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論語

我們一起走出貧困落後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十一月在廣西，通過廣西政協的協力基金會合作，探訪了四個新的貧困縣，約二百個高中一
年級學生，且分組時每次可以和五到十位深入交談，再一次走進孩子們眼淚交加的世界。
很多女孩講到父親為供她們受教育，工作非常艱苦，莫不強忍眼淚。有一沒流淚的女生，
冷靜、沉鬱、悲愴地說一家共四姐弟讀書，父親收入無法足夠，就去賣血籌款。由於太瘦，體重
不合格，就放兩塊石頭在袋中，使可賣血。這女孩很堅強而悲苦，沒有流出眼淚，但我們卻淚盈
於眶了。
探訪幾個貧困家庭，聆聽很多愴痛的故事，使我們回憶自己少時為家庭與父母擔心的經歷。
今天我們環境已改善，我們必須盡能力，使下一代知道，我們很關愛他們，叔叔阿姨們看他們是
寶貝一樣珍貴，他們是有尊貴價值的人。只要努力，人生一定滿有希望！
大家帶著對貧困區的唏噓歎息，回到南寧。我們在廣西的扶貧助學，已是第十三年，幫助了
一萬人次的同學。美國與香港文更在雲南也幫助了約三千人次。很大部份人我們都關懷著成長，
看他們從小孩到青少年，到成人，就像自己兒女一樣。
在南寧四十多位大學畢業或在大學讀書的舊同學，到酒店與叔叔阿姨會面，大家很高興。第
一年資助的唐洪波，是同學的大姐，非常優秀，由於經歷到關愛，出來工作時，就以微薄薪酬幫
助窮學生，後在農村直接選舉成為人大代表，之後成人大主席，如今已成招商局副局長，她今次
抱著孩子來見我們，從農村羞澀少女，成為充滿能力的少婦了。二姐黃美玲，當年因不夠學費，
且有重風濕，差點要自殺，但得資助後，已成資深醫生，且因自己到中國教會追求上帝，在一次
見到一老教授，因禱告而癌症痊癒，自己當晚思念上帝的大能，她竟經歷神跡，多年風濕而完全
消失，至今有很深的靈性追求，充滿喜樂。
很多女生都結婚生子，也有男生做了小老闆，每一個都已脫貧了。仍在大學的，都已脫胎
換骨，充滿自信。當年一見我們就哭的班樹蓉，大專最後一年去實習，有了收入，就主動告訴我
們，不用再資助了，文更同學品格很高貴。
回想多年前在農村或縣城見他們，都帶著家庭貧困的很多悲苦，憂慮與眼淚，我們每年探
望、鼓勵、關愛、伴他們成長，看他們如子女。如今都長大成人，從前原都土里土氣，現在男的
變得英偉而有理想，女的變得漂亮成熟，有些已成母親。生命都有了盼望。
為了他們，我放棄了高薪的機會，堅持了二十一年，因祖國的人民和孩子都是骨肉之親。
我三十多年前為中國的苦難，大有憂愁，心裏時常傷痛。終於在上天恩情呼召下，放下一切，建
立文更團隊，回到中國與同胞同行。我們付出所有可能的學問、精神、體力、金錢，終於為祖國
栽培了一群有道德和理想的年青人，也向政府反映草根大眾的困苦，提出體制改革與反腐敗的意
見，至今已見成果。於是，文更除了持久地推廣學術文化交流外，也形成了獨具一格以關愛為特
徵的扶貧文化，也即一種以關懷中國普遍民眾的道德文化。
據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一月二十三日召開會議，審議通過《關於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

定》，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會議要求，到二○二○年通過產業扶持、轉移就業、易地搬遷、
教育支持、醫療救助等措施解決五千萬左右貧困人口脫貧，完全或部分喪失勞動能力的二千多萬
人口全部納入農村低保制度覆蓋範圍，實行社保政策徹底脫貧。
我們十分高興，中國終於在體制上全面走上脫貧之路，我多年上書中央，所尋求的終於在體
制上確定了。我很慶幸，在中國最艱苦發展這二十年，我們文更團隊沒有在海外舒適的環境中沉
醉，也沒有像一些知識份子般在海外批評中國，卻聽從上帝的呼喚，用耶穌基督的方法，以無條
件的愛，犧性自己，以行動回到祖國大地，走入困苦人民之中，去擁抱和鼓勵後一代青少年，站
起做有尊嚴的人。
感謝團隊中人，如梅叔叔、王阿姨、李媽媽、洪阿姨、黎阿姨等等，十多年如一日，愛護孩
子。他們都是上帝的天使，因有感動到中國服侍貧苦的孩子，是天國的使者，將美善與喜樂，帶
到中華大地。這些歲月，不單孩子們已長大脫貧，我們也目睹中國開始富強。我們在這過程中，
付出了生命中所有的愛去參與，並將民間疾苦告訴中央，建議社會體制改革。農村學生已得九年
免費教育，很快有高中免費，且窮孩子有營養餐，城市已開出農民工教育，政治上取消了勞教，
反腐敗正切實執行，中國各方都在改進中，人民處境在改善中。這是我們最感欣慰的，我們參加
了這建設歷程。
下面是一位同學傳來心聲，她來自廣西貧困的資源縣，今在桂林讀大學――
我們曾自卑，我們曾木訥，我們也曾悲觀。我們曾感嘆命運的多舛，也曾停止前進的步伐。
有一天，我們遇到了很多人間的天使，他們一直施以溫和的微笑，暖心的擁抱。教我們愛。
愛是陽光，教我們樂觀；愛是雨露，幫我們從內心的陰霾走出；愛是除塵劑，拂去世間的塵
埃，生活從此多彩。
歲月雖已荏苒，卻留下了安靜與豁達。多年後，我們依舊保留著那份純真與乾淨，以赤子之
心，描繪自己的人生。亦如文更叔叔阿姨一般，用愛溫暖他人，溫暖自己。
在漫漫旅途中，我們，從未忘記。
還有我們在廣西資助成長的同學肖慈柳送給文更的一段心聲，她大學畢業後在廣州天河工
作。我們的孩子已成長了――
什麼愛，厚重而深沉？
什麼愛，細長而深遠？
什麼愛，如泉水如泰山？
什麼愛，如天空如大海？
文更的叔叔阿姨對我們的大愛已然如此
十二年了
從那時起，他們撐起了一個個年少的夢想
從那時起，我們喚他們為叔叔阿姨
從那時起，我們每一年都在成長
從那時起，他們一直大愛無疆
直到現在，我們朝著夢想前進
直到現在，我們也被別人叫叔叔阿姨了
直到現在，我們上大學了，工作了，或是成家立業了
直到現在，他們一直都陪伴著我們
感謝我們成長的路上，一直有您們，我們會把這股愛的力量一直延續下去，幫助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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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對話

中國全球戰略與精神文明
──關於文化影響力與國際戰略的對話
■ 徐以驊
上海復旦大學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摘

要：本期對話圍繞文化影響力

但仍欠缺非可見的哲學智慧，如孔孟老莊

和全球戰略的課題進行。對話的雙方注意

等思想，未將中國最精髓的文化價值表達。

到，目前有關全球戰略的研究，在中國可

從全球範圍來說，如何使外國從精神和文

能還沒有一種很深的精神方面的文化思

化層面理解中國，進而尊重中國，當是中國

維。中國在海外推廣了許多自己的傳統文

建立軟實力的重要戰略。

有關全球戰略的研究，在中國至今可能仍缺乏一種深度的精神

文化思維，亦即缺乏文化戰略。從全球範圍來說，如何使外國從精

神和文化層面理解中國，進而尊重中國，當是中國建立軟實力的重

要戰略。

化，包括教授中文或者太極拳、舞獅舞龍

加拿大的高層官員曾問我，有關中國

等，有一定影響力，但這不是中國文化精

的做事方式，為何總是西方不能預測和理

神的全部。在全球範圍來說，如何從精神

解，我告訴他們，因為你們總是按西方的

和文化層面理解中國，對包括基督教文化

邏輯直線思維，中國卻是易經式思維，注

在內的全球性現象，不是僅僅以防範的對

重發展變化中的不斷平衡。西方常錯誤判

象來看待，而是如何結合中國實際進行消

斷中國，就是不明中國平衡之道。中國有時

化，化為一種正能量的，即變成一種龐大

看來政策收緊，外國大事批評，其實那只

的中國自己的精神力量，對世界產生正面

是平衡過程，很快又會有開放政策。外國

影響，這在全球大國博奕的環境中值得注

很多智囊和評論員，大都誤判中國，主因就

意。兩位學者並就「信仰中國」這個概念

是不認識中國思維，不懂易經平衡之道。我

進行了討論。

對中國的分析和瞭解，常比外國專家準確，

關鍵詞：文化影響力，全球戰略，信
仰中國。

令外國政府人員也要參考，從而不再隨便
批判中國。主因在我瞭解中國精神文明，並
使外人尊重這文化，這就是軟實力。

中國精神文化與全球戰略

中國的文化軟實力戰略，也應包括中
國本身的基督教文化。中國以前是以防範

４

□：徐教授你是研究國際關係的，有

的態度來看基督教，認為基督教是帝國主

關全球戰略的研究，在中國至今可能仍缺

義侵略的先鋒，如果只是一味防範，就很

乏一種深度的精神文化思維，亦即缺乏文

難去思考如何把基督教化為一種中國內部

化戰略。例如中國在國外辦的孔子學院，

的正能量。中國基督教須轉化成一種中國

做了許多工作，但大多只是教授中文、太極

自己的精神力量，反過來去影響到西方。這

拳、舞獅舞龍等，這屬可見可聞的語言、藝

是有關戰略性的思維。在全球大國博奕的

術與運動文化，當然有一定的文化影響力，

環境中，我們往往看到西方國家會以民主、

僑胞很多是有宗教信仰的，但我們並沒有

家和群眾基本是沒有影響力的，文化影響

把這一巨大資源變成對我們國家有利的東

力包括宗教影響力都很薄弱。我很想知道

西，反而往往變成不利的因素。

你是如何切入這個課題的？

中國基本上沒有文化的全球戰
略

信仰中國的意義
原因就在於國內長期以來對宗教的
看法負面，並沒有把宗教看成是國家綜合
國力的一個組成部分。所以我們要做這方

個文化的全球戰略。文化在中國的對外關

面研究，並且已經推出了一些成果，包括

係中起到什麼作用，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

我們提出的「信仰中國」概念。「信仰中

課題。從我們研究機構來看，我們不但研

國」我們翻譯為the Believing China，這

究基督教，也研究其它宗教，如果說中國

是造出來的，當然也可以翻譯成Religious

對外關係中沒有一點精神層面，這可能是

China，但因為信仰中國包括了很多民間宗

個誤解。中國的宗教也一直在走出去，這

教信仰，而按照國內的界定，許多民間宗

裏有兩個方面，一個是隨著中國人大量移

教信仰並不屬於宗教。對於信仰中國，說

居國外而自行走出去；另一個是通過公共

來話長，如果有關於當代中國的宏大敘事

外交和民間交流管道走出去。目前除宗教

的話，可以歸納出這樣幾個：一是政治敘

組織本身外，國家宗教局、民間組織、跨

事，就是紅色中國和自由中國，這種敘述

國公司等很多機構都在宣導宗教走出去，

最初是在抗日戰爭期間形成的，當時有蘇

舉辦此類活動，例如道教論壇、佛教論

區、國統區和敵佔區，解放戰爭後就變成

壇、伊斯蘭文化節、基督教領袖論壇、聖

紅色中國和自由中國，這是國共內戰和全

經事工展覽等等。我們也可以看到很多宗

球冷戰的產物，於是在整個華人世界裏，

教代表團出去訪問，這些活動非常活躍。

形成一道政治、思想和心理上的鴻溝。這

問題是這些活動同中國作為一個宗教大

個政治敘事隨著兩岸關係的解涷和緩和，

國，相稱還是不相稱？從各種資料來看，

東亞冷戰結構的瓦解，已經越來越失去解

中國可以說不僅在歷史上是宗教大國，而

釋力，現在海峽兩岸都很少用了，儘管還

且是新興宗教大國，是一個具有優秀宗教

有一些殘餘。但隨著政治敘事退出舞台，

傳統和豐厚宗教資源的國家，但還算不上

取而代之的是另兩個中國敘事。一個是杜

一個具有世界性投射力的宗教強國。實現

維明先生提出的文化中國，並把文化中國

宗教資源的開發和利用，使之成為中國全

分成三個意義世界，這個梁先生您應該非

方位走出去戰略的資產，還是有很大的距

常熟悉的，而且是你們學刊的名稱。雖然

離的，這個距離的形成是有很多原因，造

在這個敘事中，他把港台和新加坡作為文

成的後果之一就是宗教目前在中國對外關

化中國的一個中心，中國大陸反倒成了邊

係中成了一種負資產，因為所有這些走出

緣，但好處在於他把文化的這種流動性和

去的努力，所有的公共外交，都抵銷不了

開放性來消解政治的邊界性和封閉性，把

別人對你的攻擊和批評，形成不了別人對

整個海外華人變成一個擴大版的中國的一

你宗教政策的好印象，從而拉近與他國民

部分。不是一個民族國家的概念，甚至把

眾的情感距離。這同中國作為一個新興的

對中國文化有認同的外國人，包括政客、

強國地位是不相稱的，也同中國是世界具

作家、學者，企業家、記者等，都說成是

有最多僑民的國家，在海外有大量僑胞

其中的部分。但在其敘事中，中國大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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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說，中國基本上沒有一

把港台和新加坡作為文化中國的一個中心，中國大陸反倒成了

加影響力，反而到目前為止中國對西方國

邊緣，但好處在於把文化的這種流動性和開放性來消解政治的邊界

（遠遠超過印度）是不相稱的，因為海外
性和封閉性，把整個海外華人變成一個擴大版的中國的一部分。

自由和公義的精神價值觀去對其它國家施

經濟中國的宏大敘事，同文化中國的意義一樣，也是用經濟的開

放性和流動性，消解政治的封閉性、邊界性，把廣大華人社會變成擴

大版的中國，這是同文化中國相通的地方。

了邊緣，這正好折射了文革期間中國文化

板塊，第一塊是中國和港澳台，這是信仰

遭受的嚴重破壞，另外它也從側面反映了

中國的中心地帶；第二塊是海外華人社

當時國際經濟分工從高到低，即從港台新

會，無論你是信仰什麼，例如基督教，但

加坡到大陸的格局，大陸是生產的底端，

由於血統、信仰、語言或民族的關係，都

所以它是文化中國的邊緣，港台新加坡是

與中國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就成了這個板

生產的高端，所以也是文化中國的核心地

塊的一部分；第三塊是海外信奉中國傳統

帶，這樣在實際上把經濟生產的分工格局

宗教的外國信眾群體，因宗教信仰而同中

複製到文化中國中來，造成港台、新加坡

國發生關係，如洋道士和洋和尚等，這部

是中心，海外華人是週邊，最週邊的邊緣

分人會越來越多。這也是一個擴大版的中

地帶自然是中國大陸。隨著時間的推移，

國。很有意思的是，這同「中國」古代政

這種劃分顯然是與整個大中華圈發展的潮

治文明理念有相同的地方，去除民族主義

流是不相符合的，已經過時而不再適用

的因素，是以大陸為中心，週邊是諸夏，

了。這是關於政治敘事的，幾乎與此同時

再週邊是夷狄。在這個同心圓中，是有差

發生的是經濟敘事。關於經濟敘事，我們

序的，所謂的第一板塊中，中國大陸是中

查了不少資料，它有幾十種版本，包括長

心的中心，中國大陸擁有眾多宗教聖地和

三角經濟區，華人華僑經濟區，環太平洋

聖物如佛教三寶，所以中國大陸在信仰中

經濟區等說法，從廣泛意義上看，主要是

國方面有得天獨厚的條件。隨著中國改革

華人經濟區，其中最具涵蓋性的，是大中

開放的發展，中國也成了世界宗教商品最

華經濟區的說法，這是關於經濟中國的宏

大的生產地。我們體會很深的，是到東南

大敘事，這種敘事同文化中國的意義一

亞等地訪問時看到，那麼多的宗教商品，

樣，也是用經濟的開放性和流動性，消解

一問之下，都是從中國生產的。現在包括

政治的封閉性、邊界性，把廣大華人社會

聖誕禮品、耶穌聖像和聖經，最大的出口

變成擴大版的中國，這是同文化中國相通

國也是中國。可以說，這是中國對全球宗

的地方。而且，大中華經濟區最初提出來

教復興的一大貢獻，但這種貢獻沒有被國

也是以港台為中心的。這個敘事同文化中

際社會所普遍承認。這裏有許多因素，其

國同時出現，異工同曲，反映了東亞地區

中一個是無論是學術界，民間，政府，均

尤其是華人地區政治和經濟現狀。亞洲四

缺少在宗教領域敢於發聲和善於論辯的能

小龍中有兩個半是在文化中國區內，台

力。我們之所以提出信仰中國，就是希望

灣、香港和新加坡，這反映了儒家念茲在

能促成一種認識，即宗教不僅是國內社會

茲的核心關切，即儒家倫理如何推動資本

建設的重要資源，而且是中國對外關係的

主義的發展。這個很有意思，當然也對應

重要資源。你要同伊斯蘭國家打交道，就

了早些時候馬克斯.韋伯命題的兩端，資本

要懂得伊斯蘭教，如果通過自己國家的伊

主義的經濟發展和新教倫理。但是隨著中

斯蘭教徒同他們打交道不是更方便嗎？對

國大陸的崛起，八十年代未出現的這兩種

基督教國家也是如此。說白了，就是要對

敘事已經不能再適應形勢的發展了。

自己國家的宗教好一點，世界上沒有一個

□：這可能就是你們提出信仰中國的
背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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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中國的三大版塊

崛起的大國是與自身的宗教站在對立面
的。當然，宗教有正面因素，也有負面因
素，負面因素容易得到媒體的關注，但人
們應該看到，宗教對於跨越民族的障礙，

■：信仰中國的版圖，類似於杜維

促進國家之間的交流，正面的作用往往大

明文化中國的三個意義世界，我們是三大

於負面的作用，宗教應該是國際關係中的

育，負責官員不明白什麼是宗教的靈性精

心，還是要通過文化和精神方面的紐帶，

神，只重視管理，及重用宗教界的管理者合

這就包括宗教。

作，找不出靈性高人來，以精神生命的高度

西方仍未參考中國宗教價值

來影響外國。
當然，仍有不少有政治行政的人擔心

□：你剛才提到中國作了很多努力，通

宗教有敵意，要防範西方通過宗教成為帝

過文化或宗教活動與西方進行溝通，但效

國主義侵略的先鋒，或在意識形態方面滲

果並不好。我們在海外生活時間很長，發

透，對中國產生不利影響。由於有這種心

現一個問題，中國有些活動的影響，只影響

理障礙，對外來宗教總是有一種可能是敵

到海外的華人，而對一般的外國人影響不

人的擔心。然而，從戰略的角度看，又希望

大。一些大型活動，包括文藝活動，展覽，

中國宗教成為社會上及國際關係的正能

或者演講會，去參加的大部分是中國人。外

量、正資產。故此，從一面看，宗教是朋友，

國人也有，但實在很少。這裏有很多原因，

對中國內能穩定社會，外能對外建立軟實

首先是西方文化非常自信，根本不需參考

力，都是有好作用的，但另一面看，宗教的

中國文化，對之像古董一樣欣賞而已。他們

群眾，不是自家人，可能抵觸政府，更怕其

對移民建的佛教寺院，只是寬容，但只有

被外國煽動成為敵人，這是一個根底上的

極少數的人有興趣。對孔子學院，視為官方

矛盾。

的東西，心理上有些排斥，在主流社會及學
術界並無位置。

中華文化共同體

我想中國要影響西方，必須從西方精

我有一個提法，是從「文化中國」的理

神文化交流入手，中國的佛道二教，雖有很

念而來，就是中華文化共同體，中國本土及

高的精神價值，但西方只是在外面帶著微

港澳台為多元和諧的共同體，包括少數民

笑和好奇觀察，只有用西方自己的精神文

族文化，各種不同宗教，都在這一個共同體

化交流，才能深入產生影響。這就須用由

裏，不能以漢人為主，也不能以儒家為主，

中國消化的基督教，去向西方介紹中國。中

還要包括道教、佛教、藏傳佛教，基督宗教

國在強調基督教中國化的同時，須有一優

及伊斯蘭教，這個整體才是文化中國，不是

良的政策栽培中國基督教，以反攻西方的

以漢人為主的中華文化，而是全中國民族

宣傳。若總是覺得敏感，天天防範，偶爾傳

的文化共同體。這個就可以同你剛才提到

出地方官拆教堂，馬上全球新聞報導，那

的信仰中國聯起來，在一個中華文化共同

就影響全體中國的形象，難以建立軟實力

體裏，再以一個信仰的精神能力來建立一

了。

個未來中國文化形象是很有利的。

宗教是朋友還是敵人

對西方戰略也要從下而上
■：信仰中國和文化中國或中華文

係時，未強調宗教的精神魅力，雖然器物

化共同體是不矛盾的，可以相輔相成，互

展覽或學術交流有一點，但很少靈性深入

相促進。宗教和文化有不同，可能宗教的

的精神交流。主要原因在中國在對待宗教

草根性比較強，而文化有一定的精英性，

方面，從本質上仍未瞭解。中國明白宗教是

尤其是新儒家所講的文化，精英性比較

群眾的信仰，加以尊重，也容許其存在及信

強，要紮根草根是有一定困難度的。習總

仰的自由。但過去很少考慮宗教文化有對

書記講得非常好，中美兩國的關係，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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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中國文化與宗教在對外關

宗教應該是國際關係中的一種積極力量。經濟關係可以促使人

把手，但要縮短心靈上的距離，就是心連

們手把手，但要縮短心靈上的距離，就是心連心，還是要通過文化

外的戰略作用，且教育上未有提供宗教教
和精神方面的紐帶，這就包括宗教。

一種積極力量。經濟關係可以促使人們手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對自己宗教不尊重，而在外國得到尊重

的。因此如果宗教要走出去，國家的宗教政策一定要好，宗教要被主

流社會認可，或成為主流社會的一部分。

要從上而下，而且要從下而上，兩國關係

個大陸信教人士要超過美國總人口，美國

的根基在民間，在地方，在基層，而最具

的教堂有三四十萬之多，中國的基督教堂

有民間性和地方性的恰恰就是宗教。文化

大概有七萬多座，就算有十萬座，我們再

的深刻程度或它的廣泛性和草根性是不及

每天增加一個，一年三百六十五座，十年

宗教的。當然也有通俗文化，如美國人喜

三千六百五十座，一百年才三萬六千五百

歡李連傑、成龍的武術，那是另一種概

座，這同美國的教堂有三四十萬之多還是

念。另外，宗教有一定的組織／機構性，

有一定距離。但我們沒有看到佛教寺堂和

當然文化也有一定的組織，但比較鬆散，

民間廟宇等，加起來有數百萬萬多，宗教

而宗教有較為嚴密的永久性組織，因此宗

場所在數量上不是超過美國了嗎？中國的

教不僅具有軟實力，而且具有硬實力，可

體量很大，不能說人均，而是絕對數很

以軟硬兼施。因此從這個方面講，信仰中

大。隨著國家的強大，宗教力量自然要向

國更具有可行性。剛才您提到的，信仰中

外投射，而且投射水準會越來越高。近幾

國中的第二板塊很龐大，我們還應該看到

年國內成立了中華宗教文化對外協會，協

該板塊現在還在發展，台灣宗教就已經走

會包括了三界人物，即政界、（宗）教界

出台灣地區，廟宇在全球已經據點化了。

和學界，而中國宗教要走出去，這三界都

台灣能做到，為什麼中國大陸做不到呢？

要分工合作，基本定位是政界統籌協調，

慈濟他們的義工就做得非常好，他們在海

學界建言獻策，教界躬行踐履。在具體做

外傳播佛教方面的工作比我們好。隨著中

法上，您剛才講得很重要，首先三界要形

國大陸國力的增強，我們應該有能力做到

成一個共識，即宗教對中國對外發展有很

這一點。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國家對宗教

重要的作用。

的重視度不夠，政教格局也是國強教弱，
全世界許多國家對中國的宗教表示關注，

中國的宗教公共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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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因為你教強而是因為你國強。我們宗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對自己宗教

教方面的弱，體現在許多方面，例如神學

不尊重，而在外國得到尊重的。比如伊朗

教育方面。美國富勒神學院在校的學生至

的巴哈依教，在國內受迫害的，巴哈依教

少四千餘人，他們至少已有本科以上的學

怎麼能成為伊朗的國際軟實力呢，這是不

歷，而中國所有神學院校在校生中具有大

可能的。因此如果宗教要走出去，國家的

學本科學歷的為數寥寥，就是把大專肄業

宗教政策一定要好，宗教要被主流社會認

也包括在內，也不過二三百人。儘管現在

可，或成為主流社會的一部分。沒有這個

也派人出去讀神學，到歐美頂級大學，但

前提，如何走出去？如果宗教在國內是邊

人數還是很少。所以，有人說基督教中心

緣化的，受打擊的，怎麼能讓它成為軟實

南移，我不這麼認為。人口重心肯定南移

力呢？所以我們整個社會要形成共識，就

了，但機構、經濟和神學中心或重心則沒

是宗教對我們社會發展是有好處的。在這

有南移。就像跨國公司，把工廠都設在第

個基礎上，我們再跟上一些其它工作，

三世界，但總部和研發機構都還在歐美。

如，教界就可以從神學的基礎教育入手，

我認為，基督教南移論是代表了一種憧

要加大對基礎設施的投入，要派人出去學

憬，而不是一種現實，是量的（人口）的

習，等等。現在世界上最大的佛學院就

南移，而不是質的（神學、資金、機構）

在中國，五明佛學院有四五萬人，在中

南移。當然量的南移也很了不起。如果我

國任何一個項目發展，它的絕對數量是

們把美國和中國的宗教實力相比的話，基

很驚人的。現在中國在這方面發展，我

督教比不過美國，但其它宗教呢，中國整

認為已經走上比較好的方向，金陵神學

學位，有的已學成回國。這對西方來說

的研究成果。

是微不足道的，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局

屬靈品質
□：我認為，目前中國宗教徒數量很

一些，但也在不斷發展中。我們自己有親

多，但以屬靈的品質來說，還是薄弱的。因

身體驗，十幾年前我們去華東神學院或金

為整個國家都沒有栽培和提倡宗教的精

陵神學院講課，下面大學生一個也沒有，

神價值。很簡單，我們在教育過程中是不知

現在差不多有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了。中

道宗教是什麼的，一般的都是負面較多，

國宗教研究的中心在學界，漢語神學就是

例如迷信及傳教士侵略等等。正面的理解

從學界來的。中國大學對基督教或其它宗

很重要，例如新加坡就有宗教教育，作為

教的研究，是在蓬勃發展中的，為教會提

一個孩子長大，可以選擇一種宗教來讀，

供了較大空間和資源。這在國外是沒有

這對他的道德和靈性栽培很有好處。在中

的，是中國神學研究的一個特色，而且都

國，目前宗教只是在統戰時候用的，而不是

是世俗大學。我們復旦大學有個統計，我

把它內在價值提煉出來，去建造人格。宗

們提供的宗教課程，無論是本科還是研究

教作為一種靈性的價值，自然發揮力很大。

生，數量都要超過西方許多國家的大學。

例如，美國的總統早餐會，我曾參加過，

我們有二百多個攻讀與宗教相關專業方向

發現實質也是美國的統戰，但他做的很好

的在校碩士或博士研究生，開設了全校宗

看，讓你不覺得是統戰。這個總統早餐會

教必修和選修課，這在美國州立大學是不

邀請的人，如葛培理，或華理斯，你看到真

可想像的。在某種程度上，中國大學生比

的會發現他們屬靈很高。我去的那次，葛培

美國大學生更有準備來應對當前的全球宗

理作為講員，還專門請華人去見面，說他對

教復興。當然，這不是全面的情況，而是

中國很關懷。我那時在場，就感受這個人

國內一些著名大學。從學界來，學者應該

流露出靈性生命，精神威力很強，這種精

從一個觀察者（Observer）變成一個參與

神威力讓你一定服他。但目前在中國，還很

者（Participant），要參加中國的宗教公

難栽培出一批類似的有屬靈的精神威力的

共外交，要對世界宗教發展趨勢有一種很

宗教領袖，看看少林寺主持就明白。合法的

好的研究能力，要有對中國宗教的理論和

宗教領神，一般來說政治能力可以比宗教

實踐的論說和論辯能力。中國宗教在國外

強。這是一個比較大的難題。中國可能對

的形象遠遠比中國實際情況要差，我打過

宗教有個矛盾心態，在排斥和統戰兩個方

一個比方，那就是好馬賣了個驢子價，就

面矛盾，如何把真正的宗教精神提煉出來，

中國宗教的具體情況而言也許還不是一匹

這樣對外講話就比較有影響力。例如，我

好馬，更不是汗血寶馬，有不少毛病，但

常向加拿大政府提建議，因為幾個部長都

馬畢竟是馬，不能賣個驢子價。印度在國

是基督徒，總理也是一個好的基督徒，好

外的宗教形象其實比印度國內的實際情況

的基督徒是有靈性力量的，我們一見面馬

要好，誰敢講印度不好，誰講了，印度人

上就是弟兄姐妹，這樣普世性價值就出來

在許多世界性媒體上都要起來反駁。這說

了，於是我向他們解釋中國的真相，減低他

明我們在維護我們的國際宗教形象方面做

們對中同的偏見，慢慢的，我的建議，政府

得不夠，論辯能力和國際對話能力都有欠

就可以聽，因為他相信我是真弟兄，我對中

缺，這方面學界和教界都有責任。我們研

國的理解是可接受。

究機構近年來一直在研究這些問題，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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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由於不是傳統宗教，發展相比較慢

中國大學對基督教或其它宗教的研究，是在蓬勃發展中的，

面會有較大的改變。佛教改變比較快，

為教會提供了較大空間和資源。在某種程度上，中國大學生比美國

宗教與中國公共外交，並且發表了一系列
大學生更有準備來應對當前的全球宗教復興。

院已有六、七位教師在國外讀神學博士

中國基督教比美國教會道德影
響力大

人數不少，有一些巨型教堂，但它沒有輔
助機構，對社會的影響力很小，在社會上
不是主流力量，限制了其在社會上發揮能

■：這裏也許有一些表像的東西。

力。但這個情況也在改變。國務院有關部

我也參加過總統早餐會，那是小布什時

門已經發出了發展宗教慈善事業的規定，

候，我發現那個其實也是一種公關手段。

為宗教進入慈善領域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小布什曾說過他從普京眼中看到虔誠，他

和合法性。我們看一九四九年前，中國不

覺得是在心靈上和普京對話，因此美國可

是缺宗教領袖，而是很強的，趙紫宸是世

以與普京打交道，其實不是這麼一回事。

基協的六主席之一，代表所謂後進教會，

我是研究美國宗教的，對這個感觸很深，

說明當時中國基督教當時在所謂後進教會

美國的宗教對這個國家的道德影響力不是

也就是新興教會中是很領先的。當時中國

很大，有的統計教堂內的犯罪率和教堂外

的教會是一個龐大的社會，有教會大學、

的犯罪率是差不多的。反而在中國宗教特

教會醫院，是一個金字塔型的結構，上面

別是基督宗教對個人道德的影響力可能更

有幾十所教會大學，下面有成千上萬所中

大，比如基督教家庭有很多是社會公認政

小學，宗教領袖可以擔任大學的教授和社

府嘉許的好家庭等。以宗教取人或衡量一

會機構的領導人，同世俗領導人取得平起

個國家可能對也很可能不對。菲律賓大多

平坐的地位，他們的威望當然高，這樣就

數人都信天主教，但社會腐敗程度不見得

擴大了社會影響力。那麼，現在這種影響

就低。

力如何能產生，現在的宗教領袖如何產

宗教本來應該在社會上有一定影響力的，但這在中國是受到一

定限制的。儘管中國教會人數不少，有一些巨型教堂，但它沒有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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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機構，對社會的影響力很小，在社會上不是主流力量，限制了其

在社會上發揮能力。但這個情況也在改變。

□：中國有一些教會的宗教領袖還是

生？現在的宗教領袖是從大堂裏產生的，

有精神力量的，不過一般只有民眾知道。

不管是三自教會，還是非三自教會。杭州

美國有個很重要的靈恩派牧師查克皮爾斯

的崇一堂就是一個大堂，顧約瑟就是一個

(Chuck Pierce)預言中國的教會將會領導世

很好的宗教領袖，講道講得好，我把他比

界基督教，美國應該把領導世界教會的權

做中國的Bill Sunday，他的教堂應該是中

交給中國教會，當然這個講法很有趣的。

國最大的，有一萬二千人，他有您所講的

但關鍵是說明，在他們看來，中國的基督徒

超凡魅力（Charisma），在信眾中很有威

是最純潔善良的，而美國有的基督徒會在

望。這個我認為會慢慢起來的，至少不是

錢和權上發生問題，而且自由主義也滲透

停止的，但他們幾乎都沒有一個教堂之

到教會裏，把教會的道德也破壞了，基督徒

外的社會機構作為依託，只是裸教(naked

一旦被自由主義化，就失去精神能力。反而

r e l i g i o n)，而本來應該依託三位一體(學

中國在這方面情況很好，不過，政府沒有

堂、醫堂、教堂)或多位一體的教會機構，

把這種精神的原子彈用出來。

現在是把學堂、醫堂、慈善機構、教會媒

中國政府開始發展宗教慈善事
業

體等都拿掉了，這些機構是最容易獲得社
會公信力和社會地位的，取消就會造成教
會領袖的難產。我們曾給國家有關部門提

■：這裏有一個原因，可能是長期

供意見，如果要培養真正的教會領袖，就

以來中國的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對社會的影

多讓他們從事社會公益事業，讓他們在社

響還是比較小，宗教還是一個「裸教」。

會中提高自己的威信。

宗教本來應該在社會上有一定影響力的，

□：這六年通過我自己的接觸，感到

它要辦公益事業，辦醫院、學校等，但這

中國確實是在朝這個開放的方向發展，尤

在中國是受到一定限制的。儘管中國教會

其是把一些公益的事業交給教會，教會可

效果不一定好。主要是擴大他們事奉的空

要有監管。
■：基督教在這方面有比較好的機

策，一個寬鬆的環境，我們就應該自己充

制，尤其是在內部的民主管理。上海的景
林堂就是較好的個案，財務制度公開透

分地發展。

建立共同目標，成為朋友

明，還有審計。從傳統來說，基督教是社

□：還有一個問題需要討論，就是以

會公共產品的提供者，因為它從事慈善事

無神論為主的政府，同一個有神論的宗教

業，救濟賑災，但現在變了，在台灣地區

組織，如何可以很好的配合，而不僅僅是

基督教儘管也在做，但主導地位已經讓給

統戰，可以成為朋友，而不是成為敵人？

佛教，在宗教領域佛教成為社會公共產品

■：如果你看過趙啟正與路易·帕勞的

的主要提供者。從大陸來說，如果基督教

《江邊對話》，他是一個無神論者，對方是

做的好，可以有一定的特色，財務制度比

一個基督徒，部分地回答了這個問題，這不

較透明，管理比較民主，可以為慈善事業

是你死我活的。因為在某種方面講，宗教

樹立一個榜樣，不僅在教會內部，也為其

並不是人生的全部，只是人生的一部分，

它宗教，整個社會樹立一個榜樣。

大家還有其它共同的目標或者共同的事

中國的綜合國力須偉大的精神
力量

業，例如中華民族的復興，這是全體中國
人可以努力的。如果處理得好，這兩者不會
有矛盾的。

□：未來的信仰中國，還是需要政府

□：我記得古巴的卡斯楚在同解放神

方面有一個具國際視野的政策，從中國本

學對話後，也感到實在不需要把宗教當作

位作出更大的支援，使中國的綜合國力有

敵人來看待。我也曾同馬克思主義者對話

一個偉大的精神力量在後面，不同的宗教

過，我就提出道不同但可相為謀，雖然有

成為中華文化共同體的一部分，形成對外

神和無神的道不同，但可以為一些共同關

國的影響。比如說很好的基督徒，從靈性
上與外國人溝通的話，外國人可以很相信。

注的價值觀而相為謀，而且要彼此尊重。
■：在目前中國的社會條件下，宗

中國信徒如做的好，對西方的影響可以遠

教其實有些「邊緣化」比較好，不要政治

比佛教的影響大。中國可以栽培一批生命

化，也不要太示強，宗教受打壓往往是宗

上真正虔誠的基督徒，由他們通過自己的

教過快發展所需付出的工價。有時候國家

瞭解向外國介紹中國的真相，既不是扭曲

的夢想並不一定就是宗教的夢想，而是一

形態地罵中國，也不是一種政府宣傳。
■：這種看法很好。問題是政府的

個民族復興的夢，在這個前提下，大家可

介入有多大，我認為政府主要還是給政

家化，就是神權化，這不是好事。我個人

策，可以在整個社會氛圍上起很大作用，

的看法，中國這個民族在目前仍然是很世

但千萬不要包辦。現在的公共外交，尤其

俗化的，宗教發展目前處於平穩發展階

是第二代公共外交，強調民間團體的自發

段，如基督教在九十年代有一個發展的高

性和自主性，以非政府組織的型態出現，

峰，但現在這個高峰期已經過去了，基本

由它們來推動就比較好。關於宗教領袖的

上還是比較平穩的，有增長，但主要是信

培養，很大程度上也是自發性的，從多方

徒絕對數量而不是信徒在全部人口中佔比

面去學，多方面去成長，如果刻意培養，

的增長，根本不是像有些人所說的超過了

宗教其實有些「邊緣化」比較好，有時候國家的夢想並不一定

我們教會自己的事情，政府只要給我們政

就是宗教的夢想，而是一個民族復興的夢，在這個前提下，大家可

□：對，尤其是錢財等方面問題，一定

以在一起工作，如果把宗教政治化甚至國家化，就是神權化，這不

間，讓他們自覺和自發地發揮作用，這是

是好事。

能做的更好。
■：不一定。這裏要有一定的監管。

以在一起工作，如果把宗教政治化甚至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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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任何對中國信徒數量的完全不符

出問題。至於基督教對社會的貢獻，建國

實際的誇張說法都是在給中國基督教添

初期是限制了教會的社會服務，如今開始

亂。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目標是成為一個

重新鼓勵教會作公益活動，這是可以回復

Comfortable minority（舒適的少數），

教會應有的社會貢獻。我想基督教中國化

不可能成為多數。這裏可能有兩個問題，

的方向是正確的，基督教要生根中國，我

一是大多數是無神論者，要設法與基督教

二十一年來提出基督教三方向：
1.尊重中國文化，用中國心靈消化信

友好相處，但從另一方面，基督徒作為少
數，要更加努力同整個社會進行協調，這

仰，產生中國神學。
2.承擔中華民族建國的願望，使教會

是雙向的，大家才可以達到一些共識。

民族宗教和諧辦公室的設想

與中國成為命運共同體，完城民族的夢
想。
3 .在草 根 大 眾中服 侍，見一 個愛一

□：我曾在全國政協大會的提案，建
議政府栽培一批懂宗教的官員，設立一個
民族宗教和諧辦公室，因為有很多大學和
學院有這方面的畢業生，這些官員有一定

個。
這二十一年來，我回到中國參與這發
展的艱巨過程，座右銘有兩句聖經:

在基督教裏謙卑形成一種真的平等精神。自從宗教改革，政教

分離之後，解構了中世紀教廷的政治權力，平等精神逐步重建，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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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會很自然地平等看人。從這個方面看，基督教可以對中國文化

有一個很好的貢獻。

宗教知識，每當地方上在宗教上同政府有

1.「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即使

衝突，就請這樣受過專業訓練的官員去調

見到中國未盡善盡美，仍是忍耐諒解，以

解，而不是單純用權力去壓的手段。
■：這個辦法很好。事實上，同幾

無條件的愛對祖國。恩慈是溫柔仁愛，永

十年前相比，我們現在的宗教幹部還真不

2.「非以役人，乃役於人」(不是受人服

是外行，他們的宗教知識和研究水準是很

侍，乃是服侍人)，這是一個僕人的心，不是

高的。當然，在一些衝突中，宗教徒本身

高高在上，以外國標準來指點中國，卻是謙

也是有責任的。我是非常欣賞卓新平教授

卑地服事人。基督教講上帝道成肉身來到

所講的，基督徒首先要作一個「僕人」，

這個現實世界，就要謙卑地在人間服侍人，

要想到為社會作一些貢獻。大家都是平等

以關愛進入苦難的弱勢者當中，甚至為人

的，不能要求政府給特殊的待遇。要想到

民洗腳，最後犧牲自己以承擔人的苦罪。

遠以忍耐、溫柔、仁愛對中國。

對中國文化有什麼奉獻，佛教和道教可以

在基督教裏面，這種謙卑形成一種真

吃老本，有那麼一些經典，但基督教在中

的平等精神。自從宗教改革，政教分離之

國這麼些年來，它的經典在哪裏？這是可

後，解構了中世紀教廷的政治權力，平等

以探討的。一個宗教要得到社會的尊敬，

精神逐步重建，一個基督徒會很自然地平

是需要有一套自己的東西的。這需要我們

等看人。從這個方面看，基督教可以對中國

基督教界進行研究。

文化有一個很好的貢獻。因為中國儒家雖

尊重文化，承擔民族，關愛弱
勢

然講人性平等，但在現實中還是有階級性，
以知識份子士大夫高於勞工與農民。
■：美國的教會也是有階級性的，有

□：首先據我觀察，在統戰部與宗教

的很富，有的很窮，最初的時候，有錢人

局，一般中上級幹部都學識很高，在地方

加入聖公會、長老會等，沒錢的人則加入

低級幹部就宗教知識一般，不過關鍵問題

浸信會。現在當然好一些了。我們不是生

在非宗教部門的官員，對宗教的常識不足，

活在真空中，基督教要作鹽和光，但還是

運用權力時應請宗教部門協助，免得觸犯

要受到世俗社會其它因素的影響。

了宗教的禁忌，早前伊斯蘭教齋月就險些

道易與基督信仰〉一書的導論中，提出中
是先假定有套西方基督教是正統的，再為

曾經在一篇文章談到，對於基督教對中國

為西方基督教也不是正統，聖經和耶穌基

社會文化的適應和會通，過去在宣教和學

督才是核心，我們是信耶穌基督，不是信

術圈子裏曾有本土化、本色化、處境化等

西方基督教。所謂中華神學，主要是回到信

等說法，近年來「基督教中國化」的提法

仰核心，再用中國心靈來消化這信仰。這心

越來越普遍。但不管是本土化、本色化、

靈是中國思維的特性，用中國思維思考信

處境化還是中國化，都有一個「化」字。

仰，去回答中國人問的問題，如此才能產

「化」指性質和形態不斷地改變，都有改

生中華神學的內容框架。比如我之前所講

造、轉變甚至反客為主的含義，無論是早

的後殖民地的神學，其中一個是本土的人

期的「中國基督教化」、「中華歸主」，

是有精神追求的，基督教進來是要配合這

還是現在的「主歸中華」、「基督教的中

種好的精神追求，還是要把它壓下去用西

國化」，都強調歸化和改造。我個人比較

方基督教取代，變成文化帝國主義？但是

傾向於「具有中國特色、適合中國國情的

後殖民時代，比如說基督教來到中國，我

基督宗教」這類提法。基督宗教要適合中

就提到中國的精神期待就是一種天地人的

國的國情，與中國社會文化相融合，是人

和諧，基督教來還不是以這天地人的思維

們一致公認的基督宗教在中國健康發展的

來重整基督教的思維，不是以上帝跟人的

必經之路，基督宗教與中國社會文化的會

二分形態或西方形態的基督教。所以我就

通，並不是消解或解構基督宗教，而且讓

特別重視「非希臘化」，希臘化的基督教神

基督宗教在保持原有本質和特性的基礎

學有它的重要貢獻，但希臘文化本身就具

上，在中華大地上生根開花，來補充和豐

有擴張性，擴張性就是帶有侵略性，從亞

富博大精深、吸收性、融合性和包容性極

歷山大到羅馬大帝，這種擴張形態本來不

強的中華文化。這顯然不是「化」字可以

是基督教的，基督教權威本身不等於武力

概括的。如把這裏的「化」字作適應、融

擴張，但是一旦跟希臘化接頭，基督教就

合以及會通來解讀，基督宗教中國化的提

跟帝國主義走在了一起。所以，有必要去掉

法當然是成立的。但是我們也需看到，與

希臘化的思維形態，以中國文化的和諧和

其他宗教一樣，基督宗教包含著組織機

內在反省的思維形態，去重整基督教。另

構、教義、神學、禮儀、教規等各個層

外還有一點是，西方文化中有許好的東西，

面，其中各個層面「中國化」的發展程度

比如個人面對上帝有自己的尊嚴，對人的

或者與中國社會文化的結合度是不平衡

自由、平等的重視，我們都可以吸收。基督

的。我們大致可以區分出教會主權或領導

教可以從非排它的形態，且是和諧形態的

權等的中國化，以及教會教義、神學、禮

存在。非排它的形態不是說否定了基督教

儀、文化等的中國化兩個層面，或可稱之

的基本真理觀，但不一定是以反對其它宗

為「兩個中國化」。「第一個中國化」已

教作為自己的真理。這就是中國形態的基

經完成，而「第二個中國化」仍任重道

督教。
■：中國其實是一個多神論國家，

遠。

後殖民地的神學
□：我非常同意你的觀點，在我寫〈儒

就像印度一樣，他們的宗教其實是「門
診」，而不是「出診」，是姜太公釣魚願
者上鉤，不是那種aggressive積極出去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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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宣教需要而將之本色化或處境化。我認

所謂中華神學，主要是回到信仰核心，再用中國心靈來消化

至於談到基督教中國化的問題，我

這信仰。這心靈是中國思維的特性，用中國思維思考信仰，去回

華神學，就反對用本色化或處境化，因那

答中國人問的問題，如此才能產生中華神學的內容框架。

具有中國特色、適合中國國情
的基督宗教

生根中國的基督信仰，會學基督的犧牲，以完全的謙卑服侍

中國同胞。無條件的仁愛可欣賞不同族裔與不同思想與文化，也

欣賞大地萬物，這是終極和諧 所(謂保合太和 的)基礎。

教，這種宗教不像西方傳教，有一定的排

件的愛去對所有人。生根中國的基督信仰，

它性，甚至有一些反客為主的傾向。伊斯

會學基督的犧牲，以虛心、溫柔、清心及完

蘭教也有這種現象，伊斯蘭教帶有先天的

全的謙卑服侍中國同胞，且以中國文化的

基因，它碰到中國的宗教，生活在中國的

寬容和基督大愛的精神來對待不同觀點的

環境下，是比較寬容的，只是近年來由於

人與文化。無條件的仁愛可欣賞不同族裔

各種原因才出現非中國化的趨向。基督教

與不同思想與文化，也欣賞大地萬物，這

因為帶有中國文化的元素，或受中國環境

是終極和諧(所謂保合太和)的基礎。

的制約，也不那麼喧賓奪主。總體來說，
中國宗教說不定能成為促進世界宗教和諧
的一種選擇。但中國基督教也存在問題，
相當老派保守，排他性很強的，舉例來
說，在西方不承認基督教五個基要點，還
可以算是基督徒，但在中國，不承認五個
基要點，就不是基督徒了，這還是早年傳
教士的版本。中國基督教要有容乃大，從
容自信，變成全國的樣板，還是很難。基
督教作為中國外交的一個因素，主要還是
潛移默化的因素，作為一個真正的力量出
去，還沒有到這個地步。

無條件的仁愛是終極和諧的基
礎
□：基督教神學與禮儀有很多不同的
版本，不過西方是比較強大，故由西方傳教
士帶來信仰。其實非洲也有它的版本，東
歐、中東、埃及、敘利亞、阿美尼亞，包括印
度都有它的基督教傳統，大家都承認基督
教的核心信仰，但各自的神學、禮儀及對
民族文化的承擔，都有當地文化的特色，只
有西方文化的特色是擴張和排他的，其他
地方的基督教卻不是擴張和排他形態的。
我深信中國綜合國力強大後，可以讓
基督教精神和靈性力量在本土發揮到最崇
高深刻，具有中國形態的和諧精神，又有
自己的獨特的核心信仰，不會因討好他人
而失去基督教的立場。只要區分清楚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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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解決很多問題，信仰的基要核心是普世
的，但神學、禮儀及民族文化承擔是中國
的，基督教中國化，既保住信仰的普世價
值，但經中國心靈消化後，就道成肉身在中
國，表現出中國的寬大和諧，以上帝無條

A dialogue bet ween cultural
influence and global strategy
Xu Yihua (Fudan University)
Dr. Thomas In-Sing Leung (Chief
Editor of Cultural China)
A b s t r a c t : T h i s i s s ue w i l l fo c u s
on cultural inf luence and its effects on
global st rateg y. This dialog ue will be
held through two dimensions. Regarding
current research on global strategy and
trends, a coherent, deep reflection on the
influence of culture on this field remains
lacking in China. China has continued to
push its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outside
world, including instruction in Chinese
language, Tai Chi, dragon dances and the
like. These have a certain influence but are
not the entirety of the Chinese worldview
and ethos. However, in the global context,
how do we understand China through a
prism of culture that includes Christianity
and its global ethos. This dialogue will
not only look at defending ourselves from
such influences, it will look at how China
can digest such ideas in order that China
can develop an overarching paradig m
and worldview that can affect the world,
and this is an issue that should not be
underestimated within the realms of global
values. The two scholars will dialogue
through a paradigm of "belief and China".
Keywords: Cultural influence, global
strategy, belief and China.

本 期 特 輯 建構華文期刊的學術共同體

自覺、自信、自強
──論華文期刊與學術共同體
■ 余新華
中國社會科學副總編輯
摘

華文學術共同體過程中，學術期刊具有不

思考重點，形成「共同的談話範圍」，形成

可替代的作用，它在學術生產和傳播的重

大致的學術方向和研究思路，形成可以相

要環節中起著紐帶作用。本文論述了期刊

互衡量和校準的學術評價標準，從而開展

在華文學術共同體建構過程中的作用，及

持續的、有效的研究、交流、討論、切磋、

其作為組織者、引領者的自覺和自信。同

互鑒，推動學術的繁榮發展。與此同時，借

時指出，不少華文學術期刊身處海外，對

助這個平台，可以與其他研究者展開平等

西方學術有著更近距離的體驗。建立華文

有效的對話，彰顯自己的研究價值，吸納別

學術共同體，傳播華文學術成果，海外的

人的優長，從而在相互借鑒中贏得學術的

華文期刊是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這支隊

共同進步。

伍應該不斷擴大。
關鍵詞：華文期刊，學術共同體。

就人文社會科學而言，這樣的宗旨不
單是指有共同的學科特點、有共同的學術
思路，也不單是指有某種共同的範式，這

華文學刊和華文學術共同體建設是一

對於各個具體的共同體來說都是重要的，

個很大的題目，涉及的問題很多。這裏談談

但更重要的是這些共同體都要有更高的價

我的一些想法，供方家批評指正。

值指向。從根本上說，就是要站在歷史和

大家都承認，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但

時代的制高點上，探索人類社會發展的真

它在世界上的地位與當今中國的發展現實

理，增進人類共同的福祉，充實人類的精

不相稱，它應該具有的價值和影響沒有得

神境界。歷史上一切有意義、有價值的思

到很好的彰顯和闡明。這裏因素很多，其

想和學術，都奠基於對人類命運的深沉關

中也與缺乏必要的學術支撐，特別是與缺

切之上的；沒有這樣的關切，所謂的學術

乏相對穩定的學術共同體有關。

共同體就淪為狹隘利益的共同體、偏見的
共同體。當然，在「道術為天下裂」的情形

單，就是一個相對穩定、有效的學術生產、

下，確立這樣的宗旨不太容易，究其根本

交流平台。這個平台既是內斂的，又是開放

原因也不在學術自身。但這不等於我們可

的。中國古人講，「學問要有宗旨，不要有

以放棄這樣一種追求，特別是對於作為一

門戶」。所謂「內斂」，就是要有自己的宗

個整體的華文學術共同體來講更是如此。

旨，依宗旨而結合；所謂「開放」，就是不

我們的古人就講，「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

要有「門戶」，不要劃地為牢。一個學科是

命」。我認為，這正是華文學術應有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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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學術共同體？我的理解很簡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但它在世界上的地位與當今中國的發展現

台上，相關研究者可以就重大問題凝練出

實不相稱，它應該具有的價值和影響沒有得到很好的彰顯和闡明。其

定、有效的學術生產、交流平台。在構建

中也與缺乏必要的學術支撐，特別是與缺乏相對穩定的學術共同體有

這樣，一個學派也是這樣。在這樣一個平

關。

要：學術共同體是一個相對穩

和襟懷，是華文學術參與知識傳播和文明

裂的中國，古代的燦爛文化只存在於博物

對話的基本立足點。

館中；當今中國的快速發展是不同於西方

我曾說 過，華文學術背後有一 個依

的另類，可能對世界和平和穩定構成重大

託，就是「華文世界」。「華文世界」有共

危險，因而聳動「中國威脅」論者有之，預言

同的歷史和文化傳統，有一個現實的基本

「中國即將崩潰」論者有之。這恐怕不只是

的承載主體，有面向未來的共同關切和訴

純粹知識論上的問題，也不只是意識形態

求。離開了這個依託，「華文學術」就是空

偏見問題。這與他們不瞭解中國在悠久的

洞的、不成立的概念，或者說，就偏離了為

歷史傳承和近代以來的艱難格局中形成的

人類的多樣性文明提供新經驗、積累新智

世界觀、價值觀、文明觀有關，因而不理解

慧之矢道，就變成了一個純粹的語言翻譯

當代中國的走向以及它對於世界的意義。

問題。這裏我想強調的是，華文世界的發

這種格局也正是我們提出建設華文學術共

展，特別是有十三多億人口的中國的發展，

同體的大背景。

給人類文明的發展展示了一個新的面向，

從這個意義來看，華文學術的範圍廣

它在促進中國發展的同時，也促進了人類

大，任務艱巨。華文學術的對象不僅涉及

的共同發展。

重大現實問題，涉及世界觀、價值觀、文明

華文學術背後有一個依託，就是「華文世界」離開了這個依託，

「華文學術」就是空洞的、不成立的概念，或者說，就偏離了為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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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樣性文明提供新經驗、積累新智慧之矢道，就變成了一個純粹的

語言翻譯問題。

怎麼解釋華文世界特別是中國的發

觀等深層次問題，也涉及一般知識傳播的

展，世界上的看法是歧義的。對於這樣一

雙向平衡問題。現在的問題是不平衡，西

個大的變化有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但關

方世界對我們的瞭解很不夠，一些學者甚

鍵是我們要有獨立的思考，有自己的判斷，

至對中國近代的那一段歷史都毫無所知。

有系統的解釋，能夠準確、清晰地表達華

改變這種狀況要靠我們自己，需要我們有

文世界與中國的發展對於世界的真實意

所超越。而要做到有比較、有鑒別、有創

義，並逐步地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和瞭解，

新、有超越，就要知己知彼，既真切瞭解自

促進中國與世界更和諧地發展。

己，也客觀瞭解外部世界；瞭解他們的長

應該說，我們在這些方面做出了巨大

處，也瞭解他們的不足；瞭解他們真實的

努力，也取得了不少的成績。但是客觀地

社會，也瞭解他們的學術表達。這樣的任

說，我們學術表達仍然周旋在近代以來的

務絕非一己之力可以完成，需要最大範圍

歷史所造成的悖論之中。一方面，近代以

地引導各個學科的學者，以各自的方式從

來，我們勇於學習西方，不斷接受新知，極

事這項共同的工作。這是我們提出的華文

大地促進了中國的發展，另一方面，也造成

學術不同於古代相對封閉的學術系統的一

了西方知識體系的強勢地位，造成了西方

個特點。

中心主義的文化敘述、歷史敘述。一方面，

需要強調的是，我們的目的不是狹隘

我們知道套用西方的知識體系無法有效解

的，那樣做別人不會理解你，我們的世界

釋一個有超長歷史的文化傳統，一個近代

觀、文明觀也不允許這樣做。我們的目的在

以來有著巨大創造和新鮮經驗的文明形

於，以華文世界幾千年積累起來的經驗和

態，以及這個文明形態的崛起對於世界的

智慧，整體性、系統性地表達我們對於自

意義；另一方面，我們還沒有形成系統有效

己與世界、對於人類命運的看法，促進人

的敘述方式，甚至還在自覺不自覺地完全

類文明多樣性的發展。在可以預見的時間

套用西方的知識邏輯，因而無法在學術交

內，人類文明仍然會以多樣性、地域性、民

流中形成整體上的有效性。在這樣一種格

族性的樣態來展示和發展。以一種樣態取

局中，在一些西方學者包括應該最理解中

代另一種樣態既不可取，也無可能。相反，

國文化的一些漢學家眼中，中國是一個斷

必須充分挖掘、展示各種文明樣態的經驗

才能做到「各美其美，美美與共」。我們倡

水平和見解毫不遜色，我們可以收穫自信。

導華文學術共同體建設，目的也在於此。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的自覺可能還不夠普

在構建華文學術共同體過程中，學術

遍，自信還不能麼堅實，活動的協調性也不

期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總體上說，在

夠強。這裏既有客觀條件的限制，也有主

各種學術活動主體中，期刊不是黃昏起飛

觀努力不夠的問題。去年我們見到加拿大

的貓頭鷹，而是學術發展的組織者、引領

期刊協會的主席，他對我們能夠有條件在

者，它在學術生產和傳播的重要環節中起

境外組織華文學術期刊的學術活動表示羡

著紐帶作用。這種作用是在長期的學術發

慕。所以我認為在既有的條件下，我們更

展中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在網絡技術快速

要有一點傳教士的精神，要有一點孔子「席

發展的今天，學術活動的開展方式會更加

不暇暖」的精神。

多樣，這要求我們的期刊的活動方式要有

我們有很多很好的華文學術期刊，各

相應的改變，但不是改變作為學術組 織

有優勢和特色。我們的共同努力和自覺代

者、引領者的責任。

表了華文學術的未來。這種努力當然有不
同的方式，可以表現在各個方面，也能夠達

建構過程中的作用，首先要有作為組織者、

到百慮一致、殊途同歸。比如，在學術評價

引領者的自覺和自信。這裏稍舉幾個例子。

活動中，我們堅持華文學術的宗旨，突出學

近些年來，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組織了一

術的原創性，而不是拾人牙慧，既不是拾

系列中外學術交流活動，就一些重要的問

西人牙慧，也不是拾古人牙慧。比如，我們

題開展平等有尊嚴的對話。比如，這幾年

能夠就一些重要問題主動設置好議程，引

圍繞「傳統」、「啟蒙」、「現代化」主題，舉

導開展持續有效的研究。比如，我們可以

辦了三場中美學術高層論壇，組織國內高

開展有效的學術爭鳴，對已有成果做細緻

水平學者，就這些重大歷史性的關節問題

梳理與批判性考察，找尋到新的知識增長

與美方學者展開深度對話。最近在俄羅斯

點。比如，我們可以形成更好的學術規範，

與《十月》雜誌社組織「東西方文論的今

尋求更好的學術表達方式，擴大學術傳播

天與明天」的學術研討會，俄羅斯許多一

的平台和效果。比如，我們也能在學術活

流的學者參加了會議，引起很大反響。我們

動的各方進行有效溝通，形成一個有利於

是依託廣大學者，自覺在組織這些活動，

學術進步的團隊。總之，我們期刊完全有條

既虛心聽取對方的見解，也鮮明地表達自

件辦成有特色、有公信力的權威品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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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發揮期刊在華文學術共同體

在網絡技術快速發展的今天，學術活動的開展方式會更加多

己的看法，效果很不錯。中國學者的學術

樣，這要求我們的期刊的活動方式要有相應的改變，但不是改變作

為學術組織者、引領者的責任。

和智慧，相互理解、相互借鑒、相互補充，

有不少華文學術期刊身處海外，對西方學術有著更近距離的

體驗。建立華文學術共同體，傳播華文學術成果，海外的華文期刊

是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

本刊編輯部與上海師範大學再次聯合主辦學術活動

中國當代文學國際論壇在上海成功舉行
本刊訊：由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文化中國》編輯部與上海師範大學當代上
海文學研究中心聯合主辦的中國當代文學國際論壇十月中旬在上海成功舉行。來自美
國、加拿大、約旦等國家及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澳門等地區高校的三十餘位學者
和專家出席了會議。
本次會議的主題是「基督教文化與中國當代文學國際論壇」。會議由上海師範大
學當代文學研究中心主任楊劍龍主持，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副院長詹丹教授
致辭，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院長梁燕城書面致辭，西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全國政
協委員王本朝教授代表學者致辭。會議從基督教文化與中國當代文學的研究現狀、基
督教文學的信仰書寫、當代小說中的罪與罰、基督教詩人的詩性書寫、電影改編中的
基督教文化、海外新移民作家的創作、革命與宗教的文學呈現、建立漢語宗教詩學等
論題展開研討。
長江學者、南京師範大學譚桂林教授在會議閉幕式上充分肯定了會議的成就，認
為會議將對於基督教文化與中國當代文學論題的研究、對於中國當代作家與基督教相
關的言說等，起到促進和啟示作用。
這是《文化中國》繼都市文化、世博文化之後，又一次同上海師範大學成功舉辦
的學術活動。明年，雙方將移師北美再次舉辦文學研討會。

後來的相關研究者必須正視而不是可以繞

are irreplaceable. The journals are links

開我們已經發表的研究成果。通過這種種

in the procedures of academic productions

努力，我們的華文學術就可以逐步做到形

and circulations. Here in the article, the

散而神聚、充實而廣大、步穩而行遠。

author addresses the roles of journals in

我想特別提到的是，我們有不少華文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Academic

學術期刊身處海外，對西方學術有著更近

Community. As organizers and leaders,

距離的體驗。建立華文學術共同體，傳播

the Journa's hare self-awareness and self-

華文學術成果，海外的華文期刊是一支不

conf idence. The author also points out

可或缺的力量。我們期望這支隊伍不斷擴

that many Chinese academic jou r nals

大。

are published overseas, and have closer
experiences to western academic societies.
Chinese Academic Journals and

Academic Community
Xinhua Yu(Deputy Editor-in-Chief,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Press SSCP)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Academic Community and communicating
Chinese academic achievements, overseas
Chinese academic jou r nals are 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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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 Academic Community

i nd i s p e n s a ble. T he t e a m of C h i ne s e

is a relatively stable and effective platform

academic jou r nals should continue to

for academic productions and exchanges.

expand.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Academic Community, academic journals

Key words: Chinese academic
journal, academic community.

走出異化和迷失的困局
──學術權力博弈與學術共同體建構
■ 付長珍
華東師範大學學報

摘

要：學術權力的異化、學術評

價的迷失，以及源於學術共同體內部學術
批評的缺失，都是造成當今中國學術亂象
叢生的重要因素。回歸學術本真，回歸學
術期刊的本質，重建學術期刊與學術共同

係，既是學人和辦刊人的深切期盼，也是
學術發展的內在要求。

一、學術權力異化是學術亂象
的根源
重的學術不良現象，學術泡沫泛濫，低水平

為中心的域出版，借助網絡媒介平等開

重複成災，大致已成社會共識。同時，「當

放、實時互動的特徵，或將有助於構建合

前的學術界存在著比較嚴重的功利主義傾

理的學術評價機制，有助於克服學術權力

向，追名逐利、急功近利現象蔓延，而學術

的異化，孕育出追求真理、拒絕平庸、勇

評價機制的不健全、評價標準的不透明、

於創新的學術新風尚。

評審過程的不公開、學術監督機制的缺

關鍵詞：學術權力，學術評價，學術
共同體。

位，導致權力尋租、金錢交易現象時有發
生」[注一]。
可見，學術權力的異化，以及與此相

「我們已經走得太遠，以致忘記了我
們為什麼出發？」卡里·紀伯倫的這句話，時

伴而生的學術評價迷失，是造成當下學術
亂象的主要原因。

常提醒我捫心自問：作為學術期刊的辦刊

合理的學術評價體系，應該是學術研

人，我們的出發點和宗旨到底是什麼？應該

究和發表平台的風向標和定位器，既影響

如何面對「學術守門人」的美譽？讓我深

學者的研究取向，也導範學術期刊的辦刊

感困擾的是，一方面，我清楚地知道，無論

理念，從而引領學術的良性發展方向，不斷

多麼高遠精妙的辦刊理念，為學術和學者

推動學術創新和學術進步。
現有的學術評價體系主要表徵為量

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為名目繁多的評價指

化、外在化、行政化等非學術型因素所主

標和期刊排名而焦慮，對於如何迎合各種

導，學術評價過分工具化、權力化。以期

評價指標和評獎制度，我們無法完全置之

刊、機構為重心，以論文、專著的發表數量

度外。

和刊載機構的等級作為科研成果的主要

呼喚合理的學術評價制度，把學術還

評價指標。以影響因子、轉載率等量化指

給學者，回歸學術本真，回歸學術期刊的本

標來衡量論文的學術水平，同時給學術期

質，重建學術期刊與學術共同體的共生關

刊劃分檔次、排定座次，如何儘快貼上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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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永遠是辦刊人追求卓越的思想原點；

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充斥著嚴重的學術不良現象，學術泡沫泛濫，

求。基於大型在線數字平台、以問題研究

低水平重複成災，大致已成社會共識。學術權力的異化，以及與此相

目前我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充斥著嚴

伴而生的學術評價迷失，是造成當下學術亂象的主要原因。

體的共生關係，是學術創新發展的內在要

威期刊的標簽，是學術期刊競相追逐的目

信力和純潔性何以擔保？

標。以刊評文，盲目迷信SSCI、A&HCI等引

學術共同體的概念有廣義和狹義之

文索引數據庫[注二]，將其作為期刊和論

分。廣義的學術共同體，泛指一切學術職

文的主要評價工具，科研管理部門紛紛給

業系統；中觀意義上的學術共同體，指的

予重獎。誠然，量化指標在學術評價中具有

是以學科或學術機構為媒介的學者共同

一定的客觀性和說服力，而且因其便於操

體；嚴格意義上的學術共同體，是由學者以

作，簡單易行，深受科研管理部門的青睞。

專業為基礎自願結成的學術圈子，從組織

然而，量化指標最嚴重的局限性在於，難

形式上看，包括專業學會、學術刊物和學

以全面公正地衡量科研成果的學術水平和

術會議系統。專業性和自律性是這種學術

影響力。正如高翔教授所說：「過分偏重量

共同體最突出的特點。這種由團體、刊物

化指標，看似客觀、公正，其實隱含著深刻

和會議所構成的組合性學術共同體，不僅

的不公。而當前，我國存在著過度量化之

是一個開放的學術討論和批評的空間，而

弊。對科研機構、科研人員的評價，重數量

且是學術秩序與學術倫理的建設者、維護

輕質量；對學術期刊、學術出版社的評價，

者和監督者。

過分推崇轉載率、影響因子，忽視其學術
責任與學術擔當」[注三]。
由此，學術的外部邏輯顛覆了學術的
內部邏輯，不合理的學術評價不僅直接催
生了眾多的學術亂象，而且嚴重影響了科

嚴格意義上的學術共同體，是由學者以專業為基礎自願結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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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圈子，從組織形式上看，包括專業學會、學術刊物和學術會議系

統。專業性和自律性是這種學術共同體最突出的特點。

研創新和學術進步。

所謂自律性，包括三層含義：其一，自
主結社和自主運作；其二，自主立法，制定
學術規範和倫理規則；其三，自我管理、自
主約束。
美國有成熟的自律的學術共同體，
「無論是學術社團，還是學術刊物，在經濟

不合理的學術評價是否就是造成當

上都不依賴於政府撥款，也不單憑某個人

今學術亂象的罪魁禍首呢[注四]？筆者對

的捐贈，而是依靠學者繳納的會費以及其

此有不同看法，今天的學術研究，充斥著

他募捐。這種經濟上的獨立性，是其自主性

大量的低水平重複泛濫，恰恰源於學術共

的基礎和保障」[注五]。

同體的發育不良，共同體學術批評的缺失
和學術權力的失範。
以學術批評為內核的學術評價，隨著
學術批評的日漸式微，學術評價的性質和

在中國，學術資源的分配權力集中在
行政主管部門，政府主要通過課題立項等
資源分配方式，對學者及其學術活動進行
干預和控制。

功能發生了嚴重變異。學術批評本身就是

學術共同體的集體性權力，代表了學

具有創新性的學術研究，有了學術批評才

術的專業主義取向。其合法性依據在於共

有學術創新、學術進步。

同體層面上的學術規範。庫恩所謂的學科

二、學術共同體內的權力博弈
與制度設計

共同體的範式，即共同的概念、術語、學術
理論、研究方法乃至信念等。隨著學術活
動的職業化，傳統意義上的學者「自由人」

既然行政權力的過度干預，造成了學

身份，逐漸讓位於專業人或組織人，必須

術評介的迷失和學術風氣的敗壞，於是，

遵從共同體內部的學術規範和專業倫理，

學界紛紛呼籲，把學術權力還給學者，回

也必須接受來自外部體制化力量的制度性

歸學術共同體的內在價值尺度，構建自律

制約。

的學術共同體。可問題是，在學術權力異

都蘭認為，外部社會權力的介入將學

化、學術生態惡化的情境下，我們應該回

術人的活動納入了體制化的軌道，是學術

歸什麼樣的學術共同體，學術共同體的公

活動展開過程所必需的動力。如果學術系

主導，……同行評議就會淪為一種配合外

外部社會的關係，長此以往，就會變成一

部控制的工具。這正如目前我國學術界的

個特殊社會文化階層關係再生產的場所

情形，過多來自政府和行政機構的獎勵、

[注六]。

選拔和考核，一是基本破壞了學者個體自

然而，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威聯合編織

主的生態，二是由於政府和行政機構權力

的關係網，又導致了少數人對學術資源的

對同行評議的不當運用，不僅引發了人們

壟斷。外部權力越來越掌控在具有專業背

對行政力量的抵觸，而且也損害了學術共

景的技術官員手裏，作為規則制定者和實

同體內部的公信力」[注九]。不少刊物推行

施過程中的組織者，把實質性權力讓渡和

的欄目主持人制，就是將學術期刊的部分

分派給由學術權威組成的專業群體。如此，

學術權力和資源交還學術共同體的有效嘗

「個體權力的讓渡和政府或行政權力的下

試。

放，其最終結果反而是烘托出了學科或專

但實際中也面臨著不少問題，由於

業上的集體權力，在現實學術制度框架中，

學術共同體的發展尚不夠成熟完善，學人

它就是我們所習以為常和通行的由內行

缺乏應有的學術公心和自律精神，特別是

把關的『同行評議』準則」[注七]。從制度

受到學術評價指揮棒的主導，主持人又趁

層面看，同行評議制度作為學術共同體的

機把欄目資源變為自己學術小圈子的自留

「黃金準則」，是一種「內行人」評價和管

地。

理學術的制度。

學術共同體內部同樣需要有效的制度

學術人或內行當家作主，就能體現學

設計。制度設計的目的是為了保證學術資

術資源分配的公正性與民主性嗎？這種權

源的分配盡可能公正高效，防止學術權力

力是集體性的，但現實中的共同體內部的

的濫用。

學術權力運行往往並不民主。美國學者科

建構和完善學術共同體的制度規範，

蘭曾尖銳地批評道，同行評議制度是一個

包括公正的學術資助制度、學術獎勵制

基本上為極少數傑出的「老友」謀取利益

度，有公信力的學術行會制度、完善的學

的精英主導制度。「老友論」（old boyism）,

術期刊制度。很難想像，一個缺乏公信力

專指那些有顯赫地位的行政、學術精英之

的學術共同體何以能喚起學人的認同感、

間的人脈以及圍繞他們所形成的特殊人際

歸屬感和忠誠度，塑造出學人追求學術真

關係網絡。它給小團體以獎賞，給新思想

理的精神契約。

披上緊身衣[注八]。在中國這樣一個重人

近年來，華東師範大學率先推行了

情、論關係的文化傳統中，老友關係網絡

「思勉原創獎」制度，以學術共同體的自我

的影響更是無處不在。

管理為主，行政權力參與制度設計，形成

那麼，什麼是共同體內部的學術認可

學術共同體內部同樣需要有效的制度設計，防止學術權力的濫

自身的動力，因為內部權力無法處理它與

用。很難想像，一個缺乏公信力的學術共同體何以能喚起學人的認

件。如果學術活動為政府和機構行政權力
同感、歸屬感和忠誠度，塑造出學人追求學術真理的精神契約。

統僅僅按其內部邏輯來運行，它就缺失了

對學術精英權力的制約。

機制，誰來監控學術權威即共同體內部規

思勉原創獎，堅持全過程實名制公開

範掌控者的學術權力，避免學術霸權和山

評審，盡力發揮學術權威和學術共同體的

頭主義？

互為補充相互引證作用。在評審會之前，
主辦方首先從國務院學科評議組成員、教

是遠遠不夠的。這種缺少有效制度制約的

育部社科委員等專家名單中邀請二十一位

學術權力，對學術發展的消極影響也許更

文史哲專家學者，推薦二十一部作品並撰

為可怕。「同行評議的有效性是以尊重學

寫推薦意見；隨後，每項參評作品由全國

者個體、學術共同體相對的自主為先決條

範圍內隨機邀請一百名同學科學者實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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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僅依靠學術共同體內部的自律，仍

學術期刊本身就是學術共同體的派生物，是學者們展示學術

成果、開展學術交流的公共學術空間。如何更有效地搭建交流平

台，倡導學術批評，推動學術創新，是學術期刊的天職和使命。

寫問卷，問卷內容包括「對本科研成果的

通過評價機制創新，推動了人文社會

瞭解情況」、「該成果研究工作在理論上的

科學研究創新，推動文化傳承創新，促進

突破程度」、「該成果出版發表後的社會影

學者沉潛學術，勇於創新，推出更多的原創

響」等問題，以此調查該成果在同行中的知

性精品力作。

名度和認可度；此外，還對參評作品進行

三、重建學術期刊與學術共同
體的共生關係

了通訊評審，由五位同學科專家分別審讀
並給出獨立評判，反映該成果在專家心目
中的創新程度。評審專家在參考之前推薦

學術乃天下之公器。一六六五年一月

專家意見、同行學者問卷測評結果，及通訊

五日，人類歷史上的第一份學術期刊《學者

評審專家意見的基礎上，審讀原著，並獨

雜志》在巴黎創刊，同年英國《皇家學會哲

立評判給分，按照得分高低排名產生獲獎

學會刊》創刊，這兩份最早的學術刊物都

提名作品，提名作品經評審委員會實名投

是為了給學會內外的學人提供一個交流平

票產生，經公示無異議後在頒獎儀式上正

台。可見，學術期刊本身就是學術共同體的

式授獎[注十]。筆者有幸參加了兩屆評審會

派生物，是學者們展示學術成果、開展學

的現場，也曾發表過評論意見，闡明自己的

術交流的公共學術空間。如何更有效地搭

理解和看法。現場媒體和聽眾可以質疑任

建交流平台，倡導學術批評，推動學術創

何一位評審專家的意見，真正體現了平等

新，是學術期刊的天職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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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公正透明的學術評價和監督機制。

學術刊物和學術共同體建設之間的

「原創獎，獎原創」，思勉原創獎以「原創」

相互促進，在學術史上留下了不少佳話。

作為人文學科最重要學術貢獻的標杆，獲

學術刊物是促進共同體學術成長的舞台，

獎作品達到了公認的研究高度、廣度和深

也是共同體成員的精神家園和情感紐帶。

度。

以筆者所熟 悉 的哲學 學 科為例，二十世

紀三四十年代被譽為中國哲學的黃金年

的學術共同體。

代，一大批傑出哲學家同時湧現，正是得

隨著學術專業化的發展，學術共同體

益於一本著名的哲學刊物《哲學評論》。

的建構不再局限於某個特定的機構或學

一九二七年四月創刊的《哲學評論》原是

科，而是基於一個共同關心的學術話題。

「尚志學會」的會刊。「尚志學會」，是以梁

由此，學術期刊的基本功能不再是單純的

啟超為首的研究系（也稱「憲法研究會」）

學術發表媒介，也不僅僅是學術對話的場

組織起來的一個學術研究團體，是一個類

域，而是如何發現、培育新的學術共同體，

似於學術基金會的組織。所謂「尚志」，乃

如何更有效地組織起跨學科、跨領域的學

是借用《莊子·刻意》篇中說的「賢人尚志」

術對話。
術共同體共同策劃小型專題學術研討會，

作為撰稿人，在當時產生了重大影響。到

長期追蹤，持續深化討論內容。華東師範

三十年代初，在《哲學評論》周圍，逐漸積

大學學報近年開設的系列青年論壇，就曾

聚了一批以介紹西方哲學和研究中西哲學

以「歷史與現實糾葛中的國家概念」，「正

問題為共同取向的知名學者，並出現了帶

義：國家治理的價值目標」為題，邀請多學

有「沙龍」性質的哲學問題討論會，後來

科青年學者與學術名家現場對話，將青年

逐漸演化成「聚餐會」的形式。北平哲學界

學者的發言和專家點評，再以書面對話的

這種每一兩個月舉行的「哲學家聚餐會」，

形式一並刊發，以此吸引更多的學者加入

就是後來中國哲學會的雛形。一九二七至

對話進程，更好地促進學術期刊和學術共

一九四七年的《哲學評論》存續的二十年

同體的共同成長。
跨 學 科 研 究 的 崛 起，為 綜 合 性

於該刊物上，由此可以說，真正對現代中

學 術 期 刊 發 揮自身 潛 力 提 供了廣 闊 空

國哲學進程產生重大影響的當屬《哲學評

間。所謂跨學 科 研 究，關注的是不同學

論》，似不為過。

科 間 的 對 話，既 超 越 某 一具 體 的 學 科

近年來，一批以書代刊的專業學術集

（Transdisciplinarity）規定性，又游走於學

刊在中國大陸迅速崛起，這些基於學術共

科之間（Interdisciplinarity），即學科又超

同體的同人刊物，同樣促進了學術共同體

學科。跨學科研究來源於學術研究中問題

的成長發育。在海外的中國哲學研究領域，

意識的驅動，意在將不同學科的知識、方

安樂哲的《東西方哲學》、成中英的《中國

法運用於某一問題的解決，這種突破既有

哲學季刊》、黃勇的《道：比較哲學雜志》

的學科邊界，多學科、多角度地合力解決

等刊物，都是英語世界中國哲學研究成果

重大學術問題，正是綜合性學術期刊的優

的重要對話平台。以這些刊物為中心，積

勢所在。

聚培養了一批學術同仁，形成了若干研究
重鎮。

近年來，以大學學報為主體的綜合性
期刊通過網絡專業刊物建設，不僅部分實
現了專業化轉型，也為專題化發展開拓了

如何發揮學術期刊的主體性、能動性，更

巨大空間。在追蹤重大研究課題上，實現

加積極有效地參與重建學術共同體，以學

了跨學科綜合性研究優勢，搭建起不同研

術共同體的良性建構推動學術期刊的健康

究領域學者間的對話平台。
2、推動書評學術化，搭建學術批評
的互動平台。

發展，推動實質性的學術創新，實現真正
的學術繁榮。
1、開設學術工作坊，發現和培育新

學術批評是自由、開放、平等的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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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期刊在回歸學術共同體的同時，

學術批評是自由、開放、平等的學術對話，是學術期刊的基本功

間，中國學院派哲學的最重要成果都發表

能。真正意義上的學術對話，是要在論證過程中形成與已有相關研究

友蘭、張申府、許地山等三十多位哲學專家

的深層次對話，既包括重要學術見解，也包括旁及的邊緣性、引申性

以開設學術工作坊的形式，聯 合學

論證。

之意。在創辦之初，該社約請了金岳霖、馮

對話，是學術期刊的基本功能。真正意義

來的學術期刊出版一定是基於網絡的、並

上的學術對話，是要在論證過程中形成與

且是基於多媒體融合的——跨媒體、跨受

已有相關研究的深層次對話，既包括一些

眾、跨終端、跨管道的超級媒體平台」[注

著名學者的重要學術見解，也包括旁及的

十一]。如何構建新型在線學術平台，更好

邊緣性、引申性論證。現在越來越多的學

地為學者和學術發展服務，將是期刊人不

術期刊都將研究綜述作為接受投稿的必要

容回避的時代課題。

條件，但我們經常看到的文獻綜述，往往

在多媒體時代，學術編輯的功能不是

是一些已有研究成果的簡單羅列，僅僅停

被弱化了，而是需要不斷強化、顯性化。隨

留在歸納介紹的層面，既不具備必要的學

著大數據、搜索引擎和自媒體的出現，對

術史視野，也缺乏內在學術理路的分析。

學術編輯的職業素養和學術敏銳度，都提

這樣的文獻梳理，只是一種形式上的裝

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從海量的學術信息

點擺設。儘管滿足了學術刊物的格式化要

中，慧眼識珠，以問題為中心，對文獻進行

求，卻無法通過文獻閱讀和梳理，清理出

篩選、分類、重組，實現高水平、高精度的

獨特的問題意識，提煉學術創見，呈現研

點對點傳送，就成為專業學術編輯施展學

究的意義和價值，因而不能成為實質性學

術抱負的舞台。「從服務讀者的角度看，主

術對話的基礎和前提。

要是符合了專業化的閱讀需求，通過數字

數字化時代學術生產的基本方式，不再是個體思想的獨白，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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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合作共享的思想單元。而數字化時代的信息傳播方式，也由單向

度的擴散性傳播，轉向全方位、立體化的交互性對話。

書評是學術評論的基本形式，其重要

化重組，方便讀者快速集中地免費獲取文

性毋庸置疑。書評難寫、難發，不被現行

獻；從作者的角度看，則是增加了文章的傳

的學術評價體系所認可，書評欄目成了無

播管道，從而擴大了潛在的學術影響力」

人問津的冷僻地。這是學術評價體系的悲

[注十二]。

哀，更是學術期刊的功能性缺失。只有首

以中國知網為代表的大型數據庫平

先做到書評學術化，學術評論才能走上常

台，獲得了學術傳播的壟斷地位，切斷了期

規化。一個可能的突破在於，不是直接圍

刊與讀者的直接聯繫。單篇論文成為學術

繞某篇論著發表評論，而是針對作者提出

傳播的基本單元，見文不見刊，只見樹木，

的重要學術問題，組織專題研討會。比如

不見森林，期刊的編輯理念和專題策劃被

筆者所在的上海市社會科學創新基地「公

徹底肢解，淹沒在碎片化的孤立呈現的數

平正義與核心價值」課題組，就曾與《探索

據汪洋中。

與爭鳴》「圓桌會議」欄目合作，組織了「當

數字化時代學術生產的基本方式，不

代中國語境中的公正與平等」小型研討會，

再是個體思想的獨白，而是基於合作共享

約請滬上多學科知名專家，就公正與平等

的思想單元。以專欄為中心的在線學術平

的關係這一焦點問題進行深入的學術對

台，成為學術生產和傳播鏈條上的關鍵環

話，將高瑞泉教授的《平等觀念史論略》一

節。而數字化時代的信息傳播方式，也由單

書推薦給與會專家作為參考，並沒有直接

向度的擴散性傳播，轉向全方位、立體化的

就此書內容展開討論，與會專家暢所欲言，

交互性對話。

更加促進了問題討論的深度和廣度。
3、推進學術域出版，重建學術期刊
與學者的直接聯繫。

繫，逐步優化作者與讀者交流互動的平台

學術期刊是紙媒時代學術交流的重

作者與讀者、讀者與讀者展開深入學術對

要載體，而在互聯網時代，必將被一種新

話，形成多層面的思想交鋒與學術爭鳴，開

型的學術傳播媒介所取代，那就是在線學

展多元化的學術批評和反批評。當下，一

術平台。正如徐楓總編輯所預見的：「未

批年輕的學術期刊人正在嘗試與大型數字

學術期刊必須重建與讀者的直接聯
媒介，以共同關心的學術話題為中心，引導

平台合作，探討以問題研究為中心的域出

權力的異化，孕育出追求真理、拒絕平庸、
勇於創新的學術新風尚。

Academic power and Academic
community
Fu Changzhe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 b s t r a c t : T h e d i s s i m i l a t io n of
academic power, unreasonable academic
evaluation system, as well as the absence
of academic criticism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is an important factor causing
the current Chinese academic chaos. It
is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 of academic
innovation to return the academic nature,
to reconstruct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academic journals and academic
community. Based on large online digital
platform, Domain publication may be able
to help us to build a reasonable system
of academic evaluation, to overcome the
alienation of the academic power, to give
birth to the pursuit of truth and the courage
to innovation in the academic new style.
Key wo r ds: Aca de m ic p owe r,
academic evaluation system, academic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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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高翔：《構建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
社會科學評價體系》，載《中國社會科學
報》二○一四年四月十八日。
[注二]對此，台灣大學黃慕萱教授曾有精闢
分析：「由於人文社會學者的研究一體具
有高度的本土關懷，自然會以最符合該國
文化與思考的語言作為文獻發表所使用的
語言，因此以英文文獻為搜尋對象的S S C I
及A&H C I引用索引數據庫並無法代表非
英文人文社會學者的研究產出狀態，其搜
錄的期刊文章僅表示較具有國際能見度及
影響力，而無法表示其重要性或質量的高
地，故在非英語國家，人文社會學者的學
術評鑒不能僅以國際引文索引數據庫進行
評鑒」。見黃慕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評鑒特性及指標探討》，載《清華大學學
報》二○一○年第四期。
[注三]高翔：《構建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
社會科學評價體系》，載《中國社會科學
報》二○一四年四月十八日。
[注四]有學者深刻指出：「尤其說是不合
理的學術評價導致了學術亂象叢生，不如
說是如今的科研體制必然會帶來評價亂象
和學術亂象。學術亂象和評價亂象，其實
是同源的」。朱劍：《科研體制與學術評
價值關係：從「學術亂象」根源問題說
起》，載《清華大學學報》二○一五年第
一期。仲偉民教授在《緣於體制：學術期
刊被顛倒的十大關係》（《南京大學學
報》二○一三年第二期）一文中也認為，
是期刊體制造成了學術期刊與評價機構之
間關係的顛倒，從而使學界怪像林立。
[注五]李劍鳴：《自律的學術共同體與合理
的學術評價》，載《清華大學學報》二○
一四年第四期。
[注六]Alain Touraine.(1974), The Academic
System in American Society . Mcgraw-Hill

學術期刊必須重建與讀者的直接聯繫，以共同關心的學術話題

建合理的學術評價機制，有助於克服學術

為中心，引導作者與讀者、讀者與讀者展開深入學術對話，形成多

平等開放、實時互動的特徵，或將有助於構

層面的思想交鋒與學術爭鳴，開展多元化的學術批評和反批評。

版，這一學術出版的新模式借助網絡媒介

Book Company, p.133.
[注七]閻光才：《學術共同體內外的權力博
弈與同行評議制度》，載《北京大學教育
評論》二○○九年第一期。
[注八]Daryl E. Chubin.(1986).Much ado
about peer Review. Bio Science, Vol.36,
No.1.
[注九]閻光才：《學術共同體內外的權力博
弈與同行評議制度》，載《北京大學教育
評論》二○○九年第一期。
[注十]查建國、李玉：《推動學術原創，創
新評價體系》，中國社會科學在線，二○
一三年八月十六日。
[注十一]徐楓、郭沁：《傳統學術期刊的數
字化轉型：做最好的在線傳播》，載《澳
門理工學報》二○一三年第一期。
[注十二]桑海：《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在線學
術平台？》
載《南京大學學報》二○
一五年第三期。

從一個刊物的發展歷程
看學術共同體的建構
■ 王 傑
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
編，王傑、林寶全教授擔任副主編，當時沒
有設編委會，該刊最初以年刊的形式出版。
在中國美學和文學理論界，這正好是一個
傳統，馬克思主義美學和馬列文論陷入低
潮，國外馬克思主義美學和批判理論隨著
改革開放而大量涌進中國這樣一個特殊的
歷史階段。這是一個社會思潮十分複雜，
社會發展處在多種可能性的十字路口上，

國外馬克思主義美學和批判理論隨著改革開放而大量涌進中

國。這是一個社會思潮十分複雜，社會發展處在多種可能性的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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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口上，社會轉型的沉重壓力在文學藝術具有豐富的多樣化表現的

敏感時期。

社會轉型的沉重壓力在文學藝術具有豐富
的多樣化表現的敏感時期。八十年代轟轟
烈烈的美學大討論戛然而止後，美學該以
什麼樣的面貌重新出現呢？美學是否可能
復興呢？如果美學重新復興，會是在一個
什麼樣的基礎上發展呢？這是當時我們當
時面臨的問題。
《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的發刊詞這
要：學術共同體的構建離不開學

樣概括和表述的：
回顧二十世紀，在東方，特別是在

術期刊的參與，學術期刊推動了學術問題

蘇聯和中國，馬克思主義美學在最廣泛的

的研究，學術活動的開展，和學者隊伍的

人民群眾的革命的實踐中獲得了迅速的傳

形成。《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期刊的近

播和發展，並且和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

二十年歷程正說明了這一點。

理想的追求與實現緊密地結合起來。雖然

摘

關鍵詞：學術期刊；學術共同體；
《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

歷史走過曲折的道路，這一時期馬克思主
義美學的發展仍然取得了不能否認的重要
成就。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成為

一、《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
的發展歷程

西方思想文化展開批判的一個十分重要的
領域。不少學者致力於探索如何通過改造
主體進而改造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其理論

《 馬 克 思 主 義 美 學 研 究 》創 辦 於

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使馬克思主義美學的

一九九七年[注一]，由劉綱紀教授擔任主

探索成了西方當代思想探索的前沿陣地之

因和學術傳統十分複雜，它所達到的結論

《希臘藝術的命運──論馬克思的希臘藝

並不都是合乎馬克思主義的、正確的。但

術觀》同時用法文和中文發表。
《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在創刊時確

思想文化的批評密切結合，探求馬克思主

定的期刊定位十分清晰和準確：既有不同

義美學的當代課題這些方面，西方馬克思

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美學大討論中各家各

主義美學仍有不可否認的貢獻。

派的美學理論，也不簡單重複經典馬克思

歷史的時刻已經指向二十一世紀。

主義美學和文藝理論中的思想和觀點；既

這將是一個從生產方式到生活方式、交流

關注馬克思主義美學在當代中國社會和文

模式都不同於過去的新世紀，也將是東西

化條件下的發展，也非常重視發表國外學

文化，包括東西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更廣

者的論文和譯文，因此在九十年代中期學

闊，更深入交融的新世紀。人類的審美與

術集刊出版現象中是一個有代表性的例

藝術活動將會發生重大變化，向著一個更

證，在美學領域具有良好穩定性和學術影

新更合理的境界發展。在未來的歷史過程

響力，取代了陸梅林教授主編的《馬克思

中，我們深信，馬克思主義美學必將進一

主義文藝理論研究》和全國馬列文論研究

步顯示出自己的生命力，獲得新的更大的

會主編的《馬列文論研究》。從一九九八

發展」[注二]。

年五月出版第一輯到現在，《馬克思主義

在創刊號的「稿約啟事」中，《馬克思
主義美學研究》最初設立的欄目包括：

美學研究》已走過十八年的艱苦歷程，期
刊的發展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

（1）馬克思主義美學基礎理論研究；

（一九九七至二○○五年）是同仁期刊階

（2）馬克思主義美學在中國的傳播與

段，第二階段（二○○五至二○一○年）是

發展；
（3）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藝研

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的質疑和討論，許多學者以

在把馬克思主義美學的探討和對西方當代

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立場對馬克思主義美學在學理上的合理性和在當

共計二十四篇文章，其中雅克·頓德的論文
代社會的有效性進行質疑，因此引發了若干重要的討論。

一。當然，西方馬克思主義美學的思想動

進入學術評價系統並初步確立在國內馬
克思主義美學研究格局中的關鍵地位的階
段，第三個階段（二○一○至二○一五年）

究；
（4）國外馬克思主義美學流派研究；

隨著期刊的逐漸國際化，一個跨國、跨專

（5）馬克思主義美學與當代藝術的發

業的學術共同體逐漸形成並且不斷發展。

展研究；

從整體發展過程來看，第二個階段對期刊

（6）國外研究馬克思主義美學的學者

的發展十分關鍵和重要的，只有取得學術

為本刊撰寫的論文（同時以中文和原文發

界的承認，學術共同體才有可能逐漸形成

表）；

和發展，期刊的發展才開始具有學術的影

（7）國外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動態述

響力。
一九九七年是現代中國社會發展歷

評；

史上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這一年香港主

（9）譯文；

權回歸中國，關於「中國模式」和「中國道

（10）書評。

路」等重大的理論問題成為學術界工作的

創刊號上刊發了劉綱紀、王元驤、陸

重點。一個與此並行出現的現象應該是十

貴山、李希凡、聶振斌、林寶全、鄧曉芒、馮

分重要而且意味深長的，這就是對馬克思

憲光、尤西林、譚好哲、趙憲章、邢煦環、王

主義理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的質疑和討

傑等等著名學者的論文，以及台灣學者陳

論，許多學者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立場對

昭英、法國學者雅克·頓德的論文，以及關

馬克思主義美學在學理上的合理性和在當

於路易·阿爾都塞的兩篇譯文和兩篇書評，

代社會的有效性進行質疑，因此引發了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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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資料；

干重要的討論。《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在

重大理論問題的理論論爭，又是與中國社

這種社會背景下創刊，決定了她必定要走

會的改革開放關係十分密切的理論討論，

一條十分艱難的發展之路。一個很有意思

因此引起了學術界關注和重視。

的現象是，在一九九七年以來，在中國學術

在《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發展的第

界「馬克思主義美學」這個概念在三個層面

一階段（一九九七至二○○五年），主要是

或者說三個意義上同時被使用，這就決定

作為同仁刊物來辦的，在學術姿態上，與

了在艱難的同時《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

迎面而來的市場經濟大潮是相對抗的，應

仍然具有廣泛的空間。

該說在刊物的早期階段編輯們是十分艱苦

「馬克思主義美學」的三種不同意義，

的，從主編到具體的編輯都是用殉道者的

或理解「馬克思主義美學」是在三個層面

態度工作，學校和學院都沒有給予任何支

上主要是指：

持，因此在核心的工作團隊中，除劉綱紀、

1、作為與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對立意

林寶全和王傑三人能夠保持穩定以外，馬

義的一種哲學和美學理論，在學理上，是

馳、楊小清、朱壽興曾分別擔任過副主編，

一種不同於康德及各種後康德主義美學理

為刊物發展作過貢獻，但是時間都不長，

論的新的美學理論範式。

編輯工作處於一種游擊的狀態中。二○○

這些理論上的論爭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既是在學理上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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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義美學的重大理論問題的理論論爭，又是與中國社會的改革開

放關係十分密切的理論討論，因此引起了學術界關注和重視。

2、作為斯大林主義在美學上的代名

五年我調入南京大學工作，在我的要求下

詞，這種意義上的定義其實不是學理上

學校將《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的經費預

的，是一種意識形態現象，但是在一九九

算列入到南京大學「九八五工程」項目之

○年之後中國美學發展的主要思潮中，這

中，隨後我們對編輯部作了一系列重大調

種觀點和思想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和廣泛的

整：（1）組織調整。由王傑擔任主編，劉綱

社會基礎，也有許多學者將這種理論觀點

紀教授改任名譽主編，汪正龍和張亮兩位

及其影響力作為馬克思主義美學來批評和

年輕的副教授擔任副主編，組建了由國內

討論，在學術上存在著某種混淆。

外一流學者組成的編輯委員會；（2）刊物

3、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意識形

改版。期刊由年刊改版為半年刊，出版社也

態意義上的美學理論。因為中國特色社會

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轉由中央編譯出版

主義是一個發展中的現象，因而這種美學

社出版；（3）期刊內容和重心的調整。在組

理論的理論基礎和理論框架也處在一種

稿的內容方面加大了對現實重大理論問題

發展和變化狀態中。在中國學術界，「馬克

的關注，也增加了譯介國外馬克思主義美

思主義美學」這個概念在三個意義上同時

學和文化理論學術前沿的稿件比重，在組

被使用，因此它既是一個充滿理論張力的

稿的範圍上突破了原來同仁刊物的格局，

學術領域，也是一個充滿著爭議的學術領

面向整個學術界開放，擇優發表高水平的

域，事實證明，它還是一個可以非常具有

研究成果；（4）調整工作機制。一批博士研

建設性的領域。一九九七年創刊之後，《馬

究生如李永新、許嬌娜、曹成竹、賈潔等都

克思主義美學研究》先後介入和組織了幾

參與到編輯部的工作中來，編輯部定期舉

次重要的學術討論，分別是：關於毛澤東

行工作會議，民主決定稿件的使用；（5）為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評價問題的

了使期刊得到較好的發展，南京大學文學

爭論，關於馬克思「美的規律」理論內含的

院的領導還撥給了一間辦公室，配備了必要

討論，關於「審美意識形態」問題的爭論，

的辦公條件，包括電話、電腦、打印機等。

關於「存在論的馬克思主義美學」的爭論，

經過這一系列轉變，在編輯部同仁的共同

等等。這些理論上的論爭有一個共同的特

努力下，《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辦刊質

點，就是既是在學理上馬克思主義美學的

量顯著提高，許多論文被中國人民大學報

間，期刊的水平和質量進一步提高。當然，

摘》轉載，刊物也順利進入C SSCI集刊，成

要辦好國際性的馬克思主義美學論壇，對

為中國美學界唯一進入C S SCI索引的美學

於編輯部的組織能力、英語水平卻都提出

研究期刊。

了更高的要求。

二○ ○九年，《馬克思主義 美學 研
究》主編由南京大學調入上海交通大學人

本文是二○一五年度國家社科基金第

文學院，這是期刊發展的第三階段。在這

二批重大項目（15Z D B○23）的階段性研

個階段《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制定了逐

究成果。

漸以中國美學問題研究為核心，把中國馬
克思主義美學問題及相關理論研究作為編
發稿件的重點，採取措施逐漸融入國際學
術界的新的發展思路。從二○○九年起，
《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每期刊發一篇國
外一流學者的學術訪談，就與中國當代馬
克思主義美學的一系列問題與國外學者交
流和討論，用英文發表，適當增加期刊譯
文的數量。從二○一一年起，以《馬克思主
義美學研究》編輯部為主體與曼徹斯特大
學學術團隊發起創辦了「中英馬克思主義
美學雙邊論壇」，每年舉辦一次會議，分別
在中國上海和英國輪流舉辦，至二○一四
年論 壇已舉辦四屆，會議的主題分別為
「中英審美現代性差異」（中國上海）、「馬
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英國曼徹斯特）、
「馬克思主義與未來」（中國上海）、「宗

[注一]劉綱紀主編：《馬克思主義美學研
究》(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五
月)，頁一至二。
[注二]見《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第一卷，
一九九七年第一期。

O n C o nst r uc t i o n of Ac ademi c
Communit y from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an Academic Journal
Wa n g J i e ( T he Re se a r ch C e nt e r
for Study on Aesthetics, Art and Culture
Theory,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 bst rac t: T h is paper at tempt to
explore the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academic journal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cademic communities. I will take the

教與現代美學」（英國切斯特）。雙邊論壇

journal of Research on Marxist Aesthetics

的創辦一方面很好地擴大了《馬克思主義

as an example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美學研究》的作者隊伍，另一方面，更為重

academic journal are the necessary for the

要的是，一個國際化學術共同體得以形成

construction of academic communities.

和發展。經會議組委會研究決定，自論壇

The academic journals drive the study of

第五屆起更名為「馬克思主義美學國際論

academic issues, the promotion of academic

壇」，每兩年舉辦一次，在世界各高校輪流

activities and the for mation of scholar

舉辦。該論壇第五屆會議將於二○一六年

groups..

九月在中國上海舉辦，會議的主題為「烏
托邦的力量」。
論壇的定期舉辦使《馬克思主義美

學術共同體的構建離不開學術期刊的參與，學術期刊推動了學

些論文被《新華文摘》、《高校社會科學文

術問題的研究，學術活動的開展，和學者隊伍的形成。《馬克思主

學研究》大大拓展了與國外學者的交流空
義美學研究》期刊的近二十年歷程正說明了這一點。

刊資料中心編印的複印資料全文轉載，一

K e y w o r d s : Ac a d e m i c J o u r n a l ;
Ac a d e m ic C o m mu n it y; Re s e a r ch 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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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本位與華文本位
──論現代視野下華文期刊發展的主體性問題
■ 子 夜
加拿大《文化中國》執行主編

摘

３０

在現代性和國際化問題上，華文學術期刊由於地域性的原因，
所面臨的挑戰和應對的戰略／策略既有共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
面，但基本上最主要的問題就是文明和價值的持守。

要：華文學術期刊目前面臨的問

說，構成這個特定主體的基本原素就是兩

題，基本上是時空兩個層面上的，即：時

個：「學術」和「華文」，這是全部問題的出

間上它面臨的是學術期刊如何面對現代性

發點。華文學術期刊目前形成本土和海外

的挑戰，空間上它面對如何在地緣學術視

的兩大板塊，本文仍採用筆者在《多元語境

域中的國際化問題。進一步研究發現，華

下的身份和價值取向──論海外華文學術

文學術期刊國際化的問題在相當多的論域

期刊的中國化與國際化關係》一文的分別

中，也是圍繞現代性問題派生出來的。而

[注一]，即本土學術期刊包括中國大陸和台

在現代性和國際化問題上，華文學術期刊

灣兩大學術主陣，這兩大主陣身處的話語

由於地域性的原因，所面臨的挑戰和應對

背景和表達的基本工具非常類同；海外則

的戰略／策略既有共同的一面，也有不同

是中國大陸和台灣以外的地區，重點地區

的一面，但基本上最主要的問題就是文明

如東南亞、大洋洲和北美洲。香港和澳門

和價值的持守。

因其特殊的歷史變故和目前繼續處在向本

關鍵詞：華文學術期刊，學術本位，
華文本位，現代視野。

土逐步轉型的動態原因，具有本土和海外
的元素，在論述中必須加以具體的揉和或
別區。

一，前言

華文學術期刊目前面臨的問題，基本
上是時空兩個層面上的，即：時間上它面

現代性，包括其後所導引出的後現代

臨的是學術期刊如何面對現代性的挑戰，

概念，是人文學科界一直以來討論的熱門

空間上它面對如何國際化的問題。其實，

課題。所謂現代性，在不同的學科領域有不

進一步研究發現，期刊國際化的問題在相

同的具體指意。從哲學、史學、文學、社會

當多的論域中，也是圍繞一個現代性的問

學等到人類學、經濟學等，現代性這一概

題。因此，本文以「現代視野與學術本位」

念都有不同的內涵，但有一個類同軌跡，

為研究主題，在邏輯和實體上都自然納入

就是工具理性對以價值理性的不同程度解

國際化的問題。而在現代性和國際化問題

構，也就是對傳統的不同程度解構，而這

上，華文學術期刊由於地域性的原因，所面

種解構性是建立在技術手段不斷演變的

臨的挑戰和應對的戰略／策略既有共同的

基礎上。這個共同點，也基本構成了華文

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也因此，無論是本

學術期刊目前面臨的挑戰。這種挑戰，是

土和海外，整體意義上的華文學術期刊，

直接針對華文學術期刊的主體結構元素。

在面對現代性或國際化的挑戰時，既有各

就「華文學術期刊」這一特定研究對象來

自的優勢，也有各自的困境。有些情況需要

問題。挑戰會逼迫思考並接軌，但從學術

主義輪流出現，這也會使包括中文學術期

期刊本身的特點來說，更嚴峻的是如何處

刊在內的學術期刊面臨倫理失範的困境與

變不驚，堅守學術本位這一基本的底線。

挑戰。失範會導致學術研究的斷層或某些

在學術本位問題提出的基礎上，正視華文

鴻溝，例如被某些學者稱為的「數位鴻溝」

學術期刊的華文本位問題，構成本文所論

(Digital Divide)，主要指文化傳播中文化信

述的基本點。

息的不平衡，「由於地域、教育、經濟和種

二，現代性回歸學術本位的必
要

族差異，不同群體在掌握和運用電腦、網
路等數位化技術及分享信息資源方面存在
的差異，其實質就是一種因信息落差而引

在近年關於學術期刊面臨挑戰的討

起的知識分隔和貧富分化，亦可稱為『信

論中，一般都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傳播

息富有者和信息貧困者之間的鴻溝』」[注

媒質變化帶來的衝擊，二是在國際化過程

二]。這是從跨文化角度論述的，但是，如

中學術研究的現代性趨勢對傳統學術研究

果從更廣泛的層面，這個鴻溝會形成同一

方法或論域的挑戰。前者是工具質素的挑

學術領域內的工作者之間的不平等區別。

戰，後者則是學術倫理需要回答的問題。

這種不平等的區別，對學術期刊的致

首先，從第一個方面來說，主要是指

命衝擊，從實質上說就是形式對內容的否

互聯網和電子傳播媒介全面進入學術期刊

定，工具對實體的否定，也就是本文所關

的運轉。互聯網對人們交往方式和市場運

注的對學術本位的消解。在技術化泡沫的

作模式帶來極大衝擊，電子文件對長期以

氾濫下，不對稱的局面會日趨嚴重。一個

來主要靠紙質媒介進行學術研究的期刊

基本原理是，某些情況下技術工具和技術

形成巨大威脅。這種巨大威脅，主要在於

數據的擁有，同相應的學術質素和研究成

現代性的工具質素以快速和廣泛傳播為特

果並不一定成正比。現今傳播手段一方面

徵，同以相對穩定和需要長時間開發和形

具有信息量大、傳播迅速的特點，在大量

成成果的學術研究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現

被引進到學術研究中，其隨帶的娛樂性和

代性的工具質素具有很大的浮躁性和流動

隨意性也會潛移默化地滲入學術研究的

性，傳統的學術研究能否與之匹配，能否與

殿堂。這是當今許多學術研究成果存在膚

之共舞，或者，能否與之保持一定的距離，

淺、浮躁、鬆散、表面光鮮而內容陳舊問

繼續自己相對獨立卻有精英模式的學術王

題的原因之一。同時，在電子化的時代，技

國？這就是無法迴避的問題。

術工具的發展是加速度的，而學術研究的
進展是穩定甚且是曠日持久的，這兩者會

看，現代信息與數位技術已經促成了新的

形成一定的時間差，而這時間差又會形成

媒介工具的出現，電腦、網路、視頻、音效、

上面提到的「鴻溝」。因為在新媒介下，以

手機等新媒體，以信息傳播迅捷、互動、儲

往平等的學術研究有可能陷入虛擬化了的

量巨大與共用性、互用性等特點，使信息在

「數據庫」，例如，「雲端」這一媒介庫，既

新的傳播空間加速流動。學術研究一旦進

會使一部分人在使用資料方面唾手可得，

入期刊發布的階段，與一般的媒介工具（例

又很有可能使相當一部分研究人員手足無

如報紙和網站）就幾乎是近距離地站在一

措。這種鴻溝，從學術倫理上來說顯然不

起。所有的媒介都因新媒體的出現而出現

是公平的。而且，這個論述還不包括語種、

類信息傳播的全球化，因此，當媒介交流

民族、國家、體制的差別所帶來的陷阱。

３１

從出版物這一學術期刊的物質載體來

現代性的工具質素具有很大的浮躁性和流動性，傳統的學術

文化認同危機、文化霸權主義和文化虛無

研究能否與之匹配，能否與之共舞，或者，能否與之保持一定的距

異，會迫使華文學術期刊思考一些共同的

離，繼續自己相對獨立卻有精英模式的學術王國？這是無法迴避的

一旦出現倫理失範，如文化信息傳播失衡、
問題。

具體分析，但總體的學術生態所面臨的變

從第二個方面說，是以現代性流行的

有點類似馬克思所說「批判的武器不能代

論說方法對傳統學術的變更。這種現代性

替武器的批判」[注三]，即現代性的工具變

的研究手段是從自然科學引進而來，例如，

革不能取代學術本位。

包括量化比較手段和數據至上觀念，都是西方現代性的理性主義

３２

和工具主義在學術研究中的體現，尤其是現代資本主義市場因素介入

到人文學術研究，將會導致學術的變形和泡沫現象。

大量以數字和化驗比較作為學術研究邏

現代性從本質上說是工具理性的，具

輯的依據，這種在自然科學研究中本來是

有對價值理性的一定排斥。學術本位基本

傳統的司空見慣的，但一旦引入到人文社

上是同流行的、大眾的、時尚的工具至上保

會科學中，無異就是一種異質於傳統的現

持相當的距離，或者說，從根本意義上說，

代性現象了。在某些領域的某些論據中，

學術本位是將研究對象放在第一位或基本

數字的比較是明顯的必要，例如，人口、年

層位，而把所有表現這種本位的手段放在

代、經濟、產值、地理等，都需要用諸如數

從屬的和輔助的層位。這是一種本和末的

字等量化的統計作為研究的對象。但是，

關係。從表面上看，這是個沒有任何人可以

由於人文學科本身的研究對象大都具有

質疑的問題，但是，當今學術期刊面臨現

高度的概括性和相當的抽象性、流動性，

代技術的誘惑或衝擊時，往往會身不由己，

既使是同一類型的個案也具有很大的異質

在時髦的工具氾濫中焦慮不安甚至驚慌失

性，尤其歷史事件具有某種程度的偶然性，

措，忽略了自己本來就具有的學術王國的

所以並不是全都適合量化統計。包括量化

底氣。工具性和主體性問題不是同一層位

比較手段和數據至上觀念，都是西方現代

的問題。從根本上說，學術期刊的基本載

性的理性主義和工具主義在學術研究中

體就是學術研究成果發表和交流的平台。

的體現，尤其是現代資本主義市場因素介

當然，這種發表和交流的形式，在現代或許

入到人文學術研究，將會導致學術的變形

會成為另一種有科學意義的規範甚至成為

和泡沫現象。作為學術研究成果和交流載

學術研究的一部分，既使這樣，它同樣應

體的學術刊物，自然會受到這種變形和泡

納入學術期刊應該遵循的基本規律和構成

沫的影響。這僅是現代性工具主義的話語

要素。作為發表學術研究成果或交流的期

對學術研究的扭曲之一，當然還包括其它

刊，其長期以來形成的學科分界、論述主

類似的工具分析法在人文學術研究中的流

題、邏輯分析、既定成果以及鑒定、評價標

行，不一一鋪墊。

準，主要地取決於學術本身的含金量。現

這個問題同第一個問題的共同拷問，

代性工具技術或許會給某些研究帶來新的

就是從學術研究到人文學術期刊如何回歸

幫助，但無法取代學術本身的成果，在人

學術本位的問題。現代性工具的和大眾流

文學科領域更是如此。

行式的方法，固然會造成學術研究表面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現代性工具既會為

繁榮和多樣，但具體到每一個具體領域，

學術研究創造方便，也會在失去控制的過

學術的含金量將會大幅減少，甚至造成斷

程中造成學術期刊的異化。現代性（甚至

層。我們上面提到的學術失範，很多時候

後現代性的）工具主義的流行，例如電子

就是因學術遷就技術、內容遷就形式、實

媒介所形成的虛擬世界，對期刊的學術本

體遷就數據而造成的。

位無疑形成了巨大的泡沫包圍。由於傳播

學術期刊不能成為這種學術浮躁的

工具的輕捷和便利，在「學術」名義下的

載體。從同一意義上說，電子文件至多增加

種種粗製濫造的產品，堂而皇之步入原本

了學術研究的某種工具，但工具本身不應

尊嚴崇高的科學殿堂，已經是一不可否認

作為評值學術研究的一個標本。當我們研

的現實。學者已經注意到網絡發展帶來某

究華文學術期刊時，必須把華文學術期刊

種危機：「數字化的網絡世界，雖不同於現

的表達工具和它的研究實體剝離開來。這

實物理空間，但並不是虛無，而是具有虛

息網絡世界給人類的生活、交往、思維方

電子媒介的威脅，網絡傳播的迅速性和廣

式帶來了美好的『數字化樂園』，但同時，

泛性，上傳和傳播手段的進化，而這種傳

也隱藏著種種殺手和危機」[注四]。「學術

播方式造就了某些文化種類的大眾化。例

文章」以批量生產的方式出現，成為當今

如，卡拉ＯＫ式的參與式，這是工具手段給

世界的一大奇觀，許多文章材料和觀點雷

人類文化帶來的一個巨大變異。但是，很

同、重複；不同的文章引用的資料和文獻往

可能這恰恰是學術期刊所面臨的一個問

往同出一處；追求時髦而不問對象地使用

題。學者董天策曾指出。一方面，這些新傳

量化／數據方法；名為學術成果卻大量鋪

媒技術互動和混雜的特質，不僅對原來基

陳介紹其它成果而沒有自己的結論；缺乏

於單向傳播模式的政策提出了挑戰，而且

研究中本身應具備的質疑方法，以避免自

逐漸模糊了各種傳媒之間的界限，另一方

己介入真正的研究或實証中去；學術語言

面，這些新的傳媒技術所帶來的傳媒資源

的缺乏，例如，將演講辭文直接植入論文，

極大豐富，動搖了原有傳媒政策基於「資

或者，學術文字的隨意性，使用一些不應

源稀缺」的正當性基礎，經濟和消費主義

在學術論文出現的文字（尤其是一些人稱

的價值被包含進來[注六]。

或稱謂）；現代性的表達方法還大量地氾

用「資源稀缺」形容學術期刊在社會

濫成災地使用影像圖畫符號，將極具嚴格

和文明發展中的地位，有一定的指標意義，

定義的學術語言返祖到原始語義不詳的表

它排除了學術的大眾性或娛樂性。學術有

述，等等。

它自己的特定領域，有一定的場域性的情
境規定性，這種規定性是由學術的精英性

量。筆者在上述《多元語境下的身份和價

和經院性所規定的，不能想像有學術的娛

值取向》一文中，就已經表達了現代性中以

樂場所卡拉ＯＫ，任何人都可以高歌一曲。

技術消解學術的擔憂：「無論何種新技術，

目前，以紙質媒介作為載體的傳統學術刊

包括電子媒體，大量進入作為文化學科的

物，其之所以存在的理由，並不僅僅是其傳

金字塔－學術領域及其刊物，問題是這種

統的表現載體是人們（至少是相當一部分

進入並不是以學術本身含量進入進行參

人）閱讀習慣的難以改變，而且更重要的，

與，而是大量地利用信息傳播手段的擴展，

其是至目前為止最好的學術成果表現方

以信息代替學術研究。信息功能大量地體

法。造紙術發明之前，人類各種文化形態都

現在學術領域，有一種潛在的危機，就是

已有了表現工具，如戲曲、小說、詩歌、舞

當信息不但大量而且形成泡沫時，實際上

蹈、音樂、美術等，但並沒有形成學術期刊

就是泛信息化，而泛信息化從根本上就會

出版的技術土壤，直至十五世紀才有定期

使學術領域消解原先的學院性、獨立性、

的學術刊物出版，這正是得益於紙張的出

專業性的學術特點，這樣當然會解構原先

現。至少到目前為止，電子和影像技術對學

相對穩定的學術論域。一個社會，必須要

術刊物雖造成了巨大衝擊，但事實上仍然

承認任何一個學術領域都要有自己的學院

沒有任何跡象可以取代紙質學術刊物。假

性，要有自己的金字塔，這種特權性是一個

設哪一天，電子傳媒消滅了所有紙質的新

社會必須承擔和供養的。泛信息化恰恰稀

聞報刊和娛樂雜志，但紙質的學術期刊永

釋了這個」[注五]。

遠會存在。這裡，不僅是有技術上的原因，

學術本位在學術期刊的異化，除了整

而且，有學術期刊本身的質素性，這就是學

體的市場環境和學術倫理的變異外，工具

術研究在任何一個社會、任何一個時代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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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數據的氾濫會稀釋學術的含金

用「資源稀缺」形容學術期刊在社會和文明發展中的地位，

向問題，也基本上是停留在工具意義上－

有一定的指標意義，它排除了學術的大眾性或娛樂性。學術有它

具隱秘性、開放性和快捷性，因而現代信

自己的特定領域，有一定的場域性的情境規定性，這種規定性是

至上是更嚴重的一環。紙質媒介的生存趨
由學術的精英性和經院性所規定的。

擬性的數字化的全新世界，由於虛擬而更

有其不可取代的經院性和精英性，紙質學

性，如何構建華文學術期刊的話語體系，

術期刊有相當意義上的「唯一性」（即不可

等等。本文已經探討的華文學術期刊的學

取代性）。學術研究成果需要長期的檢驗

術本位，是回答這些問題的大前提，但是，

和辨証，以及在相對特定領域內進行交流，

對華文本位，討論得並不多，而這個問題恰

決定了電子媒介無論在辨証、推理、概括、

恰是現代視野下華文期刊發展的另一主體

分析方面都無法達到紙質期刊的功能，這

性問題，而且是延續學術本位問題之後必

還不包括相當一部分研究工作者在閱讀和

須立即面臨的討論問題。正如本文引言所

使用習慣上對電子媒介拒斥的原因。

指出的，就「華文學術期刊」這一特定研究

學術研究成果需要長期的檢驗和辨証，以及在相對特定領域內進

行交流，決定了電子媒介無論在辨証、推理、概括、分析方面都無法

３４

達到紙質期刊的功能，這還不包括相當一部分研究工作者在閱讀和使

用習慣上對電子媒介拒斥的原因。

電子媒介從技術上為學術泡沫創造了

對象來說，構成這個特定主體的基本原素

條件，而紙質學術期刊不僅是媒介手段素

就是「學術」和「華文」，這是全部問題的

質的不同，更有可能是決定學術期刊質量

出發點。中文學術期刊的出現雖然相對較

的關鍵載體，這個問題可能見仁見智，在

晚，尤其是經過內亂外患之後，近半個世

相當長一個時期內會存在爭論，但至少擺

紀才有了明顯發展，如包括中、港、台、澳

脫技術手段的繁榮泡沫，避免陷入本未倒

（門）和海外地區，目前中文學術期刊已有

置的境地可能成為一種共識。「無論未來

數千種。在這個發展中，中文學術期刊一方

會怎樣，相比全媒體出版而言，傳統學術

面不斷吸受世界學科界的各種先進經驗

期刊首先要做的依然是提供高端內容，提

和成果，包括媒介手段和傳播方法，另一

升辦刊質量和期刊品牌。數字化只是學術

方面，則是以華文為本位，獨立地和公平地

期刊的外在形式，期刊的核心競爭力離不

參與整個世界的學術交流，這種身份的持

開『內容為王』，真正重要的在於媒體所傳

守，顯示了華文本位的不可取代性。我們

遞信息的內容，而不是載體。在這個『上網

要面對現代性的挑戰，華文本位將是主體

不知身在何處』的時代，『內容為王』會讓

性的回答之一。

品牌期刊有了底氣，尤其在充滿大量無用

目前全世界有六分之一人口使用漢語

廉價垃圾信息的互聯網上，優質和高端的

（華文），從這個人口結構數字上並不能解

內容無疑是極具高價等質的稀缺資源」[注

釋華文學術期刊的華文本位問題，而是還

七]。就學術期刊來說，所謂「內容為王」就

要進一步從文明價值及學術價值去思考這

是以學術為本，回到學術本位，可能是現代

個問題。從人類的交流和傳播手段看，漢

視野下華文期刊發展的需要取得共識的一

語（華文）有較其它文字和語言相對特殊

個主體性問題。

的質體，在譯介和轉化過程中有一定的超

三，「華文本位」的主體結構
與國際化

穩定結構和不可完整譯介性，這是許多中
文名著無法完全以類似標準譯介的原因之
一。漢語（華文）的這種特性，雖然在與世

關於現代技術手段對華文學術期刊挑

界交流方面有一定的難度，但也使中國文

戰的討論，是近年比較多的一個課題，這

明在某種程度上保持了一定的獨特性和不

導致出同國際接軌的許多問題，除了本文

可取代性。在這樣一個背景下討論華文學

上面已經提到的其中如何在數字化傳播時

術期刊面對的挑戰時，才能嚴肅而認真地

代找到自己的位置等問題，還包括如何參

提出華文本位這樣一個大概念。

照國外模式實現期刊的集約化經營和專業

當我們泛泛地談論華文期刊與國際接

化轉型，如何建立更合理的期刊評價機制

軌時，往往是以國外期刊系統和標準作為

和看待幾個主要國際期刊評價工具，如何

主體對象而加以靠攏。中國改革開放後，

在與國際學術界展開對話的同時保持主體

為了實現學術期刊與世界「接軌」，做了許

年來的成效並不是很大，中國人文學術的

可取代性，來自於中國文明本身的不可取

精彩和主體部分並沒有因此「走出中國，走

代性。也就是說，當我們討論華文學術期

向世界」，相當一部分是流於「自說自話」

刊時，華文不僅是一種交流工具，而且是

中。反觀英美等主要西方國家，他們的學術

一種文明價值的核心體現。無論是綜合性

成果不靠自己主動譯成外文去向外推介，

的人文學刊，還是專業和類別性的人文學

而是由它國研究人員主動向自己「靠攏」

刊，基本都包含了哲學、史學、文學、經濟

和「接軌」。他們的文明成果顯示了一定的

學、地方學、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法

底氣（甚或是霸氣），是作為別人「接軌」

學等諸多領域。事實上，正是這諸多領域，

的對象。問題在於，構成人類四大文明起

構成了中國和世界各國的古代文明和現代

源之一的中國文明，底氣並不亞於西方，因

文明。不同的文明是不同學術期刊的內容

此，理所當然地也具有等待它國同自己「接

差別，誰也無法取代誰。從這個意義上，語

軌」的對象意義。例如，中國敦煌學術的研

言和文字具有文明標志的基本因子。強調

究，中國古代考古的研究，中國古代詩詞的

「華文本位」就是強調了中國文明的基本

研究，中國古代戲曲的研究，中國近代一系

因子（當然，從廣泛意義上說，中國文明也

列具體事件的研究，相當一部分是由外國

包含了與其它文明交流和融合的因子）。

人獨立完成的，而不是由中國對外翻譯而

正如希臘文明無法離開希臘文字一樣，世

達致的。中國自己的研究成果，只要達致一

界所有研究中國文明的人員、機構、期刊，

定的學術質量，本身文明因子的獨特性足

都無法離開「華文」因子，這就是「華文本

夠吸人眼睛，那麼，所謂的「國際化」「接

位」的真正意義。

軌」，就會逐漸走向「以我為主」，華文本
位將作為華人學術期刊的主體性的建構。

中國自己的研究成果，只要達致一定的學術質量，本身文明

華文學刊的一個身份標記。華文本位的不

因子的獨特性足夠吸人眼睛，那麼，所謂的「國際化」「接軌」，

的翻譯，或者是全文，或者是摘要，但幾十

就會逐漸走向「以我為主」，華文本位將作為華人學術期刊的主體

通意義上的公平價值，而是中國文明作為
性的建構。

多改革嘗試，例如，增加英文或其它文種

從目前華文學術期刊來看，基 本仍
以中國文明論域為主，這不僅是中國文字

在華文本位作為主體性建構的共識

本身的便利，實際上更是文明實質所決定

下，華人學術期刊就可發展成一個精緻的

的。作為華文學術期刊的使命，主要的還是

與其它國家並行而且身份獨立的學術王

立足於中華文明圈。在地緣文明的原因下，

國。所謂的「國際化」和「接軌」，在文明

可能海外華文學術期刊可以更多地承擔文

平等和學術平等面前，就是互為的和對流

明交流和互動的工作，本土華文學術期刊

的，而不是單邊的或霸權式的。翻譯不是

在文明交流和互動中可能更多地可以通過

問題的全部，關鍵是文明因子和學術質素

對話（廣義的對話）和介紹。同時，在「華

的含量上，在這個前提下，以華文為本位，

文本位」下對中國文明的探討，有利於研究

就會有底氣，其它語種，包括英文、法文、

數據保存的嚴格性／繼承性。因為，文字

西班牙文甚至各種小語種，都會向我們靠

的釋介，畢竟目前尚未達到準確無誤的境

攏和接軌。

地，會使文明交流的原汁性流失，反而，以

因此，討論至此，我們可以清晰地體

華文本位作為身份參與文明交流，可以減

認到，在西方話語霸權主導百餘年後，國

少真實性的流失。這個問題本文下一主題

際學術界不能是英語的一統天下，在學術

會繼續探討。
與學術本位相應，「華文本位」將不

置換和統整，也就是說，除了一般意義上

僅僅是一個語言文字的工具意義問題，中

的與國際接軌，華文期刊本身也應作為一

國文字本身的文明含量比重使這個問題

個讓國外期刊接軌的主體對象。這不是普

具有重要的學術和文化性質。無論是中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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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位的前提下，各個學術主體應該相應地

澳（門）台四地，或海外其它華人主要聚集

入文化領域，在某些方面，中國文明元素可

區，甚至包括歐美發達國家廣義上的「文

以進入市場和產品領域。以此考量，在某

化中國」地區，華文學術期刊的基本論域

些環節上，作為流通和宣介的手段，華文學

當以中華文明地域為主，或以中華文化為

術期刊無法迴避市場和商品的考量。但不

主體同其它文明進行比較，這一語境規定

能本末倒置，而是要清醒地把握學術本位

和文字規定在相當一個長時間內將不會發

和華文本位，通過構建華文學術期刊的主

生變化。「華文本位」除了漢語文字本身潛

體性論域，獨善其身地保持一種文明守護

含的學術意義外，更重要的是，「華文本

和傳承的自覺。

位」也是當今學術研究國際化的一個自覺

流行文化對學術期刊的最大悲劇，就

組成部分。如果說，在所謂以「英語本位」

是使期刊流變成時尚傳播媒介。價值的持

國際學術語話的威勢下，學術研究需要擺

守，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同流行文化在習

脫單邊的、隱性霸權主義的話語和語境，

慣上保持一定的時空距離。我們在本文中

那麼，華文學術期刊承擔的使命，將具有承

很明顯地強調了現代性有可能對價值和傳

前啟後和歷史定位的意義。而這些問題的

統的解構。人們尤其注意到的是，學術期

核心，就在於以學術本位和華文本位為前

刊，同其它性質的媒介一樣，例如新聞紙

提，構建具有中國文化和科學特色的華文

（Newspaper，報紙），都具有必須進入出

學術期刊的話語體系。

版物流通市場的環節。甚至有些學術出版

華文學術期刊承擔的使命，將具有承前啟後和歷史定位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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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些問題的核心，就在於以學術本位和華文本位為前提，構建具有

中國文化和科學特色的華文學術期刊的話語體系。

四，本位後面的開放境界和價
值持守

物本身就具有新聞報紙的功能。在這種情
況下，流行文化正在通過各種不同渠道浸
濕到學術期刊。有學者已經注意到這個問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就華文學術期刊

題的嚴重性：「流行文化的內涵和特徵決

來說，學術本位和華文本位，基本構成了

定了其社會影響力，而流行語作為當下典

其主體性的主要方面，在目前的現實層面，

型的流行文化現象也會給大眾和社會帶來

這兩個「本位」可以化解華文學術期刊可能

變革。身為信息源和影響源的大眾媒介深

存在的民族虛無主義和價值虛無主義。而

入滲透到大眾的日常生活中，成為成就流

從更深層次來說，基本上解決的就是一個

行文化的大功臣。然而產業化制度下，媒

「多元化挑戰下的價值持守」的問題，這個

介在流行文化的傳播中的角色缺失時有發

「價值」的終極持守就是中國文明價值的

生，媒介素養與自律的重要性不證自明。在

持守。華文學術期刊在這方面有著無何推

當下媒介發展的環境下，重申媒介的倫理

諉的歷史使命。肯定學術本位和華文本位

角色是極有必要的」[注八]。

並不意味著華文學術期刊要固步自封生活

本位觀念和開放境界並不矛盾。堅持

在自己的空間中，相反，由於華文學術期刊

學術本位和華文本位，取決於正確認識和

背靠五千年古國文明，是國際學術界的研

擺正華文學術期刊在國際化大潮中的身份

究重鎮，天然具有開放和交流的資本，在

和位置。中國文化長時期在自卑和自大之

價值持守中保持開放境界是理所當然的。

中來回搖擺，或者無視外部世界的發展，或

尤其是在目前，中國已經擺脫與世隔絕的

者忘卻自身內部的經驗教訓。無論是自大

局面，進入全球格局。華文學術期刊面臨

還是自卑，共同的問題就是缺少對話。因

了五四以來從未見過的價值衝突和判斷，

此，本位和開放的統一途徑就是對話。無

在維繫中國傳統價值和融入全球化的磨合

論是本土的或海外的華文學術期刊，推動

中艱難地進行自己的選擇。我們不得不承

對話本身就是一種在多元語境下的價值取

認，在市場利益的驅動下，產品化的要求進

向。目前世界的知識傳播出現了一系列新

過當代新技術、新知識的洗禮，為世界文明

文明研究的學術成果進行展示和交流的過

對話作出新的貢獻。對話當然是不同價值

程。同樣是哲學領域，華文學術期刊所展

取向的交流和交鋒，但對於華文學術期刊

示的研究成果，代表了文明對話的一方，這

來說，在多元語境下，堅持一種價值性的取

是其它語種期刊所無法做到的。在其它領

向，就是堅持學術本位和華文本位，這個主

域，如社會學，歷史學，文藝學，人類學等，

體性問題解決了，才能解決包括如何同國

都是中國文明研究成果的分類殿堂，每一

際學術界展開對話、如何在數字化時代找

個殿堂都是一個對話場景。這個殿堂，就

到自己的位置、如何看待一系列不同的學

是華文學術期刊參與世界對話的主體場

術期刊評價工具等一系列挑戰。

景。從這個意義上說，構建華文學術期刊

一方面，華文學術期刊要應對國際化

的話語體系不是人為的走形式，而是在堅

的挑戰並與國際接軌，另一方面，如何防止

持學術本位和華文本位中自然形成的一種

民族虛無主義的潛伏，保持華文學術期刊

學術語境。現代性處理不好，會對傳統和

本身的文明和表達方式的主體性，必須找

文明主體發生消解效應，但就華文學術期

到一條具有共識的溝通渠道。這裡，對話

刊來說，這個問題如果處理得好，堅持學

是各方是身處一個共同體內，各自身份都

術本位和華文本位，不但不會發生很大問

是平等的。美國沙勿略大學教授保羅‧尼特

題，而且有可能順勢利導地建立起對話系

（Paul Knitter）在談到世界文明包括宗教

統，並在對話過程中把傳統與現代、技術

對話時，曾指出：「我們試圖考察的哲學觀

與學術、本土與國際更好地統一和融合。

認為，創造的多樣性或者多元性被賦予了

不卑不亢，正是既堅持對話又堅持本

更大的統一性的潛能─ ─盡管不能明確

位（學術本位和華文本位）的最佳態度，而

說這一潛能將引向何方。多被稱為一。但一

且更是一種價值的持守。筆者在前述拙文

並沒有吞沒多。多明确地保持多而成為一，

《多元語境下的身份和價值取向》曾論述

而一由每一個多產生，每一個多都為其它

過，學術刊物不可能沒有自己的特定價值

的多作出獨特的貢獻，因而也為整體作出

取向，但這種特定價值取向應是廣泛的能

貢獻。這是一個過程，目的在於彼此，因而

容納具有同類質比而彼此能互相吸納。從

也就是整體上更加普遍地集中於多。如果

上世紀末，尤其是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之

個體化被弱化，人格就被強化；如果個體把

後，海外華文學術期刊不約而同地倡導在

自己真正的自我看成其他自我的一部分，

多元語境下的對話和聆聽，許多海外華文

他就找到了真我。所以，有一種運動，不是

學術期刊在選題和版面安排上，導出「對

走向絕對的或者一元論的同一性，而是走

話」作為期刊的主要行為方式。九一一事件

向所謂的「統一的多元論」：構成統一的多

後，文明衝突從理論估計變成恐怖現實，

元性。或者用簡單、更有魅力的話說：這運

從而促使學術界更加對文明對話予以重視

動走向的是一種真正的對話的共同體，其

並持續開展。海外華文學術期刊用不同的

中每個成員都通過與他人的對話來生存和

方式和方法，進行一系列推展的對話中，

成為自身」[注九]。

包括推動象徵西方文明的基督教文化與伊
斯蘭文明的不同信仰進行對話。在這個影

體性和對話的兩種主要元素。從廣義方面

響下，海外華文學術期刊擴展了包括基督

來說，對話就是不同文明之間展開溝通和

教領域、伊斯蘭教領域、儒家領域、道家領

交流並進行相互之間的借鏡或批判的過

域、佛教領域作為對話的空間。同時，「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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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統一的多元性」基本包括了主

現代性處理不好，會對傳統和文明主體發生消解效應，但就華

術期刊來說，這種對話就是通過代表不同

文學術期刊來說，這個問題如果處理得好，堅持學術本位和華文本

界文明進步的華人世界，同樣可以期待經

位，不但不會發生很大問題，而且有可能順勢利導地建立起對話系

程，而就具體領域或專業來說，例如，就學
統。

的情況，而曾經以造紙術、印刷術推動世

話」成為學術交流甚至擴而大之的文化
式。進入新世紀以來，對話模式從海外華
面臨現代性的挑戰，華文學術期刊具有一定的選擇決定權，

從人文學科這個層面上，無論作何選擇，無論嘗試任何變遷，最

終的回歸就是文明和價值的持守，這是討論問題的基本出發點。

交流、社會處理的一種理性價值和共處模
文學術期刊引入到中國本土學術期刊，包
括中港台澳等地的學術期刊，都積極推動
了不同文明的對話，這是海內外華文學術
期刊對世界文明作出的一個重要貢獻。

五，結語
在現代性視野下，不僅華文學術期刊
面臨著工具理性和傳統方法解構的挑戰，
甚至生存本身的危機，而且幾乎所有學術
期刊，都有這種威脅。但是，同哲學、社會
學、藝術學、倫理學、歷史學相比，學術期
刊畢竟有它的實體性，同現代社會的基本
運作緊密結合在一起，包括在市場經濟中
相對穩定的位置，所以，有相對大的迴旋
餘地，有一定的自我調整機制，這是從期刊
本身而來的天然優勢所決定的。面臨現代
性的挑戰，華文學術期刊具有一定的選擇
決定權，由於背靠中國傳統文明的強壯背
景和語境，可以將現代性中的建構性內容
加以利用和發揚，而將現代性尤其後現代
性中的解構性的消極因子盡量減少甚至避
免。從人文學科這個層面上，無論作何選

○年第六期，頁一五○。
[注五]同[注一]。
[注六]董天策《西方傳媒政策的範式遷移：
一個思想史的考察》，載《文化中國》
（加拿大）二○一三年第四期，頁六五。
[注七]徐楓、郭沁《傳統學術期刊的數字化
轉型：做最好的線上傳播》，載《澳門理
工學報》二○一三年第一期，頁一二一。
[注八]闞文婧《流行文化中的媒介倫理》，
載《文化中國》（加拿大）二○一三年第
三期，頁四一。
[注九]保羅‧尼特（Paul Knitter）《宗教對
話模式》，王志成譯（北京，中國人民大
學出版社，二○○四年），頁一二。

Academic Standard and Chinese
Standard
─ ─Subjectivity Problems of
C h i n e s e J o u r n a l D eve l o p m e n t i n
Modern Perspective
Abstract: The problems that Chinese
Academ ic Jou r nals (CA Js) encou nter
today, basically are in two aspects: time
& space. In the aspect of time, CAJs
face the challenge of modernity; in the
aspect of space, CAJs face the problem

擇，無論嘗試任何變遷，最終的回歸就是

of being internationalized in the regional

文明和價值的持守，這是討論問題的基本

a c a d e m ic p e r s p e c t ive. Ac c ord i ng t o

出發點。

further researches, in a few domains, the
problem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A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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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多元語境下的身份和價值取向──
論海外華文學術期刊的中國化與國際化關
係》，載《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
版二○一三年第三期。
[注二]孫春英：《跨文化導論》（北京大學
出版社，二○○八年），頁一四○。
[注三]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
言》，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二○○六年），頁
四六○。
[注四]陳定家：「再論互聯網與文學藝術的
革新」，載《中國政法大學學報》二○一

derive from the problems of modernity.
Due to regionality, the challenges CALs
f a c e a n d t h e s t r a t e g i e s fo r CA J s t o
solve t he problems of moder n it y a nd
internationalization, can be the same or
different. However, the main problems
basically are civilization and upholding to
certain values.
Key words: Ch i nese Aca dem ic
Jour nal, Academic Standard, Chinese
Standard, Modern Perspective.

中國研究

大轉型時代城市發展的
文化正義與有機更新
■ 魏麗娜
山東大學文學院

■ 傅守祥
華東政法大學
摘

藝時尚的風向標，城市的文化生態健康與

文化是初級的心靈狀態，經過教育可以獲

否直接關係著整個國家文化建設的成敗。

得，並且可以表現在哲學、純粹科學以及

在中國「大轉型」的時代尤其要注重城市

美術上。另有些人認為，文化是社會制度的

文化生態的養護與改善，真正貫徹整體性

一種形態，是傳統的信仰與習慣，是物質

的「科學發展觀」和永續性的「生態思

的技術與產物。以現代學術的術語來說，

維」。全球化的正面價值是人類文化不斷

這些都是「人文主義」與「人類學」的觀點

提高其內在的「文明總量」，但它又常常

[注一]。

在人類文明不斷減少其外在的「文化差

一般來說，「文明」乃是「文化」的後

異」的過程中，遮蔽人類文明可能的前進

期複雜階段，也就是說，只有在「文化」達

方向，甚至湮滅人類更好的生命形態。如

到一種進步階段之後，我們才稱其為「文

何在增加人類「文明總量」的同時儘量保

明」。當然，也不是所有的思想家都同意

持「文化多樣化」，既是全球化時代人類

「文明是文化的一種進步階段」。有人認

的共同課題又是中國新型城市化亟待解決

為，文化的早期階段更充滿活力與創造力，

的難題，事關「文化正義」的匡扶與「文

與其安於「人為的」組織、合理的原則以及

化正能量」的有效釋放，對於儘快扭轉中

絕對的關係，不如停留在「自然的」直覺、

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文化瘸腳」與「文化

傳統與共有組織之中。他們認為，文明是

生態失衡」至關重要。

文化的墮落與衰微，文明的產生是文化崩

關鍵詞：城市發展；文化正義；有機
更新；文化生態；文明總量。

潰的序曲。譬如十八、十九世紀西方那些
浪漫主義的思想家，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甚至將生
命接近自然的健康與文明社會的腐化作為

意義，是表示自然的改善或圓滿；農業改

對比。因為這些思想家發現：在人類的生

良土壤及物質的文化使肉體發達。因此，

活中，文化與自然只是不斷地產生衝突。

人 類 文化乃是 人性——道德、才智與 社

而現代精神分析學家弗洛伊德（Sig mu nd

會——一切現象的發展。文化在廣泛的意

F r eud）則在其大作《文明及其不滿》中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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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中「文化」（Culture）一詞的根本

全球化的正面價值是人類文化不斷提高其內在的「文明總

圍社會改善的總體。有些西方思想家認為，

量」，但它又常常在人類文明不斷減少其外在的「文化差異」的過

文明的集萃，更是文化先鋒的試驗田、文

程中，遮蔽人類文明可能的前進方向，甚至湮滅人類更好的生命形

義上具有精神與物質兩種範疇，是人類範

態。

要：現代城市是文化的淵藪和

為，人類生物學上與情緒上的衝動，被文明

量 和新的觀 念，造成 新的交往方式，新

社會加諸於他的束縛所挫，文化面臨著這

的需要和新的語言」；美國人類學家基辛

種挫折所引起的痛苦與不幸；他提出精神

（Roger M. Keesing）認為：「沒有城市，

分析的洞察能使人類克服自己的挫折，並

文明就很少有可能興起」[注四]；美國學

且從藝術與科學方面幫助其在世界中選定

者巴格比（Philip Bagby）認為文明是那種

自己的方法[注二]。

「在城市發現的文化」，或者是這麼一種

如何讓民族文化的特殊性與「國際化」要求的普遍性結合，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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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共同挑戰。這兩方面問題的解決程度，均與「文化

正義」的匡扶息息相關、與「文化正能量」的有效釋放密切相連。

儘管歷史上有諸種關於「文化」與「文

文化：「在其中，城市被發現了」[注五]。恰

明」關係的闡釋，但當代社會的主流觀點

如美國現代哲學家路易斯·芒福德（L ew is

還是認為：文明是文化的內在價值，文化是

Mumford）所說：「城市從其起源時代開始

文明的外在形式；文明的內在價值通過文

便是一種特殊的結構，它專門用來儲存並

化的外在形式得以實現，文化的外在形式

流傳人類文明的成果；這種結構緻密而緊

借助文明的內在價值而有意義。同時，文明

湊，足以用最小的空間容納最多的設施；同

具有普適性卻往往走向一元化，是以人類

時又能擴大自身的結構，以適應不斷變化

基本需求和全面發展的滿足程度為共同尺

的社會需求和發展更加繁複的形式，從而

度的；文化具有地方性、一般是多元化的，

保存不斷積累起來的社會遺產。文字記載

是以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時代的不

一類的發明創造，如圖書館、檔案保存處、

同條件為依據的。就當前的趨勢來說，看

學校、大學等等，就屬於城市最典型的和

似不可阻擋的全球化的歷史過程，其正面

最古老的成就之一」[注六]。可以說，現代

價值是人類文化不斷提高其內在的「文明

城市是文化的淵藪和文明的集萃，更是文

總量」的過程；但是，這種全球化的歷史進

化先鋒的試驗田、文藝時尚的風向標，城市

程，又常常在人類文明不斷減少其外在的

的文化生態健康與否直接關係著整個國家

「文化差異」的過程中，遮蔽人類文明可能

文化建設的成敗，在「大轉型」的時代尤其

的前進方向、甚至湮滅人類更好的生命形

要注重城市文化生態的養護與改善，真正

態。因此，如何在增加人類「文明」總量的

貫徹整體性的「科學發展觀」和永續性的

同時儘量保持「文化」的多樣化，便成為當

「生態思維」。

今人類的重要課題[注三]；而如何讓民族

城市是一種以人為主體的複合生態系

文化的特殊性與「國際化」要求的普遍性

統，其中的「文化變量」是城市生態的有機

結合，也是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共同挑戰。

組成部分。一個城市狀況的優劣，既包含

這兩方面問題的解決程度，均與「文化正

物質系統的合理程度，更包括精神、心理、

義」的匡扶息息相關、與「文化正能量」的

情感等文化意義上對人的關懷程度。因此，

有效釋放密切相連。

城市的文化生態狀況關係到是否能滿足人

一、現代城市：文化的淵藪與
文明的集萃

們精神方面的需求，關係到是否能使人獲
得良好的文化氣氛與藝術熏陶。很多城市
過於注重物質利益而忽視城市精神。一些

西 方 諸 多 語 言 中 的「 文 明 」

城市熱衷於搞「形象工程」，盲目追求「標

（civilization）一詞的拉丁詞源是civitas，

志性建築」的數量，實際上是重經濟發展，

而civ it a s是cit y（城市）之意，這表明「文

輕人文精神；重建設規模，輕整體協調；重

明」所包含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城市」

攀高比新，輕傳統特色；重表面文章，輕實

生活：城 市是 文明的一 個重 要 特 徵，更

際效果；重局部功效，輕長遠目標。這些都

是文明的載體。德國思想家馬克思（K a r l

是對文化認知膚淺和對城市發展迷茫的表

Hein rich Ma rx）指出：城市「造成新的力

現[注七]。實際上，文化發展可以為城市綜

持；文化本身能夠創造經濟價值，是城市

來，並且用相應的制度構築起保護人類文

綜合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所塑造

明的屏障。民主和法治既是現代政治文明

的城市形象，是城市綜合競爭力的標志[注

最重要的成果，也是迄今保護人類文明最

八]。

重要的制度保障。知識界的主要責任是傳

城市是一個差異性的空間，沒有差異

承和教化文明，培育公民的文明意識和文

性就沒有城市。城市主體是社會交往中的

明行為。無論在哪種文明體系下，每個人都

多元主體，城市是多元主體的「聚合體」。

追求幸福快樂的生活。一個人的幸福快樂

從現實層面來看，城市的差異性更為本質

需要具備諸多要素，其中最重要的是人的

地體現在城市多元主體空間利益的分化與

生活技能，特別是健康生活的技能。人的

空間地位的差異之上。當前，我們尤其要

生活技能在不同時代會有很大的差別，在

注意，在中國新的城市化浪潮中，城市發

現今的網絡化時代，最重要的生活技能包

展能否為尋求文化認同的社群留下生長空

括健康的體質、健全的心理、謀生的手段

間，如何讓傳統文化實質地進入城市公共

和網絡技術[注十一]。

生活，是當代城市發展與文脈接續的關鍵

二十世紀以來，世界各國在反思城市

所在。有自信的城市也有包容力[注九]。承

化發展經驗教訓中基本形成共識：城市發

認當代城市文化的多元性乃至雜多性，為

展不僅需要發達的現代工業支撐，更需要

不同文化群落間的溝通創造機會，而不是

深厚的文化積澱和高雅的精神塑造。城市

以現代烏托邦想像的立場激化文化衝突，

文化已成為城市發展非常重要的軟資源，

是城市發展過程中亟待解決的難題。在多

文化所塑造的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以及由

元文化的現代城市生活中，任何試圖緩解

此所迸發出來的創造力，是現代城市持續

文化衝突的努力都不可能脫離對主體性

發展的不竭動力之源[注十二]。有文化底蘊

（包括不同社會群體）的承認，我們需要

的城市，才有持久發展的動力源泉，才能發

努力構建一個不同文化群落更好地共同生

展得更和諧、更生態、更有正義性。也可以

存的空間，一個既相互差異又彼此平等的

說，從內因方面來看，中國當代文化大發展

交互空間[注十]。當前，與其千方百計地奉

的關鍵是尋求國內文化生態的平衡，即在

勸青年人別在大城市，不如想想怎樣讓我

傳統習性與現代發展、西方文明與自我探

們的城市更適合人們生活與工作。今天的

索、文化道統與革命倫理、市場邏輯與人

「新型城市化」，應該更加注意到文明輻

文涵養等諸多矛盾關係中找到真正的契合

射，注意生活質量和生活水平是不是同等

點。從外因方面來看，當代文化大繁榮的關

的，關注弱勢群體的城市生活狀態。總之，

鍵在於是否妥善應對文化的全球性博弈，

現代城市日益呈現出差異性，差異性的城

即在改革開放與民族特色、國際規則與本

市呼喚城市治理理念的轉換。

位維護、借鑒先進與盲目引進、力爭雙贏

文明是人類的普遍價值，也是社會主
義的核心價值之一。對於人類的個體而言，
文明的素質是習得和養成的，是社會教化
們承認文明的價值，從而倡導文明行為，那

與避免零和等諸多矛盾關係中搭建起堅實
的對話平台。

二、城市正義：社會分化的縮
小與文化差異的包容

麼我們就有責任阻止所有的野蠻行為和反

毋庸置疑，現代城市是人類文明的結

智行為，國家和社會應當共同擔負起保護

晶。現代城市兼收並蓄、包羅萬象、不斷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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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果。弘揚文明是人類共同的責任。我

沒有差異性就沒有城市。城市主體是社會交往中的多元主

用制度的形式，將人類文明的成果固定下

體，城市是多元主體的「聚合體」。從現實層面來看，城市的差異

可以為城市綜合競爭力的提升提供智力支

性更為本質地體現在城市多元主體空間利益的分化與空間地位的差

和教化文明的責任。政府的主要責任在於
異之上。

合競爭力的提升提供精神動力；文化發展

新的特性，促進了人類社會秩序的完善。

服務產品，提高他們公平參與社會生活、

正如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所說：「人們

享受社會保障的能力，中國才能真正完成

來到城市是為了生活，人們居住在城市是為

從以生產為中心向以消費為中心社會的轉

了生活得更好」。因此，中國二○一○年上

變。隨著中國式的消費時代到來，溫飽需

海世界博覽會的主題「城市，讓生活更美

求已不再是人們主要的滿足；而體面生活

好（Better City，Better Life）」成為人類跨

條件、自我發展的要求，正在發展為城鄉公

越兩千年的共同心聲，而「和諧城市」[注

民、年輕一代主要的社會需求[注十四]。英

十三]也成為人類共同的追求。與此同時，

國社會學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把

在全球化進程日益加深的情境下，消費主

這種需求歸屬為「生活政治」[注十五]，中

義成為當今世界通行的重要意識形態，它

國正在出現類似於吉登斯所說的「生活方

在城市中的作用和效果尤其突出。目前，刺

式的政治」的挑戰，而這恰恰是在「文化正

激內需、提倡消費也是發展中國家發展經

義」的實踐範圍內。

中國的消費時代被幽默地稱為「一部分人生活像歐洲，一部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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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象非洲」、「城市人的中國，農民的中國」，可見社會分化不斷

擴大。長此以往，這個社會就會很危險。

濟的重要策略。毫無疑問，商品和消費主

同時，城 市治理首先 應該容忍差異

義製造了現代人無盡的生活享樂和物慾衝

性、包容多樣性，而不能忽視、遮蔽群體差

動，百貨商店、世界博覽會、游樂園、廣場

異。具體到城市的正義，則是對差異的承

等等城市場所彙集、陳列著各種近在咫尺

認。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哲學教授伊利斯

的狂歡要素與慾望對象，在商品世界的包

·馬里昂·揚（Iris Marion Young）提出正義

裝下，城市的日常生活中處處充滿了驚喜

「要求的不是消除差異，而是確立種種制

和渴求。消費主義時代的中國的最大風險，

度，否定壓迫而推進群體差異的再生產和

是如何避免不斷擴大的城市社會分化；如

對群體差異的尊重」[注十六]。城市正義的

果解決不好，城市完全有可能「讓生活變

建構以尊重與包容差異為前提，實質上是

得更糟糕」。

一種差異性的正義。以此為基礎，包容與

儘管城市「商業盛宴」目不暇接，流

多元是城市的核心價值，更是現代城市的

行變化刺激誘人，但中國城市又處在一個

「文化正義」的落腳點。具體而言，城市價

新的高風險時期，因為在一個城鄉二元結

值的認同須轉換單一的價值整合標準，強

構、城市二元結構的中國，存在一個巨大

調多元價值並存，尋找新的價值整合的基

的、隱約可見的下層群落，這個群落既包

點，實現多元價值的融合；城市共同體的重

括所謂「被忽視的」城市下層貧民，也包括

建須實現由普遍的身份認同走向差異的身

「流動的」農民、農民工及其子弟。這些人

份認同，通過差異性的認同，重塑有機的

的「身份」特殊，基本上不可能與其他城市

城市共同體，容納與肯定差異群體身份；

居民一樣享受同等的市民待遇。所以，中國

城市秩序的重構也必須實現對差異的認可

的消費時代被幽默地稱為「一部分人生活

與肯定，增強城市秩序的包容性與容納度

像歐洲，一部分人生活象非洲」、「城市人

[注十七]。

的中國，農民的中國」，可見社會分化不斷

城市是文化的容器，也是文化變遷與

擴大。長此以往，這個社會就會很危險。如

文化競爭的高地。推進城市文化發展，增強

果中國式的「消費時代」只是對三至四億

城市文化競爭力，既是新型城鎮化的主題

城市人而言、只是對那佔人口百分之二十

之一，也是世界各大城市應對全球文化變

的中等收入階層而言，那麼，這就是一個

遷、加快自身發展進程的重要環節。一般

不公平的消費時代。走向成熟的消費社會

來說，一座現代城市的發展起碼應該包含

的基礎，是利益格局的合理化。只有使農

四個方面：經濟、生態、形象和品牌。但是，

民、農民工、城市一般平民分享社會公共

以往中國城市發展只注重經濟卻忽視了

完美的鏡像。時至今日，歐美城市的主要城

題。中共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的「大力推

區中都存有貧民社區，窮人以自己的方式

進生態文明建設，努力建設美麗中國」[注

生活在城市中。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城市

十八]，為我們真正解決城市的良性發展、

底層人民也同樣擁有在城市中居住下來的

城市文化生態養護與改善問題提供了前所

權利。而當下中國正在複製的卻是一條已

未有的政治契機和政策保障。建設生態文

為人擯棄的奧斯曼式的道路。一系列的城

明是一種生產關係的變革，必定帶來生產

市改造計劃以「改善生活條件」、「美化城

方式、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的

市景觀」為由大興土木，不僅挑戰著城市

深刻調整；加快生產方式的綠色化，推進

人群的生存權利——特別是「強制拆遷」，

生活方式的綠色化，弘揚生態文明主流價

更破壞著城市中本應多樣的生活形態與本

值觀，建立健全系統完整的制度體系，均

應充滿活力的文化生態，我們必須糾正這

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題中之義。生態文明所

一錯誤方式。

強調的協調發展，為我們實現後發優勢提
供了有利契機。

遺憾的是，對古建築的文化生態保護
得好的範例，在現今的城市建設與發展進

新型城鎮化是中國現代化建設在新世

程中卻寥若晨星，倒是人為毀壞古建築、

紀的歷史任務，要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

製造空殼古董的現象愈演愈烈。有的城市

著力提高城鎮化質量；要圍繞提高城鎮化

為使土地升值，不惜在歷史文化遺產密集

質量，因勢利導、趨利避害，積極引導城鎮

的區域進行房地產開發；有的為滿足現代

化健康發展；要把生態文明理念和原則全

城市中高速、便捷的交通需要，改變歷史

面融入城鎮化全過程，走集約、智能、綠

城市的格局和風貌，甚至拆除或遷移文物

色、低碳的新型城鎮化道路[注十九]。進一

古蹟；有人用現代城市規劃目光衡量歷史

步的城市化，被寄望為下一輪經濟增長和

街區和文物古蹟，在改造中改變文物建築

經濟轉型的引擎。當前的中國，正處在史

的周邊環境，使之成為孤立的陳列品；還

無前例的、大規模的「新型城鎮化」加速推

有一些地方在歷史文化遺產豐富的區域建

進過程中，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都面臨新

設時，沒有先期進行必要的考古發掘，導致

的發展機遇以及新的平衡考驗，而「人」的

永久性的失誤……於是，令人憂心的消息

城鎮化是其中的關鍵。

不時傳來：襄樊的宋明城一夜之間被夷為

三、有機更新：特色的城市與
人文型規劃

當前的中國，正處在史無前例的、大規模的「新型城鎮化」

生態破壞嚴重、千城一面、文脈斷裂等問

加速推進過程中，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都面臨新的發展機遇以及

何一個健康發展的城市都不可能只是一個
新的平衡考驗，而「人」的城鎮化是其中的關鍵。

其他三個方面，造成了中國城市化過程中

平地，遵義會議會址周圍的歷史建築一拆
而光，福建的三街七坊名存實亡，定海明清
建築群被拆毀，昆明大觀街、武成路等歷

著名學者、清華大學教授秦輝曾多次

史街區被新建的樓群代替，周莊古鎮旁一

談及他對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平民權利的

條新建馬路使申報世界歷史遺產擱淺，山

看法：「最近我們經常聽到這樣一種言論，

西的喬家大院等古民居建築雖在卻是人非

一點四億農民工進城，卻沒有出現『貧民

的空殼古董，等等。
在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以集約式的

他就應該解釋，這些人沒有住在貧民窟，

城鎮化與創建大都市文化為基本目標的

那住在哪呢？」[注二十]西方城市化進程中

地區與城市，必須面對一個新的課題：如

曾經出現過法國奧斯曼式的「大遷徙」，動

何保護好一個區域之所以為區域的文化形

用國家權力將城市貧民徹底驅趕。可這一

態？如何保存既有的歷史文化資源，營造

方式顯然不符合城市發展的正常形態，任

適合本區域特色的地域文化特徵？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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窟』，創造了『奇蹟』。可是接下來我覺得

全國各地都在大搞城建、大興土木，值得

的穿針引線的納西老太、天井懶洋洋曬太

注意的是，在一些歷史悠久的城市，不少

陽的看家黃犬、人進人出的茶樓酒肆、幾

有價值的東西正在推土機的轟鳴中變成

成絕版的納西古樂……我國文物建築數

瓦礫，一大批用現代材料工藝堆砌起來的

不勝數，願人們汲取古城麗江原汁原味再

「假古董」、仿古建築群招搖過市；大批古

現文化生態的精神，造福當代，蔭及子孫。

鎮、老街、民居、村落被「重新」整修得失去

「兩院」院士、建築學家吳良鏞曾說過：

了原有的文化韻味。人們看到的大都是比

歷史名城「不屬於我們這代人，我們只是

較淺層的模仿或沒來由的懷舊，而缺乏民

看護人，必須將它們完好地交給後代」[注

族文化傳統的深層底蘊。人們越來越擔心

二十三]，並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謹慎的

本應造福子孫的「城市化進程」，會蛻變成

「有機更新」理論[注二十四]。是努力建設

毀壞歷史文化積澱與遺產的短視之舉。

具有偉大理想和抱負的文化城市，還是繼

當代城市文明的塑造和先進文化的培育，離不開人文理想與倫理

關懷維度的監督和規範，這對最終實現馬克思主義「全面發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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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當代思想精英「文化自覺」與「民族復興」的遠大目標有積極意

義。

總體上看，目前我國的城市規劃往往

續滑向毫無特色、了無生趣的平庸城市，

滯後於文化發展的實際，有很多規劃屈從

這一重大決策舉足輕重，對未來城市的社

於利益需要而缺失文化內容，沒有起到規

會走向、民生質量、文化傳承以及可持續發

劃在文化傳承和發展方面應有的引導、開

展都將意義深遠[注二十五]。因此，為了把

啟、牽引現實的功效。致使不少城市在規

單一的「功能性規劃」引向綜合性「人文型

劃出台前振振有辭，而一旦出台卻引來諸

規劃」，在今後的城市規劃中，除了城市規

多非議。在很多城市規劃中只注重功能性，

劃的專業人士之外，還應該多吸收歷史學

而忽略其間應有的文化含量；只把眼睛盯

家、人文與社會學家、文化學者們參與。當

著建築、道路、人居、交通、廣場、商貿等城

代城市文明的塑造和先進文化的培育，離

市的物質結構，而忽略了文化生態、人文精

不開人文理想與倫理關懷維度的監督和規

神含量、歷史文化內涵等城市文化內容[注

範，這對最終實現馬克思主義「全面發展的

二十一]。因此，中國的城市規劃如果不從

人」與當代思想精英「文化自覺」與「民族

功能性規劃上升為人文型規劃，極易導致

復興」的遠大目標有積極意義。

各地多年形成的城市文化特色喪失殆盡，

未來幾十年，是中國崛起的關鍵時

從南到北「千城一面」，那時我們將愧對後

期，中國將面臨城鎮化過程中人類歷史上

人。城市的文化生態具有不可再生性，歷

最大的從鄉村到城市的移民大潮以及產

史文化遺產一旦毀損，傳統風格一旦變異，

業升級的挑戰。許多外國學者稱中國正處

人居環境一旦破壞，都將是人類文明的巨

在水流變化最快、最變幻莫測的臨界點附

大損失[注二十二]。在國內，我們也有過一

近。這個時刻，我們要以更加開放的心態，

些慘痛教訓，比如江南原有幾十個水鄉古

用新文化迎接新世紀的到來[注二十六]。

鎮，許多古鎮建築遠比周莊要好，當初就

正如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一九九一年諾貝

沒有聽取專家意見，認為拆舊重建最好，

爾經濟學獎得主羅納德·科斯（Rona ld H.

直到周莊紅遍國內外，一年收入達三個多

C o a s e）忠告的那樣「如今的中國經濟面

億時，那些古鎮的領導方才後悔不已。

臨著一個重要問題，即缺乏思想市場[注

無數的歷史經驗教訓告誡世人，歷史

二十七]，這是中國經濟諸多弊端和險象

文化遺產是民族精神的載體，我們無權毀

叢生的根源」；一個運作良好的思想市場，

壞它，我們只是後人委托的文化遺產保管

培育寬容，這是一副有效的對偏見和自負

人。我們既必需保護有形的建築，更要保

的解毒劑[注二十八]。建立與時代相符合

護與古建築相伴相依了千百年、有著鮮活

的「思想市場」，不僅是經濟發展的需要，

生命活力的文化生態：即如麗江老屋門口

也是增強中國的軟 實力的需要。在過去

三十五年的經濟改革中，開放的產品市場

真理的試金石、創新的溫床，更是精神的
惟一家園；沒有開放的思想市場，中國經
濟缺乏技術創新。同時，一個更加開放的
思想市場是中國進一步深化政治體制和經
濟體制改革的必要制度保障[注二十九]。科
學的現實「制度」離不開正確「思想」的支
撐，正確「思想」的產生依賴「思想市場」的
盤活，而更趨成熟與完善的「制度正義」則
是「現實」趨向「思想」的保證。
【基金項目】本文係教育部人文社會
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消費時代的文化
正義匡扶與文化品質提升研究」（項目編
號15Y J A Z H017）、教育部留學回國人員
科研啟動基金資助項目及華東政法大學馬
克思主義理論學科團隊項目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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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美）莫蒂默·阿德勒：《西方名著
中的偉大智慧》，王月瑞譯(海南出版社，
二○○二年)，頁二八二至二八三。
[注二]同上，頁二八三至二八四。
[注三]陳炎：《「文明」與「文化」》，載
《學術月刊》二○○二年第二期。
[注四]陸學藝主編：《社會學》(知識出版
社，一九九一年)，頁二二二。
[注五]Philip Bagby, Culture and History:
Prolegomena to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ivilization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8. p.81.
[注六]（美）芒福德：《城市發展史——
起源、演變和前景》，宋俊嶺、倪文彥譯
(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二○○五年)，頁
三三。
[注七]傅守祥：《城市規劃：文化傳承和發
展不可或缺》，載《學習時報》二○一一
年一月十六日第六版。
[注八]蒯大中：《文化發展與城市綜合競
爭力》，載《社會科學》二○○二年第三
期。

許多外國學者稱中國正處在水流變化最快、最變幻莫測的臨

社會躁動不安。自由、開放的思想市場是

界點附近。建立與時代相符合的「思想市場」，不僅是經濟發展的

空前豐富，但由於缺乏「思想市場」，中國

需要，也是增強中國的軟實力的需要。

讓中國人脫貧致富。他們創造的物質財富

[注九]龍應台：《乾淨的城市缺乏創造
力》，載《聯合早報》二○○三年七月
十六日。
[注十]傅守祥：《城市規劃：文化傳承和發
展不可或缺》，載《學習時報》二○一一
年一月十七日第六版。
[注十一]俞可平：《文明的教化》，載《同
舟共進》二○一五年第三期。
[注十二]傅守祥：《城市文化生態不容忽
視》，載《中國社會科學報》二○一二年
二月十日，第四版。
[注十三]「和諧城市」主要體現為多元文化
的和諧共存、經濟的和諧發展、科技時代
的和諧生活、社區細胞的和諧運作，以及
城市和鄉村的和諧互動。
[注十四]扈海鸝：《中國消費時代的「閱
讀」與思考》，載《學習時報》二○○九
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注十五]（英）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
與自我認同》，趙旭東等譯(三聯書店，
一九九八年)，頁二五一。
[注十六]Iris Marion Young,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 Priceton: NJ
University Press,1990.
[注十七]任政：《城市正義：當代城市治理
的理論邏輯》，載《中國社會科學報》二
○一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注十八]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
奮鬥》，載《人民日報·海外版》二○一二
年十一月十九日第四版。
[注十九]張穎：《中國發令新一輪城鎮
化》，載《國際金融報·海外版》二○一二
年十二月十七日第一版。
[注二十]秦輝：《城市化與貧民權利》，載
《南方都市報》二○○八年四月十五日第
五版。
[注二十一]陳振濂：《要重視城市「文化生
態」保護》，載《科學諮詢》二○○四年
第三期。
[注二十二]傅守祥：《城市規劃：文化傳承
和發展不可或缺》，載《學習時報》二○
一一年一月十七日第六版。
[注二十三]陶世安：《「舊城改造」
可以休止》，人民網二○○二年四月

由於缺乏「思想市場」，中國社會躁動不安。自由、開放的

思想市場是真理的試金石、創新的溫床，更是精神的惟一家園；

沒有開放的思想市場，中國經濟缺乏技術創新。

二十日，h t t p://w w w.p e o p l e.c o m.c n/G B/
wenyu/68/20020420/713768.html。
[注二十四]曾昭奮：《有機更新：舊城發
展 的 正 確 思 想 —— 吳 良 鏞 先 生 〈 北 京 舊
城與菊兒胡同〉讀後》，載《新建築》
一九九六年第二期。
[注二十五]單霽翔：《中國應建具偉大理
想抱負的文化城市》，中國新聞網，二○
一二年三月二日，http://www.chinanews.
com/cul/2012/03-02/3713379.shtml。
[注二十六]蒙志軍等整理：《大國崛起與文
化復興——嶽麓書院講壇首場嘉賓演講摘
登》，載《湖南日報》二○一三年五月七
日，第十一版。
[注二十七]「思想市場」這個概念，最早
見於科斯一九七四年發表的一篇名為《商
品市場和思想市場》的論文。該文認為：
思想市場和商品市場沒有什麼不同。科斯
就此挑戰了美國主流社會一個悖論：思想
市場是高尚人士從事的活動，應該有足夠
的自由，商品活動等而下之，並充滿了卑
劣的利益訴求，所以恰當的給予管制是應
該的甚至是必要的。科斯挑戰的論據：第
一，思想市場由很多個人想法推動，很多
人發表的言論不管是怎麼聲明為了全人類
和全社會，實際上是表達他個人的想法，
跟一個商品者要表達的東西沒有什麼不
同，在道德上沒有高下之分；第二，這兩
個市場既有需要管制的內容，也有需要減
少管制的可能；到底是什麼領域要加管制
什麼領域要減少管制，要依成本而定。在
晚年著作《變革中國》，對「思想市場」
也有詳細論證。
[注二十八]《科斯：缺乏思想市場是
中國經濟險象叢生的根源》，鳳凰網
財經二○一一年十二月五日，h t t p://
f i n a n c e.i f e n g.c o m/n e w s/s p e c i a l/2012c j
nh/20111215/5276266.shtml。
[注二十九]（美）羅納德·H.科斯、王寧：
《什麼是中國經驗》，金蓓蕾編譯，載

《東方早報·上海經濟評論》二○一二年四
月十日創刊號（亦可見《東方早報》二○
一三年九月三日，http://www.dfdaily.com/
html/8762/2013/9/3/106479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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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stract: T he moder n cit y is an
integration of mankind culture and modern
civilization. It is the more trail field of the
culture vanguard and the wind vane of
culture and art. The modern city culture
ecology concerns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throughout the country. In the change time
the town cultural ecology is more attached
to, the view of the ecology consideration
and the scientific advance outlook is on the
orbit. The positive value of globalization is
the total volume of mankind culture which
can obstruct the going forward direction
of mankind civilization, even clearing out
the better life from mankind. How to keep
the culture diversification in the world is
the key issue of new urbanization in China.
This issue is releasing of “ the cult ure
justice” and “culture positive energy”. The
above-said is concerned to the positive
culture energy and cultural variation in
various expressions in the course of the
China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city advance; culture
justice; organic renew; culture ecology;
total amount of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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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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張春田
華東師範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
摘

要：在清末民初的報人中，南

立憲迷思的效果。

們積極地介入報刊傳媒領域，創辦和參與

在前文中，他先指出朝廷「鑒於革命黨之紛

了大量報刊，進行文化生產與知識生產。

織」，希望通過立憲，調和滿漢，和平解決，

在報刊上交換個人理念，與大眾對話，製

似乎是褒揚其一片苦心。但馬上又以「侍禦

造輿論，影響不知名的讀者。本文分析南

之人，職司風憲，顧亦暗於大勢，不習世故，

社社員們在新興傳媒業的實踐及貢獻，認

斤斤然猶存滿漢之見，牢不可破」，重興黨

為他們在清末民初輿論形成中皆起到了不

禍一事，證明清朝權貴心裏根本沒有消除

容忽視的作用。報館成為了社員聚合的一

滿漢的打算，再以擔憂式的口吻表示，恐怕

個空間，而憑藉龐大的媒體網路，南社社

會「惹動天下之人憤激而灰心絕望於立憲

員們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清末民初的社會輿

之事業，或致轉變其宗旨而入於猛烈之一

論。南社人面對公共領域中各種力量的折

途」[注四十七]。事實上，正是在給讀者一

衝交涉，其文本和實踐恰恰見證了新的

種情緒上的鼓動，促其轉為激進。後一篇文

「政治文化」在民國初年的蛻變。

章評論江蘇諮議局的成立。陳去病先故意

關鍵詞：南社，報刊，輿論，政治文

抬高調子，說以政府毅然籌備國會的決心，
諮議局應該是很快就能成立起來的。但「月

化。

餘矣，尚寂然」一句，馬上將文氣轉折。接
在清末立憲與國會問題上，陳去病這

下來，以蘇撫以斷然下劄的方式決定諮議

些評論表現出一種有意的論述策略。作為

局人選，「冀混成官紳之局」之事，揭示諮

曾經高呼「革命其可免乎」，並且與革命派

議局被政府操控的現實。再引出文章最後

有著密切關係的人，他當然不希望滿清的
統治延續下去，更意識到清政府的讓步是

結論：
蘇人之今方皇皇然駭且異也，然而

有限的，預備立憲敷衍的意味要大於實踐

吾則以為無異也。……國會之基礎如是，

的決心。但是這些評論大多又是他以記者

他日之國會亦可想而知也。蘇人毋皇皇為

的身份在《新中華報》上公開發表的。在言

也，我固知之矣[注四十八]。

「我固知之」這樣故作豁達的感慨，顯

多現實例證與實際困難，有時甚至讓人感

得比直接批判更有力量，易鼓動讀者對清

覺像是在為清政府謀劃。但這種有意在語

政府徹底失望。

氣和措辭上的偽裝與含混（ambiguity），反

社會主義思潮在世紀之初也傳入了中

而可以更好地揭穿幻象，達到反諷簡單的

國，引起了一些知識人的關注。鄧實早在
一九○三年就發表了《論社會主義》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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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上，他盡力擺出一副客觀的架勢，提出很

在清末立憲與國會問題上，陳去病表現出一種有意的論述策略。

之見果可終泯耶》和《我固知之矣》兩文。

他當然不希望滿清的統治延續下去，但在言辭上，他盡力擺出一副客

和都市文化兩方面都做出了很大貢獻。他

觀的架勢，提出很多現實例證與實際困難，有時甚至讓人感覺像是在

這樣的論述策略還體現在《滿漢畛域

為清政府謀劃。

社人是一個比較突出的群體，在政治文化

認為社會主義是「二十世紀文明」的代表，

我們需要注意，陳去病的這番議論是

但同時認為社會主義在當時「不切於中國」

一九○八年提出的。畢竟這個時候，社會主

[注四十九]。與鄧實交往甚多的陳去病，在

義思潮還沒有像十年之後成為知識份子津

社會主義是否適用於中國上，則與鄧實觀

津樂道的話題，社會主義基本還沒有成為

點相左。他把社會主義看作是對資本主義

中國廣大中國知識人的思想資源。一九○

文明弊端的一種拯救，並且相信社會主義

七年六月劉師培和張繼在東京發起「社會

將作為替代性的方案「突現於中國」。比

主義講習會」，陳去病與劉師培關係不錯，

如，在《所謂富豪者聽者，有心世道者亦聽

張繼後來也加入過南社。陳去病對社會主

者》一文中，他預言：「社會主義磅礡鬱積，

義的瞭解，是否受到了劉師培等人的影響，

行將突現於中國矣」。根據是，原先在歐

尚待考察。但陳去病能從對地方事件的觀

美國家頻繁出現的「聯盟罷工諸事」，現在

察中，把這個重大問題提到知識者面前，其

也在中國出現了。清政府本來擔憂的是革

預見性與洞察力都是相當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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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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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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黨的威脅，現在卻也須面對工人的問題：

同一年，他在《貽蘇路股東書》一文

「蓋視中國政府官吏之苦革命黨尤甚，當

中，再次引入社會主義概念，給蘇路公司

為諸君耳所熟也。比月以來，中國聯盟罷工

建言：「公司雖以營業主義為重，而亦不可

之事，亦竟迭見」。陳去病舉出當時嶺東、

不有國家思想隱然默寓其中」[注五十二]。

江西、浙湖發生的工人事件，認為「是故社

文章的核心是說大小股東在公司發展規劃

會主義之發端也」。他所理解的社會主義主

上都有同等的提出意見的權利，但作為股

要是工人抗爭。他指出這些現象在中國連

東之一的陳去病，注重的依然是社會主義

續出現，不僅是各種環境的刺激所致，更重

的理想和原則對於資本兼併的抵制。他寫

要的是反映出資本主義歷史運動本身的辯

道：
吾蘇路公司者，固社會主義之蘇路公

證性後果：
然其實世之所以生此主義者，乃大

司，而非兼併主義之蘇路公司也。故當發

勢所趨。……中國近日則天災如水火風旱

起之初，定每股銀為五元，且分析其繳股

蟲，人事如各種抽捐，交迫而來，類皆足

時期，俾無論何等人民皆得因其利便而爭

以直接間接而胎孕此主義者。況汽機之

來認股，用意至為宏達。……夫唯實行社

用，亦暫興盛。嗟乎！數年數十年後，雖

會主義，故其所定股東得被舉董事之權，

無人倡之而此主義亦豈能不轟然爆發哉？

亦即以百股為限。良以百股之數，在兼併

空言抑之，庸有濟哉？[注五十]

家視之為歎雖微，而就貧民以論，則此

陳去病還提出，社會主義問題不是政
府官威所能壓制，也不是慈善事業所能調

五百金者，亦必須錙銖積聚而成，固未可
謂非辛苦事也[注五十三]。

和，而是要求社會制度的根本改變：「強權

陳去病通過對蘇路公司的觀察，發現

不除，階級不去，共產制度不行，諸君其難

資本主義並不是像宣稱的那樣簡單的自由

一夕安枕於高樓大廈中矣。願所謂富豪者

市場和契約關係，相反，它更依賴於壟斷機

聽之」。同時他也希望關心中國命運的學

制和對弱勢的排斥，並且把這種壟斷推向

者，要認真研究這一根本問題：「且夫此主

社群生活領域。陳去病這裏揭示私有產權

義之勢力，固決不僅及於富豪已也。惜今中

的排拒本質，並且提出對立於兼併主義的

國學者眼光如豆，只知埋頭讀甚麼法政書，

社會主義，實際上不止是對具體的不平等

妄想專心致力於國家政府之小方面，而不

的抗爭，更體現出重新把經濟放到社會整

知研究此人群最密切關係之一大問題耳，

體中來思考的可貴努力。從陳去病對於社

故曰有心世道者亦聽之」[注五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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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賤丈夫壟斷之哉[注五十七]！

替代的思想資源。

深刻地指出了辛亥革命若不能想辦法解決

談論社會主義的，不僅有陳去病，還

「貧富」差別問題，必然不能保證持久的

有寧調元和高旭。一九○七年寧調元發表

和平，將遭遇更多人參與的再一次的「革

《勞動黨之檄文》，介紹日本勞動黨的情

命」。他的討論，解開了在民主自由與私有

況，並評論說：「二十世紀，社會主義之潮

財產之間通常所作的想當然的聯繫，既捍

流，如日中天，已彌漫於六大洲之壤土，大

衛辛亥革命成果，又希望能將之進一步推向

有遇之者昌，遏之者亡之概。吾國平民中資

社會主義的治理方向。他的立足點不是少

本家之毒尚淺，急謀拯治，較東西各國事半

數人對權力和財富的壟斷，而是「人類之全

而功倍，可斷言也」[注五十四]。寧調元主

體」。

張跨越資本主義階段的弊端，而直接引入
社會主義的理念。而高旭則在一九○四年

三、批評與批評的挫折

就發表了《好夢》一詩，裏面描繪了一個沒

當一九一一年年底，革命勢頭正盛，

有壓迫和剝削的烏托邦社會：
一切悉平等，無富亦無貧。黃金賤如

似乎共和指日可待之際，南社也達到了它

土，況乃銅與銀。工廠即公產，所得幸福

所作為。十二月十九日陳去病、柳亞子等

均。有遺路不拾，相愛如天親。夜臥如開

在《大漢報》上發表一則啟事，計畫在愚

戶，亦不設巡警。卅家立一長，原無君與

園召開臨時大會。其原因是：「自光復以

民。人權本天賦，全社罔不遵。天然有法

來，本社之目的已達。惟建國伊始，一切事

律，猗歟風俗醇。一片太和氣，團體樂國

宜正資討論，亟應組織共和政黨，以策進

春[注五十五]。

行」。報端並有「發表本社夙願，慶賀革命

最興盛的階段。南社人也很想在政治上有

一方面表達了他們掃除專制、渴望人

成功，討論進行事宜，組織共和政黨」之語

權的理想，另一方面在社會的經濟制度

[注五十八]。這則啟事起碼表明了南社人

上強調「公產」，體現出朦朧的以社會主

積極參與即將建立的民國政府的興趣[注

義為方向的追求。高旭嚮往的是人的普遍

五十九]。

的、全面的自由發展。所以，在辛亥革命剛

十二月二十九日，十七省代表在南京開

勝利不久，他就又發表一篇《貧富革命又

正式選舉會，「代表山西的有景秋陸，代表

少不了》，指出共和革命並不代表革命的

江蘇的有陳陶遺，代表廣西的有馬君武，

完成：「料想共和國成立之後，社會經濟

代表雲南的有呂天民，都是南社的社友」。

必大起恐慌，則貧富界又不可不革命」[注

一九一二年民國成立，南社中有不少人身居

五十六]。他的論證理由是，既然排滿是奪

要職。「三日，中央行政各部成立，南社社友

回被滿族侵佔的權利，人們已經認為是「公

得著次長位置的，有司法呂天民，教育景秋

理」，那麼，「富者之奪貧者權利」同樣不能

陸，實業馬君武等。二十八日，臨時參議院

接受。他說：
富豪耶，盜賊耶，殆為天地間之一

成立，陳陶遺當選為副議長。於是少年同

種妖孽耶。非盡行剷除之，則世界終莫得

但南社的兩個核心人物——陳去病和

而平矣。夫私有財產非吾人所原有，乃奪

柳亞子都沒有置身於顯赫的政治舞台，卻

自社會者也。一切貸財皆由吾人之勞力所

表現出對於傳媒和言論事業的極大熱情。

生，惟人類之全體始得為其所有主，焉可

陳去病從一九○八年左右就在汕頭的《中

高旭的討論，解開了在民主自由與私有財產之間通常所作的想

人所忽視的「平均地勸之說」。但高旭確實

當然的聯繫，既捍衛辛亥革命成果，又希望能將之進一步推向社會

也在尋找著對於「十九世紀文明」的超越和

主義的治理方向。他的立足點不是少數人對權力和財富的壟斷，而

高旭這篇文章，明確說是為了支持為

是「人類之全體」。

們在熱切呼喚「十九世紀文明」的同時，卻

社，盡慶彈冠了」[注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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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新報》上發表了一系列針對時政的文章，

了」[注六十五]。柳亞子在這段回憶中刻意

那時就強調輿論所代表的「是非之心」[注

突出了自己與科層政治和官僚機制的不相

六十一]。辛亥革命發生後，陳去病也極為

容性。這也許是他自由散漫的個性所致，但

重視報刊這一陣地。在《大漢報》因失去

從另一個層面也表明了他對官僚政治所導

資金支持於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停

致的革命性的終結的警示。不過，他對建

刊後，陳去病與友人又籌辦《黃報》，陳布

設公共領域的興趣和熱情始終沒有衰減。

雷任編輯。一九一二年一月三日《天鐸報》

他回到上海後，寧調元曾邀請他加入《民聲

上發表了《黃報出現》，宣佈《黃報》出版：

日報》。但他經鄒亞雲介紹，進入了《天鐸

「准於二十日出版，每月發行兩大張」。其

報》。在《天鐸報》工作期間，柳亞子以青

通訊處透露了參與者的信息：「蘇州滄浪亭

兕為筆名，發表了大量時評，反對臨時政府

《大漢報》館陳去病、高天梅、張昭儀、傅

的議和妥協行為，主張北伐，將革命進行到

鈍根，上海《民立報》館朱少屏，《天鐸報》

底。

民國初年圍繞臨時政府是否要北伐，南北和談一時成為眾多革命

黨人的論調。儘管很多南社中人就在臨時政府中任職，但是在面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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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政治問題時，他們依然保持著自己的獨立態度，甚至和主流聲音唱

出反調，直率地發出「批評」之音。

館陳布雷、鄒亞雲，《國粹學報》胡仲明、

最為集中地反映出南社人獨立的批評

諸貞壯，《神州日報》館黃樸人，太倉北門

意識的，是在民國初年圍繞臨時政府是否

俞劍華」[注六十二]。《黃報》初建，陳去病

要北伐，以徹底完成共和革命問題上南社

又接受了紹興《越鐸日報》之邀，去擔任總

人的論說與堅持。當時臨時政府面臨諸如

編。《越鐸日報》的宗旨就是：「紓自由之言

財政、軍事等多重問題，加上立憲派力量倒

議，盡個人之天權，促共和之進行，尺政治

向北方袁世凱集團，因此，南北和談一時成

之得失，發社會之蒙覆」[注六十三]。陳去

為眾多革命黨人的論調。儘管很多南社中

病加入其中，顯然是對於這樣的宗旨高度

人就在臨時政府中任職，但是在面對重大

認肯。一月十五日，在《越鐸日報》上發表致

政治問題時，他們依然保持著自己的獨立

匡社、黃社同人啟事，希望同人「賜函越鐸

態度，甚至和主流聲音唱出反調，直率地發

報館，以期聯絡」。陳去病在浙期間，參與

出「批評」之音。

了秋瑾追悼大會等。回到上海後，又與徐自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高旭就曾在《天鐸

華等合辦了競雄女學[注六十四]。一九一二

報》上發表《擒賊先擒王》，提出袁世凱

年六月又應邀赴杭擔任《平民日報》的總編

才是共和最大的威脅：「若今則張勳、馮國

輯。九月又赴湘護秋瑾靈柩回浙，並與在湘

璋、張鳴岐、楊度等之為漢奸，為患猶小，

南社社友相聚。陳去病在這一年多中，或者

而最足為共和新中國之梗者，實袁世凱也」

在編報刊，或者在從事公眾紀念活動，並沒

[注六十六]。高旭準確地洞察到袁世凱已

有謀劃一個好的政治位置的動向。

經成為舊官僚和保守勢力的最大代表。同

而柳亞子也選擇疏離於臨時政府。友

月，龐樹柏也作有《擬滬軍都督北伐誓師

人雷鐵厓力邀擅長駢體文的柳亞子進入總

文》，這應是代陳其美所作。文中提出「漢

統府做秘書，但柳幹了三天就支持不下去

賊誓非兩立」，「功期速成」，鼓舞民軍將

了：「工作是一點都沒有，只是天天吃西菜，

士「滅此朝食」[注六十七]。一九一一年

幾乎把我胃口都吃倒。……我到了南京，西

十二月二十七日，《民立報》上也發表了題

菜吃飽了，便去閒逛。這時候，姚雨平是粵

為《和乎？戰乎？》的評論，一反十多天前

軍北伐軍總司令，葉楚傖在替他當參謀，北

的妥協論調，指出：「武昌師起以來，以數

伐不能進行，只好和我混在一起，天天遊

萬人之流血得複東南半壁。然而大敵尚在，

山玩水，喝酒做詩。這樣攪了三天，我的身

壯志未酬，我當局乃過重人道，欲以口舌之

子吃不消，忽然發起寒熱來，只好對不住鐵

力，結此大革命潮流，是已我之過矣」。希望

厓，捲舖蓋而出總統府，還到上海來當流氓

「我將士勿少希望於和議之可成」，而能堅

持北伐[注六十八]。

……顧可視為末節虛名，無關輕重哉！」[注

發表文章，表示反對。比如，張昭漢在《吾

制的威脅，才是真正的「愛國」。更重要的

人對於議和之觀察》中說：「議和者，非吾

是，柳亞子特別強調了報刊輿論應該是一

人之所欲，利於袁氏，而不利於民軍者也」

個開放的空間，容納自由言論，不該成為被

[注六十九]。姚光也發表《北征歌》，想像

政治勢力所綁架而失去獨立性，「噤若寒

「光復功告成」的場景[注七十]。這種「陳
師燕雲滿，堂堂五色旌」的虛擬性描述，

蟬」：
自臨時政府參議院承認建虜無理要

其實也是在為北伐造輿論。在北伐問題上

求之優待條件以來，全國國民皆如死灰槁

最為堅持的，還要屬柳亞子。他進入《天鐸

木，走肉行屍……尤可怪者，海上夙號開

報》以後，撰寫了大量支持北伐的時評文

通，報界主持言論，獨其對於此事，噤若

章。為了堅持自己的觀點，他不惜與代表不

寒蟬，且有詆本報創議推翻者為多事者。

同政治勢力的聲音的《民立報》、《大共和

嗚呼！汲狂泉而飲，舉國皆狂，反以不狂

報》展開論戰。他後來回憶說：
看看形勢，和議是快要成功，孫先

為狂，其是之謂乎？[注七十四]

生也慨然宣佈讓位了。我便天天罵南京政

轉移至對報刊批評與現實政治的關係的討

府，罵臨時參議院，主張由起義各省組織

論。他認為對於政治事件和決策，國民都應

都督團，反抗南京，取消和議。那時的

該有發表意見的權利和義務，而報刊這時

《民立報》，是南京政府的機關報了。邵

候尤其應該提供討論的平台。但上海報紙

力子和徐血兒，天天向我進攻，我卻不

在南北妥協問題上似乎簡單認可了臨時政

怕。汪旭初姨丈在《大共和報》當主筆，

府參議院的決定，而放棄了充分參與論爭，

寫了一封信勸我，我反而寫起洋洋萬餘言

「主持言論」的責任。當《天鐸報》創議推

的公開信，在《天鐸報》上發表，把袁世

翻這一決定時，竟還遭到了諸如「不愛國」、

凱罵得狗血噴頭。如此這般攪了一個月左

「多事」的指責。這意味著公共領域本身

右，終於文字無靈，南北統一，我是氣憤

的公共性受到了極大的侵蝕。柳亞子所想

極了[注七十一]。

捍衛的，正是這種公共性和共和精神的真

柳亞子對北伐的堅持，實際上跟是想

柳亞子跳出是否要反對妥協的論辯，

柳亞子跳出是否要反對妥協的論辯，轉移至對報刊批評與現

要肅清擁護君主制的勢力，只有掃除共和

實政治的關係的討論。他認為對於政治事件和決策，國民都應該

當南北開始議和，很多南社人都在報刊上

有發表意見的權利和義務，而報刊這時候尤其應該提供討論的平

七十三]柳亞子認為堅持共和原則，就必須

台。

主張北伐是很多南社人共同的心願。

諦。

最大功能地發揮公共領域爭辯的獨立性聯

二月十一日，柳亞子又發表《取銷臨

繫在一起的。我們可以舉出幾篇時評，一窺

時政府問題》一文，憤激地表示：「竊謂臨

他的立言姿態。

時政府腐敗至此，誠無所用其姑息。特是
與其為袁賊所取銷，不如吾人自行取銷」。

《真愛國者之言論》，提出「宜提倡人道

提議黎元洪創議，通電各省，「不認議和

主義，力求和平解決，不以虛名末節為鷸

辱國之中央政府」，克日北征[注七十五]。

蚌之爭，而使前途受無窮之損失也」[注

柳亞子自己也說這是「險著」，但為救民國

七十二]，以人道主義和國利民福來責備柳

不得不然，否則坐誤時機，將無可挽回。柳

亞子時，柳亞子的回應毫不客氣，認真分辨

亞子在報上公開發表這樣一個建議，以某

共和的原則。他在《告真愛國者》中說：「名

種書生之見的方式，表達了對現實政治的

不正則言不順，共和國中，固無異族君主回

絕對否定。比之他的具體建議，他公開和

翔之餘地；況保皇丑類，螳臂猶繁，宗社死

直接的批評姿態，確實代表一種「公民不

黨，狼心未滅，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

服從」（civil disobedience）的權利[注

５１

比如，當邵力子在《民立報》上發表

七十六]，這也是公共領域相對於國家的抗

一方面又挾虜廷名號劫制民軍，俾虜酋退

爭。

位與南都臨時政府取銷，同時並行，彼得坐
公共領域的爭辯，意味著不同的意見

收漁人之利，由大總統而進為大皇帝。此袁

都能夠得到爭論的機會。果然，在柳亞子

氏之夙願，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

提出此議的第二天，徐血兒就公開反駁道：

[注八十一]。對袁世凱用心之分析可謂切

「若以反對優待條件，遂倡言取消臨時政

中肯綮。

府，尤為悖謬。夫臨時政府為全國所公認，

同一天柳又發表《答某報》，應是針

又何得以不合於三數百人之私意，即欲公然

對《民立報》。一方面努力戳破以「和平」、

倡議取消？」[注七十七]他認為更應該把目

「人道」話語理解政治的不成熟性。他說：

光放在憲政的落實上：「夫民國根本，在完

「和平、人道之談，豈非吾人所樂聞，然不

美之憲法。吾人自今日始，當以全力求正當

思剗拔二次革命之種子，而姑粉飾目前，此

之選舉，為強有力之立法機關，以草定完美

所謂養癰成患耳。主持和平、人道者固如

之憲法，即有欲出於法外者，亦有不能」[注

是乎？」另一方面以太平天國覆亡之歷史

七十八]。徐血兒也是南社社員，但他從合

教訓警醒當下：「天國之亡，不亡於楊、韋

法性的層面質疑柳亞子的做法。而章士釗

之戕殺，而亡於株守南都，不思北伐」[注

也批評柳亞子忽視現實，「只求作一篇發揚

八十二]。歷史與當下恰構成了對應。柳亞子

意氣之文章」[注七十九]。可見在當時報刊

的激烈與徹底，一方面是基於他對「革命」

上關於北伐事確實各持一端，眾聲喧嘩。

的本質立場的堅持，另一方面也是鑒於歷

柳亞子認為他的批評的挫折，除了各種結構性實力懸殊等原因以

５２

外，公共領域內的腐敗和墮落也要負有一定責任。他深刻意識到報刊

輿論並不一定就能秉持公道，本身也有被政治勢力操控的危險。

二月十三日，柳亞子又針對《大共和

史教訓而有所警示。《民立報》此時已代表

報》的勸阻，發表《答某君書》，再次闡述自

主流輿論、支持議和，但柳亞子非常警惕於

己反對優待條款，是基於鞏固革命事業和

報刊被政黨政治所綁架的後果，他還是堅

共和基礎的考慮：
某之反對虜酋，只欲取銷其久假之帝

持在公共領域內表達獨立立場。

號，而不復屠戮其當誅之生命，亦已委曲

臨時大總統，柳亞子這段時間的努力宣告

求全矣。乃要脅無限，要脅多端，保皇立

失敗。柳亞子對政治的「批評」也達到最高

憲黨人複改頭換面，盤踞臨時政府及參議

峰。二月十七日柳發表《青兕宣言》，與讀

院中，使真革命黨反無立足之地，故和議
遷延，日復一日，優待條件，繆戾萬端。

者直接對話：
不佞假《天鐸》余白，與海內外同胞

……故某謂南都臨時政府取銷之日，即中

以精神相見，亦幾匝月於茲矣。舉凡不佞

華民國亡國之日。吾人即不能血肉相爭，

所主張破壞和議、反對建酋僭號、不承認

亦當白衣冠送之。此為確論，非激詞也。

袁氏為大總統，大聲疾呼，強聒不捨，當

執事試澄心思之，自今以往，能保第二次

為閱者諸君所共見。乃臨時政府不職，參

革命之不起乎[注八十]。

議院無狀，竟以大好江山斷送於操、懿之

二月十五日南京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

可見，柳亞子前面提出的不承認南京

手。複有不肖報館，無恥文人，甘心為袁

臨時政府的建議，實際上是憤激之語。正是

氏作機關，日肆莠言，以相煽惑，口眾我

因為它對臨時政府寄寓了厚望，將之作為

寡，莫能收效[注八十三]。

革命精神的代表，所以他才不能容忍臨時

報刊上的批評其性質正是在於「與海

政府中「真革命黨」被排擠而導致的妥協

內外同胞以精神相見」，以輿論影響現實政

態度。柳亞子又強調優待條款不過是袁世

治。柳亞子認為他的批評的挫折，除了各種

凱的一種手段：「彼殆欲合曹孟德、拿破崙

結構性實力懸殊等原因以外，公共領域內

為一人，故一方面借民軍勢力逼脅虜廷，而

的腐敗和墮落也要負有一定責任。他深刻

楊杏佛（一八九三至一九三三年）的信，其

誅口伐」已經失效的前提下，他再一次利用

中對當初妥協的「人道主義」有深刻反省：

報刊，倡議大眾直接展開行動：「敢告父老

「國事日非，奸人得志，奈何奈何！弟七八

兄弟諸姑姊妹，凡有愛國熱情者，其速組

年來希望革命，至此反大失所望，推原其

織強固有力之團體，實行第二次革命」[注

故，我黨姑息所致，而講人道主義太過也。

八十四]。柳亞子這一段關於南北議和的論

嗚呼！天梅近無日不醉」[注八十九]。當這

爭以這篇文章結束，不僅顯示了他對於時

封私信刊登在報紙上，這已經不是私人之

局的失望，而且也揭示出在特別的時勢下公

間的交流，而帶有明顯的公共領域的「批

共領域本身的限度所在。

評」的意味了。

雖然柳亞子對袁世凱掌握政權深感

柳亞子所說的「二次革命」在一九一三

失望，但他依然繼續參與公共領域的競爭。

年終於變成現實。當一九一三年七月國民黨

他離開《天鐸報》之後，先加入了寧調元所

發動「二次革命」後，很多報刊都站在國民

辦《民聲日報》，但因《民聲》內部變化，不

黨一邊，製造「討袁」輿論。《民立報》發表

久脫離。後來當姚雨平、葉楚傖辦起《太平

邵力子《討袁之捷於應響》、徐血兒《討袁

洋報》，柳亞子便加入了《太平洋報》。姚

之真意義》，《中華新報》發表胡樸庵《討

雨平本來是粵軍北伐軍總司令，現在因為

袁篇》，《中華民報》發表程善之《討袁賊

北伐夢破滅，而轉而在上海辦報。這一行

檄》[注九十]。柳亞子也在《民立報》上發

動本身即已經表明通過報刊建立新的政治

表詩作，表明「太白終懸豎子頭，橫空一劍

空間的一種意識與嘗試。參加《太平洋報》

斷千秋」這樣充滿豪情的展望[注九十一]。

的，有很多都是南社人，包括剛剛回國的蘇

當黃興在南京任江蘇討袁軍司令，陳去病、

曼殊等。「大家都是熟人，並且差不多都是

龐樹柏等人立即投軍。《民立報》上也及時

南社的社友。不是的，也都拉進來了。那時

刊登南社人參與二次革命的情況：「行政

候，可稱為南社的全盛時代」[注八十五]。

公署暫由蔡冶民攝任……現陳巢南在內擘

南社也在《太平洋》館內設立了交通部，以

畫一切。巢南為革命之先決，南社之主盟，

資聯絡[注八十六]。

政治文學卓然無兩，自此吾江蘇行政，或可

不斷有由南社人參與、傾向反袁的報

刷然一新乎？」[注九十二]這既是軍中情況

刊問世，而且名稱中多含括「民」、「民國」

介紹，同時也是招攬更多人參與二次革命

等字眼。一九一二年七月二十日，《中華民

的廣告。南社人在二次革命中表現突出，如

報》創刊，總編為鄧家彥，胡懷琛、胡樸庵

陳其美任上海討袁軍司令，居正任吳淞要

等均為編輯。楊銓在贈鄧家彥的詩中曰：

塞司令，柏文蔚任安徽討袁軍司令，范鴻

「悠悠二千載，言論幾人賢。……危時正多

仙任鐵血軍司令，蔡濟民任湖北討袁軍司

故，群策賴君鞭」[注八十七]。楊希望《中

令。
《民立報》、《中華民報》等報刊也踴

為「秦政」），捍衛「民魂」。七月二十五日，

躍地製造輿論。七月十六日，《民立報》發

《民國新聞》創刊，總編輯汪精衛，主筆呂

表了被黎元洪囚禁的寧調元獄中詩，寧在

志伊、陶鑄、林庚白，文苑欄的沈礪都是南

序中說，民國建立後，「險象環生」，「虎去

社人。《民國新聞》以「保障共和政體」為宗

狼來，一蟹不如一蟹；風淒雨苦，後人還哀

旨，顯然是為了監督和制約袁世凱集團。高

後人」[注九十三]。他在詩中用了伍子胥的

旭在《祝詞》中以「一紙新聞十萬兵」的話

典故，寫道：「身經波浪翻回在，待抉吾眸

[注八十八]，比擬報刊傳媒的巨大力量。八

掛國門」。又歎息共和遭遇巨大挫折，十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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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民報》能夠對抗袁世凱的獨裁（楊比之

南社人在二次革命中表現突出，如陳其美任上海討袁軍司令，

本身也有被政治勢力操控的危險。在「筆

居正任吳淞要塞司令，柏文蔚任安徽討袁軍司令，范鴻仙任鐵血軍

月二十二日，《太平洋報》也刊登了姚光給
司令，蔡濟民任湖北討袁軍司令。

意識到報刊輿論並不一定就能秉持公道，

年的努力換來重新入獄的下場：「拒狼進虎

要的，蔣指出報紙上那些更重要的批評無

亦何忙，奔走十年此下場！」[注九十四]《民

法見世，留下的只是那些無傷大雅的小品：

立報》這時刊登寧調元在清末曾經因從事

「皇皇三葉紙，上而國計，下而民生，不乏

革命而深陷囹圄，現在卻又被民國關押的

苦心孤詣慘澹經營之作，惜乎血舌箝於市，

人的詩作，不僅是要凸顯他的冤屈，更是為

讜言糞於野，遂令可歌可泣之文字，漂沒

了證明袁世凱和黎元洪所代表的政府背叛

而不彰，轉不若雕蟲小技，尤得重與天下人

了革命，失去了合法性，從而為二次革命造

相見，究而言之，彼錦心繡口者，可以遣晨

勢。七月二十一日，蘇曼殊也在《民立報》上

夕，抵風月；於國事有何裨焉！」[注九十八]

「謹代十方法侶宣言」，直告「獨夫袁氏」：

這就把在專制統治扼殺批評和輿論的境況

「甘為元兇，不恤兵連禍亟，塗炭生靈，即

下，雜誌的審查和自我刪除機制深刻地呈

衲等雖以言善習靜為懷，亦將起而褫爾之

現了出來。

魂」[注九十五]。全文言辭激昂，繼承了古

《民權素》直到一九一六年四月停刊

代檄文風格，意在製造袁世凱已經人神共

共出了十七集，其上所刊登的，確實也以文

憤，各界都在抵制的景象。

藝性的筆記、詩詞或者遊戲文字為主，但

公共領域原有的批判潛能消解，被融入了資本主義體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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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貝馬斯發現，報紙內容由於商業化必然走向非政治化，個人化和煽

情。公共領域始終遭遇著「重新封建化」或者消費化的威脅。

公共領域的輿論抗爭遭到了袁世凱政

是其「名著」欄仍保留了一些帶有政治意味

府的壓制。八月《中華新報》被指控為「鼓

的文章。比如第一集上柏文蔚的《追悼四

吹革命」，鄧家彥被判監禁。但其它報刊依

烈士文》、姚雨平的《華僑炸彈營將士南歸

然以各種方式堅持批評。《民權報》編輯蔣

序》，第二集上太炎的《與袁總統書》，第

箸超就在報上刊登鄧家彥在獄中詩作，並

三集上中山的《太平天國戰史序》等。重刊

且公開徵求合作，以這種方式表達對鄧家

這些文章，顯然隱含著編者的政治意圖，

彥等堅持獨立性的報人的支持，並且捍衛

劍鋒所指仍是袁世凱政府及所代表的官僚

輿論陣地。《民權報》從一九一二年三月創

政治。「諧藪」欄是《民權素》的一個重要

刊起，就不斷對袁破壞約法、推行專制的行

部分，這些文章在現實條件限制下，巧妙

為進行抨擊，從宋教仁案到二次革命，一直

地將直接批評轉化為間接諷刺和寓言。比

站在反袁的輿論前沿，終於在一九一四年一

如，第一集上雙熱《戲為鼠界作討貓檄》、

月被袁世凱政府封禁。

枕亞的《水族革命記》、醒獨的《禁言論自

在《民權報》停刊後，原來的編輯蔣

由令（仿北齊文宣皇帝禁浮華詔）》、天章

箸超（也是南社社員）和劉鐵冷一起（第二

的《妓女宋議員序（仿李白春夜宴桃李園

期起改由蔣一人編輯）又編輯出版了《民權

序）》，第二集上署名「昆」的《詐帝本紀》，

素》月刊，繼續以標榜「民權」為宗旨。沈東

第三集上慕犧的《賦得豚尾奴》等文，顯然

訥在為《民權素》創刊號所作「序」中，揭出

也都有所針對，或影射「二次革命」事，或

《民權素》的宗旨：「使人撫茲一編，不禁

諷刺共和被侵蝕的種種政治亂象。但越到

傷心夫輿論之摧殘殆盡，感喟夫民黨之流

後來，有所針對的政治諷刺越來越少，「諧

連顛沛，深慮夫共和國之危急將墜。亡國哀

藪」也逐漸被空洞化，而其它娛樂和消閒的

音，萬愁交集，如箕子過殷墟而作麥秀之

文字越來越多。

歌，令人潸然零涕也」[注九十六]。為「共和

《民權素》的例子，恰好突出地表現

國之危急」而辦的用意，在蔣箸超的「序」中

出公共領域所面臨的現實危機。隨著袁世

表達得更明確：「革命而後，朝益忌野，民

凱的專權和民國「共和」理想的破滅，公共

權運命，截焉中斬，同人等冀有所表記，於

領域的「民聲」不斷受到壓制，大批以代表

是循文士之請，擇其尤者，陸續都為書，此

「民意」為訴求的報刊被查封關閉，這格外

《民權素》之所由出也」[注九十七]。更重

彰顯出民初「公共性」的重重危機。即使在

從未完全實現。公共領域一方面受到國家

也。吾國報紙雖多，而此種報紙，尚未發

權力擴張的限制，另一方面，它也受大眾傳

現，本報實為開山，實為督促學生豫備之

播的商業化影響。當市場和消費法則滲入

鞭策，實為製造國民根本學識之胎兒，則

公共領域時，「理性──批判論爭就逐漸被

謂本報為獨一無二之報紙可也[注一百零

消費所取代，公共交流的網路也就消解為

一]。

個人接受行為，不過這種接受方式卻是整

簡單說，《墨海》不再奢望影響普遍的

齊劃一的」[注九十九]。於是，公共領域原

輿論，而是訴諸特定的目標群體的培育。試

有的批判潛能便消解，被融入了資本主義

圖通過文化和道德改造，創造和培育新的

體制之中。哈貝馬斯發現，報紙內容由於商

政治主體。這種以重建主體和文明，作為

業化必然走向非政治化，個人化和煽情。公

共和政治的基礎的思路，正與一九一五年

共領域始終遭遇著「重新封建化」或者消

所創刊、由陳獨秀主編的《青年雜誌》（後

費化的威脅。

改名《新青年》）的進路相合。龐氏特別提

我想以三個例證來呈現一九一○年代

出「以協助輿論界所不及」，表現出一種不

中期公共領域的某種轉變。第一個例證是

再簡單依靠既定政治-經濟格局下的「輿論

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創刊的《墨海》雜

界」本身，而是超越十九世紀政治──經

誌。這個雜誌由墨海社編輯兼發行，僅見一

濟體制及其派生的文化模式的渴望[注一百

期。這一期上的《發刊詞》署名檗子，應為

零二]。

南社人龐樹柏。他在《發刊詞》中說，輿論

與針對特定目標群體相異的另一種情

界對於創建民國確實起到很大作用，「然

況，是報刊與政黨政治之間的密切關係的

時至今日，國威之不競入股，人道之陵夷入

建立。一九一六年一月二十二日，以「擁護共

股，而報紙之發達又如故，則將何說？」龐

和，保障民權，發展民主，闡明真理」為宗

氏及墨海社社員反思共和制度未能生根的

旨的《民國日報》在上海創刊。該報創始人

問題，認為原因在於缺乏「從根本上之改

為中華革命黨總務部長陳其美，擔任主編

革」，即「革心」。而「革心」應該「始於教

的是葉楚傖和邵力子，主筆包括戴季陶、

育」，「始於學生受教育之時代」。龐樹柏強

沈玄廬等，姚錫鈞（即姚鵷雛）和成舍我早

調《墨海》之創辦，就是以改造學生思想為

期也曾參與。雖然葉、邵等都是南社社員，

宗旨。「剔去污穢之舊漬，養成善良之新風

但這一張報紙與以前南社人辦的民間性報

……麾道德之旗，鼓文明之楫，以協助輿論

紙已經有一個大的不同，即它是中華革命

界所不及」[注一百]。而署名「聿」的編者在

黨的機關報。其辦報思想和編輯理念都日

《本社宣言一》中，也指出了「本報」與一

漸受到政黨政治和宣傳機制的影響。在唐

般報紙的不同：
報社之普通性質，曰對社會，對國

宋詩之爭中，《民國日報》完全站在柳亞子

家。社會國家，為人人所托體而生存者。

義上說，也顯示出了一種明確的「立場」意

人之對社會對國家，猶之自己對自己，但

識。一九一九年《覺悟》副刊創辦後，也以

以報之範圍論之，不可謂非對外也。近世

新的思想討論和新的詩歌、小說創作見長

所行之日報、週報、月報大率類此，獨本

[注一百零三]。與民初南社報紙副刊的「公

報則不然。本報乃以對內為主體，以對外

共性」相比，內容和形式上均有很大差異。

為客體也。蓋組織本社者，非商業人，非

而當一九二四年《民國日報》更改組為國民

政黨人，乃學界人也。亦尚非成年之學界

黨的機關報，其公共性更受到特定意識形

在唐宋詩之爭中，《民國日報》完全站在柳亞子一邊，拒絕

社之性質，真是自己對自己，所謂對內

刊登任何反對文字，從某種意義上說，也顯示出了一種明確的「立

他也承認，絕對的公共性在資本主義社會

場」意識。一九一九年《覺悟》副刊創辦後，也以新的思想討論和

人，乃在受教育時代之學生也。……故本
新的詩歌、小說創作見長。

哈貝馬斯關於公共領域的規範性討論中，

一邊，拒絕刊登任何反對文字，從某種意

５５

態的深刻影響。

世治國結合於一身的可能性被現在的時

第三個例證是關於報刊的私人化和消

代狀況特別是政治勢力所壓抑了，因此像

閒化的。也在一九一六年年初，姚錫鈞所

姚這樣的人只能從政治領域退出，回到文

編的《春聲》雜誌出版。姚在「自序」中說：

學，「降而與《虞初》、《夷堅》爭一日之短

「錫鈞撰次是書，一衷醇雅。比年以來，斯

長」，而且把文學徹底變成了一個私人化、

事至濫。往往遣詞選字，義且未安，而囂然

純審美的領域。但柳亞子又質疑說，姚氏如

自鳴，多所刊佈。坊間所陳，觸目皆是。察

此關注說部，是不是有所寄託呢？比起說部

其陳義，初無足觀，誨奸導淫，變而益厲

本身，我們是不是也應該注意到那些缺席

耳。錫鈞無似，敢謂持此戔戔，淩轢一世」

的在場——譬如政治，譬如批評，譬如公

[注一百零四]。讓姚錫鈞感到不滿的，是近

共性？如此經過在意義向度上的轉折，柳

年來報刊文字和格調的低俗，他希望《春

亞子既抨擊了壓制公共領域的言論自由和

聲》超出坊間那些「誨奸導淫」的文字。但

理性表達的國家政權力量，同時也潛在地

是在序言中他對該雜誌與外在世界特別是

批評了姚鵷雛徹底地去政治化、回到私人

政治應該構成怎樣的關係，不置一詞，這表

空間、放棄文學的介入性的保守性做法。

經過在意義向度上的轉折，柳亞子既抨擊了壓制公共領域的言論

５６

自由和理性表達的國家政權力量，同時也潛在地批評了姚鵷雛徹底地

去政治化、回到私人空間、放棄文學的介入性的保守性做法。

明在潛意識中他已經明確將編輯這個雜誌

姚鵷雛及《春聲》的傾向不是個別性

視作一種純粹的「文學」事業，不再著眼於

的案例，如果聯繫到一九一四年五月創刊

通過「批評」的方式與時代短兵相接。《春

的《小說叢報》（主編徐枕亞）、一九一四

聲》雜誌包括「短篇小說」、「長篇小說」、

年六月創刊的《禮拜六》（歷任主編為王鈍

「新劇本」、「筆記」、「詩詞選」等欄目，尤

根、孫劍秋、周瘦鵑）、一九一四年十一月

以小說為重點，更有不少西方小說、劇本的

創刊的《七襄》（編輯為小鳳、倦鶴，姚鵷

翻譯，其興奮點已經轉移到時興的都市文

雛題寫《發刊詞》）、一九一五年三月創刊

化。以一種混沌涵容的姿態，致力於調適傳

的《小說新報》（主編李定夷、許指嚴等）、

統與現代性之間的緊張。這與南社早期辦

一九一五年八月創刊的《小說大觀》（編輯

報刊主要是出於政治上的興趣已有很大差

為包天笑）、一九一七年一月創刊的《小說

異。柳亞子在給《春聲》作序時，也以比較

畫報》（創辦人及編輯為包天笑），等等，

隱晦的方式提出了這種差異。他說：
抑余獨有深感者，以姚子之才，文

我們可以發現，通過創辦輕性的文學和文

章爾雅，卓然名家。既不能遭遇承平，充

市文學，這成為相當一部分南社文人的新

石渠天祿之選，樹名山萬世之業，繼漢二

選擇[注一百零六]。他們也逐漸淡出原來

史，備唐一經，與日月俱壽；複不能上馬

的圈子，形成新的同人團體（比如青社、星

殺賊，下馬草露布，飛書馳檄，踵陳琳、

社等）。當把文學作為一種現代性的自治和

駱賓王之後，以一吐其胸中抑塞磊落之

分化領域來經營，精心打造面向市民的都

氣。顧乃摧之厄之，饑驅而窮逼之，使之

市文學讀物時，原先以介入政治為首要追

俯其低眉，降而與《虞初》、《夷堅》爭

求的報刊的「公共性」理想，自然也將遭遇

一日之短長。然則姚子之於說部，其有不

新的蛻變。

得已者存乎？抑將有托而逃也[注一百零

四、餘論

五]。

藝類報刊，以市民大眾為目標讀者，建設都

柳亞子這段話頗有深意。他先故意指

從陳去病、高旭、柳亞子以及其他南社

出姚鵷雛本來應該像古代士人一樣，具有

人的文本和活動中，我們看到了關心中國

文學和事功等多方面才能，可以在很多領

命運的南社人是如何介入清末民初的現實

域有所建樹。接著又表示這種把文學與經

政治。他們努力把現實政治綜合在不斷變

並且創造性地進行政治行動。隨著辛亥革

這些論述，可以證明南社人（至少一部分）

命的勝利和共和制度的建立，南社達到了

並不是真的沉浸在「漢官威儀」的天真想像

它最興盛的階段。這並不是就有多少南社

之中的[注一百零七]。他們在公共領域地輿

社員擔任了政府高官而言，而是著眼於南

論抗爭中，創造性地發揮了知識人的文化

社在促成公意的形成上的關鍵作用。比如，

能動性。但是，我們同樣要看到，這種文化

南京臨時政府最重要的《臨時約法》，主要

能動性在民國初年也不是一帆風順，而是

是由景耀月、張一鵬、呂志伊、王有蘭、馬

面臨著多重危機。在這個角度看一九一○

君武組成的五人起草委員會起草，而參與

年代中後期南社的衰落以至在一九二三年

者多達三十餘人。起草委員會中，景耀月、

最終解體，也許會有更多發現。現有南社研

呂志伊、馬君武都是南社社員。又如柳亞子

究一般傾向於從個人矛盾或文學趣味之爭

在一九一一年曾到臨時總統府任秘書，但

的角度去解釋南社的衰落，但我認為，無法

他很快辭職，到上海辦報。這是很有象徵

忽視背後的中國資產階級與公共領域的結

意義的行為。對於公意和言論的獨立性的

構性轉變。儘管南社社員大多有著各種身

追求，是很多南社人所看重的。南社人有

份和職業，但他們組織和加入南社這個社

意識地掌握了不少大報，如《民報》、《民

團，本身就表述了某種集體意圖。南社盛衰

呼日報》、《民籲日報》、《民立報》、《天

與民國共和制度的起伏兩者表現出某種同

鐸報》、《民聲日報》、《太平洋報》、《民

時性，這提示我們注意南社的解體背後，民

權報》、《民國新聞》、《民主報》、《中華

初的共和危機尤其是阿倫特（Hannah Ar-

民報》、《生活日報》、《民權畫報》的編輯

endt）所謂的「公共性」（publicity）的危

權，憑藉這樣龐大的媒體網路，南社人在

機）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民國初年的社會輿論。

阿倫特在當代語境中，試圖重振亞里

但是這種廣泛的「參與性」也始終面

斯多德關於人的政治性的論述傳統，對代

對外在力量的滲透和威脅。一旦南社中人更

議民主制度提出了嚴厲的批判，強調「政治

多地進入議會/政黨政治和官僚制度中，其

行動」和政治參與的重要性。與近代自由主

中很多人也迅速地與獨立的「公共性」相脫

義對公私問題的看法不同，阿倫特把公私領

離的，作為導致南社解體重要原因的賄選

域的區分追溯到古希臘人對「城邦生活」與

事件，實際上就表明了官僚政治的腐化力

「家庭生活」的區分。她認為政治行動必須

量。而同時，伴隨著袁世凱的壓制和各種各

體現在公共領域，私人領域和社會領域的

樣的共和危機的到來，一些南社社員（如湖

過度擴張，會使得政治被功能化，危害政治

南、廣東等地部分社員）深感頹唐，自覺或

行動的落實[注一百零八]。所以她特別堅持

者不自覺地退縮回私人世界。南社群體很

通過「言談」與「行動」的重要性，因為溝通

快分化與沉寂，漸漸喪失了影響文化場域

論辯是維持公共領域得以不墜的關鍵[注

的領導權。另一些雖然依然努力經營媒體

一百零九]。高度的社會參與程度，是保證

與文字事業，也逐漸淡出原來的圈子，形成

公共領域的前提。

新的同人團體，更多依託印刷資本主義和
面向都市文化（如包天笑、周瘦鵑等）。那

整個過程中確實有很多表現。南社的準備

麼，南社在公共領域的「領導權」的挫折，

期（大致是一九○三至一九○九年），正是

是不是意味著一種參與性公共政治的失

社會性的反清活動日漸高漲的階段。南社

落？如果我們聯繫到哈貝馬斯所描述的，因

的很多社員正是在拒俄運動、國粹運動、

為資本和國家權力的滲透和干涉所導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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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性」的興起與退化，在南社的

當把文學作為一種現代性的自治和分化領域來經營，精心打造

營言論事業。無論是建言還是批判，他們的

面向市民的都市文學讀物時，原先以介入政治為首要追求的報刊的

安葬秋瑾等活動中集結起來的，他們踴躍
「公共性」理想，自然也將遭遇新的蛻變。

動的歷史關聯中，並且積極地利用報刊經

「公共領域的重新封建化」，那麼是不是可
以說，作為民初輿論重要參與者的南社群
體，也面對和經歷了類似的歷史過程？
無論如何，一九一○年代中期，我們再
次看到公共領域內部的一種分化。隨著《甲
寅》（一九一四年五月創刊於東京）和《新
青年》（一九一五年九月創刊於上海）為代
表的新一批報刊媒體和陳獨秀、胡適等文
化人出現，討論「國本」問題，打造新的文
學文化（literary culture），走向社會舞
台中心，以「新文學」、「新文化」為代表的
新的公共領域及其邏輯正在生成，輿論界
逐漸形成把啟動政治的希望重新放在了新
的文學/文化「革命」意識之上。南社重建
政治文化的努力在這個過程中逐漸淡出了
歷史舞台。這段歷史，對於我們今天思考媒
體和文化批評，也許仍然有著非常重要的
意義。

南社的很多社員正是在拒俄運動、國粹運動、安葬秋瑾等活動

中集結起來的，他們踴躍並且創造性地進行政治行動。隨著辛亥革

命的勝利和共和制度的建立，南社達到了它最興盛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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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四十七]陳去病：《滿漢畛域之見果可
終泯耶》，載《陳去病全集》第二冊，頁
四九○至四九一。
[注四十八]陳去病：《我固知之矣》，載
《陳去病全集》第二冊，頁四九二。
[注四十九]鄧實：《論社會主義》，載《政
藝通報》癸卯年第二號，一九○三年二月
二七日。
[注五十]陳去病：《所謂富豪者聽者，有心
世道者亦聽者》，載《陳去病全集》第二
冊，頁四六六。
[注五十一]陳去病：《所謂富豪者聽者，有
心世道者亦聽者》，載《陳去病全集》第
二冊，頁四六六。
[注五十二]陳去病：《貽蘇路股東書》，載
《陳去病全集》第二冊，頁四六九。
[注五十三]陳去病：《貽蘇路股東書》，載
《陳去病全集》第二冊，頁四七○。
[注五十四]民遺（寧調元）：《勞動黨之檄
文》，載《漢幟》第二期。
[注五十五]劍公（高旭）：《好夢》，載
《政藝通報》第二年（癸卯）第二十三
號，一九○四年一月二日。
[注五十六]鈍劍（高旭）：《貧富革命又少
不了》，載《天鐸報》，一九一一年十二

月三日。
[注五十七]鈍劍（高旭）：《貧富革命又少
不了》，載《天鐸報》，一九一一年一二
月三日。
[注五十八]《南社臨時召集廣告》，載
《大漢報》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九日，引
自《南社史長編》，頁二二七。這一天
《天鐸報》上也發表了《南社旅滬同人公
啟》，內容與《大漢報》上的相同。
[注五十九]但高旭更傾向於維持南社在道德
和文美方面的作用。他在後來給陳蛻的信
中說：「共和民國元年春，南社舉行雅集
於滬上之愚園。多數人士有改組政黨意，
而僕持極端主義者，正以此爾」。見《答
陳蛻老書》，載《高旭集》，頁五三七。
但當高旭當選為眾議院議員北上後，
一九一三年五月曾希望把南社總機關設於
北京，這時上海南社本部卻發表啟事，說
這項決定與上海本部無關。季劍青認為，
這一聲明，以及在一九一四年三月在愚園
舉行的第十次雅集上重提「本社以研究文
學，提倡氣節為宗旨」，明顯針對在北京
從事政治活動的社員。參見季劍青，《南
社等革命黨人對北京的想像與書寫》，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二○一二年
第三期，頁九九至一○○。
[注六十]柳亞子：《我和南社的關係》，載
《南社紀略》，頁三八。這種變化，透露
出南社與政治的複雜關係。
[注六十一]陳去病《論浙人對秋墓案之緘
默》：「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人心一日
不死，即輿論一日不滅也」。載《陳去病
全集》第二冊，頁四三八。
[注六十二]《黃報出現》，載《天鐸報》，
一九一二年一月三日。
[注六十三]黃棘（魯迅）：《越鐸出世
辭》，載《越鐸日報》，一九一二年一月
三日。
[注六十四]參見張夷：《陳去病年譜》，載
《陳去病全集》第六冊，頁一七七至一八
○。
[注六十五]柳亞子：《南社紀略》，頁
三九。
[注六十六]鈍劍：《擒賊先擒王》，載《天
鐸報》，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日。編輯陳

伴隨著袁世凱的壓制和各種各樣的共和危機的到來，一些南社

社員深感頹唐，自覺或者不自覺地退縮回私人世界。南社群體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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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八十三]青兕：《青兕宣言》，載《天鐸
報》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七日。
[注八十四]青兕：《青兕宣言》，載《天鐸
報》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七日。
[注八十五]柳亞子：《南社紀略》，頁
四二。
[注八十六]後來還在《中華民報》設交通
部；在北京於《國光新聞》內設通訊處，
而杭州則是《平民日報》館。可見報館成
為了社員聚合的一個媒介。
[注八十七]楊銓：《贈孟碩，時主〈中華民
報〉》，載《南社叢刻》第六集，影印本
第二卷，頁一○二八。
[注八十八]鈍劍：《民國新聞祝詞》，原
刊《民國新聞》一九一二年八月五日，見
《高旭集》，頁四三四。
[注八十九]石子（姚光）：《致杏佛書》，
載《太平洋報》一九一二年八月二二日。
[注九十]參見楊天石、王學莊：《南社史長
編》，頁三三六。
[注九十一]柳亞子：《七月十四日紀事》，
載《民立報》一九一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注九十二]檗子（龐樹柏）：《秣陵一
夕談》，載《民立報》一九一三年七月
二十三日。
[注九十三]寧調元：《武昌獄中書感並
序》，載《民立報》一九一三年七月十六
日。
[注九十四]寧調元：《武昌獄中書感並
序》，載《民立報》一九一三年七月十六
日。
[注九十五]蘇曼殊：《釋曼殊謹代十方法
侶宣言》，載《民立報》一九一三年七月
二十一日。
[注九十六]沈東訥：《序三》，載《民權
素》第一集，一九一四年四月。
[注九十七]蔣著超：《民權素序》，載《民
權素》第一集。
[注九十八]蔣著超：《民權素序》，載《民
權素》第一集。
[注九十九]Jü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p.161.
[注一百]檗子：《發刊詞》，載《墨海》第

分化與沉寂，漸漸喪失了影響文化場域的領導權。

布雷刊載此文時，附了一則按語，也認為
袁世凱會成為反動勢力的代表：「毒龍之
屍，終載鮑魚。請懸鈍劍此評，以俟吾言
之驗」。
[注六十七]龐樹柏：《擬滬軍都督北伐誓
師文》，載《大漢報》一九一一年十二月
十七日。
[注六十八]《和乎？戰乎？》，載《民立
報》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注六十九]大雄（張昭漢）：《吾人對於議
和之觀察》，《大漢報》一九一一年十二
月十八日。
[注七十]姚光：《北征歌》，載《天鐸報》
一九一二年一月四日。
[注七十一]柳亞子：《南社紀略》，頁三九
至四○。
[注七十二]力子：《真愛國者之言論》，載
《民立報》一九一二年二月九日。
[注七十三]青兕（柳亞子）：《告真愛國
者》，載《天鐸報》一九一二年二月十
日。
[注七十四]青兕（柳亞子）：《告真愛國
者》，載《天鐸報》一九一二年二月十
日。
[注七十五]青兕：《取銷臨時政府問題》，
載《天鐸報》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一日。
[注七十六]關於這種「不服從」的傳統在
西方的情況，參見何懷巨集編：《西方公
民不服從的傳統》（長春：吉林人民出版
社，二○○三年）。
[注七十七]血兒：《再論反對優待條件
事》，載《民立報》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
日。
[注七十八]血兒：《再論反對優待條件
事》，載《民立報》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
日。
[注七十九]行嚴（章士釗）：《論反對清帝
遜位條件事》，載《民立報》一九一二年
二月十一日。
[注八十]青兕：《答某君書》，載《天鐸
報》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三日。
[注八十一]青兕：《答某君書》，載《天鐸
報》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三日。
[注八十二]青兕：《答某報》，載《天鐸
報》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三日。

如果我們聯繫到哈貝馬斯所描述的，因為資本和國家權力的

滲透和干涉所導致的「公共領域的重新封建化」，那麼是不是可以

說，作為民初輿論重要參與者的南社群體，也面對和經歷了類似的

歷史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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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一九一三年十二月。
[注一百零一]聿：《本社宣言一》，載《墨
海》第一期，一九一三年十二月。
[注一百零二]這種對於新的文明和政治的
「覺悟」及創造，更明確地表現在《東方
雜誌》、《新青年》、《新潮》等雜誌
上。相關分析，參見汪暉：《文化與政治
的變奏——戰爭、革命與一九一○年代的
「思想戰」》，載《中國社會科學》二○
○九年第四期，頁一一七至一四一。
[注一百零三]杜竹敏：《民國日報文藝副刊
研究》（復旦大學中國文學批評專業博士
論文，二○一○年，未刊）。
[注一百零四]姚錫鈞：《春聲自敘》，載
《春聲》第一集，一九一六年二月。亦見
《南社叢刻》第十八集，影印本第六卷，
頁四二四四。
[注一百零五]柳亞子：《春聲敘》，《春
聲》第一集，一九一六年二月。
[注一百零六]關於傳統文學史中對這類文
人和報刊大而化之地以「鴛鴦蝴蝶派」稱
之，而忽視了「禮拜六派」在傳統與現代
之間持一種調適態度，對都市通俗文學文
化作出貢獻，參見陳建華：《民國初期周
瘦鵑的心理小說——兼論「禮拜六派」和
「鴛鴦蝴蝶派」之別》，載《現代中文
學刊》，二○一一年第二期，頁三七至
四九。
[注一百零七]「漢官威儀」的說法，實見於
陳去病《癸卯除夕別上海，甲辰元旦宿青
浦，越日過澱湖歸於家》組詩中的一首：
「胡宮禾黍日離離，北望中原淚暗滋。辮
發胡妝三百載，幾存重睹漢官儀」。《陳
去病全集》第一冊，頁二三。魯迅在《對
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中說：「在我們
辛亥革命時也有同樣的例，那時有許多文
人，例如屬於『南社』的人們，開初大抵
是很革命的，但他們抱著一種幻想，以為
只要將滿洲人趕出去，便一切都恢復了
『漢官威儀』，人們都穿大袖的衣服，峨
冠博帶，大步地在街上走。誰知趕走滿清
皇帝以後，民國成立，情形卻全不同，所
以他們便失望，以後有些人甚至成為新的

運動的反動者」。見《魯迅全集》第四卷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一），
頁二三三。
[注一百零八]阿倫特說：「社會領域既非
私人領域也非公共領域，其出現可以說是
相當晚近的現象，它與現代同時萌芽，而
其展現的政治形態則是民族國家」。因為
社會領域的出現，現代人傾向於將政治變
成了「集體的家政學」（collective housekeeping）。參見Hannah Arendt: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8), pp.28-29.
[注一百零九]關於阿倫特的政治哲學，特
別是她所提倡的「協議制度」（c o u n c i l
s y s t e m）的討論，參見江宜樺：《自由民
主的理路》（北京：新星出版社，二○○
六），頁一八三至二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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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political and unban culture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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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評論

從高深哲理到世俗規範
――試論《老子想爾註》的宗教情懷
■ 羅 彩
中山大學哲學系

摘

要：《老子想爾註》作為早期

重要的意義。
人宣教之典籍，有明顯的宗教取向及強烈

註解《老子》的書，它開創了道教系統地

的宗教情懷。從註疏內容上看，它是用道

改造、利用道家著作的傳統，起著聯結道

教「守道誡」、「行道守誡」、「結精行善」、

家與道教紐帶與橋樑的作用。《老子想爾

「長生成仙」等教義教理來闡釋《老子》

註》以老子「道」論為基礎，吸收了漢代

原書中的「守道」、「自然無為」、「清靜虛

陰陽五行說、神仙方術、養生術、房中術

空」、「超世情懷」等思想。就這樣，《老子

及讖緯神學等思想，把《老子》道家哲學

想爾註》找到了與《老子》思想內容的結合

詮釋為道教神學，實現了從守「道」到守

點，即：從守「道」到守「道誡」、從超世情

「道誡」、從超世情懷到肉體飛升、從後

懷到肉體飛升、從後身無身到長生成仙、

身無身到長生成仙、從自然無為到行道守

從自然無為到行道守誡、從清靜虛空到結

誡、從清靜虛空到結精成神的思想轉變，

精成神四個方面，順勢將《老子》的高深哲

建構起早期道教的基本理論體系，具有強

理巧妙地轉化成宗教義理，成為信眾能夠

烈的宗教情懷，在整個老學史及道教發展

落實到世俗生活中的具體行為規範、行為

史上都有著特殊重要的意義。

準則及修煉方法。

關鍵詞：《老子想爾註》；道家；道
教；宗教情懷。

一、從守「道」到守「道誡」
《老子》崇「道」，「道」作為其思想
的核心範疇。在《老子》書中，「道」高深玄

斗米道（天師道）的主要教典，是中國思想

妙，無名無形，變化莫測，但卻無處不在。

史上第一次以宗教立場來註解《老子》的
書，它開創了道教系統地改造、利用道家

這樣就造成了「道」的神秘感。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

著作的傳統，起著聯結道家與道教紐帶與

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

橋樑的作用。《老子想爾註》以老子「道」

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

論為基礎，吸收了漢代陰陽五行說、神仙方

名，複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

術、養生術、房中術及讖緯神學等思想，把

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

《老子》道家哲學詮釋為道教神學，建構

見其後。執古之道，以禦今之有，能知古

起早期道教的基本理論體系，這無論在整

始，是謂道紀（第十四章）[注一]。

個老學史上還是道教發展史上都有著特殊

其次，「道」是一種超越現象界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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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想爾註》作為早期道教組織五

《老子想爾註》是中國思想史上第一次以宗教立場來註解《老

典，是中國思想史上第一次以宗教立場來

子》的書，它開創了道教系統地改造、利用道家著作的傳統，起著

《老子想爾註》作為早期天師道向蜀

聯結道家與道教紐帶與橋樑的作用。

道教組織五斗米道（天師道）的主要教

的、絕對的存在，是萬事萬物產生的源頭，

營魄抱一能無離」句的註釋說：「神成氣

是支配萬事萬物發展變化的規律，是宇宙

來，載形人身，欲全此功無離一。一者道

間最高的法則。這樣就樹立了「道」的絕對

也，……在天地外，人在天地間，……一散

性、至上性。故我們必須「守道」，效仿道，

形為氣，聚形為太上老君，常治昆侖，或言

方能長生久視，沒而不殆。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

虛無，或言自然，或言無名，皆同一耳」[注

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

化的聚散來塑造形象化的教主天上老君。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這樣，通過「道」的氣化為道教造神找到了

（第二十五章）[注二]。

理論依據。

七]。這裏先把「一」說成是「道」，再用氣

道 生 一 ，一 生 二 ，二 生 三 ，三 生 萬

其次，我們來看《老子想爾註》是如

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第

何通過道的「人格神化」來塑造「道」的權

四十二章）[注三]。

威。《老子》第四章說：「道沖而用之或不

天地萬物由「道」使之變化而成，因而

盈……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此處之

「道」又可以構成天地萬物的材料而無處

「吾」原意是老子自稱，而非指代「道」。

不在。《老子》書中關於「道」的神秘性、至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道」是宇宙萬物的

上性、絕對性的種種含義，其中任何一點

根本，永無窮盡，在天帝萬物之前就已經

都可以為道教的宗教教義所利用，使具有

存在了。而《老子想爾註》卻解釋說：「吾，

形而上意義的哲學轉化為宗教的理論。

道也，帝先者，亦道也」[注八]，這裏直接

《老子想爾註》把《老子》書中「道」的神秘性、至上性、絕

對性特徵發揮到極致，通過「道」的氣化、人格神化，使《老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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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上之「道」最終落實到現實之中成為道教徒所遵守的中介點「道

誡」。

《老子想爾註》也崇「道」，它把《老

用「吾」來說「道」，這就把「道」人格神化

子》書中「道」的神秘性、至上性、絕對性

了。此外，還有《老子》第三章：「吾所以有

特徵發揮到極致，通過「道」的氣化、人格

大患，為我有身」，《老子想爾註》謂：「吾，

神化，使《老子》形而上之「道」最終落實

道也，我者，同吾，道至尊，常畏患不敢求

到現實之中成為道教徒所遵守的中介點

榮，思欲損身」[注九]。這裏的「道」成為有

「道誡」。

意志的主宰者，是人們不敢不服從的至尊

首先，我們來看《老子想爾註》是如

神。《老子》第三十七章：「道常無為而無

何通過「道」的氣化來塑造道教教主。《老

不為」，本來是說明「道」的特性，《老子想

子》中將「道」描述為「無狀之狀，無物之

爾註》卻釋為：「道性不為惡事，故能神，

象」。《老子想爾註》也常用這些特徵來描

無所不作，道人當法之」。下一句「無欲以

繪「道氣」。如「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的註

靜，天地自正」的註說：「道常無欲，樂清

說：「道氣常上下，經營天地內外，所以不

靜，故令天地常正。天地，道臣也，王者法

見，清微故也」[注四]。又「天地之間，其猶

道行誡，臣下悉皆自正矣」[注十]。在這裏，

橐蘥」註說：「道氣在間，清微不見，含血

「道」的自然無為完全被人格化，成了有意

之類，莫不欽仰」[注五]。而《老子想爾註》

志的主體。對《老子》之「道」的神化在第

對「道」的說明也大體相同。它就「是無狀

十章「載營魄抱一能無離」的註解中體現

之狀，無象之象」句演化說：「道至尊，微

得尤為突出。《老子想爾註》註解說：「魄，

而隱，無狀貌形狀也；但可從其誡，不可見

白也，故靜元，與元（炁）同色。身為精車，

知也」[注六]。這樣，通過「道」與「道氣」

精落故當營載之。神成氣來，載形人身，欲

的等同合一，就使得整個宇宙由統一的狀

全此功無離一。一者，道也。……一在天

態向分散 狀態過渡有了實體的依託，長

地外，入在天地間，……一散形為氣，聚形

生不死、肉體飛升的宗教理論也有了具體

為太上老君，常治昆侖，或言虛無，或言自

的可行依據。比如，《老子想爾註》對「載

然，或言無名，皆同一耳」[注十一]。此處

人生態度，反對追逐名利，《老子想爾註》

主。這為後來道教「一氣化三清」的神道設

則把「與不邪，奪不恨，寵辱不驚」等列入

教思想提供了理論依據。

道誡的重要內容，其註說：「道不喜強求

我們再看《老子想爾註》是如何通過

尊貴，有寵輒有辱」、「名與功，身之仇，功

道的「誡化」來達到其說教的目的。第八

名就，身即滅，故道誡之」（第九章註）[注

章解「動善時」句說：「人欲舉動，勿違道

十九]。《老子》中反對奢侈縱慾，《老子想

誡，不可得尚王氣」[注十二]。又註第十五章

爾註》則稱口腹之慾為惡行，「去彼惡行，

「深不可識」句說：「人行道奉誡，微氣歸

取此道誡也」（第十二章註）[注二十]。

之，為氣淵淵深也，故不可識也」[注十三]。

在《老子想爾註》裏，「誡」強化了

這裏就把氣化的「道」與「守誡」給聯結

「道」的可行可守性，變成了信眾具體化可

起來。同時，在第二十四章「其在道」句註

操作的行為準則，如：不求功名利祿、不貪

說：「欲求仙壽天福，要在通道，守誡守信，

慾、不行還精補腦之術、結精成神、行善去

不為貳過；罪成結在天曹，右契旡到而窮，

惡等等。同時，作為神學本體「道」的有慾

不複在餘也」[注十四]。這樣，人格神化的

有為、賞善罰惡、可尊可畏又反過來強化了

「道」變成具備賞善罰惡的意志主宰者，

「誡」的執行力和信服力。當然，《老子》

「守誡守信」的人可得仙壽天福，不「通道

書中諸多的道德準則、道的特徵變成宗教

守誡」的人則罪結天曹，不復在余。所以，

的戒條後，也失去了它自然而然、怡心養性

道的「人格神化」又增強了人們「守道誡」

的境界和高深玄妙的哲學特點，而起著一

的意識。

種外在的強制作用、硬性調節與規範著人

同時，《老子想爾註》把「道」落實為

世間的一切關係[注二十一]。

信眾具體化的基本行為準則，即「道誡」。

「道」本是 無 形無象 的隱 者、神 秘

「誡」作為「道」的具體表現形式，「守誡」

者，但《老子想爾註》通過道的「氣化」

就意味著「守道」，它是一個人長生成仙的

而使「道」成 為可以出入 天地間 而遍在

必要條件。《老子想爾註》解釋說：「誡為

的「神」；「道」本是至上的宇宙本源，但

淵，道猶水，人猶魚。魚失淵去水則死，人

《老子想爾註》通過道的「人格神化」使

不行誡守道，道去則死」[注十五]。此外，

得「道」成為宇宙和人世間的主宰；「道」

解第十五章「安以動之徐生」說：「人欲舉

本是超越現象的絕對存在和最高存在，但

事，先孝（考）之道誡，安思其義不犯道，

《老子想爾註》最終通過道的「誡」化，使

乃徐施之」[注十六]。又註第十三章「吾所

得「道」落實為信眾日常生活中可行可守的

以有大患，為我有身」說：「道至尊，常畏患

基本準則和教條，從而實現了由「守道」向

不敢求榮，思欲損身，為身而違誡，非也」

「守道誡」的轉化，為早期道教教義教理

[注十七]。在這裏，「道」與「誡」便成為虛

的形成及宣揚長生成仙、肉體飛升的宗教

與實的關係，完全可以等同。就這樣，《老

思想奠定了理論基礎。

子想爾註》就順理成章地把《老子》中特
有的道德準則宗教化，把道家所提倡的清

「誡」強化了「道」的可行可守性，變成了信眾具體化可操

「氣」的聚散塑造出形象化的太上老君教

作的行為準則。同時，作為神學本體「道」的有慾有為、賞善罰

四章註）[注十八]。《老子》中主張出世的
惡、可尊可畏又反過來強化了「誡」的執行力和信服力。

的「精」、「氣」、「神」合「一」則為「道」，

二、從超世情懷到肉體飛升
《老子》原文中，無處不彰顯其超世

戒律。如《老子》中道的「貴柔守雌，謙卑

的情懷。而《老子想爾註》正是借助於這

自守」，《老子想爾註》就把它納入道誡，

點，把超世情懷之說詮釋為為道教服務的

成為最重要、最根本的教義：「道貴中和，

肉體飛升之說。下面我們以第二十章、十六

當中和行之：志意不可盈溢，違道誡」（第

章、十五章為例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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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無為、少私寡慾等道德準則演繹為宗教

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
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傫傫兮若

三、從後身無身到長生成仙

無所歸。眾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

作為道教基本教義的長生成仙說，

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

《老子想爾註》亦從《老子》中找到依據

悶。澹兮若其海，飂兮若無止。眾人皆有

並加以轉化。《老子》貴神賤形，以形軀

以，而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

之存在視為生命之沉重負擔，在第十三章

母（第二十章）[注二十二]。

說：「若吾無身，吾有何患？」[注二十七]第

這段話的原意大概是：眾人皆迷於美

五十章又說：「蓋聞善攝生者，不以生生之

進榮利，有欲有為，貴仁義禮知；而我則無

厚」[注二十八]。在第七章更說：「天長地

所欲為，無所係執，超世獨立，貴道、朴、自

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

然。而《老子想爾註》則把此句註解為：
眾俗之人，不通道，樂為惡事，若

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

飲食之，春等高台也。我仙士也。但樂通

二十九]。天地的這種「不自生」、「後身無

道守誡，不樂惡事，至惡事之間，無心意

身」正是成就了其「長生」。而《老子想爾

如嬰兒未生時也。……仙士與俗人異，不

註》對「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句解釋

貴榮祿財富，但貴食母者，身也，於內為

說：「求長生者，不勞精思求財以養身，不

胃，主五臟氣。俗人食穀，穀絕便死；仙

以無功劫君取祿以榮身，不食五味以恣，

士有穀食之，無則食氣；氣歸胃，即腸重

衣弊履穿不與俗爭，即為後其身也；而目

囊也。腹之為實[注二十三]。

此得仙壽，獲福在俗人先，即為身先」[注

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注

《老子想爾註》反對追求功名利祿與慾望過度的立場是與《老

子》一致的，但它卻始終以「養身以致長生」作為行道守誡的最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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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與報償，這與《老子》中強調「自然」、「後身無身」的思想意旨

相去甚遠。

在《老子想爾註》這裏，直接變成了仙

三十]。對「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句，則

士與俗人的差異。俗人不通道，為惡事，則

改「私」為「屍」並註解說：「不知長生之

食穀，穀絕便死；仙士通道不為惡事，則食

道，身皆屍行耳，非道所行，毋屍行也。道

氣，穀絕不死。我們的「身」於內為胃，主五

人所以得仙壽者，不行屍行，與俗別異，故

臟氣，故通過行道為善、吐納導引、運氣吸

能成其屍，令為仙士也」[注三十一]。這裏，

氣等則可實現肉體飛升，長生不死。

《老子想爾註》反對追求功名利祿與慾望

接著，《老子想爾註》註十六章「沒身

過度的立場是與《老子》一致的，但它卻始

不殆」說：「太陰道積，煉形之宮，世有不可

終以「養身以致長生」作為行道守誡的最高

處，賢者避去，托死過太陰中；而複一邊生

目的與報償，這與《老子》中強調「自然」、

像，沒而不殆也。俗人不能積善行，死便真

「後身無身」的思想意旨相去甚遠。

死，屬地官去」[注二十四]。註三十三章「死

那麼，如何才能長生成仙呢？《老子想

而不亡者壽」說：「道人行備，道神歸之，避

爾註》認為當結精成神、行善積德以煉形。

世托死過太陰中，複生去為不亡，故壽也。

第二十一章註「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說：

俗人無善功，死者屬地官，便為亡矣」[注

「（精）生死之官，精甚真，當寶之也。……

二十五]。又註第十五章「夫唯不盈，能弊

所以靜者，道之別氣，入人身中當為根本

複成」說：「屍死為弊，屍生為成。獨能守

……夫欲寶精，百行當修，萬善當著，調和

道不盈溢，故能改弊為成耳」[注二十六]。

五行，喜怒悉去，天曹左契，笇有餘數，精

「沒身不殆」、「死而不亡者壽」、「能弊複

乃守之。惡人寶精，唐自苦，終不居，必自

成」本是《老子》用來比喻道體，闡明其獨

洩露」[注三十二]。「道精」作為生之元，作

立超世的特徵。《老子想爾註》則通過「太

為形體生命存在的基礎，我們必須節制寶

陰」的設定將其解釋為行善積德的煉形觀

愛，結精自守以延長壽命甚至不死成仙。

及形體永不毀滅的肉體飛升之說。

但同時《老子想爾註》也反對採陰補陽的

學，以不言為教，一切順其自然，對任何事

也反覆強調。如對「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

情不加以干涉，在百姓還沒有弄明白所以

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句註釋說：

然，事情就已經完成了。在老子看來，自然

「天地像道，仁於諸善，不仁於諸惡；聖人

無為不單是個人效仿「道」的精神，更應是

法天地，仁於善人，不仁於惡人，……是以

君主治國理政的基本準則。

人當積善功」[注三十三]；對「不自伐，故有

《老子想爾註》在《老子》所提出的

功；不自矜，故長」句註曰：「惡者，伐身之

「自然無為」的基礎上進一步發揮，使之宗

斧也，聖人法道不為惡，故不伐身，常全其

教化，轉變為信眾必須恪守的「有為」的行

功也。……聖人法道，但念積行，令身長生

道守誡。解第二十五章「道法自然」句曰：

生之行」[注三十四]。這裏，「不伐身」故能

「自然者，與道同號異體，令更相法，皆共

「全其功」，「法道積行」故能「令身長生

法道也。天地廣大，常法道以生；況人可不

生之行」說明：行善積德是煉形以成仙的

敬道乎！」[注四十一]這裏，「道法自然」本

重要途徑。又對「故貴以身於天」註曰：「人

來是強調道的自然無為特性，但《老子想

但當保身，不當愛身，何謂也？奉道誡，積

爾註》卻釋道與自然為二物，且道更居於

善成功，積精成神，神成仙壽，以此為身寶

自然之上。因此，就把道的「自然無為」轉

矣。貪榮寵，勞精思以求財，美身以恣身，

變為「法道以生」的「有為」。又解第二十七

以此為愛身者，不合於道也」[注三十五]。

章「善行無轍跡，善言無暇適，善計不用籌

保身者方能行善去惡，積精成神，從而入

笇，善閉無關鍵不可開」句曰：「通道行善，

「太陰」中以煉形不死，屍解為生；愛身者

無惡跡也，人非道言惡，天輒奪算。今通道

則貪圖功名利祿和鮮衣美食，從而入「地

言善，教授不邪，則無適也。明計者心解，

官」中以真亡，屍弊為死。

可不需用算；至心通道者，發自至誠，不需

《老子想爾註》「太陰」、「地宮」的設

旁人自勸。心三川，陽邪陰害，悉當閉之勿

置，使得《老子》養神遺形的修養觀從此轉

用，中道為正。至誠能閉邪志者，雖無關鍵

變了長生仙壽的煉形觀。

永不可開，不至誠者，雖有關鍵猶可開也」

四、從自然無為到行道守誡

[注四十二]。第三十七章「道常無為而無不
為，……無名之樸，亦將不欲。無欲以靜，

「自然無為」原是道的特徵。《老子》

天地自正」句註曰：「道性不為惡事，故能

第二十五章云：「道法自然」[注三十六]。第

神，無所不作，道人當法之。……道性於俗

三十七章又云：「道常無為而無不為」[注

間都無所欲，王者亦當法之。道常無慾，樂

三十七]。「道」雖是產生天地萬物的源頭，

清靜，故令天地常正。天地，道臣也，王者

但它對天地萬物並不加以干涉，任其自然

法道行誡，臣下悉皆自正矣」[注四十三]。

本性發展。而人必須效法「道」這種「自然

這兩句原意是說道本無為而無不為，而《老

無為」的精神。老子稱：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

子想爾註》則詮釋為法道以行善事則邪害

不學，複眾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

道的「自然無為」就被轉化為民眾及國君的

不敢為也（第六十四章）[注三十八]。

「通道守誡」的「有為」，通過誡律化的形

章）[注三十九]。
為無為則無不治（第三章）[注
四十]。

閉之，不通道以行惡事則陰邪陽害。這樣，

式起著一種外在強制的作用，硬性調節著
人世間的一切。
另外，《老子想爾註》以長生為目的，
認為長生與否在於能否行道守誡，而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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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第十七

「道法自然」本來是強調道的自然無為特性，但《老子想爾

行善積德來教化人生。《老子想爾註》對此

註》卻釋道與自然為二物，且道更居於自然之上。因此，就把道

聖人或君主以無欲無為，以不學為
的「自然無為」轉變為「法道以生」的「有為」。

容成禦女之術。另外，道教作為宗教，當以

祭祠。第二十四章註「喘者不久，跨者不

俗轉移，真思志道，學知清靜。……常清

行，自見者不明，自是不彰，自饒無功，自矜

靜為務，晨暮露上下，人身氣布至，師設

不長。其在道。曰餘食饌行，物有惡之，故

晨暮清靜為大要，故雖天地有失，為人為

有道者不處」句曰：「用氣喘息，不合清靜，

誡，輒能自反，還歸道素，人德不及[注

不可久也。……行道者生，失道者死；天之

四十九]。

正法，不在祭饌禱祠也。道故禁祭饌禱祠，

就這樣，清靜虛空轉化為道教修持的

與之重罰。祭饌與邪通，故有餘食器物，道

方法與誡律，對眾人都適用。此外，《老子

人終不欲食用之也。有道者不處祭饌禱祠

想爾註》把《老子》清靜虛空的修身原則

之間也」[注四十四]。同時，《老子想爾註》

延伸到信眾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尤其是

解第十四章「無狀之狀，無物之象」句說：

男女房中之事上，它要求自然節制，結精自

「今世間偽伎指形名道，令有服色、名字、
狀貌、長短，非也。兮邪偽」[注四十五]。又

守。比如《老子》第十六章曰：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

註第九章「持而滿之，不若其己」說：「道教

複。夫物芸芸，各複歸其根。歸根曰靜，

人結精成神，今世間偽伎詐稱道，托黃帝、

是謂複命。複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

玄女、龔子、容成之文相交，從女不施，思

常，妄作，兇[注五十]。

「虛」、「靜」是道的特徵。「靜」是「虛」的表現，也是

道體的重點。無論是修身還是治國，我們都應當遵循「虛靜」的原

６６

則。《老子想爾註》正是沿著《老子》書中清靜虛空的思想來多方

面說教。

還精補腦，心神不一，失其所守……若，如

這裏的原意是：萬物雖然紛繁複雜，

也；不如，直自然如此」[注四十六]。可見，

但是始終要歸於道，而這其中的原則就是

《老子想爾註》在反對形式化的祭祠、偽

「致虛極，守靜篤」，即讓心靈回歸到清靜

伎及提倡自然節制的房中術方面，在一定

虛空，不受外界的干擾，與道達到玄通合

程度上是繼承和改造了《老子》「自然無

一的狀態。而《老子想爾註》則註解說：
道真自有常度，人不能明之，必複

為」的思想。

五、從清靜虛空到結精成神

企慕，世間常偽伎，因出教授，指形名
道，令有處所，服色長短有分數，而思想

「虛」、「靜」是道的特徵。《老子》

之，苦極無福報，此虛詐耳。強欲令虛詐

中曾用「穀」、「橐籥」等來形容道體的

為真，甚極，不如守靜自篤。萬物含道

「虛」，正因為這種「虛」，才蘊藏著無限生

精，並作，初生起時也。吾，道也。觀其

機，即「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而「靜」則

精複時，皆歸其根，故令人寶慎根也。道

是「虛」的表現，因此，「靜」也是道體的重

氣歸根，愈當清靜矣。知寶根清靜，複命

點。無論是修身還是治國，我們都應當遵循

之常法也。知此常法，乃為明耳。世常

「虛靜」的原則。《老子想爾註》正是沿著

偽伎，不知常意，妄有指書，故悉凶[注

《老子》書中清靜虛空的思想來多方面說

五十一]。

教。

《老子想爾註》這裏反對的「世間偽
就修身方面，比如對「重為輕根，靜為

伎」是指容成禦女、還精補腦之術，在男女

躁君」句《老子想爾註》註：「道人當自重

房中之事上它宣導「守靜自篤」、「寶根清

精神，清靜為本」。「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

靜」。故《老子想爾註》解第六章「綿綿若

輕重」註：「重精神清靜，君子輕重也，終日

存，用之不勤」句曰：「陰陽之道，以若結精

行之不可離也」[注四十七]。「希言自然」

為生。年以知命，當名自止。……上德之人，

註：「自然，道也，樂清靜。希言，入清靜，

志操堅強，能不戀結產生，少時便絕。又善

合自然，可久也」[注四十八]。對「肫若濁，

神早成，言此者道精也；故令天地無祠，龍

濁以靜之徐清」句更作了全面闡釋：
求生之人，與不謝，奪不恨，不隨

無子，仙人無妻，玉女無夫，其大信也。能
用此道，應得仙壽，男女之事，不可勤也」

氣滿腹中，苦無愛守之者，不肯自然閉心而

減字、斷句、移義的方法在對《老子》經文

揣挩之，即大迷。精結成神，陽炁有餘，務

進行改動的基礎上，以綜合先秦道家、神

當自愛，閉心絕念，不可驕欺陰也。驕欺，

仙家、陰陽家、漢代儒家等各種思想來註

咎即成」[注五十三]。因此，《老子想爾註》

解《老子》，目的都是迎合其宗教的意旨及

認為要成神仙必須遵循清靜虛空的原則，

宣揚長生成仙之說。雖然，《老子想爾註》

在男女之事上要節制自守，因順自然，方可

對《老子》的註釋有個地方與《老子》原意

使精氣凝聚，結精成神，從而神成仙壽。作

相悖（比如：忠孝仁義的倫理道德觀念，在

為道之別氣的「精」生命存在的依託，對

《老子》那裏是持批判態度，而到了《老子

此《老子想爾註》說：「身為精車，精落故

想爾註》這裏則持肯定的態度），但作為對

當載營之，神成氣來，載營人身，欲令此功

人生終極關懷，在總體精神上還是和道家

無離一」[注五十四]。神是人生命活力的

合拍的。從哲學到宗教作為兩者之間的思

體現，為了保持這種活力，必須在寶精、惜

想結合點，《老子想爾註》不失為一次比較

精的基礎上結精，「欲令神不死，當結精自

成功的嘗試[注五十八]。

守」[注五十五]。結精可以增強神，神的功

總而言之，作為從道家到道教思想結

力達到一定程度就可以返虛，從而神成仙

合點的《老子想爾註》，無論是在老學史

壽，「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返虛」即

上，還是道教史上，都具有其獨特的意義。

是。

就其解老方法上講，《老子想爾註》既是對
另外，「清靜虛空」對於政治也有重要

《老子》的註解，又借之宣揚道教之說，真

作用。《老子》第三十七章「不欲以靜，天

正創造性地實現了由「我註老子」向「老子

下將自定」[注五十六]，第五十七章「我好

註我」的轉化，其解老方法為之後道教徒

靜而民自正」[注五十七]。這些都是強調治

註疏、改造、利用道教典籍開創了一條新

國不需要用各種繁瑣的政令制度去干擾百

道路。同時，作為中國土生土長的道教，成

姓的生活，讓百姓依其自然本性自由生存，

功地將宗教納入道德倫理之中，構成民間

因此走向安定。而《老子想爾註》則將這種

共識的基本思想理念，永遠深埋在百姓意

「虛空清靜」的道德原則順勢解為道本身

識的底層，最終成為「中國的全部根砥」，

喜好的宗教教義，故王者臣下皆當法道行

化為風俗習慣，《老子想爾註》是最好的證

誡，道就自然會令人民安樂，社會太平。這

明。因此，對《老子想爾註》的關註，對於

樣，《老子想爾註》就把「清靜虛空」的道

我們今天探求民間的宗教文化意識也有著

德修養原則變為君主和人民都必須強制性

巨大的作用。

《老子想爾註》把「清靜虛空」的道德修養原則變為君主和人

影響與啟示。《老子想爾註》通過選字、增

民都必須強制性遵循的誡條，變為「結精成神」的煉形長生方法，

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句曰：「人之精

這自然失去了《老子》「虛空清靜」思想中自然而然、怡養心性的

期道教哲學理論的創建都產生了深刻的
特點。

[注五十二]。又解第九章「金玉滿堂，莫之

遵循的誡條，變為「結精成神」的煉形長生
方法，這自然失去了《老子》「虛空清靜」思
想中自然而然、怡養心性的特點。
《老子想爾註》作為第一次以宗教的
立場來註解《老子》的書，開闢了道教改
造利用道家典籍的傳統。《老子想爾註》
系的構建、寇謙之道教的改革及教規教儀
的建立、陸修靜道教經典的整理分類、陶
弘景神仙譜系的建立和總結，甚至魏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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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種宗教指向對之後葛洪神仙道教體

[注一]（魏）王弼註、樓宇烈校釋：《老子
道德經註校釋》(北京：中華書局，二○○
八年)，頁三一至三二。
[注二]同上，頁六二。
[注三]同[注一]，頁一一七。
[注四]饒宗頤：《老子想爾註校箋》(香
港：蘇記書社，一九五六年)，頁一八。
[注五]同上，頁九。
[注六]同[注四]，頁一八。
[注七]同[注四]，頁一三。

《老子想爾註》既是對《老子》的註解，又借之宣揚道教之

說，真正創造性地實現了由「我註老子」向「老子註我」的轉化，

其解老方法為之後道教徒註疏、改造、利用道教典籍開創了一條新

道路。

６８

[注八]同[注四]，頁八。
[注九]同[注四]，頁一七。
[注十]同[注四]，頁五○。
[注十一]同[注四]，頁一三。
[注十二]同[注四]，頁一二。
[注十三]同[注四]，頁一九。
[注十四]同[注四]，頁三三。
[注十五]同[注四]，頁四六。
[注十六]同[注四]，頁二○。
[注十七]同[注四]，頁一七。
[注十八]同[注四]，頁七。
[注十九]同[注四]，頁一三。
[注二十]同[注四]，頁一六。
[注二十一]孫以楷主編，陳廣忠，梁宗
華著：《道家與中國哲學》（漢代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二○○四年)，頁
三八七。
[注二十二]同[注一]，頁四六至四八。
[注二十三]同[注四]，頁二七至二八。
[注二十四]同[注四]，頁二二。
[注二十五]同[注四]，頁四六。
[注二十六]同[注四]，頁二○。
[注二十七]同[注一]，頁二九。
[注二十八]同[注一]，頁一三四。
[注二十九]同[注一]，頁一九。
[注三十]同[注四]，頁一○。
[注三十一]同[注四]，頁一一。
[注三十二]同[注四]，頁二九。
[注三十三]同[注四]，頁八。
[注三十四]同[注四]，頁三一。
[注三十五]同[注四]，頁一七。
[注三十六]同[注一]，頁六四。
[注三十七]同[注一]，頁九○。
[注三十八]同[注一]，頁一六六。
[注三十九]同[注一]，頁四○。
[注四十]同[注一]，頁八。
[注四十一]同[注四]，頁三五。
[注四十二]同[注四]，頁三六至三七。
[注四十三]同[注四]，頁五○。
[注四十四]同[注四]，頁三三至三四。
[注四十五]同[注四]，頁一八。
[注四十六]同[注四]，頁一二至一三。
[注四十七]同[注四]，頁三五。

[注四十八]同[注四]，頁三二。
[注四十九]同[注四]，頁二○。
[注五十]同[注一]，頁三五至三六。
[注五十一]同[注四]，頁二一。
[注五十二]同[注四]，頁一○。
[注五十三]同[注四]，頁一二至一三。
[注五十四]同[注四]，頁二七。
[注五十五]同[注四]，頁一一。
[注五十六]同[注一]，頁九一。
[注五十七]同[注一]，頁一五○。
[注五十八]李錦全：《李錦全自選集》(北
京：中國文聯出版社，二○○○年)，頁
二五五。

Discussion on the religious feelings
about the Xiangers Note of Lao-tzu
Luo Cai(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Xiangers note of Lao-tzu as
the early Taoist organization of Five-metre
Dao (Tian Shi Taoist) main taught code,
is standing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 religious position in
comments book of Lao-tzu, it initiated a
tradition of systematic transformation of
Taoism, Taoist writings, played a linking
role of ph ilosoph ical Daoism and the
religious Daoism ties and bridges. Xiangers
note of Lao-tzu based on "Dao" of Laotzu, absorbed Han's Yin and Yang f ive
said, fair y Alchemy, health operation,
room in the operation and the divination
theology, thought, put Taoist philosophy
i n t e r p r e t a t i o n f o r Ta o i s t t h e o l o g y,
construction up early Taoist of basic theory
system, has strongly of religious feelings. It
has a special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throughout theory of Lao Tzu and Taoism.
Key words: Xiangers note of Lao-tzu;
Taoism; Taoist; Religious feelings.

天人感通的儒耶比較
——關於黃宗羲《破邪論》人鬼與耶穌的錯位之思
■ 朱光磊
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摘

家的傳統，具有唯一性、感通性、整全性

反，黃宗羲對天主教教義並不高看。他一

的特徵，並認為主祭者可以通過人鬼——

生論及天主教教義的地方甚少，只在晚年

死去的聖賢——作為仲介與上帝間接的感

所著《破邪論》中有所涉及。在論及中國上

通。黃宗羲從儒學視域出發來解讀天主教

帝時，黃宗羲發表了關於世界最高主宰的

的天主與耶穌，認為人鬼可以類比耶穌，

看法並批判了西學的天主說；在論及魂魄

看到了中西之同，但忽視了中西之異；否

時，黃宗羲發表了關於天人相通的看法。

定人鬼能夠代表上帝，看到了中西之異，

雖然黃宗羲主要涉及天主教的文字不多，

卻忽視了中西之同。

但基本上可以從中勾勒出他對於天主教一

穌，人鬼。

個大致圖景。

一、中國上帝的意涵

黃宗羲是明清之際極富盛名的儒學大

由於缺乏黃宗羲正面而詳細地對於

家，他上承蕺山的誠意慎獨之學，下開浙

天主教天主說的論述，故必須先釐清黃宗

東經世之學，在史學、文學、地理、音律、曆

羲自身的上帝觀，以及揭示黃宗羲對於除

法、算術、禮制等方面都有細緻的研究，並

天主教之外的其他諸說批判的原因，才能

產生了卓越的成果。
經徐海松先生考證，黃宗羲在崇禎

進一步深入探討黃宗羲與天主教的關係。
（一）黃宗羲的上帝觀

年間不僅研讀過西學著作，而且極有可能

黃宗羲所理解的上帝融合了義理性與

與著名耶穌會士湯若望有過直接交往[注

宗教性的理解。在此上帝觀的基礎上，黃

一]。黃宗羲對於西學的瞭解，主要包含自

宗羲批判了《周禮》、緯書、「以理言天」的

然科學和天主教兩方面。在自然科學方面，

儒者、佛教、天主教對於上帝的理解。
黃宗羲的上帝觀來源於先秦的傳統，

並認為幾何算術源自周公、商高，天文曆法
源自回回曆。黃宗羲這種提法進一步促成

黃宗羲道：
古者設為郊祀之禮，豈真徒為故事而

了「西學中源」說的傳播。但是黃宗羲與一

來格來享，聽其不可知乎？是必有真實不

部分固步自封、排斥西學的「西學中源」說

虛者存乎其間[注三]。

提倡者不同，他把研究西方自然科學看作

格者，感通也；享者，受祭也。黃宗羲

復興中國傳統科學，達到「使西人歸我汶

的上帝具有來格來享的人格化特性。黃宗

陽之田」[注二]的目的。

羲認為來格來享的上帝是真實不虛，這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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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宗羲吸收西學的幾何算術和天文曆法，

黃宗羲促成了「西學中源」說的傳播。但是與一部分固步自封、

關鍵詞：儒耶比較，上帝，天主，耶

排斥西學的「西學中源」說提倡者不同，他把研究西方自然科學看作

與吸納西方自然科學的積極態度相

復興中國傳統科學，達到「使西人歸我汶陽之田」的目的。

要：黃宗羲的上帝觀秉承先秦儒

示了他的宗教思想。事實上，在黃宗羲的人

敬重又親切的上帝名之，顯現出至尊者與

格化的上帝觀的宗教思想背後，隱藏著更

人相交感的天命降衷之意。

為基礎的義理依據，即天和上帝兩個概念

黃宗羲所謂的天是指整全之氣的客

的細微差別，黃宗羲道：
昔者周公郊祀後稷以配天，宗祀文王

觀運行而言；黃宗羲所謂的上帝，是指整

於明堂以配上帝。蓋祭天於郊，以其蕩蕩

故從人的角度來審視天與上帝，天為整全

然，蒼蒼然，無乎不覆，無乎不見，故以

之氣而運行不忒，可以外於人不因人而轉

至敬事之。郊也者，不屋者也，達自然之

移，故顯肅穆感、敬重感，類似客觀的物的

氣也。掃地而祭，器尚陶匏，不敢以人之

存在，不具有人格化特徵。上帝為整全之氣

所愛奉之，遠而敬之也。人莫不本乎祖，

臨於人，可以內在於人而與人交感交通，故

祖一而已，尊無二上，故曰率義而上至於

在肅穆、敬重之中又有親切感，具有人格化

祖，祖尊而不親，是所以配天也。周推後

特徵。

全之氣與人之交感交通的內在聯繫而言。

在黃宗羲的文本中，上帝的義理性與宗教性是融合在一起的。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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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為上帝觀的本質，宗教性為上帝觀的表現。正是在哲學義理上天

人交感的成立，才奠定了宗教上來格來享的人格化基礎。

稷配天，盡矣至矣，不可以複加矣。周公

黃宗羲在《破邪論·上帝》一文中，仍

之攝政，仁乎其父，欲配之郊，則抗乎
祖，欲遂無配，則已有仁父之心，不能見

有一段相關的表述，其曰：
夫莫尊於天，故有天下者得而祭之，

之於天下，於是乎名天以上帝而配之。上

諸侯以下皆不敢也。《詩》曰：「畏天之

帝也者，近人理者也。人於萬物乃一物。

威，於時保之」，又曰：「上帝臨汝，無

假令天若有知，其宰制生育，未必圓顱方

貳爾心」。其凜凜於天如此。天一而已，

趾耳鼻食息如人者也。今名之帝，以人事

四時之寒暑溫良，總一氣之升降為之。其

天，引天以自近，親之也。人之親者莫若

主宰是氣者，既昊天上帝也[注五]。

父，故以文王配上帝。不可以郊，故納之

在《詩經》中，天與上帝都有至尊之

明堂。明堂，王者最尊處也。仁乎其父，

意。黃宗羲分辨了天與上帝的細微差別。

故親於天。天有帝名，則祭之明堂，親與

昊天是指「盈天地者一氣」的世界整體，而

敬兼之矣。或曰：經前曰天，後曰上帝，

呈現出自身運轉的客觀主宰性。只是此普

何也？曰：天、上帝一耳，不通言則若兩

遍的客觀的整體之氣與作為具體的特殊的

物然，故郊曰昊天，明堂曰昊天上帝，天

存在者的人的關聯不明顯而已。而昊天上

人之分明也。明祖不可以在明堂，文王不

帝則指天之主宰。此主宰固然是整全之氣

可以配郊矣[注四]。

的主宰，但更傾向於與作為具體的特殊的

後稷是周公之祖，文王是周公之父。周

存在者的人發生緊密的關聯。

公郊祀天，以後稷之尊而配祀；周公宗祀上

黃宗羲天人交感的上帝觀在宗教上相

帝，以文王之親而配祀。從黃宗羲的這段

應的表現即是人格化特徵。黃宗羲認為：

評論來看，黃宗羲認為，周公為了表達對於

「上帝也者，近人理者也」。雖然作為至尊

父親文王的仁愛而「名天以上帝而配之」，

者的主宰，上帝未必「圓顱方趾耳鼻食息如

故「天、上帝一耳」，天與上帝為一物之兩名

人者」，但這種主宰卻是冥冥之中實而不

而已。但由於存在了這種不同的施設，故天

虛的力量。其表現在天人關係上，既可以有

表達一種蕩蕩然、蒼蒼然的敬重感；上帝

人格化的上帝與人之間思想意志的交流，

則在在敬重感之中注入了「引人事天，引天

又可以有人格化的上帝受享人間的祭祀。

以自近」的親切感。在郊外祭祀至尊者，以

在黃宗羲的文本中，上帝的義理性與

通自然之氣，故以敬重之天名之，顯示出至

宗教性是融合在一起的。義理性為上帝觀

尊者自身的客觀普遍之意。在明堂祭祀至

的本質，宗教性為上帝觀的表現。正是在哲

尊者，以具體之形所而通自然之氣，故以既

學義理上天人交感的成立，才奠定了宗教

言，因創為諸天之說，佛坐其中，使諸天侍
役」[注九]。佛教創設諸天，這在黃宗羲看

逐條分析黃宗羲對於「邪說」的看法。「邪

來更是肆無忌憚。固然佛教承認諸天與主

說」包括周禮與緯書的記載，程朱派的天

宰諸天的上帝的存在，但認為上帝是囿於

理說，佛教的諸天說，天主教的人鬼說（關

形氣之物，僅僅是諸天中的小主宰。黃宗

於批判天主教人鬼說的分析置於下一部

羲一貫以傅大士的偈語「有物先天地，無形

分）。

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隨四時凋」來理解

黃宗羲批判《周禮》與緯書的五帝

佛教，認為佛教再立真空於形氣之外，成為

說，道：「《周禮》因祀之異時，遂稱為五

更大的主宰。而黃宗羲的義理形態是堅決

帝，已失之矣。緯書創為五帝名號，蒼帝曰

反對在天地之氣外另尋一個主宰，故他對

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黃帝曰含樞紐，白

佛教的上帝觀更為排斥。

帝曰白招矩，黑帝曰汁光紀。鄭康成援之以

由黃宗羲對於上述邪說的批判，可以

入注疏，直若有五天矣」[注六]。《周禮》與

看出黃宗羲所理解的上帝具有唯一性、感

緯書分立五帝，即是在整全之氣中確立五

通性、整全性的特徵。這與他正面論述的

個主宰。黃宗羲主張一本萬殊，在差異性

上帝觀相一致。

中包含整體性，並在事物運行中顯現唯一
的主宰。而《周禮》與緯書從五殊上推至
五個主宰，這在黃宗羲看來是十分荒謬的

二、天主之像與人鬼的省察
黃宗羲對於天主教天主說的反對，具

黃宗羲批判儒者「以理言天」說，道：

體表現為以下這段文字。
為天主之教者，抑佛而崇天是已，乃

「今夫儒者之言天，以為理而已矣。易言：

立天主之像記其事，實則以人鬼當之，並

『天生人物』，詩言：『天降喪亂』，蓋冥冥

上帝而抹殺之矣[注十]。

事情。

之中，實有以主之者。不然，四時將顛倒錯

黃宗羲認為，天主教以人鬼當作天主

亂，人民禽獸草木，亦渾淆而不可分擘矣。

之像，並抹殺了上帝。這裏出現了「天主之

古者設為郊祀之禮，豈真徒為故事而來格

像」與「人鬼」兩個概念，需要進一步得以

來享，聽其不可知乎？是必有真實不虛者

釐清。
（一）「天主之像」之實指

存乎其間，惡得以理之一字虛言之也」[注

天主教的教義反對偶像崇拜，故一般

有如朱熹門人陳淳所說：「天即理也。古

不設立天主的圖像或雕塑。如在「十誡」

聖賢說天，多是就理上論」[注八]。從義理

中所說：「不可為你製造任何仿佛天上、或

上看，黃宗羲所貶斥的理具有客觀靜止的

地上、或地下水中之物的雕像。不可叩拜這

最終準則之意。這樣的理無論如何不會降

些像，也不可敬奉」[注十一]；以利瑪竇為

衷，不會與人交感交通。既然理外在於人而

代表的明清之際來華天主教士也有類似說

不為人所感通，那麼此理對於人而言僅是

法，如：「上帝（即天主）索之無形，又何以

一種懸設，呈現出虛而不實的相狀。由於黃

形之謂乎？」[注十二]如果圖像雕塑表現的

宗羲認為程朱派的理為氣外之理，「求人

是世界上的百物，而百物都是有限者，崇

生靜而上」，此理人心無法感通，亦不具有

拜有限者是對無限的不敬；如果圖像雕塑

來格來享的宗教性，故虛而不實。

表現的是創世的天主，而天主是無限，圖

黃宗羲批判佛教諸天說，道：「釋氏益

像雕塑本身是有限者，有限者無法表達無

肆其無忌憚，緣『天上地下，唯我獨尊』之

限。雖然圖像雕塑無法用來表現天主，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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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以理言天」的儒者，主要指程朱派，

黃宗羲主張一本萬殊，在差異性中包含整體性，並在事物運

在釐清 黃宗羲的上帝觀後，即可以

行中顯現唯一的主宰。而《周禮》與緯書從五殊上推至五個主宰，

立於側，以至尊者處之於至卑，效奔走之

這在黃宗羲看來是十分荒謬的事情。

上來格來享的人格化基礎。
（二）針對邪說的批判

是卻可以用來表現聖母和耶穌。《耶穌會

者是魂，陽之盛也，魂無形可見，神、意、志

簡史》記載：
新教中的加爾文教和茨溫利派敵視

皆是魂所為。運動作為者是魄，陰之盛也，

聖像（「你不可為自己製造我的神像」，

喻，其炷是形，其焰是魄，其光明是魂。人

《舊約‧出埃及記》二十章，而天主教則

之生，先有魄，後有魂；人之死，先去魂，後

對聖經做出了不同的解釋（「他[基督]是

去魄[注十五]。人死之後，形魄消亡散滅，

不可見的天主的肖像」《新約‧哥羅森

靈魂歸於整體之氣中。因此，祭祀的對象

書》一章，推崇聖像。……其中一條途徑

不是形魄，而是靈魂。

魄依形而立，精氣就是魄。黃宗羲以燭為

就是通過藝術，它可以將信眾與眾天使和

黃宗羲論神形之分，基本上從整體之

聖人連結起來，並且讓他們親眼看到，親

氣著眼。神形並非兩物，靈魂乃氣之主宰。

身體驗到[注十三]。

但是他有一個奇特的說法，認為「有聚必

聖賢之所以為聖賢，在於他通達整體的靈魂。聖賢一死，其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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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就通達天地，整體仍舊為整體，只是破掘了形骸之限而已。故從通

達天地之氣而言，聖賢之魂無所謂散。

天主教變革了禁止造像的傳統，通過

散者，為凡愚而言也。聖賢之精神，長留天

詮釋「他(基督)是不可見的天主的肖像」這

地，寧有散理？」[注十六]比如，黃宗羲認

句經文，顛覆了「十誡」的解釋。天主固然

為許多東林遇難諸君子的靈魂都長留於天

為無形無像的無限，但他一旦降世，即需要

地，稱讚黃尊素、楊漣、周宗建的靈魂不曾

借助有限者來表達自身。因此，天主托胎童

散失，有「忠義之氣」、「不同他氣易散」

貞女瑪利亞而成為耶穌。利瑪竇說：
天主以父慈恤之，自古以來代使聖神

[注十七]之說。

繼起，為之立極。逮夫淳樸漸漓，聖賢化

兩截，頗失一貫之旨。但是如果我們聯繫

去，從欲者日眾，循理者日稀，於是大發

到黃宗羲整體的哲學體系，也就不難看到

慈悲，親來救世，普覺群品。於一千六百

這種頗似兩截的論述中暗藏的一致性。人

有三年前，歲次庚申，當漢朝哀帝元壽二

若局限於自身形軀之氣，就是凡愚，其靈

年冬至後三日，擇貞女為母，無所交感，

魂只是一身之主宰。人若能夠通達天地整

托胎降生，名號為耶穌。(耶穌即謂救世

體之氣，就是聖賢，其一身之主宰即能通

也),躬自立訓，弘化於西土三十三年，複

達天地之主宰。故對於凡愚而言，其不變

升歸天。此天主實跡云[注十四]。

的本性，亦即是自身形軀之本性。而對於

這樣的說法，似乎將凡愚和聖賢劃為

公元三二五年，尼西亞會議上通過聖

聖賢而言，其不變的本性，已經與天地之

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的教義。聖父天主

氣合為一體。也就是說，凡愚的本性是完

與聖子耶穌並不是世俗所理解的父與子的

滿本體的局部的偏滯的呈現，而聖賢則由

關係，而是天主的不同格位。因此，耶穌也

此局部凸顯不斷擴充而逼近整全。凡愚之

就是天主，天主通過耶穌而在世俗世界中

性之魂沒有自足性，僅僅是聖賢之性之魂

呈現自己。天主是無限，而耶穌是唯一可以

的部分呈現，而聖賢之性之魂則是凡愚之

通達無限的有限者。因此，聖像雖然不能

性之魂的潛在本體的全部實現。因此，凡

表現無限的天主，卻可以表現耶穌，借耶

愚之所以為凡愚，在於他局限於部分的靈

穌的形象來表現天主。因此，黃宗羲所說的

魂。凡愚一死，其魂散於天地之間，局部融

「天主之像」實指耶穌。
（二）「人鬼」之實指

入整體，故局部的自身面貌難以維持。而
聖賢之所以為聖賢，在於他通達整體的靈

人鬼之說，在黃宗羲語境中具有特定

魂。聖賢一死，其魂本來就通達天地，整體

的涵義，這與黃宗羲的魂魄說以及祭祀說

仍舊為整體，只是破掘了形骸之限而已。

有關。

故從通達天地之氣而言，聖賢之魂無所謂

黃宗羲認為，人有魂有魄。昭昭靈靈

散。

人在祭祀時，需要與超驗之主宰進行

以句龍生時為後土官，有功於土，死配社

鬼神、上帝感通，則要借助某些手段，使無

而食。稷者，五穀之長，立稷以表神名。

形無像的靈魂、鬼神和上帝呈現出來而進

棄為堯時稷官，立稼檣之事，有功於民，

行間接的溝通。

死乃配稷而食，名為田正」。按此，則後

在與靈魂的感通上，黃宗羲認為：
古之鄉先生歿而祭於社者，當祭之

土也，田正也，皆是人鬼，社稷乃是造化

時，為屍以迎之，祭畢則已，無所謂廟也

用之及人，非同類則不能以相通。社稷二

[注十八]。

氣，發揚莽蕩，如何昭格，故必假已死龍

之跡象。天地間無一物不有鬼神，然其功

凡愚之魂散矣，而有子孫者，便是他

棄之人鬼，與我同類而通其志氣。是故配

未盡之氣。儒者謂子孫盡其誠意，感他魂

食者，非僅報其功也。……句龍之配社，

之來格，亦非也。他何曾有魂在天地間？

棄之配稷，亦以王者之社稷而言。下此一

其魂即在子孫思慕之中。此以後天追合

國一鄉，莫不有社稷，則其配食者，不必

先天，然亦甚難。故必三日齋、七日戒，陽

同於王社，凡沒而祭於社者，皆是配食。

厭陰厭，又立屍以生氣迎之。庶幾其一線

今之城隍土穀，莫不以古來著名者實之，

之氣，若非孝子慈孫，則亦同一散盡也[注

如文文山之為北平城隍，周新之為浙江城

十九]。

隍，呂珍之為紹興城隍，鄭虎臣之為會稽

祭祀亡人時，一方面，需要借助屍，讓

土穀之類，皆在耳目間，非著名者之為城

無形無像的靈魂有所依託，另一方面，需要

隍土穀也，亦猶句龍、棄之配食一方耳。

孝子賢孫思慕之情。孝子賢孫的主宰通達

蓋城隍土穀之威靈，非人鬼不能運動也[注

亡人之靈魂，顯現於屍，方能受祭。由於凡

二十一]。

愚之魂已散入天地之氣，欲呈現作為部分

社稷二氣，有主宰有流行，但與人非

的凡愚之魂則十分困難，非孝子賢孫心靈

同類，需要借助仲介進行感通。句龍死而

情感之強烈感召，則很難有此效果。而對

為鬼，配祀社；棄死而為鬼，配祀稷。以及

於聖賢，則比較容易，黃宗羲解讀《孟子·

文文山、周新、呂珍、鄭虎臣死而為鬼，配

滕文公章句上》中一段文字說：
「他日，子夏、子張、子遊以有若似

祀各地社稷。這些聖賢死後為人鬼，他們

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此承上居喪

可與天地之氣相通，另一方面借助城隍土

而言。「他日」者，居喪之日也。「以所

穀中有限者之像（此有限者之像相當於屍）

事孔子事之」者，如祭祀之為屍也。曾子

可與人類相通。由此，百姓祭祀此人鬼，人

云云，言夫子雖亡，洋洋乎如在其上，如

鬼可以將人的意願與天地之氣相互感通。

在其左右。不必以屍而見夫子也，若以平
時事之，聖門無此呆事[注二十]。

在與上帝的感通上，有直接的感通與間接的感通。人與上帝

宰山川河流的鬼神。人若不能直接與靈魂、

的直接感通，鑒於受感通者自身的修行磨練，受感通者自身即成聖

人亦有主宰，死後即為靈魂。此外，尚有主

在與鬼神的感通上，黃宗羲認為：
周禮疏云：「社者，五土之總神，

賢，此為心性學。人與上帝的間接感通，則為宗教。

感通。天地間最大的能感通的主宰是上帝。

魂綱維天地的觀點。

一身之主宰通達天地之主宰，故其一方面

在與上帝的感通上，有直接的感通與
間接的感通。人與上帝的直接感通，鑒於
受感通者自身的修行磨練，受感通者自身

若言行氣象似孔子，打算將有若為屍，祭

即成聖賢，此為心性學。人與上帝的間接感

祀孔子。而曾子反對這種作法，認為孔子的

通，則為宗教。在間接感通中，主祭祀者未

靈魂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必

必為聖賢，只需要在情感上恭敬虔誠，借助

要借助一個有限的屍來呈現。黃宗羲的創

仲介而使自己的意願感通於上。仲介則為

新性解讀比較合乎情理，也表明了聖賢靈

死去的聖賢，以及聖賢的屍或牌位。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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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宗羲認為，孔子亡，孔子弟子以為有

在明堂祭上帝，就以王父文王配祀。純粹

一方面，天命降衷於人；另一方面，人人也

的天地之氣，乃一無限，未化形體，不可把

皆可上達於天。在天主教思想中，感通主

捉。欲通其主宰，需假一即有限而無限者

體只有聖子耶穌。耶穌與天主是三位一體。

而得感通，故配祀者即作此用。黃宗羲所

凡夫與耶穌具有先天的本質的不同。凡夫

謂的人鬼就是指這些死去的而具感通作用

不能成為耶穌，只能跟隨耶穌；凡夫不能感

的聖賢。

通天主，只能信仰天主。

三、黃宗羲儒耶比較之得失

由此，可以比較耶穌與人鬼的異同。耶
穌和人鬼都能連通天人，此是兩者的相同

通過以上的理論厘定，我們可以分析

點。不同點在於：儒家可以說人人皆能成

黃宗羲「以人鬼當之」和「並上帝而抹殺

聖賢，但天主教不會說人人皆能成耶穌。耶

之」的兩個論斷。
（一）人鬼類比耶穌的衡定

穌只有唯一的，人鬼可以多人的；耶穌是永
生的，人鬼是既死的；耶穌是天主的道成肉

從「以人鬼當之」來看，黃宗羲所謂的

身，可謂由天而人，人鬼是聖賢的主宰通達

「天主之像」實指耶穌，黃宗羲認為天主教

於天地一氣的主宰，可謂由人即天。黃宗

中的耶穌類同於中國的人鬼。

羲以人鬼來理解耶穌，固然在天人交感上

聖賢本為通達無限的有限者。人鬼則
是死去的聖賢。主祭者通過屍或牌位從有
限性上連通人鬼，人鬼由其無限性上連通

具有共同點，但從以上不同點來看，這種指
認絕不會為天主教所認可。
（二）人鬼代表上帝的衡定

在儒家思想中，感通的主體是所有人，既可以是活著的聖賢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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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之主宰直接的心性感通，也可以是借助死去的聖賢作為仲介來進行

間接的宗教式的感通。這也是儒家心性學之精義。

上帝。經過這層曲折，主祭者與上帝相感

從「並上帝而抹殺之」來看，黃宗羲認

通，意願可以上達於天。黃宗羲認為耶穌

為人鬼不能代表上帝。黃宗羲秉持著一本

類同於「人鬼」，其實並無貶義，反而是看

萬殊的哲學觀，上帝是顯現於天地一本的

到耶穌無限而有限的一面，個體之主宰與

主宰，側重於由天而達人；人鬼是萬殊之一

天地之主宰相通為一的特質。但是黃宗羲

的主宰，側重於由人而達天。因此，萬殊之

這樣的比較，似乎只注重中西不同傳統中

一不能代替一本，若強行替代，則將作為

相同的一方面，而沒有注意到相異的一方

一本的上帝抹殺之。但是黃宗羲這樣的比

面。

較，似乎只注重中西不同傳統中相異的一
在儒家思想中，感通的主體是所有人，

方面，而沒有注意到相同的一方面。

既可以是活著的聖賢與天地之主宰直接的

固然黃宗羲認為萬殊與一本不能等

心性感通，也可以是借助死去的聖賢（即

同，而從自己的視域出發貶斥西方傳統將

人鬼）作為仲介來進行間接的宗教式的感

兩者等同起來的說法。但從儒學和天主教

通。對於前者而言，人人必然具有潛在的聖

的深層義理出發，這種等同若理解為「由有

性，只要做好後天工夫，與主宰的感通是必

限通達無限」，則又是中西傳統所能夠共

然之事。這也是儒家心性學之精義。對於

同認可的。在儒家思想中，沒有離開人事而

後者而言，即使工夫不足，無法直接感通，

獨立存在的天道，也沒有離開天道而獨立

主祭者只要虔誠恭敬，也能取得間接感通

存在的人事。聖賢工夫有成，亦可逆反體證

的效果。凡夫與聖賢不具有本質的區別，差

天地主宰，此是由萬殊而達一本之意。在天

異僅僅在於聖賢工夫到家，能夠較早的覺

主教思想中，固然凡夫不能與天主感通，但

悟自我的德性；凡夫工夫尚欠火候，不能夠

耶穌與天主實為一體。耶穌之感知即可聯

覺悟自我的德性。也就是說，一個人成聖

通天地主宰，此亦是由一殊而達一本之意。

已經具有先天的資質，最終成聖與否，完全

從由一有限物而通達無限來說，聖賢與耶

在於自己後天的努力。因此，在儒家看來，

穌皆有此特質，此為中西傳統的共同點。

由以上分析可知，黃宗羲從自身儒學

在。正是由於先哲的睿思和哲慧，儒耶比
較的後來者才能在先哲開啟的道路上繼續
前行。

Dislocational thought of Chinese
Ghost and Western Jesus
——Comparative Study of Heaven
and Man in Huang Zongxi's Poxielun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Catholicism
Zhu Guanglei(Soochow
University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Abstract: Huang Zongxi's conception
of Shangdi with the character of unique,
c om mu n icat ion a nd e nt i r et y is f rom
the tradition of Pre-Qin. He thinks that
the chief mour ner can get the indirect
c om mu n icat ion w it h Sh a ngd i by t he
g host who was dead sai nts. Hu a ng
Zongxi interprets God and Ju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fucianism. His opinion
that ghost can be analogous to Jesus finds
Ch i nese a nd west e r n sa me poi nt a nd
ignores their difference. His negation that
ghost can be on behalf of Shangdi finds
Chinese and western difference and ignores
their same point.
New words:Comparison of
Confucianism and Catholicism, Shangdi,
God, Jesus, G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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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理由之一，黃宗羲自稱在年輕時結
交的最令他敬重的四位學友中，至少有兩
位在崇禎年間曾與歐洲傳教士有過直接交
往。理由之二，崇禎年間的黃宗羲已經具
備了接受西學的思想基礎。理由之三，在
崇禎年間黃宗羲的訪學經歷中，他完全有
機會閱讀到西學書籍。此外，黃宗羲還曾
經得到湯若望所贈的日晷以及從愛好西學
的摯友梅郎中處得到一件西教士饋贈的龍
尾硯。參看徐海松：《清初士人與西學》
(北京：東方出版社，二○○○年)，頁
二七九至二八七。
[注二]黃宗羲：《敘陳言揚句股述》，載
《黃宗羲全集》第十冊(杭州：浙江古籍出
版社，二○○五年)，頁三七。
[注三]黃宗羲：《破邪論·上帝》，載《黃
宗羲全集》第一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
社，二○○五年)，頁一九五。
[注四]黃宗羲：《孟子師說》，載《黃宗羲
全集》第一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二
○○五年)，頁五四至五五。
[注五]同[注三]，頁一九四。
[注六]同[注三]，頁一九四至一九五。
[注七]同[注三]，頁一九四至一九五。
[注八]陳淳：《北溪字義》(北京：中華書
局，一九八三年)，頁三八。
[注九]同[注三]，頁一九四至一九五。
[注十]同[注三]，頁一九四至一九五。
[注十一]《聖經·出谷記》二十章。
[注十二]利瑪竇：《天主實義》，朱維錚主
編：《利瑪竇中文著譯集》(上海：復旦大
學出版社，二○○七年)，頁二二。
[注十三]彼得·克勞斯：《耶穌會簡史》(北
京：宗教文化出版社，二○○三年)，頁

固然黃宗羲認為萬殊與一本不能等同，而從自己的視域出發貶

錯位之思在不同文化的初始交流中不免存

斥西方傳統將兩者等同起來的說法。但這種等同若理解為「由有限

有合理的會通，也有不相應的誤解。這種

通達無限」，則又是中西傳統所能夠共同認可的。

視域出發對天主教教義所作的兩個論斷既

六一。
[注十四]同[注十二]，頁九四至九五。
[注十五]參看黃宗羲：《破邪論·魂魄》，
載《黃宗羲全集》第一冊(杭州：浙江古籍
出版社，二○○五年)，頁一九六。
[注十六]同[注十五]，頁一九七。
[注十七]黃宗羲：《遷祠記》，載《黃宗羲
全集》第十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二
○○五年)，頁一三八。
[注十八]同[注十七]，頁一三七。
[注十九]同[注十五]，頁一九七。
[注二十]同[注四]，頁八一。
[注二十一]同[注四]，頁一六○。

史學新論

仍在流血的傷口
──日本否認戰爭罪行及其人權上的效應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摘

要：日本侵略和佔領朝鮮及中國

敬。然而，不但沒有正式道歉，日方還否認

大片土地的期間，犯了無數戰爭罪行。日

戰爭罪行，甚至在他們的教育體系中扭曲

本至今否認和抵賴其歷史戰爭罪的責任，

這些歷史事件。

日本侵略和佔領朝鮮及中國的許多地方的期間，犯了無數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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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行。這些暴行之證據，大部分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東京灣正式

簽署投降之前，為當時日本政府所毀滅和掩蓋。

是延續踐踏受害國家的人權，而繼續與對

日本至今否認和抵賴其戰爭罪的責

方衝突。日本不肯對受害國家正式道歉，

任，是延續踐踏受害國家的人權，而繼續

事實上是在對方流血的傷口上撒鹽。當日

與對方衝突。日本不肯對受害國家正式道

本不肯正式解決這一問題，那麼日本支持

歉，事實上是在對方流血的傷口上撒鹽。當

人權的信譽和正義就受到懷疑。日本如果

日本不肯正式解決這一問題，那麼日本支

是高舉人權和承擔責任，就應該對過去剝

持人權的信譽和正義就受到懷疑。日本如

奪受害國人民的人權道歉。這可正面讓這

果是高舉人權和承擔責任，就應該對過去

些國家傷口愈合，並建立更加和好的關

剝奪受害國人民的人權道歉。這可正面讓

係。

這些國家傷口愈合，並建立更加和好的關
關鍵詞：日本，戰爭罪行，人權。

係。

東亞創傷的歷程
前言

日本帝國在一八七六年開始侵略朝鮮

日本侵略和佔領朝鮮及中國的許多

的計劃，以武力強迫朝鮮簽訂了《江華條

地方的期間，犯了無數戰爭罪行(例：人體

約》，從政治與經濟逐步合並朝鮮，改名大

實驗，使用化學武器，大屠殺，強迫勞動，

韓帝國，又於一九○五年脅迫大韓帝國與

性奴隸政策，逮捕與酷刑對付老百姓，殺

其締結《日韓保護協約》（即第二次日韓協

戮無辜，食人，等等)。這些暴行之證據，大

約，又稱乙巳條約），日本褫奪了韓國的外

部分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東京灣正式簽

交權，設置韓國統監府以控制韓國。韓國

署投降之前，為當時日本政府所毀滅和掩

由此淪為日本的保護國。日本帝國然後用

蓋。

一九一○年簽訂《日韓合並條約》，來全面
佔領日本的盟軍最高統帥麥克亞瑟將

吞並了朝鮮半島，廢除了朝鮮王朝，設立

軍(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拒絕起

朝鮮總督府進行殖民統治。其統治方式是

訴裕仁天皇作為戰犯。到一九五八年底，

「武斷統治」：雖鼓吹著「內鮮一體」（內，

所有日本戰犯，包括甲級、乙級和丙級，從

指日本本土），政策是對朝鮮實施赤裸裸

監獄被釋放而獲政治上平反。不但得赦免，

的經濟掠奪，剝奪了朝鮮人民一切政治權

已故的戰犯也供奉於靖國神社受崇拜和尊

利和自由。

日本殘暴的殖民統治導致朝鮮人民生

和霸道行為，紛紛舉行非暴力抗議示威。

究，在一九三八年年初，日本軍隊開始全面

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在寶塔公園一次大

對中國軍隊使用光氣、氯氣、路易氏毒氣、

規模和平抗議運動中（朝鮮語指：三一運

噁心氣、芥子氣。因日方利用生物戰，大概

)，日本員警和軍隊屠殺了
動，
七千人[注一]。這事件開始反映日本自己長

二十萬名中國人直接死於鼠疫、霍亂、炭疽

期壓迫東亞鄰國的人權。

病和其他疾病[注四]。
3.南京大屠殺

一九三一年，日軍侵略中國東北，隨

日軍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攻佔

後開始對中國人民犯下進行暴力和種族滅

南京。根據中國和西方目擊者的描述，日

絕的行為。日本關東軍於一九三一年九月

本軍隊在六周內慘殺大約二十萬[注五]至

十八日（九一八事變），以對方炸毀日本修

三十萬[注六]多中國平民和放下武器的戰

築的南滿鐵路為藉口，而按照自己精心策

士，犯下大規模的強姦、搶劫、盜竊、縱火

劃的陰謀襲擊瀋陽。經過五個月的戰鬥，

諸戰爭罪行。
4.強迫勞動

日軍完全佔領東三省，並在一九三二年，強
行頒佈偽滿洲國傀儡政權，利用清朝末代
皇帝溥儀，登基為傀儡領導者。

日軍使用強迫勞動直接造成很多死
亡，因為勞工經常被分配到極危險而無足

日本軍繼續侵略中國其他北部地方。

夠的安全防範措施的工地或條件。根據一

其軍隊直接到達進入北京的盧溝橋。中

項歷史學家聯合的研究報告，超過一千萬

國軍吉星文團長（第二一九團，第三十七

中國平民被日本亞洲發展局（KOA-I N）分

師，第二十九路軍）把守著盧溝橋，捍衛北

配為強迫勞工[注七]。在緬甸日本強迫三十

京。日軍不但沒有停止進軍，而且還詭詐

萬多平民和戰俘勞工(日本稱勞務者)建設

的開火，進攻盧溝橋及旁邊的鐵路橋。盧

泰緬鐵路，估計一半死亡，也稱死亡鐵路

溝橋事變直接爆發了日本和中國之間全

[注八]。
5.慰安婦

面戰爭。日軍在許多戰役上進行十分可怕
的屠殺，如平津作戰、淞滬會戰、南京大

在戰爭及之前時期，日本在征服區域

屠殺等。日本侵略和佔領中國一直持續到

強迫婦女和女孩成為性奴隸。根據中國來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才向中國和其

源的估計，慰安婦有三十六萬到四十一萬

他的同盟國投降。

人[注九]。他們經歷了身體上的折磨、強

日本政府的戰爭罪行

姦、毆打等等獸行。結果，慰安婦死亡率

日本全面吞並朝鮮半島，廢除了朝鮮王朝，其統治方式是「武

據史學家吉見義明和星矢松野的研

斷統治」：雖鼓吹著「內鮮一體」，政策是對朝鮮實施赤裸裸的經

滿與日俱增，為了抵制日本殖民當局佔領

濟掠奪，剝奪了朝鮮人民一切政治權利和自由。

活非常痛苦，朝鮮人對日本殖民當局的不

三]。
2.使用化學武器

超過四分之三。大多數倖存者由於性病感

在侵略與佔領朝鮮和中國許多地方期

染[注十]，流產和創傷，成為不育。被關東

間，日軍犯下無數戰爭罪行，最低限度包

軍俘虜成為性奴隸的澳裔女子Ja n Ru f f-

括：

O'He r ne於一九九○年到美國眾議院委員
會作證。她說：「最可恥二戰期間的故事，

日本隱蔽的生物和化學戰研究和開發

是日本犯下最邪惡的人權侵犯，乃j u g u n

單位，被稱為七三一部隊[注二]，進行了對

i a n fu(從軍慰安婦)的故事，他們如何將這

平民和戰俘生化武器實驗。根據二○○二

些不志願的婦女強暴扣押為日本提供性服

年國際細菌戰研討會，日軍使用細菌戰和

務。我在『慰安所』白天和黑夜受到系統性

人體實驗過程中殺害大約五十八萬人[注

的毆打和強姦。即使日本醫生來參觀妓院

７７

1.人體實驗

檢查我們是否有性病，每次來了他也強姦

的記錄有關日本領導人，其中包括天皇的

我」[注十一]。
6.逮捕和酷刑對付老百姓

戰爭罪行和戰爭責任，已被燒毀。日本帝

在 被 佔 領 的 地 區，日 本 憲 兵 隊

國陸軍、海軍，幾乎所有的政府部門的罪證
檔案都俱摧毀了[注十六]。

（Kempeitai）或日本當局不需用什麼正當

按東京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的文件，

理由來逮捕平民，甚至拷打被監禁的和處

「當日本已經明顯將被迫投降，它以組織

決的政治對手。所有中國及異國被征服人

性的努力，焚燒及銷毀所有文檔物證和

民，受逼向每位軍人叩頭。日本國民的民權

其他關於虐待戰俘和平民囚犯證據。日

是優於其他國籍擁有者。
7.大規模殺戮

本戰爭部長大臣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
日發佈命令給陸軍司令部應立即燒毀所

據R.J.魯梅爾(R.J. Ru m mel)教授估

有的機密文件。就在同一天，日本憲兵隊

計，從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間[注十二]，

（Ke mp eit a i）指揮官發出詳細指令到各

日軍謀殺超過三百萬至一千萬人，最有可

個憲兵總部，要用有效的方法燒毀大量檔

能為六百萬。被殺害者屬中國、印尼、韓

案」[注十七]。

以系統性破壞有關戰爭的記錄，好讓日本歷屆政府拒絕承認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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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戰爭罪行和責任。當戰後的日本一再否認戰爭罪行的責任，它也破

壞其作為一個民族聲稱促進和平和人權信譽。

國、菲律賓、印度支那，和來自西方的戰

以系統性破壞有關戰爭的記錄，好讓

俘。僅在中國，大約有三百九十萬人，其中

日本歷屆政府拒絕承認日本的戰爭罪行和

大多數是平民，死於日軍手中，而一千二百

責任。當戰後的日本一再否認戰爭罪行的

萬人直接在戰爭過程中被殺[注十三]。拉

責任，它也破壞其作為一個民族聲稱促進

梅爾說：「這大屠殺是由於日本文化概念，

和平和人權信譽。由於日本否認其戰爭罪

不人道的政治與軍事戰略，軍事便利權和

行，它仍然繼續傷害那些受害國家就像撒

定制」[注十四]。
8.食人

鹽在還流血傷口上。

一 位 印度 戰 俘 蘭 斯 奈 克 哈 它 阿 里

戰後的人權問題

(Lance Naik Hatam Ali)，在新幾內亞作

侵犯人權的犯罪分子，如果否認罪行

證，並指控，「……日軍開始選擇囚犯，每

或不肯表示悔恨其罪，都等於認同自己歷

天一個囚犯被取出來殺給戰士們吃。我個

史上違逆人權的暴行。這認同是一種默默

人看到了這事情，有一百多名囚犯在這個

踐踏人權的方式，因為預設侵犯人權的行

地方被日軍吃掉了。其餘的我們被帶到另

為，就是以為自己沒有什麼錯，是對所犯的

一個五十英里[八十公里]路程的地方，在那

罪行逃避責任。因此，一個國家的戰犯如

裏有十名犯人病亡。在這裏，日軍又開始選

果犯了侵犯人權罪，這國家必須代表他們

擇囚犯來吃。被選的就帶到一間小屋，把肉

向受害者承認罪行並道歉，才能證明其民

從還活著的人身上割下。然後就扔他們進

族是有榮譽和尊重人權的。

溝裏待斃」[注十五]。

日本帝國政府及其軍隊犯了前面所提

由檢察官威廉‧韋伯(William Webb)

的戰爭罪行，毫無疑問是侵犯他人身體和

調查報告在東京法庭指出，日本人員對盟

精神，是殘害人權。更嚴重的是，當日本持

軍戰俘犯了食人罪。

續否認罪行及辯解這些事件時，它實在蔑

毀滅和掩蓋證據

視人權。因此，即使日本現在聲稱促進世
界和平和人權，它的周邊國家，如中國和韓

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於東京灣正

國，常質問日本對人權的誠意何在？為了啟

式簽署投降之前，大部分所陳述的暴行證

動和好進程，日本政府，包括國會或議會，

據，都被當時日本政府毀滅和掩蓋了。大量

應當對受害的國家作一個全體正式公開道

歉。

月麥克亞瑟將軍釋放被拘留的「甲級」戰
「甲級」、「乙級」和「丙級」，都從監獄釋

和好的要求。
1.裕仁天皇擺脫法院公審

放，全部得到政治上平反其罪行。
關於日軍七三一部隊，那些軍人對活

赫伯特(Herb er t P. Bi x)教授研究指

的戰俘進行生物實驗的，也逃脫起訴，因

出，戰時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之間，日本

為麥克亞瑟將軍期望他們獻給美軍高級生

裕仁天皇是日本帝國軍隊的最高統帥，深

物及化學戰的研究。麥克亞瑟給予對日本

入參與軍事侵略的日常管理。在帝國總部

七三一部隊指揮官與生物單位工作人員起

[注十八]，通過各御前會議，他參加策劃所

訴豁免權，以換取他們的研究。
德國在戰 後，展開了密集的反 納粹

有軍事侵略，實際指導戰爭的進展。
但是，盟軍最高統帥，麥克亞瑟將軍

化過程，前納粹分子被阻止進入議會或當

(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反對任何公

官。但是美國卻允許日本戰犯進入議會，並

審裕仁天皇作為戰犯的計畫。麥克亞瑟認

在政府機構工作。在這些曾被定罪為「甲

為，如果天皇被起訴而定罪為戰犯，其管

級」的日本戰犯，還能夠在一九五七年當日

理戰敗的日本將變得極困難。似乎只有當

本首相。另外，戰後日本政府內閣，也有兩

天皇與佔領盟軍合作，麥克亞瑟才能控制

個「甲級」戰犯擔任部長職位。戰爭期間當

日本。這建議得到了杜魯門總統的支持，

過外相的重光葵，在戰後的鳩山政府裏得

因此僅僅以政治利益為理由，日本首席罪

到重新任用。興教卡亞是戰時財政部長，

魁逃脫了被控告。麥克亞瑟還免除刑事檢
控所有捲入戰爭的日本皇室諸位親王，如

戰後在池田勇人的政府當司法部長。
3.已故的戰犯供奉靖國神社，獲得榮

秩父宮雍仁親王，朝香宮鳩彥王，竹田宮

譽、崇拜和尊敬

恆德王，和東久邇宮稔彥王。由於包庇裕

靖國神社是由明治天 皇 創立 於

仁天皇被起訴，美國奠定了方便日本拒絕

一八六八年來紀念對日本帝國有功人物。

承認其戰爭罪感和戰爭罪行基礎。

現 今 列 在 神 社 的 名 單 有二百 四 十 六萬

這事件的邏輯推理必然就是：如果佔

六千五百三十二男女和兒童，包括一千零

領盟軍拒絕起訴裕仁天皇作為戰犯，那麼

六十八名戰犯，其中十四名是「甲級」的罪

很多日本人會認為他是無辜。從這推斷，邏

犯。實質上，日本領導者毫無忌憚參拜靖國

輯結論就是：如果作為民族代表的天皇，

神社就引起過去侵略壓迫亞洲國家的紛紛

已被裁定無辜，那麼日本這國家，也自然免

批評與譴責。

了戰爭的罪行。

最後在一九五八年假釋所有監牢中的

真相是，麥克亞瑟姑息了日本天皇及

戰犯，同時在一九五九年，衛生和福利部

政府的罪惡，等同默認這些罪惡是 正確

開始遞交靖國神社「乙級」和「丙級」戰犯

的，亦即認為殘害人權是無罪的。
2.大部份殺人戰犯被免罪責

名單。到了一九六六年，神社也被提供十四
個最突出的「甲級」戰犯，其中包括戰爭期
間的總理和高級將領，並在一九七○年間

庭（IMTFE）為審判日本戰犯嫌疑人。從幾

神社通過決議供奉這些人。神社大祭司，頭

百人被告名單裏，只有二十五位實際上經

長吉松平，違抗了東京戰犯法庭的判決，

過審判而被判刑。執行了七位被判死刑，另

並在一九七八年用隱蔽儀式供奉「甲級」戰

十八位獲得監獄服刑代替死刑。在執行這

犯。
靖國神社博物館和網站竟然怙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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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京，盟軍成立了遠東國際軍事法

七位「甲級」戰犯服刑後，一九四八年十二

為了啟動和好進程，日本政府，包括國會或議會，應當對受

在蔑視人權，拒絕作出道歉，也拒絕履行

害的國家作一個全體正式公開道歉。然而藉著種種政治干預，戰

犯。到一九五八年底，所有日本戰犯，包括

後日本仍在蔑視人權，拒絕作出道歉，也拒絕履行和好的要求。

然而藉著種種政治干預，戰後日本仍

俊的批評美國，辯解日本之所以發動戰爭

作為戰犯，許多日本人認為，作為一個國家

攻擊美國，是因為受到美國的「逼迫」，

民族他們對戰爭罪行是不需負責的。把全

而且又聲稱日本發動戰爭，源於建立「大

盤日本侵略和戰爭罪行，都歸咎於背叛了

東亞共榮圈」(The Greater East Asia Co-

天皇和人民的日本軍隊。因此，日本政府不

Prosperity Sphere)的理想[注十九]。這種口

承認日本在戰時有違反國際法或條約。多

蜜腹劍的花言巧語，仍在追隨戰時政權所

年來，日本政府只正式承認其軍隊所造成

創的侵略藉口，及其意識形態和宣傳。

的痛苦，因此日本政府也發出過一些道歉，

日本國會圖書館在二○○七年三月

但其道歉是有限地承認軍隊的罪行，卻不

二十九日，發佈了一本檔案名為「對關於

代表國家及議會。對受害國家，日本政府

參拜靖國神社問題的新編材料」，披露有

及其議會一直沒有作為國家民族的公開道

八百零八項，其中包括近一百八十件檔案

歉。

是神社第一次揭發的。在這些檔案中，列

村山富市首相是唯一不屬右翼自民黨

出從一九六九年一月三十一日起，靖國神

首相，他公開於一九九五年八月表示，日本

社官員與衛生和福利部人員之間的會議，

「通過殖民統治和侵略，造成了許多國家

討論誰能夠供奉在靖國神社內。該檔案指

人民的巨大損害和痛苦，特別是亞洲的國

出，靖國神社與衛生和福利部共同認為「甲

家」，並表示他的「深刻反省的感情」，並說

級」戰犯應受到尊榮。據該檔案，日本政府

明他的「由衷的歉意」[注二十]。

因美國領導的盟國不願公審裕仁天皇作為戰犯，許多日本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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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作為一個國家民族他們對戰爭罪行是不需負責的。把全盤日本侵

略和戰爭罪行，都歸咎於背叛了天皇和人民的日本軍隊。

直接參與及影響供奉戰犯。它又證明了安

然而，村山富市的道歉卻是個人的，

倍晉三首相欺騙全世界，他曾否認日本政

因為他沒有正式地或以官方身份來作道

府對於誰會被供奉有發言權。

歉並無法推進「不戰決議」。只有百分之

自從一九七五年以來，日本政界包括

二十六的國會議員支持此決議而百分之

首相和其他內閣成員繼續參拜靖國神社。

四十七竟反對。這項村山富市的道歉顯然

在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紀念第二次

不受到廣大日本政府官員的贊成。

世界大戰結束的那一天，當時的首相三木

迄今為止，廣大幸存者或遇難者家屬

武夫，以非政治的身份來參拜靖國神社。第

認為來自日本政府的道歉是不恰當，只是

二年，他的繼任者福田赳夫，也用非政治

一種象徵性的表示。在二○○六年十月，當

身份參拜了靖國神社，但他以日本首相簽

安倍晉三首相發表為日本殖民統治和侵略

署在留言簿上。其他幾個日本首相，如大平

所造成的損失道歉，同一時間，有八十位議

正芳（一九七九年），鈴木善幸（一九八○

員從他執政的自民黨參拜靖國神社。

年，一九八一年，一九八二年），中曾根康

戰爭時期受害者都相信日本的道歉既

弘（一九八三年，一九八五年，並以政府資

不是以國家層面作出也不是真誠的，因為

金支付該提供的花），宮澤喜一（一九九二

道歉只是在個人層面提出，而且日本官員

年，秘密保持直到一九九六年），橋本龍太

還繼續參拜靖國神社，紀念犯下嚴重殘害

郎（一九九六年），和小泉純一郎（二○○

人類罪行的戰犯[注二十一]。
5.拒絕承認日本的戰爭罪責

一年、二○○二年、二○○三年、二○○四
年、二○○五年、二○○六年），都參拜了靖

以下是日本各高級官員的評論：

國神社。自一九八五年開始，每位日本首相

1)長野繁，日本的司法部長(一九九四

參拜靖國神社就招致鄰國的官方譴責，因
視為日方企圖合法化過去的軍國主義。
4.沒有正式道歉
因美國領導的盟國不願公審裕仁天皇

年)說：「太平洋戰爭是解放戰爭……」。
2)聲明「太平洋戰爭是一場解放被殖
民的亞洲戰爭」的一項決議，由自由民主黨
的二百二十一名成員年於一九九五年在日

降或被俘兵士，不應計入於「大屠殺」裏。
現在這本書已經被日本教育部接受，成為

野呂田在二○○一年說：「因美國石油和其

這議題上的官方歷史教科書。重人長野，

他禁運日本被迫戰爭」。

司法部長，在一九九四年五月稱南京大屠

4 ) 備 受 爭 議 日 本 電 影「默 迪 卡」

殺是「製造」事件。

(Merdeka)的製片人加瀨英明，在二○○一

一組約一百名自民黨議員在二○○

年說：「日本被迫進入二戰為從西方殖民

七年六月十九日，再次指責南京大屠殺為

主義的枷鎖中解放亞洲」。
6.否認暴行

捏造的，沒有證據證明大規模屠殺是由日

以下是日本的高級官員或著名知識份
子的語錄：

本兵幹的。他們指責所稱的事件乃北京的
「政治廣告」。
在二○一二年二月二十日，名古屋市

1)石原慎太郎，前日本內閣部長，在

長河村Takashi，向到訪的南京代表團說：

一九九○年十月接受採訪時，說：「南京大

「南京大屠殺可能從來沒有發生過」。兩天

屠殺是一個中國編的謊言」。

後為了辯護他的言論，說：「自從我當了國

2)長野繁，日本司法部長，在一九九四
年說：「……南京大屠殺是捏造的」。

會代表，我不斷重複說沒有南京大屠殺並
導致數百萬人被殺」。

3)藤岡信捷，東京大學教育教授，在

在二○一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東京知事

一九九七年說：「美國人戰後把日本洗腦後

石原慎太郎說，他也認為南京大屠殺從來

來相信他們犯下了可怕的戰爭罪行」。

沒有發生過。他相信實際死亡人數為一萬

4)鷲尾英一郎，與一批日本政治家否

左右。

認發生在一九三七年的南京大屠殺，說：

在二○一四年二月三日，一位N H K廣

「我們要傳給年輕人真實歷史。我們必須

播公司董事直樹Hya kut a，被引述說大屠

對著世界其他地區打這種資訊化戰爭」。

殺從未發生過。他說會有個別的殘暴事

5) 梶山弘 志，日本內閣官房 長官 在
一九九七年說：「被日軍妓院徵召的外籍
『慰安婦』本是妓女」。

南京大屠殺的真相和準確性

件，但沒有普遍的暴行。
因為有許多目擊者和證據，南京大屠
殺再無法否認：
1)南京大屠殺最早是由居住南京安全
區的西方人報告給世界。那時的目擊者像

否認 南 京大 屠 殺的運 動開始用兩

羅伯特‧威爾遜(Robert Wilson)在他寫給

篇文章：山本七平的「回覆本多勝一」[注

家人的信中說，「平民的屠殺是慘不忍睹。

二十二]和鈴木章的「南京大屠殺的幽靈」

我可用好幾頁來告訴幾乎難以置信的強姦

[注二十三]。

和殘暴案件。七個街道清潔工正坐在總部

然後由田中正明寫作的「製造南京大

時，日本兵沒有警告或緣故闖進來殘殺他

屠殺」[注二十四]。該書否定南京大屠殺，

們。五人即死亡而從被刀刺屍體堆中兩位

因為他爭辯那時南京的人口少於二十萬。

悻存者帶傷去了醫院」[注二十六]。

他把中日戰爭的責任推給中國政府。

日本政府只正式承認其軍隊所造成的痛苦，日本政府也發出過

3)一名高級日本執政的自民黨員法政

一些道歉，但其道歉是有限地承認軍隊的罪行，卻不代表國家及議

地位。

會。對受害國家，日本政府及其議會一直沒有作為國家民族的公開

八千到四萬二千以內。他認為被殺害的投
道歉。

本國會通過。自民黨亦長期在國會佔主導

另一 位目擊者，詹 姆 斯‧麥 卡 勒 姆
(James McCallum)，在他給家人的信中寫

咬定南京大屠殺是被中國誇張的。日本

道：「這是一個可怕的故事，我不知道從哪

歷史學家秦 郁彥的作品「南京事件」[注

裏開講或結束。我從來沒有聽到或讀到這

二十五]，估計大屠殺遇難者人數為三萬

類的暴行。強姦：我們估計每夜裏至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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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完全否定，日方的另一種思路，

一千宗，還未計算許多白天的。行兇者如

告估計，在佔領進行前六周內，平民和

遇抵抗或看來是妨礙的，就使用刺刀或子

戰俘被殺害有「二十多萬」與「超過十

彈」[注二十七]。

萬」。此數目是按照慈善機構埋葬的記錄

2 ) 田中正 明 爭 辯 為 南 京 大 屠 殺 之
前 的 南 京 人 口 不足 夠 二十 萬，但 根 據

──包括紅十字會和崇善堂──由斯邁思
提交的研究及倖存者給予的估計。

一九三七年保存在南京的檔案館的普查，

發出此電報後，日本政府瞭解它的含

關於 一九 三 五年南京 市人口的統計，南

義會讓世界明白他們的殘酷行為。隨後日

京人口已經接近九十萬，而到了一九三七

方發出另一件電報，並聲稱之前電報以編

年 六 月，人 口 已 經 增 加 到 一 百 零 一 萬

碼和發送出於一位上海記者兼中國情報部

五千四百五十二人[注二十八]。因此，田中

門顧問哈樂德約翰Timperley(Harold John

的估計是非常可疑的。

T i mp erley)。這兩件電報由美國情報截獲

黃弘恩是偽南京政府（由日本控制）
立法會議員，於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而被 列在 美國政 府解密後的 檔 案中[注
三十]。

在上海日本朝日新聞主辦的研討會發表講

日方所作出這種斷言是毫無證據，而

話，說：「（南京）事件以前，……南京人口

且也不能證明，曼徹斯特衛報的澳大利亞

達到一百零七萬，而在事件發生後，人口大

籍記者怎可能成為中國間諜？哈樂德約翰

幅降到十七萬」[注二十九]。

是西方公認有名望的記者，因他為其報社

戰爭時期受害者都相信日本的道歉既不是以國家層面作出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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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誠的，因為道歉只是在個人層面提出，而且日本官員還繼續參拜

靖國神社，紀念犯下嚴重殘害人類罪行的戰犯。

3)吳天威教授發佈的證據來自解密美

提供給西方第一手資訊。他從上海所傳的

國政府檔案，其中包括一個編碼電報，由

電報於一九三七至三八年間即奠定了一些

外交部長廣田弘毅於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七

早期的南京大屠殺寫作。一名記者根本不

日發送到日本駐華盛頓大使館：
發自：東京（廣田）

可能知道日本的外交通訊方式，怎可能冒
充外交部長廣田弘毅的名義，發電報到日

發往：華盛頓

本駐華盛頓大使館。日本這講法完全是捏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七日

造的謊言。

＃二二七。從上海收到＃一七六

4)在一九四七年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

自從回到上海，幾天前我調查了日本

庭判決第六軍指揮官谷壽夫中將時，引述

陸軍在南京和其它地方犯下暴行的有關報

有三十多萬人死亡。估計是從埋葬記錄和

導。可靠的目擊者個人口供和信函提供毫

目擊者的証明。它的結論是大約十九萬民

無疑問的令人可信的證據，日本軍隊的行

眾被非法處決在各種執行場所，而十五萬

為與還在繼續表現好像阿提拉與他的匈奴

人被一個接一個打死[注三十一]。

一般。在冷血情況下，不少於三十萬中國

5)據目擊者的講述，南京淪陷後之六

平民遭屠殺、搶劫、強姦，包括年幼孩子

周過程中日軍瘋狂地繼續強姦、殺人、盜

們。報告從幾周前敵對行動已停止的地區

竊、縱火。最可靠的敘事，來自外國人如

仍在繼續對無辜平民暴行。這樣應受譴責

約翰‧拉貝(Joh n R abb e)和米妮‧魏特琳

的行為使駐華日本百姓深切恥辱，在上海

(Minnie Vautrin)的日記。他們為了保護中

當地也發生一系列日軍橫行事件。今天，

國平民免遭危害選擇留下來。其餘的，包

中國北方新報報導了特別令人作嘔的案

括南京大屠殺倖存者的真實個人證詞。還

件，「一位喝醉的日本兵，無法獲得他要

有更多的從西方和日本記者的目擊者報

求的女人及酒，開槍殺害了三名年滿六十

告，以及從某些軍事人員搜集的現場日記。

中國婦女，傷了好幾個無辜的平民」。遠

一位美國傳教士約翰‧馬吉(John Magee)，

東國際軍事法庭有兩個（似乎矛盾的）報

留下了他的十六毫米電影紀錄片的和南京

示，否認在二戰期間軍方強迫婦女充當慰

犯，而且各年齡無數的普通平民……就在

安婦。他指出：「事實上的，沒有任何證據

前天，非常接近我們的住宅，我們看到他

證明有所強迫」。當他在說話時候，一群自

們殺死了一個不幸的傢夥」[注三十二]。

民黨議員還試圖修改河野談話(一九九三

6)日軍佔領南京一天後，由美國駐德

年)。實際上，日本政府已毀滅了所有慰安

國大使在柏林發出一個電報說他聽到了日

婦的證據。研究人員從官方記錄發現一些

本駐華大使在德國炫耀日軍從上海推進到

證據難於海底撈針。儘管如此，日本政府

南京時，殺害了五十萬中國人。這檔案發現

否認慰安婦的責任無法再持續，因為還有

在二○○七年十二月，是最新的美國政府

很多目擊者和被發現的新證據：

解密檔案。根據檔案研究，「由美國外交官

1.在二○○七年四月十七日，吉見義明

[柏林]發送的電報文指出，估計有五十萬人

和弘文林宣佈，從東京審判的檔案中發現

在上海、蘇州、嘉興、杭州、紹興、無錫、常

七件關於帝國的軍隊正式檔案，如海軍特

州遭到大屠殺」[注三十三]。

警隊（Tokkeitai），強迫婦女去中國、印度

7) 據日軍中校 太田俊 夫，從十二月

支那和印尼的前線妓院工作，因她們父親

十四日至十二月十八日之間，南京港的日本

襲擊了憲兵隊（Kempeitai）。其文件最初公

指揮部處置十萬具屍體，而其他部隊處理

開在戰爭罪公審中。在文件中，有一名中尉

掉五十萬具[注三十四]。

承認自己組織了一個妓院，自己作為顧客經

8)以下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判決：

常出入。另有資料指Tokkeitai成員，在街道

‧佔領的第一個月時期，大約二十萬

上逮捕婦女，並實施醫院檢查後把他們送

個案發生在全市範圍內，……總數有超過

妓院服役[注三十六]。

二十萬人為平民與囚禁戰俘，六個星期內

2.二○○七年五月十二日[注三十七]

在南京被殺害……這些數字並沒有計算那

記 者 梶 村 太 一 郎，發 現 三十 件 荷 蘭 政

些屍體被日方焚燒毀滅或拋入長江的，或

府檔案提交給東京法庭作為證據，証明

以其他處置方式的。

一九四四年間發生在印尼的馬格朗大規模

‧二十萬數目是 基於幾 個人道 援 助

強迫賣淫事件。

團體和慈善組 織的記錄，以一星 期至四

3.在二○一四年，中國從關東軍的檔

個月內所埋在大屠殺展開後的屍體。從

案中，交付近八十九個文檔。這些檔案提供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三八年十月，六個

了對關東軍在二戰期間和之前，強迫亞洲

慈善機構埋葬一共十九萬五千二百四十具

婦女為前線妓院工作的鐵證[注三十八]。

屍體。詳細的埋葬記錄仍然存在。

4.韓國政府於二○○七年九月從資料

‧判決所述之二十萬數，不包括被日

确定招募慰安婦是一個親日派（chinilpa）

方棄置的遇難者屍體（在大屠殺初期常

賣國賊，即日本首相伊藤博文養女裴貞子，

見）或慈善團體以外的個別中國人所埋，

証實招募慰安婦是事實[注三十九]。
5 . 根 據 美 國 戰 爭 資 訊 的 辦 事 處，

此，二十萬只是一個保守的數目。再加上一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日那天，美軍在緬甸密

系列小規模屠殺，以及屍首已被其他人埋

支那淪陷後清剿行動，抓獲二十名韓國

葬的，總數超過三十萬中國人被屠殺在南

慰安婦和兩名日本平民。審訊發現，「在

京[注三十五]。

一九四二年五月，日本特務抵達韓國以招
募韓國少女目的，去日本新佔領的東南亞
領土，作『舒適服務』。所謂『服務』本質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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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包括那些死於屠殺持續六周後的。因

有關慰安婦的真相

日本政府已毀滅了所有慰安婦的證據。研究人員從官方記錄發

的信提到，「他們不僅殺了所有可找到的囚

現一些證據難於海底撈針。儘管如此，日本政府否認慰安婦的責任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曾在二○○七年表
無法再持續，因為還有很多目擊者和被發現的新證據。

大屠殺的第一手照片。馬吉在給他的妻子

沒規定，但可假定工作在醫院探訪傷兵，

解、仇恨、鬥爭、吵架等等。

紥繃帶，使一般戰士高興起來」。「大概有

日本的誠信因此面臨危機，當它一面

八百少女被招募，並分發到緬甸各部的日

自誇促進人權，另一面又否認戰爭罪行的

軍營附近。基本上使用虛假陳述，日本特

責任。恰恰與戰敗後的德國不同，德國願

務招募很多女孩子，先接收幾百日元獎賞

真誠懺悔及接受戰爭罪行，獲得受害國家

並被帶到海外。其交易的條件是屬軍隊監

的原諒，日本卻拒絕認罪，全面損害自己的

管。可是，女孩們被欺騙成為慰安婦。他們

誠信。事實上當日本戰犯全被釋放平反，正

必須在軍規下服役，每天需要服務許多士

正顯示被侵犯者的人權未得到補償。只有

兵和軍官。他們被迫當性奴隸」[注四十]。

當日本官方及國會承認這些罪行並道歉，

還有許多其他倖存者的目擊證據，可
揭開日本政府所犯的罪惡。在戰爭期間，一

那麼日本才能真實證明自身是支持人權
的。

切都由政府控制的，怎麼可能從成千上萬

當日本不肯正式公認歷史罪行，那麼

的非日籍女孩從佔領國家被調動，去服務

日本所謂支持人權的可信性和誠信就盪然

軍隊而成為性奴隸，會沒有政府的核准與

無存。美國或其他國家，若有誠心幫助調

方針嗎？否認這些罪行是一種不道德的態

解國際問題，支持和平與維護人權，他們

度，並顯示執權者對受害者不負責任。這似

理應鼓勵日本對受害國家做出公開道歉聲

乎表明，安倍晉三和他的執政黨是戰犯的

明。如果日本真誠支持人權，便應承擔該

接班人。

責任並為過去剝奪受害國家的人民的人權

日本否認和撇清對其歷史戰爭罪責任是持續踐踏受害國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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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而維持與受害國家之間的衝突。不正式對受害國家道歉，事實上

是再撒鹽於受害國仍在流血的傷口。

結論
日本否認和撇清對其歷史戰爭罪責任
是持續踐踏受害國家的人權，而維持與受
害國家之間的衝突。不正式對受害國家道

道歉，此舉動會形成合適條件，讓曾受傷國
家得治愈，建立亞洲更加和平與和諧的關
係。
(本文是在今年九月北京人權會議提
交的論文。原文是英文)。

歉，事實上是再撒鹽於受害國仍在流血的
傷口。日本這做法是在：1）破壞與受害國
家的完整和好及和平；2）不斷製造與受害
國家之間的矛盾；3）損害其自己的聲譽。
當日本否認或減輕其戰爭罪行的責
任，各受害國的人們即可作出結論，今天的
日本是認同歷史上戰爭罪行是對的。因此
受害國民仍在被侮辱，人權被剝奪。受害方
將會繼續增加以敵意和怨恨對日本，因為
過去的創傷，從來無法獲取適宜痊癒。
此外，日本不但已摧毀了戰爭罪行的
官方檔案，連日本人都被剝奪了知情權去
明白真相。官方修改教科書和在靖國神社
表彰戰犯，在一定程度上，允許日本年輕一
代認為那些已定罪為戰犯的，截然無任何
罪行，這把真相與事實打折扣。這種虛假
歷史或不完整的教育，不斷製造並導致了
今天日本與受害國人民之間的矛盾，如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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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行為者202人を選定”, JoongAng Ilbo,
2007.09.17. “日本軍慰安婦を募集したこ
とで悪名高いベ・ジョンジャ”
[注四十]United Starts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Japanese Prisoner of War Interroga-

tion Report No. 49 .

T h e J a p a n e s e D e n i a l o f Wa r
Crimes and Their Effects on Human
Rights
Dr. Thomas In-Sing Leung (Chief
Editor of Cultural China)

Abstract: During its invasion and
occupation of Korea and many places in
China, the Japanese committed numerous
war crimes. Japan’s denial and excuses of
its historical war crime responsibilities to
the victimized nations are continual trample
of human rights and maintain conflicts between it and victimized nations. By not officially apologizing to the victimized nations,
Japan as a nation is rubbing salt against the
bleeding wounds of the victimized nations.
The integrity of Japan is at risk when it
promotes human rights but at the same time
rejects its responsibilities in war crimes.
Unlike the Germans who repented of their
war crimes and received forgiveness from
its victimized nations, Japan’s unwillingness to do hurts its integrity. The fact that
all of the war criminals in Japan have been
released does not mean that the human
rights at that time have been fulfilled, but
i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parlament
would officially acknowledge and apologize
for those crimes, then it would indicate that
Japan is truthfully supportive of human
rights.

Keywords: Japan, War crimes, Human
rights.

「後話說前事」與「後來說前話」
──從歷史建築遺址論歷史表述方式
■ 劉世龍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摘

城市的近代歷史建築遺址的名實關係，進

實」而使聽者（和讀者）相信，往往就力圖

行拓新性考察。對於地處東南的南京，擇

把話「說」得（和寫得）很像當時(「前」)。

選所謂「太平天國天王府遺址」、「總統

隨著當事者的離世，非當事者對於其事，

府」和「臨時政府參議院舊址」等而剖

雖也致力於把「話」越「說」越像以前那個

析；對於地處西南的重慶，擇選所謂「曾

當時，但也和當事者在世時一樣，難免有意

家岩、紅岩村八路軍辦事處舊址」、「黃

（或無意）不離開其當下語境所需。其所說

山陪都遺蹟」和「人民解放紀念碑」等而

雖指向過去，其所想則難離現實，於是就不

剖析，從而揭示兩城市在近代時空衍變過

能完全回到歷史的原生態（雖說經過努力

程中之異同，而其近代建築遺址上所凝聚

而可望相對接近之）。

的歷史記憶與認知，就蘊涵著「後話說前
事」與「後來說前話」的運作。

本文即以南京、重慶的近代歷史建築
遺址的名實關係為例而試作初探。

關鍵詞：歷史表述；名實關係；近

一

代；重慶；南京；城市建築遺址。

南京和重慶這兩個城市，一在中國的

引言

東南，一在中國的西南，相距上千公里，但
在中國近代歷史上關鍵的年頭和時段裏

「後話說前事」和「後來說前話」是筆

（特別是南京在百餘年前中華民國的肇建

者所歸納的歷史表述的兩種方式。「後話

時、重慶在七十年前中國終於取勝的抗日

說前事」是指當事者或非當事者在表述以

戰爭裏），都曾互有關聯，各自擔當起歷史

前發生的某事（「前事」）時所用的詞語，

重任。對於這種擔當，兩城市的近代歷史

但未必就是在其事發生的當時就有的；這

建築遺址，可作為其歷史記憶且永被銘記

些後來的詞語（「後話」），特別是用以概

的憑證。
南京和重慶兩城市歷史地位的奠定，

所對應，也有所錯位，且其錯位程度會隨時

並非只是在近代，而是各自都有其悠遠的

間推移而有所增減；雖然用「後話」來「說」

歷史文化底蘊可尋。因於此，南京成為中

（和寫）以前某事者，也力圖使人們相信

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一九八二年二月八日

其所「說」（和寫）之「真」。與「後話說前

批准的第一批歷史文化名城之一。其相關

８７

括指稱的關鍵詞，對於「前事」的內容，有

南京和重慶這兩個城市相距上千公里，但在中國近代歷史上關鍵

者或非當事者）在表述其事時，為顯得「真

的年頭和時段裏，都曾互有關聯，各自擔當起歷史重任。對於這種擔

裏的「後來」即某事發生之後，人們（當事

式。沿其思路，不妨聚焦於南京、重慶兩

當，兩城市的近代歷史建築遺址，可作為其歷史記憶且永被銘記的憑

事」所交互為用的則是「後來說前話」。這

說前話」是筆者歸納的歷史表述的兩種方

證。

要：「後話說前事」與「後來

文件中的簡介，稱南京「為東吳、東晉、南

的主要內容，然而都已經碎片化甚或點在

朝、明朝等建都的歷史名城」，「文物古蹟

化了。傳統古建築既變得罕有，那麼兩城市

很多，有石頭城、南朝陵墓、石刻和明孝

的近代建築遺址則可謂「具有重大歷史價

陵、明故宮遺址、太平天國天王府、孫中山

值和革命（紀念）意義」[注三]，對其各自

臨時大總統辦公處、中山陵等」[注一]。重

勉力維繫歷史文化名城的地位於不墜，不

慶則在其後四年多的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八

可或缺。況且重慶曾經被認為是屬於歷史

日，被中國國務院批准列入第二批歷史文

文化名城中的史蹟型（反映歷史上某一事

化名城名單。其相關文件中的簡介，稱「戰

件或某個階段的建築物或建築群為其顯著

國時候，重慶為巴國國都，稱江州。其後兩

特色）[注四]。

千多年一直為重要的城市，留下的文物古
蹟有巴蔓子墓、船棺、岩墓、漢闕等。在近

二

代史上，重慶也佔有重要的地位」，「現存

南京的近代建築遺址被上述相關文件

有曾家岩、紅岩村八路軍辦事處舊址，新華

的簡介中指名列舉者有三：「太平天國天王

日報社舊址及白公館烈士犧牲紀念地等」

府、孫中山臨時大總統辦公處、中山陵」。

[注二]。在這兩個簡介所列舉的歷史建築

先看「太平天國天王府」之名。其遺址

遺址中，既有古代的，也有近代的，可見其

與後來的孫中山臨時大總統辦公處屬於同

對於南京、重慶被定位於國家級歷史文化

一所在地內，即現今所謂總統府舊址──

名城，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

中華民國這亞洲第一個共和國誕生後九十

８８

由於南京曾是中華民國的首都，重慶曾是對日抗戰的中華民國
陪都，各有多少不等的近代建築遺址，憑藉其歷史價值尤其是現實政
治價值，才得以在城市大拆建的年輕化運動中有所保留，成為兩城市
中所謂歷史街區的主要內容，然而都已經碎片化甚或點在化了。

南京和重慶兩城市獲選成為國家級

來天裏孫中山的臨時大總統府和一九四九

歷史文化名城後，由於一九九○年代以降

年四月二十三日前近一年間蔣介石、李宗

中國城市史無前例的大拆建運動，無論是

仁的總統府舊址。這個中國現存最大最完

南京還是重慶，可謂都已「舊貌變新顏」，

整的近代建築群，位於南京的六朝宮城

其建築群主體都已和中國許多老城市一

遺址的最核心部分；現在因總統府之名而

樣，躋身於世界年輕城市群之列。若去南

牽引出的歷史記憶 雖然以民國為先，但

京老城區，朱自清散文名篇《南京印象》所

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國務院公布第二

寫「逛南京像逛古董鋪子，到處都有些時

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時，對其命

代侵蝕的遺痕」的感覺，已然淡出。若去重

名卻並非「總統府」，而是「太平天國天王

慶老城區（渝中半島），其古建築可見者，

府遺址」，其旨意則在喚起對太平天國農

僅存湖廣會館及東水門、通遠門舊城垣

民運動定都南京的歷史記憶，不過卻有所

等幾處而已。查閱「百度」等網站，今人對

模糊，因其與該建築群所遺存的實體本身

於南京和重慶的印象，無論是文字還是圖

有所不合。實際上後來被稱為太平天國天

片，都難以將「六朝古都」和「巴渝古城」

王府者，在太平天國的自稱中是「天朝宮

的名號分別落實到南京和重慶的老城區整

殿」。東王楊秀清、北王韋昌輝和翼王石達

體。古蹟之稀少，猶如「萬綠叢中幾點紅」

開等在太平軍佔領江寧（今南京）後不久，

似的「萬洋樓中幾點『古』」。

就上奏天王洪秀全請准「招木工、泥工，起

另一方面，由於南京曾是中華民國的

蓋天朝宮殿」[注五]。不僅如此，即使在對

首都，重慶曾是對日抗戰的中華民國陪都，

太平天國充滿敵意的《賊情匯纂》中，對

各有多少不等的近代（特別是民國時期）建

「天朝宮殿」也有所記載：「癸卯（一八五三

築遺址，憑藉其歷史價值尤其是現實政治

年）四月，偽天王洪秀全改兩江總督署為偽

價值，才得以在城市大拆建的年輕化運動

天朝宮殿，毀行宮及寺觀取其磚石木植，自

中有所保留，成為兩城市中所謂歷史街區

督署直至西華門一帶，所壞官廨民居，不

「天朝宮殿」雖遭火災，但重建後更顯「金

統時即已設立「大總統府電報房」和「大總

碧輝煌」。到一八六四年清軍攻陷天京（今

統府電局」[注十二]。其後相隔三十多年，

南京）後，「天朝宮殿」被曾國藩等改寫為

到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申報》開

「天王府」。他在同治三年（一八六四）七

始報道有關「中華民國總統府組織法」的

月一日的日記中就記載自己當天「由太平門

事情。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日上午在南京

入城，至偽天王府一看。規模俱仿宮殿之

國民大會堂舉行了蔣介石、李宗仁就任總

制，而焚燒無一存者」[注七]，既以此貶示

統、副總統的典禮[注十三]。但此時總統府

太平天國「僭越非分」，也自覺自願為北京

的建築實體，已有別於當年孫中山擔任臨

的天朝維護威嚴。於是因清軍炮火而被摧

時大總統時的總統府了。

毀的「天朝宮殿」，在當年文人筆下被描寫

被 建築學界 譽為「中國近代建築史

為「十年壯麗天王府，化作荒莊野鴿飛」

上 創造的不朽傑作」[注十四] 的中山陵

[注八]。在「天朝宮殿」的廢墟上，一八七

（一九三一年底完工），其建築群實體與所

○年至一八七二年清朝兩江總督署被重建

喚起的歷史記憶之間，則能較好地對位，

了，其名實關係歸復舊位，至辛亥革命爆發

並且它在被使用過程中凝聚成為將「國家

約四十年。

─黨─個人」這三個層級的崇拜相串聯起

再看「總統府」的現名。這確可凸顯

來的政治符號，成為個人（國父孫中山）和

中華民國在中國大陸的起點和終點，喚

（國民）黨皆高於國家的象徵。而從南京城

起對「民國南京」較為清晰的歷史記憶，

市建設史看，中山陵的影響也非常大。為迎

但卻難以盡涵對晚清時期南京的歷史記

接孫中山靈櫬奉安中山陵而開闢的似Z形

憶，因該建築群實體的基 本格局即是形

中山大道（十二公里長）及其多年的修建，

成於晚清。在馬新貽、曾國藩重建兩江總

引發了明太祖朱元璋以後南京城又一次大

督署後，一九○○年代末期端方任兩江總

擴建，使其城市格局改觀和城市新主軸線

督時，對之「又進行較大規模的興建及改

形成，以至該大道至今所集聚的市級以上

建」[注九]。到二○○三年截止，總統府建

文物保護單位和總統府、民國政府各機關

築群內尚存民國以前的近代建築面積二萬

等重要近代建築及名人故居等遺存尚有近

六千一百五十六平方米[注十]。民國時期的

兩百處，漫步其間，或可感受民國時期的歲

新建或改建屬於局部（國民政府門樓、國

月留痕。
在上述重要的近代建築遺址之外，

樓等）。若從建築風格來看該建築群，在民

在 南 京還有明 代 太 監 鄭 和 下 西 洋 後 建

國以前既有古色古香的園林建築，有大堂、

造的古建築靜海寺，它是中國近代史上

二堂、廂房、馬廄及熙園等；也出現了仿法

三百四十三個不平等條約[注十五]（舊說

國文藝復興樣式的建築──西花廳，其被

為上千個或七百多個或三四百個）之首的

建成後一年多而成為現今所謂孫中山臨時

中英江寧條 約的議約地，因而有資格成

大總統辦公處。自孫中山當選為臨時大總

為中國近代史起點的象徵之一，而且它還

統後的一九一二年一月三日起，《申報》就

連接著其被 毀於太平天國戰爭、又 毀於

開始使用「總統府」一詞指代南京臨時政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軍侵攻南京的歷史記

府所在地（有時則用「南京總統府」或「大

憶。

總統府」）。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九日開始

尤可注意的是江蘇諮議局舊址這個

在南京印行的各期《臨時政府公報》，也時

將晚清與民國的南京城市記憶連接起來的

８９

民政府大禮堂、行政院北樓和南樓、子超

因清軍炮火而被摧毀的「天朝宮殿」，在當年文人筆下被描

處）[注十一]。但前此孫中山履職臨時大總

寫為「十年壯麗天王府，化作荒莊野鴿飛」。在「天朝宮殿」的廢

築，半載方成，窮極壯麗」[注六]。其後，這

墟上，清朝兩江總督署被重建了，其名實關係歸復舊位，至辛亥革

有「總統府」一詞出現（據筆者查知有十二
命爆發約四十年。

可勝記，以廣基址，日驅男婦萬人，並力興

重要建築。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國務

國民政府舊址」也是明顯錯位。筆者認為

院公布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

如果利用該建築物本有的「江蘇諮議局」

時，將之作為「原國民政府舊址」(共九處)

之名[注十九]，進而整合其歷史延長線上

之一而命名為「臨時政府參議院舊址」，其

的名實關係，名之為「江蘇諮議局‧民國參

好意在於喚起辛亥革命催生南京臨時政府

議院舊址」，就可望摘下現今為江蘇諮議

和民國憲政的歷史閃光記憶，但與該建築

局大廈所戴錯的「民國建築」之帽，有助於

實體本身的年齡有所錯位。其實這座由留

減少歷史記憶的模糊度，特別是有助於減

學日本歸來的中國建築師孫支廈設計的仿

除不準確的現名將立法機構隸屬於政府機

法國文藝復興時期折衷主義建築造型的建

構的誤導和誤憶，從而凸顯該參議院的最

築物，竣工於中華民國誕生前的一九一○

大歷史功績（即在南京臨時政府時期制定

年[注十六]，而前此在一九○九年成立的

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民主憲政文件「臨時約

江蘇諮議局即已決定以之作為其所在地。

法」）。

該建築物也隨即成為江蘇諮議局抗衡北
京的朝廷與地方督撫權力的政治空間，江

三

摘下現今為江蘇諮議局大廈所戴錯的「民國建築」之帽，有助

於減少歷史記憶的模糊度，特別是有助於減除不準確的現名將立法機

構隸屬於政府機構的誤導和誤憶，從而凸顯該參議院的最大歷史功

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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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諮議局則成為發起一九一○年國會請願

關於重慶的近代建築遺址，在前述相

運動時各省諮議局的頭羊。憑著這些重要

關文件的簡介中指名列舉者有四：「曾家

的資歷，才使武昌起義後八十天各省代表

岩、紅岩村八路軍辦事處舊址，新華日報社

聯合聚集於該建築物而投票選舉孫中山為

舊址及白公館烈士犧牲紀念地等」。八路軍

臨時政府大總統，兩天後通過決議改國號

重慶辦事處舊址之名，早在一九六一年三

為中華民國；民國元年一月二十八日在此召

月四日國務院公布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

開中華民國「參議院正式會」[注十七]而成

護單位名單中就有，包括紅岩村十三號和

立這一立法機構──請注意此名原本並無

曾家岩五十號兩處；四十年後的二○○一

「臨時」[注十八]和「臨時政府」字樣。參

年六月二十五日國務院公布第五批全國重

議院既非「臨時」，則意在顯示其立法之持

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中新添中共政治協商

久性（當時《申報》上偶用「臨時參議院」，

會議代表團駐地舊址、《新華日報》營業部

但係指北京方面）。況且該參議院其後對

舊址兩處，也歸入其名下。這四者所喚起的

南京臨時政府起到了監督作用，其典型事

首先都是與中共黨史相關的紅色記憶，與

例就是質疑臨時政府在中日合辦漢冶萍公

其建築物之間似乎也能較好地對位，但就

司問題上損害中國權益的舉措並迫使其停

其概稱「八路軍辦事處」來說，則與當年的

止。同年三月八日，參議院通過了憲法性文

語用實際有所偏移。實際上其正式名稱在

件《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可見正是在江蘇

開始有兩變。一是一九三八年初在重慶老

諮議局等所實驗的清末地方自治、地方議

城機房街七十號設立的十八集團軍駐渝通

會制度的基礎上，民國參議院才應時順勢

訊處；二是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蔣介石決

而產生，而該建築物才因之得享所謂「臨

定棄守武漢而西遷重慶後，「國民革命軍

時政府參議院舊址」的現名。但是，該建築

第十八集團軍武漢辦事處」（其前身為南

物在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前的十幾年間還曾

京淪陷前的「國民革命軍陸軍第十八集團

是江蘇省議會所在地，在國民政府定都南

軍駐京辦事處」）因之在同年底至翌年初

京後的十年間及其因抗戰勝利而還都南京

遷渝，改稱為「第十八集團軍重慶辦事處」

後的三年間均為國民黨中央黨部所在地，

[注二十]。這一名稱在該辦事處一九三九

而在日軍侵佔南京後則為汪偽國民政府若

年夏遷往紅岩嘴（今謂紅岩村）時，就被濃

干部委所在地，因而將該建築物列入「原

墨重筆橫書於該辦事處木質院門之上，至

戰時期所竣工者約佔一半[注二十二]。
現今所謂黃山陪都遺蹟和解放碑，在

其他集團軍總司令同為青天白日帽徽的國

重慶的近代建築遺址中是最能牽動重大

民革命軍軍帽一樣，是信守第二次國共合

歷史記憶者。前者位於渝中半島長江南岸

作並顧全這個大局的表現。中共中央南方

的黃山及南山，其山林清幽、地勢險要之

局秘密設立於該辦事處內而不對外公開，

中，掩蔽著蔣介石等國民黨軍政要員的官

曾家岩五十號被稱為「周公館」，《新華日

邸、國民政府防空司令部、美軍顧問團駐

報》在皖南事變後刊登周恩來「千古奇冤，

地、蘇聯和英國駐華使館別墅等具有折衷

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題詞[注

主義風格和濃郁地方特色的民居式建築。

二十一]表示抗議─ ─但其在日寇投降前

其選址於此的背景是為避開前已言及的日

的文字總量中仍然以宣傳抗戰為基調（包

軍自一九三八年二月起斷續五年半對重慶

括登載並肯定蔣介石等的抗日言論和事

的戰略大轟炸，而此處則因之成為世界反

蹟），其理亦然。

法西斯戰爭遠東戰場的實際指揮中心（日

像「第十八集團軍重慶辦事處」這樣

本情報人員則視為「蔣介石的作戰本部」

的建築遺址，為重慶城市的近代歷史記憶

[注二十三]）。戰時中國諸多重要會議（包

之所係。但重慶缺乏像南京長江路二九二

括一九四二年和次年的三次中美英軍事會

號（即兩江總督署、天朝宮殿、臨時大總

議）在此召開，諸多重大決策形成於此，

統府和總統府舊址）那樣能通貫其近代

而同盟國中國戰區統帥蔣介石寓居的雲岫

歷史脈絡的建築群。就晚清建築而言，重

樓則為其聚焦點（一九四一年八月三十日

慶主城區既有中國現存最大的會館古建

曾遭受日軍飛機轟炸[注二十四]）。由此筆

築群─ ─湖廣會館（一八四六年擴建），

者認為不妨將黃山陪都遺蹟的現名改稱為

也有歐洲風格的法國水師兵營（一九○三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戰區黃山指揮中心

年竣工），但其所能喚起的民國歷史記憶

舊址」，以更加切合由黃山而重慶而全國而

卻很微弱：湖廣會館在對日抗戰時期成為

國際的抗戰信息輻射所層積著的深厚歷史

軍用二○三倉庫，法國水師兵營一九四一

記憶，特別是有利於證明中國確確實實就

年夏至翌年十月一度為法國維希政府駐

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東方主戰場。
已經成為重慶人口頭習語的「解放

的加快，是在一九二九年建市以後，其凸

碑」，是一九五○年十月一日西南軍政委員

出表徵之一就是母城（渝中半島）矗立起

會主席劉伯承所敬題「人民解放紀念碑」

一批新材料、新技術、新風格的銀行近代

的口頭縮略語。但查其前身是一九四七

建築。到一九三七年對日全面抗戰爆發後

年十月十日舉行揭幕典禮的八面塔形建築

的八年間，與南京等許多城市的建築活動

「抗戰勝利紀功碑」[注二十五]，這個本初

進入凋零期不同，重慶卻因成為戰時首都

碑名由時任重慶市長張篤倫一九四六年

（一九四○年九月六日國民政府明令為陪

十月三十一日題寫，而該紀功碑的前身則

都）而有國民政府各機構、學校、工廠等和

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十日竣工的「精神

大量移民的遷入，其多所亟需使城市建設

堡壘」[注二十六]這個木結構四方形炮樓

從市區面積到建築設施等都仍有發展（儘

式建築。「精神堡壘」一語本見於蔣介石

管一九三八年二月至一九四三年八月間經

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為當天在全國各地開

受著侵華日本軍機的無差別大轟炸）。從

始實行國民精神總動員而發表的廣播講

建築學專家實地調查資料所列重慶主城區

演中所說「今日的精神動員和國民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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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大使 館所用。近代重慶城市建設速度

像「第十八集團軍重慶辦事處」這樣的建築遺址，為重慶城

義正如該集團軍總司令朱德當時頭戴與

市的近代歷史記憶之所係。但重慶缺乏像南京兩江總督署、天朝

十八集團軍重慶辦事處」這一名稱，其意

宮殿、臨時大總統府和總統府舊址，那樣能通貫其近代歷史脈絡

一百一十處重要的近代建築遺址來看，抗
的建築群。

今猶然。中共在對日抗戰期間公開使用「第

精神堡壘落成的當年，正是侵華日軍對重慶大轟炸的最密集年

頭，該建築可謂顯現了中華民族威武不能屈、「敵愾愈強，信心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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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而抗戰到底的精神。其後建成的抗戰勝利紀功碑，就旨在紀念和

傳承這種民族精神。

就是我們無形的槍炮和無上的飛機炸彈，

在「陪都精神堡壘舊址，建立紀念碑並樹

換言之，這種精神動員和國民公約，亦就

鑄主席（按即蔣介石）銅像」。但這一提議

是抗戰最大的武器，而我們國民月會的組

因同年十二月初蔣介石對之批覆「不可」而

織，就是我們抗戰民眾的精神堡壘」[注

罷[注三十二]。一九四六年十二月「重慶市

二十七]。幾天後蔣介石在同年五月七日全

民獻金祝嘏委員會」為慶祝蔣介石六十壽

國生產會議上演講中強調要「有堅強的經

辰而「發動獻金三億圓，作為修建紀功碑、

濟堡壘，更有堅強的精神堡壘，才能夠人

中正醫院及博物館經費」[注三十三]。在此

人抗戰，步步設防，達到全面抗戰的目的」

稍前的同年十月二十九日，蔣介石就曾對

[注二十八]。三個月後蔣介石在《「八一三」

國內各地籌劃為他慶祝六十壽辰和鑄造

兩周年紀念日告上海同胞書》中仍然強調

銅像之事，明確表示反對，並批評其為「封

「要在艱難困苦之中各竭其力堅忍奮鬥，

建殘餘之惡習，實非今日時代所應有」[注

儘量鞏固我們的精神堡壘與經濟堡壘」[注

三十四]。其後，蔣介石又明確批覆拒絕重

二十九]。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二日，由蔣介石

慶市參議會在精神堡壘原址為他塑全身

兼任會長的國民精神總動員會成立兩周年

銅像的建議，但對在重慶復興關（佛圖關）

時，在重慶市都郵街廣場建有旗台一座，

建立抗戰勝利紀功碑一事則批示「可辦」，

作為其紀念活動時之用。同年五月六日該

於是隨後該紀功碑得以建在精神堡壘原

會認為「該處位居全市中心，宜有激發市民

址[注三十五]。這些事例提示著該碑並非

精神之永久建築，宏陪都之規模，揚戰時

只是出於紀念蔣介石和國民黨的一義性，

之民氣」，函請重慶市政府「將該廣場留作

而是具有集體記憶的民族性。或因於此，

精神動員廣場，俾得再事建造」，但因侵華

近二十年來有重慶市政協委員和市人民代

日軍對重慶「空襲頻仍，此項工程暫予擱

表大會代表提議恢復紀功碑原名和原貌而

置」。同年十二月珍珠港事件後，中國「正

引起爭議。但筆者認為不妨將三年的紀功

式與日、德、義（按即意大利）諸侵略國宣

碑史和六十三年的解放碑史聯繫起來，從

戰」，該會認為「自應多方激勵軍民軍心，

中發現該碑具有雙重紀念意義的唯一性：

發揚民氣」，會同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及

它既是全中國對日抗戰勝利的唯一紀念碑

全國慰勞總會，在都郵街廣場內「合建一莊

[注三十六]，也是全中國人民解放的唯一

嚴偉大之精神堡壘一座」，趕在一九四二

紀念碑。如果考慮到抗日戰爭是一百餘年

年元旦前建成[注三十]。精神堡壘落成的

間中國人民歷次反侵略戰爭中唯一贏得完

當年，正是侵華日軍對重慶大轟炸的最密

全勝利之戰（雖有「慘勝」之說，但卻提示

集年頭（且因之發生過上千平民窒息死亡

著人類歷史上善與惡搏鬥的大致過程與

的六五隧道大慘案），該建築可謂顯現了

結果），而且這一勝利包含著國共合作對日

中華民族威武不能屈、「敵愾愈強，信心愈

抗戰的巨大貢獻在內，那就可以說其重大

固」[注三十一]而抗戰到底的精神。其後建

歷史價值正好與北京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

成的抗戰勝利紀功碑，就旨在紀念和傳承

雄紀念碑交相輝映。該碑既是重慶的，也

這種民族精神。

是中國的，而且還是中國抗日戰爭所具世

從抗戰勝利紀功碑的修建初衷來看，

界性的象徵，畢竟重慶曾經是中國對日抗

本是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四日由嘉陵江煤

戰大後方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又是與

礦業同業公會召開其會員大會，「發起於

倫敦、莫斯科、華盛頓齊名的世界反法西

陪都精神堡壘故址建造戰勝紀念碑」，在

斯戰爭四大名城之一。至於該碑所具雙重

碑上鑄立蔣介石銅像，「以志戰勝倭寇，復

紀念意義的關係，如果看到國共兩黨在八

興民族之盛事」；隨後即函請重慶市政府

年抗日戰爭中的合作畢竟大於且多於其摩

看到民族性高於階級性，亦即看到八年抗

別是國會請願運動中風頭甚健的「江蘇諮

戰的民族性、世界性高於隨後三年國共內

議局」的「前事」，在「臨時政府參議院」這

戰（即中共敘事中的解放戰爭）所具有的

「後話」中無從尋覓。「八路軍辦事處」的

階級性。鑒於該碑的原初基本價值就在於

門牌雖然未見有圖像史料證明在重慶曾被

紀念抗戰勝利，而其被改名後則承載著中

挂出過，但後來以之命名其建築遺存，就

共建政六十多年的歷史記憶（不妨設想若

位移了對於確曾有過的「十八集團軍重慶

無劉伯承改寫題名的護佑，該碑就極難遺

辦事處」的視線[注四十]。「人民解放紀念

存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浩劫以後），

碑」之命名雖然宣示著「新中國代替舊中

筆者建議不妨在該碑的正面恢復其初始就

國」[注四十一]（其實「新中國」一詞在清

有的前重慶市長張篤倫所題「抗戰勝利紀

末梁啟超以降至民國時期曾為多方面所樂

功碑」字樣，而將劉伯承所題「人民解放紀

用），但與「抗戰勝利紀功碑」所相關的對

念碑」字樣移到其背面，以明該碑歷史衍

日抗戰史實由此而長年隱而不彰。

變之先後，從而脫出「非彼即此」的尷尬格

前已述及與「後話說前事」所交互為

局，體現歷史記憶的縱深性和連續性[注

用的是「後來說前話」。與一九六一年命名

三十七]。這樣做也提示著兩碑名稱之間的

的「八路軍重慶辦事處舊址」所相關的歷

精神指向並非悖逆：如果說抗日戰爭是民

史敘事（筆者稱之為「八路軍敘事」的構成

族解放戰爭，則民族解放的核質不妨說是

部分），幾十年間給一般人留下的印象是

人民解放。由此則不妨將該碑稱為「抗戰

只知有過八路軍而幾乎不知有過十八集團

勝利紀功碑（解放碑）」。以民族性、世界

軍，特別是當年在「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

性和歷史性眼光而打量該碑獨一無二的個

團軍駐重慶辦事處」工作過的人員在其憶

性，可知作為象徵重慶城市獨特個性和喚

述文章裏也曾多對之避而不提[注四十二]，

起其近代歷史記憶的最重要地標性建築，

這就使其所喚起（且有建構）的歷史記憶

非它莫屬。

並非那麼切近歷史原態。再者，在複數的

餘論

從抗戰勝利紀功碑的修建初衷來看，不妨將三年的紀功碑史和

憶[注三十九]。在清末預備立憲過程中特

六十三年的解放碑史聯繫起來，從中發現該碑具有雙重紀念意義的

那麼就不妨看到抗日戰爭的民族性，進而

唯一性：它既是全中國對日抗戰勝利的唯一紀念碑，也是全中國人

已經很難喚起對於「天朝宮殿」的歷史記
民解放的唯一紀念碑。

擦、衝突，從而成為抗戰取勝的重要保證，

重大歷史記憶中，被優先選擇者往往是為
時局所亟需。南京的「太平天國天王府遺
址」和「總統府」兩名即然。前一命名得於

遺址的史實來看，其與現有命名之間，雖有

一九八二年，當時對於太平天國的研究猶

所對應，但也有所錯位。在南京，「天王府」

紅有餘紫。二○○二年十一月重挂「總統

之於「天朝宮殿」，「臨時政府參議院」之

府」金字之時，則很難說就沒有遙對海峽

於「參議院」；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之

彼岸之意。不僅如此，在前一命名之下，那

於「十八集團軍重慶辦事處」，「人民解放

些與「天朝宮殿」建成前及其被毀後的「清

紀念碑」之於「抗戰勝利紀功碑」，都是後

兩江總督署」相關的記憶（特別是從洋務

來者用後來的詞語取代該建築遺址前此已

運動到晚清新政諸位名總督事蹟）也難

有之名，屬於「後話說前事」。在這「後來居

以浮出。後一命名雖也蘊含著「孫中山敘

上」取而代之的過程中，被易之名原來所蘊

事」，但其語義重心則已移向蔣介石及李宗

含的內容，在「後話」（後來的詞語）所述

仁的總統府（二十一世紀以來有關總統府

以前發生的某事（「前事」）之時，就難免

的出版物的內容就重在孫中山解職臨時大

不被有所遮蔽。所謂「天王府」自曾國藩以

總統之後，總統府觀覽者和導游者的關注

降，中經民國時期[注三十八]而沿用至今，

重心，亦然）。

９３

從本文上述有關南京、重慶近代建築

[注九]南京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南

抗戰紀念碑是重慶的，也是中國的，而且還是中國抗日戰爭所具

世界性的象徵，畢竟重慶曾經是中國對日抗戰大後方的政治、經濟、

文化中心，又是與倫敦、莫斯科、華盛頓齊名的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四

大名城之一。

９４

[注一]《國務院批轉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

京文物志》(北京：方志出版社，一九九七

等部門關於保護我國歷史文化名城的請示

年)，頁五八。

的通知》，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

[注十]丁宏偉：《南京總統府舊址保護與

報》一九八二年第四期。

利用研究──南京中國近代史博物館規劃

[注二]《國務院批轉建設部、文化部關於

設計》，載《建築創作》二○○三年第八

請公布第二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名單報告

期。

的通知》，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

[注十一]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南

報》一九八六年第三十五期。

京臨時政府遺檔珍存（全八冊）》（南

[注三]中國國務院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九

京：鳳凰出版社，二○一一年版）目錄中

日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

有「二、臨時大總統府公告」、「三、

第八條規定，歷史文化名城是指「保存文

一九一二年二月來電外交部收總統府報房

物特別豐富、具有重大歷史價值和革命意

來電」等篇名。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

義的城市」。中國建設部二○○五年七月

《中華民國歷史圖片檔案一》（北京：團

一五日頒布的《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規

結出版社二○○二年版）中提及「總統

範》（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二○○五年

府」者，有「民元南京總統府飛機隊」和

版）則將其「革命意義」改為「革命紀念

孫文「委任秦毓鎏為總統府秘書員」的

意義」。

委任狀這兩幅照片（該書第一一五頁、

[注四]劉豫川主編：《重慶文物總目》（西

一二一頁）。孫中山在清帝宣布遜位第二

南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一書

天的一九一二年二月一三日宣布辭去臨時

所列三四二處重慶主城區歷史建築中，有

大總統一職後，同年二月二四日的《申

二百一十處屬於「近現代重要史蹟和代表

報》就開始將「總統府」字樣也用於北京

性建築」。

方面（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後的同年四

[注五]楊秀清等：《奏請興工蓋造天朝宮殿

月三十日首期《政府公報》則始用「大總

本章》，轉引自侯福同：《十年壯麗天王

統府」）。

府》(南京出版社，二○○○年)，頁五。其

[注十二]據筆者二○一三年九月十四日在總

後佐天侯陳承瑢給黃再興的《招集工匠建

統府舊址內拍攝《孫中山與南京臨時政府

造宮殿札諭》中也寫道：「現因建造天朝

史料展》所陳列史料。

宮殿及東王府內殿，所需工匠甚多」，出

[注十三]《就任典禮莊嚴隆重總統宣布大政

處見侯福同所著同書第六頁。

方針》，載《申報》一九四八年五月二一

[注六]張德堅主編：《賊情匯纂》卷六《偽

日（一）。但與《申報》的記載相異，二

宮室》，載《續修四庫全書》史部‧雜

○○二年一一月「總統府」複名前後的出

史類(上海古籍出版社，二○○二年)，頁

版物多將該典禮的地點誤記為總統府內的

六二七。

大禮堂，見江君謨、劉曉寧、侯福同：

[注七]《曾國藩日記》（中）(天津人民出

《總統府史話》（《江蘇文史資料》編輯

版社，一九九五年)，頁三三六。

部出版發行，一九九九年）第一一三頁；

[注八]《何紹基書金陵雜述》(浙江人

焦潔：《蔣介石與總統府》（廣東人民出

民美術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何紹基

版社二○○三年版）第六八頁；劉曉寧：

（一七九九至一八七三），字子貞，號東

《總統府史話》（南京出版社二○○三年

洲，晚號猿叟，別署東洲居士，湖南道洲

版）第一三七頁等。

人。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進士。清代

[注十四]劉先覺、張複合、村松伸、寺原讓

書法家。

治主編：《中國近代建築總覽‧南京篇》

期所載《第八路軍駐京辦事處來信──關

其評判標準的探討》，載《歷史研究》二

於抗日大學》（與此篇名相異，其署名為

○○九年第一期。

「國民革命軍陸軍第十八集團軍駐京辦

[注十六]宣統元年（一九○九年）閏二

事處」，時間為一九三七年一○月一五

月，兩江總督端方在其《諮議局籌辦情形

日）、蕭躬逮：《「十八集團軍重慶辦事

折》（《端忠敏公奏稿》卷十三）中，提

處」革命紀念館是怎樣進行修復和調查徵

到江蘇諮議局籌辦處「呈請選派曾習工科

集工作的》（《文物》一九五七年第三

之學生」到日本「就東京議院與各府議

期）、馮開文主編：《陪都遺址尋蹤》

會，將其形模規制費用，逐細調查，匯具

（重慶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第二七頁、

圖說，以憑參酌仿造，並就江寧省城北首

張弓、牟之先主編《國民政府重慶陪都

購備空曠之地」，作為江蘇諮議局「會場

史》（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九

基址」。但據《申報》一九○九年九月七

月版）第八七至八八頁、李夢文編著：

日第三張，第一版；十月十六日第一張第

《武漢會戰》（北京：團結出版社，二○

五版和《張謇全集（第六卷）》（南京：

○五年）第七章、潘漢瓊：《八路軍武漢

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第六三三

辦事處創建始末》（《武漢文史資料》二

頁，可推知江蘇諮議局大廈工程到一九一

○○六年第二期）、錢之光：《我所瞭解

○年三月十七日尚未竣工。孫模：《建築

的八路軍南京辦事處》（中國社會科學

師孫支廈年表》（《南通工學院學報（社

院、中國中共黨史學會合辦「為中華之崛

會科學版）》二○○三年第一期）將江蘇

起」網站，「回憶錄」欄目所收）等。但

諮議局建築落成時間記為一九○九年夏，

「第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的標示，

不確。

到一九三八年三月尚在群眾游行中出現

[注十七]《專電》，載《申報》一九一二年

（《新生畫報》一九三八年第一期，第二

一月二十九日第二版。

○頁》）。前此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任命

[注十八]在一九一二年一月二九日至同年四

朱德、彭德懷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正、

月三日孫中山正式宣告解任臨時大總統之

副總指揮是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時，他和袁世凱及南京的參議院自身在有

但三個星期後的九月十二日就按戰時序

關文電中，所寫都是「參議院」而未對其

列，將八路軍改稱為第十八集團軍。

前加「臨時」二字。參見中國第二歷史檔

[注二十一]《新華日報》（重慶版）

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八日第一版。

二輯）南京臨時政府》(江蘇人民出版社，

[注二十二]此係筆者根據楊嵩林、張復合、

一九八一年)，頁八○至八八、一百○四

村松伸、井上直美主編：《中國近代建築

至一三五等；前引《南京臨時政府遺檔珍

總覽‧重慶篇》（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

存》第一冊，頁四三等。

版社，一九九三年），頁二二至五八而算

[注十九]在一九八九年報請定為國家級保

出。

護單位的南京近代建築名單裏，其名即為

[注二十三]前引張弓、牟之先主編《國民政

「江蘇省諮議局」。見前揭劉先覺等主

府重慶陪都史》，頁八三。

編：《中國近代建築總覽‧南京篇》第一

[注二十四]《人民政協報》二○○五年

○二頁。張燕主編：《南京民國建築藝

一一月一七日楊耀健文。對此，楊秉德主

術》（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二○○○

編：《中國近代城市與建築（一八四○至

年）第二十四頁將之介紹時則謂「原江蘇

一九四九年）》（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９５

[注十五]侯中軍：《近代中國不平等條約及

從有關南京、重慶近代建築遺址的史實來看，其與現有命名

[注二十]參見《抵抗》一九三七年第二○

之間，雖有所對應，但也有所錯位。在「後來居上」取而代之的過

八。

程中，被易之名原來所蘊含的內容，在「後話」所述以前發生的某

諮議局」。
事之時，就難免不被有所遮蔽。

(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一九九二年)，頁

一九九三年版），頁三七六則記為「被炸
毀」。
[注二十五]陪都各界慶祝中華民國三十六
年國慶紀念大會籌備委員會：《關於派員
參加陪都各界慶祝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國慶
紀念大會、紀功碑落成典禮致重慶市政府
的函》（一九四七年一○月七日），見重
慶市檔案館所藏檔案，全宗號○○五三，
目錄號○○○四，案卷號○○三八一；重
慶市政府秘書處、重慶市政府：《關於
訂於三十六年十月十日上午舉行紀功碑
落成典禮的函》（一九四七年一○月七

自曾國藩以降，已經很難喚起對於「天朝宮殿」的歷史記憶。

在清末預備立憲過程中特別是國會請願運動中風頭甚健的「江蘇諮議

局」的「前事」，在「臨時政府參議院」這「後話」中無從尋覓。

９６

日），見重慶市檔案館所藏檔案，全宗號
○○五三，目錄號○○二○，案卷號○○
四一四。有關抗戰勝利紀功碑的建築形態
與數據，參見黎寧：《抗戰勝利紀功碑之
建築》（《新重慶》一九四七年第一卷第
三期，頁四三至四五）、鄭光路：《被遺
忘的抗戰史：四川大抗戰》（四川人民出
版社，二○一三年），頁三九五）等。
[注二十六]《新華日報》（重慶版）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第二版、《大
公報》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日第五版。
有關精神堡壘這一建築物自身的情形，參
見前引張弓、牟之先主編《國民政府重慶
陪都史》，頁三○二。
[注二十七]《實行精神總動員發揚復興新氣
象》（副標題：蔣委員長五一講演特提示
三大目標望一致團結粉碎敵計完成建國大
業），載《新新新聞》，一九三九年，五
月三日第二版。
[注二十八]蔣介石：《勉勵企業家在艱苦中
擁護抗戰》，載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
思想言論總集》卷十六(中國國民黨中央黨
史委員會一九八四年)，頁二四○。
[注二十九]《時代精神》一九三九年，第一
卷第二期，頁一四五。
[注三十]國民精神總動員會秘書處、重慶市
政府：《關於核查都郵街廣場建築精神堡
壘情形的公函》（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
日），見重慶市檔案館所藏檔案，全宗號
○○五三，目錄號○○二○，案卷號○○
四一二。
[注三十一]張群：《抗戰勝利紀功碑文》，

轉引自黎寧：《抗戰勝利紀功碑之建
築》，載《新重慶》(一九四七年，第一卷
第三期)，頁四四。
[注三十二]鄧先虞、重慶市社會局：《關
於檢送嘉陵江區煤礦聯絡各界發起建碑鑄
像辦法的呈》（一九四五年一一月一七
日）；國民政府文官處政務局、重慶市政
府：《關於核示在陪都精神堡壘舊址建碑
鑄像的函、令》（一九四五年一二月三
日），均見重慶市檔案館所藏檔案，全宗
號○○五三，目錄號○○二○，案卷號○
○四一一。
[注三十三]重慶市民獻金祝嘏委員會：
《關於發動獻金祝嘏完成主席紀功碑等工
程致交通部國營招商局重慶分局的公函》
（一九四六年一二月二五日），見重慶市
檔案館所藏檔案，全宗號○三二六，目錄
號○○○一，案卷號○○三一四。
[注三十四]四川省政府：《關於蔣介石
謝絕各地機關人員慶祝其生日致北碚管
理局的代電》（一九四六年十月三十一
日），見重慶市檔案館所藏檔案，全宗號
○○八一，目錄號○○○四，案卷號○
四二四五。
[注三十五]周永林：《風雨滄桑「解放
碑」》，載《紅岩春秋》二○○九年第一
期；參見《你可能不知道的「解放碑」內
幕》，載《重慶晚報》二○○九年三月
一六日，第七版。
[注三十六]抗戰勝利紀功碑揭幕典禮的次
日，《大公報》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一日第
二版就報道說「這是全國第一座為紀念抗
戰勝利而建築的紀功碑」。
[注三十七]對於在重慶黃山另建抗戰勝利紀
功碑的提議，筆者不敢苟同，因其將會引
致重慶城市歷史記憶的更大錯位。
[注三十八]清帝遜位後，《申報》提到「天
王府」時不再像曾國藩那樣對之前綴一個
「偽」字，但罕有使用「天朝宮殿」。
[注三十九]看來是作為彌補，現今在南京的
總統府舊址內，有據文獻記載而旨在實擬
的「洪秀全與天朝宮殿歷史文物陳列」。
[注四十]近年在重慶的紅岩村主樓已經重新
挂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駐重慶辦
事處」的門牌，可謂對歷史視線之恢復。

Reinterpretation and Restatement
in Presenting of History: The
Naming and Realities of Nanjing and
Chongqing’s Hermitage Buildings as
Examples
Liu Shilong(Sichuan University)
Abstract:Histor y is com monly
presented follow i ng t wo approaches:
reinter pretation and restatement.
Reinterpretation is to present the past in
contemporary discourse. Restatement is
to present the past in past terms. These
t wo ways a re well exemplif ied by a n
investigation of the naming and reality

在複數的重大歷史記憶中，被優先選擇者往往是為時局所亟

許再叫八路軍，只能叫十八集團軍」是旨
在「戰後就可以取消」中共軍隊（周恩
來：《論統一戰線》，載《周恩來選集》
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頁一九九）。

需 。 二 ○○
二年十一月重挂「總統府」金字之時，很難說就沒有
遙對海峽彼岸之意。

h i s t o r ic a l b u i ld i n g s i n Na nji n g a n d
Chongqing. In Nanjing, a city in southeast
China, the analysis is focused on Taiping
Tianguo Palace of the Heavenly King,
The Presidential Palace, and the Site of
the Senate of the Provisional Government.
The focus for Chongqing, a city in the
southwest, is on the Former Office of The
Eighth Route Army in Zengjiayan, Red
Crag Village, Remains of the Auxiliary
Capital at Mount Huang, and the Monument
of People’s Liberation. The analyses reveal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in the
historical journey of the two cities. The
memories and knowledge of the historical
buildings in these two cities illustrate the
two approaches of history presentation.
Keywords: Presenting of History,
Naming and Realities, Modern, Chongqing,
Nanjing, Hermitage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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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四十一]見前引周永林：《風雨滄桑「解
放碑」》一文。
[注四十二]實際上現知抗戰時期的史料已
經表明「第十八集團軍」之名，並非既有
研究所說只是用於對國民黨方面，而是
也用於其自稱。延安出版的《解放》雜
志一九三九年第七十五至七十六期、第
九十三期就有兩篇報道以「十八集團軍彭
（德懷）副總司令」入題。加拿大共產黨
員白求恩（Henry Norman Bethune）大
夫在抗日根據地病逝後，朱德、彭德懷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致電慰問其家
屬時所署職銜就是「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
團軍總副司令」（《解放》一九三九年第
九十三期，頁二七）。一九四一年一月
二六日中共晉察冀軍區司令部的《晉察冀
軍區百團大戰總結報告》中也寫明百團大
戰是「我十八集團軍在朱、彭總副司令統
一指揮下」進行的（《百團大戰史料》，
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頁一八一）。
一九四二年九月一八日落成的左權將軍紀
念碑碑文則銘刻著其職銜「國民革命軍第
十八集團軍副參謀長」（太原《文史月
刊》一九九四年第三期，第一二八頁）。
前此蔣介石一九三九年一月曾電令取消八
路軍名稱，一九四一年一月又下令禁止沿
用之（《四川省政府訓令（一九四一年二
月四日）》，見成都市檔案館檔案，全宗
號三八，目錄號二，案卷號八三九）。與
之相關的是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五日《八路
軍軍政雜志》在延安由「國民革命軍第八
路軍政治部出版」（隨後相繼標示為由
「國民革命軍十八集團軍（八路軍）政治
部」、「十八集團軍政治部」出版），到
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五日終刊。另一方
面，一九三九年二月一○日中共中央書記
處所發《中央關於河北等地摩擦問題的指
示》強調：「八路軍名稱為敵人所畏，為
國人所愛，決不應輕易更改」（轉引自潘
澤慶：《中國人民解放軍稱謂的演變》，
載鄭州《黨史博覽》二○○七年第八
期）。周恩來一九四五年四月三○日在中
共七大的發言中則揭露國民黨蔣介石「不

歷史人物

嘉言懿行與文化自覺
——李叔同文化行持研究
■ 羅 明
成都市社會科學院
摘

要：李叔同於新文化運動中入釋

無論這一時代「士」（知識人）的人生選擇

後的「嘉言懿行」是其文化行持的具體踐

有怎樣的差別，皆秉持著自我獨立文化人

行：秉持弘法，注重倡導佛教文化精神與

格。由是，「士」（知識人）的這種相對獨立

時代、現實社會相宜，貫穿了民族傳統文

與分野，為弘一法師獨立精神之取法，弘

化人格的自為意志；弘法實踐，蘊含充沛

法，修為等守持篤行和精神躍升，提供了

個體文化人格精神；取法修為，講究法門

可能的現實文化場域[注二]。

與「根器」契合相適，即自我民族傳統人

一、弘法行持：倡導與現實社
會相宜

文教養秉賦與修為結合的「本心」養成；

李叔同於新文化運動中入釋後的「嘉言懿行」是其文化行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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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體踐行，其文化行持凸顯出民族傳統人文教養蘊涵的「知廉

恥」、「存敬畏」，具有當代啟示價值意義。

其文化行持凸顯出民族傳統人文教養蘊涵
的「知廉恥」、「存敬畏」，具有當代啟
示價值意義。
關鍵詞：李叔同(弘一法師)，弘法，
修為，文化行持。

弘一法師入釋後，弘法與修為，皆「取
法乎上」[注三]，其文化行持，倡導篤行相
宜，即秉持與社會現實相聯繫的「文化自
覺」。從佛教教義的「自覺」，有特定的語
義。佛——佛陀，意為覺者，佛陀是佛教修

李 叔 同 於 一 九 一八 年入 釋，是 年

行的最高果位。「覺」有三層含義。其一，自

三十九歲。其時，「新文化運動」正以「文學

覺，其二，覺他(使眾生覺悟)，其三，覺行

現代性」、「文化現代性」姿態在全國（特

圓滿(自覺、覺他的智慧和功德、覺行都已

別是學界、知識界）傳播擴展。如果說，光

達到最高的、最圓滿的境界)。

緒三十一年（一九○五年）科舉制的廢除

弘一法師取法乎上之弘法、修為實踐，

是中國「士」文化傳統的最後一次斷裂[注

正是從自我出發、推及眾生，努力躍升至覺

一]，那麼自「新文化運動」肇始，中國於世

行圓滿這三個層次的守持篤行。他自覺地

紀之交的「文化斷裂」這一「前所未有之大

關注身處的社會現實，將「篤行相宜」，融

變局」中，出現了被一些學者稱為「古典的

貫於弘法的思想意識中。其云遊弘法，較

現代性」這樣一種含有自由主義意味的新

之在俗時的藝術教育及文學藝術創作，在

傳統，這正是民國誕生前後所特有的但卻

一定程度上，更貼近了社會現實生活與民

是短暫的社會文化歷史語境。近代以來文

眾。

化斷裂之大變局，隨「士階層」的瓦解分

另一方面，弘一法師入釋後，其「嘉言

化，現代「知識人」開始出現。隨著社會知

懿行」的現實社會文化語境，已有了現代性

識階層生存方式自由選擇的出現，逐漸產

的新質，因此，他秉持的「文化自覺」弘法

生了知識人社會存在方式的多元化。因此，

精神，具有雙重含義：既有自覺、覺他和覺

毅頑強的信仰支撐篤行，於一九七三年完
成了《護生畫集》第六集的編繪（豐子愷

於現在行持終覺了不相涉。所以今天我所

第六冊在香港出版）。其：「不為環境的挫

講的，且就常人現在即能實行的，約略說

折而停頓，不為病魔的侵擾而退餒的精神

之……因為專尚談玄說妙，譬如那饑餓的

是值得欽佩的」[注七]。

於一九七五年去世，一九七九年十月畫集

人，來研究食譜，雖山珍海錯之名，縱橫

艱難困苦，玉汝於成。弘一法師與學

滿紙，如何能夠充饑。倒不如現在得到幾

生、好友同仁，不辭千辛萬苦堅持編繪《護

種普通的食品，即可入口。得充一飽，才

生畫集》，其文化行持與現實社會相契相

於實事有濟[注四]。

宜之「苦行」，正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

演講主張的「行持」觀，講究弘法內

的事業……從文化思想這個根本上著眼

涵與現實社會、普通民眾相契合，與其建

……為精神文化樹立了豐碑」[注八]。此懿

立「即能實行」之相宜關係，不贊成於「實

行善舉於精神文化領域之行持堅守，在海

事」無濟的「談玄說妙」。這一倡導，正是

內外產生了深遠的普世、救世影響，它是

針對近代以來中國積貧積弱、國憂民困的

弘一法師文化行持彰顯彪炳的最好印證之

現實和社會絕大多數 人的生存境 狀。所

一。以「人道主義為宗趣」之倡導，幾十年

以，弘法者即便身在佛門，亦應秉持「庵門

如一日的默默堅守行持，似「大音希聲」，

常掩，勿忘世上苦人多」[注五]之情懷，其

如「大道無形」。充分體現了主體的自為意

行持「於實事有濟」，誓做眾生的「不請之

識。這種自為意識建立在主體堅實的文化

友」，「即是如《華嚴經》云：『非是眾生請

人格基礎之上，始終由一種自為意志所推

我發心，我自為眾生作不請之友』之意。因

動，構成行持篤行的強大信念支撐。

尋常為他人幫忙者，應待他人請求，乃可

二、弘法行持：彰顯個體文化
人格精神

為之。今發菩提心者，則不然。不待他人請
求，自己發心，情願為眾生幫忙，代眾生受
苦等。友者友人也。指自己願為眾生之友

人生的終極歸屬指向，是人之本體的

人」[注六]。其悲憫度眾生之宗教人文關

精神世界。李叔同入釋後，除書法藝術外，

懷，既有儒家「經世致用」之情操，也蘊涵

其他門類文藝創作實踐基本中止。然而，弘

著現代實踐理性精神。

一法師的弘法、修為之內在心性中，「出家

自一九二七年秋弘一法師和豐子愷

之道」與「審美之道」並行不悖。這是法師

等以 弘佛 法、倡 仁 愛、戒 殺 生「倡 人 道

的個體文化人格在至高精神層面的貫通圓

主義宗趣」，醞釀編繪《護生畫集》始，

融：
我以為，有了李叔同先生（就大家通

十一月《續護生畫集》出版（弘一大師於

知的名字說），才會有弘一大師，弘一大

一九四二年圓寂）等；在以後的歲月，《護

師與李叔同先生是一而二二而一。我們要

生畫集》的編繪歷經社會動盪與變故，歷

認識弘一大師，先要認識李叔同先生，不

經一次又一次「政治運動」的衝擊，豐子

應該分做兩橛看[注九]。

愷始終恪守曾向弘一法師許下的承諾，於

雖說弘一法師「在佛」修為守持把握

一九五○年、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五年完成了

世界的精神方式，與前塵「在俗」時以藝術

《護生畫集》的三集、四集和五集的編繪。

把握世界的精神方式有別，但內心深處感

即使在個人遭受嚴酷迫害打擊的「文革」

性世界曾稟有極高造詣的審美精神方式不

９９

一九二九年《護生畫集》出版，一九四○年

幾十年如一日的默默堅守行持，似「大音希聲」，如「大道無

他曾在弘法演講中指出：
我以為談玄說妙，雖然極為高尚，但

形」，充分體現了主體的自為意識。這種自為意識建立在主體堅實

法與時代、現實社會相契相宜。

的文化人格基礎之上，始終由一種自為意志所推動，構成行持篤行

時期，豐子愷在異常艱難的環境下，靠堅
的強大信念支撐。

行圓滿之行持，也有關注當下社會，倡導弘

可能截然中止而分離為毫無聯繫的兩橛。
（一）構思《清涼歌》，方顯「器
識」風範

有廣泛的讀者大眾（包括信佛教和不信佛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弘一法師曾

相宜於社會實際，依從了「淺」「俗」取向。

為太虛法師創作的《三寶歌》譜曲，拾起了

體現出為救世、為開戶民智的人文胸懷與

放下多年的音樂藝術創作；之後，又與學生

氣度。
（三）大美無言，弘法蹤跡留芳

劉質平共同創作佛教歌曲集《清涼歌》。創

教的群體），最終放棄了自我「高尚玄妙」
的文藝審美觀，畫集配詩的藝術風格，為

作佛教歌曲，既是弘法也是從藝。於弘一而

一九三五年十月，弘一法師在福建惠

言，通過創作的審美體驗，重蹈藝術精神

安淨峰寺弘法，作有《淨峰種菊臨別口占》

世界。此事經弘一法師縝密思考後，認為：
歌集的創作，最難之處是取材。其時，以高

五言絕句一首：
我到為植種，我行花未開。

中專科學生為使用對象的佛教歌集創作

豈無佳色在，留待後人來。

取材較容易；以普通用及小學生為使用對

詩後並附小記：「乙亥四月，我來淨

象的佛教歌集創作取材很困難，或根本找

峰，植菊盈畦，秋晚將歸去，而菊花含蕊未

不到適合的創作素材。再者，從長遠看，該

放，口占一絕，聊以志別。」弘法後將離此

歌集將來或許能創作五十首，如歌曲取材

地，以植菊志別。花待吐蕊，意在留給後來

豐富，甚至或許能創作百八首。但弘一法師

之人觀賞。嘉言懿行，蹤跡留芳。芳華盛開

實事求是地認為，就目前已擬定十首的情

時，佳色路盈香。「不立文字，見性成佛」；

形看，今後的情況尚不能預計。他甚至認

「大美無言」，其行持寓意悠遠綿長。

配詩雅俗風格選擇的兩難，直接關涉畫集的大眾化，即畫集的讀

者對象問題。《護生畫集》最終放棄了自我「高尚玄妙」的文藝審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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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畫集配詩的藝術風格，為相宜於社會實際，依從了「淺」「俗」

取向。

為，將來此書編成後，能否適用亦不可知。

弘一法師類似的弘法行持，其獨特的

法師雖然曾為德高望重的藝術教育家，但

文化行持高格，源於個體深厚的文化藝術

他戒虛飾、除浮誇，一是一，二是二，此乃

審美精神底蘊，正基於如此個體的心性守

弘一（李叔同）「先器識而後文藝」文化人

持與澈悟，其文化人格才能躍升於至高的

格風範的一脈貫穿，決定了其創作行持的

「澄懷」境界。

嚴謹。相形之下，當今某些「文化藝術家」、
「大師」，則應感到汗顏。
（二）文藝「導俗」，棄「雅」從
「俗」為大眾

三、修為行持：法門與根器契
合相適
中國佛教的理想精神世界是「一切唯

編繪《護生畫集》時，弘一法師曾就

心所現」的「本心」，即：人自身的修養、修

繪圖的配詩藝術格調之「雅」「俗」取向問

為，躍升至「涅槃解脫」。釋家格外注重精

題，在給豐子愷的信中作過探討：
……新作之詩十六首，皆已完成。

神的守持修為，講究法門與個人「根器」的

但所作之詩，就藝術上論，頗有遺憾。一

根。根能堪物曰器」[注十一]。即：人之本性

以說明畫中之意，言之太盡，無有含蓄，

如同可用之木材，其能承受、載物者，稱之

不留耐人尋味之餘地。一以其文義淺薄鄙

為「器」。故佳木者，乃成大器也。釋家「一

俗，無高尚玄妙之致。就此二種而論，實

切唯心所現」的「本心」，其本質就是人自

為缺點。但為導俗，令人易解，則亦不得

身的修養。文明社會，一般普通的人必具備

不爾。然終不能登大雅之堂也[注十]。

基本的人文素養（教養）；法門之修為，則

契合相適。所謂「根器」：「以木譬人之性曰

配詩雅俗風格選擇的兩難，直接關涉

更講究「本心」修煉之養成。於弘一法師而

畫集的大眾化，即畫集的讀者對象問題。

言，其修為與個體稟有的傳統人文教養緊

弘一法師「但為導俗」，使《護生畫集》能

密相關。

事 有所 至，理 有固 然。弘一法 師由

潛心理學，獨尊程朱」，亦深受宋明之朱程

一法師文化行持中的重要內涵，而「知廉

理學薰染。因此，他在弘法演講中倡導：
學，須多讀佛書儒書，詳知善惡之

恥」與「存敬畏」，這一儒家的傳統教化精

區別及改過遷善之法。倘因佛儒諸書浩如

儒家的「存敬畏」，以人生哲學或人之

湮海,無力遍讀,而亦難於瞭解者,可以先讀

終極存在意義論，是基於中國傳統文化的

《格言聯壁》一部。余自兒時，即讀此
書。歸信佛法以後，亦常常翻閱，甚覺親

「樂感文化性質」提出的：
中國傳統的「孔顏樂處」可在人塵，

切而有味也……[注十二]

還要不要怕？……那燦爛星空，無垠宇

弘一法師格外注重援儒之傳統思想文
化入佛，從而使儒、釋思想互補調和。

神，浸透於弘一法師的弘法文化行持中。

宙，秩序森嚴，和諧共在，面自我存在，
卻如此渺小，不怕嗎？那厚德載物，生發

他在《致姚石子》（一九二八年）信中

萬事的水、地，或無聲無息，或玄奧黑

寫道：
是以比年以來，吾國佛法昌盛，有

暗，都柔而堅，靜亦動，既生生不已，死

一日千里之勢。士夫學者，究心於斯者尤

家園，鄉土。「親」者，父母、祖先、

眾。隨其根器之上下，各隨分獲其利益。

親朋戚友。「師」者，傳統。都有關文

譬猶一雨之潤，萬卉並育[注十三]。

化，是養我、育我、形成我的歷史積澱，

又歸屬於它。不怕嗎？……「國」者，

指出：其時國人信佛學佛者眾，不同

是being-in-the-world(活在世上)的必要條

的人隨各自「根器」之高低的差異不同，

件。沒有它們，也就沒有「我」。不怕

每一個體與佛之緣分各異，但總能在學佛

嗎？[注十五]

中，獲得與自我「根器」契合相適之教益。

儒家傳統文化的內涵意指，多在現實

如一場及時雨的普降，千萬種植物花卉，

的塵世。然而，我們畢竟皆存在於自然、宇

皆或多或少地被潤育。再者：
既然已經發了菩提心，就應該努力地

宙那深不可測的幽冥中；畢竟皆囿於誰也

修持。但是佛門所說的法門很多，深淺難

雜的「社會之網」中；畢竟皆為高級社會動

易，種種不同。若修持的法門與根器不相

物，一生總要維繫、糾結於「生你」、「養

契合的，用力很多而收效少。倘與根器相

你」、「教育你」、「成就了你」……這些「自

契合的，用力少而收效多……[注十四]

然血緣族屬」以及更寬泛的「社會歷史積

至晚年，李叔同的文化行持修為，形成了以豐厚民族傳統

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人文教養，是弘

文化學識、人文滋養秉賦與佛門精進修為結合圓融的「本心」養

煉的空靈覺悟之而然在後。法師「昔在俗，

成，方被譽為「持律那樣謹嚴，一生清風亮節，會永遠廉頑立

統人文教養之已然在先，再有長期守持修

四、存敬畏知廉恥的傳統人文
教養

懦」的讚歎。

「士」入「釋」，其「本性」（根器）有民族傳

脫離不了的，巨大、強力、層級與結構複

澱」的「社會關係群屬」之中！「我是誰？

個體存在之本性與諸多法門的契合與否，

我從哪兒來？我要往哪兒去？」似乎人皆知

即：修行主體對諸多法門的適應性選擇，

之，而真正深思的，又有幾何？「中國人因

存在「已然」與「而然」的因果關聯，倡導

背後一無依託只得自求建立人生意義的

本性與法門契合相適的修持。

悲苦，即缺乏人格神宗教信仰的悲苦、那

至晚年，李叔同的文化行持修為，形

種『無』而必需『有』的悲苦」[注十六]，於

成了以豐厚民族傳統文化學識、人文滋養

弘一法師而言,卻有著「慧然獨悟」！那是他

秉賦與佛門精進修為結合圓融的「本心」
養成，方被譽為「持律那樣謹嚴，一生清風

「心存敬畏」的「本心」所在：
……我小孩子的時候，常行袁了凡

亮節，會永遠廉頑立懦」的讚歎。

的功過格，三十歲以後，很注意於修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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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出了入釋個體取法修持，還得講究

初出家時，也不是沒有道心……其中到閩

人文教養「知『廉恥』」之道德敬畏以及澈

南以後十年的功夫，尤其是墮落的墮落

悟之智者源於「本心」對「罪過」的徹底反

……何以近來竟大改常度，到處演講，常

省。

常見客，時時宴會，簡直變成一個「應酬
和尚」了，這是我的朋友講的……除了利
養，還是名聞，除了名聞，還是利養。日
常生活總不在名聞利養之外……可以說是
慚愧已極了[注十七]。

五、知廉恥存敬畏的當代價值
意義
我們回望先賢置身的時 代、社會語
境，正是近代中國艱難地進入現代社會的

傳統人文教養認為，「禮義廉恥」是

歷史大背景；我們體察、領悟其所處時代的

國之「四維」。「禮」，不能越出應有的節

「歷史心境」，以及他們遺留下的思想精神

度；「義」，自己不推薦或褒揚自己；「廉」，

資源，無疑有益於我們對當下某些文化語

不隱瞞自己的缺 點錯 誤，即廉 潔不貪；

境的檢討或反省。當下某些社會文化生態

「恥」不與非正派之人為伍，即人要「知羞

導致的某些文化人格精神異化、褪化現象，

恥」！「廉恥」即「廉潔知恥」。此四者之中，

反襯出民族優秀傳統人文教養的缺失，結

「恥」尤為重要。強調「廉」、「恥」，立人之

合傳統人文教養「知廉恥」、「存敬畏」之

大節。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

理念與文化人格的關係，於此作膚淺的探

人而如此，則禍敗亂亡，亦無所不至。

討，或有些許教益。
（一）傳統人文教養與文化人格

弘一法師因主體「根器」之高格，入釋

傳統人文教養認為，「禮義廉恥」是國之「四維」。此四者之

中，「恥」尤為重要。強調「廉」、「恥」，立人之大節。不廉則無

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敗亂亡，亦無所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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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即有底蘊深厚的儒家人文教養。入釋後，

「人文教養」與「文化人格」兩者的概

取法乎上，所擇法門之修為守持，特別是自

念及範疇界定，既有聯繫也有區別。人文教

律反省格外地嚴厲，以上演講對自我「名聞

養作為社會人文精神的存在，文化人格作

利養」的反省自責，在庸常之人看來，此近

為社會個體意識的存在，兩者有緊密聯繫。

乎於嚴苛的境地。而「知廉恥」，即在不隱

人文教養，蘊含了一個民族傳統人文教化

瞞自己的錯誤、過失（或佛家之「罪過」），

的歷史積澱。它往往反映了社會文明的價

更 在 於「知」後 的「改」（即 佛家 的「遷

值標準以及其社會文化發展的高度。社會

善」）。在弘法演講中，他也特別肯定了改

個體的人文教養主要是後天形成的，以個

過「遷善」的積極意義：
改，省察以後，若知是過，即力改

體人文教養中所接受的社會教育看，則更

之。諸君應知改過事，乃是十分光明磊

有先天的個體性格（秉性）成分，它形成、

落，足以表示偉大之人格。故子貢：「君

存在於特定社會人文教養的制度價值標準

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

和精神氛圍中。文化人格的文化內涵構成，

之，更也人皆仰之。」又古人云：「過

與文化人格本質相關。社會個體的性格、以

而能知，可以謂明。知而能改，可以即

及後天接受的教育、人文教養、形成的文化

聖。」諸君可不勉乎！別示者，即是分別

藝術秉賦才能、精神氣質等，構成了個體

說明餘五十年來改過遷善之事。但其事甚

的文化人格。文化人格較多的顯現出個體

多，不可勝舉……[注十八]

的文化內在涵養構成，以個體所受的教育

他既如是說，亦如是行。「……決定

多的體現了社會的制度性培養。文化人格，

看，則更多的體現了社會的制度性培養。

先將『老法師、法師、大師、律師』等諸

弘一法師的人文教養、文化人格，是

尊號，一概取消。以後不敢作冒牌交易。

一個時代士人（知識人）、傑出高僧的代

且退而修德，閉門思過?」[注十九]。

表。其「知廉恥」、「存敬畏」的傳統人文教

所舉上述行持事例，可見其儒家傳統

養，特別是他那種徹底的自律與反省，於

神，無疑具有典範意義。「知廉恥」、「存敬

畏」，則立人之大節，如弘一法師，「一生清

畏」，作為人生終極精神理念，在不同時

風亮節，會永遠廉頑立懦」成為傳統人文

代人們的精神追求中無疑存在差異，其中

教養及民族精神文化的豐碑；以當下反腐

文化內涵的差異，構成了「知廉恥」、「存敬

中，無數令人深思的大小案例看：人無「廉

畏」的本質差別，比較這些差異與區別，可

恥」，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其

以窺見其涇渭之別或雲泥之殊。傳統人文

意指，主要是社會個體；再者，人之不廉，

教養精神的守持主體，要秉承「知廉恥」、

而至於違法犯罪，其根源仍在於「無恥」。

「存敬畏」這一傳統人文教養（教化），必

「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其意指，

具備文化自覺意識，於某些特定時期中或

無疑指向社會的上層。
（二）優秀傳統人文教養與社會價值
觀

特定具體環境下，還必得具備一種人文精

有學者指出：近百多年來的中國，經歷

神之自為意志。筆者認為，這是弘一法師等
先賢們留給後人的，具有啟示性價值意義
的寶貴思想精神資源之一。

了「三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我們走過

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當代傳承，正如

的悲喜劇，不亞於法國大革命，如果說法

弘一法師弘法的修為緊貼社會現實一樣，

國的精神大家、優秀作品是以幾何倍數增

應注重實踐的可行、可接受性。民族傳統

加，我們只是算術增長」[注二十]。何以如

人文教養與文化人格與時俱進的傳承，還

此？筆者認為：一個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

面臨必須解決適合現代社會發展需要的創

和優秀傳統人文教養，隨社會發展而與時

造性轉化問題，從而才有可能成為大眾接

俱進地發展，有文化傳承的歷史邏輯發展

受的人文精神教化，才有可能契合當代社

規律。它與民族的成長共生共榮，並伴隨、

會發展變革的必然趨勢。

人文教養蘊含了一個民族傳統人文教化的歷史積澱。社會個體

的啟示價值意義：人有「廉恥」，心存「敬

的人文教養主要是後天形成的，以個體人文教養中所接受的社會教

的民族優秀傳統人文教養與文化人格精
育看，則更多的體現了社會的制度性培養。

我們的當下文化語境而言，有著非常現實

引導和促進民族的精神成長。其至關重要
者在於：這種優秀傳統人文教養總是佔據
或成為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價值觀！中國
幾千年傳統文化中積澱起來的傳統人文教
養，在「大變局」的震盪、斷裂中，在現代文
明（現代化）的衝擊下，也不斷地顯露出它
自身的「軟肋」。這既有自身與時俱進，順
時嬗變、演進的艱難，也有在許多特定歷
史時期被鉗制、甚至被置於全面掃蕩的境
地。民族優秀傳統人文價值觀近百多年來
的如此遭遇，在當今顯現出如此的缺失與
缺位，也是一種必然。因此，重振與重建民
族優秀傳統人文教養，使這一價值觀體系
尤其重要和緊迫。
（三）「知廉恥」與「存敬畏」
弘一法師作為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的
文化名人，他的某些思想意識，同樣存在
歷史的或時代的局限性。然而，他所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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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社會道德精神文明的堅固基石，顯得

[注一]參閱余英時先生著《士與中國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二○○三年)。
[注二]場域(field)是布爾迪厄（Pierre）分析
現代社會再生產模式時使用的一個重要概
念。認為，社會分化為各種具有相對自主
性（或自律性）的場域，每個場域都被各
自特有的邏輯和必然性所支配，擁有各自
特有的運作規則和界限。
[注三]清·袁枚《小倉山房尺牘》卷
一百二十九：「詩宗韓、杜、蘇三家，自
是取法乎上之意」。
[注四]《弘一大師全集》（第七冊佛學
卷），《佛教之簡易修持法》(福建人民出
版社，一九九一年)，頁三七七。
[注五]《弘一大師全集》（第七冊佛學
卷），《書草庵門聯補跋》下聯(福建人民
出版社，一九九一年)，頁四三九。
[注六]林子青編《弘一法師書信·〈致豐子
愷〉一九二九年》(北京：三聯書店，二○
○七年)，頁七五。

民族傳統人文教養與文化人格與時俱進的傳承，還面臨必須

解決適合現代社會發展需要的創造性轉化問題，從而才有可能成

為大眾接受的人文精神教化，才有可能契合當代社會發展變革的

必然趨勢。

[注七]陳星《藝術人生——走近弘一大師﹒
李叔同》(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二○○
四年)，頁一二九。
[注八]朱光潛《紀念弘一法師》(北京：文
物出版社，一九八四年)，頁四。
[注九]余涉編《漫憶李叔同·陳無我：〈舊
話〉》(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一九九八
年)，頁二五。
[注十]林子青編《弘一法師書信·〈致豐子
愷〉一九二九年》(北京：三聯書店，二○
○七年)，頁八一。
[注十一]《佛學小辭典》（根據一九三八年
醫學書局石印本影印）(長春市：古籍書店
複製，一九九一年)，頁三三三。
[注十二]《弘一大師全集》（第七冊佛學
卷），《改過實驗談》(福建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頁三八六。
[注十三]林子青編《弘一法師書信》(三聯
書店，二○○七年)，頁二二六。
[注十四]弘一大師全集》（第七冊佛學
卷），《佛教之簡易修持法》(福建人民出
版社，一九九一年)，頁三七八。
[注十五]李澤厚《歷史本體論·己卯五
說》(北京：三聯書店，二○○三年)，頁
一一三。
[注十六]李澤厚《歷史本體論·己卯五
說》(北京：三聯書店，二○○三年)，頁
一一五。
[注十七]《弘一大師全集》（第七冊佛學
卷），《最後之口口》(福建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頁三八八。
[注十八]《弘一大師全集》（第七冊佛學
卷），《改過實驗談》(福建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頁三八七。
[注十九]林子青編《弘一法師書信》(北
京：三聯書店，二○○七年)，頁四五○。
[注二十]朱學勤《致敬二○○七》，載廣州
《南方週末》「南方週末年度盛典」年度

特刊，二○○八年一月二十四日。

Buddist Practices in Accordance
with Human Behaviors
--A study on the cultural cultivation
of Master Hongyi
Luo Ming (Chengdu Academy of
Social Scie nce s H ist or y a nd C u lt u re
Research Institute)
Abstract: After he was converted
to Budd ism , t he cu lt u r al pu r su it a nd
cultivation of Master Hongyi features the
words of wisdom and his noble behaviors.
He carried forward Buddism, advocated the
accordance between the buddist cultural
spirit and the spirit of times and the social
reality, demonstrat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national traditional cultural personality.
His religious practices contains the full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cultural spirit.
His efforts to spread Buddism lay emphasis
on the fit of Famen (the initial approach
to become a Buddhist believer) and the
human nature, on the cultivation of natural
conscience combined of the Buddist path
and the traditional natural endowment. His
religious cultural cultivation highlights
the Sense?of ?shame and the Reverence
contained within the national tradition
and human spirit, taking on a valuable
enlightenment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K e y w o r d s：L i S h u t o n g ( M a s t e r
Hong y i) Spre a d of Budd ism Budd ist
practices Culture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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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藝術

地理空間的文學再現
──文學原鄉與方言書寫
■ 胡 偉
暨南大學中文系

摘

要：原鄉的書寫意義在於通過

人離開了家鄉，便只能通過想像原鄉的方

文學達到作家對於原鄉故土乃至於美好時

式，才能找回心靈中的家園。原鄉的書寫意

空的嚮往追求，創作的動力來源是原鄉想

義在於通過文學達到作家對於原鄉故土乃

像。原鄉情結是人對家鄉所懷有的愛戀、

至於美好時空的嚮往追求，創作的動力來

難忘等深沉的懷舊情思。原鄉寫作呈現的

源是懷戀鄉土的原鄉想像。
根本的原始情感。原鄉想像往往呈現為思

現。文學飛地的原鄉往往是作家的故鄉，

念、歡樂或哀愁等心靈的意緒，對家鄉充

這是他最熟悉的地方，文學飛地被創作成

滿了期待與嚮往。原鄉意識為人所共有，

功後，便深深立足於讀者的心中。製造文

原鄉情結處於深層的部分。原鄉情結是人

學飛地是作家崇高的職責，而這塊烏托邦

對家鄉所懷有的愛戀、難忘等深沉的懷舊

存在的根基便是作家的原鄉。原鄉語言對

情思。原鄉寫作呈現的是漂泊的遊子的身

於作家成長十分重要。作家的經驗和記憶

體的離鄉與心靈深處的精神還鄉。作家尋

總是與其習得的語言密切相關，而這種語

找精神「原鄉」，是一種與歷史和自我的對

言往往是作家的方言母語，方言是作家的

話。原鄉文化影響了作家的創作個性。莫

經驗、體驗和文化記憶。作家會整合方言

言心中裝著故土，在原鄉情結的指引下，

與普通話，既能讓廣大讀者看得懂而主要

他的創作熱情噴湧而出，使他的《紅高粱》

使用普通話，同時又將經過改造的方言置

《蛙》等作品充滿了高亢和悠揚的鄉土文

於文本中。

化餘韻。原鄉書寫是一種空間書寫，凸顯

關鍵詞：文學原鄉；文學飛地；方
言；小說；陌生化審美。

地方特色的地域書寫，這是地理空間的文
學再現。它突出地域的不同特色，將個人
的生命體驗與地方歷史形成特殊的文化意

一、文學的原鄉與飛地

蘊，凝聚並凸顯地方特色，從而進行地方
文化的再建構。
席慕蓉在《有一首歌》裏寫道：「我

初的、本來的」意義，原鄉是一個建構出來

有一個很美麗的漢文名字，可是，那其實

的、想像的概念。原鄉在時間上和空間上

是我的蒙文名字的譯音而已，我有一個更

與現在比較都有變化，也有從現在的家園

美麗的蒙文名字，可是卻從來沒有機會用

去追尋失去的家鄉的憧憬想像。離開了最

它。我會說國語、廣東話、英文和法文，我

初的鄉土，便存在物理上和心理上的距離。

可以很流利地說、甚至唱，可是我卻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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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鄉」意指「原來的家鄉」，原有「最

原鄉是人類根深蒂固的最樸質、最根本的原始情感。原鄉想像

是一種空間書寫，是地理空間的文學再

往往呈現為思念、歡樂或哀愁等心靈的意緒，對家鄉充滿了期待與嚮

原鄉是人類根深蒂固的最樸質、最

往。原鄉意識為人所共有，原鄉情結處於深層的部分。

是遊子的身體離鄉與精神還鄉。原鄉書寫

用蒙古話唱完一首歌，我熟讀很多國家的

大都以他生長的王樓鄉老莊村為基本的

歷史，我走過很多國家的城市，我甚至去了

背景。他小說中的人物大多在老莊村裏能

印度和尼泊爾，可是我卻從來沒見過我的

找到真名實姓。劉震雲說，故鄉對他的創

故鄉。察哈爾盟明安旗，一個多遙遠的地

作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一年裏我會回

方！」席慕容創作了《追尋夢土》和《蒙文

家鄉好幾次，回到村裏，就像魚兒回到了

課》等一系列原鄉作品，她對原鄉的文化

大海。直到現在，有人說二十公里，我就馬

和語言充滿了嚮往。

上想到我們村到縣城的距離，我是用故鄉

「飛地」是軍事佔領和國界劃分的專

來丈量世界的。河南人特別勤奮、幽默，也

有名詞，是指在一個國家地域中，突然降

特別能吃虧。幽默其實是一種生活態度，

落了另一個具有獨立國體結構的國家，有

我的幽默來自於故鄉」。延津是劉震雲的

一 套 獨立的國家機構，有自己的一 套法

富礦，豐富的礦藏成為他幾十年來文學創

律、軍隊、員警和政治經濟體系。「飛地」裏

作的不竭源泉。劉震雲的敘事動力來源於

的人們以自己的視角觀察世界，文學的「飛

他想重拾逝去時光的情緒衝動，他想描繪

地」如莫言小說中的「高密東北鄉」，韓少

故鄉已經消失或正在消失的某些東西[注

功小說中的「馬橋」，陳忠實小說中的「白

一]。

鹿原」，閻連科小說中的「受活莊」，張煒
小說中的「膠東」，李銳小說中的「呂梁」，

二、文學原鄉的方言

經典的文學飛地，能穿越時間的隧道，能傳播到地球上有文字

的各個民族部落。文學飛地裏的人們以自己的視角觀察世界。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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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飛地是作家崇高的職責，而這塊烏托邦存在的根基便是作家的

原鄉。

孫慧芬小說中的「上塘村」等。「飛地」是

德國語言學家洪堡特說：「個人更多

獨特的文學地理空間，裏面的人有自己特

的是通過語言而形成世界觀」，「每一種語

有的方言和文化，例如高密東北鄉的「貓

言都包含著一種獨特的世界觀」，「每種

腔」，馬橋人的「辭典」,受活莊的「絮語」

語言都包含著屬於某個人類群體的概念和

等。文學飛地的原鄉往往是作家的故鄉，

想像方式的完整體系」；「一個民族的精神

這是他最熟悉的地方，文學飛地被創作成

特性和語言這兩個方面的關係極為密切，

功後，便深深立足於讀者的心中。莫言通

不論我們從哪個方面入手，都可以從中推

過對高密原鄉的情感創造了高密東北鄉這

導出另一個方面。……民族的精神即民族

一文學飛地。這些經典的文學飛地，能穿

的語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過了任何想像」

越時間的隧道，能傳播到地球上有文字的

[注二]。洪堡特的論述展示了原鄉語言對

各個民族部落。文學飛地裏的人們以自己

於作家成長的重要性。

的視角觀察世界。製造文學飛地是作家崇

俗話說：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鄉

高的職責，而這塊烏托邦存在的根基便是

里鄉親的標誌便是會說同一口方言。方言

作家的原鄉。

讓人勾起對家鄉的回憶，讓同鄉人親近。方

劉震雲從小跟著姥姥在河南延津的

言土語、民風民俗、傳統掌故等獨特的人

農村長大，延津是劉震雲的文學原鄉，是

文景觀是原鄉文化的主要表現形式。它能

他夢魂牽繞的文學原本之鄉，即使多年以

夠體現出文明的綿延性和生命力。具有鮮

後身在異地，他的創作靈感仍舊來自他的

明特色的方言與民俗描寫，能增強文學的

文學原鄉。劉震雲小說中的人物、情節、環

地域特色，展示出原鄉獨有的文化。原鄉文

境，都深深印著河南延津的痕跡，是他的

化是在一定地理環境和生產生活方式下形

理想國和烏托邦。延津是劉震雲的情感觸

成的具有個性特質的物質與精神文化，它

點，他創作的小說，三分之二都與故鄉有

是語言、民俗、傳統等文明的表現。原鄉文

關，《故鄉天下黃花》、《故鄉相處流傳》、

化對作家創作影響巨大，影響了作家的思

《故鄉面和花朵》，還有《一句頂一萬句》

維方式、性格氣質、審美情趣、作品內容、

藝術風格、表現手法等。

和普通話進行了整合，敘事部分主要用普

言母語，方言是作家的經驗、體驗和文化

句洗練，情節簡潔，敘事直接。他的對話部

記憶。文學的民族性和生命性就在於作家

分栩栩如生，很有特色，例如：「剛出門，日

對本地區生活的鮮活反映和獨特認知，是

頭就老高了；到了白家莊，還得裝面；接著

一種出自生命本源的感受和體驗。汪曾祺

還要打尖；往回走，怎麼也得趕上天黑」。

的小說早期追求詩化的風格，小說中幾乎

又如：「這一回不同往常，五天了，水米沒打

沒有什麼對話，中年時期他的小說融合進

牙」。隨著名氣越來越大，他開始堅持更多

了不少方言與行業熟語，不同地域人物的

地用方言母語書寫，文本中大量出現了民

對話彰顯了文化差異，具有豐富的文化含

間話語，展示了劉震雲對家鄉的經驗、體

量。如《受戒》中描寫趙大娘就用了方言：

驗和文化、情緒記憶，使用了更多的方言

「不論什麼時候，頭都是梳得滑滴滴的，身

詞彙、語氣與語調。

上衣服都是格掙掙的」。「格掙掙」是方言

閻連科努力尋找專屬於自己的小說語

詞，它既有乾淨整齊的意思，又有衣服筆

言和文學「飛地」，進而形成以豫西方言為

挺、有棱有角的含義。作家運用方言寫作，

特色的書寫方式，運用豫西方言詞彙增加

有著小說語言觀念變革的社會語境。

了閻連科作品的地域特色，使讀者感受到

小說語言大多受到了地域文化的浸

了生活和藝術的真實。在小說中，他使用

潤，作家往往使用當地的方言土語，展示

了「奶」、「火口」、「合鋪」、「受活」、「磕

濃烈的地方文化精神和智慧，反映當地人

台」、「當間」、「圪蹴」、「洋火」、「死冷」、

對生活獨特的解讀和人生態度，展示了鄉

「儒瓜」、「耳性」、「玉蜀黍」、「儒妮子」、

土民情，揭示了「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地步兒」、「車轉身」等方言詞彙。保護

的哲理。在進行文學寫作的時候，特別是

方言也意味著保護文學的「飛地」，我們要

以故鄉為題材進行寫作的時候，方言轉化

保存和促進這些區域敘事的智慧和財富。
新加坡的梁文福創作了小說《未完》，

例，他一九八二年開始創作，一九八七年後

內容是一個「爺爺」的生命與粵語的命運

連續在《人民文學》發表了《塔鋪》、《新

緊密相連的故事。一場新聞預製，透射出

兵連》、《頭人》、《單位》、《官場》、《一

粵語在祖孫三代人生命間的依偎和溝通。

地雞毛》等描寫城市社會的「單位系列」和

爺爺沒有聽到小叔用粵語錄製的最後新聞

幹部生活的「官場系列」的作品，引起強烈

就走了，他接受了先他而去的小叔的粵語

反響。自一九九一年發表長篇小說《故鄉

的祭奠。當粵語這種漢語方言被現實擠得

天下黃花》始，他開始追求新的創作境界，

只剩下了五分鐘廣播時，爺爺終日也只剩

河南延津方言開始增加分量，這體現了他

下了一種等待：「我等的就是這五分鐘」。

對方言的堅持。一九九三年發表「故鄉」系

粵語反映了爺爺對家鄉的思念。董君君是

列第二部長篇《故鄉到處流傳》，然後經過

出生於菲律賓的海外華人，他的小說都將

五六年的時間完成了長篇巨著《故鄉面和

鄉音融入創作，在文中保存了地道的閩南

花朵》。《故鄉面和花朵》體現了他在文體

方言。閩南方言的句式、句法和慣用語隨

和內容上的雙重探索，結構龐雜、技巧多

處可見，使作品有濃郁的原鄉風韻。

變、語言繁複、意義含混，但最重要的是他
找到了對故鄉書寫的文化記憶。而在《一
句頂一萬句》中，劉震雲比較自如的對方言

三、方言的書寫策略
作家一般都面臨這樣一個問題，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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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作家文學寫作的一種選擇。以劉震雲為

作家的經驗和記憶總是與其習得的語言密切相關，而這種語

到了屬於自己也屬於本土的敘事方式，語

言往往是作家的方言母語，文學的民族性和生命性就在於作家對本

言密切相關，而這種語言往往是作家的方

地區生活的鮮活反映和獨特認知，是一種出自生命本源的感受和體

通話，人物對話主要用整合後的方言，他找

驗。

作家的經驗和記憶總是與其習得的語

用普通話與廣大讀者交流，又必須彰顯方
言母語，凸顯地方特色。一般策略是整合
方言與普通話，既能讓廣大讀者看得懂而
主要使用普通話，同時又將經過改造的方
言置於文本中。作家寫作中對方言與普通
話的處理一般會經過妥協、堅持與整合的
三部曲。莫言在早期創作中為了得到文壇
的認可，他較多地選擇了「妥協」的態度。
莫言一九八五年以前的創作語言主要使
用普通話，如《春夜雨霏霏》《售棉大路》
《民間音樂》等。一九八五年，莫言創作
了帶有鄉土記憶的《透明的紅蘿蔔》《金
髮嬰兒》《爆炸》等幾部作品，作品開始轉
型。隨著名氣越來越大，他開始堅持更多
地用方言母語書寫，文本中大量表現了民
間話語，展示了莫言對家鄉的經驗、體驗
與文化、情緒記憶，例如《歡樂》《紅蝗》
《罪過》《飛艇》《糧食》《築路》等作品。
現實，帶有粗俗的感覺，如《歡樂》中出現
小說語言大多受到了地域文化的浸潤，作家往往使用當地的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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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語，展示了鄉土民情。在進行文學寫作的時候，特別是以故鄉為題

材進行寫作的時候，方言轉化成作家文學寫作的一種選擇。

但是這時的方言描寫幾乎是原生態的照錄
的人物和對人物的描寫：「凸牙床女人像發
情的母驢一樣嚼著泡沫，罵嫂子：養漢子×!
你那個娜妮是小老杜的種!當我不知道!全
世界都知道你借種下田。嫂子暴跳如雷，
奓煞著胳膊向凸牙床女人撲去，兩個女人
像兩條母狗一樣滾來滾去」。一九九○年
後，莫言成長為著名作家，他開始整合普
通話與方言，對作品中的方言有意識的進
行了選擇，不是那麼粗俗，如《蛙》。作品
中也開始使用更多的方言詞彙、語氣與語
調，如《檀香刑》用的是高密地方戲的貓腔
語調。作家整合方言與普通話的標準一般
是：以現代漢語為基礎，吸收方言中有生命
力和藝術表現力的成分，整合出符合中國
人審美習慣的表達方式，即具有準確性、
邏輯性和審美藝術性的漢語表達方式。
作家在描寫富有樂趣的民風民俗時,
許多與之相關的專有詞語進入了書中,給我
們帶來了歡快明亮的感覺。老舍的「京味
兒」，沈從文的「湘味兒」，趙樹理的「晉味

兒」等都體現了方言的特色。劉震雲在作
品中，大量使用了河南方言詞彙，如「俺」、
「娘」、「爹」、「致氣」、「龜孫」、「打擺
子」、「噴空兒」、「老實疙瘩」等。莫言在
《紅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歡樂》
《紅蝗》和《檀香刑》中，大量使用了山東
方言詞彙，如「爹」、「娘」、「俺」、「嫚」、
「腚」、「恣」、「掫」、「腚眼」、「奶子」、
「地瓜」、「妮子」等。這些方言以奇特的
語言外殼和突兀生硬的語感，給讀者帶來
不同的意蘊，形成了「陌生化」審美效果。
但這種「陌生化」也會造成閱讀障礙，可能
會給讀者造成一定的閱讀負擔。因為方言
使用範圍沒有普通話大，一般只是區域性
的交際語言，方言不能迅速讓讀者理解內
在意蘊，影響了作品的廣泛傳播和解讀。
作家破解陌生化審美與閱讀障礙矛盾的語
言策略主要有下列四種：一是根據表達需
要，在普通話基礎上有選擇性地融入方言。
二是營造文本的語境，便於讀者理解把握
內在意蘊，讀者結合上下文和前後語境均
可以理解。賈平凹對讀者感到陌生的方言
土語營造了適當的語境,為讀者的接受掃
清了障礙，讓讀者根據語境理解，他使用
的商州民俗語彙都在相應的描寫與介紹中
得到了應有的解釋,如「煙燈」「送夏」「糊
聯」等。三是節約使用冷僻字眼，賈平凹根
據自己的創作經驗對商州方言作了篩選，
他常用的是那些極富表現力的方言，不用
能被現代漢語語彙替代的方言，例如他常
用「瓷」字，在商州方言中表示癡呆或笨拙
的樣子。四是對於難以理解的方言，作者
作繁簡得當的注釋或注解，例如閻連科在
作品中以絮言的形式解釋了以下方言：「頂
兒——河南方言，最高之意」等。
方言的使用最終也得到了讀者的認
可，例如莫言、閻連科、劉震雲、賈平凹
等作家的小說得到了大家的高度評價。
一九九三年，由葛浩文翻譯的莫言《紅高
粱》英譯本在歐美出版，引起熱烈迴響，被

World Literature Today 評選為「一九九三

年全球最佳小說」。《紐約時報》評論說：

頁一一二至一一五。

得到了世界認可。閻連科的《受活》在二○

Hu Wei (The Chinese Department of
Jinan University)

○三年度中國小說排行榜長篇小說中位居

A b s t r a c t：T h e S i g n i f i c a n c e o f

第一名，是「第二屆二十一世紀鼎鈞雙年文

w r it i ng t he hometow n is t he w r iter’s

學獎」的獲獎小說，也是「第三屆老舍文學

Desire and pursuit, which is expressed

獎」中唯一的長篇小說。劉震雲的《一句頂

through literature for native hometown ,

一萬句》獲得了二○一一年茅盾文學獎。

and even the Good times and scenery .The

借助文學原鄉創造文學飛地的故事還

creative power is from the imagination

在作家和後代之間繼續。劉雨霖是劉震雲

of homet ow n. Homet ow n complex is

的女兒，就讀於紐約大學導演專業二年級

the nostalgia to the hometown of love,

研究生時拍了二十三分鐘的電影短片《門

t he dee p u n forget t able emot ion s a nd

神》。《門神》（D o or G o d）是她編劇並執

so on. Hometown Writing appears the

導的首部微電影。該片入圍了三十多個國

writer’s Wanderer body and Spirit Return.

際電影節並獲得了八個國際獎項，其中包

Hometown writing is a writing of space,

括奧斯卡學生最佳敘事片。《門神》拍攝

and the reproduction geospatial literature.

的地點是劉震雲小時候生活的延津王樓鄉

Native literary enclave is the hometown

老莊村，劇中用的全部是當地方言，講述的

of writer. This is where he's most familiar.

是農村的一個故事，這個劇本源自劉雨霖

A f t e r t he l it e r a t u r e e n cl ave i s c r e a t

小時候的記憶，他跟著爸爸回延津老家時

successf ully, it is deeply based on the

常看到的一個場景，鄰居家的小男孩等媽

reader's mind. Manufacturing literature

媽的畫面給了她故事的基點進行再創作。

enclave is a lofty responsibilities of writer.

劉雨霖在發表獲獎感言時說：「我之所以

And Foundation of this utopia is the writer's

要拍攝《門神》，是因為這個中國鄉村小姑

hometown. Original language is important

娘的悲傷被大家忽略了；她親人的悲傷也

t o t h e w r i t e r ’ g r ow i n g u p. Wr i t e r ' s

被大家忽略了。像這樣被忽略的情感，在

experiences and memories is closely related

我的故鄉有很多。我想把這些被忽略的情

to the their acquisition of language. And

感，告訴大家」。劉雨霖通過對延津這個

this is often the writer's dialect or native

文學原鄉的方言書寫創造了自己的文學飛

language. Dialect is the writer's experience

地。

a n d c u l t u r a l m e m o r y. Wr i t e r s w i l l

作家整合方言與普通話的標準一般是：以現代漢語為基礎，

著高密東北鄉這塊文學飛地的創造進一步

Dialects

吸收方言中有生命力和藝術表現力的成分，整合出符合中國人審美

言獲得了二○一二年度諾貝爾文學獎，標志

Hometown Literar y and Written

習慣的表達方式，即具有準確性、邏輯性和審美藝術性的漢語表達

北鄉安放在世界文學的版圖上」。尤其是莫

方式。

「通過《紅高粱》這部小說，莫言把高密東

integrate dialect and Mandarin, write in
primarily Mandarin in order to let readers
understand. At the same time, engineered
dialect will be placed in the text.
K e y w o r d s： n a t i v e l i t e r a t u r e ,
l it e r at u re enclave; d iale ct; novel;
Defamilia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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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胡偉：《平民的千年孤獨：〈一句
頂一萬句〉的人生悲劇與精神悲劇》，載
《太原理工大學學報》，二○一二年第二
期，頁六○。
[注二]﹝德﹞洪堡特著，姚小平譯：《論人
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展的
影響》(北京：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七年)，

略論二十世紀中國
詩學的傳統與典範
■ 劉 煒
雲南大學文學院
摘

要：中國固有的儒家詩學、道家

是李贄和龔自珍，其經典性的詩學文本是

詩學、啟蒙詩學以及外來的馬克思主義詩

《童心說》，其根本的詩學精神是強調文

學，是二十世紀中國詩學最重要的四種傳

學的個性意識與主體精神。三種詩學傳統

統，其典範性的代表人物分別是馬一浮、

中，前二種是主流的詩學傳統，後一種是

王國維、魯迅和毛澤東。四種詩學傳統自

非主流的詩學傳統；前二種是古典主義的

身內部的不斷轉換和創造，以及相互之間

詩學傳統，後一種是具有現代精神的詩學

的不斷制衡和交融，是新世紀中國詩學發

傳統。三種詩學傳統相互衝突相互制衡，

展的正途。

又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共同促進了中國詩

關鍵詞：中國詩學，傳統，典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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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與儒道詩學鼎足而三的詩學傳統，是明代中後期伴隨啟蒙
哲學的產生而興起的啟蒙詩學，其典範性的代表人物是李贄和龔自
珍，其根本的詩學精神是強調文學的個性意識與主體精神。

國維，魯迅，馬一浮。

學的發展和繁榮。進入二十世紀以後，雖
然西潮湧動，中國文學發生了巨 大的變
革，但中國固有的三種詩學傳統並未中斷

討論二十世紀中國詩學的傳統與典
範，應該先討論中國詩學的傳統與典範。

和消退，而是在西方詩學觀念的影響下作
出不同程度的轉換和創造，從而以一種新

中國詩學在數千年的發展過程中，逐

的面目新的形式繼續傳承和發展。三種詩

漸形成三種主要的詩學傳統。首先就是儒

學傳統在二十世紀各自擁有一批開拓性

家詩學的傳統，其典範性的代表人物是孔

的代表人物，但堪稱典範的應該是王國維

孟，其經典性的詩學文本是《詩大序》，其

（一八七七至一九二七年）、魯迅（一八八一

根本的詩學精神是強調文學的教化功能與

至 一九 三 六 年）、馬一浮（一八 八 三 至

實用價值。其次就是道家詩學的傳統，其

一九六七年）。

典範性的代表人物是老莊，其經典性的詩

王國維詩學固然深受西方康德叔本華

學文本是《滄浪詩話》，其根本的詩學精

美學的影響，但其根底仍是中國傳統的道

神是強調文學的藝術規律與審美性質。要

家詩學。王國維詩學的核心觀念是「境界」

注意的是，道家詩學在自身的發展過程中

說，而「境界」說正是典型的道家詩學觀

逐漸吸收融化了佛教特別是禪宗的詩學觀
念，換言之，佛教特別是禪宗的詩學觀念已

念。成復旺先生曾說：
雖然「境界」的概念來自佛教禪宗，

經被吸收融化在道家詩學之內，因而佛禪

但「境界」的思想卻源於道家。且不說

詩學不能成為一種獨立的能夠與儒道詩學

「境界」的概念出現之前就已經有了「境

鼎足而三的詩學傳統。

界」的意識，就連禪宗本身也是用道家思

能夠與儒道詩學鼎足而三的詩學傳

想改造了的佛教。古代有關「境界」的言

統，是明代中後期伴隨啟蒙哲學的產生而

論，即或采用了禪宗的話頭，其精神實質

興起的啟蒙詩學，其典範性的代表人物

亦與道家思想血脈相通[注一]。

飛燕，楊慎之贗《秘辛》，徒諷一而勸

念。王國維在自我評價其「境界」說時曾

百，欲止沸而益薪。所以子云有「靡靡」

說：

之誚，法秀有「綺語」之呵。雖則夢幻泡
滄浪所謂興趣，阮亭所謂神神韻，猶

影，可作如是觀；而拔舌地獄，專為斯人

不過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

設者矣。故眩惑之於美，如甘之於辛，火

字，為探其本也[注二]。

之於水，不相並立者也。吾人欲以眩惑之

嚴羽的「興趣」說、王士禛的「神韻」

快樂，醫人世之苦痛，是猶欲航斷港而至

說，都是影響深遠的道家詩學觀念，王國

海，入幽谷而求明，豈徒無益，而又增

維將其「境界」說與「興趣」說、「神韻」說

之。則豈不以其不能使人忘生活之慾，及

加以比較，正是在道家詩學的系統之內探

此欲與物之關係，而反鼓舞之也哉！眩惑

索文學的本質問題，從而表現出對道家詩

之與優美及壯美相反對，其故實存於此[注

學傳統的自覺認同。王國維的道家詩學立

四]。

場，注定其與儒家詩學以及啟蒙詩學不

王國維認為，眩惑是一種與優美和壯

合。儒家詩學注重文學與道德政治的關

美相對立的不能稱之為美的藝術形態，而

係，強調文學的政教功能，這與道家詩學

眩惑的美學實質其實就是情慾的藝術表

的非功利性的價值取向完全背離說：
嗚呼！美術之無獨立之價值也久矣。

現，所以不能使人離生活之慾，反而複歸生

此無怪歷代詩人，多托於忠君愛國勸善懲

之中，但在明代中後期興起的通俗文藝中

惡之意，以自解免，而純粹美術上之著

表現得最為普遍，是啟蒙詩學極力表彰的

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無人為之昭雪者

一種藝術形態。王國維對眩惑的批判正是

也。……甚至戲曲小說之純文學亦往往以

對啟蒙詩學尊重人的真實的情感和慾望的

懲勸為旨，其有純粹美術上之目的者，世
非惟不知貴，且加貶焉。……若夫忘哲學

批判。王國維又說：
「夜闌更炳燭，相對如夢寐」（杜

美術之神聖，而以為道德政治之手段者，

甫《羌村》詩）之於「今宵剩把銀釭照，

正使其著作無價值者也。願今後之哲學美

猶恐相逢是夢中」（晏幾道《鷓鴣天》

術家，毋忘其天職，而失其獨立之位置，

詞），「願言思伯，甘心首疾」（《詩·

則幸矣[注三]！

衛風·伯兮》）之於「衣帶漸寬終不悔，

活之欲。眩惑長久存在於中國文學和藝術

這正是王國維對「托於忠君愛國勸善

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蝶戀花》

懲惡之意」、「以為道德政治之手段」的儒

詞），其第一形式同，而前者溫厚，後者

家詩學的批判。啟蒙詩學尊重人的真實的

刻露者，其第二形式異也。一切藝術無不

情感和慾望，肯定文學的通俗的語言和形

皆然，於是有所謂雅俗之區別起。優美及

式，這與道家詩學反對縱情肆慾、主張「高

宏壯必與古雅合，然後得顯其固有之價值

古」「典雅」（《二十四詩品》）的詩學觀念

[注五]。

亦相對立。王國維說：
夫優美與壯美，皆使吾人離生活之

壯美兩種藝術形態都要借助古雅之形式才

欲而入於純粹之知識者。若美術中而有

能充分表現，所以崇尚古雅，貶斥俚俗，無

眩惑之原質乎，則又使吾人自純粹之知

需諱言，這正與啟蒙詩學反對復古提倡俗

識出而複歸於生活之慾。如粔籹蜜餌，

變的精神背道而馳。

王國維的道家詩學立場，注定其與儒家詩學以及啟蒙詩學不

影響，但根本上還是一個道家詩學的觀

合。儒家詩學注重文學與道德政治的關係，強調文學的政教功能，

柬》，《牡丹亭》之《驚夢》，伶元之傳
這與道家詩學的非功利性的價值取向完全背離。

可見「境界」說雖然受到佛禪觀念的

王國維提倡古雅之形式，認為優美和

但是，在王國維從事文學研究的後

周昉、仇英之所繪。《西廂記》之《酬

期，也就是《宋元戲曲考》時期，其詩學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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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魂》、《七發》之所陳；玉體橫陳，

念已逐漸轉向啟蒙詩學。首先，王國維說：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

是，隨著王國維的學術轉向，其啟蒙詩學

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

維根底上與啟蒙詩學不合。再至晚年，作

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後世莫能繼

為清朝遺老的王國維，其詩學立場竟一變

焉者也。獨元人之曲，為時既近，托體稍

而為儒家詩學，大量酬唱應答、歌功頌德

卑，故兩朝史志與《四庫》集部均不著於

的詩歌作品足以說明問題，最後終於懷抱

錄，後世儒碩皆鄙棄不復道[注六]。

儒家「忠君愛國」的崇高理想以及佛教「自

王國維重視「為時既近，托體稍卑」的

的觀念未能獲得充分展開，這也說明王國

我解脫」的悲觀主義自沉以死。

宋元戲曲，並給予元曲「一代之文學」的至

要注意的是，王國維詩學雖然有轉向

高評價，這正是啟蒙詩學重視近世通俗文

啟蒙詩學和儒家詩學的傾向，但其主體仍

學的表現。其次，王國維說：
元曲之佳處何在？一言以蔽之，曰：

是道家詩學，正如其雖受西方美學影響，

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學，無不以自然

影響之下，繼續開拓前進的有朱光潛、宗白

勝，而莫著於元曲。蓋元劇之作者，其人

華、錢鍾書、葉嘉瑩等人，他們都是道家詩

均非有名位、學問也；其作劇也，非有藏

學的富於創造力的代表。

但其根底仍是道家詩學一樣。在王國維的

之名山、傳之後人之意也。彼以意興之所

魯迅詩學所受西方文學觀念的影響較

至為之，以自娛娛人。關目之拙劣所不問

之王國維更為深切著明，但其根底和王國

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諱也；人物之矛盾，

維一樣仍是中國傳統詩學，不過是中國傳

所不顧也。彼但摹寫其胸中之感想與時代

統詩學中最富於反傳統精神的啟蒙詩學。

王國維提倡古雅之形式，認為優美和壯美兩種藝術形態都要借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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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雅之形式才能充分表現，所以崇尚古雅，貶斥俚俗，無需諱言，這

正與啟蒙詩學反對復古提倡俗變的精神背道而馳。

之情狀，而真摯之理與秀杰之氣，時流露

關於魯迅詩學與啟蒙詩學的關係，成

於其間。故謂元曲為中國最自然之文學，
無不可也。若其文字之自然，則又為其必

復旺先生說得非常清楚：
或以為魯迅此文（《摩羅詩力

然之結果，抑其次也。……古代文學之形

說》——引者注）旨在提倡浪漫主義。準

容事物也，率用古語，其用俗語者絕無。

確地說，他所提倡的是反抗的文學，叛逆

又所用之字數亦不甚多。獨元曲以許用襯

的文學。這既是中國當時最需要的文學，

字故，故輒以許多俗語，或以自然之聲音

也是中國歷來最缺乏的文學。但需要指出

形容之，此自古文學上所未有也[注七]。

的是，這篇論文雖呼喚「異邦」之「新

王國維在思想內容以及語言形式兩方

聲」，而其中之思想卻並非純屬舶來之

面都肯定元曲不避俚俗、自然抒寫的美學

物、而為中國亙古所未有。實際上，以往

精神，與前期崇尚古雅、貶斥俚俗適相反

歷代爭取文學獨立、創作自由的理論家，

對，而這正是啟蒙詩學「獨抒性靈，不拘格

尤其是明中葉之後那些文學革新思潮的理

套」的創作精神。第三，王國維說：
其最有悲劇之性質者，則如關漢卿之

論家，所著重批判的，正是儒家「義歸無

《竇娥冤》，紀君祥之《趙氏孤兒》。劇

熱切呼喚的，正是「憤激決裂」、「驚世

中雖有惡人交構其間，而其蹈湯赴火者，

駭俗」、「寧使見者聞者切齒咬牙、欲殺

仍出於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於世界大

欲割」的叛逆文學。這種文學思潮雖為歷

悲劇中，亦無愧色也[注八]。

代正統儒者所拒斥而未能成為主流，卻不

邪」、「止乎禮義」之類的文學教條；所

王國維高度肯定元曲富於反抗性和鬥

能否認也是中國傳統文學理論的組成部

爭性的悲劇精神，與《紅樓夢評論》主張消

分。而歷史剛跨入近代的門檻，這種文學

極避世自我解脫的悲劇精神大相徑庭，而

思潮即為龔自珍等所高揚，後又為柳亞子

這正是啟蒙詩學高揚主體精神的表現。但

等所繼武，至魯迅而充實、改造，發為時

文學論文，實質上正是中國傳統文學理論

格。第一種就是「屬於別一世界」的非主

中的革新思潮的承傳，正是中國傳統文學

流的飽含愛憎情感的美學風格，後兩種則

理論中的自我更新、與時俱進的固有血脈

是「一般的詩人」的主流的「圓熟簡練」和

的延續[注九]。

「靜穆幽遠」的美學風格。前者正是啟蒙

不論是早年漾浪漫主義激情的文論，

詩學的崇高之美，後二者分別是儒家的中

還是中年富於批判現實主義力度的小說，

和之美與道家的沖淡之美。魯迅認為前者

還是晚年像匕首和投槍一樣充滿戰鬥精神

為後二者所不能比擬，其高揚啟蒙詩學而

的雜文，魯迅一生的文學都是「反抗的文

不滿儒道詩學的立場是堅決而明確的。

學，叛逆的文學」，都是明代中後期以來以

要注意的是，魯迅對儒道美學風格的

李贄龔自珍為代表的啟蒙詩學的延續和承

批判關聯著具體的人和事。先看「靜穆幽

傳。魯迅既然秉承啟蒙詩學的立場，那麼

遠」。就在魯迅寫作這篇序文的兩三個月之

必然高揚飽含反抗精神的崇高之美，而不

前，發生過一場魯迅和朱光潛關於「靜穆」

滿於儒家詩學溫柔敦厚的中和之美以及

的藝術境界的激烈論爭。朱光潛站在道家

道家詩學虛靜空明的沖淡之美。一九三六

詩學的立場，認為藝術的最高境界不在熱

年，魯迅在《白莽作〈孩兒塔〉序》中說過

烈，而在靜穆，又說：
這種境界在中國詩裏不多見。屈原阮

一段很有名的話：
這《孩兒塔》的出世並非要和現在

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剛怒目，憤憤
不平的樣子。陶潛渾身是「靜穆」，所以

在。這是東方的微光，是林中的響箭，是

他偉大。

驅者的愛的大纛，也是對於摧殘者的憎的

魯迅則針鋒相對地說：
就是詩，除論客所佩服的「悠然見南

豐碑。一切所謂圓熟簡練，靜穆幽遠之

山」之外，也還有「精衛銜微木，將以填

作，都無須來作比方，因為這詩屬於別一

滄海，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類的

世界[注十]。

「金剛怒目」式，在證明著他並非整天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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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詩人爭一日之長，是有別一種意義
冬末的萌芽，是進軍的第一步，是對於前

魯迅既然秉承啟蒙詩學的立場，那麼必然高揚飽含反抗精神的

這裏，魯迅 指出三種不同的美學風

崇高之美，而不滿於儒家詩學溫柔敦厚的中和之美以及道家詩學虛

靜空明的沖淡之美。

代的巨響。所以，這篇充滿反傳統精神的

夜的飄飄然。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
見南山」的是一個人，倘有取捨，即非全

學風格，魯迅是痛加批判的：
何況在風沙撲面，狼虎成群的時候，

人，再加抑揚，更離真實。……自己放出

誰還有這許多閒工夫，來賞玩琥珀扇墜，

眼光看過較多的作品，就知道歷來的偉大

翡翠戒指呢。他們即使要悅目，所要的也

的作者，是沒有一個「渾身是『靜穆』」

是聳立於風沙中的大建築，要堅固而偉

的。陶潛正因為並非「渾身是『靜穆』，

大，不必怎樣精；即使要滿意，所要的也

所以他偉大」。現在之所以往往被尊為

是匕首和投槍，要鋒利而切實，用不著什

「靜穆」，是因為他被選文家和摘句家所

麼雅。……但現在的趨勢，卻在特別提倡

縮小，淩遲了[注十一]。

那和舊文章相合之點，雍容，漂亮，縝

魯迅更為重視的藝術境界是熱烈，而

密，就是要它成為「小擺設」，供雅人的

不是靜穆，就陶淵明而言，魯迅更看重的是

摩挲，並且想青年摩挲了這「小擺設」，

陶淵明的「金剛怒目，憤憤不平」，這與啟

由粗暴而變為風雅了[注十四]。

蒙詩學的前驅龔自珍對陶淵明的評價何其

這裏所說的「精」和「雅」，「雍容，漂

相似[注十二]。如果說魯迅的「愛與憎」是

亮，縝密」，不正是「圓熟簡練」麼？這些

龔自珍的「劍氣簫心」的隔代重生，那麼朱

「和舊文章相合之點」，不正是桐城派方

光潛的「靜穆」則是王士禛的「神韻」的精

苞所說的「雅潔」麼，不正是傳統古文的

魂轉世。

溫柔敦厚麼？而魯迅呼喚的是「匕首和投

梁實秋強調理性對情感和想像的節制，強調文學應該表現健康

的常態的普遍的人性。這種「節制」的詩學觀念落實為具體的文學

創作，必然是追求「圓熟簡練」的中和之美。

１１４

再看「圓熟簡練」。就在魯迅批判朱光

槍」，是「粗暴」和「鋒利」，也就是飽含反

潛的同一文章之中，魯迅還提到了梁實秋。

抗精神的崇高之美。值得一提的是，就在

這一點雖然不能坐實為直接針對梁實秋，

魯迅批判了朱光潛和梁實秋不久，又爆發了

但一定包含著對梁實秋的潛在批評。梁實

朱梁之間的關於「文學的美」的論爭。梁秋

秋堪稱魯迅之「宿敵」，兩人之間的論戰從

實站在儒家詩學的立場，強調文學的道德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開始，一直持續到魯

功能，朱光潛站在道家詩學的立場，強調

迅逝世。梁實秋奉守的是以美國新人文主

文學的審美特性。這正是儒道兩種詩學傳

義為哲學基礎的古典主義詩學，但根底上

統之間的對立。儒道詩學雖然在價值取向

還是中國傳統的儒家詩學。因而和傳統的

上不合，但在美學風格上卻有一致之處，不

儒家詩學一樣，梁實秋強調理性對情感和

論是儒家的中和之美，還是道家的沖淡之

想像的節制，強調文學應該表現健康的常

美，都是一種注重和諧的古典詩學的美學

態的普遍的人性。這種「節制」的詩學觀念

風格，所以與強調衝突的具有現代精神的

落實為具體的文學創作，必然是追求「圓熟

啟蒙詩學相背離，從而遭到魯迅的批判。

簡練」的中和之美。梁實秋說：
不成熟的思想，不穩妥的意見，不

而魯迅的批判，顯然隱含著政治因素的考

切題的材料，不扼要的描寫，不恰當的詞

長久的價值，但是在一個專制腐敗的政治

字，統統要大刀闊斧的加以削刪。芟除枝

語境之中，如果一味高唱和諧，一味提倡

蔓之後，才能顯著整潔而有精神，清楚而

儒家的溫柔敦厚與道家的靜穆幽遠，是很

有姿態，簡單而有力量。所謂「絢爛之極

容易淪為統治階級的「幫忙和幫閒」的，這

趨於平淡」，就是這種境界[注十三]。

樣的文學也終將淪為「瞞和騙」的文學。

慮。儒道詩學之注重和諧當然具有合理的

梁實秋所說的「成熟」、「穩妥」、「整

從中國文學的歷史來看，方苞之提倡「雅

潔而有精神，清楚而有姿態」不正是「圓

潔」，王士禛之提倡「神韻」，不正有著「御

熟」麼，「切題」、「扼要」、「恰當」、「簡單

用」的嫌疑麼？

而有力量」不正是「簡練」麼？對於這種美

魯迅晚年的詩學觀念逐漸轉向馬克思

安先生所采用的批評術語「境界」二字，

向馬克思主義詩學，不過是借助後者的階

其義界也仍然不夠明晰，所以後人雖曾對

級鬥爭學說深化和強化了自己一以貫之的

「境界」二字，嘗試做過種種不同的解

反抗精神。也就是說，魯迅詩學的根底自

說，然而卻對於此二字所提示的「感受

始至終都是啟蒙詩學。五四時期的胡適、

之作用」的一點，一直未曾加以注意[注

陳獨秀、郭沫若、郁達夫等都是魯迅的同

十七]。

路人，但真正繼承魯迅衣缽的是胡鳳和聶

葉嘉瑩先生認為，中國歷代詩學都對

紺弩，新時期的李澤厚和劉再復也可視為

詩歌「興發感動」的本質有所體認，但因為

魯迅啟蒙詩學的後繼者。

缺乏反省思辨的析說能力，所以一直語焉

馬一浮詩學所受西方文學觀念的影

不詳、繆悠恍惚，直到王國維標舉「境界」

響絕少，是比較純正的中國傳統的儒家詩

說，才有較明白而富於反省思考的詮釋，但

學，但對儒家詩學有重要的開拓和發展。

仍然不夠明晰，難以把握。從這個邏輯來

馬一浮詩學的核心是「詩以感為體」

看，馬一浮「詩以感為體」的觀念不正是對

和「詩教主仁」兩個命題：
詩以感為體，令人感發興起，必假言

詩歌「興發感動」的本質更加明白而富於反

說，故一切言語之足以感人者，皆詩也。

之處麼？而葉嘉瑩先生在其詩詞研究著作

此心之所以能感者，便是仁，故詩教主

中反複強調的「興發感動」論，不正是對馬

仁。……人心若無私係，直是活鱍鱍地，

一浮「詩以感為體」的觀念的再詮釋麼？

撥著便轉，觸著便行，所謂感而遂通。才

這就是說，在中國歷代詩學對詩歌本質的

聞彼，即曉此。何等俊快，此便是興。若

探索過程中，「詩以感為體」的觀念真正

一有私係，便如隔十重障，聽人言語，木

抵達了問題的最核心，成為真正的探本之

木然不能曉了。只是心地昧略，決不會興

論。至於「詩教主仁」的觀念，葉嘉瑩先生

起，雖聖人亦無如之何。須是如迷忽覺，
如夢忽醒，如僕者之起，如病者之蘇，方

曾有很高的評價：
談到「詩教」，若依其廣義者而言，

是興也。興便有仁的意思，是天理發動

私意以為本該是指由詩歌的興發感動之本

處，其機不容已。詩教從此流出，即仁心

質，對讀者所產生的一種興發感動之用。

從此顯現[注十五]。

……所以馬一浮在其《複性書院講錄》

省思考的詮釋麼，不正是對王國維的超越

中，就曾認為這種興發感動乃是一種「仁

問題，「詩教主仁」討論的是詩歌的功用問

心」的蘇醒，說「所謂感而遂通」，「須

題，這兩個問題緊密相關，都是真正的探

是如迷忽覺，如夢忽醒，如僕者之起，如

本之論。先看「詩以感為體」，這是一個可

病者之蘇，方是興也」，又說「興便有仁

以媲美於甚至超越於王國維「詞以境界為

的意思，是天理發動處，其機不容己。詩

最上」的詩學觀念。葉嘉瑩先生在評價王

教從此流出，即仁心從此顯現」。我認為

國維的「境界」說時曾說：
至於靜安先生之境界說的出現，則當

這是對於廣義之「詩教」而言的一種極能

是自晚清之世，西學漸入之後，對於中國

在中國歷代詩學對「詩教」的探索過

傳統所重視的這一種詩歌中之感發作用的

程中，「詩教主仁」的觀念真正抵達了問題

又一種新的體認[注十六]。

的最核心，成為真正的探本之論。正是這

掌握其重點的體認和說法[注十八]。

可見靜安先生對於詩歌中這種感發

兩個核心命題表現出馬一浮對儒家詩學的

之生命，較之以前的說詩人，確實乃是有

重要開拓和發展，從而奠定其二十世紀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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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以感為體」討論的是詩歌的本質

「詩以感為體」討論的是詩歌的本質問題，「詩教主仁」討論

和啟蒙詩學共同的戰鬥精神。所以，魯迅轉

的是詩歌的功用問題，正是這兩個核心命題表現出馬一浮對儒家詩

著更為真切深入之體認的。……只可惜靜
學的重要開拓和發展，從而奠定其二十世紀儒家詩學的典範地位。

主義詩學。這一轉向源於馬克思主義詩學

家詩學的典範地位[注十九]。
馬一浮的儒家詩學立場，注定其與道

秀等人，馬一浮也深為不滿：
王船山有言曰：病莫大於俗，俗莫甚

家詩學以及啟蒙詩學不合。道家詩學的經

於偷。三十年前出一梁啟超，驅人於俗；

典文本是嚴羽的《滄浪詩話》，所以對待嚴

十餘年來繼出一胡適之，驅人於偷。國以

羽以及《滄浪詩話》的態度，很能反映批評

是為政，學校以是為教，拾人之土苴以為

者的詩學立場。馬一浮說：
嚴羽《滄浪詩話》云：「詩有別才，

寶，靡然成風，不待今日之被侵略，吾聖

非關學也」。實則此乃一往之談。老杜

回憶三十年前，仲甫在杭時同游，甚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可知學力

恬淡，其後遂隔闊不相聞。今恩怨俱盡，

厚者所感亦深，所包亦富。……乃至音節

當毀生前多此一番運動[注二十九]。

韻律，亦須是學[注二十]。
讀破萬卷，不患詩之不工，謂詩有別
裁不關學者，妄也[注二十一]。

雖然馬一浮和很多人一樣，稱引「詩
有 別 才，非 關 學 也」一 段 文 字 有 誤 [ 注

智之法已蕩然無存矣[注二十八]。

時人方惡古典文學，欲返之草昧，出
辭鄙倍。中土自有種智流傳，豈能遏絕。
終不可令天下之人盡安下劣，他日必有文
藝復興之機。智者深觀物變，無足詫嘆[注
三十]。

徐渭的「狂」，李贄的「邪」，公安派和袁枚的「淺」、

「俗」、「怪僻」，正是啟蒙詩學富於挑戰性和變革性的美學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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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也是讓正統儒者最感不安的美學精神，所以馬一浮要嚴加批

判。

二十二]，但嚴羽站在道家詩學立場，重視

馬一浮認為，二十世紀中國啟蒙運動

詩人特殊的審美感興能力倒也不假，而馬

的一個核心精神就是世俗化，也就是「俗」

一浮站在儒家詩學立場，更為重視的是詩

和「偷」，這對中國社會造成嚴重的破壞性

人後天的讀書學力方面的修養，所以對嚴

的影響。這種破壞性影響在中國文學方面

羽頗為不滿。啟蒙詩學的代表人物是徐

的表現，就是新文學的興起與古典文學的

渭、李贄、公安派以及袁枚等人，馬一浮對

消退，馬一浮對此深感憂慮，但又以樂觀

他們一一加以批判：
尼采雖才氣橫溢，不可一世，情緒乃

的態度期待著中國的文藝復興。

近狂人，卒成心疾，殆如中國徐文長一流

之啟蒙詩學態度要溫和得多，甚至還吸收

人耳[注二十三]。

融化了道家詩學的觀念。馬一浮曾提出詩

卓吾之病，正坐邪見熾然。不用求

要注意的是，馬一浮對待道家詩學較

真，唯須息見。卓吾邪見若息，元是聖人

歌批評的四條標準：
詩，第一要胸襟大，第二要魄力厚，

[注二十四]。

第三要格律細，第四要神韻高，四者備，

浪漫主義失之淺，古典文學多有可
觀。浪漫主義之在中國，當於袁中郎、袁
子才一輩人見之[注二十五]。
公安體及袁簡齋之詩，學來易流怪
僻，尤為初學所戒[注二十六]。
袁簡齋俗學，無足觀也。宜多涵泳，
切勿刳心於文字[注二十七]。

乃足名詩[注三十一]。

「魄力厚」和「格律細」是純正的儒家
詩學觀念，「胸襟大」和「神韻高」則是以
儒為主兼容儒道的詩學觀念。從馬一浮的
論述來看，「胸襟大」主要指的是儒家的胸
襟廣大與正大，但也可以包含道家的胸襟
灑脫與灑落。而「神韻高」中的「神韻」其

徐渭的「狂」，李贄的「邪」，公安派和

實就是「氣韻」，它包含了氣格和韻味兩種

袁枚的「淺」、「俗」、「怪僻」，正是啟蒙詩

內涵，「神韻高」也就是氣格超和韻味勝。

學富於挑戰性和變革性的美學精神，也是

前者是明清「格調說」的迴響，後者是明清

讓正統儒者最感不安的美學精神，所以馬

「神韻說」的延續。但從馬一浮關注的程

一浮要嚴加批判。對於相繼發動二十世紀

度來看，「神韻高」更多的還是指氣格高

中國啟蒙運動的前驅梁啟超、胡適、陳獨

[注三十二]。這就是說，馬一浮詩學雖然吸

收融化了道家詩學，儒道兼融，但根底上

二十世紀中國詩學的傳統，除了儒家
詩學、道家詩學、啟蒙詩學三者之外，還有
一種影響巨大的傳統，就是馬克思主義詩
學，其典範人物是政治領袖兼文學理論批
評家毛澤東，其經典文本是《在延安文藝
座談會上的講話》，其根本的詩學精神是
重視文學與政治經濟的關係，強調文學的
意識形態屬性。馬克思主義詩學和儒家詩
學、啟蒙詩學一樣，都是功利主義的詩學，
所以首先和非功利主義的道家詩學不合；
其次，馬克思主義詩學雖然和儒家詩學一
樣，都強調文學的道德政治的目的，但儒
家詩學注重的是文學的道德感化作用，馬
克思主義詩學注重的是文學的政治教化功
能；第三，馬克思主義詩學雖然和啟蒙詩
學一樣，都強調文學的戰鬥精神，但啟蒙
詩學注重的是文學的個人的反抗，馬克思
主義詩學注重的是文學的階級的鬥爭。關
於馬克思主義詩學學界關注較多，這裏不
再贅述。
儒家 詩 學、道 家 詩 學、啟蒙詩 學 是
中國固有的詩學傳統，馬克思主義詩學是
「為古代文論所無」[注三十三]的詩學傳
統，它們是二十世紀中國詩學最重要的四
種傳統。四種詩學 傳統各有長短各有利
弊，所以既不能故步自封頑固不化，又不能
妄自尊大唯我獨尊，既要在自身內部不斷
轉換和創造，又要在相互之間不斷制衡和
交融，這是新世紀中國詩學發展的正途。

社科基金青年項目「馬一浮詩學研究」
（13CZW060）的階段性成果。
[注一]成復旺《新編中國文學理論史》(北
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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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本文是作者主持的國家

馬一浮認為，二十世紀中國啟蒙運動的一個核心精神就是世俗

他們對儒家詩學的發展各有推動之功。

化，這種破壞性影響在中國文學方面的表現，就是新文學的興起與

錢穆、陳寅恪、吳宓、梁實秋、徐復觀等，

古典文學的消退，馬一浮對此深感憂慮，但又以樂觀的態度期待著

與馬一浮同屬儒家詩學傳統的，還有

中國的文藝復興。

還是儒家詩學。

頁二九。
[注二]王國維《人間詞話》第九則，聶振斌
選編《中國現代美學名家文叢·王國維卷》
(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二○○九年)，頁
一三七。
[注三]王國維《論哲學家與美術家之天
職》，聶振斌選編《中國現代美學名家文
叢·王國維卷》(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二
○○九年)，頁四。
[注四]王國維《紅樓夢評論》，聶振斌選
編《中國現代美學名家文叢·王國維卷》
(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二○○九年)，頁
一一七。
[注五]王國維《古雅之在美學上之位置》，
聶振斌選編《中國現代美學名家文叢·王國
維卷》(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二○○九
年)，頁一○一。
[注六]王國維《宋元戲曲考·自序》，聶振
斌選編《中國現代美學名家文叢·王國維
卷》(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二○○九
年)，頁一八三。
[注七]王國維《宋元戲曲考·元劇之文
章》，聶振斌選編《中國現代美學名家文
叢·王國維卷》(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二
○○九年)，頁一八九。
[注八]王國維《宋元戲曲考·元劇之文
章》，聶振斌選編《中國現代美學名家文
叢·王國維卷》(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二
○○九年)，頁一八九。
[注九]成復旺《新編中國文學理論史》(北
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二○一○年)，
頁八○二。
[注十]魯迅《且介亭雜文末編·白莽作〈孩
兒塔〉序》，《魯迅全集》第六卷(北
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二○○五年)，頁
五一二。
[注十一]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
定」草（六至九）》，《魯迅全集》第六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二○○五年)，
頁四四一、四三六、四四四。
[注十二]龔自珍《己亥雜詩》（一二九、
一三○）說：「陶潛詩喜說荊軻，想見停
雲發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俠骨恐
無多」。「陶潛酷似臥龍豪，萬古潯陽松
菊高。莫信詩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

詩學傳統各有長短各有利弊，所以既不能故步自封頑固不

化，又不能妄自尊大唯我獨尊，既要在自身內部不斷轉換和創

造，又要在相互之間不斷制衡和交融，這是新世紀中國詩學發展

的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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騷。」正是發掘陶淵明豪、俠和不平的一
面。
[注十三]梁實秋《實秋雜文·作文的三個
階段 》，《梁實秋散文》第三冊(北京：
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一九九○年)，頁
二七六。
[注十四]魯迅《南腔北調集·小品文的危
機》，《魯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
文學出版社，二○○五年)，頁五九一、
五九二。
[注十五]馬一浮《復性書院講錄》(濟南：
山東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頁五七。
[注十六]葉嘉瑩《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
(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頁三○○。
[注十七]葉嘉瑩《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
(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頁二九八。
[注十八]葉嘉瑩《談古典詩歌中的興發感動
之特質與吟誦之傳統》，載《我的詩詞道
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
年)，頁一九七。
[注十九]關於馬一浮「詩以感為體」和「詩
教主仁」兩個觀念的詳細闡釋，可以參看
拙著《六藝與詩——馬一浮思想論衡》(北
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一○年)。
[注二十]《馬一浮先生語錄類編·詩學
篇》，《馬一浮集》（第三冊）(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頁一○○六。
[注二十一]《馬一浮先生語錄類編·詩學
篇》，《馬一浮集》（第三冊）(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頁九八四。
[注二十二]嚴羽原文應為「詩有別材，非關
書也」，參看郭紹虞《滄浪詩話校釋》(北
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三年)。
[注二十三]《馬一浮先生語錄類編·諸子
篇》，《馬一浮集》（第三冊）(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頁九七二。
[注二十四]《馬一浮集》（第二冊）(杭
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頁四二一。
[注二十五]《馬一浮先生語錄類編·詩學

篇》，《馬一浮集》（第三冊）(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頁一○四二。
[注二十六]丁敬涵編注《馬一浮詩話》(上
海：學林出版社，一九九九年)，頁五三。
[注二十七]丁敬涵編注《馬一浮詩話》(上
海：學林出版社，一九九九年)，頁五五。
[注二十八]《馬一浮集》（第二冊）(杭
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頁八七八。
[注二十九]《馬一浮集》（第二冊）(杭
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頁一○三二。
[注三十]《馬一浮集》（第二冊）(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頁六三○。
[注三十一]丁敬涵編注《馬一浮詩話》(上
海：學林出版社，一九九九年)，頁二。
[注三十二]具體參看拙文《馬一浮的詩歌批
評標準》，載《從孔子到馬一浮》(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一四年)。
[注三十三]黃曼君主編《中國二十世紀文學
理論批評教程》(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
社，二○一○年)，頁八七。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tradition
and model of the 20th century China
poetics
L i u We i (S c h o ol of Hu m a n it ie s ,
Yunnan University)
Abstract:The 20th Century China
poetics includes the Confucian poetics\ the
Taoist poetics\ the enlightening poetics and
the Marxist poetics. The model of these
four poetics is respectively Ma Yifu\ Wang
Guowei\ Lu Xun and Mao Zedong. The
continuing conversion and creation inside
these four poetics, and the continuing
balance and blend bet ween these fou r
poetics, is the right path of the new century
China poetics.
Key words: the China poetics; the
tradition and model; Wang Guowei; Ma
Yifu; Lu Xun.

特約書評

基督教媒介傳播的
全方位宏觀歷史透析
——評許正林新著《基督教傳播與大眾媒介》
■ 郝 雨、劉 凱
上海大學
膩，不失為一部結合傳播學與基督教研究
的學術佳作。
關鍵詞：基督教傳播；大眾媒介；社
會發展。

宗教是教人信仰的，是解決人的精神

精神之間，一直被西方聖者們區分為身心
二元性，並在漫長的主體性哲學觀念中，極
力推崇理性、靈魂、精神，致使精神的信仰
至高無上，身體及其所表現的感性則總是
被視為價值的對立面而備受壓抑[注一]。
所以塗爾幹認為，所有宗教，哪怕是最粗
陋的宗教都是精神至上的，它們的主要目
的就是對精神施加影響[注二]。而由於人
類終極信仰以及宗教派別從來各異，所以，
各個不同的宗教與教派，也總是需要和希

播與大眾媒介》一書，是系統研究基督教

望更多人的認同和瞭解，因而每一宗教天

與大眾媒介傳播關係與現狀的一部學術著

生就要廣泛傳播，且更要深入人心。所以，

作。依托於扎實的資料搜集工夫，通過極

嚴格意義上說，宗教是與傳播共生的，或

其翔實豐富的文獻史料，全書不僅向我們

者說，傳播即宗教的命脈。歸根結底，無傳

闡明了基督教傳播媒介利用的歷史和現

播也就無所謂宗教。那麼，對於宗教領域

實，還向我們展示了一幅宗教文化與人類

的傳播學研究，就理所當然應該是傳播學

社會發展的全景圖。著者還利用了社會學

實務研究的重要課題。最近，上海大學許正

的調查研究方法，鮮活地反映了西方宗教

林教授的《基督教傳播與大眾媒介》（上海

的大眾傳播影響。全書視野宏闊，筆觸細

世紀出版集團，二○一五年六月）出版，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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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許正林教授的《基督教傳

摘

每一宗教天生就要廣泛傳播，且更要深入人心。所以，嚴格意義

進入文明時代以來，身體與靈魂，身體與

上說，宗教是與傳播共生的，者說，傳播即宗教的命脈。歸根結底，

信仰，也總要有心靈歸屬。而且，自從人類

無傳播也就無所謂宗教。

和靈魂歸屬問題的。生而為人，自然總要有

是從傳播學視角和運用傳播學以及相關學

手中掌握了一千三百七十個全日制基督教

科的研究方法，對宗教文化尤其是基督教

廣播站和二百餘個全日制基督教電視台，

傳播媒介進行全方位宏觀系統的研究，而

分別佔美國廣播站和電視台的百分之十和

取得的獨特而可喜的成果。

百分之十四。製作宗教廣播節目的組織達

一

五百九十六個。從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七
年，美國宗教廣播站和電視台分別增加了

任何學術研究，最基礎和首要的環

百分之二十二和七十一，同期製作宗教電

節，當然就是對於一手資料的收集、獲取

視節目的組織和教會也增加了三分之一，

和佔有。而這一點，正是筆者得知許正林教

多達四百一十四個，每年從中獲得幾十億

授申請到教育部和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要

美元捐款收入。在電子教會當中，有通稱的

全面研究宗教傳播這樣的課題之後最為擔

電子佈道八大超級宗教明星：杰里‧福爾

心的，而且也正是我們拿到許正林教授的

韋爾、奧拉爾‧羅伯茨、海爾伯特‧W‧阿姆

研究成果，即這部沉甸甸的專著之後最為

斯特朗、加納‧T‧阿姆斯特朗、帕特‧羅伯

吃驚的。

遜、吉米‧貝克爾、雷克斯‧漢巴特和羅伯特

豐富的資料使得我們這些對於基督教非常陌生的普通讀者也能

夠瞭解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資料的翔實顯然使得作者的研究具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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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可靠的基礎，完全突破了其未能身處基督教文化語境的劣勢。

先說當初為什麼擔心。一個中國人，

‧舒勒。比如福爾韋爾主持的「昔日福音」

自己並不是實際的信教徒，又不生活在以

節目被國內三百零四個、國外六十九個電

基督教為主要信仰體系的國家。對於宗教

視台轉播，每周可獲一百萬美元的轉播收

活動自然很難有十分直觀的感受，而且，利

入。帕特‧羅伯遜的「啟示者」（Man with a

用大眾媒介傳播的宗教也主要是在西方國

message）電視節目在美國南方地區收視廣

家。所以，在這樣的以宗教傳播為主題的研

泛，每年收入近六千萬美元，而且每年還以

究中，對一手資料的獲取方面肯定存在許

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的比例增長。再如《紐

多隔膜和障礙。正如戴元光教授在本書的

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今日美國》對

序言中所說，一九九二年，傳播學大師余

基督教報道的相關內容比較，所有報道內

也魯先生曾經要資助他去研究基督教在中

容和篇幅的數據，統計得非常詳盡（參見

國的傳播。用了半年時間翻閱了一些資料，

下圖）。這些內容不僅完全打消了我們當

深感壓力，沒有信心，就作罷了。可見，這樣

初的疑慮，而且簡直令我們驚嘆。

的課題對於中國的學者來說，確為短板。

許正林教授的資料搜集功夫也確實了

再說面對其研究成果即已出版的專

得，在這個專著研究寫作過程中，他通過

著又為什麼吃驚。當手頭的這樣一部洋洋

向美國、加拿大、英國、德國等國家本土發

近八十萬字的學術專著擺在面前，讀罷，

放調查問卷的方式，直接獲得一手資料；

第一感覺是：其中的資料翔實豐富。而如

與此同時，他以多種途徑和方法搜集關於

此豐富的資料，使得我們這些對於基督教

基督教的圖書、圖片、視頻、音樂等，保證

非常陌生的普通讀者也能夠瞭解得明明

了資料的詳實。其實，在正林兄這部書的研

白白清清楚楚。而且這些資料的很多細節

究和寫作過程中，我就對其資料占有情況

性的東西也都讓人感覺紥紥實實，一清二

略有所知。比如，我們曾親眼看到，僅就世

楚。資料的翔實顯然使得作者的研究具有

界各地的教堂照片而言，他的電腦裏就保

了非常可靠的基礎，完全突破了其未能身

存了不下幾百幅。儘管這樣的照片對其研

處基督教文化語境的劣勢。比如，宗教傳

究並不一定有明顯的實際作用，但是，他

播的大眾媒介化、電子化，給牧師和教會

就是這麼一絲不苟。在資料搜集方面，只

帶來了雙重經濟效益。一九八七年，宗教

要出國訪學、參與學術會議，他就會抽空

廣播年收入已達二十億美元，宗教廣播家

去購買書籍、音像製品。為了研究美國當代

華盛頓郵報宗教專版關注議題比例

大眾媒介體系」中，一開頭就這樣說道：

的主要美國當代基督教音樂唱片，對其進

「天主教在人類文明史上曾經有著極為崇

行了詳細的分類和整理，並在此基礎上利

高、神聖的地位。然而，科學技術的不斷

用Google等搜索引擎及其它門戶網站對研

進步和現代社會的不斷發展，使得天主教

究資源進行了補充和拓展。正是基於細緻

與當今世界的關係發生了深刻變化。天主

耐心的搜集工作，許教授的書才得以徵引

教從原有的神聖地位逐漸走下神壇，其教

宏富，且不失細膩可感。

規、戒律、禮儀不再對現代社會具有普遍

二

文化作為傳播場域形成的物質和心理背景，在傳播過程中具

四百餘張從一九九九年到二○一一年以來

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義。由於基督教文化本身的內涵極為豐富，

本書的第三章——「傳播範型：梵蒂岡的

如果不能在一種更高的文化境界和層面上進行研究，結果必然會

膚淺單薄。

基督教音樂，他甚至還從亞馬遜網中購得

的指導性、規範性和約束力，而是呈現出
不斷世俗化的趨勢。儘管如此，天主教仍

戴爾海姆斯曾言：「傳播行為不能獨

然對人類社會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如

立於背景框架或隱含命題」[注三]，換言

今，天主教主張與全世界進行對話，注重

之，文化作為傳播場域形成的物質和心理

吸收現代科學技術成果，積極地參與到社

背景，在傳播過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

會活動和管理中。大眾傳媒作為現代社會

意義。所以，雖然本書主題是對於基督教

不可或缺的信息傳播工具，成為天主教延

傳播與大眾媒介的研究，但是，許正林教

續自身、發揮社會影響力的重要途徑和平

授的研究又絕不僅僅囿於媒介研究的視角

台。梵蒂岡引入大眾媒介，標志著天主教

和層面上。其宏觀視野開闊，研究對象和

傳播進入一個新的時期，這個時期已超過

內容剖析深透。由於基督教文化本身的內

了半個世紀，並仍在不斷地發展和延續。從

涵極為豐富，如果不能在一種更高的文化

早期的《羅馬觀察家》報到互聯網中梵蒂

境界和層面上進行研究，結果必然會膚淺

岡的各種新型傳播平台，梵蒂岡大眾傳媒

單薄。

所發出的消息和聲音，代表著教廷對世界
各地天主教會及天主信徒的交流和指導，

在課堂上講《聖經》，她第一句話就說：

見證著天主教在現代社會中自我調適的全

「《聖 經》不 是 一本 書，而是 一座 圖 書

新姿態」[注四]。這樣對於基督教與大眾媒

館」。那麼，對於整個基督教而言，就更是

介關係的概括，顯然是既有時空縱橫的開

一個無限廣大的精神和文化世界了。毫無

闊度，又有鞭闢入裏的深刻度。

疑問，任何綜合全面的基督教研究，都應

而在整個人類歷史的發展中，傳播媒

該站在這樣的高度去進行研究。許正林在

介的發展，又很大程度上影響和推動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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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有一次，筆者聽一 位 美國教 授

類文明各個領域和範圍的變革與發展。所

全書的前四章（包括緒論部分），主要

以，傳播媒介系統與形態的發展，當然也

是研究當代世界宗教與大眾傳播媒介的關

與基督教文化的傳承、流變密切相關。在

係，以及宗教傳播文化的社會背景等等，

這一點上，本書的研究，同樣顯得高屋建

其整個理論視野涉及：宗教與傳播的互生

瓴。按照傳播學界的普遍認可，人類傳播媒

關係，宗教傳播與大眾媒介，新興宗教的

介發生過五次大的革命。而每一次媒介革

大眾傳播，尤其是全面闡述了整個宗教傳

命，都會在社會結構和經濟政治體制方面

播與社會文化、政治以及技術的背景與關

產生重大影響。對於基督教來說，自然也

係。而在其展開討論這樣的關係之時，著

不例外。本書的主體部分，就是詳細梳理

者首先論述了宗教與傳播之間的關係。他

和論述了不同媒介變革中的基督教傳播以

從塗爾幹的著作中汲取養料，不僅認識到

及整個基督教文化系統歷史發展的脈絡和

宗教在體現文化的價值觀和傳播力方面的

發展狀況。

深刻影響，還看到了宗教的深層屬性，即

基督教傳播，歸根結底是一種文化活動，所以，在著者的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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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與大眾媒介研究中，我們看到的不僅是基督教傳播媒介利用的歷

史和現實，更是一幅宗教文化與人類社會發展的全景圖。

當然，本書著者對於基督教傳播與大

「宗教同時也可以是一種傳播系統，促成

眾媒介關係歷史脈絡的把握，並沒有嚴格

並控制信息交換於世俗與神聖的兩個世界

按照傳播學對於五次媒介革命的歷史階段

之間，宗教也是傳播的一種形式，因為其

的概括。在本書第一章「宗教傳播與大眾

在社會環境中，有信息的交換，也可成為不

媒介關係流脈」中，著者將其歷史脈絡作

同情境間的工具，且擁有本身就是一種情

了三個階段的歸納：第一階段即「基督教利

景的特性」[注六]。著者並未就此終止演繹

用媒介傳播福音的早期歷史」；第二階段是

過程，而是因循提出了這樣的觀點：「宗教

「電視傳播：福音傳播的第二次革命」；第

傳播可以從宗教觀點看傳播，也可以從傳

三階段則是「網絡傳播：基督教傳播的第

播的觀點來看宗教」[注七]，「以傳播的觀

三次革命」。與傳播學的五階段劃分相比，

點看宗教，可以利用不同的傳播理論或者

許教授對基督教傳播階段的劃分更強調技

觀點應用在宗教宣教的研究上，包括兩級

術的力量，這也正是他把語言傳播、書寫

傳播理論、意見領袖等。以宗教的角度看傳

傳播歸納為第一階段即「基督教利用媒介

播，傳播是宗教的行為手段方式；以傳播

傳播福音的早期歷史」的原因。他認為，由

的角度看宗教傳播，宗教則是傳播的內容

於傳播技術的限制，「這個時期的基督教

與類型」[注八]。著者一環扣一環，以經典

傳播只是掌握在極少數的人手裏，直到印

為源，以邏輯推演為續，清晰地闡釋了宗教

刷術的出現，給基督教帶來了革命性的變

與傳播在宏觀意義上的互生關係。

化」[注五]。

以宏觀意義上的互生關係為鋪墊，許

三

正林教授進而從歷史發展的角度出發，試
圖還原宗教文化傳播的歷史演變，勾勒出

基督教傳播，歸根結底是一種文化活

宗教與大眾媒介的互生關係現狀。當然，

動，是整個社會文化結構和系統中的基本

從整個世界的格局來看，美國是基督教信

的和有機的成分。因此，對於基督教傳播

仰的大國。因此，本書重點以美國為例研

的研究以及對於基督教與大眾媒介關係的

究基督教傳播與社會發展的種種關係。許

研究，也同樣不能孤立地進行媒介現象研

教授一書對美國當地的書籍印刷、報刊、

究。所以，在著者的基督教傳播與大眾媒介

廣播電視、音像製品、電影媒介等關涉宗

研究中，我們看到的不僅是基督教傳播媒

教傳播的現象進行了系統性的研究，其中

介利用的歷史和現實，更是一幅宗教文化

也談到了商業主義以及新興媒體衝擊及挑

與人類社會發展的全景圖。

戰下的新問題和新形勢，全方位的展示了

隘，著者在研究時並未拘囿於美國這一大

的描述細緻入微，可感性極強。例如，在這

背景，而是兼顧了其他基督教文化區。如

部分內容中，為了論證「融合性當代基督教

在考察西方宗教的大眾媒介影響時，著者

音樂的概念和表現：對商業利益的重視」

為了盡可能提高調查的代表性，被調查區

這一論題，著者以艾米格蘭特的商業成功

除了設在美國的諾克斯維爾與俄亥俄州地

模式作為論據。著者寫道：「首先，G r a nt

區教堂外，還選取了加拿大威靈頓教堂與

的歌曲與當時一般意義上的同類當代基

高林伍德地區和德國薩爾布呂肯市的紐翰

督教音樂歌曲相比，最大的不同還是在於

內斯教堂和第七日季度復臨教堂作為調查

歌詞風格的轉變上。以首張獲得成功的專

地。專業的調研公司，再加上為期兩個月的

輯Age to Age 為例，裏面的大部分歌曲由

調查，大大保證了調查的可信度。

於其宗教內涵的稀釋可以被稱為是『清福

四

音』（lite gospel）。而伴隨歌唱事業的進一
步發展，Grant的歌曲逐漸向『積極的流行

作為傳播 學視角和方法的研究，必

樂』（positive pop）靠攏，即是一種表達積

然要涉及傳播效果的問題。而對於基督教

極健康意義而本質上屬於流行樂的音樂形

傳播媒介的研究來說，傳播效果問題又主

式。比如，初期的歌曲『向上帝唱出你的贊

要表現在信眾的接受廣度和深度。歸根結

美』（Sing Your Praise to the Lord）……」

底，宗教傳播不僅要走向更廣闊的世界，而

[注九]。在這一部分，艾米格蘭特成功的商

且更為重要的目標還是要深入人心，進入

業模式是作為例子出現的，然而，據統計，

靈魂，改變人的精神。所以，許正林教授的

在這部分描繪中，「以……為例」和「比如」

基督教傳播與大眾媒介研究，在全面宏觀

之類的字眼共出現了四次，這也就意味著

的研究框架內，也少不了進入微觀層面的

著者又多次對例證本身進行了再舉例，同

影響研究。

時，對所援引的每一首歌，著者也都列出了

在這一方面，著者對於音像製品的傳

其中有代表性的歌詞，予以細緻分析，力求

播研究更有說服力。在「美國當代基督教

最大限度地釐清美國當代基督教音樂的作

音樂製品的內容解讀」這一節中，著者歸

用機制、傳播效果。

納了美國當代基督教音樂製品中最獨特的

許正林教授正是這樣細緻耐心地撰

兩處地方，即「對歌詞內容的強烈重視」和

寫《基督教傳播於大眾媒介》一書的。也

「其所包含的音樂類型各式各樣」。然而，

許在讀它，你會認為自己與基督教傳播絕

著者並未滿足於對這兩點的闡述，反而窺

緣，但讀罷你定會發覺：原來基督教文化

見了「從這兩大特點的主體中生發出的多

就在身邊。因為即使你不是基督徒，你也

條彼此相異的分流」。他說：「每一條不同

還是大眾媒介的受眾，時不時地還要跟基

的分流都會以不同的內容、不同的傳播態

督教文化打個照面。也正是依托於大眾媒

度去發揮自身不同的影響。即便這些不同

介，基督教才得以走向世界，通往人心。

有對其進行細緻的分類和描述，才能對美
國當代基督教音樂的作用機制、傳播效果

附：卓新平《序言》

乃至對最終形塑的美國福音主義亞文化的

我們已經進入了「全球化」的信息時

實質有儘量正確的把握」。正是秉持這一

代，世界宗教在當代的信息傳播亦在與時

線索，著者在這一命題下劃分了五大部分，

俱進，故而影響獨特，在整個大眾傳媒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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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都服務於美國福音主義亞文化，但唯

對於基督教傳播媒介的研究來說，傳播效果問題又主要表現

以更好地闡明觀點。值得注意的是，實例

在信眾的接受廣度和深度。所以，許正林教授的基督教傳播與大眾

關係。本書視角選取有所側重，但卻並不狹

媒介研究，在全面宏觀的研究框架內，也少不了進入微觀層面的影

又對每一部分進行了再細化，並輔以實例
響研究。

整個宗教傳播與社會文化、政治與技術的

基督教的傳播從古至今，與世俗的大眾媒體發展相遇、相撞、

相互滲透及融合，其傳播的方式及其內容表達的形式也都在不斷突

破、多有創新，從而使這一世界最大宗教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和可

持續的發展勢頭。

展中佔有很大比重，起著重要作用。要想

運用大眾媒體及其喜聞樂見的傳播手

瞭解當今世界傳媒事業的發展及其全貌，

段，是宗教發展傳播中的一大特色，這在

對宗教傳媒現狀及其與現代宗教傳播的關

基督教中尤為突出。在世界流傳廣遠的名

聯之準確把握，是其關鍵一環，亦是當務

著、名刊中，在各種膾炙人口的音像、影視

之急。尤其是歐美社會以基督教各派為主

作品中，基督教的題材佔有很大比重，而且

的現代傳播及所掌握的多種傳媒手段，已

仍對廣大民眾有著其吸引力和影響力。近

經成為我們必須關注和研究的一個重要領

些年來，這些作品已經陸陸續續傳入中國，

域。對此，許正林教授的新著《基督教傳播

且在中國大眾媒介中形成不小的影響。對

與大眾媒介》為我們提供了在這一方面的

於相關作品的討論、評介，幾乎不絕於耳，

豐富信息和全面研究。

但評論界多因一葉之障、說不透徹，其重

筆者已結識許正林教授多年，且一直

要原因就是對其宗教蘊涵或背景的瞭解不

留意其學術發展和在具有前瞻性、前沿性

夠，故而僅能觸及其表層解讀。對此，我們

領域的探索及開拓。許正林教授有著研究

仍需要大量知識信息，也大有必要促進其

基督教經典和聖經文學的學術功底，此後

學術探究意義上的系統梳理。可以說，許正

又開展了新聞媒體和文化傳播的專門研

林教授這部專著的問世乃恰逢其時，在一

究，並把重點放在對宗教傳媒及其社會影

定程度上滿足了上述需求，起到了非常重

響的探討上，在這一研究領域學有專攻，

要的填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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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之以恒，著述頗豐，見地獨到，而且善於

在《基督教傳播與大眾媒介》這部著

運用影視人類學、藝術人類學等新型調研

作中，許正林教授將重點放在基督教與大

方法，體現出其研究理論及方法的與眾不

眾傳播媒介的交互關係上，縱向探究了其

同，給人以前衛和新穎之感。從許正林教

歷史淵源和發展演變，橫向審視了其全球

授的這一新作中，我們就可以看出其極為

輻射和影響擴展。基於這一視域，他搜羅

開闊的學術視域，極為廣泛的資料搜集，

廣泛、採摭宏富，以翔實的資料、大量的信

以及極為獨到的理論創見。

息來有力支撐、見證其闡述及結論。該著

作後的豐富參考文獻和眾多附錄，故也有

籍和宗教題材電影的影響力及競爭力，從

著珍貴的史料價值和重要的學術參考意

而把我們從波譎雲詭的基督教報刊媒體又

義，並給讀者帶來檢索、查找和閱讀的便

引入生動絢麗的基督教影視市場，對歐美

利。

社會中西方宗教經久不衰的魅力及其文化
回溯歷史，基督教的傳播從古至今，

從亞歐到全球，先後經歷了其口頭傳播、

產業的格外活躍有著犀利的觀察和深刻的
體悟。
梵蒂岡傳媒情況的介紹中，許正林教授不

相遇、相撞、相互滲透及融合，其傳播的方

僅從視聽直覺層面上展示了《羅馬觀察家

式及其內容表達的形式也都在不斷突破、

報》、梵蒂岡電台、梵蒂岡電視中心以及其

多有創新，從而使這一世界最大宗教保持

互聯網站等新媒體的發展，而且還從結構

了旺盛的生命力和可持續的發展勢頭。在

上分析了梵蒂岡國務院、信理部和萬民福

對這一歷史進程的勾勒上，許正林教授以

音傳播部、以及教廷大眾傳播委員會的指

美國基督教和梵蒂岡天主教的大眾媒介體

導和引導作用，並在理論上指明《天主教

系為重點，以其深入、透徹的研究來嘗試

法典》、《大眾傳播工具法令》和相關教宗

揭示出這一宗教得以撥動千百萬民眾心弦

通諭等天主教傳播管理文件對其大眾傳播

的奧秘，論述其傳播手段的特點及其媒介

工作的影響或約束。在網絡時代，梵蒂岡

體系的特色。在他看來，基督教傳播有著

媒體對於世界天主教「大一統」管理上的

多次飛躍和革命，其複雜進程亦與社會政

獨特作用，對其聖統制的有效維繫，以及

治、文化、技術的發展進步密切相關。基督

對天主教信仰的積極凝聚，都值得我們特

教在北美的傳播，更是美國歷史文化發展

別關注和專門研究。

本身的重要構成。在美國宗教在其本土所

當然，許正林教授的論述有點有面、

經歷的四次「大覺醒」、以及其後隨著「美

涉獵更廣。在以上所論美國、梵蒂岡作為

國夢」而向外擴張的歷史中，基督教的傳播

其重點闡述對象之外，許正林教授不僅談

理念及其技術手段有著非常明顯的提高。

起美國、加拿大、德國等歐美新教領域對

為此，許正林教授條分縷析，分別敘述了

大眾媒介的使用和影響情況，而且還以更

歐美特別是美國報紙雜志、圖書出版、廣

為開闊的視野論及當今世界新興宗教的大

播電台、電視影視、網絡視頻等傳統和新

眾媒介傳播、以及所謂「邪教」的大眾媒介

型媒體發展及信息傳播對基督教的影響，

滲透問題等，從而對整個西方世界當今宗

以及這些媒體被基督教所運用的情況。這

教大眾媒介傳播的態勢、特點及其意義等

裏，許正林教授還特別提醒，現代社會信息

都有著宏觀、整體的把握，體現出其研究

同步和互聯網等新媒體的技術發展及其不

的系統性和完整性。
宗教傳播與大眾媒介的關係是一個

大程度上取代了傳統教會的魅力，並因其

歷史悠久的老問題，卻也是當今日漸成為

快速、便捷等優勢而使基督教的傳播理念

熱門話題的新關注。在人們越來越注意社

也時時更新，有時甚至能夠引領新潮。其

會輿論、新聞導向，越來越被標新立異的

結果，歐美表像上基督教的教堂之隱，反

影視、音像作品所吸引的今天，系統而深

襯出基督教在現代傳媒中之顯，這種在宗

入地研究宗教傳播及其豐富多樣的形式，

教信仰活動參與方式上的嬗變頗值我們玩

認真觀察其在世界各國文化發展之文化引

味和思考。這裏，許正林教授特別提到了

導、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之互動關係中的

教會電視節目、基督教音像製品、暢銷書

地位和作用，對於我們開放發展的當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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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成熟、完善，使日新月異的電子教會在很

在形成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多元文化和諧共同體的進程中，文化相

絡傳播等進程，並與世俗的大眾媒體發展

遇及文化共在不只是相互抵觸、彼此對抗的敵意較量，而也應該有相

在對影響全世界十二億多天主教徒的

互學習、取長補短的和諧對話。

手抄本傳播、印刷術傳播、廣電傳播和網

國有著特殊意義，也是我們在文化研究中
類命運共同體和多元文化和諧共同體的進
在全球文化發展中善於巧借宗教文化的軟實力，能夠強有力

地展示中華文化之魂的活力，彰顯中國文化之夢的魅力。對於這

種文化戰略的構設及推動，需要我們的睿智和新知。

仍然亟待解決的一個短板問題。在形成人
程中，文化相遇及文化共在不只是相互抵
觸、彼此對抗的敵意較量，而也應該有相
互學習、取長補短的和諧對話。面對西方
媒體及其文化產品極為強勢地挺進中國輿
論領域、占領中國文化市場，我們已經不能
再僅以消極地「抵制滲透」來相對弱勢地
防範，而必須以我們對相關信息的全面掌
握、對相關問題的深入研究來知己知彼、
揚長避短，在受到相應警示、啟迪的同時
也理應找出主動、積極的新辦法、新舉措，
從而能夠因勢利導、有效應對、處驚不亂、
沉著穩定，在今日世界傳媒大潮的急劇湧
動流變中搶佔先機，在全球文化發展中善
於巧借宗教文化的軟實力，從而能夠強有
力地展示中華文化之魂的活力，彰顯中國
文化之夢的魅力。對於這種文化戰略的構
設及推動，需要我們的睿智和新知。為此，
許正林教授的這一新作就非常值得我們認
真閱讀、深入思考。

１２６

[注一]參見梅瓊林：《囚禁與解放：視覺文
化中的身體敘事》，載《哲學研究》二○
○六年三期，頁六八。
[注二]【法】愛彌爾·塗爾幹：《宗教生活
的基本形式》，渠敬東、汲哲譯(上海人民
出版社，二○○六年)，頁四○○。
[注三]M i c h a e l H. P r o s s e r, P h.D., T h e
Cultural Dialogue: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Washington,
DC, Published by SIETAR International.
May 1989，P.39.
[注四]許正林：《基督教傳播與大眾媒介》
(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二○一五年)，頁七
○。
[注五]同上。

[注六]許正林：《基督教傳播與大眾媒介》
(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二○一五年六月)，頁
二五。
[注七]同上，頁一○。
[注八]同[注六]，頁一○。
[注九]同[注六]，頁九三。

A Comprehensive Historical Inquiry
into the Christianity Communication in
Mass Media
—— Book Review :Chr istianit y
Communication and Mass Media
,Witten by Xu Zhenglin
Hao Yu, Liu Kai(Shanghai University)
Abstract: Christianity
Communication and Mass Media ,which
is wirtten by Xu Zhenglin, is an academic
b o ok syst e m at ica l ly r e se a r ch i ng t he
current statu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ristianity communication and the mass
media. Based on great efforts in material
collecting, the book not only clarif ies
t he h ist or y a nd cu r re nt st at u s of t he
Christianity communication in the mass
media, but also shows us a panorama of
the religious cul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 The author also uses
researching methods of sociology, vividly
reflects the impact of the western religion
on the public. On the whole, the book
is based on a broad horizon, filled with
delicate descriptions, which is indeed an
excellent academic book in communication
and Christianity research.
K e y w o r d s：C h r i s t i a n i t y
com mu n icat ion; Ma ss me d ia; So 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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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後絮語
■ 子 夜
本刊執行主編
春夏秋冬，轉眼歲末，本期送到讀者手中，應是天寒地冬之時。儘管如此，我們仍然期待通過所載精彩文
章，讓大家領略文化和學術的暖意。這固然是例話，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確實是千百年來文化人的一
種揮之不去的夢想。
今年七月，在新加坡舉行了第四屆世界華文學術名刊高層論壇，主題是「當代世界的華文學術期刊與學術
共同體建構」，而在此之前，澳門四月舉行的「華文學術期刊發展趨勢」國際研討會，也集中討論了有關華文期
刊與學術共同體的關係問題。更早一年前，本刊和中國社會科學雜志聯合主辦的第三屆華文學術名刊高層論壇，
也已經對學術共同體這個現象表達了極大興趣。顯然，這個問題會有繼續擴大討論的趨勢，這也就形成了本期特
輯的主題。
應該說，首篇所發的中國社會科學雜志副總編輯余新華的文章，具有對這一問題所作的提綱挈領的啟發。
學術共同體是一個相對穩定、有效的學術生產、交流平台，而學術期刊在學術生產和傳播的重要環節中起著紐帶
作用。作者從這一角度論述了華文期刊在學術共同體形成過程中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時，作者特別注意到
了不少華文學術期刊身處海外，對西方學術有著更近距離的體驗。建立華文學術共同體，傳播華文學術成果，海
外的華文期刊是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這支隊伍應該不斷擴大。從這一點出發，正可印証作者文章標題所說，華
文學術期刊要自覺、自信、自強。我們非常願意以此與同仁和讀者共勉。
其它三篇文章也基本貫穿這條主線。構建華文學術共同體，需要相當一個時期的爭鳴和磨合，但既然已經
作為一個問題提出來，《文化中國》非常願意提供這樣一個平台，大家一起討論，一起磨合，存異求同，為這個
共同體添磚加瓦。
中國的變化沒有停止，人們關注的熱點也沒有減少。本刊從八年前即通過刊發文章和舉辦各種研討會，對
中國城市發展和文化保存展開討論。本期「中國研究」欄目發表的魏麗娜和傅守祥的文章，是又一篇論述大轉型
時代城市發展的文化正義與有機更新兩者關係的文章。作者在文中表達的關注和論述的對象，幾乎涉及當前中國
城市的主要領域。當看到中國所謂的城鎮化已經走上不歸路的時，我們期待有更多的學者能未雨綢繆，不一定立
即開藥方，但不妨以文化和學術為這一歷史現象把脈和診斷，引領整個社會參與到相關的治理中來，而這種治理
肯定又是綜合的。這就是我們的期待。
今年中國的大事不少，例如，二戰結束和中國抗戰的紀念，相關活動和文章引人關注。本期此前已發過多
篇文章，本期再發兩篇，除了梁燕城博士在九月北京人權會議上的論文外，還有四川大學劉世龍教授就南京、重
慶近代歷史建築遺址的名實關係所作的考證，以及其對這種歷史現象的反思和表白。作者在文章中提出「後話說
前事」與「後來說前話」，雖然自認是屬於歷史表述方式的不同，但細讀全文，仍然能發現這裏揭示了目前城市
的歷史和文化保存中潛在的一些矛盾現象，也許比「表述方式」更令人感到興趣。這個問題，跨越城市的現實和
史學的表述，還是上面的那句話，學術的治理也是要「綜合」的。
從文化角度對宗教現象進行探討，一直是本刊的重點內容之一。本期文化評論欄有兩篇文章，一篇是中山
大學羅彩就《老子想爾註》所作的研究，從中尋找其所稱之為的「強烈的宗教情懷」，二是蘇州大學朱光磊就黃
宗羲《破邪論》所作的研究，是「從儒學視域出發來解讀天主教的天主與耶穌」。這兩篇文章雖然角度不同，但
比較的思路有類似的一面，這種探討很有意思。當然，這裏仍然是存在見仁見智的空間，我們歡迎就相關的論題
展開討論，甚至爭鳴。
本期其它欄目，如歷史人物欄對李叔同文化行持的研究，文學評論欄中有關文學原鄉與方言的書寫，二十
世紀中國詩學的研究，以及書評欄對許正林新著《基督教傳播與大眾媒介》的評論等，從中都可以讀到一些新的
材料，新的觀點，新的視野，不一一繁文，敬請讀者自行品味。總之，這是有豐碩成果的一年，大謝不言，年尾
時節照例要向作者、讀者獻上敬意的，還望繼續支持《文化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