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論語

烏托邦美學與後現代西方價值的失落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最近浙江大學在杭州舉辦烏托邦美學的研討，紀念摩爾（S i r T h o m a s M o r e）《烏
托邦》（U t o p i a，1516）一書發表五百年，是一與眾不同的會議。烏托邦原是想像遠在
他方的理想世界，但地理大發現後，發覺並不存在這世界。到十九世紀，烏托邦思想代
表一個未來的理想，以為未來應比現在好，然而發展到二十世紀，兩次大戰及之後的冷
戰，展示一個絕不理想的現實。二十一世紀西方先進國通過全球化操控世界，與伊斯蘭
的文明衝突形成中東生靈塗炭，難民流離。西方自身的民主自由理想，卻扭曲為後現代
的自我中心主義，理想沒有實現，世界反而越來越差。
西方興起時原有高尚的價值觀，歷史上西方的興起，其文化的核心理念有三個根源，
一是來自希臘的理性精神，研究事物的規律與思想邏輯；一是羅馬的「法治」體制，使
社會有秩；而另一是來自猶太/基督教文化的靈性生命，重視人在上帝面前的平等，自由
與博愛，成為近代的「科學」、「契約」與「道德」精神。近代資本主義興起，商業具
希臘文化的競爭性和擴張性的，但必須在羅馬文化的法律框架下擴張，不同商業團體之
間須按基督教文化的契約，以確定利益關係，並在守約下競爭，而在這一切競爭中，商
人須有道德良知，不欺騙顧客，不剝削窮人，且以財富回饋社會，濟助貧困弱勢大眾。
宗教改革強調人人在上帝面前都是獨特自由的，到啟蒙運動之後，個人地位提高，於
是西方文化加入了「個人」這因素，視國家與人民是一契約關係，須以法律保障人民的
平等自由，每一公民是獨立自主的個體，有義務和責任去共同維護國家。這時的個人理
念，仍是有普遍的理性和道德為其本性，故此社會倫理上，個人對社會整體有義務和責
任。由此產生西方文化極盛期，而產生了自由、平等、民主與法治等較理想的體制。
然而西方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社會倫理經歷一重大的變革。由於越戰引發歐美青年
學生的強烈不滿，法國在一九六八年五月爆發學生革命，佔據校園、工廠和各機構，宣
佈與傳統價值分離，建立新價值觀。美國反越戰運動用嬉皮士的吸大麻、性自由及搖滾
音樂來抗議美國正統的道德價值。

這種反叛文化的風氣，配合後結構主義與後現代思想的興起，慢慢成為文化主流，轉
出一種激進的自由主義，否定人文主義，否定有結構系統，否定有真實世界，也否定人有
較崇高的普遍人性，認為人祗不過是一進化較高的動物，祗有每人獨特的個性和本能。
後現代文化在終極上採取價值的「虛無主義」及「道德相對主義」。在相對主義之
下，引伸多元主義，社會沒有普遍價值標準，變成一種甚麼都可以（anything goes）思
想。認為所謂人性，只是每個個人的「生存」，純從其動物本能去理解。因此假定人是無
共同價值，其共同性僅在有動物的本能。
基於這無人性假設，人的唯一普遍性就剩下個人的自由及權利，於是將自由與人權凌
駕於人性和道德價值以上，凌駕在家庭關係、人倫關係、責任義務及社會整體以上，所謂
人權就被限制在這寡頭的自由內。否定了人的普遍人性後，個人本能的放縱就成為社會風
氣，教育與文化主流排除一切價值。這時出現的，就是「自我中心主義」(egoism)。「自
我中心主義」視人為禽獸的一種，沒有人性與人格。在這思想下，一切濫交、放縱、吸
毒、賣淫、亂倫、畸戀都視為人自由和權利的表現。
後現代自我中心主義的美學，是純感性的視覺世界，只有色彩、音響、裝置、動作與
微博或臉書中的矯飾作態，以表達自我的感覺為主。商品的品牌就成為自我的符號，故此
品牌成為矯飾個人的美學符號，以象徵個人的品味或地位。
後現代已無崇高普遍的價值，研究後現代大眾文化的學者的約翰‧多克(J o h n
D o c k e r)很有見地的指出，後現代文化深有狂歡文化的模式。狂歡文化的背景是虛無主
義，沒有真理或真實世界，人就只剩下無本性無內涵的自我，成為純縱欲的生物，且只能
以自我為中心。狂歡文化的世界觀是一切隨起隨滅、短暫而虛無的世界。
後現代西方文化精神墮落為虛無主義，而且其霸政侵害全世界，已無資格領導世界文
明。下一步人類往何處走？中國的經濟與國力在世界興起，但中國文化有什麼可提供給後
現代全球文明呢？中國文化仍是初步重建中，如何提供一個新烏托邦的美學，為二十一世
紀後半期建立理想呢？中國文化仍須創造的轉化，先吸納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與法治
理想，再以易學的天、地、人全體平衡及和諧的思想，將之重構，而不落入自我中心及虛
無中，在人心性找尋提升人生境界的修養，在超越的真理世界，肯定至高的理性與美善慈
愛，或可重建文明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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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化研究的新視野
——關於地理學與地方學的對話
■ 張寶秀
北京聯合大學

本刊總編輯
摘

城市其實是很奇特的矛盾，大部分人不能不在城市活著，但同

時又要面對城市中的很多罪惡。城市是人希望得到安全感，但又不

斷在流浪的地方。

二○一六年第三期（總第九十期）

□ 梁燕城

要：城市是一個很複雜的人類居

羅（Jacques Ellul）分析說：「該隱將窮其

住在一起的空間。對話的兩位學者，討論

一生以尋求安全，不斷與敵對力量鬥爭，

了在這個空間裏如何規劃跟大自然的關係

操控人與自然，要保證一切可被他控制，

和人文的關係。城市是很奇特的東西，有

保證一切看來是可靠的，而實在這一切均

好的一面，同時又有很多罪惡在發生。研

不能保護他甚麼」。該隱到了挪得（No d）

究城市的空間結構，需要從地理學的角度

之 地，建 立一座城，而挪 得 一 辭 在希伯

出發，研究其發展過程，從歷史到今天以

來原文就是指「流浪之地」（t he l a nd o f

及未來，並作一些規劃，這些研究形成了

wa ndering），他停止而居住在流浪之地，

地方學。當全世界城市建立愈來愈多，產

似是吊詭之辭，以羅指出此中的隱喻，「人

生各種不同問題，那麼地方學的研究也許

類所有渴求的種子，可表現為該隱的生命

會給這些問題的解決提供一個平台。

陷在流浪之地，永遠在尋找一個可滿足其

關鍵詞：城市，空間，地方學。

安全感的地方」(The meaning of the city,
tram Dennis Pardee, Vancouver: Regent

關於城市是否罪惡根源的分析

College, 1993, p.3)。城市是人希望得到安
全感，但又不斷在流浪的地方。所以他把城

４

□：張教授，你是城市學和地方學的

市看成是人類罪惡的根源。另外一個古代

專家，並從事北京學的研究，我也知道你一

跟城市相關的記載是巴別塔，強暴的巴比

開始是從地理學起步的。地理學是一個很

倫王要建通往天的塔，代表人類的權利到

大的範圍，人文地理包括了城市研究。人類

一個最高的地步。講起巴別塔，有人就會

聚居成為城市，是生物中特有的現象。城

想起美國的世貿中心，都是通過建高塔，

市是一個複雜的人類聚居空間，這空間如

建立自己的權威。城市從某些角度來說是

何規劃，使人與大自然相關，人與人相關，

不好的，但另外有些社會學家則認為城市

成為調適順遂呢？城市其實是很奇特的矛

是充滿希望的，而不一定是罪惡的根源。

盾，大部分人不能不在城市活著，但同時又

你在這方面從事研究有很長時間了，很想

要面對城市中的很多罪惡。聖經創世記中

知道你在這一方面的成果和體會。

有一個叫該隱的人殺了他的弟弟，受到上

城鄉一體化的綜合研究

帝懲罰後，跑到伊甸園建了一個城市，這是
城市的起源。所以，西方著名的社會學家以

■：我本科在北京大學是學地理的，

域的根據地，這是屬於歷史地理，與現實

後來我的碩士到博士都是學歷史地理的，

的中國發展無關係，只有精神文化的意義，

博士的導師是侯仁之院士，他是著名的歷

那是中國不只為防禦型的保守文化，卻是

史地理學家，而且是中國現代地理學的重

進取型的文化。這個可以讓我們滿足一種

要奠基人之一。他最重要的研究領域是北

歷史感情，但當我們講到北京的歷史，不

京城市歷史地理。當然，他也作了一些其

單是歷史，且由歷史轉變為現實。很想知道

它城市的研究，但在北京方面則是最主要

現在的北京從古代到現在的變化，是如何

的，而且他對北京充滿了感情。他在燕京

由歷史轉為現代城市的發展？進一步是如

大學本科和碩士畢業，到英國讀的博士學

何規劃建造現在的北京，並提出一個發展

位，開國大典前三天回到北京，投身到歷

的方向，既保留古老的文化氛圍，又成為最

史地理研究。他是理論聯繫實際學以致

先進的後現代都市？在這個從歷史地理到

用。我的碩士論文研究的是北京明清時期

現代城市的轉化過程中，一直到北京學，

關鄉地區（城門口）手工業問題。而博士

你有什麼思考和啟發的？

論文是做北京水源的中上游河流等研究，

歷史地理要為現實服務

這個學習過程奠定了我的歷史地理研究地
域。後來我到北京聯大，當時的系名就叫

■：我在學習的道路上，主要受侯

城市與區域科學，其實就是以前北大分校

仁之老師的影響比較大，堅持歷史地理要

的地理系。由於北聯大是市屬的應用性大

為現實服務，這就是他所做的。現在如果

學，更多的還是要研究一些現實的問題和

你走在北京，很多著名有歷史意義的景

解決一些實際問題。所以我們的研究任務

點，一些碑記或其它文字，都是侯仁之寫

不但是研究城市，還研究郊區，即城鄉一

的。也許受顧炎武的影響，要學以致用，

體化這樣一個地理綜合體。例如，我們要

他的研究成果，比如研究北京城址，對最

研究城市的空間結構，因為從地理學的角

早的水源地蓮花池的保護，能在他帶領十

度出發，也研究其發展過程，從歷史到今

幾位老先生的呼籲下，將北京西客站東移

天以及未來，作一些規劃，包括山區的資

一百多米，保護了蓮花池。後來，他怎麼

源開發，經濟發展，還有城鎮化問題，以

把蓮花池水系從廣安門一帶轉移到什剎海

及密雲、平谷等區縣研究。我剛畢業時來

一帶，當時叫高梁河水系，都做了大量的

到北聯大參加了一些科研任務，基本是從

研究，在當時北京還是非常權威的觀點，

地理學的角度出發研究北京城鄉的發展。

而且為北京的城市規劃發揮了非常重要的

後來北聯大受韓國首爾大學創建首爾學研

作用。原先北京市的市長和一些領導如彭

究所的影響，不同的地理學，歷史學，古

真、萬里等，同他的關係都很好，也非常

建築，不同的學科在研究漢城這個城市

敬重他的意見。這方面也有很多實例，如

時，發現每個學科都有它的視角，大家需

從地安門出來有一個萬寧橋，老百姓管它

要聯合起來，通過跨學科多學科地綜合地

叫後門橋，元大都就是以這個點規劃設計

研究這個城市，追尋它總體發展的規律，

的。他在蓮花池之後就開始呼籲保護這個

所以設立了北京學研究所。

點，認為這個點對北京城是至關重要的。

□：從歷史地理學轉到當代城市的地

在他的建議下把這個點進行了修復，把那
些老的石板都找回來修繕，不夠的地方用
新的補上。為了保護這座元代建成的老

５

如何由歷史轉為現代城市

張寶秀、梁燕城：城市文化研究的新視野

究歷史上的地理，是一個相結合的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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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時研究過漢代萬里長城，作為中國出西

萬里長城，作為中國出西域的根據地，這是屬於歷史地理，

了歷史地理學。歷史地理學實際上就是研

與現實的中國發展無關係，只有精神文化的意義，那是中國不只為

理發展學，這個過程有什麼特點？我三十
防禦型的保守文化，卻是進取型的文化。

後來又修了一門中國史，所以畢業時選修

文化中國

橋，在旁邊什剎海的出口又修了一座橋讓
依據旁邊有一座銀錠橋，而起名金錠橋。

個比較大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是南北民

讓他題字，他很謙虛地說讓書法家寫，不

族和文化交匯的地方，同時又是東北邊疆

願意到處刻字，但市領導很尊重他，結果

的重要軍事要地。到元大都，又放棄了金

現在橋名就是從他字跡中找出刻在橋上

中都，把金中都重要的宮殿燒掉了，用了

的。北京建城三千六百年，最早古代叫薊

漢族的幕僚叫劉秉忠，首先規劃建設了元

城，西二環有一個薊城建城紀念柱，碑文

上都，後來放棄蓮花池水系建了元大都。

也是侯先生題寫的，記錄了薊城的歷史。

蓮花池是永定河的支流，選了另一條更大

薊城後來幾經歷史演變，為古都遺址，在

的支流高梁河，轉向了東北向的流域。在

南二環也有紀念碑，碑文也是侯先生寫

興建元大都時，劉秉忠學了周禮考工記中

的。這個地方還有一些水系，另外還有明

儒家都城的傳統，座北朝向，前朝後市，

代北京城保存下來的幾個遺址，碑文也是

五斗六舍，等等。現在北京胡同的名稱也

侯先生寫的。他為什麼要寫這些碑文呢，

是從元大都流傳下來的。

因為他對於北京這個城市，用歷史地理的
視角，時間加上空間，地形和地貌，針對

在興建元大都時，劉秉忠學了周禮考工記中儒家都城的傳統，座

北朝向，前朝後市，五斗六舍，等等。現在北京胡同的名稱也是從元

大都流傳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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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走。當時北京的領導讓他起名，他就

域，成為中國北部一個中心。
■：在秦漢和隋唐時期，它是北邊一

從封閉城市到開放城市

不同水系，以水為綱，從水入手，研究北

□：元大都城市是開放的，與漢人過

京城，特別是結合地理環境，研究清楚了

去的城市規劃不同。自漢朝以來，漢人建

城址，起源，遷移，（元大都）與北京城

城是方形的，城有城牆，宮殿和衙署在全

的規劃和建設，是奠基性的。到目前為

城最有利的中北部，中間有一大道，供皇帝

止，這個框架和思路還沒有人超越他。後

大官等行，城門晚上關閉。城內有商業用

人主要是研究更細節的，可能有些小的糾

的市，人民居住之處為很多方格形的「坊」

偏。侯先生曾說過，我只是研究一個框

(後期稱為「里」，故這種規劃稱里坊制)，坊

架，內部細節還要你們來充實。

四周設墻，四面各開一門，坊門晚上關閉，

薊、幽州與元大都歷史

且全域行宵禁。市的四面也設墻，街道是
井字形，臨街設店。這是一封蔽的城市規

□：薊城位置跟金中都是相同的吧？
■：相同的。但金中都向東南西北擴

劃。到唐代後期，揚州等商業城市的里坊

建，規模要大的多，都是有比較明確的尺

由封閉式向開放式演變，此外夜市也逐漸

寸紀錄。

興盛。我一直在想，漢朝以來，為什麼城市

制遭到破壞，引至坊市結合，不再設坊墻，

□：唐朝還不是一個首都。
■：叫唐幽州城。

總是把人關在一小格一小格的小坊之中，

□：據《周禮·職方》載，「東北曰幽

可見開放城市的繁榮。

州」。原是北面河北及遼寧一帶，後成為燕
國，隋煬帝大業初罷州置郡，故改幽州為

一直到宋朝才轉為開放式，從清明上河圖

農耕和游牧結合的文明

６

涿郡，築臨朔宮作為行宮，他三次用兵高

■：我覺得華夏民族，尤其是漢族，

句麗，都以涿郡為基地，成為軍事中心。唐

總的性格是內歛的，例如，修長城更重要

再稱為幽州，又稱范陽郡，天寶元年范陽節

的意義是防守的，而不是進攻的意識。這

度使，兵力九萬餘人。安祿山兼任范陽、平

樣比較容易管理，白天開放，晚上關閉，

盧（今遼寧）、河東（治太原府，今山西）就

當然也有利於治安問題。遼元金，用了唐

是從這裏起事的。幽州也算北邊一個大區

幽州，沒有什麼變化，金中都從東南西北

定居，由此產生了農業，例如西安的半坡

農耕文明和游牧民族結合的文明，他喜歡

遺址，就是一種農業居落，到後來文明發

逐水草而居，又把儒家建城的創造性地結

展了，社會分工了，開始有貿易了，產品

合起來，如都城建設，道路，城墻，城門

有剩餘了，有集市了，也就出現城市了。

等。現在北京的中軸線已經列入申遺的項

不能說農村沒有罪惡，凡是有人的地方，

目。聯合國專家也請了來，他們特別贊成

有善良和陽光的一面，同時也有不好的一

把北海和中軸線同等申遺。這體現了草原

面。因為城市人比較多，所以產生的問題

文明和農耕文明的結合。

也會比較多。過去我們對綜合性的研究，

如何使無形文脈作有形相傳

也就是多學科參與的綜合意識不太強，所
以我們現在比較注重從北京市這樣一個中

□：現在是新一代人建立新城市，但

國龍頭城市的地位，去認識它的歷史、現

這後一代人對這一切歷史文化並不清楚，

狀和發展，規律和動力，階段性的特徵，

應該有這樣一種教育，讓他們明白古代的

也就是為了更好地認識它，為它未來的可

歷史，以及這城市是如何發展的。
■：我特別贊同你關於要彰顯歷史

持續性發展成為宜居城市。現在愈大的城

這個觀點，無形文脈要有形相傳，我們是

中央在推動一個國家重大戰略，就是京津

從歷史地理去研究去理解這個城市，對於

冀協同發展。因為，很多功能都集中在北

它的規劃和發展是必不可少的。在北京發

京這個六十四平方公里的地方，首都功能

展中，歷史地理研究是作出了重要貢獻

加上城市本身的功能，負擔太重，交通堵

的。我們在北京學的研究中，也向公眾進

塞，空氣污染。京津冀協同發展就能建立

行宣傳，北京學基地的人員每年五十二個

一個能承擔這種多功能的城市群，疏解北

周六，都要去首都博物館向市民宣講，有

京的壓力，還北京藍天的歷史，讓城市成

時會到國家圖書館去宣講。一個是研究，

為宜居的地方。人只有在這個城市裏環境

一個是教育，還有一個是要寫報告，讓北

好，好的就業，衣食住行舒服和方便，他

京市的文史委、政協等能轉換成他們的提

才能感到幸福。幸福包括物層面的，還有

案，或者立法，推動北京市的歷史名城和

精神層面的。我們現在發掘地方文化，傳

文化遺產的保護，目的還是讓三千年古都

承文脈，彰顯歷史，人們在享受物質生活

有一個可持續性發展，傳承下去。

時，也有精神上的享受。當一個城市發展

如何建造幸福的歷史名城

到一個程度和成熟時，人們就會對精神和

市，城市病愈多，這個也面臨一些問題。

文化提出一定要求和追求。這樣才能讓他

□：我們講的北京學的歷史地理部

幸福。現在中央對北京的定位是政治中

分，在現代城市規劃方面，除了保護這方面

心，文化中心，科技創新中心，國際交流

歷史之外，如何能建立成為人們居住在那

中心，根據這個定位，疏解或關閉一些比

兒就會有幸福的城市呢？剛才我提到《創

較弱的製造業，減少北京的負擔，讓居住

世記》中的該隱創造城市變成失去安全與

在這兒的人更舒服和幸福一些。

大自然的罪惡世界，那麼我們能不能把它
是如何思考或研究呢？
■：你講的那個該隱的思想，其實

從波哥大的幸福城市思考北京
□：在哥倫比亞的波哥大，是一個罪
惡城市，充滿了綁架與暗殺。一九九七年市

７

變成不那麼壞的城市呢？北京學在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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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也是一個儒家的經典，但是這裏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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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上的產物。人類從新石器時代開始

無形文脈要有形相傳，我們是從歷史地理去研究去理解這個城

的坊就是開放的，不用把門關起來。元大

市，對於它的規劃和發展是必不可少的。在北京發展中，歷史地理

從城市的客觀上講，是人類文明發展到一
研究是作出了重要貢獻的。

擴建，從二十六坊變成六十二坊，這新建

文化中國
城市太繁忙，人與人互相很陌生，再加上霧霾，那麼，多麼好

的文化歷史背景都不會給人帶來幸福的感覺。文化的休閒，享受，一

定要成為城市的設計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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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恩里克．潘納羅薩(Enrique Penalosa)指

社會治安是很好的，不存在你剛才提到的

出第三世界的大城市都是骯髒、貧困、殺

在國外那些販毒之類的問題。大部分問題

人搶劫罪犯又多，他說：「我們要活出一個

出現城鄉結合部。外來流動的打工的比較

實驗，我們不一定能搞好經濟，不一定能使

多，前幾年我們做過一個流動人口調查的

每一個人像美國人一樣富裕，但我們卻能

研究課題，飯店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外來人

設計一個使人民有尊嚴的城市，使他們感

口，犯罪的對象也是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外

到富足。城市會使他們更覺幸福快樂」。起

來人口。所以現在隨著首都功能的疏解，

碼可以讓城市可以不那麼骯髒，空氣好一

這樣的人口會減少，產業會優化。那些發

點，多一些樹，草地，公園，還有自行車的

展中國家，我想主要是因為中小城市基礎

通道等等，然後多一些小商業而不是大的

設施弱一些，和大城市之間條件差別比較

商廈佔據城市中心。他把很多路都封了，種

大，包括受教育水平，醫療水平，就業條

了十萬顆樹，全城開拓一千二百個公園與

件，所以大城市的吸引能力比較大，人口

游樂場。在城外購入大量土地，免被房地

比較多。但中國總的來說，大城市尤其是

產商控制，並發展為廉價屋，供水電與電

像首都這樣的城市，北京的內城是四十二

話，使窮人有地方安身。行人走道不得停放

點五公里，完全沒有汽車也不是可能的。

或行駛摩托車。建立三百公里獨立自行車

當然單雙日機動車分開之後情況就好很

徑，是第三世界中最大的網絡。創造世界

多。像春節的時候，外地人口都回家過年

最長步行街，共十七公里，穿過全城大部分

去了，天特別的藍，交通特別暢通。北京

地方。並四十五公里綠蔭行車道。結果全城

主要土地有限，水有限，承載力有限，這

空氣變得很好，到處綠樹林蔭和大草地，

種情況下要疏解人口，疏解跟首都地位不

花開鳥飛，微風吹遍，陽光穿越樹蔭，城市

相關的一些地方產業，根據京津京冀協同

的謀殺率降低三分之二，小商戶笑口迎客，

發展規劃去落實的話，在通州建行政副中

行人如親友般閒談。這是否更接近幸福快

心，把市政府一些機構遷出去，這樣進城

樂的真義？我突然想到，如果北京把行政

辦事的人也會少，減輕一些交通壓力。根

中心移到其它地方，二環以內部分地可以不

本的問題還是功能城市，人走不了，產業

開車，多開公園，林蔭路，自行車徑，空氣

走不了，就很難恢復。北京在一些重大活

就不會那麼壞，霧霾可大減。實在說來，二

動時，空氣還是比較好的，這說明治理還

環以內是可以很美的，主要的歷史文化都

是有效的。只不過希望這種治理是長效。

在那裏。但是如果有太多的車或垃圾，城

當然整個中國在引進項目時，因為剛起步

市太繁忙，人與人在街上走來走去都互相

發展時那些污染產業也在中國佈局了，現

很陌生，再加上霧霾，人民都沒有情懷，那

在就要重新考慮了，要從老百姓的健康出

麼，多麼好的文化歷史背景都不會給人帶

發，從國家的可持續發展出發。通過這幾

來幸福的感覺。文化的休閒，享受，一定要

年發展和進步，已經累積了一些基礎，可

成為城市的設計方向。所以，後來波哥大就

以有目的地選擇產業，未來會愈來愈好。

變成這樣一個大家認為比較好的城市。結
果，黑社會也跑了，販毒的也不來了。這個

從北京學到地方學

８

情況在溫哥華也有，把一些本來販毒的區，

□：我們剛才講地方學，從北京學如

變成比較美麗與有文化的地區，販毒也不

何走到地方學，一個更廣大的交叉學科，

在那兒出沒了。對你來說，北京以後的規劃

有綠色理想，空間概念，城市規劃，人文地

最好如何走？
■：北京的內城東城和西城，應該說

理，自然地理，歷史文化，各方交疊而成一
個「地方」，這種大綜合學問，如何建立？

歷史靈魂傳給下一代，讓他們感覺到某一

史，各地基本一個縣為單位，都有一批人

種幸福。紐約大學文化與傳媒學者瑪利

士愛好本地傳統文化和特色文化，有的還

達‧史德勤(Marita Sturken)在其《糾纏的

甚至設有一些研究機構。所以我們也逐步

回憶》(Tangled Memories，The Vietnam

同各地兄弟單位交流，於是就發現一個規

War, the AIDS Epidemic，and the Politics

律，從改革開放到八十年代，由於對地方

o f R ememb e r i n g)中，提出「文化緬懷」

文化的研究，推動了當地的經濟、旅游和

(c u l t u r a l m e m o r y)的探討，指出「緬懷

文化產業，但只研究地方歷史和地方文化

(Memory)構成人生的交織結構(fabrie)，影

還不夠，所以許多地方紛紛提出了地方

響著一切，從簡單日常生活作業的表現能

學，如鄂爾多斯學，山西晉學，泉州學，

力，到瞭解自我。緬懷建立生命的連續性，

揚州學等。中國從歷史上研究地方是有傳

賦與現在意義，因現在是由過去所構成。

統的，地方志早就有了，正史裏也有地理

緬懷作為一回憶的方式，使我們知自己是

志，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還出現了齊魯

誰，從而產生自我認同的核心」。「政治的、

學，這就是傳統的地方學，後來又有藏

後殖民的與歷史的地理學家們，寫到緬懷

學、微學、敦煌學等。從地方文化發展到

政治時，都考查過政治解釋的實踐及可緬

綜合研究地方，別的學科也介入了。這就

懷的地標，包括雕像、街景、牌坊、紀念

是現代地方學，也就是從地方文化到綜合

碑、印記、旅游勝地，城市新發展計劃，居

研究。到二零零五年成立了地方學研究聯

民群體建設，及仍在爭議的地標等，作為

席會，二零零八年委托北京學來做這件工

民族認同的標記」。所謂文化緬懷，就是以

作。這樣，北京學不但是地方學一個重要

空間來建立時間，在城市空間建造歷史的

組成部分，而且有責任同全國各兄弟單位

回憶。地方學可能是一種非常新的學問，正

一起共同來研究它的使命、它的宗旨、它

是時間與空間融合的研究，而且是非常具

的方法，每年都要召開研討會，已經有

體的落實在有形的世界，用空間表達時間，

三四十家正式定名的研究機構，而且我們

用城市規劃表達文化緬懷。我想地方學可

認為它應該是海外研究中國學的組成部

以指引未來科際綜合的研究方向。

分，也應該是中國大國學的組成部分。我

地方學的方向

們基本使命就是研究地方，發掘文化，傳
承文脈，服務發展，大家在一起交流很開
心，也有收穫。

如何用空間表達時間

■：據我們瞭解，世界各地都有地
方學的研究，但明確以地方學這個名稱提
出的，主要還是東亞地區。首爾學是九三
年當漢城建城六百年前夕提出的，是綜合
研究這個城市的開始。這是地方學研究中

我們就可以講地方學，如果一個很新的城

比較早的。首爾學也把韓國各地的地方學

市，就不會有那麼多的歷史，這是城市的

作了統籌，團結在一起進行研討和交流。

時間性價值。但是要保留時間性的歷史，

另外還有日本的京都學，山口學，都與我

空間性也重要，因為整個城市和整個地

們有過交流和合作。總之，在東亞這個地

區都是空間的發展。空間是具體性的建

區，地方學還是蠻興旺的。中日韓之間尤

造，不僅僅是歷史上時間上的過去，還要

其是中韓之間的互動交流還是比較多的。

□：他們原本都是一個城市或地域

９

□：如果有了歷史文化方面的元素，

具體將這過去時間在當下空間中建造，把

張寶秀、梁燕城：城市文化研究的新視野

民族和文化也是多元，有五千年文明發展

專題對話

留下來，然後通過新的城市規劃把這個

所謂文化緬懷，就是以空間來建立時間，在城市空間建造歷

但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地貌多樣，

史的回憶。地方學是非常具體的落實在有形的世界，用空間表達時

歷史的意義保留下來，把歷史的靈魂保
間，用城市規劃表達文化緬懷。

■：北京學是研究北京這個地方，

當全世界城市建立，尤其是先進城市愈來愈多，產生各種不同

問題，地方學也許會為這些問題的解決提供一個平台，為未來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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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提供了一個探討的綜合學問，而且這是東亞人智慧所開創的。

文化中國

的研究，但後來發展開來卻結合各不同城

如一般的地理學，歷史學，歷史地理學，人

市與地域，就形成一龐大的地方學研究體

文地理學，環保等等，更具綜合性和具體

系。現在看來，好像西方還沒有類似紐約

的實踐性，而且跟人民生活非常有關係。

學、華盛頓學之類的研究，所以看來這也

它也許會成為今後人類發展的一個視野，

是一個新的發展。當全世界城市建立，尤

一個新的方向，我們期待地方學有一個更

其是先進城市愈來愈多，產生各種不同問

好的發展。(本刊編輯根據錄音整理)

題，那麼地方學也許會為這些問題的解決
提供一個平台，為未來的方向，包括環保
問題，以及各種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提供
了一個探討的綜合學問，而且這是東亞人

A dialogue between Urban Studies
and Local Studies
Thomas In-sing Leung (Chief Editor

智慧所開創的。
■：有的地方學以研究城市為主，

of Cultural China

叫城市地方學，有的研究一個地區，叫區

University

Z h a n g , B a ox i u ( B e iji n g Un i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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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地方學。因為一個城市是活生生存在那

Abstract : Most people will know

裏，是一個很複雜的系統，任何一個單一

that city is a very complicated area where

學科是很難對它進行全面認識的。面對這

human beings live. Two scholars in this

樣一個複雜系統，就需要多學科的協同作

passage have discussed a lot of relationships

戰，也是一種系統論的思想。我們在搞北

show i ng how t hey work bet we e n t he

京學的開始，有人說國外有倫敦學，羅馬

mother nature and the human civilization.

學，我們經過瞭解，也就只是在大學裏開

City is kind of strange and unusual entity,

一些有關倫敦或羅馬的課程，就像我們上

good for living on one side, but bad for

學時老師會開北京研究專題或城市規劃專

illegalities and criminal activities happened

題，但是作為一個機構或作為一個學科，

within on the other side. In order to study

而且以北京學之類的名稱進行研究的，目

and analyze the space structure of a city,

前在西方尚未發現有這樣的提法。包括我

we have to start with it geographically.

去莫斯科，他們也在研究地方發展，包括

So we need to have further study on its

鄉土地理，地方史，地方文化保護，從不

development processes from its historical

同學科去研究綜合管理，例如俄羅斯科學

usages to present urban needs, and then

院有文化遺產研究所，是從多學科研究文

to make necessary development plans for

化遺產保護，但是否已經成為一個專門的

future needs. All these kinds of studies

多學科交叉的學問，我看好像還不是那麼

may be good enough to form a subject,

明確，不像中日韓等有地方學的明確提

named Local St udies. W hen there are

法。我們每年召開地方學的研討會，從理

growing numbers of cities all around the

論到實踐，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一直在不斷

world, there will be increasing numbers of

地深入，包括它的時間性、空間性、社會

problems too. Then, Local Studies will be a

性，等等。對這個學科的研究方法、研究

good platform for us to analyze, investigate,

範式愈加深入，對指導實際的研究工作，

and improve those problems arisen from

和研究服務現實的工作，更有好處更有意

the cities.

義，當然這些也正在繼續探索過程中。

□：我認為地方學比其它一些學科，

Key words : Cities, Space, Local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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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文化與中國文化的對話

儒者基督徒的文化認同
——二十世紀前後范子美之國學觀分析
上海大學歷史系

處境亦愈發尷尬。面對內心信仰與文化認

困難。身為中國基督徒，因兼具著中國人與基

同間的矛盾，面臨外界對中國信徒越來越

督信徒的雙重身份，故在建構文化認同的過程

激烈的質疑，基督教知識分子紛紛挺身為

中需要協調、應對更多的矛盾與壓力。本文選

自身信仰和立場「正名」。趙紫宸、吳雷川、

取處於這一矛盾體中的代表性人物，即一位有

張亦鏡、范子美等知名教徒發表了眾多言

著深厚國學基礎的基督教文字工作者——范

說，向外界澄清人們對於基督教的誤解，並

子美，嘗試梳理其在二十世紀前後國學觀的變

闡明各自對於國家命運、中國文化、宗教信

化過程，分析其國學觀形成的主觀原因及外界

仰等問題的看法。他們的觀點通過報刊、

環境，希望以此為契機感觸當時中國基督徒的

論著發表和留存下來，成為了民國時期中國

身份與文化認同。

基督徒心靈的一個縮影和寫照。
本文即以一位著名的基督教文字工作

關鍵詞：范子美；基督徒；國學觀；身份
認同。

者范子美（一八六六至一九三九年）為個
案，探討其在見證晚清至民國社會劇變的

中國基督徒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群

過程中，對於國學態度之變遷，並分析其國

體，他們受中國人與基督徒雙重身份的影

學觀變化背後的深層原因，進而考察民國

響，思想上所受之傳統與外來衝擊的表現

時期中國基督徒建構文化認同的方式和意

亦更為複雜。作為中國人，他們或在幼時接

義。

受過不同程度的傳統教育，或在社會倫理

一、從儒學門徒到耶穌信徒：
重建文化認同的嘗試

習俗的濡染中帶上了深刻的傳統印記。而
作為基督徒，他們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西方

范子美，舊名國英 [1]，又曰范禕，號皕

進入西式學堂，或緣此接觸更多的外來書

誨，於清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出生於江

籍與文化。故而中國基督徒對於世界變局

蘇蘇州一戶傳統家庭。時中國正值洋務運

與家國命運有著相對更為深切的思量，此

動之始，清政府在經歷兩次鴉片戰爭的失

一群體對於中國傳統國學亦有著獨到的態

敗之後，不得不邁出「師夷」軍事、器械之

度與看法。

強的步伐。然洋務的開展仍「以中國之倫常

二十世紀前後，中國社會變化之劇烈，

名數為原本」 [2]，「中學」並未喪失其在文

為此前所未及。經歷了庚子事變、辛亥革

化教育等領域的核心、主體地位。范五歲後

命、一戰及「五四」，至二十年代，社會對於

遷居上海，於伯父家開始識字讀書。得益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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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督教文化思想，一部分教徒或有機會

中國基督徒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他們受中國人與基督

晚清相對寬鬆，但基督教在中國仍面臨著諸多

徒雙重身份的影響，思想上所受之傳統與外來衝擊的表現亦更為複

基督教的批評與指責更甚，中國基督徒的

雜。此一群體對於中國傳統國學亦有著獨到的態度與看法。

要：民國時期的宗教和文化環境較

摘

謝玉梅、杜禕：儒者基督徒的文化認同

■ 謝玉梅、杜 禕

文化中國

其伯父的悉心教養，范九歲時已讀畢《詩

「聲光化電」 [9]等方面的西學書籍，逐漸

經》、《論語》、《大學》、《中庸》、《孟

「棄經學而從政論」[10]，並兼任《實學報》

子》、《尚書》、《周易》。此後，范氏出「就

[11]

[3]

何氏家塾」 ，跟先生學習《禮記》。十一

、《蘇報》、《中外日報》之撰著及編輯

人，撰文介紹西學鼓吹新政。
直至戊戌維新失敗，義和團運動席捲

讀《春秋》、《左傳》」，並教其作八股，學

華北，聯軍進入北京，朝野震驚。清政府的

詩篇。可以說，在范子美的啟蒙教育階段，

腐敗與無能加劇了國人的失望，伴隨而來

伯父給予了他較為全面的傳統熏陶。加之

的是對於既有制度與文化的深刻懷疑。舊

此後數年的學塾生涯，范子美得以打下堅

的權威逐漸失去它的號召力，國人對中國

實的國學基礎，以致「四書五經，滾滾在

政治與文化的篤信日微。曾經的信仰體系

[4]

胸，滔滔在口」 。范子美十三歲回蘇州入

走向瓦解，知識分子需要重新思考、尋找自

學堂，並參加童試獲秀才資格。十五歲始，

身與國家的出路，重建內心的認同權威。他

范曾任蘇州當地宋氏官吏子女之師，並開

們中的一部分人仍堅持改良帝制，更多的知

始接觸「宋元明理學家之文集」，更將其中

識分子開始將目光投注西方，社會的「歐

之訓言、思想，作為自身處世言行之信條。

化」之風漸盛。此後，范子美鮮少再關注清

「當時周程張朱之名，太極五行之說，格物

廷的政治改革。他結識了美國監理會傳教

致知之辨，居敬窮理之訓」，「口誦心維」，

士林樂知，並於一九○一年加入《萬國公

[5]

天朝傾北洋水師之力依舊敗給了曾經朝貢體系內的小國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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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的殘酷使得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開始覺醒，他們意識到「中

體」所存在之缺陷，社會上變法維新之聲開始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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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時，伯父為其延請一沈氏先生於家，「授

「一步一趨，必恭必恪」 。總結其十九歲

報》的編輯工作，偕全家受洗為基督徒。在

（一八八五年）之前所讀之書，大致可分為

輔助林樂知編輯《萬國公報》的過程中，范

三類，「一哲學，宋元明人理學家言是也；

子美的思想受其影響甚多。范得以「從問歐

二文學，杜詩為主，兼及其他，並宋元人之

美宗教學術政治文化」，知除國學之外另有

長短句是也；三經世學，尤愛顧亭林之《日

如此之天地，其「思想乃大變」 [12]。觀二十

知錄》是也」 [6]。其間，顧炎武的經世之學

世紀初之中國，幾乎無一不為列強之領地。

對范子美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使之更加明

而國人對於西國之富強，皆論其兵強械精、

確自身對於家國及「天下」的責任。范氏於

體制完備，正處社會的「西化」風潮中的范

光緒八年（一八八二年）踏上鄉試之路，十

子美不會毫無所動。一九○一至一九○七

年方名孝廉。兩度參加會試皆未中，范選擇

年間，范子美一直為林樂知筆述文章，內容

回蘇州任教習，潛心研究宋明理學。

涉及中外時政評議、西方著作翻譯、科學知

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天朝傾

識介紹、中國風俗文化分析等諸方面[13]，這

北洋水師之力依舊敗給了曾經朝貢體系內

使得范子美本人對於西方文明的瞭解更上

的小國日本，此戰所帶來的振動之深刻是

一個台階，其思想的歐化傾向也愈發明顯。

空前的。日本的明治維新開始於中國洋務

在不斷的對比和考量中，范氏對於西

運動之後，與中國僅學習西方先進的軍事

方文明的認同感劇增，而基督徒的身份也

科技相比，日本則從制度、技術、文化等諸

為他找尋國家和民族的出路打開了新的視

[7]

方面皆實現了「脫亞入歐」 。現實的殘酷

角。范氏總結出惟基督教此「真教化」[14]才

使得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開始覺醒，他們

是西國富強之本源，「地球之上，三千年歷

意識到「中體」所存在之缺陷，社會上變法

史之中，孰能以釋放之理拯我於九淵之下

維新之聲開始盛行。時自洋務之行已有數

者乎，惟基督耶穌」[15]。在二十世紀初期的

十年，社會上廣學會、江南製造局等機構所

幾年裏，范子美並未仔細梳理西學與基督

[8]

譯之書流通甚廣。「激於國事之日陵」 ，

教之間的關係，他傾向於將基督教視為西

范子美亦開始涉略江南製造局所譯之有關

方文明的至高成就，堅持其不僅能夠拯救

愈發懷疑並漸至疏離。在不斷接觸西學的

始擔憂中國文化的未來，他們堅持國粹可

過程中，他開始「悔儒術之迂疏寡效」 ，

「助歐化而愈彰」[21]，在實現國家富強的同

甚至感嘆「昔日所讀者皆死書耳，宋學固為

時必須保留自身民族的文化根脈。章太炎、

[17]

迂腐，漢學亦甚支離」 ，以致於中國終
[18]

鄧實、劉師培等國粹派學人發起了一系列
國學機構，出版國學刊物[22]，在二十世紀初

教與儒教之分》一文以說明孔子、儒教之所

「歐化」風潮盛行的環境下倡導民眾「發明

為何，並對比基督教與儒教之區別。此文

國學，保存國粹」[23]，實踐「保種愛國存學

中，范子美認為儒教之根本為「三綱」，此

之志」[24]，以求「東土光明廣照大千神州」

為導致中國停滯不前之癥結。范氏評價曰

[25]

「孔子者，至守舊之人也。儒教者，至守舊

北京、杭州國學會；謝無量、廖平、劉師培、

[19]

。在其影響下，出現了馬裕藻等人發起的

之教也」 ，其對於國學之態度與年少時

宋育仁等人執掌的成都國學館；吳仲、沈宗

期相比有了巨大的變化。

畸等人總理的《國學萃編》[26]等等。羅志田

總體而言，范氏國學觀之轉變，與當時

先生在論及清末張之洞倡設存古學堂以及

國勢之危難、范氏自身見識之增長有著不

國粹學派倡導國學研究時指出，他們皆是

可割裂之關聯。需要指出的是，雖然這一階

當時社會名副其實的少數派，影響基本不

段范子美對國學的態度走向了疏離，但我

出相關的學術研究領域 [27]。儘管如此，其

們從他的思維方式中仍可看出國學的深刻

在知識分子和報刊出版界的影響仍是不可

印跡。他擯棄了其所認為無益於國家富強

忽視的。

的國學而關注西學與基督教，卻仍站在傳

一九一一年九月，正值武昌革命之時，

統知識分子的角度思考問題。身為經世之

范子美應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總會幹事

學所熏陶的傳統知識分子，其治國、平天下

巴樂滿的邀請，擔任《進步》雜志主編。范

的經世思維方式未曾改變。作為一位有著

曾如此回憶民國初年之中國社會，謂之「政

家國責任感的知識分子，范子美沒有放棄

爭愈烈」，「內亂不已」 [28]。國人學習西方

對於中國走向富強的探索。在其內心深處

的技術、政體乃至文化，而中國並未真正改

依舊保留了對於國學記憶的溫存，而這也

變貧弱之勢。相反，「西化」之風愈烈，中國

正是其幾年後重新認識、關注國學的一個

則漸失文化與信仰根基，社會仿徨而不知

重要基礎和前提。

何往。伴隨著清帝的退位，民主共和政權的

二、從離異到回歸：從文化認
同到國家認同

謝玉梅、杜禕：儒者基督徒的文化認同

「衰於儒」 。一九○四年，范氏撰《基督

作為一位有著家國責任感的知識分子，范子美沒有放棄對於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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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知識分子的民族危機意識 [20]，他們開

中國走向富強的探索。在其內心深處依舊保留了對於國學記憶的溫

與此相對應的，范對此前所推崇之國學則

存，而這也正是其幾年後重新認識、關注國學的一個重要基礎和前

憲政。不過，「歐化」之風的盛行也激發了
提。

個體的靈魂，更能帶領中華民族走出困境。

建立，民眾對於國學的態度甚是冷淡，大多
認為「國學是不值錢得（的）東西」 [29]，對
「中國自有之學術」，多「棄若土苴」[30]。范
子美從事新聞報刊行業，對於此前國粹派

是當時社會比較普遍的現象。社會青年對

學人所述之擔憂感同身受。民國以後社會

於固有政治和文化的信心被不斷消磨，懷

的迷茫與文化根基的動搖，促使其開始反

揣救國理想的他們只能另尋良方。近代以

思，重新審視和梳理之前所疏離之國學。翻

來，西方國家使中國遭受了甚多屈辱，也將

閱此間《進步》雜志所刊載的文章，不僅涵

中國拖入了現代文明的海洋中。在中西之

蓋西方文明、國內外時政，更收錄了大量的

間巨大的現實差距之下，「歐化」逐漸成為

詩文及與國學相關的研究成果。范本人亦

了有識之士的共識，甚至連清政府也於

發表數篇有關國學的文章及隨筆，例如

一九○五年派五大臣出洋考察，籌備仿行

《東方舊文明之新研究》、《初等國文課本

１３

范子美的上述思想變化並非個例，而

文化中國

之兩方面》、《中國文字釋難》等 [31]。此時

五四運動爆發。在國內外形勢的影響下，社

的范子美從事報刊行業已逾十年之久，其

會語境出現了一定的變化。隨著民族主義

對於中西方文化及世界局勢都較之前有了

思潮的廣泛傳播，社會認知對於西方文化

更為全面的認識，對於國學的看法也較早

侵略的警惕性更強。「國學」一詞已超出純

期更為客觀和理性。他將傳統文化區分為

粹的文化或學術範疇，而帶有更多的民族

「國痼」與「國粹」，認為「學術之可以有益

主義、國家主義色彩。如此，則研究國學不

於國，有益於人者，謂之國粹；反乎，此則非

僅僅是文化認同的方式，同時更是人們對

[32]

於國家認同的一種表現形式。一九一九年，

可納入國學研究和學習之範疇。不過，此階

胡適發表《新思潮的意義》一文，提出「研

段范子美對於國學的關注較多為就事論

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

事，其對於國學的態度亦尚為中立，沒有展

[43]

現太多的褒貶判斷。

京大學國學門、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等高

，倡導以科學的方法整理國故。隨著北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從

校國學研 究機構的 設 立，以及《國學 季

前人們視為模範之西方文明暴露出它的缺

刊》、《國學叢刊》等學術刊物的出現，「整

陷，其在國人心中的權威性也隨之被撼動。

理國故創造新生命之觀念，亦如空氣之忽

一戰使得西方國家中「之最強盛的，變成最

然彌漫於全國」 [44]，國學研究逐漸成為一

不強盛了」，「無論工業商業，都有一落千丈

種社會風尚。一九二四年，范子美「深感國

[33]

之勢」 。西方物質文明的「不戢自焚」，
[34]

巴黎和會激起國人的愛國熱情，隨著民族主義思潮的廣泛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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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社會認知對於西方文化侵略的警惕性更強。「國學」一詞已超出

純粹的文化或學術範疇，而帶有更多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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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粹也」 。唯有中國文化的優秀部分，方

學危機，千鈞一髮」，發起成立了「國學研

「引起一部分有思想人之覺悟」 ，西方學

究社」，並以《青年進步》為該社研究和探

者羅素、杜威等人亦開始從東方文明中找

討的平台，希望「以我人所有之環寶，貢獻

尋經驗。時中國的有識之士，亦由震驚轉而

於全世界，而增加其幸福」[45]。與新文化派

開始反省，重新審視中國文化之價值。梁啟

學人不同的是，范子美研究國學的出發點

超於一戰後游歷歐洲，深感西方社會在之

不是批判傳統，而是希望在昌明國學的同

艱難與隱患，認為西方文明已走向破產，

時，實現中西方優質文化的融合。二十年

「挽救建設」[35]中國「決非難事」[36]，國人

代，范子美於《青年進步》、《青年友》、

應該發揚中華文化，肩負起「中國人對世界

《文社月刊》、《興華》、《澄衷》、《金陵

[37]

文明之大責任」 。越來越多的社會青年

光》、《晨報副刊》等刊物發表了五十餘篇

意識到西方文明不再是完美無缺的，中國

相關國學研究成果。范不僅傾注大部分的

文化亦不是一無是處。一九一七年三月，

時間和精力投身國學研究，還在從事青年

《青年》與《進步》雜志合並為《青年進

會書報工作之餘到各處演講，倡導社會青

步》，范子美繼任主編工作。在新文化運動

年學習和研究國學。

的浪潮下，范子美也贊成「破除其舊以求出

依其所言，青年研究國學，可以正身養

於新」 [38]，倡導以「科學的眼光」 [39]學習

性，且增長見識。更為重要的是，「國學是

[40]

「近世紀知識之進步」 ，避免「崇古非
[41]

國民愛國心的原動力，提倡國學，就是提倡

今」 。但與清時相比，范顯然不再主張全

國民的愛國心」。而「要栽培學生的愛國

盤西化，而是傾向於以中庸的角度審視中西

心」，則「當先使之立於國學旗幟之下」，

[42]

文化，主張實現兩者之間的調和 。他也將

「一是 使之尊重國學，一是 使之愛好國

更多的精力關注於中學學校國文的教學，

學」。除卻學生，我們還需「謀教育的普

以及提升自身的國學造詣。

及」，將國學普及於平民，變為「平民化的

一九一九年，戰後巴黎和會對中國的

國學」[46]。此時的范子美將國學的興衰，視

不公平待遇，愈發激起國人的愛國熱情，

為關係「國家興衰亡存」 [47]之大端，認為此

到外國去，發揚中國的光輝」，這是「青年

途徑，是期望找尋到中國文化的出路，其

的本分」，也是「國民愛國的義務」 。
范子美提醒青年，研究國學「只有門，
[50]

沒有徑」 。需借鑒並綜合漢學家與宋學
[51]

根本之目的為「救國安民」。同時，他極力
希望給予中國在世界舞台上一個恰當的定
位，使中國能夠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進而

家的研究方法，「兼知兼行」 ，「循序漸

擴大中國文化的影響力，補救西方文化之

進」、「熟讀深思」[52]。范曾言，「研究古代

不足，踐行世界主義的關懷。

吾儕今日人生之關係，是謂國學」[53]。國學
所包涵之內容「浩如煙海」 [54]，而其「大部

三、信洋教與尊國學：基督教
和中國文化的調和

分是儒家」，「《論語》一部書，是四千年來
[55]

范子美在二十年代發表眾多有關國

國學的總綱」 。之所以這樣說，並不因為

學之言論，並身體力行地投身國學研究當

除儒學之外皆無足輕重，而是介於當時社

中，還與其宗教身份的特殊性息息相關。

會青年「研究國學的，拋去儒家，跟了一二

「五四」以來，中國民族主義運動迅速高

名流的腳步，去尋覓斷港絕流裏面的墨

漲。基督教因其特殊的歷史事實而與西

[56]

子」 ，難免本末倒置。故而范子美強調國

方殖民者有著無法割裂的密切聯繫，不

學應「以儒家為主幹，為根本」，提出「我國

可避免地會遭到了國人的質疑和批判。

二千年來的所有的學問，差不多盡數為儒

一九二二年，繼上海、北京成立非基督教聯

家所包舉」，更視其為「東方文化的總匯」

盟之後，中國社會出現了聲勢浩大的非基

[57]

。其在《二千五百年來之國學》一文中亦

督教運動。因其中複雜的政治因素，包括

直言，「有了老孔，方有國學」[58]。研究國學

隨著北伐的推進，中國的基督教事業遭受

應多翻閱原著典籍，而不能僅閱讀時社會

了更加嚴重的打擊。上世紀二十年代的數

名流之宣傳著作，「舞台上現代人之著作，

年間，基督教在中國的處境十分困難，中國

[59]

少讀幾本，或不讀亦無害也」 。

基督徒的身份也變得更加尷尬。

在二十年代東西文化論爭的大環境

社會的質疑和歷史的遺留，促使不少

中，范似乎更加傾向於《東方雜志》一派的

知識分子基督徒進行反省和思考。出於中

觀點。他堅持「東西兩系文明之性質不同，

國人和基督徒雙重身份的責任，他們需要

[60]

而同為人類精神命脈之所寄」 。中國若

為基督教與中國的發展求一個兩全之策。

要真正崛起，就必須汲取兩種文化的精華，

正如吳梓明先生所講，「這些中國基督徒

「發展東方舊文化，預備與西方文化梳剔融

知識分子既愛上帝，也更愛中國，並且他們

[61]

洽，以創造將來的新文化」 。研究國學亦

在致力為中國尋索富強之路的同時，也試

需借鑒西方的學理與方法，不拒絕與西方

圖在基督教信仰與中國文化之間創造出一

文明相結合。
范在傳播和介紹西學的過程中，堅持

個能為中國人所理解和接受的方案來」
[62]

。基於五四的歷史契機，基督教界人士[63]

即成立了「北京證道團」（後於一九二四年

隘的民族主義之中。其所堅持的以中學為

改名為「生命社」），發起了以建立本色化

本的中西文化融合之路，是晚清以來既有

的神學和教會為目標的基督教新文化運

的一條相對穩健的文化出路，也是當時許

動。一九二二年，全國基督教大會上，教中

多中國知識分子共有的文化心態。

有識之士提出建設「中國本色的基督教
會」，正式開始了中國基督教的「本色化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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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守本民族的文化根脈，同時又未陷入狹

范子美之所以倡導國學，是基於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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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說淵源，思想系統，及其精神所表現，與

上世紀二十年代的數年間，基督教在中國的處境十分困難。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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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認同。他所提出的研究和改造國學的

社會的質疑和歷史的遺留，促使不少知識分子基督徒進行反省和思

慷慨自任。國人「不但自己研究，還要宣傳

考。出於中國人和基督徒雙重身份的責任，他們需要為基督教與中

國學術和文化的認同來表達他對本民族國
國的發展求一個兩全之策。

「關係於世界人類精神之絕續」[48]，人人需

文化中國

動」。

文化與基督教在現世界之合作》、《我的新

在此後的時間裏，基督教界人士就教

耶穌觀》等文中，范子美多次提出基督教與

外的質疑進行了教義的反駁，並就教會與

中國文化的結合，斷言「基督不中國化，中

西方殖民者的關係、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

國絕不會基督化」 [72]。只有「拿本色的文

融合等方面發表了自己的見解。例如，趙紫

化，調和在基督教裏」[73]，才能使之逐漸為

宸集中論述了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之間存在

國人所接受和信奉，才能實現基督教的普

的眾多內在聯繫，要促進二者之間的融合

世價值。如此，范子美期望以基督教來拯救

[64]

方可產生「中國的基督教」 ；王治心提

同胞與國家的這一根本目的才能得以實

出，「要把基督教下種在中國文化裏面，吸

現。另一方面，范子美堅持「當從中國文化

收中國文化為血液」 ；謝扶雅認為基督

裏來發揚基督教」。范將國學視為「東方全

教的觀念契合中國的倫理思想，只有兩者

部文化的代表」，認為「研究東方文化……

[66]

結合，才是「真正的基督家」 ；誠靜怡亦

必以國學為之總庫」[74]。因此，國人應該潛

主張建設本色的教會，「一方面求使中國信

心研究國學，將「中國的歷史、哲學、文學，

徒擔負責任，一方面發揚東方固有的文

都好好的研究熟悉」，以保留本民族的根

[67]

明」 ，「融會中西文化之優點，則長避
[68]

短，取精用宏，以固吾圉」 。

范子美等知識分子期望創造出一種新的中國化基督教，它不僅

需帶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同時需要延續基督教的普遍價值。這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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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脈。
范子美等基督徒知識分子對於基督教

與上述教界人士一樣，范子美同樣就

和中華文化的觀點，是在面對來自非基督

基督教的本色化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但是，

教運動的攻擊和民族主義的質疑時，基於

范子美在處理國學與基督教關係的時候提

內心的信仰與文化認同而做出的一種創造

出一個前提，這也是他思想轉折重要部分。

性嘗試。他們期望創造出一種新的中國化

在最初接觸外來文化的時候，范氏將基督

基督教，它不僅需帶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同

教視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在價值判斷上

時需要延續基督教的普遍價值，能夠「放異

將它們等同起來。隨著一戰的爆發，西方文

樣光彩，照耀全世界」[75]。這種世界主義的

明的許多缺點陸續暴露出來，范子美亦重

關懷，帶有明顯的基督教信仰的影響痕跡，

新開始思考西方文化、中國文化、基督教三

同時也有中國人傳統的天下意識的印記。

者之間的關係。他將基督教與西方文明分
而視之，認為基督教本來就不屬於西方文

四、結語

化，而是東方的宗教[69]。只因基督教先傳至

范子美這一代中國基督徒與後期的基

西方，經過一千幾百年，才從西方回轉到東

督徒知識分子相比，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特

方來。「這一幾千百年中間，受著西方民族

徵即他們所受傳統文化之熏陶更為深刻，

的陶融，呼吸了西方的空氣，和西方環境為

思想和知識的背景亦更加複雜。范氏早期

密切之融合，而後得以發展與生存。所以基

對於宋明理學、經世之學的推崇與信奉，

督教雖然是東方的出產品，但他的一切形

與他自幼所接受的教育和他所處的時代環

式卻免不了完全的西方化，變成西方的基

境休戚相關。此時范氏之所以對於傳統國

[70]

督教了」 。一九二五年，范子美在松江東

學有如此之崇信，一是因為其自身的知識

吳大學聖經學校同學會演講時，曾從四個

背景和因之而來的經世思維方式，二是由於

方面分析了基督教與以中國文化為主體的

此間社會「中體西用」思想的盛行與洋務運

東方文化的相似性，強調了基督教的「東方

動的開展正盛，三則范氏與中國皆未在此

[71]

性質」 。

三十年間經歷足以動搖其固見的大事件。

以此為基礎，范子美提出基督教與中

而至於此後甲午戰敗，戊戌維新，庚子拳

國文化相結合的觀點。在《和平性質的中國

亂，中國社會所發生之一系列變局，對於民

更需要在當時的中國社會中尋找一種時局

而求諸西方文化。在重建文化認同和身份

穩定的安寧，一種身為中國人的心靈歸屬。

認同的過程當中，范子美找尋過不同的權

以范子美為代表的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

威。而在逐漸接觸西學的過程中，他逐漸將

他們在時代的大環境下，所堅持的觀點和

基督教奉為新的信仰權威與救國良方。

他們所做的努力，皆出於他們自身的身份與
依托的文化背景。范等人對於國學的溫情

崇尚西學的基督徒，他曾放下自幼崇奉的

敬意，是其身為中國人的一種文化體認，亦

[76]

國學，期以西學、「真教化」 來拯救自身

是這一群體表現國家認同的方式之一。

及四萬萬同胞。然而，幼時所授之國學仍牢
固地封存於他的思想深處，影響著他的思

參考文獻：

維及行為方式。數十載社會巨變，范氏之思

著作：

想亦隨之轉變並日漸豐富。時代的衝擊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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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子美由一個潛心古書的舉人至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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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的「舊典範」漸而失去指導能力，他轉

「舊典範」漸而失去指導能力，轉而求諸西方文化，在重建文

基於兩種身份之間的張力，他們比普通人

化認同和身份認同的過程當中，范子美找尋過不同的權威。而在逐

響。在清廷變法失敗，維新無望之後，范氏

漸接觸西學的過程中，他逐漸將基督教奉為新的信仰權威與救國良

任，也出於不同文化體認所帶來的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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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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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六 三 期 ， 頁 二 一 一 六 八 至

皕誨：《五十七年讀書自述》，載《青

東吳范禕撰：《萬國公報第二百冊之祝

辭》，載《萬國公報》(一九○五年)第

六四至六八。

二 ○ ○ 期 ， 頁 二 三 六 一 一 至

皕誨：《五十七年讀書自述》，載《青

皕誨：《五十七年讀書自述》，載《青
年進步》(一九二七年)第一○二期，頁六

二三六二四。
[17]

皕誨：《五十七年讀書自述》，載《青

年進步》(一九二七年)第一○二期，頁
六四至六八。
[18]

東吳范禕撰：《真教化為救中國之本

說》，載《萬國公報》(一九○二年)第

皕誨：《五十七年讀書自述》，載《青

一 六 三 期 ， 頁 二 一 一 六 八 至

六四至六八。

二一一七一。
[19]

東吳范禕撰：《論儒教與基督教之

劉鵬主編：《世界通史》(合肥：安徽文

分》，載《萬國公報》(一九○四年)第

藝出版社，二○一二年)，頁一七三。

一 八 二 冊 ， 頁 二 二 四 一 七 至

１９

至六八。
年進步》(一九二七年)第一○二期，頁
[7]

二一一七一。
[16]

年進步》(一九二七年)第一○二期，頁

六四至六八。

[6]

東吳范禕撰：《真教化為救中國之本

說》，載《萬國公報》(一九○二年)

年進步》(一九二七年)第一○二期，頁
[5]

期，頁二一二六七至二一二七二。
[15]

見此稱呼。
社，二○○二年)，頁五七。
[3]

《萬國公報》(一九○二年)第一六五

謝玉梅、杜禕：儒者基督徒的文化認同

29.誠靜怡：《本色教會之商榷（錄文

范子美從熱衷詩書到崇尚西學，皆是出於強烈的民族危機感

28.謝扶雅：《基督教新思潮與中國民族根

皕誨：《五十七年讀書自述》，載《青

和家國責任感。無論是接受基督教還是西方新思想亦或是重拾國

第一一五期，頁二七至三二。

六四至六八。
[9]

學，背後都有民族主義情感的支撐，一直都以救國為最終的目的

年進步》(一九二七年)第一○二冊，頁

27.皕誨：《我的新耶穌觀（篇一完篇二待
續）》，載《青年進步》(一九二八年)

皕誨：《五十七年讀書自述》，載《青
性歸宿。

至三三。

本期特輯

步》(一九二八年)第一一一期，頁二五

文化中國

二二四二二。
[20]

期，頁九三至九七。皕誨：《老學究語

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北京師

（即皕誨堂隨筆）：何謂國粹》，載

範大學出版社，二○一四年)，頁三。

《進步》(一九一二年)第三卷第一期，

[21]

許守微：《論國粹無阻於歐化》，載

頁一九一至一九三頁。皕誨：《老學究

《國粹學報》，第一卷第七期，一九○

語：中國古代之哲學（附錄）：儒家之

五年八月二十日。

言天道》，載《進步》(一九一三年)第

[22]

諸如一九○五年，由鄧實、黃節等人在

四卷第一期，頁一一二至一一七。皕

上海發起成立「國學保存會」，《國粹

誨：《與友人論中學校教授國文書》，

學報》創刊；同年，章太炎於日本東京

載《進步》(一九一三年)第四卷第四

師培、王軍卿等人創立的國學扶危社等
等。
[23]

《國粹學報發刊辭》，載《國粹學報》

(一九○五年)第一期。
[24]
[25]
[26]

同上。
同上。
一九○八年，吳仲、沈宗畸等於北京創

辦「著涒吟社」，《國學萃編》為其社
刊。
[27]

羅志田：《國家與學術：清季民初關於

國學的思想論爭》(北京：三聯書店，二
基於中國基督徒的特殊身份，人們常易否定這一群體的楚囊之

情，誤解他們對於國家和國學的態度。其實，對成長於中國社會的基

２０

督徒而言，他們的身份首先應是中國人，而後方為中國之基督信徒。

二○一六年第三期（總第九十期）

開辦國學講習班、國學振興社；另有劉

○○三年)，頁一三八。
[28]

皕誨：《文苑：序中國學術源流》，載

期，頁九六至一○三等。
[32]

皕誨：《老學究語言（即皕誨堂隨

筆）：何謂國粹》，載《進步》
(一九一四年)第三卷第一期，頁一九一
至一九三。
[33]

范子美（講），蔣學楷：《演講錄：孔

子與中國》，載《澄衷》(一九二五年)
第八期，頁八七至九○。
[34]

皕誨：《文苑：序中國學術源流》，載

《青年進步》(一九二五年)第八一期，
頁七七至七八。
[35]

梁 啟 超 ： 《 梁 啟 超 游 記 —— 歐 游 心 影

錄、新大陸游記珍藏版》(北京：東方出
版社，二○一二年)，頁四五。

《青年進步》(一九二五年)第八一期，

[36]

頁七七至七八。

[37]

[29]

皕誨：《論說：談國學》，載《青年

友》(一九二四年)第四卷第二期，頁五
至七。
[30]

皕誨：《文苑：序中國學術源流》，載

《青年進步》(一九二五年)第八一期，
頁七七至七八。
[31]

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三年，范子美在《進

步》雜志上發表的文章及詩詞，內容涉
及遊感、政治經濟時評、教育、西方文
明介紹、中國文化研究等方面，其中與
國學內容相關的文章有：皕誨：《東方
舊文明之新研究》，載《進步》
(一九一一年)第一卷第一期，頁六九至

同上。
同上。

[38]

皕誨（輯錄）：《少年耳目資：新舊之

衝突》，載《進步》(一九一六年)第一
○卷第三期，頁八九至九○。
[39]

皕誨（輯錄）：《少年耳目資：新舊之

衝突》，載《進步》(一九一六年)第一
○卷第三期，頁八九至九○。
[40]

皕誨（輯錄）：《少年耳目資：新舊之

衝突》，載《進步》(一九一六年)第一
○卷第三期，頁八九至九○。
[41]

皕誨（輯錄）：《少年耳目資：新舊之

衝突》，載《進步》(一九一六年)第一
○卷第三期，頁八九至九○。
[42]

此間范子美發表的相關文章主要有：皕

七四。皕誨：《皕誨堂隨筆：初等國文

誨：《社會百評：東方思想與西方思

課本之兩方面》，載《進步》(一九一一

想》，載《進步》(一九一四年)第七卷

年)第一卷第二期，頁一○○。皕誨：

第一期，頁一八至二一。皕誨：《學

《皕誨堂隨筆：中國文字釋難》，載

術：中國文字釋難》，載《四川旬報》

《進步》(一九一二年)，第二卷第六

(一九一五年)第一卷第一○期，頁五六

刊》(一九一六年)第一卷第九期，頁

至二五。
[52]

皕誨：《治國學的門徑》，載《青年進

九九至一○六。皕誨：《智育之部：初

步》(一九二八年)第一一一期，頁二五

等國文教科之改革談》，載《青年進

至三三。亦載於《知難周刊》第四十九

誨：《古歡室炳燭錄：古兵法》，載
《青年進步》(一九一七年)第五期，頁
一四至一五。皕誨：《古歡室炳燭錄：
吾國上古時之圖騰》，載《青年進步》
(一九一七年)第五期，頁一五至一六
等。另有王文蔚、陳壽蔭等人記述范子
美的演講詞：王文蔚：《記范子美先生
演說辭：中國國學之研究》，載《上海
青年（上海一九○二）》(一九一七年)
第一六卷第三五期，頁二至四。范子美
（演講），陳壽蔭（筆記）：《演講：
論經學》，載《上海青年》(一九一七
年)第一六卷第四四期，頁二至五。
[43]

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二卷(北京

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七年)，頁五五一。
[44]

期特刊，頁三○至三七。
[53]

皕誨：《通訊：答曹之競》，載《青年

進步》(一九二四年)第七四冊，頁七九
至八○。
[54]

范皕誨：《通訊：答王致祥》，載《青

年進步》(一九二四年)第七二期。
[55]

皕誨：《論說:談國學》，載《青年友》

(一九二四年)第四卷第二期，頁五至
七。
[56]

皕誨：《國學門徑》，載《青年進步》

(一九二四年)第六九期，頁八七至
九二。
[57]

皕誨：《國學門徑》，載《青年進步》

(一九二四年)第六九期，頁八七至
九二。
[58]

范皕誨：《二千五百年來之國學》，載

皕誨：《文苑：序中國學術源流》，載

《真光》(一九二七年)第二六卷第六

《青年進步》(一九二五年)第八一期，

期，頁一至一九：（皕誨：《二千五百

頁七七至七八。

年來之國學》，載《青年進步》

[45]

皕誨：《國學研究社緣起與簡章》，載

《青年進步》(一九二四年)第六九期，
八五至八六。
[46]

皕誨：《青年國學的需要》，載《青年

進步》(一九二三年)第六三冊，頁二○
至二五。
[47]

皕誨：《青年國學的需要》，載《青年

進步》(一九二三年)第六三冊，頁二○
至二五。
[48]

皕誨：《通論：我之國粹保存觀》，載

《青年進步》(一九一九年)第二六冊，
皕誨：《論說:談國學》，載《青年友》

(一九二四年)第四卷第二期，頁五至
七。
[50]

皕誨：《治國學的門徑》，載《青年進

(一九二七年)第一○六冊，頁四八至
六一。）
[59]

皕誨：《本社通訊：讀書法答鄔雲

石》，載《青年進步》(一九二四年)第
七六期，頁七一至七二。
[60]

皕誨：《通論：我之國粹保存觀》，載

《青年進步》(一九一九年)第二六冊，
頁一○至一二。
[61]

皕誨：《青年國學的需要》，載《青年

進步》(一九二三年)第六三冊，頁二○
至二五。
[62]

吳梓明：《基督宗教與中國大學教育》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三年)，
頁一九六。
[63]

參與者主要為徐寶謙、劉廷芳、吳雷

川、趙紫宸等自由神學派基督徒。參考

２１

頁一○至一二。
[49]

謝玉梅、杜禕：儒者基督徒的文化認同

步》(一九一七年)第六期，頁至五。皕

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基於內心的願望和外界複雜的環境，他

教授國文書》，載《福建省教育行政月

皕誨：《青年國學的需要》，載《青年

進步》(一九二三年)第六三冊，頁二○

們發聲為中國文化和基督教正名，以期實現二者的融和，創造新的

至九○。《附錄：皕誨與友人論中學校

文明。他們的言行出於多重身份所承擔的責任，也出於不同文化體

(一九一六年)第一○卷第三期，頁八九

至三三。
[51]

認所帶來的歸屬感。

資：新舊之衝突》，載《進步》

步》(一九二八年)第一一一期，頁二五

本期特輯

至六○。皕誨（輯錄）：《少年耳目

與基督教文化思潮》(上海人民出版社，
以范子美為代表的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所堅持的觀點和他們

所做的努力，皆出於他們自身的身份與依托的文化背景。范等人對

於國學的溫情敬意，是其身為中國人的一種文化體認，亦是這一群

二○一六年第三期（總第九十期）

體表現國家認同的方式之一。

文化中國

著作：楊劍龍：《「五四」新文化運動

至二五。
[75]

皕誨：《中國倫理的文化與基督教：在

二○一二年)，第三章「五四語境中的基

杭州青年會德育討論會演講》，載《青

督教新文化運動」。

年進步》(一九二五年)第八四期，頁一

[64]

趙紫宸：《基督教與中國文化》，載

《真理與生命》(一九二七年)第二卷第
九至一○期。
[65]

王治心：《中國本色教會的討論》，載

《青年進步》(一九二五年)第七九期，
頁一一至一六。
[66]

至一○。
[76]

范禕：《論人有治理萬物之權》，載

《萬國公報》(一九○二年)第一六五
期，頁二一二六七至二一二七二。
[77]

（美）李可柔(Carol Lee Hamrin )，畢樂

思(Stacey Bieler)編：單傳航，王文宗，

謝扶雅：《基督教新思潮與中國民族根

劉紅譯：《光與鹽》一至二卷(北京：中

本思想》，載《青年進步》(一九二五

國檔案出版社，二○○九年)。

年)第八二期，頁一至一五。
[67]

誠靜怡：《協進會對於教會之貢獻》，

《真光雜志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68]

Cultural Identity of A ConfucianChristian

誠靜怡：《本色教會之商榷（錄文社月

——Fan Zimei’s Attitudes Toward

刊）（未完）》，載《聖經報》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Around the

(一九二六年)第一四卷第八三期，頁

20th Century

四八至五三。
[69]

皕誨：《東方的基督教》，載《青年進

步》(一九二五年)第七九期，頁七至一
○。
[70]

皕誨：《教會論壇:東方的基督教》，載

《青年友》(一九二五年)第五卷第五
期，頁八九至九三。
[71]

范皕誨（演詞），聞保墉，朱旭初：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傳道人應研究中
國文化：范皕誨先生在松江東吳大學聖
經學校同學會演詞》，載《興華》
(一九二五年)第二二卷第四四期，頁七
至一二。
[72]

皕誨：《我的新耶穌觀》，載《青年進

步》(一九二八年)第一一五期，頁二七
至三二。
[73]

范皕誨（演詞），聞保墉，朱旭初：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傳道人應研究中
國文化：范皕誨先生在松江東吳大學聖

X i e Yu m e i & D u Y i (S h a n g h a i
University)
A bstrac t: T houg h，T he relig ious
envi ron ment and the cult u ral context
had been better in Republic of China,
C h r i s t i a n i t y s t i l l m e t w i t h a l o t of
d i f f ic u lt ie s. C h i ne se C h r ist ia n s h a d
to coordinate with their in herent
contradictions and cope with the external
pressure for their double identities. As a
instance, Fan Zimei was a famous editor of
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who
has a sol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a.
It will help us to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identities of Chinese Christians by combing
the changes of Fan Zimei’s attitudes toward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and exploring

２２

經學校同學會演詞》，載《興華》

the underlying reasons around the 20th

(一九二五年)第二二卷第四四期，頁七

century.

至一二。

Key w o r d s: Fa n Zi m e i; C h i n e s e

皕誨：《青年國學的需要》，載《青年

Ch r ist ia n; At t it ude s t owa rd Ch i ne se

進步》(一九二三年)第六三冊，頁二○

national culture; Cultural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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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耶對話中的「慾望」議題
──以《成唯識論》卷五與《保羅書信》的對讀為例
■ 徐頌贊

reference）。有學者甚至認為，在全球化時

望問題的不同理解與詮釋，深刻影響佛教

代，一個人似乎必須在宗教之間成為宗教

與基督宗教的信仰行為與累積傳統。本文

徒 [2]。這種種問題與思考，都指明宗教對

通過對讀《成唯識論》第五卷與《保羅書

話、佛耶對話是勢在必行的嘗試。但是當

信》，並參考Paul Tillich、John Keenan、

一位基督徒面對佛教徒時，如何傾聽、對

Paul Knitter、賴品超等學者的思考，展開

話、合作？甚至，一個東方基督徒如何理

辨析。通過比較「慾望」在漢傳佛典、希

解本土文化中的佛學，又如何理解源自巴

臘文聖經以及漢語和合本聖經中的不同意

勒斯坦地區，通過希臘羅馬、中世與近世

涵，本文指出佛耶對話中的「慾望」均存

的歐洲文化所熏染的神學？反之，對佛教

在「動力機制」與「轉化機制」，且有不

徒亦然。

同面向：佛教偏重深層心理的內在面向，

本文在展開論述前秉持與美國神學

基督教偏重身體與行為的外在面向。雖然

家田立克（Paul Tillich）一樣的觀點，即不

兩者側重點不同，但無礙甚至有益於對

可把宗教分成只有一個真宗教而其他都是

話，可在互為「他者」的比較中，反思、

假的，只能歸入所有宗教，包括基督教在內

重構、完善自身宗教理論，期以重新發現

的宗教都是關乎最終極的愛，就是無條件

人性內部的多重面向，並重塑公共關係。

的肯定、判斷和接納其他人[3]。此即「終極

關鍵詞：佛耶對話；《成唯識論》；
《保羅書信》；慾望；σάρξ。

關懷」（Ultimate Concern）。也只有在如此
條件之下，對話才有展開的可能。另一方
面，這種對話不是在處理「它」（I t）的問

一、佛耶對話簡說

題，而是「你」與「我」的問題，攜手進入
「我們」共同的問題，比如個人的慾望、心
靈，社會中的性教育和平權運動，甚至全

來越像一個「比鄰而居」卻又「互不相屬」

球化資本主義環境下的精神問題。在資本

的大都市，越來越像一個「單一的地方」（a

邏輯、政治控制和失控的連鎖反應之下，

si ngle pl ac e），或可稱為「全球單城性」

宗教之間更應該進入到如馬丁·布伯所言的

（unicity） ，我們的親戚、朋友、鄰居、同

「你」與「我」的關係中來，如此方能彼此

事，極有可能是基督徒、佛教徒、穆斯林或

成全，共同面對其他社會政經未意識到或

者印度教徒。這種諸宗教的共存，已經成

無力解決的問題。

[1]

為當代社會的語境（context），並且它們彼

佛耶對話，從積極的一面看，誠如田

２３

隨著全球化的深入展開，整個地球越

在資本邏輯、政治控制和失控的連鎖反應之下，宗教之間應該

尚少「慾望」議題的深入探究。然而對慾

進入到如馬丁·布伯所言的「你」與「我」的關係中來，如此方能

此相對，成為一種「參照結構」（fr a me of

彼此成全，共同面對其他社會政經未意識到或無力解決的問題。

要：佛耶對話雖行之有年，但

摘

徐頌贊：佛耶對話中的「慾望」議題

台灣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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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克所言，基督教可在此過程中，將外在批

融合的，其對話的層面也應落實於累積傳

判轉化為內在批判。雖然基督教中的「終
極」的象徵是位格範疇，佛教的「絕對無」

統。從彼此的差異中習得優點，成全彼此。
（二）問題取徑：為何談論「慾望」

是超位格的（transpersonal），但兩者並非

首先，慾望議題在佛耶對話中少有深

凿枘圓方、無法互補，恰恰相反，在基督教

入之探究，已有的佛耶對話多側重宇宙論

內亦能找到非位格的表達，在佛教內亦能

或生成論，人生觀或價值觀，救贖論或解

找到位格化的表達 。由對終極的不同理

脫觀，且還未深入，亟需細心耕耘 [9]。但佛

解所引發出的倫理差異，更值得彼此學習：

教與基督教，佛學與神學對慾望的討論卻

如基督教可學習佛教對自然生態的悲憫，

是必不可少的，不僅因為它與每位信徒的

佛教可更加關注基督教對追求公義、改造

價值觀、生命觀之塑造，對每位信眾的信

[4]

社會的關懷 。
(一)佛耶對話的議題

地球上每個人和群體的苦難、紛爭、難題，都在呼喚各宗教的

通力合作。生命中心模式即以人的靈性與生命成長為焦點，如佛教

２４

要克服人的無明，基督教要克服人的罪，它們都渴望著人獲得生命

的覺醒、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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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仰生活，以及如何安身立命息息相關，更與
其宗教話語和社群認同的建構息息相關。

在比較的方法上，本文採用議題化，

如何看待慾望，也與神學中的人論，哲學中

重新檢視諸多材料，彼此參照、互相釐清，

的人性觀，均有關係。嘗有學者認為相較於

側重對經典書寫與宗教觀念的挖掘，與宗

「惡」的象徵與基督教的聯繫，「慾」則是

派傳統或社群的教義、思想有關，從而提

佛教的根本象徵，佛教的哲學與實踐體系

煉出「型態結構」（patter n/morphology）

都以「慾」的對治為中心[10]。這直接點明了

[6]

佛教中慾望議題的重要。

，嘗試為不同宗教的理念、傳統、行為等

現象做出詮釋。王志成在分析宗教對話

其次，對慾望問題的思索，不僅僅是

時，總結了五種對話模式：教會中心、基督

理論的，單純人性論的，更關乎實踐。正是

中心、上帝中心、實在中心、問題中心、生命

對身體、肉體、慾望、情慾、私慾之區分，早

[7]

中心 。本文研究取向是以問題和生命為

期基督徒的苦修才逐漸興起[11]。由此可見，

中心的對話模式，問題中心模式即以「相

對慾望問題的理解與詮釋，深刻影響宗教

互關聯」和「全球負責」為著眼點，全球責

的行為與累積傳統。不獨如此，慾望也是社

任是每個宗教都能接受的，因為地球上每

會人士爭議非常多的議題。近年來，L GBT

個人和群體的苦難、紛爭、難題，諸如國族

問題，同性戀/跨性戀權益和平權運動，越

戰爭、醫療、飢餓、全球暖化、生態災難等

來越成為社會熱點問題，堪為後現代景

等，都在呼喚各宗教的通力合作。生命中

觀，對人性內部多重面向的重新發現，及其

心模式即以人的靈性與生命成長為焦點，

對公共關係的重新塑造，是諸宗教（不論

如佛教要克服人的無明，基督教要克服人

基督教神學還是佛學）都無從避免的，且

的罪，它們都渴望著人獲得生命的覺醒、圓

須細心經營。

[8]

滿 。

職是之故，本文嘗試從「慾望」議題，

任何宗教都不是完美無缺、自足自洽

擷取佛教和基督教對「慾望」問題的探討，

的。如果從美國宗教學者史密斯（Wi l fr e d
統構成，前者是不可化約的核心，比如「宗

來參與佛耶對話的開展。
（三）分析嘗試：對讀《成唯識論》
卷五與《保羅書信》

教性」（religiousness, religiosity）。後者是

美國宗教學者約翰·基南（J o h n P.

由人類知識與行為累積而成的傳統。學術

Keenan）[12]曾在《基督的意義：一種大乘

上的宗教研究集中關注後者，從多種路徑

神學》（The Meaning of Christ:A Mahaya-

去分析探討宗教傳統與知識累積。而宗教

na Theology）一書中反思傳統基督教神學
太 過於以希臘哲學，尤其以邏各斯（l o -

C. S m it h）的觀點來看，宗教由信仰與傳

對話中雙方，各有主體性，且是開放、多元

期有助於漢語語境下的耶佛對話和漢語神

上」，而且「未能了解信仰的心靈在其多層

學之構建。

[13]

次（polyvalent）的意義領域」 。他認為
將本性（nature）、實質（substance）、本質

二、對讀《成唯識論》卷五與
《保羅書信》

（essence）、位格（person）等概念視為具
有普遍有效性，無助於深化思考或理解神

(一)《成唯識論》卷五對「慾」的分
析

為佛教思想從本質主義的迷思中退出來，

1.慾：遍行抑或別境

解構了一切本體論與形上學，包括西方神

唯識學中的「識」，包括vij ñāna與vi-

學的形上學基礎[15]。如果將神學的建構放

j ñāpti，前者是心理活動之主體的總稱，包

置於空的脈絡之中，來體驗基督教對福音

含感覺、知覺、思考、情感等等。後者有「令

的洞見，或許將會對基督信仰產生新的理

知」、「表現」之意[17]。唯識常使用vijñāpti，

解與新的神學論述。華人基督徒在基督

不僅意味主觀的認識作用，更意味一切外

論、人性論上不易理解基督的神人二性，實

在與內在的現象或精神，均由阿賴耶識所

體論的希臘化神學亦是不小的障礙。如何

變現出來的。《成唯識論》逐步展開對心的

從華人的理解，比如影響廣泛的佛教思

八種識、心所的六種分別，遍行與別境，以

想，去理解基督信仰呢？能不能幫助與希

及別境的五種作用等的分辨，來助益於體

臘哲學有所隔閡的華人基督徒，以新的視

道與修行。

角理解基督信仰呢？香港學者賴品超多年

《唯識三十頌》的第十頌，談到「初遍

來深耕大乘基督教神學，從判教、遷就、方

行觸等，次別境謂慾，勝解念定慧，所緣事

便法門、相即相入等角度去理解聖經神學

不同」。首先，「初遍行觸等」，是說六位中

分歧、三一互滲、終末與拯救等難題[16]。

的遍行心所有五，就是觸、作意、受、想、
思。當諸識生起，必定依根緣境，根、境、識

師編譯的，其書反映了護法菩薩等唯識家

三法和合，必定生觸。反之三法和合，也必

對當時印度佛學流派及外道說法的判教

定因觸而有。倘若沒有觸，心、心所法就不

與辯證。這本書即是唯識學與其他佛學流

能和合起來共觸一境，所以觸肯定是遍行

派、外道的對話、辯駁的集合。而使徒保羅

心所。「作意心所」即引導心王使他趣向於

的書信是基督教聖經的重要組成部分，保

自心所緣的外境。作意若無，心王就不能

羅可以說是基督教神學第一位「神學家」，

生起。「受」即能領納適意的順境、不適意

其書信大多是寫給位於小亞細亞地區等受

的違境、順違俱非的中庸境，使心隨境生

希臘文化影響較深的教會或基督徒聚落，

起樂、苦、捨相，這三相就叫做「三受」。

尤以羅馬、以弗所、哥林多等地為代表，保

「想」即在自心所取的境上，安立了或青、

羅本人也大量借用希臘哲學的詞語、概念，

或黃，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等差別相。當

以方便向猶太教、希臘羅馬文化影響之地

心生起時，假使沒有想心所，就不能取境

區與人群，闡釋全新的基督信仰經驗。

界的分別相。「思心所」即能令心取正、邪

這兩本書在佛教與基督教的擴展與

等業因，來造作善、惡、無記等業[18]。總之，

傳播中，都逐漸正典化，堪為佛學或神學

這五個都是遍行心所。論述了這五項之後，

的核心經典之一。因此，本文希望通過對讀

論者繼續談到「別境」和「慾」。

《成唯識論》與《保羅書信》這兩部佛教、

《 成 唯 識 論》卷 五 比 較 集 中 談 論

２５

《成唯識論》是護法所作，由玄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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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14]。他從唯識學、瑜伽學派獲得靈感，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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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希臘化的本體論模式硬套在福音之

對慾望問題的思索，不僅僅是理論的，單純人性論的，更關乎

話、佛耶對話，甚至傳統神學中的問題，以

實踐。正是對身體、肉體、慾望、情慾、私慾之區分，早期基督徒

言說信仰經驗的偏頗，并認為這偏頗不僅

的苦修才逐漸興起。對慾望問題的理解與詮釋，深刻影響宗教的行

基督教中的經典，來反思既有的宗教對
為與累積傳統。

go s）、實體、位格等角度來理解「基督」、

文化中國

「慾」的部分，如下文所示：
云所為慾，於所樂境希望為性，勤依

不會生出慾心來。

為業。

事尚未遇到的，則求遇上。已經遇上的，則

第二種說法：所樂即所求境，可欣的

有義：所樂謂可欣境，於可欣事慾

希望不要分離；對於可厭的事，未合則求不

見、聞等有希望故。於所厭事希彼不合，

合，既合則求分離。因為有此希望，所以才

望彼別離，豈非有慾？此但求彼不合離

叫做慾。對於中庸境，則向來不會有所慾

時，可欣自體，非可厭事，故於可厭及中

求。對於所緣可欣、可厭之境，如果沒有要

容境一向無慾。緣可欣事若不希望，亦無

求遇上或分離的企圖，也不會有慾心所生

慾起。

起。
第三種說法：所樂即慾觀境，若想觀

求合離等有希望故。於中庸境一向無慾，

察一切事物，就有希望，這便是慾。如果不

緣欣厭事若不希求亦無慾起。

想觀察，只是任運而緣，隨順境界時勢的

有義：所樂謂慾觀境，於一切事慾

變化而變化，則無論好壞，都不會生發慾心

觀察者，有希望故。若不慾觀，隨因境勢

所。按照這個道理，慾心所不是遍行，而是

任運緣者，即全無慾，由斯理趣，慾非遍

別境。小乘有部說道：因為存在著希望想

行。有說，要由希望境力，諸心、心所方

要緣取外境之力，那麼一切心、心所才能

取所緣，故經說慾為諸法本。

取所緣之境，所以經上說慾是一切法的根

彼說不然，心等取境由作意故，諸聖

《成唯識論》是護法所作，由玄奘法師編譯的，其書反映了護

２６

法菩薩等唯識家對當時印度佛學流派及外道說法的判教與辯證。這本

書即是唯識學與其他佛學流派、外道的對話、辯駁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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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義：所樂，謂所求境，於可欣厭

本。

教說：作意現前能生識故，曾無處說，由

針對這些辯論，論主反駁道：這些說

慾能生心、心所故。如說諸法愛為根本，

法不對。心、心所之緣取外境是因為作意，

豈心、心所皆由愛生？故說慾為諸法本

而不是因為慾。許多經論（諸聖教）說過

者，說慾所起一切事業，或說善慾能發正

「作意現前能生識」，但沒有一處說到過，

勤，由彼助成一切善事，故論說此勤依為

由慾而能夠生發心、心所。例如有說諸法

業[19]。

以愛為本，難道說心、心所都是由於愛而

此處詳述的「慾」是在第三能變的框

生起的嗎？所以那些說慾是諸法根本的意

架下的。第三能變即了別境能變，《唯識

思，是由慾所發起的一切行為，都是以慾

三十頌》的頌文稱：「次第三能變，差別有

為根本的。抑或，善慾能發起正勤，正勤可

六種」，了別色、聲、香、味、觸、法等六種

幫助完成一切善事。所以《顯揚聖教論》上

境，故此，第三能變是就前六識而言的。

說：慾是業用是勤依。

那麼究竟什麼是「慾」？慾的體性是

有關上述說法，窺基在《成唯識論述

對於它所樂之境生出希望，慾的業用是勤

記》中，評述道：「於此三中，第三最勝，境

依，即孜孜不倦、勤勞追求。對於這些說

稍寬故。即七、八識無慾理生，正合前七識

法，以下有三家觀點的爭辯。
2.三種觀點之間的爭辯

中第四師義」[20]。《宗鏡錄》提及：「慾，謂
於所樂境，希望為體，勤依為業，又於一切

第一種說法：慾所樂的是可欣境，對

事慾觀察者，有希望故。若不慾觀，隨因境

於可欣喜的事，產生出慾見、慾聞等希望

勢，任運緣者，即全無慾。由斯理趣，慾非

來。對此，有人問：那希望不要遇上那些討

遍行」 [21]。《顯揚聖教論》說「此勤依為

厭的事情，即使遇上，也希望早點離開。這

業」 [22]，則並非指慾是一切法的根本，而

也不是有慾嗎？論主回答：人們只追求歡

是指慾的業為勤依，善慾可以幫助成就善

欣的外境，而不會去追求可厭的外境。對於

事。

可厭境和中容境，都不會生出希望，自然也

此處還涉及充分條件與必要條件的區

轉的主要原因是無明與渴愛，無明為所障，

本和合本聖經[26]共有六十處談及「慾」，舊

渴愛為煩惱障[24]，慾又可稱為渴愛，渴愛又

約聖經共涉及九處，新約聖經涉及五十一

可分為慾愛（官能渴求），有愛（有「存在」

處。其中，又以《保羅書信》裏的書卷涉及

的渴求）、無有愛（無有「不存 在」的渴

該議題的最多，共有二十九處，佔聖經「慾

求）。生死輪迴都出自慾望，而唯有通過破

望」議題的近半數。筆者主要從書信中的

除這兩者的障礙，才能破除生死，證成菩

《羅馬書》、《加拉太書》、《以弗所書》、

提。這些說法都證實，慾望，或者無意識的

《歌羅西書》等四篇來對照比較，擷取此

慾望，是佛教、人、世界的本體。另外，按照

四篇書信談及「慾」的相關經節，對比中文

《成唯識論》中的說法，慾望若要生發心

和合本（關鍵詞字體加粗）、K J V（英國

所，還有緣別境的必要條件，捨此則不成

King James Version，為英王欽定版）和希

立。

臘原文，來分析保羅神學對「慾」的闡釋。
筆者根 據上述諸原則，為更清晰對

3.小結：慾之何為

論著通過批評三家說法，指出心、心

比關鍵詞的意涵及其分佈，特製作以下表

所緣取外境的原因出於作意，而非慾。個

格。總體來看，「慾」在和合本新舊約聖經

人所樂的境不同，自然能不能引起慾也是

中的分佈，如表一所示。至於四份《保羅書

有差異的，所以慾是別境，而非遍行。同
(表一)
「慾」的構詞

聖經出處

徐頌贊：佛耶對話中的「慾望」議題

經查詢、統計可看出[25]，總體而言，整

慾是構成判斷的非形式條件[23]。慾望並非

本期特輯

世界的本質。在十二因緣中，造成生死與流

解」，然此判斷本身即已有愛慾的涉入。愛

在十二因緣中，造成生死與流轉的主要原因是無明與渴愛。

早於人、社會、世界之前的存在，而是人與

幫助的作用。
(二)《保羅書信》中的σ ά ρ ξ：情
慾、肉體抑或身體？
1.四本書信中的「慾」

生死輪迴都出自慾望，而唯有通過破除這兩者的障礙，才能破除生

斷」的命題所組成，故能「於一切法作決定

死，證成菩提。這些說法都證實，慾望，或者無意識的慾望，是佛

時，善慾又能對學習戒定慧，精進求道有
教、人、世界的本體。

別。世界中的現象與行為，由各種「主謂判

創49:4；結16:26；約1:13；羅1:24； 羅1:26； 林後1:17；
情慾

提前5:11； 提後4:3 ；多2:12； 雅3:15 ；彼前4:2；彼後1:4 ；
彼後2:10 ；彼後2:18 ；約一2:16 ；約一2:17 ；猶1:4 ；猶1:7 ；
猶1:16 ；猶1:23 。

貪慾

民11:4 ；民11:34。

慾心

詩106:14 ；耶2:24 ；耶3:5。
可4:19 ；約8:44 ；羅6:12 ；羅13:14 ；帖前4:5；提前6:9 ；

私慾

提後2:22；提後3:6 ；多3:3 ；雅1:14；雅1:15 ；雅4:1 彼前1:14；
彼前2:11 ；猶1:18 。
賽57:5 ；羅1:27 ；林前7:9。

惡慾

羅7:5 ；彼前4:3。

２７

慾火

文化中國

(表二)

總體而言，整本和合本聖經共有六十處談及「慾」，舊約聖經

共涉及九處，新約聖經涉及五十一處。其中，又以《保羅書信》裏的

２８

書卷涉及該議題的最多，共有二十九處，佔聖經「慾望」議題的近半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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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馬
書

和合本

KJV

希臘文釋義

1:24 所以，神任憑他們逞著心裏
的情慾行污穢的事，以致彼此玷
辱自己的身體。

lusts

ἐπιθυμία間接受格、複數、陰
性。意為「戀慕、渴望」，原
型為ἐπιθυμία。

1:26 因此，神任憑他們放縱可羞
恥的情慾。他們的女人把順性的
用處變為逆性的用處。

affections

π ά θ η直接受格、複數 、中性
詞。意為「情慾、熱情」，原
型為πάθος。

1:27 男人也是如此，棄了女人
順性的用處，慾火攻心，彼此貪
戀，男和男行可羞恥的事，就在
自己身上受這妄為當得的報應。

lust

ὀ ρ έ ξ ε ι間接受格、單數、陰
性。意為「性慾、渴望」，原
型為ὄρεξις。

6:12 所以，不要容罪在你們必死
的身上作王，使你們順從身子的
私慾。

lusts

ἐπιθυμίαις間接受格、複數、陰
性。意為「戀慕、渴望」，原
型為ἐπιθυμία。

7:5 因為我們屬肉體的時候，那
因律法而生的惡慾就在我們肢體
中發動，以致結成死亡的果子。

motions

παθήματα主格、複數、中性。
意為「苦難、熱情」，原型為
πάθημα。

13:14 總要披戴主耶穌基督，不
要為肉體安排，去放縱私慾。

lusts

ἐ π ι θ υ μ ί α ς直接受格 複數 陰
性。意為「渴望、私慾、貪
愛」，原型為ἐπιθυμία。

(表三)
KJV

希臘文

flesh

σαρκί間接受格 單數 陰
性，意為「肉體、有血肉
的人」，原型為σάρξ。

5:16 我說，你們當順著聖靈而
行，就不放縱肉體的情慾了。

lust

ἐπιθυμίαν直接受格、單
數、陰性，意為「貪慾、
渴望、貪愛」，原型為
ἐπιθυμία。

5:17 因為情慾和聖靈相爭，聖
靈和情慾相爭，這兩個是彼此相
敵，使你們不能做所願意做的。

flesh

σαρκός所有格、單數 、
陰性，意為「肉體、有血
肉的人」，原型為σάρξ。

5:19 情慾的事都是顯而易見
的，就如姦淫、污穢、邪蕩……

flesh

σαρκός所有格、單數 、
陰性，意為「肉體、有血
肉的人」，原型為σάρξ。

和合本
5:13 弟兄們，你們蒙召是要得
自由，只是不可將你們的自由當
作放縱情慾的機會，總要用愛心
互相服事。
加
拉
太
書

5:24 凡屬基督耶穌的人，是已
經把肉體連肉體的邪情私慾同釘
在十字架上了。

The flesh with
the affections
and lusts.
affections:or
passions.

σαρκί：「肉體、有血肉
的人」
παθήμασιν：「苦難、厄
運、感受、興趣 (負面的
意思)」
ἐπιθυμίαις：「貪慾、渴
望、貪愛」。

6:8 順著情慾撒種的，必從情慾
收敗壞；順著聖靈撒種的，必從
聖靈收永生。

flesh

σ ά ρ κ α（直接受格）/
σαρκὸς（所有格）：「肉
體、有血肉的人」。

ἐ π ι θ υ μ ί α ι ς間接受格、
複數、陰性，意為「私
慾」，原型為ἐπιθυμία。

4:19 良心既然喪盡，就放縱私
慾，貪行種種的污穢。

lasciviousness

ἀσελγείᾳ間接受格、單
數、陰性，意為「淫
蕩」，原型為ἀσέλγεια。

4:22 就要脫去你們從前行為上
的舊人，這舊人是因私慾的迷惑
漸漸變壞的。

lusts

ἐ π ι θ υ μ ί α ι ς間接受格、
複數、陰性，意為「私
慾」，原型為ἐπιθυμία。

和合本

KJV

希臘文

the sins of
the flesh

σώματος所有格、單數、 中
性，意為「身體、肉體」，
原型為σῶμα；
σ α ρ κ ό ς所有格、單數、陰
性，意為「肉體、有血肉的
人」，原型為σάρξ。

2:18 不可讓人因著故意謙虛和
敬拜天使，就奪去你們的獎賞。
這等人拘泥在所見過的（有古
卷作：這等人窺察所沒有見過
的），隨著自己的慾心，無故的
自高自大，……

fleshly
mind

ν ο ὸ ς所有格、單數、陽性，
意為「心思、思想、理
智」，原型為νοῦς；
σ α ρ κ ὸ ς所有格、單數、陰
性，意為「肉體、有血肉的
人」，原型為σάρξ。

2:23 這些規條使人徒有智慧之
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謙卑，苦
待己身，其實在克制肉體的情慾
上是毫無功效。

flesh

σ α ρ κ ὸ ς所有格、單數、陰
性，意為「肉體、有血肉的
人」，原型為σάρξ。

(evil)
cupiscence

ἐπιθυμίαν直接受格、單數、
陰性，意為「貪慾、渴望、
貪愛」，原型為ἐπιθυμία
備註：此處「慾」和「情」
有分別。πάθος直接受格、單
數、中性，意為「激情、情
慾」，原型為πάθος。

(表五)

2:11 你們在他裏面也受了不是
人手所行的割禮，乃是基督使你
們脫去肉體情慾的割禮。

歌
羅
西
書

3:5 所以，要治死你們在地上的
肢體，就如淫亂、污穢、邪情、
惡慾，和貪婪。貪婪就與拜偶像
一樣。

信》中「慾」的構詞，及其中文、英文和希臘

lusts等英文詞，對應的希臘原文即ἐπιθ

原文的比照，如表二至表五所示。
1.σάρξ：情慾、肉體抑或身體？

υμίαν/ἐπιθυμίαις, σαρκί/σαρκ
ὸς。

翻譯，使用次數最多的詞語要數「情慾」和

「貪慾 (被禁止或不得體的事)」的意思，

「私慾」，這兩個詞語通常用來翻譯lust(s),

偏向主動。lust(s)的希臘文為ὀρέξει，原

flesh, The flesh with the affections and

型是ὄρεξις，指的是「性慾、戀慕」或「渴

２９

的人」，在上列表格中，與之相應的中文

ἐπιθυμίαν/ἐπιθυμίαις, 字源
是θυμός, 含有「渴望、嚮往」之意，也有

σάρξ的希臘文意為「肉體、有血肉

徐頌贊：佛耶對話中的「慾望」議題

lusts

對於保羅而言，更重要的事情，保羅在身體更新的基礎上，

2:3 我們從前也都在他們中間，
放縱肉體的私慾，隨著肉體和心
中所喜好的去行，本為可怒之
子，和別人一樣。

表達了擺脫肉體、聖靈充滿、身體復活等信仰經驗。即使是無善無

希臘文

惡、中性的「慾」、「身體」，也應朝向信仰、被聖靈充滿，實現

KJV

新造的轉化。

以
弗
所
書

和合本

本期特輯

(表四)

文化中國

望、想望」，是一個中性詞，可用於善、惡兩

著住在你們心裏的聖靈（the Spirit; πν

種情形，也可指對食物的自然渴望等。

ε ῦμ α），使你們必死的身體（m o r t a l

σαρκί/σαρκὸς, 原型為σάρξ, 直

bodies; σῶμα）又活過來。

譯是flesh（肉體）的意思，但在和合本中頻

8.12弟兄們，這樣看來，我們並不是

繁被用於指代「情慾」。這個詞語較特殊，

欠肉體的債去順從肉體（the flesh; σάρ

一般意為(覆蓋身體的)肉體、肉身或者血

ξ）活著。

肉之軀、外在生命，也強調神之肉身的局
限、感官的天性，甚至墮落的獸性。
另外，還要看在何種語境下使用這些

在保羅的觀念裏，身體這個詞是中性的，但肉體這個詞則強調

罪性，指沾染邪惡、墮落，受某種慾望、情感支配的罪惡之身體。

３０

人若想獲得救贖，則應順從聖靈，治死惡行，轉化身體的存在狀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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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語。如上述表格中的經文所展現的，保

8.13你們若順從肉體（the flesh; σ
άρξ）活著，必要死；若靠著聖靈（the
Spirit; πνεῦμα）治死身體（the body;
σῶμα）的惡行，必要活著[28]。

羅基本上在消極的層面使用該詞語：「神

在保羅的觀念裏，身體（σῶμα）這個

任憑他們逞著心裏的情慾行污穢的事，以

詞是中性的，沒有負面意涵，僅指人外在生

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體」，「慾火攻心……

命的物質形式，要經歷生老病死、自然朽

男和男行可羞恥的事」，「罪在你們必死的

壞。但肉體（σάρξ）這個詞則強調罪性，

身上作王，使你們順從身子的私慾」，「去

指沾染邪惡、墮落，受某種慾望、情感支配

放縱私慾」，「就不放縱肉體的情慾了」，

的罪惡之身體。肉體（σάρξ）是與上帝的

「放縱肉體的私慾」，「私慾的迷惑漸漸變

聖靈（πνεῦμα）相對抗的，人若順從σ

壞的」。因著人的行為：順從、放縱，行玷
污、可恥的事等，才使身體墮落，漸漸變

άρξ, 則不會獲得救贖。而人若想獲得救
贖，則應順從聖靈，治死惡行，轉化身體的

壞。

存在狀態，那麼「這等人不是從血氣（t h e
墮落的根本原因並不是「慾」，「慾」和

blood）生的，不是從情慾（the will of the

「身體」一樣都是中性的，既可被用於積極

flesh）生的，也不是從人意生的，乃是從神

的行為，也可以被用於消極的行為，本是無

生的」[29]。此時，人還有物質的身體，但已

善無惡的，保羅責備的是被「私」、「惡」等

非罪惡與肉體之意涵下的身體，而是生命

詞彙修飾的「慾」，這是顯而易見，這一點

之氣——聖靈與人類身體的結合：新造的

也被許多基督徒所誤解的。另外，對於保

人（a new creation）或新存有（a new be-

羅而言，更重要的事情，保羅在身體更新

ing）[30]。總而言之，在保羅的生存與信仰

的基礎上，表達了擺脫肉體、聖靈充滿、身

體驗中，涉及身體的兩種存在狀態，一種

[27]

體復活等信仰經驗 。即使是無善無惡、

是在罪惡意慾之下的身體，即肉體；另一種

中性的「慾」、「身體」，也應朝向信仰、被

是順服聖靈的身體，即新造的人。

聖靈充滿，實現新造的轉化。

讓我們來看「情慾」這個詞所處的語

用「肉體」來指代「情慾」的考量，還

句，涉及三種情形：間接受格/與格、直接受

因為σάρξ（肉體）與σῶμα（身體）在聖

格/賓格、所有格/屬格。當其處於間接受格/

經文本尤其保羅書信之語境下的區別。誠

賓格，通常為保羅指責信徒或外邦人「放縱

如《羅馬書》八章十至十三節所示：
8.10基督若在你們心裏，身體（t h e

情慾」，「放縱肉體的私慾」。當其為直接

body; σῶμα）就因罪而死，心靈卻因義

體的情慾」、「惡慾」，均使用消極負面的

而活。

形容詞來修飾「慾」。當其為所有格/屬格

受格/賓格時，不論「可羞恥的情慾」、「肉

8.11然而，叫耶穌從死裏復活者的靈

時，不但指出聖靈和情慾「彼此相敵」，而

（the Spirit; πνεῦμα）若住在你們心

且情慾本身「都是顯而易見的，就如姦淫、

裏，那叫基督耶穌從死裏復活的，也必藉

污穢、邪蕩」，跟從情慾撒種，就會收穫敗

作用下，進一步催發心所。

接點明：「乃是基督使你們脫去肉體情慾

詞語，慾望本身並不涉及善惡問題，反而是
人的存在本身，是生生不息的生命和生活

άρξ, f lesh時，也側重強調肉體中與聖靈
對抗的慾望、情感，雖然一部分喪失了與

的泉源，為人的生活生存與行動提供源源

之相連的身體感，但也強調了從身體到肉

體情境，比如從身體到肉體的墮落與現實，

體過程中「邪情私慾」的主導因素。進一步

以及從肉體、身體到與聖靈聯合的信仰轉

看，關鍵更在於這個詞語指向對聖靈的接

化，則是基督信仰中的獨特之處，是為獨

受、對信仰的回應，以及對新造的追求。
3.「慾」之意涵的轉化

特的「轉化機制」。

不斷的動力。如果涉及具體判斷還要看具

兩者不同處在於，佛教更偏向深層心

不難看出，保羅書信對「慾」的理解和

理的內在面向，基督教更偏向身體與行為

書寫，帶有希臘哲學的意涵，同時也有猶

等外在面向。前者通過觀照內心、意識，後

太人一神教的視角，但跟此兩者不同的是，

者批判肉體和情慾，將救贖投向基督，盼

還帶有濃厚的終末論傾向，這與他對基督

望終末。因此，通過佛耶對話，還指明了慾

信仰的認同與宣講是分不開的，而前兩者

望的兩種面向：既有深層心理的內在面向，

的書寫，亦與其宣揚福音、牧養教會息息

也有身體與行為的外在面向。

相關。
在上述四部書信中，保羅既指出情慾
的危害、不可人為克服，更指出因信基督、

三、餘論：在佛耶對話中彼此
成全

與聖靈聯合的道路，從而轉化情慾、肉體，

以上對讀，僅僅是一種嘗試，如果對

成為新造的人。這種理路，是十分外向的，

豐富佛耶對話有參考價值的話，如果吾人

而且有終極意涵的所指。對情慾本身的分

認為這種對話和對讀的未來具有相當價值

析，並非保羅所在意的，當然他也不在意其

的話，將來還可採用更加多元的路徑，比

他傳統，因為「受割禮不受割禮都無關緊

如唯識學對意識的分析和基督教密契經

[31]

要，要緊的就是作新造的人」 。「基督事

徐頌贊：佛耶對話中的「慾望」議題

當中文和合本使用「情慾」來翻譯σ

保羅書信對「慾」的理解和書寫，帶有希臘哲學的意涵，同時

的割禮」。

基督教中的σάρξ, σῶμα均是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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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高自大」，且「毫無功效」，最終保羅直

也有猶太人一神教的視角，但跟此兩者不同的是，還帶有濃厚的終

發下，才能對觀察對象發出心思，并在境的
末論傾向，這與他對基督信仰的認同與宣講是分不開的。

壞，縱使人們「克制肉體」，也不過「無故的

驗的對比。

件」的巨大震撼、急切的終末感和救贖渴

在宗教內部，還可以更新的視角挖掘

望，壓過了對一切傳統的固著，這種直接

傳統理解，以新視角看待舊問題。比如以

判斷使他超越了形形色色的爭執，實現了

聖經視角，重新檢視傳統神學論述，從而

信仰的轉化。
（三）佛耶之「慾」：同與異

使基督教更好地與社會思潮對話。佛教能
給基督教什麼樣的啟發呢？從慾望這個問
題來看，唯識學對慾望的理解，條分縷析，

基督教對「慾」的理解，均存在「動力機

分辨了慾、作意、境，提出境的中介轉化功

制」與「轉化機制」。慾望既是佛教哲學體

能，是一種向內的心理分析，此是聖經、基

系之建構與實踐體系之對治的中心環節，

督教神學都比較缺乏或者不太重視的部

慾的體性是對於它所樂之境生出希望，慾

分，這啟發基督教學者或信徒應該更加關

的業用是勤依，善慾亦能助成學佛的功

注人的內向層面。基督徒似更應該首先挖

德，使人勇猛精進。慾望是佛教的其根本

掘自身宗教內的密契經驗與傳統，其次從

象徵，且需在作意、別境之下，產生分別的

其他宗教，諸如佛教唯識學、伊斯蘭教蘇

心所。唯識學更指出，慾只有在作意的催

菲主義等文化資源中，提取可以為我所用

３１

從上述兩造對比中，可以看出佛教與

文化中國

的寶藏，彌補自身因為受限於某種文化，如
希臘哲學所影響的局限，進而以更加廣闊、
開放的視角來反思信仰、面向終末、直觀基
督。
誠如基南在《基督的意義》的關懷，
傳統基督教神學過於注重希臘哲學的實
體論，不僅讓神學在形上學越來越走進迷

[7]

王志成：《論宗教對話的軸心式轉
變》，載《新世紀宗教研究》(二〇〇六年)
第四卷第四期，頁三至四。
[8]

同[7]，頁一六至一七。
于曉蘭、樊志暉：《漢語語境下佛耶對
話的歷程與走向》，載《哲學研究》
(二〇一一年第七期)，頁一二三至一二五。
[9]

[10]

林鎮國：《空性與現代性：從京都學
派、新儒家到多音的詮釋學》（台北：
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一九九九
年），頁二一八。

路，也使身處其他文化中的基督徒難以理
解，亦有可能誤解聖經。而通過宗教對話，
同關注面向，亦能清楚彼此的缺如之處。當
然如果有基督徒不太親近佛學，也可以更
深入挖掘基督教傳統內的密契、靈修、神
秘主義等等。而基督教對身體、肉體的分
別，有著一種向外的注重行為得當與否的
取向，從而帶入身體權益、政治行為、社群
關係等思考，又確實是佛學中比較缺乏或
不甚關注之處，值得佛教的關注。
如果吾人確定，佛教（或佛學）與基
督教（或神學）的對話，對此二者的互相學
從身體到肉體的墮落與現實，以及從肉體、身體到與聖靈聯合

的信仰轉化，是基督信仰中的「轉化機制」。通過佛耶對話，還指明

３２

了慾望的兩種面向：既有深層心理的內在面向，也有身體與行為的外

在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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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觀佛教，可使吾人更加清楚宗教間的不

習是有益處的話，即雙方各為對方的「他
者」。在跨文化、跨宗教的交流中，「他者」
與「我者」已非敵對者，而是對話關係中的
朋友，作為鏡子，彼此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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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頌贊：佛耶對話中的「慾望」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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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016, p.746, c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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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avior in Christianity. Lastly, this article points that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could help Buddhism and Christianity learn
from each other, and through rethinking,
theory, they may contribute on exposing

The Topic of “Yu Wang”(慾望) in
Buddhism-Christianity Dialogue：

different humanities and public relations.

A C omparative Case Study of
Cheng Weishi Lun (成唯識論) and Pau-

Dialogue; Cheng Weishi Lun(成唯識論);

Keywords: Buddhism-Christianity
Pauline Epistles; Yu Wang(慾望); σάρξ .

line Epist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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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國

中國內地會入川傳教拓荒紀略
——以一八七○年代歷史文獻為參考
■ 謝伊霖
清華大學哲學系

一八七六年九月十三日中英《煙台條約》的簽訂，為中國內地會

向中國西部縱深省份傳教提供了客觀的便利條件。內地會的傳教士，

３４

差不多總是作為唯一利用如此機會深入中國腹地的外國人，去做更深

更遠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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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透過梳理中國內地會

的「勘查期」是其興趣所在，原因在於：一

以《億萬華民》為代表的來華傳教文獻以

是審視差會自身的行動，內地會先期入川

及該會的一些傳教士著作，以期呈現麥卡

的勘察過程究竟呈現何種「原貌」給我們；

悌、賈美仁、李格爾三位傳教先鋒透過長

二是學界迄今在這一塊還缺乏系統的總

途旅行而初次入川勘查並傳教的大體脈絡

結和著述，有鑒於此，筆者在收集內地會

和過程。筆者認為，其他西方差會傳教士

大量歷史文獻的基礎上，打算以《億萬華

對四川的先行勘查、《煙台條約》的簽
訂、內地會自身要進駐「未得之地」的傳

民》（China’s Millions）為依據，再結合內
地會的其他歷史文獻，以「還原」內地會在

教動力、內地會傳教先鋒不畏艱險的探索

一八七○年代末期初次入川勘查並開拓傳

和付出，是內地會得以成功進駐並紥根四

教事業的大致過程和面貌，期待方家批評

川傳教的原因。

指正。

關鍵詞：中國內地會，《億萬華
民》，四川。

一、內地會入川開拓的背景和
準備工作

在紀念基督新教入華一百周年之際，

一八七六年九月十三日中英《煙台條

中 國 內 地 會 的 海 恩 波（ M a r s h a l l

約》（Chefoo Convention）的簽訂，為中國

Broom ha l l）特地編撰了《中華帝國：通覽

內地會向中國西部縱深省份傳教提供了客

和傳教調查》（The Chinese Empi re: A

觀的便利條件。對此條約的內容，內地會

General & Missionary Survey）一書以誌紀
念，其 中 收 錄了 內 地 會 傳 教 士 斐 煥 章
（Joshua Vale）所寫的有關中國內地會在
四川的傳教事宜的階段性總結文章 [1]。截
止到一九○七年，斐煥章中國內地會在四
川的的傳教工作分為五個時期[2]：
I.勘查期：一八六八至一八七七年
II.開拓期：一八七七至一八八六年
III.進展期：一八八七至一八九五年
IV.受阻期：一八九五至一九○○年
V.順暢期：一九○一至一九○七年
對筆者來說，一八六八至一八七七年

的傳教先鋒們僅僅關注的是：外國人士可
以在清皇治下的任意區域內旅行，他們可
以受到有禮儀地接待，凡人不得在他們的
旅程中設置不明智的障礙。皇家通告在所
有城市裏都要張貼出來，並將此安排昭告
大眾。在未來兩年之內，英國可能就會派
遣官員進駐內地，特地查看這一條款的執
行情況。事實上，內地會的傳教士，差不多
總是作為唯一利用如此機會深入中國腹地
的外國人，去做更深更遠的旅行。跨省再
跨省，乃至直刺藏東 [3]。在內地會看來，所
有與中國政府達成的條約中，從來沒有哪

四川傳教的抱負。作為內地會的領袖人物，

貼這樣的通告，在他們看來，「將榮耀歸給

戴德生（Hudson Taylor）對華一直都心存

上帝，中國內地緊閉的門最終還是打開

強烈的傳教願望。而對其麾下的傳教士群

[4]

體來說，戴德生的使命感和榜樣作用，是

了」 。

極其富有感召力的，因為戴德生率先將自

教士就已經為推銷宗教書籍和將來可以在

己的頭髮染黑，勇穿中式長袍，放下身段與

內地傳教的目的而到四川做過幾次旅行

中國人同吃同住，甚至敢於打破差會的建

了。不列顛外國聖經公會（the British and

制樊籬，脫離原有的倫敦差會而自己成立

Foreign Bible Society）的韋理（A. Wylie）

「寧波差會」，在當時，對西來傳教士來

和倫敦傳道會（the London Mission）的楊

講，這樣的舉措是需要極大的勇氣和遠見

格非（Rev. Griffith John），都有著在中國

卓識的。接著，戴德生又將「寧波差會」改

生活的豐富經驗，他們與中國官員和民眾

組成為「中國內地會」，目標無疑都是將傳

打交道都十分審慎和明智，已於一八六八

教事宜放眼於整個中國，而不會只將事工

[5]

年最先進入到四川 。楊格非希望能在四

局限於沿海省份和地區。早在一八六五年，

川開展傳教工作，縱然身為最富經驗的傳

他所寫的宣教小書《中國的靈性需要和呼

教士，但是由於缺乏人手和銀餉，在此地

喚》（C h i n a’s S p i r i t u a l N e e d a n d

一施抱負的目的只有擱淺。一八六八年，他

Claims），就已經傳達出了傳教事工中所包

們二人在四川度過了大半個夏天，在四川

含的一種緊迫的必要性，那就是要使中國

的許多商業城市以及省會成都進行過賣書

福音化，（在此方面，西方教會）還要做出

[6]

和傳福音的工作 。後來二人離開四川，取

更 多 的 努 力 [9]。這 本 小 書 緊 接 著 在

道陝西並順著漢江而到達漢口。這一趟探

一八六六年發行第二版，一八六八年發行

路旅行可以稱之為「勘查期」，在他們所造

第三版，一八七二年發行第四版，乃至於以

訪的諸多城鎮中，當時沒有任何一個城鎮

後再多次重版，這都為感動和呼召更多的

可以經過他們的努力而實現讓傳教士進駐

海外傳教士進入中國內地傳教立下了不小

的可能。但是，毫無疑問，他們的旅行報告

的戰功。戴德生的侄子海恩波（M a r sh a l l

喚醒了差會要注意這塊廣袤的土地，縱然

Broomhall）就特別陳明了這一點，「對醉心

四川還未對福音打開大門，但他們的旅行

於宣教的讀者來說，這不是一本教科書，

報告和見證為將來的傳教事宜還是起到了

但是它卻使對靈魂有負擔的人心跳加速」

[7]

鋪墊性的作用 。接著，蘇格蘭聖經公會的

[10]

代理人李理（Lilly）也旅行到川售書，一位

斯瑪」（Charismatic）領袖氣質的掌舵者和

俄羅斯紳士又接踵而至，同樣也花了數年

帶領者，越來越多的歐洲傳教士願意投身

時間在川售賣福音書籍。不久，一位叫威爾

內地會，並隨時做好向西部縱深省份進發

遜的牧師也來到四川巡迴佈道。後來，英

的準備。一八七五年一月，戴德生在倫敦的

國衛斯理傳道會（Wesleyan Mission）的牧

一次祈禱會上，他向與會者陳明自己的願

師希伯洛（Rev. Mr. Searborough）遠涉重

望，那就是可以招募到十八個傳教士可以

慶，目的是想在此地開展傳教事宜，很不

奔赴九個「未得之地」（t h e n i n e s t i l l

幸，他的董事會沒有通過他的提議，這個

unoccupied provinces of China），在這之

大型的差會也就沒有在這塊夢想之地實現

前，他一再將這樣的心志和呼聲不斷地刊

大展拳腳的機會[8]。

登在內地會刊物Occasional Paper上，以期

謝伊霖：中國內地會入川傳教拓荒紀略

遠在內地會入川之前，新教的一些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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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以致中國政府的上千個城市都要張

戴德生率先將自己的頭髮染黑，勇穿中式長袍，放下身段與

教先行者們的努力，最終真正實現了進駐

中國人同吃同住，甚至脫離原有的倫敦差會而自己成立「寧波差

因就是，外國人得允在清帝國所有版圖上

會」，對西來傳教士來講，這樣的舉措是需要極大的勇氣和遠見卓

內地會開始接續西方差會同行和傳
識的。

一條比得上《煙台條約》更為重要，一個原

。由於有了戴德生這樣一位具有「卡里

３５

率先完成工業革命的英國，早已經進入現代化，而古老的中

華帝國，生產和運輸基本仍然處於前現代的依靠人力階段，其苦況

正好讓內地會的傳教士進一步肯定了自己入川的宣教動機，也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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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可以介入勞苦大眾精神世界的一個契機。

文化中國

喚起母國教會和信徒的注意。接著，戴德

有關四川的情況是這樣的：賈美仁和李格

生宣佈了他們進駐四川的宣教策略，從緬

爾正在準備進入這個省份工作，賈美仁先

甸進軍雲南，再從雲南延伸到毗鄰的三省：

生現在能夠參與傳教中的宣講工作，不久

四川、貴州和廣西 。緊接著，內地會在

之後他還會向腹地推進，四川的二千七百

一八七五年正式出版的刊物《億萬華民》

萬人口需要更多的禱告支持[15]。緊接著，在

（China’s Millions）上不斷地將「福音未

一八七六年八月十四日，星期一，在英國的

得之地」 [12]（unevangelized provinces）呈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有一場為幾位奔赴中國

現給西方讀者，並陳明內地會的「目標」

宣教的傳教士而舉行的歡送會，在講道中，

（object）：在上帝的幫助下，將中國縱深之

戴德生再一次回顧了他為中國宣教所繪定

地（the interior of China）的所有人群帶進

的理想藍圖和以前艱難的起步過程。之

祂大愛的喜樂浪潮中，而上帝的愛是以將

後，他特別提及了「我們在中國有一位正在

祂的獨生愛子賜予世人作為救主的方式來

研究漢語的傳教士希望花時間在四川的福

[11]

呈現的 。在一八七五年九月的通訊中，

音工作上，目的是（以此）盡力進入西藏」。

《億 萬 華 民 》記 載 了 賈 美 仁（J a m e s

可見四川的宣教工作一直都在內地會的議

Cameron）、李格爾（George Nicoll）和花國

事日程和預備工作中，並且還佔據著特殊

香（George. W. Clarke）三位傳教士將會進

的地位和作用。

入那九個「福音未得之地」，其中一位追隨

二、內地會初始入川的開拓過
程

[13]

戴亨利（M. Henry Taylor）進入河南，而另
外兩位希望進入四川 [14]。一八七六年注定

３６

是值得銘記的一年，在五月二十六日，星期

1、麥卡悌的重慶之旅

五這一天，也是內地會特別紀念十七位傳

根據內地會的資料記載，第一位抵達

教士乘坐Lammermuir號航船奔赴中國服

四川的內地會傳 教士 是祝 名揚（C . H .

侍十周年的特別日子，在邁爾梅 德 公園

Judd），他是在從貴陽他的宣教禾場返回

（Mildmay Park）會議室，內地會為了中國

之時，取道重慶而展開了一段傳教之旅的，

事工的開展特地舉行了一場特別會議，在

他抵達重慶的時間是一八七七年三月十四

介紹如何進駐這九個「福音未得之地」時，

日。那時 他 順 江 而 下，而 麥卡 悌 (J o h n

[16]

執劍威逼和勒索，即使是拿出自己的外國
護照以及清廷所頒發的不得干預外國人的

意義上說，祝名揚僅僅是途經四川並順道

諭令，都無濟於事。後來，因為擔心船家是

傳教而已，而真正在四川停留並作出宣教

匪徒的幫凶，二人強行解纜順江而下到豐

成效的一般都公認是麥卡悌。但是，祝名

都縣城，才幸得自主逃脫險境。西部社會

揚途經湖南、貴州而取道四川返回宜昌的

階層的複雜，人心的凶險和道德的敗壞，生

旅行，因其見證了中國勞苦大眾的疾苦，充

存不講規則的弱肉強食，這些正好都是他

滿了意想不到的風險和艱辛，讓差會深化

們所宣揚福音的用武之地，但是，波譎雲

他們在四川傳教的認識方面，卻具有重大

詭的社會環境，一開始就給了他們當頭棒

的意義。《億萬華民》記載說，在返程的路

喝，表明即使傳教士們有道成肉身的精

上，祝名揚碰見了很多來自於四川的背鹽

神，艱險和危難極有可能讓他們的傳教理

的苦力，他們待遇極低，遭受盤剝，無人同

想成為水月鏡花。三月十九日祝名揚到達

情，身體虛弱，因為山高路陡，許多苦力甚

萬縣，三月二十三日到達宜昌，從而完成了

至會倒斃路邊，只有野獸才會臨幸他們。筆

自己的宣教勘查之旅[17]。

的，那麼，麥卡悌採取走水路的方式經湖

華帝國，觸目所及，生產和運輸基本仍然

北而進入川東重鎮重慶，則是有心為之並

處於前現代的依靠人力階段，由此，作為

富有成效的，麥卡悌成功進入四川，從此

「草民」和「黔首」的黎民百姓，其苦況正

也就揭開了內地會在四川傳教的大幕。由

好讓內地會的傳教士進一步肯定了自己入

於內地會 對西部傳教事 業矢志不渝，因

川的宣教動機，也是他們可以介入勞苦大

此，早在《煙台條約》簽訂之前，內地會的

眾精神世界的一個契機。出於 憐憫和同

傳教士們在進軍西部一事上，就已經小有

情，祝名揚將幾個銅板贈與一位背鹽的苦

斬獲了。內地會的傳教士鮑康寧（Frederick

力少年去買糖，從而贏得了他們的信任，他

Baller）和金輔仁（George King），就已經

才借機可以與這些人搭上話，因而有機會

成功地突進了陝西。他們成功的原因，是

第一次將福音講給四川的苦力聽。先不談

採納了熟悉陝西境況的本土人士的建議。

內地會的宣教神學理念為何要讓他們一直

有一位陝西人在漢口楊格非所開辦的教會

踐行草根傳教路線，單就祝名揚的所作所

中，跟這兩位傳教士不期而遇，他建議他

行，其放下身段和克服文化差異的舉動來

們從漢江取 水路北上西安，他們遵此而

看，可以印證為何內地會總能夠在草根百

行，並一舉取得了成功[18]。在士氣上，這無

姓中紥根，並實現成功傳教的目標，這跟

疑鼓勵並堅定了本會其他傳教士向西部腹

道成肉身的宣教文化是分不開的，這至少

地諸省進發的決心；在方式上，對進入地

就可以說明一二。當然，愛心並不一定保證

處偏僻之境的省份而言，水路可謂是行之

他們只要大膽傳教就會有收穫，前行之路

有效的方式。進入四川不是終極目標，進

上的潛在巨大風險，隨時都可以吞噬和埋

入且要做廣泛的調查，好為將來在四川的

葬掉他們的傳教雄心和志業。在從重慶返

傳教大業提供有益的信息，並且志在藏區

回宜昌的水路上，祝名揚跟他的僕人，一位

傳教，這才是內地會傳教先鋒們入川的深

叫老陳的華人信徒經歷了生死考驗。他們

層次目的，而以旅行的方式來先行勘查，就

在涪州（今涪陵）下游十英里處的一個叫

成為了他們當時的最佳選擇方式。入川的

Tsin-chi-chau的地方經歷了抽鴉片之人的

勘查先鋒，除了麥卡悌之外，還有傳教士李

３７

交通方面早已經進入現代化，而古老的中

西部社會人心的凶險和道德的敗壞，正好都是他們所宣揚福音

的「初吃螃蟹」之舉是無心之舉、淺嘗輒止

的用武之地，但是，波譎雲詭的社會環境，一開始就給了他們當頭棒

中，率先完成工業革命的英國，在生產和

喝，表明即使傳教士們有道成肉身的精神，艱險和危難極有可能讓他

如果說祝名揚取道陸路進入四川傳教

們的傳教理想成為水月鏡花。

者認為，在從大英帝國而來的傳教士眼

謝伊霖：中國內地會入川傳教拓荒紀略

時間是一八七七年四月三日 。因此嚴格

史學新論

McCarthy)則逆流而上，麥卡悌抵達萬縣的

文化中國

格爾（G e o r ge Nic ol l）和賈美仁（Ja me s

主僕二人到了萬縣，這是一個大而非常繁

C a me r on）。《億萬華民》清楚地記載，在

忙的地方。那時，人們在周圍的鄉村發現了

一八七六年末，他們順長江而上直達宜昌，

豐富的鐵、硫磺和硝石，無論對列強還是

[19]

目的是去到中西部的省份四川 。

對渴望步入現代化的清廷而言，這就意味

一種伴隨西方民族國家興起之後的現代化工業和商業浪潮，已

經無遠弗屆，早就先行於傳教士的西進步伐，讓我們看到傳教士並

３８

不就是「侵華」的「急先鋒」，啟蒙之後的工商業現代化和世俗步

伐，其侵蝕力度遠大過傳教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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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麥卡悌而言，他多年來一直就在積

著是財富和資本。同時，萬縣也盛產大量

極準備著入川，他對傳教事業忠貞不二，目

的鴉片，商旅不斷地將其輸往臨近的其他

標就是跨過中國並進入到緬甸，以便驗證

地方。這裏的港口停泊著許多船隻，人們也

在偏遠腹地做長途旅行以實現傳教的可能

喜歡看戲，並且到處都是賭博。從《億萬華

性。可是，由於同行大多認為他這個想法太

民》當時的文字記載來看，我們會發現，如

過於愚蠢，幾乎不可能實現，支持者寥寥，

果以這種西來「他者」的眼光來審視和考

因 此 他 只 得 留 下 在 東 部 沿 海 工 作。

量當時川東的鄉村市井百態和風俗人情，

一八七五年本是他返回英格蘭的安息年，

我們會看到，一種伴隨西方民族國家興起

但是匪夷所思的是，在返回英格蘭的幾周

之後的現代化工業和商業浪潮，已經無遠

之後，他就返回了中國，並帶來兩個開拓型

弗屆，早就先行於傳教士的西進步伐，讓

的志願傳教者。但是，在當時，由於戴德生

我們看到傳教士並不就是「侵華」的「急先

因事返回了英國，麥卡悌又不得不臨時署

鋒」，啟蒙之後的工商業現代化和世俗步

理戴德生的事工，他入川勘查的夢想只得

伐，其侵蝕力度遠大過傳教的影響。不過，

再次擱淺和延後。不久，當戴德生再次返

從這些國家而來的傳教士，其審視、打量

回中國並接手自己原本的職分後，麥卡悌

和評判東方古老帝國的眼光，無可避免地

就迫不及待地踏上了他的遠行勘查之旅

也會附帶其國族所固有的文化色彩。我們

了。從《億萬華民》一八七七年九月四日所

相信，如果學界學人有興趣將類似此處記

載的致T. T. Cooper的信函中，我們可以發

載的文字跟我們的地方志互參，定會在補

[20]

現麥卡悌入川的大致路線是 ：

略之外有新的發現。四月四日，麥卡悌決定

鎮江→漢口→武昌→沙市→宜昌→萬

跟張姓僕人採取步行方式去順慶，隨從中

縣→順慶→梁山→大竹→廣安→岳池→合

已經歸信了上帝信仰的中國信徒，則帶著

州→重慶。

他們的行李先去重慶。邊走邊佈道，是麥

一八七七年的二月二日，麥卡悌從漢
[21]

卡悌的傳教方式之一。他們在江邊找到了

口起行經宜昌向四川進發 。在宜昌，麥

住宿的旅館，晚上跟店主聊天，得知他是

卡 悌 與 賈 美 仁 以 及 李 格 爾 相 遇，二 月

江西人，去過不少地方，以前還去過新加

二十七和二十八日兩天，他們開始接待訪

坡，也去過中國的幾個省份，在攀談中麥卡

客並佈道，三月一日，宜昌城流言四起，謠

悌不單向店家傳道，而且還向屋外的人派

傳有外國人想不付錢而強佔百姓土地興修

發福音單張，成效如何，從現有的資料上還

定居點，憤怒的矛頭直指他們，由此而掀

看不到記載。在從萬縣去順慶的路上，麥

起了一場針對外國人的暴亂。生死關頭，他

卡悌不止是開展步行佈道，而且還記錄下

們最終決定，選擇繼續打開大門佈道，歡

了四川的風土人情和自己的見聞感受，我

迎對福音感興趣的人來問道，以此向所有

們看到有對善行者修橋補路的贊譽，對四

人證明他們並無此狼子野心。三月五日，從

川美好風光和風土人情的肯定，對煤礦工

四川來的總督平息了暴亂，他們得以度過

人不時會被瓦斯氣體燒死的可憐境況的同

[22]

了難關 。這一場考驗，差點讓他們在入

情，以及對獵人打死豹子吃豹肉的生動記

川的志業上出師未捷身先死。

敘，還有小旅館老闆對外國人的奇特印象

離開宜昌之後，四月三日早上，麥卡悌

和描述反應，都一一呈現在讀者面前。讓

麼你就有機會介紹一些重要的議題給他

板印象。四月七日，麥卡悌到達梁山（今梁

們。事實上，我可以說，我隨處都有機會

平）縣，發現天主教已經在此傳教。在旅

引介最為重要的問題給他們，當然這也就

館，他碰見一位返鄉貴陽為父親奔喪的何

是我們談話中穿針引線的地方，這樣做我

姓舉人，何舉人的僕人在杭州早已熟識麥

所要講的主題也就自然產生了[24]。

麥卡悌提及的「適應」，正是內地會

卡悌的福音沒甚興趣，這應該是內地會傳

一以貫之的傳教文化，過程就是要傳教士

教士入川旅途中第一次跟中國的儒家知識

自己學會放低身段，非為「屈尊」或者「變

分子打交道了。可惜文化上的深層次溝通

節」，更談不上修改福音，乃是要效法基

沒有進行，當然在匆匆會面的境遇中，我們

督，為的是為基督多得人，這與戴德生染

也不能對此進行苛求。

髮、著唐裝、要求與中國人同吃同住的精神

在這次旅程中，麥卡悌在廣安作了停

是相一致的，從神學上說，也是一種極為

留，正是這次停留期間的跨族群和跨文化

變通和有效的處境化。麥卡悌可謂深得戴

衝擊，讓傳教士真正體會到了何謂道成肉

德生思想的精髓，毫不誇張地說，也行出

身的宗教精神，只有擺出願意聆聽、尊重和

了極致，值得後人紀念、效仿或者反思。

包容的姿態，才是傳教士贏得人群的不二

麥卡悌十三日到達張姓僕人的家，成

法寶。麥卡悌在此碰見了一位以前在安慶

功地給一位陳姓教書先生傳了福音，就入

認識的男子，這個人非常友好，並且很好

川成果而言，這應該算是第一次贏得儒家

客。這個人家族裏面的人絡繹不絕地前來

底層知識分子，殊為不易，因為文化交流

招待他們，他們在此得到了很好的休息並

和匯通，本來不是內地會傳教要著力的焦

補充心力，為以後的旅程積蓄了力量。最有

點。麥卡悌二十一日到達岳池，二十三日到

意思的是他們問麥卡悌的問題：貴國也下

達順慶（今南充），從這裏此地計程，步行

雨嗎？並且要刨根問底：是否跟中國下的

到成都要八天，到重慶只要六天。經過合

雨一樣呢？貴處可有山嶺峽谷，多遠？貴國

議，主僕二人決定先去重慶，他們乘坐運

的日頭是否也像照耀我們一樣照耀你們，

稻米的船去合州（今合川），順江而下，路

是同樣的一個太陽嗎？麥卡悌友好且有耐

程五百四十里，包伙食，現金一百元。傳教

心地回答消除了誤解並贏得了信任，為進

之旅，不但艱險，且要在經濟上精打細算，

[23]

入到他們的內心世界獲得了一個途徑 。

確實也不容易。在麥卡悌的眼中，合州是

一八七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在倫敦Mildmay

一個大而繁忙的碼頭，不過在一個獨一神

公園所舉行的差會會議上，麥卡悌談及這

論者看來，整個城市都充滿了偶像巡游活

次經歷給他的感受：
人們不只是樂於聽聞福音，他們一些

動。四月三十日早上，他們離開合州，在五

人也樂於聽聞我們的電報、汽船。他們有

他們一路從宜昌到萬縣同行的中國信徒，

一些很有趣的問題要問，一些人想知道在

已經早在十七天前就到達了重慶。五月三

我們國家是否天要下雨，然而，他們還要

日，麥卡悌著手租房事宜。在他看來，重慶

知道雨是不是像在他們那裏一樣從天降

這個城市人潮洶湧，郊區卻特別幅員廣大，

下。一些人問我們是否同享一個太陽，我

只要跨過河，就是另外一個城市，不久前這

們是否也有山嶺峽谷。你也許會認為他們

裏針對羅馬天主教的暴亂才剛剛平息。後

問的是荒謬問題，但是，如果你想與他們

來，有一位從漢口過來的屋主，知道天主

謝伊霖：中國內地會入川傳教拓荒紀略

卡悌的藥房和孩子們，但是主僕二人對麥

史學新論

遠非只有宗教情懷的單向度和平面化的刻

傳教士自己學會放低身段，非為「屈尊」或者「變節」，乃

了回答這些明顯是無聊和愚蠢的問題，那

是要效法基督，為的是為基督多得人，這與戴德生染髮、著唐裝、

生活情懷，有一個立體而又豐富的呈現，

要求與中國人同吃同住的精神是相一致的，從神學上說，也是一種

相處，你就必須適應他們。如果你準備好
極為變通和有效的處境化。

我們看到傳教士在傳教之外的道德操守和

月一日到達了重慶。他們發現以前原本與

３９

文化中國

教與基督教的區別，願意將房子租 給他

賈美仁的西進旅程目的地，是要從重

們。麥卡悌深知，當時的情況對一位初來

慶直達緬甸的八莫鄉。一八七九年發行的

乍到且水土不服的傳教士來說，找一個可

《億萬華民》評述說：這趟偉大的行程，只

以棲身的地方，只適合來休息和整頓，開禮

會讓人收穫洞見。從實質上講，這是一項由

[25]

拜堂卻還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 。這間房

偉大的開拓者所開拓出來的行程，主要目

子後來被賈美仁和李格爾所使用，因為二

的旨在收集極少為人所知之地的信息，為

[26]

人被指派來到四川拓展傳教事宜 。對於

的是將來在中國西部開展事工的需要，縱

租房一事，內地會另外的文獻也記載說：

然還未播種，但是努力不會白費，從此角度

「經過一個月的陸上工作步行，在從五月

講，福音之光必然漸進擴散[32]。
宜昌暴亂後，賈美仁和李格爾向四川

展 旅程之前，麥卡 悌在 重 慶租了一間房

重慶進發，同時，美國長老會傳道會（t h e

子。不久之後，賈美仁和李格爾抵達重慶，

A me r ic a n P r e sby t e r i a n M i ssion）的

賈美仁等正是從這裏出發去往藏東，並抵

Leaman帶有大量的基督教書籍，加入他們

達了雲南和緬甸的八莫。而李格爾在短暫

並組成了一個西進傳教勘查小團隊。一行

的旅行之後，就開始了在 重 慶的宣教事

三人在一八七七年八月從重慶出發，步行了

[27]

內地會入川傳教士的佈道策略仍然倚重於傳統的文字佈道方式，

相較於傳教最為艱難的省份湖南，四川尤其是成都並非一塊難以耕耘

４０

的「硬土」，這跟早前其他差會先行入川帶來的影響應該還是大有關

係的。

二○一六年第三期（總第九十期）

三日繞道順慶而抵達重慶之後，在繼續開

工」 。至於四川西部的事工，附帶提一筆

三周而到達省會成都。他們在成都呆了九

的是，在一八八一年，Samuel Clarke在省府

天，福音書籍銷售良好，大量的拜訪者給

成都租到了用於宣教的房屋，另外四個府

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3]。由此看來，內地

的城市相繼在一八八六到一八九○年由內

會入川傳教士的佈道策略仍然倚重於傳統

地會的傳教士所進駐，有一個州和三個縣

的文字佈道方式，相較於傳教最為艱難的

[28]

城也相繼有傳教士進入 。今後筆者將另

省份湖南，四川尤其是成都並非一塊難以

擬專文陳述。

耕耘的「硬土」，這跟早前其他差會先行入

五月四日，在已經租到了佈道的房屋

川帶來的影響應該還是大有關係的。如果

之後，麥卡悌從重慶寫信給內地會總部：

從所宣講的信仰對象來看，天主教更早進

「這個地方擠滿了人，如果我們安安靜靜

入成都，市民對「基督」及其信仰絕對不會

地做事的話，美好的工作可能就會行將展

完全陌生。一八七八年的《億萬華民》記載

開」。《億萬華民》還報道他在四川下屬的

了這件事情：賈美仁和李格爾兩位先生，

[29]

城市找到了佈道的房子 。但是，麥卡悌

在這個省份旅行，美國長老會傳道會的

的腳步並未停止，在六月五日寫給內地會

Leaman加入了他們一起旅行，他們已經到

總部的信函中，他說他已經做了一個從重

了距離省會成都七十至一百英里的西南部

慶到貴陽的旅行，跟在貴州宣教的包蘭頓

的雅州（今雅安）。在開始這趟旅行之前，

（James F. Broumton）一起共度了幾天時

他們在省會停留了一段時間，作為將來傳

光。在貴陽，他發了高燒，但是計劃在六月

教運作中心之地，省會成都的重要性留給

[30]

七日開始一段更遠的探索旅行 。因此，

了他們深刻的印象 [34]。如若有學人對內地

從一八七七年四月算起，內地會在四川的

會進入四川的區域史有興趣，我們於雙方

宣教工作正式拉開了帷幕，《億萬華民》從

都記載進入成都這一段文字就會發現，內

而興奮地向英語世界的教會群體發出報

地會專門從事文字事工的傳教士的文獻彙

告，麥卡悌和賈美仁已經在四川開始了傳

編，跟內地會官方出版刊物《億萬華民》完

[31]

教工作 。
2、賈美仁的川西之旅：從成都府到
雅州清溪縣

全可以實現互參，這不但可以增進事件的
真實性和可信度，還進一步讓我們看到彼
時傳教活動的動態過程。

著也較整潔，但是好多人看起來還是比較
窮。不到三分之一的土地上興建有房屋，沒
有鋪設官道，整個地區看起來更像鄉村而
非城市，沒有商鋪，人也稀疏。（成都）西門
較邋遢，沒有大型的商業活動。步行十五
里之後，他們經過一個大約有一百戶的村
子，再步行二十五里之後，他們遇到一個更
大的村子，此地道路佈滿塵土，但算平整，
手推車無以計數。他們還遇見了有人拉病
豬進城，售賣大概十六元一磅。這裏穀物
長勢良好，但是佈滿灰塵。到了晚間，他
們到達郫縣。這一段對川西地方風情的文
字記載，於熟悉成都平原地理和歷史的人
來說，對照往昔農業社會在生產力上的滯
後，必會有許多的反省和感慨。若跟地方
志進行結合對照，我們應該感謝傳教士留
下的珍貴記憶，讓我們得以認識一段更為
立體的、處於現代與前現代之間的天府之
國農耕和鄉村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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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七七年九月十三日晨，賈美仁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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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傳教士而言，對異教有著特殊的敏感和排斥態度，這一點

我們不應該感到奇怪，但是在宗教的情懷之外，我們還看到傳教士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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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hua Vale, “The Province of Szechwan”,
p. 229.
[8]
Virgil C. Hart, Western China: A journey
to the Great Buddhist Centre of Mount
OMei, p.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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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會後來進入四川卻不是繞道緬甸和雲
南，賈美仁卻相反是走路從四川到藏東再到
雲南和緬甸的，這也說明了他們傳教的計劃
與策略不是僵化不變的，而是隨著現實情況
的改變而調整的。
[12]
在一八七五至七六年合訂本的《億萬華民》
中，四川作為九個未被福音化的省份之一，與
甘肅、陝西、山西、河南、雲南、貴州、湖南、
廣西一起呈現給讀者。當時《億萬華民》所
記載的四川面積是十六萬六千八百平方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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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一種普世的道德情懷，那就是對鴉片的厭惡和憎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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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Inland Mission in 1870’s
X ie Y ilin (T he De pa r t ment of

海內外學者探討中國發展與文化走向

文化中國學術年會在溫哥華舉行

史學新論

學術動態

由文化更新研究中心主辦的文化中國學術年會，於今年八月十二日至十三日在加拿大溫哥華的不列
顛哥倫比亞大學（UBC）舉行，來自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澳門和北美等地四十餘位學者出席會議。加
這次會議的主題是「中國的發展與文化的走向」，除主題演講外，並設有若干專題，包括現代化
視野下的中國文學反思、當代美學對人文和社會發展的審視、城市發展與文化保存的不同個案、近代文
化的演變與中國走向的比較等內容。各位學者從全球化的視野，圍繞會議的主題，通過包括歷史學、傳
播學、社會學、倫理學、文學、藝術及其它相關領域中西文化比較，研討社會倫理和傳統文化面臨的挑
戰，探索中國文化的更新的方向。
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創辦以來，以《文化中國》為平台，二十多年來，每年都會舉辦不同規模的學術
研討會或論壇，並在日益廣泛的學術交流中，同中國國內相應的高等校院和學術團體建立了不同的合作
辦會形成。去年十月，文化更新研究中心與上海師範大學聯合在上海舉辦了文學研討會，並宣佈今年八
月於溫哥華合作舉辦文學研討會。在籌備過程中，新的合作元素進入，研討論域擴大，因此形成了目前
「文化中國學術年會」規模。上海師範大學、浙江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北京聯合大學、中國實學會等
院校和學術團體共同為這次會議的組織工作付出了心血。
文化更新研究中心主辦的一系列學術交流動，正如《文化中國》秉承的宗旨，就是發起和推動文化
對話，在文明衝突問題困擾世界的當今，通過交流和溝通，減少誤判和盲點，逐步走向多元語境時代的
融合和理解。文化更新研究中心期待並歡迎國內外學界繼續合作，以優秀的文化價值，回饋和滋潤中國
民族文化的發展。

Philosophy at Tsinghua University)

to enter Sichuan successfully, which are:
Firstly, CIM seized the chance to make full

how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initiated a

use of the advantage particularly for the

virginal march into Sichuan in the late of

foreigners from the Chefoo Convention;

1870’s. By referring to a large number of

secondly; Secondly, CIM availed itself

primary historical literatures and archives

of the intelligence offered by the other

conserved by China Inland Mission, the

mission societies; Thirdly, CIM had been

author endeavors to portrait the pioneering

committing to a stubborn passion to fulfill

journey route explored by John McCarthy,

the Great Mission biblically; Finally, CIM

James Cameron and George Nicoll, who

had recruited outstanding team members

had steadfast passion ignited by the Great

who devoted themselves to the mission for

Commission upon China. In the author’s

China with loyalty and piety.

opinion, there are three indispensable
factors that pushed the pioneers of CIM

Key Words: China Inland Mission,
China Millions, Sic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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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present

謝伊霖：中國內地會入川傳教拓荒紀略

拿大三級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溫哥華總領事館派代表致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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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理性和自然正義
──「貓論」中的儒家「德治」思想
■ 單江東
德國柏林自由大學

「貓論」在政治哲學的術語中可以被理解為「自然正義論」，

４４

即自然物的合法性定義來源於其特定的自然功能，以解釋自然秩序

的和諧性，否則自然界就會陷於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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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貓論」是人們對於鄧小平治

則與「劉鄧大軍」在解放戰爭中靈活機動、

國理政思想的一種比喻性說法，其基礎在於

出奇制勝所建立的軍事戰績有直接的關

中國老百姓對於自然現象的觀察和總結；「德

係。同為四川人的劉伯承和鄧小平在率領

治」則是孔子從北辰星運行的天體自然現象中

中原野戰軍挺進大別山、拉開解放軍戰略

歸納出的「為政」思想。聯係到西方現象學本質

進攻的序幕中，因地制宜、因時謀劃，突破

共生於現象的思想方法，「貓論」的政治哲理

敵我雙方固有的戰略部署，創立了許多以

意義應深化為「抓耗子」的客觀實現價值而非

少勝多、以弱勝強、絕境逢生的戰例，成為

呈現於觀察者對於「黑白毛色」假象的主觀判

中國乃至世界軍事史上的奇蹟。在指揮這

斷。「貓論」和「德治」所蘊含的人文理性和自

些戰例中，劉伯承將軍經常用四川人中流

然正義是理解中國社會治理傳統和當代「中國

行的這句話來表達他的戰術思想，鄧小平

特色」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兩個獨特視角。

作為中原野戰軍的政委對此也深感默契。

摘

關鍵詞：貓論，德治，懸置，自然現象，自
然正義。

這種戰爭中的奇特經驗也成了日後他領導
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設計中
的寶貴資源，他經常用這句家鄉人耳熟能

「貓論」是當代中國政治中對鄧小平

詳又在戰爭中屢試不爽的「口頭禪」來表達

理論的一個通俗性的稱謂，人們也喜歡用

他的指導思想和實幹作風，因此「貓論」便

這個通俗易懂的比喻來理解中國改革開

成為人們描述和研究鄧小平倡導的改革開

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政治遠見和勇氣，其

放的一種特指的政治經濟理論。

重要意義是突破一度時期形成的、教條化

「貓論」在政治哲學的術語中也可以

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對人們的思想束

被理解為「自然正義論」，即自然物的合法

縛。

性定義來源於其特定的自然功能，以解釋

一、「貓論」與「道德」

自然秩序的和諧性，否則自然界就會陷於
混亂。蘊含在「貓」身上的自然理性是「抓

在四川人的方言俗語中，人們用「不管

耗子」，其表現出來的功能不是其或白或

黑貓白貓，抓住耗子就是好貓」來說明認

黑的毛色。所謂「自然理性」即自然現象中

真務實的做事情比空談大話更有成效，也

蘊含的人們普遍認知的共性，所以「抓耗

更能令人信服，相當於西方俗語中講的「事

子」就是體現在「貓論」中的自然理性，亦

實勝於雄辯」（Facts speak louder than

即中國特色的「自然正義論」。同理，中國

wo r d s）。而這句話作為聯係鄧小平「實事

的歇後語講「狗逮耗子，多管閒事」以及

求是」和「改革開放」思想的「貓論」最初

「鳩佔雀巢，巧取豪奪」等，也都代表了一

儒家表達「善政」和「德治」辯證統一的政
治哲學也折射出了類似的關係，其常用的

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4]。又說：
天之道，虛而無形。虛則不屈。無形則無

類比性描述即來自於孔子的「為政以德，

所抵牾，無所抵牾，故遍流萬物而不變。德者

[1]

道之舍；物得以生，生得以識道之精。故德者

種自然正義的思想在被漢代官方吸收為正

得也，得也者，謂其所得以然也。無為之謂道，

統意識形態之後逐漸演變成了「德治」，以

舍之之謂德。故道之與德無間，故言之者不別

作為法家「政刑」社會治理思想的補充，即

也。間之理者，謂其所以舍也。義者，謂各處其

「德禮」與「政刑」的辯證統一。

宜也。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為之節文

孔子自己在解釋儒家的「德治」和法

者也。故禮者謂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喻義

家的「法治」關係時說：「道之以政，齊之

之意也。故禮出乎理，理出乎義，義因乎宜者

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

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故殺戮禁

[2]

有恥且格」 。就社會治理而形成的「君

誅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法出乎權，權出乎

民」關係而言，孔子的評論蘊含著制度強

道[5]。

制力和人的道德意識之間的比較，而他明

萬物得以生生不息，是由於道德的作

顯是傾向於人的道德優勢的，這就是後儒

用；理解道德的作用，並以之為社會治理

聯係「譬如北辰」的自然現象而講的「德

的制度基礎，就是中國儒道法思想傳統中

治」。相對於儒家的「德治」，法家強調的是

的「自然正義」觀，此所謂中國傳統社會治

「法治」的強制力，即偏重於制度的硬約

理的思想生態—道家偏重於生態鏈的基

束：「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

礎，儒家偏於其「與時偕行」的解釋，法家

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為匹

偏於其工具效能之運用。司馬遷將道家法

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

家同列入《老莊申韓列傳》，傳統社會治

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

理機制被解釋為「禮主刑輔」或「陽儒陰

[3]

。這是法家代表人物韓非引證慎道的話

法」，司法體系多以「大理寺、刑部、禦史

並為之作辯解，以拒斥儒家對「法治」偏於

台」「三權制衡」，社會最基層的治理亦倚

制度強制力——「勢」的「非難」。沿著法家

重於「鄉正、里正、坊正、村正」等，這在很

「法治」工具理性的思路，「勢位之足恃」

大程度上說明，儒家的「德治」思想是對道

的極端情況就出現了合「三皇」「五帝」勢

家「自然正義」和法家「工具效能」的「中

位於一身的秦始皇，開創了中國皇帝專制

道」性思考，即借鑒道家的本體論思想，以

的先河。與秦始皇暴君專制形成反襯的是

制衡法家的極端工具主義思想，建構儒家

儒家強調「仁義」倫理的「德治」形態，漢

「王道仁政」的政治哲學。
「道德」本來是道家關於自然世界存

守之勢異也」的結論，不僅是對「秦制」的

在的一種生命概念體系，即「道生之，德畜

「過錯」進行了總結，而且也是結合當時的

之，物形之，勢成之」[6]，可是儒家的人卻從

歷史情況重新解釋了孔子的「政刑」與「德

中體貼出了人生哲學和政治倫理。孔子在

禮」之辯的關係。
道和德本來是先秦道家思想中的兩個

回答魯哀公問政時說：
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

主要概念，前者偏於宇宙本體論，後者偏於

者，蒲盧也，待化以成，故為政在於得人。取人

宇宙生成論；按照《道德經》的思路，這兩

以身，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

者之間不是本質和表像的關係，而類似於

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

西方現象學中本質與現象共生而融合的關

所以生也。禮者，政之本也[7]。

４５

儒賈誼在《過秦論》中以「仁義不施，而攻

單江東：人文理性和自然正義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 。儒家這

中國研究

係。對此關係，漢代的學者總結說：「虛而
儒家的「德治」思想是對道家「自然正義」和法家「工具效
能」的「中道」性思考，即借鑒道家的本體論思想，以制衡法家的
極端工具主義思想，建構儒家「王道仁政」的政治哲學。

種自然正義與社會治理規則之間的關係。

周公制禮作樂而成的「禮樂之治」，到了孔子生活的時代卻

遭遇了「禮壞樂崩」的「天下大亂」，儒家反思其制度的崩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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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缺乏人的內在道德意識，而這種道德意識已經啟發於自然的生

道德之中。
命倫理 ——

文化中國

「敏」就是「得道」而生，萬物生生不

在乎其自然功能——抓住耗子的普遍必然

息是「得天道」；聖人之治是「得人道」；樹

性，即「物各付物」的「自然正義」，「德

木繁盛是「得地道」。朱熹在分析孔子「志

治」則是「自然正義」對治國工具合法有效

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時也基本

運用的原則性規定，以確保「法治」必為

上闡明瞭此意，所謂：
德者，得也，得其道於心而不失之謂也。

「良法之治」。

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

二、自然啟示的正義

之功矣。…游者，玩物逸情之謂。藝，則禮樂之

在西方，偏重於世界的普遍理性的自

文，射、禦、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不

然法理論認為，人所制定的實證法並不能

可闕者也[8]。

構成社會治理的真正法則，因為它局限制

「德禮」就是合內外之道，道所啟示的

定者自身的經驗和偏好，只有啟示高於人

「自然正義」適用於人類社會治理就是儒

類社會的自然世界的法則才是真正合法和

家所謂「德治」。周公制禮作樂而成的「禮

可靠的法律。根據亞里士多德的講法，有

樂之治」，到了孔子生活的時代卻遭遇了

兩種社會治理的法則，普遍法則和特殊法

「禮壞樂崩」的「天下大亂」，儒家反思其

則。人所制定的法則只是特殊法則，由某社

制度的崩潰在於缺乏人的內在道德意識，

會群體制定以規制該群體的所有成員，但

而這種道德意識已經啟發於自然的生命倫

卻受到時空和人的主觀條件所限制。普遍

理—道德之中，因此，孔子以「德禮」與「政

法則是自然世界的法則，它超越時空和人

刑」之辯點明其內在關係，宋儒則以「必有

群的局限，具有普遍而持久的有效性和約

《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公法

束力。因此，特殊法是易變的，受制於人的

[9]

４６

度」 為其結論。這種儒家式的政治哲學

主觀能力；普遍法是不變的，因為其啟示於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類比於西方治理思想中

自然世界永恆的生命力，「西方最初的法治

自然法的普遍理性原則對於實證法的效率

理論認為，只有自然法才是道德法，因為它

規則的倫理性限定，也可以說明當代中國

體現了自然的正義，體現了正確的理性，體

共產黨的社會治理原則中的「貓論」思想

現了上帝造物的規則」[10]。由此來看，西方

和「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的思想，

經典的自然法理論與中國人俗語中的「貓

貓之好壞不在於其外在的「黑白」毛色，而

論」和儒家的「德治」是可以相互比較說明

德布魯赫公式」（Radsbrucianformula），即

的自然理性，而不在旁觀者對其毛色黑白

法律的自然功能與法律的道德理性密不可

的主觀評價，「德治」之合理與合法性亦取

分，邪惡的法律不能因其功能性而證明

之於對「道」所啟示的自然正義性，其作為

「合法」，相反，法律的功能性必須得到道

普遍自然 正義之原則邏 輯上優 先 於「人

德的合法性證明，否則即不成其為法律，

治」，這就是宋儒講的「有《關雎》、《麟

因為「惡法不能服眾」。其實，中國人另外

趾》之精意，而後《周官》之法度可行」的

一句俗語「法不責眾」，或者「官箴三十六

「德治」意蘊。

字文」——「吏不畏吾嚴而畏吾廉，民不服
吾能而服吾公。公則民不敢慢，廉則吏不

必然反映出其蘊含的普遍理性，即黑格爾

敢欺。公生明，廉生威」也頗得「拉德布魯

講的「凡是存在的必然是合理的」，理性必

赫公式」之精髓，只不過在大都多數情況

然會表現出其存在的價值，不管外在的客

下我們都沒有對其政治哲學的奧義「較

觀條件有何種限制，自然蘊含的理性必然

真」罷了。
析，多少是偏於「抓耗子」的自然功能，而

要看其是否以「歸海」而實現自己的「道

沒有聯繫到「貓」的自然理性，因而在將其

德」，是其在大自然中存在的「合法性」證

與「貓的好壞」聯繫、超越其「白黑毛色」

明。同樣，「貓」之好壞不在乎其與自然功

局限判斷時，並沒有明確做出政治哲學或

能無關的顏色，而在於其實現「抓耗子」功

者自然正義方面的理論闡述，這是我們參

能的理性，這是「貓」的道德，是「貓」的必

照西方政治哲學和自然正義論來重新發掘

然性或理性，即「自然而然」。將其推延至

中國人的治理智慧時應該特別注意的。就

社會治理方面，對社會成員普遍適用的規

類比性的方法看，英國人關於自然力量與

則，自然也是社會的理性、社會的道德，而

人類的權利之間辯證關係的闡述就得益於

亞里士多德最初關於「法治」的設想亦多
含此類比邏輯：「法治應包含兩重意義：已

一種生活中的普遍常識：
茅屋中的草民可以藐視宮廷上的王權。茅

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

屋雖破舊，風能吹，雨能淋，雷能鳴，但國王卻

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

不能進，王權因震懾於自然對茅屋摧毀之力而

[11]

律」 。西方語言中，「法律（law）」一詞與

敬畏自然神造天成之民[12]。

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自然是上帝的

念；而「合法性（justification）」又與「合理

造物，其深意在於包括不同權位的人同屬

性」、「正義性」、「證明性」密切相關，在

上帝出於公平與博愛之普世倫理情懷所

亞里士多德的「語境」中，「法治」的前提是

造，因此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

「法律」必須具備「合理性規則」並能「證

照上帝形象而被塑造」的「固有神聖性尊

明」其「正義性」，這樣才能為社會成員所

嚴」，這就是通過自然物的生成而啟示在

服從，而成為自然的社會「定理」，其邏輯

宗教傳統中的自然理性：凡人皆具有平等的

推論就是「法治必須是正義的法律之治」，

自然權利——這是從「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而「邪惡的法律是不合理性的法律，因而是

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推論出的平權理

不能被證明適用於社會的」。亞里士多德

論；王與民公平接受自然造力，沒有特權可

關於「法律」的功能與「法治」的道德性和

言。這是自然啟示給人類的政治理性，英

正義性之間的辯證思想，在二十世紀反思

國人以之為「君主立憲」或「君權民約」的

「納粹德國」的「法治」時被演繹成了「拉

神聖依據。當代的環保主義者以之為環境

４７

「法則」、「規律」、「定理」等屬於同一概

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自然是上帝的造物，其深意在於包括不同

種曲折、險阻所中斷。因此，百川的「好壞」

權位的人同屬上帝出於公平與博愛之普世倫理情懷所造，這就是通過

過去從社會學意義上對「貓論」的分

自然物的生成而啟示在宗教傳統中的自然理性。

會實現自己的性質，如百川歸海，終不為各

單江東：人文理性和自然正義

西方政治哲學認為，自然的功能效率

中國研究

的：貓之好壞完全取決於其抓耗子所啟示

文化中國

倫理—陽光雨露不辨富人和窮人，空氣污

示的「仁義」倫理，在西方亞里士多德和黑

染不避總統與平民。人對於啟示在自然中

格爾的思維定勢中則以立足自然—自主、

的理性認識有一種直覺的智慧，雖然直觀

觀察對象物—自然，再到正義—自由這一

上只是經驗之談，但在本質上卻蘊含深刻

「三自」過程得以實現。因此，參照西方哲

的哲理，如中國人講的「虎毒不食子」、「不

學的思路，我們在揭示「貓論」的人文價值

管白貓黑貓，抓住耗子就是好貓」、「龍生

時應從「抓耗子」的功能深化為判斷「貓之

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好打洞」等，都是

好壞」的「自然正義」倫理，進而闡發「貓

對自然物生命倫理的簡明易懂的觀察和總

論」在治國理政中的政治倫理深意。

結，是啟示在自然生命中的正義，即儒家總

「懸置」先驗觀念的現象學則主張從具體的現象出發，給出「實

事求是」的答案，其活力表現出個體經驗的呈現性、開放性、多元性

４８

和靈活性，從而在思想方法上則擺脫了先驗本質論教條對人的思想束

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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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的自然物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周

三、「懸置」方法的啟示

易·乾卦》）和「義者宜也」（《中庸》）。明

參照西方哲學的經驗，居主流地位的

確地講，儒家所講的自然生命倫理在西方

哲學是理性主義觀念論或先驗本質論，但

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中恰好被解釋為人的

是在大量的經驗現象面前，這些先驗的觀

自由，即人對於自然本質認識的精神性權

念論往往成為獨斷論而顯得「不合時宜」

利：

並流於荒唐的形式主義。相反，「懸置」先
因為「自然」乃是若干已經知道和認識了

驗觀念的現象學則主張從具體的現象出

的「法」的一個體系；人類在「自然」中感到自

發，給出「實事求是」的答案，其活力表現

得，而且只有他感覺自得的東西他才承認是有

出個體經驗的呈現性、開放性、多元性和

價值的東西，他因為認識了「自然」，所以他自由

靈活性，從而在思想方法上則擺脫了先驗

了。思想對於事物的精神方面，有著同樣強烈

本質論教條對人的思想束縛。按照先驗本

的傾向：「正義」和「道德」開始被認為在人類

質論的講法，「貓抓老鼠」是貓科動物的

現實的「意志」中有它的基礎，在從前的時候，

必然規律，一如「法治」是社會治理的必

這種「正義」和「道德」僅出現在新舊約書中外

然規律。但是，在面對「懶貓、病貓、肥貓、

在的規定下來的上帝的命令，或者以特殊權利

笨貓」等經驗現象時，「貓抓老鼠」的教條

的形式出現在舊文書中，或者從宗教的條約中

又很難被普遍印證；同樣，在解釋「美國種

看到[13]。

植園強制黑奴法」、「南非種族隔離法」和

西方通過宗教、通過上帝造物並為其

「納粹德國驅逐猶太人法」這樣的「法治」

存在立法的故事，是要通過人類的自然生

歷史現象時，「社會治理」則變成了社會動

命啟示出人的自主意識和道德意識，所謂

蕩以及國家政策指導下的種族歧視及合法

「宗教求善」或「教堂是公民的道德孵化

性殺戮。由於這些經驗現象的思想挑戰，

器」等，其意旨在說明人的主體行為——

現象學者提倡的「懸置」先驗的本質觀念，

「追求」、「傳教」、「犧牲」、「祈禱」、「禮

面對經驗現象的個體性、特殊性和即時

拜」等。有了主體行為，自然對象——「道

性，突破先驗的獨斷論教條，尋找到新的

成肉身」的「神子耶穌」、作為羅馬刑具的

思想出口。

「十字架」、石瓦玻璃建成的教堂、代表耶

西方近代哲學史上一個經典的例子

穌身體和血液的面餅和紅酒等自然現象，

是：康德之所以能從「獨斷論的睡夢中驚

便都被賦予了倫理的價值含義，人通過自

醒」並開創了新的「批判哲學」，就是受到

然物完成了從自然對象到思想自由的內在

了休謨的經驗現象的啟發；而中國當代的

超越過程，實現了人這一高級「理性動物」

顯例則是：鄧小平敢於突破「兩個凡是」的

和「政治動物」的人文價值。中國儒家以

獨斷論局限，可以說也是受到了「貓論」的

「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繫辭》）所揭

經驗現象的啟發；同理，中共十八大四中全

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此二

面前的平等；法治德治的結合；從中國實際

種相反而適相成之態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

出發）將其闡發為一種立足於中國經驗現

儒家之舊途徑，而二千年吾民族與其他民族思

象的思想體系，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將

想接觸史之所昭示者也」[15]。

道教在中國傳統道家思想的基礎上借

放在對等的條件下，揭示其互補的意義。

鑑佛教而形成中國特色的宗教，新儒家在

這反而啟發我們全面評估西方「法治」觀

借鑑佛道的基礎上在思想形態上從先秦的

念下的不同經驗現象，即「法治」至少囊括

「仁學」而升華為「理學」，當代中國共產

了三種不同的治理模式：英美式的「以法而

黨人秉持儒家「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

治」（rule of law），法國的「權力國家（Etat

人」 [16]的思想、借鑑德俄馬列主義而創建

d e d r o i t）」和 德 國 的「 法 治 國 家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都可以視為現象

（Rechtsstaat）」。這三種模式暗示出「自

學「懸置」本質論教條優越性而開放吸收

然權利至上」、「國家權力至上」和「立法權

並創造性轉化經驗現象的顯例。

力至上」之間不同的「法治」特色，居於其

我們將陳寅恪對中國歷史經驗的觀

核心內容的權利也因此展現出不同的權

察和反思與二戰後西方流行的現象學方法

重：自然人權、公民權和特權，而判斷它們

進行比較，自然不難看出當代中國共產黨

存在價值的共同基礎則是啟示在自然中的

人提倡的「法治與德治相結合」原則在中

理性。在西方這就是「天賦人權」和「君權

國特色的「法治」體系中的深意。概括地

民約」，在中國則為「天生蒸民，有物有則；

講，從「西天佛教」傳入「中土」、馬克思主

[14]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相比之下，我們

義進入中國、到西方「法治」與儒家的「德

不妨說「法治與德治相結合」的中國經驗

治」結合這些精神現象，與陳寅恪的觀察、

現象暗示了一種平衡的治理模式，其核心

總括都頗為契合，說明先驗的、普遍的、本

權利的內涵是道德權+實體權，即見於「天

質主義的觀念不能成為獨斷的教條而淩駕

生德於予」的自然人權和見於「天道酬勤」

於具體的經驗現象之上，否則都難免「歸

及「人道酬善」的社會公民權。

於消沉歇絕」的理論尷尬。

其實，在中國人的生命歷程中，有一種
「匿名」的現象學表現於儒家心學與禪宗
的思想之中，這或許是佛教理性主義的唯

四、「貓論」與「德治」的意
義
隨著「貓論」和「德治」引出的中國式

它的方法是「不立文字」而「直指人心」，這

社會治理議題，一種新的「權重」現象也

很像是「懸置」先驗的觀念而單刀直入地

進入了人們對「權力中心轉移」的視野，即

解釋個體心境的現象，終於成就了中國式

全球治理的「霸權主義更替」：中國的崛起

的「見性成佛」，寓普遍的「佛性」於個體的

將取代美國的獨霸地位。但是，我認為這

「人心」現象之中。陳寅恪先生說，心學與

種「權力轉移」是介乎於自然力量、特權和

佛教結合而成中國特色的佛教—禪宗的情

人權之間的一種政治經濟現象，結合美國

況是一種普遍的文明交流現象，否則外來

和中國在國際博弈中呈現的情況，它被普

文明就會像佛教唯識學傳入中國的情形一

遍地解釋為「硬實力」和「軟實力」之間的

樣：

辯證關係，可以與中國式治理的特殊理論
觀念—「貓論」和「德治」結合起來加以分

４９

識學進入中國後與儒家心學結合的契機，

「雖震蕩一時之人心，而卒歸於消沉歇

單江東：人文理性和自然正義

中國儒家的「德治」與西方流行的「法治」

中國研究

則」（共產黨的領導；人民主體地位；法律

「匿名」的現象學表現於儒家心學與禪宗的思想之中，「不

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

立文字」而「直指人心」，這很像是「懸置」先驗的觀念而單刀直

律至上」的獨斷論觀念，而是以「五項原

入地解釋個體心境的現象，終於成就了中國式的「見性成佛」，寓

絕」，而禪宗的成就說明：「其真能於思想上自
普遍的「佛性」於個體的「人心」現象之中。

會公報的「法治」原則沒有完全局限於「法

文化中國

析。

主義、市場經濟時往往也是以「天下太平」、
當然，中國人自己堅持說作為「貓論」

「大同社會」、「白貓黑貓」這些老百姓耳

和「德治」結果的中國政治經濟「權重」現

熟能詳的俗語進行概念的「格義」，這種類

象，不是西方經驗現象中的「霸權主義」的

比推理對於以因果推理見長的西方人來說

翻版，而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其意

確實是異質性的思想現象。

中國人在引進西方基督教、共產主義、市場經濟時往往也是以

「天下太平」、「大同社會」、「白貓黑貓」這些老百姓耳熟能詳

５０

的俗語進行概念的「格義」，這種類比推理對於以因果推理見長的

西方人來說確實是異質性的思想現象。

二○一六年第三期（總第九十期）

義在於它與西方自由資本主義不同，與福

不過，作為現象學運動興起之後的德

利國家不同，與蘇聯式的馬列主義不同，自

國人，西德前總理施密特對於儒家的看法

然也與中國傳統社會不同，它的現象特徵

卻大不一樣，他甚至認為中國共產黨人就

被德國政治家施密特解釋為「儒家式的社
會主義」，而這個判斷恰好從正面詮釋了

是儒家「內聖外王」的當代思想傳人：
一九 八四年 是中華人 民 共 和國成 立

黑格爾對儒家哲學的誤解，即儒家不是哲

三十五周年，我拜訪我的老朋友鄧小平。我們

學，只是一些倫理格言，更準確地講是一

進行的是私人談話，我以私人身份，他當時是

些像「貓論」和「德治」那樣的社會治理格

中國共產黨的首腦。我半嚴肅、半開玩笑地對

言。這就是陳寅恪所概括的「二千年來華

他說：「您們自稱是共產黨人，但是實際上並不

夏民族所受儒家學說之影響最深最巨者，

是共產黨人，實際上您們是儒家。您們的行動

實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關於學

像孔子所教導的那樣」。鄧笑了笑說：S o

說思想之方面，或轉有不如佛道二教者」。

What！在德語中是「那又怎樣呢？」也就是說，

這倒不是說儒家學者智商低於佛道二家，

他並沒有說：「您發瘋了？」他沒有做什麼解

一如黑格爾所依照之希臘「愛智慧」的哲

釋，他只是說：「這沒有什麼不好的」[18]。

學傳統對儒家所下之判斷，而是說儒家本

通過施密特對中國當代社會現象的

質上「出於司徒之官」，承擔有治理社會的

透視，我倒認為黑格爾對儒家的判斷失之

「天職」，希臘哲學家的「概念游戲」並不

於其西方權力本位的「精神現象學」，即將

是儒家的「精神現象學」，他們的使命在於

「內聖」疏離於「外王」，豈不知儒家本質

「修齊治平」並以「微言大義」標而出之：
儒者在古代本為典章學術所寄托之專家。

上的「內聖外王」之道，由「格物、致知、誠

李斯受荀卿之學，佐成秦治。秦之法制實儒家

個條目構成，其中「修身」是關鍵，是「一以

一派學說之所附係。《中庸》之「車同軌，書同

貫之」的「內聖外王」之道的樞紐，其特點

文，行同倫」（即太史公所謂：「至始皇乃能並

是「以身載道」，這與西方的「道成肉身」

冠帶之倫」之論）為儒家理想之制度，而於秦

很不相同，前者是通過人身體力行的社

始皇之身而得以實現之也。漢承秦業，其官制

會現象表達其所追求的政治理想，後者是

法律亦襲用前朝。遺傳至晉以後，法律與禮經

先驗地信仰一個觀念—「道」或「絕對精

並稱，儒家《周官》之學說悉採入法典。夫政

神」，然後將社會現象解釋為觀念的物化，

治社會一切公私行動莫不與法典相關，而法典

所以西方霸權主義者更熱衷於不惜以各種

[17]

為儒家學說具體之實現 。

陳氏的分析不僅回答了黑格爾關於儒

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八

方式輸出先驗的「民主與法治」，一如他們
先前輸出「道成肉身」的基督教。

家思想的疑問而且折射出黑格爾西方思想

由中國經濟和政治在全球化過程中逐

本位的狹隘和局限，其要義在於，中國人

漸增大的比重看，施密特和黑格爾所觀察

所用之俗語、格言所總括之自然現象都是

到的中國議題實際上也是一個權力現象學

其「天人合一」思維方法的反映，而蘊含其

的議題，只不過近二百年來西方社會獨霸

中的乃是維繫人倫、治理社會的政治和法

世界，政治哲學的議題完全以西方的經驗

律思想，中國人在引進西方基督教、共產

現象和觀念為主導，而近三十餘年來中國

感性的，它們的出現打破了必然性的、普遍

of the Roman Empire by Edward Gibbon)、

性的和理性的獨斷論，使中西方歷史發展

西方的沒落（斯賓格勒：T he D e cl i ne of

和文明形態都呈現出多姿多彩，充滿生命

the West by Oswald Spengler）、西方的衰

氣息，同時不乏神秘性。
從多元的中西方文明形態所呈現的現

Niall Ferguson）之後，西方世界討論的一

象中，本文力主將權力、權利和人權作為一

個重要政治哲學議題，其明顯的例證之一

條思想線索來解釋中西方政治生態的變遷

就是《當中國統治世界：中國的崛起和西

和不同的特色。在人類政治生活的第一個

方世界的衰落》（馬丁·雅克：When China

階段，人類從自然力量中體會出了權力的本

Rules the Worl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質和社會功能，中國哲學家將百姓感受到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的權力現象概括成為「霸道暴政」，其特點

Order by Martin Jacques）一書，它以中國

是摧殘和殺戮形成的恐怖，因而設想以

的崛起為一種新型權力現象並與西方權力

「王道仁政(孟子)」作為其批判性的政治生

現象進行比較，以揭示人類政治經濟盛衰

活參照係；西方人將之總結為皇帝專制下

遷變背後的精神動力及其特有的觀念體

的「權力腐敗，絕對權力絕對腐敗（阿克

系。

頓）」，其特點是居於特殊政治地位上的
「特權」，因而設想以憲政制度加以限制。

衰」是圍繞其經驗中的基督教信仰、民主

在「王道仁政」中，中國人設想以「聖賢君

代議制政府、經濟自由市場、社會秩序的

主」主導的「德治」保障其「天下為公的大

法治方式展開的，這樣就容易形成理性的

家庭」中的「子民權利」，其局限在於被賦

觀念的進步性和優越性錯覺，而忽略了與

以權利者必須是「中華大家庭中的成員」，

之相關的重要歷史、政治、經濟和社會現

「夷狄」則無此資格；而西方社會則是在

象，即不同「國情」所呈現的權力現象。但

帝國解體後以民族國家的「法治」保障其

恰好是這些現象所揭示的觀念的局限性才

「公民權利」，其特點是被賦權者必為原羅

構成了西方衰落的因素，如宗教衝突與戰

馬帝國治下的基督教公民，猶太教徒、外

爭、代議制的瀆職、專權甚至以議會為交

國人、奴隸、婦女、兒童，甚至本國基督教

易立法權的平台、市場無序競爭與壟斷、

公民中的「劊子手（其職業為殺人）」和

律師之治與暴民政治等。反觀中國的思想

「演員（其職業為扮演他人）」亦不配享有

傳統，我們不難發現：中華文明的形成與

公民權利。在中華大家庭中，「皇帝家長」

發展也是在一種「天人合一」的先驗觀念

經常出現「人治」的暴戾，恣意傷害和擅殺

論模式中延續的，在此思維定勢之中，中

其子民，「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

華文明的精神被信仰為一種「天命」陰陽

子不得不亡」 [19]，「人治」生命慘劇給「德

靜動的辯證觀念，社會制度被確定為「家

治」理想觀念蒙上了生命經驗的陰影—此

國天下制」（傳統的中國觀念）或「階級社

法家所謂「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

會制」（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社會治

天子，能亂天下」者，以至於當代中國社會

理方式被概括為「德禮與政刑」（傳統的中

在「為人民服務」的政治宗旨之下，還是釀

國觀念，即「德治與法制」）和「黨政國家

成了「文化大革命」那樣的人民生命大劫

（party-state,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

難。而在法治環境下誕生的西方民族國家

但認真觀察中外社會發展中呈現的歷史事

中，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公民的權利

５１

眾所周知，西方先驗論所研究的「盛

單江東：人文理性和自然正義

落（弗格森：The Great Degeneration by

中國研究

帝國的衰落（吉本：The Decline and Fall

眾多影響歷史進程的政治經濟現象都是偶然性的、個體性的、

治經濟現象都是偶然性的、個體性的、情

情感性的，它們的出現打破了必然性的、普遍性的和理性的獨斷

重影響，中國的權力現象也逐漸成為羅馬

論，使中西方歷史發展和文明形態都呈現出多姿多彩，充滿生命氣

件，我們不難發現眾多影響歷史進程的政
息，同時不乏神秘性。

改革開放在經濟和政治方面形成的國際權

文化中國

往往被合法地踐踏，法西斯殺戮猶太人極

情況看，人類在未來可以預見的發展時期，

其典型：將民族國家內的基督教猶太人公

作為一種各主權領域不可回避的人權仍然

民強制還原為猶太教公民——例如，西德

是人類社會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反

總理施密特的猶太人身份有六十五年都被

恐等合作中一種共同的意識形態，它的性

刻意地隱瞞，而以純粹的雅利安人面貌躲

質和地位是從人類慘痛的生命經驗現象中

過了納粹德國的宗族清洗；再以政教合一

總結出來的，與人類社會中由獨斷論哲學

的歷史經驗將猶太教公民還原為猶太教教

家設想出來的任何觀念之善相比，它都具

民，即羅馬帝國時期的異教徒外邦人，而外

有更實在的普遍性、可靠性、實用性和可持

邦人在現代法治社會中的身份是「無國籍

續性。

的對象，驅趕和殺戮這些無法律保障的人

作為一種各主權領域不可回避的人權仍然是人類社會在政治、經

濟、社會、文化、反恐等合作中一種共同的意識形態，與人類社會中

５２

由獨斷論哲學家設想出來的任何觀念之善相比，它都具有更實在的普

遍性、可靠性、實用性和可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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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此，「無國籍人」成為無法律保障

五、結語

就變相地合法了。二戰期間法西斯肆無忌

西方哲學在柏拉圖所開創的傳統中

憚地大量殺戮猶太人堪稱現代歐洲法治社

一直以獨斷的「理念（Ide a）」高踞現象之

會一大政治敗筆——政治哲學家阿倫特經

上，但是到中世紀時表現在社會現象和精

歷了上述各種磨難，幸而在生命最危急的

神現象的「理念」又被譯成了「善（Good）」

關頭逃過了法西斯的殺戮。而在二戰之後

和「形式（Fo r m）」，顯示出了亞里士多德

出現的當代國際大家庭——聯合國的框架

立於經驗現象的「四因說」對乃師思想之

下，剝去了子民、臣民、國民、公民身份之後

修正。這當然應視為西方哲學演變中的一

的人被普遍地賦予了人權的概念，即僅以

個特殊現象，它表明：理念之好壞必須驗之

動物相區別的自然身份——人而獲得的尊

於人的經驗現象，所謂To be good for sth.

嚴和資格，它在《普遍人權宣言》中被確認

(善者必有應物)；思維之抽象也必須基於人

的固有尊嚴和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權

的經驗現象，所謂to think in the form of

利——這些現代法治社會的基本觀念，在

sth.(思者必有規範)。現象之不同於表象在

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宣言》起草者之一的

於：前者是本質概念的生命質料和精神動

儒家學者張彭春，他向其他參與文件起草

力，而後者僅僅是本質概念的幻象，是思

的學者說明：如果堅持在耶穌的神佑之下

想的偽裝，只有撥開幻象、撕開偽裝才能

或真主安拉的庇護之下人才具有自然尊嚴

表顯概念的本質。近代現象學正是區別了

和神聖權利，那麼人權將因「基督教世界」

幻象和偽裝之後才恢復了現象的本質，是

和「伊斯蘭教世界」的分隔而失去普遍性，

經驗主義超越獨斷的理念主義的一次哲學

因此應該懸置「基督教世界」和「伊斯蘭教

突破。同理，儒家「極高明而道中庸」也是

世界」概念，突出作為自然現象的個體之

強調從「日用之常」的現象中發掘出極高明

人，這是儒家「天下為公」的個體生命經驗

的「道理」，這與西方現象學的革命性旨趣

在現代國際法中的成功運用，最終得到了

皆有異曲同工之妙。正如「北辰星」是「天

國際社會的一致認同。因此，正式公布的文

體之常」的自然現象，孔子從中則總結出了

件 準 確 的 名 稱 是《 普 遍 人 權 宣 言 》

「為政以德」的「德治」思想；「貓論」本是

（Un ive r s a l D e c l a r at io n o f Hu m a n

「動物之常」的自然現象，而鄧小平從「貓

Rights），而不是許多人想當然翻譯成為的

論」中獲得的則是其自然現象背後蘊含的

「世界人權宣言」。無論如何，正是在儒家

實證性理論，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

[20]

「德治」思想的啟示之下 ，《普遍人權宣

標準」。這兩點可以為我們理解鄧小平默

言》逐漸被國際社會接納為指導國際政

認施密特關於「儒家馬克思主義者」的說

治、經濟和外交的基礎性文件。至少就目前

法和中國共產黨人以「中國特色」解釋其

[9]

宋·朱熹：《四書集注》(嶽麓書社，
一九八七年)，頁一三五。
宋·程顥 程頤著：「河南程氏外書卷第
十二」，載《二程集》（上）(中華書
局，二○○四年)，頁四二八。

[10]

"Cat Theory"
Jiangdong Shan(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 Germany)
Abstract: “Cat Theor y” is the
m e t a p h o r ic a l e x p r e s s io n c o m m o n ly
e mploye d t o i mply D e ng X ia opi ng’s
political ideology. It has been rooted in
Chinese popular saying to integrate natural
phenomena with governmental rules. “The
Rule of Virtue” was the summarization of
civil administration by paralleling the order
of The Big Dipper in its harmonious move
to social rule. Suggested by the modern
western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 to
rectify essentialism, this paper proposes
to generate natural justice from the role
of “catching rats” rather than “while or
black” furs. The humanistic rationality
and natural justice implied in both "Cat
Theory" and “The Rule of Virtue” may
adequately provide peculiar perspectives
in apprehending the governmental rule in
traditional China and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modern China.
Key wo r d s :C at T he or y, n at u r a l
justice, natural phenomena, Rule of Virtue,
suspension.

５３

Jurisprudence: Legal Philosophy 《法
哲學概論》 b y S u r y a P r a k a s h
S i n h a,1993. W e s t P u b l i s h i n g
Co.p.84.
[11]
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商務印書
館，一九九六年)，頁一九九。
[12]
參見http://quotes.liberty-tree.ca/
quote_blog/William.Pitt.Quote.A246
（2016-01-01）.
[13]
黑格爾著 王造時譯：《歷史哲學》(生
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一九五六
年)，頁四八七。
[14]
《詩經·大雅·蒸民》。
[15]
陳寅恪：「審查報告（三）」，見馮友
蘭著《中國哲學史》（下冊）（增訂
本）(台灣商務印書館，中華民國
八十二年)，頁一二○八。
[16]
《周易·革·彖辭》。
[17]
陳寅恪：「審查報告（三）」，見馮友
蘭著：《中國哲學史》（下冊）（增訂
本）(台灣商務印書館，中華民國
八十二年)，頁一二○六。
[18]
參見h t t p://b b s.t i a n y a.c n/p o s tno16-86826-1.shtml2016/01/02。
[19]
秦始皇太子扶蘇之死為其顯例，太子既
是秦始皇的兒子也是他的臣民—作者

On Confucian Rule of Vir tue in

單江東：人文理性和自然正義

[8]

近代現象學區別了幻象和偽裝之後才恢復了現象的本質。同

《論語·為政》。
同上。
[3]
《韓非子·難勢》。
[4]
《管子·心術上》。
[5]
同上。
[6]
《道德經·五十一章》。
[7]
見王盛元譯注：《孔子家語》(上海三聯
書店，二○一二年)，頁二○六。
[2]

理，儒家「極高明而道中庸」也是強調從「日用之常」的現象中發

[1]

掘出極高明的「道理」，這與西方現象學的革命性旨趣皆有異曲同

治理所可能提供的一種特別的思想貢獻。

當時幫助羅斯福夫人草擬《普遍人權宣
言》方案有三個重要學者，一個是黎巴
嫩人M a l i k，一位是加拿大人
Humphrey，一位是中國人張彭春。三人
的文化背景導致他們在理解人權的普遍
性時有些差異，後經過三人之間的商議
和羅斯福夫人的協調，最終採納了張彭
春基於儒家倫理的幾項關鍵提議，將
「以德服人」接受為「宣言」的核心原
則—作者注。

工之妙。

民族以自己獨特的政治經驗為當代全球化

注。
[20]

中國研究

社會主義性質提供獨特的視角，也是中華

文化中國

中國博物館百年歷程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博物館陳列(下)
■ 周 進

摘

中國革命博物館關於抗日戰爭的陳列廳中，美術工作者把當時

的槍支、船隻、火藥等放置在座屏式陳列櫃中，背景採用了抗戰現

５４

場的照片，便於讓群眾瞭解這些物件如何在戰場上發揮作用，受到

了較好的陳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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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大學藝術教育中心
要：本文研究了中華人民共和

旗幟下端進行了收邊，漂亮的皺褶大氣而

國成立之初博物館陳列的發展，通過收集

穩重，五星的圖案清晰可見，成為旗幟陳列

與梳理中國翻譯的前蘇聯博物館論著、留

設計的代表之作。

蘇學習人員撰寫的報告、地志博物館的資

（2）座屏式展櫃設計。建國之後大型

料、大型博物館陳列的文獻，認為二十世

博物館的建築模仿前蘇聯，如中國革命博

紀五十年代中國博物館陳列主要學習了前

物館、中國歷史博物館等建築的層高都達

蘇聯的模式，一批大館、省館的陳列形成

到七米左右，這種建築的窗戶也是高大明

一定特色。六十年代以後博物館陳列中政

亮，採光效果極佳，當時的陳列室採光依

治傾向比較明顯，在實踐中強調貫穿紅

靠自然光，所以不能把陳列室兩面的窗戶

線、強調領袖語錄、形式程式化等，總體

全封閉，美術工作者因勢利導，專門在窗戶

上陳列的基礎理論研究不夠。

前設計了座屏式展櫃，具體做法是：安裝

關鍵詞：中國；博物館；陳列。

大面積的透明玻璃和磨砂玻璃在窗前的座
屏上，為了固定，將座屏加上了裝飾邊框，
兩層玻璃中間陳列圖片、文字、圖稿等內
容，利用窗外的自然光從背面照亮展品，這
種做法不影響陳列室的環境光。有的座屏
式展櫃內部還安裝了人工光源，在遇到陰
天或天光不足時打開，有的對展櫃中的重
點展品打光。如中國革命博物館關於抗日
戰爭的陳列廳中，美術工作者把當時的槍
支、船隻、火藥等放置在座屏式陳列櫃中，

(續上期)上圖是中國革命博物館「開

背景採用了抗戰現場的照片，便於讓群眾

國大典」陳列。當時新中國的第一面五星

瞭解這些物件如何在戰場上發揮作用，受

紅 旗是重要的展品，這面旗幟從設計徵

到了較好的陳列效果。

集、方案釐定、製作完成等都成為新中國

受到座屏式展櫃設計的啟發，當時也

的標志性事件之一，陳列設計思想是用圓

設計了一些陳列佈景箱。一般嵌在墻面或

形底座支撐旗幟的分量，整個旗幟安裝在

墻壁中，以透視畫為背景，安置成弧形，並

方形的基座上，是傳統文化中「天圓地方的

可將植物與動物合並陳列，展出它們在自

寓意」，支撐旗幟的旗杆呈三足鼎立之勢，

然環境中的真實模樣。這種佈景箱可以用

體現了鮮明的主題思想。
（四）櫃內設計與文物的藝術加工方
面
建國初期博物館的陳列設計，玻璃櫃成為
主要傢俱，之前的陳列櫃木製玻璃陳列櫃
居多，到這一時期開始採用金屬框架的玻
璃陳列櫃，玻璃的面積變得更大，櫃內空間
更大，通用性更強，普遍受到博物館歡迎。
原物標本或模型來表現生態，使立體景觀

細分起來，玻璃陳列櫃分為幾種：1.靠墻玻

很自然地轉換為平面景色。窗口一般比透

璃陳列櫃。這種玻璃平櫃大都做成帶有傾

視畫本身的面積小一些，透視畫的底傾斜

向面的玻璃和活動木板的後墻，兩側與上

著面對觀眾，它的深度等於長度之半，頂部

面都安裝玻璃，它的高度是一百一十厘米，

天空儘量做得高一些，使得觀眾看不到天

檯面部分為二十至三十厘米，通常在櫃底

空的邊緣，以及頂部兩邊隱藏的燈光。背

面，安裝有傾斜的架板，以便於物品傾斜突

景前的景物，挑選了一些最能代表當地特

出，便於觀眾參觀。這種平櫃的下端都設

徵的景物，捨棄了一些細節，將大型景物

計成桌腿，一般靠墻放置；2.中立玻璃櫃。

放在前面，使之構成深遠的感覺，佈景箱

往往是專門為一件展品或數件展品製作的

大小視主題要求和面積而定。佈景箱並不

玻璃櫃，因展品本身較大，而與陳列室的各

多用，通常限於恰當的題材和恰當的位置

單元也有關係，中立櫃四周都安裝了玻璃，

運用，起到調劑觀眾視覺的作用。

能引起觀眾的注目。中立櫃一般安裝在陳

(3)組合設計。對於一些文物、圖片、

列室中間，有時也會與牆壁呈九十度角安

文獻資料準備充分的陳列單元，組合設計

裝，尺寸根據展品大小和陳列室大小靈活

成為首選，多種展品共同表現同一主題，往

運用。為了減少玻璃的反射光線，中立櫃也

往更有感染力與說服力。如上圖為中國革

可以裝上兩面傾斜的玻璃面，玻璃的上端

命博物館的「蔣家王朝覆滅」陳列，該陳

向後傾斜，櫃內裝有梯形的托架，這種櫃

列採用組合設計的方法，佔陳列最大幅面

只適合兩面觀看；3.聯合玻璃櫃，也稱通

是那幅著名的歷史照片——佔領總統府。

櫃，這種櫃的設計，帶有向後傾斜的玻璃，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原解放軍三十五

櫃子中間安裝豎立起一段墻面連接起來。

軍一○三師偵察連戰士，在總統府大門樓

它的特點是兼具靠墻玻璃櫃與中立櫃的兩

頂上歡呼，宣告勝利的喜訊。圖片的前面

種用途，並能擴大陳列面積。
（2）櫃內設計注意突出重點展品。這

民黨黨旗，色彩慘淡、傷痕累累、破爛不

一時期，櫃內陳列特別關注表達主題思想

堪、無力地低垂著，旗桿下面設計了一個

的重點展品，一般會把與主題相關的重點

棺材狀的陳列櫃，淩亂放置著「中華民國

展品專櫃陳列，以引起觀眾的特別關注。具

憲法」、「總統辦公室」的木牌，以及蔣介

體做法有幾種：1.突出中心展品。即把重點

５５

陳列著一根被砍斷了的旗桿，旗桿上的國

周 進：中國博物館百年歷程

（1）陳列普遍採用玻璃立櫃、通櫃。

對於一些文物、圖片、文獻資料準備充分的陳列單元，組合

心，賦於了輔助陳列品很強的象徵意義，

設計成為首選，多種展品共同表現同一主題，往往更有感染力與說

的「偵察證」和「證章」。這組陳列獨具匠

服力。陳列獨具匠心，賦於了輔助陳列品很強的象徵意義，體現了

外還有國民黨、三青團、員警、憲兵、特務

鮮明的主題思想。

通、農民四大銀行聯合辦事處」的關防，此

中國研究

石的「簽章」、代表金融的「中央、中國、交

文化中國

展品放置在中心位置，輔助展品圍繞中心

注重大小鏡框的搭配。

「三大館」建築以傳統的大屋頂為特色，成為民族風格建築。

建築上加柱廊和尖頂，門頭、檐口的設計也模仿古典主義和巴羅克

５６

風格的建築，一些造型裝飾反複使用，象徵革命、豐收、勝利、偉

大等寓意，整個建築高大、寬敞、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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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陳列。大型展品放置在中心，小型展

這一時期鏡框本身的製作與陳列大

品按類別陳列在四周，如博物館陳列機械

有講究，詳述如下：1.鏡框的形式、框邊大

時，大型機械、重工業機械放在中間，輕工

小、色彩往往較多，需要挑選。框子通常是

業產品放在四周的玻璃櫃中、墻面、柱子上

塗銅粉或較深的顏色，以便不使鮮艷的框

再配合以圖表照片，整個陳列使觀眾對地

緣轉移觀眾對於畫面的注意。鏡框的尺寸

區工業化的成就形成概念。因為大部分觀

和顏色一般根據展品的大小、顏色和性質

眾不是業內人士，對機械可能興趣不大，而

而定，太大的框邊對於小幅展品或太窄的

對日常用品、土特產、紡織品、工藝品等小

框邊對於大幅展品都會顯得不協調；2.在

型展品卻很感興趣，常常是看了又看；2.圍

選擇畫框的顏色時，考慮展品的總色調，

繞中心展品對稱陳列。即在陳列櫃中，圍

也考慮到相鄰的整組展品的色彩裝飾，以

繞重點展品對稱安排其它展品。這種方式

期不使同一類的展品有不同的底色，也不

適合於大量同類別的展品陳列於一個大通

使從意義上看起來是次要的展品會從總體

櫃時使用，而陳列說明也是對總體展品的

中突出出來；對於一個陳列單元，通常都應

說明；3.圍繞中心展品均衡陳列。當一個博

該採用白色或色調相同的顏色，有時候鮮

物館對稱陳列使用太多時，會給人死板、

艷的展品可以不要鏡框而直接挂在墻上；

乏味之感，這時候需要均衡陳列，這是對

3.鏡框陳列的照明。對於鏡框來說，採用活

對稱陳列的一種變化，是不對稱形式的陳

動的側射光線照明比之採用直射光線照明

列，根據展品尺寸、形狀、色彩、材質等的

要來得好些，因為直射光在玻璃表面上會

不同，達到「合理穿插、左右呼應、疏密適

產生反射。人工照明要採用帶有能散光的

[16]

度、輕重適宜」 的效果，需要對整體展品

毛玻璃的特殊燈具，光源也可以設在假墻

有一個全面的把握，在所有展品的對比變

之後，使光線借助於燈罩從天花板漫反射

化中尋求均衡之美。

出來，一些博物館會採用百葉窗，因為百

（3）大量採用鏡框對文物進行藝術
加工。鏡框成為這一時期重要的陳列道具，
博物館的陳列櫃主要放置立體展品，平面
展品需要懸挂鏡框來陳列，輔以表格、圖
片、文字等材料。鏡框懸挂注意了以下兩

葉窗可以產生柔和的散光，而在具有藝術
展品的博物館中日光燈普遍被採用。

三、建國之初博物館陳列發展
總結

點：1.懸掛的高度。鏡框懸挂與陳列室的

（一）初步形成「陳列裝飾」的概念

高度有關，基本原則是不能挂得太低，以

陳列裝飾，顧名思義就是利用各種藝

至於觀眾需要彎腰欣賞，但小鏡框不能懸

術手段對展品進行裝飾美化。前蘇聯設計

掛得太高。如果鏡框位於觀眾的視平線之

師米哈依洛夫斯卡婭認為陳列裝飾的具體

上，則應該向前傾斜，如果鏡框與觀眾視

任務是用平實的藝術方法，更加美好地展

線水準，則不要傾斜。如果鏡框離地面二

出展品，使其符合主題內容的要求。藝術

米以上高度，一般需要根據情況傾斜十五

裝飾包括陳列室的建築裝飾，展品的藝術

至三十度，以消除窗戶的反射光；2.懸挂的

裝飾，陳列材料的裝飾，陳列設備的裝飾

組合。由於博物館的層高較高，一面墻上可

等，總結起來，這一時期陳列裝飾有如下

挂多幅鏡框，需先界定一組鏡框的上端與

表現與特徵：

下端，並與其它墻面均衡。如果墻壁很長，

（1）博物館建築的裝飾強烈。中國在

需要找出墻面的中心點與中心線，圍繞中

建國之初學習前蘇聯建築，特別是在第一

心點、中心線均衡佈置，且根據內容需要，

個五年計劃（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七年）期間

用不同字體、字型大小、字距區分等。

年上海的中蘇友好大廈（即上海展覽館）；

繫。米哈依洛夫斯卡婭認為經過藝術裝飾

一九五九年北京又開始興建「十大建築」，

的，有組織的精美陳列，觀眾容易接受，因

不少是 蘇式 建 築，包括前 文介紹的「三

而容易取得好的效果，若是陳列室充滿了

大館」，中國美術館、民族文化宮博物館

陳列櫃，展品雜亂，裝飾庸俗，會引起觀眾

(一九七九年改稱民族文化宮)、中國農業博

的厭惡和疲倦。陳列工作中，藝術家、技術

物館(全國農業展覽館)等，這些建築以傳

人員在科學工作者督導協助之下，根據陳

統的大屋頂為特色，成為民族風格建築。

列設計、陳列圖式佈置展品並進行陳列室

建築上加柱廊和尖頂，門頭、檐口的設計

的裝飾。從屬於陳列主題的藝術裝飾，應

也模仿古典主義和巴羅克風格的建築，一

當是符合藝術的要求，立體與平面配合，

些造型裝飾反複使用，如：太陽、光芒，五

陳列室內每件展品在裝飾中採光和著色適

角星、向日葵、麥穗、旗幟、標語等，象徵革

當，展品組合條理分明，各件展品的裝飾

命、豐收、勝利、偉大等寓意，整個建築高

與整個陳列室的總體裝飾協調，任何一個

大、寬敞、明亮。

藝術裝飾的要素，都是結合著其它要素一

（2）陳列裝飾手段逐漸豐富。中央美

起完成的。

術學院的吳勞在《展覽藝術設計》一書中

陳列室房屋、傢俱、採光，展品與說

有詳細論述。如在陳列印刷品或書籍時，

明文字的裝飾，是相互聯繫著的，同時又

一般用玻璃櫃陳列，內容特別重要或本身

服務於一個共同的藝術企圖，即統一地處

貴重，可以放在墻櫃中；為了使陳列裝飾感

理整個陳列室和各件藝術品。陳列結構要

染人，採用各種方法：可以把文件中的語句

求內容起主導作用，不合內容的點綴和對

或插畫和文件並列陳列、用彩色紙片或者

揭示內容沒有說明的裝飾，以及陳列的反

布片標出重要文句或最有興趣的地方，還

現實主義的裝飾手法，必然使形式脫離內

可以加入注釋；內容特別重要且體積較小

容，變成形式主義，只有服從於內容且有高

的東西，可以放在旁邊單獨陳列；陳列可使

度藝術水準的陳列裝飾，才會使陳列有價

用摹本或照相放大副本、圖片、繪畫複製

值。每件展品的裝飾既然應當和它所屬的

品等。

主題陳列有綜合聯繫，也要和全部陳列聯

其它陳列裝飾細節方面，如重要實物

周 進：中國博物館百年歷程

（3）認為陳列裝飾各項內容互相聯

藝術裝飾只有從實用出發，服務於實用、充分滿足實用才是

前蘇聯展覽館（即北京展覽館）；一九五五

中國研究

一批蘇式建築，如一九五四年北京建設的

美觀的，只有當物品的裝飾和實用都適應陳列思想的特性，表現

照內容分行書寫。展品的名稱、注釋、日期
出藝術裝飾的韻律和目的性時，才能展現展品美的內涵。

達到高峰，中國的一些大城市集中建設了

繫。
（4）初探了藝術裝飾的民族傳統的

細線固定在紙板上、衣服放在人體模型或

關係問題。藝術裝飾離不開從文化傳統與

墊肩上；布片、絲織品不要用金屬釘，用縫

民族特性中汲取資源，藝術裝飾的民族風

訂的方法；刀槍劍炮放在木制座架上或者

格需要掌握傳統的技術，並在傳統成就的

欄桿架上；磁片放在鐵絲架上，珍珠穿成

基礎上去發展創新。一般而言，裝飾藝術

串，放在呢絨片或者彈性橡皮上，防止滑

要求美觀、經濟、實用，不只是單純的裝

動；陳列古代生產工具，不把現代的配件

飾。美觀、經濟、實用三者需要協調，片面

安裝在上面，如果實在沒有古代配件，用圖

強調美觀，會造成不必要的浪費。片面強

畫來表現；引用的文句或說明卡片，字蹟

調實用，會造成紋樣、造型、色彩的陳舊。

要求大而清楚、簡明、通俗，寫在紙片、木

實用不光是針對物質生活，也針對精神生

板、大理石或玻璃板上；標籤和卡片上的文

活。藝術裝飾只有從實用出發，服務於實

字，或橫或縱，要求一致，不可太密。要按

用、充分滿足實用才是美觀的，只有當物品

５７

展品放在顯著位置，用燈光映照；錢幣用

文化中國

的裝飾和實用都適應陳列思想的特性，表

題選擇、確立文物的地位，陳列有時是用

現出藝術裝飾的韻律和目的性時，才能展

文物作為佐證來闡釋主題。當然，由於形

現展品美的內涵。

勢的變化，主題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原來

陳列藝術中的現實主義裝飾，要求陳

確定的主題，可能因為領導人的認識、政治

列創作者必須突破固定的形式，但絕不是

局面等的改變而改變，博物館陳列的主題

不要傳統。既要繼承傳統優點，又要體現出

內涵、主題外延、陳列視角的調整，這也直

時代的精神面貌，使陳列更加生動和具有

接導致相應的文物選擇、陳列形式跟著改

表現力。這就要求藝術裝飾明確其使命，

變，某種程度上，這也促進了陳列設計思想

擺脫瑣碎貧乏等不良觀念的影響，學習前

的發展變化。

學習前人的藝術概括能力，以及把美和生活結合、自然與藝術結

合，陳列創作者不僅要深入描繪陳列對象，還需要廣泛綜合的裝飾圖

５８

案，通過寓意與象徵的創造，讓觀眾感受到樂觀和生機。毫無疑問，

新的思想產生新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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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藝術概括能力，以及把美和生活結

（2）地志博物館的陳列思想逐步明

合、自然與藝術結合。所以，陳列創作者不

確。地志博物館以當地的材料來呈現地方

僅要深入描繪陳列對象，還需要廣泛綜合

的特點，介紹地方自然、社會、歷史資源。

的裝飾圖案，通過寓意與象徵的創造，讓

陳列比較注重實物陳列，講究陳列方法的

觀眾感受到樂觀和生機。毫無疑問，新的

使用，當時的博物館界對此進行過爭討，

思想產生新的形式，如一九六四年國慶日

各方都提出了一些意見：1.博物館學者的意

建成的韶山毛澤東舊居陳列館，也就是今

見。學者對地志博物館意見主要是認為歷

天的韶山毛澤東同志紀念館，借鑒古典園

史陳列內容太多，地志博物館作為地方綜

林的佈局與構思，博物館建築與環境山水

合類博物館，陳列內容應該全面反映本地

相依，陳列設計採用自然采光，明亮而溫

區的現實、自然與歷史的特色，不應該過多

馨，受到觀眾的好評。
（二）陳列聚焦自身博物館工作經驗

陳列地方古代歷史，或者完全陳列革命歷

中國博物館人在實踐中開始意識到

做的結果的觀眾無法瞭解該地區整個歷史

書籍的篇頁是不能代替真正的博物館陳列

的演化與發展歷程。而有些地志博物館的

的，陳列必須堅持在實踐中成長，開始聚

古代歷史陳列又簡化為考古器物陳列，沒

焦自身經驗總結，詳述如下：

有充分展現展品的文化內涵，要改變這樣

史，而缺乏近代、現代、當代的歷史，這樣

（1）博物館陳列圍繞陳列主題進行。

的狀況，博物館陳列設計者就必須注意在

這一時期，陳列主題的形成一般遵循如下

陳列中構建多元化、全景化的地方社會文

程式：博物館內部人員根據相關館藏和歷

化歷史畫卷，不僅描述本地方的政治歷史

史文本擬出初稿，撰寫陳列大綱，提出陳

發展，而且重點描述地方社會文物發展脈

列主題、陳列原則、陳列內容等提交上級

絡，內容廣泛涵蓋諸如：文化教育、交通條

部門審定，上級部門按照中央的文件精神，

件、商貿情況、建築歷史、社會生活、餐飲

相關領導人的指示，以及權威專家的建議

娛樂等，才能形象生動地陳列出一個地

形成批覆意見，再返回博物館內部人員修

方、一座城市中百姓的生活情況與社會文

改。上級部門主要把關的是陳列主題、相關

化變遷情況；2.文化部的要求。一九五一

觀念、陳列內容與中央文件的一致性，確

年，文化部發文要求地志博物館「注意全國

保大方向不出現偏差。

性與地方性的配合，避免強調地方而忽略

陳列主題一旦確定，就成為整個博物

全國的傾向」 [17]。當時博物館學者在第一

館工作的指標，一切的陳列內容與陳列形

屆全國博物館工作會議上，討論地志博物

式皆按照主題的思想展開，好似全館人員

館陳列出現的兩種傾向，一是強調地方性

合力完成一篇命題文章。陳列設計的目的

而與全國性沒有聯繫，二是陳列的一般化，

是為了表現主題，文物由主題支配，根據主

缺乏地方特點。最終大家一致認為應該在

自到趙州橋調查，製作了準確、真實、具體

的內容，與各地區都有關係的內容，需要深

的復原模型，甚至是石欄板、護石的模型

入挖掘其中的重要事蹟與人物，陳列的設

也高模擬製作，體現了美術工作者的創造

計可以是中央的法令、決議等文件與圖像

力。

資料，作為這些運動的證明材料，同時配
合陳列地方政府在執行這些決議中取得的

國情限制

中國博物館學習了前蘇聯模式，但是

（3）對於博物館陳列光線、色彩及模

學習的過程中也碰到了若干問題，主要體

型等要素的經驗總結。1.對陳列室光線設

現在學習前蘇聯經驗而不善於與中國具體

計的見解。一九五一年，吳華慶撰《漫談陳

情況結合，詳述如下：
（1）博物館陳列的美感不足。在當時

文物主要目的是供人們觀賞，燈光設計不

的中國博物館界，陳列審美尚沒有提升到

但要使人看得見，而且要使人看的舒適。

一個高度，社會對博物館陳列審美的要求

當然，這個要求的滿足，有賴於博物館建

也不高。我們認為，有如下幾個原因：1.當

築的設計和展覽品內容的編列，同時，博

時的博物館更關注展品的教育作用，缺乏

物館不可以沒有優良的採光制度和燈光設

對陳列審美價值的考察。建國之初博物館

備，否則就不容易獲得預期的效果，有時

事業發展缺錢缺人，國家對博物館方針也

候甚至反而會破壞陳列全域。接著他分別

是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初期博物館文物徵

論述博物館需要多強的光亮、應該避免哪

集也是舉步為艱，徵集來的文物一般直接

種光線、什麼是好的燈光、燈光與文物防

放置在現場，前面簡單設置文字說明牌，

火安全等問題；2.對陳列室色彩設計的暖

形成了文物+展櫃+展板+圖片+文字=陳列的

色傾向。一般而言，陳列室裝飾設計力求

模式，顯得千篇一律；2.博物館陳列的「整

簡樸，墻面色彩崇尚素雅，其色彩選擇，依

齊劃一」導致缺乏美觀。在博物館陳列「小

據展品的樣色與性質而定。但是在突出政

館看大館，地方看中央」思想的指導下，

治性的博物館陳列中，為了更好地表現陳

陳列設計開始形成統一規範的陳列風格，

列主題思想，需要非常搶眼的色彩規劃與

導致最終陳列設計看上去基本類似。如：

設計，形成了以紅色為主的暖色系列色彩

一九六一年中國革命博物館對外開放後，

設計，給人革命、熱烈、隆重、明快的印象，

很多地方館對其陳列形式直接加以模仿，

無論是陳列總色調的統籌和佈局，還是陳

簡直如出一轍。畢竟，這種陳列手法與特

列室墻壁設計的規劃、陳列版面色調的搭

徵是根據中國革命博物館的自身情況而特

配、陳列標題文字與底色的設計、陳列道

製的，它不應該成為博物館普遍採用的形

具之間的色彩呼應，以及各個細部色彩設

式。而對陳列一味強調「文物說話」更是導

計的安排等，色彩總是按照與主體思想契

致輔助陳列的缺乏，在某種程度上也束縛

合的原則出現，盡最大可能來渲染、強調、

了自己手腳，各種相同的文物複製品泛濫，

烘托陳列的主題；3.模型陳列中發揮美術

無非是滿眼的大罐子和小罐子，陳列版面

工作者的創造性。這一時期，要求美術工

設計也是大方塊組合小方塊，缺乏變化，

作者必須瞭解陳列設計意圖，掌握豐富資

導致觀眾普遍反映陳列沒啥看頭。3.這一

料，保證陳列的科學性，增強形象表現的

時期的博物館重內容、輕形式，提出內容

效果。如在中國歷史博物館隋唐陳列單元

決定形式的指導思想，在陳列程式上不重

５９

列室內的燈光問題》，認為博物館內陳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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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

（三）學習前蘇聯模式但應用上受到

中國研究

革、抗美援朝、對工商業的改造等全國性

中國博物館學習了前蘇聯模式，但也碰到了若干問題，主要體

讀了有關文獻，訪問了古建築專家，又親

現在學習前蘇聯經驗而不善於與中國具體情況結合，博物館陳列的

該陳列全國性大事件。如中國的土地改

美感不足，陳列審美尚沒有提升到一個高度，社會對博物館陳列審

有一個趙州橋介紹，製作前美術工作者閱
美的要求也不高。

實際工作中研究這個問題，地志博物館應

文化中國

館在近代就向歐美、日本學習，建國初期學

工作人員、研究人員、學者與專家、上級領

習前蘇聯，導致博物館建築與陳列的民族

導層層審查、級級把關，生怕有什麼原則問

特色一直比較缺乏。雖然具有較強民族特

題，陳列形式設計無人問津，只是美工的事

點的博物館建築比比皆是，如故宮博物

情，導致形式設計陳舊而粗放，各種新材

院、南京博物院、山東省博物館等，但是陳

料、工藝、技術也由於經費原因無從談起。

列展覽的內容、形式、定位都缺乏對中華民

4.文物本身缺乏美感。這一點特別是體現

族文化的深度挖掘，因此反而沖淡了其展

在革命類型博物館，文物本身就是文件、

館建築本身的民族特性。南開大學的梁吉

書信、圖書、報紙、舊衣服、武器、農業用

生就認為「前蘇聯博物館學理論和經驗的

具、刑具等為主，本身觀賞性較差，為了讓

導入，顯然對建國之初中國博物館的初創

觀眾對於陳列主題思想產生誤讀，陳列形

和改造，對博物館陳列的發展起到很大的

式設計也不能突出這些文物的材質與工藝

作用。但是，對前蘇聯模式缺乏必要分析、

之美，自然造成審美效果較差。

吸收、消化，也帶來了不少負面影響，不利

（2）這一時期博物館館藏普遍不足。

博物館陳列需要大量文物實物、研究資料、歷史圖片等的支撐，

這些學術資料中館藏與展品積累很重要，五十至六十年代，中國的博

６０

物館館藏缺乏、特別是精品館藏嚴重缺乏也是制約博物館陳列發展的

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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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陳列形式設計。對於陳列內容，博物館

於中國博物館學名族化發展」[19]。

我們知道，一個博物館的藏品數量與品質

蘇東海對這一時期的博物館陳列也有

非常重要，國際上的著名博物館都以豐富

論斷，他認為前蘇聯博物館強調實物陳列

的藏品聞名，如法國的羅浮宮在十七世紀

與陳列的實物特徵，這種做法符合博物館

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時期，收藏已十分充

的文化特徵，由於重視博物館的教育功能，

實。大英博物館在十八世紀成立之初就有

前蘇聯形成了主題結構陳列理論，實際上

八萬餘件文物和標本，可以說，有了海量和

走上教科書式陳列的誤區，而中國基本陳

高品質的館藏，博物館教育、博物館陳列、

列雖然也強調實物說話，實際上不過是實

博物館科研才能成為有源之水、有本之

物教育。另外，蘇東海還認為前蘇聯的「博

木。博物館陳列需要大量文物實物、研究

物館表現的是過程而不是實物」的陳列指

資料、歷史圖片等的支撐，這些學術資料

導思想是錯誤的，這是前蘇聯博物館走上

中館藏與展品積累很重要，五十至六十年

庸俗社會學之路的原因，因為觀眾來看的

代，中國的博物館館藏缺乏、特別是精品

是文物，不是來看陳列體系的，陳列體系

館藏嚴重缺乏也是制約博物館陳列發展的

應該是一個容器，換句話說，陳列應該以

重要原因之一。

文物為主，文物應該處於陳列的主導和支

由於館藏缺乏，這一時期圖文看板竟

配地位。

成為重要陳列手段之一，當時的陳列工作

其他學者也表達了類似見解，甄朔南

往往時間緊、在規定的時間內必須完成工

認為：「客觀地說，這種所謂全面的學習產

作，美術工作者往往只是拿著一份陳列文

生了正反兩面的影響。正面影響就是從馬

字大綱就開始構思，美術工作者沒辦法只

列主義的辯證法中，提煉出中國博物館展

能身兼畫家、製作人員、佈展人員數職，沒

示的『三性』理論，負面影響是將科研庸俗

有實物的地方往往用油畫、水粉畫、水彩

化，陳列中虛構農業生產成績，宣揚向自然

畫、插圖等方法補上，通過繪畫的手段佈置

索取的錯誤觀點」[20]。費欽生認為前蘇聯

圖文看板陳列，竟成了這一時期陳列的特

博物館繼承了歐洲的傳統，「陳列本身並

色之一，這也算是博物館人聰明才智的體

不先進，我們不注意時間的變遷，一味認

現吧。

為凡是前蘇聯的東西都是先進的，造成了

（3）過分強調學習前蘇聯模式弱化了

中國博物館陳列流行的那種組合方式：單

中國博物館的自身特色。其實，中國的博物

櫃加展板、突出中軸線、左右對稱的陳列

的要求是：政治上敏銳，思想水準高，主

物館陳列著各種與革命歷史相關的內容，

題上現實，整個陳列建立在馬列主義方法

陳列內容、宣傳內容與方式往往請示各級

的基礎之上。隨著政治局面的變化，中國

領導，在陳列設計過程中可以是百花齊放，

自主創設了中國歷史博物館的「歷史博物

但是最終的定案是政治正確、主題思想與

館」模式，在陳列指導思想上追求「集中領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2.陳列形式靈活性的

導」、「一條紅線」、「三部一室」、「會戰機

喪失。在陳列形式中，突出什麼人物、事

制」等做法，使得博物館陳列帶有較強的

件，淡化什麼、回避什麼皆需要服從內容安

政治屬性，體現如下：

排，有時甚至在陳列中造成重複。如過多

（1）這一時期學者撰寫的陳列文章政

的毛澤東語錄和照片，不同的只是尺寸上

治傾向明顯。一九五五年，南京博物院陳

的大小微縮，展板、假墻、道具、模型大都

列人員集體撰寫《批判我們在中國歷史陳

喜歡紅色等暖色為主，觀眾感覺進入了紅

列工作中的唯心主義觀點、方法》文章認

色的海洋；3.新的陳列構思與陳列材料難

為，當時的博物館陳列工作，受到資產階

以使用。這一時期，由於博物館是國家出資

級唯心主義思想的嚴重影響，主要是陳列

建設，政治上往往對上級領導負責，陳列中

工作中出現了形而上、形式主義的方法與

形式主義嚴重。如：陳列領導人圖片時，圖

觀點，這些觀念與 辯證唯物主義是對立

片的先後、圖片的大小、說明文字的設計、

的，作者還以司母戊鼎的陳列為例展開論

陳列的位置都保持了一種概念化、程式化

述：司母戊鼎固然體現了中國古代的冶鑄

的風格。在強調絕對領導、專家權威、政治

技術發展水準，但是「在當時生產力低下

正確的思想下，對那些新穎的、存在爭議

的條件下，鑄造這樣的大鼎可以想見要耗

的、反映社會文化具體生活的學術成果採

費多少人力物力，奴隸主為了供奉母親，不

用往往非常審慎，不敢越雷池一步。加上

顧人民死活，這鼎裏就不知隱藏了多少勞

經費有限等原因，新的陳列材料也很難使

[21]

動人民的血汗在內」 。顯然是用階級鬥

用，觀眾感覺博物館過於尊貴而離自己很

爭的觀念看文物的陳列設計。

遠。

一九五八年，王書莊在《談陳列展覽

（3）陳列的基礎理論研究不夠。呂濟

的思想性、科學性和藝術性》文章中寫道，

民認為：「從五○年代到六○年代中期，博

博物館陳列是上層建築，為政治服務，為

物館學的研究工作有了一定的進展，但存

經濟服務，因此「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

在的問題是多偏重於經驗總結，而對基礎

[22]

第二」 。同年，羅歌認為「陳列必須是為

理論的研究不夠」 [24]。有學者統計這一時

當前的政治中心任務服務，這樣做有助於

期「出版的著作與研究博物館工作的資料

[23]

大 約四十種」 [25]，其中涉及陳列的是：

說，這就是當時陳列思想性的體現。圍繞

一九五七年傅振倫著的《博物館學概論》；

這個提法，宋伯胤指出其結果是研究一個

一九五八年，中央美術學院教授吳勞編寫

主題的主導展品就成為我們組織陳列時的

的《展覽藝術設計》；全國工業交通展覽冶

首要工作，當時的陳列工作者挑選展品時，

金工業館編寫的《怎樣辦展覽》；六十年

特別關注以下幾種展品：一是勞動工具；二

代，文化部文化學院博物館幹部學習班集

６１

祖國博物館工作的大 躍進」 。也可以

周 進：中國博物館百年歷程

治任務。1.陳列內容的政治性。這一時期博

中國研究

會主義新型博物館，這一時期博物館陳列

前蘇聯「博物館表現的是過程而不是實物」思想是博物館走上

（2）這一時期博物館承擔了太多的政

列主題有益，就會被放置在主要位置。

庸俗社會學之路的原因，因為觀眾來看的是文物，不是來看陳列體

建國之後，中國開始思考如何建設社

的新物品，而且，只要這些展品可用，對陳

系的，陳列體系應該是一個容器，陳列應該以文物為主，文物應該

是反映階級鬥爭的展品；三是發展中出現
處於陳列的主導和支配地位。

佈局模式。
（四）博物館陳列帶有較強的政治屬
性

陳列採用編年體結構，基本上按照時間發
展的順序，將陳列劃分成幾個不同歷史時
在陳列形式中，突出什麼人物、事件，淡化什麼、回避什麼皆

需要服從內容安排，有時甚至在陳列中造成重複。如過多的毛澤東

語錄和照片，展板、假墻、道具、模型大都喜歡紅色等暖色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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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感覺進入了紅色的海洋。

文化中國

體編寫的《博物館工作概論》。這一時期的

期，各個時期再梳理出大事記，以期對群眾
進行革命精神、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
主義的教育。這一時期陳列設計按照大綱
進行，基本順序是：陳列部分——陳列單
元——陳列小組；或者是陳列大章——陳
列小節——陳列細目。這一陳列結構形成
之後普遍為博物館使用，好處是易於操作
與把握陳列，但也客觀上造成了陳列用力
太過平均，形不成陳列重點，因為當時的
館藏不足以支撐這個龐大的體系，相關的
科學研究也沒有跟上，到最後是文物不
足，繪畫、照片、圖表一起上，或者重複使
用文言警句、標語口號等大量代替學術研
究，導致陳列形式設計效果的簡單、沉悶、
枯燥，館與館之間陳列設計頗多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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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傅振倫著《中國博物館學概論》(上海：
商務印書館，一九五七年)，頁一二五。

[17]

韓紹詩《我對在地志博物館陳列中如何
使全國性與地方性配合的幾點意見》，
載《文物》一九五六年九期，頁六二。

[18]

韋思奇《我們佈置專題陳列的初步經
驗》，載《文物參考資料》(一九五四年
十一期)，頁三七。

[19]

梁吉生《中國博物館學研究述略》，
見：中國自然科學博物館協會博物館理
論研究會編《中國自然博物館協會——
首屆博物館理論討論會論文選集》
一九八二年，頁五五。

[20]

６２

甄朔南《中國大陸博物館展示理念的變
化與分析》，見：甄朔南《甄朔南博物
館學文集》（續）(北京：中國大百科全
書出版社，二○○八年)，頁二三至
二四。

[21]

南京博物院《批判我們在中國歷史陳列
工作中的唯心主義觀點、方法》，載

《文物參考資料》一九五五年六期，頁
二三。
[22]

王書莊《談陳列展覽的思想性、科學性
和藝術性》，載《文物參考資料》
(一九五八年十二期)，頁五○。

[23]

羅歌《博物館要舞長槍，也要耍短
棒——也試談陳列與展覽》，載《文物
參考資料》(一九五八年四期)，頁
六八。

[24]

呂濟民《中國博物館史論》(北京：紫禁
城出版社，二○○四年)，頁二二五。

[25]

甄朔南《中國博物館學百年發展述
略》，載《文化遺產》(二○○五年四
期)，頁一一二。

China Museum Hundred Years of
Evolution——Museum Display From
1966 to 1949
Z h o u J i n ( F u d a n U n i v e r s i t y,
Shanghai,China)
A bstract: T his paper st udi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useum's displa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rough data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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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terat ure. It is believed that in the 50
time in twentieth Century, the Chinese
museum display mainly studied the mode
of the Soviet Union, some large Museum
and the Provincial Museum of the display
form a certain characteristic gradually.
60 years later, Chinese museum display
in the political tendency is more obvious,
in the practice of the museum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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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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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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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土高原的民俗文化符號
──關於陝北「信天遊」的解讀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

及統治權力中心，是不同於仰韶時代的維

號進行解讀，認為這是一個古老的民族文化密

護社會新秩序的禮制與宗教中心 [1]。甚至

碼。為此，得出四點結論：（1）信天游可以溯源

有學者概括石岇文化為早期中國龍山時期

到《詩經》之「興」，是中國北方文學傳統的遺

西 部文化 的「中 流 砥 柱」，它是 與 大 汶

留。（2）信天游之所以直露書寫「性」，實則是

口——龍山文化相對立、相比鄰的另外一

繁重的體力勞動之餘的「歌詠情」，是人類肉

種文化體系 [2]。有的學者將石岇古城考證

體與精神情感的本質表露。（3）陝北信天游的

成為「周人祖先黃帝族的居邑」和華夏民

純美主義是黃土、黃風、黃河、黃種人的文化

族的重要發祥地 [3]。石岇遺址對於搞清楚

表現。（4）面對今天的現實語境，陝北民歌發

中國新石器時代的築城「土築傳統」與「石

展中要擺脫單一性的、一成不變的傳承保護模

築傳統」的關係具有重要學術意義[4]。考古

式（例如紙質化、錄音化、錄像化），實現文化

工作者對陝西省延安市宜川縣的蟲坪原墓

創新與多種傳承方式。

地進行了田野考古勘探和搶救發掘。該墓

關鍵詞：信天游；區域民俗；純美主義；
文化創新。

地為解讀兩周時期的周文化、北方少數民
族文化、近鄰的晉文化三者關係提供了可
貴線索，為考古復原陝北高原南緣區域兩

一、研究綜述

周時期文化面貌提供了案例[5]。
作為中華文明發源地的陝西省，橫跨
中國南、中、北，形成陝南、關中、陝北三種

陝北和內蒙古中南部地區並非傳統意

天然的劃分，其民歌成就驚人。《小雅》、

義的文明中心，從來就不是中國文化發展

《大雅》、《周頌》、《秦風》、《幽風》等

脈絡中的一塊飛地，但是與中原核心地區

產生於陝西的古代詩篇佔全部《詩經》的

文化保持著緊密聯繫。考古工作者在陝西

百分之五十左右。陝西因區而異，陝南民歌

省神木縣高家堡鎮石岇村的石岇遺址發現

有代表性的曲種是紫陽民歌，關中民歌主

了龍山晚期到夏早期規模最大的城址（公

要是秦腔、碗碗腔、眉縣曲子戲等，陝北民

元前二三○○年前至公元前一八○○年前

歌主要有榆林小曲和信天游。信天游中的

後）。有的學者將其定義為「公元前二三○

《腳夫調》、《蘭花花》、《走西口》等都是

○年中國北方區域政體的中心」，因為石岇

陝北地域文化的結晶，可以從「地域文化」

遺址具備了集約人口、集約經濟、聚斂高等

(local culture)角度進行文化地理考察。按

級物質文化的空間地域系統，是四千三百

照學院派的分類，陝北傳統民俗生活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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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陝北文化與陝北民歌

作為中華文明發源地的陝西省，橫跨中國南、中、北，形成陝

地考察與感受為基礎，對信天游的民俗文化符

南、關中、陝北三種天然的劃分，其民歌成就驚人，產生於陝西的

年前大河套地區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

古代詩篇佔全部《詩經》的百分之五十左右。

摘 要：基於區域民俗文化的視野，以實

張祖群：黃土高原的民俗文化符號

■ 張祖群

文化中國

然基礎是地理環境，民俗的傳播與擴散受

說書、二人台、榆林小曲、道情以及白雲觀

地理環境的制約，民俗的區域差異是地理

道教笙管八種基本類型。民歌（信天游）是

環境區域差異的能動反映和現實折射，民

其中最重要、最為人所喜愛的一種音樂類

俗是人們適應地理環境、實現人地關係協

型。信天游雖不仰仗咫尺舞台，但廣闊無

調、促進地方文化認同的具體表現 [13]。文

垠的黃土高原回蕩著的卻是來自最真實生

化地理學中的「文化圈」和「文化區」理論

命的豪放，這種生存環境、生命渴求、本真

為論證區域民俗的確定性和傳承性提供最

性的生存張力是它流傳千年生生不息的驅

直接的借鑑和理論支撐。具體區域民俗個

動力 [6]。陝北音樂文化與鄉土民俗生活之

案的研究為區域民俗的存在和傳承提供了

間，唇齒相依，不可分割。陝北民歌《黃河

新的認知可能，豐富了區域民俗理論與實

船夫曲》、《三十里鋪》等利用轉調手法

踐[14]。

（轉調往往出現在樂曲的終止部分）來推

民俗承載著民眾對真、善、美的追求

動音樂旋律，形成奇特的「異宮終止」現象

和社會主體人作為個體的「心理完形」，凸

[7]

。從「信天游」曲調和「西部搖滾」歌曲對

顯了實踐性、區域性、群體共感性、形象性

比來看，「信天游」多為民族徵、商、羽三種

和感染性等文化審美特徵，使之成為理解

單一的五聲調式音列構成，以上、下兩句構

民俗審美活動本質特性的內在需要 [15]。區

成的單樂段曲式；「西部搖滾」歌曲多在

域民俗的文化特質以創新精神和包容精神

商、徵的曲調中引入變宮調式，構成重複

為代表，體現區域內民眾理解所在區域在

[8]

文化地理學理論為論證區域民俗的確定性和傳承性提供最直接

６４

的借鑒和理論支撐。具體區域民俗個案的研究為區域民俗的存在和

[14]
傳承提供了新的認知可能，豐富了區域民俗理論與實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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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類型包括民歌、嗩吶鼓吹、秧歌、陝北

式三部曲（一唱三嘆） 。尉金瑩（二○一

當代世界中位置，同時為區域社會轉型提

○年）通過 對自身學唱信天游體會的總

供精神支撐，為區域民眾理解異文化和自

結，和對文獻學習、音像資料整理，以及對

己相對位置打下根基[16]。在政策與管理層

專家訪談，從社會實踐經驗中提取信天游

面上，必須營造相對寬鬆的環境，使得具有

的方言、演唱方法、潤腔和情感表達四個

傳統特色與地方色彩的民俗活動重放異

[9]

方面獨有特點 。徐文武（二○一三年）借

彩，有效改善民眾的生活質量、凝聚民眾

助人文地理學的「地域性」理論，以陝北信

精神。根植於區域文化根基，當代文化建

天游中男性形象為研究切入點深入研究陝

設才能收到成效，地方文化軟實力才能得

北民歌特有的社會文化意義和相應的音樂

到有效構建與提升。區域民俗活動則是提

[10]

美學特徵 。西安音樂學院李寶傑教授的

升地方文化軟實力的有效途徑 [17]。展望

《區域—民俗中的陝北音樂文化研究》

二十一世紀，我們應該調整視角，強化區域

（文化藝術出版社，二○一四年)一經出版，

民俗基礎理論研究，關注民生現實，注重

迅速在學術界引起高度重視。劉育林（二

區域民俗的立體性研究，構築區域民俗學

○一五年）評價該書以翔實的材料，將陝

「中國學派」的理論大廈[18]。

北音樂與它特定的文化相聯繫，充分論證
了區域、民俗、音樂三者之間的內在邏輯關
係，這對於當下陝北傳統音樂文化的傳承
[11]

與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
（二）區域民俗文化的視野

物質民俗與經濟民俗構成區域民俗的
兩個基本維度：
（1）物質民俗往往指人們日常生活中
有物質依托的、可感觀的、能夠通過實物
反映出來的民俗，它與人們的日常生活（居

王旭曉（二○○六年）以黃土地民俗

住的窯洞、穿戴的羊皮襖、大紅大綠棉襖、

田野考察為基 本素材，概括民俗美的特

白羊肚手巾、納的千層墊鞋底、吃的小米錢

點，在此基礎上提出民俗美對當代美學研

錢、飴烙鹵面、洋芋蛋蛋，玩的羊骨拐等）

[12]

究的建設性意義 。民俗形成與演變的自

息息相關。陝北民歌根植於生活，貧窮的

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 [22]。民俗文化作為一

人家唱的是：「早起饃饃晌午糕，黑地裏拿

種文化力，具有影響特定人群的消費傾向

起切面刀」。小康與殷實人家唱的是：「四

作用，主要是影響消費價值觀，影響消費

腿兒桌子放在當炕上，把系系壺兒放在當

審美心理，折射消費行為主的民族性格傾

桌上，盤兒上盤兒下，盤兒叮噹燒酒黃」

向以及民風民俗導致消費偏好和消費禁忌

[19]

[23]

。這些民眾生活的歌唱，實際上唱出了

。民俗作為一種無形文化資源，在現代旅

陝北當家女人的溫柔細膩，陝北漢子的豪

游發展格局中正日益展現其內在價值，各

情萬丈，是他們精神信仰、道德倫理、思想

具特色的民俗旅游已成為一個區域旅游發

[20]

觀念的歌謠 。

展中最具吸引力的項目之一。只有將自然

（2）經濟民俗學作為一種龐大的知

與社會、文化與生活、觀覽與體驗、傳統與

識體系，有待系統理論建構。民俗經濟是

現代有效結合，民俗旅游才能更好彰顯豐

指與民俗活動相關的經濟，包括與民俗直

厚的文化底蘊，顯現豐富多彩的情趣魅力

接關聯之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類、商品生

[24]

。

產消費流通，包括民俗演藝、民間文藝轉

（三）研究方法：實地考察與感受

化的文化產品生產與文化消費，也包括民

筆者是一個憂者，每次的外出考察，

俗活動帶來的特別消費。民俗經濟是一種

都想緊扣歷史的脈搏、聆聽歷史的鐘琴，

認同性經濟，是一種重要的經濟與文化資

都有一種對中國「文化苦旅」版圖的撕裂
感，尤其是在翻閱中華廣袤地理這部巨史

力是基礎，經濟力是核心，文化力是動力

巨著之時，那種苦感更是充溢於心。但是，

源。區域文化觀念在影響區域發展主體的

陝北的幾次考察，卻使我相信：在陝北的

同時，以區域發展主體為載體和中介，影響

土地，在陝北的天空下，竟然還有那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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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在區域發展綜合力的各分力中，自然

[21]

張祖群：黃土高原的民俗文化符號

了扁豆撈飯酸白菜」。日子過得好一點的

文化評論

參與區域經濟社會循環，成為區域可持續

民俗作為一種無形文化資源，在現代旅游發展格局中正日益展

飯」，「頭一回看你你不在，你媽媽給我吃

現其內在價值，只有將自然與社會、文化與生活、觀覽與體驗、傳

區域活性、區域發展模式和區域綜合力，

統與現代有效結合，民俗旅游才能更好彰顯豐厚的文化底蘊，顯現

豐富多彩的情趣魅力。

人唱：「小米線線洋芋蛋，窩窩酸菜家常

文化中國

群來自最基層的人們對於信天游，發出撕

伏，奔湧澎湃，愉悅明朗，痛哭流涕，憂悶

心裂肺的高喊，讓任何一個「他者」都不由

沉痛，以致熱淚盈盈，高聲吶喊[26]。唱詞要

地激動得流淚。

素、曲調要素、演唱要素三者構成「信天

有人說：世界上所有的山都堆在了北

游」獨特的音樂風格[27]。
二○○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從陝北轉西

山的世界與海洋！透過火車窗，窗外近處

安回北京的路上，沿著古老的秦直道下關

是山，視野盡頭還是山。下了火車，站在榆

中，一路的風塵，車上一路的談笑風生。

林的街頭，抬頭是山，低頭也是山；陝北人

順便搭了兩位從靖邊回銅川的陝北過客的

吃的是山，住的還是山，喝的也是山裏的

車。李老師要我們每個同學都談談在統萬

水；山是陝北人生存在這片廣袤大地的物

城考察前後的感想，也讓陝北過客漢子給

質和精神寄托，是他們取之不盡、用之不

我們說點什麼。

竭的生命源泉。

一把黃土撒上天，信天游永世唱不完。每當人們聽到信天游那

高亢激越的曲調和那優美動人的歌詞，眼前都會浮現一幅幅帶有濃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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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色彩的生活圖景。唱詞要素、曲調要素、演唱要素三者構成「信

天游」獨特的音樂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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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球中國黃土高原這一隅，使得陝北成了

輪到其中一位陝北過客，他衣服上有

二○○六年第一次踏上陝北的土地、

土，頭上還圍著一個羊肚子手巾。羊肚子

二○一二年再到延安、二○一五年八月再次

手巾是那樣的顯眼和發亮，如同一個羊頭

到榆林，黃土地、白羊肚手巾、紅秧歌……

頂在他的頭上。羊在陝北人的生活中，不

一切都是那麼的親切，和以前一樣的激動，

是普通的牲畜，而是如同朋友般相依相

黃土是那樣的陌生而熟悉。心裏默念著賀

伴。羊被「人格化」和人被「羊格化」，代表

敬之的詩：「幾回回夢裏回延安，雙手摟

著人和羊之間，人與動物的和諧共生。陝北

定寶塔山」。這首《回延安》凝聚著人們對

人將羊肚子毛巾繫在頭上，累了時候解下

延安的無比嚮往和對寶塔山的深深仰慕。

來擦汗，這是人對羊的形態進行自然模仿

尤其是二○一五年八月借參加「黨項史蹟

與文化隨從[28]。羊肚子手巾開始擺動了，陝

與陝北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之際，在橫

北漢子帶著濃重的陝北鼻腔，一看容貌便

山縣政協的組織下，考察了橫山縣銀州(上

是厚道梗直倔強的人，他說給大家唱一首

郡)古城、波羅古鎮、李繼遷寨、李自成故
里等。我們的車縱橫馳騁在陝北黃土高原

榆林道情戲《拉手手親口口》：
你又拉我的手，你又親我的口，拉手手親

上，一路的歌唱與歡聲笑語。回北京之後，

口口咋們兩個一道裏走；

思緒久久不能平靜。
筆者書寫文化地理日記，原名《信天
游：陝北草根民眾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符
號》。在《旅游與文化地理學隨》基礎上
[25]

，進一步對信天游的民俗文化符號進行

解讀，認為這是一個古老的民族文化密
碼。

哥哥我難開口，拉住我妹妹的手，拉手手
親口口咋們兩個背旮旯兒裏走。
你要拉我的手，我要親你的口，拉手手
（呀麼）親口口，咱二人屹嶗裏走。
摸了你的綿手手，親了你的小口口，拉手
手親口口，屹嶗裏盛不夠，妹妹你呀不害羞。

回來後查歌譜，前面第一句、第三句

二、信天游民俗文化符號解讀

應該是女唱，後面一段才是男唱。如果按
照現代都市人的眼光，這早就是所謂偷

（一）一次車行偶遇的民族志記錄

情、一夜艷遇等的淫詞艷曲了。但是陝北

一把黃土 撒上天，信天游永世唱不

漢子沒有一點點矯揉做作的姿態，而是大

完。每當人們聽到信天游那高亢激越的曲

膽地吟唱本來屬於人類初始就最真摯樸實

調和那優美動人的歌詞，眼前都會浮現一

的「你要拉我的手，我要親你的口，咋們兩

幅幅帶有濃郁地方色彩的生活圖景。隨著

個背旮旯兒裏走」。最巧妙地、最普通地向

抑揚頓挫的歌聲，人們的感情隨之此起彼

所謂的世俗、所謂的隱晦、所謂的色情、所

做的樸實，而是既說又做的率真！就像陝

的強烈要求下，他再給我們吼了一首陝北

北的大蔥與茴香一樣，這些草根民族的吟

民歌信天游《掐蒜薹》：
家住在山西興縣城/離城十里有人家/出

唱在外聞起來是粗俗刺鼻，但其實是經久

了一個好女人

地娶個陝北女人。
（二）信天游溯源

清早早起來無有有事幹/梳頭洗臉又打
手提上竹籃籃掐蒜薹/蒜薹掐不過兩三斤
/掐得奴家指頭蛋蛋疼
我在南學觀書文/照見那二妹子好人才/
專門看你來
大門關來二門閂/三門又上九連環/兩個
別別把狗栓
墻又高來狗又咬/墻上又將那圪針子栽/
哥哥你難進來
你要來就從後花園裏來/架墻撩回了紅絲
帶/吊進哥哥來
雙扇扇門單扇扇地開/身子一扭頭一歪/
放進哥哥來
先抽煙來後喝茶/再吃上冰糖嘴對嘴/美
上又加美
妹妹我穿的花衫衫/雙手那又把那懷解
開/哥哥你嘬奶奶
花花的枕頭細被被的蓋/哥哥摟上妹妹
睡/咱兩一對對
你要玩耍肚子上來/玩得累了你下來/豬
肉炒蒜薹

由於陝北民歌多採用比興的手法，在
形式上以小喻大、以淺喻深、以顯喻隱、以
近喻遠，通過對外物的刻劃，比附所要說
明的事理，利用明白的語言來描繪事物的
特點，借助其它事物作為開頭以引起下文。
陝北信天游的精華是「興」的活靈活用。信
天游之「興」有「起興」（上句只借物以起
興，與下句歌意無關，從韻腳、語勢上引起
下文）與「比興」（上句末全為比而借物取
興，與正義相關）兩大類型。從信天游之
「興」透視西周春秋《詩經》之「興」，可知
《詩經》之「興」於義無取，借物起興而已。
《詩經》之「興」體現一種歷史範疇，「文已
盡而意有餘」[29]。從原始性的「起興」到鮮
明性、地域性的「比興」，信天游之「興」逐
漸走向成熟，更加富於藝術性的高級形

張祖群：黃土高原的民俗文化符號

扮/院子裏頭轉一轉

回腸的芳香。唱到動情處，聽者甚至想就

由於陝北民歌多採用比興的手法，在形式上以小喻大、以淺喻

大家的興致被他挑逗了起來，在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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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辣辣的熱烈，火辣辣的愛，而是敢說敢

深、以顯喻隱、以近喻遠，通過對外物的刻畫，比附所要說明的事

戰！

理，利用明白的語言來描繪事物的特點，借助其它事物作為開頭以

羞澀，肯定不是哭泣，肯定不是逃避，而是
引起下文。

謂的肮髒、所謂的不恥發起了最勇敢的挑

態，激起人們廣泛的想像 [30]。陝北民歌音
樂特點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sol-dor e-sol」構成雙四度疊置；二是旋律幾乎全
由調式的支柱音所組成，直上直下，空間感
很強，感情抒發十分酣暢；三是多使用「×

玩得累了你下來/豬肉炒蒜薹。

WWWW」這種節奏型[31]。這種比興的手法

這首就更直裸與露骨了，尤其後面將

和音樂旋律最早的源頭是《詩經》。
《詩經·鄭風·女曰雞鳴》中有：女曰：

回來也查了一下歌譜，這首延川民歌最早

「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

是楊一採集整理，我沒有聽過陳華首唱，

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雁」。「弋言加

但是從地道的泥土中陝北漢子的嗓吼中

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

卻是那樣的芬芳宜人。信天游，不斷頭，斷

在禦，莫不靜好」。「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

了頭，窮人無法解憂愁。窮人們就是這樣

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

在掐蒜薑、割韭菜、打櫻桃、摘馬苑、割洋

雜佩以報之」。余冠英先生今譯為：女說：

煙、栽柳樹、種南瓜等勞作的間隙，隨口就

「耳聽雞叫喚」。男說：「天才亮一半」。

吼出幾聲信天游。詩吟志，歌詠情。透過歌

「你且下床看看天，啟明星兒光閃閃」。

聲，我相信陝北人在歌聲的背後肯定不是

「幹起來啊起來幹，射野鴨兒也射雁」。

６７

興致高昂的男歡女愛場面都抒發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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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鴨射雁準能著，和你煮雁做美肴。有了

古代突厥民歌是今天陝北信天游的直接歷

美肴好下酒，祝福我倆同到老。你彈琴來

史淵源，在元末明初得以定型。信天游作為

我鼓瑟，多麼安靜多美好」。「曉得你對我

人類宣泄生命自由性情的最好方式，從它

真關懷，送給你雜佩答你愛。曉得你對我

興起之日起，就成了陝北人生活中柴米油

體貼細，送給你雜佩表謝意。曉得你愛我

鹽醬醋茶。陝北人藝術地、生活地創造了

[32]

是真情，送給你雜佩表同心」 。詩裏描寫

信天游，信天游也培育著陝北人的藝術性

的明顯是所謂「阿注婚」的情況，男女尚不

生活[34]。
（三）信天游為何這麼直露

是後來的一夫一妻固定的婚姻關係，所以
只在晚上會見同住，未明男子就要離開。全

信天游作為人類宣泄生命自由性情的最好方式，從它興起之日

６８

起，就成了陝北人生活中柴米油鹽醬醋茶。陝北人藝術地、生活地創

造了信天游，信天游也培育著陝北人的藝術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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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以對話展開，配以時景，雅潤溫厚。

清朝末期一朝官巡視陝北三邊(定邊、
安邊、靖邊)地區後，曾寫《七筆勾》，描述

《詩經·鄭風·將仲子》中有：「將仲子

三邊人七個方面的生活習俗：「客到必留，

兮！無逾我裏！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

奶子熬茶敬一匝。炒米拌酥油，剁面加鹽

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將

韭，豬蹄與羊首，連毛吞入口，風捲殘雲吃

仲子兮！無逾我墻！無折我樹桑！豈敢愛

盡方丟手。因此上把山珍海味一筆勾」。

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

「塞外荒丘，土羌回番族類稠。形容如豬

也。將仲子兮！無逾我園！無折我樹檀！豈

狗，性心似馬牛。出語不離球，禮貌何談

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

用，聖人之道此處偏遺漏。因此上把禮義

亦可畏也」。春秋時節一個鄭國姑娘雖然

廉恥一筆勾」。「信天游」是陝北人自由天

熱烈地愛著一個青年，但在父母、兄長和

性的結晶，是陝北人敢說敢幹、咋想咋說、

社會輿論的巨大壓力下，卻又不敢和他在

咋說咋唱天性的真實展示[35]。在陝北有一

家中相會。此詩全是女子的口吻。開頭三

句俗語：信天游就像沒娘的狗，什麼時候

句是呼喊哀求所愛之人不要爬墻做梁上君

想唱什麼時候有。

子去找她。「將（陝西方言讀qiang）」是希

讀到《紅樓夢》中露體的性描寫和東

望，請求。每句開頭都喊「將仲子兮」，用現

北描寫男女戀愛的民歌「大姑娘美啊大姑

在的陝北話來說是「我心底的二哥呀」！

娘浪，大姑娘走進了青紗帳」的時候，忍俊

再舉一例，《詩經‧鄭風‧子衿》中有：

不禁。它們和陝北描述男歡女愛的酸曲比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

較起來，那簡直就是小巫見大巫，信天游

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

是大氣磅薄、粗獷渾厚！

寧不來？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

同樣在青海的「花兒」有這樣一段：

如三月兮！」這首來自「鄭風」的民歌，把一

「星星出來雙雙明，佛爺伸手來摸觀音，神

個戀愛中的少女，她的嬌嗔與深情和悠悠

仙都做這般事，莫說咱人間的凡人」。青海

不盡的情思，表達的委婉細緻，同樣動人

花兒唱的是：花兒本是心上的話，不唱時由

肺腑。

不得自家。陝北信天游說的是：信天游，不

牛東梅（二○○七年）通過對《敕勒

斷頭；斷了頭，窮人無法解憂愁。它所歌唱

歌》族屬的再研究，分析和比較了古代突

的內容，從山川時令，吃喝玩樂，到交際禮

厥民歌與陝北信天游在形式和內容上的關

儀和愛恨情仇，無所不包，使民眾的喜怒

聯，她認為：今天的陝北信天游與古代突

哀樂得到最坦率、最強烈的傾訴[36]。

著確定的內在親緣關係 。而從歷史話語

信天游中一般性的酸曲有：
寒冰不能斷流水，枯木也可再逢春。

痕蹟看，信天游興起於元末明初。可以這

手提上羊肉懷揣著糕，潑上性命也要往

厥民歌在音樂形態、文辭結構等方面都有
[33]

麼說，《詩經》是陝北信天游最早的源頭，

哥哥家裏跑。

你言？

把摟定你細腰腰，好像大羊疼羔羔。

哥的懷。
雲從了風兒影隨了身，哥哥妹妹從此不

妹是哥的命蛋蛋，摟在懷裏打顫顫。蝴
蝶翅兒上下飛，採得花兒顫巍巍。

離分。
圪梁梁光光任你走，一夜裏三次你吃不

賢妹長得浪筋筋，抱在懷裏不忍心。叫聲
夠。

村東的河水嘩嘩地響，妹妹我快活的直

天平，秤砣雖小壓千斤。
公雞踩蛋把翅扇，懷抱郎君把氣嘆。閏年

喊娘。
花瓣瓣落下果子熟，要生個娃娃滿地

閏月樣樣有，為何不閏五更天。
騎驢婆姨趕驢漢，懷中抱個肉屹蛋(娃

走。

娃)，不趁你的人來不趁你的錢，單趁哥哥好

眼一閉呀眼一睜，改革開放就颳春風。

嗓弦。

樹苗苗長高要直上天，哥哥你要進城掙

想你想你實在想你，想的眼淚常淌哩。想

大錢。
樹葉葉落下只剩了幹，哥走了我夜裏長無

你想你實在想你，變成蝴蝶跟上你。
等不上哥哥相了房，手扳住煙洞淚汪汪。

眠。
燒開的水後有下鍋的米，馬配上了鞍後沒

拉住哥哥親了個嘴，才把冰疙瘩化成水。
你是我（讀成「俄」）的肉蛋蛋，抱在懷裏

了人騎。
晴天裏打雷真真個怕，哥哥你在城裏有

打顫顫；你是我（讀成「俄」）的心肝肝……

講婚外戀的：「三砵(顆)榆樹一砵柳，

了她。

尋不下好漢(男人)交朋友。大河畔上種黍
子，好媳婦尋下個灰桿子。不要憂來不要
愁，看不上男人交朋友。大紅緞被子咱二人
蓋，叫我那灰男人蓋口袋」。
再有男女調情：「小妹妹好來實在是
個好，走起路好像水上漂。誰穿紅鞋瞼畔
上站，把我們年輕人的心撩亂!我穿紅鞋我
好看，與你別人犰尻相干！」

一陣陣狂風一陣陣沙，妹妹的心裏如刀
扎。
黃河水它流走回不去，幾回回哭得我快斷
了氣。
大雁雁南飛秋聲聲淒，慌了責任田你富了
自留地。
白花花的大腿、水靈靈的逼，這麼好的地
方怎麼就留不住你？！

且看信天游《王貴與李香香》是這樣

史鐵生在他的小說中引用過若干段信

唱的：
大雁雁回來又開了春，妹妹我心裏想起

天游，至今讀來仍然有一種心靈的震撼。

個人。

用超高的音調唱出來的心聲。這段從陝北

山坡坡草草黃又綠，又一年妹妹我在等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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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哥兒你放心，房兒雖小堂口深。戥子雖小合

「出走」與「逃離」是歷史上陝北民歌的精神主題，也是陝北

黑夜裏月牙牙藏起來，撲通通鑽進了哥

砂糖冰糖都嘗遍，沒有三妹妹唾沫甜。一

人萬難更移的刻骨情結。其中「出走」的卓絕同「逃離」的無望使

話。

陝北民歌形成表層熱烈、深層蒼涼的異質性結構。究其文化內涵而

姨當神仙。

言，陝北文化是農牧文化的合一。

司馬光砸缸就一下，豁出去告訴你我心裏

稼漢。白日裏山上淌大汗吆喝，到夜晚抱上婆

文化評論

紅格丹丹的日頭照山畔，艱難呀不過莊

這是黃，這是暴力麼？這是她們扯著嗓子
女人口中發出的吼叫，透露出一種心酸與
多情，繁重的體力勞動，沒那麼矯情，沒那

密。

麼小資，沒有什麼閒情逸致。天要下雨她要
嫁人，由她去吧！人變心了，有外遇了，女人

日頭頭升起來照大地，看得清我也看得
清你。
山丹丹開花羞紅了臉，哥哥你讓我咋跟

心裏再難過，地還是要種的，娃還是要養，
不過是在勞作的間隙嚎啕幾聲，然後繼續
生活。

６９

牽牛花開花在夜裏，哥哥我有個小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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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血色浪漫》的真正意向

（一）陝北信天游的純美

在電視連續劇《血色浪漫》中，鍾躍

音樂承載著人類的悲歡恩怨，善惡美

民第一次離開北京去陝北插隊，在北京火

醜，榮辱生死。它是人類在自身發展進程

車站對來送他的家人說：「哭什麼，又不是

中生生不息、厚德載物的衍生、映照和審

上刑場，小家子氣，大丈夫橫行天下，這才

判；在音樂的熱土上，陝北民眾縱情恣肆

剛有點意思，好玩的事兒還沒開始呢」。在

地為生命而舞，為自然而舞，為自我而舞，

很多北京市民的心目中，上個世紀六七十

為神靈而舞，他們詩意棲居於溝茆原梁縱

年代的陝北如同刑場、地獄，環境惡劣，是

橫交錯的黃土高原大地。陝北人是在為良

不毛之地。

知而舞，為美而舞，他們堅貞地活著，與神
前行 [38]。從黃土裏出生，不枉來到世上一

歌的精神主題，也是陝北人萬難更移的刻

遭，最後邁向黃土穴，去往另外一個世界。

骨情結。其中「出走」的卓絕同「逃離」的

陝北信天游的純美，主要是通過形象

無望使陝北民歌形成表層熱烈、深層蒼涼

的畫面，別樣的生活，斑斕的色彩以及比

的異質性結構。究其文化內涵而言，陝北文

興、複沓、方言土語等特殊形式展示出來

化是農牧文化的合一。農業文化的勤勞、

的[39]。信天游是一部用老鐝頭和二牛抬杠

節儉、敬天畏神與游牧文化的勇毅、剛健、

的木犁在西北黃土高坡上鐫刻和耕耘的傳

率性而為融為一體。陝北民歌的主題因和

世巨著，是人類農耕史偉大的抗爭！是黃

土地與生命這兩個基本單元的「脫節」而

土、黃水、黃種人滋養出來的一朵生活藝

[37]

顯得蔥鬱多致 。

音樂承載著人類的悲歡恩怨，善惡美醜，榮辱生死。陝北人是

７０

在為良知而舞，為美而舞，他們堅貞地活著，與神前行。從黃土裏出

生，不枉來到世上一遭，最後邁向黃土穴，去往另外一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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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走」與「逃離」是歷史上陝北民

術奇葩！是中國最攝人魂靈的原生態民

當鍾躍民在陝北插隊時，從事的是繁

歌！一曲高歌猛進的信天游，總令人響遏行

重的體力勞動，業餘生活是什麼呢？電視

雲，朝思暮想；一聲入耳的信天游，總叫人

劇中以唱信天游男女對歌的形式不斷穿插

蕩氣迴腸，留戀忘返於塵世間。

著一個一個的小故事，另外還有下圍棋、

前輩周曉陸教授在他的故鄉金陵中學

看書。在現代編導的眼裏，那時的陝北簡

給江南水鄉與龍蟠之都的人們解讀陝北信

直是世外桃源，邊歌邊行，一片清純之地。

天游的「文化密碼」，他用了一個精彩的比

當鍾躍民終於要離開陝北了，走的是當兵

興：陝北信天游猶如「為了丈夫孩子利益，

這條路，秦嶺給他唱了一首歌《走西口》！

披頭散髮，滿地打滾的女人」，黃河在陝

當時他們在懸崖兩邊對視招手！當一曲高

北就是這樣一位中年婦女。仔細一回味，

亢、悠揚、嘹亮的信天游在山卬卬頂上響

我驚愕並驚嘆這種極其樸實又極其準確

起的時候，「哥哥了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實

的比興。陝北女人，個個賽貂蟬，十八的女

難留，雙手我拉住情郎哥哥的手呀……」，

子一朵花。用陝北話來說就是：饃饃蒸得

幽曠的溝豁，無盡的山野，寂聊的草地，獨

是虛格騰騰，麵條擀得是堅格錚錚，米酒

孤的空氣中便回蕩著那一聲聲空闊的獨特

釀得是香格噴噴，豆腐做得是軟呼閃閃，

淒涼與悠長。一個外鄉人離開了那裏，竟

插得涼粉是白格生生，粉條壓得是滑格溜

然和在西安出生、在陝北生活不太久的姑

溜，蕎面扎得是細格楚楚，面皮做得是亮

娘搞起了地下戀愛，分手的時候以信天游

格丹丹。陝北女人，是男人的毛眼眼與心

唱出的歌曲還這麼順溜和地道！「出走」與

尖尖。不論是原本生活在那塊土地上還是

「逃離」，其實這是都市人想像中的場景和

客居過此地的人們，都會感受到一種超凡

腦海中的浪漫。

的文化密碼。正因為如此，我才能理解為

三、討論：一個古老的民族文
化密碼

什麼那麼多「文革」期間插隊陝北知青游
走多年後，最後忘不了的還是自己心中不

率、最強烈的控訴與逃離。不老的信天游，

現代社會文化在向何方向發展呢？我不敢

河，黃種人，陝北不同於其他地域的渾黃主

說，我也不知道，人們似乎都在說什麼「多

色調，與窯洞、信天游等在一起，鐫刻著這

元化」之類；又說什麼「民族的就是世界

塊土地上承載萬年的悲壯與雋永。陝北信

的」等等；我就更不懂了。難道人類早期、

天游與內地民歌在內容與形式具有極大的

歷史時期、近代，直到現在，難道不是「多

差異，這與陝北獨特的自然環境（例如農

元化」的持續？我很認同他的觀點，最好

牧交錯帶）、文化環境（例如民族融合、胡

的感受文化方式就是用心、用情去體味，

漢雜交）有緊密關係。歷史上胡漢一體的

「文化」是食、是衣，是山梁、是泥土、是

複雜民族性格，造就了陝北「地方性」的審

心、是情、是歌、是人性……總之，陝北的

美情趣和獨特藝術[42]。陝北物質生活之艱

「信天游」，牛！
（二）黃土，黃風，黃河，黃種人的信天
游

苦，催生了精神不死的信天游。只有在溝

陝北是民歌的海洋，陝北的音樂、聲

穩健的鐵脊梁！它是支撐陝北民眾的精神

腔、表現內容、語言、演唱風格等都有鮮明

壑縱橫的黃土高原之中才能產生如此淒
涼、如此火熱的信天游。它是祖輩剛毅和
支柱。
從一九二○年代開始，不同時期學者

地理環境之中，勞動人民的千年老根，是

逐漸對信天游進行整理。因為大躍進時期

蘊藏在農牧交錯帶民眾心中的不朽靈芝

和文革時期對信天游等過分利用，致使原

草。當代民族聲樂可以學習信天游的樸實

本出自民間、反映民間疾苦和表現民間愛

真切以及強烈情感，從信天游中汲取地域

情的信天游，突然成為一種表達國家意識

文化之源泉，獲 取 生 生不息的創新動力

形態、排斥兩性愛情(被看成是資產階級情

[40]

。當一曲曲悠長的信天游，在山溝溝迴

調)的公器，喪失其民間性。以霍竹山的信

蕩，當一聲聲問訊被溝豁豁顫抖，風中有一

天游長篇敘事詩《金雞沙》二○一二年正式

種冥冥的神音在對你說：天之高遠，地之

出版作為標誌，徐兆壽（二○一三年）認為

厚重，才誕生養育了這樣一個民族，孕育

這是信天游重新被「發現」、被運用的一個

著這種恆長、綿遠、不屈的精神。悲愴的曲

轉折點 [43]。筆者認為，還需要聯繫一九八

調，節律中頓挫分明的哽咽，時而高亢昂

○年代杭天琪演唱的《黃土高坡》、《我熱

楊，時而又柔細如絲的低吟，又時而像奔流

戀的故鄉》為代表的新民歌系列、二○○

不息如黃河般咆哮的不息音符，讓任何具

四年首播的描述經歷過文化大革命一代年

有生命的生靈都顫慄不止，啼淒不止。我認

輕人成長的故事《血色浪漫》、二○○六年

為，不老的信天游正如高建群所總結的那

全國青年歌手電視大獎賽增設「原生態唱

樣「陝北人性格中唐吉呵德式的夢想激

法」、二○一四年陝北原生態實景劇《信天

情，斯巴達克式的目空天下，一切皆來源於

游》、二○一五年電視劇《平凡的世界》等

它。當一個高貴的馬上民族有一天脫離了

影視作品。隨著時代浪潮，在媒體上湧現

馬背，而必須在大地上甸甸前行時，高傲的

出阿寶、二妮、孫國慶（《籬笆墻的影子》、

性格和卑微的境地所形成的反差，會日夜

《無言》、《就戀這把土》演唱者）、賀國

[41]

撕裂著它的胸膛」 。

豐、羅永恆（電視劇《平凡的世界》主題曲

不老的信天游，是生活於溝壑萬千之

演唱者）等信天游青年明星，他們成為信

中的陝北草根民眾發自內心的對生命最坦

天游在新時期的另外一種文化表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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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特點。信天游是深扎於陝北黃土高原

張祖群：黃土高原的民俗文化符號

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符號。黃土，黃風，黃

悲愴的曲調，節律中頓挫分明的哽咽，時而高亢昂楊，時而又

士研究生）閱讀該文後，大發感慨。他說：

柔細如絲的低吟，又時而像奔流不息如黃河般咆哮的不息音符，讓

是理解陝北、感受陝北的蒼涼與雄渾最好

任何具有生命的生靈都顫慄不止，啼淒不止。

師弟張健（現復旦大學歷史地理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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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的信天游。

文化中國

一五年，以陝北民歌為文化體驗主題的陝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

北民歌大舞台正式對外開放，演出者大多

（12CJY088）、2012年度中國科協研究生科

是來自榆林，觀眾也以陝北人為主。若在

普研究能力提升項目（2012K PYJ D1○-19，

外地，更多的是離鄉在外的陝北游子或是

2013KPYJD28）、國家旅游局「旅游業青年專

有著陝北情節的人（例如下放陝北知青後

家培養計劃」（TYETP20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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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爭鬥到和諧的演變軌跡
──端午民俗行為的原始思維及現代啟示
■ 黃意明

摘

要：本文首先考察了端午節一系列民

力。

俗活動的共同結構，認為爭鬥和競爭行為是

關於端午節的起源和早期功能，此又

其主要方面，此種行為來源於原始巫術鎮壓及

是一個聚訟紛紜而又難有定論的問題。總

禳解思維。接著分析了後來紀念活動和食粽

起來說，有紀念屈原（伍子胥、曹娥）說，闢

習俗何以會成為節日的主要內容，提出了陰陽

邪說、古代越人新年說、祭祀龍圖騰說、效

思想的興起和人文禮樂精神的傳播對節日內

仿勾踐操演水師說以及綜合起源說等等

涵的影響，得出了端午節的主要功能逐漸完成

[3]

了從爭鬥到和諧之轉化的結論。今天我們的文

大，但也最受現代學者懷疑。相對來說學

化建設，仍然可以注重發揮民俗節日的社會功

者們往往更傾向於闢邪說或綜合起源說。

用，在瞭解不同節日發生內在機制的基礎上，

根據現有的資料，筆者也贊同這一觀點。

積極賦予節日活動以新的時代精神和內容。

由於討論端午的起源並非本文的目的，所

會最終成為端午節的主流觀念和重要習

一、「端午」節日功能的成型

俗？2、眾多的端午起源說有沒有共同事項
（基因或原型）？如果有，又是什麼？3、根

端午節在中國是一個古老的節日，時

據以上兩點可得出什麼結論？此結論是否

當農曆仲夏五月五日。它的成型，說法較

能反映民俗文化尤其是節日文化發展演變

多。一般認為最遲至西晉，端午已成節俗，

的某種規律。下面從兩個方面談談筆者對

根據是周處《風土記》曾記載：「仲夏端

這些問題的思考。
（一）端午節民俗活動的共同結構：

午，烹鶩角黍。注云：端，始也，謂五月初五

端午節有很多民 俗活動，稱之 為節

艾，懸於戶上」等說法[1]。而其最早的習俗，

俗。代表性的有吃粽子（角黍）、賽龍舟、

如五月浴蘭之類，甚至可上溯至戰國以前

射柳、飲雄黃酒、鬥百草、配五色印（或帶

[2]

。同時端午又是一個重要的節日，其影響

五色縷）、挂蒲劍、採艾懸戶等。這些看似

力可和清明、中秋相提並論，三節和春節

無關的民俗中，其實有著共同的思維特點，

一起被稱為中國傳統四大節日。端午節在

即競賽和爭鬥。

歷史上有很多稱謂，如端五、重五、端陽、天

賽龍舟又稱競渡，是歷史悠久而廣泛

中節、浴蘭節、蒲節、女兒節、五月節等。僅

開展的端午民俗活動，無江河的地方則有

從稱呼之多，也不難想見端午節之影響

旱龍船的習俗，後人認為起源也和屈原相

７５

也」。又有「端午造百索係臂」、「端午採

今天我們的文化建設，仍然可以注重發揮民俗節日的社會功

題是：1、為何較晚起的紀念說和食粽習俗

用，在瞭解不同節日發生內在機制的基礎上，積極賦予節日活動以

神；文化建設。

以我們在此並不詳論。令筆者感興趣的問

新的時代精神和內容。

關鍵詞：原始思維；競爭；和諧；人文精

。其中，「紀念屈原說」流傳最廣，影響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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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戲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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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4]，宗懍《荊楚歲時記》云：
是日(五月五日)競渡。按五月五日競渡，

之具」。 可知最初五月划龍船和厭勝闢邪

俗謂屈原投汨羅日，人傷其死，故並命舟揖以

思維，江紹原先生論之甚詳。據江先生分

拯之。至今競渡，是其遺俗。……杜（公瞻）注：

析，最初的五月放舟可能是單純的禳災巫

「邯鄲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時迎伍君逆濤而

術，並非一定須兩舟或數舟比賽，後來逐

上，為水所淹，斯又東吳之俗，事在子胥，不關

漸演變為競渡風俗 [7]，但從賽前雙方互請

屈平也。越地傳云，起於越王勾踐，不可詳

巫師作法的舉動，則仍有原始巫術的痕

矣」[5]。

跡，競渡的勝方應被認為是很吉利的。

相關，而此種行為用了原始思維中的鎮壓

７６

競渡為參賽雙方的競賽，這毫無疑義。這種競渡比賽，最終演變
成了鬥毆。在這種競渡民俗活動的背後，其實反映了古人原始儀式中
的闢邪厭勝習俗，是另一形式的爭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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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裏 提 到競 渡（後 來演 變為「賽 龍

闢邪和鎮壓巫術，在上古世界各地的

舟」）的多種起源，事實上，各地不同的起

人群中，是比較普遍的儀式行為。古人之所

源傳說，正說明了競 渡 風俗發生的廣泛

以選擇五月來禳解，是和古人以五月五日

性。這一風俗，流傳至今。

為惡日的觀念相關的。《後漢書‧禮儀志》

競渡為參賽雙方的競賽，這毫無疑

云：「仲夏之月，萬物方盛。日夏至，陰氣萌

義。民間為競勝而至有互毆者，唐代張建

作，恐物不茂……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

封的《競渡歌》就為我們描繪了一幅當時

印為門戶飾，以難止惡氣」[8]。《荊楚歲時

的風俗畫。
五月五日天晴明，楊花繞江啼曉鶯。

記》也云：「五月俗稱惡月，多禁忌曝床薦
席及忌蓋屋」。「五月五日四民並踏百草，

使君未出郡齋外，江上早聞齊和聲。

又有鬥百草之戲，採艾以為人，懸門戶上，

……

以禳毒氣」 [9]。有惡氣惡鬼自然要祛除禳

鼓聲三下紅旗開，兩龍躍出浮水來。

解，這和龍船競渡的原始思維是一樣的。

棹影斡波飛萬劍，鼓聲劈浪鳴千雷。

除了賽龍舟，端午的鬥百 草和射柳

鼓聲漸急標將近，兩龍望標目如瞬。

等，也和爭鬥相關。《荊楚歲時記》已有五

坡上人呼霹靂驚，竿頭彩挂虹霓暈。

月五日四民鬥百草的記載，《事物原始》載

前船搶水已得標，後船失勢空揮橈。

通州端午節男女於郊原採百草相鬥賭贏。

瘡眉血首爭不定，輸岸一朋心似燒。

《隋唐嘉話》記載，唐中宗朝安樂公主為

只將輸贏分罰賞，兩岸十舟五來往。

贏得鬥草之勝利，竟派人到南海祈洹寺割

須臾戲罷各東西，競脫文身請書上。

取維摩詰塑像上的鬍鬚，而此鬍鬚原是謝

這種競渡比賽，最終演變成了鬥毆。

靈運的，謝臨刑行前將自己的美鬚布施給

在這種競渡民俗活動的背後，其實反映了

了該寺供塑像用。可見唐代鬥草游戲非常

古人原始儀式中的闢邪厭勝習俗，是另一

流行 [10]。文學上最有名的鬥草作品大概要

形式的爭鬥。《武陵競渡略》載：「今俗說

算晏殊的《破陣子》詞：「巧笑東鄰女伴，

禳災，於划船將畢，具牲酒黃紙錢，直趨下

採香徑裏逢迎。疑怪昨宵春夢好，原是今

流，焚酹詛咒疵癘夭札，盡隨流去，謂之

朝鬥草贏，笑從雙臉生」。鬥草有兩種玩

『送標』。然後不旗不鼓，密划船歸，拖置

法，可稱文鬥和武鬥。文鬥是女孩各自採來

高岸，搭閣苫蓋，以待明年，即今年事訖

花草，互相比賽所擁有的花草和名字，紅

矣。爾時民間設醮預壓火災，或有疾患，皆

樓夢第六十二回寫香菱、芳官等人鬥百草

為紙船，如其所屬龍船之色，於水次燒之，

可為代表。武鬥則是將草葉之莖互相拉扯

此本韓愈送窮，具車與船之意，亦非苟作」

以比試強度。不管是哪種玩法，都和爭鬥

[6]

相關則無異。

。《武林競渡略》又說龍船競渡中有拋桃

符兵罐的行為，「桃符兵罐二物，船人臨賽

射柳的起源較晚，主要流行於北方，

擲之以祈勝，非也，桃符能殺百鬼，乃禳災

龐元英《文昌雜錄》載唐代端午這天要「足

[11]

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回，見人自稱三閭

天寶遺事》：「宮中每到端午節，造粉團角

所竊，今若有惠，當以楝樹葉塞其上，以五

黍貯於金盤中，以小角造弓子，纖妙可愛，

彩絲縛之，此二物蛟龍所憚也』。回依言，

架箭射盤中粉團，中者得食。蓋粉團滑膩

後乃復見感之，今人五日作粽子，帶五色絲

而難射也。都中盛行此戲」。又有些地方流

及楝葉，皆是汨羅之遺風也」[14]。前面所引

行射葫蘆之競技[12]。這些都說明唐代以後

南朝的宗檁的《荊楚歲時記》和《武陵競

端午有以射為戲的習俗。清朱彝尊《日下

渡略》，也都是把端午節與屈原聯繫在一

舊聞》述射柳之法云：「今因遼俗，重五日，

起。

插柳球場為兩行，當射者以尊卑序，各以帕

據以上資料可知，大約從魏晉開始，人

識其枝，去地約數寸，削其皮而白之。先以

們已經將端午的一些節俗如競渡及食粽等

一人馳馬前導，後馳馬以無羽橫鏃箭射之。

行為和屈原聯繫起來，其聯繫的根據是民

既斷柳又以手接而馳去者為上，斷而不能

間傳說屈原五月五日投江，而端午正好在

接去者次之。或斷其青處及中而不能斷與

五月五日，競渡正為營救屈原。人民同情屈

不能中者為負。每射，必伐鼓以助其氣」

原，認為像他這樣的賢人不該有這樣的結

[13]

。遼金尚武，故有此俗，一如南人競渡之

局，所以大家紛紛划著小船去營救。唐代

划船比賽。直到清代，北京猶有射柳、決射

劉禹錫《競渡曲》云：「競渡始武陵（今湖

之俗，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項維幀

南常德市），至今舉楫相和之音咸呼『何

《燕台筆錄》等均有記載。

在』，斯招屈之義也」 [15]。沒能拯救屈原，

此外，端午還有採藥和鑄鏡習俗，藥

便開始了民間祭祀，以紀念其不屈的靈魂，

是用來療疾的，銅鏡在中國古人的思維中

這可以說很順理成章的。由此，端午的一

有闢邪的功能。顯而易見，端午採藥和鑄

些節俗，如吃粽子，纏五色絲等，也和屈原

鏡有闢邪鎮壓的意識在。

產生了關係，竹筒貯米（粽子的另一形式）

再 者，端午的一些食俗如飲 端午酒

是為了保證食物為屈原所得而不為蛟龍所

（包括雄黃酒、菖蒲酒）之類，也有同樣的

食，五色絲和楝葉塞其上也是為了驅龍。這

闢病驅蟲功能。高廉《遵生八箋》云：「五

樣，原來的風俗經過新的解釋，就獲得了

日午時飲菖蒲雄黃酒，闢除百病，而禁百

新的意義。

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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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謂回曰：『嘗見祭甚善，但常患蛟龍

在 這 些 端 午 起 源 說 法 的 背 後 ， 有 一 個 共 同 的 結 構 即, 競 爭 或 爭
鬥的行為和思維。這也是很多現代學者不認同端午節直接源於屈
原，而傾向於闢邪說或多種起源說的原因。

要「籠鳥於旗桿，走馬用射」 。又《開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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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柳」，有人認為即是射柳。又說這天軍士

在另外的一些地區，端午祭祀的不是

在這些端午起源說法的背後，有一個

屈原，而是伍子胥或曹娥。前面所引《荊

共同的結構，即競爭或爭鬥的行為和思維。

楚歲時記》杜公瞻的的注：概括了競渡由

這也是很多現代學者不認同端午節直接源

來三種版本，即吳地紀念伍子胥和越地紀

於屈原，而傾向於闢邪說或多種起源說的

念曹娥以及越王勾踐操練水軍的演化。可

原因。
(二)端午節日功能的轉化

見其中紀念說的影響甚廣，今天江浙地區
的端午民俗中，有些地方就有紀念伍子胥
和曹娥的活動。伍子胥事見《左傳》、《史

拯救或紀念屈原而來，今天民間說到端午

記》等，他助吳伐楚、助吳伐越，均大勝

節，仍然首先提到的是屈原。媒體的推波

之，是一個忠臣。因受到越國的離間和奸臣

助瀾，也加深了這種觀念。其實此種認識

伯嚭的讒言陷害，最終被吳王夫差賜死，

的由來，源遠流長。成書於南朝梁代吳均的

死後被扔進錢塘江。伍子胥不屈的靈魂化

《續齊諧記》云：「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而

作錢塘江的濤神，每月準時而來，民間傳說

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儲米，投水

湧潮時能看見伍子胥白馬素車站於濤頭之

７７

歷史上的文本，大多都認為端午節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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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張煌言詩有「他日素車東漸路，怒濤豈

陽，陰陽在古可本為矛盾對立之物的總稱，

必屬鴟夷」，以子胥自比，表達不屈的抗清

自然包含競爭之義，但這裏「未散」、「養

鬥志。曹娥則是因為父親死於迎接濤神伍

和」似乎都在強調統一，已暗示出一些信

子胥的衝浪（弄潮）活動，投江尋找父親尸

息。

體而死的孝女。

節俗所反映出的陰陽相爭到陰陽和諧

在禮俗的演變軌跡中，爭鬥的痕跡猶清晰可辨，但整個內涵卻

已悄然發生了某種變化，將主要帶有巫術色彩的厭勝禳解的儀式過

７８

程，轉變成了正義與邪惡的較量，並逐漸形成為以見賢思齊為主的紀

念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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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禮俗的演變軌跡中，爭鬥的痕

的變化，是有思想文化上的根據的。古人

跡猶清晰可辨，「競渡」仍然是一種競爭，

認為五月是個陰陽相爭的月份，成書於秦

但整個內涵卻已悄然發生了某種變化，將

代的《呂氏春秋》有「是月也，日長至，陰陽

前述主要帶有巫術色彩的厭勝禳解的儀式

爭，死生分」的說法，透露出古人認為五月

過程，轉變成了正義與邪惡的較量，並逐

為「陰陽相爭，死生相分」的時段。並進一

漸形成為以見賢思齊為主的紀念活動。在

步說：「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

這一轉變的背後，弘揚正義、鞭撻醜惡的

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認為君子

思想赫然顯現其中。這種轉變的背後，其

在這個月中宜靜不宜動，食物要清淡，不要

實是人文教化對原始巫術思維的取代。雖

追求五味調和。這裏體現的還是防和抗的

說是取代，但仍保存了爭鬥的痕跡。其他一

思想。但這一思想和儒家主流的和諧思想

些節俗的演化，同樣反映出這樣的一個特

是有所不同的。根據《周易》陰陽盈虛的理

點，例如端午食俗的變化，即可見一斑：

論，有月卦概念的提出，即把每一月對應於

端午食粽，是保存至今的端午習俗，

十二闢卦之一卦。十二闢卦的來源甚早，商

前引《續齊諧記》就認為和祭祀屈原有關，

代之易《歸藏》中已有提及，自西漢孟喜、

然據一些學者考證，粽最早乃北方食物，

京房以後，影響更大。根據月卦，五月屬一

其俗與屈原未必有關。《玉燭寶典》引周處

陰五陽之姤卦，地下的陰氣已起，而且將

《風土記》：先此二節（夏至、端午）一日，

逐漸增長取得控制權，在這樣的情況下，

又以菇葉裹粘米。雜以粟，以淳濃灰汁煮

單純的強調陽勝陰或陰勝陽並不符合《周

之令熟，二節日所尚啖也。裹粘米一名粽，

易》陰陽互根、與時偕行的道理，相反陰陽

一曰角黍，蓋取陰陽尚包裹未散之象也[16]。

既對立又和諧的觀念也許更為合理。另外

又《齊民要術》引《風土記》注云：「俗先以

周易之二十四方位圖將後天八卦和干支相

二節一日，用菇葉裹黍米，以淳濃灰汁煮

配，離卦正與五月（午）相配，而離卦則是

之，令爛熟，於五月五日、夏至啖之。粘黍，

二陽夾一陰之象。《周易》的和諧思想，隨

一名粽，一名角黍，蓋取陰陽尚相裹未分

著儒家思想在漢以後的廣泛傳播，取代原

[17]

散之時象也」 。可見晉代已有食粽習俗。

始的巫術思想中的鬥爭思維就很自然了。明

此兩處所引內容基本相同，只是第一則給

白了這個道理，對理解端午的其它習俗如

人的感覺是以粘米和粟為陰陽，而第二則

鑄鏡，就很有幫助了。

以菇葉和黍米相裹為陰陽。

古代端午之鑄鏡習俗，據學者考證，

《玉燭寶典》又載：「又煮肥龜令極

唐代以前通常在五月丙午日，比如有一面

熟，名曰俎龜粘米，擘擇去骨，加盬豉、苦

漢鏡的銘文是這樣的：「天興元年五月丙午

酒、蘇蓼，名為葅龜，並以薤薺，用為朝

日天大赦，廣漢造作尚方明竟，幽湅三商，

食。龜骨表肉裹，外陽內陰之形，皆所以依

周得無極，世得光明……」。此外，還有五

[18]

像而放，將氣養和，輔贊時節也」 。此則

月十五丙午日等等造鏡的記載 [19]。銅鏡在

以龜和米為作為陰陽，同時龜的骨肉又外

民間思維中有鎮壓闢邪的功能，因此常被

陽內陰。

用來作為鎮宅之物。由於古代以干支計時，

以上食 粽和龜的記載，都提到了陰

丙午日並非每年五月都有，再加上「午」與

的功能，僅具備陽剛的力量恐怕是不夠

[20]

五日 。

的，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因此五月鑄

之所以要在五月丙午鑄鏡，劉曉峰先

鏡，可能是要取其陰陽調和義。只有水火相

生以為在古人的觀念中，五月丙午日午時，

濟，才能符合和諧之道而無往不勝。這是

一年的陽氣會達到極致，能在五月丙午日

中國古代哲學的基本思想。

午時獲得天地純陽之火鑄器，就具備了陽

這樣，上古的巫術鎮壓禳解思維，逐

的力量。這種觀點是有根據的，五月本屬夏

漸演變為陰陽的對立和諧思想[22]，並與紀

中，在《周易》後天八卦中，夏至所在的五

念正直高尚，不與黑暗勢力合作的賢人的

月屬於「離」卦，「離」為火，為日。丙午又

精神合流，端午節的內涵就 逐漸豐富起

屬火，周易的觀念奇數為陽，五月五日屬於

來，教育功能和娛樂功能都得到了加強。
從端午節俗的變化中，我們可以得出

一個問題值得注意，即文獻中經常提到的

如下結論：其一，端午的儀式功能經歷了

江心鑄鏡的例子，白居易《百煉鏡》云：

從爭鬥到逐漸和諧的轉化，當然這種和諧

「百煉鏡，熔範非常規，日辰處所靈且祈。

並非為和而和，而是來自於陰陽觀念的對

江心波上舟中鑄，五月五日日午時。瓊粉金

立統一，是既對立又和諧。其二，儀式功能

膏磨瑩已，化為一片秋潭水……」。另《唐

背後的思維經歷了原始巫術思維到人文教

國史補》記載：「揚州舊貢江心鏡，五月五

化（如紀念屈原或其他先賢的高風亮節，

日揚子江中所鑄也。或言無有百煉者，或至

正義戰勝邪惡的信仰等）的轉化。如果我

六七十煉則已，易破難成，往往有自鳴者」

們再考察清明和重陽等節日，這第二點具

[21]

有共同性。清明經歷了從祓禊到緬懷的轉

，這些記載都將鑄鏡地點指向水中──

江心。如果說丙午或五日代表陽，則江水當
為陰，應可理解。前面提到五月是個陰陽

化，而重陽則經歷了闢邪到敬老的轉化。
產生這一演變的原因，除了前述陰陽

７９

兩陽相重，也代表陽氣的旺盛。但這裏有

黃意明：從爭鬥到和諧的演變軌跡

士研究，唐代以後，鑄鏡時間已主要在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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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這是一個自然的過程，銅鏡要具有闢邪

上古的巫術鎮壓禳解思維，逐漸演變為陰陽的對立和諧思想，

午日到五月五日的演變過程。故據張勃博

並與紀念正直高尚，不與黑暗勢力合作的賢人的精神合流，端午節

相爭的月份，同時也是一個陰陽轉換的時

的內涵就逐漸豐富起來，教育功能和娛樂功能都得到了加強。

「五」通，端午節本身也經歷了一個從五月

文化中國

種族記憶而保存。作為人類文化積澱之固

想文化的演變密切相關。德國哲學家雅斯

化形式之節日事項也應該具有這樣的特

貝爾斯認為世界文化都經歷過一個軸心時

點，所以完全不顧歷史資源而試圖創設全

代，這是一個文化覺醒和突破的時代。這

新的節日內涵及形式並不可行。就端午節

個時代，古希臘出現了柏拉圖、亞里斯多

俗而言，既然集體的儀式中隱含著競賽爭

德，古印度出現了釋迦牟尼，中國出現了老

鬥的心理，那麼傳統的賽龍舟等節俗就應

子、孔子等哲人。從中國的情況看，商周之

予保留。賽龍舟活動等可根據不同的地方

交往往被一些學者看作某種分水嶺。商以

歷史，增加紀念先賢和鄉賢的儀式，而並不

前，為巫覡時代。商代比較重視祭祀，而所

一定要局限於紀念屈原或伍子胥等，以使

祭之帝則被理解為本族的保護神，所以商

這一傳統民俗既具有現代的體育價值，又

人認為受命於天，故紂王滅亡時會有「我

具有飲水思源、重視文化傳承的教育意義。

生不有命在天」（《西伯戡黎》）的疑問。周

另外，射柳這一傳統體育項目，也可考慮在

代則人文思想勃興，故有「皇天無親，惟德

公園等遊樂場所恢復開展。一方面現代人

是輔」（《左傳‧僖公五年》）之說。周朝初

生活壓力大，工作節奏快，因時因地開展體

年，周公制禮作樂，春秋時代，已發展為禮

育運動，有益於身心健康。作為一種勞動工

[23]

社會已進入信息時代，人們的生活方式與過去有了巨大的差

８０

別，但重建節日文化，仍應考察傳統社會節日演變的文化軌跡，重

視歷史遺產，這是因為文化心理的影響是長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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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對立又和諧思想的影響外，還和古代思

樂時代 。從巫覡到禮樂，恐怖與神秘的

作後的調整，平靜流逝的日子中的短暫宴

意識越來越淡，道德人文的成分越來越濃

樂，節日的娛樂和休閒功能是必 不可少

厚。特別自孔子以後，士大夫有「不語怪力

的。現在雖有射擊射箭俱樂部，但屬於白

亂神」的傳統。那些原始的觀念被大量整

領運動，價格昂貴，局限性大。另外古代射

合到儒家經典如《周易》、《禮記》中而加

禮中的價值觀也可以借鑒，《禮記‧射義》

以理性的解釋。秦漢統一後，士大夫和官

云：「射求正諸己，己正而後發，發而不中，

員的化民成俗的自覺文化意識，又不斷地

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指出君

進入民間小傳統。這樣在節慶儀式中，便

子在面對問題時，應該首先尋找主觀原因，

既有大小傳統雜糅的各種觀念，也有了上

而不是藉口客觀環境。孔子云：「君子無所

述討論的節日內涵明顯的轉化痕跡。

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

二、端午節日功能的現代轉化

君子」。提倡君子之間的文明競爭。對這些
思想加以現代闡釋，如合法有序競爭、誠信

今天的社會已進入信息時代，人們的

經營、提高專業水準、提升自我內涵等，是

生活方式與過去農業社會時代相比已經有

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的一種很好手段。此

了巨大的差別，但重建節日文化，仍應考

外，端午節的一些衛生觀念如喝雄黃酒、

察傳統社會節日演變的文化軌跡，重視歷

炙艾草等，雖然在現代醫學發達的今天，

史遺產，這是因為文化心理的影響是長期

已顯得落伍。但在這一天普及醫學知識，

的。這其中，娛樂性和人文性始終不可或

強調中國古代的養生智慧，卻是有利無害

缺。以筆者愚見，對傳統節日中一些仍有積

的。不妨在這節日增添養生普及的內容，提

極意義的內容，應充分挖掘其內涵並賦予

醒大家關注一下自己的身體。現在一方面

新的意義。

看病難、就醫貴依然困擾著很多人，另一方

一些人類學家認為，原始思維和現代

面則有相當一部分人為了事業「成功」不顧

科學思維並非截然相反的兩種思維方式，

身體頑強「拼搏」。在這一天多關心一下自

[24]

它們往往共存於人類的大腦當中 。瑞士

己的身體，反思一下人生意義，應該也是必

心理學家榮格則提出集體無意識說，認為

要的。

人類的同類型經驗會在人的心理深處作為

最後再強調一下，包括端午在內的傳

量。這些戲曲在誠信、正義普遍缺失的今
天可開發出有益的價值。因此，政府部門和

注釋：
[1]

[2]

國家媒體首先應該擔當起積極引導的責任
公益愛好者們可盡力利用學校和社會資源
來做傳統現代化的普及工作，有責任感的

[3]

民間力量也可主動開展這一工作。此外眾多
的藝術家及民間藝術愛好者也可積極地利
用網絡多媒體技術，以動漫、視頻等形式
進行節日文化的創意工作，這樣的作品成
本低，普及率高，群眾性強。筆者所在的學

[4]

校曾和有社會責任感的藝術家們合作，在
上海青浦金澤地區政府的支持下，搞了一
塊儀式教育的實驗場所，以重建節日形式

[5]

和田野戲劇為載體，嘗試學院教育與民間
文化的對接互動，組織本科一個院系的同
學和鄉民共同演習傳統節慶儀式，取得了

[6]

很好的效果，學生和鄉民彼此都有收穫。
這就是傳統節日實踐文化重建的一種有益
嘗試。另外筆者所居住的社區，也在街道
組織下年年搞端午的節日文化活動，民眾
的參與度比較高。但怎樣讓這一活動更具
可持續性和民間自發性，仍是值得研究的

[7]

問題。總之，隨著文化建設的深入，理論建
設依然重要，然而實踐方面的工作也變得
越來越緊迫。這一點，需要逐漸形成社會
的共識。

[8]

主要參考書目：
1.

黃石《端午禮俗考》(台北鼎文書局)，
一九七九年。

2.

3.

劉曉峰《端午》(生活‧讀書‧新知三聯
書店)，二○一○年。

[9]

此方面的討論，可參考楊琳《中國節日
文化》「端午節」(宗教文化出版社，二
○○○年)；黃石《端午禮俗考》(台北
鼎文書局，一九七九年)；劉曉峰《端
午》(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二○
一○年)。
參《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曆象匯‧歲功
典》卷五十一 (中華書局影印本，
一九三四至一九四○年)，頁四九。
梁‧宗懍《荊楚歲時記》，宋金龍校注
(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頁
四八。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曆象匯‧歲功
典》卷五十一，第十九冊(中華書局影印
本，一九三四至一九四○年)，頁四六。
部分文字參考江紹原《端午競渡本意
考》，苑利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民俗
學經典‧社會民俗卷》(社會科學文獻出
版社，二○○二年)，頁八。
江紹原《端午競渡本意考》，苑利主
編，載《二十世紀中國民俗學經典‧社
會民俗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
○二年)，頁八。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曆象匯‧歲功
典》卷五十一，第十九冊(中華書局影印
本一九三四至一九四○年)，頁四六。另
見《漢書‧禮儀志》中，國學導航網
站。
梁‧宗懍《荊楚歲時記》，宋金龍校注
(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頁
四七。

[10]

唐‧劉餗《隋唐嘉話》(中華書局，
一九七九年)，頁五二。

4.

張勃《唐代節日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
版社，二○一三年)。

[11]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曆象匯‧歲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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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琳《中國節日文化》(宗教文化出版
社)，二○○○年。

《大戴禮記‧夏小正》云：「（五月）
蓄蘭，為沐浴也」。《夏小正》相傳為
夏代遺書。參見王聘珍《大戴禮記解
詁》(一九八三年)，頁三一。

黃意明：從爭鬥到和諧的演變軌跡

來；其次，有遠見的教育家和社會實踐家、

見陳連山《話說端午》(上海世紀出版集
團，二○○八年)，頁三。

賽龍舟活動等可根據不同的地方歷史，增加紀念先賢和鄉賢的

仇的正義的象徵，都具有扶正祛邪的正能

儀式，而並不一定要局限於紀念屈原或伍子胥等，以使這一傳統民

等，關羽是忠義的化身，鍾馗則是嫉惡如

俗既具有現代的體育價值，又具有飲水思源、重視文化傳承的教育

統文藝應景活動有「關公戲」和「鍾馗戲」

何星亮《從傳統節日看古代中國人的和諧
理念──以端午節俗為例》，載《民族
研究》(二○○八年第三期)。

意義。

者以為，首先可從文藝先行，如端午節的傳

5.

文化評論

統節日建設必須注重實踐層面的工作。筆

端午節的一些衛生觀念如喝雄黃酒、炙艾草等，雖然在現代醫

學發達的今天，已顯得落伍。但在這一天普及醫學知識，強調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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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養生智慧，卻是有利無害的。

文化中國

典》卷五十一，第十九冊(中華書局影
印本，一九三四至一九四○年)，頁
五四。
[12]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曆象匯‧歲功
典》卷五十一，第十九冊(中華書局影
印本，一九三四至一九四○年)，頁
五四、四八。

[13]

清‧于敏中等《日下舊聞考》(北京古
籍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五 年 ) ， 頁
三三五六。

[14]

宋‧李昉《太平預覽》卷三一，國學導
航網站。

[15]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曆象匯‧歲功
典》卷五十一，第十九冊(中華書局影
印本，一九三四至一九四○年)，頁
四六。

[16]

隋‧杜台卿《玉燭寶典》卷五(中華書
局，一九八五年影印本)，頁二二七。

[17]

北魏‧賈思勰撰《齊民要術》卷九粽壹
法(北京團結出版社，一九九六年)，頁
三七○。

[18]

隋‧杜台卿《玉燭寶典》卷五，(中華
書局，一九八五年影印本)，頁
二二七。

[19]

劉曉峰《端午》(生活‧讀書‧新知三
聯書店，二○一○年)，頁九七。

[20]

張勃《唐代節日研究》(中國社會科學
出版社，二○一三年)，頁二五四。

[21]

唐‧李肇《唐國史補》(古典文學出版
社，一九五七年)，頁六四。

[22]

端午與和諧理念的討論，可參考何星亮
《從傳統節日看古代中國人的和諧理念
──以端午節俗為例》，載《民族研
究》二○○八年第三期。

[23]

參看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
篇）第二、三章(上海三聯書店，二○
○一年)。陳來《古代宗教與倫理》導
言(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二
○○九年)。

[24]

參見王銘銘主編《西方人類學名著提
要》（克勞德‧列維—斯特勞斯「野性
的思維」）(江西人民出版社，二○○
六年)，頁三八三至三八四。列維‧布
留爾《原始思維》俄文版序言(商務印
書館，一九八一年)。

The evolution of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customs
Huang Yiming(Shanghai Theatre
Academy)
Abstract:Paper f irst analyzes the
common structure of the series Dragon
Boat Festival activities, thinking that the
struggle and competition is the main aspect
of the Festival contents. These behaviors
are derived from the primitive witchcraft’s
repression and remove thinking. Paper
then analyzes the rite of commemoration
as well as discusses how eating zongzi
custom will become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festival later, consider that the rise of
the ideas of Yin and Yang and the spread
of t he hu ma n ist ic spi r it a re t he mai n
cause.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s main
function gradually transfers fighting to the
harmony. Today we can still pay attention
to the social function of folk festival on
our culture reconstruction. On the basis
of internal mechanism in understanding
festival, festival activities can actively
endowed with new spirit of the age.
Key words:The original thinking;
competition; har mony; the humanities
spirit; cultur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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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論壇

哲學論壇

禮義與一統
──荀子「法先王」「法後王」的互通
■ 王 毓

摘

要：在荀子看來，「法先王」作為一

種政治模式，是指效法先王、先聖所發現和提
煉的禮義，效法先王在創制和推行禮義的同時
統一天下的歷史經驗；同樣地，「法後王」作為
一種政治模式，是指要相信和效法賢明的時君

進行闡發，也由此，荀子的「法先王」和「法
後王」常被置於相互區別的關係中。然而，
立足於《荀子》文本會發現，荀子「法先王」
「法後王」思想的共性大於分歧，互通多於
不同。例如，《荀子·儒效》中高度相似的兩

後主因時變應的禮法，號召當時的君主在實現

句話就提供了另一種可能性，荀子說：「法

大一統的同時，要勇於承繼先王之道，重興禮

先王，統禮義，一制度」 [5]，又說：「法後

義。「法先王」的「統禮義，一制度」是已經實

王，一制度，隆禮義」 [6]，展示出另一種闡

現的歷史，而「法後王」的「一制度，隆禮義」是

釋空間和思想張力。

儒家有道上古、法先王的傳統，荀子在
主觀上也有意承繼這個傳統：「儒者法先
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7]，

荀子在繼承早期儒家「法先王」傳統

他認為真正的儒者，是效法古代的聖明帝

的基礎下，創造性地提出了「法後王」思

王，崇尚禮義，使臣民謹慎守職並極其敬重

想，對後世政治、歷史、學術等領域產生了

君主的人。在《荀子》中，跟先王有關概念多

深遠的影響。綜觀學界對荀子「法先王」

次出現，亦常見這樣的說法：「凡言不合先

「法後王」思想的研究，可總結為兩個問

王，不順禮義，謂之奸言」[8]、「勞知而不律

題：一是先王、後王之何指，二是先王、後

先王，謂之奸心」 [9]，強調在學術、政治等

王孰重。對先王、後王指向何人的問題，可

領域都要以先王為綱。可見，荀子極度推崇

概括為三種回答：一者，將「後王」理解為

先王。那麼，荀子要效法先王的什麼呢？荀

「近時之王」，是指荀子當時的君王 [1]；二

子前的先儒有大量關於「法先王」的說法，

者，認為「先王」是指上古包括堯舜在內的

例如孔子就極稱「先王之道」，從《論語》裏

「五帝」，「後王」是指包括文武、周公在內

的「由先王之道」「行先王之道」「因先王之

的三代聖王，甚至包括有德無位的孔子等

道」「遵先王之法」等說法可見一斑。荀子

[2]

聖人 ；三者，認為荀子所說的「先王」「後

本人也大贊孔子曰：「今夫仁人也，將何務

王」殊無二致，可統稱為「法聖人」 。由於

哉？上則法舜、禹之際，下則法仲尼、子弓，

荀子思想中強烈的經世致用特色，學界對

……聖王之跡著矣」 [10]，「孔子仁知且不

荀子「先王」「後王」概念的釐定多偏向於

蔽，故學亂（治）術足以為先王者也」 [11]，

第一種回答 [4]，並著重於對「法後王」思想

認為孔子等道德至善之人也是可以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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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荀子在繼承早期儒家「法先王」傳統的基礎下，創造性地提出

義；制度；一統。

了「法後王」思想，對後世政治、歷史、學術等領域產生了深遠的

關鍵詞：法先王；法後王；先王之道；禮

一、法先王：隆禮義，一制度

影響。儒家有道上古、法先王的傳統，荀子在主觀上也有意承繼這

統天下。

個傳統。

有待發生的願景，其共同點都在於：用禮義一

王 毓：禮義與一統

中山大學哲學系

文化中國

「先王」。可見，荀子「法先王」所要效法的

要效法從古至今延綿不絕的禮的內核，亦

是「先王之道」。

即禮義。

那麼，先王之道指的是什麼呢？荀子

那麼，為什麼「古今 一也」「雖久同

曰：「道也者何也？曰：禮義、辭讓、忠信

理」的禮義值得效法呢？荀子曰：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慾，欲而不

[12]

也」 ，「先王之道，禮樂正其盛者也」
[13]

，又曰：「先王之道，人之隆也，比中而行

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

之。曷謂中？曰：禮義是也。道者，非天之

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

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

以分之，以養人之慾，給人之求[19]。

在荀子看來，禮義更多地源於人類集體行為的習俗和習慣。禮義

８４

作為自然規律、歷史經驗和傳統習俗的精華，融入百姓的生活和族群

的運行中，成為製作具體禮儀、禮俗制度的核心和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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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14]。在荀子看來，先王之道是禮義，禮

古者聖王以人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

義作為人之道，是人們用來規整和引導國

亂而不治，是以為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

家運行的原則。之所以效法禮義，是因為它

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

作為先王之道的實質和核心，是不變的，

始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20]。

通傳一貫的。荀子對此有過極清晰的說明：

荀子認為，人生來就有慾望，如果慾

「百王之無變，足以為道貫。一廢一起，應

望得不到滿足，就會產生對事物的追求，而

之以貫。理貫，不亂；不知貫，不知應變，貫

一味追求沒有標準限度，就會產生爭奪禍

之大體未嘗亡也」 [15]。王先謙注云：「無

亂；古代的先王厭惡這種禍亂，便制定禮

變，不易也。百王不易者，謂禮也。言禮可

義來確定名分等級，滿足人們的需求和調

以為道之條貫。雖質文廢起是有不同，然

養人們的慾望。在荀子看來，先王所處的

其要歸以禮為條貫」。梁啟雄先生注云：

時代，禮義的發生不是哪年哪月的事情，更

「凡經歷過百王們悠久的考驗都無法變革

多地源於人類集體行為的習俗和習慣，而

掉的某種道理，那末，積累起那些道理就

先王「能以公義勝私慾」 [21]，從無意識地

足可以為優良傳統的道貫了」 [16]。根據梁

被動順應習俗、習慣的群盲中脫穎而出，自

先生的看法，「道貫」是指歷代帝王政治措

覺地對當時百姓的行為和族群的運轉進行

施中優良的基本綱領和傳統措施，也是歷

有針對性的選擇；這些被選擇的素材經過

代人們生活中恆不改變的經驗知識；這些

先王的提煉和進一步修飾，就成了禮義；

日積月累的經驗和傳統經過先王提煉和總

而禮義作為自然規律、歷史經驗和傳統習

結，就是禮義。

俗的精華，再次融入百姓的生活和族群的

荀子進一步解釋說：「彼先王之道也，

運行中，成為製作具體禮儀、禮俗制度的

一人之本也，善善惡惡之應也，治必由之，

核心和標準。對這個禮義制度化的過程，荀

[17]

古今一也」 ，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
類度類，以說度功，以道觀盡，古今一度

子認為：
故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幼，

也。……類不悖，雖久同理」[18]，因為禮義

此先王之道也。故尚賢、使能，則主尊下安；貴

是通傳一貫的，所以「古今一也」，因此人

賤有等，則令行而不流；親疏有分，則施行而

們可以「以近知遠，以一知萬，以微知明」，

不悖；長幼有序，則事業捷成而有所休[22]。

故而「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後出的聖王

先王之道，作為禮義，其關鍵作用在

所效法的禮義也是千百年前聖王所實行的

於能夠維護等級秩序，使主尊下安、貴賤

禮義。這個禮義之所以歷經百世千世也「無

有等、親疏有分、長幼有序。荀子反複強

變」「不亂」，是因為它不再是制度化的禮，

調，在先王所在的時代，禮義生而法度起：

它從關於祭祀、征伐等的具體禮儀制度和

「聖人積思慮，習偽故，以生禮義而起法

外在表現形式中脫離出來，構成了禮的本

度」 [23]，「聖人化性而起偽，偽起而生禮

質和內蘊。所以，荀子要效法先王之道，是

義，禮義生而制法度」 [24]。故而在荀子看

治身、治學、治國等層面都要實踐禮義。綜

三分之二，但百姓從不把他看成貪婪、兇

上，先王實則是將天、地、人、時等四者打

暴、偏私的亂臣賊子，而整個天下也井然有

通，統會出了覆蓋萬物、涵括萬理的禮義，

序、安穩如一呢？荀子認為，主要因為周公

並通過禮義「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

服膺於先王之道，並效法先王的禮義。其

序長幼」。正是看到先王「統禮義、一制

一，周公攝政的同時，仍以先王之道孜孜

度」的過程，荀子才反複喟歎：「法先王，

不倦地教導幼主，用先王所崇尚的禮義感

[25]

統禮義，一制度」 ，「儒者法先王，隆禮
[26]

化成王，「使（成王）諭於道，而能揜跡於

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 ，真正的

文武」；其二，在於周公本人心懷正道，踐

儒者不僅要效法先王之道——先王統會的

行禮義，「遂文武之業，明主枝之義」，謹

禮義，更要效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的

記「變埶次序」和「不滅主之義」。所謂「變

努力實踐。

埶次序節然」是指君權更替的次序受禮義

荀子「法先王」思想對「統禮義」和

節制，「明不滅主之義」是指只有嫡長子

「一制度」聯繫的論述，不是簡單的理論

才能擔任君主的禮義。這些禮義從文武兩

或想像構建，而有著相當的客觀性和歷史

帝，乃至於更久遠的先王手中一代代傳承

感。在荀書中，荀子多次稱引「周公輔成

下來，帶來了社稷的穩定和國家的統一，正

王」的史實，力證效法先王的禮義如何對社

是後出的君主和臣子要努力效法的先王之

稷的穩定、國家的統一帶來深遠的影響，以

道。

《儒效》篇為例：
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

制度」而使天下歸一的範例，證明了「法先

屬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履天子之籍，聽天下

王」在現實中實現的可能性。實然，荀子的

之斷，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貪焉。殺管

「法先王」遠溯三皇五帝，近追周文王，有

叔，虛殷國，而天下不稱戾焉。兼制天下，立

著對過去「美俗」「美政」的懷念和追溯，

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

但其真正的意圖和價值在於，借先王之美

焉。教誨、開導成王，使諭於道，而能揜跡於文

名重樹「禮義」之美名，重申「禮義生而其

武。周公歸周，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

法度，法度起而一天下」的緊密聯繫。荀子

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天子也者，不可以少當

的「法先王」不是單純的慎終追遠、復古

也，不可以假攝為也；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

守舊，而是立足於史實和現實的分析下提

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

出的一種政治模式，一種可供學習的「操

惡天下之離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

術」。

籍焉，明不滅主之義也。周公無天下矣；鄉有天

二、法後王：一制度，隆禮義

下，今無天下，非擅也；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

荀子通過周公「法先王，隆禮義，一

下，非奪也；變埶次序節然也。……遂文武之

早在春秋時期，封建社會統治者的地

業，明主枝之義，抑亦變化矣，天下厭然猶一

位就受到了劇烈的動搖，《史記》載：「春

[27]

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

這段話大意是：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

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 [28]。自周平

而畔，又因成王年幼無法執政，所以登上天

王東遷進入東周時期，君權不斷喪失和下

子之位，攝政當國，兼制天下；待成王成人

移，王室權威進一步衰落，諸侯國各自迅

後，周公即把周家的天下和王位返還給成

速崛起為新的政權實體，而戰爭連年不

８５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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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殺管叔，廢殷都，設置姬姓諸侯國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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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號召具有不同身份和能力的人們在

實然，荀子的「法先王」有著對過去「美俗」「美政」的懷

周公當了天子，心安理得地行使天子的權

念和追溯，但其真正的意圖和價值在於，借先王之美名重樹「禮

不遺餘力地推行禮義在現實生活中的實踐

義」之美名，重申「禮義生而其法度，法度起而一天下」的緊密聯

王，並拜為臣子。為什麼無君權、無君位的
繫。

來，先王不止於對「禮義」的創制工作，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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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對百姓的生存和生活帶來極 大的挑

此，荀子所說的「後王」非實指，而是泛指，

戰。荀子生於「諸侯異政，百家異說」的戰

荀子的「先王」、「後王」並不拘泥於某一個

國末期，權力中心早已不在周天子而分散

人或某幾個人。

荀子的「後王」是一種對理想君主模式的努力構建，以期讓當

時的君王按照這個模板積極追求先王之道，從而成為真正的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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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所說的「後王」非實指，而是泛指，荀子的「先王」、「後

王」並不拘泥於某一個人或某幾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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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諸侯，天下重新一統的趨勢明朗，天下

荀子「法後王」所說的「法」，與作為

一統的要求更為強烈，實行統一是歷史發

外在行為規範的「禮」大致相當，有學者指

展和社會變革的趨勢，也是人們的共同願

出：「《荀子》書中所說的法字意義，和法

望與要求。然而諸侯割據，違禮僭越，未來

家所說的法字的意義不同。法家所說的法

一統於誰，尚待分曉，即使荀子嗅到了最

字的意義範圍很小，僅僅指法令一端說，

強大的秦國即將統一天下的氣息，卻也只

而荀子所說的法字的意義範圍很大，凡一

慨歎秦國毫無先王之道可言，只是「使民

切規矩方圓的範疇和過去現在的實例，都

也酷烈，劫之以勢，隱之以阸」的「末世之

可以叫做法」[30]。荀子認為，先王所法者，

兵」 [29]。這種「上無賢主，下遇暴秦」的境

是道、是禮義，是萬事萬物的根本原則；後

遇讓他無比懇切地希望，當世之君主能夠

王所法者，是禮法，是法術和政教，是包括

成為真正的「王者」。「法後王」的提出可以

禮儀、禮樂、禮文等制度法則。作為禮法，

說是「應時而使之」「擇善而明用之」，是立

相對於先王之道的實質——禮義——來

足於當時的社會需要而進行的創見。

說，它們是道的表皮，是禮義的外化。

對荀子「法後王」思想的把握，要首先

「法」作為承 裝 禮義核心的外在器

明晰荀子的「後王」概念。在《荀子集解》
中載司馬遷曰：「法後王者，以其近己而俗

具，是會有所損益的。荀子說：
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守法數之有司極

相累，議卑而易行也」，指後王是「近己」

禮而褫[31]。

之王。楊倞注「後王」為「當今之王、近時之

五帝之外無傳人，非無賢人也，久故也；

王」，王先謙也持同樣看法。近現代學者如

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也，久故也；禹、湯

劉師培、童書業、章詩同等也認為「後王」

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也，久故

當指當世之王或守成之主。從荀子的寫作

也。……是以文久而滅，節族久而絕[32]。

意圖來看，荀書裏談及「後王」的地方更

賢人、善政因為 年代久遠而逐 漸失

多是在號召「後王」要主動去把握「先王」

傳，禮儀、禮樂、禮文皆因年代久遠而有所

之道和效法禮義。因此，將「後王」理解為

脫節、消亡。面對上述「久而息絕」「久故無

「後出的聖王」的思路應該是正確的，主

傳」的處境，荀子接著解釋到：「傳者久則

要用來指稱時君世主。值得注意的是，雖

論略，近則論詳」，因此，「欲觀聖王之跡，

然「後王」指當世之主，但荀子所在的時代

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彼後王者，天

並不存在他所說能夠秉持先王之道的君

下之君也」 [33]。在荀子看來，「後王」能將

主，故此不可將「後王」理解為當時秦國或

「無傳」「息絕」的東西發展到「粲然」的

別的諸侯國。「先王」「後王」作為完美的

「詳論」，是經過了刪補修訂乃至於創作

聖王，是經過「千世而一出」；而「政令行，

的過程，這個過程就是「以義變應」[34]的過

風俗美」的理想世界，是經過「千世亂而一

程。章學誠曾概括：「後聖法前聖，非法前

治」。荀子的「後王」是一種對理想君主模

聖也，法其道之漸行而漸著者也」[35]，禮法

式的努力構建，是對儒家王道政治倫理的

在後王之變應中逐漸粲然明備的變化過程

人格化，基於對過去聖王高貴人格和高明

就是「漸行漸著者」。

治世能力的凝練；借此抽象出一種典範模

禮法如何「以義變應」？荀子回答說：

式，以期讓當時的君王按照這個模板積極

「百王之無變，足以為道貫。一廢一起，應

追求先王之道，從而成為真正的王者。因

之以貫。理貫，不亂；貫之大體未嘗亡也」，

能應變。言必差錯而亂也」，「應變」之時要

有不理者如豪未，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故

以「道貫」主體。其二，「應變」的程度，要

下之親上歡如父母，可殺而不可使不順。君臣

以「道貫」為度量衡。因天時、地利、人和的

上下，貴賤長幼，至於庶人，莫不以是為隆正。

因素影響，部分禮文規定將有不同程度的

然後皆內自省以謹於分，是百王之所以同也，

興廢損益，「後王」固然要「變」之，但是靈

而禮法之樞要也[41]。

「上莫不致愛其下，而制之以禮」，君

對於第二點，可從荀子對孟子的批評

主出於對臣民的愛護，製作合理的禮制法

中得到進一步說明。荀子批評孟子「略法

度來限制他們。「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

[36]

先王而不知其統」 ，是針對孟子「遵先
[37]

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道性善，
[38]

於庶人，莫不以是為隆正，然後皆內自省以
謹於分」，從君主、臣子、上級、下級，高貴

言必稱堯舜」 等主張，認為其死守先王

的、卑賤的、年長的、年幼的，到平民百姓，

之道而不懂得變通。有些學者將「不知其

都以君主所作的禮法為行為準則，然後在

[39]

統」的「統」字理解為「道貫」 ，筆者認

遵守和奉行這些禮法的同時在內心反省自

為「統」應更多地傾向於「理」，是指一種有

己，使自己更加謹守本分，這就是歷代聖

序總結、高度凝練的知識系統，是根據對

王所相同的政治舉措，也是禮制法度的關

外界進行考察而將知識和經驗組織起來的
「知通統類」，例如荀子所稱：「禮義以為

鍵。荀子接著解釋這個統一的禮法制度：
然後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

文，倫類以為理」。因此，荀子針對孟子的

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

非難，不是指孟子不知道把握「道貫」這個

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共己而止矣。出若入

恒常不變的主體，而是指孟子不懂得變更

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而

和運用外界知識，更確切來說，認為孟子用

禮法之大分也[42]。

「人之性善」消解了先王的存在意義。荀子

若夫貫日而治平，權物而稱用，使衣服有

曰：「今誠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則有惡

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

用聖王、惡用禮義矣哉？雖有聖王禮義，將

以是用挾於萬物，尺寸尋丈莫得不循乎制度數

曷加於正理平治也哉！……故性善去聖王、

量然後行[43]。

息禮義矣」[40]，在荀子看來，無論是先王和

禮法制度是合理調節萬物並使它們充

後王的聖王，其治國理政、著書立說的目

分發揮自身能力的規定，這些規定是諸如

的都在於規範人們的趨惡本性，而孟子所

尺寸尋丈之類的標準，「使衣服有制、宮室

說的人性為善，指每個人都能發揮自身先

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所謂

驗的善性，消解掉了聖王的存在意義和禮

「禮者，人主所以為群臣寸尺尋丈檢式也」

義的作用。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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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精詳地「應之」而變。

荀子針對孟子的非難，不是指孟子不知道把握「道貫」這個恒

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

常不變的主體，而是指孟子不懂得變更和運用外界知識，更確切來

貫，不知應變」，「不知以禮義為條貫，則不

說，認為孟子用「人之性善」消解了先王的存在意義。

「應變」是以道貫（禮義）為前提，「不知

義」。荀子說：
上莫不致愛其下，而制之以禮，上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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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王之「應變」有兩個方面的意思，其一，

。只要朝廷內外遵守和奉行這些後王制

定的禮法，農民、商人、工匠、士大夫、諸侯

後王以禮義為內核，以現實為素材，因時

國國君、三公等人就會各得其所、恪盡職

因勢而變應出的禮制法度。「法後王」的

守，社稷天下就會協調統一。這是歷代聖

第一步，在於靠賢明的君主依據先王之道

王共同的政治舉措，也是禮制法度的關鍵

承，變應出合乎禮義、合時合用的禮法；第

所在。由此可見，禮制法度的實質是一個統

二步，是用統一的禮法制度進一步鞏固禮

一的標準，從衣服房室、喪葬祭祀用具到

義，亦即荀子所謂：「法後王，一制度，隆禮

官吏編制、身份等級等都要固定、契合的

８７

如前所述，「法後王」要效法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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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綜上，「明王始立，而處國有制」「有

一，實現「一制度」到「隆禮義」的回歸。先

天有地，而上下有差」，荀子「法後王」思想

王根據天時、地利、人和等層次對禮義進行

作為一種預設的政治模式，號召一個能承

歸納和提煉，最終目的是為了用禮義實現

繼和發揚先王之道的後王出現，再依靠這

國家的統一和社稷的穩定；禮義起而生法

後王制定合乎禮義、合乎時勢的新禮法，

度，法度能夠維護等級秩序，使主尊下安、

繼而憑藉這新禮法統一等級秩序和身份標

貴賤有等、親疏有分、長幼有序，從而民心

準，最後，在每個人都遵循新禮法的過程

歸一、天下統一。後王根據久傳不衰的禮

中，強化和鞏固禮義並使之愈來愈明備。

義，去增補有所損益的禮法，統一各種禮
制法度，最終目的也是為了實現國家的再
次統一和社會的再次穩定。
可見，「法先王」「法後王」的互通，不

春秋戰國時代，諸侯混戰，違禮僭越，

僅在於它們都著重禮義和注重統一，更在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

於結合荀子所在的時間節點來看，有著通

之，子弒其父者有之」 ；在學術界，百家

傳一貫、承上啟下的聯繫。上古、周初的先

爭鳴也是「或是或非，或治或亂」[46]。先秦

王統會禮義，繼而製作法度，實現穩定和

儒家為恢復禮義之統，維護和平和穩定，

統一；到了春秋戰國，「天下大亂，聖賢不

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孔子提出「克己復禮」

明，道德不一」，禮制法度等受到了極大破

以整頓禮崩樂壞的社會秩序，汲汲於對周

壞，荀子出於強烈的救世意圖，先指出「法

禮的懷念和恢復，強調通過道德自律成就

先王」的實質，再提出「法後王」的可能性

君子人格，以德治國。孟子提出的「仁政」

和可操作性，希冀在完善的禮制的幫助下

在修身和治國上的運用，實則與孔子如出

匡正天下，實現一統，重興禮義。先王的

一轍。正如司馬遷點評說：「天下方務於合

「統禮義，一制度」是已經實現的歷史，而

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

後王的「一制度，隆禮義」是有待發生的願

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47]，孔孟所主

景，而荀子所不放棄的政治理想，正是破

張的漫長的道德教化是不能被這個競爭異

除現實中「天下不一，諸侯俗反」 [48]的局

常激烈的朝代所接納的。

面，重回先王時代「天下為一，諸侯為臣」

[45]

孔子提出「克己復禮」以整頓禮崩樂壞的社會秩序，汲汲於對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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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的懷念和恢復，強調通過道德自律成就君子人格，以德治國。孟子

提出的「仁政」在修身和治國上的運用，實則與孔子如出一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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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先王」「法後王」的
真意：用禮義一統天下

荀子「嫉俗世之政」而著書立說，繼

[49]

的美好情景中。由此或可推知，對於荀子

承孔子等先儒的傳統和理想，也希望能夠

來說，「法先王」和「法後王」作為同一種

借此撥亂反正，匡正禮義，實現一統。綜觀

美好的政治模式，只是時間發生先後的差

荀書《王制》《富國》《王霸》《強國》《議

別，其思想共性大於分歧，互通大於不同，

兵》等篇，可見荀子所關注的問題與春秋

也正如孔子所言：「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

戰國的政治現實之高度吻合，其政治思路

而百慮」[50]。

和理想也較之孔孟更為高效和直接，這個
特點也在他的「法先王」和「法後王」思想
中可見一斑。荀子說「法先王」，不僅效法
「先王」創作的禮義之道，還要效法先王、
先聖實踐禮義之道的努力，展開從「統禮
義」到「一制度」的論證思路；荀子說「法
後王」，要求現世的君主不止於繼承先王之
道，成就自己為聖明的後王，還要勉力於制
定合理合法的禮制、法度，使天下真正統

[1]

持此等說法的有：司馬遷、楊倞、王先
謙、劉師培等學者。

[2]

持此等說法的有：王念孫、馮友蘭、任
繼愈等學者。

[3]

持此等說法的有：郭沫若、俞榮根等學
者。

[4]

筆者認為，綜觀《荀子》全書涉及到
「先王」「後王」概念的文段，這兩個
概念都隨著不同的敘述背景和目的而變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
《荀子集解》，頁一一五。

[10]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
《荀子集解》，頁一一四。

[11]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
《荀子集解》，頁四六五。

[12]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
《荀子集解》，頁三五二。

[13]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
《荀子集解》，頁四四九。

[14]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
《荀子集解》，頁一四四。

[15]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
《荀子集解》，頁三七五。
梁啟雄：《荀子簡釋》(北京：中華書
局，一九八三年)，頁二三○頁。

[17]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
《荀子集解》，頁三四八。

[18]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

[22]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
《荀子集解》，頁五三五。

[23]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
《荀子集解》，頁五一七。

[24]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
《荀子集解》，頁五一八。

[25]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
《荀子集解》，頁一六六。

[26]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
《荀子集解》，頁一三八。

[27]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
《荀子集解》，頁一三五至一三七。

[28]

[漢]司馬遷撰，[宋]裴駰集解、[唐]司
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
（第十冊）見《太史公自序》(北京：
中 華 書 局 ， 一 九 八 二 年 ) ， 頁
三二九七。

[29]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
《荀子集解》，頁三二二。

[30]

楊大膺：《荀子學說研究》(上海：中
華書局，一九三六年)，頁一○六。

[31]

楊倞注「褫」為：「褫，解也。有司世
世相承，守禮之法數，至於極久，亦下
脫也」。[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
賢點校：《荀子集解》，頁九三至
九四。

[32]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
《荀子集解》，頁九七。

[33]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
《荀子集解》，頁九四。

[34]

「以義變應」出自於《荀子·致士》：
「臨事接民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
《荀子集解》點讀為：「臨事接民以
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梁啟雄《荀子
簡釋》點讀為：「臨事接民——而以義
變應，寬裕而多容」，認為「而」前應
該還有內容；張覺《荀子譯注》點讀
為：「臨事接民，以義變應，寬裕而多

８９

[16]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
《荀子集解》，頁四二。

王 毓：禮義與一統

[9]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
《荀子集解》，頁九八。

[21]

哲學論壇

[8]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
《荀子集解》，頁一三八。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
《荀子集解》，頁五一四。

春秋戰國禮制法度等受到了極大破壞，荀子出於強烈的救世

[7]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
《荀子集解》，頁一六五。

[20]

意圖，先指出「法先王」的實質，再提出「法後王」的可能性和可

[6]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
《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二○
一三年)，頁一六六。下引該書，僅標注
作者、書名和頁碼。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
《荀子集解》，頁四○九。

操作性，希冀在完善的禮制的幫助下匡正天下，實現一統，重興禮

[5]

《荀子集解》，頁九七。
[19]

義。

化。這些變化甚至有時出現矛盾的概
念，並不意味著荀子「先王」「後王」
思想存在紕漏之處，而是荀子對具體語
境和語用的不同把握。在當時，「先
王」「後王」並不是一種有普遍定義的
概念或固定下來的意識形態，僅是先哲
在慎終追遠之際對聖王一種很自然的稱
呼。故此，如若在論述過程中涉及對上
古帝王的追溯，那五帝固然是先王，五
帝之後的聖王就是後王；如在論證過程
中述及當世現實的內容，那過去的聖王
固然只需用「先王」進行統稱。不僅對
荀子而言，對先秦諸子來說，五帝、
禹、湯、文武等聖王的差別僅在於出現
的時代不同，他們所代表的理想化意義
並不存在具體的好壞分殊。

文化中國

容」。後兩者句讀意思相近，強調以
「義」為核心進行變應，與後文「寬裕
而多容」、「恭敬以先之」並列地表達
行為和動作，故為行文方便，在此採用
「以義變應」的句讀方法。
[35]

[清]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二《原
道上》(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
年)，頁一二○。

頁。
[48]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
《荀子集解》，頁二○二。

[49]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
《荀子集解》，頁二四二。

[50]

[清]李道平撰，潘雨廷點校：《周易集
解纂疏》卷九《繫辭下第九》(北京：
中華書局，一九九四年)，頁六三六。

[36]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
《荀子集解》，頁一一○。
[清]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
義》，卷十四《離婁章句上》(北京：
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頁四八四。

[38]

[清]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
義》，卷十《滕文公章句上》(北京：
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頁三一五。

[39]

夏甄陶：《論荀子的哲學思想》(上
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代序
頁一四。

[40]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
《荀子集解》，頁五一九至五二一。

[41]

對於荀子來說，「法先王」和「法後王」作為同一種美好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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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只是時間發生先後的差別，其思想共性大於分歧，互通大於不

同，也正如孔子所言：「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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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
《荀子集解》，頁二六一頁。

[42]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
《荀子集解》，頁二六一至二六二。

[43]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
《荀子集解》，頁二六二。

[44]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
《荀子集解》，頁一七二頁。

[45]

[清]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
義》，卷十三《滕文公章句下》(北
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頁
四五二。

[46]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
《荀子集解》，頁四五六。

[47]

[漢]司馬遷撰，[宋]裴駰集解、[唐]司
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
（第七冊）《孟子荀卿列傳》(北京：
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頁二三四三

R i t e a n d R u l e: T h e i n t e r f l o w
b e t w e e n X u n z i ’s p o l i t i c a l t h e o r y
of “ following the for mer king” and
“following the later king”
WANG Yu(Sun Yat-sen University)
A b s t r a c t : I n Xu n z i’s e ye s , a s a
political model, “following the for mer
king” means to learn from the rite found
and created by the for mer king and to
learn from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s that
the former king united the world through
rite. Also as a political model, “following
the later king” means to have faith in the
rite which is flexibly adapted to different
situations and social needs by the king at
that time. While “following the former
king” concentrates on the history facts
that the past king first created the rite and
then ruled over the world, “following the
later king” mostly serves as a future vision
with the hope of resuscitation of rite which
can leads to the reunion of the chaotic
world. Both models share the same spirit of
getting united by rite.
Key words: following the former
king; following the later king; rite; rule;
union.

哲學論壇

從品味到境界：中國品牌夢
――一個哲學與美學的反省
■ 梁燕城

摘

要：烏托邦思想是一西方文化的長

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夢，卻是一個落實

遠理想。根據有關學者研究，這類思想的根

的美學思維，如何使夢想成為真實呢？這

源，一是來自基督教講上帝創世時的樂園，及

是一政治、經濟與社會的理想。當今中國

末日時的千禧年；另一來自希臘神話認為遠古

夢的其中一個十分實際的美學夢想，就是

有一黃金時代。這都是一種無何有之鄉的美學

建立中國品牌。本文就是探討中西品牌的

思維，並無實際存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夢，

不同美學內涵，西方重品味，中國重境界。

卻是一個落實的美學思維，這是一政治、經濟

只有建立中國的品牌美學，中國品牌夢才

與社會的理想。當今中國夢的其中一個十分實

有方向。

關鍵詞：烏托邦，品味，品牌，中國夢。

品牌是一種回憶、烙印與承諾
二十 世 紀 法 國 哲 學 大 師 梅 露 龐 蒂

前言：烏托邦美學與中國的品
牌夢

(Merleau-Ponty)曾引述小說《尋回失落的時
光》中的一插曲，第一章描述主角吃一種點
心叫瑪德琳曲奇(petites madeleines)，配喝

西方烏托邦思想是一西方文化的長遠

椴花茶，忽然感到超脫的快感，如初戀的

理想，原先是多馬斯·摩爾(Thomas More)與

感覺，感到喜悅，感到精神充實。這感覺不

伊拉斯謨(Erasmus)用拉丁文Nusquama一

是由客觀口感而來，經反複的尋思，才發覺

詞，指不存在的地方，但發表時用詩意之

來 自 一 個 回 憶，原 是 從 前 在 甘 百 里

詞Eutopia，意指好地方。根據法蘭克·曼里

(Combray)早晨吃同一種點心時的感覺[2]。

爾(Frank Manuel)及費迪斯曼·里爾(Fritzie

這身體感覺的喜悅感，來自回憶。
從回憶來的精神喜悅，是成功商品的

是來自基督教講上帝創世時的樂園，及末

特性，一個商品能成為品牌，是與身體的

日時的千禧年，另一來自希臘，希臘神話認

快感及回憶的喜悅感有關。一個品牌之能

為遠古有一黃金時代，荷馬(Homer)史詩與

在人心中有位置，因其持續地帶來暢順快

赫西奧德(Hesiod)的神譜曾提過，後來柏拉

感的回憶。品牌的第一個特性，是帶給人喜

[1]

圖將之變為哲學的理想國 。這都是一種
無何有之鄉的美學思維，並無實際存在。

悅的回憶。
品牌 (B r a n d) 一辭，來自古 挪威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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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e I)的研究，這類思想的根源有二，一

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夢是一個落實的美學思維，這是一政治、

才有方向。

經濟與社會的理想。當今中國夢的其中一個十分實際的美學夢想，

境界，只有建立中國的品牌美學，中國品牌夢

第一部份：品牌哲學與文化資
本

就是建立中國品牌。只有建立中國的品牌美學，中國品牌夢才有方

西品牌的不同美學內涵，西方重品味，中國重

向。

際的美學夢想，是建立中國品牌。本文探討中

梁燕城：從品味到境界：中國品牌夢

本刊總編輯

文化中國

Br a nd r，指「燒灼」。原來中世紀的歐洲人

一個成功的品牌往往成為一個社會文

用燒烙方式標記家畜，表達與其他人家相

化的符號，象徵地位、身份、某種品味及暢

區別的私有財產。手工藝匠人在自己的手

順幸福的感覺。在西方社會生活中，商業

工藝品上烙下標記，成為最早的商標，使

品牌處處表現為各種符號，背後表達為某

顧客得以識別產品的產地和生產者。那就

特定文化的意義和價值，超過商品的使用

成 為 質 量 的 標 志。根 據 美 國 市 場 組 織

價值以外[4]。

(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的定義，

從哲學上定義，品牌的精神內涵，可

品牌「是一個名字、措辭、設計、符號，及其

描述為一種「價值符號」。簡單地說，符號

他的特色，去識別銷售者的貨品或服務是

是表達意義的記號，如孩子從小就對國旗

與眾不同」 。品牌就成為公司優勢的服

敬禮，國旗不只是一塊有顏色的布，卻有一

務或質量，形成無形的商業定位。

「意義」，代表了國家民族。「價值符號」

這定位代表品牌的第二特性，就是烙

是指引發人有關愉悅的經驗與回憶，其內

印。烙印代表一個承諾，承諾是對品質與

涵可引發人的幸福、喜悅、暢順感覺與體

質量的保證。這品質是一種功能、技術、風

驗，而有所認同與投身。

格，成為人心中的烙印，使人永遠回憶。

９２

一個成功的品牌往往成為一個社會文化的符號，在西方社會生
活中，商業品牌處處表現為各種符號，背後表達為某特定文化的意
義和價值，超過商品的使用價值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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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符號」呢？每一個人都在

在後現代，每個人的生活都被市場經

生活，人在生活中有很多感覺和感情，如對

濟所左右，亦即是被市場的消費主義所影

父母感到愛，當父母出現，是感覺官能所

響，甚至是被操縱。品牌在以消費為本的

見，並發出感情，但進一步感悟到一種無形

商品社會中出現，具有獨特性地位，不在其

的、精神性的意義，那就是愛。感官與感情

實用性，卻在其符號象徵性。如中世紀貴

是即時可感受的，但愛卻須一步步感悟而

族們，有象徵其地位的徽章(coat of a r ms

理解。愛是無形的，精神性的，對父母的

或譯「紋章」)。

愛，要用孝去表達，如對年老的父母問候，

貴族徽章是一烙印，但不只是烙印，

對已死的父母有祭祀，這都是一些符號性

貴族的徽章同時是一個符號，象徵擁有者

的行為，代表了孝這無形的「意義」。男人

的權力、地位及財富。符號代表了一種無形

對心 儀 的 女子送花，象徵了無 形 的「愛

的象徵力量，使品牌超過了回憶與烙印，超

慕」。英國首相丘吉爾，在二戰時常舉起兩

過了有形的品質，而擁有無形的威力。

指頭作V字形，這V字就是V ICTRORY(勝

品牌是一價值符號

利)的符號。「符號」一詞很難定義，意指人
在生活上見到很多事物 [5]，如街上各種招

現代貴族已式微，商人和高收入中產

牌，背後都假設了招牌所要傳遞的商業信

階級興起，他們是沒有家族徽章，取代徽

息。又如見到北京奧運會的符號，代表了

章地位的，是商業產品的品牌。在今日後現

「同一個夢想」及「北京歡迎你」的信息，

代的年代，品牌就具有貴族徽章的同樣符

這都有一定的意義內涵。

號地位。當人擁有品牌，代表擁有一個高貴

人常用一些記號去表達或象徵某種

的符號，表示自己具有一種地位、身份及階

意義。如男女廁所門口加上男形或 女形

層性，同時品牌也有真實令人喜愛的地方，

的記號；又如一面國旗，是一個國家民族

是商品的品質具有特殊的風格與設計，使

的記號。男女廁的記號，不具有深廣的意

人覺得擁有者有品味，人投身去擁有品牌，

義內涵，但國旗卻有延伸的意涵，就是象

不單代表身體暢順快感的回憶，也代表對

徵國家民族的尊嚴和價值，當別國侮辱

某種風格的高尚品味，前者是品牌象徵社

己國的國旗，就是 代表對一國家民族的

會地位，後者是品牌表現出的精神價值。

尊嚴和價值的蔑視，會 激發極 大的國民

學(sem iolog y)上更深層次的「指義符號」

會最高層而又有文化的人。其特別之處，在

(semiosis)，有複雜的意義指涉。

縱使富二代或官二代駕法拉利，也表示其

從品牌來說，如星巴克咖啡有一綠色
的牌子，是其記號，但人見這記號，想到這

文化和品味均高於其他不學無術的紈絝子
弟或暴發戶。
法拉利公司用躍馬的符號及車的形

價錢，象徵高雅生活的風格，不同民間的

象，使人見這客體的符號，而聯想到這些

街頭咖啡，使星巴克品牌成為一「指義符

品味，如此即成一有豐富意涵的符號。這

號」，表示一種咖啡中特有的「品味」。

就成為一個品牌，品牌是由神話所構成。

成功品牌創造神話

符號的意義在時間發展中會形成一個
意義網，如法拉利不單是車，而且配合一

符 號 學 大 師 羅 蘭‧巴 特 ( R o l a n d

套其他產品，如衣服、帽子、筆記本等，構

Barthes)指出，每一社會中見的事物，各有

成一種法拉利文化，代表車主的品味，這是

不同類別，都有符號的意義，如一品牌汽

公司的品牌文化。品牌文化是在一更廣大

車代表主人身份，愛喝那種酒代表某人的

的文化背景之下，如法拉利代表了意大利

[6]

生活情調等 。
巴特認為西方文化的現象，都是符號
的體系，包括生活中的食物、服裝、廣告、

文化的古典、精雅及科技，而意大利文化又
在更大的歐洲文化，甚至西方文化所代表
的先進與人生觀。

電影、娛樂等，均被滲透有消費主義的意

要成為品牌，就 須努力建 構成一 個

義結構。在這些符號意義中創造了西方商

神話的符號，使人感官上見到這品質的承

品的「神話」，符號世界有兩層次，第一層

諾，就產生回味無窮的感情，由感情再產

次的符號是自然語言中的，如紅酒，就是葡

生對其神話符號的「感悟」，感悟到品牌是

萄酒而已，是符號表面乍看之下的意義。但

一高水平的文化價值，這是西方品牌的最

在第二層次就被神話化，如把某種紅酒描

高成果。

述成法國的民族飲品，是平等而屬普羅大

品牌作為文化資本

眾的，卻不談其對健康的不利，反被看成給
與生命而又使人感到清新的，甚至是「冬日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文化資

嚴寒時，神話地帶來溫暖，夏日高溫時，因

本」(cu ltu ral capit al)的理念，與「經濟資

其陰涼形象而帶來清涼」 [7]。這就是第二

本」(economic capital)及「社會資本」(social

層的符號意義，在紅酒這名詞之外加上去

capit al)並列為資源的不同形式[8]。一般社

的意義，而這就把某牌子的紅酒神話化，

會學家指出，成功者除了經濟的資本外，還

加上了一種更複雜的意義，甚至是意識形

有「社會資本」，指一種特有的社會關係網

態，使某牌子紅酒從普通葡萄酒變成具偉

絡，如出身在高階層社會的人，從小認識的

大意義的神話。

朋友，都是高層人士的子女，將來都具有高
學歷與高社會地位，而他自己亦入讀貴族

為其夢想，代表其擠身於成功者的行列，

學校，所有同學將來都入高層社會。這種人

如有些人夢想擁有法拉利車，這就是法拉

際網絡，就是其社會資本，帶來其成功的

利的神話成就。法拉利車是手工造成的、

條件。

具有極佳推進器與加速器系統的汽車，一

如在英國，牛津與劍橋大學畢業的

般來說，是較好的跑車。然而法拉利的「符

人，都能進入所謂紳士俱樂部(gentleman's

號」卻遠不止此。法拉利作為一品牌，是這

c lu b)，成為排他性的群體，裏面的人都各

９３

成功的品牌神話，使人以擁有品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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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子所代表的各種濃郁味道，及其較貴的

哲學論壇

車的車主擁有大量財富和高級品味，是社
努力建構成一個神話的符號，使人感官上見到這品質的承諾，
就產生回味無窮的感情，由感情再產生對其神話符號的「感悟」，
感悟到品牌是一高水平的文化價值，這是西方品牌的最高成果。

憤怒，這時國旗已不只是記號，卻是符號

文化中國

具身份和關係，這都形成特殊的網絡。普

話，即其象徵的價值延伸到具偉 大的意

通背景的人，排除在這網絡之外，縱使一樣

義，代表了人的夢想和追求。這使品牌得以

聰明，但無法有同樣關係，這就由於社會

或為文化資本，擁有者可藉此表現自己是

資本的不同。擁有社會資本的人，更容易成

高階層的精英。

功，而成為上層社會的精英群體。

品牌是一種體驗，西方品牌重在 對

所謂「文化資本」，是精英群體擁有的

物質與慾望的喜好，如見宏偉而精雅的建

文化價值，如對藝術和文化的知識，文化的

築，高貴合時的衣著，設計精美的用品，或

品味，特殊的學養與文化資歷等，均是上

美麗動人的異性等。這涉及感官可見之物，

層社會家庭傳下來的「文化習慣」(cultural

成為人可欲之對象，觸動人之慾望。此可稱

品牌成為一神話，即其象徵的價值延伸到具偉大的意義，代表

９４

了人的夢想和追求。這使品牌得以或為文化資本，擁有者可藉此表現

自己是高階層的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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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bits)，使其與眾不同 。如上層社會或中

為「慾性喜好之體驗」。這是以自我為中心

產精英的子弟，從小就聽得出巴哈與莫扎

的，與身體感覺的回憶感相關。

特的音樂，背得出莎士比亞的名句，認得出

通常西方品牌 都具有滿足「慾性喜

米高朗哲羅與梵高的畫，知道柏拉圖與祈

好」的特色，如意大利品牌Guc ci的創辦人

克果的哲學，能講幾句法語或德語，明白紅

古奧德，少時在英國大酒店工作時，即注

酒的不同牌子來自法國還是意大利等。這

意到出入的商界貴人，其皮箱、手袋、衣

些文化資本表明其社會地位。

著、皮鞋、珠寶配戴等，每一樣都代表了其

布迪厄指出，文化資本也可以包括文

地位及所屬階層，是一種氣派。當他創設自

化貨品，包括畫、書、字典、工具、機器等，

己的皮製產品時，找尋到一種特別柔軟的

如擁有一幅名畫，不但有經濟資本的價值，

皮，用出色的設計，加上GG的品牌名稱，打

且有象徵價值，代表自己的學養、知識與品

入歐洲市場，再打入美國，在美國的策略

味。這是一種文化資本，是精英階層所特

是使知名度高的人愛用，包括明星、政客、

[10]

有，這成為高於流行文化的高級文化 。故

作家、媒體和企業大享等成為顧客，並在時

此任何商品要成為品牌，就必須建立為代

尚刊物中不經意地在名人身邊出現。一時

表高級的文化，精英以擁有之為榮，就可

人人模效，成為時尚的潮流文化，使穿戴的

成為一種文化資本，使擁有者自命為具有

人，代表了其可炫耀的氣派和身價，與各名

精英的內涵，且這內涵亦是其社會資本，

人同級，而得極大成就[11]。

因為精英的社會關係，往往由其擁有的文
化資本中表現其與眾不同的社會地位。

西方品味與中國心靈境界

Gucci品牌是滿足人慾性喜好的特色，
一個成功的商業品牌，有其高檔的皮革和
時尚設計，給人感性的刺激，並從感官可見
的品質承諾中，產生感情，也有所感悟，建

總結品牌的哲學反思，在商品與消費

立了象徵身份的特殊文化。Gucci的品牌已

主義社會中，品牌是人在生話的體驗，作

成為一個成功的神話，使擁有的人，感到自

為一個成功的商品，品牌初步是一種帶來

我的形象得到提高和滿足。

喜悅回憶的承諾，其成為一個成功烙印，
是因其質量與功能，使人回味。

但人也有一種超越自我的體驗，如見
夕陽西下，深廣星空或滄海無際，或見名

品牌的高一級表現，是超越了純質量

畫，雋雕的視觀美感，或聞弦歌妙音的聽

與功能，是其設計風格，產生無形的影響

覺美感，或讀詩文辭章的玄思美感，這種

力，代表了一種精神上的價值，使成功的品

體會與實用毫無關係，為超越自我的體驗，

牌成為一價值符號，象徵了擁有品牌者有

為心靈反省自然之美或人為藝術品時的一

高尚品味。

種釋放和自由體會，進一步與天地萬物有

品牌更高一級的表現，是成為一神

感應溝通，產生永恆無限的感受。這已超

會。
3.人經修養工夫使意境提升到天人合

化冥合的體會。柳宗元在「始得西山宴游記

一，自我超越到體悟宇宙與人性的美善，

中」曾用「萬化冥合」一詞，是指心靈與天

就體悟人生的「境界」。
4.人將這體悟化為創作，將之變為某

這是一種美學的體會。當這美學經驗轉化

種客觀可感覺的形象或聲音，引發他人產

為人生的修養，長恆浸淫在其中，成為生

生類似的體驗與回億，就可產生「價值符

活的長期體悟，心靈與天地生生不息的創

號」，成為品牌。

造力合—，使心靈體悟從自身的有限性中

品牌作為「價值符號」，是指將要推廣

釋放的自由，與生活世界之自如自化一同

的事物，用精心設計的形式、圖像、聲音或

流進，解除了因成見和迷執形成的現實生

書寫，構成一種具美善和幸福感的符號。

命捆鎖，那就成為人生的「境界」。

所謂美善，是指不限於美的意義、形式與

「境界體悟」與「慾性喜好」的區分，

感覺，同時具有道德上的善和修養，這善和

在後者是以自我為中心，前者是以解脫自

修養是以價值符號方式表達，成為客觀的

我，使自我擴充向永恆無限為方向。

意義指涉，使廣大的受眾感受到時，產生

如莊子夢為蝴蝶，翩然飛翔，醒來分

美善和幸福感的回憶，並永遠從這價值符

不清是人夢化為蝴蝶，抑或蝴蝶夢化為

號的意義去解釋和理解這事物。這就形成

人，莊子稱之為「物化」，即人與物冥化為

一種「具哲理的高級品牌」。

一的境界。此外，莊子提到心靈遊於天地，

公司產品成為品牌，使公司的特性有

這是「意境」的表現，具有心靈提升的境界

別於其他公司，好的品牌成為一個持續的

意義。

價值符號，使用者有美好的感覺與回憶，

劉錫禹曾言「境生象外」，象是指可見
的感覺世界景象，那是指意境超過了感覺

認為值得信賴，代表美好。品牌若成為一
種文化的象徵，則可使競爭有優勢。

所見，而成心靈的提升 [12]。從感覺超越而

思考中國夢，中國作為一個國家，是

進入人生的深層感悟，形成一種超越純感

一個歷史文化的整體，其今日在世界興起，

覺的慾性，而融入與天地和人間共融的美

夢想就是這國家成為一個品牌。這須使這

善境界。如陳子昂詩云：「前不見古人，後不

民族特有的文化及價值觀，成為一個精神

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蒼然而涕下」。

價值的符號，進一步開展出深度的文化意

這就是登城樓觀天地時，領悟宇宙之無

義，成為人提升美善性的境界，人生可領受

盡。這就是境界的體悟。

的崇高意境，一個使人得以自主自由、並發

境界的最高體悟，是莊子的「獨與精
神相往來」，「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生死
無終始者為友」的境界，「遊」是一種心靈
的飛翔，完全自由的境界。
由意境、境界到品牌，大約可有以下
的進程瞭解：
覺，這感覺通過回憶而成為人心靈的意
象。
2.若意象產生對宇宙人生真相的深層

揮創造力的社會條件，在他人心中產生美
善與幸福的感覺與回憶。
若從境界構作中國品牌，則可超出西
方品牌的品味，而使商品帶有「哲理性的體
悟」，而建立文化上有高雅視野的品牌。

第二部：建造中國品牌的文化
境界
文化密碼與品牌

９５

1.從美學看，美原是來自人感性的感

梁燕城：從品味到境界：中國品牌夢

地萬物的感應，產生物我界限消解體會，

境界的最高體悟，是莊子的「獨與精神相往來」，「上與造物

「意境」是心靈對所見事物，產生融

哲學論壇

可稱為「境界之體悟」。

者遊，下與外生死無終始者為友」的境界，「遊」是一種心靈的飛

體會，與萬化冥合，就是「意境」的美學體
翔，完全自由的境界。

出一般的感悟，是進入了智慧的「領悟」，

文化中國

文化 人 類 學 家 列 倍 利 ( C l o t a i r e

碼。若成功地與這文化密碼的要求相應，

R apa i l le)也是一市場專家，是多家全球大

一個品牌就可建立或持續。就以恆源祥公

企業CE O的私人顧問。他在資本主義消費

司為例，人的心理印記是什麼呢？可能一

社會中，提出「文化密碼」(culture code)的

是來自上海，帶著老上海的傳統西方品味，

[13]

理論 ，以促進品牌，實踐上非常有成效。

另一是中國剛改革不久時，人脫去土味的

列倍利原是巴黎的心理分析專家，主

解放裝，穿上新西裝與西式毛衣，煥現一

張學習必須與人的情感結合，認為經驗與

新而又溫暖舒服的回憶。再就是北京奧運

情感結合，就會創造心中的印記(imprint)，

的運動員，充滿自信地進場，代表中國剛崛

印記會強烈地主宰我們思想的形成，製造

起的歡悅，這是恆源祥的文化密碼，是公

我們成為什麼人 。這種印記，是由成長

司的品牌，超越純商品。

中的文化所塑造，是一種潛意識中的回憶，
就形成文化密碼。

深入心理深層潛意識，以其不自覺回憶，去揭示隱藏的記印，

９６

這是人在成長時由文化所形成的密碼。若成功地與這文化密碼的要

求相應，一個品牌就可建立或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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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但若要使上海品牌公司與西方品牌名
店相比，縱使質量相同，但其品牌的符號

列倍利曾為 美國品牌 汽 車佳士 拿

意義就仍有距離。上海和巴黎的衣服，哪個

(Ch r ysler)公司作顧問，對其出產的吉普車

吸引呢？中國和意大利的服裝，又哪個有品

牧馬人系列(Jeep Wrangler)提市場建議，

味呢？若以西方的慾性喜好為標準，中國

這種車的市場正被競爭對手SUVs所壓下，

要追上或超越西方，並不容易。

因為此車更大更豪華。他研究此車改善之

中國要建立西方標準之外的國家品

道，不在造出同樣龐大與豪華的車，因那

牌，並以這國家品牌帶動國內企業品牌，

不外是另一SUVs，卻研究顧客最早對吉普

才能走出不同的內涵和影響，這就需要尋

車的回憶，掌握其數百個故事。原來他們

索新的、中國特色的價值符號，展示東方

記憶是大原野中奔馳，到一般車不能到之

文化不同的美學，可稱為「境界體悟」的符

處。他馬上知道，美國人對此車的感覺，或

號。

者說是烙印，是像騎馬一樣，其文化密碼
是縱馬飛馳於原野。

列培利分析美國的文化密碼，是 一
切皆要求新，連地名都叫New York、New

故這種吉普汽車的設計不是走舒適

England、New Haven、New Hampshire。另

豪華之路線，卻要按牛仔的粗曠特色，使

一是要求大的空間，美國土地龐大，車子

人感覺是在策馬荒野，在廣告上也是設

大，連吃的餐也份量大。在大美國中，一切

計越野奔馳的感覺。結果用文化密碼的分

都有多元差異，但又能統一。其符號是蒼

析，使佳士拿的吉普車品牌在走下坡時重

鷹、自由女神像、世貿大廈殘骸上的星條

建形像，再度成功。

旗等。他總結是美國充滿活力，因難中有

但在歐洲要推這車，就與牛仔騎馬無

希望，故美國的「文化密碼」是「夢想」，開

關，對於歐洲人心中的印記，吉普車的形

發新世界、探索大西部、建立美好社會的

象，是二戰時盟軍解放歐洲，坐吉普車入

夢想。

城，對法國人是打敗和趕跑納粹德國的回

代表中國的「文化密碼」又是什麼？

憶，對德國人是代表從其黑暗自我中釋放

對比於美國的求新，中國卻是在古老的智

的自由形象。歐洲人的文化密碼是象徵了

慧中持續創新，生生不息。對比於美國的

希望和黎明的曙光，這是解放者的密碼。

龐大空間，中國也很大，但卻重視長遠時間

依此思路推廣，就使這品牌成功。

中的傳承，哲學上融入渺冥玄妙之大道中，

文化密碼的理論，是深入心理深層

美學上展示蒼茫無盡的虛靈背景。對比於

潛意識，以其不自覺回憶，去揭示隱藏的

美國的多元統一，中國是一分為多，由太

記印，這是人在成長時由文化所形成的密

極，到陰陽，到四象到八卦，多民族多文化

奧之境，均屬「境界」。
莊子《知北游》中說：「天地有大美而

和平；也是孔子、老子、文天祥、岳飛，代表

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

深雋的智慧與人格的堅持。

不說」。所謂「不言」、「不議」、「不說」，
是指美超越語言或由語言形成的知識，美

的「意境」，是層層提升，實現美善的人生

就在天地的本相之中。道家以修養工夫，

「境界」。這是中國品牌的哲學文化基礎。

使心回歸原初之虛靈廓大，以本來純真回

可惜這只是中國人的對自己文化的印記，

應事物之本來真相，即得大自由。莊子提出

而西方人並不瞭解，西方人從好萊塢電影

「逍遙」與「遊」的觀念，就是自由奔放，心

中對中國人的印記，是拖著辮子的傅滿

靈飛越有限世界的意思。自由飛翔的心靈，

州，占士邦影片「金手指」中壞人背後拿著

是一種「境界」，自由的美來自人與宇宙的

小型核子彈箱的中國特務，滿身肌肉的李

本來純真，區分於人為的美。

小龍，及肥胖傻氣的功夫熊貓等，似乎難
有什麼意境或境界，故此中國品牌仍須努
力建立。

虛靈逍遙的境界：道家的進路

道家境界所展示的世界
道家境界在中國藝術中，有一種寂寥
荒寒的表達，如李後主《相見歡》詞：「無
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 梧桐深院鎖清

品牌是一 價值符號，西方後現代走

秋」 [16]。此中的無言、寂寞、清秋，就是寂

入狂歡文化，其美學陷入「慾性喜好」的世

然荒寒的美。又柳宗元《江雪》詩：「千山鳥

界，以貴族、奢華、美女與性感的符號為

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

號召。中國又如何建立其品牌的價值符號

雪」[17]，此中的絕、滅、孤舟、寒江，更有寂

呢？

寥荒寒意味。這是中國詩詞思吟之美，表
中國近現代哲學開始用「境界」理念，

達飄逸渺遠、幽深沉潛之境界。

去表達人的價值完成，境界是人對真、善、

此外，中國畫也有如此表現，北大學

美的體驗，是對宇宙人生真相的覺 悟理

者朱良志認為，元代畫家「倪雲林的畫其

解。馮友蘭認為人對宇宙人生有不同的覺

實就是一個寂寞的藝術世界」 [18]。如上海

解，而產生不同的境界 [15]。中國哲學是追

博物館藏的《漁莊秋霽圖》，朱良志說：

求修養實踐，期望在人性提升中，體悟宇

「但看畫面，完全沒有風動水搖的感覺，沒

宙人生的真相，達至是主觀與客觀的融

有冉冉的翠綠，簡直可以說是一片蕭瑟。

會，這稱為「天人合一」，是最高境界。中國

……樹上沒有綠葉，山中沒有飛烏，路上沒

哲學有道家和儒家的境界。

有人跡，水中沒有帆影，用乾筆皴擦，似幻

道家的「境界」，是以最大的深情，飛

似真。正所謂繁華落盡，一切的喧囂都蕩

翔於天地，投入原始宇宙之虛靈中。此中

去，一切的執著和躁動都歸於無影無蹤。

的美，是超越了一般的美與醜，善與惡，也

他畫的不是外在的濃濃秋色，而是他心目

超越了人間繽紛多彩的感性美、慾望美，回

中清澈高曠的秋」[19]。

歸到寂然不道的宇宙純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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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的「文化密碼」是無盡深遠

中國哲學是追求修養實踐，期望在人性提升中，體悟宇宙人生

史長河中的自衛奮鬥；是熊貓，代表溫純

哲學論壇

代表莫測變化的創造性；是長城，代表歷

的真相，達至是主觀與客觀的融會，這稱為「天人合一」，是最高

經提到「神」，老子提到「玄」，均指神妙深
境界。中國哲學有道家和儒家的境界。

都由一體之美善化生。中國的符號是龍，

這畫表達原始、荒涼、孤寂、清冷，超
越和淡化了各種形式、形象、色相與色彩，

本來純真的呈現，而有飄逸逍遙的人生感

卻繪出寂然廖闊，使宇宙萬化自然自在，按

悟。道家的「境界」是參透宇宙人生深廣奧

其本來純真去呈現，使觀賞者妙悟天地之

秘性，而接觸人與宇宙的純真。在哲學上易

無盡。

９７

中國道家致虛守靜的修養，達致人性

文化中國

這種心靈體悟，從寂寥空闊去創造人

超越西方的品味，商品須尋找人性與宇宙

心靈自由飛翔的空間。中國畫以水與墨之

的相往來，人心自由飛翔於天地的感悟，強

濃淡乾濕，表達空靈無限，氣韻生動之境，

調人天融合，萬化相關，一切化入冥渺、空

打開無限的思想與領悟的場域，可以說是

靈與融和中。那將會使消費者進入超感覺

與西方後現代狂歡放縱的「慾性喜好」，形

的意境，有出乎意外的領悟，有形神俱喜

成強烈的對比。

樂的回味。
總結道家境界的特質，就是「真」，人

品牌，中國郵政於二○一一年十一月十一

的原本純真，就是老子所言的嬰兒的原始

日發行《第二十七屆亞洲國際集郵展覽》

淡泊 [24]，是生命本來的純真。老子要求人

紀念郵票一套二枚，小型張一枚。其中的

修養上，精氣專一而達至完全柔和純淨，

小型張就是《漁莊秋霽圖》。這畫已成為

如嬰兒一般心無雜念 [25]。嬰兒是人與宇宙

中國的美學符號，從特有的寂然意境，到

永恆本性同一，是厚實純真的狀態。
莊子提到「真宰」、「真君」[26]，是指宇

本真呈現的美善境界，再客觀化為價值符
號，表達中國品牌之美。

宙與人的本來純真，實現這些純真的是「真

作為境界的美學，在中國藝術與西方

人」 [27]。道家所謂「真」，是宇宙原始的純

有很多不同，如書法藝術，以筆法縱橫，去

淨澄明，具體實現在人本來天真之性，就是

表達瀟灑散漫，蔡邕認為書法要「任情恣

嬰兒赤子之心。李贄說：「夫童心者，真心

性」 ，表達自由，如蘇軾所謂：「妙在筆

也」 [28]。這童心，或嬰孩與赤子之心，是宇

劃之外」[21]，這是書法的意境。

宙人生一種純然天真，這「真」是中國的

[20]

中國陳設藝術中，有奇木孤石之美，
總結道家境界的特質，就是「真」，中國品牌的建立，須展示

９８

「純真的境界」，「境界」的符號可產生超越西方品牌單以「品味」

為本的「慾性喜好」符號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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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趣的，是此畫已成為中國國家

將木與石放在案前或花園中，在人工的世

「文化密碼」。而中國詩、畫、奇形木石、假
山盆景，盡都表現為「純真的境界」。

界中表達自然物之殘拙簡樸。如將孤石與

中國品牌的建立，須展示「純真的境

竹蔭放在園中，展示宇宙之情，使人不斷看

界」，「境界」的符號可產生超越西方品牌

而仍有餘韻，單靠感官的視覺看不能穹其

單以「品味」為本的「慾性喜好」符號效

美，餘韻卻形成超過視覺的境界，帶來人

應。

生的感悟。白居易詩云：「一片瑟瑟石，數
竿青青竹。向我如有情，依然看不足」[22]。

儒家成就人崇高本質的境界

人在園中創造流水湖泊，有山有林，將大地

中國儒學的境界反思，核心在追問人

起伏流動之美，以縮小之精華重造於人文

如何可以成為一個像樣的人，《論語》憲問

世界中，是何等境界。

篇中，子路問「成人」 [29]。此中所謂「成

木石藝術更妙是可以微型化成盆景，

人」，其「成」字從《論語》脈絡中看，一般

以一盆去創造微小山水青林氣派，其與西

以動詞用，「成人」應是指「成為一個人」

方的模型創作不同，在盆景中的小植物是

之 意，用 當 代 哲 學 用 語，是 指

有生命的。呂初泰曾寫《盆景》一文，說：

humanization，即「使人得以成為一個像樣

「疏花掩映，絲苔錯綴，怪石玲瓏」[23]。盆

的人」之意。

景是在一塊小小的盆內布置千山萬墼、河
溪沼池，形成一微塵現大千世界的境界。

子路的問題，是「人如何可以自我完
成，提升人性價值」的問題，孔子從人深度

道家在哲學與修養的境界，有寂天寞

思想和道德抉擇上論成人，是須「見利思

地的單純，獨立蒼茫的孤高，道遙自在的飛

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這是

游。均在中國詩畫及陳設藝術中反映。

反省人生命價值如何可以實現的問題。

中國品牌若能表達道家境界，那就可

這「成人」的表現，恰恰與子張論士一

管仲應有一種性質，才能稱為「仁」，而這

[31]

人」的表現，如云：「志士仁人」 ，又云：

性質，又是一個真正的「人」。

[32]

孔子用「人也」一辭的意思，至此明朗，

任，不亦重乎！」 故所謂「成人」就是要

就是指一個具有仁的性質者，才能真正叫

成為一個仁人。

做「人」。這「人」字是指「一個像樣的人」，
「人化了」（hu m a n i z e）的人。而「仁」的概

本質，作為一切文化秩序的基礎。其哲學

念，就是指這「人化了的」，實現了「人崇高

是要探尋人如何提升為真正有崇高本質的

性質的」人。一般未有實現這性質者，雖亦

人。

稱為人，但不是真正像樣的人。
用什麼觀念來表達這人的崇高本質

由這瞭解，孔子哲學的重要性，正是

呢？孔子遂提出「仁」這概念。「仁」這概

他將人的特殊價值和地位突顯出來，以此

念，原本和「人」字是相通的，宰我問：「仁

作為禮樂文化的依據，而不再視人為禮

[33]

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 。

樂文化之下的一個無性格的群體。每一個

這裏「仁」字出現兩次，第一個「仁者」，是

人，都具有禮樂文化精神那崇高性質，都有

指有人的性質那種人，但第二個「井有仁

其獨特的價值和尊嚴。

焉」的「仁」，則顯然不是一種人的性質，

其後儒學亦順這價值去開展人的價

卻是一般的「人」，這祗是一疑問句，問到

值，如《孟子》卷七云：「仁者，人也」。《中

若有人掉到井中，仁者會不會救他。這掉到

庸》云：「仁者，人也」。「人」一辭指向一崇

井中的可以是「仁者」，也可以是任何一個

高的性質，一個待實現的價值，而不祗是

「人」。朱子的《四書集注》，引劉聘君之

一般生物意義上的人了。

說，以「仁」字在這裏不外是一個「人」。這

仁的理想境界

可見「仁」與「人」原是通用的，古字書釋名

孔子提出一全新的概念「仁」，是中國

亦有云：「人者，仁也」。
何以孔子特別用「仁」這個概念呢？

思想史中的一重要發展，就是將「人」的地

這正是想表達，「仁」雖然同於「人」，但似

位顯明出來，使人不再是在禮樂文化下的

乎有點不同於一般「人」的性質，才要用這

群體單位，卻是具有崇高的性質，可以實現

概念表示出來。這可見於孔子對管仲的評

成為一個似人的人，像樣的人。因而每個人

價。

都有其待實現的價值，亦即具有尊嚴的個
憲問篇有人問管仲，曰：「人也」。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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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思路，是 建 立人的一種崇高

孔子提出「仁」是中國思想史中的一重要發展，就是將「人」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

哲學論壇

「成人」即「士」的表現。而「士」又是「仁

的地位顯明出來，使人不再是在禮樂文化下的群體單位，卻是具有

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35]。這說明了
崇高的性質，每個人都有其待實現的價值，亦即具有尊嚴的個體。

致，云：「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30]。可見

體。

說管仲是一個人，這有甚麼意思呢？人人

每一個人在現實生活中，祗是一「實

都是人，那管仲的特性為何？後面一章子

然的存在」，為了生存，為了家庭，為了子

路問管仲：「未仁乎」？子曰：「如其仁，如

女，而天天工作，不外是活下去。這祗是一

其仁」[34]。這對話解答了上述難題，即孔子

平面的生活，不知道自己有何崇高的價值

評管仲之 所以說「人也」，正 是 指「如其

或本質，也不知道自己可以實現價值。在實

仁」，孔子肯定管仲是一仁者。由此可見，

然狀態下，人僅僅是存在，是活著，但與任

仁與人是相通的。

何動物沒有分別。
在實然生活中的人，其仁本性的價值

楚，為何管仲是仁者呢？在憲問篇另一處，

純是潛存的狀態，僅為本性，而未有所發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是疑惑管仲，應

動。但仁的本體有其自發性，是會自然流露

不算仁者。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

出來。首先是人在家庭所體會的親情，即孔

９９

但孔子對其仁者的特質解釋得很清

文化中國

子所講的孝悌之情。其次，是人對不合理

《中庸》說：「至誠無息」，又引詩經

之事有「不安」，或因他人的苦難而生「不

說：「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這「無息」與

[36]

忍人之心」，就是仁的流露 ，是應然價值

「不已」，是描述宇宙終極真實是永不停止

在實然中的自然出現，這都是仁的本體之

的，上天在不斷創造變化之中，萬物和人性

自發性，而成為一切價值的根源。

都由「誠」所彰顯。在此中天和人是一體

作為潛能的仁體，須自發自覺地實現
自身，最終之目的，是達至一種理想的人

的，人自省而發現自己真實無妄的心性，就
發現宇宙的終極真實。
人若實現誠的本性，不但成就自己，且

「士」來表達，這代表人從實然而提升到

可協助萬物發展至最佳狀態，而達至參與

「應然」的理想，是人美善的實現。

天地的創造性發展，是人與天和地並立為

這 些理 想人格 的表 現，是「不 憂 不

三 [42]。所謂「贊天地化育」，是人實現自身

懼」，「樂以忘憂」：「司馬牛問君子。子曰：

價值，與天地共同創造的最高境界。這貫通

[37]

『君子不憂不懼』」 孔子自述云：「其為

宇宙人生、「天人合一」的境界，也是中國

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的「文化密碼」。

[38]

雲爾」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
[39]

「誠」既是「真實無妄」，本身就具有

仁，有殺身以成仁」 。這是理想人格的志

「真」的意思，但是也有善的內涵，故足

向責任，這一切的基礎，是仁體自由流露

以表達儒學的美善結合境界。中國歷代的

的生命情態，所謂：「仁遠乎哉？我欲仁，

聖賢、英雄、隱者、正氣者，均表達這種境

[40]

斯仁至矣」 。
所謂「贊天地化育」，是人實現自身價值，與天地共同創造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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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境界。這貫通宇宙人生、「天人合一」的境界，也是中國的「文化

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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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在《論語》中即以「君子」、「仁人」及

界。西出關不知所終的老子、知其不可為而

這都是自由的生命，仁體自發流露為

為之的孔子、眾人皆醉我獨清的屈原、壯士

理想人格，既有不懮不懼，樂以忘懮的自

一去不復還的荊軻、忠昭日月義雲天的關

由，也有堅持價值，至死不屈，而不會被仁

羽、求收拾舊山河的岳飛、為有源頭活水來

以外的事物動搖的自由。這種自由自主的

的朱熹、正氣留丹青的文天祥、絕食殉國立

生命，是儒家的理想境界。

人極的劉宗周、碧血自封心更赤的史可法、

儒家文化的密碼是「誠」，誠的理念

開萬古未有之奇的鄭成功、去留肝膽兩昆

主要由《中庸》所提出，朱熹解讀「誠」一

侖的譚嗣同、革命未成仍須努力的孫中山、

詞，是「真實無妄」，綜合孔、孟的仁、義、

來生再見的方先覺等，歷史數之不盡的人

禮、智、心、性、天等理念，一言以蔽之就是

物，真誠活出其信念，均表現一種人格的境

「真實無妄」，是人性的原本真實狀態，是

界，可稱為「誠真的境界」。

一切美善的根源。
在《中庸》中「誠」是宇宙終極真實，

美與善的結合

也是人性的原初美善。《中庸》說：「自誠

儒家提升人格的境界作為美學符號，

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

美與善是結合的，《論語》：「子謂韶：盡美

則誠矣」 [41]。這「誠」是美善的宇宙根源，

矣，又盡善也」。韶是一種舞，表堯禪位於

「明」是美善在現實的彰顯，「誠」是宇宙

舜，其美又一表達堯人格之善。美善結合的

本「性」，當在世界彰顯美善時是「教」。所

人生境界，可見諸程明道詩：「閒來無事不

謂「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是指由本體主

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

動流出美善，自然會彰顯成「教」，由教化

四時佳興與人同。步出天地有形外，思入

去引導人，自然會使人體驗宇宙的美善。這

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亦樂，男兒到此是

裏肯定誠及其彰顯是一體的，誠是具有創

豪雄」。此中的「從容」、「自得」、「步出天

造性的動力，可流現成人生的種種行為。

地」、「思入風雲」、「富不淫」、「貧亦樂」，

一種人格提升，其所體驗的是一種「純真

此外文天祥對歷史的承擔時說：「人生

的美學」。

牲，透破生死時說：「孔曰成仁，孟曰取義，

「誠」，誠的理念主要由《中庸》所提出，是

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

綜合孔、孟的仁、義、禮、智、心、性、天等

事，如今以後，庶見無愧」。這也是人格提

理念而來。朱熹解讀「誠」一詞，是「真實

升到犧牲生命的美學描寫，可稱之為美善

無妄」，是人性的原本真實狀態，是一切美

結合的境界。

善的根源。

從中國的境界看，落實為價值符號的

「誠」既是「真實無妄」，本身就具有

品牌，就是以人的超越提升性為本，人原

「真」的意思，但是也有善的內涵，故足以

則上可以超凡入聖，不同於西方品牌那平

表達儒學的美善結合境界。歷史數之不盡

面的個性，只是感性上的完美，而無成聖所

的人物，真誠活出其信念，均表現一種人格

達之至善。西方品牌引發之目的，是凸顯純

美的境界，可稱為「誠善的美學」。

個人慾望的喜好，雖有高雅的品味，但缺

中國品牌的建立，須展示「純真的美

乏人美善性實現及感悟宇宙之境界。中國

學意境」與「誠善的美學境界」，當這兩者

品牌引發之目的，是人的提升，達到與天

成為「意境美」的符號，就可產生超越西方

地本體之結合，即天人合一，人與宇宙萬物

品牌單以「品味」為本的「慾性美」符號效

圓融無礙的境界。

應。

「純真」與「誠善」美學境界
在我們中國人心中的「烙印」，儒和道
最初的印象，大概是孔子與老子的畫像，
或電影中周潤發演的孔子。到稍有認識，
道家大概令人想像的，是大鵬逍遙飛翔、
莊子夢化為蝶、秋水河伯與大海講天地、
一些獨立自由在天地間的人等。儒家則令
人思念到孔子坐馬車在大地周遊、孔子彈
琴及與弟子論仁、孟子見梁惠王說「何必曰
利，亦有仁義而已耳」、眾弟子很有禮地傳
揚仁、義、禮、智及王朝中與皇帝討論的知

[1]

F r a n k M a n u e l a n d F r i t z i e M a n u e，
Utopian thought in the Western World,
C a m b r i d g e：H a r v a r d U n i v e r s i t y
Press,1982, Part1 p.33-114.

[2]

M e r l e a u-P o n t y P h e n o m e n o l o g y o f
Perception trans. by Colin Smith, 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1962,其中所引
的小說是作家M a r c e l P r o u s t的A l 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這是七冊巨
著，因這小說，Marcel Proust被稱為最
偉大的二十世紀小說之一。

[3]

識份子。但在這形像背後的「文化密碼」是
什麼呢？

[4]

中國儒道的形象背後，是深遠的文化
和智慧，其抽象理念如仁義、道、逍遙等，
合出哲學理念，道家可用「真」，儒家可用
「誠」來表達。
人的原本純真，所謂「含德之厚，比於
赤子」。嬰兒或赤子是人與宇宙永恆本性
同一。美學上表達宇宙的本真，展示的是

[5]

http：//www.marketingpower.com/mgdictionary-view329.php - 2007-05-07。
日本學者星野克美指出，符號價值「是
由商品的設計、顏色、品牌，有關商品
的廣告，以及也表示企業形象的企業認
同（corporate identity）等所塑造出的價
值」。星野克美等，《符號社會的消
費》黃恆正譯(香港：遠流出版公司，
一九八八年)，頁一九。
美國符號學著名學者約翰‧迪利(J o h n
Deely) 曾定義：「符號是每個客體所預
先假設的東西」。J o h n D e e l y , T h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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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學上尋索其隱含的「文化密碼」，可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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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文化 另 一文化 密 碼 是 儒 家 的

從中國的境界看，落實為價值符號的品牌，就是以人的超越

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及決志犧

哲學論壇

人生之善，可說是儒家的境界了。

提升性為本，人原則上可以超凡入聖，不同於西方品牌那平面的

一種「意境」，人修養而回歸人性純真，是
個性，只是感性上的完美，而無成聖所達之至善。

均是人格提升的經歷，既有天地之美，亦有

文化中國
中國儒道的形象背後，是深遠的文化和智慧，其抽象理念如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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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道、逍遙等，在美學上尋索其隱含的「文化密碼」，可綜合出

哲學理念，道家可用「真」，儒家可用「誠」來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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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n Philosophy of Semiotics ,周勁
松譯，《符號學對哲學的衝擊》(成都：
四川出版集團，二○一一年)，頁
一一二。
[6]
他說：「當我在街道上，或在生活中，
穿行遇到這些東西時，我對它們全體，
也許並無意識地，施以同一種行動，即
某種讀解(l e c t u r e)行為：現代人，城市
人，是花時間閱讀的。首先，他閱讀的
是形象、姿態和行為： 這部汽車告訴了
我車主的社會地位，那件衣服非常準確
地告訴了我衣服主人的符合潮流和偏離
潮流的程度，這種開胃酒(威士忌，
pernod，或cassis白葡萄酒) 顯示了主人
的生活情調」。R o l a n d B a r t h e s, L’
aventure Se’miologique， 李幼蒸譯《符
號學歷險》(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社，二○○八年)，頁一三二，本人對翻
譯略有修改。
[7]
Roland Barthes, Mythologies , trans.
Annette Lavers. (London： Paladin,
1972) p.60.
[8]
Pierre Bourdieu,“The forms of capital”,
J. Richardson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 Greenwood ,
1986), p241-258.
[9]
Pierre Bourdieu & J.C. Passeron, The
Inheritors： French Students and their
R e l a t i o n s t o C u l t u r e (C h i c a g 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9 ) p.14.
[10]
P i e r r e B o u r d i e u, “T h e f o r m s o f
capital” , J. Richardson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
Greenwood , 1986), p.247-248.
[11]
參考Yann Kerlau Les dynasties du luxe
(Paris ： Perrin 2010)中文翻譯資料，
凱露著《締造一線品牌》，張俊豐譯，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二○一二
年)，頁一八六至二○三。
[12]
劉禹錫：「詩者，其文章之蘊邪？義得
而言喪，故微而難能；境生於象外，故
精而寡和」。他形容「片言可以明百
意，坐馳可以馭萬景」，見《劉禹錫集

·董氏武陵集紀》（上海人民出版社出
版，一九七五年）。
[13]

他指出「文化密碼是通過我們成長的文
化無意識地加給任何事物的意義，包括
一輛汽車，一種食物，一個關係，甚至
是一個國家」。Clotaire Rapaille , The
Culture Code, (New York： Broadway
Book ,2007),p.5.

[14]

他說：「經驗與相關的情感結合，就會
創造廣泛所知的印記(imprint)，…當一
個印記出現，將會強烈地主宰我們思想
的形成，也模造了我們未來的行動。每
一個印記，都協助製造我們成為什麼
人。不同的印記結合，定義了我們是
誰」。Clotaire Rapaille, The Culture
Code (New York： Broadway Book ,
2007), p.6.

[15]

見馮友蘭，《新原人》，載《三松堂全
集》，(河南人民出版社，二○○○
年)，第四、五卷。

[16]

李璟、李煜，《南唐二主詞校訂》，王
仲聞校訂（上海：中華書局，二○○七
年）。

[17]

《唐詩三百首譯注評》， 朱炯遠、畢寶
魁、陳崇宇撰，（遼寧：遼海出版社，
二○○六年）。

[18]

朱良志，《真水無香》，（北京大學出
版社，二○○九年），頁六三。

[19]

同上。
蔡邕說：「書者，散也。欲書先蔽懷
抱，任情恣性，然後書之」。蔡邕，
《筆論》，潘運告編著，《漢魏六朝書
畫論》，(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

[20]

[21]

蘇軾說：「予嘗論書，以謂鍾(繇)、王
(羲之)之蹟蕭散簡遠，妙在筆劃之
外」。蘇軾，《書黃子思詩集後》，歐
陽詢主編，《藝文類聚》，一九八二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卷二十一。

[22]

白居易，《北窗竹石》。
呂初泰說：「吸露酣風，飄如紅雨，四
序含芬，薦馥一時，盡態極研。最宜老
幹婆娑，疏花掩映，絲苔錯綴，怪石玲
瓏」。呂初泰，《盆景》，收於王象晉
《二如亭群芳譜》。

[23]

[29]

《論語‧憲問》：「子路問成人。子
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
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
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
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
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論語‧
憲問》)。

[30]

《論語‧子張》。
[31]
《論語‧衛靈公》。
[32]
《論語‧泰伯》。
[33]
《論語‧雍也》。
[34]
《論語‧憲問》。
[35]
同上。
[36]
在陽貨篇中，宰我問三年之喪似太久，
孔子問其「於女安乎」？宰我曰：
「安」，孔子說：「女安則為之」！其
後曰：「予之不仁也」！這裏對仁的描
述，是在生活中揭示其「不安」之情。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
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
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公孫
丑》)。

From Taste to Lifescape: a Dream
of China Brand - Ref lec tions upon
Philosophy and Aesthetics
T h o m a s I n - S i n g Le u n g (C h ief
Editor of Cultural China Quarterly)
Abstract: Utopian thought is a longterm ideal of Western culture. According
related research study, the emergence of
this kind of ideology is from two concepts.
One is from Christianity’s concept of the
garden of Eve when God created the world
and the millennium during the last days in
eschatology. The second concept is from
the mythology of the Greek gods that there
was once a period call the “golden age”.
T he t he c o n c e pt of Ut o pia i s a n
illusion, it does not exist. Though in the
21st century China Dream, this is an actual
implementation of aesthetic thought, which
is ideal for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realm. The China Dream of today is
a very practical aesthetic dream, building
the brand of China.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Wester n
and Eastern branding’s connotation, the
Western taste focuses more on taste (or
brand) while the Chinese focuese more on
realms. Only by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a

[37]

brand aesthetics that the dream of Chinese

[38]

brand will find its direction.
Key words: Utopia, t aste, real m,
Chinese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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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顏淵》。
《論語‧述而》。
[39]
《論語‧衛靈公》。
[40]
《論語‧衛靈公》。
[41]
《中庸》二十三章。

梁燕城：從品味到境界：中國品牌夢

《莊子‧齊物論》。
《莊子‧大宗師》。
[28]
李贄：「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
為不可，是以真心為不可也。夫童心
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
失卻童心，便失卻真心；失去真心，便
失卻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復有初
矣」。李贄，《童心說》，《焚書》卷
三，收入《李贄文集》(北京：社會科學
文獻出版社，二○○○年)。
[27]

「誠」既是「真實無妄」，本身就具有「真」的意思，但是也

[26]

有善的內涵，故足以表達儒學的美善結合境界。歷史數之不盡的人

老子：「專氣致柔，能嬰兒乎？」(《老
子‧十章》)。

《中庸》說：「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
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
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
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
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物，真誠活出其信念，均表現一種人格美的境界，可稱為「誠善的

[25]

[42]

美學」。

老子：「我欲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
孩」(《老子‧二十章》)。

哲學論壇

[24]

文化中國

歷史人物

潘光旦自由人格思想研究
——兼論其與先秦思想的關係
■ 蔡志棟、湯 穎
上海師範大學哲學系

要：在中國現代自由人格話語形成

的道德內涵

的過程中，主流思潮之外的思想也應該得到關

在中國現代自由人格話語形成的過程中，要同時注意在中國化

馬克思主義、文化保守主義、自由主義三大思潮中處於邊緣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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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的思想。他們的思想並未成為思潮的主流，但也從一個側面豐

富了話語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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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注。自由主義知識人潘光旦從道德哲學和認

潘光旦明確提出了理想人格的根本特

識論兩個角度來刻畫自由人格。從道德哲學的

徵就是自由：「自由很顯然的是生命的目

角度看，他認為自由人格即「囫圇的人」，「從

的」[1]。值得注意的是，潘光旦不僅認為對

心所欲不逾矩」是其根本內涵，能夠處理好人

於這點中國先秦思想早已有所認識，而且，

與其他事物、人與同時代社會中的他人、人與

對於自由的具體內涵，先秦思想也做了深

自己以及人與未來等四方面的關係，並對個性

入的研究。當然，對於處於現代背景下的

和通性具有辯證的理解。從認識論的角度看，

中國，也需要結合現代的處境，對傳統文化

潘光旦從其學科背景出發，汲取了先秦思想中

做某種補充。

「力命之爭」（孟子）的成果，既主張認識自然

第一，潘光旦認為孔子所說「從心所

科學的世界，又主張成功地改變人類世界（歷

欲不逾矩」就是自由人格，其內涵為狂狷的

史），來達到「位育」的自由狀態。在自由人格

協調，也即中庸之道，其外在表現之一即沉

的培養問題上，潘光旦一方面主張用自由的教

著。

育來實施，其中包含著自求、自明、自勝等環節，

他說：「孔子自稱年至七十，始能從心

並以「獨」為重要的培養步驟；另一方面，又主

所欲而不逾矩，從心所欲近乎狂，不逾矩

張採取解蔽的方法，復活了先秦傳統。

近乎狷，狂而能不逾矩，能有所不為，狷而

關鍵詞：潘光旦，自由人格，囫圇的人，位
育論，自由的教育，解蔽說。

依然能從心所欲，依然能有理想，能圖進
取，斯其所以為中行，這才真正進入了自由
的境界」[2]。這樣的思想他曾不止一次地表

在中國現代自由人格話語形成的過程
中，我們要同時注意在中國化馬克思主義、

述：「『從心所欲而不逾矩』就是自由，就
是自由最好的注腳、最好的界說」[3]。

文化保守主義、自由主義三大思潮中處於

從另一個角度看，「從心所欲而不逾

邊緣地位的人物的思想。他們的思想並未

矩」就是狂狷之中行。他認為，「孔子的確

成為思潮的主流，但也從一個側面豐富了

是一個比較道德的看法，他把中行的人看

話語的內容。廣義的自由主義者潘光旦便

作天生就能實行中庸之道的人，那自然是

是這樣一位值得研究的人物。

不可多得了」[4]。也就是說，中庸之道是理

一、「囫圇的人」：自由人格

想人格的典範，而孔子是主張中庸之道、實
行中庸之道的榜樣。但是，所謂中庸之道也

[8]

身也需要道德準則加以規範。「狷者一味

「進取、冒險」正是現代性的感性體現。現

內轉，狂者一味外轉，是很單純清楚的。中

代中國很多思想家（比如梁啟超）從不同角

行者內外轉不分明，即時而內轉，時而外

度對此加以提倡。潘光旦本人也明確提到

轉，不拘一格，不求一致，便比較複雜，其

同時代的林同濟主張狂歡、聞一多呼籲熱

間可能再別為兩種：一是無所謂行為準則

鬧，從一個側面佐證了這點。

見」 。

潘光旦認為孔子就是「囫圇的人」的
榜樣。他的突出之點就在於處理好了人與

潘光旦的這個觀點值得仔細體味。如

其它事物、人與同時代社會中的他人、人與

果單純堅持狂或者狷的立場，那麼，行事

自己以及人與未來等四方面的關係。這個

必然一味外轉或者內轉。但是，他認為這
就失去了中行的本質，實際上是按照本性

意思充分體現在以下言論中：
孔子的思想的最大特點，是拿人做一切

來活動，失卻了後天教育的作用。真正的自

的重心。他是一個囫圇的人。這個人對宇宙萬

由人格不是完全依照天性行事，他不是天

物，一面自己要假定一些地位，一面卻也不宜

生傾向於狂所以外轉，天生傾向於狷所以

把這地位假定得太大。太沒有地位，自然生活

內轉，而是根據具體的情形以及相應的道

不能維持，例如宗教文明或物質文明太發達的

德準則做出外轉或者內轉的反應。就其所

國家；地位太大了，把形上形下兩界可以福利

做的反應而言，或許仍然可以稱為狂或者

人生的事物都置之度外，生活也必至於一天比

狷，但是，由於他實質上是克服了天性，而

一天逼窄，例如兩千年來中國的文化。對一個

是依據情勢和道德準則行事，所以實為中

囫圇的人，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爭論是不會

庸之道的展開。在具體展開中庸之道時，潘

有的。「群己權界」議論是大可不必的，因為他

光旦一定程度上要求貫徹經權統一的原

沒有承認社會生活是一個靜的對象，他只承認

則。「可立可權的道理，事實上就等於從心

社會生活是一個動的過程，所謂格、致、正、

[6]

誠、修、齊、治、平，就是這個過程的由近及遠

潘光旦不僅認為孔子提出了自由人格

由小及大的八個階段。這個囫圇的人，又充分

的典範，而且他認為孟子也刻畫了自由人

的承認他是一種生物，有他的情慾，應付這些

格的某些特徵，此即沉著。他指出，「孟子

情慾的原則是一個節字，不是放字，也不是禁

所稱：『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和

字。假若一種情慾的表示可以影響到第二人的

所欲而不逾矩的道理」 。

[7]

沉著的真義最為相近」 。那麼什麼是沉

福利，這節字就可以有「發乎情，止乎義」六個

著？潘光旦認為，沉著絕對不是消極，也不

字的注解。這些都是一個囫圇的人在一時代的

只是忍耐，而是不露聲色的積極，是活潑力

空間以內的關係而言，假若就時間方面的關係

量的累積，還有力量的培養。其本質就是

而論，他一面尊重前人和前人所遺留下來的經

成熟的自由。

驗的精粹，引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一面又緬
懷未來的人，想把這些精粹連同他自己的貢獻

秦儒家思想中的優秀成份，而且，他也要求

一並交付給他們。這樣一個囫圇的人，才真正

克服傳統之弊，使之和時代精神相契：「然

是一個人，他同時是一個家屬的一員，社會的

則為今日的教育設想，我們於講求中行與

一分子，公民、黨員、專家，但最要緊的他是一

自由的一般原則之外，更應側重於進取、冒

個人[9]。

險，以至於多管『閒』事的精神的鼓勵」

潘光旦認為，「囫圇的人」也即「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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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講自由人格，不僅要求復活先

蔡志棟：潘光旦自由人格思想研究

[5]

潘光旦認為真正的自由人格不是完全依照天性行事，他不是天

應時，必有其道德的理由，那就是孔子所

由人格也即「囫圇的人」。

生傾向於狂所以外轉，天生傾向於狷所以內轉，而是根據具體的情

行為準則的，即每一次作內轉或外轉的反

第二，從另一個角度看，潘光旦認為自

形以及相應的道德準則做出外轉或者內轉的反應。

的，那就是榮格所見；一是有比較嚴格的

。在更廣的背景下，我們能輕易發現，

歷史人物

並非是在狂狷之間取一個中間點。中庸本

文化中國

的人」。「健全的人」除了要處理好上文所

說法顯然來自《中庸》。《中庸》說：「致中

說的四個方面的關係之外，尤其對個性和

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潘光旦從「中

通性之間的關係要做出辨證的理解。「通

和位育」中提煉出「位育」一詞，所指代的

常所謂一個健全的人，當然有許多優良的

正是社會學中的「順應」（或適應）概念，

品性。此類品性一方面必然的包括自主的

具體內涵則是如何認識世界、改變世界以

精神、自動的能力、自我表白的要求、與自

達到「位育」也即適應的狀態。自由人格的

我制裁的功力，而另一方面又必然的包括

問題與認識論問題聯繫起來了。
潘光旦肯定了世界有其本然的規律

懷、公道與正義的感覺等等。前者屬於所

（「物理」和「人理」），只要我們認識了這

謂個性，後者屬於所謂通性。……這種健全

些規律，加以控制，就可以成功地改變世

的個性結合而成的政治社會就不得不是民

界。他說：「物理自有其本然，自有其法則，

[10]

潘光旦無論是對作為中庸、沉著的自由的理解，還是對「囫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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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健全的人」的詮釋，一方面努力挖掘先秦思想中的相關

因素，另一方面顯然是以其生物學知識為素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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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的社會品性，如同類的意識、胞與的情

主政治社會了」 。顯然，在此潘光旦認為

豈是人力所能違拗？人懂了物理，順了物

自由人格也構成了民主政治的基礎。

理，便可多少加以聚散分合，加以控制縱

值得注意的是，潘光旦無論是對作為

送，卻不能加以強制」 [12]。他還說：「人理

中庸、沉著的自由的理解，還是對「囫圇的

好比物理，也有其本然，決不容以黑為白，

人」、「健全的人」的詮釋，一方面努力挖

指鹿為馬。人力也好比物力，動態與靜態之

掘先秦思想中的相關因素，另一方面顯然

間也有其遵循的法則，可容順適的安排調

是以其生物學知識為素養的。將自由理解

遣，合理的控制運用，而絕對不容強制，不

為中庸、沉著，其實是從人的類型的角度

容征服，亦即不容剝奪抹殺」 [13]。也就是

立論，試圖揚棄先天的狂狷類型。潘光旦

說，自然世界和社會世界都是有規律可循

對「囫圇的人」的理解則涉及到了四個方

的。

面，他較多的討論了個性和通性之間的關

運用這些規律改變世界，就可以達到

係問題。這也是建築在其生物學知識的基

較高的調適，也即「位育」。「這比較高的

礎上的。因為從社會生物學的角度看，人生

調適是怎樣來的？是適用了物觀的精神來

在世，他自然要面對其他事物；要處理好與

的。科學家，先之以物理的本然的瞭解，繼

其他人的關係；要正視自身；而且，作為人，

之以物力的自然的運用，終於教人類在環

他不僅有自己，還有子孫後代（此即引文中

境中取得了更進一步的安所遂生的程度，

所說的「未來」）。潘光旦之所以比較重視

安所遂生，就是調適，也就是我經常所說的

個性和通性的關係，因為這根本上涉及個

『位育』」[14]。此即成功地改變世界[15]。

性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所謂通性就是人

需要指出的是，潘光旦對世界當中規

與人之間的共同點，它是組成社會秩序的

律的理解是比較深入的。他認為，科學發

基礎；所謂個性就是人與人之間的相異

展到現代，對於規律應該摒棄單純的因果

點，它是社會進步的基礎 [11]。這也是從生

關係的理解。他說：「天下事都有一些因

物學的模式來理解人和社會。

果，而這因果並不單純，所以事物之間，與

二、位育論：自由人格的認識
論內涵

其說是有單純的前因後果的關係，不如說
它們有息息相通的關係，有功能上相互依
倚的關係，較為妥當。十足單純的因果論是

從另一個角度看，「囫圇的人」所顯

如今連自然科學都不再談的」 [16]。潘光旦

示的自由人格便是與天地萬物協和的狀

較為少見地否認了科學認識中因果律的崇

態。對此，潘光旦採用了一個傳統而略帶

高地位，而代替以「關係論」。

古奧的概念來稱呼之：「位育」。「位育」的

可是，潘光旦由此種「關係論」往前多

然性、歷史命定論的說法：「歷史對我們並

容易有黑白分明的利弊，則一種政令之出，

沒有必然性」。這裏的關鍵在於，歷史是人

我們勢不能取一種求全責備的態度，而說

創造的，因此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必然有人

一定要如何如何的合理，如何如何的有利

的因素的參與，而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他

[17]

使得外在的、僵化的歷史規律的實現具有

旦明確指出是非之間並非黑白分明。也就

了多種可能性。因此，真正實現的歷史是人

是說，真理不是那麼容易確定，甚至，有無

們「所認為合理的應然性」的歷史。這種在

真理還是一個問題。無疑，從肯定規律，到

歷史領域對人的因素的重視從某種角度看

以「關係論」而非因果論詮釋為規律，其間

又和現代中國創造歷史的要求相一致，意

有一條比較連貫的線索，可是，潘光旦也許

味著中國現代自由人格是在創造歷史的過

走得遠了一點。這就意味著「位育」的境界

程中實現的。

究竟能否達到成為了一個問題，意味著從

從某種背景看，潘光旦的這個觀點又

認識論的角度看，自由人格能否實現也成

是 先秦時期孟子思想的復活。潘光旦認

為了問題。

為，孟子一方面是相信命定論的，但是另一

這種對規律認識上的含糊性一定程

方面又相信意志論，認為命可以改變：「現

度上又滲透到了潘光旦對歷史必然性的理

在的鄉人一面信命運，一面也信若是一個

解之中。他拒絕歷史必然性的說法，而主

人存好心，行善事，下苦功夫，這個命是也

張代之以歷史應然性的提法。也就是說，

許可以修改的。孟子當時的心理，恰恰如

一方面，歷史必然性的說法容易導致歷史

此！有了這個意志論，他暫時可以把天命論

宿命論，另一方面，既然世界上充滿了「關

忘了，而從事於改革」[20]。潘光旦並不接受

係論」意義上的規律，那麼，歷史的規律顯

所謂的「歷史巨輪」的說法，因為那意味著

然離不開人，而人顯然是有七情六慾的，因

接受進化論、階段論，將中國納入到整個

此，歷史的發展是人的選擇的結果。他說：

世界歷史的發展中，成為其中的被揚棄的

「我相信歷史是人造的，人要控制歷史，科

環節。作為一個中國人，他在感情上顯然

學發達以後，我們控制歷史的條件，也似乎

不能接受。因此，他不承認所謂的進化論、

比以前具備得多了。前途我們究竟能不能

階段論，而是主張演化論：「自然生活裏有

控制歷史，引導歷史，我們不得而知，不過

演化而不一定有進化」。「演化只是演化，

我們應當有這個抱負，這是我們做人、做文

並沒有一定的路線，這路線上更無一定的

明人，應有的權利。歷史對我們並沒有必然

段落，其間更無所謂進退」[21]。顯然，以上

性，但我們對歷史有我們所認為合理的應

說法是建築在潘光旦生物學的素養基礎

然性。我們要拿這種見地來與青年相勉，

上的。而他對歷史應然性觀點的得出，在

決不忍再看他們做『時代』和『歷史』一類

邏輯上是從生物學的規律推演出來的：因

[18]

的巨輪下的新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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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弊，我們才肯降心相從」 。這裏潘光

歷史人物

容易有斬釘截鐵的是非，社會的舉措，又不

真正實現的歷史是人們「所認為合理的應然性」的歷史。這

的餘地。另一方面，潘光旦又拒絕歷史必

種在歷史領域對人的因素的重視從某種角度看又和現代中國創造

真理的存在。他指出：「天下的事理，既不

歷史的要求相一致，意味著中國現代自由人格是在創造歷史的過

道，形勢就可以大變」[19]。這裏面大有闡發
程中實現的。

走了一步，他甚至一定程度上否認了規律、

為並無所謂的進化論或者階段論，所以，進
或者退是從人的價值觀的角度看的，也就

是，一方面他對科學的理解也有與眾不同

是說，打上了人的選擇的烙印。因此，歷史

的地方，他要求超越所謂的通則，具體地

究竟會以什麼方式發展，也離不開人的選

研究個別事物。他說：「如果科學文明肯放

擇。

棄從文藝復興時代以來所走的路，而回歸

而人之所以能夠選擇，潘光旦認為這

到對於具體事物做單純的個別的觀察的大

實質上也是生物演化的結果。他說：「演化

１０７

潘光旦雖然有科學主義的傾向，但

潘光旦既主張認識自然科學的世界，又主張成功地改變人類

世界（歷史），來達到「位育」的自由狀態。此一狀態在某種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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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可謂《中庸》思想的現代復活，但其內在機制已經被現代的科學

發展豐富了。

文化中國

一到人類的段落，官能的伸縮力發展得特

不應當有人『施』。自由的教育是『自求』

別強大，因此，對於刺激的接納，反應的發

的。……先秦學人論教育，只言學，不大言

生，其間也就有了相當大的伸縮性，即其間

教，更絕口不言訓，也是這層道理」[24]。在

多少有了一些選擇的餘地」 [22]。這顯然受

此，潘光旦一方面肯定了自由教育的本質

到了他的生物學的學科背景的影響。

是發揮主體能動性「自求」的教育，明確提

綜合起來看，潘光旦從其學科背景出

出以「自我」作為自由教育的主要對象，以

發，汲取了先秦思想中「力命之爭」（孟子）

至善作為教育的最高目標[25]；另一方面，又

的成果，既主張認識自然科學的世界，又

指出中國先秦思想中已經包含了自由的教

主張成功地改變人類世界（歷史），來達到

育，一定程度上接上了先秦思想中的「為

「位育」的自由狀態。此一狀態在某種意義

己」傳統。
問題在於，潘光旦雖然認為至善應該

上可謂《中庸》思想的現代復活，但其內在
機制已經被現代的科學發展豐富了。

三、「自由的教育」和「解蔽
說」
針對自由人格的道德內涵之後，潘光

是個性和通性的統一，但是，有時他為了
突出個性的重要性，又將人削減為孤零零
的自我。他說：「自由教育下的自我只是自
我，自我是自我的，不是家族的、階級的、
國家的、種族的、宗教的、黨派的、職業的

旦提出了「自由的教育」和針對自由人格的

……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在完成一個人」

認識論內涵，潘光旦主張採取解蔽的方法

[26]

。
顯然，以自我為教育的主要對象是一

來獲得真理。
（一）自由的教育論

回事，在教育內容上引進社會性的因素是

１０８

首先是「自求」的教育。他說：「自由

另外一回事。如果撇開了後者，那麼所培養

的教育是『為己』而不是『為人』的教育，

出來的自我必然是空洞的、抽象的。從自

即每一個人為了完成自我而教育自我。所

我身上清除出家族的成員、階級的成員、專

謂完成自我，即用教育的方法，把自我推進

家、公民等身份，這麼做一方面高度突出了

[23]

到一個『至善』的境界」 。反過來看，「自

自我的地位，強調了這些身份都是後來附

由的教育是與『填鴨子』的過程恰好相反

上的；另一方面又使自我陷於解體的危險

的一種過程。自由的教育不是『受』的，也

之中。因為在某種意義上，自我就是這些

身份的集合。
其次，自由教育以自明和自勝為先決

國的古人已經為我們提供了榜樣。他說：

條件，以「能明能恕」、「自知裁節」為培養

「前代從事於品格教育的人至少有一個入

手段。

手的方法，就是特別注意於意志的培養，
讓意志來統制理智、情緒、想像等其他方

件。值得注意的是，他把這兩個前提條件

面的心理活動。這就回到上文所提的個人

和中國傳統思想聯繫了起來。「我們先說自

裁節的那個條件了，《大學》的誠意正心，

由的兩種先決條件，一個人能先具備這兩

《中庸》的明善誠身，孟子的收放心，以志

個條件，則不求自由而自由自至，別人在外

帥氣，善養浩然之氣，其實全都是養志與

表上不容許他自由，在實際上自由還是他

自我裁節的功夫」[33]。

的，剝奪不了」[27]。「第一個條件是自我認

總起來看，潘光旦試圖從知情意三方

識。……古書上一個德字，一個誠字，其實

面培養理想人格，並且將之與中國先秦傳

就是自我，就是我之所以為我，而明德、明

統思想結合起來。

誠、度德量力一類的話，指的就是這自我
[28]

認識的功夫」 。「第二個條件是自我的

第三，潘光旦將「獨」作為培養自由人
格的一個重要步驟。
的一個有力的環節。他主張「讓每一個青

的征服。自我應該是第一個受控制與征服

年有一個『獨』的時期」[34]。在這個獨的時

的對象。我認 為中國人生哲學的一大精

期，人們「可以獨營單純的生活，獨自對宇

華，就是這個。……以前所稱格物的一部

宙沉思，獨自和古人交往，獨自對生命的意

分，誠意正心、修身的大部分，所謂自勝者

義作一番探索」[35]。

強，所謂無慾則剛，指的就是這一些功夫」
[29]

。「明強的教育是道家、儒家、法家一致
[30]

顯然，潘光旦所主張的「獨」和始自先
秦儒家的「慎獨」略有差別。「慎獨」指的

的主張」 。潘光旦認為，從另一個角度

是即便在一個人的時候也要遵守道德規

看，「自明」是理智教育的第一步，「自強」

範，不因他律的不存在而放誕。潘光旦所

是意志與情緒教育的第一步。

主張的「獨」卻超越了道德的領域。它一方

從另一 個角度看，潘光 旦 又提出了
「能明能恕」、「自知裁節」的培養方式。

面指的是培養理想人格的一種方式，另一
方面又指面對宇宙人生獨自思考時的某種

他認為，中國古代思想中已經就通性

狀態。在更廣的背景上，我們可以發現，這

和個性兩個領域的相處之道提出了「恕」和

和潘光旦在主張自由教育的對象是削除了

「明」的原則。這兩個原則還要有「自知裁

各種身份的個人時的觀點相一致。「獨」，

節」作為先決條件。他說：「要通性之同來

就 是 在 狀 態 上 為 主體 創 造 一 個 只有他

維持群居生活之和，我們的民族經驗及先

（她） [36]自己的時期，使他（她）真正思考

賢遺教曾經留下一個行為的標準來，就是

自己。
（二）解蔽說

絜矩之道的一個恕字，要個性之異推進群

潘光旦認為，荀子的「解蔽說」充分

界，我們也早就有一個標準，就是一個明

地表達了追求認識自由的觀點，而且，荀子

字。要行明行恕，還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

提出了獲得認識自由的一個關鍵：政治體

[31]

個人能自知裁節」 。「能明能恕的品性可

制的解放。他說：《荀子·解蔽篇》「結論的

以說是一切道德品性的總匯，至少是個綱

話很短，而意義卻很深長，因為它專說到

領」[32]。潘光旦認為這種品格一方面源於

一點，就是政治的公開或政治領袖的態度

１０９

居生活之和，並 且推進到一個更高的境

潘光旦認為，中國古代思想中已經就通性和個性兩個領域的相處

代，我們卻早就在講求自我的控制與自我

之道提出了「恕」和「明」的原則。這兩個原則還要有「自知裁節」

潘光旦認為「慎獨」是培養理想人格

作為先決條件。

控制。……在科學技術很不發達的中國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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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提出了獲得自由的兩個前提條

歷史人物

遺傳，一方面源於後天的教育。他認為中

文化中國

宣明未始不是解蔽的一大條件。解蔽的條

論解蔽的方法，這一段是全文精要所在，

件雖多，求諸環境的只有這一個」[37]。在潘

議論最長，又大致可以分為兩部分，一是原則

光旦這裏，政治哲學的輔助作用是通過清

的認識，二是方法的推敲。原則的認識包括三

除認識自由的障礙而發生的。

種，一是道的整個性，二是人心的本質應須培

顯然，潘光旦所主張的「獨」和始自先秦儒家的「慎獨」略有差

別。潘光旦所主張的「獨」超越了道德的領域。它一方面指的是培養

１１０

理想人格的一種方式，另一方面又指面對宇宙人生獨自思考時的某種

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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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潘光旦認為先秦時代已經充分

養，使始終能維持一個所謂虛、壹、而靜的狀

表達瞭解蔽的要求。他指出，「人心惟危，

態，三是唯有如此狀態的心才能見到道之整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一類的話

體，而非道之一偏，才不至「蔽於一曲，而暗於

就是對此很好的例證。《論語》說到孔子絕

大理」。方法的推敲也包括兩層，一是治心，二

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又說到明

是治學。治心的討論雖長，大旨仍不外《大學》

與遠的一番道理，論到周比和同的君子小

裏誠意正心兩目所說的那一番精神。治學又細

人之別，都和去除成見及保持客觀有一定

分為兩個部門，各有其標準鵠的。一是明理之

的關係。

學，其止境是「聖」，是「盡倫」，二是致用之

潘光旦指出，《大學》裏面的八條目，

學，其止境是「王」，是「盡制」。一人不學則

其中正心、誠意、修身三個條目涉及解蔽：
誠意一目所說的，事實上等於對一己的力

已，否則必力求兼賅這兩個部門，凡屬不以此
為鵠的或經不起此標準的盤詰的學與術都是

求客觀，不自欺，不掩耳盜鈴，就是不自蔽。正

偏頗的，都是蔽的產物，且轉而滋長更多的蔽

心一目提到身有所忿嚏、恐懼、好樂、憂患，則

[39]

。

不得其正，更顯然的與蔽的問題有關。所謂不

潘光旦繼而指出，荀子的這些見解西

得其正，就等於說不能客觀，或好比天秤稱

方直到斯賓塞寫作《群學肆言》（嚴復所

物。不免畸重畸輕之弊。這在今日，我們更直截

譯）才表達出來，兩者之間具有內在的一致

了當的叫做一時的主體情感之蔽，至修身一目

性。在這個意義上，他認為嚴復在翻譯《群

則說得更清楚了：「人之其所親愛而闢焉，之其

學肆言》時說：「竊以為其書實兼《大學》

所賤惡而闢焉，之其所畏敬而闢焉，之其所哀

《中庸》精義，而出之以翔實。以格致誠正

矜而闢焉，之其所敖惰而闢焉。故好而知其

為治平根本矣」 [40]。指出此書與《大學》、

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

《中庸》的內在契合性，這是正確的，但又

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闢，就是蔽。

是不夠的，因為忽略了《荀子》文本中更加

唯其有這許多情感的關係。所以蔽，唯其蔽，所

豐富的解蔽思想。

以不知。這些蔽也屬於主觀情感的一路，和正

簡 而 言 之，潘 光 旦 認 為，通 過《 大

心一目所說者同，不過正心項下所指的是一時

學》、《荀子》所指示的解蔽之路，人們能

感於物而發生的情緒狀態。而修身項下所指的

夠得到認識論領域的人格自由。

是比較持久的感千人的悄緒關係，又顯然的很
有不同了。修身一目的討論裏，除了去蔽而外，

本文是蔡 志 棟 所主持的國家 社科 基

更無別的，足見身之修不修，完全要看蔽之去

金青年項目（批准號：10C Z X029）的階段

不去。人我關係從家庭開始，情緒一方面的關

性成果，得到上海哲社一般課題「新世紀

係亦以家庭之內為最密切，所以如果能於此早

以來中國社會思潮跟 蹤研究」（批准號：

下一些切實的去蔽工夫，則家齊，國治，而天下

2015BZ X003）、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社

可平，否則一切都落空。中外古今，不知有過多

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傳統文化根基研究」

少哲人說到去蔽的重要，這無疑的是最嚴重的

（批 准號：14A Z0 0 5）、國家社科基金重

一個說法了[38]。

大項目「馮契哲學文獻整理和思想研究」

潘光旦認為，荀子將解蔽闡釋得最為
詳細，其貢獻尤其體現在解蔽的方法上：

（15ZDB012）以及上海市高校高峰高原學科
建設計畫資助。

[7]

[8]

[9]

潘光旦：《散漫、放縱與「自由」》，
載《自由之路》(上海三聯書店，二○○
八年)，頁一○。
潘光旦：《沉著與自由——英美人性格
的一組》，載《自由之路》(上海三聯書
店，二○○八年)，頁五一。
潘光旦：《類型與自由》，載《自由之
路》(上海三聯書店，二○○八年)，頁
六。

潘光旦：《紀念孔子與做人》，載《儒
家的社會思想》(北京大學出版社，二
○一○年)，頁四三七至四三八。

[10]

潘光旦：《民主政治與民族健康》，載
《自由之路》(上海三聯書店，二○○
八年)頁二三七至二三八。

[11]

當然就上文所羅列的個性的內容（「自
主的精神，自動的能力、自我表白的要
求、與自我制裁的功力」）來看，這些
基本上也是每個人所「共」有的。潘光
旦思想內部有些縫隙，這點不容否認。
但此處的重點不在這裏，而在討論其理
想人格論的生物學基礎。

[17]

潘光旦：《三論青年的志慮問題》，載
《自由之路》(上海三聯書店，二○○
八年)，頁一一六。

[18]

潘光旦：《所謂「歷史的巨輪」》，載
《自由之路》(上海三聯書店，二○○
八年)，頁九三。

[19]

潘光旦：《一個思想習慣的改正》，載
《自由之路》(上海三聯書店，二○○
八年)，頁七○。

[20]

潘光旦：《孔門社會哲學的又一方
面》，載《儒家的社會思想》(北京大
學出版社，二○一○年)，頁二○九。

[21]

潘光旦：《所謂「歷史的巨輪」》，載
《自由之路》(上海三聯書店，二○○
八年)，頁九二。

[22]

潘光旦：《民主的先決理論》，載《自
由之路》(上海三聯書店，二○○八
年)，頁二二○。

[23]

潘光旦：《自由、民主與教育》，載
《自由之路》(上海三聯書店，二○○
八年)，頁三八。

[24]

潘光旦：《自由、民主與教育》，載
《自由之路》(上海三聯書店，二○○
八年)，頁三五至三六。

[25]

潘光旦所理解的至善，也即上文所說的
自由人格的道德內涵。

[26]

潘光旦：《自由、民主與教育》，載
《自由之路》(上海三聯書店，二○○
八年)，頁三八。

[27]

[13]

[28]

潘光旦：《一種精神兩般適用》，載
《自由之路》(上海三聯書店，二○○
八年)，頁二四五。

[14]

潘光旦：《一種精神兩般適用》，載

潘光旦：《散漫、放縱與「自由」》，
載《自由之路》(上海三聯書店，二○
○八年)，頁八。
潘光旦：《散漫、放縱與「自由」》，
載《自由之路》(上海三聯書店，二○
○八年)，頁八至九。

[29]

潘光旦：《散漫、放縱與「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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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潘光旦：《一種精神兩般適用》，載
《自由之路》(上海三聯書店，二○○
八年)，頁二四五。

蔡志棟：潘光旦自由人格思想研究

[6]

潘光旦：《類型與自由》，載《自由之
路》(上海三聯書店，二○○八年)，頁
二至三。

潘光旦：《民主的先決理論》，載《自
由之路》(上海三聯書店，二○○八
年)，頁二二○。

潘光旦認為，荀子的「解蔽說」充分地表達了追求認識自由的

[5]

潘光旦：《類型與自由》，載《自由之
路》(上海三聯書店，二○○八年)，頁
二。

[16]

觀點，而且，荀子提出了獲得認識自由的一個關鍵：政治體制的解

[4]

潘光旦：《散漫、放縱與「自由」》，
載《自由之路》(上海三聯書店，二○○
八年)，頁九至一○。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潘光旦並不主張
使用「征服世界」之類的說法，因此，
在我們的論域所說的改變世界，在潘光
旦那裏更多的說法是控制了世界。

放。在潘光旦這裏，政治哲學的輔助作用是通過清除認識自由的障

[3]

潘光旦：《類型與自由》，載《自由之
路》(上海三聯書店，二○○八年)，頁
六。

[15]

礙而發生的。

[2]

潘光旦：《自由、民主與教育》，載
《自由之路》(上海三聯書店，二○○八
年)，頁三三。

歷史人物

[1]

《自由之路》(上海三聯書店，二○○
八年)，頁二四五。

[30]

潘光旦認為嚴復在翻譯《群學肆言》時指出此書與《大

學》、《中庸》的內在契合性，這是正確的，但又是不夠的，因為

二○一六年第三期（總第九十期）

忽略了《荀子》文本中更加豐富的解蔽思想。

文化中國

載《自由之路》(上海三聯書店，二○
○八年)，頁九。
潘光旦：《自由、民主與教育》，載
《自由之路》(上海三聯書店，二○○
八年)，頁三六至三七。

[31]

潘光旦：《論品格教育》，載《自由之
路》(上海三聯書店，二○○八年)，頁
一四○。

[32]

潘光旦：《論品格教育》，載《自由之
路》(上海三聯書店，二○○八年)，頁
一四一。

[33]

潘光旦：《論品格教育》，載《自由之
路》(上海三聯書店，二○○八年)，頁
一四二。

[34]

潘 光 旦 ： 《 青 年 的 志 慮 問 題 —— 與 自
教》，載《自由之路》(上海三聯書
店，二○○八年)，頁一一一。

[35]

潘 光 旦 ： 《 青 年 的 志 慮 問 題 —— 與 自
教》，載《自由之路》(上海三聯書
店，二○○八年)，頁一一一。

[36]

這裏必須加「她」。因為潘光旦明確的
意識到了性別差異的存在是民族延續的
前提。這個觀點也是從生物學的角度得
出的。

[37]

潘光旦：《荀子和斯賓塞論解蔽》，載
《潘光旦文集》（六）(北京大學出版
社，一九九三年)，頁五二。

[38]

潘光旦：《荀子和斯賓塞論解蔽》，載
《潘光旦文集》（六）(北京大學出版
社，一九九三年)，頁五○。

[39]

潘光旦：《荀子和斯賓塞論解蔽》，載
《潘光旦文集》（六）(北京大學出版
社，一九九三年)，頁五一至五二。

[40]

嚴複語，轉引自潘光旦：《荀子和斯賓
塞論解蔽》，載《潘光旦文集》（六）
(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三年)，頁
五四。

“ Whole Man” and “ Theor 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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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on and Growth”
——Research on Pan Guangdan’s
Idea of Free Personality
Cai Zhidong, Tangyin(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A bstrac t: D u r i ng t he process of
the for mation of Chinese moder n f ree
personalit y discou rse, we also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thoughts out of the
mainstream . Pan Guangdan , an intellectual
of Liberalism, describled free personality
from two aspects of moral philosophy and
epistem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ral philosophy, he thought that “Whole
Man” meant free personality, and “doing at
will without breaking rules” was its basic
meaning, which required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 between people and other things,
with the relation between people and other
people in the contemporary society, with
the relation between man and himself,
with the relation between man and future.
He had a dialec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personality and common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pistemology, Pan started
from his subject background, and derived
from the Pre-Qin thought i.e. "the struggle
of power and life" (Mencius). It proposed
not only to k now the world of nat u ral
science, but also to change the world of
humans (history) successfully, to reach the
free state of “Position and Growth”. In the
problem of cultivating free personality, for
one thing, Pan argued for free education
which included some procedures such as
self-seeking, self-bright, self-win and so on,
and he took “by oneself” as an important
cultivating way; for another thing, he also
asserted the adoption of revealing method
to revive the Pre-Qin tradition.
Key words: Pan Guangdan, Free
Personalit y, Gulpi ng Man, T heor y of
Position and Grow th, Free Education,
Revealing Theory.

文學藝術

文學藝術

啟民智 敦教化 厚人倫
——豐子愷「三鼎足」文藝審美教育觀
■ 羅 明

要：豐子愷的文藝審美教育觀，

這段對「藝術教育」的詮釋中，豐子

恪守以文藝審美知識的普及開啟民智，寓

愷強調藝術教育、道德教育、科學教育三

「溫柔敦厚」之審美教育精神及「人性

者，在國民教育中是缺一不可的「鼎足關

美」之教化於藝術教育實踐中。其獨樹一

係」。在當今，「藝術教育」也稱「美育」

幟的文藝審美教育觀，包含深厚的「仁、

（如豐子愷言：美的教育），我們今天更多

義」人倫旨趣。

地稱「審美教育」。在中國審美教育的初

摘

關鍵詞：豐子愷，審美教育，啟民
智，敦教化，厚人倫。

創、發展時期，豐子愷已高度重視「美的教
育——情的教育」、「善的教育——意的教

的社會。他選擇了遠離仕途官場以及對功

育之功能：「科學教育致知，道德教育勵

名利祿的追逐，懷抱著教育理想，奮力開

心，藝術教育陶情，完成圓滿之人格，三者

闢自我藝術精神世界的提升與超越。社會

各有其任務。而藝術教育之特色在於感

痼疾，外敵入侵，時時擠壓著他不堪重負

化」[2]。三個方面的教育，形成三態融合維

的心靈，體味著心的疲憊和精神苦悶的無

度，是完成圓滿人格教育之必備。豐子愷

奈。在直面艱難困窘現實的同時，仍以出

提出的「三鼎足」藝術教育理念，有其深刻

世無為的佛家精神創建自我入世有為的生

的思想性，它關涉人的「類本質教育」內

活，憑著個人執著的堅毅信念，以苦澀心

涵，在於：「真」、「善」、「美」，是人在一定

境的詩意升華，在國家的教育、文化藝術

的社會關係裏所從事的改造世界的實踐活

領域堅守、耕耘。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末，在

動中至高的需求確認，它是人性崇高精神

抗日戰爭最艱苦時期，豐子愷在廣西宜山

追求的三種秉賦，是人之為人的真正類本

任浙江大學藝術講師教職時所編《藝術教

質，它也使人成為具體的、歷史的人。這一

育》的開篇，予「藝術教育」以如下釋義：
藝術教育（美的教育，情的教育）與

具有系統互補、相依相成關係的「三鼎足」

道德教育（善的教育，意的教育），科學

踐中，總結、形成的文藝審美教育觀。筆者

教育（真的教育，知的教育）成鼎足之

將其譽為「三鼎足」文藝審美教育觀。豐子

勢。鼎缺一足，必不能立。教育缺一方

愷作為藝術家與藝術教育家，在其文藝創

面，亦不能成圓滿之人格。蓋善者必真且

作與藝術教育實踐中秉持的「三鼎足」審

美，真者必美且善，美者必善且真也[1]。

美教育觀，必然以「美的教育、情的教育」

教育理念，是豐子愷在長期的藝術教育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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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心」、「情」三方面的交融。三種教

「真」、「善」、「美」，是人在一定的社會關係裏所從事的

成學業後，跨入了內憂外患、動蕩紛擾不斷

改造世界的實踐活動中至高的需求確認，它是人性崇高精神追求的

分離、不可或缺的交互關聯的緊密關係，即

三種秉賦，是人之為人的真正類本質 它, 也使人成為具體的、歷史的

豐子愷在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完

人。

育」、「真的教育——知的教育」三者不可

羅 明：啟民智 敦教化 厚人倫

成都市社會科學院

文化中國

為首，領引兼容「善的教育、意的教育」和

……」 [4]。豐子愷三種感嘆所指之惡劣德

「真的教育、知的教育」。因為，「審美教育

行、德性的「愚迷」，正是其時某些國民劣

以感知為前提，以情感為中心、為特質。它

根性於公共社會的暴露。他曾予好友傅彬

和各種理性教育不同，它必須首先給予人

然立幅，抄《華嚴經》：「應發能堪耐心，救

們以審美感知，沒有這種審美感受，審美

惡眾生」。指出：「今世惡眾生多如毛。非發

教育和藝術教育就無從開始，就無從談

能堪耐心，不屑救渡。遁世之才，高則高

[3]

矣。但乏能堪耐心，故非廣大慈悲之行。彬

起」 。

然忠於利人，得此訓當更加策勵。吾願與

蘊含深厚的東西方優秀科學文化及人文、

彬然共勉之」。他認為，此經文「最宜於勉

藝術精神內涵，它的社會功能作用，正是

今日之人」[5]。可見豐子愷作為佛家居士，

與他所置身的特定時代「啟民智」、「敦教

常發願以佛家「救惡眾生」的艱巨承受耐

化」、「厚人倫」的國民教育理念及國民性

心，救渡愚迷之國民大眾，並與同行好友

改造實踐緊密契合的。

共勉。

一

豐子愷的文藝審美教育觀，蘊含深厚的東西方優秀科學文化及

人文、藝術精神內涵，它的社會功能作用，正是與他所置身的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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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啟民智」、「敦教化」、「厚人倫」的國民教育理念及國民

性改造實踐緊密契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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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子愷的「三鼎足」文藝審美教育觀，

豐子愷是李叔同（弘一大師）最優秀
的學生之一，也是一位具有獨特文化人格

二十世紀初，中國的社會變遷由近代

魅力的藝術家、藝術教育家。作為中國現代

進入現代，國民經歷了從滿清王朝過渡至

「人生派美學」的重要美學家之一，豐子愷

民國共和。由於特定歷史文化大背景下的

看到了時代社會迫切需要予國民以「人性

國情和民生狀況，也因新文化運動本身是

涵育」、「人格提升」以至於社會改造等現

游離於社會經濟基礎層面的思想文化運

實要求，努力以文藝審美知識普及大眾、啟

動，雖然也將改造國民性置於優先地位，

迪大眾，以期開啟、惠及民智。可以這樣

但並不能對中國社會，特別是對國民意識

說，李叔同「痛感於眾生疾苦愚迷，要徹底

進行有效的現代性改造。現代國民教育尚

解 決 人 生根本問題，而『行 大丈 夫之事

未普及，有關國民現代社會基本文明意識

的』」[6]，基於同一因緣，豐子愷則秉持審

的教育亟待開啟與建立。豐子愷「三鼎足」

美教育是「人生的很 重大的很廣泛的教

的文藝審美教育觀蘊含「真的教育」和「知

育」，是「教人以這藝術的生活的」 [7]堅實

的教育」。開啟民智，既是國民教育的當務

理念，以文藝審美教育開啟民智。

之急，也是艱巨的啟蒙重任，它是豐子愷
文藝創作中貫穿的重要主題。

上世 紀二十、三十年代，「美學」及
「藝術教育」等，開始引入中國，在國民教

豐子愷寫於一九三五年的散文《車廂

育中，屬新的社會科學、人文藝術學科。但

社會》，形象生動地描繪了作者所置身其

這一時期，相關的美學及藝術教育書籍引

中的「車廂成人社會」。車廂中，某些成年

入國內，更多地則是從日本的相關書籍翻

人的種種行為所折射出的消極、甚至醜惡

譯介紹進來的。為使國內的讀者能學習現

的負面，使作者「看到這種車廂社會裏的

代美學、文藝理論、藝術教育理論、音樂普

狀態，覺得可驚，又覺得可笑，可悲。可驚

及知識、現代藝術知識等，豐子愷在二十

者，大家出同樣的錢，購同樣的票，明明是

年代後期，引進翻譯介紹了不少日本的相

一律平等的乘客，為什麼會演出這般不平

關書籍。如黑田鵬信的《藝術概論》、上田

等的狀態？可笑者，那些強佔坐位的人，不

敏的《現代藝術十二講》、森口多里的《美

惜裝腔，撒謊，以圖一己的苟安，而後來終

術概論》、田邊尚雄的《孩子們的音樂》和

得捨去他的好位置。可悲者，在這乘火車

《生活與音樂》、門馬直衛的《音樂聽法》

的 期 間 中，苦 了 那 些 和 平 謙 虛 的 乘 客

等。他在這一時期撰寫的相關論著則有

其宗旨正是為開啟民智。摒棄表達技巧

有兩本音樂論著十分引人注目，一是《音

的「艱深」，內容在平易、暢曉的方式中展

樂的常 識》，二是《音樂入門》，前者於

開，在平凡之中，方見出不凡。
豐子愷諸多審美文論的「語言文本」

後者於一九二六年十月由開明書店出版。尤

與「文化文本」之間，存在著緊密的「映照

其是《音樂入門》，此後共重印三十次之

關係」 [11]，這種關係的存在，緣於創作主

多。他的這些著述，像給緊閉的房屋打開了

體的寫作宗旨、文化秉賦、語言藝術修養底

一扇小窗，啟迪了無數中國人的音樂興趣，

蘊等。比如，論及《藝術教育》第九講，「有

具有啟蒙意義。葉聖陶對此評論說：「子愷

情化（上）」（即當今 審 美學所稱的「移

兄為普及藝術音樂繪畫等技術知識寫了不

情」）的審美範疇時，豐子愷舉中國文字為

少文章，編了好幾本書，使一代知識青年，

例，說明：「試以此眼諦視中國之文字，則

連我這個中年人也包括在內，受到了這方

見或作人姿，或如人臉，各有個性，各具神

[8]

氣。故鑒賞書法，可為有情化之練習課，摹

面很好的啟蒙教育」 。
豐子愷審美教育文論的話語表述，

碑帖而能得神似者，其秘訣即在於此。字

「輕鬆有味，真摯樸素」[9]，既無文論語言

猶如此，物無不然」。此例清晰地說明了漢

表述常有的術語艱深，也無行文枯燥之

字在書法審美鑒賞時，其「語言文本符號」

嫌。他有深厚的國學基礎和對西洋文論準

表像，於 審美移情觀照中，潛隱著「人性

確的理解、闡釋基礎，加之個人深厚的藝

化」的「人姿」、「人 臉」、「個性」、「神

術審美修養秉賦與旨趣，為開啟民智，在

氣」。如此的旁遷他涉，則諸多與漢字緊密

翻譯介紹外來藝術教育書籍的普及工作

關涉的「文化文本內涵」之映照關係也就

中，因時因事地創生出極富個性特徵的審

浮現在即，以民族語言文字特有的形象、

美教育文論語言：
藝術貴乎善巧，而善重於巧，故求豐

生動的語言文本符號與文化文本內涵的映

富之內容，而不求艱深之技巧。故曰平

「有情化」（審美移情）的含義。

照關係的例子，透徹地闡明了審美觀照中

凡。平凡非淺薄，乃深入淺出，凡人之心

再者，豐子愷有關藝術、審美教育的

同然。故取其同然者為內容，而作為藝術

文論中，經常出現「情味」、「真味」、「興

的表現，則可使萬人共感，因其客觀性既

味」、「意味」、「趣味」、「世味」……等。這
類詞語能指的所指，皆為漢語話語體系

豐子愷在這段文論中道明：藝術的

中，對人生的各種體驗、體悟性感受之描

「善」（內容）與「巧」（形式）是藝術的兩

繪，無疑是中國傳統文論體驗感悟式話語

個重要內涵，而「善」比「巧」更重要，因而

在豐子愷語言文學創作中的投射，是傳統

藝術側重追求豐富的內容，而非艱深的技

文化文本含蘊至深之「隱秀」在現代文化文

巧。此藝術觀稱為「平凡」。平凡不是淺薄，

本中的「伏采潛發」 [12]。豐子愷在這類文

而是深入淺出，但凡人之心，必有如此共

論撰寫中，貼切恰當地溝通中西語言與文

識。因而擇取深入淺出之「善」為內容，作

化，構成了其文論獨特的語言文化符號元

為藝術的表現，從而能夠使千千萬萬的大

素的民族性、平易性特徵，增強了文論話語

眾產生共鳴，在於，這一藝術客觀性規律

的大眾理解接受度。這是向大眾普及文藝

既普遍廣泛又有感人至深的力量……！如

審美知識、開啟民智的前提和基礎。

此，「平凡」的蘊「真」蘊「知」的「載道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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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廣而感動力又大也…… 。

羅 明：啟民智 敦教化 厚人倫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

文學藝術

講》、《我教你描畫》等。「在藝術論著中，

豐子愷貼切恰當地溝通中西語言與文化，構成了其文論獨特的

的共鳴。讓文藝審美教育走向國民大眾，

語言文化符號元素的民族性、平易性特徵，增強了文論話語的大眾

美術史》、《谷呵生活》、《西洋畫派十二

理解接受度。這是向大眾普及文藝審美知識，開啟民智的前提和基

文」，能使千百萬人明白理解並產生情感上
礎。

《藝術教育ABC》、《構圖法ABC》、《西洋

文化中國

豐子愷在引進介紹國外藝術理論、文

兼備）

藝思想的同時，強調要樹立民族優秀傳統
文化的自信。其「三鼎足」的文藝審美教育

藝術教育——藝術精神的應用（溫柔
敦厚）（文質彬彬）。

觀，揉和「溫柔敦厚」、「文質彬彬」等民族
審美教育精神，以及西方多種人性的「善」

今日以《樂記》結束者，亦是表明此
要旨之意。……」[15]

就古代文藝審美教育觀而言，它反對藝術中的極端偏至、炫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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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狂。以審美或審美教育論，要求激烈的內容應出之以平和，在平淡

中見出深永之致的喜悅和悲哀，實為民族審美傳統之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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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美」之審美教育理念於他的審美教育

日記總結出半年藝術教育課講授的

中。他倡導人性美的涵育養成，藝術化的生

三個中心要義：藝術心（人性寬廣之同情

活，美育化的人生為一體的審美理想追

心，涵蓋天地萬物於一體）——藝術（心為

求。應用藝術於日常生活中的涵育教化，正

主，先器識，善為先；技為從，巧為後，再文

是以文藝審美敦教化，促進審美教育美化

藝）——藝術教育（藝術教育是藝術精神

人的生活之功能。他指出：「自來應用藝術

的具體實踐運用，以中國古代儒家「溫柔敦

於教化，而告成功者，莫如古希臘。希臘，

厚」詩教傳統及「文質彬彬」理念為主）。

乃古來最藝術的國家，紀元前四世紀，大

孔子有言：「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

政治家 Periklea（伯里克利）以美治國，大

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溫柔敦厚而

著成效，造成空前絕後之『黃金時代』」

不愚，則深於詩者也」[16]。較長時期來，學

[13]

。另一方面，他更強調中國古代社會亦

界有如下觀點佔據主導地位：「溫柔敦厚」

存在類似於藝術教育相關機構的事實：

作為「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17]的詩教傳

「中國雖無藝術教育之名而富有藝術教育

統，就道德倫理原則層面而言，它的積極

之實。『禮儀三千，威儀三百』，藝術教育

意義是有局限的，但作為藝術審美原則，

之表現也。『溫柔敦厚』藝術教育之主旨也

其積極意義則要多些。筆者認為，就古代

……故我之講義，不從德國，而自定教材。

文藝審美教育觀而言，它反對藝術中的極

吾儕皆富人，何必裝作乞丐，向貧人討飯

端偏至、炫耀輕狂。以審美或審美教育論，

[14]

吃？」 中國古代自西周起，就已將國民教

要求激烈的內容應出之以平和，在平淡中

育列入國家的掌握中，並設官分職負責實

見出深永之致的喜悅和悲哀，實為民族審

施。西周「建邦之六典」，其中「教典」就為

美傳統之精髓。因為「藝術教育就是和平

地官司徒所掌。因此自西周，就有類似於後

的教育，愛的教育」[18]。中國傳統審美教育

來西方「藝術教育」的人倫、禮儀、詩書、

「執兩端而叩其中」的「中和常庸」之道，

典則等文化藝術形態的分類，以及傳承的

是東方文藝審美教育禀有的可貴價值理

教習等等。豐子愷明確指出：中國古代就曾

念。

有類似現代西方的「藝術教育」，並有悠久

豐子愷的藝術創作正蘊涵了這一「中

的歷史，中國古代藝術教育的主旨是「溫柔

和常庸」的審美教育精神。他的漫畫創作，

敦厚」。再以自編藝術教育課的講義為例，

對「成人社會」的描繪表現，經歷了「從正

特別強調：國人應樹立民族優秀傳統文化

面描寫現狀」到也描繪「殘酷、悲慘、醜惡

的自信心。在豐子愷一九三九年六月的日

的黑暗的」反複的平衡調整過程。他曾捫

記中，有以下記敘：
今上午結束藝術教育課。選讀《樂

心自問：「我為何專寫光明方面的美景，而

記》三節。並為結論曰：「半年來授課共

看社會上的苦痛相、悲慘相、醜惡相、殘酷

十六講。要之，不外三語：

相，而為它們寫照」[19]。其創作的揭露批判

『藝術心』——廣大同情心（萬物一
體）

不寫黑暗方面的醜惡呢？於是我就當面細

精神，秉持古代文學批評的社會功能，如
「美、刺」觀，佛家的「『顯正』、『斥妄』兩

『藝術』——心為主，技為從（善巧

途」[20]。其「顯正」與「斥妄」之題旨，無疑

博大的愛、深切的同情與憐憫。作品描繪了

豐子愷特別強調：「藝術教育是人生

傍晚田野的蕭瑟氛圍籠罩著一對可親可憐
的勞動夫婦的形象，作品刻畫了這對夫婦

種人性美的涵育，生活藝術化的開鑿，側

的虔誠和質樸，寄托了畫家對農民生活境

重於人性的「真率」、「童心」、「同情」等文

遇的無限同情。米勒說過：藝術的使命是

藝審美教育範疇，努力開拓人性的美。有

一種愛的使命。因此，米勒無疑有著民胞

關人性的美與同情，他倡導一種「大藝術

物與的胸懷和深廣的憐憫心、同情心。「美

家」的胸懷境界，認為：「普通人同情只能

與同情」的文藝審美教育精神在這幅作品

及於同類的人，或至多及於動物；但藝術家

中，得到了至高的表現，它蘊藏著藝術審

的同情非常深廣，能普及於有情非情的一

美教化的巨大張力。

切物類……故大藝術家必是大人格者」
[22]

。這一審美教育觀，蘊涵了中西美學思

三
豐子愷的「三鼎足」文藝審美教育觀，

存在於「天地」或「道」中；作為審美主體

蘊涵儒家傳統人倫思想。人倫，是中國古代

的人，禀有率性而行，天然放任的「天放」

儒家倫理學說基本概念之一。在中國古代

人性美。再者，豐子愷指稱的「大藝術」、

社會，作為規範人與人之間關係的人倫，比

「大人格者」具備寬闊的視野和博大的胸

較側重於規範人與人之間的道德關係，

懷，其審美觀照之審美大愛的「仁心」所

「道德 教育 勵 心」。「孟子曰：『仁者 無

及，囊括天地，涵蓋有生命或無生命之萬

敵。』……藝術以仁為本，藝術家必為仁

物。這一審美教育觀蘊涵西方美學史上費

者」[25]。「藝術家必須以藝術為生活，換言

肖爾父子與力普斯的「移情說」美學思想。

之，必須把藝術活用於生活中，用處理藝術

在對法國十九世紀畫家讓·米勒（豐

的 態 度 來 處 理 人 生」 [26]。豐子愷認為，

子愷文中釋為「米葉」）（Je a n F r a nc ois

「仁」，是藝術賴以存在的基石或根本，藝

Millet）的分析中，豐子愷結合人性「善」的

術家必須是「仁者」。孟子將古代社會的

「同情美」予深切的理解、闡釋。他指出：

「五倫」規範為：父子之間有骨肉之親，君

西洋畫家中，其作品最富於人生教育意義

臣間有禮義之道，夫妻間有內外之別，老少

的畫家是米勒，其作品「自有繪畫以來，未

間有尊卑之序，朋友間有誠信之德 [27]。它

嘗有如此現實的表現也」，特別地引用米勒

成為中國傳統社會規範人與人之間五種人

對人性「憐憫」的理解：「……『藝術的使

倫道德關係的五種對應體。自「五四」運動

命是愛，非憎。故表現苦惱相，乃由憐憫』。

以後，特別是二十世紀後半期，社會生活中

憐憫不出於為社會政治運動之手段而已，

的「五倫」常道日趨淡化或消解。人的存在

其力實比刺激煽動更大。米葉藝術的教育

決定人的意識，現代中國的社會語境中，文

的意義，即在於此」 [23]。豐子愷在肯定米

藝與社會生活的關係、藝術家的社會存在

勒繪畫藝術教育意義的同時，特別指出此

關係等等，並不比古代社會簡單。我們在豐

「憐憫」非彼「憐憫」，即：此「憐憫」，並不

子愷 創作的漫畫、散文隨筆等文藝作品

是源自作為社會政治運動的手段加以運用

中，非常清晰地解讀出，作為藝術家和藝

的憐憫，進而強調，藝術作品所表現出的

術教育家的豐子愷，作為父親、丈夫等不

「憐憫」，其感人的教化力量則大大超過

同社會角色的豐子愷，歷經動蕩紛擾的社

政治運動的刺激煽動作用。因為「而藝術

會、承受精神上的苦悶困窘、外敵入侵造

教育之特色在於感化。感化者，使人心悅

成舉家逃難之顛沛流離，卻仍能以「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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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莊子認為：作為審美客體的「大美」，

羅 明：啟民智 敦教化 厚人倫

的很重大很廣泛的教育」 。他致力於多

豐子愷文藝審美教育觀，蘊涵儒家傳統人倫思想。人倫，是中

[21]

文學藝術

會不可或缺的兩端。

國古代儒家倫理學說基本概念之一。自「五四」運動以後，特別是

而誠服也」 [24]。名畫《晚鐘》，傾注了米勒
二十世紀後半期，社會生活中的「五倫」常道日趨淡化或消解。

是審美教化功能作用於涵育人性、扶正社

文化中國

仁心」認真勇敢地直面現實，妥當地應對、

不僅是得一幅畫，一首詩，一曲歌，而是借

處置身處社會的人倫關係（包括自己家庭

描畫吟詩奏樂來表現自己的心，陶冶他人

的人倫關係）。他的文藝創作之所以獨樹

的心，而美化人類的生活」[31]，應由此及彼

一幟，也在於以自我的家庭生活，特別是以

而及天下。藝術家作為審美主體的「護生

他的兒女們作為文藝創作素材、對象，審

仁心」，有一定的高度，其胸襟、境界和層

美教育實踐觀照對象。在這一類的大量作

次皆應達至博愛的人倫關懷，與吃齋念佛

品中，以其「三鼎足」文藝審美教育觀，再

的一般老百姓有區別；藝術家把握的審美

現、表現了含蘊 至深的「仁、義」人倫旨

觀照對象，不論是有感情的人類、某些有

趣。

感情動物或無感情的天地萬物，應一概予

豐子愷文藝審美教育思想中的人倫教化理念，關涉人的類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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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類本質教化問題，它既有重要的審美教育人倫價值觀意義，

特別於今天的審美教育實踐，有著重要的現實價值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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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道德倫理思想核心，是「仁」

人性化的護生關愛，以同情對待，這一博大

學。一般認為，「仁」學在某種意義上看，

的人倫精神推及天地萬物。他認為，文藝

就是人本主義的人學，《孟子·離婁下》有

審美創作的目的，不能僅僅滿足局限於創

言「仁者愛人」，《禮記·中庸》也有「仁者，

作出的藝術作品本身，而是要借藝術審美

人也」，並以「愛人」、「愛眾」為旨歸。孔子

創作表現藝術家的自我心靈——護生仁

認為，推行禮制有兩方面的條件，其一是

心，並能陶冶他人的心，甚或作品的審美

政治上必須推進仁政而非暴政為前提，其

功能可美化人類的生活。千百年來，人類各

二是和道德倫理上以血緣宗法關係為核心

民族積澱下來的文藝作品中，禀有這類高

的「愛人」。「儘管孔子的愛人、推己及人，

遠人倫精神的經典作品，亦成為人類的優

是最終不能跨越他的禮制門坎的，但這一

秀精神遺產。

在一定程度上重視人及其生命價值的思

豐子愷取材於自我家庭生活的漫畫，

想，無疑是人類跨入文明社會後的一大歷

往往透出濃濃的家庭人倫溫情與溫馨，如：

[28]

史進步」 。豐子愷文藝審美教育觀有關

《爸爸還不來》、《軟軟新娘子，贍贍新官

「藝術以仁為本，藝術家必為仁者」的諸多

人，寶姐姐做媒人》、《花生米不滿足》

論述，對儒家傳統倫理道德和人倫思想的

《阿寶兩支腳，凳子四支腳》、《爸爸不在

可取成份予以汲取和應用。他特別強調，

的時候》、《穿了爸爸的衣服》……其畫面

藝術家必存「護生的仁心」。「仁者的護

如「一片片的落英都含蓄著人間的情味」

生，不是惺惺愛惜，如同某種鄉里吃素老

[32]

太太然。仁者的護生，不是護物的本身，是

贍的日記》、《給我的孩子們》、《兒女》、

[29]

。再看其散文隨筆，如：《作父親》、《華

護人自己的心」 。有此仁心「藝術家的博

《湖畔夜飲》、《吃酒》……皆漾溢著率真

愛心特別廣大。藝術家必為仁者，所以藝術

人性，是真性情的文字，讓讀者在充溢著人

家必須惜物護生。倘非必不得已，決不無

性美的審美鑒賞中，具體可感地體味到：

[30]

端有意地毀壞美景，傷害生物」 。筆者

作者有一個幸福的家庭，也有諸多和他一

認為，豐子愷「三鼎足」文藝審美教育思想

樣「都有一股清氣」 [33]的朋友……這正是

中的人倫教化理念，關涉人的類本質教育、

作為藝術家的豐子愷的人格魅力中，永遠

類本質教化問題，它既有重要的審美教育

閃爍著飽含人性中的人倫光輝的重要原

人倫價值觀意義，特別於今天的審美教育

因。

實踐，有著重要的現實價值意義。
藝術家如何於生活中踐行護生的仁

結語

心？豐子愷指出：「是藝術的活用」。即「拿

豐子愷的「三鼎足」文藝審美教育觀

描寫風景靜物的眼光來看人世，普遍同情

有豐富的內涵和現實價值意義，多年來，對

於一切有情無情。申言之，藝術家的目的，

他的藝術教育思想、文藝審美教育思想的

整一個世紀。無疑，今天中國的文藝審美

[6]

教育已發展至相當的規模，是豐子愷先生
那一代人艱辛耕耘「藝術教育」時，沒法比

[7]

擬的。但即使這樣，開創者們在初創時期
們對藝術教育在國民教育中的功能作用的
重視強調等，即便在今天，有著重要的特

[8]

殊價值意義。其一，豐子愷先生強調藝術
教育「三鼎足」的理念，關涉人的「類本質
教育」，因此，豐子愷先生特別強調其必須
保持三方面不可剝離的整體教育理念，於
當下反思我們的文藝審美教育存在的諸多

[9]

豐子愷：《悼丏師》，見陳星圖文編纂
《緣緣堂隨筆》(浙江文藝出版社，二○
○九年)，頁九三。
豐子愷：《關於學校中的藝術科——讀
〈藝術教育論〉》，見《豐子愷文集》
第二卷(浙江文藝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
社，一九九○年)，頁二二六頁。
陳 星 ： 《 藝 術 人 生 —— 走 近 大 師 豐 子
愷》(西泠印社出版社，二○○四年)，頁
五八。
何鵬：《藝術漫談》，見豐華贍、殷琦
編《豐子愷研究資料》(寧夏人民出版
社，一九八八年)，頁二七二。

[10]

豐子愷：《藝術教育·第十三講·平凡》
(海豚出版社，二○一五年)，頁三。

問題，有著重要而深刻的反思借鑒價值。在
這方面，還可作更深入的思考研究。審美
教育對人性的涵育教化與提升，審美教育
對從藝者「護生仁心」養成教育的重要性
等，在當下確有認真借鑒傳承的現實價值
意義。其二，近年來，學界持續探討中國當
代文論話語的發展、重建問題。中國文論
發展至今，在文學觀、文化語境、詩性傳統
消退的影響下，文論的傳統思想淵源、語
言表述方式、文論文體如何延續等都面臨
著變革中的重建探討。學者們接受西方文
論話語的同時，也試圖將中國古代文論融
入現代文論話語體系。筆者認為，豐子愷
先生在文藝審美教育及其他藝術理論開創
的話語實踐中，如何融中西話語資源於一
體，形成自我文論話語的寫作範例，也值得
成為我們今天文論話語重建的借鑒與參
考。
[1]

[3]

[4]

豐子愷：《藝術教育·第一講·序講》(海
豚出版社，二○一五年)，頁三。
周來祥：《文藝美學》(人民文學出版
社，二○○三年)，頁四二一。
豐子愷：《車廂社會》，見陳星圖文編

筆者注：俄羅斯文化符號學家洛特曼認
為，將文本作為語言與文化研究的基本
概念和單位，進而探討語言文本與文化
文本之間的映照關係，有利於從宏觀上
呈現語言文化研究的特色和價值。

[12]

（梁）劉勰：《文心雕龍·隱秀·第
四十》(貴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
年 ) ， 頁 四 七 九 。 筆 者 引 注 ： 「 ……
『隱』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
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隱』以複意
為 工 ， 『 秀 』 以 卓 絕 為 巧 ； …… 夫
『隱』之為體，義主文外，秘響旁通，
伏 采 潛 發 …… 」 。 其 大 意 ： 所 謂
「隱」，就是隱藏在文章之外的另一層
旨意；所謂「秀」，就是顯露在篇章中
的獨特突拔的語句。隱語以言外含有另
一層意思為工妙，秀句以獨特超出一般
為精巧……。「隱」的主要特點在於文
外之義，像神秘的音響從旁隱隱通流，
像潛伏的文采在暗中悄悄發光……。

[13]

豐子愷：《藝術教育·第二講·美的教
化》(海豚出版社，二○一五年)，頁
五。

[14]

豐子愷：《教師日記》(教育科學出版
社，二○○八年)，頁二○○。

[15]

豐子愷：《教師日記》(教育科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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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豐子愷：《藝術教育·第一講·序講》(海
豚出版社，二○一五年)，頁三。

[11]

羅 明：啟民智 敦教化 厚人倫

奠定了中國藝術教育的基本思想理念，他

豐子愷：《教師日記》(教育科學出版
社，二○○八年)，頁一六一。

豐子愷取材於自我家庭生活的漫畫，往往透出濃濃的家庭人倫

文藝審美教育在中國誕生，已經走過了整

[5]

溫情與溫馨，這正是作為藝術家的豐子愷的人格魅力中，永遠閃爍

紀初，伴隨新文化運動的興起，藝術教育、

著飽含人性中的人倫光輝的重要原因。

個側面進行了簡要的分析探討。自上個世

纂《緣緣堂隨筆》(浙江文藝出版社，二
○○九年)，頁五九。

文學藝術

研究，已有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本文僅從一

[16]

孔子：《禮記·經解第二十六》(上海古
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頁二七三。

今天中國的文藝審美教育已發展至相當的規模，但開創者們

在初創時期奠定了中國藝術教育的基本思想理念，他們對藝術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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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民教育中的功能作用的重視強調等，即便在今天，有著重要的

特殊價值意義。

文化中國

社，二○○八年)，頁二○二。

[17]

孔子：《論語·八佾》，見《諸子百
家》上卷(巴蜀書社，一九九九年)，頁
四○○。

[18]

豐子愷：《藝術的生活》，見張文心編
《向善的藝術》(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二○一三年)，頁六。

[19]

豐子愷：《我的漫畫》，見陳星圖文編
纂《緣緣堂隨筆》(浙江文藝出版社，二
○○九年)，頁一○三。

[29]

豐 子 愷 ： 《 換 一 種 態 度 —— 怎 樣 學 藝
術》，見張文心編《向善的藝術》(上海
人民美術出版社，二○一三年)，頁
一六。

[30]

豐 子 愷 ： 《 換 一 種 態 度 —— 怎 樣 學 藝
術》，見張文心編《向善的藝術》(上海
人民美術出版社，二○一三年)，頁
一六。

[31]

豐 子 愷 ： 《 換 一 種 態 度 —— 怎 樣 學 藝
術》，見張文心編《向善的藝術》(上海
人民美術出版社，二○一三年)，頁
一六。

[20]

[32]

[21]

[33]

豐子愷：《我的漫畫》，見陳星圖文編
纂《緣緣堂隨筆》(浙江文藝出版社，二
○○九年)，頁一○三。
豐子愷：《藝術的生活》，見張文心編
《向善的藝術》(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二○一三年)，頁四。

[22]

豐子愷：《藝術的生活》，見張文心編
《向善的藝術》(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二○一三年)，頁一八。

[23]

豐子愷：《藝術教育·第十九講·教育者
米葉》(海豚出版社，二○一五年)，頁
一○二。

[24]

豐子愷：《藝術教育·第一講 序講》(海
豚出版社，二○一五年)，頁三。

[25]

豐 子 愷 ： 《 換 一 種 態 度 —— 怎 樣 學 藝
術》，見張文心編《向善的藝術》(上海
人民美術出版社，二○一三年)，頁一五
至一六。

[26]

豐 子 愷 ： 《 換 一 種 態 度 —— 怎 樣 學 藝
術》，見張文心編《向善的藝術》(上海
人民美術出版社，二○一三年)，頁
一六。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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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柯：《孟子·滕文公上》(嶽麓書社，
二○○七年)，頁九○。「後稷教民稼
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
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
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
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
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28]

敏澤：《中國美學思想史》第一卷(齊魯
書社，一九八七年)，頁一三五。

平伯：《子愷漫畫跋》，見豐華贍、殷
琦編《豐子愷研究資料》(寧夏人民出版
社，一九八八年)，頁二五三。
朱光潛：《豐子愷的人品與畫品》(北京
大學出版社，二○○五年)，頁一五○。

Intellectual Enlightenment, Honest
Behavior
with Educational Effect and Enrichment of Moral Relations
—A Brief Analysis of Feng Zikai's
artistic-aesthetic education concept
Luo Ming(Chengdu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Feng Zikai’s artistic-aesthetic education concept abides by the
intellectual enlightenment based on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 aesthetic knowledge,
and advocate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the
spirit of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the beauty
of human nature into the practices of art
education. His inimitable artistic-aesthetic
education concept contains deep moral relations purport featuring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Renyi).
Key Words： Feng Zikai; aesthetic
education; intellectual enlightenment;
honest behavior with educational effect;
enrichment of moral relations.

文學藝術

戰爭寓言裏的日本「他者」
──論《鬥牛》的新型抗戰話語
■ 楊 靜

六十週年華誕獻禮片《鬥牛》，以新穎的角度

意味的閃回敘事，在嚴肅的主旋律電影中

和多重閃回的敘事重新書寫抗戰歷史。影片超

嵌入鮮明的個人藝術風格，激起了熱烈的

越了傳統民族主義話語的範疇，通過一個蒙

反響。當很多觀眾詫異於影片對抗日戰爭

昧的中國農民和一個厭戰的日本士兵描寫了戰

的黑色幽默式演釋時，學界的意見呈兩極

爭對人性的戕害，是中國抗戰影片的一個新開

分化，或批評它的「含混想像」，或褒揚它

拓。本文認為，《鬥牛》對日本「他者」的人性

在「商業共性和藝術個性」之間取得平衡；

化處理呼應了「大國崛起」的主流敘述，闡釋了

而眾多網友推薦它為二○○九年必看的國

在全球化時代建構新的中國形象的嘗試。

產影片 [3]。本文認為，《鬥牛》在宏大敘事

爭寓言，重寫，建構。

的框架中穿插了人文情懷和實驗先鋒派手
法，是中國電影人與世界接軌，構築新型
民族話語的一次勇敢嘗試。
作為演繹社會話語的流行文本，《鬥

前言

牛》給研究當代中國文化身份提出了一系

建國六十週年華誕的獻禮片《鬥牛》

列啟發思考的問題。例如，超越民族主義

（二○○九年）以新穎的手法重新書寫抗

話語的電影敘事是否促進了世界對抗日戰

日戰爭歷史，創造商業和藝術成功的同時

爭的理解？怎樣通過重新詮釋日本「他者」

[1]

來構築「自我」身份？「他者」是賽義德後

大銀幕七年後的回歸作品，《鬥牛》以紀實

殖民主義理論的核心概念，往往作為「自

性鏡頭和寫實風格的方言表演，講述一個

我」的對應物來凸顯異己的特質，是建構

鄉下牛倌帶著一頭八路軍託其保管的奶牛

族群身份的參照物。十八世紀以來的西方

躲過日寇屠村而奇蹟般存活的故事。在這

殖民∕帝國主義話語通過虛構的東方「他

部糅合了戰爭、愛情和喜劇等多種元素的

者」，實現了自我認可和他人認可的統一，

影片裏，木訥狡黠的牛二，溫馴的荷蘭奶牛

確立了歐美先進的文化身份。在中國的語

和厭戰的日本學生兵澀谷構成了敘事主

境裏，抵抗日本侵略的近代歷史事件給民

體，敵我之間的劍拔弩張與超越民族界限

族主義提供了一個明確的外部敵人 [4]，使

的質樸情感並行不悖，是一部「以主旋律

國人超越黨派和階級等界限，整合為同仇

為背景，以商業技法主攻喜劇和黑色幽默，

敵愾、共禦外侮的中華民族 [5]。跟日本「他

同時保留著地下電影痕跡的作品」[2]。《鬥

者」鏡像的映照對比是凝聚國民向心力，構

牛》描繪了不一樣的日本「他者」，凸出了

築民眾「想像的共同體」的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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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引發了巨大爭議 。作為導演管虎闊別

在中國的語境裏，抵抗日本侵略的近代歷史事件給民族主義提

關鍵詞：日本「他者」，民族主義話語，戰

供了一個明確的外部敵人，使國人超越黨派和階級等界限，整合為

中國社會底層庶民的視角，採用帶有荒誕

同仇敵愾、共禦外侮的中華民族。

要：第六代導演管虎執導的建國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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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畫了兇蠢的侵略者和敵佔區人民的英勇善

「複線歷史」代替「線性歷史」講述中國現

戰。共產黨領導的以農民為主體的游擊隊

代史，重構被民族主義意識形態遮蔽的部

員是保家衛國的傳奇英雄，他們時而在青

分，還原歷史的多面性。這些思潮在《鬥

紗帳伏擊日軍，時而化妝進城手刃漢奸,時

牛》裏得到呼應。影片通過描述一個農民

而飛身上車擊斃日本軍官，是推動故事發

的孤獨抗戰史，試圖對中國的歷史和現實

展的主力。面目模糊的日本士兵是反面配

進行更富理性的闡釋。本文將《鬥牛》放在

角，他們總是留著一撮兒仁丹胡，端著機

中國抗戰電影塑造日本「他者」的歷史脈

槍揮舞著軍刀，滿嘴「死啦死啦」，在華夏

絡中，結合影片創作過程，討論重新書寫日

大地上燒殺搶掠。另一方面，這些嗜血的

本「他者」與建構新的中國形象之間的有

侵略者深陷人民戰爭的海洋，注定難逃覆

機聯繫。

亡。日本士兵要麼氣急敗壞找不到地道口，

一、抗戰影片的日本「他者」

對藏匿的村民無計可施；要麼挖中小孩埋
設的「詭雷」沾染滿手糞便，成為觀眾嘲諷

位居西方學院體制中心的巴裔學者賽

的對象。銀幕上小丑般的日本「他者」鞭笞

義德提出「東方主義」的內化趨勢，即第三

了異族侵略者，慰籍了飽受苦難的中國民

世界國家或被殖民者接受霸權話語的邏

眾。植根於濃厚的冷戰氛圍和社會主義國

輯，製造迎合西方「他者」的自我形象和身

家意識形態，早期抗戰影片以臉譜化的日

[7]

中國在探索主體身份的過程中往往懷著複雜的心態把日本作為參

照坐標。作為公眾集體無意識的娛樂載體，抗戰影片通過銀幕上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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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他者」協助中國觀眾構建了不同時期的民族、國家和文化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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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杜贊奇（二○○三年）提出用

份 。權力體系兩端的「合謀」隨著全球化

本「他者」強化了中國觀眾對民族革命的

進程中意識形態和文化資本的雙重滲透變

認同。然而，這些宣泄情緒的影片經常罔

得更為複雜，甚至衍化為非西方國家之間

顧歷史真實，更缺乏對民族災難的深入探

[8]

的權力話語策略 。基於中日兩國遭遇現
代化後迥異的歷史命運，日本成為負載中
[9]

究。
中國銀幕上的日本「他者」自二十世

國現代經驗的重要「他者」 。從戊戌變法

紀七十年代起開始呈現多維立體的特徵。

時期的中國精英效法日本政制，到魯迅留

當二戰硝煙逐漸散落，在現代化道路上躑

日而引發的對中國國民「劣根性」的批判

躅前行的中國愕然發現，自己的近鄰、法

[10]

，到抗日敘述融入新中國的革命話語，

西斯戰敗國日本一躍成為世界強國。在建

到改革開放以來視日本為現代化的典範，

設小康社會的熱潮裏，曾經激昂的抗日話

到近年批判日方參 與 渲 染的「中國威脅

語讓位於對日本文化的仰慕：日本演藝界

論」，中國在探索主體身份的過程中往往

明星高倉健等風靡華夏，日立和松下成為

懷著複雜的心態把日本作為參照坐標。中

備受追捧的電器品牌。民族主義邏輯不再

國官方、學界和流行話語裏的「日本」成為

是看待「他者」的唯一視角，銀幕上的日

投射自身價值的理想鏡像。作為公眾集體

本士兵被賦予了人性化特徵。中日恢復邦

無意識的娛樂載體，抗戰影片通過銀幕上

交後的首部合拍片《一盤沒有下完的棋》

的日本「他者」協助中國觀眾構建了不同時

（一九八二年）講述戰爭給中日兩個家庭

期的民族、國家和文化身份。

帶來的災難。影片裏棋手松波麟作的中國

新中國成立後十七年間抗戰電影裏

女婿被日軍殺害，女兒因此精神失常，本人

的日本「他者」是 僵 化 的法西 斯惡 魔符

則被強征入伍,目睹日軍在華暴行，終生背

號。《平原游擊隊》（一九五五年）、《鐵

負痛苦。被戰爭裹挾的日本士兵形象在影

道游擊隊》（一九 五六年）、《地雷戰》

片《晚鐘》（一九八八年）裏演化為一支斷

（一九六二年）、《小兵張嘎》（一九六三

糧多日、奉命看守秘密軍火庫的小分隊。

年）和《地道戰》（一九六五年）等影片刻

這群被遺棄的日兵最終克服武士道精神的

身並非嗜血的劊子手，罪惡之源是他們效

媽媽為保護女兒被日軍淩辱致死，日兵誘

忠的日本軍國主義。抗戰敘事被組織到超

騙小男孩吃糖果卻塞給他一顆微型手雷，

越民族仇恨、建設現代化的全民動員話語

寺院僧人為掩護抗日官兵慘遭屠戮，日軍

中，以改變中國「落後就要挨打」的歷史命

猖獗進行「百人斬」比賽和活體毒氣試驗

運。

等等。除了《南京！南京！》對日本士兵角川
的人性化描寫，影片多以暴虐的「他者」形

中國觀眾的歷史記憶令人深思。該時期影

象強化了中國人的控訴式敘述。南京大屠

片常常把日本「他者」區分為被迫參戰的士

殺在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六十週年

兵和邪惡的帝國主義機制，釋放「中日兩國

之際進入西方視野，在全球引發了對日本

人民友好」的信息。然而，是否能把士兵個

法西斯獸行的新一輪關注。澳德中三方合

體與國家機制進行簡單的切割？如果侵華

拍的《黃石的孩子》（二○○八年）和法德

日兵本質上是善良的普通人，那麼中國的

中聯合攝製的《拉貝日記》（二○○九年）

歷史悲情應該由誰承擔？進一步思考，當

都採用了白人英雄拯救中國的經典好萊塢

「他者」與「自我」的界限開始模糊混沌，

敘事[13]。

怎樣建構新的國家與民族身份？這些糾結

管虎執導的國慶獻禮片《鬥牛》描繪

的問題超出了娛樂媒體所能擔負的思想深

了幾個被日軍主力遺棄的傷員，對這些相

度，相當一部分中國觀眾並不接受那些展

對邊緣化的日本「他者」的勾勒雜糅了憎

望中日美好未來的籠統理念。他們認為歷

惡、批判、同情和嘲諷等多重情緒。擅長講

史夢魘並未結束，意圖和解的敘事有為日

故事的管虎是「第六代」導演的領軍人物之

[11]

本開脫罪責之嫌 。另一方面，抗日戰爭為

一 [14]，他 的 早 期 作 品 如《 頭 髮 亂了 》

初試啼聲的中國「第五代」導演提供了創

（一九九四年）和《西施眼》（二○○二年）

作源 泉。張軍釗執 導 的《一 個和八個》

以犀利的筆觸描畫殘酷的青春，屢獲國際

（一九 八 三年）與張 藝 謀 的《紅 高粱》

電影節獎，但影片的先鋒試驗性使其票房

（一九八七年）用大遠景和剪影鏡頭虛化日

不佳。管虎轉戰電視熒屏後，成功執導了

兵形象，側重考察戰爭中的民族性。這些

一系列熱播劇如《黑洞》（二○○一年）、

踏上國際的影片借助日本「他者」來反思國

《冬至》（二○○三年）和《生存之民工》

家和民族等宏大命題，突破了傳統的革命

（二○○五年）等等。熟諳觀眾心理的管虎

敘事，在中國電影史上佔據了一席開拓者

在拍攝《鬥牛》這部帶有荒誕色彩的抗戰

的位置。

影片時，秉承「儘量貼近市場」的理念，因
此擱置了更加前衛的敘事，為避免「損失

成了中國幾代抗戰電影意識形態光譜的兩

掉上市場的可能性」 [15]。管虎與新興的民

極。在正面表現南京大屠殺的影片裏，《屠

營企業北京光線傳媒合作，在主流敘事的

城血證》（一九八七年）、《南京大屠殺》

框架下重新反思抗日戰爭。他鼓勵觀眾解

（一九九五年）、《黑太陽南京大屠殺》

放思想，以寬容的態度看待歷史，他說：

（一九九五年）、《五月八月》（二○○二

「我們這一次把所謂民族的概念推得很

年）、《棲霞寺一九三七》（二○○五年）和

遠，包括正義與否是非觀、民族對錯，都推

《南京！南京！》（二○○九年）揭露了日本

得很遠，我們僅僅從牛的眼睛去看這兩條

[12]

侵略者的反人類罪行 。在這六部由中國

普通生命的生存過程，訴求很簡單，就是活

內地、香港和台灣聯合發行的影片裏，一

下來」[16]。《鬥牛》淡化了傳統抗戰影片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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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日本「他者」的妖魔化∕人性化描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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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旨在和解的電影是否有效化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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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的國殤：日軍中尉擊斃昔日的中國戀人，

抗戰敘事被組織到超越民族仇恨、建設現代化的全民動員話語

的時代氛圍裏，抗日電影開始強調士兵本

中，以改變中國「落後就要挨打」的歷史命運。這些旨在和解的電

幕幕慘烈的場景喚醒了華裔觀眾集體記憶
影是否有效化解了中國觀眾的歷史記憶令人深思。

荼毒，向八路軍繳械投降。在中日關係回暖

文化中國

再陷入以往的民族和戰爭觀裏」[17]。時長
一百零九分鐘的影片把場景設置在沂蒙山
區一個半封閉狀態的抗日堡壘村，其中懶
散卑微的牛二、共產國際捐獻的荷蘭奶牛
和怯懦的日本傷兵澀谷構成了故事發展的
主線。在這個被日軍洗劫過的山村裏，人類
和動物都是被戰爭洪流席捲的無辜生命，
他們之間的矛盾衝突和互動關聯賦予抗戰
敘事全新的緯度。
在抗戰影片裏只能充當配角的愚民牛二來
掌控敘事。電影開篇即用四個鏡頭確立了
牛二的主導地位：髒兮兮的面孔和皴裂的
嘴唇，張皇四顧的眼睛，發黃的牙齒和亂
蓬蓬的頭髮。非審美的特寫鏡頭強化了這
個牛倌的醜陋形象，他的突兀出場充斥著
荒誕感，映射其邊緣化的政治社會地位。

《鬥牛》以黑色幽默的風格凸顯個人的戰爭體驗，巧妙地構制

了一種相對於傳統敘事的話語張力。在被日軍洗劫過的山村裏，人類

１２４

和動物都是被戰爭洪流席捲的無辜生命，他們之間的矛盾衝突和互動

關聯賦予抗戰敘事全新的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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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牛》用一個滿口膠東方言、通常

的英雄主義敘事，從一個民族意識淡漠的

當牛二在寂靜的村落裏奔走呼號「老祖

庶民的立場出發，講述牛二在戰火中搶牛

爺？……人呢？人呢？」時，影片用大量的主

護牛的傳奇經歷，他甚至跟一個會照料牛

觀鏡頭、搖晃的跟拍鏡頭及心跳聲和腳步

的日本傷兵惺惺相依。如果說用喜劇方式

聲的背景音迫使觀眾體味他的疑懼恐慌，

演 釋 抗 日 戰 爭 的 影 片《 巧 奔 妙 逃 》

無法置身事外。擅長演釋草根人物的諧星

（一九九五年）和《舉起手來》（二○○三

黃勃扮演了一個痞子味十足的光棍：他生

年）因其低俗的情節和臉譜化的人物屢遭

活在偏僻的村落，跟一頭小黃牛相依為命，

詬病，《鬥牛》則試圖平衡多方考量，在愛

不識得幾個大字。雖然村口聳立著日本飛

國主義話語與人性關懷、商業效益與個人

機投擲的尚未引爆的炸彈，還有剛剛脫盲

藝術風格之間摸索一條可行性道路。影片

的八路軍戰士跟他辯論「人」和「八」的區

有分寸地把紅色題材、娛樂成分和其中隱

別，牛二仍然是個聽命於宗族權威的未開

含的荒誕元素融為一體，以斷裂離奇的敘

化者。他信奉的道理就是牛氏族長老祖爺

事呈現了一部解讀人性的寓言，揭露戰爭

的教誨，最大的夢想就是跟小寡婦成親，

的殘酷。

關起門來過男耕女織的日子。對牛二來說，

二、戰爭寓言中的日本「他
者」

苟活是比抗日更為要緊的現實目標。當日
本侵略者的燒殺戮掠尚未直接禍及到他的
時候，牛二像數千年來多數中國底層農民

《鬥牛》對抗戰歷史重新演繹，以黑

一樣，溫馴堅忍，以縱使於崖縫間也能紥根

色幽默的風格凸顯個人的戰爭體驗，巧妙

的精神頑強地活著，但求延續自己的姓氏

地構製了一種相對於傳統敘事的話語張

血脈。

力。管虎坦承，「講故事的方法自然是希望

影片通過牛二跟奶牛之間滑稽性的

無論這個電影發生在怎樣的年代，它是必

互動關係，揭示了這個愚民跟革命和民族

須要跟今天的人交流的，我們努力間離時

大義這些現代性命題之間的隔膜。在影片

空而隨意識游走，就是希望我們的觀者不

進行到五十三分鐘時，牛二一邊把奶牛的

當大冢在蟲聲唧唧的月夜感慨人生，鼓勵

平等了？」當奶牛犯倔不肯被牛二牽走，反

澀谷戰後回日本找個工作，「好好試試自己

而提供奶水喂養日本傷兵時，牛二斥之為

的能力」時，溫情的插曲使觀眾意識到日

「漢奸」，發誓要弄死它。這兩幕場景寓意

本「鬼子」也擁有跟普通人一樣的情感。然

深長，牛二要麼引用似是而非的革命大道

而，當大冢手把手地教導澀谷如何用沙子

理，要麼強求一頭奶牛保持「正確」的政治

掩埋九八式地雷，並炸死前來偵查的游擊

立場，暴露了他的小農心態和狹隘的民族

隊員之時，觀眾的立場再一次撼動轉移，

仇恨。諷刺的是，當性壓抑的牛二因偷摸

禁不住檢討自己竟然同情日本侵略者。

奶牛的奶子被綁游村時，族叔敲著鑼斥罵

影片拒絕讓觀眾沉浸在慣常的民族

「這是八路牛，除了八路，誰也不能摸！」

主義情緒裏，而是敦促他們理解 戰爭陰

光棍牛二因一次偶然的猥瑣行為被戴上了

影籠罩下的人性，明晰日本法西斯主義的

「反革命分子」的高帽。而宗族捍衛公家

恐怖。在一個場景裏，大冢把冰冷的井水

財產的口號則充斥著黑色幽默，給影片沉

兜頭澆下，野獸般的嘶吼穿透了清晨的寂

重的氛圍增添了一抹荒誕色彩。當八路軍

靜。搖移鏡頭緩緩掠過院子，停駐在他赤

的撤離和日軍的掃蕩摧毀了牛二苟活的夢

裸的背部，猙獰的刺青昭示了大冢的身體

想，他終於鼓起勇氣面對敵寇，要為全村

和靈魂已被日本武士道精神異化，自虐的

人報仇。《鬥牛》在傳統抗戰話語裏另闢蹊

舉止無疑為「高等」的大和民族發動侵華

徑，從牛二的視角講述了一個堂吉訶德式

戰爭提供了生理與精神的依據。大冢沐浴

的小人物抗戰史，淡化了主義、民族和正邪

整裝後挺身跪坐，恭敬地拿出一本軍人手

這些定格化的觀念。

冊，開始高聲誦讀，特寫鏡頭裏依次出現了

《鬥牛》裏的日本「他者」挑戰了中國

軍刀、徽章和印有日本天皇戎裝頭像的手

觀眾敵我對立的固化思維，以傷兵大冢和

冊。高度儀式化的行為象徵著大冢已內化

澀谷為例闡釋日本法西斯主義對普通人的

了軍國主義的訓導，即使被體制遺棄也誓

荼毒。影片開場即呈現了焚燒過的村民尸

死效忠天皇。諷刺的是，大冢虔誠的朗讀

堆，給觀眾留下灼傷視覺和心靈的慘景。

聲跟奶牛慢條斯理的哞叫聲重疊在一起，

這個懸置的敘事縫隙避開了日軍屠村的野

信仰的莊嚴程度頓時大打折扣。影片讓一

蠻行徑，為另一隊留村駐守的日本傷兵提

個被洗腦的日本法西斯分子和一頭來自

供了邏輯上和情感上的鋪墊。老兵大冢首

共產國際的荷蘭奶牛共居一處，交織了憎

次亮相時頭部和雙手纏著厚厚的繃帶，滲

惡、嘲諷和悲憫等多重情感，以荒誕手法呈

出點點血蹟，手持望遠鏡，喘著粗氣向寺

現了日本軍國主義的虛偽可怖。
中國農民牛二和日本學生兵澀谷構成

白描手法勾勒了一個狼狽窩囊的日本「他

一對反抗侵略戰爭的異族拍檔，他們被迫

者」。大冢和幾個喪失戰鬥力的傷兵被主

捲進的殺人遊戲揭示了戰爭對普遍人性的

力部隊遺棄，蜷縮在村莊一角，靠有限的

戕害。新兵澀谷是個天性平和的年青人，

物資和彈藥存活，要時時警惕游擊隊的襲

他來到中國三個月沒有殺過人，喜歡照料

擊，心中充滿了恐懼。當他們意外發現滯

奶牛、逗弄蟋蟀，夢想戰後可以回國讀書。

留的奶牛時，高興地圍著火堆載歌載舞，

而僥幸逃命的牛二為奪回奶牛發起了一次

新兵澀谷還自告奮勇地照料奶牛。影片把

次徒勞的攻擊：端著獵槍從茅屋頂滑落下

日本士兵放置在一個靜謐的農家小院裏，

來；彎弓搭箭準備偷襲時弓弦斷裂；拿起

１２５

田隊長彙報偵察情況。簡潔的鏡頭語言以

楊 靜：戰爭寓言裏的日本「他者」

家八路講什麼？人人平等。牛和牛就不用

文學藝術

洗衣等瑣事，沾染了日常生活的煙火氣息。

《鬥牛》在傳統抗戰話語裏另闢蹊徑，影片拒絕讓觀眾沉浸

牛：「你是八路牛，就要有八路的樣子。人

在慣常的民族主義情緒裏，而是敦促他們理解戰爭陰影籠罩下的人

整日與水井柴堆為伍，操心吃飯、護理和
性，明晰日本法西斯主義的恐怖。

精飼料偷喂給自家的小黃牛，一邊指責奶

文化中國

據敘事的主導位置，以超然的態度審視歷

農耕時代的武器對陣日寇，卻被大冢捕獲

史，譜寫了一個雋永深刻的戰爭寓言。被戰

當成人肉靶子，逼澀谷練習刺刀。澀谷被

火波及的普通生靈們身處一個時空懸置的

眼前的血腥驚呆了，癱軟在地，卻被大冢抽

封閉山村，每個微小的細節都放大成意味

了一記耳光，訓誡道「你是大日本帝國的軍

深長的存在。奶牛龐大的身軀、溫馴的眼

人！」澀谷不得已端起刺刀捅入牛二腹部，

睛和緩慢的反芻動作象徵了一種始自遠古

扭曲的臉上涕淚橫流，渾身顫抖不已。澀谷

時代的母性，牛二質樸的生存理念更淡化

在法西斯主義的威逼脅迫下心智崩潰，雙

了人類社會的紛爭。戰爭中那些來去匆匆

手開始沾染同類的獻血。孰料形勢逆轉，

的各色人群，不管是手持武士刀端坐村口

小院裏的日本傷兵被游擊隊殲滅，大難不

大戲台的寺田隊長，還是垂涎奶牛的難民

死的牛二發現了龜縮在角落的澀谷，發誓

們，還是喧囂跋扈強行給奶牛配種的土匪

要為全村人報仇。牛二的初衷並非民族大

頭子，都漾溢著偶然循環的荒誕感。影片

義，而是老百姓有仇報仇有冤報冤的樸素

以巧妙的角度切入歷史，超現實的故事講

道理，他高舉鍘刀對天呼喊，懇求老祖爺

述和「非主流」的人物設置渾然一體，構建

賜給他膽量殺人。此時的澀谷拖著傷腿哭

了宏大敘述之外的平民話語，在先鋒性與

泣哀求，掏出家人照片乞求饒命，後艱難

世俗化、藝術性和商業性之間達到了微妙

地爬到奶牛身邊，按摩放掉膿血，解決了

的平衡[18]。

奶牛的病源。澀谷對奶牛的救治觸動了牛
二的心弦，使得他暫時撇開民族仇恨，最

把戰爭、仇恨與人性共冶一爐，遠遠超越了戰爭邏輯的話語。

可以說，《鬥牛》顛覆了傳統抗戰影片對日本「他者」的妖魔化描

１２６

寫，以悲憫的情懷傳達了對生命的敬畏，並提醒觀眾：戰爭沒有贏

家，每個人都是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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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叉搏鬥又被擊倒。這個鄉下牛倌揮舞著

結語

終放下鍘刀，把澀谷馱上牛背離開村莊。這

在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和新中

幕對手戲長達十分鐘，浪漫化的情節設置

國建立六十周年之際，《鬥牛》以人性化的

把戰爭、仇恨與人性共冶一爐，大大超出

日本「他者」為載體，給全球觀眾瞭解中國

了敵我對抗的傳統思維範疇，表達了多重

的抗日戰爭提供了一個相對客觀的渠道。

複雜的情緒。

影片改寫了傳統抗戰話語的敵我對立模

澀谷和牛二這種跨越鴻溝的「友誼」

式，對民族傷痕採取一種更富滄桑感的史

終結於另一場荒誕的對峙。一個剛從惡

詩化處理，闡釋了從抗戰的民族主義立場

戰中逃 生的國民黨軍官痛斥牛二 為「漢

到反戰的人道主義立場的轉變，一種新的

奸」，拔槍要射殺眼前的日本鬼子，澀谷持

歷史主體開始浮現出來。法國解構主義大

槍自衛，處在夾縫中的牛二阻止雙方廝殺

師福柯指出，「重要的不是神話發生的年

未果，只好同穴安葬了兩個不共戴天的仇

代，而是神話講述的年代」 [19]。在中國崛

敵。這個片斷充滿了探索精神的前衛大膽

起的主流話語與民間非理性蔓延的民族主

風格，國軍士官滿腔的民族仇恨，澀谷念叨

義糾結的歷史轉折點，應該怎樣敘述半個

的人類不應互相殘殺，還有牛二無奈的呼

多世紀之前的國殤才具有現實意義？如何

號「還沒死夠嗎？」重疊糾纏，遠遠超越了

消解世界對中國崛起的疑慮，有效地傳達

戰爭邏輯的話語。可以說，《鬥牛》顛覆了

中國文化價值觀？《鬥牛》的複調話語避開

傳統抗戰影片對日本「他者」的妖魔化描

了常見的專斷與統一，呈現了歷 史的彈

寫，以悲憫的情懷傳達了對生命的敬畏，並

性。

提醒觀眾：戰爭沒有贏家，每個人都是犧
牲品。

《鬥牛》闡釋並呼應了在全球化時代
建構新的中國形象的訴求。影片借助鮮活

影片讓牛二、奶牛和日本傷兵這些被

的日本「他者」重新審視民族主義話語，

傳統民族主義話語屏蔽的小人物∕動物佔

透過抗日戰爭去關注普遍意義上的人性掙

[10

[11]

還原了被政治和意識形態紛爭抽空的人
性、母性、愛情等「柔弱」的成分，褒揚了它

管虎、尹鴻、陳旭光、趙寧宇：《新作
評議：〈鬥牛〉》，載《當代電影》二
○一○年第一期，頁二七至三七。

[12]

史與當下的內在聯繫，揭示出理性描述日
本「他者」的中國「自我」正擺脫悲情的束
縛，以公允的心態重溫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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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寧宇：「新作評議：《鬥牛》」，載
《當代電影》二○○九（一），頁
三一。
從一九三一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侵佔
中國東北，到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引
發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到一九四五年日
本向包括中國在內的二戰同盟國投降，
抗日戰爭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反侵
略戰爭，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一部
分。劉德軍主編，載《抗日戰爭研究述
評》(濟南：齊魯書社，二○○五年)。
汪輝：《地方形式、方言土語與抗日戰
爭時期「民族形式」的論爭》，載《汪
輝自選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頁三四一至三七五。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
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吳睿人(譯
者)(上海人民出版社，二○一一年)。
例如，在後殖民主義時代，阿拉伯人將
好萊塢電影中的阿拉伯人的形象視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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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g Yang. Re-writing the Chinese
National Epic in an Age of Global
Consumerism: City of Life and Death
and The Flowers of War. New Global
Studies 2014 8(3): 245-258.
[8]
楊靜：《從小說到電影：〈庭院裏的女
人〉中的性別民族寓言和白人拯救神
話》，載《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學報》二
○一二年第五期，頁八七至九二。
[9]
戴錦華：《電影理論與批評》(北京大學
出版社，二○○七年)。

中等投資規模的《鬥牛》（一千三百萬
元人民幣）於二○○九年九月十一日全
球上映，獲得一千五百萬元的票房成
績，榮獲台灣電影金馬獎並入圍威尼斯
電影節。

楊 靜：戰爭寓言裏的日本「他者」

黃寶富：《後現代語境中喜劇形式的現
代性訴求——電影《鬥牛》分析》，載
《北京電影學院學報》二○一○年第二
期，頁五四至五七。

們的永恆價值。影片嘗試建立一種抗戰歷

影片改寫了傳統抗戰話語的敵我對立模式，對民族傷痕採取一

實，代表了抗戰電影的最新變化。《鬥牛》

種更富滄桑感的史詩化處理，闡釋了從抗戰的民族主義立場到反戰

驗性，凸顯了戰爭中的個人夢魘和荒誕現

的人道主義立場的轉變，一種新的歷史主體開始浮現出來。

語接軌。影片以濃郁的文藝色彩和先鋒試

]劉小磊：《〈鬥牛〉：多重隱喻下的含
混想像》，載《電影藝術》第三三○
期，頁八九至九一。

文學藝術

扎，在文化意識上跟人性和反戰等全球話

《鬥牛》闡釋並呼應了在全球化時代建構新的中國形象的訴

求。影片借助鮮活的日本「他者」重新審視民族主義話語，透過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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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戰爭去關注普遍意義上的人性掙扎，在文化意識上跟人性和反戰

等全球話語接軌。

文化中國

我形象。E d w a r d W. S a i 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9: 322-326.
[8]

[9]

阿里夫·德里克《中國歷史與東方主義問
題》，見羅鋼、劉象愚編《後殖民主義
文化理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頁九五。
劉夢溪認為：「由於漢、唐、明直至清
中葉，中國的國力是強盛的，『西人』
帶來的是文化，不過是『以文會友』，
所以賓主分明，客人就是客人……晚清
就不同了。道光、咸豐以後，中國的國
力日趨衰弱。在這種弱勢的情況下，
『西人』來了，不再是『身懷絕技』的
傳教士隻身遠游，而是開著軍艦、手持
槍 炮 的 大 隊 人 馬 前 來 叫 陣 …… 此 時 之
『西人』已經反客為主，中國文化的主
體位置、國家的主權地位，遭到根本動
搖」。劉夢溪《百年中國：文化傳統的
流失與重建》，載《南京師範大學文學
院學報》二○○四（一），頁二至
一一。

[10]

魯迅《吶喊自序》(北京新潮出版社，
一九二三年)。

[11]

張慧瑜《墓碑與記憶：革命歷史故事的
償還與重建》(台北市：秀威資訊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二年)，頁
二三五至二四二。

[12]

張藝謀的大片《金陵十三釵》（二○
一一）把南京大屠殺與白人英雄拯救中
國的好萊塢敘事結合，力求打入北美市
場。J i n g Y a n g. R e-w r i t i n g t h e
Chinese National Epic in an Age of
Global Consumerism: City of Life
and Death and The Flowers of War .
New Global Studies 2014 8(3): 245258.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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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靜：「從小說到電影:《庭院裏的女
人》中的性別民族寓言和白人拯救神
話」，載《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學報》二
○一二年（五），頁八七至九二。

[14]

「第六代」導演指的是二○世紀九○年
代以來活躍在中國影壇上的一批青年導
演。他們大多數出生於六十年代，畢業
於北京電影學院或中央戲劇學院，如張

元、管虎、王小帥、婁燁、賈樟柯等。
他們的電影作品風格獨特，往往關注游
離於社會體制邊緣的小人物，但在國際
上屢屢獲獎。
[15]

管虎、尹鴻、陳旭光、趙寧宇：《新作
評議：〈鬥牛〉》，載《當代電影》二
○一○年，一期，頁二九。

[16]

許涯南：《管虎：〈鬥牛〉不是〈鬼子
來了〉》，http://www.sina.com.cn二
○○九年九月十一日。

[17]

管虎：《關於影片〈鬥牛〉的一些手
記》，載《電影文學》二○○九年十九
期，頁四至六。

[18]

管虎、尹鴻、陳旭光、趙寧宇：《新作
評議：〈鬥牛〉》，載《當代電影》二
○一○年第一期，頁三一。

[19]

戴錦華《電影理論與批評》(北京大學
出版社，二○○七年)，頁二三三。

The Japanese Other in a
War Allegor y: A Study on the New
Resistance Discourse in The Cow
Jing Ya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 bst rac t: T he cla ssic ci nemat ic
discourse of resisting Japanese invasion
(1937-1945) is re-wr it ten by Guan Hu’s
The Cow (2009) on the eve of the 60th
a n n iversa r y of t 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film transcends the SelfOther demarcation by describing the war
experiences of an illiterate Chinese peasant
and an innocent Japanese student-soldier.
The humanistic treatment of the Japanese
O t h e r d i s t i n g u i s h e s t h i s s u c c e s sf u l
ye t c o nt r ove r si a l f i l m f r o m C h i n a’s
conventional anti-Japanese war films.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Cow exemplifies the
painstaking effort to construct a new image
of China amidst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China’s rise in a globalized era.
Key wo r ds: Japa ne se O t he r,
nationalist discourse, war allegory, rewriting, construction.

編後絮語
■ 子 夜
本刊執行主編
今年夏秋之交，忙了兩件事，一是在溫哥華舉辦的文化中國學術年會，四十餘學者從中港台等地遠道而
來，與北美學者就「中國發展與文化走向」進行了共同探討。兩天時間不算長，但大家都有一種滿載而歸的感
覺。二是參與了由浙江大學舉辦的馬克思主義美學國際論壇，主題「當代美學的政治轉向」吸引了世界各地一百
多位專家學者相聚杭州，頗具規模，在Ｇ20剛落幕不久，這也應算一個文化的亮點。離杭州後赴烏魯木齊，與新
疆師大學報同仁交流，並順訪吐魯番等地，對一個大國的邊陲文化有了感性的知覺。
從北美遠望中國的「文化走向」，到中國探討美學的「政治轉向」，當然不會是一種巧合，理應是契合了
一種深層面的文化思考。當然也會引起許多哲學的思辨，實際上掩蔽不住的是對中外文化交流的歷史進行反省和
檢討的衝動。這基本是從海外到國內「文化中國」運動的一條主線。就此而言，本期《文化中國》名為「基督教
文化與中國文化的對話」的特輯，其組成的幾篇文章值得作一推薦。上海大學謝玉梅和杜禕選取了一個民國時期
處於矛盾體中的一位雙重身份的人物，即既有深厚國學基礎而同時又是基督教文字工作者的范子美，嘗試梳理其
在二十世紀前後國學觀的變化過程，分析其國學觀形成的主觀原因及外界環境，希望以此為契機感觸當時中國學
者的身份與文化認同。清華大學的謝伊霖將時間更往前推，以十九世紀中國內地會幾位外國傳教士入川傳教拓
荒，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留下的一段歷史遺產，這個不但對中國教會的歷史，而且對於民族人類學、邊疆學都可
以開啟一個新視野。至於台灣政治大學的徐頌贊，切入點則更資料化，以「慾望」為議題，將中國佛教的《成唯
識論》與聖經《保羅書信》進行對讀，比較了「慾望」在漢傳佛典、希臘文聖經以及漢語和合本聖經中的不同意
涵，認為雖然兩者側重點不同，但無礙甚至有益於對話，可在互為「他者」的比較中，反思、重構、完善自身理
論，期以重新發現人性內部的多重面向，並重塑公共關係。
這幾篇文章均涉及了目前中外文化對話中大家討論比較多的一些課題。除此以外，針對某些傳統的話題，
從新穎的角度進行探討，也有亮點出現。例如，柏林自由大學的單江東，圍繞儒家嚴肅的「德治」思想，卻用大
家耳熟能詳的「貓論」加以闡釋，並運用西方現象學本質共生於現象的思想方法，將其中所蘊含的人文理性和自
然正義，為讀者引出了中國社會治理傳統和當代「中國特色」的兩個獨特視角，不能不認為是使傳統議題歷久彌
新的一種努力。這種努力，在其它幾篇論文中也能看出，如本期集中發表的兩篇討論民俗文化的文章，一篇是張
祖群以實地考察與感受為基礎，對信天遊古老的民族文化密碼進行了解讀；另一篇則考察了端午節中爭鬥和競爭
行為的主要體現，提出了陰陽思想的興起和人文禮樂精神的傳播對節日內涵的影響，得出了端午節的主要功能逐
漸完成了從爭鬥到和諧之轉化的結論，最後回歸到今天文化建設中的時代精神。
在中國現代自由人格話語形成的過程中，主流思潮之外的思想也應該得到關注。本期上海師範大學的蔡志
棟和湯穎關於潘光旦自由人格思想的研究，是一個嘗試。潘光旦從道德哲學和認識論兩個角度來刻劃自由人格，
在自由人格的培養問題上，潘光旦一方面主張用自由的教育來實施，其中包含著自求、自明、自勝等環節，並以
「獨」為重要的培養步驟，另一方面，又主張採取解蔽的方法，復活了先秦傳統。對學術上的歷史人物進行個案
研究，是本刊近年推出的一個重要欄目，我們期待有更多的成果在這個專欄上發表。
其它幾個專欄，本期均有力作推出。編完本期，時已深秋，有一種碩果收穫的金秋之感。《文化中國》畢
竟是一個學術園地，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這種收穫來自作者、編者、讀者三方面的共同耕耘。通過編讀往
來，學術交流，我們自認初步建立了一種學界友誼，形成了良好的互動氛圍，這在浮躁的當今世界殊為難得，我
們珍惜這種友誼，也期盼得到大家更多的支持，先在此感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