

為福音放高聲，為主恩放大光，弘宣父旨，

的功效了！」基於以上的幾次感動，張之江

推廣救恩，這個志願，我自蒙主恩召以來，

就產了念頭，決心常去教會聽道。一九一八

早已立定，迄今未能如願，常常引為平生的

年十二月，張之江在駐兵湖南常德時，接受

大憾事，也許主對於我別有驅策，亦未可

了長老會牧師的洗禮，正式成為基督徒[注

知」[注五]。有時在戰爭的危機關頭，張之

四]。

江不僅為自己的軍隊祈禱，也求上帝感動

曾經有一位朋友寫信跟張之江說：

敵方，以便免除彼此的傷害[注六]。

「真基督徒不能從軍」。他在回信中說：

一九二七年，張之江終於由前線西北

「我自民八當團長的時候，自己覺著見道不

軍剿匪總司令職任退居二線，赴南京擔任

真，就決擬辭差學道，以求其真，意欲等真

國民政府委員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

明白之後，再來從軍，因我以為欲救中國的

員，並受馮玉祥委託擔任西北軍駐南京首

危亡，非真基督徒從軍，不能收大而且速的

席聯絡官。

一九一五年張之江對基督教有了親身的接觸和新的認識，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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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與馮玉祥將軍在四川重新相遇，並成為其部屬。馮玉祥經常邀他

一起到青年會，對於基督教的觀感由「懷疑」走向「解悟」了。

效果，不能有一勞永逸的成績，所以我主張
在現下的中國，必須真基督徒從軍，才能有

二、讀經不輟

好希望，作出真正救國救民的事業來。因

從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年）受洗以後，

為真基督徒才能夠有大革命、大犧牲的精

張之江就立志要天天研究聖經。雖在戰陣

神，一直貫徹到底，至死不能變更，決不至

之間，亦決不疏忽，自己約定每年至少必讀

有始無終，中途而廢，但須所重的是真教

全部新舊約一遍。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

義、真基督徒，假的是所不取的」。張之江

年）金陵神學院的畢來思博士贈送張之江

又深有感觸地自述：「然而每經一次戰爭，

一本新舊約串珠聖經。一九二四年一月始，

為殺生害命的刺激，心裏常常的傷痛，所以

他又約定自己每天至少要讀新舊約各一

每逢開戰以前，傳令所部，凡敵方官兵，無

章，若因事繁間斷了一天，第二天必要補

論是受傷的，投降的，一律妥為待遇，萬不

讀。張之江自述：「或在軍中公餘之暇，或

可稍加苛虐，對於佔領地，如有敵方官兵

在旅行的時候，無論乘船乘車，查經祈禱

的眷屬，更是妥為保護，並須相機撫慰，借

的工夫，從無間斷。有時因公謁見當道，在

此表示為主義而戰，係公而非私，個人並

客廳裏等候的時候，往往工夫過長，有限

無深仇宿怨，常想到報復循環，殺戮無已，

的光陰，要白白的虛度了，未免可惜；所以

惡因深造，惡果無窮，所以欲乘機糾正，以

我也利用這時間，將我衣袋中攜帶的經典

重人道，而彰天德，又每憶及『善人為邦百

打開來讀。心目既有所屬，也覺得從容不

年，可以勝殘去殺』，『子為政，焉用殺』的

迫。在類乎這樣光景的時間裏，得的進益，

古訓，就生出無限的歎息，又況上帝以好生

實在不少，我覺得上帝時常用他恩膏來澆

為心，耶穌以愛仇為教，我一想到這裏，把

灌我，所以我對於讀經禱告的工夫，以及

世俗的名利虛榮，看到異常的淡泊，極欲早

靈修禮拜的熱度，日益增進，從此有加無已

早脫離現職，專心致志，作根本救人救國

了」[注七]。他也在軍中努力提倡查經班、

攜帶聖經，方法是用皮制的口袋裝好，免

江陸續捐錢定印聖經，冊數達二萬五千以

得被汗漬弄髒[注八]。

上，價值三萬六千餘元，開創了中國個人捐
錢印經的新紀錄。其捐印的部分聖經封面

冊上加以圈點、引證和批註，密密麻麻、字

題有他手書的「此乃天下之大經也」幾個

字珠璣，有一西教士特意攜帶其批注過的

大字[注十三]。

聖經回美國證道[注九]。張之江曾在聖經
內的空白處寫下自己的讀經感言：「我感

三、演講佈道

謝天父賜恩給我，叫我立志攻讀新舊約聖

一九二七年從前方退居二線後，張之

經，因而覺得內中有永生，更覺得熟讀聖

江除了參與國民政府一些事務和創辦國術

經，實在是戰勝罪惡的惟一利器，蒙恩得

館外，大部分時間都用來傳教和四處講演，

救的不二法門，所以我決心將新舊約的聖

遠道邀請他的也不推辭。他在山東滕縣北

經讀了又讀，圈點了又圈點，以助我的純

關大禮堂演講時說：「感謝神，叫我來與滕

熟，而資我的靈修，天父啊，我願效救主，

縣諸位父老兄妹見面。我本來在京（南京）

常以父的事為念，我更願效保羅，將世界

很忙。忙的什麼呢？第一忙的敬神，第二忙

萬事，都看作糞土，為要得著我主耶穌基

的救人」[注十四]。他在香港道風山演講

督，求天父幫助我，彰顯父的權能，成全父

時說：「雖然時間很匆促，但我不能不來；

的旨意，在我身上，也在父所恩召的眾選民

我不來，我的良心就不安」[注十五]。張之

身上，直到永永遠遠。阿們！」[注十]

江的傳教熱情十分高漲，他的足跡踏遍了

張之江還寫有許多讚美聖經的詩詞，

大江南北，「張先生講道極有口才，並且出

其中一首四言詩全面概括了聖經的精義和

乎至誠之熱心，聽者無不受感甚深云」[注

功用：「大道始基，性命根源。化育無窮，妙

十六]。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下午，受陳

恩威極嚴。公義審判，應驗迴圈。敬畏真

維屏牧師等邀請，張之江在南京估衣廊城

神，智慧開端。魔誘亞當，挪亞造船。因信

中教堂發表演講，其演講的題目是「基督

稱義，亞伯拉罕。約瑟聖潔，萬世人範。榮

教與國民革命」[注十七]。這一題目，他在

歸主宰，永慶禧年。摩西恆毅，功蓋宇寰。

上海景林堂等其他教堂也講過[注十八]。主

首創律例，保障人權。社會革命，解放在

要是針對當時青年對「宗教信仰自由」的

先。先知先覺，歷代綿延。時地雖異，道揆

不理解，以及把基督教作為帝國主義走狗

同玄。昭事上帝，信行精研。耶穌基督，應

的誤解。張之江列舉了當時社會對基督教

運臨凡。卑以自牧，夕惕朝乾。表彰天父，

的幾種誤解：「一、認為基督教，雖勸善規

盡美完全。人皆有罪，神盡愛憐。救世迫

過，究係消極的，是不革命的。二、指為愚

切，擴大宣傳。忍辱負重，戰勝苦難。捨己

妄迷信，與革命無關的，此時應講國際民

利他，絕後空前。獻祭贖罪，十架身懸。三

生事實的問題，不應再麻醉於這過去的陳

日復活，永生靈泉。大功成就，上升凱旋。

跡，等等論調。三、是誤會更深的，以基督

信者得救，普施恩筵。時乎不再，勿失良

教是帝國主義侵略的先鋒，是反革命的」

緣」[注十一]。他也作詩慨歎光陰荏苒，時

[注十九]。張之江認為，基督教的教義與中

不我待：「白駒過隙疾於飛，解甲歸來馬正

國的儒道學說是相同的，都是甲種文化，主

肥。望道心殷猶未見，年華似水近知非」[注

張「克己崇仁」。而達爾文、斯賓塞、赫胥

十二]。此詩集中表達了其惜時如金、求道

黎、馬克思等乙種文化強調「縱我制物」。

殷切的心志。

他現身說法，堅持基督教與國民革命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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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自然。宇宙萬物，巨細攸關。賞善刑惡，

張之江每經一次戰爭，為殺生害命的刺激，心裏常常的傷

張之江研讀聖經，如有心得，就在經

痛，有時在戰爭的危機關頭，張之江不僅為自己的軍隊祈禱，也求

自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起，張之
上帝感動敵方，以便免除彼此的傷害。

禱告會，以期善與人同。跟從他的人也大多

張之江在南京創辦中央國術館和國術體育研究會。國術館是

講武機關，當然專重國術體育。但是，由於館長張之江先生篤信基

督，所以該館宗教活動十分頻繁。

矛盾的：「中山先生是畢生從事革命的，他

任過江蘇綏靖督辦、國民政府禁煙委員會

也是個基督徒，所以我相信如果能作真誠

主席等職務。中央國術館是講武機關，當

的基督徒，一定能作忠實的國民黨員。兄弟

然專重國術體育。但是，由於館長張之江

是先作黨員，後作基督徒，作基督徒後就

先生篤信基督，所以該館宗教活動十分頻

知悔罪改過，覺得社會上一切的壞現象，

繁。張錫三先生擔任教牧，每週禮拜二、

都是罪惡的結晶，益覺非革命不可，且以為

四、六晚七點至八點查聖經並學唱詩，教

拿基督的精神去革命，才決不至走入『新軍

職員、男女學員自由參加，平均每次查經者

閥』和『黨閥』的錯路上去！」[注二十]

約六十餘人。每星期日早九點舉行大禮拜，

一九二八年二月，張之江與時任國民

平均到會者約一百二十人左右。除了該館張

政府秘書長兼江蘇省政府委員主席、也

之江等人講道外，還邀請南京各教會的名

是基督徒的鈕永建（一八七○至一九六五

牧輪次講道查經。一九三一年受洗入教者

年），針對非基 督教 運 動 和北伐時期的

共二十四名，介紹至南京城中會堂，由李漢

教 案，聯名向國民政府及中央黨部提出

鐸牧師施洗[注二十三]。中央國術館和中

了取消打倒宗教口號的議案[注二十一]。

央國術體育研究會的支持或參與者既有孫

一九三四年八月三十日，南京《中央日報》

科、鈕永建、于右任、陳立夫、張治中等國

載有一篇文章，詆毀耶穌基督及其信徒，內

民黨政要，也有李漢鐸、史襄哉、陳裕光、

中說：「耶穌他的一生，那種毒質的說教，

李既岸、丁淑靜等基督教名流[注二十四]。

使得信仰他的萬世淪於牛馬，他罪惡是
無極的，無情的鞭子不但要打爛了左右嘴

四、信行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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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連骨骼也節節寸斷了」。衛道心切的張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張

之江先生見報之後，義憤填膺，當即致函

之江不僅在揚州等地聯合中外信徒為國事

該社社長，為基督教辯護[注二十二]。

禱告，同時又致電給上海的中華基督教協

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年，張之江在南

進會，請求其號召海內外教會長期聯合祈

京創辦了旨在強身健體的中央國術館和

禱並向全球教會說明中國被禍的真相[注

中央國術體育研究會。此間，張之江還擔

二十五]。他在致各教會書中寫道：「中華

全國教會，全體中外父老昆仲姊妹賜鑒。我

在南京估衣廊韓家巷協進會大禮堂舉行了

中華有史五千餘年，人民素以忠孝仁愛，信

十人團總團開幕式，大會的兩幅聯語表達

義和平為俗尚，是以蒙神恩佑，至今巍然，

了十人團的精神：「以信心表現行為、充滿

為世界惟一古國。只因近代以來，民德日

新生命、發展新生活；由十人推廣萬億、服

下，離道漸遠，因之神降巨災，有如今歲，

膺基督教、共作基督徒」。「受真神慈恩、

水患達十七省，災民至五千萬以上，實為百

當圖所報；是救國同志、盍興乎來」。參加

年所未有，兼之盜匪橫行，民不安居，視以

者有本京外埠來賓及國術館同志等二百

色列人昔受之罰，或且加重。承國內外善

餘人，大會由張之江主持並致辭，李漢鐸

士，暨歐美友邦，捐金貸粟，救此孑遺，體

牧師領禱，賈玉銘牧師講道，題目是「耶穌

救主之仁恩，表人類之同情，凡在含生，同

復活」，包括（一）墳墓、（二）人心、（三）

深感佩。豈料日本帝國主義者，平時假稱中

民族、（四）主再來四個部分。會後代表們

日親善，售欺列強，今乃自揭面具，乘我危

參觀了中央國術館、中山陵等地。晚上又

難，派兵佔奪遼吉，囚禁遼寧省主席臧式

有李既岸牧師主持，張之江督辦主講「救

毅，冀其承認，釁自我開，逼其簽字，以為

國」，楊小青牧師禱祝，張錫三幹事報告

卸過地步，又飭在華日僑，紛紛回國，非別

[注二十八]。

遍考我中國歷史之中，五千年來，關於內

方案」。其宗旨是：「中華基督徒信行救國

政，則以德行仁，以德服人。對於外交，則抑

十人團的使命，是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體

強扶弱，興滅繼絕，隱合於兩約『為孤兒伸

貼主耶穌基督先到以色列家尋找迷羊的愛

冤，為寡婦辯屈』『壓傷蘆葦不折斷，將殘

心，及其拯救的順序，奮興全教會，勉勵全

燈火不吹滅』之經訓。溯厥由來，皆基於小

信徒祈求天國降臨，促進中華歸主，惟願昔

心翼翼昭事上帝之一念，故郊社以祀，齋戒

在今在永遠存在的聖父聖子聖靈，與其蒙

以饗，有文以示外心之勤，有質以示內心之

選召之兒女同在，使大家除去倚賴人的習

敬，凡百庶事，均務以天心為心，是以對於

慣性，而靠賴全智全能的神，自奮自強，至

四邊鄰國，慕義來歸者，只以禮讓懷柔，從

誠無息，高舉聖架，遵奉主訓，作聰明的童

無一次採用侵略強暴手段，如日本此次對

女，作善良的忠僕，作光作鹽，作好牧人，

我所為者，可見中華民德雖薄，亦高出日本

作好榜樣，負起守望償債的責任，振起慈

帝國主義多多也」[注二十六]。

勇無畏的精神，殷勤火熱，盡心竭力，向著
我們國家民族，實行拯救，完成信徒應盡

建、趙錫恩、張伯苓、江長川、宋則久、範定

的天職，與國民應盡的本分，懇求我們列

九、賈玉銘等人商量，決定發起中華基督徒

祖列宗蒙恩的上帝，大賜憐憫，恕宥赦免

信行救國十人團運動。總團委員有鈕永建、

我們已往的罪愆，牖啟我們現在的悔悟靈

李澤蒼、施雲英、李漢鐸、朱寶惠、賈玉

感化育深入人心，俾民德歸厚，國運興隆，

銘、張之江、李天祿、李既岸、李文伯。籌備

叫我們靠著父神的智慧權能，戰勝不良的

處設在南京廖家巷二號，辦事職員有仲子

環境，使我們的國家民族，轉弱為強，轉危

鳳、張兆平、李文伯、夏筠蓀、余一清、聶芝

為安，配作父神的選民，永存斯世於無既，

軒、蔡雄霆、周希光、吳金聲等[注二十七]。

救恩賜予黃帝子孫，榮耀歸於三一父神，

一九三四年四月一日，中華基督徒信行救

阿門」。其要求基督徒個人修行的條件是：

國十人團總團在南京廖家巷二號臨時籌備

「（一）讀經力學，恆禱勿懈。（二）鍛煉體

處宣佈成立。四月二日（復活節）至四日，

魄，自強不息。（三）每一禮拜內至少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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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二年，張之江與王正廷、鈕永

張之江認為，基督教的教義與中國的儒道學說是相同的，都是

「致力於自救救人救國救世，擴大奮興的

甲種文化，主張「克己崇仁」。而達爾文、斯賓塞、赫胥黎、馬克思

彼獨非國際之一員乎？胡肆無忌憚若此！

等乙種文化強調「縱我制物」。他現身說法，堅持基督教與國民革命

中華基督徒信行救國十人團運動是

是不矛盾的。

有陰謀毒計，即故擾中國社會秩序。……

一人談道一次。（四）每一年內最低限度須
領一人信主」[注二十九]。其組織的辦法是：
「不分宗派性別，凡屬基督徒，志願為基督
徒，具有熱忱救國者，除簡章規定經發起
人或團員二人以上之介紹，得為團員外，其
餘各地基督徒，有真覺悟中國需要信行救
國者，可自動結合同志，十人以上，函請承
認，依照簡章推行」[注三十]。該十人團運
動發起不到一年，「各省市縣紛紛函報組
織處理區團分團不下百餘處，已填志願書
團員達二千人之普，其各處函請審核組織
成團者就不下數千團員」[注三十一]。總團
所印的第一、二、三、四次簡章數萬本，被各
處教會函索已盡，後又修改，印第五次簡章
一萬本，英文簡章五千本，以供中西牧師的
索閱。為了廣泛深入推進此運動，總團要求
各處牧師佈道先生在講道時，要特別注重
對信行救國運動的宣傳。
信行救國運動在全國各地普及開來，

張之江等人發起中華基督徒信行救國十人團運動。總團要求各處

牧師佈道先生在講道時，要特別注重對信行救國運動的宣傳。信行救

９４

國運動在全國各地普及開來，張之江的報國之志，救世之心受到廣泛

讚譽。

張之江的報國之志，救世之心受到廣泛讚
譽。當時報端評價：「中央國術館館長、江
蘇綏靖督辦張之江，宗仰基督教旨，篤信心
虔，力行不懈，為國人所共知」[注三十二]。
時駐南昌行營的蔣介石接到張之江寄來的
十人團簡章等材料，也勉勵他們：「為國
賢勞，無任嘉慰，仍希努力進行為荷」[注
三十三]。
國民黨政要和高級將領中不乏皈依
基督的信徒，但能夠像張之江那樣拋棄功
名、專心事主、潛心研經、熱心傳道的，確
是鳳毛麟角。飽受內憂外患的近代中國不
乏愛國的仁人志士，但能夠像張之江那樣
篤誠懇摯、奔走呼號、正道直行、義無反顧
的，實屬難能可貴。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江蘇
基督教歷史和現狀研究」(09BZJ015）部分
成果
[注一]中國知網（全文期刊）有關張之江
的論文有十幾篇，而介紹其宗教方面成就
的只有一篇。參見陳偉：《張之江將軍的
基督教情結》（《天風》二○一一年第二

期）。
[注二]張之江：《證道一助》（上海廣學
會，一九二九年），頁三。
[注三]張之江先生演詞：《基督徒救人救
國之義務——張先生一身通道之經歷》，
載《通問報》(第一千六百二十七回，
一九三五年二月)，頁十。
[注四]張之江：《證道一助》（上海廣學
會，一九二九年），頁三至六。
[注五]張子岷（之江）：《自述通道的經
過（續）》，載《興華報》(第二十四卷第
四十七期，一九二七年），頁八至九。
[注六]張之江先生演詞：《基督徒救人救
國之義務——張先生一身通道之經歷》，
載《通問報》(第一千六百二十七回，
一九三五年二月)，頁十。
[注七]張之江：《證道一助》（上海廣學
會，一九二九年），頁七。
[注八]張之江先生演詞：《基督徒救人救
國之義務——張先生一身通道之經歷》，
載《通問報》(第一千六百二十七回，
一九三五年二月)，頁十。
[注九]張之江：《聖經之寶貴》趙錫恩
「序」(上海美華聖經會，一九三七年）。
[注十]張子岷（之江）：《自述通道的經
過（續）》，載《興華報》(第二十四卷第
四十七期，一九二七年)，頁七。
[注十一]張之江：《聖經贊》，載《真光雜
志》(第二十九卷第十一號，一九三○年)，
頁八二。
[注十二]張之江：《元日中夜聞鐘錶聲的的
不息有感光陰之迅速而作》，載《真光雜
志》(第二十九卷第三號，一九三○年)，頁
八六。
[注十三]張之江：《聖經之寶貴》（上海美
華聖經會，一九三七年）。
[注十四]張之江先生演詞：《基督徒救人救
國之義務——張先生一身通道之經歷》，
載《通問報》(第一千六百二十七回，
一九三五年二月)，頁十。
[注十五]張之江講、王景慶錄：《演說記
錄：拯救中國為當今之急務》，載《道
風》(一九三六年第三卷第一期)，頁一八。
[注十六]戴廷機：《徐州城鄉大查經會之盛
況：特請張之江李道輝主講》，載《通問

Retiring” “I Felt more Sinful as Aging”: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General
Zhang Zhijiang’s Words and Deeds in
Christianity
Yao Xingfu (Philosophy Department
of Soochow University)

國民黨政要和高級將領中不乏皈依基督的信徒，飽受內憂外患

“ The Hor se Was still Fat af ter

的近代中國不乏愛國的仁人志士，但能夠像張之江那樣篤誠懇摯、

[注三十]《張之江對於基督徒信行救國十
人團徵求發起人》，載《真光雜誌》(第
三十一卷第七號，一九三二年)，頁八一。
[注三十一]《信行救國十人團總團函請各
處牧師宣講信行救國運動（南京）》，
載《真光雜誌》(第三十三卷第一號，
一九三四年)，頁六二。
[注三十二]《張之江對於基督徒信行救國
十人團徵求發起人》，載《真光雜誌》(第
三十一卷第七號，一九三二年)，頁八一。
[注三十三]《蔣委員長勉十人團努力（南
京）》，載《真光雜誌》(第三十三卷第
十一號，一九三四年)，頁六九。

奔走呼號、正道直行、義無反顧的，實屬難能可貴。

A bstract: I n recent yea rs, the
study of General Zhang Zhijiang mainly
concentrated on his spor t contribution
to establishment of Central Martial Arts
Aca de my i n Na nji ng. A s a C h r ist ia n
his religious achievements were seldom
ment ioned or not enoug h. T h is paper
c ol le c t s a nd c ompi le s mor e r eleva nt
materials so as to make a comprehensive
rev iew of h is word s a nd deed s i n
Christianity. Zhang Zhijiang was indifferent
to fame and zealous in preaching among
those KMT politicians and senior generals
who had converted to Protestantism. When
Modern China involved in domestic trouble
and foreign invasion Zhang Zhijiang stood
bravely out and called loudly for people to
save China by faith and deeds.
Key words: General Zhang Zhijiang;
Christianity; Save China by Faith and
D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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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第一千六百二十六回，一九三五年二
月)，頁七。
[注十七]張之江講、春冰速記：《基督教
與國民革命》（南京來搞），載《真光雜
誌》(第二十七卷第一號，一九二八年)，頁
五○。
[注十八]張之江：《基督教與國民革命》，
載《興華報》(第二十七卷第二十六期，
一九三○年)，頁一二。
[注十九]同上，頁一三。
[注二十]同上，頁一七。
[注二十一]《張鈕請取消打倒宗教口號》，
載《民國日報》（上海，一九二八年二月
二日）；《鈕張提議實行信教自由》，載
《申報》(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八日)；《張鈕
請取消打倒宗教口號》，載《中華基督教
教育季刊》(第四卷第一期，一九二八年)，
頁六八。
[注二十二]《張之江先生致中央日報社長
函》，載《金陵神學志》(第十六卷第七、
八期，一九三四年十月)，頁三四。
[注二十三]（南京）張錫三：《中央國術館
的宗教一斑》，載《真光雜誌》(第三十卷
第十一號，一九三一年)，頁八○。
[注二十四]《張之江主席報告開會意義：
鈕永建等三十人當選董事》、《選舉董
事三十人候補董事十人暨全體被選人姓
名票數》，載《國術週刊》（南京，第
一百三十八期、一百三十九期合刊，
一九三五年）。
[注二十五]《張之江先生致中華基督教協進
會書》，載《真光雜誌》(第三十卷第十二
號，一九三一年)，頁九七。
[注二十六]《張之江先生致各教會書》，
載《真光雜誌》(第三十卷第十二號，
一九三一年)，頁九七至九八。
[注二十七]《張之江對於基督徒信行救國
十人團徵求發起人》，載《真光雜誌》(第
三十一卷第七號，一九三二年)，頁八一。
[注二十八]龐子賢：《十人團總團開幕志盛
（南京）》，載《真光雜誌》(第三十三卷
第六號，一九三四年)，頁六四。
[注二十九]張之江：《聖誕贈言》，載《福
音光》(第十一卷第一號，一九三五年)，頁
三六。

中外交流

旅行的思想與文本
──李喆輔《丁巳燕行日記》譾論
■ 章 琦
南京大學文學院

摘

要：朝鮮王朝頻繁派遣使節前往

年，有三種說法：《燕行錄全集》以為不

中國。使節在明代自稱為「朝天使」，清

詳；《朝鮮王朝實錄》載其卒於英祖五十一

代自稱為「燕行使」，他們著力記述訪華

年（一七七五年）；李福源《雙溪遺稿》卷八

見聞，為後世留下了大量文獻，統稱「燕

《先府君行狀》有「庚寅……竟以六月十五

行錄」。《丁巳燕行日記》是乾隆初年一

日己醜辰時易簀於駱下寢」之語，考庚寅

部富有特色的燕行錄，作者李喆輔博洽多

為一七七○年[一](p47-48)。案：李喆輔生

聞，在日記中表現出強烈的華夷意識、敏

平以其子記載的可信度為高，故其生卒年

銳的現實體察、深厚的朱子學統以及沉重

當定於一六九一至一七七○年。

《丁巳燕行日記》是乾隆初年一部富有特色的燕行錄，作者李喆

９６

輔博洽多聞，在日記中表現出強烈的華夷意識、敏銳的現實體察、深

厚的朱子學統以及沉重的政治話語，對中朝文化關係有所反映。

的政治話語，對中朝文化關係有所反映。
關鍵詞：燕行錄；李喆輔；《丁巳燕
行日記》；中朝文化關係。

乾 隆 二 年、朝 鮮 王 朝 英 祖 十 三 年
（一七三七年），時任執義的李喆輔作為
「陳奏兼奏請行」的書狀官，與正使徐命
均、副使柳儼共同出使清朝，以既定的路

《丁巳燕行日記》，鈔本，不分卷。
筆體三變，蓋多人轉寫。每頁十行，每行

線往來於兩國都城之間[注一]，主要任務
是奏請冊封世子。

二十一字，以日分段。是書影印入選林基中

這一年為農曆丁巳年，《丁巳燕行日

所編《燕行錄全集》第三十七冊，由韓國東

記》即記載本次出使的見聞。十年後，李喆

國大學校出版部二○○一年發行。

輔升任禮曹判書，並以「三節年貢兼謝恩

作者李喆輔，字保叔，號止庵，朝鮮延

行」副使的身份再度來華。兩次使行，令李

安人。李氏為延安望族，世代仕宦。李喆輔

喆輔感慨良多，寫下大量詩篇，結集為《燕

是京畿道觀察使李正臣之子，也是領議政

槎錄》，亦收入《燕行錄全集》第三十七

李福源之父。

冊。李喆輔去世後，李福源繼承了乃父的

朝鮮王朝景宗三年（一七二三年），
李喆輔別試文科及第，擢翰林院藝文館檢

事業，曾擔任乾隆四十八年（一七八三年）
的燕行正使。

閱，並歷任副修撰、校理、副應教、應教、

《丁巳燕行日記》，始於七月二十五

持平、執義、司諫等職。其編纂《國朝續五

日（一七三七年八月二十日），終於十二月

禮儀》，著有《止庵集》。作為平安道、京

十一日（一七三八年一月三十日）。每日的

畿道和忠清道的按察禦史，他還體察民

敘事模式，基本以時間、氣候、行事、路程

情，懲治了大批貪官污吏。

的順序展開。日記末尚有十七頁附錄，散記

李 喆 輔 生 於 朝 鮮王 朝 肅 宗 十 七 年

清朝皇城守衛、滿漢習俗、清帝政令、各地

（一六九一年），蓋無異議。關於他的卒

賦稅、朝廷諭旨等事。這部日記在思想內

容方面體現出如下特點：

之資，可笑」[三](p456)。嗤笑祖大壽的背
後，是對清朝的偏見。燕行使節稱清帝為

影響，歷來以「小中華」自居，朝鮮王朝更

「汗」、「胡皇」，如「汗登此峰而瞰城，見其

是沿用過明朝年號。朝鮮出使明朝曰「朝

（袁崇煥）兵勢之壯而嘔血」、「汗時攻圍

天」，出使清朝曰「燕行」，從這一稱呼轉

甚力而堅守不下」、「蓋此樓似是胡皇親幸

變即可看出，朝鮮以明朝為正統，明朝滅

時所住也」[三](p456-457、455、450-451)，

亡後以己為正統。

可謂一字褒貶，皮裏陽秋。描述皇帝尚留

朝鮮自視為明朝的「孝子」，而有別於

顏面，形容大臣則徑稱「夷狄」，更加以醜

日本之「賊子」[二]。清人一六三六年入侵朝

化。十二王「累然一骷髏耳，不知其因何以

鮮，翌年朝鮮雖被迫臣服、越數年清人又

致此享也」；常明「貴賤之無等，男女之無

入主中原，但朝鮮仍視清朝為夷狄，並稱

別，一至是耶」[三](p515、512)。日記又嘲

滿清入侵之役為「丙子胡亂」。一百多年後

笑了「以金填字」的康熙賑政碑[三](p472)，

來華的李喆輔，依然持有尊奉明朝、鄙夷

蓋古之未有也。古之未有者還體現在衣服

滿清的觀念。到了中後所，作者回想明末

和姓氏上，這與唐代以來、綿延至明代的

松錦之戰，又見眼前軍民剃髮易服，「小帽

傳統大相徑庭。李喆輔多次與當地人（如

子全是此處所出云」[三](p457)，隱晦地表

趙鶴嶺、王秀才）筆談，他曾忍不住發問，

達了懷念明朝的興亡之感。李喆輔之後的

「滿人本無姓而稱趙，何也」、「爾們男女

洪大容（一七三一至一七八三年），其《湛

衣服無異同，男不帶、女無裳，是何制度」、

軒燕記》亦云「見帽帶則謂之類場戲，見頭

「此村既皆漢人，則此村之女，衣服制度絕

髮則謂之類婦人，見大袖衣則謂之類和尚」

無唐樣，而皆似清，何也」[三](p441、442、

[四](p130)，自我解嘲，笑中含淚。燕行使

447)……而朝鮮半島的服飾自三國時代就

節對明代舊將禮敬有加，林本裕原為吳三

「請襲唐儀」、「以夷易華」[五](p320)，如

桂幕賓，使節即以「臣」自居；宋奎顯堅壁

今天朝子民反從「夷俗」，更令「小中華」的

清野，抵禦建人有功，使節認為「雖山海關

朝鮮感到不堪。可笑、不堪之外，還有「可

無以過之」[三](p448、466)。

駭」之事。薊州城外，「貴妃廟之與安祿山

無論 大將袁崇煥、禦史谷嶠還是權

墓相望，又何據也」[三](p467)？正如葛兆

宦王振，都有意無意地在介紹古跡時予

光指出，「在朝鮮人看來，這就是一個斯文

以點出。文天祥雖為南宋時人，因涉鼎革

掃地的時代。……官家也顧不得來清理這

之事，其在北京的祠堂又建於明洪武九年

些淫祠淫祀，沒有誰去認真地想一想，這

（一三七六年），故《丁巳燕行日記》對文

種不合華夏倫理的奇怪祠祀是否有道理」

天祥祠的描述，屬於「連類而及」。此外，

[六](p7、12)。
鼎革既成事實，清廷又禁毀前朝書

史本末》，有『大明終興』等語。書發而削

籍，燕行使節惟有盡力搜求明史，來寄託

其職、刪其語，其後遇赦，而仍自廢不仕」

天朝亡國的哀思。李喆輔直言不諱地問

[三](p518)。或許李喆輔等人亦懷有「大明

林本裕：「明季事終未詳，或有野史可觀

終興」的信念。

否？」[三](p450)林告之以「《綱鑒直解》」，

明代舊將有一位遭到批判，這在《丁

果然是稀見史料，暫未見書目著錄。正史同

巳燕行日記》裏極其少見，此人就是祖大

樣受到關注，李喆輔瞭解到武英殿已刊刻

壽。李喆輔對寧遠祖大壽、大樂兄弟的牌

《明史》之《本紀》、《年表》與《列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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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嶠之孫應泰，入清為江南學官，曾著《明

朝鮮出使明朝曰「朝天」，出使清朝曰「燕行」，從這一稱呼

朝鮮很早就受到中國傳統華夷觀的

轉變即可看出，朝鮮以明朝為正統，明朝滅亡後以己為正統。朝鮮

卒為降虜，樓雖壯，誰複豔之？祗為嗤點

自視為明朝的「孝子」，而有別於日本之「賊子」。

一

樓頗不以為然：「大壽以明末總兵守寧遠，

按常理，刊刻好的正史不久即以普通紙張

何論」，尚可理解，漢人答曰「習尚易變，自

印出，待史局校勘無誤後再以精紙刊行，如

然如此」，則不得不發人深思[三](p442、

此，燕行使節亦可及時購置。不料，「而今

447)。李喆輔詢問林本裕「新政如何」，原

此本紀只刊板而已，姑無草印再考之舉」

想聽幾句牢騷，沒料到這位大明舊臣竟說

[三](p545)。李喆輔更沒料到，他們回國兩

「寬仁盛德，敦宗睦族」，而且比清世宗雍

年後，《明史》才正式定稿。丁巳燕行在訪

正「更加慈」[三](p449)。「以販業資生」的

書方面未能大有收穫，於朝鮮國人眼中著

趙鶴嶺也認為「新皇帝聖明，民皆安樂矣」

實是一件憾事。

[三](p442)。宋奎顯的四代孫早已「留頭不

二
根深蒂固的觀念可以影響燕行使節的
評判標準，但訪華後長時間的耳濡目染又

留髮」，李喆輔質疑其「剃髮何心」，對方
以「生今從今」輕描淡寫地帶過。李不禁追
問：「乃祖所樹立如彼，思之能不愴然？」答
曰：「無可奈何」[三](p467)。

使他們能夠具體看待一些問題。《丁巳燕

李喆輔同樣感到無可奈何。清朝統治

行日記》屢次記述行旅中所見人丁之興旺、

者確實「更加慈」，對燕行使節也更為優

商鋪之繁盛、樓宇之宏侈，對乾隆盛世有

待。

根深蒂固的觀念可以影響燕行使節的評判標準，但訪華後長時間

的耳濡目染又使他們能夠具體看待一些問題。《丁巳燕行日記》屢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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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述行旅中所見人丁之興旺、商鋪之繁盛、樓宇之宏侈，對乾隆盛世

有所肯定。

所肯定。望見瀋陽城，「乃知我國城築真兒

順治六年（一六四九年），清廷頒佈了

戲耳」[三](p448)；來到首陽山，發現「我國

體恤朝鮮貢使的詔令，將每年元朝、冬至、

江山，自忠州以下至三江，名亭勝台曲曲相

聖節三使合併為冬至使一行，即所謂「三節

望，而無敢與此比擬云」[三](p463)。首陽山

年貢行」。李喆輔那年亦是如此。他在返回

「對於無力抵抗『明清交替』這一歷史現

途中遇到冬至使，「喜慰滿心」[三](p525)。

實的朝鮮統治階級來說，無疑是一種精神

考該冬至使丁巳十一月初三出發，十二月初

上的補償或是勝利的象徵」[七](p58)。朝

五在狼子山與「陳奏兼奏請行」會面，而李

鮮亦有首陽山，肅宗時期，人們在山上建立

喆輔一行當年七月二十五日啟程，九月十一

起紀念伯夷、叔齊的祠堂——清聖廟，香

日才到達狼子山。該冬至使的主要任務是

火不斷。李喆輔青年時代即見此廟，想必

謝賜緞、謝中江照舊開市、謝方物移准，既

印象深刻。

蒙大恩，「身輕如燕」，局部行程就縮短了

對於燕行使節來說，到達中原的首

十餘天。康熙末年，清廷解除了朝鮮使臣

陽山，在某種程度上還原了他們的精神投

的門禁。而「乾隆帝對朝鮮國王與使臣的

射。然而在李喆輔筆下，真正供奉伯夷、叔

優禮，更可謂亙絕千古」[八](p78)。從《丁

齊之處，「廟宇荒涼，修掃無人，塑像渝汙，

巳燕行日記》對頒賞儀式不厭其煩的描述

幾皿殘缺，戶扄傾圮，丹青剝落，蒼苔衰

中，可以看出燕行使節的得意心情。反觀有

草，滿目蕭條」[三](p463-464)，一系列的

明一代，雖視朝鮮為朝貢諸國之首，卻在

鋪排凸顯了失落的心情。「遺民」情結雖不

接見時將其使臣置於本朝百官之末、甚至

能妥善安置，但作者對大好河山依然讚不

僧道之下，實令「孝子」心寒。如此巨大的

絕口。此際，夷夏之辨的觀念和現實盛世

反差，自然讓朝鮮使臣產生新的想法，至

的關懷構成了對立統一。

少他們不再執著地與「夷狄」劃清界限。

中朝語言有異，而文字可通，故李喆

李喆輔一行曾途經中原高麗堡，這是一座

輔經常與文人筆談，在紙上交流對時事的

聚集早年被俘東人的村莊。「十餘年前，猶

看法。他的提問，大多是尖銳而具有傾向

有老嫗年八、九十者在焉」[三](p464-465)，

性的，不過他得到的回答，往往出乎預設。

也就是說，俘虜中還有「丙子胡亂」的受害

比如衣服制度，滿人應以「制度各異，善惡

者。村民僅在燕行使節路過時「持其譜諜

沒過幾個月就染病身亡，其喪葬又頗為草

(p465)。李喆輔對他們的評價是「可笑，可

率。有研究者認為昭顯世子在瀋陽時有損

歎」，因為他們不知道朝鮮對清朝的態度

國體，仁祖震怒，因此在治病、安葬方面

已經發生了一定轉變。

故意作梗。「昭顯世子在瀋陽期間犯有三

燕行使節不可能也沒必要粉飾太平，

個錯誤，第一是沉湎於聲色狗馬，第二是

清代官員的腐敗在日記中亦有所披露。使

大興土木，第三是荒廢讀經」[十一](p77)。

節來到中華，最頭疼的可能是索賄之事。

「荒廢讀經」也成為一大罪狀，可見朝鮮朱

許篈（一五五一至一五八八年）的《荷谷

子學的威嚴。因為「在宋代理學家心中，四

先生朝天記》記載了萬曆二年（一五七四

書學亦即是經學，而四書地位，尚尤較其

年），上至遼東都指揮使、下到鴻臚寺序

它諸經為重要。……朱子畢生，於四書用

班對朝天使節的反複勒索。當索賄辭 令

功最勤最密，即謂四書學乃朱子全部學術

習以為常，清初的暫時寧靜反而給朝鮮使

之中心或其結穴，亦無不可」[十二](p183)。

臣帶來錯覺。徐文重（一六三四至一七○

推崇朱子學，尤奉《四書》為圭臬，是李朝

九年）是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年）「三

思想文化的重要內容。《丁巳燕行日記》描

節年貢行」的副使，他在《燕行日錄》裏發

述的幾位少年才俊，無不以精通《四書》為

出了「清不貪，清人性本良善」的讚歎[九]

主要特徵。王安民，鳳凰城人，年方十七，

(p215)。

「能通《四書》」；松店趙家莊之子，年方

僅過了不到半個世紀，李喆輔就苦惱

十四，「亦通《四書》」；十里堡李成璧、李

「所謂頭等大臣，索賂乃如此」、「安有大

成玉兄弟，「能通《四書》」；兩水河李端，

國之官，白日坐於公堂，而顯言索賂如此者

年方十三，「讀《四書》，應對如流，筆翰亦

乎」[三](p479、509)，李的部屬更因「序班

夙成」[三](p438、439、445、458)。《四書》

輩索賂無節，……往往遽避於三房」，甚至

為代表的經、史典籍以外，如清人的科格文

「脫身先出」，可謂狼狽之至[三](p517)。就

字，在朝鮮使臣眼中「皆齷齪不足觀」[三]

七千兩賂金是否足夠的問題，朝鮮使臣與

(p445)。

清朝官員展開了多次論難。燕行使節本不

日記中也不乏將格致論運用於實際

惜上下打點，以順利達成冊封世子之奏請，

的例子。李喆輔在白塔堡與王秀才筆談，

孰料清人漫天要價，故被迫與之周旋。好

見其無冠，立刻提出質疑。王秀才始不以

在賄賂之後，不但渝汙的花席得以蒙混進

為然，後李言「君子死且冠不免，安有不冠

貢，冊封之事也是「萬無可慮，放心放心」

而走鄰家見客乎」，王連忙承認失禮[三]

[三](p483)。

(p446)。「君子死，冠不免」典出《史記》

三
自高麗末至李朝，大量朱子典籍傳入
朝鮮半島，並引發了東人的研究熱潮。朱

卷三十七《衛康叔世家》，又見於卷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傳》，講孔門弟子子路為阻
止衛國政變，捨身取義，臨死前尚不忘整
理好自己的頭冠。
這個典故用於筆談雖不甚貼切，卻體

影響力。「朝鮮思想史的研究，基本上是以

現出李喆輔對儒家傳統禮制的強烈維護，

李滉（退溪）和李珥（栗谷）為代表的思想

間接激發起王秀才的認同感。李又勸王趁

家的著作，特別是與朱子學有關的著作為

此年富力強，入格出身，也是修齊治平的現

中心的」[十](p4)。「丙子胡亂」後，清軍將

實關懷。
東人有考據癖，燕行使節在渡過太子

９９

子學在朝鮮逐步確立了無可比擬的地位與

朝鮮仁祖之子——昭顯世子作為人質，帶

李喆輔典故用於筆談雖不甚貼切，卻體現出李喆輔對儒家傳

閉，「蓋恥其已成異類，而便自阻也」[三]

統禮制的強烈維護，間接激發起王秀才的認同感。李又勸王趁此

回瀋陽。八年後（一六四五年）世子回國，
年富力強，入格出身，也是修齊治平的現實關懷。

來謁」，其餘時間與外界隔絕，思想更為封

河時，對燕太子丹投河而死、遂以名河的

僅上封三代，其在河南洛陽、山西解州、湖

傳說不敢苟同。案：關於燕太子丹的結局，

北當陽的後裔更得以世襲五經博士。待李

說法不一。《史記·燕召公世家》言燕王斬

喆輔一行踏上漢土時，關羽已有「山西關

丹，獻秦以自保，四年後亡國；《李將軍列

夫子」之稱，儼然與山東孔夫子分庭抗禮。

傳》云秦將李信擒獲太子丹；《白起王翦

各地關廟林立，比孔廟有過之而無不及。

列傳》稱太子丹受李信所迫，投衍水而亡；

《丁巳燕行日記》著力描繪了新遼東和中

《刺客列傳》載太子丹苦於李信追擊，藏

後所兩處關廟，其中，中後所的關王廟「素

身衍水，終遭燕王遣使斬殺。燕王欲獻丹

靈異」，故有人齋沐抽籤，祈求福祉[三]

自保，秦軍依然進兵，五年後滅燕。燕行使

(p458)。

十八世紀的燕行使節大多訪問過北京天主教堂，李喆輔也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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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從宏觀上講，燕行使節與傳教士交往，將西學著作帶回朝鮮，發

展了一批天主教徒，是對本國傳統信仰的極大挑戰。

節據常理分析道：「荊軻敗，秦伐燕急，燕

四十三年後，朝鮮著名的文學家、實

王恐懼，斬丹以獻丹，安得從容自投死？

學思想家朴趾源（一 七三七至一八○五

傳訛類如此，可笑」[三](p444)。此論斷當

年）作為「進賀兼謝恩行」的觀光客來到清

從司馬光、尤其從朱熹的記載而來。《資治

朝，他的《熱河日記》亦載有「關帝廟遍天

通鑒》將太子丹投水事刪去，《資治通鑒

下，……而其在遼陽及中後所，最著靈異」

綱目》更是堅定地認為「燕王走遼東，斬其

[十八](p347)。個中緣由，值得推敲。公元

太子丹以獻於秦」[十三](p121)。今人梁志

一五九二年，日本侵略朝鮮，史稱「壬辰倭

龍通過考證指出，太子河之得名與太子丹

亂」（日本史書稱之為「文祿之役」）。朝鮮

無關，「子」為地名的嵌字，沒有實際意義，

在明軍的協助下擊退日軍，並將勝利歸因

而太子河確有太河、大河之謂[十四](p84-

於關羽顯靈。一五九八年戰事甫平，朝鮮

88)。如此看來，燕行使節的論斷似乎更有

王室即建造關廟，與明軍共同祭拜。當中

說服力。「《通鑒綱目》……不僅促進了朱

後所保存了明末松錦之戰的記憶，途經該

子學在朝鮮王朝的發展，而且還直接導致

地關廟的東人便自然而然地聯想起壬辰舊

朝鮮王朝『綱目體』史書的出現和『以理論

事，關羽顯靈的認同和期望心理也隨之移

史』學風的流行」[十五](p145)。太子河傳聞

植。在太平盛世，這種「靈異」更反映出東

之辨，也是「以理論史」的體現。此外，燕

人對儒家理想的堅持。

行使節對新遼東白塔塔記、薊州獨樂寺李

十八世紀的燕行使節大多訪問過北京

白題字的否定，都顯示出嚴謹的歷史眼光

天主教堂，李喆輔也不例外。從宏觀上講，

[三](p444、468)。

燕行使節與傳教士交往，將西學著作帶回

如上所述，《綱目》內容多採擷於《通

朝鮮，發展了一批天主教徒，是對本國傳

鑒》，但在正統觀念等方面，《綱目》又有

統信仰的極大挑戰。如李承熏（一七五六

所揚棄。就三國而言，司馬光認曹魏為正

至一八○一年），早年在國內即接觸到朝

統，而朱熹視西蜀為漢祚。相應地，關羽也

鮮使臣帶回的《天主實義》，一七八三年又

得到了朱熹的高度評價。《朱子語類》中，

隨父親——「三節年貢兼謝恩行」書狀官

論軍事戰略，關羽承擔「分兵攻魏」的重

李東郁訪華並接受洗禮，成為朝鮮歷史上

任，實屬「人材難得」；論讀書窮理，「正如

首位正式的天主教徒。回國後，他組織教

關羽擒顏良，只知有此人，更不知有別人，

會，傳播龍華民《天主聖教日課》、馮秉正

直取其頭而歸」[十六](p1548、1733)。而借

《盛世芻蕘》、沙守信《真道自證》、利瑪竇

機襲取關羽的孫權，與曹操「同是竊據漢

《二十五言》、《仁會約》等天主教理，反對

土之人」[十七](p4214)。可以說，朱熹將關

儒家禮制，深為朝鮮王室所忌。天主教的

羽的忠義、智勇與儒家倫理合而為一。宋

興盛，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朝鮮實學思

代以降，關羽封號漸夥。雍正年間，關羽不

想的構建。故朝鮮王室在一八○一年有「辛

酉迫害」之舉，處決了李承熏等人。朴趾源

四

堂的燕行使節都懷有宗教信仰，「記述北

盡程式。李喆輔等人反複告誡其部屬「必須

京天主堂的燕行學人，他們之間的思想和

十分操心，勿以乙巳為例云」[三](p490)，可

意趣是各不相同的。就思想傾向而言，大

見事態緊急。考李氏燕行前之乙巳有康熙

抵有保守和進取的分野」[十九](p420)。相

四年（一六六五年）和雍正三年（一七二五

對於李承熏的「進取」，李喆輔的思想傾向

年），共出使五次。不過，請封世子僅見於

無疑是保守的。他去天柱（主）堂僅僅抱著

雍正三年「謝恩兼陳奏請行」，李氏所言，

「玩」的心態，熱衷於堂內「奇奇巧巧，天

當指此事。乙巳請封得到恩准，故雍正四

然似真」的壁畫。他對西人將奇巧器械「堅

年（一七二六年）有謝恩行自朝來華。由於

藏不出，雖清人亦不得見」的做法深表遺

兩國實錄俱未載此次冊封，乙巳的燕行文

憾，加之「城西亦有天柱堂，而頹廢不足玩

獻又語焉不詳，李喆輔強調的前車之鑒為

雲」，毫無興致可言[三](p474-475)。洪大

何，暫不得而知。從《丁巳燕行日記》描述

容發現：「康熙以來東使赴燕，或至堂求見

清朝內閣「取乙巳議奏以來，蓋欲考其時

西洋人，輒歡然引接，使遍觀堂內異畫神像

措語也」[三](p481)來看，今日之事仿佛延

及奇器，……喜其異觀，歲以為常」[二十]

續了當年的消極影響。果不其然，總纂實

(p41)。深受傳統朱子學薰陶的李喆輔，是

錄、會典的重臣張廷玉對丁巳諮文之措語

站在「奇技淫巧」的立場來看待西方文明

大為不滿：「諮文中『似在應施』四字，有

的，故僅「喜其異觀」而無異志。

若應行者然，殊無歸重皇恩之意，大未安

深厚的朱子學統，自然掩蓋了陽明學

云」。燕行使節經過緊急商議，圓滿解說

的光芒，以至於朝鮮重要的陽明學者，如

道：「『應施』二字，不過承上文前例而言

十八世紀鄭齊鬥等人長期遭到忽視。陽明

之，而猶恐其或涉未安，乃下一『似』字。以

學的「新四民論」認為「士、農、工、商」業異

此『似』字觀之，則其不敢自謂應行之意可

道同，皆可為聖賢；而在李喆輔心目中，四

知」[三](p480)。外交辭令堪稱嫺熟。
相比措語上的挑剔，世子年幼、不當

替趙鶴嶺惋惜，「觀爾是好漢，何不就文武

受封的質疑更令燕行使節大傷腦筋。上使

業，而碌碌商賈為也」？趙卻自有主張：「商

徐命均從康熙文集裏找到了「皇子二歲冊

賈初非鄙事，吾以是為業，衣食頗裕，不願

為皇太子，諭禮部之文」[三](p481)，以東

文武為也」[三](p441)。有感於中原的「禮

人的觀念，可謂「以夷制夷」了。今番世子

崩樂壞」，李在《丁巳燕行日記》的附錄中

雖止三歲、昔日皇子亦僅二歲，如此機緣

沉痛地指出，清人「大抵風俗貴貨而尚利，

巧合，實令眾人大喜過望。案：丁巳之前，

勿論大小，唯以貿遷為事。雖王公之尊，

徐命均曾於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年）、雍正

不恥與商賈抗禮。商賈之權，足以生殺人。

十二年（一七三四年）兩度出使中原，閱歷

其性虞而不詐，頑而不鷙，又多怯而少謀」

豐富，易於徵引故實。加之乙巳所冊世子

[三](p532)。

也不過七歲，「前番已許七歲，則七歲、三

不過，官商勾結，沆瀣一氣，在明代的

歲何間」[三](p487)，燕行使節也不失時機

《朝天錄》裏即有體現，李喆輔不會不知，

地形容世子「岐嶷之狀」，「國人之所共誦

而大驚小怪地加以詬病。他的目的，更多地

云」[三](p469-470)，以期博得清朝官員的

在於標榜朝鮮的儒化，以彰顯燕行使節的

好感。縱然做足文章，冊封之事還是一拖

文化優越感。

再拖。燕行使節在北京智化寺長期滯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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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應是等級分明、不可相提並論的。他曾

官商勾結，沆瀣一氣，在明代的《朝天錄》裏即有體現，李喆

丁巳燕行，明言冊封世子，卻並非聊

輔不會不知，而大驚小怪地加以詬病。他的目的，更多地在於標榜

黜。不過具體來說，並非每個訪問天主教

朝鮮的儒化，以彰顯燕行使節的文化優越感。

等實學家雖與天主教無直接關聯，亦遭罷

從閏九月初八一直到十一月十四，方完成任

上說「既無惇大恢弘之德，又無嚴毅剛果之

務。關於冊封世子一事，乾隆朝實錄這樣

風」[三](p533-534)。

記述：
丁巳，禮部以朝鮮國王李昑請封世

社會現象，他曾兩次下詔借與八旗官兵半

子李愃，年未及歲，與例不符，應否准其

年到一年的餉銀，並警告商民不可利慾薰

冊封。得旨。該王既稱遲暮之年，伊子李

心，哄抬物價，否則「從重治罪」；官兵若利

愃知識漸長，輿情所在，願名位早定。情

用諭旨，有短價強買等行為，「亦必重治其

詞懇切，著照所請行。其進獻禮物，不必

罪」[三](p543-544)。如此賞罰分明，自然

收受。若仍令其帶回，未免徒滋往返，著

深得人心。林本裕曾透露，清軍平定西亂

暫留收貯，准作來年正貢，以示朕柔遠之

之後，尚留三萬士卒戍邊。燕行使節來到

意。

京師，不忘此事，探得清軍戍守歸化，三萬

乾隆 則不同，針對市值日趨昂貴的

命散秩大臣襄泰為正使，內閣學士岱

兵力三年輪替，「與林本裕所傳相符」[三]

奇為副使，冊封朝鮮國王李昑子李愃為世

(p545)。東人為達成政治使命，多方求證，

子。賜賚如例[二十一]。

著實費盡心機。

正如朝天使節有意美化明朝一般，燕行使節不會不清楚典例和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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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的距離。然而，若不能塑造起理想中的大國形象，理想中的「小中

華」更無從談起。

以「小中華」自居的朝鮮使臣未必察

燕行途中不乏輕鬆的場面。入柵前，

覺，清朝不可能將本朝太子與朝貢國世子

使節曾饒有興致地欣賞武官「分曹射帿」

視為一例。奏請批准與貢品處理，均體現出

[三](p428)，更為愜意的當屬各地府妓表

「皇恩浩蕩」的政治姿態，似乎僅此而已。

演：既有蕩舟打魚的旖旎風光，又有舞劍馳

使臣燕行，暗中刺探情報，早已是心

馬的颯爽英姿。李喆輔與徐命均甚至因一

照不宣之舉。與徐文重《燕行日錄》類似，

些風流事而鬧笑話：「上房一少妓稍嫩，副

《丁巳燕行日記》將隱秘消息附於行紀之

使為上使慮之，送言請得，忽又自嫌而不敢

後。其中，皇城九門的兵力部署，滿漢士民

近。余以詩戲之，次其韻而以妓歸於余。余

之生活習慣，各省地丁銀、雜稅銀、漕米、

又複之上使，亦次之。是夜妓持十詩往來，

白糧額度等，都是乾隆二年的實情。使臣

徒勞而無所用，可笑」[三](p419-420)。進入

詳錄在案，以備朝鮮王室參考，一窺清朝

中原，使節調侃松店趙家莊女主人「老醜可

國計民生。附錄又大段徵引清朝典例，內

嘔，而頭猶飾花，可發一笑」[三](p439)。到

容多涉營私舞弊，處分有罰俸、降職、革

了京城，發現原來「勿論唐、胡女，勿論貴

職不等。個中用意，與明代朝天使節趙憲

賤老少，皆插花滿頭」[三](p531)。朝鮮使

（一五四四至一五九二年）撰寫《東還封

臣的大部份時間須用於政務奔波，「觀光

事》的目的一致——強調中原政體的完善，

客」的悠閒身份畢竟只是曇花一現。然而

以此批判朝鮮的現狀。正如朝天使節有意

當政治上的勾心鬥角逐漸隱入歷史長河，

美化明朝一般，燕行使節不會不清楚典例

兩國的文化因緣卻愈發明顯，日臻於「生香

和現實的距離。然而，若不能塑造起理想

不斷樹交花」之境界，更值得觀賞流連。

中的大國形象，理想中的「小中華」更無從
談起。
紙上得來終覺淺，燕行使節在筆談之
餘，就相關話題展開調查，「躬行」後的結
論亦見於日記附錄。乾隆新政比雍正「更
加慈」，蓋非虛言。雍正時「當冬役，軍皆給
一裘；行幸時遇雨，軍兵各給三兩銀」，但
他的不足之處在於「姑息要悅」四字，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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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論壇

《莊子》哲學思想之會綜
──「游於心」與「游於世」的雙向逍遙
■ 王 毓
中山大學哲學系

摘

要：《逍遙游》作為《莊子》

個寬廣浩瀚的世界。鯤鵬之寓在《逍遙游》

哲學思想之會綜，歷來得到眾多的關注和

整體出現三次，後兩次分別結合「蜩與學

研究。莊子在《逍遙遊》的論說過程中，

鳩」、「斥鴳」等「小」物出現，最後由此引出

先從「小大之變」引出「小大之辨」，再

「小大之辯」。

由此拓展到「小知與大知之辨」，強調由
「小知」通達「大知」的精神追求。
關鍵詞：莊子；《莊子》；逍遙遊；

概觀《莊子》思想，其主力皆放在消解個體生命對外界之執著與

對內在之扭彎，從某種程度來說，《逍遙遊》是對《莊子》哲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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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會綜，其主旨在於實現「游於心」與「游於世」的雙向逍遙。

逍遙。

筆者認為，三次鯤鵬之寓實為「小大之
變」之喻。「鯤」、「鵬」二字本義皆並非莊
子所述的「無所至極」的大物。就「鯤」而
言，郭慶藩案方以智曰：「鯤本小魚之名，
莊子用為大魚之名」[注三]；段玉裁曰：「魚

概觀《莊子》思想，其主力皆放在消

子為生者曰鯤。鯤即卵字」[注四]。就「鵬」

解個體生命對外界之執著與對內在之扭

而言，《說文》曰：「朋及鵬，皆古文鳳字

彎，從而實現真正的「逍遙」。章太炎等

也」[注五]；郭慶藩案廣川書跋寶和鐘銘、

學者以《逍遙遊》為《莊子》一書之總綱，

通雅四十五並引司馬云：「鵬者鳳也」[注

認為「《莊子》對精神自由的祈響，首表現

六]。在《逍遙遊》中，「鯤」「鵬」皆是體積

於《逍遙游》，《逍遙游》可以說是《莊》

「不知其幾千里也」的巨型生物，這些巨型

書總論」[注一]。從某種程度來說，《逍遙

生物在滄海桑田般變化、無比寬廣遼闊的

遊》是對《莊子》哲學思想的會綜，其主旨

天地宇宙間中存在、並與天地宇宙共生。莊

在於實現「游於心」與「游於世」[注二]的

子以小通大，將小變大，以鯤鵬做比喻，喻

雙向逍遙。

意極小的魚卵可化為大魚，而大魚可化為

一、「小知與大知」之辨

巨鳥，其論說是荒誕意識的一種表現，借
小大之間的變幻無常來渲染出刺激感官和

莊子在《逍遙遊》中遵循 這樣的論

想像力的場景，並以此強調事物能在由小

說邏輯：從「小大之變」到「小大之辨」，再

變大的過程中能夠一步步邁向逍遙。值得

進一步揭示出「小大之辨」的實質是「小知

注意的是，莊子對鯤鵬的「小大之變」的神

與大知之辨」。莊子認為，當個體真正持

幻描述，並不是將「小」與「大」放在平等位

有「大知」，定會真正做到心意自得而有所

置，化解二者的區別，而是主力於將「小」

定。這個從「小知」通達到「大知」的過程就

變為「大」，這也與其在後文提及「小大之

是逍遙游「游於心」的實現途徑。

辯」時出現明顯的「崇大抑小」的傾向所吻

《逍遙游》開篇以鯤鵬之寓描繪了一

合。

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裏，去以六月

內。莊子無疑是否定茲二蟲與斥鴳的偏見

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

的，並總結這是「小大之辨」所導致的分殊

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

罷了。按照文本來看，「小大之辨」包含著：

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注

鯤鵬與二蟲、鯤鵬與斥鴳、小年與大年、小

七]。

知與大知等之辯，至少有三層含義。

此處，第一次出現莊子「有待」思想的
痕跡。

嘲諷，還欣喜於數仞之近飛，自得於蓬蒿之

一者，「小大之辨」亦是「小大之變」，
鯤鵬本為魚子，後變為不知其幾千里的大

諧書記載，「鵬」這樣的大鳥，要遷往

鳥和大魚，但是與天地相比，仍為小者。

南冥的時候，要擊水摶扶搖以致三千里、上

「小」與「大」本就是一組對待關係，我們

者九萬里，並需花費六個月的時間；游氣、

觀感到的「小」「大」並不那麼準確，在比較

塵埃等，都是由於各自氣息相互吹動應運

中的「小」「大」可以說是無實際意義的。如

而升。借深水、巨風之力是在空間上的「有

「野馬」「塵埃」之小者，如「斥鴳」「蜩與

待」，花六月的時間是在時間上的「有待」，

學鳩」之小者，如「鯤鵬」之大者，再如「天

塵埃之物的生成和運動皆為「有待」。這

之蒼蒼」之極廣者，僅僅是我們憑藉感官

裏似出現一個矛盾，莊子對鯤鵬的喜愛不

能力和經驗知識而定義的體積、能力之大

言而喻，若是「鯤鵬」「有待」，那何以「逍

小強弱，而這些都會因為比較對象的不同

遙遊」？此處的「鯤鵬」「野馬」「塵埃」的

隨時而變。由此，「小大」之互變，「小大」

「有待」只是有待於生存之自然條件，不

之辨認，都不應該是用以評價事物好壞的

是有待於其意欲的表現，「鵬之純任自然，

是非標準。

亦猶野馬塵埃之累動而升也」[注八]，「有

正是因為莊子清楚意識到小大之變

待」是不得不依賴的自然對待，表明鯤鵬

幻關係，他才反複強調要拋棄掉僅憑個人

之逍遙得以可能的必須條件。由此，一者，

知識定義的是非評價標準。那麼，消解掉

鯤鵬者、野馬塵埃者要逍遙於世是有條件

「小」「大」之具體的評判標準，如何解釋

的，這個條件是依靠自然界自然而然的「風

莊子「崇大抑小」的思想主張呢？

之積」「水之積」，這種順應自然條件而逍

這導向了「小大之辯」的第二層意思：

遙的「有待」在莊子看來是可取的；二者，

「小大之辯」實質是「小知與大知之辨」。

鯤鵬本為小物，可變化為大者，處於其中

《釋文》解曰：「『小知』音智，本亦做智。

的宇宙為大者，鯤鵬卻能窮盡，鯤鵬將我

下大知並注同」[注九]，「知」是一種認識

們的視域帶向了無所至極的蒼穹曠野，這

能力，是一種智慧。在莊子看來，「小知不

些無窮無盡的「大」者也僅僅是「風之積」

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這兩組關係實則

「水之積」「以息相吹」罷了，逍遙游之境界

是相互聯繫的。

即由小極大，一步步地攀升、到達，順乎自

與上文從空間的比對談「小大之辯」
不同，《逍遙游》借朝菌蟪蛄不知春秋，楚

如上所陳，鯤鵬之寓亦是「小大之變」

南之冥靈以五百歲各為春秋，上古之大椿

之喻，著重強調要追求由「小」變「大」順乎

以八千歲各為春秋，還有不知其久的彭祖，

自然、融於自然的逍遙過程。莊子為進一步

這一系列的人與物為我們打開了一條無比

突出由「小」至「大」的重要性，以反諷的手

長闊的時間線索。在莊子看來，「年」的拓

法將「蜩與學鳩」「斥鴳」引入。茲二蟲以

展和積累，就是「知」的拓展和積累，時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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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自然而然。

莊子對鯤鵬的「小大之變」的神幻描述，並不是將「小」與

鵬恥笑之；斥鴳更進一步，除卻對鯤鵬的

「大」放在平等位置，化解二者的區別，而是主力於將「小」變為

怪小說的記載中：
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

「大」，這也與其在後文提及「小大之辯」時出現明顯的「崇大抑

己度人，以「己之待」看鯤鵬之待，遂對大
小」的傾向所吻合。

鯤鵬之寓第二次出現在對《齊諧》志

之越長，知識積累之漸長，閱歷水準之拔

煉無法獲得「大知」，礙於短淺的視野，斥

高，他追求的是思維和存在共同的久延。

鴳不可能不嘲諷鯤鵬。「大知」不是安於

從某種程度來說，如若一人在這世上生存

自身、不變的大知，它是個體經過恆常的

到超乎千萬歲，除了單純的知識積累外，定

追求和沉澱後重新返歸到自身心靈無小無

還會超脫知識之限制，透破這世上的紛繁

大、無為無待的大境界。

雜亂、滄海桑田。莊子並不認為存在終極

經過對《逍遙游》文本的分析，可見莊

的小物與大物、小年與大年，他嚮往的是，

子思想之圓融。三個鯤鵬之寓，先將萬物

在大千世界中，以最小之「有待」得最廣闊

生存和生活的廣闊的自然舞台打開，消解

之「知」；他所諷刺的「蜩與學鳩」「斥鴳」，

了小者與大者之常變的外在評價標準，強

不是它們在體積、能力之小，而是其短淺的

調從「小知」走向「大知」、以小通大的精神

認識，以有限的認識去評論那些追求無限

追求。

智慧的大者，所以他才進一步嗟歎，與彭祖
比附的常人是可悲的。
由此，關於「小大之辯」的第三層意
思得以管窺——「大知」可通達逍遙。正如
前文所說，「小大」之具體形態的分殊是無

這種精神追求是在個體內心層面進行
的，莊子認為「游於心」的「逍遙遊」者內
心沒有外物之牽扯，沒有主觀之成見。

二、於心無待，仍於世有待

擁有「大知」的逍遙游是「游於心」的逍遙，是一種無為、無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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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自由，是心意自得而有所定。「游於心」的「逍遙遊」是以外

在經驗和知識為基礎的蒸餾式、精粹式的一己逍遙。

意義的，人要追求的是由「小知」通往「大

上文借《逍遙游》的鯤鵬之寓，指出

知」。通過年歲的層累，個體知識積攢到一

「小大之辨」的實質是「小知與大知之辨」，

定程度，此時面臨著內心的淬煉。人能夠接

論證了「大知」與「逍遙」的關係。莊子認

收這麼多來自外界的素材，並不意味著要

為，擁有「大知」的逍遙游是「游於心」的

改變個體之純真本性以居於世中；莊子所

逍遙，是一種無為、無待的精神自由，是心

言的「大知」意味著個人視野的無比開放，

意自得而有所定。「游於心」的「逍遙遊」

但這種開放是個體內心對自己瞭解之透徹

是以外在經驗和知識為基礎的蒸餾式、精

寬容，是在看遍大千世界之改變仍能守住

粹式的一己逍遙。據《世說新語》劉孝標

自身心靈居所的一派清明。經過內心淬煉
的「大知」，應是個體一個人純白的、如嬰

注、引支道林《逍遙論》：
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莊生建

兒般的「大知」。當個體真正持有「大知」，

言大道，而寄指鵬鷃。鵬以營生之路曠，

定會「物無害者」「無所待者」，對外「無所

故失適於體外；以在近而笑遠，有矜伐於

可用」成「無為之業」，對內「心意自得」而

心內。至人乘天地正而高興，游無窮於放

自由自在，不為外物所困、並無所可用，真

浪。物物而不物於物，則遙然不我得；玄

正地做到心意自得而有所定。此為「大知」

感不為，不疾而速，則逍然靡不適。此所

與「逍遙」之關係，通過「小大之辯」引出的

以為逍遙也。若夫有欲當其所足，足於所

「大知」是進入「逍遙遊」的一個方式。而

足，快然有似天真，猶饑者一飽，渴者一

值得注意的是，學界有用「齊物」來解「小

盈，豈忘蒸嘗於糗糧，絕觴爵於醪醴哉！

大之辯」的傾向，認為小者、大者無大無

苟非至足，豈所以逍遙乎！

小，只要各安其志實則逍遙[注十]。筆者並

支道林的這段話，專指逍遙游游 於

不認可這種說法，因為即使斥鴳不嘲諷鯤

「心」的層面，其體認的「逍遙」要求個體

鵬並自覺很幸福，它也無法獲得「大知」而

要從「有所足」而「至足」。「有所足」，為

至「逍遙」。其一，它未曾積極追求向大者、

「有欲當其所足，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

大知的蛻變，僅僅固守一方之地，如何能

真」，這是較低程度的「自足」，或可理解

獲得無上的認識？其二，不經過歷練和淬

為向郭二人所認為的：「放於自得之場，則

者一盈」，饑渴者就算飽暖之際得到快意，

脫離、超越的生存維度。莊子之逍遙固然

很快又將處於饑渴狀態，這種「有所足」

不只是莊子一個人內心的逍遙，其所希冀

僅是暫且的、反複的「自足」。於是，人要

的是整個人類的每一個個體都達至逍遙。

超越對冷暖饑飽的感官局限和經驗知識，

然而，在現實生活中，人類擺脫不了時間和

才能擺脫對糗糧醪醴的需求和期待，如此

空間之限定。例如莊子本身生活在紛亂的

的「至足」才是持續的、本真的「自足」，才

時代，他無法在客觀條件上超越時空之間

能達至「逍遙」。支道林之說法實則揭示了

隔；他只能針對險惡的社會、狹隘的人性、

「逍遙遊」由外而內的第一個步驟，也和

苦頓的人生進行深思，這思考的本身恰是

上文擺脫小知、求得大知的分析吻合。只

一種?根在現實世界的最確切的存在，正如

是，支道林的說法更傾向於內在世界的逍

伽達默爾所說：「早在我們通過自我反思

遙游，強調在個人心靈和精神層面，消解掉

理解我們自己之前，我們就以某種明顯的

淺陋的慾望，從而消解掉人與物的無奈捆

方式在我們所生活的家庭、社會和國家中

綁，進而「逍遙遊」。

理解了我們自己。……個體的自我思考只

此「游」無疑是游於心內、游於方外

是歷史生命封閉電路中的一次閃光」[注

的，是逍遙主體從外界中抽離回落自身，

十二]。「逍遙游」所指稱的意義世界乃是

亦是逍遙主體將外界知識進行抽離、提煉

整個時間和空間世界之局部，對其進行的

而得透破之基。關於怎樣實現「逍遙」的境

體認和實踐，必然本身就處在這個現實世

界，歷來多以為是「無待」，宋代王雱認為

界和最終下落到現實世界中，正如王夫之

是「無累」，清代宣穎以為是「無幾」，此類

所言：「道無方，以位物有方；道無體，以成

以「無」而通達逍遙的說法實則相同，皆是

事之有體。鑒之者明，通之也廣，資之也深，

因果倒置的做法，用「逍遙者，無待也」得

人字取之，而治身治世、應世而不窮」[注

出「無待者，能逍遙也」。誠然，做到「無待

十三]。

者」必然能逍遙遊，可是要做到「無待」「無

實然，進一步分析《逍遙游》的文本，

幾」「無類」，還是要從現實生活、經驗和

不難看出，莊子眼中「無待」的逍遙者仍不

態度上去尋找、體認和抽離。有學者對支

能擺脫於外界的依賴關係。例如，鯤鵬之

道林之理解進一步闡發，認為：
支道林把「逍」做空間解，「物物

大者之逍遙者，仍要擊水、摶扶搖；野馬、

而不物物於物」，是指使物成為它那個樣

行走卻仍要「禦風而行」，五日的時間內就

子卻不與物構成對待關係；不構成對待關

需返回；而宋榮子則還不如列子，「猶有未

係，一方面不會被對待關係套住，不會被

樹也」。按理說，此等人物是處於無待無為

物化，另一方面也不從與物對待的關係中

之精神境界的逍遙者，但他們仍需「有待」

呈現「我」只作用，是謂「不我待」。

於時間、空間和自然。筆者認為，他們「有

「遙」則做時間解，「玄感不疾而速」，

待」於必須的自然條件，而且在待用這些自

指心靈的通感是超越時間的，因而遙遠並

然條件的時候是順應自然、自然而為；他們

成為任何阻隔。心靈的通感既不與空間也

同時也是「無待」的，拋棄掉主觀的成見和

不與時間構成對待關係，不為空間與時間

執著，不求建功立名，例如宋榮子無待於

鎖限制，自是自由自在，而為「逍遙遊」

世俗之非譽評價，列子無待於自身之福分

[注十一]。

收穫，二者精神獨來獨往而自由自在。宋榮

塵埃，仍需「以息相吹也」；列子免於徒步

子和列子實是擁有「大知」之人，他們在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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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意義上說，物質世界是我們生

空間維度、時間維度，皆是我們無法脫離、超越的生存維度。

存、生活的時間維度，此二者皆是我們無法

莊子之逍遙固然不只是莊子一個人內心的逍遙，其所希冀的是整個

我滿足的一種狀態；然而，「饑者一飽，渴

人類的每一個個體都達至逍遙。然而，在現實生活中，人類擺脫不

存、生活的空間維度，而歷史是我們延展生
了時間和空間之限定。

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這是自

得「大知」的過程中，要應順內心去做一些

遙游》出發，莊子的哲學思想不僅是向內

事情，所以仍要「有待」於某一些特定的自

的，也是向外的。上文所說的宋榮子、列

然條件，但這種「有待」已無好壞之價值評

子，就是處世的逍遙。莊子說：「定乎內外

價，僅是順乎自然、順應而生。

之分、辯乎榮辱之境」，宋榮子、列子能分

不妨這樣理解，鯤 鵬者想要去往北

別內外、辯乎榮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冥，在去往北冥的過程中利用了風水之積，

對「我」與「物」、「內」與「外」都有最自然

但其未想過要利用風，在借風行走的過程

明瞭的把握；鯤鵬本身亦是一種順世的逍

中也未曾想到自己在利用風，只是想要遵

遙，用六月的時間徙於南冥，水擊千里，摶

循自己飛往北冥的心意，跟隨自然界的運

扶搖而上者萬里，順應於內心之逍遙，亦遨

動而已。此刻之鯤鵬者，隨風隨浪，在有待

游於無所至極的自然世界。

層面身如不繫之舟，在無待之層面，心已融

《莊子·外物》曰：「惟至人乃能游於

為風裏的一縷氣息、海裏的一滴水。宋榮

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己」[注十六]，至人

子、列子等人達到了這種與世俯仰的境界，

做到了於心逍遙，此刻心處無待，自不與

實則就是在逍遙游。一個人若能持有「大

人爭，更不失掉本心，這是就逍遙主體與

知」，自會消解掉小大之辯、有無之辨，自

他人的對待關係而言；《莊子·大宗師》曰：

由自在、無拘無束，不汲汲於有待，也不會

「聖人將游於物之所不得遁而皆存」，「物

因過分追求「無待」於物而變成別一種「有

之所不得遁」意即萬物萬化而不會消失的

待」和「小知」。

自然之道，聖人能邀游於千變萬化的事物

一個人若能持有「大知」，自會消解掉小大之辯、有無之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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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自在、無拘無束，不汲汲於有待，也不會因過分追求「無待」於物

而變成別一種「有待」和「小知」。

討論至此，我們可發現《逍遙遊》的

中，正如成玄英疏解：「遊心變化之途，放

另一種理解方式：個體生命從外界中吸取

任日新之境」[注十七]，這是就逍遙主體與

知識而返歸內心進行淬煉，再從內心出發

外物的對待關係而言。如聖人、至人、神人

重回與外界的相處中。莊子的「逍遙游」不

之一類者，如鯤鵬之一類物者，如宋榮子、

止於內心之逍遙體驗，而是在個體內心實

列子、許由、接輿之一類人者，都是莊子眼

現精神之爆破後，再用醍醐灌頂的逍遙感

中的逍遙者，皆能在內在世界與外在世界

覺去與外界和諧相處。所以，即使宋榮子、

中進出自然，這種進行抽離、返歸和再放

列子有待於外界，莊子仍認可和推崇；許

回的生命智慧，才是《逍遙游》之最高境

由和接輿仍可選擇自己的方式去處理自己

界。

與外界的對待關係。「逍遙遊」不是目的本

進一步體味《逍遙遊》，會發現更多

身，而是一個過程；「逍遙游」，游於心，也

逍遙主體返歸到現實世界的痕跡，其中，

游於世。

以「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首當

三、游於心，亦游於世

其衝。唐君毅先生嘗謂：「至吾人欲於莊子
之所理想之人之德，有真實之瞭解，當首

如上所陳，莊子的用心不僅限於強調

求對《逍遙游》篇所謂『至人無己，神人無

個體從外界回落到「逍遙無為」的心境，

功，聖人無名』之義，有一確解，與其別於

不止於歸結為心靈的解放和自由，還在於

儒墨、及其餘道家作人之理想者何在，以

希望從內而外開闢出一條指引性的道路。

確定此莊子之作人理想」[注十八]。王夫之

在此著重說明這一點，是因為古今學者多

曾說:「無待者,不待物以立己，不待事以立

跟著向秀、郭象和支道林的傳統，更注意

功，不待實以立名」，消解掉「物」和「己」、

逍遙游在內心層面的「逍遙」[注十四]，對

「事」和「功」及「實」和「名」之間的對立

莊子哲學思想之理解也常落入悲觀避世、

關係，就能得到「逍遙遊」的境界，亦即

荒誕虛無之境地[注十五]。實際上，從《逍

「無待」的境界；由此，至人、神人、聖人都

禦六氣之辯」之逍遙者：「故乘天地之正

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注

者，即是順萬物之性也；禦六氣之辯者，即

二十六]，神人仍需在四海之外乘雲氣、駕

是遊變化之途也；如斯以往，則何往而有

飛龍，而因為他對萬物不加聞問，從而使萬

窮哉!所遇斯乘，又將惡乎待哉!此乃至德之

物不受災害，進而年年穀物豐收。正因為逍

人玄同彼我之逍遙也」[注二十]。

遙主體「無所可用」，所以才「無以害物」，

「順萬物之性」、「遊變化之途」，皆

神人無功於外物，恰恰是有為於外物；神人

是順應事物之自然屬性與事物變化之自然

並非將自己與外物割裂，更非有待於外物

規律，由此可知，至人、神人和聖人三類達

而置外物於不理，他是心懷外物而任其自

到逍遙境界的人都擁有一個共同特點：能

化。這點也與莊子答惠施「大而無用」的觀

夠正確處理好自己與外界外物的關係。

點相吻合，而許由、接輿等隱而不仕的逍

具 體 到「至 人 無 幾」的 討 論，郭 象

遙者皆是如此不求有功。

認為：「無幾，故順物，順物而至矣」[注

最後，何為「聖人無名」？王雱認為：

二十一]；徐復觀曰：「人所以不能順萬物之

「聖人體道，寂寞無為，神化蕩蕩，而了不

性，主要是來自物我之對立；在物我對立

可測，故曰無名」[注二十七]，馮友蘭先生

中，人情總是以自己作衡量萬物的標準，

則認為：「『至人無己』是因為至人超越了

因而發生是非好惡之情，給萬物以有形無

有限而把自己和天地認同。『神人無功』是

形的幹擾。自己也會同時感到處處受到外

因為他順應萬物的天性而讓萬物自得其

物的牽掛、滯礙。有自我的封界，才會形成

樂。『聖人無名』是因為聖人有完美之德,

我與物的對立；自我的封界取消了(無己)，

每一個名字都是一種決定,是一種限制」

則我與物冥，自然取消了以我為主的衡量

[注二十八]。「名」是對物體的命名，有些時

標準，而覺得我以外之物的活動，都是順

候，「名」不僅不能很好概括事物的內容，

其性之自然」[注二十二]，至人不再以自己

還會使事物遠離其本質，而聖人卻能超越

為核心向外界索取，不再評價、利用和貪

一切限制的物形。對於如此完備的聖人來

圖外物，所以說其「無幾」；「無己」層面

說，是無法用具體的形、名去定義他。此

的逍遙，主要是針對個體與個體之外的世

刻，無名之聖人作為具有完美之能的逍遙

界的關係而言。聖人之無幾逍遙並不只是

者，是無幾至人和無功神人的會綜，自然亦

內心的逍遙，而著力於將內心的逍遙放回

能如至人應順自然、神人成遂自然般處理

與外界外物的關係中，愛惜之、順應之[注

好自身與外界的關係。

二十三]。

「順萬物之性」、「遊變化之途」，皆是順應事物之自然屬性

吸風飲露。乘雲氣，禦飛龍，而游乎四海

與事物變化之自然規律，由此可知，至人、神人和聖人三類達到逍

逍遙者[注十九]。郭象認為：「乘天地之正、

遙境界的人都擁有一個共同特點：能夠正確處理好自己與外界外物

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苦處子。不食五穀，
的關係。

是莊子眼中「乘天地之正、禦六氣之辯」的

按此推理，在這個現實世界裏，達到
無幾、無功、無名之逍遙的人，無時無刻不

未嘗有謝生於自然者，而必欣賴於針石，

對身邊的人和物保持一種虛懷若谷的態

故理至則蹟滅矣。今順而不助，與至理為

度，尊重之、理解之、包容之，自身更無對艱

一，故無功」[注二十四]；王雱則認為：「神

困之境的擔心、對於物質之慾的需求、對

人盡道，無有所屈，成遂萬物而妙用深藏，

於外界人事物的悲憫之心。莊子這種簡單

故曰無功」[注二十五]，按照此角度，神人

而深厚的思維模式，恰恰是極具溫情的。

比聖人順應萬物的特點更進一步，還可以

心理學家馬斯諾認為這種純粹的認識世

成遂外物，使外物自然生長而不賴於針石，
更不受「理」的約束。在《逍遙遊》中就有對

界的方式極具「大愛」：
這種簡單模式來源於一種現象學，一

「神人」的記載：「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

種對他人的存在不摻雜任何私心雜念的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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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說「神人無功」。郭象認為：「夫物

愛和羡慕（存在愛B-l o v e）的現象學。例

是莊子一人之學說、道家一派之學說，還作

如，對自己的孩子，朋友，職業，甚或自

為一種精神安慰、一種形式指引。由此，筆

己的「問題」或者科學領域的熱愛都會帶

者以為，莊子之「逍遙遊」不僅是由外而內

有如此徹底性和接受性，以至於這種愛絕

的抽離，更是從內而外的返歸，能夠使人

不會起干涉和妨礙作用；也就是說，喜歡

們更好地磨合自身與自心、自身與外物的

的是它原來的樣子和將來的樣子，並沒有

關係，能為人們在現實生活中的詮釋、體

改變它或者改善它的衝動。對任何事物都

悟和創造進一步敞開空間。

需要極大的愛才能夠聽其自然，讓它保持
原樣，任其隨意發展。一個人可以極其純
真地熱愛自己的孩子，從而允許他按照自
身的條件發展。一個人可以對事實及其熱
愛，從而也相信它的發展。甚至可以在自
己的孩子降生之前就熱愛他，屏住呼吸，
以極大的而幸福期待著若能看到他將來會
成為什麼樣的人，並且現在就熱愛那個將
來的人[注二十九]。

這種理解讓我們感受到，「逍遙遊」
具有的「物不害我、我不害物」等精神在具
體生活中的操作可能。綜上，《逍遙游》的
身處價值是非無定說的紛亂時代，人們沒有穩定的、可依靠的方

向感，諸子百家之著書立說實則是一種精神指引的努力。莊子之「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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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遊」不僅是莊子一人之學說、道家一派之學說，還作為一種精神安

慰、一種形式指引。

生命智慧是根植於現實世界的。第一步，
消解掉個體生命對外物、外界的執著，回
落到自己本心，逍遙而自得；第二步，將此
刻人之「逍遙」精神與心靈重新放回外界、
自然中，真正與天地宇宙合同，逍遙而圓
滿。逍遙游者，是能在內外世界間出入自
如的人，正如《莊子·天下》所形容的：「獨
與天地精神相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
譴是非，以與世俗處」[注三十]，亦正如王
夫之所說：「寓行於兩間，遊而已矣」[注
三十一]。

四、結語
身處價值是非無定說的紛亂時代，人
們沒有穩定的、可依靠的方向感，諸子百家
之著書立說實則是一種精神指引的努力，
例如，儒家崇古、復古之傾向，法先王、後
王之論說，對堯舜之道之懷念，皆力圖能
為人們解答「我從哪裏來」之困惑；道家對
精神世界之執著，對個體身心靈之考查，對
自身與外界的超脫，似可當為人們解除「我
將何處去」的迷茫。莊子之「逍遙遊」不僅

[注一]崔大華：《莊學研究》(北京：人民
出版社，一九九二年)，頁一六○。
[注二]「游於心」、「游於世」都是莊子的
說法，如《人間世》曰：「乘物以游心，
托不得已於養中，至矣」，《應帝王》
曰：「游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
無容私焉」；如《外物》曰：「惟至人乃
能游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己」，《大
宗師》云：「聖人將游於物之所不得遁而
皆存」。
[注三][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
集釋》(北京：中華書局，二○一二年)，
頁三。下引該書，僅標注作者、書名和頁
碼。
[注四][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
集釋》，頁三。
[注五][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
集釋》，頁四。
[注六][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
集釋》，頁四。
[注七][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
集釋》，頁五。
[注八][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
集釋》，頁七。
[注九][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
集釋》，頁一三。
[注十]從郭象、成玄英以來，一有用「有
待」「無待」來解釋「逍遙」之傳統，二
有用《齊物論》之觀點解釋《逍遙游》之
傳統。明代學者王世貞做「鴳適居」並作
詠詩一首：「大鵬九萬苦不足，尺鴳搶榆
恆有餘。除卻逍遙真際在，便應方朔羨侏
儒」；馮友蘭在《中國哲學簡史》這麼理
解：「《逍遙游》裏講了一個大鳥和小鳥
的故事。兩隻鳥的能力完全不一樣。大鳥
能飛九萬里，小鳥從這棵樹飛不到那棵
樹。可是只要它們都做到了它們能做的，

在這個現實世界裏，達到無幾、無功、無名之逍遙的人，無

時無刻不對身邊的人和物保持一種虛懷若谷的態度，尊重之、理解

Selected Translation with an Exposi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Kuo Hsiang ,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一九八九年版，
頁三一。
[注二十九][美]馬斯諾：《動機與人格》(北
京：華夏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前言頁二
○至二一。
[注三十][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
子集釋》，頁一○九一。
[注三十一][明]王夫之著：《船山全書》卷
十三《莊子解》(湖南：嶽麓書社，二○
一一年)，頁八一。

之、包容之，自身更無對艱困之境的擔心、對於物質之慾的需求、

[注二十二]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
篇)》 (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社，二○○一
年)，頁三五一。
[注二十三]《莊子》中不乏對「至人」的
描寫，如《齊物論》曰：「至人神矣」，
如《至樂》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
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栗」，認為這些達
到「無己」逍遙的至人皆善於處理自身與
外物的關係。
[注二十四][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
《莊子集釋》，頁二二。
[注二十五][宋]王雱：《南華真經新傳》(卷
一) (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二三年影印上
海涵芬樓本)，頁六。
[注二十六][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
《莊子集釋》，頁三一。
[注二十七][宋]王雱：《南華真經新傳》(卷
一) (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二三年影印上
海涵芬樓本)，頁六。
[注二十八]Fung Yu-lan：Chuang-tzu:A New

對於外界人事物的悲憫之心。

I n n e r a n d O u t e r Fr e e d o m i n
Peripateticism
Wang Yu（Sun Yat-sen University）
A b s t r a c t : A s a n a g g r eg at ion of
Chu a ng Tz u’s t he or y, Pe r ipat et icism
reflects two way of freedom, spiritual and
practical. The main idea of Peripateticism
is to eliminate the material distinction
between “big” and “small”, then leads to
concentrate on the evolution of knowledge.
Keywords: Chuang Tzu; Book of Chuang
Tzu; Peripateticism; free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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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做的，它們都同樣的幸福」。這樣類似
的理解並不吻合莊子後文提出「不亦悲
乎」「之二蟲又何知」的譏諷態度，亦從
某種程度上消解掉莊子「以小通大」的追
求。
[注十一]馮達文：《莊子與郭象——從〈逍
遙游〉〈齊物論〉及郭注談起》，載《中
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二○一三
年，第一期。
[注十二]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上海
譯文出版社，一九九九年)，頁三五五。
[注十三]王夫之：《讀通鑒論·敘論四》(北
京：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頁九五六。
[注十四]陳鼓應：《莊子今注今譯》(北
京：中華書局，一九九六年)，頁一。陳
鼓應先生曰：「《逍遙游》篇，主旨是說
一個人當透破功、名、利、祿、權、勢、
尊、位的束縛，而使精神活動臻於優游自
在、無挂無礙的境地」。此等說法皆言個
體內心、精神之「逍遙」。
[注十五]清代學者孫嘉淦在《南華通》一
書中如此解《逍遙遊》之主題：「逍遙游
者，莊子之志也，其求道也高，其閱世
也熟，閱世熟則思遠害，求道高則入虛
無」。
[注十六][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
子集釋》，頁九三一。
[注十七][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
子集釋》，頁二五一。
[注十八]唐君毅著：《中國哲學原論·原道
篇》(台北：台灣學生書局，一九七八年)，
頁三四七。
[注十九][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
子集釋》，頁二二，成玄英疏解曰:「一
人之上，其有此三，欲顯功用名殊，故有
三人之別。此三人者，則是前文乘天地之
正、禦六氣之辯人也。欲結此人無待之
德，彰其體用，乃言故曰耳」。成玄英把
「至人」、「神人」和「聖人」看作是莊
子所言的「乘天地之正、禦六氣之辯」之
人。
[注二十][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
子集釋》，頁二○。
[注二十一][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
《莊子集釋》，頁二五。

文學藝術

粗鄙語的浮沉和反強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一個獨特軌跡
■ 吳 進
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

摘

粗鄙語進入文學當然不是二十世紀的事，但只是在對勞動階級作

特殊關注的「五四」文學以後，尤其是在將勞動階級作為革命主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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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左翼」文學之後，它才有了敏感和突出的意識形態意義。

要：粗鄙語是一種廣泛的存在，

率、動機、場合、表達方式（委婉或直接）

只是由於其冒犯文明的性質很難進入文

不同罷了。二是它的非道德性，即這類話總

學，但正是在這種意義上，粗鄙語進入

是突破社會的禁忌[注一]，總是以冒犯文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成為具有文化史意義的

明的方式達到宣洩的目的。粗鄙語的這種

重要事件。中國現代文學對「底層」的重

內在矛盾決定了它在人際溝通中的尷尬地

視使粗鄙語的書面化具有了某種合法性，

位，即是說，人們很難在生活中回避它，但

但在建國後的「正語化」運動之後又基本

又無法賦予它道德合法性。粗鄙話因此總

上被清除了，只是「文革」中激昂粗魯的

是遠離文明的公眾語言，只能作為「私語

紅衛兵文體才讓粗鄙語出現了一個反彈。

言」存在於人們的日常生活和口頭表達中，

新時期文學中粗鄙語開始大規模回歸，但

難以進入到書面語的層面。這是粗鄙語進

這是知識分子經過底層洗禮後符合邏輯的

入文學的基本障礙。文學文字向來以「美

現象。在整個社會趣味由雅轉俗的過程

言」為目標，對粗鄙有一種天然拒斥，但正

中，粗鄙語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的浮沉

是這種難以兼容的性質，使粗鄙語對文學

是語言轉型、革命對文學的要求、作家身

的進入成為具有文學史意義的重要事件。

份變化、社會心理變遷等諸種因素共同作

粗鄙語進入文學當然不是二十世紀

用的結果。
關鍵詞：粗鄙語，二十世紀中國文
學，中國革命，現代漢語，紅衛兵文體。

的事，但只是在對勞動階級作特殊關注的
「五四」文學以後，尤其是在將勞動階級作
為革命主要力量的「左翼」文學之後，它才
有了敏感和突出的意識形態意義。伴隨著

毛澤東在《念奴嬌‧鳥兒問答》一詞

以底層翻身為特徵的中國革命的興起並成

（一九六五年）中曾經驚世駭俗地使用了

為話語風格的規定者，以及新時期文學的

「不須放屁」這樣的粗鄙語。將這樣的詞

到來和話語禁忌的被打破，文學中的雅俗

匯放在典雅的古體「詞」中當然是極具挑

標準發生了從所未有的變化，粗鄙語能不

戰性的表達，但這種挑戰並不是沒有史的

能說（寫），由誰來說（寫），怎樣說（寫），

線索。事實上，粗鄙語在二十世紀對於中國

說（寫）到什麼程度，成為不同時代文學變

文學的進入是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有可

化的一個方向標。在這個意義上，粗鄙語

待闡釋的豐富文化歷史內涵。

進入文學不僅是語言層面的「俗」化問題，

粗鄙語的基本特點有兩個。一是它的

也是知識分子的價值觀改造問題，是如何

廣泛性。有一個說粗鄙語的龐大人群，甚

在新的話語秩序中想像和塑造勞動者的問

至可以說，幾乎所有人都說粗鄙語，只是頻

題，以及在這種語境中如何調整知識分子

有特殊意識形態含義的粗鄙語也經歷了它

走向公眾，改變了中國文學的面貌。不過，

的「坎坷」命運。從它進入文學的軌跡中，

俗語和粗鄙語在中國文學中的存在並不體

能夠看到的不僅是新的漢語的形成，也是

現為一路高歌不可逆轉。事實上建國以後

不同政治理想和審美趣味在主流語言風格

的工農兵文學反而有意驅逐了粗鄙語，而

形成中的投影。

在工農兵文學失去特權之後的新時期，粗

中國文學對粗鄙和粗俗[注二]的蔑視

鄙語反而在長時間的壓抑之後得到了一種

到「五四」以後開始緩和，因為「五四」文

釋放，作家們在表現粗鄙時反而沒有了顧

學的特點之一就是將底層生活納入自己的

忌，使新時期的文學聲音顯現出「眾聲喧

視野，並且一改知識分子過去的矜持和清

嘩」的姿態。

高，對底層表現出同情和尊重。最初這種態

由於粗鄙語冒犯文明和挑戰成規的性

度改變出自一種道德考慮，因為「五四」的

質，並且更經常被不掌握文化權利的勞動

民主籲求要求知識分子關心底層的命運，

者使用，它在文學中也常有一種叛逆和反

這種改變自然會影響到作家們的趣味和語

抗的姿態，這使得革命意識形態在使用它

言手段，會不介意對俗文化的借鑒。在這種

時也感棘手。但在新時期文學中，粗鄙語

情況下，寫出底層人們的貧困和粗魯反倒

的叛逆和挑戰性質卻成為一種明顯甚至有

成了一種「進步」。尤其在左翼文學中，對

意突出的特點，如劉恆、楊爭光、北島、莫

農民和底層人物粗鄙語的使用已經成為時

言、賈平凹、李銳、王朔、王小波、殘雪的作

尚，但作家們只是借此追求人物的真實性，

品。但新時期文學的包容和多樣已經對這

並沒有表現敘述者的情感認同或讚賞。

種叛逆和反抗有了足夠的吸納空間。我們

對粗鄙語的接受和容忍反映出現代

可以說，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對粗鄙語的使

文學敘述者情感和立場的變化。既然粗鄙

用極其曲折地反映了一種獨特的文化權力

語是現實的一個側面，而且又在底層身上

關係和道德邏輯。

體現得比較突出，對它的反映就不僅僅是

一、粗鄙語與中國革命

「現實主義」的責任，更是以底層代表自詡
的「現代文學」的責任，敘述者必須出於對
善的追求而克服對醜的厭惡。簡而言之，

少接受它，不願意把它作為書面語落實在

對粗鄙語的文學反映以及闡釋和解讀不單

「字」上罷了。所以這裏的一個關鍵問題

純是藝術鑒賞問題，而成了一個政治問題，

是，粗鄙語怎樣／何時／什麼條件下被用

甚至成為知識分子如何「改造」自己並重

作書面語並走進文學的？粗鄙語的不文明

新認識「勞動人民」的問題。但中國革命的

性使它在書面化時要遭到不同質疑，從而

深刻之處就在於使知識分子在對粗鄙的

必須發現能夠使自己進入文學的合法性，

容忍中逐漸改變了自己的唯美趣味和貴族

抵消讀者由道德標準出發對它的情感厭

態度。對粗鄙的容忍並不意味著認同，即

惡。粗鄙語進入文學不僅是一個語言現

使改造過了的知識分子也不會坦然變得滿

象，因為不同文體風格在現代中國的發展

嘴粗話，但他們已經不再有知識分子的潔

實際上應和著不同政治力量的文體期待。

癖，不再愛惜自己的雅形象，不再將書面語

「五四」語言革命總的方向是打破與口語

視作雅文化獨佔的禁地。中國革命使得知

脫節的文言文對漢語書面語的壟斷，是文

識分子在一個空前的廣度和深度上深入了

字向口語的靠攏，但這種由「破」到「立」

社會底層。
僅僅是將粗鄙語書面化並走進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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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鄙語從來 就有，只是 文學家們很

的過程卻處處可見各種政治力量對它的影

由於粗鄙語冒犯文明和挑戰成規的性質，並且更經常被不掌

俗文化的成分進入到文學中來，從「私下」

握文化權利的勞動者使用，它在文學中也常有一種叛逆和反抗的姿

響。在現代漢語成熟和規範化的路途中，具
態，這使得革命意識形態在使用它時也感棘手。

和勞動者關係的問題。這樣，更多口語化和

還不足以展示這種語言現象的藝術空間。

經具有了某種不可褻瀆的神性，讓他們說

在幾乎還是文學處女地的底層社會面前，

粗鄙話就是在破壞這種神性。

當文學現象的多樣化解釋和表現有了更多合法性之後，粗鄙語的

文學表現就有了一個井噴式的時期。偏愛這種表達的作家們非常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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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種醜惡語言現象表現時不加約束的自由，享受一種寬鬆環境下的

話語狂歡。

「五四」和左翼時期的作家們感到新鮮的

革命文學的主體 風 格 是「粗」而 不

還只是他們的表層的言語特點，還沒有發

「鄙」。革命文學是不精緻，而且這種不精

現由此出發的不同敘述策略和修辭手段，

緻被視為對勞動人民生活和言語習慣的

沒有發現這種語言現象下面豐富的藝術表

主動體認和接受。但它只是敘述和言語的

現潛能。當粗鄙語這個由於歷史、道德、美

簡化或者生活化，並不體現為和「精緻」直

學的先在態度而被忽視的語言現象被「發

接對抗的「粗鄙」。革命文學的詞匯和句式

現」以後，一個過去被遮蔽並有豐富內涵的

都簡化和生活化了，都在大眾化方向的指

「盲區」就呈現在公眾視野之中，但對其內

導下作了一番去書面化的工作。但這種向

涵的辨析和展示有一個歷史過程。當政治

「俗」轉變的語言策略並不具備倫理意義，

不再是確定文學表現合適與否的唯一裁判

並沒有傷及對勞動人民崇高性的理解，恰

者，當特定人群和特定語言風格不再直接

恰相反，革命文學的敘述者一直小心翼翼

粗暴地與某種意識形態掛鈎，當對這些文

地避免由於敘述和語言的俗化而影響了勞

學現象的多樣化解釋和表現有了更多合法

動人民的道德形象。所以，實際生活中給

性之後，粗鄙語的文學表現就有了一個井

知識分子粗鄙印象的勞動人民在革命文學

噴式的時期。儘管為很多人詬病，但偏愛這

中反而「乾淨」了。這種對勞動人民形象的

種表達的作家們還是非常享受對這種醜惡

有意漂白並非要將這種革命的主導力量雅

語言現象表現時不加約束的自由，享受一

化，而是要有意配合毛澤東在《講話》中所

種寬鬆環境下的話語狂歡。

顛覆的傳統觀念中對勞動人民的「不潔」

一個有趣而且更加複雜的問題在於，

印象。革命文學並沒有對勞動人民做烏托

粗鄙語在革命文學變為主流之後出現的頻

邦式的詩化處理，他們還是淳樸的，但這

率反而少多了。「講話」後的延安文學成為

種對「淳樸」的文學想像要有一個底線，不

「工農兵文學」，但並沒有因此大量使用

能將他們醜化。革命意識形態可以接受將

粗鄙語。粗鄙語的使用來源於五四作家和

勞動人民描繪的「淳樸」，並將這種淳樸

左翼作家對農民的想像，因為這是他們對

正面化——所以再沒有魯迅觀察農民時的

底層人物文化特點的一種便捷捕捉，但對

批判視角，但在一點上它與傳統並沒有真

趙樹理、孫犁、康濯等為代表的解放區作

正的不同，即它並沒有改變對「粗鄙」的否

家來說，他們對農民的瞭解已經無需用粗

定式道德評價。有意思的是，這種對勞動

鄙語作為展示人物真實性的手段了。五四

人民稍顯悖論式的道德態度反而成為考察

與左翼作家對農民的印象其實並不如他們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複雜性的線索。中國革

想像得那麼客觀。不管知識分子如何同情

命的對勞動者尊崇的意識形態奠定了「卑

這些「地之子」，多麼想拯救他們於水火之

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的倫理基調，

中，他們還是無法將自己看成他們中間的

知識分子與勞動人民的情感距離在他們這

一員。而趙樹理們不同，他們是「農民作

一代大大縮小，所謂勞動者「粗鄙」的道德

家」，並沒有自外於農民，所以用不著去特

禁忌對他們來說已經薄如蟬翼，這種道德

意捕捉那些農民和底層的「特殊表達」[注

禁忌在一個更加自由的文學時代已經不堪

三]。而且，解放區作家都是體制下的作家，

一擊。所以，在勞動人民已經不再享有國

他們會謹慎對待可能帶有文化反抗性的粗

家意識形態圖騰地位的新時期，對粗鄙的

鄙語。最後，在延安及其以後的時代，農民

敘述和描寫就又開始活躍起來，而且顯示

和底層已經成為知識分子的道德楷模，已

出後革命時代的狂歡化色彩[注四]。

意義的，意即在標點、格式、語法上的完整

縮小了文字或文字風格的選擇範圍，那些

提供了一個穩定的政治環境，而語言的規

被認為不能反映新時代風貌的文字或者文

範化、標準化也是這種穩定的政治環境的

字風格成為這種成熟漢語中的「不健康」

要求[注五]。這種規範化伴隨著五十年代的

或「不純粹」的部分[注九]。所以，不但寫作

「正語化」運動、簡體字的使用、拼音方案

格式有了一種標準的、可效仿的樣本，對

的推行和普通話運動的推廣而取得了前所

傳達出不同階級趣味的詞匯做了篩選，某

未有的成功。粗鄙語在「十七年」文學中的

些流行詞匯因為不被欣賞而萎縮，甚至逐

大體消失固然原因很多，但也應與現代漢

漸棄用，更重要的是對那些不符合革命要

語規範化的大背景有關。

求的文字風格的批判，如憂鬱的、低沉的、

對漢語現代化的重視一直是中國革

粗俗的、辛辣的、狂亂的風格，都會在不同

命的特點。建國以前的黨內文件在詞匯和

意義上觸犯了新的意識形態的話語禁忌。

文法上就體現出比較徹底的白話風格，與

這樣，可以用來表達的文字和文字風格越

國民黨以至後來台灣當局的文言式官方

來越狹窄，或者按照瓦格納‧魯多夫所說：

語言形成鮮明的對比[注六]。即使如此，

「這種政策使語言枯竭」[注十]。「五四」

在 建國初期，在語言文字方面還是存在

以後由於書寫語言的更替導致的混亂和多

著「許多不能容忍的混亂狀況」。為此，

樣化這時有了一個依託著政治權力的文化

毛澤東派人寫了《正確地使用祖國的語

收束，不但文言已經在大陸徹底失去了合

言，為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鬥爭》一文，

法性，文白雜糅的局面已經有了一個清晰

於一九五一年六月六日在人民日報作為社

的了結，那種由於文言失勢出現的多種風

論發表，「掀起了普及語法修辭、標點符

格的語言嘗試也被暴風雨般的革命語式所

號和漢語規範化知識的群眾性的學習運

掃蕩。那些難以為新的革命文體所兼容的

動，從而使大家增強了學好用好祖國語言

作家風格，如非左翼的張恨水、沈從文、錢

文字和純潔祖國語言文字的規範意識，提

鐘書、張愛玲和左翼的蔣光慈和路翎等，

高了使用祖國語言文字的素養和能力」[注

也都被主流風格所取代，革命的話語方式

七]。與這篇社論同期刊出的，還有呂叔湘

取得了空前的大一統。這種「規範化」在使

和朱德熙合著的《語法修辭講話》，後者

現代漢語成熟的同時也破壞了文化及文學

還在《人民日報》上連載，並在次年由中國

發展的多樣性，如李陀所說，「毛文體真正

青年出版社出了合訂本。連同後來的《漢

關心的是在話語和語言兩個實踐層面對言

字簡化方案》（一九五六年），推廣普通

說和寫作的控制，而不是漢語多元發展的

話運動（一九五六年），《漢字拼音方案》

諸種可能性」[注十一]。這種大一統的革命

（一九五八年），現代漢語的規範化運動有

話語方式代表了一種新的美學理想，但這

了一個從所未有的規模。

種話語風格的建立並沒有像「正語化」運
動那樣有一個明顯的標志性事件，有可以

（一九五三年前）的文字規範化運動稱為

清晰描繪的階段化過程。它的建立是在一

「正語」運動[注八]。當然這也是一場樹立

系列的政治文化運動及其文學批判中完成

中國革命在語言領域權威的運動，是建國

的，不那麼直接和立竿見影，但其影響力

後革命文體形成的一個標志性事件。所謂

和對現代中國人語言的滲透程度卻非常深

文字的規範化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是技術

刻，作家們會有一個基於這種話語的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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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 格 納 ‧魯 多 夫 曾 將 建 國 初

中國革命的成功為現代漢語的規範化提供了一個穩定的政治

中國革命的成功為現代漢語的規範化

環境，而語言的規範化、標準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粗鄙語在

顯得「成熟」；二是意識形態意義上的，即

「十七年」文學中的大體消失固然原因很多，但也應與現代漢語規

和一致，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它使現代漢語

範化的大背景有關。

二、現代漢語的「成熟」與去
粗鄙化

過程。具有中國革命特點的詞語系統的形

十四]。

成，工農形象的正面化，敘述過程的大型

從此之後，粗鄙語在文學中大大減少

化、史詩化，語言形式的統一化、標準化、

了。即使還有，作家也不會像蕭也牧那樣讓

激情化，都體現了「正語化」後革命文學

主要的正面人物說這樣的話。但粗鄙語在

的新面貌。李陀將這種新的話語風格稱為

文學作品中並沒有被真正放逐，因為這時

「毛文體」，並認為這種文體「提供了一套

的創作主體很多本身就是工農出身，即使

修辭法則和詞語系統，以及統攝著這些東

是知識分子作家也長時間「深入生活」，已

西的一種特殊的文風」，「在幾十年的長時

經大大地工農化了，所以粗鄙對他們來說

間裏影響、左右或者完全控制了上億人的

僅僅是意識形態禁忌，並非是趣味上的衝

言說和寫作，大概再也不會有另一個語言

突。正是這種複雜性導致了在條件具備情

運動能和它的影響相比」[注十二]。

況下粗鄙復興的可能。

大一統的革命話語方式代表了一種新的美學理想，它的建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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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直接和立竿見影，但其影響力和對現代中國人語言的滲透程度

卻非常深刻，作家們會有一個基於這種話語的自律過程。

在這種新的「純潔」「健康」的語言

在這種情況下，革命和粗鄙的關係有

中，粗鄙語差不多被清除了，基本退出了書

了很多似乎不合邏輯、但又確實在情理之

面語和文字系統[注十三]。對蕭也牧《我們

中的「扭曲」表現。一方面，它顯示出意識

夫婦之間》的批評可說是這個過程中一個

形態要求和本真自我之間的矛盾：在底層

令人矚目的事件。作品中的妻子是一個工

處於無權狀態時，其粗鄙趣味被作為他們

農幹部，滿嘴髒話，進到大城市後仍惡習

文化表現的直觀標志被凸顯出來；而當他

不改。從這種對工農人物的描寫可以看到

們逐漸進入主流，開始能夠以自己的聲音

左翼文學的濃重影子，但這是新文體絕不

和風格說話（延安文學和革命文學）時，他

允許存在的。陳湧就特別提到這一點：
作者特別聚精會神地加以描寫的許多

們反而變得收斂了；而當再次淪為「他者」

形象，往往是令人難堪的。在作者筆下，

的本來面貌。似乎他們只有在無權的時候

我們這位女主角經常滿口令人不忍卒聽的

才能擺脫意識形態的控制，得到真切的表

罵人的話，如「你是什麼思想，光他媽的

現；一旦擠入中心，就須將自己包裝和「文

會說漂亮話！」「放你媽的臭屁！你別諷

明」起來。另一方面，他們又不能心安理得

刺人啦！」而且還有更甚於此者。當然，

地總是掩飾自己本來粗鄙的一面，他們想

依據這種看法，這位女幹部如果不到北

將自己壓抑的能量釋放出來，想以合法的

京，這個缺點大約是很難糾正，而且在農

方式將過去被壓抑、掩飾、包裝和「漂白」

村裏，像她一樣的人，一定是很多的了。

的真相示於天下。在這種情況下，粗鄙語成

地位（新時期）時，他們又恢復了「粗鄙」

但這種看法是正確的麼？在差不多

為一種鬱積在他們心中的潛在能量，也成

三十年以前，魯迅先生便曾經嚴厲地批判

為經過十幾年對「小資」情感徹底洗刷之

過類似的思想。他說：「現在有些作品並

後能夠表現自己反抗情緒的特殊方式。一

非必要而偏在對話裏寫上許多罵語去，好

個最醒目的變化是，此時說粗鄙語的不但

像以為非此便不是無產者作品，罵的愈

是「他們」，也是「我們」，其最初而且最為

多，就愈是無產者作品似的。其實好的工

激烈的代表是「文革」中的紅衛兵文體。

農之中，並不隨口罵人的多得很。作者不

三、粗鄙語與紅衛兵文體

應該將上海流氓的行為塗在他們身上的。
即使有喜歡罵人的無產者，也是一種壞脾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的粗鄙語使用有

氣，作者也應該由文藝加以糾正，萬不可

一個從人物語言到敘述語言、從現實反映

再來展開，使將來的無產階級社會中，一

到主觀反抗的演化過程，作家越來越自覺

言不合，便祖宗三代的鬧的不可開交」[注

地將粗鄙語作為一種能夠表現主體態度

紅衛兵文體以粗鄙和暴力著稱，而且有特

期的官方語言不過是克制和「乾淨」一點

別強烈的反抗意味，是高度情感性的和宣

的紅衛兵文體而已。「文革」期間官方文本

洩的，對新時期文學的話語風格有相當影

的一個經典例證是各地成立革命委員會時

響，但它並非典型的文學文體。

的《人民日報》社論和《給毛主席的致敬

在「十七年」高度官方化和規範化的

電》（一九六七年一月到一九六八年九月），

時代文體中，語言逐漸萎縮，並呈現出強

尤其是後者，那裏的語言特點差不多就是

烈的板結性。「民間」話語或者被趕入地

「潔版」的紅衛兵文體。

下，或者以極其隱晦曲折的方式存在。陳

「文革」時期的公眾語言反映出國家

思和在高度主流化的紅色經典作品中發現

在把握語言控制尺度時的兩面性，這種兩

了一種「民間隱形結構」[注十五]，但這種

面性在此前的國家話語裏並未出現過。一

民間性由於其隱晦讀者難以明確意識到。

方面，雖然這時的國家話語已經高度情感

在這種封閉和板結的話語環境中，那種

化和意識形態化了，但依然是「乾淨」的；

「民間」聲音很難如陳思和所說的真正的

另一方面，「紅衛兵文體」作為官方文體

「自由自在」。

的補充成為官方意識形態的一種非正式

在以思想解放為標志的新時期文學到

的——往往是極端的——表現方式。這是

來以前，以「紅色經典」為主流的革命文學

文革時期一個有趣的文化現象。紅衛兵文

不但成為一切作品的楷模，而且幾乎就是

體是國家話語容忍並且鼓勵和期待的一種

文學的全部。在這種背景下，挑戰主流的

聲音，會說出官方想說但不方便說的話，從

粗鄙語很難有合法存在的空間。但「文革」

而具有了一種奇怪的「半官方」性質。它是

中的紅衛兵文體是一個例外，雖然它不是

官方文體在自己前進方向上不想走得太遠

典型的文學文體。它的出現和迅速膨脹是

時的一種替代物。

一種革命名義下的人性惡放縱，是「十七

紅衛兵文體的確有一種「民間」和底

年」時期嚴格的道德自律和清教主義所鬱

層的意味，一種掙脫束縛後的話語狂歡意

積情緒的釋放和狂歡。「文革」時期對革命

味。紅衛兵的語言是相當暴烈的：「炮轟」，

名義下行為暴力和語言暴力的寬容在紅衛

「火燒」，「砸爛狗頭」，「不齒於人類的狗

兵運動和紅衛兵文體上格外鮮明地表現了

屎堆」等，在激進狂暴的年代裏表現出衝

出來，「民間」和粗俗贏得了建國後少有的

破規矩後的痛快淋漓。紅衛兵文體的激情

存在空間。

特點實際上是從「十七年」文學的頌歌傳
統繼承而來的，但這種激情更有特點的伴

粗鄙，但這種方式所以得到允許是因為它

隨物是暴力和不避粗俗。這種暴力和粗鄙

有著能與國家意識形態應和的明確政治

的極端性給人留下了極深印象，甚至成為

內涵和指向，是一種政治粗鄙語。紅衛兵

那個時代語言和文體的代表，好像紅衛兵

文體作為特定語境中的「民間」話語必須

文體就是「文革」文體。但這是一種非常普

通過它對主流話語的無條件依從為前提，

遍的錯覺。學者Yang Lan對此有過明確的

是一種完全馴服的「民間」聲音。不過，即
使這樣，粗鄙語也不能成為公然的官方話

看法：
一種說法似乎已經得到廣泛承認，粗

語。儘管「文革」時的官方文體與紅衛兵

鄙語在文革中非常流行。陳元有一本社會

文體有很多共通之處，但官方語言從來不

語言學方面的名著《語言與社會生活》，

會像紅衛兵文體那樣使用大量的粗鄙語，

書中說：「文革中，中國語言被嚴重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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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衛兵文體以一種誇張的方式宣洩

「文革」時期對革命名義下行為暴力和語言暴力的寬容在紅衛

兩者的差別大致也僅就於此。「文革」時

兵運動和紅衛兵文體上格外鮮明地表現了出來，「民間」和粗俗贏

過程中的轉折點。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

得了建國後少有的存在空間。紅衛兵有一種掙脫束縛後的話語狂歡

不像紅衛兵文體那樣放肆和歇斯底里，但
意味。

的文化反抗形式，而紅衛兵文體則是這個

染，人們的寫作和講話中充滿了假大空和

的語言從它的正語系統中清除出去，要保

粗鄙語……」「在這十年中，社會生活裏

持一個與自己的地位相稱的莊重風格。

充斥著太多的粗鄙語……好像你說越多的

不過，即使「文革」時期的官方話語與

粗鄙語你就越革命」。 ……這樣有關粗鄙

「粗鄙」間也有著一種隱含和微妙的邏輯

語的認知很符合文革早期或最激烈時期紅

關係。中國革命以暴力起家，「槍桿子裏面

衛兵和其它造反派所寫的那種大字報或者

出政權」，這種歷史也反映在革命的話語

傳單的風格。但是，正式的官方文件和文

和文體中。也可以說，在革命的過程中形成

革時期的文學並不比之前的年代有更多的

了一種不容分說的語言暴力，一種「正語」

粗鄙語。實際上，正式出版物中書面語使

表述中的暴戾之氣。建國後「正語」運動

用的粗鄙語並沒有增加。……恰恰相反，

的成功推行充分表現了國家權力在控制、

根據對十部長篇小說的統計，文革小說的

推行和製造一種流行文體時的有效性。不

粗鄙語的出現率比文革前小說低。在三部

過，這種不容置疑的正語位置並不導致必

文革前小說中，每十萬字粗鄙語出現的頻

然的粗鄙語言，它的暴戾之氣不是來自於

率是七部文革小說的兩倍。……浩然的

對文明語言的直接冒犯，由此可以說是一

《金光大道》和《豔陽天》為這種趨勢提

種「乾淨的語言暴力」。革命語言的暴力是

供了很好的範例。後者粗鄙語的出現頻率

通過縮小詞語選擇範圍、用標準化的官方

是前者的四倍之多[注十六]。

話語來壓縮個性化語言以及強烈排他性

用標準化的官方話語來壓縮個性化語言，並不直接體現為語

言的粗鄙，但它無疑是粗鄙語言的一種誘因。以權力為後盾的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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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性話語秩序已經埋下了粗鄙的種子，粗鄙語只是將這種隱含的

話語秩序表達出來。

作為意識形態意義上的政治運動，

的語言邏輯來實現的，並不直接體現為語

「文革」的特點就在於它的「偽民間性」。

言的粗鄙，但它無疑是粗鄙語言的一種誘

「文革」是由頂層發動的大 規模政治運

因。以權力為後盾的強制性話語秩序已經

動，但其具體的展開卻並沒有完全在當局

埋下了粗鄙的種子，粗鄙語只是將這種隱

的控制之下，所謂「發動群眾鬧革命」。因

含的話語秩序表達出來而已。

為要「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踢

四、底層、知青作家與粗鄙語

開黨委鬧革命」，正常的體制已經被打破
了，必須借助一些來自民間的力量。所以儘

中國革命以農民為主要力量，在取得

管是「奉旨造反」，儘管整個國家的政治

政權後，文學作品中的農民人物有了一種

架構沒有根本改變，但在建國後人們第一

愈來愈「高大全」的傾向。不過，這種將工

次有了攻擊地方甚至大部分中央領導人的

農形象高大化、正語化、完美化的傾向有雙

合法權力。當然這種攻擊是在最高領袖允

重的作用：一方面是根據政治需要有意識

許、鼓勵甚至縱容下發生的，也必須有它

地改變了他們的形象，使他們成為值得尊

與主流話語在內容上的基本一致性，但畢

敬的人；但另一方面也在無意識中為勞動

竟相對多年嚴格控制和規訓下的政治話語

人民的生活和語言習慣提供了合法性，以

這是一種「解放」，言說者可以以更自由放

至於「文革」期間私下裏自稱「大老粗」竟

縱的表達方式來詮釋主流意識形態，第一

然成了時髦行為，改變了以前被歧視和蔑

次出現了「正語」之外的民間話語空間。在

視的屈辱地位，整個社會對粗鄙的看法有

這種情況下，一些本來已經被官方的「正

了顛倒性的變化，雖然這一點並未在官方

語」清肅了的民間文體又重新冒了頭，它們

話語中直接體現出來。但無論如何，有一

在語言上更加情緒化，粗鄙語就是這樣以

點是可以成立的，即中國革命使勞動階級

革命名義從權力夾縫中獲得了存在的合法

與粗鄙或粗鄙語的聯繫變得更複雜了。

性。不過這樣的合法性只是部分的，因為

儘管不同階級都會講 粗鄙語，但底

官方語言始終要將那些過於「野」和「俗」

層說粗鄙話的機會顯然更多，其重要的原

更粗俗，但從統計學的角度來說應該是這

正的底層語言拉開了距離。所以，一旦維護

樣。不過，教育對人們言說方式的改變不

這種語言特色的意識形態枷鎖被打破，作

僅在於它給學習者灌輸了某種文明習慣，

家們就有一種回歸現實「還原」衝動。但另

讓學生們雅致起來，也因為它交給了學生

一個原因則不同，那就是這種粗鄙語不僅

們另一套言語方式，從而可以以更文明的

是為了再現社會的真相，而更是表現創作

方式來表達自己。換句話說，底層人們所

主體對板結和僵化的革命文體的反抗，是

以更多地使用粗鄙語，不是——或者主要

對革命時代嚴厲的道德純潔性的反抗，是

不是——因為他們有道德缺陷，而是因為

打破道德禁忌和話語控制後的話語狂歡。

他們沒有像知識分子那樣多樣化的語言貯

而且由於建國後的國家意識形態強調與工

備，不能在書面語與口語、雅語與俗語之

農相結合，知識分子都有廣泛的底層生活

間做即時轉換。所以要將「粗鄙」的底層正

經驗，尤其是紅衛兵∕知青一代，已經沒有

語化的關鍵就是如何詮釋「粗鄙」，如何

過去知識分子的雅秀之氣。他們經常主動

將「手上的黑」和「腳上的牛屎」這些一般

選擇粗鄙語，因為這種語言和對這種語言

人看來污穢的形象詮釋為道德意義的「潔

的偏愛顯示了他們特殊的歷史和審美觀，

淨」 [注十七]。這是一種帶有強烈藝術特

從那裏可以看出知識分子作為敘述主體在

徵的語義轉換，但它對於一般讀者——甚

過去的革命歲月中經歷了怎樣的變化，怎

至對於意識形態當局——來說畢竟繁瑣，

樣在情感和表達上被深刻地底層化了。知

所以一種可行的策略就是乾脆就將這不潔

識分子敘述人不再刻意將自己打扮成與底

淨的一層抹掉，表現一種全新的農民或者

層人物無法溝通的另類。他們也說粗鄙話，

底層想像。如果新的話語方式抑制了粗鄙

而不再是永遠文縐縐的「文藝青年」。

而代之以「乾淨」的正語表達，人們對底層

不過，底層的粗鄙和經過底層錘 煉

的粗鄙印象就會消除，底層道德意義的正

的革命一代青年知識分子的粗鄙有著深

面性就會凸顯出來。所以，在革命文學話語

刻的不同。知識分子的粗鄙語不但在頻率

中，那些與人們「潔」概念衝突的語彙還是

上和粗鄙的惡毒程度上遠低於底層，更重

被回避了，因為「牛屎」一類的表述難以產

要的是，知識分子的粗鄙語往往是在情緒

生使勞動人民道德化的語義轉換，革命的

激動而且堅信自己的道德正義時候的一

倫理價值也就難以成立。基於此，革命文

種表達，而不像底層的粗鄙語那樣有一種

學的去粗鄙化是中國革命農民性質或者底

日常性質。底層民眾的粗鄙語會說的比較

層性質的要求。

直接，而且無須特定的場合，而知識分子
在說這類話時則不然，他們通常會對這樣

上的道德光環被打破了，作家對他們的寫

的話有一定的克制，會注意用一些「委婉

作不再有什麼意識形態顧忌，所以對農民

語」，「柔化字詞的禁忌度」 [注十八]。更

和底層人物粗鄙語的描寫重新成為勾勒他

重要的是，知識分子的粗鄙語常常是一種

們形象特點的重要手段。更重要的是，新

激情的釋放，但底層民眾說粗鄙語無需這

時期的文化轉型造成了一種特有的道德鬆

種「激情」，也不一定是對別人的有意冒

弛期，對粗鄙的描寫不但被廣泛用於勞動

犯，而是一種生活常態。

者身上，也被作家用來表現自己的情緒和

知青一代作家經受了最深刻的革命文

趣味。實際上，新時期語言粗鄙化的傾向可

化的薰陶，革命文化培養起來的一種特殊

以歸結為兩個原因。一是對「十七年」主流

情感成為他們「原始的激情」，這是他們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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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新時期以後，農民和底層人物身

如果新的話語方式抑制了粗鄙而代之以「乾淨」的正語表達，

中的書面語言已經形成了一種硬殼，和真

人們對底層的粗鄙印象就會消除，底層道德意義的正面性就會凸顯

絕對地說底層人們一定比知識分子講話

出來。革命文學的去粗鄙化是中國革命農民性質或者底層性質的要

文學語言淨化傳統的反撥。「十七年」文學
求。

因當然是因為他們受教育不多。雖然無法

「投身革命」的父兄輩最深刻的不同。他

者在使用它們時也會有不同的心境。前者

們無須「投身」，無須選擇，因為革命就是

由於是革命時期的標準用法，所以有固定

他們唯一的文化養料與環境。他們的父兄

的意識形態內涵，使用者會不自覺地進入

輩還在不同程度上屬「舊知識分子」，還

體制，接受已經包含在概念中的內涵而被

是革命浪潮中的過渡人物，還需要在革命

規訓了。

新時期文化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語言的迅速更新，很多革命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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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詞匯被摒棄，即使是一些依然有用的詞匯也由於會勾起我們對那個

年代的特殊記憶而被新的 翻
\ 新的詞匯取代。

中「改造」自己，但知青一代是徹頭徹尾的

「勞動人民」的概念是革命理論的需

「革命之子」，他們對底層的深入程度遠非

要，是革命化、正語化了的底層，他們有革

他們的父兄輩所能及。他們對底層文化有

命能接受的最低道德水準，所以他們不會

深刻的瞭解，對這種文化的粗鄙比他們的

說那些惡毒的、色情的、瀆神的粗鄙語，儘

前輩有大得多的容忍度，甚至這種文化已

管在現實中和私下裏這些粗鄙語依然被

經在相當深刻的程度上浸透在他們的性格

他們使用著[注二十]。在「十七年」文學中，

中了。在思想層面，他們已經是知識分子，

為了保證勞動人民的可信性和生活實感，

但在道德和情感層面上，他們與底層建立

他們也說一些粗鄙語，但必須保證這些粗

起了他們的前輩望塵莫及的深厚聯繫[注

鄙語是在革命道德的範圍內可以接受的，

十九]。這是中國士人和知識分子從未達到

並成為勞動人民樸實品質的標志。為了保

過的一種境界。建國後的道德宣傳對「上

證革命道德的純潔性和工農兵形象的正

下」，「雅俗」，「苦樂」，「善惡」，「美醜」

面性，會有一些禁忌存在。但在新時期文

等範疇的理解對幾千年來的主流文化是一

學中，這些禁忌已經基本上不復存在。從

種深刻的解構，底層人民的道德觀念逐漸

某種角度說，這也是「底層」何以變為「勞

進入主流，艱苦、節儉、樸實、克己成為時

動人民」的標志。作為建國後新政權合法

尚。這些社會的流行元素使新一代知識分

性來源之一的「勞動人民」在建立起自己

子不但與他們的前輩、也與他們的後輩之

可尊敬形象的同時，必須改變社會對自己

間有一種區隔。這種知識分子與底層人民

「粗鄙」的印象，所以「粗鄙」就成為被革

間情感和道德上的溝通儘管不會徹底——

命話語強勢壓制的被忽略的存在，粗鄙語

「我們」與「他們」之間的鴻溝還依然存

也被嚴厲地局限在「私語」的範圍以內。

在——但無疑為他們對「粗鄙」的接受做

結語

了鋪墊。粗鄙最起碼對他們來說不那麼刺
耳和難以接受。

過去的一百年漢語發生了歷史上極

對「底層」的討論是近些年來的一個

為罕見的巨大變化。但在這一百年間，從

熱門現象。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討論？「底

「五四」到建國是一個最重要的時期。以

層」不就是「勞動人民」嗎？為什麼要用

五十年代為一個時間點，它之前的六十年

「底層」來取代「勞動人民」？這種詞語轉

跟之後的六十年完全不可比。甲午戰爭時

換意味著什麼？

期的文字對五十年代的人說屬「古代」，而

新時期文化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語

五十年代距今也有六十年了，但我們同屬

言的迅速更新，很多革命時期的詞匯被摒

「當代」。這並不是對過於拉長的「當代」

棄，即使是一些依然有用的詞匯也由於會

的嘲諷，而是因為這漫長的六十年間漢語

勾起我們對那個年代的特殊記憶而被新的

的相似性。六十年前的漢語我們今天依然

∕翻新的詞匯取代。「勞動人民」被「底層」

很熟悉，沒有多少障礙，因為那個時候的

取代就是這樣。「勞動人民」和「底層」雖

漢語已經完成了從「五四」語言革命後的

然內涵大致重合，但出自不同的歷史時期，

「眾聲喧嘩」到逐漸規範化、標準化的過

有不同的情感色彩和道德象徵意義，寫作

程，一種成熟的現代漢語已經基本定型。

而當這種過程告一段落時，「吾手寫吾口」

成和延續的作用。
就粗鄙語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的
命運而言，其發展形態要比現代漢語本身
在這期間經歷的大致歷程要複雜得多。不
過，就當代文學的文體風格而言，它面對的
核心問題卻只有一個，即怎樣在新的語境
下塑造現代漢語的理想品格。中國革命的
底層性導致了一個當初難以預見的矛盾。
它強調知識分子深入工農大眾的重要性，
強調勞動人民形式上粗鄙和道德上淳樸的
對立，從而突出了祛除知識分子文化「潔
癖」的政治意義；但是在革命成功以後，國
家意識形態開始有了對語言純潔性的要
求，批判那種「混亂」傾向，開始剝離語言
中那些影響和貶低勞動者形象的粗鄙部
分，使作為國家「主人翁」的勞動人民有一
個與他們的崇高地位相稱的語言風格。這
樣，語言激情化、人物英雄化、高大化反而
在相當程度上割斷了文學與生活的現實聯
繫，呈現出一種虛假的語言「淨化」。
但是，「十七年」時期的知識分子思想
改造運動並非只有負面意義。長期的勞動
者至上的意識形態環境使青年一代在情感
和趣味上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對知識者獨
尊觀念的懷疑和對勞動者的尊重以至崇尚
已經在深層次上改變了他們，不但使他們
有別於前輩，也有別於中國大陸以外其它
華語文化區的同輩們，使他們成為獨特的
一群。這種變化當然也落實他們的語言風
格上。以這種觀點看他們使用的粗鄙語，
其視為一種新的集體人格的塑造。
[注一]露絲‧韋津利對此有詳細的分類和解
釋，見《髒話文化史》(文匯出版社，二○
○八年)，頁二五至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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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應該僅在「雅俗」上做文章，而應該將

就粗鄙語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的命運而言，其發展形態要

出穩定的體制對語言規範化、標準化的生

比現代漢語本身在這期間經歷的大致歷程要複雜得多。不過，就

程度上影響和改變了口語，從這裏可以看

當代文學的文體風格而言，它面對的核心問題卻只有一個，即怎

成型的書面語在政治的推動下回頭在相當

樣在新的語境下塑造現代漢語的理想品格。

後的眾聲喧嘩反而倒向了「吾口說吾手」，

[注二]儘管「粗」與「俗」經常連稱，但兩
者的差別實際是很大的。「粗」有著某種
絕對的性質，「俗」卻不同，因為俗也以
雅為表現方式，如晚清的言情小說，並不
「粗」，但卻被普遍認為是「俗」文學。
見徐德明：《中國現代小說的雅俗流變與
整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
年)。
[注三]事實上，粗鄙話並不是反映農民真實
生活的必須要件。閏土、梁三老漢、陳煥
生等都沒說什麼粗鄙話，卻並不影響他們
作為農民的真實性。
[注四]蔣原倫先生曾在八十年代就此寫過文
章《粗鄙：當代小說創作中的一種文化現
象》，載《讀書》（一九八六年十期），
但只強調了這種現象所體現的「自然」和
「反抗」意味，對其與中國革命以及現代
歷史的關係鮮有涉及。
[注五]「語言的標準化除了實現跨越空間的
統一之外，它的另一個目的就是獲得跨越
時間的穩定性。如果一種語言要獲得拉丁
語那樣的高貴地位，它必須是穩定的」。
彼得‧伯克：《語言的文化史：近代早期
歐洲的語言和共同體》(北京大學出版社，
二○○七年)，頁一二六。
[注六]「『五四』以後，國民黨公文始終
用文言，客觀上縱容了多次『文言復興』
死灰復燃，也從另一個方面提醒人們對文
言保留必要的尊重；共產黨提出大眾化、
拉丁語，客觀上助長了語言現代化過程中
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但也催生了生氣勃
勃的通俗文藝」。郜元寶：《漢語之命
運 —— 百 年 未 完 的 爭 辯 》 ， 載 《 南 方 文
壇》，二○○九年二期。
[注七]淩遠征：《學好用好祖國的語言文
字——胡喬木的語言文字思想》(語文出版
社，二○○八年)，頁二。
[注八]瓦格納‧魯多夫：《中共一九四○
至一九五三年建立正語、正文的政策大
略》，見彭小妍編《文藝理論與通俗文
化》(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一九九九年)。
[注九]一九五一年六月六日的《人民日報》
社論《正確地使用做過的語言，為語言的
純潔和健康而鬥爭》批評有些人「不但不

長期的勞動者至上的意識形態環境使青年一代在情感和趣味

上都發生了巨大變化，這種變化當然也落實他們的語言風格上。

以這種觀點看他們使用的粗鄙語，就不應該僅在「雅俗」上做文

章，而應該將其視為一種新的集體人格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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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選擇地濫用文言、土語和外來語，而且
故意『創造』一些僅僅一個小圈子的人才
能懂得的詞」。瓦格納認為這種政策「可
能對於正文的普及起了作用」，但「同時
也使語言枯竭」。同上，頁三一。
[注十]瓦格納‧魯多夫，頁三一。
[注十一]李陀：《汪曾祺與現代漢語寫
作 —— 兼 論 毛 文 體 》 ， 載 《 今 天 》 ，
一九九七年四期。
[注十二]同上。
[注十三]可以根據粗鄙程度對粗鄙語做一個
分類。這裏所說的「十七年」文學中粗鄙
語的「退出」主要指那些特別粗野甚至猥
褻肮髒的部分，如性行為和排泄物等。
[注十四]陳湧：《蕭也牧的一些傾向》，載
《人民日報》一九五一年六月十日。
[注十五]陳思和：《民間的浮沉——對抗
戰到文革文學史的一個嘗試性解釋》，載
《上海文學》，一九九四年一期；陳思和
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前言」
(復旦大學出版社，二○○九年)，頁一三。
[注十六]Lan Yang. Chinese Dic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ong Ka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30.
[注十七]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
的講話》中說：「拿未經改造的知識分子
與工人農民比，就覺得他們不乾淨了。雖
然他們手是髒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知
識分子乾淨」。見《毛澤東選集》（第
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頁
八五一。
[注十八]《髒話文化史》，頁一四六。
[注十九]在這一點上，台灣和香港的知識分
子就大不相同，他們在這方面是「傳統」
的，即他們無法真正以底層的價值觀作為
一種標準和時尚。他們作品的敘述人與底
層人物間無法達到一種情感的認同。
[注二十]L a n Y a n g 曾經指出：「如同拉
爾斯‧安德森和皮特‧特拉德基爾在《壞
語言》一書中描述的那樣。英文和中文中
都有一些特殊的粗鄙語。比方說，根據安
德森和特拉德基爾，『英文和大多數歐洲
語言中典型的詛咒都涉及到瀆神的意味，
但是在中文裏很少會看到對宗教的不敬詞

匯』」（Chinese Dic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ong Ka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29）。

Vulgar Words and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Wu J i n（C h i ne s e D e p a r t me nt of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Vulgar words are a kind
of broad social existence, but it was hard
to be accepted into the literature because
of its offensive nature against civilization.
However, it became a significant event that
vulgar words entered the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based on its offensive nature.
The history that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kept their eyes on subaltern classes made
vulgar words in written acceptable, but it
was taken out from the written form when
the new government normalized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PRC. The Red Guards style, which was
radical and offensive, regained v ulgar
words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p ost-Ma o C h i n a , v u lga r word s ca me
back in a large scale, a logic phenomenon
that intellectuals were "re-educated" by
subaltern classes. In the historical course
that the social taste turned to "vulgarity"
from "elegance", the up and down of vulgar
words in Chinese literature of the 20th
century is the consequence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language transformation, Chinese
revolution’s request for literature, changes
of authors’ st at us, and shif t of social
mentality.
Key Words: Vulgar words,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 y, Chinese
revolution,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The
Red Guards style.

網絡的救贖與攝影的突圍
──關於攝影網絡化生存研究
■ 孫宇龍
北京電影學院
摘

要：通過對「網生代」攝影群體

影演變，仍一脈相承，有著內在的邏輯聯

的網絡化特徵的解析，梳理從傳統攝影、

繫，這一過程中其結果與方式不同，顯示了

數字攝影、創意攝影、「計算攝影」現象

未來攝影發展的趨勢與方向。

的邏輯與發展脈絡，闡述分析了攝影網絡
化的內在因素與外部生態環境，並對攝影

一、「網生代」與攝影網絡化
1.「非專業主義」程序化

網絡化的困境與格局進行了探索與思考。

「計算攝影」其實是非攝影者，把攝

關鍵詞：網生代，網絡化，攝影發
展，生存研究。

影專業主義推向另一個極端的表現，軟件
圖片大多是運用電腦與網絡方式，把原來

高校攝影教學》[注一]一文提到，國家將攝

與創作。一批「編程者」用「二進制」方式，

影歸為美術類一級學科，引起較強反響；二

把相機拍攝的前端程序化，根據實際需求

是大衛‧坎貝爾在其關於荷賽的調研報告

生成固定的影像或照片。這點似乎與攝影

《影像誠信：新聞與紀實攝影中靜態操縱

並無半點關聯，其所展示形態與傳播方式

相關的現行實踐和可接受標準》[注二]中

仍全部承襲著傳統攝影的方式。這種方式

提出的「計算攝影」概念一說，讓攝影人大

成本高，運用少，僅應用於藝術與商業攝影

跌眼鏡。一中一西，讓原本位於十字路口的

中。

攝影，更加讓人撲朔迷離。
攝影歸為美術類，與數字化和網絡化
有著密切關聯，「計算攝影」無異於把原本

2.「網生代」攝影攝特性

從網絡與傳播角度看，我們簡單地概
括「網生代」攝影特性為：
攝影對象世界。也即現實或真實、客

在當代藝術生態環境下創意攝影拓展了新

觀的或虛擬的影像世界。影像與「世界」關

的領域與空間，質疑與否定從未間斷。當

係的層面。數字化成為日常生活常態，影像

攝影作品經歷由「宣傳品」轉為「作品」，再

與現實生活的距離越來越小。互聯網技術

轉為「商品」時，其產業特性逐步彰顯，呈

與數字技術的共同作用，讓影像的流通與

多元化生態環境，新的變化與形態總在不

擴散更為便利。與之而來的變化也更明顯，

斷更改與創新著攝影的外延與內涵。從表

攝影對象，我們可以真實紀錄，也可以主導

面看，危機來自攝影的外部，攝影又回到了

表達，既可以是過去時，也可以是現在時與

一百多年前同美術融合發展期。攝影從傳

未來時。不再局限於對於已發生事件的紀

統到數字再到創意再到所謂的「計算」攝

錄與拍攝。

１２３

已經猶豫的攝影人，置於輿論的風口浪尖。

攝影歸為美術類，與數字化和網絡化有著密切關聯，「計算攝

令電腦完成。攝影可以脫離相機進行生存

影」無異於把原本已經猶豫的攝影人，置於輿論的風口浪尖。在當代

是上海師範大學教授林路的《前景堪憂的

藝術生態環境下創意攝影拓展了新的領域與空間，質疑與否定從未間

由相機完成的攝影拍攝或製作的環節，指

斷。

最近攝影界兩件事引起高度關注，一

攝影創作者。完全倚重於網絡，當下

具。附屬誕生了一撥所謂的「網生代」攝影

最為明顯特徵，攝影作品的作者化極為突

群體。是指非專業主義的攝影人，以網絡

出。當然純客觀紀錄仍與主觀的攝影創作

為媒介，拍攝、製作並消費用影像圖片，摒

並行，成為當下攝影的主流。這塊涉及到心

棄專業主義的條框與理論限制，以表現自

理學、美學與社會學。既有潛移默化，也有

我和個性釋放為特徵的青年攝影群體的作

斷崖式的。當下分化極為明顯且表現風格

品。據網絡統計，當下媒介與網絡圖片的

各異，傳統的報道攝影在變化，既向專業主

絕大部分為非專業主義攝影者，也即「網生

義過渡，也向大眾化過渡。一個不言的事實

代」攝影者所提供。除了他們因生活的便利

就是，攝影的話語權力已交還給了大眾，攝

在「現場」外，更多的是他們迎合公眾話語

影記者和主編手中的攝影話語權已漸漸失

權，有獨特與網絡話題，和超前的視覺關注

去分量，甚至不為大眾所關注，因為攝影網

度及畫面衝擊力。而攝影設備的低廉化與

絡化平台已經不再受限，而是更為廣闊。

網絡的大眾化只是給他們的傳播平台提供

圖片本體。從語言、形式、結構、敘事、

了便利的創作條件和更大的空間與展示場

形態、類型等方面，無一例外地印有網絡符

所。當然，我們並不排除一些獨特的，如關

號。網絡時代，影像文本的本體存在方式

乎「政治」的領袖影像或「國家大事」還在

發生了變化。基於數字技術，網絡傳播介
創作和存在的方式更趨靈活多樣、變化莫

由一些專業主義從業者在經營。
4.「網生代」攝影群體的後現代社會
「表像」

測。存在於攝影者手中的照片與存在於網

觀念的解構。解構權威，個性敘事。作

絡中的圖片，其以上各種特質，完全不同。

為後現代社會的特徵，在網絡化時，被放

借助網絡，形成了一個更為廣闊的虛擬空

大到了極致，攝影者不再被影像「權威」所

間，一種更新形態的文化。

禁錮，以攝影釋放自己的話語與看法，網絡

質的攝影，成為重要的網絡語言，攝影的

攝影的話語權力已交還給了大眾，攝影記者和主編手中的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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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語權已漸漸失去分量，甚至不為大眾所關注，因為攝影網絡化平台

已經不再受限，而是更為廣闊。

圖片接受者的觀眾與市場。主要體現

也同時在消費這種大眾視角的影像圖片。

在觀眾、批評家、媒介輿論、營銷等方面。

攝影從來沒有像當今這個時代，這麼「接

攝影受眾接受層面。互聯網媒介對攝影受

地氣」，有著廣泛的人脈與接受度。理論的

眾層面的影響明顯，受眾與公民、網民幾乎

顛覆。在攝影專業主義統領下的攝影生態

重疊。網絡促生了一個攝影「全媒介營銷時

圈，「決定性瞬間」、「現場紀錄性」傳統攝

代」，網絡主導性和新興作用越來越明顯。

影的諸多經典理論，已無法阻礙人們用攝

體現了始於網絡、終於網絡的特性，並開始

影去表達，況且「決定性瞬間」即便無法完

具有了「速效速逝」特性，圖片由一種藝術

成，還可以攝影視頻的方式解決。數字技

品開始向快餐消費品過渡。
3.攝影的網絡化生態特性

術的普及以及網絡的大眾化，已為使用手
機或便攜式相機的群體們玩得嫻熟，其功

與攝影無關的「專業主義」的讀圖時

能被演繹得淋漓盡致。以致於一些國際著

代。網絡化之前，攝影專業主義占據主流話

名媒體取消了攝影專業人員。「網生代」攝

語權，並具有極為獨特的影像特權，攝影是

影群體不是攝影自身的特性決定其屬性，

一種表述與展示的權力，引導並規訓著讀

而是其外在的網絡的關係導致的，與攝影

圖的規則與語法。隨著影像創作與消費人

自身並無多大關係。最終由攝影本性之外

群的年輕化等網絡化，手機攝影成為日常

的因素導致攝影內在特質的變化。

生活的一部分，並日益成為繼文字之後重

二、從數字攝影到計算攝影

要的交流語言。又由於數字技術以及WEB3.0
技術的應用，網絡成為攝影的重要媒介工

攝影數字化後，受攝影本體客觀、真

戶數，每天活躍用戶近一千萬，成為國人手

由一個小圈子擴大到整個藝術生態圈。其

機的通用新聞客戶端。網絡化攝影的生存

原因大抵如下。
1.作為生活方式的攝影

方式，其實與攝影本體與攝影藝術並無關
聯，只與受眾的攝影消費習慣有關，而基於

當下攝影，已不是高高在上的純藝術，

網絡消費習慣的大數據，把受眾的愛好與

而是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與大眾密不可分

特性全部提供給創作者，非「專業主義」的

的生活方式，成為與「柴米油鹽」一樣不可

攝影者基於數據進行創作。對於報道與紀

或缺的現實組成部分。數字化之後，日常生

實，網絡化影響也極為明顯：媒介特性愈

活中無處不在影像已經完全網絡化，網絡

發張顯。據中國攝影家協會研究表明，「新

改變了現實的節奏與主題。從拍攝層面看，

媒體打造攝影傳播新陣地，攝影作品成為

攝影非專業主義流行，任何群體或個體，把

網絡環境下信息傳播的最佳載體之一。據

攝影作為語言應用於日常生活，無需專業背

騰訊網透露，每秒鐘通過騰訊微博和微信

景與高端器材。傳播層面則採用自已認為

平台發出的照片數量數以萬計，而該網站

適合或者認可的平台與客戶端進行發佈或

新聞頻道的流量貢獻百分之八十來自於圖

者傳播。消費層面，則是網絡粉絲或相關群
圖比文字更有表現力。攝影深入到大眾血

片」[注四]。
3.與創新、時尚、親民緊密關聯的攝
影話題

脈與呼吸中，網絡也因影像的加入而更加

照片關乎網絡，而不關乎攝影，「網生

豐富、更為準確。照片比語言文字更形象地

代」的個性愛好與時尚等話題成為網絡圖

講述「故事」及其背後的故事。而攝影的專

片消費的主流。面對這一現象，「網生代」

業主義的路則是越走越窄，當前不少大型

攝影群體冷靜分析，從中總結出攝影創作

媒體取消攝影部或解散攝影人員，就是攝

可作借鑒之法：不僅被動地紀錄，還可主

影作為生活方式的攝影功能已開始替代專

動表達，並且是任何群體都可隨心隨欲地

業主義攝影了。
2.產業化商業模式

表達。最近走紅的無論是創意攝影抑或觀

體的觀看與消費。網絡生活「無圖不歡」。

「網生代」攝影群體不是攝影自身的特性決定其屬性，而是其

壓縮，為創意攝影的拓展了空間，也將攝影

外在的網絡的關係導致的，與攝影自身並無多大關係。最終由攝影

的純技術團隊僅一年半內拿下了七千萬用
本性之外的因素導致攝影內在特質的變化。

實性束縛，攝影人的個性主觀表達被極度

念攝影，其創新路數，大抵相似。受歡迎原
因，就是在圖片中混合愛情、偵探、穿越、

快速壯大，步入「大航海時代」。人們已不滿

歷史、科幻、恐怖等類型元素，這類作品創

足於被動觀看，偏重於主動表達，尤其是手

作法則，就是在熟知與陌生、期待與新奇之

機的大眾化，各種介於紀實與表演或其它

間自由切換，使不同的讀圖者能在差異性

臨界狀態的照片如潮水般呈現。個性化的

體驗中產生不同的情感，體會到讀圖消費

商業圖片網站、綜合性的網絡圖片庫、極具

的痛苦和喜悅。圖片的網絡化生存，尤其是

特色的微信圖片平台，以及移動圖片攝影

現實生活中的多重「故事」，展現與陳列在

等方式，其背後都是商業模式的推手。這一

w e b site,可以是戀人、親人、朋友間溫情故

模式與傳統攝影的商業模式不同，從其一

事，也可以是愛恨情仇糾葛。這些是報道與

開始，即與大數據聯結在一連，至於創作者

紀實攝影所無法完成的，攝影者各有自己

身份並不重要，關鍵在於商業模式背後的

的慣用套路，卻規避了千篇一律，並在一定

數據計算。《今日頭條》創始人張一鳴（二

的框架裏進行創新，不斷構建出各種新奇

○一三年）說[注三]，他不是新聞專業出

的故事框架和戲劇衝突，吸引觀看者目光，

身，沒有任何媒體從業經歷，單純用計算機

實現商業和美學的有機融合。關鍵在於如

重構了分銷內容，一個沒有主編和編輯部

何將攝影創作與市場需求、社會心理無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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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和傳媒的迅猛發展，讓影像市場

嫁接起來，用考究的藝術品位與奔放的自

要是數字技術、市場經濟與社會制度三種

由創意，達到調和娛樂功能與傳播正能量

力量共生的結果。
1.數字技術的催生攝影的可能型態

效果。
4.拍攝製作模式化、市場化

技術是推動社會變革的主動力，被學

當下的攝影呈現產業化特徵，即便是在國際上頻頻獲獎的報道攝

影也開始出現該傾向，把紀實作品的照片，採取藝術化的後期加式手

１２６

法，進行傾向性調整，呈現出真實的事件的非真實的影像傾向。

當下的攝影呈現產業化特徵，部分攝

者稱之為「第三次工業革命」[注五]。以數

影師以市場為導向，運用商業模式進行攝

字技術、網絡技術為特徵的信息時代，具

影的創作或「生產」。即便是在國際上頻頻

有加速度、累積性、整合性[注七]。數字技

獲獎的報道攝影也開始出現該傾向，把紀

術催生了網絡經濟，為適應網絡時代的傳

實作品的照片，採取藝術化的後期加式手

播特性，媒體無可選擇地應用了網絡，網絡

法，進行傾向性調整，呈現出真實的事件的

化媒介具有空前化的包容性，綜合了文字、

非真實的影像傾向。還有一種方式，依據時

圖片、聲音、視頻及數據庫以往所有傳統媒

下熱點話題，摸擬或導演一種類型的經典

體的信息格式，提供者與接受者平等地溝

影像。如劉錚的《九一一》，從現實中又高

通與交流界面，改變了傳統媒介的單向和

於現實的「經典」畫面中，專業創意人員可

線性特質。同時數字技術的迅猛推進，增強

調整照片的設置和人物的命運，一旦影像

了信息處理和傳輸的能力，信息形態更加

製作不夠精良或情景不夠吸引人，就停止

多樣融合，使用更加自由，交互性更強。北

拍攝。工業化的創作生產也不是要完全迎

京電影製片廠一老退休劇照師感慨說，電

合觀眾，而是要在充分考慮觀眾觀賞需求

影中的劇照攝影行當消失了，數字電影影

的前提下，展開合理巧妙的藝術想像，這就

像，隨便一幀畫面便可當作劇照。原因就是

對創作者構思和敘事的智慧提出了更高要

適應網絡化攝影媒介的傳播與生存特性。
大衛‧坎貝爾（二○一四年）[注七]的

求。
在目前數字相機攝影表達手法窮盡

「計算攝影」概念。認為所有的圖像都必

時，一些新的手法與方式的出現便是不可

須經過處理才可能存在。傳統意義上，相

避免的，並且假借攝影的外衣，出現在網

機是影像記錄的工具，在快門按下的一瞬

絡攝影平台上，這便是目前網絡上說的「軟

間，攝影師完成了創作，無論後期作何種調

件」攝影，或是大衛‧坎貝爾的「計算」攝

整，影像的基本特徵都在按快門的一瞬間

影。照片的表現方式與風格流派有很多，

決定了。網絡化之後的攝影，仍理所當然地

無論是報道、紀實攝影還是藝術或觀念攝

認為相機是創造影像的工具，是一個「較

影，都需有一種適應表達者的方法與手段，

大」誤區，「網生代」攝影群體將相機理解

衝破手段與規則的束縛去表達，「網生代」

為收集數據的工具，其作用是「將場景中

便順理成章地成為理由了。

的數據盡可能的收起來，然後通過先進的

三、內在因素與外部生態

計算技術將數據處理成最後的照片。這使
得「原始影像」的定義變得模糊，因為在按

「計算」攝影，其實是攝影的一種延

下快門的瞬間得到的影像並不是一張完全

伸，也即攝影創作過程向後端延伸，從較為

成型的照片，攝影已經變成了「計算攝影」

長遠的視角看，人類社會經歷了農業、工業

（computational photography）的，「數據

和數字化三次變革，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源於

收集」過程。「計算攝影」中沒有真正的「原

美國，波及全球的以互聯網為標志的數字

始影像」，最「原始」的就是R A W文件，R A W

化革命，比前兩次革命給社會帶來的變化

既非顯像也非潛影，而是傳感器記錄的數

更深刻、範圍更廣，有劃時代意義，從而帶

據。在傳統攝影中，膠片與原始數據的後期

動社會走向「地球村」的時代。我們認為主

並不是攝影的一部分，抑或不是攝影行為

播的主流觀念也隨之改變，習近平總書記
也曾作過關於媒體變革的想法與思路的講

藝術工具化

網絡傳播

傳播媒介化

產業形態

不確定性

本體定位

不明確性

話。攝影作為媒介（也包括藝術攝影或觀

攝影創作形態與創作模式，攝影媒介

念攝影），在網絡傳播時代，有了巨大的變

在網絡化生態環境中已不是單純的藝術門

化，這些變化體現在我們可見可察的日常生

類，而成為日常生活的一種方式。深層次原

活行為中。攝影作為媒介爭議不大，但作為

因較為複雜；攝影本體的特徵也步入困境，

產業，已成為爭議熱點，但攝影產業化發展

當代攝影的現狀格局紛繁複雜而不可預

步伐並未因此減速。網絡媒介的創新與變

期，攝影的眾多可能性為其未來發展以及

革在大數據與雲平台的支持下快速嬗變。

對其它藝術門的影響為攝影產業與攝影本

「計算攝影」其實是這一前提下的「新現

體設下了諸多謎局；網絡化對於攝影的影

象」，因社會的需求與經濟的發展迫使攝影

響，攝影媒介因網絡對於現實的干涉與影

快速轉型發展。
3.視覺表達與圖像敘事的轉型

響得到了強化，這種強化在未來的可能性；
攝影產業現在的對策與未來發展戰略；未

僅從網絡傳播角度看，當下攝影理論

來攝影媒體的可能性都具有不確定性；關

者研究重點，由「拍什麼」轉化為「怎麼拍」

於攝影當代定位與評價，新媒介環境，都為

再轉化「如何看」照片。這背後其實涉及

重寫攝影史，重新定位攝影提出了現實要

到視覺表達與圖像敘事轉型。傳統攝影時

求。

代，我們習慣於視覺表達的創新；網絡時
代，我們也要習慣於圖像敘事轉型，圖像不

四、網絡化生存的困境與格局

僅有紀錄特性，更重要的是其敘事功能。從

1.攝影行業─事業─產業

攝影史的角度來看，林路教授的擔心不無

「計算攝影」其實是攝影產業化的表

道理，一百多年前，攝影歷經千辛萬苦從美

像，並不是沿襲著傳統在發展。一直以來，

術中剝離出來，而今又回到了原點，把攝影

有關方面把攝影僅作為事業在經營，主要

再次劃歸到攝影美術類。在沒有劃歸之前，

是作為國家與官方意識形態的工具，兼或

攝影史已經不是攝影師、攝影家及其風格

有藝術成份與因素。作為產業，一直沒有成

表現出來的歷史，而是影像所展現的思想

熟的內部與外部環境，既便在數字化與網

史和行為史，和對文化實踐反思的歷史。既

絡化的催化下，其產業成熟度仍不高。雖然

便如此，攝影已經回不到一百多年前了，攝

從行業向事業的轉化早已完成。當下，從事

影已不是原來的攝影了。
4.雲平台與大數據

業向產業的過渡且不成熟，網絡化蘊藏著
一切可能。這個轉化正在進行中，量的積累
終會達到質的突破。作為以高科技為支撐

影與當代藝術的界線的模糊，攝影不再是

的文化產業，「計算攝影」與傳統攝影的契

一門獨立的藝術，而成為所有藝術門類的

合度並不高，但「計算攝影」其載體展示與

一種表達與敘事的工具。其創新特性主要

傳播的基本特質仍然沒變。
2.商業化模式與行業監管
「計算攝影」的歸類頗有爭議，網絡

１２７

攝影的網絡化生存，首當其衝的是攝

表現在以幾方面：
攝影網絡化發展創新

一百多年前，攝影歷經千辛萬苦從美術中剝離出來，而今又

趨勢已無法扭轉。當下官方關於媒體與傳

本體對象

回到了原點，把攝影再次劃歸到攝影美術類。在沒有劃歸之前，攝

影響或許還不會衝擊到影像本身，但這種

形式
日常生活化

影史已經不是攝影師、攝影家及其風格表現出來的歷史，而是影像

「計算攝影」作為一種方式，對於攝影

內容
創作形態

所展現的思想史和行為史，和對文化實踐反思的歷史。

本身。
2.網絡媒介的創新與變革

化後，攝影在創作、傳播、網絡化、商業、

攝影產業會成為文化創意產業的重要力量與支柱。作為以高科

技為支撐的文化產業，「計算攝影」與傳統攝影的契合度並不高，

但「計算攝影」其載體展示與傳播的基本特質仍然沒變。

監管模式五方面有變化。「計算攝影」正處
在創作模式的前端，其究竟是歸於文化產
業還是高科技技術行業尚難定義。具體要
從創作實踐、商業模式、產業發展，及消費
模式等方面來考察。探析出時代特徵及其
背後經濟歷史原因，現實存在與發展的可
能性，並從其流程與發展角度分析其未來
的方向與可能性。
攝影產業轉型要研究攝影消費結構的
規律性變化及其對經濟的作用，並為創意
產業的發展尋找消費需求理論作為支撐。
我國社會的發展變化帶動了新的市場需
求，通過市場機制作用配置資源，推動了攝
影產業的結構調整和優化。
行業監管分藝術行業管理和商業行為
的監管。目前國家在這一塊尚未有成型的
產業和產業監管。攝影創作與發展的多元
性與可能性，讓攝影與現實的關係愈發複
雜，為監管帶來不可駕馭的因素，本文旨在
從現實與西方的實際作法，以及現實發展

I m a g e_2014 C a m p b e l l r e p o r t, w w w.
worldpressphoto.org.
[注三]陳序《主編死了》(中信出版社，二
○一四年十月)，頁一五五。
[注四]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組織編寫《二
○一三年中國藝術發展報告》(中國文聯出
版社，二○一四年三月)，頁三三三。
[注五]一九五○年，以計算機和互聯網等數
字技術為代表的新信息技術革命，即戰後
信息革命，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以
系統為中心」，計算機主機為主，二十世
紀七○至九○年代，以IBM壟斷市場百分之
七十份額為標志；第二階段「以個人電腦
為中心」，二十世紀達到末達到高峰，其
標志是IBM、微軟、英特爾各自在硬件、操
作軟件和芯片領域的壟斷地位；第三階段
「以內容服務為中心」，二十世紀九十年
代開始，二○一五年進入高峰。
[注六]支庭榮：《西方媒介產業化研究》
(廣東人民出版社，二○○四年)，頁三七。
[注七]D a v i d C a m p e l l I n t e g r i t y o f t h e
I m a g e_2014 C a m p b e l l r e p o r t，w w w.
worldpressphoto.org.

的現狀進行探索與研究，找出可供有關方
面對照且有實際應用價值的方式方法。
3.理論的支撐與發展的可能
任何一門產業的發展都需要理論的支

Study on the net wor k sur vival
of photography and "Net generation"
photography

１２８

撐與實踐的映證，在急遽變化的網絡時代，

Sun Yulong(Beijing film academy)

這兩方面都是有不足，需建構或完善，重構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network

攝影的理念與框架體系及美學建構。新傳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t generation"

播環境下，攝影中的紀實與藝術攝影對數

photography group, sort out from traditional

字化與網絡化表達出不同的應對態度和方

photography, digital photography, creative

式。紀實與新聞攝影表現最為激烈與直接，

photography, "computational photography"

藝術攝影則相對柔和平緩些。但最終，攝

phenomenon of the logic and the history

影創意產業價值鏈與攝影產業生態鏈及攝

of development, the paper analyzes the

影外部環境和公共服務平台相互依賴、彼

internal factors and external photography

此作用的關係必將形成，但必須我們的再

network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實踐、再發現與再重構。

dilemma and the pattern of the network of
photography after the exploration mode.

[注一]摘《上海東方早報》二○一五年一月
二十八日。
[注二]D a v i d C a m p e l l I n t e g r i t y o f t h e

Keyword: Net generation, network
survival of photography, development of
photography.

編後絮語
■ 子 夜
本刊執行主編
日月盈昃，一年四季，秋收冬藏。金秋時光正是收獲的季節，大自然慷慨地向人類贈送禮物。作為編輯，
也希望同作者一起，為讀者獻上豐碩的研究成果。本期幾乎所有欄目，都有值得在編後要說一下的衝動。
每期的特輯都是我們首先精選的頭菜。本期以「中國古代政治思想論叢」為題，相信會引起讀者的關心。
所選三篇文章，可從孫美堂的文章為先，看到中國古代政治文化中，最關注的還是建立整體的公正和秩序。孫美
堂對被不少學者稱道的「王道」政治理想進行了反思，認為其中缺少由個人善向社會善過渡的必要環節，因此試
圖將其不加批判地改造，直接用作當今社會治理和制度重構的良方，是不現實的。西方啟蒙運動以自然法為前
提，以契約倫理為原則，通過自由超越，完成由個體的理性和自由向整體的公正和秩序過渡，可以作為我們反思
「王道」政治、建構公共秩序的一面鏡子。
顯然，這個課題是重大的，不妨提供一下該領域的其它論述，而單江東的文章恰恰提供了另一種研究成
果，就是以「人權」的異化與推演，詳評了儒家在道德權利與政治權利方面的要義，尤其是儒家的「公私之辨」
和「義利之辨」標志出政治倫理原則和「以德限權」的社會治理特色，以「公權利」揭示人的自然權利，以其公
平性和自然性引申為人的道德權利；再以道德權利為基礎推演出人的政治權利， 而「私權力」則僅為政治權利
的異化形式，其極端化的結果就是「以權謀私」。作者不但注意到儒家的道德權利與政治權利影響了中國社會的
思想和制度傳統，而且認為其思想特色通過「為人民服務」等原則亦被創造性地運用於當代中國執政黨的治國理
政事業之中。
這兩篇文章對比來讀，應該很有意思並可開啟我們更多的思考。至於許廷長論張之洞與繆荃孫新政思想之
異，則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在古代政治中，在實踐公正和秩序問題上所出現的矛盾和衝突。相對整個中國古代政
治文化研究而言，這也可以看成一種值得參考的具體個案。
當然，以此紅線貫穿下去，我們不妨可以順讀「中國研究」的兩篇文章，基本也是從兩個個案反映了中國
古代政治文化的演變。一是鮑新山簡析了北宋祖無擇腐敗案的起因及其影響，讓我們一窺當時政治對立和朋黨之
爭的真實背景；二是張春田以報刊和輿論為中心，論述了清末民初南社人重建政治文化的努力及其破產的過程，
讓我們借以見證新的「政治文化」在民國初年的蛻變。
本刊推出「中外交流」欄目後，發表了多篇有關中朝／韓文化交流的史料研究，本期再刊發由章琦撰寫的
《旅行的思想與文本》，文中所提的李喆輔《丁巳燕行日記》，是乾隆初年一部富有特色的燕行錄。作者在日記
中表現出強烈的華夷意識、敏銳的現實體察、深厚的朱子學統以及沉重的政治話語，因對中朝文化關係有所反
映，是一個不得多得的文獻。研究中朝／韓交流的史料，近年逐漸成為顯學，相信這篇文章也會引起大家興趣。
自從上世紀末，本刊設立文學藝術專欄後，幾乎每期都有力作推出。本期則是曾在美國任教、目前在中國
陝西執教文學課程的吳進教授的新作《粗鄙語的浮沉和反強》，為我們展示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一個獨特軌
跡。作者一方面認為，粗鄙語是一種廣泛的存在，只是由於其冒犯文明的性質很難進入文學，但正是在這種意義
上，粗鄙語進入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成為具有文化史意義的重要事件，另一方面，作者指出，新時期文學中粗鄙語
開始大規模回歸，但這是知識份子經過底層洗禮後符合邏輯的現象。閱讀這樣的文章很有意思，讓我們從中看到
在整個社會趣味由雅轉俗的過程中，語言轉型、革命對文學的要求、作家身份變化、社會心理變遷等諸種因素，
都可能共同作用出某種值得注意的結果。這些恰恰都是以研究文化中國為使命的本刊關注的動向。
本期尚有多篇本應特別向大家推薦的好文，唯篇幅有限，無法一一落筆，望讀者自行選讀品味。唯需提及
的是，萬光軍所撰《取法乎上可以無訟》一文，是對目前儒學爭論的一個表述。本刊「學術爭鳴」專欄是專為大
家提供不同意見爭辯的。在一個多元化和全球化的年代，這種爭鳴是必要的和健康的，我們希望大家能充分利用
這一專欄。而在其它專欄的各個學術領域，我們也期待出現「百家齊放，百家爭鳴」的討論氣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