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論語

英國脫歐的反思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英國歷史自始分離於歐洲
英國脫歐是一次出人意外的非理性選擇，人民為何選擇一個對國家民族不利的議案？
其實英國歷史一向都有孤立的傾向，不列顛原初只是羅馬的殖民地，羅馬崩潰時，盎格魯撒
克遜人侵佔此地，自中世紀都與歐洲有矛盾，一○六六年諾曼地的征服者威廉從歐洲征服英國，
一三三七年英國從諾曼地攻法國，與法國打了一百一十六年的百年戰爭，結果被驅離歐洲，成為
孤離歐洲的王朝。
十七世紀英國內戰後，清教徒勝利，之後一六八八年光榮革命成功，開始了民主體制，商人
階層興起，因清教徒倫理，賺錢同時又捐錢，經濟因有道德基礎，而得成功發展。
稍後興起與清教倫理相反的，是帶希臘羅馬精神的帝國主義，開始侵略世界，在海外與法國
爭霸成功。拿破崙興起稱霸歐洲，英國聯歐洲各國抗法國拿破崙，到一八一五年拿破崙失敗，稍
後英國工業革命成功，科技與經濟均領先世界，十九世紀中以後，英國帝國主義掠奪全世界，成
為日不落帝國，是全球霸主。
一八七○年德國敗法國，成新興歐洲霸主，英國聯歐抗德，兩次大戰勝德國，之後又聯美歐
抗蘇聯。
自始英國與歐洲都有距離，自命是全球的國際大國，不屬歐洲。十九世紀以來採取「光榮
的孤立」(Splendid isolation)政策，不以歐洲為中心。戰後也與美聯盟，不入歐洲的聯盟性組
織。但歐洲共同體EC經濟成功，英國經濟卻下滑，終於一九七三年加入EC以求改善經濟。
英國在歐盟中，並無羅馬帝國那種統一歐洲的歷史感，也無大歐洲的理想。只是想借此發展
經濟，但歐盟卻被德法兩國帶動，英國不成領導，覺失去大英之霸氣，故老一輩不服而想脫歐。

後現代文化的意識形態
加上西方進入後現代文化，後現代思想大方向有二，一是里奧泰（Jean-Francois Lyotard）
所講，一切文化都是語言遊戲，各自並行，各自存在，沒有共識。形成一種自我中心主義。
二是德理達（Jacques Derrida）的解構思想（deconstruction），拆毀一切語言及文化結

構，傾向摧毀多於聯合與和諧。
後現代文化自七十年代後成歐洲顯學，英國如今老一代讀大學時都受影響，整代人都走向世
俗自由主義，本質上是虛無主義，否定一切普遍價值，只重個人人權與利益，文化情調走向自我
中心。
在老一輩的英國人的大英霸主回憶，加上後現代的自我中心主義及解構思想，頑固保守與自
由放縱的結合，形成了愚昧無知的純感性煽動，生了脫歐這個怪胎。

西方民主建制之病態
有人認為英國人是為了尊嚴而脫歐，筆者卻有不同看法，認為英國人是對英國當前沉悶而重
複無味的民主建制抗議。兩黨輪替執政，經濟時好時壞，陌生的新移民不斷湧現，重複又重複，
人已厭倦這種悶局，結果支持反叛型的Johnson，他有點像Trump的政客，他是英國紳士與街頭啤
酒粗人的結合，像電影My Fair Lady中的父親，粗魯自在而不文明，他在北京奧運時，與碧涵一
起接大旗及後來出席記者招待會時，表現就像喝醉啤酒的粗漢。但正因他反建制，這位啤酒紳士
很可能下一步當政。
對民主的舊建制反感，及反老妖怪政客（如Hillary及Cameron），是當代西方的普遍現象，
從菲律賓選舉到英國都如此，Trump雖不學無術，但亦大受歡迎，正因其反建制，及敢於挑戰限制
言論自由的政治正確。民眾對沉悶的民主建制的厭倦，這顯示西方民主體制實行已二百多年，好
處是不會做成最壞的政治，但至今已百病叢生，達到轉型的需要。
但反建制的人執政不是轉型的方向，而是需要全面檢討。西方民主當前的病態，西方後現
代文化形成相對主義，否定任何基本價值，包括否定普遍人性，變成自我中心的文化，只重個人
權利而忽視整體利益。此外，少數經濟精英操縱了大部分資源，用金錢支配了政客取向，一切政
治權利只為權貴服務。再加上言論自由被政治正確所限制，平民的自由和民主權力均無法真正體
現，民主選舉只是每幾年做的一場戲。
選舉已不再是選有胸襟與才能的政治家，反變成選明星的方式，選口才好及樣子英俊的人執
政，選民對政綱與政策大都不甚了了。另方面政客不能有高瞻遠矚的藍圖，卻要濫用國家資源，
派利益討好選民。結果政黨輪替的後果，總是差不多，英俊和口才好的總統不一定執政成功。一
旦有大事需要公投，更是政客煽動與矇騙的機會，發動愚民支持。更壞的是反對派發動暴民暴
亂。西方民主體制漸變成政客、愚民與暴民的舞台。
這一切成為英國脫歐的背景，是筆者在西方民主國家生活近三十年目睹的怪現象。西方民主
建制已變成金錢、權力與個人利益纏在一起的一個鬥爭場，對內煽動愚民而得權，對外又以霸權
操縱他國，難怪西方人民開始要找反叛者當政了。
從中國文化反省，筆者相信要醫治西方民主之病，須先建立人性的共同價值，以良知及對他
人尊重，重建平等、自由、正義的基礎，而不能用虛無主義及自我中心思想去講這些偉大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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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居加拿大的著名歷史學家、原台灣國立師範大學歷史系主任王家儉教授，

二○一六年四月十三日於溫哥華逝世，享年九十二歲。王家儉教授在長達數十年

的學術生涯中，不但治學嚴謹，成果豐碩，而且關懷中國文化的保護和重建，為

海內外學界同仁欽佩和讚頌。自《文化中國》創刊以來，王家儉教授長期關懷愛

護並積極支持，深受本刊同仁和所有讀者和作者愛戴。我們謹此表達深切緬懷之

意。本期並刊登有關王家儉教授學術生涯和著述成果的簡介，以志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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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對話

道家思維方式與民族心理結構
──關於宗教比較研究的對話
■ 李 剛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摘

從道（路）的原義來說，道（路）是有的，是存在的，但它又不

是一個實體存在的形態，而是可以通過的，是一虛通的有，這樣可以

把道定義為一個虛通性的有。

二○一六年第二期（總第八十九期）

四川大學教授

要：兩位學者在對話中，從中

點的，我看無注應該是比較對的，主要是

西方不同宗教文化，包括道教、佛教、基

老子講的道的意思不能單從無的角度來

督教等進行了比較，認為「否定」的思維

講，而是無名就是不能用語言來表達這種

方式，一直到現在對中國人的影響仍然是

狀態，也是超過語言系統的狀態，而這裏

比較深刻的。假如我們只有比較強悍的否

才是跟玄的意思比較接近。而且「無」不能

定式思維方式，保持一種破壞性思維，而

什麼「名」的東西，不能什麼無「名」什麼，

發散式、創新式的建設性思維方式不夠，

有「名」什麼，「名」字放那裏就沒什麼意

我們民族的心理結構就不太健全，就有偏

義了，用無來名天地。我基本上主張是用無

向。現在需要對我們的思維方式作深刻反

來標點。有關有名無名的標點，你是如何看

省和檢討。我們不但要正視解構，更要重

的？

視創新和建構，在學術研究中體現原創性
精神。
關鍵詞：道教，佛教，基督教，創
新，建構。

■：標點方面，我還是比較同意傳
統的，王安石那個還是比較標新立異的。
中國的古文往往可以根據各人的需要來解
釋的，歷來就有六經注我、我注六經的一
個傳統，借用權威性的經典來表達我的看

老子第一章的標點與解釋

法，就可以按照我的需要和想法來解釋這
些經典。

４

□：李剛教授你是中國改革開放後最

□：至於道，我曾經給過一個定義，因

早從事道家研究的，尤其從事的重玄學研

為道是不可以定義，我們要理解它是有還

究，是道家裏面一個很重要的哲學課題，

是無，如果說是完全無，那無是如何生有，

但一般沒有受到很多人注意，因為實在很

西方也是問這個問題，宇宙為什麼是有而

深很多人不懂。我們可以從老子第一章開始

不是無？但是無的意思，大概是用於不能

討論，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

或超過語言系統的狀態。從道（路）的原義

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來說，道（路）是有的，是存在的，但它又不

跟著又是「玄之又玄」了，是非常特別的。

是一個實體存在的形態，而是可以通過的，

現在可以討論的是這「有名」和「無名」是

是一虛通的有，這樣可以把道定義為一個

如何標點的。我看到，以無來標點是從宋

虛通性的有。道不是定義為一種實物，西

朝王安石開始的，自古都是以「無名」來標

方的Bi n g或存在，萬物之間的關係很多，

的一面就是我們不迷信權威，保持一種懷
疑和批判的立場。壞的一面就是佛教三論
宗的「只破不立，破邪顯正」，把別人的

學對「道」的定義，基本上是把道描述為

出自己的「正」，但往往又讓人摸不著頭

「空洞」狀態，是無限廣闊而又四通八達

腦，在破的過程中究竟什麼是「破邪者」

的，甚至有些像現代天文學所說的黑洞的

所要顯的「正」，而且很難去反駁這種自

感覺。重玄學把「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認為的「正」，因為這種所謂的「正」是

作為解釋老子「道」的一個重點，這個

在破邪過程中顯現出來的，你無法抓住它

「門」也是四通八達的，是永恆開放的

進行反駁。這種否定式的思維方式影響還

而不是堵塞的，進入這個門就可以進入

是很大而且深遠的。要破壞是很容易的，

「道」的一定境界。這有點類似道教裏的

但要創造一些東西就很難了。比如，現在

「洞天福地」，這個洞天是四通八達的，

我們所說的中國創造，沒有一種創造性和

進了洞天就可以通到世界的任何地方去，

創新性的思維方式，而是「只破不立」的

就是西方所謂的條條道路通羅馬，條條道

傳統思維方式，很難去進行創新，發明創

路都通向重玄學的那個「道」。從「無」

造。還有就是幾年前流行的西方解構一切

和「有」的關係來說，應該說，在道教裏

的思維模式，很受學術界歡迎。其實，這

一個是從無到有，一個是從有到無，這是

不過就是「五四」以來那種「只破不立、

一種從不存在到存在、又從存在到不存在

破字當頭、立在其中」的思維方式的翻

的解釋。這個「不存在」是一種永恆的，

版。而「五四」以來只破不立、破字當

而不是短暫的不存在，而存在則是暫時性

頭、立在其中的思維方式又是繼承了佛教

的。在道教中，這也是與人和萬物的生死

三論宗「只破不立，破邪顯正」的思維方

過程聯係起來考慮的。人和萬物在生之前

式。從佛教傳進來以後，這種思維方式影

是不存在的，死之後也是不存在的，即

響了道教重玄學，道教重玄學也採用「只

無—有—無。任何事物，其存在之前是無

破不立，破邪顯正」的方式來論證。但如

限的，其存在之後也是無限的，即詩人所

果只破不立，只破邪顯正的話，它很可能

謂「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

會造成另外一種後果，那就是一個新的東

之悠悠」。當然，世界從根本上來說是

西起來了，就把舊的東西全扔掉，尤其在

「無」，但也是存在「有」的，不是純粹

朝代更替時更是如此，把前朝和古代的東

的無，無中會生有。這就是重玄學所講的

西一把火燒了，如一把火就燒掉前朝的阿

無—有—無。重玄學比較多的是接受了佛

房宮。「五四」時期也這樣，最極端的就

教的觀念，特別是在思維方式上，是一種

是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全盤西化。把

否定式的思維方式，並不肯定什麼，而

舊的東西全部破掉之後，新的東西並沒有

是從不斷的否定中顯示道教的看法。從

建立起來。舊的精神家園破掉了，但新的

「破」和「立」的關係上說，佛教三論宗

精神家園並沒有建立起來，中華民族成了

是只破不立，而且是在不斷批判別人的看

精神上的流浪者，流離失所。一直到現

法中顯示自己的觀點，採取這樣的一種論

在，我們的核心價值觀還在建設，還沒有

証方式。重玄學實際上也是採取這樣一種

建設好，真是破起來容易，立起來難啊。

方式，就是否定式的，不斷地在否定別人

精神家園的建設，不可能做到白手起家，

５

都說成是邪，否定別人的一切，從而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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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道家學說尤其是重玄

「五四」最極端的就是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全盤西化。

重玄學對「道」定義為「空
洞」狀態

專題對話

在目前對我們來說，有好處也有壞處。好

把舊的東西全部破掉之後，新的東西並沒有建立起來。舊的精神家

的有，是虛通的有。我就是從這裏定義道。

園破掉了，但新的精神家園並沒有建立起來，中華民族成了精神上

的觀點中立起自己的觀念。這種思維方式
的流浪者，流離失所。

你發現總是可以通的，後面有一個通萬物

「文革」時的口號是「破舊立新」，其實是只有所謂「破舊」

沒有立新，甚至把潘多拉的盒子打開了，舊的封建的妖魔鬼怪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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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出來了，直到現在也收不回去。新的東西並不是那麼容易立起來

的。

文化中國

６

必須借助於傳統文化的資源，尤其是優質

中國人思考問題和處理問題的方法論基

資源。我們正在進行的核心價值觀建設，

因，是否有一點言過其實了呢？或者說

其實裏面就有很多傳統文化的價值資源。

「文革」之後，經過幾十年來改革開放的

「文革」時的口號是「破舊立新」，其實

洗禮，這種思維方式已經不存在了呢？試

是只有所謂「破舊」沒有立新，甚至把潘

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文化熱」中，不加

多拉的盒子打開了，舊的封建的妖魔鬼怪

分析地全面否定中國傳統文化，搗毀一切

糟粕放出來了，直到現在也收不回去。新

黃土地文明的偏激情緒及其種種主張，流

的東西並不是那麼容易立起來的。文革一

行一時。再看當今全球化時代，後現代主

過，那些熱鬧一時的所謂「新」東西也都

義傳入中國，其「解構一切」的方法，馬

不知去哪裏了。我記得我曾經專門寫了一

上就獲得了知識精英們的青睞，正如當年

篇文章，比較佛教的三論宗和道教的重玄

本土的道教重玄學熱烈歡迎和擁抱外來的

學的思維方式。我在文章裏說，道教重玄

佛教三論宗否定一切、只破不立思維方式

學與佛教三論宗「否定一切」的那種思維

的情形一模一樣，外來的「解構」很快就

方式，已經被繼承下來，成為積澱在我們

在神州大地上遍地開花，人人爭先恐後言

民族思維方式中的遺傳基因，流淌在我們

「解構」，生怕不說一通「解構」道理，

的血液裏，潛伏在我們的無意識中。或者

就不具備「革命大批判」精神。又看看如

借用道教的話來說，我們「承負」了這些

今網上網民們的論戰，彼此之間都是破字

思維方式負面的歷史遺產，成為異常沉重

當頭，相互否定對方，只破不立，而且破

的歷史包袱背在身上，想甩也甩不掉了。

字當頭的否定方式，更淪落到只會情緒性

到了「文革」時期，這一異常沉重的歷史

吼叫，潑口大罵的低級水平。爭論雙方好

包袱，更加暴露出它猙獰兇暴的一面。什

一場罵戰，把別人罵得一無是處，一錢

麼「破除迷信」；什麼「橫掃一切牛鬼蛇

不值，似乎自己就得勝回朝了。具有諷

神」，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永世不

刺意味的是，教授竟然被人稱之為「叫

得翻身呀；什麼「懷疑一切，打倒一切，

獸」——吼叫的野獸。這些現象不正好說

砸爛一切」呀；什麼「徹底鬧革命」等等

明：在我們的思維方式中，一代又一代人

叫囂，不一而足。這些都只不過是道教重

遺傳下來「破字當頭、只破不立」的基

玄學與佛教三論宗「廣破一切」、「只破

因，我們的骨子裏至今仍然流淌著「否定

不立」思維方式的基因再度發作而已，

一切」的偏激血液，我們那種砸爛一切的

並非什麼新玩意兒。我們說，「破字當

破壞性情緒飽滿高漲，隨時隨地都有發作

頭」、「否定一切」的思維方式已經成為

的可能性。

宗學了很多，尤其是那樣一種否定的思維

「立字當頭，破也就在其中」的思維方
式，否則我們很難進行創新、創造。

□：我年輕時曾在國外參加一 個會

說。這個思維方式，一直到現在對中國人

議，一個外國學者研究老子的解構思想，

的影響仍然是比較深刻的。或許，激情燃

甚至認為其中有恐怖主義的思想。當然當

燒的革命年代，「破字當頭」、「只破

時我們並不完全同意這種說法，但一些外

不立」的思維方式，還有其一定的必要

國人當時還很欣賞那種新左派的革命思

性，不如此不足以打破舊世界，但到了

想。我是對解構思想同老子和道家思想作

當今和平建設的歲月，這樣的思維方式

過比較，有關重建方面，可能還是儒家，

就弊大於利，難以承擔起建設新世界的

儒道結合可能才是中國文化的一個全面整

重任。看來，已經到迫切需要對我們的

合，就像陰和陽的兩邊。至於你說的從無

思維方式作深刻反省和檢討的時候了。

到有，從有到無，我曾經這樣來解釋老子

反思起來，我們的確很善於摧毀、「解

的道的觀念，就是「道盅而用之有弗盈，淵

構」、破壞一切，卻不太善於「建構」、

兮似萬物之宗」，道就像一個盅，而永遠不

創建點什麼，我們缺乏一種原創性精神。

會滿，淵深無盡，玄這個字也就隱含在其

最簡單的例子，現在我們搞拆遷，先不

中。

管三七二十一，把那些舊房子全拆了，

重玄學指「道」如天文的黑洞
程度上讓我們感到類似現在天文學所說的

先弄好了再來拆遷。思維方式是民族心理

黑洞，就在於此。重玄學那個「道」如同

結構中非常重要的一環，與原創精神、創

黑洞，現在宇宙大爆炸理論中那個悠遠而

造力等一環緊扣一環。假如我們只有比較

深黑不可測的這樣一個洞，真是「玄之又

強悍的否定式思維方式，保持一種破壞性

玄」。

□：道 家和當代科 學都可以從中找

式不夠，我們民族的心理結構就不太健

到類似的說法。霍金和他的老師彭羅斯

全，就有偏向。就算我們善於學習模仿，

(Roger Penrose)就是從宇宙起源大爆炸由

拿來主義，中國製造的「山寨」產品滿世

黑洞開始，那確是「玄之又玄」，「淵兮似

界飛，成為世界第一製造大國，也並不能

萬物之宗」，是非有非無的零點。基本上，

為我們的國家增光添彩，更不能使我們自

從天文學的宇宙起源論，可以類比老子講

豪地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我們常常引以
為榮的「中國製造」，其實附加值不高，

的道。
■：實際上按老子思想本身是有無相

還貼上了別人的品牌，恰好表明我們的創

生的，重玄學吸取了佛教空的思想，注重

造性能力明顯低下。這當中的原因當然非

於無，講本體的無，而且魏晉玄學有「本

常複雜，或許有一部分就源於我們傳統的

無」一派，基本上就是從「無」來講宇宙

否定性、破壞性思維方式不斷得到人為強

本體世界本體的。佛教進來後講「空」，

化，而創造性、建設性思維方式卻日益被

道教的重玄學，吸收了空的思想和無的思

弱化。現在，「中國製造何時成為中國創

想。按照我的觀察，重玄學根據人和萬物

造」的問題已尖銳地提到我們面前，這表

的生命現象展開，發現人和萬物的生命本

明，已經到了必須轉換我們思維方式不可

來是不存在的（無），然後是有（短暫

的時候了。和平建設年代，我們應該培養

的），最終還是不覆存在（無），這基本

７

思維，而發散式、創新式的建設性思維方

從無到有，從有到無，老子的道的觀念，就是「道盅而用之有弗

把保障性的住房，或者相應的安置方案，

盈，淵兮似萬物之宗」，道就像一個盅，而永遠不會滿，淵深無盡，

■：是的，之所以說重玄學在某種
玄這個字也就隱含在其中。

到。假如有好的建設性思維方式，應該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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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用這套方式來解釋老子、莊子等學

然後那些老百姓如何安置，並沒有考慮

專題對話

總而言之，道教重玄學向佛教三論

文化中國

上結合了生命的過程來講有和無，著重點

景裏出來又回去。這也可以從莊子的一死

是解釋無，並最終落腳於「非有非無」。

生看出來，從無盡裏面出來，又回去，這個

比如，重玄學名家成玄英對「有無」這對

無盡基本上沒有內容，沒有得到或失去什

哲學範疇的認識，超越了魏晉玄學的「貴

麼。這樣就可以對生死看透了，生是由無盡

無派」和「崇有派」，他從注疏老莊入

中來，又回到無盡中去，基本是同一樣的無

手，沿著佛教僧肇所開闢的中道觀路徑，

盡為基礎。

結合自己對老莊哲學的體認，提出「雙遣

道教神學與神仙啟示的道經

有無」，並由此進一步證實其超越有無的

■：講到重玄學，我認為應該和佛

界存在的看法。成玄英雙遣有無的理論依

教聯係起來進行比較研究，因為它吸取了

據是佛教「諸法空幻」。既然萬法無實，

佛教有關「空」的思想。當時道教比較流

一切皆空，那麼自然就會推導出有無「即

行說「空」。六朝時代，佛教迅速發展傳

體而空」。有無既空，對有無的「執滯」

播開來，影響很大。受此影響，當時道教

即是病態，治病之藥就是否定有無，此藥

中有些人借用神仙名義製作道經，許多內

當從「心」上服下去，心不滯有，也不滯

容卻是從佛教那裏拿來的，有些道經甚至

無，「非有非無」，病象自然消解。而老

可以說內容全盤佛化，類似「五四」時的

子更多的是講有無相生，主要是從辯証關

全盤西化。當時佛道競爭很激烈，道士們

係來講「有無」，肯定了「有無」。

就說道經是天上才有的，是天然呈現出來

日本京都學派的絕對無
按老子思想本身是有無相生的，重玄學吸取了佛教空的思想，

注重於無，講本體的無，而且魏晉玄學有「本無」一派，基本上就是

從「無」來講宇宙本體世界本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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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玄之道」，深化了他對宇宙本體、世

的，道經還有幾千卷在天上沒下來，以此
與佛教比誰的經書多。道教的知識生產，

８

□：我知道日本京都學派有個學者西

很大部分歷來都是靠天降神授，由天上神

田幾多郎(Nishida Kita r, 1870-1945)，他

仙給予靈感，激發創造性。在道士們眼

的弟子叫西谷啟治（Nishitani Keiji, 1900-

中，像道教的《三皇經》、《靈寶經》、

90），是從絕對無來理解佛教講的空。他

《上清經》都是天書降臨世間，不是人工

指出：「所謂空，就是我們在那一場所作為

製作的，故能稱得上是「經」，其他如

具體的人……如實地顯現出來的同時，圍

《抱樸子》之類只能看作子書。由於是天

繞我們的一切事物也如實地顯現出來的

書降臨，所以外界對這些經書究竟怎樣降

一個場所」(西谷啟治，西谷啟治著作集，

世的具體情況一無所知。史家毫無記載，

第十集、中央公論社、一九四三年，頁一○

假如史家要記錄在案，恐怕也只能依從道

二)。絕對無作為一「場所」是指什麼？是萬

教自己的說法，以至於我們今天寫道教

物的背景，背景只是無內客的場所，背景的

史，只能憑藉道教神學的材料來加以敘

背景，追到最後是無盡的背景，從這裏可

述。而這些經書本身，也成為道教神學歷

能瞭解到道家是有道理的，萬物都有個無

史的一部分，其中充滿了令人眼花繚亂

盡的背景。「無名」是指沒辦法用語言定義

的仙話，很難分辨真偽，考證產生年代

清的背景，我舉例就是好像我們看戲台上

和作者。因此，像道教所謂的「三洞真

的演戲，上面有個幕，裏面有個人從幕後走

經」——《三皇經》、《靈寶經》、《上

出來，表演完後又回到幕後去。幕就好像

清經》，不屬於歷史考證的範疇，而是一

一個無盡的背景，或者「道盅而用之」中的

個道教神學的問題，因為很多經書都是神

盅，或充氣為和，一個無盡的盅，也是一個

仙附體於道士的產物。道教經書因為是神

悠遠的無盡，在一切的後面，作為萬物的

的啟示錄，寫出來的字也和普通的書不一

背景，有和無的相生，都是從這悠遠的背

樣，就是《水滸傳》中的天書，其他人是

為它的語言就像晚清時那種半文半白的。

現在還能看到的由道士扶乩（扶鸞）產生

為什麼道教那麼難研究，就是它的經書產

的道教經書一樣。現在港澳台的道教大都

生的時間很難考證清楚，很難有一個比較

還在這樣做，經由神仙的啟示，用扶乩方

準確的時間。中國古代許多學者基本都不

式製作道經。從這個製作來源中，道教經

敢去碰這個，現在經過海內外幾代學者研

書的許多注解也都是引用神的話，這個話

究，慢慢搞清了一些經書的時間，比如六

也是通過中介道士附體傳達出來，而不是

朝時代的，特別是隨著敦煌出土的一些道

道士自己說的。從這個道教經書的產生方

經，基本可以判定一些唐代之前產生的道

式，我很好奇，如果同基督教作一比較，

經。所以我認為研究道教歷史及思想史，

古代基督教的經書有沒有得到先知的啟

這裏面相當複雜，難度非常大，首先就是

示，能否作一比較？啟示是如何到達凡人

它的文本的來源和時間，現在我們如果能

手裏的？凡人是否需要一個中介，比如像

列出一個大體的時間就很不錯了。

道教的道士那樣，才能傳達下來？更廣泛

□：莊 子 曾問「神 何由降？明 何由

地講，世界上許多宗教，它們那些神聖的

出？」在先秦神明這個詞是常用的，神這個

經典，其啟示是採取什麼方式傳達給凡人

字也可以獨立用的，莊子明顯用這個神，易

的？

經也用這個神，而易經的神好像是指宇宙
□：天書的文字是看不懂的，一定要

有特別的人才能看。那是指天上的語文，
與人間的不同。
■：是啊。在《水滸傳》中，只有
何道士才能把忠義堂那個碑上的龍章鳳篆
蝌蚪文的天書文字翻譯出來。道教最早的

的奧秘安排。

儒家究竟是有神論還是無神
論？
■：我知道你對儒學很精通，想問一
下，儒家究竟是有神論還是無神論？

□：儒家不可能是無神論的，儒家的

基本是和中國古代原始宗教有關的，基本

《詩經》與《書經》，明確提到上帝，及祭

上是河出圖洛出書那一套，是從天上降下

天時祭祀上帝的禮儀，到孔孟思想也提到

來的，是大自然的產物，不是人造出來的

天，天可降命於聖人，如「天將以夫子為木

東西。道教其實是把古代原始宗教這個系

鐸」（《論語·八侑》）及「天將降大任於斯人

統完全繼承下來了，其經書的製作和產生

也」《孟子告子下》，明顯是有性情位格，

都是這樣一個過程。以前，我們老一輩的

有意志的上帝。其實在古代無神是比較少

學者總是要去找經書的作者是誰，包括
《太平經》，結果很難考證清楚。其實，

有的。
■：我是同意這一點的，儒家也並非

在道教眼中，這不是人寫的，而是神傳達

鐵板一塊，儒家學者群體裏其實只有幾個

下來給人的，所以把它叫做「神書」。我

屈指可數的無神論者。但從總體上來說儒

猜測在這個「通神」過程中，道士要經過

家自然是有神論的，因為儒家要敬祖，就

修煉，這個角色一定要是獨特的，不是任

是崇拜祖先的神靈。假如沒有祖先神靈存

何人可以扮演的。六朝時有些道士文化水

在，那又如何崇拜祖先呢？崇拜祖先什麼

準還是比較高的，搞出來的東西就不一

呢？所以儒家從總體上來說怎麼可能是無

樣。現在港澳台道經扶乩下來的東西，一

神論的？孔子「不語怪力亂神」，請注意

般都說是呂祖的，我在想這些扶乩下來的

那個「神」是「亂神」，不是祖宗神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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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經書也是這樣來的，叫天書下降。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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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人都能搞的，就像你們在香港道教宮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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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書，就說不清是什麼時候產生的了，因

絕對無作為一「場所」是萬物的背景，背景只是無內客的場

來。經書在道教裏是由道士搞的，不是什

所，背景的背景，追到最後是無盡的背景，從這裏可能瞭解到道家

道經再過幾百年，後來者說不定看到這些
是有道理的，萬物都有個無盡的背景。

看不懂的，要通過道士們翻譯才能讀出

文化中國
儒家不可能是無神論的，儒家的《詩經》與《書經》，明確提

到上帝，及祭天時祭祀上帝的禮儀，到孔孟思想也提到天，天可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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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於聖人，明顯是有性情位格，有意志的上帝。其實在古代無神是

比較少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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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所主張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春秋時就已提出來的「三不朽」。我覺得

就是說當你祭拜祖宗神靈時，要把祖宗神

這就是儒家知識份子追求的終極關懷，也

靈看成如同在現場一樣，恭恭敬敬的。一

就是使自己的「名」能夠「永遠活在人們

些學者喜歡以孔子「敬鬼神而遠之」為

心中」，自己那個名字符號能夠「永垂不

例，來說明孔子至少對鬼神是有懷疑的，

朽」。但我認為只有屈指可數的人才能夠

所以採取一種敬而遠之的態度。但我的看

實現這一追求，可以這樣說，絕大多數儒

法是，這個所謂「遠」不是距離上的遠，

家士大夫在追求「三不朽」的道路上，都

而是「慎終追遠」的「遠」，孔子是在教

是失敗者，在「青史」上都是默默無聞

導人們，敬拜祖宗神靈不要只局限於父

的。包括那麼多中過狀元的士人，現在還

輩、祖輩那兩三代，而要一直到你家族的

有多少人知道他們的名字？即便是仕途

「遠祖」。後來道教儀式把孔子這一思想

上春風得意的官僚士大夫，就算已經官

發揮為「七世祖」、「九世祖」，也就是

至宰相，能夠青史留名、後人皆知的又

後人有責任在盡孝道時，通過道教齋醮儀

有幾個？恐怕除了專作研究的歷史學家

式把「遠祖」送入「大福堂」的神仙世

之外，沒有人知道他們的名字。所以，

界。所以我說孔子信奉祖宗神靈的存在，

對絕大多數儒家士大夫來說，儒教青史留

而且一直延續到遙遠的列祖列宗。廣而言

名的「名教」是沒有希望的，是水中月，

之，如果儒家不相信祖宗神靈的存在，主

鏡中花。因此，儘管他們不相信道教的成

張無神論，它如何能在宗法家族社會存

仙，也不相信佛教的來生輪回，但也無可

在？它如何要求世人遵守孝道？它如何能

奈何，日常生活中還是離不開佛、道二教

成為家族血緣社會的核心價值觀？

來調劑。白天在官場上所講是儒家那一種

儒家究竟是不是宗教，在國內外都

官話套話，晚上一回到家中，脫下官服，

存在很大爭論。如果以基督教或伊斯蘭教

燒香拜佛者，煉丹服藥者，以佛、道作為

作為宗教的標準來衡量儒家是否宗教，這

旨趣，吟詩作賦、抒發心聲者，都有。不

個標準可能不太合適。這裏還是要涉及到

少士大夫還與僧人、道士結為方外的莫逆

宗教的定義，但宗教的定義現在太多了，

之交，相互之間詩文唱和。有的甚至乾脆

現在各種各樣的定義都有。如果光從有神

就遁入了佛門、道門，尋求能夠滿足自己

論的角度來說，儒家應該可以說是宗教

需要的終極關懷，因為儒家「三不朽」的

了，儒家的敬天尊祖就是信仰崇拜祖宗神

終極關懷，已經與他們徹底無緣了。儒家

靈的「祖宗教」。另外從終極關懷的角度

的終極關懷對於一般老百姓來說，關係就

來說，儒家有沒有終極關懷？毫無疑問是

更不大了，就像魏文帝曹丕所說「文章千

有的，儒家關懷的是如何使自己的「名」

古事」，意思是要靠文章來留名，揚名千

在這個世界上永垂不朽。從終極關懷的角

古的，這對一般老百姓來說，卻是根本做

度來說，我認為，儒家是一個可以稱之為

不到的，所以老百姓對儒家的終極關懷不

「名教」的宗教。儒家知識份子最大的追

會關心，也不會信奉，他們的大多數去求

求就是揚名立萬，青史留名，通過這種方

佛教的來生，還有些去追求道教的今生成

法來追求終極關懷。所謂「名教」不僅是

仙。所以我說儒家是種小眾宗教，而非大

「五四」時代批判的那種「禮教」，其實

眾宗教。如果從信眾的人數上來說，在中

最主要的還是儒家知識份子對於「名」的

國，佛教是大乘宗教，道教是中乘宗教，

終極關懷。儒家士大夫不相信道教的成

那麼，儒教就只是小乘宗教，只能運載屈

仙，也不相信佛教的來生輪回，最終相信

指可數的精英分子，滿足他們心中「永垂

的就是立德、立功、立言這三立，也就是

不朽」的需求。

哲學還是承認奧秘性的，奧秘是指宇宙有
超越人可知的領域，人生命有涯有限，宇宙
卻至大無外，宇宙對萬物與現在事勢的安
《易傳》說「知幾其神乎」。「幾」是指事
物發展之微細端倪，這發展幾勢能預先知
道，是屬神的領域，這裏「神」這個字就是
指事物發展的神妙安排，這是一奧秘。孟
子提到「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盡心》)，
指聖人品質達到高深莫測叫作神，「神」是
指聖人性最高時的神聖奧秘。在莊子那裏
也提到「夫道有情有信」(《 大宗師》)，道
具有一種性情位格與誠信。左傳說「神，聰
明正直而壹者也」(《左傳莊公三十二年》)，
「神」是有智慧與道德的，《說文解字》說
「神，天神引出萬物者也」。這裏的「神」是
造物者，那年代用「神」的理念，與「皇天上
帝」接近。儒家經典裏都是承認有上帝的，
尚書和詩經都有正面講上帝。古經中的「上
帝」，與「天」的理念也很接近，孔子說「知
我者天乎」，天是知道聖人的道德人格奮
鬥。儒家哲學人性與天同體，也跟天有感
應，孔子認為天理解我，天是有性情有位
格的，而在某種程度上跟人有溝通。但孔
子是不說話的，所謂「天何言哉」，天不需
要說話，在儒家來說，是通過四時萬物的
生展，及人的良知跟人說話。
我想在中國古聖賢修養中，人從哲學
到宗教的體驗裏，宇宙應該有一個天道生
生不息的某種神秘的動力在裏面，這就是
道、天或上帝。人如果修煉到一個地步跟這
個接通，就會感到有某種與天地感通而合
地合一的境界，也曾經體會過進入靈界見
到滿天神佛。但當我信了基督教之後又多
了一種不同的體會。道教的啟示基本是屬
於神明或神靈，是多神的，呂祖也好，關帝

啟示文化中聖經的特質
■：這個啟示是通過誰進行的？由地
上的先知嗎？

□：在聖經中先知的特性，比如以摩
西為例，他看到燃燒而不被燒毀的荊棘，
這火是上帝的能量與光榮，上帝在裏面說
話，說「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
實在看見了；他們因受督工的轄制所發的
哀聲，我也聽見了。我原知道他們的痛苦。
我下來是要救他們脫離埃及人的手，領他
們出了那地，到美好寬闊、流奶與蜜之地」
(《出埃及記》三章)。上帝知道一個民族的
痛苦，要施行拯救，帶來建國的新希望。基
督教文化中上帝的啟示，也有神跡出現的
記錄。神跡的意思，在原文就是，看哪，不
可思議的奇事出現了，如摩西看到燃燒的
荊棘而荊棘不毀，是奇事出現了，而上帝的
話語信息是不可思議的，上帝不是滿足個
人的慾求，卻是表達對人民痛苦的理解，
並且指示民族有前途有希望。一個被壓迫
的奴隸民族，在強大的帝國控制下，怎麼
能得到解放呢？從人來說是不可能的，但
上帝就與摩西同在同行，施行救贖，使強
大帝國就範釋放奴隸。結果摩西成功帶以
色列人出埃及，在紅海岸邊被埃及兵追上，
上帝以神跡將紅海分開，以色列人過去後，
埃及兵追來要屠殺，上帝使海水回流，淹死
追趕的埃及軍隊。這是猶太教到基督教的
上帝啟示事件。信徒都信這是歷史事實，
而非神話傳說。
■：我很想知道，當上帝說話時，摩
西是如何聽到這聲音的？因為在道教的儀
式中，道士在做法的時候，他的身體其實
是變成了神一樣，或者變成雷神，或者什
麼神，人神一體了，所以能夠呼風喚雨。

１１

一的體驗。我年青時修養曾體會過這種天

啟示，而沒有多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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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永是超乎人可知的，是屬於神的世界。

而基督教的啟示很特別，只是唯一真神的

中國哲學還是承認奧秘性的，奧秘是指宇宙有超越人可知的領

神論中的一神論也重自然解釋。但在中國

是所謂神靈的世界，當然也會碰到邪靈的。

域，人生命有涯有限，宇宙卻至大無外，宇宙對萬物與現在事勢的

可能只是比較重視自然解釋而已，其實有

打坐到一個地步也是碰到一個群體的，那

安排，永是超乎人可知的，是屬於神的世界。

□：孔孟到漢唐那年代，所謂無神，

也好，都可以下來跟你講講話。實際上，我

專題對話

奧秘領域與宗教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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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有興趣地想知道，在基督教裏，上帝

滿上面的柴，而以利亞通過禱告，上帝降下

的聲音如何傳達到先知的耳朵裏？用現代

火燒壇上的祭物，驗證以利亞是真先知。

科學知識來分析，有沒有可能是一種幻

舊約先知都預言救主彌賽亞會來，生在伯

聽？

利恆，手腳被扎而死，後來耶穌到來，應驗

從現象學描述個人神聖體驗

各種預言，成為上帝啟示的最高峰。耶穌是
「道成肉身」，即上帝來到人間，還受極大
痛苦，來認同受苦的人，而且承擔苦難和

的，不會有像雷神那種神靈附體現象，只有

人類的罪，最後死而復活，轉化苦罪為新

上帝臨在的經驗，明白上帝的說話與指示。

生命。這是基督教裏的奇特的救贖觀，以

這臨在經驗，我只能從個人的經驗來作現

上帝在人間犧牲受苦而後復活，將生命苦

象學描述。我在寧靜靈修中，也會聽到上

難轉化為喜樂。這就將猶太的先知文化，

帝的說話，那是在意念中的一種指示，從

轉為犧牲愛人的文化。同道教一樣，基督

現象上看，人在深層寧靜內在體驗中，感覺

教也是很平民的，上帝來人間是以平民的

上帝的榮光，而得上帝的啟示，那是在禱告

身份，耶穌就是出生在馬槽裏，和人一同受

中，突然湧現的深博神聖，上帝指示的意念

苦，後來又死而復活，驗證了上帝的啟示。

就出來，形成偉大的理想方向，慢慢這神
聖感反覆出現，形成一種明確的方向。當

在中國古聖賢修養中，人從哲學到宗教的體驗裏，宇宙應該有

一個天道生生不息的某種神秘的動力在裏面，這就是道、天或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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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果修煉到一個地步跟這個接通，就會感到有某種與天地感通而合

一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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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文化的特質，因上帝是無限

永恆者示現與靈恩派

年知上帝要我用無條件的愛對中國，用愛

■：我在想耶穌的復活，是不是要

醫治百年苦難的創傷，與中國在艱苦發展

證明上帝的永恆存在？這是不是可以和道

中同行，一群海外華人來分擔艱難中的一

教的神仙現身做點比較，太上老君就是一

切苦與樂。否則我就不會來中國，二十多年

個例子。唐代時很多地方在講，包括皇帝

沒有營利得個人好處，卻籌措海外資源以

也相信，都說看見太上老君出現在雲端，

扶貧助學。但這一切都只是個人心靈內在

這顯示了神仙的永恆存在。現在只是有些

的體驗，是否客觀真實，那就看走下去會不

道士還在講他們看見了太上老君。當然，

會有上帝的保守，是不是按上帝的預言應

我想現在西方社會裏不會有人說看見耶穌

驗。當年我茫無頭緒，無資源、無能力、無

吧？

人才，單憑愛心是不可能成事的，是只有東

□：現在基督教裏有一個人數龐大的

風，萬事不備。但奇怪地，以後各方力量自

靈恩派，在宗教經驗中體會上帝的示現，上

然匯集，在中國二十多年，事事大都順利，

帝的靈下臨時，會講一些我們聽起來是奇

乃知當年宗教體驗，是真有其超越的指

怪的語言，稱為方言，像是天書，是天上的

示。

語言。當很多人在一起聚會唱詩時，大家會
在猶太人傳統裏，先知講的話被應驗

經歷突然之間聖靈能力降臨，就會進入喜

的時候，就證明是真的先知了。比如看到紅

樂而超升的出神狀態，講出各種不同的方

海分開的分開，就知摩西真的是上帝的先

言，有時是外國的語言，不是一個人，而是

知了。如耶利米預言猶大國被迦勒底帝國

集體的。他們也有醫病的現象，癌症也會

所滅掉，又預言七十年後回歸，後來果然

醫好。又有宣稱看見耶穌基督，或聖靈的榮

應驗了。這才證明先知所說的是對的。當

光及能力的，同時為人祈禱，心中會出現一

然也有假先知，耶利米就曾經面對假先知

些圖畫，依之而發出預言論及這人的處境

的指責。還有一個似利亞，幾百個拜偶像

或未來。這都是體會永恆的示現，使他們

的假先知對峙鬥法，就很簡單築兩個壇，

十分喜樂，也得到人生的指引。這是基督

看哪個不用點火就能著火，他的壇被水澆

教中一個大教派的特有神跡現象。

統文化中基本上是講恥辱，講恥感，有
人稱之為「恥感文化」，而道教裏面則是
的那種「原罪」。道教所講的這個「罪」
是你祖先留傳下來的，或者說，人一旦造
罪，就會遺傳給後代。這個可能與《易
經》的「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

比較，會很有意思的。

家族的罪與始祖的原罪
□：基督教靈恩派有這個說法，就是
說你這這個家族從前做過惡事，或者跟魔
鬼建立關係，或者拜其它的邪靈，盡管這
一代信了基督，但還是有邪靈在裏面，因
為有家族的咒詛。當然原罪是更大，原罪指

家，必有餘殃」有關，因為道教和周易是

從始祖開始下來，人就跟永恆慈悲仁愛真

密切相關的，我曾專門寫過探討有關周易

理斷了關係，人變成自我中心，人的原善因

和道教的文章，《易經》對道教的影響很

為與美善隔絕，不能通永恆，其發揮時就

大。《太平經》把這個「罪」說成來自

會扭曲他的善，如無限的愛會扭曲為只愛

「承負」，就是要解釋這樣一種人生現

自己，變成自私，只愛金錢和權力，變成貧

象，既然人們常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婪，善的扭曲會形成人間的罪惡。耶穌基

但包括司馬遷也在《史記》裏問，為什麼

督的意義就是由他的痛苦和死亡作一個贖

中國歷史上好人的命不長？善惡沒有得到

罪，把一生的罪與業都洗乾淨，使人可以

相應的回報，這個人生現象如何解釋？王

回復與上帝的感通。化了原罪，只是回復感

充用「正命」、「隨命」、「遭命」的命

通，不等於你沒有自己的罪，人還是會常常

定論來解釋。《太平經》則用「承負」來

犯罪，所以人還是要常常悔改，在靈性上

解釋，意思是說某人祖上做了惡事，這種

提升自己。來生是由上帝決定的，今生無論

罪惡就會留傳到子孫身上，由子孫後代來

做什麼，上帝都要審判，但若接受救贖，罪

承受。這樣一來，即使某人道德表現再好

就得寬恕，而直入永生。

也沒用，於是就會出現善沒有善報的現
象。打個比方，這就好像他祖上欠了債，

永生與長生
■：基督教也有長生的觀念嗎？

了，以後他這個家族才會好起來。另一方

□：基督教重永生的觀念，人一旦得回

面，有些盜賊，或者道德敗壞的人，為什

復與上帝溝通，就得進入永恆，死後是永

麼會活得很好？惡沒有得到惡報，那就是

生的極樂天堂，新天新地。基督教不講輪

因為祖上積了大德，就等於在道德銀行存

迴，因為輪迴來自業報，今生的業要來生

了款，還有很多積蓄，沒有花完，但如果

報應，但耶穌把業清洗，就無輪迴了。康德

子孫一旦花完了，這個家族的惡運也就來

指出，現世好人不一定得好報，但道德指令

了。道教所講的這個罪，不是你個人生而

的要求須有最後完善，故必設定上帝存在，

來之的原罪，而是祖上遺留下來的。這與

及靈魂不朽，使來生有最後道德應有的回

佛教不同，佛教認為孽是自己造的，前生

報。至於長生，基督教認為一個一生為上

造的孽，自己今生就要承受，今生造的

帝奉獻和犧牲自己的人，凡事有祝福，而得

孽，自己來生就要承受苦果，這是從個人

長生，但若上帝安排短命也不是壞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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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債要由他來還，只有等他把債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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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多地講「罪」，只是沒有基督教所講

負」論，如果和基督教裏的「原罪」說相

基督教裏的奇特的救贖觀，以上帝在人間犧牲受苦而後復活，

其實道教裏面也講罪，佛教也講。中國傳

形成子孫後代的「承負」。這個罪的「承

將生命苦難轉化為喜樂。這就將猶太的先知文化，轉為犧牲愛人的

它宗教的比較研究。其中「罪」的觀念，

響到自身，但罪就會積累到家族鏈條裏，

文化。耶穌出生在馬槽裏，和人一同受苦，後來又死而復活，驗証

值得進一步推進，包括基督教和道教及其

族鏈條，連在一起的，你作惡也許不會影

了上帝的啟示。

■：我認為現在對宗教的比較研究，

來說的。道教則是把「罪」作為一個家

專題對話

祖先留下的罪

文化中國

那是更早到永恆完美的世界。

虛無與虛無主義

是宗教對於信仰者人生的最終救度，其中
也包含了對於人生疾病和精神苦痛的診斷
與治療。儘管各個宗教對人生疾病和精神

原罪指從始祖開始下來，人就跟永恆慈悲仁愛真理斷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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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基督的意義就是由他的痛苦和死亡作一個贖罪，把一生的罪與

業都洗乾淨，使人可以回復與上帝的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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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種理論，認為宗教就是為人

苦痛的診斷方式與治療手段不同，最終救

生提供一種精神支撐，或者說是人生的價

度的「永恆」名稱也不一樣，但是，無論

值或意義所在，是一種價值或意義系統，

何種宗教，都要對其信徒的人生給予診

而不致於產生人生的虛無感，假如沒有宗

斷、治療與救度，都試圖在信徒的日常生

教，人有可能就會走向一種絕對的虛無主

活中發揮作用，為信徒們提供終極關懷服

義。美國學者漢斯·約納斯在所著《諾斯

務，這卻是毫無疑問一致的。在存在主義

替宗教》中指出：存在主義顯示了虛無主

那兒，當「上帝死了」之後，好像一切存

義體驗中的偶然性與必然性；人的宇宙環

在都是種虛無的狀態，人生就是荒謬的，

境觀的變化，產生了現代存在主義及其虛

找不到一種終極的關懷和支撐。我不知道

無主義意蘊的那種形而上處境的根本。我

現在西方會不會有一種虛無的人生觀，在

感到，這位美國學者點出了存在主義與虛

中國主要是在魏晉那個時代，包括列子裏

無主義的關係。或許，存在主義從死亡的

面「及時行樂」的思想。魏晉時有的士大

「偶然性與必然性」體驗到了「虛無」；

夫認為，死後什麼都沒有了，他們不相信

或許，在存在主義那裏，人類的存在就是

有什麼另外一個世界，就在這個世界「及

一種「不存在」，故存在就是虛無，不存

時行樂」就好了。至於佛教講的「空」，

在才是永恆的。面對「虛無」，人生的價

其實是說我們生存的這個世界是空的，純

值意義究竟在哪裏？柯拉柯夫斯基《宗

粹是虛假的，但是這個「空」還保留了另

教：如果沒有上帝……》告訴我們，歸根

外一個世界，就是所謂的「西方極樂世

結底，宇宙史看起來就是存在被虛無擊敗

界」，那是一片淨土，而我們生存的這個

的歷史：物質、生命、人類、人的智慧和

世界，在佛教看來是混濁的和骯髒的，所

創造性，一切都注定要以失敗告終；我們

謂「五濁世界」，佛教的理想世界是在所

全部的努力、痛苦和歡樂，都將在空虛中

謂的淨土，在西方極樂世界裏，所以還是

永遠消失，終不留下絲毫痕跡。如果按照

有一個追求。雖然說空，這個空不是絕對

這樣一種看法來推論的話，人生無論如何

的虛無。如果說有絕對的虛無，其中有一

努力，歸根到底都是失敗的，生命的存在

派，就把空說成是絕對的空，連空本身也

即是虛無，毫無價值意義可言。然而，但

要否定掉，而另一派則反駁，假如連空也

凡是宗教，卻要在虛無縹緲中尋找人生的

否定，那麼你的西方極樂世界豈不也沒有

價值意義，這個價值意義就是「永恆」。

了嗎？假如西方極樂世界也是一個空，人

因為，正如《宗教：如果沒有上帝…》所

生的努力或奮鬥又有什麼意義呢？佛教主

說，只有在永恆的（與時間無關的）現實

流主張，我們生存的這個世界可以空掉，

中，虛無才能被擊敗。我認為，各個宗教

不要執著於這個世界的一切，從這個意義

都有自己特色的「永恆」信仰，基督教的

上把世界看空。佛教說，這個世界是短暫

天國，佛教的西方極樂世界，道教的神仙

的，是虛幻的，是無常的，任何功名利祿

世界，都是一種「與時間無關的」永恆存

都是靠不住的，這個世界就是一個假幻的

在，各個宗教的信徒在此種「永恆」中獲

存在，而真實的世界則是在西方極樂世界

得了生命存在的價值意義，人生有了奮鬥

的那片淨土裏。所以我認為，佛教進入中

目標，前進方向，「全部的努力」都將在

國後為什麼會那麼快地使很多人信仰，包

「永恆」中實現，虛無被徹底擊敗。這就

括帝王都相信了，這與其西方極樂世界對

要運載到彼岸的極樂世界的淨土，這個吸

怪力神也出來了。一方面，它有一種社會功

引力太大了，大家都爭先恐後要搭上這個

能，安定人心，另一方面，它也變成很多離

大車。我曾經研究過，大部分皇帝都是信

奇古怪的講法。現在我們就聽說佛教賺錢

宗教的，不是佛教就是道教，有些是佛

變成上市公司的，通過神怪來賺錢，宗教不

教、道教都信。一般人認為武則天信佛，

好的一面就是這樣出來的。

其實她也信道教，尤其是道教的長生成仙

宗教功利化的問題

信宗教的，終極關懷或者是在佛教或在道

■：宗教的社會功能有它的實用一部

教，而對儒教，則主要是用於政治和倫理

分，特別是在中國，宗教的功利化很強，

方面的現實事務處理。這些皇帝內心都清

而且老百姓的信仰也是很功利化的，講實

楚，儒教的「三不朽」他們都不夠格，他

用的，無事不登三寶殿，平時不燒香，臨

們的名字不會被後人記住，他們不會永遠

時抱佛腳，都是這樣一個狀態。所以，

活在人們心中，於是他們只能去佛教極樂

許多中西方學者都在研究，中國人究竟有

世界或道教神仙世界那裏尋求到「不朽」

沒有宗教信仰？我認為當然是有宗教信仰

的安慰和關懷，這樣，他們死後「到哪裏

的，但不像西方基督徒那樣堅定，還是有

去」的問題才能得到解決。

些懷疑論的。對神仙存不存在有懷疑，對

哲學的永恆和民間神仙世界

來生存不存在有懷疑，但是一般老百姓從
實用化和功利化出發，與其相信無，不如

□：至於虛無主義，是西方否定形而

相信有，因為萬一神仙、來生真是有的，

上學後，否定傳統價值建構而產生的，尼

你要是不信豈不就虧了?中國的宗教其實

采更以虛無主義作為否定正統價值的工

很早就世俗化了。現在中國宗教學術界有

具，在當今發展為後現代的相對主義思想，

的文章，把西方的宗教世俗化理論生硬地

認為一切並行，並無共識與普遍價值，否

套在中國頭上，好像中國宗教是近代以來

定任何超越的精神價值，最後成為一種自

才是世俗化的，現在越來越世俗化，其實

我中心主義。這在西方宗教來看，所羅門王

中國從很早宗教就是世俗化的。道教一產

《傳道書》就在三千年前提到，日光之下的

生，就是世俗化的，神聖性不足。包括佛

世界，是虛空的虛空，純從現實上看，世間

教，在印度本來是很高深的哲理，到中國

是虛無的，但只在「日光之下」，所羅門同時

馬上就世俗化了，把道教那些法術都拿來

提出上帝的超越世界，貫入日光之下的世

用。當然，這裏確實也有一個宗教的信仰

界，就使一切變為有意義。

市場問題，為了要爭奪信眾。一位美國學
者曾討論過這個問題，認為精神產品和物

界，既可回應佛教極樂世界的挑戰，又可超

質產品一樣，都有一個市場問題，所謂宗

越現世之虛無。而道家如果沒有變成道教

教市場論。這裏有個爭奪信眾的問題，你

的話，就只有道的永恆的觀念，道教才發展

的宗教產品要去吸引他們，要他們相信

一個神仙的世界，有另外一個世界讓人追

你。中國的佛教從一開始就世俗化，否則

求，所以道家成為道教有它的發展道理。

它拉攏不了信眾，為了和道教爭信眾，很

佛教原本也不是講極樂世界，只是證悟因

快就放下身段世俗化。那些高深的理論，

緣起滅而已，但它必須宗教民間化，把它

包括唯識學那一套，在一般信眾中是吃不

的哲學讓人民接受，才有香火。所以我認

開的，得不到理解。為什麼有禪宗的語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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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道家的重玄學，就是提出神仙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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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和丹藥，她都很感興趣。皇帝大都是

專題對話

但慢慢就變成民間了，也變成迷信了，很多

我們生存的這個世界，在佛教看來是混濁的和骯髒的，所謂

有的人，包括罪大惡極的「一闡提人」都

「五濁世界」，佛教的理想世界是在所謂的淨土，在西方極樂世界

為道和佛原本就是哲學，不是搞民間的，
裏，所以還是有一個追求。雖然說空，這個空不是絕對的虛無。

人們的吸引力有關。而且大乘佛教要把所

文化中國

體出現，就是從孔夫子的《論語》學來
的，短短幾句話啟發人就夠了。佛教中國
化過程中最終的結果就是通俗易懂、短小
精悍的禪宗語錄最吃香，能夠在社會上立
住腳，像高深莫測的唯識學就是傳不開。
這與自孔子以來中國人形成的碎片化思考
方式有關。所以近現代以來黑格爾和康德
那種嚴密邏輯體系的長篇大論，在中國老
百姓中是沒有市場的，尼采是有的，因為
中國人包括知識分子讀起來舒服，很容易
接受。直到今天互聯網時代，流行的仍然
是中國傳統的碎片化思考方式，表現形式
為「段子文化」，其中有一部分就是無名
氏語錄，還是語錄體受大眾歡迎。總而言
之，中國宗教的世俗化特徵與生俱來，其
中原因之一，是與各個宗教要奪取佔領更
多的信仰市場份額相關，不得不迎合大眾
的世俗功利口味。

以理性為主而不是以迷信為主
基督教本身跟希臘的理性結合，所以它在走向一種高級宗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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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不是以迷信為主，其神學仍是以理性為主，雖有民間世俗一

面，但這個發展過程中主要是理性化而不是世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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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是用文藝作品箴言的形式表達思想，

□：基督教當然有很民間的一部分，
例如天主教對聖人的崇拜，靈恩派的祈禱
醫病及先知的預測，但基督教本身還是跟
希臘的理性結合，所以它在走向一種高級
宗教的過程中，不是以迷信為主，其神學
仍是以理性為主，雖有民間世俗一面，但

大乘精神與無量度人
■：其實，佛教和道教也有類似的
觀念。佛教有「大乘佛教」，後來道教也
有所謂「大乘道教」，把佛教「普度眾
生」的理念搬運過來，也是為了從理論上
講清楚這個道理：如果你不先去救度別
人，運載更多的人脫離苦海，你就不能最
後救度自己。所謂大乘，就是其大無比的
車子，能夠把所有生命「眾生」運載到彼
岸世界。信奉大乘的僧人、道士，有一種
所謂的「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大悲
氣概，也就是「先要解放全人類，才能最
後解放自己」的無私奉獻精神。這個很有
意思。道教有一部《度人經》，就是說你
要成仙，首先要濟度別人成仙，這就是它
說的「仙道貴生，無量度人」。你只有做
到「無量度人」，你才有資格成為神仙。
而要「貴生」，就要有一個和諧太平的環
境，否則戰亂頻繁，生命都得不到保障，
何談「貴生」？整個社會人心，也有一個
對太平世界的熱切追求，《太平經》裏講
得很清楚，其中就是講如何建立地上的太
平國度。它認為這個世道不公平，有對社
會的強烈批評。這個太平思想其實也是從
儒家的公羊學派裏吸收了一些東西的，而
且道教的倫理基本上也是把儒教的那一套

這個發展過程中主要是理性化而不是世俗

搬過來的。當時有人批評一些道士逃進山

化。當然，有人說西方宗教正在走向世俗

裏隱世成仙，置社會責任不顧，於是就有

化，當新教出來，是個人去信，而不是大

葛洪出來，認為真正高明的修仙了道是

型的禮儀體系如天主教那條路，信仰個人

「大隱隱於市」，「上士得道於三軍」，

化，鼓勵信徒關懷貧困和社會，也有關懷

就是說一流的道士用不著躲進深山老林，

政治改革，但重點還是理性的。加爾文等

而是隱居在人群甚至軍隊裏，一邊修仙了

神學都是非常理性的，以理性的命題來講

道，一邊把社會責任也盡了。

宗教。同時，基督教主要還是有它的天國

為什麼佛教在中國是信仰人數最多的

使命感，將天上美善帶來人間，這是一個

呢，我想是因為佛教傳進來後，其大力宣

特色。在中國宗教基本較少這個使命。天

傳的「普度眾生」說吸引了許多人，其輪

國的使命就是要把上帝的愛和正義在地上

回來生、極樂世界說很玄，誰也說不清楚

行出來，所以信了以後要堅定地相信，把這

究竟有沒有，又無法加以驗證，再加上當

個行出來。中國人拜佛，除了知識份子，一

時的人們大多對道教的神仙產生了懷疑，

般都不懂佛講些什麼。

所以信仰市場馬上就被佛教打開了，佔領

多。與佛教相比，道教為什麼競爭不贏

過道德，一切可放縱隨便。我認為後現代

呢？也就是道教所說肉體修煉成仙的人是

的西方文化，一面是解構，摧毀一切價值，

可以驗証的。道教提出神仙存在，很多老
百姓就去「驗證」究竟誰修煉成仙了，但

一面是酒神文化。就是一種放縱的生活。
■：中國魏晉時就有這種風氣，就是

誰都沒有看見究竟誰成了仙。就像基督教

醉生夢死的及時行樂精神，完全放縱自己

有自己的神學歷史著作一樣，道教盡管寫

的日常生活。

□：魏晉時起碼還有點知識份子氣

史著作，就是想借此證明神仙的存在。然

派，西方當代酒神文化卻是瘋狂歌舞及不

而中國老百姓是十分講經驗主義的，他沒

斷示威抗議的生活，當這個文化結構成為

有看到神仙就不會相信，而且道教的修煉

主流時，可說西方一定會沒落的。現在要看

要經過很艱苦的漫長過程，不是每個人都

中國，如何找出一種新的文化精神，從自身

可以堅持不懈修煉的。這樣一來，信奉道

傳統找尋新的精神價值，再結合西方最好

教的人自然就不如佛教那麼多。當然，老

的文化精神，包括科學文化及基督教的文

百姓中相信並且體驗道教養生學說的人也

化精神，可以給世界的道德影響作用。中國

不少，和儒教比較而言，信奉道教的普通
老百姓更多些。所以我說，在中國，從信

強大可以發揮文化影響，弱就做不了。
■：西方的虛無主義是不是一部分人

眾的人數上來說，佛教是大乘宗教，道教

例如某些知識份子的思想，一般的人，廣

是中乘宗教，儒教是小乘宗教。

大的老百姓，是不是還信上帝？

□：從目前來看，西方教育的主流還

人數看，基督教是大乘，伊斯蘭教是中乘，

是虛無主義和世俗主義為本，認為沒有宇

佛教是小乘了，我想宗教仍是須理解其所

宙與人性的價值，人只有自由，幹什麼都可

達境界而定其分際。至於神仙與佛菩薩的

以，包括任何不道德之事。當然信上帝的人

具體性，我看諸佛菩薩每個都是代表一個

還是很多，問題是宗教的影響是比不上在

符號，這個符號是代表人的希望，希望有

公眾教育推廣的虛無主義和世俗主義，因

慈悲者解救就有一個觀音，希望醫病就有

為虛無主義控制了知識系統和教育系統。

個藥師佛，希望死後有盼望還有個地藏菩

宗教只是到了教堂才有一定的體悟，這個

薩。文殊代表人渴望得智慧的符號。壽星

體悟當然可以很高，還可以維持西方比較

公代表人渴望長生的符號。玉皇大帝代表

崇高的東西，但一旦主流的人們變成世俗

人追求主宰的符號。每一個人都可以從神

化，慢慢又把這種文化傳染給世界其他文

仙或菩薩中找到自己希望的符號。在我們

化，並且說成是先進的，文明的，人權的，

知識份子它不一定真實存在，但存在於人
心的嚮往之中。而從基督教，則是把所有嚮

強迫其他文化跟從，這就是有些可怕了。
■：看來你在西方對他們的文化有直

往都集中在耶穌基督，基督代表了慈悲、

接的體驗和感受，而我們只能在國內從讀

醫活、永生、智慧、長生與主宰，在這一點

到一些外國學者寫的書裏，感到他們走入

上就變成一神論，而不是多神論。

了一條虛無主義的困境。就是說，在上帝

虛無主義的酒神文化及其危機

死了之後，西方究竟以什麼作為人的精神
的依托？人生的價值和意義總要有個終極

至於西方，正否定超越世界，已經進

根據啊。當然，在中國也有這個情況，就

入到虛無主義中，從尼采講，如果沒有上

是「五四」時否定宗教之後，把古代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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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不能單憑人數定，若由全球

李 剛、梁燕城：道家思維方式與民族心理結構

了很多神仙傳，也就是道教自己的神學歷

專題對話

成自我中心主義的，個人高於真理，人權高

《太平經》認為這個世道不公平，有對社會的強烈批評。這個

證實或證偽，所以直至今天還是信佛的人

太平思想其實也是從儒家的公羊學派裏吸收了一些東西的，而且道

帝，什麼都可以幹。現在西方就是這樣變
教的倫理基本上也是把儒教的那一套搬過來的。

了。直到今天科學還不能去驗證，無論是

西方文化正否定超越世界，已經進入到虛無主義中。後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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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西方文化，一面是解構，摧毀一切價值，一面是酒神文化。就是

一種放縱的生活。

文化中國

的神權的枷鎖破除了。本來，老百姓頭上

價值和真理觀，進入其內在體驗作同情的

「舉頭三尺有神明」，其道德行為接受神

瞭解和欣賞，但對不同的分際又守得住，不

靈的監督，不敢為所欲為，生怕受到神的

能隨便混同。現在對終極真理的觀念，如

懲罰。但神權的枷鎖破除後，現代科技興

天、道、空、上帝等，要提升到理性的和更

起之後，現代人究竟以什麼作為人的道德

深層的精神境界去了理解，分清其可相通

和倫理的一個終極依據呢？這就引出了許

及不相通之處。第二是重視傳統中國文化

多問題。例如，現在流行「娛樂至死」，

中道德上的人性，借用佛家的空及道家的

只追求當下的快樂，有的刑事搶劫犯，只

無名來破虛無主義，以無為來保護自然，正

是為了搶得錢後吃喝玩樂過幾天幸福日

面揭示人性的的美和善，美善當然是儒家

子，此生也就足矣！一般老百姓沒有了神

的思想，儒家的仁愛最後的根源是天。如

權的約束監督，沒有了對來世和彼岸世界

何一個比較合理的跟科學不矛盾的思想重

的期待，當然只是「今朝有酒今朝醉」，

建天，或上帝的意義，可能是中西文明結合

「過把癮就死」，陷入了虛無主義和冒險

的一個可以處理的途徑。

主義的困境，沒有道德底線不顧一切地追
求享樂，以至於不能自拔。

新軸心時代
現在這個時代我感到有些像中國春秋
戰國時期，當時世界處於一個所謂「軸心
時代」，而中國百家爭鳴，諸子百家都在
興起，但還沒有找到一個定型的東西，舊
的那些東西被破除以後，如何找到新的東
西來取代舊有的。一直到漢武帝「獨尊儒
術」，實質上是儒表法裏，才定下型來。
現在世界各國合縱連橫，各自結盟，也有
不結盟的，二次世界大戰後，中小型戰爭
連年不斷，挾持人質的恐怖事件時有發
生，發達的大國稱霸稱雄，像極了中國春
秋戰國時期。而且現在世界是流動的，處
於全球化過程中，又是一個高度信息化的
時代，知識大爆炸，各種思想學說粉墨登
場，諸子百家你方唱罷我登台。也許現在
是一個新的軸心時代，人類歷史上的第二
個軸心時代，很多新的思想產生出來能不
能影響以後上千年的歷史進程，這是值得
我們思考的。

１８

□：現在確是新的時代，需要一個古
今中外價值的大綜合，當前西方推的是全
球化，那麼全球化有沒有一個大家都同意
的精神價值系統？這個大家正在尋找。我
們需要一種文化上的博大胸襟，對不同的

A dialogue on religious comparison
and research
L i G a n g（P r of e s s o r a t S i c h u a n
University）
Dr. Thomas In-Sing Leung(Chiefin- Editor ，Cultural China)
Abstract: The two participants in this
dialogue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easter n and wester n religions, mainly
Daoism, Buddhism and Christianity. They
noted that “negative thinking” has had
a deep imprint on the Chinese people.
If we on ly compa re t he most d ieha rd
proponents of negative thinking that leads
to destructive thoughts, then resources
for cult u ral renewal and const r uctive
thinking will be insufficient. Therefore,
the worldview of our people is not too
complete and shows a biased tendency.
Now we need to reflect on the effects of this
worldview. We must not only deconstruct
this worldview, we must also construct a
worldview that rewards originality and
i n novat ion i n aca dem ic resea rch a nd
thought.
Key w o r d s: D a oi s m , Bu d d h i s m ,
Christianity, Renewal, Constr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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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文化與中國當代文學(續)

精神在超越肉體之時
——論史鐵生散文的基督教文化意味
■ 滿 建

要：史鐵生的散文作品呈現出鮮

涯，一九八一年又因患腎病從街道工廠回

明的基督教文化意味，這與其身體的殘疾

家療養，一九九八年被確診為尿毒症，需

有著直接的關聯，具體表現為對神和信仰

隔日透析來維持生命，二○一○年十二月

的體驗與闡釋、對信仰缺失後果的憂戚以

三十一日淩晨因突發腦溢血在北京宣武醫

及對懺悔精神、寬恕精神和愛願精神的提

院去世。史鐵生生命中相當一部分時間是

倡。在基督教文化濡染下，史鐵生散文取

在醫院中度過的，在散文《我二十一歲那

得了極高成就，對中國當下散文創作具有

年》中，他回顧自己躺在病榻上等待病情通

重要的啟示意義。

知時的心情寫道：
我乞求上帝不過是在和我開著一個臨

摘

關鍵詞：史鐵生散文，信仰，基督教

必須要長在軟膜外，那樣才能把它剝離而

的作家，史鐵生不僅在《關於詹牧師的報

不損壞那條珍貴的脊髓。「對不對，大

告文學》《原罪‧宿命》和《鐘聲》等小說中

夫？」「誰告訴你的？」「對不對吧？」

表現出較強的基督教色彩，而且在《我與

大夫說：「不過，看來不太像腫瘤」。我

地壇》《我二十一歲那年》《病隙碎筆》等

用目光在所有的地方寫下「上帝保佑」，

散文作品中執著地表現對人類的終極關懷

我想，或許把這四個字寫到千遍萬遍就會

精神，呈現出濃郁的基督教文化意味。史

贏得上帝的憐憫，讓它是個瘤子，一個善

鐵生寫道：「精神在超越肉體之時，上帝不

意的瘤子。要麼乾脆是個惡毒的瘤子，能

[1]

得不永遠賜我們以藝術」 。他以頗富神

要命的那一種，那也行。總歸得是瘤子，

性的散文創作超越了軀體殘缺的局限，實

上帝！[2]

現了其生命價值。

一、「危臥病榻，難有無神論
者」

在絕境中，史鐵生把僅存的希望寄托
到上帝身上。二十一歲正是人生最狂妄的
年齡，一個滿心準備迎接愛情的人，卻迎
來了殘疾，這種打擊是可想而知的。所謂
「危臥病榻，難有無神論者」，一位哲人的

多樣的，但對於史鐵生而言，殘疾為其首

話在多年後引起了史鐵生的強烈共鳴，他

要因素。史鐵生於 一九六九年初赴陝西

寫道：「如今來想，有神無神並不值得爭

延安附近插隊，四月因腰腿病返京治病，

論，但在命運的混沌之點，人自然會忽略著

一九七一年因病情加重重返北京治療，次

科學，向虛暝之中寄托一份虔敬的祈盼」

年因治療無效而雙腿癱瘓，開始輪椅生

[3]

。命運的殘酷使史鐵生認識到，人生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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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作家走近基督教的原因是多種

史鐵生的散文作品呈現出鮮明的基督教文化意味，這與其身體

作為一位殘疾而執著探索精神世界

的殘疾有著直接的關聯，在基督教文化濡染下，史鐵生散文取得了

性的瘤子。對對，它可以長在椎管內，但

極高成就，對中國當下散文創作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時的玩笑——在我的脊椎裏裝進了一個良

文化。

满 建：精神在超越肉體之時

宿州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

文化中國

都有絕望無助的時候，無論曾經多麼輝煌，
都有可能被巨大神秘的世界置於無知無能
的境地，因此在困境中祈求神明保佑，是

二、「神不是被證實的，而是
被相信的」
在人生最初的困境中，史鐵生充滿了

磨著史鐵生，將他限制在輪椅之上和醫院

恐懼，也不斷陷入迷茫，他竭力尋找一種

之中，隨之而來的失學、失業和失戀的痛

力量作為生命的支撐。後來他找到了神，

苦帶來的精神困惑，使史鐵生沉潛於內心

「有一天我認識了神，他有一個更為具體

世界的探尋，思索肉身、苦海、懲罰、原罪

的名字——精神。在科學的迷茫之處，在

問題，加上好友如周郿英（《告別郿英》）、

命運的混沌之點，人唯有乞靈於自己的精

吳北玲（《歸去來》）、路遙（《悼路遙》）

神。不管我們信仰什麼，都是我們自己的精

等英年早逝的消息不斷傳來，使他更加注

神的描述和引導」[7]。顯然，史鐵生在散文

重人類終極命運的關注。

中並不想去竭力證明基督教意義上的神的

史鐵生在《病隙碎筆》中寫道：「人生

存在，而是借助神去闡釋他對生命的理解

最根本的兩種面對，無非生與死。對於生，

和感悟，以及對於信仰力量的肯定，從而體

我從基督精神中受益；對於死，我也相信

現其對終極價值探尋。他寫道：「神不是被

[4]

佛說」 。史鐵生幼年時代居住在東正教

命運的殘酷使史鐵生認識到，人生在世都有絕望無助的時候，

２０

無論曾經多麼輝煌，都有可能被巨大神秘的世界置於無知無能的境

地，因此在困境中祈求神明保佑，是人人都會有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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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會有的心情。截癱、尿毒症不斷折

證實的，而是被相信的」[8]。

堂附近，睡夢中常常被清朗的教堂鐘聲喚

史鐵生對神和信仰的執著探尋，是建

醒。他曾看過教堂裏的聖母像，後來他曾

立在科學認知基礎上的。身患殘疾和重病

這樣描述了自己的感受：「鏡框中的女人無

而無力擺脫的事實使他認識到，現代科學

比安祥，慈善的目光中又似有一縷凄哀。

再發達都是有局限的，因此並不能成為人

不，那時我還不知道她是誰，但她的眼神、

類根本的依賴，但人類無需因此而沮喪，

她的姿態、她的沉靜，加上四周白色的紗簾

轉向神和信仰，就能找到價值和意義。他

和那一縷淡淡的夕陽，我心中的懵懂又一

對比了科學與信仰的不同：「科學的要求是

次被驚動了，雖不如第一次那般強烈，但卻

真實，信仰的要求是真誠。科學研究的是

有久別重逢的喜悅。我仿佛又聽見了那鐘

物，信仰面對的是神。科學把人當做肉身來

聲，那歌唱，腳踩落葉的輕響，以及風過樹

剖析它的功能，信仰把人看作靈魂來追尋

林那一片遼闊的沙沙聲……」 [5]。史鐵生

它的意義。科學在有限的成就面前沾沾自

對基督教文化觀念很認同，他曾對比了兩

喜，信仰在無限的存在面前虛懷若谷。科

種婚禮舉行方式，一種是在教堂中進行，

學看見人的強大，指點江山，自視為世界的

象徵著面對無情的未知和無常的命運，兩

主宰，信仰則看見人的苦弱與醜陋，沉思自

個靈魂為了愛情決心攜手前行，「這種無

省，視 人生為一次歷練與皈依愛願的旅

疑解釋無從掌握的願望只有神能懂得，他

程」[9]。

們既祈神的保佑也發誓不怕神的考驗」

那麼神是什麼樣子？神在哪兒？神到

；另一種中國傳統式的婚禮，在家裏或飯

底負責什麼事？在史鐵生看來，神是一個

店舉行，請來眾多親朋以顯風光，叩拜列

虛幻的存在，並不一定要有一個人形的證

祖列宗以示傳宗接代繼承家業，這是一種

明。神並不是饋贈者，沒必要對虔誠的供

家政取代愛情的象徵，是精神動物退化為

奉者施恩庇佑。神始終站在監督人性的位

經濟動物的象徵。這些因素都使得基督教

置上，出現在人類遭遇困阻而無限迷茫之

文化對史鐵生的散文創作產生了重要的影

時，「一切威赫的存在，一切命運的肇因，

響，他在進行生命價值和意義的探尋時，

一切生與死的劫難，一切曠野的呼告和信

帶有濃厚的基督教文化意味。

心，都已是神在的證明」[10]，「在對人性惡

[6]

才有神聖的朝拜」 。

福樂，但上帝保佑你的希望。人不可以逃避

離，並將神設定為一個不斷追尋的彼岸世

的意義上，上帝存在。命運並不受賄，但希

界。史鐵生很喜愛劉小楓的著作《走向十

望與你同在，這才是信仰的真義，是信者

字架上的真》，不僅細心閱讀，還將其送給

的路」[13]。正是在對苦難的不斷承受中，在

遠在美國的朋友。他贊同劉小楓「人與上帝

對現實福樂的否定中，體現出信仰的神聖

之間有著永恒的距離」的判斷，認為神之

意義。

所以是神，就在於距離。「神，乃有限此岸

難能可貴的是，史鐵生由自身困境而

向著無限彼岸的眺望，乃相對價值向著絕

對信仰做出自己的獨特認知，並在對現實

對之善的投奔，乃孤苦的個人對廣博之愛

的針砭中去認識信仰。他通過反思自己插

[12]

的渴盼與祈禱」 ，神在神界恪盡職守，

隊的經 歷，指出信仰如果被政治利用的

但與人同在，不給人以世俗的許諾，不去

話，就 會在狂熱中演化為一種暴力和災

解救具體的疾苦，但是卻保佑著希望永不

難。他指出，捨生取義是應該贊美的，為信

枯竭，總是給人以前行的道路，一條向美

仰而獻身更是美德。但是，「這樣的要求務

向善的路，永遠也走不完的路。神不存在

須對著自己，倘以此去強迫他人，其『義』

於尋常的時空中，而只存在於人眺望的那

或『信仰』本身就都可疑」[14]。

一刻，在人遭遇困境，體會了殘缺去尋找
完美的路上才會發現他。
既然神「是被相信的」，信仰的意義就

三、「我們應該聽清上帝的警
告」

被凸顯出來。在史鐵生看來，信仰的本質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在於承認人即殘缺，正視苦難的永恒性，

運動給史鐵生留下了難以磨滅的記憶，他

在神的垂憐下真正斷除迷執，在不斷諦聽

在散文中常常回憶插隊時的生活。針對強

和領悟中最終獲得精神超越。史鐵生以約
伯的故事為例，強調了苦難之於信仰的重

制推行平均主義現象，他寫道：
人是不可替代神的，否則人性有恃無

要意義。魔鬼撒但對上帝說：約伯所以敬

恐，其殘缺與醜陋難免胡作非為。惟神是

畏你，是因為你賜福於他，否則他便會咒

可以施行強制的——這天，這地，這世

罵你。上帝就允許撒但奪走了約伯的兒女

界，這並不完美的人性，以及這差別永

和財產進行試探，但約伯並未動搖信心。

在、困苦疊生的人之處境，都可以理解為

接著撒但又對上帝說：單單捨棄身外之物

神的給定。上帝曾向約伯指明的，就是這

還不能說明什麼，你若傷害他的身體，看

個意思：你休想篡改這個給定，你必須接

看會怎樣吧！上帝便又允許撒但使約伯身

受它。就連耶穌，就連佛祖，也不能篡改

染惡疾，但約伯仍舊毫無怨言。最終撒旦

它。不能篡改它，而是在它之中來行那宏

對約伯說：你之所以遭受苦難，料必是你

博的愛願[15]。

在史鐵生看來，平均主義不過一個美

並未因此而給約伯任何福樂承諾，而是譴

好的願望，人性的醜陋和強權的暴虐使得

責約伯不懂苦難的意義，要約伯去接受包

神性淪喪，給芸芸眾生帶來了災難。史鐵

括苦難在內的全部現實，約伯最終醒悟。

生把這種思考從歷史延伸到當下，對二十

在史鐵生看來，撒旦所遵循的是世俗邏

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因信仰缺失所帶來的災

輯，歪曲了信仰的意義。以苦難去作福樂的

難性後果進行了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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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罪過上帝，約伯信心終於動搖。但上帝

满 建：精神在超越肉體之時

苦難，亦不可以放棄希望——恰是在這樣

難能可貴的是，史鐵生由自身困境而對信仰做出自己的獨特

由此，史鐵 生肯定人和神之間的距

本期特輯

上帝對約伯的期待。「上帝不許諾光榮與

[11]

認知，並在對現實的針砭中去認識信仰。他通過反思自己插隊的經

人性去接近完美卻發現永無終途的路上，

歷，指出信仰如果被政治利用的話，就會在狂熱中演化為一種暴力

投資，或以聖潔贏取塵世的榮耀，都不是
和災難。

的覺察中，在人的懺悔意識裏，神顯現。在

文化中國

繁衍著紛爭，熱火朝天的敲詐和掠奪必然

科技發展在給人們生活帶來了舒適、方便、

導致生態問題出現。事實上，這並非是哪

富足和長壽的同時，也帶來了不可遏制的

一個國家的問題，而是全人類的迷失。當

享樂慾及對自然的瘋狂掠奪。在人類賴以

下世界各國政府的共同目標都是國民生產

生存的地球上，水、綠色、和平日益變得珍

總值和消費指數的增長，把人類的前途、

惜，而仇恨、戰爭卻綿延不絕。史鐵生坦誠

生命的意義都讓位於物質佔有和消費水平

自己並非聖徒，可能是個享樂主義者，但又

的可持續增長，從而忽視了地球和生態。由

理性地指出，人類的享樂應該有止境，否則

此看來，這已非簡單的政治問題和經濟問

地球將在被掠奪乾淨後，唯餘一片沙漠埋

題，在根本上說是信仰問題。林語堂曾經

無數白骨。人類的貪慾導致諸多不治之症

說過：近二千年來人已經聽不懂了神的聲

的出現，愛滋病則很像是對享樂主義的一

音。史鐵生認為當下人們並不是聽不懂，是

種警告，因此「我們應該聽清上帝的警告」，

乾脆不要聽。人們擺脫這種困境的辦法，只

「我們不光需要物質財富，我們還需要愛

有淡化物質方面的慾望，致力於精神方面

情，需要美的夢想和家園，需要清澈的水，

的自由追求，這樣才能與自然和諧相處，才

需要茁壯的綠色，需要和平，需要人與人

能夠「詩意地棲居」。所謂詩意地棲居，

[16]

的和平，需要人與萬物的和平……」 。

史鐵生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多是對自然妙構的高深思問，但往

往忽視對生命意義的追問。在他看來，人既是自然的一部分，又是從

２２

自然中升華出來的異質，是上帝的美麗的創造。人要如同珍愛自己的

身體那樣熱愛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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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隨筆三則》中，史鐵生指出現代

「是出於對神的愛戴，對神的偉大作品的

那麼，人類到底該保留慾望，還是滅

由衷感動與頌揚，惟此生態才可能有根本

絕慾望？史鐵生把自己的思索寫在了自己

的保護。經濟性的棲居還是以滿足人的物

的《私人大事排行榜》一文中。他並不否認

慾為要，地球則難免劫難頻仍，苟且偷生」

慾望的合理性，因為如果沒有慾望的話，則

[19]

。

「鳥不叫雲不飛，風不動心不搖，惡行滅

史鐵生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多是對自

盡善念不生，沒有慾望則萬物難存，甚至宇

然妙構的高深思問，強調順其自然，因此養

[17]

宙也不再膨脹」 ，但任由慾望無止境的

生之道特別發達，但往往忽視對生命意義

擴展的話，則又會大量破壞自然，導致森

的追問。在他看來，人既是自然的一部分，

林消失，草原沙化，河流乾涸，海洋污染，

又是從自然中升華出來的異質，是上帝的

臭氧層破洞，剝奪得地球千瘡百孔空乏暗

美麗的創造。人要如同珍愛自己的身體那

淡。由此看來，人類只有保留慾望的同時限

樣熱愛自然。對自然界的巧取豪奪破壞了

制慾望，但是限制的邊界又在何方？史鐵

生態，實際上等於毀滅自身。因此人類要

生沒有給出回答，但將之提出來引發人們

聽清上帝的警告，「上帝是嚴厲而且溫柔

的自有其不可估量的價值。

的，如果自以為是的人類仍然聽不懂這暗

在《病隙碎筆》中，史鐵生進一步從
生態保護思想角度對信仰缺失問題進行深
度思考。在史鐵生看來，「人既看見了自身
的殘缺，也就看見了神的完美，有了對神的
敬畏、感恩與贊嘆，由是愛才可能指向萬物

示，地球上被刪除的終將是什麼應該是明
顯的」[20]。

四、「我們永遠都在朝聖的途
中」

萬靈」 [18]，這樣才能使得萬物和諧，整個

據《聖經》記載，亞當和夏娃因偷吃

世界生機勃勃。但當下的生態保護思想，只

禁果而被逐出伊甸園，人類痛苦的歷史由

是為了經濟持續發展而被動保護生態，為

此開始。對於個體而言，生命裏充滿了殘

了生活更好而不得已愛護自然，物質的享

缺、疾病、各種矛盾和困惑，最後的歸宿都

樂沒有盡頭，經濟增長的追求沒有盡頭，

是死亡。史鐵生認為，擺脫痛苦的最好辦

慾望得不到抑制，貪婪鼓舞著貪婪，紛爭

法就是把結果引向過程，體會過程中的創

意義。在某種程度上，只有更重視過程，人

態，這些都具有極強的懺悔意識。
史鐵生散文中的懺悔意識不僅表現

又是一個無窮的運動，人類的智力永遠不

在親身經歷的歷史事件上，還表現在個人

能窮盡存在的神秘，史鐵生關注生命終極

生活領域。在《秋天的懷念》《我與地壇》

問題，但並不期待有一個終極的解答或解

《合歡樹》等文中，史鐵生表達出對母親

決。他說：「我們永遠都在朝聖的途中但永

深深的懺悔之情。在雙腿癱瘓後，史鐵生

遠都不能走到神的位置」[21]。史鐵生不斷

的脾氣變得暴怒無常，常常在痛苦迷茫中

汲取基督教文化精神的養分，在散文作品

粗魯地對待母親對自己的關切。當他第一

中勇於懺悔，提倡寬恕，弘揚愛願，在對生

篇小說發表的時候，母親卻已不在人世。

命的形而上的終極問題的關注中呈現出較

他後來才知道，在自己備受煎熬那段日子

高的精神品味。

裏，母親早已身患重病，經常夜裏疼痛得

懺悔是基督教文化的重要構成部分。

難以入眠。他悔恨交加地在散文中表現出

人類只有通過懺悔請求上帝寬恕罪孽，才

對母親深沉的懺悔之情。在《墻下短記》一

能進入天國。史鐵生講述過《聖經》中的

文中，他描寫了幼年時代因打架而向好友

懺悔故事：耶穌對準備用石頭砸死行淫婦

Ｌ要回了所送禮品的內疚心理，充滿了懺

女的法利賽人說：你們中誰沒有犯過罪，就

悔感。史鐵生認為，「懺悔，不單是悔白晝

去用石頭砸死她吧，眾人聽罷紛紛離去。

的已明之罪，更是看那暗中奔溢著的心流

耶穌強調：罪，既然普遍存在於人的心中，

與神的要求有著怎樣的背離。懺悔不是給

那麼，懺悔對於每一個人就都是必要的。

別人看的，甚至也不是給上帝看的，而是看

作家當然也不例外，史鐵生寫道：「作家絕

上帝，仰望他，這仰望逼迫著你誠實」[23]，

不要相信自己是天命的教導員，作家應該

寫出了他對懺悔精神的深刻領悟。

貢獻自己的迷途」 [22]，他在散文作品中通

基督教文化提倡寬恕精神。《聖經》

過敘寫歷史事件及個人生活遭際，表現出

中寫道：「你們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

了濃厚的懺悔意識。

也必饒恕你們的過犯；你們不饒恕人的過

比如，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對文革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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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才能擺脫現實的名利束縛的痛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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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動」小說，而可能面臨被抓時的複雜心

懺悔是基督教文化的重要構成部分。人類只有通過懺悔請求上

定結果，但是無法阻止人們在過程中獲取

帝寬恕罪孽，才能進入天國。史鐵生在散文作品中通過敘寫歷史事

真實坦誠地記錄了自己在文革中抄錄所謂
件及個人生活遭際，表現出了濃厚的懺悔意識。

造感和生命歡愉感。上帝可以安排一個既

犯，你們的天父也必不饒恕你們的過犯」

力的反思中，往往只能聽到蒙冤者訴說被

[24]

打的悲慘經歷，而鮮聞打人者真誠的懺悔，

味。史鐵生非常喜歡田徑運動，在《我的夢

這是一種極不正常的現象。史鐵生認為，

想》一文中，他坦陳自己最喜歡並且羡慕

不僅歷史災難的製造者需要懺悔，那些看

的人就是長跑名將劉易斯，但劉易斯卻在

似與黑暗無關的當事者，也需要懺悔，因

百米賽上敗給了約翰遜。後來新聞披露，

為他們沒有去制止發生在身邊的暴行，沒

約翰遜得勝是因為服用了興奮劑。但是約

有膽量去拒絕施暴者強加的意志。在《病

翰遜的牙買加家鄉人並未因他做錯了事而

隙碎筆》中，史鐵生回顧自己在文革伊始，

去責備他，表現出了寬恕的精神。史鐵生在

和同學去清華園破四舊的情形。雖然自己

報上看到這則新聞後寫到：「這幾句話讓

因為非紅五類而被臨時取消了「破壞」的

我感動至深。難道我們不該對靈魂有了殘

資格而成為旁觀者，但他並未慶幸自己並

疾的人，比對肢體有了殘疾的人，給予更多

無罪責。相反，他披露了自己不敢反對拳腳

的同情和愛嗎？」 [25]在《病隙碎筆》中，他

和棍棒，以及當時恐懼、迷茫、沮喪等複雜

以婉曲的筆墨，敘寫了革命年代一個叛徒

真實的心理。在《文革記愧》一文中，他也

的複雜心理歷程。在他看來，如果不去設

。史鐵生的散文漾溢著這種寬恕的意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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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處地考慮叛徒的情境的話，人們就會盲

魔障般的紅塵中輸掉靈魂，而要在永恒的

目苛責鄙視他，缺少寬恕的世界是神光不

路上把靈魂錘煉得美麗。聽懂那慈愛的天

再照耀的世界，就會成為一片蠻荒的曠

音，並以你稚拙的演奏加入其中」 [27]。在

野。

「絕對的信仰之光正趨淡薄，日新月異的生
史鐵生散文的一個重要主題是弘揚

活道具正淹沒著對生命意義的尋求」[28]的

愛願。《病隙碎筆》記錄了一段耶穌的話：

當下世界，史鐵生在基督教文化濡染下對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

生命終極意義的不息追求發人深省。

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
愛」[26]。身體的殘疾並未使史鐵生陷入怨

人是一個個被分開拋到這個世界上來的，在相互隔離中產生了

２４

孤獨感，要超越這隔離，只能是心魂的相互敞開。在史鐵生看來，

愛情的魅力在於困苦中的默然相守和隔離中的相互敞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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憤的積累中，而是給他帶來了愛的期盼。在

結語：「文學就是宗教精神的
文字體現」

史鐵生看來，殘疾不僅僅表現在肢體和器

劉錫慶教授認為，史鐵生因散文《我

官上，更表現在歧視所帶來的心靈壓迫和

與地壇》的發表而攀上了當代散文的顛

損傷上。人生困境之一就是生活在他者之

峰，對其散文成就給予了充分的肯定。殘

中而不能徹底溝通所帶來的孤獨感。孤獨

疾不僅使史鐵生找到了基督教文化作為精

並不是經濟問題，也不是生理問題，而是心

神超越的資源，也使史鐵生把散文創作當

靈問題，是心靈間的隔膜、歧視、甚或戰爭

成表達自己的有力憑藉。他認為散文「存

與戕害所致。人可能捨棄一切，卻無法捨棄

在於一切有定論的事物之外，準確說，是

被理解被愛的渴望。擺脫孤獨的途徑就要

存在於一切事物的定論之外。在白晝籌謀

依靠愛，以母愛、友愛特別是愛情來超越

已定的種種規則籠罩不到的地方，若仍漂

孤獨。在《我與地壇》中，史鐵生回憶了母

泊著一些無家可歸的思緒，那大半就是散

親在他得病時的毫不張揚的愛，這種愛支

文了——寫出來是，不寫出來也是」[29]，這

撐著他去重新理解生命的意義。史鐵生曾

無疑是和超出教條而追尋無限可能性的

因病重三進三出友誼醫院，醫生對他的激

「宗教精神」是契合的，因此他坦言「文學

勵，插隊知青朋友給他的鼓舞，都使他在

就是宗教精神的文字體現」[30]，他在對愛

某種程度上得到了超脫。但這些對抗孤獨

的禱告中喚起生命的藝術靈感，輪椅生涯

的力量都不足和愛情相比。人是一個個被

遂變成了「詩意的棲居」。

分開拋到這個世界上來的，在相互隔離中

史鐵生說過自己的寫作不過是為心魂

產生了孤獨感，要超越這隔離，只能是心魂

尋一條活路，要在汪洋中找到一條船，基

的相互敞開。在史鐵生看來，愛情的魅力

督教文化為史鐵生散文提供了契機。他的

在於困苦中的默然相守和隔離中的相互敞

散文大量使用基督教的詞匯，以及《聖經》

開。在史鐵生病得幾乎沒了希望，而透析費

中的伊甸園等傳說故事，比如在《人間智

用之高昂令人不知所措的時候，妻子陳希

慧必在某處匯合》一文中他順手拈來《舊

米日夜陪在身邊，一同默默地發愁，一同

約·傳道書》中的話：「已有的事後必再有；

以聽天由命來相互鼓勵，這就是愛情的力

已行的事後必再行。太陽底下並無新事。

量。

有哪件事人能說『看吧，這是新的』？」 [31]
史鐵生在《人間智慧必在某處匯合》

來進行比對，甚至散文行文都帶有濃郁基

一文描繪了一幅令人振奮的畫面：理想的

督教文化韻味，在《病隙碎筆》中他寫道：

蜀道匯集著人間的無窮智慧，它不在人們

我不斷地眺望那最初之在：一方藍天，一

慣行的前後左右，「它的所在要人仰望——

條小街，陽光中縹緲可聞的一縷鐘聲，於

上帝在那兒期待著你！某種看不見卻要信

恐懼與好奇之中鋪築成無限。因而我看著

的東西，在那兒期待著你！期待著人不要在

他的背影，看他的心流一再進入黑夜，死

[32]

張若谷等人都是基督教作者，他因此斷言
「中國基督教文學在這方面也正方興未
艾，前途當有更光明的希望！」[33]史鐵生的
基督教的文化精神對生命終極意義進行的
發問和回答達到了震撼心靈的藝術效果，
可謂是對朱維之先生判斷的遙遠迴響。史
鐵生的散文創作在轟轟烈烈的二十世紀
九十年代「散文熱」中獨樹一幟，無疑能為
今後中國散文創作提供有益的啟示。
[1]

史鐵生《史鐵生作品集（2）》（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頁三七○。

同注一，頁三八四至三八五。
同注四，頁一七八。
[27]
同注八。
[28]
同注四，頁一二八。
[29]
同注四，頁五八。
[30]
同注一，頁四三六。
[26]

[31]

同注八。
同注四，頁一○○。
[33]
朱維之《基督教與文學》（上海：青年
協會書局，一九四六年），頁二七○。
[32]

The Moment When the Soul

史鐵生：《史鐵生作品集（3）》（北
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五
年），頁二○五。

Tr ansc ends t he Fle shy B o dy — O n

同注二，頁二○四。
[4]
史鐵生《病隙碎筆》（北京：中國盲文
出版社，二○○八年），頁一四七。

Man Jian(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2]

[3]

[5]

史鐵生《我與地壇》（瀋陽：春風文藝
出版社，二○○二年），頁三九八。

the Christian Spirits in Shi Tiesheng’s
Essays
Media, Suzhou University)
A bst rac t: Sh i Tiesheng’s essays
exhibited typical Christian spirits due

[6]

directly to his disabled bodily experience

[7]

a nd t he spi r it s were embod ied i n h is

同注一，頁四三九。
同注二，頁二一二。
[8]
史鐵生《人間智慧必在某處匯合(外一
篇)——斯坦哈特的〈尼采〉讀後》，載
《天涯》二○○八年第二期。
[9]

[18]

同注四，頁一四六。

understanding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the
God and beliefs, together with anxieties
over the absence of beliefs and advocates
for the spirits of confession, forgiveness
and lov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hristian
cult u re, Sh i obt ai ned a rema rkable
achievements in his essays which surely
p r ov id e d w it h t he t hou g ht- p r ovk i ng
heuristic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s
essays.
Keywords: Shi Tiesheng’s essays,
beliefs, Christian culture.

２５

同注四，頁一七三至一七四。
[10]
同注四，頁一四七。
[11]
同注四，頁二十八。
[12]
同注四，頁一五五。
[13]
同注四，頁十。
[14]
同注四，頁一二九。
[15]
同注四，頁二一○。
[16]
同注二，頁三○三。
[17]
史鐵生《私人大事排行榜》，載《花
城》一九九七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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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借鑒基督教文化資源，尤其是其借助

[25]

史鐵生的散文借鑒基督教文化資源，對生命終極意義進行的發

重要的作家中如謝冰心，許地山，蘇雪林，

問和回答達到了震撼心靈的藝術效果。史鐵生的散文創作在轟轟烈

就指出，中國新文學以散文小品最為成功，

烈的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散文熱」中獨樹一幟，無疑能為今後中國

早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朱維之先生

同上。
同注四，頁一八七。
[21]
同注二，頁三二九。
[22]
同注四，頁十五。
[23]
同注四，頁一三一。
[24]
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中國
基督教協會《聖經》(二○○九年)，頁
七。
[20]

散文創作提供有益的啟示。

不見而信的人是有福的」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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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結束。只有一句話是他的保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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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紅色耶路撒冷的空城
——試析冰心信仰之革命化(下)
■ 李卓然
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

要：冰心早年創作了諸多基督

水之一，又充分體現著大海的廣闊和博大；

教文學作品，並一度被視為「基督徒作

大海既是所有水滴的匯聚集合，其內涵又

家」。但在一九五一年從日本回國後，曾

在每一滴水中得以展現。這種以大化小、以

經真心頌主的「屬天」冰心卻義無反顧地

小見大、個人融入集體、集體包容個人的

擁抱「屬地」的共產主義信仰，實現了毫

話語模式實質上就是社會主義國家對於個

無阻滯的轉化，其過程之順暢令人驚嘆。

人和集體關係的典型描述，《列寧頌》就是

冰心能夠完成如此迅捷過渡的原因在於她

「湖畔詩人」汪靜之於一九五八年採用「以

對基督教的理解是道德化的，其認信並不

一見萬」話語所作的一首詩：
你是海洋中一滴水，

純粹。冰心無法在一種異化了的信仰上穩

在冰心的筆下，正是因為每個母親對於孩子的愛都是「一般的

長闊高深，分毫都不差減」，有著上帝之愛所賦予的同一性質，這樣

２６

的愛才能在世間的交通中相吸引、相融合，這也是人與人之間能被

「愛」維繫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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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定地生活，其試圖「調和」的努力最終淪

一滴水造不成海洋；

為無情的蛻變和改換。

你集中起無數水滴，

關鍵詞：冰心；信仰；轉化；基督
教；共產主義。

才造成無邊的海洋
——偉大的共產黨！
洶湧澎湃，

在冰心的筆下，正是因為每個母親對
於孩子的愛都是「一般的長闊高深，分毫
[40]

無窮的力量。
你是海洋中一滴水，

都不差減」 ，有著上帝之愛所賦予的同

也是海洋。

一性質，這樣的愛才能在世間的交通中相

……

吸引、相 融合，這也是 人與人之間能 被

你是太陽中一個原子，

「愛」維繫的基礎。這樣同質的母愛才能讓

一個原子造不成太陽；

《超人》中的祿兒和何彬在社會階層天差

你團結起無數原子，

地別的情況下仍能彼此交流感動，如此

才造成白熱的太陽

千千萬萬的孩子和母親將每一份愛呵護匯

——光輝的共產黨！

集，最終形成一個「愛的世界」、「愛的宇

燦爛光明，

[41]

宙」 。這種「以一見萬」的話語模式和社

無限的陽光。

會主義大家庭中個人和集體的關係非常類

你是太陽中一個原子，

似，冰心在一九 五九年《走進人 民 大 會

也是太陽。

堂》一文中寫道：「走進人民大會堂，使你

……

突然地敬虔肅穆了下來，好像一滴水投進

你是鑽石中一個碳，

了海洋，感到一滴水的細小，感到海洋的

一個碳造不成金剛鑽；

[42]

無邊壯闊」 。一滴水既是大海中千萬滴

你把無數的碳素結晶，

緊密結合，

「行出來」。或許在她的眼中，革命鬥爭恰

無比地堅強。

恰是將對貧苦大眾的愛具體化為階級間的

你是鑽石中一個碳，
[43]

平等，通過在現實中贏得解放的實踐去實
現哲學意義上的完滿。讓「天上天國」降臨

這裏的「一」和「萬」被不同的比喻的

為「塵世天國」也是在以一種自我確信的

對子來反覆套換，分別為水滴和大海、原

方式去克服宗教慣常遇到的瓶頸——「言

子和太陽、碳和鑽石。通篇都是同一種邏

行分裂」的二元主義，即查經和踐行、理論

輯的反覆出現：「一」（水滴、原子、碳）是

和實際、禱告和行動、哲學和生活的分離；

「萬」（大海、太陽、鑽石）中的一個「一」

並試圖去彌合「知」與「行」的裂痕，通過在

→「一」造不成「萬」→無數的「一」才能造

現實中的鬥爭對之「辯證統一」。

成「萬」→「一」是「萬」中的「一」，同樣也

在《寄小讀者·通訊十七》中冰心記敘

表現著「萬」。這樣的邏輯和話語模式也被

了在赴美留學的船上，中國留學生幾次向

冰心頻繁地應用於回國後的作品中，當然

船主要求將船底二等艙的俄國難民接上來

這種模式所服務和論證的已不再是對「愛

一同參加聯歡晚會，雖然多次請求均被拒

的哲學」的頌揚，而是社會主義大家庭中

絕，但「結果雖毫不似預想，而大同的世

對於個人和集體關係的詮釋和定性。

界，原是從無數的嘗試和奮鬥中來的」[45]。

與冰心類似，民國時數位自由派神學

「奮鬥」這個詞在冰心不同文章的結尾處

領袖如丁光訓、吳耀宗等後來都選擇和共

多次出現，往往是為新的社會或新的世界

產黨合作，這與其說是由於生存和政治的

（或者說大同世界）而奮鬥，在冰心作品的

原因，不如說本就是由其信仰特點所決定

結尾中被使用的頻率遠高於「禱告」。冰心

的。有了這種本就「自由」的宗教態度，冰

對於革新這個世界的「行動力」的看重決定

心的信仰在回國後改換門庭也就不出意

了在她眼中，上帝被屏蔽掉了絕對精神的

外，自由主義神學的邏輯表達和共產主義

特質；她理想中的耶穌是一個具備改造社

的內涵迅速連結成為一套新的話語體系，

會的「直接參與性」的神和在現實鬥爭中

她曾經對上帝的虔敬「只因心裏沒有根，不

能夠「得勝」的統帥。路易斯·羅賓遜稱「魯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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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關。她迫切地要將自己對於經文的理解

冰心對於革新這個世界的「行動力」的看重決定了在她眼中，

——堅強的共產黨！

上帝被屏蔽掉了絕對精神的特質；她理想中的耶穌是一個具備改造

主；否則上帝的啟示就和這個酷烈的世界
社會的「直接參與性」的神和在現實鬥爭中能夠「得勝」的統帥。

才造成最硬的金剛鑽

迅將耶穌視為一個『怯弱的造物主』的『怯

過是暫時的」 。

三

弱』代表」[46]。「像一千九百年前的希伯來
人一樣，魯迅希望出現一個強有力而自信的
彌賽亞——從政治角度看，就是一個解放

推崇導致了她將前者對應於關懷窮苦人

者，來充當中國的『超人』」 [47]。當今有學

的基督教，又將基督教對窮苦人的愛憐關

者就認為，從這個意義上說，毛澤東的出現

聯到共產主義推崇工農的立場；在這樣的

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48]。魯迅是無神論者，

邏輯鏈條之下，基督教神學在她身上就發

所以在依靠「人」的方面比冰心更為徹底；

生了轉向和變異，一種「赤化的基督教」開

但是冰心的基督信仰同樣將實現目標（神

始出現。小說《分》的結尾屠戶家孩子「野

的國或大同世界）的著眼點落腳於「人」之

火燒不盡」的小草自喻也預示著窮苦大眾

上，這就導致了在她這裏宗教和主義的互

即將掀起的革命風暴。對於冰心而言，神

相糾纏和雜糅。

的國是與覺醒和鬥爭相連的，實現神的國

威廉·霍登認為「從心理學的角度來

意味著用革命的推展來使廣大貧民當家作

講，對上帝的信仰、《聖經》的預言和辯證

２７

由於冰心的「貧民主義」對於底層的

文化中國
由於歷史進展的最終結果已經被清晰地預定，基督教和共產主義

２８

從本質上說都是向著靶心飛奔的開弓之箭。無論是天上天國還是塵世

樂園都包含著人的最終的、徹底的自由和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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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主義、馬克思的預言其實區別不大」

突和爭吵」[50]。第三，基督教的原罪觀認為

[49]

。事實上，基督教和共產主義也確存在

人降生於世便帶有原罪，「因為世人都犯了

著某種對應的關係，基督教是極具革命色

罪，虧缺了神的榮耀」[51]；共產主義的「原

彩的宗教信仰，共產主義則是一種宗教意

罪說」定罪於資本和資產階級，「資本來到

味十分濃厚的革命思想。首先，二者的敘述

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

都是以歷史為主線展開，並且對人類歷史

髒的東西」 [52]，無論是哪一種「罪」都需要

圖景的預言性描繪都暗中遵循著「正─反

「救贖」才能化解（在某種意義上，無產階

─合」的三段式理論邏輯架構：前者的終

級革命也可被看作一種對於人類歷史的

點新天新地和起點伊甸園相呼應，後者的

「救贖」），救贖的方式要麼通過信靠上

終點共產社會又應和著起點的原始共產主

帝，要麼通過階級鬥爭。

義。從這個意義上說，基督教和共產主義

馬克思認為：「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

對人類「終極救贖」或「徹底解放」的預言

以後，歷史的任務就是確立此岸世界的真

都接近另一種形式的復古：一個要去到基

理」[53]。但是基督教的彼岸世界和共產主

督再臨後「新天新地」的「新伊甸園」；另

義的此岸世界又有著諸多互通之處，甚至

一個則要到達呼應著原始共產主義「黃金

彼此啟發、互相重合。如果說基督教的新

時代」的共產大同世界。宗教與主義內在

天新地啟發了馬克思在構建共產主義理想

架構的相似性並不令人意外，建立了各自

社會的哲學想像，共產主義則在上世紀

無神論哲學體系的康德(Immanuel Kant)

六、七十年代又反過來啟發了拉美的基督

和黑格爾(Friedrich Hegel)的理論邏輯架

教而生成解放神學。正是二者的理論存在

構同樣在宏觀上顯現出「正─反─合」三

著一定結構上的類似，前坎特伯雷大主教

段論的形態。第二，由於歷史進展的最終

威廉·湯普（William Temple）就曾指共產

結果已經被清晰地預定，基督教和共產主

主 義 為「基 督 教 異 端」（C h r i s t i a n

義從本質上說都是向著靶心飛奔的開弓之

Her esy）。反過來，被恩格斯稱為「德國共

箭。上帝之國是基督教宣講的歷史終極的

產主義的創始人」的魏特林（W i l h e l m

天堂，那裏沒有奴役和剝削，消滅了貧窮和

Weitling）則將共產主義等同於早期的基督

壓迫，人類實現了徹底的救贖、公正和與上

教，認為共產主義就是「純正的基督教」，

帝的合一。共產主義社會的構想則消除了

顯然在魏氏的眼裏現實教會中的基督教就

資本主義剝削壓迫、金錢萬能、自私自利的

是「不純」的了。教會領袖稱共產主義為宗

醜惡，實現了階級的消融、真正的平等和

教之異端，而共產主義者則認為教會的基

人的徹底解放。無論是天上天國還是塵世

督信仰相比共產主義為虛假，從中也可以

樂園都包含著人的最終的、徹底的自由和

看出二者在理論上的交纏。現代思想史上

解放。威廉·霍登就認為：「基督徒所追尋

一直有觀點認為基督教與共產主義具有某

的天國和馬克思許諾的共產社會有著極大

種歷史的淵源，被冊封為聖徒的殉道者托

的相似性……它們都渴盼和期待一個將要

馬斯·莫爾（Thomas More）不僅認為基督

到來的時代降臨世間，在那裏沒有階級的

教就是共產主義的，還稱這是基督教向早

分野、沒有剝削和貧困，在那裏窮苦人能找

期空想共產主義者推薦的唯一方面；恩格

到正當的位置，在那裏一個極樂和完美的

斯則將現代工人運動和基督教的道義崇高

新時代將會超越人類自古以來的紛爭和動

等量齊觀，將現代社會主義與原始基督教

亂。二者都希望這個將要到來的時代將消

相提並論。正因為如此，在民國時期那些

除一切戰爭，那不僅僅是國與國之間的戰

高唱著「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語出

爭，而且還包括使人和他的同胞分離的衝

夏明翰《就義詩》），在金錢、權力、美色、

絲毫不亞於在古羅馬帝國篤信「獻身無所

「道德模範」。冰心筆下的上帝形象事實上

懼，只要主在上」、勇赴十字架的基督教

已偏離了彼得（Peter）和約翰（John）筆下

徒。這兩類人的共通之處在於他們都很清

的神人之辨，也私越了整部《聖經》給上帝

楚而明確地知道為了什麼去死、死後會怎

和人之間預先設定的一種神聖、絕對、不

樣，因而對死亡也就無所畏懼。

可逾越的界限。
一九五一年回國後的冰心已絕口不談

前都有過「前基督徒」或「親基督教」的經

基督神學，但她通過翻譯含有神學內容的

歷，列寧（Vladimir Lenin）熟諳《聖經》，

外國文學作品，仍然保持著和基督教的某

對其中宗教表達活學活用的功力頗為深

種聯繫。從冰心對譯介對象的選擇中，我

[54]

湛 ，羅素（Bertrand Russell）稱「列寧從

們也能從側面瞭解到她回國後對於基督教

一個新教自由思想家那裏接受了自己的信

的解讀。冰心一九八一年翻譯的以耶穌受

仰，但是他的拜占庭式的身世迫使他創立

難為主題的詩歌《死的睡眠》中這樣寫道：

一個教會，作為信仰的看的見的具體 體

「但是現在他死了；/他睡的是一種永遠死

[55]

亡的睡眠，/他的身軀挂在那裏；/他已感覺

公開參加革命運動前呆在神學院進行了長

不到自己的重量。/殘酷必須停止，/它對他/

達十一年的學習，「斯大林的語言風格很

不能再有作為；/他在睡著/一個永遠死亡的

容易使人聯想起他曾在其中接受訓練的那

睡眠」 [59]。這首對耶穌進行人化的詩歌將

所神學院」[56]。陳獨秀在創立中國共產黨

耶穌被釘殺在十字架上形容為「他在睡著

前也曾醉心基督教，頻頻在教會刊物上撰

一個永遠死亡的睡眠」，很明顯是將耶穌

文表達對之精神的仰慕和贊美；現代拉美

受難解讀為一個「人」的犧牲，也就順帶勾

左翼革命領袖桑地諾（A u g u s t o C e s a r

銷了其「復活」之可能性和切實性。如此解

Sandino）和切·格瓦拉（Che Guevara）則被

讀不僅與《聖經》所述相左，而且還將耶穌

認為非常接近於將上帝的色彩帶入游擊戰

作為「人」引入基督教，進一步造成了神學

爭中。但和冰心一致的是，吸引陳獨秀的

的空殼化──上帝由「三位一體」的神變為

並非《聖經》裏的神蹟或基督教神學，而是

了凡俗肉身的好人。將宗教和主義相結合

耶穌身上所展示出的高貴品質和德性。他

的 最 終 結 果 極 有 可能 將 是 信 仰之 革命

在文中說：「要把耶穌崇高的、偉大的人

化——「由上而下」的他力救贖被顛倒為

格，和熱烈的、深厚的情感培養在我們的血

「自下而上」的自力解放。雖然如前文所

裏，將我們從墮落在冷酷、黑暗、污濁坑中

述，基督教和共產主義存在著一些結構上

[57]

的類似，但是它們看待世界的角度和觀點

格」而非「神性」。冰心則在回憶中學時光

還是有區別的。基督教認為能夠救贖人類

時寫道：「我們的聖經課已從《舊約》讀到

的只能是上帝；共產主義則認為歷史本身

了《新約》，我從《福音》書裏瞭解了耶穌

在發展過程中就能夠完成「自我救贖」，這

基督這個『人』。我看到一個窮苦木匠家庭

種救贖的力量是純粹的「歷史發展的動

的私生子，竟然能有那麼多信從他的人，而

力」。前者中的上帝是愛、公義、信實的三

且因為宣傳『愛人如己』，而被殘酷地釘在

位一體的上帝；後者中的「上帝」則是歷史

[58]

十字架上，這個形象是可敬的」 。顯然

必然性的上帝。因此，基督教並不認為足

冰心心中的上帝並不是能「驅病、趕鬼、說

夠的時間（即發展的歷史）能夠拯救人，只

方言」的上帝，也不是那個能讓日月停止、

有超越了時間和空間的上帝才能施以拯

２９

救起」 。令陳氏欽佩備至的是耶穌的「人

——

現」 ；斯大林（Vissarionovich Stalin）在

李卓然：走進紅色耶路撒冷的空城

現代許多共產黨領袖在參加革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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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上帝，而是一位心地良善、樂於助人的

將耶穌作為「人」引入基督教，進一步造成了神學的空殼化。

員，在人們心中贏得的地位和造成的震撼

將宗教和主義相結合的最終結果極有可能將是信仰之革命化

紅海開道的上帝，更不是道成肉身、復活升
「由上而下」的他力救贖被顛倒為「自下而上」的自力解放。

鍘刀面前不為所動，慷 慨 赴死的共產黨

文化中國

救。其有別於共產主義的地方在於承認和

Lib er ation”），其中警告了這種神學思潮

強調上帝在認知上的超越性，並認為人的

「偏離並損害基督信仰和生活」的可能危

有限宗教經驗及文化思想並不能替代上帝

險，並稱解放神學是將自由派神學不加甄

基督教並不認為足夠的時間能夠拯救人，只有超越了時間和空間

的上帝才能施以拯救。其有別於共產主義的地方在於承認和強調上帝

３０

在認知上的超越性，並認為人的有限宗教經驗及文化思想並不能替代

上帝的智慧和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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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智慧和大能。再者，在基督教的語境中，

別地吸收共產主義思想後形成的混合物

名為「歷史動力」的決定因素也無法拯救

[60]

人，因為這種「力量」本身就是需要被救贖

申斥縱然有些失於武斷，但解放神學的概

的對象；而「歷史規律」並不獨立於《聖

念和理論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被提出以

經》而存在。共產主義和基督教的人神之

來，其究竟是「屬神」抑或「屬人」、是「親

隔預示著一九五一年後的冰心由宗教信仰

耶穌」抑或「親馬列」的爭論和舌辨一直以

走向革命信仰的腳步，她的「調和」嘗試最

來都沒有中斷過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冰

終淪為無情的蛻變和改換。

心將基督信仰「赤化」了之後，她並不能長

。教廷作為「傳統理念」的衛道士，此等

民國晚期的冰心所信奉的實際上是抽

期穩定地在這樣一種變異了的神學上進行

離了上帝之超越性的「基督教」，其試圖將

創作和生活，就像一些解放神學的信仰者

「天上」的事在「地上」完成，在一定程度

那樣，改造工具最終反噬了改造對象。她

上近似於後來的解放神學。但是具有彼岸

所走進的「紅色耶路撒冷」只能是一座「新

的超越性是宗教的基本特徵，從天堂墜入

天新地」的空城，在那裏，只有領袖的頭

凡塵的基督教也就不再是宗教，而淪為一

像，沒有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的壁

種實用的學說。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歐

畫；人的雙腳緊緊連著地面，天空中的信仰

洲有一些神學流派也曾試圖將共產主義理

無所依恃、輕若浮雲。冰心的信仰蜷曲在

論和《聖經》義理融為一體，甚至將毛澤

這座空城中，不斷地消遁、異化、變型，最

東領導的長征類比於摩西帶領希伯來人出

終完成重組以至替換。她的「舊我」在那

埃及，如此「調和」的手法正與冰心的信仰

裏死去。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冰心由基督

取向相類似。但以解放神學的信仰者為

教到共產主義、由「愛的哲學」到鬥爭哲學

例，現實中更有可能出現的一種情況是，有

乃是一連串符合內在邏輯的足蹟。雖然冰

些信仰者初期以教徒的身份採用共產主義

心早年的宗教精神被無情毀棄和埋藏，但

的邏輯和觀點來分析拉美社會，但在使用

不應據此過多地詰難歷史的強制力，因為

工具的過程中反被工具所征服，逐漸地放

導致這種轉變的根源正寓於她的思想文化

棄了教會使命，轉而成為共產主義革命者

本身之中。這是她信仰的慨嘆，也是宿命的

甚至左翼游擊隊成員，這種蛻變的典型例

人生。

子莫 過 於巴西大學青 年團（J e u n e s s e
Universitaire Catholique)和後來戰死叢林
的哥倫比亞「革命神父」卡米略·托雷斯
（Camilo Torres）。解放神學的奠基人古鐵
雷斯（Gustavo Gutierrez）則進一步宣稱：
「我相信社會主義制度更適合基督精神的
原則，即真正 的兄 弟之 誼、公正與 和平
……」 [60]。對此梵蒂岡教廷信理部（t h e
Vatican's Congregation for the Doctrine of
the Faith)在一九八四年發布了「對『解放
神學』某些方面的訓令」（An Instruction
on Cer tain Aspects of “Theology of

[40]

冰心：《寄小讀者·通訊十》，載《冰
心全集·第二冊》(福州：海峽文藝出版
社，二○一二年），頁三二。

[41]

冰心：《聖詩·夜半》，載《冰心全集·
第一冊》(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二○
一二年），頁一六九。

[42]

冰心：《走進人民大會堂》，載《冰心
全集·第四冊》(福州：海峽文藝出版
社，二○一二年），頁二一九。

[43]

汪靜之：《詩二十一首》（北京：作家
出版社，一九五八年），頁二至四。

[44]

《聖經·馬太福音》十三章。

[49]

W i l l i a m H o r d e r n, C h r i s t i a n i t y,
Communism and History (New York:
Abingdon Press,1978), p.81.

[50]

同上。
《聖經·羅馬書》三章。
[52]
卡爾·馬克思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
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資本
論》，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二○一二
年），頁二九七。
[51]

[53]

卡爾·馬克思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
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黑格爾
法哲學批判》「導言」部分（《馬克思
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
版社，二○一二年），頁二。

[54]

參見羅蘭·玻爾著，張婧譯：《列寧與
福音書中的比喻》，載《基督教文化學
刊》，二○一二年一月第二十七期。

[55]

羅素著，徐亦春譯：《為什麼我不是基
督教徒》（北京：商務印書館，二○一
○年），頁一八一。

[56]

[58]

冰心：《我入了貝滿中齋》，載《冰心
全集·第六冊》(福州：海峽文藝出版
社，二○一二年），頁二三八。

Editied by SJ A.T. Hennelly, Introduction
to the Congration for the Doctrine of the
Faith's Instruction on Certain Aspects of
the “Theology of Liberation” (Vatican
C i t y,1984), L i b e r a t i o n T h e o l o g y:A
Documentary History (New York: Orbis
Books,1990), p.393-414.

Step into the Empty City of
Re d J e r u s a l e m: Re s e a r c h o n t h e
Revo l u t i o n i z a t i o n o f B i n g X i n’s
Belief(Part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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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ks. However, after coming back to
m a i n l a nd C h i n a f r om Ja p a n i n 1951,
Bi ng Xi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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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ransfor mation f ree of any
retard, and the process was astonishingly
smooth. The reason for Bing Xin’s such
quick t ransition lies on her moralized
understanding towards Christianity, and
thus her belief is not p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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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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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頁一八九。
陳獨秀著：《基督教與中國人》，載
《新青年》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七卷三
號。

[57]

[61]

李卓然：走進紅色耶路撒冷的空城

同上。
二○一三年四月十九日劉小楓與王人博
在鳳凰網讀書會上以《共和：中國的百
年之累》為題發表演講。並認為現代中
國的國父應該是毛澤東而非孫中山。而
耐人尋味的是，劉小楓自上世紀八十年
代以來撰寫了多本以正面角度闡述基督
教、批判傳統文化之劣性的知名著作，
長時間以來被學界視為中國知識分子
「文化基督徒」的代表人物。

[48]

Gustavo Gutierrez, Translated by Caridad
Inda & John Eagleson, A Theology of
L i b e r a t i o n:H i s t o r y,P o l i t i c s a n d
Salvation (New York: Orbis Books,1988),
p.111.

冰心將基督信仰「赤化」了之後，她並不能長期穩定地在這

[47]

[60]

樣一種變異了的神學上進行創作和生活，就像一些解放神學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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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一○六。

安東·布蒂吉格著，冰心譯：《死的睡
眠》，載《冰心全集·第十冊》(福州：
海峽文藝出版社，二○一二年），頁
三六二。

者那樣，改造工具最終反噬了改造對象。她所走進的「紅色耶路撒

46]

[59]

冷」只能是一座「新天新地」的空城。

冰心：《寄小讀者·通訊十七》，載
《冰心全集·第二冊》(福州：海峽文藝
出版社，二○一二年），頁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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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文化中國

心靈對話何其難
──讀劉震雲《一句頂一萬句》有感
■ 權 陳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

要：小說家劉震雲的《一句頂一

萬句》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談到中國人心

作家談的是人的心靈，中國人的心靈，或者說是中國普通百姓的

３２

心靈。心靈的孤獨，精神的疲累，但又沒有出路。表現在漫長的每日

生活中，就是難以尋找到真正的對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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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所以，哪怕只聽到一句這樣的話，就頂得上
天天灌進耳朵千萬句說話。

靈的孤獨，精神的疲累，但又沒有出路。

那麼，為什麼難尋一句觸及心靈的話

在漫長的每日生活中，難以尋找到真正的

呢？皮波舜評價得很中肯：「與人對話的中

對話者。要找一句可以觸動自己心靈的話

國文化和浮生百姓，卻因為極度注重現實

都難。所以，哪怕只聽到一句這樣的話，

和儒家傳統，由於其社區、地位和利益不

就頂得上天天灌進耳朵千萬句說話。在小

同，由於其人心難測和誠信缺失，能夠說

說中，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思想兩條線索貫

貼心話，溫暖靈魂的朋友並不多，反倒生活

穿其中。那麼，這兩種傳統給人的心靈怎

在千年的孤獨當中」[1]。

樣的影響呢？它們怎樣塑造人的生活，乃

筆者讀了該小說後，深感作者那種對

至話語呢？特別是儒家文化與基督教的對

同胞，對普通百姓的深沉情感，覺得皮波舜

談的方式怎樣呢？兩種文化面臨死亡時的

的評價是有道理的[2]；另一方面，也感到作

話語特徵是怎樣的呢？負能量話語在基督

者對民族文化更新的負擔。特別是在中國

教信仰裏怎樣轉換為正能量話語呢？本文

目前的處境下，經過了百餘年對西方科技

擬從對小說中的上半部三位主要人物的分

和人文思想乃至體制的學習，吸收和消化，

析，來探討這幾方面的問題。

國家強盛，人民生活極大改善，不過人們的

關健詞：儒家文化與基督教的對談方

精神信仰滑坡，社會道德倫理缺乏底線，

式，面臨死亡時的話語特徵，負能量話語

人際關係不和諧，我們的文化還需要更新

與正能量話語。

嗎？怎樣更新呢？作者在書中幾乎未涉及
釋道，但儒家傳統和基督教思想（廣義的

筆者最先聽說劉震雲是個風雲作家，

基督教包括新教，天主教和東正教）兩條

有部小說叫《一句頂一萬句》，先入之見地

線索卻貫穿於小說之中，皮波舜評價：「它

認為他是在影指文革時期的個人崇拜毛主

使我們在《論語》和《聖經》之間徜徉，在

席，當時大家都相信他老人家的話一句頂

與神對話還是與人對話的千年思考中徘徊

一萬句。但拿到此書讀過後，才知道作家

……」[3]。那麼，這兩種傳統給人的心靈怎

談的是人的心靈，中國人的心靈，或者說

樣的影響呢？它們怎樣塑造人的生活，乃

是中國普通百姓的心靈。心靈的孤獨，精

至話語呢？特別是儒家文化與基督教的對

神的疲累，但又沒有出路。表現在漫長的

談的方式怎樣呢？兩種文化面臨死亡時的

每日生活中，就是難以尋找到真正的對話

話語是怎樣的呢？負能量話語在基督教裏

者，要找一句可以觸動自己心靈的話，難！

怎樣轉換為正能量話語呢？本文擬從對小

天少一天，急著傳教」，他最後也是因傳教
而受了風寒，「從得病倒去世，僅用了五
天。終年七十三歲。臨死前的五天，全在發

1.為道說話與活出信仰

高燒；臨死的時候，也沒留下一句話」。身

書中上部主角楊百順，出生在河南省

邊也無一親人，身後所留錢財僅夠買一口

延津縣楊家莊的賣豆腐的老楊家，幹過許

棺材[6]。
作者對老詹的描寫，不同於過去許多

《論語》，他接受過正規的儒家教育和受

國人對傳教士的一種印象：他們生活優

到滲入於民間的儒家思想的影響。然而，

越，高人一等，灌輸西方文化；而是從大多

他的生命又受到一位天主教傳教士很深的

數傳 教士的愛、真誠、犧 牲 的信仰生命

影響。

中[7]，再創了一個活生生的人物。
2.對話的文化隔閡

老詹，來自意大利，取中國名詹善僕。
他叔叔在中國傳教多年，老詹在二十六歲

傳教士老詹在上世紀初來到中國傳

時追隨叔叔來到中國，在延津傳道，書中

教，面臨一個完全陌生的社會文化環境，中

寫他「高鼻梁，藍眼睛，不會說中國話。轉

國內地保守排外的傳統。那麼他能不能跨

眼四十多年過去了，老詹七十歲了，會說中

越文化的障礙而較順利地傳教呢？換句話

國話，會說延津話，鼻子低了，眼睛也渾濁

說，他和所接觸的人對話會不會投機呢？

變黃了，背著手在街上走，從身後看過去，

這是作者關心的問題。

步伐走勢，和延津一個賣蔥的老漢沒有區
[4]

首先，官員和有文化的人對他，乃至對

別」 。整本書對這個傳教士的描寫，完全

基督教是排斥甚至敵視的態度，其主要原

是褒揚、贊賞的。

因是把儒家文化和基督教完全對立起來。

老詹來到中國，立志傳揚主耶穌和他

老詹經歷了老胡、小韓、老史、老竇四位縣

的救贖之道，百折不撓，直到生命結束。他

官，前三位是文人，最後一位是武人。小胡

年輕時接受開封天主教會的款項，用他的

屬新派人物，他要辦新學，找不到學堂，於

巧手建了一座可容三百多人的教堂，然而，

是讓人在老詹設計蓋好的教堂門口「貼了

四十多年過去了，他總共只發展了八個信

一張告示，教堂就變成了學堂」。老詹找小

徒，「但老詹並沒有氣餒，七十歲的人了，還

胡，說這種行為上帝不會答應，小胡調侃道

[5]

一年四季，風裏雨裏，滿延津跑著」 。看

他已和上帝商量過了，上帝同意了；老詹又

見人就傳道。

說要告到天主教開封分會去，小胡知道分

老詹傳道生涯清貧艱苦，晚年時得到

會和老詹有矛盾，隨他去告，最後教會就

的經費一年比一年少，僅夠養活自己，沒法

被強制徵用了[8]。這一徵用，就直到老詹死

請助手；住在教會裏，後來教會被官員佔

在破廟裏。非法侵佔教產，在當時並非偶

據，只得住在破廟裏；出去傳道要麼是走

發事件。
老史接小韓作縣官，老詹來找他，想要

騎不動了，就聘一個年輕人騎車帶他去傳

回教會，老史推說是前任之所為，「老詹急

教。他的那輛自行車騎了三十多年了，常常

了，說政府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對教會強取

壞在路上。有一次車壞了，他和年輕人在悶

豪奪」。老史火了，他斥責道「恰恰是你詹

熱的天氣中要走五十多里地，「走了十里路

先生，不但奪了我們的土地，還想蠱惑人心

……一屁股坐在路邊，再也走不動了」。他

……傳教我不反對……如果你借教會要挾

生活工作環境如此簡陋，為何如此執 著

政府，我這個人倒不信邪，就信聖人一句

３３

路，到遠處就騎一輛自行車，年老時騎車

權 陳：心靈對話何其難

多低下的職業，上過儒生老汪的私塾學過

作者對老詹的描寫，不同於過去許多國人對傳教士的一種印

一、生命宣教與文化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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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這幾方面的問題。

象：他們生活優越，高人一等，灌輸西方文化；而是從大多數傳教

呢？還是傳道！「現在七十歲了，光陰過一
士的愛、真誠、犧牲的信仰生命中，再創了一個活生生的人物。

說中的上半部三位主要人物的分析，來探

文化中國
三十年代的一些教授們因著本位和西化的爭論，極力貶低傳教

３４

士。這種態度直接阻礙了中國知識份子與基督教的對話，失去許多吸

收基督教文明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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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子不語怪力亂神』……傳教就好好傳

在漫長的宣教歲月中，在堅持核心救贖信

教，為嘛非要干政呢？」老詹聽了這話苦笑

仰的同時，尋求與儒家為代表的中國文化

不得，他想要回自己的房子，怎麼就成了干

的對話。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以前，基督教

政呢？老史佔教堂是讓他喜愛的戲班子在

基本上可說是合儒有成，補儒有限，這是

裏面演戲，怎麼就是為「政」呢？作者在這

因為基督教並未深入普羅大眾之心，超儒

裏生動形象地描繪出老史表面上容許基督

功效極小。在近現代歷史中，有太平天國的

教傳教，骨子裏卻反對，表面上可以容許宗

混和主義信仰，沒有長久的生命力；李提摩

教自由，但骨子裏卻獨尊儒術，輕視超越信

太注重文化宣教，在改革更新中國文化上

[9]

有巨 大貢獻，卻忽視了信仰的核心的持

仰的內心世界 。
老史的態度並不是個別現象，當時一

守 [14]。但無論那種方式，都體現出積極對

般的官紳認為基督教破壞了中國文化傳

話的精神。上世紀八十年代，顧長聲把基督

[10]

統，威脅了他們自身的社會地位 。當年義

教尋求與儒家文化對話的過程，總結為從

和團拳民提出「捉拿 洋教，振興中華」，

「孔子或耶穌」到「孔子加耶穌」，並引用

「殺洋滅教」的過激口號，反映出官紳文人

宣教士衛三畏、林樂知、花之安等人的文章

的心聲；輿論界提出基督教是宗教征服；

來說明。但他卻認為這種轉變過程是「發

[11]

有識之士如康有為矮化基督教 。二十年

現儒教思想對西方殖民主義還是有可利用

代知識份子的反基督教運動，極為牽強附

之處」。「他們把西方輸入的基督教中某些

會地「以社會主義為立場，硬說基督教是

帶有十足奴化思想的教義，牽強附會地同

資本主義的先鋒」，把傳教與政治強行挂

中國封建文化中的糟粕舊禮教、舊思想結

[12]

釣 。三十年代的一些教授們因著本位和
[13]

合起來」，「這個反動文化同盟也逐步地形

西化的爭論，極力貶低傳教士 。這種態

成」。他的結論有幾方面的誤區：一是把文

度直接阻礙了中國知識份子與基督教的對

化對話扣上反動的帽子，帶有明顯的意識

話，失去許多吸收基督教文明的機會。這

形態色彩。二是泛用殖民主義的概念。宣教

種偏執，以及外表自大而內在自卑的心理，

士來到中國主要是受基督的愛的激勵，來

直到上世紀改革開放後，才慢慢轉變，不

傳講福音，劉震雲小說裏的老詹可以說是

過並沒有得到真正的治愈。

一個縮影，他何來殖民主義？三是他所引

基督教在中國的宣教開始於意大利人

用的那些耶穌心合孔孟者，比如「敬爾父

利瑪竇（M a t t e o R i c c i）航海九萬里，在

母」、「夫宜一妻，女宜一夫，以免邪淫」、

一五八三年九月進入中國的宣教。基督教

「愛諸兄弟」等等，從基督教神學來看是普

[15]

為自己打了一副水滴耳墜。楊百順認為他

內容，形象地說是雞同鴨講。老詹忠心傳

進縣政府種菜，跟勤沒有關係，跟主沒有

教四十餘載，只有八個人信主，加上楊百

關係，是跟在社火上絆閻王有關係。孔子

順，也只有九人。儘管作者也講到老詹的恩

看勤，信徒靠主，他憑運氣[18]。
從眾人物和老詹的對話，可以看出六

分會的矛盾，官吏造成的難處等，但顯然

點：一是百姓看信仰是給自己現世，或者說

不把這些看成是主因。那麼，是否老詹生

現實的生活帶來什麼好處，他們認為老詹

活上與眾不同，抗拒吸收中國文化呢？也不

不能帶來這些好處給他們；基督教雖然也

是。他的衣食住行已經漢化了，平民化了，

講上帝賜給信徒今生的平安喜樂，但並不

比如他的審美相當本色化了，他特愛聽瞎

是現世現報，而是永生的盼望。二是覺得生

老賈的三弦，對《李二姐 上墳》、《六月

活並不需要一位超越的上帝，當然也談不

雪》、《孟姜女》、《賽上曲》等 心 生 感

上信他了。而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就是超越

[16]

傷 。根本的原因，是百姓中對現世追求

的上帝和對他全然的信靠。三是對生命的

的人文觀念和對超越現實的基督教觀念的

最初起源與最終歸屬這類問題不感興趣。

巨大差異。

而聖經的開始和結束就是談生命的起源和

中國百姓對現世的追求在世界上是罕

最終結局。四是由於注目於現世，當然只是

見的，用于丹的話來說就是「孔聖人帶給

從橫向人的標準，看人是好人和壞人，而不

我們的是一種在大地上生長的信念……理

會考慮從縱向的神人關係來看罪人和義

想主義與現實主義就是我們的天和

人。五是認為信仰就是念經守禮儀，而基

[17]

地」 。老詹和老曾談到信耶穌基督，老詹

督教認為信仰者要用心靈和誠實敬拜神。

說：「信了他，你就知道你是誰，從哪兒來，

六是在事情有了悲喜結果時，內心是宿命

到哪兒去」。老曾答：「我本來就知道呀，

論的想法，和基督教上帝的主權和人的自

我是一殺豬的，從曾家莊來，到各村去殺

由意志的觀點根本不同[19]。

豬」。老詹說：「主馬上讓你知道，你是個

由此可見，雙方文化隔閡是寬深的，對

罪人」。老曾答：「這叫啥話？面都沒見過，

話是艱難的。筆者認為，隨著基督教在中

咋知道錯就在我哩？」老詹和販茶的老魯

國持續的傳播，中國人對傳統文化的反思

談道，讓他信主，老魯回答：「忙得過，你要

和批判，這種隔閡在逐步減少。
3.生命流露的對話

能讓主來幫我販茶，我就信他」。老魯後

老詹傳道，從人的角度來看無疑是失

我破竹子，我就信他」。老魯感嘆老詹的人

敗的，但他生命流露出的信仰，卻是有影

生：「老詹是讓主害了，他要不傳教，幹些

響的。老詹不為利，不為名，不為舒適的生

別的，哪怕是販茶葉，也早發了，用不著住

活，他的信仰就是單純的信，他的傳教就

破廟」。老詹感受瞎老賈彈悲傷的曲子，是

是單純的傳，作者幾處濃墨刻劃。老詹向

心有所感，彈出了主的心，主的心就是要救

先販茶後改行破竹子的老魯傳教幾十年，

受苦的人，於是想讓瞎老賈信主，瞎老賈回

老魯還是不信，但他佩服老詹這個人：「延

應：「既然我都知道他的心了，為啥還信他

津就找不出這麼執意的人，不管幹啥事，十

呢？」楊百順信主，是為了想老詹幫助找份

個有九個半，當時見不 著利，就 望 風 跑

工作；盼望信主後就像和尚尼姑那樣念經

了」，但老詹卻執著於他那在世人看來不得

吃飯，守守禮儀，圖過清閒的日子。吳香香

利的傳教 [20]。上面我們提到的老魯感嘆老

３５

來改行破竹子，他就說：「你要能讓主來幫

權 陳：心靈對話何其難

賜和語言表達能力不適合，他和上級開封

基督教在漫長的宣教歲月中，在堅持核心救贖信仰的同時，

其次，普通百姓接受不了老詹的傳教

尋求與儒家為代表的中國文化的對話。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以前，基

店鋪的門頭，而把老詹送的銀十字架化掉，

督教基本上可說是合儒有成，補儒有限，超儒功效極小。

是至理名言，怎樣說是糟粕呢 ？

和楊百順結婚後，把縣長老史送的匾挂在

本期特輯

世真理，從今天中國要建立和諧社會來講

文化中國

詹的人生，反襯出老詹信仰的真。

的，若不像小孩子，斷不能進去。於是抱著

主角楊百順，後改名為楊摩西，又改名

小孩子，給他們按手，為他們祝福」[26]。前

為吳摩西，作為老詹發展的第九位信徒，感

世界華福總幹事麥希真牧師曾講：愛神愛

受真真，老詹去世時，他「覺得老詹是世上

人要單純，為人處事要老練。作者巧妙地

最好的牧師……但信徒不在多，而在信；雖

把耶穌對孩子單純的心的看重，通過老詹

然這八個也未必信，但起碼有一個是信

的言行表現出來。在人心詭詐、看重韜略

的，那就是老詹」。老詹生命流露的話語，

的文化中，單純的愛往往能打動人心。
老詹不是完人，他和人對話不暢也有

在時，吳摩西並不信主；現在老詹死了，他

他的問題。比如傳道，基督教要傳的是整

也不想信主，但老詹這個人，讓他信了。吳

全的福音，靈魂的救贖固然是最重要的，

摩西心裏那道亮，並不來自主，而來自老

但身體的需要也要看重。意大利的小外甥

[21]

對老詹佩服的話語，使他特飄飄然，所以

詹」 。
他為人的善影響人。老詹對苦難的人

那天就對楊摩西長時間的傳道，卻不知後

極有憐憫心腸，聽講人受苦的曲，就會感

者當天被炒了魷魚，一天沒吃飯，饑腸轆

嘆難過[注二十二]。他關心人。比如對楊百

轆，怎能專心聽道[27]。但綜觀全書，作者凸

順，在他信主時為他改名楊摩西，為他參考

現老詹生命的見證和建立在其上的對話，

娶妻之事，奉勸他不要太倚賴官僚上司，送

卻是明顯的。

他結婚禮物；在買包子時體諒楊摩西的處
境等；他細心鼓勵，關懷百順[23]。
作者在處理老詹這個人物時，用了很
從眾人物和老詹的對話，可以看出雙方文化隔閡是寬深的，對話

３６

是艱難的。隨著基督教在中國持續的傳播，中國人對傳統文化的反思

和批判，這種隔閡在逐步減少。

二○一六年第二期（總第八十九期）

是有影響的，楊百順就「聽」進去了，「老詹

二、信仰的理想與現實的鴻溝
1.對話上的寂寞孤獨

有意思的矛盾對比法。老詹一方面傳教好

書中另一條線索就是儒家文化。儒家

像高而大，還有點迂腐，有點不太食人間煙

文化是人文信仰，對人的道德倫理有高超

火的味道，但另一方面他在細膩處很能理

的期盼。在書的前半部，有四類人受此影

解關心人。楊百順想入贅「嫁」給吳香香，

響：一是儒生老汪，他過著平民儒生的生

但頗覺面子過不去，來找老詹，老詹借用

活；二是具有或兼具儒家情懷的縣官，反映

傳教時常用的，要人知道自己是誰（聖經從

了儒家官場或者說政治文化；三是楊百順

神的創造來看人是誰這個問題）的話題，

這個典型的人物，受儒家文化影響，但又

來點撥百順認識自己的經濟現 狀，選擇

有基督教思想的熏陶；四是其他在儒教文

「嫁」給香香，「楊摩西倒覺得句句中的，

化氛圍生活的平民百姓。

[24]

不禁潸然淚下」 。

老汪的父親以「對自己有利沒利他不

他為人的單純影響人。百順和香香結

管，看到對別人有利，他就覺得吃了虧」的

婚，香香帶來和先夫的孩子──五歲的巧

思維待人。他輸了官司，將十二歲的兒子送

玲。她特別有同情心，對可憐的繼父很好，

到開封讀書，指望兒子讀書做官後回來報

對刁鑽很兇的媽媽反倒有點生份。「巧玲見

仇。七年後兒子回來，被人打了，沒做官。

了別人都怕，唯獨見了牧師老詹不怕」。老

汪父死前對兒子說，「該讓你去當殺人放

詹給孩子聊天，喜歡抱小孩買了饅頭也給

火的強盜」，可以不挨打，還能報仇。一下

孩子吃，還給孩子講信仰，孩子喜愛思想

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25]

他的話 。小孩心靈少被污染，願意信靠

的儒家理想和「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

上帝，所以耶穌講：「讓小孩子到我這裏

千鐘粟，書中自有顏如玉」的現實追求，形

來，不要禁止他們。因為在神國的，正是這

成鮮明對比。

樣的人。我實在告訴你們，凡要承受神國

老汪沒有當上官，但他是儒生，就以教

人之辭寡」。其實，他的真意是否他是賢明

骨頭，老汪卻為孔子的崇高儒家思想行不

的人，說話少而謹慎呢？未必，從後面文字

通而難過，也可能頗覺自己有孔子的類似

來看，他是找不到能真心對話的人！

處境而難過，老汪沒有交心的朋友啊！那
是否作者不如于丹那樣，光明樂觀地來看

終」一句，他十天都講不清楚！如果天下百

待儒家文化影響的社會呢？觀察今天中國

姓都陷於貧困，上天給皇帝官員的祿位就

社會現象，許多友誼篤深的朋友為金錢撕

永遠終止了。難道這樣淺顯的道理，老汪的

破臉皮，同學會變成了成功人士的顯擺會

學生真愚笨到聽不懂嗎？不會的，作者的

等種種現象，應該說作者觀點是更有歷史

潛台詞是他們不接受這個道理！原因只可

深度的。

能是：學生們或者不信有個上帝；或者他們

基督教的朋友觀，是在愛神愛人的大

覺得百姓過很苦的日子，但當官的人過得

前提下展開的。「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

很好，並沒有祿位永終。作者很巧妙地將

力，愛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說，要愛人如

儒家社會所宣揚的理想，和儒家社會中的

己。再沒有比這兩條誡命更大的了」[33]。同

現實，進行了對比[28]。好像他早期作品中的

時，動力是來自於神的愛，又是敬畏神的命

一樣[29]。

令，「親愛的弟兄阿，神既是這樣愛我們，

老汪 解 讀「有朋自遠 方 來，不亦 樂

我們也當彼此相愛。人若說，我愛神，卻恨

乎？」「徒兒們認為遠道來了朋友，孔子高

他的弟兄，就是說謊話的。不愛他所看見

興。而老汪說高興個啥呀，恰恰是聖人傷了

的弟兄，就不能愛沒有看見的神。愛神的，

心，如果身邊有朋友，心裏的話都說完了，

也當愛弟兄，這是我們從神所受的命令」

遠道來個人，不是添堵嗎？恰恰是身邊沒

[34]

朋友，才把這個遠道來的人當朋友呢；況且

比較單純，朋友之間友誼較為純潔，其實

這個遠道來的人，是不是朋友，還兩說著

這是受聖經信仰文化影響的。

呢。只不過借著這話兒，拐著彎罵人罷了」
[30]

。到歐美生活的華人普遍感到人際關係

老汪沒有表現出治國平天下的理想，

。孔夫子身為儒家聖者，提出與友相交

那應該在修身齊家上有所追求吧。但他的

的理想是何等心胸高度，「君子以文會友，

齊家是失敗的。他的初戀情人沒能成為他

以友輔仁（《論語‧顏淵》）」，「益者三友，

的妻子。他每天默默走路，是因為孤獨，失

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友便闢，友

去了戀人。妻子銀屏不識字，嘴很能說，但

善柔，友便佞，損矣」（《論語‧季氏》），要

盡是閒話，還愛貪便宜，小偷小摸。所以他

交正直、誠實和見多識廣的朋友。于丹對

們在家是各自做各的事，沒有心靈交流。賈

孔子交友觀有樂觀的現代表達，「自己修身

老瞎把這一切歸於人的命運[35]。作者並不

養性，是交到好朋友的前提」[31]。

是簡單要給出一個極端的例子，而是對這
種文化下的夫妻關係的看法不甚樂觀，這

朋友呢？答案也有幾種可能：或者朋友標

在小說的下部有進一步的描寫。問題是：夫

準太高了，根本沒有其他人做得到；或者孔

妻雙方怎樣可以由不愛到愛，由最初相愛到

子自己「修身養性」就有缺欠；或者孔子有

「愛是恒久忍耐」，不斷學習相愛？作者著

眼不識金鑲玉。

墨甚少。
2.儒生老汪在終極盼望上的絕望向西

現實的社會環境下，人自己很難達到這樣

老汪的女兒燈盞調皮過人，不像他的

的標準，也很難有這樣的朋友可交。「徒兒

三個兒子老實，她平時很讓他傷腦筋。但

３７

那麼，孔子身邊怎會沒有一個這樣的

從作家整本書的含義來看，應該是在

權 陳：心靈對話何其難

老汪教《論語》，「四海困窮，天祿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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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下眼淚」 [32]。徒兒們認為孔子雞蛋裏挑

愛神愛人要單純，為人處事要老練。作者巧妙地把耶穌對孩

什麼說話不多，他回應：「躁人之辭多，吉

子單純的心的看重，通過老詹的言行表現出來。在人心詭詐、看

們都說孔子不是東西，老汪一個人傷心地
重韜略的文化中，單純的愛往往能打動人心。

私塾為生。他言語表達甚差，有人問他為

文化中國
基督教的朋友觀，是在愛神愛人的大前提下展開的。動力是來

自於神的愛，又是敬畏神的命令，到歐美生活的華人普遍感到人際

３８

關係比較單純，朋友之間友誼較為純潔，其實這是受聖經信仰文化

影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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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溺死在水缸之中，這對老汪的打擊是致

天堂去。嚴建平在研究馬丁路 德神學觀

命的，也是他人生的分水嶺。燈盞死後一

時，有幾方面相關的闡述。魔鬼用三種意像

月，他給學生上課，題目「不患人之不知

（i m a ge s）來掌控人的心：死亡恐怖的形

己，患不知人也」。別人不瞭解他，也就罷

象，罪的多面的形象，地獄不可忍受的形

了，但他也不真正瞭解別人那！小女兒生前

象。然而，如果一個人相信基督在十字架上

他並不瞭解她，其實她才是最活潑的娃，

的犧牲的救恩和他的復活，在人生最後的

最可能理解他的娃，也可能最像他初戀的

階段，基督拯救的意像就會獨自抓住他的

情人！老汪的心理苦啊，絕望啊，想到要死

注意，三重邪惡─死、罪、地獄，將在基督

啊！他天天默寫司馬相如《長門賦》的兩句

勝利的圖畫前逃走。這是福音的聲音。通

「日黃昏而絕望兮，悵獨托於空堂」。儒家

過這個聲音，上帝讓我們願意接受肉體之

文化所持守的相對主義的折中和中庸思

死，靠著信仰勝過死亡。所以死亡對於信

[36]

想，高超的道德標準 ，在面臨死亡時，對

靠基督的人來說，只是離開了一個物質的

擺脫悲痛，克服內心的無意義和絕望感，幫

世界，這是一個屬靈的離開（the spiritual

助是多麼微弱！

departure），基督徒不應該苦毒，反而要為

約翰‧多恩主教的雋美文字，深沉情

了上帝的緣故，歡呼並誠實地饒恕他們的

感，卻表現出千萬個「老詹」們在死面前的

敵人，並且誠實地承認罪。死亡是新生的

盼望。「鐘聲為別人溫柔鳴響，它告訴我：

盛宴之日（Death as the Feast Day of New

你必死……我聽見你的兒子耶穌基督親自

Bi r t h），離開有限、有罪、有死的世界，進

說：你們心裏不要憂愁……我……去為你

入到完全美善的天國。享譽國際樂壇的華

們預備地方……哦，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人作曲家和指揮家黃安倫，中年時失去唯

天堂是榮耀和喜悅的地方……我的上帝，

一的孩子，他流淚悲傷，問主耶穌為什麼

無論生與死，我向你交托我的靈，我知道

讓這悲劇發生。但他在聖經中看到死亡的

[37]

你會接納我的降服」 。

權勢對信主的人已失去功效，信主的兒子

兩種文化面臨死亡時的話語特徵有本

已被救主穩穩地接住，接進天家。結果他

質的差別。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朝

和妻子的心充滿了感恩，在追思禮拜上，他

聞道，夕死可矣」，「敬鬼神而遠之」，表達

們和弟兄姊妹一起唱「感恩的淚水」，「不

出對死亡的態度。看重此生，求知此生；此

僅沒有『悲痛欲絕』的凄慘場面，反而充滿

生 只要 找 到了「事 物 當然 之 理」（朱 熹

了感恩、祥和，甚至『滿足的喜樂』（《聖經

語），死不足惜；如果鬼神存在，也是敬而

·詩篇》十六）」 [39]，這和老汪的絕望向西

遠之。有學者把儒家的生死觀總結為：生之

有多麼大的反差啊！

有死，自然之道；生死轉化，一氣所為；死

所以基督徒面對死所表現出的話語特

為休息，不必憂傷。而且認為這是以無神

徵時：死亡不是滅亡，而是靈魂生命進入

論和唯物主義為依據的[38]。雖然儒家思想

到無比美好的天國中去；這種屬靈的離開

表現出對死如此超脫的思想，但在中國人

是因著基督的代死和復活，是有確據的，

的心靈深處和表現出的話語特徵其實是：

不是唯心主義和心理安慰。三重邪惡的意

忌諱談死，生到死是絕望、哭喪和永別。這

像死、罪、地獄會被三重基督光輝的圖畫

在小說中表現得何等充分！

─生命、恩典、天堂代替。人要饒恕敵人和

基督教看待死亡為人犯罪後的結果，

對人說恩言。

罪的工價就是死。但罪人可以靠著信靠耶

老汪得到娃的托夢，辭去私塾先生的

穌基督，而罪得上帝的赦免，在肉體生命死

職位，帶著全家向西而行，走時哭了。他帶

亡時，其靈魂的生命會回到上帝所預備的

著妻小向西走了三個月到了寶雞，不想娃

了？不是！他心靈更加寂寞了，好像余華

是典型的受了一點正規儒家思想教育的草

《活著》的主人公一般。他「一輩子沒吹幾

根平民的代表。楊百順的人生，就是在尋找

次人」，喝醉酒時，會吹一個十八九歲的花

走出負能量話語世界的道路的人生。
1.產生負能量話語世界的原因

容月貌的女孩，說是開封的女孩，總是在
了」[40]。

楊百順，人生卻頗不順，為什麼呢？因
為生活中周遭的話語給他生命多是負面的

一般認為典型的儒生，得意時兼及天

影響，今日時髦的話叫負能量話語世界。

下，失意時羡慕效法陶淵明，鍾情大自然。

這些話語帶來和反映的是隔閡，猜疑，爭

作者描寫出另一種 類，寂寞無盼望地活

鬥，仇恨，虛偽，欺騙等等，那怕是很親近

著，對人生和社會已經絕望了，過去的美好

的人，也是如此。比如說他的父親，為了滿

只是生命的偶然，再不願不敢回味，大自

足自己的私心，竟然接受趕大車老馬的主

然解決不了心靈的死亡。今天的國人，不也

意，用抓鬮的方式欺騙百順，致使他第一次

是有著同樣的寂寞孤獨絕望嗎！人間真情

傷心離家出走（四章）。他學殺豬手藝的師

難覓，超越的信仰難信，道德倫理墮落無

傅老曾，提出讓他借宿但不兌現；後來加上

奈，只剩得百怪千奇萬招的把自己向世界

分豬下水較少，百順對人講了一些對師娘

瘋狂推銷，來壓下內心的空虛！作者一再

的不滿，但經過幾個人別有用心和添鹽加

講主角楊百順最喜歡羅長禮喊喪，也就不

醋的傳言，老曾得到的是他全是在埋怨師

難理解了：他孤獨，要喊出來！他絕望，要

傅，說師傅歹毒克扣徒弟，結果師傅不問

在送死人的時候喊出來！他的生命壓抑，

青紅皂白，搶白了徒弟一頓，打發他離開

喊出來就可以張揚！他的生命是沒有意義

（七章）。他娶的媳婦吳香香，雖然沒甚特

的，喊出來可以幻覺生存的意義[41]！

別感情，但他也願意和她老老實實過日

儒家文化的根本弱點就在沒有超越

子，而且疼愛她和前夫生的女兒巧玲。但

上。老汪的寂寞，按照馬丁布伯的說法，是

沒想她不但在外通姦，而且唆使他去殺人，

要脫離開任何的關係，而不是人從經驗與

他「突然覺得這個親著喊他『親人』的人，

應用的羈絆中解脫出來，是走向關鎖自己

他與她不親」[43]。

的心靈，而不是自我檢討，滌淨自新，或者
[42]

那麼，百順自己呢？他打心眼裏看不起
父親（三章）。他慫恿師傅續弦，是想讓師

萬水千山來到中國傳教，四十幾年只有他

傅的兒子們與後娘互掐，「他好鷸蚌相爭，

一個外國人，只有八個人信主，他一定有寂

漁人得利」 [44]。他學到的處人之道是不招

寞；但使命可以使他超越孤獨，天天覺得

惹是非，跟哪個人都不遠不近，包括介紹

有意義地在人群中傳道，這是在寂寞裏有

他的同學小宋（九章）。後來他進縣政府

盼望；他的傳教被有相同的信仰的人所贊

做菜，「除了不與人拉幫結派，招惹是非，

賞，遠方妹妹的孫子小外甥說他像摩西一

也學會了吃虧……肚子裏罵人，面上不帶

樣，聖經講基督徒會同感一靈，寂寞裏有

出來，仍樂呵呵的」（十一章）。當他發現了

天路同行人；他始終信靠他的主耶穌，這

媳婦和老高的姦情後，他去通知老高的媳

是寂寞裏有上帝用慈繩愛索牽引，他的心

婦老白，目的是坐山觀虎鬥（十三章）。
這一句又一句負能量的話，產生的根

３９

整頓自己好應付人生的使命 。老詹遠離

生靈不絕望，不孤獨。

權 陳：心靈對話何其難

哭；老汪說：「她是得哭啊，不哭也憋 死

基督教認為，神創造整個世界原是好的，包括給人類語言的

我們現在來看上部的主角楊百順。他

禮物，但人犯罪墮落後，整個被造物，包括語言，在不同的程度和

人的關係上找到了知音、朋友，心靈開放

方面，帶著罪的烙印，這不僅表現在語法和詞匯上，還表現在使用

朗是不是對人生有了積極的思想，或者在

三、尋找走出負能量話語世界
的道路

語言的有罪有限的人上。

他不再教書了，以吹糖人維生。那麼老汪開

本期特輯

了，「心情開朗，不傷心了」，就留在寶雞。

文化中國

本原因是什麼呢？環境嗎？文化嗎？教育

分，蓋豪華的陰宅等等，都同出一轍。百順

嗎？制度嗎？都不是，作者認為是人心的

所處的環境，話語虛偽負面，人心難以真誠

惡。當楊百順去給老白傳話時，他一下覺得

交流，生活壓抑得很。出路何在呢？喊喪是

自己長大了，自己的內心還有閃光的一面，

全神貫注，獨領風騷，完全忘我，可以暫時

[45]

麻痹神經。但這終不能解決問題啊。

「就是狠毒的一面」 。
書中另一個人物秦曼卿的話也強烈注

在基督教裏轉換負能量話語為正能

釋了這點，「兒知道啥事得看人的內心。可

量話語的關鍵是信靠耶穌基督，獲取從上

世上啥最毒？就是人的心。人的心毒不是

帝而來的力量。保羅說他想行善但行不

說它狠，是說大家遇事都不往好處想，盼

出，真是苦啊，但靠著耶穌基督就可以做到

著事壞」 。心中毒到一個份上就是殺人

了。保羅也對正能量話語作了一個極為精

之心。楊百順心中殺過他爹和兄弟，老馬，

闢的總結：用愛心說誠實話，說造就人的

老婆，老高等。

好話[52]。

聖經也講到人心的惡毒，「人心比萬物
[47]

有基督教學者把正能量的話描述為

都詭詐，壞到極處，誰能識透呢？」 這是

恩慈的話語（gracious language），它們的

人的罪性，悖逆神的後果。基督教認為，神

力量是：話語帶來醫治，恩慈之語帶來生

創造整個世界原是好的，包括給人類語言

命，正確的話帶來喜樂，謹慎的話能避免

的禮物，但人犯罪墮落後，整個被造物，包

麻煩，恰當的話是美麗的，話語能帶來幫

括語言，在不同的程度和方面，帶著罪的烙

助、鼓勵和安慰，有幫助性的話語建造和

印，這不僅表現在語法和詞匯上，還表現

供給別人的需要，以愛的方式說誠實話鼓

在使用語言的有罪有限的人上 。作者間

勵更像基督 [53]。可見，基督教認為正能量

接提到惡，其實他想講的正是人的罪性。

話語的基礎是愛心，而愛是基督教最大的

比如他幾次提到百順心裏想要殺人（九、

特點，以致基督教被人視為愛的宗教。愛上

十四章），特別當別人因他走神，而不恰當

帝和愛人如己是聖經對信徒最大的誡命，

地說他好似殺了人的樣子，他立馬對自己

在話語中就必須體現出這種愛。新約聖經

心裏要殺人有罪惡感慨（十四章）。在傳統

用一個特別的希臘字αγαρε來表達這種

文化中，心思意念中的惡並不是罪，但聖經

神聖的愛，它有幾個特徵：一是以上帝的愛

中，耶穌強調不但殺人要受審判，而且心

為基礎的；二是它強調的是愛對方的意志，

[48]

在傳統文化中，心思意念中的惡並不是罪，但聖經中，耶穌強調

４０

不但殺人要受審判，而且心裏罵弟兄的也要受神的審判。這反映上帝

不僅看人的行為，也看人的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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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49]

裏罵弟兄的也要受神的審判 。這反映上

而不是因為對方可愛而去愛，所以耶穌強

帝不僅看人的行為，也看人的內心。所以這

調要愛仇敵，凡事求別人的益處，而不是首

是一種屬於聖經中描寫的人認識到自己心

先滿足自己的願望；三是要靠上帝所賜的

裏犯罪後感受的反映。
禮，為什麼一個在給死人送殯時的喊喪人

力量來愛。
2.試圖擺脫負能量話語世界的出走和
道路

能如此吸引他呢？「因為喊喪也有些『虛』

老詹死後，百順對基督教信仰的認識

……日子是太實在了……所以想『虛』一

達到一個新的層面。他回到教堂，看到老

百順一直最崇拜的人就是喊喪的羅長

[50]

詹留下的夢想要蓋的大教堂圖紙，突然覺

下」 。
皮波舜的評論是：「為了擺脫這種孤

得圖紙活了，紙上的教堂的窗戶開了，教堂

獨和累，書中的人們努力製造著聲響和熱

的大鐘響了，他的心裏也開了一扇窗，有了

鬧。於是喊喪，便成了書中主人公楊百順

亮光。這個亮光就是心靈敞開了，對耶穌基

[51]

崇拜的職業」 。其實今天許多國人對奢

督有一種盼望，羡慕老詹的真信仰生活。隨

侈品的痴迷，婚禮擺闊，鬧洞房的低級過

後，他一心想按圖紙，做一個竹篾的教會

下，他沒有體會到能使他滿足的貼心純潔

中的主角躺在人的皮屑的夢一樣。百順發

亞伯拉罕原名叫亞伯蘭，神給他改名為亞

現教堂圖紙背後有老詹用小楷寫的「惡魔

伯拉罕，意即「信仰之父」，他的名字和其

的私語」五個黑字，他心裏好像被扎了一下

代表的那個人，和上帝有一種生命的聯繫，

痛，又不知字為何意。「仔細琢磨，好像跟

是確定的。三是他最後選擇羅長禮成為他

教 堂無關，跟 萬千不信主和老詹的人有

的名字，他雖然不知到哪裏去，但他已決

關」，他覺得老詹痛恨這些人，和自己從來

心不會到過去的環境中，他還是要追求

沒有想到的感覺居然有些相通（十三章）。

「虛」，其實就是不是為了活著而活著，而

其實老詹痛恨的是人悖逆上帝，心中的罪，

是要尋找生命的意義，不是甘於在負能量

且被撒但魔鬼控制，就像亞當夏娃被撒但

的話語環境中「實」沉到底，而是尋找能不

引誘，和自己的罪性結合一樣。在不信仰上

能向老詹那樣活得真一些。在書的下部，這

帝的人群中，內心中多有「惡魔的私語」。

張圖紙背後有百順自己寫的一句話「不殺

在作者描寫的外部話語世界呢？則好像聖

人，我就放火」，排在老詹的字旁[55]，其實

經所說：「舌頭就是火，在我們百體中，舌

就是他後來對自己人生的思想：自己的內

頭是個罪惡的世界，能污穢全身，也能把

心其實是有仇恨的。他老了傳給孫子一句

生命的輪子點起來，並且是從地獄裏點著

話，好像特別重要，到底是什麼，書中沒有

[54]

的」 。

講，但筆者認為就是這句話。

最後，楊百順帶著圖紙去找丟失的

筆者認為他傳這句話和圖紙絕對不是

巧玲，要離開傷心之地，永離家鄉。但他

說他還想殺人，向後代表示他對社會的仇

又覺得自己和聖經中的亞伯拉罕不同。後

恨，或者希望後代用仇恨來看待世界與人

者離開本地和本族，但有上帝帶領他的前

生，而是說在不信上帝的環境中充滿「惡魔

路，引他到給他安排的地方去；而自己卻無

的私語」，他自己曾經也如此；他願意後代

處可去，也無人指引。他當初是因為生計

能從中走出來，找到信仰的出路。從這個角

而「信主」，後來又不信了。在他生命中有

度理解，他至少悟到了解決他最大問題的

「一個最大的問題一直沒解決，就是到哪

方向在哪裏。

兒去」。他又想到自己在不同的情況下，先
叫楊百順，又叫楊摩西，再叫吳摩西，有點
惆悵。最後他對外人說他叫羅長禮（十四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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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所以名字代表的身份，仍是不確定的。

基督教認為正能量話語的基礎是愛心，而愛是基督教最大的特

語，來表達隱晦的意思，就像《一地雞毛》

點，以致基督教被人視為愛的宗教。愛上帝和愛人如己是聖經對信

的話語），所以他的身份其實沒有真正確

徒最大的誡命，在話語中就必須體現出這種愛。

作者在小說中用了一個不易理解的話

本期特輯

（十三章）。

四、小結
劉震雲對老汪、楊百順等人的描敘，
反映出中國人的心靈孤獨，以及缺乏觸及
心靈和溫暖人心的對話，就在最親密的家

意思：一是信和信仰的不同。百順雖然心

人中也是如此，這種狀態維持到小說下部

靈中對耶穌有一種盼望，有些相信主，但他

的人物之中。在另一方面，傳教士老詹帶來

還不瞭解聖經的真理，還沒有和上帝建立

了不同的信仰模式和話語特點。然而，基

生命的關係，談不上仰望主，倚靠主，所以

督教的對話受到傳統文人階層的反感和抵

他最大的問題在超越信仰層面還是沒有解

制，這主要是他們要對傳統文化建造一道

決。二是由於他和上帝還沒有建立起真正

防禦墻，又不幸帶有一種泛殖民主義的悲

的生命關係，他又不在乎世間血 緣關係

情意識，而普羅眾生對超越生命的漠視也

（這實際上就是對儒家文化中以血緣為最

導致對話的困難。兩種文化在面臨死亡時

重要人際關係的離棄，因為在這種關係

的話語特徵也有極大的差別。老詹在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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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作者這段的描寫表現出三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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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去後的絕望向西，反映出缺乏超越信仰
的儒家生死觀的美好觀念和理想的蒼白無
力，絕望向西和盼望向上成為鮮明對比。
最後，從楊百順對老詹生命的羡慕和找尋
信仰的出路，表達出對基督教轉換負能量
話語為正能量話語的潛在追求。就基督教
而言，這種轉換的關鍵不在技巧，而在信
仰的力量，在信仰中，獲取從上帝而來的力
量。

出版社，二○○四年)，頁二二九。
[13]

同[11]，頁六五五。
蘇文峰，「從歷史角度看中國文化宣
教」，載《普世宣教運動面面觀》，陳
惠文中文主編，S u n n y v a l e，C A
（U S A）(大使命中心，二○○六年)，
頁三三九至三四二。

[14]

[15]

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上海人
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頁一八六至
一九四。

[1]

[2]

[3]
[4]

[5]
[6]

基督教的對話受到傳統文人階層的反感和抵制，這主要是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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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對傳統文化建造一道防禦墻，又不幸帶有一種泛殖民主義的悲情

意識，而普羅眾生對超越生命的漠視也導致對話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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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7]

皮波舜，〈一句勝過千年〉，載《一句
頂一萬句》(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二
○○九年)，編者薦言。
皮波舜：「這樣平視百姓，體恤靈魂，
為蒼生而歌的小說自五四以來卻是第一
部」，同上。
皮波舜，同上。
劉震雲，《一句頂一萬句》(武漢，長江
文藝出版社，二○○九年)，頁九三。
同上，頁九三至九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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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二，一七四至一七六。
李亞丁：「更多的傳教士是抱著良好的
願望，為了信仰，為了傳福音而來中國
……許多西方宣教士甘願拋棄西方的優
越生活與工作，攜妻帶女，來到中國偏
遠、貧苦的山區、農村，進到那些愚
昧、落後、貧窮的人中間，把畢生的精
力與愛奉獻給那些看上去並不可愛的中
國農民，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死後也
埋在荒山野嶺的一掊黃土之中」。王忠
信主編，《基督教與中國——傳教士文
化》(多倫多，加拿大恩福協會，二○○
三年)，頁一二至一三。

[8]

同[4]，頁三七至三八。
同[4]，一一一至一一二。
[10]
林榮洪，《中華神學五十年一九○○─
一九四九》(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
一九九八年)，頁四四。
[9]

[11]

彭明、程歗主編，《近代中國的思想歷
程（一八四○─一九四九）》(北京，中
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九年)，頁
一八一，二六八，二七六，三四四。

[12]

王治心，《中國基督教史綱》(上海古籍

同[4]，頁三八，九三，一○五，一一二
至一一四，一七四。

[17]

于丹，《于丹〈論語〉心得》(台北，聯
經出版事業股分有限公司，二○○八
年)，頁四。

[18]

同[4]，頁九十四至九十五，一○七，
一 一 ○ ， 一 一 四 至 一 一 五 ，
一二五，一四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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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創世紀》；《聖經‧啟示
錄》；《聖經‧以弗所書》；《聖經‧
約翰福音》；《聖經‧羅馬書》；《聖
經‧約翰福音》；奧古斯丁，《恩典與
自由奧古斯丁人論經典二篇》(南昌，江
西出版社，二○○八年)。

[20]

同[4]，頁一一四。
同[4]，頁一七八。
[22]
同[4]，頁一一四。一○八，
一四四，一四六，一五二，一七五。
[21]

[23]

同 [ 4 ] ， 頁 一 ○ 八 ，一 四 四 ，
一四六，一五二，一七五。

[24]

同[4]，頁一四五。
同[4]，頁一六九，一七五。
[26]
《聖經‧馬可福音》十章。
[27]
同[4]，頁一一七至一一九。
[28]
同[4]，頁二三至二五。
[29]
同[4]，《一地雞毛》(北京，外語教學
與研究出版社，二○一二年)，頁
二三，一○三，一三三。
[25]

[30]

同[4]《一句頂一萬句》，頁二六。
同[4]，頁九二。
[32]
同[4]，頁二六。
[33]
《聖經‧馬可福音》十二章。
[34]
《聖經‧約翰一書》四章。
[35]
同[4]，頁二七，三三。
[36]
費正清（美），《中國：傳統與變遷》
[31]

Dennis Ngien, Luther As a Spiritual
Adviser: The Interface of Theology and
Piety in Luther’s Devotional Writings
(Milton Keynes: Paternoster, 2007), 2933. 參見：黃安倫，《長歌一曲天外來
──黃安倫文集》(多倫多，加拿大安省
華人音樂協會，二○○六年)，頁五四至
五九，

[40]

同[4]，頁三○至三二。
[41]
同[4]，頁一五，一六五。
[42]
馬丁布伯（奧），《我與你》(台北市，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三年)，頁一
○五至一○六。
[43]

同[4]，頁一五九。
同[4]，頁六六。
[45]
同[4]，頁一八六。
[46]
同[4]，頁八○。
[47]
《聖經‧耶利米書》十七章。
[48]
B i l l S t r o m ,M o r e T h a n T a l k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d the Christian
Faith (Dubuque: Kendall/Hu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6), 7.
[44]

"A Top 10,000 Sentence" is one of his most
representative works. The novel portrayed
the loneliness and tiredness at the heart
and spirit of the Chinese as well as the
difficulties emerging out of this situation.
In addition the Chinese in general find it
difficult to identify other individuals with
whom he or she can initiate a genuine
daily life conversation from the heart. For
these people, how much more precious is
it to hear few wholehearted words than to
listen to words of infinite exchanges, but
of the slightest value.? The strings of two
cultures, Confucianism and Christianity
r un through in the novel: How do they
inf luence the spirit and heart of people?
How do they shape life and dialogue among
people? Furthermore, what are the ways
to dialogue between Confucianism culture
and Christianity? What are the features
of dialogue when facing death? How can
negative energy dialogue be changed into

[49]

positive energy dialogue by Christianity

[50]

faith? I will research these topics through

《聖經‧馬太福音》五章。
同[4]，一六五頁。
[51]
皮波舜，編者薦言。
[52]
《聖經‧羅馬書》七章；《聖經‧以弗
所書》四章。
[53]

analyzing three chief characters of the first
part of the novel.
K e y W o r d s：Wa y s t o D i a l o g u e
b e t we e n C o n f u c i a n i s m c u l t u r e a n d
Christianity, The features of dialogue of
facing death, Negative Energy and Positive
Energy Dial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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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i l l S t r o m, M o r e T h a n T a l k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d the Christian
Faith, 75.
[54]
《聖經‧雅各書》三章。
[55]
同[4]，頁三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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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Baptist Church）
Abstract：Mr. ZhenYun Liu’s no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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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國柱，「儒家的生死觀」，載《中國
文化研究》二○○一年一月（春之
卷）。

a Person from the Heart and Spirit
Chen Quan（Nor th York Chinese

從楊百順對老詹生命的羡慕和找尋信仰的出路，表達出對基督

[38]

How Difficult Is It to Dialogue with

教轉換負能量話語為正能量話語的潛在追求。就基督教而言，這種

約翰‧多恩（英），《喪鐘為誰而鳴生
死邊緣的沉思錄》(北京市，新星出版
社，二○○九年)，頁一四○，
一四三，一四五。

轉換的關鍵不在技巧，而在信仰的力量；在信仰中，獲取從上帝而

[37]

來的力量。

(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二
○○八年)，頁三六至三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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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博物館百年歷程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博物館陳列
■ 周 進
復旦大學藝術教育中心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國博物館陳列主要學習了前蘇聯的模式，

六十年代以後博物館陳列中政治傾向比較明顯，在實踐中強調貫穿紅

４４

線、強調領袖語錄、形式程式化等，總體上陳列的基礎理論研究不

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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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研究了中華人民共和

社會各界捐贈文物的熱潮。如北京歷史博

國成立之初博物館陳列的發展，通過收集

物 館 就「 收 到 捐 贈 文 物 一 萬

與梳理中國翻譯的前蘇聯博物館論著、留

六千九百六十二件」[1]，此舉使該館館藏達

蘇學習人員撰寫的報告、地志博物館的資

到近四萬件。這一時期明確了新中國博物

料、大型博物館陳列的文獻，認為二十世

館事業的總任務，即「進行革命的愛國主

紀五十年代中國博物館陳列主要學習了前

義教育，通過博物館使人民大眾正確認識

蘇聯的模式，一批大館、省館的陳列形成

歷史，認識自然，熱愛祖國，提高政治覺悟

一定特色。六十年代以後博物館陳列中政

與生產熱情」[2]。因此，文化部首先對故宮

治傾向比較明顯，在實踐中強調貫穿紅

博物院、北京歷史博物館進行改造，對陳

線、強調領袖語錄、形式程式化等，總體

列內容與形式設計重新規劃，注重通過陳

上陳列的基礎理論研究不夠。

列對群眾進行宣傳教育。

關鍵詞：中國；博物館；陳列。

一九五一年，由考古學家裴文中、賈
蘭坡負責的「原始社會陳列」在故宮午門外

本文主要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

東朝房對社會開放，此次展覽是為了籌備

初期中國博物館陳列的發展，時間週期為

北京歷史博物館的一次重要活動，堪稱新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六年。一九六六年以

中國博物館陳列設計的首「秀」，具有劃時

後由於中國進入「文革」時期，博物館工作

代的意義。該陳列以考古挖掘和文物為基

處於全面停頓狀態，本文就不做論述了。

本資料，輔以圖片、模型等陳列方法，樸實

一、建國之初博物館陳列發展
背景
（一）博物館的重建與改造

而系統展示了中國原始社會時期人民的生
產生活狀況，受到一些同行單位的關懷與
說明，得到中央領導、文化部、文物局等同
志的肯定與支持。

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全

這一時期，政府還按照前蘇聯的模式

國僅有二十一座博物館，為了恢復和發展

與經驗逐步對原有的博物館進行改造和

博物館 事 業，中央政府採取了一系列舉

建設。一九五三年四月，政府提議參照前

措。一九五○年五月，政府頒佈《古蹟、珍

蘇聯地方博物館模式，建設中國地方志博

貴文墓之調查發掘暫行辦法》，用法令的

物館，以反映地方的自然、歷史、社會的面

形式保護自然標本，禁止盜賣和出口、破壞

貌。時任北京市副市長吳唅、文化部社會

珍貴自然標本；六月又頒佈《徵集革命文

事業管理局局長鄭振鐸提出在北京籌建

物令》，向全國人民徵集文獻和實物，引起

「首都歷史和建設博物館」，陳列分為自

質部提出恢復建設北京地質陳列館；七月，

響下，在中國革命的特定歷史條件下，在中

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同志提出建設天文館；

國高度集中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和管理體

與此同時，全國各地紛紛行動，在第一個五

制的形成過程中逐步發展起來的」[5]。
（二）博物館發展方針與任務的確立

年計劃中開始按照前蘇聯博物館的模式建

一九 五 三年四月，中國 文化部頒發

設地志博物館。

《對地方博物館方針、任務、性質及發展

對外開放陳列展覽。如北京歷史博物館舉

方向的意見》指出：各地博物館、省市博物

辦的「秦漢陳列」；北京市文物調查研究

館應當是綜合性、地方性的，陳列主要內容

組舉辦的「北京市出土文物展覽」；北京地

應該包括三大部分：一是自然之部，包括地

質陳列館舉辦的「祖國自然環境和礦產資

理、民族、生物等資源；二是歷史之部，包

源展覽」等。這些陳列展覽直接導致了諸

括革命歷史；三是民主建設之部，包括政

如中央自然博物館、北京歷史博物館、魯

治、經濟、文化等方面成就，與地方博物館

迅博物館、天文館等一批博物館從籌備轉

密切配合。

到正式開工建設；同年八月，山東省博物

一九五六年五月，全國第一次博物館

館被文化部確定為全國地志博物館的試

會議召開。一百一十位博物館專家學者、

點，江蘇、浙江、黑龍江等博物館業務人員

地方文化局領導、博物館領導參加，對新

被調集到山東支援工作。很快，山東省博

中國博物館的任務、性質、職能等重大學

物館的經驗得到認可，各地的文博系統開

術問題開展探討，明確提出「博物館是文

始效仿，地志博物館建設得以迅速發展，

物標本的收藏機構、研究機構和宣傳機

如一九五三年建設的「廣州農民運動講習

構，要為廣大 人 民 服務，為科 學研 究 服

所紀念館」、「景德鎮陶瓷館」、「杜甫草堂

務」 [6]。這就是著名的「三性二務」論。這

紀念館」；一九五四年建設的「紹興魯迅紀

次會議召開的背景雖然是「向科學進軍」，

念館」；一九五五年建設的「遵義會議紀念

但卻對新中國博物館的基本任務和總體性

館」、「西柏坡革命紀念館」等。

質進行了大討論，同時明確了博物館的陳

一九五七年第一個五年計劃圓滿實

列設計思想，影響極其深遠，詳述如下：

現，全國博物館總數上升到七十二座，除少

「三性」即博物館的本質問題，即：新

數邊遠省份外，各省基本都有了博物館，

中國博物館是科學研究機關、物質與文化

「基本上改變了舊中國博物館集中於少數

遺存或自然標本的收藏之地，也是對廣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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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四年，中國的一批博物館集中

中國研究

作是在對博物館理論和實踐學習的綜合影

一九五七年第一個五年計劃圓滿實現，全國博物館總數上升

餘人召開了座談會討論籌建事宜；五月，地

到七十二座，除少數邊遠省份外，各省基本都有了博物館，「基本

「實事求是地講，新中國博物館的陳列工
上改變了舊中國博物館集中於少數城市的不平衡局面」。

然、歷史、社會三大部，邀請相關專家二十

城市的不平衡局面」 。一九五八年，為了

社會群眾的教育機關。「三性」認為博物館

向國慶十周年獻禮，中央決定在北京建設

是科研、收藏、教育的統一體，博物館的文

中國革命博物館、中國歷史博物館、中國

化教育、科學研究與文物保藏這三項基本

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民族文化宮、中國美

功能之間的關係是辯證的和不可分割的，

術館、農業展覽館等大型博物館，並成立

這一論斷對博物館的科研、藏品、教育、陳

「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革命博物館籌建

列等一系列問題的認識是深刻的。
「二務」即博物館的基本任務是為科

博物館事業發展的第一個興盛時期，那麼

學研究服務、為廣大人民服務。這是建國

可以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五十

初期，中國從政府管理層面上提出的博物

年代是「中國博物館事業發展的第二個興

館需要面向大眾、服務大眾，其實在當時，

盛時期」 [4]。博物館學者甄朔南感歎道：

這種提法也是為了配合社會發展史的學

４５

組」負責相關工作。如果說近代中國是中國

文化中國

習，以科學的歷史觀與方法，將中國珍貴

要；對中國革命博物館的陳列要求是革命

文物、藝術、文獻系統地安排組合，對廣大

的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提

中小學生、社會各界服務，向他們宣傳辯

倡各類博物館探索適合自身發展的陳列，

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對大眾進行

陳列不光包括原狀陳列，還包括主題陳

宣傳教育。

列、專題展覽、綜合陳列等。這些提法與做

「三性二務」論影響了紀念館的建設
與發展。一九五七年四月，第一次全國紀念
性博物館會議在長沙召開，會議討論的紀

法對全國博物館的陳列工作起到重大指導
作用。
（三）學習前蘇聯博物館陳列模式

建國初期，中國從政府管理層面上提出的博物館需要面向大

眾、服務大眾，其實在當時，這種提法也是為了配合社會發展史的

４６

學習，以科學的歷史觀與方法，將中國珍貴文物、藝術、文獻系統

地安排組合，對大眾進行宣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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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館的特徵、性質、發展及工作要求，特別

一九五五年，中國文化部派出了一個

糾正了在當時的紀念館陳列中大操大辦、

博物館方面的學習代表團前往前蘇聯，

追求所謂「氣派」、「規模」的錯誤傾向，提

並聘請前蘇聯專家前來指導中國的文博

倡陳列設計中原狀陳列的使用，提倡節約

工作。一九五七年開始，中國編譯介紹的

辦館，重點發展多樣化、小型化的紀念館，

前蘇聯等國博物館學和博物館工作的論

普及廣大群眾的歷史知識、革命知識。可

著達一百二十餘 種，比 較 有代表 性的是

以說，該會議遵循「三性二務」論，明確了

一九五九年前蘇聯米哈依洛夫斯卡婭著

紀念館的工作原則和理論指導思想。

的《博物館陳列的組織與技術》、前蘇聯

「三性二務」論也影響了自然科學博

博物館學科學研究所編、博物館科學工作

物館的建設與發展。一九六○年，中央自

研究所籌備處編譯的《前蘇聯博物館學基

然博物館完成古生物陳列、動物陳列的設

礎》兩部書。

計修改，陳列目的是為了「讓觀眾瞭解動

《博物館陳列的組織與技術》最早出

物、生物發生、發展、演化的內外因素和規

版於一九五一年，係前蘇聯博物館工作科

律，從而利用和改造生物界，為社會主義提

學研究所一級研究員米哈依洛夫斯卡婭著

[7]

供更豐富的物質基礎」 。陳列體系明確、

根據多年工作經驗寫成，是當時評論博物

條理清晰、重點突出；陳列表現形式上為

館陳列工作的唯一著作。作者根據馬克思

大眾喜聞樂見、通俗易懂；帶著為群眾服務

列寧主義的方法和觀念，論述了陳列設

的精神選擇標本，主要分為稀有標本、特產

計、陳列技術以及展品安裝、驗收等工作

標本、有經濟價值標本和生物進化標本四

流程，在當時具有先進性與代表性。該書

種，為了讓觀眾更好理解生物進化問題，在

一開始就闡述了博物館陳列工作的群眾教

陳列中重點突出過渡類型生物，選擇標本

育意義，認為博物館通過陳列作為重要手

做到少而精，這些都是有著明確陳列設計

段，宣傳社會主義文化、藝術、科學方面的

思想指導的結果。

成就，目的是「鼓勵勞動人民積極地參加

一九六○年，第二次全國文物博物館
工作會議召開。本次會議對博物館陳列更

共產主義的建設事業，幫助他們建立唯物
世界觀，培養愛國主義的感情」[9]。

加重視，對「博物館陳列整體設計的地位

《蘇聯博物館學基礎》對博物館陳列

與作用，設計的基本任務、原則、陳列設備

工作花了大幅篇幅進行論述。認為博物館

[8]

等都有明確的論述」 ，認為陳列要有思

所陳列的實物，能夠使人們對於人類的過

想性、藝術性、科學性，而政治性和科學性

去和現在、對於周圍自然界以及對於人類

要通過一定的藝術形式來體現；博物館陳

為改造自然界而進行的鬥爭有更深刻、更

列美觀的標準是樸素、淳厚、大方、協調。

具體的體會。博物館通過陳列所起的宣傳

具體的陳列工作中，中國歷史博物館陳列

作用的力量，直接取決於陳列的科學研究

的指導原則是服從政治傾向，服從內容需

水準。要使陳列工作發揮充分的作用，要

月一日國慶期間對外預展。一九六○年八

種陳列意圖的明確性，形式主義是與社會

月三十一日，文化部發文批准「中央革命博

主義博物館陳列格格不入的。書中論述了

物館」更名為「中國革命博物館」，「北京

陳列工作的地位與意義，敘述了陳列安排

歷史博物館」正式更名為「中國歷史博物

的基本原則，闡明了選擇陳列材料的標準

館」。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是中國唯一

論述了陳列藝術形式的問題，還闡述了各

的大型綜合性軍事歷史博物館。陳列面積

種性質博物館的陳列特點。

四萬多平方米。基本陳列有土地革命戰爭

前蘇聯博物館陳列設計的主要方法是

館、抗日戰爭館、全國解放戰爭館、抗美援

主題陳列方法。這一方法是基於體系化設

朝戰爭館、古代戰爭館、近代戰爭館、兵器

計的，認為一般博物館陳列會有陳列計

館、禮品館等。該館平面佈置是以陳列室

畫，這個陳列計畫由三大部分緊密聯繫組

標準開間為基本陳列單元，連成線形佈局

成：第一個組成部分是「陳列主題結構」，

以便於參觀。其中，展館的中央部分貫穿中

就是把所有的陳列主要題目與副題目，按

央大廳、兵器館及樓梯形，下面五層為中央

照主題內在邏輯關係、時間發展順序理出

大廳及各層大廳，上面二層為辦公室，再上

綱要，並對陳列展項做簡要注明；第二個

面為尖塔，兩翼為四層，全部佈置為各類

組成部分是「主題陳列計畫」，就是根據

型戰爭的陳列室。該館展廳平面基本是八

「陳列主題結構」展示展品，如果用數學的

米寬乘二十四米深的長方形佈局，中間高

公式來演示，就是「主題陳列計畫=陳列主

度達七點八米。展廳中間沒有門廳、過廳，

題結構+展品+文字說明材料+各種輔助材

這樣可以使展品連續的擺下去。各展廳的

[10]

料」 ；第三個組成部分是「陳列圖式」，

天花上也點綴了石膏花，地面都做預製水

就是對陳列主題內容進行的圖式體現。它

磨石柱頭，用五星、麥穗、花朵等各種不同

又包括兩方面內容：1.如何分配陳列平面

圖案組成，送風口也利用石膏做各種不同

與陳列墻面？基本原則是根據「主題陳列

圖案。展館立面採取比較穩重漸次升高的

計畫」來細分；2.如何安排陳列櫃內的文物

裝飾，在腳線部分採用粗壯的蘑菇石作為

等展品？基本上是對特定展品的專門而又

基座。所有展廳入口均用花崗岩，嵌有石刻

統一的設計。「陳列圖式」是「陳列主題結

旗幟花板和帶有勛章圖案的柱頭門罩，整

構」的最終落實與最終表現，是具體的科

個展廳外表莊嚴樸實，雄偉大方。

學研究，它不光是「陳列主題結構」的圖式

中國歷史博物館的基本陳列是《中國

化，還是陳列施工的唯一參考，如同建築

通史陳列》。一九五九年十月初該陳列公

工程的技術施工圖紙一樣，陳列圖式就是

開預展，以歷史時間演進為線索，包括：原

陳列的技術施工圖紙。
（四）北京「三大館」的陳列範本

始社會、夏、商、周、秦、漢、魏、晉、南北

周 進：中國博物館百年歷程

以及展品的分類和擺放的原則，並且專門

中國研究

列工作的特點是它的陳列意圖以及解決這

前蘇聯博物館陳列設計的主要方法是主題陳列方法。這一方

物館建成，九月陳列設計佈展工作完成，十

法是基於體系化設計的，認為一般博物館陳列會有陳列計畫，這個

行巨大的創造性勞動。社會主義博物館陳

陳列計畫由三大部分緊密聯繫組成：「陳列主題結構」，「主題陳

物館正式命名，七月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
列計畫」，「陳列圖式」。

使它成為教育宣傳的有效工具，就必須進

朝、隋唐五代和近代。一九六○年十一月，
該館按照「全面審查、重點提高、突出紅

國家重點建設的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

線」 [11]的原則進行了陳列修改，特別是對

館、中國歷史博物館、中國革命博物館。

「農民起義」、「原始、奴隸、封建社會三個

一九五八年九月，中央軍事委員會委任肖

歷史階段的轉變」、「歷史人物」、「生產鬥

華上將負責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的籌

爭」、「民族關係和中外關係」五大部分對

備工作。一九五九年三月，彭德懷元帥為博

陳列進行重點修改。由於該館的陳列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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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謂「三大 館」是 指 在 建 國之後，

文化中國

了系統研究與總結，已經上升到了學術與

化。中國革命博物館對於陳列總體設計提

理論的高度，最終形成的陳列模式覆蓋了

出六項原則：1.以高度的政治性和真實性

全國博物館。

相結合；2.展品少而精；3.正確表現各個時

中國革命博物館從一九五○年開始籌

期中國各地人民群眾的革命鬥爭；4.正確

畫陳列，一九六一年又進行了改陳設計，

地體現黨的民族政策；5.表現前蘇聯和其

陳列的總體目標是收集、整理和保存中國

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援助；6.適當陳列黨和

人民解放軍建軍以來的各種文物、文獻、

國家領導人的照片。

「三大館」是建國初期中國博物館人按照自身國情、民族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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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精神、物質水準和科技發展為依托，自主創造的一個不同於世界

任何國家和地區的博物館陳列設計新思想和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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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闡明毛澤東思想，闡明人民軍隊的

中國歷史博物館的《中國通史陳列》

本質和顯示現代化革命軍隊的面貌。陳列

從籌備到開展貫穿了總體設計。一九五○

形式基本上以學習前蘇聯博物館的經驗為

年三月文化部對該館的陳列總體設計就有

主，陳列佈局以強調突出中心，左右對稱

指示。一九五○年十一月，針對預展顯露

排列；陳列墻面以木質護墻板、麻布假墻

出的不足成立了總體形式設計小組，建立

的處理為主；圖片一般陳列在鏡框中，立

總體組辦公室，組長是著名藝術家張仃，副

體產品一般製作台座陳列，並與屏風陳列

組長是中央美術學院教授羅工柳、陳列部

結合；陳列櫃的製作也注重民族風格的體

主任謝炳志，總美術設計師由著名陳列專

現，整個陳列設計氣勢恢宏。該館的基本

家王振鐸擔任。歸納總結起來，這一時期

陳列《中國革命史陳列》包括：1.第二次國

博物館陳列總體設計有如下三個特徵：

內革命戰爭時期；2.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

（1）陳列總體設計強調思想性。這是

時期；3.抗日戰爭時期；4.抗美援朝時期；

陳列展覽工作的一個最根本的原則，是一

5.保衛社會主義建設；6.兵器館；7.禮品館；

切陳列展覽的靈魂。這一原則貫徹得是否

8.電影館等，系統陳列了各個歷史時期中

正確有力和徹底，直接關係到陳列展覽的

國軍事方面的成就，兵器館不光陳列現代

品質。要正確體現這一陳列原則，就必須

的武器，還包括古代的兵器。陳列空間除了

首先解決以下幾個問題：1.以政治掛帥而

室內陳列外，一些大型的展品還在露天進

不是實物掛帥，即是以觀點去統帥材料。

行了陳列。所有陳列面積相加達到六千多

一切展品都應根據一定的思想觀點要求去

平方米。

取捨，讓展品跟著思想觀點走；2.陳列事物

「三大館」作為當時的大型博物館，

的本質，不陳列事物的現象。如：在古代歷

綜合考慮建築、陳列設備、陳列內容、陳列

史的陳列展覽中，表現農民起義的問題，

形式、陳列布展，代表了中國博物館陳列的

表現的不只是起義的過程，更注重表現起

水準，構成了我們新中國博物館的獨特風

義的目的，揭示社會發展史的動力的所在，

貌，堪稱全國博物館的陳列工作的基本規

即不只是表現階級鬥爭的一些現象，同時

範與典型模式。這也是建國初期中國博物

揭示事物發展的本質。總之，既要表現事物

館人按照自身國情、民族特色、時代精神、

主導的一方面，也要表現事物相互依存之

物質水準和科技發展為依托，自主創造的

處；3.用具體事物具體分析的方法和階級

一個不同於世界任何國家和地區的博物館

觀點與歷史觀點相結合的方法來組織陳

陳列設計新思想和新模式。

列，不用形而上學的方法來組織陳列。形

二、建國之初博物館陳列發展
分析

而上學的缺點往往是片面地、孤立地、固
定地看問題，不是統一地、辯證地看問題。
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告訴我們，

（一）博物館陳列總體設計方面

認識和表現事物，必須正確運用階級觀點

博物館陳列總體設計得到重視與強

與歷史觀點相結合的原則。

織有條不紊，墻面布置與展台實物陳列配

陳列展覽的內容，應該就事物發展的大關

合適當；平面（圖表、照片、繪畫、幻燈片

係，經過高度綜合概括，歸納為幾個既有

等）與立面（實物、沙盤、模型、布景箱等）

代表性而又緊相連結的場面。少而精的關

空間安排均衡等，才能達到鮮明和諧的視

鍵在於精，少並不等於精，精也並不一定

覺印象，說明觀眾感受陳列的思想內涵，

就是少；精不僅代表品質，同時也有一定的

這一時期的陳列場面設計具有如下幾個特

數量在內。「陳列展覽既要少而精，又要豐

點：

富多彩，兩者相互制約同時又是統一的」
[12]。豐富多彩不僅指內容的多樣性，也包
括陳列形式、陳列氣勢在內。另外，陳列面
積不宜過大，展線不宜過長。因為觀眾不
可能用很長時間看一個館的陳列。看陳列
要看、聽、記，走，很容易使人疲勞。展線
過長，觀眾往往不能從頭到尾看完，反而收
不到預期的教育效果。一般應以在三小時
內能看完陳列的內容為適宜。

博物館陳列設計平面佈局形式較為

（3）政治傾向性與歷史真實性相結

豐富。建國初期，通過對前蘇聯博物館陳

合。歷史真實性就是還歷史以它的本來面

列設計方法的學習，以及中國美術工作者

目，也就是指那些最本質的能代表事物發

的實踐，總結出一些基本的平面布局形式

展主流的東西。陳列展覽不能講假話，所反

（如上圖）。分為口袋式與穿堂式單線佈

映的事物，必須是真實的。但並不是一切

局、複線及三線佈局等形式。博物館平面

真實的東西都可以陳列或者都要陳列，要

佈局形式，需要相當的設計審美水準，體

有所取捨，取捨的依據還是人民的利益、

現在平面佈局中形式美法則的使用，如空

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利益。如

間、構圖的綜合利用，陳列中形式的平衡

中國革命博物館中劉胡蘭烈士事蹟陳列就

感、對稱性、層次感、節奏感的體現、以及

很有震撼力，十七歲的共產黨員劉胡蘭犧

視覺審美的韻味。
（2）注重參觀路線設計。在制定陳列

沾著血蹟的鍘刀,讓人感受到敵人的囂張

平面佈局圖時，就應根據陳列的性質、主題

與殘忍，但觀眾在看到劉胡蘭的塑像昂首

思想、結構等順序，一起來解決參觀路線

挺胸、毫無懼色之後，感受到的是共產黨

等問題。1.參觀路線與建築的條件關係極

員的那種革命的英雄氣概，威武不屈和革

大。專門為陳列設計的建築在這方面好

命的樂觀主義精神，加上板墻上挂著一幅

些，對於舊建築改造的博物館就有較大問

毛主席親筆題詞:「生的偉大，死的光榮」，

題，為了參觀需要，適當改造舊建築是必要

陳列中著重突出了劉胡蘭那種蔑視敵人、

的，如增加門窗、增設過道、取消部分墻壁

戰勝敵人的大無畏精神。
（二）博物館陳列場面設計方面

等。參觀路線設置與採光的方法與門窗的
位置有關，必須研究建築的結構作出適當

博物館場面設計是通過展品資料的

的安排；2.參觀路線順序還與陳列的規模

組織加工，理解展品特點、性質、體積、重

與性質有關。大規模的陳列，不管觀眾是

量和色彩以後，以具體的陳列形式來實現

否願意，都要按照參觀路線走，這對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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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在敵人屠刀之下，該組陳列採用了一架

周 進：中國博物館百年歷程

為主體的陳列不同於文字論述的教科書。

中國研究

素，使種類繁多，形式各异的各項展品組

政治傾向性與歷史其實性相結合，歷史真實性就是還歷史以它

的實質則是提高陳列展覽的品質。以實物

的本來面目，也就是指那些最本質的能代表事物發展主流的東西。

的。為此應當運用形式的一切手段與因
陳列展覽不能講假話，所反映的事物，必須是真實的。

（2）展品少而精但設計豐富多彩。它

文化中國

是不尊重的，因此這些陳列沒有絕對固定

設計等。

建國初期的博物館政治口號普及，標語成為重要展示內容，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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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內容有各個歷史時期重要的總結、名人名言等內容，而且由於標語

在陳列中起到中心地位，需要精心設計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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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參觀路線。觀眾的興趣是多樣的，有的

（1）標語牆設計。建國初期的博物館

來學習知識、有的只是瞭解一下，應該讓觀

政治口號普及，標語成為重要展示內容，標

眾很容易進入他所感興趣的部分進行參

語內容有各個歷史時期重要的總結、名人

觀，而不受固定路線的束縛。參觀路線的

名言等內容，而且由於標語在陳列中起到

一般順序是順時針參觀，即從左到右參

中心地位，需要精心設計佈置。這個時期的

觀，觀眾很容易找到入口和出口。3.參觀路

博物館陳列設計師一般稱為美術工作者

線的設計考慮觀眾的舒適度與疲勞度。陳

（簡稱「美工」），在美工的構思與創作下，

列設計中如果有過多的間隔、假墻、陳列

博物館設計了一種專門陳列標語的屏風式

櫃，造成彎曲狹窄的通道，觀眾會感到不舒

展板，具體方法是：內部結構是木龍骨，表

服，也不能將假墻、陳列櫃都連接成長廊

面釘上木夾板成為基礎面，用灰色的塗料

式的陳列室，觀眾如同進入了毫無變化的

飾面，裝飾圖案仿建築用青磚，這樣一來，

小胡同，容易產生疲勞，所以參觀路線需

感覺標語回到了它原來存在的環境——室

要按照陳列主題結構，精確地將較好的陳

外的墻面上，變成了室內的標語假墻，很有

列室劃分給主導的陳列單元。總之，「理想

真實感，標語墻的四周收邊工藝比較講究，

的參觀路線是使觀眾按照陳列主題順序

用木線條收邊，整個標語墻如同一個相框

看完各單元，也顧及到各單元之間的關聯，

一樣，重要的標語墻用雕刻紋樣收邊，邊框

並能幫助觀眾將注意力集中在陳列的中心

油漆上金粉漆。而「有的標語墻中間會裝

[13]

思想上」 ，最大限度地避免觀眾對流以

上鏡框，標語墻前面兩側物品擺放也很講

及重複穿行陳列室。

究，包括偉大領袖的雕像、紅纓槍、紅旗、

（3）博物館場面設計基本要素趨向全

萬年青等」[14]。

面。在場面設計中，準確，清晰地安排陳列
版面是必要的，也是美術工作者擬定表現
形式的必經過程。每一個單元的組合都需
要版面設計，使展台上的實物與版面資料
適當配合。一般會繪製明確的平面圖、立
面圖、效果圖和施工圖。值得一提的是，由
於技術原因，當時的所有圖紙都由美術工
作者手繪而成，乾淨、準確、富有表現力的
手繪技術也成為美術工作者每天必練的基

上圖是中國革命博物館「黨的創立」

本功。
（三）博物館輔助陳列品的設計方面

陳列。為了陳列標語「『中國產生了共產

建國之後，博物館陳列不限於文物本

的是為了更好地突出莊嚴感」 [15]，標語墻

身，各種輔助展品設計很有特色。輔助展品

用紅色的絲絨布粘貼在木夾板基面上，再

成為陳列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配合實

在絲絨布上做粗宋體的立體字，立體字下

物與實物材料組成有機整體，共同實現陳

張貼著馬克思等領導人的照片，圍繞標語

列主題的重要使命，輔助陳列彌補了實物

墻，四周的圖片相框高低錯落懸挂，整個

陳列的局限，對事物加以綜合、概括和細

展廳的氛圍營造得非常莊嚴肅穆。

黨，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陳列設計目

部分析，使觀眾更好地領略陳列內容。總

（2）旗幟設計。各個歷史時期的革命

結起來，這一時期的輔助陳列主要是標語

活動都有自己的旗幟，如太平天國運動、武

墻設計、座屏式展櫃設計、旗幟設計、組合

昌起義、開國大典等，革命旗幟成為普遍

[5]

一系列可插、挂、擺的旗幟展示設備，具體
做法如下：1.大型旗幟的懸挂。先安裝旗幟
的主要支架——木托板，很多博物館需要
懸挂展品，一般在陳列室的墻上裝有挂鏡

[6]

宋向光《物與識——當代中國博物館理
論與實踐辨析》(北京：科學出版社，二
○○八年)，頁一二。
蘇東海《博物館的沉思——蘇東海論文
選》(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九八年)，
頁三。

把旗杆的尾部固定在木托板上，再調整旗

China Museum Hundred Years Of

幟到適當的傾斜度；2.小型旗幟的懸挂。以

Evolution——Museum Display From

繩拴挂園盤，園盤再與旗杆尾端相連，然

1966 to 1949

後將旗杆與挂鏡線連接，控制旗杆的傾斜
度；3.豎立的旗幟一般安裝帶孔台座。豎立

Z h o u J i n ( F u d a n U n i v e r s i t y,
Shanghai,China)

旗幟一般用台式結構，台座上有孔，將旗

A bstract: T his paper st udies the

桿插入其中作為支稱，再於台座兩側立柱

development of the museum's display at the

設置橫杆，旗桿與橫桿相交可控制旗杆的

beginning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傾斜度。這種方法一般用於序廳的旗幟陳

Republic of China. Through data collection

列，起到裝飾性作用。
（本文系二○一三年度上海市教委科
研創新重點專案「國際都市藝術博物館布
局、運營及發展態勢比較研究」成果，批
准號13ZS002。）

and comb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museum works, studying
in the staff report, the geography of the
museum and a large museum display of

周 進：中國博物館百年歷程

線，木托板也可以直接挂在挂鏡線上，再

中國革命博物館關於抗日戰爭的陳列廳中，美術工作者把

作者設計了旗幟陳列的三種規範，製作了

當時的槍支、船隻、火藥等放置在座屏式陳列櫃中，背景採用了

法，又能具有新時代的特點與意義，美術工

抗戰現場的照片，便於讓群眾瞭解這些物件如何在戰場上發揮作

現革命性，復原當時旗幟的使用與懸挂方

用，受到了較好的陳列效果。

博協博物館學委員會一九九四年年會主
旨發言》，載《中國博物館》(一九九四
年四期)，頁五。

中國研究

的視覺裝飾，具有極強的象徵意義。為了展

literat ure. It is believed that in the 50
time in twentieth Century, the Chinese

[1]

[2]

[3]

[4]

博集《徵集革命文物工作的幾點經
驗》，載《文物》(一九五四年七期)，頁
一五。

museum display mainly studied the mode
of the Soviet Union, some large Museum
and the Provincial Museum of the display

衛東風、曾莉《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二改
造與整頓時期中國博物館展覽活動案例
分析》(中國博物館，二○○八年四期)，
頁九五。

form a certain characteristic gradually.

蘇東海《新中國博物館發展簡史》
（一九四五至二○○五年），見：蘇東
海《博物館的沉思——蘇東海論文選》
（卷二）(北京：文物出版社，二○○六
年)，頁四一二。

t h e e m p h a si s o n t h e r e d r e vol u t io n ,

呂濟民《中國博物館與博物館學：國際

60 years later, Chinese museum display
in the political tendency is more obvious,
in the practice of the museum display,
highlighting the leaders of the show, the
form of formalism, etc.,On the whole, the
basic theory of the display is not enough.
Key words: China; Museum; Display.

５１

文化中國

顧棟高《春秋》地理學平議
——以《春秋大事表》為考察中心
■ 孔祥軍
揚州大學社會發展學院

無錫顧棟高窮畢生之力，矻矻於《春秋》之學，終著成《春

秋大事表》一書，是書雖撰於康乾之際，但體大思精、貫通三

５２

《傳》，堪稱有清一代經學研究之楷模，實將《春秋》研究推進至

前所未有之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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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無錫大儒顧棟高貫通經學，

語。

精熟輿地，於《春秋》地理學深有研究，

顧氏此書遍及春秋史事諸端，而尤重

在充分總結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撰成《春

[3]

地理 ，考辨之文散見各表，而萃集於卷四

秋》輿地學研究集大成著作《春秋大事

《春秋列國疆域表·附論》、卷七《春秋列

表》七卷。顧棟高綜合運用了博徵文獻、

國都邑表》以及《春秋列國地形口號》諸

詳度地勢、斟酌史事、考察遺蹟等多種研

篇，茲分類引述，以見其博考之得。

究方法，對《春秋》地理所涉及的同名異

依據史事，推求地理，是顧氏考訂古

地、記載抵牾等問題進行了合理深入的考

地所在最主要的手段和方法。如卷四「春

辨推斷，對舊解前說之訛誤進行全面而又

秋時晉中牟論」：「河南今日之中牟縣，即

徹底的梳理釐正，體現了顧氏深厚的文獻

鄭之圃田……至《春秋》定九年齊侯伐晉

功底和超卓的考據水準。在此基礎上，顧

夷儀，晉車千乘在中牟，則與今日之中牟絕

氏更嘗試利用地理考證成果推究先秦史

不相涉」。顧氏先明已見：古今中牟殆非一

實，堪稱以經證史之著例。然而故氏考據

地，繼而詳列理由，以證其說。「據本注云：

中也不可避免的存在者一些問題，可謂白

救夷儀也，夷儀前本邢地，《傳》云：邢遷

璧微瑕也。

於夷儀，在今順德府邢台縣西，去河南之中

關鍵詞：顧棟高；《春秋大事表》；

牟六百餘里，道里遠不相及，一也。衛侯如
晉過中牟，衛本在河北，適晉安用更過河

地理考據。

南之中牟，非途次所經，二也。孔子適趙，聞
無錫顧棟高窮畢生之力，矻矻於《春

趙簡子殺竇鳴犢、舜華，臨河而返，此時趙

秋》之學，終著成《春秋大事表》一書，見

界明在大河以北，中牟不得更在河南境，三

收四庫，經久傳世，其本人亦榮膺乾隆欽賜

也。《國語》晉侯問趙武曰：中牟，邯鄲之

「傳經耆碩」之譽。是書雖撰於康乾之際，

肩髀，吾欲其令良，誰可？武曰：邢伯可。是

但體大思精、貫通三《傳》，堪稱有清一代

中牟與邯鄲接近，日後獻侯自耿徙中牟，敬

經學研究之楷模，實將《春秋》研究推進至

侯又自中牟徙邯鄲，相去本不甚遠，今河

前所未有之高度。更為重要的是，顧氏乃是

南中牟距邯鄲里數，與所云肩髀者不合，四

用一種史學的眼光來治經 ，將《春秋》大

也。趙鞅與范中行相攻，哀四年九月圍邯

事悉數拆散，分類整合，旁行斜下，譜為長

鄲，荀寅奔鮮虞，鮮虞納荀寅於柏人；五年

[1]

表，以合「屬辭比事」之義 ，故而其視野

春克柏人，遂圍中牟。《史記》亦云：趙簡子

開闊，立意高遠，在一種全域背景下審視相

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叛。是中牟為范、

關問題，餖飣考證者自然不可與其同日而

中行氏邑，與柏人俱當在直隸順德府界，

[2]

傳中拈出，可確證中牟在河北，絕非漢之

之戎於伊川，楚伐陸渾而遂觀兵周疆矣。

河南中牟。中牟既在河北，其究在何地？顧

然則詩人所嘆息痛恨於日蹙國百里者，其

氏又繼作考辨：「而《左傳》、《史記》所載

此之謂歟！」[6]此論將周王朝國運日衰的地

之中牟，在杜元凱時已不復知其處，第云

理因素揭示無遺，於東周而言，西有桃林之

當在河北。後人但當存疑，不必強為之說。

塞，實為直通關中舊京之要隘；南有申、

臣瓚謂此中牟當在溫水之上，張守節《史

呂、外方，為遮罩楚人勢力之防線，此兩大

記正義》又以相州湯陰縣西有牟山，謂中牟

屏障漸次見廢，則「日蹙國百里」而天子之

[4]

當在其側。俱係臆說，無明據」 。前人之

威嚴亦複不再。且桃林之塞不獨於周至關

說皆非，顧氏遂據史情，尋覓其地所在：「且

重要，其於晉亦然，「然（秦）終不能越河

《春秋傳》衛師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褚

以東一步，蓋有桃林以塞秦之門戶，而河西

師圃曰：衛未可勝，齊師克城而驕，不如從

之地複犬牙於秦之境內，秦之聲息，晉無

齊，遂伐齊師，敗之。克城謂克夷儀，則中

不知，二百年來秦人屏息而不敢出氣者，以

牟與夷儀當朝發夕至，疑當在邢台、邯鄲之

此故也」[7]。

間，溫水、湯陰二處離此尚遠，亦非也」[5]。

春秋之時，秦蟄伏日久，非不欲一窺中

顧氏善於在《經》、《傳》字裏行間尋覓線

原，顧力不能及耳，殽之敗即可見焉，而桃

索，努力推求既知古邑與未知古地的某種

林之塞絕為鎖鑰之關鍵也。

內在聯繫，再由已知考定未知，此辨即為

顧氏又論彭城與諸國之關係：「入春

著例，顧氏由中牟伐齊師之事，推斷出中牟

秋時，宋乃有彭城。彭城俗勁悍，又當南北

與夷儀之關聯，再由夷儀古邑在邢台，考定

之衝，故終春秋之世，宋最喜事。齊興則首

中牟在邯鄲、邢台之間，可備一說也。

附齊，晉興則首附晉。悼公之再伯也，用吳
以犄楚，先用宋以通吳，實於彭城取道。楚

即此而止，顧棟高卻更進一步，致力於探

之拔彭城以封魚石也，非以助亂，實欲塞

討地理問題與周王列國國運之關係，是乃

夷庚，使吳、晉隔不得通也。晉之滅逼陽以

顧氏最值稱道之處。如卷四「周疆域論」：

畀宋也，非以德宋，欲宋為地主，通吳、晉

「周自平王東遷，尚有太華、外方之間方

往來之道也。蓋彭城為宋有，而柤為楚地，

六百里之地，其時西有虢，據桃林之險，通

偪陽為楚與國，皆在今沛縣境，如喉噎中之

西京之道；南有申、呂，扼天下之膂，屏東

有物，宋有偪陽，而吳、晉相援如左右手

南之固；而南陽肩背澤潞，富甲天下；轘

矣。故當日楚最仇宋，常合鄭以齮宋亦最

轅、伊闕，披山帶河，地方雖小，亦足王也。

力，迨悼公已服鄭，不復恃吳；吳闔閭之

故桓王之世，猶能興師以號召諸侯，虎牢

世，力足以制楚，不復專賴晉；而宋於是晏

屬鄭，仍複收之，至惠王始與鄭。以武公之

然無事。是彭城之係於南北之故者非小，

略，張弛自如，皇綱未盡絕於天下也。而孱

而宋常為天下輕重者，以其有彭城也」[8]。

弱不振，日朘月削，楚滅申而東南之蔽失，

顧氏將對彭城地理位置的討論，置於楚、

晉滅虢而西歸之道斷。至襄王以溫、原畀

鄭與吳、晉兩大勢力相互對立的背景之下，

晉，而東都之事去矣。然論者謂襄王之失

彭城恰好處在吳、晉兩國聯繫的交通樞紐

計，此又非也。在桓王時，已嘗以十二邑易

之上，是兩國聯合抗楚的信息通道，而彭

鄬邗之田於鄭，鄭不能有，而複歸諸周，周

城本屬宋，故宋之地位便因彭城而發生了

複不能有，而強以與晉。如豪奴悍僕，主人

顯著變化。當兩大勢力對峙時，宋於吳、晉

５３

清人考定《春秋》地理，大抵辨清問題

孔祥軍：顧棟高《春秋》地理學平議

日以強，周日以削，至祭入於鄭，晉遷陸渾

中國研究

牟縣，屬河南郡」。顧氏所列五條，皆從史

顧氏善於在《經》、《傳》字裏行間尋覓線索，努力推求既

王時已視為棄地，固不甚愛惜也。晉得之而

知古邑與未知古地的某種內在聯繫，由中牟伐齊師之事，推斷出中

春秋止稱圃田，無中牟之名，至漢初始置中

牟與夷儀之關聯，再由夷儀古邑在邢台，考定中牟在邯鄲、邢台之

微弱不能制，而擇臣室之能者使治之。至襄
間，可備一說也。

去大河之南絕遠，五也。蓋河南之中牟，在

文化中國

為盟友，於楚則為敵方，一旦吳、晉聯盟拆

同，顧棟高並未簡單的從排比文獻的角度

解，各自抗楚，則彭城不再重要，宋亦複歸

出發，而是獨闢蹊徑地通過梳理五鹿歷來

無事。錢穆先生謂：「春秋以前，年代即渺

迭屬情況，考訂出其先屬衛、再屬晉，故當

茫，人事亦粗疏，惟有考其地理，差得推迹

在晉、衛交境之地，而元城地理正與此合，

[9]

各民族活動盛衰之大概」 ，顧說析理深

故晉侯伐衛之五鹿當在元城，而與開州之

透，由考史而論史，堪稱運用地理認識分析

五鹿無涉也。

史事演進的典範。周中孚《鄭堂讀書記》評

同地異名，亦為顧氏所關注。如又卷

曰：「（顧棟高）論高而事核，兼有文人、學

六下「春秋時厲賴為一國論」：「春秋時有

人之長，理不悖於儒者，而又不失之迂，讀

賴國，左氏桓十三年楚屈瑕伐羅《傳》，楚

《春秋》者，可以知所折衷矣」 。

顧棟高獨闢蹊徑地通過梳理五鹿歷來迭屬情況，考訂出其先屬

５４

衛、再屬晉，故當在晉、衛交境之地，而元城地理正與此合，故晉

侯伐衛之五鹿當在元城，而與開州之五鹿無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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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子使賴人追之不及，杜注：賴國在義陽隨

《春秋》地理尤多同名異地之例，此

縣，蓋賴人仕於楚者。僖十五年，齊師、曹

前各家多有考辨，顧棟高亦致力於此，頗有

師伐厲，杜注：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

發覆之得，如卷七之四「城父」條：「昭九

厲鄉。《傳》書『賴』、《經》書『厲』，古通

年，楚公子棄疾遷許於夷，實城父，杜注：

用，實則一國也。宣九年，楚子為厲之役伐

城父縣屬譙郡。案：楚有兩城父，此所謂夷

鄭；十 一年《傳》，厲之役鄭伯逃 歸；則

城父，取諸陳者也。僖二十三年，楚伐陳，

《傳》並書『厲』 [14]。昭十四年，楚子執齊

取焦、夷，杜注：夷一名城父，即此。焦邑別

慶封殺之，遂滅賴，《傳》云：賴子面縛銜

見陳地。昭三十年，楚城夷以處徐子章羽；

璧，造於中軍，則《經》、《傳》並書『賴』。

三十一年，吳人侵楚、伐夷。蓋夷、城父二

《前漢地理志》南陽郡隨縣，厲鄉，故厲國

名兼用矣，今江南潁州府亳州東南七十里

也。師古云：厲讀曰賴。『厲』與『賴』之通

有城父城。又有北城父。昭十九年，費無極

用，征之《左傳》、《漢書》，歷有明據矣。

言於楚子大城城父而置太子焉，以通北

《公羊》：僖十五年，齊師、曹師伐厲，何休

方，故太子建居於城父，杜注：今襄城城父

云：厲於葵丘之會，叛天子之命，厲如字，

[11]

縣 ，此又一城父也。哀六年昭王攻大冥，

舊音賴。昭四年，楚子滅厲，注云：《左氏》

卒於城父，即此。漢置父城縣……今河南

作賴。《谷梁》於僖、昭兩《傳》俱書『厲』，

[12]

汝州郟縣西四十里有城父城」 。顧氏依

《史記·豫讓范雎傳》漆身為厲，厲並音

據杜注，聯綴《經》、《傳》所載，以辨《春

賴。古人之通用如此。杜佑《通典》乃以厲、

秋》楚地之兩城父，是也。又卷七之二「五

賴 並 列 兩國，杜 精 於 考古，而 乃有此失

鹿」條：「僖二十八年，晉侯侵曹，伐衛，取

歟！」

五鹿，杜注：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陽平元

顧氏在此展現了嫻熟運用文獻考辨地

城縣東亦有五鹿。蓋兩注以存疑，晉之衛

理的深厚學養，其不僅在貫通《春秋》、

縣，今為山東東昌府觀城縣，元城縣即今

《左傳》的基礎上，將賴、厲為一國之說的

大名府治也。案：五鹿為衛邑，晉文取之而

文 獻依 據 悉 數 羅 列，而且 旁 引《公》、

仍屬衛。襄二十五年，衛獻公自齊還國，齊

《谷》，博考《史》、《漢》，蓋為不易之論

崔杼止其帑以求五鹿，此時蓋屬衛。哀十四

也。而顧氏又追溯既往，尋覓誤說之源與

年，齊、衛救范氏，圍五鹿，杜注：晉邑，則

流：「余在汴梁修志著此論，獨見杜氏《通

又屬晉。其迭屬晉、衛，且地近邯鄲、中牟、

典》分列兩國，以為不深考之過，及作《春

鄴城，則元城之說為長。今大名府有五鹿

秋大事表》，遍閱方輿諸書，杜氏以下如馬

城二，屬元城縣者即沙鹿城，屬開州者衛

氏《通考》、王氏《地里通釋》、高氏《地名

地五鹿是也，開州東與東昌觀城縣接界」

考略》及宛溪《方輿紀要》，俱主分列。竊

[13]

疑余說之不然。夫余所據者：杜預氏、何休

。與考辨異地同名之例的通常做法不

滑地位置可謂至關重要。

釋也。諸儒特以《通典》從分列，更不複深

「土地稱名歷代更，征南注左最分明」[18]，

考。而馬氏又以賴在光州商城縣南，以杜

又謂「杜氏之大有功於《春秋》者，以有

預在義陽隨縣者為不知何據。賴在光州，以

《長歷》一書列春秋年月，《土地名》一書

昭四年『楚子合諸侯於申遂滅賴』之文合

詳《春秋》輿地爾」[19]，「杜氏之最精且博

之，申在今南陽，於光州洵屬相近。而更於

者，莫如作《長歷》以正《春秋》之失閏，作

厲，從杜氏之說，謂厲在隨縣，賴在光州商

《土地名》以考列國之地理，其學誠絕出古

城，則因杜氏而更為添設，尤非矣。謹書

今」 [20]。但顧氏於杜注亦並非不加辨析，

之，以俟後之知者」 [15]。顧氏不僅著力考

一以為是，而是詳討究竟，擇善而從，如辨

辨，而且梳理流變，力求最大程度的將問

夾谷所在：「祝其，漢縣，屬東海郡，地在今

題全面的加以揭示，這已經初步具備了當

江南海州贛榆縣西五十里，當魯之極南。定

代學術研究所謂「回顧學史」的基本做法，

十年，公會齊侯於夾谷，杜注：夾谷即祝

顯示出了嚴謹和客觀的研究思路。

其。《後漢志》東海郡祝其縣即古夾谷。以

此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顧棟高清

道里計之，祝其縣僻處海隅，去齊、魯之都

楚地認識到列國疆域並非處於靜止狀態，

數百里，非會盟之轍所宜至，且齊強魯弱，

而是一種動態變化的過程，其謂：「若從其

齊豈能越國而會於其地，魯亦無為挈齊而

始封，則與春秋時之疆境不合，若從春秋當

會於其國之極南也。高氏《地名考》以山東

日，則二百四十年中強兼弱削，月異而歲不

濟南府淄川縣西南三十里有夾谷山，一名

[16]

同，當以何年為準而圖之？」 這種頗具系

祝其。《匯纂》又以為齊、魯相會不應去齊

統思維的看法，反映在具體的研究過程

若此之近，去魯若此之遠，而以泰安府萊蕪

中，便是顧氏所譜《春秋列國疆域》諸表，

縣之夾谷峪為萊兵劫魯侯處 [21]。近日《山

其將列國地境先後變化的具體情況悉數復

東通志》以新設青州府之博山縣有地名顏

原出來，旁行斜上、一目了然。顯然這比既

神鎮為當日之夾谷，為萊蕪、淄川二縣適中

往學者僅僅考辨《春秋》故邑、古地所在，

處，庶幾近之」[22]。
顧氏從事理角度進行分析，杜氏謂夾

時，亦能將此思路貫穿其間。如卷七之二

谷在祝其，雖在魯境而去都太遠且齊亦不

「虛滑」條：「成十七年，鄭子駟侵晉虛、

應越國會於此，實不合兩國會盟之情勢，

滑，杜注：晉二邑。滑，故滑國，為秦所滅，

是也。顧氏甚至專闢一表，名為《春秋左傳

時屬晉。案：成十三年，呂相絕秦曰：『殄滅

杜注正訛表》以正之，其中關乎地理者頗

我費滑』，《孔疏》：滑即費，《春秋》更無

多，除考辨杜說之失，複能釐正杜注文本

費國，蓋國邑並舉也。自後更歷晉、歷鄭、

之訛，如卷四十八：「成九年，城中城，杜

歷周，秦滅之而不能有，為晉得。然其地近

注：魯邑，在東海廩丘縣西南……案：沭

鄭，在所必爭，是年所以侵晉虛、滑也，時

陽，《兩漢書》及《晉書志》俱云東海郡厚

蓋屬晉。襄十八年，楚公子格帥師侵鄭費

丘縣，《南齊志》曰：北東海郡厚丘縣，至

滑、胥靡，此時滑又屬鄭。至定六年，鄭伐

後魏始置沭陽郡，後周改為沭陽縣，以其

周馮、滑、胥靡，此時滑又屬周。鄭之始終

地在沭水之陽也。唐屬海州，至今不改。

[17]

不忘情於滑可知矣」 。顧氏詳考《經》、

《輿地志》云：厚丘廢縣在沭陽縣北六十

《傳》，歷數滑地所屬，雖頻頻轉換，而鄭

里。又《後漢志》厚丘縣注云：『《左傳》城

爭奪滑地之意志未曾懈怠。可知於鄭而言，

中城，杜預曰縣西南有中鄉城』。是魯中城

５５

要高明許多。不僅如此，在考辨具體問題

孔祥軍：顧棟高《春秋》地理學平議

《春秋經傳集解》以及《春秋釋例》，其云：

顧氏不僅著力考辨，而且梳理流變，力求最大程度的將問題全

『厲』，其為一國顯然，更無待杜、何之注

面的加以揭示，這已經初步具備了當代學術研究所謂「回顧學史」

顧氏考定《春秋》地理，主要依據杜預

的基本做法，顯示出了嚴謹和客觀的研究思路。

一年事而《左》作『賴』，《公》、《谷》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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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顏師古氏之說也，且即三《傳》本文，同

文化中國

之為厚丘，厚丘之為沭陽，源委歷然，而杜

魯僖之二年，而秦穆公滅芮，即其地築王

注厚丘之訛為廩丘無疑矣。東郡廩丘縣在

城以臨晉，濱河而守，晉亦於僖五年滅虢，

今山東曹州府范縣東南七十里，係齊邑，與

守桃林之塞，秦晉遂以河為界，豐、鎬故都

[23]

淪入於秦而不可反矣。計至此距初遷已及

明厚丘至北魏前均屬東海郡，又徵引《續漢

百有二十年，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顧氏

志》劉昭注，從文獻角度考證古本杜注本作

先是借助兩條記載完全相反的史料引出問

「東海厚丘」，最後又從具體地域出發，辨

題所在，續而結合史實，初步判定當從《史

明厚丘、廩丘相距甚遠，絕非一地，言之鑿

記》之說，此後又進一步加以考辨：「藉令

鑿，所謂「東海廩丘」確為「東海厚丘」之

如鄭氏之說，則西都久已在秦封內，天朝宮

訛。

殿當已修葺，王使至秦，當有設館迎侯之
除了駁正杜注，顧氏還對歷代文獻，

禮，何至有黍離之痛，滿目悲涼，破瓦頹

以及近代學者關於春秋地理的各種誤載謬

垣，依然故物哉？」據《黍離》詩序：「《黍

說進行了考辨。如於《史記》，卷七之三

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

「聚」條：「莊二十五年，晉士蒍城聚以處

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仿

群公子，冬，晉侯圍聚，盡殺之。明年，命士

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據此則舊京一派

蒍城絳以深其宮。此時之絳都為翼，為翼城

荒蕪，遂有詩人黍離之傷，誠如顧氏所辨，

縣。而聚在今絳州絳縣東南十里，有車箱

若地入秦有，當非此番景況。「孔氏穎達曲

城，相傳為晉置群公子之所。是城絳、城聚

護鄭說，引《終南》之詩為證，謂襄公時已

非一地，亦非一時。《史記》謂『城聚都之，

得岐東，非唯自岐以西。案：終南山凡八百

[24]

顧氏通過梳理厚丘沿革，從文獻角度考證古本杜注本作「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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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丘」，最後又從具體地域出發，辨明厚丘、廩丘相距甚遠，絕非一

地，言之鑿鑿，所謂「東海廩丘」確為「東海厚丘」之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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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無預」 。顧氏通過梳理厚丘沿革，說

命曰絳，始都絳』，混而一之，誤矣」 。聚

里，恆鳳翔、岐山、郿三縣及西安一府之

[25]

為地理通名，非專名 ，城聚、城絳本為兩

境，是岐西亦有終南，不得援以為據。況此

事，自非一地，錢穆先生亦以為「是並聚與

詩原係興體，言山之高大必有美材以稱其

[26]

晉都故絳為一，恐《史》自有誤」 ，是

穹窿，人君尊崇必有令德以稱其顯服，未嘗

也。

指終南為當日之實境也」。顧氏於此又駁孔
於鄭玄說，如卷七之四「秦自穆公始

疏回護鄭說之辨，終南地貫東西，據之以

東境至河宜從史記不宜從鄭詩譜論」云：

證秦得岐東，非也。「孔氏又謂如《本紀》

「鄭康成《詩譜》：秦襄公當平王初，興兵

說文公獻岐東於周，而春秋時秦境東至

討西戎救周，平王東遷，以岐、豐之地賜

河，計襄公以後，更有何功德之君得之？

之，遂橫有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史

噫！此又不思之甚也！據《史記》，秦武公

記·秦本紀》云：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

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

岐以西之地，與誓曰：戎侵奪我岐、豐，秦

鄭，滅小虢。而《汲冢周書》穆公二年滅芮，

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襄公十二年，伐戎，

《春秋傳》所載僖十九年 秦取 新里遂滅

至岐卒。至襄公之子文公，以兵伐戎，戎敗

梁。是其累世蠶食，非一日之故，而謂東遷

走，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

之初一舉手而橫有西都八百里之地，此理

周。岐為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是秦至文

勢所必無者。余反覆《左傳》、《史記》及

公未嘗越岐以東一步，豐、鎬故物依然尚在

《詩·秦風》，而斷謂《詩譜》之不足信如

也。是時，周之號令猶行西土，虢、鄭懿親

此」[27]。《孔疏》不諳秦人拓地史實，非但

雖從王東遷，而其故封無恙，呼吸可通。魯

未固鄭說，反顯己謬，顧氏之斷言《詩譜》

莊之二十一年，惠王與虢酒泉，酒泉在今同

不足信，是也。

州府澄城縣，計東遷至此，已歷平、桓、莊、

於《水經注》，如卷七之四 「雩婁」

僖四世九十四年矣，而金甌尚無缺也。直至

條：「《淮南子》：楚相孫叔敖決期思之陂，

州固始縣境，二邑相鄰並也。《水經注》云：

外，故鄭得因楚之敗乘機取之，應劭以為

雩婁，故吳地。此誤，本《傳》原云：知吳有

即漢之華容。案：華容城在今荊州府之監利

備而還，是不入吳境也，又為叔敖陂水所

縣，逼近郢都，此時昭王新複國，鄭師豈能

溉，其為楚地明矣。《史記》：吳王余 祭

至此？」[35]今檢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卷

十二年，楚伐吳至雩婁，服虔亦曰：雩婁，

十二「又遷於容城」條：「定四年，許遷於容

[28]

城。臣謹按：應劭曰：容城即漢之華容城，

細繹史情，又輔以服說，可知酈道元以雩婁

今為監利縣，非也。哀六年，鄭游速帥師滅

在吳地，誠非也。楊守敬亦云：「雩婁在

許，以許男 斯歸，《左傳》云：『因楚 敗

《春秋》為楚地。昭五年，楚子懼吳，使薳

也』，此時昭王新複國，華容近在國都之

啟疆待命於雩婁。《史記·吳世家·集解》服

側，鄭亦豈能至此？或曰容城即在葉縣西，

虔曰：雩婁，楚之東邑。《淮南子》孫叔敖

差為近理耳」 [36]。二者所辨所據，雷同如

決期思之陂，灌雩婁之野。亦楚地之確證。

此，聯繫上文所引，頗疑顧氏於此條考辨

然則《左傳》侵吳，及雩婁，師未出楚境，

乃襲高說，而未能標明也[37]。

知吳有備而還。非謂雩婁為吳地也，當作

高氏於同名異地之處多有考辨，然亦

『縣故楚地』。酈氏故吳之說，即就《左

複有誤，顧氏頗能駁正之。如卷六下「費與

[29]

傳》言也」 。所辨與顧氏略同，而顧氏先

費有別」條：「隱元年，費伯帥師城郎，高氏

發也。

曰：今魯大夫費庈父之食邑，讀如字，與季

於《路史》，如卷七之一「揚」條：「杜

氏費邑讀曰秘者，有別，今兗州府魚台縣西

注，周邑。《路史》謂：即山西之揚侯國，宣

南有費亭。僖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

王子尚父所封。今山西平陽府洪洞縣東有

費，此季氏之私邑也，今沂州府費縣西南

揚城。案：《傳》云：壬戌，劉子奔揚，癸

七十里有費城。高氏《地名考》既以魚台之

亥，如劉。劉為今偃師縣劉亭，浹日即至其

費亭為費庈父食邑，非季氏之費，而於費縣

地，當不出百里外。山西洪洞距偃師絕遠，

注云：初為懿公子費伯食邑，及僖元年賜季

且地已屬晉。決當為僖十一年揚、拒、泉、

友遂為季氏邑。前後自相違反」[38]。高說前

皋之揚，而非山西之揚侯國也」[30]。顧氏從

後 失 照，顧 氏 予 以 點 明，二 費 誠 非 一

常理出發，一日之間，絕不可能從河南偃師

地 [39]，不可混淆也。又卷七之二「柯」條：

渡河，而至山西平陽，《路史》釋揚在山西

「杜注：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城。《後漢

平陽，顯誤，顧氏以成周附近所謂揚、拒、

志》內黃有柯城，在今河南彰德府內黃縣

泉、皋之揚當之，庶幾可符地理情實。

境。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於柯，乃齊阿

顧氏地理考辨諸條，除了對既往史籍

邑，在今山東兗州府陽谷縣東北五十里，曰

記載率多徵引外，亦複參考當時諸家之說，

阿城鎮。本兩國地，高氏《地名考》混為

尤以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為代表。如卷

一，謂地相接者，非是」[40]。高氏亦複混為

七之二「祭」條[31]、卷七之三「櫟」條[32]、卷

一地，顯誤。其最著之謬，則為釋滑之誤，

[33]

卷七之四「春秋之時滑非今滑縣論」：「高

間有暗用高說而未能注明者，如卷七之四

江村駁正地理處，多體會《傳》文而知其道

「又遷於容城」條：「（容城）在今南陽府葉

里之遠近，說多當理。獨於僖二十年鄭人入

縣西。應劭以漢華容縣為許所遷之容城，

滑，謂非緱氏之滑，而反有取於熊過之說，

非也。定四年，許遷於容城，後二年鄭即滅

以為大名之滑縣。此大謬！所謂過求而失之

許，《傳》云：因楚敗也。漢華容為今荊州

也。滑縣在春秋時，止稱漕邑，無滑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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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之四「鵲岸」條 等皆全引高說入表，又

孔祥軍：顧棟高《春秋》地理學平議

楚之東邑」 。顧氏從分析《傳》文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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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容城當即在葉縣西，蓋葉在楚方城之

顧氏從常理出發，一日之間，絕不可能從河南偃師渡河，而

江南潁州府霍丘縣西南，期思城在河南光

至山西平陽，《路史》釋揚在山西平陽，顯誤，顧氏以成周附近

府監利縣，在郢都之側，鄭豈能至此？」 [34]
所謂揚、拒、泉、皋之揚當之，庶幾可符地理情實。

灌雩婁之野。期思陂即芍陂，今雩婁縣在

文化中國

漢魏為白馬縣，至隋開皇十六年始改曰滑

也。

顧氏以《傳》證《傳》，詳辨滑、衛地非絕遠，是也。複又總

５８

述春秋所謂「滑」者，一為地名，在襄邑；一為國名，在緱氏；高

氏三滑之說不可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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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聞有前代之地名而後世因之者矣，未聞

此外，顧氏於顧炎武、顧祖禹釋地之

有後世之改革而前代可假用之者也。此其

說亦多有駁正。如駁顧炎武，「韓原，晉地，

不可者一也」。顧氏首先從地名沿革的角

為今陝西同州府之韓城縣。僖十五年，韓

度，指明高氏所指大名之滑，隋時方有滑

之戰，晉惠公曰：寇深矣，若之何？近代顧

名，春秋時為漕邑，高氏不辨沿革，其誤甚

亭林先生謂韓城在河外，無寇深之理，疑

明。顧氏又云：「漕本為衛下邑，所謂白馬，

當在河東，或欲以河北縣之韓亭當之。非

與北岸黎陽止隔一河，衛舊都在黎陽之廢

也。晉跨有河西之地，直抵白翟故墟，魏得

衛縣，為狄人所逐，渡河野處，去其國都不

之為河西上郡，孔氏曰：河西同、丹二州，

遠。若先有滑國在焉，戴公安得廬之，而齊

丹州今延安府宜城縣，上郡為延安以北，延

桓又安得驅滑之眾庶而更以封衛乎？若謂

安東去黃河界四百五十里，質諸寇深之言

既為滑，又以封衛，則衛為鵲巢鳩居，而滑

吻合，不必以韓城為疑也」[42]。今檢《括地

為鳥鼠同穴，必無之事也」。此從當時情勢

志》：「韓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十八里」

出發而言，若滑在漕邑，衛必不能盡趨其國

[43]

而遷焉。高氏顯然意識到了這一點，而曲為

年晉人滅韓」[44]，時為晉文侯二十四年，今

之辨：「又江村云：戴公野處漕邑，與齊桓

人在河西韓城梁帶村發現周代大墓多座，

城楚丘封衛，皆在滑境，滑蓋衛都邑所在，

據考古測定其墓葬年代恰與古韓國時期相

故鄭人極力爭之而終不得」。顧氏駁之云：

吻合 [45]，顧棟高「秦疆域論」云：「惠公之

「自古無與人爭國都之理，以戰國秦之強，

世，韓之戰，曰：寇深矣，若之何。可見晉之

圍趙邯鄲已為異事，在春秋時尚無此等。且

幅員廣遠，門入陝西內地，不始於文公時」

使滑為衛都邑，則滑已滅於衛矣。安得更謂

[46]

之滑屬於列國，而上煩周天子之命乎？」顧

「寇深矣」之文，而轉將韓地定於河東、河

氏針鋒相對，力辨高說之非。不僅如此，顧

北，甚非。又駁顧祖禹，「襄十七年，衛孫

氏還尋繹高氏致誤之由，「原江村所以疑滑

蒯田於曹隧，飲馬於重丘，毀其瓶，重丘人

非緱氏之滑者，以《傳》云：滑人聽命，師

閉門而詢之，衛伐曹取重丘，杜注：曹邑。

還又即衛。謂滑必鄭、衛交境之地，而緱氏

在今曹州府曹縣東北五十里。又襄二十五

遠在河南，非衛所及」。然高說似是而實

年，諸侯同盟於重丘，杜注：齊地。在今東

非，「似又不必如此拘泥，齊、晉與國，幾半

昌府東南五十里，跨茌平縣界。兩國分注甚

天下，即如魯之邾、莒，亦不必十分逼近。

明，景范氏《方輿紀要》以襄十七年衛所取

考秦人滅滑《傳》，秦師過周北門，次及

之重丘即注東昌府，謂為曹北竟之邊邑，襄

滑，鄭商人弦高遇之滑，與鄭鄰近自不必

二十五年同盟於重丘即此，混而一之，殊

言。而衛之儀封亦在河南，與滑非絕遠，不

誤！」 [47]重丘有二，分屬齊、曹，杜注已明

必以此為疑也。又按：莊三年，公次於滑，

言，本無疑問 [48]，顧祖禹合二為一，誤甚。

杜注：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此本《後

顧祖禹複不知魯有兩平陽，亦誤合為一，

漢志》之說，今睢州西北之滑亭是也，與緱

顧棟高駁之云：「魯有兩平陽，一為東平

氏之滑自別。蓋彼是滑國，此是滑地，謂滑

陽，是魯本有之邑，宣八年城平陽是也，杜

有二則可，高江村謂滑有三，而以滑縣之滑

注：泰山有平陽縣。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

[41]

，又《今本竹書紀年》：「（周平王）十四

，顧炎武不明河西亦為晉地，為求合契

。顧 氏 以《傳》證

西有東平陽城，晉羊祜為平陽人，奏立新泰

《傳》，詳辨滑、衛地非絕遠，是也。複又

縣，今仍之。一為南平陽，向本邾邑，魯取

總述春秋所謂「滑」者，一為地名，在襄邑；

之，哀二十七年，越使後庸來聘，令魯還

一為國名，在緱氏；高氏三滑之說不可信

邾，公與之盟於平陽是也，杜注云：西平

當 其 一，則 非 也」

渡河，野處曹邑，齊桓公城楚丘以遷之，故

陽，即此。景范氏於兩平陽下俱引《左傳》

《春秋》稱：邢遷如歸……即《詩》所謂：

盟越後庸事，高江村《地名考》刪一存一，

『升彼墟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

遂以宣八年之平陽下注云：案哀二十七年

京』。故鄭玄言觀其旁邑及山川也」。其說

公及越後庸盟於平陽，即此。兩地混而為一

正與《漢書·地理志》同。而白馬所都，實為

矣。景范、江村俱精於地里而不免於此，此

曹地，豈能與楚丘相混，顧氏引書顧此失

千慮之一失也」[49]。

彼，不可信據。

其駁前說，亦複有誤。如於《漢書·地

顧棟高考辨春秋地理，除了依據文獻

理志》，顧棟高有詩云：「衛邑原來兩楚

材料外，還四處走訪，以親歷目驗佐證己

丘，開皇並置本《春秋》。班書謬列從成

說，實為一種科學客觀的研究精神。其謂：

武，滑縣漫同己氏州」。小注詳考：「《谷

「余嘗往來京師，親至兗州魚台縣，訪隱公

梁》於兩楚丘皆言衛邑，而不明其處，至隋

觀魚處，詢之土人，云：距曲阜不二百里」

[50]

開皇十六年同時置兩楚丘縣 ，一在漢己

[56]

氏縣，以戎伐凡伯之楚丘為名。己氏，春秋

此地與齊界相接，去費縣尚遠，（程）啟生

時為戎州，在今山東曹州府曹縣東南四十

以為費縣非所當備齊之處，此說是也」[57]，

里。一在漢白馬縣，即齊桓公所封者，在今

此為尋訪古地。又云：「余嘗適汴梁，取道

河南衛輝府滑縣東六十里。截然甚明，班固

鳳陽，由歸德以西，歷春秋吳、楚戰爭地，

《地里志》於山陽郡成武縣下注云：有楚

及杞、宋、衛之郊，慨然思曰：周室棋布列

丘亭，齊桓公所城，遷衛文公於此。則以滑

侯，各有分地，豈無意哉？」[58]此為縱觀地

縣混同曹縣，大謬」 [51]。楚丘之辨由來已

理形勢。又言：「余經歷七省，到處訪求《春

久，而漢晉時本無楚丘兩存之說，後世流

秋》地理」 [59]、「余親歷鄱陽湖，方深曉其

傳，異說漸起，遂成定論。焦循《毛詩地理

地理」[60]，皆可見顧氏跋山涉水、不避勞倦

釋》羅列文獻，排比眾說，致誤之源、沿訛

之精神。

[52]

，「余嘗往來京師，至嘉祥縣有弦歌台，

之流，犁然可見 。顧氏不知其繆，反辨

顧氏既嫻熟文獻，亦能親身走訪，其

云：「其一（楚丘）為僖四年衛遷於楚丘

考辨春秋地理，率多發覆，堪稱精審。然顧

[53]

，在滑縣東六十里，於漢為白馬縣。杜注

氏亦有自相矛盾之處，如其謂：「杞始封雍

《春秋》無明文，而《毛詩》《傳》、鄭箋、

丘，為今河南開封府之杞縣。入春秋未幾，

《孔疏》及《水經注》言之甚晰。毛《定之

即遷東國，東國即淳於，為淳於公故地，在

方中》《傳》云：虛，漕虛也，楚丘有堂邑。

今山東青州府安丘縣東北，而雍丘為宋有，

鄭箋云：自河以東，夾於濟水，文公登漕之

淳於去雍丘絕遠，不知杞以何年並淳於之

虛，以望楚丘。《孔疏》則云：楚丘，西有

地，又不知宋以何道取雍丘，此等俱不見於

河，東有濟，故曰夾於濟水。《水經注》曰：

《經》、《傳》」[61]。而卷七之二「淳於」條

白馬濟有白馬城，衛文公東徙，渡河都之。

又謂：「然隱三年州未亡，莒人所取之牟婁

[54]

已在東土，與淳於為鄰。杞本弱小，不應立

傳》、鄭箋皆未言楚丘為何地，至於《水經

國雍丘而遙屬小邑於千數百里之外。則知

注》，卷八云：「河水分濟於定陶東北……

春秋之前，杞早居於東土矣。女叔齊曰：

北徑元氏縣故城西，又北徑景山東，《衛

杞，夏余也，而即東夷。邾、莒以東，皆為東

詩》所謂『景山與京』者也，毛公曰：『景

夷」[62]。前者云「入春秋未幾，即遷東國」，

山，大山』也，又北徑楚丘城西，《郡國志》

後者 云「則知春 秋 之前，杞早居於東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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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不 得 混 於成 武，彰 彰 明矣」 。《毛

孔祥軍：顧棟高《春秋》地理學平議

陽城，後屬齊，《孟子》一戰勝齊，遂有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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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縣西南，衛懿公為狄所滅，衛文公東徙

顧炎武不明河西亦為晉地，為求合契「寇深矣」之文，而轉

有平陽縣，今兗州府鄒縣西三十里有南平

將韓地定於河東、河北，甚非。重丘有二，分屬齊、曹，杜注已明

曰：成武縣在楚丘亭[55]，杜預云：楚丘在成
言，本無疑問，顧祖禹合二為一，誤甚。

陽。『西』字當作『南』。《孔疏》：高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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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未知孰是。江永《春秋地理考實》隱

駁張說，頗有前後失照之嫌。又洪亮吉
《卷施閣文甲集》卷七《與孔檢討廣森
論中牟書》詳辨《論語》「佛肸以中牟
叛」之中牟在湯陰，亦即《春秋》之中
牟。載《清人文集地理類彙編》第一
冊，頁四一○至四一一。

公四年「杞」條：「今按：《史記索隱》云：
周封杞居雍丘，至春秋時杞已遷東國，故
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牟婁者，東邑
也。據此，則春秋之前，已遷青州而近莒也
矣。青州去雍丘甚遠，杞得國於此，或由周

[5]

王改封之，《疏》謂：雍邱、淳於，郡別而竟
連者，大誤」[63]。杞於此前確非徙都淳於，

[6]

但已東遷至於近莒之地則無可疑 [64]，江氏

[7]

秋前已東遷 [65]，於此合，故當從顧氏後說
為是。顧棟高並非不知其書有前後矛盾之
處，其曰：「此論猶仍舊說，以豫章即南昌，
其實豫章非南昌也」 [66]，「此論猶仍《史
記》舊說，謂越滅吳後棄江淮以北，此說非

[8]

[9]

《春秋大事表》，頁五○一至五○二。
《春秋大事表》卷四「秦疆域論」，頁
五四一。
《春秋大事表》卷四「宋疆域論」，頁
五二九。
錢穆《提議編纂古史地名索引》，收入
《古史地理論叢》，載《錢賓四先生全
集》第三十六冊，頁三七七。

[10]

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十一「《春秋
大事表》」條(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二○
○七年)，頁二二五。

也。當從《吳越春秋》、《越絕》諸書，越徙
都琅琊為是」[67]。為何「知錯不改」呢？顧
氏解釋道：「余嘗再四推究，知後說為精當
不可易。然前說相沿已久，不容遽革，致啟
後人妄作之弊，今於表及序文內仍以前說
楚丘之辨由來已久，而漢晉時本無楚丘兩存之說，後世流傳，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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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漸起，遂成定論。白馬所都，實為曹地，豈能與楚丘相混，顧氏引

書顧此失彼，不可信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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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詳矣，今人據考古成果推斷杞人在春

此段所引皆見《春秋大事表》，頁
五四九至五五○。

為據」 [68]。如此解說，令人難以接受，所謂
「白璧微瑕」者，此之謂乎！
本文受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清
人地理考據文獻集成與研究》（批准號：
14CTQ040）資助。
[1]

[2]

[3]

[4]

今人趙伯雄謂：「但在他的那個時代，
把《春秋》看做史文，對《春秋》的內
容做史的研究，顧棟高畢竟是做得最好
的一位，也是影響最大的一位」（《春
秋學史》(中華書局，二○○四年)，頁
六四三。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復旦大
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梁啟超論清學
史二種》本)，頁二○二。
趙伯雄謂：「顧氏用力最勤的，恐怕要
屬地理類」，載《春秋學史》，頁
六四一。
《春秋大事表》卷七之三「中牟」條一
從張守節中牟在蕩陰之說，並云「今河
南彰德府湯陰縣西有中牟城，在牟山
下，正當衛走邯鄲之道」（中華書局，
一九九三年），頁八二○。於此顧氏又

[11]

《左傳》僖二十三年、昭六年、昭九
年、昭十二年，杜注皆有「譙郡城父
縣」，又《晉書·地理志》襄城郡有父
城縣，則當作「襄城父城縣」。

[12]

《春秋大事表》，頁八五二至八五四。
《春秋大事表》，頁七八○至七八一。
[14]
「傳並書厲」，參照上下文，似當作
「經傳並書厲」。
[13]

[15]

此段所引皆見《春秋大事表》，頁
六九九至七○○。

[16]

《春秋大事表》卷四《春秋列國疆域
表·敘》，頁四九五。

[17]

《春秋大事表》，頁七五四至七五五。
《春秋大事表·春秋列國地形口號》，
頁九九八。

[18]

[19]

《春秋大事表·凡例二十條》，頁
二四。

[20]

《春秋大事表·春秋左傳杜注正訛
表》，頁二五六七。

[21]

《春秋大事表》卷七之一「夾谷」條：
「杜注，即祝其。舊以濟南淄川縣西南
三十里有夾山，上有夾谷台，為定公會
齊侯處。案：齊、魯兩君相會，不應去
齊若此之近，去魯若此之遠。今泰安府
萊蕪縣有夾谷峪，《名勝志》以為萊兵
劫魯侯處，庶幾近之」（《春秋大事

《春秋大事表》，頁二五七五至
二五七六。

[24]

[26]

錢穆《史記地名考》，載《錢賓四先生
全集》第三十四冊，頁五○○。

[27]

本段所引顧說，皆見《春秋大事表》，
頁八九一至八九二。

[28]

《春秋大事表》，頁八四九至八五○。
楊守敬、熊會貞《水經注疏》(江蘇古籍
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頁二六六一。

[29]

[30]

《春秋大事表》，頁七一一至七一二。
《春秋大事表》，頁七五○至七五一。
[32]
《春秋大事表》，頁八一七至八一八。
[33]
《春秋大事表》，頁八五一至八五二。
[34]
《春秋大事表》，頁八七六至八七七。
[35]
《春秋大事表·春秋列國地形口號》，
頁一○二四。
[31]

[36]

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載《春秋戰
國史研究文獻叢刊》第三冊影印清康熙
間錢塘高氏刊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二
○○九年)，頁五七○。

[37]

[38]

《春秋大事表》，頁六九九。
江永《春秋地理考實》隱西元年
「費」：條「《傳》：費伯帥師城郎。
《匯纂》：魯大夫費庈父之食邑，讀如

[39]

《春秋大事表》，頁七八二。
此段引文皆見《春秋大事表》，頁
八八八至八八九。

[41]

[42]

《春秋大事表·春秋列國地形口號》，
頁九九九。

[43]

賀次君《括地志輯校》(中華書局，
一九八○年)，頁三○。

[44]

方詩銘、王修齡《古本竹書紀年輯證》
附王國維《今本竹書紀年疏證》(上海古
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頁二六二。

[45]

參看《陝西韓城梁帶村兩周遺址》，載
《中國文物報》二○○五年十二月
二十八日。

[46]

《春秋大事表》，頁五四一。
《春秋大事表·春秋列國地形口號》，
頁一○二四。

[47]

[48]

顧炎武《日知錄集釋》卷四「地名」
條：「襄公十七年，衛孫蒯田於曹隧，
飲馬於重丘，杜注：曹邑。二十五年，
同盟於重丘，杜注：齊地。是二重丘，
為二國地也」（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影印本），頁三七一至
三七二。

[49]

《春秋大事表·春秋列國地形口號》，
頁一○二三。

[50]

顧氏此言不確，據《隋書·地理志》：
「開皇四年又置己氏，六年改曰楚
丘」，則開皇六年改己氏為楚丘，非開
皇十六年置楚丘。

[51]

《春秋大事表·春秋列國地形口號》，
頁一○二三。

[52]

焦循未刊手稿本《毛詩地理釋》卷一
「楚堂」條，可參看本書第三章《毛詩
地理釋》節。

[53]

據《春秋經》、《傳》，衛遷楚丘，當
在僖公二年，非僖公四年。又《春秋大
事表》卷四《衛疆域表》明言「僖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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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棟高釋地諸條，暗用高士奇《春秋地
名考略》之說而不加標明者甚多，此不
一一羅列。據《春秋大事表·凡例二十
條》：「近來地里諸書，首推景范氏
《方輿紀要》、高江村《春秋地名考》
及《皇輿表》，皆用之」（頁二六）。
則顧說或雜用諸家成說而不加注明，然
由此而難辨孰為彼此也。

[40]

孔祥軍：顧棟高《春秋》地理學平議

《春秋大事表》，頁八○八。
[25]
沈欽韓《春秋左氏傳地名補注》卷二
「城聚而處之」條云：「聚謂其所居之
鄉聚，非邑名也……《前漢（書）·平
帝紀》張晏曰聚邑落名也。《後漢書·
劉平傳》注小於鄉曰聚」，載《叢書集
成初編》第三○四八冊），頁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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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顧棟高考辨春秋地理，除了依據文獻材料外，還四處走訪，以

《春秋大事表·春秋列國地形口號》，
頁一○二四。

親歷目驗佐證己說，實為一種科學客觀的研究精神，皆可見顧氏跋

[22]

字……今魚台縣西南有費亭。今按：費
伯者費庈父也，見隱二年。郎亦在魚台
縣，故知此費為其食邑。陸德明《釋
文》音秘，非也。季氏之費，見僖元
年」（《春秋戰國史研究文獻叢刊》第
四冊影印清道光九年學海堂刊《皇清經
解》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二○○九
年，頁六。

山涉水、不避勞倦之精神。

表》，頁七四二至七四三）。據正文，
則此處案語云云蓋本《欽定春秋傳說匯
纂》，而正文所引則以《山東通志》之
說為是，可謂失照。

[68]

《春秋大事表·凡例》，頁二七至
二八。

[54]

顧氏既嫻熟文獻，亦能親身走訪，其考辨春秋地理，率多發

覆，堪稱精審。然顧氏亦有自相矛盾之處，令人難以接受，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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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楚丘」，頁五三○，則顧氏此處顯
誤。
《春秋大事表》卷七之四「春秋兩楚丘
辨」，頁八八九。

[55]

今傳世本《續漢書·郡國志》濟陰郡成
武縣無楚丘亭之載，王先謙《詩三家義
集疏》謂此《郡國志》係《地理志》之
誤（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頁二四
○），或是。

[56]

《春秋大事表》卷四「魯疆域論」，頁
五○七。

[57]

《春秋大事表》卷六下「魯有兩武
城」，頁六九五。

[58]

《春秋大事表》卷四「宋疆域論」，頁
五二九。

[59]

《春秋大事表·春秋列國地形口號》，
頁九九七。

[60]

《春秋大事表·春秋列國地形口號》，
頁一○○八。

[61]

《春秋大事表·春秋列國地形口號》，
頁一○○三。

[62]

《春秋大事表》，頁七九五至七九六。
《春秋地理考實》，頁一二。
[64]
范士齡《左傳釋地》卷一「牟婁」條
言：「《索隱》曰：春秋時杞國已遷東
國，雖未知的都何所，要隱四年，伐杞
取牟婁；桓二年，七月杞侯來朝，九月
伐杞入之；與今之莒州及曲阜縣相鄰也
可知」（《續修四庫全書》第一二五冊
影印，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道光六
年刻本，頁二六一）。范氏所言杞地近
莒，甚合當時情勢也。
[63]

[65]

詳參曲英傑《先秦都城復原研究》(黑龍
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頁
三三三。

[66]

《春秋大事表》卷四「吳疆域論」，頁
五四五。

[67]

《春秋大事表》卷四「越疆域論」，頁
五四八。

On Gu Donggao chunqiu
geography research method
in chunqiudashibiao as the center
of investigation
Kong Xiangjun(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of Yangzhou University)
Abstract: Wuxi scholar Gu Donggao
ha d a good com ma nd of t he st 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he was also proficiented
in chu nqiu geog raphy,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studies, compiled the chunqiu
geography research epitomizing work
chu nqiud ash ibiao seven volu mes. Gu
Donggao used for reference geographic
literatures, comprehensive used a variety
of research methods, a detailed inspection
of t h e p h y s i c a l fe a t u r e s of a pl a c e ,
chunqiu. geography involved in different
places, such as the conf lict problem of
same name recorded reasonably thorough
research inference, comprehensive and
thorough combing layed on cor r uption
old solution before, reflected the profound
literature foundation of basic skills and
excellent text ual level. On this basis,
Gu more attempted to use geographical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pre Qin history
was speculated, to the card history with
an example. However, the existence of
Zhu's criticism there was inevitably some
problem, was also inevitable.
Keyword: Gu Donggao;
chunqiudashibiao; geographic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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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緬懷空間與人文北京
──從受傷城市到後殖民的文化醫治
■ 梁燕城

要：中國古都北京，近代曾承受

傷。「受傷城市」(Wounded City) 就研究就

過被侵略、內鬥及發展改變帶來的創傷。

成 為 一 個 課 題，如 專 題 研 究 的 書 有

但中國在當前已發展成功，有能力改變困

Wounded City，The Social Impact of 9/11
[2]
出現，深入探討災難對社群整體經驗的
影響，瞭解社會數據後面的心靈呼聲，及
重建時如何通過城市空間的新設計，來醫
治群體的創傷。

摘

境，故可將傷痛轉成幸福，那就是建立文
化緬懷的城市歷史空間，以歷史文化建造
不同地標空間，建立一個人文北京。
關鍵詞：創傷，公眾空間，人文北

2. 發展時的創造性破壞

京。

當前分析城市的思想中，有一些學者
提出「受傷城市」的分析框架，紐約城市大
學學者Ida Susser與Jane Schneider指出
「受傷城市」的理念，是在城市研究中，提
供一個分析城市內涵的架構，「從兩個相反
而又不可能化約的觀點去將城市概念化。
一方面視城市是一個政治全體，可以集體
地受傷及回應這傷。另一方面城市是強大
外力所交叉影響的地方，故此會加速城市
群體的差異和衝突」[1]。
綜合各方研究，受傷城市有四個維
度：
1. 戰爭衝突的歷史創傷

紐約市嚴重受傷，隨之引起的戰爭，如喀
布爾、巴格達及被恐怖襲擊的城市如馬德
里、倫敦、巴黎、新德里等城市，亦紛紛受

產生不公義及不公平的事件，使城市不同
的群體，無法適應新轉變。如Ida Susser與
Jane Schneider分析全球化時代新自由主
義的經濟政策，全球性的大投資轉眼改變
城市的原本樣貌，將很多原住在該處的勞
工階層趕離。商品化的發展又要僱用大批
廉價勞工。這一切都涉及城市的全體政策，
亦即城市社會學家David Harvey所謂的全
體政治（body politic），因著政策無法適應
全球化新時代，超大城市無規劃地發展﹔
很多人民在此受苦，生活水平降低，罪案增
加，環境污染等等問題。David Ha r vey指
出：「近期全世界城市超常地增長，無視於
災難、損失、無尊嚴及傷害」，「因著資本主
義的形式，已成為過度活躍的『創造性破
壞』（creative destruction）地方」[3]。這轉
換過程使很多原居民被迫改變生活方式，
使整體受到不少傷害。
3. 西方城市規劃模式的惡果

６３

自從二○○一年九一一事件發生後，

帶來的外國衝擊，形成原本處境的巨變，

「受傷城市」的理念，不單來自表面的恐怖襲擊，且是因大都

考

恐怖襲擊，且是因大都會的發展，及全球化

會的發展，及全球化帶來的外國衝擊，形成原本處境的巨變，產生

「受傷城市」與後殖民城市思

不公義及不公平的事件，使城市不同的群體，無法適應新轉變。

「受傷城市」的理念，不單來自表面的

梁燕城：文化緬懷空間與人文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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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城市發展帶來的困境，也是來自

的戰亂，因著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經濟帶

西方現代化城市規劃帶來的惡果。愛爾蘭

來城市人口與建築重大變遷，形成創造性

地理學家嘉芙蓮迪奧(Karen Till)指出，當

的破壞。因著西方城市規劃使人與環境的

代很多後殖民研究學者，挑戰西方所定的

互動被摧毀，因著精神文化的衰敗，形成

城市現代化標準，認為西方有其盲目的偏

居民感情的受傷害，這是全球城市化的共

見，「多數西方為本的城市轉化模式，是懼

同問題。

怕不同的他者(fear of the other)，而渴求秩
序(desire of order)……相信只要有—套理

北京城經歷的歷史創傷
中國古都北 京，近代曾承受 過被侵

性規劃的權力，去解決所有問題，就是將
理生活中複雜的城市空間、時間及譖能」
[4]

略、內鬥及發展改變帶來的創傷：
1. 外國欺凌入侵
英法聯軍入北京，焚毀圓明園，其後

。迪魯引述城市與地理學大師Lefebvre之
[5]

改革使中國發展高度成功，但在北京城現代化發展時，也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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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規劃的影響，將空間秩序化，鏟平了很多胡同、老街、四合院，

只剩下一小部份被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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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秩序化，通過鏟平、分割及劃界，去處

說，城市是oeuvre ，oeuvre指藝術作品，不

八國聯軍入京，操控一年，全城破壞，再後

只是物質的建構，城市是居民所構城，是

日本在城外盧溝橋發動侵略中國戰爭，侵

由其居民持讀活動所逐步建構的空間，她

略軍佔據八年。這期間北京居民被屠戮壓

綜合指出城市「是人與 其他 生物共同生

迫。

活，彼此互動，共同交往所走出，在複雜時

2. 建國後的拆城與文革

空中形成的道路。他們所造成的符號象徵

解放革命成 功，全 國 歡 騰，但初期

或物質空間，形成人的「身體-自我-環境」

發展時，用蘇 聯 規 劃的 模式，拆去城 墻

[6]

。早期西方的大城市發展，因西方的規劃

及不少城樓，一九五三年，左安門被拆；

模式，將空間秩序化，將原本的城市大規

一九五四年，慶壽寺雙塔被拆；一九五六

模拆遷改建，摧毀居民原來的環境，破壞

年，中華門被拆；一九五七年，永定門、廣

其符號象徵與物質空間，迪奧認為是居民

渠門、廣安門、朝陽門被拆；一九五八年，

承受了國家的強暴要求，產生了「受傷的城

右安門被拆；一九六五至一九六九年，東直

市」。迪奧說：「我定義受傷城市，是本地

門、宣武門、崇文門、安定門、阜成門、西直

密集的居民被傷害，因著物質拆毀，流離

門、元城墻被拆。東單和西單的牌樓也消失

失所的特殊歷史，結構成個人與社會的創

了蹤跡。這是一新創造，但同時破壞了城

傷」[7]。
4. 精神文化的衰敗

墻及很多古建築，且工廠更成為污染的根

更嚴重的問題涉及文化精神的衰敗，
城市使人和文化失去靈魂，著名靈修學者
K e n n e t h L e e c h指出：「在腐爛的內城

源。文革時紅衛兵破壞很多有歷史價值的
商店及民間建築。北京居民被十年浩劫所
凌辱與傷害。
3. 改革後的西方模式規劃

（inner city）的荒原，訴說著各種淒寂與絕

改革使中國發展高度成 功，但在北

望的陰鬱故事，顯示一個精神上的荒原也

京城現代化發展時，也受了西方規劃的影

在訴說同樣的內容」[8]。Leech在牛津大學

響，將空間秩序化，鏟平了很多胡同、老

畢業，在倫敦東區與蘇豪區多年在吸毒者

街、四合院，只剩下一小部分被保留。可

中工作，他深切瞭解到，城市已成為一個

以說是全城面目一新，但也是六百年保存

「精神上的荒原」（Wasteland of spirit），

下來的歷史文化，經李自成、滿清、八國

他又引用Ko est er的一個名辭：「精神上的

聯軍、日軍都均能存活的老北京，估計百

冰河期」（Spiritual ice age）。

分之四十在一九九○至二○○二年大部

整體來說，城市受傷，因著歷史發生

份被市場經濟與商業利益所取代了。幸好

個胡同，約二千間四合院被保存，大約有

自我。緬懷建立生命的連續性，賦與現在

二千五百六十五畝地景得到保存，約佔百

意義，因現在是由過去所構成。緬懷作為

分之十七。

一回憶的方式，使我們知自己是誰，從而產

北京的規劃並未產生西方那種城中心

生自我認同的核心」[10]。
史德勤又說：「緬懷對正確瞭解文化

城邊緣的城中村，這廣大的城市貧困區雖

具決定性，因其指出了集體的渴望、需要與

遠離中心，但如何安定其居所、交通與感

自我定義。我們並不需要去問回憶是否真

情的穩定是一大挑戰。另一方面，對北京

實，而是要從其所述去揭示過去如何影響

原居民來講，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居民面對

現 在 」 [11]，由 此 而 提 出「文 化 緬 懷 」

巨大轉變與遷折，仍造成原居民的感情受

(cultural memory) 的探討。她認為文化緬

到傷害。
4. 精神文化重振未落民間

懷不同於正規歷史討論，「卻是與文化產

中國三十多年改革成功，市場經濟成

品(cultural product) 糾纏一起，而具有文化
意義」[12]。

為主流，容易產生貪婪自私及自我炫耀的

她 所講的文化 產品，就 是 普及文化

文化，改革後中國學界很努力重建中國傳

(popurlar culture) ，如美國對越戰的文化

統儒道文化的價值，但中國精神文化仍未

緬懷，不在真實的越戰歷史，卻在電影與

生根在民間普及文化當中。有權有錢者莫

電視中的越戰形象。這文化緬懷創造了一

不貪婪自炫，貧困者莫不夢想發財成功，社

種文化上的集體回憶，是一文化上的創造，

會豪強壟斷，人心鮮廉寡恥，精神文化只留

而非歷史事實的回憶或個人的回憶。文化

在學府與書本，古城仍未重建精神文化的

緬懷構成普及的文化與普及的歷史。

風采。

迪奧指出，史德勤的文化緬懷，並不

在近代歷史的發展中，北京經歷過被

限於傳媒所傳播的普及文化，且也可成城

外國欺凌，又經內戰與內鬥的破壞，到當代

市建設的空間。她指出，當前學界研究認

成功發展時，帶來的變遷與拆毀，均形成

為，作為一種「緬懷 政 治」( p o l i t i c o f

對居民不同的衝擊。但中國在當前已發展

m e m o r y)，對過去歷史的故事，必糾纏在

成功，有能力改變困境，故可將傷痛轉成

「現已存在的城市地形圖(topographies) 及

幸福，那就是建立文化緬懷的城市歷史空

民族歷史中」 [13]。她又說： 「政治的、後

間，以歷史文化建造不同地標空間，建立一

殖民的與歷史的地理學家們，寫到緬懷政

個人文北京。

治時，都考查過政治解釋的實踐及可緬懷

文化緬懷空間的意義

的地標，包括雕像、街景、牌坊、紀念碑、

紐約大學文化與傳媒學者瑪利達史德
勤(Marita Sturken) 在其《糾纏的回憶》

印記、旅游勝地，城市新發展計劃，居民群
體建設，及仍在爭議的地標等，作為民族
認同的標記」[14]。

(Tangled Memories，The Vietnam War, the

「當不同的社會群體將其特殊觀點與

A I D S E pidem ic，a nd t he Pol it ic s of

故事，去解釋過去，銘刻在公眾空間，其後

Remembering) 中，通過美國經過越戰與

果將會繼續下去。例如通過建造環境，使

愛滋病傳染的傷痛，用一種文化緬懷的方

被壓迫的故事變得更可觸模，個人或群體

式來醫治和重建。

可以在產生文化創傷的歷史地方建立值得

她開宗明義就說： 「緬懷(Memory)構

記憶的場所，去重尋民族的過去，想像一

６５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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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的貧民窟，外來貧困農民工都聚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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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簡單日常生活作業的表現能力，到瞭解

中國在當前已發展成功，有能力改變困境，故可將傷痛轉成幸

城有二十五個歷史遣跡被保護，二百六十

福，那就是建立文化緬懷的城市歷史空間，以歷史文化建造不同地

成人生的交織結構(fabrie) ，影響著一切，
標空間，建立一個人文北京。

一九九○年代也開始有保存地景計劃，舊

文化中國

個更正義的未來」[15]。

空間須「緬懷過往歷史之創傷，關愛當今

在後殖民的年代，中國城市已走出了

弱勢之艱困，思念宇宙人生之浩翰深沉，夢

近代外國欺凌與自身內鬥的文化創傷，在

想未來民族之之和諧幸福」，可考慮建立

新發展中，也須轉化城市由西方模式規劃

「公眾互動對話空間」、「心靈靜思空間」及

形成的創造性被壞，而建造新城市的文化

「關愛弱勢群體空間」等。建議如下：
1. 公眾互動對話空間－借鏡希臘的

雕像、街景、牌坊、紀念碑、印記、旅游勝

廊廳，在城市中心，建立兩層長柱廊的開

地，城市新發展計劃，居民群體建設等，

放空間，可有遮蔭或避雨的和交流的作用，

作為民族文化認同的標記，醫治過去的創

人在其中散步、集會和交流，並進行藝術展

傷，建立未來幸福的盼望。

覽、文學、歷史及哲學討論等。附近可有半

人文北京的建造
建立一個人文城市，將是城市文化出
路。

為了克服現代城市帶來的這種「異化」，設計一個後殖民的城

６６

市，必須考慮一個文化的空間，讓城市的景觀設計，可以有文化氣息

與仁義精神，使能孕育文化價值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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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懷空間，找尋更多可緬懷的地標，包括

圓而能遮蔭的開放式戲場，作舞蹈表演、
音樂演奏、戲劇演出等。
2. 心靈靜思空間──借鏡歐洲大教
堂，在幾個風景重點及中心廣場上建鐘樓

城市中有很多文化與歷史資源，也有

高塔，旁有一高寬建築，內部高深而莊嚴，

一些具有仁愛情懷的人或組織，但若只放

兩旁有彩窗設計，配合大油畫及雕像，主

在邊緣，不被重視，則無法建立城市的文

題是中西歷史上有崇高人格的道德聖哲及

化緬懷。人文價值之所以被忽視，原因在當

其事跡、重要文學、哲學、宗教及科學家及

代市場經濟是貿易為本，貿易是一利益交

其事跡。正面則有計算機打出巨大圖片或

換的世界，交換中可以互相得益。其次，現

影片，表達中國及全球各地的壯偉山河，配

代商業社會是依工具理性組合，也有一分

合低聲浪的和諧優美背景音樂。中間放著

工制度及機械的行政程序。分工作業，使

多行設計美好舒適的長椅，供人靜思和休

人性難以完整發揮，形成「異化」的非人性

息。此外也可在河邊和海邊建開放式的類

社會。

似靜思空間。

市場經濟的城市生活，人工作時陷在

3. 關愛弱勢群體空間──在市中心

分工及行政程序中，人的個人創造性受到

廣場的某個空間，建一些救弱扶貧者的雕

虧損，形成個人迷失在大體制中的問題。產

像，如卜式、蓋恣、德蘭修女等，旁有開放

生人成為工具、人際關係隔離及家庭破壞

式有遮蔭的公開展覽墻，展示當前祖國及

等問題。此外，整個社會的重心陷在利益

世界有災難地區及貧困地區的需要，並呼

交換中，很易產生欺騙及貪污，形成互利

籲人支持政府及扶貧救災工作的需要。

及感通關係的破壞。

城市設計時，若能配合建造這樣一個

為了克服現代城市 帶來的這種「異

緬懷歷史，推展仁義的文化維度，再配套

化」，設計一個後殖民的城市，必須考慮一

綠色精神的大樹與公園、多元宗教和諧並

個文化的空間，讓城市的景觀設計，可以有

存的建築、及各小區發展的關愛與輔導中

文化氣息與仁義精神，使能孕育文化價值

心，就可抵消世俗化帶來的「異化」危機，

的人格。故城市發展不能只是唯利是圖的

建立城市的精神品格，不陷入平面化膚淺

地產項目，不能只講經濟效益，卻須投資文

的「千城一面」狀況，更不會成為「精神荒

化與精神文明。

原」。

城市本質上是空間設計，計劃周詳的
好城市，必有一個好的空間設計。首先在思
想文化框架上，通古今中外的大氛圍，城市

人文北京的活水泉源
北京原就是一個人文城市，春秋時薊

此，歷代均為北方重鎮，至金朝完顏亮於

大廈交替，城市具有中西新舊交融的特色。

貞元元年(一一五三年)建為中都，之後元、

「三個代表」、「和諧社會」、「以人為本」、

明、清八百多年，都是京都。中華人民共和

「科學發展觀」等新時代方向，均由北京

國建都北京後，成為現代化都市，二○○八

推向全國。

年舉辨奧運會，重整全城為一後後現代的
綠色與人文城市。

二○○八年舉辨奧運，城市重 整一
新，大力保育環境，改善污染，並建設後現
代的烏巢與水立方建築，使北京走上後現

品格，如明成祖時方孝孺為氣節而犧牲，

代化之路。奧運高度成功，全世界已對北

明末東林黨鄒元標與馮應京在北京創首善

京留下深刻好感，北京的使命，將是要建

書院，在宣武門內東墻下，建立士人風骨。

立一種超越西方後現代文化的文化靈魂，

並在此展開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中西文化對

走向一個後後現代的義人城市。

話與交流，一六○五年利瑪竇在宣武門建

奧運後的北京，正值中國崛起成世界

天主教南堂，後首善書院建成與之呼應，

GDP第二的強國，全球各國均注視中國的

信徒知識分子如徐光啟、李之藻等，均出

成功，是否會對世界產生示範作用。北京

入兩邊。知識分子論政與信徒論西學，互

作為全國首府，須面對全球各文化的多元

相補充，成為一知識分子運動。這是中國

性，建立全球不同文明互相交流對話的空

歷史第一次中西思想文化的深入交流，就

間，尋索互相尊重欣賞，和諧並存之道，因

在北京舉行。由此可歸納，明代人文北京之

而可以化解文明衝突，建立互信互重的全

特質，一是士人風骨，一是中西文化和平交

球網絡，而創造和平的條件。這將使北京

流。

成為世界文化對話的全球公眾空間。
清代北京城整體甚有文化特性，李鴻

北京不單要做好中國的榜樣，還須帶

章推行洋務運動，康有為推動維新，六君

有全球使命，發展「後後現代文化」，不陷

子為改革而犧牲，均在北京。民國五四運動

入西方後現代的虛無主義及自我中心主義

從北京開始，《新青年》在北京發行，著名

中，卻須建立有真、善、美靈魂的中國城

作家和知識份子如魯迅、沈從文、老舍、蔡

市。

元培、胡適、李大釗、馮友蘭、梁漱溟、熊十

1. 首先以天壇為中心，代表自古中國

力等均在北京發展其思想與作品。此中孕

對宇宙終極真理的尊敬。以地壇代表保育

育著對改革或革命的渴求、對人間苦難的

大地的綠色理想。這是心靈靜思的空間，

關懷、對西方民主與科學的消化、對中國

是北京的靈魂所在。

傳統價值的思考及對中國前途的反思等。

2. 以天安門與故宮代表數千年歷史，

這是從古文化中展開對現代文明的吸收，

以四合院代表民間古來文化。這是歷史的

也成為知識份子推行改革與革命的發源

文化緬懷空間。

地，構成了北京城市特有的品格與精神。

梁燕城：文化緬懷空間與人文北京

北京在明清兩代，已建立了一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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墻、城門、胡同與現代具中國特色的高樓

奧運高度成功，全世界已對北京留下深刻好感，北京的使命，

北京城區西南建城市，燕國滅薊而定都於

將是要建立一種超越西方後現代文化的文化靈魂，走向一個後後現

公路建成，商業與新科技發展，古宮殿、城
代的義人城市。

國(公元前七七○至前四七六年) 已於現在

3. 以圓明園及盧溝橋代表近代的掙
扎，以黨校中的耶穌會士墓代表中西文明

廷的廣場改建為人民的廣場，使北京具有

的交匯。以北大清華代表現代文化的吸收，

現代化的城市特徵，並發展工業。鄧小平

以鳥巢與奧運村代表後現代的北京。這是

在北京首推改革開放，影響至巨的「實事

近代歷史的文化緬懷空間。

求是」精神、「經濟特區」及「一國兩制」亦

4. 以天安門廣場代表後殖民的多元

由北京開始，改革後，多條環城路及高速

和諧，建立城市中的公眾互動對話空間。

６７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天安門宮

來指向。
此外，建議北京有更多對文化創傷及
由文化緬懷發展「後後現代及後殖民的文化」，須培養一批

有文化、有反省、有理想、有仁愛與公義的市民，全力建設人文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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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的全球使命。繼承北京自古特有的精神文化，建設有靈性和道德

的義人城市。

文化中國

使古今中外交融，成為中西文明融會的未

歷史偉人的紀念場所：
1. 外國欺凌的歷史，形成文化創傷，
可在圓明園建英法聯軍侵略及清末西方侵
略博物館，在故宮或歷史博物館旁，建八
國聯軍侵華博物館。
2. 在故宮內建中國歷代聖賢學者紀
念碑及紀念館，包括孔孟老莊、朱熹王陽
明、唐僧利瑪竇、梁啟超馮友蘭、陳寅恪唐
君毅等。
3. 在天安門廣場或附近，建歷代偉人
紀念碑及紀念館，與人民英雄紀念碑相輝
映，特別為國犧牲者與為人民貢獻者，前者
如岳飛、文天祥、譚嗣同、張自忠等，後者
如孫中山、卜式、詹天佑等。
4. 在清華大學或附近，建立西方人及
海外華人貢獻中國的紀念碑，西人如南京
大屠殺時的貝拉、魏特琳，華僑如加拿大

Ibid，p.25
[4]

Karen Till, Wounded City: Memory –
Work And A Place-Based Ethic of Care ,
Political Geography, 31(2012)3-14，p.5.

[5]

Henry Lefebvre, The Writings on the
City , (Oxford:Blackwell,1996) p.101
[6]
同注4，p.6。
[7]
同上。
[8]
Kenneth Leech, True God, an Exploration
in spiritual Theology , London: Sheldon
Press, 1985, p.1）.
[9]
Marita Sturken，Tangled Memories, The
Vietnam War , the AIDS Epidemic, and
t h e P o l i t i c s o f R e m e m b e r i n g,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10]
同上，頁一。
[11]
同[9]，頁二。
[12]
同[9]，頁三。
[13]
同[4]，頁六。
[14]
同[4]。
[15]
同[4]。

省督林思齊、南洋陳嘉庚、回國的辜鴻銘
等。這是一個關愛人民的空間。
由文化緬懷發展「後後現代及後殖民
的文化」，須培養一批有文化、有反省、有
理想、有仁愛與公義的市民，全力建設人

Public Space and the concept of a
Humane, Cultured Beijing
Dr. Thomas In-Sing Leung, （Chiefin- Editor，Cultural China）

文北京的全球使命。繼承北京自古特有

Abstract: China’s ancient Capital

的精神文化，建設有靈性和道德的義人城

of Beijing has suffered a lot of cultural

市。

trauma from invasion, political infighting
又把在邊陲的龐大貧困民工的居住、

and breakneck development. However, as

醫療和教育環境改善，建造關愛弱勢群體

China has successfully developed, it now

空間，則將會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結合

has the ability to remedy this situation,

的最完美城市。

and the solution is to construct a public
space for cultural memory of the city of

[1]

J a n e S c h n e i d e r & I d a S u s s e r, E d.,
W o u n d e d C i t i e s, D e s t r u c t i o n a n d
Reconstruction in a Globalized World ,
Oxford, Berg, 2003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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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Nancy Foner ed. , Wounded City ，The
Social Impact of 9/11, 2005.
David Harvey, The City as Body Politic ,

Beijing. This will create a new space for
remembrance and healing of this cultural
trauma, leading to a humane, cultured
space for the residents of Beijing.
Keywords: Cultural trauma, Public
Space, Humane and Cultured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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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記憶

更新未來

──香港的歷史建築保育
■ 程婉玲

摘

要：源於中國，經西方文化熏陶

「現代發展」並駕齊驅，增添城市發展的實

及衝擊下的香港，培養出一種獨特的殖民

力與魅力，使城市走向未來時得以更新成

地個性。無論是英國屬土管治，或是主權

長。

回歸中國，香港的鮮明定位，令她一直保
持國際間的成就 [1]。香港向前發展時不忘

香港的保育文化
器時代，居住於 華南地區沿岸島嶼的先

本文探討香港歷史建築保育工作的開創與

民，其後被中原的秦朝納入版圖後，踏入信

繼承，並集中研究香港建築的保育歷史、

史的開端。往後的一千多年間，香港只是

經驗、策略、社會價值和文化底蘊等，選

一個名不經傳的捕魚產鹽之地。

取具代表性的例子闡述，說明保育歷史建
築，能達到活化記憶、更新未來之效。
關鍵詞：香港，歷史建築，保育，活
化記憶，更新。

直到自鴉片戰爭以後，清朝因多次戰
敗，在一八四二至一八九八年間，先後將香
港向英國進行一系列的租借和割讓，形成
了今日香港的邊界。借著英國的殖民地統
治，香港變成一個自由港，得以飛躍發展，

前言
城市的歷史文化，是她的出處，決定

並隨著時代變遷，逐漸由貿易港口轉型成
製造業城市，再轉型為今日的國際金融業
中心。

她的個性；城市的發展進程，是她的成長，

香港經歷飛躍性的發展，除了重要的

建構她的成就；城市的保育工作，是她的

西方管治、制度和文化影響外，亦源於中

涵養，散發追求未來的氣質。

原政局而成為南下謀生的商人、資本家、難
民避戰避難之地，又因英國殖民地的角色

的城市化過程將歷史建築拆卸，保護保育

利於經濟迅速發展，令華南地區內的文化

文物的呼聲不絕於耳，政府機關、社會團

中心亦由廣州轉移到香港，香港由「避難

體和公眾在長期的互動下，產生不同的政

所」變成「文化搖籃」。因此，跨越多個中

策與措施和社會現象，務求活化歷史。文

國朝代、又經歷殖民管治的香港，自開埠以

物保護的成功莫過於得到社會整體的投入

來的一個多世紀裏，出現無數富有中西特

和支持，建立起公民社會的共識，由保育

色的建築物，它們默默見證城市的成長。

過去舊有的歷史文物，到教育下一代歷史

要現代化和建立現代的社會意識，文

性與現代化的共存意識，讓「文物保育」與

物保護是不可或缺的一環。故此，香港政

６９

古物古蹟在歷史中出現的同時，急速

源於中國，經西方文化熏陶及衝擊下的香港，培養出一種獨特的

堅毅、踏實而又不失熱情和優雅的氣質。

殖民地個性。香港向前發展時不忘保護歷史，半世紀的保育工作散發

香港歷史始於超過三萬年前的舊石

出一種堅毅、踏實而又不失熱情和優雅的氣質。

保護歷史，半世紀的保育工作散發出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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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研究員

文化中國

府在實行相關立法和施政時，面向文物保

建築。雖然港府於一九七一年制定《古物

護政策有兩重意義：第一，就是在公民社

古蹟條例》，宣告具歷史價值的建築物為

會的共識之下，授權政府動用公帑和權力，

「法定古蹟」[3]，但隨著社會上要求保存歷

建立市民共同擁有的公共空間，營造文化

史 建 築 的 聲 音 越 來 越 大，麥 理 浩 終 在

認同，是核心價值所在。第二，增進文物建

一九七六年成立古物古蹟辦事處及古物諮

築的周邊利益，締造懷舊文化區，促進文化

詢委員會，並在一九八○年首次引入歷史

旅游，提供城市的優閒空間，令城市更有

建築評級制度[4]。

歷史深度和文化氣魄，增加大都會的吸引
力和競爭力。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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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社會上要求保存歷史建築的聲音越來越大，麥理浩終在

一九七六年成立古物古蹟辦事處及古物諮詢委員會，並在一九八

首次引入歷史建築評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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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先驅－麥理浩

香港殖民地時期的一百五十六年間，

郵政局(一九一一年建)

先後出現過二十八位總督，被視為是歷史

麥理浩也順應民間發起的中文運動，

上最傑出和最受市民愛戴的港督之一的麥

在一九七二年積極推動中英雙語並重政

理浩爵士，在一九七一年至一九八二年出

策，至一九七四年通過中文與英文均為香

任香港總督。在長達十年的任期裏，他推
動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包括：房屋、廉潔、

港法定語文，一改過往以英文為重的情況
[5]

。語文對文化的影響深遠，中英雙語並重

教育、醫療、福利、基礎建設、交通、經濟

政策帶來往後中西文化交融的可能性，我

和社會各個方面，還有開發新市鎮、創立

們今天才可以欣賞到極富中西色彩的文物

廉政公署、九年免費教育、興建地下鐵路和

和建築。

地方行政改革等重要的政策和建設，增強
了香港人對香港的歸屬感[2]。
一九七○年代的香港社會急速發展，

歷史建築保育的發展
1.立法與條例

不少具歷史價值的建築物在麥理浩任內相

一九七六年《古物及古蹟條例》生效，

繼因新的發展拆卸，在中環一帶，舊建築

古物諮詢委員會及古物古蹟辦事處於同年

拆卸的速度尤其急速，如郵政總局（下圖：

成立，並由社會上有關領域的專門人才、監

建於一九一一年，一九七六年被拆卸重建

督辦事處工作的法定組織「古物諮詢委員

作商業用途）、告羅士打行、公爵行、公主

會」，按（不含法律效力的）歷史建築評級

行和香港匯豐總行大廈等富殖民地色彩的

制度，把大約五百幢文物建築按其文物價

告》中表示，察覺到香港市民日益關注本

一九三九年－《城市規劃條例》（《香

的方向，故在三司十一局的改組中，特別成

一九七 六年－《古物及古蹟條 例》
(《香港法例》第五十三章)。
一九七六年－《郊野公園條例》(香港
法例第二百零八章)。

立專責部門「發展局」，帶動推出一系列保
育措施。
二○一二年七月一日，以梁振英為首
的香港第三任特別行政區政府正式上任。
早在其競選政綱之中，梁振英表達他對活

條例》(香港法例第四百二十五章)。
一九九八年－《環境影響評估條例》
(《香港法例》第四百九十九章)。
二○○一年－《市區重 建局條例》
(《香港法例》第五百六十三章)。

化歷史建築的關注：「在進行城市規劃時，
注重保育與城市設計的關係，包括小區景
觀和生活功能」及「在活化舊區時，依據法
例加以保護」。
同年十月，他於立法會會議上發言，首
度在文物保護課題上開腔，概述他的施政

二○○七年政府推出文物建築政策，

方向，雖然只是短短數句，亦可視為其二

基本原則指明：保護文物而非接管文物；

○一三年施政報告的前瞻：「在保護文物

保護標準取決於文物價值，並非純粹歷史

方面，我們會繼續透過民間參與，保留和

長短；應在文物保護與經濟代價間取得平

活化有價值的歷史建築物和特色小區，但

[7]

衡；充分顧及私人權益 。
2.公眾諮詢與政府施政
市民是一個地方、一個城市的持份
者，領導人越尊重市民的參與，越能提升

必須同時尊重私有產權。我們希望可以利
用城鄉結合，保育郊野，活化善用歷史建
築，建立平衡和優質的城市生活」[8]。
3.保育政策入課堂

市民的歸屬感。香港政府在重要施政前，

高中學教材套（二○一○年）：

會收集公眾意見。二○○四年，政府就文物

二○○九年實施新高中學制，通識教

建築方案，向公眾進行諮詢，要點包括：文

育科成為必修科目之一。香港特區政府轄

物建築的篩選條件、保護方式、金錢代價、

下的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於二○一○年

責任承擔等。最後共收集了一百五十份意

委約香港教育學院編撰教材套，名為「保

見書，共五百多項意見。

育活化@歷史建築──香港文物保育政策

不少意見指出《古物及古蹟條例》的

通識教材」，為通識教育科教師提供以探

不足之處。該條例只「提供」並只「限於」

究文物保育議題的教材，並與初中個人、社

一種保護形式（即宣布為法定古蹟的）。公

會及人文教育中的「時間、延續與轉變」和

眾促請政府對文物保護採取「全盤考慮方

「文化與承傳」兩個範圍的銜接。學界對教

式」，不單涉及修改文物評審和評級的機

材套的反應正面，除了考察已活化的歷史

制，也把法定保護方式由獨立的個別樓宇

建築物，學生更明白歷史建築的保育和活

擴展至建築群、保護區和地帶。公眾對個

化，瞭解香港人的生活素質、政治參與及

別歷史建築和地點的保護方式提出具體的

身分認同的變化[9]。
大學課程普及化（二○一二年）：

評級的歷史建築和具文物價值的地點（包

香港的大專院校亦有提供文物保育相

括灣仔街市、藍屋、利東街、太原街和交加

關的課程，如香港大學建築學院早於二○

街）。

○○年開辦建築文物保護碩士課程，二○

行政長官在二○○七年的《施政報

一二年亦開辦了全港首個「建築文物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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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如中區警署建築群、皇后碼頭，及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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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二年－《衛奕信勳爵文物信托

政府推出文物建築政策，基本原則指明：保護文物而非接管文

港法例》第一百三十一章)。

物；保護標準取決於文物價值，並非純粹歷史長短；應在文物保護

港的文化遺產，並承諾為文物保育訂定新

與經濟代價間取得平衡；充分顧及私人權益。

香港歷史建築保育相關的法例有：

文化評論

值列為一級、二級或三級建築物[6]。

政府山的整個城市規劃布局就是個劃時代的殖民地文化標

志，市民生活成長的集體回憶。保護政府山，給香港一個活化

二○一六年第二期（總第八十九期）

一百七十年歷史回憶的機會。

文化中國

文學士」課程，提升「建築文物保護」知識

遺產基金會；由二十一個保育團體組成的

的普遍性，香港亦因而繼印度及上海後，

「政府山關注組」的保護政府山運動。

成為亞洲第三個開設有關學士課程的城

正當政府在施政報告公布推行保育中

市。課程讓學生明白如何「舊建加新」，使

環計劃時，卻又計劃出售政府合署西座。

建築物如何在保留重要歷史價值下，配合

於是，二○一○年「政府山關注組」成立

[10]

小區的實際需要 。

[11]

，致力爭取完整保護中區政府合署建築

透過向高中生灌輸保育知識和在大學

群，反對出售山上土地予發展商。關注組

設立專科課程，在社會層面，可以於教育中

又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反映，

提高普及性，跳出專業和精英的框架，不

爭取國際關注，保留政府山文化價值和公

再流於政策層面之上；而於經濟層面，文

共性，讓發展密集的中區能保留一片百年

物保育可以開拓香港及內地文物保育的市

歷史的綠洲。二○一二年五月，小組積極呼

場。

籲社會各界人士向政府反映保育的訴求，
4.民間保育力量

古物古蹟委員會因而為山上歷史建築進行

香港人對文物保育的關注，除了政府

評級。

７２

的立法和教育的普及化外，民間保育團體

政府山早於開埠時已劃為政府專用

的力量也是一種強烈的催化劑。他們因應

地段，一直是港府的政治中心。整個政府

各自獨特條件，承擔不同的保育任務，當中

山背靠英式的兵頭花園，面向維多利亞海

包括：配合通識教育及歷史科課程，為老

港，東面是軍事用地美利炮台，西面是華

師和學生提供教學支持的文化葫蘆和成立

人地區（中央街市及培訓華人英語的中央

獨立「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的長春

書院），高一點的戰略位置有監獄及警署，

社；本身已是古典建築的龍圃花園所設的

南有英資匯豐銀行職員宿舍（即今終審法

龍圃慈善基金，舉辦導賞團，提升公眾對

院）和英國人精神所依的聖若翰座堂等。

香港文化遺產保育議題的關注；以能成為

一九六○年代，當時的港督府（即現

香港保育文化遺產的思想和行動的匯點為

在的禮賓府）是殖民地時代社會運動的熱

目標，摒棄以商業考慮為主導的香港文化

點，「六七暴動」一幕最為深刻，為緩和市

於一對對聯，寓意雷生春所生產的藥品能

節舉行開放日，讓市民欣賞府內盛放的杜

夠妙手回春。地鋪為醫館及藥店，上面三層

鵑花，是無數市民的集體回憶。

為雷氏家庭成員的住所。雷生春是展示社

政府山的整個城市規劃布局就是個劃

會齊心合作保育的好例子：

時代的殖民地文化標誌，市民生活成長的

二○○○年，雷氏的後人向古物古蹟

集體回憶。保護政府山，給香港一個活化

辦事處提出將雷生春堂捐贈給港府，古物

一百七十年歷史回憶的機會。

諮詢委員會同年將雷生春堂列為一級歷史

歷史建築保育措施成功案例
出的活化建築眾多，本文挑選其中三項，並
詳述第三項的保育中環，回應民間在保護
政府山的關注。
1.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

建築物。
二○○三至五年，獲港府正式接收，
並進行修葺工程。
二○○八年，成為首批「活化歷史建
築夥伴計劃」下的七幢建築物之一。
二○○九年，獲得政府資助二千八百
萬港元，香港浸會大學將雷生春堂發展為

「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採用具創

集中醫藥保健服務、公共健康教育、歷史

意的方法保存歷史建築，並擴闊其用途，

文化展覽於一身的「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

把這些建築物轉化為獨一無二的文化地

保健中心──雷生春堂」。定期舉辦義診，

標，並採取社會企業的營運模式，同時注

為區內弱勢社群服務，預留每日兩成的門

入商業管理元素，務求達至雙贏的效果。

診名額予綜援人士。

雷生春堂具有古典意大利建築特色
[12]

，和香港戰前騎樓的典型建築設計風格

的唐樓。建築物由雷氏家族擁有，名字源

二○一二年浸會大學中醫藥保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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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一年雷生春堂

透過向高中生灌輸保育知識和在大學設立專科課程，可以於教育

七層，石柱和樓梯均有雕飾。大樓的設計

中提高普及性，跳出專業和精英的框架，不再流於政策層面之上，而

可行。成功得以復活的歷史建築如：

法院屬西方新古典式多層建築，樓高

於經濟層面，文物保育可以開拓香港及內地文物保育的市場。

政府會提供適當的財政支持，令計劃切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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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歷史建築的保育措施成功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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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怨氣，一九六八年開始，港督府每年春

文化中國

在香港，有不少歷史建築其實是私人
擁有的資產，為解決歷史建築遭受拆卸重
建的威脅，政府採用了行政方法以保護相
關的建築物，防止歷史建築遭到拆卸，方
法包括讓有關持份者以地換地和轉移發展
權益，以補償業主的損失。
二○○七年，行政長官發表的《施政
報告》中，公布新的文物保育政策，政府認
同有需要提供合適的經濟誘因，以鼓勵私
人業主保存他們所擁有的歷史建築。政府
在推行這項政策時，目標是在保育歷史建
築和尊重私有產權之間取得恰當的平衡。
二○○八年行政會議通過一個非原址換地
方案，根據建議的換地方案，業主會將建
築物交予政府供保育和活化，而政府將會
把毗鄰一幅面積相若的人造斜坡撥予業
主，以供發展私人住宅。景賢里便是政府以
換地方式而成功保護私人歷史建築的成功
例子。
薩瓦納藝術設計（香港）學院
雷生春堂具有古典意大利建築特色，和香港戰前騎樓的典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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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設計風格的唐樓。名字源於一對對聯，寓意雷生春所生產的藥品

能夠妙手回春。

二○一六年第二期（總第八十九期）

北九龍裁判法院（二級歷史建築）

一九三七年，兩個著名家族共同擁有

上最大特色是門外兩條組成六角形的樓

的私人大宅「景賢里」，巧妙地糅合中西建

梯，不少香港電影和電視劇的法院場面曾

築特色的「中國文藝復興」風格興建，展示

在此拍攝，以營造訴訟雙方相遇的場景。二

本港在殖民地時代早年的超卓建築技術和

○○五法院關閉後，至二○○八年，首批成

工藝的建築物，亦反映二次大戰前華人社

為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下的七幢建築

群地位日高，財富日增，是香港一幢罕見、

物之一，二○○九年獲政府宣布由美國薩

出色的建築藝術品。

瓦納藝術設計學院得營辦權。這是保育工
作擴展至國際層面的成功例子。
保育成果：美國薩瓦納藝術設計學院
（Savannah College of Arts and Design）
將保留建築物獨特的外觀，以保存建築的
原貌。部份設施將免費開放予公眾參觀，
並會設立一個介紹北九龍裁判法院歷史的
展覽館。
社會裨益：把香港與北九龍裁判法院
打造成亞洲數碼媒體的主要研習中心，可
將香港推廣成為區域性的藝術設計教育中
心，提高香港在國際性數碼媒體和創意工
業的競爭力，為當區帶來一千五百名本地
及海外學生，有助活化該區。
2.提供經濟誘因收回私人歷史建築

景賢里大樓全貌

二○○七年，業主將物業售予一位中
國大陸富商，隨後進行拆卸工程，將富有
東方特色之綠色三層大屋瓦頂，及中式藝

救的地步。

座多層購物商場；由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

為法定古蹟，予以永久保護，以附近佔地約

一九四五年八月香港重光成為香港臨時政

四千七百平方米無樹木人工斜坡，向業主

府總部、一九六五年改為維多利亞城地方

進行「以地換地」方式交換景賢里，並為景

法院、一九八○年成為香港最高法院，到

賢里進行修複，然後交給政府管理，將景

一九九七年的香港終審法院，都擔任時代

賢里活化再用並打做成一個供本地居民以

性的任務，直至二○○九年，成為「保育中

至外地游客享用的景點，以不影響該區一

環」的八個保育項目之一，她才能得以被活

帶的發展密度、交通流量、景觀及綠化情

化為另一用途。

況為保育原則。

這座大樓的功能和香港歷史同樣經

二○一二年十一月政府把複修好的景

歷劇變─ ─由香港總督官邸到銀行職員

賢里向公眾開放，展出入圍景賢里活化計

飯堂，由香港首座多層購物商場到香港最

劃的建議項目，包括私房菜館、文化教育中

高法院，使用者由英國人、俄羅斯人，到日

心、證婚勝地等展板及建築模型，以搜集

本人，主權由英國到中國，這座大樓別具身

公眾意見[14]。
3.保育小區－保育中環

份的象徵。

中環是港島開埠後最早開發的地區，
早在一八四一年，英國人把港島沿岸港口
的一帶（即現今中環、上環、西環）劃為政
府專用地段，著力發展，一八八九年將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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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香港日治時期日軍用作日本憲兵總部、

「景賢里」巧妙地糅合中西建築特色的「中國文藝復興」風格

二○○八年七月政府宣布把景賢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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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飯堂、俄羅斯領事館等，到作為香港首

興建，展示在殖民地時代早年的超卓建築技術和工藝的建築物，亦

和裝飾拆毀，有一些物品被破壞至無可挽

反映二次大戰前華人社群地位日高，財富日增，是香港一幢罕見、

由初期的香港總督官邸，之後用作匯豐銀
出色的建築藝術品。

術品、涼亭之瓦頂及水磨工藝等重要建築

為維多利亞城[15]。
中環是政府山的所在地，是香港的心
臟地帶，行政長官在二○○九年的《施政
報告》[16]中宣布「保育中環」[17]計劃，將這
個見證香港由小漁村開發成亞洲國際都會
的地區，提升文化價值。保育地點包括中環
新海濱一帶、前中央書院原址、中區警署

建於一九四三年，屬新古典風格建
築。一九八九年被列為法定古蹟

建築群、前法國海外傳道會大樓及香港聖
公會建築群等，而使用方式亦不單於活化，
亦包括邀請非牟利團體提供小區服務、改
變土地用途重新發展、公開招標作商業用
途等。
政府樞紐：前法國海外傳道會大樓
（一八四三年）
前 法 國 海 外傳道 會 大 樓 ( F o r m e r
(Court of Final Appeal)由一八四三年至今
的一百七十年間，曾因不同的歷史因素改
變過十六次的不同角色，發揮不同功能，

一九九七年香港政權回歸中國，終審
法院放上特區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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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nch Mission Building)、今終審法院

文化中國

社會價值：聖公會建築群（一八四五

遷離現址，為更能推行社區服務及文物保

富有社會價值的香港聖公會建築群，
為重要的宗教地標，位於中環的重要地

育，為社區帶來最大裨益。
管治結構：中區警署建築群緊密、互
補（一八六四）

段。建築群包括四幢 重要的歷史建築：

中區 警 署 建 築 群 於 一八 六 四 年 至

會督府（建於一八四五至一八四八年）、

一九一九年間建成，前中央裁判司署及域

聖保羅堂（一九一一年）、前教堂禮賓樓

多利監獄分別建於一九一四年及一九四一

（一九一九年）及原為聖保羅書院南翼的

年，是英國殖民地時期初期至近年的香港

舊基恩小學（一八五一年）。

法治、司法及懲教綜合中心，三者緊靠、互

年）

前法國海外傳道會大樓經歷由香港總督官邸到銀行職員飯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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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香港首座多層購物商場到香港最高法院，使用者由英國人、俄羅斯

人，到日本人，主權由英國到中國，這座大樓別具身份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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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曾被徵用作日軍憲兵訓練學校，

補。該建築群由三組宏偉的建築物組成，

禮賓樓先後成為多位著名傳教士及名作家

即中區警署、前中央裁判司署及域多利監

韓素音的居所，舊基恩小學曾培訓中國傳

獄。大部分域多利監獄的原本建築物在第

教士及基督教教師。會督府現時是香港聖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炸毀。

公會教省辦事處，而聖保羅堂至今仍為一

政府與香港賽馬會訂立夥伴合作關

所教堂作崇拜用途。其它除於一九五三年

係，將建築群活化為文物保育及藝術中

遭拆毀的建築物部分，現正由香港聖公會

心。建築群另增建兩幢規模不大的新建築

明華神學院使用。

物，預計在二○一四年完成。

一九一九年的中區警署

百年歷史的會督府，現時是香港聖公
會教省辦事處

聖保羅堂，至今仍為一所教堂作崇拜
用途。
聖公會將會保存該址內的所有四幢歷
史建築，重建計劃均以非牟利為基礎，小
學將建成半開放式叵玻璃天幕廣場，拆除
部分石場及大閘，使教會與漏朽鬧市相連，
成為寧靜的綠州；又將會把部分的規劃用
途（包括幼兒園、神學院及附屬住宿設施）

二○一四年將成為文物保育及藝術中心

來新驚喜，建築意義得以更新。
前瞻性的城市發展，會充分顧及關乎
公眾利益的發展需要、尊重私有產權、財政
眾的積極參與。
香港得到社會各界積極參與，才可以
在短短半世紀的歷史建築保育過程中，成
功為歷史建築物注入新生命。這些建築物
不乏跨越百年，它們見證香港從英國殖民
地的身份變為中國特別行政區的香港，以
及政權移交等重要事件。有效的歷史建築
保育會令香港這座城市有清晰的肌理，讓
市民得享活化的回憶。
只有與昔日的社會聯係起來，保留珍
貴的記憶，市民才能完整地建 立身份的
認同感和正面地增強歸屬感。只有把歷史
回歸市民，市民才能以史為鑑，著重品德
和內涵，共同承擔城市的發展；只有全民
參與城市的未來發展，城市才能不斷的更
新，創造生命力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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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這座城市有清晰的肌理，讓市民得享活化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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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en Ling Clara Ching(Cult u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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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stract: Rooted i n Chi na but
governed by United Kingdom for a century,
Hong Kong has developed her u nique
colonial character. Whether being a British
territories or has her sovereignty back to
China, Hong Kong retains her international
fa me due t o he r i r re pla ceable global
positioning.
This paper studies the beginning and
continuity of the preservation works for
built heritage in Hong Kong. And focuses
on t he her it age h istor y, exper iences,
st rategies, social values a nd cult u ral
essence, vividly illustrated by selected
cases suggesting that, “The efficacy of
preservation of built heritage revitalizes
reminiscence and regenerate future.”
Keywords: Hong Kong, built heritage,
preservation, reminiscence revitalized,
regene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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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經立義」的內涵及其演變
──論一種具有深遠影響的文化現象
昆明學院人文學院

摘

要：「依經立義」作為一種影響

論建構方式、學術傳承方式等，甚至內化

深遠的文化現象，其內涵可從經學闡釋方

為人們的思維方式，它的發展演變則經歷

法、語言表達方式、意義生成方式、理論

了縱向的延續與橫向的延展。

建構方式、學術傳承方式、思維方式等多
個方面加以認識，其演變則經歷了縱向的
延續與橫向的延展。時至今日，「依經立
義」仍留存於我們的文化基因之中。

規則主要有兩個：一是以「道」為核心的意
義生成和話語言說方式，此方式又包括
「得意忘言」等規則；二是「依經立義」的

「依經立義」，顧名思義，即依托經

意義建構方式和「解經」話語模式，體現在

典而建構意義、形成話語或理論。建元五

四個方面：「原道」、「征聖」、「宗經」的思

年（公元前一三六年），漢武帝將《詩》、

維模式；「微言大義」的表現方式；「以意

《書》、《禮》、《易》、《春秋》立於學官

逆志」的解讀方式；注、疏、箋、傳、正義等

並置五經博士，五經從此成為儒家經典。

操作模式。只有掌握了中國古代文論話語

儒家經典的確立是「依經立義」產生的前

規則，才能立足於中國文論的異質性，以我

提。此後，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

為主融化西方，重建中國文學理論[1]。此論

「依經立義」成為一種非常顯著而且十分

立足於中國古代文化規則，將「依經立義」

重要的文化現象。當今社會，儒家經典已不

看作是一種意義建構方式，其表現包括思

具有政治思想的主導性與權威性，但「依

維模式、表現方式、解讀方式和操作模式

經立義」仍潛在地影響著我們的思維方式

等方面。

與話語模式。

余衛國認為：從性質和內容上看，以
儒家為主導的「依經立義」的言說方式、話

響深遠，但學界對於「依經立義」的研究還

語模式和學術研究範式，以經典為建基之

不夠深入，包括「依經立義」的內涵與演變

本和「意義的生長點」，不僅包括了經籍文

這樣一些基本的問題也還缺乏考察。本文

字的訓讀，經書中涉及的歷史人物、事件、

認為：「依經立義」的內涵可從多個方面加

名物制度的注解，經書中微言大義的義理

以認識，它既是經學闡釋的基本方法，也

闡釋，經學學派的傳承、演變以及經典詮

演變成語言表達方式、意義生成方式、理

釋方法等問題研究的形式化內容，而且包

７９

「依經立義」對於我們的思想文化影

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依經立義」成為一種非常顯著

「言不盡意」、「無中生有」、「立象盡意」、

而且十分重要的文化現象。當今儒家已不具有政治思想的主導性與權

向，橫向。

曹順慶、王慶認為：中國固有的文化
威性，但「依經立義」仍潛在地影響著我們的思維方式與話語模式。

關鍵詞：依經立義，內涵，演變，縱

一、「依經立義」的內涵

朱供羅：「依經立義」的內涵及其演變

■ 朱供羅

文化中國

含了更深層次的思想和內容。其一，是「言

社會公認經典進行學術創新和闡發的意義

以足志，文以足言」的語言觀；其二，是「原

生成方式。因此，從橫向上看，經史子集的

道」、「征聖」、「宗經」的思維模式；其三，

學術構建是在「依經立義」話語方式下展

是「以 意 逆 志」的 詮 釋 方 法；其 四，是

開的，從縱向上看，漢學到清學的學術流

「注」、「疏」、「箋」、「傳」、「正義」的實

變是在「依經立義」話語方式中演進的。所

[2]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的語言觀體現了古人的語言崇拜意識，

是「依經立義」產生的思想基礎之一，但「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並

８０

不能代表古人語言觀的核心內容，至少沒有包括「慎辭」、「尚辭」

及「立言不朽」等內容。

二○一六年第二期（總第八十九期）

現形式 。余衛國與曹順慶的觀點大體相

以，「依經立義」話語方式是中國學術生成

似，都提到了「依經立義」的三點內涵：思

的奧秘所在[3]。此文從話語言說方式、意義

維模式（「原道」、「征聖」、「宗經」）、解讀

生成方式、學術譜系生成方式、學統傳承

方式（「以意逆志」）、實現體制（注疏箋傳

方式四個方面論述「依經立義」的內涵，認

等）。兩文也有三點細微區別：一，余將

為「依經立義」是中國傳統學術生成的奧

「意義建構方式」進一步細化為「言說方

秘所在。雖然稍顯絕對之嫌，但對「依經立

式、話語模式與學術研究範式」。二，余點

義」在傳統學術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卻是旗

明了「依經立義」是「古文經學」與「今文

幟鮮明的張顯。

經學」共同遵守的法則。今文經學注重闡

本文在吸收借鑒相關成果的基礎上，

發微言大義，主張通經致用；古文經學以

認為「依經立義」就是依托經典來確立意

經為本，注重對儒經的文字、音韻、訓詁作

義，或者說是依托儒家經典來建立話語或

精深研究。余論中「經籍文字的訓讀，經書

理論，其本質是一種話語方式，它既是解

中涉及的歷史人物、事件、名物制度的注

經方式，也是話語言說方式，意義生成方

解」，應是指古文經學派，「經書中微言大

式，理論建構方式和學術研究方式。如果

義的義理闡釋」自然屬於今文經學派。這

按曹順慶、王慶的觀點：狹義的「依經立

兩派都以經典為建基之本和「意義的生長

義」指在經學系統中所產生的，以儒家經

點」。三，余將「微言大義」的表現方式看

典為闡發對象的意義生成與言說方式，那

作是形式化方面的內容，而將「言以足志，

麼廣義的「依經立義」主要指以學界熟悉

文以足言」的語言觀列入「依經立義」的深

的典籍為依托，設立其先驗合法性並由此

層思想內容之一，並且表現了「語言——思

生發自己觀點的話語生產範式與意義生成

維——詮釋——實現」的邏輯思路。本文

方式 [4]。本文取狹義。那麼它的性質如何

認為此說似有不妥。首先，余將經典詮釋

呢？

方法歸入「形式化方面的內容」，卻又將「以

一、解經方式

意逆志」的詮釋方法歸為「更深層次的思

漢代經學家「依經立義」的情況首先

想和內容」，自相矛盾。其次，「注」、「疏」、

表現為在解經過程中創造出來的序、傳、

「箋」、「傳」、「正義」等「依經立義」的實

注、疏、箋等一系列闡釋機制。根據《十三

現形式似乎不能作為「更深層次的思想和

經注疏》可以看到，在劉勰所處的南朝之

內容」。再次，「言以足志，文以足言」的語

前已有的經典闡釋文本：《周易》有魏王弼

言觀體現了古人的語言崇拜意識，是「依

等注，《尚書》有漢孔安國傳，《詩經》有

經立義」產生的思想基礎之一，但「言以足

漢毛亨傳鄭玄箋，《周禮》、《儀禮》、《禮

志、文以足言」並不能代表古人語言觀的核

記》有漢鄭玄注，《春秋左氏傳》有晉杜預

心內容，至少沒有包括「慎辭」、「尚辭」及

注、《春秋公羊傳》有漢何休注，《春秋谷

「立言不朽」等內容。

梁傳》有晉范寧注，《論語》有魏何晏等

曹順慶、王慶又談到：從個人來講，

注，《孟子》有漢趙岐注。

「依經立義」是借引經典以證明自己正確

而據《漢書·藝文志》，與六藝有關的

的話語言說方式；從學術來講，它是借助

闡釋文本更多，其體制則有：「傳」（如《易

《禮記》《公羊顏氏記》），「雜記」（如

思。比如：一個人說：「紅燈亮的時候不能

《公羊雜記》），「微」（如《春秋左氏微》

過馬路」。另一個人說：「老師說：『紅燈亮

《春秋鐸氏微》），「故」（《魯（詩）故》、

的時候不能過馬路』」。顯然第一個人是直

《韓（詩）故》），「解故」（《大、小夏侯解

接陳述一個觀念，第二個人則不直接說出

故》），「故訓」（《毛詩故訓傳》），「章句」

自己的意思，而是轉述權威(老師)的觀點。

（如《大、小夏侯章句》）等。

正是這種借用權威，使第二個人的觀點顯

「傳」（包括「序」）是對經的解說與
轉授，包括闡明經義解釋字句等，其中，
「內傳」指「在內容上與經文密切配合的傳
[5]

述性的文章」 ，外傳「附經作傳，廣引事
[6]

得更加正確、更加具有說服力、更加無可
置疑。
這其實就是一種日常生活中的「依經
立義」。在大多數情況下，「依經立義」是

例，但不完全以解釋經義為主」 。「注」和

一種非常有效的話語言說方式。因為，把

「傳」相當，賈公彥《儀禮疏》「注者，注義

權威（包括傳統、經典、定論、有影響力的

於經下，若水之注物也」；孔穎達《毛詩正

人或事等）搬出來之後，爭論一般都會止

義》「注者，著也，言為之解說使其著明

歇，大家都會認同它，遵守它。試看一例：

也」，「注」是對經籍進行解說，使其義著

劉禹錫的《陋室銘》寫了陋室之陋，表達的

[7]

明的意思 。「注疏」常連言，但兩者存在

卻是「斯是陋室，唯吾德馨」的安貧樂道與

差別：「注」訓字詞，「疏」釋文義，「疏」既

自得之樂，其結尾卻引用《論語》：「孔子

解注又解原文，也稱「正義」。「箋」是在原

云：『何陋之有？』」「何陋之有」語出《論

注簡略不明的地方加以補充申發，或記下

語‧子罕》，孔子認為有德之人即使住在簡

[8]

自己的不同看法 。「說」，解釋之意……

陋之處，也不會覺得簡陋。這樣的引用加強

起源很早，與經、傳相輔而行，大約以述說

了說服力，正是一種話語言說方式的「依

大義為歸宿，和那些專評名物制度的寫作

經立義」。

[9]

[10]

有所不同 。「記」指解釋經傳的文字 ，

當有人在話語言 說方式上「依 經 立

如《禮記》。「微」也是一種注釋體例，「重

義」時，如果有人還要質疑，就不只是質疑

[11]

在闡發原文精微、隱微之處」 。「故」即

言說者，更是在質疑言說者所引用的權威，

「詁」，解釋故言，「即以今言解釋古言」

心理上要克服的難度就很大了。權威的建

[12]

立有著複雜的社會歷史因素，對於後來的

；「解故」即「解詁」，用當代通行的語言
[13]

對古書詞語進行解釋 ；「故訓」亦稱詁

人說，權威有著先在的威攝，一般人不會

訓、訓詁、訓故，指對古書文字字義的訓

去冒險挑戰權威，就默認了言說者所引用

釋，是經生用以解經的主要形式 [14]。「章

的觀念。如果確有勇氣「冒天下之大不韙」

[15]

句」即分析古書的章節、句讀 。

要挑戰權威，最好的辦法也是「以子之矛攻

從以上的注釋體例來看，經是一切闡

子之盾」，即引用相反的同樣權威的觀點

釋的起點，傳、注、箋、疏、詁、章句等都是

加以駁斥。這樣，雙方的論戰都在「依經立

對於經典的闡釋和發揮。經學闡釋的一般

義」的話語方式下展開了。不難發現，這種

原則是注不違經，疏不破注 ，所以，以

「依經立義」話語方式在 生活中無處不

傳、注、箋、疏為代表的注釋體例表現了

在。它不僅僅是個體行為，而且是一種社

「依經立義」的操作方式。
二、話語言說方式

會行為[17]。
三、意義生成方式

８１

[16]

朱供羅：「依經立義」的內涵及其演變

通過引用權威者的話來曲折表達自己的意

史學新論

（如《魯（詩）說》、《中庸說》），「記」（如

經是一切闡釋的起點，傳、注、箋、疏、詁、章句等都是對

現為不直接說出自己的想法或願望，而是

於經典的闡釋和發揮。經學闡釋的一般原則是注不違經，疏不破

內傳》）、「外傳」（如《韓詩外傳》），「說」

注。所以，以傳、注、箋、疏為代表的注釋體例表現了「依經立

依經立義作為一種話語表達方式，表
義」的操作方式。

傳周氏》、《書傳》），「內傳」（如《韓（詩）

文化中國

英國哲學家懷海特說：「兩千五百年

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

的西方哲學不過是對柏拉圖的一系列注

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閭裏

[18]

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

腳」 。
此話說明了柏拉圖對西方哲學的深遠

採，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22]。班固認為，

影響。在中國，與柏拉圖同處雅斯貝爾斯所

「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 [23]，「小

謂的「軸心時代」的孔子，其儒家哲學也在

說 家」屬「街 談 巷 語，道 聽 途 說 者之 所

後代被不斷地注釋、解讀、推演。

造」，不在可觀之列。班固所引「雖小道，
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

萌芽，更在後人推究，演而伸，觸而長，然

也」，語出《論語·子張》，但並不是孔子所

[19]

亦須得聖賢本意」 。「後人推究」就是

說，而是子夏所說。班固有意將子夏的觀

「依經立義」的方式，「演而伸，觸而長」即

點置於孔子名下，意在突出「君子不為小

《周易·繫辭上》之「引而伸之，觸類而長

說」的合理性與權威性，體現了對「小說」

[20]

主體對經典的把握，對經典的解釋與發揮，都是「依經立義」

方式下的意義建構。這種經典文本的解讀模式，是儒家文化的生長

８２

點和意義建構的基本方式，對中國數千年思想文化產生了極其重大

而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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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說：「大抵聖賢之言，多是略發個

之」 之意，「觸」即「觸類」，謂「觸逢事

及「小說家」的輕視[24]，這正是一種「依經

類」，「演」即「推演」，「觸」和「演」即「依

立義」的理論建構。當然，班固並沒有把話

經」，「伸」和「長」謂延伸、增長、發揮，即

說死，而是為小說留有餘地——「然亦弗

「立義」，「得聖賢本義」就是說所立之義

滅也」，「小說」自有其價值，並不會消失。

是聖賢之言的合乎邏輯的推演。它包含兩

班固對小說的輕視在後代遇到了質疑，而

種途徑：一種是「我注六經」，即對經典進

質疑者也是採用依經立義的方式，正可謂

行闡釋與解讀，另一途徑是「六經注我」，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瞿佑在《剪燈新話

將自我的主體意識加於經典之上，賦予經

序》裏說：「今余此編，雖於世教民彝，莫

典以新的意義。無論是「我注六經」，還是

之或補，而勸善懲惡，哀窮悼屈，其亦庶乎

「六經注我」，都涉及到主體對經典的把

言者無罪，聞者足以戒之一義云爾」[25]。勸

握，對經典的解釋與發揮，都是「依經立

善懲惡，符合「春秋五例」之「懲惡而勸

義」方式下的意義建構。這種經典文本的

善」，而「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正來源於

解讀模式，是儒家文化的生長點和意義建

《詩大序》。瞿佑通過這樣典型的「依經立

構的基本方式，對中國數千年思想文化產

義」，表明小說是有勸戒作用的，是有益於

[21]

生了極其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
四、理論建構方式

世的，這對同樣「依經立義」的班固的理論
觀點——小說「不值一觀」、「君子不為」是

「依經立義」既是一種意義生成方

一種質疑與糾正。梁啟超主張「小說為文學

式，自然就包含理論建構方式。之所以將

之最上乘」，「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

理論建構方式單獨列出，只是因為「理論」

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26]，此理論更

不是一般的「意義」，它有著豐富深厚的內

是極大地突出小說的政治功用，與儒家注

涵，可能產生縱橫兩方面的影響。就縱向

重文藝的政治功用觀點——如《毛詩序》

而言，一種理論可能有承上啟下的功能，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

從而成為理論史上的重要一環；就橫向而

化，移風俗」——是相符的，這也是一種

言，一種理論可能在不同領域內產生影響，

「依經立義」的理論建構。以上關於小說

也可能在同時代的理論家之間產生理論爭

地位的「依經立義」是一種縱向的理論建

鳴與交響。

構，而梁啟超的小說理論在清末民初有廣

試看一例：關於小說的地位問題。班固

泛影響，得到了很多人的呼應與支持，則可

《漢書‧藝文志》說：「小說家者流，蓋出於

以看作是一種「依經立義」理論建構的橫

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孔

向影響。

集的學術構架，其實是以「依經立義」的方

是目的。如此，則「依經立義」也具有「思維

式為核心，由內而外展開的。

順序」這一要素。因此，「依經立義」具有

經學以「十三經」為骨鯁，以注經、研
經著作為肌膚，是所有學問的核心，史學為

思維方式的全部要素，是一種嚴格意義上
的思維方式[29]。
值得注意的是，思維方式、思維模式、

學之散發，構建 起中國特色的學術體系

思維形式、思維內容，這幾個概念既相互

[27]

。儘管此論似嫌絕對，卻揭示了「依經立

聯繫又有所區別，「思維形式是相對於思維

義」作為一種宏觀層面的學術研究範式的

內容而言的，是思維內容的外在表現 [30]；

大體事實。

思維模式是從靜態上描述思維的狀態；而

就微觀角度而言，將「依經立義」作為

思維方式則是從動態上反映思維進行的過

學術研究範式的例子也很多，劉勰的《文

程」[31]。前文談到曹順慶、王慶對「依經立

心》就是運用「依經立義」很典型的案例。

義」的有關論述，他們將「依經立義」視為

《文心》共五十篇，形成一個理論體系，其

一種話語規則、意義建構方式，而將「原

每一篇又可看作單篇論文，其中「依經立

道」、「征聖」、「宗經」看作一種思維模式

義」是劉勰廣泛運用的學術研究範式。
六、思維方式

[32]

。
筆者認為，此論似可商榷。就表層而

學界對「思維方式」的定義、理解及表

言，「依經立義」的確是一種話語規則，一

述方式不盡相同。筆者認同《文藝學新概

種意義建構方式，但就其深層次而言，「依

念辭典》的有關論述：「所謂思維方式，是

經立義」本身是一種動態的思維方式，也

人在思維時借助於一定的思維方法，通過

是一種靜態的思維模式；而「原道」、「征

一定的步驟所實現的思維活動過程的結構

聖」、「宗經」並沒有完全顯示思維方式的

型式，思維的立足點、思維的角度、思維的

三大要素（思維立足點、思維角度、思維順

[28]

順序是其 構成三要素」 。按照此一定

序），似乎不能算是一種動態的思維方式，

義，我們可以考察「依經立義」是否具有

也不能算是一種靜態的思維模式，似乎更

「思維方式三要素」。首先看「思維的立足

應該看作是「依經立義」思維方式下的思

點」。「依經立義」以儒家經典為思維的起

維內容，是「依經」所立之「義」。

點，把儒家經典當作「演而伸，觸而長」

作為一種思維方式，「依經立義」具有

（朱熹）的起點，把儒家義理和典故當作意

相對穩定性，決定著人們的思維慣性[33]；同

義的建構起點和意義的生長點。所以，「依

時，「依經立義」又隨著時代、歷史的發展

經立義」具備「思維的立足點」。再看「思

而發生演變。

維的角度」。「依經立義」是主體依據儒家
經典來建構意義，這就決定了主體的思維
角度是儒家角度（而不是道家角度或其他

二、「依經立義」的演變

典是 否相符，相符則「立」，不符則「不

先秦，「依經立義」已有萌芽。春秋時

立」。因此，「依經立義」也具備「思維的角

期，諸侯國之間外交頻繁，外交使臣往往從

度」這一要素。

《詩經》中截取一些章節，來表達其內心

依據經典而建構意義，這一「演而伸，觸而

意圖。《左傳》就記載了不少這種「斷章取
義」的事例。比如：

８３

角度），考慮的是欲建構的意義與儒家經

「依經立義」經歷了怎樣的演變呢？
一、縱向延續

再看「思維的順序」。「依經立義」是

朱供羅：「依經立義」的內涵及其演變

經學之延伸，子學為經學之羽翼，集部為經

史學新論

向的，從「經」至「義」，「經」是起點，「義」

從「經」至「義」，「經」是起點，「義」是目的。如此，

曹順慶、王慶認為：中國古代經史子

則「依經立義」也具有「思維順序」這一要素。因此，「依經立

長」的動態過程也決定了主體的思維是定
義」具有思維方式的全部要素，是一種嚴格意義上的思維方式。

五、學術研究方式

只有「經明行修」並具有政治才幹才能被舉薦到朝廷任職，這

樣的入仕方式也誘導儒士將儒家經典作為自己言行的標準，從而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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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經立義」作為自己的思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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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大子忽

策長短之區分」 [35]。簡策的長短首先在形

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

式上給讀書人最直觀的體會，經書是尊貴

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

的。這種外在的形制強化了「依經立義」思

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桓公

維下關於經的地位的感受。

六年》）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

二、「察舉入仕」。漢代實行察舉制，以

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

察舉作為入仕的主要途徑，儒士講究「經明

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

行修」 [36]，不僅要通曉經學，具備文化知

畏我友朋』」（《莊公二十二年》）。

識，還要修養道德，品德端正。只有「經明

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

行修」並具有政治才幹才能被舉薦到朝廷

公曰：「……《詩》曰：『刑於寡妻，至

任職，這樣的入仕方式也誘導儒士將儒家

於兄弟，以禦於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

經典作為自己言行的標準，從而將「依經立

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僖公

義」作為自己的思維方式。

十九年》）。

三、「經以致用」 [37]。漢代經學家們

類似例子不勝枚舉，可以看出，截取

「經以致用」，為「依經立義」提供了範例。

《詩經》某些章節來巧妙地表達意見幾乎

漢代經學家學習五經以經邦濟世，「平當以

成為當時公子貴族、謀士卿相必不可少的

《尚書·禹貢》治河，夏侯勝以《尚書·洪

本領。「斷章取義」也成為一種常見的文化

範》察變，董仲舒以《春秋》決獄，京房以

現象。而《左傳·襄公二十八年》「賦詩斷

《周易》定考功課吏法」[38]，這些事例成為

章，余取所求」 [34]一語更是對此現象的經

經學家們津津樂道的「經以致用」的榜樣。

驗概括。

尤其是雋不疑「以經義斷事」 [39]果斷處決

漢代，五經確立，儒學成為官方意識

假冒衛太子一事，影響深遠。事件發生在

形態。「依經立義」成為普遍的文化現象，

漢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八二年）：
始元五年，有一男子……自謂衛太

８４

可以從四個方面簡要探討。
一、經書形制的特殊性。漢代，儒家經

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

典用簡策書寫。王利器《讖緯五論》說：

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

「『六經』，策長二尺四寸，《孝經》一尺二

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禦史中二千石

寸，《論語》八寸，此蓋漢人本經與傳記簡

至者並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

顯貴」則誘導並強化了「依經立義」（不僅

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

對孔氏家族如此，對其他「以經義為業者」

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

也是如此）。所以，「累世經學」對「依經立

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

義」成為一種文化現象有促進作用。

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

值得注意的是，王莽纂漢時，曾引《尚

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

書》、《禮記》、《孝經》、《春秋》等經義以

術明於大誼」。由是名聲重於朝廷，在位

文飾其奸行，「侮聖言以濟其私」[42]。這說

者皆自以不及也[40]。

明，「依經立義」有名義上的「依經立義」
與實質上的「依經立義」之分。有的人真正

太子一事，獲得皇上贊賞，百官欽佩。此類

地「依經立義」，把儒家經典當作言行的準

「以經義斷事」、「經以致用」的成功案例

則和依據，而對於像王莽這樣的野心家而

為人們所學習效仿。這些實例也強化了人們

言，「依經立義」是名義上的、表面上的，

用經典指導言行的意識，從而養成「依經

是他們騙取信用、文飾奸行的幌子。

立義」的思維方式。

漢末，大儒鄭玄「博稽六藝，粗覽傳
浩富，弟子眾多，故漢魏之間盛行鄭氏一家

承儒術的情形，稱為「累世經學」。現以孔

之學」 [43]。所以，儒學在三國初期仍有巨

氏為例，說明「累世經學」促進「依經 立

大影響。魏晉時期，玄學興盛。玄學主要代

義」文化現象的形成：
古人習一業，則累世相傳，數十百年

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嵇康、阮籍、向秀、郭

不墜……自周秦以來，世以儒術著者，自

玄學家們對「名教」與「自然」的關係進行

以孔聖之後為第一。伯魚，子思後……安

了討論。有人主張毀棄禮法(「名教」)，但

國、延年皆以治《尚書》武帝時為博士

大多數 人依然維護 儒家的倫理觀 念 [注

……延年生霸，亦治《尚書》，昭帝時為

四十四]。玄學家們的「名教與自然之辯」體

博士。宣帝時為大中大夫，授皇太子經，

現了儒道的融合，儒家思想仍然占據重要

元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霸生光，尤明

地位。另一方面，魏晉之間的王肅之學以司

經學，歷成、平、哀三帝，官御史大夫、

馬氏之姻親而立於學官，「其所著有關《尚

丞相、太傅、太師、博山侯……安國後世

書》、《詩經》、《論語》、三《禮》、《左

傳《尚書》、《毛詩》，有名子建者不仕

傳》等經傳著述，皆為當時所崇尚」[45]；而

王莽。元和中，子建曾孫僖，受爵褒成

杜預集《春秋》、《左傳》研究之大成的

侯。其子長彥好章句學，季彥亦守家學。

《春秋左傳集解》也加深了儒學的影響。

霸七世孫昱，少習家學，徵拜議郎。自霸

南朝（宋齊梁陳）時期，玄學進一步發展，

至昱，卿相牧守五十三人，列侯七人。自

佛教般若學為玄學推波助瀾，但漢學的方

孔聖後，曆戰國、秦及兩漢，無代不以經

法和成果也得到一定的繼承，皇侃所著的

義為業（見於前、後漢書），此儒學之最

在經學史上具有承前啟後作用的著作——

久者也[41]。

《禮記義疏》、《論語義疏》即產生於此一
時期[46]。

個突出的特點：一、嚴守家學；二、累世相

北朝方面，統治者注重以經術取士。

傳；三、仕途顯貴。這三個特點都與「依經

「在上者既知以此取士，士亦爭務於此以

立義」有關，「嚴守家學」與「累世相傳」保

應上之求，故北朝經學較南朝稍盛，實上

證了「依經立義「的純粹與持久，而「仕途

之人有以作興之也」[47]。而且，北朝的各朝

８５

從孔氏經術來看，「累世經學」有三

象等。玄學家講究「清談」，在「清談」中，

有的人真正地「依經立義」，把儒家經典當作言行的準則和依

曾詳細描述漢代孔氏、伏氏、桓氏世代傳

據，而對於像王莽這樣的野心家而言，「依經立義」是名義上的、表

記，所治各經不名一師，參酌古今……著書

面上的，是他們騙取信用、文飾奸行的幌子。

四、「累世經學」。趙翼《廿二史札記》

朱供羅：「依經立義」的內涵及其演變

雋不疑依據《春秋》經義果斷處理衛

史學新論

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

文化中國

統治者莫不以尊儒興學為急務，推行儒家

考試的題目直接來自儒家經典，而官方認

教化，無論中央官學，還是地方官學（州郡

可的儒家經典也不斷擴大。唐初以《易》、

縣學），亦或是私學，都以經學為重（重視

《書》、《詩》、《周禮》、《儀禮》、《禮

[48]

蔡邕所刻石經 ），其經明行修者、名師碩
[49]

記》、《左氏傳》、《公羊傳》、《谷梁傳》合

儒多受重用 。尊儒興學和以經取士，使

稱「九經」，太和、開成年間刻石國子學，合

北朝的崇儒之風較南朝濃厚。

為「十二經」[54]。北宋，《孟子》正式由子書

從漢代至清末，「依經立義」之所以成為一種常見的思維模式與

文化現象，其原因除了儒家經典立於學官，具有崇高地位；儒家學說

８６

受統治者提倡，成為主流意識形態等原因外，還與廣大儒士自覺推行

儒教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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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來看，三國兩晉南北朝，儒學雖

升為經書[55]。儒家法定經典遂有「十三經」

不如兩漢極盛，卻仍然具有重要影響。由

之稱。「十三經」的注疏都有指定版本。南

此，「依經立義」具備生長的土壤。而且，此

宋，朱熹作《四書章句集注》[56]，此書長期

一時期，實行「九品中正」的選才制度，「家

成為科舉考試的入門書，對後代影響極

世、道德、才能」成為考核的標準，其中的

大。在這樣的情況下，「依經立義」勢必成

「道德」標準也促使儒生士子用儒學指導

為廣大讀書人乃至全體成員主導性的話語

其言行，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實踐著「依經

模式。

立義」。略舉一例。據《魏書·儒林傳·劉獻

筆者在研究雲南明末文學家雷躍龍

之》：
劉獻之，博陵饒陽人也。少而孤貧，

時，曾獲得一個很有趣的材料。雷躍龍少時

雅好《詩》、《傳》……曾謂其所親曰：

同學一起到街市游玩，「遇分守使，奇之，

「觀屈原《離騷》之作，自是狂人，死其

邀至署內，試以詩文」，分守使出上聯：

宜矣，何足惜也！吾常謂濯纓洗耳，有異

「雷生與王生，師兄師弟」，當時年僅七歲

人之蹟；哺糟歠醨，有同物之志。而孔子

的雷躍龍不假思索地對出下聯：「武王纘

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誠哉

太王，聖祖聖孫」，分守使驚異良久。此對

斯言，實獲我心」。時人有從獻之學者，

不僅工整，而且出自儒家經典《禮記‧中

獻之輒謂之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

庸》[57]。一個七歲的少年在頃刻之間就能

途，准之四科，要以德行為首。君若能入

引用儒家經典，表明他才思敏捷外，也表

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

明他對儒家經典爛熟於胸，說明「依經立

知。儻不能然，雖復下帷針股，躡屩從

義」已經成為他的一種思維方式。

師，正可博聞多識，不過為土龍乞雨，眩
[50]

惑將來，其於立身之道有何益乎？」 。

「穎異特秀，讀書過目不忘」，一日與王姓

總體來看，從漢代至清末，「依經立
義」之所以成為一種常見的思維模式與文

孔子「我則異於此，無可無不可」，是

化現象，其原因除了儒家經典立於學官，具

針對伯夷、叔齊、柳下惠、少連等人而說，

有崇高地位；儒家學說受統治者提倡，成為

《論語》集解馬融注曰「亦不必進，亦不必

主流意識形態；歷代選官制度（包括推舉

退，惟義所在也」 [51]，表明聖人不固執、不

制、九品中正制，特別是科舉制）使儒經成

走極端、行中庸之道。劉獻之引用經典，認

為利祿之階；儒經傳承講究「家學」、「師

為屈原只是「狂人」，「狂者進取」雖也有

法」等原因外，還與廣大儒士自覺推行儒教

[52]

可取之處 ，但屈原過於執著，他的沉江

有關。「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

自盡是不足為惜的。劉獻之又依「孔門四

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

科」 而立「立身要以德行為本」之義。他

乎？」[58]曾子所言，代表了儒士為實現最高

關於屈原之死的看法以及「立身之道」的意

理想（「仁」）而堅強剛毅、負重致遠、死而

見都是「依經立義」。

後已的精神。

[53]

隋代至清末，實行科舉取士，儒家經

所以，儒士對推行儒教有一種使命的

典成為讀書人獲取功名的利祿之階。科舉

擔當和高度的自覺。「儒者，其為教也大

體面貌。

[59]

就子學而言，諸子百家，眾說紛紜，雖

一以貫之。世或污隆，而斯文不墜」 。
[60]

各成體系，卻被認為是六經的流變與補充。

推行儒教的結果 。儒士以高度自覺的使

《漢書·藝文志》論諸子云：「合其要歸，亦

命與擔當來推行儒教，自然也會促成「依經

《六經》之支與流裔」 [63]。劉勰《文心雕

立義」話語方式與思維方式的普及。
二、橫向延展

龍·諸子》也說：「諸子者，入道見志之書
……述道言治，枝條五經」[64]。
集部分為楚辭、別集、總集、詩文評、

延展的過程。最初，「依經立義」只限於經

詞曲等五類，「以辭藻為尚，以文學為盛，

學的範圍。經學家用序、傳、注、箋、疏、正

……有很多與意識形態無關的文字，因此，

義、解詁、集解等一系列的操作方式來解

離經學也最遠。但是，在儒家經學的普遍

釋經典，傳播經典，教化百姓，推行儒教。

背景之下，依經立義的文字亦隨手可拾」

這是「依經立義」的最初範圍。經學中的

[65]

「小學」雖不特指具體經典，也存在「依經

少內容即有「依經立義」的痕蹟，比如：物

立義」現象。「蓋小學者，國故之本，王教

感說、「興比賦」三義說、流別論。物感說與

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豈專

《禮記‧樂記》「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

引筆劃篆、繳繞文字而已。苟失其原，巧偽

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毛詩序》「情動於

[61]

斯甚」 。

。比如「詩文評」類所收鍾嶸《詩品》，不

中，而形於言」有依立關係。「文已盡而意

章太炎的說法點明了傳統語言文字學

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

（小學）的重要性：固有文化的根本，政治

言寫物，賦也」[66]，「興比賦」三義說，取源

教化的端始，上可以推廣校對經典，下可以

於《毛詩序》「詩六義」之「賦比興」，但將

育民化俗。小學的具體內容包括文字、音

「興」至於「比賦」之前強調詩歌的「文盡

韻、訓詁，三者緊密聯繫，對於經典的傳釋

意餘」顯然有其理論創新，這是一種典型

與推廣的確有著重要作用。

的「依 經 立義」。「流 別論」中，鍾 嶸 對

「依經立義」同樣進入了史學。馬一孚

一百二十二位五言詩人按《國風》、《楚

說：「司馬遷作《史記》，自附於《春秋》，

辭》的源流分列品第，因鍾嶸「態度鮮明地

《班志》因之。紀傳雖由史公所創，實兼用

認為《詩》勝於《騷》」，所以對於騷派詩人

編年之法。多錄詔令、奏議，則亦《尚書》

除了屬於上品的諸家以外，多有貶義[67]。這

之遺意；諸志特詳典制，則出於《禮》。如

也可看出鍾嶸「依經立義」的立場。

《地理志》祖《禹貢》，《職官志》祖《周

四部之外的蒙學同樣可以看出「依經

官》，準此可推。紀事本末則《左氏》之遺

立義」的存在。《三字經》、《千字文》宣揚

則也。史學巨制，莫如《通典》、《通志》、

儒家思想的內容可謂不少。可以說，小孩在

《通考》，世稱三通，然當並《通鑒》計之

啟蒙階段就在接受「依經立義」的教育了。

為四通。編年記事出於《春秋》，多存論議

由以上可知，在小學、史學、子學、文學

出於《尚書》，記典制者出於《禮》。判其失

（集部）、蒙學等學術領域內，古人遵循著

亦有三：曰誣、曰煩、曰亂。知此則知諸史

「依經立義」的原則。

[62]

不僅如此，人們在實踐 層面也運用

可不立也」 。馬一孚以《史記》和《資治

「依經立義」的方式。古人「以《禹貢》治

通鑒》為例，證明了史書的編撰以「經學」

河，以《洪範》察變，以《春秋》決獄，以

為模板，「史學之名，可不立也」的論斷雖

三百五篇當諫書」[68]，可看出「依經立義」

８７

悉統於《書》《禮》《春秋》，而史學之名，

朱供羅：「依經立義」的內涵及其演變

「依經立義」的使用範圍有一個不斷

「斯文不墜」正是儒者「一以貫之」，自覺推行儒教的結

「斯文不墜」正是儒者「一以貫之」，自覺

史學新論

開教化之本原，鑿生靈之耳目，百王損益，

果。儒士以高度自覺的使命與擔當來推行儒教，自然也會促成

不免絕對，卻表明了史書「依經立義」的總
「依經立義」話語方式與思維方式的普及。

矣，其利物也博矣，以篤父子，以正君臣，

文化中國

是人們在社會實踐中自覺運用的思維方

[7]

式。
然而，隨著近代以來的西學東漸、科
舉考試的廢除、新文化運動的興起，狹義
的作為一種強勢話語方式的「依經立義」
已不復存在。
但是，廣義的「依經立義」還存在於

[8]
[9]

許嘉璐主編《傳統語言學辭典》（石家
莊：河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年），
頁六一○。
同[注七]，頁一八九。
李修生、朱安群主編《四書五經辭典》
（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一九九八
年），頁五三三。

[10]

諸偉奇、賀友齡、趙鋒等編著《簡明古
籍整理辭典》（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
版社，一九九○），頁九八。

人們的意識深處。它不再像以前那樣的外
顯，不再頻繁地「子曰」、「詩云」，形式不
[11]

人們的潛意識中，以致我們運用了「依經立

[12]

義」卻難以覺察。
比如，日常生活中，人們習慣引用名人
名言、格言警句，或者家訓、校訓、座右銘
之類，或者司法解釋、政策解讀等，這或
是為了增強說服力，讓別人信服自己的觀

同[注十]，頁二八七。
同[注七]，頁一四四。
[13]
林劍鳴、吳永琪主編《秦漢文化史大辭
典》（上海：漢詞大詞典出版社，二○
○二年），頁七九四。
[14]

黃開國主編《經學辭典》（成都：四川
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頁
一六八。

點，或是設置一個行為標準，指導自己去

[15]

遵守去執行，或是通過專業人士的解讀求

[16]

得共識，這裏面都有「依經立義」的影子。
如此，我們可以說，「依經立義」在縱向的
四部之外的蒙學同樣可以看出「依經立義」的存在。《三字

８８

經》、《千字文》宣揚儒家思想的內容可謂不少。可以說，小孩在啟

蒙階段就在接受「依經立義」的教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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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那麼鮮明，而是更內隱、更寬泛地存在於

延續上已經走向終結，而在橫向的延展上，
「依經立義」仍然廣泛存在於我們的文化
基因當中。
(基金項目：二○一六年國家社科西
部項目，編號：2016XZW001)
[1]

[2]

[3]

[4]
[5]

[6]

同[注九]，頁五三四。
姜廣輝主編《中國經學思想史》卷二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
三年），頁一二。

[17]

同[注三]。
[美]巴雷特著，楊昭明等譯《非理性的
人》（北京：商務印書局，一九九五
年），頁一二八。

[18]

[19]

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
（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頁
一五一二。

參看曹順慶、王慶《中國文學理論的話
語重建》，載《文史哲》二○○八年第
五期。

[20]

余衛國《儒家「依經立義」的話語言說
方式探析》，載《內蒙古社會科學》二
○○九年第四期。

[21]

曹順慶、王慶《中國傳統學術生成的奧
秘：「依經立義」》，載《中州學刊》
二○一二年第五期。

[22]

同[注三]。
羅邦柱主編《古漢語知識辭典》（武
漢：武漢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頁一三七。

[23]

朱子南主編，王永健、卞兆明、尤振中
等編寫《中國文體學辭典》（長沙：湖
南教育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頁
一二三。

王弼注，孔穎達等正義《十三經注疏·
周易正義》（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七），頁八十。
曹順慶《中外比較文論史》（濟南：山
東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頁四○
一。
班固著，顏師古注：《漢書》（北京：
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頁
一七四五。
同[注二十二]，頁一七四六。
「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芻蕘狂夫
之議」也說明其價值很有限。

[24]

[25]

黃霖、韓同文《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
（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二
○○○年），頁一○三。

[26]

同[注二十五]，頁四五。

三八。

同[注二十八]，頁三三三。
[32]
同[注一]。
[33]
筆者得到這樣一則材料，一本晚清時期
刻印的鄉規民約，其中有「勿棄字紙」
的規定：「自蒼頡作書，闡天地之靈
秘，而文章流遍宇宙。愚魯因之而睿
智，貧賤以之而富貴。至於人情之險
巇，世事之紛糾，莫不由此而底定，則
片紙隻字實為上天所珍惜。學人君子，
不可不深加敬畏者也！況散之為字，集
之成經，以此推之，一字一經也」。如
此看來，民間「勿棄字紙」的習俗有著
深層的文化原因，那就是敬畏文字，敬
畏經典。有字之紙尚且如此敬畏，對於
儒家之「經」自會遵從無違。「勿棄字
紙」的習俗體現了「依經立義」對人的
思維慣性。
[34]

杜預注，孔穎達等正義《十三經注疏·
春秋左傳正義》（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頁二○○○。

[43]

劉師培《劉申叔遺書》（南京：江蘇古
籍出版社，一九九七年），頁四八七。

[44]

陳瑛，許啟賢主編《中國倫理大辭典》
（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
年），頁一九三。注：嵇康《與山巨源
絕交書》有「非湯武而薄周孔，越名教
而任自然」之句，而夏侯玄、王弼、郭
象等則主張名教與自然的調和、統一。

[45]

同[注十六]，頁六三○。
參看姜廣輝《中國經學思想史》卷二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
三年），頁七○一、七○二。

[46]

[47]

同[注四十一]，頁三一四。
從漢靈帝熹平四年(公元一七五)開始，
至光和六年（公元一八三)完成。共刻了
七部儒經，有《周易》、《魯詩》、
《尚書》、《春秋》、《公羊傳》、
《儀禮》、《論語》。由蔡邕用隸書一
體寫成，故又稱「一體石經」。共刻
四十六石，立於洛陽太學門前，為最早
的儒經官定本。

[48]

[35]

[49]

[36]

[50]

[38]

[51]

王利器《當代學者自選文庫：王利器
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頁三九九。

同[注二十二]，頁三○六六。
[37]
姜廣輝認為「經以致用」是漢代經學闡
釋的特徵之一，見《中國經學思想史》
卷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
○三年），頁十頁。

[40]

同[注二十二]，頁三○三七、三○

參看陳朝輝《北朝儒學教育及其影
響》，載《齊魯學刊》一九九一年第六
期。
魏收《魏書》卷八四《儒林傳》之《劉
獻之》（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七四
年），頁一八四九、一八五○。《北
史·儒林傳》收有《劉獻之傳》，稍
略。
程樹德撰，程俊英、蔣見元點校《論語
集釋》（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
年），頁一二八五。

[52]

《論語·子張》：「子曰：『不得中行
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
有所不為也』」。《論語集解》包咸
曰：「中行，行能得其中者。言不得中
行則欲得狂狷者。狂者進取於善道，狷

８９

同[注十六]，頁十。
[39]
趙翼《廿二史札記》曾有一條「漢時以
經義斷事」的筆記，記有包括雋不疑處
理假太子在內的六個事例。詳見趙翼
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札記校證》
（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頁
四三。

朱供羅：「依經立義」的內涵及其演變

[31]

「王莽引經文以文其奸」，詳見趙翼
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札記校證》
（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頁
七四、七五。

近代以來「依經立義」不再像以前那樣的外顯，不再頻繁地

[42]

同[注二十八]，頁三三三。
[30]
思維內容即思維所反映的關於被研究對
象的具體知識，思維形式是思維對特定
對象及其屬性的反映方式，基本的思維
形式有概念、判斷、推理等。

「子曰」、「詩云」，形式不再那麼鮮明，而是更內隱、更寬泛地

[29]

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札記校
證》（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四
年），頁一○○。

存在於人們的潛意識中，以致我們運用了「依經立義」卻難以覺

[41]

察。

同[注三]。
呂智敏主編《文藝學新概念辭典》（北
京：文化藝術出版社，一九九○年），
頁三三三。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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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日常生活中都有「依經立義」的影子。如此，我們可以說，

「依經立義」在縱向的延續上已經走向終結，而在橫向的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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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依經立義」仍然廣泛存在於我們的文化基因當中。

文化中國

者守節於無為，欲得此二人者，以時多
進退，取其恒一者也」。見程樹德撰，
程俊英、蔣見元局點校《論語集釋》
（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年），頁
九三一、九三二。
[53]

《論語·先進》：「德行：顏淵、閔子
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
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
子夏」。

[54]

虞雲國主編《宋代文化史大辭典》上冊
（上海：漢語大辭典出版社，二○○六
年），頁五。

[55]

同[注五十四]，頁五。
朱熹編四書的順序為：《大學》《論
語》《孟子》《中庸》，後人因為《大
學》《中庸》的篇幅較短，為了刻寫出
版的方便，而把《中庸》提到《論語》
之前，成了現在通行的《大學》《中
庸》《論語》《孟子》的順序。

[56]

[57]

見鄭玄注、孔穎達等正義《十三經注
疏·禮記正義》（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頁一六二八。

[58]

同[注五十一]，頁五二七。
[59]
李延壽《北史》卷八十一《儒林傳》
（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頁
二七○三。
[60]

據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漢代的循
吏能利用「吏」的職權推行「師」的
「教化」，其影響所及較不在其位的儒
生為大。循吏有三項主要活動：富民、
教民和理訟，這三項活動正符合孔子所
重視的「富之」、「教之」和「無
訟」，這說明循吏推行儒教也是有意識
的。參看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
海人民出版社，二○一三年），頁
一五九、一六○、一八一。

[61]

章太炎著，陳平原導讀《國故論衡》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三年），頁
十。

[62]

９０

馬一孚《論六藝該攝一切學術》，載胡
曉明、傅傑主編《釋中國》卷二（上海

文藝出版社，一九九八年），頁
八九六。
[63]

同[注二十二]，頁一七四六。
張國慶、塗光社《〈文心雕龍〉集校、
集釋、直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
版社，二○一五年），頁三二五、
三三一。

[64]

[65]

同[注三]。
郭紹虞主編《中國古代文論選》第一冊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一年），頁
三○九。

[66]

[67]

蔡鍾翔、黃保真、成復旺《中國文學理
論史》（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頁三二○。

[68]

皮錫瑞著，周予同注釋《經學歷史》
（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頁
九十。

On the Connot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argument in accordance with
Classic”
ZHU Gong-luo(School of humanities,
Kunming University)
Abstract： As a far-reaching cultural
phenomenon, 「the argument in accordance
w i t h C l a s s i c」 c a n b e r e c o g n i z e d
f rom m a ny a s p e c t s s uch a s a way of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s, a
way of lang uage expression, a way of
meaning generation, a way of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 way of academic heritage,
a nd a way of t h i n k i ng. It s evolut ion
experienced the vertical continuation and
the horizontal extension. Even to this day,
it still exist in our cultural genes.
K e y w o r d s： t h e a r g u m e n t i n
accordance with Classic, Connotation,
Evolution, vertical, horizo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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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六朝墓志的形制及其演變
──以材質形狀與刻文紋飾為主的考察
■ 朱智武

要：六朝墓志的書法藝術逐漸受

或少有所論及。然或因材料有限，泛泛而

到學術界的關注，詳細考辨六朝墓志的形

談，失之籠統；或因研究側重不同，略有所

制特徵與風格演變，當具學術價值。綜合

及，失之粗簡。鑒此，筆者擬以六朝出土墓

分析墓志材質、形狀、刻文方式及紋飾等

志材料為專題考察對象，詳細分析六朝墓

方面所呈現的特徵，可以考見，六朝墓志

志在材質、形狀、刻文方式及紋飾等方面

形制的變遷經歷了三個重要階段，且階段

所呈現的特徵，進而考察其形制與藝術風

性特點明顯。

格的遷變歷程。

摘

關鍵詞：六朝；墓志；形制；紋飾；

建國以來，隨著出土墓志數量的不斷

質和磚質兩類。磚質墓志多見於東晉及南

增多，六朝墓志的書法藝術逐漸受到學術

朝宋大明（四五七至四六四年）以前 [2]，石

界的關注，相關成果越來越多 [1]。然而，前

質墓志則多發現於南朝宋元徽（四七三至

人研究多聚焦於墓志書體的分析與考察，

四七七年）以後。當然，在東晉、南朝這一

或從書法史的角度，探討六朝墓志書法在

比較長的歷史時期內，石質、磚質墓志的使

中國書法藝術發展史上的地位與遷變歷

用並不存在截然兩分的年代界線。如南朝

程；或從藝術史的層面，闡發六朝墓志書

宋元徽（四七三至四七七年）以前，石質墓

法的風格取向與美學構成，而對於墓志書

志也時有發現，雖然在數量上遠較磚質墓

法的載體——六朝出土墓志——的形式變

志少，但其使用卻是斷斷續續地貫穿了這

化關注不夠，對六朝墓志的形制與書法藝

一整個歷史時段[3]。
從形狀上看，六朝墓志基本上可分為

言，墓志書法一旦上升到藝術的高度，則無

長方形、正方形、碑形三類。其中，以長方

法剝離墓志形制在形式上所賦予它的美

形墓志居多 [4]。但長方形墓志在縱橫比例

感。如果說書法形制要求體現「合理」和

上又存有差異，出現縱長橫短的豎狀與橫

「盡善」，而 藝 術則強調「合式」與「盡

長縱短的橫狀兩種樣式。東晉二十八方長

美」，那麼，墓志書法藝術必然趨向「理」與

方形墓志（磚質二十四方，石質四方）中，

「式」的統一，以「盡善盡美」為旨趣。因

除王建之及其妻劉媚子三方墓志為橫長縱

此，墓志形制的考察之於墓志書法藝術研

短的橫狀以外 [5]，其餘二十五方均為縱長

究的意義，不言而喻。

橫短的豎狀。而南朝十五方長方形墓志

關於六朝墓志的形制問題，前人或多

（磚質四方，石質十一方）中，豎狀六方，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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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的聯動，缺乏相應的系統考察。勿庸諱

六朝墓志的書法藝術逐漸受到學術界的關注。綜合分析墓志材

從材質上看，六朝出土墓志可分為石

質、形狀、刻文方式及紋飾等方面所呈現的特徵，可以考見，六朝

一、材質與形狀

墓志形制的變遷經歷了三個重要階段，且階段性特點明顯。

書法；藝術風格。

朱智武：試論六朝墓志的形制及其演變

南京曉莊學院

文化中國

狀九方。
就長方形墓志而言，六朝墓志存在自
豎狀向橫狀演變發展的傾向，尺寸亦由小
漸大。至於石質與磚質墓志在縱、橫長度
比例上存在差異的現象，其原因很大程度
上是受製作工藝的限制。不難想見，以當時
的手工製作技術與條件，按正常尺寸，石質
墓志如果縱、橫長度比例過大，則不易採

規格（單位：厘米）：一種為三十乘十五乘

集與製作；而磚質墓志則不存在這種情

五左右；一種為五十乘二十五乘六左右。

況，只要製造一定比例的磚模進行燒製即

縱、橫長度比例基本保持在二比一左右。前

可。此外，在論及豎狀墓志向橫狀墓志逐

者往往取材普通墓磚，直接刻製或稍加打

漸演變的現象時，有學者認為「豎式顯然

磨後再刻；後者為特別燒製的墓志磚，較

是承襲地面碑的遺風，而橫式則可能是受

普通墓磚大。長方形石質墓志的尺寸規格

晉代『帖學』之風的影響」 [8]。對此，筆者

不一，通常因志文字數的多寡而不同，但

以 為 豎 狀 向 橫 狀 的 演 變 雖 然 不乏受 到

總體上看比特製磚墓志還要大，縱、橫長

「碑」與「帖」的影響，然而根本原因還在

度比例基本在一點四比一左右，比磚質墓

於志 文字 數多寡 的限制。因為，無論 是

[6]

志小。當然，像東晉謝鯤墓志 的縱、橫長

「帖」還是「碑」，在當時書寫、鐫刻都是遵

度比例為三點六三比一，南朝宋晉恭帝石

循「自上而下，從左至右」的習慣，字數少，

[7]

墓志書法一旦上升到藝術的高度，則無法剝離墓志形制在形

式上所賦予它的美感。如果說書法形制要求體現「合理」和「盡

９２

善」，而藝術則強調「合式」與「盡美」，那麼，墓志書法藝術必

然趨向「理」與「式」的統一，以「盡善盡美」為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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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上，長方形磚質墓志大致有兩種

碣 的縱、橫長度比例為四點一六比一，均

則佔用空間小，左右寬度必然較小而漸趨

超出其他石質墓志及磚質墓志的正常比

於豎狀；反之，字數多，則佔用空間大，左

例，可謂特例。

右寬度必然拉大而被迫趨向橫狀發展。
六朝墓志中，正方形（或近正方形）墓
志發現較少，僅五方（東晉溫嶠一方，南朝
齊王寶玉、蕭融、蕭敷及永陽敬太妃等五
方）。從使用時間上看，主要是東晉及南朝
齊以後。正方形墓志的使用，可能與墓主的
等級身份存在一定的關係。溫嶠官至使持
節、侍中、大將軍、始安忠武公，為東晉出
土墓志中墓主等級身份最高者 [9]；南朝四
方正方形墓志的墓主均係蘭陵蕭氏族人，
屬宗室貴族 [10]。然考慮到南朝王纂紹、蕭
象等其他宗室貴族墓志並不作正方形，因
而可以認為南朝墓主的等級身份對使用正
方形墓志的限制已不如東晉時期那麼嚴
格。
碑形墓志建國以來發現雖然不在少
數，但志文多漫漶嚴重而隻字不存，現所
知尚存文字者僅三方（東晉張鎮、溫式之等
二方，南朝陳佚名一方） [11]。然而，此三方
碑形墓志在具體特徵上則又存在差異，主

太寧三年（三二五）張鎮墓志出土時保存

側面續刻紀年[17]。這可能同刻工的鐫刻風

最為完好，形制無損，作圓首碑形，額有

格及習慣有關[18]。

穿，下有盝頂形趺，志身與趺之間以榫槽相
[12]

再從正側兩面、正反兩面所刻的內容
來看，也存在一定的差異。正側兩面刻的

土時雖已碎為數塊，然拼合後其形制仍可

墓志，多簡略，側面一般為紀年文字，且多

窺見，為圭首碑形帶榫，下有方形趺與志身

刻在左側面，如趙士崗卞氏王夫人墓志、呂

相連；陳佚名墓志出土時形制完整，為半

家山李氏三方墓志等 [19]；正反兩面刻的墓

圓首碑形，下有龜趺。如果從三者的具體特

志，則相對繁複，反面不僅有紀年文字，還

徵來看，張鎮、溫式之二方墓志，與洛陽出

包含正面無法刻完的其他內容。

土的西晉和國仁、菅洛、裴祗、郭槐、徐美

從紋飾上看，東晉、南朝墓志較為簡

人等墓志的形制十分相近；南朝龜趺碑形

陋，不如北朝墓志紋飾變化繁多、內容豐

墓志與同時期陵墓前的神道碑（如梁始興

富。一般是在石、磚上直接刻文，或稍加打

忠武王蕭憺神道碑）相似。可見，東晉碑形

磨後再刻，但部分墓志也有一些簡單的裝

墓志主要是繼承了西晉同類墓志的特點，

飾，如磚面印有粗繩紋、施以黑色漆狀物、

而南朝碑形墓志則更多是受當時神道碑的

刻有細線方格、字口填塗朱砂等 [20]。雖然

影響。

這些墓志的紋飾仍顯粗略、簡單，但較之

二、刊刻與紋飾
從刻文方式來看，六朝墓志均為豎刻
右讀，然而在刻面上又存在一定差異：東晉

其他不作任何修飾而直接刻文的墓志來
說，裝飾的意圖還是比較明顯的。

三、形制演變與藝術關聯

墓志存在刻面較多的特點，主要有單面刻

基於以上從材質、形狀、刻文方式及

文、正側兩面刻文、正反兩面刻文等三種；

紋飾等方面的詳細考察與分析，我們進而

而南朝墓志除宋元嘉二年（四二五）宋乞

可以將六朝墓志形制的發展演變過程，大

三方磚質墓志中的一方為正側兩面刻文外

體劃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13]

，餘皆為單面刻文，刻面趨向單一。綜觀

第一階段為東晉至南 朝宋大明

多面刻文的墓志，或為尺寸較小，如升平元

（四五七至四六四年）以前。該時期磚質墓

年（三五七）劉剋墓志（二十七乘十五點五

志流行，石質墓志少見；呈現出形狀多樣、

[14]

乘三點五） ；或為刻文較多，如咸康六年

紋飾不一、尺寸小、刻面多等特點，表明這

（三四○）王興之夫婦墓志（共刻二百零三

一階段的墓志形制尚未定型。

[15]

；或 受 形 狀 約 束，如 太 寧 元 年

第二階段為南 朝宋大明（四五七至

（三二三）張鎮、太和六年（三七一）溫式

四六四年）至元徽（四七三至四七七年）之

之墓志 [16]。可見，出現刻文方式多樣化的

間。是磚質墓志逐漸消失，石質墓志開始

根本原因在於受志石尺寸的限制，在志文

廣泛使用的過渡時期；墓志的形狀漸趨統

字數較多而單面無法刻滿的情況下，不得

一，尺寸增大，刻面減少，紋飾少見，表明

已而采取多面刻文這一補救措施。

這一階段的墓志形制開始定型。

字）

第三階段為南朝宋元徽（四七三 至

如 南 京呂家 山出 土 的 東晉 升 平元 年

四七七年）以後至陳朝。墓志的材質、形

（三五七）李緝、李摹、李纂妻武氏三方墓

狀、尺寸、刻文方式、紋飾等基本統一，

志同為正側兩面刻文，然而僅李緝墓志因

表明這一階段的墓志形制已完全定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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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其中也存在比較特殊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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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 ；太和六年（三七一）溫式之墓志出

史學新論

正面完全可以刻完的情況下，仍採取另在

就長方形墓志而言，六朝墓志存在自豎狀向橫狀演變發展的傾

（盝頂形趺、方趺、龜趺）兩方面。如東晉

向，尺寸亦由小漸大。至於石質與磚質墓志在縱、橫長度比例上存

正面刻滿而在側面續刻紀年，另二方卻在
在差異的現象，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受制作工藝的限制。

要表現在碑首（圓首、半圓首、圭首）與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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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

年）、咸安（三七一至三七二年）、太
元（三七六至三九六年）、劉宋永初
（四二○至四二二年）、大明（四五七
至四六四年）年間各一方。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在考察六朝墓志
形制特徵的同時，尚可發現六朝墓志書法
藝術與墓志形制亦存有一定關聯。從質地
來看，磚質墓志書法相對草率，文字往往

[4]

大小參差，字體的間架結構和筆劃多顯隨
意；而石質墓志較磚質墓志的書法更為精

[5]

湛，刻工亦佳，無論是東晉謝鯤墓志、晉恭
帝玄宮石碣那種沿襲曹魏、西晉隸法傳統
[6]

石墓志的方筆隸書，還是南朝王寶玉墓志
[21]

等的典型楷書，都表現出字形端莊、筆力

健勁、結字規整、法度嚴謹、分行佈白更見

[7]

章法的特點，藝術價值明顯。從形狀來看，
如果說東晉謝鯤墓志、晉恭帝玄宮石碣等

[8]

長條形墓志，與頗具魏晉隸法傳統「波挑
明顯」的隸書的結合，更顯其樸茂古拙的
漢隸風格的話，那麼王建之及其妻劉媚子
石墓志等長方形墓志書法與字形方整、棱
角分明的方筆隸書的結合，則有形神兼
東晉、南朝墓志較為簡陋，但部分墓志也有一些簡單的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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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這些墓志的紋飾仍顯粗略、簡單，但較之其他不作任何修飾而直

接刻文的墓志來說，裝飾的意圖還是比較明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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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隸書，張鎮墓志、王建之及其妻劉媚子

備、相得益彰之妙。
[1]

[2]

[3]

本文所討論之「六朝」，係指中國歷史
上公元三至六世紀相繼建都於建業（後
稱建康，治今江蘇南京）的六個王朝
（孫吳、東晉、宋、齊、梁、陳）。又
因迄今未見有孫吳時期的出土墓志，故
本文所討論的「六朝墓志」，實指東
晉、南朝墓志。目前所見歷代出土的
七十三方東晉南朝墓志，詳參朱智武：
《東晉南朝墓志研究》（台灣花木蘭文
化出版社，二○一四年），頁六七至
一五三。
南京油坊橋及棲霞山出土的南朝宋黃
天、蔡冰二方墓志，均為磚質，雖無確
切紀年，然據其形制、內容仍可判斷為
劉宋初期之物。
南朝宋元徽（四七三至四七七年）以前
出土墓志中可知材質者四十一方，其中
磚質三十三方，石質八方。然此八方石
質分別為東晉太寧年間（三二三至
三二六年）二方，咸康（三三五至
三四二年）、太和（三六六至三七一

[9]

東晉南朝出土墓志形狀明確者共五十一
方，其中長方形四十三方、正方形（或
近正方形）五方、碑形三方。
南京市博物館：《南京象山八號、九
號、十號墓發掘簡報》，載《文物》二
○○○年第六期。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南京戚家山
東晉謝鯤墓簡報》，載《文物》
一九六五年第六期。
李蔚然：《南京富貴山發現晉恭帝玄宮
石碣》，載《考古》一九六一年第五
期。
袁道俊：《六朝墓志的若干特點》，載
《第五屆中國書法史論國際研討會論文
集》（文物出版社，二○○二年），頁
一三七至一四四。
南京市博物館《南京北郊東晉溫嶠
墓》，載《文物》二○○二年第七期。

[10]

朱智武：《東晉南朝墓志研究》（台灣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二○一四年），頁
一三一至一三三、一三四至一三五、
一三八至一四一、一四一至一四三。

[11]

王志高《六朝墓志及買地券書法述略》
（載《第五屆中國書法史論國際研討會
論文集》，頁一二一至一三六）一文曾
提到，南朝尤其是齊、梁、陳三朝圓首
碑形、下有龜趺座形制的墓志發現數量
不在少數，只是志文多漫漶嚴重而隻字
不存。南京司家山謝氏家族墓M1（南朝
墓）曾出土碑形、半圓首、龜趺石墓志
一方，通高五十八厘米，志文隻字不
存，可證。如此，則南朝宋以後碑形墓
志還是相當盛行。

[12]

鄒厚本：《東晉張鎮墓碑志考釋》，載
《文博通訊》一九七九年第二十七輯。

[13]

南京市博物館、斯仁：《江蘇南京市中
華門外鐵心橋出土南朝劉宋墓志》，載
《考古》一九九八年第八期。

[14]

鎮江市博物館：《鎮江市劉剋墓的清
理》，載《考古》一九六四年第五期。

[15]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南京人台山

[18]

[19]

東晉、南朝側面刻文的墓志主要刻於左
側面，僅謝球一方墓志例外，居右側。
謝球墓志的側面刻文為「晉故輔國參軍
豫州謝球安厝丹楊郡牛頭山」，居右
側，與其他墓志側面多為紀年文字、居
左側有異，比較特殊。聯係刻文內容與
所在位置，此側面文字似乎含有「題
名」之意，即與此後不久的謝珫墓志首
題「墓志」的作法相同。首先，刻文居
志石右側面，從東晉、南朝墓志均為豎
刻右讀的習用格式來看，右側志文當先
於正面志文而刻；其次，右側刻文所記
「墓主職官、籍貫、姓名、葬地」等內
容十分簡練，而這些內容在正面刻文中
均有詳細敘述，所以從內容上看，右側
刻文可謂起到了概括全篇志文的作用，
類似此後定型墓志的「題額」；再者，
謝球墓志刊於東晉義熙三年（四○
七），與首題「墓志」的劉宋永初二年
（四二一）謝珫墓志，相去甚近。據此
可以推斷，謝球墓志的側面刻文應是
「墓志」這一名稱出現的前身。

[20]

這些簡單的紋飾主要見於部分東晉墓
志，南朝墓志基本上是不作任何修飾
的。字口填塗朱砂的現象見於南京仙鶴
觀高崧家族墓和呂家山李氏家族墓出土
的七方墓志，有學者認為「這與六朝買

[21]

邵磊：《南齊王寶玉墓志考釋》，載
《文獻》二○○三年第四期。

Research on the Shapes of
Epitaphs in Six Dynasties
Zhu Zhi-wu (Nanjing Xiaozhuang
College)
Abstract: As one kind of calligraphic
ar t, the callig raphy of Six Dy nasties’
epitaphs has got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from the academia. In hence, it is valuable
t o s t u d y t h e s h a p e s of e pit a p h s a n d
their evolvement in Six Dynasties. By
analyzing features of the materials, shapes,

朱智武：試論六朝墓志的形制及其演變

由於墓主同為李氏家族成員，且葬於同
一年份，此三方墓志可能出自同一刻工
之手，鐫刻風格相近亦在情理之中，從
而導致這一現象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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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博物館：《南京呂家山東晉李氏
家族墓》，載《文物》二○○○年第七
期。

如果說長條形墓志與頗具魏晉隸法傳統「波挑明顯」的隸書

[17]

的結合，更顯其樸茂古拙的漢隸風格的話，那麼王建之及其妻劉媚

南京市博物館：《南京市郭家山東晉溫
氏家族墓》，載《考古》二○○八年第
六期。

子石墓志等長方形墓志書法與字形方整、棱角分明的方筆隸書的結

[16]

地券常見塗朱或者直接用朱砂書寫的性
質相似，可能和當時道教的流行有關。
因為丹砂在當時常被神仙家用來煉取黃
白、金丹，但也可能是當時葬制的規
定」（羅宗真、王志高《六朝文物》，
南京出版社，二○○四年，頁
二二二）。筆者以為，使用朱砂除了可
能與宗教信仰與葬制規定有關外，還有
更為簡單實用的目的。蓋因朱砂顏色鮮
艷且不易消褪，將其填塗於字口或界格
內，則刻文更加醒目、清晰，保存時間
也更為久遠。筆者老家皖西農村至今尚
見以朱砂描摹墓碑刻文以防漫漶的現
象，道理相通。

合，則有形神兼備、相得益彰之妙。

東晉興之夫婦墓發掘報告》，載《文
物》一九六五年第六期。

engraved text form and motifs of epitaphs
c o m p r e h e n s i vel y, we m a y m a ke t h e
conclusion that the evolvement of shapes of
epitaphs in Six Dynasties has experienced
three important stages with prominent
periodic characteristic.
Key words: Six Dynasties; epitaphs;
shapes; motifs; calligraphy; art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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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人物

動蕩年代的人格魅力
──洪深的「如戲人生」
■ 張向東

要：洪深作為現代中國戲劇和

……我父親不幸的政治生命，使得我

國產電影的開拓者，其人生軌跡和命運沉

陡然感受人情的慘酷。我父親下獄之後，

浮頗富戲劇性，正如常人所說：人生如

許多親戚朋友，尤其是我父親得發時常來

戲，戲如人生。然而正因洪深是一個戲劇

親近的，立刻都拿出了猙獰的面目。一個

家，所以，他的「如戲人生」就更顯吊詭

不負責任無能為力的我，時時要被他們用

（paradox）。本文試圖通過洪深生平中的

作譏諷或詬罵的對象。而普通的人士呢，

「不怕死」、「遺囑」、「自殺」、五十

更是懷疑你，鄙視你，隱隱地把你不齒人

壽辰、書信函電、唱和詩、畫像等微末細

類；仿佛你做了人，吸一口天地間的空

節的事件，勾勒洪深生動和極具個性的形

氣，也是你應當抱歉的事情。……但身受

象，展示一代文人在動蕩年代中的精神風

的我，卻從此深深地認識到了一個人處在

貌和人格魅力。

不幸的環境中的痛苦；自己做過「在底下

摘

洪深作為現代中國戲劇和國產電影的開拓者，其人生軌蹟和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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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沉浮頗富戲劇性，正如常人所說：人生如戲，戲如人生。展示一

代文人在動蕩年代中的精神風貌和人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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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洪深；如戲人生；不怕死；

的狗」（Under dog），總能廣遍地同情於
一切在底下的狗的[2]。

人格精神。

一九三三年九月，洪深再次為自己因
父親而背負的沉重「遺產」而鳴不平：
你最刻薄的，恐怕也就是你最得意的

引言
洪深（一八九四至一九五五年），江蘇

筆，就是說我是「洪述祖的令郎」，「先

武進人，字淺哉，號伯駿，其六世祖為清代

天遺傳下反革命的種子」，反革命等於殺

經學家、文學家洪亮吉（一七四六至一八○

頭，這不就是立即就地明正典刑梟首示眾

九年），其父洪述祖（一八五五至一九一九

的罪名嗎？一個人和別人有仇嫌，便連人

年）為民國 初年刺 殺 宋 教仁 的主犯，於

祖宗八代一起罵……」[3]。

一九一七年被捕，一九一九年處以極刑。出

洪深的學生馬彥詳在一九八一年的一

生在如此顯赫的家世，而又經歷如此的不

次訪談中說：「一九四二年我和洪先生都

幸，對洪深一生有莫大的心理創傷。

在江安劇專教書……有一次談到了他的家

一九一六年，當洪深在清華讀書時，

庭問題所給予的影響。他說：『我的那次

就流露出了厭世主義的思想：「雖知萬事

家庭變故，給我的打擊實在太大了，從那個

皆空，終不能一塵不染。世之有厭世主義，

時候起，我就決定，第一，我這一輩子決不

何哉？世之自謂看破一切者又何取哉？」

[1]

洪深後來多次提到這件事給他的打
擊：

做官；第二，我決不跟那些上層社會的人
去打交道。我要暴露他們，鞭撻他們，這樣
我就只有學戲劇這一條路，這條路我在國

塵，受了『人生一場戲耳』這句話的影響，

建議。影片開始定名為《紈絝子弟》、《馮

是一種消極的表現，這是他們對我的不理

大爺》，後經朋友的建議，才改為現名。下

[4]

解」 。
洪深於一九一六年從清華學校畢業
後，先後在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學習燒瓷

面黎錦輝給洪深的這封信，就是對這部影
片定名的建議：
洪深先生：
昨夜與楊君閒談，覺得《馮大爺》之

學習戲劇與文學（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二年）

定名，不及《馮大少爺》好，何以呢？因

並獲碩士學位，成為中國到國外去專攻戲

為大爺的稱謂，及其所含之象徵意義，似

劇的「破天荒第一人」，同時，洪深還在坎

乎只限於北直一隅；正定，開封，西安，

雷博士所辦「波士頓表演學校」學習發音、

青島等處，便不甚確切了（多半係稱伯父

表演和跳舞，在考柏萊劇院附設的「戲劇

為大爺，而一般尊稱用之如咱們北京所謂

學校」，學習表演、導演、舞台技術和劇場

「大爺」者，悉稱「老爺」）。至於江浙

經營管理。

閩粵，大爺之意義亦與北京不同。鄂湘川

洪深一九二二年回國後，一邊在多所

桂多以大爺二字為卑賤老邁之人的尊稱；

大學執教，一邊又從事於戲劇和電影的編

黔湘之一部及贛省，呼男僕為大爺；故鄙

劇、導演和演出工作。經歷過二三十年代的

意以為不如改成《馮大少爺》較切當。因

白色恐怖、抗戰期間的顛沛流離……，直

為「擺大少爺架子」一句話，差不多全國

至一九五五年去世。

一致，與劇情且十分切合。不知高見以為

我說洪深「人生如戲」者，並非混世

如何？

主義的意思，而是說在洪深並不算很長的

黎錦暉 七月廿日[5]

一生，其經歷跌宕起伏，榮辱交替，生離死

黎錦暉（一八九一至一九六七年）是我

別，悲喜交加，其本身便是一出令人扼腕

國現代著名的兒童歌舞音樂的創始人，其

頓足的戲劇。

兄黎錦熙是著名的語言文字學家和國語運

縱觀洪深一生，他既為名門之後，又

動的宣導者，兄弟八人號稱湘潭「黎氏八

為「逆賊」之子；他先學陶瓷，後學戲劇，

駿」。黎錦暉一九二一年到上海中華書局，

當導演，作演員；他精忠報國，憤而自殺

負責編寫中小學國語課本。同時，也與上

……，在他身上，我們看到的，既是人生如

海影劇界的交往非常密切。所以，當洪深

戲，也是戲如人生。關於洪深的生平事蹟，

編導的這部電影正在醞釀時，黎錦暉從他

已有多部年譜、傳記做了詳盡的考查，無

非常熟悉的語言民俗角度，為該片的定名，

需在此贅述。本文擬就洪深的「不怕死」、

提出了非常專業的建議。
黎錦暉不僅關心洪深拍攝的這部電

關於他的畫像、書信函電等微末的文人逸

影，而且非常支持洪深乾脆放棄教書生

事，為這位戲劇家的「如戲人生」做一生動

涯，專心投入中國新興的電影事業。就在

注解。

《馮大少爺》初演成功、好評如潮時，影評

一、電影的片名與黎錦暉的信

人唐越石對黎錦暉鼓勵洪深投身電影界，

《馮大少爺》是一九二五年由洪深給
明星影片公司編劇、執導的一部國產無聲
電影，也是洪深自編自導且搬上銀幕的第

有這樣的記載：
《馮大少爺》影片，在中國自製的影
片裏，可當空前這兩個字無愧了。
黎錦暉在劇場門口對洪深說：「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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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囑」、「自殺」、「五十壽辰」等事件和

張向東：動蕩年代的人格魅力

專業（一九一六至一九一九年）、哈佛大學

歷史人物

的過程中，得到不少影劇界同仁的關注和

說洪深「人生如戲」者，並非混世主義的意思，而是說在洪深

說：『有的人以為我的轉業是由於看破紅

並不算很長的一生，其經歷跌宕起伏，榮辱交替，生離死別，悲喜

一部影片。這部影片在從構思到編導、拍攝
交加，其本身便是一出令人扼腕頓足的戲劇。

內學校讀書的時候就有了基礎的』。他還

文化中國

是下半年預備教書嗎？請你趕快向各方面

志已向法院起訴，尚祈再接再厲，奮鬥到

取消成約，來專做導演影片的事業」。這

底，務達合法解決之目的，以爭國家民族

種話講得很得當，因為在中國影片的攝影

之光榮，臨電神馳，諸維亮察！
中國國民黨江蘇省黨務整理委員會叩

場裏，的確少不了要有一個稱職的導演
[6]

者」 。

二、「不怕死」·遺囑
我們常說某某偉大，這不是要給他貼
張標籤了事。偉大者是要以其偉大的行動

[7]

皓 。

在此事件中，洪深為國家民族之榮譽
挺身而出，大義凜然，拍案而起的義舉，十
足代表了中國知識份子威武不屈的抗爭的
精神。

洪深為國家民族之榮譽挺身而出，大義凜然，拍案而起的義

舉，十足代表了中國知識份子威武不屈的抗爭的精神。洪深時時

準備以身殉國，其壯言壯行，堪為士林楷模。

二○一六年第二期（總第八十九期）

來證明其偉大的。而且這些行動本身，若

抗戰爆發後，洪深時時準備以身殉

沒有慷慨赴死的精神和勇毅堅決的人格

國，一再發揚他「不怕死」的精神，其壯言

者，是做不出來的。
一九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洪深去大

壯行，堪為士林楷模：
洪深先生為一血性男兒，歐戰時洪

光明戲院看美國喜劇演員羅克主演的《不

深先生曾一度加入美國義勇隊，但未開至

怕死》，該片以唐人街為背景，主要描寫華

歐洲即退出。中日時局未發，洪先生即語

人的盜竊、綁架、販賣鴉片等有辱華人的

復旦諸生云：「若中日一旦開戰，洪深而

行為。洪深看到這些情節便憤然登台，怒

不犧牲於戰場，則過去數十載所呶呶者，

斥影片無中生有地侮辱華人，聲明「我們是

皆等於虛說」。聞者固信而不疑也，滬戰

中國人，應當有愛國心，不能默受這樣的

起，洪先生感後方更重於前方，毅然率領

侮辱與誣衊，最起碼應該退票」。於是觀

演劇隊至內地流動演出，近日滬上友人得

眾紛紛要求退票，洪深被圍毆和拘捕。這

洪先生電，則已由洛抵漢矣。

就是中國電影史上有名的「不怕死」事件。

洪先生離滬之前，因表示此去為國宣

一九三○年第一四四期《大常識》以「愛

勞，義無反顧之決心，遂草擬遺囑，對於

國同胞大家起來：打倒『不怕死』的羅克，

家族著作書籍，皆有詳細支配，是由洪先

歡迎『不怕死』的洪深」表達強烈義憤，

生之知友某君發簽字證明，此遺囑因洪先

一九三○年第三卷第二十二期《新銀星與

生之公子尚未成年，故由洪之知友顧仲彝

體育》以「舉國注目的：不怕死影片案，開

君保管。

審情形」，對該案在法院的訴訟進展進行

當洪君由滬轉京時，唔田漢壽昌先生

報導。迫於社會輿論和民眾的壓力，大光

於京寓，握談殊暢，臨別執田先生之手凄

明戲院不得不登報向國人道歉、檢查所有

然曰：「從此永別！」語出，淚滴幾應聲

放映影片、承諾不再放映羅克主演的電

而下，可見洪先生為國犧牲之念，初不因

影，同時決定遵照電影檢查委員會的決定，

前方後方而或改也，洪先生為吾國戲劇界

上繳罰款五萬元，充作教育經費。

之祭酒，而吾國將來之文化建設，需要洪

為褒獎洪深的愛國壯舉，中國國民黨
江蘇省黨務委員會給洪深發去褒獎電，電
文云：
洪深同志大鑒：前大光明公司，開

先生努力者尚多，願洪先生之「善保玉
體」也[8]。

對此「遺囑」，顧仲彝在一九五八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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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不怕死》影片，同志以該片侮辱我國

回憶文章中說：
「八·一三」抗戰開始，他熱情地組

家民族太甚，振臂一呼，喚醒人心，乃竟

織救亡演劇工作，第一個帶了一隊人馬到

遭租畛捕房之侮辱，本會對於同志此種不

戰地去演出，臨走前，他到了家裏，把他

畏強禦之精神，彌深欽佩！近據報載，同

的遺囑交給我，要我好好保管。他說此去

「皖南事變」發生後，國內政治氣氛驟然

我把他的遺囑保管到抗戰勝利後，才還給

緊張，身為知識份子，除了個人家庭的痛苦
之外，政治時局的無望，也是導致他選擇自

他 。

殺的非常重要的原因。《由洪深的自殺說

上海話劇界救亡協會戰時移動演劇第二隊

起》一文，雖然對洪深自殺的原因說得比

組成，出發時隊員宣誓：「我們十四人同生

較隱晦，但不乏深刻之處：「洪氏全家服毒

共死，為中華民族解放，誓死不屈!」[10]演劇

原因，在電訊裏沒有說起，為的什麼，實不

隊到南京後，因經費不敷，先是面向公眾

能令人無疑。通常的原因，有許多都不大

募捐，再由洪深去向國民黨宣傳部長張道

像，部分的雖有可能，但覺亦不甚合理。自

藩借錢，他見張道藩時說：「我們為了抗

殺一般地說總是為了厭世的，洪氏的厭世

日，從上海出來了，現在需要些錢，來向你

又為了什麼呢？說到這裏，使我想起了杜

借，勝利之後，我還回上海當大學教授，從

重遠先生的被扣，和馬寅初教授的被拘，

我的收入裏可以保證照數歸還。如果勝利

洪氏及其妻女的不欲生存，也就不足為怪

不了，我想我們大家都要同歸於盡，那時，

了」[14]。

恐怕你也不在乎這幾個錢了」[11]。

三、戲裏戲外的「自殺」

《上海週報》的一篇文章則直言不諱
地說：「我們認為洪深的自殺，生活困迫是
一原因，而政治之不進步，怕是更大的原

一九四一年二月五日，身在陪都重慶

因。我們知道洪深與黨國要人間，私交極

的洪深，與妻子常青真雙雙服毒自殺，幸因

厚者，大有人在，如陳立夫，如張道藩均為

搶救及時得救。洪深自殺前，曾留下絕命書

其至友。若為生活困迫，決不至於『借貸無

說：

門』……重慶自前年下半年以來，言論之被
一切都無辦法，事業，家庭，食衣

取消，文化人活動之被壓迫，已成公開之秘

住，種種，如此將來，不如且歸去，我也

密，……像洪深那樣愛民族愛國家的人，

管不盡許多了[12]。

那是沒不悲憤至極的。他希望祖國抗戰的

消息一經傳出，震驚文壇，各大媒體

勝利，他不願見祖國的失敗與投降，而又

紛紛報導救治的經過，並猜測洪深自殺的

生活 困 難 無 法過日，兩 因交 錯，他自殺

原因。在眾多的報導文章中，《大眾影訊》

了」[15]。

對洪深自殺的報導、分析最為詳盡。洪深

洪深的自殺雖是一個悲劇事件，但當

時任「文化工作委員會」委員並兼任「文藝

時圍繞這個事件出現的很多有趣的報導，

獎助金保管委員會」委員，其愛女洪鈴的

傳為文壇佳話。其中有些是大家熟知的，

肺病已進入後期，病情沉重，醫藥費異常昂

有的則屬逸聞軼事。這些逸聞軼事，一方

貴，洪深為此舉債二千元，期間並向「文藝

面顯示了洪深人格精神中卓特高尚之一面，

獎助金委員會」借貸一千元，「但後來因一

另方面也說明，在艱難困苦的戰亂環境中，

部分人稍有微詞，會中議決委員不得貸借，

文人之間如何相濡以沫，共赴國難，由此

洪氏身為委員，乃首先將一千元歸還」。

建立令人感動的人間友情。
《中國影訊》當時有一篇題為《洪深

常惡劣，往往舉筆不能寫一字。自殺前五六

的自殺，在銀幕上兩度出演》的文章，頗為

日曾對朋友道：『我現在只好無聊的玩，吸

有趣，說洪深在第一次現身銀幕的《愛情

[13]

煙，喝酒』」 。這是洪深自殺的直接的、

與黃金》默片中，雖扮演了一個負心郎，但

個人的因素。

最後還是以自殺結果了他的生命；在洪深

９９

「洪氏本擬多寫稿子，償還債務，但心緒異

張向東：動蕩年代的人格魅力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洪深負責的

身在陪都重慶的洪深，與妻子常青真雙雙服毒自殺，幸因搶

[9]

歷史人物

囑辦。他那種為國犧牲的決心感動了我，

救及時得救。消息一經傳出，震驚文壇，各大媒體紛紛報導救治

至於當時的大環境，一九四一年 初
的經過，並猜測洪深自殺的原因。

九死一生，萬一戰死疆場，要按照他的遺

文化中國

編導的有聲片《舊時京華》中，「由他自己

十一日報載洪深教授全家自殺，留書

主演了一個清廷皇室中獨醉獨醒的角色，

有政治事業一切都無辦法之語，具見憤世

[16]

因為憂憤國事，而終於服毒自殺」 。人生

苦心。而論者又囂囂然攻訐不止，殊可怪

如戲，戲如人生，正如莊生夢蝶，令人惘

也。感成此什。

然。

一切都成無辦法，豈無辦法奈群囂！

洪深夫婦自殺第二日，國民黨政治部

梁亡真切剝膚痛，齊王終慳反手勞。

下屬「文化工作委員會」舉行會議，議決聘

大義自難衡岱嶽，苛求奚忍責鴻毛。

任洪氏為設計委員，月薪二百元左右。政治
部主任張治中親臨會議並送洪氏一千元醫

史魚尸諫應同感，直筆陽秋定見褒
[19]

。

得聞洪深自殺遇救後，周恩來托人捎

寫辭謝文字，全部璧還，並表示友輩捐贈，

信，以致慰問。延安文化界人士轉托周恩來

一律謝絕。自謂「生性狷介，否則以不致有

向洪深致以慰問，慰問電云：
重慶周恩來同志轉洪深先生：驚聞

[17]

今日」 。

這些逸聞軼事，一方面顯示了洪深人格精神中卓特高尚之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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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方面也說明，在艱難困苦的戰亂環境中，文人之間如何相濡以沫，

共赴國難，由此建立令人感動的人間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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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費。洪深對張治中的贈款，口授友人撰

得知洪深自殺的消息後，田漢賦詩以

不幸消息，深為遺憾。抗戰三年餘，不獨

安慰，《電影生活》以「田漢作詩慰洪深，

日寇未退，反而親日派、投降派的活動日

七絕五首，句句血淚」為題，刊登洪深的五

益囂張，思想自由剝奪殆盡，先生憤不欲

首詩：
洪深自殺詳情，本刊已有詳細報導

生，凡我士林，無不同聲感喟。延渝遙

（見後），茲又接得名劇作家田漢聞其老

情，唯望早日康復，繼續為新文化事業奮

友服毒而作之慰詩七絕五首，上有小跋

鬥。夫人令媛，亦當攝護。此祝健康。

隔，不能親往存候，聊遞金五百，以寄同

云：「聞洪深兄慘變，駭我心魄，席間寫
此為慰並質沫若兄」：
憔悴雙江只自哀，當筵常欲縱千杯；
新來亦有懷沙意，相對何言慰淺哉？
（記者注：淺哉，洪深號）
好活不能寧惡死，橋頭何必苦張羅？

吳玉章，徐特立，林伯渠，范文瀾
……（筆者注：共三十二人，其餘姓名從
略）
三月十日[20]

四、熱鬧的五十壽辰

過橋名士今如鯽，猶是先生勇氣多！

抗戰期間的陪都重慶，文人過壽，名

披髮纓冠為救亡，金陵贈別憶心長。

卿巨公，往往前來祝壽。其規模之宏大，規

果然道偶成佳偶，直把歌場作戰場！

格之高尚，莫如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郭沫若

海內爭傳包得行，紛紛屠狗化干城。

的五十壽辰，後人對此頗有微詞，但殊不

書生報國非無計，我輩胸中有甲兵！

知，這也是周恩來為了爭取更多文化界人

（記者注：「包得行」為洪氏所寫劇

士的統戰方式之一。

本，描寫發國難財，在各地上演，風行一
時。）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三十日，重慶影劇
界在百齡餐廳為洪深舉行五十壽辰祝壽茶

描來黑白眼無花，二十年來老作家。

會，文藝界人士三百餘人到會，老舍任主

莫墮新亭紅涕淚，銅琵鐵板走天涯！

席，郭沫若致頌辭。次日中午，周恩來為洪

（注：洪深兄曾導演影片「鐵板紅

深五十壽辰舉行宴會，並在席間講話，對洪

[18]

淚」）

遠在香港的詩人柳亞子聞訊後，憤然
命筆，吟詩一首《聞洪深教授自殺有感》：

深在進步的戲劇文化運動中的貢獻有極高
的評價 [21]。下午，老舍主持召開了有郭沫
若、茅盾等三十五人參加的「洪深先生五十

寄給洪深。聯詩頗為有趣，照錄如下：
洪深一代才(蕻良)，才大如江淮(亞
子)。
照人以肝膽(雲彬)，叱吒生風雷(田
名成不怕死(空了)，藝逐薔薇開(田
漢)。

馬徐維邦（一九○五至一九六一年），
原名徐維邦，浙江杭州人，畢業於上海美

啄余香稻米，桃花歷劫灰(蕻良)。

專，後加入上海明星電影公司任美工兼演

五奎橋畔柳(孟超)，多年媳婦哀(鋼

員。一九二六年，馬徐維邦自編自導了他

鳴)。

的第一部電影《情場怪人》，並兼任主演，

離離寄生草，僕僕京華街(蕻良)。

後又主演、導演過很多影片。一九三七年，

鐵板錄紅淚，醉夢談悲懷(田漢)。

他導演了中國第一部電影恐怖片《夜半歌

猶有包得行，妙筆脫舊胎(亞子)。

聲》，使他獲得「中國的希區柯克」的稱

壓歲錢多少，海棠花之魁(安娥)。

號。一九四七年移居香港，一九六一年遇

黃白又丹青，妍蚩巧安排(郁風)。

車禍去世。

世事如棋盤，慷慨共徘徊(予倩)。

上海明星公司成立後，馬徐維邦與洪

風雨壓歸舟，把舵不可歪(佛西)。

深都供職於該公司，洪深是編劇、導演，馬

今日為君壽，美酒紅香腮(秋)。

徐維邦是美工兼演員。馬徐維邦擔任過洪

心如飛將軍，遐齡祝淺哉(仲寅)[22]。

深《馮大少爺》的美工，又同時出演過《愛

此外，中國藝術劇社的金山、于伶、孫

情與黃金》等影片。他們之間非常熟悉，加

師毅、章泯、王蘋、鳳子等聯名寫就給洪深

之馬徐維邦又學過美術，所以，他給洪深

的祝壽詩：
祝洪深先生五十壽辰

的這幅素描，既傳神又專業。
2、黃苗子的「作家漫寫——洪深」
（《小說》，一九三四年第五期）

洪先生，五十慶，窮雖窮，骨頭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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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

抗戰期間的陪都重慶，文人過壽，名卿巨公，往往前來祝

稱等聯成長詩一首，由柳亞子即席寫就後，

壽。其規模之宏大，規格之高尚，後人對此頗有微詞，但殊不

集祝壽會，以洪深的生活「典故」和劇作名

知，這也是周恩來為了爭取更多文化界人士的統戰方式之一。

息後，身在桂林的田漢、歐陽予倩等，也召

歷史人物

壽辰座談會」。得知重慶為洪深祝壽的消

寫劇本，宣民隱；做導演，有本領；
上舞台，包得行；教學生，滿有勁；
劇運史，第一人。戲劇家，學兼品；
不怕死，向有名；老青年，打前陣。
古話說，知天命；新道理，才十齡；
好戲碼，×××；到最後，定輸贏。
不成文，三字經；詞雖俗，意思誠；
民 。

五、洪深的幾幅畫像
1、馬徐維邦的「導演洪深先生畫
像」（《明星特刊》一九二五年第四期）

黃苗子（一九一三至二○一二年）於
一九三二年離港赴滬後，先後任上海衛戍
司令部上尉書記、上海公安局監印股科員。
一九三四年一月，兼任梁得所先生主持的
大眾出版社《小說》半月刊編輯，創作封面

１０１

祝高壽，劇運幸；祝多產，為人
[23]

《小說》半月刊所做的漫畫。該「漫寫」還
包括唐槐秋和歐陽玉倩的兩幅，因篇幅關
馬徐維邦擔任過洪深《馮大少爺》的美工，又同時出演過《愛

情與黃金》等影片。他們之間非常熟悉，加之馬徐維邦又學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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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所以，他給洪深的素描，既傳神又專業。

文化中國

和插圖。這幾幅劇作家的漫畫，就是他為

係，忍痛割愛。
3、「洪深自畫像」（《現代文學評
論》，一九三一年第一卷第二期）
其 實，從 嚴 格

[1]

[2]

[3]

[4]

意義上講，這並不能
算是洪深的自畫像，

[5]

而是洪 深 給馬彥 詳
的信後 所 附 的一 副

[6]

草圖。圖中兩人臉部
的 變 化 是「由 胖 到
瘦」。洪深所題文字

[7]

為：「我現在正從這
（上圖：胖）到這（下
圖：瘦）的過程中，

[8]

太忙」）。這幅草圖，
同時被《現代文學評
論》（一九三一年第一卷第二期）和《文藝
新聞》（一九三一年第七期）刊登，只不過

[9]

洪深《課餘漫筆》，載《清華週刊》第
六十三期(一九一六年一月)。
洪深《印象的自傳》，載《文學月報》
一九三二年第一卷第一期。
洪深《問卜少夫》，載《晨報·每日電
影》一九三三年九月九日。
陳美英《洪深年譜》（文化藝術出版
社，一九九三年），頁一一。
黎錦暉《黎錦暉給洪深的信》，《明星
特刊》一九二五年第三期。
唐越石《馮大少爺之輿論——評馮大少
爺影片》，載《明星特刊》一九二五年
第五期。
《電上海洪深同志：為慰勉其對於反對
不怕死影片一案再接再厲奮鬥到底
由》，載《江蘇黨務週刊》一九三○年
第十二期。
南無《洪深的一張遺囑》，載《大地圖
文旬刊》一九三八年第一卷第二期。
顧仲彝《回憶洪深先生二三事》，載
《文匯報》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九日。

[10]

古今，楊春忠《洪深年譜長編》（中國
戲劇出版社，二○○九年），頁
二一六。

後者刊登時題為「洪深自畫生命的過程」。
至於洪深畫這幅圖的緣由，我們看《現代
文學評論》上的一段文字，即可明瞭：
譯《西線無戰事》的洪深氏，本來，
是在上海從事電影即戲劇事業，並兼復旦
暨南兩大學教授。最近，因一再被人指控
牽累，給他吃了不少官司，乃頓感灰心，
毅然辭去在申一切職務，飄然赴津，就任
大陸銀行秘書長職。戲劇家馬彥詳氏與他
最為友善，近在南京中央日報發表了一篇
《洪深論》，洋洋灑灑將近萬言，為天津
《庸報》所轉載，洪氏閱及，大加贊賞，
深覺言之中肯。乃飛函馬氏，詢問起居，
以作投桃之報；信尾並自畫肖像一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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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一瘦，頗堪發噱，由此，可見洪氏在津
的近況了[24]。
本文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事務委員
會「中青年英才培養計劃」和西北民族大
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創新團隊項目的階
段性成果。

[11]

張季純《憶洪深同志的話劇導演工
作》，載《戲劇報》第十九、二十期合
刊(一九六一年十月三十日)。

[12]

《導演洪深自殺前後》，載《大眾影
訊》，一九四一年第一卷第三十五期。

[13]

《導演洪深自殺前後》，載《大眾影
訊》一九四一年第一卷第三十五期。

[14]

《由洪深的自殺說起》，載《學習》
一九四一年第三卷第十期。

[15]

《洪深的自殺》，載《上海週報》
一九四一年第三卷第八期。

[16]

《 洪 深 的 自 殺 —— 在 銀 幕 上 兩 度 出
演》，載《中國影訊》一九四一年第一
卷第四十七期。

[17]

《導演洪深自殺前後》，載《大眾影
訊》一九四一年第一卷第三十五期。

[18]

田漢《田漢作詩慰洪深，七絕五首，句
句血淚》，載《電影生活》一九四一年
第二十期。該詩後收入《田漢全集》第
十一卷時題目為《驚聞洪深兄慘變》，

王家儉教授一九二三年出生，安徽省渦陽縣人。一九五二年獲台灣師範學院史地系學士，後歷任台
灣師範大學歷史系講師、副教授、教授、系主任，曾於英國倫敦大學和美國哈佛大學訪問研究。從台灣
師大退休後居加拿大溫哥華專事史學研究、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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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儉教授簡歷與著述

王家儉教授主要著述在明清思想文化史有：《魏源對西方的認識及其海防思想》（台大文史叢
刊），《魏源年譜》（中研院近史所專刊），《晚清公羊學的演變與政治改革運動》（第二屆國際漢學
會議論文集），《晚明的實學思潮》（漢學研究）等；中國近代海軍史：《清季的海防論》（師大學
出版社），《李鴻章對於中國近代海軍近代化的貢獻》（師大歷史學報），《德國與晚清的軍事現代
化》（歷史月刊）等；中國近現代化的歷程方面有：《文祥對於時局的認識及其自強思想》（師大歷史
學報），《民初地方行政制度現代化的探討》（師大歷史學報），《民初的女子參政運動》（師大歷史
學報），《民元改造參議院風潮》（中華民國初期史研討會論文集），《孫中山民族主義思想的影響－
以大亞洲主義為中心》（孫中山與亞洲國際學術討論會）；其他兼雜著有《晁錯「籌邊策」形成之背景
及其歷史意義》（簡牘學報），《吳浙鐵路補遺》（台北市文獻會），《試論〈春秋〉一書對於中國史
學的影響》（師大歷史學報）等。王家儉教授近年完成四十萬字的《李鴻章與北洋艦隊─近代中國創建
海軍的失敗與教訓》一書，是利用早年在英、美國會和圖書館所搜集的檔案資料，參以中、日及其它外
文著作所寫成的專書，是個人積數十年的心力所圓成的學術心願。對於北洋海軍的建軍始末，其配置、
人事、糾葛、失敗等關鍵因素，嘗試在史事過後百餘年的今日，作一客觀的探討。
王家儉教授二零一六年四月十三日於加拿大溫哥華逝世，享年九十三歲。

《邊區文化界慰問洪深先生電》，載
《解放》一九四一年第一二六期。

[21]

古今、楊春忠《洪深年譜長編》（中國
戲劇出版社，二○○九年），頁
二七九。

[22]

秋飊《桂林祝洪深壽》，載《新華日
報》一九四三年一月八日。

[23]

金山等《祝洪深五十誕辰》，載《萬
象》一九四三年第三卷第四期。

[24]

《 現 代 中 國 文 壇 逸 話 —— 洪 深 自 畫
像》，載《現代文學評論》一九三一年
第一卷第二期。

Shen
Z h a n g X i a n g d o n g (S c h o ol of
Liberal Arts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１０３

“ The Life Like a Play ” of Hong

我們常說某某偉大，這不是要給他貼張標籤了事。偉大者是要

[20]

Abstract: As the pioneer of Chinese
modern play and domestic film, the life
trajectory and the ups and downs of fate of
Hong Shen are rather dramatic, just as what
is normally said: life is like a play, and play
is like a life. However, just because Hong
Shen is a playwright, “the life like a play”
of him seems to be more of a paradox.
This paper tries to make a sketch of Hong
Shen through small details of the incidents
in his life like “being unafraid of death”,
“the will”, “suicide”, the 50th birthday,
cor respondences, antiphon poetr y and
portraits, which turns out to be very vivid
and of great personality. It displays mental
outlook and personality charm of the men
of letters of Hong Shen’s generation in the
turbulent times.
Key Words: Hong Shen; the life like
a play, being unafraid of death, personality
spirit.

以其偉大的行動來證明其偉大的。而且這些行動本身，若沒有慷慨

柳亞子《柳亞子詩詞選》（人民文學出
版社，一九五九年），頁八四。

赴死的精神和勇毅堅決的人格者，是做不出來的。

個別文字與《電影生活》上的有異。
[19]

張向東：動蕩年代的人格魅力

報），《北洋武備學堂的創設及其影響》（師大歷史學報），《中國近代海軍史論文集》（台北文史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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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民族宇宙境界的形象展示
──論曼荼羅的文化符號意義
■ 意 娜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

作為文化符號的藏密曼荼羅，從形象上來分，即「圓」與「十

１０４

字」，以及二者的組合這幾種，而從抽象的哲學層面來看，則是作

為精神「轉型」象徵的符號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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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為文化符號的藏密曼

焰輪、金剛輪，有時還有蓮輪。

荼羅，從形象上來分，即「圓」與「十

西方符號學家菲利普·威爾賴特曾經

字」，以及二者的組合這幾種，而從抽象

說：「也許最富有哲學意義的偉大原型符

的哲學層面來看，則是作為精神「轉型」

號就是圓了，以及它最常見的具體意象輪

象徵的符號意義。在曼荼羅的世界裏，圓

子。從有記錄以來，圓被廣泛認為是最完

的輪是圓滿成就的象徵，所謂「輪圓具

美的圖形，這既是因為它的簡單的形式上

足」。而輪上的每一點都做著周而復始的

的完美，也是因為赫拉克利特的格言：『在

運動，借這個形象化的比喻命名了佛教的

圓裏，開始與結束都是一樣的』」[1]。我認

重要觀念「輪回」。十字形也是一個跨文

為，威爾賴斯的話提示我們這樣一些信

化的文化符號。它常常象徵著一種分割的

息：

方式。世界主要的幾種宗教之列的佛教和

首先，圓是一種原型符號，並且是其

基督教，其基本圖形就是十字。而建立在

中非常重要的一種。在十二世紀，哲學家

簡單的圓與十字的組合上的藏傳密宗曼荼

榮格是第一個指出圓作為圓滿和融合的原

羅（壇城），就代表並建構著藏族人的宇

型具有的能量[2]。

宙觀、文化觀，並在這一過程中逐步形成
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曼荼羅圖式。
關鍵詞：藏密壇城，圓與十字，文化
原型，「卐」符號。

對榮格來說，曼荼羅的基本語言就是
圓。同心圓不僅具有宗教的儀式性意義，
它在宗教的集體無意識中所具有的巨大
能量被他首次應用到科學領域，與曼荼羅
同名並且形似的圖形成為榮格的圓滿原型

作為文化符號的藏密曼荼羅，從形象
上來分，即「圓」與「十字」，以及二者的組
合這幾種，而從抽象的哲學層面來看，則

（archetype of wholeness）也成為他心理
學理論中的重要部分。
其實，榮格之所以被我們反複 提 到

是作為精神「轉型」象徵的符號意義。

（在後面還會有專節敘述由榮格所開創的

一、曼荼羅與「圓」的符號意
義

現代心理學與曼荼羅），並不是說榮格對
於藏密曼荼羅本身有多麼深的研究，只是
因為他是第一位哲學家或者心理學家，將

藏密曼荼羅與唐密和東密曼荼羅相

曼荼羅從宗教儀式和絢爛圖形中剝離出

比，極高的一個辨識度在於藏密曼荼羅大

來，直接抓住了曼荼羅中所蘊含的文化符

部分都是外圓內方的，在方城之外有圓形

號——圓，他從他西方哲學與心理學角度

的二至三圈用來保證曼荼羅法場潔淨的火

對曼荼羅進行了研究，同時給了我們一種

格拉拉蘇族（Ogl a l a Siou x）的先知黑麋

其次，赫拉克利特的名言讓我們聯想

觀：
你注意到了印第安人做的一切都是圓

輪的形象的時候，輪的形象被賦予了更多

的，因為世界的能力總是圓的，萬物都試

形象化的意義。在曼荼羅的世界裏，輪與

圖以圓形存在……世界的能力做出的所有

圓一樣，是圓滿成就的象徵，所謂「輪圓具

東西都是圓的。天是圓的，我聽說地也是

足」。此外，輪上的每一點都做著周而復始

圓的像球一樣，所有的星星也是。風，當

的運動，借這個形象化的比喻命名了佛教

它使出最大的力量的時候，它是旋轉的。

的重要觀念「輪回」。

鳥築圓形的巢，對它們來說與我們的宗教

威爾賴斯還曾經指出了圓具象為輪的

是一樣的。太陽以圓形的軌道起起落落。

另外兩重意義，但是這兩重意義都是從圓

月亮也是，日月都是圓的。就連四季也形

心的角度發散出來的。他認為輪子的輻條

成了大大的圓形的循環變化。我們的圓錐

和太陽的光線是類似的，都從圓的中心發

帳篷像鳥巢一樣是圓的，而且它們也都排

散出來，代表了創造力；另一方面，他還觀

列成圓形。這個民族的環，一個由許多的

察到軸心是固定不動的，所以找到了圓心

巢組成的巢，這就是偉大精神的意義，我

[3]

就可以找到穩定的秩序 。

們以此孵育我們的孩子[4]。

本文認為威爾賴斯的觀點是在人們

於是我們看到，不光是我們有「天圓

將輪用於圓的意義的比喻中的進一步生

地方」，在各個民族的宇宙觀裏，都是圓形

發，借由這個觀點我們可以更進一步理解

的，它象徵著永恆，圓滿。當圓形變成三維

關於曼荼羅「輪圓具足」的含義。位於曼荼

的，就是球體，它的每一個切面都是圓的，

羅圓心的本尊就如同輪的軸心，一方面，它

這個球體的世界正是我們如今所能認識到

是一種淵源，發散出的能量遍照整個曼荼

的物理的世界，不管多麼尖銳的物體放在

羅，並且立體地惠及不管從哪個角度觀想

顯微鏡下也是由圓的微粒組成的。圓，不

曼荼羅的修行者；另一方面，不管曼荼羅世

僅僅存在於先民的想像中，它是我們迄今

界如何轉動變化，本尊居於中心是具有永

為止所能認知的世界的形狀。

恆的「靜止的核心」，代表了這種秩序。
可是，曼荼羅 所代表的世界並不是

意 娜：藏民族宇宙境界的形象展示

輪回。當原型具象為圓形，圓形又具象為

曼荼羅所代表的世界並不是一個真如輪輻的平面，而是一個立

其起佛教的另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

鹿（Black El k）形象的說出的他們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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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從文化的角度，也具有普適的意義。

體的建構。圓表示著完美，圓滿，這正是曼荼羅賦形的本意「輪圓

的最初的宇宙觀。正如北美原住民部落奧
具足」，象徵了曼荼羅所代表的佛境包容一切。

思路：曼荼羅，除了背負著幾千年宗教的責

二、曼荼羅與十字的符號意義
曼荼羅除了最明顯的圓形之外，另一

構。圓表示著完美，圓滿，這正是曼荼羅賦

個顯著的符號就是十字。雖然大多數的曼

形的本意「輪圓具足」，象徵了曼荼羅所代

荼羅呈現出的是方城的形式，不過如果把

表的佛境包容一切：既是物理上的容納所

城門算上，會發現與其說是一個方城，更

有，又是精神上的圓滿成就，正如佛教所追

醒目的是曼荼羅內城的四個門與圓心的組

求的。對於圓滿的追求並不僅存在於佛教

合形成了一個十字的形狀，或者更確切是

文化中，榮格把圓作為「圓滿原型」，就從

被稱為亞字形的「十」形；以曼荼羅圓心畫

另一個角度佐證了這是眾多文化共同的追

出的將內城劃分為四個色塊的對角線也是

求。

一個十字形。而曼荼羅本身，當去掉那些
在人的視野裏，站在曠野舉目四望，

尊像與法物，便簡化成為了圓中的十字。

天就成為一個圓形的穹頂籠罩大地，萬

這種情形在並非方城而是數個同心圓組成

物都被容納其中，先民於是形成了關於圓

的曼荼羅中更為明顯。不過，仍然有一些

１０５

一個真如輪輻的平面，而是一個立體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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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荼羅是圓中的其他形狀，比如兩個相對

可以用「原型」的思路去理解，也是一種歷

的三角形的重疊，將諸尊安置在重合的部

史流傳物。

分。在這樣的曼荼羅裏雖然看不到明顯的

「卐」出現的歷史最早追溯到印度河

十字，可是跳出最外層的火焰圈，發現曼荼

谷的歷史遺 蹟中。比如在印度河谷古城

羅被放置在由十字分割為四個色塊的背景

Harappa遺址發掘的刻有「卐」符號的陶扣

上，仍然是圓與十字的組合。

印章，距今就有大約四千多年[9]。

與圓形一樣，十字形也是一個跨文化
的文化符號。它常常象徵著一種分割的方
式，比如，將世界分割為水、火、土與空氣
認為垂直的線代表宗教概念的統一，水平
線代表世界[6]。
在印度Harappa遺址發掘的有「卐」

在日常經驗中，兒童啟蒙時候的第一
次塗鴉大多是圓圈，然後就是十字。同樣，

符號的陶扣印章，距今約有四千多年

在我們能找到的人類早期的岩畫中，除了
圓形也有很多的十字形。

在長沙西漢馬王堆出土的帛書裏，記
載過西漢二百多年間出現過的二十九顆彗
星，並且繪有圖示，其中最後一顆彗星的
彗核噴出的氣流隨著彗星自身的旋轉而變
成了「卐」形[10]。而在無法確定具體是青銅
時代或是鐵器時代的英國西約克的伊爾克

在漢字裏，「十」就是吉祥的數字，它被用在很多宗教的標志

１０６

裏。在世界主要的幾種宗教之列的佛教和基督教中的基本圖形就是十

字。基督教的十字架是最熟悉的，也有很多不同的變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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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要素[5]；或者東南西北四個方位；也有

利曠野（I l k ley Mo or）也發現了類似的岩
在漢字裏，「十」就是吉祥的數字，
《說文》裏就解釋了「十，數之具也。—

刻，在「卐」的圖案後拖了一條「尾巴」，暗
示這是彗星[11]。

為東西，|為南北，則四方中央備矣」[7]。

此外，這個「卐」符號很早就在歐洲出

它一直表 示齊 備、完 備，翻譯為 英 語的

現了，在印歐文化的器物中，像是印度─雅

時候，除了數字十，常常使用「p e r fe c t」、

利安文化、波斯文化、希泰文化、斯拉夫文

「complete」、「full」等詞語。

化、凱爾特文化和希臘文化中都出現過這

它被用在很多宗教的標志裏。在世界

個符號。一八七一至一八七五年著名的考古

主要的幾種宗教之列的佛教和基督教中的

學家Heinrich Schliemann考察特洛伊遺

基本圖形就是十字。基督教的十字架是最

址，發現了這個符號，認為這個符號與原始

熟悉的，也有很多不同的變體。而在佛教

印歐人群的古代移民有關。他將之與德國

裏的一個基本圖形是「卐」（Swastika，梵
語為स व् स ्त ि क，意思是「好的存在」），這也

古代壺器上的標志相聯繫，大膽推論說

是一個變形的十字，同時也是印度教、本

相關，是「遙遠祖 先的重要宗教 符 號」

波教、耆那教和密特拉教都有的標志。由

[12]

「卐」與德意志、希臘和印度伊朗語系文化
。

於這些宗教的信眾眾多，使得這個符號在

不過，有意思的是，這個符號在與曾

世界範圍內廣為人知。實際上，「卐」並不

經與印度同名的印第安早期岩畫裏卻不曾

光出現在亞洲，在北美原住民的地毯上，

出現過，不僅如此，瑪雅人、印加人、阿芝台

在北非、巴勒斯坦和美國的猶太會堂裏都

克人都沒有跡象使用過這個符號。而在北

[8]

有這個符號 。因此，作為一種普遍的跨文

美南部的原住民部落裏，直到西班牙殖民

化符號，「卐」和上一節所述的圓一樣，也

者到達，才開始使用這個符號[13]。

為，對於「卐」、十字和圓這樣的人類文化
的基本符號來說，研究它們之間的傳承關
係，並沒有太大的意義。也許能發現不同
符號之間出現的時間有早有晚，但是由於
產生的傳承關係的梳理只是猜想和推論，

西藏早期岩畫中，就出現了形似
「卍」的符號[15]。

既然現代心理學已經觀察到兒童啟蒙時候
會自覺地畫圓圈和十字，我們不妨認為它
們也是人類在文明的早期也不約而同會採
用的符號，沒有誰抄誰，誰學誰，是各種文
化的人心有靈犀的選擇。

秦朝太陽紋瓦當

傳統的「卐」形符 號 被 用來表 示 好
運、幸福、繁榮或勝利。從印度文化的角
度 解 讀，「卐」的 橫 線 是古印度 神 話 中
的半神人，宇宙的摧毀者希瓦（S h i v a梵
文為श ि व）；垂直線是希瓦的伴侶薩克提
伊朗博物館收藏的在伊朗Gilan省發掘

（Shakti，梵文為शक त् ि）。這個圖形是象徵

的公元前一千年左右的項煉，上面的飾物

著薩克提絞死希瓦。

是「卐」形的

回到「卐」或者十字本身。在西藏早期

而從古印度哲學上講，「卐」象徵了梵
天（Brahma，梵文為ब र् ह म् ）的兩個方面：意

的岩畫中，就有了形似「卍」的形狀。根據

識和能量相互作用，而二者相互結合就是

畫面所呈現的整個面貌，這個形狀伴在日
月旁邊，更像是對星辰的描繪。不過，在其

宇宙。而當「卐」旋轉起來，可以解釋為上
ु ड् लि नी）
升的生命力（kundalini，梵文為क ण

他出現類似符號的文化裏，這個符號多數

的旋轉運動。
「卐」分為左旋和右旋兩種，在北美

看作十字架，四條線從中心射出朝向四個

原住民的文化中，兩種都在使用，不過目的

方向，這通常都與太陽有關。另一種相似

是要起到對稱的作用，所以並沒有對具體

的情形是北半球的夜空圍繞著北極星旋轉

的方向有嚴格的規定。在西藏本波教中，

的樣子。有趣的是，我發現「卐」形象被用

使用的是左旋的符號「卍」，被稱作「雍

來代表太陽或者火焰的地方，基本是存在

仲」。而在佛教中，既有右旋的「卐」，也有

著日崇拜的民族或者文化，而在將它用來

左旋的「卍」。在印度的佛教中，是嚴格使

代表星辰的藏族，其原始宗教中並沒有對

用右旋的「卐」，不過在印度之外其他國家

太陽的崇拜。

的佛教中，兩種都有使用，而且左旋的還

１０７

時候是表示太陽或者火焰。當我們把「卍」

意 娜：藏民族宇宙境界的形象展示

沒有文字和其他記錄的支持，大多數據此

既然現代心理學已經觀察到兒童啟蒙時候會自覺地畫圓圈和

是從印度傳播到歐洲的。不過，我始終認

十字，我們不妨認為它們也是人類在文明的早期也不約而同會采用

。人們已經普遍認可「卐」形符號大部分

的符號，沒有誰抄誰，誰學誰，是各種文化的人心有靈犀的選擇。

文化中的「卐」形符號，在論文中對其窮舉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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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無意從符號學的角度來考證各種

文化中國

要多一些。不過在藏區，因為本波教已經

就在於它用一個圓與十字組合的圖形，構

規定了左旋的方向，所以藏傳佛教為了與

成了一個容納了包括時間與三維空間的佛

之區分都是右旋了。或者說，這也是比較完

境，一個包含著藏密時空觀念的宇宙。

整地保存了「卐」在印度佛教中的傳統。

在藏密曼荼羅的宇宙觀裏，並不僅僅

當圓旋轉起來，就形成了球體。曼荼羅的奇妙就在於它用一個圓

１０８

與十字組合的圖形，構成了一個容納了包括時間與三維空間的佛境，

一個包含著藏密時空觀念的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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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比較有趣的文化現象，在中國

包括了普通意義上的宇宙，作為肉身用於

的木格窗上，常常有連續的「卍」作為裝

觀想的對象，還包含了人自身的生理結構，

飾，因為是鏤空的，所以在屋外看，這個符

以及最後決定修行者能否覺悟的人的心靈

號是左旋的，而屋內往外看，就成了右旋的

層面。正如曼荼羅圖和雕塑不管多大多小，

方向。我覺得，在這種情況下，「卍」只是

代表的都是極大的佛境[16]，不管是天文曆

起到了意寓吉祥的裝飾效果，與方向並無

算的宇宙，人體的宇宙還是心靈的宇宙，也

關。

都跟曼荼羅一樣，是宇宙的表現形式。在
而且，在漢字裏，「十」字本身就是字

藏族文化裏，這三者是緊密相連的。也正

義。在我看來，除了宗教含義，十字形的形

因為如此，對人體和醫藥學的研究，包括

象特徵作為一種原型，一種文化基因，在不

對於天文學的研究，都記載在經文裏；而

同的文化中可以有不同的解讀。比如垂直

在藏醫的體系裏，也有專門研究天文曆算

線比水平線長的十字形讓我們聯想起基督

的部分，在如今各地的藏醫院也都能見到

教以及耶穌受難之苦，「卍」在中國人眼中

相應的天文曆算科室。

的吉祥幸福的標志，也是佛教的一個辨認

從天文地理來看，圓與十字的組合特

標志，但是在歐洲，人們往往會聯想到戰爭

別體現了藏族文化的宇宙觀。在藏族歷史

和屠殺。

上，有大量的天文曆算文獻。僅在《藏文曆

三、藏密曼荼羅所象徵的宇宙
哲學

算 典 籍 經 眼 錄 》中 所 記 載 的 就 有
四百三十三種 [17]，更不用說未被收錄的其
他典籍經卷。不過，《時輪曆精要》是一百

圓與十字的組合，就 好 像竹編的籃

多年來藏族學習曆算的入門級的課本[18]，

子的底，不管籃子有多大，能裝什麼，裝多

影響很大，現在的藏族曆算研究，基本都

少，重量都壓在籃子的底上。而藏傳密宗

參考時輪派的曆法[19]。

所代表的藏族人的宇宙觀，也就建立在簡

在這一宇宙觀中[20]，大地的中心是須

單的圓與十字的組合上，體現在美麗的曼

彌山，分為有形和無形的兩個部分，有形

荼羅圖式裏。

的部分高十萬由旬（一由旬等於四千丈），
無形的部分也是十萬由旬。如果用人來比
喻的話，肩部以下的部分是有形的，肩部以
上是無形的。須彌山根部的直徑是一萬
六千由旬，周圍還有一千由旬的座基，須彌
山的頂層直徑有五萬由旬。在須彌山部分，
分為無色界四種天，色界十六種天，慾界
十一種天[21]。
大地是以須彌山為中心的圓，大地的

竹編的籃子底也是圓與十字的組合

直徑是十萬由旬，厚度是五萬由旬；外面是

十字形的妙處就在於它像是車輪的輪

水輪，直徑是二十萬由旬；再外面是火輪，

輻，當圍繞軸心旋轉，就形成了圓。而當圓

直徑為三十萬由旬；火輪之外是處於虛空

旋轉起來，就形成了球體。曼荼羅的奇妙

中的風輪，直徑為四十萬由旬。四個輪的

上，都是圓的。風不僅使它們凝聚在一起不

就可以把三種宇宙都通聯起來，那才能真

散，也不斷攪動這些輪，這樣才形成了高山

正實現民族間、群體間和個體間的和諧。

和低谷。

藏醫學的理論與天文學緊密聯繫。在
藏醫的理論中認為，人的體內有三種因素

徑五萬由旬到七萬五千由旬之間的那個圓

相互配合以保證人體健康。第一種是氣，

環是大瞻部洲，按照四方分為四塊，即東、

藏 語中是「隆」，在 思想 慾 念 上表 現 為

南、西、北四個洲，每一個洲又可以分為

「貪」；第二種是火，藏語中是「赤巴」，在

東、中、西三個區，總共成為十二個區。每

思想慾念上表現為「嗔」；第三種是水和

一個中區的形狀都不同，從東起分別為半

土，藏語中是「培根」，在思想慾念上表現

圓形、三角形、四方形和圓形。

為「痴」[23]。

在這個宇宙裏，我們是住在南洲的中

關 於 氣，在 人 體 內，有 左 胍

區，橫著分為南北兩塊，而北半部分為六個

（kya ng ma）、右胍(roma)和中胍三支，左

區域，從北向南分別為：雪山聚，也就是大

胍是陽性的，受到在藏族天文學裏同屬陽

陸的最北端；苫婆羅，現在還不知道在哪

性的月亮的影響；而右胍是陰性的，受到

裏；漢域；黎域，一般認為是新疆的和闐一

陰性的太陽的影響。所以月亮和太陽的運

帶；蕃域，藏族地區；聖域印度，也有說是

行在西藏醫學裏十分重要。中胍就好象佛

惡鬼羅剎的居所的。

教所說每個人心中都有的菩提心的種子，

風、火、水、地四輪各分為上下兩部

雖然人人都有，但是大多萎縮，只有進行

分，一共八部分。而地輪的上半部分又分為

修煉的人才能讓左右兩胍的氣融入充實中

兩部分，上面是似天非天（阿修羅），下面

胍。這三胍，本是平行，在人的頭頂、眉心、

[22]

是龍所居。剩下的七個部分都是地獄 。
除了空間的極廣大，時間上也是極長

喉嚨、胸口、肚臍、密處和脊根七個地方有
胍輪，三胍在此交匯相通。

遠的。有一個「劫」的概念，分小劫、中劫

人的身體健康，不僅代表了人體內的

和大劫。一由旬等於四俱廬舍，一俱廬舍

隆、赤巴和培根三者的協調，更代表了人的

等於兩千弓，一弓等於四肘，一肘有二十四

內在結構與外在的天文宇宙的結構相和

指節，再往下是麥粒、蟣虱、芥子、發尖、

諧。

微塵和極微，每一種比下一種大八倍。在

曼荼羅的形象只是圖形，而對它的觀

一個一立方由旬的體積裏裝滿發尖，每

想和修行就可以把三種宇宙都通聯起來，

一百年取一粒，直到取完為止積累的時間

實現真正的和諧。其中最典型的，是在之

算是一個小劫中的一天，這樣的一天累積

前就提到過的，曼荼羅裏有一種身曼荼

到一百年才是一小劫，一小劫年數的平方

羅，簡而言之，就是修行者在觀想曼荼羅的

是一中劫，一中劫年數的平方是一大劫。

時候，將自己的身體想像成為一座曼荼羅

和空間一樣，這個時間的範圍已經遠遠超

的修行方式。
有人稱曼荼羅為「迷宮」，我倒認為，

天穹是一把大傘的形狀，最高處與須

與其認為曼荼羅代表著「宇宙、時間和世

彌山接近，四周逐漸降低，最低的地方接

界歷史，本質只是一個迷宮」 [24]，不如認

近火輪。天穹的表面凹凸不平，才造成了日

為，曼荼羅是一座精巧的宇宙模型，它並

月星辰運動速度的不同，整個天穹向右旋

不是要像迷宮一樣給我們人為設置非常複

轉。

雜的通或者不通的道路，以迷惑眾生，只

１０９

出了人類的視野。

意 娜：藏民族宇宙境界的形象展示

在大地這一輪裏，在以圓心為軸，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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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象只要把它的觀想和修行篤行下去，

天穹是一把大傘的形狀，最高處與須彌山接近，四周逐漸降

著上一個的邊緣，各輪的頂面在同一平面

低，最低的地方接近火輪。天穹的表面凹凸不平，才造成了日月星

從人體與心靈的小宇宙來看，曼荼羅
辰運動速度的不同，整個天穹向右旋轉。

厚度都是五萬由旬，都是由裏面的一個托

文化中國

是將最簡單的目的地隱藏起來變得不易到

have noticed that everything an Indian
does is in a circle and that is because the
Power of the World always works in
circles, and everything tries to be round...
Everything the Power of the World does
is done in a circle. The sky is round, and
I have heard that the earth is round like
a ball, and so are all the stars. The wind,
in its greatest power, whirls. Birds make
their nests in circles, for theirs is the
same religion as ours. The sun comes
forth and goes down again in a circle.
The moon does the same, and both are
round. Even the seasons form a great
circle in their changing. Our tepees were

達；相反的，曼荼羅是要將最精妙繁複難
以理解的宇宙和成就的境界用最形象的方
式展示給我們，使得每一個修習的人都可
以看到，但是能否到達這樣的境界，需要
修行者從自己的內心來尋找正確的道路。
而這樣，也才是佛教精神遍照眾生的意
義。

從人體與心靈的小宇宙來看，曼荼羅的形象只要把它的觀想和

１１０

修行篤行下去，就可以把三種宇宙都通聯起來，那才能真正實現民

族間、群體間和個體間的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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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見Philip Ellis Wheelwright, Metaphor
and Realit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2. 原文是：P e r h a p s t h e m o s t
philosophically mature of the great
archetypal symbols is the Circle, together
with its most frequent imagistic
concretion the Wheel. From earliest
recorded times the circle has been widely
recognized as the most perfect of figures,
both because of its simple formal
perfection and for the reason stated in
Heraclitus' aphorism, "In the circle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are the same."
[2]
參見Barbara G. Walker, The Woman's
Encyclopedia of Myths and Secrets ,
HarperOne, 1983.
[3]
參見威爾賴斯《隱喻和現實》中譯本。
原文是：「輪子有輻條，它還會轉動。
輪子的輻條在形象上被認作是太陽光線
的象徵，而輻條和太陽光二者又都是發
自一個中心的生命淵源，對宇宙間一切
物體發生作用的創造力的象徵。輪子在
旋轉中有這樣一種特點，即當其軸心固
定時，輻條和輪圈的運動是完全規則
的。這一特點很容易成為一種人類真理
的象徵——找到一個人自己的靈魂的靜
止的核心就等於產生出他的經驗與活動
的更為穩定的秩序」。
[4]
在加拿大游學期間，我對於北美原住民
（即印第安人）的文化產生了濃厚的興
趣，他們的文化總讓我感覺親切，想起
藏族文化。偶爾能讀到一些原住民先知
和長老樸拙但是充滿智慧的言語，就抄
錄了一些下來，這是其中一段，出處已
經想不起來了。英文的原話是："Y o u

rounds like the nests of birds, and these
were always set in a circle. The nation's
hoop, a nest of many nests, where the
Great Spirit meant for us to hatch out
children."
[5]

這裏的四大要素是古希臘的水、火、土
和空氣。事實上，在世界各種文化中，
對於基本元素的區分都是不同的。比如
古希臘是水、火、土和空氣，後來又增
加了「以太」；佛教、本波教和日本是
水、土、火、風、空；在中世紀煉金術
士那裏是水、火、土、空氣、以太、硫
磺、水銀和鹽七種；在道家是金、木、
水、火和土五種。

[6]

參見J e a n C h e v a l i e r, T h e P e n g u i n
Dictionary of Symbols, Penguin, 1997以
及Rudolf Koch, The Book of Signs, Dover
Publications,1955.

[7]

（漢）許慎撰，（宋）徐鉉增釋，《說
文解字·卷三上》，見「文淵閣四庫全書
電子版」(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
年)。

[8]

參見Sarah Boxer. "One of the world's
great symbols strives for a comeback".
The New York Times , July 29, 2000.

[9]

Harappa古城位於南亞西部的印度河谷，
繁盛於公元前二六○○至一七○○年，
相關資料見於http://www.harappa.com。

[10]

參見Carl Sagan, Ann Druyan, Comet ,
Ballantine Books. pp.496.

[13]

有很多例子，在芬蘭、冰島、拉脫維
亞、比利時、巴西、十九世紀的巴斯克
王國等國家都發現過。在上面的例子
裏，「 卐」都是代表著吉祥與好。還有
一些其他的例子。比如在Life’s Other
Secret 一書中，Ian Stewart提出，當意
識改變時，神經中樞活動的平行波段掃
過視覺皮層，且由於在大腦中，視覺信
號區正好處在相反對稱的位置，於是產
生一個漩渦狀的類似「卐」的圖像（Ian
Stewart, Life's Other Secret: The new
mathematics of the living world,
Penguin, 1999）。不過，在Heinrich
Schliemann將之與民族的祖先聯繫起來
之後，在德國爆發的平民化運動裏就將
「卐」視為雅利安人的標志，隨後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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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斜四十五度，設計為納粹黨的黨徽，
接著在近幾十年裏成為人們心目中納粹
主義、法西斯主義、種族主義、二戰的
邪惡軸心和大屠殺的象徵。戰後，很多
學者，比如Steven Heller，就憤怒指出
納粹是「不可原諒」地「盜用了這個符
號」（參見Steven Heller, The Swastika:

意 娜：藏民族宇宙境界的形象展示

參見C a r l G L i u n g m a n, S y m b o l s -Encyclopedia of Western Signs and
Ideograms, HME Publishing,2004. 原文
是：Whether it was also used that early
in the Americas, however, is not known.
There are no swastika-like signs on the
oldest rock carvings there. Neither did
the Mayans, the Incas, and the Aztecs
use it. However, many of the Indian
tribes in the southern parts of North
America seem to have begun using the
sign after the arrival of the first Spanish
colonists.
[14]
除了在正文裏列到的「卐」圖形外，還

曼荼羅將最精妙繁複難以理解的宇宙和成就的境界用最形象

參見S c h l i e m a n n, H, T r o y a n d i t s
remains, London: Murray, 1875, pp. 102,
119–20以及Sarah Boxer. "One of the
world's great symbols strives for a
comeback" .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29, 2000.的論述。

的方式展示給我們，使得每一個修習的人都可以看到，但是能否到

[12]

Symbol Beyond Redemption? Allworth
Press, New York, 2008.）
[15]
圖片摘自李永憲著，《西藏原始藝術》
(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二○○○
年)，頁一六三。
[16]
教義中認為火輪的直徑有三十萬由旬，
一由旬等於四千丈。
[17]
參見黃明信、陳久金，《藏曆的原理與
實踐》(民族出版社，一九八六年)，頁
一二。
[18]
同上。據該書二六九頁介紹，《時輪曆
精要》原名是《白琉璃、日光論兩書精
義，推算要訣，眾種法王心髓》，因為
太過冗長，才在翻譯中簡稱現名。
[19]
時輪曆被置於重要地位，毫無疑問與時
輪派的宗教地位和政教合一組織形式中
的政治地位有關。據《藏漢曆算學詞
典》（《藏漢大詞典》編寫組(四川民族
出版社，一九九五年，頁一）和《藏曆
的原理與實踐》介紹，在西藏曆算中派
別很多，僅時輪曆中就有浦派（山桐
派）、粗爾派、格登新曆等幾種。本論
文參考上述文獻及一些其他文獻的說
法，採用浦派。
[20]
論文中的介紹主要參考《藏曆的原理與
實踐》中的資料，在該書頁二五八至
二六五，三○三至三○六，某些細節參
考多種其他資料。
[21]
無色界相當於須彌山的頂髻到髮際之
間，包括無所想又非無所想界、無所有
處、識無邊處和空無邊處；色界相當於
須彌山的頭額到脖頸的上三分之二，包
括風四處：色究竟天、善見天、無煩
天、無想天；火四處：廣果天、福生
天、無雲天、廣善天；水四處：無量淨
天、少淨天、極光淨天、無量光天；地
四處：少光天、大梵天、梵輔天、梵眾
天；慾界從脖頸的下三分之一一直到地
面，包括他化自在天、樂變化天、兜率
天、離站天、三十三天、四天王眾天
等。其中三十三天和四天王眾天在須彌
山的有形部分，三十三天在須彌山有形
部分的頂端。
[22]
包括燒地獄、沙地獄、泥漿、煙、火、
暗、大呼號七分。

達這樣的境界，需要修行者從自己的內心來尋找正確的道路。

參見h t t p://w w w.s t o n e-c i r c l e s.o r g.u k/
stone/swastikaston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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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建立在簡單的圓與十字的組合上的藏傳密宗曼荼羅（壇

城），代表並建構著藏族人的宇宙觀、文化觀，並在這一過程中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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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曼荼羅圖式。

文化中國

[23]

參見日瓊仁頗且·甲拜袞桑著，蔡景峰
翻譯，《西藏醫學》(拉薩：西藏人民出
版社，一九八六年)，頁二。

[24]

吉布、楊典著，《唐卡中的曼荼羅》(西
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六
年)，頁一○○。這本書上篇第四章的標
題就是「佛法之時輪與迷宮文化」，認
為曼荼羅是迷宮，是通往各種道路的三
維時空。

the Mandala, the circle of the wheel is
a symbol of the successful achievement
of the so-called "round circle endowed."
And every point on the wheel is doing a
cycle of movement, taking this figurative
analogy named the important Buddhist
concept "reincarnation." Cross is also a
transcultural symbol of culture. It is often a
symbol of a way of division. In Buddhism

Cultural Symbolic Significance of
Tibetan Buddhism Mandala
Yeshi Lhamo(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Christianity, which is ones of several
major world religion column, Cross is one
of the basic graphics. Based on the simple
combination of a circle with a cross, the

Abstract:As a cult ural symbol of

Tibetan Tantric Mandala is representing the

Tibetan Buddhism, Mandala has certain
patterns by the image, as 「circle」 and

culture, and in the process it is gradu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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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 as well as a combination of both
patterns. From abstract philosophical level,
it has symbolic significance as spiritual
"transformation" symbol. In the world of

Tibetan construction of the universe and
forming a Mandala schemata with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Tibetan Mandala; Circle;
Cross; Prototype; Symbol of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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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鄉、今鄉與象鄉
──論馬華文學獨特的地理空間
■ 胡 偉

摘

要：馬來西亞華人祖輩的故鄉，

可以稱之為「祖鄉」，「祖鄉」一般是中

一、馬華文學的祖鄉與今鄉

家鄉。今鄉的書寫意義在於通過文學達到

為「祖鄉」，馬來西亞華人的「祖鄉」一般

作家對於故土乃至於美好時空的嚮往追

是中國的某個地區。馬來西亞華人對「祖

求，「今鄉情結」、「今鄉想像」、「今

鄉」有著複雜的情感，如溫瑞安的詩歌《山

鄉記憶」和「今鄉經驗」對創作都有重要

河錄》通過想像書寫他沒有到過的長安、

的作用。今鄉寫作呈現的是游子的身體離

江南、武當等地，表達了濃烈的「祖鄉鄉

鄉與精神還鄉。今鄉書寫是一種空間書

愁」。
「今鄉」意指「原來的家鄉」，今鄉是

對「祖鄉」或「今鄉」的主觀化文學再

一個建構出來的、想像的概念，筆者定義

現，反映的是作者的情緒記憶和精神還

「今鄉」為寫作者現今的家鄉。今鄉在時間

鄉，它同今鄉有一定的距離。文學「象

上和空間上與現在比較都有變化，離開了

鄉」是獨特的文學地理空間，裏面的人有

鄉土，便存在物理上和心理上的距離。人離

自己特有的語言，是作者對「祖鄉」或

開了家鄉，便只能通過想像今鄉的方式，

「今鄉」語言加工的產物。製造文學象鄉

才能找回心靈中的家園。對於第二、三代移

是作家崇高的職責，而這塊烏托邦存在的

民來說，他們的今鄉是馬來西亞，而祖鄉

根基便是作者的「祖鄉」或「今鄉」。今

是中國的某個地區。作家對自己的今鄉有

鄉語言對於作家成長十分重要。作家的經

特殊的感情，如旅台作家張貴興的今鄉是

驗和記憶總是與其習得的語言密切相關，

婆羅洲，他的大量作品是寫婆羅洲雨林。
「祖鄉」和「今鄉」的區分有助於探討

憶。由於馬來西亞處於文化的交匯點，不

馬華文學的本土性和話語系統等一系列問

同文化、語言的滲透產生了有別於中國文

題。旅台作者李永平、商晚筠、潘雨桐、林

學的馬華文學。在話語書寫方面，馬華文

幸謙、黃錦樹、陳大為、鍾怡雯、辛金順、

學中穿插了華人方言土語、在地語言借詞

歐陽林和張草等人的祖鄉是中國的某個地

以及外來特有詞語的文字，南洋的地域色

區，今鄉是馬來西亞的某個地區。

彩十分濃厚。
關鍵詞：馬華文學；祖鄉；今鄉；象
鄉；話語；華語。

馬華文學中的「祖鄉」，即中國的某個
地區，曾經存在於寫作者祖輩的歷史裏，是
祖輩的記憶圖像，中華文化是馬華文化的
根。對於土生土長的第二、三代以及之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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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語言是作家的經驗、體驗和文化記

不同文化、語言的滲透產生了有別於中國文學的馬華文學。在

寫，是地理空間的文學再現。「象鄉」是

話語書寫方面，馬華文學中穿插了華人方言土語、在地語言借詞以

馬來西亞華人祖輩的故鄉，筆者稱之

及外來特有詞語的文字，南洋的地域色彩十分濃厚。

國的某個地區。「今鄉」是寫作者現今的

胡 偉：祖鄉、今鄉與象鄉

暨南大學中文系

文化中國

華裔而言，祖輩的故鄉即「祖鄉」是依靠文

例。

字、圖片、家族故事等文本建構起來的非

黎紫書是「花蹤文學獎」設立以來獲

實存性地域，他們之中的大部分人沒有機

獎最多的作家，是兩屆台灣《聯合報》文

會親臨和感受那片祖鄉。而生養他們的馬

學獎首獎得主，還獲得了冰心世界文學獎，

來西亞卻是實實在在的故鄉，即今鄉，是

《時報》文學獎，香港《亞洲周刊》中文十

他們童年生活的見證。蕉風椰雨的懷抱，

大小說等獎項，成為繼李永平、張貴興、商

熱帶動植物的親昵，神秘的雨林，都給了他

晚筠、黃錦樹後又一馬華小說能手。黎紫

們溫暖的記憶。馬來西亞成了他們的生養

書的今鄉是「怡保」，她在那裏出生長大，

之地。

這個小城市給她很多的觸動，是她最熟悉
的地方。《野菩薩》和《告別的年代》都是

樣，找不到身份的落腳點，他們不再局限於

以黎紫書生活的今鄉「怡保」為背景寫的

「遙望祖鄉」或「返回祖鄉」，不再局限於

小說。

尋找「祖鄉」的根，而是轉移為對整個生命
狀態的叩問和思考。

今鄉的書寫意義在於通過文學達到作家對於今鄉故土乃至於

美好時空的嚮往追求，創作的動力來源是懷戀鄉土的「今鄉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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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今鄉情結」。今鄉是人類根深蒂固的最質樸、最根本的原始情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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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三代 移民不像 第一 代 移民 那

「今鄉想像」主要是一種二元想像：自
然想像和人文想像。今鄉書寫是一種空間

馬來西亞的華人在生活、習俗、教育、

書寫，凸顯地方特色的地域書寫，這是地

信仰、語言等方面延續了中華母體文化，

理空間的文學再現。它突出地域的不同特

保證了華裔的中華文化屬性，保存了良好

色，將個人的生命體驗與地方歷史形成特

的中華文化氛圍。後代華裔在日常生活中

殊的文化意蘊，凝聚並凸顯地方特色，從而

獲得了對中國文化的初步認識，產生了模

進行地方文化的再建構。今鄉文化影響了

糊的「祖鄉情結」。早期的馬華老作家們認

作家的創作個性與情懷。馬華作家李永平

為自己是中國人，他們帶著對祖鄉的情緒

不斷展開馬來西亞滄桑史的回顧，如《大

記憶來書寫，他們的作品裏面充滿了中國

河盡頭》的開篇，就寫少年永做了一個夢。

符號，充滿了「祖鄉情結」。到了後面的二

在這個夢中，永先看到「明帝國船隊」，繼

代、三代華文作家，更看重自己的馬華主體

而是「白袍白頭巾鷹鉤鼻的中東商賈」，最

性，因為他們認為自己已經是馬來西亞人

後看到「歐洲鐵甲船」，這是對馬亞西亞歷

了。

史影響巨大的三個外來力量。馬華作家經
今鄉的書寫意義在於通過文學達到

作家對於今鄉故土乃至於美好時空的嚮往

常把今鄉的歷史、文化等題材寫進自己的
作品中。

追求，創作的動力來源是懷戀鄉土的「今

馬華作家對今鄉的熱愛使他們創作出

鄉想像」和「今鄉情結」。今鄉是人類根深

了各種類型的作品，如陳大為、呂育陶的南

蒂固的最質樸、最根本的原始情感。「今鄉

洋史詩，方路、柏一的都市詩，傅承得、游

想像」往往呈現為思念、歡樂或哀愁等心

川的政治抒情詩，何乃健、潘雨桐的環保

靈的意緒，對家鄉充滿了期待與嚮往，今

文學，張貴興、黎紫書的魔幻寫實書寫，辛

鄉意識為人所共有。「今鄉情結」處於深層

金順、林健文的地方志書寫，商晚筠、李憶

的部分，它是人們對家鄉所懷有的愛戀、

君的女性書寫，李永平、梁放的少數民族

難忘等深沉的懷舊情思。今鄉寫作呈現的

書寫等等。

是漂泊遊子的身體離鄉與心靈深處的精神

老一輩馬華作家李永平，不知何處才

還鄉。在馬來西亞那片土地上有寫作者的

是故鄉，他既無法認同自己是馬來西亞人，

親人和自己的成長記憶。作家的創作和靈

也認為自己始終客居台灣，最終他說：「我

感都有今鄉的影子。如陳大為的詩篇裏，

是廣東人！」「祖鄉情結」對老一輩馬華作

關於今鄉故事記憶的書寫就佔了很大的比

家的影響非常大。但李永平的寫作依然在

二、馬華文學的象鄉
「今鄉」像似、近似的家鄉，往往是作家自

認同的糾結，她已經以馬來西亞華人的姿

己夢中的故鄉，這個故鄉與現實的故鄉有

態去生活。但她也非常渴望自己的華文作

一定的距離。它是臆想中的文學王國，或

品得到「祖鄉」的認可。黎紫書回憶說，多

說是「文學烏托邦」。經典的文學象鄉，能

年以前，她聽說自己十分尊敬的作家莫言，

穿越時間的隧道，能傳播到地球上有文字

要在馬來西亞吉隆坡做一場演講。她坐車

的各個民族部落。文學象鄉里的人們以自

從家鄉怡保趕到吉隆坡，還是遲了。在馬

己的視角觀察世界，馬華文學的象鄉有許

來西亞很少接觸中國大陸的口音，她真的

多，如李永平小說中的「吉陵鎮」。李永平

聽不明白他們在講什麼，但還是站在一個

在《吉陵春秋》中創造了吉陵鎮這塊文學

角落聽完剩下的講座，在光照不到的陰影

象鄉，他念念不忘童年的婆羅洲，他所書

裏，她覺得很自卑，覺得自己非常渺小，就

寫的吉陵鎮，有太多今鄉婆羅洲的影子。

是一個土包子，什麼都不是，講座結束後

吉陵鎮的原型是在婆羅洲，可能是某個小

就偷偷的溜走了。多年以後，黎紫書在北京

鎮或幾個小鎮的雜合體，甚至夾雜了作者

的一個文學活動中，遇到莫言，會議結束

對中國大陸或台灣的情緒記憶。製造文學

後竟與莫言在同一張桌就餐。兩人聊著家

象鄉是作家崇高的職責，而相信這塊烏托

常，偶爾開個玩笑，突然覺得莫言這個符

邦的存在，是讀者的美好訴求和基本願

號離自己近了，以前躲在角落偷偷看著他，

望。

拼了命想要聽出他講什麼，今天跟他坐在

作家在書寫「祖鄉」或「今鄉」的時

一塊兒，坐在同一張桌子上吃飯，聽他講

候，往往 創造出的是文學的「象鄉」，與

這麼人性化的小小的笑話，黎紫書感慨地

「祖鄉」或「今鄉」近似卻又不完全相同。

想，原來她已經「走了這麼遠」。這體現了

張貴興作為在台馬華文學的代表作家，屢

她對自己的作品受到「祖鄉」人認可後的

次獲獎，但是馬來西亞華人作家田思卻批

激動和自豪。

評張貴興書寫失真。其實張貴興筆下的婆

我們也要正視新一代馬華人對「祖

羅洲雨林是一種帶著情緒記憶的今鄉想

鄉」的感受。潘碧華、郭蓮花來到「祖鄉」

像，是其追尋今鄉的產物，是一塊帶著情

如魚得水，沒有疏離感，珍視來到「祖鄉」

緒記憶的文學「象鄉」。張貴興是出生於

的經歷。而年輕的梁靖芬卻有一種隔膜，

馬來西亞的華人，他在華文小學接受了華

[1]

明顯視中國為「異鄉」 。面對北京的普通

文教育，受到了中華文化的熏陶。在馬來

話，梁靖芬情不自禁地「故意用混雜的、巴

西亞排華浪潮之下，離開馬來西亞留學台

剎的……來賣弄對話，並且刻意加入各種

灣，定居台灣二十多年。他時刻想念婆羅

方言和感嘆詞，仿佛只有這樣，才能在人流

洲故土，一直不斷書寫自己的今鄉——馬

[2]

來西亞婆羅洲。小說中的婆羅洲雨林景象

華裔身處「祖鄉」後重新檢視本身身份的

風格獨特，得到諸多好評，他目前出版的

反 應，她 不由自主 思念 馬來西 亞 的「今

作品有《頑皮家族》、《伏虎》、《薛理陽大

鄉」。

夫》、《柯珊的兒女》、《賽蓮之歌》、《猴

梁靖芬的經歷反映了馬來西亞華人多

杯》、《群象》、《我思念的長眠中的難過

年來從流寓到寓居到定居馬來西亞的身份

公主》等。從《頑皮家族》到《我思念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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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尋回一點自己的位置」 。這是年輕的

胡 偉：祖鄉、今鄉與象鄉

而新一代馬華作家黎紫書沒有對身份

「象鄉」是作者書寫的與「祖鄉」或「今鄉」象似、近似的家

「象鄉」是作者書寫的與「祖鄉」或

憶，即「今鄉經驗」。

鄉，往往是作家自己夢中的故鄉，這個故鄉與現實的故鄉有一定的

生活了那麼多年，他的書寫來源於成長記

距離。它是臆想中的文學王國，或說是「文學烏托邦」。

材和背景常常是馬來西亞，儘管他在台灣

調整，也展現了她的「今鄉情結」。

文學藝術

某種程度上展現出馬華身份，他書寫的題

文化中國

眠中的南國公主》，今鄉婆羅洲成為張貴

通的具體言語行為，即一定的說話人與受

興追尋認同之路上的回望休憩之地。神秘、

話人在特定社會語境中通過文本而展開的

美麗帶著魅惑的婆羅洲，給了讀者難忘的

溝通活動，包括說話人、受話人、文本、溝

印象。但是這個婆羅洲不是實在的地理坐

通、語境等要素。馬華文學使用的話語是

標，而是依靠「想像的鄉愁」建構起來的

漢族的共同語——華語，包括了普通話和

「今鄉想像」，是作者離開今鄉後的回望，

方言，但語境主要是在馬來西亞的某個地

距離產生了美，也提供了情緒記憶的想像

區，受話人也主要是當地的華人。
馬華文學用根源於「祖鄉」，成長於

起了一塊文學的象鄉。這塊象鄉是現實與

「今鄉」的「象鄉」話語，書寫了對今鄉的

虛構的結合，是文化母體與生養之地的融

熱愛和困惑，創造了一個個文學象鄉。今鄉

合。張貴興用魔幻寫實的筆法，重構了婆羅

語言對於作家成長十分重要。作家的經驗

洲的畫卷，他在今鄉的基礎上，創造出的

和記憶總是與其習得的語言密切相關，這

是一塊與現實不盡相同的文學象鄉。部分

種語言是作家的經驗、體驗和文化記憶。

真實的展示了婆羅洲的河山大澤、深林迷

由於馬來西亞處於文化的交匯點，不同文

宮、飛禽走獸和奇花異樹，也讓讀者領略了

化、語言的滲透產生了有別於中國文學的

依班達雅等少數民族的圖騰巫術和民情風

馬華文學。

俗。

由於馬來西亞處於文化的交匯點，不同文化、語言的滲透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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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有別於中國文學的馬華文學。馬華文學是離散文學，它從中國離散

到南洋，在馬來西亞的文化場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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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張貴興就是在回望中展開想像，建構

在書寫話語方面，當地作家使用了普
文學象鄉是對文學今鄉的主觀化再

通話、華人方言土語、在地語言借詞以及外

現，反映的是 作者的情緒記憶和精神還

來特有詞語，南洋的地域色彩十分濃厚。

鄉，它並不等同於文學今鄉，與文學今鄉有

馬華文學是離散文學，它從中國離散到南

一定的距離。黎紫書作為在馬來西亞出生

洋，在馬來西亞的文化場域發展。馬華文

並成長起來的女作家，作為移民的第二、第

學地理上不僅在流動，語言上也在流動。

三代中的一員，馬來西亞怡保市是黎紫書

馬華文學與其他離散華文文學交匯融合，

的文學今鄉，是她夢魂牽繞的文學原本之

形成了一個新興的華文文學的局面。

鄉，即使多年以後身在異地，她的創作靈感

馬來西亞的華人對中文有一種自覺的

仍舊來自她的文學今鄉。她的作品富有馬

熱愛，他們有一種中文焦慮，認為中文是華

華文學的地域特色。在作者眼裏祖輩們的

人在馬來西亞最後的堡壘和文化的根，不

故鄉成了「祖鄉」，祖輩們視為「異鄉」的

願意丟失。有些父母堅持把孩子送去中文

地方，而如今成了她們的「今鄉（故鄉）」。

學校，雖然就業前景沒有那麼好。他們有

她體驗的是與南洋本土文化有著血脈相

中文名字，哪怕在證件上只能以拼音的形

連的天然情感，尋求跟南洋文化的認同，

式呈現。

逐步形成了濃郁的南洋今鄉書寫。黎紫書

張貴興從小接受華文教育，童年的

小說中的人物、情節、環境，都深深印著故

記憶是他豐富的寫作資源，這個時期的記

鄉「怡保」的痕跡。「怡保」是黎紫書的情

憶深刻難忘，積累到一定程度就爆發了出

感觸點，是她的理想國和烏托邦。黎紫書

來。張貴興將「今鄉情懷」指向了生養他的

創造了近似於「怡保」的「錫埠」等文學象

故鄉——婆羅洲。張貴興將婆羅洲雨林的

鄉。

地域風光、西方的文學結構、中國的話語，

三、書寫「象鄉」的話語方式

組合成了獨具特色的文學作品。張貴興的
話語充分吸收了中國文化的傳統優勢，他

「話語」(discourse)是人們說出來或寫

的句式帶有古代漢語的韻律感和對稱美，

出來的語言，是特定社會語境中人與人溝

頻繁使用的單音節詞表達了豐富的含義，

殘兵護帥的氣象」。他也將古典詩詞化用

道德倫理，書寫華人在南洋的命運，中國視

到了小說之中，自然貼切，展示了中文的魅

角和南洋本土在文本中有機交融。
馬華散文中方言的融合和滲透現象

吐禪，說主人外出，雲深不知處」。張貴興

非常普遍，潘碧華、鍾怡雯、尹藤、冰谷、葉

的文字還帶有「漢賦體」的華麗之美，例如

寧等作家的散文作品裏都可以看到方言詞

「那條佈滿大量豬心狀石塊的小河。懸挂

語的影子，有的是家庭裏一直使用的「祖

河面上的樹根藤蔓挂滿鬚髯似的青嫩苔

鄉」方言，有的是居住地的「今鄉」華語方

藻，款擺在嘩啦嘩啦流水聲中，好似豆蔻

言。例如鍾怡雯的《北緯五度》：「母親為

年華的女鬼戲水。水蜥蜴浮游水上，彈塗

此很不諒解祖父，他看不起你爸，看死他一

魚漂過水面，魚狗在淺灘上捕魚；河岸上

輩子不會賺錢，你大姑丈坐office(英語：辦

豎立一塊老榴蓮樹，葉密如冊，枝幹出水痘

公室)毋使（粵語：不用）曬太陽，二姑丈做

似的結著數百顆榴蓮。兩隻猴王率領一群

馬打(馬來語:警察)威水（粵語：威風），轉

豬尾猴在榴蓮樹上捉對廝殺；豬籠草肉食

來(粵語：回來)就買洋酒給他喝，你爸沒鐳

性植物的捕蟲瓶像聖誕樹裝飾物附生在葛

(馬來語：錢)。哪有阿爸看不起自己仔喔！

類植物、石楠樹叢、雜草雜林、岩石、枯木

祖父早就返(粵語：回去)唐山跟列祖列宗團

上，在烈日下撐開瓶嘴獵食」。優秀的中國

聚去了，母親說起來還是怒氣衝衝」。由於

文化為張貴興的話語書寫提供了充足的養

熟悉多種語言的意蘊神韻，鍾怡雯能貼切

份。

地運用當地華人社會使用的英語、馬來語、
王列耀在《隔海之望：東南亞華人文

粵語等語言，真實地反映現實生活，這種多

學中的「望」和「鄉」》一書中指出，馬華文

元語言的氛圍為作家提供了豐富的資源，

學要高舉「本土文學傳統」的大旗，必須要

使他們的作品呈現出獨特的方言群色彩。

將「語言的本土性」作為一個重要策略來

方言群色彩展示了鍾怡雯的成長記憶，飽

[3]

實施、來努力 。當馬華作家把各地區的生

含了她的情緒記憶。

活經驗及其它文學傳統吸收到作品中時，

吳進長期在檳城生活，他的散文作品

會形成一種本土的文學傳統，本土性包括

有濃郁的檳城色彩，作品中使用了檳城華

本土色彩、本土話語、本土精神等，其實也

人常用的閩南方言，如「財副(賬房)」、「頭

是一種獨特的成長體驗：華人在馬來西亞

家(老闆)」、「吃紅毛頭路(打洋人工)」、「經

的生存。馬華文學的本土性和個性，在於她

紅毛頭路(擔任洋人公司職務)」。方言是地

接受了南洋的風土民情的渲染，中國話語

域文化的載體，而地域文化卻又因方言而

與南洋風情在馬來西亞互相孕育，誕生了

變得豐富多彩。

馬華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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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例如「黑狗悠閒走來，嗯哼兩下，狗嘴

文學藝術

族群合作反抗殖民統治，探討南洋家庭的

馬來西亞華人祖先多來自中國南方沿海，不同籍貫的華人聚集

荒。頗有車炮毀，士象歿，只剩一衰馬數

到馬來西亞，形成了不同的方言群。馬華作家的作品，字裏行間穿

描繪了南洋的自然風光和習俗民情，呼籲
插融合了大量中國南方的方言土語，營造出了濃郁的南洋氛圍。

例如「一個老人攥斧劈柴，劈得遍地一片

黃錦樹的「祖鄉」是中國的福建泉州，
黃錦樹的小說中有很多閩南方言，如：伊

海，不同籍貫的華人聚集到馬來西亞，形成

（第三人稱單數）；聽冇（聽不懂）；烏暗

了不同的方言群，如客家話、閩南語、粵語

暝（烏黑幽暗的晚上）；阿呢款（這樣子

等。馬華作家的作品，字裏行間穿插融合了

啊）；備讀大學（要讀大學）；免客氣（不

大量中國南方的方言土語，營造出了濃郁

客氣）；啥咪碗糕（什麼東西）；怎麼有閒

的南洋氛圍。曾華丁的《拉子》、海底山的

來看咱啊（怎麼有空來看我們啊）；要找土

《拉多公公》和吳仲青的《梯形》，是早期

討吃，別找人乞食（要踏實幹活，別向人乞

具有馬華文學本土性的代表作。這些作品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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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華人祖先多來自中國南方沿

文化中國
馬華散文中方言的融合和滲透現象非常普遍，由於熟悉多種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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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意蘊神韻，真實地反映現實生活，這種多元語言的氛圍為作家

提供了豐富的資源，使他們的作品呈現出獨特的方言群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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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紫書的小說話語更有馬來西亞華語

譚燕梅好挑剔，嫌我女人煲粥沒功夫，魚

的典型特色。黎紫書小時候喜歡閱讀，通

骨鯁到她兒子。又沒鯁死，巴巴閉閉（粵

過大量看武俠小說，培養了她中文的基礎，

語：蠻橫無理），當天就叫我女人回家」[4]。

少年時候閱讀了魯迅等人的作品，讀《孔乙

又如：「真的，賣花生那個就是譚燕梅的契

己》她曾被感動哭了。後來還讀過王安憶、

家佬（粵語：姘頭），叫……雁生，姓羅。我

陳村等大陸作家的作品。她自認為她的文

們叫他生仔生仔，叫到熟，還一起看戲。他

學養份，主要是來自大陸的作家，特別是蘇

不多講話，只是傻呼呼的由頭看到尾，一有

童，她模仿蘇童的語言風格寫了《把她寫

譚燕梅出場他就拍爛手掌。慈善社的人都

進小說裏》，講述的是馬來西亞的故事，

這麼講，說他和譚燕梅有路，每晚收了檔

獲得了花蹤文學獎。後來她逐漸形成了自

就在慈善社樓下等人，叫一部冷車兩個人

己的話語方式。她的作品如《山瘟》、《告

坐，送到休羅街才分手。譚燕梅老公在樓

別的年代》等，都書寫了民族和歷史經驗。

上，一直咳，甚麼都沒說」[5]。

這些作品寫了馬共的興衰，寫了「五一三」

黎紫書的作品富有當地本土特色，如

事件，她試圖書寫過去那個風雲變色的時

警探的日記使用了閩南語：「死者愛穿白色

代，來記錄馬華族群的心路歷程。黎紫書

背心。四號證人掏出手帕，不時伸手拭擦

從大陸和台灣的小說裏汲取了營養，她認

滿腮淚水和唇上的鼻涕。她說她一看見遺

識到大陸的小說作品口語感強，念出來的

體身著的白背心就禁不住痛苦起來。那是

聲音很好；台灣的小說作品書面語感強，

伊（閩南語：第三人稱單數）的大哥啊伊怎

漂亮華麗，重視視覺。她在寫長篇的時候

麼不號？她在太平間大力扯動兩個女兒的

努力把握敘述的節奏，既追求視覺上的語

衣袖，用濃濃的北馬福建口音嘶喊哭叫。無

言，也追求聲音上的語言，讓讀者覺得視覺

（閩南語：沒有）良心啊真個無良心。據說

和聲音都能夠接受，會覺得比較好讀。黎

她認領兒子的遺體的當天晚上，一直躺在

紫書把「今鄉」的南洋風情寫進了文學作品

安樂椅上搥胸哀號，只是喊著這句話」[6]。

中，而這凸顯了馬華文學的本土色彩。黎紫

黎紫書小說的敘述語言主要使用普通話，

書的今鄉是「怡保」，怡保那個地方的華人

使她的作品有了廣闊的受眾，對話中加入

基本上都說粵語，要書寫怡保，就需要把

了粵語等方言，又讓當地受眾有親切感，也

粵語放進小說裏。

有了作品的本土化意識。

黎紫書從小到大在家裏都是說粵語，

在馬來西亞地域文化的影響下，華語

她也會普通話、馬來西亞語、英語、客家

諸方言互相融合，馬華文學凸顯了豐富的

話、閩語等。她是在一個文化混雜的環境

地域文化精神。語言是歷史的回聲，話語

裏面長大的。源自於「祖鄉」的華語奠定了

是社會的符號。馬華文學的方言群話語，

黎紫書的華文基礎。黎紫書的小說粵語味

反映了華人的集體記憶，也再現了地域文

濃郁，如「契爺」「肥婆」等粵語詞的使用，

化，為作家提供了創作資源，蘊含了當地華

她一直在實踐如何將日常口語的粗糙轉化

人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方式，從而具有了本

為文學性措辭，書寫的時候她會謹慎地考

土性和獨特性。

量如何把粵語等方言融進小說裏面，怎麼
寫、加入多少、要用怎樣的句子把它加進去

[1]

才優美動聽。黎紫書在《州府紀略》裏用了
許多粵語，如：「三年八個月，餐搵餐食餐
餐清（粵語：掙一頓吃一頓），光復後我女
人幫過譚燕梅帶孩子，做幾個月就被炒了。

[2]

參見陳湘琳、伍燕翎：《馬華文學的中
國圖像》，載《外國文學研究》二○
一一年第六期。
參見潘碧華著《在北大看中國——一個
留學生的手記》(蘭州大學出版社，二○
○五年)。

[5]

同上。
[6]
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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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 nc estral H ometown, the
Author's Hometown and Image of the
Hometowns in Chinese Literature of
Malaysia
Hu Wei（Department of Chinese，
Jin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grandparents'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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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est ral hometow n”, “T he ancest ral
hometown” generally is a region of China.
The author's hometown” is the writer's
hometown now. The writing of it is to
achieve the writers’ pursuit for even better
space and time through literature, “the
complex, the imagine, the memory and
experience of the author's hometown”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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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a certain distance with the auth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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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the unique literature geography space,
people in the literature have their own
special language, which is the production
of the ancestral Hometown language and
the author's hometown language. 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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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a writer’s lofty responsibilities, and the
roots of it is “the author's hometown”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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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Chinese dialects, the borrowing Local
language and foreign words, with very
strong color of the nanyang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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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towns; discourse;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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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ve. Literature of the author's hometown

of reflects the author's emotional memory

胡 偉：祖鄉、今鄉與象鄉

[一]林建國《為什麼馬華文學？》《中外文
學》一九九三年，第十期。
[二]張錦忠《馬華文學：離心與隱匿的書
寫人》，載《中外文學》，一九九一年
十二月期。
[三]朱崇科《考古文學「南洋」——新馬華
文文學與本土性》(上海三聯書店，二○
○八年)。

author's hometown”, and is the subjectivity

語言是歷史的回聲，話語是社會的符號。馬華文學的方言群話

for “the ancestral hometown” and “the

of the hometowns” is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語，反映了華人的集體記憶，也再現了地域文化，為作家提供了創

參見黎紫書著《州府紀略》(台北：麥田
出版社，二○○一年)。

literature of the geographic space. “Image

作資源，蘊含了當地華人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方式，從而具有了本土

is a k i nd of space w r it i ng, a nd is t he
性和獨特性。

[4]

參見王列耀著《隔海之望——東南亞華
人文學中的望與鄉》(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社，二○○五年)。

文學藝術

[3]

文化中國

特約書評

行走在詩意棲居的道路上
——評楊劍龍的詩作新書《瞻雨書懷》
■ 唐小林

詩。收在《瞻雨書懷》裏的六百六十五首詩
歌[1]，就是楊劍龍心路歷程的寫照。他們這
一代人太過特殊，幾乎新中國的每一個腳
印，都烙上了他們的心魂，在這個意義上，
楊劍龍一個人的史詩，也是這個多災多難
民族國家的史詩。只不過這是一個草根的
視角。只不過他真誠、善良、審美，又總懷
揣那代人的理想和浪漫，除了不多的幽默、
調侃、戲謔和譏刺外，那些憤世嫉俗的情
楊劍龍這一代人太過特殊，幾乎新中國的每一個腳印，都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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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們的心魂，在這個意義上，楊劍龍一個人的史詩，也是這個多

災多難民族國家的史詩。只不過這是一個草根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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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悲天憫人的情懷，在字裏行間已化作
對公平、正義、良知的守望，對一切美好之
物的歌唱，以及對生命的喟嘆。是啊，「歲
月如梭，/流逝的總是灰色的憂鬱，/日落日
出，/留下的總是金色的歌吟」[2]。
有兩首詩，在我讀來，詩人明顯有些
夫子自道。一首是致著名漢學家、斯洛伐克
人高利克的，詩裏寫道：「文學構成了您生
要：走一路，寫一路，走成人

命的泉水，/學術構起了您人生的追求。/您

生，歌成史詩。楊劍龍的詩歌經由鄉愁的

已成為文學天宇裏/一顆璀璨的星辰，/您

表現、普世價值的守望、文化亂象的批判

已成為學術世界中/一座巍峨的山峰。/青

和現代化的反思，從情感的抒發、思想的

春永駐，樂在其中」 [3]。我想談到自己，對

表達，以及人生智慧的參透等多方面，成

於「璀璨」、「巍峨」這樣的詞語楊劍龍未

就了一個人的史詩，濃縮了一代人的心路

必喜 歡，但 餘下的都是 他 生存狀態的表

歷程，行走在詩意棲居的道路上。

徵。文學的確是楊劍龍生命的源泉，滋潤

摘

關鍵詞：楊劍龍；詩歌；史詩；詩意

著他多姿多彩的人生。作為學者，楊劍龍
卻發表了以《金牛河》為代表的長中短篇

棲居。

小說，出版了《歲月與真情》散文集，寫下

一
走一路，寫一路，走成人生，歌成史

遠不至六百六十五首詩歌。記得本世初年，
我們在河南開封相遇，一同瞻仰共和國主
席駕鶴歸西的紀念地。在回駐地的車上，

中，我明顯感覺到不至我一個人感動，我

楊劍龍的生命本真。

詩並沒有收進《瞻雨書懷》。估計還有不少

蹤、人生的錄寫」，絕大多數在寫作之初並

的詩也許永遠鎖進了他的抽屜。在學術領

未想到發表，不過是心境放鬆時「精騖八

域裏，他在鄉土文學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

極天馬行空」的產物，或是順手寫下的一些

史研究、基督教文化與文學、都市文化與

「感悟與遐思」[5]。可正是這種寫作狀態，

文學、新媒介時代的文化與文學、老舍與

使他總是能夠傾聽內心的聲音，找到靈魂

都市文化、當代文學與文化批評上，都留下

的安泊之地，回歸詩歌的本質，抵達一種

不懈追求的足蹤。文學與學術，他樂在其

人生的「境界」。這種「境界」不只是為了

中，青春永駐。

「保持心態與思路的活躍，保持心理年齡

另一首，是贈好友喻大翔的。他在詩

的年輕」 [6]，而是一種詩意棲居的生存方

中寫道，你「用靈動的詩心/去觸摸天地的

式。在諸神隱匿，人皆老去，世界進入白

呼吸/生命的萌動、靈魂的幻想/小鳥的飛

夜，社會如此動蕩不安的年代，還有什麼比

痕、光線的歡唱/你有一對神奇的翅膀/不

這樣的生存方式更令人唏噓？

然，你就不會大翔/你有一雙深邃的雙眸/不
然，你就不會在夢裏吟唱」[4]。藏頭詩、輯

二

名詩，以姓名做詩，是楊劍龍喜愛的詩歌

「獨自望月，/望見的總是/故鄉阿妹的

樣式，收在「同仁戲贈」中的二十三首，有

身影。/眾人暢飲，/酒醉中總是/爺爺牽牛的

不少就是這樣的詩歌，它們大多寫得才氣

剪影。/鄉愁是柳絲中的細雨/剪不斷理還

逼人、妙趣橫生。在這首詩中，「你有一對

亂；/鄉愁是晨曦中的炊煙/裊裊纏繞、婉轉

神奇的翅膀/不然，你就不會大翔」中的

升騰……」[7]。鄉愁擠滿了楊劍龍的詩行，

「大翔」就是好友的名字。而關於靈動詩

它是作為他生命的底色出場，也是他詩歌

心的那些文字，說的就是楊劍龍自己。他有

中最柔軟、最動人的部分。
歷盡人世滄桑，飽嘗人間冷暖，人常常

葉、一粒露珠、一縷炊煙、一聲鳥鳴、一道

有尋求生命本根的衝動，這往往湧現為刻

煙霞、一處街景、一次團聚、一簇花影、一

骨銘心的鄉愁。楊劍龍的出生地就在上

張繪畫、一隻斷線的風箏、一個久遠的傳

海，上海就是他的故鄉，可他卻有別樣的鄉

說、一條生動的消息，甚至是噩耗、夢魘、

愁。他魂牽夢繞的地方，是支撐他生命的

中草藥、紛紛飄灑的雨滴，以及像游魂般

大地——廣袤的鄉村。在那裏，他曾經以

深不可測、來自冥冥當中的一點信息，都將

知青的身份「戰天鬥地」，燃燒過一段生命

他的心弦撥響。可謂俯仰之間，觸目皆詩。

的情熱。許多年以後，鄉村漸遠，閱歷日

他即興應答，興會賦詩，屐痕處處，詩語呢

深，而那裏的人情風物，尤其是綠竹炊煙、

喃，成就了一個學者的詩意人生。「感悟人

木橋小溪、老樟月影、牧歌短笛、老屋磨盤

生」、「城市素描」、「域外蹤蹤」、「山水游

等不斷放大 [8]，逐漸成為支撐他生命根基

蹤」、「作家評點」、「畫景詩意」、「季節感

的土壤。作為政治運動的上山下鄉，歷史自

懷」、「思緒馳騁」、「人生戲謔」、「情愛永

有評說，可它在一代人青春刻下的印記，已

遠」、「友朋酬唱」、「見聞隨感」、「敬奉長

化為民族精神史不可替代的篇章，它不僅

者」、「同仁戲贈」、「聚會情錄」、「別情依

持續地發生現實影響，而且深蘊這個民

依、」「未圓湖詩草」、「歌詞天地」、「校園

族、國家的未來與走向。就這樣，「鄉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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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敏銳易動的心弦，一絲春風、一片秋

唐小林：行走在詩意棲居的道路上

的確，楊劍龍的詩歌，是他「生命的軌

這種寫作狀態，能夠找到靈魂的安泊之地，回歸詩歌的本質，

們都觸摸到一顆滾燙的赤子之心。但這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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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集成楊劍龍生命情熱的巨流河，雕刻出

抵達一種人生的「境界」。這種「境界」不只是為了「保持心態與

鏘婉轉、某些字發音短促的滬式普通話

思路的活躍，保持心理年齡的年輕」，而是一種詩意棲居的生存方

詩存」這十九組前後相距三十多年的詩歌，
式。

他賦詩一首，打破了全車的沉默。在他鏗

文化中國

是烙在心帆上/抹不去的眷戀/鄉愁，是刻
[9]

二○○八年五月十五日的「青春敘事」

在骨 髓中/ 揩不去久遠的情誼」 。可是

畫展，集中引爆了楊劍龍對知青歲月的回

「高樓疊起/街道拓寬/鄉愁，已找不到/過

憶。他讓我們「聚焦這一刻」一九六八年的

[10]

往依稀的記憶」 。現代化的路在加長，

我們：「白樺林的風雪，/是否還記得我們？/

山村越來越模糊，心雖浩若海洋，可生命

北大荒的土地，/是否還牽挂我們？/翻回

的半徑總走不出心臟所在的地方，那個詩

四十年前的年曆，/激情滿腔，混混沌沌，/

化的故鄉：「記憶中的月光/已成為一條繞

遠赴邊疆，滿身征塵。/當面對一望無際的

[11]

你，/當踏著風雪席捲的你，/北大荒啊，/我

不出的小巷」 。

艱難時光是知青一代的成人禮。當他們在以後漫長的歲月中，不

１２２

斷去回顧這個基點和尺度，甚至去尋求新的人生動力的時候，知青經

驗就成了這代人的鄉愁，生生死死不可動搖的文化鄉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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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這就是所謂的「知青情結」[12]：

們驚訝中有著迷惘，/我們無奈中有著真

當千帆過盡，晚舟已停，他們的情思，卻心

誠，/人生的磨難從此起步，/人生的坎坷從

甘情願被遺棄在歷史的河埠頭，他們獨自

此登程。/聚焦這一刻/——一九六八年的我

去承擔那些本該屬於歷史承擔的人文道

們！」 [18]注意，詩人在這裏使用的稱謂是

義。他們並不是歷史的弄潮兒，而是被弄潮

「我們」，他是以知青群體代言人的身份，

的歷史所捉弄。歷史早已化作一抹雲煙，剩

向世界大聲呼籲，請聚焦這一刻。他要喚

下的唯有他們自己去品嘗個中滋味。在一

醒曾經肆虐的暴風雪，喚醒那片與苦難和

個新的歷史階段，他們仿佛是一株移植的

成長相伴的白樺林，喚醒已經沉睡的黑土

老樹，「將一顆心/拉成了長長的月光，/總

地，喚醒與北大荒一樣被遺忘的歷史：記

照在記憶的夢鄉；/將一雙眼/放大為飛馳

住那群懵懂少年的滿腔激情，記住他們是

的太陽，/總落在故里的雨巷。/酒醉時刻，

帶著迷惘與真誠，從這一刻在這片土地上

唱出的總是民謠；/夢醒時分，聽見的常是

開始充滿磨難與坎坷的人生的。那時他們

鄉音。/移植的一株老樹，/連落葉也盼望/飄

的命運就像蒲公英，在這片卵石層疊的不

[13]

毛之地，憑著頑強的生命意志，「從石縫裏

落到遙遠的故鄉」 。
這樣，「不倦的歌者/總唱著鄉村的真
[14]

掙扎出綠色」，「處處無家處處家呀，/漂泊

情」 。蟈蟈、螞蚱、蝙蝠、蜻蜓、青蛙、粉

到哪裏就紥在哪裏」，如今已「記不起了/那

蝶、流螢、知了、蝸牛這些鄉村卑微的生

些黑色的煎熬，黑色的哭泣，/忘卻了/那些

命，水車、磨盤、煙斗、鐮刀、草鞋、棒槌、

紅色的口號，/紅色的大旗」，永難忘卻的，

水瓢這些鄉村的日常用品，以及哭嫁、打場

唯有蒲公英一般頑強的生命力」 [19]。詩人

這些鄉村的生活場景，無不入詩，承載著

用兩首詩來寫那時收到家信的狂喜與悲

詩人的深情。這些物事，亦如「老樟掩映的

情：「悄悄地，悄悄地走進我的白樺林，/輕

[15]

老屋呀，/總是在夢中依稀訴說」 。還有

輕地，輕輕地展開沉甸甸家信。/聽得見我

那「常常犁開歲月的雲霓/翻湧起多少深埋

心的跳動，/看得到母親的叮嚀。/為何淚突

的記憶」的銀犁，「層層疊疊從小鎮盤到村

然湧出了眼眶？/為何雪瞬間落滿了衣襟？/

前」的山路，以及那「一盞油燈伴我度過那

一遍遍捧讀這薄薄的家信，/捧著難以掂量

難忘歲月」的鄉村小學，總之，「竹林掩映

重重的親情，/與我分享這苦與樂的，/唯有

著/我的青春/炊煙裊裊著/我的人生/走出

這風雪彌漫的/我的白樺林」 [20]。但當詩人

鄉村數十年/夢裏依然是/大山深處/溫馨的

「讓自己也成為野草野花，/放下了一切迷

[16]

小小山村」 。這座小山村啊，猶如那盤

惘焦慮，/讓自己融入這片土地」以後，曾經

古老的石磨，它「吃苦耐勞」，有著「石磨的

抵萬金的家書，已「抵不了這黑土地悠久

秉性」，它「永不滿足」，有著「石磨的氣

的記憶」 [21]；而今最舒服的高級轎車，也

魄」，「磨過多少悲傷，磨過多少歡樂/只要

比不上「東方紅拖拉機」[22]；品嘗過的山珍

還在轉動，她總不停的唱歌」[17]。

海味，經歷的壯觀場景，也趕不上當年大

了我們這一輩」 。

一隻白鴿」，失落了一頂草帽，才因此「天

含義，雖然他在詩中這樣寫道：「鄉愁，是

烈焰的燃燒、才有了「嗜血的槍炮/仍在地

大 雁南飛/寫在 藍 天 上大大的『人字』」

球的角落裏號叫」。詩人疾呼，我們要在

[24]

，但在我看來，知青那段艱難時光，那段

「每一條大街與小巷/貼滿焦急的尋找啟

與中國底層社會的深入接觸，最後自己也

示；/每扇心靈的窗戶/懸挂醒目的思考的布

變成底層社會最底層的一部分的痛切體

告」，「尋找那只飛走的白鴿」，「尋找人類

驗，的確是楊劍龍和知青一代的成人禮：

博愛的心靈」。詩人祈求「別禁錮那只驚恐

他們從此真正懂得了「人」，真正懂得了

的白鴿，/要洗淨沾滿塵土的草帽」。詩人上

「大寫的人」，真正懂得了生活的意義。以

下求索，四處詢問「飛走的白鴿/你何時銜

至於知青生活成為他們人生的基點，知青

回世界和平的橄欖枝？/失落的草帽/你何

時期形成的價值觀，成為他們審視世間萬

時見到人間大同人道的擁抱？」 [26]詩人急

物的重要尺度。當他們在以後漫長的歲月

迫的心情，讓他已然超越民族、國家和階

中，不斷去回顧這個基點和尺度，甚至去

級的立場，立於人類更高的價值關懷，期

尋求新的人生動力的時候，知青經驗就成

待世界大同和普世人道的到來。這樣的宗

了這代人的鄉愁，生生死死不可動搖的文

教情懷，在楊劍龍的詩中並不多見。除了

化鄉愁。當然，這個「人」字雁陣裏的頭雁，

《救贖之途三首》贊美基督的「光」、「燈」

曾經在新時期白樺的電影《苦戀》中被不

和「十字架」外[27]，只有一些散落各處的詩

明槍聲擊落，又給人們的心靈蒙上了新的

句：「受難的基督呵，/在你的面前，/一切充

陰影。

滿了陽光與美好」[28]；「基督光照博愛志，/

三

一片冰心在玉壺」[29]；「綠葉，總企望河岸
的休憩；/迷羊，總期盼牧者的呼喚」 [30]。
特別的語境，讓詩人選擇了特殊的表達，

劍龍如是說。回到現實空間，面對紛繁複

「普世情懷」並非總要直抒胸臆，它已轉化

雜的世界，作為學者和知識分子，楊劍龍

為詩人悲憫的眼光，寬闊的胸懷、沉潛的氣

始終捍衛人類的普世價值，他對各種世間

度。比如詩人對「戰爭」的思考。看看這首

異相、學界怪事、文化亂象，以及過度現代

《凱旋門》吧，「當將軍氣宇軒昂地/從此

化的症候，進行了深入的反思，甚至是無情

門昂首走過/凱旋的驕傲中/卻有多少母親/

的 諷 刺 與 撻 伐。他 的「詩」由此 進 入了

面對兒子尸首號啕大哭//當凱旋的樂曲/在

「思」。如果在濃濃的鄉愁中，他的詩更傾

這裏聲震寰宇/勝利的鮮花前/卻有多少流

向於「情感」抒發的話，那麼在這部分詩

浪者/飽受戰火蹂躪與折磨//一將功成萬骨

中，「思想」則成為詩人洞穿萬象的利劍，

枯/成者為王敗者寇/凱旋者的驕傲/失敗者

詩歌的現實感來得特別的尖銳，儘管語詞

的落魄/卻有多少無辜生靈成枯骨」[31]。基

並非如此的劍拔弩張。

於普遍人道對戰爭的反思，在現代漢語文

「世界應該像一柄靜臥的戈」，明顯
包含著詩人和平的價值理想。二○○三年

學中並不多見，更多的是正義戰爭狂歡後
傷痛的遺忘。

「九一一」紀念日，詩人遠在香港，看了電

正如詩人所說「世界永遠演著/善與惡

視，夜不能寐，寫下了《尋找與思考》。詩人

的爭鬥」[32]，有的顯明，有的隱蔽。比如封

「在思念的餘燼裏」，「在歷史的皺紋裏」

建專制始終陰魂不散，總在人類上空徘

１２３

「世界應該像一柄靜臥的戈」 [25]，楊

唐小林：行走在詩意棲居的道路上

柱崩塌」，災難降臨，才有了殘肢的顫抖、

回到現實空間，面對紛繁複雜的世界，作為學者和知識分

可能詩人並沒有意識到這句詩的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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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思考，思索的結果是，這個世界「飛走了

[23]

子，楊劍龍始終捍衛人類的普世價值，他對各種世間異相，進行了

足以讓人回味一生，因為是「艱難歲月鑄就

深入的反思，甚至是無情的諷刺與撻伐。他的「詩」由此進入了

尋找，「在記憶的瓦礫中」，在「現實的呻吟
「思」。

會戰時工地的聚餐，幾個饅頭，一鍋菜湯，

文化中國
百姓立場，在詩人山村懷想的詩篇中已經表露無遺，是詩人在與

１２４

鄉村的痛苦相遇和親密接觸紥下的精神根鬚，是詩人成人禮的寶貴收

穫，其深層潛藏的，是與專制對立的一種民主精神。

二○一六年第二期（總第八十九期）

徊。作為在「五四」精神洗禮下成長起來的

「尋美求真誠為本，/說趣覓真生命

詩人，對此總是懷揣投槍與匕首。詩人來到

[38]

歌」 ，可以說真情、真性情，構成了詩人

印度阿格拉的泰姬陵，當觀光客們被這座

的人格理想與倫理取向。詩人說魯迅是冷

象徵帝王愛情、由純白大理石砌成、舉世

峻的，但骨子裏卻是赤誠的，所謂「冷漠神

無雙的陵墓所震驚的時候，詩人卻很快發

態赤誠心」 [39]；說魯迅與郁達夫雖然「憂

現隱藏在這一「輝煌」後面的歷史怪胎：

憤悲苦風格殊」，但「率真坦誠性情同」，

「白色的並非總是純潔，/紅色的並非總是

一殊一同間，表現出詩人的情感態度。詩人

真誠，/白色恐怖，紅色血腥。/當藍天下的

稱讚任鈞是「詩壇聖者」，因其「畢生真

至愛已成永恆，/暴君的專制將百姓的苦難

情」 [40]；稱讚汪靜之是「情聖」，因其率真

釀成，/個人的情愛導致了國家的沉淪。/月

熱情[41]；稱讚賈植芳是人格楷模，因其「最

夜星輝下泰姬陵銀色歌聲，/游走著多少苦

是獄裏獄外身」 [42]，「錚錚鐵骨爭自由」，

難百姓的冤魂」。百姓立場，在詩人山村懷

「寧折不彎真性情，/文壇巨擘誰堪媲？」

想的詩篇中已經表露無遺，是詩人在與鄉

[43]

村的痛苦相遇和親密接觸紥下的精神根

其「文化品格鑄真誠」[44]。詩人自己一直守

鬚，是詩人成人禮的寶貴收穫，其深層潛

望著童心和童真，一件有趣的事情是，他

藏的，是與專制對立的一種民主精神。

在歌詞的嘗試中，專門創作了《小紙船》、

詩人甚至將《粵海風》雜志人格化，稱讚

在詩人看來，自由對於生命而言就像

《知了，知了》、《小花傘》、《回到童年》、

呼吸一樣重要，須臾不離。呼吸乃世間萬

《小蝸牛》等兒童歌詞，寫得童趣橫生。真

物所共有：「風雲是大地的呼吸，/彩雲是哭

情、真誠之所以在詩人那裏如此被突顯，

泣後綻露的笑意。/霧嵐是山峰的呼吸，/霜

恰好證明了符號學的一個原理：符號在

雪是熟慮後思想的凝結。/有生命就有呼

場，意義不在場。人間真誠太過難得，太過

吸，/有運動才有精力。沒有了呼吸，/這世

稀少，尤其在當下。哪怕像郭沫若這樣的

界就會窒息；/沒有了呼吸，這脈博就會止

時代巨人，終其一生的「蹉跎苦」，在詩人

息。/倘若纏住了自然的肺葉，/倘若掩住了

看來，大都源於「觀風使舵」 [45]，違背自

宇宙的口鼻，/這世界就將停止呼吸！」[33]就

心，不見自性。

像呼吸是與生俱來的一樣，自由是天賦人

為了留住真情，詩人專門寫了一組「情

權；就像自然的肺葉不能被纏住，宇宙的口

愛永遠」的詩，寄托對「永恆愛情」的渴望，

鼻不能被掩住，人類必須在自由的空氣裏

「烙在心上愛的印痕，/永遠是真情擁有的

呼吸。曾幾何時，霧霾「窒息了，窒息了，/高

依戀。/將虛偽的花兒拋入大海，/讓真誠的

樓的呼吸；/絕望了，絕望了，/渴望自由的心

情愛鐫刻心弦」 [46]。同時詩人也表現出對

海」[34]。於是，詩人心生雙翼，渴望撲向大

女性的深切同情，比如談到魯迅的「母娶

自然，投向自由的懷抱，「徜徉於霧嵐升騰

媳婦」時，詩人寫道：「新婚依舊獨往來，/

的湖水/放逐心靈的負荷與情債/獨自於惆

人間最悲是朱安」 [47]。不過，詩人已經明

悵中仰臥/讓小舟自由飄蕩而行」 [35]；「讓

確意識到，「海枯石爛/已成現代人的戲言/

奔湧的情/融匯於名勝古蹟裏」，「請大海

天長地久 /已成及時行樂的嘲笑 /真情何

群峰/開拓我宇宙般的心胸/讓日月星辰/綻

在，真愛何在」？與對謳歌真情相對應，詩

[36]

放我焰火般的生命」 ，或者「在遙遠歷
[37]

人對虛情假意、奴顏媚態極盡嘲諷。他在

史的深思中/拂去人生的幾許寂寞」 。

《魯迅與貓》裏，以誇張的手法，描繪了戰

「久在樊籠裏，複得返自然」的欣喜，以及

士與小丑的游戲：「溫和媚態公允貓，/夜半

逃向歷史深處的遐思後面，是詩人多麼強

性起常哀嚎。/文思遽斷擲筆起，/以貓為敵

烈的自由之想啊！

直到老」[48]。魯迅一生的真性情躍然紙上，

兄弟情、師生情、朋友情、同道情、兒女

各道、各色人等「吃」莫言吃得酣暢淋漓，

情，等等，在此不贅。總之，真情是回蕩在

甚至鬧出「莫言故居」的笑話 [53]。真可謂

楊劍龍詩歌中的最強音。

「莫言獲獎，/山河開顏」[54]，「莫言放眼，/
慾望無邊」[55]。

四

文化批判的另一脈，是詩人對城市過
度現代化的憂思。隨著有軌電車的消失，

消費邏輯向社會的每一個細胞漫延。人類

城市在「失魂落魄中便多了摩登」[56]。但摩

已從異化勞動階段步入異化消費階段。包

登的城市已經開始變味，「恍然間/舊仕女

括文學藝術在內的文化，不僅成為消費對

已著新裝，/百年老店裏的品嘗，/唇齒間/傳

[49]

象，而且還由此帶來異化符號消費 ，文化

統名菜早已變味」[57]。城市已經患病，而且

亂象可謂層出不窮。一切有價值的東西，在

病入膏肓，沉屙不起。煙霾、廢氣使城市失

「顛覆與狂歡」的聲浪中煙消雲散。以往

去了「健康的肺，「已幾乎難以呼吸」；城市

被視作文學或文化經典的，尤其是那些曾

已擁擠不堪，難以找到立錐之地；城市已

經宰制一個時代的紅色經典，在「改編」、

被「推土機推平了歷史，/霓虹燈黯淡了記

「戲說」中被徹底解構。這時，楊劍龍顯示

憶，/城市的失憶，/讓人們失落了自己」[58]。

了一個知識分子最寶貴的品格：批判的立

失落了自己的城市，除了是農民工、官員、

場。

妓女、學生、出租車司機、無執照小販、清
楊劍龍在詩中為文化亂象立此存照：

潔工、性病醫生、遛狗者、環保員、小偷、騙

「胡傳魁與阿慶嫂/在大水缸裏尋歡，/孫悟

子、心理醫生的大雜燴[59]，已沒有了先前的

空與白骨精/在水簾洞中作樂，/南霸天將吳

浪漫溫馨。城市正在現代化的宏濤巨浪中

瓊花牽進洞房為小妾，/白毛女喬裝打扮/對

沉淪，開始遠離人類居住的家園。

黃世仁獻媚調笑，/法海和尚滿臉淫笑/將

可以說現代化是與啟蒙相伴而至的。

白蛇青蛇玩弄於股掌，/沉香將已救出的母

因此詩人對現代化的反思也延及啟蒙和啟

親/再度活埋進山底，/愚公在移走山的路口

蒙者自身。詩人認為啟蒙無處不在，而啟蒙

/設起了收費處的柵欄」。在這場「一切正

者則常常處於孤獨的困境。啟蒙「是梁上/

的將其翻轉」、「化美為醜的世紀狂歡」

母燕對嗷嗷待哺/雛兒的哺育，/是森林/老

中，詩人發現慾望的生產和慾望的消費，

狐對依戀母乳/小狐的驅逐，/是老夫粗言

已經成為這個時代的主題：「世人的眼光，

穢語/對牧童的濡染，/是炕頭/夫婦粗聲喘

/都盯住了肚臍以下；/淫蕩的笑聲，/宣泄著

息/對兒女的刺激，/是街角/演講者的唾沫/

[50]

對看客的鼓動，/是會場/領導人的言語/令

批判鋒芒，在對「新生代」的畫像中，更加

聽眾昏昏欲睡，/是原子彈/對長島的挑逗，/

犀利。詩人戳穿了慾望的實質，不過是一場

是赴死的戰機/對珍珠港的親吻，/是約翰

利益交換的游戲，是精神衰敗的象徵，「倔

的吶喊/對曠野的震動，/是孔子的游說/惶

強的身體/有千萬雙眼，/驚恐地觀望，/疲憊

惶如喪家狗/的孤獨/愚昧者的自得其樂，/

的精神/張開千萬張嘴，/貪婪地吮吸，/將人

永遠是啟蒙者的孤獨」[60]。也許正是這種

與我的關係看穿/——利益與利益的交換；

深深的孤寂感，使詩人在《遠游》中表達了

/將地球的汗液吸乾 /——永難填滿的慾

對有一個依靠、有一個心靈港灣的渴望，

[51]

望」 。慾望的尖叫仿佛是這個時代的號

儘管這渴望十分迷茫：「渴望，渴望/有一個

角。在慾望的集結號下，「吃名人」大行其

驛道旁的涼亭，/讓疲憊的心/有駐足的地

１２５

現代人鬱積的慾望」 。詩展現出的文化

唐小林：行走在詩意棲居的道路上

進入新世紀，隨著消費社會的到來，

特約書評

府、作協、媒體、記者、學者、出版商，各行

人類已從異化勞動階段步入異化消費階段。包括文學藝術在

中還有大量的詩歌詠唱父子情、夫妻情、

[49]
內的文化，不僅成為消費對象，而且還由此帶來異化符號消費 ，
文化亂象可謂層出不窮。一切有價值的東西，在「顛覆與狂歡」的

道 [52]，莫言獲諾獎成為一場文化鬧劇，政
聲浪中煙消雲散。

為真情而戰的姿勢栩栩如生。《瞻雨書懷》

文化中國

方；/渴望，渴望/有一顆同樣迷茫的心，/相

[7]

互靠攏、相互取暖，/有霧嵐飄浮的清晨，/
在星光彌漫的暮色，/遠游的心/尋找著世
界的一個旮旯，/一個可以休憩/可以溫暖的

[8]

地方……」 [61]心靈的某種疲憊，使楊劍龍
的詩中過早地流露出些許暮年意識。漸入
老境的詩人，亦如斷線的風箏，無論如何掙
扎，也無法擺脫被樹枝糾纏的命運，結局
是「已經沒有人在乎它了，/任寒風去撕扯/

[9]

楊劍龍：《鄉愁三首》之三，見《瞻雨
書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一五
年)，頁二三九。
楊劍龍：《山村記憶五首》，見《瞻雨
書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一五
年)，頁二二三至二二六。
楊劍龍：《鄉愁三首》之一，見《瞻雨
書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一五
年)，頁二三七。

[10]

任暴雨去鞭策/它在藍天裏翱翔的英姿/已
經成為歷史/它在白雲裏升騰的舞姿/已經
隨白去飄去/再也沒有人對它翹首/再也沒
有人向它凝望/它默默地/默默地掙扎在冬
日的寒風裏 /直至筋疲力盡 /直至面目全
非」 [62]。這多麼像一個已進入人生冬天的
老人，從歷史舞台的中心被迫走到世界邊
緣的心境。再如《衰老之謳》中那衰老得
「如一只老貓/在太陽下/伸著懶腰/如一輛
舊車/在小巷裏/增添著喧鬧/佝僂的背/一張
疲軟的弓/彎彎的腰/一座古老的橋」 [63]的
城市正在現代化的宏濤巨浪中沉淪，開始遠離人類居住的家園。

可以說現代化是與啟蒙相伴而至的。因此詩人對現代化的反思也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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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蒙和啟蒙者自身。詩人認為啟蒙無處不在，而啟蒙者則常常處於孤

獨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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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劍龍：《鄉愁三首》之一，見《瞻雨
書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一五
年)，頁二三八。

老者，其人生況味更是如此。這類詩歌雖
然不多，卻代表了楊劍龍詩歌的另一種風
格。如果前面的鄉愁詩更偏重「感情」的抒
發，關於普世價值和文化批判的詩更側重
「思想」的表達，那麼這類詩則著重於人生
「智慧」參透和總結。讀起來，很有些穆旦
老年詩 歌的韻味兒。歲月將生命 熬成苦
汗，而苦汁澆灌出的詩全都是智慧。
[1]

[2]

[3]

[4]

[5]

[6]

楊劍龍：《瞻雨書懷》(廣西師範大學出
版社，二○一五年)。
楊劍龍：《青春歲月——題孫兆路的畫
〈年華〉》，見《瞻雨書懷》(廣西師範
大學出版社，二○一五年)，頁一七二。
楊劍龍：《瞻雨書懷》(廣西師範大學出
版社，二○一五年)，頁三七八。
楊劍龍：《瞻雨書懷》(廣西師範大學出
版社，二○一五年)，頁三九六。
楊劍龍：《瞻雨書懷·後記》(廣西師範
大學出版社，二○一五年)，頁五六六。
楊劍龍：《瞻雨書懷·後記》(廣西師範
大學出版社，二○一五年)，頁五六五至
五六六。

[11]

楊劍龍：《月光與夢境——給尹玲》，
見《瞻雨書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二○一五年)，頁二九七。

[12]

楊劍龍：《巧磊美曲總關情——呈葉磊
先生》，見《瞻雨書懷》(廣西師範大學
出版社，二○一五年)，頁四○五。

[13]

楊劍龍：《老樹》，見《瞻雨書懷》(廣
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一五年)，頁
三八。

[14]

楊劍龍：《蟈蟈》，見《瞻雨書懷》(廣
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一五年)，頁
二二七。

[15]

楊劍龍：《老屋》，見《瞻雨書懷》(廣
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一五年)，頁
二三三。

[16]

楊劍龍：《夢裏鄉村》，見《瞻雨書
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一五
年)，頁二二六。

[17]

楊劍龍：《石磨》，見《瞻雨書懷》(廣
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一五年)，頁
二二四。

[18]

楊劍龍：《聚焦這一刻——題趙雁潮的
畫〈一九六八·我們〉》，見《瞻雨書
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一五
年)，頁一七六。

[19]

楊劍龍：《蒲公英的記憶——題張仲達
的畫〈過去的記憶〉》，見《瞻雨書
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一五
年)，頁一七四。

[20]

楊劍龍：《白樺林情思——題劉孔喜的
畫〈家信〉》，見《瞻雨書懷》(廣西師
範大學出版社，二○一五年)，頁
一六九。

[32]

楊劍龍：《聖母院》，見《瞻雨書懷》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一五年)，
頁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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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24]

[34]

[25]

[35]

[26]

[36]

楊劍龍：《工地聚會——題潘蘅生的畫
〈午餐〉》，見《瞻雨書懷》(廣西師範
大學出版社，二○一五年)，頁一七七。
楊劍龍：《鄉愁三首》之一，見《瞻雨
書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一五
年)，頁二三七。
楊劍龍：《澱山湖夜游》，見《瞻雨書
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一五
年)，頁一一八。
楊 劍 龍 ： 《 尋 找 與 思 考 —— 寫 在
「九一一紀念日》，見《瞻雨書懷》(廣
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一五年)，頁六
至七。

[27]

楊劍龍：《救贖之途三首》，見《瞻雨
書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一五
年)，頁二○八至二一○。

[28]

[29]

楊劍龍：《現代作家剪影十四首》之
九，見《瞻雨書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
社，二○一五年)，頁一五四。

[30]

楊劍龍：《流亡》，見《瞻雨書懷》(廣
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一五年)，頁

楊劍龍：《霧霾》，見《瞻雨書懷》(廣
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一五年)，頁
二二二。
楊劍龍：《觀水》，見《瞻雨書懷》(廣
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一五年)，頁
一一四。
楊劍龍：《行走的愉悅》，見《瞻雨書
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一五
年)，頁一一三。

[37]

楊劍龍：《謁徐州兵馬俑》，見《瞻雨
書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一五
年)，頁一二二。

[38]

楊劍龍：《呈鄧牛頓先生二首》之二，
見《瞻雨書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二○一五年)，頁三七○。
[39]楊劍龍：《魯迅與貓頭鷹》，見《瞻
雨書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
一五年)，頁一四二。
[40]

楊劍龍：《詩壇聖者有任鈞——紀念任
鈞先生百年誕辰》，見《瞻雨書懷》(廣
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一五年)，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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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劍龍：《晨禱》，見《瞻雨書懷》(廣
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一五年)，頁
五八。

楊劍龍：《呼吸》，見《瞻雨書懷》(廣
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一五年)，頁
四。

唐小林：行走在詩意棲居的道路上

楊劍龍：《駿馬與少女——題李向陽的
畫〈東方紅〉》，見《瞻雨書懷》(廣西
師範大學出版社，二○一五年)，頁
一七五。

楊劍龍：《凱旋門》，見《瞻雨書懷》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一五年)，
頁六三至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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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二一八。
[31]

漸入老境的詩人，亦如斷線的風箏，無論如何掙扎，也無法擺

楊劍龍：《萬金時光——題劉廣海的畫
〈家書〉》，見《瞻雨書懷》(廣西師範
大學出版社，二○一五年)，頁一七一。

脫被樹枝糾纏的命運，這多麼像一個已進入人生冬天的老人，從歷

史舞台的中心被迫走到世界邊緣的心境。

[21]

文化中國

一五七。
[41]

楊劍龍：《雨中思情聖——汪靜之誕辰
一百周年有感》，見《瞻雨書懷》(廣西
師範大學出版社，二○一五年)，頁
一五八。

書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一五
年)，頁二五二。
[56]

楊劍龍：《有軌電車》，見《瞻雨書
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一五
年)，頁五七。

[57]

[43]

[58]

[44]

[59]

楊劍龍：《敬賀賈植芳先生九十華
誕》，見《瞻雨書懷》(廣西師範大學出
版社，二○一五年)，頁三六五。
楊劍龍：《送別賈老》，見《瞻雨書
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一五
年)，頁四七九。
楊劍龍：《文化批評做先鋒——賀〈粵
海風〉百期》，見《瞻雨書懷》(廣西師
範大學出版社，二○一五年)，頁
四五六。

[45]

楊劍龍：《現代作家剪影》之三，見
《瞻雨書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
○一五年)，頁一五二。

[46]

楊劍龍：《愛的印痕》，見《瞻雨書
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一五
年)，頁二八二

[47]

鄉愁詩更偏重「感情」的抒發，關於普世價值和文化批判的詩

更側重「思想」的表達，那麼這類詩則著重於人生「智慧」參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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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歲月將生命熬成苦汗，而苦汁澆灌出的詩全都是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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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劍龍：《母娶媳婦》，見《瞻雨書
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一五
年)，頁一四一。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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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劍龍：《莫言莫言》，見《瞻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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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楊劍龍：《莫言的眼與言》，見《瞻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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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一五
年)，頁三三。
參楊劍龍《城市病三首》，見《瞻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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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頁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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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頁一一至一二。

[61]

楊劍龍：《遠游》，見《瞻雨書懷》(廣
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一五年)，頁
二一六至二一七。

[62]

楊劍龍：《冬日，挂在樹梢上的風
箏》，見《瞻雨書懷》(廣西師範大學出
版社，二○一五年)，頁八至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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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ersonal Epic: Walking on the
Road of Poetic Dwelling
—— A Study of Yang JianLong’s
poetry
Tang XiaoLin (Sichuan University）
Abstract: Yang JianLong’s poetry
shows homesickness sentiment, watching
universal values, criticism of cult ural
chaos and ref lection of moder nization
by expressing of his personal feelings,
ideas, life wisdom and so on. It makes his
personal epic, condenses spiritual journey
of their generation. He walks on the road of
poetic dwelling.
Keyword: Yang JianLong; poetry;
epic; poetic dwelling.

編後絮語
■ 子 夜
本刊執行主編
正當我們編輯這一期《文化中國》時，傳來王家儉教授逝世的消息，而教授執教過的台灣師大刊登訃告時
以「春風傷逝」四字形容，也恰好地反映了本刊編輯的感念和緬懷。教授生於安微窮苦農村，從小勵志，勤奮治
學，郤又飽受中國民族動蕩災難之苦，鑄成了教授為人低調謙遜卻又充滿精彩故事的人生。記得是《文化中國》
剛創刊的一九九五年，剛從台灣旅居溫哥華的教授，趕來參加我們舉行的第一次學術研討會，從此結下學術文化
之緣。教授嚴以治學，一以貫之，既使在當今學界彌漫浮躁風氣之時，仍不改初衷，一筆一字均嘔心瀝血，為我
們端正學風立了榜樣。《文化中國》許多改進之措，就是出於教授的建議和幫助。我們當以其鞭策編刊工作便是
最好的緬懷。為志紀念，我們專門編輯了王家儉教授簡歷和學術生涯介紹，垂請閱讀。
上期特輯是本刊編輯部與上海師範大學聯合舉辦的基督教文化與中國文學研討會的論文，本期繼續刊出部
分。除續刊李卓然的《走進紅色耶路撒冷的空城》外，還有滿建論史鐵生散文的基督教文化意味的論文，以及權
陳論劉震雲《一句頂一萬句》的讀後感。前者通過史鐵生的散文作品呈現出鮮明的基督教文化意味，探討了其對
神和信仰的體驗與闡釋、對信仰缺失後果的憂戚以及對懺悔精神、寬恕精神和愛願精神的提倡。作者認為在基督
教文化濡染下，史鐵生散文取得的成就對中國當下散文創作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而權陳則以劉震雲代表作之一
小說《一句頂一萬句》為題，探討了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思想兩條線索是如何貫穿其中，而逐一提出並回答了幾個
問題，即：這兩種傳統給人的心靈怎樣影響？它們怎樣塑造人的生活，乃至話語呢？兩種對談的方式怎樣？負能
量話語在基督教信仰裏如何轉換為正能量話語？當然，這些問題的全面解答，仍需經過長期對話和探討，因此，
在這兩期特輯後，我們將繼續不斷地圍繞這個話題展開討論，也歡迎學者繼續就這個主題賜稿。
相比從基督教文化角度討論中國當代文學，本期其它文章則是以史料和資料研究為主的成果。例如，周強
的文章，以中國博物館百年歷程為題，通過收集與梳理中國翻譯的前蘇聯博物館論著、留蘇學習人員撰寫的報
告、地志博物館的資料、大型博物館陳列的文獻等，研究了從新中國成立後的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博物館陳列的
特色。其它文章，幾乎都以資料和文獻的研究為主要特點，如：孔祥軍以《春秋大事表》為考察中心，對顧棟高
《春秋》地理學的研究；朱智武通過分析墓誌材質、形狀、刻文方式及紋飾等方面所呈現的特徵，論述了六朝墓
誌的形制及其演變；朱供羅對「依經立義」內涵及其演變的論述，等等。
一些資料和文獻用於近現代人物上的研究，是非常有意思的。本期張向東在研究現代中國戲劇和國產電影
的開拓者洪深的論文中，通過洪深生平中的「不怕死」、「遺囑」、「自殺」、五十壽辰、書信函電、唱和詩、
畫像等微末細節的事件，勾勒洪深生動和極具個性的形象，展示一代文人在動盪年代中的精神風貌和人格魅力。
本期文學藝術欄目有兩篇份量較重的文章，一是意娜論述藏密壇城（曼荼羅）的文化符號意義的論文，作
者從形象和哲學兩個層面去論述「圓」「十字」，以世界主要的幾種宗教之列的佛教和基督教其基本圖形就是十
字的事實，說明建立在簡單的圓與十字的組合上的藏傳密宗曼荼羅（壇城），代表並建構著藏族人的宇宙觀、文
化觀，並在這一過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曼荼羅圖式。作者是一個長期研究藏文化課題的專家，相關成
果的發表相信可以為這個領域增添富貴財富。二是胡偉以「祖鄉、今鄉與象鄉」為題，論述了馬來西亞華人文學
的一個獨特的地理空間，通過讀這篇文章，相信可以讓我們對域外華人文學有一個感性的體會。近年來，本刊陸
續發表了一些針對海外華人文學或藝術的研究成果，這本來也是在海外倡導文化中國的一個重要範疇，因此，我
們期待有更多的此類成果得以在本刊發表。
即將進入的夏天，我們會在美麗的溫哥華靜候來自中港台和北美各地的專家學者，共享本刊主辦的「文化
中國學術年會」盛舉，並欣賞各位學者的論文和成果。會後，本刊會選擇精彩部分發表，敬請垂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