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論語

從城市更新到文化更新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我曾在一地方學研究論文中，主張從哲學上定義城市老街的精神內涵，可描述為一種「美學
符號」（見《文化中國》七十五期）。北京作為古今首都，具有特別美學的內涵，美國研究中國
城市的專家Thomas Canpanella指出:「老北京與眾不同之處是其包容性。老城是一個整體，不單
有巨大壇台廟宇及皇宮高塔，而且有龐大的四合院及狹弄與胡同，長久以來定義了京城的首府特
性」（The Concrete Dragon :China's Urban Revolution and What it Means for the World ）。北京
的皇宮是皇室與貴族的美學，但其老胡同及四合院，則是民間的美學。其歷史風貌，是北京的精
神內涵，也蘊藏了人民回憶的感情。這種設計和感情代表了城市在時空中的美及性格，是北京城
市在皇室之外的民間符號。
胡同老街原是北京的靈魂，但在歷史中慢慢因現代化過程而被破壞。現代化迅速發展，不斷
改變地景，造成一種Joseph Alois Schumpeter所謂的「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特別到
七十年代，由於日久老化，未經修葺已頗為殘破與落後，很多缺乏廚房、自來水、具私隱的洗手
間。一九七六年唐山地震，很多災民被安置入四合院，庭院空間建滿柵屋或主房上搭建檐屋。這
形成破舊衰殘的樣貌，故一旦經濟發展時代來臨，全被夷平是可理解的。但一旦改從歷史文化的
視角看，瞭解到殘破的建築原保有很多藝術與文化價值，就應重新考慮，如何保持並更新這美學
符號。原來的美學符號已變得淩亂陳舊，我曾提出「創造性的更新」(creative regeneration)，取代
「創造性破壞」，依歷史原貌，以新的精神，重建其人性風采與文化地景，才是正路。
當前中國北京，正大力保護及更新北京胡同與老街，我最近作過一些實地調查研究，主要是
對阜內白塔寺及其周邊的四合院更新計劃的瞭解。白塔寺歷史文化保護區位於北京市西城區，總
佔地面積約為三十七公頃，僅僅隔一街的對面，就是國家金融中心北京金融街，北面西直門商務
區，西面是阜成門商圈及三里河政務區，東臨西單及西四商圈，是中國現代商業文化包圍的一個
古歷史區。
白塔寺的前身是遼朝的永安寺，內有座佛塔，題額曰「釋迦舍利之塔」，為遼朝壽昌二年
（一○九六年）顯密圓通法師釋道殿建造。現存的妙應寺白塔是建於元朝至元八年（一二七一
年），元世祖忽必烈敕令開啟遼塔，發現塔藏，同時敕令重建新塔，在至元十六年（一二七九
年）建成。至元九年（一二七二年），開始以白塔為中心興建「大聖壽萬安寺」，是元朝皇家寺
院，屬於藏傳佛教薩迦派。明朝宣德八年（一四三三年），明宣宗敕命維修了白塔，並立了一通
小石碑，碑文曰「宣德八年重新修造碑」，建成後朝廷賜額「妙應寺」。清朝康熙乾隆都重修妙
應寺，改為藏傳佛教格魯派寺院。民國時在一九三七年修繕過一次，隨即日本入侵破壞，使寺院
屋舍倒塌，野草叢生。
民國時白塔寺每月有廟會，寺內及寺院周邊的胡同裏都是攤販、藝人表演等等。到中華人民
共和國白塔寺被列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但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一年三年災荒期廟會停

止了，文革時被西城區查抄辦公室用作倉庫，塔院成為豐盛絕緣材料廠堆放器材的場地。改革後
一九九七年重修，一九九八年重開，搬遷民居，二○○三年重修完成。
二○一六年進行再生計劃，政府交給國有企業北京金融街投資集團，由其旗下的北京華融
金盈投資發展有限公司，為「白塔寺再生計劃」專案實施更新重建其周邊破敗的四合院區。其重
建的思路及策略如下：「隨著社會的進步，原來大拆大建的方式在城市核心區已經不再適用。而
微循環、有機更新的模式得到了更多的重視和運用。……通過政府主導、企業示範、社會力量參
與、本地居民共建的新模式，制定出人口持續疏解、物質空間更新、基礎能源提升、公共環境再
造、培育文化觸媒和區域整體復興的實施路徑。在保持獨具一格的胡同肌理和老北京傳統的四合
院居住片區原有居住功能屬性不變的情況下，通過植入設計、文創和展覽展示等新的元素，全面
營造融合傳統、創意、時尚的新文化街區」。
不再用從前發展的大拆大建的方式，即不再進行「創造性破壞」，改用「微循環、有機更
新的模式」保護四合院及胡同原本的肌理，加以創意的重生，成為合乎時尚的新文化街區。即前
述「創造性的更新」，所謂創造的更新，就是梁思成提過的「保存現狀及恢復原狀」原則，他在
《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中指出：「以保存現狀為保存古建築之最良方法，復原部分，非有
絕對把握，不宜輕易施行」（見《梁思成文集二》）。
我在白塔寺及其周邊四合院區作初步觀察調查，觀察這有九百多院落，六千間各類產權房的
古街區，當日因為兩會在北京舉行，藍天白雲而陽光普照，見胡同兩邊較少雜物，小巷整潔，只
有居民拿出在陽光下曬的綿被，整體管理有序。企業已以自願協商的方式買回不少騰退了部分四
合院，區政府在昌平提供一百多坪，豐台、房山區等地提供了多處安置房源單位給原住民，比原
單位大，故原住家庭都樂意接受。
收回的四合院，經過修葺及更新後，很多都不是用來買賣，卻提供當地社區的需要。我參觀
了更新的四合院中的一個非政府組織（NGO），名「一維課堂」，為對具有美術潛質的殘障朋友
開辦的公益課堂，通過啟發的教育，激發殘障人士的創造力和想像力，提升其自信，享受藝術創
作的自由與快樂。其中有小型畫廊，見很多青少年殘障者的畫，畫出他們心目中的理想世界，充
滿色彩與單純的美，是他們們心中追尋的和平世界。
另一間較大的四合院，更新後將做兒童教育中心，交一專業公益的教育機構來辦學。其建築
是具生態特性，建築物之外留下一小花園及幾個小空間，其中一長形小空間種了一排青幼的琴絲
竹，又在另兩個方形小空間種了小樹。建築物都用木造，形成自然的簡樸特性，且有大玻璃窗，
在屋內可看到外面小花園及其中的樹與竹。又保留一堵舊磚墻，融化在更新的結構中，維持歷史
記憶。
在這老街區沒有停車場，企業將一非歷史的後來建築拆去，並將公共道路的地下空間改為小
停車場，使區內的汽車有一停車空間，逐步不再停在胡同小街邊上。又將一些破路修好，作出公
共設施重建。
「白塔寺再生計劃」已投入十個億，初步使這殘破之區，成為既有歷史風貌而又經創造更新
之地。將來到二○二○年大約會有更多要投入三百億，其自己定的目標是：
1. 通過人口疏解，調整區域人口結構降低區域人口密度；
2. 提升區域功能業態，完善區域配套服務設施吸引優質產業入駐；
3. 改善區域基礎設施，提升居住環境，加強居民社區歸屬感；
4. 實現區域的胡同文化復興，居住精神回歸。
這是一個大型的城市更新計畫，根據華融金盈公司的負責人總經理王玉熙所言，目前仍是在
做城市物理空間的更新提升護理，未到文化的深層。我想城市更新是重建城市的身體，將來須有
城市文化更新，重建老北京的靈魂，甚至重建中國文化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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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國

專題對話

文化中國與中西文明
──關於美學深層意義的對話
■ 徐 岱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要：兩位學者從美學和文學領域為

東西，一般稱為中國古代文學和中國當代文學

切入口，全面探討了文化中國與中西文明的對

等，長期以來這方面比較多一點，這方面資料

話問題。文化中國不意味著文化激進主義，全

也比較多一點。但時間一長就會覺得有些疲

盤否定自己的傳統文化，但更不意味文化保守

倦，所以改革開放後國外有新的資料和觀點進

主義，把一切傳統的東西都說得那麼好，不能

來，就會有一種很強烈的新鮮感。這是我進入

因此而搞出中國中心主義。文化中國要堅持包

比較文學這一領域的主要背景。

容和開放的姿態，避開文化激進主義和文化保

康德和克羅齊與中國的感通美
學

摘

文化中國要堅持包容和開放的姿態，避開文化激進主義和文化

保守主義兩個極端。這樣一個文化中國可以容納很多東西，但同時它

又是一個對話的平台，中國文化可以通過這個平台跟西方對話。

二○一七年第一期（總第九十二期）

浙江大學

守主義兩個極端。這樣一個文化中國可以容納
很多東西，能夠把中國文化中最好的東西永遠
地研究下去，但同時它又是一個對話的平台，
中國文化可以通過這個平台跟西方對話。
關鍵詞：文化中國，美學和文學，平台，
對話。

□：我的專業雖然不是美學，但哲學
領域本來就包括美學。我在中學時就讀朱
光潛的《文藝心理學》，是第一次瞭解美
學，然後又看了克羅齊、托爾斯泰及宗白
華美學著作，慢慢發現美作為哲學的一個

從美學到比較文學

範疇，是一個非常特別而且不容易講清楚
的。什麼叫美？一個可能是從心靈裏面，

４

□：當今是中西文明互相擊蕩及融和

人的認知同時有美的認知。康得認為「自

的年代，徐岱教授你原是美學和文學的專

然的合目的性即是判斷的先驗原理」（The

家，我首先很想知道，你是如何走進比較

Principle of the formal finality of Nature

文明這一領域的，尤其是東西方美學的比

is a transcendental Principle of Judge-

較，你是如何深入分析或批判的？
■：比較文學這一塊，我主要是從大學本

me nt.），其中「自然概念」是知識直觀對

科開始感興趣的，因為我們是第一屆大學生，

質，背後的先驗原理是預設宇宙的「自然

文革剛結束開始改革開放。中國大陸當時有一

法則」。因此，藉「自然的合目的性」與「判

個特定的概念，叫新時期文學，但在研究海外

斷力」兩個概念，就找到一個溝通自然與

時資料非常少，所以一旦讀到海外這方面的觀

自由兩界的橋樑，將知識的純粹理性與道

點和信息時，都非常有興趣。我們以前都比較

德的實踐理性打通。康德以後思想如克羅

習慣於研究從中國古代以來的自己的一些傳統

齊，認為人的精神活動分邏輯與審美直

象。「合目的性」是「自由概念」的形式特

質、感受及自然以形式；直覺同時即抒情

了《戰爭與和平》，看他所寫的，對我的震

的表現，形成美感，也形成藝術。

動也許就引發我對人類的愛的某一種理
解，而這個理解可能不是托爾斯泰而是我

的一種判斷與審美直覺表現。但從中國文

自己的。我創造了一個新的理解，而這個理

化看可能還不夠，西方是以人有審美的心

解也是我美感的一個根源，而且也產生一

靈，中國哲學卻始於對生活世界的反省，我

種共鳴，是生命深處的一種共鳴。這種共

認為美來自生活中，是對世界各事件的一

鳴性就讓人產生一種美感。所以，欣賞一

種感通，也即感應溝通。感通的體會，也可

部文藝作品，可以創作甚至超越作者的理

以是一種道德的，比如說你看到別人的痛

解，有一種新的創造，這種新的創造就給

苦，心會不安，不忍，惻隱之心就會產生，

人帶來很大的美的感覺。這是我的初步理

出現善，這就是道德上的同情心。但感通

解，美是由感通達至存在深處震動而有新

也有審美的同情心，即一種移情作用，這是

的創造，由之形成的人生境界。

「情意」的感通，道德的感通是屬於仁愛
的「理」（天理），是道德理性。但是「美」

藝術价值在對美的溝通

方面的同情，不是「善性」對他人苦難的

■：你所說的很好，而且看出你的學淵

同情，而是人可以從審美的情志對他人或

很深厚，涉臘面很廣，不像一些人文學者存在

萬物的感通。莊子知鱼之樂，可說是審美

「學科化」或「獨一面」的情況。我曾經跟同事

情志的感通，是一「美的感應」，產生一種

和學生講過，假如我們都把人文學科「學科

意境。比如說文學家寫一本小說，為什麼

化」或「獨一面」，那麼，人文學科的價值在哪

我會感動，因為感受到那個寫的人的心靈

裏？當然，人文學科要有自己的專業化，但專

和生命，而且通過看他的作品，可以創造

業化本來是為了讓這個學科發展得更好。問

一種新而不同於作者的意境。所以，我一

題是用什麼標準來評價一個學科，是不是寫

方面同他融合，他的理解和他的寫法，另

出一套一套很複雜的理論，或者只有少數人才

一方面，不但他是作者，我讀者本身也有

能誰讀懂，這就變成學院派內部的一種遊戲。

一個創造性，所以我可以和他在交通、溝

這樣的一種專業化是不好的。正如一些優秀

通裏面創造一種對他作品的不同理解。也

的藝術家，包括美國的著名戲劇家亞瑟‧米勒

許，作者本人不一定能看到這種理解。這

（Arthur Asher Miller），雖然他創造了很多

在美學上也許是一種同情「共感」效應，你

公認的優秀作品，有很深奧的哲理，但他卻說

進了他的共感，但同時又有創造，通過他

他的作品一定要讓只具備常識的人就能看懂，

的啟發創造你自己的美學觀念。

而不是僅僅給少數有學問的人看的，是面向大

美是一種感通及存在的震動

眾的。這就是藝術之所以藝術的所在。舞蹈在

徐岱、梁燕城：文化中國與中西文明

往西方這個方向想，美是人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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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深處的震動」，就是說比如我看

欣賞一部文藝作品，可以創作甚至超越作者的理解，有一種新

象，表現人的主觀情感，賦予無形式的物

的創造，這種新的創造就給人帶來很大的美的感覺。美是由感通達

像法國美學家杜佛倫（Mikel Dufrenne）說
至存在深處震動而有新的創造，由之形成的人生境界。

覚，邏輯處理概念的理性，直覺創造出意

以前是供宮廷和少數權貴階層欣賞的，讓一個

所以我認為美應該有一種感通性。

皇帝一個獨裁者高興，這對整個人類文明的意

托爾斯泰也提到類似的說法，從中國哲學

義是有限的。真正有意義的舞蹈或音樂就是要

看，美是一種感通的境界，如宗白華所論，

讓大眾人民喜歡。這才是藝術的價值所在。

□：這也是一個感通性的問題，大眾

行感通的境界。但我還想強調一點，當你

能通過你的作品而達到對一種生命的領

欣賞一部作品，如看一部小說，觀賞一畫，

悟，這種領悟也帶來他自己在某個方面的

聽一曲音樂等，會有一種內心的震動，就

創造性，有一種快樂，成為美的感覺。

５

超越內心，是主客交融，是人與大宇宙流

文化中國

索是很清楚的。文藝復興之後藝術開始得到重

相當長一個時期內沒有成為一個學科的分類。

視，本來藝術沒有像後來那樣，藝術家都是一

中文「美學」這個詞本身是通過日本轉介而來，

些匠人，或者一些貴族家庭養起來，但文藝復

這也是文化傳播的一個有趣現象，這是雙向

興之後藝術有了獨立的地位，社會很尊重，然

的，先是日本從我們中國拿去很多漢語的東西，

後啟蒙運動，把藝術和思想結合起來，隨後的

用我們漢語的文化消化西方的東西，再倒過來

浪漫主義把藝術提高到空前的高度，但浪漫主

反而讓我們方便從他們那兒拿過來。美學本身

義在某種程度上還是古典的，從傳統上可以一

應該是一個西學，從學科定義上應該說是藝

直通到古希臘，沒有那種根本性的里程碑式的

術哲學，就是研究各個門類藝術背後的哲學

改變。但是，現代主義是有點改變了。當然，如

的。以前美學研究是很明確研究那些人工創作

果我們回過頭去看，現代主義再改變，它也是

的藝術作品，如音樂、繪畫、建築等，而按照

傳統的古典的一種延續，還是有它的藝術的品

黑格爾的標準，他是把自然景觀排除在美學之

味。問題是現代之後，那些被認為偉大的藝術

外，這是大自然的東西，不是我們研究的對象。

作品，如蒙娜里莎，可以在上面畫兩道小鬍子

本來美學和哲學是一體的，到德國的古典哲學

進行醜化，一下子變成了堆垃圾的東西。法國

才讓美學成為一個真正的常設學科，定義就

有一個學者講的很好，他說什麼叫現代之後，

是藝術哲學。一直到今天，整個美學仍然是在

就是那些經典的藝術變成垃圾，但同時那些

藝術哲學的範圍內。從我個人對美學的研究

垃圾則被放到藝術館去展出，這是一個真正

來說，如果從大學算起有三十多年了，我一直在

的悲劇，這是對美學界提出的挑戰，使得傳統

思考這個問題，實際上就兩個問題，一是你剛

美學的研究再也無法進行下去了。

才提到的，美學究竟是什麼，二是美學究竟要
如果我們回過頭去看，現代主義再改變，它也是傳統的古典的

一種延續，還是有它的藝術的品味。問題是現代之後，那些被認為

偉大的藝術作品，一下子變成了堆垃圾的東西。那些經典的藝術變

成垃圾，但同時那些垃圾則被放到藝術館去展出，這是一個真正的

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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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往中國的學科角度來講，美學在

做什麼，應該具有一些什麼功能？是不是僅僅

中國文化的無言玄妙境界

為在大學裏教書的教授們提供一些詞匯，可以

所以，在這個方面，我認為中國文化可以

給學生們上一些課，作為一種知識可以傳遞下

為西方文化作一個補充。比如說，莊子裏面有

去，變成少數人可以因此而設置一門課程，成

一句名言，就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這句話的

為一份可以拿薪水的工作，這樣也沒有大的意

精神也是來自孔子跟他的學生的對話，學生

義。美學應該同藝術家一樣，應該有好的作品

問老師為什麼有些話不講出來，他說你可以看

留下來，就像偉大的小說都有一些動人的故事

天，天是不說話的，其它包括諸如「無可無不

才能流傳下來。就像《紅樓夢》一樣，能打動

可」、「君子之交淡如水」，這些話都是非常讓

不同文化層次的人。藝術家創作文藝作品是為

人回味的，很可能一下子是很難理解的。「不

了讓世界更美好，大家通過欣賞文藝作品對美

言」在孔子那裏是一種很深刻的思想，「不言」

有一種溝通和交流，使身心得到改善。研究美

裏面就有「大言」，有時雖然沉默，但能讓人從

學的這些學者，他的目標應該是同藝術家一樣

中聽到或明白深刻的道理。

的，他所做的不是僅僅留一個教室傳遞知識，

□：這個美就跟西方後現代文化不一

而且還應該把對美學的欣賞和美的理解讓大

樣了，後現代是一個慾望自我任性表現，

家更明白。

是任意解構，任意放縱的文化，不再有任

後現代把垃圾變藝術

何美的情懷。從中國哲學上看，美基本上
涉及一種天地玄秘之境界，超越語言與概

６

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認為到了今天，已經

念的世界。中國意義的美可帶來生命的超

到了我們稱之為現代之後的時代，而現代之後
的藝術本身就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現代主義的

越，而入天地不言之大美。
■：西方的美許多是以視覺來表達的，

藝術畢竟同傳統的還是有密切的聯繫，這條線

比如beautiful，美麗，漂亮，翻成中文基本可

這是非常功利化甚至貨幣化的。我們承認直觀

「色」，指的就是五彩繽紛，中國既有類似西方

的外表並不代表美的一切，但不能否認是美的

的直觀的外表的現象的對美的理解，也有更深

第一印象，具有美的某種標志性的特點。而從

層的對生命的理解。剛才你其實已經涉及這個

審美的角度分析，從直觀的外表看，人老了當

層面了，這可能就是我們之間默契和共同的感

然生命力在下降，包括直觀的外表（現在人所

受。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這個不言的美是很大

說的顏值）在衰退，或者說變得醜了，而美學在

的美，那麼，什麼是天地不言的大美呢？用我

社會上有一個奇特的功能，就是歡迎嬰兒來到

們傳統的觀察，就是天覆地載萬物悉備四時生

這個世界上，因為他們是如此美麗，我們會盡

也，就是大自然的一切，山山水水，鳥蟲走獸，

一切所能去呵護，保障他們的生命的成長，但

所有一切的生命現象。我覺得在今天我們應該

「人老色衰」之後，總要離開這個世界的，尤其

對美有一種更深刻的理解。這種美實際上就

是親人的離去往往更使人悲痛，而大自然的造

是生命。為什麼我們對嬰兒出生的時候如此欣

化就在於，「人老色衰」時離去會比美麗天真

喜？因為那是生命的誔生。我曾觀察過，雖然

時的童貞的失去更容易使人在情感上接受（儘

人有種族或皮膚的不同，這個在成人中間非常

管他很善良人很好），緩解人的痛苦。人類的

明顯，但是在嬰兒時期卻差別不大，都有一種

宗教很大程度上由此而產生，因為從生命的誔

嬰兒所具有的共性，就是生命的生機勃勃。這

生和離去引發了靈性的東西，靈性的東西會使

就是美的根本，易經中的「天地之大德曰生」，

人對生命中許多無法解答的東西產生好奇，並

我認為美學的價值就在這裏體現出來。

引人去探索和深思，這就有了神秘性的問題。

美學讓我們理解透生命的意義

徐岱、梁燕城：文化中國與中西文明

色者也」，這個「色」不是我們今天泛指情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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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用世俗的觀念認為人老了就「不值錢」了，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用我們傳統的觀察，就是天覆地載萬物悉
備四時生也，就是大自然的一切，在今天應該對美有一種更深刻的
理解。這種美實際上就是生命。

以用「色」來表達。孔子說「吾未見好德如好

人有最大的本事，也絕對無法對抗大自然的規
律。我自己有親身體會，父母親都是我親自送
走的，送走的時候內心非常悲痛，甚至好幾年

的意義是什麼。生命意味著無限的發展，所以

難以擺脫這個情緒，回想他們生前自己做得很

我們就會為每一個生命的誔生感到無限欣慰，

不夠，但現在沒機會了。我的後期美學著作寫

同時為無辜被毀滅的生命感到悲痛甚至憤怒。

到這些事時很動感情，也許由於這個特色，我

我曾經跟一個長輩在散步時，他問我為什麼中

的這些書許多人很喜歡看。從這個意義上講，

文中用「人老珠黃」來形容一個人的衰老？以前

美學跟倫理學是密不可分的，而且承擔或平分

７

美學的存在意義就是讓我們理解透生命

文化中國
中國美學一個觀念就是「氣」，所謂「氣韻生動」。對氣韻只

能用審美直覺去領悟，所以，美也是一個領悟，這個領悟是不能證明

的，但人可以通過美的欣賞，通過領悟走進事物的一個本質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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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宗教的某些功能。當年北大校長蔡元培提倡

不是我，怎麼知道我不知道魚是快樂的？

以美育代宗教是有一定道理的，雖然這個道理

實際上這裏關鍵意義是人對魚的快樂是

他講得很普通，不深奧，我反而認為有時候最

通過一種領悟來理解的，而不是通過邏輯

深刻的東西並不需要用很複雜的方法說出來。

來論證的。這種美感就好像莊子做夢變成

對宗教不能理解得很狹窄，實際上宗教

蝴蝶，醒來時還不清楚我是做夢還是蝴蝶

承擔的信仰的內容，是指宗教反映信仰，但不

做夢而夢見我。這也是一種物化，跨進一

一定意味信仰統統就是宗教。在某種意義上

個物我不分物我兩忘的境界，即人跟蝴蝶

講，偉大的藝術作品應該在心靈上使人受到震

不分了，當然跟魚也可以不分了。這就是生

撼，甚至那些良心沒有泯滅的壞人，在聽到美

命的移情作用，把一種生命移情到另一種

麗的歌聲時也會被觸動。這就是生命的力量，

生命上，而體會到生命的真實意義。

也的確跟美和善聯在一起。真善美現在人人

我們有時會講到境界的融合，這個

都知道，但要把三者關係真正理解透還真不

境界的融合就是說，如果看一幅畫作，你

容易。通過讓人的倫理和境界的提升，這就

有你的經驗，我有我的經驗，但通過欣賞

是美和善。倫理是指向真實的東西，不是虛幻

這部作品，我可以融合到你的境界裏。但

的，從哲學角度來講，所有一切的存在，就是追

是，融合不是等同，因為在欣賞你的作品

問什麼是「在」，而追問什麼是「在」首先又要

過程中有我創造出來的東西。境界的融合

搞清什麼是「有」和「無」。這個世界上最真實

是美的重要經驗。從移情中產生的領悟，

的東西莫過於生命，這個生命可以指一棵樹，

就可以看到宇宙萬物的本質。這就是氣，

一棵草，它也是生命，如白居易詩「離離原上

我把人或自然的氣畫了出來，也就是把其

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本質與生命性畫出來了。美學就是審美直

就是連草的生命我們都要尊重它，何況人的生

覺掌握事物的本性，而不是透過邏輯分析

命？在生命的意義上，人和草是平等的，人和萬

或科學觀察，但這裏也可產生我們對事物

物是平等的。這就是大善，即天地之大德就是

的一個理解，也包括對宇宙的理解，所以

「生」，就是「厚生」。所以從這樣一個角度談，

在中國的美學以「氣韻生動」的說法，或者

美學的研究就包含著思想史，文明史，社會史，

文心雕龍所言的「神思」：「文之思也，其

當然也包括藝術史，不是狹窄的領域。

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

美是一個領悟

容，視通萬里」，「夫神思方遠。萬塗竟萌，
規矩虛位，刻鏤無形」。人領悟實在後面的

８

□：中 國 美 學 其 中 一 個 觀 念 就 是

意義，就是美的感通，這就回到感通的概

「氣」，所謂「氣韻生動」，氣是直接看不

念。感通不只是你有你的心靈，我有我的

見的，但又好像能從其存在方式看見，如

心靈，而且也可以對一些沒有心靈的生命，

看生命的氣質表現，或自然萬物整體的創

樹，草，也可以發現它們的氣，作為宇宙萬

化流行，其互相和諧情態可稱為其氣韻，

物中一種很特別性的精神存在，然後把它

然後把他重現在作品中，能把生命及萬物

重新表達出來的時候，就是把萬物的本性

的本性及整體和諧畫出來嗎？對氣韻只

也就是它的美表達出來。這個時候用美來

能用審美直覺去領悟，所以美也是一個

表達是不需要說話的，可以通過語言以外

領悟，這個領悟是不能證明的，但人可以

的音樂，繪畫，或者甚至不說話，安靜也

通過美的欣賞，通過領悟走進事物本質當

是一種美。美就變成一種心靈跟其它生命

中。莊子也是一個非常重視美的哲學家，

的一種交往，而達到一種對生命本質掌握

他和惠施有一次魚樂之辯，惠施說你不是

的領悟。起碼，在直覺上你會覺得是一種

魚，如何知道魚是快樂的？莊子則答，你

對生命的真實體會。有人會說，這裏有主

可以是道德，也是道路，方向，走路的目標。從

文化中國的意義

這個意義上講，孔子和老子的道都是一樣的。
但我認為更重要的是，孔子的道可能更進一步
了，是道不遠人，道不離身，道就在人生命裏

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是從九十年代初就看到

面，這是孔子更超越的地方。從這個方面看，

《文化中國》，這次又參加《文化中國》舉辦的

我認為《文化中國》這個刊名取得太好了，在這

學術年會，真的覺得很有意義。這裏關鍵在於

個刊名的含意下，能夠把中國文化中最好的東

要把文化中國的含義領悟透。文化中國不意味

西永遠地研究下去，但同時它是一個對話的平

著文化激進主義，全盤否定自己的（傳統）文

台，中國文化可以通過這個平台跟西方對話。

化，但更不意味文化保守主義，把一切傳統的

在這次文化中國年會上，我本來想說一個

東西都說得那麼好。我們應該反對西方中心主

問題是，中國本來就有很多小說，但為什麼很多

義。西方文明確實影響了全世界，為人類的進

人認定《紅樓夢》是最偉大的？其實，《三國演

步和發展帶來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但同時我們

義》也不錯。這裏有一個區別在於，《三國演

也要看到西方文明偉大的背後確實存在西方中

義》能解釋中國的歷史，通過包括兄弟之情誼

心主義，有一種自大的東西。但是，我們不能因

來解釋中國社會的一些特點，但是，它的普世

此而搞出中國中心主義，我們講中國傳統文化

性或世界性的東西，顯然比《紅樓夢》少。固然

好的一面講了幾千年，就是中國中心主義，「中

《三國演義》的敘事很偉大，據此拍攝的影視

國」這個詞的來源本身就隱含了中心主義的意

片也很震撼人心，蘇東坡赤壁賦懷古詞「大江

味（中央之國／中心之國）。

東去」場面也很動人，而《紅樓夢》是一個小範

我很同意《文化中國》一直主張的包容和

圍裏的小故事，卻具有普世性，雖然極具中國

開放的姿態，避開文化激進主義和文化保守主

特色的形態，但又有摯情至上的成分，這就有

義兩個極端，這樣一個文化中國可以容納很多

形而上的境界，寶玉之戀實際上是帶有形而上

東西，文化本身就包含很多東西。今天這個對

的意味，所以我們可以從這個角度去理解。所

話涉及的領域就很大，我自己涉獵的專業就很

有的一切，我們都可以歸根到底，是人的個體

多，研究面很廣，中國文學包括從古代詩歌到

對一種健康和幸福的生活的嚮往。

魯迅和現當代作家，也研究西方文學，我大學
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比較文學「魯迅與存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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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美學，可以成為文化中國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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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與宇宙合一的可能性。

如果用一個字來代表中國文化的關鍵詞，就是一個「道」字。

理，只有你比他強的時候他服你。這個「道」也

這個「道」也可以是道德，也是道路，方向，走路的目標。從這個

時，生命的境界也擴大了，美就使生命變成

意義上講，孔子和老子的道都是一樣的。孔子的道可能更進一步

別人講道理，日本人傳統中就不是那麼講道
了，是道不遠人，道就在人生命裏面，這是孔子更超越的地方。

觀的成份，但起碼是一種真實的體悟，同

歷史悲涼與單纯愛情
□：我看《三國演義》其實就是一個

我也發表過西方文論的研究。你的知識領域

「權謀」和「利益」爭奪的鬥爭的世界，歷

也很廣泛深厚，所以我們對話的範圍可以很

代歷史都是這樣，延續到現實世界的爭鬥

大，例如，今天這個對話就能起「文化中國與中

也是這樣，而且《三國演義》中的英雄也

西文明」這樣一個題目。從中國本身來說，我們

是無奈的，讀者眼中看到的可愛的英雄最

要承認中國文化的代表還是要以孔子的思想

後都沒有贏的，既使小孩子看到的關公，

為主，海外建的是孔子學院而不是老子學院，

最初很精彩的英雄，最後卻也是戰敗被捕

當然老子與孔子在許多地方例如「道」是一致

殺，趙子龍等人最後也是衰老而亡，曹操、

的。我經常講，如果用一個字來代表中國文化

劉備、孫權沒有一個贏，大家都是輸的，鬥

的關鍵詞，就是一個「道」字。這個「道」可以

爭的後果就是這樣。《三國演義》是一種

從很寬泛的層面去理解，用現代話來講是「講

悲涼性的歷史現象，現世的爭奪就是一個

道理」，中國傳統中很好的一部分就是願意跟

所羅門王所講的虛空世界。《紅樓夢》就

９

義」，存在主義就是一個西方的概念，同時，

文化中國

不一樣了，余英時教授比較喜歡通過理想

呢，上帝的國度是否來到人間呢？影片後

主義來講《紅樓夢》，有一定道理。《紅樓

面還是有宏大的人性要求，而現實卻是無

夢》裏男女之愛是很單純的，甚至林黛玉

可奈何的，但是如果你掌握到這一點愛的

對花草的愛、對生命的愛也是如此單純，

真諦，就可以慢慢擴大到人類的愛。

描寫一些單純清純的女孩與同樣單純的
男孩子之間的愛情，愛情是可以那麼單純

愛情是人生美好的一種象徵

人類永遠需要一些從表面上看來是遙不可及的東西作為目標，

才能提升上去，它的價值不在於兌現，而是永遠高高在上，像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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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照出來，太陽不會掉到地上，但我們不需要它掉下來，我們就

需要它在上面照耀，讓我們仰望它，激發我們的創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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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就是最理想的愛情了。如果這個愛

■：也就是不要輕易放棄愛的希望。在這

情擴大，就變成人倫／親情，從人與人到

次會議上，我談的問題是綜合性和普世性，因

天地宇宙，所有的生命都有一個大的倫理

為紅樓夢談了幾十年，今天再談就要有新的眼

意義幅射開去。從《紅樓夢》看，清純的

光看它的價值和意義，我想就是紅樓夢裏反映

愛可以是愛的開始點。我記得很久之前曾

了中國的綜合性和世界性（普世性）的統一。

看過一部西方黑白電影《碼頭風雲》，裏

我們中國文化裏精華同世界文明中的最好的東

面扮演黑社會的是馬龍·白蘭度，是很反

西是一致的，你講過的，在天上永遠不著地，

叛的，但他看見一個女孩子，突然之間生

通常中國觀念會認為不要談，因為中國人很

命中學會關懷其他人，這就是愛情的重要

務實，要致用，但是不能落地的東西，這個社

性。還有一部電影《人狼戀》，這個人在月

會／國家不能永遠在天上的，我們要這個幹什

圓夜會變成狼，之後又變回人，由於受到

麼？但問題是我們要知道，人類永遠需要一些

咀咒的原因，也是無可奈何的事，但最後

從表面上看來是遙不可及的東西作為目標，才

當女主角死的時候，本來變成狼的男子，

能提升上去，它的價值不在於兌現，而是永遠

又突破宿命變回人，我就感到很有意義，

高高在上，像太陽一樣照出來，太陽不會掉到

就是人有時候有獸性，但是在愛情之中又

地上，但我們不需要它掉下來，我們就需要它

變回人，人性就從愛裏面出來。馬龍·白蘭

在上面照耀，讓我們仰望它，激發我們的創造

度扮演的壞孩子，也是由於有愛而變得有

性。這種東西我們中國人也有。紅樓夢就是這

人性，也是同樣的意義。所以，從最小的

樣，許多前輩學者講的雖然都是它的個體性，

愛，可以擴大到人類的最大的愛。

但這種個體性反映了人類的普世性，普遍性，

還有一部很有名的電影叫《夢斷城

而且是永恆性。因為地球永遠的目標是保護所

西》（也有翻譯成《西城故事》的），有一

有生命，今天我們知道的，不僅要保護人的個

首歌很好聽的歌，寫在紐約城裏那些年輕

體生命，而且還要保護每一個眾生的生命，也

人在跳舞，表達他們的苦悶和苦楚，舞蹈

就是當今講的生態環境。從這個角度上講，中

很美，音樂也很美，但故事很簡單，就一

國也有這種「天情」，紅樓夢講的賈寶玉和林

男一女互相愛上對方，碰面就愛，唱《瑪

黛玉兩人的感情，但這種感情超越一般的男女

利亞》，最後那男的死了，死的時候面對

感情或慾望之情，這種「天情」才是打動我們

一個自己所愛的人很無奈，死之前女主角

的東西。當然，「天情」的悲劇命運是必然的，

唱一首歌，《那處有一個地方》（t here’s a
place for us），就是說那裏有一個地方，和

因為它實現不了，兩人心心相印是太理想了，

平與寧靜，再也沒有衝突，只有彼此的愛

本來沒有血緣關係的陌生人變成親人，血緣關

和彼此的理解，他們終於要到那地方，但

係是割不掉的，既使反目為仇，但骨子裏還是

不能去了，因為死了，變成一種無可奈何的

親情，除非出現極端情況，最後還是會緩和，

現實。一方面，死亡是無可奈何的，另一方

兄弟還是兄弟家人還是家人，這就是親情的

面，是問人有沒有一個可以嚮往的地方可

生命性（神秘性），但愛情的生命性（神秘性）

以去真的相愛呢，天國能不能在地上出現

更勝於此，甚至超越親情。這就反映了人類的

這在人世間是極少極少有的。愛情的本質是把

愛，都是一個愛字，都是生命裏面一種最高貴

道路的第一個特性就是虛通的，不是實

的東西，同時也是最值得我們去維護的。人類

的，但也不是無，不是沒有東西，走在路上

文明共同的地方就在這裏，一句話，就是保護

就會有一個方向去的，不斷走的時候旁邊

生命。所以，從這個方面來講，中國文化有它的

的風景也不斷變化。「道」是不斷變化的，

優越性，它不必用美學的邏輯語言，而用更超

但它有一個方向，照著某一種規律走下去

邏輯的、更簡單的話，把道理講出來。

的。「道」是虛的，通過它可以走到另一個

□：這就是美的語言。
■：是的，就是美的語言本身。我們知道，

地方，這就帶來某些不同世界的溝通。比

孔子教育學生是以詩為教，詩本身是美學，禮

一套境界領悟，我可以通過我的境界，經

樂文化本身更是一種美學，孔子實質上就是用

由本體之道，以道的道路走到你的境界來

審美化去教學生，不是教一般的道理、知識和

理解你，但通過之後我不一定停在那裏，

社會經驗，而是要讓人成為「君子」。「君子」

而是繼續走到其他不同的境界裏去有新

的核心就是一個「仁」，就是兩個人的關係相

的境界。所以，不同的看法和領悟，可由感

處很好，而且孔子認為這是「天」要人這樣做

通來互相體悟，「道」就代表了這種感通的

的，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所以中國

可能。「道」同時也有易經的理解，就是當

人很早就把這個道理講透了，就是通過大美的

你看自己的生命在生生不息發展中，如何

教育，讓人的心胸開闊，不僅成為一天天長大

可以不斷平衡，來達到吉而不是兇。在易

的自然人，文化人，知識人，而且還要成為一個

經所看到的世界，整體都在變化之中，如

有境界的人，有靈性，有大愛，有道德感，這才

果你在這種處境中能選擇合乎「道」的時

叫「君子」。

候，就會達到一種平衡而不會變成扭曲的

□：是大人，不是小人。
■：對，是大人不是小人，大人不一定當
官，不一定有錢，很可能是一個普通的人。

道的感通性

如說，你有你的一套境界領悟，我有我的

或錯誤的，扭曲的就是兇了，走對了就是
吉。當然，要走對是每一個處境都不一樣

徐岱、梁燕城：文化中國與中西文明

我就想到「道」的原始意涵就是道路，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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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無論是父母兒女之愛，朋友之愛，男女情

「道」是不斷變化的，但它有一個方向，照著某一種規律走

合「道」的生命？這裏就要回到道的反省，

下去的。「道」是虛的，通過它可以走到另一個地方，這就帶來某

好的一種象徵，人生最美好的故事都與愛情相

些不同世界的溝通。不同的看法和領悟，可由感通來互相體悟，

永遠向前的。那麼，這樣的生命如何是符
「道」就代表了這種感通的可能。

大愛。小小的男女之愛，為什麼愛情是人生美

的，不是只用一套永遠的定論。所以，你剛
才提到保守主義文化以中國文化為中心，
其實陷在一套裏面，那就不行了，也是缺

□：就 是 孟子 講 的「先 立乎其大 者

乏美學的寬大心胸。在「道」上永遠走下

也」，即人的心靈。在這裏我就想到，人生

去，永遠不能自我無限化。因為永遠都在

實在就是要回答一個問題，如紅樓夢裏提

平衡過程中，永遠都在變化之中，不能定

到的，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我曾在演

死在一個道理用到永遠。所以「道」也是

講中說過，如果人回顧一生都是荒唐言，

一種平衡，循「道」而行，人就會不斷地得

那麼人生是不是一個荒唐的故事，就沒意

到處境中平衡的方法，每一個處境都有不

義了？我最早看到作品是是中學時的歌德

同的天理，即其平衡點，符合那個處境的

《浮士德》，還有但丁的《神曲》。《浮士

天理，即吉，反之則兇。
文化中國是一個全球視野的文化，當

你卻要永遠前進，是生生不息的一種人

然也是一種全民族的視野，本身就需要一

生，最後的贏就是人生永沒有停下來，如

個很寛大的胸懷，不能說自己代表全部真

聖經所謂「愛是永不止息」，基本上《浮士

理。真理的要求有各種不同的看法，對不

德》代表的新時代西方那種浪漫主義，是

同的真理觀，人須感通瞭解其思路及理性

１１

德》是有很深的意義，魔鬼要你停下來，

在大中華彩虹之後又提出全球文化共同體的問題，這是人類

文明的一個大彩虹。如果採取這種態度，我們就不會產生文明衝突

的問題，不是你死我活，而是共贏，世界的衝突就會減少很多，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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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文化中國思維就對人類文明有巨大貢獻。

文化中國

根據，進入其中去同情地瞭解。人可堅持

在大中華彩虹之後又提出全球文化共同

自己所信的真理，但同時也去進入及感通

體的問題，這是人類文明的一個大彩虹。

其他人認為的真理，領悟他或欣賞他的不

如果採取這種態度，我們就不會產生文明

同，別人不一定就是不對的，這就一定要

衝突的問題，不是你死我活，而是共贏，世

有很大的胸襟。

界的衝突就會減少很多，這種文化中國思

我們如今提出文化中國，不只是中國

維就對人類文明有巨大貢獻。

文化。因為一般所謂中國的文化，基本是
以漢族的文化為主，其它少數民族文化是

The Dialogue on Civilized China

不包在裏面的，一講中國文化就是老莊孔

and bet ween the Chinese and the

孟，其它如基督教伊斯蘭教等都是沒有位

Western world
Xu Dai（Zhejiang University）

置的，西藏新疆的文化也沒有位置。但是

１２

各不同宗教及少數民文化，因為這一切都

Thomas In-Sing Leung（Chief-inEditor，Cultural China ）

是大中華民族的文化，好像信基督教的，

Abstract: The two scholars’ dialogue

信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信仰，道家和儒

is focusing mainly from the point of view

家，實在是很多元的，儒家不是唯一的，它

between aesthetics & literature, a com-

有代表性但不等如中國文化，如相信道家

prehensive discussion of civilized China

而並不一定認同儒家，但會尊重和欣賞它。

and the dialogue on civilization between

文化中國就是要擴大一個平台，這個平台

the Chinese and the Western world. To be-

就是要儒、道、佛、基督教、伊斯蘭教及各

come a civilized China does not mean to

種主義信仰等，全都可以在一個大的系統

talk about the culture in a radical way, nor

裏面找到一個平衡，都能有一個自己的位

to deny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completely,

置，大家相處不一定是敵對的，而且可以

and it doesn’t mean to pertain to keep the

努力成為一個共同體。我曾經提出過一個

cultures in a conservative way, i.e. the old

中華文化共同體，例如，基督教與藏傳佛

traditions and civilizations are too good

教信仰內容不同，但基督教與西藏文化同

enough to have a change. To let China go

屬於大中華文化，都是中華民族文化共同

in a more civilized way should adhere to

體的一部份，大家並存而須互相瞭解和尊

the attitude of openness and tolerance that

重。這合成中華民族文化的美麗彩虹，是

all ideas are welcome and not to fall into

不同顏色合成的一個共同文化的精彩表

the extremes of cultural radicalism and cul-

現。從這個意義上講，西藏文化是一個色

tural conservatism. Frankly speaking, this

彩，漢人文化是一個色彩，外來宗教是一

kind of culture dialogues to let China move

個色彩，不同的少數民族也是一個色彩，

in a more civilized way can be a good plat-

合成一個多彩的中華文化，就是中華大彩

form to accommodate, to research different

虹。而每一個文化本身也是一個彩虹，例

scopes or areas of good knowledges, civili-

如儒家本身就有不同的儒家分支，西藏文

zations and future cultures that we can ex-

化也是有很多派別，各有色彩的，都是各

plore and discuss between in Chinese and

自的彩虹。中華各民族文化是多元的，但

Western ways.

文化中國不一樣，文化上的中國，是包括

也合為一體，不能分裂，如果分裂了，就不
是統一的彩虹了，彩虹也就不美麗了，只有
合起來才美麗，分開來就不美麗了。我是

Keywords: Civilized China, aesthetics & literature, platform, dial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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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特 輯 文化建設與文化改革

文化建設中的治理效度
與改革完善的正義探索
溫州大學人文學院
摘

越來越成為一個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

化的中國因歷史的負債而不可避免地「糾

要源泉；一個民族的興衰強弱，無不與文化

枉過正」，一再損耗著原本厚實與多樣的

的興衰強弱密切相關。文化品質關乎國家

中華文化，使其文化生態日趨惡化，其

品質，文化發展關係國家發展。擁有怎樣的

內在品質與精神影響力大幅度下降。文化

文化生活、文化品質，不僅決定了個人的幸

品質關乎國家品質，文化建設關係國家發

福指數，也影響著一座城市、一個地方的

展；文化是一個民族實現跨越式發展的重

發 展 水 準。正 如 德 國 思 想 家 恩 格 斯

要基礎，沒有文化的整體復興作為拱衛、

（Friedrich Von Engels，1820-1895）所

沒有文化的深度活力進行反哺是難以為繼

說：「文化上的每一個進步，都是邁向自由

的。大數據時代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的一步」 [1]。綜合來看，如果文化軟實力不

致力於中華民族的全面復興，必須打破各

行，則說明這個國家理想缺失、文化貧瘠、

種陳腐的思維定勢，堅持以人為本、全面

國民素質低下、人心渙散，對內很難統一思

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大力改善

想、凝聚人心、弘揚正氣、振奮精神。儘管

文化生存的制度環境，努力調整威權管理

美國文化人類學家洛威爾（A. L a w re n c e

的舊模式、以對歷史負責的政治智慧徹底

Lowel，1856-1942）曾感嘆說：「在這個世界

解放文化創造力，從傳媒製造的法制規訓

上，沒有別的東西比文化更難捉摸。我們不

和消費主義的倫理自覺兩方面著手去營造

能分析它，因為它的成分無窮無盡；我們不

文化發展的和諧生態，從法治監督和市場

能敘述它，因為它沒有固定形狀。我們想用

引導層面保障最基本的文化正義的實現。

字來範圍它的意義，這正像要把空氣抓在

關鍵詞：文化建設，治理效度，改
革，正義，文化生態。

手裏似的；當著我們去尋找文化時，它除了
不在我們手裏以外，它無所不在」 [2]。但
是，毫無疑問，文化軟實力是現代國家綜合
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面向未來的中

神，文以鑄之」，實乃治國要義。文化是一個

國必須不斷提升文化自覺、增強文化自信、

民族的靈魂，是一個民族安身立命之根本。

深化文化認同，切實提升自己的文化軟實

文化是民族得以傳承、國家得以維繫的精

力，以形成國際親和力和提高國際影響力。

神支柱，是國家政權、社會制度得以建立

這不僅有利於促進文化自身的繁榮發展，

和維護的重要基礎，更是實現「中國夢」的

而且有利於增強國家的凝聚力、向心力和

１３

所謂「國民之魂，文以化之；國家之

文化品質關乎國家品質，文化發展關係國家發展。擁有怎樣的

偏頗損害了世界文化的多樣性，崇信現代

文化生活、文化品質，不僅決定了個人的幸福指數，也影響著一座

強大動力。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文化

城市、一個地方的發展水準。

要：現代化追求與全球化深入的

傅守祥：文化建設中的治理效度與改革完善的正義探索

■ 傅守祥

文化中國

創造力。

一、發展方向的調整與文化正
義的關注
隨著中國經濟的騰飛、綜合國力的加

門、增長了見識、開闊了眼界的中國民眾對
此種狀況隱含的「制度正義」、「分配正
義」與「文化正義」問題越發關注。近年來，
很多學者不約而同地表示，目前最迫切的
事，是建立起一個更加公平與正義的社會
制度體系[5]。正如著名文化學者朱大可總結

現代文化的問題正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

的那樣：「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文化沒

從「正義維度」與「生態視野」重新審視、全

有獲得跟經濟一樣的成就，這種狀況引發

面檢討當代中國的文化生存與發展問題，

了公眾的普遍焦慮。其中，屬於公共倫理的

一是因為在一個高度政治化的國家裏，基

誠信危機，受到了公眾的最大詬病，但它只

於政治哲學層面的審視與反思是無法回避

是症狀，而不是產生整個文化綜合症的病

的，宏觀視野下的社會正義、司法正義抑或

根。我們首先需要解決的是公民社會的建

政治正義等方面的對照與反省，將有助於

構，它是公民階層、公民制度和公民意識形

中國更好地面向未來、面向世界、面向現代

態的三位一體。沒有這種現代公民社會的

化。二是因為從綜合效果看，當今中國文化

形成，任何有關文化的理想主義設計，都只

毫無優勢可言，「以文化育」的傳統幾近喪

公民社會的建構，它是公民階層、公民制度和公民意識形態的

１４

三位一體。沒有這種現代公民社會的形成，任何有關文化的理想主

義設計，都只能是刻劃在沙地上的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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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和大國意識的覺醒，建設有中國特色的

能是刻劃在沙地上的藍圖」[6]。

失，「禮儀之邦」的聲名狼藉，承繼了三千

從根本上說，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

年文化積澱的中國因數十年的政治蹂躪而

文化的復興與文明的養成。文化是民族的

面臨道統斷裂的危難，又因數十年的經濟

生存的模式，從內涵層面分析起碼包括行

擠壓而深陷「失重」的危機，而最令人遺憾

為模式、制度模式和價值模式三個方面。文

的是「兩三千年以來遍布全國的草根文脈

化是民族的血脈、靈魂和性格，它的進化

已被切斷」 [3]，文化形態相當單調、陳舊的

比起經濟來講難以突飛猛進，是一個漸進

審查制度代替了與時俱進的公共治理。從

的過程。中國的民族復興必須要有文化的

歷史層面審視，當前這種局面的形成面臨

復興，沒有出眾的文化就沒有美麗的中國

著發展正義、族群正義與文化正義的拷問。

[7]

。中國文化有序的進行調整和融通，應該

有學者明確指出：「目前文化創造力不足的

是經濟持續發展真正的動力，應該是中華

原因不是政府管得太少，而是管得太多；不

民族長治久安、和諧統一的根本保證。正如

是政府對社會管理太過放鬆，而是管得太

著名國學大師饒宗頤所言：文化的復興，沒

死，管得太多，該管的沒有管或管得不好，

有「自覺」、「自尊」、「自信」這三個基點立

不該管的管得太多太死」[4]。三是因為從具

不住，沒有「求是」、「求真」、「求正」這三

體施政措施看，執政黨和政府主導的市場

大歷程上不去。我們既要放開心胸，也要反

經濟條件下的「文化體制改革」持續了近

求諸己，才能在文化上有一番「大作為」，不

二十年卻雷聲大雨點小不見起色，每次「運

斷靠近古人所言「天人爭挽留」的理想境界

動」式的政府行為基本蛻變為一輪又一輪

。在民族復興的關鍵時段，事關文化的

[8]

的文化「產業化和市場化」，而發展文化產

「生存與發展」的問題都聚集在「正義」旗

業在現實中又往往變成文化依附經濟並迅

幟下，與世界範圍內文明的「生態轉向」和

速成為走向「三俗」的推手，在巨大的國家

「現代性反思」交匯在一起。「文化生存」既

資本多年的大力投入和扶持下，文學藝術

包括從文化社會學層面考察的文化本身在

方面的產量驚人而創新乏善可陳，國民的

當前社會中的生存與發展狀態，也包括從

掃盲率大幅提高而精神面貌與人文素養依

文化哲學層面考察的作為主體的人以「文化

舊惡劣。從時代橫截面上看，已然走出了國

的方式」存在時的狀態，特別是人享受和創

競爭相結合的「後革命體制」下，消費主義

動文化產業的發展是重點，無論是國務院

的衝擊使市場經濟環境中的當代中國的文

統籌的「文化產業振興計劃」，還是各地如

化主流形態發生更替、審美基調出現大幅

雨後春筍般冒出的「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調整，這場與社會「大轉型」聯動的文化大

都涉及到文化資源分配的公平公正問題，

變遷引發了文化生態的嚴重失衡以及審美

況且此中還涉及到「打著文化的旗號搞新

倫理的深度失範。

式圈地運動與新型市場壟斷」的違背「文化
正義」的惡劣現象。即使是把文化當成一種

只有經濟的發展而沒有文化的繁榮。一個

類似於物質一樣的資源進行量化的公正分

民族，只有文化體現出比物質和資本更強

配的「文化正義」，單就教育領域而論，文

大的力量，才能造就更大的文明進步；一個

化資源分配的不公正現象也隨處可見，譬

國家，只有經濟發展體現出文化的品格，才

如農民工子弟學校被關閉、高考的戶籍分

能進入更高的發展階段。無數事實已經證

區考試以及城鄉教育資源的巨大差距等

明：經濟不是社會發展的唯一目標，文化的

等，正是這些文化資源分配的不公正導致的

發展必須以人為本。文化是價值，創意是生

「社會的再生產」，進一步加固了這種不公

活，品質是保障。在「品質為王」的時代，文

平的資源分配制度並導致惡性循環，而行

化和創意最終都是為了人。實際上，事關當

政權力的高度集中、決策的不透明與缺乏

代中國文化生存與發展的「文化正義」起碼

強有力的監督以及文化資源的高度壟斷、

包含兩個層面的含義：第一個層面是指宏

國家資本的盲目投向，都使當代中國社會的

觀性的文化資源的公平分配、文化戰略的

「文化正義」問題日趨嚴重、社會積怨日漸

方向選擇、文化發展的制度決策以及國家

加深。同時，政府以管理經濟的方式管理文

發展的優先次序等等，第二個層面是指微

化，以過於保守的、基於政黨意識形態和

觀性的文化批判和評價的某種美學和藝術

「維穩」目的對媒體、文藝等領域的「審查

標準，用以督促文化內涵的豐厚和藝術品

制度」和行政干預，使當今中國的文化實踐

質的提升；前者側重文化領域的「分配正

在真正的創意和政治正確性、偉大和平庸

義」、「制度正義」、「決策正義」與「程序

之間進退兩難。由此可見，現有的威權管理

正義」，隸屬政治哲學的範疇，後者側重文

的舊模式亟待調整，文化創造力的解放亟

化藝術品的美學價值或曰「審美正義」，隸

須政治智慧。正如著名社會學家孫立平分

[9]

屬美學的範疇 。那些善於將政治哲學和

析的那樣：「中國社會的出路在公平正義，

美學結合起來的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文化批

公平正義的實現在機制，機制的建立在改

評家，對這些文化層面的正義問題都曾持

革，改革的核心是如何處理權力和權利的

續關注過，遺憾的是我們這些「中國門徒」

關係：一方面，如何限制、規範、約束公權

太健忘或者選擇性健忘了，當代中國應該

力，另一方面，保障民眾的權利」[11]。
當然，若要進一步推進和改善中國的

我們更好地堅守和捍衛「文化生存的制度

文化正義，當前首要的著眼點是加強公共

正義、文化發展的程序正義和文化生成的

政策的程序正義，即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執

審美正義」。同時，我們要積極借鑑人類政

行、評價與終止的過程中，依照憲法與行政

治文明有益成果，積極吸收借鑑國外優秀

法規的要求，按照法定的順序、方式與步驟

[10]

文化成果 ，在民族復興的道路上做到「既

做出政策選擇的行動。這樣做的內在價值

要麵包更要尊嚴」。

在於：確保政策選擇不偏離公共性的方向，

從具體細節來看，在近幾年實施的「文

以及國家公共權力在決策過程中對公民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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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任何一個發達國家，都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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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大發展大繁榮」的國家性舉措中，大力推
消費主義的衝擊使市場經濟環境中的當代中國的文化主流形態
發生更替、審美基調出現大幅調整，這場與社會「大轉型」聯動的
文化大變遷引發了文化生態的嚴重失衡以及審美倫理的深度失範。

造文化的狀態。在當前的政治集權與市場

文化中國

利的尊重和社會秩序的自覺合理建構。曾

從管理轉向服務，為社會大眾提供基本的

任台灣文化主管官員的著名華語作家龍應

公共文化產品，滿足其文化生活需要，保障

台說：「文化政策的要旨，不在規訓、指導

和實現其文化權利；二是政府文化職能的

人民如何變得更有『文化』，而在於讓人都

履行，要從單一的政府行為轉向政府和社

[12]

擁有創作和欣賞的自由」 。從歷史和現

會的共同運作，形成網絡化、立體型、全覆

實看，如果一個國家的民眾不能夠在精神

蓋的新型文化治理結構。推進文化治理能

上和道德上形成對於自己國家的認同，如

力現代化是文化治理的主要內容。
作為國際公認的人權 概 念，文化 權

面確立共同的價值追求，那麼，這個國家是

利最早出現於一九四八年的《世界人權宣

危險的。正所謂「大道不通，小道行焉；正

言》，但在此後的很長一段時間並沒有受

氣不盛，邪氣將熾」。在物慾橫流的社會氛

到足夠的重視。自一九六六年聯合國大會

圍下，需要國家重樹整個社會的共同價值

通過《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以

觀，呼喚「貴族精神」，呼籲人們「為榮譽而

來，尤其是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公民的文化

戰」。同時，我們也應該注意到，作為後發

權利問題日益受到政府、民間以及學術界、

現代化國家的中國還缺乏作為現代公平正

文化界的關注和重視。實現文化權利也是

義價值觀念的支援意識的文化土壤。所以，

現代國家文明水平的一個標識，也是現代

今後我們應該積極培植這樣的文化土壤，

文化成長、發展和繁榮的必要前提和基本

其具體途徑是：形成自覺的法權人格、確立

構件，是政府服務理念和民眾成長訴求的

普遍的道德實踐主體、全面認識啟蒙的兩

重要內容，是「善治」的重要特徵。實現公

[13]

重性、深刻反省無意識層面 。
文化權利是人的一項與經濟權利、社會權利並列的基本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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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權利實現與否，在某種程度上，標誌著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發

展進步和文明程度，是國家文化戰略人民性的直接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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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一個國家不能在社會風氣和核心價值方

民文化權利，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

若想最大程度地實踐文化正義，不斷

能力現代化的一個基礎性環節，融合於我

提高文化治理的效度、推動文化發展由「民

國現代化建設和改革發展的方方面面。在

生」轉為「民權」尤為關鍵。文化治理是公

文化治理過程中，文化權利的發展會不斷推

共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治理要立足

進理論創新，文化模式的優化會增強文化

實現公民文化權利。文化治理的著力點是

競爭力和輻射力，文化的繁榮和發展將使

滿足社會大眾的文化需求，維護和發展文

國家文化主權得以彰顯和弘揚。

化權利。文化權利是人的一項與經濟權利、

儘管中國政府已經明確提出，將文化

社會權利並列的基本權利。文化權利實現

軟實力與經濟、軍事等硬實力同等看待，並

與否，在某種程度上，標誌著一個國家、一

不斷推出「文化體制改革」、「文化產業振

個社會的發展進步和文明程度，是國家文

興計劃」以及「文化走出去」、「國家形象戰

化戰略人民性的直接體現。只有推進文化

略」等，但是，實事求是地說，文化發展與文

治理現代化，實現廣大人民的文化權利，才

化品質在當今中國的發展序列裏屬於「後

能進一步提振民族精神，弘揚文化主權，為

發性」問題，因文化正義的時代缺失、思想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注入強大

壟斷的威權控制以及社會精英的人格矮化

文化力量。

所推動的文化生態惡化、文化活力不足以

強調文化治理，主要是為了推動政府

及精神性退化等「文化綜合症」只是這個

文化職能從傳統管理向現代治理轉變。市

「無底洞」級別問題的「冰山之一角」。僅就

場經濟的建立和發展要求轉變政府職能，

目前而言，中國的文化生態失衡[14]主要表現

推動服務型政府建設，加強政府的責任意

在五個方面：一是消費型的大眾文化處於

識與服務意識。在文化領域，這種職能轉變

壟斷地位而人文性的經典文化不斷邊緣

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政府文化職能

化；二是官方性的主導文化內在活力不夠而

脈丟失，文化、藝術變成只計算當前的「蠅

雜糅共生所形成的文化隔閡乃至衝突，特

頭小利」卻無視長遠的「無用之用」的「苟

別是如何理性對待亞文化群落在城市空間

且營生」，文化「謀財」又「為利」、「養眼」

生存的合法性問題；五是當前的傳媒公信

卻不「養心」成為當今時代的痼疾。

力不足而輿論監督不力與普通民眾信仰分
化而宗教傳播雜亂等等。中共十八大報告
文化」建設由此引起較大關注。然而，正如

中國古代典籍《周易·繫辭下》有云：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G e o r g W i l h e l m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面臨危機，就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在二百年前

須「應時順變」。改革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

指出的那樣：「儘管中國靠海，儘管中國古

力，是成就文明的階梯，中國必須要用改革

代有著發達的遠航，但是中國沒有分享海

的方式解決發展中遇到的問題。被譽為「中

洋所賦予的文明，海洋沒有影響他們的文

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的

[15]

化」 。仔細考量大陸文明在中國文化傳

鄧小平曾說「改革也是一場革命」[16]，中國

統中的比重，以及中國與先進海洋國家間

所累積的問題、所面臨的挑戰是前所未有

的巨大差距，黑格爾老人的尖銳批評仍未

的，很明顯需要強有力的配套改革加以推

過時。在現行體制下，解決這一系列問題的

動和復興。鄧小平早在一九九二年的「南巡

關鍵還是在於政府加強宏觀調控和引導的

談話」中就說過：不改革會失去人心，只有

水平與力度。更希望前瞻性、系統性的政治

死路一條 [17]。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也明

與行政體制改革能為新世紀的文化強國、

確指出：「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

文化興邦打開體制之門。

活力之源，是黨和人民事業大踏步趕上時

這些事關「文化正義」的結構性問題

代的重要法寶，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停

的產生，一方面是歷史性的遺留，是「救亡

頓和倒退沒有出路」。他強調：「必須以更

圖存」的緊迫與「趕超焦慮」的累積造成

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重要

的；另一方面也是當代性的選擇，是「政治

領域改革，攻克體制機制上的頑瘴痼疾，突

為綱」的歷次慘無人道的「政治運動」蹂躪

破利益固化的藩籬，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

所致，是「經濟為綱」的多次有形擠壓和數

會生 產力，進一步激發和凝聚社會創造

字化政績觀共同促成的。當然，這其中也包

力」[18]。
改革可以凝聚共識，共識推動實現夢

「偉大功績」在內。隨著中國社會的不斷轉

想。中共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公開

型和體制的經常調整，在救國保種、衣食保

承認，中國當前正處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

障等低層次需要的奮鬥裏，文化變得灰頭

局」的時代關口，改革不及時或不徹底，執

土臉甚至面目全非，文化的豐富性、涵養性

政黨將會失去民心 [19]。正如法國歷史學家

與超越性內涵幾乎全部讓位於文化的鬥爭

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

性、謀生型、牟利性，文化的從容和優雅不

1859)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中分析的

在，急功近利、厚黑權謀、苟且偷生等「叢

那樣，儘管在追求民主、自由的過程中存在

林規則」式的文化氣息甚囂塵上；而中華民

許多複雜性因素和風險 [20]，但是主動的、

族文化精神的「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

有頂層設計的改革是設法在理性、權利、人

和「厚德載物」的「雍容氣度」在最近的百

道思想上建立一種社會新秩序，它可以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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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個別政治領袖炮製的「文禍」及「人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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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提出「建設海洋強國」的目標，「海洋

二、應時順便的改革與穩中求
進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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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力強大；四是不同的文化群落在城市間

中華民族文化精神的「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和「厚德載

枉」卻最終要將「以文化育」的遺澤以至文

物」的「雍容氣度」在最近的百年間大為萎縮和迅速異化，幾經文

的海洋文化不被重視與封閉性的內陸文化

化的「糾枉」卻最終要將「以文化育」的遺澤以至文脈丟失，文化

年間大為萎縮和迅速異化，幾經文化的「糾
「謀財」又「為利」、「養眼」卻不「養心」成為痼疾。

民間性的草根文化太過蕪雜；三是開放性

文化中國
民眾對司法體系缺乏信任，社會穩定堪憂。要加強司法獨立，

首先要建立違憲審查機制，把樹立憲法的尊嚴作為起點。同時，要

１８

實現司法體系在財務和人事上的相對獨立，這是獨立司法的必要基

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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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暴烈革命所帶來的巨大破壞性與歷史倒

場化改革，試圖把大眾引向歧途[23]。《韓非

退 [21]。當前，中國民眾普遍期望通過推進

子·有度》有云：「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

政治體制改革實現更廣泛的社會正義，縮

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現階段，

小貧富差距、實現共同富裕。從深層次分

由於政府過度涉足經濟活動，加上司法體

析，收入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在於，在經濟

系缺乏應有的獨立性，導致選擇性執法和

領域市場化改革的單方面推進的過程中，

彈性執法現象突出。其結果是，民眾對司法

政治體制沒有做出相應的改革，政府部門

體系缺乏信任，屢屢將問題訴諸於上訪和

沒有做出相應的轉型，政府職權沒有做出

群體性事件，社會穩定堪憂。要加強司法獨

重新的界定，政府官員的行為沒有受到相應

立，首先要建立違憲審查機制，把樹立憲法

的約束，那麼市場化改革進程就會背離初

的尊嚴作為起點。同時，要實現司法體系在

衷：原來設想的競爭性的市場經濟，可能演

財務和人事上的相對獨立，這是獨立司法

變為壟斷性的市場經濟、權力操縱下的市

的必要基礎。

場經濟、扭曲的市場經濟；原來設想的各種

改革無非是系統性地糾錯[24]。儘管改

生產要素共同參與的、公平的收入分配模

革是理性的開拓和發展，但是改革知易行

式，可能演變為權力參與或者權力與資本

難。改革勢必會遭遇特殊利益集團的阻撓，

勾結共同掠奪社會財富的分配模式。

尤其是那些依靠權力尋租、依賴特權致富

市場經濟的精髓在於，各個市場主體

的人群，他們不願意改革、不願意犧牲那些

為追求利潤最大化而開展有效的競爭和創

既得利益。同時，客觀地說，改革本身也會

新。政府的存在價值，主要體現為「市場經

存在社會實踐層面的風險，但是停滯、不改

濟的守夜人」，即公平競爭規則的維護者。

革以及忽視社會的公平正義，只會增加群

政府不能既做裁判員又做運動員，更不能

眾的不滿情緒，甚至使社會陷入動蕩的危

干預企業的微觀經濟行為，否則帶來的只

險境地。所以，儘管改革的風險很大，但不

能是扭曲和尋租。目前，政府規模太大、權

改革的風險更大，逆水行舟的中國已別無

力太大、控制的資源太多，這將逐漸扼殺

選擇，我們必須「以更大政治勇氣和智慧深

市場經濟的活力。各領域的改革，都基本可

化重要領域改革」 [25]。接下來的十年是中

以歸結為政府要「瘦身、放權、讓利」。最

國改革攻堅時期、轉變發展方式的關鍵時

近，國務院公布了關於第六批取消和調整

期，要突破層層障礙，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科

行政審批項目的決定，並指出：凡是公民、

學發展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通過

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能夠自主決定，市場競

改革來釋放新的增長動力和發展潛力，通

爭機制能夠有效調節的，政府都要退出；凡

過改革來達成新的社會共識並凝聚人心，

可以採用事後監管和間接管理方式的事

高度政治化國家的領導者必須具備強烈的

[22]

項，一律不設前置審批 。但是，目前的政

危機感、歷史的責任感、強大的意志力和自

府改革還遠遠不夠，更缺乏遠見和系統

我犧牲精神。同時，改革與發展的時代呼喚

性。

適應時代、能夠指導本民族變革並成功走
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在接受中國媒體

向未來的理論體系，呼喚能夠將社會逐步

《財經》雜志專訪時說，市場經濟也有好

引向法治軌道的一大群「公民」和具有「點

壞之分，好的市場經濟只能是法治的市場

燃自己照破黑暗」 [26]精神的「志士」。令國

經濟。沒有法治，遲早會陷入「權貴資本主

人欣喜的是，以習近平為首的新一屆領導

義」的泥潭。他還提醒說，在輿論導向出現

集體執政一年半，「鐵腕反腐，『拍蠅打虎』

偏差、理性的討論受到壓制的情況下，一些

深得民心」、「力推改革，幅度和力度都超

人把反對的目標從權貴既得利益者轉向市

預期」、「外交布局，軟硬兩手凸顯『大國

已經約定俗成，反腐風暴積累的正能量正

要大幅度的體制改革和創新。體制革新涉

在釋放，政治上依法治國、經濟上高效自

及很多細節問題，需要借鑒現代政黨政治

由、國際上和平崛起等必將為中華民族的

運行的普遍規律。憲政、法治這些概念本身

全面復興和永續發展提供良性的持續動

具有普遍適用性，但各國的具體實踐有差

力。

異，這些不同的實踐也累積了很多經驗與
規律。憲法的精神最終要能夠有效阻止激

的還是經濟的，民族的還是地域的，物質的

進革命思潮，然後使得我們的生活有秩序，

還是精神的，其終極的制度根源，都有脈絡

而這個秩序又能夠符合正義。把正義價值

可尋，都可以明確無誤地追溯到不受制約

和平衡革命的制度設施結合起來，這是未

的公權力。若要長治久安，就必須把無法無

來中國轉型之後所要達到的一個優良政體

天的公權力關進籠子。這籠子必須是現實

的關鍵所在[30]。從長遠來講，改革才是中國

的、公認的、看得見的，它應該具有普遍

不斷發展和進步的最大動力。改革不能亂

性、公平性、公開性、有效性。現行的《中華

法，重大改革更要「於法有據」，同時，在政

人民共和國憲法》，是約束公權力的唯一

治思想上還要破除「極左」思潮的干擾和束

「現成的」籠子；至於現行憲法的不完善

縛。正因為如此，鄧小平在二十世紀九十年

性，應該在「行憲」的過程中解決。「行憲」

代就曾經指出，「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

的路上，每一個中國人都有自己該承擔的責

防止『左』」。「極左」思想對中國改革開放

任；普通公民需要和解的精神、妥協的原則

的干擾是個長期的問題，有時這些干擾在

與包容的態度，而那些身居高位的政治家

特定政治氛圍下會顯得比較突出。

們則需要加強對公民的宣傳、教育和引導，

經過「文化大革命」的狂風暴雨，追求

而絕不是如兒戲般的街頭政治、派系爭鬥

獨立自由人格、堅守程序正義和真理至上

甚至是軍事干預。《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者已成社會稀缺。儘管經歷了「改革開放」

第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

三十多年的洗禮，但是因為缺少了真正意

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中共十八屆

義上的現代文明思想啟蒙這一課，重慶式

四中全會明確提出：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良

「唱紅與抹紅、打黑與黑打」依然存在肥沃

法是善治之前提；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

的土壤，而那種以「人民政權」和「人民公

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要堅持依

意」名義、不講法制又不講程序地剝奪個體

[28]

憲執政 。依法治國就是在憲法和法律的

人權以及消滅個體自由，成為中國一些政治

範圍內施政，我們要努力建設的是以憲法

野心家屢屢得手的手段，誠如著名思想者

[29]

為基礎的民主政治 。離開了法治的人民

顧準（一九一五至一九七四年）所說：「人們

民主專政，將把國家推向巨大的不確定之

以烈士的名義，把革命的理想主義轉變為

中。

保守的反動的專制主義」 [31]。龍應台也提
醒人們：「不要無條件地相信理想主義者，

進依法治國也需要深化改革，當前，亟需提

除非他們已經過了權力的測試。一個有了

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改革的能

權力而不腐化的理想主義者，才是真正的

力和水平。其實，加強法治建設、限制公共

理想主義者。不曾經歷過測試而自我信心

權力的濫用，這本身是現代政治文明的基

滿滿、道德姿態高昂的理想主義者，都是不

本準則。思潮多元化本身有好的方面，但思

可靠的」[32]。

想分化如果走向極端也有嚴重弊端。如何

正因為在追求自由、民主和法制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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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在各種不穩定因素，無論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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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成為中國社會各界的最大公約數，這需

現在各種不穩定因素，無論政治的還是經濟的，民族的還是地

現帶來了希望。當前，全方位的「新常態」

域的，物質的還是精神的，其終極的制度根源，都有脈絡可尋，都

建立一個「良治」的社會和廉潔的政府，應
可以明確無誤地追溯到不受制約的公權力。

範』」等三大建樹[27]，為「中國夢」的早日實

文化中國

路上荊棘叢生、更不會一蹴而就，所以中國

多屆政府需要持續挑戰的三大戰役 [40]。其

社會現階段所要選擇的民主應該是在中國

實，平穩安定的生活是中國民眾的普遍訴

共產黨領導下逐步實行憲政民主，盡最大

求，普通民眾與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一樣都

[33]

努力避開所謂的「托克維爾定律」 或者
[34]

為巨大變革捏一把汗，執政黨擔心若變革
失敗將會面臨統治合法性的危機，而老百

雅各賓派專政時期實行的「激進的人民民

姓仍然對過去的政治動亂和社會苦難記憶

主」和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再次出現，防止

猶新，擔心重蹈覆轍或前景不明朗。所以，

陷入民粹主義的泥潭，防止清算富人、踐踏

儘管改革的社會意願很強烈，但是在執政

精英再次成為常態，防止法國大革命式「求

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穩中求進」式的

民權卻得恐怖，求自由卻得獨裁」的出現，

「漸進改革」應該是大勢所趨、民心所向，

[35]

防止「革命的結局背離了革命的初衷」 。

即「經濟穩中求進、政治穩中求改、文化穩

當然，政治改革的基本預設和重心還是馬

中求變」；在繼續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大

克思（Karl Heinrich Marx，1818-1883）、

力改善民生和保障民權，在「以人為本」的

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 gels，1820-

理念下努力追求社會公平和文化正義，務

1895）在總結巴黎公社經驗時反複論述

實探索公民社會、憲政民主、經濟自由、新

的——要全力「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

聞自由與司法獨立，將「發展中的失衡」和

會公僕變為社會主人」 [36]，儘早確立鄧小

「糾枉中的失序」調整過來並積聚新的發

平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這篇講

展能量、形成新的社會共識，真正落實生態

[37]

憲法的精神最終要能夠有效阻止激進革命思潮，然後使得我們的

生活有秩序，而這個秩序又能夠符合正義。把正義價值和平衡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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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設施結合起來，這是未來中國轉型之後所要達到的一個優良政體

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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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頓悖論」 ，以防止法國大革命後

話中所說的「把主人變成公僕」的制度 以

文明轉型和可持續發展，更好地實現「社會

及如何通過改革創造「活力、效率、積極性」

正義」、「發展正義」、「生態正義」以及「文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如果下一個十

化正義」等，促進社會和諧與繁榮穩定。總

年改革成功，中國就能夠繼續保持快速發

之，以漸進的方式扎實推進改革，給予各項

展的態勢，真正擺脫中等收入陷阱，並躋身

制度足夠的時間來發展成熟，那麼中國最

世界發達國家之列；相反，若改革失敗，將

嚴峻的挑戰將更加容易掌控，對全球秩序

影響中國的和平發展大計和崛起速度，甚

構成的戰略威脅也會減輕。我們期待一種

至中斷崛起過程進而引發社會動蕩。

強大的改變和修正，期待「經濟為綱」的突

由於中國在全球格局當中的分量隨著

破，以便更好地協調經濟、政治、社會、文

經濟影響力增加而越來越重要，因此，中國

化之間的「共構」關係，實現最廣泛的「發

國內政治走向和社會變革受到越來越多的

展正義」與「生態公平」；期待經濟領導的

國際關注。對於世界而言，如今中國的體量

中國、G D P領導的中國能夠重現昔日文化領

已是如此之大，它的改變將牽一髮而動全

導的中國、詩教的中國，具備文化厚度、顯

身，甚至有所謂「中國打噴嚏，世界就感

現文明力量的中國才是真正的「大國崛

冒」 [38]的說法，喻指中國經濟對世界的巨

起」。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
項目「消費時代的文化正義匡扶與文化品
質提升研究」（項目編號15Y J A710006）
階段性成果。

大影響力，更有「中國好，世界就好」的說
法代指中國消費市場對全世界的影響 [39]
等。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如何繼續走好和平
發展之路，規避風險，抓住機遇，需要新的
運籌帷幄，以保障中國順利渡過改革「深水
區」。就目前而言，政治上的反腐與制度化、
經濟上的市場化與再分配、外交領域的發
展空間與和平崛起可以視為本屆政府抑或

[1]

（德）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
斯文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二○
○九年)，頁一二○。

[2]

轉引自殷海光：《中國文化的展望》(上

[3]

[9]

饒宗頤：《中國夢當有文化作為》，鄭
煒明整理，載《人民日報》二○一三年
七月五日五版。
當然，「文化正義」除了以上涉及社會
層面的外源性因素之外，還包括涉及個
體層面的內源性因素，譬如說某人具備
了想像他者與去除偏見的能力、具備了
同情他人與公正判斷的能力，我們就可
以說他本人具備了堅守「文化正義」的
能力，其個體的「文化生存」品質很
高。

[10]

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
鬥》，載《人民日報·海外版》二○
一二年十一月九日第二版。

[11]

孫立平：《中國改革的方向在公平與正
義》，見中國改革論壇網二○一二年
十一月二日，http://people.chinareform.
o r g.c n/s/s l p/m e d i a/201211/
t20121102_153953.htm。
羅世宏：《官員龍應台》，載《南都周
刊》二○一二年第七期。

[13]

俞吾金：《培植公平正義觀念的文化土
壤》，載《中國社會科學》二○○九年
第一期。

（德）塞繆爾·黑格爾：《歷史哲
學》，王造時譯(三聯書店，一九五六
年)，頁一四六。

[16]

鄧小平：《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
命》，載《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
版社，一九九三年)，頁一一三。

[17]

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
等地的談話要點》，載《鄧小平文選》
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頁
三七○。

[18]

《習近平在武漢召開部分省市負責人座
談會》，新華網二○一三年七月二十四
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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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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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鄭寒月：《趙啟正談中國文化之世紀責
任》，載《人民日報海外版》二○一三
年三月六日第七版。

由於中國在全球格局當中的分量隨著經濟影響力增加而越來

[7]

王晉軍：《為了中國文化的「偉大復
興 」 —— 訪 著 名 文 化 學 者 朱 大 可 教
授》，載《中國文化報》二○一三年二
月二十五日，第三版。

越重要，因此，中國國內政治走向和社會變革受到越來越多的國際

[6]

洪蔚：《理想三重奏》，載《中國科學
報》二○一三年一月一日，第二十六
版。

關注。對於世界而言，如今中國的體量已是如此之大，它的改變將

[5]

陶東風：《文化發展需要打破政府迷
思》，愛思想，二○一二年十二月八
日，h t t p://w w w.a i s i x i a n g.c o m/
data/59704.html。

中國學者關注「文化生態」問題已有
二十多年。起先是從文化專門史研究角
度，譬如馮天瑜在《中華文化史》（上
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年）中指出：
「文化生態（或稱文化背景）主要是指
相互交往的文化群體憑以從事文化創
造、文化傳播及其他文化活動的背景和
條件」。「文化生態學是以人類在創造
文化的過程中與天然環境及人造環境的
相互關係為對象的一門學科，其使命是
把握文化生成與文化環境的調適及內在
聯繫」，並提出文化生態的三個層次：
「自然環境」、「經濟環境」（包括工
具、技術、生產方式等）與「社會制度
環境」（包括各種社會組織、機構、制
度等結合而成的體系），認為在文化生
態這一統一的系統中，「自然的、經濟
的、社會的諸生態層面不是各自單線影
響文化生成，而是通過組成生態綜合
體，共同提供文化發展的基礎，決定文
化的大略格局和走向」。後來多從生態
文明建設角度，譬如方李莉在《文化生
態失衡問題的提出》，載《北京大學學
報》二○○一年三期一文中專論與自然
生態不同的文化生態問題；戰鬥勇《文
化生態學論綱》，載《佛山科學技術學
院學報》(二○○四年五期）嘗試構建文
化生態學理論體系；馮天瑜、何曉明、
周積明等著《中華文化史（第三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二○一二年）的
「上編」專論「中華文化生態」，等
等。

牽一髮而動全身。

[4]

陳丹青：《兩千年文脈已斷》，鳳凰網_
文化，二○一一年六月三十日，h t t p://
c u l t u r e.i f e n g.c o m/r e n w u/s p e c i a l/
c h e n d a n q i n g/c h e n d a n q i n g/
detail_2011_06/30/7354848_0.shtml。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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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三聯書店，二○○二年)，頁二六。

文化中國

07/24/c_116670797.htm。
[19]

尹建軍：《用改革的方式解決發展中的
問題》，載《學習時報》二○一二年七
月二日第三版。

[20]

（法）亞歷克西斯·德·托克維爾：《舊
制度與大革命》，馮棠譯(商務印書館
(一九九二年)。

[21]

[22]

《國務院關於第六批取消和調整行政審
批項目的決定》，中國政府網，二○
一二年十月十日，h t t p://w w w.g o v.c n/
z w g k/2012-10/10/c o n t e n t_2240096.
htm。

[23]

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如何繼續走好和平發展之路，政治上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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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與制度化、經濟上的市場化與再分配、外交領域的發展空間與和

平崛起可以視為持續挑戰的三大戰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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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在兩年前向所有中共
高層同僚推薦亞里克西斯·德·托克維爾
的經典名著《舊制度與大革命》，他選
擇此書是想傳遞出兩層信號：改革可能
會造成意料之外的後果，但不改革可能
會讓統治精英們掉腦袋。參見騰訊新聞
二○一四年八月六日，h t t p://n e w s.q q.
com/a/20140806/083358.htm。

吳敬璉：《我國經濟社會矛盾幾乎到了
臨界點》，新浪網二○一二年九月三
日，t t p://f i n a n c e.s i n a.c o m.c n/r e v i e w/
h g d s/20120903/091613027382.
shtml。

[24]

周其仁：《改革的邏輯》自序，載《中
國經濟學人》二○一三年八月三日，
http://cul.qq.com/a/20130731/006562.
htm。

[25]

《以更大政治勇氣和智慧深化重要領域
改革》，載《人民日報》二○一二年
十一月二十八日。

[26]

印度詩哲泰戈爾曾有「如果你在黑暗中
看不見腳下的路，就把你的肋骨拆下
來，當作火把點燃，照著自己向前走
吧」的詩句。

[27]

陳仁則：《追夢一年半：習近平的三大
建樹》，人民網二○一四年八月十三
日，h t t p://a h.p e o p l e.c o m.c n/B I G5/
n/2014/0813/c358314-21972139.
html。

[28]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在京舉行》，載
《人民日報》二○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一版。

[29]

許崇德：《憲政是法治國家應有之

義》，載《法學》二○○八年，第二
期。
[30]

高全喜：《憲法精神要能夠有效阻止革
命》，h t t p://c u l.q q.c o m/
a/20140722/027088.h t m，2014-0722。

[31]

顧準：《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見
《顧準文稿》(中國青年出版社，二○○
二年)，頁四五三至四五四。

[32]

龍應台、安德烈：《親愛的安德烈》(人
民文學出版社，二○○八年)，頁
一二三。

[33]

「托克維爾定律」的核心：革命如果發
生的話，也很少是在社會狀況最糟糕的
時候發生，而總是在狀況改善的時候爆
發，尤其是改革使得物質條件改善之
時，也就是說「經濟繁榮卻有可能加速
革命的到來」。改革是否會觸發一系列
不可控制事件，從而最終導致革命的爆
發，這種潛在風險值得警惕和認真對
待。《舊制度與大革命》揭示這樣一種
反諷：法國思想家從平等的理想出發，
法國大革命卻以比革命之前更為集權和
專制的政府告終。法國思想家「錯誤地
把一個擁有豐富歷史傳統的國家當成了
一張白紙，試圖根據自己內心的慾望去
描繪『最美麗的藍圖』」，結果當然是
血腥的恐怖統治。而在無政府條件下，
對自由的渴望轉變成了對救世主的找
尋。

[34]

「亨廷頓悖論」的核心：「如果一個國
家出現動亂，那並非因為他們貧窮，而
是因為他們想致富」。美國政治思想家
塞繆爾·菲利普斯·亨廷頓（S a m u e l
Phillips Huntington，1927-2008）通過
研究發現，對於致力現代化的國家，
「首要的問題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個
合法的公共秩序」（塞繆爾·亨廷頓：
《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等
譯，(華夏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頁
四一。同時，多元文化主義自身並不能
證明其正確性，一切都取決於具體的文
化語境。

[35]

《法國大革命為何以獨裁統治收
場？》，騰訊網-歷史頻道二○一二年

it’s immanent quality and spirit influence
dramatically. Culture quality relates to
national qualit y, cult u re const r uction
concerns to national development;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a nation
to realize it’s leap-forward development,
without it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e revival
and the regurgitation feeding of cultural
vitality can not be achieved. In the big data
era, to construct a socialist powerful culture

[38]

country and committed the comprehensive

[39]

t o b r e a k t h e mu s t y id e a s , a d h e r e t o

《美媒：中國打噴嚏世界就感冒》，載
《環球時報》二○一二年九月二十日。
（美）葛凱：《中國好，世界就
好？》，陳琇玲譯(台北高寶書版集團，
二○一一年)。

[40]

柳葉刀：《周永康後中國還有三大戰
役》，人民網，二○一四年八月七日，
h t t p://s n.p e o p l e.c o m.c n/n/2014/0807/
c190207-21909041.html。

The G over nanc e Ef f ic iency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the Justice
Exploration of Reformation and
Improvement
Fu Shou -x i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Wenzhou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artial of
modernization pursuing and globalization
deepening had damaged the diversit y
of world cultural，meanwhile due to the
histor ical debt China who believed in

revive of the Chinese nation, need us
t he people - or ie nt ed , comprehe n sive,
coordinat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ception as well as vigorously improve
the culture system of survival environment,
take efforts to adjust the old patterns of
powerful management, hold the political
wisdom of responsible for the history to
completely liberate the cultural creativity;
to build the harmonious ecological culture
development from medium fabrication’s
legal discipline and consumerism’s ethics
consciousness, to guarantee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basic culture justicefrom the rule of
law supervision and market guidance.
Key words: Cultural Construction
Governance Efficiency Reformation Justice
Culture Ecology.

傅守祥：文化建設中的治理效度與改革完善的正義探索

一九八○年八月十八日，鄧小平在中央
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黨和國家領導
制度的改革》的講話，嚴厲批評中國政
治體制中的「權力過分集中」弊端，主
張建立「把主人變成公僕」的制度，史
稱「八一八講話」。參見吳偉：《鄧小
平「八一八」講話的台前幕後》，聯合
早報網二○一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http://www.zaobao.com/wencui/politic/
story20140821-380040。

deteriorating it’s cultural ecology, decl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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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lose it’s profound and diversity culture,

我們期待一種強大的改變和修正，期待「經濟為綱」的突破，

（德）馬克思：《法蘭西內戰》，載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
社，二○○九年)，頁一五九。

以便更好地協調經濟、政治、社會、文化之間的「共構」關係，實

[36]

modernization has inevitably undergone
「h y p e r c o r r e c t i o n」 a n d r e p e a t e d l y

現最廣泛的「發展正義」與「生態公平」。

十二月十九日，http://view.news.qq.com/
z t2012/f g d g m/i n d e x.h t m?p g v_
ref=aio2012&ptlang=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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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西方文化傳統中的
人文科學與人文教育
■ 姚興富

要：在西方文化傳統中，伴隨

制度層面的人本意識和人性追求，實際上

著知識的分科化和科學的不斷發展，人文

都關係著一個在某種意義上一直被遮蔽著

科學概念的內涵和外延逐漸明晰。人文科

的重要學術領域——人文科學——的地位

學研究有其自身的特點：運用規範性的方

問題」[1]。人文科學的自身特點和地位作用

法，不回避價值判斷、企望崇高理想。人

問題值得深入挖掘和不斷探討。本文考察

文教育的目的是培養具有批評意識、自治

人文科學在西方文化傳統中的形成和發展

能力而又全面發展的人。面對現代性的挑

過程並界定其內涵範圍、明確其目的功用，

戰，人文科學在當代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

旨在喚醒人們充分認識人文教育在促進人

中的領地被收窄、作用被弱化。恢復人本

的完善和社會進步方面的不可替代的作

主義的精神、重建人文教育的體系是學者

用。

摘

從廣義上來講，所有的知識都是人類創造或發現的，並且為

２４

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服務。其中人文知識是探究人的本質和價值等問

題，應該說尤為根本和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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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州大學哲學系

和教育工作者們義不容辭的責任。
關鍵詞：西方文化，人文科學，人文
教育。

一
人文教育的思想可以追溯至古希臘的
「培迪雅」（paideia）觀念，即開始於公元

在人類文化的早期，並無明顯的學科

前五世紀的培養希臘年輕人成為良好公民

分類，所謂自然知識、社會知識和人文知

的一系列通識教育課程[2]。「培迪雅」式的

識都是雜糅在一起的。隨著知識的增長和

教育包括一些身體方面的訓練，還有對音

科學的進步，不同領域知識的區分逐漸明

樂、詩歌、舞蹈以及某些政治和歷史知識

顯，學科分類也日益多元細密。從廣義上

的學習。但這一學習不是以功利主義或職

來講，所有的知識都是人類創造或發現

業教育為目的，其中不包括對語言、歷史或

的，並且為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服務。其中人

哲學的專門研究，只是一些能夠應用於生

文知識是探究人的本質和價值等問題，應

活的普通常識和智慧，類似於今天的大中

該說尤為根本和重要。受近代西方科學主

小學的通識教育[3]。

義思潮的影響，中國當代教育也存在重科

學科分類的雛形可以追溯到古希臘。

學、輕人文的現象，近些年有關人文科學

柏拉圖《理想國》第七章中描述：孩童和士

在文化體系中的獨立性和合法性問題的研

兵要接受體育和音樂的教育，但各種工藝

究日益引起學者重視。北京師範大學朱紅

都是低賤的、機械性的學習，這些並不是

文教授指出：「在我國目前諸多文化動向

可以達到所尋求的那種善的學習。引導靈

中，諸如，對科學與人文融合的可能性的

魂從變易的世界轉向存在世界的那種學習

探求，對人文教育、人文素質的呼喚，以及

包括算術、幾何、天文學等，因為這些是各

臘「培迪雅」式的人文教育，人文教育的目

覺認識善本身，從而達到可理解的世界的

的在於道德和實踐能力[7]。
到了歐洲中世紀，學科分類更加細密
規範。中世紀的大學以神學、法學、醫學為

章把科學（science，相當於知識）劃分為三

主導學科，在進入專門學習這三科之前，要

類：一是實踐的（practical）科學，「在實踐

接受從古希臘沿襲下來的「七藝」（文法、

的活動的情況下，本原即在實踐者之中，即

修辭學、邏輯學、算術、幾何學、天文學、

意圖，因為做一件事和策劃一件事是一回

音樂）等核心課程的教育。「學生修完語

事」。與此相關的學科有政治學、經濟學、

法、修辭學及邏輯學『三藝』後，方可被授

倫理學等。二是生產的（productive）科學，

予學士學位。碩士和博士則是修完算術、

「在製造的東西的情況下，本原在製造者

幾何、天文及音樂『四藝』後，以及修完其

之中，或者是理性或者是技藝或者是某種

它三科，才可獲得執教的資格」[8]。明朝末

能力」。此類學科有各種技藝和修辭學等。

年 義 大 利 來 華 傳 教 士艾儒 略（G i u l i o

三是理論的（theoretical）科學，都是關涉

Aleni，一五八二至一六四九年）撰寫了《西

存在之所以為存在的，包括物理學、數學

學凡》（一六二三年）一書，該書首次將歐

和神學。「物理學是關於分離地存在，但並

洲學校的教學科目和次第介紹到中國。其

非不運動的事物的，而數學的對象則是關

科 目 分 六 大 類：第 一 類 是 文 科

於不運動的但也許並不是分離地存在的事

（Literature），相當於中國古代的小學，其

物，而是在質料之中的；然而第一科學則是

內容包括古賢名訓、各國史書、各種詩文、

[5]

關於分離的和不動的事物的」 。這裏的

自撰文章議論，又附有交接進退之規、拊

物理學相當於自然哲學，主要是從運動或

奏之樂、合節之舞、書數之奧、贊經之詠

宇宙論的角度研究存在。這裏的數學是從

等，這些科目主要屬於大學前的中小教學

靜態或數的角度探究存在。這裏的神學或

內容。第二類是理科（Ph i losophy），即哲

叫第一科學，相當於最高的哲學，是真正

學，相當於中國古代的大學，要想學得專

思考存在之所以為存在（c on side r b ei ng

精，至 少 要 三 四 年，第 一 年 學 落 日 加

qua being或study that which is just as

（Logic）、第二年學費西加（Physics）、第

[6]

that which is）的學問 。亞里斯多德的學

三年學默達費西加（Metaphysics）、第四年

科分類較之於柏拉圖更明晰和更系統一

總 理 三 年 之 學，又 加 細 論 幾 何 之 學

些，但他們有一共同特點，就是學科分類

（M a t h e m a t i c s），與 修 齊治 平之 學

的標準都是以某類學科與存在本身的親

（Ethics）。這些哲學的大學科修完以後才

疏遠近關係為依歸的。

能分別進入後面的四個學科的學習，相當
於今天研究生階段的專業學習，即：第三

（humanitas, humanity）一詞起源於古羅

類的醫科（M e d i c i n e），第四類的法科

馬。公元前五五年，西塞羅（Marcus Tullius

（Law），第五類的教科（Canon，基督教教

Cicer o，公元前一○六至四三年）設計了一

規禮儀），第六類的道科（T h e o l o g y，神

套訓練演說家的程式，在他的後期作品

學）。醫科、法科、教科這三科，由於特殊

中，他主張詩學、幾何學、音樂、辯證法是

原因還可以不學全哲學的所有內容，但道

學生獲得完備人性的必要技藝。到了公元

科必須經過系統的哲學訓練方能開始，因

二世紀，文法學家奧勒斯‧吉利斯（Au lu s

為「天學不得人學，無以為入門先資；人學

G el l iu s）認為，像西塞羅這樣能夠準確運

不得天學，無以為歸宿究竟」[9]。艾儒略的

２５

「人性」、「人 文」或「人 文 科 學」

姚興富：論西方文化傳統中的人文科學與人文教育

亞里斯多德《形而上學》第六卷第一

亞里斯多德的學科分類較之於柏拉圖更明晰和更系統一些，

極限[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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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學科之上的，人們通過推理而不是感

但他們有一共同特點，就是學科分類的標準都是以某類學科與存在

用拉丁文的哲學家並沒有提供類似於古希
本身的親疏遠近關係為依歸的。

種學習都會涉及的事情。而辯證法是置於

文化中國

學科分類毫無疑問非常強調基督教神學的

用 機 械 的（m e c h a n i s t i c）和 還 原 的

最高地位，帶有濃厚的中世紀色彩，但這

（reductive）方法研究人文科學，堅持基於

一分類卻反映了學科和教學的循序漸進、

生活經驗的自我反省（self-reflection）才是

由低到高、先博後專的過程和特點。

人的思想和行為的根基[12]。狄爾泰對人文

十四至十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
主義者（h u m a n i s t s）突出「人文研究」
（studia humanitatis）的地位。他們拒絕中
世紀繁瑣的經院哲學、枯燥的邏輯學和刻

科學的重視和強調並沒能挽救人文科學的
逐漸式微和科學話語日益稱霸的趨勢。

二

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突出「人文研究」的地位。恢復對古

希臘羅馬的經典作品的研究。但他們並不是把人文研究與神學研究截

２６

然對立起來，而是努力用文學、藝術和道德的追求去完善、豐富和純

潔對上帝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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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的寫作風格，提倡基於語法學、修辭學、

進入現代的歐 洲社會，隨 著人們對

詩學、歷史和道德哲學五科的學習，也就

自然界認識的不斷拓展和深入，科 學 知

是恢復對古希臘羅馬的經典作品的研究

識越來越受到推崇和尊重。以往「科學」

[10]

。但他們並不是把人文研究與神學研究

（science）一詞的內涵是比較寬泛的，等同

截然對立起來，而是努力用文學、藝術和道

於各類知識，自然知識也被包含在哲學的

德的追求去完善、豐富和純潔對上帝的信

範圍內。到了十九世紀中後期，「科學」一

仰。

詞的內涵變得越來越狹窄，僅指物理或實
十七、十八世紀的啟蒙學者或科學家

驗（physical and experimental）科學。與藝

中有自然神論者，但大多數是機械論者和

術家（artist）相對應，科學家（scientist）一

無神論者，他們由把宇宙看成一架機器發

詞也開始出現並被頻繁使用。

展到把人也看成是機器。「近代機械論的

一九五九年，英國科學工作者兼小說

科學範式把任何複雜的結構和現象都簡化

家斯諾（Charles Percy Snow，一九○五至

為可以實證的要素，用失去整體機制的構

一九八○年）發表演講並提出有關學科分

件來說明系統的性質。由此，人也被簡化為

類的「兩種文化」（two cultures）的說法。

一架沒有情感、意志的機器，屬於人的情感

他把整個西方社會的知識生活分為兩組：

和追求被排除在科學認識的過程之外，也

一組是由文學知識份子（t h e l i t e r a r y

就使人——完整而豐富的人——從科學中

intellectuals）組成，另一組是由物理科學家

消失了。客觀主義或實證主義的科學範式

（the physical scientists）組成。這兩組成

把可證實的經驗事實視為科學的標準，科

員之間大多缺乏相互的理解和尊重，有時

[11]

學成了感性經驗的簡單記錄」 。

甚至彼此充滿敵意和討厭。前者讚賞的是

十九世 紀德國哲學家 威 廉·狄 爾泰

莎士比亞、艾略特（T. S. Eliot）這些文學巨

（Wilhelm Dilthey，一八三三至一九一一

匠 , 後 者 崇 拜 的 是 牛 頓、盧 瑟 福

年）認真審視了自然科學（t h e n a t u r a l

（Rut he r fo r d）這樣的科學家[13]。四年後

s c i e n c e s) 與人 文 科 學（t h e h u m a n

（一九六三年），斯諾發表了關於「兩種文

sciences）的知識論前提。他認為這兩種科

化」的第二次演講，他承認忽略了「第三種

學都是從人的日常生活和經驗出發的。不

文化」（the third culture）的出現，即社會

過，自然科學的探究避免人為因素的捲入，

科學（the social sciences）[14]。事實上，二十

而人文科學不可能沒有人為因素的捲入；

世紀五十年代以後，在歐美的各大學中從

自然科學通過外部的觀察和測量去建構一

事社會研究、應用研究、專業研究和職業

個客觀的世界，而人文科學利用內在和外

研究的學者日益增多，而他們的研究對象

在的生活體驗去定義一個歷史的世界；自

既不屬於「人文」領域（humanities）也不屬

然科學尋求解釋（explanation），而人文科

於「科學」（science）領域[15]。斯諾的兩種

學旨在理解（understanding）。狄爾泰反對

文化的劃分是比較粗糙的，其目的是為了

用。

有更多的前提假設、分析工具和概念術

頗，美國心理學 家、哈佛大學教 授 卡根

化背景及相關倫理價值的影響最小化，並

（Jerome Kagan）撰寫了《三種文化——

且主要關注概念和一系列觀察之間的關

二十一世紀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

係。社會科學家和人文主義者抵制過多的

科學》一書。「耶利米‧卡根的書描述了每

生物學方面的影響，更倚重於語義學的網

種文化的前提、術語和貢獻，並且認為每

路系統，通常要追尋一個在倫理學上肯定

一領域的概念與其方法是匹配的，因為證

或否定的答案。卡根還清單系統地比較了

據來源決定意義。這篇文章概述了社會科

三種文化各方面的異同：[17]

學和人文科學對理解人類本質的貢獻，並

三種文化九個方面的比較(見下圖)

且質疑生物學進程左右人類行為的流行說

卡根教授的劃分嚴謹細密，相當準確

[16]

法」 。卡根指出，大多數知識活動包括

地概括了三大學科的本質特徵，標誌著知

三個方面的因素：一、要有一套不容置疑

識發展和學科分類已進入成熟時代，人文

的前提或假設，它使得某類特殊問題及其

科學的內涵和外延已經變得更加清晰。對

解答具有優先權。二、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

於「人文科學（humanities）」的概念，《簡

針對所得證據的分析工具。三、要有一套精

明大英百科全書》的定義是：「人文科學在

不同的方面

社會科學家

預測和解釋所有的自
然現象。

預測和解釋人的行為
和心理狀態。

二、主要的證據來
源和條件限制

在實驗的操控下對物
質實體的觀察。

在很少受限的條件下
將行為、語詞與非生
物學的方法結合在一
起。

三、主要的術語

語義學的和數學的概
念，它的指示物是物
理學、化學和生物學
的物質實體，並設想
可以超越特殊環境。

概念指向心理的特
徵、狀態以及個體或
群體的行為，並且接
受觀察的情境強加於
一般性的限制。

概念指向人的行為
和事件，並且對於
推論有極強的情境
限制。

四、受歷史條件的
影響

最小

中等

嚴重

五、受倫理的影響

最小

很多

很多

六、對外在支持的
依賴

高度依賴

中度依賴

相對獨立

七、工作條件

小組或團隊

小組或個人

個人

八、對國民經濟的
貢獻

巨大

中等

最小

九、美的標準

結論關涉自然界最基
本的物質成分，其資
料通過機器得出並接
受數學描述的檢驗。

結論支持某種寬泛的
關於人類行為的理論
觀點。

一、主要的興趣

人文主義者
理解人對事件的反
應以及人加於經驗
之上的意義。
在極少受限的條件
下將寫作的文本與
人的行為結合在一
起。

結論是以優雅的散
文形式表述出來的
語義連貫的論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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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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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自然科學家強調物質進程，將歷史文

自然科學家強調物質進程，將歷史文化背景及相關倫理價值

針對斯諾學科分類觀點的缺陷和偏

本期特輯

社會科學家和人文主義者比自然科學家擁

的影響最小化，社會科學家和人文主義者抵制過多的生物學方面的

其對社會發展特別是經濟增長的重大作

影響，更倚重於語義學的網路系統，通常要追尋一個在倫理學上肯

心選擇的作為解釋的核心概念。他認為，
定或否定的答案。

提高自然科學在文化中的獨特地位，強調

文化中國

知識分科中研究人以及他們的文化和自我

會事實(fa c t s)，而後者不回避使用隱喻性

表達。區別於物理和生物科學，有時也區

(metaphorical)或象徵性（symbolic）的語言

別於社會 科學，人文科學 包括對語言文

去表達人的存在狀態並作出道德的或審美

[18]

學、藝術、歷史和哲學的研究」 。這一解

的價值(values)判斷。

人本主義的科學要不斷地為人類提供更高的理想或目標，它是促

２８

進人積極向上的根本動力，但不是為了人的自私或自我放縱的滿足，

而是讓人類的生活更加的具有合作精神、關愛互助和自我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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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過於簡單，只是指出了人文科學與自然

人文科學的核心科目是文學藝術、歷

科學、社會科學的大致區別。美國跨學科

史、哲學和宗教。文學藝術是採用各種美

研究學者凱利女士比較詳細地分析了當今

的形式去多側面地、個體性地表達和反映

人文科學這一術語的多重含義，她說：「作

人的思想、情感和意志活動。歷史是人類

為歷史發展的結果，人文科學這個詞具有

對過去事件的記載，真實地展現人類心理

很多含義。它代表一系列經典著作和思想

和行為的複雜性和特殊性。哲學是對世界

中所蘊含的知識傳統和美學表達。它表示

本體或存在問題的思考和辨析，試圖概括

能夠引起高尚行為、道德抉擇和公民責任

出類似於自然規律的一般性和根本性的原

的智慧價值和規範性的品質。它指代一系

則。宗教雖然是關於神靈、神性的學問，卻

列探詢性的、溝通性的和反思性的技巧。

是人性和價值的最集中表達，人類的幾大

它區分出許多個別的研究對象，比如小

文明基本上都是以宗教為依託建立起來的

說、繪畫、音樂創作、哲學和宗教論文以及

文化系統，小到吃喝住穿，大到生老病死，

歷史文獻。它分化出許多學科，特別是文

在宗教中都有不同的解答。宗教是人類企

學、語言、藝 術、音樂、哲學、歷 史和宗

圖超越有限、達於完美之境的不懈努力和

教」。關於人文科學的研究對象，朱紅文教

追求。啟蒙運動之後，神學被排除在知識

授也做比較準確的界定，他說：「作為人文

之外，但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比較宗教學的

科學對象的人文世界是一個以人的內在精

誕生，表明宗教研究是人文科學不可分割

神為基礎，以文化傳統為負載的意義世界

的重要組成部分。

和價值世界。人文世界的精神性、意義性和

當然，這並不是說，人文科學可以不尊

價值性決定了人文科學具有區別於社會科

重客觀事實。同樣，社會科學也不可能完

學的獨特的性質和特徵」 [19]。正是由於知

全擺脫價值判斷。當代美國社會學家塞茲

識的增長和科學的進步，伴隨著社會分工，

尼克指出：「在人文科學中，哲學要澄清價

學科分類也日益清晰和細密。自然科學、

值和意義，歷史要確認大趨勢，比如城市

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研究對象、方法和

化和工業化，這些影響價值。哲學和歷史

目的各有側重，彼此相對獨立已成必然、實

給社會科學指明方向，同時，它們也屈從於

屬必要。

社會科學成果的批評和改正」[20]。他把人

三

文科學（t h e h u m a n i t i e s）與社會科學
（social science）合稱為人本主義的科學

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社會 科學區

（humanist science），並主張此類研究是

分明顯，但也有交叉滲透、界限模糊的地

不可能把事實與價值（facts and values）截

方。比如，歷史、人類學、心理學既可歸屬

然分開的。他甚至認為，科學儘管可以拒

於人文科學也可歸屬於社會科學，而且當

絕超自然的信仰，但無法忽視或否認宗教

今有關性別、團體、族群等熱點問題研究

或藝術對文化和心理的貢獻。他特別地概

就屬於跨學科的領域。不過社會科學與

括出人本主義的科學具有四大支柱（Fou r

人文科學的研究方法各有側重，前者會更

mainstays or pillars）:第一，人本主義的科

多地借用自然科學的物理（physical）語言

學關注生活經驗的實質（t he qu a l it y o f

或數字統計的（statistical）方法去描述社

experience）。不同的個體在生活、工作或教

究必不可少的要件。第四，人本主義的科學

同：有的有所保留，有的親密無間；有的態

注 重 理 想 或 目 標 的 普 及 和 效 驗（t h e

度強硬，有的態度緩和；有的條理清楚，有

preva lence a nd effic acy of ide a ls or

的語無倫次；有的是謙恭的，有的是羞辱

st a nda rds）。人本主義的科學要不斷地為

的；有的直截了當，有的閃爍其詞。所以，人

人類提供更高的理想或目標，它是促進人

本主義的科學關鍵在於把握人們生活上質

積極向上的根本動力，它應該建基於人的

的不同和差異。第二，人本主義的科學強調

自然本性之上，但不是為了人的自私或自我

道 德 與 利 益 的 相 互 依 賴（t h e

放縱的滿足，而是讓人類的生活更加的具

interdependence of morality and well-

有合作精神、關愛互助和自我超越[21]。
自然知識、社會知識和人文知識都是

或某些實踐活動繁榮昌盛，這就要求正確

人類創造或發現的，其目的是服務於人類

地理解何謂利益（wel l-b ei ng），如何來實

自身的各種美好需要，如果說自然科學和

現 或 區 別 不 同 的 利 益。效 果 論 的 倫 理

社會科學主要是解決人類物質和制度方面

（consequentialist ethic）以利益的最大化

的外在需求，那麼人文科學大致是要滿足

來 判 斷 行 為 的 善，而 義 務 論 的 倫 理

人類內在的心靈需求和精神方面的渴望。

（deontological ethic）堅持普遍道德準則

當代以色列教育家阿拉尼（Nimrod Aloni）

的不可逾越。如果寬泛地去理解利益或好

指出，人文教育有三大基本目標：一是讓學

處，不僅是物質的也包括精神的，那麼義

生理解文化中的高品質因素（Q u a l it y o f

與利之間是可以相互補充的也是必須相互

Culture）。文化有雙重含義：一方面是描述

觀照的。第三，人本主義的科學重視規範性

性的或說中性的，指各種不同思維方式、

理論（normative theory）的運用。從某種意

生活方式和表達方式的堆積和累加；另一

義上說，任何學科都是「規範性」的，因為

方面文化是規範性和理想性的，與野蠻、

各自均有獨特的術語、範疇、研究對象和

無知和魯莽相反，它指向一種進步的、高尚

方法。社會科學對數字統計和症候診斷做

的和精緻的生活方式。人文教育就是讓學

出定量或定性分析的同時，是不可能免於

生能夠對高級文化和完美純全有巨大的熱

２９

being）。人本主義的知識旨在使個人、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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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內容。同樣是溝通交流，內涵意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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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value-relevance）是人本主義的科學研

人文科學的核心科目是文學藝術、歷史、哲學和宗教。啟蒙

同，這些是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都要關注

運動之後，神學被排除在知識之外，但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比較宗教

道德價值（value-free）判斷的,價值的相關

學的誕生，表明宗教研究是人文科學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

育、宗教和政治等活動中的感受和體驗不

文化中國

了自然科學或數理統計方法的過度影響，

白式（all or nothing）的二元對立的方法，

有時，冰冷而枯燥的數據並不能真實地反

而是堅持避免絕對主義和虛無主義的多元

映人性深層的存在狀態。正如《文化中國》

對話的（dialogical）態度立場。二是培養學

編輯子夜所言：「包括量化比較手段和數

生自覺 的和 批評性 的思 維 方 式

據至上觀念，都是西方現代性的理性主義

（Autonomous and Critical Thinking）。人

和工具主義在學術研究中的體現，尤其是

文教育不是灌輸、教化或洗腦，而是讓學

現代資本主義市場因素介入到人文學術研

生養成理性的、批評性的和獨立的品質風

究，將會導致學術的變形和泡沫現象」

格，讓學生成為自己思想和行為的主人，而

[23]

不是受外在權威、社會習俗和迷信偏見所

文學術研究已經很少是內在的「為己之

左右的奴僕。批評性的自覺自治是第一的

學」，更多的是為外物左右的功利之學，這

或最重要的知識品質和美德，如果人們不

也是受無序的商業市場和僵化的意識形態

去獨立地思考和判斷他們的父母、老師和

所驅動的結果。在人慾橫流、價值迷失的

雇主的想法，那麼科技的發展、倫理和人

時代，恢復人本主義的精神、重建人文教

權的進步是不可能的。三是教育學生實現

育的體系是學者和教育工作者們義不容辭

並 完 成 真 正 的 自 我（ A u t h e n t i c

的責任。
本文為二○一五年蘇州大學高等教育
教改研究課題「高校通識教育中哲學人文
類課程設置和教學內容研究」的部分成果

Personality）。這一點與前面的批評性的自
治不同，它並不局限於自覺的和反思性的
知識活動，而是全方位的自我個性的充分

。最後是學術成果的功利化。今天的人

展開和實現。自我的真實性不僅意味著「想
人文科學重視個體性和差異性，但其研究的視角必須是整全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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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性的，它不能不考慮或參照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研究結果，這

是其自身的超越性和理想性所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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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和渴望，但這種教育採取的不是非黑即

自己所想的」（thinking for themselves），

[1]

而且包括「做自己要做的」（b e i n g w h a t
they are），即對自己忠誠。這種人關注、尊
重並忠實於自我的存在狀態與獨特本質，
執著於內在世界與外在行為的統一和協
調，而不是墨守成規、自我異化和裝腔作
勢[22]。
面對現代性的不斷挑戰，人文科學在
當代高等教育的領地逐漸被收窄，其作用
也不斷被弱化。某些研究態度和方法的弊
病在逐漸突顯：首先是人類知識的碎片
化。知識的分科化有利於專業性的深入探
究，但卻造成了故步自封、劃地為牢甚至
壁壘森嚴的學術格局。專家學者們往往以
自己的專長而壟斷吹噓、自以為是，常常以
非自己的領域而搪塞推脫、規避責任。人文
科學重視個體性和差異性，但其研究的視
角必須是整全的或綜合性的，它不能不考
慮或參照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研究結
果，這是其自身的超越性和理想性所要求
的。其次是研究內容的數據化。這是受到

[2]

朱紅文、劉桂榮、金夢蘭：《人文科學
的合法性及其文化意義》，載《浙江社
會科學》二○○五年第二期，頁
一三六。

Britannica Concise Encyclopedia, London: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Inc.,2006, p.908.
[3]
Julie Thompson Klein, Humanities, Culture,
and Interdisciplinarity: The Changing
American Academy ,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5, P.14.
[4]
王曉朝譯：《柏拉圖全集》第二卷（人
民出版社，二○○三年），頁五一九至
五四五。
[5]
亞里斯多德著、李真譯：《形而上學》
（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二○○五年），
頁一七七至一七九；亞里斯多德著、廖
申白譯：《尼各馬可倫理學》「譯注者
序」（商務印書館，二○○三年）；
Aristotle, Metaphysics , translated by Hugh
Lawson-Tancred,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8, pp.153-156.
[6]
參見王榮江：《亞里斯多德的科學知識
觀及其學科分類思想》，載《廣西師範

[10]

Paul F. Grendler, ed, The Renaissance: An
E n c y c l o p e d i a f o r S t u d e n t s , v o l . 2,
Farmington Hills, MI.: The Gale Group,
Inc., 2004, P.165.
[11]
朱紅文、劉桂榮、金夢蘭：《人文科學
的合法性及其文化意義》，載《浙江社
會科學》二○○五年第二期，頁
一三九。
[12]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London: Routledge, 1998, pp.2179-2180.
[13]
C. P. Snow, The Two Cultures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The Rede Lecture,
1959”, pp.3-4.
[14]
Ibid. pp.70-71.
[15]
Ibid. “Introduction”, P.liv
[16]
Jerome Kagan, The Three Cultures: Natural
Sciences,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Humanities in the 21st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Abstract”.
[17]
Ibid. pp. 3-5.
[18]
Britannica Concise Encyclopedia, London: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Inc., 2006, p.908.
[19]
朱紅文：《人文精神與人文科學——人
文科學方法論導論》（中共中央黨校出
版社，一九九四年），頁二一三。
[20]

Philip Selznick, A Humanist Science:

The Humanities and Humanistic
Education in Western Cultural Tradition
Yao Xing-fu (Philosophy Department
of Soochow University)
Abstract: Accompanied by
d i s c i pl i n a r y d iv i sio n a n d s c ie nt i f ic
development,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humanities get clearer and clearer.
The humanities use normative method, hold
value judgment, and pursue lofty ideal. The
principal goal of humanistic education is
to cultivate the human being with critical
ma n ne r, autonomou s abil it y a nd f u ll
development. Challenged by the modernity,
the field of the humanities in high education
and academic study becomes more narrow,
and its function becomes fainter today. To
revive humanist spirit and to reconstruct
the system of humanistic education is a
glorious duty of scholars and educators.
Key words: Western culture, the

姚興富：論西方文化傳統中的人文科學與人文教育

艾儒略：《西學凡》，載（明）李之藻
輯《天學初函》第一冊（台灣學生書
局，一九六五年），頁二七至五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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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于淑秀等主編：《大學通識教育研究》
（九州出版社，二○一四年），頁一五
至一六。

今天的人文學術研究已經很少是內在的「為己之學」，更多的

[8]

是為外物左右的功利之學，在人欲橫流、價值迷失的時代，恢復人

Julie Thompson Klein, Humanities, Culture,
and Interdisciplinarity: The Changing
American Academy ,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5, P.15.

本主義的精神、重建人文教育的體系是學者和教育工作者們義不容

[7]

Values and Ideals in Social Inquiry,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xvii.
[21]
Ibid. pp.31-42.
[22]
Nimrod Aloni, Enhancing Humanity: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Humanistic
Education, Dordrecht, The Netherlands:
Springer, 2007, pp.85-104.
[23]
子夜：《學術本位與華文本位元——論
現代視野下華文期刊發展的主體性問
題》，載《文化中國》（加拿大）二○
一五年第四期，頁三二。

辭的責任。

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二○○
九年第三期，頁三一。

humanities, humanistic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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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國

論社會轉型期「國學」
現代化的特點及其發展趨勢
■ 鄭 升

要：社會轉型期的中國正處於前現

「別現代」 [2]，身處其中的人、物、事均不

代、現代和後現代相互交融的時期，工業化、

可避免地深受影響並呈現出複雜多樣的

全球化以及人們對於精神消費的巨大需求，使

景觀，主要表現為信息蕪雜、思想缺乏、精

得國學現代化「危」和「機」並存。直面危機，

神貧乏，國學現代化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中

反觀自身，釐清「為什麼」、「是什麼」、「怎麼

機遇和挑戰並存。直面危機，反觀自身，劃

做」的問題，有助於國學現代化的理性推進。

清邊界，避免極端，有助於國學在理性的

熟悉母語、熟悉經典、闡釋經典，溝通古今，融

軌道上運行，有助於釐清問題的本質與特

化西方，與中小學教育、高等教育和社會教育

點，研判國學現代化的發展趨勢，以促進

有機銜接，參與「現代國語」與文化中國建構，

國學以及中國文化、外來文化的現代轉換

助推全社會文化修養、道德水準的提高與「中

和當代實踐的良性發展。若能在此過程

國夢」的實現，是國學現代化的要義與趨勢所

中，將馬克斯·韋伯所描述的令人絕望的

在。

「諸神之爭」真正轉化為整個世界的「諸

摘

社會轉型期以及市場化、全球化浪潮下的國學及其現代化要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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惕國學的純化、固化或者泛化、異化，國學現代化及其理性發展需

要我們關注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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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師範大學

關鍵詞：社會轉型期；國學現代化；特
點；發展趨勢。

神之合」 [3]，為最終化解一國之、全球之
「文明衝突」的內在根源做出積極貢獻，
為文化中國建構、世界文明的和諧進步做

近些年持續升溫的「國學熱」，官方

出積極貢獻，則厥功至偉，善莫大焉。學界

意識形態對於傳統文化的大力提倡，一批

在這方面的探討尚不夠周詳，本文試做進

「國學院」、「人文高等研究院」等機構在

一步探析。

重點高校的復建或新建，以及天價「國學
班」、資本運作參與國學現代化進程等現

一

象，一方面表明國學再次成為一種重要的

在全球化、「別現代」背景下來考察

文化現象、社會焦點，商品化、技術化時代

國學現代化，「為什麼」的問題依然是國

不斷被異化的人們需要國學的潤澤與拯

學現代化進程中要時常警醒的。合理回答

救，另一方面也警示我們：社會轉型期[1]以

這一問題實際上意味著我們不虛妄、不狹

及市場化、全球化浪潮下的國學及其現代

隘、不自棄、不黨同伐異，既有堅持民族

化要警惕國學的純化、固化或者泛化、異

性、獨立性、核心價值觀的自信與尊嚴，又

化。上述現象以及國學現代化及其理性發

具有世界性、多樣性、全人類性的情懷與

展需要我們關注和反思。

高度；既堅持人本主義、人文關懷，又不忽

社會轉型是國學現代化無法回避的

視生態主義、歷史精神。而要做到這一點，

背景，這一背景的主要特徵是價值多元與

首先意味著要「追本溯源、兼容並蓄、多元

意義和方法有一個比較客觀的認識，並且

發展的根本。我們要善於把弘揚優秀傳統

這種認識要能與時俱進，要能抵近或者堅

文化和發展現實文化有機統一起來、緊密

持真理。走好這一過程有時候並不容易，

結合起來，在繼承中發展，在發展中繼承。

比如要與自己所處時代的氛圍、思潮以及

……要實現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

自己的前經驗前理解進行碰撞、反思或者

性發展……真善美是人類永恒的追求」

超越。然「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4]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

性是現代化過程中生生不斷的『連續體』，

學，為萬世開太平」歷來是中國文人的特

背棄了傳統的現代化是殖民地或半殖民

質與魅力所在。如此，溝通古今、關懷當

地化，而背向現代化的傳統則是自取滅亡

下、重建精神、守護未來既是國學現代化

的傳統。適應現代世界發展趨勢而不斷革

的意義所在，也是它的目的所在。

新，是現代化的本質，但成功的現代化運

。歷史學家羅榮渠亦強調:「傳統與現代

換言之，崇古不是復古，學西不是西

動不但在善於克服傳統因素對革新的阻

化，溯源是為了明辨，革故是為了鼎新，繼

力，而尤其在善於利用傳統因素作為革新

承是為了創新和發展，拿來是為了消化和

的助力」 [5]。官方和學界均深刻意識到現

充實，全盤抑古和全盤西化都無益於中國

代化的本質是「溝通古今、與時俱進、革故

文化與文化中國的良性建構。無論「古為

鼎新、創新發展」，而「化古濟今、化西益

今用」、「中體西用」還是「西體中用」，在

中」則是中國現代化能夠成 功的有力推

晚清民國是為了啟蒙、救亡、圖存以及薪

手，也是國學現代化在「為什麼」問題上

盡火傳，在當下是為了「中國夢」、為了中

的意旨所在。

國的文明與進步以及中國經驗與中國原創

只是在全球化浪潮的背景下，上述意

話語體系建構。即使如蔡元培、胡適、魯

旨還需樹立類似於西方生態批評的理念

迅、林語堂這些對於「國故」批判得最為

方為周詳。也就是說今天的國學、今天的

徹底的前賢，其實在本質上他們又是最為

文化建設既要強調超越宗法、家族、種族

「傳統」的，並不遜於梁啟超、王國維、章

的國家屬性以及「人本」立場，又不能忽視

太炎、陳寅恪等人。歷史從正反兩方面一

全人類、全世界的視角與高度；既為中國，

再證明現代、創新與傳統其實始終是聯繫

也要為世界的文明進步做出貢獻，是謂

的、互動的，即使由於外力被阻斷被割裂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

但終究還是要相輔相成或者相反相成，如

同」。由多民族共同建構並作為「中國文化

同一棵參天大樹，其根部、枝幹如果代表

研究」代名詞的國學在走向現代化的進程

歷史與傳統，枝葉以及果實如果代表當下

中要有這樣的著眼點，正如《無錫國學專

和現代，那麼，只有枝葉的繁盛、果實的可

修學校簡章·宗旨》中所表述的：「研究本

口，樹根以及枝幹的存在與發展方有意義

國歷代之文化，明體達用，發揚光大，期於

和契機。歷史與當下、傳統與現代總是緊

世界文化有所貢獻」[6]。

密相連，刻意突出某一方，割裂二者的關

二

就是說，合理認識並對待「古今、中西」的

基於上述目的，國學的內涵就不僅僅

關係問題依然是學術研究、文化建設需要

局限於單一的「國粹」、「國故」、「國學」、

注意的重大命題。

「新儒學」、「新國學」所劃定的範圍、所

３３

聯，實際上對任何一方都是一種傷害。也

鄭升：論社會轉型期「國學」現代化的特點及其發展趨勢

秀傳統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傳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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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所從事工作的歷史、現狀與未來，價值、

歷史與當下、傳統與現代總是緊密相連，刻意突出某一方，

進，益於未來」已成為共識，習近平：「優

割裂二者的關聯，實際上對任何一方都是一種傷害。合理認識並

起來，不割裂古今與中西；意味著要對自

對待「古今、中西」的關係問題依然是學術研究、文化建設需要

當下，「古為今用，西為中用，與時俱
注意的重大命題。

一體」，能夠將歷史精神與人文關懷統一

文化中國

確定的功能，更多應當著眼於對中國優秀

據和精神動力。上述闡釋深入到國學內在

傳統文化與文化傳統的繼承、轉換與創

規定性的探究，無疑是中的之見。

新、發展，著眼於國人的覺悟、砥礪和踐

從國學之「國」的這個涵義以及中國

行。問題是這樣的學術、這樣的文化與國

現代化終極目標來看，今天的「國學」就不

人的覺悟有什麼樣的特點？這是我們明辨

能只是中國傳統「經學」或「理學」的衍生

歧說，深解國學，確定研究對象的一個關

物、複製品，回到經學、理學只是手段、工

鍵。

具、橋梁，終極目標是要在「返本、化西、

３４

今天談國學現代化，背後的思路和內在邏輯也應當如此。即：重
視「母語」的繼承與發展，這是國學之「國」存在的標識，也是國學
現代化的前提和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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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國學之「國」的涵義與特點。國

吸取民族民間話語」的過程中來豐富我們

學之「國」一般指中國（按：地域角度），

今 天 正在使 用的 語言範 型（按：現代 漢

華夏民族（按：族性角度），這是學界共

語），以此也只能以此來重新「言說」和彰

識。學者賀昌盛進一步提出：國學之「國」

顯 華夏 民 族的「民 族 特 性」和「現代 形

有「國語」之意，「國語」是國學之「國」的

態」，好比在中國歷史上興盛一時的漢學、

內在屬性，也是其現代性得以確立的基本

玄學、宋學雖然都免不了貴古賤今、宗經

前提。這一觀點及其論述是對已有研究的

崇儒，但本質上已經轉化為適應當時發展

深耕，將「國」的內涵探究引向深入。他認

需要的話語、思想與情感建構與表達 [7]，

為：

即漢學、玄學、宋學既有「故」的內容，更
「國學」作為一種特定的「知識」形態，

有體現當時漢代、魏晉、宋代時期年代思

其基本構成要素與語言及民族國家具有重要

想、情感和話語的內容，且融合了華夏各

關係。章太炎時代的「國學」強調以「小學」（音

民族、包括域外的思想、文化元素，是已經

韻訓詁）來復活漢民族早期的原初語言，以作

轉換和發展了的「故學」，而語言（言、筆、

為重構漢民族文化的前提，因而背離了現代民

文、白等交融）則在此過程中扮演著重要

族國家建構的現實需要。後續的胡適等人倡導

角色，並對「國」概念的形成和豐富發揮著

以「國語」的「創制」作為「國學」研究的前提，

極其關鍵的作用。今天談國學現代化，背

「漢語」才由「原初漢語」開始了向「現代漢語」

後的思路和內在邏輯也應當如此。即：重

的過渡，也因此才真正確立了現代「國學」所應

視「母 語」的 繼 承與 發 展，這 是 國 學之

有的地位。「國學」之「知識系統」的重建必須

「國」存在的標識，也是國學現代化的前

從重新清理和確認真正的「現代漢語」著手，

提和基礎。

只有以「漢語」形態展開的民族思想學術方可

其次，國學之「學」的涵義與特點。

視為「國學」。……「國學」首先應當被定位為

「學」的本字在甲骨文中寫作「斅」，《說

「現代民族學術」，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

文·教部》釋「學」為「『斅』，覺悟也。從

依賴於學術所提供的「思想」，學術之「思想」

教，從門。門，尚矇也」。《白虎通·辟雍》

的產生又必須以「民族」意識的自覺為基礎，而

中說：「學之為言覺也，以覺悟所不知也」。

「民族」意識的自覺首先就顯示為「民族語言」

《廣雅釋詁四》云：「學，覺也」。《廣韻·

的自覺。

覺韻》中說「學，覺悟也」。……這些表述

賀氏從「民族特性最為鮮明的顯性標

無一例外強調了「學」的本質是為了人的

志是語言」這個角度揭示出「國學」的本

覺醒、覺悟。而儒家的「依於仁」、道家的

質正是以現代漢語重新建構「中華民族文

「法自然」、禪宗的「徹見心性」、理學的

化」的「知識譜系」，並以其地緣屬性、國

「格物致知」、心學的「致良知」以及《荀

家屬性、民族特性的凸顯來規避和矯正學

子·勸學》「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

術自身單純復古或片面西化的一般傾向，

明而行無過矣」，《廣雅·釋詁三》「學，效

最終為中華民族的持續發展提供學理依

也」，《四書集注·論語集注卷一》「學之為

錢基博「國學之一名詞，質言其義曰：國性

型發展的內在規定性，也是今天我們再一

之自覺耳！……是故國學之所為待振於今

次面對社會轉型、文化交融劇變期依然堅

日，為能發國性之自覺，而裨吾人以毋自暴

信國學可以振興、可以發展的內在依據。

[8]

也」 等主張與闡釋則表明在中國傳統文

也就是說，「行知合一、知行合一、學以致

化體系中，知、行、學、覺、悟、效、心、性

用、益心益道」的結合與統一是「國學」的

等概念互文互釋。

第二個特點。這一特點提醒我們：凡是有
益於「國性之自覺」的、指向富強民主、指

追求，學和效是一種實踐行為但又不限於

向誠信友善、指向良知仁和的傳統學術、

簡單的外在模仿，最終都是為了「覺」和

傳統文化皆應歸入國學研究的範圍。就此

「悟」，為了「得道」和「達道」，為了主體

而言，胡適給予「國學」的內涵與定位依然

心靈和精神的發現、完善與提升，因而知

是今天「國學現代化」語境下需要繼續完

行合一、行知合一、古今溝通以及作為維
繫人生終極追求的虛靈至高、超塵拔俗的

成的任務，他說：
我們所謂「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

「道、理、心、境」等運思範疇貫穿中國傳

究的範圍」，只是要我們大家認清國學是國故

統文化始終的事實表明：面對生活、指向

學，而國故學包括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

實踐而又追求詩意，追求心靈和精神的清

過去種種，上自思想學術之大，下至一個字，一

潔、和諧是中國學術或學問歷來具有的品

只山歌之細，都是歷史，都屬於國學研究的範

格與特色，只是在不同歷史階段所呈現的

圍……。國學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國的過

形態、程度和意趣不同而已。國學無論是

去的文化史，國學的方法是要用歷史的眼光來

就其誕生時所面臨的時代思潮，還是就其

整理一切過去的文化的歷史，國學的目的是要

來源、內涵與研究對象而言，都不純粹只

做成中國文化史，國學的系統的研究，要以此

是就古論古，就西論西，就知識論知識，就

為歸宿[10]。

學問論學問，而是追本溯源、學以致用、適

可見，胡適的「國故學」不僅僅是恢復

時轉換、與時俱進、創新發展，有益於當

漢民族既有的精神品質，而且是為了在全

下，有益於未來。劉半農有云:「『新國學』

面總結、研究本民族歷史文化遺產的基礎

目的乃是要依據了事實，就中國全民族各

上「再造文明」。在全球化、別現代以及我

方面加以精詳的觀察與推斷，而找出個

們對於民族母語、民族經典日益陌生的當

[9]

五千年來文明進化的總端與分緒來」 。

下，胡適「以新言」來「明新道」的意旨和
思路更符合現代性以及當下國學現代化的

視，反觀了這種「覺」不全是離群索居者

需要，是出新，是應用。但章太炎先生「以

苦思冥想的「書齋式」覺悟，更多是在一

正言」來「明正道」，突出「小學」的意旨和

種躬身實踐、現實關懷、客體交融中實現

理路同樣重要，是守正，是基礎，兩者並行

主體心靈、精神層面的覺醒、覺悟、轉化、

不悖，出新若無守正作為基石，則淩空蹈

發展，最終按照「美的規律來建造」，呈現

虛，人云亦云；守正若無出新作為歸宿，則

出既是世俗的、更是脫俗的，既是自生自

復古保守，就事論事。只不過受歷史局限，

在生生不息，又是兼容並蓄多元一體的辯

胡適對國學的界定在強調「當下性」的時

證形態、價值追求與人生境界，這是「國

候尚缺少了中國民間文學、藝術和文化以

學」（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的一個基本傳

及中國現代文學、文化的梳理與研究 [11]。

統與精神品格，也是國學在秦末、漢末、

這是在今天講「國學現代化」這一命題需

３５

需要注意的是，對「學」和「效」的重

鄭升：論社會轉型期「國學」現代化的特點及其發展趨勢

其中，覺和悟是一種理念活動和精神

本期特輯

化交融時能夠實現古今溝通、轉化和創新

國學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國的過去的文化史，國學的方法

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複其初也」。

是要用歷史的眼光來整理一切過去的文化的歷史，國學的目的是要

唐末、明清、民國等歷次面對社會轉型、文
做成中國文化史，國學的系統的研究，要以此為歸宿。

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

文化中國

要完善的地方。如此，傳承母語、熟悉經

係，他說：「國語不是單靠幾位言語學的

典、闡釋經典、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則是國

專門家就能造成的，也不是單靠幾本國語

學現代化的應有之義，也恰恰是這些年我

教科書和幾部國語字典就能造成的。若要

們所忽略的部分。

造國語，先須造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
文學，自然有國語……中國將來的新文學

為第一語言，其中個體幼年時候最先學習

用的白話，就是將來中國的標準國語。造

的語言稱之為自然母語，比如方言；將後

中國將來白話文學的人，就是制定標準國

來學習的一國之社會共同交流語言稱之為

語的人」 [13]。而闡釋經典「意在轉達古人

社會母語，比如漢語普通話。英語等外來

的意思，保存文本的原意，使之代有傳接，

語言則為第二語言。從維護國家文化安全

勿令斷絕；更在於立足不同時代，應對環

而言，第一語言以及第一語言中社會母語

境變遷，掘發新意，逼顯所蘊，發揚光大

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從維護文化、民族多

其精神」。經典的生命就在於能夠不斷被

樣性而言，第一語言中的自然母語、本民

闡釋和建構，而且是用和時代相匹配的語

族語言應當受到尊重和保護。中華民族由

言來言說，不斷掘發新意，比如中國傳統

多民族組成，自秦始皇「車同軌、書同文」

典籍「經」部中的「十三經」及其注疏，

之後數千年間，漢字、漢語與其他各民族

「史」部中的「二十四史」以及《史通》、

文字、語言相互交融、多元一體，言與文、

《文史通義》等史論著作，「子」部中的諸

雅與俗或一致、或分離、或交融，總是水

子百家典籍以及類書、蒙學典籍等，「集」

乳交融或者藕斷絲連，共同構成「國語」及

部中的楚辭、樂府、唐詩、宋詞、元曲等。

「國語經典」。單方面突出某一個民族的
具體的社會形態從來就不是按照某種思想學說呈現和發展的，

經典文獻一般是某種思想學說的載體，具有理想化和片面化傾向。

３６

單純從典籍，特別是儒家核心典籍出發探討中國文化，就有較大局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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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一般將母語稱

語言及其經典，單方面突出「言」或「文」、

三

「雅」或「俗」、「精英」或「民間」、「政治

當然，國學現代化要從「母語入手，

話語」、「民族話語」或「學術話語」既不

從原典出發」的思路與意義毋庸置疑，只

符合現代性的本質屬性，也不符合中國的

是在具體應用中要注意與日常生活結合起

歷史經驗與未來發展的客觀規律。因此，

來，學以致用，知行合一，化育之美育之，

文化建設中如何遵循規律，實現多元一體

正如學者張平仁所言：「文化首先是具體

而又多元共生，依然任重道遠。

的實踐形態，是從物質到精神的多層面複

在此前提下，學習母語、熟悉經典、

雜融合體。具體的社會形態從來就不是按

闡釋經典就是一項系統工程，三者相輔相

照某種思想學說呈現和發展的，經典文獻

成。其中，文史哲經典歷來為人矚目，所謂

一般是某種思想學說的載體，具有理想化

「文者，以化成天下」。而文學經典因其語

和片面化傾向。單純從典籍，特別是儒家

言特性、審美特性與藝術特性，尤便於傳

核心典籍出發探討中國文化，就有較大局

播，便於人們接受和理解，並往往被賦予

限。另外，傳統文化本就有很強的實踐性

言志抒情、「興觀群怨」、「經國大業」、

(或曰實用性)，當前只有將其融入並適應

「載道明道」、「惟歌生民病」、化解階層

民眾的現代化日常生活，才能復興其生命

矛盾乃至移風易俗的功能與意義，正如儒

力，顯示出其價值。相應地，探討國學的現

家所云：「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

代化不能從理論到理論，必須要關注社會

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

現實中文化諸層面的變遷、剝離及融合情

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

況，作深入的調查分析，總結其特點和規

比事，春秋教也」 [12]。胡適早在百年前就

律，並據以修正理論研究」。現在的問題

明確指出經典、文學與語言之間的密切關

是除了政府、社會的支持之外，國學教育

古代的、西方的經典教育有哪些經驗值得

景海峰《儒家思想現代詮釋的哲學化路徑
及其意義》，載《中國社會科學》，二
○○五年六期。

我們反思、借鑒和傳承？國學的教材、課
程、師資等方面的建設與優化以及如何與

注解
[1]

「非遺」、數字技術、新媒體、文化產業等
即是國學現代化的要義所在。其中，國學
如何找到並確立自己的話語表達系統與方

[2]

式，國學的普及與提高如何融入中國文化
的復興、文化中國的建構這一偉大事業之
中尤為關鍵。就此而言，不用「現代國語」
來「言說」的國學，不是現代化的國學；沒
有被廣大民眾所接受、無益於當下和未

[3]

來精神重建的國學，則與文化中國建構無
關，亦不能稱之為國學現代化。
一個民族的品性、精神寄托於它自己
的文化，一個民族的生存、身份的確認、
文化的發展離不開學術的孵育與鞏固。國
學現代化的價值和意義就在於能夠促進

[4]

華夏各民族之間的交流和互認，促進「學
在精英」與「學在民間」的合理流動和轉
化，使得大多數人、大多數階層對於中國母
語、對於中國母語經典在熟悉、學習的過
程中抱有積極的情感，使得整個社會的教

[5]

育水平、文化修養、道德水準、核心價值觀
趨於良性發展，並超越儒釋道諸家之爭之
異，增強華人的國家認同感、文化認同感，
凝聚全球華人之共識之向心力，進而對世
界文明貢獻自己有意義的智慧和經驗。對
此，讓我們拭目以待並身體力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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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文」的不同闡釋，學界多有探
究。筆者綜合各家之說並援引賀昌盛
「現代漢語」至於「國學」得以確立的
有關論述，是想說明無論是就歷史發展
的客觀規律還是就現代性的主流趨勢而
言，單純的「文言」或「白話」或「西
語」都無法完成「言說」中國文化的重
任，言文一致既是晚清民國民族、國
家、學術自醒以及啟蒙、救亡、圖存的
標志和追求，也是當下實現「中國
夢」、實現中國現代化並成為世界積極
文明格局中重要組成部分的標誌與追

３７

2.

[6]

「別現代」：學者王建疆提出，指稱思
想貧乏時代前現代、現代和後現代相互
交織的比較特別的社會形態。本文借
用，詳見王建疆《別現代：主義的訴求
與建構》一文，該文載《探索與爭鳴》
二○一四年第十二期。

鄭升：論社會轉型期「國學」現代化的特點及其發展趨勢

新興領域結合起來？……上述問題的應對

本文所說的社會轉型期主要指當下的中
國，正處於全球化、市場化、城鎮化浪
潮之中並呈現出前現代、現代和後現代
相互交織的社會形態。

不用「現代國語」來「言說」的國學，不是現代化的國學；沒

學教育、高等教育、社會教育銜接和融合？

4.

有被廣大民眾所接受、無益於當下和未來精神重建的國學，則與文

式？國學及其研究成果如何分階段與中小

化中國建構無關，亦不能稱之為國學現代化。

何找到並確立自己的話語表達系統與方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二○一○
年)。

本期特輯

如何符合人們的認知和接受規律？國學如

一個民族的品性、精神寄托於它自己的文化，一個民族的生

存、身份的確認、文化的發展離不開學術的孵育與鞏固。國學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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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價值和意義就在於能夠促進華夏各民族之間的交流和互認。

文化中國

求。這一內在邏輯決定「國學」只能用
「現代語言」來言說。這種語言既不全
是「古典式」的古漢語，「雜糅式」的
現漢語，政論化、媚俗化乃至粗鄙化的
現代語；也不全是章太炎所說的「古
語」、胡適所認定的以「言文一致」為
前提的能展示民族「真性情」的「民間
活語言」，而是屬於國學自身系統並能
彰顯自身精神的「現代國語」。這一語
言兼顧雅俗、文白與主客間性，是一種
在當下使用的「現代漢語」、「普通
話」和外來語、網絡語言以及馬克思主
義話語系統、新儒學話語系統、自由主
義話語系統的基礎上，重新「建構和創
生」的中國語言，是用中國語文、中國
語言來「言說」中國故事與經驗、中國
思想與情感，並成為全球聲音、全球話
語體系中積極、文明、富有意味和魅力
的有機組成部分，筆者謂之「現代國
語」，與時下熱議的「失語症」、「中
國話語體系重塑」異曲同工而又在內
涵、對象、方法等方面有所不同。
[7]

[8]

[9]

[13]

同上。

On the modern connotation,
features, and tendency of “Chinese
classics” during social transition
Zheng Sheng(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China now is experiencing
social transition which intermingles the
periods of pre-modern, modern and postmodern. Industrialization, globalization and
tremendous need for mental consumption
make 「danger」 and “oppor t unit y” of
“Chinese classics” modernization coexist.
It is helpful for rational advance of
“Chinese classics” modernization through
the ways of facing the crisis, ref lecting
on oneself and clarifying the questions
such as “why”, “what”, and “how”. To be
familiar with mother tongue and classics

轉引自劉復《〈敦煌掇瑣敘目〉敘》，
載《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周刊》第三
期，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刊印。

by explanation, interconnecting the past

出自胡適《國學季刊·發刊宣言》，詳見
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之三(北京大學
出版社，一九九八年)，頁一一、一四。

Education to social education organically,

見王富仁《「新國學」與中國現代文學
研究》，載《文藝研究》二○○七年第
三期，筆者贊同王氏的說法。

boosting the improvement of social literacy

[10]

見胡平生、陳美蘭譯注《禮記》之經解
篇(中華書局，二○○七年)。

[11]

同[8]。
詳見張平仁《國學現代化研究的問題與
思路》一文，載《中國文化研究》二○
一五年夏之卷。

[12]

and present, digesting western counterpart,
combining elementary education, higher
p a r t ic ip a t i n g i n t h e c o n s t r u c t io n of
“Modern Chinese” and cultural China,
and moral standards, helping to realize
Chinese Dream, all of which implies the
essential and trend of “Chinese classics”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social t ransition;
moder n ization of “Chi nese classics”;
features; developmental tend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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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視域下社會思潮的比較辨析
──歷史進程與當代規諫
湖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文化與政治觀念的集中體現與映注。就歷史視

某一時期內，在某一階級或階層中，全面

域下考鏡：思潮及社會思潮的辨析與探詢；百

體現當時政治、經濟、文化、觀念情況及社

年以來社會思潮的歷史變遷和衍變脈絡；社會

會面貌而具有較大影響的思想趨向與價值

思潮的當代反思與現實規諫，通過對我國近代

潮流」。由此可見，「思潮」指的是在一定

百年以來思潮及社會思潮嬗演軌跡、衍化進

時期（某段時間）內，集中反映一定數量的

程的探賾追詢，尤其是在歷史視域中進行考鏡

人們（群體）普遍的相同的一致的社會需

與求索，沉潛覃思、甄陶辨析兩者的當代反思

求、政治願望、國家構想、前進模式等各種

與現實規諫，發現其中規律，得到有益啟示。

政治訴求與未來願景的思想潮流與信仰主

關鍵詞：思潮；社會思潮；比較辨析；歷
史進程；現實規諫。

流；或者說，所言之「思潮」換個角度則意
謂：集中在某一時期內，社會上普遍流行、
廣為流傳、全面覆蓋和基本上被人們（民

為加深 印象和瞭解、統一思想和認

眾）所共同接受與認可、理解與贊同、奉行

識，不妨從「思潮」與「社會思潮」的基本

與遵循的基本思想傾向、主流價值觀念與

概念入手，釐清各個概念的內涵與外延，

主導理念取向。

搞懂它們之間的區別與聯繫，提綱挈領，

綜上所述，所謂「思潮」就是一種不斷

以點帶面，進而全面系統理解和深入整體

變化發展、演進嬗變著的動態的活躍的盛

地透析思潮及社會思潮的存在與發展、衍

行的思想發展的走勢或趨向，也是一種受

生與延續、勃興與衰微的歷史意義與現實

到社會文化、大眾心理、歷史傳統、文明程

價值，以及其對於社會發展、思想進步、文

度、教育背景等綜合因素廣泛影響和深刻

化繁興和文明傳承的深刻影響、長久效果

作用的集體思想。有鑒於此，它往往是趨

與當代啟迪。

於一致的指向與殊途同歸的判斷，及其由

一、思潮及社會思潮的辨析與
探詢

此匯聚而成的共同前進的「滾滾洪流」[1]。
概括地說，其中（核）心，是眾人（全體社

（一）關於思潮

的共舉；其內核，則是一種客觀存在著的、

1、思潮的主要定義。按照權威性《辭

又不斷變化著的強大的普遍的社會力量。

海》的釋義為：「思潮，是指某一歷史時期

思潮，既是人們精神力量的來源，也是公眾

內，綜合反映一定階級或某個階層集體的

價值觀、行動力的思想泉源。

３９

會成員）思想的融合、智慧的結晶與主張

所謂「思潮」就是一種不斷變化發展、演進嬗變著的動態的活

《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是：「思潮，意指

躍的盛行的思想發展的走勢或趨向，也是一種受到社會文化、大眾

理基礎得以形成與鞏固的基本要素，亦是社會

心理、歷史傳統、文明程度、教育背景等綜合因素廣泛影響和深刻

利益和要求的共同的思想傾向」。又，依據

作用的集體思想。

要：思潮與社會思潮是人們共同心

摘

施 欣：百年視域下社會思潮的比較辨析

■ 施 欣

文化中國

可以看出，「思潮」從屬於意識形態和

帶有維新改良烙印。

４０

作為思想或思潮的提出者、踐行者、檢驗者、改進者、宣揚
人，尤其是知識分子與社會精英群體，其素質、心
者 與 鼓 吹 者 ——
理、性格、氣質乃至於情感、喜好等綜合因素，難免羼雜其間和置
身其中，並且起著無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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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觀念的範疇，並深透、嵌入公眾生活

在《論時代思潮》(一九○二年)一文

與現實視野之中，是人類社會特殊的獨有

中，梁啟超就時代的「思潮」的內涵與外延

的長期存在的社會現象，與社會發展程度

進行了精闢的論揚，他說道：「凡文化發展

和大眾共同心理息息相關，與人們思想狀

之國，其國民於一時期中，因環境之變遷，

況和知識水平密切相連，在國家面貌、民

與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進路，同趨

族精神、社會發展與公眾生活中均扮演著

於一方向，於是相與呼應洶湧，如潮然。始

極為重要的角色，廁身其間、擔綱承傳，內

焉 其 勢 甚 微，幾 莫 之覺，寢 假而漲 ——

容豐富、不斷演變，進而顯示出強大的隱現

漲——漲；而達於滿度；過時焉則落，以漸

的潛能與效力。當然，作為社會意識或上

至於衰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

層建築的重要構成要素或組成要件，一種

『潮』者，則其『思』必有相當之價值，而又

思想或某種思潮的產生與勃興、平淡與歸

適合於其時代之要求者也」[2]。思潮，既關

寂，其原因既是多方面的、多維度的、多重

涉社會環境和歷史背景，也與國民心理及

性的，也是深層次的、很複雜的一個橫處

人格素質須臾不分。此外，他還剴切指出，

與交集的過程，除了起決定作用的物質生

「吾知時代思潮之為物，當運動熱度高漲

存、生產方式與社會存在外（即生產力決

時，可以舉全社會各部分之人人，悉參加與

定生產方式及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之

此項運動」[3]。梁氏的論說，站在哲人的高

間的相互關係），作為思想或思潮的提出

度深刻地揭櫫了：某個時代的「思潮」一旦

者、踐行者、檢驗者、改進者、宣揚者與鼓

形成，就好比發佈了一道「總動員令」一樣，

吹者——人，尤其是知識分子與社會精英

之後便如同「滾雪球」一般漸漸地擁有或

群體，其素質、心理、性格、氣質乃至於情

具備了巨大無比、摧枯拉朽的影響力與作

感、喜好等綜合因素，也難免羼雜其間和

用力，由此形成強大的社會力量，必將順勢

置身其中，並且起著無可替代的作用。

而下、勢如破竹。質言之，它必定與社會心

另外，「思潮」與「輿論」在理論與實

理相結合後構成廣泛的社會共鳴，並成為

際中均密不可分、緊緊相連，兩者相輔相

人們精神生活的主要組成部分，從而牢牢

成、互為作用：輿論是思潮形成、壯大、前

佔據大眾的頭腦或心理。在這裏，梁啟超

行的助力器、推動機，它可以促成和導引一

對「思潮」的意義、價值與作用，以及成因、

種思潮的迅速形成與最終興盛；反過來看

經過與結果等均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索與

亦然，思潮是輿論產生、擴大、前進的擴音

追尋，不僅較普通人視域更入木三分，即

器、放大鏡，亦可以推動和促進某種輿論

便與同時代的思想家相比也更顯深邃。就

的快速擴散與高效聚集。

啟超先生所處的那個時代而論，他對於

2、思潮含義的深刻透視與基本論析。

「思潮」的特色與特點、性質與官能以及其

關於「思潮」的確切涵義與思辨的論述，一

與社會發展、大眾利益、歷史作用的關係持

度執思想界、文化界、輿論界與報界「牛耳」

有較深的識見，擅於說理、善於煽動、長於

（後歸隱書房、潛心學術）和被贊譽為「文

鼓吹的他做了非常形象且令人印象深刻的

壇巨匠」、「新聞巨子」、「研究任何學問都

譬喻，至今仍有啟示意義和參考價值。

無法繞過」的梁啟超先生，是近代以來最

值得一提的是，通過考究「思潮」的引

早對其進行深入思考與鑽研的學者。而且，

入與運用、興起與進展，我們可以清晰地

洞察力超凡、思辨力絕倫的他對「思潮」的

看到——「思潮」的誕生與發展、超越與創

理解相當到位、闡釋最為透徹，有著其作

新、變化與創新、多樣與開放，以及思想家

為彼時知識精英的獨到見解和精妙闡揚，

們（尤其是代表一時之選的優秀思想家）

及社會實踐息息相關、密切勾連，是一個

鼓吹、宣傳與揄揚。因而，研究「思潮」必

社會和大眾思想活躍、學術勃興、文化強

須著眼於具有典型意義的思想家，而研究

盛、經濟繁榮的外在表現，成為它的一種實

思想家同樣也必然要依據當時紛繁複雜的

時的風向儀與指示劑；反之亦然，凡「思

各種「思潮」的歷史條件或社會背景（特別

潮」湧動、充滿活力，思想激情無限、與時

是主流思潮對其思想判斷與價值追求的影

俱進，則表明思潮碰撞、觀點交流理念開

響與作用，如進化論思想）。就是說，唯有

放的矛盾與劇烈的特色，也昭示與預設著

「將思想者的思想放置於當時和後來的社

某個國家或民族正處於社會改革的關鍵時

會和歷史的語境中進行綜合考察」、才能

期或體制轉型的轉捩點。因而，一個國家、

「既指出它產生的深層次的條件、原因和

民族及其人民是需要一些正面向上的思潮

動機，又揭示出它與其他思想、社會、經

來促動與激發，即社會發展、科技進步、民

濟、文化、政治等複雜因素的互動關係，及

主推廣和人民開化可帶來滿滿「正能量」

[4]

其對後世的深刻影響」 。那麼，依照這種

的各種精神文明上的氣息與風尚。

思路考量，在具體研究時我們應該做到：

就此，梁啟超作了進一步論述，他剴

一方面，要以思想家的思想來見證思潮的

切指出：「吾知時代思潮之為物，當運動熱

演化；另一方面，要以思潮演化加深對思想

度最高時，可以舉全社會各部分之人人，悉

[5]

家思想的解剖 。正如學者李澤厚先生所

參加於此運動」[8]。意思是說，某個社會當

多次強調的那樣，「不強調從總的思潮著

前階段時興的、狂熱的「思潮」，必定與社

眼，無法瞭解個別思想家的地位與意義；

會心理與民眾心態鏈接在一起，構成極為

不深入解剖主要代表人物，也難以實現時

廣泛而持續的共鳴、或者形成最終的共識

[6]

代思想所走過的具體深度」 。而真正有

與信條，成為人們精神生活和思想寄托的

意義而且正確的（也是慣常的）做法，則是

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那麼，在成為大眾

應該而且必須將兩者的研究有機地結合起

一時之需、風氣蔚為大觀的同時，還可以作

來，並且有效地合理地加以利用。毋庸置

為新生代（接受新思想、順應新潮流）的心

疑，單一不行、缺一亦絕不可。

理預期與進步青年群體的思想背景及來
源。特別地，面對近代以來中國沉淪頹喪

們也應該看到「思潮」的鮮明的質地與特

而覺醒啟悟和被動挨打而奮發圖強的風雲

有的功用——倘若「思潮」繁興、噴薄翻

變幻、波譎雲詭的歷史，中華民族「敢於直

湧、更迭頻仍，不僅與社會環境、社會活

面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9]，政治家和思

躍、教育完善、學術繁榮等成正相關，還是

想家們紛紛提出自己的主張，「各種思潮應

文化勃興、百家爭鳴的一種表徵、一種展

接不暇、共同編織出一副絢麗多彩的思想

現；反之，萬馬齊喑、噤若寒蟬的政治局面

畫卷」 [10]。各色理論和眾多「思潮」，無論

或思想態勢，反而是思想保守、文化衰落與

是引進的還是借鑑的，不管是急迫的還是

士風頹敗的標誌，如大興「文字獄」的清代

緩慢的，均顯得色彩斑斕和五彩繽紛，總

康雍乾時期對思想界的鉗制、文化圈的摧

歸是當時的人們尤其是先知先覺者們救亡

殘與士子士夫的迫害。如此來看，也即梁

圖存的嘗試，伴隨著中國人追求富強與復

啟超所反覆重申的：所謂「凡『時代』非皆

興、民主與科學的探索腳步，成為黑暗中

有『思潮』；有『思潮』之」『時代』，必文化

苦苦摸索的老大中國的斑斑亮光，既難能

[7]

昂進之時代也」 。易言之，「思潮」總是隨

可貴、亦彌足珍貴，既結合實際、又指示未

著社會發展而發展、時代的進步而進步，與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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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思潮的屬性與價值。與此同時，我

施 欣：百年視域下社會思潮的比較辨析

離不開優秀思想家、改革家、文學家等等的

中國研究

思想文化、傳統風俗、民眾心態、生活經驗
一個國家、民族及其人民是需要一些正面向上的思潮來促動
與激發，即社會發展、科技進步、民主推廣和人民開化可帶來滿滿
「正能量」的各種精神文明上的氣息與風尚。

密不可分。也就是說，思潮的興起與更替，

文化中國
某種「思潮」得以產生與興起，必須符合歷史發展的大勢與社

會嬗遞的規律，並能綜合反映和全面代表文化繁興與思想勃興的社

４２

會面貌和精神氣質，同時也要被大多數群眾所認定、同意或附和、追

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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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思潮的特點與功能。其實，「思潮」

飄過的幾個字，那都不是事」。過去的一度

是一個從小到大、從隱到顯、從弱到強、

盛行、風起雲湧的思想「饕餮盛宴」或被眾

從分散到集中、從碎片到整合、從孤立到

人所秉持、崇奉的種種「思想大潮」漸次衰

合群、從微弱到壯大、從弱勢到強勁的過

微（在現實的聚光燈下顯得並不那麼合乎

程，其影響和力量亦隨之顯明、積聚而不

適宜），慢慢消逝並隱逸在了歷史的塵埃

斷擴大、增強。由是觀之，某種「思潮」之所

裏。昨天的「新聞」，已然變為了現在的「歷

以能夠流行，往往是基於現實問題的提出

史」；現在的「新聞」，也將會變成未來的

與探討，以及解決當時現實問題的途徑與

「歷史」。這是新聞事業發展、思潮更替興

渠道，一般是由大眾共同的利益、慾求、態

衰，甚至社會前進、人類進步中帶有普遍性

度、指向自然形成或被某種力量促使、激

與規律性的東西（新陳代謝、人事更替是不

發後匯合而成，必有其廣泛、堅實、持續的

可逆轉的前行軌跡），是無法抗拒與改變

社會根基及共通的心理基礎，必然帶有其

的社會運行規律與「路線圖」。儘管如此，

理論的成熟性與思想的先進性，才有可能

我們還是需要強調並不能因此而陷入歷史

為世人所贊許與被人們所追隨。

「虛無主義」的荒誕泥淖。

也就是說，某種「思潮」得以產生與

然而，我們的思想「先覺者」和「救國

興起，必須符合歷史發展的大勢與社會嬗

救民」的探路者們，以及「以天下為己任」

遞的規律，並能綜合反映和全面代表文化

汲汲於探取救亡圖存真理的先輩們，在精

繁興與思想勃興的社會面貌和精神氣質，

神世界的探險和思想領域的探索（包含精

同時也要被大多數群眾所認定、同意或附

神與物質兩個方面），確然留給我們、也留

和、追隨，唯有如此，才能向一塊巨大的

給當代一筆不容低估的厚實遺產與思想寶

「磁石」，牢牢吸引著廣大民眾思想。否

（智）庫——其深遠意義與巨大價值再怎

則，不僅形成不了強勢的、持續的、各種進

麼強調也不過分（其中有很多值得深挖的

步「思潮」，或者哪怕形成了短暫的輝煌的

「財富」），永遠不能被歷史虛無主義者所

「思潮」，也只是曇花一現、轉瞬即逝，激

輕易抹殺。同時，也充分印驗或證明了「不

起不了什麼社會的浪花與思想的波瀾。

僅當代的諸多文化爭論、思想分歧、政治方

此外，「思潮」還含有的一種特殊現象

略都或多或少地重複著先前的聲響，而且

也值得研究者們關注：一種「思潮」的流行

今日社會的諸多公共習尚和觀念共識，究

與湮滅，必然會有與之相對應或對立的「思

源竟委，都與晚近百餘年的思潮運動有著

潮」的流行與湮滅，相反相成、相生相滅，

某種不解之緣，甚至可以找到源頭」 [12]的

即所謂的「一種思潮流行之後，繼起者必為

公正結論，這是不爭的榮耀的事實，也是

一種反動的思潮，這已是歷史潮流上的常

歷史與現實均可相當肯定的一點。

例，且可用社會心理學來解釋，是無容懷疑

總之，人類要達到真理的康莊大道，

的」[11]。這便是歷次「思潮」上演與落幕的

難免要經過一段荊棘叢生、痛苦不堪的路

普遍現象與常規存在，也是一種習常化的

段，總要經歷各種意見、觀點的自由辯論甚

規律。

至激烈爭論。由於「近現代中國新舊雜陳，

5、思潮的歷史價值與現實意義。一個

各種知識分子的階級地位、文化背景、知

世紀以前「思潮」紛呈、「學說」噴湧的局

識來源、教育經歷、價值觀念乃至精神氣

面與景致（若以今人的視角看待或回顧）

質並不相同，因而形成了各種思潮互相矛

雖然精彩絕倫、精闢無比，終歸還是隨著

盾、互相對立、互相激蕩的格局」 [13]。那

時光而流逝、歲月而荏苒，似乎早已成為了

麼，對於向近現代化[14]邁進的舊中國來

「昨日黃花」、「過眼雲煙」，變成了「天空

說，要尋求一種有效的可靠的救國救民、富

人發展問題，以滿足世人在社會實踐中不

的，更非畢其功於一役、一蹴而就的。
（二）關於社會思潮

同層次的需要 [21]。因此，它往往是人們思
維水平、理解方式、心理能力和文化程度

1、社會思潮的基本概念。所謂「社會
[15]

的一種能動的及時的反映與特殊的獨特的
體症，尤其在急遽的社會變革和劇烈的外

定的社會條件、人文環境、思想氛圍以及

來勢力（如西方文明所及的思想觀念、價

歷史背景下，建立在一定的厚重民族文化

值文化、社會主流）作用下，甚至可以如

沉澱、穩固社會心理基礎之上，具備某種

「五四運動」時期那樣各種新文化、新思潮

與之相應的系統的理論形態與學說框架，

狂颷突進、猛然爆發。

並在一定範圍內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帶有

另外，高瑞泉先生也探討過「社會思

某種共同傾向性的思想趨勢。它是一種特

潮」的內核與外延，他準確地透析說：「嚴

殊的社會意識形態及現象，並以一定的理

格意義的社會思潮，無疑是指較大規模的

論形態、言論方式作為先導或依歸，反映特

觀念形態的運動，是特定社會的各種矛盾

定社會群體的共同願望和要求[16]。

尖銳化、複雜化在思想領域的反映」 [22]。

進一步論述，「社會思潮」意即某些個

再深入地討論，它通常關涉和影響知識分

人或群體、階層或階級在特定的歷史條件

子群體（思想文化界）較多較深較廣較久，

與輿論氛圍之下，緊緊圍繞著當時的社會

可以說大凡「社會思潮」的肇興與雄起、推

重大問題或主要矛盾、集體抒發能夠產生

進與運行，「首先是從知識分子群體發端，

較大影響的思想和主張、觀點和意願的總

並由其帶動、推向或大或小的社會層面與

[17]

和 。而且，某種「社會思潮」之所以普及

社會心理，進而，或深或淺地影響到現實生

與盛行，因之「常常包括或涵蓋各種不同層

活、客 觀世界 與民眾心理的思想運 動」

面（社會階層）的人們的思想觀念和意志心

[23]

[18]

。倘若，按照學者陳亮的提法或定義，她

態，藉以反映大眾精神與公眾訴求」 。

則更深刻地將之描述為：「社會思潮，是指

循此，「社會思潮」常常被視為「是人們思

在一定歷史時期內形成並廣為傳播的某種

想觀念的一種集中反映與具體體現」，甚

思想傾向、價值觀念或理論體系，是一種

或被看成「也是意識形態領域的一種極為

常見的、重要的社會意識現象」 [24]。也就

特殊與相當重要的文化現象與組成部分」

是說「社會思潮」是時代的產物、智力的結

[19]

晶，而一種思想或概念一旦成為勢不可擋

，就合乎情理、也不難理解了。
再者，人們亦普遍認為，「社會思潮」

是完整且系統的一整套的、理性化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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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潮」，有時簡稱「思潮」 ，指的是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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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本非一朝一夕、一家一說可以奏效

社會思潮建立在一定的厚重民族文化沉澱、穩固社會心理基

的急迫的社會現實難題與出現的不同的個

礎之上。它是一種特殊的社會意識形態及現象，並以一定的理論形

威和信仰上的尊崇（如時下「國學熱」的暢

態、言論方式作為先導或依歸，反映特定社會群體的共同願望和要

答好、解決好和處置好某個特定時期產生
求。

強民主的治國方略，重建國民精神上的權

的潮流，必然成為推動時代行進的巨大力
量。
當然，我們也必須看到，「社會思潮」

一階級或階層利益和要求、得到廣泛傳播

有或好或壞、或優或劣之分，也有或先進

並對社會生活產生某種影響的思想趨勢或

或落後、或進步或退步之別 [25]，絕不可來

思想潮流」 [20]。更準確地說，「社會思潮」

者不拒、皆大歡喜，也不能不問良莠、一律

是集中反映某個歷史時期與社會階段的大

排斥，任何「執其一端」的做法都是不可行

多數人，對於世界進步、社會前進、歷史規

的。「社會思潮」既不是包治百病的「靈丹

律、國家觀念、公民意識、法制理念及自身

妙藥」，也不會是貽誤蒼生的「混世魔王」，

價值、自我實現的基本看法、普遍態度與

它必須歷經一番實踐的甄選與揚棄、民眾

一致想法，目的則是為了更好地判斷好、回

的辨別與擇採，而後才可以「擇其善者而從

４３

方式與思辨方法，是在一定時期內「反映某

文化中國

之」[26]。但凡，那些反動落後、封建保守以

的內在需求；二是關鍵在於符合、順應現

及與社會脫節、與時代格格不入的「社會

實情形與客觀規律，並具有可行性與可操

思潮」，其在某種情勢或境遇下（落伍與封

作性。唯有如此，才能最終形成裹挾大眾

閉的屬性暫時被隱藏遮蔽），雖然也會短

不斷向前的巨大潮流和慣性力量。

「社會思潮」不僅僅是某個個人「天才式」的想法與構想，而

且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和群眾實踐的經驗凝聚。統治階級的制度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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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國家管理「思想」，最終要佔據著國家意識形態層面或領域的主

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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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鋪陳與一度流（盛）行，但卻因其在本質

另外，「社會思潮」又由諸多特點相

上帶有某些欺騙性與虛偽性，必定會嚴重

互交織而成，豐富而斑駁、衝撞而融合。

地阻礙或延緩社會的進步，是應該被追求

那麼，其成因歸納如下：一是知識界的輿

生活真諦的善良的明智的人民所最終杜絕

論導向與引領作用，以及政治體制和經濟

與摒棄的。因而，時代的發展、社會的進

基礎的矛盾運動。二是媒體的推波助瀾作

展、人民的開化和智識的擴充，呼喚與歡

用，致使新思想、新潮流的大量產生、大規

迎的肯定是正確且先進的「社會思潮」。

模傳播。三是政府與政黨或團體的宣傳。

2、社會思潮的主要特徵與性質。任何

自然，國家與政黨或團體操縱社會思潮。

時候、任何階段、任何狀況之下，總要有一

實質上，某個「社會思潮」不僅僅是某個個

種或幾種社會思潮在身邊、在運行。而且

人「天才式」的想法與構想，而且是集體智

社會的變遷、時代的發展與人類的前進，

慧的結晶和群眾實踐的經驗凝聚（包括傳

都離不開「社會思潮」的推波助瀾與從旁

統文化精華的延續與承傳）。還有，統治階

協助，或言都有著某種「社會思潮」的潛移

級的制度設計或國家管理「思想」，最終要

默化與暗中助推。因此，可謂意義不同凡

佔據著國家意識形態層面或領域的主導地

響、價值與眾不同。事實上，人們所常說的

位。

「社會思潮」，既可以從自身變化（內部）

事實上，民眾總是認定和懷有某種

發展起來、也可以通過外來渠道（介紹）擴

「大眾思潮」、國家或民族總是需要和扶

大開來。但是萬變不離其宗，其基本表現

植某種「社會思潮」、社會總是呼籲和昌言

或主要特徵集中為兩個層面的形態：一是

某種「思潮體系」。特別是自鴉片戰爭爆發

社會心理形態，即民眾社會意識中共有的

之後，中國封閉的大門被迫開放、豁然洞

心理傾向；二是主流觀念形態，即掌握一定

開，「外國的各種社會思潮相繼傳入中國，

話語權的知識分子所提供的理論與學說

中國思想發展的傳統路徑開始轉變，與外

[27]

。同時，學者陳亮還認為「社會思潮」具

來的各種思潮直接接觸和衝突」[28]。近代

有歷史性、區域性、群體性、功利性和症候

以來的歷史表明，「從那時起，先進的中國

性等的特徵，並可以通過「心理形態」和

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求真理。

「觀念形態」兩個「抓手」或是說兩個「著

洪秀全、康有為、嚴復和孫中山，代表了中

力點」去影響和作用於社會大眾。

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

所以說，「社會思潮」是人類社會獨有

人物」[29]。

的人文景觀與現時境遇，是思想大眾平台

一言以蔽之，「社會思潮」尤其是「新

與輿論公共空間的特殊表現。概括而言，

式思潮」（毛澤東剴切指陳，新思潮的優點

它是這樣一種特殊的人們生發與懷有的

即在於其創造性與創新點，也恰恰就在於

「思潮」：既是努力順應、積極迎合社會的

我們不想教條式地預料未來而又希望在批

前進和時代的發展的產物；也是因循、緣

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 [30]，對社會秩序

由文化及思想的變化、遷延等情況應運而

和大眾思想的影響是巨大而深遠的，是社

生。可以看出，「社會思潮」必須具備兩個

會運作的紐帶和形成群眾共識的黏合劑，

主要特點或特徵：一是主要基於現實問題

其意義與價值不言而喻。就這個意義而言，

的不斷湧現而產生或言催生出的迫切解決

中國近代以來，即「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

各種思潮不僅反映不同階級的意志，更反

行深入的檢視」 [36]。其實，這種方法既能

映了相異的政治派別的需要」[31]。那麼，唯

夠從內部、也能夠從外部對一種思想、文

有增強對「社會思潮」的預見與觀測、把握

化、價值和「社會思潮」進行評價。

與引導，才能有效地遏止不良傾向、扭轉不

換言之，實踐和歷史是最後檢驗、判

良趨勢，有效把握、使之朝著有利於社會

定與證明某種「社會思潮」正確與否、先進

[32]

與否的「忠誠試金石」、「無私大法官」或者

結底，「社會思潮不管其成敗如何，也不管

更準確地說「根本標準和準確刻度」。也即

其內蘊的正確程度大小，都從屬於歷史性

是說，在經過了歷史的淘汰和實踐的檢驗

的巨變，都與某些社會設計有關，因而可以

之後，聰慧的廣大人民會最終明智、理性

[33]

視為都是這場社會選擇的不同答卷」 。

地選擇一種或數種（如選擇馬克思主義學

可喜的是，正因為中國近代以來的各種

說、淘汰無政府主義學說）符合其內在要

「社會思潮」洶湧澎湃、此起彼伏，一波一

求與根本意願的「社會思潮」用來指導社

波地引介我國，促進國民智力的提高與公

會改革與政治實踐——因為，社會的變遷

民識見的升級。

與時代的發展都離不開「社會思潮」的推

3、歷史與實踐是檢驗社會思潮的「終

波助瀾與 添油加薪。尤其是當代信息時

結者」。從整體上看，一種或幾種「社會思

代、民主社會，是一個「社會思潮」主流更

潮」常常是相對宏觀和涉及全域的，而某個

加分散、派別更加多元、觀念更新更加迅

政治派別或強勢的個人，由於「不識廬山真

速的前所未有的時期，「各種社會思潮間相

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之故，他們本已置

互聯繫又互相排斥，……必有自己主動的

身其中則很難予以正確真實、客觀無私的

思考和分析、判斷與選擇」[37]。由此，接受

評價與判斷。但不管怎麼說，任何「社會思

歷史和實踐的檢驗是一種必然，變得更為

潮」都必定要接受歷史與實踐的最終檢驗

凸顯與極為突出。

或驗證，正如哲學家霍布斯保鮑姆所言：

還有，由於社會和時代每時每刻都在

「從短暫時間來看，歷史是由勝利者創造

發展與變化，一種思想、思潮或一位思想

的；從長時間來看，歷史理解的所得來自失

家的觀點、立場，往往具備不同階段的面貌

敗者。實踐或歷史的檢驗和判定卻是終極

與特色 [38]。就好比看到一個「多面體」，稍

的」[34]。

不留神便從看到它的一個側面，犯下類似

歷史是一面鏡子，實踐是一把鑰匙，

於「盲人摸象」的片面性錯誤。某個「社會

它們猶如一盞探照燈、映射著各種「社會

思潮」，其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或在不同階

思潮」的閃光點與含金量；亦如一道X光線

段的歷史中的作用或地位也是不完全同

機，讓一切虛偽的假冒的「社會思潮」無所

的，我們絕不能用絕對的靜止的僵化的觀

遁形。誠然，「在歷史公正無私的大法官面

點來研究他們、評價他們（比如，康有為的

前，各類不同的『社會思潮』不管怎樣都不

前期思想和在維新變法中的表現是進步

[35]

的，但其後期思想卻沒有跟上歷史的腳

種「社會思潮」能夠例外或置身事外——

步，成為了保皇思想的維護者，落後於時代

哪怕它一度暢行無阻、風行無邊並持續不

的大勢。按照他的學生梁啟超的評價，其

斷、延續至今。「歷史不是事實的編纂，而

思想在三十歲時即已基本定型，從此少有

是對生命動態過程的洞見。而且，要求得這

變 化 [39]），否則，便很容易犯下「刻舟求

一洞見，不能用全景式的掃描，不能用鳥瞰

劍」、「緣木求魚」式的錯誤與舛誤，很容

４５

得不接受他極其嚴格的裁判」 ，沒有哪

施 欣：百年視域下社會思潮的比較辨析

整體進步和公共福祉的方向發展 。歸根

中國研究

進行精細的考察，就像拍特寫鏡頭那樣進

社會的變遷與時代的發展都離不開「社會思潮」的推波助瀾與

為中國尋找出路，思潮的政治色彩濃厚，

添油加薪。尤其是當代信息時代、民主社會，接受歷史和實踐的檢

的方法，只能把某些具體的事件分離出來、
驗是一種必然，變得更為凸顯與極為突出。

中國社會思潮門類繁多，主張各異，但都在

文化中國
「思潮」一詞在中國的引用較早、運用較長、傳播較廣與作用較

４６

深，隨著文化普及、白話推行、文字改革等一系列舉措，其概念漸被

大家普遍理解與接受，人們對其並不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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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草率地得出偏離乃至錯誤的結論。那麼

資本主義社會制度與經濟體制，反思中國

在具體的研究中，我們應該盡力做到：一

的落後現實，反省國民的麻木不仁，積極尋

要把研究對象——思想、思潮或思想家置

求擺脫被動挨打、落後壅蔽局面的方法與

於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進行研究，脫離特定

途徑，以期中國人民能夠即刻覺醒、中華民

的歷史條件就無法對研究對象得出實事求

族可以迅速崛起，而「巍然屹立於世界民

是的理解；二要把研究對象作為運動著的

族之林」[42]。他們的大聲疾呼與不懈努力，

動態的歷史發展過程加以考察、進行研

用以喚醒民眾、造育新民和救亡圖強、振

究，一成不變、僵化孤立是絕對不行的。

興民族，以及利於和談（改變和談中被動

二、百年思潮的歷史變遷和衍
變脈絡

接受、毫無反抗的宿命）與便於「商戰」
（興辦本國實業抵禦外國經濟侵略，不至
經濟命脈為他人掌握），目的在於規避民

（一）百年思潮的發展梗概

族淪喪、神州陸沉 [43]的頹然趨勢與極大風

回顧歷史不難發現，「思潮」一詞在中

險。

國的引用較早、運用較長、傳播較廣與作用

在開會議、辦報刊、改體制、興教育、

較深，在許多文士名人尤其是近代化知識

引學說、倡新思的種種文字實施與宣傳行

分子的筆下都有出現。隨著文化普及、白話

動的過程中，都無法繞過或避開「思潮」這

推行、文字改革等一系列舉措，其概念漸

一關鍵詞語及其核心詞意。因而，他們這

被大家普遍理解與接受，人們對其並不陌

批人的著述（表達）中不乏「思潮」這樣的

生。

新式詞匯或字眼，共同致力於拯救民族於
十九世紀末期至二十世紀初期，「思

水火、解救人民於倒懸。通過著書立說、

潮」一詞就已經成為我國各類學術文獻及

演講辦校、創見報刊等活動，將他們的「眼

研究論文中的常見詞語和高頻詞匯，在不

睛」（所觀察與瞭解到）和「腦袋」（所思考

少清季(洋務運動與立憲運動期間)的思想

與謀劃）所思所想的內容，大力宣揚與積

家、政治家、改革家等的文章（包括評論、

極傳播給普通大眾；通過對西方各色「思

信函、甚至奏摺在內)中均可見其蹤影 [40]，

潮」（起初的知識分子一時難以甄別與遴

[41]

成為「龍墀扶醉賀中興」 的洋務運動思

選）的引介與本土化的詮釋，成為「洋務運

想的助力器與晴雨表，反映出封建統治者

動」助力器，起到強大的反推作用。他們的

內部開明分子和有識之士，在不觸動封建

論著往往帶有思想的「溫度」和一定的超前

專制制度和不改變封建統治者的根本利益

見解，表明其試圖向西方找覓救國救民、

的前提下，以「中體西用」為圭臬進行「有

保國強種的思想與手段的早期嘗試。

限度」的自強禦侮的內務嘗試 與統治轉

戊 戌變法時期，由於甲午戰爭中的

向，要求統治階級轉變統治策略、主動學

「泱泱天朝、華夏上國」、「北洋艦隊綜合

習、引用和模塑西方的一些工具性、理性

實力位居亞洲之首」卻敗於一衣帶水、咫

意義上或技術層面上的與時進步的改革思

尺之隔的「蕞爾小邦」、「倭奴之國」（日本

想（不涉及價值理性意義上及終極的文化

歷來被視為「島國」、「倭寇」，是博大而強

追求）。譬如，早期政論家王韜、思想家鄭

勢的中華文明的追隨者、模仿者和中國各

觀應，以及政治家何啟、胡禮垣等人，他們

項政治制度、思想理念的學習者——「學

在放下傳統的「蠻夷觀」、拋開固執的「夏

生」），戰鬥之前的畏葸不前、盲目莽撞，戰

夷之大防」去「開眼看世界」的同時，也不

爭之時的張皇失措、進退失據，戰敗之後

忘將學習與借鑒的目光投向正冉冉上升的

的引頸就戮、束手就擒，致使國民「束手待

西方列強，及其所代表的處於上升時期的

縛如鳥在籠，俯首乞憐如魚困陸，索重款

所歸，這無一不需要論（涉）及「思潮」一詞

夷、被視為三流或等同於末位國家，甚或淪

及其詞義，使之在各類新聞紙（包括雜志）

為與非、美等殖民地相同的政治地位，「昔

中紛紛「登場」。

日之盛名，化為烏有，不但日本之輕華，變

到了高舉「科 學」與「民主」大纛的

敬畏為欺藐，即各國之與中國，久無釁隙，

「五四運動」時期（它既是中華民族新的覺

[45]

醒的表現，又是反帝反封的資產階級民主

恥無以複加、民族之辱情何以堪。倘若泄

革命在思想文化領域裏的反映，更是由新

泄視之、掉以輕心，仍猶持此不變、守舊如

舊學之爭、中西學之爭構成的救亡與啟蒙

故，則「數年之後，強鄰環集，按圖索驥，瓜

的雙重奏[49]），「德先生」和「賽先生」[50]被

剖豆析，雖有善者無從措手」[46]。為此，朝

認為是解救中國黑暗現狀、挽救日亟民族

野上下大驚失色、極為震動，不亞於帶給思

危亡和改變死氣沉沉、一盤散沙民眾面貌

想界、知識界一場巨大的「地震」：「當思

所開出的一劑「良方」與「妙藥」。整個「新

以堂堂絕大中國，反巵於藐焉日本一小邦，

文化運動」期間，廣大民眾尤其是知識界

可恥孰甚焉！恥心生悔心，萌蹈厲奮發以

和青年一代，相當真誠而熱忱地「歡迎德

求日進乎上，即此一戰迫我以不得不變。毋

先生和賽先生的到來」[51]和非常積極而認

徒為泰西環伺各國所輕，他日轉敗為勝、

真地準備「迎接新的時代的到來」 [52]。就

因禍而得福，胥於此一變基機也」、「及今

其實質而言，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古老的中

[47]

而中國力圖變計，猶可及也！」 殘酷的現

國文明被西學東漸所激活的一場劃時代的

實無情地擊碎了中華民族和民眾自我陶醉

文化復興運動，其全方位採借西學和變革

與自尊自大的幻想與迷夢，徹底敲響了民

傳統的文化主張，揭示了中國文化現代化

族垂危和國家頹喪的警鐘——國危矣、民

的深刻歷史主題，並成為二十世紀中國的

弱矣。巨大的戰爭失敗、強烈的心理落差

一場意義深遠的思想解放運動 [53]。在「內

與沉重的羞愧悲憤，造成「創鉅痛深」、

爭國權、外拒和約」、「懲辦賣國賊、收回

「華夏陸沉」之憂患意識的普遍流行，在

我主權」的號召與倡議下，在「中國向何處

悲憤中反省、在追問中領悟，拉開了近現代

去？」（即中國未來的道路和前景）的終極

中國第一次思想解放大潮的序幕。由此，在

思考，或者說如何早日實現民主化和近代

一批批先進中國人的催醒與震撼中、灌輸

化的「母題」下，奏響了近現代中國第二次

與浸漬下，國人的思想漸趨覺醒、覺悟漸

思想大解放高潮的序曲。自此，如「大飚

[48]

風」、「火山爆發」般的林林總總的各種「思

是撼動，知恥而後勇，一往而無前，民族主

潮」紛紛見諸報端和各類雜志，用以指導、

義意識與民主政治思想開始被廣泛傳播與

謀劃和引領中國社會及其人民去求得民族

接受，現代公民意識與現代化國家的觀念

獨立和國家富強。特別是在各種思想或學

在傳統的「家國」意識的基礎上有所糅合

說的紛紛論爭乃至激烈論戰中，必然關涉

與升華。自此以後，民眾的智識較以前更為

「思潮」的內涵與外延 的爭 辯 與討 論。

廣闊、菁英的見聞較之前更為開拓，不少

「五四運動」以後，中國革命進入新民主主

先進的知識分子（由傳統士大夫、士人階

義時期，此後不斷掀起反帝浪潮，全國大

層向近代知識分子轉變的群體）在學習西

量的新聞媒介開始致力於宣傳反帝愛國和

學的過程中腦洞大開、識見深遠，腦質為之

馬克思主義。可以看出，此時的「思潮」一

一變、觀點為之一新，言維新、倡變法、喚

詞更多的是被諸多報人、言論家、理論家

４７

漸強化，四萬萬人組成的「東方睡獅」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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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群情之敬肆，亦複相去天淵」 ，大國之

就實質而言，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古老的中國文明被西學東漸

囚，聽外人之笑罵」 ，從而被列國所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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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興、自強之潮，也默示為眾心所向、民意

[44]

所激活的一場劃時代的文化復興運動，自此，林林總總的各種「思

如幾上肉，任與國之取求，四萬萬人如階下

潮」紛紛見諸報端和各類雜志，用以指導、謀劃和引領中國社會及

改良和引西學、鑒西方、圖自強等成為一時
其人民去求得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

而不敢辭，割全台而不敢問，遂令二十三省

中國近代百年以來雖然是一部令人悲憤、浩嘆、心痛的屈辱

史、墜落史、淪喪史，但同時還是一部厚重深邃、燭照當下的新

思想、新觀點不斷湧現、螺旋進化的歷史，國家意志得以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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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素質得以提升、民族氣派得以淬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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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胡適、陳獨秀等）甚至文學家及一般

潮」一詞的運用更是屢見不鮮、相當普遍，

文人所頻繁使用與大力流傳，進而逐步演

一度成為熱點詞與高頻詞。
（二）社會思潮歷史回顧及其意義

進、聚合成為一種判斷價值的「標桿」與觀
念的「尺度」，不僅為人們（公眾）所廣泛熟
[54]

回望歷史、追溯往昔，中國近代百年

知與普遍使用 ，而且還「華麗化身」為

以來雖然是一部令人悲憤、浩嘆、心痛的

「新文化運動」期間的時髦用詞，而頻頻亮

屈辱史、墜落史、淪喪史，但同時也是一場

[55]

相 ，對學界、史學界造成一定影響。

令人振奮、充滿崢嶸的抗爭史、崛起史、尋

另外，該運動在揭舉和宣示「獨立之

覓史，更是文化昂揚邁進的「大時代」、人

精神，自由之思想」精髓與真諦的同時，為

民覺醒奮爭的「大潮流」、民心士氣聚攏

報刊與記者提高社會地位與影響力提供了

凝結的「大機遇」。當然，還是一部厚重深

新的平台，使報紙的宣傳鼓動作用得到前

邃、燭照當下的新思想、新觀點不斷湧現、

所未有的發揮，有力地促進了中國新聞事

螺旋進化的歷史，國家意志得以凝聚、國

業的發展。就某種意義上說，「思潮」是區

民素質得以提升、民族氣派得以淬煉。以辯

分新、舊思想觀念「分水嶺」的標識詞與主

證唯物主義觀之，一正一反相生相滅、一進

頻詞，其意義不言而喻。總體來看，從「戊

一退相輔相成，推動著中華民族的涅槃重

戌」到「辛亥」再到「五四」，三個時期的思

生。

想大解放與大進步呈現出「階梯式」遞進，

近代以來，中華民族面臨諸多棘手的

表現為步步上升、環環相連、層層遞進的態

難題和巨大的挑戰（傳統價值體系與社會

勢，展示出一浪高過一浪的螺旋式發展狀

的解構、新的思想觀念與信仰尚未建立），

態。

國家充滿各種深度的危機和外敵的入侵

４８

特別地，在引入國外資產階級各類先

（最根本目的還在於實現民族獨立自主和

進的、時新的「思想」、「學說」、「公理」、

國家富強民主），而人民則長期處於沉迷

「公例」的相關著作或論述中（如進化論

之中、思想處於懵懂的狀態。在黑暗現實

的紹介與本土化的重新闡釋），乃至於在各

與國民迷夢的特殊國情與時代背景下，近

類思想的交相輝映、互為映襯中，及其所代

代化的不少政治團體（政黨）紛起，與之相

表的思想陣營的爭論、衝突與融合中，「思

對應的是各種政治思想或國家構設的不斷

略目標與未來藍圖之中。就這個層面看，

變幻莫測，它總是與社會的經濟、文化、政

「社會思潮」與政（黨）派及其思想主張、

治、法律、生活及一定的時代背景、文化習

利益訴求、路線方針等緊密相連、纏繞一

氣、人文氛圍緊密相連、須臾不分。換個視

起。也就是說，「近代中國湧現出來的各種

角看，正是由於近代列強壓迫、外敵入侵、

派別的『社會思潮』，往往是一個政治集團

軍閥混戰、思想紊亂等因素與外力的衝擊

或獨立黨派的政治綱領、施政方針的公開

與侵擾，造成了非常類似於「春秋戰國」時

宣導與外在表現，而與現實政治毫無關係

期急速的深透的社會轉型和激烈的深入的

或純以『社會思潮』面目示人、僅作為一種

思想交鋒的情形，致使社會形成了思潮翻

[56]

『主義』而存在的思潮幾乎沒有」 。

湧、思想紛爭、百家爭鳴、各顯神通的狀態

一種「社會思潮」的出現，究其本質而

與階段。可以這麼說，動亂與抗爭、攻伐與

言，就是為了尋求解決社會問題和指引未

抵禦反倒促成了各類思想大顯神通、各種

來政治走向（體制選擇）的正確答案和有

思潮登台表演的利好時機。

效途徑，那種「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通過比對、研判和分析，我們可以清

式的和坐而論道、侃侃而談的情形，並不合

晰地看出：中國近代價值觀念的巨大變遷

[57]

具有世界性的特點，無一例外地帶有西方

思潮」勃發的外因。一方面，隨著列強入侵

思想的深刻烙印」。質言之，近代中國諸多

加深而逐漸加劇的西方思想文化撞擊，無

「社會思潮」皆無法割裂與西方同類或相

疑可以看作是對中國傳統價值與學術權威

似「社會思潮」的「血緣關係」以及無法撇

的直接摧破；另一方面，在中西雜陳、新舊

開的承繼關係、無法剝離的延續關係，都

交替的近代中國，「獨斷論」價值體系被摧

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在西方各種「社會思

陷的結果，必定隨之經歷一個價值「相對

[58]

潮」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

論」的階段。從實質上看，價值多元的狀況

這即是說，正是因為各種「社會思潮」

可謂是種種「社會思潮」叢生的最佳土壤

（包括西方國家的社會思潮與本國傳統思

和營養劑[60]，各種「社會思潮」之所以在中

潮的結合與共存、融合與共生，即將西方化

國廣為流佈，中國社會內部（包括國家需求

與本土化緊密聯繫）的交織與互動，中國

與民眾心理）固然有某種社會期待及未來

才能夠在「短短百餘年間，跟上世界行進

展望，希冀著從外來思想中找尋到符合中

的步伐」、中華民族的精神世界才能夠「一

國特色的正確道路，而列強強迫給中華民

掃龔自珍時代那種『萬馬齊喑究可哀』（龔

族的諸多思想與中國文化傳統很好地找到

自珍詩詞）的沉寂與落寞，林林總總的『社

某些結（契）合點。

會思潮』噴湧而出，交錯迭代，爭持消漲，
構成了空前絕後的獨特文化景觀」 [59]。歸
根結底，歷史迅猛向前推進演進、社會急

三、社會思潮的當代反思與現
實規諫
揆諸既往，思索當下，考鏡將來。當前

的年代，必是充裕的「社會思潮」與之並存

的西方社會，儘管在物質與文明、理智與技

共舉之時。可想而知，劇變時代的「社會思

能、政治與軍事等上面均有所進展，甚至

潮」必定充足與豐裕、繁雜與多元而不會寂

可以說呈現出日新月異、一日千里的態勢，

寥。

絕然沒有過去常說的「江河日下、氣息奄
實際上，「社會思潮」既不會憑空而來

奄」之態。恰如美國學者貝爾所指出的那

４９

遽變化衍化和文化思想、經濟社會等飈升

歸根結底，歷史迅猛向前推進演進、社會急遽變化衍化和文化思

關係，後者同時也是近代中國之所以「社會

想、經濟社會等飈升的年代，必是充裕的「社會思潮」與之並存共舉

賀麟深刻指出，「大多數近代中國思潮，都

之時。劇變時代的「社會思潮」必定充足與豐裕、繁雜與多元而不會

與西方文化的「舶來」與衝擊有著極大的

寂寥。

乎適宜，且早已一去不復返了」 。哲學家

施 欣：百年視域下社會思潮的比較辨析

也不會無端而走、既不會一成不變也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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湧現，試圖把中國帶入其所預想、策劃的戰

文化中國

樣，「當世界進入二十世紀中葉以後，人類

國，重新打量與審視意蘊深邃、承傳悠遠中

社會迅速進入了一個物質財富匱乏基本得

國傳統文化（如各國孔子學院的興建、國內

[61]

到解決的富裕型的後現代社會」 。但令

國學的昌盛）的深刻內涵與思想魅力，並深

人吊詭的是，曾一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

以為然地指出：「解決現階段困擾世界的

卻普遍地日益陷入不利的精神情勢和「亞

各種棘手問題以及指示各國未來發展方向

健康」狀態，虛無與失落相生相伴：一方面

的根本所在還在於中國儒家學說及大乘佛

是物質（技術）生活的極大豐富乃至於趨

教」 [64]。細細品味、反覆咀嚼，不無道理，

向奢靡，另一方面是精神（信仰）生活的極

言如黃鐘大呂、聲似振聾發聵。

各種「社會思潮」之所以在中國廣為流佈，中國社會內部固然有

某種社會期待及未來展望，希冀著從外來思想中找尋到符合中國特色

５０

的正確道路，而列強強迫給中華民族的諸多思想與中國文化傳統很好

地找到某些結（契）合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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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空虛乃至於萎靡不振。表面上看，這似

作為世界「大家庭」的重要且活躍的

乎是一個悖論，守不住他們自己賴以寄托

一員，中國日益在國際事務的舞台上發揮

與依偎的「精神麥田」。然而，這一切卻真

著極為重要的作用，長袖當歌、持練當空，

實地存在於西方發達國家，困頓與迷惘存

展現出一派大國的風範。同時，國外形形色

在於人們心間（尤其是青少年一代）。信仰

色的「社會思潮」對中國的影響是顯而易

迷失、價值迷離和思想缺少、人文缺位造

見的，特別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以來，更為

成的影響甚至被不少遠見卓識又憂心忡忡

明顯和突出 [65]。隨著中西文化來往和交流

的西方學者浩嘆為「美國模式還能走多

的程度與深度、廣度與效度遠超過去，而

遠？」亦 被 有 識 之士 警 示 為「西 方 的 沒

且中國與世界的聯繫與交流日益頻繁、愈

落」。

發緊密，不同文化之間（包括群體或個人）

究其原因，在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孤

的衝突與激蕩、對立與融合、分解與重構，

立主義、利我主義、霸權主義、極端個人主

甚至尖銳矛盾、強烈對抗的激烈化與不可

義等西方主流價值觀念的侵蝕與作用下，

調和性，也在日益凸現和逐步顯形（如西

其普遍的「社會思潮」日益聚攏到「趨向毀

方散播的「中國威脅論」一度甚囂塵上）。

損個人內心的安全、快樂、理智與愛的能

加之，大量各式各樣、形形色色的「社會思

力之基礎，傾向於將人變成或趨同於機

潮」的不斷湧入、輸進與變化，使得人們一

器」 [62]的狹隘心理角落。基於當代社會思

時之間既目不暇接、也無法辨識，但都作

潮的複雜性與多元化，加上西方國家的經

用於國民的心理層面或內在思想，並在一

濟衰退、文化衰微，西方世界的沒落不是毫

定程度上使其精神面貌與內心世界發生了

無徵兆，亦非沒有理由的。首先，它是社會

巨大而深刻的變化。假使沒有很好的分別

思想的分散與淩亂的徵兆，也是 價值多

能力和較強的思維能力，很容易被一些泥

元、難 以 統 一 的 後 續；其 次，從 深 層次

沙俱下、良莠不分的「社會思潮」所沾染、

（面）大眾的心理世界看，原先浸淫日深的

玷污乃至腐朽、敗壞。尤其是金錢化、物質

文化權威的失落、精神主導的喪失是近代

化的現實觀照下，過分世俗化、過度娛樂化

湧現眾多「社會思潮」的主要精神背景。因

（甚至娛樂至死）、極端個人主義以及物

此，導致了「在一個社會思潮主流更加分

慾橫流的當下，造成了對人文精神與歷史

散、主導不甚明顯、派別更加多元，以及觀

傳統的巨大衝擊和湮滅作用，傳統價值被

念更新、思想變幻更加迅猛快速的時代，

忽略、漠然與背離。其中，道德滑坡、倫理

各種社會思潮間相互聯繫又互相排斥，

示範、誠信缺失、監督缺位等屢見不鮮，甚

……必有自己主動的思考和分析、判斷與

至導致對於精神世界終極價值的嚴重削弱

[63]

選擇」 。當今世界的不少哲學家和思想

與傳統文化毀滅性的消解。

家（如湯因比、池田大作）紛紛將改變現狀

正因為「社會思潮」是「具有共同利益

和改良社會的目光投向「百年老店」——中

訴求的社會群體構成特定社會意識的主

[66]

國近代百年來的進化歷程來看，各種主流
主題、潛契人文精神、喚起民族意志的。

必須高度重視思想建設。所以，我們既要有

特別地，我國的「社會思潮」在新時期、新

魯迅先生「拿來主義」的精神與襟懷，去廣

常態下，在舉國追求「中國夢」的美好願景

博吸納、為我所用，又要有覃思精研的態度

裏，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體系建設中被

與眼界，去取其精華、剔除糟粕。行文至

賦予了新的涵養與富有了時代感的表現。

此，筆者在揭櫫其深刻涵義與剖析其內在
[1]

腦、希冀國民維持清晰的思維，既會趨利
避害、求同存異，又懂鑒衡既往、考察當今，
預防、防範、杜絕各式各樣不良思想觀念
或社會思潮帶來不利因素與負面影響，知
所趨從，明所抉擇。
值得警惕的是，如果人們對於生活的
意義、社會的理想、人類的幸福等這類人
生哲學上的重大問題或曰終極關懷都喪失
興趣、不再追問、避而不談（被視為「舊人
類」、被譏諷為老土、可笑與落後），那麼，
若任其照此思想軌跡發展下去，就真是國
將不國、民將不民了。那些埋頭尋覓財富與
尋求機遇、急於找到一舉成名、一夜暴富
的人們，極為可能迷失在市場經濟的大潮

[2]

[3]

[4]

與商品世界的大浪中，進而淪為商品及經
濟的「產物」、「動物」而絲毫不知、茫然無

[5]

知；同樣，他們也就非常可能在高科技時代
「喪失自我」及其辨別能力，而終變成技術

[6]

的「奴僕」。最終一點，在過度消費主義的
浸淫中蛻化為喪失自我反思能力的「消費

[7]

品」——這是要不得的、也是我們所不願
意看到的，更是必須杜絕的。
通過對思潮與社會思潮比較研判、歷
史程途與現實觀照進行審察與檢視，不難
發現：從總體上或整體來看，積極向上、
生動活潑、繁複勃興的各種各樣「思潮」
和「社會思潮」在中國近代百年以來的歷
史進程中一直牢牢佔據主流和佔領主體地
面貌、奮發的勁頭以及不斷前行、持續上
升的勢頭。這是令人可喜的，也是民族自信
心與自豪感的底蘊所繫與內核所在。就中

[8]

[9]

梁啟超著《清代學術概論》(上海：復旦
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頁一。
梁啟超著《清代學術概論》(上海古籍出
版社，一九九八年)，頁五五。
張汝倫著《現代中國思想研究》自序(上
海人民出版社，二○○一年)，頁四。
鄭大華著《民國思想史論》(北京：中華
書局，二○○六年)，頁四九二。
李澤厚著《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上海：
三聯書店，二○○八年)，頁四九二。
思潮不是單一的、封閉的或僵化的，社
會可以同時出現多種思潮並存的現象。
而且，各種思潮可以碰撞、衝突及融
合。這則反映了社會各個階層在面對同
樣的社會現實和發展問題時，產生不同
的立場利益、觀念意志和願望經驗，其
中有相融的部分也有相斥的部分、有共
通的成分也有迥異的成分。幾種思潮的
比較與論爭中，一般會擺開強大的陣
勢、展開激烈的較量，最終會有一種思
潮戰勝其他思潮取得支配和主導地位。
梁啟超著《清代學術概論》(上海：復旦
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頁五五。
李鴻章《覆議製造輪船未可裁撤折》
(一八七二年)，轉引自李文忠公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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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並且始終保持著良好的狀況、進取的

簡單地說，一個人的觀點、想法、態度
與理念經過系統化、理論化、綜合化之
後可以稱其為某人的「思想」；而眾
人、許多人、大多數人共同一致的「思
想」，經過集合彙聚、放大凸顯而最終
形成統一的明晰的相同、合群與共通的
「思想」，則可稱之為「思潮」。再形
象一點說，即由一股股的思想涓涓「泉
流」、「細流」通過輿論的集散器、聚
焦儀與放大鏡的彙集和擴大，而最終彙
聚成為思想的「大江大河」及觀念的
「儲備庫」。

施 欣：百年視域下社會思潮的比較辨析

聯繫的基礎上，籲請人們保持清醒的頭

當今世界的不少哲學家和思想家紛紛將改變現狀和改良社會

安全的重大問題，任何時候國家和政府都

中國，重新打量與審視意蘊深邃、
的 目 光 投 向 「 百 年 老 店 」 ——
承傳悠遠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刻內涵與思想魅力。細細品味、反覆

的思潮與社會思潮，大多數還是深叩時代

咀嚼，不無道理，言如黃鐘大呂、聲似振聾發聵。

求」 ，顯而易見，它是關係國家意識形態

中國研究

體，是利益共同體的思想傾向和利益訴

文化中國

《奏稿十九》（金陵版）(南京石印版，
一九○八年)，頁四四。
王先俊，章征科編著《近代中國政治思
想史》導論(合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
版社，二○○六年)，頁一。

[10]

[11]

常燕生《反動中的思想界》，載《晨
報》副刊，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一三年)，頁二。
[21]

胡寶平《社會思潮：性質，傳播與引
領》，載《中共南京市委黨校學報》
(二○○八年)，頁三。

[22]

高瑞泉主編《中國近代社會思潮》(上
海人民出版社，二○○七年)，頁一
○。

[12]

[23]

[13]

[24]

[14]

[25]

高瑞泉主編《中國近代社會思潮》導論
(上海人民出版社，二○○七年)，頁
一。

當時的求得民族獨立、人民解放以及建
立現代化國家的事業和當代的全面建設
小康社會、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征
途，是一脈相承、一以貫之的歷史進
程。前者是後者的鋪墊與先聲，後者是
前者想延續及升華。

[15]

保持清醒的頭腦、希冀國民維持清晰的思維，既會趨利避害、

求同存異，又懂鑒衡既往、考察當今，預防、防範、杜絕各式各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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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思想觀念或社會思潮帶來不利因素與負面影響，知所趨從，明所抉

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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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照海《論張申府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
國化的思考》(漳州師範學院碩士學位
論文，二○一○年)。

在一定的語境或意蘊下，兩者並沒有太
大的實質性的區分或差別、乃至於某種
情境下甚至完全可以通用。本文分開探
討，以期達到更為深入研析與更加細緻
區劃的目的。社會思潮與思潮相比，更
具大眾化、社會化、全民化與系統性、
理論性、長期性；反觀，思潮與社會思
潮相比，相對簡單與短促、影響和範圍
較狹。

高瑞泉主編《中國近代社會思潮》(上
海人民出版社，二○○七年)，頁一
○。
陳亮編著《中國青年與百年思潮》(浙
江工商大學出版社，二○一一年)，頁
一。
有時，某種社會思潮起初是符合社會需
要、滿足大眾需求的具有先進性的社會
思潮，行之彌廣、傳之彌散、影響彌
深；之後，因其未能與時俱進、及時自
我更新和賡續，反而固步自封、裹足不
前，逐漸違背社會發展規律、慢慢落後
時代行進方向、步步走出人民主流觀
念，最終被社會及大眾摒棄或文化精英
所淘汰。

[26]

孔子語：「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
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即「擇
善而從」。參見《論語·述而》。

[27]

陳亮編著《中國青年與百年思潮》(浙
江工商大學出版社，二○一一年)，頁
三。

[16]

[28]

[17]

[29]

[18]

[30]

王金平《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如何引領社
會思潮》，載《人民論壇》（中旬
刊），二○一四年六期。
蘇中立主編《中國近代社會思潮》（第
一卷）緒論(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頁一。
實際上看，通過聚攏與集合、凝聚與結
合，類似於傳播學所講的「議題設置」
理論和「意見領袖」作用，部分地與新
聞輿論相重（吻）合，短期可形成強烈
且激烈的公共輿論，長期則形成強勢且
穩固的社會思潮。

王先俊、章征科編著《近代中國政治思
想史》(合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
社，二○○六年)，頁五。
毛澤東著《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頁
一四六九至一四七○。

馬克思、恩格斯著《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二年)，頁四一六。

[31]

吳雁南主編《中國近代社會思潮》（第
三卷）(湖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
年)，頁一六。

[19]

[32]

[20]

[33]

梅榮政、王炳權《論社會思潮總體性研
究巾的幾個問題》，載《思想理滄教
育》(二○○五年)，頁一○。
徐蘭賓，劉漢一主編《社會思潮與青年
教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二○

陳亮著《共青團中央青少年工作研究課
題成果集萃》（下）(北京：中國青年
出版社，二○○五年)，頁四一。
高瑞泉主編《中國近代社會思潮》(上
海人民出版社，二○○七年)，頁二。

[37]

[50]

陳亮《社會思潮與青少年成長的實證研
究》，載《中國青年研究》二○一一年
二期。

[38]

各個時期人們對於它所持態度亦不完全
盡同，或褒獎或貶斥、或贊揚或指摘，
以致爭論紛紜、難於周全。

[39]

梁啟超著《清代學術概論》飲冰室合
集‧專集之三十四‧第二十六節(北
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九年)，頁
六六。

[40]

例如，清末民初的文壇巨匠梁啟超對其
很感興趣，甚至還有專門的研究與闡
揚，將之贊譽為「今之恆言」。

[41]

新潮社主編《新潮》合訂本（第二卷）
(上海書店出版社，一九二○年)，頁
八六六。

[42]

《人民日報》一九九九年九月三日。
「陸沉」一詞的最早的引申義是「隱於
朝市」，消逝或形遁於當朝；隨時代的
發展，又被士夫們引申為「無知」之
意；之後，被引申為「沉淪」、「墮
落」、「淹沒無聞」之義；再其後，則
隱喻為「國家滅亡」之比。

[43]

[44]

鄭大華點校《新政真詮——何啟、胡禮
垣集》(遼寧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
年)，頁一八二至一八三。

[45]

美國國務卿《美國國務卿談話》萬國公
報（第七八冊），一八九五年七月
二十四日，頁一五三一九。

[46]

[47]

王韜《中東戰紀本末》萬國公報（第
八九冊），一八九六年六月二十五日，

德先生和賽先生實際上是D e m o c r a c y和
S c i e n c e的英譯，意即「民主」與「科
學」。「五四」運動時期被認為是拯救
國家的不二法門。按照當時中國翻譯慣
例和中國人的語言習慣，翻譯家根據原
來英語的發音創造性地取了這兩個非常
中國化的名詞，形象且直觀、通俗且淺
白。這「兩位先生」猶如站立時代潮頭
的「巨人」一樣，在風雨如晦的漫漫暗
夜裏為中華民族點亮了耀眼的燈塔照亮
了前行的道路和指示了未來的方向。

[51]

陳獨秀《本志罪案之答辯書》，載《新
青年》，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五日。

[52]

陳獨秀《本志罪案之答辯書》，載《新
青年》，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五日。

[53]

高瑞泉主編《中國近代社會思潮》(上
海人民出版社，二○○七年)，頁
二三三。

[54]

徐蘭賓，劉漢一主編《社會思潮與青年
教育》(江西人民出版社，二○一三
年)，頁二。

[55]

實質上，思想界和言論界甚至有「言必
及思潮」的態勢。尤其是在批判舊制度
與舊思想、倡導新制度與新思想時，都
能見到輿論界或思想家對於「思潮」的
大量使用，在各種著述中亦時常活躍著
該詞的身影。

[56]

王先俊、章征科編著《近代中國政治思
想史》(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二
○○六年)，頁一四。

[57]

王先俊、章征科編著《近代中國政治思
想史》(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二
○○六年)，頁一四。

[58]

比如，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維新變法
思想，與西方進化論思想、孫中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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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章《擬請創設總學堂議呈譯署王大
臣》萬國公報（第一○○冊），
一八九七年五月二十七日，頁
一六八五八。

陳亮編著《中國青年與百年思潮》(浙
江工商大學出版社，二○一一年)，頁
三三。

施 欣：百年視域下社會思潮的比較辨析

[49]

【加】伊尼斯《帝國與傳播》麥克盧漢
序言(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二
○○三年)，頁二。

如果人們對於生活的意義、社會的理想、人類的幸福等這

[36]

類人生哲學上的重大問題或曰終極關懷都喪失興趣、不再追問、

吳雁南等主編《中國近代社會思潮》導
言(湖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頁
三。

醒獅與強龍一樣，曾一度作為中華民族
的整體形象的標誌或代言人，是威儀與
力量的代表與化身，其象徵意義既包括
發出預言的啟示者和思想啟蒙者、覺醒
者，也意味著能夠激發並崛起的強大國
力或統治力量。

避而不談，那麼，若任其照此思想軌跡發展下去，就真是國將不

[35]

頁一六○八六。
[48]

國、民將不民了。

【英】埃里克·霍布斯保鮑姆著，馬俊
亞等譯《史學家歷史神話終結者》(上
海人民出版社，二○○二年)，頁
二七六。

中國研究

[34]

就中國近代百年來的進化歷程來看，各種主流的思潮與社

會思潮，大多數還是深叩時代主題、潛契人文精神、喚起民族意

志的。特別地，「社會思潮」在新時期、新常態下，在舉國追求

二○一七年第一期（總第九十二期）

「中國夢」的美好願景裏，被賦予了新的涵養與富有了時代感的

表現。

文化中國

「三民主義」思想、西方資產階級民主
科學思想、民族主義思想及小資產階級
社會主義思想，都有著或承繼或推衍的
極為密切的聯繫。
[59]

高瑞泉主編《中國近代社會思潮》導論
(上海人民出版社，二○○七年)，頁
三。

抓、兩手都要硬」、「一方面搞好經濟
建設，一方面不放鬆精神文明建設」的
原則，最終實現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
「雙豐收」。
[66]

王金平《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如何引領社
會思潮》，載「人民論壇」（中旬
刊），二○一四年(六）。

[60]

近代各種社會思潮最初都是西方同類思
潮傳輸進來並隨之衍變的產物，都能找
到原始引進、演變的影子。

[61]

【美】丹尼爾·貝爾著《後工業化社
會》(北京：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
年)，頁五九。

[62]

艾愷著《世界範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
(貴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頁二
○五。

[63]

陳亮《社會思潮與青少年成長的實證研
究》，載《中國青年研究》，二○一一
年二期。

[64]

湯因比語，轉引自劉遠航編譯《湯因比
歷史哲學》前言(北京：九州出版社，
二○一一年)，頁二。

[65]

與此同時，我國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多年
的大踏步前進與大規模發展，物質文明
建設得以順利進展和獲得極大騰飛。近
些年，中國在經濟建設上取得了令人刮
目相看、舉世矚目的成就，民族復興、
大國崛起指日可待。但是，改革開放、
對外交往以來，既開啟了「引進模
式」，又觸發了「風暴按鈕」；既放入
了新鮮的「空氣」、也飛進了「蒼蠅」
和「蚊蟲」（當然，思想的主流是正確
與向上的）。那麼，正如小平所強調的
那樣，必須給國家意識與思想安全安裝
上「紗窗」，以便過濾掉那些不好的東
西或言「思想的渣滓」，保留下利於我
國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有用的物質與
文化、思想與精神，始終堅持「兩手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 ry：The comparative study，historical
course and realistic reference for the
thoughts or social thoughts
SHI Xin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trend of thoughts and
the social trend of thoughts are the basic
elements for most common people，which
set up the foundation of psychological
formation and consolidation，and also act
as a ref lection of the soci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ideas.By the way of analysising
a nd se a rch i ng t he evolut ive or bit，a s
well a s evolut ion process of Ch i nese
t rend of t houg ht s a nd social t rend of
thoughts， leading to modernization since
la st 100-ye a r s，Esp e cial ly pu r su it i ng
and examining under the test of history
mir ror，Meanwhile，deep thin king and
prudently discriminating the both things
contemporar y ref lection and practical
advice.
Key Words: Trend of thoughts；Social
trend of thoughts；Comparative study；
Historical process；Practical ad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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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中華文明」的早期發生及當代價值
──論「中華命運共同體」文明格局的形成
■ 張政偉

明」是「人類社會化生存理性行為及其結果的

要趨利避害，則需要在更廣闊格局下，重新

綜合表現」，其顯著的標志是「延時回報策略」

建構人類共通的歷史傳統，形成「人類共同

的出現及應用。考古發掘材料證明：中國境內

體」認知，才能團結一致，合作應對「全球

至晚在八千年前已出現區域文明現象；但作為

性議題」。世界範圍內不同文明樣式各有

決定後世中華文明基因的「古典中華文明」尚未

自身的歷史傳統，皆有自身獨特的價值，都

出現。到距今四千年前，史前降溫事件及大洪

有機會在充分挖掘歷史傳統的前提下再度

水破壞了中原地區之外區域文明的生境。「大禹

建構新文明模式的潛質。認識到這一點，

治水」是史前不同文明主體團結迎戰自然災變

才能使各個文明體自身在交互過程中不斷

的成功實踐，這次實踐開創了「中華命運共同

壯大自己、服務人類共同的美好未來。基於

體」文明新格局可視為「古典中華文明」早期發

這樣的現實，對傳統文明的認知與建構，

生的標志事件。「古典中華文明」早期發生的經

需要從三個層面考量：首先，開闊視野，各

驗，對當今「世界文明」的創新發展，建構休戚

個文明體都需在全球化語境（以西方話語

與共的人類共同體具有積極的借鑒價值。

主導逐漸式微、多元聲音交響日漸顯現為

關鍵詞：延時回報策略，古典中華文明，
降溫事件，大洪水，大禹治水。

特徵）中再度審視自身的傳統，在更廣闊
背景下增強自身的文化自信；其次，著眼現
實，從歷史傳統中發掘精神遺產，並以此

一、「文明」觀念概說

為前提確定出自身群體內部不同利益相關
方共同的利益交匯點，為社會群體的團結

當下對「文明」觀念的討論，存在深刻

協作建構合理性基礎；第三，面向未來，在

的歷史背景和現實的社會基礎：「源自西歐

把握人類社會發展歷史大趨勢的前提下，

的現代化進程，到十九、二十世紀，已經將

建構起能夠引領人類永續發展的文明價值

其帶來的急劇變化擴展至所有其他社會群

體系，以便發揮本族群傳統優勢，為人類社

體，並形成了一次把世界範圍內所有人關

會共同的「世界文明」的建構貢獻本族群

[1]

的精神財富。

學技術飛速發展與互聯網技術的普及相輔

對「文明」觀念的討論，不僅是考古領

相成，更有力地促進了全球一體化進程，世

域對早期人類社會研究的重要議題，而且

界人民休戚與共的發展趨勢日益明顯；而

也是當前世界多極化發展背景下國際關係

帶有不同文化傳統、文明樣式的不同群體

研究廣泛關注的深層問題之一。名噪一時

５５

聯起來的大變革」 ；進入二十一世紀，科

文明樣式的不同群體之間的交流互動日益頻繁，帶來文明互鑒

機遇的同時，也存在文明衝突[2]的可能；若

機遇的同時，也存在文明衝突的可能；若要趨利避害，則需要在更

論「古典中華文明」早期發生問題。提出「文

廣闊格局下，重新建構人類共通的歷史傳統，形成「人類共同體」

之間的交流互動日益頻繁，帶來文明互鑒

認知，合作應對「全球性議題」。

要：本文試從「文明」的一般意義討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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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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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明衝突論」首先認為「文明社會不同

遺存來重建文明早期人類社會的發展狀

於原始社會，因為它是有定居的、城鎮的和

況。但對於文明共性的問題，其只是表明了

[3]

有文字的」 ，進而提出了判斷早期文明內

自己的問題意識，具體內涵則沒有做更進

涵的顯性指標，並在此基礎上，認為文明

一步的討論。文化研究領域，德國學者諾

「發端於大約公元前五千年的底格里斯河

貝特·埃利亞斯在《文明的進程》一書中，

和幼發拉底河流域、尼羅河流域和印度河

列舉了歐洲近現代社會文明發展過程中的

[4]

各種表現形式及其產生變化的內在作用機

性的物質層面，並且是以開闢了西方文明

制，並藉以闡釋其對文明共性的理解，提

先河的近東傳統為經驗作為判斷的依據，

出：文明是指一個過程，至少是指一個過

顯然不能包容世界多元文明長期共存、各

程的結果，它所指的是始終在運動、始終

自獨立發展的歷史事實，也就不可能認識

在前進的東西 [7]。這一提法是在對近代歐

到人類不同文明之中蘊含的共性特質，提

洲社會各種各樣文明表現形式做過比較研

出真正引領當今歷史潮流的文明理論。

究後，試圖對近現代西方文明形式的共性

「文明衝突論」還認為：當今時代，隨著西

特徵來做一個普適性總結；在強調各種文

方現代化的不斷發展，其在刺激其他文明

明表現形式具有內在共性特質的同時，肯

主體自身發展的同時，也造成了傳統以來

定了文明的價值引領作用。可說是西方文

以民族國家為根基的國際互動交流形式逐

化研究領域中對「文明」觀念的集大成嘗

漸式微，而以宗教及價值觀為區分的主要

試。

文明體之間的競爭與衝突已經成為新的趨
[5]

文明作為歷史現象，是支撐人類社會有序發展的內在動力之

一，有其自身的發展歷程；對其內涵的不斷探索，不僅是人類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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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過程的重要抓手，也是總結歷史經驗服務永續發

展的題中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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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 ，其對文明內涵的認識局限在顯

文明作為歷史現象，並非近現代才出

勢 。這一論斷大體解釋了近代以來尤其

現的新鮮事物；它是支撐人類社會有序發

是當代國際社會出現的超越民族國家範圍

展的內在動力之一，有其自身的發展歷程；

衝突現象的深層原因，為我們分析國際政

對其內涵的不斷探索，不僅是人類認識人

治形勢、把握發展趨勢，提供了一個可資

類社會歷史發展過程的重要抓手，也是總

借鑒的理論框架。但這一判斷存在無法擺

結歷史經驗服務永續發展的題中之義。基

脫的局限：它提供的僅是認識社會現象以

於此，我們嘗試借助對考古發掘所揭露出

及處理當前政治問題的理論工具，並沒有

的人類社會早期階段形成遺存的考察，重

跳出政治博弈的思想範疇，對文明內涵的

構人類社會早期發生階段的歷史過程，以

認識缺少足夠的高度，也就不可能開闢引

期從中觀察到傳承至今的人類文明的共性

領人類社會的大格局。

特質。

針對「文明」概念內涵的認識，目前學

考古工作者們在今天南非境內克萊西

術界尚未形成廣泛的共識。不同領域的專

斯河口地區的一些考古地層中，發現有大

家對其各有各自的專業理解：史前考古學

量焚燒過的喇叭蘭及其它凡波斯類植物遺

領域，有學者曾提出在考古領域內針對人

存。研究者曾據此做過這樣的推測：早在

類社會「文明」的探索應分為兩個層面來

七萬五千到五萬五千年前，這裏的先民就

理解，首先必須承認「文明」存在共性特

已經擁有這樣的知識：在特定季節裏放火

質；其次，具體族群的文明成果必然帶有自

燒掉地表的喇叭蘭及其它灌木植被，能夠

[6]

身特徵，不能一概而論 。提出了考古工作

促使其在下一個生長季增加五到十倍的產

者可以借助古代遺存來認識史前社會文明

能。這一現象表明該時期這個地方的居民

發展狀況的理論構想，認識到「文明」理念

已經開始接受了「延時回報」策略——願

存在共性價值與個性特質差異。這一提法

意投入勞作來換取下個生長季更為豐厚的

無疑有助於考古工作者通過古代物質文化

收穫 [8]。這種「延時回報」策略，體現了早

礎上，借助付出自身一定程度的勞作以保

的共同體現實，世界不同文明群體面對共

障未來更為可觀的回報。可以說正是這種

性問題的選擇困境已經成為社會發展的新

延時回報策略，開啟了人類農業活動的先

課題。
基於對人類進化發展過程的簡要回

然、通過一味的攫取資源來滿足自身即時

顧，我們大致歸納出文明內涵：人類社會在

需要的生存觀念，開啟了人類群體主動「經

面對選擇困境時（包括人與自然、人與共同

營自然」的先聲。這種基於擺脫自然束縛、

體兩個面向），能夠以延時回報為導向，樂

主動經營自然以獲得自身生存與永續發展

於犧牲對即時慾望的滿足以換取將來更持

的理性選擇觀念的產生與實踐，可視為人

久、更豐厚的回報；是人類社會化生存、永

類早期文明的萌芽。

續發展理性行為及其結果的綜合呈現。

雖然世界範圍內不同地區的早期人類

在當下中國社會發展的時代背景下，

社會的農業、畜牧業起源時間不盡相同，

重新認識中國傳統文明，也要從中國社會

但其基本過程可大致概括為：在適宜的地

早期形成階段著手，借助豐富的考古成果

理環境條件下，早期的人類群體在長期的

再現「古典中華文明」的發生過程，以廓

採集──狩獵實踐中，發現保留下來的植

清其源遠流長的歷史特質及獨特的價值。

物果實或獵物幼崽，經過悉心培植或照料

現實意義在於：回溯中華文明發生的原始

能夠生產出更多的食物，遠比單一的採集

脈絡，總結其在數千年歷史過程中發展壯

或狩獵活動的收穫來得更為穩定、可靠。

大的歷史經驗，進而建構起來能夠統攝

於是就不斷嘗試用節省下來的果實或獵物

歷史、整合當下、引領未來的民族精神支

幼崽進行最初的農業種植、家畜馴養，實

柱——「古典中華文明」觀念體系。這既是

踐下來的結果表明：人類有意識的植物栽

認識中華文明自身歷史傳統的重要學術問

培、動物養殖，能夠更大程度地保障人類

題，也是整合當下多元社會力量、壯大國

群體的食物需要。正是這一發現，激勵了人

家軟實力的邏輯前提；與此同時，更應成

類群體對延時回報經濟策略的興趣；也正

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資源積極貢獻世界

是在這一過程中，人類社會的延時回報觀

文明進步的價值引領。後文將通過對有關

念——「文明」價值取向——逐漸成為社

中國境內早期社會發展演變的考古發掘成

會化生存、永續發展的普適準則。這一普適

果的進行綜合歸納，以便廓清「古典中華文

準則在史前不同地區生發出不同的文明樣

明」早期發生的歷史脈絡，總結其源遠流

式，而這些不同文明樣式在漫長的歷史發

長生命力的深刻內涵。在此基礎上，以「古

展過程中經歷有遭遇、衝擊及相互作用的

典中華文明」的早期發生歷史為參照，結

三個不同階段[9]。在人類社會的早期階段，

合當今人類社會面臨的時代議題，在建構

文明觀念體現社會群體與自然關係層面，

「世界文明」的廣域背景下，分析「古典中

目的在於解決人類基本的生存與發展問

華文明」所具有的傳統特質，進而評價這一

題，呈現出各具特色的古典文明形態。隨著

傳統特質所具備的普適價值。

近代西方文明的強勢崛起，人類文明發展
文明交互層面（包括衝擊與 相互作用階

二、中國境內的早期區域文明
狀況

段）；呈現出不同文明體自身的興衰變遷頻

作為基於「延時回報策略」的「文明」

率越來越快、全球化趨勢不可阻擋的局

價值取向，在中國境內早期的人類社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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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表現為不同文明主體之間如何相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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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使人類群體開始擺脫了被動依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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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範圍內密切交匯融通、人類休戚與共

隨著近代西方文明的強勢崛起，人類文明發展更多表現為不同

選擇；其核心是：在適度抑制眼前需要基

文明主體之間如何相處的文明交互層面，呈現出不同文明體自身的

面。如今這一局面已經形成不同文明體在
興衰變遷頻率越來越快、全球化趨勢不可阻擋的局面。

期人類群體在利用自然資源時的一種理性

文化中國

群中，也曾以多種形式存在過，並呈現於在

以直接依靠環境資源優勢就能保障實現

不同地區、不同歷史時段的考古遺存中。這

相對穩定的食物來源，從而為他們選擇定

些考古資源為我們認識早期文明發展狀況

居生活方式創造了條件。由此可知，興隆窪

以及「古典中華文明」的發生，提供了豐富

文化階段該地區的人們屬於以狩獵採集為

的實物證據。

主輔以作物種植、家畜養殖 [16]的社會經濟

就目前的考古發現情況來看，中國南

形態。作物種植、家畜養殖跡象的存在，標

部的長江中游兩湖地區的稻作農業起源較

志著「延時回報策略」在興隆窪文化社群

[10]

早，尤其以湖南澧縣彭頭山遺址 最為典

中的興起，東北地區的區域文明種子的萌

型，就出土的遺存情況來看，早在九千年至

發。
後李文化是山東丘陵地區早期的新石

跡象不僅數量充足，而且在相態上也已經

器時 代 遺 址，時間跨度為八千三百年至

[11]

處在野生稻向人工稻演變的過程之中 。

七千四百年前之間 [17]。主要分佈在「泰沂

表明「彭頭山文化已有了早 期的稻作農

山系北麓的山前沖積平原地帶，其範圍大

[12]

在當下中國社會發展的時代背景下，重新認識中國傳統文明，

要從中國社會早期形成階段著手，借助豐富的考古成果再現「古典中

５８

華文明」的發生過程，以廓清其源遠流長的歷史特質及獨特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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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千年前之間，彭頭山文化中的稻作遺存

業」 。這個時期該地區的居民已經發展

體東起淄河，西到長青的這一狹長地帶」

出以稻作農業為核心的較為穩定的「延時

[18]

回報」經濟策略，建構起了適合當地自然

時期，該地區的人們已經過著定居生活，並

環境的人類社群生態位。

從事較為原始的農業生產方式，輔以家畜

。就目前發現的考古遺存推測：後李文化

北方地區以內蒙古地區興隆窪遺址為

飼養、漁獵和採集等 [19]。經濟來源已經由

代表的「興隆窪文化」，早在八千二百年至

簡單的覓食者轉變成為混合了採集——狩

七千四百年前期間，已經在內蒙古東部及

獵、作物種植與家畜馴養的綜合經濟模

[13]

遼寧南部地區成規模地出現了 。該區域

式。表明黃河下游地區的社會人群活動已

部分靠近河川或溪流的岡坡上，分布有規

經發展至比較穩定的定居生活階段，建立

模不等的聚落遺址。這些聚落當中，有的

起來了能夠適應當地環境條件的人類生境

「面積甚至超過一萬平方米；一般聚落中

建 構系統——有組 織、成規模的人類群

的房址均組成若干排列，每排房址基本上

體——邊界清晰的人居聚落[20]。證明該區

一字排開，排向則是西北至東南或東北至

域內的早期人類群體已經發展出適合本土

西南向。統一聚落內的各排房址數量並不

生存條件的早期文明。

等同，有的可看出在一排中幾組房址相距

中原地區的早期人類活動，以裴李崗

較近，從而顯示出同排內的房址還可再分

文化為代表，相關遺址「四十個標本的碳

成若干組。興隆窪文化還出現了一定數量

十四年代鑒定，排除有誤差的數據外，綜

的環壕聚落，不過，依目前的發現來看，這

覽校正後年代，約在公元前六千二百年至

[14]

類環壕均屬大型聚落特有的設施」 。從

前五千五百年」[21]。證明至晚在七千年前，

出土的食物殘跡遺存情況來看，興隆窪文

裴李崗文化已經在中原地區範圍內成規模

化的居民主要從事漁獵活動來滿足自身的

地出現了。這一文化的內涵相當豐富：賈湖

食物需要。「漁獵特別是狩獵經濟在該文

遺址「十多個灰坑中，發現有較多完整和破

[15]

化先民那裏應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

碎的米粒，經鑑定研究，認為是帶有一定

興隆窪文化區分布在中國境內第二階梯向

野生稻特徵且秈粳分化不徹底的原始栽培

第三階梯過渡的東北區段，也是暖溫帶向

水稻。同時，在該遺址也發現栽培水稻的

亞寒帶過渡的生態過渡區，生態交錯區造

矽酸體」 [22]，進一步的研究證明裴李崗時

就的豐富動植物資源，為當時該地區的人

期的賈湖地區環境條件基本滿足稻米種

們提供了充裕的狩獵採集資源，使他們可

植，先民們已經從事稻米生產活動 [23]，農

這些高規格建築中最引人關注的是F400、

[24]

粒 ；許昌丁莊遺址中，也有碳化粟粒的
[25]

F405、F411和F901遺存；其中前三者位於
聚落遺址的最高位置，F901位於稍低處的

地，兼具稻穀與粟米種植的地理環境條件

山坡上（從相對位置來看，前三者的重要性

[26]

，因此才會有兩種主要農作物同時存在

要高於後者）；這幾座房屋遺存均位於高

的現象。「賈湖遺址發現最多並且能認定

出普通居住房屋區的山坡平台上，不僅規

的家畜有豬和狗，可能還有羊。另外，裴李

模宏大，而且布局規整 [31]，F411遺址中發

崗遺址中出土的豬、羊等形象逼真的動物

現有彩繪人物及動物圖案地畫 [32]，結合其

陶塑造型，也應是家畜飼養的一個象徵」

相對位置推斷：F411應具備顯著的儀式教

[27]

。裴李崗文化階段該地區的居民已經能

化功能（類似於社會人類學研究發現的重

夠熟練應用「延時回報策略」——以作物

要人生節點儀式教習場所），與同時期其他

種植和家畜飼養來解決食物需求。河南密

儀式建築共同構成史前時期大地灣區域範

縣「莪溝北崗聚落遺址，使用時間大約在

圍內複雜社會有序整合的公共設施；成為

八千二百年至七千五百年前；聚落中部發現

該地區以史前大地灣文化為代表的社會複

有集中分布的居住建築遺址，發現有數座

雜化發展程度的顯 著標志。目前遺 址中

半地穴式房址；窖穴安排在聚落南部；墓

F901的建築遺存保存相對完好：該房址處

[28]

在儀式建築區的重心位置，上接F40 0、

屋居址的存在，證明當時該地區的人們已

F405及F411等組成的上位儀式建築群組，

經過上定居生活；窖穴遺存則說明該社群

下通山麓附近的日常居住區；「以長方形主

已經掌握了較為發達的生產技能，從而能

室為中心，兩側擴展為與主室相通的東西

夠生產出一定的剩餘產品儲存起來以備不

側室，左右對稱；主室後面設單獨的後室，

時之需；而墓地的設置，則表明該區域內這

前面有附屬建築，前後呼應。佈局井然有

一歷史階段的人們的觀念世界裏已經產生

序、主次分明，形成一個結構複雜、佈局嚴

了顯著的生死觀念。現實的生產生活，該

謹 的 建 築 群 體」 [33]。F 9 0 1「總 面 積 約

時段本地區的居民不僅有稻作農業生產，

一百三十一平方米，其中室內一百二十六平

而且還有家畜飼養作為補充，借此建立起

方米」 [34]，規模宏大；更高位置的F400、

來了較為穩定的聚落生活、較為可靠的經

F405遺址面積大體與之相類[35]，F411儘管

濟保障；墓葬與聚落遺存的同時存在，表

面積稍小 [36]，但其與F400、F405處於同

明當時的人們已經對神秘的身後世界已經

區，加上獨特的室內遺跡（地畫人物及符

有了初步的概念，並在現世生活空間布局

號等），它們組成功能各異的儀式建築群

方面做了明確地安排。以上種種表明：至晚

組合的可能性較為明顯，且儀式活動的要

在七千年前，裴李崗文化內聚落的先民們，

素較為複雜；表明其所涉及到的社會人群

已經擁有的對未來生活的穩定期許，並為

已經具備了相當複雜的結構特徵。另外，除

之準備了現實的物質條件。社會文明的種

了成規模的居住遺址外，大地灣遺址的每

子，已經在中原地區生根發芽。

個階段都伴隨有墓葬遺存，特別值得注意

七千九百至七千年前，在中國的西北

的是：早在第一期階段墓葬中已經出現「以

地區（以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為代表），已

豬下頜骨隨葬」[37]的情況了，表明當時的人

經出現農業活動跡象[29]。大地灣遺址發現

們已經有了將生前財富帶往對死後世界的

的遺存不僅有包含作物遺跡的窖穴，更有

觀念了，生死觀念不僅出現而且已經出現

５９

地則位於聚落的西側及西北方向」 。房

張政偉：「古典中華文明」的早期發生及當代價值

發現 。說明裴李崗文化因地 處中原腹

中國研究

平方米範圍內，發現了比較密集的碳化粟

就目前的考古發現情況來看，中國南部的長江中游兩湖地區的

築等，發展出規格齊全的建築體系 [30]。在

稻作農業起源較早，早在九千年至六千年前之間，該地區的居民已

在；沙窩李遺址在第二層零點八至一點五

經發展出以稻作農業為核心的較為穩定的「延時回報」經濟策略，

要素齊全的聚落遺存：住屋、道路、儀式建
建構起了適合當地自然環境的人類社群生態位。

作物種植活動在這一文化體系中已經存

文化中國

了顯著的社會分化跡象。

稻穀外形長而大，粒重已遠遠超過野生稻
……屬人工栽培稻的秈亞種中的中晚稻型

然地理環境在甘肅省屬於比較優越的地

水稻」[45]。其中還有少量稻穀屬於「具有自

區，依山傍水、海拔較低、土質肥沃、氣候

行脫落的痕跡等特徵的普通野生稻」[46]。

溫和，適宜人類居住和早期農業的發育」

說明河姆渡文化的居民已經掌握了較為成

[38]

。另一方面該地區自古就是東西交通的

熟的水稻種植技術[47]（儘管還有野生水稻

核心地區，（大地灣遺址）「為甘肅東部及

的混雜，但人工水稻的比例已據優勢地

南部地區，包括涇渭流域、西漢水、白龍江

位），並將人工改良的水稻作為重要的食

流域，建立起較為完整的史前文化序列」

物來源。儘管跨湖橋文化與河姆渡文化之

[39]

。可以說大地灣遺址是西北地區史前人

間的相互關係尚需更多考古材料來進一步

類文化活動的代表性遺址。該地區史前遺

考證，但稻作遺存及獨特居住址的考古發

址中多樣性的作物栽培、規模化的居住建

現，至少證明跨湖橋文化、河姆渡文化時

築、成體系的儀式建築群，以及生死觀念

期，生活在該區域的社會群體均已掌握水

的出現；無不在證明：早在七千九百年至

稻種植技術，並在農業種植這種體現「延

五千年前，大地灣文化時期西北地區的人

時回報策略」經濟模式的基礎上，實現了

們已經有了農業生產、穩定居所、儀式和

定居生活，稻作農業文明的萌芽在東南沿

生死觀念，較為複雜的社會結構已經出現

海的寧紹平原地區業已出現。

在這個地區，社會群體內部的階層分化與
跨族群整合跡象已經顯現出來。

中原地區的早期人類活動，以裴李崗文化為代表，相關遺址證

６０

明至晚在七千年前，裴李崗文化已經在中原地區範圍內成規模地出

現了。這一文化的內涵相當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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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灣遺址所處的渭河流域，其「自

濮陽西水坡遺址位於黃河中下游平原
的中部區域，「屬暖溫帶大陸季風氣候區，

東南沿海地區的跨湖橋遺址與河姆

常年受東南季風環流的控制和影響，四季

渡遺址，這兩個遺址大致都位於五千年前

分明……」 [48]。綜合該遺址內的遺存情況

的杭州灣邊緣地帶。「跨湖橋文化是一種

[49]

存在於距今八千年至七千年、以湘湖及其

為主體、其它遺存為附屬的、功能較為單一

周圍地區為主要分布區、面向海洋、最後為

的高規格墓葬遺址。尤其以第二期文化遺

海洋所顛覆的考古學文化」 [40]。而河姆渡

存中的遺跡最具代表意義，第二期文化遺

文化距今年代在距今七千年至五千年間

存 的 絕 對 年 代 大 致 處 在 六 千五 百年至

[41]

。兩者都發現有人工栽培水稻的跡象：

六千三百年前之間 [50]，這個階段的遺存遍

跨湖橋遺址中稻遺存水稻遺存分布範圍是

布整個遺址，尤以其中的M45（包含蚌殼圖

[42]

，大體可以推斷該遺址屬於一個以墓葬

比較廣的 。從稻穀的形狀分析，基本可

案組合一 B1）、B2（蚌殼圖案組合二）、B3

以確定其已屬於人工馴化後的栽培稻範圍

（蚌殼圖案組合三）最為壯觀 [51]。就其地

[43]

層關係判斷，這三組蚌殼圖案屬於同一時

。跨湖橋遺址的考古發現將「該地區的
[44]

稻作歷史有向前上溯近千年」 。稻作遺

期的遺存；就其位置關係來看，三組蚌殼

存在河姆渡遺址「第四層的上部即4A層發

圖案的布局都是在凸顯M45墓主的核心地

現較為普遍。有的地方稻杆、稻根、稻葉、

位。且不論有關蚌殼圖案所屬動物類別的

稻穀和大量從木構件上砍劈下來的碎木屑

文化解讀是否準確，但就同時代蚌殼圖案

片等有機物質混雜於顏色各異的細泥組成

的三組相對位置關係來看，每組都應有其

間隔堆積成厚達二十至一百厘米不等的堆

特定的代表意義；就其位次關係我們至少

積層……從這些碳化了的穀粒觀察，其內

可以做這樣的推測：其一，三組圖案代表不

外穎輪廓清晰可分，內外穎上的縱脈隆起

同的族群（區域）；其二，三組圖案代表三

明顯，穎殼上的稃毛分布均勻，排列較整

個不同的層級；其三，三組團不僅代表了不

齊，長短一致。有的保留有較長的芒。這些

同的族群，而且還象徵著這些族群在特定

明樣式；超越地域、族群範圍，建構了「中

出現在一個考古單元中，證明當時已經出

華」家國意象文明基因的「古典中華文明」

現某種形式的多元化社會共同體；處於顯

尚未出現。該階段，不同地區的文明萌芽各

要位置的M45的墓主曾在該社會共同體的

自在自身獨特的自然環境下，緩慢發展著；

現實世界中，佔據過唯我 獨尊的崇高地

直到四千年前，氣候環境的急劇變化，徹

位；以至於在其死後的世界裏，還要將這

底改變了這種狀況。

去。顯然，這一紀念性質的墓葬區所屬社

三、「古典中華文明」的發生

會群體的構成要素已明顯多元化，社會內

1.四千年前左右的降溫與大洪水事件

部精英群體內部分化明顯，且形成有較為

關於四千年前的北半球大降溫及大洪

複雜的社會結構，這種複雜結構已借助代

水事件對史前中華文明的影響，近些年已

表其觀念體系的動物形象在死後世界的空

逐漸進入中華文明起源研究者的視野。

間布置——墓葬系統中進一步強化；現實

對這個時期降溫事件的情況，有研究

世界與觀念世界二元統一，均在強化這一

總結出三大特徵：1）降溫幅度大：研究表

複雜結構——社會共同體的重要意義。該

明，當時大西洋地區的亞極合亞熱帶地區

墓葬區所屬的社群範圍內（中原地區）已經

的海水表面溫度下降一至二度，西亞地區

凸顯出明顯的文明融榮跡象。

的考古學證據也表明，此時是當地最冷和

綜上，至遲在距今五千年前，中國境內

最為乾旱的時期。2）持續時間長：C. A.

的中原地區、西北地區、中南地區、東南地

P e r r y 等認為這次事件時序事件達六百

區、東部地區及東北地區，均已出現各具特

年；H. M. Cullen 等對阿拉伯深海沉積物

色的史前人類社會群體，他們在各自的生

的高分辨率測年結果表明，這次事件近東

境條件下，已經探索出了能夠適應各自區

地區持續時間大約為三百年。3）影響範圍

域自然資源條件的生存方式，發展出獨具

廣：瑞士湖中紋層的氣候記錄研究表明，

特色的區域文明樣式，並且在中原地區的

阿爾卑斯地區此時冰川開始廣泛分布；北

文明形態中已經出現了跨族群整合的融榮

大西洋廣泛降溫；這次乾旱事件也在整個

跡象。中原地區的粟稻混作、中南及東南地

北非被確認。當時撒哈拉沙漠中的淡水湖

區的稻作、西北地區的以粟為主的混作和

全部乾涸；在我國，乾旱區、青藏高原地

東北地區的狩獵採集與家畜蓄養相結合等

區、新疆地區、東北地區、華北地區和南方

不同的生態位建構形式。均已擺脫了單純

地區等都記錄到了這次降溫事件的影響

仰賴自然環境的掠奪性生存模式，在不斷

[52]

的探索中開始不同程度地接納「延時回報

成的影響，研究者推斷：「這次降溫事件是

策略」生態位建構模式，埋下了各自區域

導致中國中原周圍地區五大新石器文化迅

文明的種子。可以說，各個地區的社會人群

速衰落的主要因素，更重要的是這次降溫

都以可持續的視野為自身的生存發展，打

事件恰恰促進和加速了世界五大古老文明

下了較為可靠的經濟基礎，並在此基礎上

之一——以夏朝建立為標志的中華文明的

建構起了不同層次的區域文明路徑。另一

誕生」[53]。由此可見，此次史前降溫事件造

個顯見的特徵就是：該階段的區域文明之

成的環境惡化，給中原周邊的環境相對脆

間，雖然存在不同程度的交流跡象，但這

弱地區的本土區域文明發展造成了災難性

些交流均不超出邊緣區域範圍，未出現能

困局，迫使其不得不中斷既有的發展歷

張政偉：「古典中華文明」的早期發生及當代價值

一體系中的整合模式以空間的形式照搬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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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不同形式的象徵按照一定相互關係同時

裴李崗文化因地處中原腹地，兼具稻穀與粟米種植的地理環境

以創造或建構出跨地區、跨族群範圍的文

條件，表明至晚在七千年前，裴李崗文化內聚落的先民們，已經擁

符合歷史事實，都可以得出這樣的判斷：三

有的對未來生活的穩定期許，並為之準備了現實的物質條件。社會

夠影響本土生業狀況的重大改變，尚不足
文明的種子，已經在中原地區生根發芽。

統一體系中的層位關係。無論哪種情況更

。對於這次降溫事件在中國史前時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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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游離到本土之外去尋找新的發展空間

明在面臨共同災變的現實問題時，多元群

已成為當務之急。就此而言，降溫事件中斷

體集聚在中原地區，不僅要應對自然災害

了周邊區域文明的本土發展歷程已經有相

造成的困境，更需有效處理來源各異文明

應的地學研究成果佐證，但若據此推論華

主體之間的共存共生問題。而來自各自區

夏文明的 誕 生，尚缺 令人信服的邏輯論

域內固有的文明格局顯然無法整合各方力

證。

量，也就無力應對自然災變造成的全域性
問題。因此，創造新的文明格局、整合各方

研究表明：在中國北方的淮河流域、黃河

力量應對共同的災難已經成為迫切的現實

流域以及海河流域，都發現有距今四千年

需要。古典中華文明發生的歷史條件已經

前後一場洪水事件的地質記錄。由於地理

具備，靜待順應時代需要的歷史英雄們的

環境的不同，不同地區的洪水過程存在一

出現。
2.口傳史中的華夏文明線索

[54]

定的差異 。該項研究同時認為：異常洪
水的發生會造成嚴重的洪澇災害，洪澇災

關於史前中國的歷史傳說，儘管有學

害的嚴重程度與區域地理環境，尤其是地

者曾置疑過這些傳說內容的細節真實性，

形條件密切相關，因此，它對不同地區的文

但不應忽視古代人們用以講述相關內容背

[55]

明化進程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在比較大

除了成規模的居住遺址外，大地灣遺址的每個階段都伴隨有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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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遺存，表明當時的人們已經有了將生前財富帶往對死後世界的觀念

了，生死觀念不僅出現而且已經出現了顯著的社會分化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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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中國境內的史前大洪水事件，有

後的邏輯預設。

洪水對不同文化區域造成的影響之後，研

三皇五帝的傳說儘管存在多種版本，

究者認為：大洪水造成了中原周邊地區生

儘管具體名稱存在些許差異，但三皇 [57]的

態資源相對較脆弱地區的文化衰落，但中

功績不外乎利用其自身的超凡能力改善人

原地區由於較為優越的地理環境造成的較

們的生存條件、傳授人們基本的知識與技

大的迂回空間，文化不僅沒有衰落，反而在

能（比如發明了用火與建造房屋技術、農

與洪水的抗爭中促進了生產水平、技術水

業生產技術等）；而五帝 [58]的功勳在於其

平和社會組織的發展，促進了華夏文明在

聖人的品行以及帶給人們的安居樂業和持

[56]

該地區的誕生與發展 。可以說，大洪水

久和平。這些說法是該時期人們集體價值

的出現，造成了周邊區域文明彙集中原地

觀的真實反映：用火技術給人們帶來了光

區的契機；但這一契機轉變成為歷史事實

明與溫暖，使其不再恐懼黑暗與寒冷；農

的動態過程如何？卻沒有給出一個合乎邏

業與建築的出現，增強了人們對自然環境

輯的解釋。

的適應能力，改變了先民被動適應自然的

在史前社會生產技術條件下，先民群

窘境，開始借助自身能力的提升來改善自

體自身的生存需求相對於自然條件的依賴

身的生存條件，提高生活質量。而持久的和

程度遠高於當今時代；中國境內各個先民

平是民眾安居樂業的前提條件，只有在和

群體同樣如此。綜合史前降溫事件及大洪

平穩定的社會條件下，先民的生存與發展

水災難情況不難推測：溫度的急劇變化，

才有基本可靠的保障。就此而言，三皇的

以及隨之而來的洪水災害，徹底破壞了生

傳說，是先民對最先引入用火、農耕以及

態資源脆弱地區先民們賴以存活的生境，

定居技術發明的敬仰與懷念。

留在當地的生存幾率微弱，他們被迫向環

關於五帝的傳說，儘管多少帶有為後

境資源更優越地區游移成為當時一種現

世統治階層政治合理性背書 [59]的色彩，但

實選擇。中原地區相對優越的地理環境條

其內在的邏輯前提仍不外乎：奉天承運，

件，能夠為先民的基本生業提供充分的轉

庇佑百姓。比如《史記》所載：「軒轅之時，

圜空間，「中原」也就成了四方因災流離失

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

所先民群體的「息壤」之地。不同區域文

農氏弗能征之，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

水之前，中國境內的各個適宜人居的區域，

明相互融合疊加後的集中體現。

均有相應的文明群體生產生活，從事著各

結合濮陽西水坡遺址紀念性遺址的

具特色的生業，創造著自己的文化，推動著

遺存情況，我們似乎可以做如下推斷：至晚

自身文明的穩步發展。降溫事件及大洪水

在六千年前，活躍在中原地區的西水 坡

的出現，破壞了中原周邊地區的生態環境，

M45中的墓主（其地位相當於「軒轅氏」）

迫使周邊社群向更具生存優勢的中原地區

為代表的部族，已經具備足夠的能量整合

聚攏。打破了中原地區原有的社會平衡。

中原地區的各個族群，形成較為穩定的聯

固有的社會格局已經不能適應多元文明集

盟，並且有意識有能力在他們重要的紀念

聚的現實；同時，不同文明主體又面臨共同

性場所——高規格墓地擺放象徵各個附屬

的現實難題——降溫及大洪水自然災變。

[61]

族群的圖騰動物蚌殼造型 ：M45墓主身

這就需要以更開放的視野、更宏大的格局

邊的兩個動物形象象徵與領主的關係密切

來推進文明的創新，以包容多元文明集聚

的、屬於領主族群重要盟友的族群，處於

交融的客觀現實，惟其如此，也才能夠整

權力的核心層；M45 之外的順次排布的另

合各方力量共同應對緊迫的生存與發展問

外兩組蚌殼造型，應屬於相對第二、第三層

題。
「大禹治水」的文化母題，可以說是這

現的應是當時中原地區已經發展出多個族

一文明格局創新過程的集中呈現。就當時

群按照一定層級關係構成聯盟的歷史狀

自然災害情況來看：「當帝堯之時，鴻水滔

況。這個階段，生活在中原地區的諸多社會

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62]。——與

群體已經發展出超越血緣關係的社會單

史前大洪水的地質記錄相吻合——當時的

位；這種有效的社會整合為之後跨區域、

洪水圍困了山川、沖毀了丘陵，造成了中原

跨族群文明體的發生，提供了經驗基礎。

周邊地區的生存環境破壞，四方的人們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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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的族群。進一步推斷：西水坡遺址所呈

張政偉：「古典中華文明」的早期發生及當代價值

是不容抹殺的；也可視作早期中原區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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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千年前左右的降溫事件以及大洪

至遲在距今五千年前，中國境內已擺脫了單純仰賴自然環境

長期和平穩定願望對社會發展的積極意義

的掠奪性生存模式，在不斷的探索中開始不同程度地接納「延時

3.「古典中華文明」發生的邏輯推想

回報策略」生態位建構模式，埋下了各自區域文明的種子。

不享，諸侯咸來賓從」 [60]。但其所寄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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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涌向中原地區避難；中原地區同樣受災

族群差異觀念，造成「如何應對突如其來

的情況下，有效供給的壓力同樣嚴峻；加

的大量其他族群的力量成為一個現實的困

上短時期內的各方族群的大量彙聚，生存

擾」，也就沒有可能將其他族群有效整合

的壓力便成為原本不相干的各個族群共同

以凝聚更大的力量用來完成共同的治水大

面臨的現實挑戰，如何應對自然災害，保障

業。而禹在平治水土的時候就著力解決了

共同的生存需要，成為當務之急。面對這樣

這一困局：「禹乃遂與益、後稷奉帝命，命

的前所未有現實問題，當時的社會精英（以

諸侯百姓與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

中原地區原已存在的部族聯盟為代表）必

大川……令益予眾庶稻，可種卑濕；命後稷

須勉力解決；「於是堯聽四岳，用鯀治水。

予眾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相給，以均

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 。以致於「舜

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

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

利」[66]。禹之所能夠「行山表木，定高山大

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誅

川」、「調有餘相給，以均諸侯」，這樣一

為是。於是舜舉鯀子禹，而使續鯀之業」

來，禹就汲取了鯀治水失敗的教訓，能以

[64]

。可見，當時的洪水危害之嚴重、治水工

更大的格局來應對治水所面臨的挑戰：只

作之艱險。「禹乃遂與益、後稷奉帝命，命

有從超越區域範圍的地理調查才能從宏觀

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行山表土，定高山

上掌握洪水的來龍去脈；只有一視同仁地

大川。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

將所有族群的生存與發展視為根本，才能

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左

爭取所有族群的支持，形成合力，團結協

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

作，最終戰勝大洪水災難。以今日的眼光

[65]

史前降溫事件造成的環境惡化，給中原周邊的環境相對脆弱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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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土區域文明發展造成了災難性困局，迫使其不得不中斷既有的發

展歷程，游離到本土之外去尋找新的發展空間已成為當務之急。

二○一七年第一期（總第九十二期）

[63]

陂九澤，度九山」 。禹一改先前鯀以堵為

來看，禹所做到的這些，就是站在更高的

主的治水策略，從整體上掌握洪水範圍內

層面上，著眼全域，以更長遠的眼光、更寬

（也就是大洪水波及地區）的山川河流情

闊的胸襟開闢新格局、締造新文明的生動

況(「行山表土，定高山大川」)，然後制定平

實踐；大禹不僅借此成功地平治了曠日持

治水土的整體方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

久的水患，更開闢了古典中華文明的先

澤，度九山。最終使洪水災害得以平治。以

聲。

今天眼光來看，禹平治水土之所以成功，

可以說，已經由客觀的考古學、地質

不僅在其改變了鯀的「堵」為「疏」，更重

學證據證實了的史前大洪水事件，及「大

要的是其觀念與格局的革新：鯀的「堵水」

禹治水」的口傳史，是古典中華文明早期發

策略，首先是鯀時的治水者沒有從整體上

生的重要標志。今天看來，治理「大洪水」

認識大洪水的影響，缺乏整體觀，不瞭解

這一歷史事件可說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跨

水患影響範圍內的地理地貌以及大洪水的

區域、跨族群社會整合的成功實踐，也是

來龍去脈，只能區域著眼、局部著手，疲於

現代意義上多民族國家行為的史前嘗試；

應對，也就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水患問題。

在這次實踐中，以「大禹」為代表的中國先

造成這種狀況的根源在於，水患之前，以

民，在面對前所未有的自然災變時，摒棄了

鯀為代表的先民並沒有超出本區域利益範

固有的族群觀念樊籬，以一視同仁的態度

圍行事的實踐經驗，因此也就沒有更宏大

對待共同的生存與發展問題，團結所有能

的格局來認識前所未有的大洪水災變，從

夠團結的力量、整合所有可資利用的資源，

根本上解決問題更無從談起。正是這一格

「改堵為疏」，最終戰勝了「大洪水」災難，

局的局限，造成的鯀治水不成功的第二個

為中國境內的先民們創造了更為優越、更

可能因素：鯀所在的社群雖然處於當時的

有安全保障的生存環境，同時也締造了「古

主導地位，但原有的「我們」與「他們」的

典中華文明」的家國意象——先民們在最

共睹。
時至今日，通訊、交通技術的飛速發

智慧與力量，最終戰勝了自然災害，保障了

展帶來的全球一體化大潮，已經將地球上

自身的生存與發展，歷史地塑造了「天下之

所有人群都裹挾在一個巨大的網絡當中，

中，生生不息的共同家園」的中華共同體意

每個族群、各個文明體都無從逃避；西方

象。

式的過度消費觀念造成能源危機、環境問
題以及非傳統安全問題等，都已超出了當

境內諸多區域文明的第一次成功的集中整

前的民族國家範疇，危及地球村每個成員

合。正是這一次有效的跨區域、跨族群的

的生存與發展，人類社會面臨著新時代的

歷史整合，展現了各個族群團結起來締造

「大洪水」困局 [67]，每個文明主體都無從

命運共同體所形成的強大能量。這種團結

逃避，必須共同面對——形成人類命運共

起來的共同體力量，不僅保障了各個族群

同體的歷史趨勢已經凸顯。「在二十世紀，

自身的生存問題，也為歷史上的各個族群

文明之間的關係從一個文明對所有其他文

以超越區域文明觀念認同命運共同體——

明單方向影響所支配的階段，走向所有文

「古典中華文明」——中華共同體提供了

明之間強烈的、持續的和多方向的相互作

最生動的歷史經驗（只有維持命運共同體

用階段。……當世界走出其西方階段時，代

的存在，才能保障每個個體在最緊要關頭

表晚期西方文明的意識形態衰落了，它們

的生存與發展；中華共同體成為至高無上

的地位被宗教和其他形式的以文明為基礎

的精神家園），銘刻成中華族群共同的歷

的認同和信奉所取代……西方所造成的文

史記憶，並成為後世中華文明綿延不絕的

明間的政治思想衝突正在被文明間的文化

根脈源頭。

和宗教衝突所取代」 [68]。現有的文明觀念

以「大禹治水」為表徵的這次史前族

（格局）尤其是西方歐美資本勢力為主導

群整合的成功實踐，歷史地 締造了跨越

的文明觀念（以其「一神教」傳統為基因的

時空的古典中華文明基因：四海之內皆兄

觀念體系，過度強調不同文明主體之間信

弟（以開放的格局包容各方文明）、和衷

仰差異，進而造成近代以來延綿不絕的族

（中）共濟永相依（以團結的精神保障共同

群對立，缺乏同類包容的大格局），因其過

福祉）。就此而言，「大禹治水」可視為後世

分強調族群之間差異性，並將其視為族群

綿延數千年、不絕如縷——「古典中華文

間不可調和矛盾對立的根源，缺乏應有的

明」早期發生的顯著標志。

包容度，先天缺失引領人類世界走向更為

四、「世界文明」趨勢及「古
典中華文明」的當代價值
近代以來，以工業化力量為代表、消

光明未來的更大格局，不能順應全球一體

張政偉：「古典中華文明」的早期發生及當代價值

「大禹治水」歷史實踐，實現了中國

有研究表明：在中國北方的淮河流域、黃河流域以及海河流

域），以更開放包容的格局，匯集起集體的

中國研究

地區（中國境內最適宜早期人類生存的區

域，都發現有距今四千年前後一場洪水事件的地質記錄。由於地理

近代世界（尤其是第三世界）發展歷史有目
環境的不同，不同地區的洪水過程存在一定的差異。

危險的「大洪水」災難過程中，團結在中原

化發展的時代發展需要；過度強勢的西方
文明觀念已經成為制約著人類永續發展前
景的桎梏。西方研究者對此也深有體會

費主義為特徵的歐美資本文明勢力裹挾著

[69]

「現代化進程」，肆無忌憚地衝擊進入到

起來更具包容度的世界文明格局。因此，秉

地球的每個角落，許多原本自治、自由、自

持開放包容觀念，締造跨越傳統「文明格

我發展的其他文明體均遭到這一進程的強

局」的「世界文明」觀念體系已成當務之

勢衝擊。在西方現代文明力量的衝擊下，其

急。換言之，人類社會正處於「當代大洪

他各個文明體都不得不在痛楚中調試自身

水」的危機之中，既是對固有「文明」格局

的發展進程，其中的艱辛與苦痛自不待言，

的挑戰，也是促進人類文明創新的機遇。

，但其終究跳不出自身文明的局限，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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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人類社會發展的新形勢、新問題，當
下世界上各個文明體均有自身的傳統優
勢，都有可能也應該為「世界文明」的創新
發展貢獻自身的力量。當今世界是不同文
明主體日益緊密交融的人類共同家園，創
造能夠維繫這一——共同家園的「世界文
明」新格局是時代所需，也是人類共同福
祉之所係。
「古典中華文明」發生的歷史經驗證

的社會發生和心理發生研究》(上海譯文
出版社，二○○九年五月)，頁三。
[8]

Kent Flannery, Joyce Marcus, The creation
of inequality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7.

[9]

有關世界範圍內文明發展所經歷的三階
段，參見：[美] 塞繆爾·亨廷頓：《文
明的衝突》(北京：新華出版社，二○
一二年十一月)，頁二七至三四。

[10]

明：只有抱持開放的胸襟，才有可能超越固
有的觀念樊籬；唯有本著包容的情懷，才
有可能找到普適的價值取向；唯有以天下
蒼生為念，方可創造出引領時代潮流的文
明格局，解決全域性問題，昭示人類共同
體以更光明的未來。文明無定則，唯共存
是取、唯共榮是取，唯福佑蒼生是取。
「古典中華文明」以其內在的開放胸
襟及「推己及人」特質，具有建構「世界文
明」先天優勢，貢獻中國智慧於當今世界，
自然是當仁不讓的道義責任。
大洪水造成了中原周邊地區生態資源相對較脆弱地區的文化衰

落，但中原地區由於較為優越的地理環境造成的較大的迂回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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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不僅沒有衰落，反而在與洪水的抗爭中促進了生產水平、技術

水平和社會組織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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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頭山遺址，位於湖南省澧縣縣城西
約十二公里處的澧水北岸。地處湖南最
大的平原之一澧陽平原。遺址所在地是
一處小土崗，高出四周二至四米，面積
約六萬平方米，海拔高度不足四十五
米。周圍地勢開闊平坦，西、南兩面殘
存澧水支流涔河的小支流河段。……發
現有柱洞的居住址和半地穴式小型建築
各一座，清理墓葬十三座，灰坑十五
個，出土大量較原始而又新穎的陶、石
器及稻作遺存」。見：中國社會科學院
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學·新石器時
代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二○一○年)，頁一六八。

[11]
[1]

C. E. 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
study in comparative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67, P7.

[2]

[3]

[4]

[5]

[6]

[7]

關於文明衝突的討論，以塞繆爾·亨廷頓
《文明的衝突》為代表，認為當今國際
關係中最大的風險在於不同文明之間的
潛在衝突。參見《文明的衝突》(北京，
新華出版社，二○一二年)。
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北
京，新華出版社，二○一二年)，頁
一九。
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北
京，新華出版社，二○一二年)，頁
四七。
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北
京，新華出版社，二○一二年)，頁三二
至三三。
張光直：《中國相互作用圈與文明的發
生》 見《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
集》(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諾貝特·埃利亞斯：《文明的進程：文明

「在彭頭山遺址發現的稻穀遺存有兩
種，一種是許多陶片中夾有大量的碳化
稻殼和稻穀，通過顯微鏡下觀察，稻殼
的內部層理及中間網絡結構較為清晰；
另一種是水稻花粉，卵圓形，個體長
三七點五至四○微米，具單孔，孔較
大，邊緣加厚，孔徑連加厚的邊緣約一
○至一二微米，花粉輪廓線較清除，表
面光滑。研究者認為，從進化的觀點來
看，農作物的花粉在自然和人為選擇
下，其個體及萌發孔逐漸增大。……在
八十壋遺址也發現了大量碳化的稻穀和
稻米，總數約一點五萬粒。經對三七三
粒稻穀和稻米作形態分析研究，認定
八十垱的稻穀遺存是一群秈、粳、野稻
特徵兼有的小粒種類型，而且是一個正
在向秈、粳演化的多項分化群體」。參
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
國考古學·新石器時代卷》(北京，中國
社會科學出版社，二○一○年)，頁
一七二；「彭頭山遺址陶片中兩粒較完
整稻穀印痕粒形長/寬比分別為三，

[14]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
古學·新石器時代卷》(北京，中國社會
科學出版社，二○一○年)，頁一六○至
一六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
蒙古工作隊：《內蒙古敖漢旗興隆窪聚
落遺址一九九二年發掘簡報》，載《考
古》一九九七年第一期，頁一至二六。

[15]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
古學，新石器時代卷》(北京，中國社會
科學出版社，二○一○年)，頁一六三。

[16]

「興隆窪文化的遺址中還較為普遍地存
在家豬的遺骸，甚至以整豬隨葬，這就
不能不使人相信家畜飼養業得以立足的
種植農業不僅已經產生，且應有過相當
的發展經歷」。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
古研究所：《中國考古學·新石器時代
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
一○年)，頁一六三。

[17]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
古學·新石器時代卷》(北京，中國社會
科學出版社，二○一○年)，頁一五三。

[18]

[19]

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中國考古學·新石器時代卷》(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一○年)，頁
一五四。另見：靳桂雲：《後李文化經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
古學·新石器時代卷》(北京，中國社會
科學出版社，二○一○年)，頁一三四。
另有研究者認為裴李崗文化的年代在距
今八千五百至七千年之間，參見：靳松
安：《試論裴李崗文化的分期與年
代》，載《中原文物》二○○七年第六
期，頁三六。

[22]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
古學·新石器時代卷》(北京，中國社會
科學出版社，二○一○年)，頁一三七。

[23]

有關賈湖遺址的稻米遺存研究參見：孔
昭宸、劉長江、張居中《河南舞陽縣賈
湖遺址八千年前水稻遺存的發現及其在
環境考古學上的意義》，載《考古》
一九九六年第十二期，頁七八至八三，
圖版柒、捌；陳報章、王象坤、張居中
《舞陽賈湖新石器時代遺址碳化稻米的
發現、形態學研究及意義》，載《中國
水稻科學》，一九九五年第三期，頁
一二九至一三四。

[24]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隊：
《河南新鄭沙窩李新石器時代遺址》，
載《考古》一九八三年第十二期；另
見，王吉懷：《新鄭沙窩李遺址發現碳
化粟粒》，載《農業考古》，一九八四
年第二期，頁二七六。

[25]

吳梓林：《古粟考》，載《史前研
究》，一九八三年第一期。

[26]

Robert B. Marks 認為：最後一次冰河時
期過後至公元前二○ ○ ○年，史前中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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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
古學·新石器時代卷》(北京，中國社會
科學出版社，二○一○年)，頁一五○。

[21]

張政偉：「古典中華文明」的早期發生及當代價值

參見：興隆窪文化主要遺址分布示意
圖，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
國考古學，新石器時代卷》(北京，中國
社會科學出版社，二○一○年)，頁
一五八，圖三至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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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後李文化聚落規模有數萬平方米到數十
萬平方米不等，分佈在東西二百千米、
南北三十千米的狹長範圍內，並且「後
李文化時期已經發展出比較成熟的相對
定居聚落，聚落由圍壕環繞，內部有房
屋、儲藏室、陶窯和墓葬。由於遺址保
存狀況等原因，目前我們很難判斷不同
房屋之間人員的關係，但一個房屋內的
佈局等顯然是有序的，表明已經有一定
的定居傳統」。參見：靳桂雲：《後李
文化經濟生業初步研究》，載《東方考
古》第九集，頁五八○至五八六。

在四千年前左右的降溫事件以及大洪水之前，中國境內的各個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
古學·新石器時代卷》(北京，中國社會
科學出版社，二○一○年)，頁一七二。

[20]

適宜人居的區域，均有相應的文明群體生產生活，從事著各具特色

[12]

濟生業初步研究》，見《東方考古》第
九集，頁五八七至五九○。

的生業，創造著自己的文化，推動著自身文明的穩步發展。

十五和三七五的測量結果推論，可能多
屬「二向演化態」，即是一種既含有普
通野生稻基因, 又具有一些秈稻和粳稻
特徵性狀的非野、非秈亦非粳的正在分
化的原始古栽培稻類型」。參見：張文
緒、裴安平、毛同林：《湖南澧縣彭頭
山遺址陶片中水稻稃殼雙峰乳突印痕的
研究》，載《作物學報》第二九卷第二
期，二○○三年三月，頁二六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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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條件要比現代溫暖；……中原地區
東亞地區季風活動範圍內，自然條件較
現代溫暖、濕潤。參見：Robert B. Marks
‘China: its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12, pp: 18-34

[27]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
古學·新石器時代卷》(北京，中國社會
科學出版社，二○一○年)，頁一三七。

[28]

不同文明主體面臨共同的現實難題 ——
降溫及大洪水自然災變。
這就需要以更開放的視野、更宏大的格局來推進文明的創新，以包容

６８

多元文明集聚交融的客觀現實，惟其如此，也才能夠整合各方力量共

同應對緊迫的生存與發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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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敘傑主編《中國古代建築史·第一卷·
原始社會、夏、商、周、秦、漢》(北
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二○○九
年)，頁四七；關於莪溝遺址的文化內
涵可參閱：河南省博物館、密縣文化館
《河南密縣莪溝北崗新石器時代遺址發
掘簡報》，載《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五
期，頁一四至一九及圖版肆；河南省博
物館、密縣文化館《河南密縣莪溝北崗
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見《河南
文博通訊》一九七九年第三期，頁三○
至四一及圖版壹、貳、叁、肆、伍。

[29]

「在大地灣一個較大的灰坑冢，出土有
屬於禾本科的稷和十字花科的油菜子兩
種碳化農作物。西坪山遺址的孢粉分析
結果表明，從西山坪一期開始，草本花
粉佔了絕對優勢。草本花粉又主要為蒿
屬、禾本科、藜科組成。禾本科花粉中
等大小，常成團出現，係栽培的農作物
花粉」。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
所：《中國考古學·新石器時代卷》(北
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一○
年)，頁一二二；有關大地灣遺址植物
遺存的分析研究另見：馮繩武《從大地
灣的遺存試論我國農業的源流》，載
《地理學報》，一九八五年第三期，頁
二○七至二一四；劉長江，孔昭宸，郎
樹德《大地灣遺址農業植物遺存與人類
生存的環境探討》，載《中原文物》，
二○○四年第四期，頁二六至三○。

[30]

「進入二期以後，房址規模急劇擴大，
幾平方米的小房址徹底絕跡，一般的小
型房址都在十五至二十平方米之間（門
道未計在內，下同），最小的房址也在
十平方米以上，更為顯著的變化是，出
現建築規格高於一般房址、面積近六十

或六十多平方米的大型房址」。見：郎
樹德《大地灣遺址房屋遺存的初步研
究》，載《考古與文物》，二○○二年
第五期，頁一三。
[31]

相關內容參見：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秦安大地灣：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
告·上》(北京，文物出版社，二○○六
年)，頁三，圖二，頁三九八，圖二七
○，頁四○○，圖二七三，頁四○七，
圖二七六，頁四○九，圖二七七，頁
四一六至四一七，圖二七九。

[32]

有關F411地畫的討論，參見：朱一佳
《原始舞蹈與塗形藝術——秦安大地灣
地畫研究》，載《美與時代（上半
月）》，二○○九年第二期，頁一一九
至一二二頁；邵明杰《大地灣地畫新
考》，載《四川文物》，二○○九年第
三期，頁五八至六一；曲楓《大地灣骷
髏地畫的薩滿教含義》，載《北方文
物》，二○一一年第三期，頁四二至
四九；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
大地灣：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
上》(北京，文物出版社，二○○六
年)，頁四三四，頁四三五，圖
二八八，及《秦安大地灣：新石器時代
遺址發掘報告·下》彩版三。

[33]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
灣：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上》(北
京，文物出版社，二○○六年)，頁
四一五。

[34]

相關內容參見：甘肅省文物工作隊：
《甘肅秦安大地灣九○一號房址發掘簡
報》，載《文物》，一九八六年第二
期，頁一至一二及圖版壹、貳；甘肅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灣：新石
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上》(北京，文物
出版社，二○○六年)，頁四一五。

[35]

F400復原面積是二百六十平方米，F405
復原面積是二百三十平方米，F901復原
面積是三百七十五平方米，見《秦安大
地灣：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
上》，頁四○二。

[36]

F411面積估計在三十平方米之上，參見
《秦安大地灣：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
告·上》，頁四三五，圖二八八。

[40]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蕭山博物館：
《跨湖橋》(北京，文物出版社，二○
○四年)，頁三三四；關於跨湖橋文化
時期的歷史地理環境特徵及變遷的研
究，參見：梁河、馮寶英、胡艷華、毛
漢川《浙江杭州蕭山跨湖橋遺址發掘中
的一些地學問題研究》，載《中國地
質》，二○一一年四月第二期，頁五○
四至五一五。

[4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
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發掘報告·上》(北
京，文物出版社，二○○三年)，頁
三七一。

[42]

「在一千餘粒稻遺存中，稻穀
一百九十六粒，佔百分之十八點四；稻
米三百六十九粒，佔百分之三十四點
七；秘穀四百九十八粒，佔百分之
四十六點九」。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蕭山博物館：《跨湖橋》(北京，
文物出版社，二○○四年)，頁
二七三；「植物矽酸體的分析結果表
明，跨湖橋遺址的先民生活與稻有著密
切的關係」。見：鄭雲飛、蔣樂平、鄭
建明《浙江跨湖橋遺址的古稻遺存研
究》，載《中國水稻科學》，二○○四
年第二期，頁一二○。

[43]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蕭山博物館：
《跨湖橋》(北京，文物出版社，二○
○四年)，頁二七六。

[45]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
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發掘報告·上》(北
京，文物出版社，二○○三年)，頁
二一六；另有研究認為河姆渡的水稻遺
存屬粳稻，至少是秈粳尚未分化階段。
參見：俞為潔、徐耀良《河姆渡文化植
物遺存研究》，載《東南文化》，二○
○○年第七期，頁三一。

[46]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
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發掘報告·上》(北
京，文物出版社，二○○三年)，頁
二一七。

[47]

參見：樊龍江等《河姆渡古稻D N A提取
及其序列分析》，載《科學通報》，二
○一一年第二期，頁二三九八至二四○
三頁；「在水稻栽培技術及其耕作規模
上，都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見：浙
江省博物館自然組 《河姆渡遺址動植
物遺存的鑑定研究》，載《考古學
報》，一九七八年第一期，頁一○三。

[48]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濮陽市文物保
護管理所、南海森主編《濮陽西水坡》
(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二○一二
年)，頁三。

[49]

西水坡遺址的時間跨度大，其中遺存最
為豐富的第一期的時間段落在距今
六千五百年前左右，參見：濮陽西水坡
遺址考古隊《一九八八年河南濮陽西水
坡遺址發掘簡報》，載《考古》
一九八九年第十二期，頁一○六六；
「第一期文化遺存……發現的遺跡有灰
坑四十六個、墓葬七座、房址和窯址各
一座」、「第二期文化遺存……發現的
遺跡有灰坑一九○個、墓葬五十三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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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野生稻比較，跨湖橋遺址古稻穀的
粒型較短，百分五十以上的稻穀明顯不
同於普通野生稻；粒寬變異範圍增大，
既有小於野生稻的，也有大於野生稻
的。從粒型分析結果看，跨湖橋遺址的
古稻明顯區別於野生稻，是人類馴化後
的栽培稻」。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

[44]

張政偉：「古典中華文明」的早期發生及當代價值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
灣：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上》(北
京，文物出版社，二○○六年)，頁
六九四。

以今日的眼光來看，禹所做到的就是站在更高的層面上，著

[39]

眼全域，以更長遠的眼光、更寬闊的胸襟開闢新格局、締造新文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
灣：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上》(北
京，文物出版社，二○○六年)，頁七
○二。

明的生動實踐；大禹不僅借此成功地平治了曠日持久的水患，更

[38]

所、蕭山博物館：《跨湖橋》(北京，
文物出版社，二○○四年)，頁
二七三；「粒型分析結果表明，跨湖橋
遺址古稻明顯受到人類活動的影響，已
經走上了栽培化的道路」。見：鄭雲
飛、蔣樂平、鄭建明《浙江跨湖橋遺址
的古稻遺存研究》，載《中國水稻科
學》，二○○四年第二期，頁一一二。

開闢了古典中華文明的先聲。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
灣：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上》(北
京，文物出版社，二○○六年)，頁六
○。

中國研究

[37]

文化中國

（含瓮棺葬十八座、灰坑葬三座）、蚌
殼圖案三組、灰溝四條、灶二個、房址
四座、窯址二座」、「第三期文化遺存
……發現的遺跡有灰坑一○二個、墓葬
七十八座（含瓮棺葬三十四座、灰坑葬
一座）、房址三座、窯址一座」、「第
四期文化遺存……發現的遺跡有灰坑九
個、墓葬二十座、瓮棺葬九座」、「第
五期文化遺存……發現的遺跡較少，有
灰坑五個、瓮棺葬一座」。見：河南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濮陽市文物保護管理
所，南海森主編《濮陽西水坡》(鄭
州：中州古籍出版社，二○一二年)，
頁二三、八七、二三七、三六二、
四二二。
蚌殼圖案墓地主要發現與西水坡遺址第
二期文化遺存中，參見：河南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濮陽市文物保護管理所，南
海森主編《濮陽西水坡》(鄭州：中州
古籍出版社，二○一二年)，頁二二、
一一二至一一八。

[51]

以「大禹治水」為表徵的這次史前族群整合的成功實踐，歷史地

「古典中華文明」早期發生的顯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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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造了跨越時空的古典中華文明基因。就此而言，「大禹治水」可視

為後世綿延數千年、不絕如縷

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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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M45「墓主人骨架的左右兩側，用蚌殼
精心擺塑一龍一虎圖案。蚌殼龍圖案擺
於人骨架的右側，頭朝北，背朝西，身
長一點七八、高零點六七米。龍昂首，
曲頸，弓身，長尾，前爪扒，後爪蹬，
狀似騰飛。虎圖案位於人骨架的左側，
頭朝北，背朝東，身長一點三九、高零
點六三米。虎頭微低，圜目圓睜，張口
露齒，虎尾下垂，四肢交疊，如行走
狀，形似下山之猛虎。另外，在虎圖案
的西部和北部，還分別有兩處蚌殼。虎
圖案西面的蚌殼，比較亂，不規則，沒
有一定的形狀，裏面還咋有一些片式，
可能是擺塑龍虎圖案後剩餘下來的。虎
圖案的蚌殼，形狀為三角形，好像是認
為擺的。在這堆三角形蚌殼的東面，距
墓主人骨架以北零點三五米處，平行擺
放兩根人的脛骨。……B2擺塑於M45南
面二十米處，……圖案有龍、虎、鳥、
鹿和蜘蛛等組成。圖案南北長二點四三
米，東西寬二點一五米。龍頭朝南，背
朝東；虎頭朝北，背朝東，龍虎蟬聯為
一體，龍口前（南）零點一五米處有一
蚌擺的似橢圓形的圖案；鹿臥於虎的背

上，鹿臀上有一鳥形圖案，頭北尾南。
蜘蛛擺塑於龍頭的東面，頭朝南，身子
朝北，另外在蜘蛛和鹿之間，還有一件
製作精緻的石斧。……B3發現於第二組
龍虎圖案的南面T215第05B層下（打破
第06層）的一條灰溝中，與第二組龍虎
圖案相距二十五米。灰溝的走向由東北
達西南，灰溝的底部鋪墊有十厘米厚的
灰土，然後在灰土上擺塑蚌圖。圖案殘
長約十四米。圖案有人騎龍和奔虎等。
人騎龍擺塑於灰溝的中部偏南，龍頭朝
東，背朝北，昂首，長頸，舒身，高
足，背騎一人，也是用蚌殼擺成，兩腿
跨在龍的背上，一手在前，一手在後，
面部微側，好像在回首觀望；虎擺於龍
的背面，頭朝西，背朝南，仰首翹尾，
四腿微曲，鬃毛高竪，呈奔跑和騰飛
狀。另外，在龍的南面、虎的背面、龍
虎的東面，還各有一堆蚌殼，形狀為圓
形。在龍的南面還有蚌殼擺的一個圓
圈。在人騎龍圖案的周圍，有大片的蚌
殼……除奔虎、人騎龍外，包括龍南、
虎北、龍虎東的成片散亂蚌殼，看來並
非亂扔之物。如果將大灰溝看成夜空中
的銀河，則眾多蚌殼像是銀河中的無數
繁星，非常壯觀」。參見：河南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 濮陽市文物保護管理所、
南海森主編《濮陽西水坡》(鄭州：中
州古籍出版社，二○一二年)，頁
一一二至一一七；另參：濮陽市文物管
理委員會、濮陽市博物館、濮陽市文物
工作隊《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發掘簡
報》，載《文物》，一九八八年第三
期，頁三至六；濮陽西水坡遺址考古隊
《一九八八年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發掘
簡報》，載《考古》一九八九年第十二
期，頁一○五八至一○六○。
[52]

吳文祥 劉東生：《4000a B.P. 前後降
溫事件與中華文明的誕生》，載《第四
紀研究》，二○○一年第五期)，頁
四四四。

[53]

吳文祥，劉東生：《4000a B.P. 前後降
溫事件與中華文明的誕生》，載《第四
紀研究》，二○○一年第五期，頁
四四四。

[58]

五帝的說法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可視為
是不同族群融合後歷史記憶的一種融合
現象。

[59]

後世統治者在追述自己譜系時，總會溯
及五帝中的某一位，藉以強調自身統治
的合理性前提。

[60]

意即軒轅氏（黃帝）崛起的時候，神農
氏（專擅農業教民稼穡、並以此獲得酋
邦領袖地位的部族）的權威地位逐漸衰
落；不同族群之間的矛盾衝突不斷，平
民百姓遭受塗炭，但神農氏的農耕專長
已失去了制衡作用，不能平息族群之間
的現實衝突。於是善於用兵的軒轅族群
開始借助武力來實現對其他族群的征
服，最後這些族群都歸順了軒轅氏。其
中的兩個戰例就是軒轅族戰勝炎帝部族
的阪泉之戰與戰勝蚩尤族的涿鹿之戰。
此類情況表明當時從依靠賢德遴選首
領——「禪讓制」向軍政合一王權發展
的歷史趨勢。聖賢治理模式日漸衰落，
新的社會整合模式——以軍事權力為依
托，輔以分封治理的政治體制登上了中
國的歷史舞台。參見：《史記·卷一·五
帝本紀》。

張政偉：「古典中華文明」的早期發生及當代價值

[61]

有關征服者群體將被征服者群體的紀念
物掠回集中安放在特定紀念性場所以強
化征服的類似情況，在拉美地區印加時
代之前就有出現，可以認為類似的行為
標志著族群之間融合趨勢的不斷增強。
參見：Kent Flannery, Joyce Marcus, ‘the

Creation of Inequality: How our prehistoric
ancestors set the stage for Monarc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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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河上游的甘青地區是中國西北地區
起家文化的分布地……這一地區峽谷深
切、盆地狹小、穀盆相間的地貌格局，
造成洪水的影響十分顯著……黃河下游
的魯西南和魯西北地區是山東龍山文化
的 分 布 區 …… 這 一 地 區 屬 黃 河 泛 濫 平
原，地勢平坦，河谷寬淺，先民們通常
選擇低矮的河流階地或河間地生活。每
到洪水來臨時，這些地方很容易遭到洪
水的強烈沖刷和破壞，甚至被洪水堆積
所掩埋。龍山晚期發生的異常洪水，徹
底肢解了當時的泛濫平原……使一度十
分繁盛的山東龍山文化生命力大大減
弱，導致這裏的文明化進程出現停滯和
衰落。……黃河中游的中原地區是龍山
文化的主要分布區……由於地處第二、
第三地貌階梯的過渡帶，又是黃土的主
要堆積區，因此這裏的河流下切較深，
黃土台地分布廣泛，台地面寬闊傾斜。
當異常洪水來臨時，上漲的洪水一般只
能淹沒台地的前緣或在台地的局部發生
漫洪河道，沖毀部分遺址，給史前人類
的生存環境造成一定的破壞，但這裏特
定的地貌條件給先民們保留了較大的迂
回空間，人們可以通過就地後退選擇新
的棲息地，從而使文化得以延續，並有
能力與洪水進行抗爭，在抗爭的過程
中，人類的生產水平、技術水平和社會
組織得到發展，龍山文化發展演變為二
裏頭文化，在中原建立起了我國歷史上
第一個王朝——夏朝，可以說，華夏文

三皇是後世雜合各方創世神話形成的一
種附會說法，沒有公認的標準版，但並
不影響後世對其功績的附會。參見：顧
頡剛、楊向奎：《三皇考》(太原，山
西人民出版社，二○一四年。

人類社會正處於「當代大洪水」的危機之中，既是對固有「文

[56]

[57]

明」格局的挑戰，也是促進人類文明創新的機遇。當下世界各個文

夏正楷，張俊娜：《黃河流域華夏文明
起源與史前大洪水》見：北京大學，北
京市教育委員會，韓國高等教育財團：
《北京論壇，二○一三，文明的和諧與
共同繁榮：「水與可持續文明」，圓桌
會議論文及摘要集》，二○一三年，頁
二一。

明體均有自身的傳統優勢，都有可能也應該為「世界文明」的創新

[55]

明就是先民在於洪水的抗爭中誕生和發
展起來的。參見：夏正楷 張俊娜：
《黃河流域華夏文明起源與史前大洪
水》見：北京大學、北京市教育委員
會、韓國高等教育財團：《北京論壇，
二○一三，文明的和諧與共同繁榮：
「水與可持續文明」圓桌會議論文及摘
要集》，二○一三年，頁二一至二二。

發展貢獻自身的力量。

夏正楷，張俊娜：《黃河流域華夏文明
起源與史前大洪水》見：北京大學，北
京市教育委員會，韓國高等教育財團：
《北京論壇，二○一三，文明的和諧與
共同繁榮：「水與可持續文明」 圓桌
會議論文及摘要集》，二○一三年，頁
一二。

中國研究

[54]

唯有以天下蒼生為念，方可創造出引領時代潮流的文明格

局，解決全域性問題，昭示人類共同體以更光明的未來。文明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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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則，唯共存是取、唯共榮是取，唯福佑蒼生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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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l a v e r y, a n d E m p i r e ’ C a m b r i d g e ,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2, P525, P538.
[62]
司馬遷：《史記·卷二·夏本紀第二》。
[63]
司馬遷：《史記·卷二·夏本紀第二》。
[64]
司馬遷：《史記·卷二·夏本紀第二》。
[65]
司馬遷：《史記·卷二·夏本紀第二》。
[66]
司馬遷：《史記·卷二·夏本紀第二》。
[67]
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現代性」研究
者就曾認識到：人類感受到的前所未有
的機遇與挑戰在性質上已屬全球性的，
領會眼前機遇、掌控面臨風險的迫切需
要已經成為人類曾經遇到過的最大挑
戰。見：C. E. Black, ‘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 A Study in Comparative
History’ New York, H a r p e r & R o w,
Publishers, 1967, P4.
[68]
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北
京，新華出版社，二○一二年)，頁
三二至三三。
[69]
塞繆爾·亨廷頓「每個文明都把自己視
為世界的中心，並把自己的歷史當作人
類歷史主要的戲劇性場面來撰寫。與其
他文明相比較，西方可能更是如此。然
而，這種單一文明的觀點在多文明的世
界裏日益不相關和無用」。載《文明的
衝突》(北京，新華出版社，二○一二
年)，頁三三。

On Classical Sinic Civilization
Zhang Zhengwei(Fud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d the
emergence of Classical Sinic Civilization
f rom the general sig n if ica nce of

“civilization”. Argued that “Civilization”
is “the complicated manifestations of the
rational behaviors and results of human
group, based on reality and focus on the
future; “ the significant indication is the
emergence and implicated of ‘delayedreturn strategy’”.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confirmed there had been diverse regional
civ ili zat ions i n nowad ays Ch i nese
sovereign no later than 8,000 years ago. But
“Classical Sinic Civilization” which defined
the civilization gene of Sinic Cultural
Community hadn’t emerged at that time.
About 4,000 years ago, the prehistoric coldevent and extreme-flood-events destroyed
the inhabitant of human groups outside
central China. “Yu the Great Harnesses the
Flood” was a great practice of prehistoric
humans in dealing with natural threats and
created a new civilization which defined as
the Sinic Community of Destiny. It shall
be deemed to be the sign of the creation
of the Classic Sinic Civilization. T he
experience of the emergence of Classical
Sinic Civilization is significant for human
society to cope with global issues and
creating “human civilization” for human
community.
Keywords: Delayed-return strategy,
Classical Sinic civilization, Cold event,
Prehistoric extreme f lood events, Yu the
great harnesses the fl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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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時代媒介生態系統的軟肋
──中國學術期刊的危機症候
■ 米麗娟

要：中國學術期刊在整個媒介生態

在尚未完全消滅等級差異的社會主義初級

系統中處於極其弱勢的地位，已經成為媒介生

階段，學術期刊的所有制關係通過新聞出

態系統的脆弱環節。如果對其危機症候不及時

版法律或法規得以保障，學術期刊的產權

診治，必然威脅媒介生態系統的安全和文化事

屬性不容忽視，它影響著學術期刊的運行

業良性發展。在微信異軍突起的時代，學術期

機制：高校學報的運行以高校為主導，服從

刊的危機症候更加突出：缺乏獨立性，寫─編

和服務於高校的教學科研工作，主要是高

─讀缺乏良性聯動和互動，縱容學術不端，腐

校教師成果的發佈平台，基本運行經費由

敗叢生，收入不合法，濫用非正規稿件等等。

高校承擔；學術團體刊物包括各級科研機

摘

者和科學愛好者，科研機構和科協刊物的
中國傳媒業不知不覺地進入微信時

運行經費主要來源於國家科學基金、會員

代，從耄耋老人到幼稚孩童，從家庭主婦

繳納的會費及會員單位贊助；政府機關刊

到職場精英，從親戚朋友到陌生網民，不

物儘管學術含量不高，但有一些政治學的

少成為微信的玩家。他們利用微信互致問

學術探討，同時為其他學科研究提供政策

候、群發消息、共享諮詢、促銷產品、娛樂

導向和研究素材，這類刊物的運行經費主

逗趣……微信因手機的伴隨性而成為人們

要來自稅收；企事業單位刊物的內容主要

須臾不可或缺的夥伴。微信時代是一個自

來自相關行業的從業者和研究者撰寫的文

由傳播的時代，是一個傳播准入要求不高

章，這類刊物的運行經費來自企業經營的

的時代。對大多數人而言，他們每天都刷

收入和各級政府文化發展基金資助。

微信，卻可以一年半載不看學術期刊，學術

學術期刊的產權屬性決定了產業發展

期刊的曲高和寡把自己逼入進退維谷的境

是它的內在需求和外部要求，「期刊產業的

地，隨時可能成為社會發展、知識建構和

發 展 對 文化、經 濟 與 社 會 都 有 重 要 意

文化傳播的引爆器。

義」。人類天生的交換能力和傾向為商業
發展創造了條件，分工源於這種交換的能

刊都可被視為學術期刊。按照產權屬性劃

力和傾向 3.，文化和知識生產領域寫、編、

分，目前我國的學術期刊主要有四個基本

讀的分工使學術期刊商業化（產業化）成

類型：高校學報、學術團體刊物、政府機關

為銳不可擋的潮流，「看不見的手」隨時都

刊物和企事業單位刊物。

有操控學術期刊的可能；另一方面，文化和

「產權是所有制關係的法的觀念」，

知識的傳播是推動人類發展的崇高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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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刊登學術論文和學術信息的期

對大多數人而言，他們每天都刷微信，卻可以一年半載不看學

構刊物，這些刊物面向全社會的科研工作

術期刊，學術期刊的曲高和寡把自己逼入進退維谷的境地，隨時可

症候。

構、科協、行業協會和其他社會團體的機

能成為社會發展、知識建構和文化傳播的引爆器。

關鍵詞：中國學術期刊；微信時代；危機

米麗娟：微信時代媒介生態系統的軟肋

國家公派訪英學者

文化中國

作為其承載物的學術期刊天生就具有事業

如果總是給知名專家預留版面，那些

化（公益化）的潛質和使命。這使它陷入

不知名的學者就很難得到話語權，無形中

「既想弄潮，又想保全自身」的尷尬境地。

對他們的成長造成障礙。另外，按照創新

學術期刊產業性和事業性之間的張力使學

的一般規律，有的知名專家已經過了創新

術期刊不可避免地存在以下弊端：

的最佳年齡，不一定能夠產生真正的創新
成果，部分專家成果其實是其指導的學生

一、缺乏獨立性

的成果，學術期刊的這種做法相當不利於
年輕人的成長。過份依賴知名專家，不去

差異，但內容和經費是制約它們發展的共

發現學術界的新銳力量，對學術期刊的質

同瓶頸。

量和可持續發展也會帶來負面影響。

在目前作者數量多於期刊數量的情況
[1]

學術期刊對作者的依賴還表現為過分

下，部分期刊文章供大於求 ，對這些期刊

注重影響因子，希望通過作者提高刊物作

而言，不會在稿源方面依賴作者，尤其不會

品的引用率。

依賴某一位作者，但總體上而言，學術期

另外，我國目前許多學術期刊把運行

刊對整個作者群體有著不容忽視的依賴，

負擔轉嫁於作者，在經濟上也造成對作者

特別是內容生產能力強大的作者群體，這

的依賴（見第六章節）。

是學術期刊與大眾媒介的顯著區別。大眾
媒介可以用廣告、政府公文、通知、啟示等

文化和知識的傳播是推動人類發展的崇高事業，作為其承載物

７４

的學術期刊天生就具有事業化（公益化）的潛質和使命。這使它陷

入「既想弄潮，又想保全自身」的尷尬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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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不同類型的學術期刊運行方式有

全改制後的學術期刊還得依靠讀者，
增加訂閱量，以擴大影響，增加創收。

填塞版面，學術期刊必須依靠作者的長篇

學術期刊對所屬機構的依賴也很強，

大論，內容來源類型單一和對內容要求的

在人員、經費和內容把關方面都受制於所

高規格使學術期刊對作者的依賴性比大眾

屬機構。目前，我國學術期刊的大部分編

媒介更加突出。國內評審機構和相關部門

輯、校對、審稿和管理人員都由所屬機構

過份看重國外期刊發表的文章，誇大SCI等

組織人事部門直接安排，以確保刊物的常

檢索系統的作用，使一些好稿流向國外學

規運作，外聘人員對學術期刊發揮補充作

4.

術期刊，導致國內學術期刊的稿源危機 。

用；基本運行經費由所屬機構承擔。

還有一種依賴，它看上去很獨立，其

在內容把關方面依賴外審專家，由於

實質是獨立到了極端，因而形成壟斷，是

外審專家自己也想發佈成果，所以審稿時

把對多數作者的依賴轉變為對極少數作者

往往偏向自己以及自己所帶領的團隊。

（尤其是知名專家）的依賴，似乎離了他們

因此，學術期刊「保持獨立地位、獨立

就不能存活。這種依賴同樣不利於鼓勵全

運作並展示獨特的學術風格」 6.目前只是

社會的創新和維護學術競爭的公平公正。

一種理想，與辦刊實踐之間還存在一定的

這種跑馬圈地、固步自封的做法對跨學科

距離。

融合十分不利，對學術期刊提高影響因子
和樹立良好口碑也不利；它還會導致坐而

二、缺乏良性聯動

論道的學科研究路子越走越窄，最終在自

從系統論的角度考察學術期刊，作

己的學術圈子裏自說自話，使研究進入死

者、編輯、讀者屬於系統動力要素，對系統

胡同。這樣各自為政的研究影響創新水平

運行起主導作用。三者在持續不斷的運動

的整體提升，妨礙社會聯動和協同創新，

中通過相互聯繫和排列組合形成學術期刊

尤其是高校學報，更應推動以高校為主導

的組織結構，聯繫和運動是系統的基本特

的全員創新，推動「內部跨學科研究」和關

徵，良性聯動有助於提高系統整體效率，保

涉產學研結合的「外部協同創新」。

持系統活力，形成完善的知識供需網絡，

過程包括傳遞和反饋，如下圖：

地良性聯動。
但是目前學術期刊作者─編輯─讀者
缺乏良性聯動，致使作者的大量勞動成果
無法進入知識生產流程，在初端就被編輯
擋在門外，更無法被讀者獲取，妨礙「知識
知識更快更廣泛地傳遞和分享」成為泡

（圖二）拉斯維爾5W傳播模式

影，降低了知識的整合力和競爭力。

信息從信源到信宿，反饋信息則從信

目前學術期刊的在線工作平台大都不
把讀者納入協同工作區，就像百會文件在
線辦公平台並非人們想像的那樣完美，它

宿到信源。
學術期刊是科研成果的發佈平台，反
饋在傳播中地位更加突出，如下圖：

雖然創建內部、審稿、投稿三個協同工作
區，但明顯缺乏對讀者的關注。從下圖 8.就
可以看出：

（圖三）目前我國學術期刊系統的動力要
素之間普遍缺乏良性的雙向互動。
(圖一)基於百會文件高校學術期刊協同
審稿系統架構圖

首先來看看寫─讀之間。由於學術期
刊具有寫─讀同源性，許多文章的讀者就

以上工作平台協作區的劃分欠科學，

是相應學術領域的論文作者，傳播效果的

不妨分為內部協作、外部協作、內外之間

實現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寫─讀之間良性

的協作：內部協作指編輯部同事之間的協

互動，這種互動的形式有：讀者的閱讀活

作；外部協作是作者、外審專家、讀者的

動和信息反饋、作者對學術文獻的引用、

協作；內外之間的協作則是構成編輯部的

成果轉化應用、學術爭鳴等。有的作者為了

內部要素和與之相關的外部要素之間的協

獵奇，而不是追求創新，埋首新鮮概念炒

作。

作，很難為讀者增加新知識。反過來，讀者

三、缺乏良性互動
學術期刊的運行實質上是信息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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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默認知識」向「明言知識轉變」，「使

目前學術期刊作者 ─
編輯 ─
讀者缺乏良性聯動，致使作者的大
量勞動成果無法進入知識生產流程，在初端就被編輯擋在門外，更

素的恰當參與可以彌補損耗，使系統持續

無法被讀者獲取，降低了知識的整合力和競爭力。

可避免地給動力要素帶來損耗，恢復力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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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知識創新和增值。當然，系統運行不

對別人寫的學術文章缺乏興趣，不尊重別
人的勞動成果，只顧自己閉門造車，致使其
他作者乃至編輯的勞動付諸東流。
再來看看編─讀之間。一篇文章的目

術成果或知識。傳播（communication）本

標讀者是誰？讀者能否讀懂？是否產生閱

身意味著互動，經典的5W傳播模式由傳

讀美感？讀後是否有收穫？這些問題對學

者（who）、信息（what）、傳播渠道（which

術期刊的工作人員來說其實很重要，因為

c h a n n e l）、受者（t o w ho m）、傳播效果

它們會直接影響學術期刊的傳播效果。但

（what effect）構成雙向回路，完整的傳播

實際上學術期刊的編輯基本不與讀者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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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人們把學術期刊傳播的信息稱為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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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在組稿、編發稿件的過程中也幾乎不

態。

考慮這些問題和讀者的閱讀感受，這不但
使讀者難以領會編輯意圖，而且使編輯自
身的工作變得毫無價值；讀者一般也不把
閱讀過程發現的差錯和閱讀體驗告訴編

寫─編、編─讀、寫─讀之間的雙向
良性互動還有很大的拓展空間。

四、縱容學術不端

輯，使編輯失去了很多提高工作質量的機

（1）學術不端的界定

會。

學術不端是指學術領域的不良行為、
寫─編之間同樣缺乏良性互動。學術

文章的部分作者，充當學術二道販子，忽略

醜惡現象和風氣失範。
（2）學術不端的具體表現
學術不端的具體表現有：抄襲、剽竊、

不到創新點，增加了編輯的工作強度和難

侵佔他人學術成果；偽造實驗數據等弄虛

度。至於編─寫之間，如果學術論文供大於

作假行為；違背科學精神和誠信原則。
（3）學術不端的危害

求，再加上編輯部人手有限，不少編輯對來
稿不作退稿處理，導致作者投稿後，文章

學術不端會敗壞學術風氣、損害學者

石沉大海，杳無音訊。有的編輯部儘管在

形象、阻礙科學進步，給科學、教育和文化

投稿郵箱中設置了自動回復，但也只有短

事業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
（4）一稿多投算不算學術不端？

短一句話：若一個月（三個月或更長時間）

這裏有必要區分一稿多投和一稿多

之後未收到用稿通知，可自行處理。作者一
般也不主動與編輯聯繫，不瞭解編輯的工
作流程、工作計劃、稿件需求和用稿規範。
學術不端是指學術領域的不良行為、醜惡現象和風氣失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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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不端會敗壞學術風氣、損害學者形象、阻礙科學進步，給科學、教

育和文化事業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

二○一七年第一期（總第九十二期）

學術史研究和已有成果的梳理，讓編輯找

隨著學術期刊工作流程的自動化，文
章在線處理系統紛紛投入使用，編輯與作
者之間的雙向交流儘管得到改善，但在線

用。
一稿多投是指作者把同一篇文章投給
多家報刊。
一稿多用是指多家報刊發表了同一篇
文章，不包括轉載。

系統中針對讀者的專門設置各不相同。

一稿多投的危害在於它可能造成一稿

《西南大學學報》社科版和《重慶高教研

多用，使刊發內容失去獨特價值，嚴格說來

究》主頁左側有「讀者登陸」欄目，使用與

涉嫌抄襲，只不過是抄襲自己，無人追究而

「作者登陸」相同的用戶名和密碼，進入後

已。它會浪費報刊人員的時間去核實，也

可看到「關鍵詞檢索」、「期刊征訂」、「定

浪費科研成果發佈空間。

費登記」等欄目；《重慶文理學院學報》的
主頁左側沒有「讀者登陸」欄目，直接把最

一稿多投並不必然導致一稿多用，一
稿多用則必然導致內容重複。

新一期文章的目錄挂在主頁上，右上角有

徹底杜絕一稿多投是不可能的，對作

「上一期」和「下一期」提示。《浙江大學學

者而言不一稿多投是不現實的。很多學術

報》（人文社會科學版）在線系統首頁也

期刊審稿周期太長，有的刊物從投稿到用

沒設讀者登陸子系統。《廈門大學學報》

稿要一年多時間，這種效率肯定妨礙創新

（哲學社會科學版）編輯部尚未使用在線

成果的及時發佈，使新成果變成舊東西。

處理系統，《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

中國出版部門的高層官員在二○一四

學）版首頁右邊欄目中也沒有「讀者在線」

年期刊年會上說：不少「學術期刊」成了抄

[2]

子欄目 。

襲的平台，成了評職稱的工具。可是為什麼

就大多數學術期刊而言，如果作者沒

這種狀況不但得不到改善，反而愈演愈烈

有打開電子信箱，沒有登陸學術期刊的在

呢？這與管理部門意識到位、行動不到位

線系統，就不知道自己的文章處於什麼狀

有密切關係，還與有法不依、執法不嚴有

非正義的泥潭中掙扎，這種雙重人格很容

術不端事件的出現和某些學術期刊不恪守

易導致精神分裂[3]。

五、腐敗叢生

六、收入不合法
我國目前許多學術期刊經不起誘惑、
耐不住寂寞、受不了清貧，不但不發給作者

端更加可怕，如果說學術不端是道德層面

稿費，還收取版面費、審稿費、贊助費、編

的失範，那麼學術腐敗則是法律層面的失

審費等等，把作者當成了衣食父母，甚至

範。

搖錢樹，片面追求經濟效益。
編輯缺乏責任感，權利意識膨脹，就

必然滋生腐敗。

不收費的學術期刊實在少之又少。筆
者在近十年的投稿生涯中，只有《重慶文

學術期刊現行運行機制導致學術期刊

理學院學報》（以前是《渝西學院學報》）、

經費來源單一，有的員工待遇福利得不到

《四川大學學報》、《廣東培正學院學報》

保障，在外界生存競爭和內心職業焦慮雙

免費發表了筆者的文章，《四川大學學報》

重壓迫之下，個別編輯鋌而走險，收受賄

和《廣東培正學院學報》發了稿費；公開聲

賂。筆者二○一四年在北京參加期刊年會

明不收費的學術期刊屈指可數，筆者知道

時，就目睹了作者在會上公然向一位國家

的僅二十四家 [4]。很多刊物通知作者審稿

級權威核心期刊的編輯行賄三千元，該刊

通過了，但必須繳納版面費才能發，作者

已收取作者所在單位替她交的七千元版面

不願讓自己的勞動成果化為烏有，還因為

費。編輯利用手中的版面使用權謀取不正

評職稱和工作業績考核的需要，所以只好

當利益在當下中國如此猖獗，實在讓人不

交錢。這在客觀上縱容了學術期刊的違法

寒而栗。

行為。
a)版面費之惡

除了這種錢權交易，權權交易也很盛
行。

學術期刊向作者收取版面費已經由學
有的學術期刊工作人員把期刊當作權

權交易平台，例如：有的責任編輯長期掌

術潛規則變為顯規則，它違反了我國《著
作權法》的相關條款。

控某個學術領域的成果在自己所供職的期

二○一○年四月一日起施行的《中華

刊版面上發佈，建立了相對固定的作者圈

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九條規定：作者

和與自己專業方向一致的學術平台。他們

是著作權人，依法享有發表權、署名權、修

利用這個圈子和學術平台為自己的學術晉

改權、保護作品完整權等權利，可以許可他

升服務，所以會向圈內的權威專家約稿，希

人行使這些權利，也可全部或部分轉讓這

望以此換取專家的評審照顧，贏得獲獎、

些權利，並依照約定或《著作權法》有關規

職稱晉級和課題中標等機會。這種權權交

定獲得報酬。

易才是最可怕的學術腐敗，因為它波及面

第二十九條規定：出版者、表演者、錄

廣，深入人心，而且人們已經習以為常，無

音錄像製作者、廣播電台、電視台等依照

動於衷。

本法有關規定使用他人作品的，不得侵犯

一 部分，它已嚴 重侵蝕了教育和科 技體

作者的署名權、修改權、保護作品完整權
和獲得報酬的權利。

系，對社會文明進步造成了巨大威脅，也

有的學術期刊儘管與作者有約定，但

對教學和科研工作者的身心帶來極大危

其中條款很不合理，完全從自身經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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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期刊的腐敗儼然成為社會腐敗的

米麗娟：微信時代媒介生態系統的軟肋

學術期刊腐敗叢生，這比縱容學術不

學術期刊腐敗叢生，這比縱容學術不端更加可怕，如果說學術

職責確實有一定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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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縱容了學術不端，形成惡性循環。「學

不端是道德層面的失範，那麼學術腐敗則是法律層面的失範。編輯

害，他們一方面要為人師表，另一方面卻在
缺乏責任感，權利意識膨脹，就必然滋生腐敗。

關。這種不作為助長了學術期刊的歪風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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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不但完全剝奪了作者獲取報酬的權

行攤派的性質，如果不交，就意味著通過

利，還讓作者交納巨額版面費。

審核的文章不能面世。

有的學術期刊未與作者正式約定，擅

編審費是編輯部工作人員為增加收入

自收取版面費，並以「不交版面費就不發文

而向作者收取的額外費用，這筆費用照理

章」要挾作者，無疑會打擊作者的科研積

說應該包含在他們的工資裏面，而不是向

極性，給作者施加沉重的經濟負擔和心理

作者收取。

壓力。

訂閱費本應由讀者承擔，但現在一
些學術期刊為了使收入合法化，讓發表文

讓很多作者無法承受，特別是那些剛參加

章的作者訂刊，而且不按照刊物的標價訂

工作的年輕教師，上一節課三十元的課時

閱，隨意喊價，具有一定的強制性。筆者就

費，發一篇CSSCI要交上萬元，版面費已讓

多次遇到這樣的事：專業核心期刊的編輯

他們身心俱疲，上課質量和科研水平都受

說文章通過審核，將要發表，條件是筆者

到影響。因此，有識之士驚呼：版面費已成

一年訂閱五本刊物，交費一千五百元。

為腐蝕知識分子心靈、「危害學術健康發

向作者收取加急費更沒有道理，它完

展」的「毒瘤」，已成為阻礙教學和科研進

全是編輯利用作者心理而想出來的生財之

步的絆腳石。
b)不分對象亂收費

道，毫無法律依據。

除了版面費之外，學術期刊還向作者

學術期刊的腐敗對社會文明進步造成了巨大威脅，也對教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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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工作者的身心帶來極大危害，他們一方面要為人師表，另一方

面卻在非正義的泥潭中掙扎，這種雙重人格很容易導致精神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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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版面費之盛行，數額之巨大，已

七、濫用非正規稿件

收取審稿費、贊助費、編審費、訂閱費，甚

有網友在h t t p://b b s.p i n g g u.o r g/

至有的刊物還收加急費，筆者曾向《編輯

thread-2668613-1-1.html爆料稱：通過《統

之友》投稿，稿子通過評審後，編輯說六千

計與決策》雜志的「擬用稿查詢」和「過刊

多字的文章需要三千八百元的版面費，再

查詢」發現二○一三年第十八期中超八成

加六百元不知什麼費用，再加一千元加急

文章不在擬用稿中；《重慶高教研究》創刊

費，文章是二○一四年八月七日投的，直到

於二○一三年一月，是原來《重慶文理學院

年底還沒發表，經過辛苦寫作和幾次修改

學報》（自然科學版）因稿源等問題更名而

的文章進行到這個環節實屬不易，筆者也

成，據主編透露，二○一三年全年發稿量僅

不願意讓所有的努力付諸東流，只好如數

佔擬用稿的百分之十；筆者在擔任學術期

交費。亂收費能夠得逞，一方面是因為評

刊責任編輯期間也發現：每一期的目錄在

職稱和考核都需要成果，作者的急功近利

編排好之後，總有一些非正規渠道的稿子

寵壞了學術期刊；另一方面是環境使然，形

直接進入刊物後期製作流程，擠掉通過審

勢所迫，不交費而能在權威刊物發表文章

核的稿子。可見關係稿、約稿和中介稿等非

的無名之輩鳳毛麟角。這種狀況對既沒有

正規稿件佔領學術期刊已蔚然成風。

名氣、又沒有經濟實力的學術界後起之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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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的該文目錄中相應頁碼標注為「一五
至二○」，錯誤）。

5.

李祖超、梁春曉《協同創新運行機制探
析——基於高校創新主體的視角》(中國
高教研究，二○一二年七期），頁
八一。
何進平《論學術期刊獨立性與編輯自主
性》，載《天府新論》(二○一○年六
期)，頁一五一。

7.

歐庭高《企業孵化器運行系統論》(長
沙：湖南大學出版社，二○一○年)，頁
一一一。

8.

杜燕軍《基於百會文件構建高校學術期刊
協同審稿系統》，載《中國科技期刊研
究》，二○一三年三期，頁三四六。

9.

張前《學術不端與學術期刊的責任》，載
《青海社會科學》，二○○九年十一
期，頁二○○。

10.

徐振《兩重人格抑或精神分裂？——對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雙重人格〉的考
察》，載《俄羅斯文藝》二○一三年一
期，頁八○。

11.

劉長秋《法制視野下的「版面費」》，
載《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
學版），二○一二年九期，頁三七。

註解
[1]

[2]

高校學報尤其如此，隨著高校擴招，廣
大師生的論文大都很難發表，更不用說
非高校來稿了。比如《浙江大學學報》
（社科版）年來稿六千多篇，年用稿量
約一百二十篇，錄用率不足百分之二，
其中還有相當一部分文章是向國內知名
專家約稿，這種看似需求方主宰的文章
供求關係的根基是大批作者不計得失的
辛勤勞動。

它們是：《中國語文》、《世界漢語教
學》、《當代語言學》、《漢語學
報》、《語言研究》、《語言科學》、
《語言教學與研究》、《語文研究》、
《語言文字應用》、《當代修辭學》、
《方言》、《浙江大學學報》、《西南
大學學報》、《現代傳播》、《人文雜
志》、《重慶高教研究》、《江漢論
壇》、《比較教育研究》、《華中師範
大學學報》、《北京社會科學》、《學
術界》、《教育發展研究》、《東岳論
叢》、《華西語文學刊》。

China Academic Journals: The
Weak Link of Media Ecological System
in Wechat Era
Mi Lijuan (Visiting Scholar in British)
Abstract: China academic journal
live in a danger position, it has been weak
link of media ecological system, and will
threaten the safe of media ecological system
if the crisis symptoms can’t be cured at
once. In the era of prominent Wechat, the
crisis symptoms of academic journal are
more serious than before, for example, less
dependence, Writer-Editor-Reader without
good cooperation, connive bad academic
action, corruption growing, illegal income,
abusing irregular articals, etc.
K e y w o r d s：C h i n a A c a d e m i c
journals; Wechat eta; crisis symptoms.

７９

但該刊以Email Alert（以下簡稱 EA）
為讀者服務，它是目前流行的電子期刊
派發方式，可根據E A訂閱用戶的需求自
動地發送信息（如雜志的當前期目錄、

[4]

米麗娟：微信時代媒介生態系統的軟肋

6.

在心理學上，人格面具是常態，兩重人
格和多重人格是程度上的變態，精神分
裂是性質上的變態。從兩重人格到精神
分裂是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參見
[美]阿瑟·S·雷伯：《心理學詞典》李伯
黍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一九九六
年)，頁六○七、五二一、七五五。

亂收費能夠得逞，一方面是因為評職稱和考核都需要成果，作

[3]

者的急功近利寵壞了學術期刊；另一方面是環境使然，形勢所迫。

魏瑞斌《學術期刊核心競爭力》(太原：
北岳文藝出版社，二○○八年)，頁三。

這種狀況對既沒有名氣、又沒有經濟實力的學術界後起之秀委實不

4.

公。

摘要等）。目前該刊已經開通免費Alert
服務，訂閱的用戶可按自己的需求免費
獲取最新目錄。

[英]亞當·斯密（Smith, A.）《國富論》
戴光年編譯(武漢出版社，二○一○
年)，一二至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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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化中國

反向的超越
——巫術的文化哲學邏輯
■ 張 震、蘇薈敏
雲南大學中文系
要：巫術的文化哲學邏輯，指的是

從文化哲學的視角出發所透析到的巫術的內
在精神實質與深層運作機理。巫術的文化哲
學邏輯具體體現在三個方面：人類行為的自然

(b ei n g)，沒有存在就理解不了發生，就不
能認識發生之特殊『真相』（truth）」[2]。

一、人類行為的自然化

化、個體生存的群體化與精神內容的物質化，

在文化哲學的視野中，文化的存在以

而貫穿於三者之中的，則是一種「反向超越」的

其與自然的區分為前提。不過，這種與自

文化意向。

然的區分並不是與其無關的意思。相反，

關鍵詞：巫術；文化邏輯；反向超越。

與自然的區分恰恰確證的是人與自然的文
化關聯。一方面，「自然是人的負荷者，人

巫術的文化哲學邏輯研究是一種哲學性的研究，其立足點是文化

８０

哲學的理解範式與基本問題，因而也就不同於常見的對巫術從歷史或

心理角度所進行的發生邏輯、心理邏輯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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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所謂巫術的文化哲學邏輯，指的是從

從自然中誕生」 [3]。人首先是自然性的存

文化哲學的視角出發所透析到的巫術這一

在，他作為自然之子生存於自然世界之中，

文化現象的內在精神實質與深層運作機

自然為人類以及人的文化創造提供了生理

理。這裏的關鍵在於「哲學」一詞。也就是

基礎、物質材料與存在環境，可以說，自然

說，巫術的文化哲學邏輯研究是一種哲學

構成了人及其文化的先決條件與終極前

性的研究，其立足點是文化哲學的理解範

提。另一方面，「人生存的世界只是人的文

式與基本問題，因而也就不同於常見的對

化」 [4]。人不能脫離其自然性，但是，人之

巫術從歷史或心理角度所進行的發生邏

為人的根本則在於其文化性的存在。人的

輯、心理邏輯等方面的研究。當然，這並不

自然性並不是自然的決定性：「動物可以

是說兩者之間沒有關係。很大程度上，發

說在本性上比人更完整。動物從已完成的

生邏輯、心理邏輯的研究為文化哲學邏輯

自然之手中出來，它只需實現已給予它的

的探析提供了歷史性、心理性的基礎。不

東西。然而人類的非專門化是非完善的。

過，文化哲學邏輯探究並不能停留在歷史

其實自然沒有把人製造完整便把人放在

性、心理性的層面——用胡塞爾的話說就

世界上了。自然沒有最終決定人，而是讓人

是「歷史主義」與「自然主義」 的層面，

在一定程度上尚未決定。因而，人必須自我

而是將其提升到哲學思辨的層次加以辨析

完成，必須自我決定進入某種特殊的事

與闡釋，深入發掘其文化哲學意蘊與文化

物，必須憑藉自身努力力圖解決自身出現

精神實質。可以說，巫術的文化整體的意

的問題。人不僅可能而且必 須 是創造性

向性在根本上就是由其內在的文化哲學邏

的」[5]。這種人必須承擔的自我完成、自我

輯所決定和規約的。因此，這種文化哲學

創造，就是文化。因此，正是人的內在本性

邏輯探究庶幾有著文化存在論的意義：

使得人在根本上是文化性的存在。當然，

「如同人類精神生活的其他領域一樣，

結合前一方面來看，人的文化創造是以自

『發生』（b e c o m i n g）要歸溯為『存在』

然為前提和基礎的創造，這就是說，文化

[1]

然的運行服從於一種必然的自然規律，而

世界，自然的人也生成為文化的人。進一步

人的文化生存卻遵循著內在的人為的行為

而言，既然文化是人的自我實現與自我創

規範，這是二者之間根本區別之一」[10]。後

造，那麼，人就是自然的文化化，文化就是

者強調的則是「人類行為」，也就是將自身

自然的人化。

納入自然因果關係的決定論環節的巫術行
為，如列維‧斯特勞斯所說，對巫術的實行

象，巫術的文化哲學本質同樣是自然的人

者而言，「巫術活動在他看來似乎是對宇

化。複雜之處在於，巫術作為自然的人化

宙客觀秩序的補充：它把與自然因果序列

是一種以「自然化」的方式的人化，其所遵

相同的必然性賦予操縱巫術的人，在巫術

循的內在邏輯可稱之為「人類行為的自然

中實行者相信自己只是把補充的環節插

化」。關於「人類行為的自然化」，列維‧斯

入這個以儀式或形式表現出來的自然因果

特勞斯在《野性的思維》一書中有明確的

序列中。因此他認為他是從外部觀察儀

論述：「巫術即人類行為的自然化——即

式，而且儀式似乎不是出於自己 之手 似

把某些人類行為看作是物理決定作用的一

的」[11]。巫術將作為人類行為的自身「自然

個組成部分」 [6]。之所以是「某些人類行

化」。不過，「人類行為的自然化」本身並

為」，是因為並非所有的人類行為都可歸

不是「自然」的。「自然化」，作為巫術這一

之於巫術。馬林諾夫斯基指出：「人們只有

「人類行為」的內在邏輯，實質上正是「人

在知識不能完全控制處境及機會的時候才

化」和「文化」的。因此，巫術的目的還是

[7]

使用巫術」 。因此，巫術實際上是人類試

人自身，是人對作為必然性的「自然」的

圖解釋難以解釋之事、控制不可控制之物

「介入」、「完成」或「改變」。

的努力之一種。對科 學時代的現代人來

可以看到，將巫術的文化哲學邏輯首

說，面對這些難以解釋與不可控制的東

先釐定為「人類行為的自然化」，實際上也

西，要麼認為不過是偶然與巧合，要麼將

就為巫術的諸種基本文化特質確立了深層

解釋與控制的希望寄託在人類能力——

的文化哲學依據。首先，「人類行為的自然

尤其是科技能力的不斷增強上。然而，就

化」是將人類行為置於自然的決定性的

巫術而言，則既不認為是偶然與巧合，又

「宇宙客觀秩序」與「因果序列」之中，而

力求加以當下的解決。其解決辦法就在

這也就不僅預設了宇宙、自然本身的規律

於，一方面，將這些難以解釋與不可控制

性、必然性，而且預設了這種規律性與必

之物交付給某種更為隱秘也更為強大的

然性的無所不在。在巫術文化的視野中，

類似於「物理決定作用」的因果關係與必

感應關係就是宇宙、自然中最重要的普遍

然性——「巫術以一種完全徹底的、囊括

秩序與必然規律——將其看做主觀臆想，

[8]

乃是立足於現代自然科學視角的結論，對

為人類能夠通過自身的行為參與到這種因

巫術的信奉者而言，這種感應關係是普遍

果關係與必然性之中進而對這些難以解

必然的。巫術的世界就是一個由無處不在

釋與不可控制之物加以操縱——「巫術的

的感應法則所支配的自然決定性的世界。

系統完全建立在人能介入自然決定作用從

正如斯特勞斯所言：「巫術思想，即胡伯特

[9]

而完成或改變其進程的信念上」 。可以

和毛斯所說的那種『關於因果律主題的輝

看 到，這 實際 上 就 是「人 類 行為 的自然

煌的變奏曲』，之所以與科學有區別，並不

化」：前者強調的是「自然化」——在文化

完全是由於對決定論的無知或藐視，而是

８１

一切的決定論為前提」 ，另一方面，又認

張 震、蘇薈敏：反向的超越

作 為一種 古老的、世界性的 文化現

文化評論

造的過程中，自然的世界被改造為文化的

人的文化創造是以自然為前提和基礎的創造，文化並非憑空的

規律性為其本質特徵：「一般來說，純粹自

創造，而是在自然的世界之中，以自然為條件和質料創造出來的，

以自然為條件和質料創造出來的，在此創

在此創造的過程中，自然的世界被改造為文化的世界，自然的人也

哲學視野中，「自然」以自在性、必然性、
生成為文化的人。

並非憑空的創造，而是在自然的世界之中，

文化中國

由於它更執拗、更 堅決地要求運用決定

與這種信仰相當的信條，便是只有在傳授

論，只不過這種要求按照科學觀點來看是

的過程中絕對沒有改篡，才會保留巫術底

[12]

不可行和過於草率的」 。其次，「人類行

效能；差一點原樣，便算完了」[15]。

自覺回歸的方
——

８２

文化的超越有種種方式，其中一種可能的方式是「反向」的，

也就是自然
即 採 用 了 一 種 向 文 化 所 超 越 之 物 ——
式。「反向」在此是一種特殊的文化超越意向。

二○一七年第一期（總第九十一期）

為的自然化」不僅將人類行為置於自然的

進一步而言，「人類行為的自然化」邏

決定性的規律與法則之中，而且將巫術這

輯也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巫術的總體文化

一人類行為本身也視為具有「與自然因果

精神，即一種「反向超越」的文化意向。所

序列相同的必然性」的行為，這意味著，對

謂「反向超越」，包含兩個層面的內涵。其

巫術的信奉者、實行者而言，巫術實際上

一、就人類文化的總體精神而言，表現為

也是一種自然的力量，只不過對現代人而

一種超越性：「文化作為人建立起來的『第

言，這種力量才是「超自然」的。普里查德

二自然』，包含著人與動物相區別的最根

在討論阿贊德人的巫術觀念時，有這樣的

本的規定性，即超越性與創造性，也就是

話：「原始民族能從抽象概念的角度區分

自由的維度」 [16]。其二，文化的超越有種

自然和超自然嗎？我們從有秩序的世界所

種方式，其中一種可能的方式是「反向」

形成的概念和我們的自然法則是一致的，

的，即採用了一種向文化所超越之物——

然而我們社會中某些人也認為，自然規則

也就是自然——自覺回歸的方式。「反向」

不能解釋的神秘事件也有可能會發生，他

在此是一種特殊的文化超越意向。具體就

們認為這些事件超越了他們的經驗範圍，

巫術來說，可以看到，「人類行為的自然

我們把這種事件稱作超自然。對我們來

化」實質上正是一種「反向超越」。一方

說，超自然很大程度上等同於反常或非同

面，巫術作為一種人類行為，是「人為」

一般。……但是對於阿贊德人來說，巫術

的，是人出於自身的內在規定與價值述求

是很普通，並非反常的事情。雖然在某些

而有意識施行的文化活動。這一點最直接

情境中它並不常見，然而它是正常的，不

的證明就是：動物不可能有巫術，只有人

[13]

是反常的事情」 。這一定程度上可作為

類才有巫術。因此，巫術在根本上是「人

我們在此所述觀點的注解。再次，既然巫

化」的、「自為」的。但在另一方面，巫術所

術作為一種補充性的環節介入自然的普遍

遵循的首要的 文化哲學 邏輯則是「自然

秩序之中，而且自身具有必然性，那麼這種

化」的邏輯，即將巫術自身也視為一種具

普遍性和必然性也就一定會在其具體實行

有自然的決定性與必然性的行為，進而以

中表現出來。這種表現也就是巫術的儀式

此為基本原則建構自身，並作為一種補充

主義與傳統主義的文化特質。可以說，儀

性的環節介入自然的普遍秩序之中。這種

式主義是當下操作情境中的巫術的必然

自身設定與自身建構無疑是「人為」的，故

性：在巫術的預備儀式中對時間、地點、物

而是超越了自然與本能的自由創造，但其

品、工具和參與者的嚴格規定與要求，其目

設定與建構的原則則又是自然性的，因而

的正在於營造一種具有必然性的巫術情

又表現為「自然」的、「自在」的。前者表明

[14]

境——這一看似「分化的」 情境實際正

了巫術的超越性，後者則揭示其超越的方

是具有普遍必然的感應關係的巫術整體世

式是向所超越之物的回歸，故而其超越是

界的一部分，而在此情境中，巫術的核心

「反向」的。

儀式的高度的嚴格性與規範性，則正是巫
術行為自身具有的必然性的直接呈現。與

二、個體生存的群體化

此相關的是，傳統主義則可視為巫術必然

文化作為人必須承擔的自我創造與自

性的歷時性表達：「相信巫術是遠在荒古

我完成，並不是可有可無的。藍德曼指出：

時代便已天然存在的，乃是普遍的信仰。

「文化創造比我們迄今所相信的有更加廣

擺布了。他開始發揮自己的作用，開始成為

然的人，甚至最早的人也是生存於文化之

自然場景中的一個活動者」 [20]。這 就 是

中」[17]。這表明，文化就是人的生存方式，

說，人的巫術信仰，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對自

人總是以文化的方式生存著。值得注意的

身的力量的肯定，而這必然以對自身存在

是，人的文化生存既是個體性的，又是群

的自覺以及一定程度上的自我意識、主體

體性的。一方面，人是文化的創造者，而文

意識為前提。不僅如此，在具體的巫術活

化創造的本質則是人的自我完成，對個體

動中，巫術的參與者——首先是巫師——

自我的肯定構成了文化創造的起點和終

的自我意識和個體意識還一定程度上得

點，「動物完全符合它的物種。人則只是部

到了強化：「正是對這些儀式的履行給他

分如此，且部分要由此繼續發展。人必須

以一種新的他自己的力量感——他的意志

為自己建造一些新的東西。由於自身本質

力和他的活力。人靠著巫術所贏得的乃是

的使命，人在任 何意義上都是獨 特的個

他的一切努力的最高凝聚，而在其它的普

[18]

體」 。另一方面，人又是文化的創造物，

通場合這努力是分散的或鬆弛的」[21]。不

人的個體自我首先由文化所形成與塑造，

難想像，巫師在巫術活動中通過操演種種

就此而言，文化生存是群體的、共同的生

巫術儀式而呼風喚雨、降神驅鬼，他必定

存，「許多動物也以群體生存。但是人的

會對自己的能力產生高度的自信，進而對

群體生存卻有著另外深刻的功能。動物能

自身超出同儕的自我權威與個體的特殊性

離開其物種成員生長，它仍然同樣地活動

有更強烈的體認。馬林諾夫斯基指出：「一

著，如同正常生長的動物。物種行為的發

切蠻野社會裏面都是巫術和特出的人物共

展靠動物自身。但人要成為全面的人，則

存共榮，乃是經驗上的事實。這樣，巫術既

只有生存於承擔了傳統的同類群體中。人

然與個人成功，個人技巧，個人勇敢，個人

[19]

的文化方面只能以這種方式發展」 。

張 震、蘇薈敏：反向的超越

習慣。正如我們歷史地所探究的，沒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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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自己是聽憑自然力量或超自然力量的

文化作為人必須承擔的自我創造與自我完成，並不是可有可

是自然的安排，而是文化所形成的形式和

無的。文化就是人的生存方式，人總是以文化的方式生存著。值得

的最早最鮮明的表現之一。在這裏他不再
注意的是，人的文化生存既是個體性的，又是群體性的。

闊和更加深刻的內涵。人類生活的基礎不

精神等合而為一，便惱不起被人看作成功

作為文化的巫術，也昭示著一種人的

底泉源之一了」[22]。我們甚至可以推測，原

生存方式，因而同樣包含了個體性與群體

始時代的巫師之所以成為「上古精神文化

性這兩個方面。不過，巫術的生存方式在

的主要創造者」[23]，應該與其在巫術活動

處理個體與群體的關係之時，總體上遵循

中所獲得的自我及個體意識的肯定有著

著一種「個體生存的群體化」的邏輯。所謂

某種內在的相關性，畢竟，文化的創造者

「個體生存的群體化」，指的是巫術生存

在根本上是作為個體的人。總之，用卡西

的個體性與群體性之間的一種轉化、吸納

爾的話來說：「在這方面，巫術可以被說成

關係：巫術作為人的文化創造，在起源和

是原始人必須通過的第一個學校。即使它

目的上與個體的自覺及自我意識的肯定相

不能達到意欲的實際目的，即使它不能實

關，但就其內容與構造來看，對群體的認

現人的希求，它也教會人相信他自己的力

同與誠服則佔據了中心的位置，因而也將

量——把他自己看成是這樣一個存在物：

個體生存本身轉化、吸納為群體生存。甚

他不必只是服從於自然的力量，而是能夠
憑著精神的能力去調節和控制自然力」

將個體轉化、吸納為群體的機制本身。

[24]

。

關於巫術與自我意識、個體生存之間

但是，這種對自我和個體意識的肯定

的關係，卡西爾有過明確的論述。他認為：

只是巫術的文化生存邏輯的一個層面，更

「對巫術的信仰是人的覺醒中的自我依賴

準確地說，是其有待轉化的一個層面。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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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可以說，巫術很大程度上就是這樣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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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阿達婆吠陀婆羅門幫助的印度人來

根本原因在於，巫術的文化實質是群體性

說——就成了治療第三或第四級發燒的有

的。值得注意的是，這裏所說的群體性，

效藥物。整個社會都在承受自己在夢境中

不僅僅是在作為文化的一般性質的群體

產生的錯覺所帶來的痛苦。而原因和結果

性的意義上來說的。後者指的是文化作為

之間的綜合只出現在大眾輿論之中」 [27]。

人的創造不能僅僅局限在個體的層面，而

儘管從科學實證的角度來看，巫術行為幾

必須得到群體的遵循或認可：「如果只有

乎是虛幻無效的，但從文化的群體性生存

一個人在想某個問題或做某件事，那麼這

及其功能的角度來看，巫術則是客觀真實

個行為代表的是個人的習慣，而不是一種

的：「巫術的世界充滿了一代又一代人的

文化模式。這是因為，一種被認為是文化

期望，他們堅韌不捨的幻覺，他們對巫術

的思想和行為必須被一處居民或一群人所

規則的形式的希望。從根本上說，巫術世

共同享有；即使不被共同享有，如果大多

界僅此而已，但正是這樣賦予了巫術世界

數人認為合理，也可以視為文化的觀念和

以一種客觀性，這種客觀性遠比巫術僅作

[25]

既然巫術的文化實質是群體性的，巫術的力量實際就是群體性

的力量，那麼，巫術生存的個體性層面必然承受巨大的壓力。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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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巫術的群體性生存本身就承擔著將個體性生存吸納、轉化為自

身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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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所說的「轉化」，指的就是群體化。而其

行為」 。這裏所說的巫術的群體性，不

為一團錯誤的個人觀念，一種畸變的原始

僅僅包含了這一方面，更涉及到巫術的文

科學所具有的客觀性要強很多」[28]。

化實質與內核。也就是說，巫術就其文化

既然巫術的文化實質是群體性的，巫

本質而言就是一種群體性的文化，是一種

術的力量實際就是群體性的力量，那麼，

建立在群體力量的基礎之上並對其加以

巫術生存的個體性層面必然承受巨大的

絕對肯定的文化。馬塞爾·莫斯對巫術的卓

壓力。用莫斯的話說：「巫術應該被認為

越研究向我們揭示了這一點。莫斯指出，

是一個先驗的歸納體系，它在個人之群體

巫術的效力在根本上不是來自巫術經驗，

需要的壓力下運作」[29]。事實上，巫術的群

而是來自先於巫術經驗的巫術判斷。巫術

體性生存本身就承擔著將個體性生存吸

判斷的有效性則是建立在群體生存的基

納、轉化為自身的功能。列維‧斯特勞斯在

礎之上的：「巫術判斷是以先入之見和約

《巫師和巫術》一文的開端所述正可成為

定俗成的形式出現的，它們也是以這種方

例證：一個受到巫術詛咒的人，不僅自己

式在個人的思維中出現。……我們不能夠

認為在劫難逃，而且受到整個社區對其死

設想任何一種巫術判斷不是集體贊同的

亡來臨的暗示，「遭咒者首先被蠻橫地割

對象。它必須得到至少兩個人的支持——

斷一切家庭和社會聯繫，目的是將其排除

實施儀式的巫師和信仰儀式的個人……在

在他得以獲得自我意識的一切功能和活動

理論上，不可化約的兩個人就構成了一個

之外；隨後，他發現那些專橫的力量再次

社會。不過，更普遍的情況是，巫術得到規

密謀，以便把他從活人的世界掃地出門。

模更大的群體、整個社會和各種文化的支

……這個在世時是權利和義務的主體被宣

持。如果我們獲得了巫術判斷，我們也就

告死亡，成了恐懼、儀式和禁忌的對象」

獲得了一種集體的綜合，一種為大眾所接

[30]

受的——在任何一個時刻——對某種觀

就是此人生存於其中的群體的力量。可以

念以及某種姿勢所產生的效應的信仰」

說，不是巫術使此人死亡，而是巫術中的

[26]

。這也就是說，巫術力量實際上就是一

群體性力量使其死亡。這正從反面展現了

種群體性觀念、信仰和行動的力量，而巫

巫術的群體性轉化的力量。其實，不僅是

術信仰實際上就是對群體自身的信仰。

巫術生存群體中的普通人，即使是巫師本

「因為他們期望治好發燒的病人，所以冷

人，也無法從群體性生存的羅網中擺脫出

水灌注和同青蛙的感應接觸——對那些

來。這仍可以斯特勞斯在同一文中所舉的

。這裏所說的「專橫的力量」實際上也

的最主要目標是培育作為唯一的、不可重

謂的「ars magna」。然而，當學會這些技巧

複的人類樣本而存在的個體的人」[35]。就

後，「他已經失去了自由」。在成功救治幾

此而言，個體生存的群體化同樣是一種

個病人和多次勝過外族薩滿之後，他本人

「反向超越」的邏輯。

也以「大薩滿」聞名，「他在自覺地從事他
的行當，為自己取得的成就而驕傲，而且針

三、精神活動的物質化
將文化視為人的生存方式，是從文化

絨毛，看來他已經徹底忘記了這種他當初

哲學視角對文化所作的根本性規定之一。

[31]

多方嘲弄的技巧的騙人性質」 。奎薩立

值得注意的是，作為生存方式的文化不僅

德所失去的「自由」，就是對巫術的懷疑中

有個體性與群體性這樣的基本樣式之別，

的作為個體的自由。當他因偶然因素成為

其本身還是「一個由多側面、多層次、多因

「大薩滿」後，他也就被吸納到巫術的群

素構成的立體系統」[36]。這種立體系統的

體性生存實踐之中，並承擔著相應的群體

構成，是與人的生存的總體性、複雜性相

身份與責任。有意味的是，儘管此時他仍

適應的。而在文化的立體系統和多層結構

未完全放棄對巫術的懷疑與蔑視，但這已

中，一般認為，精神文化乃是其核心層面。

並不重要了。正是群體共識給予其神奇的

如論者所言：「在文化的所有層面中，最具

力量：「奎薩立德並不是由於治愈了病人

有內在性、最能體現文化的超越性和創造

才成為大牌巫師的，而是由於成了大牌巫

性本質特徵的是精神文化。換言之，人與動

[32]

師才去醫治病人的」 。用莫 斯的 話來

物和其他存在物最本質的差別之一便在於

說：「成為了一個巫師，他便不再是他自

人具有一個精神世界」[37]。也正是在此意

己」[33]。

義上，對文化現象的哲學探討無法回避文

還需要簡單提及的是，巫術的個體生

化的精神性維度問題。所謂文化的精神性

存群體化邏輯與人類行為自然化邏輯在

維度，在此指的是，任何文化現象的背後，

根本上是一致的。一定程度上可以認為，

都隱含著某種精神性或者說某種人類精

前者不過是後者在文化作為人的生存方式

神活動，都是某種人類精神活動的體現或

的層面的體現——後者乃是巫術作為文化

產物。進而言之，如果未能把握到精神性

整體的存在邏輯，前者則構成關乎其文化

維度，也就並未真正洞察該現象的文化本

主體的生存邏輯。這是因為，自然化的生

質。

存實際上就是一種群體性的生存：「動物

巫術作為一種複雜的、整體性的文化

發現自己的本性已經存在，這意味著物種

現象，其內核也表現為一種精神活動，包

的每一樣本都和其它類似。越是低級的物

含著精神性的維度。總的來說，巫術在精

種，就會越是完全相同。它們的生活僅僅

神性維度上遵循著一種「物質化」或者說

是演奏物種已經譜寫好的行為樂章。物種

「精神活動的物質化」的邏輯。所謂「精神

[34]

活動的物質化」，在這裏不是精神活動的

是人類的自我文化建構：「在兩種意義上

外化、對象化的意思——按照黑格爾的觀

人是一種文化的存在：一方面人是文化的

點，這恰恰是精神活動的本質——而是精

創造者，另一方面他又是文化最主要的接

神活動對自身的物質化理解。也就是說，

受者和最偉大的產物。在塑造個體（主觀

巫術固然有其精神活動之內核，但這種精

意義）和作 為社會的精神形式（客 觀 意

神活動卻並未將自身把握為自由自覺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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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性僅僅只是被顯露」 。個體性則

張 震、蘇薈敏：反向的超越

對所有敵對教派積極地捍衛他那塊帶血

文化評論

交往，並學會薩滿的種種技巧——包括所

這種立體系統的構成，是與人的生存的總體性、複雜性相適

個體全面、充分的自我實現為目的。文化

應的。而在文化的立體系統和多層結構中，一般認為，精神文化乃

信巫術，為戳穿巫術的騙局，他與薩滿們

是其核心層面。也正是在此意義上，對文化現象的哲學探討無法回

義）這兩個公認的主要意義上，文化都以
避文化的精神性維度問題。

關於奎薩立德的軼事為例。奎薩立德不相

文化中國

神，而是將自身體認為某種外在的物質形

的所有的內容都視為具有物質性或實體性

式、物質關係或物質行為。用卡西爾的話

的實在之物，「神話想像趨向泛靈論、趨

說，巫術和神話思維「缺乏觀念範疇，而且

向宇宙的完全的精神化；但是，把全部質

為了理解純粹的意義，神話思維必須把自

量和活動、全部狀態和關係放在一個堅實

[38]

身變換成有形的物質或存在」 。

基礎上的神話思維形式導致相反的極端：

巫術作為一種複雜的、整體性的文化現象，其內核也表現為一

８６

種精神活動，包含著精神性的維度。總的來說，巫術在精神性維度

上遵循著一種「物質化」或者說「精神活動的物質化」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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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巫術的精神活動，已有的大量的

精神內容的物質化」 [42]。以認知內容為

對巫術思維、神話思維、原始思維等的研

例，今天的科學思維乃至日常語境中不認

究，都已不同程度向我們揭示或證明，此

為具備物質性或實體性的諸如屬性、運

處不必贅述。但有兩點還需簡略提及。其

動、力量、關係、狀態等，在巫術思維的觀

一，討論巫術的精神活動，不應將這裏所

照下都成為獨立自存的物質性的實在。比

說的精神活動僅僅理解為認識活動，而應

如，關於屬性，卡西爾指出，巫術和神話思

注意到，所謂的巫術的精神活動或巫術思

維「從單一層次去看實體，認為同一個實

維，實際上是包含了感覺、情緒、意志、想

體不『具有』不同的屬性；相反，每一種這

像、認知等等諸多心理層面與精神要素的

樣的特性本身就是實體，也就是說，它只

複雜、綜合的意識行為。對此，或可參照李

能被理解為直接體現、直接實體化」 [43]。

澤厚先生的觀點，他認為：「巫術活動是

煉金術提供了清楚的例證：「煉金術把物

巫師或所有參加者所具有的某種迷狂狀

體看成若干簡單性質的複合體，物體通過

態，它是一種非理性或無意識的強烈情感

純粹的聚合從那些性質中產生出來。每一

的展現和暴露。但由於在活動、操作上又

屬性代表一特定的基本物質，而這些構成

受著上述嚴格形式規範的要求，與繁複的

世界之基本物質的總合，形成經驗物體的

細節儀式相結合，上述迷狂情緒便仍然受

世界。因而瞭解這些基本物質相互混合狀

著理知的強力控制，從而使它發展為一種

況的人，就知曉它們的秘密並玩其於股掌

包容有想像、理解、認知諸因素在內的情

之上，因為他不僅理解這些變化，而且能

[39]

感狀態」 。其二、巫術的精神活動，並不

自己動手造成這些變化」[44]。這種屬性的

是與普通人的日常思維乃至科學思維截然

概念還可作更寬泛的理解，「即使是純粹

不同的另一種思維結構，很難在思維方式

『精神的』、純粹『道德的』屬性，仍在這

上將它們絕對地區分開來。列維‧布留爾

個意義上被視為可轉 移的實體」 [45]。比

的觀點：「原始思維的趨向是根本不同的。

如，「就像日本神道教的一種習俗所表明

它的過程是以截然不同的方式進行著」

的那樣。在這裏，一個渴望解除負罪的人

[40]

，遭到二十世紀大多數 人 類學家的反

從教士那裏拿到一張剪成人的外表形式的

對。列維‧布留爾本人在其晚年的筆記中

白紙，這種外表形式叫做『人的形式的象

也對其觀點有所修正：「我們不能把原始

徵』。這位負罪者在紙上寫下他的出生年

思維的兩個特點（神秘性和前邏輯性）作

月和他家族的姓，然後用他的身體摩擦這

為與其他思維相區分的標志。雖然神秘性

張紙並玷污它，於是這個人的罪孽便轉移

思維在『原始民族』比在我們的社會表現

給了『人的形式的象徵』。在滌罪儀式結束

得更突出，但它在人類社會是普遍存在

時，這些『替罪羊』被拋進河裏或海裏，以

[41]

的」 。

便讓四位滌罪神把它們帶進地獄，在那裏

作為精神活動的巫術在其自我理解

這些替罪羊將消失得無影無蹤」 [46]。「罪

上遵循的「物質化」邏輯，首先表現在對其

孽」在此被實體化、物質化為可轉移、丟棄

內容的理解上。也就是說，巫術傾向於把

的實在之物。

感覺、情緒、意志、想像、認知等意識活動

巫術的「精神活動的物質化」邏輯，

神的內容，精神自身也物質化了。

的形式、過程和力量本身。不過，在「精神

的物質化」邏輯，同樣是一種反向的超越。

活動的物質化」邏輯的引導之下，巫術思

因為，文化作為人的創造與超越，在其精

維並未把語言理解為精神活動自身，而是

神性維度上，就是精神對物質的超越——

將其視為外在的物質現象與自然力量。因

儘管這並不意味著文化是純粹的精神因

此，「神話的每一種源頭，尤其是每一種巫

而與物質無關。巫術作為人類的文化現象

術世界觀，都滲透了對符號之客觀性質和

與精神活動，無疑也體現著這種超越。不

客觀力量的信念。詞的魔力：形象的魔力

過，巫術的精神超越本身卻又是以「物質

和文字的魔力，是巫術活動和巫術世界觀

化」的邏輯進行，這種超越因而是「反向」

[47]

的基本要素」 。這種物質化的有魔力的

的、自我遮蔽的。正如卡西爾所說，巫術與

語言，就是咒語。可以看到，不少人類學

神話思維，「在精神上超出了物的世界，但

家、社會學家都注意到了咒語在巫術當中

在它藉以取代物質世界的圖型和形象方

的核心位置。比如，莫斯認為，就巫術而

面，它只是用物質性的另一種形式和對物

言，「沒有語言的儀式並不存在；外表的沉

的另一種束縛形式去代替物。那似乎使精

默並不等於巫師沒有在念表達其意志的

神擺脫物之羈絆的因素，成了新的束縛，

無聲的咒語。……形體儀式只不過是不發

而且更強有力，因為它不是單純的自然力

聲的咒語的一種轉譯：一個動作就是一個

量，而是一種精神力量」[51]。

符號，也是一種語言」 [48]。馬林諾夫斯基

綜上所述，巫術的文化哲學邏輯具體

也曾指出：「咒 語永 遠 是 巫術行為底 核

體現在三個方面：「人類行為的自然化」、

[49]

心」 。而咒語的力量的源頭，就在我們

「個體生存的群體化」與「精神內容的物

此處所討論的「精神活動的物質化」的邏

質化」。而貫穿於三者之中的，則是一種

輯。列維—布留爾的一段論述頗能說明這

「反向超越」的文化意向。可以說，正是這

一點：「下面一個十分流行的風俗也說明

種「反向超越」，構成了巫術的根本性的文

了作為詞所具有的神秘性質和力量，這就

化精神。

張 震、蘇薈敏：反向的超越

可以看到，巫術所遵循的「精神內容

巫術的「精神活動的物質化」邏輯，最集中的表現是語言的物

精神活動的成分、內容，還就是精神活動

文化評論

的崇拜。對精神活動來說，語言不僅僅是

質化及對其力量的崇拜。對精神活動來說，語言不僅僅是精神活動

量的物質性存在。在此意義上，不僅是精
的成分、內容，還就是精神活動的形式、過程和力量本身。

最集中的表現是語言的物質化及對其力量

是在巫術的甚至宗教的儀式中使用的為
聽眾所不懂得有時連念誦的人也不懂得的

[1]

歌曲和經咒。為了使這些歌曲和經咒能被
認為是有效的，只要它們是按照傳統用祭
神的語言口傳下來就夠了。例如，斯賓塞

[2]

和紀林指出，在澳大利亞中部各部族那
裏，『在祭神儀式的場合中，土人們通常都

[3]

不知道詞的意義，這些詞是以不變的形式
從阿爾捷林時代的祖先那裏傳下來的』」
[50]

。巫術儀式中的咒語，只要是從傳統或

[4]

祖先那裏傳下來的，即使聽眾和念誦者都

[5]

的，而僅僅被看做某種外在的具有強大力

藍德曼《哲學人類學》，彭富春譯（北
京：工人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頁
二四四。

同上，頁二四四。
同上，頁二四五至二四六。
[6]
列維 ‧斯特勞斯《野性的思維》，李幼

明語言在此不是作為精神活動自身的形式
和力量，不是作為意義的自我構造被理解

卡西爾《神話思維》，黃龍保等譯（北
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二
年），「序言」，頁三。

蒸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二
○○六年），頁二○三。
[7]

馬林諾夫斯基《文化論》，費孝通譯
（北京：華夏出版社，二○○○年），

８７

不懂，也不妨礙其效用和力量。這充分說

胡塞爾《哲學作為嚴格的科學》，倪梁
康譯（北京：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九
年），頁八。

同[6]，頁一二。
同[6]，頁二○三。
[10]
衣俊卿《文化哲學十五講》（北京大學
出版社，二○○四年），頁一六。
[9]

巫術所遵循的「精神內容的物質化」邏輯，同樣是一種反向的

儘管這並不意味著文化是純粹的精神因而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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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因為，文化作為人的創造與超越，在其精神性維度上，就是

精神對物質的超越

物質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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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五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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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覃俐俐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二○一○年），頁一三一。
[12]

[14]

莫斯《巫術的一般理論》，楊渝東譯
（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
七年），頁六二。

[15]

馬林諾夫斯基《巫術科學宗教與神
話》，李安宅譯（北京：中國民間文藝
出版社，一九八六年），頁五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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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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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張紫晨《中國巫術》（上海三聯書店，
一九九○年），頁二六。
[22]

[24]

同[20]，頁一一九。
[25]
C·恩伯·M·恩伯《文化的變異——現代
文化人類學通論》，杜彬彬譯（瀋陽：
遼寧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
二九至三○頁。
[26]

同[14]，頁一四七。
同[14]，頁一四八。
[28]
同[14]，頁一六四。
[29]
同[14]，頁一四九。
[30]
列維—斯特勞斯《結構人類學》（第一
卷），張祖建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出版社，二○○六年），頁一七七至頁
一八八。
[27]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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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頁一九一。
[33]
同[14]，頁一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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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二○○
[32]

四年），頁一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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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進田《文化哲學導論》（北京：法律
出版社，一九九九年），頁二七四。

[37]

同[10]，頁五六。
同[2]，頁四五。
[39]
李澤厚《已卯五說》（北京：中國電影
出版社，一九九九年），頁四二至
四三。
[38]

[40]

列 維 ‧布 留 爾 《 原 始 思 維 》 ， 丁 由 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一年），
頁二。
[41]

轉引自巴納德《人類學歷史與理論》，
王建民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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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同[2]，頁四八。
同[2]，頁七三。
[44]
同[2]，頁七四。
[45]
同[2]，頁六三至頁六四。
[46]
同[2]，頁六四。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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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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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同[42]，頁一七三。
[51]
同[2]，頁二七至頁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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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 ward Transc endenc e: O n
the Logic of Cultural Philosophy of
Witchcraft
Zhang Zhen, Su Huimin(Yunnan
University)
A b s t r a c t：T h e log ic of c u lt u r a l
ph ilosophy of witchcraf t refers to its
inner spiritual essence and deep operation
mech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philosophy, which contains three aspects:
the nat uralization of human behavior,
the group transformation of individual
survival and the materialization of spiritual
activities. There is the cultural intention of
backward transcendence running through
them.
Key words: witchcraf t; the logic
of cu lt u r al ph ilosophy; back wa rd
transcen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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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貧困青少年的尊嚴及自信
──廣西扶貧前線的觀察與分析
文化更新研究中心院長
要：本文是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在廣

3. 不能上學和看醫生。

西扶貧前線的觀察與分析。中國近年推動的扶

4. 沒有土地生長食物。

貧戰略，包括精準扶貧、旅遊扶貧、企業扶貧

5 . 沒有工作 機會去 賺足 夠生活所

摘

等，都獲得重大成果，在城鎮化規劃、基本建

需。
6. 沒有能力得到借貸。

設、改進貧困地區物質條件上，均已有令人驚異

7. 不能得到清潔食水及公共衛生環

的改進。但是，本文提出，弱勢群體在得到物質
支持的同時，也需要精神上的關懷愛護，以得

[2]

境 。
我們文化更新團隊(總部在加拿大，

到自信與尊嚴。

貧困人口中都有所見，但有所不同，中國

貧困的定義

情況是：
1. 第三點並非「不能」上學和看醫

根據聯合國一九九八年的定義：「貧

生，中國孩子全都能上學，只是不夠資源

困根本上是無能力去擁有選擇或機會，是

提供上學所需的食宿與書本費，家人很多

人尊嚴的違背。那是指缺乏基本能力去有

有病而不夠錢治療，或治療用光所有錢而

效地參與社會。是指不能為家庭提供足夠

不夠供應教育所需。

食物或衣服，不能上學和看醫生，沒有土

2. 第四點，農民並非「沒有」土地，而

地 生長食物，沒有工作去賺足夠生活所

是土地不夠，所生產的不足以賺回生活需

需，沒有能力得到借貸。那是指不安穩、毫

求。

無力量，引致個人、家人及社群的被排除。

3. 貧困農民出外打工不是「沒有」

是指容易遭受暴力，意味著住在邊緣及脆

工作，而是工作賺得不足，特別是若有幾

弱的環境中，不能得到清潔食水及公共衛

位子女要供養其受教育，工資不足就要停

生環境」[1]。

學。有時要多做一份工作，十分疲累，有時

根據以上定義，由上大約貧困可分以
1. 缺 乏基 本 能力去有 效 地參與社

但公共衛生條件不夠好，如家畜的糞便處
理、垃圾的處理等。

會。
2 . 不能 為家庭 提 供足夠食 物或 衣
服。

4. 第七點，在中國農村大都有水電，

中國近年推動的扶貧戰略，包括精準
扶貧、旅遊扶貧、企業扶貧等，都獲得重

８９

下七點：

甚致用賣血方式供孩子受教育。

中國近年推動的扶貧戰略，包括精準扶貧、旅遊扶貧、企業扶

育扶貧十五年，發覺以上七點大致在中國

貧等，都獲得重大成果，在城鎮化規劃、基本建設、改進貧困地區

信與尊嚴。

分部在美國、香港與新加坡)，在中國作教

物質條件上，均已有令人驚異的改進，這都是我們親眼所目睹的。

關鍵詞：廣西，扶貧，規劃，弱勢群體，自

梁燕城：重建貧困青少年的尊嚴及自信

■ 梁燕城

文化中國

大成果，在城鎮化規劃、建造基本建設、

已成為醫生。由於資助減輕了負擔，如今

改進貧困地區物質條件上，均已有令人驚

回縣城的中學當廚師，在校可常見到兒子

異的改進，這都是我們親眼所目睹的。

了，兒子亦是文更資助生。
2. 父母在，但貧病交加

但本文要提出的是，弱勢群體在得到

若父母在身邊，或是務農，或是在農

物質支持的同時，也需要精神上的關懷愛
護，以得到自信與尊嚴。

孩子的尊嚴

村打散工，收入微薄，且有多位家人患病，
貧病交加，兒童或青少年在成長中，要分
擔家庭的困苦，弱小心靈很傷痛無助。

我們多年在廣西做教育扶貧所體會，

考上大學，但因家貧而沒法入學，在山上

尊嚴是指在人與人關係中，個人被他

農村教小學。父親突患腎結石，不能工作，

人所肯定的一種地位，也是一種個人的感

叔叔跌傷腰背，不能幫忙，全家靠她六百

受，指感到被尊重，在他人心中被視為重

元薪酬維持，包括供弟弟讀書。而中國剛

要，感到被人所愛護和關心，自己說的話

教育改革，要求老師有大專以上學位，否

他人會聆聽，自己與他人在地位上是平等

則下崗。她家貧病交加，連自學考試的錢

的。由此產生自尊與自信，成長為心靈健

也沒有，陷入極大危機，因貧困背景，一生

康的人，有愛心關懷人，願貢獻社會的品

前景渺茫，十分傷痛。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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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嚴是指在人與人關係中，個人被他人所肯定的一種地位，也是
一種個人的感受，指感到被尊重，在他人心中被視為重要，由此產生
自尊與自信，成長為心靈健康的人，有愛心關懷人，願貢獻社會的品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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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們最需要的是：尊嚴、自信。

案例：在資源縣中專畢業的唐同學，

文更 及時資助來臨，她完成自學考
我們在中國廣西所接觸的貧困兒童

試，取得本科資格，出來工作後年年自費

與青少年，其心靈常有一種傷痛，從各案

資助貧困學生，而得組織肯定及提拔，成

例中，可歸納其困苦如下：
1. 父母出外打工，缺乏父母疼愛

為團委書記、人大代表、人大主席，今成為

他們大 都是 留守兒 童，父母出外 打

來賓市招商局局長。
3. 家庭變局的沉重負擔

工，少時沒有父母在身邊，缺乏父母的擁

貧困家庭也常有變局，如父母離婚，

抱和疼愛，缺乏家庭生活，也缺乏可跟從

或父親出外工作，多年不回家，或父母死

效法的父母形象。他們心中常有缺乏父母

亡，也使很多貧困兒童心靈負擔沉重，極

疼愛的傷痛。

之傷痛。

案例：融水縣在學校工作的一位廚

案例一：隆林縣一位姓班的女同學，

師羅先生在接受訪問時，指出過去出外工

我們入村探望，一見我們就痛哭，因自少

作，每次回家，女兒都流淚哭泣，這是孩子

父親出外 打工，每年新春帶錢回家供 養

缺乏父母在身邊的深刻傷痛。父親也覺對

她和弟弟讀書，但近四年沒有回家，全家

不起女兒。女兒在文化更新資助下，如今

經濟陷危機，母親身體不好，連看醫生的
錢也沒有。作為高中快畢業的大女兒，對
家庭困境束手無策，十分傷痛。她因家庭
變局，成績不好，很難考上大學，前途迷
茫。文更已資助她讀書，多次探望對她的
關愛，帶來很大鼓勵，結果她奮鬥成功入
專科學院，現已畢業，且嫁了一位勤懇工
作的小老闆，父親也回來找她，困境已渡
過。
案例二：融水縣一位姓何的男同學，

叔飛到，還特別接他。

的事。他母親做打石工人養大他和哥哥，
功讀書。不料在他初中二時，母親的工場

從發展心理分析成長過程的創
傷
文更團隊十五年與貧困兒童及青少

哥哥高二，只能出來到理髮店做洗頭，而

年接觸與交談，包括探訪家庭和宿舍瞭解

他才十三歲，文化更新剛好資助這中學，

其生活，資助與關懷的同學從小學四年級

學校把他放進這項目中，可寄宿及繼續學

開始，到大學畢業為止。瞭解他們心理不

業。文更團隊知其故事後，義工李爸爸李

同年齡的狀況，對其認知心理發展中，歸

媽媽夫婦認他為兒子，給他關懷和溫暖，

納大概有幾個階段的心理創傷或危機：
1. 幼少時不知家庭困難

供養到大學畢業。何同學曾說自己是天涯
海角無家可歸的孩子，一想起加拿大的義

在探訪時見其幼年弟妹，明白幼少時

父母就流淚。如今何同學大學畢業後，到

不知家庭處境困難，多是天真而頑皮，在

銀行工作，回到融水做貸款工作，由於十

山野中奔跑玩耍。
2. 高小以後對前景擔憂

分勤懇刻苦，被提拔了。他用收入幫哥哥
開了一間美髮店，還買了一單位，在頂樓上

隨著年紀漸大，約在高小以後，認知

有陽台及往房，共兩層，供哥哥及自己兩

家庭貧窮，可能失去讀書機會，即進入一

家人住。因要在另一鎮工作，結了婚生了

種危機感，心理發展上產生對自己及家庭

女兒，也買了一單位。
4. 因弱勢而要分擔家庭之艱苦

前景的擔憂。
實際案例：很多學生會擔憂父母工作

貧困在社會上是弱勢者，他們感到遠

的勞苦，如田東縣一女生因父親賣血供其

遠比不上其他人，且從成長過程中，發現父

讀書，而非常痛心。或融水具一男同學因

母要面對很多難題，他們都要分擔父母及

姊姊考上大學，可能就要犧牲自己綴學，

家庭之艱苦，生活是很不容易有自信。

來完成姊姊學業，他那時甚至為此而臥

案例：十三年前到龍勝縣，文更團隊

路軌自殺，幸好火車見到停下來，罵了他

被帶去參觀著名的龍脊梯田，有人抬轎送

一頓。青少年成長時的憂慮，是一沉重負

我們上山，抬轎的一位是中老年，一位是

擔。

年青人。見他們辛苦，我中途下轎，和他們

3. 留守兒童失去父母關愛的深藏創傷

一同行上去，知轎夫是兩父子，兒子剛高

留守兒童眼見父母到外工作，離去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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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塌石，她被壓死了，兩兄弟頓成孤兒。

貧困在社會上是弱勢者，他們感到遠遠比不上其他人，且從成

他見母親手上很多老繭，很痛心，非常用

研究報告

用刀所砍傷，父親自殺而死，是家庭悲慘

長過程中，發現父母要面對很多難題，他們都要分擔父母及家庭之

一交通警察，在守機場時，得知義工梅叔
艱苦，生活是很不容易有自信。

臉上有一疤痕，是三歲時精神失常的父親

考之後，回家幫老父抬轎，因老父靠極勞
苦的體力幹活來養大他，他從小就明白家
艱苦，故一有機會就減輕父親的勞苦。他
們一家以抬轎為生，父親用這微薄收入供
兒子讀書。兒子廖同學，是全村唯一讀高
中剛畢業，旁邊的抬轎同鄉說，他是一村
人的光榮。如今盼他考上大學光宗耀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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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鼓勵他，說如果考上大學，我們會資助
他。大家很高興。可惜稍後知道，他考不上
大學，我們仍是鼓勵他，結果他終考上成
為學警，我們按承諾資助他，如今已成為

本文作者(右一)看望貧困學生

文化中國

非常傷痛，面對年老的爺爺奶奶，其關愛

其被遺棄感十分強烈，覺得自己什麼都不

與父母不同，有些連祖父母都無，寄宿回

是。

家後，小小年紀就要照顧自己及弟妹。心

實際案例：一位隆林縣女同學，在座

理發展上感到被父母拋棄，其被愛的需要

談會中一開始說話就泣不成聲，因她父母

無法滿足。這是一種深藏的創傷。

離婚，都不要她，使她感到很大傷痛和自

實際案例：在文更資助龍勝縣的小學

卑，其實她十分優秀，成績很好，人也很漂

女童班中，團隊叔叔阿姨來關愛探訪的一

亮，但卻沒有自信。當遇到叔叔阿姨的關

天，女童們都從學校跑出來擁抱，之後表

心愛護，即傾吐出心中積壓的創傷痛楚。

演唱「感恩的心」時，大都泣不成聲，團隊
心理上把叔叔阿姨投射成父母，在其身上

文化更新事工開始時是一種激情，這是激情的純愛。但後面卻

９２

來自清心寧靜的靈性體會，我們體會一種崇高美善的呼喚，一個中國

更新的呼喚，要用無條件的愛，去撫育百年民族文化的創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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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去時，女童都抱著叔叔阿姨痛哭。這是

重建孩子尊嚴與自信的扶貧策
略

找到愛的彌補。團隊的關愛觸動到其深藏

文化更新事工在一九九四年在加拿

創傷，但關愛也帶來一種醫治，就是其他

大成立，之後在美國、香港及新加坡成立

人也愛護她們
4. 親人傷病死亡的傷痛形成對生命的
恐懼感

分會。開始時，是一種激情，對中國百年苦

貧困家庭也有不少來自家中雙親有人

後面卻來自清心寧靜的靈性體會，我們體

傷病或死亡，兒童或青少年見至愛親人的

會一種崇高美善的呼喚，一個中國更新的

苦難，甚至見親人死亡，在心理上產生內

呼喚，要用無條件的愛，去撫育百年民族

在的創傷，包括對傷病與死亡的恐懼，一

文化的創傷。

生也會有陰影。

難的悲痛，對文化精神重建的投身，對貧
困兒童艱苦的疼心，這是激情的純愛。但

文化更新的團隊進入中國時，中國仍

實際案例：融水縣一位女同學講到父

是貧乏艱難，經瞭解中國國情與處境，我

親在外打工，爭取欠薪時被打得很傷，女

們服侍中國的精神方向，是要用無條件的

兒為父親心痛而哭泣，這是為父親受不義

愛去對中國，無論中國如何落後，體制如

對待而來的傷痛。也有融水縣一位女同學

何不完滿，我們仍是尊重、愛護和服侍祖

見母親癌病死，幾年來都非常傷心，也有

國及其人民。無條件的愛是不以論斷指責

對死亡及失去親人的恐耀，希望有人用愛

為先，卻先去瞭解中國歷史的悲劇，諒解

心來關愛扶持自己。見文更叔叔阿姨來，

接納中國過去發展的曲折，並且在現實上

親手造了多件手工禮物，站在最前面，對

對貧苦大眾盡力關懷扶持。

叔叔阿姨一人送一件，在座談時流淚仔細

文化更新團隊在二○○○年開始到

公開講其母去世的詳情，在吃午飯時先後

廣西瞭解貧困狀況，二○○一年開始將當

依戀在幾位阿姨身邊，傾訴其心中苦楚。

年所儲備的捐款二萬加元(約十六萬人民

這是其心中的苦情，期待愛護她的叔叔阿

幣)投入資源縣及金秀縣資助老師提升學

姨安慰。
5. 家庭變故的傷痛與自卑內疚

歷。從今以後十五年，在海外華人中籌款
到貧困縣助學。期間我們深入到十三個貧

家庭變故如父母離婚，對孩子們心

困縣，與草根人民接觸，包括資源、金秀、

靈打擊很大，兒童會以為是自己頑皮，引

龍勝、恭城、陽朔、融水、武宣、三江、龍

至父母離異，因而心理上感到內疚，有很

州、田東、安都、羅城、隆林。資助學生部

大自責。青少年因從小見父母吵架或暴力

份從小學開始，也有高中開始，至大學一

相鬥，會十分恐懼和退縮，形成很大的自

年級。文更跟進每一學生的發展，叔叔阿

卑，有一些父母雙方都不要，交給祖父母，

姨們每年都探望鼓勵他們。

沉的創傷與內心抑鬱，缺乏尊嚴與自信。
文更扶貧的策略，是以仁愛之心，崇高的
人格生命與孩子會面。讓他們明白，我們
雖來自海外，非親非故，但我們關愛他們，
尊嚴與價值的。他們不用回報我們，只要
一生能愛他人，愛國家，愛人類，就是感恩

地方，坐十多小時飛機，再坐幾個小時車

了。

才能見到你們，那是因為我們愛你們」。坐
我們的做法和扶貧的策略，包括以下

各點：
1. 持續關愛，使仁愛成為人格的典範

在下面聽的兒童和青少年，馬上感動而眼
睛潤濕，開始時他們聽不太清楚是什麼，
只知道老師說這些是恩人，但仍有一種陌

孩子自小在教育上也明白愛國愛人民

生，但一旦感受到一種關愛，就觸發內心

的道理，但沒有真正的人去做給他們看，

因失去父母愛的創傷感，馬上由陌生轉為

文更的策略，是向孩子們表達無條件的

親切，從叔叔阿姨身上得到愛，也得到尊

愛，愛國愛人民愛人類愛天地萬物，示範

嚴。

仁愛，顯示一種真誠的關心，一種對國家
無私的奉獻，且每年跟進關愛所資助的孩
子，到大學一年級為止。

3. 使兒童與青少年明白，你們是祖國最
寶貝的孩子

我又說：「雖然過去不認識你，但在

叔叔阿姨們從認識他們開始，每年都

我們心中，你們每一位都是祖國最寶貝的

探望他們，關心愛護他們，入大學以後，他

孩子，是我們最珍愛的。愛超過時間空間

們面對前景與愛情的困惑，都主動向叔叔

和年齡，愛是無條件的」。叔叔阿姨在此

阿姨溝通諮詢。這種持續的關愛，使他們

具體向兒童和青少年傳出祖國關懷的信

感到自己被重視，有尊嚴，醫治其多年心

息，由於我是全國政協的海外列席代表，

底的創傷。

也是廣西政協的海外貴賓，更加強了國家

同學們畢業以後，開始脫貧，知文更

重視他們的信息。說明他們在祖國裏是重

團隊到廣西，都聯繫各同學，反過來探望
帶所生的孩子們來見面，有些結婚叔叔阿

要的，因而有尊嚴有自信。
4. 愛永不止息，叔叔阿姨心中你們是永
遠美好

姨也參與。孩子們長大成才後，都知感恩，

當孩子成長了，面對成人種種問題，

真正學會愛家愛國愛人民，大家已成為中

有婚姻危機，有工作的困難，有人事的衝

華民族裏的親人。

突，在不成功時，跌回自卑的陷阱。這時他

叔叔阿姨，有時反過來請叔叔阿姨吃飯，

文更是以仁愛及道德培育真正有品

們會把文更叔叔阿姨看成是親人、朋友、
心靈輔導師，而傾訴心中的苦情。
實際案例：一位資源縣女同學，大學
畢業後，嫁了一位有點錢的商人，天天在

多年來我們團隊去探望孩子，座談會

家看孩子。丈夫在外應酬，常很晚才回家。

第一句話我就說：「我們來自很遠很遠的

她與我通微信，表示開始擔心，丈夫會否

９３

格的下一代。
2. 以仁愛為核心價值，使兒童與青少年
感受親切

梁燕城：重建貧困青少年的尊嚴及自信

愛是無條件的。他們雖貧困，但他們是有

除了從社會改革及物質條件改善上解決貧困，還有一重要維

質與金錢的缺乏，而是其精神狀態，有深

度，就是貧困兒童與青少年因貧困或家庭變故，形成心靈的創傷，

基本瞭解，發覺孩子們的困苦，不單是物

感到自己不重要，缺乏尊嚴與自信。

生，大都是留守兒童，部份是孤兒。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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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更前後資助過一萬二千人次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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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愛自己，自己是否不行了。她明白，這是

量。在社會公益及扶貧工作上，提供精神

從小因貧窮而來的自卑心理，再次形成。

上關愛與心理上輔導的功能，這方面是一

我告訴她，最近她和其他同學來探叔叔阿

般按行政工作的官員所不易做到的。

姨，見面吃飯，我們覺得她比前更成熟漂

2) 立法規管各種慈善組織，使與政

亮，怎會不行，其實在文更叔叔阿姨眼中，

府配合，又請有扶貧經驗的成熟工作者、

你永遠是善良美好的。之後再教她以正能

社工及學者，從社會現狀、心靈關顧與輔

量對丈夫，如何建立一個好婚姻。她之後

導等知識及經驗，培訓志工，栽培民間愛

表示，明白了自己在叔叔阿姨心中永遠寶

心團隊，成為扶助弱勢的生力軍。

貴，回復了自信，再慢慢重建婚姻好關係，
文更叔叔阿姨的關懷和愛護，是延續
一生的。

總結與建議
總結十五年在廣西的經驗如下：

進經驗，如加拿大魁北克省有整體政策書
「不讓一人被遣棄」(Don’t Leave Anyone
Out)[3]，希望用十年達至最少貧困的工業
化社會，提出就業、收入、保險、少數族裔
與新移民協助、老弱傷殘的協助等。為了
達至目標，建立詳細諮詢程序：

1. 十五年來與廣西農村發展同行，體

1 . 議 會 建 立了一 個 委 員 會，包 括

驗到農村由一窮二白到逐漸繁榮，發現政

一百三十五位個人、團體及組織代表，收

府的大戰略，是以建立良好基本建設，將

集一百六十六個簡報。

沿岸經濟的成功帶入農村，通過城鎮化帶
動農村，再以精準扶貧、旅遊扶貧、金融貸
文更的團隊，都帶著愛祖國、愛孩子、愛大地的激情，不求回

報地付出，其真誠愛心使孩子感到像父母一樣，醫治了其創傷，充

９４

實了留守兒童的心靈需要。得到尊嚴與自信，就可健康發展，且學

會了用愛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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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快樂。

3) 策劃全省這類工作，可參考一些先

2. 在全省十七個區與一千個團體代
表開會。

款與企業扶貧等，針對性地解決貧困問題

3. 與五十位代表開了七個論壇。

等。中國從發展解決貧困之路是成功的。

4. 建立顧問團及行動研究小組。

2. 十五年經驗所見，除了從社會改革

以上 這些做法，可按中國國情而修

及物質條件改善上解決貧困，還有一重要

改，由政協建立委員會，廣招各方前線愛

維度，就是貧困兒童與青少年因貧困或家

心團體代表，收集簡報，在全省不同縣與

庭變故，形成心靈的創傷，感到自己不重

各團體開會，推動論壇研討，建立顧問團

要，缺乏尊嚴與自信。

或行動研究小組，不讓一人被遣棄，用中國

3. 文更的扶貧模式，不單提供物質條

話說，一個不能少。

件，且提供心靈醫治，通過多年持續的關
愛，使孩子回復尊嚴與自信。文更的團隊，
都帶著愛祖國、愛孩子、愛大地的激情，不
求回報地付出，其真誠愛心使孩子感到像
父母一樣，醫治了其創傷，充實了留守兒
童的心靈需要。得到尊嚴與自信，就可健
康發展，且學會了用愛對人。
4. 建議政府在大戰略上發展的同時，
也有小戰略的心靈關顧與輔導計劃，善用
民間的愛心力量：
1) 中國民間有很多愛心人士，也有很
多合法的宗教團體，教導世人仁愛慈悲。
善用這些團體，成為支持政府大戰略的力

[1]

UN Statement, June 1998 – signed by the
h e a d s o f a l l U N a g e n c i e s 參考D a v i d
Gordon, "Indicators of Poverty & Hunger", Expert
Group Meeting on Youth Development
Indicators, United Nations Headquarters,
New York, 12th – 14th December 2005 .
http://www.un.org/esa/socdev/unyin/
documents/ydiDavidGordon_poverty.
Fundamentally, poverty is the inability of
having choices and pportunities, a violation
of human dignity. It means lack of basic
capacity to participate effectively in society.
It means not having enough to fee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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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燕城：重建貧困青少年的尊嚴及自信

Frontline of Poverty Charity

中國民間有很多愛心人士，教導世人仁愛慈悲。善用這些團

Obser vation and Analysis of

體，成為支持政府大戰略的力量。在社會公益及扶貧工作上，提供

Don’t Leave Anyone Out http://www.
mess.gouv.qc.ca/grands-dossiers/luttecontre-la-pauvrete/bilan-demarcheconsultation_en.asp 魁北克的資料均來自
此。

精神上關愛與心理上輔導的功能，這方面是一般按行政工作的官員

[3]

更詳細有關貧困的討論，可參考Poverty
In Focus ，International Poverty Centr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December 2006 (http://www.ipc-undp.org/
pub/IPCPovertyInFocus9) 本文不再探
討。

In-sing Leung(President of Cultural
Regeneration Research Society)
Abstract: This ar ticle is the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Regeneration Research Society regarding
the frontline of poverty charity in Guangxi
province. In recent years, China's strategy
on the poverty charity, including poverty
charity, tourism support and cor porate
alleviation and so on, all have achieved
the signif icant achievements. In ter ms
of urbanization planning in those area,
const r uction of basic inf rast r uct u re,
improvement of mater ialization
conditions , there have been surprising
accomplishment. However in this article
it raise up a discussion that the vulnerable
groups need spiritual care and love to gain
self-confidence and dignity, while they
receiving the material charity.
Key words: Guangxi, poverty charity,
self - confidence, dignity.

所不易做到的 右(圖為文更團體與贊助學生合影 。)

[2]

clothe a family, not having a school or clinic
to go to, not having the land on which to
grow one’s food or a job to earn one’s
living, not having access to credit. It means
insecurity, powerlessness and exclusion of
individuals, households and communities. It
means susceptibility to violence, and it
often implies living in marginal or fragile
environments, without access to clean water
or sanitation.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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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人物

顧太清與碧城仙館主人
──嘉道年間文壇的一段公案
█ 劉舒曼
南京大學圖書館
要：作為嘉道年間女性文壇的重要

譜香，又字雋甫、雲伯，英白，後改名文述，

人物，顧太清的交遊範圍可說廣闊。除了秋紅

別號元龍、退庵、雲伯，又號碧城外史、頤

吟社的同社姊妹之外，亦有不少男性文友與

道居士、蓮可居士等，錢塘（今浙江杭州）

之唱和。杭州碧城仙館主人陳文述，則以招收

人。他步隨園老人袁枚的後塵，以「碧城仙

女弟子著名。陳文述與顧太清的交遊圈頗多重

館」的旗號，收了一批女弟子，編有《蘭因

合，秋紅吟社中的數位骨幹都與他有過交往。

集》、《西泠閨詠》等書。平心而論，他在

顧、陳二人之間亦有過不算佳話的文字往來。

清代女性文學發展史上是功不可沒的。

本文將通過對顧太清和陳文述交遊圈的梳

細究起來，陳文述和顧太清的交遊
圈，實在有很多交集。陳文述的姻親中，

理，闡釋這段公案。
關鍵詞：顧太清，陳文述，碧城仙館，秋
作為嘉道年間女性文壇的重要人物，顧太清的交遊範圍可說廣

９６

闊。陳文述與顧太清的交遊圈頗多重合，秋紅吟社中的數位骨幹都

與他有過交往。顧、陳二人之間亦有過不算佳話的文字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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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與太清有交誼的有子婦汪端、汪端的姨母
梁德繩及其二女許延礽、許延錦。尤以許

紅吟社，交遊。

氏姊妹為顧太清摯友，姐姐許延礽為碧城
道光二十年（一八四○年），顧太清寫

弟子之一。另一位碧城弟子吳藻，亦與顧

了一首不尋常的詩，詩題說明緣由，「錢塘

太清有文字交誼，互相欣賞。在陳文述的

陳叟字雲伯者，以仙人自居，著有《碧城仙

師友輩中，阮元、阮福父子與奕繪、顧太

館詩鈔》，中多綺語，更有碧城女弟子十餘

清夫婦交情頗深。顧太清的終身摯友沈

人代為吹噓。去秋曾托雲林以《蓮花筏》

善寶，在其記錄當時女性文壇的《名媛詩

一卷、墨二錠見贈，予因鄙其為人，避而

話》中，對陳文述及碧城女弟子亦讚賞有

不受。今見彼寄雲林信中有西林太清題其

加。這些女性中，顧太清、許延礽、許延

《春明新詠》一律，並自和原韻一律。此事

錦、沈善寶皆為秋紅吟社骨幹人物。除顧

殊屬荒唐，尤覺可笑，不知彼太清此太清

太清外，其餘諸人皆為杭州閨秀文化圈中

是一是二？遂用其韻，以記其事」。詩云：

人，彼此皆有交情。

「含沙小技太玲瓏，野騖安知澡雪鴻；綺

首先來看陳文述的姻親與顧太清的

語永沉黑闇獄，庸夫空望上清宮。碧城行

交 誼。陳 文 述的兒 媳汪端（一 七九 三 至

列休添我，人海從來鄙此公；任爾亂言成一

一八三八年），字小韞，號允莊，著有《自

[1]

笑，浮雲不礙日頭紅」 。

然好學齋詩鈔》、《明三十家詩選》。父汪

說它不尋常，以顧 太清的個性和修

瑜，母梁應鋗。汪端嘉慶五年（一七九五

養，這樣 措 辭嚴 厲，在 她的 詩詞中極少

年）喪母，嘉慶 十三年（一八○八年）兄

見 到。針對個人的，更 可以說 是 絕無僅

長 汪 初 病 逝，父 將 其 寄 養 姨 母 梁 德 繩

有。這個被她痛批的「陳叟」，名叫陳文述

（一七七一至一八四七年）家。嘉慶十五年

（一七七一至一八四三年），初名文傑，字

（一八一○年），歸陳文述之子陳小雲。嘉

為夫人所撫育，故及之」[9]。

始修道。沈善寶這樣評價她，「小韞博學強

道光十九年）的成員，與顧太清的關係都

記，穎悟非常，九歲工詩，吐屬已過老成。

很親密，太清詩詞中涉及此二人的極多。

歸陳小雲別駕，時有金童玉女之目。小雲

許雲林嫁孫承勳，許雲姜則是阮元的兒媳

即陳雲伯文述大令之子，一門風雅，討論

（夫婿阮福）。顧太清曾冒雪拜訪雲林，並

[2]

寫下一闋《喝火令》（己亥驚蟄後一日，雪

光二十年，汪端已經去世，但她在去世前

中訪雲林，歸途雪已深矣。遂拈小詞，書

與顧太清亦有筆墨往來。許雲林曾乙太

於燈下），「久別情尤熱，交深語更繁。故

清《聽雪小照》索題，汪端為效花蕊夫人

人留我飲芳罇。已到鴉棲時候，窗影漸黃

宮詞體書八絕句應之，詩見《自然好學齋

昏。拂面東風冷，漫天春雪翻。醉歸不怕閉

詩鈔》。此畫繪於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

城門。一路瓊瑤，一路沒車痕。一路遠山近

[3]

年），太清有《金縷曲》自題 。汪端姨母

樹，妝點玉乾坤」[10]。若非情誼深厚，定不

梁德繩亦是有名才女，字楚生，晚號古春

會踏雪而來。顧太清另有一闋著名的《江

軒老人。工詩，能書，善琴，尤長篆刻，曾與

城梅花引》（雨中接雲姜信），則是寫雲姜

其夫許宗彥續寫陳端生《再生緣》（陳端

回杭州後的牽掛之情，「故人千里寄書來。

生為陳文述族姊，亦是巧合）。有《古春軒

快些開。慢些開。不知書中，安否費疑猜。

詩抄》存世，阮元作序。顧太清與梁德繩

別後炎涼時序改，江南北，動離愁，自徘

雖未謀面，卻有詩詞往還。如《定風波》

徊。徘徊。徘徊。渺予懷。天一涯。水一涯。

一闋，「古春軒老人有《消夏集》，徵詠夜

夢也夢也，夢不見、當日裙釵。誰念碧雲，

來香鸚哥，紉素馨以為架者，蓋雲林手制

凝佇費腸回。明歲君歸重見我，應不似，別

[4]

也」 。許雲林季女孫靜蘭，深得外祖母梁

離時，舊形骸」[11]。用辭淺而用情深，姊妹

德繩寵愛，不幸於十二歲夭折。梁德繩傷

別後的思念躍然紙上。

慟欲絕，繪《曇影夢痕圖》，作《哭外孫女

阮 元 對 於 陳 文 述，可 以 說 有 知 遇

靜蘭》七言絕句二十首。太清先是在《東

之 恩，陳 文 述一直 以 師 稱之。嘉慶 元 年

海漁歌》中有《乳燕飛‧題曇影夢痕圖》，

（一七九六），陳文述二十六歲，阮元視學

「孫靜蘭，許雲姜之甥女也，十二歲歿於

浙江，試諸生。仿宋畫院制團扇命題，文

外家。外祖母許太大人為作是圖，題詠盈

述詩作最佳，得團扇，人稱為「陳團扇」。

[5]

卷，遂次許淡加韻二闋」 。《天遊閣詩
[6]

杭州向無團扇，因此盛行。阮元的發掘與

集》中又有《重題曇影夢痕圖》 ，同卷中

提拔，陳文述在《頤道堂詩自序》中記述：

的《答古春軒老人》，「白髮高堂應健飯」

「余束髮受書，資質椎魯，未嘗學詩。嘉慶

[7]

則是對梁德繩的勸慰。其夫奕繪也作有

丙辰，儀征阮伯元先生視學浙江，見於試

《金鏤曲》一闋，「題《曇影夢痕圖》，次

作。謂余曰：『子之文揚班儔也。詩亦可及

[8]

許子雙韻」 。

劉舒曼：顧太清與碧城仙館主人

切磋，得竟其學」 。這樁公案發生在道

顧太清曾冒雪拜訪雲林，並寫下一闋《喝火令》，若非情誼深

姜（名延錦），後來皆是秋紅吟社（成立於

厚，定不會踏雪而來。顧太清另有一闋著名的《江城梅花引》，則

光六年（一八二六年）陳小雲死後，汪端開

是寫雲姜回杭州後的牽掛之情，用辭淺而用情深，姊妹別後的思念

梁德繩兩女許雲林（名延礽）、許雲

躍然紙上。

三十家詩選》用功過度，得難寢之疾。道

文學藝術

慶二十五年（一八二○年），汪端編纂《明

高岑王李，若之何其不學也。』余家無藏
書，又裏閈無師友之助，因先生言始有向

亦有來往。許宗彥病逝後，陳文述寫有挽

學之志，觀書於市，且鈔且讀」[12]。阮元在

詩，《挽許周生駕部宗彥並呈楚生夫人》，

為《頤道堂詩選》所作序中，亦提到相識

「君室 梁楚 生夫人名德繩，沖泉司空季

緣由：「余昔視浙學，以《海塘賦》、《團扇

女，博雅能文。君詩文遺稿，皆夫人手定付

詩》識陳子雲伯於稠人中，期以上第，謂此

梓。余子婦汪端，為夫人姨甥女。幼失持，

才庶幾無愧，乃因祿養之」。陳文述詩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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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汪端的關係，陳文述與梁德繩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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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秋夜漫雲吟館對月有懷曼兄兼呈雲台
[13]

師》 。

詞》一卷。有詩集《花簾書屋詩》，今傳九
首。所作雜劇《喬影》，傳唱大江南北。
陳文述的詩集中，與吳藻相關者頗

留心陳圓圓的遺跡，作《後圓圓曲》一首，

多。「女弟子顧螺峰（韶）老友西梅處士女

遵父命寄給陳文述。因此陳文述有《題阮

也，為余寫《金釵問字圖》，極綺羅金粉之

賜卿公子〈後圓圓曲〉》十首，「公子名福

致，因題四首。後西湖兩女士為吳蘋香顧

吾，師雲台制府之仲子，詩文善承家學。近

螺峰作」[25]。陳文述在西湖為菊香、小青、

自滇中奉師命以所作《後圓圓曲》寄余，蓋

雲友修墓，並於孤山建蘭因館，出版《蘭

親至城北商山寺蓮花池之墓上，並得滇中

因集》。吳藻為填南曲，陳題絕句四首。詩

諸耆老相傳文獻較之。文士記載，信而有

云，「一卷離騷酒一杯，青山紅粉換妝台。

征，詳贍風華，足與梅村作並傳，因題十絕

金釵弟子人如玉，第一嬋娟謝絮才」。陳文

[14]

句寄之」 。

述自注「蘋香自寫《讀騷飲酒男妝小像》自

阮元、阮福父子與顧太清夫婦關係甚

填《北新水令》一出，託名謝絮才，江南樂

篤，唱和不斷。《東海漁歌》有《醜奴兒》

部多被之弦歌索爨演，比之黃崇嘏」。金

一闋，記阮元所贈花桶。「花桶，製自阮

釵弟子，即《金釵問字圖》中女弟子。《頤

芸薹相國。截老竹，不拘長短，穴其半，以

道堂集》中亦有《與女弟子吳蘋香書》、

節為底，節節貯水，皆可插花。或掛牆隅，

《與女弟子吳蘋香第二書》[26]。
完成於道光六年（一八二六年）的《西

或排比為屏。最佳者，惟芍藥、洋菊，五色
[15]

絢爛，燦若明霞。特以小詞紀之」 。又有

泠閨詠》和稍後的《碧城仙館女弟子詩》

《金縷曲》，「芸台相國以宋本趙氏《金石

中均收 入吳藻的 詩作。道光 七年，陳文

[16]

在陳文述碧城仙館諸女弟子中，吳藻的才華十分突出，在當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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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文壇佔有一席之地。陳文述的詩集中，與吳藻相關者頗多。吳藻

與顧太清不曾謀面，但有文字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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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年間，阮福隨父親總督雲貴，他

錄》囑題」 。阮元八十壽誕，太清有《瑤
[17]

述撰成《畫林新詠》，收入清初以還畫家

台聚八仙》「祝芸台相國八十壽」 的祝壽

三百餘人，吳藻與眾多碧城女弟子名列其

之詞。《天遊閣詩集》中有《讀芸台相國擘

中。吳藻的詩詞集中亦多處提及陳文述。

[18]

經室詩錄》 、《十一雪後芸薹相國過訪
[19]

談雲南風景》 。

她早年即仰慕陳文述文名，有《高陽台·上
陳雲伯先生謹次見寄原韻即以代柬》，「悵

奕繪《南谷樵唱》中有《江神子》，
[20]

「題阮賜卿《小琅嬛仙館集》」 、《拜星
[21]

何時、立雪閒階」、「蘭姨瓊姊瑤清約，
待明年、拜識芳徽」。《香南雪北詞》中有

月慢》「題《小琅嬛仙館》」 ，小琅嬛仙

《摸魚子‧陳雲伯先生〈桃花漁隱圖〉》」

館為阮福書房名。《安公子》一闋，「謝賜

[27]

[22]

。

卿公子見贈靉靆箋」 。阮福、許雲姜返

吳藻與顧太清不曾謀面，但有文字往

揚州，奕繪有《少年游》「正月九日遣釗兒

來。吳藻的《花簾詞》付梓後，顧曾賦《金

[23]

送賜卿夫婦彰儀門外」 。《思佳客》「三
[24]

縷曲》誇讚，「題《花簾詞》寄吳蘋香女

月十七雨中得揚州信，卻寄賜卿」 。表達

士，用本集中韻」[28]，「何幸聞名早。愛春

了「相知四海如君少，南北音書萬莫疏」的

蠶、纏綿作繭，絲絲縈繞。織就七襄天孫

知己之情。

錦，彩線金針都掃。隔千里、系人懷抱。欲

在陳文述碧城仙館諸女弟子中，吳

見無由緣分淺，況卿與我年將老。莫辜負，

藻的才華十分突出，在當時的女性文壇佔

好才調。落花流水難猜料，正無妨、冰弦

有一席之地。吳藻，仁和（浙江杭州）人，

寫怨，雲箋起草。有美人兮倚修竹，何日輕

生卒年不詳。字蘋香，號玉岑子。道光九

舟來到？歎空谷、知音偏少。只有鶯花堪

年（一八二九年）刊行《花簾詞》一卷，道

適興，對湖光山色舒長嘯。願寄我、近來

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年）刊行《香南雪北

稿」。由詞意可知，兩人雖未謀面，但顧太

傲》，「題《花簾詞》」一闋 。

夫人見有以夜來香穿成鸚鵡鳥形者，茉莉
為駕，制絕工巧，遂作小啟征詩。啟出，和

姜、沈善寶亦交好。集中有如《清平樂‧

者如雲。余賦七古一篇」[36]。如前所述，顧

許雲林夫人畫秋花縱扇為其妹仲絢夫人

太清亦有題詠。
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年）秋，沈善寶

小影〉》、《水調歌頭‧孫子勤〈看劍引杯

即將赴京，眾姊妹於吳藻處設宴餞行，「丁

圖〉，雲林姊屬題》，《一剪梅‧七夕雲林

酉仲秋，知余欲北行，（吳蘋香）約玉士餞

姊招同席怡珊夫人菠香姊乞巧》。許雲林

於香南雪北廬（蘋香室名），時晚桂盛開，

和吳藻同為碧城仙館女弟子，許雲林、汪

周暖姝攜花適至，蘋香即留共飲，四人縱

琴雲編輯校對了《西冷閨詠》第十卷，吳

談今古，相得甚歡」[37]。
是年十月，沈善寶抵京。不久，即與顧

藻、顧韶則是第十二卷。
最後來說一說和顧太清交誼最

太清相識於舊交許雲林家。二人一見如故，

深 厚 的 沈 善 寶。沈 善 寶 在 道 光 十 七 年

互相欣賞。沈善寶這樣評價這位終身摯友，

（一八三七年）入京前，主要結交浙江閨

「滿洲西林太清春，宗室奕太素貝勒繼

秀。她在《名媛詩話》中為杭城閨秀們繪

室，將軍載釗、載初之母，著有《天遊閣詩

了一幅群像，「吾鄉多閨秀，往者不勝指

稿》。才氣橫溢，援筆立成，待人誠信，無

屈，近如梁楚生太夫人（德繩），及長女許

驕矜習氣。予入都，晤於雲林處，蒙其刮目

雲林（延礽）、次女雲姜（延錦）、項屏山

傾心，遂訂交焉」[38]。自此開始她們長達一

（絧）、項祖香（紉）、汪小韞（端）、吳蘋

生的友誼。二人之間唱和不斷，道光二十八

香（藻）、黃蕉卿（巽）、黃穎鄉（履）、鮑

年（一八四八年），沈善寶回到杭州後，她

玉士（靚）、龔瑟君（自璋）。諸君詩文字

和顧太清之間的交流全靠筆墨進行。咸豐

[30]

畫各臻神妙」 ，所提及的閨秀中，以許雲

元年（一八五一年），沈善寶進京與顧太

林「性伉爽，與余最契密。在裏時，春秋佳

清相見。鹹豐四年（一八五四年），沈善寶

[31]

日，湖山勝處，二人必攜遊吟玩」 。

又隨宦山西。直至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

道光七年（一八二七年），沈善寶讀到

年），太平軍攻陷杭州，沈善寶進京避難，

吳藻《花簾詞稿》，「從此闌幹畔，臨風思

次年病逝。正是沈善寶的督促，使顧太清

[32]

不禁」 。以丁佩步珊所繪之紅綠梅幅向

堅持《紅樓夢影》的創作並最終完篇。沈

吳藻索題，吳藻為填小令。沈善寶亦曾以

善寶病重期間，顧太清前往探望，兩人相

自繪畫圖索題，吳藻《鵲橋仙·斷橋流水》

約「與君世世為兄弟」，此情此景，感人至

詞序：「沈湘佩女士屬題紅白梅花卷子圖

深。

[33]

亦女士所作」 。自此唱和不斷。

劉舒曼：顧太清與碧城仙館主人

作》、《高陽台‧雲林 姊屬題〈湖月沁 琴

太平軍攻陷杭州，沈善寶進京避難，次年病逝。正是沈善寶

同時，吳藻與梁德繩、許雲林、許雲

文學藝術

以夜來香鸚鵡征詩，「乙未夏日，梁楚生太

[29]

的督促，使顧太清堅持《紅樓夢影》的創作並最終完篇。沈善寶病

心結交。關於《花簾詞》，奕繪亦有《漁家

重期間，顧太清前往探望，兩人相約「與君世世為兄弟」，此情此

港，並謁見其父龔麗正。這年夏天，梁繩德
景，感人至深。

清早聞蘋香文名，賞其才調，索其近稿，傾

沈善寶雖不是碧城仙館女弟子中的

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年），沈善寶與

一員，對陳文述及碧城仙館的評價卻是不

眾友賞梅，《春分前一日，梁楚生太夫人

低。比如對《蘭因集》，「係陳雲伯大令為

暨許雲林、鮑玉士女史偕看盆梅，兼聽吳

小青、菊香、雲友修墓於西泠，征諸題詠

[34]

而匯刻者，閨秀詩最多」[39]。又說「碧城女

年，沈善寶結識龔自珍之妹龔自璋，《清和

弟子合刻清新華麗，不下隨園」[40]。陳文

望後二日，雲林夫人招飲齋中，得晤龔瑟

述喜好道家神仙之術，將自己與妻子姬妾

[35]

君夫人自璋，即席賦贈》 。其時，龔自璋

都比作仙人。沈善寶誇讚陳文述「一門風

將隨夫赴江蘇石港任所。沈善寶送其至石

雅」。《名媛詩話》中亦提到陳的兩位姬妾

９９

蘋香、黃穎卿兩夫人鼓琴即席口占》 。同

文化中國

管靜初和文湘霞，「同裏管靜初（筠），字

（一八三九年），顧太清早於此前一年被

湘玉，有《小鷗波館詩鈔》。靜初為陳雲伯

逐出王府，所奉是「堂上命」，即奕繪之

大令簉室，汪小韞庶姑。家庭之中惟以搜

母太福晉之命。長子載鈞（正室妙華夫人

奇博古為事，海內知名閨秀數十人問字碧

所生）對太清不滿已久，在父親奕繪去世

城，時相唱酬」。「吳門文湘霞（靜玉）亦陳

後，借祖母之力將庶母趕出家門。「亡肉含

雲伯簉室，有《小停雲館詩鈔》，雖遜於靜

冤」，用《漢書·蒯通傳》婦夜亡肉，姑以為

[41]

初，然較之尋常，頗不易得」 。

盜，怒而逐之的典故，亦說明嫡庶之爭是

顧太清與陳文述的交遊圈重合之處不算小。此二人雖非必定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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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卻也不致令顧太清口出惡言。即使陳文述有偽託《春明新詠》的

不智之舉，太清看在許雲林面上，大可一笑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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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觀之，顧太清與陳文述的交遊圈

太清出府的緣由。載鈞因此亦銜恨逝去的

重合之處不算小。此二人雖非必定交好，

父親奕繪，對其父位於大南峪的陵墓不予

卻也不致令顧太清口出惡言。即使陳文述

照管。「丁香花案」之類，執果為因，殊為

有偽託《春明新詠》的不智之舉，太清看

可笑。前輩學人對此多有論證，不再贅述。

在許雲林面上，大可一笑置之。值得注意

至於龔自珍在道光十九年後的生活及死

的是，在偽託之作尚未出現之前，顧太清

因，樊克政先生的《龔自珍年譜考略》言

就因「鄙其為人」，對陳文述所贈《蓮花

之甚詳，足供參考。

筏》避而不受。若說鄙薄「碧城女弟子十

時人的 揣測和流言，想必令顧 太清

余人代為吹噓」，豈非將至交許雲林一併

十分困擾。在續《紅樓夢》的《紅樓夢影》

罵了。何以有過度反應，似應從顧太清當

中，顧太清寫道，「色之一字，更是要緊。

時的處境分析。

只圖一時之樂，壞了他人的名節，壞了自己

顧 太 清此時境 遇不佳，道光 十八年

的行止。還有那嘴角兒上的陰騭，更是要

（一八三八年）七月，奕繪去世，十月，太

緊，斷不可談論人家閨閣曖昧」（《紅樓夢

清及兩兒兩女就被逐出了貝勒府，賃屋而

影》第九回）。可見她於名節一事，十分看

居。「七月七日先夫子棄世，十月廿八奉堂

重。

上命攜釗、初兩兒，叔文、以文兩女移居邸

陳文述贈書在多事的己亥年秋，次年

外，無所棲遲，賣以金鳳釵購得住宅一區，

有偽造《春明新詠》一事。經歷夫亡，攜子

賦詩以紀之」。詩云「先人已化雲間鶴，華

女被逐出王府的慘痛經歷，忽然又被無行

表何年一再回？亡肉含冤誰代雪，見《蒯

文人牽扯，才會讓顧太清如此震怒。顧太

通傳》。牽蘿補屋自應該。以已看鳳翅淩

清的交遊圈確較一般閨秀廣，除同性友人

風去，剩有花光照眼來。此宅庭中，海棠

外，亦不少異性唱和。但這並不意味著她

最多。兀坐不堪思往事，九迴腸斷寸心哀」

無選擇地與男性文人交往。「綺語永沉黑

[42]

闇獄，庸夫空望上清宮」，很好地說明了她

。
這裏不得不提到另一位詩人龔自珍

的擇友標準。陳文述廣收女弟子為自己揚

《已亥雜詩》的第二○九首，「空山徒倚倦

名的行為，深為顧太清不齒，以為有損閨

遊身，夢見城西閬苑春。一騎傳箋朱邸晚，

閣清譽，因此才有「碧城行列休添我，人海

臨風遞與縞衣人」。自注云「憶宣武門內

從來鄙此公」之句。顧太清此詩作後三年，

太平湖之丁香花」，這就是此後鬧得紛紛

即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年），陳文述即

揚揚的所謂「丁香花案」的原本。有論者

下世，這兩位本該有更為善意互動的文

在不清楚史實的情況下，認為此詩是顧太

人，只留下這麼一段絕非佳話的文字，不

請與龔自珍有染的證據，並說顧太清因此

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本文為二○○九年度教育部人文社
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專案《以秋紅吟社為中
心的清中期女性交遊考》階段性研究成果，

被趕出王府，龔自珍被逐出京城，並於兩
年後遇害暴卒。
事實上，此詩作於己亥即道光十九年

清刻本。
[27]

Liu Shuman(Nanjing University)
Abstract: As one important person

劉舒曼：顧太清與碧城仙館主人

of women literary world during Jiaqing
and Daoguang period, her circle of friends
is ver y wide. Besides the members of
Qiuhong Poets Society, there were many
male literary friends replied to her. Chen
Wenshu, the host of Bicheng Celestial Hall,
famous as recruiting female pupils. The
circle of friends of Chen Wenshu and Gu
Taiqing has superposition, a few members
of Qiuhong Yinshe have associated with
him. This ar ticle will card the friends
of t he se t wo p e r son s , i l lu m i n at e t 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K e y w o r d s : G u Ta i q i n g C h e n
WenshuBicheng Celestial HallQiuhong
Poets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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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20]，頁六九三。
[25]
陳文述：《頤道堂集詩選》，卷二二，
清刻本。
[26]
陳文述：《頤道堂集文鈔》，卷十二，

Celestial Hall

陳文述廣收女弟子為自己揚名的行為，深為顧太清不齒，以

[24]

Gu Taiqing and the host of Bicheng

為有損閨閣清譽。這兩位本該有更為善意互動的文人，只留下這麼

張璋：《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
《天遊閣詩集》卷七（上海古籍出版
社，一九九八年），頁一一六。
[2]
沈善寶：《名媛詩話》，卷六。
[3]
張璋：《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
《東海漁歌》卷三，頁二二九。
[4]
同上，卷一，頁二○五。
[5]
同[3]卷一，頁一九二。
[6]
張璋：《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
《天遊閣詩集》卷二，頁五十二。
[7]
同上，頁五十九。
[8]
張璋：《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
《南谷樵唱》卷二，頁六六九。
[9]
陳文述：《碧城仙館詩鈔》，卷十七，
清刻本。
[10]
張璋：《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
《東海漁歌》卷四，頁二五六。
[11]
同上，頁二三八。
[12]
陳文述：《頤道堂文鈔》，卷一，清刻
本。
[13]
陳文述：《碧城仙館詩鈔》，卷九，清
刻本。
[14]
同上，卷二十四。
[15]
張璋：《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
《東海漁歌》卷四，頁二五四。
[16]
同上，頁二五五。
[17]
張璋：《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
《東海漁歌》卷五，頁二八○。
[18]
張璋：《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
《天遊閣詩集》卷二，頁五十二。
[19]
張璋：《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卷
四，頁八十六。
[20]
張璋：《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
《南谷樵唱》卷二，頁六七○。
[21]
同上，頁六七一、六七三、六九一、
六九三。
[22]
同[20]，頁六七三。
[23]
同[20]，頁六九一。

吳藻：《香南雪北詞》，清刻本。
張璋：張璋：《顧太清、奕繪詩詞合
集》，見《東海漁歌》卷五，頁二○
六。
[29]
同上，《南谷樵唱》卷二，頁六七九。
[30]
沈善寶：《名媛詩話》，卷六。
[31]
同上。
[32]
沈善寶：《鴻雪樓初集》，卷一。
[33]
吳藻：《花簾詞》。
[34]
沈善寶：《鴻雪樓初集》，卷四。
[35]
同上。
[36]
沈善寶：《名媛詩話》，卷六。
[37]
同上。
[38]
同[36]，卷八。
[39]
同[36]，卷六。
[40]
同[36]，卷十。
[41]
同[36]，卷十。
[42]
張璋：《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
《天遊閣詩集》卷五，頁一○四。
[28]

一段絕非佳話的文字，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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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廣播文化的發展與
中國初期的廣播劇運動
■ 劉家思

要：中國廣播技術的發展，為中國文

點，上海商業廣播電台亞美廣播公司為了

藝傳播提供了先進的路徑，催生了廣播文藝，

組織募捐，支援抗日的將士，播出了這部戲

湧現出了多種多樣的廣播劇團，推動中國廣播

劇作品。從此，一場廣播劇運動在中國勃

劇運動的興起。而廣播劇文學社團的湧現顯現

興，形成了一道時尚的城市文化風景線。本

了中國廣播劇運動的活躍情景，催生了中國廣

文試圖就這個問題展開一些論述，以期拋

播劇文學。

磚引玉。

摘

關鍵詞：廣播事業，廣播劇團體。

中國廣播劇勃興之前，中國無線電廣播事業技術已經比較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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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為中國文藝傳播提供了先進的路徑。這就為廣播劇運動的興起

奠定了物質和技術基礎，創造了有利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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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九○六年，無線電廣播在美國誕

中國廣播劇的出現，首先是中國城市

生，此後在全世界迅速崛起，不僅使人類文

廣播事業的發展的結果。二十世紀初，無線

化進入了一個無線電傳播的新時代，而且

電 技 術 傳入中國，發展 比 較 緩 慢。自從

催生了一些新的廣播文化。廣播劇文學就

一九二二年「E C O廣播電台」在上海問世

是其中的一種。一九二三年，英國廣播公司

後，便在中國城市廣播電台迅速發展。到中

於五月成功演播了刪改的莎士比亞的話劇

國廣播劇勃興之前，中國無線電廣播事業

《第十二夜》後，英格蘭格拉斯哥電台於十

已經進入了第三發展階段，技術已經比較

月成功演播了根據W·司各特的同名小說改

先進，為中國文藝傳播提供了先進的路徑。

編的廣播劇《羅布·羅伊》，「公認為是最早

這就為廣播劇運動的興起奠定了物質和技

的具有獨創性的廣播劇」[1]。一九二四年一

術基礎，創造了有利環境[2]。
（一）中國無線電廣播的孕育階段

月十五日中午一點，英國倫敦BB C廣播電
台又成功演播了劇作家理查德·休斯專門

無線電技術是晚清時期傳入中國的。

為廣播創作的戲劇《危險》，這是世界上第

袁世凱任北洋六鎮新軍將領時，於一九○

一部原創廣播劇。從此，世界戲劇史上又

五年在天津率先開辦了無線電訓練班。同

產生了一種新劇種——廣播劇，並立即在

時，他又購買了無線電收發報機，分別安

世界許多國家興起一場廣播劇運動。

裝在北京、天津、保定及北洋水師的軍艦

中國廣播劇運動興起於二十世紀三十

上，以備軍務聯繫。一九○六年，清王朝設

年代，這也是中國廣播事業發展的結果。

立電政司，規劃中國的無線電、電報、電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日，蘇祖圭創作的「播

話、郵政等事業，使無線電技術的發展進

音劇本」《恐怖的回憶》發表在《中國無線

入有序狀態。辛亥革命後，袁世凱竊取中

電》雜志第二期上，標志著中國廣播劇文

華民國總統職位，又於一九一五年四月頒布

學誕生。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七日下午六

了《電信條例》，規定外國人不許在中國境

廣播電台，但也只維持了半年。
一九二四年，美國開洛公司在上海江

無線電電信條例，對於中國無線電事業的

西路開設分公司，在福開森路（今武康路）

發展並沒有起到推進作用，而是阻礙了它

建造了一座一百瓦特（後改為二百五十瓦

的發展。

特）的廣播電台。他們吸取前兩個電台的
失敗教訓，將播音室設在分公司，又在《申

用的。奉系軍閥出於軍事通信聯絡的需要，

報》館、市政廳等處設立分播音室，而播音

大力發展無線電事業。一九二二年九月，奉

室與發射台有專用電線聯結，既接受廣告，

系軍閥先收回了哈爾濱由俄國控制的一座

又播出節目，因而收聽率較高，不僅電台廣

無線電台，改名為東三省無線電台。這是中

告生意甚佳，公司的電話機與無線電器材

國境內第一座軍事通信電台。接著，奉系

的銷售也紅火，為中國民用電台的發展和

軍閥又建立了奉天（即瀋陽）、長春、齊齊

運營提供了經驗。
（二）中國無線電廣播的創辦階段

哈爾分台。一九二三年春，奉系在哈爾濱
進行臨時廣播試驗，呼號XOH，發射功率

為了促進無線電廣播事業的發展，中

五十瓦，用漢語和俄語播音。一九二三年五

華民國交通部於一九二四年八月頒布了中

月，奉天無線電台改為東三省無線電台總

國第一部無線電廣播法規《裝用廣播無線

台，原哈爾濱的東三省無線電台改為東三

電接收機暫行規則》，將先前的無條件取

省無線電台哈爾濱分台。這一年，奉系當局

締私人無線電廣播電台改為有條件地限

在東北各地一共建立了十四座無線電台。

制，允許老百姓使用廣播收音機，準備創

但是，中國民用的無線電廣播電台到

辦中國自己的無線電廣播電台，從而調動

一九二三年才誕生。一九二二年冬，美國

了民間資本開辦廣播電台的積極性。此後，

新聞記者奧斯邦（E G O sb o r n），在一位

美、英、法、意等國相繼在上海開辦電台，

張姓華僑的陪同下，由日本來到上海，與

日本、蘇聯在東北開辦電台。一方面獲取

《大陸報》合作創辦廣播無線電台，設在

商業利潤，一方面進行文化滲透，為帝國主

上海廣東路三號大來洋行屋頂上，取名為

義侵華作宣傳，但同時也帶來了先進的科

「大陸報——中國無線電公司廣播電台」，

學技術，開啟了中國發展民用廣播事業的

呼號為X R O，通常稱「E C O廣播電台」，

第一步。
一九二六年，北洋政府開始創辦自己

標志著中國第一座民用無線電廣播電台

的民用廣播電台。先前，交通部於一九二五

誕生。一月二十六日，該電台廣播了孫中山

年二月派人在北京、天津籌建廣播電台，

的《和平統一宣言》，從而深得孫中山的

首先在北京利用電話局的無線電話試驗

贊賞。奧斯邦創辦這個電台的初衷是在中

傳播新聞、音樂，初見成效。一九二六年，

國推銷剛剛問世的收音機，因此，他又挂

中國出席在華盛頓召開的國際無線電信會

出「中國無線電公司」招牌，專門發售收音

議後，交通部就組織了一個「無線電廣播

機。這為無線電廣播收聽作了準備。但由

公司」，推進管辦電台事宜，但工作躊躇不

於是外國人創辦的私立電台，違反當時北

前。

洋政府《電信條例》有關無線電技術設備

中國最早的民用廣播電台是官辦的

屬於軍用品，非經陸軍部批准不得輸入的

哈爾濱廣播電台。一九二六年一月，哈爾

規定，且奧斯邦經營無力，營業不佳，三個

濱的日本商業通信社私架天線，安置收發

月後就停止了播音。接著，美國新孚洋行

報機，擅自收發新聞電報和商務電報，侵

也在上海南京路上創辦了一座五十瓦特的

犯我國電信主權，東北無線電長途電話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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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四日晚八時開始播音，

劉家思：城市廣播文化的發展與中國初期的廣播劇運動

中國創辦電台萌芽於奉系軍閥，是軍

美、英、法、意等國相繼在上海開辦電台，日本、蘇聯在東北
開辦電台。一方面獲取商業利潤，一方面進行文化滲透，但同時也
帶來了先進的科學技術，開啟了中國發展民用廣播事業的第一步。

品，未經許可，不得進口。這是中國第一部

文學藝術

內私設無線電台，無線電器材屬於軍事用

文化中國

督處前往交涉，但日本駐哈總領事卻為日

「才有正式的廣播」[3]。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國難空前，繼

廣播電台，並有條例可循，日方即可遵照辦

之又發生「一二八」事變，上海抗戰爆發，上

理。因此，奉系當局積極支持無線電專家

海、南京危在旦夕。因此中央廣播電台每日

劉瀚創辦哈爾濱廣播無線電台，十月一日

除新聞報道外，又增加日語廣播，「一面揭

開始正式播音，呼號XOH，發射功率一百

露敵寇陰謀，一面安定人心，對於鼓勵士

瓦，維護了我國的電信主權。到一九二八

氣，喚醒民眾，盡力甚多」，從此「全國上下

年，該電台的發射功率增大到一千瓦，呼

益認廣播效力的宏大，而積極倡導擴充」

號改為C O H B，運用漢語、俄語和日語廣

[4]

播。一九二七年三月，東北無線電監督處先

電力為七十五千瓦，更改呼號為XG OA，成

後在北平、天津設立廣播無線電辦事處，

為亞洲當時發射功率最大的廣播電台，面

開始在兩地籌建廣播電台。天津廣播無線

向整個遠東廣播。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

電台於五月一日開始播音，呼號CO TN；北

建成了福州廣播電台台和河北廣播電台，

京廣播無線電台於九月一日開始播音，呼

一九三六年建成了長沙廣播電台[5]。在抗日

號C OPK。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瀋陽廣播

戰爭爆發以前，民國政府還在全國各地的

無線電台開始播音。這批官辦民用廣播電

大中城市，如杭州、北平、廣州、上海等，辦

台為中國自身的無線電廣播奠定了基礎。

起了二十多座地方廣播電台，以轉播中央

一九二七年三月，上海的新新公司開
辦了發射功率五十瓦的電台，雖然是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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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戰爭的成功，消除了軍閥之間各自為政的半分裂狀況，民國
政府定都南京，促進了中國的廣播事業的發展。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
初期，全國廣播事業勃興，民營電台數目劇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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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百般辯解，輕蔑地表示：一旦中國辦起

。於是，一九三二年，中央廣播電台擴充

廣播電台的新聞節目，擴大其政治影響，
統一思想精神和民眾意志。

銷自己製造的礦石收音機為目的，但它的

一九二九年八月，民國政府制定和發

創辦，標志著中國自辦的私營廣播電台事

布了《電信條例》，允許民間經營，進一步

業的起步，帶動了民營廣播事業的發展。

促進了民營廣播事業的發展。到二十世紀

年底，北平燕聲廣播電台播音。這樣，初步

三十年代初期，全國廣播事業勃興，民營

形成了以上海為中心的中國城市無線電短

電台數目劇增。上海就有亞美、大中華、東

波通信網絡。

方、華美、元昌、鶴鳴、富星、福音、佛音、

但是，這時期儘管全國已有廣播電台

大陸等二十八家廣播電台，天津有中華、仁

十餘座，但規模都很小，發射功率很弱，全

昌、東方和青年會等四個電台，北平有北平

國性的中央廣播電台還沒有，收聽範圍有

電台、燕聲電台等。同時，雲南、山東、山

限，而且當時全國收音機只有大約一萬架

西、河南、湖南、江西、廣西、江蘇、四川等

左右，所以聽眾也不多，無線電廣播影響

省 也 都 先 後 開 辦 了 無 線 電 廣 播。到

還不大。因此，此時中國的廣播事業整體看

一九三六年，漢口建立了五千瓦電台，福州

來還只初具雛型。
（三）中國無線電廣播事業的發展階段
（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年）

也建立了一千瓦電台，北平電台也由三百

北伐戰爭的成功，消除了軍閥之間各

指導委員會成立，專門管理廣播事務。至

自為政的半分裂狀況，民國政府定都南京，

抗戰爭爆發，全國各大、中城市中出現的

促進了中國的廣播事業的發展。一九二八

民營廣播電台大約有七十多個，其中五十

年，民國政府在南京創辦中央廣播電台，

多個集中在經濟發達的上海。

瓦擴充到一千瓦，上海有五十至一百瓦的
民營電台五十餘家[6]。此時，中央廣播事業

呼號X K M，發射功率五百瓦，八月一日開

儘管當時的民營電台設備簡陋、功率

始面向東南各省播音，「當時每日播音時

較低，但已經有了教育電台、商業電台和宗

間，約為四至五小時左右」。這樣，中國自己

教性電台等專業性質的劃分。同時，在上

年三月九日，交通部上海廣播電台開始廣

的傳播路 徑。文藝作品的廣播 傳播興起

播，成為當時上海規模最大的一座電台。

後，催 生了中國現代社會新型的廣播文

這一時期，雖然民國政府的官辦廣播

藝。這顯示了廣播傳播從簡單到複雜，從

電台數量較民營電台少，但它們的發射功

低級向高級發展的路向。其中，廣播劇就

率 卻 佔 全 國 電台 總 發 射 功 率 的 百分之

是廣播文藝中一種最高級的藝術樣式。

九十四以上。據有關材料估計，到一九三七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日，蘇祖圭創作的廣

年六月，國民政府在各地區有各類廣播電

播劇《恐怖的回憶》問世以後，中國廣播劇

台七十八座，總發射電力約一百二十千瓦，

迅速勃興，許多戲劇家都轉向了廣播劇的

全國的收音機（含東北三省）大約有二十萬

創作和演播事業，雖然當時輿論對此新生

架。「每晚八時至九時之節目，經飭由全國

事物褒貶不一，但它獲得了迅速發展，上

[7]

公私八十餘座電台一體轉播」 ，不僅增強

海、南京、天津等政治文化中心城市，立即

了輿論宣傳作用，也為文藝開啟了一條傳

湧現了許多廣播劇創作和演播團體，形成

播新路。這為廣播劇這種新型的文學與戲

了一種勢不可擋的文藝運動——廣播劇運

劇樣式的誕生作了準備。到二十世紀三十

動。綜觀諸多形形色色的廣播劇團體，引

年代初期，收聽廣播成為中國人一項重要

領著中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廣播劇運動

的生活內容，也成為一種時尚的生活享受

的，主要是上海觀音劇社、李昌鑒播音劇

方式，進一步推動了廣播劇的興起。

團和中央廣播電台傳音科話劇組等三個廣

二
中國城市廣播的發展，文藝的廣播傳
[8]

播劇文學社團。
（一）上海觀音劇社

劉家思：城市廣播文化的發展與中國初期的廣播劇運動

國人所注意」[10]。從此，文藝作品獲得了新

文學藝術

美)廣播電台、法人廣播電台等。一九三五

雖然民國政府的官辦廣播電台數量較民營電台少，但它們的發

以音樂戲劇等娛樂點綴」，所以廣播「漸為

射功率卻佔全國電台總發射功率的百分之九十四以上，不僅增強了

如上海的美靈登廣播電台、華美(又稱西華

輿論宣傳作用，也為文藝開啟了一條傳播新路。這為廣播劇這種新

政令之傳布，以及新聞報道，學識灌輸，間

型的文學與戲劇樣式的誕生作了準備。

海、北平等地還有一些外商辦的廣播電台。

上海觀音劇社是陳大悲一九三三年發
起組織的。陳大悲自任社長，其成員主要

廣播電台」和上海的新新公司廣播電台的

有劉衡之、嚴華、嚴斐、倉隱秋、陸敏如、

廣播節目「全為商業上廣告性的宣傳，藉

陳麗莊、白雄飛、趙文雄、田震東、顧文宗

以招來主顧，實不能稱之為廣播節目」[9]，

等。陳大悲自任編劇和導演，劉衡之任編

一九二八年中央廣播電台成立後，廣播節

劇，顧文宗任劇務主任。一九三三年雙十

目耳目一新，「偉言讜論，無遠弗聞；佳音

節，上海觀音劇社演播陳大悲創作的無線

妙曲，廣傳海內」。其內容為「主義之宣揚，

電觀音戲《雙十節之夜》 [11]，標志著該社

１０５

播立即興起 。當初，奧斯幫創辦的「E CO

文化中國

團的成立。之後，他們又播演了《一二八之

同」 [15]。又說：「簡單地說起來，觀音戲的

夜》[12]、《太平花》、《人之初》、《歡喜冤

特性，就是演員與聽眾共同沉醉在戲劇的

家》、《二尤哀史》以及《水仙白蛇》等短

幻世界中過著劇中人的生活。心弦的共鳴

劇本。

就是我們同感者的快樂」[16]。
對於廣播劇的演播，他們也形成了自

為一體的廣播劇團體，也是中國最早的廣

己的觀念．他們說：「演觀音戲的人比不得

播劇團體。雖然中國廣播劇的開山之作是

說書人可以用第三者的口吻，把景物敘述

蘇祖圭的《恐怖的回憶》，但他創作這個作

出來，描寫出來。……鳥語呢，我們可以用

品之後沒有繼續創作，更沒有組織廣播劇

機械及口技兩種方法表演出來。花香呢，必

的 創 作 或 演 播 團 體。陳 大 悲 說：「自從

須演者先嗅到想像的香，然後能夠從語氣

一九三三年我和嚴華先生，嚴斐、倉隱秋

中透露出這花的香和色，使聽者不期然而

兩女士，在富星電台開始播演『觀音戲』之

然的沉醉在這色香的美境中，較之鑒賞真

後，上海的播音戲團體真如雨後春筍，多到

花時還要美過百倍。至於喜怒哀樂的情緒

無法數量。最初尚有話劇一類的東西可從

更不用說了。觀音戲的演員們在電台笑是

[13]

綜觀諸多形形色色的廣播劇團體，引領著中國二十世紀三十年

１０６

代廣播劇運動的，主要是上海觀音劇社、李昌鑒播音劇團和中央廣

播電台傳音科話劇組等三個廣播劇文學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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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觀音劇社是一個融創作與演播

收音機中聽到」 。張三也說：「電台上播

真笑，哭是真哭。……觀音戲的演員們不

送話劇，該以『死鬼』陳大悲的『觀音戲』

覺得自己在這裏做戲，卻覺得自己的生命

為最早，新播送的《啼笑因緣》《紅花瓶》

完全沉醉在戲劇的幻世界中過著劇中人的

等（《紅花瓶》本是陳大悲以蛹公的筆名在

生活」[17]。這可以看作他們的藝術口號。因

《時事新報》發表的小說）頗受一般聽眾

此，他們對觀音戲的演員提出了如下要求：

的歡迎，傻大姐倉隱秋 就是他們的台柱

「（一）富於想像力，能夠在我們這個不受

[14]

子」 。一九三二年六月一日起，陳大悲應

空間限制的大舞台上，這些聽得見看不見

上海中西大藥房總經理周邦俊的邀請，在

的布景中，度劇中人的實際生活。（二）表

他們的無線電台上播送自己的長篇小說

演的能力必須富有伸縮性，像橡皮手套一

《紅花瓶》。這為他進行廣播劇的創作和

樣可以大小咸宜。……我們每一個演員必

演播做了實踐準備，也為他組織上海觀音

須裝虎像虎，裝狗像狗，裝人當然也得像

劇社奠定了基礎。

人。（三）觀音戲的演員人人都有獨挑一擔

上海觀音劇社是一個有理論主張的
戲劇團體。一九三四年六月，他們在《光

獨當一面的雄心與毅力。（四）觀音戲的演
員必須體格異常強健，方能勝任」[18]。

芒》旬刊創辦四期《觀音戲特刊》，闡述他

他們創作和演播的劇目，從思想內容

們對觀音戲的主張。第一期發表了《什麼是

來看，顯示了強烈的現實主義取向。主要是

觀音戲》、《觀音戲——由聽覺激起觀眾

宣傳抗日為主。從原創劇《雙十節之夜》、

情感 —— 與 話 劇 不同》、《觀 音戲 的將

《一二八之夜》到改編劇《太平花》，都是

來》、《觀音戲的愛護者》、《觀音戲的特

以抗日為主的。陳大悲由張恨水的同名小

性》、《觀音戲的實驗與成功》等一批文

說改編的廣播劇《太平花》，從一九三四年

章。他們說：「觀音戲就是僅用對白和配音

六月一日其每晚九時至十時在華光電台

激起聽眾情緒之反應的無線電戲劇。聽觀

（周波一四八○）播送，演播時非常認真。

音戲的聽眾，可以從聲音裏看見演員播演

其廣告這樣寫：「聽陳大悲先生的無線電

的各種形景。所以我們稱這種戲為『觀音

觀音戲，聽者本人便變了李守白，聽太平花

戲』。簡單地說起來，觀音戲就是用肉的耳

的歌，看太平花的花，並且和太平花女郎乍

朵聽見靈的眼睛看見的戲劇」。且指出：

離乍合，忽悲忽喜，在槍林彈雨中肉搏掙

「觀音戲由聽覺激起觀眾情感，與話劇不

扎，目睹強敵飛機擲彈，轟炸無辜民眾，愛

陳大悲一九三三年在上海富星電台播

[19]

演「觀音戲」，開啟了話劇演員到電台去演

《人之初》、《紅花瓶》到改編劇《歡喜冤

播話劇的新路。因此，緊隨著上海觀音劇

家》、《許仙白蛇》、《二尤哀史》等都是。

社之後，上海出現很多廣播劇團體，八個月

主要表現人類社會永存的男情女愛和人的

中「產生了十數個話劇團體」[25]，從事廣播

喜怒哀樂等等。可見，陳大悲的觀音戲演

劇的創作和演播，有的是專門在電台演播

播的作品是從現實聽眾的需要出發的。

廣播劇作品。其中，影響力很大的一個廣
播劇團，就是李昌鑒播音劇團。

上以「使聽者能夠發生著情感的作用」 [20]

李昌鑒生於一九○六年，字寄生，號

為目標的，而且藝術技巧上對劇場性的營

俠風，江蘇吳縣人。他十四歲開始演劇，

造很重視。當時媒體這樣評價：「陳大悲先

十七歲能編導，上海自有無線電播音以來，

生發明兼領導的觀音戲有下列的四大特

他就在電台播送單人話劇。一九三四年，

色：（一）標準的國語對白；（二）悱惻纏綿

他與倪紅玉等組織李昌鑒播音劇團，這是

的劇情；（三）維妙維肖的配音；（四）笑痛

繼上海觀音戲社之後上海影響最大的劇

[21]

肚皮的串（穿）插」 。因此，他們立即獲

團，號稱「開播音界新紀錄」的團體。主要

得了聽眾的歡迎。他們第一次演播《雙十

成員有袁立風、趙鼎、甘維青、王夢娜、李

節之夜》就「博得多數 無線電 聽 眾的同

麗、陸雲、沈慧、謝月琴、王慧霞、陳飛、鄔

情」，收到「數百封熱烈擁護的通信」；在

稚風，劉察理、王叔敏、張亦明、周大動、

《一二八之夜》演播之後，「博得了許多贊

鮑天涯等。他們打出「聞聲戲」的旗號，在

美的通信並且增加了數萬的聽眾。上海有

上海元昌廣告公司廣播電台演播廣播劇。

一家外國資本的捲煙工廠，在浦東有六千

他們在元昌廣播電台出版的《咪咪集》上

工人，在 蘇 州河 有四 千 聽 眾，自從 聽了

連續推介其「聞聲戲」：「是播音界的異軍

《一二八之夜》之後，每晚必須聽觀音戲一

突起，是提高藝術第一聲。凡有收音機者

次。其他各種工廠也有多數工人每晚像上

不可不聽聞聲戲；凡有知識者不可不聽聞

講堂一樣地圍坐靜聽。沿京滬及滬杭兩線

聲戲。聞聲戲是播音最有力的。各商界委

的各地，不知有多少家庭和商店醉心於觀

托聞聲戲播送廣告是最有效力。聞聲戲是

音戲。於是乎『觀音戲迷』的稱號到處都

有聲有色的，聽聞聲戲，比看有聲電影還

[22]

可以聽見」 。
他們每次演播一小時，大概消耗劇本
六千至八千字，劇本需求量很大，也給編劇

要有滋味。聞聲戲是藝術家流出來的心
血。聞聲戲是開播音界新紀錄。喜怒哀樂，
逼真的表演出來」[26]。
這也是中國早期融創作與演播於一

創作剛剛出現，劇本難求。於是，他們後來

體的廣播劇團，而且是中國廣播劇史上始

就採取了「吃豆腐」[23]的策略，這就導致了

終堅持演播自己的原創劇的廣播劇團體，

藝術性的降低。因此，張三批評：「『觀音

可以看作上海真正的廣播劇文學團體。該

戲』的劇本是由一個姓許的及跑李澤香檳

劇團演播的廣播劇都是李昌鑒自己的原創

的劉衡之所編寫，如以藝術白兒地去批評

作品。李昌鑒創作的五十個作品相繼發表

它，自然是非常幼稚的，不過他們很能注視

在《咪咪集》中[27]。他的主要作品有《恐怖

『音』的本分」 [24]。他們「注視『音』的本

之夜》、《李老大說夢》、《詩人的妻子》、

分」，自然把握了廣播劇藝術上的本質特

《罪人》、《姊姊的愛人》、《離別》、《姊

徵。

妹花》、《東北血》、《復活》、《情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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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帶來了很大的壓力。而當時廣播劇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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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觀音戲社編播的廣播劇不僅內容

上海觀音戲社編播的廣播劇不僅內容上以「使聽者能夠發生著

救國」 。此外，就是人性劇。從原創劇

文學藝術

極建設不足以談民族自衛，不足以談禦侮

情感的作用」為目標的，而且藝術技巧上對劇場性的營造很重視。

（二）李昌鑒播音劇團
沿京滬及滬杭兩線的各地，不知有多少家庭和商店醉心於觀音戲。

國之心不禁悠然而生，猛悟航空公路非積

文化中國

意義。從題材和主題上看，李昌鑒創編的

流沙場》、《絕境》等。這些廣播劇劇本標

廣播劇主要是兩類：一是家庭教育劇，提

明為「播音劇本」、「配音劇本」，不僅李昌

倡夫婦刻苦奮鬥，遵守社會道德，如《恐怖

鑒播音劇團在元昌電台演播了，全滬華商

之夜》、《離別》、《姊妹花》等等；二是愛

電台也受特邀聯合演播。他們說：「聞聲

國抗日劇，號召愛國抗日。如《李老大說

戲，是注重於劇情，意義，每一句言論要使

夢》、《東北血》、《復活》等。「八·一三」上

聽眾受到莫大的利益，同時，更注重於對

海抗戰時，他在各電台大聲疾呼，向各界

白，每一句國語對白中，字字清晰，滑稽處

勸募捐款，救濟難民，從而在上海受到日

能使人捧腹大笑，悲哀處能使人放聲大

寇威脅，只好亡命平津一帶。李昌鑒的廣播

哭，如播送戰爭戲，槍炮聲、飛機聲等等，

劇不僅在上海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而且在

完全逼真，如聞聲戲這種節目，別人家是沒

平津地區影響很大。一九三五年天津《廣

有的，所以委托聞聲戲播送，那是比任何

播日報》上載文稱：「話劇播音在上海是很

播音有力量，因為聞聲戲人人愛聽，每次

盛興的，流行的劇本有《東北血》、《復

播音的劇本，完全是李昌鑒新編出來，這

活》等，都不放啦（拿）做參考」[30]。這裏的

一點是別人所不及的」[28]。

《東北血》、《復活》都是李昌鑒創作的廣

李昌鑒也是一個有理論的劇團。他
說：「播音，是一種教育普遍化，其宗旨異

播劇。
（三）中央廣播電台傳音科話劇組
隨著廣播事 業的發展，南京和天津

常偉大，所以我播音的劇本，至少是帶著能
[29]

李昌鑒認為，如果「能在每個節目裏發揚教育化的娛樂」，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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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國家，社會，一定能得到很多的幫助」。顯然，這是他從事廣播

劇創作的藝術宗旨，顯示了很強的現實主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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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收回》、《患難夫妻》、《情淚

為社會而盡一些義務」 。他在《廣播月

等地也相繼出現眾多的播音團體，都在廣

刊》發表《廣播事業是發揚教育化的娛

播電台演播廣播劇。但是，從廣播劇文學

樂》一文，首先提出：「發揚教育化的娛樂，

創作角度來看，這兩地最重要的廣播劇社

這是電台演員說應負的使命」。因為收聽

團，就是南京的中央廣播電台傳音科話劇

廣播的「以太太小姐小朋友們」比較多，

組。

「如果盡說出低級趣味的藝術，無形中是

中央廣播電台傳音科話劇組是中國第

會給小朋友們不良印象，也許他們會多知

一個官辦廣播劇團體，一九三四年九月成

道些不良習慣」。他說「娛樂決計不能離開

立於南京。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廣播事業

教育，提倡教育，宣揚文化，這是每個電台

管理處（處長為吳保豐，副處長為吳道一）

演員都應該從實際工作起來」的。他指出：

成立後，設立傳音科，范本中任科長，設有

「不論什麼戲劇，其宗旨均會有忠孝節義，

徵集、傳音、音樂等股，播音員李秉新任傳

感動力特別宏大，引人發笑，催人眼淚……

音股長，成員有王錦和、劉雋英、王素、吳

人生戲劇，戲劇人生，它既有如此魔力，我

祥祜等。一九三六年又新招肖之儀、劉漢

們對他（它）就該有聰明的利用，在每個劇

臣、丁秉臣、錢韻、金咏端等五人，便專門

情裏，充分的介紹，人生的前途，事業的方

成立了一個從事廣播劇創編和演播的專門

針，光陰的可貴，教育的需要，思想的純

機構——話劇組。他說：「我們的播音話

潔，人格，道德，禮儀，廉恥」。他認為，如果

劇，很想用歐洲各國那樣的做法，來激動

「能在每個節目裏發揚教育化的娛樂」，就

我們數萬數十萬的聽眾，做改進時代的一

會使「國家，社會，一定能得到很多的幫

分子」 [31]。該組織從事廣播劇創作的主要

助」。顯然，這是他從事廣播劇創作的藝術

人員有柏身、鄭崇武、鏡秋、祜（吳祥祜）、

宗旨，顯示了很強的現實主義精神。

曼、志、馭、岑、何泊生等。這是一個集編

因此，李昌鑒的廣播劇在注意廣播

劇、選劇、劇務和演出於一體的廣播劇團

性、審美性和娛樂性的同時尤其突出社會

體。有論者指出：「上海商辦電台流行這種

毒，戒賭，戒嫖等」，「似乎有些刺激性可以

央廣播電台的七十五啟羅瓦特電機裝成之

興奮一般聽眾，有些感化力可以激動一般

後，當時的廣播事業管理處的傳音科便成

聽眾」，是「提倡播音話劇的先驅」[35]。在

立了一個話劇組。這個話劇組的組員一共

長達十五年中，他們創作和演播了許多優

不過三四個人，（承擔著）編劇，選劇，劇

秀作品，如《為國犧牲》、《圍城記》、《對

[32]

壘》、《撤退北大營》、《戰場的一角》、

九月開始，直到一九四九年國民黨遷往台

《奸細》、《母親最後的希望》、《爸爸的

灣才結束，歷時十五年，是在中國現代廣播

苦心》《仕途》、《推銷國貨》、《費宮人》、

劇史上，活動時間最長的一個廣播劇團

《女店員》等，都是現代廣播文學中的精

體。雖然抗戰爆發後隨國民黨內遷重慶，

品。

一度因設備問題停止演播，但抗戰勝利後

中央廣播電台傳音科話劇組也重視對

又恢復演播。開初一兩年，他們每星期播

於廣播劇的理論探討。一九三 五年的年

演一次短劇，每三星期播演一次多幕劇，

底，他們播出了「播音話劇的特點」的節目

所演播的劇本，「十分之八九（是）自編的，

[36]

十分之一二是借用中外的名作，經過略略的

特點》[37]、《小言（續）》[38]和《播音劇的使

修改」了的，但他們演播的廣播劇「要照顧

命與應取之途徑》 [39]，論及廣播劇。不僅

到我們中央電台的立場，和中央的意旨」

指出「播音話劇是一種新興的藝術。在詞

[33]

句方面，已經說過要有特殊的表白；而在

。因此，他們的創作有著明顯的政府喉

舌的色彩。

。一九三六年，先後發表《談播音話劇之

場境方面，需要相當的配音，尤須要有音

南京國民黨中央廣播電台傳音科話劇

樂和歌曲的合作，使聽眾單用耳覺可以瞭

組雖然不是最早出現的廣播劇團體，但後

解本台播音話劇全部的情節，要能夠想像

來卻逐漸成為現代廣播劇文學創作的一支

劇情中應該有的動作，應該有的幕景，應

重要力量。他們將戲劇分為歌劇和話劇兩

該有的一切」 [40]。而且認識到了舞台劇和

類，把中國傳統的戲曲，如平劇和昆劇等歸

廣播劇的文體差異，認為「播音劇與舞台

為歌劇類，而話劇則包括舞台劇和播音劇

劇稍有不同：後者可以布景，動作，表情以

兩類，所以他們將創作和改編的廣播劇在

襯托詞意。觀眾耳目所及，即可明瞭前後情

[34]

節。故只須故事動人或表演真切，即可吸

報》上發表了大量的廣播劇作品，成為現代

引觀眾。而前者只有聲音與對白，欲使聽眾

廣播劇文學創作的生力軍。僅從一九三五

於劇情句意得一相當認識，則非從詞句與

年一月十九日到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聲音中，有一種使聽眾心領而神會之條件

他們就播送了七十七個廣播劇，除了七個

不為功」 [41]。而且對廣播劇的思想內容有

選自於投稿之外，其中五十五個是自己的原

著深刻的認識。志在《談播音話劇之特點》

創劇，十五個是改編和改譯劇。一九三五

中認為，「戲劇與人生，社會國家，都有最

年九月，民國政府中央廣播電台管理處編

密切的關係」，「對於國家生命，社會文

輯出版了中國第一個廣播劇選集《播音話

化，有很大的作用」。它「可以引起觀眾或

劇》，共收《歷劫英雄》、《爸爸的苦心》、

是聽眾的情感之激發，與思想之轉變」，因

《嘗膽》、《老大徒傷悲》、《煙販》、《賭

此戲劇必須「要感化人心，改進社會」。同

徒》、《花柳恨》、《患難夫妻》、《明燈》、

時，戲劇「是有時代性的，須得與時代配

《五卅淚》和《母豬兒》等十一個廣播劇

合，隨著社會的轉移而轉移其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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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時都標為「話劇」 。他們在《廣播周

劉家思：城市廣播文化的發展與中國初期的廣播劇運動

務，演出的各種事宜」 。它從一九三四年

文學藝術

中央廣播電台。大概是在民國二十一年中

南京中央廣播電台傳音科話劇組雖然不是最早出現的廣播劇團

作品包括「民族精神，民生指導，倫常，拒

體，但後來卻逐漸成為現代廣播劇文學創作的一支重要力量。他們

音劇』而另標新幟的，是當時官辦的南京

將戲劇分為歌劇和話劇兩類，發表了大量的廣播劇作品，成為現代

劇本。正如吳道一所說，從劇情上說，這些
廣播劇文學創作的生力軍。

『播音劇』不久之後，企圖揚棄了這種『播

文化中國

「惟有拿著時代的動向的戲劇，才能負起

小朋友播音劇團、鸚鵡劇團、咪咪劇團等

再造社會，改革不良制度的使命」。並且認

十多個廣播劇社團，但能夠自編劇本在電

為，在日寇侵略中國的現實背景中，廣播劇

台演播的只有燕社劇團，其他的劇團大都

應該擔當起宣傳抗戰的責任：「戰火一起，

是要運用別人的劇本演播。而且天津演播

無論什麼人都要主張盡力抵抗，保護自己

的廣播劇，多為改編劇本，原創劇本比較

的國土。尤其在弱國的地位，更應該提高人

少，自然不可與上述三個廣播劇團體同日

民愛國精神」，而「現在播音劇的宣傳力

而語，也顯示了原創劇本的不足。當時，

量，更比戲劇來得普遍，和迅速」，更應該

各團體對廣播劇的稱呼並不統一，如「觀

使之成為「國防的利器，左右國民思想的好

音戲」、「聞聲戲」、「播音劇」、「無線電

工具」 。傳音科的《播音劇的使命與應

話劇」、「空中話劇」、「電台劇本」、「電播

取之途徑》重申了志的基本觀點，認為「戲

劇」等等，但稱「播音劇本」的居多，直到

劇不僅是娛樂的東西，它在娛樂之中包含

一九三八年才出現了「廣播劇」的命名。總

著多量的教育上，文化上的意義」，而「播

之，廣播劇團的湧現，促進了廣播劇的勃

音話劇是戲劇的一種，其所負的使命也不

興，而領路的就是這三大廣播劇團體。

能兩樣」。因此進一步提出了廣播劇文學所
負的使命及其實現的途徑：一是發揚民族

廣播劇團的興起，顯示了廣播劇運動的發展狀態，促進了廣播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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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創作的發展。無論是自編自演的廣播劇團還是專門從事電台演播

的廣播劇團，都需要大量的廣播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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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三

精神。播音話劇要顯露東方文化的優點，

中國廣播劇是在宣傳抗戰中誕生的，

宣傳中國歷史的光榮，表現民族革命的過

也是在宣傳抗戰中發展的，一開始就與民

程。二是要鼓勵生產建設。戲劇要「提高一

族、國家的命運關聯在一起。當時，強敵日

般人對於生產的興趣，減少一般人懶惰的

寇肆意入侵東三省、蠶食鯨吞華北、蓄意

劣根性，加增為生產而勞動的快樂，使一

侵犯上海，國破家亡、亡國滅種的危機降

般人體驗到建設的重要，而愛國，愛鄉，愛

臨到每一個國民的頭上，抗日救亡是最緊

人，愛物的心理，於無形之中培養起來」。

迫的任務。因此，民族意識、國家觀念再次

三是發揚革命精神。不僅「要發揚犧牲奮

跳躍到國人主體意識的顯在層面，不管是

鬥 精 神」，「負 起 救 民 救 國 救 世界 的 責

一般的民間社團，還是官辦的戲劇團體，

任」，而且「要發揚刻苦耐勞的精神」和「服

所有的廣播劇創作者都擔當起時代使命，

務創造的精神」，「要用攻心的方法，讓聽

將審美視點聚焦於抗日題材。當《恐怖的

眾在腦海裏夢醒」。此外，中國固有的道

回憶》揭開大幕之後，抗日廣播劇立刻成

德，如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現有的罪惡，更

為主潮。到一九三七年，中國廣播劇文學就

[43]

可為劇本取材的最大原則 。顯然，這是

產生了一大批優秀的作品，如《恐怖的回

對廣播劇文學應該擔負時政宣傳責任的倡

憶》、《一二八之夜》、《苦兒流亡記》、《東

導，也是對廣播劇文學創作現實主義取向

北血》、《為國犧牲》、《圍城記》、《對

的提倡。這些文章，顯示了他們的藝術立

壘》、《開船 鑼》、《最後一課》、《流離

場。

聲》、《撤退北大營》等，充分展現了初期
廣播劇團的興起，顯示了廣播劇運

廣播劇的藝術成就。蘇祖圭、陳大悲、李昌

動的發展狀態，促進了廣播劇文學創作的

鑒、柏身、洪深、夏衍、孫瑜、于伶、石淩

發展。無論是自編自演的廣播劇團還是專

鶴、蔡楚生、李一、張元賢等等，都創作了

門從事電台演播的廣播劇團，都需要大量

抗日廣播劇，不僅成為初期廣播劇運動的

的廣播劇本。不僅在上海和南京如此，在

開創者，而且成為抗日廣播劇主潮的凝聚

天津也是這樣。當時，天津也產生如燕社

者。筆者曾經專門論述了上海的抗日廣播

劇團、青年會大眾劇團、野薔薇播音團、

劇創作 [44]，也對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發生期

歹，就只好任黃天霸欺壓，常常被他打罵，

以抗日救亡為旨歸，但在思想蘊含上卻不

所以總是眼淚汪汪的。黃天霸要爭奪他家

單一。除了揭露日寇侵略者的暴行，宣揚國

的地產和房子，錫華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

家興亡、匹夫有責的觀念，批判附逆投降

只好把那邊一塊肥美的田地割讓給他，這

或忍讓妥協的不良現象之外，其突出的思

是祖宗遺留下來的，佔了他整個地產的三

想主題還有如下幾個方面：

分之一，他一生辛努整理，想把它整理好交
給孩子們，由他們遺留給祖孫。可是黃天霸

理。中華民族是一個崇尚和平的民族，對

在隔壁聽到了他們的談話，他突然推門進

於強敵侵犯，往往忍辱負重，息事寧人，以

來，手裏拿一個破瓶，說這個瓶子是他家

求和平相處。「九一八」事變以後，張學良

的傳家寶，價值連城，說被錫華兒子用石

給東北軍的命令是：「萬一有向我軍施行

子打破了，要錫華賠，便對他拳打腳踢，不

壓迫之動作，該部應即避免衝突，暫向安

管鄰人甲、乙的勸阻，要作價一萬二千元，

全地帶退避，以期保全」。蔣介石給東北的

鄰人甲、乙要他振作自救。於是，錫華帶著

命令是：「吾人攘外必須安內」，「望我政

孩子們準備明天和黃天霸拼。顯然，該劇

治宣傳各同志，刻苦耐勞，堅定工作，忍辱

揭示了中國人民忍無可忍走向抗日道路的

負責，打破目前之難局」。顯然，忍讓以求

心路歷程，產生了較強藝術魅力，具有重要

和平，成為中國政府最初應對日寇入侵的

的思想價值。它告訴人們，中國人的忍耐是

一個國策。這正是中國民族性格中求和平

有底線的，當忍無可忍的時候，必然奮起反

的心理反映。早期的抗日廣播劇深刻地表

抗。

[46]

現了這種心理。王家齊《開始》 通過對某

二是 民族團結、共同抗日的時 代主

淪陷區民眾遭遇日寇任意管制和隨時轟炸

題。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期，一方面是國

的心理反映，深刻地反映了中國民眾抗日

共兩黨內戰，另一方面是日寇培植漢奸部

情緒的生成歷程。在某淪陷區，日寇不僅實

隊，導致戰場上中國人打中國人的慘劇。

行燈火管制，打亂民眾的正常生活，又時時

全面團結，共同抗日，自己人不打自己人，

空襲，使中國民眾連說話都不敢大聲，而

是人民的呼聲，也是日寇入侵後必須解決

日寇的槍炮聲總是嚇得小孩哭大人叫。這

的問題。抗日廣播劇比較深刻地表現了這

就使國民倍感當亡國奴的痛苦和屈辱，漸

一主題。趙振民的《故鄉》[48]描寫了一個出

漸認為亡國奴當不得，從而生發了應該靠

逃五年後被日寇誘騙入獄的國民黨員宣傳

著自己的腦袋、身體和熱血去和敵人拼的

鼓動偽監獄官及其士兵走向抗日的故事，

抗日意識。於是，大家同仇敵愾，決心從現

深刻地表現了中國人自己人不打自己人，團

在開始要和敵人拼命了。顯然，作品所反映

結起來，共同抗日的主題。「九一八事變」

的就是中國人民忍無可忍地被迫走向反抗

時逃脫了日寇追捕的國民黨員戢健康，五

[47]

年後被日寇誘捕。日寇要將他們全家活埋。

一個隱喻式的抗日廣播劇，也表現了這個

偽監獄官帶著士兵一同行刑，士兵不忍下

主題。在中國北部一個鄉鎮，六十歲的錫華

手，監獄官也同情他們，其父母請求監獄官

和土豪惡霸黃天霸是幾代的鄰居，從前屢

放掉他的兒子、媳婦和女兒，戢健康乘機

次周濟他，可黃天霸恩將仇報，為了一件細

用民族情感對監獄官進行宣傳教育：「監

小的事情，要他賠償一大筆財產。他悲痛

獄官，我是中國人，我生長在這裏，你也是

地哭喊著蒼天，可年老體衰，眼睛昏花，思

中國人，你也是生長在這裏的，我並沒有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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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運動先鋒和主潮的抗日廣播劇，儘管是

中國廣播劇是在宣傳抗戰中誕生的。民族意識、國家觀念再次

上又帶著三個幼小的兒女，自己不能出好

跳躍到國人主體意識的顯在層面，不管是一般的民間社團，還是官

潮還值得深入探討。總體看來，作為廣播

辦的戲劇團體，所有的廣播劇創作者都擔當起時代使命，將審美視

想麻木，簡單的事情也分辨不出所以然，加
點聚焦於抗日題材。

廣播劇進行了一點的探討 [45]，但對這一主

文化中國

繼，不怕犧牲，英勇殺敵。蔣介石說：「戰端

國民黨的黨員，就要遭殺滅門。你想我為

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

什麼逃到內地去，我是為了國家，我要救中

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

國。……我們都是中國人，也都是生長在這

牲一切之決心」 [52]。這也是毛澤東的偉大

塊國土上，你能忍心把我的全家，活埋在

思想，體現中華民族集體的戰鬥意志。廣

這個無情的坑嗎？」在他的宣傳下，監獄官

播劇作家敏銳地把握了這一點。四幕廣播

作為一個中國人民族意識和做人的良心復

劇《為國犧牲》 [53]通過描寫宋偉民一家父

活了，他做好士兵的工作，引導他們一致反

子、夫妻三個先後舍家為國，義無反顧地

抗，於是將同胞們一齊放了出來。大家喊

奔向抗日前線的描寫，深刻地表現了這一

著一個口號：「我們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主題。世傑的獨幕劇《圍城記》 [54]描寫被

「我們不做漢奸！」「我們要殺滅這般萬惡

日軍圍困一個多月的古城，在面臨彈盡糧

的土匪！」顯然，這是對民族團結、共同抗

絕時，軍民團結一心，打退了日本侵略軍，

日的時代主題的生動表現，是對抗日民族

贏得了勝利，也生動地表現了這個主題。

[49]

綜上所述，中國廣播技術的發展，為

也通過在百靈廟村國軍的防區前沿陣地上

中國廣播劇運動的興起作了物質和技術準

士兵李孟的話語表現了這一主題。李孟告

備，而廣播劇文學社團的湧現顯現了中國

訴大家，很多電報傳給了傅主席，嘉獎長官

廣播劇運動的活躍情景，催生了中國廣播

和兵士，大家都覺得就是戰死了很值，原先

劇文學。抗日廣播劇作為廣播劇運動的先

自己打自己時，誰看得起我們？無疑，作品

鋒和主潮，顯示了中國廣播劇運動初期的

表現了聯合抗日，一致對外，不自己打自己

實績，顯示了中國廣播劇文學的良好開端

統一戰線的強烈呼喚。三幕劇《對壘》

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期，全面團結，共同抗日，自己人不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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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人，是人民的呼聲，也是日寇入侵後必須解決的問題。抗日廣播劇

比較深刻地表現了這一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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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罪呀，就是因為我是中國人，我是中國

[50]

的呼聲。《母親最後的希望》 通過描寫

和成熟形態 [55]。這些作品揭露了日本帝國

張家兄弟三林和二林參加國防軍後陷入為

主義侵略中國的血腥暴行，反映了中國人

軍長私慾而殘殺同胞兄弟的故事，鮮明地

民在生死存亡的危機關頭，舉國上下捨身

表現了反對軍閥之間內戰，反對國人為自

救國的不屈意志，顯示了中國人民英勇抗

己的私利屠殺自己的同胞，反映了希望軍

日的悲壯歷程，高揚著偉大的愛國主義精

民團結，民族團結，一致對外，共同對敵的

神，表現了中國人民維護世界和平、追求安

時代主題。在抗戰文學中，這種思想表現

寧幸福生活的基本願望。應該說，中國現

無疑是文學主題的豐富和深化。

代廣播劇運動對抗戰起到了重要的宣傳作

三是前赴後 繼、全民抗日的戰略思

用，這些抗日廣播劇作品是日本帝國主義

想。從一八四○年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

侵略中國的獨特檔案 [56]。不僅在中國文學

國幾乎不間斷地遭到世界列強近百年的侵

史中具有重要的意義，豐富了中國現代文

略與欺壓，加上國內幾十年幾乎不間斷的

學的歷史圖景，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文

軍閥混戰和革命與反革命的戰爭，雖然北

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顯示了世界反法西斯

伐戰爭後國民黨統一了中國，但是國力異

戰爭文學的最初成就。
本文係作者主持承擔的國家社科基金
二○一三年度一般項目《中國廣播劇文學發
展流變研究》（編號13BZW144）的階段性成
果。

常弱小。儘管如此，正如蔣介石「七七」事
變後的廬山講話所說：「我們固然是一個
弱國，但不能不保全我們的民族的生命，不
能不負起祖宗先民所遺留給我們的歷史的
責任」，「只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幸求免
之理」 [51]。因此，在戰略上必須堅持全民
抗戰的基 本原則；在精神上必須前赴後

[1]

張鳳鑄主編：《中國廣播文藝學》(北京
廣播學院出版社，二○○○年八月第二
版)，頁三一。

[8]

[9]

行政院新聞局編：《廣播事業》(行政院
新聞局，一九四七年十一月)，頁二四。
劉家思、周桂華：《廣播傳播與戲劇新
路——論中國現代廣播劇的誕生及其發
展歷程》，載《紹興文理學院學報》二
○一四年五月第三期。
行政院新聞局編：《廣播事業》(行政院
新聞局，一九四七年十一月)，頁二二。

[20]

陳奕：《從改良文明戲談到觀音戲》，
載《社會》一九三四年六月第一卷第三
期。

[21]

汪裕泰茶號：《觀音戲——歡喜冤家》
廣告，載《光芒·觀音戲特刊》
一九三四年第一期。

[22]

上海觀音戲社：《觀音戲的實驗與成
功》，載《光芒·觀音戲特刊》
一九三四年第3期。

[23]

顧文宗：《觀音戲雜俎》，上海觀音劇
社，載《光芒·觀音戲特刊》一九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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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張三：《略談播音話劇》，載《海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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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觀音戲社：《觀音戲的實驗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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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9]

[15]

[30]

[16]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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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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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三：《略談播音話劇》，載《海濤》
一九四六年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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咪咪集雜志社廣告詞：《李昌鑒播音劇
團聞聲戲》，載《咪咪集》一九三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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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鑒:《前奏曲》，載《咪咪集》
一九三四年第一卷第七期。
云：《話劇與播音》，載《廣播日報》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七日。「不放啦做」
應為「不妨拿做」，原文排印有誤。
志：《談播音話劇之特點》，載《廣播
周報》一九三六年一月八日，第六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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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泰來：《北平廣播電台訪問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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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增刊》第三張。

上海觀音劇社廣告：《欲知航空公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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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戲〈太平花〉》，載《光芒·觀 音
戲特刊》一九三四年六月第一期。

鮮明地表現反對軍閥之間內戰，反對國人為自己的私利屠殺自

[6]

行政院新聞局編：《廣播事業》(行政院
新聞局，一九四七年十一月)，頁第
二四。

[19]

己的同胞，反映了希望軍民團結，民族團結，一致對外，共同對敵

[5]

行政院新聞局編：《廣播事業》(行政院
新聞局，一九四七年十一月)，頁二三。

上海觀音劇社：《觀音戲的演員》，載
《光芒·觀音戲特刊》一九三四年第一
期。

的時代主題。在抗戰文學中，這種思想表現無疑是文學主題的豐富

[4]

行政院新聞局編：《廣播事業》(行政院
新聞局，一九四七年十一月)，頁二二至
二三。

[18]

和深化。

[3]

本節內容主要參考趙玉明的《舊中國廣
播歷史概況》，載《中國廣播電視文史
集》（續集）(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五月)，原載《中國廣播電視
年鑒》一九八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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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志：《談播音話劇之特點》，載《廣播
周報》一九三六年一月八日第六十八
期。

中國廣播技術的發展，為中國廣播劇運動的興起作了物質和技

術準備，而廣播劇文學社團的湧現顯現了中國廣播劇運動的活躍情

景，催生了中國廣播劇文學，抗日廣播劇。顯示了中國廣播劇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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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的實績，顯示了中國廣播劇文學的良好開端和成熟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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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4]

傳音科：《播音劇的使命與應取之途
徑》，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三日，載
《廣播周報》第八十七期。

[35]

吳道一：《卷首語》，《播音話劇》，
一九三五年中央廣播電台管理處出版。

[36]

見傳音科：《播音劇的使命與應取之途
徑》，載《廣播周報》一九三六年五月
二十三日第八十七期。

[37]

載《廣播周報》一九三六年一月八日第
六十八期。

[38]

載《廣播周報》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一
日第七十八期。

[39]

載《廣播周報》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三
日第八十七期。

[40]

志：《談播音話劇之特點》，載《廣播
周報》一九三六年一月八日第六十八
期。

[41]

傳音科：《小言（續）》，載《廣播周
報》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一日第七十八
期。

[42]

志：《談播音話劇之特點》，載《廣播
周報》一九三六年一月八日第六十八
期。

周報》第一一六期。
[50]

載《廣播周報》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七
日第九十二期，同年七月四日中央廣播
電台演播。

[51]

蔣介石：《對於日本的一貫方針與立
場》，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廬山會議
上的講話。

[52]

蔣介石：《對於日本的一貫方針與立
場》，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廬山會議
上的講話。

[53]

該劇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一日和十八日，
八月八日和九月十九日發表《廣播周
報》第九十四期、九十五期、九十八期
和一○四期。

[54]

最初是獨幕劇，載《廣播周報》
一九三六年二月八日第七十二期；後來
重編為兩幕劇，載《廣播周報》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第八十三期，
重編發表時匿名。

[55]

劉家思：《新發現的蔡楚生的三幕抗日
廣播劇《第七個「九一八」》，載《中
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二○一四年第九
期。

[56]

劉家思、劉璨：《上海現代抗日廣播劇
文學研究》，載《紹興文理學院學報》
二○一五年第五期。

[43]

傳音科：《播音劇的使命與應取之途
徑》，載《廣播周報》一九三六年五月
二十三日第八十七期。

[44]

參見劉家思、劉璨：《上海現代抗日廣
播劇文學研究》，載《紹興文理學院學
報》二○一五年第五期。

[45]

參見劉家思：《論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
期的廣播劇》，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叢刊》二○一五年第九期。

[46]

載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出版的《文藝月
報》第十卷第四、五合期。

[47]

一九三五年入選《播音劇本》。
該劇創作於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發表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日出版的
《江蘇廣播周刊》第十二期，一九三六
年十一月十二日十六時十分江蘇台同人
演播。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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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發表於《廣播

Urban culture and radio drama
Liu Jiasi(Zhejiang Yuexiu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A b s t r a c t : T h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of
Chinese broadcasting technology provides
advanced path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rt, gives rise to
broadcasting art, leads to the flood of radio
troupes and promotes the rise of Chinese
radio drama movement. The emergence of
various radio troupes presents the active
scene of Chinese radio drama movement
and spawns Chinese radio drama literature.
Key words: broadcasting industry; radio
drama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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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建構與譯介的中國政治
──關於《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當代解讀
■ 魏麗娜

作家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說《鋼鐵是怎樣煉

過全文也一定會知道它的存在，而且，絕大

成的》在主流意識形態的刻意助推下，籍由多

部分人都會記得其中的「經典名言」：「人最

種傳播渠道，認可度曾經很高並一度「聖化」與

寶貴的東西是生命，生命屬於人只有一次，

「偶像化」，躋身革命文學經典行列，即使它

一個人的一生應該是這樣度過的：當他回

在源語國已被當成「政治謊言」和「極權統治」

首往事的時候，他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悔

的「吹鼓手」而為人恥笑，但它在當代中國卻憑

恨，也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而羞恥。這樣，在

藉國家體制下的譯介和媒體力量，持續散發著

臨死的時候，他就能夠說：『我的整個生

耀眼的光芒。對於「動態經典」《鋼鐵是怎樣

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經獻給世界上最壯麗

煉成的》的當代解讀，則揭示了一個不爭的事

的事業——為人類的解放而鬥爭』」，由此

實：彙聚多種世間因緣的文學經典文本，在時

可見，這部小說在新中國成立至今的六十

間和空間的旅行過程中，縱使會經歷各種因素

多年間的「權威性影響」。小說通過記敘保

的作用、影響，特別是世俗權力的強力介入，最

爾·柯察金的成長道路告訴人們，一個人只

終會擺脫種種束縛，差別只在於它是否已經是

有在革命的艱難困苦中戰勝敵人也戰勝自

「終身性」或「永恆性」。

己，只有在把自己的追求和祖國、人民的利

關鍵詞：《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經典建
構；譯介；中國政治；動態經典。

益聯繫在一起的時候，才會創造出奇蹟，才
會成長為鋼鐵戰士。小說以今人難以想像
的方式無條件地謳歌了「大功無私」和「集
體主義」，是前蘇聯式「社會主義現實主

不乏「墻裏開花墻外香」的例子。前蘇聯作

義」的代表作品。這部小說在其源語國，興

家尼古拉·阿列克謝耶維奇·奧斯特洛夫斯

盛於斯大林時代的政治欽命，衰敗於前蘇

基（Nikolai Alexeevich Ostrovsky，19041936）的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愛爾

聯的政治覆滅，甚至於被當成前蘇聯「政治

蘭女作家艾捷爾·麗蓮·伏尼契（Ethel Lilian

笑，但是，它在當代中國卻依舊威風凜凜。

Voy nich，1864-1960）的小說《牛虻》等作
品都經歷了在源語國默默無聞，卻借助譯

儘管尼·奧斯托洛夫斯基這位革命英雄的作

介之力在其他國家大放異彩，由此可見，譯

大政治權利的介入或與日月同輝或泥牛入

介在促成原著經典化過程中具有一種「另

海，但它在中國大陸，卻憑藉國家體制下

類」的巨大推動作用。

的譯介和媒體力量，持續散發著耀眼的光

謊言」和「極權統治」的「吹鼓手」而為人恥

品《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在其祖國隨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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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國文學經典名著的浩瀚海洋中，

前蘇聯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愛爾蘭小說《牛虻》等作

來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即使沒有讀

品都經歷了在源語國默默無聞，卻借助譯介之力在其他國家大放異

洋中，不乏「墻裏開花墻外香」的例子。前蘇聯

彩，由此可見，譯介在促成原著經典化過程中具有一種「另類」的

對於受過九年制義務教育的中國人

巨大推動作用。

要：在外國文學經典名著的浩瀚海

摘

魏麗娜：經典建構與譯介的中國政治

浙江財經大學外國語學院

文化中國

芒。

象。反觀整個俄羅斯文學史，如保爾的人物

一、《鋼鐵》煉成的政治與中
國譯介的熱潮

形象並非孤例，同類的蘇聯文學作品中，這
樣的英雄幾乎成為了社會主義文學的標
配。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政治風向突變，

反觀整個俄羅斯文學史，如保爾的人物形象並非孤例，同類

的蘇聯文學作品中，這樣的英雄幾乎成為了社會主義文學的標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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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政治風向突變，這一革命英雄形象，從俄羅

斯及烏克蘭等國民眾的當下視野中完全消失了。

二○一七年第一期（總第九十二期）

一九三二年，蘇俄共青團中央機關刊

保爾為之奉獻一切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物《青年近衛軍》刊載了小說《鋼鐵是怎樣

國聯盟與領導其一切的核心力量蘇聯共產

煉成的》第一部，同年十一月青年近衛軍出

黨瓦解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部曾經

版 社 出 版 發 行 了 第 一 部 的 單 行 本。

被官方高度意識形態化的政治小說與保爾

一九三四年，《青年近衛軍》第一期至第六

這一革命英雄形象，從俄羅斯及烏克蘭等

期連載小說第二部，同年四月第二部單行

國民眾的當下視野中完全消失了。

本正式發行。小說問世之初雖然獲得部分

在蘇聯創造的「紅色三十年代」的革

讀者青睞，卻未引起文學評論界的關注。一

命旋風席捲全球的大背景下，一九三七年

次偶然的機會，當時的蘇俄作家群體「拉

上海潮峰出版社出版了由段洛夫、陳非璜

普」的領導人在會議中介紹文學青年的藝

翻譯的第一個中譯本《鋼鐵是怎樣煉成

術成就時提及尼·奧斯托洛夫斯基的這部

的》，開啟了國內翻譯《鋼鐵是怎樣煉成

作品。接著，作家米·柯爾卓夫刊登在《真

的》之先河，在中譯本的譯者序裏，譯者交

理報》（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七日）上的專題

代該譯本並非譯自俄語而是根據日譯本轉

報道文章《勇敢》全面介紹了奧斯托洛夫

譯而來[3]。一九四三年，重慶國訊書店出版

斯基的事蹟和他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了由彌沙譯就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上

斯大林以政治家的敏銳捕捉到書中主人公

卷）。這兩個譯本因為年代較為久遠，發行

保爾·柯察金是一個「重要的不可輕視的正

量不大，流傳範圍十分有限，現今只能在一

面形象」 ，在革命領袖的授意下，全蘇聯

些大型的圖書館善本藏書庫裏才有機會一

掀起了一股學習奧斯托洛夫斯基的熱潮，文

睹其真容。

[1]

學評論界不惜筆墨撰文大加褒揚這部作

較之於前兩個譯本的傳播境遇，上海

品，奧氏更是因此被授予象徵國家最高榮

新知出版社一九四二年的譯本則獲得了較

譽的「列寧勛章」。

為廣泛的流傳，頗受「左翼」青年們的青

如今，前蘇聯政權已經沒入歷史的塵

睞。據負責翻譯此書的梅益先先生回憶：

埃裏，那些曾經受其意識形態控制而編織

「一九三八年四月，上海八路軍辦事處負責

出的英雄神話也逐一破滅，今天的俄羅斯

人劉少文同志給了我這部作品的英譯本，

教科書再難覓得《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

它是紐約國際出版社在一九三七年出版

蹤跡，文學史上對其經典性地位的認定也

的，英譯者是阿歷斯·布朗。劉少文同志對

存在諸多爭議。就連當年親手將其推向神

我說：黨組織認為這部作品對我國的讀

龕的斯大林本人也承認：「奧斯特洛夫斯基

者，特別是青年讀者很有教育意義，要我作

缺乏起碼的文學知識」 ，連小學學業都

為組織交辦的任務儘快把它翻譯出版」

沒有完成的奧斯特洛夫斯基藝術修養匱

[4]

乏，文化程度低的短板直接導致了其作品語

爆發，「在這樣的情況下，三十幾萬字的還

言簡單，敘述手法流於平鋪直敘，人物塑造

附有十幾幅精美的銅板插圖的《鋼鐵是怎

平面化。主人公保爾的性格從小說開篇伊

樣煉成的》還是在半年多的時間內出版，不

始就基本定型，作者憑藉個人意念，構思出

但在上海發行，還送到內地和根據地去，這

了這樣一位富有反抗精神、不畏艱難困苦、

是不簡單的」[5]。梅譯本受歡迎的程度可以

有著大無畏犧牲精神的理想主義英雄形

從以下數據得到證實：此後的幾年間，先後

[2]

。雖然譯文付梓之時太平洋戰爭爆已經

朝城冀魯豫書店、太行群眾書店、泰嶽新書

共發行一百三十多萬冊，重印三十一次，遠

店、中原新華書店、山東新華書店、上海生

超一九五二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劉譯本。

活·讀書·新知聯合發行所等近十所出版機
[6]

構翻印了這個版本的譯文 。

進入二十一世紀，灕江出版社推出了
黃樹南先生的譯本，雖然出版社宣稱此譯
本是目前市面上唯一的全譯本，但熟悉此

版社組織全國翻譯大家譯介「中國人民文

書的專家學者並不買帳，更有人專門考證出

藝叢書」、「蘇聯文藝叢書」，《鋼鐵是怎樣

此譯本不過是將一九八九年俄文版《奧斯

煉成的》位列其中。接手校譯這本書的譯

特洛夫斯基文集》中的注釋配上原文混裝

者劉遼逸參照一九四九年俄文版的《鋼鐵

之後倒賣給了中國讀者[8]。然而，這並不能

是怎樣煉成的》，對梅益先生的譯文作了仔

阻止出版市場的跟風熱潮，全國十幾家出

細的校對，並補譯了英譯本中被刪節的部

版社幾乎在同一時間或重印或重譯此書，

分，於一九五二年出版，僅第一版就發行了

一時間《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成為了出版界

五 十 萬 本，盛 況 空 前。一 九 五 六 年、

的寵兒。

一九六一年中國青年出版社和少年兒童出

圖書出版市場的狂熱，催生了小說的

版社又分別再版。截至到一九六六年，此譯

影視改編熱潮，二○○○年央視在黃金點

本共 被翻印二十五次之多，發行量 超過

檔播出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電視劇，影

一百萬冊。與此同時，中國青年出版社推出

視作品的傳播速度和影響力要遠遠大於平

孫 廣 英 翻 譯 的《 奧 斯 托 洛 夫 斯 基 傳》

面文本的書籍，一時間，街頭巷尾上至年

（一九五一）和《奧斯托洛夫斯基演講書信

逾古稀的老者，下至幾歲的孩童，都能隨口

論文集》（一九五二），「掀起了五十年代奧

說出劇中人物的名字，甚至能背誦其中的

斯托洛夫斯基及其《鋼鐵》的熱潮，影響了

經典台詞。多家電視台、電台、報刊對電視

一代青年人的世界觀和人生追求，它們成

劇大肆宣傳，並組織專題研討會請來相關

為五十、六十年代歷經不衰的『暢銷書』」

專家作專題演講。更有出版商別出心裁請

[7]

來了電視劇中的幾位主演親臨現場簽售圖

。

書，引來大批讀者熱捧。《中華讀書報》刊

成的》譯作面世，奧氏的這部作品在中國的

文報道電視劇中飾演麗達的烏克蘭演員認

譯介經歷了多次重印、重譯，受眾之廣，是

為即使在今天「保爾精神」對整個社會仍具

其他譯作所無法匹敵的。遺憾的是，之前

有正面的教育意義：「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

的譯文都是通過日文或者英文轉譯，直到

如此大的成就，中國會有這麼大的發展，就

一九七六年，第一本由俄文直譯的譯本才

是因為中國人沒有丟掉保爾精神；而自己的

得以與中國讀者見面，負責此項翻譯工作的

國家之所以像現在這樣，就是因為人們丟

是黑龍江大學俄語系。黑龍江大學毗鄰俄

掉了保爾精神」[9]。演員的言論或許是製片

羅斯，有著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優勢，其俄

方為了電視宣傳的需要刻意為之的結果，

語系一直是國內俄語專業的翹楚，實力強

但無可否認的是，中國讀者對這部作品多

勁的翻譯團隊也使得這個版本的譯文成為

年來保有的熱情也從另一個側面印證了保

漢譯經典。在時隔三十八年之後的一九八○

爾精神自有其存在的土壤。《文藝報》撰文

年，梅益先生再次著手修訂其在一九四二

力證《鋼鐵》一書的價值，並斷言：「對保

年的譯文，所不同的是此次參照的文本是

爾所處的那一時代進行質疑、反思或者批

莫斯科外文出版社邀請普羅科菲耶娃由俄

判就是隔斷和歪曲那一段歷史」[10]。

文翻譯成英文的版本。修改後的譯本獲得

這本三十年代初問世的蘇聯小說，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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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九三七年第一本《鋼鐵是怎樣煉

魏麗娜：經典建構與譯介的中國政治

一九四九年底，新成立的人民文學出

文學藝術

了很大成功，一九八○年到一九九五年間，
圖書出版市場的狂熱，催生了小說的影視改編熱潮，演員的言
論或許是製片方為了電視宣傳的需要刻意為之的結果，但無可否認
的是，中國讀者對這部作品多年來保有的熱情也從另一個側面印證
了保爾精神自有其存在的土壤。

有上海新知書店、大連中蘇友好協會、河北

文化中國

生於特殊的時代背景，時過境遷之後在其

交代的一項政治任務來完成的，因為這部

源語國慢慢淡出了讀者的視野。然而，它在

小說在情節安排上，將個人命運與現代革

中國的境遇卻大大不同，在中國譯者的助

命相結合，以個人成長表現民族歷史，歌頌

力和出版市場的推波助瀾下，《鋼鐵》成為

無產階級思想，對中國的讀者特別是青年

了當之無愧的譯介文學經典。

讀者很有教育意義；在思想主題和敘 事結

二、經典建構與去魅的多維解
析

構上，與新中國對於民族現代革命歷史的
表述十分契合。所以，這本既滿足了生活在
社會主義革命時代人們精神需求，又能表
達主流意識形態要求的書，受到黨的高度

始於譯介，但其經典性地位的確立卻是在

重視，被列為青年一代必讀書目，成為那個

文本內部譯者不遺餘力的再創作實踐和文

時代的「暢銷書」。

本外部風調雨順的譯入語文化政治氣候中

其次，《鋼鐵》在中國的經典化建構離
不開文學批評界的推波助瀾。一部文學作

確立的。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在中國的接受始於譯介，但其經典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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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確立卻是在文本內部譯者不遺餘力的再創作實踐和文本外部風調

雨順的譯入語文化政治氣候中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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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在中國的接受

首先，《鋼鐵》在中國經典性地位的確

品經典性地位的確立除了國家權力話語和

立離不開主流意識形態的操控。建國初期，

主流意識形態的操控外，還得益於作家作

黑暗與災難剛剛過去，百廢待興，長期的文

品被廣泛閱讀，並在反複閱讀的過程中產

化封閉和文學禁錮使得新中國文學事業發

生評論和反饋，正是在不斷的閱讀、評論、

展嚴重滯後，這一現狀給外國文學的譯介

反饋過程中其經典性才得以彰顯。外國文

提供了發生的契機，同時又由於中、蘇兩國

學作品在中國的經典化過程尤其需要文學

在歷史命運和社會制度等方面的高度相似

精英們對作品進行譯介和評論，在「眾聲喧

性，蘇俄文學成了譯介的首選，特別是那些

嘩」的場域中完成外國文學文本的本土化

反映革命現實主義的文學作品更是備受推

經典建構。

崇。一九五○年初《人民日報》刊文：「翻譯

一九九八年國內展開了對《鋼鐵》一

介紹蘇聯文藝作品，是當前文藝工作的重

書的學術大討論，在此之前雖偶有報刊雜

大任務之一，也是教育中國人民事業上的

志涉及，卻始終局限於對小說主人公正面

重要工作之一。廣大讀者迫切要求閱讀蘇

形象的謳歌，號召年輕一代學習他的精神；

聯優秀文藝作品，而且熱烈愛好這些作品。

又或是將研究的視角放在小說作者奧斯特

這種要求與愛好正在日益增長。出版家和

洛夫斯基身上，強調他在雙目失明的前提下

翻譯工作者應當以十分負責、嚴肅的態度

還能克服種種困難完成整部小說的創作，

來滿足廣大讀者的這種需要」 。時任中

認為其精神與小說主人公保爾的精神境界

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的周揚也明確指出：

高度契合，值得我們立為榜樣。即便是到了

「蘇聯的文學、藝術和電影已經不只是作

新世紀，對《鋼鐵》一書的解讀緯度也還停

為中國作家和藝術工作者的學習範例，而

留在贊揚保爾精神風貌的層面。

[11]

且是作為以共產主義思想教育和鼓舞廣大

破除學界單一向度解析《鋼鐵》的文

中國人民的強大精神力量，成為中國人民

章出自哲學學者劉小楓之手，他在《記戀冬

新的文化生活的不可缺少的最寶貴的內容

妮婭》一文中回憶了自己在文革中閱讀《鋼

了」 。由此可見，向蘇聯「一邊倒」的呼聲

鐵》的感受，起初他很是為冬妮婭和保爾

之高。

夭折的愛情感到惋惜，甚至想如果冬妮婭

[12]

當時譯介到中國的蘇聯文學作品有很

能夠與保爾並肩作戰，成為革命伴侶，那該

多，而《鋼鐵》是其中傳播範圍最廣、影響

有多好！後來，這種遺憾漸漸轉淡，因為當

最大的一部。起初，《鋼鐵》是作為黨組織

他瞭解到冬妮婭閱讀過大量小說，特別是

的生活狀態，雖然她的理想沒有保爾那種

中的一個」；「通過對保爾·柯察金形象的分

獻身革命的理想來得崇高偉大，但尋求質

析，我們可以看到他身上的優秀品質屬於

樸、簡單的家庭生活難道就一定比那些附

人類永恆的道德範疇，具有一種普遍的意

著於崇高革命理想的人生目標來得卑劣

義。因此這個形象的藝術魅力不會隨著時

嗎？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慘痛教訓，強

間的推移而消失，他的精神具有一種永存

烈的政治熱情冷卻之後，劉小楓沒有再讀

的價值」 [15]。而北京大學的余一中教授的

《鋼鐵》，「保爾的形象已經黯淡了，冬妮

文章《〈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是一本好書

婭的形象卻變得春雨般芬芳、細潤，亮麗而

嗎？》則從作品所描繪的時代及其真實性出

又溫柔地駐留心中，像翻耕過的準備受孕

發，分別從保爾的形象，奧斯特洛夫斯基與

[13]

結果的泥土」 。對於中國人來說，「文

《鋼鐵》的成書過程，讀者對《鋼鐵》的接

革」那場暴風驟雨之後，慘遭生命與精神

受等角度考察這部作品，認 為保爾只是

雙重劫難的一代人，對國家權力操控下的

三十年代蘇聯官方文學理論的一種演繹，

主流意識形態產生了質疑，那些曾經被奉

小說所表現的是「怎樣把一個普通人變成

為精神偶像的英雄人物也被趕下了神壇，

斯大林路線的擁護者」 [16]。爭論的雙方對

接受讀者的重新審視。劉小楓對《鋼鐵》的

《鋼鐵》一書所秉持的態度南轅北轍，余

反思並非個案，「如果沒有發生文化大革

教授對電視劇版《鋼鐵》的腳本更是口誅

命，也許我們的思想會沿著保爾·柯察金的

筆伐，撰文詳細列舉劇本中的字詞、修辭、

道路發展下去。然而文革曾經殘酷地撕毀

語法以及標點的失誤，對於其中地名、人名

了以前所建立起來的全部光輝理想，於是

等翻譯錯誤更是無法容忍。認為《鋼鐵》一

我們的世界觀發生了痛苦深刻的極其複雜

劇的製作者們「憑藉著錯誤的文化知識及

曲折的轉變」[14]。誠然，在撥開精神的迷霧

與之相配極為草率的工作態度，卻在媒體

之後，青年一代讀者對《鋼鐵》一書的看法

上大講革命理想、革命精神與教育青少年，

發生了顛覆性的變化，但真正能帶來影響

真叫人感到苦澀與滑稽……」，「大煉《鋼

的話語還是掌握在少部分精英手裏，並且

鐵》之所以煉出了廢品，是因為我們的一些

精英話語也在主流文學話語中起著關鍵性

文化人違背了文化建設的規律：優秀的文

的導向作用。

藝作品只能是文藝家長期艱苦複雜的天才
的個體勞動的結晶，靠臨時拼湊的群體（哪

是任光宣和余一中兩位俄羅斯文學研究領

怕是加進了洋人），在短時期內匆匆忙忙是

域的專家針對是否要將《鋼鐵》列入新版

絕對製造不出像樣的文化產品的，這是任

高校俄語語言文學教材《俄羅斯文學選

何製作者和媒體都無法用表揚和自我表揚

讀》中。南京大學的任光宣教授撰文《重讀

掩蓋得了的」[17]。余教授的這篇慷慨激昂、

長篇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通過對

擲地有聲的評論激起不少對前蘇聯作品具

保爾形象的深入分析，作者得出的結論是，

有深厚感情的人的反感：「批評編校質量只

「這部作品不但符合時代的要求和精神，

是一層薄薄的面紗，借題發揮後面卻做著

也符合三十年代蘇維埃人對人生的審美追

一塊更厚重的文章」，「如果帶著政治和自

求。……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說真實地再

己狹隘的眼光、偏見來評判一部被公認了

現了那個時代的蘇聯人民的信念、理想和

的優秀文學作品，這種批評的用心就值得

情操，真實地再現了蘇聯人民在那個時代

懷疑」[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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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八年掀起的「南北之爭」，起因

魏麗娜：經典建構與譯介的中國政治

察金就是那個時代產生的千百萬英雄人物

文學藝術

婭的人生理想是尋求一種純然的屬於個體

在撥開精神的迷霧之後，青年一代讀者對《鋼鐵》一書的看法

現了那個時代的英雄模範人物。而保爾·柯

發生了顛覆性的變化，但真正能帶來影響的話語還是掌握在少部分

的古典小說之後，他的立場就動搖了。冬妮

精英手裏，並且精英話語也在主流文學話語中起著關鍵性的導向作

的奮鬥精神和忘我的勞動熱情，真實地再
用。

那些為她搭建起一種絢麗而質樸的人生觀

文化中國

形式庫」[21]，據此我們可以推斷出，能夠佔

三期，繼續開闢專欄討論《鋼鐵》這部作

據翻譯系統中心位置的外國文學作品則可

品。其中，《我們是否還需要「保爾精神」》

以被認作該系統中的「經典」譯作。在佐哈

一文對於在當下社會我們是否還需要堅守

爾的經典形式庫裏，經典又區分為「靜態經

「保爾精神」這個問題做出了解答，作者首

典」和「動態經典」，前者指的是一個文本

先肯定了《鋼鐵》的「政治化」這一歷史事

依靠被解讀為受主流意識形態和詩學認可

實，但同時又指出「文學作品一旦創作完成

的文學作品而生存；後者指的是一個文本

就脫離了作者而獨立存在，讀者對它的選

作為一種文學模式的代表進入到經典化形

擇和取捨，乃至讀者從中讀出的感受和理

式庫，對整個文學系統起到「能產」作用，

解，完全取決於讀者的主觀意識，而不依賴

推動經典化形式庫的更新。從這個角度來

於作者的意圖或者外加給作品的其他因

看《鋼鐵》的經典之路，則可將之視為「動

[19]

素」 。因此，本文作者提議人們應該辯證

無論是肯定性的評價，還是不留情面的抨擊，對於這部小說來

說，都是一樁好事。文藝爭鳴的意義就在於通過不斷的論爭來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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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的新鮮度，在建構與解構的過程中，逐漸確立其在文學經典殿

堂的資格與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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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文藝》雜志在二○○○年第

態的經典」。

地看待這個問題。鑒於以上立場，新時期

對於《鋼鐵》的當代解讀，揭示了一貫

「弘揚保爾精神，無論從歷史的還是當下

以來被遮蔽的讀者反映，也揭示了一個不

的文化視野來看，都是十分必要的。今天我

爭的事實：彙聚了多種世間因緣的文學經

們重塑保爾，呼喚保爾精神則是更成熟、更

典文本，在時間和空間的旅行過程中，縱使

自覺、更理性的自主行為」 [20]。而《保爾熱

會經歷各種因素的作用、影響，特別是世俗

下冷思考》、《保爾復出與歷史反思》的作

權力的強力介入，最終還是會像破繭而出的

者董俊，聯繫自己在五十年代閱讀《鋼鐵》

蝴蝶，擺脫種種束縛，釋放出絢麗的姿態，

的體驗和自己幾十年的人生感悟，剖析了

差別只在於它是否已經是「終身性」或「永

「保爾精神」的實質以及其與時代的關聯，

恆性」。
【基 金項目】浙 江省 哲 學 社 會 科 學
規劃課題「普拉 斯詩學思想研究」（編號
16N D J C171Y B）、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項
目「西 爾 維 婭 · 普拉 斯 詩 歌研 究」（編 號
2015M582065）階段性成果。

為讀者們提供了一種在新時代如何正確看
待「保爾精神」的途徑。
無論是對《鋼鐵》肯定性的評價，還是
不留情面的抨擊，抑或是採取辯證的觀點
一分為二地看待問題，對於這部小說來說，
都是一樁好事。文藝爭鳴的意義就在於通
過不斷的論爭來保持作品的新鮮度，在建

[1]

構與解構的過程中，逐漸確立其在文學經
典殿堂的資格與地位。
隨著時代的變遷，經典也會隨著讀者

[2]

的個人經歷及他所生活的時代背景的變化
而衍生出新的含義。以色列學者埃文·佐哈

[3]

爾在關於「經典化」的理論指出，每個時期
翻譯過來的外國文學作品構成了一個翻譯
文學系統，但每個譯作在其系統中所處的
位置不同。「作為一個系統，翻譯文學本身

[4]

也有層次之分……在某部分翻譯文學佔據
中心位置的同時，另一部分的翻譯文學可
能處於邊緣位置」，並且「一般而言，整個
多元系統的中心，就是地位最高的經典化

[5]

余一中：《歷史真實是檢驗現實主義文
學作品的重要標準》，載《俄羅斯文
藝》二○○四年第三期。
余一中：《歷史真實是檢驗現實主義文
學作品的重要標準》，載《俄羅斯文
藝》二○○四年第三期。
北京圖書館編：《民國時期總書目
（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外國文
學），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八七年，頁
二七九。
(蘇聯)尼·奧斯特洛夫斯基：《鋼鐵是怎
樣煉成的·重版後記》，梅益譯(人民文
學出版社，一九八○年)，頁四九五。
梅益：《深情的懷念》，載上海社會科
學院文學研究所編《上海「孤島」文學
回憶錄》（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刊載於《中華讀書報》二○○○年三月
一日。

[10]

刊載於《文藝報》二○○○年四月六
日。

[11]

引自《用嚴肅的態度對待翻譯工作》，
載《人民日報》一九五○年三月二十六
日。

[12]

周揚：《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中國文
學前進的道路》（一九五二），見謝
冕、洪子誠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料
選》（一九四八至一九七五）(北京大學
出版社，一九九五年)，頁七○。

[13]

劉小楓：《這一代人的怕和愛》(三聯
書店，一九九六年)，頁四八、六一。

[14]

王小鷹：《從川端康成到托爾斯泰》，
載《外國文學評論》一九九一年第四
期。

[15]

任光宣：《重讀長篇小說〈鋼鐵是怎樣
煉成的〉》，載《俄羅斯文藝》
一九九八年第二期。

[16]

余一中：《〈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是一
本好書嗎？》，載《俄羅斯文藝》
一九九八年第二期。

[17]

余一中：《大煉〈鋼鐵〉煉出的廢品：
評〈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電視連續劇文
學本》，載《當代外國文學》二○○○
年第二期。

[18]

[19]

吳俊忠：《我們是否還需要保爾精
神》，載《俄羅斯文藝》，二○○○年
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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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宜漁：《由批評編校差錯所引發的論
爭：兼議余一中先生有關〈鋼鐵是怎樣
煉成的〉的評論》，載《新聞出版報》
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魏麗娜：經典建構與譯介的中國政治

余一中：《〈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是一
本好書嗎？》，載《俄羅斯文藝》
一九九八年第十二期。

The Canon Construction and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olitics in How
Was the Steel Tempered
Wei Lina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
Abstract: In the vast sea of foreign
literature canons, many works are much
more famous abroad than at home.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uthor Ostrovsky’s
novel how was the steel tempered was
highly recognised by many people, it was
sanctified and idolised in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deliberately spread by a variety of
channels, joining the?ranks of revolutionary
l it e r at u re ca non s. Wit h t he powe r of
translation and media under the national
system in contemporary China how was
the steel tempered emanates? ongoing
dazzling shine, even if it has been mocked
and regarded as a "trumpeter" of "political
lies" and "totalitarian rule" in the source
language. The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of "dynamic" canon how was the steel
tempered reveals a fact that the literature
canon which was composed by variety
of karmas, will get rid of the constraints
eventually in the process of time and space
travel, even if it will experience the effect
of various factors, especially the strong
interference of secular power, the difference
is only if it is already a "permanent" or
"timeless" canon.
Key w o r d s: How Wa s t he St e el
Tempered Canon Construction Translation
Chinese Politics Dynamic Canon.

彙聚了多種世間因緣的文學經典文本，縱使會經歷各種因素的

戶松芳：「《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在
十七年的傳播與接受」(武漢大學碩士學
位論文，二○○五年)，頁九。

Itamar Even-Zohar. Polysystem Studies.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49, p.17.

作用、影響，特別是世俗權力的強力介入，最終還是會像破繭而出

[9]

[21]

吳俊忠：《我們是否還需要保爾精
神》，載《俄羅斯文藝》，二○○○年
第三期。

的蝴蝶，擺脫種種束縛，釋放出絢麗的姿態，差別只在於它是否已

[8]

北京圖書館編：《民國時期總書目
（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外國文
學），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頁二七九至二八○。

經是「終身性」或「永恆性」。

[7]

[20]

文學藝術

[6]

一九八四年)，頁六六。

文化中國

特約書評

「信雅達」框架下的文化反思
──《波斯短歌行》翻譯理念小議
■ 陳渲文

譯；文化背景；信達雅。

在如今的中國書市，從國外翻譯回來
的作品早已可以說是汗牛充棟。然而，在哪
怕浩如煙海的翻譯作品中，鍾錦先生所譯
的《波斯短歌行》也是獨樹一幟，讓人眼
前一亮的作品。究其原因，恐怕不僅僅是
因為《魯拜集》本身的美，還要包括譯其者
獨特的翻譯方式。葉嘉瑩先生推薦此書時
鍾錦並未用今日流行的白話文體對費氏結樓所譯的英文《魯拜

集》進行翻譯，而是採用了文言文，將詩譯成七絕的形式。不僅如

１２２

此，鍾錦先生還大量使用了中國古典的意象，來改變其本身的意向

方式，使其中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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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濟大學哲學系

也是說：「《魯拜集》譯者雖多，而私意以
為此本頗具特色，故樂為之推薦」。其翻譯
之特別可見一斑。在此書中，鍾錦先生並未
用今日流行的白話文體對費氏結樓所譯的
英文《魯拜集》進行翻譯，而是採用了文言
文，將詩譯成七絕的形式。不僅如此，鍾錦
先生還大量使用了中國古典的意象，譬如
用「孟婆」來翻譯(A ngel)[1]，以「重畫先天
太極圖」來翻譯(Re-mould it nearer to the
摘 要：本文試圖通過對《波斯短歌行》

Heart`s Desire)[2]等等，來改變其本身的意

翻譯理念的分析，在「信達雅」的框架下對當

向方式，使其中國化。這種譯法本身並非

今翻譯現狀做出一種反思。其方式是先通過

空穴來風，事實上，費氏結樓自己翻譯奧瑪

討論翻譯一詞的概念，使今天翻譯優先採取

珈音的詩歌也是採取了更改原作，使其更

的「信」這一規範明晰化。隨後以《波斯短歌

好的態度 [3]。然而，這樣翻譯，似乎在今人

行》序文中的態度為導引，點出「信」的不足與

眼中總有一種危險：是否這樣的翻譯已經

後果，進而給出《短歌行》以「雅」來「達」的翻

偏離了翻譯的本義，變成了一種再創作？

譯理念及其對於文化背景融合的促進作用。最

如果是再創作，我憑什麼將這部作品與原

後則討論一下相應於「信」的不足，《短歌行》

作者奧瑪珈音的作品視作是一部作品呢？

的翻譯理念在把文化背景帶入視野的同時也

這還是翻譯嗎？用經典的翻譯準則「信達

使我們重新重視與接受傳統的作用。

雅」來表述的話，在這裏疑問裏貫穿始終

關鍵詞：《波斯短歌行》；《魯拜集》；翻

的便是「信達雅」中「信」的問題。

性，如此，讀者才可獲得一種有效領會，從

什麼是「信」？當我們要求「信」的時候，我

而達到「達」這一目的。「信」則是為了達到

們到底在要求什麼？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依

這一目的採取的可以說是「直譯」 [7]的 規

賴於我們對於翻譯本身的規定。因為「信

範，即一種字字對應的翻譯。這一規範想

達雅」本身是來自於翻譯的規範性概念，

要達到的無非是通過使用對應的語法符號

而以「信達雅」為代表的所有規範性要求，

保證譯文與原文間含義的一致性。而這種

全部建基在我們對於翻譯這一觀念的本質

一致性最終表現為本語言的讀者與外來語

看法上。當我們要求譯文達到「信」這一規

讀者所領會的含義一致——這就是翻譯的

範時，我們必然已經在這一要求中內涵了

目的。

一個理論命題：「只有達到信的翻譯才是好

乍看下來，《波斯短歌行》在這一點

翻譯」，而一個「好翻譯」必定是符合「翻

上似乎是很麻煩的，因為《波斯短歌行》的

譯」這一概念本質規定的表現。故而我們

譯文從詞句上看含義與英文含義毫無疑問

一定要先討論一下「翻譯是什麼」。可是，

是不一致的。這種不一致體現在我們閱讀

當我們轉向翻譯這個概念本身時，我們會

時英文與其對應的中文時絕然不同的領會

發現它本身的外延就模糊不清。從詞源學

上，體會在不同意向表現的不同文化背景

上來看，英文t r a nsl ation可能來自古法語

上。那麼，我們是否可以直接得出結論，即

translation，或拉丁文translatio（傳送），而

這部《波斯短歌行》並不是一個好的翻譯

translatio又來自其動詞形式transferre（傳

呢？

[4]

遞） ，而當「翻譯」這個詞本身被翻譯到

很明顯，鍾錦先生肯定料到了這種質

其他語言時，它的意義又會發生遷移，比如

疑。在《波斯短歌行》的序言中，鍾錦先生

在印度孟加語中翻譯一詞是rupantar，意為

便集中闡釋了其翻譯理論，這之中就有對

「變形」；而在印地語中是a n u v a d，意為

這種質疑的回應。在譯序的開篇，他便討論

「仿說」，「尾隨」[5]。而如果從其翻譯形式

了「信達雅」間的關係。我們會發現，鍾錦

上來看，按照結構主義語言學家雅各布森

先生的論述一開始就不讚同以「信」為標

的說法，其可以分為三類：語內翻譯、語際

準的維度，原因很簡單：他認 為「信」與

翻譯和符際翻譯，而如果將符際翻譯理解

「雅」是為了「達」而服務的，或者說，恰恰

為書面文本與非書面文本的互譯，那麼任

是「達」使得「信」與「雅」在翻譯中有意義

何一種交涉了語言含義的表述基本上都可

地存在。而進一步講是「雅」而不是「信」

以納入這個範疇，我對心理領悟的獨白，對

構成了最能達到「達」這一翻譯的本質維

文學作品的表演，都將成為一種翻譯，翻

度[8]。
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信」這一規

討論產生阻礙。因為此文核心在於討論

範恰恰無法保證翻譯後的文本與原文含義

《波斯短歌行》的翻譯理念，故而我認為

一致。剛剛我們已經對「信」的含義作了基

可以將此處所討論的翻譯概念限定為語際

本的規定，即通過該種規範方式，原文本

的翻譯。這裏必須進一步對翻譯進行規

與翻譯文本間的含義能保持一致。在這樣

定，若我們對於上述內涵進行抽象，我們基

的判斷中，蘊含著一個前提，即原文本的語

本上可以說翻譯所要達到的乃是將一種語

言與翻譯文本的語言的指向是可以一致

言表達指攝的含義用另一種語言表達指攝

的，比如「apple」與「蘋果」這兩個知性概

出來。用林文月先生的說法，翻譯就是「把

念指向的都是那個感性對應物。可是，這

１２３

譯的外延將會無限擴大，這種擴大將會對

陳渲文：「信雅達」框架下的文化反思

成為「信」之後才可考慮的次要要求。然而

特約書評

證翻譯的是兩種語言所表達的含義一致

保證翻譯的是兩種語言所表達的含義一致性，如此，讀者才
可獲得一種有效領會，從而達到「達」這一目的。這一規範想要達

譯界所秉持的基本態度。「達」與「雅」則

到的無非是通過使用對應的語法符號保證譯文與原文間含義的一致

一種語文轉換成另一種語文」 [6]。這裏保
性，最終表現為本語言的讀者與外來語讀者所領會的含義一致。

在今天，對原文保持忠實可以說是翻

文化中國

一點真的就不存疑嗎？不，並非如此。因為
當我們仔細考察這兩個知性概念時，我們
會發現這兩個概念從來就不是單純就其自
身而言就自在地指向感性對應物的，這種
指向是要依賴於整個族群的文化背景來獲
得其具體規定的。「且夫文辭，非孤生者，
必與乎其族類之情與思也」[9]。與這指向勾
連的文化背景本身是絕對不可被避免的，
文化背景在經驗的層面上參與著這種語言
「龍」在翻譯中的含義是互相對應的，原
因 恐 怕 是 因 為 中國 龍 的 形 象 與 拉丁 文
「Draco」的形象相似，於是就以「Draco」翻
譯，後者便是拉丁文中的「d r a gon」。可是

今世皆以「信」為翻譯的最高尺度，不考慮如何看待其背後的文

化背景，鍾錦稱之「奴譯」，在這樣一種理解下的翻譯，畢竟只有外

１２４

在形象，與原文比實際上就像是破舊的鈔票，雖然能用，在人眼裏總

是貶值的，不如原文值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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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舉個近幾年發生的例子，d r a gon與

在西方，龍的形象與對魔鬼的恐懼有著千

這裏似乎隱藏著一種危險：若各個詞

絲萬縷的聯繫，如此直接翻譯，勢必會帶

及其感性對應物只能依賴於其自身不同文

來一種文化上的奇思妙想，於是在前幾年，

化可以領會，那麼似乎根本不存在互相真

有的中國基督徒就宣稱中國幾千年都是被

正理解的可能性，即「達」從根本上來講是

撒旦（紅龍）所主宰，需要趕緊信仰基督得

不可能的。然而的確：人類幾千年的文化交

救。這實際上很生動地體現了單純以「信」

流已經證明，「達」是可能的。解決這個疑

為規範，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儘管可以達

難的關鍵在於明確：「達」所依賴的基礎

到表面上的含義一致，但在實際經驗上卻

是什麼？我們能否找到一種基礎性概念，

絕然不同這一事實。這裏可以看做有兩種

這種概念的字詞含義可以是超越於其文化

「含義」概念，前者是字義，即字典上的那

背景的，甚至超越於一切經驗規定性的，

種解釋；後者則是在整個文化背景，聯繫

如此在文化交流中它們就能起到地基的作

著整個文本被理解的意思，前者是必須依

用？我們發現的確有，康德在應對經驗論

賴於後者才存在。我們今天所使用的語

的挑戰時已經明察到了這些概念，比如時

言，早已經是經過幾千年不斷積澱才成立

空概念，範疇概念，以及最重要的諸理念，

的含義網絡，裏面浸透了不知多少代人的

比如至善。依康德所言，前兩者規定著經

文化創造。天底下的文學家，大凡無人是為

驗的存在方式，而諸理念則表現著意志的

了符合語言指向的字義標準來創作的，相

基本規定。這些概念並不從經驗中得來，

反，他們的創作往往會開啟文學新的指向

它們對於經驗是超越的。相反，它們要麼構

形式，在這種開啟中，他們必定改造著他們

建，要麼統攝，在奠基的意義上構建起我

自己文化核心概念。這些概念帶著其文化

們一種系統的作為總體的經驗領會，換句

自身的背景構建起新的含義，而新的含義

話說，若人們未能先天地擁有這些概念，

又反過來成為背景被這些概念所統攝。從

那麼一種互相勾連的文化背景便根本不可

來就不會有什麼單純的經驗性含義，這些

能設想，通過這些概念文化背景才得以可

含義必須在主體帶來的相關文化環節中才

能。時空，範疇的絕對性在其科學的一般

能被規定。故而就翻譯所要求的含義一致

範式中體現，而作為意志規定的諸理念則

以「達」而言，「信」就其自身是不堪作一個

在文學哲學作品中得到體現。以諸理念而

絕對規範的。

言，因為它們在這個意義上都是在人的一

考慮的，是我們自己的文化背景。這裏不被

是互相一致的（比如此三者在道德行為中

考慮一方面是因為譯者自己生活在這種背

總是對「至善」有一擔保）。今天我們的翻

景之中，這種背景自然會在譯文中呈現，故

譯所謂「達」者，面對的就是如何在不同的

而不需要考慮；另一方面則是更深層的缺

文化背景中表達諸理念，使讀者在融匯雙

乏對自身背景的敬重，因為在現代西方學

方背景的視角下對後者進行領會的問題。

術的大背景下，這種背景無益於理解學術
概念，需要被更高的文化「蓋過」。於是

度，不考慮如何看待其背後的文化背景，結

乎，在這種理解下我們只能對外國文化依

果必定要麼不接受這些背景，從而無法完

樣畫葫蘆，兼帶著還得清洗自己身上的語

全理解這些概念在整個背景下的含義（於

言「障礙」，體現在學術界就是對外來語言

是誕生了學界許多公認的符合外語但一塌

的崇拜與對文本的闡釋再闡釋，無法像曾

糊塗的翻譯）；要麼就直接同時接受其背

經中國對佛學思想一樣對西方思想進行一

景而不對背景本身加以鑑別吸收。於是，

種消化創新。「今之所謂學術者，胥注書者

今世強求於「信」的翻譯，鍾錦先生皆稱之

也。炫其博，泥其思，斤斤於僻聞，拘拘於

「奴譯」，「奴譯者，盡意於楮墨之內，步趨

原本，未開拓境，已鳴得意矣」[13]，甚至還

原作，矜矜其信」[10]。在這樣一種理解下的

不斷有人以西方背景格義自己的文化背

翻譯，畢竟只有外在形象，與原文比實際

景，濫用「科學」之名進行一種文化打壓

上就像是破舊的鈔票，雖然能用，在人眼

[14]

裏總是貶值的，不如原文值當。「翻譯是一

同樣的超越性含義的表達嗎？難道這種表

件不得已之事，懂得原文的人，最好不要讀

達就不如別的文化的表達嗎？恰恰相反，

譯文。因為世界上絕沒有一種語言可以完

也許更好也說不一定。但無人考慮這種問

完全全地取代另一種語言……原文的語氣

題，因為這與翻譯無關，也不符合現代的

韻味，最是難以把握傳達」[11]。然而，若真

學術體系。在這種氛圍下，外文再好，只是

要講說徹底明瞭原文風貌，不僅僅是要習

徒為他人資糧，如何能推陳出新，給出綜合

得那門外語，如前文所述，還要完全瞭解

百家的思想來？

。然而，在我們中華文化中難道就沒有對

那門外語背後整一套風俗文化；不僅僅是

《波斯短歌行》中所表述的翻譯理

要明瞭那整一套的風俗文化，若是像《源

念，正是希望能改變這樣一種境況。這改

氏物語》這樣的古文本，甚至還最好要回

變必須要依賴於不同於「信」的標準來使之

到那個朝代，那個宮廷，親眼親耳獲得感

「達」。既然「信」不堪用，那麼什麼能成

性直觀才好（如林文月自己所言，《源氏物

為翻譯的規範性標準呢？鍾錦先生給出的

語》在現代甚至連一般日本人都「不大容易

答案是「雅」，「雅」比「信」更重要。「是信

[12]

與雅必不得兼，寧喪其信，不失其雅」[15]。

味」，這種經驗上對總體的文化脈絡進行

那麼「雅」就比「信」更能達到含義一致

的追索是沒底的。更進一步，從價值塑造的

嗎？能！「雅」表達的乃是讓讀者感受到

層面講，對「信」這一點的無底要求隱藏著

美，而對美的感知就蘊藏著譯者與原文之

一種對他方文化背景的價值高揚，在這種

外的讀者的文化背景維度與超越性含義維

高揚背後，我自身的文化背景被理解為一

度的關係。「信」焦著於譯文對於原文本的

種不足。「信」這一概念作為翻譯最高標準

詞句對應，在這種翻譯中，翻譯者往往是

構成著一種體系，在這個體系上我們按照

將自身隱形的[16]，這種隱形預設著讀者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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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欣賞了」) 。要獲得「原文的語氣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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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道」等等），它們在意志的規定上總

既然「信」不堪用，那麼什麼能成為翻譯的規範性標準呢？

等位置，與之對應的在這個體系之中不被

鍾錦給出的答案是「雅」，表達的乃是讓讀者感受到美，而對美

其稱謂與傳說各個不同（比如「上帝」，「輪

的感知就蘊藏著譯者與原文之外的讀者的文化背景維度與超越性

時間與空間的坐標想像著被翻譯文獻的高
含義維度的關係。

般意志活動中被領會，所以儘管在文化中

文化中國
通過有意識地改變原文中相應的意指符號，來完成對意指對象

的替換，從而達到對人普遍理念的感悟。在這種替換中，核心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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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魯拜集》本身，而在於超越層面下統攝的對中華與伊斯蘭文化

交融的領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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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的相等同，故而從不需要將讀者自身

義的翻譯，它實際上是在用一族的語言表

的文化背景納入翻譯考量中；可事實上讀

達異於己的經驗，同時這經驗又被其指向

者與譯者總是不同的，至少讀者並不具備

的理念統攝。這種翻譯在形式上必定總是

譯者那種對於他國語言文字乃至他國風俗

呈現為兩種文化間的綜合作用，即好像不

習慣的理解，從而，譯者在原文中感到的韻

是本族的領會（《波斯短歌行》中英文原本

味（比如雙關，比如音韻節奏）讀者便感受

就在近旁，下又有筆譯，恰作比對），然而

不了。這裏的讀者便是指非學院內部學者

又恰恰好像是本族的領會（畢竟從形制到

的大眾。在今天，作為出版物的翻譯已經

意向皆是漢譯）。「乃其間之呼應，殊非亦

不再是中世紀時在修道院完成後只被修士

步亦趨，每在不似之似」 [17]。而所謂的綜

或上流精英瀏覽的私物了，它的出版本身

合，內在地包含著對於雙方文化嶄新而統

就意味著其公共性。這也使得理解翻譯物

一的理解，不論譯者是否自身意識到了這

的文化背景絕不是建立在一種精英化的學

一點。在這個意義上，馬里翁說對了一半：

術圈子上，它必須在社會大眾的角度被理

「一切翻譯實際上都意味著，甚至是從另

解。而當「雅」的要求佔據主導時，我們所

一種語言、另一種思想史以及另一種思想

考慮的第一要務便不再是一種詞句的死板

傳統的觀點看來，那個在其固有的領域上

對應，而首先是如何向讀者傳遞原文在其

被構建起來的問題（事實上它比提出的回

背景下所指向的超越性含義，這種含義必

答更重要），由於從別的地方接受一種新

定會超越於其本身的經驗維度，而我們要

的意義和新的幅度，從而超 越了它的作

傳達同樣的含義，必須要在對讀者背景有

者」[18]。而從另一半講，原來的文化背景也

所明察的條件下有意識地利用這種背景去

必定在外來的經驗前面超越於其自身，在

對超越性含義進行再表達，這樣才能做到

這個綜合中使得融合可能的恰恰是它們所

「雅」。這種表達因為是關涉著超越性含

共同指向的諸理念。以《波斯短歌行》為
例，它就是利用著這一必然性，有意識地進
行一種建構，即通過有意識地改變原文中
相應的意指符號，來完成對意指對象的替
換，從而達到對人普遍理念的感悟。在這
種替換中，核心不在於《魯拜集》本身，而
在於超越層面下統攝的對中華與伊斯蘭文
化交融的領會。
在這個意義上，以「雅」作為規範的確
可以對雙方文化的融通起到作用，然而鍾
錦先生所想要達到的目標並不僅僅在於此
處（「別有意在」 [19]）。前文已經討論過以
「信」為最高規範帶來的「文辭既為非類
奴，情與思亦必為之奴，浸而吾族類且為之
奴矣」 [20]這一後果，鍾錦先生以「雅」來
「達」必然會 相對於這個後果有一個回
應。這個回應首先在翻譯形式上表現為相
對於「奴譯」的「主譯」，「主譯者，著意恆
在楮墨之外，曲通彼情，有不能必信焉」。
如此「達」到的，不在於字詞對應，而只在

就構成了一條新的路途，一種新的思想創

譯」引出的文化背景方面（所對應的是其面

造。翻譯在文化融匯的維度上獲得了其自

對讀者方面），其改變的首先是相應於「奴

在的價值，好比鳩摩羅什所翻譯的佛經，本

譯」帶來的對自身文化背景的價值判斷上。

身就是經典，而不必再向梵文本回溯。
最近朋友圈裏瘋傳著一篇討論谷歌

詞句來壓制自身文化背景，而是以自身文化

翻譯的文章，似乎谷歌翻譯已經可以根據

背景融貫他方文化的詞句，故而這之中被

將句子而不是字詞視作翻譯基本單元的

首先肯定並起奠基作用的是自身文化背

模式進行一種統合性的翻譯（當然，這種

景。進一步講，因為此翻譯規範對於本身

翻譯首先是以英語為核心進行擴展的），

自身文化背景的價值肯定是會表現在出版

許多學外語的網友驚呼說終於理解了曾經

物中的，這種公共性將反過來影響讀者。

紡織工人看到紡織機時的心情。日後，隨

對大眾非學院的讀者而言，《波斯短歌行》

著科學發展，不僅僅是句子，沒準以後谷

這種傳統體例翻譯在當今中國影響是雙重

歌翻譯會以文章乃至一部書為翻譯基本單

的。因為中國本身在經歷過最近一個世紀

元，這必定會導致我們今天的以「信」為主

的動蕩之後，既對傳統語言與傳統文化都

的翻譯走向沒落，因為這樣的翻譯人不可

有了巨大的隔閡，又不接於西方自希臘以

能比機器做得更好。可儘管如此，機器翻

來的厚重背景，故而只習得概念形式，生活

譯得再好，上述所謂的以「信」為主導致的

雖然很西化，骨子裏還是中式的，這樣便

問題依舊不會有所改變，或者說，只會空

有一種分裂。而「自西風東漸，世人竟欲為

前地嚴重（尤其是在對我們本民族超越性

非類之奴，數典忘祖，於吾國舊體久不能

文化的理解上，它面對著完全被機器大數

[22]

據科學化進而被殖民化的危險）。在這個

來取消分裂，並非是一種融合。而在《波斯

意義上我並不認為鍾錦先生在《波斯短歌

短歌行》中，鍾錦先生對中國傳統意象的

行》中所提出的翻譯理念只應該被當做單

有意使用，乃至在《莪默絕句百衲集》後更

純的翻譯學理念，它實際上體現著譯者對

進一步，以七絕的形式翻譯，本身一方面可

於翻譯背後所暗含著的文化背景的現實憂

以說通過與現代白話文的差異構成著一種

慮，而且是一種迫在眉睫的憂慮。如何通

異域性，使我們能以一種非現代的方式

過正視這種背景，使得中文翻譯乃至我們

（中文）來看待同樣非現代的奧瑪珈音（也

整個自身所有的文化背景在今天這種西學

如此領會著費氏結樓，英文）；然而另一方

主導的全球化中擺脫西學附庸的枷鎖，而

面，這種對於中國傳統的有意使用反過來

獲得可以與西學平起平坐乃至互相交流的

構成著另一維度，在這一維度中，費氏結樓

地位，《波斯短歌行》的翻譯給出了一次實

（奧瑪珈音）與中國傳統意向的位置發生

踐。而如何在我們這個時代，理解這種實

了倒換。當我們眼光游移於費氏結樓的英

踐，乃至重新將古人的憧憬與志向與當今

文，然後轉回中文的七絕時，現代英文反而

學術和社會貫通起來，這才是我等後學要

成為了我們現代人（現代普通話）的橋梁，

努力的地方。

通過這座橋梁，我們反過來重新接受著我
們的傳統文化（文言文）。兩者互相掩映，
才構成了對大眾有意義的綜合理解。最
後，在翻譯本身的結果——翻譯出的文本

[1]

奧瑪珈音，費氏結樓英譯，鍾錦譯箋：
《波斯短歌行——魯拜集譯箋》(北京：
中華書局，二○一六年)，頁一八六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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嫻」 ，這本身是試圖以今用來取代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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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文化之傳統來默契其含義。而在「主

翻譯本身不再是被理解為一種朝向原文的附屬品，一種權宜

向原文的附屬品，一種權宜之計，它本身

之計，它本身就構成了一條新的路途，一種新的思想創造。翻譯

諸經驗詞句而終究不可盡得的錯漏，直接

在文化融匯的維度上獲得了其自在的價值，好比鳩摩羅什所翻譯

上講，翻譯本身便不再是被理解為一種朝
的佛經，本身就是經典，而不必再向梵文本回溯。

「讀者之會心也」 [21]。如此可避免於窮究

文化中國

一八七。以後所引此書皆是此版本。
[2]

同上，頁三六○至三六一。
[3]
參見杰里米·芒迪，李德鳳等譯：《翻譯
學導論：理論與應用》(北京：外語教學
與研究出版社，二○一四年)，頁
一八二。以後所引此書皆是此版本。
[4]

[7]

歷史上，對「直譯」的要求可以一直追
溯到羅馬時期對古希臘文獻的翻譯上，
當時的主流做法是直接將希臘文代換為
拉丁文中的語法對等詞。參見《翻譯學
導論：理論與應用》，頁二四。

[8]

參見《波斯短歌行》譯序，頁一七。
《波斯短歌行》，譯序，頁一七。
[10]
《波斯短歌行》，譯序，頁一八。
[11]
紫式部，林文月譯：《源氏物語》(南
京：譯林出版社，二○一一年)，簡體
版序言，頁二九至三○。
[9]

如何通過正視這種背景，使得中文翻譯乃至我們整個自身所有

的文化背景在今天這種西學主導的全球化中擺脫西學附庸的枷鎖，

１２８

而獲得可以與西學平起平坐乃至互相交流的地位，《波斯短歌行》

的翻譯給出了一次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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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頁二。
[5]
同[注三]，頁四。
[6]
紫式部，林文月譯：《源氏物語》(南
京：譯林出版社，二○一一年)，簡體版
序言，頁一。

[12]

紫式部，林文月譯：《源氏物語》(南
京：譯林出版社，二○一一年)，簡體
版序言，頁四。

[20]

《波斯短歌行》，譯序，頁一九。
參見《波斯短歌行》，譯序，頁一八。
[22]
《波斯短歌行》，譯序，頁一八。

[21]

An essay to the idea in translation
of RUBÁIYÁT OF OMAR KHAYYÁM
Chen Xuanwen（Shanghai Tong ji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essay
is to make a ref lection in the frame of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about translation nowadays, by analyzing
the idea of translation which proposed in
this translation of RUBÁIYÁT OF OMAR
KHAYYÁM .In order to do so, I`d like to
discuss the concept of translation first to
make the standard of faithfulness, which
is the priori standard of translation today,
come into perspicuity. Then I will follow
the lead of the Introduction of RUBÁIYÁT
OF OM A R K H AY YÁ M t o show you
the disadvantages and consequences of
faithfulness-standard. I will describe the

[13]

idea of translation in this Introduction next,

[14]

which expresses how to get expressiveness

《波斯短歌行》，箋序，頁二一。
以這樣一種非常有現代性的「科學」概
念對自身傳統文化背景進行壓制，在地
方政府處理地方文化事物（尤其與傳統
宗教性的世界理解有關）時表現得尤其
明顯。參見劉紹華：《我的涼山兄
弟 —— 毒 品 、 艾 滋 與 流 動 青 年 》 ( 北
京：中央編譯出版社，二○一六年)，
頁一八○至一八一，二一四至二一五。

[15]

《波斯短歌行》，譯序，頁一八。
[16]
參見《翻譯學導論：理論與應用》，頁
二一五至二一六。
[17]

《波斯短歌行》，箋序，頁二二。
讓—呂克·馬里翁，張建華譯：《可見
者的交錯》(廣西：灕江出版社，二○
一五年)，中譯本序，頁一。

[18]

[19]

《波斯短歌行》，譯序，頁一九。

by elegance and how could the standard
of elegance can help different cultural
horizons merging together. In the end,
corresponding to those disadvantages of
faithfulness-standard, I will discuss the
effect of accepting this elegance-standard
as priori standard. I believe it will not only
bring cultural horizons into our sight, but
also help us to re-value and accept our
traditions.
Key words: RUBÁIYÁT OF OMAR
KHAYYÁM, translation, cultural horizon,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編後絮語
■ 子 夜
本刊執行主編
在通校本期付印前的《文化中國》時，其中專題對話中的一句話讓人感動，這就是浙江大學人文學部主任
徐岱教授關於我們需要「太陽」的說法。教授說：「人類永遠需要一些從表面上看來是遙不可及的東西作為目
標，才能提升上去。它的價值不在於兌現，而是永遠高高在上，像太陽一樣照出來。太陽不會掉到地上，但我們
不需要它掉下來，我們就需要它在上面照耀，讓我們仰望它，激發我們的創造性。這種東西我們中國人也有」。
辦刊物，尤其一本不曾牟利的學術刊物，無數寒窗酷室，披星戴月，咬文嚼字，字裏行間無不希望能尋出
一個亮點或一絲光芒，最終將幸福寄托的就是那顆高高在上的太陽。就我們（編者、作者、讀者）來說，那就是
文化上的理念。中國的知識份子承擔太多的家國情懷和人類命運的憂患，沒有這顆高高在上的太陽，是無法支撐
下去的。但願我們所有的作者和讀者，都為有自己心中一顆太陽而感恩。
本期特輯所討論的文化改革和文化建設的問題，在在映出了我們對中國文化命運的關懷。從傅守祥對因現
代化追求與全球化深入的偏頗而致世界文化多樣性受到損害的關注，到鄭升從「危」和「機」並存，詳細分析社
會轉型期「國學」現代化的涵義、特點及其發展趨勢，再到姚興富嘗試從西方文化傳統中的人文科學和人文教育
的交叉比較中，提出「恢復人本主義的精神、重建人文教育的體系是學者和教育工作者們義不容辭的責任」，實
際上涉及的都是中國文化改革和建設中的一些基本問題。沒有一定的理念指導，是無法如此提出問題的。大概誰
都不會否認，從現代到後現代，包括其對中國文化的浸染，在匆匆的腳步中，會越來越多地抬頭仰望原本文化理
念的太陽。固然，在積重難返的世界大趨勢中，這不是幾篇文章就能悟徹解決的，但起碼我們能把它視為可以引
玉的磚頭，至少，這都不是誰都可以迴避的。
本期中國研究欄中兩篇文章可以說是「宏論」，但都是「宏」而不空。一是施欣通過對我國近代百年以來
思潮及社會思潮嬗演軌跡、衍化進程的探賾追詢，試圖辨析兩者的當代反思與現實規諫；二是張政偉通過應用考
古發掘材料證明，史前降溫事件及大洪水破壞了中原地區之外區域文明的生境，「大禹治水」實踐開創了「中華
命運共同體」文明新格局，對當今「世界文明「的創新發展，建構休戚與共的人類共同體具有積極的借鑒價值。
這兩篇文章雖較長，但提供了不少資料，值得化時間閱讀。
除了這兩篇，本期其它文章均都相對地短小精悍，但引發的思考可以說是會相當長時間的存在。例如，米
麗娟論述所謂「微信時代媒介生態系統的軟肋」，實質關注的是學術腐敗的問題。作者認為，中國學術期刊在整
個媒介生態系統中處於極其弱勢的地位，已經成為媒介生態系統的脆弱環節。如果對其危機症候不及時診治，必
然威脅媒介生態系統的安全和文化事業良性發展。在微信異軍突起的時代，學術期刊的危機症候更加突出：缺乏
獨立性、寫－編－讀缺乏良性聯動和互動、縱容學術不端、腐敗叢生、收入不合法、濫用非正規稿件等等。作為
海外文化重鎮的《文化中國》，我們理所當然地重視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多年來，我們堅持「文化不能下海」的
原則，所以也希望有更多的志同道合者，來共同維護文化這片土地不受污染。
數月前在上海訪學，得鍾錦教授賜其新出版的翻譯新專《波斯短歌行》，其典雅的書幀設計和精美的配
圖，本已令人愛不釋手，更出人意料的是，海亞姆的四行詩，鍾錦竟然是用中國古代七絕詩體進行翻譯的。這種
顯然「吃力」不一定「討好」的精神，在燈紅酒綠的上海是難能可貴的。對外國文學尤其是外國古典文學如何翻
譯，「信」「雅」「達」三者何為重，學界始終爭論不休。捧著這本厚重的翻譯詩集，特約了上海交大的陳渲文
作一書評，圍繞《波斯短歌行》，在「信」「雅」「達」的框架下對當今翻譯現狀做出了一種反思，一方面肯定
了「雅」和「達」在該書的翻譯理念及其對於文化背景融合的促進作用，另外也提出要注意「信」，在把文化背
景帶入視野的同時也應使人們重新重視與接受傳統的作用。這篇書評比較客觀，有助於我們欣賞和研究鍾錦的新
著。
其它一些刊稿，包括文學藝術和歷史人物等，均有各自的特點，不再一一評介，請讀者自行擇之，唯望各
有斬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