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論語

一帶一路的王道與感通之道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
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心悅而誠服也」。
當今世界的超級大國霸政，其「力」是無遠弗屆的航空母艦戰鬥群，是先進飛彈與戰機，是
龐大資金的財團，是控制他國的經濟力，是傳媒的滲透力，是將反對者全面抹黑的技巧，是在他
國利用反對派發動顏色革命的野心。其所假借的「仁」，是民主自由人權之名義。
民主自由人權當然是崇高的價值，原意是使人人得尊重，人人能彼此和諧感通。但當被霸政
所利用以操縱他國，就成為「勢力」的工具，失去其一切意義，反而帶來人人的衝突與隔絕。悲
夫！當今世界的霸權大國，以民主自由人權之名縱橫天下，結果天下大亂，顏色革命使烏克蘭分
裂，格魯吉亞失地，埃及軍人政變，中東受到軍事幹預，恐怖主義興起，戰火帶來屍橫遍野，血
流成河，人民家破人亡，哀鴻遍地，難民投奔怒海。
超級大國的霸政，令人更為擔心的，是其全面向全球推動後現代的自我中心文化，以自我自
由人權凌霸一切人類文明價值，只要自我決定，什麼都可以幹。社會風氣重情慾的自由，高於家
庭親情，人可以與任何人(包括父母子女)或動物發生性關係。男人只要自認為女性，可以自由進
入女廁或浴室。人可以選擇吸大麻及毒品，他人不得有意見。這種文化核心精神是虛無主義、相
對主義、世俗主義，現實上文化情態是重物質世界的成就，倫理上是放縱，生活上是任意而行。
至於人性的惻隱、同情、仁愛、犧牲，已被視為主觀信念，並無普遍價值。
我曾描述後現代文化的極端自由主義價值觀，是尼采所講的酒神精神，是一種追求沉醉迷亂
的狂歡文化。重人的獸性多於理性及仁義，西方以此教育自己下一代，我們管不了，但可怕的是
其霸權政治，認為這代表先進文明，要在全球推廣，破壞其他文化的家庭價值及道德精神，用其
思想取代其他的文化與文明系統，以獸性狂歡，取代其他文化敬天愛人的崇高精神。
世界主流文明，都是敬天愛人為主，基督教講無條件的愛與犧牲，伊斯蘭教講真主仁慈，儒
家講天人合一，道家講虛靜合道，佛教講智覺與慈悲，均不認同獸性狂歡與虛無主義，但在霸權
政治以其高強霸力所摧迫，只求有王道之力以保護天道與人性。
中國文化在國際關係中重王道，王道是以德行仁，我認為王道所講的「仁」與「德」，對
民族自身是一種自我品格的要求，先要尊敬自己，是人不是獸，人性是有仁愛正義要求的，先提
高自身的道德美善，要求民族文化自我實現美善，這是王道之本。對外實現王道，是一種感通他
者，尊重他者，不強迫他者跟從的精神。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將自身發展的成功與其
他民族文化分享，視其他民族文化為命運共同體，共同昌盛，以仁愛和諧相連結。是之為王道。
二○一三年九月和十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出訪中亞和東南亞國家期間，先後提出共建
「絲綢之路經濟帶」「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一帶一路」貫穿亞歐非大陸，一頭
是活躍的東亞經濟圈，一頭是發達的歐洲經濟圈，中間廣大腹地國家經濟發展潛力巨大。絲綢之

路經濟帶重點暢通中國經中亞、俄羅斯至歐洲（波羅的海）；中國經中亞、西亞至波斯灣、地中
海。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重點方向是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歐洲；從中國
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南太平洋。是建設沿線各國開放合作的巨集大經濟願景。
自從九一一之後，美國及其盟友強力介入中東，形成無止的戰亂及恐怖主義。國際金融危
機深層次影響繼續顯現，世界經濟緩慢復甦、發展分化，各國的經濟危機嚴峻。中國在全球危機
中推動「一帶一路」，使亞歐非大陸及附近海洋互聯互通，建立和加強沿線各國互聯互通夥伴關
係，構建全方位、多層次、複合型的互聯互通網絡，期望實現沿線各國多元、自主、平衡、可持
續的發展，這是從合作溝通化解對立。
習近平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的開幕辭中說：「一帶一路源自中國，但屬於世
界。一帶一路建設跨越不同地域、不同發展階段、不同文明，是一個開放包容的合作平台，是各
方共同打造的全球公共產品。它以亞歐大陸為重點，向所有志同道合的朋友開放，不排除、也不
針對任何一方。一帶一路建設國際合作框架內，各方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攜手應對世界
經濟面臨的挑戰，開創發展新機遇，謀求發展新動力，拓展發展新空間，實現優勢互補、互利共
贏，不斷朝著人類命運共同體方向邁進。這是我提出這一倡議的初衷，也是希望通過這一倡議實
現的最高目標」。
一帶一路的精神是一個「通」字：1.作為由陸路與海路，就是「通道」，由中國到歐洲的
通道，使各地經濟與資源相通。2.作為「開放包容的合作平台」，是不同地域與文化的「對話溝
通」平台。3.作為「建設國際合作框架」，建立「各方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那是「合
作互通」的原則。4.作為「優勢互補、互利共贏，不斷朝著人類命運共同體方向邁進」的理想，
是「命運相通」的共同體。
在中國哲學，「通」是指「感通」，易傳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感通天下之故，是進
入而感應天下所有事件之所以然，是知道萬事萬物的根源。不單在人與人的溝通，也是人與天地
的溝通，人與人的感通是「情際關係」，人與天地的感通是「相融關係」。
「感」字的概念，《說文》謂為「動人心」，那是指一種對心靈引起的反應，故《淮南子．
原道》也有「感而應之」一句，「感」是心靈有所動，有所應。管子所謂：「深得其心，有應於
心者也」。
心靈的感應，可有所溝通，故《爾雅．釋詁》中解為「條暢之氣」，「條暢」指通順，無障
礙，「氣」指一種人與宇宙的具體活力。有所感時，即這種具體活力之通暢無礙。在溝通的意義
來說，這是一種心靈融和的無阻隔狀態，信息得以傳遞。
至於「通」字的概念，《說文解字》解為「達也」，《釋名．釋言》則云「通，洞也，無所
不貫洞也」。洞字指打開一洞口，使阻隔得除去，因而可以得從洞口貫注而入，由此而可使不能
達至之處得達至。
《易．繫辭上傳》有云：「往來不窮謂之通」。即能無止境地往來，就像一門戶，永遠敞
開，而可內外互相達至。又云：「推而行之謂之通」。這是在實踐層次的推行，落入交談處境時
之無障礙狀態。
一帶一路有四層次的感通，是對其他民族文化及處境，得其心(文化精神)而有感應，暢通無
礙，往來不窮，產生同情的瞭解。從感通的精神看，是完全平等和尊重，不同強者高大而臨在他
國，霸淩弱者，反由強者瞭解和尊重弱者，並加以提攜建立，達至共贏。這是王道，以感通帶來
互相促進。兩個世紀多的新舊霸政已令人煩厭，盼望中國會建立新的王道文化與國際關係，使人
類文明喘一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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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對話

破後現代狂歡，回歸開放靈性
──關於從馬丁路德到當代大國學的對話
■ 黃保羅
芬蘭赫爾辛基大學

本刊總編輯
摘

後現代文化尤其是里奧泰所提出的，不同文化各自存在，各有

不同的語言遊戲，你有你的存在，我有我的存在，沒有共識也不用

對話，變成一種完全虛無主義或相對主義的文明，但這種文明現在

剩下的是只有情慾放縱及自我中心。

二○一七年第二期（總第九十三期）

□ 梁燕城

要：二零一七年是馬丁路德宗教改

後現代文化尤其是里奧泰(Ly t a r d)所提出

革五百年，兩位學者從不同的地理空間，對目

的，不同文化各自存在，各有不同的語言

前涉及全球文化發展的方向問題進行了深入

遊戲，你有你的存在，我有我的存在，沒有

的探討。雙方在對話中注意到從歐洲到整個

共識也不用對話，變成一種完全虛無主義

西方都在把文化向左邊轉，可以說是一個後現

或相對主義的文明，但這種文明現在剩下

代文化的方向。但西方文明原本的基礎仍在起

的是只有情慾放縱及自我中心。

著重大影響。北歐現在碰到功利主義、理性主

西方文化失去精神價值

義、虛無主義這些挑戰和危機，但是路德所影
響的好東西在北歐還是非常強烈的。普通老百

當今西方 文化失去精神價值，也失

姓有一種非常強烈的平等觀念，大家都有責任

去共識，只有各種狂歡的街頭嘉年華會，

去關照弱勢群體，這個背後就有信仰的關係。

連示威也有嘉年華會味，例如同性戀大

雙方從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經驗和啟示，對中

遊行，或各種爭取權益示威，大家可以自

國文化如何回應全球化和後現代化的挑戰，作

由地發怒咒罵，用自創的藝術表達不滿，

了有益的探討。

且以狂歡總結。這就是尼采講的戴奧尼

關鍵詞：馬丁路德，宗教改革，後現代文
化，中國文化。

索士(Dionysus)精神，是一種酒神文化，沉
醉放縱，不同阿波羅代表的理性精神。西
方的理性文明現在已走到盡頭，變成一種

後現代的酒神狂歡文化
□：很高興又能同黃保羅教授對話。
黃教授你是在芬蘭，可以說是在歐洲的邊

Dionysus的酒神文化，大家在森林裏面狂
舞醉酒，放縱性慾，做什麼都可以，現在還
加上吸毒吸大麻，人權變成個人為所欲為
的自由。

４

陲文化地帶，但你又對歐洲主流思想有相

走 到極端，人的一些較高美善價值

當的關注，因為那也是一個包括馬丁路

就會被摧毀。西方走到盡頭，遲早就會出

德在內的西方文化的一個根源地。我住在

現人跟狗結婚的事，因為那是人權，只要

北美，也看到整個西方文化的變化，從歐

不傷害他人，什麼都可以幹。但當人權保

洲到整個西方，我們可以說經過二十多年

障人為所欲為的自由時，就變成限制了人

的時間，西方把文化轉向左翼自由主義，

的思想言論自由，因為他人若不同意性放

是一個後現代文化的轉向。以我的理解，

縱，不同意吸毒，不同意同性戀，若公開發

來，這是一種狀況。但我們知道，歐洲恰恰是

「政治正確」所規限。

啟蒙運動起來後理性佔主流的地方，現代文明
許多是建立在人類理性的基礎上，這一點正是

於「政 治正 確」的 暴虐 操 控 時，特朗普

從歐洲發起並走向美洲和全世界。這種狀況

（Donald John Trump）故意政治不正確，

也是一個問題，也就是說，現在歐洲出現的問

就大受被壓迫者的歡迎，結果成功了，又英

題，究意是理性的還是感性的？這個問題很矛

國脫歐本來被視為不理性不正確，也成功

盾，很可能說不清楚。

了。各方面都有一些奇怪的反動，那是西方

所以，我就想能否引進宗教改革的思想。

右翼政治對西方左翼自由主義的反動。你

馬丁路德在談宗教改革時，他其實是放在人與

住在歐洲，對整個西方文明的情態，有什

上帝是以誰為中心的，是以人為中心，還是以

麼體會呢？

上帝為中心這對概念來談的。馬丁路德對人的

當代解放或現代思想所形成的
吊詭

理性有一個重要的強調，他一方面批判亞里士
多德搞理性是沒有前途的，甚至說他如果不是
披著一張人皮的話，我就以為他是一個畜牲，

■：我在歐洲所作的觀察，基本和你是

用這樣的說法來批判亞里士多德所影響的思

相似的。但我在反思這個問題時，可能涉及兩

想和經驗。但問題是另一面，馬丁路德本人又

對四個概念，一對是保守與所謂的解放／或

極重視人的理性，他的文章，他的講道，他改

現代，另一對是所謂的左派和右派。剛才你所

革的論綱，都是注重邏輯、注重證據、注重大

講的左派，和所謂的解放／現代合在一起，出

小前提的對比，是非常注重理性的。馬丁路德

現了人權等現象，包括言論自由，這是左派和

還有一個概念，就是信仰之內的理性和信仰之

所謂改革派強調的，那麼，從今天發展的狀況

外的理性，比如說當人以信仰上帝為前提的時

看，如果你不同意同性戀，或者不同意男人可以

候，那麼人的理性在這個範圍／語境內就找到

進女廁所，那麼，你在今天歐洲的許多媒體上

了落身之地，這時理性就非常重要。所以馬丁

就不太敢說，你要說就會有人來圍剿你，給你

路德說理性是上帝賜予人類的一個重要禮物

戴不尊重人權的帽子，這就等於剝奪你的言論

和恩典。但是，他強調理性和批判亞里士多德

自由，甚至在宗教裏面也不能說。從這個角度

經驗學派的理性至上是不矛盾的。這是馬丁路

看，這次特朗普在美國大選中獲勝，是很有意

德的主要思想。本來強調理性可以達到一個好

思的一點，因為以前的民調都是特朗普輸。也

的結果，問題是，啟蒙運動的發展，尤其是其

許很多選民都支持特朗普，但主流媒體都沒有

傳到中國的語境中時，或者在今天的歐洲主流

表達他們的聲音。當然，這是一種反彈，且不

中，是過分強調了人的理性作用，把上帝趕出去

說是好是壞，只能說是一種值得觀察和深思的

了。

現象。這種極左或極度自由與現代派的結合，

於是，無論是強調理性，還是感性，導致

導致的結果恰恰推翻了他們所追求的言論自由

了今天道德淪喪，家庭崩潰，人沒有安全感，這

－只給自己有說話的權力，而不給別人有說話

就要理解歐洲現在倒底是理性還是感性的，

的權力。我想，這可能是在歐洲要注意的一對

要放在背後的問題，即人是被上帝所造這樣一

概念。

個前提，造物主和被造者這兩個前提來理解。

另外一點，是感情和理性的矛盾，阿波羅

如果完全不要造物主，以人為自我中心，以人的
自大為頂點時，這時無論是講理性，還是講感
性，都會導致我們無法接受的結果。歐洲現在

５

感情與理性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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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果，就 是 物 極 必 反，當 人 煩 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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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受到很大控制，人思想與講話就要被

現在歐洲是感性非常強烈，動不動就馬上吵起來罵起來，這是

是感性非常強烈，動不動就馬上吵起來罵起

一種狀況。但我們知道，歐洲恰恰是啟蒙運動起來後理性佔主流的

牢。如此就吊詭地變成不自由，思想言論

地方，現代文明許多是建立在人類理性的基礎上，這一點正是從歐

的理性主義，尼采的Dionysus酒神，現在歐洲
洲發起並走向美洲和全世界。

表批判，就被視為歧視，是違法的，可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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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丁路德認為要跟從理性或教條的基督教神學就不能體會上
帝。他自己體會內在罪性罪念的問題時，發現原來單從讀聖經就
有出路，根本不是靠教條、苦行或種種天主教定下的規矩，而原
來是那麼簡單，因信稱義。

文化中國

就遇到這樣一個挑戰。二零一七年是馬丁路德

的 不 得了，幾 本 很 厚 的 書，如《神 學 總

宗教改革五百年，這個時候我們來反思這個問

論》（Summa Theologica），《反異端學》

題是很有意思的。我們可以借這個機會關注和

（Summa contra Gentiles）等，其寫法是

思考許多問題。

每一個命題提出來都是邏輯命題，然後提

靈性的與理性的

出很多反駁，逐個反駁回答了才進入下一
個命題。

□：這裏基本還是有一些基督教文化

這種系統神學一直到後來變成歐洲

中的吊詭性。這個吊詭性是一方面一個人

的經院學派的神學，難怪馬丁路德要把

信基督教，主要還是要體會上帝的來臨，

它批判，因為他認為要跟從理性或教條的

那是先從感性和感覺開始，在進入生命存

基督教神學就不能體會上帝。他自己體會

在深度的靈性震動，並不屬理性，而是靈

內在罪性罪念的問題時，發現原來單從讀

性的。另一方面，當你要客觀討論基督教

聖經就有出路，根本不是靠教條、苦行或

一些深層內容，需要從哲學與神學反省，

種種天主教定下的規矩，而原來是那麼簡

那就非常理性了。早期基督教開始，原本

單，因信稱義。信是什麼？就是心靈向上

是使徒們親眼看到耶穌復活，體會耶穌是

帝的開放與委身。所以他從心靈開放中重

上帝道成肉身，他們因這復活在生命中帶

新體會上帝，他要回到從靈性上體會上帝

來重生的內在改變，就把這復活信息傳出

的原本的基督教傳統。從馬丁路德到齊克

去，在希臘和羅馬世界傳揚，而希臘羅馬

果，想從基督教裏走出一個人與上帝溝通

文化主導思想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哲學，

的道路，憑信心跳躍直接到上帝那裏。齊

都是從理性思維的，對基督教提出許多理

克果也是馬丁路德這一思想路線的，後來

性上的問題，所以那時基督教也變得用理

看為存在主義的始祖。

性來回答哲學的問題，這就產生了神學。
但是，太過理性的話，原初的屬靈經歷就
會被忽視，而那些追求靈性的，又會變成
退隱於世的社群，被視為神秘主義。

尼采酒神之路
另一方面，馬丁路德之後，啟蒙運動
是很理性，一直到尼采出來之後，發現理

６

當 中 世 紀 吸 收了希 臘 羅 馬 的 哲 學

性建立形而上學可能面臨崩潰，當新的科

系統，放到神學裏面，到多瑪士阿奎那，

學發展和新時代來臨，近代理性建立的整

他就建立了整套理性的神學系統，理性

套宇宙觀已經不能解釋那時科學所描述

高峰就是康德和黑格爾時代，之後就是尼

有了，就什麼都可以做了。當我們看到哲學

采出來，宣佈上帝已死，其實不是純信仰講

的世界變得什麼都可以做了的時候，整個

的上帝，而是理性形而上學的上帝，回歸感

文化的情調也就變得隨意放縱。後工業的

性／感覺的，或人生存在的進路。尼采以

信息網絡時代，如今出現了千億美元的色

詩人的表達超越理性形而上學的架構，所

情業，特別是互聯網，色情侵蝕到每個家

以尼采就區分阿波羅和酒神的不同進路，

庭。美國科技博客Business Insider調查結

以酒神之路區別了阿波羅代表的亞里士

果：色情網站佔全球網站整體數量的百分

多德的理性進路。尼采的無神論終必帶來

之十二；每秒鐘有二萬八千二百五十八人在

真理的否定，如果沒有上帝，單憑人具體存

觀看色情網站；差不多有四千萬美國人有

在的感覺和感性，就變成一切都可按主觀

流覽色情網站的習慣，現在的小孩從十一

決定而亂來的世界。尼采就提出「虛無主

歲已開始看色情網站。這就是以情慾取代

義」這個名詞，他的虛無主義是戰鬥性的，

人崇高價值的追求，後現代文化把人的終

推翻原有的很多理論建構，無論從神學

極價值摧毀，而且還覺得不夠，要繼續摧

到哲學，到當前文化或政治的建構全都推

毀下去，並且變成一種精英的觀點，成為

翻。

當今西方政治和經濟上的自由主義。這種
這一切全推翻，就變成只有虛無。虛

西方精英的自由主義文化後面是酒神的放

無主義這個詞原本就是法國大革命時提出

縱，本是虛無主義與相對主義，至今已經

來的，批判那些激烈派的東西，但後來尼

進入一個病入膏肓的地步。

到二十世紀我們就進入尼采所講的那個世
界。當一切都可虛無化的時候，最高峰就
是酒神文化取代一切。

解構與放縱文化

西方主義碰到伊斯蘭的抗拒
這 裏 有 趣 的 是，西 方 列 強 一 向
認 為 自己 是 文 明 的 代 表，以 西 方 主 義
（Occidentalism）是最先進的，其它文化
都是野蠻和落後的，要由西方來取代。當

後現代文化來臨，實在是尼采那個繼

西方文化推動西方價值時，其內涵還是有

承，變成摧毀一切，解構一切的精神。而

其優秀價值如理性、科學和民主的成份，

很奇怪，德理達是猶太人，他提出解構的

但到二十一世紀的後現代文化，這些優秀

時候，其原本精神卻是來自舊約聖經的那

精神都被自己所解構和摧毀，它還維持的

種猶太人精神，就是要憑信心到上帝那裏

是帝國主義霸權沒有改變，至今的「新帝

去，如亞伯拉罕的獻祭，顯然不是從理性

國主義」，還要繼續操控世界，利用資本

到上帝那兒去的，反而是解構理性才能憑

邏輯取代土地原則，以經濟來侵略弱勢

信心進達於上帝。但是，德理達又不信上

國家。結果把這種虛無主義、相對主義文

帝的存在，所以就形成一種沒有上帝的純

化推廣到全世界，這才是最可怕的。有些

解構。

末日神學理論認為，聖經所講的末日來臨
前，將有敵基督出現，敵基督原本是指基

告》，指出德理達的猶太哲學背景，猶太

督的內涵，被扭曲為敵基督的，但表面又

思想摧毀一切理論後，是上帝的呈現。但

扮成是基督的，那麼我認為西方文化中的

德理達在解構之後卻是終極虛無，故他實

虛無主義現在最可代表「敵基督」了，因為

在有一種悲哀的情調，找不到任何可安身

西方精神原本是綜合了希臘羅馬的現代

立命的價值。連語言架構也解構了，那麼

基督教文明，但如今把一切原是優秀的精

７

有一本 書名叫《德理達的眼淚與禱

連語言架構也解構了，那麼剩下來就什麼都沒有。問題是，什麼
都沒有了，就什麼都可以做了。當我們看到哲學的世界變得什麼都可
以做了的時候，整個文化的情調也就變得隨意放縱。

采把虛無主義變成一種激烈的文化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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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來就什麼都沒有。問題是，什麼都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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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質機械宇宙。西方的形而上學發展的

文化中國

神價值都摧毀，然而表面上仍是基督教國

路德的信仰之內的理性和信仰之外的理性

家。

去分析，當這邊人所標榜的學者們或神學
伊斯蘭教為什麼要反西方文化呢，主

家們，標榜理性為最重要的判斷標準，哪

要還是伊斯蘭教還在堅持他們認為是對

怕來思考神學的問題，他標榜的結論也是

的東西，這些本來也是人類文明的東西，

有問題的。這是一個方面。
□：而且也把聖經很多真理按現代和

肯定，反對性放縱等，而西方卻一定要伊
斯蘭教跟從他們的民主虛無主義的時候，

後現代的標準也進行了修改）。
■：這就是扭曲。我覺得在歐洲現在一個

部分穆斯林就會反彈成恐怖主義。我跟伊

很重要的問題就是他們對聖經的態度。馬丁路

斯蘭教徒說，外國人都認為你們看不起女

德宗教改革的重要思想就是唯讀聖經，但現

人，所以要用面紗罩著，但他們說這才是

在歐洲大部分教會（我講的是主流教會），從

文明啊，我們保護女人，把她身體罩著，難

理論上（查他們的教義）上還是The Bible is

道要像西方把女人衣服脫去才算文明嗎？

Word of God，但在實踐上還是The Bible is

這個才是真正的野蠻啊。當他們最寶貴的

Word about God，認為是聖經是關於上帝的

傳統價值被西方威脅，又被比其強大的經

話語，而不是上帝的話語，存在這樣一個理論

濟及軍事侵略所欺侮，他們就產生義和團

和實踐的矛盾。我想大部分牧師也許沒有認真

式的反抗和暴力，形成恐怖主義。

讀聖經，認為只是人記錄的關於上帝的話語。

理性帶來的扭曲

在聖經觀被丟失的前提下，人無論是用理性還

■：我們還是要回到剛才提到的狀況，你
拋棄了上帝作為一個絕對者，以人自己標榜的理性，實際上是

以感性的方法表達出來的。看看那些示威的男男女女，態度其實都是

非常感性的，感情非常強烈，卻以理性自稱，成為一個主流的正確話

語，不這麼說就要追殺和圍剿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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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對理性的尊重，家庭的重視，道德的

分析基督教神學裏兩個理性和感性的傳統，在

是用感性，導致的結果，這個agent都是人吧，
都是相對的，虛無的，不能最後拯救人。這是
從歐洲教會和教義來談的問題。

希臘文化傳統中，基督教為了面對和適應這個

第二個問題，是人的感性問題。在歐洲我

語境，發展出了理性神學和系統神學這一套，

認為感性也要分兩部分看，一部分是教會內

但另一塊呢，每個人的真實感受卻又確實需要

部的人，一部分是教會外部的人，也即信徒和

感性地與上帝交通的體驗，我覺得這是基督教

非信徒，而教會內部的人由於剛才所講的受到

非常寶貴的兩個傳統。但理性和感性的傳統

牧師和神學家的教導，所以在談感性的問題時

都有一個前提，就是背後都有造物主上帝和被

也會有一個問題。很多人感到歐洲教會有些式

造者人。我在考慮，歐洲宗教改革正好是五百

微，活力正在減弱，原因就是人們跑到教堂裏

年了，而這個時候面臨的挑戰是，在歐美人們

感受到不到上帝，聽到的道雖然是正確的，但

往往把信上帝僅僅放在理論的層面，這主要

進不了人的心，大家經歷（experience）不了上

是主流媒體，不排除普通信眾，有很多所謂的

帝。另外一面教會外部，在主流媒體和所謂的

神學家們，他們所謂的信神，或基督教信仰，

自由主義者或所謂的改革派，他們談論感性的

都有很深的研究，但也只限於一些理論上的東

時候，往往是不考慮上帝的，導致在婚姻問題

西。

上，人權問題上，墮胎問題上，等等，就會遇到

□：他們不一定有體驗，而且還有神
學自由化的問題）。

矛盾，因為他們拋棄了上帝作為一個絕對者，
以人自己標榜的理性，實際上是以感性的方法

８

對，這種自由化也陷入到以理性為基

表達出來的。看看那些示威的男男女女，態度

礎的對上帝的思索(It is the reflection of

其實都是非常感性的，感情非常強烈，卻以理

God, according human’s reason）。在這種

性自稱，成為一個主流的正確話語，不這麼說

狀況下，就產生各種更自由派的東西。所

就要追殺和圍剿你。與這個相關，我回到歐洲

以，這種從理性推出的東西，我覺得要從

主流媒體的話題，有些學者大談包容，但這也

在法院，連初來的時間，往往有的要十年

產生的一個問題是，這樣大規模接受難民，讓

以上，還要養他們。這種濫用愛也是一個

當地的歐洲人產了一種恐懼，沒有安全感，除

問題。
所以，愛是不是要同法律結合，避免

教和文化上的衝突問題。如果這些難民在歐洲

不公義的情況出現，這是一個要討論的問

沒有被安置好，不能很好地融入到當地社會，

題。從歐洲面臨的難民問題來看，應由公

他們就會感受到他們在歐洲是二等公民和三等

義的法律來處理，而不是誰都可以來，否

公民，對社會就會產生仇恨，這樣就會加劇矛

則，那些恐怖份子都是受了訓練的，不要

盾。這在歐洲都是一個很重大的挑戰。

說幾百個，就是幾十個混在難民中，問題

公義的吊詭

也很大的。這是一種異質文化的進來，伊
斯蘭教歷史上是歐洲的敵人，現在心態也

□：我們可以看到，教會和神學的自

是以歐洲為敵人，特別是那些激烈的伊斯

由化都已經到了失去原本生命的地步，包

蘭教恐怖份子，把大批的人引進來，發生

括美國在內的整個西方都如此，反而最成

恐襲時誰負責？而且穆斯林在歐洲人數越

功的教會是靈恩派，他們重視感受，是神

來越多，歐洲文化有可能漸被伊斯蘭化，

聖的感受，所以靈恩派是發展最快的基

以後在政治上投票也會影響政治生態。這

督教會。還有一些基督教也在起來，回到

就面臨一個問題，以愛接受這種異質文化

與上帝溝通的世界裏。至於面對難民的問

的來到，愛護他們沒有不對，但須要對原

題，由於自由化到了一切什麼都可以的地

本公民公平，且要引導他們瞭解歐洲文化

步，他們把「愛」作為一個很隨便的名詞。

的價值，有所尊重。

從原本基督教文化來說，愛是無條件的，

愛、智慧及馬丁路德

但也有公義基礎，行公義和好憐憫是連在
一起的，但現在許多人的愛就有一種情慾

■：這裏有一個問題，我認為你觸及到

的愛，從電影和文學許多作品中都是這種

一個很根本的問題，就是講到愛，無論是理性

男女感性的愛。這還真不是基督教講得

的還是感性的，就存一個狀況，那麼什麼叫智

的無條件的愛，從這個角度上分析難民問

慧？我們要愛人，就要有智慧。按照聖經箴言，

題，無條件地而不經選擇地接受難民，就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

會馬上面臨一個濫用愛心與人權問題，接

聰明，在今天歐洲或北美這種當權者和思想家

受以百萬計的不同種族、文化與生活方式

們，他們來談愛的時候，我們就要問，在上帝

的人進來，對原本的居民生活帶來衝擊與

之外人有沒有可能找到真正的愛？我們相信人

困難，也對正規申請移民的人不公平，整

在量的方面，在程度上，是有各種各樣的愛的，

體就變成不公義了。

但從根本上說，如果沒有上帝，是沒有可能找

我以加拿大為例，由於過去二戰前有

到真正的愛的。在這個意義上，無論是理性的

一批猶太人坐船要來加拿大，加拿大不准

還是感性的，就是沒辦法真正處理難民的問

許入港，結果送回歐洲，其後全被德國殺

題。

□：這又回到馬丁路德，是把西方文

境一律接受。結果，現在世界各地的難民，

化帶回到基督精神，馬丁路德時代開始，

就混了不少黑社會份子，恐怖份子，包括

認為人一定要體會上帝純真的生命和純真

中國的貪官，都留了下來，等待審批時間

的愛，然後要超越性地保障愛而不是濫用

９

掉了。所以後來加拿大立了法律對難民入

黃保羅、梁燕城：破後現代狂歡，回歸開放靈性

了如何容納安置這些進入歐洲的難民，也有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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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理性來說都是好的，可以展現愛，但現在

將聖經回到真正的聖經，從上帝的啟示瞭解上帝的本身。聖經

昌星，還要讓他上訴，三次在移民局，三次

作為一本啟示文本如何解釋，還是有底線的。隨意解釋聖經，滿足

克爾一下子接受了一百萬難民，這個從人的感

一種虛無主義或相對主義的要求，這是隨便亂來，這樣的神學家是

很長，一旦發現有問題，如中國的大貪賴
可怕的。

出現一個問題，例如目前歐洲的難民危機，默

文化中國

愛。

講 到這裏，我就想 到另一 個問題，

中國文化有一個關鍵是認為萬物都是彼此相關的，而且是他者

存在的，不是自我中心的，而西方後現代文化是一個自我中心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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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由自我決定就可以了。在沒有上帝的時候，所謂「自我決定」

就是什麼都可以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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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自己在想，紀念馬丁路德五百

中國 文化 對終 極 真 理 維 持 一 個 奧 秘性

年時，主要的意義是要思考到底誰是絕對者？

（Myster y）的維度，老子稱之為「玄妙」，

馬丁路德認為是聖經，這樣雖然在聖經的解讀

「玄之又玄，眾妙之門」，老子從「無」的

上，我們會有各種不同的詮釋，但起碼要把聖

理念，打開終極真理是超過我們理性世

經當作上帝的話語，這是一個根基。還有一點，

界的。玄妙在此就可指奧秘，孔子也講過

上帝的問題，對於面對理性和感性的兩個面，

「天何言哉」，天作為終極本體，沒有講過

如何來解決？如果沒有上帝這個元素存在的

話的，只是在天地萬物的四時變化及百物

話，只談理性和感性，是解決不了這一問題的。

生表中彰顯，還有到孟子言「聖而不可知

紀念馬丁路德五百年時可能這兩個元素都很重

之之神」，達至成聖本來就已經很高，但

要。

成聖的經歷仍未到最後，終極是到不可知
□：這要學孔子的「正名」，將上帝理

的神聖，「聖而不可知之」即是奧秘的領

念帶回到真正的上帝，將聖經回到真正的

域，那叫做「神」。「神」這個觀念在中國

聖經，從上帝的啟示瞭解上帝的本身。聖

哲學有特別的用法，如易經裏提到「知幾

經作為一本啟示文本如何解釋，還是有底

其神乎」，知道事物發展開端的機要就是

線的。隨意解釋聖經，滿足一種虛無主義

「幾」，真正知道這個「幾」的是「神」，神

或相對主義的要求，這是隨便亂來，這樣

就是宇宙奧妙的安排，所以神也就是具有

的神學家是可怕的。
■：也就是說，要還給上帝自己繼續做上

玄妙性的意思。但是到左傳，也很清楚地

帝的地位，也要還給人自己實事求事好好作人

「神」是有位格的，「聰明」就是指智慧的，

的機會。這個理論層面上的問題，可能是紀念

「正直」則指善良和道德的，而「壹」就是

馬丁路德五百年時要反省和思考的重大元素。

獨一的。

真理奧秘性的探討

講，神就是「聰明正直而壹者也」，這裏的

從中國文化裏看，「神」具有奧秘性的
維度，也隱涵了位格與主宰之義，終極奧

□：上帝本身一定是超過我們，這裏

秘是有位格的。然後，如何在奧秘的最高

永遠是有一個奧秘性，沒有任何人可以代

或最偉大的層面，下落到現實的世界呢？

表上帝。就馬丁路德來說，為什麼要信，

中國文化有一個關鍵是認為萬物都是彼此

就是面對奧秘性（Myst er y）的問題。有關

相關的，而且是他者存在的，不是自我中

宇宙人生的真理，理性不能全都知道，人

心的，而西方後現代文化是一個自我中心

始終要面臨真理終極仍是Myst e r y，瞭解

的形態，由自我決定就可以了。在沒有上帝

奧秘性很重要，人不是無所不知的。知道

的時候，所謂「自我決定」就是什麼都可

自己有限，是智慧的開端，在面對上帝之
奧秘時，人只有開放自己的心靈才能去會

以幹。
■：你認為中國文化在這方面能對西方

面，那就是信心。信心（faith）是一種向終

有什麼啟發或參考意義嗎？是神秘主義的問題

極真理開放的心靈，而不是一般的相信

嗎？

(Believe)，Believe只是相信一套理論或觀

□：這不是傳統西方那種神秘主義，

點，而fa it h卻是心靈的開放，投身入終極

而是從人未知的領域打開奧秘性維度，

真理。開放是一種生命很高的境界，而不

奧秘性是有神學意義的，我們看天主教的

是接受一套思想教條。

卡爾拉納（Karl Rahner），他特別指出，人

中國哲學論玄妙與聖而不可知
之之謂神

是不斷發問的，發問時是面對不可知的世
界去求知，這是對奧秘世界的追求，當人

認識的終極真理。相對於當今西方的後現

的真實狀態，但這裏有一個危險，有時靈恩派

代文化，人走向自我無限化，人以為自己什

到了極端，讓人無法得知這究竟是聖靈感動還

麼都知道，所以就沒有奧秘性，也沒有超

是心血來潮。但同時，我認為很明顯對大多數

越，變成平面、無知而又狂妄。

教會來說，應該是要有活力的，有時需要有一

從心靈空間與眾生感通

把火來燃燒，當然理論依據或理性依據的價
值也是非常重要的。這個價值就是在教義的層
面作一個很好的鋪墊。理性的和系統的神學，

可知之之謂神，最關鍵的就是打開一個

如何和感性的理解體驗結合起來，可能是未

心靈的空間，這空間落到現實，就是開拓

來教會發展需要面臨的思考。

一個彼此相關的世界，關係世界中有他者
的存在，然後在關係中，要建立生命間的
感通，尊重與瞭解其他生命，包括眾生的

加爾文神學的問題及靈修的重
建

生存。感通性是中國文化一個很重要的

□：這裏我就想到馬丁路德在神學上

問題，也是來自易經的「感而遂通」，牟宗

的發展，我們如何可以振興一下，主要是

三、唐君毅和宋明理學都是用感通來解釋

感性和理性的配合。靈恩派的興起好像也

「仁」。儒家提到這個仁，關鍵是人性裏有

是一個感性比較重的過程，福音派也是

一個共同性，就是感受到他人的苦難和他

一個活力比較強大的基督教的教派，實在

人的需要，這樣才能為仁愛在人性中立一

是一定要回到經驗上帝的過程，這一點靈

個基礎。現在西方講的compassion，實際上

恩派和福音派是一樣的，而且是以肯定聖

只是一個隨意講的感覺，而不是有人性基

經為前提的。問題是，本來福音派興起是

礎的。西方最大的問題是摧毀了人性的共

很成功的，後來慢慢有點僵硬化，關鍵是

同性，中國文化在這方面或者可以提供給

福音派的神學加爾文學派的味道比較重。

西方參考。

當然，加爾文學派對聖經很肯定，而且系

當代中國與西方都已失奧秘性

統很嚴明，我們讀神學時都讀的是系統神
學或聖經神學，對真理的肯定是相當清楚
的。但是，太過加爾文學派化了，同樣的問

這兩個概念，我的理解基本是，這個東方文化

題就會出來，就是沒有經驗，因為一講上

應該是古代尤其是易經時代奧秘性的傳統，但

帝主權最高，而上帝的愛就講的少了，這樣

這一套東西實際上是與現代中國文化是不一樣

人對他人愛的經驗也越來越少，或者太過

的。今日中國大家是不敬鬼神的，根本就沒有

理論化和教條化。所以，後來福音派的強

奧秘性，完全陷入一種功利和慾望的狀況，這

大發展不如靈恩派，靈恩派則把福音派沒

種現代的中國文化應該同古代的中國文化區分

有經驗的聖靈經驗或者人與神的經驗體

開來。至於談到中國文化可以為西方文化提供

會來重新肯定，這個過程也就促成了靈恩

一種反思和補充的參考，我認為你這裏所說

派的興起。靈恩派本身沒有一套很明顯的

的西方文化應該是啟蒙運動以來的人的理性

神學，所以他們自己也在進行神學上的反

和人的感性來拋棄上帝這樣一個主流文化，

省，當然目前尚未有一個大系統的神學出

從這個角度看，我非常認同你的觀點。至於你

現。在這裏我反而覺得，基督教未來前途

剛才提到的教會中靈恩派發展，靈恩派的最大

的發展，一方面當然基督教在中國，另一方

特點是感性的，形而下的，對人有立即經驗到

面在西方，馬丁路德的精神還是值得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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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剛才所提到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

黃保羅、梁燕城：破後現代狂歡，回歸開放靈性

但中國文化提到玄妙、無名、聖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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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我個人認為聖靈感通或對神的經歷是人生

基督教未來前途的發展，馬丁路德的精神還是值得我們參考

帝，這是由奧秘幫助人心靈超越，追尋未

的。因為馬丁路德並沒有一種嚴明的系統神學，他有奧秘的特點，

的好處。但一般教會都對靈恩派持謹慎或有排
有成聖的過程，從稱義到成聖，還是有一個靈修的空間存在。

開始追尋知道奧秘，就是開始追求知道上

文化中國

參考的。因為馬丁路德並沒有一種嚴明的

聖經。

系統神學，他有奧秘的特點，有成聖的過

路德就是三個元素，第一，路德面對贖罪

程，從稱義到成聖，還是有一個靈修的空

卷，面對羅馬天主教的腐敗，歐洲各個民族的

間存在。

獨立，這是他的環境；第二，他的方法就是讀

路德寫了大量靈修的書，他的神學完全是有靈恩在裏面的，有感

性在裏面的，然後以聖經為根據的，然後作一理性的思索的。這是他

１２

的三個元素，我想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可能還是要回到這三個問題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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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方面我們當然可以參考天主教和

聖經；第三，然後再加上理性。一個是聖經，一

東正教下來的那種靈修的神學系統，現在

個是理性，一個是活生的語境（感性）。路德本

也在基督教中很流行。但問題是，在靈修

意從來沒有想要建立一個教會，從來沒有想從

神學方面，同靈恩派又不一樣，靈恩派是

羅馬天主教分裂出來，是教皇開除他的，他也

講方言跳舞唱歌等肢體語言，東正教是非

反對別人用他的名字來建路德派，他認為自己

常安靜什麼也不講，也算不同形式的靈修

是在同一個教會裏面，只是要重新回到聖經。

系統。其實這些都是可以結合的。我認為

從這個角度上看，路德實際上繼承了芬蘭學

馬丁路德思想的最大特點是維持信心的

派，而芬蘭學派的一個重大貢獻是發現了馬丁

開放性，永遠不能代表神。神學講得厲害

路德對於托瑪斯阿奎德之前的教父們都做了

時就代表神了，好像念出一套系統神學，

一個很大的繼承。路德的思想不是單獨的，他

真理全在那裏了。維持信心的開放性，就

實際上是在整個大公教會裏，這實際上恰恰符

是永遠還在追求，永遠還有奧秘，在前面

合今天的語境的境況。這些情況卻是在加爾文

還永遠有一個對神的體會。這樣才能讓神

中，或者美國一些教會中看不透，他們認為路

學不斷地維持有新的活力，然後如果能結

德改革不徹底，恨不得把羅馬教皇燒死。這

合中華文化的大國學思想，以及我剛才提

樣，我們今天來回顧路德對於這樣一個語境

到的感通、恩情這些觀念，那就有可能讓

的重要影響在哪裏？路德寫了大量靈修的書，

一種神學的新活力在中國生出來。

他的神學完全是有靈恩在裏面的，有感性在裏

馬丁路德思想的發展

面的，然後以聖經為根據的，然後作一理性的

■：你有這樣想法，我很興奮，有一種知

思索的。這是他的三個元素，我想在二十一世
紀的今天，可能還是要回到這三個問題去。

己的感覺。福音派有很多特點，但現在也遇

如果談理論的只談理論，理論的神學家

到了危機，如你剛才所說，有一套很系統很清

高高在上，看不起草根基督徒，教會又看不起

楚的理論，可以對人的人生、人際關係和社會

知識份子，以為他們一天到晚搞理性，只說不

倫理所遇到的難題從聖經上得到答案，簡單

練，不是真的信徒，把這兩個分割。路德對我

明快，操作性和指導性很強，對解渴很管用，

們的重大啟發就是理性和感性的結合，再加

但容易陷入到自以為是、自以為代表上帝的境

上上帝，就這三個元素。具體表現形式就是處

地，這種理論是越能受到人的理性束縛。故讓

理兩種關係，一種是人和神的關係，可以靈恩，

人感到福音派存在簡單化和絕對化的危險。

可以唱歌，也可以到沙漠靜默不語，以聖經為

這一點，馬丁路德本人和馬丁路德之後的路德

根據，有各種各樣的奧秘，可以各式各樣的發

派還是有差異的，路德去世之後有墨蘭頓派，

展。還有一種是人和人的關係（包括人和社會

還有真路德派，發展到現在全世界的信義宗。

的關係），基督徒不只處理和上帝的關係，而且

現在信義宗存在一個重要問題，也是同真路德

和上帝的關係還體現在你與他人的關係上，體

派一樣，像加爾文派一樣有絕對化的傾向，反

現在和周圍環境及社會的關係上。在這種情況

而墨蘭頓派對路德派是持一種寬鬆態度。路

下，我們不能把門關上自己過自己的日子，必須

德本人對上帝沒有抓住了就自以為上帝，路德

與人打交道，這就會有很多感性的東西。路德

本人是聖經學者，他是做聖經教授的，不是系

的這種思想，我想應該對今天的狀況，包括對

統神學，完全是感性和理性的結合，然後依靠

芬蘭的教會，都具有重大的啟示。芬蘭的教會

觸不到老百姓的心。

性。你是做一個銀行投資家發大財，還是一個
老實本分的小護士，都是同等價值。路德特別
重視人的價值。我翻譯了路德幾百萬字的東
西，路德十分重視婦女和兒童的地位，一個婦

經，開始理性化了。我可以總結馬丁路德的

女在家裏照顧孩子，洗尿布，做飯，同一個做

兩點，第一是完全回到上帝，第二是完全

神父或主教的人，在上帝眼裏是同等價值。在

回到人生。人畢竟還是在人生當中而不只

五百年前有這樣的觀點，這是很現代的。路德

是在教條之中或權力系統之中。這樣他就

有一個天職觀，就是人不僅是在教會裏事奉上

產生了一個對歐洲變化的最重大內容。因

帝，在社會上工作或在家裏服事，都是事奉上

為沒有馬丁路德，歐洲不會有今天這麼大

帝。所以路德對經濟和職業的觀點，就影響了

的變化。

大多數人。在北歐不是強調成功神學，而是強

加爾文和路德的經濟和金錢觀

調工作的目的是什麼。工作的目的是為了行善，
為了行上帝讓我們做的，所以在北歐特別強調

■：我最近寫了一篇文章，是關於加爾文

平等，公義，照顧弱勢。這一點和美國相比，有

和路德關於經濟和金錢觀念的。關於加爾文，

一點相當於自由主義左派了。有人分析特朗普

我們的簡單理解，是馬克斯韋伯關於新教倫理

這次為什麼能當選，就是因為特朗普有加爾文

和資本主義的精神，主要是反映以加爾文為代

的那種思想，人要自己來努力來創造，然後再

表的清教徒思想。這個理論基本就是，人一部

去照顧別人，而希拉莉則首先是福利和照顧

分是預定得救的，一部分是預定要滅亡的。但

別人等等，這一點反而和北歐差不多，但在美

如何看出誰預定得救呢？這就要看人的表現，

國搞不通，因為北歐是一個有強烈基督教背景

就是要辛勤地勞動，這樣上帝才能祝福你，能

下的社會福利，是基督教大背景下的平等。北

得到很多的財富，所以人在經濟上的發達和發

歐現在碰到功利主義、理性主義、虛無主義這

展，在俗世上的成功，好像成了人得救的一個

些挑戰和危機，但是路德所影響的好東西在

表現。這就是所謂的成功神學。這就有一種危

北歐還是非常強烈的，普通老百姓有一種非常

險，容易發展成這樣一個話題，就是有本事你

強烈的平等觀念，大家都有責任去關照弱勢群

就好好去掙錢，好好去發展，但是清教徒過去

體。
這種觀念並沒有出現在中國媒體上，對

命地節約。其一，拼命地掙錢代表上帝給了你

美國大選看笑話，認為亂七八糟，而對歐洲又

財富，是一種恩賜，應該使用；其二，這個財富

看不起，認為北歐福利是養懶漢，懷疑北歐那

不是你的，而是上帝的，就要拼命地節約；其

種「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制度能不能維持下

三，要拼命地奉獻，要把錢用在上帝的國度，

去。這可能對北歐的不瞭解。事實上，北歐社

美國的那些國父們，還有哈佛大學等，他們都

會福利制度並沒有養懶漢，也許有個別移民鑽

是這種思想的。我用一種通俗化的理論，就是

這個空子，正常的大多數人，一般身體健康的

拼命地掙錢、要拼命地節約、拼命地奉獻，但

人都會心甘情願地努力工作並交稅，這個背後

現在美國變了，只是拼命地掙錢，但不一定是

就有信仰的關係。

拼命地節約、拼命地奉獻，我想這可能是加

□：看來這是一個有神論的社會主義

爾文傳統面臨的一個挑戰。但在歐洲不一樣，

而不是無神論或者虛無主義的社會主義，

特別是在北歐，北歐的五國包括芬蘭都是福利

是一種有宗教道德的社會主義，同時在政

國家，都是受馬丁路德的影響，而馬丁路德對

治上做一個好公民，兩個天國的理論的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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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好的傳統，就是總結成拼命地掙錢，拼

黃保羅、梁燕城：破後現代狂歡，回歸開放靈性

□：靈恩派現在也開始注意聖經、解

北歐是一個有強烈基督教背景下的社會福利，是基督教大背景

馬丁路德回到上帝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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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衣有食當知足」，他特別強調適度性和適當

下的平等。北歐現在碰到功利主義、理性主義、虛無主義這些挑戰

一天到晚重複來重複去都是正確的教義，然後

和危機，但是路德所影響的好東西在北歐還是非常強烈的，普通老

金錢的看法有一點和加爾文不一樣，就是「人
百姓有一種非常強烈的平等觀念。

目前也遇到這個挑戰，它也只是上升到理論，

文化中國

一。所以馬丁路德的思想也是形成政治上
穩定盡公民義務的思想，我們看到那邊很
少示威，沒有很多憤怒的人。

馬丁路德論政教關係
■：我今年在雲南民族大學發表的文章中
也談到這個問題，是路德論政教的關係，我認
為對中國語境來說是有參考意義的。北歐的社
會很和平，總統跑到大街上不像美國會有很多
是很好的，這基本上還是來自路德的政教思
想。
路德的思想基本是兩個理論，一個是兩
個國度的理論，一個是上帝的左右手。在漢語
語境中，我認為中國處理政教關係，應該如你
所說的，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按路
德的思想，人的靈魂，人的精神，都是屬於上
帝的，所以俗世的政權不是試圖去統治人的靈
魂，不要拿著刀和劍放在人的脖子上強迫人去
信仰，這樣只能逼出撒謊者，或者逼出殉道
對於信仰來說，身體是屬於俗世的，既然在某一個社會生活並

在某一個國度居住，就要遵紀守法。人做錯了事，犯了法，世界的

王就會拿刀和劍來砍你，不會因你是基督徒而不砍你。在中國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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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這兩句話都要說，不能只說

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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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鑣，暗殺和恐怖事件很少，政治制度可以說

者。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這兩個不能
混淆。同時，對於信仰來說，你的身體是屬於
俗世的，你既然在某一個社會生活並在某一個
國度居住，你就要遵紀守法。人做錯了事，犯了
法，世界的王就會拿刀和劍來砍你，不會因你
是基督徒而不砍你。在中國的語境中，上帝的歸
上帝，凱撒的歸凱撒，這兩句話都要說，不能只
說一句。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就是宗教信徒在
處理教會和政府的關係的時候，要避免兩個極
端，一個是完全照政府說的去跳忠字舞，去唱
紅歌，這就完全看不出你是一個基督徒了，這
樣信徒不一定認同你，政府也看不起你，認為
你根本不像個基督徒了。這是一個極端，另一
個極端就是，只要政府提倡的就反對，把屬靈
的同政府管理對立起來。我想這裏主要的原因
就是上帝的左手和右手關係，教會和俗世的國
度這兩個關係，再有就是人的靈魂和肉體的關
係。從路德的思想來看，基督教能聽懂福音，
只要用溫柔的話一勸我們就悔改了，但這只指
「新我」，問題是我們還有一個「老我」，這個
「老我」還要受社會的檢驗，因為這個「老我」

還會與「新我」進行抗爭，而且會犯錯誤，基督
徒自身是不能超越這個的，我認為路德這個思
想是比較深刻的，因為這涉及了政府和教會的
關係，涉及了人的靈魂和肉體的關係，涉及了基
督教徒「老我」與「新我」的關係，有的人看不
清這種關係，就會產生很多問題。在紀念馬丁
路德五百年之際，如果我們把這些關係搞清
楚了，也許天下就太平了。我們看北歐的國家都
是天下最太平的，就是因為路德的思想所影響
的，既不會出現在納粹時期教會為虎作倀的情
況，也不會出現與政府完全對抗的現象。

□：這就是不即不離吧。
■：我用的詞是Distantion but not
s e p a ratio n。我很快就要去南京大學講學，
題目就是路德的悖論思想，他的悖論思想中
Distantion的意思就是上帝同人是不一樣的，
but not separation，但是沒有分離的。

□：不屬於世界，也不離開世界。
■：也就是出世或入世的問題。我們不屬
於這個世界，但仍然活在這個世界。

□：或者說是不離不雜，就是朱熹的
意思，雜就是混在一起的意思，天理和氣
是不離不雜的。另外，我想問一個問題，你
所主張的大國學，跟馬丁路德的神學有什
麼比較和啟發呢？

大國學
■：現在中國都在談國學復興，但有一點
令人擔憂的，就是有可能搞成老子天下第一，
從古代就能找到一切答案，孔夫子能搞定全部
一切。另外一點，我提出的大國學，是一首兩翼
四足一尾巴，一個頭是政府，主流思想；兩個
翅膀就是本土的和外來的；四條腿一是本土
化的儒家、道家、中國民間信仰等，二是外來變
成本土化的，如佛教，三是普世性的元素，世
俗主義、功利主義等，四是外來並正在本土化
的，如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等。一尾則是各種各
樣的小元素。大國學概念的好處是把這些大大
小小的元素全包括在內了。不然的話，把這條
大龍中的一條腿切掉，那麼大國學的其它部分

L u t h e r 500 ye a r s a go. Two s c h ol a r s

「首」，不僅僅是中國人看到的皇帝和政府外，

w ill explore i n de pt h about t he topic

還有一個上帝。如果這個「首」沒有背後的上帝

from different point of views, different

的話，就會有一種危險感。這是路德給我們的

ge og r aph ical cu lt u re s , a nd d i f fe re nt

一個重要啟示。另外，關於本土和外來的矛盾，

footsteps for their cultural developments.

從來源上是不可避免的，從思維方式上外來的

During their discussions, both they have

不應罵本土為土鱉，本土的也不應把外來的都

discovered that the European countries are

看成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都看成侵略者。

going to turn the entire Western cultures

大家都是來愛這個國家，愛這個民族，愛全人

to a different direction. We may say that

類的真理並想作貢獻的。在路德的啟示下，我

this is indeed a direction for the post-

們最終還是要回到理性、感性、上帝這三種關

modernization of the cultures. However,

係中來。

the basics of the western cultures are still

□：大國學是一個整體的中國文化，
是多元文化和多元種族的中國，中國中最

having traditional impacts and influences
on the changes.

高的「道」、「天」、「神」與「無」，是多元

The Nor ther n European countries

中的一體性，中國哲學的「一體多元」，具

are now facing the challenges and crisis

有寬大和容忍不同的精神。基督教的上帝

of materialism, rationalism, and Nihilism.

是有性情位格、有慈悲仁愛、有公義要求、

But Martin Luther marks a good and strong

又有啟示救贖的上帝，與中國文化結合點

influences among the Northern European

應該是雙方所重視的奧秘性。中國文化講

countries and those citizens there are still

的玄之又玄，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中國

having a very strong mind-set and concept

哲學總是有個開放的奧秘性空間，道的奧

of equality. Everyone there will understand

秘性即可與上帝的奧秘性接頭，然後也可

they have the responsibilities to care for the

依拉納的進路，由奧秘性體會上帝對人的

needs and voices from the social vulnerable

主動溝通，而與啟示救贖的境界相通，彼

groups and that’s the strong beliefs behind

此不同但可以互相通往對方，這就是中國

their religious faiths.

文化感通不同價值的特質。
(本對話根據錄音，由編輯進行整理並
負責)

Both scholars will talk about their
experiences, the messages or meanings
behind the incidents after the Reformation

黃保羅、梁燕城：破後現代狂歡，回歸開放靈性

利的。在中國語境中看路德，他強調的是一個

專題對話

of the Reformation initiated by Martin

大國學是一個整體的中國文化，是多元文化和多元種族的中

文化就死掉了，這對中國文化的發展當然是不

國，中國中最高的「道」、「天」、「神」與「無」，是多元中的

Abstract: 2017 marks the anniversary
一體性，中國哲學的「一體多元」，具有寬大和容忍不同的精神。

就要死掉了，像基督教、伊斯蘭教和其它外來

initiated by Martin Luther and comments
A dialogue for the direction of

for the Chinese cultures responding to the

Post-modernization of development of

global challenges cultivated from the post-

Cultures

modernization nowadays.

Paul Huang (Helsinki University)
Cultural China)

Reformation initiated, Post-modernization,
Chinese cul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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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特 輯 中國古代行政倫理和制度的演變

「治家」情感和制度理性
――論中國牧令書中的行政倫理
■ 單 純

摘

作為中國社會基層治理群體的「官吏」或「牧令」撰寫或輯錄

了大量的文獻，形成了蔚為大觀的「官箴書」或「牧令書」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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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蘊含著豐富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地方行政學」或「牧民

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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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要：郡縣制度是中國社會中延續了

體國民的重視和關切。

二千多年的社會基層治理體制，其職守官吏通

中國社會治理有一個傳統，即基層單

常被稱為「牧令」。關於「官吏」和「牧令」的治

位治理的成敗決定著「廣土眾民」的福祉

理經驗總結曾以「官箴書」和「牧令書」的形式

和「家―國―天下」的盛衰，也決定著執政

流布於宋元明清諸代，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

者和行政者的命運。在中國傳統的社會結

行政管理學，其移植至韓、日等國則以「牧民

構中，作為執政的「天子」和行政的「朝

學」名之。「官箴書」和「牧令書」所揭示的行政

廷」，其管理空間是「天下」。「天下」本為

倫理既反映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制度理性也表

「行省」之和，「行省」為「道府」之和；「道

現為「親民之官」「牧養子民」的「治家」情感。

府」為「州縣」之和。故「天下者，州縣之積

關鍵詞：牧令，郡縣制，循吏列傳，親民

也」，「自古及今，天下治亂，未有不起於州

之官，天理人心。

縣者。州縣無不治而天下治矣」[1]。「州縣」
即「郡縣」，「無不治」即「治」，故「郡縣

一、引言

治」則「天下安」。而對於如何實現「郡縣治
天下安」的思考和經驗總結，作為中國社

「習李新政」以來，來自中國社會基

會基層治理群體的「官吏」或「牧令」撰寫

層的治理經驗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和宣

或輯錄了大量的文獻，形成了蔚為大觀的

傳。二○一五年初，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習

「官箴書」或「牧令書」體系，它們蘊含著

近平和中共中央黨校校長劉雲山在人民大

豐富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地方行政學」

會堂與全國二百多位縣（市、區、旗）委書

或「牧民學」思想。

記的代表舉行座談，交流中央與基層領導

二、牧民學的文獻：《官箴
書》與《牧令書》

之間的社會治理經驗；六月二十五日，中央
電視台又在「新聞聯播」中以「郡縣治 天下
安」為題目陸續報道《縣委書記風采》；同

自秦一統天下、廢棄諸侯國而設立郡

年 六月三十日在中國共產黨建黨九十四周

縣，及至明清，中國社會的治理基本以「郡

年前夕，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並表彰

縣」為基礎，延續二千多年未改。對於其社

一百零二名全國優秀縣委書記代表，這也

會治理經驗，各代官員、特別是有切身基層

是近二十年來中央組織部第二次舉辦對中

治理經驗的「牧令」多有思考和總結，其情

國社會的基層領導進行最高級別的表彰，

形如王夫之所總結者：「郡縣之制，垂二千

象徵中央最高決策層和全社會對二千八百

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勢之所

多個中國社會治理基層單位、治理者和全

趨，豈非理而能然哉？……世其位者習其

「政之興廢，在民心之順逆」以及「天下不

制度自身的理論，這就是以儒家總結「三代

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之；天下不患無財，患

之治」而形成的政治倫理和社會管理思

無人以分之」等，這些議題都是關乎治國

想，這些倫理和管理思想的文獻整理形式

理政的原則性問題，於「牧民學」關切的基

也就是秦漢之後逐漸積累起來的「官箴

層社會治理仍然具有明顯的界限。而真正

書」和「牧令書」。

成為後世「官箴書」和「牧令書」濫觴的文
獻應為司馬遷《史記》中的「循吏列傳」，

層面的關係通常被稱為「君臣關係」，社會

之後一直延續至民國的《清史稿》皆將「循

基層的關係通常則被稱為「官民關係」，儘

吏」列入正史之中。司馬遷自己在《太史

管某些文獻中也說「君民關係」，如荀子著

公自序》中稱：「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

名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

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表明這些人就

[3]

水則覆舟」 ，但那畢竟是就社會政治原

是「承上啟下」的基層治理人員：君臣在上

則講的。而就社會治理意義講，「官民關

制定政策、法令，他們因循貫徹執行，既不

係」中的「官」基本是指郡縣或州縣一級的

居功自傲，也不貪贓枉法，算是兢兢業業

「官吏」，如「州官」、「郡守」、「州牧」及

的政策執行者。但是，「循吏列傳」與後世

[4]

「縣令」之屬 ，因此，「官箴書」和「牧令

的「官箴書」和「牧令書」仍有明顯不同，即

書」都屬於對基層社會治理的經驗總結和

「循吏列傳」為史官之作，作者沒有切身的

政治倫理探討。加之，中國的文官制度傳

管理經驗，只是對基層治理者的「嘉言懿

統，中央治理層面的將相重臣亦有不少是

行」作以客觀記述和主觀評贊，而後世「官

從基層擢升而致，所謂「臨天下者以人為

箴書」和「牧令書」編者或作者大都有基層

本，欲令百姓安樂，惟在刺史、縣令。…自

治理經驗，對其編撰的對象和內容既有經

古郡守、縣令皆妙選賢德。欲有遷擢為將

驗之談，又多有創新總括，更有鮮活的「親

相，必先試以臨人，或從二千石入為丞相」

民」情感。

[5]

。「臨天下」是君主的政治，但必然得從

與「牧民」和「循吏列傳」相似的「官

「臨人」的守令治理開始，所以「臨人」的

箴書」其濫觴同樣久遠。《左傳·襄公四年》

守令即為「親民之官」。對這些「臨人」官

中言西周時的「虞人之箴」和戰國晚期《睡

吏的德行政績考察，即成為他們在文官制

虎地秦墓竹簡》中的「為吏之道」亦可視為

度中擢升的依據，也象徵著對整個社會治

其早期的淵源。

理的經驗總結。然而，在總結社會基層的

另外，傳說中南朝時候官吏即有私自

治理經驗時，「官箴書」於德政倫理方面多

整理「牧民」經驗的家傳著述，《理縣譜》

有側重，而「牧令書」則偏重於實際治理的

即是當時著名的例證。傳說中的傅氏家族

經驗以及體現在「親民之官」身上的人倫情

出了四代南朝的縣令，曾祖父傅僧佑、祖

感。

父傅琰、父親傅翽以及翽子傅岐。在當時
的傳聞中，傅氏四代居官並著政績，因有

已有久遠的傳統。最早的資料見於《管子》

家傳「理縣譜」。此事間接被記述在後人編

書中的首篇「牧民」。儘管這個篇首「章

撰的文獻之中，《南史·循吏列傳第六十》

節」只有一千二百字左右，但其重點內容

「傅琰」云：「琰父子並著奇績，時云諸傅

並不是中國歷史上見到的「牧令書」或「牧

有《理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傅琰

民學」，相反，它主要論述的是諸侯國中央

在南朝時當過武康和山陰的縣令，為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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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牧令書」的撰述和編輯，在中國

單 純：「治家」情感和制度理性

鑑於中國傳統社會治理中，中央政府

本期特輯

。「郡縣之制」的延續性生命力一定有其

「郡縣之制」的延續性生命力有其制度自身的理論，這就是以

義廉恥，國有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2]

儒家總結「三代之治」而形成的政治倫理和社會管理思想，這些倫

也。法備三王，道著於孔子，人得而習之」

理和管理思想的文獻整理形式也就是秦漢之後逐漸積累起來的「官

層面的政治議題，如我們後來熟悉的「禮
箴書」和「牧令書」。

道，法所便也；習其道者任其事，理所宜

文化中國
在中國「官箴書」和「牧民書」的影響下，一八一八年韓國大儒

１８

丁若鏞寫出了三卷本的《牧民心書》，將儒家行政倫理與韓國的行政

實踐結合起來，成為韓國基層治理的重要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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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績突出，深得民心，被譽為一縣「神

的《牧民政要》，清李容輯錄的《司牧寶

明」；傅琰的兒子傅翽「為官亦有能名」，

鑒》以及王景賢撰寫的《牧民贅語》等，此

在吳縣做縣令，其官聲遠播，時建康縣令

類官箴書和牧民書，初步調查統計，大約

孫廉曾好奇地問他，你們家族是否有當好

有四百餘種 [7]。這些書傳到日本和朝鮮之

官的秘籍，否則何以致「神明」之譽？傅翽

後 引 起 廣 泛 重 視，日本 在 寬 政 十 一 年

回答「無他也，唯勤而清。清則憲綱自行，

（一 七九九年）刊印了明朝朱逢吉 撰的

勤則事無不理。憲綱自行則吏不能欺，事

《牧民心鑒》，寬政十二年（一八○○年）

自理則物無疑滯，欲不理得乎？」此所謂秘

刊印了明朝胡纘宗編的《薛文清公從政名

籍者無非「勤政加清廉」，秉此二者於心，

言》。在中國「官箴書」和「牧民書」的影響

其他事情自會順理成章，要想混亂都不可

下，一八一八年韓國大儒丁若鏞寫出了三卷

能。對此，後來山陰的縣令劉玄明評價說：

本的《牧民心書》，將儒家行政倫理與韓

「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自以為有高

國的行政實踐結合起來，成為韓國基層治

過傅家的治縣秘籍。傅翽的兒子是傅岐，

理的重要經典。

後來任新縣縣令，亦勤政愛民，仁義斷獄，

涉及基層社會治理的匯編類著作，明

能名冠絕一時。傅氏一家四代能官廉吏，為

萬曆年間李廷機撰述的《宋賢事匯》也值

中國牧民學之美談；然而其家傳秘籍《理

得特別提及。 原本雖然不見流傳，但明清

縣譜》恐怕只是附會之說，當然這也可能

之際的相關著述多有轉述，特別是涉及宋

是鼓勵「循吏」「善政」的「虛言」。

儒為官吏或為知州、知縣的情況，多採其

至南宋「牧民之官」胡太初作「縣令居

錄。而清雍正時，官吏陳宏謀採錄前人「修

官之道」即《晝簾緒論》時，《理縣譜》再

齊治平」事跡和著述，編有《五種遺規》—

度被提及：「《世說新語》載傅氏有《理縣

分別為《養正遺規》、《教女遺規》、《訓俗

譜》，其書不傳，牧民者能得是編之，則此

遺規》、《從政遺規》和《在官法戒錄》，則

一卷書，亦足以補其闕矣」。這就是說，傅

是中國古代晚期社會流傳較廣的類編著

家的「為官秘籍」根本就沒有流佈於世，現

作，成為之後牧 民書和官箴書類 編的樣

代中國版本的《世說新語》中亦不見「理縣

板。多卷本類編中最有影響的大概要屬清

譜」，胡太初本人作《州縣提綱》也只是揣

道 光 年間 徐 棟（字 致 初）輯 錄 的《牧令

摩其精神而已：「以潔己清心，愛民勤政為

書》。該類編輯錄了清代州縣「二百年來循

[6]

急務」 。清人金庸齋編撰《居官必覽》亦

績嘉言」六百六十七篇，涉及知名和佚名作

相信傳說中傅僧佑一門四代為令，端賴家

者 一 百 三 十 七 人，「為 目 十 八、為 卷

傳理縣譜。此事致韓國大儒丁若鏞亦確信

二 十 三」，輯 錄 完 成 於 道 光 十 八 年

「《理縣譜》」為中國「牧民之書」。然而，

（一八三八年），一八四八年刊印，是中國

從中國目前公布的文獻來看，仍沒有發現

古代社會總結基層治理經驗的集大成之

此著的版本實證材料，言之、引之者皆為其

作。受此書影響，清同治年間丁日昌重新輯

他史籍中所作的提示而已。

錄了十卷本的《牧令書輯要》，刪減原書，

明確有大量的「官箴書」和「牧民書」

加點斷句，不時加以評析，增加「勘暴」一

撰述的時代應當是宋代，之後代有撰述，至

卷，以示時代特徵。丁是洋務重臣，且經歷

有清一代蔚為大觀。據版本目錄學專家介

過太平天國動蕩，且為有清一代三大藏書

紹，從宋代陳襄的《州縣提綱》、李元弼的

家之一，故選評「牧令書」眼光獨到，議論

《作邑自箴》、呂本中的《官箴》、胡太初的

懇切，其「採精遺粗，沿流溯源，勤求民隱，

《晝 簾 緒 論》，元代張 養 浩 的《牧 民 忠

飾以經術」之用心宏闊 [8]，是「牧令書」書

告》、徐元端的《吏學指南》，明（佚名）人

的經典輯錄。

書和牧令書輯錄其中，特別補選輯錄了徐

築土封山，祈求風調雨順，便於農業生產，

棟《牧令書》中的遺漏者，成為二十世紀末

是人類早期神權政治的一種形態。十二州

中國人編輯《官箴書集成》的權威藍本。

的行政長官就是「牧」，也稱為「州牧」。

一九九七年安徽黃山書社編輯了影印本的

農業生產必須按照時令進行，即「使民以

《官箴書集成》（十卷本），該叢書除了收

時」或「不違農時」，州牧必須因地制宜，促

錄之前已經編印的「官箴書」和「牧令書」

進農業生產，使其轄地的百姓豐衣足食，

之外，還選錄了宋元之前的此類著作如武

進而安撫周邊部族的人群。州牧以地區行

則天撰的《臣軌》，以及近人的著作如民國

政官員的身份向部落聯盟首領—聖王堯述

王守恂的《從政瑣記》等。

職，聖王堯亦以州牧區劃的行政政績加以

無論是「官箴書」還是「牧令書」，其

考核獎勵，即所謂：「既月乃日，覲四嶽群

內容指向皆為「理政安民」，故經驗必從

牧，班瑞於群後」。此處的「四嶽」是聯盟

「牧令」始，頒行必為「利民」之用，「天之

中央的祭祀官，代表東南西北四個方向的

所以立帝王者以為民也，帝王不能以一人

州牧向天祈求保佑，是古代神權政治的一

之耳目手足遍及天下，必分立官府以治之，

種表現形式，四方州牧的代表—「方伯」後

[9]

其實政實治在縣令」 。因此，此類書籍之

即演變成朝廷中央的權貴重臣或與中央政

編錄本質上乃是「中國特色」的行政學，亦

府「分庭抗禮」的地方霸主。

可視為研究和理解中國社會的文官制度、

到部落聯盟解體、形成第一個「家天

科舉考試制度和治國理政的重要文獻資

下」的夏朝時，中國「天下」的行政區劃已

料。

經變為「九州」，它的實際管轄空間或許比

三、社會治理的制度區劃

唐堯虞舜的「十二州」還大。據《史記·五帝
本紀》記載：「唯禹之功為大，批九山，通

中國人所謂「治理天下」或「天下大

九澤，決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

治」中的「天下」有多重含義。「天下興亡，

失其宜」。《史記·匈奴傳》亦稱：「堯雖賢，

匹夫有責」中的「天下」是普遍倫理概念，

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可見堯舜

用以辨明人獸之別；「試看今日之域中，竟

十二州的「天下」並為「九州」，及夏禹治水

是誰家之天下」中的「天下」是指國家權力；

後，才達到了天下大治和萬民安寧。禹治

「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中的

理天下的貢獻之大，當時的史官在《尚書》

「天下」即一國的行政管轄空間，此天下就

中專門以「禹貢」銘記之。戰國時代，儒家

是君王施行政治權力的行政空間，而州牧

的人相信中國自禹創立的「天下」就是「赤

或縣令管轄的空間或他們的施政舞台亦即

縣神州」，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

州府或郡縣。

州內自有九州」[10]。而名家的人鄒衍相信，
在中國的九州之外，還有九個「九州」。周

會中氏族部落聯盟的堯舜時代，那時「天

秦朝代之後的中國就在內九州和外九州之

下」由十二個州構成，州內的行政長官就是

間演變，形成各個歷史朝代的行政區劃。

牧。據《尚書·堯典》記載：「肇十有二州，

近代龔自珍在《已亥雜詩》中所謂「九州生

封十有二山，浚川」，「諮，十有二牧！」「食

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

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

擻，不拘一格降人才」中的「九州」既有行

蠻夷率服」。這是說堯的部落聯盟由十二

政區劃的意思，亦有「政治合法性」的深

１９

中國行政區劃的最早劃分是在原始社

單 純：「治家」情感和制度理性

山」是指十二州皆各有祭祀天神的道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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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共一百零一部，主要將清代各種官箴

無論是「官箴書」還是「牧令書」，其內容指向皆為「理政安

荊、揚、豫、梁、雍、並、幽、營十二州。「封

民」，此類書籍之編錄本質上乃是「中國特色」的行政學，亦可視

和民國總統的徐世昌編錄了一套《將吏法

為研究和理解中國社會的文官制度、科舉考試制度和治國理政的重

州組成，即《史記》中講的冀、兗、青、徐、
要文獻資料。

民國年間，曾擔任過晚清 封疆 大吏

文化中國

意，這是中國人「天下」多重含義的又一例

征伐兼並後形成的諸侯國也還有一百二十

證。

餘，權力爭鬥也仍然在初期的那些「方伯」
之間進行，最終形成了「春秋五霸」，其中

疆域或行政區劃怎樣，《史記·殷本紀》並

大部分為周天子權力轄制邊緣的「夷狄」

無明確記載。但是，殷商的卜辭中所見的古

如秦、楚、吳、越，此即「天子微，諸侯力

地名多達數百個，它們可能是夏禹九州內

政，五伯代興，更為主命」 [14]的「挾天子以

一些小地名。如果數百個地名都有如夏禹

令諸侯」的春秋「天下大亂」局面。從公元

的「九州」或更早的「十二州」，那史書一定

前四七五到前二二一年秦統一中國，春秋

會大書特書的。可是，我們從甲骨文出土和

時的一百多個國家征戰更為頻繁、慘烈，是

文獻記載來看，殷商的疆域大概不會比夏

有名的「戰國時期」，征戰討伐中形成了七

[11]

秦統一中國後，郡下設縣，統為「郡縣」之制，即將春秋之後

２０

諸侯的縣、郡制度改鑄成為新的社會治理制度。然而，興起於春秋

後期周天子控制較弱地區的縣、郡之間又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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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夏禹定九州相應的情況是：殷商的

大，甚至還會小一點 ，這是因為四邊的

個大諸侯國，即「戰國七雄」，其中以西邊

夷狄不斷發展壯大之故，以至於周文武起

的秦最為強大，最終統一了中國。

於西戎，成為西部各部落聯盟的首領，史稱

秦統一中國後，將原來周代的「天下」

「西伯」，由其聯合西部九州內外的部族，

和自己擴展的疆域分為三十六郡，郡下設

兼並殷商九州之內的領土，致「三分天下有

縣，統為「郡縣」之制，即將春秋之後諸侯

其二」，最終取代了殷商政權。

的縣、郡制度改鑄成為新的社會治理制度：

周代商之後，將自己原來的部落聯盟

「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

和殷商的九牧和其他歸屬部落加在一起，

患，傳之萬世」[15]。然而，興起於春秋後期

受到周武王和周公先後兩次分封的大約有

周天子控制較弱地區的縣、郡之間又有所

四百多個，這些封國主要是周王的同姓―

不同。在秦、楚、晉、吳等新興「方伯」的轄

―姬姓親族如管叔、蔡叔等，其次是開國

區，楚、秦的縣都只屬於君主，郡反而是卿

功臣如姜太公封齊，最後是先朝貴族如商

大夫的采邑，而晉、吳的縣則多為卿大夫的

紂之子武庚等，其他邊緣地區的服國則更

封邑，有些縣下再辟郡，君主並不實際控

多，後來《呂氏春秋·觀世》有所謂「周之所

制。由此看來，最初設置的縣大於郡，所謂

封四百餘，服國八百餘，今無存者矣，雖存

「千里百縣，縣有四郡」 [16]。軍功者授獎

皆嘗亡矣」之嘆。從《史記·殷本紀》中「周

「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 [17]。

武 王 之 東伐，至 盟津，諸侯 叛 殷 會周者

到秦國自己改制，特別是商鞅第二次變法，

八百」來看，參與中央權力爭奪的大小部

全境普遍設縣，將原來的鄉、邑、聚等悉數

落或其聯盟數量可觀。可是，武王立國不

合並為縣，有置縣「四十一」之說。而春秋

二年即病逝，幼子成王繼位，由周公輔政，

後期的一些文獻間或又以「郡縣」概念指

誘發滅國的商紂之子武庚和周公之弟管

稱秦國的政府機構，至戰國時，秦的郡縣

叔、蔡叔的叛亂，待平等叛亂之後，成王親

制已趨穩定，此時郡已明確置於縣之上，郡

政 時 中央 天 子實 際 管 轄 的 諸 侯 國 也 就

下設二三十個縣，其他諸侯也已郡縣並用，

[12]

七十一個 。「成康之治」後西周逐漸盛極

以郡統縣，如趙國上黨郡有二十四縣、代郡

而衰，為避西戎游牧部落的侵擾，周平王

三十六縣以及燕國上谷郡三十六縣等。至

向東遷都至洛邑，周天子的中央權威衰微，

秦統一時，三十六郡下估計已有一千多個

齊、楚、秦、晉成為新的「方伯」，操控東周

縣。由於統一的秦帝國只存在了十六年（公

的政局。至東周春秋初年，大小諸侯經傳

元前二二一前二○七年），其郡縣制的衣鉢

上提及的雖然有一百七十餘，但是真正有

幾乎全盤為漢帝國所繼承，這就是「漢承

影響力的、能參與春秋會盟或征戰討伐的

秦制」。

[13]

也就是一二十個諸侯國 ；春秋中期諸侯

漢雖然延用了秦的郡縣制，但也在同

九卿被稱為「中二千石」，郡守通常名為地

制並非全部承襲，而是在郡縣制之外還分

方二千石或「二千石」。由於官俸相等，內官

封了一些異姓王和同姓王，最終導致「七國

九卿和外官郡守可以平等調換，皇帝也借

之亂」和「平亂削藩」的社會動蕩。至「文

此實行行政權力制衡，官員之間亦事權分

景之治」後，西漢才贏得了穩定的政局，真

治，各司其職，提高了行政效率。
中國歷史上的「漢唐盛世」在行政管

時三十六郡為多，有五十餘郡。西漢強盛時

理方面亦多有相互借鑒之處。漢之地方政

新郡亦有所增加，至平帝元始年間（公元一

府為郡縣，而唐則略改為州縣；漢之郡守，

至六年），全國已有一百零三個郡國，東漢

唐改為州刺史，而縣令則依舊。刺史在漢代

順帝時則為一百零五郡國，其地位猶如秦

僅為中央政府派往地方的監 察官，官秩

時之郡。一般的郡，其下轄的縣約為二十

六百石，屬於小官。而唐之刺史，猶如漢之

個左右，最大的郡如西漢的琅岈郡下屬有

郡守，太宗深為看重，謂：「朕居深宮之中，

五十一縣之多，最小的當屬東漢安帝時的

視聽不能及遠，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輩

玄菟郡，僅轄三個縣。漢大郡的人口上百

實理亂所係，尤須得人」[19]。因此，州刺史

萬，小郡的人口僅數千。而郡下縣的面積通

的考績黜陟，太宗本人皆親自過問，縣令人

常為百里計，但縣的置廢皆以人口多寡為

選則由五品以上京官推薦，但一內官只能

主。據西漢平帝時的統計，全國的縣、邑、

推薦一位縣令人選。在漢代郡縣的基礎上，

道、侯國總數大約一千五百餘。概括地講，

唐代的州縣較漢代都有所增加，特別是州

漢代一百多個郡，按照每個郡十到二十的

增加的幅度很大。就唐玄宗時的情況看，

平均值計算，總數大約為一千二百個左右

「開元盛世」時州有三百五十八個，比漢代

[18]

。漢代的郡縣制不僅構成了中國二千多

郡 數 多 了 兩 倍 以 上， 全 國 縣 亦 有

年社會治理的組織結構的數量，而且郡縣

一千五百七十三個，比漢多出兩百餘。不

首長的職權也為後代所承襲，或有變更、

過，就州縣所治理的人口而論，則較漢郡縣

損益，亦以漢代郡縣制為其參照。漢代中央

人口相去很多，故刺史縣令的實際權力要

與地方的治理，分為內官和外官。內官是中

小。故此，唐代的州縣均按照所治人口的多

央政府的官，以三公、九卿為核心，外官是

寡分為上中下三級：縣以六千戶以上為上，

地方兩級政府的官：郡官長為太守，縣官長

三千戶至六千戶之間為中，三千戶以下為

為縣令。內外官皆由皇帝親自任命，官員的

下；州以十萬戶以上為上，二萬戶以上至十

下屬則由官員自己任用，官員與其聘用人員

萬戶為中，二萬戶以下為下。
經過唐末「五代十國」的動蕩，宋代

推薦這些人員，他們或許因此也有遷升的

實際只掌握了中國的「半壁江山」，由於

機 會，因 此 他 們 在 政 制（ p o l i t i c a l

西北和東北有西夏、遼、金幾個政權，其

constitution）上形成官吏：吏是官的準備和

實際控制疆域比漢唐都要小許多。宋初

過渡，而官是吏可能的發展結果。內官中的

因襲唐制，分其行政疆域為「道」，之後又

三公是：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分管行

改為「路」；在「道」或「路」下設府或州，

政、軍事和監察。九卿是：太常、光祿勛、

府、州雖然同級，但府的戰略地位要高於

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

州。根據北宋《元豐九域志》記載，宋代

少府，他們是中央政府的幾個職能部門首

的行政區劃為：「總二十三路，京府四，次

長，與三公一道協調皇帝與地方首長之間

府十，州二百四十二，軍三十七，監四，縣

２１

之間的關係很微妙、靈活，官員可以辟用、

單 純：「治家」情感和制度理性

正施行有效的郡縣吏治。漢初的天下比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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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諸侯拱衛的結果，所以最初對秦的郡縣

漢雖然延用了秦的郡縣制，在郡縣制之外還分封了一些異姓王

俸都是二千石，只不過由於內外官的關係，

和同姓王，最終導致「七國之亂」和「平亂削藩」的社會動蕩。至

屏藩朝廷，誤以為秦帝國的崩潰是沒有分

「文景之治」後，西漢才贏得了穩定的政局，真正施行有效的郡縣

在社會治理方面的關係。九卿和郡守的官
吏治。

姓子弟中實行封建制，以同姓封諸侯君王，

文化中國

一千二百三十五」。從中央到地方，大的區

和判官等，其各級行政機構的總數為：「路

劃為三級單位，最高的是二十三路，次一級

一百八十五，府三十三，州三百五十九，軍

的是十四府，第三級就是一千二百三十五

四，安撫司十五，縣一千一百二十七」 [21]。

個縣，在縣與府之間，尚有二百四十二州；

就州縣兩級情況看，大體還是延續了漢唐

軍、監是宋代出現的特殊軍政和特許行業

宋的格局。

元代是蒙古人入住中原，統治的時間不及一百年，而且原來只

是游牧和戰鬥隊伍，社會治理方式基本因襲中國舊制，只是在中央

２２

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增添了一個「派駐單位」，協助中央「分鎮方

面」，行使「方面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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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轄單位。為了防範西夏、遼、金的侵擾，

明代複歸於漢人統治，行政區劃並無

北宋的軍鎮被賦予了與府、州或縣同等的

明顯變化，只是取消了元「行省制」，改為

某些民政權力，協助同級的府、州或縣處

「布政使司」，有時亦簡稱「省」。明朝大部

理邊防軍務，協助府或州的軍領縣，不領

分時期布政使司總數為十三，加上京師與

縣的軍、監則與縣同級，軍的權限主要是

南京兩京，共稱「十五省」。明改元制「路」

軍隊和防務，監的主要職能是代表國家管

為「府」，府下有州縣兩級。元宣德年間

理特殊的行業，如礦冶、鑄錢、牧馬、製鹽

（一四二六年）統計，明「十五省」，分統領

等。總之，從宏觀治理看，宋代的社會治

府 一 百 一 十 四、州 一 百 九 十 三，縣 數

理還是州縣兩級，其行政領導是知州和知

一千一百三十八，略等同於前代[22]。明代的

縣。宋代汲取唐末軍閥割據的教訓，宋太

州有兩種情況，一是直屬於布政使司的，

祖「杯酒釋兵權」，確立了揚文抑武的「文

一是隸屬於府的，兩種隸屬關係的州都可

治」措施。與太祖一道打下大宋江山的功

以獨立領縣。「省級」布政使司的行政首長

臣多為武將，他們只有能力「將兵」，而無

稱為「布政使」，掌管監察、司法的為按察

管理民政的知識，所以地方民政應由「知

使，掌管軍隊的則為都指揮使；府、州、縣

道」民政事務的文官進行管理，故稱為「知

的行政長官則稱為「知府」、「知州」和「知

某府事」、「知某州事」、「知某縣事」，總

縣」。

之，「知事」就是文官治理，「知府」「知州」

清是中國郡縣制的最後一個朝代，其

「知縣」則是他們的行政級別，是一種新

疆域最大時是乾隆二十四年（一 七五九

的官名。

年），那也是中國歷史上版圖最大的時期。

元代是蒙古人入住中原，統治的時間

清在明的故土上建立「內地十八省」行政郡

不及一百年，而且原來只是游牧和戰鬥隊

縣制，此外，在其祖籍地的滿洲故土建立

伍，社會治理方式基本因襲中國舊制，只

「盛京將軍」轄區，以軍事首長統領後來稱

是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增添了一個

為的「東北三省」，其他如西北，外蒙亦設

「派駐單位」，居於中書省和路、府、州、縣

立專門的將軍轄區，青海、西藏則由中央派

之上，號為「行中書省」或「行尚書省」，簡

駐辦事大臣以督領政務。嘉慶二十五年之後

稱「行省」，即「行走於中書省和地方政府

（一八二○年），清廷行政區劃共二十八省

之間」的中央派駐機構，後來演變成了地

區。省區之下則設有府、州、縣三級。從清

方最高級別的行政單位，協助中央「分鎮方

代地方官吏編撰的資料看，清之州縣亦如

面 」，行 使「方 面 之 權 」。至 元 年 間

漢唐宋元，總數無大變化：「天下之為州者

（一三三五年），元置行省十一，為河南、

凡二百二十有一，為縣者凡一千一百六十有

江北、江浙、江西、湖廣、陝西、四川、遼

六」[23]。州、縣官員亦循明代，稱為「知州」

陽、甘肅、嶺北、雲南。行省首長多以平章

和「知縣」，就他們的管理職能言，一些文

或政事名之。行省之下的行政管理，大體

獻也稱呼他們為「州牧」和「縣令」，即「古

延續漢唐郡縣制度，「其牧民者，則曰路，

之言治道者，要在於養民而已。牧令，養民

[20]

曰府，曰州，曰縣」 。這些「牧民」官吏的

者也」 [24]。這就是說，歷代中央政權維持

大體稱謂為：達魯花赤、州尹、知州、同知

社會治理，保有其政治權力，基本上都依

理制度。

聖王之治」，君王必須以聖人之德要求自

四、牧令書中的行政倫理

己，天子必須遵從天意而治理天下。這一
點和西方「哲學―王」的政治原則不同。在
西方的政治傳統中，「哲學」往往制約不了

的切身體驗和工作總結，必然會形成一套

「王」，最後只能「以法約權」—三權分立。

作為治理者的官吏與作為被治理者的民

而儒家則提 倡「以聖人之德制約權力之

眾之間認可的工作倫理，這種工作倫理亦

王」，形成社會治理中具有持續影響力的

可名為具有「中國特色」的地方行政倫理。

「民貴君輕」道義原則，雖則中央政府層面

正是這種特殊的行政倫理支撐著中國二千

的「君臣」不敢公開堅持，而地方行政的

多年的事務官體系穩定而正常運轉，致使

「牧令」則暗中自由裁量，以二千多年的

中國的主權疆域沒有因數十次政權更迭而

「郡縣之治」證實「民貴君輕」作為政治原

萎縮甚至消失。中國古語說：「一朝天子一

則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二十世紀初，中國政

朝臣」，從古至今大大小小的天子大概有

治家孫中山在創建亞洲第一個近代民主政

幾百個，而朝臣大概得以萬計數—由他們

治國家—中華民國時，就明確提出了「天下

共同構成「中國特色」的政務官系統。可是

為公」的政治原則，它不僅輝映了西方近代

「萬變不離其宗」，中國的行政疆域基本

以「君權民約」取代「君權神授」的政制原

沒有變—由一個牧令轄治的郡縣系統維繫

則，而且是中國「民貴君輕」的政治原則在

著基層的行政，中國基層的百姓基本沒有

當代的成功體現。孔孟儒家的「聖王」政治

改變由儒道釋信仰凝聚著其文化傳統，而

原則，在郡縣制盛行的漢代亦為司馬遷所

這兩者的結合點就表現為中國基層社會的

標而出之，以為後世中國治理的政治楷模：

行政倫理，即郡縣制行政環境下的「牧令

「堯立七十年而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

倫理」。

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闢位凡二十八年

任何一種行政倫理都分為倫理原則和

崩。百姓悲哀，如喪父母。三年，四方莫樂，

倫理規則，原則是綱領性的，而規則是技

以思堯。堯知子丹朱不肖，不足授天下，於

術性的。在中國「陽儒陰法」的政制之下，

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

儒家的政治倫理和法家的行政倫理分別被

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

奉行為社會治理的原則和規則，它們之間

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

的辯證關係見於孟子「徒善不足以為政，

舜以天下」[27]。聖王治理天下，必以天下百

徒法不能以自行」的總結 [25]，學術界亦以

姓之利害為原則—這就是「天下道義」，而

[26]

「儒法互補」概括之 。就政治倫理的原

不能以君王一人或一姓利害為依歸，否則

則方面講，孟子提出的「民貴君輕」的思想

就會天下無道、交相攻伐，百姓受其害，而

在中國社會頂層的「君臣」政治中並不能公

君王亦不能自免，暴秦二世十六年而亡的

開、不懈地堅守，而在社會基層的「牧民」

短命政治即是殷鑒，故後世守令多以儒家

治理中則得以巧妙地宣揚和較切實地運

「民貴君輕」政治原則貫徹於自己的地方

用，否則就會出現「官逼民反」、郡縣行政

行政之中。
司馬遷在記述漢代社會歷史時特別開

《水滸傳》中得到了很好的展示，其主線

出「循吏列傳」文體，以示「民貴君輕」的政

即圍繞「官逼民反」和「替天行道」二大內

治原則之切實貫徹僅見於郡縣官吏中具有

在關聯性議題。孔孟一系儒家從「王官之

儒家倫理情懷者，其他如「五帝」、「三代聖

２３

癱瘓的局面。這種情況在中國文學名著

單 純：「治家」情感和制度理性

牧令書既然是對中國社會基層治理

本期特輯

出「民貴君輕」的政治原則，故堅持「三代

古之言治道者，要在於養民而已。歷代中央政權維持社會治

是王夫之所謂的垂二千年未能改的社會治

理，保有其政治權力，基本上都依賴於直接與民生相關聯的郡縣之

學」（「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中總結
制，這就是王夫之所謂的垂二千年未能改的社會治理制度。

賴於直接與民生相關聯的郡縣之制，這就

文化中國

王」則為「民貴君輕」的思想源頭，皇帝「世

砭。噫！官無良心，無天理，民有不受其殃

家」和君王「本紀」者多為嗜權逐利之屬，

者哉？官如存良心，循天理，民有不蒙其澤

「酷吏列傳」更是徒法逐利之屬，此二者基

者哉？願諸君子以此四字，懸之心目之間

本不信奉或恪守「民貴君輕」的政治原則，

也」[29]。漢代監察、考核官員政績的「六條

反而醉心於陰謀詭計或嚴酷的治理規則，

問事」涉及內容為：一、強佔民產；二、私侵

所謂「賢人而屈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

百姓；三、濫施刑法；四、用人唯私；五、倚

不肖而能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為匹

仗權勢；六、損公肥私。犯此「六條」，即當

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

問責。以此六條為法戒，官吏行政倫理原

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

則即可歸結為「天理人心」，是孟子「為民

「二千石」是漢郡守的官俸，喻指其官職，而「立君重民」、

２４

「承君撫民」則是「守宰」的行政倫理，其契合於「民貴君輕」的

政治倫理者正見於「愛民」之「實心」和「惠民」之「實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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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儒法這種政治原則和治理規則之

制產」、「得人心者得天下」和「民為貴、社

別，成為中國傳統社會治理中的兩種不同

稷次之、君為輕」的思想總括，與之相侵害

行政倫理，中央的君臣和地方的酷吏中，多

者、犯戒者皆得依條糾繩。而遵循天理人

以信奉法家的治理規則為主；而基層郡縣

心之官吏，則可為行政典範。後來儒家的人

之中，則以信奉儒家「民貴君輕」的治理原

作「官箴書」亦於此特別強調：「蓋天地立

則者居多，這或許可以說明政務官系統的

君，惟民是重，而承君以撫民者，莫親於守

「改朝換代」動蕩頻繁，而事務官系統的

宰之臣。漢帝有云：『與吾共此民者，其惟

郡縣可以「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的局面，也

良二千石乎！』」[30]。「二千石」是漢郡守的

可以解釋諸多的「官箴書」或「牧令書」為

官俸，喻指其官職，而「立君重民」、「承君

何以儒家「民貴君輕」思想為其行政倫理。

撫民」則是「守宰」的行政倫理，其契合於

漢之後的「官箴書」或「牧令書」皆宣

「民貴君輕」的政治倫理者正見於「愛民」

稱以《史記·循吏傳》為其楷模，其意無非

之「實心」和「惠民」之「實政」。

是暗指儒家聖王理想所蘊含的行政倫理，

「民貴君輕」的政治原則轉化為郡縣

所以然者，「循吏傳」中的五人（孫叔敖、子

治理中的行政倫理就是「愛民」，即中國人

產、公儀修、石奢、李離）皆春秋戰國時代

習慣講的「勤政愛民」。中國經典文獻中習

諸侯國官吏的道德和行政楷模，頗得儒家

慣將郡縣牧令或基層治理的官吏稱為「親

贊揚。而所列「酷吏」全為漢吏，不啻間接

民之官」，一方面是說他們的行政治理工作

貶斥漢代朝廷政治原則—「劉漢家天下」

切近實際，另一方面則蘊含其治理過程中

而非「百姓公天下」，後世學者以此對比，

行政倫理必須表現為愛民；愛民是勤政的

稱司馬遷 列循吏和酷吏兩傳，用意則在

目的，勤政是愛民的途徑。落實愛民的具體

「刺武帝」、「抑君權」；而後世修「官箴

內容當然不是一句口號，必須得讓民眾得

書」或「牧令書」者亦以儒家「民貴君輕」的

到「實惠」，而「親民之官」亦需投入真情

行政倫理約束其行政 權力，其特點在於

實感。用現代的語言講牧令司職必須讓民

「以德約權」。與此儒家「以德約權」的行

眾感受到「家庭的溫暖」，因為中國文化堅

政倫理相關聯，清代儒臣陳宏謀評論說：

持將「家」與「國」視為一體，「國家」不僅

「漢刺史以六條察二千石，而循良爭勸，不

表示一個主權單元，而且更是一個社會生

肖者望風引去。後世科條日繁，吏道益雜，

命共同體。對此特點，南宋的「親民之官」

終日薄書勞攘，而擾民則有餘，惠民則不

何西疇曾有愷切的總結：「守曰牧民，令曰

足，皆由名與實不相應也。於公《六戒》，

字民，撫養惟鈞，而孳育取義尤切也。蓋求

本愛民之實心，行惠民之實政。其詞曲而

牧與芻，不過使飽適而無散佚耳。凡乳兒

暢，其意婉而切，視漢世六條尤為簡要矣。

有所俗惡，不能自言。所以察其疾癢，時其

篇首提出天理人心四字，為牧民者痛下針

饑飽，勿違其意，是可為乳哺者責也。若保

而且要做到「惟鈞」（公平）並利其「孳育」

和「視民如子」實際上是加諸「親民之官」

（繁育）和「若保赤子」（保護嬰幼），這是

權力之上的一種道德責任，是儒家提倡的

《偽古文尚書·大禹謨》「正德、利用、厚生

「官德」和當代社會治理中的行政倫理規

惟和」中保民利民惠民思想的具體闡發，

則。這種官德和行政倫理，儒家的人以之

意在強調「牧令」的行政倫理和約權責任，

警覺「官吏」，俾其升華為「牧民者」的政

要求「親民之官」體察民情、順從民意、觀

治「良心」；宋代儒官更是以「臨民」應當

察其痛癢，以盡「地方父母官」的職責。

如何作為而告誡「父母官」其行政倫理的規

居於中國社會治理「陽儒陰法」傳統

則條目：「令為民父母，以慈愛為車，以明斷

主流的儒家思想，其主要來源 就是對於

為軏，而行之以公恕，斯得矣。……而竭其

「禮樂制度」失序（「禮壞樂崩」）的政治

撫字之誠者，不知九重以赤子授之令，固

反思，即孔子所謂「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

望其字民吾民也，而可孤所寄乎！故令視事

[32]

不仁如樂何？」 。後世儒者入仕居官多於

之初，其先務有四：曰崇學校。夫士者，民

「禮樂制度」中深切體會「孔仁孟義」，以

之望也；鄉校者，議政之地也。諸學奠謁之

為其行政倫理。儒家所謂「仁義者」，在原

餘，便當延見矜佩。假之以辭色，將之以禮

則方面是「仁者愛人」、「親親而仁民，仁

意，詢風俗之利病，諮政事之得失，廩餼必

民而愛物」和「見義勇為」、「行而宜之之曰

豐，課試必謹。其端厚俊秀者獎異之，其詞

義」，而於具體的施政規則方面則表現為

訟蔓及者覆護之，其淩辱衣冠者懲治之，則

「視民如傷」和「視民如子」。因為「州牧」

士悅而知慕矣。曰獎孝弟。……曰勸農桑。

和「縣令」都是具體的職守，「視民如傷」

……曰略勢分……」[35]。將「愛民」的政治

是從個體的切身體驗，即「感同身受」方面

原則展現為「父母官」的行政倫理實際上是

體會其行政倫理，而「視民如子」則是從

對行政權力的倫理約束和激勵，申明「父

「家庭生命共同體」方面加以闡發，這一點

母官」應當履職的對象和收到的效果為

當代中國領導人竭力提倡「命運共同體」、

何，對「子民」應盡的「牧養」義務成為考

「建設和諧社會」與傳統儒家的「天下一

績「父母官」的標準，行政作為和行政不作

家」、「四海之內皆兄弟」、「治國如治家」、

為皆以生民利民惠民啟民為考績依據。特

[33]

別是「啟民」，這是儒家作為「司徒之官」

可視為受一脈相承的儒家政治原則的影響

「明教化」的一項職業專屬，即「開啟民

至深者。宋明儒官儒吏中於此「視民如傷」

智」、「富而教之」也是「父母官」的行政義

或「視民如子」行政倫理更是刻骨銘心，並

務，由學正和教諭之類的「學官」協助其履

以之共勉同儕。清人輯錄的「官箴書」言及

職。此外，「啟民」還蘊含了一項「父母官」

宋儒官吏者，曰：「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

對「子民」承擔的政治義務，在行政邏輯上

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嘗曰：『顥嘗愧此

它是「民貴君輕」原則的自然演繹，但顧及

四字』」。又記曰：「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

其對「天子」最高權力的「道德制約」 [36]，

邑宰於湘江亭，作詩曰：『從來官吏與斯

「父母官」均不多講，但卻深入百姓的良

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膏脂供耳祿，須

心，故民間頗為流行這樣的思想：「皇帝輪

知痛癢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

流坐，明年到我家」，「當官不為民作主，不

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煩散作十

如回家賣紅薯」等，而這些又都是「父母

分春』」。而記明代理學名臣薛瑄時，則慕

官」開啟民智、鼓勵「子民」議政、諮政、頂

２５

「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的思想情感，皆

單 純：「治家」情感和制度理性

句，剔然有警於心」[34]。可見，「視民如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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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將民眾視為管理者的子女加以撫養，

後世儒者入仕居官多於「禮樂制度」中深切體會「孔仁孟

每念韋蘇州『自慚居處崇，未睹斯民康』之

義」，以為其行政倫理。儒家所謂「仁義者」，在原則方面是「仁

指牧養、管理和看護民眾，「字民」（子民）

者愛人」，而於具體的施政規則方面則表現為「視民如傷」和「視

其心性自覺（薛文清公曰）：「吾居察院中，
民如子」。

赤子，故縣令於民為最親」[31]。「牧民」是

文化中國

門立戶的題中之義。

不做清流」以及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

照儒家為政的傳統講，「牧令」「勤政

等。這些行政倫理不因吏治中的「貪官污

愛民」的行政倫理中還蘊涵對官吏「反求

吏」和「徇私舞弊」等案例而被遮蔽，也不

諸己」的良知自覺，與加諸職權的外在責任

因「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這樣的謔句

一樣，其特點是為政者內在的道德意識。

使「清廉」淪為官場腐敗的「文飾」。相反，

史料記載，孔子弟子子貢欲任職信陽宰，辭

這些思想或名言警句倒是為我們提示了儒

行乃師，孔子告誡曰：「知為吏者，奉法以

家倫理在治國理政經驗中所積累的政治智

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

慧和民心向背議題，是值得當代中國社會

由也。治官莫若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

倍加珍惜的精神文明資源。聯繫到「牧令

照儒家為政的傳統講，「牧令」「勤政愛民」的行政倫理中還蘊

２６

涵對官吏「反求諸己」的良知自覺，與加諸職權的外在責任一樣，其

特點是為政者內在的道德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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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守，不可改也」 。又，根據孔子謂為政者

書」中的行政倫理，「郡縣制」在社會治理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的社

中將「天理良心」提煉為儒家政治理想的

會公平正義的原則，儒家所恪守的行政倫

「民本」原則，將「清、慎、勤」歸結為「父

理也是一種主體性的道德修養，以為其外

母官」的行政規則，其本質在於闡明行政

在行政責任的自覺基礎，這樣才能做到心

權力必須受到內外兩方面的約束才能合法

境公平、守死善道、廉潔自律和奉法利民。

而有效地運行；內在的方面是對「民心」的

這幾條後來也被總結成「為官三字訣」，視

真誠關切，即《尚書·泰誓》中的「天聽自我

其為「居官操持」，與當代行政倫理頗多相

民聽，天視自我民視」執政原則，外在的方

互發明處：「操持不外清、慎、勤三字。清者

面則是「六條問事」的考績標準，這是「視

大節，慎者無誤，勤者能理，昔人所謂居官

民如傷」或「視民如子」的行政規則。這種

三字符也。取全條而熟玩之，有貴其剛毅無

立基於「牧民」傳統的「實心實政」，正是

私者，亦由清而致。有貴其謙抑不肆者，亦

中國特色的社會「實業」，它精妙地凝聚

由慎而致。有貴其關防不漏者，亦由勤而

了中華民族的政治智慧和人文情感，形成

致。則斯三言可以該矣。舍此三記，其亦何

了別具一格的「家―國―天下」觀。筆者以

[38]

能為政也哉？」 但是，在這「居官三字

為，當代社會對於「全球性治理」（glob a l

符」中，「清」是內在的修養，是為政的價值

gover na nce）的研究，可以從中國、乃至韓

信仰基礎，其它二者—「慎」和「勤」則可

國、日本的「牧民學」中廣泛地吸取其獨特

視為「清」的外化責任，由內而外，表裏如

的精神資源。

一，始能一以貫之地施行儒家的「王道仁

在「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民本」政治

政」，無論是位列三公還是職守牧令，儒家

中，儒家政治倫理亦蘊含了「知民心者治

「仁以為己任」的思想無不彰顯於行政倫

天下」的行政倫理，此其「牧民守令」以「知

理之中，因而社會上下也得以藉此倫理品評

州知府知縣」明其官職之深意者。既然是

官德、褒貶吏治。

行政倫理，「勤政愛民」或「視民如子」就

五、結語

可以依理類推，而不受時空和權位等條件
限制，以發掘出其時代價值，一如前賢格言

形成於「二千年弗能改」的「郡縣制」

所啟示者：「為政者當體天地生萬物之心，

中的行政倫理不惟體現為「官箴書」或「牧

與父母保赤子之心。有一毫之慘刻，非仁

民學」中的「勤政愛民」、「視民如傷」或

也；有一毫之忿嫉，亦非仁也。平易便民，

「視民如子」等思想，亦見於中國社會耳熟

為政之本」[39]。同理，宋儒張載「為天地立

能詳的政治格言，如諸葛亮的「鞠躬盡瘁，

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

死而後已」、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

太平」的警句也並非「好高騖遠」之「空

後天下之樂而樂」、張居正的「寧為循吏，

言」；相反，這些格言警句所揭示的正是儒

。這些話雖然只出自「親民之官」或「七

品芝麻官」之口，但是以之為中國人居官
理政的基本原則，上則約束君權，下則啟迪
民智，未嘗不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又豈

[1]

（清）丁日昌：《牧令書輯要》「同治
七年三月初十日內閣奉」(江蘇書局，
一八六八年刊印本)。

[2]

（清）王夫之：《讀通鑒論·卷一》。
《荀子·王制》）。
[4]
注解：老百姓常講的「只許州官放火，
不許百姓點燈」，或《三國演義》中亂
世英雄，攻城略地，自領州牧等。
[3]

[5]
[6]

[7]

[8]

[9]

《舊唐書·馬周傳》。
見《四庫提要》（卷七十九史部
三十五）。
參見張希清：《「清慎勤」：為官第一
箴言》，見王杰主編：《領導幹部國學
大講堂》（第三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
社，二○一一年)，頁二五一。
（清）丁日昌：《牧令書輯要》(江蘇書
局，一八六八年，「輯錄者前言」。
（清）徐棟：《牧令書》（卷一）「治
原」。

[10]
[11]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史記·周本紀》云：「武王征九牧之
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這是武王
滅商之後的活動，把殷商原來九州之牧
召集起來訓話，叫他們記住殷商是如何
被消滅的，這就說明，殷商的地方行政
疆域以九州為限，且後來推翻殷商的
「歧周」則不在九州之內，不屬於「九
牧之君」，至少是處於殷商管轄權力的
邊緣地帶。
見《荀子·儒效篇》：「周公屏成王
……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
五十三人」。

[13]

參見顧炎武：「《傳》稱『禹會諸侯，
執玉帛者萬國』（左傳·哀公七年），

[19]

（唐）吳兢：《貞觀政要·擇官第
七》。

[20]

《元史·百官志》。
《元史·地理志》。
[22]
《明史·地理志》。
[23]
見《中華藏典·名家藏書》（二十三
卷）「從政遺規（清·陳弘謀撰）」(內
蒙古人民出版社，二○○三年)，頁
二一七。
[21]

[24]

（清）徐棟：《牧令書》李文瀚序。
《孟子·離婁上》。
[26]
見陳寅恪鴻論：「儒者在古代本為典章
學術所寄托之專家。李斯受荀卿之學，
佐成秦治。秦之法制實儒家一派學說之
所附系。《中庸》之「車同軌，書同
文，行同倫」（即太史公所謂：「至始
皇乃能並冠帶之倫」）為儒家理想之制
度，而於秦始皇之身而得以實現之也。
漢承秦業，其官制法律亦襲用前朝。遺
傳至晉以後，法律與禮經並稱，儒家
《周官》之學說悉採入法典。夫政治社
會一切公私行動莫不與法典相關，而法
典為儒家學說具體之實現」。—「審查
報告（三）」，見馮友蘭著：《中國哲
學史》（下冊）（增訂本）(台灣商務
印書館，中華民國八十二年)，頁一二
○六。
[25]

[27]

《史記·五帝本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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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史記·天官書》。
《史記·秦始皇本紀》。
[16]
《周書·作雒篇》。
[17]
《左傳·哀公二年》。
[18]
此判斷參照錢穆先生觀點：「大體說，
漢代有一百多個郡，一個郡管轄十個到
二十個縣。大概漢代縣數，總在
一千一百到一千四百之間。中國歷史上
講到地方行政，一向推崇漢朝，所謂兩
漢吏治，永為後世稱美」。見《中國歷
代政治得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
店，二○一二年)，頁一○。
[15]

單 純：「治家」情感和制度理性

能以「牧令」吏治或行政倫理為之設限？

[14]

根據孔子謂為政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的

[40]

社會公平正義的原則，儒家所恪守的行政倫理也是一種主體性的道

謀之；利在一時勿謀也，利在萬世者謀之」

德修養，以為其外在行政責任的自覺基礎，這樣才能做到心境公

裏，是所謂「利在一身勿謀也；利在天下者

平、守死善道、廉潔自律和奉法利民。

「郡縣制」下的「牧令」行政倫理互為表

至周武王僅千八百國，春秋時見於經傳
者百四十餘國，又並而為十二諸侯，又
並為七國」。《日知錄》（卷二十三
「郡縣」）（下）(嶽麓書社，二○
一一年)，頁八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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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經世濟民」的「民本」政治原則，它與

《韓非子·難勢篇》。
《中華藏典·名家藏書》（二十三卷）
（清·陳弘謀撰）「從政遺規」(內蒙古
人民出版社，二○○三年)，頁
三一二。

[29]

形成於「二千年弗能改」的「郡縣制」中的行政倫理不惟體

現為「官箴書」或「牧民學」中的「勤政愛民」、「視民如傷」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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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民如子」等思想，亦見於中國社會耳熟能詳的政治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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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30]

（清）金庸齋撰，謝景芳譯：《居官必
覽》(中國商業出版社，二○一○年)，
頁一七五。

[31]

轉引自《中華藏典·名家藏書》
（二十三卷）（清·陳弘謀撰）「從政
遺規」(內蒙古人民出版社，二○○三
年)，頁九四。

[32]

《論語·八佾》。
[33]
《漢書·循吏傳》中言西漢南陽郡守召
信臣「其治視民如子」、「好為民興
利」，「吏民親愛信臣」尊其為「召
父」；《後漢書·杜詩傳》謂東漢南陽
太守杜詩「性節儉而政治清平」、「善
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
為農器…百姓便之。又修治坡池，廣拓
土田，郡內比室殷足」，致「南陽為之
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34]

（清）金庸齋撰，謝景芳譯：《居官必
覽》(中國商業出版社，二○一○年)，
頁一七八。

[35]

（宋）胡太初撰：《晝簾緒論》，《中
華藏典·名家藏書》（十四卷）(內蒙古
人民出版社，二○○三年)，頁
四二三。

[36]

孟子的「天爵人爵之辨」將「天子」的
「人爵」置於「天理人心」的「天爵」
之下。見《孟子·告子上》：「有天爵
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
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
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
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
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
矣」。

[37]

見王盛元譯注：《孔子家語》(上海三
聯書店，二○一二年)，頁一六三。

２８

[38]

（清）金庸齋撰，謝景芳譯：《居官必
覽》(中國商業出版社，二○一○年)，
頁一九五。

[39]

《中華藏典·名家藏書》（二十三卷）
「從政遺規（清·陳弘謀撰）」(內蒙古

人民出版社，二○○三年)，頁
三三五。
[40]

《中華藏典·名家藏書》（二十三卷）
「從政遺規（清·陳弘謀撰）」(內蒙古
人民出版社，二○○三年)，頁
三三九。

On the Administrative Ethics in
Chinese Annals of Executive Officials
Shan Chun(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Abstract: The county and prefecture
system was a grass- roots type of rule in
Chinese society over two thousand years.
The off icials in such a r ule have been
regularly labeled as “Executive Officials
at County Levels”. Their administrative
exper ience either i n the capacities of
“g rass-root s of f icials” or “Execut ive
Off icials” have been sum mar ized and
printed in the forms of “Precepts of GrassRoots Officials” or “Annals of Executive
Officials” in a wide currency during the
span from the Song, Yuan, Ming to Qing
Dynasties. Such works are the authentic
sources of Chinese administration oriented
by Conf ucian ethics as an imper ial
ideology, and as it being transplanted into
ancient Korea and Japan, they appeared
in the for m of “scholarship of civilian
administration” in those target societies.
The administrative ethics in “Precepts
of Grass-Roots Off icials” and “Annals
of Executive Officials” clearly embodies
the institutional rationality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political emotions
integrating the parent rulers with their
children subjects.
Keywords: Executive Officials; County and Prefecture System; Annals of Good
Executive Officials; Civilian Intimate Officials; Justification by Con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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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宦官專政的溫床
――隋至唐初內侍制度之淵源及流變
■ 徐 成

摘

要：隋文帝所設內侍省，乃整合北

周、北齊內侍制度而來。隋煬帝大業三年對內
侍制度的變革，改內侍省為長秋監，以士人為

一、周體齊用：隋代內侍省溯
源

長官，罷廢其掌管財物、馬匹諸職能，使之成

《隋書》卷二八《百官誌下》：「高祖

為單純的宮廷侍奉的事務性機構，其性質趨向

受命，改周之六官，其所制名，多依前代之

南朝。唐初摒棄煬帝改革，仿開皇舊制，重置內

法。置……內侍等省」。檢《隋書·百官誌》

侍省，專任宦官，加大其職權。內侍內參武禁，

所載隋內侍省之構建甚為扼要，茲轉錄於

外總戎事。這實際上是北朝以來內侍參政之舊

下：

習。這種政治風氣及制度上的許可成為此後

隋文帝所置內侍省是一個獨立的內
對於從南北朝到隋唐的歷史演變脈

侍機構。如果將其與北齊內侍機構相比

絡，自陳寅恪先 生《隋唐 制度淵源略 論

較，則不難發現，隋內侍省所屬諸局及諸

稿》始，對此問題的研究愈加細化，觀點

官稱與北齊極相似。《隋書》卷二七《百官

也不盡相同。從不同的角度可以勾勒出不

誌中》載北齊內侍機構之設置曰：

同的歷史承襲關係。就南北朝至唐內侍

中侍中省，掌出入門閣。中侍中二人，中

制度而言，雖然諸正史《職官誌》、《百官

常侍、中給事中各四人。又有中尚藥典禦及

誌》等都有 詳略不等的 記載。但 就內侍

丞，並中謁者僕射，各二人。中尚食局，典禦、

的歷史地位而言，《魏書》設《閹官傳》，

丞各二人，監四人。內謁者局，統、丞各一人。

《北齊書》設《恩倖傳》以載北朝內侍；

長秋寺，掌諸宮閣。卿、中尹各一人(並

《舊唐書》設《宦官傳》，《新唐書》設《宦

用宦者)，丞二人。亦有功曹、五官、主簿、錄事

者傳》，以載盛唐後之內侍，而南朝諸史

員。領中黃門、掖庭、晉陽宮、中山宮、園池、

及《隋書》都沒有內侍的專傳或類傳，兩

中宮僕、奚官等署令、丞[2]。
由此，我們大體可知，北齊內侍由二

傳。史書文本所載的這種詳略分布狀況，

大系統組成，一為中侍中省，掌進禦侍奉、

使得南北朝至隋唐歷史演進中內侍政治地

傳宣帝命，即所謂「出入門閣」；一為長秋

位的高低起伏晦暗不明。而其背後的制度

寺，掌宮廷管理，即所謂「掌諸宮閣」。這

沿革、文化脈絡究竟如何轉承接續。這些

種兩分法，大體上是按照職能種類來劃分

都是本文所要努力論證的。

的。前者側重於直接與主子打交道，如進

２９

《唐書》也沒有為唐初百餘年的內侍設

唐初摒棄煬帝改革，仿開皇舊制，重置內侍省，專任宦官，加

食、掖庭、宮闈、奚官、內僕、內府等局[1]。

大其職權。內侍內參武禁，外總戎事。這實際上是北朝以來內侍參

事。

人，寺人六人，伺非八人。並用宦者。領內尚

政之舊習。這種政治風氣及制度上的許可成為此後唐代宦官專政的

關鍵 詞：內侍省；參政；北朝遺習；軍

人，內謁者監六人，內寺伯二人，內謁者十二

溫床。

唐代宦官專政的溫床。

內侍省，內侍、內常侍各二人，內給事四

徐 成：唐代宦官專政的溫床

揚州大學社會發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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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進食、侍奉左右，傳宣詔命等職責自然

中侍中省與長秋寺並立，且前者政治地位

也包含在內。而後者更重在宮中後勤管理

高於後者的格局，極有可能在北魏已經存

諸職，有具體的工種和職權範圍。而隋代

在。隋文帝以內侍省為內侍機構，實際上

內侍省就是承襲北齊內侍制度並進行精

是自北魏、北齊一脈相承演變而來。
值得提出的是，隋文帝所置內侍省的

更直言，隋「內侍則舊長秋，內常侍則舊

主要職官、局署雖然大體自北齊而來，但

中常侍也」。這也就說明隋代內侍省合並

北齊內侍機構畢竟不是單一的，而是由中

了北齊中侍中省與長秋寺的職能，集「出

侍中省與長秋寺兩個部門組成。隋代將內

入門閣」與「掌諸宮閣」為一體了。現將北

侍機構整合成單一的內侍省。這種模式卻

齊、隋內侍機構主要職官、局署的對應演

不是沿襲北魏、北齊，而是從北周而來。

變關係分別列表一、二：

３０

隋內侍省高層管理機構大體自北齊中侍中省脫胎而來，而諸局
署大體綜合北齊長秋寺與中侍中省之部分事務性部門而來。隋初實
質上是將北齊長秋寺並入中侍中省，並將中侍中省改稱為內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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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歸並而來。《唐六典》卷一二《內侍省》

《唐六典》卷一二《內侍省》在記敘

通過下表可以發現，隋內侍省高層管

歷代內侍機構時總述北周諸官曰：「後周

理機構大體自北齊中侍中省脫胎而來，而

六官有司內上士、小司內中士、巷伯中士

諸局署大體綜合北齊長秋寺與中侍中省

等官」。北周中央行六官制，內侍諸職皆隸

之部分事務性部門而來。所謂「內侍省」

屬天官冢宰，如將《通典》卷三九所載《北

者，乃隋諱「忠」字，將北齊「中侍中省」前

周官品》與《周禮·天官》相比較就會發現，

一「中」字改為「內」，後一「中」字略去。

《周禮》天官所屬諸官大多在北周六官體

因此，隋初實質上是將北齊長秋寺並入中

制中的天官所屬能找到。

侍中省，並將中侍中省改稱為內侍省。而

但北周六官制中天官所屬諸官究竟

《隋書》卷二七《百官誌中》又言「後齊制

分哪些部門，各部門又置哪些職官，這些

官，多循後魏」。且《魏書》卷一一三《官

問題在《北周官品》中都沒有明確的 說

氏誌》所載太和十七年（四九三年）《職員

明。好在北周六官除了將諸多職官按照品

令》中，中侍中之官品高於大長秋。所以，

位等級納入到「九命」體系中，另外在這

表1：北齊、隋主要內侍職官對照表
北齊

所屬省寺

長秋寺

中侍中省

中侍中省

中侍中省

官稱

長秋卿

中常侍

中給事中

中謁者僕射

官稱

內侍

內常侍

內給事

內謁者監、內謁者

隋

表2：北齊、隋內侍機構主要局署對照表
北

所屬省寺

長秋寺

長秋寺

長秋寺

中侍中省

中侍中省

齊

局署名稱

掖庭署

奚官署

中宮僕署

內者丞

中尚食局

隋

局署名稱

掖庭局

奚官局

內僕局

內府局

內尚食局

宮闈局

表三：北周天官司內組織表
品命

職官

正三命（上士）

司內奄

正二命（中士）
正一命（下士）

小司內

內小臣奄

內司服奄

典婦功奄

巷伯

內小臣奄

內司服奄

典婦功奄

巷伯奄

的上、中、下大夫，上、中、下士六個等級的

已觸及到煬帝的政治傾向問題。
前文提及，隋文帝置內侍省，乃是以

同或相似官名而等級不同者歸為一類。根

北齊中侍中省為主體吸納長秋寺，整合而

據這個主要特徵，基本上可以粗略地復原

成。而在此之前，內侍機構分屬不同系統

北周六官的立體結構模式。王仲犖先生在

是漢 代 以 來 的 常 態。查《續 漢 書·百 官

《北周六典》中對此雖然沒有明確說明，

誌》，少府系統與大長秋（含太后三卿）系

但是他對北周六官架構的建立，似乎也本

統皆置內侍。少府系統之內侍如中常侍

於此。今按照《唐六典》的提示，以《北周

「掌侍左右，從入內宮，贊導內眾事，顧問

官品》為基礎，復原北周內侍機構組織於

應對給事」，小黃門「關通中外」，中黃門

表三所示。

「給事禁中」。同為少府系統中之內侍如

可見，北周的內侍機構是單一的，不

掖庭令「掌後宮貴人採女事」，永巷令「典

存在多個分掌內侍職能的機構。這在北朝

官婢侍使」，禦府令「典官婢作中衣服及補

系統尚屬首次。劉後濱論及北周六官制的

浣之屬」，鉤盾令「典諸近池苑囿遊觀之

意義時認為，「它徹底拋棄了三公九卿制

處」[5]等。是東漢少府已包括侍奉傳宣、宮

向三省六部制過度過程中二者並存重疊所

廷管理之職能。而大長秋（含太后三卿）系

造成的混亂體制，將寺監官和尚書六部官

統之內侍，皆為皇后、太后宮中所置。可

都納入《周禮》六官的體系之中，這就為

見，東漢內侍雖分為兩大系統，大體以少

尚書六部最終取代卿監成為政務機構的主

府系統為重。

[3]

體走出了關鍵性的一步」 。而隋將中侍

但 東漢少府系統中的中常侍、小黃

中省與長秋寺這兩個內侍機構合並於一

門、中黃門等內侍因溝通內外，顧問應對

體，其用意也當與此仿佛，即理順關係，使

的執掌而成為東漢亂階。此已為學人所熟

事權統一，責有所屬，職有所司。從這個意

知。這部分職官自漢末袁紹誅十常侍後，

義上說，隋文帝置內侍省，乃借北齊之形

在魏晉南朝乃改用士人，曹魏甚至罷廢了

制，而取北周之精髓。

中常侍[6]。於是少府系統中溝通內外、顧問

二、從內侍省到長秋監：隋煬
帝的取捨
隋大業三年（六○七），隋煬帝重新

應對的內侍職能在魏晉南朝逐步從宦官
權職中剝離出來，只剩下宮廷日常管理的
職能。至於大長秋系統，兩晉大長秋「有後
則置，無後則省」[7]。劉宋、蕭齊承之未變

定令，對官制進行大幅度調整，「改內侍省

[8]

為長秋 監」 [4]。《隋書》卷二八《百官誌

二六《百官誌上》載蕭梁內侍制度曰：

下》載大業三年令所規定之長秋監建制

徐 成：唐代宦官專政的溫床

序列。通過這個序列，我們可以將具有相

本期特輯

別由「省」改為「監」，個中的取捨改制，實
隋將中侍中省與長秋寺這兩個內侍機構合並於一體，其用意即
理順關係，使事權統一，從這個意義上說，隋文帝置內侍省，乃借
北齊之形制，而取北周之精髓。

些職官中，還有一個按照職務級別所分

。及至蕭梁，情形乃為之一變，《隋書》卷
大長秋，主諸宦者，以司宮闈之職。統黃

門、中署、奚官、暴室、華林等署。

曰：

此制又 為陳所沿襲 [9]。觀 蕭 梁 大 長

五品，丞二人，正七品。並用士人。改內常侍為

秋，正是東漢以來少府系統中宮苑日常管

內承奉，置二人，正五品；給事為內承直，置四

理之職。由此大長秋也由時置時罷的中宮

人，從五品。並用宦者。罷內謁者官，領掖庭、

侍奉機構成為常規化管理宮苑的內侍機

宮闈、奚官等三署，並參用士人。後又置內謁

構。東漢以來少府系統的內侍職能由此喪

者員。

失殆盡。

觀煬帝對內侍省的改制，要點就在於

而北朝一系內侍制度的演變則與魏

機構名稱由「內侍」改為「長秋」，機構類

晉南朝囧異。蜀漢、十六國之前趙皆以劉

３１

長秋監置令一人，正四品，少令一人，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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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後胤自居，未改東漢舊制，因此少府系

化為職能（行政、出令）標識，「寺」則轉化

統內如中常侍、小黃門等溝通內外、顧問

為事務機構的官司。所謂「總群官而聽曰

[10]

應對等內侍之職一直保留 著 。此 後石

省，分務而專治曰寺」 [15]。長秋寺既為負

趙、北魏競相仿效，特別是北魏內侍本自

責具體的宮苑日常管理事務機構，自當為

[11]

拓跋內行官，本就有侍從、應對之職 。於

寺監之類的機構，其長官為諸卿之一。蕭

是此等職能最終在魏、齊組合成中侍中

梁即因此種理念，以大長秋總領內侍。

北齊中侍中省、長秋寺並置的格局，實乃遠承蜀漢、十六國一

３２

脈，近承北魏內行官制度而來，而蕭梁以大長秋「主諸宦者」乃承曹

魏、兩晉舊制，或更援引北魏長秋寺制度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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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這也是首次以「省」來作為內侍機構類

因此，在隋代將內侍機構整合為一的

別的名稱。而東漢少府系統中涉及宮苑管

背景下，以「省」抑或是以「寺（監）」作為

理的內侍之職與大長秋系統最終整合成長

內侍機構，實際上是取法北朝抑或是南朝

秋寺。觀《隋書·百官誌》所載北齊長秋寺

的問題，也就是對內侍機構定位的問題。

的職官在《魏書·官氏誌》所載北魏太和

文帝置內侍省，看重的是原中侍中省的職

十七年（四九三年）《職員令》中已大體齊

能，即內侍當以「出入門閣」，溝通內外為

備，且要早於蕭梁對大長秋系統的改制。

主，延續魏、齊之制度；而煬帝改置為長秋

因此，極有可能北魏大長秋定制在先，蕭

監，看重的當是梁、陳大長秋以宮苑管理

梁模仿在後。由此可知，北齊中侍中省、長

為主的職能。其旁證有二：

秋寺並置的格局，實乃遠承蜀漢、十六國

其一，較之內侍省，隋煬帝之長秋監

一脈，近承北魏內行官制度而來，而蕭梁

所轄官署、人員大為精簡，查煬帝所省之

以大長秋「主諸宦者」乃承曹魏、兩晉舊

內侍部門，主要是內僕、內者二局。內僕局

制，或更援引北魏長秋寺制度而來。

「掌車輿、雜畜及導等」[16]，內者局「主中

所謂「省」，漢蔡邕言：「禁中者，門戶

藏幣帛諸物，裁衣被、補浣皆主之」[17]。可

有禁，非侍禦者不得入，故曰禁中。孝元皇

見煬帝所罷除的都是涉及宮中財物管理的

帝父大司馬陽平侯名禁，當時避之，故曰

機構。這就使得長秋監的職能更加傾向於

[12]

省中」 。此雖為漢制，然以之衡量北朝
[13]

宮苑值守等具體事務。而宦官不幹預皇家

後期門下、中書皆設於禁中 ，故稱內侍

財物及禦府庫藏事務，這正是南朝內侍機

機構為「省」，亦無不可。而在事實上，兩漢

構的傳統。

內侍機構雖處內廷運作，卻為少府所屬，

此外，原內侍省中用於出入傳宣，溝

皆從屬於外朝。顧炎武《日知錄》卷五「閽

通內外的「內給事四人，內謁者監六人，內

人寺人」條認為：

寺伯二人，內謁者十二人，寺人六人，伺非

漢承秦制，有少府之官，中書、謁者、黃

八人」，在長秋監中只剩下內承奉二人，內

門、鈎、尚方、禦府、永巷、內者、宦者八官令

承直四人。出入溝通的職能在長秋監中大

丞、諸僕射、署長、中黃門皆屬焉。然則奄寺

為削弱。這種內侍機構格局是與梁、陳一

之官猶隸於外廷也。

脈相承的。

當然，此等內侍機構都是「文屬」少

其二，大業三年令明確規定，長秋監

府，但法令畢竟明確了內侍機構隸屬外廷

的長官長秋令與少令、丞這樣的管理層都

[14]

的規定。而北魏起自拓跋部落，重內官 ，

用士人，而掖庭、宮闈、奚官等有相對固定

遂 將 皇 帝身 邊 那 些 出 入傳 宣 的 內 侍用

執掌的司署，也是「參用士人」。只有那些

「省」級機構組織起來，使之成為名符其

出入內外、往來溝通的內侍才專任宦官。

實的內廷機構。北齊沿襲未變。

這種以士人為長秋監長官的舉措，使

至於「寺」，《日知錄》卷二八「寺」條：

得閹宦不能夠成為一個獨立的部門勢力。

「自秦以宦者任外廷之職，而官舍通謂之

由於多了士人長官這一職級，閹宦不直接

寺」。然「省」漸由一個方位（禁中）標識轉

對皇帝負責，閹宦與皇帝也由此在事務上

間，內侍機構幾經改轍的曲折現象，究竟

五史所載兩晉南朝大長秋皆為士人擔任。

該如何理解？從宏觀上來看，陳寅恪、唐

隋煬帝此等舉措，亦是從南朝而來。

長孺等先生已經建立起一套南北朝至唐
歷史演變的闡釋體系。隋煬帝仰慕南朝文

在擺脫東漢內侍機構文屬少府的模式。這

化 [20]，而且煬帝「一反文帝朝的統治方略

種格局從曹魏開始已見端倪。魏明帝時，

與用人政策，重用藩邸舊臣，信重江淮人

楊阜為少府，「阜又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

士及江淮人組成的軍隊」 [21]，其「核心集

幸者，乃召禦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

團中成為最有權勢的人是南方人」 [22]，而

對曰：『禁 密，不 得宣 露。』阜怒，杖 吏

李唐初起時，習染南方文化較淺，陳寅恪

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為密，反與

先生就認為「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興，蓋取

[19]

小吏為密乎？』」 楊阜以少府而直接干

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頽廢之

預宮禁事務，已經無視禁中事不宣露於

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

外，而只是文屬外朝的「舊令」了。因此，隋

別創空前之世局」 [23]。而唐初「關隴人物

煬帝對內侍機構的改制，還在於擺脫內侍

掌握統治實權之故，在文化上於是有南北

省在體制上為內朝機構的格局，模仿魏晉

之歧見」 [24]。因此，隋煬帝與唐高祖在地

南朝，將長秋監定位為外朝寺監的模式。

緣上雖皆出自關隴，而在文化上，在統治

三、重回內侍省：唐初的內侍
政治

核心集團與掌控實權的統治層上，卻南北
殊途。所以，究竟是使用北朝系統的內侍
省，還是使用南朝系統的長秋監，這是皇

及唐受隋禪，李氏即建構本 朝內侍

帝或統治階層的政治傾向，以及對政府組

機構。《唐六典》卷一二《內侍省》載：「皇

織機構的定位問題，而這些都要取決於統

朝依開皇，復為內侍省，置內侍二人，今加

治者的政治文化背景。縱向考察唐代內侍

至四人」。《通典》卷二七《職官典九·內侍

制度，誠如鄭欽仁先生所言：「從隋唐制度

省》亦載：「大唐武德初，改為內侍省，皆

的觀點回溯南北朝的制度，則知隋唐內官

用宦者」，並清晰扼要地記載了唐初內侍

制度，多是接受北朝的因數」[25]。

省的職官架構情況，今摘錄於下：

徐 成：唐代宦官專政的溫床

此外，以士人為內侍機構長官，還意

將《隋書·百官誌》所載隋開皇初所置內侍省職官架構與《通

宦署悉用士人焉」 ，而查《晉書》、南朝

典》進行比對時就會發現，二者組織架構大體相同。唐初內侍機構

對於從文帝建隋到唐武德這數十年

仍稱內侍省，內侍人員全用宦者，完全顛覆了隋煬帝大業三年的改

[18]

制，重新走上了北朝、隋初一系的老路。

已經實施，「獻帝末，有董卓之難，自是諸

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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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開了距離。類似措施其實在漢末獻帝時

具體而言，李淵自晉陽起兵時就打著

內侍四人，內常侍六人，屬官有內給事八

推翻隋煬帝暴政，平定國難，重返開皇、仁

人，內謁者監六人，內寺伯二人，寺人六人，領

壽盛世的口號。李淵起兵誓眾時，其誓文

掖庭、宮闈、奚官、內僕、內府等五局。

在歷數文帝之治績，煬帝之失政後，明確
言到，李氏起兵，當「掃定鹹雒，集寧寓

初所置內侍省職官架構與上引《通典》之

縣，放後主於江都，復先帝之鴻績」[26]，及

文進行比對時就會發現，二者組織架構大

隋恭帝授李淵九錫，李淵又語府僚，其本

體相同。此外，唐初內侍機構仍稱內侍省，

意為「上報高祖，冀終隋室」[27]。此等言語

內侍人員全用宦者，完全顛覆了隋煬帝大

雖是李淵托詞，但在文物制度上，摒棄煬

業三年的改制，重新走上了北朝、隋初一

帝而宗文帝，無疑會增加李唐政權的合法

系的老路。舉其要者，一在於使得內侍機

性與社會的認同感。

構再次成為內廷機構，二在於隋煬帝所裁

從這個角度來說，隋煬帝在官僚機構

撤的內僕、內者局（唐更名為內府局）等管

的改制上，已經出現了些許「南朝化」的

理宮廷財物用度的機構重新被納入到內侍

傾向，只不過這個浪潮只出現了些許苗頭

３３

當我們將《隋書·百官誌》所載隋開皇

文化中國

就被隋末動亂及隋唐易代所打斷。李淵建

類似的情況還出現在一個名叫張阿

唐，再次將大政方針重新撥到隋文帝時的

難的內侍身上。《全唐文》卷九九一錄《內

軌道。

侍汶江縣開國侯張公碑》之殘文曰：

由此延伸開來，李唐重置內侍省，不

公禀靈川岳，（闕二字）標雄杰之姿；挺

僅僅是在內侍機構上沿襲隋初，更重要的

秀圭璋，（闕一字）澤（闕三字）之（闕一字）

是在政治文化上將自北魏至隋初的內侍制

然（闕二十七字）仁壽二年改事勇，德（闕一

度沿襲了下來。因此，北魏、北齊內侍制度

字）子。屬有隋失德，（闕六字）氈（闕二字）

的一些模式，在唐初仍然可以找到一些影

氛於（闕二十七字）雲（闕一字）以先登，克

子。

解平城之圍，（闕一字）殄廣川（闕一字）寇，
以功授（闕九字）存（闕一字）乃拔跡亂朝，

其仕途在內、外朝遷轉無礙，即內侍人員

……天兵遙掩，地陣斜交，曾未浹（闕二字）

任職崗位未必局限在內侍部門。北魏、北

平兩寇。（闕一字）時參幕府，勳居第一。乃

[28]

李唐重置內侍省，不僅僅是在內侍機構上沿襲隋初，更重要的

３４

是在政治文化上將自北魏至隋初的內侍制度沿襲了下來。北魏、北

齊內侍制度的一些模式，在唐初仍然可以找到一些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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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內侍在政治中的一大特點便是

周、北齊、隋皆然 。這主要因為北魏內

（闕四十字）建德、黑闥（闕六字）侯（闕二

侍起源於部落內行官，集室內侍奉、顧問

字）伐又以勲（闕一字）上柱國（闕二十二字）

於一體，作為部落豪酋、高門子弟起家官

北（闕一字）肆射雕之技，西戎縱鳴鏑之侮。

而 存 在 [29]。迤 至李唐建國，此制雖有變

文帝天行地止，（闕五字）激（闕二字）肅清

動，但內侍任職內外的情形仍可窺見端

汾（闕十九字）以勲（闕一字）為謁者監，尋轉

倪。《李君（湣）碑》就提供了這樣一份信

（闕一字）給事，馳芳（闕二字）受顧問於青

息：

規，（闕七字）於彤掖。俄遷內（闕十八字）肆
君諱湣，字強，隴西成紀人也。……大

虐，驅九種以挻災，遽丹（闕一字）之師，迥

業年中，起家事元德太子，……遂得陪游望

振滄江之外。公（闕一字）參（闕一字）算（闕

苑，翼從龍樓。竭忠敬而事君，罄丹誠而奉

三字）律中權奮勇（闕一字）毅（闕二字）大

主。……有隋喪德，太宗起而平天下，……是

樹論公（闕二字）列（闕五字）縣開國侯、食邑

以投誠委質，稽顙轅門。挾轂扶輪，驅馳左

（闕一字）百戶。……詔曰：「內侍汶江縣開國

右。蒙預中涓之寵，遂登參乘之榮。……公乃

侯張阿難，……」加右監門將軍，兼檢校（闕

運奇謀於幕府，敵若迴圈；逞劍伎於軍中，卒

十四字）心（闕二字）恪（闕一字）允資於恭

皆袒裼。……（武德）五年，平東都，詔曰：

慎。銀青光祿大夫、行內侍汶江縣開國侯張

「公等摧剪凶寇，功效克宣，……蒙授上大將

阿難，……榮兼司內省之任。……謨陳九德，

軍」。尋除內寺省寺伯，……貞觀元年，太宗

勇冠三軍。廓（闕一字）汧隴，掃定河汾。

文皇帝以公是幕府舊臣，驅馳日久，勤勞之
[30]

此碑漫漶不清，殘泐甚多，然其大意

績，功效實多，蒙授朝散郎，守內謁者監 。

尚可窺之。張阿難本隋之內侍，早在隋仁

「元德太子」為隋煬帝次子楊昭，大

壽二年（六○二年）就侍奉太子勇。誌文所

業二年（六○六年）去世。此後李湣乃轉而

言「克解平城之圍」，當喻指隋煬帝被突

侍奉煬帝，遂得「陪游望苑，翼從龍樓」。

厥困於雁門關，時張阿難侍從護駕。「拔

唐入主關中，李湣乃降唐，「蒙預中涓之

跡亂朝」者，指張阿難背隋降唐。此後乃

寵，遂登參乘之榮」，成為唐室內侍。但是

在李世民幕府中參與平定竇建德、劉黑

他卻「運奇謀於幕府」，「逞劍伎於軍中」，

闥、劉武周諸役。及天下底定，張阿難乃複

變相地成為軍中幕員。黃永年先生就曾認

任職於內侍省。李湣、張阿難二人的相同

為通過研究《李君（湣）碑》，「可以聯繫

之處在於，在隋唐易代之際外參軍旅、內

[31]

到北魏時的宦官」 。黃先生此語無疑為

侍帷幄。這是典型的北朝內侍傳統。明代

北朝與隋唐內侍制度的聯繫點明了路徑。

趙崡《石墨鐫華》卷二「唐將軍張阿難碑」

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矣。
此外，附帶言之，唐初內侍如李湣、張

「勇冠三軍，掃定河汾」等語。其人蓋宦官而

阿難等人既可外內參帷幄，外統戎事，而

曰勇冠三軍，得無溢美乎？唐初開國宦寺為公

此後唐代內侍與禁軍也就有著千絲萬縷的

侯，魚李之禍兆矣。

聯繫。《蘇君（永）墓誌銘》載：
公諱永，字正長，……長秋之地鄰金

同卷釋「唐左監門將軍王君碑」條又
碑書勁健可錄。額題「左監門將軍王

聿求良恪，公實應焉。貞觀中，唐太宗文武聖

君」而多泐。其存者有云「武德九年授內侍」；

皇帝命公北衙供奉；顯慶中，唐高宗天皇大帝

有云「貞觀四年遷左監門將軍，進爵為公」；

授公將仕郎、直內侍省[34]。

有云「尋加正議大夫，內侍如故」；有云「吐

《新唐書》卷五○《兵誌》：「北 衙

穀渾據龍沙」；有云「又出使吐蕃」；有云

者，禁軍也」。據墓誌文意，太宗時宦官蘇

「二十二年遷使持節」云云。其人蓋宦官，而

永初入仕時為北衙供奉，高宗時乃令其直

曾與李衛公同征吐穀渾者也。碑缺其名，而

內侍省。若太宗時蘇永即已任職於內侍

史亦不書，當是唐初尚無觀軍容使之權耳。

省，則誌文不當於高宗顯慶時方言之。顯

趙氏所見，高明之處在於點破了唐中

然，蘇永雖是閹宦，但開始入仕於北衙禁

後期宦官參與軍旅，乃至位及將帥的萌芽

軍，而非內侍省。與蘇永經歷類似的還有

在百餘年前的唐初即已存在。此風影響所

一個名叫莫義的宦官，《莫公（義）墓誌

及，安史之亂前，內侍統軍征戰之事已屢

銘》載：

見於史冊。如玄宗初年內侍楊思勖就是一

公諱義，字承符，……授雲騎尉，轉加

位能征慣戰的將領。據《舊唐書》卷一八四

陪戎校尉，又更加智果校尉。屢參武禁，歷踐

《宦官·楊思勖傳》，開元時，嶺南蕃夷數

戎班，警夜候於嚴更，罄丹誠於清僥，……

叛，皆由楊思勖領兵征討，以功拜驃騎大

以公忠孝在身，文武不墜，用輟執戈之仕，將

將軍，《楊公（思勖）墓誌銘》稱之「雖侍

從剖滯之曹。因授朝議郎行司宮台奚官局令

奉紫禁，而屢總兵權，制勝運籌，所向無

[35]

[32]

徐 成：唐代宦官專政的溫床

屋，嚴寄非輕；永巷之職禦椒房，內遊斯重。

曰：

洪邁以內常侍高守信領兵征南以證唐中後期中人領兵淵源有

青光祿大夫，內侍汶江縣開國侯張」，又有云

自，殊不知以內侍領兵乃唐初遺習，而此遺習又可遠溯北朝內侍可

云「內侍汶江縣開國侯張阿難」，又有云「銀

朝內侍可任職內外的運作模式。洪邁可謂

任職內外的運作模式。洪邁可謂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矣。

碑書，大似李衛公。碑殘泐特甚，中有

侍領兵乃唐初遺習，而此遺習又可遠溯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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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在釋讀《張阿難碑》時就說到：

。

敵」 。又如開元二十年（七三二年）伐高

莫義與蘇永的經歷相似之處就在於

句麗，「命內使高品何行成、太僕卿金思

莫義在任司宮台（武后改內侍省為司宮

蘭，發兵過海攻討」[33]。《容齋隨筆》卷一

台）奚官局令之前，並非在司宮台任職。更

「唐平蠻碑」條又言：

為難得的是，《莫公（義）墓誌銘》交代了
此前莫義任職的一些情況，「屢參武禁，歷

南節度副大使張敬忠所立。時南蠻大酋長染、

踐戎班，警夜候於嚴更，罄丹誠於清僥」，

浪州刺史楊盛顛為邊患，明皇遣內常侍高守

說明莫義曾任禁衛武職，這從他先後帶有

信為南道招慰處置使以討之，拔其九城。此事

雲騎尉、陪戎校尉、智果校尉的武散官也

新、舊《唐書》及野史皆不載。肅宗以魚朝思

能看出來 [36]。當他轉任於司宮台，誌文稱

為觀軍容處置使，憲宗用吐突承璀為招討使，

這種轉變為「用輟執戈之仕，將從剖滯之

議事譏其以中人主兵柄，不知明皇用守信蓋有

曹」。足見蘇永與莫義都曾有過任職北衙

以啟之也。

的經歷。又，王鳴盛認為，唐前期「宦官之

洪邁以內常侍高守信領兵征南以證

兼任十六衛將軍名號者多矣，內常侍乃其

唐中後期中人領兵淵源有自，殊不知以內

本職，監門大將軍則其兼官也」 [37]。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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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有唐《平南蠻碑》，開元十九年，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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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說明唐前期（含武周）內侍與北衙禁

明確廢除。只不過在習慣上，唐人已無此

軍、南衙衛兵皆有關聯。而此後內侍統飛

等做法。

[38]

龍禁軍等當亦非偶然，而是淵源有自 。

北朝與唐初內侍政治的異同，實際上

此等諸項，皆為北朝以來內侍運作模式之

可以看做北族政治文化在數百年後的變異

流變所在。

與保留。資中筠先生在論及文化與制度的

四、餘論：內侍制度所見北朝
隋唐文化傳承與變遷

關係時言到：「實際上所謂『文化』，就是
一個民族在悠長的歷史中，在一種制度下
形成的、滲透到民族的血脈中的集體記
憶，一種思維方式、價值觀和行為模式。這

式，主要源自北朝以來內官政治文化。這

種『源遠流長』的傳統有很強的韌性，在

種政治文化在政府組織中，必然又會以制

剛性的制度變革之後還會長期存在」[39]。

度的方式具體表現出來。內侍省、長秋監

北魏至唐初的內侍制度運作的沿革就是

的確立或罷廢，可視作內侍地位高低、淵

這樣一個典型的例子。

源所自的標識，而其實際政治運作，則能
窺知政治文化的傳承與演變。

以內侍參軍事，任軍帥，戰時侍從帷幄為標識的唐初內侍運作

模式，既在於制度上的許可，更在於數百年來所延續，一直為北朝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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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內侍在政治中的地位和運作模

因此，以內侍參軍事，任軍帥，戰時侍
從帷幄為標識的唐初內侍運作模式，其產

前文論證唐前期內侍與軍事之關係，

生的原因，既在於制度上的許可，更在於

用以說明唐前期內侍人員在任職模式上承

數百年來所延續，一直為北朝系統統治者

自北朝，並不局限於內侍省。其實，除軍職

所沿用的政治習慣。這並不是完全由皇帝

外，在原則上，內侍人員任外朝諸職也是

私人對內侍的寵信、依賴所決定的。唐太

法令所許可的。《龍精鳳髓判》卷二收錄

宗甚至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40]。然

了張鷟在中宗、睿宗時所作題為《本省狀

而需要明確的是，太宗所定之制是內侍省

稱寺伯蒙天建植性謹厚薦達賢良處事清

這個機構不置三品職事官，而內侍人員在

勤惟知內外糾察必望百司清肅》的判文：

內侍省外任職並立有勳勞者，當不在此

蒙天建職參永巷，位黃長門，出入後

例。這種在仕途遷轉上賦予內侍人員一定

庭，馳驅臥內。……省司稽其楨幹，兼以行

的空間，而對內侍機構嚴加約束的做法，

能，久參內侍之雄，請肅外曹之職。但逐鹿

正是具有北朝政治傳統背景的唐太宗所

之犬，必無捕豹之材；擊雁之鷹，豈有追鵬

做的明智選擇。

之力？巷伯興刺，周道所以淪胥；閹豎弄權，

但是，欲圖讓這種對內侍用而且禁的

漢風由其大壞。景監見任，趙良寒心；同子

狀態長久維持，讓政權免於宦官亂政的困

參車，袁絲變色。骨鯁之士，足以糾正朝儀；

境，唐初的政治模式對此是無能為力的。

刑餘之人，豈可參謀國事？其言不次，無理告

因為唐初所承襲的自北朝以來的政治文化

知。

在制度上是允許內侍參與政治的，至少是
蒙天建本是宦官，因工作突出，所以

不反對的。至於是否對內侍加以約束完全

內侍省狀呈吏部，請求讓蒙天建「知內外

取決於皇帝的個人意願。這就等於向內侍

糾察」，以使「百司清肅」。張鷟以士大夫

參政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能性。因此，一旦

的口吻 認 為內侍人員不當任「肅外曹之

皇位更替，政局動蕩，對宦官用而且禁的

職」，便予以否決，但是他提不出任何法令

政治模式將受到極大的挑戰。而此後至中

上的依據。這至少說明沒有明文規定宦官

晚唐，大批內侍宦官走上政治舞台，也正

不可行糾察百官之職，否則，內侍省連申

是由於內侍參政有著制度上的保證。
本文 承復 旦大學嚴 耀中教 授多所指
正，謹致謝忱。

狀也不會遞呈。由此可知，以內侍任職外
朝這一北朝以來的政治傳統，在唐並沒有

[1]

[6]

《晉書》卷二四《職官誌》（北京，中
華書局，一九七四年），頁七三三。

[7]

同[6]，頁七三七。
[8]
參《宋書》卷三九《百官誌上》（北
京，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頁
一二三二至一二三三；《南齊誌》卷
一六《百官誌》（北京，中華書局，
一九七二年），頁三一八至三一九。
[9]

《唐六典》卷一二《內侍省》「內侍」
條（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二年），
頁三五五。

《唐六典》卷一二《內侍省》「內府
局」條，頁三六一。

[18]

《唐六典》卷一二《內侍省》「內常
侍」條，頁三五六。

[19]

《三國誌》卷二五《魏書·楊阜傳》
（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頁
七○六。

[20]

唐長孺：《論南朝文學的北傳》，氏著
《山居存稿續編》（北京，中華書局，
二○一一年），頁二○○至二三○；王
永平：《隋煬帝之文化趣味與江左文化
之北傳》，氏著《中古士人遷移與文化
交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二○○五年），頁二六二至二九二。

[21]

何德章：《江淮地域與隋煬帝的政治生
命》，載《武漢大學學報》一九九四年
第一期，頁八八。

[22]

（英）崔瑞德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
研究所、西方漢學研究課題組譯：《劍
橋中國隋唐史》第二章《隋朝：五八一
至六一七》「煬帝的個性和生活作風」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
○年），頁一一一。

[10]

[23]

[11]

[24]

參余華青《中國宦官制度史》第四章
《三國兩晉南北朝的宦官制度》（上海
人民出版社，二○○六年）相關部分。

參嚴耀中《北魏內行官試探》，氏著
《魏晉南北朝史考論》（上海人民出版
社，二○一○年）。

[12]

（漢）蔡邕：《獨斷》卷上，《叢書集
成初編》本（北京，中華書局，
一九八五年），頁三。

[13]

[14]

同[5]，頁三六○○。

陳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測後記》，
《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三聯書
店，二○○一年），頁三四四。
牟潤孫：《唐初南北學人論學之異趣及
其影響》，氏著《注史齋叢稿》（北
京，中華書局，二○○九年），頁
三六七。

[25]

鄭欽仁：《北魏中侍中稿：兼論劉騰事
件》，氏著《北魏官僚機構研究續篇》
（台北，稻禾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頁一五一。

[26]

（唐）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卷
一「大業十三年七月」條（上海古籍出
版社，一九八三年），頁二○。

[27]

《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三「義寧二年三
月」條，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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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祝總斌《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
究》第八章《兩漢魏晉南北朝的門下》
第五節《北朝的門下省》、第九章《兩
漢魏晉南北朝的中書》第四節《北朝的
中書省》相關部分（北京，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一九九○年）。

徐 成：唐代宦官專政的溫床

同[1]，頁七九三。
[5]
《續漢書誌》卷二五《百官誌二》，
《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
一九六五年），頁三五九三至
三五九五。

[17]

欲圖讓對內侍用而且禁的狀態長久維持，讓政權免於宦官亂

[4]

《通典》卷二七《職官典·內侍省》
「內僕局」條（北京，中華書局，
一九八八年），頁七五八。

政的困境，唐初的政治模式對此是無能為力的。因為唐初所承襲

劉後濱：《從三省體制到中書門下體
制——隋唐五代》，吳宗國主編《中國
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學出
版社，二○○四年），頁一三六至
一三七。

[16]

的自北朝以來的政治文化在制度上是允許內侍參與政治的，至少

[3]

《隋書》卷二七《百官誌中》，頁
七五四、七五七。「中常侍、中給事中
各四人」，中華本作「中常侍中、給事
中各四人」。按，「中給事中」為一官
名，不當點破。今徑改。

是不反對的。

[2]

《隋書》卷二八《百官誌下》（北京，
中華書局，一九七三年），頁七七五。

《新唐書》卷一八四《楊收傳》（北
京，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頁
五三九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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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皇位更替，政局動蕩，對宦官用而且禁的政治模式將受到

極大的挑戰。而此後至中晚唐，大批內侍宦官走上政治舞台，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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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參《魏書》卷九四《閹官傳》、《北
史》卷九二《恩幸傳》、《宋虎墓
誌》，《隋代墓誌銘匯考》第一冊(北
京，線裝書局二○○七年，頁八七）、
《隋書》卷七三《循吏·樊叔略傳》、
卷四八《楊約傳》。又參趙翼《廿二史
札記》卷一四「魏以閹人為外吏」條。

[29]

同[十一]。
陳尚君輯：《全唐文補編》卷五（北
京，中華書局，二○○五年），頁五七
至五八。

社，一九九四年），頁三七。
[39]

資中筠：《「五四」新文化運動與今天
的爭論》，氏著《士人風骨》（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一一年），
頁四四。

[40]

《舊唐書》卷一八四《宦官傳》「序」
（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頁
四七五四。

[30]

[31]

曹旅寧撰：《黃永年先生編年事輯》卷
四「一九九七年五月一二日」條（北
京，中華書局，二○一三年），頁
二四三。

[32]

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開元
五一五（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
年），頁一五○九。

[33]

（新羅）崔致遠：《上太師侍中狀》，
《唐文拾遺》卷四三引《東國通鑒》，
附《全唐文》第五冊（上海古籍出版
社，一九九○年），頁二一九。

[34]

《唐代墓誌匯編》長壽○二六，頁
八五一。

The sour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eunuch system between Sui and early
Tang Dynasty
XU Cheng(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
Yangzhou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Neishisheng, found by
Sui-Wendi, absorb the chamberlain system from Northern-Zhou and Northern-Qi
Dynasty. Sui-Yangdi changed Neishisheng
to Changqiujian, which was without the
function of managing property and horses.
So Changqiujian came to be only a court
serve institution, which was like the South-

[35]

ern Dynasty. The Tang Dynasty followed

[36]

Neishisheng was reestablished. The func-

《唐代墓誌彙編》長壽○○六，頁
八三五至八三六。
葉煒：《武職、武散與武臣：唐代文武
分途的一個側面》（討論稿），復旦大
學歷史系二○一○年十一月主辦「中古
時代的禮儀，宗教與制度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

[37]

（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八六
《新舊唐書》「監門衛大將軍范雲仙」
條（上海書店，二○○五年），頁七五
○。

[38]

參趙雨樂《唐宋變革期之軍政制度——
官僚機構與等級之編成》第一章《唐代
之宮廷與宦官》（台北，文史哲出版

Sui-Wendi, Changqiujian was abandon,
tion of eunuch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was upgraded, The eunuch hold posts both
in palace and government. This phenomenon is actually the tradition of chamberlain
politics in Northern Dynasty. It would also
be a hotbed of political chaos of eunuchs in
Tang Dynasty.
Keywords: Neishisheng; Eunuch；
Participation in the political；Legacy of
customs of Northern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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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勞動的神聖性
——兼論馬克思的勞動公平法則和解放法則
■ 楊桂森

要：近現代的倫理學家、哲學家、政

品性，所以他們才是自然之道與社會之德

治家和經濟學家揭示了勞動與財富所有和人的

真正領悟者。「道」只有內化成人的內在品

權利關係，奠定了現代公平、正義的理論基石，

質才能擢升為德，而德只有通過道才能寄

馬克思不僅看到了勞動與人的能力和創造力

託、存留和弘揚，這就是所謂的物得道可

的奠基關係，更重要的是，馬克思科學解釋了

生生不息，人得道便是有德之人。反之，只

勞動對人的精神和靈魂提升與人類解放的關

有有德之人才能認識道、體現道，並有所

係。

得。正如孟子在《心術上》所言：「德者道

摘

關鍵詞：勞動，道德，正義，解放。

之舍。物得以生生，知得以職道之精。故德

道、人性與仁德的有機統一，在某種意義

的得與失、尊道與立德、天地與尊道、成事

上，通過它能養成敬德修業之社會風氣。

與立德成人的辯證關係。當代人所缺失的

勞動勝於享受成為現代道德的優先法則，

是不知如何尊道立德，不尊「道」，何以弘

我們的時代道德如此淪喪、價值觀混亂，

德。如果從勞動本身的生存主義出發，從自

都與人對待勞動或對待勞動態度密切相

然獲取人所需的財物維向看，其無疑帶有

關。勞動既是一種勞作與創造，也是人類

功利主義的色彩。功利是勞動的本義，但

文明的一種涵養和修持方式。它是一個民

為了保證勞動功利性的實現就必須懂得尊

族生存與發展的基礎（權利公平），也是一

自然之「道」，泓人間之仁德。勞動者只有

個人或民族受別人尊重和愛戴的社會道德

用自然之道（真）來規範自己的行為，才能

基礎（人格公平），同時還是人類擁有或佔

實現利益的最大化，才能實現自身利益的

有財富的法理基礎（利益公平），這就是人

「善」和「好」。尊「道」的規範性擢升出人

類公平正義的第一法則。同樣，勞動又是

的「仁德」行為，由此「道」就上升到「德」

人類自己解放自己救贖社會行動，自主勞

的層面，從而通過勞動實現了道德的功利

動是人的解放與歷史解放的統一，這是馬

性與規範性的統一。傳統的道德學家、哲

克思的勞動解放法則。

學家和經濟學家揭示了勞動與人的權利關
人的價值意義，而馬克思不僅看到了勞動

（一）勞動是人類道德的奠基者。勞

與人的能力和創造力的展開關係，更有意

動者由於勞作大地，把自然的本真性(道)

義的是，馬克思發現了勞動對人的精神和

通過勞動者的勞動傳導而構築成人的第一

靈魂的提升與人的解放的社會關係。

３９

係，僅僅從權利哲學的角度來理解勞動對

勞動勝於享受成為現代道德的優先法則，我們的時代道德如此

基於「道」與「德」統一的角度，闡釋人生

淪喪、價值觀混亂，都與人對待勞動或對待勞動態度密切相關。勞

勞動能融天地之精華，能實現自然之

動既是一種勞作與創造，也是人類文明的一種涵養和修持方式。

者得也。得也者，其謂所得以然也」。孟子

一、勞動與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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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勞動是人格完善的引導者。在
某種意義上講，人格的完善就是人性的完

「實踐」的修行性和對人的完善。所以，勞
動實踐在馬克思哲學中具有雙重的作用。

美。「性」意為某物的初具品性，人性儘管

第三，個性人格的自足與完善是人在

具有以生具來的特徵，但在勞動的錘煉中

勞動過程中追求自身價值中實現的。離開

成長，在某種意義規定了人生的道路和方

了勞動，人格的完善就失去了方向。儒家

向。因此，勞動是鍛煉、塑造個性人格的最

的：「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

好形式。

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
物；能盡物之性，則可以參贊天地之化育，

成就何種人而展開，是個性人格趨向自足、

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就表明了人性與自然

完滿的過程，這就必然涉及主體成人的內

之道、人之德之間存在一種相涵關係。

在根據，而勞動在人的成人過程中，能使個
性人格的挺立才能真正成為可能，從而為

４０

傳統的道德學家、哲學家和經濟學家揭示了勞動與人的權利關
係，而馬克思不僅看到了勞動與人的能力和創造力的展開關係，更
有意義的是，發現了勞動對人的精神和靈魂的提升與人的解放的社
會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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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性人格的核心是以主體能夠

二、勞動與人的神聖價值

向更高的道德境界邁進奠定了基礎。因為

人從何而來？不同的文化形態、不同

勞動能使人知性、知命、知天、知情，而這

的民族的理解存在巨大差異。在進化論看

些是人的道德養成的基礎與本體。

來，生命是競爭的延伸；在基督教神學看

第二，勞動是人成性的基礎。馬克思

來，人是上帝的創造和延伸；而在馬克思勞

認為，個人的歷史是一部勞動的歷史，個

動創造人的理論中，勞動是人的延伸。因

性的成長與勞動密切相關。勞動的展開就

此，它們都賦予人不同的生命價值形態。

是個性的豐滿，人作為具體的生命體，須通

（一）達爾文的進化論。他認為人的

過勞動的德性來表徵和引正，而德性體現

本源是有獸性的；物種的進化（包括人類

人性及其生命狀態，個性的狀態愈是豐滿，

本身的發展）是依賴於競爭；物種的差異

人所具備的德性結構也就越牢固，越顯示

或社會的秩序是由進化造成，或者說，進

人有生命力。馬克思論述勞動與個性的關

化就是物種差異和社會秩序；由於人天生

係，提出了哲學上最古老的一個禁忌：實踐

就有獸性，這樣人類的尊嚴價值，從本原

與生產的本質區別。根據古希臘哲學，「實

上說被消除了。在某種意義上，進化論是

踐」一詞的含義是指公民的自主、「自由」

對人的神聖性和高貴觀點的一種顛覆。儘

的行為，在實踐中，人在尋求自身完善的過

管人類的先天高貴不再存在，但人類可以

程中除了實現和改變自身外，不能實現或

通過後天的法律、道德和人格的完善變得

改變其他，也就是說，「實踐」強調的是人

文明。進化論表明，個人責任感是一種社

自身的內在完善，而不是改造主觀世界與

會沉澱，良知是後天的習得，道德並不是

改造客觀世界的統一。至於「生產」一詞強

絕對的，而是為了集體的生存有意無意形

調的是「做」，希臘人把它看作為一種徹底

成的行為準則，並隨著集體的性質和環境

的奴性的東西，是一個「必需」的行為，要

的變化而變化。進化論也反了這樣一些道

受人類與自然、物質條件的關係的限制，它

理：第一，人類自身可以創造自己的歷史，

所尋求的完善不是人的完善，而是物和所

人類自身的時間與歷史的時間是一致的，

供使用的產品的完善。實踐總是與生產相

說明人沒有任何神秘之處，人的歷史在自

互作用，而勞動是生產與實踐的統一，勞動

身的進化中可以昭然若揭，這就為科學主

既改變外在的物質形態，也改變自我的存

義介入人類事務提供了理論前提，恩格斯

在形態。馬克思之所以把其理論叫做「實

關於勞動創造人的思想就是這一理論的深

踐的唯物主義」，旨在強調：其一，強調勞

化和延續；第二，人類自身歷史時間具有無

動實踐的功能是改變世界；其二，強調人的

限性，也就是說，人類歷史是一個沒有限制

看不見的無形之手的推動，即由惡的貪慾

犯的一切罪過，都我們自願偏離上帝為人

推動，而歷史的內在機制是揚善除惡，這

規定的義務軌道。卡爾‧巴特進一步深化

就構成了人類歷史的一種二律背反現象；

這一句話的理解，他認為：罪，說是沉入無

第三，人類歷史的無限制性，導致人自身對

底的深淵。這說意味著，「罪」是指道德限

自己不設限制，因而，人的道德、人的規範、

度和邊界的缺失，是表示對道德義務的違

人的價值顯得不那麼重要，但必須遵循一

背。基督教神創論就是要把人由一個「罪

個基本的原則——競爭和優勝劣汰。

人」變成一個「道成肉身」的存在者。

為人的歷史和起源是上帝創造的。於是人

思想。勞動創造人的觀念不僅把人帶入歷

的價值和尊嚴都是上帝所賦予。基督教重

史的維度，也把人帶入主體的世界。然而，

視上帝創造人的歷史，其主旨是把人的歷

當我們把勞動創造人與唯物史觀、唯物主

史看成有限，而不是一種神話。因為神話

義的觀點作一個整體考察時，就會發現馬

是虛構的，而人的道德不能虛設，人的價

克思關於勞動創造人的思想隱含著兩種相

值與尊嚴不能變成虛的。基督教的特徵就

統一的價值觀：物質主義、肉身主義與道德

是以時間的歷史為本，然後從時間和歷史

主義、精神主義。物質主義對待世界是一

的角度對人進行限定，人自己的一生就是

種物化的態度，世界就是一個物質，人就是

一個時間和一個歷史，由於人自身是一個

一個肉身。人的肉身性，這是三種理論共同

歷史，人也是有限的。人的有限性意味著：

所持有的一種觀點，其分歧在於構成肉身

其一，人不能是一個無所不能的世界，人要

的本基和本原性的東西。也就是肉身構成

受到自己道德和人格尊嚴的限定；其二，人

性的東西是什麼？基督教持道成肉身的觀

的有限性就必須面對人的現實問題，如死

點，而馬克思認為勞動不僅對人有創生性

亡、絕望、焦慮等。海德格爾所說的此在性

的意義，而且有人格意義。如果人僅僅是一

就是重視人的有限性。其三，人的有限性是

個肉身，這就是一種虛無主義，按照尼采

由於上帝介入的結果，人類的歷史性和時

的界定，虛無主義就是最高的價值喪失了

間性是由上帝開始，因此，使人類對自己的

價值。對人而言，成為人就是最高價值。然

未來永遠帶著一種企盼，上帝也就成為人

而，我們現在把人看成一個肉身，世界僅僅

類希望、理想的代名詞和化身，這樣人類

是一個物質的存在，而物質的特徵是分崩

也獲得了由有限向無限轉換的人生空間。

離析。虛無主義認為，既然世界是物質的，

然而，在雅斯貝爾斯看來，這是人類的悲

精神相對而言顯得不那麼重要；既然人是

劇，因為人類要受到上帝的掌控，但終歸

肉身的，那麼人活著就是最大的價值。因

還是充滿希望。所以人類的歷史性和時間

而，凡是奉行歷史決定論和唯物論的人都

性在基督教視域下，對人類而言實在是充

奉行這樣一種價值理想：要創建一個物質

滿著隱喻，也是一個富有深處的啟示。正

充裕、滿足身體和慾望為本的物質主義理

因為如此，人類一方面要面對人的現實問

想王國，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誤讀。當今

題；另一方面要有超越性的理想。奧古斯丁

中國社會以市場改革為取向，以資本為軸

在討論時間與上帝的關係時，他非常強調

心的社會運作模式，又強化了人的肉身性，

當下時，因為通過當下明過去、當下觀未

也就是說，人從根本上無法擺脫肉身的現

來和當下超越向上，就能體會自己存在的

實制約。實際上，馬克思的唯物論和唯物

神聖性。基督教的神創論不僅為人類獲得

史觀既是關於人的肉體生命生存的真理，

了本體論的意義，同時，也為人類獲得了

也是關於人的精神世界的真理。當然，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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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馬克思主義關於勞動創造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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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督教神創論。基督教堅持認

中國研究

道德規範的價值論旨趣。在其看來，人類所
基督教的神創論不僅為人類獲得了本體論的意義，同時，也為
人類獲得了道德規範的價值論旨趣。在其看來，人類所犯的一切罪
過，都我們自願偏離上帝為人規定的義務軌道。

的過程。表明人類的歷史的動力要受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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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身性既強化了人的自然權利哲學，復興

中，認識到思想觀念的變化是改變現存世

著西方人從前走過的道路，帶來了中國法

界的前提；在勞動中，更能使自身體驗到生

哲學和理論的重新思考，如權利與法的關

命的價值，在於對世界的改造和自身的改

係；同時也帶來了當代中國政治理論的重

造，這些思想在馬克思的思想中得到了進

建與革新，如政治與人性的關係，政治與

一步深化，他認為「奴役為奴隸的最終解

道德的關係。但又使國人進入了注重功利

放，實際上是為所有人的解放作 好了準

與享樂並重的時代，在享樂中忘記了人的

備」[2]。

道德要求，在功利中彰顯了人性的豐富性，
於是出現了人性與人道之間的張力。當然，

三、勞動與正義

勞動是古典經濟學和政治學建立正義理論的基石。人類之所以

持之以恒地追求正義，在於正義的價值可以凝聚社會合作的力量，正

４２

義的社會結構可以為每個人提供最大限度的公平從而保證每個人的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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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物質財富與肉身的內在要求本身沒有

勞動是古典經濟學和政治學建立正義

錯，快樂感、物慾、財富都是人的一種存在

理論的基石，同樣，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

狀態和方式。傳統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還

論和剩餘價值理論認為只有通過勞動獲得

有宏大理想，有一種內在的精神推動力，如

的財富才是所有權合法的基礎。人類之所

今，以往好的傳統漸漸失去，變成了一種非

以持之以恆地追求正義，在於正義的價值

常世俗的物質追求，由此導致各種各樣的

可以凝聚社會合作的力量，正義的社會結

紛爭與衝突，以及道德的淪喪。這就是現

構可以為每個人提供最大限度的公平從而

代社會的危機，一切社會危機都是由於道

保證每個人的利益。馬克思通過勞動所形

德的缺失而引發。

成的社會關係去尋找與人類精神生活相匹

這個時代的道德危機，總是人們對待

配的制度形態，因此他認為，只有通過「所

勞動的態度相關，人們既沒有理解中國傳

有制」、「分配」方式的變更，才能保障每個

統經典中勞動對人類的教誨，也沒有領悟

人過上公平、正義的生活。從而把人類千百

馬克思關於勞動對人類自我成長的深意，

年以來所追求的公平、正義的理想轉化成

只有馬克思深刻領會了黑格爾的主人與奴

一種制度安排。

隸的勞動辯證關係。勞動既能改造環境，

（一）勞動正義的兩個原則。如果說古

環境又能促使人成長和人性的圓滿與豐

典經濟學家，從質的角度，釐清了勞動與公

盛。正如查爾斯·泰勒所說：人在追求圓滿

平、正義的內在關係，奠定了勞動是權利正

的過程中，勞動起著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人

義、財富公平的理論基礎。隨著現代數量

通過勞動的交往，能夠通過他人認識自己，

經濟的崛起，經濟學家用量化的標準來分

另一方面人能夠通過按照他的籌劃改造自

析古老的正義理論，就出現了兩個重要的

然環境來逐漸地認識自己。從終極意義上

原則：一是帕累托原則。帕累托原則也稱

講，通過勞動「我們必須把我們自身從有限

帕累托效率，其理論包括帕累托佳態原則

的個體改造為普遍的自我意識的實體」。

和帕累托優態原則兩個基本方面。其核心

也就是要把自身的物質實體，變成具有普

思想是：一種體系的狀況，如果不使另一個

遍指導意義的精神實體，「奴隸通過勞動

人更壞，則必須一個人不會變得更好。一

而把他自身作為自由的思想來把握。他在

種至少使某人便佳，但不使任何一個人更

改造事物的力量中，認識到了思想的力量，

壞的變化，這才是真正的效率體系。其效

認識到了按照概念的力量塑造事物的力

率體系的潛台詞是以公平體系為基礎，因

量，從而認識到了按照普遍模型鑄造事物

此帕累托佳態原則和帕累托優態原則被廣

[1]

的力量」 。
在勞動中，人形成了具有自我反思的
批判能力，能使自我變得更加強大；在勞動

泛地接受為辯護或批評經濟政策變動的標
準，由此敦促政策的制定者必須適時掌控
效率與公平的關係。

論中，還是在公共選擇理論中，都能看到

配的落差，為社會發展提供源源不斷動力

「帕累托原則」的影子。而公共選擇理論

機制，然而卻帶來了社會財富分配不均，於

裏的帕累托準則的數學表述中，推演出來

是公平正義問題凸顯，出現人民對民主的

的就是威克塞爾的「全體一致的同意」理

訴求，由此帶來了對社會主義改革方向的

論。全體一致同意，在布坎南和威克塞爾

質疑。這些都與勞動形態的變化帶來人們

看來，就是自由交換的「正義論」原則，也

價值觀的變化相互關聯。

是財富分配、交換、轉移的合法前提。如果

毋庸置疑，不管社會發生如何變化，

缺了「全體一致的同意」，這個政府，或者

我們應當還要固守古典經濟學的信條：勞

這個權力交換的過程就是不合法的。「自

動是財富之父，勞動是經濟成果增長的前

願主義」或「全體一致同意」的原則，是任

提。許多早期的經濟學家，特別是從亞當·

何自由交換行為的（不論是以權力為媒介，

斯密到約翰·斯圖爾特·密爾的英國經濟學

還是以貨幣為媒介）「合法性」或者「正義

家，他們認為，只有製造物質產品的勞動者

論」的基礎。此原則是西方民主、自由理論

才是生產者，而其他人都是在進行非生產

在社會財富分配領域裏進一步推廣，體現

性勞動。儘管生產性勞動與非生產性勞動

了民主與正義之間的關係。但它是以市場

在創造社會財富方向的作用一直爭論不

交換產前提，市場交換的自願合理性，並不

斷，馬歇爾認為因為「它似乎已經給某些階

說明所有制的合理性，不過用交換的合理

級的所有者加上了一種恥辱，即責備他們

性來掩飾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剝削本質。

是無用的和需從別人那裏獲得生活用品的

勞動既是創造財富的源泉，也成為社

人，而這些階級的人們所從事的工作本來

會財富分配是否公正的客觀尺度和道德基

是公認高尚的，並且常常是必不可少的」

礎，其所蘊含價值可以引導人們正確評價

[3]

自己財富的來源，以及通過什麼樣的手段

學史》指出：就像馬克思認為的那樣，只有

獲得的財富才具有合法性和正當性，其主

勞動才創造價值，因此利潤和利息構成了

要表現：一是財富佔有的「合法性」；二是

偷盜。然而，由於科學技術和管理方式的

財富轉移的合理性；三是財富補償的正當

參與，使得勞動過程變得非常複雜，這就

性。這「三性」能引導人們樹立正確的奉獻

改變了勞動與所得之間的關係，參與勞動

觀和義利觀，有利於人們形成各盡所能、

成果分配的成分也多樣性和複雜化。按管

各得其所、公正廉明的財富觀。

理分配有利於更加合理配置社會資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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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就社會主義國家而言，如何通過財富分

中國研究

在威克塞爾的自由市場原理的自願主義理

勞動既是創造財富的源泉，也成為社會財富分配是否公正的

社會就業危機，出現了人們要工作的抗議

客觀尺度和道德基礎，其所蘊含價值可以引導人們正確評價自己財

個原則即「全體一致同意」法則。不管是

富的來源，以及通過什麼樣的手段獲得的財富才具有合法性和正當

業問題凸顯出來，並日趨嚴重，由此引發了
性。

在帕累托原則的基礎上出現了第二

。Ｃ·吉德和Ｃ·里斯特在他們所著《經濟

利於提高社會整體效益，也有利於調動社

義的社會基礎。科技革命的新成就與新的

會各方面的積極性；按技術分配有利於培

管理方式的應用，在提高社會生產效率的

養一個民族的創新精神，但我們必須警惕

同時，不僅影響整個社會的產業結構的調

由於按技術、管理等勞動形式的分配給社

整，也給社會財富的分配帶來了一些新的

會財富分配帶來不公平的現象。因此，為了

變化，由此帶來了社會制度的調整與改革。

確保公平，勞動過程的民主參與就顯得更

並對人類利益原則和經濟行為的合理性產

加重要，民主是公平的前提。

生了一些新的規定。面對新的變化，各種不

（三）資本主義的勞動與文化分離。

同形態的國家都在進行相應政策調整和理

眾所周知，勞動既創造物質財富，又創造了

論變革。就資本主義體系而言，結構性失

精神財富，我們必須洞察到：當勞動上升或

４３

（二）勞動的新型形態並沒有改變正

文化中國

種更多複雜的社會關係之中，一方面賦予

動，又成為指示和剝削勞動者的精神鴉片，

人豐富多彩的生活選擇；另一方面又把人

勞動異化對人支配就由物質層面向精神層

帶入複雜社會關係的枷鎖之中。馬克思講

面和制度層面的轉化。在保羅·科利看來：

的勞動解放旨指在兩個方面：一是指資本

「隨著文化直接或間接地成為一種剝削勞

主義的勞動形式一步一步在脫離人的本真

動的手段，有一種文化的罪惡：領導者，管

性，特別在私有制下的勞動，更是人的本

理者，冒風險者（因為市場經濟是一種計

質的顛倒。於是，馬克思要通過「積極的共

算和風險的經濟）就是那些有知識的人和

產主義」實現去私有化財產才能實現人的

善言的人；需要「知識分子」來提出體系的

「社會解放」；二是指消滅剝削，由於私有

理論，並向受害者講授和解釋體系的理

制的雇傭勞動，使得勞動者的勞動付出與

論。總之，這所以資本主義能作為經濟繼續

所得不一致，出現了人類的剝削現象。

存在下去，只是因為資本主義也是一種文
[4]

當勞動上升或轉化成文化形態時，文化人的自由創造活動，又

４４

成為指示和剝削勞動者的精神鴉片，勞動異化對人支配就由物質層

面向精神層面和制度層面的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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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化成文化形態時，文化人的自由創造活

（一）財富創造與勞動解放。社會主義

化，甚至是一種道德和一種宗教」 。接著

理論和實踐的價值依據是：大多數社會罪

科利進一步分析了資本主義的雇用勞動是

惡源於社會的不公正和不公正的財富分

文化從勞動中分離出來的罪魁禍首，他說：

配，於是要通過財產所有權的轉移和通過

「人的勞動在雇傭勞動中被異化，人的勞動

生產、交換、分配方式，通過私有財產向公

作為一種與人分離的勞動力進行交易；人

有財產的轉移，來實現人類的公平與正

的勞動作為一種受市場規律支配的東西進

義。然而，這種社會主義追求公平、正義的

行買賣。勞動的這種經濟—社會的價值降

方式，只尋求勞動財富結果的公平分配，既

低是資本主義的經濟—社會制度的一個結

可以通過和平的方式實現人類的這一追

果；人們希望和應該希望這種情況隨著雇

求，也可以通過革命，剝奪富有者的財富來

傭條件的消逝而消逝」。因為，這資本條件

實現政治式的公平、正義。但後者往往導

下，「勞動是奴隸的工作——是奴役的，文

致社會不穩定，有一些別有用心之人往往

[5]

化是自由的工作——是自由的」 。因此，

以公平為幌子，以佔有別人的財富為目的，

在保羅·科利看來，勞動只有獲得文化的意

出現所謂的「假革命」。於是羅爾斯就提出

義，奴役的勞動才能獲得自由的勞動。而在

了機會正義理論，這就是最初正義，只有最

西方學者那裏，勞動不僅成為促進社會發

初正義才能調動勞動者創造財富的熱情，

展的手段，也是個人得到社會承認和保證

而不是等別人已創造了財富，再來分享，如

心理全面發展的前提，在伊·費切爾看來，

果社會果真如此，培養的就是懶漢，也會有

勞動不僅是人生存的手段，而且也是人自

損人的尊嚴和破壞勞動所設立的道德底

身的一種主觀需要。因而，馬克思關於勞動

線。同時，也會培養一批對別人財富無節

既是物質財富的創造活動，又是精神財富

制攫取的亡命之徒。「因為無節制的財富

的創造活動，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分工

攫取給社會共同體中的勞動階層帶來了貧

徹底消滅，勞動既能體現人的創造，又能促

窮、壓迫和不幸」[6]。

進人的全面發展，人類才有可能從奴役的
勞動中解放出來。

四、勞動與人類的解放

如果我們把財富定義為「資本」和「勞
動」，勞動與資本的目的是為了消費，其效
用水平隨所消費的消費品的增加而增加，
但隨所付出的努力程度的增加而減少，那

在馬克思看來，勞動既是人類自身存

麼，從拉姆齊的解答就很容易得出這樣一

在的創造者，又是人類社會生產關係存續

個「黃金規律」：最優努力應當使效用的百

的載體。勞動形式的多樣性又把人帶入一

分比增長率剛好按資本邊際產出率遞減，

一次對其作了理論化的闡述，並作了系統

用「勞動」概念取代了欲求的對象，使之成

化的論證。當然，馬克思的剝削理論也經

為不管是經濟意義價值，還是哲學意義價

歷過由道德主義（異化勞動、自由主義）向

值最主要的概念。也就是說，分析圍繞著

經濟實證分析（包括勞動價值理論、剩餘

時間和勞動，而不是財富和需要的對象來

價值理論和雇傭勞動理論）不斷完善的過

展開。我們知道，亞當·斯密、李嘉圖和小

程。馬克思之後，西方主流社會學派和經濟

穆勒，以及其他的古典經濟學家們關注的

理論都不承認在資本主義社會存在著剝

核心問題，是國民財富問題，其主要關注

削，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存在著一種基於

的是財富來源，以及增長的政策方面的研

自願交易行為，既然是一種自願交易，就不

究。小穆勒說：財富，從經濟學來看，是人

是一種剝削現象。因此，他們把剝削變成了

類一切努力的最終目標。可是，財富是什

一種主觀意願的分析，希爾認為，剝削是

麼？在十九世紀末，因發動「單一稅種」而

一個心理的而非社會或經濟的概念。談論

聲名鵲起的經濟學家亨利·喬治，他把「財

剝削問題的大都是西方左翼學者，而且是

富」定義為：能在未來減少努力的任何事

在馬克思關於剝削經典理論的基礎上，研

物，包括資本和承諾。這樣，古典經濟學視

究資本主義現實問題，因此，對資本主義剝

野下的財富。可以表述為：一個民族或一

削問題的研究沒有取得實質性的進展。羅

個人，應當在什麼樣的原則指導下，才可以

賓遜是西方學者較早提出勞動剝削問題

沿時間軸最優地投入自己的努力，以便在

的，但她的立論完全建立在對不完全競爭

給定的總時間長度內以最小的努力享受同

的市場結構的分析基礎上。在她看來，壟

樣的效用水平。天才數學家和經濟學家拉

斷是產生剝削的重要條件，具有壟斷地位

姆齊對財富給出了一個簡明扼要的答案：

的資本家可以剝削工人，具有壟斷地位的

最優努力必須是這樣一個過程，它在任何

工人組織（工會）也可以剝削資本家[7]。

時刻都應當使得所積累的最後一單位財富

羅默在《剝削和階級的一般理論》一

的效用剛好等於不獲取這一單位財富而節

書中，運用數理分析方法和博弈理論研究

省的努力的效用。

剝削問題：第一，拋開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
論和剩餘價值理論來研究資本主義剝削問

效用的角度資本的價值，卻忽視了資本和

題，認為剝削不是發生在生產領域；第二，

勞動的道德價值。勞動、財富與人的價值

認為剝削是一種「財產關係」，產生在勞動

的關係可以表述為：通過付出勞動所獲得

產品的不平等交換中。交換是發生在流通

的財富，人生價值隨財富的消耗而增加，通

領域，也是以自願原則為基礎。如果以自願

過付出更少勞動所獲得的財富，或不勞而

作為判斷一種經濟行為是否存在著剝削的

獲的財富，其價值隨財富的消耗而減少，

標準，那麼，一切交換都是自願的，一切交

甚至出現負價值。也就是自身勞動所得，就

換也是公平的。依附理論將馬克思的剝削

會體驗財富的人生價值，體現自己的成就

理論超越資本的範疇，把其擴展到社會生

感，就會懂得珍惜財富，珍惜財富就是珍

活的各個領域，把貧困、地區差別和發展

惜勞動，就是尊重人的價值。反之，財富來

不平衡問題都認為是由於剝削造成的。其

之愈易，就不懂得珍惜，因為，其裏面沒有

理論的代表人物弗蘭克就認為，作為「大

留存自己的血汗，這種不勞而獲的財富，其

都市」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剝奪、剝削著

本身就沒有道德價值。

作為邊緣的「衛星城」國家和地區的經濟

４５

然而，他們僅僅局限於資本自身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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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的狀態。在對功利的分析中，亞當·斯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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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儘管不是馬克思的獨創，但馬克思第

「剝削」理論儘管不是馬克思的獨創，但馬克思第一次對其作

遞減到零，要麼停滯在資本邊際產出等於

了理論化的闡述，並作了系統化的論證。當然，馬克思的剝削理論

（二）資本剝削與勞動解放。「剝削」
也經歷過由道德主義向經濟實證分析不斷完善的過程。

這一動態過程要麼使效用的增長率最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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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餘。具體來說，就是資本從世界上高發達

是對人的勞動解放的歷史論證：其一，「社

的中心地區，通過經濟的依附關係，是剝

會自由」是人類全部的真正解放；其二，

削貧困和落後的城鎮和農村，財富就沿著

「社會自由」是一種「自主勞動」。在「社會

這個「依附的鏈條」，不斷地由貧困地區向

自由」的社會中，勞動不再是奴役人的手

發達地區的轉移。弗蘭克的剝削理論，所

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這說明勞動不再

依據的不是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而是

是一種「謀生勞動」，而是一種道德自覺的

[8]

馬克思廢除私有制的目的，旨在把人類的勞動從剝削和異化中

解放出來，經濟解放在某種意義上，通過個人的努力可以創造，而政

４６

治解放必須要通過全民政治自覺才能實現，精神解放要通過自己不斷

啟蒙才能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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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蘭的經濟剩餘理論 。他已超越了馬克

需要；其三，「社會自由」的人不再受物和

思關於資本主義勞動過程中剝削概念，站

人的奴役，他們生產的是自己的社會關係。

在全社會資源、財富分配的視野來理解當

正如馬克思所說：在「社會自由」裏，「人終

代地區與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對於我們

於成為自己的社會結合的主人，從而也就

產業鏈鏈的全球定位有一定的啟迪作用。

成為自然界的主人，成為自身的主人——自

對馬克思剝削理論的把握既不能僅局限於

由的人」 [9]；其四，「社會自由」說明人類

勞動關係、階級關係、財產關係的分析，而

不再受「職業」和社會分工的局限，而是一

必須引入權利理論、交易自願原則、選擇

種自覺、自由的勞動，是一種人的自由全面

理論、價值理性分析，才能對資本主義乃

發展的勞動，是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

至任何社會無處不在的剝削現象進行合理

們共同的社會生產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

的解釋。

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的創造活動。馬克

（三）勞動異化與人類解放。馬克思

思之所以把人引向「社會自由」，就在於他

認為，由於人的社會性，決定了人的解放要

認為只有實現「社會自由」才能實現人類

受到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現實條件的

社會的價值理想。

制約，並且認為只有後者合理時，個體的

馬克思關於人類的解放理論在指導

進步和自由才有可能在合理化的社會環境

當今人類的解放中仍須處理好如下幾方面

中出現，人類的解放運動才有可能獲得成

的關係：其一，就地域性而言，人類解放的

功。然而，合理化的社會環境由誰決定，馬

世界性與民族性的關係。在世界性的無產

克思認為由制度形態決定。社會制度自身

階級運動中，有一段時間片面強調「人類解

不會自動走向合理，要走向合理，一方面要

放」的世界性命題，而忽視人類解放的民

受到一種價值觀的引導；另一方面是人與

族性和國家性問題。沒有民族自身的解放

人相互博弈、競爭所至。

和無產階級自身國家的解放，「人類解放」

馬克思廢除私有制的目的，旨在把人

的世界性就是一種假設；沒有民族自身國

類的勞動從剝削和異化中解放出來，勞動

民性的改造，「人類解放」的世界性就變成

的人性化才是社會主義的首要任務。阿德

了一種簡單的民族性輸出，人類的解放就

諾認為，消除意識與勞動的異化，將勞動

簡單變成了一種世界性革命。革命不是解

與消遣融為一體，將是社會人道的基本要

放，但是沒有革命一切解放都是幻想。同

求。經過幾十年的奮鬥，當代中國人的經

時，我們必須看到由於勞動的世界性，只有

濟解放略顯成就，政治解放越來越明晰，

把民族解放與世界解放統一起來，人類的

精神解放已初顯端倪。經濟解放在某種意

解放才真正成為可能。其二，就政治性而

義上，通過個人的努力可以創造，而政治解

言。按照馬克思解放理想宣言，解放不是一

放必須要通過全民政治自覺才能實現，精

種簡單的階級性改造，而是遵循社會發展

神解放要通過自己不斷啟蒙才能成就。如

規律一種人性向本真的複歸。以往，我們

果說馬克思的「主體之人」是對人類解放

往往片面強調人的階級性，而忽視了馬克

內在特質的價值審視，而「社會自由」理論

思所強調的人的類本質特性。這樣，使我

利的回歸，人性的解放才有可能成為實現。

[1]

其三，就實現形式而言，人類的解放是階段
性與終極目標性的統一。以往，我們過於重

[2]
[3]

絕對化，而忘記了在一定的形式下賴以存
在的價值和實現人類解放的終極價值與目

[4]

標。其四，馬克思的解放理論是社會解放與
個人解放的有機統一。以往，我們過分強
調集體或國家的重要性，忽視或較少和不

[5]

尊重個體獨立存在與發展的價值和社會主

[6]

義首先必須實現個性解放的內涵和要求。

[7]

結束語
勞動是人類文明進程的始作俑者，當

[8]

人類步入文明殿堂時，這個偉大精靈一次
又一次被私有制、資本、變異政治和異化
勞動所踐踏。當代中國勞動者之所以不能
對自身利益形成清晰認識，是因為現有的
政治體制把許多有關勞動者的福祉排斥在

[9]

同上。
馬歇爾《經濟學原理》(麥克米倫公司，
第一章，一九二五年)，頁一六。
保羅·科利《歷史與真理》，姜志輝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二○○四年)，頁
二一三、二一二至二一三。
同上。
柏林《現實感》，潘榮榮、林茂譯(譯林
出版社，二○○二年)，頁八七。
段文斌《對剝削的一種經濟學解釋——
馬克思和羅賓遜理論的比較》，載《南
開經濟研究》一九九六年第五期。
魯克儉，《國外馬克思學研究的熱點問
題》(中央編譯出版社，二○○六年)，
頁二二三。

楊桂森：論勞動的神聖性

視解放的社會形式，並且將社會形式建設

查爾斯·泰勒《黑格爾》張國清等譯(譯
林出版社，二○○二年)，頁二四○、
二三七。

革命不是解放，但是沒有革命一切解放都是幻想。同時，我

遇政治的強暴與蔑視。政治只有向人民權

們必須看到由於勞動的世界性，只有把民族解放與世界解放統一起

成為冠冕堂皇的作秀儀式，要麼，人性遭

來，人類的解放才真正成為可能。馬克思的解放理論是社會解放與

值取向與人性使然嚴重背離。要麼，政治

個人解放的有機統一。

政治也變成了嗜殺成性的暴君。政治的價

絕對完美的指導意義。
此文是「2016年教育部高校示範馬克
思主義學院和優秀教學科研團隊建設項目」
（批准號16JDSZK088）階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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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政治變成了遠離人民生活一紙空殼，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頁
七六○。

「政治體制」之外，他們也沒有能力參與
整個財富的分配過程，當紅頂商人一批批
從心狠手辣的「剝削者」形象轉換這救世
濟民的「投資家」形象，再一次對他們的權
利、財富形成擠壓。中國乃至世界都應驗了
馬克思通過勞動所發現的：現實的東西與
應有的東西之間的對立是現實與理想對立
的基礎的不變法則。對人而言，勞動是人
回歸現實的前提，勞動也是人財富所得和
擁有的前提。現實生活告訴我們，我們的
擁有與勞動的付出不成正比，這就是現實
與理想的第一矛盾，人類所有的矛盾都與
之相關。馬克思早期的人道主義的批判，以
革命理論都同這個理論有關密切關係。勞
動是神聖的，而神聖是指對人類的成長、人
格的完善和人類對公平、正義的追求具有

４７

及成熟時期的共產主義的設想和無產階級

On the sanctity of labor
——On Marx's rules of abor the
fair and the liberation
Yang Gui Sen (Huizhou University)
Abstract：Modern and contemporary
moralists, philosophers, politicians and
economists reveal all labor and wealth
relations and human rights, established a
modern fair and just theoretical foundation,
Marx not only see the labor and human
c a p a c it y a n d c r e a t iv it y r el a t io n s of
succession and, more importantly, Marx
realized that the work on the human spirit
and soul to enhance relations with the
liberation of humanity.
Key wo r d s：lab or mor a l fa i r a nd
lib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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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認同的優勢和挑戰
――僑務公共外交視域下的華裔留學生教育
■ 彭文平
暨南大學

僑務公共外交是一種特殊形式的公共外交，其特點是發揮海外

４８

華僑華人融通中外的優勢，在國際交流中準確傳遞中國信息，營造

良好的國際輿論、提升國家形象中發揮獨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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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僑務公共外交是一種特殊形式

「要鼓勵海外僑胞以多種方式向住在國

的公共外交，其特點是發揮海外華僑華人融

政府及主流社會介紹中國的基本國情、發

通中外的優勢，在國際交流中準確傳遞中國信

展道路和內外政策，幫助他們客觀看待和

息，營造良好的國際輿論、提升國家形象中發

認識中國的發展進步；要使海外僑胞成為

揮獨特作用。華裔留學生具有良好的跨文化素

促進中國與住在國各領域合作交流的友

養，是僑務公共外交的重要資源，但其中華文

好使者」。可見，僑務公共外交正在成為中

化認同面臨多種因素的挑戰。因此，教育部門

國當前開展的一種特殊的公共外交模式，

要通過華文教育培養華裔留學生的「根文化」

其特點是將海外華僑華人作為中國與他國

意識，維繫其對祖籍國的民族感情；要在教育

政府和民眾相互溝通交流的橋梁和紐帶，

過程中挖掘中國傳統文化中具有公共外交價值

以便傳遞真實的中國信息，為中國的發展

的文化元素，對外展示中國國家行為的文化規

贏得良好的國際輿論，提升國家形象和促

約，回應西方針對中國的各種不實論調；通過

進國家利益。

摘

實踐教育深化華裔留學生對中國文化和國情的

公共外交的開展以信息和文化的交流

瞭解；通過跨文化教育提高其對中外文化差異

作為基本形式，留學生教育就是其中的一

的理解和跨文化溝通的能力。

個重要維度。美國學者約瑟夫·奈認為，公

關鍵詞：僑務公共外交；華裔留學生；文
化認同；跨文化教育。

共外交的重要目標是與國外民眾建立長久
的關係，為實現政府的政策目標創造良好
的環境。他認為，通過文化交流、學校獎

一、僑務公共外交與華裔留學
生教育

學金、培訓、學術論壇等活動可以與外國
留學生等重要行為體建立常年的關係 [2]。
奈指出國際學生通常懷著對美國價值觀和

二○一一年九月，國務院印發的《國

制度頗為欣賞的態度回國，這些具有在美

家僑務工作發展綱要》對「十二五」期間

留學經歷的人構成了美國了不起的善意儲

僑務工作進行了全面部署，拓展僑務公共

備[3]。上世紀八十年代，歐共體開始實施伊

外交是其中的重要任務之一，要求僑務公

拉斯謨計劃（Erasmus Programme），旨在

共外交在弘揚中華優秀文化，培育壯大國

通過共同體內各國留學生交流等方式促進

際友好力量方面發揮特殊作用。僑務公共

高校師生相互理解和溝通，以建立成員國

外交是與僑務相關的那一部分公共外交

民眾對歐洲身份的認同，被稱做「歐化」

事務，強調對海外僑民和歸國僑眷的溝通

的工具 [4]。綜上所述，留學生教育在公共

[1]

。二○一一年十月，全國僑務工作會議提

出發揮華僑華人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即

外交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已有國際共識，留
學生公共外交實踐早已有之。

和焦慮，其文化適應能力相對較強，能較

《留學中國計劃》，要求到二○二○年全

快融入祖籍國文化氛圍，在文化交流活動

年在內地高校及中小學就讀的外國留學生

中有自身對祖籍國文化的敏感性。因此，

達到五十萬人，其中接受高等教育的留學

華裔留學生是中國僑務公共外交的重要

生人數達到十五萬人，成為亞洲最大的留

資源。通過教育培訓，華裔留學生形成其

學目的地國家，培養一大批知華、友華的

特殊的跨文化交流能力，進行文化重新編

來華留學生。華裔留學生是我國教育機構

碼，防止權力、利益與意識形態的滲入，傳

招收的外國留學生中的一個特殊群體，其

遞正確信息，化解「文明的衝突」，架起不

中很多人具有中華文化素養和族裔認同，

同國家之間溝通的橋梁，從而促進我國國

在文化心理上對中國文化更容易產生親

家形象塑造。
2、華裔留學生身份認同的複雜性

近感。因此，應將華裔留學生作為僑務公
共外交的重要資源加以培養。通過對華裔

要使華裔留學生真正成為僑務公共

留學生的教育，可以實現傳播中華優秀文

外交的重要資源，發揮其中外文化交流的

化、傳遞中國真實信息、培養對華友好人士

紐帶作用，其前提是華裔留學生對其族群

的公共外交目標，對於我國國家形象從他

和文化身份的認同。對祖籍國建立了內心

者構建到自我構建轉變具有現實意義。

深處的認同感，華裔留學生才有意願和動

二、華裔留學生的在僑務公共
外交中的作用

力主動宣傳中國、解釋中國。
由於多種因素的影響和制約，華裔留
學生的身份認同在現實中具有複雜性。首

1、華裔留學生具備良好的跨文化素養

先，由於代際的增加，華裔新生代出生於

與他國公眾進行交流與溝通時，遇到

異國他鄉，沒有先輩那種因生活所迫而背

的最大障礙就是跨文化差異與意識形態

井離鄉的無奈，因而就沒有先輩們身在他

障礙，能否有效地進行跨文化溝通就成為

國而心繫祖國的情懷，由於對自身身份認

公共外交能否取得成功的關鍵。華裔留學

同的轉變，他們當中很多人已不再遵循父

生融中外文化於一身的特點是其在僑務公

輩們「落葉歸國」的觀念，而是選擇「落地

共外交中具有的獨特優勢。一方面，他們

生根」。其次，住在國實施同化的民族政策

在父輩和家庭文化的熏陶下，以及來華求

對華裔新生代的身份認同產生深遠影響。

學的過程中，對中國文化進行了系統的學

譬如，歐美的華裔新生代由於住在國的同

習，尤其是在祖籍國接受教育使其有了身

化政策和語言習慣上偏離父輩，對中華傳

臨其境的文化體驗，對中國語言、價值觀、

統 文化 陌生，已 成 為黃 皮白心 的「香 蕉

思維方式等有著深刻的理解；另一方面，

人」。因此，要培養華裔留學生「根」的意

華裔留學生出生和成長於住在國，自小對

識 [5]，這 是我 國 僑 務 公 共 外交「固 本工

住在國本土文化耳濡目染，其現實生活的

程」、「留根工程」的重要內容。再次，全球

文化場域決定了其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本土

化的發展對華裔新生代的文化認同帶來

文化的烙印。

挑戰。全球化背景下，由於時空縮小與人
類關系結構和範圍的改變，不同文化之間

學生對中外的語言、價值觀、思維方式和

的交流越來越密切，出現文化同質化、價

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差異有初步的認知，相

值觀聚合等趨勢[6]。處於全球化進程中的

對於非華裔的來華留學生，他們免卻了從

華裔留學生面臨文化整合的問題，西方文

母體文化突然進入一個環境迥異的陌生文

化的滲透，與華裔留學生形成的民族文化

４９

跨文化素養的天然優勢使得華裔留

彭文平：文化認同的優勢和挑戰

交功能，教育部於二○一○年九月出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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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所產生的種種文化不適應帶來的困惑
與他國公眾進行交流與溝通時，遇到的最大障礙就是跨文化差
異與意識形態障礙，能否有效地進行跨文化溝通就成為公共外交能
否取得成功的關鍵。華裔留學生在僑務公共外交中具有獨特優勢。

中國正意識到留學生教育的公共外

文化中國

傳統產生了相互融合的現象，而西方文化
作為當今的強勢文化，在文化交鋒過程中
佔據優勢，使得華裔留學生對民族文化的

三、華裔留學生公共外交的教
育路徑

認同減弱。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保
持華裔留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認同，不僅是

1、重視華文教育對華裔留學生文化認
同的塑造作用

培育其根文化意識的需要，更是發揮其公

中國著名華文教育專家丘進認為，華

共外交獨特優勢的當務之急。
3、華裔留學生在僑務公共外交中具有
主體性和客體性雙重特徵

文教育是基於華僑華人民族文化認同的

華人族裔身份認同，關心祖籍國的發展與

５０

華裔留學生因其接受教育活動的場所位於祖籍國國內，作為教育
對象，華裔留學生是中國在各個領域發出信息的受眾。從華裔留學生
與祖籍國的聯繫及其作為受教育對象的特點看，他們在僑務公共外交
中具有明顯的客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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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裔留學生中很多人保持中華文化與

需要，以中文教育來塑造華僑華裔青少年
的民族文化素質，維繫華僑華人與祖籍國
情誼的紐帶作用是華文教育的根本目的
[7]

。

建設，願意為中國崛起貢獻一份力量，能

從地域構成上講，除了海外華人自辦

積極主動向居住國介紹中國的真實情況。

的華文教育,還包括中國面向海外華人開

此外，華裔留學生因其接受教育活動的場

展的華文教育。中國大陸面向華裔學生的

所位於祖籍國國內，作為教育對象，華裔

華文教育對中華文化的傳承具有自身的獨

留學生是中國在各個領域發出信息的受

特優勢。由於中國是華文教育的文化發源

眾。因此，從華裔留學生與祖籍國的聯繫

地，華裔留學生在祖(籍)國學習本民族的

及其作為受教育對象的特點看，他們在僑

語言、文化，是一種現場文化體驗式的學

務公共外交中具有明顯的客體性。另一方

習交流，能將中華文化更好地融入華裔留

面，作為客體的華裔留學生，他們學成歸

學生的思想深處。我國國內開展的華文教

國後與當地民眾的交流中，將會以他們求

育，主要由國務院僑辦所屬的暨南大學、

學期間所接受的文化教育以及所見所聞來

華僑大學、北京華文學院等院校針對海外

傳播中國的形象，闡釋中國的對外政策，

華僑華人學生開展的語言文化教育，其主

營造有利於中國的輿論氛圍，從而有具有

要任務是向海外華僑華人提供漢語培訓、

公共外交的主體性特徵。

傳播中華文化和開展中外文化交流。除了

基於華裔留學生在僑務公共外交中

僑辦系統所屬院校之外，我國其他教育機

主體性和客體性的雙重特徵，針對華裔留

構以華僑華人子弟為教育對象、以中國語

學生的僑務公共外交相對於一般公共外

言文化為教學內容的文化教育活動都屬於

交的實施路徑具有複雜性。一般而言，公

國內華文教育範疇。國內華文教育堅持語

共外交屬於一次性傳播活動，即一國政府

言學習與文化學習相結合的特色教育，在

和其他行為體對他國公眾直接的信息傳

強化語言文字學習的同時，加強中華文化

遞和互動，中間無需通過介質即可開展活

熏陶，讓華裔學生更多地瞭解中國歷史、

動。僑務公共外交則屬於二級甚至多級傳

地理、人文特點和文化精髓，增強民族自

播活動，在整個傳播過程中，華裔留學生

豪感和認同感，在傳播中華優秀文化方面

在此傳播體系中既是傳播的客體，又是傳

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播的主體。由中國政府部門、教育機構、個

華文教育作為文化交流活動，是作為

人向華裔留學生發出信源，這是僑務公共

受教育對象的華裔留學生有關文化價值體

外交的第一次傳播；接受信源的華裔留學

系接受和認知過程的互動。從事文化交流

生將信息進行編碼後又傳遞給住在國的

的行為體在文化的認知與學習過程中建構

政府官員、普通大眾，這是僑務公共外交

並形成彼此認同的共有觀念，通過交流與

的第二次傳播。

互動形成行為體間的文化結構。中國同海
外華人間所具有的共有觀念和共有知識，

疑和恐懼[10]。

的合作型文化，使得華裔留學生心靈深處

保問題成為我國發展進程中不得不面對

的他者和自我的界限逐步模糊，將他者的

的問題。但是，西方國家往往戴著有色眼

利益界定為自我利益的一部分。因此，在

睛看待中國的環保問題，忽視中國在環保

華裔留學生建立了對中華文化的認同之

領域所做的努力，大肆報道中國企業「走

後，才會將傳播中國國家正面形象、講述

出去」對當地環境問題不負責任的國際形

中國真實故事等公共外交訴求作為自身義

象，甚至在國際貿易摩擦中往往將環保標

不容辭的分內事，從而促使其歸國後發揮

準抬出來對中國施壓[11]。對於西方媒體刻

僑務公共外交主體的作用，實現第二次傳

意勾勒的「中國環保威脅論」以及「中國不

播。

負責任論」，可以通過對華裔留學生的教
2、挖掘和推廣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具

有公共外交價值的文化元素

育來矯正國家外在形象，實現國家形象的
自我構建。在教育內容的選取上，要有意

要培育華裔留學生對民族文化的深

識地挖掘中國傳統文化中關於人與自然關

層次理解，發揮公共外交 文化傳播的作

係、責任擔當等文化元素，如古代中國較

用，就要在教育過程中挖掘中華優秀傳統

早就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價值理念，這一

文化中能發揮公共外交價值的文化元素,

理念反映了中國古代農業文明尊崇自然、

以回應國際輿論對我國進行的不實傳播和

熱愛自然、主張人與自然相依共生的文化

誤解。

心理。程頤說：「人與天地一物也」，「仁者

中國傳統文化蘊含的價值觀形成了中

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仁者渾然與萬物同

華民族對於個人、社會、國家、世界乃至宇

體。」朱熹說：「天地萬物本吾一體」。中

宙的價值判斷，其中有很多的思想主張對

國古代思想家認為人與自然同類，應對天

於處理現代國際關係、改善國家形象具有

地萬物心存愛念，使萬物都能按照其自然

積極的意義。中國傳統文化中愛好和平，

本性得到生存和發展[12]。關於西方關注的

以和為貴的文化元素對於消除當今「中國

中國責任問題，要挖掘中國傳統文化中的

威脅論」提供了文化哲學基礎。譬如，《易·

責任倫理資源，講清楚中華民族的責任擔

大傳》中論及「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

當意識來源於其憂患意識。中國自古以來

途」；孔子以「和」作為人文精神的核心，

長期處於內憂外患的環境孕育了中華民族

強調「和為貴，禮之用」與「和而不同」的

的責任意識，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

為人為政之道，揭示了「和」的本質內涵；

天下之樂而樂」的甘於奉獻精神，屈原「長

墨子則從「兼相愛，交相利」的原則出發，

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陸游「位

將「和合」視為處理家庭、社會、國家間各

卑未敢忘國憂」這些責任倫理資源沉澱在

[9]

普通民眾的深層心理結構之中，並轉換成

意識地傳播中華傳統文化中「熱愛和平」

指導人們日常行為和國際交往的堅定信

的價值觀，讓世界瞭解中國文化和諧的、

念。此外，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在自身一

內斂的、非侵略性的、主張和平共處的特

窮二白的情況下對發展中國家提供的力所

徵，將具有中華文化魅力的生存理念深入

能及的對外援助，正是中國責任倫理思想

華裔學生的內心，這些留學生日後回到住

在國際關係實踐中的反映。對中國優秀傳

在國對當地民眾進行第二次傳播，以達到

統文化要素的挖掘，使得華裔留學生深入

減少外界對中國崛起戰略意圖的猜忌、懷

瞭解這些文化價值觀的「實然」狀況，方能

５１

種關係的基本原則 。在留學生教育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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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對資源和能源的消耗也隨之增加，環

中國傳統文化蘊含的價值觀形成了中華民族對於個人、社會、

與海外華人之間建立起一種基於文化認同

國家、世界乃至宇宙的價值判斷，其中有很多的思想主張對於處理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持續快速發

現代國際關係、改善國家形象具有積極的意義。

近的文化符號及其互動進程，在中國本土

中國研究

有助於在彼此間構建文化認同 [8]。憑藉相

文化中國

使其明白並在國際場合解釋中國對外行為

為炎黃子孫的民族認同感和自豪感[15]。從

必將遵循傳統文化規範的「應然」邏輯，

二○○九年以來，「中國尋根之旅」活動吸

而不會落入西方媒體自編自導的輿論歧

引了世界各地的華裔青少年學生來祖國參

途。

觀考察、交流學習，在各種文化交流活動
3、通過實踐教育使華裔留學生實地體

驗中國文化和認識中國國情

中，中國的漢語言、書法、武術、剪紙等文
化符號以較為直觀地方式展現在華裔學

英國學者波蘭尼提出，人類知識由顯

生的面前，使其對中國的歷史、文化、民俗

性知識和緘默知識兩種類型構成。顯性知

風情有了感性的認識，並增強了他們對祖

識是指那些可以運用語言、文字或符號來

籍國的文化認同和民族感情。
中國華僑最高學府暨南大學的品牌

為人們所意識不到但卻深刻影響人們行為

活動「中國文化之旅」同樣是一項特色鮮

的知識。緘默知識不能通過語言、文字或

明、直接針對海外華僑華人和港澳台學生

符號進行邏輯說明，不能以正規的形式加

的文化交流項目。「中國文化之旅」項目

以傳遞，而是通過人們的身體感官或直覺

主題明確，其宗旨即為對華裔學生進行中

而獲得。緘默知識具有明顯的情境性和個

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教育，與暨南大學「宏

體性，是個體獲得外顯知識的背景知識，

教澤而系僑情」的辦學宗旨契合。在線路

支配著整個認識活動，為人們的認識活動

規劃方面，暨南大學根據中國不同地域

[13]

中國的漢語言、書法、武術、剪紙等文化符號以較為直觀地方式

５２

展現在華裔學生的面前，使其對中國的歷史、文化、民俗風情有了感

性的認識，並增強了他們對祖籍國的文化認同和民族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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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的知識，而緘默知識則是指那些平時

提供最終的解釋性框架和知識信念 。華

的文化特色和教育目標，細分為「中原文

裔留學生通過課堂對中國語言和中國文化

化團」、「絲綢之路團」、「江南文化團」、

的習得主要是一種顯性知識的獲取過程，

「孔孟文化團」、「東北文化團」、「古都文

要使其對中國文化有深刻的認識，對中國

化團」等不同的文化之旅團隊。除旨在考

國情有全面真實的瞭解，必須輔之以實踐

察中國傳統文化的線路設計外，該項目還

教學環節，讓華裔留學生在具體情境下獲

將「展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成就」

取祖籍國文化和國情的緘默知識。

作為教育內容，比如珠三角的廣州、深圳

在華裔留學生的社會實踐教育方面，

線路，通過華裔留學生參觀當地的港口設

國家的僑務系統在這方面進行了有益的

施、城市建設、知名企業等方式，使其感

探索。國務院僑辦前主任李海峰認為，僑

受到中國經濟社會取得的巨大成就。這些

務公共外交要重視以「以僑為橋」，針對國

不同的文化之旅團隊實地考察中國各地

際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組織海外僑胞實

的文化古跡和歷史遺址，中國傳統文化要

地參訪和交流，鼓勵他們通過所見所聞，

素的呈現及專家的講解將有助於華裔留

[14]

向當地主流社會全面、真實地介紹中國 。

學生深刻理解相關文化的歷史起源、發展

「中國尋根之旅」夏令營是中國國務院僑

演變及其內涵意蘊。文化之旅團隊地域覆

務辦公室和中國海外交流協會為增進海外

蓋率廣，幾乎囊括中國大地各個角落，華

華裔和港澳台地區青少年對中國的瞭解，

裔留學生在收穫中華文化的「緘默知識」

提高他們學習漢語和中華文化的興趣，推

外，還對中國不同地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差

動海外華文教育發展而舉辦的大型綜合

異有了直接的感知，使其瞭解到中國既是

性活動。邀請海外華裔和港澳台地區青少

一個擁有幾千年傳統文化的東方文明大

年來中國大陸游覽參觀、學習交流、尋根

國，同時也是一個正在快速崛起的經濟大

問祖，通過多姿多彩的游教活動，使廣大

國，中國既有繁華富庶的東部發達地區，

營員瞭解中國的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感

同時還存在廣袤的西部欠發達地區。唯有

受當今中國蓬勃發展的良好態勢，增強同

如此，華裔留學生回國向當地民眾講述中

通過這種媒介能夠將我國對外傳播的信息

差異帶來誤解的跨文化溝通方式，其深層

準確無誤地送達至受眾。華裔留學生無疑

次的理論假設認為不同國家之間的文化

具備溝通中外的潛質，他們在促進居住國

差異帶來交流與理解的障礙，並且這種障

對中國的理解方面能較好地充當「譯員」

礙將外溢到外交領域，對國家利益和國家

的角色，這種「譯員」不僅僅是語言的「譯

形象帶來負面影響。

員」，更是一種思維方式的「譯員」、價值

東西方文化差異使得我國在信息傳

觀和世界觀的「譯員」，把祖國的文化軌

播和國家形象構建方面遇到不少困難，往

道和其居住國的文化軌道進行「接軌」

往難以達到預期的效果。語境文化的不同

[19]

就是中外溝通存在的一大障礙。美國學者

等同於華裔留學生就自然而然地具備跨文

霍爾在其《超越文化》一書中，提出了高

化溝通的能力。跨文化溝通能力需要建立

語境（H i g h C o n t e x t）和低語境（L o w
Context）的概念，認為在高語境的文化中，

在跨文化教育的基礎上的國際理解教育

人們交際時有較多的信息量蘊涵在社會文

要培育華裔留學生跨文化溝通的能

化環境和情景中，或者內化於交際者的心

力，我國高校要構建符合僑務公共外交需

中，明顯的語碼則負載較少的信息量。而

求的跨文化教育體系。首先，確立華裔留

在低語境的文化中，交際過程中所產生的

學生跨文化教育的目標。結合我國留學生

信息量的大部分由顯性的語碼負載，只有

計劃中關於培養知華、友華人士以及我國

[16]

。然而，對不同文化的習得和瞭解並不

活動。

少量的信息蘊涵在隱性的環境之中 。按

僑務工作的規劃綱要，將培養知曉中外文

照這種劃分，中國文化屬於高語境文化，

化，具有中華文化認同、對華友好，願意在

語言表達非常含蓄；而歐美人喜歡坦率直

中外交流中發揮積極作用的華裔留學生作

言，其文化多屬於低語境文化。中國二○

為培養目標。其次，開發華裔留學生跨文

一一年在美國時報廣場展示的國家形象

化教育課程。設置反映中西文化價值內涵

宣傳片儘管取得了很大成功，但也在跨文

的比較教育課程，如跨文化交流、跨文化

化語境的關注方面有所欠缺，影響了對外

傳播、中外文化比較等課程。第三，注重跨

傳播的效果。該片以中國紅為主色調，在

文化實踐教育。教育機構要通過中外高校

短短的三十秒時間內，各界精英人物微笑

留學生交流、校園多元文化活動培育其跨

著出現以展示中國人「智慧、美麗、勇敢、

文化溝通能力。鼓勵華裔留學生通過各種

才能、財富」的良好形象，但其注重意境

實踐途徑提高跨文化溝通能力，如參加海

的含蓄表達方式與西方人直白的表達偏好

外華文教育的支教活動以及由中國教育機

[17]

存在很大差異 。在對外傳播中承載過多

構開展的以外籍學生為對象的國際漢語

的需要「意會」的內容，是不太適合在歐美

推廣活動，組織和參與海外華文社團舉辦

這些低語境文化國家中進行的。國外民眾

的中外文化交流活動等。

國家形象塑造的一大障礙。刻板印象是指

四、結語

一個文化群體對另一文化群體固定化、簡

由於異質文化之間跨文化溝通的固有

單化的看法，其中有符合事實部分也有不

障礙，西方不少人對中國的認知與中國的

５３

對中國的刻板印象這一心理因素也是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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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外交本質上是通過消除由文化

中國研究

解，我國亟需一種中外文化交流的媒介，

要規避由於文化差異而導致的被誤

語境文化的不同就是中外溝通存在的一大障礙。在對外傳播中

念就是偏見[18]。

承載過多的需要「意會」的內容，是不太適合在歐美這些低語境文

形象。
4、培養華裔留學生跨文化溝通能力以
便發揮其融通中外的優勢

化國家中進行的。要規避由於文化差異而導致的被誤解，我國亟需

符合事實的部分，而不符合事實的定性觀
一種中外文化交流的媒介。

國故事時，才會傳播一個真實的中國國家

文化中國

實際情況相去甚遠，甚至隨意通過其強勢
的國際話語權妖魔化中國，因而西方主流

○五年)，頁四七。
[4]

輿論視角中的中國國家形象實際上是一個
「鏡像中國」。
在現實的公共外交實踐中，由中國政
府或民眾直接對國外民眾開展的交流溝通

[5]

活動未必能達到預期效果。美國學者尼古
拉斯·卡爾指出，公共外交不是為了在國內
宣傳，自己的聲音不是最有公信力的聲音
，因此需要一種跨文化傳播的中介以彰

顯「中國聲音」的客觀公正性，華裔留學生
正是「中國聲音」對外傳播的良好媒介。

[7]

華裔留學生在祖籍國接受教育，因其
所處時空環境的特殊性，在僑務公共外交
實施過程中，主要是我國通過語言文化教

[8]

育、信息溝通等途徑向其講述中國故事的
第一次傳播。在此階段，要遵循情感培育、
建立認知、強化意願、提升能力的教育規
律，著力通過華文教育維繫華裔留學生與
祖(籍)國的情感聯繫，挖掘中國傳統文化
對不同文化的習得和瞭解並不等同於華裔留學生就自然而然地具

５４

備跨文化溝通的能力。跨文化溝通能力需要建立在跨文化教育的基礎

上的國際理解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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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S t u d e nt s f r o m t h e p e r s p e c t i ve o f
Diaspora Diplomacy
Peng Wen-Ping(Research Assistant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of Jinan
University)
Abstract: Diaspora diplomacy is a
kind of special public diplomacy in which
Overseas Chinese play the role as link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Overseas Chinese
take their advantages to deliver accurate
publ ic opi n ion a nd i mprove nat ional
image.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having
good cross cultural background are very
important resource of diaspora diplomacy.

consciousness of cultural roots for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is needed to maintain
their national feelings. To response to
different false tones about China coined
by the Wes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 m e n t s w it h c o n t e m p o r a r y p u bl ic
diplomacy value should be excavat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so as to
demonstrate the cultural norms of China’s
national behavior. The practical teaching
is beneficial for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culture and learn about China’s national
cond it ion. U lt i mately, cross cu lt u r al
education is essential for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difference and promote the capabilities of
thei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Diaspora Diplomacy,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Cultural identity, Cross Cultural Education.

５５

information, create favorable international

to many factors. Therefore, the cultiv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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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Chinese students is being challenged owing

中國研究

隆德新、林逢春：《僑務公共外交：理
論內核、本體特徵與效用函數》，載
《東南亞研究》二○一三年第五期。

在現實的公共外交實踐中，由中國政府或民眾直接對國外民眾

[19]

However,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overseas

開展的交流溝通活動未必能達到預期效果。因此需要一種跨文化傳

關世傑：《跨文化交流學》(北京大學
出版社，一九九五年)，頁一八一。

播的中介以彰顯「中國聲音」的客觀公正性，華裔留學生正是「中

國聲音」對外傳播的良好媒介。

[18]

文化中國

文化評論

人道與文明
──反思韓愈文道論的意義
■ 鄧國光
澳門大學

歷史公論與常識，杜詩韓筆，見視為中國古典詩文崇高的造

５６

詣，其中原因多端，而充分體現中國文學「莊重」的意義，則是根

本。文化必須包涵優雅，優雅不離莊重。

二○一七年第二期（總第九十三期）

要：正視文明，則不離人道。人道行

尚且難存，何況「化」之大義！則「優雅」與

則文明立，人道潰則文明滅。人道大義，舉世與

「莊重」，這種充分體現「文化」的標誌，

共，而中華元典展示淋漓，《尚書》《詩經》皆

頓為輕佻時代所集體抹殺。

摘

人道寶典。故長夜漫漫，歷史依然存輝光，元

因是之故，一切經典以至韓愈、杜甫

典尚存之故，存之則須發揚之、活化之。六朝

等代表護持與承傳中國文化與文學之氣

混亂之時，劉勰《文心雕龍》徵聖立言，重然

脈的作品作家，盡見嘲諷與閑置！但處當

人道火炬，洪洪聖光，明透後世。至唐中葉，分

今邪說橫行，扭曲人性以致任意屠戮無辜

崩離析，生民罹受困厄，非文字所能敘，遂有韓

以取快一時，人道滅裂之際，人類文明面

愈張揭修辭明道之旨，明白繼承孟子，而上追

臨重大災難的頃刻，真理與人心面臨生死

孔子，重建文明之中軸，自此道統之論開啟，而

考驗的關鍵，任何觀念游戲與意識形態的

張皇於後世性理之學，巍然而成東亞學術與

玩弄，都只能強化一切潛在的破壞力，而

思想之極致。此韓愈以文明道之偉功，足為對

無法減少生活上的種種橫蠻無理。儘管如

治今日淪失本心天德之世者所取法，故反思而

此，並不表示坐以待斃。

出以徵實之論述，庶幾讀者知所歸焉。
關鍵詞：人道、文明、文學、聖人、韓愈。

教化的意義，在徹底解決人道的淪
亡，轉化上達至磊落光明的善境。這是一
長遠的集體醒覺之路，承繼、發揚以至生

前言

生不息，顯示道德生命通暢，並身體力行，
再現重建「人道文明」的集體願力。文學所

歷史公論與常識，杜詩韓筆，見視為

以寫人，是文明的重要標誌。百年來天良

中國古典詩文崇高的 造詣，其中原因多

喪盡，自我抹殺，顛倒本末，甚至失心瘋

端，而充分體現中國文學「莊重」的意義，

狂，連稱為「人」的本事也沒有，遑論「人

則是根本。

道」！而 「人道」 見輕，則「文化」何施？

公論出於常情，而非任何外在的規範

而「文明」何傳？

與指引。這一公論，顯示對「莊重」的集

為此，正視文學，無疑正視文明，是

體尊重，便是文明的自覺。文化必須包涵

重豎「莊重」的重要一步。那麼，在漫長的

優雅，優雅不離莊重。莊重的對立面是輕

中國文學思想歷史之中，韓愈是值得重新

佻。

思考的對象。
輕佻，輕而易舉，任何人都可以，隨

但亦有這樣的疑問：「韓愈這樣古文

隨便便，盡情放肆，任意妄為，不費心力，

家，他所提倡的古文，已經不合時宜，在討

美名自然，實則不遠禽獸。當今的社會，獸

論當前文化問題，有何理由抽出來討論？」

行放肆，利欲熏心，道義難持之時，「文」

其實，關鍵不是語文古今的枝節性技術問

「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八字，是「明
道」的注腳，非常端莊神聖的態度。韓愈

省他所處的時代、反思如何接通文明的根

所呈獻幹仕的一卷「舊文」，不論是否注

源、思考文學的未來等等非常「莊重」的問

家所說的《五原》，都是明道之作；韓愈所

題，簡言之，便是文學如何體現文明，文明

提出的「明道」，或以之勸善，或以之撰

之為道，便是普遍意義的原則性觀念。韓

作，是具體的實踐工夫，不是標榜的口號。
《進學解》說到「孟軻好辯，孔道以明」

行，以生命成就「修辭明道」的理想，這就

[6]

是反思韓愈文道論的意義。

的淵源和本質。而闡述韓愈的「明道」原

，提示了《爭臣論》所標舉「修辭明道」

則，便須結合孟子。

一、立言：端莊的人生

唐人講「明道」，韓愈不是第一人。古

唐李漢序《韓愈文集》，極推崇韓愈

文先驅的柳冕（？—805）和梁肅（753—

的成就：
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

793）的遺文還保存了有關明道的言論，柳

[1]

者矣 。

謂韓愈的文章無堅不摧；能夠有這種

冕《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說：
故文章之道，不根教化，別是一技耳。（中
略）至若荀、孟、賈生，明先王之道，盡天人之

「雄偉不常」的表現，當然必先具備非比尋

際，意不在文，而文自隨之，此真君子之文也

常的條件；《舊唐書》本傳說韓愈有這樣

[7]

的抱負：

。

柳冕以 為文章必須根 於教化，以荀
[2]

欲自振於一代 。

子、孟子、賈誼作為教化文章撰作的典型；

可說是睥睨一世的懷抱了。要瞭解韓

三人的作品稱得上為「君子之文」；這些文

愈這種自負的承擔精神，最直接不過的，

章具備了兩項內涵，一是「明先王之道」，

當然是他的作品。先看《爭臣論》收筆的

另一是「盡天人之際」；前者可算是一種

一段：
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

明道的意識。梁肅《常州刺史獨孤及集後

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

序》說：
夫大者天道，其次人文。在昔聖王以之經

加人也[3]。

緯百度，臣下以之弼成五教。德又下衰，則怨刺

韓愈在這裏說明他理想的君子的典
型：仕途得志，便義無反顧的克盡其職，

形於歌詠，諷議彰乎史冊。故道德仁義，非文
不明；禮樂刑政，非文不立[8]。

甚至於以身殉職亦在所不辭；未得志的時

梁肅「道德仁義，非文不明；禮樂政

候，惟念「修辭明道」。韓愈高揭「明道」，

刑，非文不立」，這種建基於「人文」意識

以作為自己未受朝廷恩捧時的職志。何焯

的立文觀念，都在顯示人為努力與自覺在

在《義門讀書記》中論《爭臣論》所述的本

締造文明上的重要作用。如此而肯定一切

志說：

意圖建立善政仁化的社會，都須要集體的
[4]

文化自覺，上下齊心，盡力貢獻自己之所

這說明了「修辭明道」的態度，是韓

長，克盡己職，則禮樂文明可以恢復。禮

愈所以卓越的根由。對於這關涉韓愈一生

樂，是人文的極至，如此的文明，是謂人

志尚的觀念，因而亦不能掉以輕心了。韓愈

道文明。

兵部李侍郎書》說：

中唐時期這種務實的明道意識的出
現，自存在時代的契機，絕非偶然產生。

[5]

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 。

《舊唐書·韓愈傳》載：

５７

作者本趣如此，所以異於小丈夫也 。

在其他文章中也存在「明道」的表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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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不是簡單談談，而且是終其一生身體力

韓愈反思接通文明的根源等非常「莊重」的問題，便是文學
如何體現文明，文明之為道，便是普遍意義的原則性觀念。韓愈不
是簡單談談，而且是終其一生身體力行，以生命成就「修辭明道」
的理想，這就是反思韓愈文道論的意義。

這時候談韓愈，是因為韓愈實在的反

文化評論

題。

文化中國

５８

如此而肯定一切意圖建立善政仁化的社會，都須要集體的文化
自覺，上下齊心，盡力貢獻自己之所長，克盡己職，則禮樂文明可以
恢復。禮樂，是人文的極至，如此的文明，是謂人道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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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之所從振，韓愈由之而顯[11]。

大曆、貞元之間，文字多尚古學，效楊雄、
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儒

把韓愈在古文撰作上的成就，全歸功

林推重。愈從其徒游，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

於梁肅一人的開導，較之《舊唐書》更為獨

[9]

代 。

斷。誠然，韓愈十分懷念梁肅，試看《與祠

崇尚「古學」，化輕佻為莊重，效法漢

部陸員外書》可知；不過，韓愈所津津樂道

儒楊雄和董仲舒尊儒之文，是這一時期的

的，不是梁肅的文章，而是在仕途上為韓

風氣。這種文風的改變，當然是與時代盛

愈所作的推挽，視梁肅為伯樂[12]。事實上，

衰的脈搏跳動相一致的。

梁肅只長韓愈五歲，四十歲便去逝，尚未

但在 歷 史 敘 述 上，出現值得商榷。

踏上文章撰作的高峰，而肅也是篤信釋教

《舊唐書》編者抑壓韓愈，故意標拔獨孤

的人，謂反佛至為堅定的韓愈惟獨「仰宗」

及和梁肅師徒二人，以為他們才是儒林推

梁肅一人，亦令人難以信服。

重的人物；而韓愈只是接近二人的門生，

韓愈之自視明道為理所當然的職志，

尚未得親炙。亦即是說，韓愈只得二人的
餘波，便謬想「自振於一代」了。這樣的敘

在《答崔立之書》中便說：
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

述，刻意顯示韓 愈的不自量力和狂妄自

書，以為人之仕者皆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

大。晚唐五代的孫光憲說：
唐代韓愈、柳宗元洎李翱數君子之文，淩

[13]

轢荀、孟，秕糠、顏謝，所仰宗者，惟梁肅補闕

臣論》所說的「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

[10]

而已 。

。

以無私的態度為入仕的精神，和《爭
的莊重精神是相同的。那在《爭臣論》提

這種敘述，更刻意抹殺韓愈自振一代

出的「修辭明道」的主張，韓愈十六七歲

的素志之自發性，而近代大儒錢基博先生

時已經萌芽自發。要知道，韓愈之受知於

《韓愈志》又推衍孫光憲的觀點：

梁肅，已經是八九年之後的事了。因此，視

題，不以歷史事實澄清，而在扭曲真相的

辭，以成《五經》，而道因聖人的述作遂得

歷史書寫暴力的成說中引申發揮，則不但

以大明。這一重大的思想，一直未見重於

虧欠古人，亦在作孽文明！故不嫌費詞，以

哲學或思想研究的領域，但慶幸歐陽艷華

明真相，這也是學術上應然的責任。

博士近著《徵聖立言：〈文心雕龍〉體道精

二、明道：大經大法

神研究》通透解釋，說明文學書寫上因道
義自覺而終生以生命實踐的應然性的具體
內涵 [17]。從此，「經緯區宇，彌綸彝憲」的

遠流長。考之古代文獻，如《禮記·中庸》

立文教化的期望，得以充分的認識，而因

載孔子的話說：
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

這條孔子開出的思想氣路的 在現，使得
《文心雕龍》得以回歸人類思想的洪流。

[14]

者不及也 。

《文心雕龍》徵聖立言的思想自覺，

從正面講，便是「明道」。《漢書》載

是體道的方式，成就文化的願望，屬於生

董仲舒對漢武帝說：
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

命的書寫，而非文辭組織的表層工藝。如

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

尋常弄墨之輩、急功近利之徒所可理解，

[15]

先詐力而後仁誼也 。

此需要身體力行的文以明道的實踐，究非
所以劉勰的識見，注定非淺薄之所識，而

就辭源說，兩者都可視為「明道」一

必待大雅，其光焰方能再明耀。直至中唐

語的淵源，和儒家關係十分密切。《舊唐

時期的韓愈，以其學聖的意志，再度展示

書·韓愈傳》載中唐「尚古學」，而「明道」

文章明道的輝煌，改寫思想與文學的下墮

的意識也同時大行，可見和儒家思想的抬

無力的狀態，後來的性理學因之啟動，文

頭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其中，董仲舒的

學與思想由是再度匯合，而開啟了宋明清

影響是很明顯的。但更值得注意的，則是

學術的新境界。

南朝的劉勰。

事實上，韓愈視「修辭明道」為自己尚

若以「明道」一詞論文，在中國思想史

未得位時體現文化承擔的責任，這種魄力

上，以劉勰為首倡，這是值得大書特書的

和精神，實遠紹孟子。韓愈在《與孟尚書

一筆。《文心雕龍·原道》說：
爰自風姓，暨於孔氏，玄聖創典，素王述

書》中，推尊孟子明道的功勞說：
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

訓，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設教，取象乎

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

河洛，問數乎蓍龜，觀天文以極變，察人文以

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

成化；然後能經緯區宇，彌綸彝憲，發輝事業，

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

彪炳辭義。故知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

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

旁通而無滯，日用而不匱。《易》曰：鼓天下之

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

動者存乎辭。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迺道之文

[18]

16]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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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明道」一詞絕非唐人所創，實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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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不可分割。自古聖人體道成化，施諸文

中唐時期的韓愈，以其學聖的意志，再度展示文章明道的輝

單傳心印，明顯不符事實。如此關鍵的問

煌，改寫思想與文學的下墮無力的狀態，後來的性理學因之啟動，

立言，文明之道方得開顯。文和道表裏一
文學與思想由是再度匯合，而開啟了宋明清學術的新境界。

「明道」的觀念是梁肅對韓愈口授指劃的

。

韓愈筆下的孟子，正是「不得位」的
君子以其言論用世，昌明孔道的極則，而

互存的關係；「聖」指由庖犧氏至孔子等和

「修辭明道」其實就是孟子為典型的一種

《五經》的撰作有直接關係的聖人；「文」

理想人格。這理想的典型，韓愈少年時因

屬廣義概念，泛指一切現象，包括聲音、

為喜愛《孟子》而奠立，他在《送王秀才

色彩、形狀，以至於人的情感表現；因聖人

序》之中說：

５９

「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是

文化中國

自孔子沒，群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
[19]

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 。

型，言行之間都充滿了孟子的影子。年輕
時候，已經清楚一生的抉擇。韓愈在《上

勇於負擔文化復興大任的精神亦深烙在

宰相書》直接剖白，自敘生平素志：
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

韓愈內心，向慕之懷轉化為一種實踐的力

而起，孜孜焉亦不為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

量；於是，年輕的韓愈便嘗試撰寫「扶樹

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

教道，有所明白」的作品；過了而立之後，

《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

用世的意慾更為強烈；遇到三試吏部而不

惑[24]。

韓愈既「少而樂觀」《孟子》，孟子那

韓愈以所「業」，所「讀」，所「著」三

激之餘，仍不忘素志，透過詩文表達這股

項目，勾提自己前半生的關鍵節目，追尋來

急於用世的熱誠，韓愈在《答崔立之書》

源，全可以在《孟子》裏覓得原型。孟子

中，便十分切直地傾訴自己的心願：
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

「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25]，韓愈則「讀
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孟子「雞鳴而

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為憂。僕

起，孳孳為善」[26]，韓愈便說「雞鳴而起，

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

孜孜焉亦不為利」；孟子「閑先聖之道，距

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

楊、墨，放淫辭」[27]，「正人心，息邪說，距

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

詖行」[28]，於韓愈成為「所讀皆聖人之書，

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

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而且

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

付諸實踐，「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

[20]

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 。
韓愈既以孟子為所追慕的理想典型，言行之間都充滿了孟子的影

子。韓愈之於孟子，不再是簡單的追慕之情，而是把自己的生命投入

６０

孟子之中，復現心目中的理想人格。深入到韓愈的精神世界裏，孟子

的靈光正投射炫目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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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沉重打擊，不但沒有消磨壯志，在憤

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因而，韓

所謂二者必有一可，或得志而大用於

愈之於孟子，不再是簡單的追慕之情，而

世，或不得位則作「唐之一經」。總之，無

是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孟子之中，復現心目

論際遇或命途如何，都切盼以其中一條途

中的理想人格。深入到韓愈的精神世界

徑來實現自己的使命。這本來就是韓愈

裏，孟子的靈光正投射炫目的光芒。韓愈

的素志，但出以激動的語氣，後來的讀者

在孟子中覓得生命的歸宿，所以皮日休也

便對他產生誤解了，如曾國藩論這段文字

分不清兩者，《原化》說：
世有昌黎先生，則吾以為孟子矣[29]。

說：
極自負語，公蓋奴視一世人[21]。

又評韓愈的態度說：
[22]

於是，韓愈一生的言行舉措，尤其是
出處大節所在，都可從孟子的言論中尋出

視世絕卑，自負絕大 。

端倪；以好辯說，韓愈《進學解》談及「孟

而鄧繹的《雲山 讀書 記》亦 說韓 愈

軻好辯，孔道以明」，好辯在韓愈看來是

「尊己卑人」 [23]，視 韓 愈 為目中無 人 之

孟子明道的表現。原來孟子排距楊、墨，言

輩。其實，志大而蹭蹬，難免有點牢騷氣，

論很激昂，當時便有很多人不滿孟子「好

如果連訴不平的機會也不允許的話，對韓

辯」，徒以言辭逞強[30]；韓愈排佛老，言論

愈未免有失公允了。

激切，亦自覺和孟子的境遇相似，受人非

三、徵聖：師法孟子

議。《答張籍書》便這樣說：
僕自得聖人之道而誦之，排前二家（指

明道之為立言立文大經大法所在，

佛、道）有年矣，不知者以僕為好辯[31]。

則非一人的私見，心同理同，聖人先得我

孟子因為抨擊楊朱、墨翟的思想而得

心之所同，自師法聖人，信而有徵，便非私

「好辯」的譏評；韓愈既學孟子，亦跟隨

心自用。韓愈既以孟子為所追慕的理想典

孟子的行徑，批評當世的流行思想，突出

作為距息「邪說」、「詖行」的對象，來實

股視死如歸、勇不可當的道德勇氣。在《重

現那「閑先聖之道」的神聖使命。在《答張
籍書》中透露了韓愈抵斥二家的因由；他

答張籍書》說：
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

之所以如此，都是「自得聖人之道而誦之」

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為

所受的濡染；《送王秀才序》說到「吾少而

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34]。

橫亙於韓愈心胸之間的，是這股捨我

的「宗」。那麼，《答張籍書》中的誦聖人

其誰的壯志，是孔子「天不欲喪斯文」的自

之道，指的是誦讀孟子書。因此韓愈的攘

信。因為復興孟子之道，因孟子之道而上

斥佛老，完全是孟子情意結的體現。柳宗

及孔子，再而體現堯舜之道，步步實現，而

元在《送僧浩初序》裏便評論韓愈的闢佛

至於至善，從而開拓了文明的新境界，《新

言論說：
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

唐書·韓愈傳》的贊語便這樣說：
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況、楊雄為未淳，

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活乎人」。若是，雖吾

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卹孤，矯拂媮末，

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

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汔隋，老、

知韞玉也[32]。

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

韓 愈 抨擊 佛 教的 ? 耗 民 力、傷 害 倫

為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

理，不在教理上進行論辯，正反映出韓愈

笑，跲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

排斥佛、老，是在關懷民瘼的前提下，體

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

現儒家「養民」與「保民」的基本為政原

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

則，和乎孟子所說的「保民而王」的痛心呼

況、雄為不少矣[35]。

籲。

鄧國光：人道與文明

樂觀」《孟子》，以孟子得傳孔子聖人之道

文化評論

因此，孟子情意結在韓愈身上已發展成一

韓愈秋毫不改，堅持到底，真的到了孟子「不動心」的境界，

明」，於是韓愈便以佛、道二家為楊、墨，

有如孔子「朝聞道，夕死可矣」的殉道精神。因此，孟子情意結在

如孔子「朝聞道，夕死可矣」的殉道精神。
韓愈身上已發展成一股視死如歸、勇不可當的道德勇氣。

孔子思想的地位，所謂「孟軻好辯，孔道以

但是，韓愈本聖人用心的明道，超越
韓愈一生追慕孟子，身行其道，排異

時代所能體驗與認知的水平，所謂以先覺

端所以正人心，攘佛老志在彰明孔、孟仁

覺後覺，原非一帆風順，實在是荊棘滿途，

義之道；把孔孟精神重新從佛、老交戰的

但終以堅持不懈的努力，為孔、孟定位，終

混亂局面中定位，視重整天下生民的生存

身實踐修辭明道的信念，重建了文學的莊

狀態為自己應負的神聖責任。於是，兩肩

重與優雅，實在說明文學不是娛樂與游

挑起承傳的重擔，韓愈在《與孟尚書書》

戲，是教化的有效方式，也是建立長治久

說：

安的人道社會的必要元素。
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

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

結論

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

透過反思韓愈文道論的精神，並具體

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

考察其生成發展的歷程，哲學思考與歷史

[33]

傳，雖滅死萬萬無恨 ！

復原的方式融會，說明文學應然性的原則
追求，在人性論的前提下，肯定起步於端

的反應，因為所憑依的條件比孟子遠遠不

莊的人心，推拓而建立莊重的文明，人心

如，甚至有殺身之禍的可能，而且是孤立

與文明一體。「修辭明道」是韓愈的心志，

無援地等待著死神的降臨；但韓愈仍然

體現孔子修己以安天下的追求，在《文心

秋毫不改，堅持到底，說「雖滅死萬萬無

雕龍》已經開出的徵聖立言的前提下，開

恨」，真的到了孟子「不動心」的境界，有

出極具動力的文化重建的責任感與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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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早預料自己的行動會惹來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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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修辭明道」的提出，是韓愈安身立

文「梁肅補闕」誤刻為「梁浩補闕」，
今引正。又見吳文治：《韓愈資料彙
編》（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三
年），頁六九。

命的寄托所在，原非局限文學的範疇，韓
愈抨擊佛教和道教，閑衛孔、孟精神，突出
仁義的宗旨，則是思想文化重建的奮鬥。
這一切的舉措都是以孟子為師；韓愈「尚
友古人」，所徵證的聖人，見於追慕孟子的
真切，形成特有的「孟子情意結」，以文章
明道，自覺是承傳文化的承擔者，展示一
股強勁的道德勇氣。明道，原非空套的夢
整活躍的生命與方向，挽救世界的沉淪，
徵聖本是明白的坦途。正視劉勰《文心雕
龍》至韓愈古文思想中明白展示聖賢救世
的精神與向慕，活化於失心瘋狂、唯私利
是逐的今日，提點重建「莊重」與「優雅」
文明的自覺，自是無可逃避的責任。
[1]

橫亙於韓愈心胸之間的，是這股捨我其誰的壯志，是孔子「天

不欲喪斯文」的自信。因為復興孟子之道，因孟子之道而上及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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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而體現堯舜之道，步步實現，而至於至善，從而開拓了文明的新境

界。

二○一七年第二期（總第九十三期）

囈。文道合一，則文學與思想，至此方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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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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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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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itarianism and Civilization:
A Rethinking on the Meaning of Hanyu’s
Literary Mind
TANG, Kwok Kwong(University of
Macau)

common wellbeing at present moment. This
serious topic is a try to find out a possible
way for the issue helping to relieve the
suffering of the World by inhuman reasons
as long under f lowing in our history. In
order to widen the thinking perspective
as the domination of western view it is
time to rethin k the long neglecting of
Oriental cultural rebuilders especially the
literary masters such as Liuxie and Hanyu
that have been absent in classroom of
philosophical subjects. The main point is
that opening up the literary mind toward
the Sages such as Kongzi and Mengzi to
reset the significance and form of culture
regenerating a humanistic order for the
common World. The Guwen literary mind

鄧國光：人道與文明

《孟子·盡心（上）》，見《四書章句
集注》，卷一二，頁三四一。

consideration to be retreated to recover the

韓愈以堅持不懈的努力，為孔、孟定位，終身實踐修辭明道的

《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三，頁
一五五。

civilization with humanitarianism is a key

信念，重建了文學的莊重與優雅，實在說明文學不是娛樂與游戲，

[24]

Abstract: An integrity of
是教化的有效方式，也是建立長治久安的人道社會的必要元素。

鄧繹：《雲山讀書記‧春秋篇》，又
《韓愈資料彙編》，頁一五一八。

文化評論

《韓愈資料彙編》。頁一四八七。
[23]

of Hanyu in Mid Tang period provided
this meaningful way that had opened up
a new Confucian version to stand up the
pole of thought radiating to every corners
of cultural institution toward the realm of
elegance to light the human dignity. That
means we should face the importance of
literary enlightenment on a more widely
cultural aspect rather than any writing skill
concern.
Keywords: Civilization,
humanitarianism, literature, sage, Ha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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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文學批評體系的建構
——《四庫全書總目》閣本到定本系統的分析
■ 張曉芝
四川外國語大學

《四庫全書總目》各書前面的提要在編入時經過較大的修改補

充，造成了閣本提要與《總目》提要的差異。差異較大和重寫那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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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提要是研究《總目》思想觀念變化發展極為重要的材料，這就凸

顯出閣本提要的非凡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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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明代文學進行了較為系統的批評，但其批評

值得注意：
現行《四庫全書總目》，本擷取各書提要

體系卻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官學約束之下，《總

而成，後經文達筆削，以歸一貫。其間排列次

目》明人別集提要經歷了稿本、閣本再到定本

第，與閣中所庋出入固多，而尤以提要原文相

的發展過程，在這一動態過程中，明代文學批

差太甚（原注：原本提要與現行《總目》相對，

評體系漸次完成。從閣本到定本，最終確立了

無有一篇無異同者，其通篇不同，各類皆有，

「中正平和」的評價尺度。通過對閣本和定本

與《總目》互校異同詳略，亦不勝其列舉也）。

差異的比較，發現提要中的文學史和批評史有

蓋文達《總目》原離本書而孤行，複與各類相

著「顯性」和「隱性」的雙重線條。四庫館臣通

呼應（原注：現行《總目》中，某人某書，已著

過有效增刪他者評價，雕刻文學思想，建構起

錄其人爵裏行事，即不再詳）吻合，提要原文，

明代文學批評體系的大廈。

雅非所計。今者擬取原本《四庫全書》經史子

摘

要：《四庫全書總目》明人別集提要

關鍵詞：《四庫全書總目》，明集提要，閣
本系統，定本系統，文學批評。

集都三千四百七十部（原注：經部六百九十五
部，史部五百六十三部，子部九百三十部，集部
一千二百八十二部），抽取其原本各書提要，

引言

一一景印，排列次序一依閣中所藏，學者手此
一編，以讀全書，不虞相紊。

《四庫全書》閣本提要，又稱原本提

有清學術之盛，當以乾隆時代為重心，其

要或書前提要，後閣本提要被從書前抄錄

時編纂諸儒，又極一時之選（原注：戴東原主

而出，分類編排，匯成一書，由紀昀總其

經部，邵南江主史部，周書昌主子部，紀文達主

成，即是《四庫全書 總目》（以下 稱《總

集部），各盡其長，探賾索隱，可以窺見專家批

目》）。然而「各書前面的提要在編入《總

評之精神，亦可考覽各人文章之個性。

目》時經過較大的修改補充，有些甚至是

現行《四庫總目》本為家弦戶誦之書（原

完全重寫」 [1]，這樣便造成了閣本提要與

注：《四庫總目》卷口版心並無提要二字，承學

《總目》提要的差異。差異較大和重寫的

之士，未見原本提要，漫以其名假之），今再得

那部分提要是研究《總目》思想觀念變化

此原本提要，取以對校，則文達筆削之權衡，

發展極為重要的材料，這就凸顯出閣本提

與諸儒專精之所在，皆躍然紙上，辨章學術，

要 的 非 凡 地 位。 早 在 民 國 十 六 年

推尋類例[2]。

（一九二七年），因影印《四庫全書》未果，

上述三點是閣本提要學術價值的體

陳垣諸人就以先印《四庫全書》原本提要

現，事實上其價值尚不止於此。近十年來，

為議，指出書前提要之「七善」，其中三點

對閣本提要的研究漸成為熱門，司馬朝軍

四庫全書提要彙編》。這三個閣本的成書

二期）；熊偉華，張其凡《〈四庫全書總目〉

時間以文淵閣本最早，其次文溯閣本，再

之提要與書前提要的差異》（《學術研究》

次文津閣本[5]。但是，閣本提要作者是誰，

二○○六年第七期）等論文 [3]，對閣本提

這個問題也比較複雜，據《文津閣四庫全

要進行了較為有益的探索，發現問題的角

書提要彙編》出版說明云：「文津閣《四庫

度各異，頗有代表性。而本文的切入點是

全書》提要的作者，郭伯恭著《四庫全書

明人別集提要，比較閣本提要與定本《總

纂修考》中認定是紀昀，並認為《四庫全書

目》明集提要的差異，並努力探求差異背

總目》也一併經紀昀統一刪改。今核原書，

後的深層原因。

每條下均列紀昀之名，四庫館臣也把提要

由於參與比較的文獻版本複雜，有必

之功歸於紀昀。因而書前提要為紀昀主持

要對閣本系統和定本系統稍作說明。現存

編纂，當屬事實」 [6]。這些問題均非本文

閣本系統主要包括三種，分別是文淵閣、

關注的重點，本文的著眼點在於提要內部

[4]

的文字差異所體現出的思想變化。當然，

庫全書 書前提要是台灣商務印書館

大的前提不可否認，閣本成書時間的先後

一九八六年影印原清文淵閣本，尚無單行

順序需要釐清。文章所涉閣本提要的版本

本。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是金毓黻先生主

是台灣 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提要，二○

持偽滿奉天圖書館時，組織人力從文溯閣

一四年中華書局影印《文溯閣四庫全書提

《四庫全書》書前提要輯出的，命名《文

要》和商務印書館《文津閣四庫全書提要

溯閣四庫全書提要》，一九三五年由遼海

彙編》。定本《總目》分殿本和浙本、粵本

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中華全國圖書館

系統，本文採取的是中華書局一九九七年

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縮小影印，二○一四年

版本[7]。

中華書局將此書與一九三八年奉天圖書館

從閣本提要到定本（印本）提要內容

所編《文溯閣四庫全書要略及索引》合並

的變化，體現的是《總目》思想觀念的變

影印。文津閣《四庫全書》書前提要二○○

遷。在對待明人別集提要上，閣本提要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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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溯閣、文津閣四庫全書提要 。文淵閣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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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圖書館理論與實踐》二○○五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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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由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題《文津閣

從閣本提要到定本（印本）提要內容的變化，體現的是《總
目》思想觀念的變遷。將兩者進行比勘，發現明代文學觀的動態發
展由粗疏漸次走向縝密，館臣採用多種手段調和諸種矛盾，以「中
正」統攝全域。

《殿本〈四庫全書總目〉與庫本提要之比

文化中國

《總目》提要具有顯著的區別。將兩者進

對朱右文學創作方面的優缺點皆有評論，

行比勘，發現明代文學觀的動態發展由粗

不因此集為著錄之作而有所偏倚，這是一

疏漸次走向縝密，館臣採用多種手段調和

種實事求是的態度。
有學者在研究定本《總目》與閣本差

來「隱藏」的明代文學發展史線條開始清

異的時候指出，「七閣《四庫全書》與《總

晰，然因文學史並非簡單的單線發展，所

目》的成書時間有先後」，「分纂官與總纂

以「顯現」的文學史線條亦雜有「隱藏」的

官的學術觀點存在差異」以及「《總目》提

多線條之間的聯繫。文學思想是《總目》

要與書前提要的頻繁修改」[13]是兩者存在

關注的重點，因人而異的評價思想貫徹其

差異的主要原因。在這之中，學術觀點的

中，在綜合已有評價的基礎之上，進行傾

差異和提要的頻繁修改其實是受官方學

向性選擇和論析。

術思想制約的。在官學思想的統攝之下，

一、「中正平和」尺度的最終
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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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文學史並非簡單的單線發展，所以「顯現」的文學史線條亦雜
有「隱藏」的多線條之間的聯繫。文學思想是《總目》關注的重點，
因人而異的評價思想貫徹其中，在綜合已有評價的基礎之上，進行傾
向性選擇和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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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種矛盾，以「中正」統攝全域。如此，本

各種差異要匯向同一個方向，那就是官方
所謂的「中正」。通過閣本系統，發現《總
目》詩學、詞學、曲學思想和文學意識不斷

閣本 提要中，文淵閣書前提要完成

調整，尤其是明代，《總目》對這一歷史時

最早，也較為成熟，定本《總目》據文淵閣

期各體文學的評價不斷「淬煉」，對於明

提要錄入較多。將現存文溯閣、文津閣提

代文學創作給予「特別」關注。官方的「中

要與文淵閣以及定本《總目》進行比對發

正」與國家政治權利勾聯，思想的內在評

現，在文學思想評價方面定本《總目》有

判與政治的外在關照亦同時出現，於是就

或捨或取文溯閣、文津閣提要的情形。

有了追求中庸之道的先行思想。在閣本提

先看「捨」的方面，文溯閣《白雲稿》

要之中，部分提要未指出明人作品的缺

提要稱「右所廣琴操十二章，詞旨溫厚，深

陷，而在定本《總目》著錄的明人別集提

得古人遺意，郭公葵為之跋，稱其有關世

要中則往往是優點與缺陷並舉，不過分褒

教，識者以為知言，至其平日博覽多識，尤

貶。以《白雲稿》觀之，閣本提要無缺陷式

以理學文章自命」 [8]，而定本《總目》並未

評價發展到《總目》提要的褒貶並存評價

收錄此評，代之以「右為文不矯語秦漢，惟

是一種進步。作家文學創作並不單純，作

以唐宋為宗……所作類多修潔自好，不為

品所表現出的思想傾向交織著時代因素

支 蔓 之詞，亦 不為 艱深 之語。雖 謹守 規

顯得更加複雜。《總目》對其評價站在了

[9]

程，罕能變化，未免意言並盡」 。檢朱右

不遠之處的清朝，而當下以更遙遠的距離

所作之文 ，「詞旨溫厚」有「古人遺意」，

審視明人別集以及《總目》的評價，則有

且以「理學文章自命」是事實，而「不矯語

更加寬闊的視野，並能夠從更遠處審視時

秦漢，以唐宋為宗」也是事實，兩者相較，

代賦予各體文學所獨有的內涵，由此來清

定本《總目》捨具體之評而取宏觀之法。

理《總目》思想的對與錯，是與非，真與

然而對於是否知「先民矩矱」，文溯閣、文

偽。

[10]

津閣提要與定本《總目》頗為不合，前者以

從閣本到定本「中正平和」的評價思

「格律嚴謹，猶為不失矩矱者焉」 為評，

想是無法全面呈現明人別集全貌的，這是

而後者則持相反態度，謂「謹守規程，罕能

不可爭辯的事實。然而，因為「中正」涉及

變化，未免意言並盡。而較諸野調蕪詞，

到褒貶兩個方面，所以《總目》的評價在

馳 騁自喜，終不知先 民矩 矱 為何物者」

某種程度上彌補了閣本的不足。《清江詩

[12]

（文）集》的閣本提要對貝瓊及其創作這

[11]

。仔細分析兩者的評論，其實並無本質

上的差別，《總目》較之文溯、文津兩閣，

樣評價：

尤矯健有格，朱彝尊歷數明初作者相較而以

館臣在官學約束之下對明代的偏見所致。

瓊所作為兼擅其勝，足以領袖一時，傾倒可謂

在評價羅欽順及其《整菴存稿》時，文淵

極至，論者不以其言為過。觀集中《大韶賦》

閣、文溯閣、文津閣書前提要各不相同，

《釋奠解》《學校論》諸篇皆根柢經術，粹然

《總目》最後依據的是文溯閣提要，這與

一出於正，蓋有本之言，固不同於鞶帨為工者

通常採用文淵閣提要是有所不同的。館臣

矣[14]。

的評價是「集中所作，雖意境稍涉平衍，而

而定本《總目》則云：
瓊學詩於楊維楨，然其論文稱「立言不在

典雅醇正，猶未失成化以來舊格。詩雖近

嶄絕刻峭，而平衍為可觀；不在荒唐險怪，而

者則不能，在講學諸家亦可云質有其文

豐腴為可樂」。蓋雖出於維楨之門，而學其所

矣」 [18]。這種褒貶一體的「無偏見」評價

長，不學其所短，宗旨頗不相襲。朱彝尊《靜志

符合「中正」思想，也是權威之下做出的合

居詩話》謂其詩「爽豁類汪廣洋，整麗似劉基，

理判斷。較之文淵閣提要「集中所作，雖境

圓秀勝林鴻，清空近袁凱，風華亞高啟，朗淨

地稍平，而典雅醇正，猶未失成化以來舊

過張羽，繁縟愈孫蕡，足以領袖一時」。鄉曲之

格。詩亦不腐不率，絕無擊壤打油之習，蓋

言，未免過實。然其詩溫厚之中自然高秀，雖不

由其學問純粹，心胸高曠，故能說理明透，

能兼有諸人之勝，而馳驟於諸人之間，實固無

無往不流露性情，在講學諸人中，固可稱

所多讓。其文亦沖融和雅，有一唱三歎之音。史

卓然質有其文者也」 [19]的全褒之評，《總

稱宋濂為司業，建議立四學，並祀舜、禹、湯、

目》的平和一部分來自「論書而不論人」

文為先聖。瓊作《釋奠解》駁之，識者多是瓊

的原則。文淵閣的激進之語則是過度「論

議。則其考證古禮，尤有依據，不但詞采之工

人」所致，其與定本《總目》看待羅氏之詩

矣[15]。

有無「擊壤之習」存在嚴重分歧，這種分

擊壤派，尚不至為有韻之語錄，以抗行作

閣本和《總目》對於朱彝尊的評論持

歧雖可見仁見智，但卻並不能以「絕無擊

相反的觀點，而《總目》的反駁之言是唯

壤打油之習」一概而論。定本《總目》不用

一一處趨向於「貶」的評價，使得整篇提

「絕無」、「純粹」、「明透」、「無往」等詞，

要頗為「中正」。《總目》這一態度的轉變

亦是將平和之氣予以貫徹。

一方面受明人別集實際情況的影響，另一

通觀文淵、文溯、文津三閣提要及定

方面則與清代官方學術思想有關。《四庫

本《總目》，從閣本到定本明代文學思想

全書》早期纂修之時，于敏中早已言明提

的發展演變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一是權

要撰寫之旨是「擬刊者則有褒無貶，擬抄

威之下四庫館臣對明代文學的態度，二是

者則褒貶互見，存目者有貶無褒，方足以

四庫館臣確立的指導思想之後所勾勒的
明代文學發展趨勢。如果說前者的館臣評

標準是《總目》提要 撰 寫之初的官方規

價標準可以把握，干擾學術的官學思維可

定，這也是為什麼閣本提要對於刊刻著作

以坐實，那麼後者則是相當複雜的。若想

有褒無貶的原因。隨著《總目》評價體系

對《總目》的明代文學發展史觀有一個清

的完整建構，這一人為標準自然無法適應

晰的把握，兩個方面的努力不可或缺。第

《總目》提要的撰寫需求，於是出現了官

一，細節探查。在同一評價體系之內，《總

方思想之下的變通。實事求是的實學態度

目》的評判標準是否發生位移；第二，宏觀

此時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凡例所云「論人

掌控。跳出歷史的窠臼，找尋《總目》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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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直筆而示傳信」 。這一機械性的評判

[16]

張曉芝：明代文學批評體系的建構

作中，人的因素遠遠大於書的價值，這是

文化評論

度皆不失先民矩矱，實可稱和平中正之音。詩

從閣本到定本「中正平和」的評價思想是無法全面呈現明人

點則是館臣自覺「變通」的明證。在實際操

別集全貌的，這是不可爭辯的事實。然而，因為「中正」涉及到

一以涵蓄平衍為宗，雖博大不及宋濂而波瀾意

褒貶兩個方面，所以《總目》的評價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閣本的

而不論其書」與「論書而不論其人」 [17]兩
不足。

瓊少受業於楊維楨然而能不染其習，為文

文化中國

與失。這是在「中正平和」尺度之外需要著

代文學呈現出衰敗式發展過程，所以文學

重關注的兩點。

史和批評史的粗線條較為清晰。但是由閣

二、「顯性」與「隱性」的雙
線批評體系

本到定本卻不是簡單的從「隱藏」到「顯
現」的過程，閣本和定本提要的「隱」與
「顯」是一個動態「互見」的情形。

館臣確立的明代文學呈現出衰敗式發展過程，文學史粗線條較

為清晰。但是由閣本到定本卻不是簡單的從「隱藏」到「顯現」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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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閣本和定本提要的「隱」與「顯」是一個動態「互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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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目》明代文學史、文學批評史」

四庫館臣對明代文學的劃分一般認

是一個人人可以言說但卻難以說清的問

為是初期、中期、晚期三個階段，這與唐代

題。《總目》是目錄著作，又可看作批評史

文學的初、盛、中、晚有本質的不同。唐代

之作，這是學界的共識。正是因為後者批

文學是螺旋上升的發展過程，經歷了創作

評過程有一個縱向的「時間」性質，使得

期、巔峰期、沉澱期等階段，初、盛、中、晚

《總目》中「史」的線索往往被人們所關

各有特色，其各時期的文學風格被後世評

注。關於《總目》對明代文學史的描述，有

論者立為範本。時代因素成為文學發展的

一條清晰的脈絡，即文學發展與明王朝的

印記，唐代文學尤其如此。然而，相對於脈

興盛、頹敗相始終，同步調的演進是《總

絡清晰的唐代文學，明代文學的發展就複

目》描述明代文學給予我們最深刻的印

雜得多。又據《懷麓堂集》提要，館臣將明

象。從閣本到定本，文學史和批評史纏繞

代文學描繪為「平正典雅」派和「沉博偉

在一起，這其中有著特殊的聯係性。

麗」派相互爭勝，二百餘年的明代文學成

閣本內部差異以及閣本與定本《總

為兩派的迴圈 [22]。換句話說，明代文學沒

目》的不同，不能僅從抄錄舛誤、潤色詞

有自己的獨立「文格」。閣本提要和定本提

句、刪改禁語等方面進行研究，也不能僅

要均未將明代文學的特色呈現出來，始終

關注行文雅馴與否，而要在動態過程中探

執 著於「復古」和「反復古」的 論 證。在

究定本《總目》自成體系的原因。有人將

「史」的勾勒中，館臣面向的文學作品並

《總目》與文淵閣書前提要進行比勘，指

非是明文學的全部，這種勾勒只能是「天

出「兩種提要間差別的形成」，「與其撰作

圓地方」的平面效果。這是「顯」的一面，

過程密切相關」[20]，而撰寫過程思想的變

也是館臣呈現給世人的清中期審視明代

化則是差異形成的主因。《四庫全書》編

文學的一個結論。另一方面，明初期以宋

纂及《總目》撰寫之時，對明代態度一直處

濂、劉基、王禕、高啟諸人為座標品評眾文

於敏感狀態。這種敏感貫穿明代文學史和

學家，在視野尚未伸展之時，以明初比明

批評史的始終，在敏感範圍之內的明人別

初的局部選評，將明初作家水準高者拔

集常常是廢棄不用，從《總目》集部存目的

高，低者就高，「雙高」結論導致明文學史

明人別集來看，「四庫館臣的短識在於根

出現不應有的反線條。有學者指出「四庫

本未對文集的史料價值予以重視」，這只

館臣描述的明代文學演進脈絡中明初洪

是文獻缺失造成的一個弊端，實際上如果

武時期文學處於它的最高峰，這個時期的

用「更廣闊的眼光來審視《總目》集部存

文學在四庫館臣心目中基本上是受到肯定

目的明人文集，就會深切地體會它們對研

的，甚 至得 到 某 種 程 度 的 標 舉」 [23]。如

究明代政治、經濟、社會關係、文化等領域

《蘇平仲集》文溯、文津閣書前提要評蘇

的價值所在，缺了它們，對明史史料的佔

伯衡云「明初之錚錚者也」 [24]；評胡翰云

有必然是片面的，得出的結論亦必然失之

「其根柢深厚，猶有婺州前輩遺風，雖不

偏頗」 [21]。所以，館臣依據著錄的明人別

及王禕，抑亦蘇伯衡之流亞」 [25]，以明初

集對明代文學發展史、批評史進行總結概

王禕和蘇伯衡作比；說張羽歌行體詩「筆

括，難免會一葉障目。由於館臣確立的明

力雄放，音節諧暢，足為一時之豪，以之接

[26]

其實並非一種褒揚，而是文學衰落圖表的
乏，自然不會給予很高的評價，所以閣本

宗儀說其「筆力遒健，實虞、楊、范、揭之

提要評於慎行云「慎行生萬曆之世，又為

後勁，非元末靡靡之音所能比似，其在明

歷下鄉人乃能不受籠罩，自成一家，而亦不

[27]

同」 [35]，定本《總目》不錄，而以「不似竟

袁凱說「景明序謂明初詩人以凱為冠，雖

陵、公安之學，務反前規，橫開旁徑，逞聰

未可據為定論，然與高啟馳驟上下亦未必

明 而偭古 法，其矯枉而 不過 直，抑尤 難

盡居其次也」 [28]，清人看明初作家自然與

也」 [36]進行否定，同時也將文學發展線條

明人看本朝不同，但亦不能以「身在此山」

進行延伸。對孫繼皋《宗伯集》而言，閣本

苛責明人評論之偏頗，而館臣所認定的袁

與定本並無過多差異，雖評論一人但卻慣

[29]

凱、高啟「各有短長」、「互相勝負」 未

用其「貫通」之法，經明代文學史縱向勾

輕易否定何氏之言，這其實是一種將低者

勒，「繼皋之時，士習佻而文體亦弊，七子

（袁凱）就高（高啟）的情形。《草閣集》

之風未艾，三袁之焰方新，或棘句鉤章，或

文溯、文津提要亦將李昱與高、楊、張、徐

矜奇吊詭……繼皋詩文獨雍容恬雅，有承

四者相較，云其實難分高下，定本予以採

平台閣之遺風，亦可謂不移於俗矣」 [37]。

納，而閣本 提要又增朱彝 尊所評「李曄

此論實際上是評孫氏所處的「習佻體弊」

（昱）長篇高聳奔軼，堪與劉伯溫、高季迪

的時代，卻從台閣體到七子到三袁盡括其

[30]

鼎足」 。這一思想雖未出現在定本《總

內，不斷重複並加深這條「史」線。

目》之中，但朱氏對明初文學態度對館臣

將閣本提要與定本《總目》互校，亦

頗有影響，這一點毋庸置疑，清中期之前

會發現一些「隱性」線條，雖不甚清晰，亦

或僅錢謙益和朱彝尊二人對「全明」文學

不足以顛覆主流觀念，對明代文學發展史

作過窺探。

來說卻是一個必要的補充。對閣本提要和

在館臣看來，明初高者如云。後之台

定本提要詳細比對之後發現，定本《總目》

閣體、復古文學等則每況愈下。明代中期

很多提要是重新改寫的。改寫的提要主要

景泰以後，弘、正文學漸次步入衰敗軌跡。

集中於明代中後期，館臣對這一時期的明

定本《總目》之《楊文敏集》提要說「榮當

人別集所持觀點不甚一致。茲舉兩例予以

明全盛之日……應制諸作，渢渢雅音。其

說明。

他詩文，亦皆雍容平易，肖其為人……何、

高攀龍《高子遺書》文溯閣書前提要

李崛起，倡為復古之論，而士奇、榮等遂
為藝林之口實……」 ，文溯、文津提要指

（與文津閣同）：
攀龍出趙南星之門，輿顧憲成為友。其學

出「弘正間沿其體者流為膚廓」 [32]。《雙

以格物為先，兼取朱、陸兩家之長，操履篤實，

溪集》的文溯閣、文津閣提要與《總目》有

粹然一出於正，為一時儒者之宗。……其講學

較大差別，前者說「當時相倡和者，李夢

之語，類多切近，精深闡發周至，詩意沖淡，文

陽、徐禎卿、王守仁、陸深諸人皆一時勝

格清遒，亦均無明末纖詭之習。蓋其嚴氣正性

流，故所作嚴整婉約，無獨巧浮滑之習」

流於既溢，雖不事詞藻，而真樸之致絕無粉

[33]

飾，讀者可想見其立朝大節焉[38]。

[31]

，後者則細析之云「在弘治、正德之際不

弘、正以後遞至正德、嘉靖，對復古文學頗

定本《總目》提要：
攀龍出趙南星之門，淵源有自。其學以格

有微詞。在《雲村文集》提要中，將正德與

物為先，兼取朱、陸兩家之長。操履篤實，粹然

唐大曆時期相對照，言其有「大曆之調」，

一出於正。……其講學之語，類多切近篤實，闡

６９

高談古調，亦不沿襲陳言，頗諧中道」[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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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固屹然一巨手矣」 ；《海叟集》中評

將閣本提要與定本《總目》互校，亦會發現一些「隱性」線

強分高低，與定本《總目》略有差異；論陶

條，雖不甚清晰，亦不足以顛覆主流觀念，對明代文學發展史來說

一種描畫。萬曆時期館臣論此時文學空

卻是一個必要的補充。定本《總目》很多提要是重新改寫的。

而比擬」 ，將明初吳中四傑統歸一體並

文化評論

跡青丘，洵無愧色，固非楊、徐二子之所得

文化中國

發周密。詩意沖澹，文格清遒，亦均無明末纖

是館臣無法回避的問題。最後，「人格」與

詭之習。蓋攀龍雖亦聚徒講學，不免漸染於風

「文格」之爭在清王朝並不存在疑問，因

尚。然嚴氣正性，卓然自立，實非標榜門戶之

為這是以乾隆為代表的統治者所達成的

流。故立朝大節，不愧古人；發為文章，亦不事

共識，在《禦題劉宗周黃道周集有序》中

[39]

詞藻，而品格自高，此真之所以異於偽歟 。

乾隆指出「重其人因及其書」，並題詩明示

館臣並沒有將文學發展與講學論爭、黨社分歧、人格優劣進行深

入解剖，這些貫穿明代發展始終的問題與明文學的關係是緊密而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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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總目》提要將其簡單化處理無論是為了何種目的都是不甚合理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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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相較，至少有四處不同。其一，定

「搜羅四庫事磨研，去取其間公道傳。人

本《總目》無「儒者之宗」之評；其二，《總

各抒忠斯可錄，言雖觸諱忍從捐」 [42]。然

目》「蓋攀龍雖亦聚徒講學，不免漸染於

從二者的表述中可以看出，書前提要更具

風尚」，與前句並不存在因果關係；其三，

合理性。上述四個問題涉及到明代文學正

《總目》提出「非標榜門戶」之說，淵源何

宗，文學與講學之關係，門戶之爭、黨派源

在？其四，書 前 提要以「文 格」想見「人

流對文學的影響，以及「人格」與「文格」

格」，《總目》則以「人格」檢視「文格」，兩

矛盾與衝突，這些問題作為「暗線」亦存

者關係問題說明瞭什麼？首先，從文學發

在於《總目》提要之中。

展的「明線」來說，「儒者之宗」是不可能

與高攀龍《高子遺書》相似情形的還

出現在晚明的，《總目》刪此語抑或為了守

有劉宗周《劉蕺山集》，文溯、文津閣提要

護其評價邏輯的合理性。其次，按兩篇提

云：

要所云攀龍詩文既然「均無明末纖詭之

宗周之學源亦出於王守仁，……然守仁之

習」，那麼「攀龍雖亦聚徒講學，不免漸染

學一傳，而王畿已全入於禪，迨至陶奭齡、陶

於風尚」一語應該表 述 為「雖 亦聚徒講

望齡兄弟並傅以因果之說，而姚江之本旨全

學，卻並不染於風尚」，即便如此，亦存在

失。宗周力矯其謬，以慎獨為宗權，於朱陸二

很大的邏輯問題，即講學與「纖詭之習」是

家之間，其持論特為篤實，故立身亦具有本末。

否存在必然的聯繫，答案是否定的。館臣

萬曆間，初為行人，即力破昆黨、宣黨之局，為

對明末講學之習頗為反感，此處拈出實為

所擠而歸……卒蹈首陽之餓，實為明末之完

關照時代風氣亦即東林學派對文學的侵

人，而今蒙聖代表章爭光日月，初不假文章以

染，然而卻有生拉硬套之嫌。再次，門戶之

傳，然其學問人品迥出流輩，其發於著述者，

見與講學有一定的聯繫，然而高攀龍的講

詳明剴切，皆足以廉頑立懦，砥礪人心，錄而

學是程朱理學與陽明心學之間的博弈，

存之，亦振興名教之助也[43]。

「目的是興復程、朱」 [40]，攀龍的理學思
想能夠「突破門戶藩籬，以較為客觀而公

而定本《總目》則云：
講學之風，至明季而極盛，亦至明季而極

平的態度對待朱、陸，並對理學進行初步

弊。姚江一派，自王畿傳周汝登，汝登傳陶望

總結和批判，成為明清之際理學批判和總

齡、陶奭齡，無不提唱禪機，恣為高論。奭齡至

結的先聲……他主張『實學』，提倡學術

以因果立說，全失儒家之本旨。宗周雖源出良

致用，為後來的顧炎武等人繼承發揚，從

知，而能以慎獨為宗，以敦行為本，臨沒猶以

而在明末清初掀起了一場規模宏大的經世

誠敬誨弟子，其學問特為篤實。東林一派，始以

[41]

運動」 。對於「門戶之見」的存在館臣

務為名高，繼乃釀成朋黨，小人君子，雜糅難

給予了否定，這一論斷其實不誤。正是從

分，門戶之禍，延及朝廷，馴至於宗社淪亡，

這一論斷可以看出館臣對明末東林黨人的

勢猶未已。宗周雖亦周旋其間，而持躬剛正，憂

看法，高攀龍作為東林學派的創建者之

國如家，不染植黨爭雄之習……而姜桂之性介

一，對其態度能夠從一個側面表明館臣的

然不改，卒以首陽一餓，日月爭光。在有明末

政治立場。流派、黨派與門戶之爭是明代

葉，可稱皦皦完人，非依草附木之流所可同日

社會發展的一條暗線，其明顯的存在性也

語矣[44]。

的問題始終未能被解讀清楚。館臣並沒有

對明集進行評價，或肯或否以表達己見。

將文學發展與講學論爭、黨社分歧、人格

收入《四庫全書》中的明人別集極少留存

優劣進行深入解剖，這些貫穿明代發展始

序跋，此點雖與《四庫全書》編纂體例有

終的問題與明文學的關係是緊密而深刻

關，但亦不可否認館臣有試圖掩人耳目之

的，《總目》提要將其簡單化處理無論是

嫌。明人對明集的評判雖然因人際交往、

為了何種目的都是不甚合理的。暗線的隱

時空變換和個人眼光等問題會出現一些

藏性現在逐漸被發現，結社與文學、講學

偏差，亦可能出現揶揄之詞，但總體來說

與文學、心學（理學）與文學、地理區域與

明人所撰序跋代表的是明人自己的審美眼

文學、明代社會制度與文學等成為明代文

光和價值追求。遞至清代，且不說時空變

學研究的焦點，明代文學必定是紛繁多彩

換已經造成的價值轉移，單單就明清兩朝

的，文學發展史也注定波瀾起伏。

的政治關係就使得清統治層難以平和的態

三、雕刻文學思想建立學術觀
點

度對待明人的一切，包括文學作品。留存
原集序跋無疑會產生更多的參差和齟齬，
館臣刪除序跋一方面可以集中引導後世

在文淵閣書前提要中，留有錢謙益對

對明集的評價觀，另一方面則可以將明代

明代文學的諸多評價，定本《總目》則不

文學思想以清人的視角進行雕刻，建立本

存。儘管如此，《總目》之中依然可以看出

朝視域下的學術觀點。館臣撰寫提要時，

錢氏之評的影子，也就是說，《總目》對錢

對清初文人、學者的明代文學態度有所參

氏之評採用「明棄暗用」的方式，此問題

照，此可從提要中徵引朱彝尊、沈德潛等

已有所考辨 [45]，不贅述。閣本提要留存周

人的評論看出。館臣雕刻文學思想，建立

亮工的評價是一個特例，也是高壓政治手

學術觀點的手段大略如此，當然，此中亦

段的遺留印記。這裏以周亮工對明集的評

有他們自我觀點的融入。

價為對象，略窺四庫館臣在高壓政治手段

由於刪選他人評價需要和官方學術

之下，另起爐灶重建學術觀點的行為。文

思想相結合，並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事實，又

淵閣提要到定本《總目》對提要內容的刪

力爭表達己見，所以學術觀點的建立就像

選不具有明顯的規律性，然而以刪除的周

多色碎布縫合起來的畫布，難以分辨真

氏評語為參照，分析館臣另擬評語，卻可

彩。王紱《王舍人詩集》，定本《總目》刪

發現「雕刻」的痕蹟。

文淵閣書前提要周亮工《書影》一段，其中
周氏評價主體是「王紱詩畫雙美近見，其

要途徑之一。對於明人別集而言，清人對

詩集百餘篇，聲律不在高、楊、張、徐之

其閱讀和接受都處於低水準狀態。因為傳

亞。……不獨筆墨工竹石而已，此孟端之

統文獻的閱讀是館臣的首選，明集尚不具

畫所以貴重於後世也」 [46]，文淵閣提要對

備經典閱讀的可能。而且，一般情況而言，

此表示肯定，言「亮工錄其佳句存之，其品

清朝文人、學者主動大量地閱讀明集是不

題頗允至」[47]。而總體評價王紱之詩是這

現實的。但是官修《四庫全書》著錄明人

句話，「其詩雖結體稍弱，而清雅有餘，蓋

別集時卻需要對明集進行甄選和品評，這

其神思本清，故雖長篇短什，隨意濡染，不

就促使館臣去尋找捷徑解決問題。首先，

盡計其工拙，而擺落塵氛，自然合度」[48]。

明別集前後序跋就成為館臣間接獲取評

檢文溯、文津閣提要，有「繆永謀稱，其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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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造詣等。《總目》之中常見館臣引用序跋

文化評論

論說，然而這些與明代文學發展史相始終

《總目》之中常見館臣引用序跋對明集進行評價，或肯或否以

達自己對作品的看法，包括藝術手法、文

表達己見。收入《四庫全書》中的明人別集極少留存序跋，此點雖

論，館臣對講學、黨社、人格進行了詳細

與《四庫全書》編纂體例有關，但亦不可否認館臣有試圖掩人耳目

價信息的重要途徑。序跋撰寫者往往會表
之嫌。

通觀兩則提要，幾乎未涉及文學之評

文化中國

使時，與李夢陽互訐。為兵部侍郎時，又為

一語，《總目》亦刪。查繆永謀，其人與朱

聶豹劾罷。所與齟齬者，乃皆正人。蓋其天

彝 尊 年 歲 相 近， 生 於 明 天 啟 三 年

性孤介，非惟與小人相忤，即君子亦不苟

（一六二三年），卒於康熙四十一年（一七

合也。其文章落落遠俗，固亦有由焉」[55]。

○二年），具體事蹟見李繩遠所撰《（繆永

定本《總目》增取兩則文獻，更具信服力。

謀）墓誌銘》。據墓志銘知，繆永謀「弱冠

而對於鄭嶽其人，文淵閣、文溯閣觀點稍

考補邑校諸生，數年後遂無意進取，提學

有分歧，以文淵閣提要較為中允。在評價

使者至檄就試，竟棄去不赴，隱居授徒，藜

《迪功集》方面，文溯閣增加毛先舒《詩辨

菽承歡以事二親」 [50]。繆氏所言「有松石

坻》一段長評，定本《總目》全部錄入。對

間意」，語出沈約《宋書·蕭思話傳》「（思

於王世貞《讀書後》，文淵閣、文溯閣提要

話）領左衛將軍，嘗從太祖登鐘山北嶺，中

幾不相同。或因為刪周亮工《書影》評介而

道有磐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

另起爐灶，但所評不甚相同。比較起來，文

[51]

鐘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間意」 ，史書記

溯閣提要似更關注細節，在細節中搭建學

載蕭思話「能隸書，解音律」。再閱王紱詩

術關聯。

[52]

由於刪選他人評價需要和官方學術思想相結合，並在一定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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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事實，又力爭表達己見，所以學術觀點的建立就像多色碎布縫合

起來的畫布，難以分辨真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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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疏爽，有松石間意，庶幾得其實矣」 [49]

集 ，繆氏所評真可謂的評，王紱本身博

比較閣本與定本是為了尋求《總目》

學工書畫，《總目》稱其「所作山水竹石，

發展歷程，特別是其中文學思想的變遷。

風韻瀟灑，妙絕一時」 [53]，其詩具有畫韻

在比勘之時始終堅持這樣的原則，「過於

實屬自然。館臣不取繆氏之評不難揣測，

苛論與讚譽過實一樣，需要警惕其書評信

永謀名聲不甚顯，加之其遺老身份，這是

息的可靠與否」[56]，進而尋求更為公正可

館臣棄之不用的主因。

靠的文學評價手段和思想審查態度。
本文系重慶市社會科學規劃博士
項目「《四 庫 全 書 總目》稿 本、閣 本、定
本系統中的明代文學觀研究」（批准號：
2015B S099）；重慶市教委高校人文社會
科學規劃項目「《四庫全書總目》明代文學
批評史觀的建構及反思研究」（批准號：
16S KG H110）；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第60批
面上資助項目「《四庫全書總目》稿本、閣
本、定本系統中的明代文學觀」（批准號：
2016M601245）；四川外國語大學年度科研
項目「《四庫全書總目》明人別集提要對明
代文壇的勾勒」（批准號：SISU201620）；四
川外國語大學學術專著後期資助重點項目
「《四庫全書總目》明人別集提要研究」（批
准號：SISU201549）的階段性成果。

定 本《總目》的成 型 大略有四 種情
形：第一直接取文淵閣提要，這種情況較
為普遍，如陶安《陶學士集》等；第二取文
溯、文津閣提要，如鄭嶽《山齋文集》等；
第三合文淵閣、文溯閣、文津閣三者為一，
如徐禎卿《迪功集》等；第四，重新擬寫，
如王世貞《讀書後》等。後三種情形在增
刪評價方面做出很大努力，《山齋文集》
文淵閣提要評價云「今觀所作，當信陽北
地初起之時，文格未變，猶恪守茶陵之矩
度，雖條暢有餘，奇麗不足，而質實平易，
不染塗飾鉤棘之偽體，固宜以其人存之者
矣」[54]，這段評價《總目》一字不取，然並
非是因鄭岳文風與茶陵派、前七子之關聯
不當，而是有更為準確地評價，即文溯閣
提要語曰「柯維騏《續莆陽志》稱其所作
詩文，俱暢達蘊藉。朱彝尊《明詩綜》引謝

[1]

山子之言，亦稱其詩深於諷諭之體。考《明
史》岳本傳，稱其屢拒中官崔文之干請，爭
寧王宸濠之侵佔。又以爭興獻王祔廟，忤
旨奪俸。其居官頗著風節。而為江西按察

[2]

金毓黻等編《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出
版說明》（北京：中華書局，二○一四
年），頁一。
尹石公《影印四庫全書原本提要》，載
《圖書館學季刊》一九二八年第二卷第
二期，頁三一七至三一八。

金毓黻等編《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冊
五，頁三四四○。

[11]

金毓黻等編《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冊
五，頁三四四○。又，四庫全書出版工
作委員會編《文津閣四庫全書提要彙
編》集部下，頁六三五。

[12]

同[9]，頁二二六七。
熊偉華，張其凡《〈四庫全書總目〉之
提要與書前提要的差異》，載《學術研
究》二○○六年第七期，頁一三七至
一三八。

[13]

[14]

金毓黻等編《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冊
五，頁三四四二。又，四庫全書出版工
作委員會編《文津閣四庫全書提要彙
編》集部下，頁六三七。

[15]

同[9]，頁二二六八。
于敏中《于文襄公手札》，載《近代中
國史料叢刊》二十二輯（台北：台灣文
海出版社，一九六六年），頁七五。

[16]

[17]

紀昀等撰《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首三·
凡例》（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七
年），頁三三。

[18]

同[8]，頁三五六五。
紀昀等撰《欽定四庫全書總目》，頁
二三○九。又，金毓黻等編《文溯閣四
庫全書提要》冊五，頁三五六五。

[19]

[20]

王娟《〈四庫全書總目〉與文淵閣〈四
庫全書〉書前提要比勘研究——以第一
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為
基礎》，山東大學碩士論文二○一一
年，頁七八。

[21]

王智勇《〈四庫總目·存目〉明代典籍
的史料價值，載《四川圖書館學報》
一九九六年第六期，頁七二。

[22]

按，「明洪、永以後，文以平正典雅為
宗，其究漸流於庸膚。庸膚之極，不得
不變而求新。正、嘉以後，文以沉博偉
麗為宗，其究漸流於虛憍。虛憍之極，
不得不返而務實。二百餘年，兩派互相
勝負，蓋皆理勢之必然」。見紀昀等撰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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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按，據中華書局《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整理本）凡例云此本「以殿本為底
本，以浙、粵二本為參校本」。

朱右著《白雲稿》，見《景印文淵閣四
庫全書》冊一二二八（台北：台灣商務
印書館，一九八六年）。

張曉芝：明代文學批評體系的建構

[7]

四庫全書出版工作委員會編《文津閣四
庫全書提要彙編，出版說明》（北京：
商務印書館，二○○六年），頁一。

[10]

對於王世貞《讀書後》，文淵閣、文溯閣提要幾不相同。或

[6]

按，關於七閣成書時間的考證，有多篇
論文，上世紀二十年代即有研究者對此
進行討論，王伯祥、杜定友、任松如、
楊家駱、陳垣、張崟等人皆有論斷。
《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七卷第五號
有張崟《七閣四庫成書之次第及其異
同》一文（一九三三年，頁三五至
四九），孫彥等選編《四庫全書研究》
收錄此文（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二○一○年，頁三○○至三一四），文
後附有《七閣四庫成書次第表（各家異
說附）》。又，呂堅撰有《〈四庫全
書〉七閣成書時間考》（北京：國家圖
書館出版社，二○一○年，頁一三三至
一三七），據陳垣《編纂四庫全書始
末》一書補充陳氏說，據張崟一文補充
張氏說，表格較為完備，可參看。

紀昀等撰《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北
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七年），頁
二二六七。

因為刪周亮工《書影》評介而另起爐灶，但所評不甚相同。比較

[5]

按，閣本是《四庫全書》七閣之前的閣
本提要，七閣之書已毀者三部，包括圓
明園文源閣本，揚州文匯閣本，鎮江文
宗閣本，現存三部半，三部指的是文淵
閣本、文津閣本、文溯閣本，半部指的
是文瀾閣本。

[9]

起來，文溯閣提要似更關注細節，在細節中搭建學術關聯。

[4]

按，此類論文還有羅瑛，袁芸《〈金毓
黻手定本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別集類〉
補正〈四庫全書總目〉舉例（《圖書館
學刊》二○○七年第五期）；袁芸
《〈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別集類辨
證》（南京師範大學二○○七年碩士論
文）；王娟《〈四庫全書總目〉與文淵
閣〈四庫全書〉書前提要比勘研究——
以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
案〉為基礎》（山東大學二○一一年碩
士論文）；趙喜娟《文淵閣、文津閣
〈四庫全書〉提要考校——以集部別集
類（漢魏至宋代中期）為例》（南京師
範大學二○一三年碩士論文）等。

文化評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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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一九九七年），頁二二九九。
[23]

何宗美，劉敬《〈四庫全書總目〉中的
明代文學思想辨析——以明代文學復古
問題為例》，載《江西社會科學》二○
一○年第九期，頁一○五。

[24]

金毓黻等編《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冊
五，頁三四四三。又，四庫全書出版工
作委員會編《文津閣四庫全書提要彙
編》集部下，頁六三八。

[25]

[26]

金毓黻等編《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冊
五，頁三四五八至三四五九。又，四庫
全書出版工作委員會編《文津閣四庫全
書提要彙編》集部下，頁六四九。

[27]

金毓黻等編《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冊
五，頁三四六五。又，四庫全書出版工
作委員會編《文津閣四庫全書提要彙
編》集部下，頁六五四。

[28]

比較閣本與定本是為了尋求《總目》發展歷程，特別是其中文學

思想的變遷。在比勘之時「過於苛論與讚譽過實一樣，需要警惕其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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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資訊的可靠與否」，進而尋求更為公正可靠的文學評價手段和思想

審查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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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毓黻等編《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冊
五，頁三四四四。又，四庫全書出版工
作委員會編《文津閣四庫全書提要彙
編》集部下，頁六三八。

金毓黻等編《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冊
五，頁三四七九。又，四庫全書出版工
作委員會編《文津閣四庫全書提要彙
編》集部下，頁六六五。

[29]

按，《總目》所持「中正」之論，對明
初作家頗多「曖昧」，其云「《何景明
序》謂明初詩人以凱為冠。蓋凱古體多
學《文選》，近體多學杜甫，與景明持
論頗符，故有此語。未免無以位置高啟
諸人，故論者不以為然。然使凱馳騁於
高啟諸人之間，亦各有短長，互相勝
負，居其上則未能，居其下似亦未甘
也」。見紀昀等撰《欽定四庫全書總
目》，頁二二八○。

[30]

金毓黻等編《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冊
五，頁三四六九。又，四庫全書出版工
作委員會編《文津閣四庫全書提要彙
編》集部下，頁六五七。

[31]

同[9]，頁二二九○。
金毓黻等編《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冊
五，頁三五○九。又，四庫全書出版工
作委員會編《文津閣四庫全書提要彙
編》集部下，頁六八九。

[32]

[33]

金毓黻等編《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冊

五，頁三五七四。又，四庫全書出版工
作委員會編《文津閣四庫全書提要彙
編》集部下，頁七四一。
[34]

同[9]，頁二三一二。
金毓黻等編《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冊
五，頁三六三六。又，四庫全書出版工
作委員會編《文津閣四庫全書提要彙
編》集部下，頁七八八至七八九。

[35]

[36]

同[9]，頁二三三一。
同[9]，頁二三三一。
[38]
金毓黻等編《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冊
五，頁三六四一。又，四庫全書出版工
作委員會編《文津閣四庫全書提要彙
編》集部下，頁七九二至七九三。
[37]

[39]

同[9]，頁二三三二。
何孝榮《論高攀龍的理學思想》，載
《江海學刊》一九九四年第六期，頁
八四。

[40]

[41]

同[40]，頁八五。
劉宗周《劉蕺山集·禦題劉宗周黃道周
集有序》，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
書》，一二九四冊（台北：台灣商務印
書館，一九八六年），頁三○一至三○
二。

[42]

[43]

金毓黻等編《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冊
五，頁三六四六至三六四七。又，四庫
全書出版工作委員會編《文津閣四庫全
書提要彙編》集部下，頁七九七。

[44]

同[9]，頁二三三四。
張曉芝《〈四庫全書總目〉明人別集提
要文獻蠡測——以〈列朝詩集小傳〉為
中心》，第三屆全國中文學科博士論壇
會議論文集（A組）二○一四年八月，
頁一八五至二○一。

[45]

[46]

王紱《王舍人詩集，書前提要》，載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一二三七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
年），頁八一至八二。

[47]

同[40]，頁八二。
同[5]，頁二二八九。
[49]
金毓黻等編《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冊
五，頁三五○三至三五○四。又，四庫
全書出版工作委員會編《文津閣四庫全
書提要彙編》集部下，頁六八五。
[48]

[50]

李稻塍，李集編《梅會詩選二集：卷

[53]

同[9]，頁二二八九。
鄭嶽《山齋文集，書前提要》，見《景
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一二六三（台
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
頁一。

[54]

[55]

同[8]，頁三五六八。
[56]
倪培翔《〈四庫全書總目〉中的李杜著
錄研究》，載中國唐代文學會等主編
《唐代文學研究》十三輯（桂林：廣西
師範大學出版社，二○一○年），頁
六一八。

Fixed Text System
Zhang Xiaozhi(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Abstract: Summary of literature in
Ming Dynasty in Si Ku Quan Shu Zong Mu
is a systematic criticism. But the criticism
system is not achieved overnight. Under the
official limitation, Ming anthology abstract
in Si Ku Quan Shu Zong Mu experienced
manuscript systerm, the court system and
the f ixed text system. In this dynamic
process, the literature criticism system in
Ming Dynasty gradually completed. From
the court system to the fixed text system,
Si Ku Gu a n Chen f i nally est ablished
"evaluation in just" scale.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ourt system and the fixed text system,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and criticism in the
summary are "dominant" and "recessive".

張曉芝：明代文學批評體系的建構

按，王紱詩歌五卷，每一卷皆有以竹、
石、松等意象為詩題者，如《題秋菊
軒》《為張生寫竹》《寫墨竹與蜀府明
長史贈別》《寫竹贈王孟彬紀善》《寫
竹寄贈顧教授祿謹中》《寫竹寄琴士張
逢吉》《題喬柯竹石》《題枯木修篁
圖》《題青山白雲圖》《贈竹，》《題
竹送周以莊之長清宰》《題竹寄長清胡
判簿仲文》《贈陳景中昆仲題所畫竹
上》《寄題住長老萬竹深處》《題竹》
《松筠軒》《水石軒》《秀石》《蒲
石》《題鬥方山水》《松溪書屋》《古
木竹石》《寫古松圖寄澄江教諭蔡廣
文》《題枯木竹石寄馬桓仲》等等。見
王紱《王舍人詩集》，見《景印文淵閣
四庫全書》，一二三七（台北：台灣商
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

Analysis from the Court System to the

文化評論

[52]

—— B a s e d o n t h e D y n a m i c

《四庫全書總目》在官學約束之下，經歷了稿本、閣本再到

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
一九七四年），頁二○一四。

Shu Zong Mu

定本的發展過程，在這一動態過程中，明代文學批評體系漸次完

[51]

Dynasty Literary criticism in Si Ku Quan
成。從閣本到定本，最終確立了「中正平和」的評價尺度。

十二，（繆永謀）墓誌銘》，《四庫禁
毀書叢刊》集部冊一百（北京：北京出
版社，一九九七年），頁三九六。

By adding and deleting others' evaluation,
Si Ku Guan Chen carved literary thought
and constructed the building of the literary
criticism system in Ming Dynasty.
Key words: Si Ku Quan Shu Zong
Mu; Ming Ji summary; the court system;
the fixed text system; literary criti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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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殺降現象研究
──法律與傳統觀念的交互作用
■ 楊計國

摘

誅殺降人是人類歷史上普遍存在的現象。殘酷殺降的同時，一

７６

種理性思維也逐漸產生，如在殺降普遍的秦漢時期，殺降現象在社

會上飽受非議，直至軍法中出現禁止殺降的明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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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工業大學社會科學處
要：北宋立國，為避免重蹈五代覆

統影響的緣故。對歷史上的殺降現象，學

轍，達到宣揚皇帝仁德、維護政局穩定的目的，

界尚未給予足夠關注，具體到宋代，王曾瑜

同時受「殺降不詳」觀念的影響，制定律條禁

《宋朝軍制初探》[3]談到了宋代的軍法和

止殺降。北宋帝王多次頒布禁止殺降的詔令，

軍紀問題，張明《宋代軍法研究》、錢俊嶺

並對殺降的將士予以懲處。但在「計首受賞」

《宋代軍隊賞罰制度研究》[4]提及宋政府

軍賞利益誘惑面前，以及受到客觀的政治軍事

對士兵殺降的法令，但並未展開論述。因

原因影響，北宋一朝仍不時有殺降事件發生。

此，筆者在前人基礎上，就北宋殺降原因、

在處理殺降問題上，雖然有明文規定，但也出

防止殺降所采取的措施、禁止殺降的原因

現了因人廢法現象。不依法辦事，在特定時期

等方面予以探討，不足之處，敬請方家指

實現了宋代帝王籠絡臣下的目的，也將降人叛

正。

亂消滅於未萌。但帝王詔令或軍法如不能夠嚴
格執行，會給軍隊建設、政局穩定帶來危害。

一、北宋時期的幾則殺降事件
唐《永徽律》明載：「若寇賊對陣，舍

關鍵詞：北宋，殺降，古代軍法。

仗投軍及棄賊來降而輒殺者，斬」 [5]。關
誅殺降人是人類歷史上普遍存在的

於殺降，頒布於建隆四年（九六三）的宋

現象，只是在某些時期、某些地域顯得尤

代基本法典《宋刑統》完全沿襲唐代律條

其突兀。在人類社會早期，投降者可能被

[6]

勝利者作為祭祀祖先、神靈的祭品，在食

依然存在殺降現象。下面是幾則發生在北

品供應困難時，投降者甚至會成為勝利者

宋時期的殺降事件。
（一）王全斌四川殺降

的食物。殘酷殺降的同時，一種理性思維
也逐漸產生，如在殺降普遍的秦漢時期，

。雖有如此明確、嚴格的規定，北宋一朝

宋廷吞並後蜀之後，王全斌為了防止

殺降現象在社會上飽受非議 ，直至軍法

已降蜀兵發生叛亂，於是擅殺降卒數千

中出現禁止殺降的明文規定。禁止殺降的

人，結果加劇了蜀兵叛亂，最終導致蜀地

軍法被北宋政府所吸收，並在北宋帝王所

動蕩數年。有人即把蜀地士兵叛亂的原因

頒布的詔令中多有體現，顯示出北宋政府

歸結為宋人殺降[7]。擅自殺降，又引發蜀地

對這一問題的重視，禁止殺降的律條亦被

動蕩，按律，自應嚴懲。宋太祖令「禦史台

[1]

南宋朝廷所遵循 。頒布軍法，禁止殺降，

於朝堂集文武百官議其罪」。百官經過討

有利於北宋政府加強對軍隊的控制，體現

論，認為王全斌等「罪當大辟，請准律處

政府的威嚴以及仁德，穩定政局，同時，也

分」。然而，宋太祖並未按照百官討論的意

是因為宋代統治者受到前代禁止殺降傳

見處置王全斌，最終處理結果是：「尚念前

[2]

無恩，爾當自省。全斌可責授崇義軍節度

難複用」。這體現的是執軍法必嚴，違律

觀察留後，彥進可責授昭化軍節度觀察留

必究的精神。到了十月份，宋神宗再次下

後，特建隨州為崇義軍、金州為昭化軍以

詔：「知熙州王韶籍殺傷河州降人者以名

[8]

處之。仁贍責授右衛大將軍」 。以王全

聞，如委難推究，即勘會王君萬等捕斬人

斌為代表，宋太祖念其伐蜀有功，故法外

元管使臣及同作過人，條具來上」。宋神宗

[9]

讓王韶詳細上報殺降官員的名字，可見宋

開恩，未依法從事 。
（二）田況保州殺降

神宗對這次殺降事件的重視。不僅參與殺
[10]

降的將士要受到懲處，甚至是地方官與監

（今河北保定）士兵發生叛亂 。宋政府

當官也受到了牽連：「詔通判河州太常博

平叛後，作為參與平定叛亂之一的重要人

士李山甫送審官東院，與監當坐遍與執政

物張溫之，在整個事件中當屬有功，官位

書飾言邊事，蔽覆河州官兵違節制殺降故

不升反降，原因竟然是：「田況潛殺降兵數

也」[14]。

百人，溫之預知其謀。除戶部副使，既而坐
[11]

從上面的殺降事件可知，宋政府雖然

前事奪職，知虢州」 。但在同一事件的

制定了相關禁止殺降的法令，殺降事件依

處理上，宋政府的做法卻截然相反，在這

然時有發生。而面對殺降，宋政府也未能

次殺降事件中負有主要責任的田況卻得到

全部按照法律行事，因人廢法的情況時有

了升遷。「保州之役，（田況）坑殺降卒數

發生，這也是古代人治社會的典型特徵。

百人，朝廷壯其決，後大用之，然卒無子，

後世 對 宋人 殺降 也多有批判，如修《宋

[12]

以兄子為後」 。楊國宜認為張溫之遭降

史》者對王仁贍的評價是：「王仁贍征蜀，

職主要是其在政治上屬於改革派，殺降之

殺降附之卒，肆貪驕之行，鬱鬱而斃，自貽

責追究不到張身上，但我們卻可以看到對

伊戚，尚何尤乎？」[15]「好謀善戰、輕財好

殺降進行處罰是一項名正言順，冠冕堂皇

施，所至立功」的曹翰，則被批評為「曹之

的理由，儘管它有時候只是一個政治手段

殺降卒，屠江州，則又過於忍者也」[16]。

而已。田況無子，自有其它原因，在《宋

從宋政府對以上幾則殺降事件的處

史》的編撰者眼中卻把它與殺降事件聯繫

理中，我們不難發現，同樣是對於殺降，宋

[13]

在了一起 。
（三）河州殺降。

楊計國：北宋殺降現象研究

慶曆四年（一○四四年），河北保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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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將校宜按劾，不如是，無以明紀律，後
宋政府雖然制定了相關禁止殺降的法令，殺降事件依然時有發
生。而面對殺降，宋政府也未能全部按照法律行事，因人廢法的情
況時有發生，這也是古代人治社會的典型特徵。

勞，特從寬貸，止停節鉞，猶委藩宣。我非

政府態度並不一致。對於宋太祖對於王全
斌的處理，元人修《宋史》時對王全斌等
殺降予以批判，而對宋太祖處置王全斌的

起宋政府的重視。「初，圍河州，蕃部開門

措施，不但未予批評，反而稱贊宋太祖善

請降。諸軍既入，夜殺降者二千餘人，軍前

於馭臣：「王全斌黷貨殺降，尋啟禍變，太

匿之不報」。將士擅自殺降，並想隱瞞不

祖罪之，而從 八 議 之貸，斯 得 馭功臣 之

報。知熙州王韶上報稱：「河州平，有隨軍

道」 [17]。試想，作為通過發動兵變取得政

百姓三十餘人殺降人，略財物，已斬之」。

權的趙匡胤，在政權建立初期，對那些違

宋神宗聞之震怒，稱「禍莫大於殺降」。於

犯軍紀卻忠心於他的將士進行嚴懲，雖然

是下詔：「韶秘推究殺降兵級及降人被略

會起到殺一儆百的作用，但也不免會讓這

殺傷數，並詳度部押使臣人員合與不合勘

些人寒心，所以在個別時候的從輕處罰，

劾，仍命內臣梁從政密體量以聞」。此事

是宋太祖處於維護政權穩定的需要。也有

似不宜公開，以至於宋神宗給了王韶、梁

學者認為宋太祖不殺文臣武將，對維護北

從政特別交代。王韶事先將殺降之事上報

宋統治有利：「統治集團上層的團結,對結

王安石，王安石向宋神宗建議到：「部轄使

束分裂、加快統一,鞏固中央集權有益無

７７

宋神宗朝曾發生河州殺降事件，並引

文化中國

害」[18]。而對於保州殺降負有主要責任的

司有所觸事畏忌之勢」。在他看來，誅殺降

田況，朝廷表彰了他在處理這件事上的才

卒不僅可以「絕天下禍亂之萌」，還可以彰

幹，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田況殺的對象有

顯朝廷法度威嚴。作為知制誥的田況則擔

關——國內士兵，這是 宋政府 最不能容

心叛亂軍卒「引契丹軍馬入界」而使事態

忍，也是最為忌憚的。

更加惡化，也同意將保州叛卒全部剿殺
[24]

二、北宋殺降原因

。在這次殺降數百人後，「朝廷壯其決，

後大用之」[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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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政府擔心西夏間諜以降附的身份混進來。更何況，軍費、糧
草等後勤問題一直困擾著宋政府，直接釋放自然不是好的解決辦法，
但如果將投降者全部關押，本已緊張的後勤供應，無疑會更加雪上加
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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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法令明文禁止殺降，在皇帝所下

宋神宗朝，在西北拓邊期間，對於降

詔令中也多次提及禁止殺降，殺降事件又

附的蕃部士卒，也多採取殺戮政策，宋代

為何屢禁不止呢？
（一）軍功誘惑

統治者認為這些部落「素無保聚，不相維
統，向背無常」。這些蕃部甚至將宋政府

古代軍隊實行「計首」論功的政策，

所賜錢物「旋送賊所，以作歸投質驗」[26]。

在利益誘惑之下，不斷有士兵殺降，甚至

另外，宋政府擔心西夏間諜以降附的身份

殺戮平民以冒領軍功。為了激勵廣大士兵

混進來。更何況，軍費、糧草等後勤問題一

鬥志，鼓勵他們奮勇殺敵，宋代統治者依

直困擾著宋政府，直接釋放自然不是好的

然把斬獲敵人首級作為軍賞之一，如在宋

解決辦法，但如果將投降者全部關押，本

遼戰爭期間，宋政府規定：「得首級者，

已緊張的後勤供應，無疑會更加雪上加

三千」 [19]。宋政府組 織編寫的大 型兵書

霜。

《武經總要》亦有相關規定：「擒生斬級，

殺降也有將帥性情殘暴、或在戰場上

有中傷者，除轉遷外，別給第四等賜，重者

敵方開始負隅頑抗，引起己方將士不殺不

加一等。……數人共擒斬賊一人，或數十人

足以泄憤等原因，同時，還要兼顧戰勝方

共擒斬賊數人者，除親擒賊到依上條賞賜

背後所屬政治集團的經濟實力、文化積澱

[20]

外，余隨從人各降一等」 。對於在戰鬥

和社會風尚等諸多方面。對戰勝者來說，

中斬獲敵人首級、抓獲敵人者，宋政府會

如何妥善處置投降者是一個棘手的問題，

[21]

予以轉官、減少磨勘年、賞賜等獎勵 。此

社會上對納降問題也有諸多不同的認識

政策無疑有利於提高士兵的戰鬥力。面對

和理解。很多時候殺降是為了降低戰爭風

獎賞和財富，士兵常有越軌之舉。如在政

險，因為在兩軍交鋒中，失敗一方的投降

和八年（一一一八年），宋徽宗下詔：「邊

者中時有高級將領或者行政官員，高級將

將殺降，以幸邀功，殊失惠養元元、招撫

領擁有統兵與作戰能力，行政官員具有一

[22]

羌戎之意。自今有犯，必罰無赦」 。
（二）政治、軍事原因

定的政治號召力，如朝秦暮楚，非真心投
降，會造成嚴重後果。那麼，將其立即殺

除了前面所提及的將士因軍功誘惑

戮無疑是防止其反覆，以絕後患最簡便的

而殺降外，出於政治、軍事的考慮似乎是

手段。更何況，有時候的大開殺戒，反而更

更為重要的原因。

能夠彰顯己方的武力，讓敵方士兵聞風喪

曹斌帥軍征討江南時，平定潤州後，

膽。這樣就使得殺降成為一種很常見的處

「丁德裕部送潤州降卒數千人赴升州城

置降人方式，既能徹底消除隱患，又能起

下，卒多道亡，曹彬發檄招誘，稍稍來集，

到威懾作用。

[23]

慮其為變，又盡殺之」 。在前面提到的
保州兵變中，時任知諫院的蔡襄認為應將
叛亂者「盡行誅戮」，否則「必開驕慢叛亂
之源」，而且顯得「朝廷畏眾不殺之意，官

三、宋政府防止殺降所采取的
措施
為防止出現殺降事件，北宋政府在法

與蜀漢名相諸葛亮及唐代開國功臣同列
。對於白起，唐人的評價分趨兩端，或非

前面提及《宋刑統》沿襲唐律禁止殺降，在

議其殺降，或尊崇其用兵如神 [36]。宋太祖

《宋會要輯稿》中亦有類似記載：「既賊

巡視武成王廟時，看到白起的畫像後大

[27]

怒：「起殺已降，不武之甚，何為受享於

伏降而輒殺者，斬」 。《武經總要》也規
[28]

此？」隨後令人將白起的畫像清除出廟。宋

見，在殺降問題上，北宋政府至少從法律

太祖此舉在宋人著述中多次出現，這是從

規定來說，處理是非常嚴厲的。

思想上對殺降事件和殺降之人進行批判。

與西夏作戰中，范仲淹向宋政府提出

可見，宋太祖批判殺降在當時引起不小的

著名的攻守二策中提及：「生降者賞，殺降

反響，史家載之史冊，雖不乏頌揚太祖仁

[29]

者斬，獲精兵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 。

愛之意，但也對時人和後人起到了警示的

宋神宗也以詔令形式頒布：「降附部族，諸

作用。

將、士卒輒希功殺戮者，主將實時處斬」
[30]

宋人著述中，多次記錄了白起的殺降

。可見，如果發生殺降事件，宋政府讓軍

故地「殺穀」：《太平寰宇記》云「在縣西

中主將查實確認後，及時處斬，似乎在處

北二十五裏。秦壘西面一百步，即趙括被

斬之前並不需要上報朝廷等待朝廷批准。

殺，餘眾四十萬降白起之處。起懼趙變，盡

但此處的規定同樣是處分士兵，而對負有

坑之，露骸千步，積血三尺，地名煞穀。唐

監管之責的主將，未明言對其如何懲處。

開元十年正月，玄宗行幸親祭，改名省冤

除了法律上明文規定不准殺降外，北

穀」[37]。《新唐書·地理志》亦云：「有省冤

宋帝王常在將官出征之前對他們進行告

穀，本殺谷，玄宗幸潞州，過之，因更名。北

誡。宋太祖曾對將士說：「朕今撫養士卒，

有長平關」 [38]。宋人著述中多次提到這一

固不吝惜爵賞，若犯吾法，惟有劍耳」[31]。

地點，可見 這次殺降事件發生一千多年

童貫征遼，宋徽宗誡之曰：「一乞戒將士勿

後，白起殺降在宋人心目中依然留有深刻

使求取珠寶，遞相獻遺，用嚴軍律；二請勿

的印象。

[32]

妄殺降人，用安燕人之心……」 。
宋政府在制定禁止殺降法令的同時，

四、禁止殺降的原因

為了保證法令能夠執行、及時發現士兵殺

出於維護政局穩定、宣揚帝王仁德、

降情況，專門制定了相應的法律，如允許

維護軍紀等方面的現實需要，同時，因受

他人告發殺降：「殺降人者，許人告，每人

到禁止殺降傳統的影響，宋政府制定了禁

賞錢三十千，至百人止；告殺五人以上者

止殺降的法令。
（一）維護政局穩定、鞏固皇權

[33]

仍遷一資；殺降人者斬」 。在現實中，宋
政府也對殺降的將士進行懲處。如在前文

唐末五代，武人橫行，各地割據勢力

提及的四川殺降事件中，劍州刺史張仁謙

為了換取部下的支持，採取了「厚賞養士」

因參與其事，於建隆三年（九六二年）十一

的舉措，對士兵的不法行徑疏於懲戒，姑

[34]

楊計國：北宋殺降現象研究

定：「賊軍棄仗來降而輒殺者，斬」 。可

唐末五代，武人橫行，各地割據勢力為了換取部下的支持，

宋政府頒布了相關禁止殺降法令，如

[35]

採取了「厚賞養士」的舉措，對士兵的不法行徑疏於懲戒，姑息縱

而以歷代名將為「十哲」配享，其中白起就

容，從而養成了武人驕橫、跋扈的習氣。

在思想上對殺降現象進行批判。
（一）定法律、止殺降

唐室把姜太公尊為武成王加以祭祀，

史學新論

律制定上規定了對殺降的懲處條例，同時

息縱容，從而養成了武人驕橫、跋扈的習

士兵叛亂的張溫之，雖然平叛有功，在追

氣。宋太祖親身經歷了五代時期的兵燹連

究殺降之責時被貶。
（二）從在思想上對殺降現象進行批
判

年，也認識到將士目無法紀，違法犯上導
致的「國隨以亡」的道路。其為了重蹈覆
轍，只得留意與立法與執法，制定嚴厲的

７９

月，坐殺降，貶宋州教練 。參與平定保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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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法，嚴禁濫殺，加強皇帝對軍隊的控制，

卒時，定州路行營馬步軍都監的袁繼忠以

以期鞏固其剛建立的政權。禁止殺降，並

「殺降不祥，皆救免之」[42]。宋神宗朝，熊

制定相關懲治辦法無疑有利於加強宋代

本與少數民族作戰時，「夷酋力屈請降，

軍隊的紀律性。

裨將賈昌言欲殺以為功，（范）百祿諭之不

對待投降者的處置，不僅影響著戰爭

聽」。於是范百祿對熊本說：「殺降不祥，
活千人者封子孫，奈何容驕將橫境內乎？」

家和軍隊的聲譽。行伍出身的宋太祖，對

[43]

白起的批判，無疑是在向臣民宣示自己與

降者殃及三世」 [44]。保州之亂中，坑降者

眾不同的治國理念，明確和平統一的非暴

二千餘人後，剩餘的二千餘人分隸河北諸

力戰略。這也是宋代和平治國、以文治國

州。富弼出任河北宣撫使後，「恐其複為

的體現。
（二）宣傳皇帝的仁德

患，謀欲密委諸州守將同日悉誅之」。當富

《西山文集》載：「傳活千人有封，而殺

弼將此密謀告知歐陽修後，歐陽修認為不

在宋人眼中，宋太祖一直被稱作仁義

可：「禍莫大於殺降。昨保州叛卒，朝廷已

的帝王，如宋人蘇軾提及：「太祖得天下以

降敕榜，許以不死而招之。八井之戮，已不

[39]

北宋禁止殺降除了因現實的政治需要外，亦受到傳統禁止殺降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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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影響。禁止殺降的傳統除了歷代頒布的殺降禁令外，還有殺降不

祥的傳統觀念，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制止殺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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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進程，而且影響著戰後的統治，甚至國

仁，而民從之，故天下一於宋」 。把宋太

勝其冤。此二千人者，本以脅從，故得 不

祖能夠統一天下歸結為他具有仁德品性。

死，奈何一旦無辜就戮」[45]。可見，殺降不

呂祖謙也曾盛贊到：「自古平亂之主，其視

祥的傳統觀念在現實中確實起到了制止殺

降王不啻仇讐，而我太祖待其 極其恩禮

降的作用。

……自古攻取之主，其視生民殆若草菅，

不僅漢族政權認同了「殺降不祥」的

而太祖待之曲加存撫。江南興師，不戮一

觀念，少數民族政權也認同了這種觀念。

人，平蜀多殺，每以為恨。故新集之眾，不

當涼州吐蕃六穀族假意投降李繼遷時，讓

啻如赤子之仰父母，仁心仁聞，三代而下，

李繼遷親自去受降。李繼遷的謀士張浦認

[40]

即未之聞也」 。呂祖謙對宋太祖的評價

為此中有詐：「兵務慎重，貴審敵情。羅支

可謂非常高，其中自有溢美之詞，但在五

倔強有年，未挫兵鋒，遽爾降順，詐也。不

代殺掠成風的習氣之下，能夠禁止部下濫

若乘其詭謀未集，一戰擒之，諸蕃自伏。若

殺，也確為仁義之舉。今人論著亦稱：「他

懸軍孤立，主客勢殊，未見其可」。但李繼

既汲取了前人的經驗，又彌補了前人的不

遷認為：「我得涼州，彼 勢已促，力屈而

足，自始至終保持了審慎和寬容的政策，

降，何詐之有？況殺降不祥，爾勿疑，以阻

這比起其他封建王朝換代時的草菅人命，

向化之心」 [46]。李繼遷信而不疑，欣然前

任意殺掠的殘暴景象，的確是難能可貴

往受降，結果遭伏兵襲擊身亡。

[41]

的」 。而宋太祖作為開國之君，禁止殺

但是，殺降又會造成怎樣的不祥呢？

降，不尚武功，以德服人，對宋代文治社會

會造成什麼惡果呢？戰爭絕非僅僅是武力

的形成有深遠的影響。
（三）禁止殺降傳統

的較量，很多時候的武力衝突都可以通過
雙方妥協的方式來和平解決。試想，如果

北宋禁止殺降除了因現實的政治需

敵方或者叛軍知道投降仍被處死的話，可

要外，亦受到傳統禁止殺降觀念的影響。

能給對方造成心理恐慌，特別是對於其他

禁止殺降的傳統除了歷代頒布的殺降禁

準備投降的人，會增加他們的對抗心理，

令外，還有殺降不祥的傳統觀念。殺降不

肯定會做殊死反抗，這樣無疑會給宋政府

祥的傳統觀念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制止

的兵力、財力和物力帶來極大的損耗，宋

殺降的作用。如在雍熙三年（九八六年）征

政府也會背上嗜殺的惡名，這是宋代帝王

討契丹的軍事行動中，主將田重進欲斬降

極不願意看到的，這也是與宋政府的「以

殺降，沮外夷向化之心。乞立法，輒殺降者

共同作用，使將士在誅殺降人時，才有更

如殺人之罪」。宋徽宗於是下詔：「邊將殺

多的考慮。

降，以幸邀功，殊失惠養元元、招撫羌戎
之意。自今有犯，必罰無赦」 [47]。另外，在

[1]

時人看來，對於殺降者個人來說，不祥也
會發生在他們身上。比如前文提到的田況

結語
[2]

我們以北宋時期的殺降事件為視角，
分析法律制定與具體執行過程中的差异，
同時分析了法律與傳統觀念在生活中所起
的作用。通過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幾點認
識：
其一、幾千年的人類歷史演進中，殺
降事件時有發生，可見戰爭殘酷的一面，
其中也暴露出人性陰暗的一面，但同時也
孕育著理性，文明之光也逐漸點燃。無論
是出於對生命本身的敬畏，還是塑造帝

[3]

[4]

王、王師的光輝形象，一些禁止殺降措施
不斷出現，形成了殺降不祥的觀念。北宋
帝王以宋太祖為代表，雖然出身軍伍，卻
能夠在北宋肇建之際就在軍法上著手，嚴

[5]

明紀律，強調法治的重要性，對扭轉五代
時期武人橫行的局面起到了非常大的作
用，也為後代抓軍隊建設提供了借鑒。

[6]

其二、從對殺降事件的處理上可以看
到，北宋沿襲前代禁止殺降的律條，但在
具體的操作過程中，對違法將士的懲處，
可能就會因為親疏關係，會出現因人廢法
的情況，不能嚴格按照軍法進行懲處。這
種帝王南面之術，因人廢法，執法不嚴，是
對法治建設的破壞，也會對整個社會文化
造成了一定的破壞。

[7]

其三、在古代社會，在具體違法事件
外，人們的傳統觀念也在起著作用，法律
與傳統觀念相互交織，一起作用於人們的
具體行動中。針對於殺降，除了宋代政府

[8]

王曾瑜：《宋朝軍制初探》（增訂本）
(中華書局，二○一一年)。
張明：《宋代軍法研究》(中國社會科學
出版社，二○一○年)；錢俊嶺：《宋代
軍隊賞罰制度研究》(河北大學，二○
一一屆博士學位論文)。
劉俊文箋解：《唐律疏議箋解》卷一六
《擅興律》(中華書局，一九九六年)，
頁一一九四。
見竇儀撰、薛梅卿點校：《宋刑統》卷
一六《擅興罪》(法律出版社，一九九八
年)，頁二九二。《宋刑統》律文多沿襲
前代，張晉藩認為：「《宋刑統》就其
律文而言，只是唐律的翻版，除「折杖
法」外，很少增損，甚至連《唐律》的
律疏也一並照錄」。張晉藩：《中國法
制史》(群眾出版社，一九八二年)，頁
二四○。
脫脫等：《宋史》卷二五九《論曰》把
蜀亂的直接原因歸為這次殺降：「崔彥
進與王全斌征蜀，黷貨殺降，以致蜀
亂」(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頁九○
一○。
脫脫等：《宋史》卷五二五《王全斌
傳》(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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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處理過程中，除了明文律條在起作用之

如在紹興十年（一一四○年）九月十日
所頒明堂赦令中規定：「已解甲棄仗，
別無奸詐，而關隘輒邀功殺戮者，並行
軍令」。對於戰爭之際的投降者也不能
隨意殺害：「有倒戈歸投者，帥司常切
戒約軍士，不得輒有戕害」，見徐松
輯、劉琳等點校：《宋會要輯稿》兵
十五之七(上海古籍出版社，二○一四
年)，頁八九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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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子，林廣死後頸斷。

如李廣之所以「難封」，時人東方朔即
認為在於殺降：「禍莫大於殺已降，此
乃將軍所以不得封侯者也」，見司馬
遷：《史記》卷一○九《李將軍列傳》
(中華書局，二○一四年)，頁
三四七四。

史學新論

就起著非常明顯的作用，正是由於二者的

宋太祖雖然出身軍伍，卻能夠在北宋肇建之際就在軍法上著

九月，時任刑部尚書的范志虛指出：「邊將

手，嚴明紀律，強調法治的重要性，對扭轉五代時期武人橫行的局

禁止殺降律條外，「殺降不祥」的傳統觀念
面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也為後代抓軍隊建設提供了借鑒。

文治國」立國精神相悖的。如在政和八年

文化中國

八九二三。
[9]

[10]

這次士兵叛亂原因可參考楊國宜：《慶
曆新政時期保州兵變的評價問題》，載
《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一九九三年第三
期。

[11]

脫脫等：《宋史》卷三○三《張溫之
傳》(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頁一○
○三四。

[12]

對殺降事件的處理可能因為親疏關係，會出現因人廢法的情

況，不能嚴格按照軍法進行懲處。這種帝王南面之術，因人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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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法不嚴，是對法治建設的破壞，也會對整個社會文化造成了一定

的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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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全斌殺降未得到應有的懲罰，只是被
暫時冷落數年而已。因王全斌是宋太祖
親信，故幾年之後，當宋太祖車駕到洛
陽進行郊祀時，「召全斌侍祀，以為武
寧軍節度」。並對其安慰到：「朕以江
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遵紀律，故抑卿
數年，為朕立法。今已克金陵，還卿節
鉞」。並賜予他銀器萬兩、帛萬匹，錢
千萬，見脫脫等：《宋史》卷二五五
《王全斌傳》(中華書局，一九八五
年)，頁八九二四。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九八，
嘉祐八年二月乙酉(中華書局，二○○
四年)，頁四七九○。亦見脫脫等：
《宋史》卷二九二《田況傳》(中華書
局，一九八五年)，頁九七八三至
九七八四。

[13]

在古人眼中，宋人因殺降而遭到惡報的
還有林廣：「在瀘以敕書招蠻，既降而
殺之，此其短也。遄被惡疾死，或以為
殺降之報云」，見《宋史》卷三三四
《林廣傳》，頁一○七三九。《長編》
有類似記載：「在瀘南，（林廣）以敕
榜招蠻出降而殺之，及卒，頸遂斷，人
以為殺降之報云」。李燾：《續資治通
鑒長編》卷三二八，元豐五年七月(中
華書局，二○○四年)，頁七八九六至
七八九七。

[14]

脫脫等：《長編》卷二四七，熙寧六年
九月壬寅，頁六○○八、六○一八。

[15]

脫脫等：《宋史》卷二五七論曰(中華
書局，一九八五年)，頁八九七五。

[16]

脫脫等：《宋史》卷二五七論曰(中華
書局，一九八五年)，頁九○二八。

[17]

脫脫等：《宋史》卷二五五論曰(中華
書局，一九八五年)，頁八九二九。

[18]

喬宗傳：《趙匡胤重視法治的原因和策

略》，載《史學集刊》一九八五年第四
期，頁一三。
[19]

佚名：《宋大詔令集》(中華書局，
一九六二年)，頁八三三。

[20]

曾公亮：《武經總要》前集卷十四《制
度·賞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第七二六冊，頁四五六。

[21]

楊計國：《宋朝俘虜軍法研究》(河南
大學二○一○屆碩士學位論文)。

[22]

徐松輯、劉琳等點校：《宋會要輯稿》
刑法二之七二(上海古籍出版社，二○
一四年)，頁八三二二。

[23]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六，開
寶八年九月(中華書局，二○○四年)，
頁三四六。

[24]

李攸：《宋朝事實》卷一六(叢書集成
初編本，一九八五年)，第八三五冊，
頁二四五、二四六。

[25]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九八，
嘉祐八年二月乙酉(中華書局，二○○
四年)，頁四七九○。

[26]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三二，
慶曆元年六月己亥(中華書局，二○○
四年)，頁三一四一。

[27]

徐松輯、劉琳等點校：《宋會要輯稿》
刑法七之三(上海古籍出版社，二○
一四年)，頁八五七六。

[28]

曾公亮：《武經總要》前集卷一四《罰
條》，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七二六冊，頁四五九。

[29]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三○，
慶曆元年正月(中華書局，二○○四
年)，頁三○八八。

[30]

徐松輯、劉琳等點校：《宋會要輯稿》
兵八之二三(上海古籍出版社，二○
一四年)，頁八七六八。

[31]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二，開
寶四年十一月(中華書局，二○○四
年)，頁二七五。

[32]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六，宣和
四年五月十三日(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頁四一。

[33]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二九，
元豐五年八月(中華書局，二○○四
年)，頁七九二○。《宋會要輯稿》刑

[36]

[37]

樂史撰，王文楚等點校：《太平寰宇
記》卷四四(中華書局，二○○七年)，
頁九一九頁。

[38]

宋祁、歐陽修：《新唐書》(中華書
局，一九七五年)，頁一○○八至一○
○九。

[39]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建隆
元年正月乙巳(中華書局，二○○四
年)，頁五。

[40]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六，開
寶八年十一月(中華書局，二○○四
年)，頁三五二頁。

[41]

季平：《略論趙匡胤對歷史經驗的學習
與借鑒》，載《西南師範學院學報》第
三期，頁三一。

[42]

脫脫等：《宋史》卷二五九《袁繼忠
傳》(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頁九○
○五。

[43]

脫脫等：《宋史》卷三三七《範百祿
傳》(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頁一○
七九一。

[44]

真德秀：《西山文集》卷三五《感應
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一一七六
冊，頁五五七。

[45]

張邦基著、孔凡禮點校：《墨莊漫錄》
卷八《歐陽文忠公四事》(中華書局，

Study on the Phenomenon of Kill
Surrenders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Yan, Jiguo ( Henan Un iversit 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Song dynasty, in order to avoid repeating
the mistakes of the Five Dynasties, achieve
the purpose of promote the emperor rende,
maintaining political stability, at the same
time, inf luenced by the concept of ‘kill
surrender ominous’， In the early northern
Song dynasty, in the law, kill surrenders
was forbidden. For the money temptation
and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reasons, kill
surrenders phenomenon still occurs from
time to time. In dealing with the problem of
kill surrenders, although there were express
provision, people repeal law phenomenon
still occurs. In the specific period, not
according to the law, the emperor can better
master the servants and the surrenders can
not rebellion. If military or imperial edict
can not be strictly enforced, it will bring
harm to the army building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Key words: Northern Song dynasty;
kill surrenders; ancient military law.

楊計國：北宋殺降現象研究

嚴宇樂：《<秦將賦>慘像描寫的歷史文
化背景》，載《敦煌研究》二○一○年
第一期，頁九九。

史學新論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中華書
局，一九七五年)，頁三七七。

徐松輯、劉琳等點校：《宋會要輯稿》
刑法二之七二(上海古籍出版社，二○
一四年)，頁八三二二。

古代社會在具體違法事件的處理過程中，除了明文律條在起

[35]

[47]

作用之外，人們的傳統觀念也在起著作用，法律與傳統觀念相互

脫脫等：《宋史》卷二《太祖紀二》
(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頁二三。

吳廣成撰、龔世俊等校證：《西夏書事
校證》卷七(甘肅文化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頁八九。

交織，一起作用於人們的具體行動中。針對於殺降，正是由於二

[34]

二○○二年)，頁二二五。
[46]

者的共同作用，使將士在誅殺降人時才有更多的考慮。

法七之一九所載與《長編》有所不同：
「殺降人者，許人告，每人賞錢
二十千，至百千止。告殺五人以上者，
仍遷一資。殺降人者斬」。

８３

文化中國

哲學論壇

所有的人是子
──儒道互補視域下的儒家邏輯起點
■ 安繼民
河南省社會科學院
要：本文在秩序與自由的預設下討

成己後能成人，成人者識人，成他人可推至

論儒道互補的關係人∕個體人邏輯起點，通

成天下。儒道兩家各有自己的內聖外王之

過所有的人是子∕所有的子是人這一對命題，

道，展開為孟、荀儒家和莊子、黃老道家。

突顯儒家關係人命題的基本內涵：所有的人是

儒家孝道追求本然的真情實感；道家玄道

子。

關照宇宙人生的本根之地。
關鍵詞：秩序與自由，儒道互補，關係人

∕個體人，所有的人是子。

易學思想方法作為中華民族的內在
邏輯形式是關係性、系統性的。當代物理
學在基底部分引入互補概念後，中國關係

易學思想方法作為中華民族的內在邏輯形式是關係性、系統性

的。無論是承續傳統的孔子儒家倫理思想，還是批判傳統的老子道

８４

家哲學觀念體系，雖立論基礎有別，價值指向相反，其內在的邏輯

形式卻都是易學所提供的陰 陽/最簡關係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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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一、關係人秩序與個體人自由
的互補

性思想方法在當代得以全新展開。孔子與
老子，作為儒道兩家的開山鼻祖，為後世
儒道兩家的發展開其端緒。無論是承續

從秩序與自由的視域考察儒道互補，

傳統的孔子儒家倫理思想，還是批判傳統

道家和儒家，均非無秩序的自由或無自由

的老子道家哲學觀念體系，雖立論基礎有

的秩序。自由與秩序，總是相互涵攝、交

別，價值指向相反，其內在的邏輯形式卻

叉雜糅，這是由人的情慾衝動和理性自

都是易學所提供的陰∕陽最簡關係式。當

約、自解、自和性所決定的，理想處即可從

孔子儒家開顯出孟子理想主義和荀子的現

心所欲不逾矩。從易學最簡關係式到孔老

實主義兩派，老子道家開顯出莊子理想主

的儒道互補是一個邏輯形式上的預設性

義和黃老道家的現實主義兩派時，儒道兩

起點，如果說儒家思想的觀念體系邏輯出

家便各有自己的內聖外王之道，恰如所謂

發點可以抽象為「所有的人是子」這樣一

「兩儀生四象」。但是，既然「易之義唯陰

個全稱肯定判斷，道家的邏輯出發點就是

與陽」（《帛書·易之義》）的思想方法概括

「所有的子是人」。孔子與老子從群體∕

與「萬物負陰而抱陽」（《老子》第四十二

個體、內∕外、知∕行等向度對此進行各自

章）的宇宙觀念抽象均本於《易》學陰∕陽

的展開，成就了獨居特色的中國思想整體

最簡關係式，孔子秩序作為展開現實性自

性。

由的秩序，老子自由作為尊重自然秩序和
「德」字從金文始加「心」符，「道」與

社會生活秩序的自由，就一定是互補的。

「德」在「行走」和「觀望」上字根同體，故

在以易學為主幹、以儒道互補這一視域的

儒道兩家於「心」處同根分途，構成心性哲

中國哲學思考中，秩序與自由不僅在理論

學的邏輯起點。《道德經》赤子之心開出

結構上相互涵攝交叉雜揉為一體，且在

存在性自由主體，賦予文化以恆久的動力

儒道兩家的思想流變中，以理念統攝的形

與活力。《論語》通過人對秩序的內化，先

式，模塑中華民族對神聖之域開放的一重

發端的儒家學說的所有理論形態都是從

前述人類這種特異的存在是雙重性

「關係人」即「仁」這一邏輯前提出發的；
從老子發端的道家學說的所有理論追求
都是從「個體人」即「德」這一邏輯前提出
發的。
存在主義法學家邁霍費爾對此思考

個體人的方式生老病死喜怒哀樂吃喝拉
撒睡夢情，而且以關係人的方式理論上和

亦寫道：
在個人的存在模式中，人把「物的世界」

所有其它人類個體組成豐富複雜的社會

和「他人的世界」與他自己聯繫起來。在這個

關係，並以這種方式來滿足自己的吃穿住

世界的構成中，個人把他人和自己聯繫起來，

行用，解決自己的生老病死思等問題。既

他人，無論如何，不僅僅是個人自我展示的手

然人類具有同樣的存在（不管它是否「先

段，而且也是他人自身的目的。與這種作為自

於本質」）、需要及其滿足的問題，各大文

身中的目的的人們相對應，便產生了「私人自

明對付解決這些問題的方式，相互之間便

治」。這種私人自治的自主權在契約中得到充

總會有一些或大或小的共同點和區別性。

分的體現。

西方人認為：每個人都以某種外在方

在社會存在的模式中，惟一的非重複的不

式統合在一起，他們是可以集合的個體人

可比較的「我接受可以比較的、結構上相似的

並通過契約或神聖的方式，構成機械決定

「定位」。其中，自我被放到一定的身份和地位

論的或宗教神學的世界觀。為此，他們必

上發展到「成為角色」。在「成為角色」中，人超

須在文化形態上預設一個操作這架大機

越了?成為自身」的限度並使自己從屬於自然和

器，從而決定著每個人命運的神聖上帝。

文化的他治的法律秩序。

中國人認為「天地之大德曰生」、「有

在「成為角色」中，存在兩種基本的關係，

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

第一種是不平等的關係，第二種是平等的關

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

係。這種區分對於法律正義的問題是非常重要

父子然後有君臣」（《易·繫辭》）。這種文

的，從第一種關係中產生了「分配的正義」。分

化的基本形態是儒家乃至法家的，即直

配的正義給予每個人他自己的東西，這種東西

接從「有」出發。而老子式「天下萬物生於

不同於他人的存在，是一種不平等性。從第二

有，有生於無」之類玄學問題，在生活世界

種關係中產生了「交換的正義」，交換的正義也

中，人非不得已便了無興趣。我們每個人，

給予每個人他自己的東西，但是這種東西是與

雖亦仍以個體人的方式生活於天地之間，

他人相同的，是一種平等性。這種「成為角色」

但根據「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

的兩種基本關係可以稱之為「制度的自然法」。

（《莊子》）的生生不息、大化流行理解，逐

在制度的自然法中，那種在「存在與意義的一致

漸認定了一種有機聯繫性的天人合一世界

性」中被預先指定的社會存在便得到了確立，

觀，從而使每個人都自然、天然地置身於

並且在這兩種法律關係中表現自己[2]。

法學的立法成果是法律，法律是一

文化形態中的個體人，就總是以關係人為

種強制性的行為規範。就行為規範的意義

背景、為底色。

上，法學和倫理學並無二致。於此我們可

如果用「關係人∕個體人」這一對範

以說，不管法家和儒家在公共的話語平台

疇，來思考作為中國哲學主體結構的儒道

上如何扞格不入，禮與法，作為倫理規範

兩家思想中所內蘊的「秩序與自由」有效

和法律規範，都是行為規範，儒、法兩家

[1]

且邏輯周延的話 ，可以認定的是：從孔子

作為社會規範的制定者，社會秩序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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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的關係網絡結構的中心。這樣，中國

安繼民：所有的人是子

的：既是個體人又是關係人。他們不僅以

從孔子發端的儒家學說的所有理論形態都是從「關係人」即
「仁」這一邏輯前提出發的；從老子發端的道家學說的所有理論
追求都是從「個體人」即「德」這一邏輯前提出發的。

二、關係人∕個體人：人的雙
重品格

哲學論壇

化生活世界。

文化中國

者，都以秩序為重，以秩序的價值為優先。
對於哈貝馬斯而言：沒有主體間性就沒有
規則；對於孔夫子而言，沒有關係人就沒
有儒家的名教和禮教。此即所謂「君君，臣

中重新展開自己的正義之道。

三、《論語》《老子》中的文
字學

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

從文字學角度考察孔老對關係人∕

８６

中國人不僅追求政治上的統一，而且自然傾向於思想上的統一。
亂」作為最為基本的分析模式，人心即思
因為，在傳統社會，「治 ∖
想是否統一，直接關聯著政治的能否統一，即所謂「得人心者得天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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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秦，表述名教或禮教的政治觀

個體 人的態度，《老 子》一書用「自」字

念是「治」，區分治∕亂的標準是有道還

三十二次，第八十一章有「聖人不積，既以

是無道。有道即有序即治；無道即失序即

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句，僅此一

亂。在中國治亂興衰的歷史現象中，從來

句二次；《論語》一書用「己」字二十九次，

以治為興，以亂為衰。在中國人的價值位

表達「自己」意思的「自」字八次。「己」是

序中，衰亂總是暫時的，即便事實上分崩

相對「（他）人」而言的自我指稱，「自」是

離析得很久，價值上它永遠得 不到人們

獨立的自指性代詞。這是個堅強的文字

的普遍肯定，這就是中國人根深蒂固的大

學證據：老子道家強調個體人，孔子儒家

一統觀念。所謂大一統，就是崇尚天下統

強調關係人。現代漢語在用「自己」這個雙

一。所謂「亂世人不如治世狗」的民諺，指

字詞時，已經是特定的儒道互補語詞結

的正是「亂」往往聯繫著「戰」即所謂戰

構了。文字符號學家孟華認為：漢字不僅

亂。所以，中國人不僅追求政治上的統一，

是漢語的內在形式，而且是華夏文明的內

而且自然傾向於思想上的統一。因為，在

在形式。如果儒道互補確實是中國哲學的

傳統社會，「治∕亂」作為最為基本的分析

主體結構，這種關於「自」和「己」的第一

模式，人心即思想是否統一，直接關聯著

人稱單字選擇，就是《老子》和《論語》的

政治的能否統一，即所謂「得人心者得天

作者，在儒道源頭處的刻意所為，決非偶

下」。

然。

難道主張個體自由的道家主張分裂

「自」與「己」都是單體字，「自」作為

嗎？道家不反對統一，道家反對的是人為

初文的意思是「鼻子」，後來轉意成自指

而非自然的強制性規範的統一，主張自然

字，「己」的意思極為單純，除作為「天干

的契約性的統一即所謂「有德司契」（《老

的第六位」外，便只有「自己」一義。這說明

子》第六十四章）。儘管這種思想觀念由

「己」只有在「人∕己」的關系結構中，才有

於農耕條件下商業的欠發達未曾得以高度

它的意義，這正反映了《論語》的作者是

發展，他們仍然堅持強制的非人性，主張

在強調關係人，與勒維納斯的倫理學「他

人的自由天性的本真性，此即道家求道的

人優位原則」若合符契。而同樣在《辭源》

真諦。道家並不反對「治」而主張「無為而

中，「自」字的組詞卻極為豐富，從第三冊

治」。無為而治有「君無為」和「民自然」

二五八二至二五八六頁，「自」單字七解，除

兩個向度，並成為後世「文景」、「貞觀」、

「自己」、「自然」外，尚有「開始」、「從」、

「康乾」盛世的必要條件。以法家郡縣制

「因為，由於」、「雖，即使」、「苟，假如」

保障體制上的政令暢通，以儒家宗親和道

五個極具抽象意義的意思。以「自」組成的

家姻親的家∕鄉性自然封建自治，這是兩種

雙字詞六十八個共九十三義；三字詞十四

「臣有為」的形式，這兩種形式在中國歷

個；四字成語十七個。有興趣的讀者可以

史上成為社會結構平衡和歷史動態平衡

細繹其義，我曾抄錄一遍，頗為有趣。無

的基本保障，並從而構成中國歷史形態的

論如何，我相信《老子》的作者和《論語》

治亂興衰循環之道。在此循環中，邁霍費

的作者，都是極為認真地在闡釋思想，如

爾分配不平等關係得以校正，並在新境遇

此的文字學現象，確實讓人倍感妙趣橫

寫的互補關係，來源於《易》學「八卦取

體人的終極性；一位開風氣之先的「至聖

象」的對偶兩分，且引證孟華關於文∕言關

先師」，孔子需要在紛紜雜陳的文化遺產

係即儒∕道的互補關係之語數則。這裏我

中整理出挽救禮樂崩壞頹局的一整套思

們可以進一步指出：在「漢字的詞化和句

路，所以孔子注定顧不上關注人生的終極

化」部分，孟先生提供了大量的現代漢語

問題，而將全部的生命熱情投向需要他的

造字規則案例，有趣的是，即便在外來詞

人。此即孔子之所以選擇關係人立場，老

匯的翻譯中，這種互補性對偶兩分的例子

子選擇個體人立場的個中緣由。關係人和

也俯拾即是。所以他說：「無論是象形字還

個體人的孔老立場是一種理論的抽象，每

是言 文 結 合的單音詞，它們都是單體的

個人都是並且不得不同時是這兩者，恰似

『一』，即都是單純的縱向意指單位：形音

《易》學陰∕陽之不可「孤」，孤陰不生，孤

義結合體。而與之相對的則是橫向結構單

陽不長。孔子和老子所開啟的這兩個理論

位『二』，即一個符號與另一個符號相加後

向度是不可超越的，假如我們堅守人本主

構成橫向的符號結構體，如合體字、複合

義立場的話。

詞等。我們知道，漢字合體字、漢語複合詞
都以二合性結構單位為主，具有偶值性特
點，所以稱為『二』」。於是「相對而言，漢

四、孔子的關係人命題：所有
的人是子

語是一種非邏輯性的語言。但並不意味著

關係人立場就是社會的立場，秩序的

漢語不能反映人類共同的邏輯思維，不可

立場。社會需要規範，秩序需要維護。法治

以說漢語語法結構中沒有反映邏輯命題

國家的理想是我們所需要的偉大目標，正

[3]

形式的結構成分」 。有鑒於此，《老子》

像民主也是我們的偉大理想一樣。但現實

中的「自」字和《論語》中的「己」字在現

的社會生活永遠不會有一天突然宣稱：我

代漢語中結合為「自己」這一雙字詞也就

們不再需要倫理──政治了！公序良俗是

是老規則的新運用。

法律的基礎卻不是法律；突發事件永遠會

孔子和老子之所以同，是因為他們有

有而法律對此不可能皆有所備。所以，不

一個共同的文化淵源和生存背景；他們之

喜歡法律的孔夫子仍然是不朽的，他「無

所以異，是因為他們先天──後天的種種

訟」的偉大理想甚至受到了美國聯邦法院

原因使他們思考了不同的問題。我們相信

大法官們的高度敬仰。
我們曾經運用嚴格的語言學、邏輯學

老子作為最後的「史」，他需要將自己手

方法，通過孔子答齊景公問政的「君君，臣

中的接力棒交接下去；而孔子作為最早的

臣；父父，子子」推導出一個基本的關係人

「士」，他需要順應時代精神的召喚，去面

命題：所有的人是子[4]。有邏輯學常識的人

對，去承擔。老子是東周王室的史官，地位

一看便知，這是A E IO系統中的A命題：所

顯赫而又飽經滄桑，《老子》思考的問題

有的S是P。通過論證，這一「必然地推出」

是居高臨下的；孔子「少焉賤」，需要「下

（王璐）的邏輯結論，既符合常識且自然

學而上達」，《論語》的教誨是親切和藹

蘊涵著「邏輯恰是後承關係」（李小五）的

的。老子帶著孔子，在自己走出巫史傳統

當代邏輯定義。「後承關係」說是對數理

的神秘巫氛的同時發現了人，所以《老子》

邏輯鼻祖弗雷格的自然數「後繼關係」的

高屋建瓴；孔子超越老子，也就是告別了

擴展使用。我們曾嚴格推證的「所有的人

８７

「孔老相會」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史事實，

安繼民：所有的人是子

歡笑和勞苦，所以老子思考的問題帶有個

公序良俗是法律的基礎卻不是法律；突發事件永遠會有而法律

我們在別處業已論證，言∕文或說∕

哲學論壇

的生活之流。一位老者，需要面對一生的

對此不可能皆有所備。所以，不喜歡法律的孔夫子仍然是不朽的，

就是「自∕己」的事兒嗎？

他「無訟」的偉大理想甚至受到了美國聯邦法院大法官們的高度敬

神學的巫氛進入人的生活世界，投入滾滾
仰。

生，中國哲學史的儒道互補品格，其實不

文化中國

是子」這一科學性命題，正是運用這一數

某個烏托邦的哲學。由於此類反動的理想

理邏輯結論嘗試展開中國思想傳統的努

和烏托邦的理想，都滿足同樣的需要，因

力：子是父的「後繼」從而每個人都被天

此它們具有本質深刻的姻親關係」 [8]。中

命性地鑲嵌在特定的社會關係之網上。孔

國如此，美國亦複如此。「美國思想界有兩

子的仁學思想體系可以收納於這一命題之

股齊頭並進但罕見交流的潮流——一個是

中。

高調的，一個是低調的」。丹尼爾·貝爾說：
「有兩種形象作為美國性格的精華沿傳至

「仁」學，作了符合自明性自然事實的安

今：一是喬納森·愛德華茲的虔誠和苦惱，

排，亦通過對「天」的「不言」式理性存疑

以及他對人類墮落問題的專注；一是本傑

方式，使人保持了自己和世界的一體性聯

明·富蘭克林的實踐和技巧，以及他對成就

繫，並現實化地認定了「天子」在「人」與

與利益的關心」[9]。

「天」之間的特殊地位，並從而使得傳統
[5]

孔子之「仁」和老子之「德」若成為具備嚴格知識形態的哲學

８８

範疇，「儒道互補」即有了清晰的邏輯預設，在此基礎上，或可進行

幾乎是無限的形式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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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將人通過他的「從人從二」式的

這樣，我們在相對一神教商業文明形

社會的日常生活得以可能 。儒家推倫理

態意義上，為中國文化歷史形態在社會結

入政治的邏輯努力，終於在其後的隋唐時

構平衡和歷史動態平衡中，找到了「以人

代成為事實，實現了歷史與邏輯在中華法

為本」而非「以神為本」的邏輯出發點。

典中的統一[6]。

「所有的人是子」和「所有的子是人」這一

若進一步推論我們很容易能夠發現，

陰∕陽最簡關係式的雙向命題，為「儒道互

「所有的人是子」這一命題裏的「人」和

補」這一泛用的觀念，找到了一個無可置

「子」，作為主詞和謂詞變項（傳統邏輯稱

疑 的 理 論 基 礎。孔子之「仁」和 老 子之

之謂「賓詞」）是可以互換的，互換的結果

「德」若成為具備嚴格知識形態的哲學範

就正是老子的立場：「所有的子是人」。我

疇 [10]，「儒道互補」即有了清晰的邏輯預

們將這一變換稱為前者的逆命題[7]。
所有的人是子 = 仁，這是孔子（可推廣

設，在此基礎上，或可進行幾乎是無限的

到儒家）的立場選擇。

有先天的事物秩序」。「邏輯形式是無數

所有的子是人 = 德，這是老子（可推廣
到道家）的立場選擇。

形式展開。因為正如維特根斯坦所言：「沒
的」[11]。
但是在秩序與自由預設下的思考，不

這樣兩種互逆的命題選擇，使中華文

管是中國的一重化生活世界也好，西方的

明成為一個開放系統，既有自己的建構方

一神教商業文明也罷，秩序問題在理論上

式，又有自己的解構方式，既有秩序規劃

總是一個困難的問題。金岳霖指出：「我們

的理性出發點，又有自由活力的生命原始

要知道思議底範圍就是邏輯，思議底限制

域，既有禮法的規範，又有生存的衝動，就

是矛盾，只有矛盾的才是不可思議的。這當

像陰陽太極圖黑白二魚動態對沖一樣，生

然就是說只有反邏輯的才是不可思議的，

生不息，勇往直前。中國思想傳統在現實

而可以思議的總是遵守邏輯的。任何可以

和理論之間，通過毛澤東的「理論聯繫實

思議的世界既都是遵守邏輯的世界，我們

際」或晚年馮友蘭的「理在事中」形成一種

當然可以思議到一沒有歸納法所需要的秩

發展文明的內在張力。「從批判思想出現

序的世界也遵守邏輯。秩序問題依然沒有

以來，連同蘇格拉底學派，不斷發展的文

解決。無論從演繹說或從歸納說，歸納所

明傳統一直與反文明傾向並駕齊驅（更貼

需要的秩序總是麻煩的問題」[12]。也就是

切地或許可以說，在其內部運行）。這種反

說，秩序問題雖非邏輯性必然地推出，生

文明傾向的傳統相應產生了要麼回到某種

活仍然得以可能繼續下去的基礎，卻明顯

如子宮般安全的前批判社會，要麼前進到

地擺在那裏，這就是亨廷頓所謂人不能有

的主導話語形態，孔夫子成為中華民族的

[1]

[2]

[4]

[5]

[6]

[7]

關於這一設定，請參拙文《儒道兩家理
論起點的邏輯考察》，載《社會科學戰
線》二○○七年第三期。

[英]布賴恩·馬吉：《開放社會之父——
波普爾》(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頁一○七。引者注：出於
「讓哲學說漢語」的學術追求，引者對
譯文略有技術調整。

轉引自谷春德等編：《西方法律思想
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二○
○○年)，頁二七八。

[9]

孟華：《漢字：漢語和華夏文明的內在
形式》(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
○○四年)，頁二三五、二二一。

[10]

安繼民：《儒道兩家理論起點的邏輯分
析》，載《社會科學戰線》二○○七年
第三期。此文經擴展後被安排在《秩序
與自由：儒道互補初論》一書的第八
章。（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二○一○年，頁一五九至一七八。這裏
討論「關係人∕個體人」範疇，意欲在
與「秩序∕自由」相關之「法治∕民
主」建設上作進一步詮釋。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詩·商頌·
玄鳥》），「古之神聖人，母感天而生
子，故稱天子」（《說文》），這層意
思在晚年維特根斯坦思想中被表述為生
活基礎的神秘性和日常生活的聯繫，這
種聯繫不在邏輯意義而是在生活意義上
使生活得以可能。

丹尼爾·貝爾著 趙一凡譯：《資本主義
文化矛盾》(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
書店，一九八九年)，頁一○六。
這意味著我們將在形下之「有」而非形
上之「無」的意義上，把孔子之「仁」
定義為：所有的人是子；老子之「德」
定義為：所有的（人之）子是人。已如
上述。

[11]

維特根斯坦著 賀紹甲譯：《邏輯哲學
論》(北京：商務印書館，一九九六
年)，頁八六、五四。第九四頁有：
「很清楚，『邏輯的初始命題』的數目
是任意的」，此與「邏輯形式是無數
的」實際意義一致。

安繼民：所有的人是子

[3]

[8]

秩序問題雖非邏輯性必然地推出，生活仍然得以可能繼續下去

符號性象徵，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的基礎，卻明顯地擺在那裏，這就是亨廷頓所謂人不能有自由沒有

自由地生活。緣於此，儒家成為中國傳統

秩序地生活，卻可以有秩序沒有自由地生活。

真命題是什麼？別無選擇，「所有的子
是人」。「五四」批儒雖有過激之嫌，
作為對西學的刺激──反應，鑒此實屬
可原。

哲學論壇

自由沒有秩序地生活，卻可以有秩序沒有

[12]

金岳霖：《論道》(北京：商務印書
館，一九八七年)，頁三。

Everyone is a master: logical point
of view of Confucius quotes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An Jimin(Henan Social Sciences

哲學界拘於漢武帝「獨尊儒術」之說，
以為漢代政治秩序已是儒家佔主導地位
的法律秩序，這是莫大的誤解。瞿同祖
先生早在四十年代即已落實了「以禮入
法」的詳細過程，惜後學多所不知！

Academy)

逆命題和正命題一樣，乍看似卑之無甚
高論，就象據稱有博士論文寫《糖為什
麼是甜的？》但如果結合宋明理學將
「所有的人是子」這一命題擴張為絕對
道德律令，以保障倫理──政治文化秩
序的絕對性和神聖性，宣稱「君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
「天下無不是的父母」時，人能反駁的

the main topic of "Everyone is a Master"

Abstract : In this passage we will
discuss freely and systematically about
the logical points relating between the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and by touching
we can go further to focus and elaborate
the main theme of the Confucianism that
everyone is the Master.
Complementation between Confucianism
& Taoism, Everyone is Master.

８９

K e y w o r d s : Fr e e d o m & O r d e r,

文化中國

宗教探索

基督教生根中國之道
──基督教中國化的理論探索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要：聖經的核心真理是普世的，但

西方傳播基督教的傳統文化並不具普世性。當

中國基督教的特性是生根中國，使聖經真理進入中國這具體世

９０

界，用這具體世界的特性來彰顯真理。聖經真理進入中國，可稱為

文化上的「道成肉身」，這將是基督教神學與歷史中的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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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4.對死後永恆的肯定：人因脫罪業而
可回復與永恆的親情關係，而可得永生。

基督教進入中國多年，到今天不單為了方便處

這 四 點可以 說 是 基 督 教 敘 事 話 語

境而反省，並且須進一步以神學反思為主軸，

（narrative）的基本普世性核心內涵，不受

尋求深入瞭解與融和中國文化，包括哲學、宗

歷史文化所拘限。但這普世性核心內涵傳

教、文學和藝術，去體會、欣賞與掌握，並對基

播到不同的歷史文化處境時，與一個現實

督信仰基於聖經而來的核心真理價值，有深
度的委身、經歷與理解，再融會而後建立「中

存在的文化叢體（Cultural Complex）會面
時，即產生其適應文化特有思維方式和價

國基督教」及其「中華神學」。中國基督教的特

值觀的特殊表達方式，而使其普遍價值及

性是生根中國，使聖經真理進入中國這具體世

普世性核心內涵具體化。

界，用這具體世界的特性來彰顯真理。聖經真

信仰落在一具體文化處境之中去達

理進入中國，可稱為文化上的「道成肉身」，這

致 普 世 的 內 容，一 般 稱 為「處 境 化 」

將是基督教神學與歷史中的大事件。

(Contextualization）的過程，神學上可稱為

關鍵詞：處境化，道成肉身，反省，聖經
真理，中華神學。

文化上道成肉身的神學思考

一種普世性核心內涵的「道成肉身」，而與
文化融合作出最有效的溝通。如D e a n E .
Flemming所云：「我將處境化視為有機而
整全的過程，福音通過之而道成肉身在具
體歷史或文化處境中」[1]。

基督教作為信仰涉及人生終極關懷

「處境化」有時譯為「語境化」，因其

的抉擇，其內容觸動普遍的人性要求，包

原是語言學家所用，特別是以聖經是上帝

括：

的話語，是普遍的真理，但這話語如何能
1.人對宇宙終極的解釋：上帝存在，對

人無窮關愛，主動對人啟示與救贖。

溝通傳遞給不同文化和語言處境中的人
呢？聖經中保羅已出現類似「處境化」的

2.對生命苦難的出路：上帝道成肉身

溝通，如：「向猶太人，我就作猶太人，為要

成為耶穌基督，與人同甘共苦，且以自身

得猶太人，向律法以下的人，我雖不在律

受苦難，來承擔人類痛苦，以復活帶來重

法以下，還是作律法以下的人，為要得律

生去轉化人心。

法以下的。向沒有律法的人，我就作沒有

3.對人類罪惡的轉化：耶穌釘十字架

律法的人，為要得沒有律法的人。……向軟

受苦是代人贖罪，使人除去罪業綑綁，得

弱的人，我就作軟弱的人，為要得軟弱的

新生命。

人；向甚麼樣的人，我就作甚麼樣的人。無

處境化為：「福音進入一具體歷史文化處

充足足地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

境中的活力而完整的過程，處境界定為各

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4]。道成肉

種不同的界限，如區域、種族、文化、語言、

身指真理在具體人間的彰顯，故耶穌在猶

族裔、社會及經濟狀態、政治結構、教育、

太處境降生，就用猶太文化表達，用當時

性別、年齡，宗教和神學的傳統，世界觀和

流行的亞蘭文為語言。但其啟示與救贖的

[3]

價值（即受眾的『生活世界』）」 。

真理，又超出猶太文化。
中國基督教的特性，須使聖經真理落

方文化的世界，經過希臘羅馬化的過程，

入中國這具體世界，用這具體世界的特性

形成西方基督教的神學傳統。當西方基督

來彰顯真理。民族文化是一複雜的叢體，

教再由宣教士傳向世界時，信仰已是經西

可用「身體」一概念來象徵，聖經真理進入

方化的框架所構作。當其遇到龐大的另一

中國，可稱為文化上的「道成肉身」，這將

種文化，例如中國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即

是基督教神學與歷史中的大事。

會產生格格不入甚至衝撞的狀態。

一般華人信徒很喜 歡講「中國基督

在中國文化中，單 講處境化 是不足

化」，這講法隱涵一問題，就是可能發展

的，因處境化觀點是只從宣教意義上，為了

成將信仰國教化，一旦國教化，變成政治，

傳福音之目的而作的，但其不足之處，是

後果是基督徒失去生命與靈性的活力，如

先假定有一套西方的正統基督教是普世

羅馬帝國以基督教為國教，教會變成儀式

真理，為了宣教而作出一些調整，去配合中

化、教條化和權力化。如果這口號指很多

國處境。

中國人都成基督徒，很多中國人基督化，

聖經的核心真理是普世的，西方基督

若真有這一天，那是很遙遠的未來，如今

教傳統卻是文化的，不具普世性，當基督

講又是不切實際。只有經過基督教生根中

教進入中國多年，如今不單為了方便處境

國，有中國化的過程，未來才有可能有較

而反省，且須進一步以神學反思為主軸，

多中國人基督化。

尋求深入瞭解與融和中國文化，包括哲
學、宗教、文學和藝術，去體會、欣賞與掌

中國近百年的文化創傷

握，也對基督信仰基於聖經而來的核心真

如何解讀現代中國民族文化的歷史

理價值，有深度的委身、經歷與理解，再融

和現狀呢？耶魯大學社會學大師謝腓理

會而後建立「中國基督教」及其「中華神

（Jeffrey C. Alexander）提出歷史文化解
釋的一個新理論模式，名為「文化創傷」

學」。這才是真正的基督教生根中國。

式大規模傳入，至今也有二百年的歷史，其

謝腓利指出：「文化創傷的發生，來自

間多次受到統治者與文化上的排斥，然而

一個群體中的成員，遭遇到一些可怕事件

到二十一世紀已有數千萬甚至近一億信

而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在其群體意識中。

徒了，但信仰仍是西方文化的形態。今日中

永遠刻在其回憶裏，從根本上及不可磨滅

國基督信仰作為一個可觀的小群體，必須

的方式改變了他們未來之認同」[5]。他說：

生根中國，才能成為中國民族文化的一部

「創傷發生在集體的層次，社會的哀號就

分。生根就須超越宣教上的處境化思維，

必變成文化的哀號（Cultural Cries）。事件
只是其中的一面，另一面則是對事件的重

而是在神學上建立中國化的基督信仰。
耶穌基督降生人間，聖經稱為「道成

整（representation這辭包括經過理解後重

９１

今已一千三百多年，一八四二年之後才正

（Cultural Trauma），去探索群體的歷史
災難，如何影響民族文化的集體意識。

基督教自景教在公元六三五年入華至

梁燕城：基督教生根中國之道

由於基督教的敘事話語最早進入西

宗教探索

肉身」，「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
基督教自景教在公元六三五年入華至今已一千三百多年，
一八四二年之後才正式大規模傳入，其間多次受到統治者與文化上
的排斥，然而到二十一世紀已有數千萬甚至近一億信徒了，但信仰
仍是西方文化的形態。

論如何，總要救些人」 [2]。Flemming定義

文化中國

新表現之意思）。創傷不是集體經驗痛苦

中國人，我們是中國的兒女，作為基督徒，

的後果，卻是這實際的不愉快進入了集體

則選擇成為中國的僕人，願低一 等來服

認同意 識 之核心當中。集體參 與 者『決

侍，而不是高一等的指點。

定』將社會痛苦重整，視之為基本上威脅
到對他們自身是誰，他們過去從哪裏來，
將來要到哪裏去的認同」[6]。

基督信仰對苦難者的同甘共苦
中國是一個經過百多年苦難的民族，

９２

當一些或連串事件威脅到整體的自我認同，形成集體的敘事話
語，如八國聯軍入北京，日本侵華帶來的傷害等。此中的受害群體，
重整出來的敘事內容，傳播下去，形成一個集體的記憶，集體的苦
難，那就是文化的創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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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些或連串事件威脅到整體的自我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處境已改變，中國空

認同，產生文化創傷時，就形成集體的敘

前成功，達至富強，但仍要面對天災，如四

事話語（narratives），對中國人來說，如八

川地震，還有水災、旱災、泥石流等災難。

國聯軍入北京，日本侵華帶來的傷害等。

在社會的迅速發展中，社會產生貧富差距

此中的受害群體，重整出來的敘事內容，

問題，綠色環保問題，官員貪腐引發不滿

傳播下去，形成一個集體的記憶，集體的

的問題，農村人不適應城鎮化問題，遷拆

苦難，那就是文化的創傷。

違規建築的衝突問題等等，人民不能適應

通 過 這理論模式，可以瞭解中國近

新變化，而產生各種心靈抑鬱與困苦。這

百年的民族文化，所隱藏的集體心理悲痛

些是在成功發展及生活豐足時的新問題。

和憤怒。中國經過長期受外國欺淩，及各

基督教在面對災難與困苦，一個層次

種內戰內鬥，使民族的集體創傷成為文化

是在神哲學作理性上分析，指出上帝給人

敘事。由此可以瞭解，百多年來經過外國

自由意志及知識能力，在苦難考驗中以天

多次侵略，何以中國人如此不止息的內部

賦能力，改善處境。另一方面，上帝在整個

鬥爭不息，但又為何會有很多不正常的表

時空大局中的掌管，容許一時之艱困，以

現，如義和團之亂，文化大革命等，均是一

達至人由奮進克服苦難，及在災變時行出

個受傷民族和文化的集體反應。其中產生

愛心，關懷疾苦，完成更完美幸福的未來。

了偉大的道德承擔，也有產生卑污的醜惡

面對災難與困苦，基督教另一層次思考，

人格。

乃是以上帝在其啟示與行動中，彰顯其特

面對民族文化深沉的創傷，基督徒應

有的性情。從聖經所描述，上帝與人類交

學效基督與人同擔痛苦的行動，選擇與中

往的方式，除了立下律法而定下公義規則

國人同行。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極大的

外，最重要在其對摩西所說的話：「我原

侮辱與傷痛，是與人類共同受苦。其死而

知道他們的痛苦」 [7]。顯示上帝本性的惻

復活是將苦難轉化為盼望，使一切得以從

隱憐憫，對人類苦難有分擔與關愛，及以

頭開始。基督徒深信中國的創傷會轉化，

行動解救苦難中的人，其做法是對摩西說：

民族文化在近代衰敗後會復活，今須承

「我必與你同在」 [8]。就是與受苦的人同

擔民族的命運，參與中國發展向富強的大

在，共同走過困境，與人同行。其特性可綜

業，全力重建中國人的骨氣和尊嚴。

合如下：
1.上帝與人深情相交

只有無條件的愛，才能醫治深沉的創
痛，愛是恆久的忍耐，基督徒當以無盡忍

《莊子‧天下篇》曾描述莊子「上與

耐的愛去愛中國人，縱使現實上中國仍有

造物者游」，這是道家逍遙於天地間的自

很多問題，但須寬恕和忍耐，以愛去撫平

由境界，是人對大道的契會，為「肉身悟

中國人百年的傷口。當中國民族文化真正

道」。順此中國思路看基督教，卻是「造物

重建仁愛與和諧，中國人與人彼此尊重，

者游於人間」，上帝放棄完全的逍遙自由，

彼此以仁愛相扶持，有衝突則互諒互恕，

耶穌基督「虛己」，成為奴僕，與受苦的世

中國就能真正富強，不會走向瘋狂。作為

人同遊於大地。所謂「道成肉身」，是上帝

督教最重要的聖禮。

的喜樂。

特性。上帝不是高高在上的形而上實體，

中國哲學言「上與造物者遊」，是「肉
身悟道」。中國神學言「造物者與人遊」，
是「道成肉身」，為宇宙親情與受苦者同行
於人生道途中。

卻是下臨人間，在人生道途上與人相遇，
與人同行、同住、同在，有深情相交的主。
2.上帝在苦難中與人同行
世間有痛苦是不可逃避的，痛苦不是
一件存在物，如一塊石頭或一隻動物，卻

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9]。約翰福音所用

是人心中的感受。人心有完美的追求，所

「道」這一辭，希臘文是L ogo s(邏各斯)，

謂完美，就是人設想存在的最佳狀態，如

指上帝的聖言，在約翰是指上帝活潑而創

設想生命作為一種存在，其最佳狀態是永

造性的神聖言語，這話語創造和扶持了一

恆與無限，永遠年青健康。但發現所處的

切萬物，是一切存在的本體和規律。

世界，與所追求的完美不一致，如生命永

新約的「上帝」與「邏各斯」不只是
人 生 的 澄 明 境 界，並 且 是 有 性 情 位 格

遠有限，必會死亡，死亡之前也有疾病和
衰老，故生老病死被稱為痛苦。

(personal)的，故能主動向人啟示，且能成

人追求事物，得到之就是完美狀熊，

為肉身，「住在我們中間」，成為具體歷史

得不到就成「求不得苦」。人喜愛的事物

上的一個人：耶穌基督。馬太福音開始時，

或人，永遠擁有就是完美狀態，失去就是

引述舊約以賽亞書的預言，說耶穌 基督

「愛別離苦」。人希望他人完全歡喜和接

是「以馬內利」(Em manuel)，意即：「上帝

納，但多被他人所怨恨和憎惡，就成「怨憎

與人同在」。上帝臨格人間，與人同在、同

會苦」。痛苦的來源，是人心靈的迷亂與

行、同住，和人建立性情交流的關係(inter-

執著，錯誤地將完美的要求，投射到現實

personal relationship)，分擔人的痛苦，安
慰人的憂愁。這 就展開「造物者遊於人

世界，而現實世界又不按其要求發展，就

間」的序幕。

產生突然之變局，形成「愛別離苦」及「求

新約有Koi n o n o s一辭，指親密的交

產生痛苦的感受。自然災難主要是大自然
不得苦」。

流，互 為 內 在 的 感 通 關 係，英 文 譯 為

若用希臘形而上學的實體觀構作一

com mu n ion，中文譯為交接，都不能窮盡

純客體的上帝，自然就會問上帝為何容許

其意思。希臘文的原意是指投身的內外均

這苦難，並求他用全能改變客觀世界。但

美善的關係(Kalos k'agathos)，有深深的參
與、契入，彼此分享分擔的關係，及有兄弟

從道體的上帝看，上帝對人間苦難的關懷，

情的團契群體等，或可譯作「深情相交」

人間，在人生道途上與受苦者會面，深情

[10]

。新約用這辭來表達耶穌基督和人類建

相交，醫治其痛苦，安慰其憂傷。打開心

立的深情團契，這團契是通過他的犧牲而

靈與上帝溝通之道路，即可從神聖世界臨

建立的，他通過受苦、流血和死亡，將自己

在中得到生命的更新，而產生盼望去面對

獻給人類，從而寬恕人的罪惡，潔淨人的

苦難，又因白己經過痛苦，進而瞭解他人

心靈，分擔人的痛苦。因此人因著罪而與

的痛苦，產生悲愛他人之心，而去無條件

上帝之間的隔絕得以消解，而形成上帝與

幫助其他受苦的人，因此成為無窮關懷的

人的神聖感通共融，這就是Koinonos一辭

力量。

並不是用全能去改變客觀世界，卻是來臨

聖 經 路 加 福 音二十 四 章 提 到 一 個

９３

的深義，上帝與人深情相交，並由此構成基

梁燕城：基督教生根中國之道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

痛苦的來源，是人心靈的迷亂與執著，錯誤地將完美的要求，

上，是一種深情相交。這是道體的上帝之

投射到現實世界，而現實世界又不按其要求發展，就產生痛苦的感

與人同行，親歷苦難，再轉化苦難為復活

受。自然災難主要是大自然產生突然之變局，形成「愛別離苦」及

上帝臨格人間，與人同遊於人生道途

「求不得苦」。

且經驗極大苦難，以致於死，顯示出上帝

宗教探索

以肉身進入人間，經歷人間的悲歡離合，

文化中國

上帝與人道途 上相遇的事件，在以馬忤

是「重生」，使人有信心、盼望與愛心。

斯(E m m a u s)的路上，其中一人名革流巴

這不單轉化和解決了苦難、罪惡與死

(Cleopas)，兩個人「臉上帶著愁容」前進，

亡問題，而且一群這樣重生的人，去共同

因為有內心極大的困惑。他們在思考耶穌

用無條件的愛關懷人，撫慰與建立受苦的

是誰？
他是個先知，在神和眾百姓面前，說話行

人，即是將天國行在地上，有永不止息的

事都有大能。祭司長和我們的官府，竟把他解
去定了死罪，釘在十字架上。但我們素來所盼

愛，服事眾生。

基督信仰對社會的精神價值
1.單純喜樂的情懷邏輯(心理人類學家

望要贖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這

T. M. Luhrmann的觀察)

個婦女使我們驚奇，他們清早到了墳墓那裏，
不見他的身體，就回來告訴我們說，看見了天使

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著名
心理人類學家Luh r man n用人類學田野研

顯現，說他活了。又有我們的幾個人，往墳墓那

究方法深入到美國福音派教會Vineyard，

裏去，所遇見的，正如婦女們所說的，只是沒

投入研究，結論是雖然她不是基督徒，也

[11]

有看見他 。

不肯定上帝的客觀存在，「但我經驗到相

他們第一個困惑是國家民族的，他

信是福音所講的喜樂。在聚會中我見到有

「素來所盼望要贖以色列民的就是他(耶

人哭，結果我也哭，就像我看兒童書籍時

穌)」。但這盼望落空了，耶穌竟被權勢的人

忍著淚水一樣，那是在一個混亂不堪的世

害死。然而第二個困惑又來，因為他的屍

界中承諾有單純的喜樂」[13]。
她認為一旦人明白無條件的愛時，就

體不見了，天使說他復活了。
上帝對人有深情，故可以主動在道路中與人相遇，一起同行，且

因他受過極大的痛苦，故可在同行中，分擔人的痛苦。而他又在死後

９４

復活，將人的苦罪完結，轉化出新的生命，這是「重生」，使人有信

心、盼望與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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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成就，現在已經三天了。再者，我們中間有幾

這兩人的痛苦，一是民族得贖的希望

可改變人的認知，發覺教會的教導有本身

破毀，二是對生死的奧秘的無法透察。這

特有的「情懷邏輯」(emotional logic)[14]。她

是人生道途中的迷惑。結果上帝沒有在天

稱之 為第三種「認知委身」(T h e t h i r d

上說話回答其問題，卻是那復活的基督與

行」。基督「就近」他們，與他們「同行」，

epistemological commitment)[15]，以別於客
觀外在及主觀幻想的事物。
2.仁慈的社群(無神論者Alain de Botton
的觀察)

將他們的生命從挫敗與迷惑中扭轉，使他

無神論的文化作家Bott on指出，宗教

們「心裏火熱」 [12]，趕快去告訴他人這透

可服務當前人類兩個未解決的核心需求，

破生死苦惱的復活信息。

「一是需要在社群中和諧相處，儘管我們

他們在道途中相遇，聖經記載：「正談論相
問的 時 候，耶穌 親 就 近他們，和 他們同

上帝不單是宇宙之本體，也是人 生

是有根深的自私和暴力傾向。二是需要處

道路中與人同行的主。三位一體的耶穌基

理可怕程度的痛苦」[16]。他認為宗教就可

督，他本身是道路，人生在道途中，其實

適切地回應這些需要。

以他為本體，任何人在道途中探索，都是

宗教的功能包括：

在探索基督之本體，但又未自覺透入其體

1)建立社群意識，仁慈對他人；

之中，領悟存在之證明，人生反而充滿了

2)重視與人和好相處的文化教育；

偶然性，又常有迷失、痛苦與困惑。但上帝

3)教導人溫柔同情的心；

對人有深情，故可以主動在道路中與人相

4)對現世的悲觀使人對每一善意或

遇，一起同行，且因他受過極大的痛苦，

成就都感恩；
5)承認有超越的奧秘而接受人的有限

故可在同行中，分擔人的痛苦又在死後復
活，將人的苦罪完結，轉化出新的生命，這

性；

馬克思的女兒愛琳娜（E l e a n a r）在其書
Erinnerugen有這樣一段記載：
[楷]我是如此清楚地記得，在我大約

改革去處理，即可避免產生不穩定因素。

中國基督教可建立安全穩定的
社群
生根在中國的基督教，對中國文化與

曾聽到天主教堂的美妙音樂）。當然我把
的名字）。摩爾是如此冷靜地解釋這一切，

社會當前處境，可提供正面貢獻：
1.參與中國文化重建精神文明及新價
值觀

是如此清晰和確定，使我一生直至今日，

中國基督教在神學上，須建立中國化

我再無宗教性的疑惑。他就這樣向我敘述

的神學思想，用易學的天、地、人框架，及

那位木匠兒子及他被有錢人害死的故事，

關係間彼此感通的思維，建立中華神學，

其方式是我從之前或之後都未聽過的。我

再結合儒學的人性仁愛觀與天人一體觀，

常聽他說：不論所有事情如何，我們可以

道家的虛靜無為修養，會通基督的無條件

原諒基督教各種事情，因為事實上是它教

慈愛，天地恩情下人人有平等尊嚴的思想，

這些疑惑告訴摩爾（Moor是馬克思在家中

[17]

導我們去關愛那些小弟兄 。

成為中華文化共同體的一部份，開出中國

中國當前的安全感問題

新時代精神文明與價值觀，帶來文化大繁

紀登斯（A nthony Giddens）指出在
人與社會互 動的 結 構中，人一 般 都是 按

榮[18]。
2.建立喜樂仁愛的社群
基督教的特性，是使人體驗喜樂、仁

「實踐意識」（Practical Consciousness）
而行動。那是一種不用說明，不言而諭的

愛，其建立的社群，會互相扶持，主動關懷

默契，由此而建立一種穩定感，讓人可以

創傷，化解怨恨苦毒，寬恕他人過錯，教會

依賴之而活，此稱之為「本體論的安全」

對外則關懷弱勢困苦，鼓勵人積極向上。

（ontological security）。人在其本體論的
安全被威脅時，就會引發危機，如失去工

Luhr mann調查指出基督徒的心理狀
態，當信徒感到和上帝有關時，「你應會感

作、溫飽、土地、攤檔、店鋪、住家，或失

到深深被愛，你的心也會在愛的溫暖與接

去對下一代的希望，或在官方面前失去尊

納中成長，而你也會變得更能愛、能寬恕、

嚴，不被尊重等。當一群人共同受傷，就會

能理解更能容忍」[19]。
3.建立社群的本體安全感

發而為暴民，引至社會不安。

他人的需要，進入教會的人，可醫治心靈

中國三十年改革已建立了一盛世，但

相信基 督的人，體驗上帝同在與同

正從勞動密集經濟轉型，目前隱伏兩潛在

行，在人生經過痛苦時，相信上帝會扶持，

危機：

及得其他信徒鼓勵，在參加敬拜時經歷詩
歌與講道中的安慰，因此對人生未來產生

控剝奪資源，若不能理順民怨，監督貪腐，

盼望，遂有奮鬥心克服困苦。盼望使人不

會潛伏社會階級衝突危機。

懼痛苦，不懷怨恨，對社會採積極態度，建

道德及價值精神，像西方的清教徒精神，
使人心自覺向上，不走向貪婪腐敗。這潛

立紀登斯所講的本體論安全感。
Lu h r ma n n調查福音派(包括靈恩派)
基督教後，指出基督教特性在喜樂與盼

９５

1)社會貧富懸殊，既得利益的權貴操

2)仍缺乏統一而健康的文化、倫理、

梁燕城：基督教生根中國之道

五至六歲時，我有一些宗教的疑惑。（我們

儒學的人性仁愛觀與天人一體觀，道家的虛靜無為修養，會通

我們可以讀到馬克思對耶穌基督的評價。

宗教探索

衝突未成形之前，以有深度的文化和社會

基督的無條件慈愛，天地恩情下人人有平等尊嚴的思想，成為中華

根據一段鮮為中國人所知的材料，

這些危機只在萌芽期，只須在潰敗與

文化共同體的一部份，開出中國新時代精神文明與價值觀，帶來文

伏文化潰敗的危機。
化大繁榮。

6)創造偉大的藝術與建築。
3.關愛小兄弟(馬克思論基督教)

文化中國

望：「這是喜樂，是福音派基督徒的感情，

7.推動婚姻家庭倫理親情得鞏固

因基督教的核心在絕望中仍有盼望」[20]。

基督教以婚姻由上帝創立，家庭具神

這是本體安全感的來源。
4.建造社會中的道德誠信與倫理基礎

聖意義，故重視婚前無性行為，婚後無婚
外情，夫婦一生同行不離棄，丈夫愛妻子，

基督教重視靈修以深化信仰，信徒

妻子扶持丈夫，子女孝敬父母。教會對此

常自省心中萌發的罪念，如自私、色慾、貪

有多方教導，使家庭鞏固，社會和諧有根

婪，驕傲等，將動念上之罪惡摧毀，不斷

有基。
復旦調研報告也指出基督教明顯地

道德之根源。在市場經濟世界，基督教認

有對家庭和解的功能，主要來自教義及教

為財富來自上帝，故不能以貪婪、自私、欺

牧的調節[25]。
8.配合發展建構人格有品德而心靈幸
福的社會

騙及剝奪之手段得之，卻須以誠信正直為
本，有財富後也須捐助貧苦大眾。
復旦大學一個調研指出：「教職人員

基督徒的喜樂，基督徒的仁愛，基督

和信徒對聖經教訓的親身實踐，使信徒在

徒重良知，基督徒對人的關顧扶持，基督

家庭、工作、人際交往中都有較強的道德自

徒愛國愛家愛社會，基督徒以無條件的愛

律和社會關懷」，同時基督教也能增加社

對所有人，包括共產黨和其他宗教的人。這

[21]

會誠信 。
5.扶持與關愛社會弱勢社群

社群的特性可建立有品德、有幸福的和諧

愛在地上實現，而會面實現要等待末日之

社會。
9.建立中國基督教的文化，成為國際的
軟實力

新天新地，故未到末日之前，關愛他人是

在以西方為主導的全球發展中，西方

永不止息的。到市場經濟時代，約翰衛斯

列強對中國崛起有疑懼與抑制。中國須通

理(John Wesley)強調商人須全力賺錢、全
力省餞、全力捐錢。這是現代基督教關懷

過文化軟實力影響西方，但孔孟老莊對西

弱勢社群的倫理基礎。

教文化，借基督教的同根性，會引起西方

耶穌指出天國要降臨人間，將上帝的

耶穌指出天國要降臨人間，將上帝的愛在地上實現，而會面實現

９６

要等待末日之新天新地，故未到末日之前，關愛他人是永不止息的。

這是現代基督教關懷弱勢社群的倫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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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愛上帝與愛人如己之心，成為倫理

一九八五年出版的一個調研指出，河
南柘城縣基督徒建築隊，為農民蓋房，一
不吃飯，二不喝酒，三不受禮[22]。復旦的研

方的吸引有限，反而通過中國形態的基督
的共鳴，成為中國基督教文化的軟實力。

建議從戰略高度看基督教
從中國未來戰略看宗教，可分三大層

究也指出，基督教在愛心奉獻、扶貧幫困、
助學掃盲、維護治安等都有努力[23]。
6.輔導心靈創傷的人得重建

面：
1.國家層面：中國對內要穩定、和諧與

基督教認為上帝道成肉身來人間，選

幸福，宗教對此十分重要。習近平曾說：

擇釘十字架的大苦痛，是要承擔人類的苦

「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又是一個擁有

罪。耶穌死而復活，是要轉化苦罪，成為新

眾多信教群眾的國家，處理好民族問題和

生命和新希望。故教會的社群，很重視關

宗教問題，對於國家的長治久安 十分重

心人心靈的痛苦，醫治人的創傷。基督徒

要」[26]。又說：「發揮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

群體對心靈輔導和醫治非常重視，在社會

眾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積極作用，最

上具化解怨憤和暴戾的穩定人心功能。

大限度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27]。

根據《向死而生》[24]一書對四川地震

從國家戰略高度，應考慮正面引導中

後心靈輔導個案的報告，可知基督徒輔導

國基督徒投入參與建立中國夢，培養基督

對心靈重建的成果。

教會成為中國的精神文化資源之一，是中

值，促進教會對中國社會的服務，裁培有

仁愛和諧，與各少數民族及其他宗教文化

屬靈內涵(不是政治逢迎者)的年青教會領

和平合作，共同帶來國家穩定。

袖。政府可考慮雙贏的上策，吸納中國化
的基督信仰為建國精神力量，用正面成全

向為城鎮化，農業人口在城鎮中轉化為非

而不是防範對立的方式，尋找政策使教會

農業人口、農業地域轉化為非農業地域、

成為合法而能健康影響社會的群體。同時

農業活動轉化為非農業活動。農民住入城

促進中國文化吸納基督教成為中華文化共

鎮，可能形成很多適應問題，政府可考慮

同體的一部份，這文化共同體將可影響全

支援教會傳統的社會服務，從身心靈建立

球的價值觀。

人的安會感，對弱勢群體生活有保障，基
督教的關愛系統不單在身體需求上幫助

基本上，中國基督教的反省，可看出
生根中國三方向：

困苦，且可帶來喜樂仁愛的精神價值，醫
治轉型期民眾因社會不平衡，及家庭變故

1.利瑪竇精神：尊重、愛護、欣賞中國
文化，以中國文化思維健立基督信仰。

造成的受傷心靈，發揮軟枕作用，可減少
社會戾氣，成為和諧幸福的條件。

2.李提摩太精神：承擔中華民族的命
運，參與共建中國人幸福的未來。

3.國際層面：不久將來中國可能成為

世界領導大國，要令他國心悅誠服，須以

3.戴德生精神：見一個愛一個，無條
件關愛所有人，醫治人身、心、靈的困苦。

王道的善意，使中國發展同時建造他國。
從中國文化說是「己欲立而立人，己命達

[1]

而達人」，從基督教說是「你若要人怎樣
待你，你就要怎樣待人」。中國不稱霸，一
帶一路以合作共贏，建立王道精神，這是
中國的軟實力。在中國文化多元資源中，

[2]
[3]

基督教無條件大愛的精神，是絕大部分西
方國家所重視的，也是其他國家可接受的

[4]

理念。中國基督教須發展出復和與苦難同

[5]

行的精神，以屬靈上的復和去影響西方，
改變其霸道，也以苦難同行的實際去建造
弱勢國家。若基督教在中國生根，成為有
中國氣質的信仰，再由中國基督教去與其
他基督教文化區的溝通，建立中國基督教
的軟實力，以備中國十多年後被世界各國
公認為領導性的強國。

總結
國的基督教，使中國的基督教是西方基
督教以外的龐大基督教力量，在中國國內
成為百姓正常安身立命的方式，也可與西

《新約‧哥林多前書》九章。
Flemming, Contextualization in the New
Testament, 同上 20.
《新約‧約翰福音》一章。

Jeffrey C. Alexander, Ron Eyerman,
Bernard Giesen, and Neil J. Smelser,
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1.

[6]

同上，頁一○。
《舊約‧出埃及記》三章。
[8]
《舊約‧出埃及記》三章。
[9]
同[4]。
[10]
有關這方面，可參考Thayer, Joseph H.
(1885). Greek-English Lexicon of the New
Testament . (Grand Rapids, Michigan: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及 LewisElgidely, Verna. Koinonia in the Three
Great Abrahamic Faiths: Acclaiming th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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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可考慮大力發展生根於中

Dean E. Flemming, Contextualization in the
New Testament: Patterns for Theology and
Mission (Downers Grove, Ill.: InterVarsity
Press, 2005), 19.

梁燕城：基督教生根中國之道

2.社群層面：十八大後社會發展大方

宗教探索

仁愛特性，能建造中國國家民族精神上的

基督教的關愛系統不單在身體需求上幫助困苦，且可帶來喜樂

建立中華神學、建立中國基督教的精神價

仁愛的精神價值，醫治轉型期民眾因社會不平衡，及家庭變故造成

角度看教會。使教會信眾的喜樂和無條件

的受傷心靈，發揮軟枕作用，可減少社會戾氣，成為和諧幸福的條

方精神文明平等交往，互相借鏡。方向在
件。

華文化共同體 [28]一部份，不是以反面防範

若基督教在中國生根，成為有中國氣質的信仰，再由中國基

督教去與其他基督教文化區的溝通，建立中國基督教的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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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備中國十多年後被世界各國公認為領導性的強國。

文化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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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y s t e r y a n d D i v e r s i t y o f F a i t h s，
Cloverdale Books, 2007.
[11]
《新約‧路加福音》二十四章。
[12]
同上。
[13]
T. M. Luhrmann, When God Talks Back ,
(N.Y.:vintage Book,2012) , 325.
[14]
同上
[15]
同上,320
[16]
Alain de Botton , Religion for Atheists , A
Non Believer ’s Guide to the Uses of
Religion . (N.Y. ,Vantage Book, 2012).
[17
]引述自J o s e P o r f i r i o M i r a n d a , M a r x
Against the Marxists, The Christian
Humanism of Karl Marx, (London: SCM
Press), 1980 p.225.
[18]
參考梁燕城《儒道易與基督信仰》(北
京：宗教文化出版社，二○一三年)。
[19]
同上 T. M. Luhrmann書，頁一○一。
[20]
同上T. M. Luhrmann書，頁一三○。
[21]
張湛等《上海基督教新教會在建設社會
主義和諧社會中的作用調查報告(梗
概)》，載張慶熊、徐以驊主編《基督
教學術：宗教、道德與大學教育》(第
五輯)(上海古籍出版社，二○○七
年)，頁三六六。
[22]
《天風》一九八五年第十期。
[23]
同[7]。
[24]
賈佑春等《向死而生：心理諮詢師帶你
走進汶川地震幸存者的世界》(成都：
四川大學出版社，二○一二年)。
[25]
同[9]。
[26]
二○○九年，習近平在中央黨校春季學
期第二批進修班開學典禮上，談幹部學
習讀書的講話。
[27]
二○一三年十二屆人大第一次會議閉幕
禮習近平講話。
[28]
「中華文化共同體」是本人在二○一二
年全國政協中提出的提案。主要指出中
國自古的禮樂文化是用一文化共同體統
一各族，中國今日有各少數民族的文
化，各大宗教，港、澳、台及海外華人
文化，須以中華文化共同體理念來統合
之，用「同體慈愛」的價值觀，建立一
體多元的大中華文化。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ity in Chinese cultural ways
Dr. Thomas In-sing Leung(Chief-inEditor, Cultural China)
A bstrac t : T he core t r ut h of t he
Bible should by all means be universally
accepted, however,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side to spread
the biblical truth is not in a universal way.
Back to the days of the Christianity started
to explore into China years ago and until
now, it is always to try to find a better way
to fit into, to co-ordinate with the Chinese
culture, to try to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e Chinese culture to integrate it with the
theological truth of the Bible, including
through philosophies, literatures, religions
and arts, to understand, to admire, or to
get hold the real meaning of, so that the
core values and beliefs from the Bible can
be compared with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let people have to experience, understand,
to commit in a deeper way, to develop
the Chinese Ch r istianit y and Chinese
T heolog y. T he basic character istic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is that it not only roots
in China but also integrates the Biblical
beliefs into a Chinese cultural way so that
its teachings will be easily manifested and
accepted among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If the Biblical truths, beliefs, or the gospels,
can be grown and preached freely in China,
culturally speaking, this can be called as
the incarnation of ‘Word became f lesh”,
and this would again be a big incident in
the Christian theological history.
Keywords : Christianity in Chinese
cultural ways, Word became flesh. The core
truth of the Bible.

歷史人物

歷史人物

補益儒學與經世致用
──實學思潮背景下徐光啟信仰問題研究
■ 張 踐

要：明末清初儒學內部發展出的實

人指出：「徐光啟自以為得天主之恩獨厚，

學思潮，是徐光啟接受西方自然科學的思想基

把靈魂和肉體都獻給了侵略者的文化侵略

礎，他由此而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不過徐光啟

事業」，因此他們把徐光啟看成崇洋媚外

接受基督教不是為了將中國基督化，而是為了

的「賣國賊」[4]。也有人認為他是中國「西

「補益儒學」，「經世致用」。因此他努力使基

化論」的代表人物：「徐光啟對西方文化的

督教信仰與中國禮儀相適應，從而推動了基督

讚美與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貶低，與二十世

教的中國化。

紀的『全盤西化』論者十分相像，在某種

摘

關鍵 詞：實學，徐光啟，基督教，中國

意義上可以說，徐光啟是第一次中西文化

不是中世紀的經院哲（神）學， 而是培根

家，同時也是中國第一代的天主教徒。由

和笛卡兒的思想方法論；不是耶穌會的神

於他是當時入教的最高官員，並在南京教

學以及朱理安曆法，而是伽利略的實驗乃

案中竭力護教，所以被天主教稱為「三柱

至牛頓的古典體系，那麼中國方面有沒有

石」（其餘為李之藻、楊廷筠）之一。對於

可能提前兩個多世紀就接觸並接受近代

上述事實，學術界一般是公認的，沒有多

科學（以及與之相應的新的世界觀和思想

少歧義。不過對徐光啟信仰的真誠性問

方法論），從而也正式步上她近代化的行

題，卻有不同的理解。民國時期就有學者

程呢？」[6]

指出，徐光啟「從事西教，思窺其象數之

產生上述歧義的根本原因，是由於中
國近代對於宗教問題的「過敏」，許多學

中國學者認為：「徐光啟加入天主教，為當

者思維還停留在宗教等同於封建、迷信、

時他想學習西洋的科學並翻譯有關書籍

落後、反科學的水平，認為天主教不可能

提供了便利的條件」 [2]。也有日本學者認

傳播真正的科學，因此認為中國士大夫、

為：「徐光啟的根本思想包含了中華思想，

科學家的身份與教徒的身份不能兼而有

所以不能完全說是天主教民」 [3]。言下之

之。本文的目的，就是在明末實學思潮的

意徐光啟並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他僅僅借

背景下，對徐光啟的信仰問題進行一些必

用天主教徒的身份學習西方科學技術知

要的闡述。

識。另有一些學者則相反，因為徐光啟是

一、接近天主教的心路歷程

教徒，就對他的學術地位，甚至他傳播的
西方科學技術是否先進也發生質疑。如有

徐光啟生活的時代適逢明代末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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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以救漢宋以來空言論學之失」 。當代

[1]

徐光啟接受基督教不是為了將中國基督化，而是為了「補益

徐光啟 是明末著名的思想家、科 學

儒學」，「經世致用」。因此他努力使基督教信仰與中國禮儀相適

有人認為：「不妨設想，當年所傳入中國的

應，從而推動了基督教的中國化。

交流高潮中最早的全盤西化論者」 [5]。還

化。

張踐：補益儒學與經世致用

中國人民大學繼續教育學院

文化中國

的理學家焦竑。黃宗羲將焦竑歸入「泰州學

內亂時有，邊疆危機日甚，嚴重窒息了社

派」，以提倡率性而行，反對思想禁錮著

會的發展。當時的士大夫大多以「清流」

名。他說：「學道者當盡掃古人之芻狗，從

自居，逃禪出世。三一教豎起「三教合一」

自己胸中闢取一塊乾坤，方成真受用，何至

的旗幟，主張儒、釋、道合流以取代純粹

甘心死人腳下」（焦竑《焦氏筆乘》），這個

的儒學。激進的泰州學派蔑視儒教和孔孟

對徐光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認為老師

之道，被視為異端。特別是在已經僵死的

對他的影響在於「讀其文而有能益於德，

科舉體制之下，青年學子把精力完全放到

利於行，濟於事，則一而已」（《焦氏淡園

了空疏無用八股文上，妄想著金榜題名，

續集序》《徐光啟集》卷二）。焦、徐二人

一步登天。至於那些對於社會十分急需的

的精神契合於對實學的提倡。焦竑認為：

數學、物理、天文、地理、水利、醫學等等

「夫學不知經世，非學也」[7]。他批評宋代

實用知識，則因無法與科舉挂釣而無人問

的學風，是「自以為無前，而不能當於用，

津。

往往為姍笑者之口實」 [8]。焦竑比徐光啟
面對日益嚴重的社會危機，廣大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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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啟生活的時代適逢明代末期，官僚腐化，黨爭紛起，空談
之風盛行，饑荒與內亂時有，邊疆危機日甚，嚴重窒息了社會的發
展。當時的士大夫大多以「清流」自居，逃禪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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僚腐化，黨爭紛起，空談之風盛行，饑荒與

年長十幾歲，對他產生了很大影響。

已經開始感到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的空

徐光啟對當時社會上流行的實學思

疏無用，並掀起了一股強烈地抨擊宋明理

潮非常認同，他全面反思了程朱理學、陸

學的實學思潮。明朝中期的大儒黃綰，面

王心學走向空疏的弊病，認為關鍵問題在

對域內日益尖銳的階級矛盾和境外不斷嚴

於他們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佛教、道教

重的民族矛盾，開始反思造成這種危機的

空無思想的影響，出現了逃避現實生活的

根本原因。他認識到：「今日海內虛耗，大

傾向。徐光啟批評佛教說：「說禪宗者衍

小俱弊，實由學術不明，心術不正」（《明

老莊之旨，幽邈而無當；行瑜迦者雜符籙

道編》卷四）。他所謂的學術，就是當時

之法，乖謬而無理」 [9]。他在一首詩中說：

在學界佔主流地位的程朱理學和陸王心

「霏屑玄 談 未終席，胡騎蹂人如亂 麻」

學，在他看來，兩者都是空談性理的禪學。

[10]

「宋儒之學，其入門皆由於禪……故至今

的儒學玄虛空言而誤國誤民。從救國救民

日，禪說益盛，實理益失」（《明道編》卷

於水火的急迫目的出發，徐光啟轉向了實

一）。明中期的另一實學家崔銑「詆陽明不

學。他說：「方今時事，實須真才，真才必

遺餘力」，他指出：「弘治中，士厭文習之

須實學。以為求治卒不能易此」 [11]。陳子

痿而倡古作。嗣起者乃厭訓經之卑而談心

龍稱贊他：「其生平所學，博究天人，而皆

學。……創格物之解，剽禪寐之緒。奇見盛

主於實用。至於農事，尤所用心，蓋以為生

而典義微，內主詳而外行略矣」（《洹詞》

民率育之源，國家富強之術」[12]。

，詩中借用晉司馬氏的典故而批評當時

卷十《太宰羅公七十壽序》）。崔銑已經

然而在當時中國本土的思想庫中，可

預感到，士大夫陷入這種空談之中將會誤

以用來經國濟民的思想資源已經不多了。

國，他以史為鑒指出：「晉以老莊亂易道，

古代儒家學說的主體是一種政治倫理學

宋以禪釋亂性命。清談盛而晉滅，禪學盛

說，但是在儒學之外，還有名、墨、道、法、

而宋亡」（《士翼》卷一）。自明中葉起，批

醫、工、農、兵諸家，因此古代科技也曾出現

判宋儒、王學空疏無用的思想已經蔚然成

了舉世聞名的成果。但是進入宋明之後，

風，對於徐光啟思想形成產生了深刻的影

受到佛教出世主義、禁慾主義的影響，理

響。

學家把一切社會問題都歸結到「存理滅
徐光啟就是在這樣一種社會氛圍中

慾」的思想框架中，把「修身養性」當成了

進入學術領域，他入門的恩師是當時著名

學問的唯一任務。不僅嚴重壓抑了社會生

百年間爾。廢之緣有二：其一為名理之儒

能因傳播者是基督教就否定「西學東漸」

士苴天下之實事，其一為妖姿之術，謬言

的價值。進而，徐光啟對來華傳教士也產

數有神理，能知來藏往，世利用之大法獷

生了極大的好感，他說：「泰西諸君子，以

曾不能得之士大夫間，靡所不效。『卒於神

茂德上才，利賓於國。其始至也，人人共嘆

者無一效，而實者亡一存，往昔聖人』，所

異之，及驟與之言，久與之處，天不意消而

以制而術業政事，儘游於六初遠矣」（《刻

中悅服者，其實心、實行、實學，誠信於士

同文算指序》）。

大夫也」（《泰西水法序》）。他感到這些

而恰恰在這時候，耶穌會攜帶著西
方科學進入了中國。當時天主教採用托馬

張踐：補益儒學與經世致用

對於今天的科技來說也是基礎的，絕對不

歷史人物

落。徐光啟說：「算數之學，特廢於近世數

工藝器物的背後是深湛精確的科學方法，在科學方法、科學理

數學對於當時的中國科學家是先進，就是

論背後又有形而上的幾何、數學，而最終是神學解釋了無所不在、

無所不包的幾何、數學公理為何能存在於天體宇宙之間。

產發展的衝動，而且也造成了科技思想衰

西方客人正是他要找的，具有「實心、實
行、實學」，遠勝於那些理學家們的高人。
然而在明末來華傳教士的理論體系

論的論證形式。徐光啟深為這一新穎的人

中，工藝器物的背後是深湛精確的科學方

生哲理的闡述形式所震動。這是徐光啟第

法，在科學方法、科學理論背後又有形而

一次接觸到演繹推理，就深深被其強大的

上的幾何、數學，而最終是神學解釋了無

邏輯力量所吸引，特別是在他與利瑪竇翻

所不在、無所不包的幾何、數學公理為何

譯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之後。在《幾

能存 在 於天 體宇宙之間。上帝本體的存

何原本序》中他指出：「人具中材而心思縝

在，通過創世說以其巨大完美的秩序感為

密，即中材有用，能通幾何之學，縝密甚

人類認識。通過科學傳教，正是利瑪竇等

矣！故率天下之人而歸於實用者，是或其

神父的高明之處。他用精密嚴謹的西方科

所由之道也」。雖然西方傳教士帶到中國

學體系吸引了注重功用的中國士大夫的

來的不是當時西方最先進的科技成果，但

注意力，徐光啟自述自己接受基督教的心

卻是西方近代科技的基礎。不僅古希臘的

路歷程是：「欲先其易信，使人繹其文，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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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阿奎納的神哲學體系，通篇採用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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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其意理，而知先生之學（神學），可信不

侵的危險局面，急需發展農業和國防。而

疑」，從這種意義上說，徐光啟是因為吸

天主教傳教士送來的天文、地理、水利、農

收科技知識的需要而接近天主教也不為

業、機械等應用科技，正好適應了明王朝

過。進而徐光啟認識到：上帝是「立乾坤之

的需要。徐光啟從耶穌會士熊三拔學習水

主宰、肇人物之根宗。推之於前無始，引之

利知識，寫成筆記《泰西水法》，在序中他

於後無終。彌六合兮靡間，超庶類兮非同」

指出：「先聖有言:『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

（徐光啟《耶穌像贊》）。可見徐光啟是從

天下利，莫大乎聖人』，器雖形下，而切世

倡導實學而進入西方科學，並逐漸走入了

用，茲事體不細已」（《泰西水法序》）。一

基督教。

些專注於「修身養性」的大儒們雖然不屑

當時明王朝正處於內則水旱交加，外則強虜入侵的危險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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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需發展農業和國防。而天主教傳教士送來的天文、地理、水利、農

業、機械等應用科技，正好適應了明王朝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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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徐光啟心目中的天主教

於這些形下之器，但是社會卻十分需要。
徐光啟引用《周易·繫辭上》中一句話，說

萬曆三十年十二月初四日（一六○三

明原始儒學的聖賢們，並非像宋明之後的

年一月十五日），四十二歲的徐光啟在南

腐儒那樣「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

京天主堂由葡萄牙耶穌會士羅如望洗禮

賢書」。在軍事方面，徐光啟力主引入耶穌

入教，教名保祿（Pau lo）。入教之後，從大

會傳教士介紹的西洋大炮。他說：「今時務

量傳教士的記錄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像

獨有火器為第一義」，「可以克敵制勝者，

很多虔誠的教徒一樣，嚴格遵守天主教

獨有神威大炮一器而已」。他在所著《兵

的各項禮儀。葡萄牙耶穌會士伏若望撰成

機要訣‧兵法條格》中寫到：「用兵之道，

《一六三三年耶穌會中國副省年報》，其

惟戰攻守三者盡之。當今兵憊將弱，刀槍劍

中專闢一節，描述徐光啟一生的信仰、美

戟，不能制勝，非火器莫能禦敵也。火器神

德及其與教會的密切關係。他說：「他從

妙全在於製造精工，又須練習純熟，施加

來沒有錯過彌撒，他的奉教家族成員也都

如意，百發百中，斯為有用」。

按時參加彌撒，因為他要求他們都來，而

第二個層面是理論科學的功用，例如

讓他們做到這一點對他來說也不難，因為

引入西方的幾何學、數學等等。徐光啟認

通常他的榜樣作用便可以激勵和促使他

為，各種工藝技術要發展，必須要有理論

們」；「他拒絕收受禮物和賄賂，以免妨礙

的支撐，他仍然是在實學價值的基礎上評

他的公務，因為收禮後有時會陷入良心上

價這些理論科學。在《刻〈幾何原本〉序》

的危險，而無法主持公道」。那麼徐光啟

中他說：「《幾何原本》者，度數之宗，所以

是不是真的虔信基督教，或者像一些近代

窮方圓平直之情，盡規矩準繩之用也」。沒

人設想那樣僅僅是為了獲取西方科學知識

有這些科學的理論，技術知識就會失去依

而裝裝樣子呢？我們還需要看看徐光啟自

據。表面上看起來這些理論知識沒有什麼

己是怎樣看待基督教的。

實際作用，但這恰恰是「蓋不用為用，眾用

徐光啟認為「天學」由三個部分組成，

所基，真可謂萬象之形囿，百家之學海」。

「（利）先生之學，略有三種：大者修身事

因此借助傳教士之手從西方引進自然科學

天，小者格物窮理，物理之一端別大象數」

理論，可以達到「補綴唐、虞、三代之闕典

（《刻幾何原本序》）。也就是神學、理論

遺義，其裨益當世」的作用。徐光啟還特別

科學和工藝技術。而對於基督教思想的

通過反用他人的一句詩詞來說明理論科

這三個部分，徐光啟都進行了實學化的理

學的意義和價值，「昔人云：『鴛鴦繡出從

解。

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吾輩言幾何之
第一個層面是應用技術的功用。當時

學，政與此異。因反其語曰：『金針度去從

明王朝正處於內則水旱交加，外則強虜入

君用，未把鴛鴦繡與人』。若此書者，又非

我們可看出徐光啟作為一名科學家的廣博

實能使人為善，亦既彰明較著矣。此等教

心胸和實事求是的態度，而這一切都是他

化風俗，雖諸陪臣自言，然臣審其議論，察

實學思想的集中表現。

其圖書，參互考稽，悉皆不妄」（同上）。他
把《禮記·禮運》「大同篇」中的美好詞句，

啟認為，天主教不僅具有高深的科技知

都賦予了這個美好的天國。這一方面是由

識，而且其神學理論本身也具有極強的道

於徐光啟對於明末社會政府腐敗，道德墮

德教化作用。徐光啟曾說過：「若崇信天

落局面的極度厭惡，另一方面則是由於傳

主，必使數年之間人盡為賢人君子也。道

教士向中國教徒傳教的時候，都是講基督

視唐虞三代且遠勝之，而國家更千萬年永

教理論中理想化的一面，絕不會介紹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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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無危、長治無亂」 。天主教作為西方

中世紀的諸侯割據、戰亂頻繁、十字軍東

的主流宗教，在古代社會如同儒學一樣，

征、異端迫害、宗教裁判所。對此我們也

也承擔著勸善戒惡，調整人倫的功用。中

不必對徐光啟的理想主義大加鞭撻，想想

世紀後期歐洲的黑暗壓迫，不過是教會組

西方十七世紀啟蒙思想家伏爾泰、萊布尼

織的一種異化，不並能因此否定宗教本身

茨對中國儒家文化的禮贊，也就可以理解

的教化意義。徐光啟通過自己的深入觀察

了。
有一點特別需要說明，徐光啟信仰

靈為切要，以忠孝慈愛為功夫，以遷善改

天主教，積極傳播天主教，但是他絕對沒

過為入門，以懺悔滌除為進修，以升天真

有用基督教取代儒學的意思。這當然與當

福為作善之榮賞，以地獄永殃為作惡之苦

時儒學在全國的強勢地位有關，更重要的

報，一切戒訓規條，悉皆天理人情之至。其

還在於，徐光啟畢竟是一位飽讀詩書的

法能令人為善必真，去惡必盡，蓋所言上

儒者，他對儒學有深厚的感情。他信仰天

主生育拯救之恩，賞善罰惡之理，明白真

主教，引進西方科學知識都是為了一個目

切，足以聳動人心，使其愛信畏懼，發於由

的，就是「補儒」，使儒學變得更加豐富，

衷故也」（《辯學章疏》）。基督教關於天

完整。在《辯學章疏》中他明確提出，儒學

堂地獄、懺悔救贖等等一系列的道德說教

缺少彼岸世界的安排，因此在教化上存在

和勸善方法，對於勸善戒惡無疑具有很大

缺陷。他說：「臣嘗論古來帝王之賞罰，聖

的功效。特別是徐光啟通過對身邊的那些

賢之是非，皆范人於善，禁人於惡，至祥極

傳教士的長期接觸發現，「知此諸臣最真

備。然賞罰是非，能及人之外行，不能及

最確，不止蹤跡心事一無可疑，實皆聖賢

人之中情。又如司馬遷所云：顏回之夭，盜

之徒也。且其道甚正，其守甚嚴，其學甚

跖之壽，使人疑於善惡之無報，是以防範

博，其識甚精，其心甚真，其見甚定，在彼

愈嚴，欺詐愈甚。一法立，百弊生，空有願

國中亦皆千人之英，萬人之傑」（同上）。

治之心，恨無必治之術，於是假釋氏之說

所以他才做出判斷，如果全國人民都信仰

以輔之」。由於儒學從不提死後的世界，所

基督教，道德水平會有極大提高，國家也

以那些喪心病狂的惡棍竟然可以無所顧

會因此而長治久安。

忌，使法律流於空疏。後來引入佛教，有了

在徐光啟的心目中，西方就是一個基

因果報應說，可是引入佛教已經一千八百

督教統治下的理想天國。「蓋彼西洋鄰近

年了，效果並不理想，而且還把人的精神

三十余國奉行此教，千數百年以來以至於

引向空無虛幻的方向，背離了儒家經世致

今，大小相恤，上下相安，路不拾遺，夜不

用的宗旨。而基督教「以懺悔滌除為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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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其說以昭事上帝為宗本，以保救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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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層面是道德教化的功用。徐光

歷史人物

兢業業，惟恐失墜，獲罪於上主。則其法

徐光啟畢竟是一位飽讀詩書的儒者，他對儒學有深厚的感情。

自繡鴛鴦而已」（《幾何原本雜議》）。從中

他信仰天主教，引進西方科學知識都是為了一個目的，就是「補

閉關，其久安長治如此。然猶舉國之人，兢
儒」，使儒學變得更加豐富，完整。

止金針度與而已，……其要欲使人人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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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道」是聖人為了教化民眾，而從天地

為作惡之苦報。一切誡訓規條，悉皆天理

萬物的變化中觀察出來的。重視「神道」

人情之至」。同時基督教又鼓勵人積極入

的教化之功而不是「神道」本身的內容，

世，努力救贖自己靈魂中的原罪，發展了

這是實學在中國宗教觀的表現。在「神道

科學，沒有佛教空疏的弊端。因此說利瑪

設教」觀念的影響下，無論中國本土產生

竇等「諸陪臣所傳事天之學，真可以輔益

的宗教，還是外國傳來的宗教，都是以「輔

王化，左右儒術，救正佛法者也」。補充儒

助王化」的形象獲得存在的合法性。例如

學，輔益王化才是徐光啟的真實目的。而

東漢時期出現的《太平經》是早期的道教

他認為，當時也只有基督教才能擔當起這

經典，對道教的誕生有催化作用。這部書

樣這任務。

都多次提到教化的思想，《太平經》卷一

三、中國化的基督徒

徐光啟的頭腦中，天主教與儒學的很多觀念是可以契合在一起

的。在徐光啟看來，儒家講格物致知，正心誠信的修身術，與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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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義中原罪、懺悔、救贖、升天本質上是一樣的，都是修身以事

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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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升天真福為作善之榮賞，以地域永殃

說：「君聖師明，教化不死，積煉成聖，故
號種民。種民，聖賢長生之類也。長生大

近代一些的學者所以會對徐光啟的信

主號太平真正太一妙氣、皇天上清金闕後

仰產生歧義，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清朝

聖九玄帝君，姓李，是高上太之胄，玉皇

康熙年間發生了「中國禮儀」之爭及其後

虛無之胤」。老子李耳是道教的始祖，《太

教皇的喻令以及中國政府的禁教。在當時

平經》認為他是由於「教化不死，積煉成

的情況下，基督教信仰已經與中國傳統文

聖」，聖君明師教化百姓，還可以積累長生

化發生了勢不兩立的對峙，似乎選擇基督

功德，這也是道教長生理論中的政治文化

教信仰就必須放棄中國儒學中所包含的信

本色。三國時期西域僧人康僧會所譯《六

仰和哲學。其實，十七世紀中葉發生的那

度集經》說佛祖：「以五戒、六度、八齋、十

場中西文化衝突，與西方列強對外擴張的

善，教化兆民，災孽都息，國豐眾安，大化

背景有關，是列強爭奪中國傳教市場的產

流行，皆奉三尊。德盛福歸，眾病消滅，顏

物。西班牙控制的多明我會和法國控制的

影煒煒，逾彼桃華」（《六度集經》卷八）。

外方傳教會所理解的正統基督教信仰，與

他把佛祖傳播教義的過程，解釋成了教化

中國人的宗教信仰心理並不符合。

民眾的過程。唐朝貞觀年間，基督教第一

自漢代 以 來，儒 家 文化 取得了「獨

次進入中國，被世人稱為「景教」，據「大

尊」地位，所以中國文化主要方面，都受到

唐景教流行中國碑」記載：「貞觀十有二年

儒家文化的熏陶，在宗教觀上也是如此。

秋七月。詔曰：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

實學文化是儒學的主要特質之一，孔子認

設教，密濟群生。大秦國大德阿羅本，遠將

為：「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

經像來獻上京。詳其教旨，玄妙無為；觀其

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論語

元宗，生成立要；詞無繁說，理有忘筌；濟

·子路》）因此儒學形成「經世致用」的學

物利人，宜行天下」。在中國皇帝看來，景

風，並以此對待一切文化、倫理，宗教也

教也是「隨方設教，密濟群生」的工具。

不例外。孔子認為：「務民之義，敬鬼神而

徐光啟也把天主教看成是各種有助

遠之」（《論語·雍也》），即政治要與宗教

於教化的外來宗教之一，他說：「臣聞繇餘

保持一定距離，但是對於各種宗教則要

西戎之舊臣，佐秦興霸；金日暺西域之世

保持一定程度的禮敬。因此在中國，各種

子，為漢名卿，苟利於國，遠近何論焉？又

宗教都具有傳播的權利，政府對於宗教的

見梵剎琳宮，遍布海內；番僧喇嘛，時至中

管理則是以其功效為依據。《周易·觀卦》

國；即如回回一教，並無傳譯經典可為證

說：「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

據，累朝以來，包荒容納，禮拜之寺，所在

道設教，而天下服矣」。在中國的文化中，

有之」。他把利瑪竇、熊三拔等西方傳教

同外國傳來的佛教和伊斯蘭教。他們對國

念，才是中國宗教天人合一，物我一體的

家政治穩定有益，所以也就能夠得到皇帝

本質屬性。

的優容。所以也應當包容基督教在中國的

在中國化的宗教觀影響下，徐光啟雖

傳播，允許他們的發揮「補益王化」的作

然清楚基督教很多基本原理與中國宗教

用。

觀的差異和矛盾，但他總是儘量去調節、
消解這些矛盾，而不是擴大差異，挑起爭

在他的頭腦中，天主教與儒學的很多觀念

端。例如龍華民記載：徐光啟「坦率地向我

是可以契合在一起的。「彼國教人，皆務修

承認，他堅信上帝不可能就是我們的天

身以事上天。聞中國聖賢賢教亦皆修身事

主。古今文人均對天主一無所知」 [15]。但

天，理相符合。是以辛苦艱難，履危蹈險，

在面對眾多的中國教徒時他則說：「古今

來相印證」（《辯學章疏》）。在徐光啟看

中國人都不知道天主是什麼，既然神父們

來，儒家講格物致知，正心誠信的修身術，

出於善意稱天主為上帝，那麼中士就不得

與基督教教義中原罪、懺悔、救贖、升天本

反對。而且由於這個稱號保留下來，他斷

質上是一樣的，都是修身以事上天。最終

定我們將歸於天主的特性歸於『上帝』將

達到的結果都是「以忠孝慈愛為工夫」，為

是有益的」 [16]。這樣的做法，顯然可以避

中國式的宗法家族社會服務。他說他曾在

開後來在中國天主教徒發生的最高神稱

傳教士的百千萬言中「求一語不合忠孝大

謂問題。再如徐光啟皈依天主教，特別是

旨，求一語不益於人心世道者」（《辯學章

與利瑪竇、龍華民、熊三拔等著名傳教士

疏》）皆不可得。徐光啟一點也不隱蔽自己

長期交往，深刻地瞭解天主教的教規和戒

是站在儒家的立場接受天主教的，他始終

律。他在《造物主垂象略說》中指出：「天

把儒學當作聖學，始終以儒者自居，曾明

主降下十戒來使人遵守，使人不被這三仇

確表示「僕所持者堯舜周孔以來相傳矩矱

引誘去。若人能受定十戒，無所干犯者，必

而已」 [14]，並且表示他接受天主教是為了

定不被三仇引誘去，必定可升天堂免墮地

救國，「時時竊念國勢衰弱，十倍宋季。每

獄」（徐光啟：《答鄉人書》）。十戒中第一

為人言富強之術：富國必以本業，強國必

條就是反對偶像崇拜，而西方傳教士總是

以正兵。二十年來，逢人開說，而聞之者以

把中國人祭祀祖先看成是偶像崇拜。但是

謂非迂即狂。若迂狂之言早得見用，豈有

對於一個中國人，是否孝敬父母包含「葬

今日哉！」

之以禮，祭之以禮」（《論語‧為政》）的內
容。如果一個中國人不按祖制安葬、祭祀

但是他的觀念中還是有很多中國化的宗

祖先，就會遭到同宗的唾棄。徐光啟作為

教觀念。例如他剛剛入教的時候，突然發

一名受過儒學多年教育的士大夫，深知孝

現時來運轉，不僅改變了屢試不第的窘

道文化在中國傳統的重要地位，因此當他

境，登第進士，入選翰林，而且期待已久

已經皈依天主教的父親去世後，「光啟跟

的孫子也降臨了。「洗歸家，則生一孫矣，

利子詳細商議，決定喪儀一切從豐，免外

公喜之甚，感謝天主」（柏應理《徐光啟行

人疑信教者輕薄先人，禮儀則遵守教會典

略》）。這種「福報」的思想，與佛教修功

規，兼採儒家古禮中不背教規者」 [17]。在

德以求來世福田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卻

中國儒者的視野中，並不要求世界絕對同

與正統的基督教侍奉上帝不求現世福利，

一，追求一種「和而 不同」的境界。《中

惟求精神救贖的觀念是格格不入的。因此

庸》說：「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

１０５

儘 管徐光啟正式受洗，按時禮拜，

張踐：補益儒學與經世致用

徐光啟使用實學的觀念看待基督教，

歷史人物

過恰恰是這種「沒有什麼道理」的宗教觀

在中國化的宗教觀影響下，徐光啟雖然清楚基督教很多基本原

似，都是內附的外國陪臣，而把基督教視

理與中國宗教觀的差異和矛盾，但他總是儘量去調節、消解這些矛

也受到利瑪竇「沒有什麼道理」的批評。不
盾，而不是擴大差異，挑起爭端。

士，看成與秦國的繇余、漢代的金日暺相

為大也」。儒家認為萬事萬物都是共同發
展的，並不存在哪一家是絕對真理。因此
徐光啟的具體做法，就是在追求儒學與基督教的殊途同歸。

這才是一個中國化的基督徒應當具有的品質與胸懷，既虔誠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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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上帝，又不背離中華文化，成為一座溝通中西文化交流的橋

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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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

正確的方法應當是求同存異，共同發展。
儒家認為各種文化發展的最終歸宿是：
「天下一致而百慮，殊途而同歸」（《周易·
繫辭下》）。可以說徐光啟的具體做法，就
是在追求儒學與基督教的殊途同歸。這才
是一個中國化的基督徒應當具有的品質與
胸懷，既虔誠的信仰上帝，又不背離中華文
化，成為一座溝通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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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Faith of Xu Guangqi with
Pragmatism
Zhang Jiang(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Originated officially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hinese
prag matism welcomed its master
enlightenment thinker in Xu Guangqi, who
was active in advocating both Western
natural science and Christianity. But as a
Confucian scholar, Xu had its motive to

何兆武：《徐光啟與西來傳教士》，載
《博覽群書》二○○七年第十期。

integrate Christianity with Confucianism,

《荊川先生右編序》，載《淡園集》(上
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九年)，頁
一四一。

ethical principles in Chinese social context,

《參知李公傳》，載《淡園集》(上海古
籍出版社，一九九九年)，頁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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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啟：《辨學章疏》，載《徐光啟全
集》九，頁二五○至二五一。

[10]

徐光啟：《徐光啟集》(全二冊)(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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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ncourage its merits in implementing its
thus realizing the movement to unifying
Ch r ist ian it y with Ch i nese Conf ucian
ideology.
Key Words: pragmatism, Xu
Guangqi, Christianity, transforming with
Chinese style.

文學藝術

文學藝術

復古意向與擬古價值
──明代詩學「大家」說的理論闡繹
■ 張慧玲

摘

要：面對唐宋文人創造的詩藝巔

詩最高潮時段的頂峰代表中將整個唐詩

峰，明人無法逾越，繼元人「棄宋歸唐」後，繼

發展的脈絡呈現出來了，這比宋元人有了

續步入「宗唐復古」之路。追慕唐人而熱切渴盼

更清晰細緻的唐詩史建構意識。本文著眼

從中找尋到一位堪稱最高典範的師法對象，更

於從「大家情結」、理論分期、論爭焦點三

成為明代主流詩人一種普遍的心理傾向，具體

方面來展開論述。

落實到明人選唐詩及唐詩批評等接受過程，

一、明人「大家」說與「大家
情結」

就集中表現為一種解不開的「大家情結」。這種
「情結」，看似集體無意識的心理表徵，實則具

突出意識 [1]，明人熱衷 編 選 各種 唐詩總

的詩學概念，亦未限定於完美無缺、固定不變

集，廣泛論 議「詩家模範」 [2]、「唐人 規

的某一家，而是始終在探究何謂「大家」，始終

模」 [3]、「大家正統」 [4]、「大家正脈」 [5]、

裹挾著復古與反復古、正體與變體、格調與才

「大家材具」[6]等話題，都與這種渴望比肩

具等各方面論爭。由此，不僅彰顯了李杜地位

唐人、頡頏「大家」的心理意識息息相關。

的浮沉變化，而且杜甫為「大家」的特殊定位
也昭示了明詩學唐的價值取向。
關鍵詞：明代；宗唐復古；「大家情結」；
明詩學唐；價值取向。

「大 家情結」概 念 最初由陳文 新提
出，被認作「對作家本身氣質的探討」，指
「明代詩人的突出個性是其化解不開的大
家情結」 [7]。具體到《明代詩人的大家情
結》一文，不但為全面認識「大家」問題給
出了甚為精闢的清晰概念，還著重從「材

主題，本人博士論文《明代杜詩學研究》

具與格調」兩方面挖掘「大家情結」的深刻

曾設專章梳理過明人詩學批評語境下的

內涵 [8]。鄧新躍則從詩學批評的角度分析

「大家」說建構及演變歷程，但挖掘深度

指出，「元稹為杜甫所作的墓志銘不僅開

不夠，未能充分凸顯「大家」命題的理論價

啟了在宋以後盛行的杜詩集大成之說，而

值。如今重新研讀各種材料之後，重新審

且 是 明 代 詩 學 批 評 中的 大 家情 結 的 源

視有了新的認識：「大家」說不止體現了明

頭」 [9]。筆者以為，在此基礎上還可進一

人對杜詩價值的再定位，更重要的是圍繞

步做三個層面的認識，試分述之。

「大家」問題展開的論爭，在帶動明人「大

首先，就「大家」問題展開的直接言

家情結」的同時，還折射出「宗唐復古」詩

說，即為「大家」說。明人參與「大家」論說

學思潮的深刻影響，更反映明人在尋找唐

者，主要分三類：一是文學家，以張以寧、

１０７

「大家」說是明代杜詩學理論的一大

面對唐宋文人創造的詩藝巔峰，明人無法逾越，繼元人「棄宋

以，明人推舉「大家」，絕非增設一個簡單純粹

歸唐」後，繼續步入「宗唐復古」之路。具體落實到明人選唐詩及

「大家情結」是明代主流詩人的一種

唐詩批評等接受過程，就集中表現為一種解不開的「大家情結」。

有非常明確的復古意向及擬古的價值標準。所

張慧玲：復古意向與擬古價值

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

明代詩人的「大家」情結，實是一種「宗唐情結」，是從心

理上渴望複歸詩國「高峰時代」及「高峰中的高峰」的一種熱忱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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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念，落到具體行動中就表現為理論意識分明的「大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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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藝蘅、皇甫汸、馮時可為代表；二是詩論

不錄元和以後詩人。還有一種特殊情況，如

家、學者，以楊慎、王世貞、胡應麟、許學

《唐詩紀》《唐詩所》旨在搜輯唐詩之全，

夷為代表；三是杜集編撰者，如趙統（《杜

卻由中晚唐篇什繁多而付之闕如。統而觀

律意注》）、萬虞愷（《唐李杜詩集》）、林

之，明人對唐詩高潮時段的具體把握落實

兆珂（《杜詩鈔述注》）。可見，「大家」說

在選本上即「盛唐之盛」。

不惟成員多樣、文化理論素養頗高，還有
探索詩歌範例的藝術自覺。

二是在具體對象上，明人具有凸出的
選「家」意識，卻不囿於「大家」之選。諸如

其次，通過唐詩選的方式，特別使用

《唐五十家詩集》《唐百家詩》《十二家唐

「大家」作為一類品目，也體現出對詩藝

詩》《唐詩二十六家》《唐人八家詩》一類

特性及標準的一種價值取向。據《唐詩總

以「家」冠名的選本，反而不選李、杜詩。

集纂要》著錄明代三十三種唐詩選本「序

一旦李、杜入選的大型總集，像《唐詩品

跋凡例」顯示，明人選唐詩至少可歸納為

匯》《唐詩正聲》《唐詩選》《唐詩歸》

[10]

三方面特點 ：

《石倉唐詩選》等，又往往入選李杜詩作

１０８

一是在時代分期上，明人具有鮮明的

最多，陷入一種「極則楷式」 [11]。另，李、

「四唐」意識，對初盛唐、中晚唐詩表現出

杜詩的單刻本、合刻本，亦多達數十種，分

截然不同的選編態度。又如《唐詩品匯》

明卻化了「大家」的存在感。

《唐詩會選》《唐詩選》《唐詩歸》多取初

三是在 編 纂體 例上，明人可謂形式

盛唐尤其盛唐詩，或如《唐百家詩》《全唐

多樣而富於創造。由崇尚「四唐」而按時

風雅》《石倉唐詩選》多取中晚唐詩，再如

代編次，如《四唐匯詩》《唐詩歸》《唐詩

《初唐詩》《唐雅》《十二家唐詩》《唐人

鏡》；深受辨體詩學影響而分體編刻，如

八家詩》限選時段，並如《唐五十家詩集》

《唐詩選脈會通評林》；還以藝術風格關

無止乎杜」[19]陳說，首稱李杜為「二大家」

品匯》首創將「四唐」分期與「九格」品目

[20]

結合，先分期、再分體，又為杜甫特設「大

蓄漢魏齊梁諸家法度且融通變化為一，而

家」品目，獨異諸家，別有深意，直接引來

盛贊「唐之大家，首稱杜陵氏」[21]。至高棅

此後明人對杜甫「大家」說的各種熱議，將

則更開啟了明代詩學以辨體為中心來論

對唐詩最高典範的追求推向高潮。

正變、論大家的風氣，《唐詩品匯》不但從

。又延續宋元人的觀念，以杜詩兼收並

宏觀上明確了「正宗」「大家」兩個重要概

極效法唐詩「大家」的傾向，更將「大家」

念，還從微觀上為杜甫專設「大家」一席，

說由理論意識引向了更全面直接的詩學實

這為後來明人熱烈討論「大家」問題提供

踐和詩意人生。由於杜詩「體裁明密，有法

了一個極具辨別空間的話題。而黃淮《讀

可尋」 ，杜詩尤其杜律，在嘉靖以降又

杜詩愚得》《杜律虞注後序》則分別從杜詩

刊布甚廣，文人大多認同杜甫為唐詩「大

「體制悉備」[22]、杜律「開闔變化」[23]角度

家」，師杜蔚然成風，至如李夢陽「趨步形

對高棅所謂「大家」予以闡釋。

[13]

骸」 老杜拗體，李攀龍七律「大率句法
[14]

從前後七子先後活躍的弘、正、嘉、隆

得之老杜」 。明人還不斷探究「風神」、

文壇，一直持續到萬曆年間，裹挾著復古

「骨幹」、「氣格」、「體裁」等「杜正脈法

主義與正變之爭的「大家」說，在被接受與

門」[15]，並總結「國朝學杜者：獻吉歌行，

被質疑中不斷走向深化，達到了成熟興盛

如龍跳天門；明卿近體，如虎臥鳳閣。獻

期。這不僅表現為以熱議「大家」的標準

吉得杜之神，明卿得杜之氣。皆未嘗用其

和人選兩大焦點為核心，以詩學辨體為主

一語，允可為後學法」 。故知「取材盛
[17]

導思想，復古與反復古派針鋒相對，由對

唐，極變老杜」 已為何景明、李攀龍、吳

杜甫律絕的質疑引發「大家」不如「正宗」

國倫、王世貞等復古文人學唐之 經驗共

的揣度，還說明在辨體意識及在此基礎上

識。

形成的正變觀念，使得「正宗」在明代詩學
明代詩人的「大家」情結，實是一種

中佔據重要位置，即追求明辨體制之後最

「宗唐情結」，是從心理上渴望複歸詩國

標準、最規範的「正體」。但是，如果明代

[18]

「高峰時代」及「高峰中的高峰」 的一

詩學過於卻調「正宗」而沒有「大家」，則

種熱忱與追念，落到具體行動中就表現為

過於拘謹、沉悶，所以，在充分意識到嚴辨

理論意識分明的「大家」說。

體制不是詩學的最後法寶後，像王世貞、

二、明人「大家」說的理論分
期

郝敬、胡震亨等人均對高棅另立「大家」
品目的用心有更深切地瞭解把握，才會對
「前七子」亦步亦趨式的復古理論作很大
修正，將「正宗」所無的闊大氣象、充沛卻

前後七子、胡應麟等為「大家」說的奠基、

勁的生命元氣與生命活力，與「大家」無所

發展和完成者，此論誠然有理。但依筆者

不包、細大不捐、變化莫測的藝術法則，用

看，明人「大家」說，或可劃分濫觴發端、成

以矯正太重規範、標準的藝術原則所可能

熟興盛、泛化衰落三大時期。試作簡要梳

帶來的呆板、嚴正、蒼白等缺陷。
晚明時期，「大家」說在泛化中逐步走

理。
明人「大家」說，濫觴發端於元末明

向衰落。以胡應麟「材」「具」並重論為代

初，迄至成化年間。這一階段「大家」言說

表，已將「大家」言說對象擴至李、杜、陳、

相對寂寥，卻自開新局。易代文人張以寧，

韓諸家。朱權《西江詩法》曾論五言古詩

一改元人「刪後求詩者尚家數，家數之大

曰：「始陳子昂、李、杜諸大家出，一掃六

１０９

熟悉明代詩學的人，一般多以高棅、

敢於新變表現在不獨喜好以八家為宗選評古今詩文，還推舉明代
「四大家」。如此求變求新的理念與性靈思潮泛濫亦相表裏，推動著
「大家」人數不斷走向了擴大化，「大家」概念也喪失了原初的豐厚
特殊意味。

[16]

張慧玲：復古意向與擬古價值

最後，明人還在詩歌創作中表現出積

[12]

文學藝術

聯分類，如《彙編唐詩十集》。高棅《唐詩

文化中國

代之纖弱，以渾厚之風倡於天下，而後世

兼眾體」 [25]，道出兼備眾體是「大家」品

斷以唐詩為宗，何也？無蹈襲雷同之弊，非

質。又，胡應麟贊賞「少陵才具，無施不可，

[24]

流連光 景之文」 。這種敢於新變才是

而憲章祖述漢、魏、六朝，所謂風雅之大

「大家」的認識被晚明人充分認可，表現

宗、藝林之正朔也」[26]，卻調「才具」與取

在不獨喜好以八家為宗選評古今詩文，還

法「大宗」「正朔」並重。而胡震亨指出「少

推舉明代「四大家」。如此求變求新的理念

陵之拗體，亦盛唐之變風，大家之降格，而

與性 靈思潮泛濫 亦 相表裏，推 動著「大

非其正也」 [27]，明人十分看重「正宗」標

家」人數不斷走向了擴大化，「大家」概念

準，即如朱權《西江詩法》有「詩家模範」

也喪失了原初的豐厚特殊意味。

[28]

條。在「正宗」規範制約下，「拗體」就成

楊慎、李東陽、王慎中、馮復京、陸時雍等，或從反面質疑，

或從側面求證，或補充泛化，或概括總結，都為明人對「大家」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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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的探索作了積極努力和理論貢獻，成就了後人眼中明人的「大家情

結」。

二○一七年第二期（總第九十三期）

「大家」說在明代的發展流變，大體

了不合規矩的「變風」。「大家」突破了體

肇始於成化以前，成熟興盛於弘治到萬曆

制界限，但在格調上依然屬於「降格」，更

間，泛化衰落於晚明。具體而言，即高棅選

見正體意識之卻烈。

唐詩而特設「大家」品目，經前後七子論爭

明人對高棅識見的看法，有認同者，

闡釋「大家」內涵，至胡應麟、胡震亨完成

如陳沂謂「高棅論少陵詩，不列於正宗而

理論總結，延伸晚明「大家」泛化風氣。至

曰大家，蓋如滄海無涯涘可尋，其間蚊龍

如楊慎、李東陽、王慎中、馮復京、陸時雍

以至暇蚌，明珠珊瑚之與砂石，無一不具，

等，或從反面質疑，或從側面求證，或補充

要識其所 當取者」 [29]，贊其善於選詩立

泛化，或概括總結，都為明人對「大家」面

目，能辨識兼容並包的杜詩內部亦有珍饈

貌的探索作了積極努力和理論貢獻，成就

與次品之別，故不適合「正宗」概念。也有

了後人眼中明人的「大家情結」。

質疑者，如觳齋主人云：「高棅編太白『正

三、明人「大家」說的論爭焦
點

宗』，編少陵『大家』，此正小兒卻作解事
者。予嘗謂太白飄逸，少陵沉鬱，究竟十太
白當不博一少陵也」 [30]。不滿「大家」「正

明代詩學中圍繞「大家」這一概念所

宗」定位，並將詩歌風格作為抑李揚杜的

展開的論爭堪稱熱烈，這些論爭一是圍繞

重要標準。皇甫汸予以發揮，云：「夫唐以

著「大家」的標準，二是就「大家」的人選，

詩賦取士，凡音律格調法闡於唐，開元、天

即誰或哪幾人堪稱「大家」來闡述的。先

寶 尤 其 盛 也。《品 匯》以 大 家 並 稱『李

說論爭「大家」標準，明人主要通過三種

杜』，供奉天才縱逸，仙氣淩雲；少陵沉

路徑去把握這些標準。

著，似不逮也」 [31]，雖誤解了高棅並稱李

一是圍繞高棅設置「大家」品目的用
意展開闡述，並發表或肯定、或批判、或質

杜「大家」，卻提示所謂「大家」當以「音律
格調」為準。

疑的各種意見。明代唐詩選中首次以「大

二是直接對「大家」內涵各抒己見，

家」標目，且唯獨定位杜甫一人的高棅，在

有從宏觀立論者，如胡應麟較之曰：「太白

《唐詩品匯》中對「大家」標準卻沒有作

有大家之材，而局量稍淺，故騰踔飛揚之

明確的解釋。在他之後，明人先後對高棅

意勝，沉深典厚之風微。昌黎有大家之具，

別立「大家」品目的用意作了揣度，並對其

而神韻全乖，故紛拿叫噪之途開，蘊藉陶

識見予以評價。多數明人接受了高棅「辨

熔之義缺。杜陵氏兼得之」 [32]，要求「大

體別流」、伸正絀變的詩學意識，從明辨

家」其人的稟賦、修養俱佳，也即將「材」

體性方面理解何以杜詩古律皆為「大家」、

「具」兼備視為「大家」必要標準。更多從

絕句卻入「羽翼」。如陳璉謂「唐之詩人無

微觀著眼者，如謝榛謂「景多則堆垛，情多

慮數百家，而以杜少陵為首稱者，以其能

則暗弱：大家無此失矣。八句皆景者，子美

[33]

標準，又對「大家」無所不包、細大不捐的

矣」[44]，而中肯說「子美固不無利鈍，終是

深句，有雄句，有老句，有秀句，有麗句，

上國武庫，此公地位乃爾」 [45]。胡應麟由

有險句，有拙句，有累句。後世別為大家，

此發揮指出「大家不免」的種種不足，落腳

特高於盛唐者，以其有深句、雄句、老句

點仍是推崇不已 [46]。胡震亨綜述高棅、李

也；而終不失為盛唐者，以其有秀句、麗句

攀龍、王世貞、胡應麟四家對杜甫定位之

也」[34]，道出了杜詩「別為大家」的句法特

爭，獨鐘王氏中肯之說 [47]。再如，馮復京

徵是變化多端又各具特色。胡震亨更微觀

稱杜詩語言有「佳處」「累處」，「所以利

到具體詩句，曰：「王昌齡《龍潭》詩：『百

鈍雜陳，涇渭並泛，終不失為大家」[48]，承

泉勢相蕩，巨石皆卻立』。『昏為蛟龍怒，

認「大家」亦非完人，瑕不掩瑜即可。

清見雲雨入』。杜甫《萬丈潭》詩：『前臨

再論「大家」人選，亦大致分成三種

洪濤寬，卻立蒼石大』。『黑知灣澴底，清

說法。第一種李 杜並稱「二大家」是「大

見光炯碎』。語不襲而肖，而通篇杜尤雄

家」人選爭議中討論最多的話題，不但確

[35]

拔盡善，名家、大家之分也」 。提出「大

立了李杜並尊格局，如萬虞愷合編了李杜

家」超越「名家」的標準是通篇「雄拔盡

集並雲：「唐詩名家以十數稱，大家則惟李

善」，暗含遣詞用語妥帖完美之意味。還

杜齊名，冠絕一代」[49]。胡震亨稱「迄今稱

有馮復京認為七言歌行「當以高達夫為正

詩者推白與少陵為唐兩大家曰李杜，莫能

宗，杜子美為大家，王維、岑參實相羽翼」

軒輊雲」 [50]。還有意識到「大家」不免有

[36]

失，如王世貞謂「太白不成語者少，老杜不

，超越了高棅不重杜甫歌行的認識，論
[37]

成語者多，如『無 食無兒』、『舉家聞若

[38]

駭』之類。凡看二公詩，不必病其累句，不

七律亦有「少陵大家，所常別論」 ，大贊
「杜拾遺之老煉雄深，允為大家」 。
三是論爭「大家」得失，有從特別重
視辨體的規範標準出發表示批評者，如楊
[39]

必曲為之護，正使瑕瑜不掩，亦是大家」
[51]

。胡應麟予以發揮指出「杜陵、太白七言

慎駁杜甫遣詞用語近俗 且不善絕句，云：

律絕，獨步詞場。然杜陵律多險拗，太白絕

「少陵雖號大家，不能兼善，一則拘乎對

間率露，大家故宜有此」[52]，又說「律絕微

偶，二則汨於典故。拘則未成之律詩，而非
[40]

減，而不失為大家者，少陵、太白是也」

絕體；汨則儒生之書袋，而乏性情」 。

[53]

「拘乎對偶」使絕句受制於律而不夠純

具」「格調」辨之，允為「大家」。

。縱然杜律、李絕，白璧微瑕，然以「才

粹，「汨於典故」致律詩學問化而乏真情，

第二種「四大家」說，一指李、杜、王、

見其「大家」標準是律絕兼善、體制分明。

孟四家，由李東陽提出「唐詩李杜之外，孟

胡應麟贊嘆「用修平生論詩，惟此精確」

浩然、王摩詰足稱大家」 [54]，入選理由是

[41]

。支允 堅 還 細化 至杜律中諸般上下重

王詩「豐縟」、孟詩「古淡」。後李濂舉「盛

字、平仄失對、詞性失對弊病，並說「律如

唐十大家」兼收王孟，王慎中揭「盛唐六大

[42]

張慧玲：復古意向與擬古價值

從句法多變評說：「少陵故多變態，其詩有

明人十分看重「正宗」標準，即如朱權《西江詩法》有「詩

在七 律上 批「子 美 篇什 雖 眾，憒然自放

家模範」條。在「正宗」規範制約下，「拗體」就成了不合規矩的

善處理情景關係的技法能力。又如王世懋

「變風」。「大家」突破了體制界限，但在格調上依然屬於「降

缺陷持理解態度。又如王世貞指斥李攀龍

格」，更見正體意識之卻烈。

『死去憑誰報』是也」 ，尤重「大家」妥

文學藝術

『棘樹寒雲色』是也；八句皆情者，子美

家」添補王孟高岑，直至陸時雍辨曰：「世

「大家」可以容變、應該敢變的角度來維

以李杜為大家，王維高岑為傍戶，殆非也。

護其地位者，如郝敬曰：「兼容並包之謂

摩詰寫色清微，已望陶謝之藩矣，第律詩

大」。「詩，杜甫大，眾體兼備，塵垢糟粕，

有餘，古詩不足耳。離象得神，披情著性，

時亦有之。無朽腐不化神奇，不得以瑕訾

後之作者誰能之」 [55]，反對獨尊李杜、不

瑜也」 [43]。既指明「眾體兼備」是「大家」

識王孟高岑之偏見。另有「天下推李、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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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律、法律，大家恐不宜此」 。也有從

文化中國

王、李為四大家，無不爭 效其體」 [56]，此
「四大家」則指李夢陽、何景明、王世貞、
李攀龍，與明人渴望頡頏名輩的心態有

[7]

[8]

關。
第三種是貫通古今的「大家」說，如
胡應麟辨體而論，「古今專門大家，吾得三
人：陳思之古，拾遺之律，翰林之絕。皆天
授，非人力也」[57]。又如季汝虞《芸林古今
詩話》標列杜子美、李太白、陶淵明、白樂

[9]

陳文新《明代詩學》(湖南人民出版社，
二○○○年)，頁二三。
陳文新《明代詩學》：「材具與格調並
重，這是明代古典主義詩學的特徵之
一」(湖南人民出版社，二○○○年)，
頁二八。
鄧新躍《明代前中期詩學辨體理論研
究》(上海古籍出版社，二○○七年)，
頁九八。

[10]

天、韓文公、柳子厚、歐陽公、蘇東坡為
「八大家」[58]。而趙士哲論諸家則曰：「自
昔稱大家者，在晉初則有潘、陸，在晉末則
有陶、謝；在唐初則有沈、宋，在盛唐則有
李、杜，在中唐則有錢、劉，錢、劉以下則
不足稱。吾以為名稱其實者，陶、謝及李、
杜是也」[59]。這與其身處易代，對陶、謝、
李、杜之作承載的時代命運苦痛更多感同
身受不無關聯。
由明人「大家」說論爭而知，「大家」
標準囊括辨體、格調、材具、句法、風格、
明人對高棅識見的看法，有認同者，贊其善於選詩立目，能辨

識兼容並包的杜詩內部亦有珍饈與次品之別。也有質疑者，不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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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正宗」定位，並將詩歌風格作為抑李揚杜的重要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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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伯海,李定廣編著《唐詩總集纂要》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一六年)，頁
二六一至四七一。

語言諸方面，具體可指兼備眾體、詩風多
樣、才具並重、句法多變、語言老煉。
「大 家」人 選囊括「二大 家」「四大
家」「六大家」「八大家」「十大家」諸說，
而對李杜「大家」反複論議的中心在如何
看待「大家」得失及李杜優劣，與「大家」
標準的評判亦相關聯。
[1]

陳文新《明代詩學的邏輯進程與主要理
論問題》：「明代的主流詩人有著解不
開的『大家情結』」(武漢大學出版社，
二○○七年)，頁二二○。

[2]

[明]朱權《西江詩法》，周維德集校
《全明詩話》（第一冊）(齊魯書社，二
○○五年)，頁七○。

[3]

[明]胡應麟《詩藪》外編卷四(上海古籍
出版社，一九七九年)，頁一九四。

[4]

[明]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三(上海古籍
出版社，一九七九年)，頁五五。

[5]

[明]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五(上海古籍
出版社，一九七九年)，頁八六。

[6]

[明]胡應麟《詩藪》外編卷四(上海古籍
出版社，一九七九年)，頁一八七。

[11]

薛寶生《明代選家對其所選唐詩的價值
定位》，載《雲南社會科學》二○一三
年第二期，頁一八九。

[12]

[明]胡應麟《詩藪》外編卷四(上海古
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頁一九○。

[13]

[明]胡應麟《詩藪》續編卷二(上海古
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頁三六○。

[14]

[明]胡應麟《詩藪》續編卷二(上海古
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頁三五二。

[15]

[明]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五(上海古
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頁一○三。

[16]

[明]胡應麟《詩藪》續編卷二(上海古
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頁三五六。

[17]

[明]胡應麟《詩藪》續編卷二(上海古
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頁三五七。

[18]

楊義《李杜詩學》(北京出版社，二○
○一年)，頁三。

[19]

[元]楊維楨《東維子文集》卷七《李仲
虞詩序》，吳文治主編《遼金元詩話全
編》第四冊(鳳凰出版社，二○○六
年)，頁二三七七。

[20]

[明]張以寧《翠屏集》卷三《黃子肅詩
集序》：「後乎《三百篇》，莫高於
陶，莫盛於李杜。大抵『二雅』賦多而
比興少，而杜以真情真境精義入神者繼
之；『國風』比興多而賦少，而李以真
才真趣渾然天成者繼之，而為二大
家」。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一二二六冊(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頁五九○。

[21]

[明]張以寧《翠屏集》卷三《馬易之金
台集序》，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一二二六冊(上海古籍出版社，

[25]

[明]陳璉《藍山詩集序》，見冀勤編著
《金元明人論杜甫》(商務印書館，二
○一四年)，頁一七頁。

[26]

[明]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二(上海古
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頁二三。

[27]

[明]胡震亨《唐音癸簽》卷八(上海古
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頁七七。

[28]

[明]朱權《西江詩法》，載周維德集校
《全明詩話》（第一冊）(齊魯書社，
二○○五年)，頁七○。

[29]

[明]陳沂《拘虛詩談》，載《叢書集成
續編》第一六九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
司，一九八八年)，頁四五○。

[30]

[明]觳齋主人《獨鑒錄》，載陳廣宏,
侯榮川編校《稀見明人詩話十六種》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一四年)，頁
一九九。

[31]

[明]李應徵《藿園詩存》錄皇甫汸《青
蓮館初稿序》，載《四庫全書存目叢
書》集部第394冊《澄遠堂三世詩存》
(齊魯書社，一九九七年)，頁一七一。

[32]

[明]胡應麟《詩藪》內編卷四(上海古
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頁七一。

[33]

[明]謝榛《四溟詩話》卷一(人民文學
出版社，一九六一年)，頁二○。

[34]

[35]

[明]胡震亨《唐音癸簽》卷十一(上海
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頁一○
八。

[36]

[明]馮複京《說詩補遺》卷一，載周維
德集校《全明詩話》（第五冊）(齊魯

[40]

[明]楊慎撰、王大厚箋證《升庵詩話新
箋證》(中華書局，二○○八年)，頁
一一七三至一一七四。

[41]

[明]胡應麟《詩藪》內編卷六(上海古
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頁一○八。

[42]

[明]支允堅《梅花渡异林》卷十《藝苑
閑評》，《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一○五冊，(齊魯書社，一九九五年)，
頁七七一。

[43]

[明]郝敬《藝圃傖談》卷三，周維德集
校《全明詩話》（第四冊）(齊魯書
社，二○○五年)，頁二九一二。

[44]

[明]李攀龍著,包敬第標校《滄溟先生
集》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二○
一四年)，頁四七四。

[45]

[明]王世貞著，羅仲鼎校注《藝苑卮言
校注》卷四(齊魯書社，一九九二年)，
頁一六四。

[46]

[明]胡應麟《詩藪》續編卷二：「老杜
夔峽以後，過於奔放。獻吉江西以後，
漸失支離。仲默秦中之作，略無神彩。
于鱗移疾之後，大涉刻深。元美鄖台之
後，務趨平淡。視其中年精華雄杰，往
往如出二手。蓋或視之太易，或求之太
深，或情隨事遷，或力因年減，雖大家
不免」(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九
年)，頁三六○。

[47]

[明]胡震亨《唐音癸簽》卷十(上海古
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頁九三至
九四。

[48]

[明]馮複京《說詩補遺》卷六，載周維
德集校《全明詩話》（第五冊）(齊魯
書社，二○○五年)，頁三九二四。

[49]

[明]萬虞愷《刻李杜詩集序》，載萬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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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王世懋《藝圃擷餘》，載何文煥輯
《歷代詩話》(中華書局，二○○四
年)，頁七七七。

[明]楊慎撰、王大厚箋證《升庵詩話新
箋 證 》 ： 「 『 白 白 』 近 俗 …… 豈 大 家
語」(中華書局，二○○八年)，頁
八六八。

張慧玲：復古意向與擬古價值

[明]朱權《西江詩法》，載周維德集校
《全明詩話》（第一冊）(齊魯書社，
二○○五年)，頁七二。

[39]

馮復京認為七言歌行「當以高達夫為正宗，杜子美為大家，

[24]

[明]馮複京《說詩補遺》卷六，載周維
德集校《全明詩話》（第五冊）(齊魯
書社，二○○五年)，頁三九二八。

王維、岑參實相羽翼」，超越了高棅不重杜甫歌行的認識，論七律

[明]黃淮《介庵集》卷十一《杜律虞注
後序》，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第二七冊(齊魯書社，一九九七年)，頁
八○。

[38]

亦有「少陵大家，所常別論」，大贊「杜拾遺之老煉雄深，允為大

[23]

[明]馮複京《說詩補遺》卷五，載周維
德集校《全明詩話》（第五冊）(齊魯
書社，二○○五年)，頁三九一三。

家」。

[明]黃淮《黃文簡公介庵集》卷十一
《讀杜愚得後序》，載《四庫全書存目
叢書》集部第二七冊(齊魯書社，
一九九七年)，頁七八。

書社，二○○五年)，頁三八三五。
[37]

文學藝術

一九八七年)，頁五九二。
[22]

「大家」人選囊括「二大家」「四大家」「六大家」「八大

家」「十大家」諸說，而對李杜「大家」反複論議的中心在如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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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大家」得失及李杜優劣，與「大家」標準的評判亦相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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愷《唐李杜詩集》十六卷，明嘉靖
二十一年（一五四二）刻本(上海圖書
館館藏古籍線善七九六五二一至二八。
[50]

[明]胡震亨《李詩通》卷一，百千卷樓
藏本。筆者所見為清順治七年（一六五
○）刻《李杜詩通》本，上海圖書館館
藏古籍線善七九三九七○至七五。

[51]

[明]王世貞著，羅仲鼎校注《藝苑卮言
校注》卷四(齊魯書社，一九九二年)，
頁一八二。

[52]

[明]胡應麟《詩藪》內編卷六(上海古
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頁一一○。

[53]

[明]胡應麟《詩藪》外編卷四(上海古
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頁一八四。

[54]

[明]李東陽《麓堂詩話》，載丁福保輯
《歷代詩話續編》(中華書局，二○○
六年)，頁一三七二。

[55]

[明]陸時雍《詩鏡總論》(中華書局，
二○一四年)，頁一二二。

[56]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卷二百八十六
(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頁
七三四八。

[57]

[明]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二(上海古
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頁三五。

[58]

張健輯校《珍本明詩話五種》(北京大
學出版社，二○○八年)，頁七。

[59]

[明]趙士哲《石室談詩》卷下，載周維
德集校《全明詩話》（第六冊）(齊魯
書社，二○○五年)，頁五一四九。

Exposition on the theor y of
“integrated poetry” in Ming Dynasty
Zhang Huiling(Zhejiang Yuexiu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
Abstract: Provided that a majority of

they started to follow the trend that were
made by folks in Yuan Dynasty, which
was returning to the poetic style in Tang
Dynasty and abandoning the way in Song
Dynasty. Besides, there was a common
inclination for most scholars to urgently
find a classic model whose poetic styles
could be imitated and emulated in Ming
Dynasty, thus bringing a situation linked
up with an obsession to collect famous
masters’ writing styles when persons in
Ming Dy nast y selected and cr iticized
the Tang’s poems. This obsession could
embody an explicit criterion when people
wrote down poetry, which was learning
something wor thy f rom predecessors,
rather than an unapparent psychological
performance. Furthermore, scholars in
Ming Dynasty profoundly promoted this
idea, which was drawing on the poetic
styles from predecessors, not just only
limited in one master’s writing style, and
they also got involved in a process where
they tried to discover the true definition of
"integrative style", including some debates
on whether they should advocate the trend
of returning to the ancients, promoting the
standardized forms, and developing the
talents. As a result, it reveals the variation
of the status of Du fu, and manifests the
value orientations towards to the status of
Du fu as well.
Key words: Ming Dynasty, retu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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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in Ming Dynasty couldn’t transcend

to the poetic style in Tang Dynasty, draw-

the crest in poetic domain that was built

ing on the poetic styles, learning from Tang

i n Ta ng D y n a st y a nd Song D y n a st y,

Dynasty, value orien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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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萊塢的中國意象
──套話與重構
■ 楊 靜

摘

要：好萊塢的中國意象是折射美國

天真的蘇絲‧黃（T h e Wo r l d o f S u z i e

社會訴求的參照物，是凝聚民眾共識、協助構

Wong, 1960）到歷盡滄桑的末代皇帝（The

建本土文化身份的重要「他者」。縱觀一個多

Last Emperor, 1987）；從身手利落的特工
衛玲（Tomorrow Never Dies, 1997）到強勢

世紀的美國電影史，銀幕上的中國意象變化多
想像和自我身份的反思。本文擬結合歷史語境

的總裁蘇月明（Tra nsfor mers 4: Age of
Extinction, 2014），銀幕上光怪陸離的中

中文化商品的生產與消費，探究好萊塢的性別

國社會與異彩紛呈的華人角色藝術地再現

和文化等級話語的衍變，討論當代美國流行話

了美國大眾對異域的想像。好萊塢的「中

語重構自我的多元模式。

國」與其說是一個現實的國家，不如說是

端，藝術地再現了不同時期美國民眾對異域的

。
對美國這個缺乏共同歷史記憶的移

簡介

民國家而言，對「他者」的想像是構築國族

誕生於十九世紀二十年代的電影，為

身份的有機組 成部分。愛 德華‧賽 義 德

普羅大眾提供娛樂休閒和某種意義上的

（Edward Said）提出的後殖民主義理論認

精神食糧。因其對機器的依賴、商業的發

為，「他者」是凸顯異己特質、建構族群

行模式和感染情緒的巨大魅力，電影成為

「自我」的參照物。西方殖民主義和帝國

[1]

主義的霸權話語正是通過對近中東「他

意象和傳奇的故事將觀眾帶入光影幻境，

者」的貶抑，實現了他人認知和自我認可

映射並影響了主流社會心理。在長達一個

的統一，確立了歐美先進的文化身份 [3]。

多世紀的美國電影史上，中國是個經久不

這套思維模式在好萊塢演變為充斥著性

衰的話題，呼應歷史語境的變遷，承載著

別、族裔和文化等級權利話語的中國意

民眾想像裏的欲望和恐懼。從開洗衣鋪的

象，影片往往以僵化的視角、固定的敘事

中國移民（Chinese Laundry Scene, 1894）
到柔順的荷花和冷酷的慧菲（The Toll of

和臉譜化的人物強調東方「他者」的奇詭，

the Sea, 1922; Shanghai Express, 1932）；
從淳樸的農婦阿蘭（T h e G o o d E a r t h ,
1937）到邪惡的傅滿洲博士和機智的神探

上的中國意象凝聚了美國民眾的共識，以

陳查理（Fu Manchu ser ies, 1929-1980；
Charlie Chan series, 1926-1980）；從嫵媚

「他者」理論的研究方法，探詢好萊塢的

反襯美式文明的普世價值與先進性。銀幕
淩駕異邦的優越感深化他們對本土社會
的認同，促進了自我身份的確立。本文借鑒
中國意象怎樣與不同歷史時期的美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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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品」 ，以絢麗的

在長達一個多世紀的美國電影史上，中國是個經久不衰的話

[2]

題，呼應歷史語境的變遷，承載著民眾想像裏的慾望和恐懼。銀幕

構建 文化 身份和國家認同感的「他者」

重構。

上光怪陸離的中國社會與異彩紛呈的華人角色藝術地再現了美國大

公眾集體無意識的反映，是協助美國民眾

眾對異域的想像。

關鍵詞：好萊塢，中國，「他者」，套話，

楊 靜：好萊塢的中國意象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文化中國

土社會訴求互為作用，滿足民眾的國族幻

英國組織的經濟封鎖，使美國迅速積累了

想？關注的問題有：好萊塢採用什麼樣的

經濟建設所需的大量資金，刺激了本土經

經典套話來塑造中國「他者」？這些格式化

濟復蘇。相對專制腐朽的歐洲舊大陸，富

的 模 板 在 新 世 紀 經 歷 了哪 些 改 寫 與重

饒文明的中國以正面的「他者」形象啟迪

構？映射了怎麼樣的文化心理？在討論這

了新誕生的美利堅合眾國。

些核心問題之前，有必要對美國早期文化
想像裏的中國做一番歷史的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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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的想像在美國追尋自我文化身份的歷史進程中屢屢扮演
了重要角色。迥異於依靠語言和血緣紐帶聯繫的傳統民族國家，美
國是一個新興的移民國家，與「他者」對照成為年輕多元的美國凝
聚集體意識和形成國族認同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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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國早期文化想像中的「中
國」

自十九世紀起，日漸衰弱的中國打破
了美國視其為文明典範的美好想像。美國
尾隨英國用槍炮開闢的遠東殖民道路，迫
使清政府簽訂望廈條約（一八四四年）和
天津條約（一八五八年），在華享有除割地

對中國的想像在美國追尋自我文化身

賠款之外的一切特權，滿足了資本不斷開

份的歷史進程中屢屢扮演了重要角色。迥

拓市場的「雄性衝動」 [8]。讓政客和實業

異於依靠語言和血緣紐帶聯繫的傳統民

家興奮 不 已。美國駐華公 使 查理‧丹貝

族國家，美國是一個新興的移民國家，與

（Charles Denby）視亞洲為「最大的處女

「他者」對照成為年輕多元的美國凝聚集

地和亟待商業征服的市場」 [9]；參議員貝

體 意 識 和 形 成 國 族 認 同 的 基 礎。早 在
一七七一年，北美哲學研究會首期雜志

弗利奇（A. Beveridge）一八九八年呼籲建
立「美利堅帝國」，宣稱「菲律賓群島永遠

《交易》(Transactions)即驕傲地宣稱本土

是我們的廣袤的中國市場就在菲律賓近

農業已成功引進中國的稻米和豌豆，並在

旁，這兩者我們勢在必得」 [10]。代表紡織

前言部分憧憬，「要是我們能夠幸運地學

業利益的《商報》同年指出，中國是潛在的

會中國人的勤勉，生活智慧以及農業造詣

「最大的世界市場」，為美國商業提供的

……假以時日北美大陸也能成為像中國那

可 能 性「 簡 直 不 可 估 量 」 [11]。 早 在

樣的泱泱大國」[4]。美國先賢如托馬斯‧潘

一八九七年，美國電影製作者就曾遠赴重

恩（T h o m a s Pa i n e），本傑明‧富蘭克林
(Be nja m i n Fr a n k l i n)和托馬斯‧傑斐遜

洋到華取景，愛迪生電影公司一九○○年

(Thomas Jefferson)等，承繼十八世紀歐洲
啟蒙思想家伏爾泰（Voltaire）和孟德斯鳩

錄片；從一八九八到一九○五年間，有關中

（Montesquieu）對儒家禮教的推崇，認為

人文自然景觀的迷戀。民間對華熱情呼應

中國是一個文教昌明的東方古國，對華夏

著美國社會篤信「天定命運」（M a n i fe s t

發行了八國聯軍攻陷天津大沽口炮台的記
國新聞簡報進一步激發了美國民眾對中國

的美國派遣商船「中國皇后號」穿越大西

Destiny）的擴張主義時代精神，輿論鼓吹
對華滲入是「帝國西進運動的海外擴展

洋赴華貿易，茶葉和絲綢等中國商品運回

版」 [12]。同時期美國理論家如約翰‧費斯

紐約被搶購一空，華盛頓總統也派人採買
了三百餘件瓷器和象牙扇 。這次成果豐

克（John Fiske）和喬塞亞‧斯特郎（Josiah
Strong）宣揚盎格魯·撒克遜人是「優秀種

碩的航行在美掀起「中國風」的熱潮，國

族」，應秉承上帝意旨救贖那些未開化的

會和報界高度評價美中海上貿易通道的開

異教徒[13]。激情滿懷的美國逐漸替代歐洲

拓，中國商人贏得了「篤守信用、忠實可靠

耶穌會傳教士，成為宣傳福音和教化中國

……慷慨大方」的美譽，許多美國家庭以

民眾的主力[14]。文明優越感和種族主義傲

擁有一件來自中國的藝術品為榮，藉以領

慢籠罩著美國傳教士筆下離奇的中國故

略璀璨的華夏文明 [7]。早期對華貿易打破

事，那裏匪患猖獗，民眾愚昧，溺斃女嬰、

了獨立戰爭（一七七二至一七七六年）後

奴役童工和沉溺鴉片等現象比比皆是。公

[5]

不吝褒揚之辭 。一七八四年，獨立之初

[6]

書《 中 國 人 的 性 格 》( C h i n e s e
Characteristics, 1894)中寫道，「西方的每

溥在《今日的中國和美國》（C h i n a a n d
America Today, 1907）裏一書中建議，美國

一塊陸地都在迎接旭日將升的未來，中國

應多吸納中國留學生，培養他們成為美國

[15]

的朋友。縱覽二十世紀 以來的美中交往

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推崇社會達爾文主

史，從華盛頓對支持辛亥革命，到援助中

義邏輯，在一八九九年的公眾演講裏告誡

國抗日戰爭，到冷戰期間遏止「赤色」中

國人，「我們決不能扮演中國的角色閉關

國，到美中關係正常化後在華投資並傳播

鎖國、貪圖享樂的民族在其他勇於冒險的

自由貿易和民主人權的理念，美國一直試

[16]

好戰民族面前注定走向衰亡」 。美國主

圖引領中國走向合乎自身期望的未來。在

流社會話語裏的中國蜷縮在被歷史遺忘

公眾的流行想像裏，中國化身為一個「被

的角落，是被現代文明拋棄的「他者」。

侵害的女性他者」，總要仰仗美國的指引

積貧積弱的近代中國滿足了實力上升
的美國拯救世界的夢想。基於民眾對華
「獨 特的善意乃至使命感」 [17]，美 國 從

和教導[20]。

2.銀幕套話：女性化「他者」

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中葉全方位參與中

美國銀幕上的中國往往被呈現為白

國的教育、軍事，外交和關稅等事務，試圖

人獵奇冒險的遊戲場，中國角色則以僕役

引導這個步履蹣跚走向現代的東方古國。

或受難者的群像凸顯了西方人的英雄氣

駐 華 公 使 丹貝曾 出 面 調 停 中日戰 爭

概，是敘事結構中被講述的對象。從優雅

（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當他的兒子

的禮儀之邦到貧瘠的亂世，從堅韌的盟友

一九○二年擔任袁世凱「新練軍」的軍事

到窮兵黷武的對手，大洋彼岸的中國古老

顧問時，《紐約時報》大力頌揚美國的慷

神秘而魅力十足。影片常用瓷器絲綢、花

慨無私，同時鞭撻了貪婪的西方列強[18]。

窗拱門和舞獅拜神等視覺元素營造出一

在孱弱的滿清政府和燒殺搶掠的列強之

個前現代的物質空間，拖著長辮子的中國

間，美國樂於扮演高尚的騎士角色。美國

人說著蹩腳的英語，怪異的言行令人捉摸

國務卿海‧約翰(Joh n Hay)一八九九年提
出門戶開放政策，呼籲尊重中國的領土與

不透，是迥異於西方的奇觀化存在。好萊

行政完整，這個貌似公允、實則維護自身

環，出自默片大師格里菲斯（D.W.Griffith）

商業利益的政策贏得了國際贊譽。斡旋削
減庚子賠款、調停日俄戰爭（一九○四至

的《落花》（Broken Blossom, 1919）。美國
演員巴塞爾梅斯（Richard Barthelmess）扮

一九○五年）和 首倡資助中國學生留美

演的中國人遠涉重洋到西方宣傳佛教，卻

（一九○八年）等舉措表明，美國試圖創建

淪為耽於鴉片的唐人街雜貨店主，暗戀白

有別於歐洲殖民體系的新型國際秩序。另

人少女不得最終自盡身亡。程環總是呆在

一方面，華盛頓強調「公理」和「正義」的真

堆放著古董玩意兒的陰暗店鋪裏，彎腰躬

實意圖在於排擠其他西方列強，擴大在華

背，怯懦的眼神和卑微的神態跟孔武有力

影響力。伊利諾伊大學校長埃德蒙‧詹姆

的白人男子形成強烈反差，是被剝奪了男

斯（Edmund J. James）一九○六年向美國
總統呈交《關於派遣教育考察團去中國的

性 氣 概 的 低 劣 種 族 [21]。《巴格達竊賊》

一代中國青年人我們就可以在知識和精神
上影響未來的中國領袖，以最精巧和最令

塢首個重要的中國男性角色，「黃種人」程

（The Thief of Bagdad, 1924）和《閻將軍
的苦茶》（The Bitter Tea of General Yen,
1933）等影片也用死亡來懲罰那些膽敢覬
覦白人女子的中國男性，「重申白人定義

１１７

備忘錄》，他指出，如果美國「能夠教育這

楊 靜：好萊塢的中國意象

則時時處處面向晦暗古老的過去」 。美

文學藝術

人滿意的方式掌控中國的發展」[19]。明恩
美國銀幕上的中國角色以僕役或受難者的群像凸顯了西方人的
英雄氣概，是敘事結構中被講述的對象。從優雅的禮儀之邦到貧瘠
的亂世，從堅韌的盟友到窮兵黷武的對手，大洋彼岸的中國古老神
秘而魅力十足。

理會傳教士明恩溥（Arthur Smith）在暢銷

文化中國

的、父權制的盎格魯美國人的文化界限」

「美國太太」的身份傲視族人、模仿雜志

[22]

。對照萎靡陰柔的中國男性，富有異國

裁剪西式長裙、懇求卡佛帶她赴美等情節

風情的女性成為迎合美國觀眾集體窺私

顯示了她對美式文明的仰慕，極大地滿足

[23]

好萊塢習慣從西方男性視角出發，著力呈現中國女性的溫順柔

美或妖魅狠毒，是異域空間裏哀怨的弱女或妖魅的尤物。在聲光影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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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織的視聽盛宴裏，中國女性成為難以捉摸的東方「他者」的借喻，

滿足了美國民眾深入異邦探險的流行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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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的興奮點 。好萊塢習慣從西方男性視

了觀眾的心理優越感和文化自豪感。反諷

角出發，著力呈現中國女性的溫順柔美或

的是，廣納移民的美國強烈排斥中國女性

妖魅狠毒，她們要麼期待白人英雄的拯救

入籍，影片借劇中美國軍官之口強調荷花

以逃離屈辱不幸，要麼妄圖以肉體為武器

的怪異，斷言她無法融入本土生活，將種

對抗白人英雄，是異域空間裏哀怨的弱女

族壁壘合法化。呼應根深蒂固的《排華法

或妖魅的尤物。在聲光影電編織的視聽盛

案》（一八八二至一九四三年）和聲勢浩大

宴裏，中國女性成為難以捉摸的東方「他
者」的借喻，滿足了美國民眾深入異邦探

的「黃禍」(Yellow Peril)話語，影片宣揚了
主流社會的共識，即中國女性只能是白人

險的流行幻想。好萊塢首位華裔女星黃柳

在異邦的尋歡對象，是美國本土社會嚴加

霜（Anna May Wong）在二十世紀二十至
三十年代塑造了兩個經典的中國女性形

防範的「他者」。

象：「荷花」（Lotus Flower）和「毒龍女」
(Evil Dragon Lady)。

海快車》(Shanghai Express, 1932)中扮演了

好萊塢首部以特藝七彩技術著色的

在軍閥混戰、餓殍遍地的亂世中國，形形

故事片《海逝》（The Toll of the Sea, 1922）

色色的西方殖民者憑藉優越的社會地位

刻畫了一個柔順痴情的中國女性荷花。為

在華享有特權。慧菲獨自混跡江湖，出場

迎合美國觀眾對異域風情的嚮往，這部默

一幕令人驚艷：在鼓、鑼、鈸等東方音樂的

片把普契尼(Giacomo Puccini)歌劇《蝴蝶
夫人》(Madame Butterfly, 1904)的故事背

陪襯下，她乘著四人抬小轎來到車站月

景從日本挪到了奇山秀水的中國。在遠離

進頭等車廂。慧菲從容面對英籍軍官、德

西方的世外桃源裏，少女荷花偶然救起遇

國鴉片販子和美國皮條客等人的鄙夷或示

溺的美國水手卡佛並對他一見鍾情，不懼

好，旁若無人地擺弄一副紙牌，是喧囂世

世俗壓力與他結婚生子卻難逃被棄命運，

象的旁觀者。黃柳霜出演的配角旨在為影

最後跳海徇情。頻頻出現的特寫鏡頭將荷

片增添異域風情，她遊離在故事邊緣，台

花潸然淚下的面孔放大到整個屏幕，帶給

詞不多但表現亮眼，甚至搶走了好萊塢當

觀 眾強 烈的視覺衝 擊,好萊 塢權 威雜 志

年影星黛德麗（Marlene Dietrich）的風頭。

[24]

十年後黃柳霜在奧斯卡獲獎影片《上
狠辣神秘的淚花女子慧菲（Hui Fei）[26]。

台，澄明通透的眼神掃過鏡頭，敏捷地跨

《綜藝》為此盛贊黃柳霜的悲情演繹 。

慧菲身著西式改良旗袍，蓄著尖利的指

在精心編排的畫面裏，奇妝異服的荷花捧

甲，嘴裏叼著淚捲吞雲吐霧，艷麗的面孔

著山花微笑，羞澀無措地絞著手帕，或幻

在撲朔迷離的光影中時隱時現，是舊式女

化為遠眺大海的望夫石，奠定了中國女性

子和摩登女郎的混合體。當眾人為自保而

低眉順眼的銀幕典型。荷花天真無邪的品

任其被綁匪淩辱時，慧菲咬緊牙關吞下悲

性和忠貞不渝的愛戀象徵了某種原初狀態

憤，手握尖刀尋機刺死綁匪頭子，解救了

的女性特質，以濃郁的東方情調深深吸引

被劫持的西方人質，領取高額賞金後翩然

[25]

了幾代美國觀眾 。相對自信開明的美國

離去。在影片結尾的鏡頭裏，歷經劫難的

女性來說，荷花仿佛是凍結在博物館裏的

慧菲回眸淡然一瞥，轉身消失在熙攘的人

異域人偶，精緻纖弱卻空洞無助。她因白

群中。銀幕上冷艷的「毒龍女」和純真的

人恩主的垂憐迸發光彩，因其厭棄而枯

「荷花」是一個硬幣的兩面，既矛盾衝突

萎，是個供人賞玩的附庸式存在。荷花以

又相輔相成，象徵著美國民眾心目中魅惑

民眾確立開拓進取的自我認知。在近百年

情勢下，新一波好萊塢影片呈現了鮮活多

的時間裏，好萊塢出品的涉華影片多達上

元的中國意象。新世紀伊始美貸危機引發

千部，形成了基於西方中心主義和白種男

全球金融危機，而中國躍升為世界經濟增

性至上主義的經典套話，隨著不同歷史時

長的引擎，「中國製造」和孔子學院遍布全

期美國本土社會訴求的側重而變遷 。從

球，汶川地震救援和北京奧運會讓世界感

仰仗西方救贖的難民《中國燈油》(Oil for
the Lamps of China, 1935)，《天國之匙》

受到中國高效的體制和民間力量[31]。美國
廣 播 公 司 ( A B C ) 和《 華 盛 頓 郵 報 》

(The Keys of the Kingdom, 1944)，《六福
客棧》(The Inn of Sixth Happiness, 1958)和

(Washington Post) 二○一○年民調顯示，
百分之三十八的受訪者視二十一世紀為

《京華淚雲》(55 Days in Beijing, 1963）到
木訥堅韌的農民《龍種》(D r a gon Se e d ,

「美國世紀」，認為是「中國世紀」的則高

1944）；從陰險的惡棍《龍年》(D r a g o n
Year, 1985）到歸化的模範族裔《喜福會》

票房年增長率高達百分之二十五，成為美

(The Joy Luck Club, 1993）；從眩目的功夫

作、演員招募、取景招商和宣傳營銷等環

技擊《龍爭虎鬥》(Enter the Dragon, 1972)
和《木蘭》(Mulan, 1998）到風雲變幻的歷

節入手深入耕耘在華市場，力求兼顧中國

史《太陽帝國》(Empire of the Sun, 1987)和

一四年，美國片商發行的涉華影片多達

《蝴蝶君》(M. Butterfly, 1993），從痴戀白
人的女子《愛情多美好》(Love is a Many

六十餘部：成龍、李連傑的系列影片及《殺

Splendored Thing, 1955)，《大班》(Taipa n , 1986)和《紅色角落》(Re d C or ne r,

的中國功夫 [34]。科幻災難片《二○一二》

1997）到圖謀稱霸世界的狂人（不博士》
(Dr. No, 1962)和《活佛》(Kundun, 1997）

達百分之四十三 [32]。與此同時，中國電影
國影片的首要海外市場，好萊塢從劇本創

觀眾的欣賞情趣[33]。從二○○○年到二○

死比爾》（Kill Bill, 2003）展示了出神入化
（二○一○）和《環太平洋》（Pacific Rim,
2013把中國描畫為可信賴的夥伴，《環形

，銀幕上嬌媚艷麗的中國女性和刻板無

使者》（L o o p e r, 2012）與《地心引力》
（G ravit y, 2013）預言未來中國雄厚的經

欲的中國男性迎合了「白人主流社會的利

濟科技實力。這些影片裏的「中國」融會了

[29]

[30]

楊 靜：好萊塢的中國意象

[28]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好萊塢單一固化的異域想像逐漸讓位於

在中國崛起與美國霸權相對衰落的

複雜多元的中國意象。新時期美國電影對「他者」的重新塑造往往

想像對女性化「他者」的征服和救贖，協助

混合著傳統套話對「他者」的貶低異化，闡釋了當代美國社會的焦

孱弱神秘的中國意象滿足了美國流行

3.敘事重構：多元強勢的「他
者」

慮困惑和重新界定自我身份的嘗試。

既嚮往又畏懼的曖昧心態[27]。

文學藝術

而危險的「他者」，代表了本土對異邦奇情

益需求和期望值」 。在「自我/他者」的

古老文明和現代魅力，神奇的針灸和高端

二元對立框架下，西方英雄拯救中國的模

的實驗室、寧靜的寺廟與繁華的都市、飛

版深化了美國民眾的文化優越感。進入

檐走壁的俠士和精幹的公司總裁和諧並

二十一世紀以來，隨著國際政治經濟情勢

存，構成一幅五彩繽紛的畫卷。
在美國民眾開始直面中國崛起的情

萊塢單一固化的異域想像逐漸讓位於複

形下，好萊塢著手調整固有思維和敘事套

雜多元的中國意象。新時期美國電影對

路，以開明的視角看待「他者」。《功夫熊

「他者」的重新塑造往往混合著傳統套話

貓》（Kung Fu Panda, 2008）製作團隊耗時

對「他者」的貶低異化，闡釋了當代美國社

五年，鑽研中國的武術、建築、雕塑和繪

會的焦慮困惑和重新界定自我身份的嘗

畫，嫻熟運用剪紙、皮影、二胡和琵琶等民

試。

間藝術形式，向禪意盎然的華夏文明致
敬。薈萃功夫絕招的搏擊和烏龜大師羽化

１１９

的轉變和風湧的電影工業全球化浪潮，好

文化中國

成仙的場面借鑒了中國武俠片的經典橋

「變形金剛」是西方世界機器人情結和汽

段，導演馬克·奧斯本（Mark Osbor ne）坦

車文化的代表，也是美國民眾美好的童年

[35]

這些影片裏的「中國」融會了古老文明和現代魅力，神奇的針

１２０

灸和高端的實驗室、寧靜的寺廟與繁華的都市、飛檐走壁的俠士和

精幹的公司總裁和諧並存，構成一幅五彩繽紛的畫卷。

二○一七年第二期（總第九十三期）

承該片是「寫給中國的情書」 ，中國導

記憶 [39]。影片延續一九八四至一九八七年

演陸川也贊嘆華夏文化給「大洋彼岸的創

《變形金剛》動畫片的時間線，故事起源

作者」提供了「最為鮮活和有力的滋養」

地是美國「汽車之都」底特律，後半部則移

[36]

。影片榮 膺多項 大 獎，全 球收 益 超 過

師中國，涵蓋了長城和鳥巢等地標建築，

六億美元，並在中國首創動畫片票房破億

加入T CL、建設銀行和舒化奶等品牌植入

的紀 錄。好 萊 塢乘勝 追擊，分別在二○

的廣告，並邀請偶像歌手韓庚和奧運冠軍

一一年和二○一六年推出《功夫熊貓二》

鄒市明參演。泛濫的東方元素顯示了好萊

和《功夫熊貓三》，依靠其對「他者」文化

塢對中國市場的迎合，同時也暴露了美國

精髓的創造性重構，吸引全球觀眾，取得

電影工作者對中國地理人文環境的隔膜。

了商業和藝術的巨大成功。在一系列商業

當擎天柱跟機械恐龍在重慶武隆天坑和

大片裏，好萊塢勾勒出蓬勃向上的中國圖

香港中銀大廈激戰時，西方文化象徵符號

景：科幻災難片《二○一二》裏狼狽逃亡的

跟中國意象神奇地組合在一起，闡釋了新

美國家庭被善良的中國母親救助，西藏基

世紀好萊塢在全球化語境下創作營銷的典

地製造的「諾亞方舟」更成為人類最後的

型生態。對照經典的「荷花」或「毒龍女」

避難所；《環太平洋》裏中國戰士操控的

形象，影片賦予了中國女性角色新的功能

巨型機甲英勇抗擊異形入侵；《鋼鐵俠三》

和含義。中國影星李冰冰不但找來自己的

改寫原著漫畫中類似傅滿洲的中國反派角

工作團隊設計服裝和造型，還改動劇本，

色，並穿插場景顯示中醫針灸治愈美國超

增加了自己的戲份。影片裏的K S I集團中

級英雄的宿疾；甄子丹和姜文扮演的東方

國區分公司總裁周月明是拿到MBA學位的

勇 士 在《 星 球 大 戰 外 傳：俠 盜 一 號 》

警校畢業生，聰明幹練且能文尚武，是美

（Rogue One, 2016）中大顯神威[37]。對中
國地位的重新估量在《變形金剛四：絕跡

國老闆喬書亞的左膀右臂。她身著黑色修

重 生 》（T r a n s f o r m e r s 4 : A g e o f
Distinction, 2014）裏表現為對中國汽車工

色頸鏈相得益彰，從容自信的神態宣示了

業的正面描繪。導演邁克爾‧貝（Michael

調侃老闆，強勢性感的出場先聲奪人。為

Bay）展示了廣汽集團的三款車型，並將生
產變形金剛的工廠設在廣州，用垂直升降

護送變形金剛的技術資料，她駕車帶喬書

鏡頭拍攝繁忙的生產線和高端實驗室，強

揪住喬書亞的衣領呵斥其冷靜，又利落擋

調其高超的科研和製造能力。影片裏的中

開了他輕佻的示愛行為。精明果敢的蘇月

國是一個高效的城市化空間，已從全球產

明深諳美國核心科技和資本運作，聯手白

業鏈低端的「血汗工廠」進化為研發創新

人英雄拯救世界，在銀幕上大放異彩。這

的實力型夥伴。當西方世界在金融危機風

個深受西方文明熏陶的中國女性不僅滿足

暴中掙扎喘息時，好萊塢嘗試破除成見，

了觀眾獵奇慾望，更是推動故事情節發展

以平和的心態刻畫「他者」，正如邁克爾‧

的動力。另一方面，周月明的角色游弋在異

貝所言，「現在我們必須更加尊重他們[中

國尤物、功夫高手和白人助手等多重定位

[38]

國]沒有言明的規定和情感」 。

身西服，梳著高高的馬尾，深色口紅和金
突破陳規的個性。蘇月明首次亮相即揚聲

亞奪路狂奔，徒手擊倒魁梧的白人殺手，

之間，無法融入敘事脈絡。中國女性含混

構築新型中國意象的經典範例莫過於

的角色定位與強勢的形象相互抵觸，暴露

《變形金剛四》，其中變革與套話的角力

出影片矛盾的立場。孟華指出，套話的產

揭示了美國大眾對「他者」的糾結心態。

生與消亡取決於政治、軍事、經濟力量的

[6]

套話束縛的艱難嘗試，揭示了傳統西方文
化中心主義話語遭遇中國崛起的失落和仿

[7]

徨。

結語
業產品，好萊塢影片裏中國意象的衍變映
射了美國民眾建構文化身份的動態進程。
在跨越百年的美國電影史上，寓意混雜的
中國成為時代的隱喻和異域的象徵，揭示
了美國社會對自我∕他者之間主觀建構關
係的多重反思。從孱弱的女性化「他者」到
多元強勢的「他者」，銀幕上的「中國」逐
步改變了源於西方霸權主義的文化歧視和
意識形態偏見，敦促民眾審視中國在世界
經濟文化舞台上的功能和地位。在中國崛
起與西方相對衰落的文化心理映照下，美
國銀幕上新型的中國意象啟示美國民眾
重新探索界定自我身份，同時觸發了某些
隱晦的焦灼。在新世紀的歷史文化商業語
境裏，好萊塢將繼續以敏銳的市場感覺和
靈活的敘事態度建構多重的中國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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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逐步改變了源於西方霸權主義的文化歧視和意識形態偏

《變形金剛四》裏倉促疊加的中國元素和

見，敦促民眾審視中國在世界經濟文化舞台上的功能和地位。

要靠「一種平等的力量關係的確立」 [40]。

方現代文化的「自我」。《文化中國》
二○○四年（11.1）：頁七○至八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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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進程。在跨越百年的美國電影史上，寓意混雜的中國成為時代的隱

多重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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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銀幕上新型的中國意象啟示美國民眾重新探索界定自我

自二○○○年起，成龍拍攝的好萊塢影
片有11部：《上海正午》（S h a n g h a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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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一千萬，占玩具市場的百分之
四十三的份額，同名動畫片也成為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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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http://auto.qq.com/

中國意象。

計的就業機會」。劉強，中美W T O電影
問題達協議，未來好萊塢將大舉登陸。
二○一二年二月十八日《時光網》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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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情入道
─—讀《道始於情——先秦儒家情感論》
■ 楊 賽
上海音樂學院

析，使我們對先秦儒家的特點又有了新的
認識，讀之受益匪淺。本文對黃著所論範
疇略加申說，論述了儒家情感論與禮樂的
關係，並考察了儒家、墨家、道家情感論的
異同。
郭店楚簡有言：「道始於情，情生於
性」。黃意明教授的新著即以此為題——
《道始於情——先秦儒家情感論》 [1]。我
與黃意明教授同為中國音樂美學學會會
中國文化具有重情的特徵，這在作為文化核心思想的哲學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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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的體現，而在早期的先秦儒學中表現得尤其明顯。蓋因古代哲

人認為：情感乃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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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文獻中所涉及範疇條分縷析地加以辨

員，又同在高等藝術院校執教，相見如故，
相談甚深。近年來，我從事中國音樂美學
範疇方面的研究，考察過先秦諸子的音樂
思想，而情與性、道與樂也是我關注的問
題。可惜我才薄識淺，一時還寫不成專著。
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在奉讀黃著之
摘

要：黃意明教授《道始於情——先

秦儒家情感論》以情與道為線索，將孔子、郭
店楚簡、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文獻中關於情

餘，略談一點感想。

一、情感論的相關範疇

感的論述搜羅殆盡，又對文獻中所涉範疇條分

情與道，是儒家哲學的基本問題。黃

縷細地加了辨析，使我們對先秦儒家思想的特

著第一章即論先秦儒家情感思想發展的

點又有了新的認識，讀之受益非淺。本文對黃

基本路向，首先對性、情、氣；慾、情、知；

著所論範疇略加申說，論述了儒家情感論與禮

誠、中、善這些範疇做了詳細地引證和界

樂的關係，又考察了儒家、墨家、道家情感論的

定，這對我們理解儒家情感論思想體系及

異同。

其作用機制有很大好處。

關鍵詞：黃意明；道始於情；情；道。

黃著以 為，中國文化具有 重情的特
徵，這在作為文化核心思想的哲學中有明

上海戲劇學院黃意明教授《道始於

確的體現，而在早 期的先秦儒學中表現

情——先秦儒家情感論》以情與道 為線

得尤其明顯。蓋因古代哲人認為：情感乃

索，將孔子、郭店楚簡、孟子、荀子等先秦

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由於時代的需要，

儒家文獻中關於情感的論述搜羅殆盡，又

先秦儒學討論了人性善惡的問題（人性學

為性，這是對過去「以氣為生」、「生之謂

感（包括慾望）上說的。情感作為一種心

性」傳統的延續和發展。在郭簡的生命系

理活動與心理現象，有其生理基礎，在先

統中，「情氣」結合為性，「情氣」外發為

秦哲學語境中，此基礎即是形成生命基本

「情感」，所謂「情出於性」。這樣內在的

元素和作為流動物質的「氣」。這樣，研究

「情氣」處於基底隱位而情感處於表層顯

「情」問題必須結合「性」、「氣」一起考

位，故郭簡（以《性自命出》篇為主）哲學

察，在三者交涉的背景上進行討論。性、

同樣具有重情的特徵。《性自命出》下篇已

情、氣三者構成一關聯的縱向結構。情在

逐漸有了以道德之情說性的特點，並對孟

其中處於重要地位，代表著人性的存在方

子以惻隱之情、清明夜氣論「性善」產生影

式。

響。
同時，在先秦儒家哲學中，「情」又常

第四章之第一節強調了孟子情感論具

與「慾」、「知」合說，黃著認為，在先秦時

有「指情為性」和「即氣說性」的特點，孟

代，「慾」、「情」、「知」的順序構成了另一

子「道性善」，其實質是「情善」和「氣善」。

種基 本關係。三者之中，「慾」是最基礎

「情」是「性」的質體，「氣」是「情」的基

的，相當於一種原初意志和生理本能，由

礎，「情」和「氣」都是性的內容，而兩者之

「慾」而「情」，慾望的實現，引起情感的滿

中情又具有更顯著的地位。第二節討論了

足，兩種慾望即生理慾望和道德慾望對應

從「孝悌」之情到惻隱之情的轉化問題。第

兩種情感即道德情感和生理情感。「知」則

三節則對由孟子文本所引發的道德情感與

對「情」與「慾」進行調節。慾、情、知三者

自然情感的關係與定位問題作了回顧。

構 成 一 橫 向內 外 系 統。「情」、「性」、

第五章主要以探討荀子情感論為主。

「氣」、「慾」、「知」既相區別又相聯繫，

第一節揭示了荀子以「情慾知」為性的人

交錯互動，情作為人性的呈現意義就體現

性論特徵，荀子的「性惡論」正是在此基

[1]

出來了 （p57）。
黃著還討論了先秦儒家代表人物的情
感哲學。

礎上提出的。在分析荀子情感論的基礎
上，論文對「性惡」和「性偽合」重新作了
闡釋。第二節分析了荀子社會政治思想的
情感特色，同時兼論了《樂論》與《樂記》

一節交代了孔子哲學的重情特質主要通過

的情感思想，指出《樂記》中存在著「以

作為道德情感的「仁」來體現，而「孝悌」

生說性」和以道德情感為性兩種性論的交

作為仁的基礎，既來源於自然情感，又具

涉，正好反映出先秦情感論發展的兩個向

有向上提升以接近於天命的可能性。同

度。第三節揭示了荀子認識論和修養論對

時，道德情感的呈現，又和內在的道德欲

情感的不同態度：在體認天道方面，荀子

求相關聯。第二、三節討論了孔子哲學中

認為應以「虛一而靜」的方法為主，此種方

「誠」的地位與「美善」情感的關係問題，

法是排斥情感的；而在個人修養和社會政

考察了情感教育在修身中的重大作用。孔

治活動中，則需充分關注情感的安頓和滿

子的尚仁（道德情感）氣質決定了後來情

足。

感論發展的基本方向，由「孝弟」中蘊涵的

何謂情？歷來論述紛繁，概括起來，

同情義，開出了孟子的惻隱之情；由「直」

不外乎兩類。一類曰情感，指主觀方面。一

情中之真誠義，開出了郭簡《性自命出》的

類曰情實，指客觀方面。在先秦諸家看來，

「美情」。

情感和情實是不能完全分開的。有什麼樣
的情，就會有什麼樣的實，主觀、客觀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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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分析了孔子情感論的特點。第

第三章對郭店楚簡之儒家簡的情感

楊 賽：由情入道

而人性之善惡在先秦時代主要也是從情

特約書評

論作了分析，認為郭簡性論主要以「情氣」
孔子的尚仁（道德情感）氣質決定了後來情感論發展的基本
方向，由「孝弟」中蘊涵的同情義，開出了孟子的惻隱之情；由
「直」情中之真誠義，開出了郭簡《性自命出》的「美情」。

說後來成為中國哲學的一個重要問題），

文化中國

立又統一。

者不免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

人性體現於情慾知中，七情六慾的產

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主體自

生，既出於外在事物的感蕩，也有內在品

動自發地遵循道，不僅要安於道，更要樂

性的基礎。先秦諸子對性的理解，略可分

於道。朱熹稱這種狀態為中和，他在《四

為三類。一類曰人性善，以孟子為代表，孟

書章句集注》中說道：「喜怒哀樂之未發，

子有四端之說。二類曰人性惡，以荀子為代

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同在

表，《荀子‧性惡》：「人之性惡，其善者偽

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也」。三類曰人性中，以告子為代表。
性和氣相關。氣是世界萬物的本原，

二、情感與禮樂
化性起偽、移風易俗，最重要的手段

能散，能長能消，出入於主體與客體之間。

便是禮樂。閻步克先生認為，早期的儒生

要讓生命之氣與天地之氣相適應，才能達

與樂師關係密切[2]，先秦儒家的學說以樂

到道。當然，儒、道兩家對道的理解有差

為手段，以禮為目的。

別。荀子把接近於道的性叫做偽。

１２６

儒家極力主張踐行先秦以來的中道，將帶有濃厚原始宗教色彩的
「中」賦予更多的理性內容，要求社會治理在各個層次、各個方面的
活動都要把握一定的度，以維繫整個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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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血性之氣，自然有陰陽之氣。氣能聚

禮樂的核心是中和。中的思想起源很

化性靠習。從性到偽，需要涵養。化

早。李學勤先生釋出的清華簡《保訓》中

性起偽的核心，就是要踐行禮義。《荀子‧
性惡》：「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

記載了周文王對太子姬發的一段話：
昔舜舊作小人，親耕於曆丘，恐求中，自

故生於人之性也。故陶人埏埴而為器，然

稽厥志，不違於庶萬姓之多慾。其有施於上下

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

遠邇，乃易位邇稽，測陰陽之物，鹹順不擾。舜

《論語‧陽貨》：「子曰：性相近也，習相

既得其中，言不易實變名，身滋備備惟允，翼翼

遠也」。後天的習能改變先天的性。後天

不懈，不作三降之德。帝堯嘉之，用受厥緒[3]。

的習要靠教。《禮記‧中庸》曰：「天命之

周文王認為，舜得到了「中」，才能統

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教的目

治天下。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是極力主張

的，就是要通習改變主體的性和情，才能

踐行先秦以來的中道，將帶有濃厚原始宗

達到道。

教色彩的「中」賦予更多的理性內容，要求

化性還要靠風，儒家十分重視集體生

社會治理在各個層次、各個方面的活動都

活經驗。光靠化性起偽還不夠，還得講究

要把握一定的度，以維繫整個社會的和諧

移風易俗。許多天地之氣集在一起，形成

與穩定。

了風。許多血性之氣集在一起，形成了俗。

「中」與「和」相輔相承，「中」為外在

《漢書‧地理志》：「凡民函五常之性，而

律令，「和」為內在訴求。社會風俗千差萬

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係水土之風氣，

別，個人情緒千變萬化，要力圖實現外在

故謂之風；好惡取捨，動靜亡常，隨君上

律令的「中」與內在訴求「和」融和統一。

之情慾，故謂之俗。孔子曰：『移風易俗，

孔子認為，如果諸國都能用禮樂，能就維

莫善於樂』。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

持整個周王朝內部的縱向關係與橫向關

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呼中和，

係，從而實現天下的大治。孔子試圖用禮

然 後王教 成也」。道不能僅限 於個體的

樂來化解春秋末期禮崩樂壞的社會危機。

修為，要落實為共同的理念制度、行為規

然而，禮崩是西周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

範。

自周王朝封邦建國之初到孔子生活的春秋
主體的性與情達到了與道達到完全

末期，各諸侯國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下逐漸

契合的狀態，就叫做誠。《禮記‧中庸》：

形成了自己的歷史傳統和價值理念，周王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

朝的影響力日益減弱。在禮崩的過程中，

倡的禮樂「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

疏遠的諸侯國如楚國則更為明顯，並隨著

之不中萬民之利」 [7]。墨子為什麼要反對

諸侯國勢力的擴張逐漸向中原地區滲透，

儒家禮樂呢？首先，儒家本非鐵板一塊，

禮樂越來越世俗化，以「鄭聲」為代表的

那些來自社會中下層的儒生反對統治階級
打著禮樂的旗號淫樂。如晉平公好淫樂，

[4]

新興音樂文化傳統逐漸產生 。
作為新時期儒家的代表，孟子敏銳地

導致三家分晉。其次，那些中原以外的地

觀察到小農體制已經成為各國的政治改

區，沒有接受過周王朝的有效統治，與中

革的主流，民作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登

原 文化 格格不入，自然 不會 贊成儒家 禮

上歷史舞臺，提出了「與民同樂」的思想

樂。最後，墨子一派，來自社會中下層，不

[5]

。荀子作《樂論》，開篇即旗幟鮮明地亮

大可能參與王朝的禮樂，他們站在階級立

出儒家的觀點：「夫樂者，樂也」。荀子認

場上反對儒家禮樂。這就是墨子非樂論產

為，音樂與情感有密切的聯繫，完全可以

生的基礎[8]。
道家卻從情性不離、道我合一的立場

通過樂來調節人的情緒與行為，使人的品
[6]

性由惡向善轉化，實現天下大治 。

三、儒家之外的先秦情感論
正如洪修平教授在黃著序中所言：

上反對儒家禮樂。老子首先提出「五音使
人耳聾」、「大音希聲」，老子認為對道的
體認來自於主體本身，無須借助外在手段
[9]

。莊子認為，儒家安貧樂道之樂並非最

大的快樂，在禮樂的上面還有至樂。莊子

作進一步研究，例如，與先秦其他諸子的

提出，無為才是實實在在的快樂，無樂即

觀點相對照來看儒家論情的特點，特別是

至樂。

儒家與道家的異同及其原因的探討分析」

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

。儒家之外，其他諸子大多都有情感論。

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

這些情感論都是在儒家情感論的基礎上

群趣者，誙誙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

展開的。如，墨家和道家都不同意儒家的

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

情感論。

哉？吾以無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

１２７

「有關儒家的情感論，還有許多問題可以

[1]

楊 賽：由情入道

統，在一些與成周地理位置與親緣關係較

特約書評

的禮樂，他寫了一篇《非樂》，認為儒家提

儒家的禮樂，即是政治倫理、社會倫理與家庭倫理三者合一，

趙、齊等國相繼形成自己的地方音樂傳

是一整套自上而下的合情合理的社會秩序。講究平和、安靜，重視

墨子站在社會學的立場來反對儒家

樂調節情感的作用，進而陶冶人的品性，並最終構建一個和諧的人

類社會。

東周的音樂文化悄然發生變化，如衛、宋、

文化中國

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莊子‧至
樂》）[10]。
莊子認為儒家的禮樂是人樂，禮樂不
僅不能讓人得到最大的快樂，反而會使人
喪失本心，致使人的本性與情感分離，從
而不能體認到大道。因此，莊子主張天樂
[11]

：
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

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
子‧天道》）[8]。

儒家的禮樂，即是政治倫理、社會倫
理與家庭倫理三者合一，是一整套自上而
下的合情合理的社會秩序。儒家的樂是人
樂，講究平和、安靜，重視樂調節情感的作
用，進而陶冶人的品性，並最終構建一個
和諧的人類社會。道家的至樂，是超然物
我之外與天地相參的理性精神。道家的樂
是天樂，講究與天地萬物同一，體悟生生
不息，動靜相兼，對立統一的大道，與整個
道家的至樂，是超然物我之外與天地相參的理性精神。道家的樂

１２８

是天樂，講究與天地萬物同一，體悟生生不息，動靜相兼，對立統一

的大道，與整個自然環境相諧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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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

自然環境相諧調。早期儒、道兩家，其道不
同，其情自然不合，由情入道的方法也不
一樣。
黃著以情與道為線索，一線串珠，將
孔子、郭店楚簡、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文
獻中關於情感的論述搜羅殆盡，又對文獻
中所涉範疇條分縷細地加了辨析，使我們
對先秦儒家思想的特點又有了新的認識，
讀之受益非淺。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
筆者不揣淺陋，就平日所讀所思，信筆寫
下了上面的文字，以與讀者們分享。
[1]

[2]

[3]

[4]

黃意明《道始於情—先秦儒家情感論》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二○○九年)。
閻步克《樂師與史官—傳統政治文化與
政治制度論集》(北京：生活‧讀書‧新
知‧三聯書店，二○○一年)。
李學勤《周文王遺言》，載《光明日
報》二○○九年四月十三日星期一，第
十二版，國學。
楊賽《「鄭聲」三問》(首屆漢唐音樂史
國際研討會論文，二○○八年十一月三

○日)。
[5]

楊賽《孟子「與民同樂」論》，載《中
國戲曲學院建院六○周年學術論文集》
二○一一年。

[6]

楊賽《樂者，樂也》，載《黃鐘—武漢
音樂學院學報》，二○○八年(四）。

[7]

(清)孫詒讓著《孫啟治點校》：墨子閒
詁》(北京：中華書局，二○○一年)。

[8]

楊賽《墨子「非樂」論》，載《交響—
西安音樂學院學報》，二○○八年
（三）。

[9]

楊賽《老子「大音希聲」論》曹本冶主
編，載《大音》二○○九年（一）。

[10]

周.莊周著《陳鼓應注譯.莊子今譯今
注》(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

[11]

楊賽《莊子「天樂」論》，載《第八屆
全國音樂美學學術研討會論文》二○○
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N e w B o o k : Ta o a r i s e s f r o m
Emotion: On Confucian emotion in the
Pre-Qin Period
Yangsai（Shanghai Conservatory of
Music）
A b st r ac t :Wit h e mot ion a nd Ta o
a s a clue, P rofe ssor Hu a ng Yi m i ng’s
book- - Ta o a r ise s f rom Emot ion: O n
Confucian emotion in the Pre-Qin Period,
exhausted the discussions of the emotion
f rom Conf ucius, the Guodian bamboo
slips literat u res, Mencius, Xu n zi and
ot her P re - Qi n Con f ucia n liter at u res,
and detailedly categorized and analyzed
the concepts involved，making it clearer
for us to understand better the Pre-Qin
Conf ucianism f rom a new angle. This
paper discusses more about the concepts
in Prof. Huang’s book,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ucian emotion and rites and
music，and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of the understanding of emotion among
Confucianism, Mohism and Taoism.
Key words:Huang Yiming; Tao arises
from Emotion; emotion; Tao.

編後絮語
■ 子 夜
本刊執行主編
最近幾年，中國社會出現了一種被稱為「新政」的現象。這種「新政」包含了一系列政治改革的探索和試
驗，既有頂層設計方面的，也有基層操作層面的。決定中國社會治理興衰的縣地級政權機構的建設，近年幾乎成
了一門顯學。本期特輯便以「中國古代行政倫理和制度的演變」為題，分別從兩個方面作一探討。
一是中國政法大學單純教授關於古代牧書令的研究成果。在中國社會中延續了二千多年的社會基層治理體
制基本是以郡縣制度為主的，牧令即是職守的官吏。單純教授的文章，不是僅僅從宋元清等朝代的歷史文獻中探
討了「官箴書」和「牧令書」的流佈和演變，而且從傳統倫理方面分析了這種基層治理方式賴依存在的價值依據
和文化基礎，認為「官箴書」和「牧令書」中的行政倫理原則源於儒家為政思想中的「仁義」道德，形式則取法
於《史記•循吏列傳》。其創新之處俱見於「勤政愛民」、「視民如傷」、「視民如子」、「清、慎、勤」等居
官牧民的治理原則或規則，以「天理人心」彰顯儒家「民貴君輕」的「民本」政治和「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生
民、利民、惠民、啟民的「父母官」情懷。單純教授認定「官箴書」和「牧令書」所揭示的行政倫理，既反映出
具有中國特色的制度理性也表現為「親民之官」「牧養子民」的「治家」情感，這種評價是相對高的，但我們更
感興趣的是，在現代化多元政治思想衝擊下的當今中國，如何把其融入到具有中國特色的「地方行政學」中去，
可能是一門更大的學問。具體操作性的難度將是一個更大的挑戰，這可能有更多的題目可做文章。
另一篇是徐成關於隋至唐初內侍制度之淵源及流變。作者闡述了唐初摒棄煬帝改革，仿開皇舊制，重置內
侍省，專任宦官，加大其職權的歷史，以史實論證內侍內參武禁外總戎事，實際上是北朝以來內侍參政之舊習。
這種政治風氣及制度上的許可成為此後唐代宦官專政的溫床。探討內侍方面的文章歷來不少，但唯其具有典型的
中國特色，估計在今後一個相當長時期內仍然會成為研究的熱點，我們期待有更多的成果出現。
今年是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一百周年，也許由於歷史的糾結或時代的變速，專門就這個歷史事件的文章
並不多見，但我們總想能做一些事情，於此，惠州學院楊桂森教授論勞動神聖性的文章恰到其時地出現在本期刊
物上。這篇文章主要討論的是馬克思的勞動公平法則和解放法則，顯然是包括十月革命在內的所有對社會主義這
一理想進行實踐和試驗的運動最關注的問題之一。作者認為近現代的道德學家、哲學家、政治家和經濟學家揭示
了勞動與財富所有和人的權利關係，奠定了現代公平、正義的理論基石，而馬克思不僅看到了勞動與人的能力和
創造力的奠基關係，更重要的是，馬克思科學解釋了勞動對人的精神和靈魂提升與人類解放的關係。
這些似曾熟悉的概念和元素，今天讀來，不能不承認有些許的感慨和心動。社會主義的走向，從上世紀末
直至本世紀初，出現了極大的爭議。但至少就筆者本人的想法，實在應該把社會主義在實踐過程中的問題乃至異
化，同其原本的經典原理區別開來。我們應該客觀地看到，在當今歐美一些高度發達國家的社會制度裏，已經融
入了不少社會主義的元素。我們可能需要從更廣泛的視域去檢視社會主義的命運，而且，這也許更是一種公平的
角度。當然，就中國本身來說，作為社會主義實踐過程中的參與者，是一名仍然在長跑中的運動員，對人類文明
發展道路的理解，當然會有自己獨特的感受和資源。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許多思想不乏閃光之點，就本期所刊文章
而言，例如澳門大學鄧國光因反思韓愈文道論的意義而討論的人道與文明問題，河南社科院安繼民論述儒道互補
視域下的儒家邏輯起點，中國人民大學張踐關於實學思潮背景下徐光啟信仰問題研究，等等，都是實在一讀的。
本期文章，不少是涉及明朝時代的，除上述關於明末清初的徐光啟研究外，還有四川外國語大學張曉芝對
《四庫全書總目》明代文學批評體系的建構的分析；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張慧玲有關明代詩學「大家」說的理論
闡繹等。除明代外，也有宋代的（楊計國研究北宋殺降現象的文章）。這樣，本期文章所涉朝代，從先秦（書評
欄楊賽的文章），到隋唐（徐成文），到元明清（單純文），雖然欄目和主題不同，但幾乎涵蓋了中國主要朝
代，這是很有意思的。我們為有這樣一支作者隊伍而感欣慰，也要借此再一次表示感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