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論語

綠色大地與彩虹文化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二○一六年三月十日中國兩會期間，環保部長陳吉寧指出，要大力推動結構調整，加快綠
色發展，嚴守生態紅線；要守住一些非常必要的生態空間保護區；實施退耕還林還草、天然林保
護、濕地保護與恢復、退牧還草等重大生態工程；加大生態統籌力度，建立統籌推進環保與扶貧
的制度體系，增加這些地區重點生態功能區的轉移支付；開展貧困地區生態補償綜合試點，健全
公益林的補償標準動態調整機制，完善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政策，通過好的生態補償機制來引
導和鼓勵這些地區的群眾走向生活富裕、綠色發展之路。這顯明中國已有重大環保政策出台。
今年一月二十五日我應邀列席廣西政協，提出一提案《綠色大地與彩虹文化：建立廣西的品
牌》，正好提出一個環保與少數民族文化的觀點。
我所在機構文化更新團隊在二○○○年開始到廣西瞭解貧困狀況，二○○一年開始將當時
所剩餘的捐款二萬加元(約十六萬人民幣)投入資源縣及金秀縣資助老師提升學歷，自學考大專學
位。從那以後十四年，在海外華人中籌款在貧困縣助學。期間我們深入與十三個貧困縣的草根人
民接觸，包括資源、金秀、龍勝、恭城、陽朔、融水、武宣、三江、龍州、田東、安都、羅城、
隆林等縣。資助學生部份從小學開始，也有高中開始，至大學一年級。文更跟進每一學生的發
展，叔叔阿姨們每年都探望鼓勵他們。
文更前後資助過一萬人次的學生，大都是留守兒童，部份是孤兒。文更扶貧的主要理念是，
讓他們明白，我們雖來自海外，非親非故，但我們關愛他們，愛是無條件的，超越地域、族裔與
年齡。他們雖貧困，但他們是有尊嚴的，是寶貴的祖國兒女。他們不用回報我們，只要一生能愛
他人，愛國家，愛人類，就是感恩了。
我們跟進大部份學生的成長，視他們是兒女一樣，在很多成長時期心靈面對的難題，叔叔
阿姨會通過微信輔導他們，或在大學後期持續資助他們的經濟需要。至今已有近一千位大學畢業
生，全都脫貧，成長為醫生、工程師、老師、銀行主任，此外也有幾位碩士生，有幾位成為小老
闆，有一位成為招商局副局長。
由於多年在廣西大地遊走，從感情和學術提出建設綠色廣西之提案，原文八千多字，以下是
重點的內容：
廣西是中國西南部的門戶，是與東南亞海陸相交之地，在中國一帶一路的大戰略中，具有極
大戰略意義，是中國與東盟的銜接門戶。南寧成為「海陸絲路」交匯節點，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
副書記危朝安指出：「廣西地處中國西南經濟圈、華南經濟圈和東盟經濟圈的接合部，既是中國
通往東南亞最便捷的國際大通道，也是東南亞國家進入中國市場的重要海路通道」，充分表達了

廣西的新戰略地位。這個提案集中討論廣西在環保與文化上，可發揮對國內與全球戰略的特有貢
獻。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十四年在廣西工作，觀察到有兩個特色：
一是綠色及環保自治區。
廣西壯族自治區屬山地丘陵性盆地地貌，表現為盆地大小相雜，山系多呈弧形，層層相套，
丘陵錯綜，平地多為河流沖積平原和溶蝕平原，石灰岩地層分布廣，呈現喀斯特地貌。
廣西水源充足，境內河流眾多，地表江河集雨面積在五十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九百八十七
條，總長約三點四萬公里，廣西是中國降水量最豐富地區之一。各地年降水量均在一千零七十毫
米以上，大部分地區為一千五百至二千毫米。故此廣西的特色，是處處綠色，山巒、盆地、平
原，都是一片翠綠。
喀斯特地貌佔廣西總面積百分之三十七點八，集中連片分佈於桂西南、桂西北、桂中、桂東
北。風景奇特優美，各種石灰岩溶地貌造成地表坎坷嶙峋，土地瘠薄，土地可利用資源不多，故
從種植收入上看，一般農村十分貧困，然而在新時代看，其地峰林連綿，翠綠孤山奇景，旅游資
源十分豐厚。
廣西在這特殊地理環境下，交通的基本建設開發花更多時間，使發展較其他省為慢，然而
這正成為其優勢之處。因為在中國各地大事發展期間，很多其他地方，發展的成功也有嚴重的代
價，因為會破壞了環境，城市化的成功卻失去了樹林、綠野，污染了河流和新鮮空氣。
廣西在中國大發展中保持了環境原貌的翠綠特色。相對於其他省，廣西成為一綠色自治區，
環保自治區。
如今因一帶一路的發展機遇來臨，廣西大發展將開始，這新發展的規劃，必須有智慧，通過
可持續發展的政策，平衡發展與保育，保留綠色廣西的特色，成為廣西的品牌。
二是彩虹文化自治區。
廣西也是多元民族文化的自治區，世居民族有壯族、漢族、瑤族、苗族、侗族、仫佬族、毛
南族、回族、京族、彝族、水族、仡佬族等十二個，另有滿族、蒙古族、朝鮮族、白族、藏族、
黎族、土家族等四十多個其他民族成分。壯族是廣西人數最多的少數民族。少數民族人口佔總人
口的百分之三十七點一八，總數在全國居第一位。
早在一九五七年，中國政府幫助壯族創制了拉丁化的拼音壯文。而廣西對不同民族文化的政
策，強調少數民族傳統文化共同發展、共同繁榮的目標，將文化的基礎性、普適性和文化精品的
典範性結合起來，一方面弘揚各民族傳統，一方面重視創新以配合新時代，希望從多元發展出共
同的文化價值。
本人在多個不同的縣觀察，及閱讀其文化典籍，發現各個不同的少數民族，都有其絢爛色彩
的衣服與藝術，不同的文化表達及故事傳述文本。其不同卻沒有衝突，反是並存和諧、互相補充
而結合成大廣西的文化。
不同的絢爛色彩，並存而共同表達，即結合成一種彩虹文化，色彩共存而相得益彰，這是廣
西別於其他省份的特色。廣西是一彩虹文化自治區，彩虹象徵多色並存結合而形成整體的多彩美
麗，從文化上是指多民族文化結合而成的廣西文化共同體，成為廣西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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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釋放與解脫
──基督教與佛學的文化對話
■ 陳沛然
香港新亞研究所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摘

要：基督教的釋放與佛學的解脫

失自主性，不能自我主宰，屬於煩惱。要

是兩個不同宗教概念。兩位學者分別從基

消除使，恢復生命自我的主體性，從煩惱

督教與佛學的背景，對這兩個概念的不同

走出來，是謂解脫。這裏對解脫做了個語

含義及其方式，進行了討論。

義分析。

關鍵詞：釋放，解脫，基督教，佛
學。

解除罪、苦與生死
□：基督教的核心是從罪釋放出來。

中華智慧說：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固步自封使進一步接

受知識受阻，還會遮蓋和障礙生命的方向，看不清人生道路，生命不

能提升，佛家叫做「無明」。在無明沒有光明的情況下一切行為，必

然經常撞擊受傷。

消除障與惑

基督教有三個概念：罪、痛苦和生死束縛。
如何理解罪？那是人與永恆的隔絕，好像

４

■：解脫是佛家專用名詞，可分為解

處於密室之中走不出去。這是人心選擇和

與脫。解是將結、縛、纏和執鬆綁，把蓋

永恆的神隔絕。罪非實體而是一種狀態，

和障打開，及將惑和使消除，此謂之解。

可定義為完美的虧損。如腎虧一樣，人的靈

而脫是解之後脫開，再不受其捆綁。結、

性原來是好好的，內心有愛，而且追求永

縛、纏和執都是同類詞，是人自己綁著

恆，能和上帝溝通。當失去這種關係，靈性

自己，動彈不得，因而痛苦，這全都是煩

被扭曲，斷了和上帝溝通，只愛自己及執著

惱的別名。執是固步自封，因此需要解開

於世間事物，是一種虧損狀態。基督教稱

它。蓋和障指向前行受阻，亦是煩惱的意

之為偶像化，將那些東西當作神。其實那

思。中華智慧說：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

是有限的東西，可朽壞的事物。斷了與永恆

退；固步自封使進一步接受知識受阻，還

的關係，將可朽壞當作永恆去追求，那是痛

會遮蓋和障礙生命的方向，看不清人生道

苦的根源。那根源來自罪，與上帝隔絕。一

路，生命不能提升，佛家叫做「無明」。

本書說：人有一度牆將自己圍著，勤於參加

無明即看不清前路，看不清世界，處於愚

宗教儀式仍是一度牆。靈性的突破是將牆

昧無知的狀態。在無明沒有光明的情況下

裏空間擴大少許，仍走到不到外邊。在墻

一切行為，必然經常撞擊受傷。這是煩惱

上有個洞，靈修是從洞看到外邊美麗的世

的來源，必須將其打開解脫之，才能看清

界。人其實通過洞可知永恆，但仍是如佛教

世界和人生。「惑」指在心思裏面存在很

所說處於無明，一個隔絕狀態。那無明處

多或者和可能，像處於十字路口，人有太

於黑暗中，誤將金錢名聲當作永恆，是隔絕

多疑惑，不知走那條路，都是一個煩惱。

造成的效果。

佛教有一百二十八種「使」，那是讓你喪

人如迷失的羔羊，海德格爾說在密林

有三世觀，多次生命，一切都講隨緣。有

森林。罪是善的扭曲，因處於隔絕狀態，胡

緣就講，無緣拉倒，不明可等下一世。

求上帝因為承受太多痛苦，如康得所說，正

常樂我淨

因為痛苦而追求永恆，尋求釋放。釋放的

為何要解脫？這是反面地說。因為

典範是道成肉身，顯示仁愛，那是人性的

不解脫，就會煩惱，如結、縛、纏和執鬆

特質。上天顯示仁愛，就是有位格的真理。

綁，蓋和障等。人不斷反複重犯錯誤，經

終極真理是慈悲的，他知道你的苦難，並

常記著仇恨，這不是理論層次，而是生活

且主動來找你。這是基督教強調道成肉身

實踐。為何要解脫？這是存在的感受，讓

的主動性，告訴你可回複原來天性，重建

我們非常不開心。佛教圓滿的生命境界可

與永恆的關係。耶穌與你同行，非為審判

用常、樂、我、淨去概括。常是永永遠

你。通過釘十字架極大的痛楚，讓你感覺

遠；樂是開開心心；我是活出真我的風

苦難。耶穌將人無論如何也脫不掉的苦和

采；淨是正大光明磊落。此是大般涅盤經

罪洗脫掉，使能立即走向永生。基督在十

說的佛性四種美好的德：常、樂、我、

字架上一次過將一切罪全部洗脫，不用輪

淨。外行人常說佛教消極，其實此非大乘

回。這一刻能將隔絕和扭曲全部去除，將

精神。常、樂、我、淨是四個美好特質，

生命獻給上帝，將天國的美好降到人間。耶

不解脫就不能進入此理想狀態。不解脫就

穌釘十字架死而復生，象徵道是永恆的。

喪失自主性，自我污染，陷入痛苦。存在

佛教強調自己能完成解脫過程，不用神的

主義說：物質是本質先於存在，而人卻是

幫助。基督教則強調有個終極的美善，主

存在先於本質。人的本質擁有無限可塑

動找你溝通，幫助你尋找美善，此外亦有很

性，先存在，後創造本質。亦可以說存在

多靈修的方式可達到美善。兩者之別，在佛

先於特質，人可以自由創造自己是個什麼

以真如是待人領悟的緣起真相，基督教以

樣的人，可以行善，可以作惡。一個喪失

真理有慈悲性而能主動溝通。
■：兩大宗教除在最後一點不同外，

自由的人不能創造自己特質，難掌握命

於人生體驗方面有很多相通。很多時解決
問題，無須逼到極點，非要承認有上帝或

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過將一切罪全部洗脫，不用輪回。佛教強

亂行動而招致痛苦，這和佛說接近。人追

調自己能完成解脫過程，不用神的幫助。基督教則強調有個終極的

靠眼前視野，隨便找一些小路，無可能走出

美善，主動找你溝通，幫助你尋找美善，此外亦有很多靈修的方式

人非常積極，傳道和靈修充滿動力。佛教
可達到美善。

中找不到出路。除非有衛星導航，否則單

運，因此人必須要解脫。

釋放是圍牆的溶解

無上帝不可。在此之外還有很多溝通，很

□：釋放是圍牆的溶解。處於自我中

多相似。兩者其實是用著不同的詞彙，

心的圍牆時，認為自己掌握很多知識，也

表達相同的境界。例如說罪不是實體，是

有修養工夫，很了不起。直至在耶穌面前放

與永恆的隔絕狀態。隔絕一詞可和無明相

下一切，完全倒空，明白自己根本什麼也不

通，隔是看不到，等如無明。到最後，基

是，圍牆於是溶解。這時生命像突然間進

督教是有神論，佛教是非神論。非神論只

入永恆的光彩，那是靈性進入一刻的光明

是不談神，並不否認神的存在。釋迦牟尼

境界，謂之釋放。耶穌說八福，是八種困難

很老實，知就知，不知就承認不知。基督

的人生，可通過八種方式化解之。八福非八

教採用東方傳統名詞概念是很好的嘗試，

種分別的狀態，而是八重境界的過程：
1.虛心的人有福。虛心是知道自己不屬

不同是生命觀和時空觀，佛教講輪回指無

靈，要和上帝建立關係，必須虛心，心靈空

限的機會。基督教的生命觀是二世，此世

廓廣大，是體會天國美善之始。經常去教

不悔改，下世就沒有機會。這個生命觀讓

堂崇拜，或做服務人事工，不能算屬靈。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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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中國人更容易接受基督精神。還有一點

靈的特質，是長期知道自己不屬靈。認識自

行善而自以為了不起。清心是自我的完全

己的徹底貧乏，倒空自我，是屬靈修養的開

淨化，淨化的靈魂才能見上帝。清心是心

始。這是始入天國的境界。

中不再藏任何野心與顧慮，回歸完全的單

2.哀慟的人有福。哀慟的人時常反省自
己的罪，為自己的罪悲哀。人信耶穌之後仍

純，在上帝面前自如自在，任由上帝雕琢自
己，一無牽挂。

然有很多罪。原罪是指人和上帝的隔絕，

7.使人和睦的人有福。要將和平帶進

救贖解決了原罪，神人和好了，但本罪仍因

世界，只有先行出愛，甚至愛仇敵，才能化

情慾而不斷湧出來，人經常受引誘而犯罪。

解人間苦惱，完成人間和平。最大困難，在

只有以哀慟的心痛悔，才不會重新迷失。保

人可以從靈修化解自己怨憤，但人如何可

持哀慟使人能釋放，不會重新陷入新罪之

以化解的千千萬萬人內心的怨憤呢？人間

中。這是內在淨化境界。

的衝突，來自人與人、人與上帝的隔絕。人

3.溫柔的人有福。人生常因受他人冒

用自我中心的標準，對他人或其他民族論

犯、出賣或陷害而憤怒，憤恨的回憶，像錄

斷，形成衝突與仇恨。耶穌基督先行出愛，

音機那樣不斷重複。只有寬恕害自己的人

無條件的服事，以自己犧牲受苦，去化解

或事，甚至連敵人都寬恕，才能將心底的

全人類的苦毒。使人和睦，須先成為他人

情結去除，心底回複溫柔。這是進入柔和

的僕人，先無條件地愛人，縱使是仇敵，也

謙卑境界。

先去愛他。對一群人、一個民族，先要有學

對人缺乏愛心是一種隔絕狀態，人性中原有惻隱之心，單靠人

努力，在現實會陷入冷漠中，且怕麻煩而不理會別人的困境。當靈

魂生根上帝，自然從上帝裏流出仁愛。

4.饑渴慕義的人有福。當人經歷前面

識去瞭解其內在的歷史文化創傷，用無條

三境界，會有所自滿，在習以為常的宗教活

件愛心去醫治，而不是先去指責其錯誤，

動中，只重教條形式，信仰變成表面化。這

增加其傷害。人要先為自己的苦難感謝，才

時上帝會在人心中退藏於密，要求人擺脫

能醫治自己創傷。而後才可超越自己，經歷

靠宗教感覺而活。人因而不再經歷上帝，

上帝的大愛，由此才能完全寬恕敵人，及犧

形成心靈黑夜，如在曠野。這時唯有單憑

牲自己去愛他人。如此，人就活著像基督，

信心，去堅持在無感覺時仍愛上帝，渴慕

必稱為上帝的兒子。

重新體會上帝的義。信心的堅定前進，漸漸

8.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當人去化解

心靈深處，在超越感覺的內在心靈本體，

人間怨憤時，會遇到一個不相信有美善的

展開一靈性空間，發現上帝自始同在。這內

現實，也遇到自我中心主義(egoism)的人，

在空間使人絕對寧靜，不被現世風浪所動

有道德恐懼症(moral phobia)，他們怕真實

搖。這是深層寧靜境界。

的愛心行動，會戮破其道德相對主義的虛

5.憐恤人的人有福。當人體會上帝在

偽，使他們失去放縱情慾及為所欲為的理

靈魂中的深層寧靜，漸漸與上帝的性情有

據。靈修的最高境界，不單深度經歷上帝，

份，分享上帝的本性，自然就能對人有仁愛

又回到人間行出大愛，且甘願為義(與上帝

憐憫。對人缺乏愛心是一種隔絕狀態，人性

的關係)受逼迫，不怕辱罵、逼迫、捏造壞

中原有惻隱之心，單靠人努力，在現實會陷

話譭謗。受到膚淺、歪曲、惡毒者的批評侮

入冷漠中，且怕麻煩而不理會別人的困境。

辱，是基督徒的光榮，因那是真正將天國

當靈魂生根上帝，自然從上帝流出仁愛。

實踐出來，是真正屬乎上帝的明證。

6.清心的人有福。人因憐恤的愛，在人
間會得大贊譽，自以為很有道德成就。但

金剛經無四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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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上帝面前，須完全清心，不帶著自我的

■：明白基督教的釋放是圍牆的溶

成就，以單純清簡的心見神。人不單要克服

解。金剛經有四相說：無我相，無人相，

自己的罪，也須克服自己對善的迷執，不因

無眾生相，無壽者相。我相是一個點，人

引，道路每走一步，下一步就會出現，而每

動物界眾生，再到壽者，對存在世界的關

一步走下去，原來是一使命的完成。如果沒

懷。圍墻的溶解對應佛家四相的遞進，亦

有指引，人生道路有如此多選擇，那是如羊

和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

走迷，各人偏行己路，一切就只按自然而

樣。很欣賞非屬靈才是屬靈的智慧，金剛

或成或敗，也沒有什麼使命了。

經的邏輯是屬靈者，即非屬靈，是名屬

知、智、行、定

靈；般若即非般若，才是般若。至於哀慟
的人有福了，對應覺悟後處於無明之後，
並非等如是聖人，仍要不斷地修。

隔絕與感通

■：佛教的解脫是如何可能的？有

人活在真理中叫做法身，指真理與我們的人生融合為一，當中

相遞進到立體。從我到人的關懷，從人到

有空宗和有宗的入路。空宗是般若宗，指空掉一切煩惱。有宗即華

經驗是打通與終極的關係，凡事都會得指

嚴宗的入路，強調將生命圓滿的價值完全實現出來。

相是線。發展到眾生相的面，再經無壽者

四個範疇：第一是知識上的，明白道理就
行，第二是智慧，第三是行為，第四是
定，戒──定──慧的定。知識是實用技
術，一般來說，只要有所認識，就不易再

四相的開始。基督教強調人與萬物、人與

犯。智慧層次更高，一切宗教、文化和哲

人，人與自己及人與終極者原有感通關係，

學給人們的認識，是不斤斤計較成敗得

那是理事無礙、事事無礙的境界。當人封

失。通過自我反省而得超越，達到終極關

蔽心靈，與終極隔絕，就是所謂原罪狀態。

懷，及眾生平等的大智大慧。解脫如何可

隔絕的心就是心內的圍墻充斥一切偶像

能？因可通過知識智慧，修行和定，堅定

在心中，只有倒空，才能回複感通。人與天

不移而達到。佛教有八萬四千度法門，指

地人的各個隔絕狀態，來自與終極者的隔

解脫的無限可能。佛教的解脫來自何方？

絕，當人見終極者來親臨人間，以自身受極

這和基督教不同，是來自自己。人內在有

大痛苦，除去人的苦罪，人以開放的信心，

本性或最後的根據，謂之人皆有佛性。佛

倒空內在與上帝會面，即消熔隔絕之墻，

性並不抽象，當中有四因：了因佛性、正

回複人天感通通人，通我，通眾生。人單靠

因佛性、生因佛性和緣因佛性，那是成佛

自己修，需時甚長。與終極者當下交往，馬

或解脫的根據。佛性的潛藏狀態叫如來

上打破所有隔絕。對人對事一切關係得以

藏，實現時叫法身。人活在真理中叫做法

打開，開通天地人的立體關係，謂之天國

身，指真理與我們的人生融合為一，真理

降臨。基督教中一念起信，感通上帝與人

從我的驅體和生命顯現出來。當中有空宗

間，是頓悟，若由儀式、研經、思考才信，那

和有宗的入路。空宗是般若宗，指空掉一

是漸悟，從漸悟到頓悟各有精彩。但我的

切煩惱。有宗即華嚴宗的入路，強調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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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應佛教四相說，圍墻溶解確是

命圓滿的價值完全實現出來。

單純與清心

□：騎著炮艦來的非基督，那是西方
人。西方文化的基礎是希臘，接著是羅馬帝
國，由亞歷山大到奧古斯都，都自以為其文

騎著炮艦來的非基督，那是西方人。西方文化的基礎是希臘，

接著是羅馬帝國，由亞歷山大到奧古斯都，都自以為其文化比人高，

強逼別人接受他們的觀念，且用推廣其文化，現在的美國亦如是。

□：基督教有個終極慈悲、超越真理

化比人高，強逼別人接受他們的觀念，且

的存在。那是有位格和有情的，會主動來

用武力侵略他國，來推廣其文化，現在的

找你的終極。神有時不將話說清楚，如佛

美國亦如是。西方文化有一個希臘羅馬的

性處於潛藏狀態。馬丁路德指出上帝是有

根源，造成他們的侵略性。不久前埃及牧師

隱藏性，榮耀的上帝以釘十字架之苦向人

戴冕恩(David Demain)，要求西方人對侵

顯示，而耶穌將隱藏的光明在痛苦中顯現

略認罪悔過。他領導八國聯軍所屬國的基

出來。人是上帝的氣所成，本有上帝的氣

督徒，跪下來向中國人認錯。這是所謂「回

(靈性)，能與上帝相通。人因罪而與上帝隔

家運動」(Home Coming)，他也宣布向中國

絕，但當啟示來臨，人神相遇，就是釋放的

人認罪，因為基督教太西方了，回家就是回

時刻。人如何能夠得到這種釋放，那是基

到上帝與耶穌本身，而不是西方的基督教，

督的救贖去除我們的罪時，內在充斥的苦

此運動要將過去一切冤仇都消去。基督徒

罪怨憤及煩惱業障，就一次清洗。但持續

作為僕人要為中國服務，基督精神是要為

的靈性體悟，卻須自覺保持自己的單純，保

中華復興付出努力。對中國過去的失誤無

持赤子之心，一切事功成就非為自己，也不

必要再批評，因那民族過去曾受太多的傷

表示自己了不起，才能保持與上帝溝通。在

痛，在發展中犯錯是正常的。切勿從西方

現世無論別人如何批評，也要保持清心。

觀念來審判中國，相反以僕人的身分幫助

還有徹底委身的精神，當放棄一切委身之

中國人解決問題，建立自己的尊嚴。以投入

後，上帝往往會給予你驚喜。例如在中國，

中華民族文化復興的角度去宣教及對話，

完全放下固有的觀念，不計前嫌投入中華

中國必會欣然接受基督精神。我曾發表不

復興中，之後屢獲意想不到的奇妙成果。

須依賴西方文化，多靠中華智慧去復興基

將中華智慧套入基督教義之中

督教神學的言論，這個思想令西方神學家
為之驚訝。此外還要吸收中國以外的，非西

■：梁兄作了一條很好的橋樑，很能

方民族的基督教文化。中國基督徒依此精

將中華智慧套入基督教義之中，這樣做容

神，曾到巴勒斯坦感動以巴人走在一起，互

易被中國人接受。這和以前西方人以船堅

相認罪。這實踐了耶穌的教導，使人和睦

炮利的方式，硬要中國人接受基督教完全

的人有福了，天國降臨的意義在於此。

不同。將佛教的慈悲，變成終極的位格，
使得人們信或不信都顯得和平。如此的匯

心解脫、慧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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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讓基督教發展取得很大的空間。佛教

■：簡單來說，佛教解脫方式有四

原是印度的宗教，但能和中華文化匯通接

個層次：心理上、認知上、生理上和生命

軌。中國哲學將佛教文化再發展，成就多

本質上。第一層次，佛教術語有思惑，心

個印度所沒有的新宗派，將佛學水平推得

解脫，心離開貪嗔癡慢疑。第二層次是認

更高。另一方面，佛教無數的名詞概念，

知上，慧解脫，即離開無明，消除知識障

融入中國人的生活中，無法再分開。基督

等等。第三層次是生理上，背棄及捨離慾

教如參考以上的經驗，自能和佛教一樣，

望。最高層次是哲學，從生命本質來說，

在中國取得相激相蕩的成果，讓世界上兩

擺脫生死流轉的十二因緣：有無明行識名

個偉大的文化雙雙得到提升。

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生老死。順者陷入生死

八國聯軍向中國認罪

流轉，痛苦的生命。逆觀是明白為何有

行動往往依靠理性，但理性無法找到痛苦

事，都能活出這人生劇本。只要按天國隱

源頭。要明需要有智慧，不要讓輪回不息

密法則，則得人生真正意義，得到釋放。

地主宰生命。破無明就能擺脫輪回，通過
還滅而得到生命的解脫。佛陀在菩提樹下

兩教之別在有無人生劇本

開悟，得十二因緣法。此非要禁慾，而是

■：佛教依然是佛教，基督教依然是

不讓慾念所捆綁。生活是要食和睡的，以

基督教，最後還是信仰的選擇。上帝的劇

幻修真，依此弘揚佛法。但需要對慾望作

本當然是最高的，但佛教依然可以創造自

出超越，擺脫捆綁，不捨不著，是謂智慧

己的人生劇本。

解脫。佛教非常強調真理，通過般若智
慧，免卻世間事物所捆綁，謂之解脫。

將過去的困鎖放在光明下面

□：上帝劇本是萬有之道，人人按上帝
之劇本，天地人就大和諧。但人是自由的，
可以不接受上帝的安排，即使是基督徒也
不一定依上帝的劇本。不過人面對生活，總

□：人的束縛何處來？在心靈成長過

有很多憂慮擔心，不知如何選擇正確的道

程中很多不快經驗形成束縛，人過去的歷

路。如果仰望超越的上帝，會發現自己有

史成為人的監牢。歷史過程的創痛有個人

最恰當的道路，是上帝所指示的使命。這

經歷，亦有國家民族的創痛，這形成心靈

道路是有一方向，但是自己無法完全明白

的困鎖。耶穌基督進入生命之後，一刻間

的，神整體仍是一個奧秘，他的安排無法

將困鎖放在光明下面，釋放一切束縛。信

知悉。人須以信心開放心靈，與上帝維持感

耶穌之後仍然有很多問題，但信之中能解

通，將一切交托給神，自然就走上安排中，

脫歷史過程一切痛苦，好像破除無明一

而事事亨通。基督教雖與儒道境界無衝

樣，放在神的光明照射之上。依靠上帝的

突，但仍有自己的特色，就是其啟示與救贖

光明，能解開過去一切結。將那些結放在

的特性，否則為何要信基督教？

人因斷了與永恆的連系，失去原始純真。恢複純真後情慾回

規則，只要有信心，無論看似如何不可能的

歸正常，其它事情也回複正常。因此各個文化風俗價值都可肯定，

是無明。無明是沒有光明，即無智慧。人

使其在正位上得以發揮。很多宗教原來是正常的，因迷執及自我無

劇本，行出來即成天國之道。依神的天國
限化而走上邪路。

十二因緣法的無明行，生老死，發覺源頭

耶穌面前，他就在你身邊醫冶創傷。將以
前一切隱藏的罪，將自私貪婪放在上帝的
光照之下得到寬恕。此非用道德去壓制人
慾，而是用光明淨化罪咎，釋放心靈，讓醜
惡得到寬恕。這是第一層次。第二層次是
回複正常的情慾，此是上帝創造的，原是
善的。依此建立正常的家庭生活，回複人

D i a l o g u e: O n L i b e r a t i o n a n d
Separation
Chen Peiran (The New Asia Institute
of Advanced Chinese Studies)
Dr. Thomas In-Sing Leung (Chief
Editor of Cultural China Quarterly)

的原始純真的男女真愛。人因斷了與永恆

Abstract: Regarding the concepts of

的連繫，失去原始純真。恢複純真後情慾

liberation and separation in Christianity

回歸正常，其它事情也回複正常。因此各

a nd Budd h ism respe ct ively, t hey a re

個文化風俗價值都可肯定，使其在正位上

two distinct religious worldviews. Two

得以發揮。很多宗教原來是正常的，因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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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為奇，善複為妖，描述人將正常的東西

and Buddhist background, discuss the

本期特輯

基督教文化與中國當代文學

中國當代小說中的罪與罰
──自審、懺悔和救贖主題的處理及其局限
■ 梁麗芳
加拿大阿爾伯達大學

要：本文梳理了一九七○年代末

我從一九七八年開始閱讀大陸作家的

以來與自審、懺悔和救贖主題有關的一些

作品，跟蹤他們的寫作和活動成為專業。

小說，並從五個方面來探討這些小說的特

最近為了一個中國當代作家研究項目，閱讀

徵、成就和局限，牽涉到紅衛兵的暴力與

和重讀了大量小說，涉獵的作家接近八十

懺悔，知青對農村他者的回望，右派作家

人，都是在題材和藝術技巧上有獨特的開

的批判，愧對大自然與個人的宗教覺醒。

拓意義和突出成就 [3]。為了寫這次會議論

這些例子顯示，中國當代小說雖然獲得巨

文，我把這些作家的評述重新瀏覽一遍。

大的成就，在關乎個人與集體靈魂的叩

右派作家的悲情流放、勞改下獄，知青作

問、淨化和重生方面的題材，卻因為原罪

家的放逐壓抑、奮鬥回城，女作家對男權的

意識的不足而未能發揮其潛力。

反抗，鄉土作家對貧窮和極左政策的鞭

摘

在文革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文學大觀園，令人目不暇接，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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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創作出發點來看，我們不難發現，控訴和批判佔很大比例，自我

叩問、懺悔和救贖明顯遜色。

關鍵詞：紅衛兵，知青，右派，罪與
罰，自審，懺悔，救贖，基督教。

撻，尋根作家對文明與愚昧的揭露，新潮
作家對荒誕命運的描繪，反腐作家對邪惡
貪婪的鞭撻等，在在展現出廣闊豐富的題

近年來，中國大陸文化界陸 續出現

材與多姿多彩的表現技巧，這個在文革的

「關於懺悔的議題，甚至指名道姓「某某，

廢墟上建立起來的文學大觀園，令人目不

你為什麼不懺悔」的議題，其中的潛台詞

暇接，儼然是五四以來的文學大復興。

是，「你為什麼不為文革中的作為或惡行

如此浩瀚的小說文本，如果從創作

表示懺悔？」針對這個議題，已經有文化學

出發點來看，我們不難發現，控訴和批判

者和歷史學者撰文談論 。我也曾為文，初

佔很大比例，自我叩問、懺悔和救贖明顯

步探討知青小說如何處理紅衛兵經歷，以

遜色。特徵之一是主人翁無論男女老少，

及因為紅衛兵記憶的缺席，嚴重影響了知

是不同程度的受害者，尤以七○年代末和

青人物的塑造和知青小說整體的藝術成就

八十年代初的傷痕文學尤甚。這些作品獲

。本文的範圍將擴大到其他背景的作家

得感同身受的讀者認同，他們的眼淚化作

和他們的作品，試圖聚焦那些有關自審、懺

掌聲，作家受了掌聲的鼓舞，再接再厲，

悔、贖罪主題的小說，並從五個方面來探

迅速出爐大量創作意向相類似的作品。客

討這些小說的特徵、成就和局限。這五個

觀的效果是題材的深度和廣度擴大了，不

方面牽涉到紅衛兵的暴力與懺悔，知青小

得不指出的是，某些題材的突破，其實是

說中的他者，右派作家的批判對象，愧對大

受害者（好人）在不同領域受到加害者（壞

自然與個人的宗教覺醒。至於犯法和依法

人）不同手段的陷害而已。

[1]

[2]

懲罰的法制文學不在本文探討範圍之內。

為什麼會這樣呢？在連綿不斷的慘

車上的乘客都熟睡了，她悄悄地拿起一面

幾，黑白照片中面目猙獰的批鬥人群，都到

小鏡子看自己。這個簡單而自然的動作有

哪兒去了？哪些毆打老舍的人，都到哪兒去

兩個象徵意義：一是獨自看鏡是她審視自

了？即使不直接參與，並不說明自己完全清

己的隱喻。二是否定了文革時期鐵姑娘們

白。時光在流逝，他們消失在人海中，永不

視照鏡子為小資產階級行為的極左行為，

浮現了。我相信這些人都不會忘記生命中

呼喚人性的複 歸。曾經是 紅衛兵的王曉

的這些場景，他們或找這樣那樣的理由為

華，是帶著懺悔的心情回來的，九年來她

自己推說，或者也有人真的自責。擺在中國

與被打倒的母親切斷關係，拒絕她寄來的

作家面前有兩個選擇，是探討主人翁的靈

信和包裹。寫文革造成家庭悲劇，破壞倫

魂深處的自我叩問呢？還是描寫受害者的

理，固然是公認的主題，一般被忽略的是，

苦難呢？遺憾的是，很多作者選擇後者，受

這篇小說意味著後毛澤東時期文學自審與

害者容易站在道德高位，理直氣壯，要理

懺悔主題的開始。

直氣壯的受害者進行自審、懺悔和救贖將
是何等不容易！

如果說盧新華的《傷痕》是自然地觸
及自審和懺悔，那麼，馮驥才的《鋪花的歧

有時我們看到這樣的情節：就是主

路》（《收穫》一九七九年二期）是有意識

人翁選擇歸隱田園，有些以吃長齋、住入

地把寫紅衛兵的自審、懺悔與贖罪作為小

寺廟，皈依佛門來懺悔來祈求救贖。但這

說的主題來展開。其實，這篇作品在《傷

畢竟是少數。中國人可能受了無神論影響

痕》之前已經完成，而且是一部中篇，本來

而缺乏原罪意識，認為懺悔是一件丟臉的

命名為《創傷》，因為屢次通不過關審查而

事，是極為可恥的行為。其實，他們不知道

耽誤了，未能佔得先機。後來，因為《傷

「耶穌的血洗淨我們一切的罪」（約翰一書

痕》已經發表，馮驥才便把《創傷》改名為

一章七節）以及「我們在愛子裏得蒙救贖，

《鋪花的歧路》 [4]。這部中篇寫了女紅衛

罪過得以赦免」（哥羅西書一章十四節）的

兵白慧在革命與人道之間取捨的道德兩

諾言。對於習慣於向神明求運求財求子的

難，小說有大篇幅的心理矛盾刻畫。在極

中國人來說，在禱告中向神坦白自己的罪

左思潮的影響下，白慧覺得暴力對待「反革

過，是何等的心理障礙！

命」是對的，但她良心未泯，覺得這樣也許

以下我從一些當代中國作家的作品中

是不人道的。可惜她還是受了紅衛兵頭頭

抽出牽涉自審、懺悔和贖罪主題的小說，

的煽動，暴力對待一個女教師，良知一時

作為本文的探討基礎。這個選擇並非是預

被暴力遮蔽。

設的，而是從梳理中國當代小說過程中冒

傷痕小說經常出現加害者與受害者有

出來的五個特徵，是實踐決定的。因為篇

某種關係的巧合情節，《鋪花的歧路》中。

幅所限，每個方面簡略指出其要點。

這個女教師原來是白慧新認識的男友常鳴

一、施害者和受害者

是探討主人翁的靈魂深處的自我叩問呢？還是描寫受害者的苦

背叛者不知凡幾，參與暴力的人也不知凡

難呢？很多作者選擇後者，受害者容易站在道德高位，理直氣壯，

曉華深夜乘坐火車回闊別九年的上海，火
要理直氣壯的受害者進行自審、懺悔和救贖將是何等不容易！

烈政治運動之中，自動或違心揭發他人和

的母親。白慧知悉後既驚恐又難過，她無
法面對男友，為了救贖，她自我放逐到內蒙
當知青，讓繁重的勞動麻木自己，以此抵償

匪夷所思的暴力行動，使他們成為人民祈

自己的罪過。這種贖罪方式，在後毛時期的

望懺悔的第一類人。《傷痕》是傷痕文學

當代小說中，還是第一次出現。

奠基之作，也是新時期文學第一部涉及紅

劉心武《銀河》 [5]也寫了一個女紅衛

衛兵懺悔的小說，雖然作者未必有這個意

兵的懺悔，也安排了巧合情節，不過不是

識。這篇小說一開始，就聚焦於女青年王

人物關係的巧合，是時間和事件的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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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席捲全國的紅衛兵運動以及他們

她參與紅衛兵打死一個作家，可是回到家

恩怨不能和解。作者以火的不同形象，來

時，卻發現自己母親剛被另一批紅衛兵打

隱喻思想狂熱和青春無知。嚴冰三次解救

死了。這個打擊令她長期內疚。許多年後，

岳米達後，他們最終解除了芥蒂，達到諒

她結婚生子，仍然不能釋懷。故事的懸念

解，共同面對未來，加害者與受害者最終在

是從她偶然看見照相館內作家照片開始

另一個苦難空間獲得圓滿結局。

的。她跟著線索去尋訪照片裏的人，找到了

上述的小說，都借用巧合來增加情節

作家的兒子，並親自向後者道歉。劉心武的

的戲劇性，把男女主人翁放上道德審判的

這篇小說，是以道德說教的局外人的視角

平台。不過，讀者不禁要問，如果沒有這些

講述的，欠缺了上述白慧那樣的主觀心理

巧合，打死的不是剛好是男朋友或者女朋

掙扎所呈現的直接感動。

友的父母，那麼，施暴的主人翁，是否也同

上述施害者都是女的，以下兩篇小說

樣感到羞愧、內疚呢？作者用這種巧合結

是寫男紅衛兵如何對待自己過去的暴力罪

構來表達道德批判，未可厚非，甚至是文

行。禮平的《晚霞消失的時候》（《十月》

學的常見手法。也恰恰因為虛構了巧合，

一九八一年一期）寫一個男紅衛兵到一個

卻無意中引出質疑來。

借用巧合來增加情節的戲劇性，把男女主人翁放上道德審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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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用這種巧合結構來表達道德批判，未可厚非，甚至是文學的

常見手法。也恰恰因為虛構了巧合，卻無意中引出質疑來。

前國民黨將領的住所抄家，不料這個將領

第一個給紅衛兵命名的張承志，好像

就是自己心儀的少女南姍的外公。對於南

還沒有對這個創造有任何自審性的回顧。

姍來說，這是一個極大的打擊，對於李懷

他在我的訪問中說，「如果有人問我的處女

平來說，是不可饒恕的錯誤和罪過。這個

作是什麼，我說是『紅衛兵』」 [6]。言下之

石破天驚的相遇情景，是小說中最為難忘

意，頗以此為傲。後來，在他的長篇小說

和不堪的一幕。十二年後，李懷平與南姍

《金牧場》（一九八七年）中，用三條主線

相遇於泰山之峰，當他知道南姍早已經原

來寫主人翁（作者化身）的經歷，其中一條

諒了自己，他才釋然。小說的獨特之處，在

寫他與幾個紅衛兵好友模仿紅軍的長征。

於南姍的原諒乃來自她的基督教信仰。亦

這是青春豪情，也是革命模仿。在遠離文

因為牽涉到宗教，小說引起爭論，連當時的

革現場的神聖化旅程中，披著革命理想這

《人民日報》主編王若水也牽涉進來。這

個「護身符」，對於理直氣壯的張承志來

個中篇可以發展成為長篇，可惜，作者沒有

說，何罪之有？

正面描述李懷平的心路歷程，在李懷平獲

以革命理想主義稱著的梁曉聲，他的

得南姍原諒之前的十二年，只用時間的跳

《一個紅衛兵的自白》（《海峽》一九八七

躍一筆帶過，錯過了深入叩問的機會。

年一期）是中國大陸出版的第一本紅衛兵

張 抗 抗 的《 火 的 精 靈 》（《當代 》

回憶錄。對於紅衛兵的暴力行為，他的解

一九八一年三期）也寫一個男紅衛兵的懺

說可能有社會學和心理學上的分析意義。

悔，以及他努力想與受害人（女主人翁）重

他認為紅衛兵是在性壓抑的氛圍之下成長

新接觸與和解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過去

的，他們很單純，那些不人道的行為，例如

與現在交替出現，過去是文革時作為紅衛

對待牛鬼蛇神的暴力，只不過是一種模仿

兵頭頭的男主人翁岳米達，參與暴力打死

而已，並非出自他們內心，因此，他們無需

一個老作家，而老作家竟然是小時候鄰居

懺悔，更談不上贖罪。梁曉聲在書內頁中用

玩伴嚴冰的父親。巧合情節構成小說的框

黑體字大寫著：「我曾經是一個紅衛兵，我

架。現在他們都在北大荒同一個連隊，過

不懺悔」，其理直氣壯可見一斑。

著非常壓抑的生活。岳米達因為父親的問

梁曉聲為紅衛兵一代暴力的解脫方

題，也承受著與嚴冰一樣的歧視。兩個落

式，也出現在海 外用英語出版的回憶 錄

難人，雖然內心都關心對方，卻因為早前的

中。翟建華的《中國紅花》（Red Flower of

月蘭頓時失去經濟來源，求助無門，投水
自盡。作為敘述者的幹部知青為此感到震
是月蘭是因為他的作為而死。他的贖罪方
式，是用自己的錢，買了書本、鉛筆和拍紙
簿給月蘭的孩子。當然，他知道無論他做什
麼都無法補償他的罪過。
韓少功的《風吹嗩吶聲》(《人民文
學》一九八一年九期)寫一個回城知青的自
審和懺悔。公社裏的聾啞殘疾人啞巴能吹

我在拙文《知青文學的一個盲點:論知

嗩吶，村人對他並不友善，經常指使他替他

青小說中紅衛兵經歷的處理》曾經談到，

們做苦力，以致在一次抬重物時受傷身亡。

知青小說敘事的一個常見特徵是，故事是

在整個過程中，知青主人翁是個旁觀者，

從下鄉開始的。知青主人翁一般只向前看，

他沒有仗義替啞巴說話，也沒有幫助他。

盤算用什麼手段來達到回城的目的。至於

啞巴的死，雖然與他沒有直接的關係，但

他們下鄉之前的經歷，特別是紅衛兵的經

是，回城後數年，他仍然有愧於心，深深自

歷，卻極少出現在主人翁的主觀意識中，

責。他已經離開了農村，啞巴也已經去世，

仿佛他們是沒有記憶的人物，結果是知青

他連救贖的機會都失去了。

人物形象都比較單薄。積極參與也好，無

韓少功帶點奇幻和寓言意味的小說

可奈何也好，上山下鄉運動對於這一代人

《飛過藍天》（《中國青年》一九八一年

造成了重大的傷害，對國家造成的損失和

十二期），寫一個性情孤獨外號「麻雀」的

社會後遺症。紅衛兵運動時，他們很多是

知青的無奈與懺悔。他與鴿子為伴多年，

施害者，上山下鄉之後，他們順理成章地

鴿子的人格化使它具有了與他平等的地

由施害者搖身一變成為受害者。受害者輕

位。為了回城，要討好領導幹部，鴿子被知

而易舉地站上了道德的高地，這樣一來，自

青賣了，但是鴿子逃脫了，它飛過藍天飛過

審、懺悔和救贖的主題，在知青小說中較

狂風暴雨，目的是回來他身邊。可是，當它

少出現乃意料中事了。

飛回來的時候，知青正為回城送禮著急，

我發現知青小說中，涉獵主人翁的自

無意之中，他射殺了鴿子，之後懊悔自責不

審、懺悔和贖罪的內容，往往與他們下鄉之

已。這個巧合是整個故事的核心情節，也

前的紅衛兵經歷無關，而是與農民、農村有

是高潮。鴿子與他為伴多年，具有了人的情

關。韓少功是較早涉獵這方面主題的知青

義，甚至比他更高尚。鴿子的單純與忠誠，

作家（其實韓少功曾經當過紅衛兵，他的

反襯出知青的庸俗和背叛。對待動物的態

知青小說，也沒有處理紅衛兵經歷）。他的

度，也是衡量一個人品德的標志。從這個

「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的觀點，

角度來看，這篇小說多了一層意義。
陸天明的長篇小說《桑那高地的太

拓。他的短篇小說《月蘭》（《人民文學》

陽》(一九八六年)，填補了新疆知青作品的

一九七九年四期）以一個極左知青幹部的

空白。這些知青在六十年代初就到新疆生

視角，寫農村婦女月蘭的死。時間是文革期

產建設兵團。來自上海的陸天明，作為中

間的一九七四年，知青幹部為了向上爬，盲

隊長鼓動青年到新疆。陸天明寫了《揚帆

目執行極左的「割資本主義尾巴」政策辦

萬里》（一九七三年）的劇本，獲得重視，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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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得很自然真摯，在知青文學題材上有開

紅衛兵很多是施害者，上山下鄉之後搖身一變成為受害者。受

驚和難過，雖然他沒有直接害死月蘭，但

害者輕而易舉地站上了道德的高地，這樣一來，自審、懺悔和救贖

二、無法抵償：知青小說中的
懺悔

事，把農藥放進農田，月蘭的雞因而毒死。
的主題，在知青小說中較少出現乃意料中事了。

China , 1992）更是個明顯例子。她描寫了
自己十五歲時，參與紅衛兵暴力行動，用木
槍打死了一個資本家。可是，她並沒有覺
得需要懺悔，而是寫自己純真受騙。楊瑞的
《吃蜘蛛的人》（The Spider Eater, 1997）
比較特出，作者超越了上述的解脫方式，用
淩冽的歷史筆法，批判自己的紅衛兵暴力
行為，以及探索這種思維和行為的原由。

同家人調到北京，而被他鼓動或者勸說去
新疆的知青，卻無法回來，他覺得對不起

析了自己。例如在他勞改期間：
在右派的改正學習會上，仍然都是神

他們。他無法一一向他們懺悔，於是在《桑

態嚴肅地說要老老實實改造自己的右派思

那高地的太陽》中，陸天明加入了這樣的一

想、立場、觀點。這種虔誠也並非矯飾，

個情節：他讓男主人翁謝平（陸天明的小

好像一到這樣的會場上，自己當真犯了什

說化身）被一群憤怒的新疆知青毆打（人

麼大罪似的（頁五九）。

民文學出版社，頁二三六至二三七）而不還

但是，他內裏的想法卻不是如此，於

手，以求獲得心靈的平靜，算是贖罪。對於
女主人翁齊景芳的「墮落」，謝平也覺得自

是他認識到：
在這一霎間，我發覺自己成了一個兩

己有責任，因為她向他求助的時候，他卻用

面人，會下以矛攻盾，會上以盾攻矛。兩

教條來教訓她，並沒有真正地去瞭解她的

種虔誠交織在一起，想兩盤石磨一樣，蹍

困境 。馮驥才的《鋪花的歧路》寫白慧用

碎著我唯有的一顆心。常常使我在矛盾中

繁重的身體勞動自我懲罰，以達到贖罪的

不能自持（頁六○）。

[7]

目的，而陸天明卻用小說主人翁被打傷來

被王蒙稱為「大墻文學之叔」的張賢

達到贖罪的目的，異曲同工。

亮，題材比從維熙較為寬闊。他的中篇《土

三、向人民懺悔：右派作家的

牢情話》（《十月》一九八○年一期）寫了一

批判

個知識分子勞改犯的自責。男主人翁為了
幫助一個年老的好幹部躲過迫害，假裝與

右派作家自認為是理直氣壯的受害者，通過人物的苦難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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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來作政治社會批判。至於知識分子主人翁本身的弱點（比如背

板、陷害他人），卻很少審視，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對中國知識

看守他們的女幹部交談，取得她的信任，

分子造成了極大的傷害。七十年代末，當

他完成任務時，還獲得了她的心，自己也愛

他們終於獲得平反，可以重新拿起筆來，寫

上了她。但是，女幹部的行動被發現後，被

出沉冤經歷時，他們表達的怨憤和不平比

上級強姦迫婚。小說的開始設在事件發生

知青作家更為沉重。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

十多年後，他在一個車站離遠看見她，覺

右派作家所寫的落難知識分子，大多是自

得無顏以對，可惜作者沒有深挖主人翁的

己的化身。這是因為他們自認為是理直氣

心理過程。張賢亮引起爭論的集中營小說

壯的受害者，通過人物的苦難來肯定自己，

如《綠化樹》（《十月》一九八四年二期）和

來作政治社會批判。至於知識分子主人翁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收穫》一九八五

本身的弱點（比如背叛、陷害他人），卻很

年五期）塑造了更為深刻的落難知識分子

少審視，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章永麟，先後獲得多情善良的馬櫻花和黃

被稱為「大墻文學之父的從維熙，出

香久的看顧，他所流露的男性中心主義，跟

版了大量落難知識分子的著作。從維熙包

從維熙不相上下。張賢亮在揭露恐怖的勞

括三個中篇《風淚眼》、《陰陽界》和《斷

改生活之同時，也寫了性愛，強化了文本的

腸草》和長篇《逃犯》 ，寫右派主人翁索

可讀性。在中國當代文學中，他破天荒地以

弘在極度壓抑的境況下三次逃亡。作者每

性壓抑來完成他的政治批判。

[8]

次都安排一個無私奉獻的多情女子，如守

右派作家利用老幹部人物的轉化來隱

望天使般提供幫助，男性中心傾向甚為明

喻領導階層向人民懺悔和救贖，似乎成為

顯。自審意識比較明顯的是 他的回憶錄

一種模式。例如，白樺的《媽媽啊，媽媽》

《走入混沌》（一九九○年） [9]，他寫自己

（《收穫》一九八○年四期），寫的是一個

被打成右派後，從一個勞改場到另一個勞

老幹部對人民的懺悔。作者用過去和現在

改場的恐怖遭遇。在這些苦難中，在看到

轉換敘述，引出老幹部的身世。原來他是革

知識分子軟弱和陰暗的一面的同時，也分

命後代的孤兒，輾轉被七個女子養育成人。

逢何必曾相識》中反思說，「我想，要是當
年我一來就開始種樹造林，現在的陝北已

難，卻寫了很多女子的不幸。他的《記憶》

是一塊富庶之地了。我想要是那樣，這高原

發表於一九七九年三月號的《人民文學》，

早已變綠，黃河早已變清了。我想，眼下這

可算是最早擺脫傷痕文學把文革災難推給

條渾濁的河流，這片黃色的土地，難道是

四人幫的敘述模式，而寫一個幹部（代表

民族的驕傲嗎？其實是罪過，是恥辱」(頁

統治者）對人民的懺悔與救贖。社教中電

九九)。史鐵生所寫的，表面上是個人和知

影放映員方麗茹無意中把毛澤東接見外賓

青一代人對農民和土地所犯下的錯誤的反

的畫面倒過來，市委宣傳部長秦慕平，把

思，內裏卻是沉痛的政治批判。

她劃為現行反革命，送去農村監督勞動。

藏族與回族混血作家阿萊的《天火》

不久，秦慕平自己卻無意中用印有毛澤東

（二○○五年） [11]以在藏族自治區一個叫

像的舊報紙包舊鞋，而被政治迫害。十多

機村的地方為背景，寫人們對滅林火知識

年之後，秦慕平受良心譴責，要為方麗茹平

貧乏，以致林火發生時一發不可收拾。人們

反，但受到同事干預，他的回應說出了作者

為了救火，炸掉美麗的色嫫措湖，林火消滅

的心聲，他說，難道自己就沒有錯嗎？她只

之後，用機器快速地鏟除林木，留下觸目驚

不過幾秒鐘顛倒了一個領袖的像，而我們

心光禿禿山坡。阿來塑造了一個生態平衡

則顛倒了一個人的命運十多年！

的覺爾郎谷，西藏人回到這兒，重新種植

四、愧對大自然：欲望的悲歌

樹林，以救贖他們對大自然犯下的錯失。
阿來的另一個長篇《達瑟與達戈》

對大自然不敬，對大自然的破壞，也

（二○○七年)[12]，寫人為了慾望如何破壞

是一種罪惡。毛澤東時期極端的人定勝天

大自然與人類的共處平衡。故事也是發生

論，九十年代後經濟改革導致無限度開發

在機村。達瑟是個好獵人，深深愛上夢想

自然資源獲取利益，提倡保護大自然的小

成為歌星的色嫫，為了給她買電唱機，他違

說逐漸出現。八零年代中，史鐵生的中篇

心地做了一件傷害大自然的事。他答應了

《插隊的故事》（《鐘山》一九八六年一

貪婪的漢族商人，當猴子下山來拾收割後

月）寫他在朋友幫助之下，回到陝西插隊之

殘留地裏的谷粒時，開槍把猴子殺掉。猴

地。他作為第一身敘述者自省說，「歷史總

子在人們收割後下山，拾留在土裏留下的

歸會記得，那塊古老的黃土地上曾經來過

穀粒，是千年來的傳統，是人類與動物互

一群北京學生，他們在哪兒幹 過一些好

相之間的默契，是人類與自然界的和平相

事，也助長過一些壞事。比如，我們激烈地

處之道。這個傳統，卻被人類的貪婪破壞

反對過小隊分紅。關家莊佔據著全川最好

了。阿萊塑造了一場數百猴子搶奪穀粒，與

的土地，公社便在此搞大隊分紅試點，我們

充滿殺機的漢人對立的凄厲情景。達瑟為

想，越小就越要滋生私慾，越大當然就越

此深深自責，最後他為了拯救一個獵人，死

接近公，一大二公嘛，就越看得見共產主義

在老熊的懷裏，以此作為他的救贖方式。

的明天。誰料這樣搞的結果是把關家莊搞
成全川最窮的村了。…還有，在『以糧為
蔬都砍了，種糧食。果樹的主人躲窯裏流

八十年代以後，當人們從政治化了的

淚，真仿佛楊白勞再世又撞見了黃世仁」

生活中走出來，從集體主義的籠罩下走出

(頁九八) [10]。史鐵生還寫了當初自己參加

來，個人便要面對各種選擇，並要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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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的激勵下，知識青年帶頭把村裏的果

五、個人的覺醒：回歸人性和
宗教

對大自然不敬，對大自然的破壞，也是一種罪惡。史鐵生還

曾為右派的張弦沒有寫右派人物的苦

寫了當初自己參加砍樹，破壞了當地的生態。表面上是個人和知青

了他對這些女子，也是人民的懺悔。

一代人對農民和土地所犯下的錯誤的反思，內裏卻是沉痛的政治批

砍樹，破壞了當地的生態。在他的散文《相
判。

解放後，他卻逐漸遠離人民，這篇小說，寫

的選擇負責。以寫新現實主義出名的武漢

上。懺悔對於五龍來說，顯然是天方夜譚，

作家池莉的小說《化蝶》（《人民文學》

這是一個對人性絕望的故事。

一九九五年七期），少有地探討了人生的

二○ 一三年，蘇童寫了一 個聚 焦暴

精神意義和依歸。主人翁是個被收養的孤

力、懺悔和贖罪的小說《黃雀記》。故事

兒，可是，收養家庭看不起他，他覺得非常

圍繞一件強姦案件展開。兩個青年好友寶

委屈。他下定決心，日後一定要賺大錢，讓

潤與柳生都喜歡女子仙女。柳生強姦了仙

他們羞愧。長大後，他到深圳經商致富，正

女，但他父母用錢買通貧窮的仙女冤枉是

當他要回來炫耀他的財富時，反諷地，養

寶潤做的，寶潤因此入獄十年。故事發展

父母卻因為意外死亡。他娶了個美貌的妻

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寫寶潤入獄後引

子，生活好像很圓滿。為了生意，他奔波於

致家庭破裂，祖父精神失常，母親離家改

深圳與武漢之間，努力賺錢給妻子花費。

嫁。第二部分，寫柳生受到良心譴責，主動

寒來暑往，漸漸地，他覺得人生失去目的。

去照料寶潤的祖父以求贖罪。第三部分，寫

他毅然放棄一切，離了婚，用自己的財富

仙女失蹤多年後回來，那時，寶潤也出獄。

在城外辦了孤兒院，與孤兒們一起種植糧

作者用寺廟即當年罪惡(強姦)發生的地點

食。他不是一個惡人，他的遁世是個人的

作為二者見面之地，帶出犯罪的記憶。在柳

頓悟，是個人的選擇。

生結婚之夜，存心報復的寶潤，用繩子殺

柳生的懺悔和救贖行為，顯然沒有獲得寶潤的原諒，而寶潤也

陷入另一場牢獄之災。換言之，寶潤的報復成功變成了另一次懲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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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至此，懺悔與救贖變得複雜起來，懺悔不一定可以救贖自己。

余華的短篇小說《死亡故事》（《北京

死柳生。柳生的懺悔和救贖行為，顯然沒

文學》一九八八年二期），雖然沒有宗教色

有獲得寶潤的原諒，而寶潤也陷入另一場

彩，但是，他把贖罪題材推向極致的做法，

牢獄之災。換言之，寶潤的報復成功變成了

似乎可提升到宗教層面。小說寫一個司機

另一次懲罰的開始。至此，懺悔與救贖變

十年前開貨車時，意外撞死了一個騎自行

得複雜起來，懺悔不一定可以救贖自己。

車的少年，他感到非常內疚，不知道如何贖

上述的作家，寫懺悔和贖罪，都是來

罪。如今，他的貨車再次發生意外，撞死了

自人類自發的良知，跟宗教沒有直接關係，

一個少女。這次，他沒有逃跑，反而把這個

跟原罪的意識也沒有關係。在浩大的中國

少女抱到附近的村子，尋找她的家人。最

作家群落，到目前為止，皈依基督的作家

後的情節發展令人震驚和深思。少女的家

最為人知的就是北村了。六十年代出生的

人，毫不留情地要殺他，他不反抗，臨死時

北村，是個新潮作家，以寫現代派小說著

他說，「我已經死了」。司機無法賠償第一

稱。一九九二年信了基督教之後，北村的

個受害人，他從第二個受害人家人的報復

表現手法和思想主題都起來很大的改變。

中，獲得心靈的平靜，獲得救贖。

他在《神聖啟示與良知寫作》（《鐘山》

一九六○年代出生的作家，可能因為

一九九五年四期）一文中指出，中國知識分

童年目睹文革的恐怖，以致他們在描寫人

子幾乎從來沒有神這個概念，因此，他們只

性惡的時候，表現得異常的純熟和冷靜。

能呼籲道德的完善，而不是人類的終極關

例如，蘇童在長篇《米》（一九九一年）中，

懷。作為一個基督徒作家，他呼籲良知立

塑造了惡毒無比的五龍，他利用手段娶了

場和良心寫作。他認為不管是在中國還是

米鋪老闆的大女兒，搶奪了整個米鋪的資

在他國，只有這種寫作才具有意義。北村最

產，後來又強迫二女兒許身於他。同時，他

為人知的長篇小說《施洗的河》（一九九三

利用黑社會的勢力，作惡多端。蘇童寫了

年）的主人翁劉浪也是個像五龍般邪惡的

五龍的報應。他盲了眼睛，可是仍沒有悔

人物，而且還是個黑社會頭目。他與對手馬

意。虛榮的他，載了大量的米，打算回鄉炫

大互相殺戮多年後，加上吸鴉片，身體日漸

耀他的成就，可惜，他病死在回鄉的火車

虛弱。一天，他忽然醒悟到他跟馬大本來

並不認識，為什麼仇恨他呢？於是，他與馬

遇到信基督教的村人和牧師，他皈依了基
督，在河裏受洗。他影響了馬大，並把他帶
回自己的村子。名字隱喻流浪的劉浪不再
流浪，他回歸上帝的懷抱。北村對於罪與
罰的處理，顯然有別於其他中國作家，他側

[8]

收入《從維熙文集》第三卷(北京；華藝
出版社，一九九六年)，頁一至四三五。

[9]

香港：天地圖書公司，一九九○年。
史鐵生，《相逢何必曾相識》，收入他
的散文集《以前的事》(北京：東方出版
中心，二○○六年)，頁九一至九九。

[10]

重的是靈性方面的宗教回歸。

[11]

結語

[12]

梳理了一九七○年代後期以來中國當

見阿來《空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
社，二○○五年)。
收入阿來《空山》第三部(北京：人民文
學出版社，二○○七年)。

代作家有關自審、懺悔和救贖的小說，得出
的總印象是，關於這類主題的作品仍然太
少，這類作品缺乏傾力而為的勇氣和敘述
衝力，因為缺乏宗教信仰的認知，以致在
敘述過程中，未能進行有深度而持續的叩
問。本文根據中國當代的小說實例，初步建
構一個關於自審、懺悔、救贖等主題研究
的框架，而更深入全面的研究，尚待展開。
(本文發表在二○一五年十月在上海
師範大學與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合辦
的「基督教文化與中國文學研討會」)。
[1]

余開偉編，《懺悔還是不懺悔》(北京：
中國工人出版社，二○○四年)。

[2]

《知青文學的一個盲點:論知青小說中紅
衛兵經歷的處理》，見《文化研究》二
○一四年三期，頁一五六至一六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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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Writers:
Biography, Bibliography and Critical
Assessment. London: Routledge Press,
2016, forthcoming.
[4]
見《我是馮驥才：馮驥才自白》(北京：
團結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5]
收入劉心武小說集《大貓眼》(杭州：浙
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頁一○九
至一三六。
[6]
梁麗芳《從紅衛兵到作家：覺醒一代的
聲音》(香港：田園書屋，台北：萬象圖
書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九三年)，頁
一九二。
[7]
陸天明，《荒原的掙脫：針對零度無

Crime and Punishment in
C ontemporar y Chinese Fic tion:
Achievements and Limitations in the
Treatment of Introspection, Confession
and Redemption
L a i f o n g L e u n g ( U n i v e r s i t y of
Alberta)
A bstrac t: T h is a r t icle ai ms at
exploring the themes of introspection,
confession and redemption in Chinese
c o n t e m p o r a r y f ic t io n si n c e t h e l a t e
1970s f r om f ive p e r s p e c t ive s. T he s e
f ive perspectives include violence and
confession of the Red Guards, recollections
of village life of the Sent-down youths,
socio-political critiques of the Rightists,
confession to nature, and the awakening
t o rel ig ion. Eve n t houg h C h i ne se
contempora r y f ict ion has made g reat
achievements, its potential has not been
fully realized due to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 original sin, as evidenced
in the inadequate treatment of subjects
concer n i ng i nd iv idu al a nd collect ive
reflection, spiritual cleansing and rebirth.
Key words: Red Guards, Sent-down
youths, Rightists, crime and punishment,
self-introspection, confession ,redemption,
Christianity, nature.

一九七 ○
年代後期以來中國當代作家有關自審、懺悔和救贖
這類主題的作品仍然太少，這類作品缺乏傾力而為的勇氣和敘述

浪買了一艘小船，順流而下，在一條村莊，

衝力，因為缺乏宗教信仰的認知，以致在敘述過程中，未能進行

大和解。作者設置了一個悔改的空間。劉

有深度而持續的叩問。

奈：兼談〈桑那高地的太陽〉和〈泥
日〉》，見《文學評論》一九九三年一
期，頁一三七至一四六。

走進紅色耶路撒冷的空城
——試析冰心信仰之革命化(上)
■ 李卓然
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
摘

冰心在民國時期和基督教走得很親近，但是她並沒有按照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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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跡一直走下去。如果說青年的冰心是圍繞聖壇的天使，一九五一年

從日本舉家回國後的冰心就毫無阻滯地成為了紅色草原的踏馬。

要：冰心早年創作了諸多基督

基督教的痴迷，無不顯示著冰心已經全然

教文學作品，並一度被視為「基督徒作

認同了新降神州的旗幟，並且用唯物主義

家」。但在一九五一年從日本回國後，曾

世界 觀 和歷 史觀 將自己「全副 武 裝」。

經真心頌主的「屬天」冰心卻義無反顧地

一九五三年冰心發表了在國內公開露面以

擁抱「屬地」的共產主義信仰，實現了毫

後的第一篇文章《歸來以後》，文字的氣質

無阻滯的轉化，其過程之順暢令人驚嘆。

和風格與之前的創作已大不相同。彼時被

冰心能夠完成如此迅捷過渡的原因在於她

視為「閨秀派作家」的冰心 [3]，此時一下筆

對基督教的理解是道德化的，其認信並不

完全是「社會主義國家文藝工作者」的身

純粹。她在早期作品中推崇社會底層的

份、口吻和感覺。這種轉換的速度如此迅

「貧民主義」與共產主義唯民思想相勾

捷，過程如此自然，中途仿佛沒有經過半點

連，在「愛」中埋下了激進的種子。當冰

磕跘和反覆，完全可以用「無縫對接」來形

心以其「貧民主義」去表達以基督教為外

容，著實令人驚訝和驚嘆。要知道冰心在之

殼的「愛的哲學」時，就產生出類似「解

前可是被視為一個自由派的基督徒作家

放神學」的衍生物，後者正與共產主義具

的，她如何能幾近毫不費力地做到連一些

有一定的親緣關係。冰心注定無法在一種

在民國時就隸屬赤色陣營的文人費盡心力

異化了的信仰上穩定地生活，其試圖「調

都無法完成的改造？這種從「天上」到「人

和」的努力最終淪為無情的蛻變和改換。

間」的極速轉換在旁人看來簡直就是一個

關鍵詞：冰心；信仰；轉化；基督
教；共產主義。

奇蹟。
顧彬認為中國文人具有的代表特性是
「可以在最短時間內發生任意轉舵」[4]，但

冰心在民國時期和基督教走得很親

這仍無法合理地解釋發生在冰心身上的現

近，她不僅自中學、大學到研究生階段皆於

象，因為一方面冰心並非反覆無常的善變

教會學校接受教育 ，還憑著諸多神學色

文人；另一方面冰心在當時的轉變是非常

彩濃厚的文學創作在當時被視為最具天賦

「心甘情願」、「主動配合」的，幾乎看不到

和才華的「基督徒作家」之一 。但是她並

有什麼政治野心；故排除了性格和政治因

沒有按照這樣的軌跡一直走下去。如果說

素，從其人的信仰和文化內部來看待這一

青年的冰心是圍繞聖壇的天使，一九五一

轉變也許能為我們提供一個更為清晰的視

年從日本舉家回國後的冰心就毫無阻滯地

角。從原則上說，冰心曾經信靠的基督教

成為了紅色草原的踏馬。無論是對階級鬥

和後來皈依的共產主義是彼此並不一致的

爭的無條件擁護，還是成為批判「資產階

信仰，有神論和無神論的區別決定了在現

級之愛」的驍勇戰士；無論是對舊作和個

實中於二者間進行順聯的難度，那麼冰心

人歷史的徹底否定，還是再三檢討曾經對

的基督信仰是如何走向了共產主義呢？冰

[1]

[2]

壓服。冰心的作品中這種推崇弱者、窮人的

大的信仰鴻溝，似乎只有「突變說」才能實

「貧民主義」與共產主義唯民思想相勾連，

現合理的跨越；但這樣的解釋未免過於簡

在「愛」中埋下了激進的種子，使得她最終

單和含混，冰心思想的內在發展歷程也會

由泛神的同情走向革命的同情，由同情弱

遭到硬性切割和拆裂。

者走向同情無產階級。

學界多將中華大地上基督教的傳續

小說《分》就是一部蘊含著這種思想

和一九四九年之間的界標定為斷裂，而對

的典型作品。文中的「我」是產房裏一個新

冰心這個具體個案的剖析可以讓我們看

生的嬰兒，按照文中的描寫「我」的家庭應

到，其宗教信仰在現當代中國是如何一步

屬社會的中上階級，母親知書達理，「她會

步承續並異化進政治的意識形態的。在這

看書，床邊桌上堆著許多書，屋裏四面也

個過程中，「貧民主義」是冰心左轉的思想

擺滿了花」 [5]，「我」是母親的第一個孩

背景，也為冰心由崇信基督教能順暢轉為

子。父親的樣貌則很像高級知識分子，「清

宗奉共產主義奠定了基礎；而前後兩種信

臒的臉……很長的睫毛，眼神很好。仿佛

仰在理論結構上千絲萬縷、明來暗往的聯

常愛思索似的」 [6]。母親希望以後「我」能

繫則為這種轉變提供了一系列條件，冰心

早早的學習音樂和繪畫，並成為一名科學

對於基督教義的道德化理解又使得信仰的

家；父親則覺得該替孩子儲蓄教育費了，並

過渡和異化成為可能。

說「這筆款越早準備越好」[7]。母親的妹妹

一

已經準備好了一 個搖籃，弟弟則準備在
「我」六歲時贈送一部小自行車。從對這
些細節的描寫不難看出「我」生活環境之

化的心路歷程，從她前期作品中尋找線索

優越，不僅「我」的父母，而且家裏的親戚

和答案不啻為一脈務實的途徑，尤其是其

朋友都屬上流社會有一定身家和地位的

小說塑造人物暗含的框架能夠給予我們一

人。和「我」一個產房的「小朋友」則是高等

些重要的啟示。在這些作品裏面，各類人

階層的反面——貧民的典型，小朋友的父

物角色於劇情中表達意義的方式上反覆出

親是殺豬的屠戶；母親是家庭婦女和兼職

現著溫和而堅定的二元對立，例如貧窮/富

奶媽，在「慈幼會」的介紹下才得以第一次

有，弱勢/強權，底層/上層，高尚/醜惡，往

來醫院生產。「我」出生後父母的親戚朋友

往代表正義、光明和希望的都是弱者（窮

們都來探望，小朋友直到第二天連父親的

人、無權之人），而品行不端、需要改正、終

面都沒見著。如果說在物質的佔有上「我」

被感化的都是強者（富人、有權之人）。總

毫無疑問地多於小朋友；但在精神上則是

之，人物品行的好壞優劣往往可以從其身份

小朋友對「我」完勝。在這一點上文中對

（或者說階級地位）上推導出來，在一種對

「我」和小朋友神態表情的描寫暗示了許

於財富、權力、地位的反向歧視的敘述中，

多潛在的信息。當「我」被護士贊美外表秀

無良的強者和善良的弱者永遠都是那麼涇

美白淨，圓頭大眼、黑皮寬肩的小朋友的

渭分明。我們可以將冰心的這種思想稱之

反應是「似輕似憐」地微笑著。當「我」訴

為「貧民主義」，其可以用「三位一體」來概

說四個小時難產的痛苦，小朋友回答說自

括：一、將人群劃分為弱小、無權、善良之

己已是母親的第五個孩子，半個小時就生

貧民和強大、有權、邪惡之上層的二元對

下來了，「我」聽到後的反應是「默然」。當

立視角；二、貧民對上層天然地具有道德優

小朋友這樣對「我」陳說以後的夢想：「我

越感和道義優勢；三、貧民可以通過道德感

大了，也學我父親，宰豬，——不但宰豬，

１９

如要細緻重現冰心在兩種信仰之間轉

冰心的作品中推崇弱者、窮人的「貧民主義」與共產主義唯民

階級鬥爭思想呢？在其間橫貫著的那個巨

思想相勾連，在「愛」中埋下了激進的種子，使得她最終由泛神的

化或武力鬥爭來使上層自願臣服或被強制
同情走向革命的同情，由同情弱者走向同情無產階級。

心「愛的哲學」又是如何邏輯地發展到了

也宰 那些 豬 一 般 的 盡 吃 不做 的人！」 [8]

服」了，令強者感到羞慚並進而生發出想成

「我」的反應是「靜靜的聽著，到了這裏趕

為貧民階層的一分子的強烈意願，形成了

[9]

緊閉上眼，不言語」 ，在之後反覆思量這

一種在現實生活中可能性微弱的詭異邏

句狠話時「小手在裘底伸縮著，感出自己的

輯。這種對底層階級的神聖化和英雄化在

渺小」 。「我」的母親沒有奶水，但「我」

冰心早年的許多作品中都能看到影子，有

回家後會去吃奶粉和橘子汁；小朋友「似

著高貴出身、優裕收入、良好教育的高等階

憐憫又似鄙夷」地回應說他的母親要給人

層反而在什麼都比不上自己的貧民面前自

當奶媽，他在回家後 就 將被丟給祖母撫

慚形愧，還自願主動地去作被貧民教育的

養，去吃米湯和糕乾，「我」的反應是再一

學生，理想化的貧民成為了神聖的導師。在

次「默然」，而且「滿心的高興都消失了」，

當時有類似看法的知識分子並不止冰心一

「覺得慚愧」 。這種對貧民和上層明顯

人，聞一多、郭沫若、茅盾等人都曾在文章

的分別抬高和貶低在二人分別時到達了頂

中流露出上層須向貧民「低頭」的傾向。發

點，小朋友 的眼中「放出了驕 傲勇敢 的

表這類言論的知識精英有著一個共同的特

光」，宣言似地對「我」說：「你將永遠是花

點，那就是對自己擁有的知識心懷羞慚，

房裏的一盆小花，風雨不侵的在劃一的溫

而且恰恰是這些「高級」的知識導致了這種

度之下，嬌嫩的開放著。我呢，是道旁的小

「原罪感」。他們將自己擁有的知識和權貴

草。人們的踐踏和狂風暴雨，我都須忍受。

階層所佔有的財富和權力相提並論，往往

你從玻璃窗裏，遙遙的外望，也許會可憐

越是出身富貴的知識分子這種感覺就愈加

我。然而在我的頭上，有無限闊大的天空；

強烈；因此他們不僅不認同自己的這種身

在我的四周，有呼吸不盡的空氣。有自由的

份，還試圖通過對貧民的贊美或接近來對

蝴蝶和蟋蟀在我的旁邊歌唱飛翔。我的勇

之「洗白」。按理說，冰心出自軍官家庭，從

敢的卑微的同伴，是燒不盡割不完的。在

小生活富足優越，與底層百姓打交道和從

人們腳下，青青的點綴遍了全世界」 ，而

事繁重體力勞動的直接經驗應該說並不太

「我」則窘迫到了極點，幾乎是求饒似地

多，但是隨著鑽研學問、體察民情、觀察社

說：「我自己也不願這樣的嬌嫩呀」[13]，小

會的深入，她在中年階段卻開始轉向「意義

朋友見此情狀，還對「我」進行了安慰。當

的濃縮」─ ─一切生命的、生活的、歷史

媽媽給「我」換上美麗溫軟的新衣，小朋友

的意義都出自具體的勞動和勞動的人，知

則穿著拆改過還打滿補丁的大襖子，但是

識分子的腦力勞動反而是最虛偽和輕賤

就是如此不合身的一套舊衣服在小朋友口

的，甚至算不得真正意義上的「勞動」；意

中卻成為了驕傲的「鎧甲」，「我」則覺得新

義僅存在於辛勤的汗水，享受著他人汗水

衣服使人燥熱得想哭。當父母坐著小汽車

的果實卻又誇誇其談地耍著嘴皮子則是可

來醫院門口接「我」，小朋友則由他衣衫襤

恥的。類似的認識表現得最為典型的莫過

褸的父母抱回家去，但這樣的景象卻絲毫

於聞一多的言論：「我們（指知識分子——

不能使「我」產生半點的優越感，反而在

引者注）的知識是一種髒物，是犧牲了大

「我」眼中的小朋友「緊閉著眼，臉上是凄

多數人的幸福而得來的」[15]。在《問答詞》

傲的笑容……他已開始享樂他的奮鬥」

中冰心寫道：「不要看低了愚夫庸婦，他們

[10]

[11]

這種對底層階級的神聖化和英雄化並不止冰心一人，聞一多、郭

沫若、茅盾等人都曾在文章中流露出上層須向貧民「低頭」的傾向。

２０

這類知識精英有著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對自己擁有的知識心懷羞

慚，而且恰恰是這些「高級」的知識導致了這種「原罪感」。

[12]

[14]

。小說最後以「我哭了」作結。

是瞭解生命的真意義，知道人生的真價

《分》這篇作品從內涵上挖掘，已經

值。他們不曾感慨，不曾煩悶，只勤勤懇懇

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了階級觀點，但展開故

地為世人造福」[16]。這就將貧民的境界提

事情節的邏輯仍與愛和同情相關聯。在文

到了一個高深的層次，雖然他們相比於上

中弱者事實上用話語把強者「感動」和「說

層缺少知識和財富，但他們「瞭解生命的

意義和價值，只有這種在實踐中靠雙手生

在《一個不重要的兵丁》中塑造了一位能夠

發出來的東西才具有「真」的內涵。冰心對

「牧領」眾人的、擁有完美基督人格的兵

於貧民的境界拔高和道德美化在很大程度

丁，在《到青龍橋去》中細緻地描摹了火車

上對應著上層的道德羞愧，在她作品中貧

上七位凝重而溫柔的兵丁，並對他們端莊

民在道德上的天然優越性似乎在告訴讀

純良的品行抒發了深切的感動。但在《冬

者，那些上層佔有的財富和權力多是為富

兒姑娘》中冰心卻寫到街頭的小販最怕大

不仁、為官不仁，他們手中的一切雖然貌似

兵，因為這些人連拿帶搶、凶神惡煞，尤其

華貴莊嚴，但皆「來路不正」；而貧民雖然

是張宗昌的兵丁「一個個要飯的似的，襪子

一無所有，但他們勤勤懇懇地用自已的雙

鞋都不全，得著人家兒就拍門進去，翻箱

手和汗水換回有限的生存資料，這樣的生

倒櫃的，還管是住著就不走了」[17]，活脫脫

活才是充實而有意義的，這樣得到的果實

就是一群土匪。甚至在同一篇文章中，對於

才是能心安理得地享用的。於是，在知識

底層兵丁彼此嚴重矛盾的表達也先後出

分子叛逆的藝術氣質和對繁重體力勞動的

現，她一邊感慨著「我有生以來，未曾看到

道德化二者的共同作用下，既有現實中的

過像我在書報上所看到的，那種獸性的，

階層梯級被倒置和扭轉。事實上，整部中國

沉淪的，罪惡的軍人」 [18]；一邊卻又沉痛

現代革命歷程的正史講述就可以歸納為善

地感嘆著當時的軍隊「將這些勇健的血性

良堅定的貧民（無產階級工農）推翻和感

的青年，從教育的田地上奪出來，關閉在

化邪惡凶殘的上層（剝削階級地主資本

黑暗惡虐的勢力範圍裏，叫他們不住的吸

家）的過程。對貧民的道德美化、對上層的

收冷酷殘忍的習慣，消滅他友愛憐憫的本

人品歧視和一九四九年後推薦上學、安排

能」 [19]。而 冰 心《冬兒 姑 娘》中的 主 人

工作、晉級提升等方面很長一段時間內的

公——一個年輕潑辣的底層女子冬兒也正

「唯成分論」有著密切聯繫，也為之後預

是正邪混雜的集中體現者。冬兒雖然用勤

判國民品行的「血統論」提供基礎，應該說

勞的雙 手在社會上討生活，生存歷 盡艱

前者的邏輯恰恰是後者一系列政策的理論

辛，但她為了活命卻是什麼都敢做，例如曾

先導和輿論準備。

受雇於無良米鋪去砸圓明園漢白玉的大柱
子，將砸碎的玉屑混在米中摻雜使假、欺

景，但問題在於其「貧民主義」所依恃的是

詐顧客。她一方面表現得比土匪兵丁們更

一種看待人性的理想化視角，其中的貧民

為凶悍，勇於維護屬於自身的權益；另一方

實際上是一個虛幻的主體，他們無所不能

面卻又樂於和這幫人同流合污，跟在後面

而又一無所能。一方面他們是最具力量、人

混吃混喝，「她（冬兒——引者注）跟他們

數最多、理論上地位最為高貴的「人民」，

（匪兵——引者注）後頭走隊唱歌的，跟

他們創造絕大部分物質財富，具有最美好

他們混得熟極了，她哪一天不吃著他們那

的品質（例如勤勞、勇敢、善良等），不僅如

大籠屜裏蒸的大窩窩頭」[20]？她為自家地

此，他們還是「歷史的創造者」；另一方面

裏的玉米被偷而怒火中燒，非要找到小偷

他們又是最卑賤、最容易被忽略和輕視、

不可；但自己卻又好佔小便宜，甚至不惜坑

被歷朝歷代的統治者所愚弄的「愚民」，他

蒙拐騙，例如曾匡哄幾個兵丁將草料卸在

們自私貪婪、麻木不仁、極易被收買和控

自家後院，私吞這批草料後直接「跑路」。

制，而且在很多時候，他們甘願被密室政治

在冬兒身上我們確實看到了中國社會底層

操控而淪為炮灰或自相屠戮的工具。看待

人等十分複雜的個性和極為「中國特色」的

２１

冰心對貧民的推崇固然有其歷史背

在知識分子叛逆的藝術氣質和對繁重體力勞動的道德化二者

冰心的前期小說之中。以底層兵丁為例，她

的共同作用下，既有現實中的階層梯級被倒置和扭轉。整部中國

勤勤懇懇的勞動中實現了一種最為真實的

現代革命歷程的正史講述就可以歸納為善良堅定的貧民推翻和感

社會底層民眾的複雜心態也突出地顯現在
化邪惡凶殘的上層的過程。

真意義」、「知道人生的真價值」，他們在

國民性，她一方面散發著民族傳統中勤勞

解到這些，我們就能明白冰心無可留戀地

肯幹、不怕吃苦、靈活務實的寶貴品質，一

走向革命的原因，也能看到冰心前期和後

方面又顯露出撒潑無賴、膽大心黑、沒有

期作品之間的關係並非「斷裂」而是「承

底線的市井惡習，甚至是傳統文化中「厚

續」。導致這種轉變的根本原因在於冰心

黑」、自私、奸詐的遺毒和糟粕。

對於基督教的理解是充滿了道德意味的，

二

這樣的認信並不純粹，而是在一開始就有
其預設條件，其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也不

可以看出，冰心抬高底層、貶低上層的

過是外觀顯現為雜糅的「調和」。基督教

「貧民主義」思想傾向並非回國後歷經思

並未在其精神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確立至高

想改造的結果，而是在民國時期的作品中

的神聖性，成為高懸於其上的「達摩克利斯

就能找到其相應的思想發端。當冰心用「貧

之劍」，而只是一種教人為善的世俗訓誡。

民主義」去表達以基督教為外殼的「愛的

當這種本身就依賴於人而非神的訓誡遭遇

哲學」時，就不可避免地產生出一些類似

邏輯吻合的強大主義和學說時，被吞並乃

於拉美「解放神學」的衍生物，而後者和共

至異化也就在意料之中。但在現實中，冰心

產主義又有著一定思想交叉的親緣關係。

的信仰從基督教到共產主義的轉變還需要

冰心在二十世紀中葉急速「左轉」的玄機

憑二者間的一系列具體聯繫才能得以最終

便在於此。有研究者認為冰心深受共產主

完成，下面就將分別論述其中的四個主要

義思潮影響，被認為是以「愛的哲學」特別

聯繫。

在冰心的作品中，愛和犧牲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而革命同樣需

要犧牲和奉獻。事實上中國現代的許多在早年信仰博愛主義的文人在

後來都加入了左翼陣營甚至成為了革命者。

２２

是對下層人民的愛的思想貫穿寫作的作

一、為貧民立言、為大眾獻身的相通。

家。在冰心的作品中，愛和犧牲是緊密聯

冰心自民國初涉文壇之始，其創作的出發

繫在一起的，而革命同樣需要犧牲和奉

點就落腳於廣大人群之中，在其生平發表

獻。事實上中國現代的許多在早年信仰博

的第二篇文章《「破壞與建設時代」的女學

愛主義的文人在後來都加入了左翼陣營甚

生》中，冰心寫道：「我們所圖謀的是永遠

至成為了革命者，馬利安·高利克（Ma r ia n

無窮數千萬人的幸福。他們的失敗，只關係

G a l i k）就觀察到：「冰心沉迷於泰戈爾和

自己。我們的失敗，是關係眾生」[24]。這裏

基督教的時候，『無限』或『無涯』正是流

包含了一種將個人和大眾相連所生發出的

行的概念，我們可以在瞿秋白（一八九九至

歷史參與感和使命感，而這種感受和共產

一九三五年）早期的著作中找到這樣的字

主義對人生價值和意義的指向是非常相似

眼。而且，李大釗（一八八九至一九二七

的。冰心的小說中也多有描寫底層人民生

年）也書寫過同樣的情緒。李大釗在信仰

活之苦況的題材，例如其在一九二○年發

共產主義之前，所嚮往的是立根於廣博愛

表的《還鄉》和《三兒》都是同情勞苦人民

心的文學」 。早年的李大釗認為新文學

的典型作品；到了三十年代，冰心在階級

是必須以「宏深的思想、學理，堅信的主

觀點的影響下創作了《分》、《冬兒姑娘》

義，優美的文字，博愛的精神」來作為「土

等作品，其基調仍舊是為底層民眾立言，但

壤根基」的 。雖然青年冰心曾高唱「主義

相比於之前對貧民表達愛和同情，這一時

救不了世界，學說救不了世界，要參與那造

段的作品加上了「光明的尾巴」，即贊賞底

化的妙功呵，只有你那純潔高尚的人格」

層的反抗精神，並對上層的逸樂生活表示

，但她還是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主義和學

鄙夷。貧民的主體性得以被開掘，他們不

說。在她的作品中沒有一個圍繞著堅定信

再是等待施捨、乞求憐憫的弱者，而是成為

仰運行的軌跡，相反，調和論、泛神論、儒

了命運的主人和自我解放的主體（正如共

釋道教從各個方向拉扯著文字的走向。瞭

產主義所認為的無產階級只能依靠自己取

[21]

[22]

[23]

得最終的解放一樣）。

關係。這種事實上共產式的生活確實和共

於燕京大學，她的無私奉獻感染著周圍的

你想要知道最早的基督教會是什麼樣子，

人群，當許多鄉民向她求助並得到無私的

那就請您看看『國際工人協會』的一個地

關懷後，這樣對她說：「如今你不是公使夫

方支部」 [31]。而共產黨軍隊在中國革命戰

人，而是牧師太太了」[25]，而她最後為了救

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提出的「官兵一致」口

治自己一位同事的妻子，輸血過多染病而

號其核心就是階級平等，用朱德的話說就

死，路易斯·羅賓遜（Lewis Robinson）認為

是「有鹽同鹹，無鹽同淡」。早在井岡山革

這個犧牲「從本質上說是基督教式的，因

命根據地時期，紅軍軍事將領就和士兵同

為她用『血』為另外一個人獻出了自己的生

吃 糙 米 飯，同穿 粗布 衣，同住 茅 草房；

命」 。路易斯·羅賓遜還認為冰心在這篇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古田會議決議進一步強

文章中所想表達的觀點是「中華民族的興

調指出，紅軍的官兵只有職務的分別，沒有

盛最終要靠每一個人。這種觀點和社會主

階級的分別。甚至在職務稱謂上，部隊也

義社會中個人位置的概念是極為相近的」

將國民黨軍中「司令」、「護兵」、「勤務

。這種對普通民眾的重視和推崇貫穿了

兵」、「伙 夫」等的舊 稱一並 改為「司令

冰心的整個寫作生涯，正如她在回國後翻

員」、「警衛員」、「勤務員」、「炊事員」等，

譯的《安利坦·波利坦詩三首》中的一句詩：

名稱的結尾都帶著一個「員」，用以表明大

「但願我的聲音是為千萬人說話」 。基

家都是革命軍隊的普通一「員」，只是各自

督教對窮苦人民的同情和關切很容易在社

分工不同。耶穌的門徒在主平等的尊重和

會主義社會「人民當家作主」的旗幟下被認

眷顧面前體會到了聖言的真道，他們為信

為得以實現。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

仰勇敢捨命，為了福音的傳播奉獻一切；中

曾有言：「基督教實在是窮苦人的宗教」，

國共產黨軍隊中對階級平等的踐行滿足了

而共產主義則是貧苦工農的主義。

底層士卒的人格尊嚴，極大地增強了隊伍

[26]

[27]

[28]

二、對平等的追求的相似。雖然冰心

的士氣和戰鬥力。基督教和共產主義的平

在小說《分》中寫到貧民的孩子和上層的

等觀的區別在於前者屬神本平等，而後者

孩子「從此分開了」，在「精神上，物質上的

屬人本平等。在神本主義平等觀的架構中，

一切都永遠分開了」 ，但她實際上所追

上帝之下的眾人間是平等的。其與人本主

求的是一種平等的「合」，一個人人平等、

義的平等觀的不同之處表現在世間平等之

沒有壓迫和剝削的世界。《聖經·啟示錄》

上自有神的權柄，平等的初始價值來源於

中基督再臨後那「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

神的無條件賦予而非人的道德追求。

[29]

基督教自誕生時就有著很強的平等

（Karl Marx）的構想中消除了階級分野、

性，只要信主，不論身份、地位如何低下，

人人各得其所的共產主義社會對於人類的

即使是奴隸都能得到拯救，耶穌所收的門

強大吸引力除去物質的一面，更重要的是

徒也都是些窮苦的勞動者。事實上，耶穌自

人格尊嚴的充分滿足和自由平等的真正實

己就是生而為貧民並且活在貧民中間，他

現。《聖經·使徒行傳》中記載公元一世紀

降生時被放在馬槽裏，滿八天受割禮時，

的基督徒在一起同吃同住，任何生活中的

他的肉身父母因為貧窮，僅以一對斑鳩獻

物品都彼此公用，並且將各人的田產家業

祭。耶穌長大後傳福音的第一個對象便是

都變賣後再進行平分，實行財產共有，實現

窮苦人，優先選擇窮苦人也是他的態度，那

了人與人之間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平等

些被擄的、瞎眼的、受壓制的在他眼中是

２３

悲哀，哭號，疼痛」 的新天新地和馬克思
[30]

在神本主義平等觀的架構中，上帝之下的眾人間是平等的。

斯特·勒南（Ernest Renan）曾有言：「如果

其與人本主義的平等觀的不同之處表現在世間平等之上自有神

了一位虔誠的基督徒，這位女主人公畢業

的權柄，平等的初始價值來源於神的無條件賦予而非人的道德追

產主義的平等追求有著基本的類似。厄內

求。

在《關於女人·我的學生》中冰心塑造

如此珍貴而特別。《聖經·路加福音》常被

是平等的便是「人們樂於稱呼的神的啟示

稱作「窮人的福音書」，其中多處明確提到

者耶穌」。基督教的平等觀深刻地影響了

上帝對窮苦人的「眷顧」和「偏愛」。基督

馬克思創設理論的邏輯起點，威廉·霍登

教尤其在在弱者和被邊緣化的人面前表現

（William Horden）指出，現代共產主義的

出無私的關懷，《聖經》中耶穌看重和親自

快速傳播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功於基督教會

去幫助的人包括目不識丁的漁夫、麻風病

幾個世紀以來的對於平等、博愛等普世價

人、有罪的女人、犯搶劫罪的強盜等；而冰

值的宣講，這些福音中的價值構成了前者

心筆下那些她著力描寫、用心與其溝通的

後來打動人心的基礎。正如冰心在回國後

小人物也都是來自社會最底層，他們是受

翻譯的尼泊爾國王比拉克姆·沙阿（Bikram

虐待的童養媳、老實吃虧的無名兵丁、靠撿

S h a h）的詩歌《長久地痛哭與哀號》中所

彈殼貼補家用的孩子、在廚房跑 堂的傭

寫的：
長久地痛哭與哀號，

童、背井離鄉的難民等。恩格斯（Friedrich
E ngels）將耶穌時代的基督教看作是窮人

母親說：「這些不是我的兒女——

的宗教，也是被迫害、被壓迫者的宗教，他

「他們是這樣、這樣地懸殊。」

在一八九四年所寫的《論原始基督教史》

「他們有的驕奢揮霍，

一書中稱基督教「在其產生時也是被壓迫

「有的又在窮困匍匐；

者的運動，它最初是奴隸和被釋奴隸、窮

「我真不忍舉目細看，

人和無權者、被羅馬征服或驅散的人們的

「他們是這樣、這樣地懸殊」。

宗教」 ，但即便在當今世界，許多關懷

「他們有的渾身赤裸，

和救濟窮苦人的公益團體背後也都有著基

「有的又是遍體綾羅；

督徒的身影，甚至教會本身就是慈善活動

「我不能看著」，母親說，

的積極組織者和參與者。基督教給予貧弱

「他們是這樣、這樣地懸殊」。

[32]

恩格斯將耶穌時代的基督教看作是窮人的宗教，也是被迫害、

被壓迫者的宗教，即便在當今世界，許多關懷和救濟窮苦人的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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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背後也都有著基督徒的身影，甚至教會本身就是慈善活動的積

極組織者和參與者。

者的平等與尊重根植於《聖經》的敘事框
架：既然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創造的，

「他們有的住著豪華的城堡，

那麼每一個個體都有權得到如一的關愛。

「有的就蜷伏在卑陋的棚窩；

共產主義的平等觀是用一種富有邏輯性的

「我不忍看到我的兒女，

表達確立的，通過對歷史規律的探尋和推

他們是這樣、這樣地懸殊」[33]。

演，人與人之間理應平等成為革命的引線，

人人生而平等，又生活不等。雖然在

人類必將在未來的大同世界實現平等構成

理念上，每 個個體都具有獨一無二的價

革命的目標。拉美解放神學則是試圖「調

值，每個人都是世界上平等的一員；但在現

和」基督教和共產主義的一個另類，它期

實中，「豬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語出杜

望萬民平等的新耶路撒冷依靠於地上的人

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人們體

以上帝之名的革命行動來建立。如果將三

驗到的是極其嚴重的不平等。如何解決這

者置於同一坐標系，基督教的行動參照是

種理想和現實之間的尖銳矛盾呢？基督教

天上神的國，共產主義的實踐目標是地上

的做法是「上帝創造了我們，這樣我們就能

人的國，解放神學的理想追求是地上神的

懷著大愛去做小事」[34]，仰仗神恩，從一點

國。

一滴做起，謙卑而柔順地服侍他人，用愛來
十八世紀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摩萊裏

修補這個星球的畸形和傷痛。共產主義則

（Mo r el ly）就曾說基督教「使他們意識到

要從根本上變革既有權力體制，用「推倒重

所有人的自然平等」，皮埃爾·勒魯（Pier re

建」的方式為理想中平等的實現創造條

L e r o u x）則稱第一位將全體人類看作都

件，按照頂層設計的藍圖蓋建「新」的社

們最大的不同還是在於如何由「抽象」落

義將替代資本主義，並稱無產階級通過完

實為「具體」的路徑選擇——到底是依靠

成革命來解放全世界是「現代無產階級的

神還是依靠人。正是這種形態表像的相對

歷史使命」 [36]。而且愈是在共產主義運動

重合導致了基督教和共產主義在總體的願

前期，這種信念和理想就愈發強烈。這種

景上有了可比相交之處，而通過捨己的犧

革命的爆發和耶穌重臨同樣都是「必來」

牲或是革命的奉獻來消除不公和不義也使

的，因為社會主義是「兩個歷史地產生的

得二者在實踐上有了錯位的可能。於是冰

階級即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鬥爭的必

心和西蒙娜·薇依就走上了起點和終點互

然產物」 [37]。恩格斯甚至無不樂觀地預測

換的逆向道路：前者由基督教走入左翼階

說「在德國，工人運動的勝利甚至是指日可

級理論定義的人民群眾中，走進了新的「紅

待了」 [38]；「依目前的形勢來判斷，德國難

色耶路撒冷」；後者則在與勞苦民眾一起

道不可能又成為歐洲無產階級奪取第一次

勞動、共同生活的紅色體驗中皈依了基督

偉大勝利的舞台嗎？」 [39]所以在那個風起

宗教，回歸到《聖經》的「千年之國」。

雲涌的時代，那些篤信共產主義的革命者

三、 預言模式的類同。基督教和共產

是帶著解放全人類、改變世界歷史的雄心

主義的教義或理論都以一種系統化、哲學

壯志來宣誓入黨的。到了當今以「和平與發

化的預言模式展開，前者企盼新天新地的

展」為主流的時代，共產主義也在不斷與

降臨，後者指向大同世界的到來。對於理

時俱進，向變化中的國際形勢迅速作出回

想世界的願景和希翼是維繫其思想最為重

應和調整，這從中國「改革開放」後，鄧小

要的主軸之一。二者所描繪的未來「新」的

平聽從李光耀的建議，停止對外輸出革命

世界型態或社會型態將最終來臨、而且必

就可以略窺一二。對於戰略目標的實現，放

然來臨，這也是聖徒和烈士甘願犧牲一切

下「革命速勝論」、作好「打持久戰」的準

的關鍵精神支柱。《聖經》經文中對於耶穌

備將是一個務實的選擇。
四、「一即是萬」話語模式的相連。

象的生動描繪無不勾畫出新天新地的壯闊

在冰心民國時期的文學創作中，雖然也有

圖景。所以在歷史上的屢次危難中，那些

不少較為嚴肅的神學作品，例如《聖詩》、

聖徒是懷著堅韌的意念和篤定的信心來為

《一個不重要的兵丁》、《我+基督=？》、

主捨命的；對天國的祈盼構成了一種「信仰

《十字架的園裏》等；但在其它的一些作

的期待」，使得他們在無論如何險阻而艱

品裏，無論是詩歌《贊美所見》中流露出

困的環境中都能持守所信、矢志不移。「基

的人神並峙，還是散文《寄小讀者》中的泛

督重臨」至今仍是支撐信眾之信仰的重要

神感動，抑或小說《南歸》中的多教雜糅，

核心思想，正如羅雲·威廉姆斯（R o w a n

無不顯示著在很多時候，冰心的基督信仰

Williams)在那首名為《重臨日曆》（Advent

並非傳統意義上的神學派別，而是沾染了

Calendar)的詩歌中所寫的：「他將重臨，像

濃厚的現代自由派神學色彩。如果冰心信

最後一片樹葉的飄落/……他將重臨，像霧

仰的是前者，向共產主義的轉型也許會困

一般/……他將重臨，像黑夜一般/……他

難些；而恰恰是後者中的某些神學觀點例

將重臨，他將重臨/像夜裏的哭喊那樣重臨

如「一即是萬」使得冰心的基督信仰和共

/像血一樣重臨，像碎裂一樣重臨/正如大

產主義有了相連的可能，為其能平穩過渡

地翻滾著將他升起，全然自由/他將重臨，

鋪砌了道路。「一即是萬」的觀點由自由派

像一個孩子一般」[35]（李卓然譯）。

基督神學的奠基者施萊爾馬赫（F ried 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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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喚未來使命的多次提及和對重臨之日景

基督教和共產主義的教義或理論都以一種系統化、哲學化的

創立理論時曾預言在不久的將來，社會主

預言模式展開，前者企盼新天新地的降臨，後者指向大同世界的到

完成型態，其宏觀面貌差別並不懸殊；它

來。對於理想世界的願景和希翼是維繫其思想最為重要的主軸之

共產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在
一。

會。事實上，如果仔細觀察二者追求平等的

Schleiermacher）從泛神論的理論中借用提

[12]

出，並在冰心「愛的哲學」中得到了充分體

[13]

現：天底下每一位母親的心中都被賦予了
上帝之愛，並隨著世上萬千個母親和孩子
將這份愛傳達，上帝之愛既反映在每一份
分毫不減的母愛，又是所有母愛的彙集；每
一份母愛都代表並充分體現著上帝之愛，
所有的母愛相加匯總更表現出上帝之愛的
博大和深沉。
[1]

[2]

在冰心民國時期的文學創作中，雖然也有不少較為嚴肅的神學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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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冰心的基督信仰並非傳統意義上的神學派別，而是沾染了濃厚的

現代自由派神學色彩。

[3]

[4]

[5]

[6]

冰心的中學就讀於北京的貝滿女中，大
學就讀於燕京大學，研究生就讀於美國
的威爾斯利女子學院（W e l l e s l e y
College)，一共接受了十二年的教會學校
的教育。
冰心在民國時期創作的神學作品或帶有
基督教色彩的文學作品包括：《聖
詩》、《最後的安息》、《一個不重要
的兵丁》、《畫——詩》、《自由——
真 理 —— 服 務 》 、 《 我 + 基 督 = ？ 》 、
《超人》、《十字架的園裏》、《到青
龍橋去》等。
早在一九三○年，毅真就撰《閨秀派的
作家——冰心女士》一文發表於《婦女
雜志》第十六卷第七號。由於「閨秀」
一說太過流行，一九三四年冰心在接受
《婦女生活》記者子岡的采訪時特意對
之回應：「人家說我是小姐，是閨秀，
我是不承認的……」，見子岡：《冰心
女士訪問記》（范伯群編：《冰心研究
資料》，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二○
○九年），頁九三。
顧彬著，范勁等譯：《二十世紀中國文
學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二○○八年），頁七二。
冰心：《分》《冰心全集·第二冊》，載
(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二○一二
年），頁三一一。

同上。
同[注五]，頁三一二。
[8]
同[注五]，頁三一○至三一一。
[9]
同[注五]。
[10]
同[注五]。
[11]
同[注五]，頁三一二。
[7]

同[注五]，頁三一二至三一三。
同[注五]，頁三一三。
[14]
同[注五]，頁三一四。
[15]
聞黎明、侯菊坤編：《聞一多年譜長
編》（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頁八七七。
[16]

冰心：《問答詞》，載《冰心全集·第
一冊》(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二○
一二年），頁二二八。

[17]

冰心：《冬兒姑娘》，載《冰心全集·
第二冊》(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二○
一二年），頁三六一。

[18]

冰心：《到青龍橋去》，載《冰心全集
·第二冊》(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二
○一二年），頁五一二。

[19]

同上，頁五一三。
冰心：《冬兒姑娘》，載《冰心全集·
第二冊》(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二○
一二年），頁三六一。

[20]

[21]

馬利安·高利克著，李玲譯、倪輝莉
校：《青年冰心(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三
年)：冰心與〈聖經〉、冰心與泰戈爾的
關係研究》（冰心論集一·網絡版，網
址：h t t p://w w w.b i n g x i n.o r g/i n d e x1.
htm）

[22]

李大釗：《什麼是新文學》，載《李大
釗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頁二四九。

[23]

冰心：《人格》，載《冰心全集·第一
冊》(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二○一二
年），頁二一九。

[24]

冰心：《「破壞與建設時代」的女學
生》，載《冰心全集·第一冊》(福州：
海峽文藝出版社，二○一二年），頁
十。

[25]

冰心：《關於女人·我的學生》，載
《冰心全集·第二冊》(福州：海峽文藝
出版社，二○一二年），頁四八。

[26]

路易斯·羅賓遜著，傅光明等譯：《兩
刃之劍：基督教與二十世紀中國小說》
（台北：業強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頁四八。

[27]

同上。
安利坦·波利坦著，冰心譯：《安利坦
波利坦詩三首》之《我寫歌》，載《冰

[28]

[30]

《聖經·啟示錄》二十一章。
[31]
厄內斯特·勒南：《基督教起源史》
（轉引自弗雷德裏希恩格斯著，中共中
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
譯：《論原始基督教的歷史》，載《馬
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
出版社，二○一二年），頁三二七。
[32]

弗雷德裏希·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馬克
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
《論原始基督教的歷史》，載《馬克思
恩格斯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
社，二○一二年），頁三二七。

[33]

比拉克姆·沙阿著，冰心譯：《長久地
痛哭與哀號》，載《冰心全集·第十
冊》(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二○一二
年），頁三○五。

[34]

Mother Teresa of Calcutta, Compiled by
J o s e L u i s G o n z a l e z-B a l a d o, Mother
Teresa: In My Own Words (Missouri:
Liguori Publications, 1997), p.64.

[35]

Rowan Williams, Advent Calendar (Poems
of Rowan Williams, Michigan: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2004), p.31.

[36]

弗雷德裏希·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馬克
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
《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載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二○一二年），頁
八一七。

[37]

[39]

同上。

Revolutionization of Bing Xin’s Belief
L i Z h u o r a n ( Z h e j i a n g Yu e x i u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Abstract: In Bing Xin’s early years,
she has produced many Christian literary
wo r k s . S h e w a s e ve n r e g a r d e d a s a
“Christian writer” at one time. However,
after coming back to mainland China from
Japan in 1951, Bing Xin, who once praised
the Lord wholeheartedly and longed for
Heaven, went to embrace the belief of
Communism focusing on Earth without
hesitation. She achieved a transformation
free of any retard, and the process was
astonishingly smooth. T he reason for
Bing Xin’s such quick transition lies on
her moralized u nderst anding towards
Christianity, and thus her belief is not pure.
Her advocacy towards the bottom of society
ca n be na med as “pauper ism”, wh ich
forms a connection with the Communistic
people-first thought, and sows the radical
seed in “love”. When Bing Xin expresses
the Christianity-covered “Philosophy of
Love” by such “pauperism”, some kinds
of derivatives which resemble “Liberation
T heolog y” are produced. “Liberat ion
Theology” just has certain kinship with
Communism. It is inevitable that Bing Xin
cannot live stably on a kind of belief which
has undergone alienation; her attempt of
“reconciliation” ultimately descends into
remorseless transmutation and alteration.
Key words: Bing Xin; Belief;
transformation; Christianity; Communism.

２７

同上。
弗雷德里希·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馬克
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
《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之
「一八九二年英文版導言」，載《馬克
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
版社，二○一二年），頁八一七。

[38]

Re d J e r u s a l e m: Re s e a r c h o n t h e

上帝之愛既反映在每一份分毫不減的母愛，又是所有母愛的彙

冰心：《分》，載《冰心全集·第二
冊》(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二○一二
年），頁三一四。

集；每一份母愛都代表並充分體現著上帝之愛，所有的母愛相加匯

[29]

Step into the Empty City of
總更表現出上帝之愛的博大和深沉。

心全集·第九冊》(福州：海峽文藝出版
社，二○一二年），頁一九五。

生命意義的持續追問
——論北村在基督教文化影響下的小說創作
■ 荀利波
曲靖師範學院人文學院

■ 楊劍龍
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
摘

北村持續對生命意義的追問，把拯救世人的神性意識融入文學作

２８

品中，形成了其獨特的文學主題和文學景觀。他的創作不斷攪動著文

壇，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北村討論熱潮。

要：在先鋒文學陣營中成長起來

在，二十多年過去了，北村持續對生命意義

的北村，帶著對人的生命意義的思考，不

的追問，把拯救世人的神性意識融入文學

斷在小說創作中延續著自己的文學實驗。

作品中，形成了其獨特的文學主題和文學

在北村皈依基督教後，並未割裂他對生命

景觀。也正因此，他的創作不斷攪動著文

意義的追問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後期以來，

壇，吸引了眾多讀者與批評家的目光，《當

北村在小說創作中，進一步從沉淪與救贖

代作家評論》、《小說評論》等刊物多次組

的主題回到當下，更為直接考量人們所面

織對北村的專題討論，形成了一波又一波

臨的生存困境，既體現出作家思想發展的

的北村討論熱潮。

完整性，又顯示出北村在創作中對文學價

綜觀二十餘年學術界對北村的討論，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施洗的河》的

值的不斷探求。
關鍵詞：北村；基督教文化；小說；

評論為中心形成了一個高峰，甚至我們也
可以將其作為一個轉折，在這之前，「先

生命意義。

鋒」成為北村被納入批評視野的一個醒目
北村是中國當代作家群體中很特別的

標識。雖然很多人認為九十年代末期以來

一個，這並非因為他曾活躍於對先鋒文學

「轉型」成為進入北村小說空間的鑰匙，

的探索，而是在於他登上先鋒文壇不久後

並導致一些研究者刻意將北村的創作按先

即迅速轉身，成為了一名虔誠的基督徒，並

鋒、絕望、救贖等「三段論」或「四段論」的

試圖在其文學世界中拯救沉淪的「羔羊」，

方式作出生硬的分期，但筆者認為北村的

做一個牧羊人，建構起一個信仰的精神世

轉型並不意味著捨棄或新的開始，並非根

界，並在其中不斷追問生命的意義。從一

本性轉變，而是在於一種內在延續基礎上

個先鋒文學的代表作家皈依基督教之後，

的推進和賦予新的內蘊，將個人心靈的自

得到神的「揀選」的北村，相繼創作了《施

我淨化和信仰追求作為一種為人和為文的

洗的河》、《張生的婚姻》、《傷逝》、《瑪

理想、責任與自覺意識，不斷以在藝術世界

卓的愛情》、《老木的琴》、《周漁的喊

的跋涉求證人存在的意義與價值，這是北

叫》、《公民凱恩》、《發燒》、《玻璃》、

村小說創作中一直貫穿著的一個主題，這

《憤怒》、《公路上的靈魂》、《我和上帝有

也或可以成為我們讀解基督教文化影響下

個約》等小說，「用一個基督徒的目光打量

北村小說創作的一條線索。

這個墮落的世界」 。從一九九二年到現

一、人的「存在之難」

[1]

粉碎「四人幫」後，一九七八年五月展

很多人認為，許多先鋒作家創作的轉

《人民日報》在一九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刊

向標志著先鋒寫作的終結，這其實是不準

發的社論，明確了「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

確的。馬原、余華、格非、孫甘露、北村雖然

會主義服務」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

在創作上發生了變化，但這種變化實質上

新時期文藝基本方針，取代了「文藝為政

是他們先鋒實驗的一種延伸。先鋒小說從

治服務」的口號，使文藝不再是政治的附

一開始就是在時代的催生下以破除禁忌、

庸，新時期文學藝術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

反叛傳統為指引，不斷通過文化、文學觀

在這一重大歷史背景下，回歸現實主義並

念、文本特徵的新實驗創造新的藝術形式

弘揚現實主義傳統成為新時期之初文學創

和風格，「轉向」難道不是他們先鋒創作實

作的重要傾向，「傷痕文學」、「反思文學」、

驗的一種延續？同時，就北村而言，小說創

「改革文學」、「尋根文學」等文學創作流

作形式的實驗並非他根本的目的，因為從

派先後登場。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隨

他開始進入文學就帶著那個時代所特有的

著社會改革與對外開放程度的加深、經濟

氣質，我們或許可以把北村這一時期的創

全球化的浪潮的席捲，西方哲學思想、作家

作看做是他初入文壇「尋路」的開始。

作品、文學理論等被大量引進，經歷文革十

一九九○年，北村在《神格的獲得與

年「封禁」後空前開放的文化環境和資源，

終極價值》一文中說到：「在目前中國大多

催生了部分作家在模仿中探索創新、解構

數作家的創作中，我們看不到這種一以貫

傳統，在寫作的實驗中追求文學的個性，湧

之的終極之光，我們也許能看到一種道德

現出了一批具有開創意義的作家，並成為

感，一種政治態度，一種民族優患意識等

中國當代文學中最為重要的中堅力量。

等，就是難以看到他對存在的特殊敏感、
對人類生存原痛苦的敏感和對生命的終極

特徵，北村顯然沒有能力去造就和改變一

體驗。即使在一些新潮作家身上，我們也只

個時代，但卻與時代有著千絲萬縷的聯

看到了經過偽裝的對生命與存在的認識，

繫，其中為許多評論家所津津樂道的就是

如果究其獨在的精神領土，就可能發現那

其在這一時期進行的小說實驗。它所帶來

是一片不毛之地」 [4]。他在進入文學世界

的意義我們在這裏並不想再去重複，因為

之初就深深的表達出對這一「存在之難」

更為重要的是經歷這一時期並正從大學走

的深深憂慮，而在他相繼推出的「者說」系

向社會、走向文壇的北村，在這一特殊時

列小說中，更是將樟阪描繪成了一個令人

期形成了他文學創作的基本態度，雖然他

窒息的空間，灰暗或許會成為許多讀者對

自認為：「當我在廈門大學中文系的某個

這個地方最深刻的印象，還有充斥著的死

宿舍裏昏黃的燈光下開始學習寫作的時

亡，「在樟板，也就是在一個北村的寓言空

候，我對文學一無所知」 ，而驅動他寫作

間裏，聾啞學校 校 長（話語和意義拯 救

慾望的只是「能出名」。然而，當他讀到老

者），神學教授和牧師（心靈指導者）不是

師送給他的魯迅的《好的故事》時，使他從

死於非命，就是對死亡事件束手無措」[5]。

夢中驚醒，「決定把自己的一生獻給文學」

在死亡的籠罩下，北村試圖向人們證實，

，他把文學當成了自己的家，並以一篇

「這些心靈教師應該對靈魂的普遍死亡承

《黑馬群——實驗室實驗之一》旗幟鮮明

擔責任。——像地獄一樣探刻，同時又渴

地加入了先鋒小說的實驗陣營，又陸續推

望著烏托邦的天堂」 [6]。但如何才能進入

出了《諧 振》、《逃亡者 說》、《劫 持 者

烏托邦，心靈如何才能不死，從《黑馬群》

[2]

[3]

２９

當然，這更大程度上只是一個時代的

就北村而言，小說創作形式的實驗並非他根本的目的，因為從

運動的序幕，之後召開的第四次文代會和

他開始進入文學就帶著那個時代所特有的氣質，我們或許可以把北

作品，躋身於先鋒文學代表作家之列。

村這一時期的創作看做是他初入文壇「尋路」的開始。

開的「真理標準」大討論揭開了思想解放

說》、《歸鄉者說》、《聒噪者說》等一系列

到《聒噪者說》，小說明顯把我們帶入了一

個過於宏大且模糊的思考，什麼才是解決

個令人困惑的「迷津」之中，作者同樣是因

的途徑還不得而知，西方文化包括基督教

困惑而尋找著這條拯救心靈之路，但它是

文化早已成為包括北村在內的許多作家書

困難的。他自言：「我寫出了一批名為『者

寫與模仿的實驗對象（例如「者說」系列小

說』系列的中篇小說，我想它的冷漠程度

說），而對基督教最終的皈依是在「尋路」

不會超過我對現實的態度，我對家庭充滿

的迷途中找到「一盞明燈」。在皈依三年之

了厭惡，但我又不知道目的在哪裏」 。並

後他更肯定地說：「今天我可以見證說，他

在對卡夫卡、尼采、加繆、普羅米修斯的分

是宇宙間惟一真活的神，他就是道路、真

析中喊出一個超出哲學範疇的問題：「我

理和生命」 [12]。謝有順先生在《我們時代

死了為什麼還活著？」 [8]朱大可斷言：「北

的心靈史——關於北村〈施洗的河〉的闡

村已經走向他自己的末日，這是不容置疑

釋》中做出過中肯的評價：「形式的先鋒正

的。沉浸在黑暗的結局裏，說出對世界和

在萎縮，精神空間的探索卻在加強」[13]。

[7]

自我的厭倦，仿佛一種極度的殺氣，在聒

《施洗的河》是北村正式皈依基督教

噪的舌上一閃，去擦出信念的火焰。在北

後最早的一部作品，敘述了醫科大學生劉

村的尸骸上，北村正在復活」 。而正是經

浪成為新的黑幫頭領後從事殺人、劫掠、

歷了死亡而後的復活，帶來了「一種更接

販毒等罪惡的事情，即便功成名就仍空

近靈魂的有力話語的誕生」[10]。

虛、絕望，最後在瀕死前獲得基督的揀選

[9]

二、「以神性來拯救人性」

並皈依基督的心路歷程。《施洗的河》甚
至成為了北村追問生命意義道路上發生明

《施洗的河》是北村正式皈依基督教後最早的一部作品，從生命

的茫然感導致的自我沉淪到獲得拯救，在《施洗的河》中幾乎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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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藝術呈現，也由此使得這一作品被普遍認為是他「神性寫作」

的開始。

北村從步入文壇就選擇了去做一個艱

顯變化的一個標志，因為之前的作品中，

難的「尋路」者。北村一九九五年的《我與

北村對生命存在的思考是堅定的，但答案

文學衝突》一文中回憶說：「一九九二年三

是模糊的，就像他在《黑馬群》中描寫的盲

月十日晚上八時，我蒙神的帶領，進入了廈

目奔跑的馬群一般，內心深處茫然無措！

門一個破舊的小閣樓，在那個地方，我見

從這種生命的茫然感導致的自我沉淪到獲

到了一些人，一些活在上界的人。神揀選了

得拯救，在《施洗的河》中幾乎得到了完整

我。我在聽了不到二十分鐘福音後就歸入

的藝術呈現，也由此使得這一作品被普遍

主耶穌基督」 。這段論述因被看做北村

認為是他「神性寫作」的開始。在《施洗的

皈依基督教及創作轉向的最有力的證據，

河》中，呈現在讀者眼前的是一個混亂的、

而被研究者反複引用百餘次，以至於很多

灰暗的、廝殺的、奸淫的、血腥的世界，充

研究者誤認為北村對基督教的皈依像是瞬

滿著無望，甚至連迷惘都算不上，「罪性」

間的「頓悟」。其實這是不恰當，這樣理解

的赤裸裸描寫成為對人性和人的靈魂的一

反倒顯得北村對待信仰問題的衝動與草

次探底，但並非終結，因為在之後創作的

率。正如前面所說，一些人將一九九二年北

《瑪卓的愛情》、《孫權的故事》、《水土不

村 皈 依 基 督 教 作 為 一 個 分 水 嶺，將

服》、《傷逝》還在持續對它的揭示。

[11]

一九九二年前的北村定位為「先鋒」，而

北村熱衷於用絕對多的篇幅去揭示人

一九九二年後的北村則定位為「基督徒」，

的墮落，如《施洗的河》中的劉浪、馬大、

將一個人的心靈成長的過程生硬地割裂了

唐松等，他們在對塵世、他人和自己的拷

開來。上文我們已經講過，從最初的形式、

問中不斷陷入生的絕望和死的恐懼中，虛

技巧上的實驗到「者說」系列，已經不可避

偽、墮落、仇恨、焦慮、恐懼、絕望、死不了

免地將一個時代的迷惘與對人自身存在的

與活不成等，活脫脫一幅暗色調的末日圖，

追問作為了小說的主題，只不過那只是一

他們在罪惡中卑賤地延續生命，然後走向

人性的缺陷就沒有什麼意義，如果非但不

依——論北村的小說》中對類似現象做出

指證罪惡甚至給它一個接受的態度，那就

解釋：「北村所設置的故事情節中就要將人

已經是背德了」 。但寫人的墮落與靈魂

物逼上絕境，迫使他們明確地回答：為什

的沉淪並非作者的目的，只是對人存在的

麼活著」[20]。我們甚至可以從《最後的藝術

絕望的揭示。在他看來，「人活著是有意義

家》、《孔成的生活》、《水土不服》等作品

的，沒有神人活著就沒有意義……我們之

中看到作家實驗的過程，但它卻顯然打破

所以還在這地上，是神的恩典暫且存留我

了人們寄托於藝術的最後一點希望：「藝術

們，為的是要認識他」 [15]，同樣也是在於

無力成為一種理想，從而拯救一個時代的

「全力指出唯一一條拯救缺陷的人性的光

道德淪喪」[21]。在小說《孫權的故事》中有

明之路，那就是對神的皈依，以神性來拯
救人性」 。帶有原罪的人成了一群迷途

這樣一段對話：
朋友，除了神，沒有任何別的東西能

的羔羊，北村執著於對人類精神悲劇的揭

夠使我們滿足，你縱然有百萬家財，一進

露，但也面臨陷於精神泥淖而無法突圍，

監獄什麼都了了，即使千萬個心願，一張

死亡是皈依基督教前的北村走出精神迷窟

死刑判決就把這一切化為烏有，人到底有

的唯一出路，但這顯然不能成為他以性命

多大能耐？沒有，除神之外，人都是說謊

相託的文學的終極追求，而是要擔負起作

者。

[14]

[16]

為作家的道德責任。《施洗的河》中的唐松
在臨死前極度恐懼，他呼喊著不要死，想

我的心被抓住了。因為他的話帶著能
力，讓我無法反駁。

再活一回，呼號「有沒有神靈能救我」 ，

他溫柔地注視著我：你需要拯救。

但這最後一絲飄渺的希望也被董雲所否

……

定，最終未能獲得拯救。而《施洗的河》中

最後他無比留戀地看著我：願神揀選

[17]

劉浪得到了不同的結局，即便他也曾踏上

你[22]。

了絕望的邊緣，「我寧願死，為什麼又不讓

作者借小說中的「我」的口吻決絕地

我死？我已經受不了了，我的身體變成了肉

做出內心表白：「如果沒有信仰和愛，人沒

渣，我的骨頭變成了碎末，我活著還有什麼

法與一條狗不同」 [23]。南帆先生在評價北

意思呢？」[18]但他終究沒死，「劉浪在後來

村《施洗的河》時說北村「曾經是一個最

因著信仰的獲得，使人性的美好得以恢復，

為極端的實驗者」 [24]，但在我看來這並非

其本然生命也由此脫離生物性，免受了自

限於曾經，他始終都是，只不過他更進一

我分裂，從而進到存在的真實性中」 。信

步地將這種實驗深入到了人的心靈、人的

仰的力量無比神奇，絕望中的人走出了沉

精神困境出路的找尋之中，並最終選擇了

淪的深淵，登上了彼岸，恢復了寧靜、平

向基督的皈依。

[19]

和，懂得了對他人施與愛與安慰，在聖靈的
指引下，以樟阪為代表的寓言空間不見了

對人類精神困境的揭示和存在意義的的追問，仍然是皈依基

世界裏不斷上演。南帆先生在《先鋒的皈
督後的北村堅持的文學主題 ——
苦難難以逃離，困境始終纏繞，各
種假設性走出困境的實驗在文學的世界裏不斷上演。

絕望與寂滅。在北村看來，「文學離開揭露

三、生命意義的持續追問
為什麼活著？這個自古以來人們就一

流動的河水、在微風中舞動的小草等，無

直在面臨著的問題當真正去叩問時，竟變

不喻示著生命在重新煥發出生機。

得那樣難以給出經得住拷問的答案。塵世

對人類精神困境的揭示和存在意義的

「事業」的成功、物質的富足、肉慾的滿足

的追問仍然是皈依基督後的北村堅持的文

……都無法擋住人性深處的黑暗，難以抑

學主題——苦難難以逃離，困境始終 纏

制人性之惡的發作。人類走出存在之困境

繞，各種假設性走出困境的實驗在文學的

的途徑究竟何在？如果僅僅止於對基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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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日的污濁與晦暗，而顯出了溫和與明亮，

皈依，這難免將人們帶入另一種虛無，另一
種難以走出的「迷津」——「如何拯救？神
的存在是否真實？另一個更為細緻的問題
是：北村所描述的苦難為什麼必然導致他
所說的基督——而不是佛、真主或者種種
民間偶像？」[25]甚至作家自己在小說中也發
出了這樣的疑問：「為什麼他不救被日本人
殺掉的中國人呢？」[26]南帆先生在對《施洗
的河》的解讀中據此追問：「如果神的確存
在，他們為什麼默許了奧斯維辛集中營、南
京大屠殺和廣島原子彈？神在這些殘忍的
時刻公然缺席，人們還能將神作為一種安
慰和依靠嗎？」[27]正如前面所言，北村並未
回避這一問題，所以才有了《施洗的河》中
劉浪的「悖逆」，而這一悖逆行為並沒有妨
礙劉浪獲得神的揀選和安慰，他通過這一
過程把自己塑造成了一個堅定的信仰者，
對懷疑主義者的冷漠給予了有力的回擊，
在北村看來，一個作家「對人性的自覺會使
如果說《施洗的河》開始了以皈依基督作為墮落的人性與靈魂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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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拯救的歸途的解說，那麼自《周漁的喊叫》則是北村更直接面向當

下、更深入拷問人的存在之難、人性之困的新開始。

他遇 上許多問題，可以用信仰的方式解
決，也可以用小說的方式表現，當然，這種
表現應該在幫助人擺脫困境方面是卓有成
效的」[28]。他滿懷著在文學的世界裏「人的
所有困難都是有望解決或可以克服」[29]的
理想而不斷反思，並不是簡單的把「為什麼
活著」的難題推向神。
如果說《施洗的河》開始了以皈依基
督作為墮落的人性與靈魂獲得拯救的歸途
的解說，那麼自《周漁的喊叫》則是北村更
直接面向當下、更深入拷問人的存在之難、
人性之困的新開始，是一個對愛情進行新
的詮釋的作品，它在一開始就展示了一個
美好的愛情故事，但主人公周漁卻難以走
出因少年時遭父親強暴而在內心留下的巨
大陰影；陳清為迎接周漁純潔的愛而努力
掩蓋自己抽煙等缺點成為接吻高手，但終
未能忍受這虛幻的愛而偷偷從李蘭處尋求
撫慰，後來陳清被意外電死。當周漁從追求
她的出租車司機口中得知陳清死亡真相
時，壓抑的悲傷令她發出了撕心裂肺的喊
叫。美麗的愛情及其迅速瓦解並走向崩

潰，令人的內心在愉快中交織著疼痛，生活
中看似無關緊要的細節也隨之被放大為人
靈魂中揮不走的陰影，並把愛情在黑暗中
埋葬，深刻地折射出人在生活中的迷惘與
人性的複雜。「丟失之後是後悔與焦慮，心
靈的失衡與靈魂的渴求使人們重新出發去
尋找愛情，以得到安放靈魂的靜謐之所。
陳清似乎有所領悟，他要和周漁調到一處
重新經營自己的愛情，但觸電身亡的陳清
卻無法告訴我們答案。倒是神話破碎之後
的周漁走向了另外一個婚姻，不知她能否
尋找到真正的愛情歸宿」[30]。
繼《周漁的喊叫》被改編為電影《周
漁的火車》搬上銀幕獲得成功後，北村還
創作及參與創作了《冬日之光》、《對影》、
《武則天》、《台灣海峽》、《風雨滿映》等
影視，讓文學界一度認為北村將要被影視
裹挾而去，但事實上北村依然行走在對生
命意義與價值的追問之路上。二○○三年
對北村來說是一個值得紀念的年份，因為
在那一年他連續推出了《望著你》、《發
燒》、《玻璃》、《鳥》、《武則天》等長篇
小說，之後又陸續出版了《憤怒》、《公路
上的靈魂》、《我和上帝有個約》等作品，
北村的創作進入了一個高產的黃金時期，
其中以《憤怒》、《玻璃》、《我和上帝有個
約》等為代表的作品顯現出北村在生命意
義追問中更為成熟的思考，不再僅僅只是
對基督教的精神皈依，而是延伸到了對人
本身在當下的存在之難的進一步探究。其
中，《長征》的故事雖然發生在革命鬥爭、
民族解放的大歷史背景中，但這些宏大的
歷史使命被個人間瑣碎的恩怨情仇所消
解，原本的愛變成了甩不脫的懷疑，自己的
兒子在懷疑中成為因懷疑而滋長的仇恨的
犧牲品，三代人在懷疑中讓本該有的愛被
懷疑與仇恨所取代，革命的成功不能將人
從人性自身的困境中解放出來，革命的長
征早已結束，而人心靈的「長征」則變為割
不斷的遺傳。雖然有學者認為《長征》在愛
情價值處理上相較於《瑪卓的愛情》有些

一種當代性」[35]。

村的晚近作品《我和上帝有個約》揭示了一

四、結語

個當下無法回避的問題：「在令人鼓舞的現

楊劍龍先生曾對北村進行過持續關

代性圖景之中是否存在著驚人的價值褫

注並做過專題討論，他在二○○○年發表

奪——我們是否興高采烈地走進了自己用

的《論北村的創作與基督教文化》一文對

『現代材料』構築的『現代』牢籠裏？今

北村小說創作的獨特意義和價值做出了充

天，文化現代性構想帶來了人們世俗感性

分肯定，但同時也中肯地指出：「雖然北村

官能的滿足與幸福，卻也生產出了更加隱

的作品表現出其對當代社會現實強烈的批

蔽不見的異化方式」 。

判色彩，但這種對社會現實絕對的否定和

[31]

北村曾寫過一篇名為《我有一 個夢

唯一的拯救之途，總令人難以贊同」[36]。北

想》的短文，其中寫道：「我的夢想很微小:

村或許也已經意識到了這一問題的存在，

即擁有普通而快樂的生活。這麼說我沒有

所以在二○○三年之後，我們明顯感覺到

快樂？是的，因為我在五一勞動節的時候

了一個更為接地氣的、同時也有著虔誠信

仍在痛苦地工作，相信大多數人有與我相

仰和信念的北村。北村的筆下曾否定「塵

似的痛苦……像狗一樣拼命地工作，連撒

事」，文學也難以解決「塵事」帶給人的困

尿的功夫也沒有，為了房子、車子付出生命

境，但人無法逃離「塵事」，我們有理由相

和青春，而這些東西並不會感謝我們，我們

信未來的北村也將會是一個更為現實的

為了它們失去了和我們最親近的愛人、孩

人，也將會在小說創作中延續更為「當下

子、父母、朋友的交流。我們像一個孤島

性」的變化，但「當下」在北村看來，「我們

……這就是現代人的狀態」 。他問道：

不但分不清文學與傳奇，甚至無法分辨生

「我不明白：我們為什麼要過這樣的生活？

活和傳奇了。當核心價值遭遇挑戰後，要

身邊沒有我們愛和信任的人，沒有閒暇，沒

描述人性的複雜面貌變得空前困難，因為

有平安和喜樂」[33]。他說：「我的所有夢想

文學的道德和技術邊界變得模糊」[37]。這

幾乎都是不可能實現的……要一個人不餓

種困難伴隨著人始終未曾遠離，所以，從先

死很容易，要一 個人有幸福感是難 上加

鋒的實驗室到「不由自主的寫作」[38]，北村

難。不是幸福飛走了，是我們不認識它了。

的「實驗」從未終結，他富有探尋生命真諦

天上的鳥是幸福的，至少它們不種也不收，

的心性、勇氣和毅力，追問一直在持續，這

不是因為懶惰，是因為感恩和順服」[34]。

讓我們對北村的小說充滿著期待。

[32]

北村的筆下曾否定「塵事」，文學也難以解決「塵事」帶給人

導致人自身的陷落和墮入心靈的無依。北

的困境，但人無法逃離「塵事」，我們有理由相信未來的北村也將

還原為人，並深刻揭示出人在信仰危機下

會是一個更為現實的人，也將會在小說創作中延續更為「當下性」

實性就違背了一個人活著的初衷。這也是
的變化。

倒退，但在我看來，它恰恰更為真實的把人

這才是當下，當下是人們最直接要面對，而
所有的關於我們的存在、我們為什麼活著

[1]

及人性的醜惡與美好，都無法游離於當下
之外。北村在一次對話中直陳自己在文學
創作中的變化，他說：「過去我過多地表達
了痛苦的主題。我已經比較厭煩了……我
現在表達一種盼望。表達痛苦不應該是文
有理由找到生命的答案，有理由這麼生

[2]

同上，頁六五。
同[1]，頁六五。
[4]
北村：《神格的獲得與終極價值》，載
《文學自由談》一九九○年第二期，頁
五九。
[3]

[5]

朱大可：《無邊的聒噪》，載《當代作
家評論》一九九二年第一期，頁五八。

[6]

同上。

活。如果痛苦不可避免地存在，也沒有必
要過多地放大這種痛苦。看不見理想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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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最終目的。人有理由生活得非常快樂，

北村：《我與文學的衝突》，載《當代
作家評論》一九九五年第四期，頁
六六。

[7]

同[1]。
同[1]。
[9]
同[5]，頁五九。
[10]
同上。
[11]
同[1]。
[12]
同[1]。
[13]
謝有順：《我們時代的心靈史——關于
北村〈施洗的河〉的闡釋》，載《小說
評論》一九九四年第三期，頁三六。
[8]

當核心價值遭遇挑戰後，要描述人性的複雜面貌變得空前困

難，從先鋒的實驗室到「不由自主的寫作」，北村的「實驗」從未

終結，他富有探尋生命真諦的心性、勇氣和毅力，追問一直在持

續，這讓我們對北村的小說充滿著期待。

[14]

北村：《活著與寫作》，載《大家》，
一九九五年第一期，頁六四。

[15]

同[1]，頁六六至六七。
楊劍龍：《論北村的創作與基督教文
化》，載《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
學版）》二○○○年第二期，頁三一。

[16]

個約〉為例》，載《中國現代文學論
叢》二○一○年第一期，頁二五。
[32]

北村：《我有一個夢想》，載《文學選
刊》二○○七年第三期，頁一五。

[33]

同上。
同[32]。
[35]
北村，姜廣平：《「我基本背對著文壇
寫作」》，載《西湖》二○一二年第七
期，頁一○二。
[34]

[36]

楊劍龍：《論北村的創作與基督教文
化》，載《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
學版）》二○○○年第二期，頁三一。

[37]

北村：《烏托邦抑或桃花源》，載《文
學界》二○一三年第五期，頁一三。

[38]

同上。

[17]

北村：《施洗的河》(上海文藝出版社，
二○○五年)，頁二○三。

[18]

同上，頁二二○。
[19]
謝有順：《我們時代的心靈史——關于
北村〈施洗的河〉的闡釋》，載《小說
評論》一九九四年第三期，頁四○。
[20]

南 帆 ： 《 先 鋒 的 皈 依 —— 論 北 村 的 小
說》，載《當代作家評論》一九九五年
第四期，頁五三。

[21]

同上，頁五五。
北村：《孫權的故事》，載《花城》
一九九四年第一期，頁八四至八五。

[22]

[23]

同上，頁八七。
南帆：《沉淪與救贖——讀北村〈施洗
的河〉》，載《當代作家評論》
一九九三年第五期，頁二九。

[24]

[25]

南 帆 ： 《 先 鋒 的 皈 依 —— 論 北 村 的 小
說》，載《當代作家評論》一九九五年
第四期，頁五五。

[26]

北村：《施洗的河》(上海文藝出版社，
二○○五年)，頁二二六。

[27]

同[25]。
北村：《關於小說》，載《山花》二○
○○年第二期，頁一四。

[28]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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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宋 彥 ： 《 愛 情 的 另 一 種 言 說 —— 北 村
〈周漁的喊叫〉解讀》，載《齊魯學
刊》二○○五年第五期，頁一二二。

[30]

[31]

樊國賓：《九○年代以來小說如何追求
『深度』?——以北村的〈我和上帝有

Continouse Investigation about Life
Meaning
—— B e i Cun's N ove l C r e at i n g
which was under the influnce of
Christian Culture
Xun Li-bo(Qujing Normal University)
Yang Jian-long(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A bstract: As a novelist who was
growing up in the camp of avant-garde
literature, Bei Cun always try to extend
his own literary experiment in his novel
creation， along with the thinking about
the life meaning. Even after he converted
to Christianity, he did not stop his thinking
either. Since the late 90s of last century,
the theme in Bei Cun’s novels came back
to the present which considers the plight
of survival faced by present people more
directly, from the theme of the destruction
and redemption. On one hand, this
change ref lects the integrity of thought
development of Bei Cun. On the other
hand, it reflects the continuous explore of
literary value in his novel creation.
K ey w o r d s: B e i C u n ; C h r i s t i a n
culture; novel; life meaning.

神聖與凡俗的區分
──論建國後十七年宗教情感與文學創作
■ 王文勝
南京師範大學

摘

要：一九四九年後直至文化大革

為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阻礙社會主義

命，中國大陸社會從「英雄崇拜」到「勞

生產力的發展，政府的宗教政策嚴重「左」

模崇拜」到狂熱的領袖個人膜拜，發展出

傾，宗教工作的最終目的變為消滅宗教。就

了一種強烈的世俗宗教情感，這種宗教情

此而言，一九四九年後中國民眾的宗教生

感不僅被主流意識形態認可而且被有意識

活事實上被極大地減少，他們的宗教情感

地在整個社會傳遞，構成了社會文化的重

受到壓抑。
中國整個社會從「英雄崇拜」到「勞模崇

教情感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一九四九

拜」到狂熱的領袖個人膜拜，發展出了一種

年後大多作家的文學書寫自覺地離開世俗

強烈的宗教情感，這種宗教情感不僅被主

化的道路，追求強烈的道德目的，以有意

流意識形態認可而且被有意識地在整個社

識地推崇信仰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為創

會傳遞，構成了社會文化的重要內容。

作旨歸。以往我們大多都以政治化來論述

法國著名的社會學家愛彌兒·塗爾幹

一九四九以後「十七」年的文學創作特

在對澳洲部落圖騰制度研究的基礎上，認

徵，常常就難以對其中許多非理性因素的

定宗教情感「是社會的作用在人們內心中

存在作出解釋，本文希望從生活中的宗教

所引起的慰藉和依賴印象」 [2]，而無論怎

表現這個角度，讓這個問題能有更合乎邏

樣的膜拜儀軌「實際上強化的就是作為社

輯性的答案。

會成員個人對其社會的歸附關係」 [3]。這

關鍵詞：宗教情感、社會生活、革命
歷史小說。

也就是說宗教起源於社會的同時，也能進
一步強化人們對社會的尊崇感，能夠激發
出社會的道德力，對社會作為共同體的存

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政策上推行宗

在具有重要作用。這就難怪乎在人類發展

教信仰自由的方針，但是在管理舉措上卻

史上不乏社會造神來抵達「道德一致性」與

是以縮小宗教市場為旨歸的。一九五○年

「邏輯一致性」的歷史事實，其中比較極端

六月三十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

的就是大革命期間的法國。

規定：「徵收祠堂、廟宇、寺院、學校和團體

一

觀和清真寺場因此減少，許多佛教徒、道

一九四九年後，中國社會在去傳統的

教徒和伊斯蘭教徒在土地改革中分到土地

儒釋道耶及民間宗教的同時，也有一種產

後轉業。特別是反「右」鬥爭後，宗教被認

生新宗教的傾向。按塗爾幹所說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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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農村中的土地及其它公地」[1]。寺廟、道

從「英雄崇拜」到「勞模崇拜」到狂熱的領袖個人膜拜，發展出

及許多政治抒情詩在凝聚社會民眾新的宗

了一種強烈的宗教情感，這種宗教情感不僅被主流意識形態認可而且

然而一九四九年後直至文化大革命，
被有意識地在整個社會傳遞，構成了社會文化的重要內容。

要內容。這一時期的革命歷史小說書寫以

是神話、教義、儀式和儀典所組成的或多

唐舉措之後他感慨道：「回想當年，我真不

或少有些複雜的體系」 ，我們分別從這

敢相信任何神智清醒的人會像我們一樣，

幾個方面來看這種新宗教的形成。

做出那樣浪費時間、毫無意義的事情」[7]。

[4]

首先，是整個社會對領袖的神話的創

在那樣一個遠離政治中心的地區，普

造。在一九四二年陝北就唱出了「東方紅，

通的農村青少年學生對領袖的話都會感到

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

迷狂，視其那些完全不合常識的話為「神

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在此前後，『毛主

聖的目標」，這種非理性的態度更似一種

席萬歲』也成了陝北和各抗日根據地黨政

對宗教教主的膜拜。一九六四年五月《毛

軍民學任何集會和報紙刊物慶祝重大節日

澤東語錄》正式出版之後不久就被奉為了

時必不可少的重要口號」 。在這樣的言

值得膜拜的對象，「毛主席的話，水平最

說中，毛澤東作為凡胎肉骨的普通人物變

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

為可以不朽的神。雖然在建國初期毛澤東

句頂一萬句」 [8]。到文化大革命，對《毛主

本人對國內興起的對他的個人崇拜曾有過

席語錄》的膜拜成為一種固定儀式，「每到

一定程度的抵制，但是毛澤東神話書寫的

大小集會，必定集體朗誦毛主席語錄，這已

語境已經形成。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

經成為一種不成文的規定，任何人、任何組

與事件的回顧》中說「由於毛主席的偉大

織絕不會違背這種慣例。……當時，全國

功績和崇高威望，在我們黨內，從上到下，

除毛澤東本人，上自『副統帥』林彪，下至每

幾乎都認為毛主席一貫正確，沒有也不會

一個學齡兒童，無不每天隨身攜帶這本小

發生錯誤。即使自己的看法和毛主席有不

紅書，早早晚晚必須高擎於頭頂，三呼『萬

同，也總是從自己方面檢查，找原因。……

壽無疆』，三呼『永遠健康』」[9]。

[5]

在那樣一個遠離政治中心的地區，普通的農村青少年學生對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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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都會感到迷狂，視其那些完全不合常識的話為「神聖的目標」，

這種非理性的態度更似一種對宗教教主的膜拜。

長期以來，在我們腦筋裏，的確形成了一個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期開始，中國社

思想框框：毛主席說 對，就對；說錯，就

會新的宗教化趨勢，除了表現在領袖被從

錯。人人都以毛主席的是非為是非」。在這

平凡的肉身中抽象出來進行神化之外，還

種語境中全國自上而下都將毛澤東神化

表現在全民範圍內興起的全國工農兵學哲

了。

學方面。一九五八年三月上海求新造船廠
毛澤東既已被神化，他的話自然也就

的修造車間成立了全國第一個哲學小組

被視為神的話，有無比的威力。福建林村

[10]

的葉文德書記曾在回憶一九五九年大煉鋼

陸定一的文章中我們可以知道當時的「山

鐵的那段日子時說：「那時候毛主席講了一

西全省有一百五十七萬工人、農民、商業工

句話：『趕英超美』，就是說，如果我們能

作人員和街道居民在學哲學，佔山西全省

使現代化社會的基礎，也就是鋼鐵的生產

人口的將近十分之一」。這種哲學小組不僅

量激 增，就能在 幾年內躋身 一流國家。

承擔著政治思想規訓的功能，還承擔著另

……那時候，我雖只是個初中二年級的學

一個功能，即以組織小組學習的方式幫助

生，卻對這些講法深信不疑。我相信，如果

工農兵脫離凡俗的日常生活。新中國成立

大家都全心全意地照毛主席的話去做，也

初期工農兵由於文化水平不高，他們通常

就是說，如果每個人都幫村裏的煉鋼爐裏

會更關注衣食住行一類的日常生活，是最

多增加幾公斤的鋼鐵生產量，就可以早日

能體現凡夫俗子生活的群體。在工作之餘

達成目標，超越世界上其他的國家了。班上

把工農兵集中起來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的

有好幾個同學，看法也和我一樣。我們決

意義更多地在於分割他們的日常生活時

定要為這個神聖的目標貢獻小小的一點心

間，盡可能地讓他們從日常生活中抽身而

力」 [6]。在談及當時他和他同學的一些荒

出。這樣的哲學學習更有如一種儀式，讓

，從一九五八年《學習》雜志第十九期上

接近神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隨之將自己

的否定並轉向了對革命聖地的膜拜。
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三年，中國大陸

教育大眾努力擺脫日常生活而趨向「神聖」

地區各學校中普遍開展了「憶苦思甜」會。

追求的，正符合塗爾幹所指出的：「神聖

學校請來在舊社會挨過餓吃過苦的老工

的」與「凡俗的」的對立是宗教思想的顯著

人、老農民，讓他們為學生講述在舊社會的

特徵 。

悲慘經歷。「所有的學生都在哭泣。當時的

[11]

氣氛是這樣的：如果你不哭，別人就會認

二

為你缺乏階級覺悟。因為有這種壓力，憶

「宗教現象可以自然而然地分為兩個

苦會實際上變成了一次表演」 [16]。這種表

基本範疇：信仰和儀式。信仰是輿論的狀

演也成為了一種儀式，一方面是強調了苦

態，是由各種表現構成的；儀式則是某些

難經歷對一個人進入神聖的無產階級革命

明確的行為方式」 。大陸地區非常迷狂

隊伍的功效性；另一方面，哭泣也成為學生

的對毛澤東膜拜的宗教儀式雖然是在「文

們表達他們在思想上歸屬神聖團體中一員

革」時期才盛行起來，但「文革」前的中國

的重要方式。「任何膜拜中禁忌體系的發

大陸地區的社會生活中已經有一些類似宗

展都可能帶有苦行主義的特徵，至少暫時

教中「懺悔」的形式。

帶有這種特徵，在某些關鍵的時期，當某

[12]

值得注意的是一九四九年後在中國大

個主體需要在相對比較短的時期內發生重

陸，知識分子群體中出現了大量的自我批

大的變化時，通常都要採納苦行主義」

判行為。《人民日報》曾用整版整版的篇幅

[17]

刊登學術界、文藝界非黨人士的長篇自我

一九四九年後「十七年」革命歷史小說中作

檢討。著名哲學家馮友蘭表示：「我寫過一

者非常推崇這種苦行儀式，在他們的故事

部中國哲學史。在寫成的時候，也自以為是

中經受住敵人的嚴刑拷打往往是主人公入

在學術界有相當的貢獻。在現在看，它底立

黨儀式之前必要的過程。林道靜這樣一位

場與觀點，都是錯誤的」 。一九五四年

出身不純潔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坐過

五月聶紺弩在《個人主義初步檢查》中挖

國民黨的監牢、經受過嚴刑拷打而沒有屈

掘自己個人主義的來源時特別提到，「雖有

服之後，組織上終於同意吸收她入黨了，因

廿年黨齡，卻因為在白區做文化工作，未過

為牢獄之苦讓林道靜脫胎換骨了。

[13]

長期的黨的生活，在解放前，也未直接受
到嚴格的黨的教育」 [14]。作家蕭乾以「浪

。因此苦行也成為了宗教的一種儀式。

三
黃子平先生曾指出過「深厚廣遠的民

批知識分子懺悔的儀式圖景：「包括我在

間信仰文化，並未從當代敘事中消失，恰恰

內的眾多由白區投奔來的知識分子，都是

相反，正如我們將要討論到的，甚至最正

以浪子回頭的心情力圖補上革命這一課。

統的以講述黨史為中心題材的『革命歷史

搞文藝的，熱切地捧著《在延安文藝座談

小說』，也無法不從中攫取敘述的合法性

會上的講話》，向喝過延河水的老同志打

資源。而這種攫取，往往採取了『宗教修

聽一九四二年整風的盛況，批《武訓傳》

辭』的方式和途徑」[18]。他分析了《保衛延

時，我們這些留過洋的，趕緊聚在一起檢查

安》全書以地名為章節標題，串出了一個

自己改良主義思想，『三反』『五反』本來

「聖地失而復得」的情節模式[19]。

同知識分子不大沾邊兒，大家也主動認真

無論《保衛延安》的作者關於聖地的

地深挖起靈魂裏資產階級根子」 。在諸

觀念從何而來，這種將一個地方神聖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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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回頭」這一基督教中的典故勾畫出了一

[15]

這種表演也成為了一種儀式，一方面是強調了苦難經歷對一個

生活的一部分也淨化提升為「神聖」。這種

人進入神聖的無產階級革命隊伍的功效性；另一方面，哭泣也成為

如此類的懺悔儀式中作家們完成了對過去
學生們表達他們在思想上歸屬神聖團體中一員的重要方式。

他們進入與日常生活異質的一種方式中，

處理方式顯然都是符合前面提及的宗教特

問道「在這部小說中，是因為有了黨的正

徵。除了這種將空間神聖化之外，建國後的

確領導，不是因為有了梁生寶，村裏掀起

文學作品尤其是革命歷史小說中也書寫了

了社會主義革命浪潮，是梁生寶在社會主

聖徒式的情感。《紅岩》就很典型地寫到江

義革命中受教育和成長著。小說的字裏行

姐這個革命者身上的聖徒式情感是如何超

間徘徊著一個巨大的形象——黨，批評者

越了世俗情感的。區委書記要江姐去華鎣

們為什麼始終沒看見它？」 [21]至此我們完

山根據地，江姐一路上都思想著和自己的

全清楚地瞭解到了柳青將梁生寶區別於普

丈夫——華鎣山縱隊政委彭松濤久別後的

通的農民群眾，作為聖徒來描寫的寫作意

重逢，卻在途經離根據地不遠的一座縣城

圖。在宗教小說中尤其是基督教小說中，

時，發現自己的丈夫的人頭被高挂城頭。剛

聖徒大多並不是生來就有屬靈的成熟度

看見時江姐熱淚盈眶，胸口梗塞，不敢也不

的，他們常常是在神的帶領下神蹟般地完

願再看。她禁不住要慟哭出聲。一陣又一

成成長的飛躍。梁生寶的性格發展只有放

陣頭昏目眩，使她無法站穩腳跟……

在聖徒形象系列中，放在宗教小說獨特的

但江姐對悲痛之情的超越非常之快：
江姐凝視的目光，停留在氣勢磅礡的

邏輯中才有其合理性。進一步來看，我們只

石刻上，那精心雕刻的大字，帶給她一種

教藝術序列中才能理解其中的宗教性情

超越內心痛苦的力量：

感，才能理解一九四九年後大陸詩歌中的

有將一九四九年後的文學藝術創作放在宗

無論《保衛延安》的作者關於聖地的觀念從何而來，這種將一個

地方神聖化的處理方式顯然都是符合宗教特徵。除了這種將空間神聖

３８

化之外，建國後的文學作品尤其是革命歷史小說中也書寫了聖徒式的

情感。

斧頭劈翻舊世界

頌歌何以與《聖經·詩篇》中的上行之詩有

鐮刀開出新乾坤

那麼多的相似性，看到革命歌曲中的歌詞

廟門正中，還有四個代替廟匾的閃閃

竟具有和基督教贊美詩同類的特點。

發光的字：

四

前仆後繼
目睹著暴風雨年代革命先烈留下的

一九四九年 後中國大陸 地區「十 七

字句，心頭激起一種無限複雜而深厚的感

年」革命歷史小說的許多聖徒式英雄形象

情，江姐的眼眶不禁潮濕了。她由此得到

的書，寫常讓人想到約翰·福克斯的《殉道

了巨大的啟示，來自革命前輩的頑強戰鬥

史》這本反映基督教教會發展歷史的經典

的啟示！

著作。《殉道史》中記述了西方歷史上從公

這顯然不是符合心理學上正常的創傷

元一世紀到十六世紀之間基督徒殉道的歷

應激性反應特徵，事實上作者也無意於顧

史文獻資料，它的歷史真實性已經得到西

及常人常態，因為他著力刻劃的是一個被

方學界廣泛的認可。書中有一段關於著名

革命情感充滿而脫胎換骨的革命聖徒的形

的主教波利卡普（Polycarp）受審直至殉道

象。存著如此的創作心態的作家在當時並
不少見，柳青在面對學者批評梁生寶不像

過程記錄的文字：
波利卡普被帶進法庭，……長官就勸

農民時也曾說：「我的描寫是有些氣質不

他否認基督，說：「想想你自己吧，要憐

屬於農民的東西，而屬於無產階級先鋒戰

惜你自己的高齡」。還說了許多諸如此類

士的東西。這是因為在我看來，梁生寶這

的陳詞濫調……

類人物在農民中長大並繼續生活在他們中

……

間，但思想意識卻有別於 一般農民群眾

地方長官又催促道：「發誓吧，這樣

了」 [20]。在此柳青也刻意強調了梁生寶從

我就可以釋放你；咒詛基督吧。

凡俗的群眾中分離出來而具有的聖徒的特

波利卡普回答道：「八十六年了，我

徵。更為重要的是，柳青在同一篇文章中發

侍奉他；他從未虧待過我；我怎能褻瀆這

位拯救我的王呢？」

[22]

。在這樣的對比中我們也會發現「視死

的情節，在宗教情感的驅使下恰恰可能是
真實的表現。同樣我們也可以從宗教的角

「叫野獸來吧，」波利卡普說，「悔

度，認定革命歷史小說中關於殉道者的故

改，倘若是棄善從惡，那是一樁惡行；若

事的描寫的目的，在於召喚人們獻身於共

是棄惡從善，那才是好事」。

產主義這一宗教情感源。

「你既然蔑視野獸，那我就用火來

我們在世俗文學的框架中很難認定

馴服你」，地方長官說，「除非你悔改

革命歷史小說中過於高大全的英雄形象的

了」。

真實性，認為他們過於脫離人性軟弱的部

波利卡普說：「你用火來威脅我，

分，我們往往將這樣的寫作，解釋為政治

那只能燃燒一個小時，很快就熄滅了；可

理念下的虛假寫作。如果我們僅停於此，我

是，那為不敬虔者預備的將來審判的火，

們也只是看到了這樣的文學作品文學性方

永遠刑罰的火，你卻還不認識。為何耽延

面的某些問題，我們就難以料到這些文學

呢？想做的你就做吧」。

作品在凝聚社會民眾新的宗教情感方面所

如果我們以此來對比革命歷史小說中

能發揮的巨大作用。

描寫革命英雄人物受敵人嚴刑拷打的任何

與此同時，文學創作 刻意 遠離世俗

部分文字，比如《紅岩》中的一段：
「我受誰利用？誰都利用不了我！信

化，甚至走向宗教文學的姿態也有效地說

仰共產主義是我的自由！」他從來沒有聽

區分。早在一九三五年，T·S·艾略特就說

過這樣無理的話，讓黨和自己蒙受侮辱，

「我們可以觀察到在至少近三百年來，文

這是不能容忍的事，當然要大聲抗議那個

學經歷了這種逐漸世俗化（也就是，非宗

裝腔作勢的處長。

教化）的過程 [23]。雖然他指出的是歐美文

明了這一時期中國社會注重神聖與凡俗的

「要我當叛徒？休想！」

學發展的趨勢，但自五四以來中國現代文

「嗯？你是在自討苦吃，對於你，我

學的蘊育與發展都受到歐美文學極大的影

同意只在報上登個悔過自新的啟事」。

響，中國現代文學中不乏充滿市井小民氣

「我沒有那麼卑鄙無恥！」

息的小說，這就可見歐美文學世俗化的特

「嗯，三少爺！路只有兩條：一條登

點從一開始就呈現在中國現代文學中。

報自新，恢復自由；一條長期監禁，玉石
俱焚」。
劉思揚記得，他當時毫不猶豫地拒絕
了對方的威脅。

中國革命歷史小說中描寫先烈的文字和基督教宗教歷史文獻中

野獸；你要不悔改，我就把你喂野獸去！

的殉道事件記載非常相像。我們也會發現「視死如歸」這樣一個我

地方長官聽到這話大怒道：我有的是

們以為是政治化虛構的的情節，在宗教情感的驅使下恰恰可能是真

如歸」這樣一個我們以為是政治化虛構的

實的表現。

……

一九四九年後中國大陸的文學書寫自
覺地離開這種世俗化的道路，追求強烈的
道德目的，以有意識地推崇信仰馬克思主
義毛澤東思想為創作旨歸，帶有了宗教文
學的特色。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主流意識形

思的地方呈現出來，那就是中國革命歷史

態在一九四九年後有個悖論，即一方面因

小說中描寫先烈的文字和基督教宗教歷史

認為基督教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

文獻中的殉道事件記載非常相像。在基督

所以在各種宗教中尤其以抵制西方基督教

教中殉道者的事件之所以被記錄下來，是

的傳播最為有力;另一方面，中國一九四九

因為在早期基督教發展的過程中殉道事件

年後的主流意識形態恰恰在最大程度上

使基督教成為一個強有力的宗教，「再沒有

利用了基督教的宗教形式，從基督教的宗

任何其他見證能比通過樂意地忍受痛苦和

教活動形式到基督教的宗教文學形式。以

死亡來展示信仰的價值更為可信的了」

往我們幾乎忽略了這個重要的現象，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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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兩處文字的對比中，一個非常有意

都以政治化來論述一九四九年後大陸地區
中許多非理性因素的存在作出解釋，本文
自五四以來中國現代文學的蘊育與發展都受到歐美文學極大

的影響，中國現代文學中不乏充滿市井小民氣息的小說，這就可

見歐美文學世俗化的特點從一開始就呈現在中國現代文學中。

「十七年」文學的存在，常常就難以對文學
希望從生活中的宗教表現這個角度讓這個
問題能有更合乎邏輯性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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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妮達·陳：《毛主席的孩子們：紅衛
兵一代的成長與經歷》(渤海灣出版公
司，一九八八年)，頁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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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注二]，頁四○七。
黃子平：《「灰闌」中的敘述》(上海文

culture. The revolutionary historical novel
and political lyrics played important roles
in forming this regional feeling. We used
to descr ibe the character of literat u re
during "17 years" after 1949 in China as
politicalization, that make it difficult to
explain why many irrational facts exiting
in these works. This paper wants to find the
rational answer from the angle of religion
performance in social life.
Key words: religion feeling , social
life revolutionary historical novel.

中國研究

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文化
■ 王東紅
西藏民族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摘

要：馬克思和恩格斯根據兩人

金屬球借助於緩燃火繩爆炸。中國人在防

的世界歷史研究和歐洲的資料，論述了中

守隘路時使用它，當敵人逼近時把它埋在

國的貨幣衣食、生產交通工具、建築聚落

那裏。一二三二年在開封府保衛戰中，中國

等物質文化，哲學藝術、科技發明、方言

人在遭到猛攻時常常從胸牆上把爆炸性火

等精神文化，國家治理體制、人才選拔機

器向強攻要塞的蒙古人滾下去」[3]。

制、家庭婚育習俗等制度文化。他們眼中

這裏的「炸藥」以及「開封府」（K a i-

的文化中國具有最古老但逐漸腐朽的國家

fong-fu）就分屬於科技產品和物質景觀。

形象。

具體來說，他們論及了中國各種貨幣文化、

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的作品中共有

和喜歡貯藏金銀的習慣。在十九世紀五十

一百五十多件、八百多處提及「中國」 。

年代中期的政論文章就指出，中國人非付

其中，兩人自始至終對中國文化都有關注。

給現金現銀不肯出售絲和茶：「至於中國

恩格斯曾說：「在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古老

市場，所有的報告書都一致指出，那裏急

國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則用自己的手

於出售，不願買進，金銀都被窖藏起來」

段與歐洲人進行鬥爭」 。而這種制度下

[4]

全民鬥爭抵禦外敵的方法，集中反映了中

取了東方的經濟專家在政治和社會動盪時

國獨特的歷史文化傳統。對此，則可從物

期所慣用的措施——積累財寶」 [5]，他們

質、精神、制度等層面加以審視，這有助於

「喜歡貯藏金錢」[6]。

[1]

[2]

認識中華文化和馬克思主義。

一、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物質
文化

；中國人出售商品時堅持用白銀，並「採

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的經濟學手
稿中，馬克思他通過轉引指出，「在近代亞
洲，銀在貿易中大都當作商品；特別是在銅
幣（錢——銅、鋅和鉛的合金）作為地方鑄
幣的中國；在中國，金（和銀）被當作商品

表現出的文化多種多樣。馬克思恩格斯都

按照重量用於對外貿易的結算」[7]，並多次

提到了一系列中國的物質文化。如恩格斯

指出中俄兩國的貿易用銀估價一切商品，

在敘述爆炸彈時說：「據中國編年史家記

但卻通過物物交換進行，在中國金銀比價

載，中國人早在公元前幾百年就已使用一

從古代持續到十九世紀初基本都是六比一

種裝滿爆炸藥和金屬碎片的金屬球，這種

或八比一。「在信用完全沒有發展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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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或生發於中國的物質產品及其所

馬克思和恩格斯根據兩人的世界歷史研究和歐洲的資料，論述

馬克思提及了中國人使用貨幣的情況

了中國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國家治理體制、人才選拔機制、家庭

文化等。

神文化，制度文化，文化傳播。

婚育習俗等制度文化。他們眼中的文化中國具有最古老但逐漸腐朽

飲食服飾文化、生產交通工具、建築聚落

的國家形象。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物質文化，精

對於茶葉的品質、生產、運輸、種類而言，馬克思批駁了俄

國人在歐洲所散佈的海運茶葉香味會受損的偏見，事實上，只要

採取必要的預防措施並無大礙，馬克思參考英國駐外使館關於茶

葉貿易的報告，詳細描述了中國茶經各種交通工具和路線運往他

國。

早就有了強制通用的紙幣」[8]。對此，馬克

外使館關於茶葉貿易的報告，詳細描述了

思加注說有關中國紙幣的論述來自曼德維

中國茶經各種交通工具和路線運往他國，

爾（約翰爵士）《航海與旅行》（Si r Joh n

以至於「茶葉在俄國甚至比在英國更是必

Mandeville，Voyages and Travels）一七○

需品。喝茶 是 農 民的一種『變相的蒸氣

五年倫敦版第一○五頁上的話：「這個皇帝

浴』」 [13]。他還轉引倫敦一家大茶葉公司

（中國皇帝）可以無限制地盡情揮霍。因為

的通信說：「如不備好資金在四五月間把

除了烙印的皮或紙以外，他不支出也不製

茶葉購妥，那麼，包括紅茶綠茶的精品在

造任何其他貨幣。當這些貨幣流通太久，

內的早茶，必然要像到耶誕節還未收割的

開始破爛時，人們把它們交給禦庫，以舊幣

小麥一樣損失掉」 [14]。恩格斯提到中國也

換新幣。這些貨幣通行全國和各省……他

產酒 [15]。中國生產絲，其體積也遠遠小於

們既不用金也不用銀來製造貨幣」[9]。

其價值，便於陸路運輸。但對於普通中國

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馬克思還提及

人穿衣的習慣來說，主要是延續祖先所穿

王茂蔭（Wa n-m ao-i n）主張將官票寶鈔改

過的樣式和布料，注重斜紋布的厚度和強

為可兌現的鈔票的幣制改革思想，並擔心

度，粗重結實以便幹粗活耐磨或使一件衣

他在朝廷的命運 。

服至少穿上三年，各種布料也是自家生產

[10]

中國物產豐富。「中國茶一般都是泡
著喝的」 ，對於茶葉的品質、生產、運
[11]

的，概括起來就是，「沒有需要以及對傳統
服式的偏愛」[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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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種類而言，馬克思批駁了俄國人在歐洲

馬克思對太平軍染黑亂髮以及五顏六

所散佈的海運茶葉香味會受損的偏見，事

色的丑角服飾也進行了描述。這種會引來

實上，只要採取必要的預防措施並無大礙，

歐洲人大笑的叛亂者裝扮，在中國作戰時

「無論商隊運來的茶葉，還是由海上從廣

卻勝於線膛炮，足以將中國老百姓嚇死

州輸出的茶葉，都是來自同一種灌木，同一

[17]

。

些茶場：紅茶主要來自福建省，花茶和綠茶

馬克思曾轉引提到奴隸制的生產方式

主要來自安徽省」 。馬克思參考英國駐

中只使用最粗糙、最笨重而很難損壞的勞

[12]

動工具。如「直到南北戰爭爆發之前，墨西

文章中。馬克思在柏林大學一八三八年度

哥灣沿岸各蓄奴州一直使用古代中國式的

夏季第四學期就報名聽了人文地理學的創

犁。這種犁像豬和鼴鼠那樣掘地，但不能

始人李特爾（Karl Ritter或Carl Ritter）講

把地犁出溝來，不能把土翻過來」 。他

授的「普通地理學」課程[25]，這在一定程度

還提及了太平軍「大刀、長矛和獵槍」[19]將

上，有助於其瞭解東方[26]。

[18]

農獵工具作為武器，以及轉引提及副業器
具「織布機」，「每一個富裕的農家都有織
布 機，世界 各國也許只有中國有這個特

二、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精神
文化

點」[20]。馬克思提到了「亞羅號」划艇這一

一八四○年、一八四二年恩格斯和馬

由「由中國人建造的，屬於中國人所有」的

克思分別第一次論及「中國」時，就談到了

「中國船」 。

對中國精神文化的認識。他們還論述了中

[21]

恩格斯也提到了中國的戰艦 ，中俄

國的哲學（自然哲學、八卦）、藝術（中國

陸路貿易的交通線和郵政體系，以及英國

畫、中國藝術家）、科學技術發明（火藥、

極力要在中國修建鐵路。他們還指出資本

紙）、方言等精神文化。

[22]

主義發展所帶來的航海業進步將中國與其

一八三九年十二月九日至一八四○年

他各大洲聯繫起來，廣州等就可能成為重

二月五日，恩格斯給他的同學弗里德里希·

要停泊地。

格雷培（Friederich Graeber）寫信，其中在
到：「現代泛神論，也就是說，黑格爾，在中

佛教「寺廟」 ，特別是多次談到了「產茶

國人和祆教徒那裏已經可以找到，除此之

（省）區」、「南方各省」以及中國長江流域

外，它在加爾文所抨擊過的自由思想家宗

的口岸、珠江和黑龍江等流域的城市，以及

派中也有明顯的表現。這一發現確實是非

諸多中國各地區的港、島、府、城、省等地

常獨特的。而更為獨特的是對這一發現的

名。如恩格斯在《俄國在遠東的成功》中根

闡述」[27]。

[23]

據庫克 [24]以及《泰晤士報》關於中國的論

在這封信中，恩格斯他還透露自己在

述，提 到 了 廣 州（C a n t o n）、黑 龍 江

讀關於神學和美學的文章，特別是被黑格

（A m o o r）、滿洲海岸（t h e c o a s t o f

爾的《歷史哲學》所吸引甚至每晚必讀。而

M a n t c h o o r i a）、北京（P e k i n）、上海

一八三七年出版的該書恰恰就有對中國人

（Sh a ngh a i）、南京（Na n k i n）甚至汕頭

以及在印度和伊朗一帶信奉火、空氣、水和

（Swatow）、長江（Yang-tse-kiang）、西藏

土為神的襖教徒（Parsees）的論述。
馬克思寫的第一篇且公開發表的文

對華的新遠征》中也提到諸多地名。他們

章，即一八四二年所寫一八四三年發表的

著述中的中國地名包括北方、南方、中國沿

《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三次提到

海、安徽省、福建（省）、廣東省、廣西省、

「中國」，暗諷專制而遙遠的中國很早就有

天津、香港、澳門、武昌、漢陽、舟山島、吳

了書報檢查制度。隨後的《第六屆萊茵省

淞江（應指黃浦江）、黃海、崇明島、黃埔、

議會的辯論（第一篇論文）》中，也三次提

伶仃島、北河（口）、靖 江 府（應指 鎮 江

到了「中國」，論述了「中國人」、「八卦」和

府）、大沽（炮台）、寧波（府）、鎮海縣、廈

「中國畫」。「《國家報》憑藉它在統計領

門、萬里長城、夏宮等。這些地方、景觀基

域的重要地位，不僅把自己同中國人並列，

本分佈於中國沿海地區，主要是通過當時

不僅同宇宙的統計學家畢達哥拉斯並列，

的報紙而被馬克思恩格斯所知道並運用於

它並且表明，那位想用數列來表示動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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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bet）、京都（the capital）等，在《英人

馬克思將「八卦」和中國人的思維的關係，與書報檢查官檢查

化，顯示了中國的地大物博。馬克思提到了

所作的標記和書報的關係進行了類比，一方面，說明中國思維的獨

一八四○年一月二十一日所寫的內容中談
特，另一方面，又似乎認為中國智慧並不深刻。

中國人的居住場所也形成了物質文

各種差別等等的現代偉大的自然哲學家對

死氣沉沉的民族為伍！」[32]
馬克思在上述對「中國」的提及，可以

它也有影響」[28]。
馬克思給畢達哥拉斯加上了「宇宙的

發現他對「中國」的描述，主要來源於歐洲

統計學家」的稱謂，是因為畢達哥拉斯認

對「中國」的認識。這集中表現為中國有獨

為，「數」支配的宇宙是一個和諧的統一

特的智慧，但還欠深刻。另外，也有必要對

體，有規律性的「數」是萬物最根本的本

馬克思提及的「中國人」所指以及引述的

原。另一位則指「洛倫茲·奧肯」（L o r e n z

「中國畫沒有陰影」（shade is lacking）和

Oken）這一德國博物學家。與這兩位有關

「死氣沉沉的民族」（enervated nation）加

符號和數位相聯繫的西方自然哲學家並提

以說明。

的「中國人」，應該與包含著自然哲學概念

馬克思的博士論文《德謨克利特的自

基礎的中國古代著作《易經》有關。對此，

然哲學和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的主要差

中文第一版和英文版《馬克思恩格斯全

別》，就是一篇夾雜著社會契約論、原子論

集》章節附註指出是「孔子」，因為其在

哲學等思想的關於古希臘自然哲學的論

十九世紀時被認為是最初注釋《易經》的

文。近代哲學家對於自然哲學尤為關注，馬

人 。新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則註

克思就從歐洲的自然哲學、社會哲學研究

腳指出「可能指伏羲」 。

的成果出發審視了古希臘兩位哲學家的自

[29]

[30]

馬克思在該文第二次提到「中國」時

然哲學。馬克思在準備寫作博士論文時寫

指出：「書報檢查官塗改時畫的叉叉杠杠

下了大量筆記，其中就閱讀了萊布尼茨等

同書報的關係，與中國人的直 線——八

關於中國的論述[33]。

馬克思從歐洲的自然哲學、社會哲學研究的成果出發審視了古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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臘兩位哲學家的自然哲學。馬克思在準備寫作博士論文時寫下了大量

筆記，其中就閱讀了萊布尼茨等關於中國的論述。

卦——同思維的關係完全一樣。書報檢查

《易經》是中國自然哲學的最重要典

官的八卦是出版物的範疇；而範疇，大家

籍。西方 對於這一典 籍 的基 本情況，在

知道，是整個內容的典型的靈魂」 。這

十七世紀就已清楚。一六一五年拉丁文本

裏又一次提到了「中國人」，並指出了「中

第一版《耶穌會士利瑪竇神父的基督教遠

國人的直線」（the straight lines）——「八

征中國史》[34]在德國出版，很快也有了法、

卦」（k u s）。「八卦」出於《易經》，是中國

德、西、意等文字本。利瑪竇指出中國使用

哲學的重要典籍。由三條直線（整段的和

很多符號組成象形文字，並把「中國哲學家

中斷的）進行不同的組合而形成的八種基

之中最有名」[35]的孔子和包含《易經》在內

本的符號或圖形，即為「卦」，象徵著世界

的「四書五經」介紹給歐洲人。「被稱為中

上的各種事物與現象的最初根源，表示一

國聖哲之師的孔子，把更古的哲學家的著

切存在物都是可變的。

作 彙 編成四部書，他自己又 撰寫了五部

[31]

馬克思這裏將「八卦」和中國人的思

……孔子的這九部書構成最古老的中國圖

維的關係，與書報檢查官檢查所作的標記

書庫，它們大部分是用象形文字寫成，為國

和書報的關係進行了類比，一方面，說明中

家未來的美好和發展而集道德教誡之大

國思維的獨特，另一方面，又似乎認為中國

成；別的書都是由其中發展出來的」[36]。他

智慧並不深刻。

詳細介紹了中國人的學習狀況，並說這會

辯論論文第三次提及「中國」，是馬克

讓讀者感到新鮮有趣。利瑪竇還在與徐光

思對一八四一年八月八日《杜塞爾多夫日

啟合譯的《幾何原本》中，將《易經》思想

報》第二一六號上一則材料的引述，「如果

和幾何學相印證。在這之後，孟德斯鳩、魁

一個人沒有指責的權利，他的讚揚也是沒

奈等思想家談及了中國的宗教、法律、風

有價值的。這種缺乏表現力的情況就像一

俗、禮儀等，甚至都把其歸為道德，對此加

幅缺乏陰影的中國畫。但願我們別與這種

以闡述。

言和文字的大加贊成[40]，並論述了作為「一

詞條中四次提及俗曆紀元前三千年左右的

種道德哲學」[41]的孔子哲學以及《易經》哲

「伏羲」 [37]，指出中國人既是無神論者又

學。「中國人也曾注意到抽象的思想和純粹

是偶像崇拜者，還說：「我覺得應該好好思

的範疇。古代的《易經》（論原則的書）是

考 一 下 孔 夫 子 —— 我 們 這 裏 稱 做

這類思想的基礎。《易經》包含著中國人的

Confucius——對於他的國家的上古時代所

智慧〔是有絕對權威的〕。《易經》的起源

作的見證」 。

據說是出自伏羲……這個圖表包含著一些

[38]

義 大 利 傳 教 士 衛 匡 國（M a r t i n

上下排列的平行直線，這些直線是一種符

Martini）一六五八 年在慕尼克出版的《中

號，具有一定的意義。中國人說那些直線

國上古史》（S i n ic a e h i s t o r i a e d e c a s

是 他們文字的基礎，也是 他們哲學的基

p r i m a）就論及了《周易》，並指出伏羲是
《易經》最早的作者，是最早使用易的人。
康熙年間，諸多在華耶穌會士在中國學習
了包括《易》在內的典籍。如比利時的柏應
理（Philippe Couplet）一六八七年在巴黎出
版 的《中國哲學 家孔子》（C o n f u c i u s
Sinarum philosophus）也論述了《周易》，
向西方介紹了六十四卦及其意義。法國耶
穌會士白晉（Joachim Bouvet）一六八八年
進入清廷講授西學，學習了《易經》，著有
《易經總旨》。他與萊布尼茨多次通信，以
至於萊布尼茨在《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論
中國哲學》中，不僅探討了儒家的《詩經》
《中庸》《論語》，而且認為他發現的二進
位也反映在《易經》的卦象之中。「我和尊
敬的白晉神父發現了這個帝國的奠基人伏
羲的符號的顯然最正確的意義，這些符號
是由一些整線和斷線組合而成的……是最
簡單的，一共有六十四個圖形，包含在名為
《易經》的書中。《易經》，也就是變易之
書。在伏羲以後的許多世紀，文王和他的兒
子周公以及在文王和周公五個世紀以後的
著名的孔子，都曾在這六十四個圖形中尋
找過哲學的秘密……這恰恰是二進位算
術」[39]。
最有反響的是，與白晉一同來華的雷
孝思（Jean-Baptiste Régi）將《易經》譯為
拉丁文，於一八三四年和一八三九年先後
在德國斯圖加特和蒂賓根兩地出版了兩卷
本的《易經》拉丁文譯本。

礎。那些圖形的意義是極抽象的範疇，是
最純粹的理智規定」，即這些規定較為直
觀和具體而未概念化不夠思辨。他還「舉
出 這 些 卦 的 解 釋 以 表 示 它們 是 如 何 膚
淺」，而「沒有人會有興趣把這些東西當做
思想觀察來看待」[42]。
綜 上可以斷定，馬克思 雖 然 提 到過
「孔夫子」，但此處「中國人」所指的就是
「伏羲」。不過，他對「直線」變化產生的

馬克思雖然提到過「孔夫子」，但此處「中國人」所指的就

虢關於中國教理的問答錄，在《論中國》的

是「伏羲」。不過，他對「直線」變化產生的「八卦」也持有類

黑格爾不同意萊布尼茨等對於中國語
似黑格爾「淺薄的」、「純粹的理智規定」的觀點。

伏爾泰還論及孔子弟子谷俶與魯公子

「八卦」也持有類似黑格爾「淺薄的」、「純
粹的理智規定」的觀點。
而這一點也反映在他 對「中國畫」
（Chinese picture）的引述中。一般來說，
傳統中國繪畫通過散點透視來表現景象，
而西方畫作則以焦點透視為特點。中西不
同的畫法，在中西美學史中多有爭論 [43]。
十八、十九世紀，西方很多思想家常嘲諷中
國繪畫沒有陰影而來說明中國藝術的不成
熟，甚至說明中國的落後。如義大利哲學
家維科（Giambattista Vico）就認為，長期
與世隔絕的中國還用象形文字書寫，「到
現在繪畫中還不會用陰影。繪畫只有用陰
影才可以突出高度強光。中國人的繪畫就
沒有明暗深淺之分，所以最粗拙」[44]。
黑格爾也有類似的主張：「中國人有一
種普通的民族性，就是模仿的技術極為高
就算一位中國畫像摹擬歐洲繪畫（其他一
切，中國 人都 善於 摹 擬）居 然惟 妙 惟肖
……但是那種『崇高的、理想的和美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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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他們的圖畫沒有遠近光影的分別。

卻不屬於他的藝術和技巧的領域之內」
[45]

。即認為中國畫沒有陰影，而「自大」的

中國人的整個藝術只善於模仿而難富含美
的意蘊。
馬克思不僅知道黑格爾對中國藝術的
描述，而且也獲知了其他思想家對中國畫
等的評價。如他在一八三七年給父親的信
中，曾引用過海涅（Hei n r ich Hei ne）《世
界》中的詩句，並最終在一八四三年十二月
與 其 結 識，從 此 有 密 切 來 往。海 涅 在
一八二四年完成，一八二六年發表的《哈爾
茨山遊記》、一八三四年發表的諷刺散文
《施奈伯勒沃伯斯基先生的回憶》以及
一八四二年首先發表一八四四年重新定稿
的詩歌《中國皇帝》等作品都有關於中國
的論述。不過最為著名的是其一八三三年
發表的著作《論浪漫派》，其中也指出中國
畫沒有陰影。「你們可知道中國……這個古
怪的國家和奇特的民族……在那兒既無陰

中國有輝煌的科學技術發明，馬克思恩格斯對此也極為關注。恩

４６

格斯在文章《炮兵》中詳述了中國火藥的發明和運用，以及經阿拉伯

傳往歐洲的過程和歐洲學者對中國火藥發明的研究。

影，也無遠景。五彩繽紛的房子上面，重重
疊疊地壘起一大堆屋頂，看上去就像一把
撐開的雨傘，屋簷上掛滿了金屬的鈴鐺，清
風過處，發出一陣傻里傻氣的叮噹聲，連
風兒也顯得愚蠢可笑」[46]。
馬克思一八三五年獲得的《特里爾中
學畢業證書》中雖然劃去了「圖畫」等欄
目，但是《波恩大學肄業證書》標有「近代
藝術史，道爾頓教授講授，勤勉用心」。道
爾頓（Joseph Wilhelm Eduard d’
Alton）是
德國著名的雕刻家，擅長解剖畫和動物版
畫。而給馬克思講授羅馬詩人普羅佩爾提
烏斯《哀歌》的卡爾·馮·施勒格爾教授 [47]
（Karl Friedrich von Schlegel）的哥哥威廉
·馮·施勒格爾（A u g u s t W i l h e l m v o n
Schlegel）也給馬克思講過藝術史的課程。
他既是一名詩人、批評家、翻譯家，也是一
名藝術家、東方學家（研究了梵文），在
一八二七年出版了《論造型藝術的理論與
歷史》（On the Theory and History of the

Plastic Arts），一八三二年出版了《亞細亞
語言研究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Study

of the Asiatic Languages）。這兩人所講授
的從中世紀到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史課程
對馬克思的藝術思想產生了重要影響[48]。
五十年代中期的《十八世紀外交史內
幕》中在談到沙皇時，馬克思引述的材料
中說：「正是因為他希望他所推行的計畫
不致終歸失敗，他才沒有給它規定一個確
定的實現日期，而是讓它在適當的時間和
機會自然實現，就象那些奇怪的中國藝術
家一樣，今天做出模子，可以留待一百年以
後按照它做出器皿」 [49]。這也暗諷了中國
藝術家缺乏創造性。
中國有輝煌的科學技術發明，馬克思
恩格斯對此也極為關注。一個地域單獨進
行而創造出的發明，必須在不斷擴展的交
往中防止失傳，進而促進生產力發展 [50]。
中國最初獨立進行的這些發明，隨著世界
交往對人類其他地區都產生了重要影響。
一八五七年，恩格斯在條目文章《炮兵》中
詳述了中國火藥的發明和運用，以及經阿
拉伯傳往歐洲的過程和歐洲學者對中國火
藥發明的研究。「阿拉伯人從中國人和印度
人那裏學會了提取硝石和製造煙火劑。在
阿拉伯人對硝石的叫法中，有兩種叫法的
意思就是中國鹽和中國雪。古代阿拉伯的
著 作 家曾 提『中國 紅 火 和白火』」 [51]。
一八七六年五月左右，恩格斯在為《自然辯
證法》所做的劄記和留下的片段中，就「歷
史的東西——發明」寫到：五五○年左右
蠶由中國傳入希臘，一一○○年左右養蠶
業傳入義大利；七世紀，棉紙由中國輸入至
阿拉伯，九世紀到義大利；一一八○年左
右，磁鍼從阿拉伯人傳到歐洲 [52]。《資本
論》中多次提到了「造紙」。如在第一卷中
指出：「手工業時期留下了指南針、火藥、
印刷術和自鳴鐘這些偉大的發明」 [53]。第
三卷在引用的材料中也指出：為了增加織
物的重量，東印度棉紡成的經紗上的漿料
不再是麵粉做的，而是用了名叫「中國瓷土
的滑石粉」或「法國滑石的石膏」的代用品
[54]
。而火藥的發明炸碎了騎士階層，其是

領域，也推動了經濟的進步；指南針使地

作風，就是同鴉片煙箱一起從停泊在黃埔
的英國躉船上被偷偷帶進這個帝國的」

殖民地的建立提供了幫助；印刷術促進了

[60]

宗教改革，使得除了僧侶之外的人也能讀

係來維護友好，這不同於近代宗主國與殖

書寫字，這些發明也推進了科學的發展，宣

民地的國際關係。俄國就在北京享有駐使

告了資產階級社會即將到來 。

節的特權，從而方便了同中國高級官員的

[55]

。另一方面，古代中國與鄰國通過宗藩關

另外，馬克思在談到太平軍的構成時

直接聯繫，「據說這種特權是俄國甘願被

提到了中國存有多種方言。如「在寧波，叛

天朝計入中華帝國的納貢藩屬之列才換得

亂者們現在就操著四十種不同的方言，而

的」 [61]。這也使得俄國在華產生了除外交

寧波方言此刻也第一次傳到了遙遠地區」

事務之外的影響。

[56]

恩格斯還用「中國」來暗指普魯士政

。

三、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制度
文化

府關於通過相應考試才能獲得較高職位的
規定就如中國的科舉制度一樣嚴格。他為
德國著名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威廉·沃爾弗

馬克思恩格斯還對中國的國家治理體

所寫的傳記文章中講到，沃爾弗因被捕中

制（宗法制、納貢藩屬）、官僚機制（科舉制

斷了大學學業，沒有修完課程和參加考試，

度、官銜與行政體制）、民族的家庭婚育習

「而在那個普魯士的中國，只有按照規定

俗（九族制、西藏的多夫制）等獨特的制度

學完全部課程的人，才被看作是有資格從

文化有所論述。

事專業的學者。其他任何人，哪怕就像沃爾
弗那樣在古典語文學方面精通業務的人，

經濟社會中存在小農業和家庭工業相結合

也只能被拒於專業人員的圈子之外，並被

的生產制度 [57]外，馬克思還在一封信中提

剝奪正式運用自己知識的權利」 [62]。除了

及了中國的「小資產階級制度」。他在批評

談到成吉思汗、嘉慶、道光，特別是咸豐帝

美國經濟學家凱里時說：「由於他反對英

以及洪秀全等中國帝王和達賴喇嘛這一宗

國，因此他像西斯蒙第那樣稱頌瑞士、德

教領袖外，馬克思和恩格斯還提到了中國

國和中國等國的小資產階級制度。而正是

行政體制中的諸多官銜，如總督（Ch i nese

這個傢伙，曾經由於法國和中國相似而不

G o v e r n o r - G e n e r a l）、欽 差 大 臣

斷地嘲笑法國」 。不過，馬克思並未詳

（C o m m i s s i o n e r）、戶部右侍郎（T h e

述中國的小資產階級制度，而論述了中國

m a nd a r i n Wa n-m ao-i n, t he Ch i ne s e

對內和對外存有宗法制。一方面，鴉片貿易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直譯為「滿清

對中國國內宗法制度產生了破壞性影響。

官吏王茂蔭，中國的財政大臣」）等，並論

「正如皇帝通常被尊為全中國的君父一

及了中國對內的議事辦公、作戰防禦體制

樣，皇帝的官吏也都被認為對他們各自的

和對外的郵政交通、傳遞公文信函、爭端交

管區維持著這種父權關係。可是，那些靠

涉等的體系。如針對鴉片貿易合法化，「經

縱容私販鴉片發了大財的官吏的貪污行

過 帝 國 全 體 高 級官 吏一 年 多 的 全 面 審

為，卻逐漸破壞著這一家長制權威——這

議」，中國政府最終否決了這一提議[63]；針

個龐大的國家機器的各部分間的唯一的精

對暗將官票寶鈔改為可兌現鈔票的奏摺，

神聯繫」 [59]；私販鴉片等引起的行賄受賄

最終作出的「大臣審議報告」 [64]對此給予

盛行使得帝國當局、海關人員乃至國家的

了嚴厲指責。

[58]

所有官吏都腐敗不堪，「侵蝕到天朝官僚體

之後，馬克思恩格斯根據當時的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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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除約有十件作品直接提到了中國

馬克思和恩格斯論及了中國對內的議事辦公、作戰防禦體制

理大發現提前到來，為世界市場的開闢和

和對外的郵政交通、傳遞公文信函、爭端交涉等的體系。如針對

系之心臟、摧毀了宗法制度之堡壘的腐敗
鴉片貿易合法化，對此給予了嚴厲指責。

反對封建貴族的武器，但又不只限於暴力

學研究成果，論及了中國的家庭婚姻制度。
馬克思在一八八○至一八八一年對摩爾根

一四五。
[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北
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頁
三五三。

[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北
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頁
七四。

[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北
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頁
一二○。

[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北
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頁
一三四。

[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北
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頁
五一一至五一二。

[9]

同上，頁五一二。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二○○九年），頁一四九
至一五○。

《古代社會》一書作摘要時就三次提到了
中國的「九族」制。所謂「九族就是另外加
上兩代祖先和兩代後裔」，他還指出對此
的論述詳見摩爾根的一八七一年華盛頓版
的《人類家庭的血親制度和姻親制度》一
書[65]。
恩格斯一八八四年在《家庭、私有制
和國家的起源（就路易士·亨·摩爾根的研
究成果而作）》中，論及了母權制覆滅和專
偶制以前的婚姻形式，談到「西藏的多夫
制」（polyandry in Tibet）時認為，多妻制
以及「印度和西藏的多夫制，也同樣是個例
外」[66]，還需要進一步研究。他一八九一年
所寫的《關於原始家庭的歷史（巴霍芬、麥
克倫南、摩爾根）》即《〈家庭、私有制和國
家的起源〉一書一八九一年德文第四版序

[10]

馬克思恩格斯根據當時的人類學研究成果，論及了中國的家庭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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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制度。馬克思在一八八 ○
至一八八一年對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
作摘要時就三次提到了中國的「九族」制。

言》中仍談到了東方的一夫多妻、印度和

[11]

西 藏 的 一 妻 多 夫 制（I n d o -T i b e t a n

[12]

polyandry）[67]。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世界歷史時，
根據之前思想家和當時的報紙、官方文件
等，論述了「中國」這一不同於歐洲的東方
大國，特別是對博大精深、悠久燦爛的中
華文化有較多的涉及。這不僅豐富了馬克
思主義理論體系，也傳播了中國古老但卻
經列強侵略逐漸腐朽的國際形象，甚至還
鼓舞了讀到這些論述的中國共產黨人的革
命鬥志。從中也可以窺見中西文化的交流
與傳播，特別是中華文化對歐洲的影響和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較易接受的原因。
[1]

王東紅：《馬克思化中國的源頭活
水——一百六十年來的〈中國革命和歐
洲革命〉史論》，載《黨政研究》二○
一五年第五期。

[2]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二○○九年），頁
六二二。

[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四卷（北
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頁

同[注三]，頁二八八。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十卷（北
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頁
八二。

[13]

同上，頁八四。
同[注二]，頁六一一。
[1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北
京：人民出版社，二○○一年），頁
五九。
[14]

[16]

同[注二]，頁六七四。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北
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頁
五四七。馬克思曾引用的《每日電訊》
報中，也把中國將軍們說成是「渾身紐
扣、滿面殺氣、穿著丑角服裝的壞
蛋」。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二○○九
年），頁六五五。

[17]

[18]

同[注十]，頁二二九。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北
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頁
五四七。

[19]

[20]

同[注二]，頁六七五。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北
京：人民出版社，二○○七年），頁

[21]

一八。
[2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頁九四
○。英文資料顯示，除《柏林大學畢業
證書》將此寫為「普通地理學」外，馬
克思自填的記錄表將該科目寫為「地理
學」（Geography）。參見Karl Marx,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18351843, Vol. 1 ,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5, p. 700.

[26]

馬克思在一八五三年三月十日致恩格斯
的信中說：「可詛咒的東方問題又出現
了，住在這裏的一個可惡的美國佬，企
圖就這個問題和我在《論壇報》上競
爭。但是，這個問題——首先是軍事和
地理方面的，不在我的寫作範圍之
內」。但他也提出一些「軍事、地理和
歷史的」看法，供恩格斯撰稿參考。參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八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三年），
頁二二五至二二六。

[2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七卷（北
京：人民出版社，二○○四年），頁
二二八。

[2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頁一四
○。

[29]

[30]

同[注二十八]，頁一四○。
[31]
同[注二十八]，頁一六七。

[35]

[意]利瑪竇、[比]金尼閣：《利瑪竇中國
劄記》，何高濟、王遵仲、李申譯（桂
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一
年），頁二三。

[36]

同上，頁二五至二六。
[法]伏爾泰：《哲學辭典》上冊，王燕
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二○○九
年），頁三三○、三三九。

[37]

[38]

同上，頁三三一。
[德]萊布尼茨：《致德雷蒙先生的信：
論中國哲學（續二）》，龐景仁譯，載
《中國哲學史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一
期。

[39]

[40]

[德]黑格爾：《歷史哲學》，王造時譯
（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二○○六
年），頁一二五。

[41]

[德]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一
卷，賀麟、王太慶譯（北京：商務印書
館，二○一三年），頁一二九。

[42]

同上，頁一三○至一三一、一三三、
一三四。

[43]

這種爭論一直持續到近代，如魯迅指
出：「中國畫是一向沒有陰影的，我所
遇見的農民，十之九不贊成西洋畫及照
相，他們說：人臉那有兩邊顏色不同的
呢？西洋人的看畫，是觀者作為站在一
定之處的，但中國的觀者，卻向不站在
定點上，所以他說的話也是真實的」。
見張光福：《魯迅美術論集》（昆明：
雲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頁
八二。

[44]

[意]維柯：《新科學》上冊，朱光潛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二○○九年），
頁五六、八八至八九。

[45]
[46]

同[注四十]，頁一二七。
[德]海涅：《論浪漫派》，張玉書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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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
頁七一三；Karl Marx,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1835-1843, Vol. 1 ,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5, p. 740.

中譯本為自拉丁文本一九五三年的英文
本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Journals of Matthew Ricci: 1583-1610
譯成的《利瑪竇中國劄記》。

馬克思和恩格斯論述了博大精深、悠久燦爛的中華文化。這

[25]

[34]

不僅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也傳播了中國古老但卻經列強

同[注六]，頁一一七。
即喬‧溫‧庫克：《中國：一八五七至
一八五八年〈泰晤士報〉特約中國通
訊》，參見George Wingrove Cooke,
C h i n a: B e i n g T h e T i m e s S p e c i a l
Correspondence from China in the Years
1857-58, London: Routledge, 1858.

[24]

侵略逐漸腐朽的國際形象，甚至還鼓舞了讀到這些論述的中國共

[23]

同[注二十八]，頁二○○。
具體書目參見MEGA2IV/1, pp. 183-212.
亦可參見魯路：《馬克思博士論文研
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二○○
七年），頁一○八至一○九。

[33]

產黨人的革命鬥志。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北
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頁
四八七。

[32]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世界歷史時，根據之前思想家和當時的

報紙、官方文件等，論述了「中國」這一不同於歐洲的東方大國，

特別是對博大精深、悠久燦爛的中華文化有較多的涉及。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七九
年），頁一一九。海涅其他關於中國的
論述亦可參見[德]海涅：《海涅選
集》，張玉書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
社，一九八三年）；[德]海涅：《海涅
選集：詩歌卷》，張玉書編選（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德]
海涅：《海涅選集：遊記卷》，張玉書
編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
○年）。

[59]

同[注二]，頁六○八。
同[注二]，頁六三三。
[61]
同[注二]，頁六一五。
[62]
同[注十五]，頁六八。
[63]
同[注二]，頁六三四。
[64]
同[注十]，頁一四九至一五○。
[65]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
編譯局編譯：《馬克思古代社會史筆
記》（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
年），頁一三九、一四一。
[60]

[47]

[66]

[48]

[67]

同[注二十八]，頁九三三、九三六至
九三七。

M a r g a r e t A. R o s e, M a r x’s L o s t
Aesthetic: Karl Marx and the Visual
Ar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34.

[49]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二○○九年），頁七三。
同上，頁一九。

Mar x and Engels on Culture of
China

同[注二十二]，頁二八四。
[50]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二○○九年），頁
五五九。

Studies, Xizang Minzu University)

[51]

o n wo r l d h i s t o r y a n d t h e E u r o p e a n

同[注三]，頁一九四。
[5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北
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一年），頁
五三一、五三二。
[53]

同[注十]，頁四○三。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七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二○○九年），頁
一四六。

[54]

[55]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二○○九年），頁
三三八。

Wang Donghong(School of Marxism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ir studies
information about China, Marx and Engels
discussed Chinese culture too much. First
is material culture, including culture on
money, clothing, food, means of production
a nd t r a n sp or t at ion , a rch it e ct u re a nd
settlements. Second is philosophy and
art, inven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alect and other spiritual culture. Third
is systematic culture, such as national

[56]

governance system, personnel selection

[57]

mechanism, marriage and child-rearing

同[注十九]，頁五四六。
王東紅：《在隔世紀「兩個十年」比較
中認識變革的中國——基於馬克思恩格
斯及中共十六大以來的話語》，載《江
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二○一四
年第五期。

[58]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二○○九年），頁
一一六。

customs of family. In the eyes of Marx and
Engels, cultural China has the oldest and
rotting state image.
Key w o r d s: M a r x i s m ; m a t e r i a l
cult u re; spi r it u al cult u re; systemat ic
cultur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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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教育的文化自覺
──高校在中外交流中的認知和實踐
■ 彭文平
暨南大學社會科學部

交流與 相互充實的關係。跨文化教育要

來文化輕本土文化的傾向。高校的一些教

「增進國際理解，並使同各種排斥現象作

師在跨文化教育中也存在文化立場不客觀

鬥爭成為可能」，「其目的應是從理解自己

的傾向，這些現象是文化不自覺的體現。

的人民的文化發展到鑒賞鄰國人民的文

在文化自覺理念指導下，高校跨文化教育

化，並最終鑒賞世界性文化」[1]。中國學者

要加強對中外文化的認知、批判和揚棄，

魯子問先生認為跨文化教育是「對呈現某

教師的教學過程也需實現文化自覺，以便

一文化的人類群體的受教育者進行相關於

在跨文化教育中正確引導大學生形成客觀

其他人類群體的文化教育活動，以引導這

的文化立場。此外，高校跨文化教育要在

些受教育者獲得豐富的跨文化知識，養成

民族文化「走出去」構建文化軟實力過程

尊重、寬容、平等、開放的跨文化心態和客

中發揮作用，要注重提煉中華文化的精髓

觀無偏見的跨文化觀念與世界意識，並形

並構建民族文化對外傳播的多重管道。

成有效的跨文化交往、理解、比較、參照、

關鍵詞：高校；跨文化教育；文化自

攝取、捨棄、合作、傳播的能力，從而通過
教育層面的努力，消解跨文化衝突，建構和

覺。

諧的跨文化社會，促進整個人類社會的發

一、跨文化教育的內涵

展」[2]。
以上對跨文化教育的論述，首先承認
了當今世界文化生態的現狀是多元文化共

頻繁的場所，在高等教育國際化背景下，本

生；其次，跨文化教育重視培養學生對待

土文化和異域文化的關係非常現實地擺在

不同文化的態度，即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

教育工作者面前。為適應高校文化多元性

理解、尊重、鑒賞和學習；再次，跨文化教

的現實狀況，跨文化教育理念在高校教育

育的目的在於化解文化之間的衝突，促進

實踐中應運而生。跨文化教育理念源於聯

各種文化在社會中平等交融以及各種文化

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文章《教育對文化發展

群體和睦共處。

的作用》，該文認為跨文化教育包括「承認

二、文化自覺理念的重要意義

各種文化具有同等的尊嚴以及文化遺產與
現代文化之間牢不可破的聯繫」。跨文化
性或多元文化主義意指關於不同文化的知
識和理解，以及在一國內部各種文化成分

1、多元文化背景下高校師生中存在
不良文化傾向

高等教育國際化使得高校的文化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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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是當今國際文化交流和互動較為

高校跨文化教育要引導大學生形成客觀的文化立場。高校跨文

生對待多元文化的態度不客觀，存在重外

化教育要在民族文化「走出去」構建文化軟實力過程中發揮作用，

之間和世界各國不同文化之間建立積極的

要注重提煉中華文化的精髓並構建民族文化對外傳播的多重管道。

要：在跨文化交往中，很多大學

摘

從以前的單一文化向多元文化轉變。因而，

在教學過程中更沒有引導學生在外語和母

大學校園的不同文化之間產生了直接的接

語之間進行文化意義上的比較和借鑒，這

觸和交流，在文化的相互交鋒和融合中，大

些教師忽視了語言所具有的文化功能。而

學生對外來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和本土

在對待異質文化的態度上，一些教師很大

文化、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缺乏深刻認識，

程度表現為「文化本位主義」。很多教師對

文化立場迷失。大學生在面對外來文化時

跨文化教育的認識停留在一種過於簡單

盲目崇洋，對西方的風俗、生活方式、價值

的、浪漫的、人性關懷的思想層面上。而在

觀念在不加思考的情況下全盤接受。當今

教學實踐中，一些老師在分析跨文化問題

大學生對英語學習的狂熱、對西方餐飲和

時，沒有正視學生文化的多元性，其邏輯思

西方節日的熱衷就是很好的明證。對於本

維和價值取向主要基於自身文化的背景。

國、本民族的文化，不少大學生知之甚少，

教師在跨文化教育中的上述傾向，勢必對

對中華文明的發展脈絡、民族文化精神的

學生的跨文化教育帶來消極影響。外語教

認識很模糊，對母文化尚未建立一個完整、

學中忽視語言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意蘊，將

系統的知識體系。

語言作為實現功利價值的手段，無疑助長

大學校園的不同文化之間產生了直接的接觸和交流，在文化的

５２

相互交鋒和融合中，大學生對外來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和本土

文化、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缺乏深刻認識，文化立場迷失。

大學生不良文化傾向產生的原因，一

了大學生學習外語的盲目性和功利性；對

方面是由於西方文明在現代發展方面處於

待跨文化問題的文化本位主義則使得思維

領先地位，其文化的張力同樣得以彰顯。另

活躍、接觸新思想、新觀點較快的大學生

一方面緣於近代以來中國在現代化發展中

產生逆反情緒，反而會激起他們熱衷於對

的落後，使中國的傳統文化一直是批判多

西方文化的模仿和追隨，而忽視民族文化

於繼承，百年的文化斷層造成了中國知識
原著而不願去談諸子典籍，原因是因為前

的傳承。
2、文化自覺是應對多元文化的客觀
態度

者比後者易懂 [3]。很多大學生甚至將近代

跨文化互動需要正確的文化態度，文

中國落後的原因歸結為傳統文化的束縛，

化自覺就代表了跨文化互動中不同文化群

甚至有人喊出了「將線裝書和方塊字統統

體應有的文化態度。文化自覺是費孝通先

扔進茅坑」、「取消中醫」等荒謬觀點。在

生提出來的一個概念，是指生活在一定文

面對西方文化的境遇中，彌漫著一股文化

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

失敗主義情緒，這種情緒認為中國的思想

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發展

文化注定是失敗的文化，根本無法和西方

的趨向。不帶任何「文化回歸」的意思。不

相比，先秦比不過古希臘，近代比不過文

是要復舊，同時也不主張「全盤西化」或

藝復興，當代比不過後現代主義。於是中

「全盤他化」。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對文化

國總顯得慢半拍，總是落在西方後面 。文

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

化失敗主義情緒反映出國人文化自卑的一

新時代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5]。文化自覺作

面。這也說明，高校跨文化教育在培養大

為東方人對待文化的一種理念和態度，其

學生樹立客觀的文化觀念，正確看待中外

主張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說的「文化多元共

文化的關係方面還存在不足。

生、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

階層的集體失憶。大學生們寧願去讀外文

[4]

跨文化教育中，外語教學和跨文化問
題教學是兩個重要方面。高校教師在這兩

大同」。可以說，文化自覺的本質是對文化
價值的覺悟和覺醒。

個方面的文化立場顯得矛盾。在外語教學

文化自覺理論的內涵豐富，包括了文

中，很多老師只將語言作為一門交流工具，

化的平等意識、文化的反思意識、文化的互

沒有認識到語言作為文化載體的重要性，

補意識和文化的發展創新意識。要消除跨

脈和精神家園。在跨文化交流中實現文化

定的環境而創造出來的特定的思維模式、

自覺，首先就必須對大學生進行本民族、本

價值體系和生存方式。世界上不存在一種

國的文化教育，這是培養大學生文化主體

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性文化，更談不上

意識和文化自覺的基礎。此外，文化的本土

文化的優劣之分。人為地給不同文化貼上

性和民族性也是文化現代化和文化創新發

等級標籤，只能加劇各文明之間的衝突，不

展的根基。

利於文明之間的和諧共生，更與跨文化教

由於中國教育體制的原因，學生的學

育的宗旨大異其趣。即便在現代文明發展

習大多以考試、升學和求職等為導向，造成

中處於 領先地位的西方文化，也存在缺

教與學的工具理性，忽視了對學生進行民

陷。東方人也需要反思，比如二十一世紀屬

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等價值理性的思考。為

於中國等論調，此論調強調一種文化對另

此，高校要承擔大學生民族文化傳承教育

一種文化的支配，否認了文化多樣性，與西

的重任，在課程設置方面要重視非專業課

方中心論如出一轍 。反思是文化自覺的應

程以外的中國歷史文化、人文素質課程的

有之義，對自身文化和他文化的反思，是理

開設，側重對大學生進行愛國主義的民族

解不同文化之間關係，實現跨文化交流的

精神、改革創新的時代精神，並將這些課

前提。只有進行文化反思，才能反映大學生

程納入學生主幹課程體系中，使其重要性

作為文化主體的自我覺醒。各種文化作為

與專業課程同列。在教學方法上，要提倡

適應不同環境的產物，必有其精華和糟粕

民族文化教育的實踐教學，讓學生在實踐

的同時存在。在跨文化教育中提倡文化自

中感受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使之在文化

覺，其目的就在於對不同文化有了深刻認

認識教育的規律指導下，由感性認識出發

識後，採集眾文化之長，彌補自身文化之

從而達到理性認識的目的。這樣，才能培養

短，使文化在與時俱進中不斷完善、發展和

在跨文化交往中有自身文化根基和特色的

創新。

大學生。

[6]

三、跨文化教育的文化自覺途
徑

民族文化的傳承固然是跨文化教育中
文化自覺的基礎，但對民族文化的「自知之
明」不僅要求「知其然」，還要求「知其所以

文化自覺是一個艱巨的過程。首先要

然」，更要明白民族文化中包含不適宜時代

認識自己的文化，根據其對新環境的適應

發展的部分，只有做到了這兩方面的自覺，

力決定取捨。其次是理解所接觸的文化，

才能為民族文化的發展和創新提供堅實基

取其精華，吸收融會。各種文化都實現了自

礎。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說：「創造不能沒有

覺後，這個文化多元的世界才有條件在相

傳統，沒有傳統就沒有了生命的基礎；同

互接觸中自主地相互融合中出現一個具有

樣，傳統也不能沒有創造，因為傳統失去了

共同認可前提的基本秩序，形成一套各種

創造是要死的，只有不斷的創造才能賦予

文化和平共處、各舒所長、聯手發展的共同

傳統的生命」。
對外來文化要批判反思。雖然西方文

化自覺的思維習慣，在對多元文化的把握

化在很多領域為人類文明的進步和發展

上做到「知己知彼」。

做出過很大貢獻，一些西方學者也的確抱

（一）大學生對民族文化要有「自知之
明」，對外來文化要批判反思。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身份證,是一個民

有「西方文化中心」論調，同時發展中國家
所處的經濟社會發展階段較落後，這些因
素對大學生文化判斷的形成產生了消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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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 。因此，要引導和教育大學生養成文
[7]

各種文化作為適應不同環境的產物，必有其精華和糟粕的同時

能性。任何文化只是特定的群體為適應特

存在。在跨文化教育中提倡文化自覺，其目的就在於對不同文化有

族區別於他民族的根本特徵，是民族的血
了深刻認識後，使文化在與時俱進中不斷完善、發展和創新。

文化衝突，就必須承認文化平等交流的可

響，使得大學生認為西方文化就是先進文

內涵，進一步增強對文化差異的理解和認

化的代名詞，西方文明主導下的現代化是

識，從而達到實現 跨文化教育 功能的目

一種無需批判和自明的前提，而從未去認

的。外語教學中，有的教師在「學習外語就

真學習西方文化的來歷和精髓，對西方文

要同時忘卻母語」的理念指導下，還存在目

化中的糟粕無從鑒別，因而在全球化背景

的語文化和母語文化相互切割的現象。我

下中外文化的交鋒和融合過程中更無文化

國的英語教育一直以來的一個弊端就是忽

選擇的能力。事實上，西方文化中也有其腐

視本國文化教育。結果是，很多英語學習

朽墮落的成分，進入後工業化發展階段以

者不會用英語描述解釋自己的母語文化，

來出現的精神信仰危機就是西方文化的內

以至不能有效地向異域介紹、宣傳我國文

在缺陷。很多西方學者也正反思西方文化

化。跨文化教育中既要導入目的語文化，又

的發展前途問題，二十世紀後半期在西方

要導入母語文化。如果學習一門外語是以

興起的科學模糊學、混沌學就認為西方文

忘卻母語作為代價，則是跨文化教育的悲

化必須改弦更張、另謀出路。費孝通先生

劇。外語教學的最終目的，在於中外文化的

也認為「西方文化的價值觀裏太輕視文化

互動和對話。

在跨文化教育中，教師還要立足教學文化自覺的要求，主動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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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跨文化交際中出現的文化差異，儘量減少和避免由於文化差異而導

致的文化誤解。能僅僅自顧自地「美其美」，還要「美人之美」。

精神的存在，不以科學的態度、實事求是

其二，在文化價值觀教育方面又犯了

的精神去處理不同國家的文化關係，這是

文化立場不客觀的毛病，用己文化的視角

很值得深刻反思的」。西方文化出現的問

去解讀一個跨文化問題。有一則跨文化教

題，可能是發展中國家日後在發展過程中

育事例即為明證：一班學生在老師的帶領

要面臨的問題。為此，在跨文化教育中，應

下觀看電影《再見莎拉》，電影講的是女

培養大學生對外來文化應有的批判意識、

兒愛上了一個「異教徒」，她的猶太父母

鑒別能力，使其正確地借鑒和吸收西方的

「棒打鴛鴦」，粗魯地把這對年輕人拆開。

文化精髓，並自覺抵制西方不良思想的侵

在課後的討論中，大部分學生都批評猶太

蝕。

父母，說他們破壞了年輕人的幸福，但有一
（二）高校教師在跨文化教學過程中

要有文化自覺。

個回族學生站起來說，和異教徒談戀愛是
犯戒的，猶太父母沒有錯。問題交到老師

在有太多的知識和文化因素時刻影響

那裏，老師卻從反封建的角度來論述自己

著人們的判斷的今天，教師的文化自覺尤

的觀點，結果使回族同學和學生家長很不

為重要。在教學活動中，教師往往行走於文

滿意。從跨文化角度來看，這說明高校跨文

化不自覺的兩個極端：

化教育的現狀主要建立在民族、國家文化

其一，在語言教學尤其是外語教學中

基礎之 上的，對學生的教育缺乏文化自

秉持價值無涉的理念，僅僅將外語學習視

覺，很大程度上沒有體現跨文化或多元文

為工具，語言教學中中外文化的教育功能

化因素。在跨文化教育中，教師還要立足教

嚴重缺位。語言是跨文化交流的最重要手

學文化自覺的要求，設身處地理解具有不

段，但目前的語言教學存在一個誤區，施教

同文化背景的教育對象的思維方式和行為

者往往簡單把語言作為一種交流的工具來

習慣，避免用自身的行為來解釋別人的行

加以審視，強調受教育者語言能力或技能

為，主動協調跨文化交際中出現的文化差

的形成，而忽視了語言教學中的文化教育

異，儘量減少和避免由於文化差異而導致

功能 。在一定程度上，語言可以看作是文

的文化誤解[9]。面對跨文化問題，施教者不

化內涵的影射，是文化內涵的載體。通過

能僅僅自顧自地「美其美」，還要「美人之

語言教育，能夠引起受教育者對中外文化

美」。

[8]

差異的關注，逐步體會交際中語言的文化

（三）高校要在文化「走出去」中實現

文化自覺，構建民族文化軟實力。

話和逐步融合是其新常態，開闢和創新文
二選擇。目前，我國跨文化教育形式中，在

和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來豐富本民族的文

海外創辦孔子學院、開展留學生教育、外派

化；「對外」則是指跨文化教育將向世界弘

師資以及開展國際學術交流等為成為中華

揚本民族文化放在首要的位置，同時也起

文化「走出去」的主要管道。同時，我國高

著多元文化的交流作用。因此，跨文化教育

校要重視海外華僑華人融通中外的優勢，

兼有文化輸入和文化輸出的教育使命。在

通過加強與海外華校、海外華人、海外華文

高等教育國際化過程中，很多高校將國際

媒體、海外華社的合作與聯繫，使其作為

化等同於向某一國家或地區看齊，在國際

中華文化對外傳播的視窗。

交流中只強調學習和引進，不注重將本民
族優秀成果輸送出去，缺少平等對話和雙

四、結論

向交流 [10]。軟實力在當今成為一國綜合國

跨文化教育是全球化背景下應運而生

力的重要構成要素，而文化軟實力則又是

的一種教育理念，其宗旨是在多元文化成

一國軟實力中的核心部分。因此，高校跨文

為校園文化生態的前提下，通過認知、學

化教育在學習和借鑒國外先進經驗之外，

習、借鑒外來文化，達到各文化群體相互

亟需以高度的文化自覺讓民族文化「走出

理解、尊重的目的，最終消除跨文化的衝

去」，將提升我國文化軟實力作為己任。

突。但是，在高校跨文化教育中，出現了對

構建我國文化軟實力的文化自覺，同

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追隨和模仿，對民族

樣需要明白自身文化的來歷以及融合、借

文化傳承的欠缺，將國家發展歷史上的挫

鑒國外優秀文化。為此，在跨文化教育中，

折歸因於傳統文化等現象，這是跨文化教

高校首先要充分挖掘出我國傳統文化中

育的文化不自覺傾向。文化自覺要克服兩

的優秀成分。比如，儒家文化中的仁愛、正

種傾向，既不全盤否定本土文化，又不全盤

義、道德、信用、和為貴等文化元素，在市

肯定外來文化，而要正確認識各自的文化

場經濟建設中，乃至國際關係和國際經貿

優勢和不足之處，形成客觀的文化觀。

活動中仍符合時代發展的要求。這些文化

跨文化交往中的文化自覺，包含了認

元素如若能夠以現代語言加以闡釋，其對

識上的自覺和實踐上的自覺，而認識上的

國際文化、經濟、政治各方面的影響，就能

文化自覺就是費孝通先生所指的「自知之

超越民族國家的界限，逐步影響和吸引世

明」。故此，對大學生進行跨文化教育，首

界的關注。

先要使其對民族文化有認知，認識己文化

（四）高校要構建民族文化對外傳播
的多重管道。

構建我國文化軟實力的文化自覺，同樣需要明白自身文化的來

務，「對內」指的是通過介紹、引進、選擇

歷以及融合、借鑒國外優秀文化。為此，在跨文化教育中，高校首

化對外傳播管道是提升民族文化張力的不

先要充分挖掘出我國傳統文化中的優秀成分。

跨文化教育擔負著對內和對外雙重任

的優勢和不足；其次要瞭解外來文化，即
為文化上的「知彼」，辨別外來文化之精髓
和糟粕，加以區分。這是跨文化教育文化自

實力，而是需要一個構建的過程。這就必

覺的基礎。正如費孝通所說，我們一方面

須建立文化主體和客體之間的廣泛聯繫，

要承認中國文化裏邊有好東西……另一方

才能實現優秀傳統文化向文化軟實力的

面，我們要認識和瞭解他人的文化，學會

轉變。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對外傳播，要

解決處理各種不同文化接觸的問題[11]。再

遵守文化「走出去」的客觀規律，摒棄那種

次，跨文化教育在實踐上的文化自覺，包含

「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傳統保守和被動的

了教師教學實踐環節和民族文化「走出

文化互動方式，要認識到全球化和高等教

去」戰略的實施。高校要培養教師對文化

育國際化發展背景下不同文化之間交流對

差異的正確認識及尊重不同文化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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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傳統文化並不能自然成為文化軟

提高他們設計跨文化教學情境的能力，要
別各種文化觀，並在跨文化教育的實踐中
在文化軟實力的構建上升為國家戰略的背景下，民族文化「走

出去」過程中，要加強提煉和闡釋，拓展對外傳播平台和載體，把

當代中國價值觀念貫穿於國際交流和傳播的方方面面。

求教師有一種批判的意識和觀點，能夠識
不斷地進行批判性反思，從而形成自己客

[9]

晉銀峰《論教學文化自覺》，載《當代
教育科學》二○一○年，第十七期，頁
二二至二五。

[10]

張繼明《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戰略的反
思——基於文化自覺的視角》，載《現
代教育管理》二○○九年，第十一期，
頁一二至一五。

觀的文化意識，能夠在保持自身文化價值
的基礎上實現不同文化之間的對話與合
作。在文化軟實力的構建上升為國家戰略
的背景下，高校要改變以往在跨文化教育
中偏重於學習和借鑒外來文化的做法，更
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覺促使民族文化「走出
去」。民族文化「走出去」過程中，要加強提
煉和闡釋，拓展對外傳播平台和載體，把

[11]

費孝通《文化自覺的思想來源與現實意
義》，載《文史哲》二○○三年，第三
期，頁一五至一六。

[12]

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北京：
外文出版社，二○一四年），頁
一六一。

當代中國價值觀念貫穿於國際交流和傳播
的方方面面[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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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7]

５６

[8]

姚玲《高等教育國際化進程中的跨文化
管理》，載《黑龍江高教研究》二○○
五年，第九期，頁七五至七七。
魯子問《試論跨文化教育的實踐思
路》，載《教育理論與實踐》二○○二
年，第四期，頁一至六。
曾漢君《當代西方文化思潮對大學生文
化自覺的影響》，載《經濟與社會發
展》二○○八年,第七期，頁一八一至
一八三。

PENG Wen-ping(The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Jinan University)
Abstract: Many college students are
not objective when dealing with different
cultures in cross-cultural exchanges, which
shows a tendency towards emphasizing
wester n cu lt u res a nd despisi ng local
cultures. Some of the college teachers
have the same problems in intercultural

王嶽川《新世紀文化創新與大國形象確
立》，載《杭州師範學院學報(社科
版)》，二○○七年,第十一期，頁一至
八。

education. This is known as the cultural

費孝通《費孝通論文化與文化自覺》
（北京:群言出版社，二○○七年），頁
一九○。

the cognition, criticizing and sublation of

胡一《全球化時代中的跨文化交際與文
化自覺》，載《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
報》二○○六年,第三期，頁七四至
七七。

unconsciousnes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should strengthen
local and foreign cultures. The formation
of objective cultural standpoint of students
is expected in teaching process through the
cultural awareness of teachers. During the
process of the going out strategy of national

李豔《文化自覺的三重釋義》，載《東
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二○
一二年，第四期，頁二三○至二三三。

culture, Universities should play a positive

鄧琪、許駿《中外合作辦學跨文化教育
研究》，載《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
版）》二○○八年,第四期，頁一四○至
一四四。

transmitting it by modern tools.

role in constructing cultural soft power by
refining the 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Key Words: Universities,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Cultural Awareness.

文化評論

泛游戲說的理論淵源探析
及其對新聞觀的重塑
■ 米麗娟
重慶文理學院
摘

要：許多偉大的發明創造和藝

常生活，愛迪生把人類從蒸氣時代引入電

術作品都得益於游戲，並造福於人類。游

器時代。像他這樣的偉人我們還可以列舉

戲是動物的一種本能，游戲無處不在，無

很多很多，他們對游戲的認真執著為人生

時不在。一切活動皆游戲。新聞是人類認

增添了非凡的意義。
人追求安樂的天性和趨利避害的本能，初

建構，是若干人類游戲中的一種符號擬象

生嬰兒面對陌生的世界，睜開清澈如水的

游戲。從這種意義上講，我們可以把新聞

雙眸，好奇地打量周圍的一切，開始了與周

求真的過程看成一個遵循符號運用規則的

圍世界的漫長的游戲過程，人在這個過程

游戲過程，人們在此過程中探尋世界的真

中慢慢成長，從懵懂無知的幼年到生氣勃

相，交流彼此的觀念。泛游戲說具有深厚

發的少年，再到血氣方剛的青年和成熟穩

的理論淵源和充分的學理依據，對新聞觀

重的中老年，游戲心態伴隨生命過程的始

進行重塑——在符號擬象游戲中追求逼真

終，不曾消退也不可能消退。可以說是游戲

的效果，絕對的客觀真實雖然難以企及，

開啟了人的智力，是游戲給人帶來快樂，也

這種逼真效果卻是可感可觸的。

是游戲讓人勇敢而輕鬆地面對失敗，愈挫

關鍵詞：泛游戲說；理論淵源；新聞
觀的重塑。

愈勇，頑強地向未知的領域挺進，不斷拓
展生存的空間。從廣義來講，游戲無處不
在，無時不在，一切活動都是游戲，泛游戲

一、泛游戲說

說符合後現代社會事物之間邊界模糊、交
叉滲透、深度融合的實際狀況。盧梭認為
正義和公正完全是由人的自由意志來決定

戲，關注生活，好奇心很強，他曾經模仿母

的，後現代大師利奧塔部分地贊同盧梭對

雞孵蛋，把他母親弄得哭笑不得，因纏著

契約的解釋和說明：「社會契約和正義的

老師追問「二加二」為何等於四而被開除學

問題，都是在人的社會生活的實際運作中

校，但正是這種在母親的呵護下健康成長

提出來，又在現實中以無意識的約定游戲

的游戲心態使他的人生碩果累累，擁有專

和語言論述游戲實現的。正因為屬於游戲

利權的發明成果就達一千三百二十八項：

問題，所以，契約和正義問題在任何時候和

電報、電燈、電話……這些重大發明源於日

在任何社會中都不可能絕對完善化和一勞

常生活中的游戲，又反過來造福於人類日

永逸地獲得解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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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大 王」愛 迪 生從小就酷 愛 游

游戲作為一種普遍的人類行為，從廣義來講，游戲無處不在，無

現形態，是人們用符號對真實進行的社會

時不在，一切活動都是游戲，泛游戲說符合後現代社會事物之間邊界

游戲作為一種普遍的人類行為，源於

模糊、交叉滲透、深度融合的實際狀況。

識世界的一種方式，是人類文明的一種表

自從普列漢諾夫將滿足人們基本需

了提高勞動水平而進行的模擬演練，人類

求的生產勞動與游戲區分開來以後，游戲

生產力水平不斷發展的實踐表明它是在游

的概念變得相對明朗了一些，但由於游戲

戲中提高的，它的發展離不開游戲，發展

自身的隨意性、無根據性和寬泛性，到目

的持續性讓人們不再追究「先有雞還是先

前為止，對游戲的精確而科學的定義尚未

有蛋」，「先有勞動還是先有游戲」已成了

出現，維特根斯坦認為游戲無法定義，但

一個偽問題，游戲和勞動在一定條件下可

可以列舉什麼是游戲，什麼不是游戲。筆

以互相轉化，日常生活中游戲和勞動已經

者綜合各種學說，得出一個對於游戲的描

失去了區分的必要，使「一切活動都成了游

述：勞動先於游戲，人們在勞動中過剩的精

戲」，這是泛游戲說成立的現實基礎。

勞動是為了滿足人們最基本的需求，結果是造就可以直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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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質和精神產品，而游戲則側重於滿足人們的精神和心理需求，結

果是調節人們的情緒和提升智能，為生產出更好的產品做準備。

力在游戲中得以釋放，游戲是對勞動的模

游戲有娛樂的功能，但我們不能將其

仿，勞動的目的性比游戲更明確，但並不能

完全等同於娛樂，娛樂的目的是為了把人

因為游戲無明確目的就否認游戲的意義，

搞笑，為了讓人放鬆，為了好玩兒，娛樂之

游戲使人們的官能得到訓練，為以後的再

餘能夠帶來思考當然更好，不過讓人思考

勞動進行更充分的準備，小孩游戲是對成

不是娛樂的首要目的。而游戲則不然，游戲

人生活的模仿，在模仿中鍛煉了器官，同時

中思考的成分更多一點，游戲除了娛樂的

提高對生活的認識，為步入成人社會做準

目的之外還有一種不可名狀的潛在驅力，

備；人們在勞動中無法滿足的慾望在游戲

這種驅力將游戲者神不知鬼不覺地捲入游

中也得到滿足，藝術創作源於游戲，其根

戲之中，甚至讓游戲者忘記自我，忘記游

本特徵就是游戲，科學實驗都是人們過剩

戲的初衷。英語中play(玩耍，戲弄，游戲)、

精力的發泄，是幻想慾望、探索慾望的滿

game（運動，競賽，游戲）、recreation（消

足，各種專門學科的研究可以說都是在模

遣，娛樂，游戲）都有「游戲」的意思，但各

擬已知現實條件的基礎上對未來和未知世

有側重，本文取game，側重驅力。在幼兒教

界的設想和展望，其中的游戲心態使人們

育中，人們把游戲作為開啟小孩智力的手

能夠從容面對失敗，勇敢地重新開始新的

段，成人世界的游戲目的性更強，比如軍事

游戲，直到探求到真理。這樣看來，游戲的

演習，向敵對方展示戰鬥實力是首要目的；

確無所不包，小孩過家家、打仗是游戲，體

其次是為了應對真實戰爭的爆發，為了精

育競賽、軍事演習、消防演練、技能比武、

準有效地打擊敵人；再比如科學實驗，探

科學實驗、藝術創作等等都是游戲，它們

索未知世界，獲取真相是最高目標，往往

與勞動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甚至經常難分

是通過模擬條件，推測出合理結論。新聞

彼此，可以說游戲是勞動的另一種呈現，但

學科是通過符號來模擬現實，然後進行傳

也有本質的區別，勞動是為了滿足人們最

播，目的讓受眾知道事實，獲取知識，用以

基本的需求，結果是造就可以直接使用的

調整自己的行為，更好地適應環境和改造

物質和精神產品，而游戲則側重於滿足人

環境。

們的精神和心理需求，結果是調節人們的
情緒和提升智能，為生產出更好的產品做
準備。

二、泛游戲說的理論淵源
這裏的「游戲」已不是一般意義上的

游戲是勞動的產兒，勞動也必然產

游戲概念，它不是單純的娛樂方式，而是

生游戲。勞動中那些人類生存必需的技藝

一種哲學觀點，一種思潮，一種人生態度，

只有通過游戲才能代代相傳，如果沒有游

更代表一種學術流派。新聞娛樂化是泛

戲，勞動就不會延續和提升，就好比不會

游戲說在當下盛行的媒介表徵，秉承二十

繁殖後代的物種必然滅亡一樣。游戲是為

世紀哲學的語言學轉向，這是人類第三次

《符號學原理》。與當下盛行的泛游戲說

由」「單純」「娛樂」的特性。所謂「從一切

遠相關的則是中外哲學經典中的若干游戲

的強制解放出來」，也就是說除了自身的

觀點。
1.中國古代游戲觀

目的之外，藝術不從屬其他的目的，如功利
的、道德的、認識的目的。所謂「感覺的自

孔子曾說過：「志於道，據於德，依於

由游戲」、「觀念的游戲」，意思是指藝術

仁，游於藝」。這裏的「藝」指廣義的技藝，

之美感與想像的特點。康德還從生理與心

即「六藝」，包括禮、樂、射、禦、書、數等

理方面來談游戲，從「精神協助肉體」來談

鍛煉人們身體和心靈的活動。

游戲：「肉體內被促進的機能，推動內臟及

莊子《逍遙游》也談到「乘天地之正，

橫膈膜的感覺，一句話說來，就是健康的

而禦六氣之辨，以游無窮者」的身心自由

感覺（這感覺在沒有這種機緣時是不能察

狀態，孔子的「游於藝」和莊子的「游於自

覺的）構成了娛樂」。在這裏，人們也見到

然」和「道」，都與海德格爾的「天地神人

「精神協助了肉體，能夠成為肉體的醫療

四方游戲說」相通。
2.柏拉圖的游戲教育理念

者」。康德還特別強調把賭博排除於「美的
游戲」之列[三]。

柏拉圖的《法律篇》最早把游戲與教

但他在《純粹理性批判》中並沒有把

育聯繫起來，他認為教育目的是引導青年

游戲置於知識系統進行考察，游戲尚不能

人走向老年人經驗證實並為法律所肯定的

成為一門單獨的學科，在龐雜而嚴密的純

道理，使兒童養成「樂老年人所樂，哀老年

粹理性批判體系中，游戲無足輕重，在探

人所哀」的習性，兒童的心靈還不能接受

討諸現象的先後秩序時，康德提到一種與

書本的教育，為了達到上述目的，人們就針

任何客體都沒有關係的表像游戲，「如果

對兒童特點創造出一些「真正引人入勝的

我設定了先行之物，而事件不是必然地跟

歌調，以游戲的方式來演奏」，使兒童達

隨其後，那麼我就會不得不把它只看作我

到心靈上的「和諧」，對於「什麼是和諧」

的想像力的主觀游戲，如果我在其中卻表

柏拉圖的解釋是：「整個心靈的和諧就是

像出了某種客觀的東西，我也必須只把它

德行」。這種德行與同它相反的惡行，通過

們稱之為一個夢」[四]。他還指出：不能把

快感和痛感的形式讓兒童認識到。在柏拉

理性的思辨淡然視作只是一種戰鬥游戲，

圖看來，游戲只不過是達到教育目的的一

可見在康德哲學體系中，游戲及藝術僅限

種方式，這種方式與藝術有一定的聯繫。

於形而下的感性直觀範疇，無法上升到嚴

然而對它們之間的關係柏拉圖並不明確，

肅的理性思辨地位，他假設一個人若在自

他也沒有在更多的地方談到過這個問題

然和自由之間搖擺不定地做事和行動，「那

[二]。
3．康德的審美游戲觀

麼單純思辨理性的這種游戲就會如同夢中

新聞娛樂化是泛游戲說在當下盛行的媒介表徵，秉承二十世

的並「從一切的強制解放出來」，具有「自

紀哲學的語言學轉向，這是人類第三次哲學轉向，基於維特根斯坦

論」，強大的理論支撐卻是羅蘭·巴爾特的

的「語言游戲論」，強大的理論支撐卻是羅蘭·巴爾特的《符號學

游戲那樣，由於擺脫了使用的與利害的目
原理》。

哲學轉向，基於維特根斯坦的「語言游戲

影像一般消失，他就會單純按照實踐的利
益來選擇自己的原則了」[五]。在論述純粹

游戲作為藝術的審美特性，並指出藝術的

理性的訓練時，他對「用想像代替概念、把

娛樂功能。康德對 游戲的系統分析與他

言詞當作事實的輕浮游戲」表示懷疑。「意

的藝術審美觀點相結合，集中體現在《判

見不過是思想的游戲，那就必然會是：我

斷力批判》中，他在此書中屢次提到「游

們對一條不可靠的判斷之路擁有或許能在

戲」，他把藝術作為人的「感覺的自由游

上面找到真理這種意見」[六]。「如果我在

戲」、「觀念的游戲」，強調藝術同通常的

這種規律（連接懸擬的判斷和真實性的規

５９

康德明確了它們之間的關係，說明了

律）方面所擁有的也只是意見，那麼一切

動的功能常常模仿實際活動時的情狀，進

都只是想像的游戲，而失去與真實性的最

行模擬式的活動，以利於器官功能的全面

起碼的聯繫了」[七]。
4.席勒-斯賓塞理論

發展，防止「廢退」。這也是為這部分暫時
休息的器官將來進行實際活動作一種準備

康德從「精神協助肉體」來說明游戲

性的訓練。這種模仿，斯賓塞稱之為「游

作為藝術的審美特性，指出游戲必然構成

戲」，如小貓追逐線團，小男孩的追逐、角

娛樂，為席勒—斯賓塞的游戲說奠定了基

鬥、做俘虜等等，他把「棋戲」直到人們之

礎。

間「開玩笑」等耍樂都用「弱肉強食」的法
藝術起源於「游戲」。這種學說的代

表人是十八世紀德國哲學家席勒和十九世

則加以附會，並認為這種稱之為游戲的活
動是同審美活動結合在一起的。

紀英國社會學家、哲學家斯賓塞，被稱為

斯賓塞 與席勒都強調「剩餘」、「無

「席勒—斯賓塞理論」。這種說法認為，藝

（短暫）功利」，都指出了視覺與聽覺的審

術活動或審美活動起源於人類所具有的游

美感覺力同生活的基本需要的脫離，但他

戲本能，它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由於

們之間有著基於不同時代哲學體系的根

人類具有過剩的精力，另一方面是人將這

本區別：席勒強調正是游戲才使人脫離動

種過剩的精力運用到沒有實際效用、沒有

物，成其為人，人在審美游戲中得到的滿足

功利目的的活動中，體現為一種自由的「游

是超脫了本能的精神及觀念的滿足，強調

戲」。

游戲衝動統一理性與感性的作用；斯賓塞

悲劇作為藝術種類中最高級的樣式，正是通過游戲，在自己發揮

充分自由時，產生具有普遍影響的快樂的誘惑性，產生最高的審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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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從而對道德形成有益的影響。也正是通過游戲，人的所有功能才

得以全面的發揮。

既繼承康德又超越康德的席勒把游

則強調人的動物本能，著重的是器官功能

戲衝動作為統一人的感性衝動與形式衝

的鍛煉，強調肉食動物毀滅對手得到勝利

動的審美本性。游戲是游戲衝動的實現，

的滿足——嗜血的本能，強調人與動物的

他認為，理性與感性、義務與愛好應當而

一致，用自然界的規律來混淆與代替社會

且可以統一，在這種統一的和諧中產生出

歷史的規律。

「游戲的美」[八]。他在康德美學的基礎

比斯賓塞早半個多世紀的席勒不但區

上，充分發展了審美游戲說，成為西方美學

分了動物游戲與人的游戲，還區分了人的

從康德向黑格爾過渡的關鍵人物。席勒最

游戲中「材料的游戲」與「審美的游戲」，

初在他的《論悲劇題材產生愉快的原因》

指出只有上升到「審美的游戲」才達到人

一文中流露出把游戲作為藝術內部的審美

的游戲的高度，在「材料的游戲」與「審美

目的的意思，悲劇作為藝術種類中最高級

的游戲」之間有一個飛躍，決定這個飛躍

的樣式，正是通過游戲，在自己發揮充分

的是「形式衝動」。「人只為了美才游戲」，

自由時，產生具有普遍影響的快樂的誘惑

「只有他充分感到人這個字眼時他才游

性，產生最高的審美作用，從而對道德形

戲，當他游戲的時候，他才是完全的人」。

成有益的影響。也正是通過游戲，人的所

這是席勒與斯賓塞兩者「游戲說」的根本

有功能才得以全面的發揮。

區別。
5．馬克思的「語言實踐觀」

斯賓塞在他的《心理學原理》第二卷
第九章「審美情感」中提出「游戲說」。他

實踐語言觀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

根據生物器官「用進廢退」的進化論原理，

觀點，其中不乏語言游戲的影子。馬克思認

認為當生物發展到高級階段，往往在滿足

為：「語言是一種實踐的、既為別人存在並

維持生命的物質需要之餘，尚有精力和時

且僅僅因此也為我自己存在的、現實的意

間的「過剩」。這就使得部分器官功能處

識」[九]。語言是人類的一種意識，這種意

於沉寂的休息狀態。這部分不參加實際活

識時刻處於實踐當中，語言意識從實踐中

主義的哲學精華，但他也與其他馬克思主

著的意識」[十]。

義者一樣遺漏了最核心的學說——理論與
實踐的絕對統一。

是人們在相互交流的實踐活動中實施的一

普列漢諾夫運用辯證唯物的思想方

種游戲，這種游戲讓參與者相互溝通，字

法，從斯賓塞對 游戲的心理分析中得出

詞是游戲的工具。

「勞動先於游戲」「藝術依存於經濟」的觀

語言符號和它的所指之間是語法關

點。「任何一個民族的藝術都是由它的心

係，而不是奧斯汀所說的「一一對應的圖

理所決定的；它的心理是由它的境況所造

畫」，更不是單純的心理過程，是一種實

成的，而它的境況歸根到底是受它的生產

踐。語言游戲論的核心是從人的日常生活

力狀況和它的生產關係制約的」[十四]。在

即人的實踐活動來認識語言，分析語言的

這一前提之下，他對畢歇爾的說法「游戲

使用方法，語言（字詞）是參與游戲者相互

先於勞動，而藝術先於有用物品的生產」

瞭解的工具，按照這種語言游戲觀，「語言

進行了批判，指出這樣對歷史唯物主義解

工具是多樣的，它們的使用方法是多樣的。

釋，起碼在《資本論》的作者所給予的形

多樣的語言工具不存在唯一的正確的玩

式下，是經不住事實的批判的。「游戲是勞

法。換句話說，人們不能一勞永逸地確定字

動的產兒，勞動在時間上必然是先於游戲

詞在語言中的地位和作用」[十一]。

的」[十五]。接著他對斯賓塞的「游戲說」

馬克思在當時哲學研究的學術背景

進行了深刻分析，闡明「游戲」是過剩精力

下，提出語言實踐觀，具有相當的進步意

的發泄，是現實中慾望得不到滿足的替代

義，為哲學的語言學轉向埋下伏筆。「雖然

性想像性的滿足，是對器官功能的訓練，

馬克思沒有明確地指出，名稱和實在之間

是為更好地勞動以實現功利目的進行操練

的關係要在實踐中理解，但是馬克思已經

和準備，因此勞動不但先於游戲，而且決

為我們理解語言奠定了實踐的基礎。顯然

定游戲的內容。「游戲是由於要把力量的

維特根斯坦從語言游戲的角度，從人的活

實際使用的衝動所引起的快樂再度體驗一

動的角度來考察語言和實在之間的關係的

番的衝動而產生的。力量的儲蓄愈大，游

思想值得我們重視」[十二]。換句話說，我

戲的衝動也就愈大，當然是在其他條件相

們可以在正統的馬克思主義中找到維特根

同的情況下」[十六]。游戲是在人類滿足了

斯坦「語言游戲論」的影子。

維持生存的物質需要之後，游戲源於勞動，
藝術源於游戲，藝術源於勞動（生活），又

學說，關於詞語和它們的真實含義與社會

高於勞動。藝術來源於人們的生產實踐活

角色的學說——詞語一會兒被這個，一會

動，並依賴於生產活動，藝術又高於這種

兒被那個階級和它們的代表所使用——

生產實踐活動；游戲取決於一定的社會條

所有這些都是塑造性的觀點，它們，無論

件和生產方式，游戲對生產活動又起推動

如何已經改變了我們的世界」[十三]。這裏

和促進作用，由於沒有功利實用的目的，人

的「思想和行為」也就是「理論與實踐」，

們在游戲中能得到全面的解放，達到高度

詞語使用的結果是塑造觀點，從而改變世

的自由狀態，創造性更能得到發揮，產生重

界。

大的發明成果，並應用於生產實踐，在更高
6．普列漢諾夫：游戲是勞動的產兒

層次上推進人類文明，從長遠來說，游戲

英國哲學家以賽亞﹒伯林（一九○九

也是人類生產實踐活動的一部分。
7．海德格爾「天地神人四方游戲

至一九九七年）認 為普列漢諾夫發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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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關於思想和行為關係的特殊

由於沒有功利實用的目的，人們在游戲中能得到全面的解放，

語言是源於實踐又用於實踐的意識，

達到高度的自由狀態，創造性更能得到發揮，並應用於生產實踐，

地表達為：「語言在本質上更是一種實踐

在更高層次上推進人類文明，從長遠來說，游戲也是人類生產實踐

「辯證唯物主義」一詞，高度濃縮了馬克思
活動的一部分。

來，又受實踐的檢驗，這個觀點被更精練

說」

接起來，創立了結構精神分析學中的游戲
海德格爾於一九五九年提出「天地神

觀，他將結構主義語言學運用於精神分析

人四方游戲說」，將孔子的「游於藝」和莊

學，將符號的能指、所指同意識、潛意識對

子「游於自然」及「道」融為一體，成為生

應，意識／潛意識的關係如同能指／所指

態美學的重要觀點，他認為，在天地神人

（S／s），這是拉康的學術創新，在將語言

四元之中，沒有任何一元成為中心，也沒有

學運用到精神分析領域時，他合理吸收了

任何一元成為主宰，四元之間發生的是鏡

語言游戲觀：指出語言運用中的文風，並不

子般的游戲，這為生態美學「萬物平等」觀

是純粹語言使用的技巧問題，而是通過一

提供了依據，同時也擴大了游戲的範圍，使

種語言游戲表達出語言使用者的心理結構

游戲概念更加泛化。
8．索緒爾、伽達默爾、拉康的「語

同社會文化脈絡的複雜關係。「文風的表

言游戲觀」

晶的實際表現」[十九]。
9．維特根斯坦的「語言游戲論」

語言學家索緒爾把語言符號運作的游

達所體現的語言游戲，實際上是語言的結

語言本質上就是對話，對話就是游戲，語言的本質通過游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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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真正的對話總是在自由中進行，意義通常存在於一個起作用的

語言游戲框架內。游戲與對話異質同構。

戲性質作為語言符號的一大特徵，他指出

維特根斯坦早年與弗雷格和羅素一

語言符號的能指和所指之間的聯繫是任意

樣，主張建立科學語言即人工語言，以消

的，這種聯繫一旦形成以後便作為社會共

除日常語言的不足。後來公開承認這是一

同體的一種「約定俗成」的產物固定下來，

種錯誤，回返到色彩紛呈的日常語言，用

為使用它的共同體成員所接受，成了任何

語言游戲說代替早期的邏輯圖畫說。他與

個人再也不能任意改變的整個語言符號系

胡塞爾一樣為陷入危機的科學世界和人文

統的一個環節。「索緒爾很重視語言符號

世界提供了一個內在於生活世界的意義世

的任意性、社會性、對比性及其系統性。正

界，找到一個被實證主義遺忘的原初精神

是在這些重要性質的基礎上，語言符號的

世界，以生命意識取代科學意識和邏輯推

運用和運作就如同下棋一般」[十七]。索緒

理，向生活世界的回歸使二十世紀哲學發

爾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啟發了後期維特根

生重要轉向[注一]，維特根斯坦的生活形

斯坦的語言游戲論。

式顯示了回歸的另一種路徑。

伽達默爾在談到語言的游戲性質時

維特根斯坦用「家族類似」的概念來

說：「對於語言來說，游戲的真正主體，顯

說明一般名詞與其指稱物之間的關係，力

然不是在其活動中也進行游戲的那個事物

求排除嚴格對應的指稱關係，比索緒爾更

的主體性，而是游戲本身。我們只是如此習

突出能指與所指之間的任意性和游戲性

慣把游戲這一個現象同主體及其行為方式

質，事物的普遍本質與游戲的本質一樣難

連貫起來，以至於我們對於語言精神的這

尋。他把語言看作是人們日常生活的一種

種提示總是置之不理」。語言本質上就是

游戲，日常生活是語言的老家，只有回到這

對話，對話就是游戲，語言的本質通過游

個老家，字詞才有意義，字詞的意義就是

戲來揭示，真正的對話總是在自由中進行，

它的用法，所謂的語言游戲是指「由語言

意義通常存在於一個起作用的語言游戲框

以及語言交織於其中的行為組成的整體」

架內。游戲與對話異質同構，對話包含游

[二十]。例如，兒童學習母語的行為，稱呼

戲且可以由游戲來表像，在對話中，我參與

某種東西，重複別人的字詞等等行為都是

你，你參與我。「游戲現象本身最有特色的

語言游戲。這些活動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它

因素就是游戲者完全被吸引到來來往往的

包括行為和字詞兩方面的東西。在這些活

游戲的運動中」[十八]。

動中，字詞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活動的手

拉康把索緒爾與弗洛伊德的理論嫁

段，是工具。不僅如此，在人的活動中，人

產生的，從而消解這些問題。「有了這張

語言游戲的一部分。維特根斯坦說：「把樣

地圖，人們就能輕鬆地走出語言的迷宮」

本當作語言工具的一部分是最自然而又最

[二十四]。
溫奇支持維特根斯坦的語言游戲觀，

話，那麼語言游戲和象棋游戲一樣，語言

支持「語言」就是語言所構成的世界觀以

和象棋棋子一樣都是手段。

及相應的生活方式。「現實」和「非現實」，

亞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學》中說：「凡

「真實」和「不真實」等概念是所有語言都

以不是為是、是為不是者這就是假，凡以

共有的，真實和虛假是體現在語言所具有

實為實、以假為假者，這就是真」[二十二]。

的意義當中的，真實和非真實之間的區別、

這個對「真」的定義沒有標準，沒有參照

與現實性相一致的概念等，都是屬於語言

系，沒有實踐的比對，是形而上的反復，是

所表達的內容……世界圖景和畫像之間的

關於真假的純粹意識。維特根斯坦批判的

主要區別在於：世界圖景可以促使個別表

正是這種語言的形而上學、同義反複的誤

達具有真實性，具有一種真實關懷。語言建

用，把語言帶回到活生生的現實生活，在日

立起來的世界觀和社會化個體的生活方式

常使用中觀照語言意義，實踐不可推卸地

即日常實踐交織在一起。語言游戲是由具

成了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有不同生活的人來玩——這些生活涉及到

維特根 斯 坦的「語言游戲 觀」使 人
類哲學研究在二十世紀發生了重大轉向，

多種不同的利益，這些利益彼此聯繫、相互
影響。

從本體論、認識論轉向了語言論。他有一

後現代主義哲學運用維特根斯坦的

句名言：「語言是一座迷宮。你從一邊出

「語言游戲」概念，反對科學霸權，把科學

去，知道怎麼走出；當你從另一個方向來

的陳述系統看做語言游戲的一種，認為它

到同一個地點，卻不再知道怎麼出去了」

沒有什麼特權去判定其他理論的合法性。

[二十三]。他通過對語言日常使用的研究化

福柯的所謂「總體性話語的壓迫」，德里

解哲學玄想，使哲學問題變成語言問題。

達的「形而上學與暴力」，拉康的「主人話

比如對於同樣一個句子「我看見那只紅色

語」，揭示的都是傳統哲學的專制性和壓

的蘋果」，從日常語言的角度來看，這是生

迫性[二十五]。無論是哲學渴望的主人的權

活中普遍接受的，因為正是日常生活中約

力，還是等級森嚴的邏各斯帝國的瓦解，

定俗成並代代相傳的規則給定了字詞的用

都是建立在「語言游戲」的基礎之上。德里

法，探究語言意義只要明白「生活中就是

達進一步強調語言的游戲性質，他不僅把

這麼用的」就行了，而不必探究原因，更不

游戲規則說成是游戲的一部分，還把游戲

必做哲學玄想，然而如果你從形而上學的

看成一個無底棋盤上的自由游戲，願意怎

觀點來看，就會出現你如何能相信你的眼

樣玩就怎樣玩，讓理性處於永恒自嘲的狀

睛的難題，眼睛看見的蘋果與蘋果自身之

態。

間的差異問題（主觀與客觀），還會出現我
看見的與別人看見的是否一致的問題（自

語言建立起來的世界觀和社會化個體的生活方式即日常實踐交

少引起混亂的」[二十一]。如果可以類比的

織在一起。語言游戲是由具有不同生活的人來玩 ——
這些生活涉及
到多種不同的利益，這些利益彼此聯繫、相互影響。

的活動、活動的工具，以及其他東西都是

三、新聞觀的重塑
新聞報道離不開語言，無論是口播新

問題，甚至出現不敢使用語言的問題，你

聞還是文字新聞，其本身就是語言的不同

就走不出語言的迷宮。哲學研究就是要給

運用方式，表現為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語

語言的迷宮繪上一張地圖，使人們對日常

言形式的豐富為新聞形式的增多創造了條

語言的用法有總體的把握，使人們努力澄

件。新聞也是這樣的游戲，游戲的工具是

清語言的用法，搞清楚哲學的問題是如何

語言等符號，游戲的內容是人類的一切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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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他者），從而懷疑語言使用這一根本

動，作為游戲工具的字詞，其用法並不是

達開拓道路。但他們大都是針對藝術表現

唯一的，意義也具有多樣性，語言哲學否認

所做的研究，新聞畢竟不等於藝術。新聞

在哪怕最簡單的理論陳述過程中存在著針

學是不同於哲學、美學及心理學等的獨立

對固定概念的獨立意指行為，它們與詞語

學科。

新聞游戲說並不會導致新聞的的低俗化和社會責任缺失。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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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會讓新聞找到更加符合它自身使用特點的表現形式，與人們的日常

生活實踐更加貼近，更加符合日常規範和生活倫理。

相聯繫並且可以在感性的和非感性的被直

游戲觀是否適用於新聞？要回答這個

觀之物中得到充實，「它把含義——客觀

問題，我們必須從新聞與藝術的相通之處

地——等同於同一個詞語符號在感性被給

入手，除了基於符號的共性之外，二者都來

予的事實上的運用規則」[二十六]。一詞多

源於生活，是對生活的反映，二者的相通之

義現象和一義多詞現象在語言運用中比比

處集中體現在現實主義文學藝術同新聞紀

皆是，意義和詞匯的一對一的嚴格對應只

錄之間，特別是報告文學、紀錄片、紀實電

能依靠規則來加以固定，但由於游戲規則

視劇、紀實電影等游走於文學和新聞之間

的任意性，這種固定也只能是暫時的，相

的傳媒作品從根本上模糊了藝術與新聞的

對的，一旦語境發生變化，詞語的用法也

界限。羅恩·史密斯在《新聞道德評價》一

就隨之改變，「正如維特根斯坦提醒我們

書中，提出了「新聞游戲」概念；清華大學

的一樣，闡釋應該在某處介入」[二十七]。

李彬教授在《媒介話語》一書中也流露出

維特根斯坦在其「論明確性」中認為明確

新聞游戲觀；浙江大學的邵培仁教授也撰

性是我們世界觀的組成部分，「它們紮根

文表達了類似觀點；當下流行的新聞娛樂

在我的所有問題和答案中，而我卻無法觸

化風潮也從實踐層面印證了新聞游戲觀，

及到它們」。正是這種變動和多元才使語

新聞游戲觀並不是主張人們游戲新聞，也

言游戲甚至能模仿出與真實生存環境一樣

不是讓人們把新聞當作游戲人生的手段或

豐富多彩的「擬態環境」，以語言為基礎的

兒戲，它並非空穴來風，而是有著深厚的

新聞才能製造出萬花筒般的虛擬世界。人

理論基礎，它基於新聞的符號學定義，認

們在這個「擬態環境」中尋找現實中難以

為新聞是提升人類智力、鍛煉人類技能的

得到的滿足，這種替代性、想像性的滿足因

一種模擬勞動方式的游戲。新聞游戲觀可

「真實」而更加讓人迷醉。「語言游戲論」

以化解新聞求真與求新衝突，使新聞業者

成為「新聞游戲觀」的直接理論來源是有

容易從類似於鑽牛角尖的「求真」的高尚

其必然性的，新聞是人們運用語言等符號

目的與平庸的日常工作相抵觸的泥潭中自

對生活的模擬和再現，新聞游戲說並不會

拔，在求新的同時兼顧求真的使命，讓千方

如人們想當然地認為的那樣：導致新聞的

百計求真的人脫離倫理困境。游戲是益智

的低俗化和社會責任缺失。相反，它會讓

益心的活動，具有一定的邊界，不能與無目

新聞找到更加符合它自身使用特點的表現

的的玩耍劃等號，否則，游戲就容易滑入低

形式，與人們的日常生活實踐更加貼近，更

俗化的泥潭。新聞報道是對事實的陳述，

加符合日常規範和生活倫理。

是符號組合的游戲，可以陳述種種可能和

孔子、柏拉圖、康德、席勒、斯賓塞、馬

假說，但不能毫無根據地虛構，更不能刻

克思、普列漢諾夫、海德格爾、索緒爾、伽

意欺騙，可以在符號間游戲，但不能忘記在

達默爾、拉康和維特根斯坦等人的游戲觀

游戲中求真。

作為哲學觀點，統領一切學科研究和實踐
活動，對以語言符號為基礎的新聞同樣具
有普適性，特別是馬克思、普列漢諾夫、索
緒爾、伽達默爾、拉康和維特根斯坦把游
戲同語言符號結合起來，為新聞的真實表

注釋：
《哲學的轉向：古代本體論轉向近代認識
論》，認識論再轉向現代哲學的語言論(符
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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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國學」為根基的國家認同
──章太炎民族主義思想探析
■ 崔海亮
西藏民族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摘

章太炎以國學為根基建構民族國家的理論與實踐對於增強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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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國家認同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在後現代主義視野下，對於

章太炎民族主義思想的「現代性」內涵也應該重新認識和評價。

要：作為文化民族主義者的章太

實際上，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也確實

炎，一生以弘揚國粹為己任。章太炎的文

是由文化認同危機而推動的。有學者認為，

化民族主義思想是特殊時代下特殊環境的

二十世紀初中國的民族主義主要是由「國

產物，與他的家世、人生經歷和複雜的國

粹派」掀起的，與日本的「保存國粹」運動

內外環境密切相關。通過考證民族源流、

以及國內的歐化主義思潮存在密切關係[2]。

梳理語言流變、彪炳歷史人物、建立無神

二十世紀初的中國，面臨著「兩千年未有之

宗教、舉辦國學講習等途徑，來增強國民

大變局」，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社會主

對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章太炎以國學為

義、民族主義、進化論以及聲、光、電、化等

根基建構民族國家的理論與實踐對於增強

西方社會思潮與自然科學知識湧入中國，

中華民族的國家認同具有重要的借鑒意

對中國傳統文化及其價值觀念產生巨大衝

義。在後現代主義視野下，對於章太炎民

擊。

族主義思想的「現代性」內涵也應該重新
認識和評價。
關鍵詞：章太炎；文化民族主義；文
化認同；國學。

西方文化隨著帝國主義侵略的加深
也不斷深入中國人的日常生活，面對步步
緊逼的歐化浪潮，歐洲文明中心論被一些
中國學人所接受，民族虛無主義和民族悲
觀主義進一步盛行，中國文化的優越感與

二十世紀初中國的民族主義實際上是

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日益喪失，

一種文化民族主義。對此，美國學者費正

中國人面臨著嚴重的文化認同危機。在中

清有這樣的論述:「當一個世紀前近代壓力

西文化衝突的背景下，面對西方帝國主義

促使中國廣泛的民族主義上升時，它可能

的軍事侵略與文化侵略，如何挽救民族危

是建立在一種強烈的認同感和暫時的文化

亡？以什麼樣的文化為本位建立中國的民

優越感基礎之上的，我們應當把它稱之為

族國家？這些都成為當時先進中國人所思

文化民族主義，以把它與我們在其它地方

考的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章太炎就是在

所看到的通常的政治民族主義相區別」

我國建立民族國家過程中做出突出貢獻的

[1]

。費正清這種看法的前提預設是：傳統中

革命家和思想家。

國是一個文化共同體而非政治共同體。這

「章太炎是中國現代思想史上最不預

種看法並不否認中國文化民族主義的政治

設立場的學者之一」 [3]。其思想兼收中、

訴求，而是強調當時中國民族主義突出的

西、印多種文明成果，而且一生思想多變，

文化特點。

早期與晚年思想又有很大不同。很難給他

也是複雜的。概括來講，他的文化民族主

認識是不一樣的。有學者因為章太炎激烈

義思想是特殊時代下特殊環境的產物，與

的「排滿」立場而認為他是「種族民族主義

他的家世、人生經歷和複雜的國內外環境

思想的代表人物」 。不過，從章太炎的一

密切相關。
（一）「嚴夷夏之防」的家庭教育

[4]

生來看，早期雖然主張排滿的種族革命，
但辛亥革命後則一直堅持「五族共和」，而

章太炎出生於書香世家，學有根本。

且從一九○六年到一九三六年持續不斷地

其父章濬，曾任杭州詁經精舍監院。屢試

宣講「國學」，主張「以國粹激動種姓」，終

不第，致力於學，並以學問品節訓勉子孫，

生以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為職志，強調保持

「精研經訓，博通史書，學有成就，乃為名

中華文化的獨立性，增強國民對中華文化

士」[5]。在其父影響下，章太炎走上精通經

的認同。因此，筆者傾向認為章太炎是個

史之學的「名士」道路，終生未食清朝官

「文化民族主義者」。

祿。其外祖父朱有虔對他民族主義思想的

本文以「章太炎的民族主義思想」為

產生有重大啟蒙作用。章太炎十一二歲時，

研究對象，嘗試說明作為文化民族主義者

朱有虔教他讀《東華錄》，其中戴名世、曾

的章太炎，是如何通過國學研究來增強對

靜案對章太炎刺激很大。朱氏講授給他

中華文化認同的，在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過

「夷夏之防，同於君臣之義」的道理，並給

程中，章太炎的文化民族主義思想對現代

他講了王夫之、顧炎武反清的事蹟。後來

民族國家的建構有什麼樣的啟示與借鑒意

他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的演講中這樣

義。

講：「兄弟少小的時候，因讀蔣氏《東華

如同章太炎複雜的人生經歷和寬廣

錄》，其中有戴名世、曾靜、查嗣庭諸人的
案件，便就胸中發憤，覺得異種亂華，是我
們心裏第一恨事。後來，讀鄭所南、王船山
兩先生的書，全是那些保衛漢種的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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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章太炎文化民族主義思想
的來源

如同章太炎複雜的人生經歷和寬廣的學術領域，其文化民族主

能不能稱為「文化民族主義者」，學者們的

義思想的來源也是複雜的，他的文化民族主義思想是特殊時代下特

的學術領域，其文化民族主義思想的來源

殊環境的產物，與他的家世、人生經歷和複雜的國內外環境密切相

關。

貼上一個固定的人為的標簽。對於章太炎

族思想漸漸發達」[6]。可見，家庭教育對章

新變法的失敗，使章太炎丟掉了對清政府

太炎的種族革命思想影響至深。後來，章

的幻想，辛丑條約的簽定，使章太炎進一

太炎雖然放棄了「排滿」的民族主義思想，

步認清了清政府腐朽的本質，嚴酷的現實

但是堅持民族平等，保持中華民族的獨立

使他認識到，只有通過暴力革命推翻清政

性，反抗外敵入侵的民族革命思想仍然根

府的腐朽統治，建立民族國家，中國才能

深蒂固並貫穿始終。一九三五年，日本侵

挽救滅亡的命運。緊接著，章太炎發表了一

略進一步加深，華北危急，平津危急！章太

系列文章，正式向清政府宣戰，和維新派分

炎堅持抗日救亡的民族主義立場，認為

道揚鑣。《解辮發說》、《正仇滿論》、《駁

「有民族主義在其胸中，故天下沛然響應

康有為論革命書》比較系統地表明了章太

也」。而民族主義寄託於歷史典籍之中，只

炎的民族革命思想。「然則公理之未明，即

要保存國粹，民族主義思想即可傳承下去，

以革命明之；舊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

國家就有希望。因此，晚年章太炎極力倡導

革命非天雄、大黃之猛劑，而實補瀉兼備

國學，雖病不輟。「卒前數日，雖喘甚不食，

之良藥矣！」[注九]在流亡日本期間，章太

勉為講論。夫人止之，則謂『飯可不食，書

炎又比較系統地閱讀了大量的西方哲學、

仍要講』」。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四日，章太

政治學、社會學、文化人類學著作，同時修

炎因病去世。曾留下遺囑「設有異族入主中

訂《訄書》，在《客帝匡謬》和《分鎮匡謬》

夏，世世子孫毋食其官祿」[7]。章太炎的墓

裏對自己的改良思想進行了徹底清算。
《蘇報》案後，章太炎在獄中潛心研

以《春秋》大義，謂夷夏之辨，嚴於君臣，

究佛學，樹立了民族平等的觀念。出獄後，

服膺片言，以至沒齒」 。章太炎家庭教育

再次流亡日本，執掌《民報》主編職務。

中所孕育的民族主義思想不斷發展和成

以《民報》為陣地，章太炎同立憲派和無

熟，並在民族革命和國學研究的實踐活動

政府主義進行反覆論戰，系統地闡述了他

中貫徹始終。
（二）「革命家」與「學問家」相結
合的特殊人生經歷

的民族主義思想。章太炎以「歷史民族」、

在中國近代史上，集革命家與學問家

的思想成熟後，章太炎以「無生主義」作為

為一身的人物並不少見，但是像章太炎一

構建民族關係的最高理想，「排滿」只不過

樣，有著「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

是手段，而民族主義也是權宜之計。在光

志終不屈撓」經歷的革命家，「並世無第二

復漢民族主權的同時，也要幫助其他被壓

人」。能繼承乾嘉樸學血脈精神，融通涵化

迫的弱小民族恢復主權。經過不斷的反思

中、西、印學術精華，卓然自成一家的學術

與自我否定，「章太炎的『漢民族主義』經

大師，在近代也罕見其匹。

由『排滿』的環節而最終超越了『排滿』的

[8]

腐敗軟弱的清政府激起了章太炎心中原有的「反滿」的種族意

識，發表了《正仇滿論》，批駁了資產階級改良派的謬論，論述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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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革命不得不行。隨後「排滿」為口號的民族革命逐漸為革命黨人所

接受。

誌銘上留下這樣的文字：「外祖朱氏，嘗授

「政治民族」概念超越了以往對「天然民
族」和「文化民族」的理解。在「齊物平等」

在革命經歷與學術生涯中，章太炎勇

狹隘性，實現了自我突破和自我圓滿」[注

於批評自己，修正錯誤，其民族主義思想也

十]。這種以通過光復主權的民族革命，以

不斷發展和深化。

實現各民族的解放和平等的民族主義也就

章太炎少年時就有「反滿」的思想，但
當時對清政府還抱有幻想，並不是一開始
就有種族革命的觀念，並不主張暴力革命。

成了具有道德感通性的「倫理民族主義」，
從而具有世界意義。
（三）民族危機的日益加深

康有為發起 維 新運動時，章太炎積極參

章太炎的文化民族主義思想與當時國

與，並曾經上書李鴻章，加入張之洞幕僚，

內、國際環境密切相關，日益深重的民族

希望清王朝能通過自身改革實現自強。維

危機最終使章太炎走上了民族革命道路。

獨創性，「但受到政教社思想的鼓舞，應無

分了殖民地，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的矛盾

可置疑」[14]。志賀重昂將「國粹」理解為大

日益激化，許多殖民地國家開始了爭取民

和民族傳承至今的民族性格或民族精神，

族獨立的民族革命。自由主義、民族主義思

而以章太炎為精神領袖的國粹派也把「國

潮盛極一時。走出國門的留學生深受當時

粹」看作是寄託中華民族精神的「國魂」。

民族主義思潮的影響，他們認為：「今日

章太炎曾一度接受了日本國粹派「亞洲一

者，民族主義發達之時代也，而中國當其

體」、「中日親善」等觀念，設想聯合日本來

沖，故今日而再不以民族主義提倡於吾中

抵抗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入侵。《民報》被

國，則吾中國乃真亡矣！」 一九○二年，

日本當局封禁後，章太炎對日本帝國主義

章太炎到日本後，接觸了西方大量的社會

侵華的本質有了更清醒的認識。「在武昌

學、政治學著作，並翻譯了斯賓塞的《社會

起義之後，直到章炳麟的晚年，他對日本侵

學原理》，初步受到西方民族主義思想的

華權謀一直抱有高度警惕之心」[15]。後來，

影響。不過，直接刺激章太炎產生民族革

他對印度的民族革命給予十分同情的關

命思想的，當是國內民族危機的不斷加深。

注，並選擇印度作為保存國粹的參照對

「其言種族革命，以滿人為巨敵者，乃因庚

象。體現了章太炎高尚的愛國情操和支持

子事 變足證滿洲無以救中國之亡」 [12]。

殖民地國家爭取民族獨立的民族革命思

一八九八年，維新運動遭清政府的鎮壓而

想。

[11]

失敗，一九○○年，義和團運動遭中外反
動勢力聯合絞殺，一九○一年，清政府簽
定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滿族統治者

二、章太炎文化民族主義思想
的主要內容

徹底成了洋人的朝庭。中華民族處於生死

總結章太炎的文化民族主義思想是比

存亡的關頭。腐敗軟弱的清政府激起了章

較困難的，因為他一生的思想變化很大。

太炎心中原有的「反滿」的種族意識，發表

不過，筆者認為，可以通過一九○六年章太

了《正仇滿論》，批駁了資產階級改良派的

炎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的演講辭來把握

謬論，論述了民族革命不得不行。隨後「排

他的文化民族主義思想。

滿」為口號的民族革命逐漸為革命黨人所

在這篇熱情漾溢的講話中，他認為當

接受。
（四）日本「保存國粹」運動的影響

時最要緊的是要辦兩件事：「第一，是用宗

二十世紀初，日本的國粹主義思潮對

國粹激動種姓，增進愛國的熱腸」 [16]。根

章太炎的文化民族主義思想影響很大。
日本明治維新以後，開始了全面西化
運動。不過這種西化運動遭到了日本民族
主義者的抵制。一八八八年，志賀重昂、三

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第二，是用
據他講話的主旨以及他一生的革命活動和
國學研究，其文化民族主義思想可以概括
為以下五個方面：
（一）考證民族源流
「章太炎民族主義思想的基點在於，

反對西化。日本是當時中國留學生最集中

他所希望的，是在中國建立一個現代的民

的地區，日本的「保存國粹」運動對中國國

族國家，這也正是民族主義的一個基本特

粹派的興起產生直接影響。鄧實、黃節等

徵，即要求某種種族文化共同體與主權政

國粹派創始人的思想均受其影響 。汪榮

治共同體的合一」 [17]。要想建立一個現代

祖認為「太炎的文化觀點即與政教社頗為

民族國家，首先就要讓國民清楚民族的起

相似」，「太炎用『國粹』一詞，很可能借自

源與演變。《訄書》重訂本有《原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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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雪嶺等人成立政教社，提倡弘揚國粹，

[13]

《民報》被日本當局封禁後，章太炎對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

進入了帝國主義階段，搶佔了世界市場，瓜

本質有了更清醒的認識。後來，他對印度的民族革命給予十分同

志賀」，不過，他同時認為章太炎的思想有
情的關注，並選擇印度作為保存國粹的參照對象。

二十世紀初，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

種姓上》、《序種姓下》、《原變》四篇文章

一，則又反映了章太炎勇於修正錯誤、堅持

來說明中華民族的起源與演變，在《檢論》

真理的思想家品質。
（二）梳理語言流變

中，這四篇文章被編為卷一，放在該書的
首位。由此可見章太炎對此問題的重視。

二十世紀初，受西化思潮影響，以吳

《原人》主要說明人都是動物進化而

稚暉為代表的「新世紀同人」認為漢語是

來的，但不同的部族進化有早晚，文明程度

落後文字，認讀、書寫、理解都頗為困難，

因「文」「獷」的不同而產生了華夏與戎狄

不利於開啟民智，也不利於同世界文化的

的區別。華夏與歐美國家雖然人種不同但

交流，主張廢除漢語，用萬國新語來取代。

文明程度相仿。戎狄進化較晚，還處於獸

這一思路直接威脅著漢語的合法性存在。

類的階段，因此沒有資格統治華夏。那麼，

用萬國新語取代漢語，最終將會使中國文

與中國文明程度相近的歐美國家能否統治

化被西方文化所同化。

章太炎強調中華民族有著共同的祖先，中國境內各民族血脈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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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這些觀念在當時的民族革命過程中還是起到了團結人心、凝聚

力量的作用，為推翻清政府的專制統治起進行了思想動員。

中國呢？章太炎對此明確作出了否定的回

在章太炎看來，漢語文字是中國區別

答。他說：「是何言也！其貴同，其部族不

於外國的最基本特徵，傳承著中華民族的

同。觀于《黃書》，知吾民之皆出於軒轅。

文化信息和血脈精神，是中華民族文化心

……以葛天之宅，而使他人制之，是則祭寢

理認同的精神紐帶，漢語亡則國亡。他這

廟者亡其大宗，而以異姓為主後也，安論

樣說：「國與天地，必有與立，非獨政教飭

其戎狄與貴種哉？其拒之一矣」 [18]。章太

治而已，所以衛國性、類種族者，惟語言歷

炎不僅接受了中國傳統的「華夷之辨」的

史為亟」 [19]。章太炎將語言看作是國家和

觀念，同時也吸收了西方的進化論和人類

民族的象徵，把保全中國的語言文字看作

學理論，以文明和人種作為區分部族優劣

是自己的神聖使命。他說：「清末妄人，欲

的標準，不僅反滿，也反帝。《序種姓》上

以羅馬字易漢字，謂為易從，不知文字亡

下篇主要依據顧炎武的《姓氏書》和西方

而種姓失，暴者乘之，舉族胥為奴虜而不

的民族學和文化人類學理論，對中華民族

復也。……尊信國史，保全中國語言文字，

的複雜演變過程進行了非常具體的說明。

此余之志也」 [20]。另外章太炎還從俄羅斯

他認為，民族是歷史形成的，而不是天然

滅波蘭先滅其語言的事實認識到，同化語

生成的。

言文字已經成了「文化帝國主義」的「滅國

中華民族的演變也經過了複雜的過

新法」。鑒於波蘭、印度、中國語言文字被

程，期間經過多次的民族融合，中國境內民

同化的現狀，章太炎萌發了強烈的民族危

族在血緣上已經很難劃分清楚。只有滿族

機意識和文化自覺意識，「他急於從本國文

與蒙古族「猶自為妃耦，不問名於華夏」，

化傳統中找到確認本民族『文化身份』的

因此，應當「攘斥之」。由此可見，《序種

標識，建構一種現代民族國家的『文化認

姓》上下篇是為「排滿」和最終建立民族

同』」[21]。

國家提供理論依據。章太炎強調中華民族

這個「標識」就是中國的文字。在《駁

有著共同的祖先，中國境內各民族血脈相

中國用萬國新語說》、《規新世紀》等文章

連，這些觀念在當時的民族革命過程中還

中，章太炎對「新世紀同人」的觀點進行了

是起到了團結人心、凝聚力量的作用，為推

堅決、徹底、有力的批判。他認為各國的語

翻清政府的專制統治起進行了思想動員。

言文字因地理環境、風俗人情不同而各具

不過，我們也要看到，當時章太炎的民族

特點，歐洲語音及字母不能表達漢語音及

思想存在著歷史的局限性，不久以後，他就

文字的複雜性。在《規新世紀》一文中，章

拋棄了狹隘的「排滿」立場和「中國人種西

太炎揭示了廢除漢字的極大危害性，「彼

來說」的理論，主張「五族共和」和國家統

欲以萬國新語剿絕國文者猶是，況挾其功

國為遠西藩地者久，則欲絕其文字，杜其語

族主義才能蔚然以興。他在《答鐵錚》一文

言，令歷史不燔燒而自斷滅，斯民無感懷邦

中說：「民族主義如稼穡然，要以史籍所載

族之心亦宜」 。廢除漢字，將不可避免被

人物制度、地理風俗之類為之灌溉，則蔚

西方文化同化，中國將淪為西方的殖民地，

然以興矣。不然，徒知主義之可貴，而不知

而中國歷史將自此斷絕。章太炎對「新世

民族之可愛，吾恐其漸就萎黃也」[24]。章太

紀同人」的批判可謂一針見血。

炎因傾慕顧炎武、劉歆的人品與學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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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章太炎也認識到中國地域廣

「太炎」、「劉子駿私淑弟子」。他的著作當

闊，風俗各異，各地方言存在很大差異。這

中，頌揚了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等具有

種狀況不利於語言的交流與發展，也不利

高尚民族氣節的歷史人物。在《檢論》的卷

於建立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中華民國成

八有《楊顏錢別錄》、《雜誌》、《哀清史》、

立後，統一語言已經成為迫在眉睫的一個

《對二宋》四篇文章，彪炳了歷史上易代

重要問題。為此章太炎深入思考了這個關

改姓時忠於舊主的節烈忠臣，評判了清朝

係國運存亡的問題，寫下了《方言》、《正

的歷史人物，對楊雄、顏子推、宋恕、宋教

名雜義》、《新方言》、《語言緣起說》、

仁等歷史人物進行褒揚與讚美。

《正言論》、《轉注假借說》等一系列文

通過頌揚這些歷史人物的民族氣節

章，非常全面地考證了中國語言文字的起

來培育熱愛祖國的民族主義精神。章太炎

源及各地方言的演變，在音韻學方面用功

自己也是身體力行的文化民族主義者，一

尤深，對漢語語音的統一提出了改造的方

生不仕清庭，堅持反滿反帝。臨死留下遺

案。他認為應該把「正音」作為標準語通行

囑，「設有異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孫毋食其

全國，同時，不廢方言。他創制了五十八個

官祿」，表現出了一個民族主義者高尚的愛

「切音字母」作為標注「正音」的符號。經

國情操。
（四）建立無神宗教

過增減，成為全國統一語言的標準注音符
號，後來一直沿用多年。章太炎通過對漢語

「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

流變的梳理，其目的是為了說明華夏大地

也是章太炎所致力的民族革命的重要任

上的所有中國人都有著共同的語言載體，

務。章太炎早年接受了西方進化論和自然

共同的精神命脈。他提出的統一漢語讀音

科學的觀點，並不相信有上帝鬼神的存在。

的改造方案，則體現了他對建立統一民族

對於康有為建立的孔教，也激烈反對。那

國家的深刻思考。
（三）彪炳歷史人物

麼，章太炎為什麼還主張要建立宗教呢？
章太炎主張建立宗教，並不是關注宗教本

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的演講中，章

身，而是為了增進國民的道德。章太炎曾經

太炎對他所理解的「國粹」進行了說明，

直接參加了同盟會的革命活動，深刻體會

「為甚提倡國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

到革命党人缺乏道德和組織紀律是革命失

要人愛惜我們漢種的的歷史。這個歷史，

敗的一個重要原因。他認為通過建立宗教

是就廣義說的，其中可以分為三項：一是語

可以增進國民的道德。
章太炎所主張的宗教不同於以往的宗

……若要增進愛國的熱腸，一切功業學問

教。一九○六年，章太炎發表了《革命道德

上的人物，須選擇幾個出來，時常放在心

說》、《無神論》、《建立宗教論》、《人無

裏，這是最緊要的」 。

我論》等一系列文章，來闡明他所建立的

章太炎把歷史人物的光輝典範作為增

宗教的宗旨。章太炎主張眾生平等，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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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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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通過對漢語流變的梳理，其目的是為了說明華夏大地上

通過歷史典籍所載的人物事蹟來培育，民

的所有中國人都有著共同的語言載體，共同的精神命脈。他提出的

不得蛻化為大秦晳白文明之俗，其欲以中

統一漢語讀音的改造方案，則體現了他對建立統一民族國家的深刻

強愛國心和民族凝聚力的一個主要途徑。
思考。

利之心，歆羨紛華，……令己一朝墮藩溷，

惟神論的宗教，因為崇敬神必然貶低人，從

東渡日本到一九一一年回國，前後六年，章

而遠離平等。

太炎在日本東京成立「國學講習會」，公開

章太炎所要建立的宗教是「以自識為

講授「國學」。在《國學講習會序》中，章太

宗」的無神的宗教，以「自性」、「真如」為

炎說明了弘揚國學的極端重要性，「徒恃

本體，「自貴其心」，「依自不依他」，反對

國學固不足以立國矣，而吾未聞國學不興

任何人造的所謂「公理」來壓制人。建立這

而國能自立者也。吾聞有國亡而國學不亡

樣的一種宗教，必須破除我執，圓成自性，

者矣，而吾未聞國學先亡而國仍立者也。故

達到「無我」的境界才能實現。章太炎借助

今日國學之無人興起，即將影響於國家之

佛教唯識學的概念建立起來的無神宗教

存滅」 [27]。一九一○年在日本出版的《國

理論，「其根本點，就是擺脫神權和一切世

故論衡》大概涵蓋了這次講國學的內容。

俗權威觀念的束縛，超越各種名譽的、物

第二次講國學從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六

質利益的局限，以眾生平等為出發點，以利

年。一九一三年十二月，章太炎在北京開講

益眾生為歸宿。它實際上是想給正在進行

國學，講授科目為經學、史學、玄學、子學。

中的革命，從終極關懷上提供哲學的基

一九一四年春季後，章太炎被袁 世 凱軟

礎」 。不過，由於其理論「暗昧難解」，並

禁，其弟子吳承仕經常前去問學，後師生二

沒有產生多大實際影響。
（五）舉辦國學講習

人講論國學的內容編為《菿漢微言》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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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講國學從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二二

章太炎曾經直接參加了同盟會的革命活動，深刻體會到革命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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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缺乏道德和組織紀律是革命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他認為通過建

立宗教可以增進國民的道德。

「用國粹 激 動 種 姓，增進愛國的熱

年，主要在上海講授，所講內容彙編為《國

腸」是當時民 族革命的重要任務，也是

學概論》一書。第四次講國學從一九三二

章太炎終生努力的方向。「上天以國粹付

年一直到一九三六年章太炎去世，主要是

余」，他的使命就是弘揚國學，傳承中華

在蘇州講學。這次講學的規模最大，影響

民族的精神命脈。從他一生的革命活動和

也最大。所講內容有《國學略說》和《國學

學術研究來看，也在終生踐行著以弘揚國

講 演錄》二書流傳 [28]。從一九 ○ 六年到

粹為己任的宗旨。章太炎的《國故論衡》、

一九三六年，章太炎有三十年的時間都在

《國學概論》、《國學講演錄》等著作在今

持續地講國學，一直在他去世的前幾天，

天仍然是我們研究國學的重要參考文獻，

還在堅持講學。由此可見，國學在章太炎心

發揮著重大作用。

目中的地位。他不僅把國學看作是維繫國

「國學」是一個很難被界定的概念。
根據當時「國粹派」的論述，國學可以理解

運的精神命脈，而且也把國學與他內在的
精神生命融為一體。

為「一國所有之學」（鄧實語）或「中國學

章太炎的文化民族主義思想大體包括

術」（曹聚仁語）。根據蔣國保的研究，章

以上五個方面。另外需要說明的是章太炎

太炎所理解的國學不是我們今天所理解的

的「排滿」和「詆孔」思想。這些都是章太

「泛國學」，也「決不是指中國古代的一切

炎早期的思想，後來「排滿」變為「五族共

學 術，而是 特 指中國固 有 的『四 部』之

和」，「詆孔」變為「尊孔」。對於章太炎而

學」，主要包括小學、經學、史學、諸子學和

言，「排滿」只是反對滿清政府，而不針對

文學 。另外，章太炎著作中還涉及「國

滿族所有人。「排滿」只是手段，而不是目

粹」、「國故」等概念，這些概念都可包含在

的。目的不僅是推翻滿清政府，建立中華民

「國學」的內涵之中。

國，而且還要光復世界上所有被壓迫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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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蔣國保的研究，章太炎從一九○

小民族，實現世界各民族平等。至於說「詆

六年開始，到一九三六年去世，總共舉行了

孔」，只是因反對康有為立「孔教」，反對

四次國學講習活動。第一次是一九○六年

神化孔子的一時激憤之詞。因此，我們絕不

那麼章太炎的文化民族主義思想自然也有
借鑒意義。
其次，章太炎並不排斥現代性。相當
長的一段時期，章太炎都被看作是文化保

通過以上對章太炎文化民族主義思

守的、維護傳統的代表人物。如魯迅先生在

想的分析，基本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

《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說：「太炎

在由傳統國家向現代民族國家轉型的過程

先生雖先前也以革命家現身，後來卻退居

中，章太炎試圖以「保存國粹」作為建立現

於寧靜的學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別人所

代民族國家的文化根基，「他對國學內涵

幫造的牆，和時代隔絕了」，認為晚年的章

的重新發掘就是意在建構國人對現代中國

太炎「既離民眾，漸入頹唐」，「先生的業

認同所必需的穩定而持久的價值體系、社

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在學術史上

會制度和行為規範。這既是文化民族主義

還要大」 [30]。魯迅先生主要是表彰章太炎

的自覺，又是在外在危機壓迫下的文化尋

作為「有學問的革命家」的一面，才有如此

根」[29]。

評論。今天看來，魯迅先生的評論未必準

通過他自己的國學研究與宣講國學活
動，試圖激起國民對中華文化的認同，產生

確。但魯迅對章太炎蓋棺論定的評價影響
卻很深遠。

「存學、保種、愛國」的愛國主義情懷。那

章太炎的確可以稱為「文化保守主義

麼章太炎建構民族國家的理論對當今中華

者」。但文化保守主義者並不是維護傳統

民族的國家認同建構有什麼啟發意義呢？

專制制度的頑固派，他們並不排斥現代性。

或者說，章太炎的文化民族主義思想是否

相反，章太炎是具有世界眼光的，通過吸收

具有「現代性」的意義？

涵化中西印文化，比較不同國家民族革命

對於這個問題，可以作出肯 定的回

在由傳統國家向現代民族國家轉型的過程中，章太炎試圖以

三、章太炎文化民族主義思想
的「現代性」意義

「保存國粹」作為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文化根基，通過他自己的

家的。

國學研究與宣講國學活動，試圖激起國民對中華文化的認同，產生

題。既然今天的文化認同問題仍然存在，
「存學、保種、愛國」的愛國主義情懷。

能認為章太炎是種族民族主義者，是反儒

的道路後，才更深刻理解持守中國文化的
重要性。他不僅弘揚國粹，而且借助西方文

答。
首先，在章太炎那個時代建構民族國

化對「國學」進行了改造。他晚年的著作都

家時面臨的問題在今天仍然存在。當時，

是他思想成熟後的代表作，其中許多觀點

傳統的「天下觀」被打破，民族主義興起，

都包含了「現代性」內涵，從而成為建構民

現代民族國家觀念逐漸取代「天下」觀。同

族國家的重要思想資源。

時歐化主義盛行，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進

比如，他的《明獨》、《國家論》、《四

行激烈的交鋒，西化派與國粹派展開全面

惑論》等文章就主張國民應該具備獨立自

的論戰。

主的精神，「人本獨生，非為他生」，反對以
「公理」壓制個人。《齊物論釋》主張自由

個問題依然存在，而且呈現出比以往更複

平等和多元文化觀，反對「文化帝國主義」

雜的多個面向。當今世界範圍內思想文化

的文化侵略。《俱分進化論》主張「善亦進

交流交融交鋒日益頻繁，國內思想文化領

化，惡亦進化」，反對單向進化論的盲目樂

域多元多樣多變的特徵日益明顯，不同價

觀主義和對科技的迷信。當然，其根本目的

值觀念相互激蕩碰撞。特別是受第三次民

可能還是為了反對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

族主義浪潮的衝擊，民族分裂主義、極端

文主義」。《代議然否論》則對西方的議會

民族主義勢力抬頭，國內民族宗教問題日

制進行反思，認為如果不能真正實現經濟

益複雜，在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仍然

地位上的平等，則「代議政體必不如專制

面臨著如何增強文化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難

為善」。這些觀點涉及到國民個體的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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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這兩

性問題、公德與私德的關係問題、個人與

年前的章太炎所提倡的。在當今文化軟勢

國家關係問題、代議民主的合法性問題、

力競爭日益激烈的文化多元的時代，非常

科技的負面作用等問題，而這些問題也正

有必要重新認識和評價章太炎的民族主義

是我們今天需要解決的問題。結合當今面

思想。我們要不斷深化對章太炎思想的研

臨的現實問題來反觀章太炎的這些觀點，

究，從中挖掘出有助於構建現代民族國家

會理解作為思想家的章太炎的睿智和深刻

的新的思想資源，增強對中華民族的文化

洞見。其中章太炎對西方現代性弊端的揭

認同。

示，提示我們西方的現代性並不具有普世
價值，對於今天中國現代化道路的選擇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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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力抬頭，國內民族宗教問題日益複雜，在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過程

中，仍然面臨著如何增強文化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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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Zhang Taiyan’ s
nationalism thoughts
CUI Hai-liang(Xizang Min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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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cultural nationalism,
Z h a n g Ta i y a n c a r r y f o r w a r d t h e
quint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regarg
as his responsibility in all his life. Zhang
Taiyan’s ideology of cultural nationalism is
a product of the special environment of the
special era, and his family background, life
experiences and the complicated domestic

章太炎是具有世界眼光的，通過吸收涵化中西印文化，比較不

馬騂：《章太炎的民族主義:天下、世界
與民族國家》，載《雲南民族大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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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foreign environment are closely related.
Through research ethnic origins, combing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 shining historical
figures, establish atheistic religion, held the
national assembly etc. ways to enhance the
Chinese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Zhang
Taiyan to buil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national culture for the foundation of
national studies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strengthening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t he Ch i nese nat ion. I n t he view of
postmodernism, the connotation of the
“Modernity” of Zhang Taiyan’s nationalism
should be recognized and evaluated.
Keywords: Zhang Taiyan; cultural
nationalism; cultural identity; National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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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新論

論北宋的歷史地位
──文化的悲劇和歷史的遺憾
■ 賈海濤
暨南大學中印比較研究所
要：對宋朝評價的對立，是宋

人們對宋代的評價是有矛盾的。一方

代自身的矛盾的體現。本文從對宋朝的兩

面，宋政權的對外怯懦投降、軍事軟弱無

種截然不同的評價入手，分析北宋的矛盾

能以及亡國的狼狽使後人很難看得起這段

摘

宋 朝 曾 有 過 創 造 的 輝 煌 和 文 化 的 光 彩， 這 是 我 們 應 該 承 認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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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誇大其歷史成就並將其文化地位定位過高則又屬於另一種偏

頗， 而這種傾向在當代宋史研究中更是明顯存在的。

形象，探討其政治的得失和制度固有的問

歷史。范文瀾認為，「宋是最積弱的朝代」

題，指出其國力不強和最終滅亡的最終根

[1]

源。北宋的歷史、文化有其獨特的一面，

叢脞，一代之制，殊不足言」[2]。但是，從另

也有其顯著的優點，但是，其缺點、缺陷

一方面來說，宋畢竟有過不容否認和忽視

並不少，甚至更嚴重。其文化中的缺點、

的文化成就。陳寅恪先生對宋的評價就很

缺陷表現在政治上就顯得愈發致命。北宋

高。他說過：「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年

歷史與文化中存在的致命問題，從某種意

之演進，造極於兩宋之世」[3]。他的這一評

義上說，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致命問題。

價頗具代表性，在當代宋史學者那裏得到

關鍵詞：北宋文化，歷史評價，歷史
地位。

。顧炎武曾經說過：「宋世典常不立，政事

了強烈的共鳴和呼應。事實上，在當代學術
界出現了肯定和否定兩種截然對立的觀
點。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兩種觀點都是

對於宋朝，歷史上一直評價不高，「積

站得住腳的，只是評價的側重點不同而

貧積弱」已是定論。但是，它曾有過創造

已。這種評價上的矛盾其實正是宋的歷史

的輝煌和文化的光彩。這是我們應該承認

和文化本身所固有的矛盾，也是宋的歷史

的。否定這種創造和輝煌則失之偏頗。事

形象的矛盾之處。宋的歷史是充滿遺憾和

實上，現當代學者對宋文化的評價是相當

恥辱的，但它又有著豐厚的創造和一定的

高的。不過，誇大其歷史成就並將其文化

輝煌。所以說，關於它的歷史評價和文化評

地位定位過高則又屬於另一種偏頗。而這

價至少要從這兩方面來權衡。

種傾向在當代宋史研究中更是明顯存在

對於否定派來說，兩宋國勢頹萎、國

的。本文的目的是：在對某些宋文化評價的

運悲慘、歷史形象極差，對其歷史實難肯

觀點提出商榷的同時，對宋文化的精神特

定。而在肯定派看來，兩宋既然有過輝煌

徵及缺陷提出自己的看法。南宋從整體形

的文化創造，這一朝代也是值得肯定和崇

象、歷史地位和文化創造來講，較之北宋

敬的。退一步講，如果對其歷史或歷史的

又相差很遠，所以這裏主要談北宋。

整個過程不能肯定的話，那麼，它的文化

一、對宋朝歷史地位評價的矛
盾

總是可以肯定的。也就是說，有人把對宋
的歷史評價與所謂「文化」評價分開來談。
即宋的歷史、政治、軍事乃至整個宋朝可

以不肯定，但宋文化卻絕對值得肯定。

說過：「宋代是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上文化
制度改革的逐步完善、文化的日益普及、學

體的，將其割裂是一種錯誤。歷史評價要

校的興盛發達，不斷湧現出一批又一批各

綜合考察，要講整體水平。實際上，文化就

種類型的人才」 [5]。同樣，他這裏所說的

是歷史創造和積累的一切，包括精神文明

「文化」的含義也比較狹窄，僅僅局限在

和物質文明，包括政治、軍事的成敗，也包

教育等方面。應該承認，如果僅僅從文學、

括國勢、國運。國勢、國運甚至就是文化

哲學等純學術的角度或教育的角度評價宋

水平最明顯、最準確的體現和反映，與所

代文化，甚至僅僅局限在典籍的範圍之內

謂「文化」絕不是不相干的。因而，本文主

談宋代文化，宋朝的確堪稱成果輝煌，這

張，不僅宋的歷史不值得肯定，其文化從某

一階段的成就幾乎可以稱得上是中國傳統

種程度或某方面來說，雖然發展水平相當

文化發展的最高峰之一。不過，學術、教育

高，但總的說來卻不平衡，存在著致命的

和哲學、史學與文學的成就僅僅是文化的

缺陷，因而總體評價不能定位太高。我們

一個層面或文化的一部分，甚至僅僅是文

首先要承認宋的文化創造，但又要承認宋

化的精神文明構成的一部分。如若僅僅從

文化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其精神是病態的，

這個方面進行文化評價就容易對宋代的文

正視其缺陷和問題。對宋的歷史作用和歷

化和歷史理想化並做出過高的評價。目前

史貢獻我們更應該一分為二，既要承認其

許多學者把這種「文化」的含義當作宋代

積極的一面，又要承認其消極的一面。

文化的全部，從而把宋代歷史、文化捧得太

文化評價主要從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

高。要是局限在這個範圍內進行歷史批判

兩方面來進行衡量。物質文明包括物質財

和文化評價的話，宋代還有什麼可指責的

富的積累、社會生活水平和生產力發展水

呢？

平等方面；精神文明包括政治面貌和管理

不過，即便是上面所說的那種「文化」

能力、帝王與官僚隊伍的素質、道德倫理水

也僅僅是精神文明的一部分。一個國家或

平、教育與學術水平、思想與科技發展、精

民族的精神面貌和集體心理狀態以及體現

神的創造和傳播等方面，以及民族精神、

出來的開拓進取和捍衛尊嚴的自信和決心

民族心理等因素。

也屬於精神文明，而且更重要、更具有現實

下面，首先讓我們從精神文明和物質

性。況且，還有政治面貌、統治者的素質和

文明的角度談談宋代（主要指北宋）的豐

能力、倫理道德水平和管理水平等諸多方

厚、燦爛的創造和文化積累。

面，似乎尤為關鍵。宋代的精神文明存在

與古代不同，不少當代學人對宋代的

著嚴重的不平衡和病態。這也是宋代的歷

歷史或文化的評價主要立足於學術、思

史和文化的不平衡和病態的表現。對此，上

想、教育─ ─即從所謂「文教」方面來衡

文已經提及，下面還將有進一步的論述。這

量。陳寅恪就是從這個角度評價宋文化的。

裏暫且不論。
實際上，大多數 人所說的宋代文化

最「純粹」的文化。宋代在這方面成就之高

只是所謂的「精神文明」方面，對「物質文

毋庸質疑。當代學人楊明照認為：「唐代文

明」方面則有所忽視。要評價宋代的發展

化有如壯年，豐滿有力，宋代文化似已進入

水平和歷史貢獻，不僅要注重它的精神文

『知命』之年，思想深邃，外貌清臒，更加

明方面的貢獻，而且也要注重它的物質積

成熟了」 。他主要是從哲學、史學、文學三

累和創造。從物質文明或物質文化的角度

方面來考察宋代文化的。王曉波教授也曾

看，宋也有著豐厚、燦爛的創造和積累。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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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當然是文化的最高體現或者說是

文化評價與歷史評價是完全一體的，將其割裂是一種錯誤。

這是因為：文化評價與歷史評價是完全一

我們首先要承認宋的文化創造，但又要承認宋文化的發展是不平衡

最繁榮的時期。其標誌之一是：隨著科舉

的、其精神是病態的，正視其缺陷和問題。

本人以為，這種觀點是值得商榷的。

實，北宋最值得自豪的是物質文明或物質

歷史和文化都取得了相當高的成就。

創造。這是文化最基本的層面或構成，也

把物質因素，尤其是生產力水平作為

是歷史或文化發展水平的非常重要的標誌

文化發展水平的主要依據是所謂歷史唯物

或體現。

主義的一般方法，因而是正確的。這無疑

宋代的物質發展及生產力發展水平是

要比只從政治、軍事、義理、事功、文化影

相當高的。范文瀾認為北宋工商業發達，

響等角度，甚至僅僅從感情出發得出的結

生產力發展順利，「很可能產生資本主義

論要全面、客觀得多。另外，文化評價離不

萌芽」 。漆俠也持類似觀點。他甚至認為

開整體考察，綜合的方法必不可少。上文

宋代經濟、科技發展水平甚至明清也難以

中一些對宋史或宋文化的評價雖然對文化

逾越 。他從人口和生產力發展水平的角

因素中的最基本方面都特別強調，而且不

度對北宋做出這樣的評估：
……到宋徽宗年間，戶數超過兩千

乏宏觀的綜合考察。但是，宋代文化本身

萬，每戶以五口計算已超過一億，遠遠超

和涉及。或者說宋朝或宋代歷史所存在的

過漢唐，幾乎是漢唐的兩倍。雖然已無法

嚴重問題和致命缺陷並沒有同宋代文化掛

確定，宋代的生產力都超過漢唐兩倍，但

起鉤來。它的敗亡和對外投降及衰弱的民

超過漢、唐則是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顯

族精神似乎與文化無關。不少學者雖然對

而易見，宋代人口的增長與生產的發展有

宋文化有很具體地描述，並且有很高的評

著密切的關係 。

價，但是，這一文化的基本精神怎樣卻沒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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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固有的矛盾和致命弱點並沒有得到討論

北宋可算文化和經濟上的頭等大國甚至世界第一文化發達和經濟

強大的大國。但是，它所表現出來的國力及整體形象卻和它本身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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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物質力量極不相稱。北宋文化的發展是極不平衡的或有著嚴重的

缺陷。

有人對北宋的考察評價著眼點更寬、

有答案。甚至，宋代政治、軍事和文化方面

更全面，是從一種社會的綜合物質發展水

的致命問題和嚴重缺陷基本上沒被觸及，

平的角度進行的。比如周寶珠和陳振教授

更缺乏宏觀而整體的反思與研判。如此，

認為：
入宋之後，生產力較唐又有發展，商

對宋代文化或整個宋代的評價就顯得不太

品糧產地和農業經濟作物種植面積的擴

貌、基本特徵或實質。所謂綜合考察也沒

大，使商品市場進一步活躍，城市中工商

有把一些尤為重要的因素考慮進去。我們

業者大為增加，城市經濟已成為不可忽視

不禁要問：既然兩宋物質文明、精神文明

的獨立力量，因此，封建國家正式把坊郭

都相當發達，為什麼還招致「積貧積弱」、

戶(城市戶口)單獨列籍定等，表明中國封

「國勢不振」的詬病呢？歸根結底，兩宋為

建經濟發生了一個重要的變化。舊的封建

什麼長期對外奉行投降政策、軍事上一直

封閉性城市坊事制度確立起來，工商業者

處於守勢並招致極為狼狽的敗亡呢？

面街而居，隨地經營，形成了一個與近代

二、北宋文化的精神面貌及缺
陷

城市同類型的市容面貌，標誌著這一時期
商品經濟的高度[9]。

全面，甚至可以說沒有把握住它的精神面

鄧廣銘先生從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兩

按說，北宋已經具備了成為超級強國

方面對宋代文化和兩宋的歷史進行綜合考

的一切物質條件，有著當時世界上最發達

察並得出極為肯定的結論。他說：「宋代是

的經濟，技術教育又相當普及，可算文化和

我國封建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兩宋時期

經濟上的頭等大國甚至世界第一文化發達

內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

和經濟強大的大國。但是，它所表現出來

在中國整個封建社會時期內，可以說是空

的國力及整體形象卻和它本身所具有的物

前絕後的」 。當代學界普遍認為，無論從

質力量極不相稱。因而，北宋文化的發展

精神文明，還是從物質文明的角度，宋代的

是極不平衡的或有著嚴重的缺陷。這一嚴

[10]

說應該國力強大，令敵生畏。然而它竟一

家的精神面貌，對文化進行綜合考察應將

直對外示弱，奉行可恥的投降政策，最後

其列為首先考慮的要素。

可悲地敗亡了。這種政策和狀況可以說是

文化要從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方面

最能說明這一文化的精神的了。北宋的敗

來衡量，而精神文明也可從兩方面甚至多

亡並不是什麼文化之謎，癥結就在政治的

方面來衡量。辭章詩賦、歌舞音樂之類並

面貌、道德狀況和文化的精神上。北宋軍

不是精神文明的全部，更不能代表文化的

事方面的失敗是其政治失敗和道德危機最

全部。前文承認宋代文化中精神文明取得

具體的表現，而且也是北宋文化積弊的大

了相當成就只是承認其精神文明的一部分

暴露。國力、國勢的衰敗與文化積累所形

還不算差，而另一部分還沒有論及。民族

成的反差太大，證明北宋政治、軍事、文化

精神、民族心理、道德倫理、政治面貌、統

以及道德倫理存在著嚴重的問題或發展畸

治集團的素質和管理效率，更代表精神文

形。這些問題是致命的。這些致命問題從

明。從這個角度看，兩宋的精神文明是很成

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中國傳統文化和傳

問題的，成就是相當有限的。從綜合角度

統政治的致命問題。

來考察宋文化，它弱的恰恰是精神文明─

對宋代的歷史地位和文化貢獻不予重

─所謂「精神虛弱」，士氣不振，統治者素

視或予以抹殺固然不對，但是，如若對其

質低下，道德滑坡，管理混亂，政治存在嚴

評價過高也是不太合適的。耐人尋味地是，

重危機。最大的問題時，它對外奉行投降

古人一直看不起宋人，但當代卻掀起了一股

政策，缺乏消除外部挑戰的意識、能力和

為兩宋翻案熱。不得不說，當今文人或學人

願望。這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種文化

對兩宋乃至整個歷史的的評判標準的確已

最致命的弱點。

經大大不同於古人。他們似乎不太在乎兩

對於一個文化或政治體來說，自尊、

宋經歷的屈辱和敗亡，而過多地專注於它

自信和進取、開拓精神是最重要的。對一

經濟的發展和典雅的學術及文學與藝術方

個民族來說，愛國精神、尊嚴以及體現出

面的成就。

來的對尊嚴的關心和捍衛能力是非常重

兩宋有著極大的歷史遺憾，其文化也

要的。一個沒有尊嚴、不講尊嚴或不能抵

存在著重大缺憾。在談論、評價北宋的歷

禦外侮的國家和民族是沒有希望的和無法

史和文化時，我們要著眼於它的國勢、國

令人尊敬的。這種尊嚴也是文化的尊嚴，

運，還要涉及王安石的改革、「澶淵之盟」

是文化精神和文化實力的集中體現，也是

和「歲幣」，更不能忘掉「靖康之變」、「紹

測量文化水平的重要的標準。以此標準衡

興和議」、「符離之敗」、「隆興和議」、「嘉

量，兩宋的水平很差，但根子錯在北宋。北

定和議」等等一連串的失敗和屈辱。政治、

宋王朝的垮台和蒙受的恥辱與浩劫讓人覺

軍事的失敗及王朝敗亡帶來的民族災難

得這一王朝、這種文化的精神是無可救藥

和文化浩劫是不能被忽視的。如果宋代文

的，這種政權是沒有一個可以依賴的靈魂

化發展堪稱傳統文化或古代文化發展的最

和精神的。因而，它的歷史貢獻或文化貢

高峰，那麼這一最高峰的高度也是有限的，

獻就顯得非常有限。

而且，這一文化所存的問題相當嚴重。實際

顯得它的對外投降和敗亡不正常。這一反

上，能否把宋代文化看成中國傳統文化的
最高峰之一是值得商榷的。

常或反差就是整個宋代文化的不正常。北

從歷史上看，對宋朝歷史的評價否定

宋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農業文明，科

意見居於主導地位。不過，在當代所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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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宋代的某些文化成就越高，越

評價宋代的發展水平和歷史貢獻，不僅要注重它的精神文明

民族的精神面貌就是文化的精神面貌和國

方面的貢獻，而且也要注重它的物質積累和創造。其實，北宋最

技、教育領先世界，人口達一億左右[11]，按
值得自豪的是物質文明或物質創造。

重缺陷或致命弱點體現在精神文明方面。

宋代文化和兩宋歷史的評價中，學術的成

大夫普遍不滿，覺得對西夏示弱、投降顯

分、學術的理性也越來越多，人們對這段

得太過分、太無能。范純粹曾哀歎，「朝廷

歷史似乎多了幾分寬容。但是，這並不是說

懷柔夏人，含忍至矣」 [15]。而「靖康之變」

為宋朝歷史「翻案」或把宋代文化捧上天

前後北宋對金的「含忍」更堪稱登峰造極。

才代表「學術理性」或客觀公正。應該說，

北宋一百多年的所謂「太平」其實一直不太

對宋代文化及宋朝歷史持批判態度或否定

平：與遼的關係危機四伏，與西夏戰端連

態度也是一種理性的表現，同樣也是客觀

接。所謂「太平」只能理解為苟安，有極大

公正的，或許也可能是更有道理的。一則，

的危險和禍端潛藏裏面，而且代價極大。

這些看法的確擊中了兩宋政治和文化的要

「歲幣」可以說是北宋「積貧積弱」的主要

害，抓住了它的短處；二則，每個時代都有

原因之一。

自己時代獨特的審視歷史的視角，歷史上

就「歲幣」而言，仁宗時，北宋每年向

的評價自然也是符合那個時代的價值取

遼和西夏交納的「歲幣」已增加到銀二十萬

向和時代要求的。我們首先應當肯定那些

兩，絹三十萬匹，合計五十萬兩匹。在北宋

歷史評價，而不能指斥其為「偏激」、「片

一百一十七年內，宋朝共向遼納「歲幣」銀

面」。

一千九百六十三萬兩，絹三千一百三十三

三、北宋的對外投降傳統與歷
史遺憾

萬匹，折合現錢共六千八百二十六點八萬
貫文（銅錢）。除「歲幣」外，宋每年還向遼
送去「正旦」賀禮衣著四千匹，銀器二千

北宋對內高度集權專制、對外投降的政策導致了國力越來越弱，

最後招致滅亡。而這種政治的致命弊端又是與「重文輕武」、「偃武

修文」的基本國策聯繫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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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北宋的對外投降政策或對外

兩；皇帝生辰的賀禮，衣著五千匹，銀器

投降的傳統從立國之初就奠定了。不過開

五千 兩。正 旦 加 遼 帝 生 辰 賀 禮 共 支 出

始表現為缺乏進取心，滿足於守成。正像有

七十五萬兩匹。遼滅亡之後，宋又把原來

學者指出的那樣：「趙匡胤從來就沒有恢

貢獻給遼的「歲幣」轉而全部貢獻給了金。

復漢唐舊疆，統一全部中國的的念頭，趙

對 西 夏，三 階 段 五 十八 年，共 輸 納 銀

光義在兩次對遼作戰後，不敢再提出北

三百五十點四萬兩、絹二十九點六萬匹、茶

伐，放棄了統一燕雲的計劃，而趙普則根

一百四十四萬斤，共合一千四百八十八點

本沒有統一燕雲的打算」 。比如，在國

四八萬貫文（銅錢）。另外，西夏平均每年

初，宋軍在四川平定後，統兵大將王全斌曾

還從宋獲取二十五點六六萬貫文的貨物。

準備進軍雲南，但宋太祖下令阻止了這一

後來南宋向金納貢的數量也有增無減[16]。

計劃。他在地圖上將大 渡河以南地區一

北宋君臣對與遼自「澶淵之盟」後靠

劃，說：「此外非吾所有矣」 。於是，終宋

投降政策換來的一百多年的「太平」津津樂

之世，雲南便作為一個獨立王國與宋並存。

道。他們幻想靠這種政策能夠永保太平。

而對於遼，在幾次作戰失敗之後則完全放

對於整個統治集團來說，終北宋一朝，這

棄了武力對抗的打算，更無將其徹底消滅

種指導思想一直沒有變。就在金軍兵臨城

的願望。「宋太宗晚年及真宗初年，宋已向

下之時，亡國政權還抱住這一幻想不放。

遼示弱」 的說法是站得住腳的。可以說，

甚至東京城破，徽、欽二帝已經當了金兵

屈辱的「澶淵之盟」確立了北宋以一貫之的

的俘虜，張邦昌與趙構集團還在幻想靠哀

對外投降政策。

求、順從金人的任何要求而獲得金人的憐

[12]

[13]

[14]

對國小民寡、位置居於西北偏鄙的西

憫，進而獲取當傀儡資格。這種徹底而毫

夏，北宋政權也無可奈何，在軍事屢屢失利

無骨氣的投降主義政策所顯露出來的天真

的情況下，不僅容許了它的獨立，還向其繳

的愚蠢和極端的無能讓人感到不可思議。

納銀帛，以換取一時的太平。對此，北宋士

這與一個文化大國和一群有極高文化素養

的的官僚隊伍是極不相稱的。

當政者的極度無能和怯懦，王朝竟很快傾
的文化成就也灰飛煙滅，只留下一些殘片

認為北宋的滅亡是長期以來所形成的投降

或殘篇供後人喟歎、把玩、鑒賞、仰慕。

政策造成的：
自澶州講和而後，畢士安撤河北之

職能和執政效率的低下和國力的虛弱。

防，名為休養，而實以啟真宗粉飾太平之

集權只能導致腐敗和無能，這是必然的

佚志……仁宗以柔道為保邦之計，劉六符

規律。而北宋政權為了皇權專制的保障竟

一至，而增歲幣如不遑，坐銷歲月於議論

違反軍事規律，讓不懂軍事的愚笨文人掌

之中者又四十一年。神宗有自疆之志，而

握軍隊，而且寧願維持這種軍力和戰鬥力

為迂謬之妄圖，內敝其民於掊克，而遠試

不強的局面，也不願把軍隊交由武將自行

不教之兵於熙河。契丹一索地界，則割土

管理、指揮，最後在富國強兵與對外投降

以畀之，而含情姑待，究無能一展折衝之

之間選擇了後者作基本國策。這可以說是

實算。元以還，一彼一此，聚訟盈庭，置

自取滅亡。這一滅亡是對這一文化的最充

北鄙於膜外者又二十餘年。閫無可任之

分的否定。關於北宋軍政體制所存在的問

將，武無可戰之兵，城堡湮頹，戍卒離

題，是有許多值得一談的，但由於本文篇

散。徽宗抑以嬉遊敗度，忘日月之屢遷。

幅有限，這裏就不再展開了。

凡如是者幾百年矣。則攻無可攻，援無可

四、結語

援，鎮無可鎮。請罷夾擊之師者，罷之而
已；抑將何以為既罷之後書一鞏固之謀
邪？故曰童貫誤之，非徒童貫誤之也 。
[17]

皇權專制或君權專制必然導致政府

某些文化成就應該成為我們評價北

從歷史上看，對宋朝歷史的評價否定意見居於主導地位。不

得失和軍事與戰略的措置失敗的禍因。他

過，在當代所給予宋代文化和兩宋歷史的評價中，學術的成分、學

覆了，而文化也遭到了空前浩劫。所謂輝煌

術的理性也越來越多，人們對這段歷史似乎多了幾分寬容。

王夫之曾作《宋論》，檢討北宋政治

宋歷史和文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出發點。
不過，這絕不能成為基本出發點或唯一出

對內高度集權專制、對外投降的政策造成

發點。而且，北宋或兩宋的文化成就畢竟有

的。這導致了國力越來越弱，最後招致滅

限。即便宋代文化是中國歷史發展的最高

亡。而這種政治的致命弊端又是與「重文

峰，那麼它仍存在有嚴重的缺陷和致命的

輕武」、「偃武修文」的基本國策聯繫在一

問題。從歷史貢獻和歷史影響的角度看，

起的。「重文輕武」和「偃武修文」導致了

宋代的文化有影響極壞的一面。中國歷史

軍力的削弱；軍力的削弱造成了國勢的不

和中國文化，包括民族精神和民族自信、民

振；國勢的不振造成了對外屈服和投降；對

族尊嚴畢竟是從此走了下坡路的。我們不

外投降政策導致了對外納貢；對外納貢或

能僅僅盯住某些創造和輝煌而把宋代文化

輸送「歲幣」愈發造成國力的極度虛弱和

或宋朝歷史捧上天。我們在把宋代的輝煌

內部矛盾的加劇。而靠投降政策和「歲幣」

和創造清點、估算之後，還應該回到它的

換取的苟安或虛幻的「太平」反而給北宋

敗亡上面來──回到它所創造的輝煌的廢

政府一種錯覺，覺得靠投降政策和「歲幣」

墟上來，回到它恥辱的結局上來。這樣才

能夠維持一種「太平局面」，因而投降成為

能就它的文化和歷史得出更為全面、客觀

無條件的、不惜一切代價的第一國策。這

同時也更深刻的結論。這樣才能把它的文

樣，原本就已十分虛弱的軍力、國力就顯得

化悲劇和歷史遺憾的真正意義挖掘出來。

愈發虛弱了，宏觀的國防建設更是無人問

實際上，北宋，包括南宋，其歷史存在意義

津。如此就陷入惡性循環。最後，當戰端被

全部濃縮在其敗亡裏面。撇開敗亡談宋代

敵國挑起之後，毫無精神準備和實際準備

文化和歷史的價值與意義是缺乏分量的。

的北宋政權怎能組織起有效的抵抗？加之

當然，無視其曾有的輝煌和創造談其敗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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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宋的國勢虛弱、對外投降是它的

和敗亡的悲劇，意義也會因缺乏深層挖掘
的萎縮不振應該是北宋文化研究的重點。
北宋，包括南宋，其歷史存在意義全部濃縮在其敗亡裏面。撇

開敗亡談文化和歷史的價值與意義是缺乏分量的。無視其曾有的輝

煌和創造談其敗亡，意義也會因缺乏深層挖掘而失之簡單。北宋敗

亡的原因和文化精神的萎縮不振應該是北宋文化研究的重點。

而失之簡單。北宋敗亡的原因和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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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ifestation of the contradictory reality
of the Song Dynasty itself . This article,
by opening the argument on the evaluation
of the Song Dynasty of the two distinc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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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北宋人口，本文贊成漆俠的說法。
范文瀾（見范文瀾：《論中國封建社會
延續的原因》，《范文瀾歷史論文選
集》）、葛劍雄（見葛劍雄：《宋代人
口新證》，載《歷史研究》一九九三年
第三期）諸學者也都主張北宋人口已達
到或超過一億。

contradictory images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explores the pros and cons, and
institutional system of it, treis to point out
the roots of its weakness and the source of
its ultimate demise. So the reflections of
the problems of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weakponts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re
also atempted.
Key Words: Culture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Hisoric judgement; Histo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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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與大漢的交往及條支國考據
──從史料看古代中國與羅馬的關係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要：大秦是古代中國對古代羅

王室宮發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書。

馬的稱呼。本文根據歷史典籍等資料，探

置三十六將，皆會議國事。其王無有常

討了大秦與大漢在經濟上、文化上、外交

人。皆簡立賢者。國中災異及風雨不時，

上的各種往來，並考據了條支國的相關史

輒廢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其人民皆

實。

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土多

摘

關鍵詞：大秦，大漢，條支國。

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
珊瑚、虎魄、琉璃、琅玕、硃丹、青碧。

大秦與羅馬之謎

合。凡外國諸珍異皆出焉。

《北史·四夷傳》等，均記載有大國「大

以金銀為錢，銀錢十當金錢一。與安

秦」，大致被學者指為羅馬帝國或羅馬東

息、天竺交市於海中，利有十倍。其人質

部一帶。

直，市無二價。穀食常賤，國用富饒。鄰

一九三九年日本學者宮崎市認為中國

國使到其界首者，乘驛詣王都，至則給以

史籍中的「西海」是地中海，大秦是羅馬本

金錢。其王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

土 。中圍學者如王國維、岑仲勉、余太

繒彩與之交市，故遮閡不得自達。至桓帝

山，歐美學術界如D.D. L esl ie及K. H. J.

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僥外獻

Gardiner等，均以大秦即羅馬帝國本土。

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

[1]

中國有關大秦國的記載如下：
大秦國一名廣鞬，以在海西，亦云

貢，並無珍異，疑傳者過焉。
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
所居處，幾於日所入也。……前世漢使皆

役屬者數十。以石為城郭。列置郵亭，皆

自烏弋以還，莫有至條支者也。又云從安

堊塈之。有松柏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

息陸道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庶連

多種樹蠶桑。皆髡頭而衣文繡，乘輜軿白

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終無盜賊寇

蓋小車，出入擊鼓，建旌旗幡幟。所居城

警。而道多猛虎、師子，遮害行旅，不百

邑，周圜百餘里。城中有五宮，相去各十

餘人齎兵器，輒為所食[2]。

里。宮室皆以水精為柱，食器亦然。其王

漢學家艾德金斯（J. Ed kins）認為，

日遊一宮，聽事五日而後遍。常使一人持

中國人也許是因為羅馬人與秦朝一樣迅速

囊隨王車，人有言事者，即以書投囊中，

強大，獲得軍事成功，而將他們與秦朝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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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西國。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

中國古代曾記載海西有大國「大秦」，如《後漢書·西域傳》、

蠶繭所作也。合會諸香，煎其汁以為蘇

《晉書·四夷傳》及《北史·四夷傳》等，均記載有大國「大秦」，

如《後漢書·西域傳》、《晉書·四夷傳》及

塗、火浣市。又有細布，或言水羊毳，野

大致被學者指為羅馬帝國或羅馬東部一帶。

中國古代曾記載海西有大國「大秦」，

刺金縷繡，織成金縷罽、雜色綾。作黃金

比，這個名稱大概可以從班超時代中亞和

馬幾乎同時崛起與歐亞大陸兩端，其國力

印度流行的某種語言中找到 。後來他主

地位，文教制度遙相輝映，堪為東西兩大強

張來自梵文對中亞希臘人的稱呼Javan 。

國。中國人以『大秦』即遠方強國稱之，可

藤田豐八認為，古代安息人稱羅馬及

謂『寓意巧妙』」 [7]。但張緒山認為「『大

其東方領土為Dasina，意為「左」，左即西，

秦』一名是否只是意譯而無西方語言背景

Dasin去掉尾部的「a」即為Dasin，大秦即為

呢？從中國古代移譯習慣看，似為不可能

Dasin之音轉 。
岑仲勉認為：「考大秦、切韻d‘â i d z

之事。古代中國人稱述外國，通例是採用音

‘ĕn，今北京t a ts‘ in，又古時波斯稱我國

Dasin譯為大秦，……很有可能是中國固有

為mačin或masin。Čin或sin為「秦」字之音

之名與新譯音的結合」[8]。

[3]

[4]

[5]

寫，已成定論。
由此推理，d a š i n a， d a š i n→ d a
dši n→da d zi n（z與d為類化），「大秦」為
「西方」之音寫 。
[6]

譯 之 法。… 藤 田 之 說，持之有 故。……

從《後漢書·西域傳》記載的大秦，有
以下各點是準確的。
1.「小國役屬者數十。以石為城郭」。
與羅馬相近，羅馬確有不少client kingdom

由於《後漢書·西域傳》記載大秦國

役屬，在不列顛、北非、黑海等。羅馬城

「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晉書·

墻，如現今遺留的 塞維 安城 墻 (M u r u s

四夷傳》記載大秦國「其人長大，貌類中國

Servii Tullii)，是用大塊凝灰岩砌築。

兩漢時代中國與羅馬幾乎同時崛起與歐亞大陸兩端，其國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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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文教制度遙相輝映，堪為東西兩大強國。中國人以「大秦」即遠

方強國稱之，可謂「寓意巧妙」。

人」，《魏書·西域傳》和《北史·西域傳》記

2.「皆髡頭而衣文繡，乘輜軿白蓋小

載大秦國「衣服、車旗，擬儀中國」，故有

車，出入擊鼓，建旌旗幡幟」，符合羅馬人

些學者認為，西方有一個文明制度、國力及

的短髮特徵，衣文繡也是羅馬美衣，又羅

人種樣貌都與中國相近的國家，認為其文

馬婦女車確是有帷蓋的輜軿車，大軍出入

化一定源於中華，也有認為羅馬是以前秦

城確是擊鼓，且有旌旗幡幟。

國的支裔進入西方建立的國家。
張緒山綜合這些觀點，認為「漢代初
期在使用『秦』時意義有所不同。《史記·高

3.「宮室皆以水精為柱」。水精柱可能
指光滑的大理石柱，這描述符合羅馬柱的
特色。

祖本紀》載，因有人告楚王信謀反，漢高祖

4.「列置郵亭」也是羅馬大路特有的

劉邦計捕韓信，大赦天下，群臣慶賀。有大

sign post，是一種路標，指示下一城市有多

臣在賀詞中提醒劉邦注意齊國的形勢：

遠，或有何特色。

『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

5.「皆會議國事。其王無有常人。皆簡

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

立賢者」。羅馬確有元老院議事，共和國時

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

代無國王，而是由百人團會議選兩執政官。

十二焉，故此東西秦也』。這裏的『東西

公元二十七年成為帝國後，奧古斯都以賢

秦』已有新義。蓋早初秦國發自隴西，地域

者繼任，不是由血緣決定，再由元老院選

偏遐，文化落後，中原他國視之為蠻夷之

出。無論是共和國或帝國制度，均是「簡立

邦，但它終於強大，併吞六國。故「秦」之名

賢者」。

自漢代起即有『強悍之邦』的意思。『大
秦』之『大』字，並非身材高大之意。《詩經

6.「與安息、天竺交市於海中」，羅馬
確與中東印度等有海上貿易。

·小雅·大東篇》有『大東小東』意為近東遠

7.其所獻象牙、犀角、玳瑁等，其中象

東。所以 大 秦 也可解 作『遠 方之強 悍國

牙、犀角來自非洲，羅馬控北非，自可得此

家』。若以漢代中國史籍對『大秦』的記載

物，其中犀角只在非洲有，亦即羅馬才可能

比觀，此義至為明顯。兩漢時代中國與羅

有。玳瑁可能自大西洋，可能是羅馬的歐洲

桑」，蠶桑似非羅馬特色植物，反而是橄欖

多，在安息以西的如此大國，看來只有是羅
馬最符合。

樹為主，「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

至於中國古代至明朝的地圖，亦以大

所居處，幾於日所入也」，似虛渺之說。「城

秦在大地最西邊，明朝人王圻及其兒子王

中有五宮，相去各十里」，並非羅馬特色，

思義一六○七年出版的類書《三才圖會》，

有可能是誤以神廟為宮。

列出四海華夷總圖，在波斯(波剌斯)西面

中國有關羅馬的知識，都由傳聞而

中國古代至明朝的地圖，以大秦在大地最西邊，明朝人王圻及

有關記載也有不確的，如「多種樹蠶

來，有對也有不對，但似乎相合羅馬的也很

其兒子王思義一六 ○
七年出版的類書《三才圖會》，列出四海華夷
總圖，在波斯 波(剌斯 西)面的西海以西，是大秦在全圖最西面。

海邊所得。

的西海(可能是誤將黑海與地中海的混合)
以西，是大秦在全圖最西面。
也有一幅大秦人圖，有點像東羅馬至
波斯一帶人(見左圖)。
此書有些真實地理地方，如獅子國(僧
伽羅，即斯里蘭卡)，南天池(即印度)，波剌
斯(波斯)，但也有不少想像及神話成份，如
穿心國、小人國等，來自山海經。書中記載
蓬萊山，「在東海中高一千里地方，三千里
上有金台玉闕，乃神仙之都」。明顯不是地
理真實地方，只是道教神話。這裏對大秦
知其是在極西，卻是正確的。

羅馬對中國及亞洲的交往
希臘和羅馬古代稱中國或中國一帶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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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描寫，是真實與傳說之間的描述。但

的希臘原圖己找不到，在一二九五年拜占
廷僧人Maximus Planudes的一封信中，提
到這圖是在君士旦丁堡的修道院C h o r a
Monastery中找到。
在古羅馬作家、科學家老普林尼(Pliny
t he E lde r)的著作《自然史》（Nat u r a l is

Historia）中就有關於絲綢製品和絲綢貿易
的記載：
遙遠的東方絲國在森林中收穫絲製
品，經過浸泡等程式的加工，出口到羅
馬，使得羅馬開始崇尚絲製衣服[13]。

羅 馬歷 史學 家 弗羅魯 斯 (L u c i u s
「絲國」或「支 那」（拉丁文：S i n a e、

Annaeus Florus)也曾描述過被派遣訪問絲

Serica、Seres，希臘文：Σῆρες），居於羅

國的使者：「薩爾馬提亞和斯基泰都曾派

馬小亞細亞(如今土耳其)的史地學家斯特

遣使者出訪絲國，他們帶著誠意以及大

拉波（St r ab o，前64/63–23），是最早提到

象、寶石、珍珠等禮品進獻給絲國。使者們

絲 國 ( S e r e s )：「 歐 奈 西 克 瑞 塔 斯

長途跋涉，花費四年時間，以自己的誠意來

（Onesicritus，亞歷山大遠征時期的海軍

換取絲國的友誼，他們以膚色證明了他們

領航員）……也贊賞了那個歌唱家國度，

來自大陸的另一端」[14]。

法國考古學家在越南南部金甌角的古海港奧克艾奧遺址中，發

現了古羅馬帝國的錢幣，證明公元一世紀，羅馬人已經抵達漢朝交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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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羅馬商業交往已到中國南部邊界。在印度海岸線上挖掘出大量的

羅馬錢幣證明了羅馬與印度之間存在貿易往來。

說他們的居民跟印度人差不多，有不朽的

另一方面，根據一九四○年，法國考古

生命，他們甚至可以活到一百三十歲（絲國

學家在越南南部金甌角的古海港奧克艾奧

人，在其他作者中也有說二百歲以上的），

遺址中，發現了古羅馬帝國的錢幣 [15]，證

他們的脾氣特好，身體健康，不過這個國

明公元一世紀，羅馬人已經抵達漢朝交趾

家的出產極其豐盛」[9]。

郡（今越南北部紅河流域），羅馬商業交往

作 為 國 名，是 在 公 元 一 五 ○ 年 托

已到中國南部邊界。

勒密C l au d iu s P t olemy《地理學指南》

考古學家也在印度海岸線上挖掘出大

(Geography ，拉丁文Geographia)一書中有

量的羅馬錢幣證明了羅馬與印度之間存在

一世界地圖，展示出絲綢之地Serica及最東

貿易往來。

的絲國Sinae位於帕米爾高原更遠的區域。

根據最早的記錄，在一六六年（延熹

托勒密說：
我們的地上有人居住的地方最東端，

九年），羅馬帝國派遣出第一批特使抵達

住著一個亞洲最大民族，它是一個叫Sinae

王安敦的名義向漢朝皇帝漢桓帝進獻了

的大國和一圈圍著著它統稱為S e r i c a的小

禮物。安敦應是指羅馬五賢君之一馬爾庫

國組成 。

斯·奧列里烏斯·安東尼·奧古斯都M a r c u s

[10]

漢朝。這些使者到達漢朝後以羅馬帝國國

托勒密也相當精確地描述「絲國」

Aurelius Antoninus Augustus繼承王位，

（Sinae）的地理位置：
絲國Sinae的都會位於地球最東端的子

使者們用安東尼之名，譯為安敦，參拜漢

午線，根據黃道角度，它偏離亞歷山大港

經五年才到中國，所以便稱羅馬國王為安

一一九點五度，大概有八小時的時差……

敦。

[11]

。

本頁上刊地圖來自梵蒂岡 [12]，托勒密

朝皇帝，可能是因起程時在一六一年左右，

甘英出使大秦之謎

有關大漢與羅馬的關係，另一個迷人

復改名曰 Antiochia。

很遠，故沒有完成任務。《後漢書》記載：
和帝永元九年（公元九七年），都護

個阿拉伯酋長名S p a s i n u，佔了該地，自

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

S p a s i n u。但它才建國，便遇到安息王密

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

司立對提一世西征，它遂成了安息的「屬

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

國」。此後它維持半獨立狀態約二百年。

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齎三歲糧。海中善

張騫西使，於公元前一二八年到西方時，

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

該地剛剛從屬於安息，所以《大宛傳》

[16]

。

立為王，後來此地逐漸被習稱為C h a r a x-

說張驀「傳聞」「安息役屬之，以為外

甘英率領使團一行大概從龜茲（今中

國」。

國新疆庫車）出發，經安息（即波斯帕提亞

今按︰「條支」二字實即A n t i o c h i a

王國，今伊朗與伊拉克一帶）等諸國，到達

之譯音。中國古代對以母音a為首的外國

了安息西界條支，而達西海沿岸，這西海可

字，有時省卻，如「阿羅漢」或簡稱「羅

能是地中海，或黑海，也可能是波斯彎。但

漢」，「亞歷山大」則簡稱「犁」；其

因當地船人講要三個月至兩年才到，甘英

字末i a音乃希臘地名之語尾，譯時亦常省

才放棄，未能到達他的目的地大秦。

卻，如古代希臘的幾個Antiochia城，中古

至於條支是什麼地方，中國記載「自

以降率稱安條克（Antioch）。

皮山西南經烏秅，涉懸度，歷罽賓，六十餘

故「條支」二字實為（A n）t i o c h i

日行至烏弋山離國，地方數千里，時改名排

（a）之縮譯無疑。它後來雖被西方人從其

持。復西南馬行百餘日至條支。條支國城在

習稱，但漢人仍沿用舊名，稱之為「條

山上，周回四十餘里，臨西海。海水曲環其

支」，亙數百年[21]。

南及東北，三面路絕，唯西北隅通陸道」

這考據是很仔細，但其地仍在安息帝

。《史記》:「條支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

國南端內，不是另一個國，不合記載所言

海」 。《北史》中記載：「條支國，在安息

「條支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 [22]，「條

西」[19]。又記載：「安息國，在葱嶺西，都蔚

支國，在安息西」。

[17]

[18]

搜城。北與康居，西與波斯相接，在大月氏
西北」[20]。

按《後漢書·西域傳》記載，甘英使大秦的時間是和帝永元九

成了半獨立狀態。約公元前一三○年，一

年，也就是公元九七年。其時的敘利亞，是羅馬帝國中最繁榮的一

抵達條支大海邊，因得到錯誤消息，以為

個行省。甘英若是到此海邊，已到了羅馬帝國境內，不可能仍在問

不久，塞流息王國內亂，喀拉塞郡

羅馬在哪裏。

的記載，是班超遣使者甘英出使羅馬，但

另一考據認為條支是位於地中海沿
岸，有主張是塞琉西王國首都安條克。但

孫毓棠先生考據，認為是在波斯灣：
按古波斯灣頭比今天深入陸地西北，

塞 琉西王國首都安 條克，在公元前六四

幼弗拉底與底格里斯兩河並流入海，其東

省「敘利 亞首府 安 條 克（今 名安達 基亞

歐歷厄斯河（Eulaeus）亦西流來會。三河

Antakia）」。按《後漢書·西域傳》記載，甘

匯集之處，自古有交通便利的商品集散地

英使大秦的時間是和帝永元九年，也就是

喀拉塞（Charax，即Kerec ne）。公元前

公元九七年。其時的敘利亞，是羅馬帝國中

四世紀末馬其頓王亞歷山大東侵時曾佔領

最繁榮的一個行省。甘英若是到此海邊，

此地，並建城稱為Alexandria。嗣後曾為

已到了羅馬帝國境內，不可能仍在問羅馬

洪水所毀壞。

在哪裏。

年已被羅馬吞滅，成為是羅馬帝國的行

很多人沒注意《後漢書‧西域傳》所

（Antiochus IV，公元前一七五至一六四）

載：「自皮山西南經烏秅，涉懸度，歷罽賓，

於公元前一六六年親到此地，重建新城，

六十餘日行至烏弋山離國，地方數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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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流息王朝時，安條克斯四世

時改名排持。復西南馬行百餘日至條支」。

貝(P o m p e y)所敗侵佔，之後凱撒時代是

條支是在烏弋山離國西南很遠之處，安息

半獨立狀態，到尼祿大帝收為羅馬行省

王派貴族蘇林率軍鎮壓入侵的塞人，塞人

Pontus Galaticus及PontusCappadocia，但

降服後，蘇林建立了政權（今法拉即阿富

羅馬只鬆散地控制幾個港口和城堡。甘英

汗），《漢書》把蘇林家族治下安息人與塞

年代時，本地山區部族Soanes及Heniochi起

人雜居地區稱為烏弋山離國。烏弋山離乃

義趕走羅馬駐兵，成為獨立王國，宣稱仍

是其首都亞歷山大里亞－普羅夫達西亞

是效忠羅馬，而羅馬以鞭長莫及，容許其

（法拉赫）的音譯，就是《漢書》所稱的烏

為獨立的藩屬國。

弋山離國。

甘英到達安息時，安息帝國與羅馬為

條支應在安息西北

敵，不會指示他去敘利亞那邊的西海(地中
海)，卻很可能指示他到另—西海邊叫條支

從阿富汗西南行所可能到之處，南入

(C olch is)的地方，正是「安息西數千里，臨

安息，再向西的北端有古代名Colchis之地，

西海」，且這是高加索山區，到處的城市都

其音與條支近，位置在黑海與裏海之間，

在山上，其港口後面也是高山。當地人剛打

屬如今的格魯吉亞。公元前三世紀希臘詩

走羅馬軍事勢力，建立臣屬羅馬的獨立王

人羅德島的阿波羅尼奧斯(Ap ol lon ius of

國，充滿民族主義，抗拒羅馬，自然會騙他

Rhodes)描述「Kolchian Aia位於在海與地

不要把利益送到羅馬了。此外，從黑海這位

的最遠邊界」 。

置航海到羅馬亦確是很遠。

[23]

這海與地的最遠邊界，從希臘看，地

普羅夫達西亞的音譯，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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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書》把蘇林家族治下安息人與塞人雜居地區稱為烏弋山離

國。烏弋山離乃是其首都亞歷山大里亞

是《漢書》所稱的烏弋山離國。

中海向東最遠之地是黑海東海岸，這是
如今格魯吉亞一帶，是希臘神話所傳英雄
Jason找尋金羊毛之地。其地理位置正符合
《史記》「條支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
之說，而且那一帶大都是高加索山區，山巒
起伏，不少是山城，連港口邊都是山城，符
合「條支國城在山上」之說。大概這才是張
公 元 一 世 紀 羅 馬 地 圖 ( 上 )，其 中
Pontus在甘英年代已成為臣屬羅馬的獨立
王國。
至於《後漢書‧西域傳》所言「條支國
城在山上，周圍四十餘里，臨西海。海水曲
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絕，唯西北隅通陸
道」。這城究竟在那裏呢？在Colchis一帶，
騫所講的條支。

有好些希臘人建的海港，其中一個在希臘

亞歷山大大帝時的Colchis，南面是這

稱為Dioscurias，羅馬稱為Sebastopolis的

族人建Iberia王國(見上圖)，Colchis王國在

重要北面港口，就是希臘神話中金羊毛所

公元前十三世紀已形成，張騫的年代是希

在地，為古代名城，具有三面環水的特質，

臘殖民地。

且後有高山，城沿山坡而建。其半島西南東

公元前一世紀興起龐度(P o n t u s)帝

皆被水包圍，但北面有一大湖，古代可能通

國，一度強大而與羅馬爭戰，後為羅馬龐

大海，形成「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的形

言完全一致的，是古代的Tarica半島，即現

這城在甘英時為反羅馬的強悍部族

今克里米亞(Crimea)半島，完全是「海水曲

Heniochi所控，是名義上臣屬羅馬，實質是

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絕，唯西北隅通陸

Colchis人控制。甘英所講的山上條支國及

道」。且其古民族稱Tauri，音與條支接近，

環海之城，極可能就在此。

是否即中國所謂的條支國呢？不過我考慮

上圖為十九世紀Dioscurias的南堡圖，
見山在後面。
現今山城 海 港 S u k h u m i，即 古代
Dioscurias，可見山海連結。
Su k hu mi的三面環水半島，半島北面

十九世紀
D
i
o
s
c
u
r
i
a的s 南 堡 圖 ， 見 山 在 後 面 。 現 今 山 城 海 港
，即古代 Dioscurias
，可見山海連結。
Sukhumi

勢，且其西北有路通山區，全符合所描述。

以古代甘英走的路線，由安息到克里米亞
路太長，且早已到了西海邊，不必找到那麼
遠才到「臨大海欲度」。故我考慮各方地理
環境，仍是以Colchis為條支，Dioscurias為
甘英所到的西海邊。

有一大湖，可能古代通大海。形成「海水曲
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絕，唯西北隅通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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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爭鳴

偏見與誤讀
──學術批評中的《醜陋的中國人》
■ 林 強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

摘

要：《醜陋的中國人》發行後遇

文章這一事件時，柏楊發表了感想並將訪

到諸多批評，其中香港的孫國棟就柏楊雜

問記錄收入《中國人，你受了什麼詛咒》一

文中有關傳統文化、儒家思想、官場文化

書中[1]。
中，柏楊將《光明日報》刪節的孫文收入，

從學理層面上一次極具代表性的回應。細

並用《光明日報》所改的題目，注明「原載

讀論爭諸文，孫國棟在指出柏楊諸多武斷

一九八七年三月一日北京《光明日報》」。

判斷和失實論據之外，也同樣忽視了柏楊

書中，柏楊把《光明日報》的版面加以剪

在批判傳統文化和儒家思想時的一個大前

裁，並在《中國人，你受了甚麼詛咒》一書

提，那就是官場文化和權勢崇拜心理。此

的扉頁中影印出來。「因為《光明日報》轉

外，在雜文筆法的運用及社會影響力的看

載我此文於該報之第三版，原來的版頭放

法上，雜文作家和學者也存在認知上的偏

在右上角，而說明此文乃轉載《明報月刊》

差。這是導致這次論爭的主要肇因。

的注文亦靠近右上角。柏楊先生既要利用

關鍵詞：柏楊，《醜陋的中國人》，
傳統，官場。

《光明日報》的版頭，又要隱藏《光明日
報》這條注文，於是他把《光明日報》全版
剪裁開來，重新排列，把版頭移於左上角，

引言：從一段懸案談起
這段懸案來自對一篇文章的輾轉摘
引。事件如下：

然後只影印左邊，把右邊的注文隱藏起
來。於是說孫國棟此文乃原刊於《光明日
報》無訛，有圖為證了」 [2]。孫國棟猜測柏
楊的目的是：「要引起讀者的錯覺，認為這
只是一篇帶有政治色彩」、「而不是一篇純

載孫國棟《就教於柏楊先生——評〈醜陋

粹討論文化的文章，於是使讀者同情他」

的中國人〉》一文。一九八七年三月一日

[3]

《光明日報》第三版予以刪節轉載，並將題

年二月《明報月刊》第二六六期上，發表

目改成《中國人醜陋嗎？——就教於柏楊

《〈評醜陋的中國人〉引起的風波——兼

先生》，文末注明「本文原載香港《明報》

談柏楊先生的謊言及其近作》。對此，柏楊

月刊，《博覽群書》雜志今年第二期刊登，

並未做出回應。只是在同年二月致函明報

本報轉載有刪節」。一九八七年三月七日，

月刊編輯部，並附寄福建廈門張苾蕪先生

柏楊訪問香港時，香港《信報》記者問及

《為柏楊先生一辯——評孫國棟先生對

《光明日報》轉載《明報月刊》孫國棟批評

〈醜陋的中國人〉的批評》一文，作為對孫

。為了說明這個事實，孫國棟在一九八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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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十一月號《明報月刊》刊

《醜陋的中國人》遇到諸多批評，這是文史學者從學理層面上一

進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批評。這是文史學者

次極具代表性的回應。但柏楊在批判傳統文化和儒家思想時的一個大

在《中國人，你受了甚麼詛咒》一書

前提，那就是官場文化和權勢崇拜心理。

和傳統文人精神等諸多議題和知識性謬誤

國棟批評文字的回應。《明報月刊》於同年

把五千年傳統文化做徹底的揚棄」 [7]。如

四月號將來函連同張文一同刊出。柏楊致

果僅據此判斷，柏楊的結論當然過於武

明報月刊編輯部函稱：「孫國棟先生等一

斷。但問題並不如此簡單。通讀原文可知，

連在貴刊對我批評，受益匪淺……深感這

柏楊下此斷語有個前提，即「中國五千年傳

位年輕朋友是我的知己（指張苾蕪——筆

統文化中沒有平等思想、人權思想，政治思

者注），他有資格代我發言……」 。

想中沒有民主觀念、自由觀念，這種文化，

[4]

柏楊修改《光明日報》的版頭以掩蓋

不是優秀文化，而是落後文化、野蠻文化、

孫國棟文章出處的問題，事實俱在；但其原

森林文化」 [8]。與西方的平等、人權、民主

由已經無法求證，在此姑且存而不論。本文

與自由思想傳統相比，中國傳統文化當然

關注的重點是：孫國棟與柏楊、張苾蕪之

存在重大缺陷。但柏楊由此斷定中國傳統

間觀點的基本分野何在？此次論爭中，孫

文化是落後文化、封建文化、森林文化，也

國棟與柏楊、張苾蕪意見分歧的主題有：

有一棍子打死的毛病。問題是，柏楊此文

1、應如何看待傳統文化、儒家思想，「仁」

立意並非意在污蔑中國傳統文化，而是要

「義」「利」觀念及其影響；2、宋代黨爭中

揚棄傳統文化、創造新文化。語雖偏激，其

儒家代表人物的變革與保守問題、宋代經

誠可貴，不能斷章取義，進而斷然指斥。

柏楊斷定中國傳統文化是落後文化、封建文化、森林文化，有

一棍子打死的毛病。問題是，柏楊此文立意並非意在污蔑中國傳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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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而是要揚棄傳統文化、創造新文化。語雖偏激，其誠可貴，不能

斷章取義，進而斷然指斥。

筵講席中的「道統」觀念；3、獨尊儒術對

除指摘中國傳統文化缺乏西方的平

知識分子思考能力的影響、科舉制度與官

等、人權、民主與自由思想傳統之外，柏楊

場文化問題；4、中華民族文化的獨特貢獻

也指出「病入膏肓的自卑」、「沒有自尊」、

問題；5、鴉片戰爭的對中國的影響及其評

「要面子」、「死不認錯」、「無法思考」等

價。本文僅就傳統文化、儒家思想和柏楊

國民劣根性才是落後文化、野蠻文化、森

雜文筆法這三個關鍵問題展開討論。

林文化的核心要素。在《醜陋的中國人》

一、傳統文化：全盤否定抑或
理性批判

（一九八四年）這篇演講詞中，柏楊就較為
清晰的表述過這種觀點。他認為，中國傳
統文化中存在濾過性病毒，這使我們中國

在《評柏楊》一書中，孫國棟批評柏

人具備了很多種可怕的特徵。最明顯的特

楊，最主要的目的，不在反駁柏楊指斥現代

徵之一就是髒、亂、吵，而窩裏鬥則是中國

中國人有髒、亂、吵等劣行，而在反駁他的

人的重要特性。其他如死不認錯、心胸狹

如下觀點：把國民劣行全盤歸罪於五千年

窄、明哲保身等亦是中國人的典型特性。

文化、把近代以來中國的積貧積弱歸因為

仔細辨析之，髒亂吵、窩裏鬥等屬於劣根

傳統文化和認定中國五千年文化歷史全無

性行為表現；而「絕對的自卑」、「絕對的自

價值等[5]。讀罷柏楊雜文，孫國棟「感覺柏

傲」和「沒有自尊」導致中國人難有「平等

楊先生對中國歷史文化充滿惡意，他不是

觀念」，進而產生「神經質的恐懼」，由是

要中國人反省去改進中國文化，而是要全

易於培養「暴君、暴官」，這涉及中國人的

盤摧毀中國五千年傳統文化」 。

文化心理；獨尊儒術後知識份子缺乏「想

[6]

孫國棟舉證柏楊在《中國人，你為什

像力」和「思考力」、缺乏「鑒賞能力」則屬

麼還是老樣子》（一九八六年）一文中全盤

於專制制度下所形成的思維定勢。以上諸

地否定中國文化，其引文曰：「中國所擁有

種既有外部的行為表現，也涉深層次的文

一向自豪的五千年傳統文化是落後文化、

化心理機制和社會制度問題，而文化心理

封建文化、森林文化……我們承認不承認

和社會制度乃至思想影響則是柏楊所謂濾

我們的文化是劣勢文化？落後文化、墮落

過性病毒最核心的要素。

文化、一種害人的文化……我們必須……

遺憾的是，在這篇演講詞中，柏楊並

目清晰了。柏楊所謂濾過性病毒，即是指中

人的不能團結，中國人的窩裏鬥，是中國

國傳統文化深層次結構中的劣質性基因。

人的劣根性。這不是中國人的品質不夠好，

這種基因遺傳給後代，製造出醜陋的中國

而是中國的文化中，有濾過性的病毒，使我

人。其實，這種推論，不光是柏楊，就連孫

們到時候非顯現出來不可，使我們的行為

國棟本人也已意識到。孫國棟一面指斥柏

不能自我控制！明明知道這是窩裏鬥，還是

楊污蔑中國傳統文化，一面也指出：「近代

要窩裏鬥」 。顯然，在該論斷中，劣根性

中國人的真正病痛，不是柏楊所大力指斥

與傳統文化之間缺乏一個清晰的邏輯關

的『吵』、『亂』、『髒』、『窩裏反』、『講話

係；甚至，在整個演講詞中，中國人劣根性

嚇 人』等 小 節，而 是 一 個 不 健 康 的 心

的諸多表現與傳統文化過濾性病毒之間，

態——虛驕與自卑、缺乏一個『健康的自

只存在一種簡單的比附或歸因關係，明顯

我』。這種不健康的心態，自清中葉以後漸

缺乏說服力。這易讓人產生柏楊對中國傳

顯露。其先對世界瞭解得太少，於是狂妄

統文化的批評多信口開河、不訴諸理性甚

自大；到發覺處處不如人，處處受挫折時，

至惡意謾罵、充滿怨恨之感 。

又產生強烈的自卑感」 [13]。他認為，幫助

[9]

[10]

然而，如果讀過柏楊入獄之前的雜文

中國人建立起健康心態是當前極重要的工

集，特別是最集中闡發醬缸文化的《死不

作，「有了健康的心態，自然能反省。自然

認錯集》（實際上，《醜陋的中國人》雜文

能努力求進步，自然能自尊自重做一個堂

集中多數篇章都來自《死不認錯集》），以

堂正正的人，自然會改正柏楊所指出的不

上不良的閱讀感受便會減少許多。在該集

良惡習」[14]。
虛驕與自卑，缺乏自尊，正是柏楊所謂

者，侵蝕力極強的混沌而封建的社會也。

傳統文化濾過性病毒中重要基因。孫、柏

也就是一種奴才政治，畸形道德，個體人

二人都認識到中國傳統文化存在深層次的

生觀，和勢利眼主義，長期斫喪，使中國人

心理病灶。不過，孫國棟將這種文化心態

的靈性僵化，和國民品質墮落的社會」[11]。

歸因於近代中國。他說：「中國今日的災

並說，「至少，奴才政治，畸形道德，個體

難，可以歸罪於近幾百年社會政治之失調

人生觀，勢利主義，應是構成醬缸的主要成

處，正是近幾百年來子孫的不長進之過，不

分」，而醬缸文化的主要產品有「權勢崇拜

必歸罪於幾千年前的祖先」 [15]。「故所謂

狂」、「牢不可破的自私」、「文字魔術和詐

弱勢是近二三百年的事，所以要尋求成為

欺」、「僵尸迷戀」、「窩裏鬥，和稀泥」、

弱勢的原因，應該於十三世紀以後中國政

「淡漠冷酷忌猜殘忍」和「虛驕恍惚」等

治經濟社會的演變、人文學與自然科學、社

。該集中，柏楊用大量的篇幅說明醬缸

會科學發展的不均衡，以及中外接觸後社

文化的諸種表現形態。簡單歸 類可以發

會文化的變遷等問題中求之，不必歸罪於

現，奴才政治屬於政治形態，畸形道德、個

幾千年文化」 [16]。而柏楊則直指五千年的

體人生觀、勢利眼主義等屬於道德價值觀

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他甚至偏激

範疇，而僵尸迷戀、窩裏鬥、猜忌殘忍等則

地說過：「自從孔丘先生之後，四千年間

屬於文化心理與行為範疇。可見，柏楊論述

（應為兩千多年——筆者注），沒有出過一

中國傳統文化，既有社會制度、政治形態

個思想家！所有認識字的人，都在那裏注解

的宏觀觀照，也有價值道德、文化心理的微

孔丘的學說，或注解孔丘門徒的學說，自己

觀分析，從而多層次地剖示了中國傳統文

沒有獨立的意見，因為我們的文化不允許

化的深層次結構。由此反觀《醜陋的中國

這樣做，所以只好在這潭死水中求生存。這

[12]

９７

中，柏楊給醬缸下了一個定義：「夫醬缸

柏楊論述中國傳統文化，既有社會制度、政治形態的宏觀觀

病毒之間的關係。他只是簡單地說：「中國

照，也有價值道德、文化心理的微觀分析，從而多層次地剖示了中

人》的演講詞，諸多邏輯不明的論斷便面
國傳統文化的深層次結構。

未闡明諸種劣根性表現與傳統文化過濾性

個潭，這個死水，就是中國文化的醬缸，醬

而只一味要他的徒子徒孫安於現狀，躊躇

缸發臭，使中國人變得醜陋」 。一棍子

滿志，啥都可幹，就是不可冒任何危險」

打死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這是

[20]

柏 楊 最 為 人 所 詬 病 的 地 方。但 到 了

評，是一種無知和「最惡毒的誣衊」。他說

一九八六年，柏楊在《中國，你為什麼還是

儒學教人的最高標準是成仁取義，其剛健

老樣子？》一文中，就做了較切實的校正：

的人生態度是極鮮明；並列舉了大量的儒

「中國傳統文化是什麼時候開始落後的，

家格言，如「仁人志士，有殺身以成仁，無

每人說法不一樣，我們把這個問題交給專

求生以害仁」、「見義不為無勇也」……；還

家研究。但可以肯定：至少在鴉片戰爭時

以文天祥、范仲淹等儒家仁人志士為證說

候，中國傳統文化的缺點，已充分暴露，

明儒家思想的正面作用。

[17]

。對此，孫國棟評論道，柏楊對儒家的批

一百餘年以來，逐漸被西方的強勢文化摧

從闡釋儒家原典精義的角度去看，孫

毀。首先被摧毀的是君主制度，其次被摧

國棟的批評確實切中肯綮，柏楊誠然片面

毀的是男人的辮子和女人的纏足，再其次

理解了儒家基本精神。但正如張苾蕪所

被摧毀的是教育和考試制度」 。

言，孫國棟與柏楊兩位分別看到了儒家不

[18]

柏楊批評的是以追求功名利祿為目的的儒生和被官場文化、權勢

９８

崇拜所扭曲的士大夫文化心理和人格形象，這二者皆與封建專制社會

和儒家大一統意識形態關係密切。

柏楊雜文由批判社會現象漸次上升到

同的一面。「正如歷史上有一個真正的孔

批判中國傳統文化和儒家思想。其內在理

子、一個被歪曲的孔子一樣，歷史上也有一

路是批評現實社會中的官場文化、權勢崇

個春秋時期的儒家和一個被封建統治者改

拜，進而批判傳統文化中深層次的文化心

造成統治工具的儒學。真正的孔子、春秋

理病灶。據此理解柏楊《醜陋的中國人》

時期的儒家，的確也能培養忠義兩全、智勇

這篇演講詞則無大礙；但倘若就演講詞進

兼備的大氣凜然之士，而被統治者改造過

行解讀，則柏楊的論斷，特別是全稱判斷，

的儒學，亦即柏楊先生抨擊的儒學，則是

存在邏輯不清、意義不明和武斷的毛病，

以培養奴才為首要目標」 [21]。柏楊批評的

容易引起誤讀，產生分歧。

是以追求功名利祿為目的的儒生和被官場

二、官場文化：儒家思想的批
判前提

文化、權勢崇拜所扭曲的士大夫文化心理
和人格形象，這二者皆與封建專制社會和
儒家大一統意識形態關係密切。

除傳統文化外，對儒家思想的判斷，

縱觀中國古代學術史，自漢武帝獨尊

孫、柏二人也是針鋒相對的。柏楊以下兩個

儒術，置五經博士，利祿之途，人所競趨

觀點也遭到孫國棟的強烈批評：

[22]

。誠如班固所言：「自孝武興學，公孫弘

一、「儒家最高的理想境界，似乎只有

以儒相，其後蔡義、韋賢、玄成、匡衡、張

兩個項目：一個項目是教小民如何的藏頭

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咸

露尾，國家事管他娘，而只去維護自己的身

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

家財產（此處，孫國棟引文略去：「用一句

醞藉可也，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彼

成語，那就是『明哲保身』『識時務者為俊

以古人之 蹟見 繩，烏能 勝其任 乎！」 [23]。

杰』，鼓勵中國人向社會上抵抗力最弱的

「志於道」的士子一旦進入到官僚體系，

方向走」。——筆者注）；另一個項目則是

「不復能恃『道』與帝王的『勢』抗禮」，傳

求求當權派手下留情，垂憐 小民無依無

承有自的議政之風也已不大見容於大一統

靠，用禦腳亂踩的時候稍微輕一點」 。

的政權；甚至被先秦儒者謂為「賢於堯舜」

[19]

二、「儒家的全部教訓中，很少激發性

的孔子，漢以後的地位也僅相當於帝王輔

靈（此處，孫國棟引文缺「很少提到權利義

弼，「是漢臣而不是帝師」 [24]。非但如此，

務」字眼，——筆者注），很少鼓勵競爭，

在帝王專制集權下，士階層的人格精神和

士，以士制民，無複忌憚」，「在帝王看，知

柏楊甚至說過：「中國人的劣行是否因為

識分子之分化，即是可以奴蓄之意。他們遂

儒家傳統，並不重要，文化問題寫幾本書都
談不完。但……中國人的劣行是存在的」

人，即無不應該服從與阿諛了」 。

[32]

[25]

。因此，從官場文化和權勢崇拜的文化

顯然，柏楊所指斥的儒家文化，並非

心理來看有關「仁義」的爭論，問題也可迎

是指以天下為己任的仁人志士以及他們所
秉持的儒家仁義精神，而是指中國封建專

刃而解。柏楊曰：
「仁」是當權派對小民的一種憐恤和

制政體所形成的官場文化和權勢崇拜的文

同情，乃施捨的焉，賜予的焉，表示慷慨

化心理，以及它們對人性尊嚴和獨立思想

大度的焉，幼稚園教習對小孩子的焉[33]。

的扼殺。這是柏楊進行社會文化批評的一

孟軻先生的學說便是：「何必曰利，

個大前提。這種觀點在《醜陋的中國人》

唯有仁義而已」的，這位不曰利的祖師

一書中已有精彩呈現：
中國文化中最能代表這種特色（指醬

爺，為千萬個醬缸蛆制下了仁義的假面

缸文化——筆者注）的是「官場」 。

卻把面具一戴，喊曰：「都來看呀，俺好

[26]

封建社會控制中國這麼久，發生這麼

具，明明害了楊梅大瘡，鼻子都爛塌啦，
漂亮呀！」[34]。

大的影響和力量，在經濟上的變化比較

對此，孫國棟駁斥道：「仁是發自自己

小，在政治上卻使我們長期處在醬缸文化

內心的真情，是內在的道德，它是自主的、

之中，特徵之一就是以官的標準為標準，

自足的、自由的。由此實踐而為各種善行。

以官的利益為利益。……在這種長期醬在

所以說『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仁遠乎

缸底的情形下，使我們中國人變得自私、

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都從你自己內

猜忌 。

心出發，為什麼一定是當權派的呢？施捨

[27]

由於專制社會制度的長期斫喪，多數

的呢？」[35]，「為甚麼孟子教人求其已放心

人喪失了分辨是非的能力，缺乏道德的勇

的仁心、明白公私義利之辯，輕利害、重仁

氣，一切行為價值，都以醬缸裏的道德標

義是為後代製造遮掩生楊梅大瘡塌了鼻子

準和政治標準為標準 。

的假面具？」 [36]孫國棟的評論誠然合乎學

[28]

理，但作為雜文家的柏楊下此偏激判斷，其

例說明這個問題。一是明王朝的君父思想

前提是「以權勢崇拜為基石的五千年傳統

和廷杖制度，將人性尊嚴完全被摧殘 。二

文化，使人與人之間，只有『起敬起畏』的

是 腐 刑。柏 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

感情，而很少『愛』的感情」 [37]。亦即，權

義！』我想活生生把男人的生殖器割掉，恐

勢崇拜以及醬缸文化將儒家的「仁義」觀

怕不算是仁，也不算是義。可是這種割掉生

變成了一個虛偽的面具，而謀私利成為這

殖器的宮廷制度，五千年來，包括所謂聖

個面具背後的真面目。張苾蕪也曾深入辨

人朱熹先生和王陽明先生在內，卻沒有一

析二者的分野：「探究孔孟的初衷，我們當

個人覺得它不對勁，真實怪哉怪哉」 。柏

然不能說儒家提出『仁』、『義』二字是專

楊認為中國文化中缺少的似乎就是這種敢

門為歷代醬缸蛆製造假面具。但是，如果

想敢講的靈性。三是裹小腳。對女性的這

我們從歷史上千千萬萬的醬缸蛆『仁』、

種迫害長達一千年之久，竟沒有人反對，大

『義』二字的運用情況來看，便不能不說

多數男人甚至還認為纏小腳是值得贊美的

柏楊先生之所言一針見血。當我們看到歷

。以此觀之，柏楊對儒家思想的批判，其

代帝王把天下人之天下攫為己有，只是隨心

意不在學術討論，而只是借儒家的帽子來

所欲地搞幾次大赦天下，減一點捐稅，便

[29]

[30]

[31]

９９

在雜文中，柏楊還列舉了幾個典型案

柏楊所指斥的儒家文化，是指中國封建專制政體所形成的官場

認為天下無不可以威、利、名三者驅使之

文化和權勢崇拜的文化心理，以及它們對人性尊嚴和獨立思想的扼

說明中國社會畸形現象和思想文化病症。
殺。這是柏楊進行社會文化批評的一個大前提。

心理也隨之發生變化。「帝王即能以士制

要人們感恩戴德的時候，當我們看到無數

「這些話為未免說得太狠啦，有一網

各級官員高喊愛民如子的口號，盡情吮吸

打盡之嫌，如果說『有仁的學說而很少仁

民脂民膏，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時

的行為之邦』，就不致傷眾，不致自己交出

候，當我們看到一個個當權者擺出道貌岸

小辮子教別人揪矣，柏楊先生學問沖天，

然的面孔，而暗地裏卻又貪得無厭的時

何嘗不知道這個奧妙道理。但是，對麻木

候，我們難道不能對柏楊所言人所欲言之

不仁，似乎得在他耳旁放個開花炮才行，

處報以會心的一笑嗎？」 。故而，問題不

甚至即使放個開花炮也未必能使他嚇一

在於孔孟思想中的「仁義」與「利」的對

跳，如果柔聲軟語，又怎麼喚醒來哉」[40]。

錯，而是如否看到後世儒生假仁義的面孔

可見，柏楊非常清楚，客觀、理性的論

行謀私利之實進而形成醜態百出的官場文

述未必能給影響讀者。而故意用不無偏激

化和畸形心理這一事實。

的言辭和全稱判斷，在似是而非的判斷中

[38]

柏楊故意用不無偏激的言辭和全稱判斷，這種片面的深刻能夠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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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有效的震懾作用，讓讀者重新省思傳統文化中的病灶與國民性中的

劣根性，而這或許也正是柏楊所希望達到的一種閱讀效果。

如此看來，柏楊批判儒家思想，與其

反而能產生較強的思想衝擊力。這種言辭

說是在批判儒家思想觀念的具體內涵，不

策略，一方面必然會在知識上產生某種混

如說是借儒家思想的靶子批判假儒家名義

亂；但另一方面這種片面的深刻能夠起到

行權勢崇拜的官場文化。誠如論者所言：

有效的震懾作用，讓讀者重新省思傳統文

「中國文化最大的錯誤就是用高官厚祿、

化中的病灶與國民性中的劣根性，或許這

黃金美女引誘人去讀書，使人阿諛奉承、

正是柏楊所希望達到的一種閱讀效果。這

升官發財的手法和目的，去圖功名富貴；儒

種效果也可能是學術論文難以達到的。而

學、科舉制度和知識分子都應該對中國社

這也是作為雜文家的柏楊與作為學者的孫

會的醬缸現象負一定的責任，長期的科舉

國棟在修辭策略認知上的分歧。

制度和因此產生的僵化了的士大夫階層，

孫國棟指責說：「文學作品，常不免於

是我國社會現代化發展緩慢的主要因素，

誇張，柏楊先生筆下雖誇張，亦未嘗不可

中國五千年的傳統文化中，有這麼一個現

發國人之深省。但是討論文化、評價歷史，

象，那就是天理國法人情，都抵擋不住權

則是嚴肅的課題，尤其在美國各大學演

勢……」 [39]。可以說，柏楊評論儒家思想，

講，不同於寫雜文，就應該力求真實，而且

是從官場文化、權勢崇拜與儒家思想關係

柏楊先生轉治史學，學術第一重要是求真，

角度予以批判，這是基於社會制度與文化

三分事實，不能誇張為十分，更不能故意曲

心理的批判，而非符合學術的觀念辨析。

解，隱藏證據。柏楊先生是一位有影響力

三、求真態度與雜文筆法

的作家，更應該將求真的態度，作為一個榜
樣傳播給青年。不幸我讀柏楊先生幾篇堂

孫、柏二人分歧的另一個焦點，也是

皇的演講及精選的文章，發覺其中對中國

柏楊演講和雜文之所以能夠引起強烈反響

文化、歷史人物的批評，大多信口開河，或

的重要原因，在於柏楊的雜文筆法。即誇

認知錯誤、或惡意曲解、或斷章取義，或隨

張筆法和絕對判斷，產生偏激的觀點，從

意污蔑，不但不真不誠，而且對中國文化與

而震驚讀者。
其實，關於「仁」的問題，柏楊就很清
楚他的雜文筆法所能產生的閱讀效果：

民族，充滿了怨恨之情，使人非常驚異」
[41]

。孫國棟甚至呼籲：「請柏楊先生用誇張

的手法寫詩罷，不要用誇張的手法討論歷

「中國是禮儀之邦，實在看不出啥地

史文化。……由一個誇張加上一個誇張，就

方顯示出中國式禮儀之邦，而斑斑點點，只

可以將事實的真相完全淹沒。我覺得當今

顯示出中國是忌猜之邦、冷漠之邦、看熱鬧

最重要的，是帶領青年運用理性，切切實

之邦、有仁的學說而無仁的行為之邦」。

實以謹言的態度，去追求真知識，不要使青

年習慣於輕薄浮誇之詞。以浮誇的態度看

集，因而應當從發國人之深省，進而促使人
們知錯就改為首要目的。在這類演講中討
論中國文化，引用歷史，關鍵在於所引用之
精神是否正確無誤，是否達到發人深省之
目的，倒不必拘泥於從科舉產生至今究竟
已有多久、孔子到底是兩千年還是四千年
以前的人類之類的小疏漏。也不必拘泥於
王安石是否儒家、中國的民族歧視比起美
國的民族歧視是否更為嚴重這樣的問題。
要評價《醜陋的中國人》一書的價值嗎，必
須看此書所產生的社會效果」[43]。
張苾蕪首先明確《醜陋的中國人》是
部雜文集而不是史學論著，因此更加強調
雜文所產生的閱讀效果。而其對柏楊雜文
知識性錯誤的辯解，則多有袒護。實際上，
柏楊的雜文確實存在諸多知識性的硬傷。
寫雜文，能夠在準確性的知識基礎之上，

的奇談怪論，其矛頭均是指向專制社會下
的官場文化及其權勢崇拜等醬缸文化心
理。而傳統文化、儒家思想均是他進行社
會──文明批判的假想敵；只不過大多數
時候，柏楊並未真正進行學術意義上的批
判工作。由於柏楊雜文的閱讀對象多為社
會大眾，故其獨特的雜文筆法也意在吸引
讀者，促其思考，引起療救的注意，其功在
社會大眾思想文化的影響上；而其過則是
因追求片面的深刻或者文史知識的錯誤製
造出思想和知識上的混亂。然而，瑕不掩
瑜，我們要一分為二地看待之。
項目基金：本文係福建省社科規劃項
目「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在大陸的傳播
與接受研究（一九七九至二○一○年）」
（項目編號2012C089）階段性成果；福
建師範大學文學院「創新團隊」支持計劃
《現代散文與詩的關係及其文體理論研
究》的階段性成果。

對柏楊雜文中的知識性錯誤以及以偏概全所產生的邏輯錯誤，

國人》首先是部雜文集，而不是史學論文

而采取的雜文筆法。整體地看，柏楊諸多

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但也不能過分苛責，畢竟，柏楊進行社會

就此，張苾蕪則辯解道：「《醜陋的中

誤讀，歸因於柏楊雜文因追求片面的深刻

批評和文化批判的出發點不在於惡意污蔑，而在於對現代化社會制

了青年的治學與求知」[42]。

解而犯了「斷章取義」的毛病。當然，這種
度及其文明的孺慕。

問題，不但不瞭解問題的真相，而且妨礙

進行適度的誇張，產生震懾效果，固然極
佳。但倘若為了追求閱讀效果，而故意歪曲
事實，做奇談怪論，也有違文學的「真」與
「誠」。因此，對柏楊雜文中的知識性錯誤
以及以偏概全所產生的邏輯錯誤，我們必
須清醒地認識到。但也不能過分苛責，甚
至惡意揣測。畢竟，柏楊進行社會批評和
文化批判的出發點不在於惡意污蔑，而在
於對現代化社會制度及其文明的孺慕。

小結
綜上所論，孫國棟對柏楊的批評，從
學術層面揭露了柏楊對傳統文化、儒家思
對柏楊雜文觀念和文史知識硬傷進行最
準確、也是最尖銳的學術批評。但是，孫國
棟也犯了一個基本的錯誤，就是他把《醜
陋的中國人》當作一個孤立的文本進行批
評，因缺乏對柏楊雜文批評前提的全面瞭

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二日《信報》訪問柏
楊記錄：「他感謝孫國棟先生的反應，
但他也認為跟其他許多批評《醜陋的中
國人》的文章一樣，都是一個模式，分
別只在文字水平高低。孫國棟先生這篇
文章有很高的文字水平，但它同樣回避
回答：中國人有沒有髒、亂、吵、窩裏
鬥……柏楊說，整篇文章都沒有批評到
他文章的中心要點，文章並沒有證明中
國人並不髒、並不亂、並不吵、並沒有
窩裏鬥。因此文章作者就如一般在醬缸
裏泡久了的人一樣——死不認錯」。此
文亦刊於《中國人，你受了什麼詛咒》
一書，文字與原報所載稍異，但意思相
同。孫國棟就這段訪談做出判斷：「所
以，柏楊先生絕不能推諉說不知道該文
（指孫國棟的批評文章）原刊於《明報
月刊》」。引自孫國棟：《〈評醜陋的
中國人〉引起的風波——兼談柏楊先生
的謊言及其近作》，載《明報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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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錯誤指責。這是迄今為止，文史專家

[1]

一九八九年，頁二三至二四。
[2]

孫國棟：《〈評醜陋的中國人〉引起的
風 波 —— 兼 談 柏 楊 先 生 的 謊 言 及 其 近
作》，載《明報月刊》，一九八九年，
頁二四。

[3]

同上，頁二四。
[4]
柏楊：《柏楊致明報月刊編輯部函》，
載《明報月刊》，一九八九年版，頁
一二六至一二七。
[5]

孫國棟：《評柏楊》，載《明報月刊》
一九八九年，頁三五、二五、七。

[6]

孫國棟：《再評柏楊著〈醜陋的中國
人〉》，載孫國棟著《評柏楊》(香港：
明報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頁三四。

整體地看，柏楊諸多的奇談怪論，其矛頭均是指向專制社會下的

１０２

官場文化及其權勢崇拜等醬缸文化心理。而傳統文化、儒家思想均是

他進行社會文明批判的假想敵。

[7]

引文中的省略號為孫國棟所加。同上，
頁三四至三五。

[8]

柏楊：《中國人，你為什麼還是老樣
子？》，載柏楊編著《中國人，你受了
什麼詛咒！》(香港書城有限公司，
一九八七年)，頁二七。

[9]

柏楊：《醜陋的中國人》，收入李瑞騰
主編《柏楊全集》第二十七冊(台北：遠
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頁二八。

[10]

柏楊：《就教於柏楊先生——評〈醜陋
的中國人〉》，載孫國棟著《評柏楊》
(香港：明報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頁
六。

[11]

柏楊：《醬缸特產》，收入李瑞騰主編
《柏楊全集》第六冊(台北：遠流出版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頁三四三。

[12]

同上，頁三四三至三四四。
孫國棟：《再評柏楊著〈醜陋的中國
人〉》，載孫國棟著《評柏楊》(香港：
明報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頁三八。

[13]

[14]

同上，頁三八。
柏楊：《就教於柏楊先生——評〈醜陋
的中國人〉》，載孫國棟著《評柏楊》
(香港：明報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頁
七。

[15]

[16]

孫國棟：《再評柏楊著〈醜陋的中國
人〉》，載孫國棟著《評柏楊》(香港：
明報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頁三九。

[17]

柏楊：《醜陋的中國人》，收入李瑞騰
主編《柏楊全集》第二十七冊(台北：遠
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頁三六。

[18]

柏楊：《中國人，你為什麼還是老樣
子？》，載柏楊編著《中國人，你受了
什麼詛咒！》(香港書城有限公司，
一九八七年)，頁二九。

[19]

柏楊：《第一是保護自己》，載柏楊著
《醜陋的中國人》(長沙：湖南文藝出版
社，一九八六年)，頁八一。

[20]

同上，頁八二。
張苾蕪：《為柏楊先生一辯——評孫國
棟先生對〈醜陋的中國人〉的批評》，
載孫國棟著《評柏楊》(香港：明報出版
社，一九八九年)，頁一三五。

[21]

[22]

錢穆：《國學概論》(北京：商務印書
館，一九九七年)，頁一二二。

[23]

王先謙：《漢書補注》（下）卷八十一
「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北京：中華書
局，一九八三年)，頁一四三九至一四四
○。柏楊的譯文：「班固曰：自從武帝
劉徹興學以來，公孫弘以儒家學派巨
子，擔任宰相。之後，蔡義、韋賢成、
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牟當、馬
宮、以及平當的兒子平晏、平咸，都以
儒家學派巨子的身份，居於宰相高位。
穿著儒家的衣服、戴著儒家的帽子，傳
播先王（古代君王）的言語，風範溫柔
敦厚。然而，他們無不全力從事於保護
自己的俸祿跟官位，被人諷刺為諂媚拍
馬之士。我們如果用古人的標準衡量，
他們怎麼能夠勝任宰相的職務？」載柏
楊著《現代語文版資治通鑒》第十冊(北
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一九八五年)，
頁三二。此處，柏楊將「咸」誤譯為平
當的兒子。

[24]

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
版社，二○○三年)，頁九八。有關專制
統治者獨尊儒術的真實目的，夏曾佑早
已一語中的：「其（指秦皇漢武，筆者
注）尊儒術者，非有契於仁義恭儉，實
視儒術為最便於專制之教耳」。引自夏
曾佑：《中國古代史》（下）(長春：吉
林人民出版社，二○一三年)，頁
二五四。

[25]

胡秋原：《古代中國文化與中國知識份
子》(台北：學術出版社，一九七八
年)，頁二一○。

[26]

[30]

柏楊：《缺少敢講敢想的靈性》，收入
李瑞騰主編《柏楊全集》第二十七冊(台
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頁一
○六。

[31]

柏楊：《中國人與醬缸》，收入李瑞騰
主編《柏楊全集》第二十七冊(台北：遠
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頁六○。

[32]

語出香港《信報》訪問記錄：《柏楊慨
嘆中國人苦難未完》（原載香港《信
報》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二日），收入柏
楊編著《中國人，你受了什麼詛咒！》
(香港：香港書城有限公司，一九八七
年)，頁一五六。

[33]

柏楊：《第一是保護自己》，載柏楊著
《醜陋的中國人》(長沙：湖南文藝出版
社，一九八六年)，頁七○。

[34]

柏楊：《謀利有啥不對》，載柏楊著
《醜陋的中國人》(長沙：湖南文藝出版
社，一九八六年)，頁七八。

[35]

柏楊：《就教於柏楊先生——評〈醜陋
的中國人〉》，載孫國棟著《評柏楊》
(香港：明報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頁
八至九。

[36]

同上，頁一○。
[37]
柏楊：《醜陋的中國人》，載柏楊著
《醜陋的中國人》(長沙：湖南文藝出版
社，一九八六年)，頁七○。
[38]

[39]

《柏楊其人其事》（原載《文匯報》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收入中國華僑出
版公司編輯部編《醜陋的中國人風波》
(北京：中國華僑出版公司，一九八九

孫國棟：《評柏楊》(香港：明報出版
社，一九八九年)，頁六。

[42]

孫國棟：《再評柏楊著〈醜陋的中國
人〉》，載孫國棟著《評柏楊》(香港：
明報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頁三七。

[43]

張苾蕪：《為柏楊先生一辯——評孫國
棟先生對〈醜陋的中國人〉的批評》，
載孫國棟著《評柏楊》(香港：明報出版
社，一九八九年)，頁一二九。

Prejudice and Misunderstanding:
Academic Criticism of the "Ugly
Chinese"
Lin Qiang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Since the release, "The
Ug ly C h i n e s e" e n c o u n t e r e d a lo t of
cr it icism, i n wh ich Hong Kong's Su n
Guodong had conducted a comprehensive
and profou nd cr iticism on t raditional
cu lt u re, Con f ucia n ism , bu re auc r at ic
culture, traditional literati spirit and so
on in Bo Yang's Essays. This is a highly
representative response from literature and
history scholars on the theoretical level.
But reading these cont roversy essays,
although i ndicati ng Bo Yang』s many
arbitrary judgments and false arguments,
Su n Guodong also ig nored a prem ise
when Bo Yang critiqued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onfucian thought, that is the
bureaucratic culture and worship of power.
In addition, the essay writers and scholars
had a cognitive bias on the views of essay
writing and its social impact. This is the
main causes of this controversy.
Key words: Bo Yang, "Ugly Chinese",
Tradition Official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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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苾蕪：《為柏楊先生一辯——評孫國
棟先生對〈醜陋的中國人〉的批評》，
載孫國棟《評柏楊》，載孫國棟著《評
柏楊》(香港：明報出版社，一九八九
年)，頁一三六。

[41]

柏楊獨特的雜文筆法意在吸引讀者，促其思考，引起療救的注

同上。
同[注二十六]，頁六二。
[29]
柏楊：《人生文學與歷史》，收入李瑞
騰主編《柏楊全集》第二十七冊(台北：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頁七四。
[28]

柏楊：《非人也》，載柏楊著《柏楊全
集》第六冊(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頁三二九。

意，其功在社會大眾思想文化的影響上，而其過則是因追求片面的

[27]

年)，頁三至四。
[40]

深刻或者文史知識的錯誤製造出思想和知識上的混亂。

柏楊：《中國人與醬缸》，收入李瑞騰
主編《柏楊全集》第二十七冊(台北：遠
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頁六一。

文學藝術

從國家理想到個人關懷
——論魯藜詩歌中的「未來」意象
■ 姜麗麗
天津市魯藜研究會

摘

要：魯藜是中國解放區著名詩

文學創作中重要的文學元素。

從國家理想到個人關懷的轉變，是魯藜個人的創作特點，也是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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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必然。分析魯藜詩歌中的「未來」意象，對於反思個人與國家觀

念的關係，具有一定的詩史價值。

人，「七月派」代表詩人之一。本文通過

魯藜（一九一四至一九九九年）是二十

分析魯藜詩歌中的「未來」意象，反觀魯

世紀解放區的著名詩人，「七月詩派」代表

藜的詩歌創作與人生歷程，從而管窺二十

詩人之一。魯藜的創作軌跡和心路歷程，

世紀中國新詩的時代特點。在魯藜詩歌創

在二十世紀的知識份子中具有一定的代表

作前期，「未來」意象主要表現為國家理

性。本文主要分析魯藜詩歌中的「未來」

想。這種國家至上的情感與思維方式是

意象，通過這一分析，展現魯藜對於未來

「救亡壓倒啟蒙」的歷史必然。而在魯藜

的熱情以及他在這種熱情中呈現出來的從

詩歌創作後期，由於二十五年的蒙冤經

「國家至上」到「個人關懷」的思想歷程。

歷，魯藜的詩歌開始關注個體生存，關注

這種思想歷程的轉變不僅僅是魯藜個人

個人的內心世界。這種從國家理想到個人

的創作特點，也是時代的必然。二十世紀

關懷的轉變，是魯藜個人的創作特點，也

三四十年代，日寇入侵中國之後，「救亡」

是時代的必然。分析魯藜詩歌中的「未

思想逐漸代替新文化運動中的「啟蒙」意

來」意象，對於反思個人與國家觀念的關

識而成為社會的主流。「救亡壓倒啟蒙」的

係，具有一定的詩史價值。

理念最終促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關鍵詞：魯藜，七月詩派，「未來」
意象，國家理想，個人關懷。

似乎「救亡」修成了正果。可是，建國後一
段時間內，一系列過「左」的做法使社會
開始扭曲，一九五五年開始的胡風冤案，

在對二十世紀中國新詩的研究中，很

一九五七年開始的「反右」，一九六六年開

少有人關注「未來」意象。大概由於「未來」

始的「文革」讓社會達到前所未有的混亂。

意象反映的只是對未來的美好暢想，指代

「文革」結束後，人們開始對歷史進行反

比較單一，因而研究很難展開。但是，如

思。這種反思從「人道主義」開始，逐漸形

果深入分析「未來」意象及其所在的詩句

成對「啟蒙」的重新關注。人們開始重視個

與篇章，探尋「未來」意象的變化和發展歷

人，關注個體正常的生存欲求。而對魯藜

程，就會發現，詩歌中「未來」意象，與詩人

個人來說，經歷了二十五年的非人生活，重

的人生經歷和生命感悟，與時代的發展和

返自由後，他把寫詩看作生命中最重要的

知識份子的思想轉變，都有著緊密而深刻

事情，並在詩中開始關注個人化的主題，如

的聯繫。而且，從大歷史的角度來看，對於

對厄運的反思，對白首的感慨，對人生的

未來的暢想和堅持是二十世紀中國人生存

解讀等等。魯藜詩歌中的「未來」意象也由

觀念中核心的內容，也是現代以來中國人

指向國家理想轉變為關注個體生存。這種

部分。在《魯藜詩文集》的詩歌中，「未來」

對坎坷多舛的人生，魯藜把思考化為哲思，

意象出現的總頻率是八百零八次，《魯藜詩

化為詩歌中的感情與哲理。魯藜的人生在

文集》中有四百十五首詩歌 [2]，有「未來」

二十世紀的詩人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同

意象的詩歌總數為二百五十六首，占《魯藜

時代的很多詩人都與魯藜有相似的際遇，

詩文集》中所有詩歌的百分之六十二。因

只不過程度可能不同。所以，分析魯藜詩歌

此，僅從資料分析的角度來看，「未來」意

中的「未來」意象，對於瞭解二十世紀的新

象研究便是魯藜研究中一個不應忽略的話

詩史，對於分析二十世紀的詩人，具有一定

題。
本文對魯藜詩歌的分析，主要以兩個

的樣本作用。
魯藜，一九一四年生於福建省同安縣

部分進行。即魯藜詩歌創作的前後兩個階

（今屬廈門市翔安區），原名許度地 。三

段：第一階段是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五五年。

歲即隨父母到越南謀生。魯藜只上過小學

這是魯藜從發表文章開始到成為知名詩

四年級 即輟學，在 越南社會底層工作。

人，在文壇意氣風發，直至因胡風冤案而

一九三二年，魯藜護送病危的父親回國。

被捕。此時魯藜詩歌中的「未來」意象主要

父親去世後，魯藜在集美鄉村師範實驗學

表現為國家至上的理想主義。第二階段是

校開始接觸紅色思想。一九三三年魯藜發

一九八○年至一九九九年。這一階段是魯

表處女作散文《給母親》，從此開始了文學

藜經過二十五年非人折磨的坎坷歲月之後

生涯。一九三六年，魯藜加入中國共產黨。

的「歸來」，此時魯藜的詩歌相比於前期變

一九三八年，魯藜進入延安。在這期間，魯

得內斂了。對個人內心的關照，對坎坷歲月

藜先後發表了幾首詩歌。一九三九年魯藜

的哲學思考，成了魯藜詩歌的主要思想。

[1]

在重慶胡風主編的《七月》卷首發表《延河
散歌》，一舉成名，從此成為「七月詩派」
的知名詩人。在延安和解放區，魯藜開始系

時代的波譎雲詭造就了魯藜人生的大起大落。面對坎坷多舛的

波譎雲詭造就了魯藜人生的大起大落。面

人生，魯藜把思考化為哲思，化為詩歌中的感情與哲理。魯藜的人

象的取樣，主要出自《魯藜詩文集》的詩歌
生在二十世紀的詩人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轉變是時代在魯藜詩歌中的投射。時代的

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五五年：國
家至上

統地接受中共的教育，並為解放區做了很

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五五年，魯藜的詩

多實際工作。魯藜還曾在抗日根據地做過

歌基本以戰鬥為主題。魯藜一九三三年開

戰地記者，一邊拿槍，一邊拿筆，為戰鬥而

始發表處女作。而此時，中國的形勢就已

歌。一九四九年天津解放後，魯藜任天津

經開始危急。日本一九三一年入侵東北，

文協主席，主持天津文學工作。一九五五

一九三二年建立偽滿洲國。國難之下，魯藜

年，魯藜因胡風冤案而被捕，後又因「反

開始接受紅色思想，堅持抗日救國。幼年

右」、「文革」離 開文壇二十五年，直 到

在法國殖民地安南（今越南）的苦難生活，

一九八○年，方在詩刊上發表《雲之歌》，

讓魯藜對祖國的獨立、富強有著更加深刻

重返詩壇。一九八一年，魯藜被全面平反，

的感受。因此當抗日戰爭打起，魯藜就成

從 此 魯 藜 淡 泊 名 利，一 心 寫 詩。直 到

為一名堅定的愛國鬥士和戰鬥詩人。魯藜

一九九九年於天津病逝。

在解放區曾擔任過戰地記者，他親眼目睹
了戰爭，所以，他的戰鬥詩篇可以說是歷史

來」意象展開。本文中的「未來」意象，是以

的記錄和心靈的寫照。即使後來新中國成

「未來」意象群的方式來呈現的。這個「未

立了，魯藜的詩歌還是以對戰鬥生活的回

來」意象群包括十一個表達「未來」意象的

顧為主題。在這些戰鬥的詩歌中，「未來」

詞語：春、黎明、曙光、晨、希望、未來、將

意象頻繁出現。這些「未來」意象表達了詩

來、明天、新、理想、夢。本文對「未來」意

人在戰鬥的生活中對祖國未來的美好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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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對魯藜詩歌的分析，主要從「未

憬。而這，正是支撐魯藜戰鬥生活的精神

著它的周圍//血和雪相抱/輝照成虹彩的花

支柱。
第一，魯藜詩歌中的「未來」意象，

朵//太陽光裏，花朵消溶了/有種子掉在大

體現為國難之下的戰鬥激情。

把死亡寫得很唯美。一般來說，年輕人見

地裏」[5]。這首詩是魯藜的著名作品。魯藜

魯藜開始發表詩歌，是從一九三六年

了死亡也許會害怕，但是，這首詩歌中沒

開始。這一年，魯藜加入了中共地下黨。在

有懼怕，有的是對烈士的崇敬，有的是對

中共的領導下，魯藜參加了一系列革命活

未來的暗喻。「有種子掉在大地裏」，這

動。由於強烈的愛國熱忱，魯藜的詩歌，從

「種子」，實際是隱性的「未來」意象。它表

誕生開始就充滿了戰鬥的激情。而在充滿

明了戰士犧牲後，對敵人的仇恨，在人們

戰鬥激情的詩句中，「未來」意象所表達的

心中播下種子。這種子，即是人們拿起烈

國家理想即是魯藜戰鬥激情的力量之源。

士的槍，繼續戰鬥，繼續消滅敵人的頑強

在魯藜開始步入詩壇的時候，他的詩

信念。

歌中的「未來」意象在戰鬥的激情中表現

經歷過戰鬥的洗禮，魯藜的詩歌更加

為對未來的無限憧憬。如「去吧！流我們的

純粹。沒有經歷過戰爭的人們，對戰鬥的

血/去渲染我們 黎明 的國家！」 。年輕的

想像也許只是殘酷。而魯藜的詩歌，讓我

魯藜，為了國家不惜流血犧牲，目標就是

們瞭解到：戰鬥的生活，也可以色彩繽紛。

「國家」的「黎明」。這首詩寫於一九三六

「啊，春的顏色，/春天的酒呀！/你斟給我

年。當時，抗日戰爭還未打起，但是，東北

們生命以火焰呀！/像火焰般飛舞的春天

的淪陷已經使無數愛國青年義憤填膺。為

呀，/你燒灼著太行山，/你燒灼著我們青春

了祖國的獨立和富強，青年們不吝筆墨書

的胸部呀！」 [6]這首《青春曲》是魯藜寫於

寫愛國情懷，不怕犧牲保衛祖國和家園。

太行山根據地的名作，也是魯藜做戰地記

[3]

由於強烈的愛國熱忱，魯藜的詩歌，從誕生開始就充滿了戰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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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而在充滿戰鬥激情的詩句中，「未來」意象所表達的國家理想

即是魯藜戰鬥激情的力量之源。

魯藜詩歌中的「未來」意象是戰鬥激

者時真實生活的寫照。不斷出現的「春」的

情的理想指向。如：「炮台灣啊！/祝你為祖

意象，讓人感到激情澎湃。戰士們的生命

國效命在海岸的咽喉，/春天來了，那時候/

像火一樣熱烈，像春天一樣燦爛。這些頻

美麗的花會開滿你的胸窩！」[4]這首詩是魯

繁出現的「未來」意象，表明了在戰鬥的生

藜一九三七年的作品。「炮台灣」是上海的

活中，青春仍然可以豐富多彩，生命仍然可

一處軍事要塞，對於海軍戰爭具有重要意

以熱烈奔放。

義。魯藜在這首詩中如對情人一樣呼喚「炮

總體來講，魯藜詩歌中漾溢著戰鬥激

台灣」，希望「炮台灣」為保衛祖國而「效

情。而戰鬥激情的力量之源即是國家理

命」，守護住「海岸的咽喉」。而這種戰鬥

想。如：「我們向前走去，英勇地奔赴戰場/

的未來，即是「春天」和「美麗的花」。這種

大時代為我們準備了一切原料/要我們在天

「未來」意象，表達了魯藜戰鬥生活的最終

空、海洋、山脈、平原之上/大膽地創造一

理想，表明了魯藜 對祖國未來的堅定信

個嶄新的必然的王國」 [7]。戰士們奔赴戰

心。

場，奮勇殺敵，不怕犧牲。他們的精神支柱
一九三八年，魯藜入延安。而後，又在

就是一種信念——建立一個「嶄新的必然

解放區做戰地記者。在真實的戰鬥中，魯藜

的王國」。對蒙難祖國的深沉熱愛，讓戰鬥

體會到了死亡的殘酷，但是，對這種殘酷，

變得神聖，讓信念變得忠貞。「戰士和詩人

魯藜多是 以神聖的眼光 去看待的。《花

原來是一個神的兩個化身」 [8]。魯藜的戰

圈》、《夜葬》、《紅的雪花》都是對烈士的

鬥詩歌，即是這句話的詮釋。對魯藜的詩

謳歌。「冬天，在戰鬥裏/我們暫時用雪掩埋

歌，胡風如此評價：「我愛這些詩，它們使

一個戰死的同志/雪堆成一座墳/血液渲染

我得到了歡喜，汲取了勇氣。它們是從人民

像胡風所說，魯藜的詩歌來源於戰鬥，來

評價了魯藜的詩歌。「夢」來源於鬥爭，又

源於人民的鬥爭。這些戰鬥的詩篇體現的

給戰鬥塗上一層夢幻的色彩。在艱苦的戰

國家理想，是時代的必然要求，是祖國危

鬥生活中，也只有如此的「美夢」，才能給

難時眾多青年人的精神自覺。
第二，魯藜詩歌中的「未來」意象與

戰鬥者最心馳神往的鼓舞。

「國家」意象相伴出現，表達了詩人對國

中，「夢想成真」了。所以，解放後，魯藜的

家未來的美好夢想。

詩 歌 中未 來 意 象「新」與 國 家 意 象「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魯藜的心

「未來」意象與「國家」意象的相伴出

國」，組成了一個魯藜最常謳歌的片語「新

現，清晰地表達了魯藜的國家理想。這是

中國」：「歡呼就要到來的全國勝利/歡呼

魯藜前期詩歌中的鮮明特色。「未來」意象

一 個 獨 立、民 主、自 由、繁 榮 的 新 中

與「國家」意象在魯藜前期的詩歌中同時

國」[13]。勝利的喜悅，對中國未來濃濃的期

出現的頻率很高。這並非偶然，而是說明，

待之情展現筆下。

魯藜詩歌中的「未來」，不是個人的得失榮

魯藜用滿懷的熱情迎接解放，迎接中

辱，而是對國家未來的美好想望。魯藜戰

華人民共和國，魯藜的詩歌，字裏行間也

鬥也好，寫詩也好，工作也好，都是為了祖

表達了這種滿懷的豪情與自信。「從這一天

國、為了國家的美好未來。

開始/我們才知道我們的雙手有用/我們把

「未來」意象與「國家」意象緊密相

舊世界打他落花流水/我們要把新世界種

連，描摹出一幅美麗的未來圖景。如：「我

播千花萬花/從這一天開始/我們才知道我

們相信，我們加緊的步伐/要踏到那樣的一

們的語言的力量/我們宣佈舊中國的死亡/

個年月/我們的國家將要完全實現我們的理

我們宣佈新中國的誕生」 [14]。在魯藜的詩

想/旗幟將飄揚於雲際/巨帆將到達海岸/勝

歌中，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看做「新世界」、

利的歌聲將傳遍每個心靈」 。「未來」意

「新中國」。美夢般的未來，就在「新中

象「理想」讓「國家」充滿夢幻色彩。「我們

國」綻放。魯藜說：「看見祖國，看見未來/

的國家將要完全實現我們的理想」，這種

看見祖國，看見我們的夢」 [15]。祖國的「未

浪漫主義的詩句，雖然稍顯稚拙，但是，卻

來」與「夢」已經變為現實。魯藜無比興

鮮明地表達了魯藜對祖國未來的期待與想

奮，激動地歡呼，要對祖國放聲歌唱。這是

像。

魯藜的個人感受，也是時代的特點。就像

[10]

謝冕所說：「這是放聲歌唱的年代，『凡是

姻」，表達了魯藜的革命夢想。如：「夢見我

能開的花，全在開放；凡是能唱的鳥，全在

們新的祖國/夢見我們新的城市和鄉村/夢

歌唱』。這首短詩，是迄今為止對那個時代

見在那自由和幸福的世界裏/到處是花朵
和甜蜜的歌聲」 [11]。「未來」意象「夢」與

最精簡的概括」[16]。
第三，魯藜前期詩歌中的國家理

「國家」的結合，展現了戰士詩人對祖國明

想，體現為魯藜一生念念不忘的「延安情

天的美麗幻想。那些「自由和幸福」的美

結」。

夢，那些「花朵和甜蜜的歌聲」的響往，天

在魯藜前期的詩歌中，「未來」意象與

真而感人。就像胡風所說：「天真的詩，沉

延安生活緊密相連，體現了魯藜對延安的

醉的詩，美夢的詩，但詩人的天真、沉醉、

熱愛，對中共的忠誠。魯藜對延安的感情

美夢……是發芽於最艱苦的鬥爭裏面，發

非常深厚。一九三八年，魯藜進入延安，在

芽於最現實的戰鬥者的堅韌不拔的心懷裏

抗日軍政大學學習時，中共中央駐地楊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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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意象與「國家」理想的「聯

「未來」意象與「國家」意象在魯藜前期的詩歌中同時出現的

愛鬥爭的靈魂的門」 [12]。這句話很精闢地

頻率很高。魯藜詩歌中的「未來」，不是個人的得失榮辱，而是對

用著純真的追求所擷取來的精英」 。正

國家未來的美好想望。魯藜戰鬥也好，寫詩也好，工作也好，都是

面。詩人的歌聲打開了我們更愛人生也更

[9]

為了祖國、為了國家的美好未來。

的海洋，鬥爭的海洋產生的，但卻是作者

嶺就離學校三四裏地遠。魯藜可以經常看

常清晰的「未來」意象。魯藜在從事中共地

到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這對魯藜來

下工作的時候，曾經被國民政府短期監禁

說，是新鮮而興奮的。後來，雖然魯藜大多

過，所以，「理想活躍在監獄」並不僅僅是

時間在解放區的各個抗日根據地工作，但

比喻，也是魯藜對革命生活的回顧。而「我

是，魯藜曾三入延安，對魯藜來說，延安是

們的理想就要開花」則是年輕人意氣風

一種精神象徵。魯藜說：「延安是我的人生

發、對未來充滿信心的寫照。這種清新明

的重大里程碑。延安過去是我的燈塔，將

麗的詩句，在當時的國統區「幾乎每一篇作

來仍然是我的燈塔」 。「延安情結」一直

為新世界的福音，讓天真的讀者讀了，無

貫穿於魯藜的一生。

不在驚詫和期待中睜大了眼睛」 [23]。正是

[17]

魯藜詩歌中對延安描寫的最早、最知

這些描寫延安、感受延安的新鮮詩句，讓

名的詩 歌 即為 組詩《延 河 散歌》。這 首

魯藜的詩歌成為國統區青年認識解放區的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在重慶《七月》第四集第

窗口，同時使魯藜成為讀者喜愛的解放區

四期卷首發表 的一系列詩歌，給魯藜帶

的知名詩人。

[18]

魯藜詩歌中對延安的描寫，不僅僅止

藜的新詩，經胡風先生推薦給當時的大後

於《延河散歌》，在魯藜其他詩歌中，也有

方，立 即震驚了鑒賞力已漸疲 軟的讀書

對延安的謳歌。甚至，「未來」意象多次與

界。例如，他的《延河散歌》在《七月》上一

詞語「延安」同時出現。如：「延安，延安/當

發表，那種新鮮、自然、明朗、和諧的樂觀

我聽到你發出了警號/我沒有任何驚慌失

而又深沉的詩風立即使人認識到，詩果然

措/我看到那勝利的曙光/透露在那雷雨的

有真假之分」 。天津社會科學院文學研

閃電裏」 [24]。詞語「延安」重疊出現，表達

究員王玉樹說：「在抗戰文學史上，《延河

了魯藜對「延安」的深情呼喚。而「未來」

散歌》是第一次用清新優美的詩章謳歌延

意象「曙光」的運用，則表達了魯藜對「延

安解放區的作品，而在大後方產生很大影

安」勝利的信心。「聽吧/聽吧/兄弟姐妹們/

響，成了他從詩壇上崛起的一聲禮炮」 。

黑夜已經走到了末路/晨雞已經叫喚了/黑

從詩歌影響上來說，魯藜和延安是互相成

暗開始從東方總崩潰/那人類心臟的克里

就的。延安給了魯藜詩歌書寫的素材，大西

姆林宮的巨鐘響了/那祖國的心臟延安/已

北的粗獷風光，延安如火如荼的政治生

吹起了黎明的信號」 [25]。這是日本投降後

活，都化作《延河散歌》的生動清新。而魯

魯藜寫的一首詩歌。這些詩句表達了魯藜

藜的詩歌，將延安的新世界介紹給頹靡的

在抗日戰爭勝利之後的喜悅和對延安未來

國統區，讓國統區的知識份子看到一個完

的澎湃激情。延安一直是魯藜心中的燈

全不同的、充滿活力的延安，從而為許多迷

塔。正像魯藜在一首遺作中所說：「是延河

茫之中的知識份子提供了一個新的選擇。

水哺育我的詩的青春/是延河風吹亮我的

[19]

從詩歌影響上來說，魯藜和延安是互相成就的。魯藜的詩歌，

將延安的新世界介紹給頹靡的國統區，讓國統區的知識份子看到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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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不同的、充滿活力的延安，從而為許多迷茫之中的知識份子提供

了一個新的選擇。

來了煌煌詩名。「七月派」詩人綠原說：「魯

[20]

《延河散歌》中的「未來」意象，清新

創作火焰/如果我至今生命還沒有空白/那

明麗，展現了魯藜在延安時明朗的心境和

是因為延安風格還沒在我的靈魂裏消失」

堅定的信心。如：「星不是落了/星不是謝了/

[26]

星在引導我們向黎明」 。「星」有指代中

中，從來不曾消逝。

[21]

。魯藜對延安的信念，在魯藜的一生之

共之意，而「黎明」這一「未來」意象，表明

綜觀魯藜前期的詩歌創作，「未來」意

了魯藜的信念，即只有中共，才能引領中國

象與國家理想緊密相連。在戰鬥的詩歌

走上勝利之路。「野花生長在荊棘裏/好像

中，在描寫延安的詩歌中，在憧憬未來的

理想活躍在監獄」、「野花要結實/我們的

詩歌中，「國家至上」是魯藜的原則。詩人

理想就要開花」[22]。「理想」這又是一個非

魯藜，在大量的詩句中謳歌祖國，卻很少

徵，也是時代的特色。與魯藜同時代的「七

胡風《為祖國而歌》：「祖國呵/為了你/為了

月派」詩人，大多與魯藜一樣擁有著濃厚的

你的勇敢的兒女們/為了明天/我要盡情地

國家情結。如辛克的《我愛那一幅旗》：

歌唱」 [29]。這些詩句比較直白，如話語一

「腥風裏/帶來了溫柔的黎明/帶來了春的

樣表達了胡風為祖國盡情歌唱的詩人情

彩色/——把生命放在春的節奏裏/把骨肉

懷。戰鬥、希望、祖國，這是戰爭時期戰士

在彈花中化成泥……」 。這些詩句既描

詩人詩歌中的關鍵詞。

[27]

新文化運動以來的「啟蒙」對個人的

泥」，也展現了希望。「春」、「黎明」這些溫

關注，在抗日戰爭時期讓位於「救亡」的需

暖的「未來」意象與殘酷的戰爭一同呈現

要。李澤厚在《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

在詩歌中，帶給人的感覺是腥風血雨中的

中說：「在如此嚴峻、艱苦、長期的政治軍

一絲美景、一線希望。再如綠原的《春雷》：

事鬥爭中，在所謂你死我活的階級、民族

「呼喊吧，呼喊吧，春雷/湊近那些可憐的

大搏鬥中，它要求的當然不是自由民主等

聾子們的耳朵/用你尖銳的智慧的鋼針/劃

啟蒙宣傳，也不會鼓勵或提倡個人自由人

在你寬闊的氣魄的鐵板上/撕破那些衰弱

格尊嚴之類的思想，相反，它突出的是一切

的心臟吧，春雷/我們需要大膽的春天，這

服從於反帝的革命鬥爭，是鋼鐵般的紀

個世界需要/在你起死回生的霹靂裏 /突

律、統一的意志和集體的力量。任何個人

變！」 這些詩句則是大聲的吶喊了。綠原

的權利、個性的自由、個體的獨立尊嚴等

呼喊「春天」、「春雷」，為的是澎湃的戰鬥

等，相形之下，都變得渺小而不切實際」

激情，為的是「在你起死回生的霹靂裏/突

[30]

變！」這首詩歌，有些像詩人田間的詩風，

亡壓倒啟蒙」。這是迄今為止對這段歷史

[28]

。李澤厚的這些論述，簡要表達即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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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了戰爭的殘酷——「骨肉在彈花中化成

正是由於「救亡壓倒啟蒙」，中國才能最終趕跑日本侵略者，

如戰鼓，如疾雷，為戰鬥而擊鼓吶喊。再如

新中國才能建立。但是，這也導致當時對現代個人權利與自由觀念

的忽視，在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國，就使啟蒙變得任重而道遠。

關注自己的個人得失。這是魯藜的性格特

的最精闢論述。在祖國蒙難的時代背景

求。在暗夜中，對未來的渴求支撐了魯藜漫

下，個人的權利與自由不再是最迫切的，祖

長的人生「夜路」。魯藜曾說：「那用以支

國的獨立和富強才是第一位的。正是由於

持我們去含辛茹苦地跋涉這漫長的坎坷的

「救亡壓倒啟蒙」，中國才能最終趕跑日本

人生之路，能夠挺起胸向前走，能夠一次

侵略者，新中國才能建立。但是，這也導致

次跌倒又一次次爬起來的，不是什麼鬼斧

當時對現代個人權利與自由觀念的忽視，

神工；而是一絲黎明前黑暗裏的縹緲的曙

在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國，就使啟蒙變

光，一線真 摯的同情，一滴 溫暖的 淚花

得任重而道遠。

……」[31]。正是這種暗夜中對未來的渴求，

一九八○年至一九九九年：個
人關懷

對同情的感念，才讓魯藜在家庭破裂、個
人受難的情況下，還能堅持二十五年的漫
長時間。

魯藜後期的詩歌中，「未來」意象與「暗夜」等詞語相對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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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展現了魯藜對醜惡的鞭撻、對厄運的抗爭、對未來的渴求。在暗

夜中，對未來的渴求支撐了魯藜漫長的人生「夜路」。

一九五五年，由於胡風冤案的株連，

在魯藜重返詩壇後，魯藜表達了對厄

魯藜被捕。此後，魯藜又經歷了「反右」、

運的抗爭和對明天的讚頌：如：「因為是堅

「文革」，在這期間，魯藜一直處於被「打

信明天，才那麼樂於闖入黑暗去 傳播火

倒」、被「勞教」的境遇中，離開文壇二十五

種」[32]。這句詩語言很淺易，可是，內涵卻

年。一九八○年，魯藜以一首發表在《詩

很深刻。在「黑暗」的生活中，「火種」是多

刊》上的《雲之歌》，重返詩壇。一九八一

麼珍貴。而「傳播火種」的動力是「堅信明

年三月魯藜被全面平反，從此，魯藜可以自

天」，可以想像，那些關在「牛棚」中的人，

由地寫詩了。但是，由於歲月的滄桑，魯藜

正是因為這種幾乎沒有理由的信念，才能

的詩風不再有早年奮鬥的激情，開始變得

讓他們度過那難熬的歲月。「靈魂的美/是

深沉厚重。魯藜詩歌中的「未來」意象也不

淚眼中的曙光/黑暗曾經多麼濃重/也不能

再僅僅關注國家理想，而是更多的關注了

淹沒你那真純的信念/歲月曾經多麼嚴酷/

個人的生存與命運。對二十五年厄運的反

也不能封鎖你那天青色的笑聲」[33]。這幾

思，對人生與生命的感悟，讓魯藜晚年的

句詩非常感人。「黑暗」與「曙光」的對比，

詩歌更具厚度與張力。
第一，魯藜後期詩歌中的「未來」意

「淚眼」與「笑聲」的相對，展現了詩人內

象展示了魯藜對這二十五年厄運的反思。

心的悲壯情懷，讓人讀後久久不能釋卷。
魯藜經歷了二十五年的蒙冤。同被「打

二十五年的沉默，四分之一世紀的苦

倒」的「七月派」詩人，有的被迫害致死，有

難，給了魯藜痛苦，也給了魯藜思考。對這

的瘋瘋傻傻了。魯藜說：「啊，有多少同時

二十五年的厄運，魯藜有過抗爭。他詩歌中

代生死與共的革命夥伴/瀕臨於黎明時分

的「未來」意象與「暗夜」等意象的對比，

倒在血泊裏/如今活著的雖然頭上都蓋滿

反映了魯藜對厄運的詛咒。這種抗爭，在

霜雪/但心中熱血仍在沸騰志在千里//啊，

魯藜的詩歌中，不是直接的控訴，而是委

我的朋友，人生有什麼吃不了的苦/有什麼

婉的訴說。那種深入骨髓的人生感受，比

克服不了的挑戰/只要你不退縮披荊斬棘

直接的控訴更有力量。對這悲慘的二十五

向前/你就會發現人間裏的仙境，地上的天

年，魯藜也有過反思，這種帶有「未來」意

國」 [34]。這種勇於挑戰的精神，這種歷盡

象的反思，是厄運過後舔舐傷口的感慨，

挫折仍擁有希望的心態，讓魯藜終於看到

是恢復自由後對生活的哲理表達。

「黎明」。這種經歷，雖然同時代的人不同

魯藜後期的詩歌中，「未來」意象與

程度都具有，可是，對於魯藜來說，這卻是

「暗夜」等詞語相對比出現，展現了魯藜對

切切實實的個人感受。當他被「勞教」之

醜惡的鞭撻、對厄運的抗爭、對未來的渴

時，他是孤獨的。他所能依賴的，只有自己

強大的內心，自己堅強的意志。

魯藜早年寫詩是在戰鬥的生活中倉促
對戰鬥的瞬間感受。而魯藜重返文壇之

自己人生歷程中這段最長的「暗夜」。這思

時，已經六十六歲高齡了。滿頭的白髮和對

考，有對痛苦的深刻感受，也有對歷史的

名利的看淡，讓魯藜把生活的重心完全放

個性化反思。如：「信念於淚珠中璀璨/希望

在了寫詩上，詩歌基本成了魯藜唯一的追

於血痕中絢爛」 。這兩句詩，充滿著生

求。王玉樹在《魯藜的晚年風景》中說：

活的哲理。堅定與執著的信念，正是在無

「據南開大學的一位朋友回憶，解放初期

數次的哭泣之後，才更表現出它的精神力

魯藜出任天津市文協主席，經常下廠下校

量。對未來的希望，正是在被毒打、被侮辱

講演，那時他煙不離口，氣度不凡。如今卻

中，才變得更加珍貴。正是因為在一無所有

摒棄了所有嗜好，一心讀書寫作，身上的衣

的時候，還擁有信念與希望，才不至於精神

著也十分樸實。在書房的那張楠木大辦公

崩潰。又如：「我知道我和你如同形影擁有

桌上，經常堆滿從海內外寄來的書刊、詩

同一的信念/要去迎接那將要化歷史的黑

稿和紙筆」 [38]。魯藜的好友丁國棟也說，

暗為灰燼的曙光」 [36]。魯藜的好友丁國棟

晚年的魯藜幾乎以詩歌為生命。在這種生

說，魯藜對自己後期的作品，最滿意的就是

活狀態下，魯藜的詩歌很少關注國家理

這篇《寫給我的檯燈》。魯藜喜愛這首詩

想，大量的詩歌書寫的都是個人的感受與

也許有很多原因。筆者感受到的是，這是

生活的哲理。回歸個人，成了魯藜後期詩歌

對歷史的控訴。檯燈是魯藜想像中的唯一

的重要特點。

[35]

陪他度過那麼多蒙冤歲月的戰友。在那個

首先，魯藜詩歌中「未來」意象與「白

時代，魯藜不可能擁有一直陪伴在他身邊

髮」意象相隨，表達了魯藜雖白首，但依然

的戰友，連愛人都和他離婚了，孩子也被愛

歌唱未來的「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

人帶走了。所以，當他把檯燈作為不離不棄

年，壯心不已」的人生態度。如：「掀開窗

的戰友時，他的控訴才如此真實，如此深

簾/我迎接了紅日/分不清那在窗前閃爍的

刻。

是晨光/還是我的銀髮/但是，我感到幸福/
很多魯藜的老友說，魯藜很少對這段

我的生命浸透在祖國的黎明中」 [39]。「晨

歷史的埋怨。其實，魯藜的內心也閃過叛

光」與「銀髮」讓魯藜「傻傻分不清楚」（中

逆的思想。他在一首生前沒有發表過的詩

國網路語言），真是這樣嗎？其實，這是魯

歌中說：「你千萬不要揭開/那蒙在事物上

藜 歡樂的感慨：暮年了，終於迎來了「晨

的一層帷幕/如果讓你看清了那赤裸裸的真

光」，終於可以自由的生活了，這是多麼快

實/你將永遠悔恨曾來到這個人世」 。這

樂的事！所以，他說：「我的生命浸透在祖

首詩魯藜生前給好友丁國棟看過，卻從未

國的黎明中」，這是對自由的謳歌，對撥亂

想過發表。因為，在魯藜看來，這是他內心

反正的感慨。

[37]

魯藜詩化了自己的「白髮」。他在《白

不能讓世人知道。今天看來，這實際上是

首吟》中說：「我常常凝立如同東方原野上

魯藜的覺醒。
第二，魯藜後期詩歌中的「未來」

虔誠默禱的向日葵/讓我每莖銀髮如同花

意象與「白髮」意象，「未來」意象與

清晨，讓「白髮」沐浴在美妙的「曙光」中，

「詩」意象相伴出現，體現了魯藜白首詩

沒有別人打擾，沒有人限制魯藜的自由，多

心的文學追求和以詩歌為生命的生活理

麼愜意美好！滕雲說：「歲月只染白了他

念。

（魯藜）的頭髮，他的歌聲卻不蒼老喑啞，

瓣浸浴於曙光裏」[注四十]。靜靜地凝立於

１１１

深處隱藏的聲音，這是魯藜心底的秘密，

魯藜早年寫詩是在戰鬥的生活中倉促成稿的，而魯藜重返文壇

頌未來之外，魯藜也在思考這段厄運，思考

之時，已經六十六歲高齡了。滿頭的白髮和對名利的看淡，讓魯藜

成稿的，詩歌是戰鬥生活的寫照，是詩人

把生活的重心完全放在了寫詩上，詩歌基本成了魯藜唯一的追求。

在厄運過去之後，除了鞭撻醜惡和歌

他的歌喉依然明亮年輕」 [41]。因為，魯藜

惰」[46]。可以說，經過年輕時的槍林彈雨，

太鍾愛這種可以無拘無束寫詩的自由，所

經過二十五年的人生磨難，魯藜已經不畏

以，白髮是一種現實，也是一種詩意。

死。但是，對生的感受，對人生無常的感覺

其 次，魯 藜 詩 歌 中「未 來」意 象 與

卻常常出現在魯藜的詩歌之中。

「詩」的意象相伴出現，體現了魯藜把詩歌

魯藜後期詩歌中的「未來」意象與人

當做晚年生活重心的生命狀態。晚年的魯

生感悟結合的最早的詩篇是一九八○年發

藜，淡泊名利，一心寫詩。魯藜說：「當我沉

表的《馬蹄鐵》。魯藜在路上撿到一塊殘

沒在我的創作思潮 裏 / 我才獲 得真正的

缺的馬蹄 鐵，魯藜把它拿到家裏釘在牆

我」 [42]。這種對詩歌本身的依賴，已經超

上，看著這塊磨平的馬蹄跌，魯藜對二十五

越了文學追求本身，使詩歌成為一種生命

年苦難生活的感悟深沉而動人：「我的朋

的闡揚，成為一種精神的依歸。如：「夜

友，你同我一樣熱愛人生/一樣熱愛人類的

裏，我躺在蚊帳裏/悄悄記下幾行詩/於是，

理想/一樣顛沛流離來自漫長的過去/一樣

就讓窗上的繁星/紛紛投入我的美夢」 。

飽嘗了人世的離合悲歡/因此等你看到了這

這幾句詩溫柔可愛。詩人晚上沒睡著，想

磨平了的道路/而它自己的生命又被歲月磨

起了幾句詩，就把它記下來。寫詩如此美

平了的馬蹄鐵/你也會和我一樣的/去欣賞

好，寫下這幾行詩，可以讓「繁星」投入「美

它身上至今仍然散發著的光澤」 [47]。魯藜

夢」。魯藜對詩歌的熱愛與追求可見一斑。

曾經那麼酷愛「人生」與「理想」，可是，

再如：「讓我們去高擎那來自黑壤，來自污

二十五年的苦難，讓魯藜感受最深的卻是

泥/透過黑暗像曙光那樣伸舒向黎明的詩

「被歲月磨平」。這是魯藜經過四分之一世

之芙蓉」 。在這幾句詩中，「詩」本身就

紀之後的人生感思，沒有歎息之聲，卻讓

是「曙光」，是「黎明」，它可以衝破「黑

人深刻地感受到了歎息之情。這種人生感

暗」，可以出淤泥而不染。詩，對魯藜來說，

悟，是魯藜用二十五年的厄運換來的，是帶

是最純粹的精神追求，是生活的希望。魯

血的淚珠。

[43]

魯藜曾經那麼酷愛「人生」與「理想」，可是，二十五年的苦

難，讓魯藜感受最深的卻是「被歲月磨平」。這是魯藜經過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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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之後的人生感思，沒有歎息之聲，卻讓人深刻地感受到了歎息之

情。

[44]

藜說：「我那彩色繽紛的希望/都結晶在我

魯藜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之後的詩歌

的詩行裏」[45]。「詩」是魯藜晚年精神的火

中，「未來」意象與人生感悟的結合最多的

焰，是暮年魯藜生命的依託。
第三，魯藜詩歌中的「未來」意象與

是「夢」與「人生」的重疊運用。魯藜早年的

人生感悟相結合，展示了魯藜對生命、對

那時的「夢」，是對祖國美好未來的夢，是

人生的重新思考。

在戰鬥中對國家理想的夢。而暮年的魯

詩歌中也有「夢」這個「未來」意象。但是，

魯藜年輕時也有對生命的慨歎，比如

藜，對「夢」的感受更多的是「人生無常」。

《花圈》、《夜葬》、《紅的雪花》等，那是

「啊，人生，有的彩色繽紛/有的卻如

對犧牲的戰友的祭奠。那種對生命隕落的

夢如幻如曇花」 [48]。「彩色 繽紛」的「人

感受，雖然沉重，但是還有一種國家理想

生」，應該是魯藜年輕時意氣風發的日子

的神聖性。魯藜當時所想的，更多的是繼承

吧。而「如夢如幻如曇花」呢？指的是從人

死者的遺志，把革命進行到底。而魯藜暮

生頂點到谷底，還是從谷底的絕望之中又

年，疾病纏身，死亡的威脅就在眼前，可

恢復了自由？或者，兩者都有吧。年輕時的

是，他的詩歌中卻沒有對疾病的描寫，沒

魯藜信念堅定，雖然被國民政府逮捕過、

有對死亡的思考。不是魯藜畏懼死亡，魯藜

監禁過，但那時，魯藜心中的信念讓他並

曾對耿直說：「上帝給予我的時間越來越

不覺得這是苦難，而是磨練。但是，當他在

吝嗇，因此，我對時間也很吝嗇。總想在見

新中國成立後，在夢想實現後，卻被自己一

馬克思的時候，不要讓他老人家責怪我懶

直信仰的政權「打倒」。革命吞噬了革命的

「未來」意象有一個共同的指向：對屈辱生

感受，又怎一個「夢」字了得？所以，魯藜

活結束的渴望和平反之後的興奮。這些東

說：「那些似詩非詩也許是詩中之詩/那些

西是大家共同的感受。但是，對每一個「七

似夢非夢也許是真正的人生」 。這種對

月派」詩人來說，他們的經歷都是獨特的，

人生的感慨，甚至帶著些虛無主義的色

他們的感受也都是個人化的。在「七月派」

彩，卻是魯藜晚年最具哲理的思考。

詩人被打倒的二十多年中，每個詩人都經

[49]

魯藜後期的詩歌創作，關於國家理想

歷了不同的屈辱與損害。而那時，他們沒有

的明顯少了，但也並不是沒有。比如魯藜後

國家理想可以依傍，沒有黨派的信仰可以

期的詩歌中仍有一部分是對十一屆三中全

支撐。有的人，在苦難的生活中因為各種原

會、對周恩來、對中國共產黨、對國家建設

因而死去；活下來的，以後的生活也各不

的謳歌。但是，魯藜後期的大部分詩歌，尤

相同。有的還在寫詩，而且寫得更加出色；

其是寫得比較好的詩歌，基本都和個人的

有的卻從此放下了手中的筆。
這種磨難，不只「七月派」詩人經歷

這種由國家理想轉入個人關懷的詩歌變

了。「反右」中被「打倒」的人，「文革」中被

化，不是魯藜獨有的，也是時代發展的結

關「牛棚」的人，也同樣經歷了。而這種經

果。「七月詩派」眾多詩人，大多都有二十五

歷，也不僅限於「打江山」的老革命，年少

年左右的蒙冤經歷。所以，他們對屈辱的

的後來的「朦朧派」詩人，也經歷了上山下

感受更加深刻，對「未來」的渴盼更加濃

鄉等社會生活的變故。而且，「朦朧詩派」

烈。如：冀汸《迴響》：「我有一個不渝的信

的少年們，沒有長輩那種恢復名譽、恢復黨

念：/黑夜的盡頭是黎明，一定是黎明，/沸

籍、恢復工作的好待遇，他們掙扎著在苦

騰的海上，浮起絢麗的霞光」 。冀汸在

境裏尋找自己的理想[52]，所以，他們的痛苦

「七月詩派」的詩人中，是一個比較直率的

也更深入內心。如：芒克《天空》：「希望，

人，所以，他的詩歌也比較率真，不加矯

請你不要去得太遠/你在我身邊/就足以把

飾，卻充滿力量。「黑夜的盡頭是黎明，一

我欺騙」 [53]。在芒克的詩中，「希望」就是

定是黎明」這種同語反覆，表達了冀汸在

自欺欺人的生活理念，就是阿Q的「精神勝

蒙冤的二十五年的不變信念，而這，正是冀

利法」。這種表達，比「七月詩派」還要辛

汸堅持下來的精神支柱。再如羅洛《春之

辣、深刻。又如舒婷《會唱歌的鳶尾花》：

四重奏》：「春風叩開了/我的窗戶/那關閉

「理想使痛苦光輝」[54]。痛苦是深刻的，無

了/整整一個冬天的窗戶//春風吹綠了/我的

法逃避的。如何面對這種痛苦？那就給自

柳樹/那枯槁了/整整一個冬天的柳樹//春風

己一個理想吧。有了這種理想的麻醉，當走

送來了/我的燕子/那離別了/整整一個冬天

出痛苦時，甚至會覺得痛苦是有光芒的。

的燕子」 [51]。這是羅洛在獲得自由後的由

這種反觀，也頗讓人深思。還有食指著名的

衷感慨。三段詩歌的同義反覆，表達了羅

《相信未來》。這些年輕人真的相信未來

洛對春天到來的無限渴望與熱愛。因為，

嗎？可是，如果不相信未來，他們還能相信

冬天覆蓋了羅洛二十五年的蒙冤歲月（羅

什麼呢？王光明在《八十年代：中國詩歌的

洛與魯藜是同一年被「打倒」，同一年被

轉變——一九八○年代卷導言》中所說：

「平反」的），直到他終於獲得了自由。這自

「與前代詩人不同，（二十世紀）五十至

由，如同漫長的冬天終於結束，春天撲面

六十年代走 上詩 歌道 路的詩人，所面對

而來。羅洛的歡 樂，在字裏行間流 露無

的，是偉大成功的社會政治革命帶來的激

遺。

情和喜悅，新生活的新奇感和渴望投入火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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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個體的生存、人生的感悟緊密相連。

魯藜早年的詩歌中也有「夢」這個「未來」意象。但是，那

「平反」，恢復了自由。而大起大落的人生

時的「夢」，是對祖國美好未來的夢，是在戰鬥中對國家理想的

在「七月派」詩人被平反後的詩歌中，
夢。而暮年的魯藜，對「夢」的感受更多的是「人生無常」。

兒女。直到經過四分之一世紀，魯藜才被

熱鬥爭的衝動，使他們更重視藝術的社會

表現個人關懷。表現國家理想，是因為日

和時代價值。而『文革』中自發走上詩歌道

寇的入侵、國家的蒙難，讓人們心中的救亡

路的這一代青年，則在少年──青年時期

要求壓倒了啟蒙需要。轉向個人關懷，則是

經歷了一場漫長的心理危機：那時生活表

由於二十五年的磨難讓魯藜開始反思歷

面的金粉漸漸剝落，露出了人間的真相和

史，反思自己的人生，反思自己生命的價

生存的殘酷，因而他們更重視面向自己的

值，從一定程度上回到了對個體生存的關

內心世界，更重視對世界的質詢與拷問。

注。魯藜生活在五四之後，應該在一定程度

朦朧詩成了他們『重演過去』和『創造未

上接受過啟蒙思想，那麼，魯藜國家至上

來』的某種方式」 [55]。王光明的分析非常

的思想來源於哪裏呢？魯藜曾在《我的一

深刻。「朦朧詩派」能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

點心跡——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

橫掃詩壇，也正是由於這種對內心世界的

講話〉四十周年》中說：「在我追求文學的

探尋，對世界的質詢與拷問。「七月詩派」

道路上，也是在我探索人生的道路上，毛

與「朦朧詩派」是兩代詩人，他們有很多的

主席的《講話》是我生平思想歷程的一個

不同點，但是，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他們

重大里程碑……只要今天、還是明天或遙

有了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對「啟蒙」的重新

遠的未來的現實裏仍然存在著個人同集

思考。

體、個人奮鬥同黨的事業，個人的命運同

「朦朧詩派」能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橫掃詩壇，也正是由於這種

對內心世界的探尋，對世界的質詢與拷問。「七月詩派」與「朦朧詩

派」是兩代詩人，他們有很多的不同點，但是他們有了一個共同點，

那就是對「啟蒙」的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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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澤厚說：「特別從五十年代中後期

國家、民族人民大眾的命運的矛盾情況，

到文化大革命，封建主義越來越兇猛地假

毛主席的《講話》仍然是我們用以啟迪我

借著社會主義的名義來大反資本主義，高

們思想迷誤的寶鑰，仍然是我們用以打破

揚虛偽的道德旗幟，大講犧牲精神，宣稱

我們思想上的固步自封，思想上的僵化，頑

『個人主義乃萬惡之源』，要求人人『鬥私

化，腐化的最銳利的武器」[51]。可以認為，

批修』作舜堯，這便終於把中國意識推到封

魯藜詩歌中國家至上的理念，既是對救亡

建傳統全面復活的絕境。以至『四人幫』倒

的回應，也是其被思想改造的結果。魯藜

台之後，『人的發現』『人的覺醒』『人的哲

的著名詩歌：「老是把自己當做珍珠/就時

學』的吶喊聲又聲震一時。五四的啟蒙要

時有被埋沒的痛苦//把自己當作泥土吧/讓

求、科學與民主、人權和真理，似乎仍然具

眾人把你踩成一條道路」[58]，就是這種改

有那麼大的吸引力量而重新被人發現和呼

造下的哲理感悟。這種改造，從救亡角度

籲，拿來主義甚至『全盤西化』又一次被提

說是無可非議的。但是，當對個人的權利

出來」 。這種啟蒙的回歸是用慘痛的歷

與自由完全忽略的時候，當「左」的思想無

史代價換來的。但是，不幸中的萬幸，是人

限放大之後，就出現了胡風冤案，出現了

們終於開始關注個體的生存，開始關注人

「反右」，出現了「文革」。當人們從「文革」

道主義，開始認識到個人的權利與自由是

後猛醒，才發覺這個時代的反常，「啟蒙」

不容侵犯的。只是，這條路走得太漫長，以

由此開始回歸。可是，對魯藜這些人來說，

致像魯藜這樣的人，整個中年都荒廢了。所

很多思想已經根深蒂固。雖然晚年的魯藜

以，魯藜才會那麼勤勉地寫詩，他是為了追

更多地關注個人關懷，具有了啟蒙思想參

回那逝去的歲月，為了書寫自己視為生命

與的自覺性。但是，魯藜始終沒有批判過

的詩歌，以面對「來日無多」的晚年生活。

國家理想，在魯藜那一代人看來，國家理

[56]

結語

想就是一種信仰，是無法顛覆的。今天的
市場經濟下，人們開始追求金錢至上，一切

綜合看魯藜前後兩個階段的詩歌創

向「錢」看。在物質生活漸漸豐實的同時，

作，「未來」意象由表現國家理想，轉變到

人們沒有了信仰，甚至沒有了善惡是非的

觀念，只要為了利益，甚至可以不擇手段。

家主義，許紀霖說：「倘若國家理性缺乏宗
教、人文和啟蒙價值的制約，任憑其內在的
權勢擴張蔓延，國家理性便會從霍布斯式
的功利主義走向保守的浪漫主義，蛻變為
缺乏道德取向的價值虛無主義，而最後催
生出反人文、反人性的國家主義怪胎，國家
能力愈是強大，國家理性便愈自以為是，
其墜落懸崖的危險性也就愈大」[59]。許紀
霖分析了國家主義的危險性，用深刻的論
斷給今天的人們敲了警鐘。如今我們重讀
魯藜詩歌，重新回顧魯藜的人生軌跡，用魯
藜的人生經歷與詩歌創作重新反思個人與
國家的關係，也許會對這個問題有更深刻

注解
許多論文及資料都說魯藜原名許圖地，
但是，一九九二年三月一日魯藜的手跡
《魯藜小傳》中寫的是「魯藜，原名許
度地」，蔡鶴影著的《在詩歌的十字架
上——魯藜評傳》第二十五頁說，「按
魯藜的輩分是『是』字輩，但最初父親
給魯藜起名『度地』，意指農民靠耕種
土地生活」。該書在二十六頁有許厝許
氏宗族譜的部分圖片，上面也明確寫魯
藜名為「度地」。魯藜手跡《魯藜小
傳》，複印資料，中國天津市，
一九九二年三月一日作，未發表，資料
提供者：魯藜好友丁國棟；蔡鶴影著，
《在詩歌的十字架上——魯藜評傳》，
中國福建省廈門市(廈門大學出版社，二
○一○年)，頁二六。

[2]

《魯藜詩文集》的《編後記》中說：
「全集共計收入四百十五篇長短詩作
（含歌詞）」。張學新、呂金山、王玉
樹主編，魯藜著，《魯藜詩文集》第四
卷(作家出版社，二○○四年)，頁
四九八。

[3]

魯藜《在行列裏》，張學新、呂金山、
王玉樹主編，魯藜著，《魯藜詩文集》
第一卷(作家出版社，二○○四年)，頁
五。引文中的加黑字體表示「未來」意

的理解吧。
參考文獻：
1.

張學新、呂金山、王玉樹主編，魯藜著
《魯藜詩文集》(作家出版社，二○○
四年九月)。
2. 周良沛選編《七月詩選》(四川人民出
版社，一九八四年七月)。
3. 綠原、牛漢編《白色花——二十人集》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八月)。
4. 王玉樹編著《魯藜研究文粹》(天津社
會科學院出版社，一九九○年八月)。
5. 天津市魯藜研究會編《魯藜紀念文集》
(青海人民出版社，二○一○年四月)。
6. 蔡鶴影著《在詩歌的十字架上——魯藜
評傳》(廈門大學出版社，二○一○年
五月)。
7. 天津市魯藜研究會編印《天津市魯藜研
究會會刊》(天津，內部資料)。
8. 胡 風 著 《 胡 風 全 集 》 ( 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一九九九年)。
9. 冀汸著《冀汸文集》(作家出版社，二
○一○年)。
10. 牛漢著，劉福春編《牛漢詩文集》(人
民文學出版社，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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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種啟蒙的回歸是用慘痛的歷史代價換來的。但是，不幸中

的國家主義思潮，即是對此的呼應。對國

的萬幸，是人們終於開始關注個體的生存，開始關注人道主義，開

自豪感在很多人心中萌生。思想界重新出現

始認識到個人的權利與自由是不容侵犯的。只是，這條路走得太漫

想。而且，中國的國家實力越來越強，國家

長。

在這種情況下，一些人又開始呼喚國家理

11. 北島、舒婷等著《朦朧詩經典》(長江
文藝出版社，二○一一年)。
12. 洪子誠主編，謝冕、姜濤、孫玉石、吳
曉東、洪子誠、程光煒、王光明、張桃
洲、吳思敬、劉福春著《百年中國新
詩史略》(北京大學出版社，二○一○
年)。
13. 李澤厚著《中國現代思想史論》(東方
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14. 許紀霖著《當代中國的啟蒙與反啟蒙》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一一年)。
15. 李潤霞《以艾青與青年詩人的關係為例
重評「朦朧詩論爭」》，載《中國現代
文學研究叢刊》二○○五年第三期。
16. 複印資料：魯藜手跡《魯藜小傳》，天
津市，一九九二年三月一日作。未發
表。資料提供者：魯藜好友丁國棟。

象，楷體字表示與「未來」意象同時出
現的其他特點，下同。
[4]

魯藜《憤怒吧！炮台灣》，張學新、呂
金山、王玉樹主編，魯藜著，《魯藜詩
文集》第一卷(作家出版社，二○○四
年)，頁一二至一三。

[5]

魯藜《紅的雪花》，張學新、呂金山、
王玉樹主編，魯藜著，《魯藜詩文集》
第一卷(作家出版社，二○○四年)，頁
一一三。

[6]

魯藜《青春曲》，張學新、呂金山、王
玉樹主編，魯藜著，《魯藜詩文集》第
一卷(作家出版社，二○○四年)，頁
四一。

[7]

魯藜《時間的歌》，張學新、呂金山、
王玉樹主編，魯藜著，《魯藜詩文集》
第一卷(作家出版社，二○○四年)，頁
一九五。

雖然晚年的魯藜更多地關注個人關懷，具有了啟蒙思想參與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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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性。但是，魯藜始終沒有批判過國家理想，在魯藜那一代人看來，

國家理想就是一種信仰，是無法顛覆的。

[8]

胡風《略論文學無門》，胡風著《胡風
全集》第二卷(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頁四二八。

[9]

胡風《跋魯藜的〈星的歌〉》，胡風著
《胡風全集》第三卷(武漢，湖北人民出
版社，一九九九年)，頁四四二。

[10]

魯藜《時間的歌》，張學新、呂金山、
王玉樹主編，魯藜著，《魯藜詩文集》
第一卷(作家出版社，二○○四年)，頁
一九五。

[11]

魯藜《風雪底晚上》，張學新、呂金
山、王玉樹主編，魯藜著，《魯藜詩文
集》第一卷(作家出版社，二○○四
年)，頁一七三。

[12]

這是《七月詩叢》第一輯一九四二年初
版時胡風為魯藜詩集《醒來的時候》所
寫的介紹。胡風著，《胡風全集》第五
卷(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頁
三七七。

[13]

魯藜《歡呼！南京解放》，張學新、呂
金山、王玉樹主編，魯藜著，《魯藜詩
文集》第一卷(作家出版社，二○○四
年)，頁二四○。

[14]

魯藜《從這一天開始——為黨的二十九
周年作》，張學新、呂金山、王玉樹主
編，魯藜著，《魯藜詩文集》第一卷(作
家出版社，二○○四年)，頁二八三。

[15]

魯藜《中國十月詩報告》，張學新、呂
金山、王玉樹主編，魯藜著，《魯藜詩
文集》第一卷(作家出版社，二○○四
年)，頁三○五。

[16]

謝冕《為了一個夢想——五○年代卷導
言》，洪子誠主編，謝冕、姜濤、孫玉
石、吳曉東、洪子誠、程光煒、王光
明、張桃洲、吳思敬、劉福春著，《百
年中國新詩史略》(北京大學出版社，二
○一○年)，頁一五九。

[17]

魯藜《溫暖的記憶——慶祝中國共產黨
誕辰七十周年》，張學新、呂金山、王
玉樹主編，魯藜著，《魯藜詩文集》第
三卷(作家出版社，二○○四年)，頁
二一○。

[18]

《延河散歌》包括十首小詩：《星》、
《神話》、《山》、《延河》、
《城》、《野花》、《麗玲》、《夜
會》、《組織部》、《歌》。《延河散
歌》發表的時間和內容引自《〈七月〉
各期詩欄篇目》，周良沛選編，《七月
詩選》(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
年)，頁四二五。

[19]

綠原《〈魯藜研究文粹〉序》，王玉樹
編著，《魯藜研究文粹》(天津社會科學
院出版社，一九九○年)，頁一。

[20]

王玉樹《魯藜略傳》，王玉樹編著，
《魯藜研究文粹》(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
社，一九九○年)，頁一四七。

[21]

魯藜《延河散歌》之《星》，張學新、
呂金山、王玉樹主編，魯藜著，《魯藜
詩文集》第一卷(作家出版社，二○○四
年)，頁二一。

[22]

魯藜《延河散歌》之《野花》，張學
新、呂金山、王玉樹主編，魯藜著，
《魯藜詩文集》第一卷(作家出版社，二
○○四年)，頁二三至二四。

[23]

綠原《〈魯藜研究文粹〉序》，王玉樹
編著，《魯藜研究文粹》(天津社會科學
院出版社，一九九○年)，頁一。

[24]

魯藜《寄延安》，張學新、呂金山、王
玉樹主編，魯藜著，《魯藜詩文集》第
一卷(作家出版社，二○○四年)，頁
一八四。

[25]

魯藜《黎明的信號》，張學新、呂金

辛克《我愛那一幅旗》，周良沛選編，
《七月詩選》(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頁七二。

[28]

綠原《春雷》，周良沛選編，《七月詩
選》(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
頁三七一至三七二。

[29]

胡風《為祖國而歌》，胡風著，《胡風
全集》第一卷(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頁七六。

[30]

李澤厚《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李
澤厚著，《中國現代思想史論》(東方出
版社，一九八七年)，頁三三至三四。

[31]

魯藜《點滴篇》之《一棵綠草》，張學
新、呂金山、王玉樹主編，魯藜著，
《魯藜詩文集》第四卷(作家出版社，二
○○四年)，頁二一八。

[32]

魯 藜 《 我 還 是 一 匹 老 戰 馬 —— 給 亦
痕》，張學新、呂金山、王玉樹主編，
魯藜著，《魯藜詩文集》第二卷(作家出
版社，二○○四年)，頁六。

[33]

魯藜《方寸集》，張學新、呂金山、王
玉樹主編，魯藜著，《魯藜詩文集》第
二卷(作家出版社，二○○四年)，頁
一一八。

[34]

魯藜《馬蹄鐵》，張學新、呂金山、王
玉樹主編，魯藜著，《魯藜詩文集》第
二卷(作家出版社，二○○四年)，頁三
○至三一。

[35]

魯藜《反思錄》，張學新、呂金山、王
玉樹主編，魯藜著，《魯藜詩文集》第
二卷(作家出版社，二○○四年)，頁
二九九。

[36]

[37]

《魯藜贈友人詩》，天津市魯藜研究會
編印，載《天津市魯藜研究會會刊》，
頁三三。

[40]

魯藜《白首吟》，張學新、呂金山、王
玉樹主編，魯藜著《魯藜詩文集》第二
卷(作家出版社，二○○四年)，頁
三九四。

[41]

滕雲《永遠熱愛，永遠歌唱——評詩人
魯藜近作》，王玉樹編著《魯藜研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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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作家出版社，二○○四年)，頁
七六。

[44]

魯藜《我愛詩》，張學新、呂金山、王
玉樹主編，魯藜著《魯藜詩文集》第二
卷(作家出版社，二○○四年)，頁二三
○。

[45]

魯藜《我的座右銘》，張學新、呂金
山、王玉樹主編，魯藜著《魯藜詩文
集》第二卷(作家出版社，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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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藜《寫給我的檯燈》，張學新、呂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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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開始呼喚國家理想。而且，中國的國家實力越來越強，國家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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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在很多人心中萌生。思想界重新出現的國家主義思潮，即是對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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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主義的危險給今天的人們敲了警鐘。如今我們重讀魯藜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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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重新回顧魯藜的人生軌跡，用魯藜的人生經歷與詩歌創作重新反

思個人與國家的關係，也許會對這個問題有更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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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相比,青年詩人……從一個時代的棄兒
變成了另一個時代的棄兒」。李潤霞，
《以艾青與青年詩人的關係為例重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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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一九八七年)，頁三六。

[57]

魯藜《我的一點心跡——紀念〈在延安
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四十周年》，張
學新、呂金山、王玉樹主編，魯藜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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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National Ideal to Individual
Concern
—— On the “ future” imager y of
Luli’s poetries
Jiang Lili（Tianjin Luli Research
Association）
Abstract: Luli was a famous poet
f rom C h i n a’s Libe r at e d A re a at 20t h
cent u r y. He was k now n as one of t he
“July Poets”. This paper tries to grasp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poetries of the
20th century by analyzing the “future”
imageries of Luli’s poetries, his poem
production and life course. The “future”
imageries of Luli’s early poetries expressed
the national ideal. This kind of Chinese
at t it ude of nat ional suprema cy ca me
up in the historical trend of “Salvation
overpowering Enlightenment”. Later on,
Luli’s poetries began to care about the
individual life and the inside feeling, due
to his suffer from unjustly treatment about
25 years from 1955 to 1980. The change
from national ideal to individual concern
is not only the feature of Luli’s poetries but
also the phenomenon of the China at that
time. The analysis of the “future” imagery
of Luli's poetry can refle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ividuals and the nation.
Keywords: Luli, July Poets, Future
I m a ge r y, Na t io n a l Id e a l , I n d iv id u a l
Concern.

傳統與流行文化的融合
──攝影創意產權資源應用探析
■ 孫宇龍
北京電影學院視聽傳媒學院

摘

要：近年來攝影I P影像成為攝影

入中國，題材的翻拍套用就沒有停止過，移

產業創意發展新形式，在網絡與大數據的

動網絡時代更突出。本文統一規範稱其為

支撐下，當代攝影創作探索以I P資源開發

I P攝影。I P攝影實質是大數據支撐下的互

轉化，推動攝影產業化深化發展。與傳統

聯網+攝影的產物，知識產權和創意產業

攝影相比，展現完全不同的影像風格與特

融合發展新的新形式，是傳統與流行文化

點，本文探討了I P資源轉化路徑，優劣勢

融合下，以攝影形式引起圖片用戶的情感

及相關問題，為攝影在數字與網絡時代發

共鳴與文化需求。其原因如下：一是隨高新

展提供了契機與挑戰。

技術應用與社會發展的快速應用，人們對
放和情感激發方式。在龐雜的網絡信息中，
攝影I P資源基於文化大數據與用戶大數

二○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影像藝

據，快速匹配攝影資源，甄選圖片主題創

術家戴翔在連州國際攝影節的《新清明上

作進入傳播消費市場；二是影視等I P跨界

河圖》引發爭議，作品仿宋代名畫《清明上

開發相繼成功，探索出一條商業捷徑，刺

河圖》自拍自導創作，指涉現實作品隱喻性

激攝影產業對I P值的認知與開發；三是I P

強。爭議焦點為攝影I P資源的創作方式，

資源開發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

攝影史上早已有之，而今系統研究其特性

一、攝影IP資源內涵及開發轉
換機制

與趨勢，意義重要。
攝影產業化發展過程中，受大數據與

互聯網為攝影IP資源開發應用創造了

（專業拍攝圖片）、UG C（用戶生成圖片）

條件，營造了氛圍，也給攝影轉型發展帶

攝影創作現象。IP（Intellectual Property）

來挑戰與機遇。機遇是網絡企業以各種方

是知識產權的英文縮寫，即創意產權之

式介入攝影產業。攝影I P資源開發網絡內

意，I P資源即好的創作或故事資源，開發

容；I P資源投資風險較小，成為金融與產

轉化其在攝影或其它領域的新價值。攝影

業資本追逐的對象。挑戰是優質I P資源的

I P資源分為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三部

運營開發，路徑開放而多樣，潛力大，但開

分，表現為三個層面：攝影自身I P資源開

發應用的問題與困難也多。
1.攝影IP資源開發、轉換和拓展

發；其他I P資源轉化；價值延伸開發。創作
層面表現為對傳統或國外文學題材經典主

攝影I P資源開發。主要以經典和紅色

題的翻拍套用，轉化為圖片作品。攝影自進

I P資源開發較多，網絡為I P資源提供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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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消費用戶影響，出現網絡眾籌和P G C

在 網 絡 與 大 數 據 的 支 撐 下 ， 當 代 攝 影 創 作 探 索 以 I資
P 源開發轉
化，推動攝影產業化深化發展。與傳統攝影相比，展現完全不同的影

開發轉化。

精神生活的需求更加多元化，需要壓力釋

像風格與特點，為攝影在數字與網絡時代發展提供了契機與挑戰。

關鍵詞：I P影像，攝影產業化，資源

從攝影發展看，早期攝影創作不依附於經典小說與世俗話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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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話語，偏重紀實與報道和藝術類型。數字化與網絡化後，攝影創

作題材有了拓展與變化，核心仍是創作內容。

像和內容形態向其它形態轉換的可能，攝

絡平台在攝影領域延展，I P資源在攝影領

影敘事和人物處理有重新解讀之處。從實

域以不同形式與創意展現，相互間關聯性

際作品看，文學和流行話題改編較多，這

較強，同時，I P資源開發者根據系統產品

類資源影響力大，流行要素強。劉錚的作

網絡大數據快速反映，作出策略調整及產

品《三界》，就是經典題材《西游記》的I P

業應對，從而進一步影響相關產業I P資源

轉化。王慶權《老粟夜宴圖》是對傳統繪

創作走向。大數據成為I P資源創作互動的

畫《韓熙載夜宴圖》的轉化，經典I P在網

重要環節，並且其後的資源開發利用仍基

絡環境下，以新的視覺形式進入圖片消費

於網絡平台。I P資源網絡用戶及網生代群

者視野。從攝影發展看，早期攝影創作不

體帶來新體驗方式和創作方式，進而形成

依附於經典小說與世俗話題與西方話語，

新的商業模式。如UG C和「眾籌」創作，給

偏重紀實與報道和藝術類型。數字化與網

攝影包括小說、電影、電視劇、游戲等相關

絡化後，攝影創作題材有了拓展與變化，

產業帶來新的可能性與想像空間。三是應

尤其是軟件攝影的楔入，攝影師獨創精神

用大數據，同步啟動多種開發方式，構建

與人文倫理漸弱，基於網絡與市場的I P創

同一個I P多種開發模式，同時打造攝影、

作漸強，核心仍是創作內容。與傳統攝影

影視、漫畫、動畫、手遊等。綜合I P資源的

不同，網生代攝影群體受益於I P，成長於

轉換路徑與方式，基於網絡平台的產品開

互聯網，受網絡思維影響，圖片消費用戶

發、用戶消費、產品傳播與大數據應用起

至上，UGC創作、IP思維影響，習慣名人形

到極為重要關聯作用。四者以不同方式參

象從漫畫和文學中跳出來，變成可供觀賞

與作品創造和I P內容締造。本質是網絡時

和閱讀的圖片或電影等形式，對I P認可度

代的文化創意產業新形式。

高；傳統攝影人仍堅持「作品思維」看重藝

I P轉換關鍵是按商業類型的要素特

術創作，潛心拍攝紀錄現實與身邊的人與

性創作。I P資源創作需專業團隊轉換。I P

事，認為I P利用網絡與資本圈錢，重炒作

資源來源較多，不是都能夠轉換成攝影作

輕內容，影響攝影創新發展。文化產業投

品，需要兩個核心條件。首先是I P資源的

資人認為攝影全產業鏈模式是最佳商業

媒介屬性是否匹配攝影，有的可能因相關

模式，重投資回報。三者交融之下，攝影分

政策限制；有的因表現形態差異，缺乏攝

化為表達個性與思想的藝術作品和面向網

影表現效果等而無法轉換。其次攝影創作

絡群體與圖片消費用戶，圍繞熱門I P來開

者是否有能力轉換。受攝影製作和投資

發製作圖片。

水平限制，也存在不能或暫時不能轉換的

攝影I P資源轉換、價值傳遞與再創

情形。I P資源創作面臨的另一問題是轉換

造。當前攝影I P資源轉化應用既有經驗也

後，既要滿足IP原來的用戶需求，使他們成

有不足，由於市場發展速度遠超創作速度，

為攝影的忠實觀眾，同時，還要超越原來

急需建立良好順暢的機制，彌合數字攝影

用來資源的局限，體現攝影的獨特表達，

與傳統攝影的差異，I P資源與作品品質並

畢竟媒介不同，同時創作還受用戶局限。從

無必然聯繫，能否轉換成攝影作品服務於

某種角度看，轉換後用戶資源是遞減的，

圖片用戶是關鍵，攝影產業市場才會更好，

市場規模越大，消費群體反而越來越緊

其背後是資本博弈。I P資源轉換與增值路

少。I P是把雙刃劍，轉換不好就就會產生

徑有三種：一是轉化相關I P資源為影像形

內在封閉性。
2.大數據支持的技術經濟範式

態並延伸拓展，如轉化文學作品為攝影圖
片等。二是行業I P資源系列開發，按圖片

攝影誕生以來，其原創與創新一直處

產品體系設計，按商業與市場模式基於網

於交織並行狀態。網絡時代，攝影師利用

體現在大數據、技術融合和產業鏈創新等

容表現與傳播，傳統攝影創作仍以其原有

方面。數字技術讓攝影門檻降低，攝影愛

形式發展。攝影I P資源開發以新形式獨立

好者把攝影技術與自己對於社會的獨特觀

發展，其關聯性表現如下：一是攝影I P資

察，用一種妥當方式展現，沒有束縛、拘

源獨特的內容來源，從資源的最初形式演

謹，運用新技術與網絡思維，進行IP創意，

變創新，進行「二度」或「三度」創作，其內

立足於攝影產業並有所成就，快速進入市

容創意源泉和起點，都與傳統攝影有著密

場產業化過程。與其他產業相比，攝影I P

切關聯。二是攝影I P是以網絡為平台創作

資源需把相關內容以攝影的形式展現出

開發，圖片用戶也基於網絡，I P資源作品

來。從創作層面看，I P資源是一種依賴市

與網民產生互動共融，用戶體驗不同傳統

場配置的商業資源，可隨時開發運用，並從

攝影圖片，需大眾創新與攝影創業嘗試。

中尋求商機。其實，I P資源更多的是營銷

三是攝影I P資源探索的還有許多種的可能

概念，而不是創作概念。進入傳播與市場

性。隨著高新技術的運用，攝影內容與技

環節，開發轉化後方有價值，而商業轉化有

術創新水平不斷提高。

一個過程，既有創作者的個人因素，也有

網絡環境下的產業化創新發展。好的
攝影作品，必然有好的I P創意，但並不意
味著好的攝影作品都是I P主導推動，攝影

市場與網絡因素。創作者個人素質起關鍵
作用。
3.IP資源拓展攝影產業價值鏈

I P資源只是攝影眾多資源的一種，是從攝

I P資源轉化為攝影創意產品時，其資

影師角度出發，利用攝影與網絡資源，精準

源價值以網絡或是文本形式得到認可，已

契合社會視覺關注點的創作，攝影師創意

具有資源創新價值與市場價值雛形，圖片

與觀念不能純粹以盈利、營銷為目的。從

只是載體和形式而已，通過大數據與消費

攝影本體看，作品並沒有質變，但形式與

者的認可，將其轉化為圖片產品。傳統攝

傳播方式有了不同，其實是產業化新產物

影很難把握I P資源的文本價值與市場價

與市場新形式，在網絡環境下是攝影作品

值，I P資源經網絡傳播和演繹後，其附帶

向商品與消費品的轉化。外在形式變化並

的文化與藝術價值隨之增加。當前，小說、

不影響攝影創作與內涵，重要的是內容與

影視、網絡話題等都可以成為I P資源，重

品質。攝影師可以不會用相機，但一定要具

要的是其背後潛在的用戶價值認可及忠誠

備將I P資源轉化為作品或是商品的能力，

度。進入移動互聯網後，I P資源成為技術

誰轉化創作不重要，重要的是產品適合圖

資源，同雲計算、大數據緊密相關，把潛在

片消費口味與網絡傳播特性。

隱性的圖片用戶及其相關數據發掘出來，
作品有針對性創作，創作前，即可明確作

濟範式並不是「互聯網+」模式下的新現

品價值、影響及消費用戶。攝影圖片用戶

象，是高新技術推動經濟結構和運行模式

群的界定，其實還涉及到攝影產業化另一

的發展，影響了攝影產業發展範圍、規模

環節，即攝影產業鏈，一旦進入產業市場，

和水平。數字、網絡等高新技術推動著攝

攝影作品的商品屬性就會影響作品傳播屬

影產業化快速發展。新技術經濟範式的關

性。市場定位與分類已有相對穩固的群體

鍵有三點，即成本迅速下降；供應能力提

與規模，由於資本的逐利特性，大量攝影

高；應用前景廣泛 。圍繞大數據而發生的

之外人員和資金涌入，進一步加快了攝影

移動終端、雲計算、物聯網等技術的集成

產業化進程。

[1]

應用，完全符合「關鍵生產要素」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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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支撐新技術經濟範式。技術經

外在形式變化並不影響攝影創作與內涵，重要的是內容與品

PGC創作，IP只是形式，並不影響攝影的內

質。攝影師可以不會用相機，但一定要具備將 資
IP源轉化為作品或
是商品的能力，誰轉化創作不重要，重要的是產品適合圖片消費口

已經迅速地應用於攝影產業各環節，主要
味與網絡傳播特性。

各種技術與平台，探索採用眾籌或UG C或

二、攝影IP資源開發應用優劣
勢

三是網生代攝影群體為適應市場與用戶需
求，流水線式製作與快餐圖片生產難以避
免；四是為迎合網絡特點與利益回報，製

攝影一百多年的發展，形成題材、類

作低俗、挑戰倫理底限的圖片會反復湧現，

型的詳細分類。隨移動網絡和新媒體發

以搏取名利，燕成為一些I P資源開發者的

展，I P資源開發轉化成為大眾文化熱點和

信條。因此，機遇與挑戰並存，劣勢與優勢

攝影產業發展新現象。

共生，互聯網與攝影產業的融合為攝影發

I P資源開發應用優勢。一是依賴網
絡與大數據，以網生代群體為主題，依托
其人氣和受眾群體，獲得了較好的現實收
益。如模擬阿威頓純色背景國內系列著名
攝影作品，作品拍攝難度與投入不大，卻
依賴國外經典作品I P資源轉化，因而深入
人心、獲得名利雙重回報。二是I P資源轉
化的攝影作品，如《老栗夜宴圖》，其影響
大與作品打破傳統表現束縛，探索攝影發
展新思路緊密聯繫。此後攝影創作新理念
和樣式漸趨多元，更具想像力。三是I P運
營，實現了攝影產業的跨媒介整合，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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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應用 資
IP源可調動各方積極性，控制投資風險，積極效應與
用戶至上的理念不斷顯現，創作與傳播效能增加，影響帶動其他產業

發展，衍生出各種各樣影像產品，為大眾帶來不同的體驗。

直接整體的I P轉化，也有不少體現在產品
優化的隱性開發。王慶松的《安全奶》，借
用西方最後的晚餐敘事載體，用導入中國
話語環境，完成對當代「奶安全」的評價與
審視，I P資源轉化體現了其主題和內容優
勢和特點，攝影以獨特方式將這一主題展
示後，相反又助推人們對這一現象的深入
思考與探索。I P資源的跨媒介商業運作與
模式建構，已成潮流與趨勢。開發應用I P
資源可調動各方積極性，控制投資風險，
積極效應與用戶至上的理念不斷顯現，創
作與傳播效能增加，影響帶動其他產業發
展，衍生出各種各樣影像產品，為大眾帶
來不同的體驗。競爭與共贏是攝影產業發
展的必然趨勢，移動網絡時代的I P資源合
作，為IP應用帶來了更多的可能。
I P資源開發應用劣勢。一是介入攝影
的產業資本逐利特性，使攝影的相對獨立
性受影響，逐步淪為資本運作的工具；二
是熱點I P資源的過度開發，攝影創作的原
創能力下降，攝影類型可能更趨向單調；

展孕育了新機，也設置了矛盾和衝突。

三、資源開發轉化存在的問題
攝影與網絡化的跨界融合發展，I P資
源開發轉化使攝影價值得到充分釋放。實
際應用層面，分為文化I P資源和商業I P資
源開發應用兩類。文化I P資源是指作用於
文化藝術的發展需求，體現I P資源的原創
性開發，推動攝影藝術穩定持續發展；商
業IP資源是指攝影產業的市場需求開發應
用，體現為I P資源的商業應用，推動攝影
產業創新。
1.傳統知識產權開發存在割裂攝影創
作與消費

傳統攝影，兩者分別為獨立的系統。
網絡狀態下的UGC與眾籌創作模式改變了
該格局：首先，網絡成為兩者融合的平台；
其次，網絡自由的創作狀態、低廉的成本
與大眾化消費形式，讓I P資源開發應用快
捷自由，不再局限於專業層面。
縱向審視，攝影I P資源開發運用成功
的圖片，有以下特點：用戶需求；創意想像
力；共同價值觀。從結構層面看，一是IP資
源價值內核是內容，與大眾緊密結合、關
於真善美和正能量的圖片內容；二是I P資
源價值與精神內核要適合產業特點，塑造
與同圖片用戶關聯的、有溫度的IP形象；三
是攝影I P資源載體，要有專業表現，不是
流俗的形式；四是用戶消費渴望，滿足圖片
用戶需求，獲得認可，才有生命力和價值。
當前，文化創意產業的原創能力和專業製
作能力無法滿足用戶需求，而產業投資存
在一定風險性，IP資源是文化創意產業，必
須遵循產業規律與市場規律。最終I P資源

號學與精神分析學結合起來，研究馬克思

我淨化功能發揮作用，修復已偏離軌道的

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理論。阿爾都塞認

攝影產業回歸理性，I P也會回歸本初。從

為強制性國家機器只有一個，而意識形態

網絡需求與網民的UG C創意看，當前IP資

國家機器卻有許多，並以意識形態的方式

源處於初始階段，並不能替代其他攝影類

發揮其職能作用。阿爾都塞認為藝術既是

型和滿足所有圖片消費者的審美，需要有

意識形態，又是一門產業。由於攝影的直

更多攝影I P資源滿足圖片用戶與網絡的需

觀性和大眾性，使它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

求。

觀眾意識。一切攝影藝術功能和技術手段
都只是意識形態的策略代碼，不同的表現

首要問題是攝影作品類型不足。在網

方式是由於不同歷史階段的不同的意識形

絡和攝影大數據的推動下，圖片質量差、

態決定的。從攝影I P資源的開發轉換三種

傳播快，更看重傳播與市場。對網生代攝

方式看，利用其它領域的優秀原創IP轉化；

影群體及圖片消費用戶的創作進行定位與

攝影創作完成後轉化，在其他相關領域的

歸類，是一個尚未探討的話題，對其進行

延伸開發等問題並不明顯；但古典文藝作

類型化定位是可行之路，讓這類攝影圖片

品中資源轉換，以古諷今，或有意識地消

有一個明確的概念歸屬與創作觀念總結；

減意識形態色彩，隱含於影像、符號、敘事

類型問題與受眾的定位有著緊密的聯繫，

之後的創作仍較多，如洪磊早期的《紫禁

一些與現實有關密切聯繫的紀實攝影創作

城的秋天》，劉錚的《國人》系列一樣。攝

者，本著嚴謹的態度，耗費數年之功創作

影自身I P資源開發則有較強烈的現實諷喻

的作品，與網民日常隨手拍攝的作品陳列

性，因受網絡及大眾流行文化影響，網生

共展，在同一話語頻道傳播，會讓攝影者

代創作群體及圖片消費用戶致力於消融

與觀看者無所適從。傳統紀實作品以其敏

與解構一切藝術差別，否定藝術之間的差

銳的觀察、強悍的視覺衝擊、沉重主題的

別，消融了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高雅文

影像呈現，卻很難與I P資源圖片產生同類

化與通俗文化的差別，導致文化的大眾性

效果與作用。運用類型化手段定義IP圖片，

與隨意性，使大眾文化趨於平面化與游戲

明確受眾範圍及圖片消費特徵。在網生代

化。攝影作品追求平面化，反對一切深度

攝影群體企求一切平面化，消解與重構的

模式，達到一種輕鬆的享受的目的，用表層

網絡時代，即使圖片藝術品位高、時代氣

和現象取代深層和本質，企求人物、時空、

息強、製作精良，沉澱了滄桑歷史和記憶往

觀念平面化，使文化向世俗文化、商品文

事?沉，沒有準確類型定位和受眾定位，難

化、消費文化發展。攝影自身I P資源開發，

以獲得市場接納和觀眾肯定。而該類型定

難以把握尺度與分寸，產業化之後攝影I P

位，如同人像、商業攝影類型定位，只需從

資源開發，不僅再是單純的藝術表達，其

攝影發展角度進行明確，並不影響攝影I P

本身也有政治隱喻與觀念指涉。I P攝影背

自身的發展與創新。當下，也有人將這類圖

後有營銷戰、商業戰，也有思想戰和意識

片稱之為I P攝影或圖片，是否準確暫無定

形態話語權之爭，I P資源的開發轉換方面

論，但類型問題已成為棘手問題。
3.大眾文化的意識形態表達問題

需話語引導與理念疏解，適度而不是失

在IP資源開發應用拓展攝影產業時，

度。
4.資源轉化法律與市場規範問題

意識形態與政治性問題凸顯，主要體現在

法律保護問題。知識產權保護體系為

對當今現實的諷喻與批判。意識形態最早

I P資源開發提供了法律保障，尤其是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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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攝影IP資源類型定位問題

一些與現實有關密切聯繫的紀實攝影創作者，本著嚴謹的態

需求增長，產品消費漸次回歸理性，市場自

度，耗費數年之功創作的作品，與網民日常隨手拍攝的作品陳列共

由法國哲學家阿爾都塞提出來的，他將符
展，在同一話語頻道傳播，會讓攝影者與觀看者無所適從。

開發還會回到精品創作道路上。隨著用戶

保護。I P資源無論是開發還是轉換，其創
意作品或產品需大量人力與物力，又因攝
影作品的可複製性及網絡傳播的便捷性，
產品的複製成本低廉，防止I P資源隨意複
製和擴散的行為，是從資本角度保護產權
人的利益。西方國家這方面發展較成熟，
美國構建了一整套嚴密的知識產權保護法
規體系，國內也有開始有了相關的措施與
法規，但實施過程中卻有一定難度，難以
規範。
市場規範問題。伴隨網絡的發展完

3.孫宇龍：產業鏈下的類型攝影將往何處
去？《中國藝術報》，二○一五年四月
十七日。
4.[德]哈貝馬斯著，曹衛東等譯《公共領
域的結構轉型》(學林出版社，一九九九
年)。
5.李敬澤，網絡文學：文學自覺和文化自
覺，載《人民日報》二○一四年七月
二十五日。
6.[美]邁克爾·波特著，李明軒、丘如美譯
《國家競爭優勢》(華夏出版社，二○○
二年)。

善，一流網絡企業開始營造包括攝影、影
視、游戲在內的全I P資源產業鏈；中等的
公司則大力搭建多元、合作共贏的I P資源
開發轉化平台，實施I P資源開發新戰略；
小型公司則專注於做某一具體I P資源開發
項目，三者之間攻城略地，圈地為營各有
斬獲，有的蓄積了一批資源，但沒能力開
發；有的實施轉化應用，但水土不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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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大數據和「網生代」力量在 資
IP源開發應中用效用明顯，受
到網生代群體的價值認可，但需按資本運作規律與藝術產業規律規範

運作，畢竟 資
IP源是資本市場的產業化運作。

不好收益欠佳；有的簡單套用商業模式炒
作，同質化嚴重，忽略了作品「內容為王」特
性。儘管大數據和「網生代」力量在IP資源
開發應中用效用明顯，受到網生代群體的
價值認可，但需按資本運作規律與藝術產
業規律規範運作，畢竟I P資源是資本市場
的產業化運作。
無論認可與否，I P不可避免地進入
了攝影，爭議雖在，發展趨勢卻已無法阻
止。
參考文獻
1.孫宇龍：新生態環境下的軟件圖片演變
趨勢探析，載《外語藝術教育研究》，
二○一五年三月期)。
2.孫宇龍：「網生代」攝影與攝影的網絡
化生存研究—網絡的救贖與攝影的突
圍，載《福建藝術》，二○一五年三
月。

[1]

李哲：大數據將加速形成新的技術經濟
範式，載《學習時報》二○一五年一月
五日第七版。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IP
image resources
Sun Yulong(Beijing Film Academy
School of Audiovisual Media)
A bstract: I n recent years, the I P
i mage ha s become a new for m of t he
cre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photographic
industry. In the support of the network
a n d t h e b ig d a t a , t h e c o n t e m p o r a r y
photography creation is based on the IP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photography,
it is a completely different image style
and feat u r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ransformation path of IP resourc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nd related
issues, which provides a good opportunity
and challeng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and network era.
Key word: IP image, Photography
i ndu st r y, Re sou rce developme nt a nd
transformation.

學者手札

凜凜風骨之寫照
──陳寅恪《詠黃藤手杖》釋證
■ 黃全彥
內江師範學院文學院

一
陳寅恪在一九五三年寫下一首五言古
詩《詠黃藤手杖並序》，陳詩向來以七絕、
七律居多，篇幅均不甚長。這首五古，可謂
十分罕見，全詩如下：
十五年前客雲南蒙自，得黃籐手杖一
枝，友人刻銘其上曰：「陳君之策，以正
衺夨」。因賦此詩，時癸巳仲冬也。

南，黃虯助非小。時方遭國難，神瘁形愈
槁。攜持偶登臨，聊複豁懷抱。摩挲勁節
間，煩憂為一掃。無何目失明，更視若至
寶。擿埴便冥行，倖免一邊倒。殘廢十年
身，崎嶇萬里道。長物皆棄捐，唯此尚完
好。支撐衰病軀，不作蒜頭搗。羞比杖鄉
摘

要：一九六四年夏，蔣天樞赴廣

州探望陳寅恪先生，陳寅恪將自己平生百

人，鄉關愁浩渺。家中三女兒，誰得扶吾
老。獨倚一枝籐，茫茫任蒼昊[1]。

序言中「癸巳」為一九五三年，「十五

交付的，還有陳寅恪所持的黃藤手杖。這

年前」即一九三八年。這枝黃藤手杖，乃是

枝黃藤手杖，伴隨陳寅恪二十六年，乃是

陳寅恪於一九三八年執教西南聯大時在雲

陳寅恪艱難困苦的人生見證，同時也是陳

南蒙自所得，銘文「衺夨」指傾斜，「以正

寅恪傲岸不遷的人格象徵。此時贈與蔣天

衺夨」即不偏不倚之意。「陳君有短策，日

樞，更有一種使命寄託與精神期許意味，

夕不可少」、「長物皆棄捐，唯此尚完好」，

乃是解讀陳寅恪一生志業及晚年心境的重

可見陳寅恪對這枝手杖的分外看重。再由

要關節。

詩中「擿埴便冥行，倖免一邊倒」、「支撐

關鍵詞：陳寅恪，蔣天樞，黃藤手
杖。

衰病軀，不作蒜頭搗」等句見出，雖是一條
手杖，卻寄寓著陳寅恪獨立不遷的傲岸人
格。全詩十六韻一百六十字，檢點整部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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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言著作交付蔣天樞。連同這些著作一同

黃藤伴隨陳寅恪二十六年，乃是陳寅恪艱難困苦的人生見證，

繞。歲久汗痕斑，染淚似湘篠。憶昔走滇

同時也是陳寅恪傲岸不遷的人格象徵。贈與蔣天樞，乃是解讀陳寅

手，重把已天曉。晴和體差健，拄步庭園

恪一生志業及晚年心境的重要關節。

陳君有短策，日夕不可少。登床始釋

集，這也是陳寅恪平生第一長詩。整首詩

樞曾於一九五三年、一九六四年兩度探望

歌渾灝流轉，沉鬱蒼茫，於陳寅恪志業心

陳寅恪先生。蔡鴻生所記陳寅恪授課為

術、立身行事，具有重要參照意義，不可等

一九五五年底至一九五六年初，乃是蔣天

閒視之。

樞一九五三年探望陳寅恪之後，可見此時

余英時在《陳寅恪的學術心境與晚年

手杖還在陳寅恪這裏。那麼應當是蔣天樞

心情》一文，讚揚《詠黃藤手杖》所體現出

一九六四年夏天來探望陳寅恪時，陳寅恪

陳寅恪的「勁節」，但也不免有這樣的疑

將手杖贈與他的。這一贈杖之舉，意義深

問：「陳先生是否真有一枝黃藤手杖，抑因

厚，是帶有某種使命寄託的。

讀古人之作而逞馳其文學上的想像」 [2]。

於一九六四年這次南行拜望陳寅恪，

對陳寅恪是否真有這樣一條手杖，頗感懷

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有這段記

疑。

載：
陳寅恪是否確有這樣一枝黃藤手杖？

本年舊曆五月十七日為先生七十五歲

答案是肯定的。陳寅恪一九四九年棲居嶺

誕辰，先期，樞寄奉明袁褧刊《世說新

表，相繼執教於嶺南大學、中山大學，其受

語》一書為壽。……寄書未幾旋即請假赴

業弟子蔡鴻生在《仰望陳寅恪》一書於陳

粵，陽曆廿九日下午抵廣州站，師母挈小

寅恪當年中山大學授課情形，如是寫道：

彭以車相迓。得以速至東南區一號樓上晉

「寅恪先生講課，坐在籐椅上，拄著那枝從

謁。時先生已能由兩護士夾護起立。惜不

雲南蒙自帶來的黃藤手杖，誠如他的自詠：

能再如往昔由師母陪同在校園內散步矣。

『獨倚一枝籐，茫茫任蒼昊』。引據繁複論

聆誨之餘，師命小彭陪同遊覽市區及黃花

蔣天樞是陳寅恪當年執教清華國學院的高足，也是陳寅恪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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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為知心的弟子之一。蔣天樞為人治學均嚴謹、敦厚，極受陳寅恪器

重。這一贈杖之舉，意義深厚，是帶有某種使命寄託的。

證精詳，自不待言」 。可見陳寅恪真有這

崗、佛山等地。六月十日，乘飛機返滬

樣一枝手杖。手杖，一般都是行走所用，但

[5]

[3]

。

陳寅恪就連坐著也是杖不離手，可見他對
這枝手杖的珍視。

蔣天樞於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九日來
到中山大學，六月十日離開，與陳寅恪相處
有十二天。師徒二人相處之時，陳寅恪於蔣

二

天樞有何交待囑託？蔣天樞並未言明，其

陳寅恪於這枝黃藤手杖十分愛護，倍

實這次兩人會面是具有非凡意義的。

加珍惜，但這枝手杖卻並沒有陪伴他到終
老，而是將其轉贈給了弟子蔣天樞。

一九六四年，陳寅恪時年七十五歲，
迭經世變備受折磨的他，深感自己時日無

蔣天樞本人未曾言說，是汪榮祖透露

多，大限將至。生命將至盡頭，他並不傷

的這一線索，汪榮祖在《史家陳寅恪傳》言

感，而對自己平生著述不能出版面世，才最

道：

感痛心，由此他急需一個能夠託付使命繼
我於一九八一年之秋在上海復旦大學

初識蔣先生，皤然長者，侃侃而談，洵屬

往續絕之人，而他認為只有蔣天樞能夠做
到。

可敬。後又延至其寓所，出示陳先生生前

陳寅恪詩文中於此有所交待，《甲辰

所有之黃藤手杖，並惠贈《元白詩箋證

四月贈蔣秉南教授》三首七絕寫道：
音候殷勤念及門，遠來問疾感相存。

稿》與《論再生緣》最原始的本子 。
[4]

蔣天樞，字 秉南，復 旦 大學中文 系
教授，是陳寅恪當年執教清華國學院的
高足，也是陳寅恪平生最為知心的弟子之
一。蔣天樞為人治學均嚴謹、敦厚，極受
陳寅恪器重。陳寅恪棲居嶺表以後，蔣天

鄭王自有千秋在，尊酒慚難與共論。
草間偷活欲何為，聖籍神皋寄所思。
擬就罪言盈百萬，藏山付託不須辭。
俗學阿時似楚咻，可憐無力障東流。
河汾洛社同丘貉，此恨綿綿死未休[6]。

量隨波逐流之人相比，顯示了陳寅恪高尚

極之心態。但在這黯淡當中，卻能感受到

氣節和偉岸人格，但後邊一轉，「至若追蹤

一層光亮，即詩中第二首所吐露之心志，值

昔賢，幽居疏屬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

此華夏陸沉、九州動盪之際，陳寅恪認為自

遺范，托末契於後生者，則有如方丈蓬萊，

己之所以苟活人間，乃是因為祖國文化之

渺不可即，徒寄之夢寐，存乎遐想而已」，

故，即詩中所謂「聖籍神皋」。他將自己平

陳寅恪心中一直存有一個培育天下英才傳

生百萬言著作託付於蔣天樞，乃是為了「藏

承華夏文化之夢想，但如今面對動盪世事

諸名山，傳之後世」，為神州文化續一命

和人生暮年，深感這一願望已是無從實現，

脈，大有深意存焉。

「此豈寅恪少時所自待及異日他人所望於

陳寅恪同時所作的《贈蔣秉南序》，更

寅恪者哉」，如此一問，實在沉痛心酸。可

能見出這一意旨：
清光緒之季年，寅恪家居白下，一日

即使這般，陳寅恪也不是一味消沉，而是

偶撿架上舊書，見有易堂九子集，取而讀

氣節，遂一匡五代之澆漓，返之淳正」為激

之，不甚喜其文，唯深羨其事。以為魏丘

勵，相信文字自有其本身的力量，言辭間充

諸子值明清嬗蛻之際，猶能兄弟戚友保聚

滿了自信和不屈。結尾「庶可共相策勉」，

一地，相與從容講文論學於乾撼坤岌之

真可謂擲地有聲，令人聳然動容，頓增無

際，不謂為天下之至樂大幸，不可也。當

限勇氣。

以歐陽修撰《新五代史》「貶斥勢利，尊崇

讀是集時，朝野尚稱苟安，寅恪獨懷辛有

三

索靖之憂，果未及十稔，神州沸騰，寰宇
紛擾，寅恪亦以求學之故，奔走東西洋數

關於陳寅恪和蔣天樞這次會面的意

萬里，終無所成。凡歷數十年，遭逢世界

義，陸鍵東說「是陳寅恪向蔣天樞作了一生

大戰者二，內戰更不勝計。其後失明臏

事業的『生命之托』」，並就這一「生命之

足，棲身嶺表，已奄奄垂死，將就木矣。

托」的深遠意義言道：「以後的事情證明了

默念平生固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似

陳寅恪目光如炬。蔣天樞果然不負恩師所

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蹤昔賢，幽居疏屬之

托，十五年後基本按照陳寅恪生前所編訂

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遺範，托末契於

的著作專集原貌，辛勤校訂編輯，並頂住了

後生者，則有如方丈蓬萊，渺不可即，徒

一些壓力整理出版了一套《陳寅恪文集》。

寄之夢寐，存乎遐想而已。嗚呼!此豈寅恪

陳寅恪晚年以其『人生的通識』，對世事與

少時所自待及異日他人所望於寅恪者哉？

人事有精確的分析與預見。他將『生命之

雖然，歐陽永叔少學韓昌黎之文，晚撰五

托』付與蔣天樞，無疑是其晚年最完美的

代史記，作義兒馮道諸傳，貶斥勢利，尊

一次預見」[9]。
確實如此，蔣天樞在一九六四年六月

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為我民族遺留之瑰

十日離開廣州。四天之後，正值端午，陳寅

寶。孰謂空文於治道學術無裨益耶？蔣子

恪撰成《李德裕貶死及歸葬傳說辯證》一

秉南遠來問疾，聊師古人朋友贈言之意，

文，在進行綿密考證詳細論說之後，文章結

草此奉貽，庶可共相策勉云爾[7]。

束，陳寅恪寫了一段似乎與本篇論文毫無

道：「《贈蔣秉南序》是陳寅恪先生所撰最

關聯的文字：
複次，寅恪昔年於太平洋戰後，由海

重要一篇文字」[8]。足見這篇文章的分量。

道自香港至廣州灣途中，曾次韻義山「萬

陳寅恪這裡所說「默念平生固未嘗侮食自

裏風波」無題詩一首，雖辭意鄙陋，殊不

李錦繡在《聖籍神皋寄所思》一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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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氣節，遂一匡五代之澆漓，返之淳正。

雖是一首舊作，陳寅恪這裏專門錄出，可見其莊重態度，詩中

陰霾逼人之感，亦見出陳寅恪此時灰暗消

寫道「故丘歸死不夷猶」，可見陳寅恪對國家的濃鬱情感，而他專

矜，曲學阿世」，這一獨立精神，和當時大
門標舉出「五月五日」，即端午節，亦見於屈原的追蹤嚮往。

雖是盛夏，詩裡卻給人一種四海衰颯

足道，然以其足資紀念當日個人身世之

汪榮祖：《史家陳寅恪傳》（北京大學
出版社，二○○五年），頁八七。

[5]

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上海
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七年)，頁一七五。

[6]

同[注一]，頁一五一。
陳寅恪：《寒柳堂集》（生活·讀書·新
知三聯書店，二○○一年），頁
一八二。

感，遂附錄之於下。詩云：
萬國兵戈一葉舟，故丘歸死不夷猶。
回頭再讀《詠黃藤手杖》一詩，無疑有了更深一層的「瞭解

之同情」，這一手杖就像蘇武牧羊十九年所持的漢朝節旄一般，都

是自我凜凜風骨之寫照，更是一種雖九死其猶未悔的文化堅守與執

著精神之象徵。

[4]

袖中縮手嗟空老，紙上刳膽或稍留。此日
中原真一發，當時遺恨已千秋。讀書久識

[7]

人生苦，未得崩離早白頭。
一九六四年歲次甲辰五月五日陳寅恪
書於廣州金明館[10]。

[8]

張傑，楊燕麗編：《解析陳寅恪》（社
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九年），頁
七六。

[9]

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生
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一九九五
年），頁四二○至四二一。

雖是一首舊作，陳寅恪這裏專門錄
出，可見其莊重態度，本詩對理解陳寅恪此
時情懷也最是貼切。詩中寫道「故丘歸死
不夷猶」，可見陳寅恪對國家的濃鬱情感，
而他專門標舉出「五月五日」，即端午節，
亦見於屈原的追蹤嚮往。全詩令人振奮，但
亦流露出一種暮年心態。而「袖中縮手嗟
空老，紙上刳膽或稍留」，雖然人已老去，
令人嗟歎，卻自信自己的文字終將流傳後
世，這益發見出數日前他對蔣天樞「生命之
托」的分量。
這次託付 意義非凡，和這批著作一
同交付蔣天樞的，就 是這枝伴隨陳寅恪
二十六年輾轉南北漂泊萬里的黃藤手杖。
看了這枝手杖的流傳經過，回頭再讀《詠
黃藤手杖》一詩，無疑有了更深一層的「瞭
解之同情」，「陳君之策，以正衺夨」，這一
手杖就像蘇武牧羊十九年所持的漢朝節旄
一般，都是自我凜凜風骨之寫照，更是一種
雖九死其猶未悔的文化堅守與執著精神之
象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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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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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生活·
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二○○一年），
頁五六。

On Chen Yinque’s Poet Yellow
Rattan Walking Stick
Huang Quanyan（Literature College
of Nei Jia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On su m mer of 1964, Jiang Tianshu went to see Chen Yinque at
Guangzhou, Chen presented all his works
to Jiang.at the same time, Chen also presented his yellow rattan walking stick to
Jiang.This yellow rattan walking stic, it
accompanied with Chen 26 years, it was
not only the witness of Chen’s hard and
difficulty life, but also the symbolizment
of Chen’s haughty personality. Chen pre-

陳寅恪：《陳寅恪詩集》（生活·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二○○一年），頁一○
一。
余英時：《現代危機與思想人物》（生
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二○○五
年），頁四○八。
蔡鴻生：《仰望陳寅恪》（中華書局，
二○○四年），頁一二五至一二六。

sented the stick to Jiang, it contained the
meaning of mission sustennance and spirit
expectation,it is also the important key to
interpret Chen’s work and soul.
Key words: Chen Yinque, Jiang Tianshu, yellow rattan walking stick.

編後絮語
■ 子 夜
本刊執行主編
上期我們曾經報道本刊編輯部與上海師範大學聯合舉辦基督教文化對中國文學影響的學術研討會
消息。在這次會議上，一些學者的論文引起注意，這也就是形成本期《文化中國》特輯的初衷。
在這次會議上，加拿大阿爾伯達大學梁麗芳教授論文的題目，可以說對這次會議的主題，或者
說，對基督教文學長久不衰的主題，是一個很恰到位的詮釋。其題目是，「中國當代小說中的罪與
罰：自審、懺悔和救贖主題的處理及其局限」。罪與罰、懺悔和救贖，在西方文學中司空見慣，但對
改革開放才剛三十多年的中國文學創作來說，則還是一個仍在進行探索和嘗試的時代。長期對中國當
代文學有研究的梁麗芳教授，認為中國當代小說雖然獲得巨大的成就，但在關乎個人與集體靈魂的叩
問、淨化和重生方面的題材，卻因為原罪意識的不足而未能發揮其潛力。
應該說，這是一個較易引起共識的討論，或者說，也是研究基督教文化與中國文學創作關係中提
綱挈領的方向。在探討罪、自審、懺悔和救贖的課題下，這個領域是可以作很多文章的。例如，該特
輯中荀利波和楊劍龍題為《生命意義的持續追問》的論文，討論的是北村在基督教文化影響下的小說
創作及其實驗，指出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後期以來，北村在小說創作中從沉淪與救贖的主題回到當下，
直接考量人們當下所面臨的生存困境，既體現出作家思想發展的完整性，又顯示出北村在創作中對文
學價值的不斷探求。在中國文化視野中，把作者對現實的描寫揉合為既能接當下「地氣」，「同時又
有著虔誠信仰和信念」，可能是比較獨特的中國敘事方法。
這方面的論述可以多角度的，南京師範大學王文勝教授就有一個很新穎的視角，即建國後十七年
這一特殊的歷史時期。作者認為那個時代對勞模、英雄、領袖等的崇拜，其實也可發展出一種「強烈
的世俗宗教情感」。在中國語境下，這固然是一種曲線的嘗試，但我們相信這種邏輯思維不但有助於
探索一種把世俗和神聖進行構連的方向，而且可以擴大討論乃至爭鳴的空間。
由於篇幅有限，這次會議上的部分論文會在下一期繼續刊出，同時，這個主題的來稿較多，有些
稿件並不是會議論文，例如本期李卓然論冰心的信仰變化的論文，也一並在這個特輯刊出，以供讀者
參考和比較。
本期中國研究專欄兩篇文章，一篇是關於馬克思恩格斯經典著作中關於中國文化的論述，一篇是
討論中國目前高校在提倡跨文化交往中應該注意的文化自覺問題。文章所關注的領域，在本刊以前較
少涉獵，前者是歷史性的，後者是現實性的，但都是本刊著力於開闢和拓展的論域，所以我們真誠地
歡迎此類來稿。
就作為一本刊物名稱的《文化中國》來說，或就作為整體意義上相別於政治中國和經濟中國的文
化中國來說，對現實的探討都根基於對歷史的總結和回顧。本刊相當一部分篇幅還是在歷史的範疇之
內。本期有關北宋的歷史地位的分析（賈海濤），章太炎民族主義思想的探析（崔海亮），對何承天
《安邊論》產生的時間考辨（楊恩玉），有關大秦與大漢的交往及條支國考據（梁燕城）等，從秦漢
一直到民國，不乏精彩的亮點，都有值得細讀的內容，希望引起讀者的興趣。
從新的一年開始，本期即將進入創刊的第二十二個年頭。作為一本非牟利的學術刊物，雖不設稿
酬，但仍然源源不斷接到作者奉獻的稿件，令人欣慰和感動，在此謹表謝意，並盼繼續支持，共同耕
耘文化中國這一片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