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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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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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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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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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岱、梁燕城：文化中國與中西文明

■：關於美學，可以成為文化中國研究的

專題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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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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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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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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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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