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論語

反思中國發展成功之理則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中國改革是一全面的實踐性思維，其思想根源是明代王陽明知行合一、劉宗周的氣哲學和慎獨
實踐，還有清初王船山的歷史哲學，「勢之必然處見理」之理勢觀，到革命時毛澤東依實踐思維提
出《實踐論》與《矛盾論》之思路，吸納馬克思辯証法，由實踐步步打開局面，而革命成功，到如
今新時代深闊發展，開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路向，找到新的矛盾，研究新的實踐規律，由之提
出新方略，新全球視野，新未來階段。
中國發展至今天已達初步成功，可以說是既不忘初心，承接古今傳統，又開創未來，打開國內
外發展路向。融會古今中外之價值，加以創造轉化，掌握全球和歷史大勢，在實踐中走出平衡各方
的大決策。
反思中國至今的成功發展，有些其它發展中的國家未有的因素，其中之一是「全國一盤棋」，
統合國內不同地區，使中國先進與落後地區能互補互助。
一九九四年我開始回中國交流，尋找海外華人貢獻祖國之路，那時中國仍是貧窮落後，沿海剛
開始發展，我經過七年從大城市到山區農村觀察，中國可分四世界，第一世界是沿海大城市及特區
城市，十分繁榮。第二世界是內陸二線大城市，經濟開始起步。第三世界是小鎮城，經濟活躍但未
有建設。第四世界是山區農村，仍是極度貧困。
當時對中國第三、四世界的困難十分焦急，因我在香港經過城市由落後走到成功的過程，我知
中國某些地區能發達是會同樣成功的。但中國有廣大的落後區及人口，就不易改進。
我們海外華人只能盡點綿力，我在海外呼籲華人，在中國發展生死存亡之秋，大家傾全力參與
支持中國的發展。先是全力救文化，在各大學資助中西學術交流，提高中國文化的國際視野，將傳
統價值創造轉化，成為新時代的新文化，故我們機構叫「文化更新研究中心」。
此外是教育下一代，因見在貧困地區很多孩子未有機會受教育，很多在初中後就出城打工，下
一代無好教育就難有前途，故我們建立團隊，捐助農村貧困下一代得到教育，我們不單幫助金錢，
更重身體力行地實踐無條件的愛，用愛心建立學生道德品格。能做多少就多少。
但二十多年親見農村山區成功轉化，能不斷提高生活水平。在廣西與雲南已有十多年上山下
鄉，進到很多偏遠的特貧縣，更入山區農村探訪貧困學生，見到公路系統改進，縣城日漸繁榮，特
貧學生在營養與所穿的衣鞋上，有重大改進。細思其原因在，中國四個世界是在互動互助。不是第
一、二世界去掠奪第三、四世界。
鄧小平改革要先讓一部份人富起來，就成功建立中國內的第一世界，而後從均衡原則，先帶動
第二世界成功改進，而終至第三、四個世界改進。
根據上世紀初意大利經濟與社會學家帕累托(pareto)的帕累托最優法則(Pareto Optimality，或
Pareto Efficiency)，以資源配置的改進，是使整體中的部份先改進，當一群固定的人，可分配一資
源，從一種分配狀態，轉變向另一狀態，最優的配置，是在沒有使任何參與者處境變壞的前提下，
至少使一參與者變得更好。只要一個改進開始，一些人改善境況，社會福利總量能上升，結果將帶
動整體，逐步從均衡發展，而使各方得改善。
他也提出帕累托法則(Pareto Pronciple)，從數學測量努力與報酬的不平衡，提出80/20的基準
線，認為百分之二十的投入和努力，可產生百分之八十的產出與報酬。

復旦大學教授張維為應用這理論，去解釋中國的成功，指出中國能達至一加一大於二，先是
中國特區發展，到沿海到浦東，是以中國百分之二十地區，創造了百分之八十財富，再用這百分
之八十財富開發中西部，帶動另外百分之八十地區進步。這就是柏累托的最優法則(參考《中國震
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在外國是第一世界國家掠奪第三世界，在中國同具四個世界，在一個高效能政府下，通過「全
國一盤棋」而使四世畀互通，互動，互助，而達至成功。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就在於
做到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保證重點」[1]。
全國一盤棋是一整體策劃，只要政府有高組織力，又能有效對付腐敗，則可帶來均衡發展。
當百分之二十地區發達，即可調動其資源流向落後地區，使其增長。而落後地區又提供龐大人力資
源，供發達區發展。
其間一段時間形成貧富不均，產生留守兒童、流動兒童等困難，這是我們扶貧助學時所見的。
但十多年來下鄉，見到中國不斷在修公路和鐵路，早期去貧困地區須坐九小時車，幾年後是七小
時，後是四小時，至今高速公路已到附近了。在近幾年發展到整體有良好基礎時，政府即可調動資
源，推動城鎮化，將發達地區資金流入第三和第四世界，使之繁榮起來。
再加上精準扶貧，企業善用農村資源，改進農村收入等，至今即使第四世界也安定下來。二○
一三年中國中產階層人數達四點二一億人[2]。二○一三年蓋茨在博鰲論壇指出中國三十年內六億人
脫貧，二十年內農民收入增十五倍[3]。這些發展是我在參與農村多年親眼所見，我們資助過的貧困
地區，不但見其改善，且經濟已繁榮起來。我們助學幫助過的艱苦孩子，十多年後，都成為社會中
層人士，至今我們團隊的人都已到不惑及耳順之年，每年探訪新的貧困學生時，從前的同學都在不
同城市趕來與當年助學叔叔阿姨團聚，請我們吃飯。這是海內外中國人的一種人間親情。
我年青時曾參與第三世界救援工作，可惜至今當年所去的貧困國家沒有大改進。只有中國在
二十多年之內，成功使落後地區更新，是因其有決心克服腐敗，又集人才作全國理性規劃，在二、
三十年艱苦奮鬥而達成果。
新時代已來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夢正逐步實現，作為中國人是很欣慰的，但仍面對一些困
難，體制仍有很多要改進。反思今日中國盛世中，仍隱伏三潛在困難：
1.公平：雖然貧困問題已漸改善，但社會仍是貧富懸殊，政府須大力對付新興權貴，不得貧腐
及操控剝奪資源，若能理順民怨，監督貪腐，打開弱勢群體上升之機會，這潛伏社會不平的困境將
必化解。
2.人權：地方小執法人員，如城管或公安，執法時常會濫權壓小民，不理人民尊嚴，形成民
怨，潛伏平民對政府不滿的可能性。政府須訓練基層執法人員，有人權的基本知識，尊重草根大眾
的尊嚴，執法時有基本尊重與禮貌，使平民心服。
3.文化：仍缺乏統一而健康的文化，中國新時代的倫理、道德及價值精神仍未建立，社會心態
普遍是唯利是圖，未重視中國文化對人性中仁愛和良知的肯定，在文化自信的追求中，中國須發展
深度而普遍被人接受的精神價值，使人心自覺向上，不走向貪婪腐敗。這潛伏文化潰敗的危機。
克服這些困難，我多年仍是堅持以無條件的愛對中國，多年來座右鉻一為「愛是恆久的忍
耐」，二為「非以役人，乃役於人」。中國發展中仍有很多不完滿的事，我們恆久忍耐，以愛來參
與、服侍、尋求改進，我們來中國是學習服侍人，不是受人服侍。
[1]

《前十年為後十年做好準備》載《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一六。

How well-off is China’s middle class? CSIS，China Power Project，2018， https://chinapower.csis.org/chinamiddle-class/.
[3]
比爾蓋茨稱中國幫六億人脫貧 人類史上最偉大，人民網，2013年04月07日07:30 http://finance.people.com.
[2]

cn/BIG5/n/2013/0407/c1004-210363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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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對話

尊重中國傳統 融入中國社會
──關於基督教中國化問題的對話
■ 劉金光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摘

所謂「基督教中國化」的提法原本不是最近才由政府提出來

的，實在是從歷史上當基督教進入中國並進行傳播時，就已經出現

這個課題和現象。一些傳教士都是知道要用中國的方法和文化，讓

中國人能理解和接受基督教的教義。

二○一七年第四期（總第九十五期）

《中國宗教》雜志社長

要：在最近舉行的紀念馬丁路德宗

海外有不同回響，提出不同問題，也有人

教改革五百年的會議期間，本刊總編輯梁燕城

產生疑慮。另一方面，最近幾年在宗教文

博士與國家宗教局《中國宗教》社長劉金光圍

化界有關「基督教中國化」的提法引起了

繞基督教中國化進行了深入的對話和探討。在

大家的注意，在海外也有一些爭論，這次

對話中，作為國家宗教管理局的官員，劉金光

可以請你來解釋真實的情況，瞭解新修訂

全面闡釋了中國政府既定的政策和規定，尤其

「宗教事務條例」，及提出「基督教中國

對一些涉及宗教信仰和活動具體的問題進行了

化」的原意。

澄清和說明。作為基督教文化學者的梁燕城
認為這樣的對話很有益，期望中國基督教能按
聖經原則講，又能配合文化與社會的特質，生
根在中國，健康而合法地發展，不會成為一個
敏感課題反而是一正能量。
關鍵詞：基督教中國化，宗教管理，政教
關係。

基督教中國化原是基督教宣教
士的努力
近些年關於基督教中國化問題的討
論最早是由學者引起的，北京大學與中國
社科院也邀請我參加了這種討論，探討基
督教與中國文化，基督教如何在保持聖經
信仰及基要教義的核心下，與中國文化會

探討在中國文化與社會中的宗
教方向

通共融。學者們的努力是希望基督教信仰
能生根中國，而不再被視為外國滲透。從
我個人的理解，所謂「基督教中國化」的

４

□：歡迎劉金光社長能夠來參加我

提法原本不是最近才由政府提出來的，實

們舉辦的「馬丁路德改教思想與中國文化

在是從歷史上當基督教進入中國並進行傳

學術研討會」。你是宗教局的學術專家，

播時，就已經出現這個課題和現象。傳教

對中國的宗教政策和新修訂的《宗教事

士中一些有識之士從一開始就很懂得用中

務條例》情況十分瞭解，很高興能與你對

國的方法和文化習慣進行傳播，從利瑪竇

話。我們可以討論一下中國當前的宗教發

到馬禮遜，他們都熟讀中國文化的經典與

展，尤其是基督教文化的情況。一方面，中

精粹，到李提摩太更知道基督教只要來到

國出台了新修訂的《宗教事務條例》，在

中國，就必須與中國的社會需要和文化現

來回到英國，如德貞牧師（H.J. Beattie）

色化」或「本土化」等名詞，都是知道要用

一八七六年回英成立反鴉片會，一八九○

中國的方法和文化，讓中國人能理解和接

年在英國成立了十個反鴉片分會，他們收

受基督教的教義。

集了十九萬二千多個簽名，通 過 政 治遊
說，說服國會通過法律禁止向中國銷售鴉

督教中國化」的，第一是基督教要進入中

片。一九○六年戴得道（Theodore Taylor）

國就必須對中國文化有理解並進行對話。

議員動議：「鴉片貿易違反道德」，得一致

近代早期外國傳教士大部分都對中國古代

通過，終於一九一一年五月英國與中國簽

文化有一定理解，有不少這方面的主張。

協議停止進口鴉片，一九一三年命令印度

然後，從中國古代文化 到普通的民間文

全面停售鴉片給中國。反鴉片運動是宣教

化，包括一些民俗、禮儀、節期等，如何去

士們關心中國社會與人民困苦的奮鬥，也

理解和融入。第二層次，基督教進入中國，

可說是一種基督教中國化的努力。

也需要對中國社會特式有一個理解，讓基

這些都說明傳教士很重視對中國文

督教所講的能符合這個社會的發展，是有

化、中國社會、中國國情的瞭解，所以才能

幫助的。故基督教在教育、醫療、撫貧等

在中國建立比較好的教會。傳教士的種種

作出貢獻。第三層次，是參與從社會發展

努力，可以看作是當時最早的「基督教中

到整體中國的發展，包括跟官方的溝通，

國化」。當然，我們現在再講「基督教中國

像李提摩太就跟中國最高層官員如李鴻

化」，就要面對中國目前所處的新的發展，

章、翁同龢、康有為等有交往與建議，而且

經過改革開放後中國有可能成為一個新

也主張基督教應作為一種新時代特有的

的強國，今日重點是發展新時代中國特色

文化來支持中國走向現代化。

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

利馬竇、馬禮遜、李提摩太與
戴德生

夢。基督教是否有助中華民族文化的復興
呢？我想，如果通過歷史的經驗，對照一下
歷史的「基督教中國化」和現在的「基督

在中國逐步現代化過程中，宣教士的

教中國化」，從中找出共同的規律，關鍵是

努力，是傳揚基督信仰時，既要維持其自

既使基督信仰生根中國，又有可能使基督

身真理核心，但也不違背中國本身的文化

教同中國社會成為一種互相配合和互相理

和社會性質。我曾重點研究的幾個重要宣

解的關係。

教士，像利瑪竇對中國經典、哲學、文學都

中國教會史上許多傳教士的努
力

有很深的認識和研究，馬禮遜研究中文，
編了華英字典，也是很不簡單的，又辦了

■：梁博士客氣了，多謝您的機構邀

記傳》等。而李提摩太在同中國政府接觸

請我來參加會議。我不是什麼專家，只是工

時還介紹及建議一些政治和社會改革的

作時間比較長、瞭解和認識多一些而已。剛

方向，戴德生及其宣教士們，更是梳了中

才您講的看法，我從整體上是認同的，也

國的辮子，染黑頭髮穿了中國的服裝進

就是說，中國化，或者本土化或本色化的問

入內地，跟普通的中國人民在一起生活。

題，教會是一直在探索的。剛才你所回顧的

他知道當時中國最大的苦難是鴉片，所

歷史，因為我是學歷史出身的，所以對這段

以建了許多戒煙診所，到一九○五年建立

歷史也是熟悉的。基督教傳入中國，如果從

５

英華書院和出版報紙，如《察世俗每月統

劉金光、梁燕城：尊重中國傳統 融入中國社會

我自己基本是從三個層次來理解「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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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用「中國化」這個名詞，有時會用「本

如果通過歷史的經驗，對照一下歷史的「基督教中國化」和現

略給中國人帶來的後果。有一些傳教士後

在的「基督教中國化」，從中找出共同的規律，關鍵是既使基督信

教士一開始就用了中國化的方法。當然不

仰生根中國，又有可能使基督教同中國社會成為一種互相配合和互

一百多家戒煙診所，努力消除外國鴉片侵
相理解的關係。

狀相配合，所以在這整個過程中，一些傳

文化中國
如果天主教一直按照利瑪竇的方法（就像康熙皇帝說的「利瑪
竇規矩」）傳教的話，恐怕中國化早就實現了，因為你一來就給人
一個印象，尊重中國的文化傳統，融入中國社會，從政界到百姓都
沒有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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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開始，應該是有四次，唐朝景教進來的

生了，再次進入中國時，傳教士和中國的主

時候，就是用了佛教的符號，教堂也叫廟或

權利益方面，以及老百姓的感情方面，都產

寺，說明當時他們也想同中國文化進行融

生了一些矛盾和衝突，尤其是伴隨著鴉片戰

合的努力。這段歷史維持了三百年左右就中

爭的槍炮進來，觀感就不一樣了，再加上一

斷了，但現在還存有遺跡和有關文物。到了

系列不平等條約所取得的傳教特權，有的

元代，則有也里可溫教，當然也里可溫教有

傳教士依仗特權幹壞事，所以發生了許多

一個問題，就是限於統治階級或貴族內部

殺傳教士的「教案」。但是在這個過程中，

信仰，沒有落地生根或向下發展，所以隨著

正如你所提到的李提摩太等人，還有內地會

元代消亡也里可溫教也就沒有了。從元末

的戴德生，也意識到了傳教必須尊重中國文

到明代一直到清初，利瑪竇尊重中國文化是

化，同中國文化結合。還有天主教的樞機主

大家公認的，他曾說過儒生統治這個國家，

教剛恆毅（原籍是意大利的），他作為第一

我們一定要尊重，他也有儒教是中國最大的

位羅馬教廷派到中國的宗座代表，也明確提

宗教這種說法。他也根據中國傳統文化寫

出天主教的事務要由中國人自己來辦，而且

出了《天主實義》這本書，影響還是很大的。

他是第一次帶領六個中國人去羅馬祝聖為

在這本書裏他講，「吾言之天主，即華言之

主教，他可以說也是較早實行中國化或本地

帝」，他說的天主與中國人講的上帝是一回

化並作出貢獻的。這裏不乏有識之士，包括

事，不過「特異以名也」，只是名字不一樣。

中國的教牧人員和西方教牧人員中，他們都

他也身體力行，包括在廣州肇慶剃光頭穿

認同應由中國人自己來辦理教會，包括李提

和尚衣服傳教，因為他聽說中國老百姓喜歡

摩太關於「孔子加耶穌」的提法，這個你應

佛教，為了把天主教傳播出去，用這個方法

該比我熟悉了。

可以接近中國百姓。後來他聽說中國的上層
都是科舉考出來的儒生，所以脫掉僧衣換
上儒服，結交了像徐光啟這樣的官員朋友。

從建國到改革的曲折發展
現在我們所談到的中國化，在新中國

６

關於他的一些努力，我曾經跟天主教

建立之後有一個曲折的過程，天主教也有

一些朋友提到，如果天主教一直按照利瑪竇

比較複雜的過程。梵蒂岡有一個代表叫黎

的這種方法（就像康熙皇帝說的「利瑪竇規

培理，他是羅馬教廷駐華公使，是一位總

矩」）傳教的話，恐怕中國化早就實現了，因

主教，一直在中國住到五十年代，當時他在

為你一來就給人一個印象，尊重中國的文化

南京要求中國的天主教徒，第一不能看共產

傳統，融入中國社會，從政界到百姓都沒有

黨的報紙，第二不能參加共產黨的會議，第

反感。後來的「禮儀之爭」就是眾所周知了，

三不能聽共產黨的廣播，還有中國人不能自

引起了高層康熙皇帝同教皇之間的矛盾，這

己選主教，這對一個新成立的政權，就形成

個確實涉及到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兩個核心，

一種從西方來的負面的感覺。對於新教來

一個是信仰天主教就不能拜祖宗，二個是不

說，五十年代一系列政治運動或政治事件的

能拜孔子，這個對中國來說是非常嚴重的問

環境，包括抗美援朝，有的基督徒對新中國

題。康熙皇帝就說，中國幾千年來就是敬天

是積極的，像吳耀宗等都起了帶頭作用，但

法祖，為什麼信了天主教的中國人就不能拜

有的則比較消極，所以這個背景是很複雜

祖宗，不能拜孔子？這會動搖中國文化的根

的。因此我們說在五十年代有兩個改革，一

基，這是中國人無法接受的，康熙皇帝就下

個是基督教和天主教過去跟帝國主義的聯

令把外國傳教士驅逐出了中國，導致了「百

係，包括經費的資助，以及教育，都切斷了。

年禁教」。第四次傳入中國是鴉片戰爭之後，

這是新政權對鴉片戰爭以來基督教在中國

馬丁路德宗教改革完成了，基督教新教也產

的一個判斷，而且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

傳導致信眾與政府的矛盾與對立，再加上一

在執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方面，對信眾還

些突破或違反政策界限的活動，以及改革

是保障他們信仰自由的，這是中國共產黨從

開放後境外確實存在一些敵對勢力，他們希

一九三一年在瑞金制訂的《中華蘇維埃共

望恢復原來舊的差會關係，甚至妄想利用宗

和國憲法大綱》開始延續下來的。新中國建

教在中國搞顏色革命，推翻共產黨的領導。

立之初的五十年代，我們在天主教方面也

這就促使我們在加強宗教事務管理的同時，

是尊重天主教傳統的，當時我們選出了兩位

要消除殖民地色彩的神學思想，就要推進宗

主教，按照聖統制的規矩報請梵蒂岡批准，

教的中國化。

但是梵不但不批，還給予這兩位主教「超

如果說，對於二○一五年中央統戰工

級絕罰」，中國只得走「自選自聖主教」的道

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到的宗教中國化，

路。後來到了「文革」，不但宗教，而且整個

當時也許有人會誤以為是僅僅針對西方來

國家的生活都受到了破壞，有些宗教人士受

的天主教和基督教，因為道教是中國土生土

到迫害和打擊。這個過程當然會造成國家

長的，佛教二千年已經中國化了，伊斯蘭教

政治和宗教之間不太順暢的情況。

明末清初也基本實現了中國化，但到了二○

改革開放之後，我們撥亂反正，恢復

一六年的宗教工作會議，習總書記提到宗教

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這個決心是很大的。

中國化時，講的就更加明確，就是特別強調

一九八二年有一個重要文件，中央十九號文

要與當代中國發展相適應，這就大大拓展了

件，是一個對宗教撥亂反正的文件，系統地

中國化的內涵，也就是說我們現在理解的

闡述了作為無神論的共產黨如何認識宗教

中國化，不僅僅是指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中國

的本質，看待宗教發展的規律，應該採取如

化，而且指中國每一個合法的宗教都有一

何的態度和政策對待宗教。當然，這個過程

個中國化的問題。比如，對道教來說，它有

中始終會伴隨一些矛盾和問題，例如，改革

一個當代化的問題。因為我們現在講的中國

開放之後，天主教方面，出現梵蒂岡秘密派

化，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中國化，而是與當代

人進入中國委任主教而主教秘密委任地下

中國相適應的中國化，而佛教和伊斯蘭教也

神甫的問題，地下神甫再去影響一些信徒，

都有一個當代化的問題，中國五大宗教都有

與中國政府相抗衡，這就影響到了政治關係

一個中國化的任務，不過側重點不一樣。按

和外交關係的問題。至於基督教，包括很多

照習總書記的講話精神，宗教中國化有兩個

教會尤其是農村地區，還在宣揚「聽神的不

途徑，一個是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來引

聽人的」，以此為藉口不遵守政府的政策法

領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前不久我去廣州

律。我聽到一些學者曾提到路德和加爾文

馮浩牧師的天河教堂，他們正好有一個展

論述的政教關係，可能比較適用基督教的國

覽，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如富強、民主、

家，但對中國這樣一個從來也沒有以某個宗

文明、和諧等，一句一句用聖經的相應詞句

教為主的國家，就不一定適宜。

和經文找出來加以對照，我認為很有意思。

中國的政教關係

劉金光、梁燕城：尊重中國傳統 融入中國社會

國人」，就是這樣一個背景。但是我們當時

專題對話

點。那麼，「聽神的不聽人的」神學思想的宣
中國不是一個宗教國家，自古以來就是如此，甚至在先秦時
期，也沒有聽說過政權受到宗教影響，這個中國的傳統是比較獨特
的，而且中國的政教關係，一直都是「政主教從」，對歷史熟悉的
人都比較容易理解這一點。

有一句話，就是「多一個基督徒，少一個中

馮浩牧師說，只要我們好好挖掘，社會主
義核心價值觀並不是同聖經格格不入的，
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基督教是行得

如此，甚至在先秦時期，也沒有聽說過政權

通的。我參加過內地很多研討會，包括基督

受到宗教影響，這個中國的傳統是比較獨特

教的，他們都在做中國化這個工作，如果真

的，而且中國的政教關係，一直都是「政主教

正踏踏實實地去挖掘一些聖經源頭上的思

從」，對歷史熟悉的人都比較容易理解這一

想，是可以找到的，宗教的教義思想並不是

７

中國不是一個宗教國家，自古以來就是

文化中國

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一定矛盾的，而是相

片戰爭以後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再加上傳

行不悖的，是可以相近和融合的，而且在堅

教士本身有西方來的優越感（當然有些是

持宗教中國化過程中可以用社會主義核心

很謙卑的），傳教士進來後，有些人是聽而

價值觀來引領。

相信了，但精英階層還是有排斥情緒的。

還有一個，就是用中國傳統文化來浸

但須清楚說明，西方侵入中國是違背基督

潤各個宗教，而且要求各個宗教在保持基

信仰的，耶穌基督的教訓是無條件的愛，

本信仰、核心教義、禮儀制度不變的同時，

原則上是反侵略的。

宗教的教義思想並不是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一定矛盾的，而

是相行不悖的，是可以相近和融合的，而且在堅持宗教中國化過程中

可以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來引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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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各種宗教中包括友善、慈愛、和平、向

後 殖 民 研 究 大 師 薩 依 德 (E d w a r d

上、向善等有利於社會和諧、時代進步、健

Said)用「東方主義」(O r ient a lism)概念，

康文明的內容，對教規教義作出符合當代中

指出西方人研究東方不是真正的東方，

國發展要求、符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闡

而是西方人認為的東方。在這種殖民主

釋。就像習總書記所講的兩個條件，只有實

義的年代，西方主義基本上是認為西方

現中國化的宗教，只有走中國化道路的宗教，

比東方好，比東方先進。I a n B u r u m a指

才能跟中國的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才能夠

出 在 東 方人 看 西 方 則 是 一 種 西 方 主 義

在中國這個社會裏面發揮積極的作用。目標

(Occidentalism)，如Couze Venn所言，西方

是相適應，而中國化則是一條重要的途徑。

主義是「以歐洲人做為人性歷史代表範本

只有達到中國化了，才能真正的相適應。就

的主體」。基本上西方在侵略全世界時，

像習近平總書記在二○一六年七月到寧夏

提出一種合 理化自身利益的主張。當年

回族自治區一座清真寺考察時講的，「我國

英國統治香港時，有一些西方人認為東方

的各民族和宗教是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孕

人只是優秀的勞工，而西方人可以勝任優

育發展起來的，只有落地生根才能生生不

秀的管理者和統治的主人。Joseph-Ernest

息」。

R en a n在其一八七一年發表L a R e fo r me

分析近代西方與傳教士之別

intellectuel et morale說：「自然界製造了一
個做勞工的族裔，就是中國人，……還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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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剛才講「要求各個宗教在保持

族裔是做主人和軍人的，那是歐洲人」。

基本信仰、核心教義、禮儀制度不變」，這

他主張西方帝國的天職是去開化落後的

點令信徒們安心，有些信徒擔心「中國化」

非歐洲人。這種觀點是違背基督教的，耶

是政治上要改變信仰核心，人因信稱義而

穌基督視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上帝愛護和

得救，但若果保持基要信仰不變，在基督

尊重所有人，有一批宣教士很不認同這些

教是指三位一體的上帝，耶穌道成肉身，

殖民主義，而主張本色化或本土化，也為

釘十字架死而復活，帶來救贖，聖經是聖

幫助中國社會克服困難作出過貢獻，這就

靈默示等，如果保持基本信仰，其他一切

是早期的基督教中國化的努力，此時亦有

適應與調和本土文化和社會的做法是自然

不少中國信徒領袖建立生根本土的教會。

必須的發展。我們從歷史上先來理解，初

當新中國成立時，世界處於冷戰對立

期基督教傳入中國的過程就是一個相互理

時期，西方當然想利用原本在中國的基督

解的過程，但是當鴉片戰爭以後，就面臨

教和天主教支持他們的戰略，而中國也同

了一個難題，就是西方侵略進來，在這個

樣很怕西方利用基督教和天主教進行滲

情況下，要中國人理解基督教就會產生一

透，這基本上形成了一種對教會看法的主

定的隔閡，要中國人理解基督教就比較難

流解釋。所以，新中國頭三十年對基督教

了，因為從前利瑪竇那樣的傳教士很尊重

和天主教基本是作了很多限制，也通過三

中國文化，跟知識份子談得很深入，但鴉

自運動切斷與西方的關係。但三自運動內

於傳統信仰那一派就會反對，從這個角度

同，我有些意見也向有關方面做了反映。

他們拒絕加入三自，也就形成很多教會內

現在，由於一些人的過世，原先存在的三

部的爭論與矛盾。再加上中國同西方列強

自教會和家庭教會之間存在的神學難題

的矛盾，重重矛盾之下，就出現了敵我矛盾

也慢慢不存在了。三自裏面出了很多靈性

跟人民內部矛盾的交錯，教會當然很難健

很好的基督徒，家庭教會也有靈性很好的

康地發展。經過「文革」教會全面停擺之

基督徒，但也有異端的。總體上情況都得

後，有一個很奇異的現象是，基督徒人數

到改善，跟從前不一樣了，三自教會和家庭

反而增加了。這個很難使人理解。我個人

教會之間不再像以前那麼對立了。這期間

認為應該是經過磨難之後的教會，會產生

發生的一些問題，例如浙江拆十字架的事

一種純真而屬靈性的信仰，這時不再有外

件，經過我瞭解並同有關部門溝通後，知

國勢力影響，也沒有了教堂和禮儀，中國

道這並不是中國要改變政策甚至要大舉

信徒純在本土處境相信，並且心靈經歷基

迫害基督徒，澄清了外界的一些疑慮，這

督帶來的內在轉化，變成一種有生命的宗

件事後來也得到了很好的處理。

教，因為「文革」的困難中，人很珍惜一種
上帝與人及人與人的親愛之情，這些都是

重新定位的努力的嘗試

基督教中最真純的體會，也可以說，清除了

從學者討論中國化到最後被國家政

兩千多年來基督教中的很多外在的東西，

策認同，作為宗教政策的一個方向，現在

中國也就產生了最純良與有靈性的基督信

大家都慢慢進入到一個可以互相理解可

仰。

以並存的年代。我們可以說，當今時代是

允許基督教有一個正常生存而
不是去摧毀

中外之交，也是古今之變的年代，基督教
最初就是在中外之交中產生的矛盾和誤
解等，現在雙方都慢慢對對方有了瞭解。

「文革」之後，教會重新開放，但家庭

從中國來說，它已日益強大，是全球都要

教會仍然存在，而且原先的正統派跟自由

合作的對象，很多人願意看到中國教會的

派的矛盾仍然存在，而中國政府仍然對西

正常發展，而且外國人進入中國教會，都

方勢力滲透家庭教會保持警惕，這裏也是

會看到中國基督徒不僅信仰純正，靈性有

有許多需要解決和處理的問題。當中國社

深度，而且很單純，因為信仰的人沒有什

會發展到一個成功的年代，尤其是最近十

麼利益，有真實經歷的人才會有堅持。而

多年來沒有動蕩和危機，中國在宗教政策

在古今之變中，中國也在現代化了，而且成

上的開放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二○○七年

功了，成為一個富強的國家。那麼基督教

中央政治局還專門請宗教專家進行集體

如何適應一個強大的中國，而不再是一個

學習。同時，理論界對宗教是否「鴉片論」

在掙扎中很痛苦的中國？又是一個新的問

有了討論的空間，對基督教有一個較全面

題。中華民族的夢習近平總書記已經闡述

的理解，允許基督教有一個正常生存而不

的很清楚。

是去摧毀它，認同宗教在中國社會將會長

我常常在思考，如果信仰進到一個國
家、民族和文化裏面，就要對這個國家、民

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過程，

族的希望和夢想有個理解，而基督徒可以

國家想正確認識宗教並給它一個正規的

支持這個國家、民族的需要，而不是指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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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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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部都是政治上的，而是神學觀上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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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三自領頭人吳躍宗是自由派的，所以屬

「文革」的困難中，人很珍惜一種上帝與人及人與人的親愛之

為家庭教會和三自教會之間的矛盾不一定

情，這些都是基督教中最真純的體會，也可以說，清除了兩千多年

內部也有信仰的正統派跟自由派的區分，

來基督教中的很多外在的東西，中國也就產生了最純良與有靈性的

位置。同時，我也作過一些調查和研究，認
基督信仰。

部也產生一個基本矛盾，就是因為基督教

文化中國

批評，甚至要引進西方來欺負它，這是後

征經過的三分之一路線是經過少數民族地

殖民地的基督教。從這個角度來理解基督

區，藏區，信仰伊斯蘭教的回族等少數民族

教的中國化，從中外之交到古今之變，教

地區，幾乎每天都會遇到這個問題。紅軍規

會內部矛盾也慢慢化解，教會與政府矛盾

定無論走到哪裏都不准駐進寺觀教堂等宗

也慢慢化解，就可以開始一種重新定位的

教場所，這是嚴格的紀律。所以我認為，從

努力的嘗試。

那個時候開始，沒有執政的共產黨就已經

把信教群眾作為執政的基礎

開始執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而且是有理論
根據的，早在一九二七年毛澤東寫的《湖南

建國之後包括五四年的憲法，八二年的憲法，都明確規定了中

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文革」是個特殊時期，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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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受到破壞，所以「文革」之後就有一個「重新恢復落實宗教信

仰自由政策」的問題。

二○一七年第四期（總第九十五期）

■：你的理解從整體上是很到位的，

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就強調，一定要尊重

尤其是對改革開放之後教會的發展，對宗教

農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不要越俎代庖甚至要

生活的感悟，都是很純正的，而且你的觀察

消滅宗教，後來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

也很仔細很準確。現在確實是在變，整個國

大綱》中，也明確規定要尊重群眾的宗教信

家與社會都在變化，也許有些問題外界容

仰自由，並提到了外來的天主教基督教，只

易誤會。一個是因為共產黨執政，因為共產

要他們不反對我們，我們就要尊重他們。這

黨是無神論，就先入為主地以為無神論的

裏有一個小插曲，前時期有一部電視片曾介

共產黨不會真正讓人有宗教信仰自由，以這

紹過，當時紅軍進入藏傳佛教地區，賀子珍

個預設來觀察一些事情，所作出的判斷我

的兄弟，也就是毛澤東的小舅子，當時負責

認為往往是誤判。他們沒有理解中國共產

為紅軍籌糧款，不小心誤入藏傳佛教的一

黨現在作為一個執政黨的宏偉目標是什麼，

個廟，在國民黨散布的謠言中，一些藏傳佛

而宗教政策是要符合黨和國家的大目標的，

教人士也受了影響，把他抓起來送到紅軍

那麼在這個前提下，執政的無神論的共產黨

部隊，看紅軍如何處理。毛澤東就一個字：

也必須把信教的群眾作為執政基礎的一部

殺！這是毛澤東的小舅子啊。當時賀子珍和

分，這一點外界恐怕理解不了，為什麼無神

紅軍高級將領都出來求情，那也不行，因為

論共產黨把信教群眾作為執政的基礎？這

保護和尊重宗教的政策就在那裏，紅軍嚴

就是我們國家的國情所決定的。畢竟中國現

格規定不准進入宗教場所。雖然沒有執政，

在的信教群眾從相對數量來講還是一小部

但共產黨已經開始實踐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分，但從絕對數量來講卻是一個相當大的

這個政策為後來紅軍的勝利帶來了極大的

群體，這些信仰宗教的群眾是我們的基本群

保障。

眾，所以我們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一個出發

建國之後包括五四年的憲法，八二年

點或落腳點就是把信教和不信教的群眾團

的憲法，都明確規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

結在一塊，團結起來幹什麼呢，就是執政黨

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文革」是個特殊時期，

目前的兩步走，先是實現小康社會，再是建

宗教政策受到破壞，所以「文革」之後就有

成社會主義強國，這個目標需要團結黨內黨

一個「重新恢復落實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

外信教不信教的群眾共同來完成。這就是我

問題。從縱向的歷史源頭來看，中國共產

們執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出發點，而且在

黨對宗教政策一直是審慎的，對宗教是尊

沒有執政之前就已經有過實踐。

重的，再加上紅軍長征中的實踐，更是證

去年紀念紅軍長征八十周年，我就研

明了這一點。中央電視台曾播過一個片斷，

究過這段歷史，結論是如果紅軍長征中沒有

說有一個傳教士叫薄復禮(又稱勃沙特，

制定正確的宗教政策，紅軍長征是不可能
勝利的，因為從瑞金一出發，年輕的紅軍第

R.A.Bosshahdt)，幫了紅軍很大的忙，四渡
赤水時毛澤東沒有帶地圖，而他手裏有一

一次面對那麼大規模的宗教和民族問題，長

份法文的地圖，就翻譯成中文送給毛澤東。

眾都是我們基本的公民，他們在政治利益、

本書於一九三六年出版，比斯諾的《西行漫

都希望我們這個國家發展起來富強起來，

記》早了一年。他當時是在蕭克將軍的部隊

這就是我們大家能團結起來的重要基礎。

裏，跟紅軍走了十八個月，紅軍對他非常好，

從信徒本身來說，這次新修訂的《宗教事務

沒有吃的給他找吃的，沒有睡的也會找個門

條例》也規定不能挑起矛盾，包括信教和不

板讓他躺一下，臨走時給他十五塊大洋，他

信教的群眾，包括教會之間，都不能挑起矛

對紅軍的描述是，一群穿著破衣爛衫的人，

盾，不同宗教的內部矛盾也不能挑，因為會

一個個爬雪山過草地，面黃肌瘦，但兩眼炯

影響社會的穩定和團結。還有一個我想介

炯有神，有堅定的信仰，就像我們基督徒有

紹的是，習總書記去年在全國宗教工作會議

堅定的信仰一樣。確實，那時紅軍如果沒有

上特別講過，要構建積極健康的宗教關係。

堅定的信仰是肯定過不去的。斯諾的《西行

這就涉及到好多方面的關係，第一個是黨和

漫記》是在紅軍到了延安之後寫的，而薄復

政府跟宗教之間的關係；第二個是宗教跟社

禮是在這之前即長征期間寫的。我講這個的

會之間的關係；第三個是國內不同宗教之間

意思是，中國共產黨歷來就有這個傳統，希

的關係；第四個是信教群眾同不信教群眾之

望要把這批人包括信教的群眾以及他們的

間的關係；第五個是我國宗教跟國外宗教之

代表人士團結過來，以保證長征的勝利，而

間的關係。這裏最核心的是黨和政府跟宗教

且在新中國成立之後始終把他們看成是執

之間的關係，也就是我們現在正討論的政

政的基礎。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宗教工作會

教關係。所謂中國特色，這個「特」就是中國

議上強調，宗教問題始終是我們黨治國理

共產黨領導，是社會主義制度，無論信教還

政必須處理好的重大問題，宗教工作在黨和

是不信教，都要認清這個性質。政府對宗教

國家工作全域中具有特殊重要性，把宗教問

事務的管理，只是依法管理宗教同國家利益

題上升到「治國理政」的層面。

和公共利益有關係的那一部分事務，而真正

經濟利益、文化利益上的追求都是一樣的，

什麼叫「特殊重要性」呢？那就是，一，

宗教內部的事務是不會去干涉的。習總書記

關係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二，關

還特別強調，要用法律規範政府管理宗教事

係到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三，關係到

務的行為，用法律調節涉及宗教的各種社會

社會和諧、民族團結，四，關係國家安全和

關係，這裏突出了政府對宗教事務的管理必

祖國統一。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用這四個關

須依法進行，而不是隨意亂來。相對地，宗

係來看待宗教問題的特殊重要性，於是，正

教方面，則不要去干涉行政、司法、教育等

如你剛才所說，許多問題就慢慢化解了。通

這些屬於國家的職能。這些關係處理好了，

過不同的實踐來總結一些經驗，當然也汲

大家各安其事，相信社會變得更合諧。

取一些教訓，這些教訓我認為主要是在處理
一些宗教問題具體工作層面上的問題。因為
不同地區對政策的理解深度不一樣，在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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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本書叫《神靈之手》(The Restraining
Hand: Captivity for Christ in China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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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更應該看到，信教的群眾和不信教的群

政府對宗教事務的管理必須依法進行，而不是隨意亂來。相對

的人，他是瑞士人，後來定居在蘇格蘭，寫

地，宗教方面，則不要去干涉行政、司法、教育等這些屬於國家的

這些次要的差異放在第一位去討論或爭論，
職能。這些關係處理好了，大家各安其事，相信社會變得更合諧。

這個人是第一個向西方世界介紹紅軍長征

政府不幹預信仰的教義與內部
事務的方向
□：你講「政府對宗教事務的管理，

我也特別希望不僅國內的，也包括國外的方

只是依法管理宗教同國家利益和公共利

面都能夠正確理解中央的政策，正如八二年

益有關係的那一部分事務，而真正宗教內

中央十九號文件所說的，信教的群眾和不信

部的事務是不會去干涉的」。這是令信徒

教的群眾之間的差異是次要的，我們不要把

安心，政府不幹預宗教內部事務，只是在

１１

一些宗教問題具體工作中也會有一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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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及公共利益上管理，顯然政府無意願

實踐中進行處理。中國政府的方向關鍵是

去改變信仰內容，故有時傳聞政府和教堂

實踐論正在起很大影響。

產生衝突的問題，是管理上的問題為主。
信徒的願望正是政府不幹預信仰的教義

人性的共通點

中國對朋友是感恩的，如果你在困難的時候幫助過他們，他們會

１２

永遠記得。如果是敵人故意來破壞，他也會知道並且防範你。用真誠

的愛來對待中國，中國一定不會忘記的。

二○一七年第四期（總第九十五期）

與內部事務，我自己的理解，宗教人士好

說實在的，我們過去一直以為 共產

像認為無神論的政府是會對付宗教這問

黨對宗教是有偏見的，但後來慢慢發現共

題，是並沒有搞清楚，美國及西方國家的

產黨也是有人性的共同點，很多人都是有

政府，也是宗教上中立的，其運作也是依

理想的，但很多人也有腐敗，人類都有這

無神論的。政客個人信宗教是一回事，但

種良知和罪性，不同信念的人也有共同人

政府運作肯定是用無神的規則，美國總

性。但以我們努力在中國撫貧的經驗看，

統是信基督教，但打伊拉克時他是無神論

很多官員發現我們在從事真正的愛心和關

的，及國家利益這觀點來打的。因為很多

懷工作時，他們不但很支持我們，也在默

時候，政府不可有宗教的立場，在西方也

默地保護我們。雖然我們是從國外回來，

一樣的，關鍵是政府法律須容許宗教的自

他們也總是給我們充足的空間。我們發現

由，依法律來處理宗教事務，而不是依意

一個人性的規律，如果你是中國人的好朋

識形態。從根本上來說，政府只是一個客

友，你愛中國，那麼，你信什麼或者有沒有

觀運作，不以有神無神來劃分。我看中國

宗教都是沒問題的。反之，如果你是敵人，

對待宗教問題，起碼現在不是以無神論來

那麼無論是信宗教還是不信宗教，都是敵

指導運作的，早期可能有一些諸如「宗教

人。中國對朋友是感恩的，如果你在困難

消滅」等理論，現在這個理論也不講了，而

的時候幫助過他們，他們會永遠記得。如

且宗教學者都在努力證明宗教是會繼續

果是敵人故意來破壞，他也會知道並且

存在的，包括證明馬克思等人對宗教是很

防範你。這就是我對中國的國情某一種理

尊重的。

解，用真誠的愛來對待中國，中國一定不

中國政府是按實踐思維的
我瞭解現在中國政府關注的主要問
題不是講無神論，發展和富強才是最主要

會忘記的。

傳連璋、葉永青與明妮‧魏特
琳

的問題。我認為現在中國的路線基本是從

基督徙跟共產黨也實在有些仁愛相

毛澤東的實踐論和矛盾論下來的，這個理

交的歷史，最近看南昌起義的博物館，看

論是繼承明末儒學內心修養的實踐，如劉

到福音醫院，原來在福建邊界長汀有個福

宗周講的「慎獨」，是純實踐的。到清初王

音醫院就是傳教士辦的，就曾無私地醫治

船山分析歷史，對現實歷史的大勢與勢中

紅軍傷兵。

之理的反省，說「只在勢之必然處見理」，

■：紅軍當時在福建的時候，在長汀的

這勢中之理，就在實踐中的理解。從革命

醫院就是叫福音醫院。院長傅連璋當時就曾

時的毛澤東，到改革時的鄧小平，都是純

經是一個基督徒，他在新中國成立後一直當

由實踐處境中，摸著石頭過河。現在習近

到中央衛生部副部長。

平時代的領導方向，則是接近中國傳統易

□：是的，當時基督徒辦的醫院救了

經智慧的實踐論，易經作為一種決策學，

三百個紅軍傷兵，後來這基督徒的醫生

在某個處境情況中看到平衝點在哪裏，實

傅連璋還把醫院送給了紅軍，之後遷往江

際運作中如何做才能得到最好成果，不是

西瑞金，成為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正規的

先來一個大意識形態去看問題，而是先從

醫院。結果他參加了革命，解放後成為中

還要早十年進到中國。他是一個教育學博

期幫助和支持過紅軍和解放軍的宗教活動

督徒。這個我很感動，外國基督徒比我早

場所，裏面就有不少教堂，或者紅軍在那裏

十年到中國服務。

開過會，或者拿出來作醫院救治傷員等等。

■：有一個突出的例子就是聖經的印

至少不能說是中國共產黨與宗教之間是天然

刷。我們支持中國基督教兩會在美國搞了兩

的歷史矛盾吧。一些傳教士也幫過共產黨。

次聖經展。以前有些偷運聖經的組織曾散
布謠言，說「中國的信徒沒有聖經讀」、「中

挪威傳教士葉永青(Peter Torjesen)在山西

國如果有聖經也是被政府刪改過的」，等

河曲建了一個醫院，抗戰時救助很多傷兵

等，所以很多美國人在觀看展覽時很關注這

和難民，賀龍的八路軍部隊在抗日時也經

些聖經有沒有被刪改，後來發現並沒有，都

過，得到他們幫助，賀龍還專門寫信表示

是很完整的。聽說許多偷運聖經的組織都

感謝。後來日本人知道，轟炸那個醫院，把

關閉了，老百姓感也不給這些組織捐錢了。

傳教士也炸死了。他的四個兒女有三個都

中國最早的愛德印刷廠，我曾去過，早期的

在中國出生，四九年以後他們本來要繼續

印刷設備和聖經紙都是國外捐助進來的，

留在中國像父親那樣為中國服務的，但後

經理則是一個新西蘭人，我們都見過。愛德

來還是離開了中國，回到挪威，之後又到

印刷廠現在印聖經已經達到一億四五千萬

了美國，從事醫生工作，一直期待回到出

了。一位非洲基督教領袖來愛德廠參觀，發

生地山西的故鄉，結果等到改革開放後，

現甚至連他們部落語言的聖經也有印刷。當

他們從中國留學生那兒打聽到有來自河

年鄧小平先生訪問美國，當時的總統卡特

曲的，聯繫後終於又回到中國故鄉探望。

向鄧提出兩個問題，一個是中國印刷聖經，

一九九○年中國政府在河曲立碑「人民烈

一個是美國向中國重新派遣傳教士，鄧回

士」，紀念這位為中國犧牲的宣教士。還有

答說，印刷聖經可以，但重新派遣傳教士不

四川華西醫科大學過去也有很多傳教士

行。這說明我們政府對這些宗教工作並沒

在那兒工作，現在也有博物館介紹這些情

有限制的，比如類似這些外國的資助只要遵

況。傳教士確實做了不少貢獻中國的事，

守中國的法律規定，在中國是允許的。海外

不一定全是帝國主義的。

的許多教會是尊重中國教會的獨立自主自辦

■：這些事實我們都很清楚也是認同

權的，他們的捐助是不附加條件的，不能因

的，我們中國現代西醫的建立，學校教育的

為捐助而要中國教會完全聽他們的。中國對

發展，都有傳教士等社會公益組織的貢獻。

教會由中國信徒獨立自主自辦看得很重，這

□：有的傳 教士在日本的南 京大 屠

涉及到中國教會的主權問題。中國對外開放

殺時曾救過許多中國人，如明妮‧魏特琳

的政策不會改變，但還是有一些原則要堅持

(Minnie Vantrin)就被譽為「活觀音」。這個

的，比如獨立自主自辦原則，相互尊重、平等

實在也是一種中國化的表達。

友好的原則，中國的宗教事務由中國人自己

■：是啊，這就是中國民間一種最樸素
而最真實的表達。

劉金光、梁燕城：尊重中國傳統 融入中國社會

□：對，我讀到一個令人感動的記載，

中國對教會由中國信徒獨立自主自辦看得很重，這涉及到中國

建議。談話深入後我才知道他也是一個基

教會的主權問題。中國對外開放的政策不會改變，但還是有一些原

義教育基地，獲選的都是那些在中國革命時

則要堅持的，這些原則憲法有明確的規定，是來自於中國的歷史，

士，幫中國做了很多事，也提出很多好的

特別是近代歷史。

■：我們曾經兩次評選宗教界愛國主

專題對話

將。

辦理，這些原則憲法有明確的規定，是來自
於中國的歷史，特別是近代歷史。
□：這個我們都很清楚和理解，第一

農村工作，我第一次到雲南時，在昆明的

是因為中國長期遭受外國侵略，是受過傷

酒店吃早餐時遇到一個洋人，聊天時他說

害的民族，傷害之後對外面的懷疑是很正

回中國已經有二十年了，比我這個中國人

常的，而且現在確實有些國外勢力還是對

１３

□：中國開放後，我到中國做了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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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敵視，要把中國搞亂，中國要防範是

學上與當時三自教會的最高領導不同，應

很正常的。根據我的體會，海外信徒回國

有方法使其在神學爭議之外得合法存在。

服侍人，關鍵是要有單純的動機，仁愛的

在新宗教條例下，有無存在空間？未來會

品格，只要你真心愛中國，誠意地服侍中

有如何發展呢？

國人，做事完全透明，就不會受到難阻。

中國教會對外交流，須平等互
動

■：我們在用語上一般不使用「家庭
教會」這個詞，我們一般是指未經登記的私
設的聚會點。中國其實對信徒在家裏成員中
查考聖經，還有家庭成員拜佛，一概都不予

中國教會的健康發展，需要對外交流，只要在平等友好、相互

尊重的基礎上，我們才能進行合作和交流，包括神學教育，教會管理

１４

制度，教會開展社會公益慈善，都要向國外學習經驗，這是政府支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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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的前提是，中國教會的健康

干涉的。但是，經常性的有組織的固定的講

發展，包括適應時代的發展，需要對外交

道，這就超出了家庭的範圍。坦率地講，這

流，需要國外境外（包括港澳台）教會的幫

種私設的聚會點是有不同情況和不同原因

助。但確實要看到，有一些是懷有目的的，

的，例如，有的是因為老年人行動不便，去

過去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美國傳教士司德敷

教堂路遠，就近在私設的聚會點活動，我們

(Milton Theobald. Stauffer)編過一本書，
叫《中華歸主》(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 h i n a )，說整個中華都歸向上帝，用基

準備以後通過以堂帶點的方法解決，由正式

督教文化改造中國文化。二○○三年，美國

別、經濟、權力等複雜情況），他們也聲稱

前《時代》周刊駐北京記者部主任大衛‧艾

願意接受政府的管理，對這些我們現在不

克曼(D.Aik man)寫過一本書叫《耶穌在北

會一棒子打死，但會想辦法把它們納入正常

京》(Jesus in Beijing )，提出要以耶穌這隻
羊馴服中國這條龍，這已經不是文明之間的

管理之中，比如為他們指定臨時活動地點，

交流，而是高高在上擺出征服的姿態，而中

手續。還有一種，就是有外國勢力支配的，從

國整個歷史發展的過程最不屈饒的就是這

國外派人或操縱，這是不允許的，要堅決打

個東西，不光是宗教，就是日本人侵略中國

擊和取締。這一點，任何國家都是一樣的。

雖然暫時得了便宜，但中國人民的抗日的毅

至於有的人是在境外如香港或者其他國家

力還是很強的。

按立牧師的，或者在國外留學卻按立牧師回

登記的教會派教牧人員去帶領活動。有的
則是因為神學上的原因，或其它原因（如派

在經過一定時間之後具備條件去完成登記

所以，只要在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

來活動的，或者在周邊國家私自參加培訓班

礎上，我們才能進行合作和交流，包括神學

的學員，我們肯定不能承認的，因為中國對

教育，教會管理制度，教會開展社會公益慈

教職人員認定備案有一整套法規制度。新

善，都要向國外學習經驗，這是政府支持

修訂的《宗教事務條例》對這些問題都有明

的。對於滲透，我們只反對兩點，一個是政

確的規定，違反了就要受到處罰。我也借此

治性的，目的是顛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權和

機會奉勸海外一些組織和人員，不要給這些

社會主義制度，二個是我們對宗教有一系列

中國出去的人員按立牧師或拉攏組織培訓，

的政策和法律制度，違反了這些也不行。中

這些人回到中國會面臨法律的制裁，這是在

國的宗教團體和教會組織的領導權，絕對不

害他們而不是幫他們。用基督教的話，就是

容許受外國勢力支配，這個其實憲法上都講

一切按照律法來，什麼事都不會有的。

得很清楚的。

無神論與創造論

□：還有一個海外很關心的問題，就
是關於家庭教會，大約在二○○九年，我

□：最後一個問題，因為教育是政府

曾寫了一建議交給研究宗教的智庫學者，

管理的，但政府主流是無神論的，教進化

指出家庭教會不是政治上反中國，只是神

論，而教會教相信是有神論，講創造論，其

對教會內的這些講法容許嗎？

就在人心中，原意是在相信的群體中間。
基督使天國臨到人心，但仍待終極完成，

律規定，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中

神學上稱為already and not yet（有譯為

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都有規定，國

「既濟未濟」），信徒群體在地上，就永遠

家實行宗教跟教育分離的原則，憲法也規定

奮鬥去行出愛與義的見證，對未來有永生

宗教不得干涉國家的教育活動，總的精神是

的盼望。

國家主體意識形態來決定教育性質的。至於
因為孩子小，信徒父母去教堂做禮拜時把

Dialogue Basis of Indigenization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孩子帶過去，由專人照顧，講講中外歷史文

Abstract: The most recent conference

化故事，因為那個環境那種情況，順其自然

of the Martin Luther celebration on the

也就可以了，但對這些孩子的托管，主要是

occasion the 500th Anniversar y of the

照顧他們的安全，不能強制灌輸宗教思想、

Refor mation, the Chief Editor of this

不能強迫未成年人信教，否則與國家的相關

M a g a z i n e , D r. T h o m a s L e u n g h a s a

法律相違背。現實中我們也發現，有的是把

deeply dialogue and exploration about

傳教目標釘在孩子身上，有針對性地向他們

Indigenization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傳教，這是不允許的，所以新修訂的《宗教

with the Director of the State of Religious

事務條例》明確規定，決不允任何組織或個

Affairs, Mr. Liu Jinguang. In this dialogue,

人在宗教院校之外的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

rega rd i ng t o a n Of f icial of t he St at e

傳教、舉行宗教活動、成立宗教組織、設立

Administration of Religious Affairs, Mr.

宗教場所、發展信徒。

Liu clarifies and explains the policies and

□：我們知道在基督徒和政府管理之

rules, especially some related to religious

間，兩者的不同理解會長期存在，這需要

a nd t he pract ical act ivit ies i n Ch i na.

一個時間和實踐的過程去慢慢達成共識

As for a Christian Scholar, Dr. Thomas

和默契。我期望中國基督教能按聖經原則

Leung believes that this dialogue is very

講，又能配合文化與社會的特質，生根在中

profitable. Dr. Thomas Leung hopes that

國，健康而合法地發展，不會成為一個敏

the Christianity in China can follow the

感課題反而是一正能量。這次對話很好，

biblical principles, coordinate the attributes

因過去在海外對中國宗教政策有些是道

of culture and society, root of Christianity

聽途說而來，聽到負面評論與純推測的判

in China and develop healthy. It will not

斷，也有不少疑慮，今次能與官方學者直

become a sensitive topic, but stay positive.

接正面對話，可以明白政府對宗教的政策

Key words: I nd igen i zat ion of

與觀點，澄清不少疑惑，也明白一些限制，

Christianity in China, Management of

我們期待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中國夢能成

Religious, Rel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劉金光、梁燕城：尊重中國傳統 融入中國社會

不能在學校傳播宗教。因為我們的學校是由

我們期待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中國夢能成功。信徒在這歷史

■：關於宗教和教育，國家有明確的法

專題對話

地上，行出上帝的慈愛、仁義與救贖，天國

過程中，須彰顯天國的福音，天國不是死後去的世界，卻是臨在

教會，也會聽到創造的傳述或故事，政府

地上，行出上帝的慈愛、仁義與救贖，天國就在人心中，原意是

福音，天國不是死後去的世界，卻是臨在
在相信的群體中間。

中也不否認科學的發現，孩子隨父母到了

功。信徒在這歷史過程中，須彰顯天國的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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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特 輯 文明發展與宗教文化

顓頊「絕地天通」與摩西「上帝十誡」
——論原始宗教改革對古代文明的催化
■ 孫清海

摘

要：中國上古時期顓頊「絕地天通」

帝十誡」為例，從原始宗教改革的原因、內

的原始宗教改革催化了中國古代文明；而猶太

容和意義等幾個方面，嘗試論證原始宗教

教歷史上摩西頒佈「十誡」也奠定了猶太文明

對古代文明的進展起著不可忽視的催化作

乃至西方文明的基礎。本文詳細梳理了這兩場

用，寄望於拋磚引玉，讓更多學者關注原

原始宗教改革的原因、內容和意義，嘗試論證

始宗教與古代文明的關係問題。

原始宗教對古代文明的進展起著不可忽視的
催化作用。
關鍵詞：絕地天通；十誡；原始宗教；古
代文明。
人類的生存關懷最終還是要指向生命的盡頭，即終極關懷，於

１６

是宗教意識就產生了。宗教是與人類文明密切相關。一種文明的起

源和發展一定離不開宗教在其中起到的精神性動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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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師範大學齊魯文化研究院

一、顓頊與「絕地天通」的原
始宗教改革
「遠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
由考之？」大詩人屈原在《天問》中的這句

「宗教」作為人類社會特有的一種文

感慨之語道出了研究中國上古歷史的困

化現象，早在人類邁入文明社會之前，就

難。對於傳說時代「三皇五帝」的研究，由

已經牢牢扎根於人類的精神世界中。人類

於時間太過久遠，人類記憶渺茫，加上沒

之所以什麼需要宗教，因為宗教關係著人

有文字記錄，人們往往只能根據後人的隻

類的生存。人類的思想和精神起始於人類

言片語或偶然記憶來「重塑」這段歷史。尤

自身的生存關懷，這一關懷規定了人類的

其在一九二○年代興起的疑古思潮的影響

思維傾向，思維性格和思維結構。但人類

下，學者過多把精力放在古書的辨偽和考

的生存關懷最終還是要指向生命的盡頭，

據上。比如，顓頊傳說是中國遠古時代的

即終極關懷，於是宗教意識就產生了。宗

「五帝」之一，但由於史料的欠缺或遺失，

教是與人類文明密切相關。一種文明的起

人們對顓頊及其身份產生了懷疑，於是就

源和發展一定離不開宗教在其中起到的精

產生了「顓頊到底是神還是人」辨偽、考

神性動因作用。

據和論證工作。就目前學術界來看，比較

近幾年，關於原始宗教與古代文明的

有代表性的有張正明先生認為的「高陽為

關係問題，成為考古、歷史和宗教學者共

夏人所尊崇……是太陽神的化身」 [1]。葉

同關注的一個話題。但由於資料的匱乏以

林生先生認為，顓頊是「先民原始宗教中

及認識角度的原因，人們往往忽略了對古

的月亮神」[2]；何新先生認為，顓頊是一位

代社會從野蠻到文明的轉折時期人類在

「祭師」，主管對「太陽神的祭祀」[3]；更加

意識形態上的轉化等方面的研究。本文以

「石破天驚」的說法是吉林《山海經》研

中國上古時期的顓頊「絕地天通」的原始

究權威宮玉海教授甚至認為，「耶穌與顓

宗教改革和以猶太遠古歷史上摩西的「上

頊是同一人」[4]。此外還有顓頊是水神，是

事」，表明他的政治才幹和智慧，善於治理
天下；「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表明他

與對顓頊身份的考據或論證工作。儘管中

善於觀察天象，因地制宜，故而可能創立

國古書關於顓頊帝的研究只是根據後世

了中國最早的曆法；而「依鬼神以制義，治

人的隻言片語或偶然論述，但筆者認為，

氣以教化，絜誠以祭祀」則是表明他在位

這些隻言片語並非完全杜撰，而是後世對

時所作的一次「絕地天通」的宗教改革。而

遠古文化歷史的記憶、回憶、口傳的一種

這是本文論述的重點。
顓頊「絕地天通」的宗教改革，是中

文本，所有的分析都在文本的基礎上進

國上古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具有里程碑

行，「讓文本說話」。

式的意義。雖然關於這件事的現存資料零

根據現有文本資料來看，筆者傾向於

散而不系統，但依然有著一些珍貴的文字

相信顓頊是一個實實在在的人。有父，有

資料可以追尋。如《山海經》、《尚書·呂

母，有子，有居住地，有活動疆域，更重要

刑》、《國語·楚語下》等書。

的是，他對中國古代文明的發展做出了很
大的歷史功績，比如制定曆法，改革宗教
等。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中對其身

根據《山海經·大荒西經》記載：
顓頊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獻
上天，令黎邛下地。

世有明確記載：
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生高陽，高陽

的家譜的記述，說明重和黎是顓頊之孫，

有聖德焉。黃帝崩，葬橋山。其孫昌意之子高陽

只是清楚表明了「重獻上天」和「黎邛下

立，是為帝顓頊也」。

地」的分工。

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
而《大戴禮記·帝系》也有同樣的說法，
昌意娶於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謂之昌濮
（僕）氏，產顓頊。

這種說法在《山海經》也可以得到印

這段記載語焉不詳，側重於對顓頊帝

而在《尚書·呂刑》中「絕地天通」的
說法已然出現：
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於平民，
罔不寇賊，鴟義奸宄，奪攘矯虔……民興胥
漸，泯泯棼棼，罔中於信，以覆詛盟。虐威庶
戮，方告無辜於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

證：
流沙之東，黑水之西，有朝雲之國，司彘

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

之國。黃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處若水，生

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

韓流（一作荒）。韓流擢首、謹耳、人面、……

有降格。群後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

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顓頊。（山海經·海內經）

這一段話對於「絕地天通」這件事情

由此可見，司馬遷說顓頊是「黃帝之

做了背景性的交代。用白話文來說，大概

孫而昌意之子」的說法是確定無疑的。作

的意思是，由於蚩尤作亂，其行為影響到

為黃帝的孫子，顓頊後來繼承了「帝位」，

了平民，使得人們開始胡作非為，強取豪

是為「帝顓頊」。

奪。後來制定了嚴酷的法律，甚至濫用酷
刑，甚至無罪之人也受到了殺戮。社會十

本紀》有這樣的記載：
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

分混亂，不講什麼信用。於是上帝看到民

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絜

殺掉，不使一個壞人留在世上。同時，皇帝

誠以祭祀。

命令重和黎「絕地天通」，即讓重負責天

眾的苦情和不幸，把那些為非作歹的苗民

這裏實際上指出了帝顓頊在位時候

道，命令黎負責理民，也不再降下能夠溝

的三件「偉業」：「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

通天人意見的通人。這段文字帶來的問題

１７

關於帝顓頊的歷史功績，《史記·五帝

孫清海：顓頊「絕地天通」與摩西「上帝十誡」

描述。故而本文寫作的基本立場是：尊重

顓頊「絕地天通」的宗教改革，是中國上古思想史上的一件大
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雖然關於這件事的現存資料零散而不系
統，但依然有著一些珍貴的文字資料可以追尋。

限於專業與學識能力，筆者無意於參

本期特輯

黑帝等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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顓頊帝「絕地天通」的原始宗教改革應該是確定無疑的，但《國
語》給出的材料更具有說服力，因為它比較詳細地交代了顓頊「絕地
天通」的原因、內容和意義等幾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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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絕地天通」這件事到底是「上帝」做

具備精明、專一、恭敬、正直，有智慧且能

的，還是「皇帝」做的。學術界對此也爭論
不一。不過，筆者傾向於相信「皇帝」這裏

洞察萬物等基本條件才行：
……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

是專指帝顓頊。因為後來的《國語》對此

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

有更詳細的記載：
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

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

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
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及

根據《說文解字》巫部：
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

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

兩褎舞形。與工同意。古者巫咸初作巫。凡巫

夫人作享，家為巫史，民匱於祀，而不知其福。

之屬皆從巫。

曰覡，在女曰巫。

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

這裏的「無形」就是指神靈，「事無

狎民則，不蠲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

形」也就是事神，即從事通鬼接神活動的

薦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

宗教職業者。這些人具有極高的智慧和知

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

識，而且可以溝通天（神靈所在處）和地

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複九黎之德，

（自己的生活區域）的能力，其精神世界

堯複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複典之。以至

往往充滿了非理性的神秘成分。而巫的職

於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者

業——巫術，其表演常常採取象徵性的歌

也。

舞形式，即所謂「以舞降神者也」。古人認
根據這樣幾段文字資料，顓頊帝「絕

為通過「巫」的作用一方面可以以神秘的

地天通」的原始宗教改革應該是確定無疑

儀式感受到神靈的存在，領受神靈的「旨

的，但《國語》給出的材料更具有說服力，

意」，另一方面，通 過跳 神、詔祝等形式

因為它比較詳細地交代了顓頊「絕地天

「交神明之道」，也可以讓神靈按照自己

通」的原因、內容和意義等幾個方面。

的心思意念做事情，由此獲得自己的生存

首先，顓頊為什麼要進行這場改革？

權或優勝權等。由於巫術工作的這種特殊

根據《國語》中觀射父的回答：因為「民神

性，按 理 來 說，必 須 要 有 從 事「巫」或

雜糅」，「家為巫史」、「民神同位」。簡單

「覡」來做才行，其他人從事別的社會職

來說，當時巫術盛行造成了人們信仰上的

業，不能隨意參與。這種情況稱為「各司其

混亂，使得神權制度和祭祀制度失序。要

序，不相亂」（《國語·楚語》）。從事巫術

理解這一點，我們需要知道原始人為什麼

的本來要有專門「司神」的官員來負責，這

需要巫術。我們知道，在原始社會中，由於

叫做「民神不雜」。但帝顓頊即位之後，

生產工具的缺乏和落後，人們必須要同自

「民神雜糅」，「家為巫史」，巫術成了人人

然搏鬥，並且也彼此相爭鬥，才能獲得自

都可以從事的行為了。這種混亂的狀況導

己的生存權。而要獲得生存上的勝利，神

致的後果非常嚴重：一方面「民匱於祀，而

靈的護佑是其中的關鍵因素。因為神靈主

不知其福」，民眾會因為祭祀氾濫而匱乏，

宰者自己的命運，所以古人對神靈就產生

從而不能得到神靈的賜福；「烝享無度，民

了恐懼、敬畏和驚奇之感。為此，古人必須

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祭祀沒有

竭盡自己的力量來建立與神靈的友好關

了法度，地民與天神處於同等地位。民眾

係，甚至企圖去控制它們。但是這種工作

褻瀆齋戒盟誓，對天神沒有了敬畏之心。

並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得了的，必須是那種

另一方面，這樣的行為也會惹怒天神，「神

具有極高的智慧與能力的人才能做的了。

狎民則，不蠲其為」，神靈認為民眾的祭祀

《國語·楚語下》也交代了這樣的人必須

法則不莊重，祭祀行為不潔，其後果就是

的。
顓頊「絕地天通」的宗教改革，具有

盡獲受命之氣而過早死亡。簡單來說，顓

非常重大的意義。我們可以從幾個不同方

頊帝改革既有經濟的原因，又有社會治理

面來做分析。首先，從宗教學角度來說，

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於「原始祭祀的

「絕地天通」的宗教改革之後，信仰對象

[5]

體現為集中化或統一化的特點，同時增強

面是由於「……巫覡太多，人雜言龐，社會

了信仰者的「敬」的情感，為夏商周等後代

秩序就難有長時的安定，極為不便」[6]。這

延續對「上帝」和「天」的崇拜打下了宗教

是一種社會失序或無序的狀態，既得罪了

信仰基礎。由於人的生存目標各異，而巫

神靈，又給社會帶來了混亂，最終使得民

術是企圖操縱神靈來為自己的生存帶來

眾自身的生存受到了威脅。於是，改革已

益處，故而從「家家為巫」、「民神雜糅」的

經迫在眉睫了。

混亂狀況，我們可以推斷當時的人信仰的

面對這種混亂狀況，該如何改革呢？

「神」肯定是多種多樣的，具有泛神論或

關鍵點就是「分工」。「顓頊受之，乃命南

泛靈論的傾向。而現在顓頊改革，將祭祀

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

權收歸到專門的祭司手中，這樣必然導致

顓頊大膽改革，首先就是要分工，命令南正

信仰對象由泛濫轉為集中，由多神轉向一

重來主管天以會眾神。這樣一來，只有重

神。以「上帝」崇拜為例，上帝一詞在古文

才有職權能夠溝通神與人，傳達神靈的旨

使用中兼有遠古祖先（起源）和當下主宰

意，這就剝奪了普通巫和覡的職權；另一

（維護）的意思。而作為人之生存源泉和

方面，又命令火正黎專管地上的事情，讓

生命主宰，上帝或天乃是敬畏對象 [8]。故

群巫可以為黎民百姓祈福禳災，不得過問

而，顓頊的「絕地天通」意味著宗教信念的

天上的事情。徐旭生對此分析道：「『司天

變革，為後世對上帝或天的敬畏代替對巫

以屬神』是說只有他（指帝顓頊）才能管

術的迷信，對天命的感受代替巫術的「交

得了天上的事情，把群神的命令彙集起

神明之道」打下了良好的精神信仰基礎。

來，傳達下來，此外無論何巫全不得升天，

正如司馬雲傑先生在《中國精神通史》中

妄傳群神的命令」。另一方面，「又使『火正

所說：「這是一次由神秘的宗教改革發展

黎司地以屬民』，就是說要使他管理地上

為理性自覺哲學革命的偉大轉變。有此轉

的群巫，使他們好好地 給萬民治病或祈

變，華夏民族不僅從此以天道本體為真實

[7]

福」 。由此「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

無妄之理，而且以此為人的知覺主宰處建

絕地天通」。這樣的結果其實就是明確了

立信仰與信念，從此使華夏民族在宇宙浩

社會分工，重、黎職責分明，各守其業，「絕

浩大化的生存中開始獲得一種理性自覺而

地民與天神相通之道」，從而把巫術的職

成為無妄的民族。所謂的中國文化早熟，

能收歸到專職的巫師手中，使得祭祀制度

始於此也」[9]。
其次，從社會學角度來說，顓頊帝的

以，顓頊帝「絕地天通」實質上就是把司天

宗教改革，推動了隆重禮儀的發展，為後

與司地的事務分開了，目標就是「民神異

世的「禮」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礎。根據

業」或「民神不雜」，由此劃分出神屬天民

《說文》示部：「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

屬地的兩個不同層次。所以，「絕地天通」

也。從示從豊，豊亦聲」。禮的原義就是

也就是集中治理整頓天與地的秩序，理順

「事神致福」，也就是宗教祭祀行為中的

神、人關係，阻斷人與神的泛濫交往，從而

「禮」。如果說「家家為巫」還是個體性的

１９

就恢復到了舊常，不再互相侵犯褻瀆。所

孫清海：顓頊「絕地天通」與摩西「上帝十誡」

泛濫，導致了社會財富的匱乏」 ；另一方

「絕地天通」的宗教改革之後，信仰對象體現為集中化或統

沒有嘉穀獻享。災禍一再降臨，民眾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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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神靈不會再降下祥瑞的事物，民眾也

一化的特點，同時增強了信仰者的「敬」的情感，為夏商周等後代

達到敬畏神靈、討好神靈、蒙其賜福的目
延續對「上帝」和「天」的崇拜打下了宗教信仰基礎。

「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薦臻，莫盡其

文化中國
與中國遠古歷史文字資料嚴重不足的情況相比，猶太民族對自己

２０

的遠古歷史有著清楚的記載，這主要源於他們的宗教經典《聖經》。

《聖經》乃是希伯來文明乃至西方文明的基石和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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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祭祀活動的話，現在「絕地天通」之

自己的遠古歷史有著清楚的記載，這主要

後，祭祀行為收歸到中央，由專門的祭司

源於他們的宗教經典《聖經》。毫不誇張

主持儀式，祭祀就變成了群體性的活動。

地說，《聖經》乃是希伯來文明乃至西方

既然是群體性或團體性的行為，就要求秩

文明的基石和支柱。作為一部宗教經典，

序和種種行為的規定。這樣一來，「禮一方

《聖經》既是神話，也是歷史，但猶太人

面繼承了社群團體內部秩序規定的傳統，

編寫自己的猶太歷史的時候，基本上是以

一方面發展為各種具體的行為規範和各種

《聖經》為根據的。換句話說，「儘管我們

人際關係的行為儀節」[10]。所以，「絕地天

無法核實聖經所記載的細節，但它無疑是

通」就為後世禮樂制度的形成成就了先覺

扎根於歷史的」 [14]。而《聖經》的前五卷

性的條件。正如葛兆光先生所說：「在『絕

一般意義上被稱為「摩西五經」，清楚記

地天通』之後，王室裏面的少部分人，即

載了摩西的身份，生平以及摩西創立猶太

巫、祝、史等壟斷了通天行為，這些行為主

教的原因、經過、內容和後果等。

要是各種的祭祀儀式，與此相關聯的，也

摩西的生平主要記載在《聖經·出埃

壟斷了關於天神意志、象徵意義的解釋

及記》中。根據這卷書的記載，摩西本身

權，這一派思想被壟斷了，儀式也變得隆

是希伯來人，屬於猶太十二個之派中的「利

重」[11]。

未」支派。他誕生之時，正值古埃及執政

最後，顓頊的原始宗教改革，催化了

者——法老王恐懼於以色列人「生養眾多，

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這裏我們不妨借用

並且繁茂，極其強盛，滿了那地」（見出埃

根江林昌教授的看法。江教授認為，顓頊

及記一章）的情況，於是下令屠殺所有猶

改革巫術是由「個體巫術」到「公眾巫術」

太新生男孩。摩西出生後，其母藏了三個

的改革，促進了中國文明的起源，「其一，

月，後來用一個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

在社會實踐觀方面，宗教促成了財富的集

將 孩子放在裏頭，並放入在河邊的蘆荻

中，催化了文明的起源」；「其二，在社會

中。後來，埃及法老的女兒來河邊洗澡，可

價值觀方面，宗教保證了社會分層管理的

憐這嬰孩，於是帶回宮中撫養，並給嬰孩

[12]

合法化，體現了文明的起源」 。江林昌

取名為「摩西」，意為「從水裏拉出來」。

教授是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觀

摩西長大後，一次失手打死了一名埃及士

進行分析的，他認為，正是由於顓頊改革

兵，逃到了米甸地，結婚生子。八十歲時受

巫術，發展成宗教，再由宗教祭祀的名義，

到上帝的感召，返回到埃及地，帶領自己

集中財富，從而促成了氏族分化出階層，

的族人離開埃及，後來在西奈山接受了上

最終導致了氏族貴族階層統治廣大氏族平

帝頒布的律法，即著名的「上帝十誡」（也

民之階級社會的產生，於是文明社會出現

稱摩西十誡，或十誡）。摩西一百二十歲

了。另一方面，顓頊帝改革巫術，發展宗

時候死在摩押地，沒有進入上帝的應許之

教，通過祭祀活動團結族民，規定社會秩

地——迦南。

序，進而實現了「由巫而禮」的轉變，這樣

與顓 頊「絕 地 天 通」的宗教 改革 相

就導致了「社會分層的合法化，從而促進

比，摩西一生歷史功績的頂峰就是在西奈

[13]

了文明的起源」 。

二、摩西與「上帝十誡」

山接受了上帝賜下的「十誡」，從而「創立
了」猶太教。但是，說是「創立」，其實也可
以看作是猶太人早期的「宗教改革」。為什

我們把視線轉到一個同樣古老的民

麼呢？因為摩西雖然是猶太教的實際創立

族——猶太民族身上。與中國遠古歷史文

者，但其選擇「耶和華（即獨一的上帝）」

字資料嚴重不足的情況相比，猶太民族對

為自己本民族的信仰對象，則是其先 祖

饑荒從迦南地來到了埃及。這就為下卷書

根據聖經的描述，以色列的歷史起始
於希伯來人祖先亞伯蘭（A b r a m）帶領族

《出埃及記》埋下了伏筆，神要把以色列
從埃及救贖出去。

人從吾珥遷徙到他們在迦南地的新家園之

以色列人在埃及生活了四百三十年之

時。亞伯蘭之所以選擇信仰一神教，因為

久，這期間他們經受著身體和精神的雙重

耶和華，獨一的上帝曾經向他顯現，而且

折磨。一方面，他們受到埃及法老殘暴的

承諾要大大賜福於他：

統治，比如，「埃及人嚴嚴地使以色列人做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

工，使他們因做苦工覺得命苦；無論是和

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

泥，是做磚，是做田間各樣的工，在一切的

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

工上都嚴嚴地待他們」（出埃及一章），而

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為你祝福的，

且埃及王要殺死他們的後代：「埃及王對

我必賜福與他；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

她們說：「你們為希伯來婦人收生，看她們

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創世記十二

臨盆的時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殺了；若是

章）

女孩，就留她存活」（同上）。另一方面更
重要的是，他們幾乎已經忘記了自己先祖

亞伯蘭改名亞伯拉罕（意為「多國之父」，

所信仰的耶和華獨一的神。《聖經》沒有

來自引文中上帝祝福的內容），而他信奉

記載他們在這四百多年的苦難歷史中，到

的神以後也被稱作「亞伯拉罕的上帝」。

底有什麼樣的宗教信仰。但可以肯定他們

後來，亞伯拉罕生了以撒，並因著對上帝

已經淡漠了其祖先亞伯拉罕的一神教信

的絕對信心，「獻以撒為祭」，更加蒙神喜

仰，甚至不少人接受了埃及的多神論。根

悅。以至於他的孫子雅各後來生了十二個

據現代歷史學家的考證，當時的埃及人信

２１

這樣，因著相信耶和華獨一的上帝，

孫清海：顓頊「絕地天通」與摩西「上帝十誡」

宗教信仰。

本期特輯

的應許最終實現。後來，以色列人為逃避

摩西雖然是猶太教的實際創立者，但其選擇「耶和華（即獨一

誡」僅僅是恢復或強化了亞伯拉罕時期的

的上帝）」為自己本民族的信仰對象，則是其先祖亞伯拉罕就已經

兒子，最終演變為以色列十二個支派。上帝

選擇的。而他頒佈的「十誡」僅僅是恢復或強化了亞伯拉罕時期的

宗教信仰。

亞伯拉罕就已經選擇的。而他頒佈的「十

文化中國

奉的是一個高度繁複的多神宗教。埃及的

旨意記錄下來，規定了以色列人如何過整

宗教建立了從全國性主神到地方性主神以
及其它神靈的等級體系，主神是阿蒙神。

體和個人的生活[18]。其內容包括：
我是耶和華你的神，曾將你從埃及地

它的創世記傳說包括赫利奧波利斯神學

為奴之家領出來。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

中的太古之海努恩（Nu n），以及孟菲斯神

神。

[15]

學中的普塔神（P t a h） 。但更為重要的
是，埃及法老認為，他自己就是神，也就是

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甚麼形像
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因為我

身。「從理論上說，全埃及都是他的財產，

耶和華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

埃及的一切資源都受他的規劃支配，即使

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愛我、守我

有一個繁複的、由大臣率領的官僚機構管

誡命的，我必向他們發慈愛，直到千代。

理這片土地，這個機構也 為神王服務」
[16]

「十誡」可以分為「神人關係」和「人人關係」兩個部分。前四

條強調了猶太人對神應盡的義務，體現了「愛神」的內涵，後六條則

２２

規定了猶太人應遵守的個人與社會倫理準則，即「愛鄰舍」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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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魯斯（Holus）在他的人民中間的化

。而且，從摩西上西奈山面見上帝的那

不可妄稱耶和華你神的名；因為妄稱耶
和華名的，耶和華必不以他為無罪。

四十天，以色列人就能造出金牛犢來崇

當紀念安息日，守為聖日。

拜，加上在「摩西十誡」之後，以色列人仍

六日要勞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

然 會 去 拜 巴 力、亞舍 拉，彼 勒（列 王 記

耶和華你神當守的安息日。這一日你和你的兒

上），大袞（士師記）等「偶像」，我們完全

女、僕婢、牲畜，並你城裏寄居的客旅，無論何

有理由相信，出埃及前，以色列人在信仰

工都不可做，

上是混亂的，或者是多神崇拜，或者是崇

因為六日之內，耶和華造天、地、海和其

拜神王法老，但對於他們的先祖亞伯拉罕

中的萬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華賜福與

所信仰的獨一上帝，他們已然淡忘了。面對

安息日，定為聖日。

這樣的情形，摩西應運而生。他要做的就

當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華你神所

是兩件事：第一，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讓

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

他們重回故土；另一方面，要重新喚起他

不可殺人。

們對耶和華獨一上帝的信仰。這就是摩西

不可奸淫。

為什麼要進行宗教改革的原因。

不可偷盜。

為了拯救以色列人，西元前一二九○

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

年，摩西借助耶和華神的名義，率領其同

不可貪戀人的房屋；也不可貪戀人的妻

胞成功逃脫了法老軍隊的追擊，越過紅

子、僕婢、牛驢，並他一切所有的」（出埃及

海，在西奈曠野輾轉漂潑了四十年之久，

記）。

最後到達了西奈山，完成了「出埃及」的偉

不難看出，「十誡」可以分為「神人關

大壯舉。在西奈山上，摩西借助於神的啟

係」和「人人關係」兩個部分。前四條強

示，提出了著名的「上帝十誡」和一系列宗

調了猶太人對神應盡的義務，體現了「愛

教律法，這樣一來，摩西讓以色列人「恢復

神」的內涵，後六條則規定了猶太人應遵

了由於長期流落異國他鄉而淡忘了的一神

守的個人與社會倫理準則，即「愛鄰舍」的

教信仰，並使之成為規範以以色列人個人

內容。由於「十誡」是與上帝拯救以色列

與社會生活、倫理關係、道德實踐和政治

人逃離埃及的重大歷史事件聯繫在一起

法律制度的律法體系，使亞伯拉罕創立的

的，具有相當神秘而穩固的神性基礎。一

一神教信仰發展成一個比較完備的體系，

方面，「十誡」是摩西借用上帝的名義簽訂

建立了完整意義上的猶太教」[17]。

的，用聖經語言來說，就是「上帝」主動與人

「上帝十誡」的實質就是「將上帝的

「立約」的：「神曉諭摩西說：……我與他

待的哀聲，我也紀念我的約」（出埃及記

的觀念對猶太人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其次，從民族學上來說，十誡促成了
猶太民族「上帝的選民」觀念的形成。「摩

色列人各自享有一定的利益、義 務和責

西十誡」最重要的一個後果就是使得以色

任。比如，上帝應許賜給以色列人更多的土

列人與其他民族分離。正如《聖經》記載，

地，子孫繁多，保護並拯救這個民族。而以

「你們要歸我為聖，因為我耶和華 是聖

色列人需要服從上帝，執行神的命令，並

的，並叫你們與萬民有分別，使你們作我

且要遠離罪惡，否則就會遭受懲罰。故而，

的民」（利未記二十章）。對此，傅有德教

十誡具有典型的神聖性和神人相互責任上

授分析道：「這種分離是某種意義上的上

的關聯性。另一方面，「十誡」還將人世間

升，是由普通民族上升為特殊民族，由世

的道德、倫理與法律基於一體，並啟示後

俗民族上升為神聖民族。換言之，它使以

世的經籍契約，既是一種道德要求，也是

色列人變為上帝所有，成為一個全身心地

一種法律規範。故而，後六條誡命既是為

服務於上帝、以傳播和執行上帝的意志為

了維持人與人之間的正常關係，也是社會

使命的作為祭司的民族」 [21]。這樣的「選

生活的規範。總之，這十誡「涵蓋了猶太教

民」概念，既是一種榮耀，也是一種負擔。

倫理思想和道德規範的精髓，申明一切社

一方面，它帶給猶太人一種天然的「民族

會倫理關係都應根據人與上帝的關係加以

優越感」，使他們相信自己這個民族是上

解釋，最重要的是要信仰、敬畏、熱愛和服

帝的「恩寵」的民族，「是祭司的國度，聖

從上帝。猶太教所有景點、教誨和律法文

潔的國民」，因而人類有義務通過猶太民

獻都是圍繞『摩西十誡』的，要求猶太人

族學習並遵守上帝的戒律。另一方面，這種

在生活中保持猶太民族的獨特生活方式

「選民」的稱號也給猶太人帶來了一種負

和價值觀念，自行組織起來，依靠律法，應

擔，讓猶太人飽受非議和嫉妒，成為反猶

付外部世界的壓力，有效地維護和傳遞自

主義者攻擊猶太人的「藉口」之一，從而使

[19]

己的信仰」 。

得猶太民族無形之中增加了諸多生存的壓

摩西頒布的「十誡」對猶太文明乃至

力和無盡 磨 難。比如猶太 歷史 上的「散

整個西方文明都具有重要意義和影響。首

居」、「隔都」、「大屠殺」等恐怖概念實際

先，從宗教學上來說，「十誡」強化對「獨

上都與「選民」密切相關。
最後，「十誡」還樹立了猶太 人「因

西的事奉，崇拜耶和華完全被轉變並賦予

行成義」的生活方式，也為後來基督教的

了新的內容。以色列與眾不同的信仰，正是

「因信稱義」奠定了基礎。十誡確立了對

始於摩西」 [20]。從亞伯拉罕開始，猶太人

上帝的信仰，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如何做才

就相信，獨一的絕對的耶和華上帝既是世

能「討上帝的喜悅」，也就是如何「成義」。

界的創造者，又是世界歷史的主宰者，高於

猶太人認為，只要嚴格遵守上帝的律法，

且超越於其他一切存在物。經過摩西的改

按照律法的規定去做就可以了。一個人能

革，他們進一步相信自己與這位上帝處在

否「成義」，最關鍵的在於是否履行了上帝

一種獨特的，直接的關係之中。猶太人的

的律法。「十誡」是猶太人律法的總綱，後

「上帝」不僅是創造者，更是一位是拯救

來經過種種擴展，最終延伸出六百一十三

者，如果猶太人始終遵守「十誡」的話，上

條 律 法。這 些 律 法都需 要體現在「行為

帝還確保這個民族有光輝燦爛的前程。這

上」。從這個角度來說，猶太人嚴格按律

２３

一上帝」的信仰。「我們可以肯定，經過摩

孫清海：顓頊「絕地天通」與摩西「上帝十誡」

由此，這個契約一旦簽訂，上帝就和以

基督教的宗教改革是在摩西改革的基礎上進行的，而且耶穌

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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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權威，從而使得信仰上帝，敬畏上帝

也宣稱，自己來不是要廢掉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但不管怎麼

賜給他們。我也聽見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

說，「上帝十誡」都催化了猶太文明乃至西方文明，這是毫無疑問

樣，「上帝」就成了猶太人信仰和生活中的
的。

們堅定所立的約，要把他們寄居的迦南地

文化中國

不同的人群合成一股集結性力量。比如，

法主義有利有弊。利的方面是，它維繫了

顓頊改革之前，「家家為巫」，人們熱衷於

猶太人兩千多年的信仰，成為他們飽經患

「交神明之道」，人心不齊，而經過改革

難和迫害，但仍然能堅持其信念而得以存

之後，整個部落或氏族就對同一的宗教文

活的精神紐帶；弊的方面是，這種律法主

化有了強烈的認同感，這就形成了具有強

義往往給外人以一種「為律法而律法」的

大凝聚力的民族共同體。而摩西頒布「十

刻板保守的印象。後來基督教興起，「因

誡」之前，猶太民族各支派信仰不齊，有多

信稱義」教義的提出，讓猶太人「假冒偽

神崇拜也有偶像崇拜，而「十誡」帶來的結

善」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基督教批評猶

果就是把整個猶太民族都凝聚在以「獨一

太教的一點，就是因為他們走入了「死守

上帝」的信仰體系之內，並且冠之以「上帝

律法」，卻忘了律法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榮

的選民」這一榮譽稱號，更加使得這個民

耀上帝」，從而帶來了宗教史上的另一次

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爭強。

改革。當然，基督教的宗教改革，也是在

其次，從社會學角度來講，原始宗教

摩西改革的基礎上進行的，而且耶穌也宣

改革促進了古代社會的制度化並設定了最

稱，自己來不是要廢掉律法，而是要成全

早的社會文化價值認同體系。社會生活需

律法。但不管怎麼說，「上帝十誡」都催化

要制度化來維持。無論顓頊改革所重視的

了猶太文明乃至西方文明，這是毫無疑問

「社會分工」，還是摩西設立的「十誡」，

的。

其實都是帶來了人類宗教生活的體系化和

三、原始宗教改革與古代文明
社會生活需要制度化來維持。無論顓頊改革所重視的「社會分

２４

工」，還是摩西設立的「十誡」，其實都是帶來了人類宗教生活的體

系化和制度化，繼而帶來了世俗社會的有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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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生活的方式可以被稱為「律法主義」。律

制度化，繼而帶來了世俗社會的有序性。
在原始時代，宗教的體制與社會的體制幾

以上我們分別詳細梳理了顓頊「絕地

乎是渾然一體的，宗教崇拜的體制也就構

天通」的原始宗教改革和摩西頒布「上帝

成了當時的社會制度。顓頊「絕地天通」，

十誡」創立或改革猶太教的原因、內容和

顓頊帝讓重「司天，讓黎「司地」，其實就

意義等。我們知道，在考古學上，判斷文明

是制定了一系列的宗教規範。而摩西十誡

起源的標志大致來說主要有：文字，城市，

則更是宗教規範化的典型，這樣一來，宗

青銅器和宗教禮儀建築。宗教雖然有著不

教生活就「有章可循」了，民眾的宗教生活

同的形態，但它是構成一個民族的精神生

就有了相對穩定的體系和制度。而且，任

活，包括其信仰、信念、倫理道德和價值觀

何社會要維持正常的運行，還需要設立一

等在內的精神統一體。故而，宗教是與人

套有效的文化價值認同系統，也就是「某

的教化和文明程度聯繫在一起的。古代文

種植根於現實基礎之中，代表著普遍化的

明的起源和發展一定離不開原始宗教在其

能統一全社會成員的最高價值觀念形態」

中的精神性作用。麥克斯·繆勒，西方宗教

[23]

學的創始人，曾經有句名言：「哪裏有人類

式分別提供了這套文化價值認同系統，使

生活，哪裏就有宗教。而哪裏有宗教，由宗

得華夏民族和猶太民族在生存上有了目標

教產生的問題就不可能長久地隱而不露」

和方向，讓人感 覺背 後有 某 種「絕 對 精

[22]

。原始宗教對人類文明起著重要的精神

神」的支持，足以讓人感到自己的生存是

紐帶作用，催化了古代文明的起源，促進

與某種永恆、無限、絕對的精神統一，從而

了古代文明的發展。

產生了價值感和意義感。這種精神恰恰是

首先，原始宗教改革，是從混亂到秩

。顓頊和摩西恰恰都是以各自不同的方

「文明」的內涵所在。

序的過程，帶來的直接結果就是民族凝聚

再次，原始宗教改革還對「國家」的

力的增加。宗教的魅力恰恰就在於它能把

產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人類歷史上，

不可空手朝見我，因為你是這月出了埃及。

地位，這樣，在戰爭中，許多首領都會借助

又要守收割節，所收的是你田間所種、勞

於「神」的名義，對自己的戰爭加以神化和

碌得來初熟之物。並在年底收藏，要守收

[24]

美化，這在《尚書》中有很多記載 。而此

藏節」（出埃及記二十三章）。總之，從顓

後出現的夏商周王朝其實都是借助於原始

頊到摩西，原始宗教促進了天文曆法的發

宗教中「上帝」或「天」的名義維護其世俗

展，加速了人類文明化的進程。
總結一下，我們在本文主要從中國古

期的一大特徵。而在猶太歷史上，「十誡」

代傳說時代的顓頊「絕地天通」的原始宗

之後，猶太民族的生活其實也是完全進入

教改革和摩西「上帝十誡」改革並創立猶

了「神權時代」，士師和先知統治的不穩

太教的原因、內容和意義等方面的梳理，

定性催生了掃羅、大衛和所羅門的「統一

考察了原始宗教對人類古代文明的進程

王國」，士師、先知以及王的更替其實也

所起到的催化作用。原始宗教改革明確了

是隨著「耶和華獨一上帝」的旨意而定的。

社會分工，加強了民族凝聚力，促進了古

恩格斯曾經說過：「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

代社會的制度化，設立了社會價值認同體

括」 [25]。從這個意義上說，原始宗教改革

系，影響了國家的產生，由此催化了人類社

影響了國家的產生。

會從混亂到有序，從野蠻到文明的進程。

最後，原始宗教還對曆法、文字、舞

宗教對文明的進展起著重要的精神維繫

蹈、音樂和醫術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這些

作用。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
地山東師範大學齊魯文化研究院「十三五」
重大項目「齊魯文化與中華文明傳承創新研
究」階段性成果)。

也都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僅以「曆
法」為例，中國天文曆法的起始點應該為
顓頊，例如《漢書·律曆志》記載：「歷數之
起上矣。傳述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
司地」。這也印證了《史記·五帝本紀》中
關於「載時以象天」的說法，正是由於顓
頊曆的制定，中國人的農耕生活才有了更
多的節氣、節日和習俗等。對比而言，《聖
經》雖然在《創世記》就有了關於曆法的

[1]

[2]

[3]

最早記載，「神說：天上要有光體，可以分
晝夜，作記號，定節令、日子、年歲……」
（創世記一章），但就猶太歷史而言，猶

[4]

太人的節令，特別是節日都是摩西所設立
的。比如，聖經中的亞筆月（Abib），是指以
色列人出埃及的日子；「亞筆月間的這日是
你們出來的日子」。（出埃及記十三章）而

[5]

且，「你要注意亞筆月，向耶和華你的上帝
夜間領你出埃及」（申命記十六章）。而在
「摩西十誡」的附屬的誡命中，更加詳細
規定了猶太節期：「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

[6]

[7]

葉林生《帝顓頊考》，載《學海》，
一九九四年第六期。
何新《諸神的起源——中國遠古的太陽
神崇拜》(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第一章。
該報導可以參見《文萃》，二○○六年
第五期；亦可參見網易新聞：
http://culture.163.com/06/0302/22/2B89SB
8T00281MU3.html.
陳來著《古代宗教與倫理：儒家思想的
根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
店，二○○九年)，頁二五。
徐旭生著《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北
京：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五年)，頁六。
徐旭生著《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北
京：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五年)，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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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逾越節，因為耶和華你的上帝在亞筆月

張正明《楚史》(武漢：湖北教育出版
社，一九九五年)，頁四至五。

孫清海：顓頊「絕地天通」與摩西「上帝十誡」

王權統治的朝代，「神權政治」是這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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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階層跟王權階層結合，強化了王權的

顓頊和摩西恰恰都是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分別提供了文化價值

筆月內所定的日期，吃無酵餅七天。誰也

認同系統，使得華夏民族和猶太民族在生存上有了目標和方向，讓

念的推動下形成的。顓頊改革之後，宗教

人感覺背後有某種「絕對精神」的支持，從而產生了價值感和意義

節。你要守除酵節，照我所吩咐你的，在亞
感。這種精神恰恰是「文明」的內涵所在。

最早出現的國家其實大都是在原始宗教觀

[8]

原始宗教改革明確了社會分工，加強了民族凝聚力，促進了古

代社會的制度化，設立了社會價值認同體系，催化了人類社會從混

二○一七年第四期（總第九十五期）

亂到有序，從野蠻到文明的進程。宗教對文明的進展起著重要的精

神維繫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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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an Xu‘s Discontinuity of
Heaven and Ear th and Moses’ Ten
Commandments in Judaism
--A St udy on the Catalysis of the
Reforms of Primitive Religion on Ancient
Civilization
SUN Qinghai (Instit utes of Qilu
C u lt u r a l St u d ie s , Sh a nd o ng No r m a l
University)
Abstract： In Chinese ancient times,
Emperor Zhuan Xu had conducted a reform
on primitive religion, called “Discontinuity
of Heaven and Earth”; Comparatively, in
Jewish history, Moses’ Ten Commandments
had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Jewish
civilization as well as western civilization.
The paper aimed to give a detailed analysis
on the cause, contents and significance of
these two reforms of primitive religions,
and demonstrated that primitive religions
had great catalysis on ancient civilizations.
Key Words: Discontinuity of Heaven
and Earth; Ten Commandments; Primitive
Religions; Ancient Civil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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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際的跨文化對話
――以《二十五言》及其序、跋、四庫提要為例
■ 徐頌贊

摘

要：利瑪竇編譯的《二十五言》是一

洲高層知識界的第一次接觸與對話」，是

部融合了儒家語言、歐洲自然哲學與天主教義

「中西關係史上最令人陶醉的時期」[3]。在

的道德箴言集。利氏以其獨特的傳教策略與

這段時期，利瑪竇等傳教士不但陸續向東

編譯策略，使《二十五言》甫一發行，便受到

土介紹優秀的西方思想文化資源，極大地

晚明文人罕見的廣泛關注。已有的研究均側重

豐富了中華文化，其所編譯的文化書籍更

《二十五言》中的儒家文化與西歐自然哲學的

成為中西文化交融的珍品，非常值得後世

比較。本文則從《二十五言》的序、跋以及四庫

研究、借鑑。
是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自小在意大利的

出明清之際對話與誤讀相交織的文化現象。本

天主教會學校裏，接受神哲學教育與人

文進而運用闡釋學的「偏見」與「前理解」、接

文主義薰陶，熟習拉丁文、希臘語，並在

受美學的「期待視野」和「接受意識」等理論，

歷史、天文、數學、科技等方面有深厚造

結合徐光啟、馮應京、四庫館臣的個人理想、心

詣 [4]。一五八二年，正值壯年的利瑪竇，來

靈需求、人生境遇與時代氛圍，辨析其中不同

到澳門傳教，此後在肇慶、南昌、南京、北

層面的對話與誤讀，以期有助於理解這場明清

京等地活動。利氏來華後積極學習中國語

[1]

之際的跨文化對話 。
關鍵詞：《二十五言》、跨文化對話、前理
解、期待視野、接受意識。

文與文化，廣泛結識當時的中國士人，其
中不乏著名的文人 [5]，且在長期的傳教實
踐中，形成獨特的文化適應策略，要點有
四：重視上層路線，結識文人及政府官員；

一、緒論

利用編譯文化圖書、科技等學術來傳播教
義；尊重調和儒學，採取「容古儒」、「斥新
儒」、「易佛道」等策略；始終保持平和友

主教耶穌會傳教士的文化互動，在中西文

善、謹慎大度的修養 [6]。正是利瑪竇的這

化交流史上佔有重要地位。英國科技史學

些獨特經歷、傳教策略及其人格典範，使

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

得利瑪竇的編譯和書寫，逐漸融入中華文

就認為明清之際中華文化與天主教文化的

化。

交流是「兩大文明之間文化聯繫的最高範
[2]

漢語學界對利瑪竇的研究轉多地集

例」 。荷蘭漢學家許理和（Erik Zurcher，

中於其編譯著作，如《天主實義》、《幾

1928-2008）也認為天主教耶穌會與晚明

何原本》等 書，以 及利氏 與當時文 人的

儒家的交流是「中國和文藝復興之後的歐

交際網路，而較少研究《二十五言》。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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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際中國儒家士大夫與西方天

利瑪竇等傳教士不但陸續向東土介紹優秀的西方思想文化資

光啟、四庫館臣在不同角度作出的解讀，以呈現

源，極大地豐富了中華文化，其所編譯的文化書籍更成為中西文化

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
交融的珍品，非常值得後世研究、借鑑。

存目提要的比較出發，分析其作者馮應京、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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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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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利瑪竇《二十五言》及其序、

元1599年），當時只在南京文人圈中小範

跋、四庫提要的比較為研究對象，通過文

圍傳覽。在編成五年後（萬曆32年），因

本細讀、分析、比較與闡釋，分別結合徐

馮應京資助印行，遂使此書開始風行，得

光啟、馮應京、四庫館臣所處的個人理想、

到當時文人士大夫的歡迎。然而這本頗

人生遭際、時代氛圍等背景。其次，運用

為「暢銷」的書並非利氏原創，此書取材

闡釋學中的「前理解」，接受美學中的「期

於古希臘斯多葛學派哲學家愛比克泰德

待視野」與「接受意識」等理論，分析其中

（Epictetus，55-135）的遺說簡編《手冊》

的對話與誤讀，進而展現其中內蘊的跨文

（The Encheridion）。利氏在內容、語言、

化對話景觀，以期助益於當代中西文化交

體例上加以編譯，形成一部融合儒家語

流。

言、歐洲自然哲學與天主教義的道德箴言
集，實堪中西文化交融而出的珍品。
目前已有一些關於《二十五言》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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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調和儒學，採取「容古儒」、「斥新儒」、「易佛道」等
策略；始終保持平和友善、謹慎大度的修養。正是利瑪竇的這些獨
特經歷、傳教策略及其人格典範，使得利瑪竇的編譯和書寫，逐漸
融入中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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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最初成於南京，時為明萬曆27年（西

二、《二十五言》簡說
（一）主要內容

統 研 究 和 成 果，例 如 朱 鋒 剛 剖 析 利 氏

利瑪竇從愛比克泰德的《手冊》中編

《二十五言》的愛比克泰德思想，並以此

譯、輯錄了二十五則短論，加以改寫、組

為範例，論證中西哲學比較的可行性。與

譯、添加、刪節、杜 撰等，運用「歸化 索

之近似，S p a l a t i n細緻研究了利瑪竇在

隱」的重寫策略 [11]，形成頗具儒家特色的

《二十五言》中將儒家語言與斯多葛哲學

格言集，主要談論身心的道德修養，多涉

相結合的具體運用[7]。潘薇綺從「友誼」的

及身、心、物之關係的辨析，以及其對愛、

角度，探討了《二十五言》、《交友論》、

仁、樂、克制、交友等事的具體看法。
（二）流傳狀況

《逑友篇》以及《警言雋語》的文學關係
。符金宇則把利瑪竇作為「重寫者」，剖

《二十五言》甫一問世，便大受歡迎，

析《二十五言》的重寫手段與策略，細緻分

被當時主流儒家士大夫，甚至佛教、道教

析了《二十五言》與原著愛比克泰德的《手

的信眾歡迎，這連利瑪竇都感到意外，因

冊》所不一致的段落。李奭學梳理了《手

為他的其它書籍往往遭到被冷落甚至指

冊》到《二十五言》的演變過程，及其「經

責的待遇，罕見的歡迎使他在與教友的通

典重構」[9]。鄭海娟更從翻譯學的角度，系

信中常常提及此事：「它是基督教的 [12]，

統比較《二十五言》以及它的序、跋、四庫

而又不拋棄其他教派……才被現存的所有

提要，以及《欖言》，並將此種種視為建構

教派所閱讀並受到了懷著感激心情的歡

的翻譯文本，指出各方解讀與誤讀、翻譯

迎」[13]。
（三）改編策略

[8]

機制與讀者體認的複雜性[10]。
雖然，上 述研 究均詳 細分析利瑪竇

前文已經談到利瑪竇在華傳教的文

在《二十五言》及其衍生文本中的改寫策

化適應策略，對於《二十五言》一書中的具

略，鄭海娟更是深究其中的翻譯機制。不

體改編策略，主要體現在以下四方面：
1、古雅的儒家語言

過這些研究均未深入到這些文本與對話
的內在理路，即何以圍繞著同一個文本，

《二十五言》的 語言是 儒家式的 古

出現各種不同的解讀？這些解讀是否存在

雅、厚重的文言文，是儒家士大夫所熟習

異同之處。進而從這些異同之處，能否觀

的文體，典雅、古樸的文風易讓當時中國

看到明清之際更深層的跨文化景觀？對於

讀書人產生親切感。
2、內容側重道德修養

當代如火如荼的中西文化交流又有何借鑒
意義？

利瑪竇曾在與友人的通信中提到過

代中國士人多從儒家，在思想層面偏向儒

者 [16]。雖然在他人看來，這是「隱瞞」，但

家式的道德修養，所以利瑪竇更傾向於利

是對於利瑪竇而言，卻不失為明智的傳教

用他所熟悉的中世紀後期歐洲人文主義

策略。

與自然哲學思想，而這些思想恰與中國的
儒家道德哲學相適應。這既能合乎中國儒
家士大夫的道德需求，也可以為利氏傳揚

雖然利瑪竇出於獨特的傳教策略而
編譯《二十五言》，但中國本土的讀者如

運用比喻、類比、舉例、對話等修辭

何解讀利氏著作又是另一個關鍵問題。當

手法，編排體例靠近《論語》，沒有嚴格的

把關注的焦點從利瑪竇作的《二十五言》

體系，信手拈來，不失自然活潑，而沒有西

轉移到讀者對這部著作的反應時，就會發

方哲學裏的歸納、推理等方法，適合中國

現文本、閱讀活動和讀者之間有一個奧妙

人的思維方式，更有利於向中國人傳播有

的關係。也就是說，利瑪竇的創作意圖及

關心靈修養的教導。
4、最終目的在於傳播天主教

其內涵，和他的不同讀者的理解是不對等

雖然利瑪竇在《二十五言》中並非詳
[15]

的。甚至，在讀者的第二度闡釋之下，原先
文本的含義開始發生變化。

言天主教義 ，但他編譯道德箴言集及其

在後結構主義文學理論中，羅蘭·巴

他文化書籍，目的並不僅僅在於溝通中西

爾特認為「文本是來自文化的無數中心的

文化。雖然在客觀上，以利瑪竇為代表的

引語構成的交織物」，他甚至宣告「寫作的

一批耶穌會傳教士，為明清之際的中西文

全部存在就這樣揭露出來了：文本由多重

化交流作出了傑出的貢獻，但他們來中國

寫作構成，來自許多文化，進入會話、模

的最終目的是傳播天主教，而編譯道德箴

仿、爭執等互相關係。這種多重性集中於

言或其他人文科學書籍，是為了在文化的

一個地方，這個地方就是讀者，而不是像

層面上，接近中國主流儒家讀書人，營造

迄今所說的，是作者」。福柯認為作者不是

親切感，為日後傳揚基督教核心教義——

文本的主宰，而是「作為講述的複雜可變

基督論、十字架、救贖論等做鋪墊。

的功能體」。文本意義的呈現與變化，與

理 解 利 氏 編 譯 文化 書 籍 的 目的，

讀者的闡釋與理解息息相關[17]。有學者就

並非無關宏旨，因為在對於利瑪竇傳播

認為這是一種「誤解的對話」或曰「誤解

《二十五言》的目的上，徐光啟、馮應京、

的交談」，唯其如此，方能真正相遇[18]。

四部館臣的說法均有不同，發生了不同角
度的誤讀。這點將在下文具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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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奠定更堅實的基礎。
3、修辭與體例

三、序、跋、四庫存目提要的
比較

本期特輯

儒家「妥協」，所謂「欺騙」了他們的對話
正是因為古代中國士人多從儒家，在思想層面偏向儒家式的
道德修養，所以利瑪竇更傾向於利用他所熟悉的中世紀後期歐洲人
文主義與自然哲學思想，而這些思想恰與中國的儒家道德哲學相適
應。

本書的理論依據自然哲學[14]。正是因為古

在朱維錚先生編著的《利瑪竇中文著
譯集》中，《二十五言》正文後的附錄即有
馮應京的《二十五言序》，徐光啟作的《跋

擇、融合中西人文主義的做法之外，也刪

二十五言》，以及《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

除未譯一部分內容。譬如，利氏刪除不譯

家類存目提要》。我們可以將這三篇文章

《手冊》中的「美婦」諸語，就是考慮到當

視為三種對利瑪竇《二十五言》的不同角

時中國人納妾的風俗，甚至連他的至友徐

度的闡釋與理解。對於浸淫在中國傳統文

光啟也不例外。利氏避而不談敏感問題對

化許久的馮應京、徐光啟和四庫全書館臣

他在中國文人群中營造文化友好氛圍十分

而言，接受或反對利瑪竇重寫的《二十五

有益。當然，也有其他傳教士或文人指責

言》，可呈現一次更深的「誤讀式對話」。

利氏有意隱瞞一些教義，從而有策略地向

接下來直接面對文本，結合當時作者的文

２９

另 外，值得 一提 的是，利 瑪竇 在 選

文化中國

化背景和自身的生命經歷來分析他們對同

思考，研究西學，「他牢房的狹窄地盤被遺

一個文本的不同看法，並嘗試釐清「前理

忘在他精神活動的廣闊天地之中」（利瑪

解」、「期待視野」和「接受意識」三者如何

竇語）。馮應京的《二十五言序》側重從自

在誤讀與對話中「道成肉身」。
（一）《二十五言序》：馮應京的解讀

己的人生經歷、政治遭遇來談論利瑪竇著
述，筆端流露感情。這一點，馮氏極似楊廷
筠，都有靈性上的渴慕。當然，也正因為馮

名，被尊稱為「淮西士人之冠」，他對刊刻

氏入獄三載且出獄後早亡，使得利、馮二

利式著作十分熱心。《二十五言》的印行

人的對話始終停留於宗教層面，而未涉及

便是他奔走的結果。據《明史·馮應京傳》

科學、哲學層面。
（二）《跋二十五言》：徐光啟的解讀

記載，馮應京因稅監橫徵暴斂，而用正法
裁度，不料引起污蔑，被萬曆帝下詔入獄，

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徐光啟，在

縱使三郡父老為馮氏喊冤，也無濟於事，

與利瑪竇相識後就積極學習數學、天文與

但馮氏在獄中不卑不亢，依舊讀書、著書

曆法，為中國引入幾何學、農學、火器、曆

[19]

不殆 。就在馮應京入獄前，利瑪竇與馮

法等，因被傳教士所傳的科學與神學折

氏曾有一番交談，自此成為終生的莫逆之

服，而皈依天主教，後世尊其為「聖教三柱

交。馮氏在獄中大量閱讀利瑪竇的著作，

石」之首。

並出資印刻利氏作品，如《天主實義》、
《二十五言》等[20]。

福柯認為作者不是文本的主宰，而是「作為講述的複雜可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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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體」。文本意義的呈現與變化，與讀者的闡釋與理解息息相關。

有學者就認為這是一種「誤解的對話」或曰「誤解的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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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部主事馮應京，以「直」、「廉」聞

在《跋二十五言》 [23]中，徐光啟先回
憶了自己在嶺嵩見到歐洲航船運來的天主

馮氏在《二十五言序》中開篇陳義，即

像，通過向文人們索要輿圖而知道了利先

謂：「《二十五言》，實本天數」。他認為大

生。之後利瑪竇留在南京，廣結名士，四方

西與中土的主流之教都是「學專事天」。而

人士沒有不知道他。徐氏在與利瑪竇的交

綜觀全篇，主旨亦不超過陸九淵的「東海

往中，獲聞天主教的教義，認為自己之前

西海，心同理同」之論，因為「共戴此天」，

所嘆服的知識，還不及利氏智慧的萬分之

「不隱仁人之賜」。在他眼中，利氏即是這

一，可見其對利氏的評價相當之高。徐氏

樣不辭辛勞、誨人不倦的西方聖人。他特

之跋的前半部分側重表彰利氏的道德人

別稱讚利先生不享安樂，遠道而來、惠澤

格，無外乎忠孝、仁愛。他讚歎利氏的言行

中國，不但教導性理之學，還關乎民用。接

如君子，甚至達到了「百千萬言中求一語

著，馮應京反對佛教、宋明理學空談性理：

不合忠孝 大 指，求一語無益 於人心世道

「倘誦斯言者，穆然動深長之思，一切重

者，竟不可得」 [24]。這和徐光啟作為陽明

內輕外，以上達於天德，則不必起遊、夏於

後學的「內聖」追求息息相關。後半部分，

九 原，而尼父 覺 人 之 志以 續。其視蘭 臺

徐氏側重讚賞利氏所攜經書的博大精深，

四十二章，孰可尊用，當必有能辨之者」

海涵地負，不但使人瞭解到天文地理等客

[21]

。馮氏對天學的關注建立在他對儒釋學

觀知識，也有益於民用。最後一部分展現

說的反思和批評上，相較徐光啟，馮氏則

了徐氏對「三代之治」的嚮往和政治抱負：

對此有較深的比較和辨析。

「在昔帝世，有鳳有皇，巢閣儀庭，世世珍

除辨析學問外，馮氏還提到「公之吾

之。今茲盛際，乃有博大真人，覽我德輝，

黨，無寧使人謂我金木方訊，獨藉此免內

至止於庭，為我羽儀，其為世珍，不亦弘

[22]

刑」 ，想必這和他的牢 獄之災息息相

乎？」[25]

關。值得注意的是，馮應京先前因為反對

綜觀全篇，有一個關鍵字赫然顯眼：

宦官橫徵暴斂，而遭污蔑並遭受毒打，入

「疑」。徐光啟自謂：「啟生平善疑，至是

獄三年。然而馮應京在牢獄中堅持讀書、

若披雲然，了無可疑；時亦能作解，至是若

字不多，但直指利瑪竇的言論乃「多剽竊

時的逃禪出世思潮，同樣也批評章句、聲

釋氏，而文詞尤拙」。因為「蓋西方之教，

律、書法等「無用之學」。徐氏更致力藉此

唯有佛書。歐羅巴人取其意而變幻之，猶

滌蕩學林虛浮之風，提倡興實學以富國強

未能 甚 離 其 本」。結 語 便作「不過 如 是

兵。雖然他與利瑪竇一樣批判佛道二氏與

也」。很明顯，這幾句話是違背事實的，館

後世儒生，尊崇古儒，也容易接受辟佛的

臣們理解的西方仍停留在中古意義上的印

天主教義。但在他們相似的行為背後卻有

度之西方，而非歐羅巴之西方，因此才說

不同的考慮：徐氏的落腳點在於「借復古

「唯有佛書」，而事實上天主教與佛教完

以求創新」，以再興「三代之治」。這又涉

全是兩種具有不同教義與傳統的宗教。雖

及到徐光啟的「跨文化想像」，徐光啟接

然館臣們通過論述天主教和佛教在「生死

受天主教甚至受洗入教，是因天主教能滿

無常、罪福不爽之說」的相似性而證其為

足他改造中國人與社會的追求，使中國人

佛教變種，但闡釋的任意性已經逾越事實

通過修身養性，回到「夜不閉戶、路不拾

太遠，淪為不顧事實、為批評而批評的誤

遺」的禮治社會[28]。而對利氏而言，「附會

判。

古儒」則是一種高明的傳教策略。顯然，

對《二十五言》的批評態度，還可與

兩者理解天主教義的目的並不完全一致。
（三）《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存目
提要》：清代四庫館臣的解讀

館臣對其餘收錄在《四庫全書》中的利氏

《四庫全書》是由清乾隆帝主 持，

更加清晰：「即欲人捨其父母而以天主為

三百多位學者參與編纂的大工程，經、史、

至親，後其君長而以傳天主之教者執國

子、集四部歷時十三年。《四庫存目提要》

命。悖亂綱常，莫斯為甚，豈可行於中國者

編者是紀昀和永瑢，紀昀是《四庫全書》

哉？」[32]這顯示出館臣不滿於天主教的倫

總纂修官，官至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永

理觀。此外，館臣對待傳教士的曆算也表

瑢則是乾隆六子，也是總纂修管之一，代

現出不滿。《四庫全書》編纂者對利瑪竇

表皇室的立場。總之，《四庫存目提要》足

和其他傳教士的文獻之選擇與評價顯然

可代表當時清朝皇室和士大夫的主流觀

有悖於他們「兼括諸體，巨細兼收」的主

點。此時正是禁教嚴厲之時，《四庫全書》

張。館臣評價「利瑪竇力排釋氏，故學佛

的編輯雖則不分內外東西，但在評價傳教

者起而相爭，利瑪竇又反唇相詰。各持一

士作品時可以看出當時館員們的心理。中

悠謬荒唐之說，以較勝負於不可究詰之

國歷來對華夏族以外的「蠻夷」有著「非

地。不知佛教可辟，非天主教所可辟，天主

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心態，另外天主教耶

教可辟，又非佛教所可辟，均可謂同浴而

穌會內部在明末捲入與多明我會等的「禮

譏裸裎耳」[33]，這乃是以保守的儒家和官

儀之爭」，加之還捲入清初宮廷的紛爭，導

方立場批評天主教抄襲同被貶斥的佛法。

致康熙晚年禁教，雍正以後，更驅逐了大

可見，四庫館臣對《二十五言》的短評並非

[29]

著作之意見互佐。在談到同被輯錄在《四
庫全書》中的《天學初函》時，編者的評價

一時興起，而是對利瑪竇等傳教士著作的

態度，已非晚明的寬容所能相較。在這種

整體評價。

時代背景下來看四庫館臣對利瑪竇著作
的評價將更有助於可被「理解」。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存目提

但是這不僅僅只是四庫館臣的「狹隘
心態」造成的，因為四庫館臣確實目光敏
銳，看到《二十五言》中表 達的「無物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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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傳教士 。清初對傳教士及其著作的

徐頌贊：明清之際的跨文化對話

學精神之一[27]。善疑的徐光啟不但批評當

本期特輯

《二十五言》浙江巡撫采進本 [31]，全篇文

對於浸淫在中國傳統文化許久的馮應京、徐光啟和四庫全書館

「善疑」是徐光啟人格的特質，也是其治

臣而言，接受或反對利瑪竇重寫的《二十五言》，可呈現一次更深

要》 [30]對《二十五言》的 評 價依 據 的 是
的「誤讀式對話」。

遊溟然，了亡可解；乃始服膺請事焉」 [26]。

文化中國

駐」、「輕視自己」等觀點實在類似於佛教
[34]

的是為著克服主體及其時空偏見，去認識

的「緣起性空」、「諸法無我」等概念 。

作品的客觀意義，但是人又不能脫離各自

前文提到利瑪竇作《二十五言》本身就改

的歷史性，恰恰是人的歷史性構成了理解

編自斯多葛派的自然哲學，且附會古儒，

活動的基礎。若沒有人的歷史性，沒有文

[35]

馮應京側重從自己遭遇來談論利瑪竇著述，筆端流露感情。這

一點，極似楊廷筠，都有靈性上的渴慕。當然，也正因為馮氏入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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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載且出獄後早亡，使得利、馮二人的對話始終停留於宗教層面，

而未涉及科學、哲學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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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有濃厚的禁慾色彩 。雖然在禁欲的主

化的傳承與積澱，理解活動便無從發生。

張上，自然哲學、天主教教義與佛教理念

因此在本體論意義層面，這種受客觀條件

相似，然而只是一種表面上的相似，孕育

制約的偏見是合法的存在，合法的偏見。

出這三者的基礎思想顯然都是不同的。

因此，關鍵在於如何理解這種偏見，在紛

《二十五言》主要體現的是愛比克泰德的

繁現象中呈現它，並使其成為理解活動中

思想，認為人在世上除了發揮理性與道德

的積極因素[36]。德國現代哲學家海德格爾

外，世間萬物均不可靠，因此對世界保持

就認為這種偏見是一切的理解和闡釋都

距離而潔身自好。而在天主教神學裏，人

必然經過且依賴於傳達者與接受者的「前

因有原罪，必須通過天主的福音、恩典來

理解」。

獲得救 贖，人間也遠遠比不上天國的恩

作為現代闡釋學的重要概念之一，

賜，因此以客旅者的心態過此一生。而在

「前理解」即為原生的理解，是人在世界

佛教的觀點裏，萬事萬物緣起性空，並沒

上的存在方式，因為人降生、成長、發展於

有固定不變的實在，因此須看空、放下，不

一定的文化傳統氛圍與領域中，人的意識

執著於心物，破除貪嗔癡，離苦得樂，涅槃

深處總是積澱著前人的文化傳統，人的理

成佛。雖然這些思想在對世界與禁慾的看

解離不開前理解。因此，前理解是一切理

法上略有相似性，但在根本性質的論證上

解活動得以展開的必要條件[37]。前理解包

有極大不同，決不能等同論之。四庫館臣對

含了三層含義：前有（Vo r h a d e）、前見

《二十五言》的評價顯然似是而非，充滿

（Vorsicht）、前知（Vorgriff）[38]。海德格爾

了誤讀。

強調先行結構對人的理解活動的影響，而

四、偏見與前理解、期待視野
與接受意識

伽達默爾說得更加徹底：「說到底，一切
理解都是自我的理解」。這句話讓人聽得
「膽戰心驚」，但是對文本的理解不再是

真正的對話，應該是在完全平等、真

傳統文論中的固定、線性的活動，而是揭

誠之前提下才有可能發生的，只要一方仍

示、敞開，是遮照同時的流動。在前理解

存有號稱「擁有真理」的趾高氣揚的驕傲

中，也包含了合法的前理解與盲目的前理

心態，真正的對話便不會輕易發生。那麼

解，前者因為文化在歷史中的傳承，在人

必然發生的是誤會、誤讀和誤解。但是在

的理解上存在著文化的沉澱，使人的理解

真誠的論辯式的對話中，難道就沒有「誤

活動不得不與這種文化積澱發生聯繫。而

解」嗎？

後者，則因現實權威、封閉視域等造成，使

事實上，「誤解」從根本性質上來說

人盲目理解，造成不合事實的誤讀 [39]。但

是不可避免的，是合法偏見。人們只能在

是合法的前理解與盲目的前理解有時混

對話中不斷地克服盲目誤解，促成積極理

雜在一起，並不會顯露清晰的層次，這就

解。

需要讓各種前理解在理解活動中顯現出
（一）偏見與前理解

來，甚至承擔出現偏見的風險，而用真誠

在理解活動中，人無法根據某種客觀

的對話、辨析等消除盲目的前理解。

立場，超越時空去對作品作出「客觀」的

對於傳達者的前理解而言，利瑪竇通

理解，這就必然產生偏見。雖然理解的目

過總結早期教訓——從附會佛教而不得

或排斥有很大的影響。
（二）期待視野與接受意識

因此從西方人文主義思想中尋找資源，編

偏見與前理解帶有本體論意義層面
的不可去除性質，是無法避免的先在結

迎。

構。而期待視野與接受意識，既與作為先

受制於某種特定的時代、地域的文化，有

在結構的前理解有關，也與當下的存在

特殊的先在理解。馮應京與徐光啟，受陽

與互動影響息息相關，屬於不斷生成的層

明心學影響，追求道德修養，並且心胸開

面。對作品意義的闡發，是作品與讀者相

闊，善於接受外來文化。而四庫館臣因為

融合的產物。對於讀者一方而言，其在閱

清初禁教，反感於傳教士的言論，作出不

讀、理解活動中形成的期待視野直接影響

當評價，但三者的「前有」理解均與當時

對作品的接受意識與理解、闡釋。在對話

特定的時代、地域文化息息相關。「前見」

的過程中，既需要傳達者（作者）的「創作

與語言的使用方式相關，利瑪竇利用古雅

意識」，也需要接收者（讀者）的「期待視

的儒家語言來編譯《二十五言》，流露出濃

野」和「接受意識」。而作者的「創作意識」

厚的儒學風格，十分適合文人士大夫的閱

能否實現，作品的客觀價值如何，需要依

讀習慣，增進了親切感，有利於著作的傳

靠讀者的「接受意識」。期待視野與接受

播。這本書的廣泛流傳也正印證了此項理

意識相輔相成，在人的理解活動中，互相

論。「前知」則指向人們在理解活動之前就

影響，形成動態的關聯。

已形成的某種觀念、前提。這一點在四庫

簡而言之，期待視野就是一種閱讀與

館臣身上尤其明顯，前文已經指出，館臣

審美的潛在期待。在德國美學家姚斯看

通過比附天主教與佛教的相似，斥責前者

來，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因受閱讀經驗的

為後者變種，這是明顯的為批判而批判，

先在結構影響，調動自身的各種經驗、個

是不客觀也不負責任的文化批評。

人理想、情感意志或欣賞要求等，形成期

從上述解析來看，馮氏與徐氏的前

待視野，這成為讀者與作品之間的仲介，

理解呈現出晚明士大夫的群體意識，有迫

也使作者、讀者、作品三者之間形成一種

切的心靈與道德修養上的追求，但是他們

動態的關係[40]。接受意識受讀者在理解活

對利氏來華傳播文化的目的並不清晰，只

動中形成的期待視野的影響。在此過程

是因其「梯航遠來，惠我中國」而感動。另

中，讀者既通過閱讀經驗來理解作品，還

外，他們所讚歎的《二十五言》其實並非

可結合想像、認同、批判等將自己的理念

完全的天主教義，只是利氏借助斯多葛學

與作品理念結合起來，更可從中得到道德

派言論來奠定傳教基礎的手段而已。當然

與審美上的認知，從而表現出獨特的接受

此時，因利氏遲遲未譯聖經之故（顧慮聖

意識[41]。
利瑪竇在《二十五言》中大體上講的

所不能理解與接受，故先編譯文化書籍，

是如何處理心物關係，待人接物，比如如

以奠定文化友好氛圍），中國士人未能明

何對待小人等的修身建議，具有濃厚的靈

白《二十五言》與天主教神學之關係，因而

修色彩，也正好對應傳統儒家的修身工

導致誤讀誤判，仍尚可同情。

夫，尤其是陽明後學更是將心力投注於心

總之，馮應京、徐光啟、四庫館臣因個

靈探索。利瑪竇的創作對象無疑是上層士

人遭際、心靈需求或者時代氛圍不同，而

大夫，而這一群體，無不關心做君子聖賢

對《二十五言》做出不同層面的認同或者

的道德需求。

３３

經中的舊約及十字架、基督論等為中國人

徐頌贊：明清之際的跨文化對話

對於接受者的前理解而言，「前有」

徐光啟在與利瑪竇的交往中，獲聞天主教的教義，認為自己之

譯《二十五言》，終於獲得中國文人的歡

本期特輯

線，理解到中國人重視道德修養的需求，

前所嘆服的知識，還不及利氏智慧的萬分之一，可見其對利氏的評

拒斥，顯現出前理解對於人們的文化認同
價相當之高。徐氏側重表彰利氏的道德人格，無外乎忠孝、仁愛。

的底層路線，轉為附會儒學的上層傳教路

文化中國

讚 歎 不 絕、手 不 釋 卷，後 來 都 主 動 給

於那個時代的人文需求，形成晚明士人獨

《二十五言》作序寫跋，並都接受了天主

特的期待視野。不同於晚清士人因列強侵

教義（只是馮氏因為早逝而來不及領洗）。

略而變法圖強，晚明士人更多是因為國內

《二十五言》裏教導的修身與忍耐的說法

政治腐敗而提出改革的要求。晚明之際，

正適合那個知識份子普遍失意的腐朽時

君主昏庸、宦官當道，政治局勢中並不讓

代。謝和耐先生就認為「中國人的倫理具

人樂觀，有人被誣下監，比如馮應京；也有

有斯多葛主義（禁慾主義）的色彩。它宣揚

人的科舉與仕途不順利，比如徐光啟。還

應心安理得地接受命運的安排，滿足於其

有身在民間、心係天下的東林黨人等，都

命中註定的遭遇」[42]，而由傳教士們編纂

無不急切尋求調整心靈與外物之關係的

的著作恰好也受斯多葛主義的影響，兩者

方法，以應付紛繁變化的政治局勢，並逐

一拍即合。

漸形成一種迫切探索心靈需求的期待視
野。

徐光啟接受天主教，是因天主教能滿足他改造中國人與社會的追

求，使中國人通過修身養性，回到「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禮治社

３４

[28] 而 對 利 氏 而 言 ， 「 附 會 古 儒 」 則 是 一 種 高 明 的 傳 教 策 略 。 顯
會 。
然，兩者理解天主教義的目的並不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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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特殊的時代氛圍也影響了適應

四庫館臣在新的時代和文化大環境
下，已經脫離晚明王學流行、學術自由的

對於馮應京而言，他有著特 殊人生

時代與文化氛圍，而轉向考據學。加之當

經歷，尤其是牢獄之災，但他依舊不改正

時禁教正嚴，「夷夏之防」深入人心，因

直本色，保持一貫的正人君子的品格。馮

而形成比馮應京、徐光啟更狹隘的期待視

應京就是在獄中較為集中地學習西學的，

野，更消極的接受意識。加之清初正值禁

十分欽慕此說。他在序中不但反對佛道空

教，亦盛行所謂「夷夏之防」，貶斥西學觀

談，主張實學，更提及人生遭際。對他而

念，誤讀甚多。故有前之數語，也對應著

言，《二十五言》中面對小人惡事的教導實

因不同時代而變化的期待視野與接受意

在堅振他的信心、安慰心靈，正適應馮氏

識。

的生存體驗與心靈需求，體現出馮氏獨特
的期待視野與接受意識。
對於徐光啟而言，他認可《二十五言》

五、反思與展望：跨文化對話
的啟發

關於修身的義理，認為那是效法古儒、反

明清之際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與中

對佛道，同時也讚歎利氏的道德學問，認

國文人的交流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

為利氏值得文人效法。徐氏的接受建立在

段佳話。那時中國文人對由傳教士引進的

他的前理解之上，他本是陽明後學，追求

西方哲學體系、天文曆法、農業、武器、科

「內聖外王」，既反對佛道虛浮逃禪、不問

技、數學等的學習，極大地豐富了中華文

世事，也反對王學末流坐而論道、空談心

化，也為當時湯顯祖、李贄、王船山、方以

性。他倡實學以富國強兵，扶亂世於將傾，

智等思想家提供他者視角。中國文人與傳

徐光啟求學問，並非為學問而學問，而有

教士的交往更成為跨文化對話的典範，為

著強烈的入世情懷與實用價值。《二十五

今日不同宗教和文明之間的對話提供借

言》之「德輝羽儀」、道德修養方法，已經

鑒。

在利瑪竇身上有很有效的實踐與體驗，著

《二十五言》融合了儒家語言、自然哲

實得到徐光啟的認同。徐光啟經過多次落

學與天主教義，呈現出濃厚的人文關懷，

榜的他在結識傳教士之後順利中舉，仕途

既豐富了傳統儒家關注的道德修身宏旨，

順利，成為他人生的轉捩點。他的善疑精

也在道德倫理層面將中西優秀文化融合在

神和人生遭遇，以及他獨特的善於學習的

一起，惠及時人與今人，不但在四百多年前

心態，都對他研 究、學 習西學有 重 要影

大受歡迎或爭論，也對今日的中國社會與

響。這兩位先生在讀過《天主實義》後都

人文的發展提供借鑒。

不遇之在我耳，則豈有不幸而稍為患哉！

中，雙方都會帶 著 一種 無 法 避免的「偏

爾冀榮祿、安佚、修壽，爾畏貧賤、夭病、

見」，即是合法誤讀。正是在誤讀中，我們

死喪，固不免時不幸而屢患也。
3、彼恒被遇富顯，以饌具宴飲之，以

合法誤讀之外，仍需儘量避免主觀臆斷，

繒帛贈遺之，爾不得焉，勿以為意也。何

盡可能減少主觀的牽強附會，保持真誠開

也？彼所為，爾弗為之；則彼所得，爾宜勿

放的心理與「同情之瞭解」（錢穆語）。總

得之矣。彼以順媚、以諂諛得斯耳，爾不欲

之，誤讀無法避免，但可釐清。最後，更需

順媚諂諛，而複欲並得斯，無乃悖乎？不

嘗試在對話中將盲目誤解轉化為積極理

予其價，能取其物乎？如經過市中，有買蔬

[43]

者，與若干錢，而爾否也，爾豈妒買之者，

解 。
中華文化若要保持生生不息的創造

而以為得多乎爾耶？彼攜蔬而去，爾存，

力，並有效回應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個體

未費錢而往，則同矣。富顯者無饌宴、無繒

心理、社會政經、民族信念等問題（這些

帛予爾，無他焉，惟爾無饌宴、繒帛之價與

早已成為百年來仁人志士相通的期待視

之耳。彼以順、以譽，皆價也。爾如欲貨，

野），就需要以更開放的接受意識，與更

則勿惜價矣。然而我代饌宴、繒帛者，獲何

多元的世界文化積極對話、借鑒經驗。也

物歟？不阿順、不苟譽，存直蓄忠於己則

只有身處融入全球的過程，才能更深地發

贍矣。

現自身民族的獨特經驗與智慧，從而達到

4、適遇難事，縱非我所願，又非我所

「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理想，為人類文

能避焉，是在用智以善處之。士之行世，譬

化貢獻我們中華志士的心力。

如博塞之精者。然值勝數而勝，夫人之所

附錄

能也；值不勝之數，而善運之，以使勝，是

二十五言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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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見文明交融迸發出來的光輝。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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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珍貴經驗。在傳教士與士大夫的互動

中國歷來對華夏族以外的「蠻夷」有著「非我族類，其心必

欲得其所得之在我耳；吾所避，惟避其所

異」的心態，清初對傳教士及其著作的態度，已非晚明的寬容所能

文化對話錯綜複雜、誤讀甚多，但仍不失

相較。在這種時代背景下來看四庫館臣對利瑪竇著作的評價將會更

焉；遇其所避，謂患焉。藉令吾所欲得，惟
加可被「理解」。

雖然，這場圍繞著《二十五言》的跨

以智易其不勝之數也。
5、有傳於爾曰：「某訾爾，指爾某過

原著：利瑪竇

失」。爾曰：「我猶有別大罪惡，某人所未

注釋：朱維錚

及知；使知之，何訾我止此歟！」認己之大
罪惡，固不暇辯其指他過失者矣。芳齊，西
邦聖人也，居恒謂己曰：「吾世人之至惡者

志也、勉也、避也等我事，皆在我矣。財

也」。門人或疑而問之，曰：「夫子嘗言，偽

也、爵也、名也、壽也等，非我事，皆不在

語縱微小，而君子俱弗為之。豈惟以謙己

我矣。在我也者易持，不在我也者難致。假

可偽乎！夫世有害殺人者，有偷盜者，有姦

以他物為己物，以己物為他物，必且倍情，

淫者，夫子固所未為，胡乃稱己如此耶？」

必且拂性，必且怨咎世人，又及天主也。若

曰：「吾無謙也，乃實言也。彼害殺、偷盜、

以己為己，以他為他，則氣平身泰，無所抵

姦淫諸輩，苟得天主佑引之如我，苟得人

牾，無冤無怨，自無害也。是故凡有妄想萌

誨助之如我，其德必盛於我也，則我惡豈

於中，爾即察其何事。若是在我者，即曰：

非甚於彼哉！」聖人自居於是，余敢自誇無

「吾欲祥則靡不祥，何亟焉？」若是不在我

過失，而辯訾者乎？

者，便曰：「於我無關矣」。

6、倘有受益於物而愛之，爾極思夫何

2、欲之期期於得其所欲也，避之期期

物類也，從輕而暨重焉。愛甌耳曰：「吾愛

於不遇其所避也，故不得其所欲，謂不幸

瓦器，則碎而不足悼矣」。愛妻子曰：「吾

３５

1、物有在我者，有不在我者。欲也、

文化中國

愛人者，則死而不足慟矣」。瓦者毀，人者

何懼乎！
12、爾在世界中，宜視己如作客然，

喪，常事，難免焉。

雖然館臣們通過論述天主教和佛教在「生死無常、罪福不爽之

３６

說」的相似性而證其為佛教變種，但闡釋的任意性已經逾越事實太

遠，淪為不顧事實、為批評而批評的誤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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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欲安靜其心，當先舍俗慮。俗慮曰：

宴飲列席，饌具厚薄，由乎主人，爾無責望

「我不汲汲於營貲，恐卒無以望吾腹矣；

行炙之人，以次當及爾，爾徐徐寡取之；行

不恒怒，則孥僕為不良矣。吾意寧甘心死

過弗及爾，爾毋援之；行而未至爾，爾毋迎

於饑餓也，無寧憊心生於豐饌也；寧孥僕

之。爾能於所服禦如此，於妻子如此，於財

為不良也，無寧我為不肖子也」。試言其小

貨如此，於權勢如此，則爾宜為天主所客

者，如忽瀉燈油，破罐子，且禁其駭怒，默

宴諸天上矣。使如行炙人之及爾、厚爾，

詢於己曰：「心之安靜貴耶？天下貴耶？心

而爾無與焉，爾已天上客，豈猶為乃世人

之安靜貴，無疑矣。今何不以油一勺，以瓦

耶？

一片，買此安靜心乎？所得之貴如此，捐價

13、夫仁之大端，在於恭愛上帝。上

之賤如彼，何惜耶？」又爾呼兒童，兒童不

帝者，生物原始，宰物本主也。仁者，信其

應。彼或未聞爾聲耳，或已聞而有所避命

實有，又信其至善，而無少差謬，是以一聽

耳。雖然，爾豈宜因他心之忤，即怒亂而挫

所命，而無俟強勉焉。知順命而行，斯之謂

損本心哉！

智。夫命也，我善順之則已，否則即束縛我

8、人凡立志修學，即當預思，必有指

如牛羊而牽就之。試觀宇宙中，孰有勇力

議我者。如見端立 拱翼，必且曰：「此矜

能抗違後帝命，而遂己願者乎？如以外物

容也」；如見周旋中禮，必且曰：「此色莊

得失為禍福，以外至榮辱為吉凶，或遭所

也」；咸指曰：「夫夫也，從何處忽發聖者

不欲得，或不遭所欲得，因而不順命，甚且

耶？」今吾為學，惟斯不矜容，不色莊，而

怨命，是皆失仁之大端者也。何也？凡有生

卓然自立，儼如承上帝之令，列於行伍，而

之物，皆趨利避害，而並怨其害己之緣者

不敢有尺寸之失焉，此則始也指議之者，自

也。不能以受害為悅，必不能以損己為喜。

心服其實修且起敬，自悔其議矣。若不然，

父子之恩，而至於相殘，無他，謂其親不遂

一因指議，而驟自退屈，不將為人所重笑

其所欲得也。衛輒，子也。蒯聵，父也。子

乎？先笑我進，後笑我退也。

而拒父，正以君國為福、為吉焉耳。彼農夫

9、物之奇異，爾毋傲而誇也。若馬自

之怨歲也，商賈之怨時也，死喪者怨天也，

傲，而曰：「我乃良馬也」則已，爾傲而曰：

亦猶是也，是俱以外利，失其內仁也。君

「我有良馬」，不爾赧代畜而傲乎？爾非馬

子獨以在我者，度榮辱，卜吉兇，而輕其在

也，但獲馬之用耳已。吾克以道義，用物，

外。於所欲值，欲避，一視義之宜與否，雖

是我事也，而傲猶不可，況矜夫不在我者

顛沛之際，而事上帝之全（禮），無須臾間

耶？

焉。
10、物無非假也，則毋言己失之，惟言

14、天下難事，執有兩柄。一可執，

己還之耳。妻死則己還之，兒女死則已還

一不可執。試如父兄之欲害其子弟也，曰：

之，田地被攘奪，不亦還之乎？彼攘奪者固

「害人之事，是乃不可執之柄」，則難舉之

惡也，然有主之者矣。譬如原主使人索所

矣；曰：「父兄也，是乃可執之柄」，則舉之

假之物，吾豈論其使者之善歟，惡歟？但物

矣。然則父兄不善，欲害子弟也，子弟不可

在我手際，則須存護之，如他人物焉。

怨矣。雖有父兄不善，造物者以我屬焉，豈

11、嘗有所遇諸不美事，爾即諦思，何

容我擇其善否乎？

以應之。如遇惡事，君子必有善以應，遇勞

15、若或取樂之淫想形於心，汝先勤

事以力應；遇貨賄事以廉應；遇怨謗事以

戒勿被其取焉，後退而念取樂之際，自汙

忍應。猶以鐵鉞加我，我設幹盾以備之，又

自醜一時，取樂之畢，自悔自責一時，終則

嗚呼，哀兮哀兮」，盡年不已，胡不記曩為

中乎哉？若斯必欲心自消，道心大長，而神

他人言乎？爾恚兒童者嬉則愚也，乃欲弱

樂於爾生矣。

非弱矣；譴奴僕者惰則愚也，乃欲駑非駑

16、爾觀受爵祿者，得安逸者，有聲

矣。欲子不死亦愚也，乃欲人非人矣。
20、逾分之任，智者毋負。負所不能任

真福也者，在於我所欲得即由我得之，不

者，並失其所能任者焉。爾或為虜，賣爾身

在於得其所不由我者也。彼皆不由我者，

為奴，何等羞慚憤恨！爾將自己心役役於

從外而來，誰言其得之在我乎？爾不願為

物，束縛苦楚，而乃熙熙乎哉？

富貴、有聞，名第，願有德而為正人耳。然

21、有人通《易》善解，輒以敖人，或

行德而為正人之道，莫如賤視凡物不由我

自誇其能。爾聞之，默曰：「使伏羲氏明著

也。夫不肖者，竟不責己，懼害望利也，而

性命之理，不以卦爻蘊蓄其旨，此人將無

皆由他人焉。君子一一責諸己耳，而恒曰：

以自誇詡焉」。然有人欲學儒，則慕性命之

「彼能死我也，不能害我矣！彼能富我也，

理，心將明之，身將行之。且稽古中國先進

不能利我矣！」進德之兆，多默少言。言而

孰善說性命？顧聞其人莫如文王、周公、

不言，酒之旨，殽之美；不訕人，少譽人，不

仲尼，其說莫辨於《易》，即取《易》讀之。

訴己之長。聽己之譽則默笑譽之者，聽己

讀之未達，即詢能解之者，而窮叩之。止於

之訾則不辯訾之者；卒防備己，如仇如寇

是，其所事無貴矣。既解達，而能力行，是

焉。

乃貴焉。如徒誦其文而揚其微義，是圖為
17、人生世間，如俳優在戲場上，所為

儒而成優伶乎，惟用《易》代《樂府》耳。

俗業，如搬演雜劇，諸帝王、公卿、大夫、

夫見人從我求《易》之講，當愈恥己之不能

士庶、奴隸、後妃、婦婢，皆一時妝飾者

行其言也，況敖誇乎哉？

耳，則其所衣衣，非其衣，所逢利害，不及

22、交於小人，爾慎戒賊心，如行路戒

其躬；搬演既畢，解去妝飾，即漫然不相關

踏釘失足焉。相互於穢物，無不自浼也。故

矣。故俳優不以分位高卑長短為憂喜也，

遘譚淫事者，汝或有道以移，易其譚以潔

惟扮其所承腳色，則雖丐子，亦當真切為

論也；否則以面之紅，且現己弗悅聽之。

之，以稱主人之意焉。分位全在他，充位亦
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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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者，勿萌妄想，謂彼獲真福而果幸也。

本期特輯

乎？寧不思取歡之頃，瞬息而遺長痛於膺

真正的對話，應該是在完全平等、真誠之前提下才有可能

也」。儻己所愛而死，則遽傷神號泣「嗚呼

發生的，只要一方仍存有號稱「擁有真理」的趾高氣揚的驕傲心

正樂哉！」使我克樂，善乎？使樂克我，善

態，真正的對話便不會輕易發生。那麼必然發生的是誤會、誤讀

微推巨，他妻子死，無不識曰：「命也、數
和誤解。

思曰：「如此非樂，何不舍之，而獨樂潔己

23、有譭謗爾，爾想彼以是意為其自
所當為也。人各有意，孰能皆與爾翕歟？然
其狀惟自誤自妄耳，於爾初無關矣。譬有

眠、多色，是賤丈夫之效也。夫大丈夫之

人疑我曾婚，而我未婚，彼昧也，於我曷傷

誠意，惟在神心耳已，彼形事若恥之焉，但

乎？則方遇忤逆者，爾則曰：「彼以是意為

無如之何，姑輕事之耳。我身譬則驢也，而

其自所當為」，則無詫異而不加嗔於人也。

神心譬則子也。養驢則整其廄櫪、厚其飲

昔吾鄉有三善士坐道旁，忽被無道人詈訕

食、華其羈絡，飾其鞍轡，而令己獨子，穢

極甚。其一士竟不動心，一囅然喜，一憂而

也，餒也，凍也，殍於途中，夫賤丈夫乎？

泣焉。心不動忿者，乃心已定，無以外為累

鳴 呼！今世 之賤 丈 夫 盈 街，而人 莫 之惜

也。喜者，乃思己或有愆，則喜人之知，而

也。

我責也。憂而泣者，乃視其詈已之罪，矜而
19、欲知性 之 正，當觀 人與己不 殊

哀之也。噫嘻！吾儕陋焉，凡遇受辱之患，

事試之。如他僕乍壞瓶子，爾必曰：「常事

苟免報復之戾，且幸矣，孰暇憐其辱我之

也，不可忿」。則可知爾瓶子壞，非怪也。自

罪耶？以人德裨己行，常聞焉；以人慝增己

３７

18、務形上之工夫，如多飲、多食、多

文化中國

德，尚矣夫！

四十二章，孰可尊用，當必有能辨之者。

24、君子毋自伐。自伐也者，無實矣。

京既受而卒業，幸裨涼德，乃付殺青，

爾在學士之間，少譚學術，只以身踐之可

公之吾黨，無寧使人謂我金木方訊，獨藉

也。若同在筵，不須評論賢者在筵何如，

此免內刑，且聽道說途於震修無當也。惟

惟飲食如賢者而已。從眾之情，於形有利，

是匯流西海，不隱仁人之賜，俾共戴此天

而於心有傷。賢者不以形之苟樂，陷心於

者，曙所鄉往，則知言君子，將亦有契於予

難洗之恥也。評論德行，宜讓齒爵之尊。躬

心。

行道德，無可讓者。人愈謙愈爭先也。設因
訒，有譏爾曰無知，而爾喜之，爾學已有符
酪，而牧已知矣。

京書。

跋二十五言
徐光啟

25、學之要處，第一在乎作用，若行事
之不為非也。第二在乎討論，以徵非之不
可為也。第三在乎明辯是非也。則第三所

昔遊嶺嵩，則嘗瞻仰天主像設，蓋從

以為第二，第二所以為第一，所宜為主為

歐邏巴海舶來也。已見趙中丞、吳銓部前

止極，乃在第一耳。我曹反焉，終身泥濡乎

後所勒輿圖，乃知有利先生焉。間邂逅留

第三，而莫顧其第一矣。所為悉非也，而口

都，略偕之語，竊以為此海內博物通達君

譚非之不可為，高聲滿堂，妙議滿篇。

子矣。亡何，齋貢入燕，居禮賓之館，月急

二十五言序
利瑪竇從附會佛教而不得的底層路線，轉為附會儒學的上層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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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理解到中國人重視道德修養的需求，因此從西方人文主義思想

中尋找資源，編譯《二十五言》，終於獲得中國文人的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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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蓋羊之示飽，非哇草之謂也，長絨充

萬曆甲辰歲，夏五月，穀旦，盱眙馮應

馮應京

大官飧錢。自是四方人土無不知有利先生
者，諸博雅名流亦無不延頸願望見焉。稍
聞其緒言餘論，即又無不心悅志滿，以為
得所未有。而余亦以門遊從請，益獲聞大

太上忘言，其次立言，言非為知者設
也。人生而蒙，非言莫覺，故天不言，而世

旨也，則余向所嘆服者，是乃糟粕煨燼，又
是乃糟粕煨燼中萬分之一耳。

生賢哲以覺之。茲《二十五言》，實本天數，
大西國利先生作也。

蓋其學無所不窺，而其大者以歸誠上
帝，乾乾昭事為宗，朝夕瞬息亡一念不在

夫大西於中土，不遼絕乎？唯是學專

此。諸凡情感誘慕，即無論不涉其躬，不掛

事天，見為總總天民罔不交相利濟也者，

其口，亦絕不萌諸其心，務期掃除淨潔，以

阽危則拯以力，迷惑則救以言，非力所及，

求所謂體受歸全者。間嘗反覆送難，以至

聊因言寄愛焉，故不厭諄諄也。凡人之情，

雜語燕譚，百千萬言中求一語不合忠孝大

厭 飫常餐，則尋 珍 錯 於山 海，亦 秪以異

指，求一語無益於人心世道者，竟不可得。

耳。先生載此道腴，梯航而來，以惠我中

蓋是其書傳中所 無有，而教法中所大誡

國。如龍臠鳳胔，無所希覯，要以陳得失之

也。

林，使眾著於性之不可虧，而欲之不可肆，
則所關於民用，固甚鉅已。

啟 生平 善 疑，至 是若披雲然了無可
疑；時亦能作解至是若遊溟然，了亡可解；

於戲！立言難，聽言不易，中國聖人

乃始服膺請事焉。間請其所譯書數種，受

之訓夥矣。然 鋪 糟者見譏 於輪人；掞藻

而卒業。其從國中攜來諸經書盈篋，未及

者或方之優孟。則今對證而發藥，烏可以

譯，不可得讀也。自來京師，論著複少，此

已？倘誦斯言者穆然動深長之思，一切重

《二十五言》，成於留都。今年夏，楚憲馮

內輕外，以上達於天德，則不必起遊、夏

先生請以付黎棗，傳之其人。是亦所謂萬

於九原，而尼父覺人之志以續。其視蘭臺

分之一也，然大義可睹矣。

[3]

意乎？」答曰：「唯，然無俟子言之。向自西

[4]

來，涉海八萬裏，修途所經無慮數百國，若
行枳棘中，比至中華，獲瞻仁義禮樂、聲明
文物之盛，如複撥雲霧見青天焉。時從諸

[5]

道之不孤也。翻譯經義，今茲未遑，子姑待
之耳」。余竊韙其言。
鳴呼！在昔帝世，有鳳有皇巢閣儀庭，
世世珍之。今茲盛際，乃有博大真人，覽我
德輝，至止於庭，為我羽儀。其為世珍，不
亦弘乎？提扶歸昌，音聲激揚以贊，贊我

[6]

文明之休，日可俟哉！日可俟哉！
萬曆甲辰，長至日，後學雲間徐光啟
撰。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存目
提要
《二十五言》，一卷，浙江巡撫采進
本。明利瑪竇撰。西洋人之入中國，自利瑪
竇始。西洋教法傳中國，亦自此二十五條
始。大旨多剽竊釋氏，而文詞尤拙。蓋西方
之教，惟有佛書。歐羅巴人取其意而變幻

[7]

之，猶未能甚離其本。厥後既入中國，習見
儒言，則因緣假借，以文其說，乃漸至蔓衍
支離，不可究詰，自以為超出三教上矣。附

[8]

存其目，庶可知彼教之初，所見不過如是
也。
[1]

林金水、鄒萍：《泰西儒士利瑪竇》
（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二○○○
年），頁二四七。

孫邦華：《「入鄉隨俗」：明清耶穌會
士的文化適應政策及其現代意義》，載
《東南學術》（二○○六年）第六期，
頁一五五至一五六。文中「合古儒」即
合從儒家經典，尤其是在三代典籍與孔
子思想中尋找類似天主教一神論的理
念，互相闡釋；「斥新儒」即批判宋明
理學，尤其是泛神論與無神論；「易佛
道」即對佛道保持批判的態度，以「破
除偶像迷信」。具體可參見：張曉林：
《天主實義與中國學統：文化互動與詮
釋》（上海：學林出版社，二○○五
年）。
Christoper A. Spalatin,S.J. Matteo Ricci’s
Use of Epictetus. Pontivicia Univeritas
Gregoriana, 1975.
潘薇綺：《跨文化之友倫：論利瑪竇
《二十五言》的翻譯修辭與證道藝
術》，載《輔仁歷史學報》（二○一三
年）第卅一期，頁九一至一四二。
李奭學：《中譯第一本歐洲宗教經典：
論利瑪竇譯《二十五言》》，載《道
風：基督教文化評論》（二○一五年）
第卅二期，頁八七至一一八。

[10]

鄭海娟：《跨文化交流與翻譯文本的建
構：論利瑪竇譯《二十五言》》，載
《編譯論叢》（二○一二年）第五卷第
一期，頁二○五至二二四。

[11]

利瑪竇的「歸化索隱」重寫策略即「在
文化觀念上主動與本土文化趨近，採用

３９

[2]

[9]

本文初稿最初在二○一四年八月宣讀於
立人大學暑期研修班「中華文化與基督
教的交匯：從王陽明到徐光啟」，感謝
立人師友的指教。後又在二○一五年六
月於廣西大學文學院宣讀，感謝呂軍
偉、黃南津、李靜峰、李志峰等教授的
指教。

與利瑪竇來往過的文人不乏湯顯祖、李
贄、徐光啟、楊廷筠、李之藻等文化名
人，後三位更是最終皈依天主教，成為
著名的「聖教三柱石」。具體請參見：
王忠和：《紫禁城裏的洋大臣》（天津
人民出版社，二○一○年）,頁一至
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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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公遊，與之語，無不相許可者，吾以是通

劉明翰：《「中學西傳」先驅利瑪竇的
人文主義思想新探》，載《魯東大學學
報(哲學社會科學學報)》（二○一二
年）第廿九卷第六期，頁一三。

作者的「創作意識」能否實現，作品的客觀價值如何，需要

緒餘，以裨益民用，斯亦千古大快也！豈有

依靠讀者的「接受意識」。期待視野與接受意識相輔相成，在人

譯，使人人飫聞至論，獲厥原本，且得竊其

的理解活動中，互相影響，形成動態的關聯。

言妙義，海涵地負，誠得同志數輩，相共傳

[荷]許理和：《十七—十八世紀耶穌會
研究》，載任繼愈主編《國際漢學》
（鄭州：大象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頁四二九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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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更請之曰：「先生所攜經書中，微

文化中國

主導文化社會易於接受的通順易懂的譯
文，把外來文本中的價值觀隱匿在自己
的價值觀之中」。「歸化」之目的在於
「索隱」，即強調上帝之啟示真理的隱
秘性，並大膽地在中國上古文獻與先秦
儒家經典等異文化材料中尋找這些隱秘
真理的所謂「印證」，然後借用其意，
類比附會。此可參考引自符金宇：
《「重寫者」利瑪竇：《二十五言》重
寫手段與策略分析》，載《解放軍外國
語學院學報》（二○一一年），第廿四
卷第一期，頁七五至七七。
此處「基督教」非指當代中國語境裏的
基督（新）教，而是以天主教大公教會
為代表的基督宗教。

[13]

朱維錚編：《利瑪竇中文著譯集》（上
海：復旦大學出版社,二○○一年），
頁一二八至一三八。

[14]

明清之際，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與中國文人的交流是中西文化

４０

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話。中國文人與傳教士的交往更成為跨文化對話

的典範，為今日不同宗教和文明之間的對話提供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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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利瑪竇在一六○五年二月寫給羅馬馬塞
利神父的信中說道：「在此小冊子中我
只談修德養性，如何善用光陰，完全用
自然哲學家的口吻論事，不攻擊任何宗
教，當然呈現天主教倫理的色彩」。轉
引自張西平：《傳教士漢學研究》（鄭
州：大象出版社，二○○五年），頁
三六。

[15]

利氏在《二十五言》中並非詳言天主教
義，只簡單提及「夫仁之大端，在於恭
愛上帝。上帝，生物原始，宰物本主
也」諸語，但目的為闡釋儒家之
「仁」，此集中更未提及天主教的核心
教義，如基督論、聖靈感應論等。

科際事中陳維春更連章劾奉。帝怒，謫
兩人邊方雜職，係應京等詔獄，拷訊久
之不釋。應京乃於獄中著書，昕夕無
倦」。引自（清）張廷玉：《明史》第
二三七卷，頁六一七四至六一七六。
[20]

同注十三，頁一三七。
同注十三。
[22]
同注十三。
[23]
同注十三，頁一三五至一三六。
[24]
同注十三，頁一三五。
[25]
同注十三，頁一三六。
[26]
同注十三，頁一三五。
[27]
孫尚揚：《基督教與明末儒學》（北
京：東方出版社，一九九四年），頁
一六○至一六六。
[21]

[28]

李熾昌：《文本實踐與身份辯識：中國
基督徒知識份子的中文著述一五八三至
一九四九》（上海古籍出版社，二○○
五年），頁一三至一四。

[29]

孟凡勝：《明末清初天主教在中國的傳
教史研究》（濟南：山東大學，二○
一一年），頁三二至三八。

[30]

同注十三，頁一三八。
此版《二十五言》為《重刻二十五言》
一卷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收明刻
天學初函本(子93/369)。詳見郝君媛：
《《四庫全書》之西學文獻著錄研究》
（蘭州：蘭州大學，二○一四年），頁
三○。

[31]

[32]

陳占山：《《四庫全書》載錄傳教士撰
譯著作述論》，載《文獻》（一九九八
年）第一期，頁二五五。

[16]

[33]

[17]

[34]

張曉林：《天主實義與中國學統：文化
互動與詮釋》（上海：學林出版社，二
○○五年），頁五至六。
趙毅衡編選：《符號學文學論文集》
（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二○○四
年），頁五一一至五一二。

[18]

同注十三，頁一二八至一三八。
據《明史·馮應京傳》：「稅陳奉恣
橫，巡支可大以下唯諾惟謹，應京獨以
法裁之……應京獨抗疏列其十大罪，奉
亦誣奏應京擾命，陵敕使。帝怒，命貶
雜職，調邊方……三郡父老相率詣闕訴
冤，帝不省。吏科都給事中郭如星、刑

[19]

夏瑰琦：《維護道統拒斥西學：評《破
邪集》》，載《浙江學刊》（一九九五
年）第九○卷第一期，頁六。
朱鋒剛：《利瑪竇《二十五言》的愛比
克泰德思想：兼談中西哲學比較何以可
能》，載《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
版)》（二○一○年）第五○卷第六
期，頁一四四至一五二。

[35]

教外人士對利氏的批判不無道理，因為
就連天主教內部也有人不滿利瑪竇的做
法，比如傳教士龍華民就反對利氏附儒
的策略：「應該堅持聖經的原意……不
能曲解聖經，以迎合與之相反的哲學

同注卅六，頁三○五至三一○。「前
有」意味著一個存在的事實，即人出
生、成長於某種受時間、地域限制的文
化中，在較淺或較深的層面，規定了人
做出某種必然的理解。「前見」意味著
人們各自擁有他們的語言和運用語言的
方式，而在語言中所蘊藏的觀念、意識
形態等等都會賦予使用者。「前知」意
味著在任何理解活動發生之前，人們就
已經形成自己的某種觀念、前提和假
定。因為「理解的迴圈並非一個由隨意
的認識方式活動於其中的圓圈，這個詞
表達的乃是此在本身的生存論的先行結
構」。

[39]

于豔豔：《淺析「前理解」》，載《山
東行政學院山東省經濟管理幹部學院學
報》（二○○四年）第六期，頁一一
○。

[40]

孫茜：《論姚斯接受美學理論中的「期
待視野」》，載《學術探討》（二○
一四年），第八卷下冊，頁二六一。

[41]

同注卅六，頁三二二至三二五。
[42]
[法]謝和耐：《中國與基督教：中西文
化的首次碰撞》（上海古籍出版社，二
○○三年），頁一二五。
[43]

對此，張曉林亦有類似建議。參見注
十。

[44]

Institute of Religious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Mat teo R icci’s Book of
Twenty-Five Paragraphs is a moral treatise
a b s o r b e d w it h C o n f u c i a n l a n g u a ge ,
European natural philosophy and Catholic
theology. Because of the unique strategies
of preaching and compiling by Matteo
Ricci, when it was published, it got unusual
attention by intellectuals in the late Ming
Dy nast y. Previous st udies of Book of
Twenty-Five Paragraphs always focus on
the comparison of Confucism and natural
philosophy. Bu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mparison of its preface, afterword and
Siku Tiyao as well as different explanations
made by Feng Ying-jing, Xu Guang-qi and
Siku’s editors. Furthermore, this thesis
refers the prejudice and pre-understanding
of Hermeneutics, horizons of expectation
a nd the consciousness of accept at ion
of Reception Aesthetics and combining
the personal ideals, spiritual needs, life
sit uation and the time backg round, to
differentiate and analyze the cross-cultural
dialogues and misunderstandings during
Ming-Qing period.
Key words: Book of Twent y-Five
Parag raphs; cross-cult u ral dialog ues;
pre-understanding; horizons of expectation;
the consciousness of accep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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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部分，錄自朱維錚編：《利瑪竇中
文著譯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二○○一年），頁一二八至一三八。數
字小標為筆者所加。

Samuel Song-zan Xu（Graduate

徐頌贊：明清之際的跨文化對話

[38]

Afterword and Siku Tiyao

本期特輯

成瀅：《前理解與文本的解讀及翻
譯》，載《社科縱橫》（二○○六年）
第廿一卷第六期，頁一五六。

Five Par agr aphs A nd It s Prefac e,

中華文化需要以更開放的接受意識，與更多元的世界文化積極

[37]

A Case Study of Book of Twenty-

對話、借鑒經驗。也只有身處融入全球的過程，才能更深地發現自

陳淳、孫景堯、謝天振主編：《比較文
學(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
社，二○○七年），頁三○九。

Ming-Qing Period:

身民族的獨特經驗與智慧，從而達到「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理

[36]

Cross-Cultural Dialogues During
想，為人類文化貢獻我們中華志士的心力。

家，或迎合自然之光或良心的判斷」。
（轉引自孫尚揚：《基督教與明末儒
學》（北京：東方出版社，一九九四
年），頁一六九。）

文化中國

《論語》遇到《聖經》的尷尬
——讀石衡潭新書《論語遇到聖經》有感
■ 大 漠
中國通俗文學研究會

傳統文化還來不及反省與反思，就被外來文化攪得沉渣泛起，

外來文化的良莠並存，黑白莫辨，無所適從。使各種思潮接踵而

４２

至，此起彼伏。這一原因呈現出的主要現象，不是信仰的缺失，而

是信仰的蕪雜與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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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是作者因閱讀石衡潭博士新

本來，國門洞開，西風吹進，讓我們領

書《論語遇到聖經》後的一篇讀後感。作者依

略與看到了花團錦簇一般的奇偉與瑰麗，

據中國文化和信仰現狀，以及人們對基督文化

新的事物，新的意識，新的思想，光照出處

與中國文化關係上的一些爭論，進行了中肯的

於在摸索探路中的這個民族，就此激發起

分析，對這部新書的出版給予了肯定和高度評

了我們這個民族的奮起與復興，這無疑具

價。認為這對梳理挖掘其傳統文化中具有普

有劃時代的意義，結束了上千年的封閉自

世價值的精髓，矯正和推進當下人們的信仰，

守的國家形態。

都具有不可低估的意義。這對中國當下倡導的

然而，就如同一塊硬幣那樣，任何事

基督教中國化，恰好起到了一個引路和推波助

物都有正反兩個方面，被我們肯定與正視

瀾的作用。作者認為，《論語》遇到《聖經》的

的一面，當然無可厚非，但被我們忽略了

尷尬，就是中國本土傳統文化遇到西方基督文

的另一面，居然逐步取代與混淆了被我們

化的尷尬。當年利瑪竇在傳教事業上的功敗垂

所正視的那一面。在大潮滾滾，泥沙俱下

成，對其教訓，我們應當吸取。作者對《論語

的態勢之中，美與醜、善與惡、精華與糟

遇到聖經》一書，以基督徒的視角給予了恰切

粕，都同時洶湧進我們的意識之中，使我

的分析評論。認為石衡潭博士現在所作的工

們的思想與靈魂在猝不及防的時候受到

作，就是秉承吸取了利瑪竇的成功經驗，對其

腐蝕與虧損。一方面是物質的繁華與歌舞

未竟事業的繼續和發展。

升平，另一面卻是難以掩飾的精神文明

關鍵詞：論語，聖經，尷尬，基督教，利
瑪竇。

上的失落與衰敗的局面。可以說，整個意
識形態領域呈現給我們的是一片亂象，是
鮮花與毒草同生共長，麥子與稗子難辨伯

《論語》雖然不能完全囊括中國的
傳統文化，但說它是傳統文化中的經典之

仲，看似姹紫嫣紅，但真要從這裏攝取一
幅風景，居然找不到一處理想之地。

作，卻是毋庸置疑的歷史事實。它給予這

原因在於，傳統文化還來不及反省與

個民族的滋養與影響不僅顯而易見，而且

反思，就被外來文化攪得沉渣泛起，外來

如參天之樹，已經是盤根錯節，根深蒂固。

文化的良莠並存，黑白莫辨，讓我們在眼

然而，近幾十年的事實卻是這個傳統文化

花繚亂之間如羊走迷，無所適從。時而全

似乎被人們逐漸疏離，乃至被揚棄，出現

盤接受，時而又不屑一顧，在左右搖擺，半

很多數典忘祖的傾向。自然，這與許多外

遮半掩之中，使各種思潮接踵而至，此起

來文化的侵襲與衝擊有關，儘管還有其他

彼伏。這一原因呈現出的主要現象，不是

因素。

信仰的缺失，而是信仰的蕪雜與混亂。如

我們所信的真理。
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的碰撞。畢竟，《論

不勝數，而且還在繼續製造著各種偶像去

語》是舉世公認的中國傳統 文化 經典，

加以膜拜。但說一千道一萬，歸根結底，對

《聖經》則是以西方國家為代表的全球基

各類山神小鬼的膜拜無非都是為了一個目

督徒的信仰寶庫。二者曾經在東西方各領

的，那就是為了獲取更多更大的錢與權。

風騷，而且都有上千年以上的歷史。按理，

這似乎從另一個側面在告訴我們，類似的

論語與聖經相遇，是東西方文化上的溝通

信仰都是一種空談，是一種附麗在物質利

融匯的良機，應該看做是文化上的一大盛

益之上的信仰。這種現象，自然也存在於

事。但是，從信仰的角度來看，《論語》與

被國家認可的各大宗教的信眾裏，只是程

《聖經》之差別，又如同天壤，一個屬天，

度大小之別罷了。

一個屬地；一個是人的話語，一個是上帝

在這種文化環境下，人們渴望傳統文

的話語。《論語》是孔子的話語，《聖經》

化與道德的回歸，渴望有一種真理照亮我

是神的默示。這樣，有些人就覺得，二者

們的社會與生活。前一陣子的國學熱，之

不僅不可相提並論，而且更不應該同日而

所以能熱得起來，正是迎合了人們的這一

語。石衡潭博士膽氣不凡，把二者聯繫起

心靈渴望。但這種熱只是一種虛熱，一種

來，排列組合，來了一次二者的對讀。把神

形式上、表面上的熱，因為許多國學熱的

與人的話融會貫通，追本溯源，深刻解讀，

演講與倡導者，無論從儒家的《論語》中，

並從這裏去尋覓上帝施恩給中國的蹤跡。

還是道家的《道德經》中，都沒能找到一

這一工作的艱辛與浩繁不必論說，而膽量

種具有普世性的真理，去解決自己和他人

與勇氣確實是叫人拍案驚奇。

心中最根本最真切的問題，而只是對《論

誰知，當此論一開，立刻引起文化界

語》與《道德經》做了些適應於現代人思

與基督教界的廣泛關注。早在出版這部

想的解析，只能算是古為今用，缺乏突破

書之前的一年，石衡潭博士就已經開始了

性的創意。

《論語》與《聖經》的對讀活動。先後到
各地講課、演說等，此期間還創作編演了

而生。對於梳理挖掘其傳統文化中具有普

《孔子與道》的話劇。但掌聲之中，不乏

世價值的精髓，矯正和推進當下人們的信

夾雜著一些唏噓的否定之音，令人不解的

仰，都具有不可低估的意義。本書從形式

是，這種否定之音不僅來自於儒家學者，

上看是以《論語》章句與《聖經》經文對讀

也來自於基督教界的基督徒。《論語遇到

的方式列出，而從內容及其思想內涵裏透

聖經》一書的推出，對作家來說，反而成了

析出的，卻是以聖經真理來光照《論語》

一件尷尬之舉。面對這樣一種窘狀，不管

章句，將那些與聖經真理類同的精華部分

是你自己眼裏的真知，還是他人目中的誤

加以提取，深度解讀，對《論語》中儒家

解，竊以為無論是儒家學者或者基督徒都

思想的分析與闡釋，對《聖經》啟示出的

不妨認真全面地閱讀一下此書，當你真正

基督教的教義，都做了精準和概括性的分

讀完這本書的時候，也許就會覺得你的定

析，進而突顯出神在中國歷史及文化上所

論多少有點浮躁和輕率了，至少有進一步

留下的工作印記。這些由作家大膽探索，

推敲的必要。

勇於創新所結出的豐碩果實，在處於信仰

如果單 單是 作家尷尬，即可一笑了

亂象的當下，無異於清風幾許，可以抹去

之。但事實遠不是這麼簡單，這實質上反

我們浮躁的心靈，清醒自己的信仰，歸正

映的是《論語》遇到《聖經》的尷尬。進一

４３

《論語遇到聖經》也就是在這時應運

漠：《論語》遇到《聖經》的尷尬

財神土地，關公秦瓊及一些邪靈巫術，數

大

論語遇到聖經，被許多人看做是中國

論語與聖經相遇，是東西方文化上的溝通融匯的良機，但
是，從信仰的角度來看，又如同天壤，一個屬天，一個屬地；一個
是人的話語，一個是上帝的話語。《論語》是孔子的話語，《聖
經》是神的默示。

宗教外，可以說信什麼的都有，蛇仙狐怪，

本期特輯

果考量當下國人的信仰，除了純正的幾大

文化中國

步說，就是中國本土傳統文化遇到西方基
督文化的尷尬。

利瑪竇之所以在宣教事業上打出一
片天地，一個最重要的經驗就是直接與儒

４４

利瑪竇以前車之鑒，摒棄了依靠建堂和朝廷勢力的宣教策略，把
宣教的目標確立在與中國儒家文化特別是早期儒家文化的融合上，以
韌性之力才打通了中國傳統文化這座銅墻鐵壁，在宣教事業上做出了
令人矚目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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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種尷尬的出現並不奇怪，展

家思想對話，因為基督教與儒家思想中具

開基督教傳入中國的歷史便可一目了然。

有許多共通之處，可以找到許多相互之間

自從唐朝景教和元代也裏可溫教初入中國

的契合點。他認為儒學才是基督教最好的

開始，得到傳統文化的「禮遇」就是尷尬。

「盟友」，絕不是充滿偶像崇拜及印度思

在尷尬中艱難宣教，在尷尬中亦步亦趨，

想的佛教。這正如希臘哲學曾是基督教的

在尷尬中漸漸消隱，在尷尬中宣教士被驅

「開路先鋒」，幫助羅馬人們接納基督教

逐出境。傳統文化就是一座銅墻鐵壁，不

一樣。藉此他認定中國古籍裏的「天」及

是你想要穿透它就能穿透的。但如果不穿

「上帝」即是基督教《聖經》裏創造萬物的

透這個銅墻鐵壁，想要把福音落戶中國就

真神。只是由於佛道思想濡染了這兩個名

是一種幻想。明末清初進入中國宣教的耶

詞，使其塗上了一層泛神論的色彩，並逐

穌會士意大利人利瑪竇，以前車之鑒，摒

漸失去了原意而已。

棄了唐朝景教依靠佛教，元代也里可溫教

利瑪竇的最後失敗不是在他生前，而

依靠建堂和朝廷勢力的宣教策略，把宣教

是在他死後，不是來自中國的傳統文化，

的目標確立在與中國儒家文化特別是早期

而是來自教內的派別之爭。在利馬竇去世

儒家文化的融合上，以韌性之力才打通了

之後，他極富創意的宣教策略開始招致天

中國傳統文化這座銅墻鐵壁，在宣教事業

主教內外的夾擊。在天主教內部，先有利

上做出了令人矚目的成就。

馬竇繼任者龍華民掀起的「譯名之爭」，他

利馬竇係於一五八○年抵達澳門，先

反對用「天」或「上帝」之詞，堅持直接用

學習中文，翌年即隨另一位耶穌會教士羅

拉丁文「神」之音譯「徒斯」。後來又有道

明堅到廣東肇慶。在廣東的二十年間，他

明會及方濟會教士因反對祭祖祀孔而引

致力於學習中國典籍，並教授天文、地理、

起的「禮儀之爭」。禮儀之爭從一六四五年

幾何、曆算之學，從學者頗眾。一六○一年

開始，鬧到一七○四年教皇頒布諭旨禁止

利馬竇才到北京，直到一六一○年離世為

祭祖祀孔，因而引起清康熙皇帝震怒。之

止，他在北京與政府高官、士大夫往還頗

後教廷雖與清室來往交涉二十年，談判仍

密，並引領數千人歸信天主教，其中包括徐

然破裂，康熙下令除少數被朝廷寵信又擁

光啟、李之藻等名臣。利馬竇是神給以特

有特殊技能的教士，如名畫家郎士寧及負

殊恩典的天才人物，他有過目不忘之能，中

責欽天監的教士外，全部驅逐出境。羅馬

文造詣極深，數學、天文、地理，無一不精，

教廷硬性的宣教策略，導致由利瑪竇開創

又專擅鐘錶等精密機械，凡見過他的人無

的軟性宣教事業功敗垂成。至於一八○七

不折服。因此，想與他結交的人很多，利馬

年來中國的英國人馬禮遜等等一批傳教

竇也來者不拒，廣結善緣。天主教能在短

士，基本是沿著利瑪竇所積累的經驗展開

短的幾十年間，建立一個初具規模的傳教

宣教的，只是馬禮遜等宣教士側重文字宣

基礎，這與利馬竇其人的天份及魅力是息

教，不僅把《聖經》翻譯成中文，也印發了

息相關的，也可以透視出神通過他在中國

大量的宣教小冊子等，但其成就遠不及利

的作為。應該說，開啟基督宗教與中國文

瑪竇。

化相融合的歷史，利瑪竇是第一人。他不但

如此而 觀，石衡潭博士所做的關於

是第一個能用中文與中國知識分子坐而

《論語》與《聖經》對讀之一系列的工作，

論道的西方教士，而且他也是第一個將中

包括他到各地的巡迴演講及創作編演的

國文化的博大精深介紹到西方的人。

劇本《孔子與道》等，就是秉承吸取了利瑪

位主義，教條主義，基督教也曾經因為其

督徒，都好像是一個「搭橋者」。在橋的這

所宣揚的『終極性』壓抑了世俗社會所應

一端乃是聖靈透過作者所要表達的原意，

該享有的自主性，同時其普世情懷也往往

因此對語文(希臘文、希伯來文)的掌握、經

演變成毫無節制及理性地對世界範圍內所

文的解析、歷史的背景，乃至於神學思想

有事務的涉足及干預，這種貌似虔誠地履

的組織與整理，都是極為重要的。然而在

行基督宗教信念的信仰及行為實質上是對

橋的另一端，乃是現今的社會，也就是聽

基督精神的最大的背離」。唐曉峰教授的

眾們所處的生活環境及思想氛圍。若不能

這段話，語重心長，一語中的，恰是一些基

深入地瞭解橋的這一端，我們所有傳達的

督徒拒絕《論語》與《聖經》對讀的根本

福音信息，將會變成曲高和寡，或好像對

原因。而且，我們很多的基督徒並沒有讀過

牛彈琴一般。所以每個傳福音的人，必須

《論語》，即使讀過，也未必深入，只是攻

對橋的兩端都有深入的瞭解，才能搭一座

其一點，不及其餘的一種主觀論斷。

橋梁，將老舊的福音，帶到現代的社會，使

但是當你打開《論語遇到聖經》這本

之成為改變生命的永恆性真理」。石衡潭

書的時候，立刻就會發現，這本書並不是

博士所做的就是這樣的工作。

一種對讀，所謂對讀，只是一種寫作形式，

從當下牧師和傳道人的實際素質來

如果說是一種比較對比倒很貼切。在比較

看，都偏重於聖經和神學的研究，忽略甚

對比二者的異同中凸顯《聖經》這個至高

至拋棄對當今社會的瞭解以及對中國傳

無上的真理。這一點，也許就是儒家學者

統文化的掌握，這就失去了「橋」的另一

囿於民族文化上的狹隘，自作清高，缺乏

端，出現劍走偏鋒的現象。從網絡和教會

普世眼光所得出的非議之處。

的牧師和傳道人的講章來看，幾乎是千篇

且看篇首「學而時習之與天下萬物都

一律，千部一腔，都是對經文的一種解析，

有定時」這一篇，我們不妨引用一段，來欣

很少有與社會實際和傳統文化相結合的

賞作家在比較對比中論述出了《論語》與

講章。所以，當很多基督徒遭遇到社會一

《聖經》的異同，以及《聖經》與《論語》

些突發事件時，便不知所措。一些文化界

在本質與功用上的區別。作家是這麼說

的基督徒如果遇到一些社會新的思潮時，

的：「《聖經》中講學習的地方不多，《聖

也會覺得茫然而無所適從。石衡潭博士的

經》中所講學習的內容也與《論語》大不

這部《論語遇到聖經》的書，應該說是對

一樣。《論語》中，弟子們跟孔子所學習的

這方面的一種補充，給基督徒以滋養和啟

主要是禮、樂、射、禦、書、數等六藝，學習

發。

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做官入仕、安邦治國。
聖經中，要人們所學的主要是關於神的知

化中國》雜志上發表一篇題為《仁愛公平

識，也就是對神的認識，人最終的目標也

正義的精神正能量》的文章，其中有這麼

是真正認識神，人要效法的是耶穌基督，

一段話，很值得我們基督徒深思。他說：

要越來越像他。這才是真正的覺悟。『敬

「基督教的聖愛理念往往只是停留在對

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愚妄人藐視智

於上帝偏執的愛，對於獨信行為的固執的

慧和訓誨』（《箴言》一章）。『因為耶和

愛，而忽略了對鄰人的愛，更不用說對敵

華賜人智慧，知識和聰明都由他口而出』

人的愛，謙卑及自我犧牲的態度在很大程

（《箴言》二章）。『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

４５

基督教研究專家唐曉峰在八十期《文

漠：《論語》遇到《聖經》的尷尬

牧師所言：「傳道人以及所有傳福音的基

大

宏觀層面，進而導致了各種形式的信仰本

本期特輯

出現一些尷尬自然在所難免。這誠如一位

若不能深入地瞭解橋的這一端，我們所有傳達的福音信息，

域，而沒有上升到文化對話，群體溝通等

將會變成曲高和寡，或好像對牛彈琴一般。所以每個傳福音的

展。所以，當《論語遇到聖經》問世之時，

人，必須對橋的兩端都有深入的瞭解，才能搭一座橋梁，將老舊

度上只是停留在基督信徒的個人生活領
的福音，帶到現代的社會。

竇的成功經驗，對其未竟事業的繼續和發

章）。『認識耶和華榮耀的知識，要充滿遍
我們不可輕率隨意地將民族文化與基督文化對立起來，整個人

類都是上帝造的，整個人類的文化發展與進步，不能說與神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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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能說基督文化以外的文化都是屬於撒旦的。

文化中國

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箴言》九

Da, Mo (China Society for Literature
Popular Research)

地，好像水充滿洋海一般』（《哈巴穀書》

Abstract: This review is the author

二章）。『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

wrote after reading Doctor Hengtan Shi’s

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我

new book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s

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

encounter with The Bible. According to the

基督』（《腓立比書》三章），門徒們更是

current status of Chinese culture and belief,

來聽耶穌的永生之道，他們的目的不是要

and controversial debates about the relation

每個個人在這個社會中展露自己的才華、

between Christian culture and Chinese

實現自己的價值，而是要將這永生之道體

culture, the author analyzed the book and

現出來，傳揚開去。所以，在這一段經文

highly affirmed and praised the publish of

中，耶穌所講的是聽道與行道的關係，比

this new book. The author also thought this

照著《論語》的情境來說，就是學習與實

book has invaluable meaning in organizing

踐的關係。這裏強調聽道也要行道，知行

a nd de e p e n i ng u nde r st a nd i ng of t he

要合一。聽道之後，就將所聽的道行出來，

universally-valued essence of traditional

才是真知道，否則是沒有根基的，經不起

culture, and cor recting and enhancing

雨打風吹的考驗……」。

people’s believes. T he w r iter thought

「深哉!上帝豐富的智慧和知識。祂

the embar rassment of The Analects of

的判斷何其難測!祂的蹤跡何其難尋!」(羅

Confucius’s encounter with The Bible is the

馬書十一章)，所以，我們不可輕率隨意地

embarrassment of local Chinese traditional

將民族文化與基督文化對立起來，雖然神

culture’s encounter with western Christian

揀選以色列人為他的子民，但不等於神沒

culture. We should learn the lesson from

有施恩給其他民族。整個人類都是上帝造

Matteo Ricci’s nearly completed preaching

的，整個人類的文化發展與進步，不能說

work. The author analyzed The Analects of

與神無關，更不能說基督文化以外的文化

Confucius’s encounter with The Bible in a

都是屬於撒旦的。就此打住，我們還是把

Christian’s perspective and believed Doctor

《論語遇到聖經》這本書打開，和作家一

Shi’s current work is having learnt Matteo

起去追尋主的道，主的真理和生命，揭開

Ricci’s successful practices and continuing

我們看得見的文化表像，去與看不見的靈

and further developing his uncomplete

魂相遇。

work.
K e y w o r d s：T h e A n a l e c t s o f

The Embarrassment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s Encounter with
The Bible

Confucius, The Bible, Embarrassment,
Christianity, Matteo Ric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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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蓄力與共和的張力
——評魏定熙《權力源自地位》
■ 陳雲昊

摘

要：魏定熙的《權利源自地位》一

的 一九 二 ○ 年 代，並 聚 焦 到 京 師 大 學

書，繼承了美國漢學家魏斐德的「內緣因素」視

堂——北京大學這座關聯著現代中國知識

野，以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為研究對象，

命運的最高學府。我們可以將其代表作

揭示了這所著名的大學如何受益於晚清半個

《權力源自地位：北京大學、知識份子與

世紀的蓄力以及它在進入共和之後仍然保持的

中國政治文化，一八九八至一九二九》 [3]

多重張力。該書提供了一個觀察中國現代知識

（英文二○○四版，中文二○一五年版，以

份子和現代大學的歷史的角度。

下隨文注釋頁碼均出自江蘇人民出版社二

關鍵詞：魏定熙、晚清、勢位之力。

○一五年版）視為對魏斐德《大清帝國的

一、帝制最後半個世紀的蓄力
《權力源自地位》並不是僅僅涉及書

落》（The Fall of Imperial China）。他在開
頭寫道：「研究中國近現代的歷史學家常

名中所寫「一八九八至一九二九年」之間

常將歐洲後文藝復興時代的巨變，與儒家

是因為京師大學堂的成立，它意味著一個

文明的冰川蠕變相比較」。他向歷史界提

新空間：「自一八九八年京師大學堂成立

出的問題是，「這樣一個內部不能變革的

以來，它從未完全屬於『國家』，更從未徹

中國，只能受外力革命的推動」的解釋真

底被『社會』掌控」（頁一二）。作為一個蓄

[1]

的時段，以戊戌年（一八九八年）開端主要

力的階段，作者將探討這種空間形成往上

最近出版的《最後的中華帝國：大清》裏

追溯至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洋務派和保守

將這本書視為轉移清代史研究風氣之作。

派圍繞同文館的爭論之時，這樣的劃分意

民國研究學者葉文心這樣概括魏斐德的

味著將晚清的最後半個世紀（從十九世紀

歷史洞見：「魏斐德相信在近代中社會變

六十年代到二十世紀十年代）視為整體。

遷及歷史演進的過程之中，中國「內緣因

魏定熙越過戊戌年從馮桂芳的六十年代

素」比西洋外來因素重要」[2]。對內緣因素

寫起，相當有史學眼光。這意味著沒有晚

的關注，如今有了更新一代的西方漢學研

清的內在視野，我們將難以理解歷史為後

究者的繼承。

來的演進蘊蓄了什麼樣的勢能。

求學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魏定

太平天國叛亂（一八五一至一八六四

熙，直接師承魏斐德，將內緣因素演進研

年）的平定，為晚清的最後半個世紀的權

究的視角從晚清延伸到了五四乃至更後面

力、制度、義理、知識的變革畫出了起點。

４７

的符合歷史的真實嗎？」 孔飛力在大陸

魏定熙的《權利源自地位》一書，繼承了美國漢學家魏斐德的

（Frederic Wakeman,Jr.）出版了篇幅不大
而廣為流傳的早期著作《中華帝制的衰

「 內 緣 因 素 」 視 野 ， 以 京 師 大 學 堂 ——
北京大學為研究對象，揭示
了這所著名的大學如何受益於晚清半個世紀的蓄力以及它在進入共

一九七五年，美國歷 史學家魏 斐 德

和之後仍然保持的多重張力。

衰亡》開創之功的一次當代回應。

陳雲昊：晚清的蓄力與共和的張力

南京大學文學院

文化中國

這和我們國內近代政治史慣常地將一八四
○年的鴉片戰爭作為起點的做法有所不

二、共和的多重張力

４８

作為一個蓄力的階段，作者將探討這種空間形成往上追溯至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洋務派和保守派圍繞同文館的爭論之時，這樣的
眼光意味著將晚清的最後半個世紀視為整體。魏定熙越過戊戌年從
馮桂芳的六十年代寫起，具有相當的史學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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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不過也正是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和太

如果說從十八世紀六十年代到辛亥

平天國的叛亂造成的內憂外患，使得清王

時期的京師大學堂，牽涉的是始終是在帝

朝感受到了自身最為虛弱的時刻。透過魏

制下的內部轉型，那麼，一九一二年開始，

定熙的論述，我們可以在這個蘊蓄著未來

北京大學被推到了關乎整個國家之命運

的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的出場的時刻

的勢位，其一舉一動並不意味著在共和

概括為兩種意味：其一，清廷容忍了鄉紳

制度下的全盤更新，反而意味著過去的

幫助朝廷恢復民心重掌權力這一「權勢的

新舊之爭上升到了更高的勢位，其極點就

轉移」，地方鄉紳將創建書院視為其重建

是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一九一九年至

社會的工作，這意味著教育事業被自下而

關重要，在它之後的北大似乎再也不是從

上地賦予了更高的使命；其二，清廷內的

前了。而魏定熙的敏銳之處，在於看到了

自強運動為後來維新派「努力將建設一個

「五四運動的內在張力」，他試圖「推翻這

新大學的提議與尋求富強的宗旨結合在

樣一個以五四為中心的歷史詮釋」，「以

一起」奠定了自上而下的危機意識。

探尋在一九一九年之後的幾年裏，激進的

魏定熙看到戊戌年創辦的京師大學

北大內部風氣的多重張力」（頁一九○）。

堂作為清帝國最高學府，關聯 著從古代

一旦將一九一九年重新放回和過去相連接

的太學到國子監到翰林院這一勢位的轉

的歷史脈絡之中，新舊文化之間的辯證關

移，而從充滿意識形態鬥爭色彩的同文館

係就可以在共和時期得到重構。

到維新運動中的京師大學堂，更是繼承了

他看到在帝制結束不久之後的過渡

被伍思德稱為「一個前帝國時期的教育黃

時期，北大學生的抗議運動彌漫著對自身

金時代的神話」的想像（所謂三代之治中

出路的緊張與不安，在學生身上，「現代與

的學校體制）。現在，這個神話的復興被

傳統兩種思維觀念是共存的，絕非簡單的

明清易代之際的黃宗羲等思想家賦予了

前者取代後者」（頁一○九）；袁世凱之死

重建道德秩序的使命，而在魏定熙看來，

「加速了共和試驗的失敗」（頁一一九），

「當今的國子監已無力完成道德的重建」

處在政 治中心的北大再次陷入「權威危

（頁二六）。那麼，勢位就在此發生了轉

機」，蔡元培在一九一七年的臨危受命為

移：「因為晚清的維新派也認為知識份子

北大完成了一次關鍵的整合：「他們往往

理所應當成為社會的領袖，所以我們可以

不滿於現代西式學校的一些流行做法，即

從歷史上尋到一條線索：起於漢宋的太學

將知識分門別類而不是重新整合或道德

生抗議，繼於明清之際，達於一八九○年

化」（頁一二四）——舊式書院的理想和

代的維新派」（頁二六至二七）。在此，我

現代分科的大學教化在這樣一個充滿危

們看到晚清最後半個世紀的蓄力中調用的

機的時刻結合在了一起，這樣的北大才能

是儒家內部的改革意志和思想資源。這個

「為國家再造政治與文化的根基」；魏定

思想框架為新建一所「大學堂」來應對變

熙還進一步看到，對處在「最高學府」的

革的時勢做了鋪墊。也難怪，「在『百日維

知識份子來說，「根深蒂固的文化價值觀

新』前景最樂觀的時期，京師大學堂象徵

不是完全消失了，而是轉變了、升華了」（頁

著由朝廷親自領導的思想與轉型的可能」

一三七）；到了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年之

（頁四一），在此想像中設計的京師大學

間的北大，「雖然禮貌和尊重並沒有在一

堂，也將在現實時局的遭遇中開啟自身的

夜之間就喪失殆盡，但此時湧現出的披著

歷史。

文化外衣的政治矛盾預示了一九二○年代

理解與來自林·亨特《法國大革命中的政

狀況、知識份子處於新舊之間的道德觀、

特驚訝於法國人是如何將巨大的情感和

舊式書院與新式大學所代表的不同擔當，

象徵意義注入到政治中去的，在氏著的結

巧妙地嵌入了對新局勢的分析之中。對於

論《政治文化中的大革命》部分，「大革

從帝制轉向共和時期的人們來說，共和帶

命」被視為一個時刻，「就在這一時刻，人

來的思想困惑和價值焦慮始終游走在學

們發現政治是蘊含巨大效力的活動、意識

術與政治之間，其中的知識份子更是不得

轉變的代理人，以及性格、文化和社會關係

不面對一個勢位變動劇烈的政治空間。在

的鑄模」[4]。在這個泛指的、能動的、同時

此，學術和政治不再能各自獨立地獲得歷

富有修辭色彩的政治文化的啟發下，魏定

史的定位，因為時代的洪流將這兩者交織

熙往來於思想史、社會史與制度史之間，

在了一起。而在這勢位之中的人們，有時

並深入到知識份子乃至普通學生的細微的

候是自覺或不自覺地調用著北大的歷史和

日常生活之中。在林·亨特那裏，社會和政

它曾經的勢位，作為重構一代人文化理想

治就像是莫比烏斯帶的兩個面，根本沒有

的大舞台。比如，他借用其導師魏斐德的

上下之分，魏定熙這裏也是如此，政治、學

研究，區分帝國晚期「關於知識份子組織

術、文化並沒有不能截然分開；不過，林·

有兩種相對立的看法」，一種是不群不黨，

亨特研究的社會和政治關聯的是一場嶄

一種是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於是，他將蔡

新的「革命」，其中革命文本的作者所屬的

元培組織的「進德會」視為「一個具有政

「威權」一直都不確定，而魏定熙在書中

治色彩的組織」，並指出「它試圖用傳統文

關聯的是與其說是革命，不如說是一個轉

化中的士大夫抗議運動來彌補中國學習

型之中的過渡空間，其「地位」的來源始

西方憲政的失敗」，由此，蔡元培實質上是

終指向熟悉的傳統儒家文化的學問和經世

在「將北大的教育使命政治化」（頁一五○

品質之中。由此，《權力源自地位》一書中

至一五一）。

的「政治文化」概念雖有林·亨特的影響，

在這個充分政治化的時空裏，北京大

卻經過了內緣路徑的改造，在「想法與現

學的新文化與舊文化的宣導者都利用並創

實，意圖與環境，集體實踐與社會情境之

造著一種「政治文化」。這個基本的判斷

間的激烈互動」中，他總是直面著從帝制

其實關係著一個對魏定熙而言是懸而未決

到共和的本土政治文化演進進程。
這種「政 治文化」能 成就 北 京大學

怎樣的一種關係」，「知識份子在二十世紀

五四式的現代性之路，也能帶來一九二七

初重塑中國政治文化的過程中發揮了怎樣

年之後北大在政治和文化雙重意義上身

的作用」（頁四至五）？所以，在對北京大

份的喪失——北大是這樣的政治局勢之

學、知識份子與中國政治文化的考察中，

中的產物，五四一代的知識份子同樣如

他得出這樣的結論：「北京大學之所以會

此。魏定熙從北京改為北平之後的時局中

是中國最知名的大學，正是因為它在上個

觀察到「北京大學作為一個人文薈萃政

世紀紛繁複雜的大背景之下，一方面成為

治活躍的中心已不復存在」，而且「二十

了人本思想的殿堂，直搗歷史與現實之關

年代末知識份子的集體出走這一現象正

係的核心；另一方面也成了激進主義的堡

說明了不可能由胸懷天下的『士』來領導

壘，試圖使中國的社會，文化與政治都含有

中國的政治與文化的重建」（頁二五五）。

意義與價值兩方面的思考」（頁六）。

因為，在這個「政治文化」的時刻，「知識

其中，魏定熙對「政治文化」一詞的

份子不得不承認，他們所宣導的文化不過

４９

的課題：「究竟公民與其國家之間應該是

陳雲昊：晚清的蓄力與共和的張力

治、文化和階級》一書的啟迪相關。林·亨

我們看到晚清最後半個世紀的蓄力中調用的是儒家內部的改革
意志和思想資源。這個思想框架為新建一所「大學堂」來應對變革
的時勢做了鋪墊。在此想像中設計的京師大學堂，也將在現實時局
的遭遇中開啟自身的歷史。

在此，魏定熙將圍繞北京大學的歷史

中國研究

中期知識界的大分裂」（頁一六○）。

學術和政治不再能各自獨立地獲得歷史的定位，因為時代的洪

流將這兩者交織在了一起。而在這勢位之中的人們，有時候是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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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不自覺地調用著北大的歷史和它曾經的勢位，作為重構一代人文

化理想的大舞台。

文化中國

是眾多文化形式中的一種」（頁二五七）。

治化的潛能。這對理解一個變動的現代中

在共和時期經歷過光榮的北大也不得不

國是不可或缺的理論自覺。而現代中國的

面對自己的衰落，並為應對時局在自身承

命運，很大一部分在於如何面對自身的遺

載的多種傳統中做出擇選。而魏定熙甚至

產——無論的帝制時期的遺產，還是共和

在該書的《結語》部分富有預言意味地將

時期的遺產——並在變動的時勢中，將其

一九二○年代末的北大連接於當下的北

轉化為文明演進的力量。

大，對其身上負載的強烈民族主義資源和
同樣重要的相容並包、獨立思考的傳統做

[1]

出了某種切割，因為，當下的北大只可能
在面對當下的共和制度和歷史現狀中才
能創造出「政治文化」的力量。

[2]

三、結語
這本書名譯作「權力源自地位」（The

[3]

power of position）其實有一些不妥，因為
漢語中的「權力」一詞含義側重政治權力，
內涵太狹，不能同時涵蓋power所具有的政
治、文化、社會意義兼具的「力」的意味；
而「地位」一詞過於穩定，用來形容政治文
化激烈互動中一個不斷重構的空間似乎
有些困難；「源自」是遷就了漢語的表達，
對照英文看並不太合適。「T he p owe r of
position」的表達是最為合適的，或許可以
翻譯作「勢位之力」（漢語中的「勢」既能
指社會形勢又能指政治權勢，而且可以與
「力」相關聯，構成一種「勢力」）。
魏定熙此著給我們的啟發在於，它提
供了一個觀察中國現代知識份子和現代大
學的歷史的角度：從帝制到共和。在共和
制度中的人們常常將自己創造歷史的意志
過於誇大，而忽略了其所借助的「勢位」往
往根源於深遠的歷史時空。晚清帝制時期
的禮樂秩序、歷史經驗、政治局勢、社會
情感和知識品質，都為這個「勢位」積蓄了
「勢力」。而這個「勢位之力」的角度，為我
們探索新舊文化交織的過去的世紀，尤其
是二十世紀最初的二十年，提供了一條不

５０

是簡單否定過去、也不是簡單肯定過去的
研究路徑。而他所使用的「政治文化」概
念則啟發著我們將政治作一種修辭化的
廣義理解，同時看到文化也內在具有著政

[4]

（美）魏斐德：《大清帝國的衰亡》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二
○一一年），頁一三。
（美）葉文心：《漢學家魏斐德的歷史
貢獻》，見魏斐德：《大清帝國的衰
亡》（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二○一一年），頁五。
（美）魏定熙著，張蒙譯：《權力源自
地位：北京大學、知識分子與中國政治
文化，一八九八至一九二九年》（江蘇
人民出版社，二○一五年）。
（美）林·亨特著，汪珍珠譯：《法國大
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階級》（華東師
範大學出版社，二○一一年），頁
二六七。

The accumulate power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tensile force
in Republic of China
Chen Yunhao (Nanjing University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bstract: Timothy Weston’s book
“The power of position”extends Frederic
Wakeman’s “ the in ner factors”vision,
who put the Capital Universtiy-Peking
University as his object to study, revealing
how this famous university to benefi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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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解冤釋結科儀到牛崇會
——哀牢山腹地民間解釋的實踐邏輯研究
■ 熊開萬

摘

性的人間關係。冤結的解釋理路影響著中國民

友、親屬關係的起源。人們普遍接受「不是

間社會對社會正義的基本看法。通過流行於

冤家不聚頭」的觀念，直至將愛最深的子

哀牢山腹地解冤釋結科儀及民間解釋組織「牛

女、情人與恨最深的仇人都稱為「冤家」。

崇會」的田野調查，呈現當地解冤釋結的社會

結是社會關係的起因，從正大光明的「結

歷史、儀式空間以及牛崇會民間調解活動的實

交」、「結識」、「結婚」、「結義」等社會關

踐邏輯，發現天理人情觀念作為民間解釋的

係締造至偷偷摸摸的「珠胎暗結」都締造

核心思想，有效的促進了文本傳統與民間傳統

出新的社會關係。冤結的觀念與處理方式

兩個實踐主題的互動，從而構建了積極的地方

一直影響著傳統中國的社會構建。歷史上

解釋傳統。

復仇在各民族的習慣法中曾被允許和鼓

關鍵詞：哀牢山腹地，解冤釋結，科儀，

勵，互為冤對的雙方打去殺來，沒有解釋
與消解的可能。中國西南很多少數民族之

實踐邏輯。

中，都曾有過相互仇視的「打冤」時期，
對中國文明主體性的理論思考和實

「祖宗有仇，子孫至九世猶興殺伐，但以

踐關懷須建立在對中國歷史傳統和現實

強弱為起滅，謂之『打冤』」 [2]。「以睚毗

處境的深刻理解之上。對傳統中國的鄉土

為喜怒，以仇殺為尋常」[3]，社會秩序的建

社會而言，「訟庭無鼠牙雀角之爭，草野有

構與維繫都無從談起。這樣，邊緣社區秩

[1]

讓畔讓路之美，和氣致祥」 是社會治理

序構建與維繫的個案，無疑也是人類一種

的主要方式與追求，而治理效果則是建立

有價值的社會活動。
中國鄉土社會冤結解釋機制如何被

中，冤結一詞同時在社會正義和社會關係

構建起來？這一問題一直被法學界和人類

兩個層面交互使用，構成中國社會一般性

學界所關注。法學界的如滋賀秀三、寺田

的人間關係。從社會正義的層面講，冤，指

浩明、蘇力、許章潤、洪冬英等認為重情、

人間相施的不公正待遇。如百姓受了委

重理的調解方式是中國鄉土社會的司法洞

屈，需要「鳴冤」，人際中遭遇不公正的傷

識，中國式的解釋機制是一種教諭式的調

害，要喊「冤枉」。結，指積聚不得發泄的

解，這種機制對於化解傳統社會冤對雙方

怨恨，人們把民間調解稱為解結。人際中

矛盾、維繫社會穩定團結具有舉足輕重的

諸多言語行為失當，便「結」為「冤」家。

意義 [4]。人類學者研究一個地點、一個民

「冤家路窄」、「冤冤相報」，最終釋放為

族、一個個案，希望通過描寫這些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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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鄉土社會冤結解釋理路之上的。在漢語

對傳統中國的鄉土社會而言，「訟庭無鼠牙雀角之爭，草野有

既是惡性社會互動的結果，也是夫婦、朋

讓畔讓路之美，和氣致祥」是社會治理的主要方式與追求，而治理

社會矛盾與衝突。從社會關係層面講，冤

會關係兩個層面交互使用，構成中國社會一般

效果則是建立在鄉土社會冤結解釋理路之上的。

要：冤結一詞同時在社會正義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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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某種社會理論的領悟。莫里斯‧弗里

調解的考察，試圖從儀式與實踐的互動互

德曼認為，中國社會民間社會的知識與信

建中探討民間秩序構建的理路。

仰背後，存在一個宗教的秩序，因而中國
社會的研究有必要在這一秩序的前提下，
從民間傳統與文本傳統的互動性中進行

一、解冤釋結科儀的社會歷史
基礎
哀牢山腹地是中國西南地區開發最

個包含著豐富的社會 實踐 和觀念象

晚、民族分布最複雜的區域。歷史上，因為

徵——儀式體系的複雜體，他的儀式本身

該地區的民族雜糅、經濟社會發展遲滯、

是一種社會實踐以及對社會生活的解釋

社會控制困難而被劃為「景東、鎮沅、新

[6]

。楊慶坤認為，傳統中國的世界觀融合

平」三個中央直屬的行政單位，當地民眾

進民間社會的各個層面中，民眾的宗教感

稱景、鎮、新「三屬地」。明清時期，大量漢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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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間社會中，解冤釋結一方面在民眾的民事糾紛中廣泛使用，
另一方面，大量針對調整人與神靈、人與自然、生者與死者的諸多儀
式中普遍存在的「解冤釋結」儀式，本質上是對現實生活的一種模
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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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 [5]。王銘銘認為，中國民間社會是一

完全和日常生活制度合而為一 。法學的

人移居本地，至於清朝道光年間，漢族移

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民間信仰對整個

民在哀牢山腹地的比率已經超過百分之

解釋體系的背景意義。如滋秀賀三認為所

六十 [8]，因土地、水和森林等生存資源的

謂的「教諭式調解」就是運用法、理、情等

競爭使得該地區的民族矛盾激化，先後爆

文化 資 源 對人 際 中的「冤 結」進 行「解

發了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年）傣族土司反

釋」，最終使得冤屈得到伸張，鬱結得到釋

對改土歸流的鬥爭和咸豐六年（一八五六

放。這種解釋似乎缺少對教諭是調教中

年）李文學、田四浪等少數民族「殺光漢家

「教」的深入理解。在民間社會中，解冤釋

莊主」的鬥爭。文崗村屬於新平縣的飛地，

結一方面在民眾的民事糾紛中廣泛使用，

正處於「三屬地」的三難管之地，與大歷

家庭不和睦、鄰里衝突、朋友失和等都會

史敘事中民族起義、鬥爭不同，在那裏許

請德高望重的長者或權力部門幫忙「解

許多多的小家為了維持生業，確保生存，

結」；另一方面，大量針對調整人與神靈、

每日都像蜜蜂一樣忙來忙去，當地人把勞

人與自然、生者與死者的諸多儀式中普遍

動生產稱為「苦吃」，意含生存條件惡劣，

存在的「解冤釋結」儀式，本質上是對現實

不苦就沒有得吃。這樣，構建良性族際關

生活的一種模仿。前者本質為「教諭式調

係，成為各族的基本需求與努力方向。漢

解」的「諭」而後者突出表現為「教諭式調

族知識分子積極參與到這一構建過程中。

解」的「教」，沒有教，「諭」就成為沒有神

成書於清光緒年間的鎮沅《文崗吳氏族

聖性與合理性的無源之水。而人類學的研

譜》 [9]中的一個故事極有意思：吳氏的一

究偏重儀式的象徵體系及其文化功能，個

位先祖，在遷徙到少數民族地區之後，因

案中對文本傳統與民間傳統性互建社會

為德才兼備很受當地少數民族和漢族的

秩序的實例亦不是很多。

歡迎，當時民族間仇殺很嚴重，吳姓先祖

本文重點考察解冤釋結科儀與民間

勸阻了很多也沒有用，有一天得知當地某

解釋實踐之間的互動關係，並在此基礎上

一少數民族首領要被暗殺，可能引起新一

解答民間解釋的實踐邏輯。材料來源於二

輪的仇殺，他於是裝扮成要被殺的少數民

○一四年四月至於二○一六年五月筆者在

族首領出現在暗殺的場所，最終成為仇殺

哀牢山腹地鎮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縣

的犧牲品。各族在深刻的自責中理解了吳

九甲鎮文崗漢、傣、彝雜居村的田野調查。

氏先祖的良苦用心，奉他為「解冤釋結大

根據本地碑文資 料，該村建村近三百年

神」，主司和糾察本土陰陽兩界冤結解釋

來，各族之間和睦相處，相互禮讓。通過對

事宜。並建立「牛崇會」[10]調解各種糾紛關

本地解冤釋結儀式過程與實際民間糾紛

係，規定本地各族各戶間無論面臨產生何

較強的地方頭人的協商下進行解決，而不

文化深層結構的路徑。儀式是社會通過自

應該訴諸武力與仇恨。這樣，公信力較強

身的反省構建人文關係的手段。解冤釋結

的人在不斷的解釋活動中形成了一個特殊

儀式在哀牢山腹地的文化構建中的意義

的群體「父老」，本地也很少有族際仇殺的

在於，借助神聖儀式中人神的對話、酬答、

事情發生，解冤釋結思想及其實踐在哀牢

互娛，將各族日常生活中無法進行與難以

山腹地的影響便延伸開來。

傳達的意義提攜出來，並因此獲得了一個
地域認同的話語體系和解釋語氣。既保證

域內所發生的種種不平、冤屈鬱結進行逐

了各族日常生活的綿延性不被中斷，也使

一解釋，化解人與自我、人與社會、人與自

得各族群文化單位空間形成一種內外互

然之間的冤結的方式。需要指出的是，在

動，互相包容與扶持的生動局面。

哀牢山腹地，解冤釋結的儀式與清朝政府

哀牢山腹地的民間科儀大致可以分

借宗教整合社會文化相銜接，也與當地流

為喪葬儀式、禳星順運儀式、譴祟判散儀

行的三教合一的宗教信仰相一致。清朝政

式，另外還有火居道士自己奏職等類別。

府尊崇各族文化傳統，重視扶持民間宗教

在鎮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縣九甲鎮文

在民間矛盾解決上的柔化功能。從民間

崗村，彝族、傣族本來有自己的儀式系統，

的角度講，中國西南各族的民間傳統中自

但隨著稻作水渠系統的建設和定居農業

然有原始復仇思想存在，而儒家思想在一

的發展，各族幾乎都捲入了道教的科儀文

定程度上鼓勵以德報德，以怨報怨的「直

化體系中。解冤釋結科儀本身不是一個單

報」行為。但在加入了佛家的慈悲與道家

獨的儀式，卻是不同儀式中的重要環節。

的自然人性思想之後，以情感、文化、空

如喪葬儀式中，解冤釋結科儀是為了幫助

間、生產等共謀為傾向的民間合作機制具

亡靈擺脫此生中因身、心、眼、耳、鼻、舌、

實際上為各族帶來了實惠。各族對「一個

六情六慾、貪嗔痴恨等冤結。儀式開始於

好的鄰居勝過一排堅實的籬笆」最終逐漸

孝子雙膝跪地請求親友幫忙，其中也包括

走向認同。

對於亡者生前有嫌隙、冤仇的人，也行跪
拜禮請其加入亡者葬儀，以借機達成和

因是事物之間固有和必然聯繫，而緣則是

解。儀式開始後，持誦《大解冤經》，然後

一時觸發的媒介，冤結的產生與冤對雙方

上《十宮遷拔》文 [13]，「禳解說經已周圓，

有固然的聯繫，但大多數條件下是一時觸

冤家債主盡歡然」[14]。將一盆清水放在堂

發的結果，因此存在解決的可能。因此解

屋側面，開始贊水，因為水是清淨的，同時

冤釋結的科儀，最早見於佛教之中。道教

是公平滋潤的象徵：「滋乎小、滋乎大，無

傳入雲南後，成為滇南最有影響力的宗教

所不通，決之東、決之西，何方不利？浩浩

文化力量。「滇南人初不知孔子，奉王羲之

然淵泉莫測，滔滔乎水潤無窮」 [15]，然後

為先師」[11]，火居道士[12]們為了生存，在科

邀請神明「惟願法身降道場，做個證盟求

儀中不斷融入地方的文化傳統，使得科儀

解結」 [16]。在水盆 上方用十二根 麻 線 系

更 接 近 民眾的生活 需 求。諸如「解冤 釋

十二文銅錢，每一文銅錢代表亡人生前的

結」這樣的科儀，便成為各類儀式活動中

一種冤孽，十二種冤孽主要有：仇殺、貪、

必不可少的環節。

嗔、痴、恨，負債、負命、金共銀、忘恩負

二、解冤釋結科儀的儀式空間
正如列維．斯特勞斯所說，儀式的表

義、忤逆十惡、不孝父母、詛咒他人等。主
持儀式的執事生對十二冤孽的產生進行逐
一解說，然後問：「恭對聖前求誠解結，解

５３

冤結的思想，本出佛教的因緣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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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冤釋結儀式本質是一種對生活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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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可以成為我們滲透人類心靈、體察人類
儒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鼓勵以德報德，以怨報怨的「直報」行
為。但在加入了佛家的慈悲與道家的自然人性思想之後，以情感、
文化、空間、生產等共謀為傾向的民間合作機制具實際上為各族帶
來了實惠。

種矛盾，首先必須在雙方當事人與公信力

文化中國

一十二公尊神是一個用茅草扎成的茅人和

旁邊的人拉動繩扣，銅錢便掉入水中，旁

用綠紙寫成的十二路冤家債主牌位，排位

者立即回應：「解了」，十二種冤結解釋完

插在一長截剖為兩半的芭蕉樹上。隨後，

畢，唱青詞以宣化。詞的內容如下：「夕陽

將茅公大夫和各類冤家債主請上一個篩

未墜，歿存兩界分途；明月將升，人鬼一方

子扎成的營盤，殺一隻雄雞，將雞血灑在

各別，憶昔撇子去妻，一言難盡，慘遭洪災

茅人和冤家債主牌位上。邀請各類禍祟進

大劫，萬古含悲。富貴功名，不過黃粱一

入營盤就位：「吾奉某司焚香宣某某（儀式

夢；英雄豪傑，難逃黑獄千層。任有曹操

主家名）身中前宿今生，負恩冤家債主、負

之奸雄，不免刀頭做鬼；空悲周瑜之妙計，

義冤家債主、負命冤家債主、負債冤家債

徒使嫉妒留名。鏡破釵分，恨琵琶去彈別

主、負財冤家債主、負陰謀冤家債主、負嫉

調；偷香竊玉，乖琴瑟永斷香煙。堪嘆紅粉

妒冤家債主、負情慾冤家債主、負仇仇冤

佳人，只傷心於薄命，果有赤心忠盡，定封

家債主、負欺淩冤家債主、負盟誓冤家債

職 以 飛 升。聽了玉律金科，正 好消冤 釋

主、負咒詛冤家債主、負貸財冤家債主，崇

[18]

冤結的思想，本出佛教的因緣之說，因是事物之間固有和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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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而緣則是一時觸發的媒介，冤結的產生與冤對雙方有固然的聯

繫，但大多數條件下是一時觸發的結果，因此存在解決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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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亡人某某罪消滅，可曾解了」 [17]？水盆

結」 ，即人生有限，不應該投入到沒完

至破冤解結大神，五音有主無依，六道四

沒了的冤仇之中。而應該於人鬼兩途與人

生孤魂滯魄，山魈水石，土木魍魎妖邪等

我之間尋求平和與和解。

眾」 [19]，接著宣讀本次解冤釋結的緣由，

禳星奠土儀式本來是在哀牢山腹地

要求冤對承斯善因，各登超生。然後給冤

扎根的漢族為尋求本地位育而突顯出來

魂誦念簡單的經懺，讓他們享受法食。食

的科儀。星與土在本地百姓的眼中是生存

間向茅公大夫冤對等眾三敬酒，勸解其放

的依賴。其中，星是人生「位」的來源，所

下冤仇，走入正常的超生之路。酒是解釋

謂「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土是人生的基

雙方的溝通媒介，可以消解人神之間的對

礎，「人靠三塊土」。從遠方遷徙至此的漢

立，酒文類似於日常宴集中勸酒說辭，借

族，長期來一直存在水土不服、生產不穩

著美酒的催化效果，奉勸冤對解冤釋結。

定、人際關係不完美、坍塌等土克土重的

第一敬酒時說：「初伏以，福有基，禍有

現象，每有房屋修葺、坍塌、以及其他深重

胎，神有吉兇而莫測，冤有頭、債有主，鬼

的自然災害時，民眾都要以禳星順運運的

有相報以無差，皆有一念不平，結下萬般

儀式進行彌補。其中也要進行解冤釋結。

惡業，孰使之然？今某人自有生以來，涉身

判散科儀是最具民間解冤釋結意味

處世，不自知覺，結成冤業。得悟且悟，何

的儀式。判散就是對各類冤結進行分類，

苦輪回，今幸誠通九陛，澤被十方，削死以

逐一進行解釋。在哀牢山腹地，正堂堂屋

上生，與破冤而釋結，各宜平平蕩蕩，歡歡

一般不住人，用以供奉家神和祖宗，每家

喜喜，聽我宣揚，為汝解釋」[20]。第三次敬

的院子與正房堂屋之間有一米左右的落

酒時說「好處解冤，聽教法以皈依；免墮輪

差。儀式之前一般已經誦念完《大解冤經

回，承善因而脫化，相逢不飲空歸去，洞口

懺》等經文，堂屋道師在為舉辦儀式的人

桃花也笑人，祭祀冤魂，酒行三獻」[21]。隨

家舉行叫魂儀式，解冤釋結的儀式在院子

後對十二路冤家債主逐一分析冤對產生的

的出口方舉行，為方便在儀式結束後將冤

原因，其中的人情物理，最後呼籲他們乘

家債主遣送出去。判散一般由道師德助手

此良因（即禳星奠土的因緣），消釋超生。

完成。儀式開始，要邀約南宮度厄尊神、北

「自今休要結冤家，從此好去求活計，永

司替災代厄尊神，五方度難茅公大夫，化

無報復之念，更有脫生之期，尊體太上好

身度命一十二公尊神前來幫忙替災替難。

生之德，憫此小民之苦，然後，爾為爾，我

儀式中，五方度 難 茅 公大 夫，化 身度 命

為我，各個和平，鬼自鬼，人自人，一一分

解釋完成後，由村落中三四個精壯

有一條最合情合理的「中庸」之道[25]。

毀，儀式結束。儀式中，十二冤家債主是

信任的「冤家宜解不宜結」的超脫思想。

正常人倫關係的變種，五音有主無依，六

傳統中國民間社會普遍認為，冤結本身對

道四生孤魂滯魄，山魈水石，土木魍魎妖

雙方而言都是損傷，「萬劫難逢，皆由冤愆

邪等眾是與村落社會相悖的惡鬼，要被驅

相逼」 [26]，即便是再厲害的人物，在仇殺

逐的禍祟，是村落正常文化關係之外的異

與冤報的條件下也是防不勝防的。因此需

端。村落生活不能給這些異端留有空間，

要「修條方便路，做個解冤頭，汝等休要做

儀式的物理空間反映民眾心理空間，即冤

眼睛裏滴血的柔人，恐撞著額頭上有汗的

結是人際關係的非正常化，這種異端的人

漢子，猛虎也有瞌睡時，快馬豈無跌足處，

際關係應該儀式中化解，而不能將之代入

你害人、人害你、自古皆然，冤報冤、仇報

日常生活的實踐之中。這樣冤結的領域和

仇，何時 得了」 [27]。「得悟者 悟，何 苦 輪

民眾的生活世界就形成了一種空間的隔

回，知覺不如解脫」。其中，得悟者悟，是

限，保護了民眾間良性互動的進行。

幡然悔悟的意思，即「頓悟身心、志志發

三、解冤釋結科儀的思想邏輯

願，願罪消滅，願罪消除，世世生生，常歸
正道」[28]。知覺不如解脫一語最能彰顯民

文崇一統計了戰國至於宋代七十七

間對冤結觀念的基本觀點，與其保持「此

個復仇的案例，認為在中國社會思想層

仇不報非君子」的清醒與執著，不如忘記

面，儘管恩與仇是兩個不同的範疇，認為

恩仇雙方的互施互報的不安，以一種全新

報與複是一種同意語，報，複也，有恩報

的自我面對社會生活的種種關係。

恩，仇報仇，恩與仇，在社會層面上具有嚴

科儀文書對於冤結有一個總的解釋，

格的交換意義，在社會情境中進行等量的

那便是「福有基，禍有胎，神有吉兇而莫

交換，本身具有正義的普遍意義，但隨著

測；冤有頭，債有主，鬼有相報以無差，皆

社會交往的加深，唯有解釋的路徑最具有

有一念不平，結下萬般惡業，自取之也，孰

[23]

溝通行動的意義 。中國民間對冤結的解

使 之然」 [29]，即認 為冤 孽 都是自找自取

決方式不外乎四條道路，一是報復的路

的，需要雙方以一種敞開心扉的方式消解

徑，即文崇一所說的交換路徑，有恩報恩，

冤孽，合理化解，否則，冤債終將成為人生

有仇報仇；第二是忍讓的路徑，「忍得一時

的累贅：「囊有冤仇，何但三生之累，今日

之氣，免得百日之災」；三是解冤釋結的路

冤債，豈忘一日之嗔，自出門來無敵手，得

徑，第四是以德報怨恨的路徑。其中，冤報

饒人處且饒人」[30]。

冤，仇報仇的直報，最終導致殺來殺去，

對於各種冤結產生的原因，各種科儀

如南齊國朱謙之母親的墓被族人幼方所

文書的解釋並不相同。如燃燈贊星儀式以

焚，朱謙之殺了幼方報仇，幼方的兒子朱

眼、耳、鼻、舌、身、意六種因素區分冤結，

惲殺朱謙之，朱謙之的哥哥朱選之又殺朱

而喪葬儀式的則以身、心、眼耳鼻舌、六情

[24]

六慾、貪嗔痴恨作為冤結產生的原因。最

際上只是不理睬，不理會，不具有解決矛

有意思的是判散科儀將人間冤結的產生

盾並積極建設的意義，也不能有效阻止惡

歸結為恩、義、命、財、陰謀、嫉妒、情慾、

行的繼續；以德報怨彰顯了宗教大愛，但

欺淩、盟誓、仇仇、詛咒、貸財等十二因緣。

不為中國正統思想界所認可，儒家雖然講

《雯皇上帝大解冤經懺全部》認為「凡人

５５

惲 ，造成雙方血債累累；忍讓的路徑實

熊開萬：從解冤釋結科儀到牛崇會

溝通的基本假設正是民間社會普遍

以德報怨彰顯了宗教大愛，但不為中國正統思想界所認可，儒

男子，將營盤抬起，送到寨外無人地方燒

中國研究

的，但同時也認為任何矛盾的解決，都會

船，管取回頭是岸」 。

家雖然講以德報德，以直報怨才是符合人倫價值的，但同時也認為

以德報德，以 直報怨 才是符 合人倫價值

[22]

任何矛盾的解決，都會有一條最合情合理的「中庸」之道。

散，諸惡莫做，眾善奉行，各人洗足上花

文化中國

多遭惡業纏繞，皆因往世，結有廿四種冤

惡意破壞。見痴聾音啞者生欺淩意，作種種無

怨之氣」[31]，主要指用詐用奸、假仁假義、

辜冤枉之事，結成冤家，遂成冤債。不如乘此

誤傷生命、打胎溺女、刻薄奴僕、不體宗

良因，各宜解散。解冤釋結天尊！
重白，負情慾冤家債主，冤對等眾：原夫有

負心冤家、負力冤家、負命冤家、鞭打冤

道之人，無情無慾，無道之人，多情多慾，蓋淫

家、往劫冤家、毒害魚蝦等二十四類。為了

念一生，諸惡皆作貪迓執著。雙方戀戀不休，

更好理解解冤釋結的實踐邏輯，將十二冤

酒誓釵盟，剪髮結義，以圖期久。或因事疑而隔

對的解釋內容呈現如下：
重白，負恩冤家債主，冤對等眾：原夫人生

斷，或因去舊以迎新。情薄負心，結成冤恨，不

在世，恩義難忘，凡施恩之人，求報者多，不求

重白，負仇仇冤家債主，冤對等眾：原夫仁

報者少，然不求報者，心本慈仁，求報者，心不

者之心通天地，所謂我不欲人加諸我，吾欲無

割捨。故有受恩不報而將仇報者，又有恩多反

加諸人。其有蠹類，互謀暗相隱害，起一端不平

成怨恨者。結成冤家，不如乘此良因，各宜解

心，為萬般不平事，侵謀傷害，相報不休。屢結

散！解冤釋結天尊！

仇仇，遂成冤債，不如乘此良因，各宜解散。解

重白，負義冤家債主，冤對等眾：原夫人倫

如乘此良因，各宜解散。解冤釋結天尊！

冤釋結天尊！

理之間，君愛臣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以致

重白，負欺淩冤家債主，冤對等眾：原夫一

朋友夫婦，恩義難忘。其有逆理悖倫，忘恩負

世之人，有富有貴，有貧有賤，有強有弱，有尊

義。結成冤家，生生執對。不如乘此良因，各宜

有卑，分定自然，不可勉強。其有以驕自恃，以

解散。解冤釋結天尊！

富欺貧，以貴欺賤，以強淩弱，以尊逾卑，稍有

重白，負命冤家債主，冤對等眾：原夫命
知覺不如解脫一語最能彰顯民間對冤結觀念的基本觀點，與其

５６

保持「此仇不報非君子」的清醒與執著，不如忘記恩仇雙方的互施

互報的不安，以一種全新的自我面對社會生活的種種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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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作踐五行之物、尋死覓活、負財冤家、

者，天之所賦，人之所本，以致胎卵濕化，莫不

不服，枉事加害，誓不相安。不如乘此良因，各
宜解散，解冤釋結天尊！

皆然，好生惡死，誰不惜命？奈何秉性兇殘，

重白，負盟誓冤家債主，冤對等眾：原夫誓

恣殺行殺、故殺誤殺，互相戕害，種種性命，

以盟天告地，結草焚香，剪牲食血，滴酒敘盟，

身形雖滅，魂係幽冥。念念不忘，為報仇恨，不

不得已而為之，有結為兄弟，拜為父母，不能久

擇手段。不如乘此良因，各宜解散。解冤釋結天

而散之，一旦事異情疏，恨如寇仇，千般暗算，

尊！

萬計侵謀，結成冤債，不如乘此良因，各宜解
重白，負財冤家債主，冤對等眾：原夫財是

散！解冤釋結天尊！

人之肝膽，誰不貪愛，況財之得失，悉由前定，

重白，負詛咒冤家債主，冤對等眾：原夫行

若生財有分，用盡還來，若胎骨受貧，廣求不

善之人，所行公道，作惡之人，所行不平，因是

富。故有不安份者，或某度己，或寄托不還，無

有是是否否，一口兩舌，背毀對罵，口角多端，

明交易，及至互混，財上不明，結成冤債。不如

言語傷人，恨如參商。或埋名釘牲，或畫影圖

乘此良因，各宜解散。解冤釋結天尊！

形，呼神喚鬼，立願標錢他人咒己，己咒他人，

重白，負陰謀冤家債主，冤對等眾：人心當
存天理，天理帶人接物，出處洞然，所謂明人

終不能休，遂成冤債，一旦事異情疏，恨如寇
仇。解冤釋結天尊！

不做暗事。有昧心瞞己者，皆由所見不明，故意

重白，負貸財冤家債主，冤對等眾：天地之

沉迷，暗藏鴆毒，陰謀霎時起，暗地便傷人。有

間，物各有主，非己之物，一毫莫取，至若借貸

所不明，結成冤債。不如乘此良因，各宜解散。

財物，今古有之，但須本利分明，寧可借牛而還

解冤釋結天尊！

馬，不可使心有虧欠，自絕於人，其有虧心短

重白，負嫉妒冤家債主，冤對等眾：原夫人
世之中，有富貴、有貧賤、有好醜、有賢愚，所
求不一。每見人富貴賢良勝己者，生嫉妒心，

幸，托換抵拒，遂成冤債。不如乘此良因，各宜
解散。解冤釋結天尊[32]！

可以將對每一冤對的解釋分為名、

情景，判就是對事件的是否進行判斷，散

產生於人際交往，若無人際交往，冤結便

就是說服解散，謝是對解冤釋結天尊的呼

無從產生，這決定了冤結也必須從社會交

喚與感謝！以對負恩冤家債主為例。在解

往中解決，互動與解釋是解決冤結的最好

釋辭中，重白、原夫、故有是每一段解釋辭

辦法，所謂「平平蕩蕩，歡歡喜喜」，就是

都共有的話語。重白大致類似於口語中的

以開放的心胸面對既成事實，多一些建設

「聽著」，原夫是「理應如此」，故有是展

性的諒解，少一些結恨難消、戕生還報的

開情勢的口頭語。冤對是互相報、殺的死

偏狹，使冤對雙方的生活得以繼續。二、冤

對。通過對十二冤家債主的分析，首先，儀

結大多產生於一種穩定結構破裂，而這種

式所提供的分類圖式本身是村民在生活

穩定的結構，最先必定以親密的人際作為

範圍內的延伸和擴展。十二冤家債主的分

基礎，如負義、負恩、負嫉妒、負情慾等冤

類幾乎能夠涵蓋民眾日常生活中冤結的方

結的產生，都是親密關係的破裂，所謂由

方面面，總體歸結起來便是社會人倫的、

愛生恨、由義生仇。「萬劫難逢，皆由冤愆

經濟的、情感的幾個方面。其中，以社會人

相逼，一時幸遇，歡悅交參」[33]。由此不難

倫方面的內容為重要，恩、義、命、陰謀、

歸納出「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社交原則。

嫉妒、欺淩、仇仇都屬於這一範疇，情感的

三、冤結一經產生，便具有循環交換的意

有盟誓、情慾兩條，經濟的為負債、貸財兩

味，「你殺他，他殺你，何時能止」。移冤結

條，這種分類有極強的涵蓋性。另一方面，

做解脫，是結冤釋結的唯一出路。

這些行為是本地民間社會最常見與典型

神祗是世俗權力與德性的統一體，神

的結冤行為，對這些行為的態度和處理方

祗的德性是人們景行模仿的品格，也是人

式很能見天道人心，從而引導民眾在日常

們願意將自己交代出去，領取 神恩的依

生活中的行動與選擇。

據。在解冤釋結儀式中，解冤釋結天尊是
每次解釋完後拜懺的對象，是一個非常重

法，也不是禮，而是構建於中國文化天命

要的神祗，他在科儀中承擔著公證人的角

觀念之上的理，就是天理。天理觀念本是

色，引領者冤對雙方展開溝通與交流。對

宋明理學的產物，本身既有形而上的反

他的贊中說「大聖大慈，普濟普照，功鎮南

思意味，也有百姓日常生活方式及價值原

滇，威名赫赫。三綱五常，無愧夙年之本

則的總結，此處甚至還具有自然法的性

願，十惡四種，獲顯今時之報緣，御駕光

質。「人心當存天理」，「分定自然，不可勉

臨，一語啟甘露之渴，元皇正氣，一碳開雪

強」，「行善之人，所行公道」。在民間語境

中之春。一頒回冤孽之拘滯，連成濟度之

下，被認定為經事實和前人智慧檢驗的道

舟航。導眾異以同德，齊心向善，引冤對以

理，這些道理是解釋儀式的合理性來源，

消釋，福及後昆」[34]。是一位平等正義、慈

在這種天理觀的基礎上，民間社會生活的

悲、善良的地方性神祇，當地人認為，就是

正義觀念主要表現為仁德愛物、利物厚

前面所提及的吳姓先祖的化身。對其拜懺

生、珍視生命、知恩圖報、對弱小者有同情

一方面是對判決的認可，另一方面表達冤

心、對財富有克制觀念、專一用情、言行一

對雙方對釋懷的渴望。

致、口無惡言、心胸坦蕩等人生行為準則，

名、理、情、判、散、悔的結構性組合，

這些行為準則是民眾日常生活交往中的習

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特

慣或粗糙知識，但卻在不同的社會形勢下

別是情的忖度，要求判散者於風土人情，

５７

貫穿於整個解釋過程的精神，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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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產生冤結的情勢上看，第一、冤結

貫穿於整個解釋過程的精神，不是法，也不是禮，而是構建於

的根本法則與道理，情就是還原事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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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依據。

中國文化天命觀念之上的理，就是天理。天理觀念本是宋明理學的

是解釋對象的名稱與分類，理就事物發展

產物，既有形而上的反思意味，也有百姓日常生活方式及價值原則

融入新的內容，為冤結的解釋提供新的合
的總結，甚至還具有自然法的性質。

理、情、判、散、謝六個部分討論。名，就

文化中國

社會變化中對理加以升華和變通。而在整

曾是哀牢山腹地知名的地理先生，生前是

個儀式之中，陰陽、生死、古今同時呈現於

牛崇會的重要父老。解放後一直被打壓，

解釋中：「有生有死，陰陽二道何殊，有代

文革期間在勞作之餘，點松明記下了一些

有交，今古一時，杜鵑鰲令，《成都記》上

他參與的對村落社會影響較大的事件原

[35]

委，取書名《凡事日札》。根據其記錄，牛

歷史、現實、陰陽的交錯呈現，現實世界中

崇會不是一個正式穩定的社會組織，只是

的人我關係得到教化和調整，從功能上形

各族不定期商議地方事務的形式，牛崇會

成一種內在制約，一種實在的制度，「身中

的權威，因父老的德性為基礎。在進行民

有無多寡之冤債，特以逐一分解，務令各

間事務調解時，一般是受自身感覺有冤的

生悔念，同發善心，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人家邀請，牛崇會才會進行一些事務的調

[36]

。通過儀式的莊重、音樂的優美及言辭

整。「余修創此草冊，非敢多事，吾邑向為

的深切，表達社會總體對某一觀念的引

多族之鄉，人情各異，近世以來，交往愈

導。可以想見，在多族群聚居的地區，這樣

多。矛盾衝突愈多。干戈玉帛，人皆知其利

一種儀式表演本身展示了怎樣的渲染效果

害也。然民眾性多愚魯耿直，口舌之爭亦可

與教化功能。

成大禍……嗚呼！吾輩豈好事之人哉？積

四、牛從會的實踐效果

怨成仇，冰火難容，烏煙瘴氣，地方何能寧

必須強調的是，在哀牢山腹地，解冤
釋結科儀不僅僅是一項照本宣科的民間

通過儀式的莊重、音樂的優美及言辭的深切，表達社會總體對某

５８

一觀念的引導。可以想見，在多族群聚居的地區，這樣一種儀式表演

本身展示了怎樣的渲染效果與教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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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名，鄭潤玄文，孝子經中常載」 ，通過

謐，子孫如何長遠。與人為善，在於日常點
點之中也，能以口舌之力，成人之美，蓋亦
有裨於天理之流行」[38]。

宗教儀式表演。解冤釋結思想在民眾日常

《凡事日札》中牽涉民間解釋事項共

生活中有一個重要的實踐主體，那便是牛

七項。其中兩項為土地爭端之例，一項為

崇會。牛崇會是以農業社會牛崇拜來命名

媳婦久居娘家不歸之例，一項為搭在人趁

的，這一命名可以看出各族先民最終融入

主人家不在，竊取家財例，一項為木炭爭

哀牢山腹地梯田稻作文化體系的欣喜之

端例，一項為帶叔家堂幼子燒洋芋地，幼

心。牛崇會的主要職責是會合本地漢、彝、

子被山火熏死調解例，一項為螟蛉子不孝

傣各族中有聲望的父老進行村規民約的制

養父母之例，這些案例，都是民間社會常

定，也負責解決各族各戶之間的矛盾。

見的矛盾爭端。

牛崇會對村規民約制定的成果，除了

案例甲中，王某 某日王后山燒 洋芋

哀牢山腹地民眾目前依然在奉行的「逢戊

地，路上遇見小叔家八歲的兒子，在小孩

[37]

禁忌」 、路會、橋會、和廟會之外，還有

央求下，王某帶他上山玩耍。到山上後，王

一直沿用至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哀牢山梯

某讓堂弟待在陰涼的地方，自己去燒地。

田大規模減少前的刻木分水，這一制度最

堂弟一個人待在無聊，到地頭找王某。火

終使得哀牢山腹地各族聯繫為一個整體，

借風勢，燒得很大，濃煙滾滾。堂弟吸入

這不是本文討論的重點。而本文想重點討

大量濃煙，回家後死亡。叔因愛子慘死，要

論的牛崇會在民間解釋方面的成效，卻不

找王某拼命。彭麟標受王某之請，和父老

像解冤釋結科儀一樣有充分的文字資料

四人進行調解。調解中，有人提出人命關

而能詳細呈現。以下內容的資料依據，一

天，非一般平頭百姓所敢置言，最好讓官

是彭麟標先生遺留的一份手稿，另外是幾

方來解決，有人認為應由王某一次性支付

段哀牢山腹地的碑刻銘文，還有十五個村

予其叔一大筆錢財，作為賠償。彭麟標認

落父老的口述史資料。

為：「人死不能復生，交予官方裁斷，王某

彭麟標（一八九七至一九七八年）先生

必吃官司，且王某子女幼弱，官方裁斷未

年給叔方奉養」 。事後的實踐是，王某

五、討論與結論

直到一九八三年，最後村上認為，王某對

社會人類學者傾向於將解釋儀式看

其叔父母孝養備至，其叔父生前最好的田

作社會秩序的一種複製，如維克多‧特納

地二畝由王某繼承。

（Victor turner）認為，社會內部的衝突與
變化可以通過定期的儀式得以遏制，從而

意，將自己家產委托給某乙照管。某甲一

恢復群體的平衡與穩定[42]。吳曉群女士以

去幾年，某乙以為某甲已經亡故，遂妻某

古希臘儀式文化反觀傳統中國民間的禮

甲之妻，侵吞某甲家產。某甲歸來時，家室

儀，認為儀式既是現實產生的模式，也是

已非己有。雙方勢同水火，某甲試圖結交

產生現實的模式[43]。通過對滇南哀牢山腹

山賊進行報復，引起村落恐慌。牛崇會父

地結冤釋結儀式與牛崇會調解的實踐考

老介入解釋，讓某乙歸還某甲家產，真誠

察，民間解釋機制的形成，根本上得力於

懺悔認錯，某甲妻既與某乙同居，何去何

解冤釋結科儀的教化。平常百姓或許聽不

從由某甲妻自己決定。《凡事日札》中認

懂經文，但在一次次參與判散科儀時，都

為，某乙傾吞某甲家產，妻其妻，實屬不

會用心去反思和體味正常的人際關係，

該，某甲回村後，仍無任何說辭，屬於無恥

「冤家宜解不宜結」，「忍讓不為弱，讓他

行徑，但某甲離家多年，音訊不通，某乙與

遭別個」[44]等儀式話語在民眾日常生活中

甲妻亦恐兩情相悅，且某乙素平實本分。

有非常深的理解，這從根源上消解了因矛

「其理雖虧，其情亦尚可原。此事處置本

盾相互仇的心理基礎。解冤釋結儀式中的

[40]

天理而近人情」 。

《大解冤經懺》、《判散吊鬥科》等宗教文

其餘案例，調解亦大同小異。日本學

本與牛崇會的父老調解機制間存在良性

者寺田浩明在《權利與冤抑》一文中指出，

的互動關係。一方面，隨著道教相關科儀

「情理」這一用於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其

的教化，民眾日常生活中將冤結看作是人

代表了對調和當事者人際關係的重視和一

際關係轉化中最本質的結構，圍繞著冤結

種平衡的感覺，而非強調某種預先存在的

形成的因緣，民眾認為人生的諸多不公正

[41]

嚴格規則 。事實上，因為有了民間解冤

待遇，是自身「前生今世，一切冤尤咒詛，

釋結儀式的操演，民眾協商解決的觀念根

諸般罪孽」 [46]的業報，由此產生了積善之

深蒂固。在這個基礎上，哀牢山腹地牛崇

家必有餘慶的普遍認同與陰騭的思想的實

會對各族各戶矛盾的平息，不僅僅是和稀

踐。另一方面，從社會構建的角度產生了

泥式的力量平衡，而是一個良性社會體系

民間解釋活動的組織，從社會行動層面將

的構建。特別是在一些地方性人物的影響

「解冤釋結」的思想貫徹到了民間矛盾的

下，如前面述及的吳氏先祖這樣的人物的

調解之中，形成了一個民間傳統與文本傳

影響，哀牢山腹地的民間社會已經不是一

統良性互動的典型案例。
從「民間傳統與文本傳統」的互動性

統如人的血脈相連，將各民族社會緊密的

來看，構築於文本傳統之上的觀念系統與

聯繫在一起。在這個過程中，冤結的解釋

民間實踐系統的結合是緊密而有序的。隨

某種程度上面向了一種地域性的正義觀，

著哀牢山腹地道教科儀文書的流傳，天理

為其他的思想，如陰騭、苦吃等思想的流

觀念成為民間解釋中的核心思想，成為牛

行奠定堅實的基礎，至今仍然發生作用的

崇會等民間組織調解民間矛盾時的話語

５９

盤散沙的稀鬆結構。加上稻作耕作溝渠系

熊開萬：從解冤釋結科儀到牛崇會

案例乙中，某甲因隨人出夷方做 生

冤結的解釋某種程度上面向了一種地域性的正義觀，為其他

像自己父母一樣奉養了叔父母的餘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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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力於解冤釋結思想的照惠。

[39]

的思想，如陰騭、苦吃等思想的流行奠定堅實的基礎，至今仍然

為繼。最後讓叔方強忍悲痛，責成王某每

發生作用的橋會、路會、廟會等民間社會活動，未嘗不得力於解

橋會、路會、廟會等民間社會活動，未嘗不
冤釋結思想的照惠。

可知，叔方老而無依，王某家庭亦將難以

文化中國

資源，諸如「冤報冤、仇報仇，何時得了」、
「財是人之肝膽」、「兄弟之間，當以情義
為重」等[47]，在解釋中口語般加以運用，而
這些觀念在相鄰間本來根深蒂固，使得解

[2]

[3]
[4]

釋容易通達。通過考察牛崇會民間解釋的
實踐，所有的案例中幾乎都貫穿了「情理」
的原則，向著修復和維繫人與人之間友好
關係的方向進行。
從民間傳統來看，冤結在任何社會中
同的解決方式。以直報的方式為例，冤對
雙方陷入無休止的打擊報復之中，日常生
活始終處於生滅、聚散、虛耗、血腥的狀
態，不僅冤對雙方沒有穩定性與安全感可

[5]

言，更重要的，整個社會秩序也會陷入紊
亂中難以自拔。近代以來哀牢山腹地各族
間良性族群關係的構建，是地方民眾在社
會秩序紊亂的條件下尋求秩序與安全的

[6]

努力結果，其出發點也許是受民眾生活的
粗糙經驗和生兒育女的生存觀念所驅動，
從「民間傳統與文本傳統」的互動性來看，構築於文本傳統之上

的觀念系統與民間實踐系統的結合是緊密而有序的。牛崇會民間解釋

６０

的實踐，幾乎都貫穿了「情理」的原則，向著修復和維繫人與人之間

友好關係的方向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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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存在，並且因不同的文化傳統而形成不

但經過幾代人不斷的提煉、濃縮，某種意
義上已經成為地方社會的一種相對穩定
結構。

[7]

[8]

需要指出的是，這一體系並不能將地
方社會變成一個君子國。本文討論的冤結
主要針對「不公正遭遇的既成事和傷害」，
相對於那些被隱忍和潛藏的各種矛盾衝
突和緊張，解釋了的冤結只是冰山一角。

[9]

王士性《五岳游草‧廣志繹》(北京：中
華書局，二○○六年)，頁三一二。
《清聖祖實錄》卷十六。
相關的觀點可參閱滋秀賀三、寺田浩明
等著的《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
約》，王亞新等譯(法律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蘇力《曾經的司法洞
識》，見《讀書》雜志二○○七年第四
期；許章潤《論立法者—在政治正義意
義上思考正當法，並論及法律的淵源和
品格》，見許章潤編《文化中國的法意
敘事》(法律出版社，二○一五年)，頁
七一至一一二；洪冬英著：《當代中國
調解制度變遷研究》等。
莫里斯‧弗里德曼《論中國宗教的社會
學研究》，見[美]武雅士著，彭澤安
譯：《中國社會中的宗教與儀式》(南
京：江蘇人民出版社，二○一四年)，頁
二○至四六。
王銘銘《社會人類學與中國研究》(桂
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五
年)，頁一四四。
楊慶坤：《中國社會中的宗教》(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二○一六年)，頁九。
方國瑜：《簡述清代在雲南的漢族移
民》，收入方國瑜主編：《雲南史料叢
刊》第十一卷(雲南大學出版社，二○○
一年)。
藏於雲南省鎮沅縣九甲鄉村民吳啟明
家。

[10]

當地民間村規民約擬定和民間矛盾調解
的民間組織機構。

在多民族聚居之地，解冤釋結儀式實踐與
民間調解機制之間的良性互動，開啟了一

[11]

條解決矛盾與冤結的溝通之道，並通過定

[12]

期或不定期的儀式活動強化了生活於本地
不同族群的天理與正義的地域認同，基於
這種認同，每個社會成員的生計與情感都
有同等重要的價值，相對於一切逝去的人
事，讓活著的人更好的生活下去是一個共
同的目標。
（項目基金:昆明學院人文社會科學研
究重點課題基金xj1604ZD）

王羲之，東晉書法家，崇信道教。
雲南民間道教的教徒，不歸屬任何道
觀，在自家通過奏職儀式獲得道士身
份，幫助周邊民眾主持各種科儀為生。

[13]

給十殿大王上的文書，內容為悔罪叩
恩，藏鎮沅縣九甲鄉孔昭明家。

[14]

《判散吊鬥科儀》，手抄本，藏鎮沅縣
九甲鄉熊開正家。

[15]

《三教同源》卷六，抄本，藏鎮沅九甲
鄉熊開正家。

[16]

同注[14]。
《開路掩棺科》，抄本，藏鎮沅縣九甲
鄉楊明榮家。

[17]
[1]

田文鏡、李衛《州縣事宜》，清刻本，
雲南省圖書館藏。

[26]

同注[14]。
同注[14]。
[28]
同注[14]。
[29]
同注[14]。
[30]
同注[14]。
[31]
《雯皇上帝大解冤經懺全部》，抄本，
藏鎮沅縣九甲鄉楊明榮家。
[27]

[32]

同注[14]。
[33]
同注[14]。
[34]
同注[15]。
[35]
同注[14]。
[36]
同注[14]。
[37]
哀牢山腹地民眾認為，逢戊為土日，不
能勞作，不能倒便溺，只能從事一些如
拾柴、趕集的事物。
[38]

彭麟標：《僕事日札》後記，手抄本，
書藏鎮沅縣九甲鎮甸坑村彭明紀家。

[39]

[46]

上三句皆為《判散吊鬥科》文句，手抄
本，藏鎮沅縣九甲鎮文崗村楊明榮家。

From The r itual of eliminating
injustice to Niuchong Union—research
on practical logic of civil mediation
activities prevails in the hinterland of
Ailao Mountains
X i o n g k a i wa n ( Yu n n a n M i n z u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word y uanjie
(u n r e d r e s s e d i n j u s t i c e) i s u s e d
interchangeably between the social justice
and social relation levels, constituting the
general interpersonal rel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The concept of yuanjie also affects
the fundamental perspective of Chinese
civil society toward social justice. The ritual
of eliminating injustice which prevails in
the hinterland of Ailao Mountains presents
the social history and ritual space of the
local injustice elimination, and the field
research of "Niuchong Union", a civil
interpretation organization demonstrate the
practical logic of civil mediation activities.

同注[38]。
[40]
同注[38]。
[41]
寺田浩明：《權利與冤抑——清代聽訟
和民眾民事法秩序》，見滋秀賀三等
著：《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
約》(北京：法律出版社，一九九八
年)，頁九四。

It is found that as the core concept of civil

[42]

tradition of local interpretation.

[43]

吳曉群：《古代希臘儀式文化研究》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二○○○

interpretation, the heavenly principles and
human feelings have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interaction bet ween t wo practical
themes, namely the textual tradition and
civil tradition, thus forming a positive
Key words: Eliminating
injustice;Hinterland of Ailao Mountains;
Civil mediation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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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克多‧特納著，黃劍波譯：《儀式過
程—結構與反結構》(中國人民大學出
版社，二○○六年)，頁一四○。

熊開萬：從解冤釋結科儀到牛崇會

《南齊書．朱謙之傳》。
[25]
中庸之道是儒家最重要的處世法則，中
庸的核心就是找到解決問題的最佳方
案。

《正一禳星科》，手抄本，藏鎮沅縣九
甲鎮文崗村楊明榮家。

近代以來哀牢山腹地各族間良性族群關係的構建，是地方民眾

[24]

[45]

在社會秩序紊亂的條件下尋求秩序與安全的努力結果，經過幾代人

同注[14]。
同注[14]。
[21]
同注[14]。
[22]
同注[14]。
[23]
文崇一：《報恩與復仇：交換行為的分
析》，見楊國樞、文崇一主編：《社會
及行為科學研究的中國化》(台灣：中
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出版，一九六○
年)，頁三一一至三四四。
[20]

當地人對這一類話語異常熟悉，關於冤
結的俗語中大量存在這一類話語。

不斷的提煉、濃縮，某種意義上已經成為地方社會的一種相對穩定

[19]

年)，頁一。
[44]

結構。

《三教同源》卷六，抄本，藏鎮九甲鄉
沅熊開正家。

中國研究

[18]

文化中國

文化評論

現代化進程的重要維度
──烏托邦的中國形式及其審美表達
■ 王 傑
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

五年李叔同創作的
○

「鄉愁烏托邦」以中國文化中「回旋性回歸」為基本的審美

表達機制。在中國社會現代化過程中，從一九

６２

《送別》，到二 ○
一六年畢贛導演的電影《路邊野餐》都體現並表
達了這種中國式烏托邦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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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一五一六年托馬斯‧莫爾發表

斯·莫爾 寫作 並 且發表了他的 重 要 著 作

《烏托邦》一書以來，烏托邦就是社會現代化

《烏托邦》，完整的書名《關於最完美的

過程的一個重要維度。由於中國社會文化的特

國家制度和烏托邦新島的即有益又有趣

殊性，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過程以及烏托邦的

的金書》。莫爾根據古希臘語的詞根創造

存在形式和表達機制均有其特殊性。中國現代

了ut opi a這個詞，指一個尚不存在於現實

化過程中烏托邦呈現出分裂的現象，表達形式

的世界，但可能存在的理想化和完美的地

分別為宏大敘事的「紅色烏托邦」和以「鄉愁

方。根據烏托邦的這一個特殊的性質，莫

理念」為基本內容的「情感烏托邦」，亦可稱為

爾在書中對英國當時正在經歷的資本主

「鄉愁烏托邦」。「鄉愁烏托邦」以中國文化中

義原始積累時期的社會制度和政治狀況

「回旋性回歸」為基本的審美表達機制。在中

進行了深刻的批判，並且從財產關係，生

國社會現代化過程中，從一九○五年李叔同創

產方式，城鄉關係，社會福利，學術研究

作的《送別》，到二○一六年畢贛導演的電影

與體力勞動的關係等等若干現代社會制

《路邊野餐》都體現並表達了這種中國式烏托

度的關鍵理念作了一種最符合人性的「完

邦現象。

美的」描述。從此，烏托邦成為一個關於

關鍵詞：甲午海戰，中國現代性，情感烏
托邦，鄉愁。

未來社會制度，人類合理生存狀態的重要
概念，一個現代社會的精神家園的核心概
念。在西歐資本主義制度發展的早期階

二○一五年，中國著名電影導演馮小

段，烏托邦成為「空想社會主義」的代名

剛主演的類型電影《老炮兒》在中國學術

詞，在馬克思主義誕生之後，《烏托邦》以

界引起廣泛討論，一些學者把《老炮兒》

來的思想傳統，成為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思

與烏托邦聯係起來，認為《老炮兒》反映了

想來源。一八八○年，為了回答現實中的

當代中國社會的烏托邦想像。「聚義廳」是

許多理論混亂，弗·思格斯寫作並且發表了

中國當代社會的烏托邦形象嗎？如果在歷

《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分析

史的某一階段林沖的「逼上梁山」所嚮往

並說明了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的科學社

的「聚義廳」曾經是中國社會的烏托邦形

會主義與烏托邦空想社會主義的區別和聯

象的話，那麼在今天它仍然如此嗎？筆者

繫。恩格斯指出，歷史唯物主義和「剩餘價

認為，在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過程中，在當

值理論」的發現和創立，使烏托邦理想轉

代中國社會，烏托邦的中國形式就是一個

變成一種現實的運動，這就是現代社會主

具有意義的理論問題。

義運動。一九一七年，在列寧等領導下，俄

一五一六年，英國人文 主義者托馬

國「十月革命」取得勝利，人類歷史上第一

二戰之後，隨著冷戰的發展，反烏托邦（敵

說明它仍然是一個精神上的理念而不是

托邦）一系列作品的出版，烏托邦似乎成

現實的社會生活運動呢？本文以中國現代

了一個貶義詞，與「左」派幼稚病和不切實

歷史發展過程中烏托邦的存在方式與意

際的空想相聯繫。

義為對象，說明烏托邦的當代合理及其意

一九八九年，前蘇聯解體，柏林墻被
推倒，在全球範圍內社會主義運動和馬克
思主義都陷入低潮。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一、烏托邦衝動與中國的現代
性問題
一八九四年，中日海軍在中國黃海展

赫討論了「希望哲學」，把社會主義運動稱

開激戰，北洋水師戰敗，中國被迫簽訂《馬

之為「具體的烏托邦」，美國學者弗·詹姆

關條約》。次年，也就是一八九五年，清朝

遜近年來亦不斷討論「烏托邦」問題，他指

政府創辦北洋公學（今天津大學）然後，

出並論證了在哲學上「未來」概念的重要

一八九六年南洋公學（今上海交通大學）

性，將烏托邦看作是「事物本身的性質」，

由清朝政府創辦。一八九七年，求是書院

以及 「深層存在的可能性和潛力」[1]。烏

（今浙江大學）在杭州創辦。與現代高等

托邦問題的討論重新在哲學人類學的意

教育幾乎同時啟動的是中國社會的現代化

義上被不斷的討論和使用。

進程。今年是上海交通大學建校一百二十

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周年時，筆者在一篇論文中指出了一個現

一書中，恩格斯寫道：
一且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

象：這所創辦之初培養目標定位為培養，

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

所工程科學占絕對優勢的學校。我認為這

除。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

個歷史的徵象可以看作中國社會現代化的

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個體生存鬥爭停止了。於

一個縮影：把科學主義（科學救國）作為

是，人在一定意義上才最終地脫離了動物界，

現代化的最重要基礎。這個現實值得中國

從動物的生存條件進入真正人的生存條件。

人文科學學者深刻的反思[3]。

治國人才和外語人才的大學，後來轉向一

……只有從這時起，人們才完全自覺的自己創

「甲 午 海 戰 」失 敗 之 後 二十 年，

造自己的歷史；只有從這時起，由人們使之起

一九一五年《新青年》在北京創辦，新文化

作用的社會原因才大部分並且越來越多地達到

運動成為中國社會啟蒙和實現社會轉型

他們所預期的結果。這是人類從必然王國進入

的強有力的推動者。通過《新青年》的介

自由王國的飛躍[2]。

紹作為科學社會主義重要基礎的馬克思主
義開始進入中國，烏托邦的概念和觀念開

和對人性的研究和瞭解來看，這一社會的

始進入中國文化。在現代中國，烏托邦是主

飛躍並不是隨著生產資料公有化之後全

要與社會主義的觀念和理想密切聯繫起

部問題都會迎刃而解。歷史已經證明，人

來的。隨著白話文運動和新文學運動的發

類社會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轉變或者

展，中國文學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在變化

說飛躍是一個十分漫長的歷史過程。在確

中形成了自己的新傳統。文學和藝術作為

立了這一歷史事實之後，對烏托邦的追求

文化的核心，也作為社會理想的載體在中

是否仍然存在就成為一個迫切而重要的

國社會的現代化過程中扮演和發揮了十分

理論問題提出來了。在當代社會，烏托邦以

重要的作用。本文認為對於文學與藝術在

什麼樣的形態存在？烏托邦是否仍然具有

中國社會現代化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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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現在我們對資本主義制度的瞭解

傑：現代化進程的重要維度

概念重新在人文學科中被反複討論。布洛

王

似乎又重新以幽靈的形態存在，烏托邦的

義，並進而說明他的審美表達的方式。

文化評論

價值和意義？烏托邦自身的不斷變化是否
「甲午海戰」失敗之後二十年，一九一五年《新青年》在北京
創辦，新文化運動成為中國社會啟蒙和實現社會轉型的強有力的推
動者。在現代中國，烏托邦是主要與社會主義的觀念和理想密切聯
繫起來的。

個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形態在蘇聯創立。

文化中國

是一個最為核心的問題。值得特別關注的

狀況就要把文學和藝術放到社會的歷史

是，由於「甲午海戰」失敗的巨大影響，中

進程中作跨學科的研究才有可能得以闡

國知識界在中國現代化早期幾乎全面接

明。筆者認為，對於現代中國文學傳統而

受了進化論，包括對烏托邦的理解，以及

言，烏托邦是一個重要的核心概念，這也

對馬克思主義的接受都受到這種文化陰影

許是與西方文學傳統所不同的。二十世紀

的巨大影響。在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早期階

以降，西方文學是現代主義逐漸興起和發

段，烏托邦衝動釋放出巨大的影響和文化

展的時期，陌生化、抽象化成為與文學藝

力量，魯迅、巴金、茅盾、老舍、曹禺、沈從

術在美學上的基本風格和核心概念，對未

文、聶耳、冼星海、徐悲鴻、張大千、齊白

來社會的概念也從烏托邦轉向了狄托邦，

石等一大批文學藝術家橫空出世、星光燦

既從對不合理社會現實的批判轉向對科學

爛、氣象萬千、呈現出磅礡的氣勢。一個

至上的批判，以及對科學與現代專制制度

美好新世界願景的烏托邦衝動，就是這種

的結合這樣一種可能的社會形態的批判。

藝術高峰的突然出現的其中一種文化動

在中國，隨著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從白話

因，當新文化運動釋放出來的巨大力量與

文為基礎的新文學迅速出現，並形成了自

廣大人民大眾翻身做主人的強烈願望結

己的傳統，其核心理念是不同形態的烏托

合在一起並且形成相互支持、互相強化的

邦，從美學的角度看，典型化的現實主義

發展機制時，中國社會煥發出巨大的社會

表現方法、和「餘韻」化的抒情性表現方

力量。抗日戰爭的勝利、新中國的成立、抗

[4]

法成為兩種最主要的審美表達機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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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學者把對社會主義運動發展過程中的不合理現象的批判和質
疑，當作對烏托邦衝動和社會主義運動本身的批判和質疑，這是一種
對中國當作先鋒派運動運動的誤讀和錯誤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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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理解和研究仍然是不夠的，改變這種

美援朝戰爭的勝利，以及後來的「大躍進」

受歐洲文學傳統和美學思想的影響，

和「文化大革命」都是這種巨大社會力量

也包括受到蘇聯美學和文藝理論的影響，

的表現形式。如果我們從烏托邦衝動的發

我們曾經在很長一個期間裏把這兩種表

展邏輯方面看問題和思考這現象，我們應

達機制和表現方法表述為現實主義和浪

該看到在這種文化和社會現象中貫穿著

漫主義，對於以科學社會主義為基本 理

一個內在邏輯，這是我們今天的人文學者

念的文學傳統，我們表述為革命的「現實

應該面對和反思的。

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自二十世紀

我個人的基本看法是:由於「甲午海

八十年代開始改革開放以來，這種美學和

戰」失敗的巨大陰影，使中國社會對烏托

文學理論受到質疑和拋棄，代之以西方引

邦的接受進入了工具理性的狹隘渠道，文

進的各種形式的現代主義和形式主義美學

化系統中的平衡和調整機制被打破，從而

和文學理論。在這種理論傾向和理論思潮

導致了烏托邦理念的變異，也導致了中國

中，烏托邦衝動被描述為一種破壞性的力

社會主義事業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受

量和文化衝動，例如，關於八十年代中國

到嚴重挫折。關於烏托邦衝動與中國現代

文學藝術中先鋒派運動的理論解釋。一些

性關係問題有兩個基本基本命題是我論

學者把對社會主義運動發展過程中的不合

文的基本點。

理現象的批判和質疑，當作對烏托邦衝動

首先，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在經歷

和社會主義運動本身的批判和質疑，在我

了「甲午海戰」的失敗之後，事實證明「只

看來，這是一種對中國當作先鋒派運動運

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半封建半殖民

動的誤讀和錯誤的理解。

地的中國需要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傳入

本文認為，隨著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展

中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只有半個新

開和持續發展，文學藝中對在現代性問題

世紀的時間。中國農耕社會的社會組織方

的文學表達以及對現代性困境的反思就

式與社會主義理念的結合，創造了一種中

應當像在你的劇本中那樣占去全部注意力，農

行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發展過程證明，只

民和城市革命分子的代表（特別是農民的代

有美好的願望和主觀能動性的巨大努力，

表）倒是應當構成十分重要的積極的背景。這

中國社會不可能簡單跨越資本主義生產方

樣，你就能夠在夠在更高得多的程度上用最樸

式的「卡夫丁峽谷」，以市場經濟為主要杠

素的形式恰恰把最現代的思想表現出來，而現

杆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將是一個痛苦

在除了宗教自由以外，實際上，市民的統一就是

而漫長的時期，因此。烏托邦衝動以另一

你的主要思想。這樣，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亞

種形式在文學藝術上得到頑強的表徵，這

化，而我認為，你的最大缺點就是席勒式地把

是中國特色審美現代性的另外一個方面，

個人變成時代精神的單純的傳聲筒[7]。

在美學理論上。我認為也許是更為重要的

馬克 思 在 這 裏 表 述 的 思 想 後 來 在

[5]

一九六六年雷蒙德·威廉斯在《現代悲劇》

這兩個理論事實是我們討論中國審

一書中作了很好的系統闡釋，因此，威廉

美現代性的前提，它的第一個理論推論就

斯也解釋了歐洲現代派文學的審美意義

是，中國的審美現代性是一個充滿悲劇性

和社會意義。

方面 。

的理論理論概念，或者說，中國現代悲劇

在中國，「現代悲劇」以更為複雜的

觀念是中國美學研究必須解答的理論問

形式存在。如果說在馬克思和威廉斯的觀

題。在理論上，「現代悲劇觀念」是烏托邦

念中「現代悲劇」就是社會主義目標與歷

衝動的美學形式，恩格斯將其表述為「歷

史必然要求之間的巨大矛盾用適當的藝術

史的必然要求與這種要求暫時不可能實

形式加以表述和呈現的話，那麼在中國，

現」的悲劇性衝突，西方學者將其概括為

烏托邦的內涵和形式都具有了更多的複

「歷史悲劇」[6]。

雜性和中國特徵。在內涵方面，中國社會

現代悲劇」觀念是馬克思在一八九五

主義的要求，也就是烏托邦衝動必須跨越

年四月十九日致拉薩爾的信中首先提出來

生產力十分落後、生產方式跳躍式發展的

的，在這個概念中，烏托邦不再是一個空

巨大歷史挑戰，在形式方面，烏托邦衝動

想的理想，而是有現實基礎的社會運動，

的中國形式就是一個當代美學上的理論問

是歷史發展的一種美學現象，馬克思寫

題。從中國現代美學發展的歷史過程我們

道：

可以看到，有中國特色的「表達形式」，或
……第二，你所構想的衝突不僅是悲劇

者說具有民族風格的表述形式一直是許多

性的，而且是使一八一八至一八四九年的革命

美學論爭的實質和關鍵。用什麼樣的文化

政黨必然滅亡的悲劇性衝突。因此我只能完全

形式來表達「現代悲劇」的中國內涵是中

贊同把這個衝突當作一部現代悲劇的中心點

國文化實現創造性發展的關鍵。

······因此。如果你不想把這種衝突簡單地化
為《葛茲·馮·伯利欣根》中所描寫的衝突──
而你也沒有打算這樣做──，那麼，濟金根和

傑：現代化進程的重要維度

革命」的失敗，以及自八十年代開始中國進

王

面一直還藏著舊日的皇權和強權的夢想──不

如果說在馬克思和威廉斯的觀念中「現代悲劇」就是社會主

其次，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國「文化大

文化評論

貴族代表──在他們的統一和自由的口號後

義目標與歷史必然要求之間的巨大矛盾用適當的藝術形式加以表

心理念。

述和呈現的話，那麼在中國，烏托邦的內涵和形式都具有了更多

實際上代表著反動階級的利益。革命在的這些
的複雜性和中國特徵。

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烏托邦衝動是它的核

二、重疊著的「鄉愁」：分裂
的烏托邦
在中國文化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命題

（對於葛茲就不能這樣說），而且他們完全像

和觀念叫「身土不二」，指的是人存在於他

一八三○年的有教養的波蘭貴族那樣，一方面

人所生活的身體、環境、文化的相互協調

使自己變成當代思維的傳播者，另一方面又在

一致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中人才能達到幸

６５

胡登就必然要覆滅，因為他們自以為是革命者

文化中國

福而合理的存在。這種觀念的根源是農耕

創作的歌曲《送別》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

文化，在醫學（中醫）、文學和哲學等文化

中產生著持久的影響。這首《送別》把中

形式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隨著中國

國現代化過程中的「鄉愁」理念作了一定

社會現代化進程的發展，人口流動提速，

程度的美學的表達。

從「身土不二」的觀念著眼，來自俄蘇文學傳統中的批判現實主

義在中國新文化運動中雖然也有十分強大的力量，但是，從烏托邦的

６６

中國形式或中國化表達這個意義上說，關於「典型化」的美學及其傳

統與更深的層次的中國經驗還是有某些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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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的全面引進，包括醫學、建築、服

一九三一年，抗日戰爭爆發後不久，

裝、飲食以及文學表達方法的西方化，對

這位早年留學日本、娶了一位日本妻子的

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生命存在都產生了深

藝 術 家 毅 然 在 杭州剃度出家，法號「弘

刻的危機。這種焦慮和危機也投射到烏托

一」。如果說《送別》裏有一個「感覺結

邦的理念和相應的文學形象上，在我看來

構」的話，這個感覺結構的核心理念就是

這就是中國新文學運動以來鄉土文學傳統

「鄉愁」。在中國社會現代化的早期階段，

中十分突出的「鄉愁」理念及文學表述。

在美學上曾經圍繞「鄉愁」派文學產生過

從「身土不二」的觀念著眼，來自俄蘇

一場學術論爭，李叔同、沈從文、朱光潛

文學傳統中的批判現實主義在中國新文化

這些與英國湖畔派詩人有著相同的感覺

運動中雖然也有十分強大的力量，在中國

結構的詩人和藝術家曾經遭到左聯為代

社會的現代化過程中曾經發揮過十分強大

表的美學家和文學批評家的激烈批評，這

的作用，但是，從烏托邦的中國形式或中

場爭論的影響至今仍然存在。在思考和

國化表達這個意義上說，關於「典型化」

討論中國新文化中的烏托邦問題時，我認

的美學及其傳統與更深的層次的中國經驗

為「鄉愁」是一個應該認真重新思考的概

還是有某些距離。「典型化」的美學傳統

念。

和用物質和技術上的「進步」理解現代化

「鄉愁」一詞在M·H·艾布拉姆斯的

過程，是「文化大革命」期間「三突出」美

《文學術語詞典》和托尼·本尼特主編的

學和「紅色美學」的學理基礎，它的合理和

《新關鍵詞》中均沒有收錄。在中國文化

歷史缺陷都是我們應該深入研究的問題，

中「鄉愁」是一種特殊的感覺結構，指對

但這個問題不在本篇論文的論述範圍之

失去了的美好的田園般的過去的回憶和嚮

內[8]。

往。「鄉愁」與中國古典美學中的「韻」或

從托馬斯·莫爾開始，文學就是表達

「神韻」有著某種「家族相似」的關係，但

烏托邦理念的最重要的手段。也正是在

是又有所不同。「鄉愁」是中國社會進入現

這個意義上，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拉薩爾的

代化以後才出現的文化和審美現象，它與

劇本的《濟金根》給予高度的重視，這也

現代都市的出現，與現代工業的出現相聯

是一九四二毛澤東主持召開延安文藝座

繫，也包括與現代人際關係的冷漠甚至相

談會，和二○一四年習近平主持召開文藝

互對立相聯繫。「鄉愁」不同於簡單的「懷

座談會的基本原因。烏托邦規定著一個社

舊」和「懷鄉病」，它包括著將「過去」烏

會、一個民族，甚至整個世界的目標和未

托邦化的強烈的情感色彩。也許正是因為

來，在哲學上和美學上，它也規定著當代

這種將充滿痛苦的現實通過轉向過去、轉

人生和人們生活的意義。

向美好的田園而實現的優美化，「鄉愁」成

關於「身土不二」的「鄉愁」情懷，我

為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烏托邦衝動的一種具

們可以舉與杭州有關係的中國現代藝術
家和藝術教育家李叔同的作品為例子。李

有悲劇意味的美學表述。
在中國文學史上，較早對「鄉愁」作出表

叔同是南洋公學早期的學生，他是中國最

徵的是魯迅的《故鄉》。在《故鄉》中魯迅寫

早從事藝術教育，實踐以「美育代宗教」理

道：

念的人，也是中國話劇最早的推動者，他

另一位「鄉愁」理念作出表達的是著名文

《烏有鄉消息》，也沒有產生過類似阿道

學得到了進一步的豐富和發展，成為當代中國

代文學和當代文學的發展中，科幻文學一

社會抵禦現代化痛苦和巨大壓力的文化依托，

直是一個發展不起來的文學類型。是中國

或者說烏托邦。

缺社會二十世紀以來乏烏托邦衝動嗎？答

究烏托邦與中國社會現代化關係的時候，

文學作品中能夠強烈地感受到烏托邦衝

我們有必要也應該思考和研究這樣的問

動的強大力量。可能的答案也許是烏托邦

題：在全球化的進程中，對於不同的民族

衝動在中國文學和藝術中用另外的方式

和不同的文明類型而言，在烏托邦的表達

和途徑來實現自己的表徵。筆者認為，「鄉

形式上是否會有不同？對於中國的文學藝

愁」就是這樣的文學和美學的形式。

術而言，「烏托邦衝動」的審美表達形式

與西方的烏托邦文學的基本邏輯是

是什麼，它的美學和文化機制是怎麼樣的

指向「未來」不同，中國鄉土文學傳統和批

呢？

判現實主義文學傳統中的「鄉愁」都是指
按照馬克思一八五九年質拉薩爾的信

向「過去」的。這大約與於中國文化和哲

中的觀點，體現著現代悲劇觀念的文學和

學中祖先崇拜的神話思維有關。在中國文

藝術作品不能停留在歌德的作品《葛茲·

化，包括中國哲學和中國文學中，「完美」

馮·伯利欣根》所表達的「感覺結構」的水

的世界、完美的社會存在只存在於遙遠的

平上，應該把未來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感覺

「過去」。隨著禮崩樂壞時代的開始，中國

結構用文學的形象表述出來。因此，在馬

人心中的烏托邦就與過去的存在相聯繫。

克思的悲劇美學思想中，未來社會的可能

因此我們看到，甲午海戰失敗之後的新文

性應該以「莎士比亞化」的藝術具體化的

化運動，一方面對孔孟之道和封建禮教進

形式表達出來，用當代美學的術語來表述

行了異常猛烈的批判，另一方面，對於中國

就是，要把更美好社會的烏托邦用豐滿的

神話的研究，對於中國歌謠傳統的研究也

感覺結構形象表徵出來。顯然，這是一個

在新文化運動的精英那裏開啟。魯迅、聞

非常高也非常困難的美學要求。把馬克思

一多、周作人，李叔同等文學家也是中國最

的理論要求放到中國現代化過程的歷史語

早的神話學研究學者。在三、四十年代的

境來考察我們會發現，如果僅僅滿足馬克

延安，以毛澤東為首的文化精英也把文學

思所提出的美學要求是不夠的，很有可能

藝術的民族形式提到非常高的地位。「山

仍然陷入「席勒式」表達模式之中。只有把

藥蛋派」的鄉土文學和秧歌、民歌這種文

現代悲劇觀念的理論要求與中國的文化語

化形式都成為文學表徵「未來」感覺結構

境較好地結合，用中國文化的美學機制才

的重要形式。延安時期用「過去」來表徵

可能在文學作品中表徵出未來「中國社會

「未來」的文學作品的突出例子有毛澤東

關係」的感覺結構。

的《沁園春·雪》和光末然作詞、冼星海作
曲的《黃河大合唱》等。在《黃河大合唱》

究中，我們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這就

中所有的形象和意象均來自於農耕文明，

是缺乏關於「未來」的文學描述。自二十

來自於中華文明的物質基礎，與工業化和

世紀初期新文學運動以來，中國幾乎沒有

市場經濟完全沒有關係。

出現過類似於莫爾的《烏托邦》、托瑪索

毛澤東的《沁園春·雪》抒發了毛澤

·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威廉·莫裏斯的

東在紅軍長征到達陝北、中國革命雖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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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關於中國文學與烏托邦關係的研

傑：現代化進程的重要維度

案顯然是否定的。我們在中國現代政治和

王

因此，在今天，在我們重新思考和研

我們在中國現代政治和文學作品中能夠強烈地感受到烏托邦

《一九八四》那樣的作品，而且在中國現

衝動的強大力量。可能的答案也許是烏托邦衝動在中國文學和藝

念隨著尋根文學，新鄉土文學以及先鋒派文

術中用另外的方式和途徑來實現自己的表徵。「鄉愁」就是這樣

司·赫胥黎《美麗新世界》、喬治·奧威爾

的文學和美學的形式。

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鄉愁」的理

文化評論

學家沈從文。在小說《邊城》中沈從文寫道：

在這樣一種讓人近乎絕望的情境中，故鄉的山川，拂柳、殘

陽、芳草、古道等正可以成為心靈的慰藉和情感的依托。在中國

社會現代化的過程中，以「送別」為主題的歌曲後來反複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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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證明李叔同對現代中國人的感覺結構的把握基本準確。

文化中國

最艱難困苦的時刻，但是曙光已經初現時
的心情，《雪》所表達的「感覺結構」後來
成為新中國成立和發展的事實。光未然和
冼星海的《黃河大合唱》則在中國抗日戰
爭最為艱苦的時期，《雪》中所表達的「感

盡餘歡，今宵別夢寒。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問君此去
幾時還，來時莫徘徊。
天之涯，海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難得
是歡聚，惟有別離多。

覺結構」已經成為當時中國許多革命者的

李叔同的這首《送別》在文學史上被

共同情感，或者說共同的心聲，這時的烏

關注的不是很多，因為這是首歌詞，原曲

托邦衝動成為勇敢面對現實中強大艱難

的作者的英國的奧德維，李叔同僅僅是填

困苦的情感力量，成為「團結人民、動員

詞而已。但是，一百多年過去之後，這首歌

人民、打擊敵人」的強而有力的武器。如

仍然在老百姓中傳唱，仍然呼應著現代化

果說《雪》和《黃河大合唱》都是在現實

過程中人們的「感覺結構」，因此有必要加

中因艱難困苦而目眺望遠方，烏托邦衝動

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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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一種強大的力量的話，那麼，李叔同

《送別》大量使用了中國古典詩歌中

的《送別》中所表述的「鄉愁別緒」，以及

的語言和意象，述說了人與人之間的離悲

這種淡淡的憂傷所表達和描繪的「鄉愁式

別緒，給人強烈的古典美學意境，但是，

的美好烏托邦」則更接近於普通人的日常

一句「知交半零落」表達出強烈的現代氣

生活和普通人的感覺結構，因此它也流傳

息，表達了現代人在都市、工業化氛圍中特

更廣，傳唱更為持久。《送別》寫於一九○

有的孤獨和冷寂。也正是因為如此，古典

五的日本，距「甲午海戰」十年，距《新青

友誼的種種意向也就具有了接近於完美

年》創刊十年，也就是在「甲午海戰」和新

的意義，成為了異國他鄉漂泊者心中的烏

文化運動浮出地表之間的歷史時期，《送

托邦，當然，這只是一種情感的烏托邦。在

別》上承中國詩歌中的人生感傷的傳統，

中國，對於現代社會中孤獨的個體而言，

下啟中國文學中鄉愁理念的烏托邦想像，

「甲午海戰」不僅是一個國家的一次戰爭

是一個很值得認真分析的文學文本。

失敗，它意味著在世界範圍內已經廣泛發

《送別》(李叔同詞奧德維曲)：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
笛聲殘，夕陽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濁酒

展了現代化過程的格局中，中國的社會結
構、價值觀念、信仰體系都從根本上受到
看衝擊和撼動，原來足以安居樂業的整個
社會系統包括物質的和文化上都陷入了深

會的物質存在和產生方式相聯繫，另一方

可能成為中華民族的「未來」。在這樣一

面又與人的內在驅動，或者說人性的狀態

種讓人近乎絕望的情境中，故鄉的山川，

人的存在狀態相聯繫。因此，對烏托邦的

拂柳、殘陽、芳草、古道等正可以成為心靈

分析既是對社會與「未來」關係的分析，也

的慰藉和情感的依托。也許正是這種心態

是對人的內在世界和存在狀況的分析。本

中，李叔同寫下了《送別》，把中國社會被

文認為，由於中國社會現代化的特殊性，

迫進入現代化進程之後的「情感結構」表

在物質存在和社會條件方面規定著中國現

徵了出來。我們注意到，在中國社會現代

代化過程中的烏托邦表達必然是悲劇性

化的過程中，以「送別」為主題的歌曲後來

的，也就是說，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

反複出現，可以證明李叔同對現代中國人

歷史的必然要求和這種要求暫時不能實

的感覺結構的把握基本準確。

現的悲劇性的衝突。在中國，烏托邦衝動

現當代文學和藝術的發展中始終存在，從

國」這樣一種十分強烈的要求和願望。這

魯迅的《故鄉》和《野草》，到沈從文的

種願望和要求是現實的和社會的條件所造

《邊城》，到汪曾祺的《受戒》、陳忠實的

成的，同時，我們也應該實事求是的看到，

《白鹿原》、賈平凹的《廢都》等等，一直

在一個生產力落後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

到當代電影周曉文的《百合》、魏德聖的

會，實現社會主義的要求和願望必然十分

《海角七號》、侯孝賢的《刺客聶隱娘》和

艱難，不可避免地伴隨著許多巨大的犧牲

畢贛的《路邊的野餐》都將對「過去」的美

和不可避免的失敗。這種具有烏托邦力量

好的想像性表達成為在苦難中創造輝煌

的悲劇性，或者說悲劇性藝術表達中的烏

的中國人的「感覺結構」和「情感結構」。

托邦衝動是從「甲午海戰」至今中國文學

但是，這個結構的核心內涵不再是中國古

和美學的基本主題。

代社會的「天」或祖先崇拜的神明，其內

反觀自王國維以來的中國美學史，我

涵是作為烏托邦的「社會主義」理念。正

們應該看到，用西方的美學理論很難完全

如馬克思在分析東方社會跨越資本主義生

解釋中國文學藝術中的悲劇性問題，那怕

產方式的「卡夫丁峽谷」可能性時曾經指

是雷·威廉斯的《現代悲劇》和特里·伊格

出的，東方社會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公社

爾頓的《甜蜜的暴力─ ─關於悲劇的觀

的組織形式和文化，可以與資本主義生產

念》都不能完全解決中國文學表達和美學

方式創造的現代技術和現代管理相結合，

表達中的悲劇性或者說烏托邦存的方式

從而在新的歷史層面上實現社會的合理、

問題。本文嘗試提出一種以中國文化特殊

平等、正義和相互幫助[9]。

性為基礎的關於中國現代悲劇性的理論

三、烏托邦的中國形式與作為
研究方法的審美人類學

解釋。我們知道，整個西方悲劇模式是古
希臘奠定的，這種悲劇模式的核心是不可
妥協的衝突，在衝突中通過犧牲（半人半
神的替罪羊）實現情感的淨化作用，城邦

爾寫作《烏托邦》至今整整五百年，人類

公民得以實現文化上和心理上的認同。如

從文學藝術的形式表徵了多種形態的烏托

果說在古希臘悲劇和西方的悲劇中「衝突

邦，人類也以社會組織的形式實踐了多種

的視覺化展示」是文化表達的關鍵機制的

形式的烏托邦。從理論上，烏托邦是人類

話，那麼，也許在中國現代社會的文學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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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托邦的核心理念是社會主義。從莫

在一個生產力落後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實現社會主義不可避

所證實的要求的「只有社會主義能夠就中

免地伴隨著許多巨大的犧牲和不可避免的失敗。這種具有烏托邦力量

題和意象──鄉愁的烏托邦──在中國

的悲劇性，或者說悲劇性藝術表達中的烏托邦衝動是從「甲午海戰」

就是在「甲午海戰」失敗後歷史和情感上

至今中國文學和美學的基本主題。

本文認為，李叔同的《送別》中的主

傑：現代化進程的重要維度

歐」的日本正是欺壓我們的敵人，因此不

王

本質欲望的一種表述，因此，它一方面與社

文化評論

刻的危機之中。向外展望，努力「脫亞入

文化中國

術作品中「衝突的優美化和音樂化呈現」

你的驚奇像是給我，噢……贊揚.

是中國文化對悲劇觀念的表達機制。在中

你帶我走進你的花房，我無法逃脫花的

國文化中，音樂具有神聖而重大的社會作

迷香，

用。中國的第一部美學著作《樂論》論述

我不知不覺忘記了，噢……方向，

了音樂的等級與禮制的關係，論述了最神

你說我世上最堅強，我說你世上最善

聖的音樂與世俗性音樂的區別。音樂的回

良，
你不知不覺已和花兒，噢……一樣

心點和對這個中心點的無條件認同。在中

你要我留在這地方，你要我和它們一樣，

國古代文化中，神聖性是通過「初始性」和

我看著你默默地說，噢……不能這樣，

「純粹性」而獲得的。作為祖先崇拜的文

我想要回到老地方，我想要走在老路上，

化，中國哲學把「一」和「太極」作為最高

我明知我已離不開你!噢……姑娘!

的神性。因此，「回歸」是中國文化獲得表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我就要走在老路

達的最基本機制。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

在中國的現當代文學和美學中，烏托邦的審美表達成為一個十分

７０

複雜、表面上充滿混亂的問題域，一種結合具體的歷史語境對作品的

審美意義和社會意義作出解釋和評價的美學就成為十分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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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和不斷的重複，保證了儀式所需要的中

上，

以理解和解釋為什麼在中國社會的現代化

我明知我已離不開你!噢……姑娘!

過程中，「鄉愁」會成為一個基本的主題並

漢語是多意的。因此，《花房姑娘》中

且具有了烏托邦的意義。我們看到，在中

那個像魯迅《過客》中形象的青年，那個

國的現當代文學和美學中，烏托邦的審美

心中念念不忘遠方和「大海的方向」青年

表達成為一個十分複雜、表面上充滿混亂

人，他心中的烏托邦既可能是太平洋彼岸

的問題域，一種結合具體的歷史語境對作

的美國，也可以是個抽象的「美好未來」，

品的審美意義和社會意義作出解釋和評

當然還可以是「我曾經生活過的美好的故

價的美學就成為十分必要了。

鄉」等等。每個人在自己的人生處境中對

我們以管虎的電影《老炮兒》和的畢
贛電影《路邊的野餐》中兩首「鄉愁」為主
題的歌曲的呈現來具體說明這一點。

這首歌會聽出自己不同的意義。
在電影《老炮兒》中，六爺是個北京
胡同裏的混混，年輕時因打架鬥 毆而坐

管虎的《老炮兒》被評論家認為表達

牢，它的「鄉愁」是黑社會團體的「俠義」。

了當代中國烏托邦衝動。電影敘述了一個

電影把這種封建文化中的「俠義」的正義

外號「六爺」的中年男子因為尋找在感情

作為當代社會的烏托邦，在我看來在價值

上失去了的兒子歷盡艱辛，最後拼死一搏

觀念上是混亂和錯誤的。正是在這個意義

並悲壯死去的故事。在這個末路英雄去

上，電影《老炮兒》象馬克思當年批評過的

找自己情人的時候，電影視覺形象和通過

拉薩爾一樣，沒有把當代 社會的社會關

收音機傳出來的歌曲《花房姑娘》形成了

係、當代社會必然的社會走向等等藝術的

一種聲像蒙太奇，把六爺定格在曾經有理

表現出來。這部電影獲得巨大的票房和許

想、有追求，為了烏托邦可以放棄愛情的

多學者的高度評價，只能說明當代美學意

悲壯形象上。《花房姑娘》是搖滾歌手崔

義並不是以不證自明的方式向我們呈現出

健創作並演唱的歌曲，是改革開放中國社

來[10]。

會烏托邦的一種表徵：

向，

我們再來看畢贛的電影《路邊的野

《花房姑娘》(崔健詞、曲並演唱)：
我獨自走過你身旁，並沒有話要對你講，

餐》。這也是一部關於「尋找」的電影。鄉

我不敢抬頭看著你的，噢……臉龐.

影《老炮兒》中的六爺一樣，他也曾經做

你問我要去向何方，我指著大海的方

過牢。從牢房裏出來後在他貴州與廣西、

村小鎮上的醫生同時也是業餘詩人。與電

湖南三省交界處的侗族山區縣城當一名醫

太奇把當代中國社會生存的多層次性，多

滿腦子詩句的陌生人在當代中國鄉村和

語境其生的狀況很好地表現出來。正是在

小鎮四處閑逛、游走，似乎有目的，又好像

這種多重疊合的語境中，《小茉莉》由一

又沒有明確的目的。他所面對的是一個他

個樂感不佳、嗓音不好的中年男子吃力地

不能完全理解的世界，對他也沒有感情的

唱出來，其中生命的執著和普通人的真摯

世界，但是他仍然堅持著注定沒有希望的

的善良深深地打動了作為觀影者的我們。

尋找，而且對他遇到的每一個人，每一件

關於烏托邦，從社會制度的角度去思考和

事都付出真摯的愛。在這種閒逛式的「尋

討論無疑是重要的和必要的，但是，電影

找」的過程中，他遇到一位酷似自己年青

《路邊野餐》的觀影經驗給我的感受是：

妻子的姑娘，於是他停下來，主動唱了一

在這個科學技術已經十分發達的時代，在

首他稱之為「兒歌」的台灣校園歌曲《小茉

這個奢侈和時尚主導人們情感，媒體和娛

莉》。
夕陽照著我的小茉莉小茉莉

樂塑造著人們生活的時代，簡單和純潔的

海風吹著她的發她的發
我和她在海邊散步
她說她要尋找小貝殼
月亮下的細語都睡著都睡著

生活或者說純潔而簡單地感知現實的方
式仍然是美好的和富於希望的。
通過以上的分析和討論，我認為我們
可以得出以下初步的結論：
1、由於具體的歷史原因，中國的現代

我的茉莉也睡了也睡了

化過程有其十分特殊的地方，我們應該承

寄給她一份安慰

認並且重視這種特殊性，並作出理論上

好讓她不忘記我

的解釋。這種特殊性的一種表現方式就

小茉莉請不要把我忘記

是，在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中，烏托邦往往

太陽出來了我會來探望你

以「鄉愁」的形式，以回旋性回歸作為它的

小茉莉請不要把我忘記

表達機制。這種美學表達機制存在於多語

太陽出來了我會來探望你

境疊合的複雜現實中，因此其審美意義和

小茉莉請不要把我忘記

社會意義都是流動的，其價值意義需要美

太陽出來了我會來探望你

學和當代批評根據具體的語境加以確定和

小茉莉請不要把我忘記

彰明。

太陽出來了我會來探望你

傑：現代化進程的重要維度

了很像自己妻子的女子。在電影中，這個

王

構成一種很有新意的聲像蒙太奇，這種蒙

文化評論

同事年青時吹蘆笙的戀人、無意中還遇到

在這個科學技術已經十分發達的時代，在這個奢侈和時尚主

長鏡頭，配以尋找者內心不斷獨白的詩句

導人們情感，媒體和娛樂塑造著人們生活的時代，簡單和純潔的生

始了自己的「尋找」。他的尋找包括侄兒、

活或者說純潔而簡單地感知現實的方式仍然是美好的和富於希望

電影《路邊的野餐》用紀實性很強的
的。

生，在他的哥哥把侄兒送走之後，他也開

2、在當代社會由於，文學，圖像、旋律
等等都已經高度符號化，中國藝術以「鄉

曲，但是在《路邊野餐》中通過兩種方式

愁」為基本理念的「回旋式」的表達機制

的演唱以及在清冷、陌生，相互難以理解

存在著十分巨大的不確定性，也許當我們

的環境中呈現所形成的表像蒙太奇，使它

將唯物主義的歷史觀、對當代社會的政治

劃破了沉重的塵埃，把人性中仍然溫暖和

經濟學批判，以及對現代科學技術最新創

美好的一面閃現出來。雖然仿佛是一閃而

造為藝術所提供的新的表現能力等等同

過，但是電影《路邊野餐》畢竟把一種沉

時引入美學研究和當代藝術批評時，我們

重而寂靜的存在中仍然生活的希望和溫

才能對當代中國文學和藝術滑動的審美

暖表現出來了，這種希望雖然微弱，但是，

意義進行真正的理論把握。這就要求美學

太陽會照樣升起，我仍然陪伴著你。

和當代藝術批評突破學科的限制，開展跨

７１

《小茉莉》本來是一首單純安詳的歌

[7]

3、在現代化過程中，中國文學藝術中
的烏托邦表達是一個十分複雜的社會和
在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中，烏托邦往往以「鄉愁」的形式，以

回旋性回歸作為它的表達機制。這種美學表達機制存在於多語境疊

合的複雜現實中，因此其審美意義和社會意義都是流動的，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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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需要美學和當代批評根據具體的語境加以確定和彰明。

文化中國

學科的研究和理論的闡釋。

文化現象，我們不應該根據一種現象或者

[8]

某一現象的一個方面就輕率地給出結論。
如果從當代美學的角度看，以「鄉愁」為基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人民出
版社，二○○九年)，頁一六九至
一七一。
關於中國現當代文學表達機制問題，我
在《中國馬克思主義美學的問題與理
論》一文中有過涉及。載《文藝研究》
二○○八年第一期。

本內容的文學和藝術表徵的審美意義和

[9]

社會價值存在著大量的誤解，有必要加以

[10]

重新研究和評價。這種烏托邦的表達方式
與中國文化的美學表達機制密切相關。對
這種表達機制的深入研究有助於理解中
國的審美現代性。
4、在理論上，我個人主張用「餘韻」
[11]

來概括和描述這種中國化的烏托邦表達

機制。這種機制的形式是中國文化在現代
化過程中實現再創造，尋找自己的新的呈
現方式的一種形態。對這種機制的研究僅
僅用美學和藝術史的方法是不夠的，應該
積極引進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的研究
方法開展跨學科的研究，以便較為準確捕
捉並描述這種多語境疊合下審美意義不
斷滑動的藝術現象，從而真正解釋我們當
代生存的意義。從我自己的研究來說，審
美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對於在理論上解釋
這種現象和這種表達機制都是有價值和

參閱凱文·安德森：《馬克思在邊緣》。
王傑等《電影〈老炮兒〉中的情感正
義》載《上海藝術評論》二○一六年第
三期。

[11]

王傑《審美幻象研究──現代美學導
論》(北京大學出版社，二○一二年)。

‘Nostalgia Utopia’: The Chinese
Fo r m o f U t o p i a a n d i t s A e s t h e t i c
Expression
Wang Jie(Zhejiang University)
A bstrac t: D u r i ng t he process of
social modernization, utopia has became an
important dimension since Thomas More’s
Utopia in 1516. On account of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social culture,
b ot h C h i n a's mo d e r n i z at ion p r o c e s s
and utopia’s existence for m as well as
expression mechanism are very different.

意義的。

As the process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1]

respectively expresses ‘Red Utopia’ with

[2]

[3]

[4]

７２

[5]

[6]

弗雷德里克·詹姆遜：《烏托邦作為方法
或未來的用途》，王逢振譯，載《馬克
思主義與現實》二○○七第五期。

r e p r e s e n t s a k i n d of ‘S pl i t Ut o p i a’,
grand narrative and ‘Emotional Utopia’
whose basic content is the idea of ‘nostalgia’,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
社，二○○九年)，頁五六四至五六五。

namely ‘Nostalgia Utopia’. ‘Nostalgia

王傑：《美學的跨學科研究》在上海交
大「科學與人文的衝突與對話國際學術
研討會」上的發言及會議論文二○一六
年五月。

Chinese culture as its aesthetic expression

「餘韻」是我提出的美學概念，可參見
拙作《審美幻象研究──現代美學導
論》(北京大學出版社，二○一二年)。
柏拉威爾：《馬克思與世界文學》(三聯
出版社)。
柏拉威爾：《馬克思與世界文學》(三聯
出版社)。

Ut o pi a’ t a ke s ‘r ot a r y r eg r e s sio n’ i n
mechanism. In China's moder nization,
from Li Shutong’s Farewell (1905) to Bi
Gan’s Kali Blues (2016), we could find the
Chinese form of utopia and its aesthetic
expression.
Key Words: Sino-Japanese Naval
Battle; Chinese moder nity; Emotional
Utopia; nostalg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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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河入海，天下歸心
——論冰心「愛的哲學」(下)
■ 李卓然

摘

響了她畢生創作的信仰取向與思想內涵。美滿

「憐憫」和「愛」……可憐的主戰者呵！我

幸福的童年生活為她日後創立「愛的哲學」奠

不恨你們！只可憐你們！忠平呵！我不記念

定了基礎；教會學校對《聖經》所示之愛的宣

你，我只愛你！……「上帝也要擦乾他們一

講為這種思想的發展預設了方向；而冰心由神

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也不再有悲哀，哭

愛轉向母愛的異變則使得其內涵愈加駁雜。

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77]。最

「愛的哲學」中的精華內接著基督之愛的神

後一句出自《啟示錄》中對基督再臨後新

髓，它在悖論中追尋真理，在柔弱中顯示力量。

天新地的描繪，透示出天國是永樂的歸

在階級觀點的評判中愛是有條件、無用處、

所，讓人向死而生。其中沒有半點怨恨或復

分對錯的，這類評判由對愛全盤否定發展為

仇的味道，而是生發了對「主戰者」的「可

「三七開」解讀，但其實質並未改變。冰心回國

憐」和對敵方士兵（弟兄）的「愛」，這樣的

後被迫以自我檢討和愛劃清界限，其新作中卻

處理手法在民國戰爭題材的文學作品中是

又暗藏著對愛的改寫，以一種扭曲的方式承續

非常罕見的。冰心用《聖經》的教誨來面對

著過往。「改革開放」後，冰心的創作軌道小心

刺刀和槍炮，這種追求和平的愛是如此柔

地向愛複歸，話語尺度逐漸打開，終於在世紀

弱，以至慣於強硬的階級論者將之視為宋

之交的葬禮上實現了對愛的全面肯定和倡揚。

襄公式的迂腐。其實美好的理想同樣也可

關鍵詞：冰心；「愛的哲學」；基督教；中國文

以靈活而務實，美國南北戰爭結束後當天

化；永恆生命。

晚上的兩軍聯歡和一九九八年耶穌受難節
在貝爾法斯特（Belfast）簽訂的「佳美星期

(接上期)第三，戰爭對於參戰雙方的

五協定」（Good Friday Agreement）就證明

士卒來說，沒有所謂的勝或負，雙方都是失

了愛的魅力。儘管在現實中，冰心柔弱的

敗者、受害者。《一個軍官的筆記》中，

聲音很多時候仍舊不被人所待見，但人類

「我」和堂兄忠平在戰場上各為其主、兵戎

永遠都需要這種溫柔的呼喚。
冰心的這份柔弱並非迫不得已的忍

前。小說將戰場上廝殺的敵我雙方設置為

耐，而是自願選擇的背負。成仿吾這樣評價

弟兄是有其用意的，既然作戰雙方作為「一

《超人》：「真的純潔的愛，在授而不在

家人」而共同受罪，所謂的戰爭實際就是

受，在與（t o give）而不在取（t o t a ke）」

骨肉相殘、兩敗俱傷。第四，無論是戰爭的

[78]

發動者還是參與者都值得同情。在《一個

償地奉獻給對方，這種不計回報的付出實

。一個人將內心愛的赤誠袒露開來，無

７３

相見、雙受重傷，最後「我」死在忠平面

冰心用《聖經》的教誨來面對刺刀和槍炮，這種追求和平的愛

要往一個新境界去了，那地方只有「和平」，

是如此柔弱，以至慣於強硬的階級論者將之視為宋襄公式的迂腐。冰

的生命歷程中貫穿始終、割捨不斷，深刻地影

心柔弱的聲音很多時候不被人所待見，但人類永遠都需要這種溫柔的

軍官的筆記》的結尾「我」臨終時說：「我

呼喚。

要：「愛的哲學」在冰心近一個世紀

李卓然：黃河入海，天下歸心

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

文化中國

際上是一種冒險的犧牲，也是一種主動示

欺詐、剝削和嘲弄，卻仍一如既往地扛起

弱的行為。正如冰心的自白：「然而我終竟

這一切，言行中閃耀著為傷害自己的人禱

[79]

告的耶穌品格[85]；而支撐著「他」對素昧平

硬的拳頭和柔軟的舌頭之間，她低眉順耳

生之人無私幫助、對傷害自己之人無悔付

地選擇了後者。愁苦的人固然渴望得安

出的正是愛，這裏面包含著一種捨己的純

慰，但粗暴地將其拉離困境，或簡單地否

粹，正如特蕾莎修女（Mot he r Te r esa of

定痛苦本身，不但不會使其得心靈之解脫，

Calcutta）所言：「假如你愛至成傷，你會發

反而會製造更大的傷害。冰心從不將笑容

現，傷沒有了，卻有更多的愛」[86]。小說的

強加給弱者，而是和哭泣者一同哭泣，和傷

結尾寫道：「他死了……這營裏，普遍的從

心者一同傷心，對他人遭遇的苦難感同身

長官，到他的同伴……如同羊群失了牧人一

受，用理解和慰藉融化哀傷。她無不哀憐

般！」[87]將「他」作為「牧人」來帶領營中將

地對孩子們傾訴：「……針針見血的生命中

卒的「羊群」，而如今「羊群失了牧人」則隱

之各趣，是須用一片一片天真的童心去換

喻著耶穌式犧牲的情境。當時就有人諷刺

來的。互相疊積傳遞之間，我還不知要預備

冰心作品中都是「軟脊骨的好人」 [88]，實

下多少怯弱與驚惶的代價！……願小朋友

際上指的就是這類發散著柔弱之愛的弱

[80]

外表柔弱的愛能夠在人與人之間建立深刻的情感聯繫，讓彼此

７４

毫無血緣的人們親如弟兄姊妹，生發出攜手奮鬥的偉力，這也是帝

王獨夫們所本能地恐懼和戒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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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個弱者，弱者中最弱的一個」 ，在堅

傾耳聽一聽這弱者，失敗者的悲哀！」 冰

者。這份柔弱不是出於恐懼的屈從，而是坦

心的可貴之處在於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柔

然順服的謙卑，更是一種深藏於內的挺立

弱，從不偽飾強大、故作高深；她並不是因

[89]

為失敗而被迫成為弱者，而是為了用愛療

正的強大並不來自手握屠刀的多克里先

治他人的傷痛而甘願成為弱者。這樣主動

（Diocletia n）皇帝，而在於放下寶劍的聖

去愛、傾力奉獻的弱者也是冰心在作品中

佐治（Saint George）。

。對力量的摒棄反倒顯明了力量，正如真

著力描摹的對象，在《一個不重要的兵丁》

外表柔弱的愛能夠在人與人之間建

中，「他」是一個普通的村民，做了一系列

立深刻的情感聯繫，讓彼此毫無血緣的人

軟弱的「傻」事：將本屬於自己的那份父親

們親如弟兄姊妹，生發出攜手奮鬥的偉

遺產讓給大哥和二哥；被大哥和嫂子趕去

力，這也是帝王獨夫們所本能地恐懼和戒

當兵還將兵餉全數上交；替白吃果攤、白坐

備的。故歷史上所有類型的專制主義者都

車子的人付錢；在聽戲的中途跑去聽「救

會「把人的隔絕視為維持統治的最可靠保

世軍」的演講……最後「他」為了保護一個

障，總是傾其全力讓人相互隔絕。在人心

被欺打的賣花生孩子而受傷，買膏藥的錢

的所有惡之中，它最喜歡的，莫過於利己主

又被前來探病的二哥偷走，最後傷重不

義（Egoism)。專制者完全可以原諒被統治

治。無論遭遇多少兄嫂的欺辱和同伴的嘲

者不愛他，只要被統治者不彼此愛護即

笑，「他」都從不計較、心懷「喜歡」，文中

可」[90]。《聖經》中耶穌生活的羅馬帝國就

四次寫到這種「喜歡」：在幫侵佔自己那份

是奉行強者為王、暴力至上的典型，侵略屠

遺產的大哥大嫂家勤勞幹活時，「他總是

城、鬥獸狂歡無不是其統治者暴殄天物的

[81]

那般喜歡」 ；因看望生病的同伴耽誤了

展現，但弱小的基督教竟然憑藉看似毫無

工作任務，屢次遭長官鞭打，被同伴取笑

力量的愛和強大的政治霸權分庭抗禮，在

[82]

時，「他依舊是那般喜歡」 ；在無私幫助

世代被壓迫的底層民眾和奴隸群體中口耳

路人的「傻」行為被周圍人當作笑料時，

相傳，甚至獨立於世俗社會，不能不說是

[83]

「他依舊是這般喜歡」 ；為解救擺攤童

精神力量的奇跡。這正是公元六十四年尼

販身受內傷、病弱體虛時，「他卻依舊是那

祿（Nero Claudius Caesar）即位直到加利

般喜歡」[84]。「他」其實很清楚自己遭受的

流（Galerius Maximus）當權的兩個多世紀

經不可一世的羅馬帝國早已土崩瓦解、灰

界對冰心的評價和對英國作家簡·奧斯丁

飛煙滅；但在禮拜日世界各地的教堂中，

（Jane Austen）的評價非常類似，兩位都

仍有不息的人流前往十字架前禱告贊美，

是以精緻觀察和細膩筆觸見長的知名作

不由得讓人想起《道德經》中所言：「堅強

家，但均因「只描寫家庭生活，不歌頌革命

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滅，

鬥爭」而長時間被劃入二流甚至三流作家

木強則折」。純然的柔弱是被揀選的珍寶，

之列。事實上雖然冰心的早期作品一直遠

它擯除一切怯懦，深埋著奇妙的力量。

離政治，但她卻用對生命百態的細膩呈現
來激發讀者對於當時社會狀況的思考和回

五、愛的階級和重負

應。從這個意義上說，冰心所踐行的同樣是

冰心表現「愛的哲學」的文章雖然在
當時的普通讀者群體中廣為流傳，但在知

「文以載道」，只是她「載」的是內心之道、
尚愛之道罷了。

識分子階層中卻遭到諸多詰難，其中最為

那麼，冰心是否如被批評的那樣，對

尖銳的反對聲音就來自於左翼文人。他們

現實中的酷烈視而不見、充耳不聞，以致將

用階級鬥爭的觀點來批駁「愛的哲學」，用

之在作品中刻意美化呢？冰心回應說有人

階級標準來評判相關作品的優劣。在《現

「總以為我的作品裏的人物單純，……同

代中國社會與革命文學》一文中，蔣光赤

時更不愛暴露社會的罪惡，我的意思是這

（蔣光慈）將冰心的作品比喻為「一朵暖室

社會上的罪惡已經夠了，又何必再讓青年人

[91]

的花」 ，接著質問：「一切窮苦的人們

盡看那些罪惡呢？」 [96]相比於對黑暗醜陋

……暖室都沒有，還說到什麼花呢？」[92]，

的直觀揭示或提供一個明確的政治視角，

並以定論收束全文：「讀者能夠從冰心女

冰心更傾向於用一種漸進和緩的方式來療

士的作品中看出時代和社會的背景嗎？

治社會的癥結。「愛的哲學」並未逃避問

……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文學家不是這樣

題，而是對於社會變革貢獻的是一種長遠

[93]

的！」 在階級論者看來，時代「需要」的

的行動力。冰心以愛開掘人際關係中的積

文學家應是「革命文學家」，而時代「需

極方面，影響讀者去反思和改變現實的腐

要」的文學就該暴露社會黑暗、宣揚階級

惡。這種改變不是電閃雷鳴而是綿綿細

鬥爭、鼓吹武力反抗，超出這類題材範圍

雨，不是叢林肉搏而是攜子之手，「難怪在

的作品無論文筆優劣，都應被劃入次文學

現代文學世界裏，激進主義的茅盾和阿英

甚至非文學。在其現實主義創作理念中，

無法真正地理 解她（冰心——引者注）

「寫實家底作品，和一面忠實的鏡子一樣

……郁達夫和沈從文卻對她有相當的尊敬

[94]

和 中 肯 的 分 析」 [97]。馬 利 安 · 高 利 克

冰心的作品以人與人之間的互愛互助為紐

（Marian Galik）則指出：「冰心對她周圍

帶，呈現的是一個精心打造的純愛世界，

的生活是非常敏感的。……如果她被看作

即便寫到悲凄仍報之以溫柔，結尾再留一

是『象牙塔』中的完人，那麼對她的角色這

條「光明的尾巴」。陳西瀅稱冰心的小說

是一個巨大的誤會。她只不過對政治論戰

「一望而知是一個沒有出過學校門的聰明

和政治鬥爭沒有興趣而已」 [98]。在一個有

女子的作品，人物和情節都離實際太遠了」

著悠久內鬥傳統的國度，冰心並沒有成為

[95]

，陳氏固然未能真正進入冰心的精神世

熱衷「窩裏鬥」的文人；她的堅韌在於當周

界，但也正是與「現實」保持距離感導致了

圍喊殺聲喧囂不止，仍輕柔地呵護著內心

７５

……斷不會把伊的醜陋藏起來的」 ，而

李卓然：黃河入海，天下歸心

意義」而被邊緣化。一九四九年後大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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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愛來面對世俗強權的肇始。時至今日，曾

雖然冰心的早期作品一直遠離政治，但她卻用對生命百態的

哲學」的作品在絕大部分時段都因「缺乏

細膩呈現來激發讀者對於當時社會狀況的思考和回應。冰心所踐

後的維穩考慮，但這也成為了人類歷史上

行的同樣是「文以載道」，只是她「載」的是內心之道、尚愛之

自上世紀三十到八十年代，冰心表現「愛的
道罷了。

中，歷代羅馬皇帝強力迫害鎮壓基督徒背

文化中國

的光亮。

穌愛人無論身份高低，佈道施化於眾人之

與階級論者的輕視極為不對稱的是，

中；佔有財富和權力並不意味著就擁有進

「愛的哲學」在當時引發了巨大的關注，這

入天堂的門票，只要真心信靠、虔誠禱告

一點連批評者都不得不承認：「青年的讀

就能得到神的眷顧；這樣一種內在的富足

者，有不受魯迅影響的，可是，不受冰心文

意味著對屬靈價值的永恆擁有，是不會消

[99]

減、也無法奪走的。相應在《聖經》中，耶

「小姐」的代表，其「愛的哲學」真如批評

穌也要求信眾在愛他人時同樣也不可勢利

所言與勞工階層絕緣，在半封建和半殖民

偏心。在詩歌《假如我是個作家》中冰心寫

地時代的中國怎麼會有那麼多「小資產階

道：「我只願我的作品/……在孩子，農夫，

級」讀者？這樣的現象是用階級論難於解

和愚拙的婦人/他們聽過之後/……聽得見

釋的。其實答案並不複雜，人之為人的天

「同情」在他們心中鼓蕩/這時我便要流下

性中本身就蘊含著愛與被愛的本能，正是

快樂之淚了！」 [102]雖然詩作是以一種仰視

這種發自內在的渴求構成了冰心作品流行

的謙卑來表達對孩子、農夫和愚婦的親

於民國文壇的動因。為冰心的《超人》審稿

近，情感相當真誠懇切，但仍舊被階級論

的茅盾在《小說月報》發表這篇作品時特

者批評為對底層勞動人民屈尊府就的同

意以「冬芬」為筆名在文末加了一個附注來

情，是「高高在上」的。在批評者的話語體

抒發讀後感：「我不禁哭起來了！誰能看了

系中，人的階級屬性決定了所謂無條件的

何彬的信不哭？如果有不哭的啊，他不是

愛一定充滿了虛偽，甚至都不算是愛，只能

[100]

可見後來在

被看作一種表演；對人民的親近除了用「無

《冰心論》中用階級觀點深批苛評的茅盾

產階級」的接近方式，不容許存有其它的

也並非完全的冷酷，情不自禁的淚水正是

方式。於一九五五年編撰的《新文學史綱》

他被深深打動的表現。但階級評判和隨之

中有關冰心的章節第一句話就開宗明義：

而來的重負終究落在了「愛的哲學」身上，

「在五四時期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還抱著一

這樣的解讀催生出有條件、無用處、分對

種資產階級專政的希望……」 [103]，顯然之

錯的愛。

後冰心是以預定的身份而被論述的。文中

「超人」，他是不懂得把！」
冰心筆下的愛在當時能引眾多讀者一見傾心的重要原因在於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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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了由金錢、權力、地位所構成的一切預設條件，將貧富智愚的

外在身份拉平，等量齊觀地去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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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影響的，那是很少」 ；如果冰心只是

冰心筆下的愛在當時能引眾多讀者一

接著批評冰心「雖然鄙視勞動人民，卻又

見傾心的重要原因在於其排除了由金錢、

用對勞動人民的「同情」來表現自己」[104]，

權力、地位所構成的一切預設條件，將貧

並在結尾處提醒讀者注意其作品「落後的

富智愚的外在身份拉平，等量齊觀地去愛。

一面」和其作為「右翼」的「右」的特點

無論是富家女和童養媳的友誼（《最後的

[105]

安息》）、公子 哥與 小童工的交心（《超

「真愛」只能是喚起其階級覺悟和反抗意

人》），還是傷殘老兵的傾訴（《魚兒》）、

識，其它形式的愛背後必然隱藏著不純的

海歸青年的愛情（《第一次宴會》），每一

目的。譬如對於冰心在作品中對普通士兵

份愛都是如此的真摯感人，「所以世上一物

的正面描寫，他們認為源頭出在冰心的童

有一物的長處，一人有一人的價值。我不能

年，因為那時冰心父親是軍官，「普通士兵

[101]

。在階級論者的邏輯中，對勞動人民的

。用馬丁·布伯

對待一個海軍軍官的女兒總會更多地顯示

（Martin Buber）的話來說，這是「我與你」

出親切的一面」[106]。這顯然是以己之心度

而非「我與它」的相遇相知，在不計得失的

人之腹，因為自己篤定「沒有無緣無故的

投入中將對方作為「你」來對待，而不是僅

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就以此推理冰

把「它」當作可資利用的對象。這種無條件

心在作品中用同情的筆調寫那些下級的兵

的愛顯然是《聖經》中上帝之愛的延伸，耶

丁一定是因為早年受到過「特殊待遇」，而

偏愛，也不肯偏憎……」

不可能的，其背後一定藏著不可告人的動

聊和空虛……然而，這正是所謂「人類愛」

機。在這裏，階級論者非常費力地剖析出

[116]

「看似無條件」的愛背後的「條件」；在他

似於幻覺，「愛能做什麼」不過是一個偽問

們看來，任何愛都建立在階級基礎之上，

題；唯「有用」的手段才是被頂禮膜拜的靈

即使一種感情看上去單純美好，在背後支

驗藥方。當一個人是手段和效用的信徒，

配的仍然是赤裸裸的權力和利益，因此超

對其講「愛」是非常困難的，對牛彈琴、徒

階級的愛「在階級社會裏是不可能實行

勞無功自不必說，還很可能自招蔑辱。冰心

[107]

。這樣的評判很直接：愛虛空無物、近

。其邏輯推演如下：愛無法超越階

描寫歸國留學生懷才不遇的小說《去國》

級，而「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

就收到這樣的評價：「更重大的社會意義

的」

[108]

，故指向一切人的愛從不存在，

是在於矛盾的如何解決。作家沒有鄙視主

「『愛一切人』等普遍性的思想，不過是一

人公這種思想上的軟骨症，卻對他們的

種對勞動人民進行欺編的假面具而已」

『憔悴』寄予同情」 [117]。愛和憐憫是多餘

[109]

。對此《新文學史綱》中專闢一小節論

的、可鄙的，多愁善感不值得同情。冰心的

「作品中的超階級的人類愛」，點名批道：

另一篇小說《是誰斷送了你》描寫大家族

「有一些作家則竭力歌頌資產階級的騙人

中的一位女孩入中學讀書，因誤會而被封

的「人類之愛」等等概念，可以冰心為例」

建古板的父母逼迫自殺，得到的評價則是

[110]

「是那位女學生的「怯弱」斷送了她自家」

史」

。階級之愛和冰心之愛的不同在於：

「前者是施予與被施予型的，後者是在體

[118]

性的。前者之愛是主奴式的、不平等的，它

敗寇的迷思：那些失敗的和死去的都是必

有著這樣的理論預設，世界上存在著沒有

敗的和該死的，因為他們鬥志不夠強悍、

愛或者不會愛的主體。後者，不存在愛與

手段不夠犀利。

。這樣的思維發展到極致就將步入成王

被愛雙方，它本身即是愛」[111]。在「愛的哲

真愛難以用世俗的功利標準來衡量，

學」中，愛不需倚靠外在條件而自洽，愛本

例如冰心的《一隻小鳥》共計不到四百字，

身就是理由，正如紀伯倫（Kahlil Gibran）

寫的是目睹一隻在巢中唱歌的小鳥被頑

在《先知》中所言：「愛除自身外無施與，除

童的彈弓打死後而感到的心痛和哀傷。

自身外無接受/愛不占有也不被占有/因為

雖是一篇情節再簡單不過的短文，描寫對

[112]

。真正的愛是無差等、

象也很不起眼，但文章將向善的追求以具

無所待的，愛的人和被愛的人在愛中融為

體的場景表現出來，飽含著對生命的敬

一體。

畏和悲憫，震顫著一股觸動人心的力量。

愛在愛中滿足了」

在《往事》中，冰心寫道：「「人生！燈

這不禁讓我們想起了另外兩位作家的作

一般的明滅，飄浮在大海之中」。……生命

品：巴金的《小狗包弟》和屠格涅夫（Iva n

之燈燃著了，愛的光從山門邊兩盞紅燈中

Turgeneve）的《麻雀》（The Sparrow）。如

[113]

果僅僅用「有用」來衡量，試問這些寫小動

孤寂轉徙的人生旅途。但這樣深邃的情感

物的文章能給我們帶來多少真金白銀？又

在階級論者眼中只是無用的擺設、「一個

能給我們帶來多少尊爵顯位？但溫暖文字

[114]

，充滿了「空虛的同情」

的價值恰在喚起讀者心靈中最柔軟的觸

。一九四九年後，對於愛的批判已不再

感，存護人性中最原初的良善，讓他們為一

是之前的零散發言，而是迅速被整理總結

個小小生靈的遭遇心存不忍，使被書寫的

皮相的空論」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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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燈燃放愛之光，照亮

燃著了！」

李卓然：黃河入海，天下歸心

品中，有的是對何彬那樣的知識分子的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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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而然地去愛一個天真無邪的小女孩是

階級之愛和冰心之愛的不同在於：前者是施予與被施予型的，

的創作語露譏諷，稱「在《超人》這樣的作

後者是在體性的。在「愛的哲學」中，愛不需倚靠外在條件而自

果。如此「有罪推理」不啻在說要一個士兵

洽，愛本身就是理由，真正的愛是無差等、無所待的，愛的人和被

為系統化的論證。《新文學史綱》中對冰心
愛的人在愛中融為一體。

這種待遇又是下層軍校討好巴結長官的結

文化中國

愛脫離了抽象，直指人的靈魂。

是從人本身的角度來看一個人，從個體的

「愛的哲學」被階級論者所不屑的原
[119]

感受出發來愛一 個人。這樣的愛根植 於
《聖經》的敘事框架：上帝創世造人的終

讀者·通訊十八》中冰心寫到在赴美輪船上

極原因是對這個世界的愛和對人類的愛；

遇見 逃 離 蘇 聯的政 治難 民（即所謂「白

萬 物 存 在，他 就 愛 惜，這個 人存 在（活

俄」），該篇通訊寫於一九二四年，那時史

著），他就愛護[124]；「壓傷的蘆葦，他不折

斯大林（Vissarionovich Stalin）已掌權兩

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125]，無論是破

年有餘。文中描寫道：「同行二等三等艙

損殘傷還是完整無缺均被一視同仁，在愛

中，有許多自俄赴美的難民，男女老幼約有

的慈光下共享最高貴的尊嚴。冰心對「白

一百多人。俄國人是天然的音樂家。每天夜

俄」父子的關愛正是由衷地對那些經歷著

裏，在最高層上，靜聽著他們在底下彈著琴

「生命的顛頓與 不幸」的人的同情共感

兒。在海波聲中，那琴調更是凄清錯雜，如

[126]

泣如訴。同是離家去國的人呵，縱使我們

上升到一種聖潔的大愛。

，這已經超越了個人的喜好和德行，而

不同文字、不同言語、不同思想，在這凄美

在階級論者眼中，政治立場顯然是愛

的快 感 裏，戀別的情 緒，已深深 的交流

的「關卡」，過了這道關卡才能夠去愛。那

[120]

接著冰心把其中一個可愛的俄國

些背井離鄉的「白俄」因為在政治上不過

小孩哄來身邊嬉戲，孩子的父親立在門邊

關，縱然看上去再悲慘可憐也不配被愛；

注視著他們，「那雙慈憐的眼光中，竟若含

按照這種「非我則異、非我則邪」的預設，

著眼淚。小朋友，從至情中流出的眼淚，是

紅十字會的醫療隊在戰場上也只能救治

世界上最神聖的東西。晶瑩的含淚的眼，

「正義」一方的士兵。將這種觀點理論化

了！」

真愛難以用世俗的功利標準來衡量，但溫暖文字的價值恰在喚

起讀者心靈中最柔軟的觸感，存護人性中最原初的良善，讓他們為

７８

一個小小生靈的遭遇心存不忍，使被書寫的愛脫離了抽象，直指人

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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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寄小

因還包括「政治上的幼稚」

[121]

當這位父親和

後就成為：只要是和「我」在意識形態上相

他的孩子被船上一名肥大的看護（職位類

左的人「我」都不能去愛，須以對方的階級

似於現在客輪上的保安員）從頭等艙轟

出身和政治立場來篩選決定其是否「配」

走，冰心不僅用眼睛瞪向趕人者以示不滿，

被愛。如此政治挂帥之下，愛被生拆硬解：

而且心中異常難過，在餐桌上整頓晚飯不

有一部分正確的人是允許被愛的，而另一

發一言。階級論者對此的評價是：「也正因

部分錯誤的人則是不被允許的。發自本心

為她（冰心——引者注）缺乏階級觀點，連

的愛成為了一種需要學習的技能，對這種

她對弱者的同情也往往表現出兩面性。在

技能的掌握能夠預防我們去愛不該愛的

《通訊十八》中很典型地反映了這種兩面

人。愛的小草只能在政治的版圖上生長，超

性：一方面她同情被侵略者被壓迫者，憎恨

出這個範圍的則要被盡數鏟除。這樣的愛

霸道的帝國主義行徑，這無疑是正義的；

是「對」的愛，是深思熟慮後的愛，當然也

但她又將同船的白俄當作被侮辱與被損害

是安全的愛。

是最莊嚴尊貴的畫圖！」

的人，將他們視為貧困者而伸出友愛的手，
[122]

階級觀點不僅迫使愛變形轉性，更將

。冰心對於

愛限定在自己價值判斷的坐標系中。對「愛

「白俄」父子的關愛和同情可被視作一種

的哲學」的階級評判大體分為兩類——偏

人道主義行為，周作人曾有言：「……現代

激的和理性的，前者對於愛的價值徹底否

文學上的人道主義思想，差不多也都從基

定、毫不留情；後者往往以「三七開」的方

卻又是政治上的無知行為」

[123]

，所謂的現代人道

式剖析問題，既肯定愛的有限價值又批評

主義思想，簡而言之就是在生命、尊嚴、自

愛的無能無用。評判的總體軌跡由偏激走

由等人的最基 本需要面前，不從國籍 類

向理性，但其核心仍是階級論調。全盤否

別、政治立場、信仰類型來定義一個人；而

定的解讀方式在革命年代曾盛極一時，但

督教精神出來……」

經沒有多少人認同完全推翻「愛的哲學」的

的兩個缺一不可而又有主從關係的側面」

原教旨階級觀點，但改頭換面後的「理性

[132]

階級觀點」仍然發揮著強大的影響力。時

是「從」；後者可以被重視，但在前者面前

過境遷後人們往往對於前者不屑一顧，卻

只能是陪襯和犧牲。愛並沒有被完全擯

對後者的影響力和「隱性扭曲」留意不足。

棄，而是被加置了存在的前提：階級分野

它包裹著「辯證」的外衣，從不徹底否定愛

始終高於愛的情感。冰心宣揚的「愛的哲

和同情，相反在某些場合甚至對之贊美有

學」僅在和階級大義不相衝突的一小塊領

加；但是在作出一通肯定之後，它必然會搬

域具有價值，而絕無可能像階級觀點一樣

出一個更大的前提來說明其局限性，形成

被作為終極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評判標

欲抑先揚、小是大非、少肯多否的總體格

準。理性的階級評判並不將愛殺死，而是

局。這種固化模式具有一整套內在邏輯和

把愛關進籠子裏，規定並限制其「活動範

說服藝術，長期鉗制著針對泛愛作品的文

圍」，將其功效和影響壓縮在「正確」的幅

評話語。

度之內。

。在這裏，階級大義是「主」，血緣關係

理性階級評判肇始於民國時期，基本

一九五六年臧克家所作的《「五四」以

定型於一九四九年之後。阿英在一九三四

來新詩發展的一個輪廓》一文標誌著理性

年如是說：「反映在作品中的冰心的思想，

階級評判對冰心「愛的哲學」的「三七開評

顯然是一種反封建的，但同時也多少帶一

價」模式完全成型，文中寫道：「歌頌母親

些封建性；這就是說，她的傾向的是反封

的愛和孩子的天真，固然有著她個人的親

建的，但在她的觀念形態中，依然有封建

切的經驗和真實感，但在『五四』那樣一個

[127]

。冰心作品革命的不徹底

轟轟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偉大鬥爭中對於

性來自於她和封建意識沒有完全地斬斷聯

一般青年所起的不是鼓舞作用，正相反，所

繫，她雖然想「反封建」但沒有能力「徹底

起 的作用是消極的」 [133]。其中「固然」、

地反封建」，其封建性的表現恰恰寓於反封

「但」的讓步轉折語序成為之後評判冰心

建的過程中，這類微妙的表達在之後對於

「愛的哲學」的經典表達，前半句是輕的贊

冰心作品的評價中得以延續。革命取得成

美，後半句是重的批評；贊美的是局部，批

功後，「左聯五烈士」之一殷夫的《別了，哥

評的是總體。這類帶有特定價值判斷的轉

哥》一詩被作為處理階級大義和血緣關係

折詞，在體制的默許和鼓勵之下開始成為

的榜樣作品，在這首詩中，雖然哥哥給予

一種評價冰心作品的固化語式，並通過了

「我」「二十年來手足的愛和憐，二十年來

意識形態的合法化審查，隨後以政治正確

的保護和撫養」、「誠意的教導」、「犧牲的

為依托被不斷複製和宣講。這種評判語式

培植」；「我」卻仍要與哥哥訣別，「向別方

影響深遠，一直到「改革開放」後仍在延

轉變」，向著「真理的王國」邁進，要去「做

續。一九八三年范伯群、曾華鵬撰寫的《冰

意識的殘餘」

[128]

[129]

。詩

心評傳》可被視為展現「三七開評價」的教

末預言今日一別，弟兄再見時將是當彼此

科書式文本。對於「愛的哲學」之代表作

個Prometheus

偷給人間以光明」

。詩中顯然

《超人》，書中這樣寫道：「解放後的一些

認為不同階級之間是無法用「愛」來調和

評論家往往把《超人》看成是冰心脫離了

的，而那憂愁著「勞苦群眾的呼號」的愛只

「問題小說」的軌道或放棄探索人生責任

僅限於詩人新加入的無產階級之內[131]。詩

的標誌。現在看來這種論調是有片面性

「隸屬著的階級交了戰火」

７９

[130]

李卓然：黃河入海，天下歸心

的辯證關係，這就是無產階級對親子之愛

文化評論

「愛的哲學」的標準聲音。在當下時代已

帶有特定價值判斷的轉折詞，在體制的默許和鼓勵之下開始

血緣之間的愛心而又將階級大義放在首位

成為一種評價冰心作品的固化語式，並通過了意識形態的合法化審

評判話語卻長存於學界，儼然成為了評價

查，隨後以政治正確為依托被不斷複製和宣講。這種評判語式一直

的意義被解讀為「說明了無產階級既珍視
到「改革開放」後仍在延續。

終究無法持久；相比於前者，「三七開」的

文化中國

的，是離開了當時的時代環境和當時一般

這樣的論述中雖然不再「全無價值」，但也

青年的思想情緒，主觀地、孤立地評論《超

只有「微小價值」，構成了一種更為聰明巧

人》的結果，是不顧《超人》誕生時具有的

妙的階級論。其以「一分為二」的「辯證解

積極 影響的一面，而以解放後的時代要

讀」為表相，實質上卻消解和抽空了真愛

[134]

的精髓：全心全意、忘我投入。二.具備很強

裏「理性階級論者」甚至對著「偏激階級論

的被複製趨向，影響深遠。一九四九年後

者」為「愛的哲學」激情辯護，以自己的客

很長一段時間大陸學界對於文風唯美、浪

觀、全面和包容批駁對方的片面和苛刻，

漫、具有宗教內涵的文學作品的評價多遵

所說的話也都於情於理相當公允；但無論

循這種語式：在小處肯定其在舊時代所具

對「愛的哲學」如何維護，只要最終落腳點

有的有限價值後，旋即在大處以新時代的

仍是階級大義，這份愛就永遠不能獲得性

正確思想來匡正其意義導向上的根本錯

質層面的稱頌：「《超人》的『為人生』的大

誤。甚至直至今日，對於一些在現當代文學

目標雖是值得肯定的，但《超人》的答案卻

史上被預定為「非革命」或「反革命」的知

是無濟於事的，因為這個答案是錯誤的」

名作家作品的評價，我們還能在媒體上看

[135]

到這種讓人眼熟的「三七開」話語遺留。

。這份評價相比於之前具有一定程度的

「鬆綁」，至少清楚地講明了愛所涵括的部
分價值；但由於大前提 仍無任何實質改

如果在現實中的人試圖將世俗之愛「聖化」或者在形式上用世

俗之愛模仿上帝之愛，在很多情況下就會步入歧途，例如將領袖神

８０

化、將個人崇拜的儀式宗教化等，愛在這樣的改寫中將不可避免地

走向狹隘和激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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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

求，過高地要求《超人》的結果」

六、愛的擯棄和回歸

變，所以仍然是「戴著鐐銬跳舞」，在關鍵

一九五一年回國[137]後的冰心面臨的是

之處毫無突破；其所持的核心觀點和最終

一個全新的思想環境，「愛」成為了強力政

結論仍然脫離不了「三七開評價」：「冰心

治主導的輿論集中批判和清理的對象，前

的「愛的哲學」曾被她作為一種救世的藥

朝的泛愛作品迅速淪為邊緣文學、遺跡文

方，這是違心主義的產物，從整體上說是消

學。重壓之下，冰心也做出了自己的選擇。

極的。但是，對母愛、童心和自然的歌頌，

在民國時期頑強抵抗著階級觀點圍攻的冰

在文學領域中是不容作一概的簡單的否

心此時卻棄甲倒戈，用對「舊我」的徹底否

定」[136]。在意義的比較和認定中，「部分」

定來努力表現出成為「新人」渴望，整個創

無論先前被予以多麼大的肯定，最終還是

作面貌「煥然一新」。在一九五四年為《冰

要服從於「整體」。

心小說散文選集》所做的自序中，冰心評

「三七開評價」對於我們瞭解「愛的

價自己的早年創作「退縮逃避到狹仄的家

哲學」的百年境遇尤為重要，這種話語模

庭圈子裏，去描寫歌頌那些在階級社會裏

式有如下兩個特徵：一.在外觀上具有極大

不可能實行的「人類之愛」」[138]，承認之前

的迷惑性。相比於偏激的階級評判多用下

作品中的愛「不可能」隱含的前提是以階

判語、定性質的方式來樹立觀點，理性的

級視角看待人類歷史，認同對社會的階級

階級評判更傾向於用「講道理」的方式來

劃分。如果說在這個時候冰心的反省還是

陳說理據。因為後者是在部分肯定的愛的

較為平和適中的，到了六年之後在發表《把

基礎上再進行批評，用對愛的讓步欣賞給

反帝國主義鬥爭進行到底》一文時，冰心

階級觀點蒙上了一層溫情脈脈的外衣，這

就開始出現「自虐」的傾向了。文中充斥著

就和全面否定愛的話語貌似劃清了界限，

深重的罪感，用「自欺自慰」、「軟體動物」

看上去顯得不偏不倚、客觀公正；它對於

形容舊我[139]，而愛則是自己背著用來逃避

愛的肯定和贊美，甚至對於極左評價的批

現實的「超階級」、「抽象」的「蝸牛殼」

評容易給人以開明寬容的錯覺，但其本質

[140]

仍是「沒有那麼極端的左」而已——愛在

「消滅」一切敵人[141]；最後總結稱：「在最

；接著 倒向鬥爭意識，表態下決心要

念範疇。在《共產主義的母愛》一文中冰心

[142]

。如此作踐自己，擺出一副「任人宰割」

寫道：「只有以造福全人類為最高理想的共

的架勢，也實在是不得已而為之。各種運動

產黨，才會這樣無微不至地關懷廣大的兒

接踵而至，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遭受嚴重後

童，才會這樣積極鼓 勵教導這些熱愛兒

果；只有和上頭指令時刻保持步調一致，成

童、熱愛勞動的兒童工作者……我也向實

為「留聲機」甚至「複讀機」才能在現實中

現共產主義母愛的兒童工作者，獻上崇高

存活。至此，冰心對「愛的哲學」的自我反

的敬意」[144]。連「愛的哲學」中最不敏感的

省和批判達到峰值；到了「文革」時期，冰

部分——母愛也變形為了「共產主義的母

心被下放至「五七幹校」的牛棚，連發表

愛」，凸顯出冰心將愛的闡釋向主旋律靠

「懺悔書」的權力也被剝奪。

攏的努力。一九六三年作為官方代表團的

冰心回國後對愛的「原罪」進行全面

一員訪問日本時，冰心在演講中以階級觀

徹底的檢討，由民國時基於信仰的「出世」

點來解構曾經被自己奉若神明的母愛：「因

毅然決然地轉為「入世」，揮別彼岸世界，

為階級不一樣……自己在受壓迫的時候，

順應世俗政治；前後斷層雖然落差懸殊，

自己在沒有東西吃的時候，她沒有法子愛

但若仔細分析也早有跡可循。個中原因就

她的孩子……」 [145]，既然愛一定是有其階

在於冰心「愛的哲學」中的母愛部分從一開

級和物質前提，彼時精神至上的「唯心之

始就存在著致命硬傷，她對母愛的歌頌屬

愛」也就轉為了此時的「唯物之愛」。冰心

於「欲望之愛」（E r o s）而非「交託之愛」

不僅祭出「共產主義的愛」、「階級之愛」、

（Agape），「後者是自上而下的愛，以上帝

「唯物之愛」來作為宣傳利器，更刻意區

為出發點；前者是自下而上的愛，以自我為

分愛和恨，並且製造出作為對立面的敵人。

[143]

；缺乏了至高信靠的支撐，這

在一年之後，她又發表了升級版本的言論：

種早年寬鬆環境中「無所不能」的愛就極

「為了建設新的美好的社會，必須認清誰

易在回國後的外在壓力下自貶蛻變為「一

是同情我們的人，誰是危害我們的人，所謂

無所能」。無論看似有多麼虔誠和深厚的

的「博愛主義」是要不得的」 [146]。如果說

情感，只要「愛的哲學」的推廣還是基於母

四十年前的冰心是用愛來溶解恨；而在「文

子之情的「人愛」，就隨時隨地有可能被另

革」前夜，冰心對愛的解讀更像是對即將

一種更加「合理」和「雄辯」的人愛（例如

來臨的暴風驟雨的注腳：愛和恨是勢不兩

階級之愛、領袖之愛）所替換。沒有更好的

立、水火不容的，愛只能選擇性地給予「同

神，但是一定會有更好的人。

志」，斷不能施予「敵人」一分一毫，相反

出發點」

對敵人必須去恨、去打擊、去鬥爭。既然愛

鬥爭戰場，也可算作是一種清晰的切割；但

已成為現實中的一種手段，不再具有超越

問題的複雜性就在於，雖然她回國後公開

維度，其在冰心的創作中被濃厚的實用色

和「愛的哲學」劃清界限，但其創作仍然和

彩所塗抹也就順理成章：「人活著就是要

愛保持著某種隱性而微妙的聯繫。她當然

讓別人生活得更好，要愛和同情你周圍的

並非直接拾起年少的情懷，而是在筆下的

人。「自私」就是人和人關係路上的荊棘，

一些文字中對「愛」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改

到頭來會擠得你前後左右都走不通」[147]。

寫，以一種扭曲的方式承續著過往。具有

這裏所說的「愛和同情你周圍的人」看上

「正統」意涵的共產之愛、人民之愛、階級

去和之前「愛的哲學」的表述極為相似，但

之愛、領袖之愛等相繼被整合進愛的表現

８１

如果冰心就這樣訣別愛的花園、奔赴

李卓然：黃河入海，天下歸心

級的觀點，又使我受了一次極大的教育」

文化評論

集體精神，成為「社會主義大家庭」中的概

從之前以革命為名將愛與《聖經》隔離，用反向扭曲的方式將

批判了「人性論」、「人類之愛」等等資產階

神學話語挂靠現實政治，到如今主動提及賢人之德和基督之愛的聯

範圍之中，此時的愛已由個體信仰擴展為
繫，公開對基督之愛予以正向闡釋，個中轉變非常具體實在。

近文藝界的反修正主義的運動中，徹底地

文化中國

去愛的理由已由之前的「為了愛而愛」悄然

一九四九年後的三十年間更為充分和牢

轉變為「為了擁有更好的人際關係而愛」，

靠。在這種情況下，冰心作品中遠離已久的

否則對愛的吝嗇會導致自己遭受實際損

「愛」開始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而這份愛

失，「到頭 來會 擠得 你前後 左右都走不

的基督之源則經歷了從遮掩、朦朧到直白

通」。施愛的慷慨是為了打通人際的網絡，

的演化歷程。歷史轉折點的一九七九年，

而非砌築靈慧的樂園。

冰心的寫作也在「摸著石頭過河」，將階級
話語的利刃歸鞘，她又小心翼翼地提起了

左的元素，愛的《聖經》淵源卻並未被被簡

「愛」：「我們不要回避「母愛」，不過不要

單地棄置，而是以一種「改頭換面」的方式

像我以前那樣拿它當作人生哲學」[153]。筆

重塑進進主流話語中，用對教義的曲解和

調相當謹慎，雖然不再以批判視角來詮釋

信仰的違叛接續著過往的青春歲月，呈現

愛，但仍不敢完全放開：可以講愛，但不要

出聖言與俗說相混合的詭異景象。在《〈周

過度地講。雖距完全肯定尚有較大距離，

恩來與藝術家們〉序言》中冰心這樣評價

但也顯示出「愛的哲學」重現文壇的細微

周恩 來：「總 理 是中國恆古以 來 賦予的

動向。一九八一年「改革開放」已進行到第

『愛』最多而且接受的『愛』也最多的一位

三個年頭，隨著思想解放的不斷深入，人們

[148]

。《聖經》中稱頌耶和華「你施慈

對於「前三十年」中的一些提法也開始有了

愛於千萬人」 [149]，信眾則高呼「我愛耶和

反思。那一年冰心在接受《輔導報》記者

人物」

[150]

，雖然上帝和冰心筆下的總理分屬

的採訪時，感慨萬千地說出了這樣一番話：

完全不同的語境，但二者行為的類型和受

「在十年浩劫，錯批了人性論，人們都不敢

到的待遇卻極其相似：上帝施予的是無差

講愛了。人和人之間被高高的冰山阻隔著，

等的愛，接受的是子民信靠主的愛；總理

相互間冷冰冰的，沒有了人情味兒……不敢

施予的是革命的奉獻之愛，接收的是人民

對青少年進行愛的教育。一提到愛，就被

的忠貞之愛。總理自「亙古以來」施愛最

斥為資產階級的人性論，我很奇怪，難道

多、收愛也最多，身披聖潔光環的革命領袖

人民之間就不應該講愛，就不應該有人性

儼然已成為塵世間的「紅色耶和華」，這樣

嗎？人失去了人性，不就是墮落到低級動物

的修辭包裝就像冰心翻譯尼泊爾詩歌《禮

群裏去了嗎？」 [154]坦陳對普世人性的批判

拜》中所寫的：「我發現人登上寶座/靠著

為「錯」，並且已不再將愛歸類為資產階級

地上的許多妙手……從此詩人開始寫詩/

屬性，指出批判愛的惡果，但冰心隨即又

華」

冰心為了自保而不得不違心表態、韜光養晦，但在心中最隱秘的

８２

角落仍然存留著愛的火種。從這個意義上說，冰心對於愛是極為執著

的，這也是「愛的哲學」能在她晚年得以回歸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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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愛的哲學」中與大環境最為相

來頌贊人而不是頌贊神」

[151]

。《聖經》中
[152]

提出了「人民之愛」來為愛正名，雖「回歸」

；

得不甚徹底，但相比於以往已有一些實質

但如果在現實中的人試圖將世俗之愛「聖

上的變化。這番談話實際上是將愛去階級

化」或者在形式上用世俗之愛模仿上帝之

化，否定一直被強調的愛的階級屬性，恢復

愛，在很多情況下就會步入歧途，例如將領

愛的人性屬性，為普世人性中的愛正名；但

袖神化、將個人崇拜的儀式宗教化等，愛

是用「人民」來為愛來正名的矛盾在於，

在這樣的改寫中將不可避免地走向狹隘和

「人民」這個概念本身就是具有濃厚的階

激進。

級和意識形態色彩的，這就使得冰心進入

上帝之愛是被作為世俗之愛的榜樣的

時間來到「改革開放」之後，官方的宣

了用階級概念來對愛去階級化的邏輯循

傳已不再連篇累牘地強調愛的階級屬性，

環。在同年的《寄小讀者》中冰心寫道：

冰心也不用繼續撰寫檢討文章，言必稱推

「我有一件最難忘最感到驕傲的事，就是

翻「愛的哲學」；似乎作家又重新獲得了某

我得到了許許多多小朋友的愛和同情」

種書寫「愛」的權力，而且這種權力顯然比

[155]

。這樣的愛和同情恢復了她青年時第一

稚大夫》一文中，冰心這樣介紹主人公：

態語障被進一步突破；已不再是遮遮掩

「她（林巧稚——引者注）出身於基督教的

掩、一分為二、辯證唯物的愛，而是用「一

[156]

切」來全面肯定愛的價值，顯現出愛超階

極其罕見地提到了林大夫一生所秉持的愛

級、超政治的普世屬性。這樣的肯定句在

與基督教之間的聯繫，所援引的「愛人如

二十年前想必會被扣上「資產階級唯心論」

己」一說在《聖經》中被提及多達八次，而

的帽子，此時不加絲毫掩飾地和盤托出也

且多以誡命的性質出現，「因為全律法都包

意味著雖然被「思想改造」了近三十年，也

[157]

。如此「石

將「自我檢討」的文章寫得駕輕就熟，但是

破天驚」的文字在冰心回國後的作品中可

冰心的內心深處對一些基本問題的看法幾

謂破天荒頭一回，從之前以革命為名將愛

無更改，唯一的不同在於是否能有條件和

與《聖經》隔離，用反向扭曲的方式將神學

機會將心中所想公之於眾。冰心九十四歲

話語挂靠現實政治，到如今主動提及賢人

接受傅光明的採訪，被問到回國後經歷的

之德和基督之愛的聯繫，公開對基督之愛

磨難坎坷時表示「我覺得對人情物理說不

予以正向闡釋，個中轉變非常具體實在。

過去的事情長不了的」[161]，談到「文革」時

一九八六年冰心在文中進一步將「同情和

說：「我就覺得人與人之間的愛還是最重

在愛人如己這一句話之內了」

[158]

，並在一年後

要的，那時人們都不敢表示就是了。其實我

繼續對之闡發：「給別人愛，別人才會對你

們私下在一起，還都是彼此相愛的，都是

愛」稱為人群中的潤滑劑

[159]

。似乎

通情的，就是不敢表示，不敢在紅衛兵面前

暗含著批駁將愛視為天真幼稚的觀點，意

表示。我這九十年經歷的太多了，凡是違背

思指愛的施予表面上很理想化，但實際是

人心物理的事情決弄不長的」[162]。可以想

人與人的交往中不可或缺的支撐因素。但

見這類「對人情物理說不過去的事情」指

是冰心贊美肯定愛的同時又不時地提醒讀

的是妖魔化愛、宣揚仇恨，其「長不了」、

者唯物的原則，說出「愛是偉大的，但這只

「弄不長」的判語表明了冰心對愛的堅定

能滿足精神上的需要，至於物質方面呢，

信心。同年春天「冰心作品書法與繪畫大

就只能另想辦法了」這樣用物質效用反襯

展」在福州舉辦，大賽組委會請冰心為這

產生情」，這話很天真，也有道理

[160]

次展覽題詞，提出「這個題字最好能反映

但在愛的大前提上並沒有回到青年時的自

先生一生的追求」，冰心揮毫寫下：「愛在

由自我和無所依恃，仍然在回國後「唯物

左，同情在右，走在生命路的兩旁，隨時撒

――唯心」二元對立的思維結構中打轉。

種，隨時開花，使得這一徑長途，點綴得香

當然，這也從另一個側面折射出冰心在這

花迷漫，讓穿枝拂葉的行人踏著荊棘，不

個似已「脫敏」的敏感議題上謹小慎微、如

覺得痛苦，有淚可落，也不為悲涼！」這段

履薄冰的心態。雖然她仍然不可以完全地

題詞出自冰心七十年前所作的《寄小讀

暢所欲言，但相比前三十年畢竟獲得了一

者》，寫在這個場合意義非常特別，因為

定程度的創作自由；遮遮掩掩也好，言不

「這一段話是冰心先生一生為人與為文的

及義也罷，畢竟還是把心中這些與「愛」相

座右銘，她本人極為喜歡，曾多次題與他

連的話慢慢地、一步步地開始說出來了。

人，但所題之人往往是先生最親近最瞭解

冰心過九十大壽時，幾位年輕後輩請

的人，與別的題字是不同的」[163]。一九九五

她在一張別致的壽卡上題詞，她毫不猶豫

年第一版《冰心全集》出版時，冰心特意交

地提筆揮就「有了愛就有了一切」。言簡意

代將一部分文章不收入全集，其中就包括

８３

，說明她雖然重新倡愛，

愛之局限的話

李卓然：黃河入海，天下歸心

。

家庭，一直奉著「愛人如己」的教義」

文化評論

主觀感受的縱情抒發透示出曾有的意識形

在生命的最後十年，冰心重新成為了愛的捍衛者和佈道家，不

得單純而動人。又過了兩年，在《悼念林巧

僅冰心在世紀之交重回愛的懷抱，就連一貫奉鬥爭哲學為圭臬的執

賅的直白表達、「有了一切」的有力判定、
政者對愛的價值也有了新的認識。

版《寄小讀者》中不加修飾的原初美好，顯

文化中國

一九六○年那篇徹底批判愛的檄文《把反

年時間，並且在選址、資金這兩個最重要

帝國主義鬥爭進行到底》，全集主編卓如

環節上得到了政府部門的鼎力相助。事實

稱那些刪掉的作品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

上，如果沒有官方「開綠燈」和在後支持，

[164]

冰心回國後，「愛的哲學」從被批判、被棄絕、被曲解，到新

時期的「復活」，再到葬禮上的全然回歸，一路走來歷盡曲折、出

８４

死入生。愛的光焰或明或暗，卻始終不棄希望，終究重光於神州，

其頑強的生命力昭示著恆久不衰的價值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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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佔地八千平方米、耗資近千萬，牽扯到

這也顯露出冰心在階級鬥爭年代進行激烈

諸多棘手問題的工程是無法如此迅捷地完

自我批判的真實面貌——為了自保而不得

工的。這一過程的順暢固然來自於冰心一

不違心表態、韜光養晦，但在心中最隱秘

輩子清白規矩、乖巧聽話、從不惹事，給上

的角落仍然存留著愛的火種。從這個意義

頭留有良好印象；此外，在「改革開放」後

上說，冰心對於愛是極為執著的，這也是

的利益矛盾多發期，「愛」可以作為社會的

「愛的哲學」能在她晚年得以回歸的重要

某種「穩定劑」也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一

原因。

個互助互愛、團結友善的社會顯然比一個

下，冰心撰寫的一些表態性的文章」

一九九九年元旦冰心在《北京晚報》

相互仇恨、內鬥不休的社會治理成本和難

上發表新年賀詞「有了愛就有了一切」，生

度要大大降低。歷史和意識形態的階級仇

命中的最後時刻將埋藏已久的話匣全部打

恨若處理不當很容易轉化為對現實權力的

開，讓我們看到了不再掩飾的真靈魂。而

反抗，在這個時候，對愛的倡導就能在某

給冰心一生愛的旅程畫上完美句點的則是

種程度上緩和緊張情緒、消弭對立裂痕，

她別具一格的世紀葬禮。一九九九年三月

促進社會關係的和諧。雖然這種倡導帶有

十九日，躺在鮮花叢中的冰心在八寶山革

明顯的目的性，但不可否認在長年的鬥爭

命公墓和大家最後一次作別。她逝世後並

歲月之後，愛開始受到關注甚至一定程度

未按慣例召開追悼會，靈堂也看不到黑白

的重視，大陸的文化氛圍出現了值得注意

肅殺的悲戚，而是將背景布置成海天一色

的新動向。

的蔚藍；回蕩在大廳中的不是 低沉的哀

就冰心文學館的落成來看，官方和階

樂，而是海濤陣陣、裊裊鷗鳴、琴聲如訴的

級鬥爭思維拉開了距離，向著「愛」作出了

自然之音。大廳正中挂著冰心手書的大紅

某種親近的姿態，但仔細查看，官方此時

橫幅「有了愛就有了一切」，下面的冰心安

所推崇的「愛」和冰心「愛的哲學」還是有

睡在錦簇的玫瑰花團中；前來祭奠的人們

如下三點區分：一，官方需要的是寬容社

沒有臂纏黑紗，而是每人手持一隻紅玫

會弊端的愛、和政府良性溝通的愛，其初衷

瑰。這場別具一格的葬禮可以用冰心晚年

是以愛維穩；這樣的愛被濃厚的實用理性

為友人的題詞來描述：「人間的追悼會，是

所牽引，也就注定了不可能像「愛的哲學」

天上的婚宴」，當她寫下這句話時，是否在

一般遠離功利地為愛而愛。二，官方所提倡

暗示著天國的喜樂？在生命的最後十年，

的人與人之間互愛的前提是愛國、愛党、

冰心重新成為了愛的捍衛者和佈道家，她

愛人民，相比於「愛的哲學」附加了導向性

在青蔥歲月寫下的唯美詩行恰如對一生命

的預設條件。三，冰心「愛的哲學」所宣揚

數的預言：「人類呵/相愛吧/我們都是長行

的是一種精神層面的「唯心」之愛，而官方

的旅客/向著同一的歸宿」

[165]

。

所倡導的愛則是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的。換

不僅冰心在世紀之交重回愛的懷抱，

言之，前者是有了它就有了一切的萬全之

就連一貫奉鬥爭哲學為圭臬的執政者對愛

愛，後者則屬於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築

的價值也有了新的認識。一九九七年冰心

中的一小部分。

文學館在福州正式竣工，並被列為福建省、

一九六三年冰心在日本演講時如此反

福州市的德育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省追愛的年輕時光：「我覺得，今天到這兒

文學館從提出建造意向到最終建成僅用四

來，講的話，至少對大家可以起點作用，一

[166]

遍化或抽象化。數學和物理定律可以被抽

路」會一直延續到三十年以後。當耄耋之年

不具備操作性的「假愛」或「偽愛」。我們

的冰心重新拾起愛的玫瑰，一生的句點仿

亦無法僅通過理論的總結來「實現」愛，有

佛又回到了起點；雖然從未對回國後的寫

別於被系統化後更便於理解的專業知識，

作公開表達過任何惋惜或懺悔，但自知時

愛是發自內心的不可遏止的涌流，將心靈

日無多的她在卻用筆和喉嚨奮力為過去行

與行動緊緊相連。人心不死，真愛永存，「人

使著救贖。明白了這些，我們也許能像一句

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人心裏」 [169]，這也

法國諺語中所說的那樣「理解了一切，便寬

正是「愛的哲學」頑強而充沛的生命力所

容一切」（Tout comp r end r e, c'est t out

在：從表面上看被運動消滅得一乾二淨，

pardonner.）。早在一九三三年就有人斷言：

遇到一絲雨露陽光便又能復活吐綠。

「冰心已過去了，已隨著她的時代過去了」
[167]

「愛的哲學」在被創立的時代卻鮮有

。但現在看來，冰心在世紀之交的葬禮

機會展現自身的美好，有人稱「這是一個最

才剛剛吹響了愛的號角，心靈的交響將和

容不得她（冰心——引者注）的「愛的哲

這片土地上的人們一路同行。在一個不再

學」生存的時代」 [170]。二十世紀伊始，在

唯階級論馬首是瞻的時代，每一個個體將

「世紀病」和「弱國力」的雙重刺激下，整

擁有更加廣闊的自由去思考和探索生命，

個民族已開始浮躁；加之國內軍閥橫行、

去追隨心的選擇。

內亂不止，社會思潮愈加激進。而中古的榮

七、愛的價值和意義

光、百年的屈辱、變革的反複又導致了國人
心理的嚴重失衡，長期國弱家貧的壓抑感

冰心回國後，「愛的哲學」從被批判、

和挫敗感刺激著國民性格往極端偏移，立

被棄絕、被曲解，到新時期的「復活」，再

刻行動、快馬加鞭，要走最短最快的路徑

到葬禮上的全然回歸，一路走來歷盡曲

實現飛越，找回以往的尊嚴。如能換來彼

折、出死入生。愛的光焰或明或暗，一度火

時的榮耀，這種革命（無論是社會革命還

滅煙消、幾近絕跡，卻始終不棄希望，終究

是文學革命）以個體生命為代價求得「慘

重光於神州，其頑強的生命力昭示著恆久

勝」亦在所不惜，為了改變能儘快生效可儘

不衰的價值和意義。古往今來，許多思想或

管將一切押為籌碼。在變革之「器」的清單

理論都標榜自己有「愛」，但理論上的愛並

上，文化始終都被排末位，讓位於軍事、革

不確保現實中的愛，抽象的愛也難以生發

命、科技、實業等能夠「速成」的「捷徑」。

具體的愛，就像與法國大革命同時代的艾

一提到用文化更新達致變革，總是三個

德蒙·柏克（Edmund Bu rke）所言：「法國

字——「等不及」，這卻恰恰是中國革新之

的那幫理論家們對人類有著深深的愛，但

途中一塊最為致命的絆腳石。事實上這種

是 對具體的人卻很不耐煩，更為糟糕的

只顧眼前、追求速效、搞文學幹革命不擇

是，索性把他們忘掉」

[168]

手段的做法在上世紀的中國蔚然成風。篤

抽象概念建構的群體，或用華麗的辭藻堆

信漸進改良的張君勱在一九二○年就曾遭

砌愛的理論；而是將充沛的愛輕輕地播撒

到大批崇尚蘇俄模式的知識分子的圍攻，

給每一個具體的人，她愛受盡欺虐的小丫

被斥為「反對革命」。其中一條至關重要的

鬟，愛赴美輪渡上的俄國難民，也愛交戰

斥責理由就是張君勱認為革命的手段必須

雙方的每一個不起眼的兵丁……她的愛鮮

正義。而正義、公平、公正這些理念一定是

活實在，關注有血有肉的感受，從不將愛普

與愛相連的，甚至愛本身就是一種行為正

８５

。冰心沒有去愛

李卓然：黃河入海，天下歸心

象出來的「愛」一定屬於或接近在現實中

冰心沒有去愛抽象概念建構的群體，或用華麗的辭藻堆砌愛

候也許沒有料到，這條「漫長的彎曲的道

的理論；而是將充沛的愛輕輕地播撒給每一個具體的人，她的愛

象，對人的愛卻是很難被抽象的；單單抽

鮮活實在，關注有血有肉的感受，從不將愛普遍化或抽象化。

。當她說這句話的時

長的彎曲的道路」

文化評論

是拿我做一個「反面教員」，不要走那條漫

文化中國

義與否的重要標準之一。張君勱自辯稱自

解仍有機會和希望，通過愛的共鳴和艱苦

己並不針對其實現的目的，而僅僅針對其

努力是可能實現的）。若要完成走向完整的

所採用的手段。批評者們卻嗤之以鼻且無

艱難歷程，我們不僅要珍惜那些用最柔軟

不樂觀地反駁道：「事實的經過，有種種不

而真切的愛去尊重和幫助我們的人，更要

滿人意的地方，只能認為手段錯誤，卻不

用一點一滴的愛的行動去關愛自己的手足

能據為評價的根據，因為這種錯誤的手

同胞，悉心呵護和傳遞愛的火種；如此源

段，是非常容易消滅的，只要覺得不對，便

源續力，創口才能經年累月緩緩愈合，恢復

可更正」，絲毫不理會張氏的慨嘆：「天下

和生長出健全的文化肌體。
冰心在八十二歲高齡時，如此回顧自

無窮；亦有主義雖不完滿，徒以手段不誤，

己走過歲月：「我的生命的道路，如同一道

反得和平中正之結果者」。我們似乎也總能

小溪，從淺淺的山谷中，緩緩地、曲折地流

在現當代文學史上看到一些為文行事無所

入「不擇細流」的大海」[171]。這又何嘗不是

不用其極的「狠辣」角色，他們的共通之處

「愛的哲學」之命運寫照！黃河入海，天下

在於為了達到目的可以拋掉一切原則和底

歸心；永恆的生命之水無可阻擋，「當愛向

線。唯有心中存愛，將他人的命運和遭遇

你們召喚的時候，跟隨著他，/雖然他的路

系之於心，我們才不會將一部分人僅僅作

程是艱險而陡峻」[181]。

為實現未來某種理想的一種手段、一個階
段，或是理論推導中需要犧牲的一部分，
用明日美妙圖景的支票將眼前活生生的人
所遭受的痛苦和煎熬一筆勾銷。
長期國弱家貧的壓抑感和挫敗感刺激著國民性格往極端偏移，

要走最短最快的路徑實現飛越，在變革之「器」的清單上，文化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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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都被排末位，讓位於軍事、革命、科技、實業等能夠「速成」的

「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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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有主義甚正當，徒以手段之誤而流毒

瞭解到這種百年積累下來的歷史環
境，「愛的哲學」在面世之後步履維艱便
在預料之中。愛對於中國之重要價值更在
於，中華民族自近代以來承受了深重的文
化創傷（cultural trauma），這樣一種苦痛
需要用愛來療愈。封建極權的盤剝侮慢、
西方列強的藐視踐踏、軍閥的自相攻戰、
日寇的入侵淩虐相繼在這片苦難的土地上
留下了幾乎不間斷的人間慘劇。歷經百餘
年的掙扎、犧牲與奮鬥，中國終於由任人

[77]

同[71]。
成仿吾：《評冰心女士的〈超人〉》，
載范伯群編：《冰心研究資料》(北
京：知識產權出版社，二○○九年），
頁二九八。

[78]

[79]

冰心：《寄小讀者·通訊五》，載《冰
心全集·第二冊》(福州：海峽文藝出版
社，二○一二年），頁十三。

[80]

冰心：《寄小讀者·通訊二十七》，載
《冰心全集·第二冊》(福州：海峽文藝
出版社，二○一二年），頁九一。

[81]

冰心：《一個不重要的兵丁》，載《冰
心全集·第一冊》(福州：海峽文藝出版
社，二○一二年），頁三一二。

[82]

一步拉伸，到了「十年浩劫」國人心靈更幾

同上，頁三一二至三一三。
同[81]，頁三一三。
[84]
同[81]，頁三一三。
[85]
《路加福音》二十三卷三十四節記載耶
穌被釘死在十架上時為那些傷害和殺害
他的人禱告：「父阿，赦免他們。因為
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

乎到達徹底分裂和崩潰的邊緣。只要在這

[86]

潑灑唾棄的「一盤散沙」凝聚成為一個真
正統一的國家。這本是彌合過往創傷、形
成民族合力、建繕健全人格的黃金歷史機
遇，無奈各種運動馬不停蹄、接踵而至、愈
發升級，原本剛有愈合跡象的創口又被進

片土地上生活過、經歷過的人對這樣的創
痛都不會陌生。在某種意義上，無論是對於
族群抑或個體，真正的、深層的苦痛是難以
「說」出，也很難被「懂」的（但傾訴和理

[83]

特蕾莎修女這句話的英文原文為：If you
love until it hurts, there can be no more
hurt, only more love.

[87]

同[81]，頁三一三。
茅盾：《冰心論》，載范伯群編：《冰
心研究資料》(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

[88]

[108]

卡爾·馬克思、弗雷德裏希·恩格斯著，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
編譯局譯：《共產黨宣言》，載《馬克
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
版社，二○一二年），頁四○○。

[109]

章陸：《批判資產階級「愛的教
育」》，載《浙江師範學院學報》，
一九六四年一月第一期。

[110]

同[103]，頁二三四。
唐小林：《看不見的簽名》，載《現代
漢語詩學與基督教》(北京：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二○○六年），頁二四一。

[111]

[112]

紀伯倫著，冰心譯：《先知》，載《冰
心全集·第九冊》(福州：海峽文藝出版
社，二○一二年），頁八。

李卓然：黃河入海，天下歸心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
話》，載《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
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頁
八二九。

當中國走上正常的生活之路，尤其是回過頭看那一段包括文化

[107]

大革命在內的中國現當代史，發現，我們所缺少的正是冰心所呼喚

[113]

同[23]，頁四六一。
同[52]。
[115]
賀玉波：《歌頌母愛的冰心女士》，載
范伯群編：《冰心研究資料》(北京：知
識產權出版社，二○○九年），頁
一九五。
[114]

[116]

同[103]，頁二三四。
同[106]，頁二三四。
[118]
同[88]，頁二一三。
[119]
范伯群、曾華鵬：《冰心評傳》（北
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三年），
頁一六三。
[117]

[120]

冰心：《寄小讀者·通訊十八》，載《冰
心全集·第二冊》(福州：海峽文藝出版
社，二○一二年），頁六三。

[121]

同上，頁六三至六四。
同[120]，頁一二三至一二四。
[123]
周作人著，止庵校：《聖書與中國文
學》，載《藝術與生活》(北京十月文藝
出版社，二○一一年），頁四四。
[122]

８７

Alexis de Tocqueville , Translated
from French by James T. Schleifer,
Edited by Eduardo Nolla, Democracy
in America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Press,2010), P.887-888.
[91]
蔣光赤：《現代中國社會與革命文
學》，載范伯群編：《冰心研究資料》
(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二○○九
年），頁一七三。
[92]
同上。
[93]
同[九十一]。
[94]
枝榮：《批評〈超人〉》，載范伯群
編：《冰心研究資料》(北京：知識產
權出版社,二○○九年），頁一六八。
[95]
陳西瀅：《冰心女士》，載范伯群編：
《冰心研究資料》(北京：知識產權出
版社,二○○九年），頁一七四。
[96]
子岡：《冰心女士訪問記》，載范伯群
編：《冰心研究資料》(北京：知識產
權出版社,二○○九年），頁九三。
[97]
王本朝：《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基督教
文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二○
○○年），頁一一二。
[98]
馬利安·高利克著，李玲譯，倪輝莉
校：《冰心創作在波希米亞和斯洛伐
克》（冰心論集二·網絡版），網址：
http://www.bingxin.org/index1.htm
[99]
阿英：《〈謝冰心小品〉序》，載范伯
群編：《冰心研究資料》(北京：知識
產權出版社，二○○九年），頁
三五九。
[100]
冬芬：《超人·附注》，轉引自肖鳳：
《冰心圖傳》(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
二○○五年），頁八八。
[101]
冰心：《寄小讀者·通訊十七》，載《冰
心全集·第二冊》(福州：海峽文藝出版
社，二○一二年），頁五九。
[102]
冰心：《假如我是個作家》，載《冰心
全集·第一冊》(福州：海峽文藝出版
社，二○一二年），頁三三九。
[103]
張畢來：《新文學史綱》（北京：人民
出版社，一九五五年），頁二三○。

的愛的哲學與觀念，所以，她的警句名言「有了愛就有了一切」，

[90]

同上，頁二三一。
同[103]，頁二三一。
[106]
范伯群、曾華鵬：《論冰心的創作》，
載范伯群編：《冰心研究資料》(北京：
知識產權出版社,二○○九年），頁
二三五。
[105]

就顯得熠熠生輝，極為寶貴。

《路加福音》十四卷十一節：「因為凡
自高的必降為卑，自卑的必升為高」。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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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年），頁二一五。
[89]

[143]

[125]

[144]

[126]

同[120]。
[127]
同[99]，頁三五八。
[128]
Prometheus即希臘神話中的巨神普羅米
修斯，因竊走天火，偷偷將它帶給人
類，遭到宇宙之王宙斯(Z e u s)的嚴厲懲
罰,被鎖鏈縛於高加索山脈的岩石之上，
並日日承受被惡鷹啄食肝臟的痛苦。

[145]

[129]

[147]

何光滬：《多元化的上帝觀》（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二○一○年），
頁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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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段經文在《聖經》中出現兩次，分別
在《以賽亞書》四十二卷三節和《馬太
福音》十二卷二十節。

殷夫：《別了,哥哥》，載《殷夫選集》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二
年），頁七二至七三。

[130]

同上，頁七四。
同[129]，頁七三。
[132]
同[119]，頁一二○。
[133]
臧克家：《「五四」以來新詩發展的一
個輪廓(節錄)》，載范伯群編：《冰心研
究資料》(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二○
○九年），頁三四五。
[131]

社會上重新浮現的種種自私、畸形、殘忍的現象也在不斷提醒

著我們愛的缺失所釀成的惡果。抽空了人的精神世界中愛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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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崇拜和惟利是圖的冷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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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134]

同[119]，頁五三。
[135]
同[119]，頁五六。
[136]
同[119]，頁二四六。
[137]
抗戰結束後，冰心的丈夫吳文藻被任命
為國民政府中國駐日代表團政治組組
長，緊接著夫婦二人攜子女於一九四六
底奔赴日本東京就職，直至一九五一年
秋在周恩來和中共地下党的周密安排下
取道香港返回北京。
[138]

冰心：《〈冰心小說散文選集〉自
序》，載范伯群編：《冰心研究資料》
(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二○○九
年），頁一三七。

[139]

冰心：《把反帝國主義鬥爭進行到
底》，載《文匯報》，一九六○年八月
四日。

[140]

同上。
同[139]。
[141]
同[139]。
[142]
齊宏偉：《文學·苦難·精神資源》（南
昌：江西人民出版社,二○○八年），頁
一二八。
[141]

冰心：《共產主義的母愛》，載《冰心
全集·第四冊》(福州：海峽文藝出版
社，二○一二年），頁三四九。
冰心：《我自己走過的路》，載《冰心
全集·第五冊》(福州：海峽文藝出版
社，二○一二年），頁一六六。
冰心：《和日本兒童一起看〈寶船〉演
出》，載《冰心全集·第五冊》(福州：
海峽文藝出版社，二○一二年），頁
二三三。

[146]

冰心：《人活著就是……》，載《冰心
全集·第四冊》(福州：海峽文藝出版
社，二○一二年），頁一二八。
冰心：《〈周恩來與藝術家們〉序
言》，載《冰心全集·第七冊》(福州：
海峽文藝出版社，二○一二年），頁
三八一。

[148]

《耶利米書》三十二卷十八節。
《詩篇》一一六卷一節。
[150]
克達爾·曼·維雅蒂特著，冰心譯：《禮
拜》，載《冰心全集·第十冊》(福州：
海峽文藝出版社，二○一二年），頁
一五○。
[149]

[151]

《馬可福音》十二卷三十至三十一節：
「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
你的神。其次，就是說，要愛人如己。
再沒有比這兩條誡命更大的了」。

[152]

冰心：《兒童文學工作者的任務與兒童
文學的特點》，載《冰心全集·第五冊》
(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二○一二
年），頁五一四。

[153]

劉猛、彭岩：《培養孩子們「愛」的高
尚 情 操 —— 訪 老 作 家 冰 心 同 志 》 ， 載
《輔導報》，一九八一年一月十二日。

[154]

冰心：《寄小讀者》，載《冰心全集·第
六冊》(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二○
一二年），頁七六。

[155]

冰心：《悼念林巧稚大夫》，載《冰心
全集·第六冊》(福州：海峽文藝出版
社，二○一二年），頁一七四。

[156]

《加拉太書》五卷十四節。
冰心：《一個大寫的「北京人」》，載
《冰心全集·第六冊》(福州：海峽文藝
出版社，二○一二年），頁四四○。

[157]

[158]

冰心：《〈中國高中學生優秀作文選〉

傅光明、鄭實採寫：《老舍之死口述實
錄》（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二○○
九年),頁二一三。

literary creation. Her happy and wonderful
childhood laid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birth
of “Philosophy of Love”；the preach of
love in the Bible by church schools preset
direc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er such
thoughts; and Bing Xin’s transformation

[162]

from God’s love to maternal love makes its

同上。
王炳根：《永遠的愛心·冰心》（濟南：
山東畫報出版社,二○○一年），頁
五二。

[163]

卓如：《第三版編後記》，載《冰心全
集·第十冊》(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
二○一二年），頁四三二。

[164]

冰心：《繁星·一二》，載《冰心全集·
第一冊》(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二○
一二年），頁二四○。

[165]

同[145]。
[166]
黃人影：《當代中國女作家論》（上
海：光華書局，一九三三年），頁
八一。
[167]

埃德蒙·柏克著，蔣慶等譯：《自由與傳
統》（北京：商務印書館，二○○一
年），頁八。

[168]

《羅馬書》一卷十九節。
[169]
同[106]，頁二四四。
[170]
同[112]。

Yellow River Flows Seaward, All
Hear ts Follows Glor y：Research on
Bing Xin’s “Philosophy of Love”
Li Zhuoran(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Zhejiang Yuexiu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Abstract: During Bing Xin’s nearly
a cent u r y long lifet i me, “Ph ilosophy
of L ove” r a n t h roug h t he ent i re t i me

connotation become more heterogeneous.
T he essence of “Philosophy of Love”
i nt r i nsically con nect s w it h t he spi r it
of Christian love, as it pursues truth in
paradox and reveals strength in weakness.
I n t h e ju d g m e nt of cl a s s v ie w p oi nt ,
love is conditional and useless and even
can be split i nto r ight one and w rong
one. Such judgment develops from the
overall negation to “thirty-seventy ratio”
interpretation, but the essence remains
the same. After coming back to mainland

李卓然：黃河入海，天下歸心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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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and thought connotation in her life-long

一旦愛的感覺被破壞就將很難恢復，需要後續好幾代人來還這

冰心：《我請求》，載《冰心全集·第七
冊》(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二○一二
年），頁八七。

profoundly influenced her belief orientation

個「債」、補這堂課，期間因愛的缺失所付出的代價、所產生的悲

[159]

span and was always by her side. It has
劇、給一個民族所造成的痛苦是難以想像的。

序》，載《冰心全集·第七冊》(福州：
海峽文藝出版社，二○一二年），頁
五三。

China, Bing Xin was compelled to draw a
clear line with love in confession; but her
new literary works were still underlying
with covert and overwritten love, which
was inherited from the past in a distorted
way.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Bing Xin’s writing path carefully led back
to love; her discourse scale got looser
step by step, and finally gave love totally
positive affirmation and appraisal in her
funeral around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Key words: Bing Xin; “Philosophy of
Love”; Ch ristianit y; Chinese Cult ure;
Eternal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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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與信：孔子與馬丁路德（下）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要：生活世界是一個交往互動的世

界，而非個人心靈所獨有。本文以孔子的仁為
中心，討論了仁與信以及與馬丁路德思想的關
係。孔子的仁，是一種人與他者關係的境界，
仁的具體行為與體驗，是對他人的感受有所感
通。由於仁、心、性、天在本體上其實渾然一
體，故人與人、人與天地是可互相感通的。儒家
孔孟所論的仁，其基本思想理則，是人面對一

文藝復興人文主義興起，思想家雖然仍崇信上帝，但同時倡

導人類理性的自律性，以人性價值鄙屑教廷權威及僵化的制度，提

９０

倡理性與科學，重視古典學的修養，繪畫、雕塑與建築藝術極為發

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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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民族國家如法國、西班牙與奧地利等，都
爾虞我詐，而統一日爾曼的神聖羅馬帝國
只是一鬆散的共同體，不被王侯所服。歐
洲之外則有龐大的敵人奧斯曼帝國、滅拜
占庭、巴爾幹半島及匈牙利。
唯一的統一精神文明是天主教教廷，
但教皇體制變成政治權勢，教皇依諾森三
世（Innocentiii,1198-1216）達教會權勢的

個敗壞而失去價值的世界，人須重新尋索作為

頂峰，教皇權高於皇權，其權力在宗教以

人所依循的價值基礎。重建溝通，是儒家感通

外，也要管理全世界。

哲學在後現代可作所貢獻。
關鍵詞：孔子，孟子，馬丁路德，仁，信。

但公元一三○九年，法王扶持心腹坐
上教皇寶座成革利免五世，將教皇寶座從
羅馬遷到靠近法國的亞威農（Avignon），

宗教改革前夕的文化與社會背
景
馬丁路 德面對的，是一個轉形更新
的 時 代。十六 世 紀 的歐 洲，文化 上已走

教廷留在該地七十年，一三七八年，義大
利與法國公開斷絕關係，選出另一位教
皇。於是出現了兩位教皇，兩位教皇彼此
咒詛，教廷變成政治鬥爭之地，腐敗至極。
教廷威信儘失，失去神聖權威。

出了中世紀封蔽的時代，因著文藝復興

文藝復興人文主義興起，思想家雖然

（Renaissance）而打開了新眼界，文藝復

仍崇信上帝，但同時倡導人類理性的自律

興在義大利語是Rinascimento，字根由ri-

性，以人性價值鄙屑教廷權威及僵化的制

「重新」和nascere「出生」兩字構成，因古

度，提倡理性與科學，重視古典學的修養，

典希臘羅馬的典籍重現，及國際交流的增

肯定現世生活及人身體之美，繪畫、雕塑

加，新思想與文化的創新，形成全歐洲的

與建築藝術極為發達。教廷調和與引入這

文化復 興運 動，不單有偉大的藝術與建

文化發展，產生了很多偉大基督教藝術與

築，且因地理的大發現，科學的新方法與

建造華美大教堂。

技術，印刷術的發明，展示了一個新的世界
視野。

教 廷融合文藝復 興的藝術，只是在
美 學上 的革 新，只能 悅 人 眼目，但不是

歐洲社會卻仍是中世紀形態，義大利

靈性的革新。馬丁路 德宗教改革之前，

與日爾曼邦國林立，分崩離析，較強大的

十 四 世 紀 產 生了 英 國 威 克 里 夫（J o h n

會，回到早期教會的貧窮與單純，認為只

然有罪的湧現。在很多微不足道的事情和

有聖經是信仰的根據，教會不是信仰的準

想法，按照上帝的標準來省察，發現都是

則。又在波希米亞（Bohemia）的胡司（Jan

罪，他說：「我失去和救主與安慰者基督的

Hu s, 1372-1415），批判教皇貪愛錢財及

接觸，反看待祂是我可憐靈魂的監禁者及

濫 權，推行改革，被 康 士坦 斯大公會 議

受刑執行者」[1]。
馬丁路德尋索經歷上帝的恩典與救

大革命。公元一三五○年，在荷蘭及德國

贖，他讀奧古斯丁(Augustine)的《懺悔錄》

一帶興起另一種有教廷體制以外的改教

(C on fe s sion)，奧氏認為只有從上帝的恩

運動，稱為共同生活弟兄派（Breth ren of

典，才能做到上帝的完美要求，馬丁路德

the Common Life），重視敬虔的靈性反省，

十分接受。面對的天主教會卻是沒有上帝

強調善行不能得救，產生了神學家伊拉斯

恩典，失去靈魂，只是一個與俗世糾纏的

姆（Erasmus），指出永生的保證不在聖禮

權力體制，層層權力，繁多的禮儀，經院神

和儀式，僅在於對基督贖罪的信仰。他清

學融合亞里士多德思想，接觸不到上帝的

楚知道真正信仰的生命與內涵，是與教廷

救贖。他對多馬斯神學並不滿意，因太多

外在體制無關，他要求體制內的溫和宗教

引用亞里士多德哲學去建立神學。他在神

改革。

學院與一群神學同道均批判亞里士多德，

整個文化走向新時代的宗教改革，但
教宗里奧十世(Leo X)並未覺察這動向，仍

於一五一七年五月說：
亞里士多德正從其寶座倒下來，很快他

想通過頒行贖罪券(indulgences)，去全歐

的結局就到。……教師們只有教授一種神學，

募集捐款建聖彼德大教堂。他們張貼廣告

即講解聖經的，奧古斯丁的，或教會中有名教

說：「凡買贖罪券的，可得完全饒恕，能與

師的，才有學生會來聽課[2]。

上帝和好」。這觀點是指人可以用捐錢而

這表示他已與天主教當時的正統經

得上帝的饒恕，引至馬丁路德在一五一七

院神學劃清界線，他要找尋教會定制以外

年十月三十一日約正午時分，將九十五條

的出路，即直接回到聖經與耶穌基督。
馬丁路德思想的基源問題，就是尋回

罪券決不能赦免罪過，教皇本人無權作此

基督教的核心內涵與經歷，就是人帶著深

赦免，赦免罪過之權屬於上帝自己。原初

重的內在罪性，如何可在上帝面前坦然無

以為只是神學辯論，不料這成為宗教改革

懼，被稱為義？人如何可以與上帝建立親

運動的導火線，由此帶來西方文化的創造

和關係？上帝的救贖如何臨到人生命中？

轉化。

馬丁路德的基源問題
馬丁路德年青時深度面對人內在罪
性的躍動，使人無法達至完滿美善的實
現，思考人如何能來到上帝面前，而被上帝

)

宣言訂在威丁堡教堂的大門外面，指出贖

梁燕城：仁與信：孔子與馬丁路德 下(

（Council of Constance）判火刑燒死，引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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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自己在很多行為細節，及心靈的深處仍
馬丁路德尋索經歷上帝的恩典與救贖，面對的天主教會卻是
沒有上帝恩典，失去靈魂，只是一個與俗世糾纏的權力體制，層層
權力，繁多的禮儀，接觸不到上帝的救贖。

Wycl i f fe1320-1384），要求革新腐敗的教

馬丁路德指出，人與上帝感通，不是
靠宗教、教義、禮儀、神學、哲學、道德、善
行，不是因人能做到什麼，而是因著上帝
的恩典，人以簡單信心接受即可。

因信稱義使人重生及活出美善
一五一三至一五一六年間，作為威丁

路德進了埃爾福特的奧古斯丁會修道院

堡大學(University of Wittenberg)的神學

(St. Augustine's Monastery in Erfurt)，路

講席教授馬丁路德開始講授詩篇、羅馬

德在修道院的學習中，非常遵行修會的會

書、加拉太書，在其中他不斷思想《羅馬

規要求，禱告，禁食，認罪，朝聖，但他發

書》經文：

９１

所接受，被上帝稱為義。一五○五年馬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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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上帝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

3.批判那些教會的民間迷信，因人心

這義是本於信以致於信。如經上所記，義人

中有恐懼，也有祈求，又不瞭解人被稱為

[3]

必因信得生 。

義的就可直接與上帝溝通，故找尋耶穌以

在他逝世前的一年，一五四五年，他

外的中間聖者，包括聖母與歷代聖人去代

為自己的拉丁文全集作了一篇序言，是交

求，進一步更變為對聖母與聖人的崇拜，

待他思考的過程，其中描寫他如何與當時

而扭曲為偶像崇拜。
由這批判去除了表層宗教的僵化外

的定義，他表示自己日以繼夜地思索「上帝

殼，而論明基督教《新約‧羅馬書》處理內

的義」的問題，直到看出它與「義人必因信

在罪性與罪念的問題，是「因信稱義」，是

得生」的關係。說：
神的義是指義人藉著神的恩賜(亦即信

上帝的恩典臨到人的靈魂，稱人為義，人不

心)而得生。「神的義顯明出來」是指被動的公

前。卻是靠著上帝的義，上帝通過恩典和

義，亦即慈悲的神藉此，義使我們因信得以被

憐憫使我們因信稱義。上帝是飽含恩典的

稱為義，如經上所記「義人必因信得生」這想

義，而不再是一位震怒的神。信心本身是

法立即讓我覺得自己好像重生了一樣，好像穿

沒有能力使人稱義，也不能帶來恩典，信

過敞開的大門，進入天堂裏面。由那時開始，

心是人內在的接受，接收上帝的恩典而得

聖經對我而言便有了全新的面目[4]。

稱義。信心是什麼，根據馬丁路德，信心可

所謂被動的公義，是指這義不是由
人自己主動的行為所達到，而是由上帝主

９２

上帝的恩典臨到人的靈魂，稱人為義，人不是靠善行或外在的宗
教行為來到上帝面前。卻是靠著上帝的義，上帝通過恩典和憐憫使我
們因信稱義。上帝是飽含恩典的義，而不再是一位震怒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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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會傳統決裂，也重申了對「神的義」

是靠善行或外在的宗教行為來到上帝面

有以下各點：
1.信心產生信仰，信仰使人自由

動，稱我們為義，人是「被稱為義」，不能

「信仰不是從行為開始，而是信心，

憑善行「自稱為義」。這是上帝白白的恩

你須記得那已經說過的：即只是信，不是

典，人是完全被動地稱為義。他又說：
惟有福音啟示神的義……因神的義是救

行為，才使人稱義，使人自由，使人得救」

恩的原因。這裏也是，「神的義」必不可當作祂

來救贖，而不是一套宗教體制或道德善行

在祂本身是義的那個義，而是祂使我們在福音

系統，當人用信心接觸到上帝的恩典，人就

中藉信發生[5]。

得救贖，從罪過的控訴中得釋放，而有自

說明救恩的來源是上帝的義，使人

[6]

。基督信仰是由信心接受上帝藉基督而

由。

在福音中藉信而發生，神的義不是人任可

2.信心重生了人的生命

行為可達至的。馬丁路德強調上帝的主動

「信乃是神在我們裏面的工作。它改

性，在當日的時代，是對天主教有以下批

變我們，使我們從神重生（約一13）；它把

判：

老亞當消滅，在心、靈、意、與才能上把人
1.批判天主教賣贖罪，用金錢去為先

們全部從新改造，還把聖靈帶來。這信真

人贖罪。而聖經說明人的罪是靠上帝救贖

是何等活潑有力阿。因此它不能不連續產

的恩典，人可被稱為義，不可能用錢買來

生善工」[7]。信心是上帝在人內在的工作，

上帝的稱義。

藉聖靈使人重生，藉聖靈的能力把人的

2.批判天主教神學家利用煉獄的觀
念，嚇唬平民，說縱使信了基督，只是免了
地獄的永刑，但人的罪仍使人死後受煉

心、靈、意全面改造，人內在因而有屬靈新
生命，去活出美善。
3.基督在人內在成形

獄之苦。而後利用人的恐懼使教會掠奪民

「你必須這樣把基督成形在你裏面，

財。人被上帝稱為義，罪已得赦免，靈魂已

並在祂裏面看見上帝怎樣把祂的憐憫擺

得救，不必懼怕煉獄。

在你面前，提供給你，一點不是因你自己

2.信心關注信靠(trust)上帝的應許。
。

不能產生信仰」 。信心不是一種行為，人

第一點是認為信心不只是接受福音

的改造來自人進入基督裏而明白上帝的

的歷史可靠性，「救贖的信心是關乎相信

愛，把握到自己已得救贖。
4.信仰是在上帝裏面的心境

及信靠基督出生是為了我們個人，並為我
們完成了救贖」[14]。第二點麥格夫指出信
心是一種「信靠、信任」。麥格夫認為，馬

善，蒙悅納，有價值，因為信仰投靠上帝，

丁路德的信心，「是預備個人去完全信靠

不懷疑凡所作的，都是好的。他們甚至不

上帝的應許，作出應許的上帝是具誠信與

讓信仰仍歸是一種行為，卻把它看為一種

信實性(fithfulness)」[15]。

心境，其實聖經將神聖善良行為之名惟獨
[9]

第三點麥格夫引馬丁路德所言：「信

歸於信仰」 。「我們只能說透過聖靈我

心……是靈魂與基督合一，就如新娘與新

們為天上的義作功,或本於自身的本性(良

郎合一一樣。……基督擁有的一切美好與

知)作功。我們必須認清,我相信基督然後

神聖，如今都歸屬於靈魂」[16]。麥格夫說：

在基督裏我作了真正的善功」[10]。信心使

「信心並非堅持一套抽象信條，卻是一結

人有信仰，歸入上帝，信仰是一種人與神

婚戒指，指向基督與信徒間的互相委身與

甜蜜相通的心境，由之而產生一切善行。
5.信徒是主人同時是僕人

合一。這是信徒對上帝的全人回應，而引
致基督對信徒真實而有情的呈現」[17]。

「因著信，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萬人

麥格夫用信靠與信任，及用與上帝合

之主，不受任何人管轄。因著愛，基督徒是

一去解釋信心，十分準確。在舊約聖經，

[11]

全然順服的萬人之僕，受一切管轄」 。

信心有幾個詞去表 達，正是具有信靠之

信使人 通向永恆，從現世所有 勢力中釋

意：

放，得真自由，故信使人超越一切，成為屬

1.bth [j;f'B]，以賽亞說：「當倚靠耶和

乎上帝的人，其上帝形像是萬人以上的主。

華的名、仗賴自己的上帝」(以賽亞書五十

但信徒分享上帝的愛，故也要像基督，為

章)，意思就是信靠。
2.hsh[j;v}j]，指人求幫助時，得在上帝

自由的，但因著愛，在生活中的自由卻是

保護之中，如大衛逃亡，他用詩歌說：「耶

受真理限制的。

和華我的上帝阿，我投靠你，求你救我脫

對信心的神學與聖經分析

離一切追趕我的人，將我救拔出來」(詩篇
七章)投靠也是信靠之意。

神學家麥格夫(Alister E. McGrath)指

3.qwh [h"w'q],yh l[l;j"y],及h k h[h'k'j]，

出，馬丁路 德認為創世記記錄人犯罪墮

表達盼望在上帝，以賽亞說：「但那等候耶

落，就是從信心中墮落。麥格夫說：「信心

和華的、必從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

是和上帝的正確關係(創世記十五章)，擁

騰」(以賽亞書四十章)。等候就是一種信靠

有信心，就是活著要按上帝旨意引導去生

中的盼望。

[12]

活」 。
三點綜合解釋：
1.信心具有個人性(p e r s on a l)的參照
性，多於純歷史的參照。

4.m n[m'a]，表示上帝的各活動中，有
一種肯定與安穩，「所以你要知道耶和華
你的上帝，他是上帝，是信實的上帝，向愛
他守他誡命的人，守約施慈愛，直到千代」
(申命記七章)。上帝的本性是信實可靠的，

９３

麥格夫對馬丁路德的faith理念，提出

)

萬人的僕人。基督徒因著信，在本質上是

梁燕城：仁與信：孔子與馬丁路德 下(

「其實惟有信仰才使其他一切行為良

基督信仰是由信心接受上帝藉基督而來救贖，而不是一套宗

[8]

教體制或道德善行系統，當人用信心接觸到上帝的恩典，人就得救

把握。所以信仰不是從行為開始，行為也

3.信心使信徒(b e l ie v e r)與基督合一
[13]

贖，從罪過的控訴中得釋放，而有自由。

對上帝的恩典觀獲得信仰，和罪得赦免的

哲學論壇

以前有什麼功德，並且你必須從這樣一種

文化中國

也是守約而施慈愛的。其信實性是由守約
[18]

上見，故人可信靠他 。

德生，德雷莎修女等等，不能盡舉。
描述這信心呈現的現象，不是行為，
即不是表層從環境、情緒、與心理上的宗

pisteuein/pistos，是指相信上帝的應許，在

教儀式或道德善行，亦不是人意識有意向

耶穌基督身上實現，耶穌是神的兒子(路加

的思維，卻是人藉道成肉身的基督，潔淨

一章；二十四章，馬可一章，十二章，馬太

人內在的罪過，得體會上帝的臨在，其淵

十二章，徒九章；加拉太一章，四章)，相信

深無盡，莊嚴崇高，博厚玄秘，又是光榮慈

基督的神跡大能(馬太八章，馬大九章，馬

悲，深厚親情，無盡美善，當有限遇到無

可五章，馬可五章，路加十八章)，在保羅書

限，即了悟儀式與善行的渺少，人任何有

信中，因相信基督的救贖，而得被稱為義

限行為無法企及上帝，此時人只能以信心

(羅馬一章，三章，四章，腓立比三章)，及與

回應，即本體存在的完全開放，開放不是

基督合一(哥林多前書一章)，與基督復和

行為，而是對自我的放下，以有限者向無限

(羅馬五章；哥林多後書五章)。

者打開，完全倒空自己。

信心是人本體存在向上帝的開
放

今將儒學與基督教，放在這中國哲學框架來思考，使基督教可

進入中國話語體系內，用中國話語來表達其所信的真理，建立中國神

９４

學。正如早期使徒時代之後，教父們用希臘羅馬話語來表達所信真

理，建立了西方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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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繼承舊約的意思，信心的希臘文

信心是人本體存在的開放，向上帝(無
限而終極的本體存在)完全開放，英文如下
Faith is the Openness of Being to God，

從神學與聖經研究中，信心確是基

有限的自我完全倒空，徹底委身奉獻，無

督教的核心理念，有多面向和多層次的用

限的終極本體存在即貫注入個人生命，感

法，但此中若要統合各意義，將之放在中

通共融，人以信心經歷上帝，完全信靠，因

國文化處境思考，須全面地將之作一哲學

而進入一種與上帝和諧的關係，而成基督

的描述，而與中國哲學的處境建立共同的

徒生命。

思考框架，而得產生對話及瞭解。

仁與信：孔子與馬丁路德

在哲學上這須從人作為一本體存在
(B ei ng)的思維開始，信心的起現，在人的

根據我們在前面的探討，建立一個中

本體存在上是一真實的現象，這現象若能

國哲學框架，起點在「生活世界」，生活世

改變人一生的方向，使人一生有所委身與

界是一個「他者共在的世界」，此中的「他

奉獻，影響人生命內涵和做人的品格，我

者」，包括他人與自然萬物，及其在歷史時

稱之為本體存在的現象。在方法上我們先

空中的進展，在這「共存」的世界中，要使

排除表層的解釋，如視為人受環境影響的

個人與他者調配恰當，基本的關注在人與

情緒反應，或心理作用產生的一時感受。

他者「之間」的處境，其探索的重點是人與

當人經歷憑信心與上帝相遇時，是人本體

他者的「關係」(relationship)，其基本價值

存在的震憾體驗，這體驗使人進入上帝本

觀是「和諧」。這哲學框架是按中國哲學

體存在的救贖大愛中，而由表層的宗教活

的精神而建立的。

動和感受(環境、情緒與心理的)，轉化為

今將儒學與基督教，放在這中國哲學

深層本體存在的經歷。這就是馬丁路德的

框架來思考，使基督教可進入中國話語體

經歷，這生命內在經歷上帝救恩的震憾，

系內，用中國話語來表達其所信的真理，

成為宗教改革的動力，改變了歐洲的歷

建立中國神學。正如早期使徒時代之後，

史。

教父們用希臘羅馬話語來表達所信真理，
基督教歷代也有不少人因這種經歷

建立了西方神學。

而帶來更新動力，如保羅，奧古斯丁，聖方

中國哲學的核心關注，是生活世界中

濟各，馬丁路德，約翰衛斯理，巴斯卡，戴

具體事件，通過時空的延伸，及對宇宙變

實，儒家認為這是人的共同本性，是人類

用這框架的話語來表達，基督教的核

共同的普世價值。

心，是人在「他者共在」的生活世界，遇見

基督教可以同意儒學對人性價值的肯

了創造宇宙的上帝，上帝道成肉身在他者

定，因上帝創造萬人萬物(他者共在的世

共在世界中出生，基督以一個具體的人出

界)，上帝也照自己形像創造人 [19]，人內在

現在歷史，以神跡大能顯示其根源來自超

的上帝形象，是人的原善，可與儒家所講

越的上帝，並且通過死而復活，除去人的

的仁或良知相通。其後始祖犯罪而有原

罪，完成救贖。人以信心的開放性接受上

罪，但上帝對挪亞及其兒子說：「凡流人血

帝救贖，建立和上帝的關係。

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為上帝造人，

上帝呈現為慈愛而有性情的終極本
體存在，主動啟示而與人建立感通及和

是照自己的形像造的」(創世記九章)，這顯
示人在原罪狀態下仍有上帝的形像。
所謂上帝的形像，是指人內在有永恆

去服侍他人及眾生，達至人與人，人與萬

的靈性，與上帝相似。上帝是聖潔的，人內

物，人與宇宙的和諧。人將上帝的美善行在

在的上帝形像有美善本質，故人有良知，人

「他者共在的生活世界」，就是天國降臨

的內心也有道德責任的功能。此外人有理

在地上的行動。

性，可以管理天地萬物。正因人有上帝形

前面曾論述儒學孔孟的思維，從生活
世界開始，在實踐上發現宇宙人生有兩重
真實：
1.人 是活 在「他 者 共 在」的 世界，
「仁」的理念，就是指人與人相敬相親的
精神，這是和諧的基礎。

)

好的關係。人由信心信靠上帝，成為僕人

梁燕城：仁與信：孔子與馬丁路德 下(

最適當的調配。

哲學論壇

一種自發呈現的現象，是人體驗的共同事

中國哲學的核心關注，是生活世界中具體事件，通過時空的延

態，使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宇宙，可以有

伸，及對宇宙變化的掌握，去探求一個最大可能的理想狀態，使人

在心靈中是一種自然的流現，這是心靈中

與人，人與自然，人與宇宙，可以有最適當的調配。

化的掌握，去探求一個最大可能的理想狀

像，故人是有尊嚴的。

原罪是否與儒家講仁心衝突
呢？
原罪是指人在本質上與上帝關係破

2.有心靈去觀察、瞭解、感受他者。沒

態。「你們從前與神隔絕、因著惡行、心

有人的心靈，他者世界就不會被覺知。孔

裏與他為敵」(可羅西書一章)。惡行是由

子發覺，這人的心靈有一種品質，稱這心

隔絕而來的。因這隔絕的狀態，人性的美

靈品質為「仁」，孟子有時稱為「良知」。仁

善性被虧損，「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

９５

裂，並不是一種惡性，卻是一種隔絕的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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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上帝的榮耀」(羅馬書三章)。奧古斯丁

丁路德的基本不同。

(Augustine)定義罪是「完美所虧損」。
被虧損所美善性停在潛能狀態，而不
能完全實現，一旦實現時會產生扭曲，如

用這哲學框架描述人本體存在的心
靈，儒家與基督教展示了三個真實的呈
現：

人本性中有無限的愛，以這愛去愛上帝，

1.仁心在他者共在關係中，呈現為人

即是人性的實現與成全，但因與上帝隔

與人的親愛與尊敬。達至人與人，人與萬

絕，一旦實現時就被扭曲成愛名利權勢，

物的感通。

上帝是聖潔的，人內在的上帝形像有美善本質，故人有良知，

９６

人的內心也有道德責任的功能。此外人有理性，可以管理天地萬

物。正因人有上帝形像，故人是有尊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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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名利權勢為上帝，即創造了偶像，「將不

2.仁心或良知在心靈中是一種自發呈

能朽壞之上帝的榮耀、變為偶像」(羅馬書

現，是人本體存在的本性，且與天的本體

一章)。

是合一的。這是人內在感通本體的呈現。

在聖經，「罪」之希伯來文是ch at a，

3.信心是人本體存在向上帝的開放，

是指「不中目標」，希臘文hamartia有同樣

因人發現善性的虧損，偏離，陷溺，是一種

意思，在希臘文學中，是指英雄犯了悲劇

罪的隔絕狀態。當人仁心呈現善，要求在

性的錯誤。古代以色列的軍隊，有些士兵

生活上全面常恆實現時，發現因罪的隔絕

都擅長投石，而且可以「毫髮不差」地擊中

而不能常恆實現出善。人心向終極美善開

目標。在聖經裏，「毫髮不差」這個詞可以

放尋求，而體會上帝的啟示及救贖臨在，

直譯為「沒有犯罪」 [20]。不中目標即偏離

在人神相遇的感動中，倒空自我，而完全

了正確道路，也偏離了上帝，這意思用中國

開放。這是信心的呈現，人即可經歷神人

文化方式表達，可指「不中不正」，「偏離

感通，而罪的隔絕突破，罪咎得潔淨。

正道」。故罪不是指一種惡性，而是虧損與

仁與信，可被描述為人性中的不同呈

偏離的原本美善的狀態。人性在罪的狀態

現，而有儒家及基督信仰的核心體悟，並

不等同性惡論，邏輯上與人性中的仁心及

不是衝突的。仁心在人心靈在人與人關係

良知並不衝突。

中呈現親愛尊敬，其自身流現為惻穩與仁

孟子正面肯定人心性的本體是善，是
仁心與良知，但亦正視人性實現時不能達

愛的心，是人本體存在的顯示，而成一種
儒家的境界。

至應有的善，提出「陷溺其心」的理念，孟

當人體會罪的隔絕，是真實地造成善

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兇歲，子弟多暴，

實現時的虧損扭曲時，以開放心靈渴求終

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

極美善時，是本體存在中起現信心，當遇

[21]

也」 。為何富足時年青 子弟多 懶 惰依

到上帝的啟示與救贖來臨，在與聖靈交流

賴，災荒時年青子弟多橫暴呢？是人在現

的體驗中，全面倒空與開放，信靠上帝，是

實利害中，心陷溺纏繞於處境中，不能發

人本體存在中信心的呈現，經歷感通上帝

揮其本體善作用。這與「虧損」與「偏離」

的境界。

是同樣描述人性的不正常狀態，不過沒有
基督教講得那麼嚴重。

從儒家境界，不排除有位格的天(上
帝)存在，也不排除罪的真實現象，與用

正是基督教強調罪的嚴重性，認為人

信心接受及經歷上帝的體會。從基督教

不能憑自己完全實現善，故以「信心」作為

境界，也不排除仁心或良知是人性真實呈

突破罪的出路。信心不是善的湧現，而是

現，是上帝創造人的靈性及其中所上帝形

心靈的自我倒空，人本體存在向上帝的開

象。仁心呈現境界與因信稱義的得救境

放，上帝作為終極美善與人會面，藉基督

界，可以並存，且互相進入去體會對方所

救贖而湧入人心靈，神人感通共融。這亦

描述的真實性。

是基督教與儒學的分水嶺，也是孔子與馬

[7]

馬丁路德，〈基督徒的自由〉，湯清編
輯：《路德選集（上冊）》(香港，基督
教文藝出版社，一九六八年)，頁
三五六。
馬丁路德〈論善功〉，載《路德選集‧
上冊》，頁二四一。

[8]

同上，頁三四至三五。
[9]
同上，頁二二。
[10]

[11]

Martin Luther, Luther’s work, Vol. 34, ed.
Jaroslav Pelikan and Helmut T. Lehmann,
St. Louis : Fortress Press and Concordia
Publishing House, 1960, p.153.

同[6]，《基督徒的自由》，頁
三五二。

[12]

Alister E. McGrath, Christian Theology，
An Introduction, UK :Blackwell Pub.，

2003, 239.[13]同上。
[14]
同上。
[15]
同上，頁二四○。
[16]

M a r t i n L u t h e r，T h e F r e e d o m o f a
Christian (1520) ，引自同上注。

Discussing the benevolence and
belief of Confucius
Dr. Thomas Leung In-Sing (Chief

and heaven can be mut ually accessed
and felt. The core issue of Conf ucian

)

[6]

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原著，《馬
丁路德羅馬書講義》，波克(W i l h e l m
P a u c k)編譯，李春旺中譯（新竹：中華
信義神學院，二○○六章），頁八五。

參考《士師記二章》。
《孟子．告子》。

梁燕城：仁與信：孔子與馬丁路德 下(

[5]

《聖經:羅馬書一章》。
馬丁路德著，麥葛福(A l i s t e r E .
M c G r a n t h)編，《基督教神學原典菁
華》，楊長慧譯（台北：校園書房，
一九九八年），頁二九四。

[21]

Editor of this Magazine)
Abstract: The world we live in is a
world that has reciprocity, and this is not
limited to being within an individual soul.
This essay uses the benevolence spoken
by Confucius as its heart, and dicusses
t he r el a t io n sh ip b e t we e n C o n f u c i a n
benevolence and belief as espoused by
Martin Luther’s thought. The benevolence
spoken by Confucius is a relationship that
exists between people and is a specific set
of actions that can be directly experienced,
that is to feel what others are feeling.
Benevolence, heart, personality and heaven
are seamless and show that relationships
between different humans and also humans

benevolence as espoused by Confucius
and Mencius is how people should face
a broken and fallen world that had lost
its values, and that people should search
again for a reliable source of values. The
Confucian philosophy of mutual feelings

[17]

and reestablishing communication can

[18]

contribute to today’s postmodern world.

同[15]。
參考Wa l t e r A . E l w e l l e d .，B a k e r ’s
Evangelical Dictionary of Biblical
Theology ,(Grand Rapids: Baker Books,

仁與信，可被描述為人性中的不同呈現，而有儒家及基督信

[4]

[20]

仰的核心體悟，並不是衝突的。仁心在人心靈在人與人關係中呈現

[3]

「上帝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
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創世記一章)。

親愛尊敬，其自身流現為惻穩與仁愛的心，是人本體存在的顯示，

Scott H. Hendrix, Martin Luther: Visionary
Reform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15，56.

1996), 有關Faith字段。

[19]

而成一種儒家的境界。

[2]

James Kittelson, Luther The Reformer .
Minneapolis: Augsburg Fortress Publishing
House, 1986,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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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本位的二元性到開放的二元性
——基於價值分析人類文明演進的內在邏輯
■ 楊桂森
惠州學院

哲學的二元性推動了人類思維的思辨性的發展，人類的思辨性

經過一個由主客觀本位的二元性向開放二元性的轉變過程，這種開

９８

放的二元性最終通過西方民主制度把人類的思維形態轉換成一種制

度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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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哲學的基本問題是通過思維的

致對人的平等的沉思；從政治哲學來看，

二元性去建構一個思辨世界，思辨性又構成

思辨的二律背反性，為政治正反力量的存

思想立論的知識基礎（由此奠定了西方的學術

在找到了充足理由。儘管這種智慧的追求

傳統），也構成了反思性平衡的基礎（由此奠

不可能在終極意義上解決人類所有問題，

定了西方的民主傳統），反思是基於對客觀的

但最終奠定了西方民主政治思維的一個

清晰的合理性是否存在的一種質疑，而思辨是

基本框架，在某種意義上，思辨性是人類

人們在思想的追問中，通過立論之間的雙向適

智慧求解問題的一種沒有盡頭的努力，但

應，使相互對立的關係朝著雙向適應的一種思

至少可以為一定時代的人類文明提供一種

維方法，就必然會帶來思辨的平衡性，而思辨

實踐的引導。

的平衡性必然滋生民主的平等性。人類的思辨

一、由本位二元性走向開放二
元性

摘

性經過一個由主客觀本位二元性向開放二元
性的轉變的過程，這種開放的二元性最終通過
民主制度把人類的思維形態轉換成一種制度

傳統哲學基本問題主要圍繞著與本

形態。價值的絕對性與相對性構成人類命運

體論和認識論相關的一些基本問題而展

的一種生命狀態，也構成了人性的一種基本張

開形而上學式的探究，如主觀與客觀、物

力。相對價值是對人性的啟蒙和滋養，絕對價

質與意識、思維與存在、肉體與靈魂等等。

值是對人性滋養的一種養護和累積，這就是人

而隨著哲學主題的轉換，傳統問題的「問

類文明演進的價值邏輯。

式」不足以把握現代哲學演進的內在機制

關鍵詞：二元性；思辨性；絕對；相對。

和理路，必須用一種新的提問方式才能把
握現代哲學發展的主題。隨著主體哲學的

二元性不僅是人類的思維方式，而且

勃興，意義與價值問題成為當代哲學敘述

還是西方文明（科學與民主）演進的邏輯

的主題。而意義與價值問題不能僅僅停留

通道。自古希臘以來，幾乎所有的哲學問

在對對象的「客觀」狀態的描述，而必須

題都通過二元的思維框架來建構，哲學的

轉換成與主體相關的一種評價。儘管主體

二元性推動了人類思維的思辨性的發展，

的評價不能用主觀與客觀來概括，但可以

人類的思辨性經過一個由主客觀本位的二

把它轉換成能有利於提升主體發展空間

元性向開放二元性的轉變過程，這種開放

的絕對性與相對性問題來詮釋表達。儘管

的二元性最終通過西方民主制度把人類

主觀和客觀與絕對和相對有一種親緣關

的思維形態轉換成一種制度形態。從形而

係，但不足以表達絕對與相對的全蘊。在

上學來看，人類的智慧是通過思辨得到表

價值哲學中，客觀性已超出了對「真」和符

徵；從價值哲學來說，這種思辨的智慧導

合對象性問題的討論，而是在關係視野的

對之間，總是從絕對逃避到相對，又從相

「真」也就轉變成價值哲學中的一個「信

對走向絕對。一八七四年威廉．舍雷爾針

仰」問題，而「信仰」問題是指涉人的規範

對人類歷史的命運，用一種二元的思維方

與情感。而主體間性是一種指涉主體彼此

式描述了絕對價值與相對價值在人類社會

間的關係問題，這就會涉指主體的絕對性

生活中的不同表現：「針對世界大同主義，

視野還是相對性視野。因此，傳統哲學中

他們強調民族性；針對人為的教化，他們

主觀與客觀問題就必然轉換成價值哲學

強調自然的力量；針對不斷集中的趨勢，

的絕對性與相對性問題。

他們主張自主的力量；針對上層的恩寵，

絕對性與相對性問題在哲學史上沿

他們強調自我管理；針對全能的國家，他

續了兩千多年，膚淺的現代主義和頑固的

們主張個體的自由；針對虛構的理想，他

傳統主義都不足以觀照出這一傳統命題

們主張歷史的主權；針對追新逐異，他們

所蘊含著價值義理。面臨著當今世界諸多

主張敬畏過去；針對已成，他們主張變化；

問題的挑戰，去反省傳統命題轉換的內在

針對知性和推理方法，他們主張情緒和直

動源，只不過為人類精神尋找一種新方向

觀；針對教學形式，他們主張有機形式；針

和生命價值新取向。事實與價值、是與應

對抽象，他們主張感官；針對規則，他們主

當、肉與靈、啟示與世俗、規範與自由、理

張天生的創造力；針對機械，他們主張活

想與現實等二元性構成了人類的本性，也

力」[1]。從柏拉圖開始，認為人存在著一個

構成了我們最基 本的「命運」。這種「命

道德真實的自我和虛假（理想）的自我，到

運」是濃縮在價值的絕對性與相對性之間

了康德時代，把這種區分變形為無條件

的一種人類的生命狀態，其構成了人性的

的、嚴格的道德義務和靈活的、經驗上可

一種基本張力，正是這人性的無形張力，

確定的自利之間的區分，當代的道德哲學

構成了人類文明演進的內在動力。人類總

仍然把人放在理想道德與自利的衝突之

是在不斷突破絕對走向相對，又在不斷地

中。儘管由於哲學主題的轉換，主觀與客

超越相對走向絕對，絕對與相對為我們認

觀、絕對與相對、心靈與肉體、自然與超自

識這個分裂的時代提供了一個廣闊的比較

然、規範與解放等傳統的二元框架似乎成

視野，人類不可能站在道德規範、道德理

為過時的東西。但我們有理由相信：傳統

想的層面去謾罵感性生活和生活世界的

的二元性思辨方式仍然在起著良好的作

可能性，也不可能憑藉世俗生活去駁斥理

用，但必須賦予新的意義加以延續。
哲學總是處在問題之中，消解問題意

有理想主義的成份，但也是人生的一種品

味著哲學的死亡。對價值問題之歷史研

位；價值相對主義者儘管有意將人生的目

究，還是現代研究，特別是價值的絕對性

標降低，目標的降低是為了增加人的現實

和相對性研究告訴我們這樣一個訓律：人

感，是為了確保人生的實踐智慧成為現

類的慾望、情感、精神世界和行為具有極

實，儘管其丟失了善的本來意義，但也是

端的複雜性，但絕對性與相對性始終是人

人生的一種品像。當人類享受一種生活方

性張力之中不可或缺的兩個維向，正如一

式的同時，每一人都情不自禁地去尋求另

位哲人所說：「人處於進退兩難的困境，半

一種智慧存在的可能內涵與意義，這表明

是野獸，半是天使，在其父親的天堂完全

人性是在自己不斷開拓中獲得豐富性。這

沒有地位，——他太精細，以至在畜欄中

樣一來，我們雖然沒有必要像基督教那樣

會不舒服；他又太粗鄙，以至在客廳中不

把我們自己看做罪孽深重的東西，但人性

自在。只要我們把這個教訓銘記在心，我

９９

想主義的可能性。價值絕對主義者儘管帶

楊桂森：從本位的二元性到開放的二元性

信仰問題。本體論與認識論人們所尋求的

哲學論壇

的不完滿性，始終使自己徘徊在絕對與相
絕對性與相對性問題在哲學史上沿續了兩千多年，膚淺的現
代主義和頑固的傳統主義都不足以觀照出這一傳統命題所蘊含著
價值義理。二元性構成了人類的本性，也構成了我們最基本的「命
運」。

基礎上，研究主體間性和主體自身的價值

文化中國

們就能帶著微笑與嘆息來思考作為『科

在黑格爾那裏，絕對的本性能夠被依據特

學』結論而令人尊敬地提出的每一種廉價

殊事物中的矛盾來理解。在斯賓諾莎那裏

[2]

而輕率的解決辦法」 。好在我們進入了

缺乏絕對對立統一的關係，矛盾是運動的

對話的時代，一切傳統的命題及其意蘊都

根源，絕對是運動的根源和一切特殊事物

在對話中得到彰顯，並獲得現代意義。價

的源泉，然而在自身中具有特殊事物；絕

值的絕對性與相對性所蘊意義，是在對話

對超越特殊事物並與特殊事物相對照，而

的 途中被 構成、被 闡 發，從而獲 得當代

仍然包含著特殊事物。總之，把絕對性等

性。

同於客觀性至少包含著下面幾種涵義：
（1）其價值並不是對我們或其他主體而

二、價值的絕對性

１００

我們進入了對話的時代，一切傳統的命題及其意蘊都在對話中
得到彰顯，並獲得現代意義。價值的絕對性與相對性所蘊意義，是
在對話的途中被構成、被闡發，從而獲得當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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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而在於它是基於自身的客觀性；（2）客

價值的絕對性一般通過客觀實在性、

體是獨立於任何主體所提供的任何描述

先驗性、超越性、普遍性、一致性得以貞

或解釋之中；（3）客體原則上可以在不涉

認。就價值的客觀實在來說，有下面幾種

及其環境的情況下得到描述。這種客觀性

觀點：第一，善的客觀實在性，以柏拉圖為

是把價值解釋成具有描述性的對應物的

代表。價值哲學的始創者洛采也認為：存

論點。

在的必然性真理只能由善來保證。善不僅

就價值與應當的關係而言：康德認

具有倫理學意義，而且成為衡量一切具有

為，應當就是一種道德律令，是一種義務，

價值意義的東西的客觀標準和客觀基礎，

它無條件地束縛著我們。康德主義者是從

因此，善具有客觀絕對主義的特徵。胡塞

行為者的角度探討價值問題，他們認為行

爾也認為：「客觀上的善和至善都是預先

為者應該受善良意志的激發，「善良意志，

規定了的。將各自的善和至善的質料內涵

並不因為所促成的事物而善，並不因它期

置入與評價的、優選的、意願的偶然主體

望的事物而善，而僅是由於意願而善，它

[3]

的偶然聯繫中的無規則性，是沒有的」 。

是自在的善」 [5]。善良意志是由絕對命令

摩爾主張「善」是客觀的，「我們沒有理由

的要求所表現的，因為「道德行為不能出

說，同一事物在某物情況下本質上善的，

於愛好，而只能出於責任。……他的行為

[4]

而在另一些情況下卻不是這樣」 。第二，

才具有真正的道德價值」 [6]。然而在尼采

絕對就是一種道德實體。對於斯賓諾莎來

看來，絕對命令周圍揮之不去的是一股施

說，絕對只是實體，而非主體。絕對是存在

虐——受虐狂的腐臭味，血腥的和痛苦的

於特殊事物之後的東西，不能被等同於世

氣味，因此，他指出：絕對命令散發出殘忍

界中的任何特殊事物。斯賓諾莎的一切規

的氣味。

定都是否定這一原理為黑格爾所採納，但

康德把行為的原則或準則分為兩大

按照這一原理，斯賓諾莎認為，絕對是超

類，他稱為「假設命令」（H y p o t h e t i c a l

越規定性的，超越否定性的。不過斯賓諾

Imperatives）和「絕對命令」（Categorical

莎的絕對是這樣的絕對：在這一絕對中，

Imperatives）。「假設命令」是這樣一個行

特殊事物悄然沉沒；這種絕對是純粹的自

為原則，並不是根據這一自身的價值接受

我同一。它仍然是一個純粹的、潛在的內

它，而是作為獲得某個欲求目的的準則接

在實在，因而它是一個沒有內在運動的本

受它。人們把這個原則當做維護人類幸福

體實在。而黑格爾認為：絕對包含著否定，

的準則來接受的，而不是根據其自身的價

它注定要超越自己，注定要返回到它的他

值才接受的，這樣，這個原則就是有條件

者即定在（對自身存在的一種限定，既肯

的和衍生的。之所以說它有條件的，是因

定了自身的存在，也肯定了他者的存在）。

為當說謊並不減少人們幸福的條件時，我

宙，亦是道德底；另一種是馮友蘭先生所

根據自身價值接受的命令，而不是作為獲

主張的，道德之理是本然底，亦可說是宇

得某個欲求目的才接受的準則。假如某個

宙底。但宇宙中雖有道德之理，而宇宙卻

行為是根據一個原則（絕對命令）去做，我

不是道德底。宇宙存在之理本身雖具有道

們就可以就這個行為是為著一個原則去

德意義，但對宇宙存在之理的認識卻具有

做的，而不僅僅是根據一個原則去做的，

某種道德價值意義。而在中國當代的價值

我們就可以說這個行為是為著一個原則去

哲學研究中，有一些學者認為：「價值的客

做的，而不僅僅是根據一個原則去做的。

觀性，在嚴格的意義上講，僅僅是相對於

實際上，我們可以把這三種情況區別開

評價而言的客觀性。一定客體對一定的主

來：與原則一致的行為；根據原則的行為；

體有沒有價值，有什麼價值，有多大價值，

為著原則的行為。在某種意義上，西季維

不以評價者的評價為轉移，而以實際地或

克的價值論和康德的價值理論有一個共同

可能地在多大程度上滿足主體的需要為

的根據，西季維克說：從普遍的觀點（如

轉移」[8]。這僅僅是需要的客觀性，並沒有

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來看，任何個人的

超越相對主義。

善都不比另一個人的善更重要。康德也表
達了相同的觀點：「被視作人格的人是超

三、價值的相對性

越於任何價格之上的；因為依那種身份

價值的相對論者認為價值和價值評

……他不是作為其他人的或甚至是他自己

價總是與主體的情感、興趣或意願相關，

的目的的一種單純手段加以衡量的，而是

與主體的視角、評價立場、態度相關，「價

目的本身。換句話說，他擁有強行給予自

值則確定一個偏好關係，告訴我們某些善

己尊敬的尊嚴（一種 絕對的內在價值）

比其它善更有吸引力」[9]，從某種意義上，

……他根據其他人來評估自己，並且是以

情感與意志是價值之源；相對主義認為評

一種平等的立場來評價自己」[7]。

價的正確以否取決於所有的關係，而不是
該判斷同其對象的關係；他們還認為，沒

塞爾的現象學作了經典的論述。胡塞爾的

有客觀的價值標準，道德原則不是普遍有

超越論是指認識者反思自身及其認識生

效，只能遵循我們所在的社會習俗，沒有

活，將一切認識活動追溯到其最後源泉，

客觀權威來裁決彼此之間的價值衝突。劉

即「我自己」的一切動機。他的超越論現

易斯認為：價值始終是一個經驗事實的問

象學創立了一種新的科學，即「我自己」的

題。經驗論認為真正的價值不是存在物，

一種動機。它所涉及的是一種新的、唯有

它認為存在物完全不可知，一切客觀性要

它才獨有的經驗領域，即超越論的主觀領

求只能服從於可理解性要求，價值只能是

域。這種超越論的主觀性並不是思辨構造

現象或事實上的即經驗中給定的關係。就

的產物，它由於自身的超越論的體驗、能

經驗是價值泉源而言，「意義本身——也

力、成就，而是直接經驗的絕對獨立的領

就是說，思維的對象，是通過個體在他這

域。其目的就是把主觀的相對價值世界如

種對象作出反應時剌激他自己采取其他人

何構建成具有絕對意義的價值世界。所以

的態度的過程中而在經驗中出現的」[10]。

胡塞爾的現象學成為絕對價值的代言人和

就經驗對價值的確證而言：一方面來自於

象徵精神。

「善」被看成給主體的愉悅；另一方面是來

在中國哲學中，對價值的絕對性有兩

自於「善」被看成給主體的功用關係。這些

１０１

就價值 絕對性的超越意義而言，胡

楊桂森：從本位的二元性到開放的二元性

對人類幸福的欲求。「絕對命令」是一個

哲學論壇

主張的，所謂善即是道德底善，而整個宇

就價值絕對性的超越意義而言，胡塞爾的現象學作了經典的

因為我在現實的環境中接受它，依賴於我

論述。胡塞爾的超越論是指認識者反思自身及其認識生活，將一

種認識：一種是從程朱及一般宋明理學所
切認識活動追溯到其最後源泉，即「我自己」的一切動機。

再不接受這個原則。之所以是衍生的，是

文化中國
價值說的是特定個人或特定集體在特定條件下追求或偏好哪

些善。價值要求承認的是相對的有效性，而正義則提出一個絕對的

１０２

有效性主張：道德命令所主張的，是適用於所有人或每個人的有效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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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是直接性的主觀經驗，而不是依賴於

西而可以被建議；另一方面是規範的道德

作為客觀性標志的推理和判斷。因此，

應當性，這些規範是同等地對所有承受者

「善」被認為是對象對主體產生愉悅情感

施加義務的。普特南大體把相對主義等同

或功用的能力。善在經驗中體現為慾望的

於無共同標準的論點，這種理論是自我否

對象，易言之，主體覺得值得欲求的對象

認的，因為它主張每個人有評價標準和前

就是「善」。這 就隱含著「值得」是 先 於

提，價值只是相對於它們而言。這就使人

「善」和價值，因此，在倫理學中沒有先驗

不可能作出一種合理探索所必需的區分，

的價值。在此意義上，倫理學只不過是一

即對正確和認為正確的區分。所以約翰‧

種經驗的探詢。經驗在確證價值有三個非

拉德（Joh n Ladd）在《倫理相對主義》一

常明顯的特徵：（1）在經驗中我們遭遇到

書中給倫理相對主義下定義時這樣寫道：

一些物的特殊性，並只有通過感性的「指

「倫理相對主義乃是這樣一種說學，在它

示」活動，才能把握物的這些特殊性；（2）

看來，行為在道德上的正當性和不正當性

經驗本身證明的特殊的流動性和無法衡

隨著社會的變化而變化，不存在適用於一

量性；（3）價值離不開主觀的介入與語境

切時代一切人的絕對的、普遍的道德標

的制約。

準。因此，它認為一個人以某種方式行動

就經驗的維度理解「善」和「應當」而

是否正當，是完全依據或相對於他所屬於

言：善與應當是指主體所「能」，是指「應

的社會來說的」 [11]。這樣，要駁倒倫理相

做」的向度，具有經驗性和相對性。在西季

對主義，僅僅確證存在普遍道德和道德的

威克看來：「應當」或「道德責任」概念既

普遍適用性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確證存

不指判斷者心中存在一種特殊有情感，也

在著絕對道德和道德的普遍的、絕對的正

不指某些行為規則是由違反它們便會受到

當性。

懲罰支持著的。在最狹義的倫理意義上，

就價值與事實的關係而言，實證論認

我們總是把我們判斷為「應當的」的行為，

為：其一，價值與事實是分裂的，價值是屬

看作是任何作此判斷者能夠出於意志而做

於道德實踐的範疇，價值和道德問題是一

出的行為。哈貝馬斯從道德與價值相分的

種價值判斷，缺乏客觀驗證的基礎，只代

維度認為：如果我們在道德的「應當」中

表個人的主觀主張，也沒有客觀的標準可

看到的僅僅是一些特定的善的可欲性質

言；其二，事實與價值選擇之間只存在著

的話，我們就誤解了它的意義。我們「應

一種偶然關係，易言之，在邏輯上，沒有任

當」遵守道德命令，是因為我們承認這些

何價值判斷可以從事實推演出來。而德里

命令是正確的，而不是因為我們指望由此

達則從意義的角度走向了符號相對主義，

實現特定的目的，哪怕這目的是最高的個

他認為相對主義是這樣一種主張：一切評

人幸福或集體福利。價值說的是特定個人

價都是相對的。德里達斷言，意義是由符

或特定集體在特定條件下追求或偏好哪些

號之間的一個判別系統形成的。每個符號

善。也就是說，價值要求承認的是相對的

的意義，是由它與「它自身」的前後表現、

有效性，而正義則提出一個絕對的有效性

與另一些同時的符號以及前後符號的差

主張：道德命令所主張的，是適用於所有

別和關係形成的。儘管符號具有普遍性，

人或每個人的有效性。在馬克斯‧韋伯看

此意的普遍性，是指一個符號的含義不能

來，價值被認為是無法進一步合法化的實

被還原為「不可替代、不可改變的經驗事

質內容，一方面表徵在他認為，價值是一

項」。

種偏好，一些價值在一定的文化生活形式

就價值世界與生活世界的關係而言，

和文化傳統之中是作為優於其他價值的東

一般都認為生活世界是一個相對的世界。

想立論的知識基礎（由此奠定了西方的學

是通過「存在著的世界」這個普遍的目的

術傳統），也構成了反思性平衡的基礎（由

的理念獲得的存在領域，是作為「世界的

此奠定了西方的民主傳統），反思是基於

主體」的人的具有相對性的存在的東西，

對客觀的清晰的合理性是否存在的一種

並且這個主體經驗是按照興趣生活，按照

質疑，而思辨是人們在思想的追問中，通

本能的興趣，而且也按照想像的和意願的

過立論之間的雙向適應，使相互對立的關

興趣——目的的興趣生活，是由人們的興

係朝著雙向適應的一種思維方法，就必然

[12]

趣而生成的世界 。

會帶來思辨的平衡性，而思辨的平衡性必

四、人性呼喚著價值的絕對性
和相對性

然滋生民主的平等性，因為憑藉思辨的平

楊桂森：從本位的二元性到開放的二元性

域，生活世界是主觀的——相對的，它不

哲學論壇

昭示，二元性構成思辨性，思辨性又構成思

憑藉思辨的平衡性能使我們洞察到彼此判斷和各自原則之間

與行動以及所有其它東西注入其中的領

的關係，成為它們彼此存在的合理依據，這樣慢慢地形成了平行發

方式展示哲學的深層義蘊。人類的思維史

展、相互交錯的兩種相互制衡的民主力量。沒有思辨就沒有民主，

西方的民主是建立在幾千年思辨傳統培育的基礎之上的。

在胡塞爾的現象學中，生活世界則是目的

衡性能使我們洞察到彼此判斷和各自原則
之間的關係，成為它們彼此存在的合理依
據，這樣慢慢地形成了平行發展、相互交

幾乎在每一個哲學家思想中都作過思考的

錯的兩種相互制衡的民主力量。因此，沒

哲學問題作出最終的回答，亦非筆者學力

有思辨就沒有民主，西方的民主是建立在

所及，而只想在傳統提問的基礎上，對提

幾千年思辨傳統培育的基礎之上的。

問的意蘊作進一步的探討並彰顯其意義

相對是對人性的養息，而絕對是對人

的複雜性，同時，也想用其來觀照和檢視

性的累積。關於絕對價值的本體論證明，

一些重要哲學家的基本思想取向和方法

絕對價值的超驗性構成人的內在本質，也

內涵，據此省思出價值問題以一種濃縮的

成為道德原則的雛形，絕對價值既走上了

１０３

面對在哲學史中沿續了兩千多年、且

文化中國

一條拯救人類命運的道路，又成為束縛人

值取向。馬克思把肉身主體理解為作為歷

的個性一種變體，於是，絕對價值變成了

史前提的「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同時，

「沒有你我就沒法活，有了你我也沒法活」

馬克思把肉身主體經濟化，一方面，經濟成

（卡圖盧斯語）的矛盾之中。正如明斯特

為人存在的根本；另一方面，也是絕對價

博格在《永恆的價值》中所言：「我們已經

值的象徵，人只要掌握經濟原素，他就是

看到，每種對絕對價值的懷疑最終都毀滅

全能的，就成為世間的神。

精神的無限性是具體的無限性，這也是絕對價值的另一種命意，

但它擺脫了自然和社會局限的精神性才能向人展現這個具體的無限

１０４

性，具有絕對價值的精神世界，跨越了民族與民族的界限，穿越時空

的局限性，而成為一種普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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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它自己，好像絕對價值是一個矛盾體，

純粹的價值不是把任何歷史的東西

懷疑它就會否認它自己，相信它也會對其

神聖化，對它來說，只有善、真理、愛、仁

自身喪失信心」 [13]。同樣，由價值相對主

慈、公正、美才是神聖的。當從價值的層面

義所產生的道德墮落的變體，是由個人脫

來看人的相對性與絕對性衝突時，我們發

離它同絕對價值相近的根並且變為臆想

現，對人的感覺局限而言，把相對性帶入

的自我確定的「我」之事實。墮落是自我確

價值判斷中，就封閉了無限性；對人的理

定的驕傲，這就是基爾凱郭爾的名言：「罪

性而言，把絕對性帶入價值判斷中，就打

是罪的條件」的深刻意義之所在。當然，福

開了無限性，而又扼殺了相對的開放性。

音書裏的那段話也隱喻著價值論的義理：

一切價值的客體化都有其有限性，要想客

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失生命，凡為我

體無限化的意義，必須把精神引入價值之

喪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絕對價值與相

中，就必須把精神的無限性與抽象的無限

對價值的悖理以及它們自身的二重性或多

性相區別。絕對性中的無限性，只是抽象

重性無不明示著這樣一個道理：絕對價值

的無限性，只服從道德原則，具有無條件

的道德主義的非人道化與相對價值的非道

性的理念，具有威權主義的意義。而精神

德主義的人性化共栖於我們的生活之中。

的無限性是具體的無限性，這也是絕對價

在尼采的重估一切價值的旗幟下，儘管慾

值的另一種命意，當然也具有純粹性，但

望主體是他思想之底蘊，其摧殘了傳統絕

它擺脫了自然和社會局限的精神性才能向

對價值意義上的上帝，但他同時建立起了

人展現這個具體的無限性，具有絕對價值

「超人」性體（權力意志）的價值哲學，其

的精神世界，跨越了民族與民族的界限，

不僅是道德創始之源，同時，也是宇宙萬

穿越時空的局限性，而成為一種普世精

物本體、實體，此乃又有追求絕對的普遍

神。它向人類傳遞著意義、完整性、自由與

的價值歸趣。

永恆。

誠然，道德的基礎是人們按照普遍

價值是一種選擇，人的任何一種選擇

價值公理的精神行動，那個精神是我們真

都是根據他的本性去判斷。價值總是完善

正本質，是普遍的。不可否認，當人們在追

人性。人性是高尚的，是值得尊敬的，是所

求價值的絕對性時，必然會陷入另一個陷

有有價值的東西的源泉，是我們信仰所追

井：就是絕對價值對人的慾望與快樂的批

求的目標，我們所做的全部就在於完善人

判與壓抑。儘管永恆的價值只能反映在時

性。絕對價值與相對價值為人性的平等提

代的偽裝這中，但不可否認這是人類文明

供了價值資源，但它們所提供的平等存在

與倫理的條件。理想與世俗、規範與自由、

著佯謬，不過是以絕對價值的道德原則的

共性與個性、靈與肉的對話乃是西方文化

平等來對抗相對價值的人的權利的平等。

的脈向，在某種意義上，希臘以來的西方

人性是人的生命生活方式，是通過其行為

文化的主流倫理關懷，都圍繞著如何安置

表徵，通過這些行為，一個人變得更好或

自己的身體，並表現出表心（靈魂、精神）

更壞、更多一些愛或缺乏同情心、更慷慨

抑身（感官、肉體、慾望）的思想定勢與價

或是吝嗇之人，因為人的行為不斷調整和

真實的，才有其價值，從這個意義上說，本

生活感受。然而，當我們把價值所描寫的

性就是一種行為規範，就是一種評價。我

經驗結構轉變為生存論分析，這種轉變不

就是我自己的法則，也就意味著，我只能

再把絕對價值直接領悟為「絕對」的要求，

按照我所具有的人的本性連同自我意識和

而是要追問一下包含在人之本質中的對於

自由而行為。因此，按照自己的本性去構

這些結構的條件，那麼，我們就會發現絕

建價值世界，就意味著按照自己的生活方

對價值在當代人身上的「喪位」及其日漸

式去建構我自己和我的世界。波修斯對人

式微。如今，價值相對主義者進一步將經

有一個經典的定義：一個有理性本性的個

驗範疇具體化為個人、個人行為及其情境

體存在。而洛克在此種意義下對其發揚光

的實效、權宜、便利等價值分析。它鄙視絕

大，認為人的本性是通過自我意識獲得了

對價值的形式主義和抽象思辯的哲學世界

更加豐富的內涵，意識可以確定一個人的

觀，主張一切從「功利」、「可行」、和「效

合適行為就是符合他的本性的行為，它使

用」出發，去考慮一切與人生和價值相關

原先自我認知的對象變成主體的自我意

的對象、活動和關係。哲學的崇高不在於

識。自我意識不僅僅是一種反映，而是一

「確定性的尋求」（在一定意義上，追求價

種反省。如果一個民族缺乏反省意識，就

值的確定性就是追求價值的絕對性）。而

不可能有道德意識的養成，這個民族就會

在於不確定性中尋求多種可能性的真理和

缺乏基本的道德規範，就會陷入「不怕天、

價值，為人們提供豐富的可能性機會和創

不怕地」的無畏的話語權之中，也就不可

造性餘地。因此，相對主義者反對既定原

能產生「畏天命」，也就不可能產生糾正自

則和預先絕對的預設，反對因循守舊，故

己錯誤的道德機制。因此，自我意識始於

步自封。
不可否認，價值的絕對性與相對性的

和自我責任的自由經驗。在這種反省的行

對抗，相對價值一直處於劣勢之中。因為：

為中，主體在某種意義上建構他自己，從

其一，按照舍勒的價值的絕對秩序理論：

而形成的自己價值判斷，存在著表現或展

價值越高級，它就越全面，它的物品的依

現自己獨特的、絕對與眾不同的一面，這

賴程度就越低，它的內容就越不易量化；

就是作為有意識的存在或人的自我本性

同時，價值越高級，它所導致的實現也就

使然的價值選擇。在其選擇中，哲學應該

持續時間越久、越深刻。價值絕對主義者

致力於幫助人確立自信，這種自信既不是

的姿態不過是留出空間以表現他們高高

用絕對價值虛假的幻想世界欺騙人。依我

在上而已。其二，「所有的存在者都可以分

之見，與其說是絕對價值是虛幻飄渺，不

解為相對的存在和絕對的存在（根據自己

如說它一直過著一種隱居生活，亦即過著

而存在），同時，絕對的存在只是由於以下

一種漫長的正在向虛假脫落的顯而未見

情況才可以看得見的，即人們在相對的存

的隱居生活，正如《老子》所言：「道隱無

在中也同時看到了相對的非存在，因此

名」。價值選擇也不是讓人擺脫一切幻覺

『透過』相對的存在就看到了絕對的東

之後又使他陷入懷疑主義、相對主義的絕

西；此外，一切相對的東西必然要以絕對

望之中，而是將其價值之中的積極的核心

的東西為基礎。由於這種情況，絕對的東

內容帶入個人及人類的追求和最大努力之

西就成為一切其他存在的第一原因，成為

中。

世界的最高原因，而世界本身則由於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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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省由此形成了主體自我發現、自我選擇

楊桂森：從本位的二元性到開放的二元性

初對世界的體驗，重新品味那些最根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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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任何東西只有相對它的本性而言才是

當我們把價值所描寫的經驗結構轉變為生存論分析，這種轉變

使我們以一種積極的態度去重新把捉最原

不再把絕對價值直接領悟為「絕對」的要求，而是要追問一下包含

性是人的本性和自由能力的體現。也就是

在人之本質中的對於這些結構的條件，那麼，我們就會發現絕對價

對絕對價值與相對價值的探索會促
值在當代人身上的「喪位」及其日漸式微。

轉換他與完美性之間的關係，而這種完美

文化中國

認識而獲得那種偶然存在的性格，『根據
他者而存在』的性格」[14]。其三，在生活世
界，個體自我的每一次偉大的提高都源於
同絕對價值的接觸，當這個世界被遺忘
時，人類的野蠻狀態就會得以恢復，所以包
爾生指出，動物的行動是由三個本原支配
的：衝動、本能和個體經驗。其四，絕對價
值包含相對價值，否則，絕對價值就沒有
無所不包性和完滿性。
論證，還是對價值進行客觀絕對的論證
（這是一種虛擬性的隱性的對峙），或持
和解的態度。心理主義者們很少表現出有
公正地對待絕對價值論據中最重要的核心
意圖，而絕對價值的倡導者的論證中也混
雜著一些心理主義的動機。這些動機恰恰
是反心理主義者們首先必須避免的。那些
自稱為是對「形式的」、「純粹的」絕對價
值所闡述的所有觀點只是使心理主義者
更堅定了他們的反駁態度，並堅信：絕對
按照黑格爾的洞見，中國是一個沒有思辨的民族。由於缺乏思

辨性，會使一個民族缺乏對他者的認同，總是使自己沉浸在自己的

１０６

歷史中，而對外來文化（人文主義精神）始終抱有一種敵對態度，

形成一種封閉的思維定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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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主義不管是對價值相對主義的

價值下放到心理主義的層面，更具有拯救
的意義，與心理主義還有對話的平台，此
意正接引了胡塞爾的蘊意，「歸根到底並
不存在一種能夠始終是心理學的心理學。
一旦揭示意向性的方法被發現，由於『事
物本身的連貫性』，分析的進程就被從預
先 給定的 諸單元向意向生活的真正
的——進行構成的深層繼續推進，因此進
入到超越論的層次。心理學必然會通向超
越論的哲學」[15]。明斯特博格進一步指出
了心理學對價值形成中的不明確性，他說：
「心理學對精神生活的描述和解釋，卻仍
然經常的與努力驗證觀念的意義和意志的
內在目的性的聯繫相互纏繞在一起」[16]。
而絕對價值的規範意義與相對價值相悖
謬。儘管它們在各自的心理學意義的相互
反駁中，所表現出來不正確性和不明確
性——這說明它們的和解還留存著一些
未化解的殘餘。

結束語

西方之所以成為現代民主的發源地，
其源於幾千年思辨思維的培養，思辨性既
成就了西方的學術（科學）精神，也成就西
方開放、包容和民主的制度形態。按照黑
格爾的洞見，中國是一個沒有思辨的民族
（當然有一定的偏見成分）。由於缺乏思
辨性，會使一個民族缺乏對他者的認同，
包括對馬克思所指出的「世界歷史」（大歷
史）的認同，總是使自己沉浸在自己的歷
史中，使國人總沉浸在基於自身歷史的創
傷中，而對外來文化（人文主義精神）始終
抱有一種敵對態度，以及對世界歷史的不
接受，就會形成一種封閉的思維定勢；思
辨是一種比較，放在精神層面看，由於缺
乏思辨性，總是輕信所謂自己民族文化、
自身的價值信仰（道德）的優越性，因此誕
生的一代又一代的國人只會認同（依賴）
在這個巨大傳統文化之繭內的道德，既不
知人類的共同道德究竟為何物，也不知人
類共同追求的文明為何物。
新的開放性二元系統，圍繞著主體所
需要的自律評價系統和客體關係所要求的
規範系統之間人性張力而展開，在功能上
又相互糾結的兩大系統走向了分化，這個
分化的過程，我把其理解為價值的絕對性
和相對性對人性的互補性所帶來的一種相
互不滿足感，價值的絕對性其特點更在於
對人性本質的缺乏當下性的反思，使人置
於傳統進行思考，最終還是形成了以培養
抽象的同一性為目標價值理念；而價值相
對性的特徵，在於對主體自身行為規範的
推廣，把交往行為從狹隘的教條中解放出
來，並擴大其價值空間的普及，最終促成
人個體化的社會模式。相對價值是對人性
的啟蒙和滋養，絕對價值是對人性滋養的
一種養護和累積，這就是人類文明演進的
價值邏輯。
此文是二○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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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與民族精神培養研
究」（批准號16JDSZK088）階段性成果。

cr it ical th i n k i ng const it utes both the
knowledge basis of the ideological theory
(thus laid out the academic tradition of the
west)and the basis of reflective equilibrium

摩爾著《倫理學原理》(北京：商務印書
館，一九八三年)，頁三六。

(thus laid out the tradition of the western

康德著《道德形而上學原理》(上海人民
出版社，二○○二年)，頁九。

existence of rationality which is clear and

同上，頁一四。
[7]
轉自約翰．凱克斯《反對自由主義》(江
蘇人民出版社，二○○三年)，頁一五四

thinking method in people’s inquiry to the

[5]

[6]

[8]

[9]

馬俊峰著《評價活動論》(中國人民大學
出版社，一九九四年)，頁一九一。
哈貝馬斯著《在事實與規範之間》(三聯
書店，二○○三年)，頁三一五。

[10]

democracy). Introspection is a query to the
objective. The critical thinking is a kind of
thought, which makes the contradictory
relationship toward the two-way adaptation
by the two-way adaptation between the
arguments.This kind of thinking method
will inevitably bring dialectical balance,

米德著《心靈、自我與社會》(華夏出
版社，一九九九年)，頁九六。

wh ich w i l l c u lt iva t e t h e e q u a l it y of

Louis.P. Pojan: Ethical Theory: Classical
and contemporary readings,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USA 1995 p.29.

exper iences a t ransfor mation process

胡塞爾著《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的
現象學》王炳文譯(商務印書館，二○
○一年)，頁五六四至五六五。

of duality eventually converts the form of

[11]

[12]

[13]

明斯特博格，The Eternal Values ，Boston
a n d N e w Yo r k H o u g h t o n M i f f l i n
Company,1909,P47.

[14]

施太格繆勒著《當代哲學主流》上卷
(商務印書館，二○○○年)，頁
一五二。

[15]

同[12]，頁六三○。
[16]
同[13]，頁一六。

Open Duality
--the analysis of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evolut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 which

from a natural duality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to the open duality, the openness
human thinking into institutional form by
democracy. The absoluteness and relativity
of Value constitute both a state of human
fate and a basic tension of human nature.
Relative value is the enlightenment and
nutrition to human nature, and absolute
v a l u e i s a k i n d of m a i n t e n a n c e a n d
accumulation of human nature. This is
the value logic of the evolut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
Key words: duality; critical thinking;
absolute;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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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Natural Duality to the

democracy. The critical thinking of human

楊桂森：從本位的二元性到開放的二元性

胡塞爾著《倫理學與價值論的基本問
題》艾四林等譯(中國城市出版社，二○
○二年)，頁一七七。

of philosophy is to construct a theoretical

新的開放性二元系統，圍繞著主體所需要的自律評價系統和客

world by the dualit y of thin k ing. The

Abstract: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體關係所要求的規範系統之間人性張力而展開，相對價值是對人性

[4]

C.D布勞德著《五種倫理學理論》田永勝
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二
年)，頁二二八。

Yang Guisen(Huizhou University)

的啟蒙和滋養，絕對價值是對人性滋養的一種養護和累積，這就是

[3]

the relativity

人類文明演進的價值邏輯。

[2]

舍雷爾著《報告與論文集》，一八七四
年，頁三四○至三四一，轉自哈貝馬斯
《後民族結構》，曹衛東譯(上海人民出
版社，二○○二年)，頁一一。

哲學論壇

based on the value of the absoluteness a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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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詩經》韻例的開創之功
──《詩集傳》對韻例的探索析論
■ 陳 才
上海博物館副研究館員

要：朱子是最早全面、系統地關注

現了一些古音學家，如吳棫、程迥、鄭庠、

《詩經》韻例的學者。通過對《詩集傳》所注

項安世等，在古音學理論上，有一定建樹。

葉音的考察，我們可以知道，朱子對韻在句中

但是，並未對《詩經》韻例作全面系統的

的位置、韻在章和篇中的位置、韻式與韻部互

考察。

證等問題都有著比較深刻的認識。
關鍵詞：《詩集傳》；《詩經》；韻例。

與朱子大致同時代的治《詩》名家，
還有王質和呂祖謙。王質《詩總聞》設「聞
音」一門，但此書並沒有專門針對韻腳字

朱子是最早全面、系統地關注《詩經》韻例的學者。通過對

《詩集傳》所注葉音的考察，我們可以知道，朱子對韻在句中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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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韻在章和篇中的位置、韻式與韻部互證等問題都有著比較深刻

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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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關於《詩經》用韻情況，主要包括分析

的注音，可見，他尚未認識到《詩經》有所

《詩經》韻部和考察《詩經》韻例兩個方

謂韻例的問題。而檢視呂祖謙《呂氏家塾

面。其中，考察韻例是分析韻部的前提條

讀詩記》，其中所作的注音，亦並不是關注

件。對於探索《詩經》韻例來說，其前提就

《詩經》的韻例，而只是注出難認或難分

是解 決《詩經》中到底 哪些字入韻的問

辨的字。劉曉南先生《朱熹葉音本意考》

題。這是考察古韻分部的重要前提，因為

一文 指出：「在形式上看，系統的用『葉

只有在此基礎上，才可以談韻部歸納的正

音』術語講古韻的確只有朱熹一人」[3]。若

確性。「韻例」一詞，是現代的概念，王力

如此說，則就現存文獻而言，《詩集傳》應

先生給出的定義是：「韻例就是關於用韻

該是第一部全面、系統地探索《詩經》韻

的格律：什麼地方用韻，什麼地方不用韻，

例的著作。因為《詩集傳》所注葉音，實際

[1]

和怎樣用韻」 。簡單地說，也就是用韻

上包涵了對《詩經》全部用韻位置加以認

位置和用韻方式。而王顯先生則認為，韻

定，同時也包涵了對用韻方式的考察。

例應該「包括用韻的規則和用韻的格式兩
[2]

對於《詩經》韻例的探索，今人一般較

個方面」 。他對韻例這個概念的界定和

多注 意陳 第「用直音法 逐個考 證了《詩

王力先 生不完全相同，但其間相異處甚

經》、《楚辭》韻字的上古音值」 [4]。而明

小，故於本文來說，是可以忽略的。

末清初的顧炎武則被廣泛重視，顧氏《日

一、前儒對韻例的探索

知錄》卷二十一《古詩用韻之法》於《詩

就歷代《詩》注的注音情況來看，陸

經》韻式有所歸納：
古詩用韻之法，大約有三：首句次句連用

德明《毛詩音義》及之前的《詩經》音注，

韻，隔第三句而於第四局用韻者，《關雎》之首

僅有少數地方言明入韻的情況，而並未對

章是也。……一起即隔句用韻者，《卷耳》之首

《詩經》中的每一處韻腳字加以考定。宋

章是也。……自首至末，句句用韻者，若《考

代古音學迅速發展，特別是南宋時期，出

槃》、《清人》、《還》、《著》、《十畝之間》、

章，《長發》之一章、二章、三章、四章、五章是

二、朱子對《詩經》韻例的認
識情況分析
朱子在並沒有留下考察《詩經》韻例

連用、隔用之別，而錯綜變化，不可以一體拘。

的文字，我們只有借助《詩集傳》中注音，

於是有上下各自為韻，若《兔罝》及《采薇》之

特別是所注葉音情況來推測他對於《詩

首章，《魚麗》之前三章，《卷阿》之首章者。

經》韻例的認識與認定情況。對於沒有注

有首末自為一韻，中間自為一韻，若《車攻》之

音的文字，我們則可以依靠《廣韻》和《集

五章者。有隔半章自為韻，若《生民》之卒章

韻》中的讀音來斷定該字在宋代的韻攝，

者。有首提二韻，而下分二節承之，若《有瞽》

進而推測朱子認定其是否入韻。

[5]

通過《詩集傳》注音情況，我們可以
大致得出朱子對於《詩經》韻例的認識，

有意為之也 。

這是較早系統地論述《詩經》用韻方
式的言論。顧氏《詩本音》則是具體地進

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關於韻在句中的位置

行考音實踐的著作。顧氏之後的古音學

朱子對於《詩經》各句中韻腳字、富

家，如江永（一六八一至一七六二年）、段

韻和非韻的情況已經有所認識。在《詩集

玉 裁（一 七 三 五 至 一八一 五年）、戴 震

傳》中，有的地方明確注「無韻」，或「不入

（一 七 二 三 至 一 七 七 七 年）、孔 廣 森

韻」；有的地方注「與某葉」，或點出某字

（一 七 五 二 至 一 七 八 六 年）、江 有 誥

入韻。這說明朱子認識到《詩經》中存在

（一七七三至一五八一年）等都有考音實

不入韻的現象；入韻也是有一定規則的，並

踐，也涉及對於詩經韻例的探索。清儒治

不是隨意相押，且與後世詩歌押韻規則也

詩經學者，也有對《詩經》中某篇某章韻

不一致。拙作《朱子論〈詩經〉葉韻》舉

例提出自己見解的析論，如胡承珙在《毛

《小雅‧魚麗》篇首章的例子中，可以看出

詩後箋》中對《周頌‧昊天有成命》篇韻例

朱子對於韻腳字的認定情況。尤其值得提

[6]

出的是，朱子還提出了「隔句協韻」這一

的分析 。
考慮到了《詩經》韻例的問題，這一點，一

術語[8]。《豳風‧東山》篇的首章：
我徂東山，慆慆吐刀反。不歸。無韻，未

直以來都為學界所忽視，如王顯先生《詩

詳。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

經韻譜》對學界研究《詩經》韻例情況進

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戶郎反。枚。葉謨悲反。

其實，早在南宋時期的朱子，就已經

[7]

行綜述時，就對朱子隻字未提 。《詩集

蜎蜎烏玄反。者蠋，音屬。烝在桑野。葉上與

傳》所注葉音是建立在朱子對《詩經》韻

反。敦都迴反。彼獨宿，亦在車下。葉後五反

例認定的基礎上的，之前為《詩經》注音的

（頁五三五至五三六）[9]。

這裏的山、歸韻部不同，不能入韻，

韻例有所考察。而且，在朱子之前，尚未有

朱子於「歸」字下注「無韻，未詳」，而今人

人系統地對《詩經》韻例進行逐篇考察。

王顯認為不入韻，王力先生則認為與本詩

如此說來，《詩集傳》雖然沒有歸納《詩

的第二三四章遙韻。「悲」，中古屬脂韻，

經》韻例的規則，但朱子於此有深入思考，

止攝；而「枚」，《廣韻》莫杯切，是灰韻

故前文稱為第一部全面、系統地考察《詩

合口一等字，蟹攝，肯定不能與「悲」相

經》韻例的著作，是並不為過的。朱子《詩

押。朱子雖然對上古音認識不足，尚不知

集傳》對《詩經》韻例全面系統探索的開

道三字都是上古微部字，但是，他給「枚」

創之功尚待表出。

注了個「葉謨悲反」的音，肯定是建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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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釋文‧毛詩音義》則並未對《詩經》

才：探索《詩經》韻例的開創之功

之篇者。此皆詩之變格，然亦莫非出於自然，非

陳

也。……自是而變，則轉韻矣。轉韻之始，亦有

對於探索《詩經》韻例來說，其前提就是解決《詩經》中到底
哪些字入韻的問題。這是考察古韻分部的重要前提，因為只有在此
基礎上，才可以談韻部歸納的正確性。

三章、四章，《車攻》之一章、二章、三章、七

文學藝術

《月出》、《素冠》諸篇，又如《卷耳》之二章、

文化中國

認為「枚」與「悲」相押的基礎上的。下面

朱子於「之」下注曰：「就用之字為韻」（頁

的「野」注「葉上與反」、「下」注「葉後五

六八五）。此二句「乎」、「之」為虛詞，但

反」，也同樣是建立在認為「野」與「下」相

是入韻，故朱子特別作出說明。
（二）關於韻在章、篇中的位置

押的基礎上的。他尚不知道這二字上古為
魚部，只能通過這樣變通的辦法來體現他
對《詩經》韻例的認識。
朱子已經認識到《詩經》中富韻的存
在。富韻這個概念為現代王力所提，而《毛

王力先生所歸納的韻在章中、篇中位
置的幾種形式，朱子《詩集傳》中已經完
全體現出了。下文就王力先生所論，選取
其中的幾種基本形式來談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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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古音學迅速發展，特別是南宋時期，出現了一些古音學家，
如吳棫、程迥、鄭庠、項安世等，在古音學理論上，有一定建樹。但
是，並未對《詩經》韻例作全面系統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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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正義》已經認識到《詩經》中這種特殊

在一韻到底的《詩》章中，偶句韻的，

的押韻情況：
詩之大體，必須依韻，其有乖者，古人之

如《周南‧汝墳》首章：「遵彼汝墳，伐其

韻不協耳。之、兮、矣、也之類，本取以為辭，

（頁四○九）。此句枚、飢葉韻。首句入韻

雖在句中，不以為義，故處末者，皆字上為韻。

的偶句韻，如《小雅‧皇皇者華》三章：「我

之者，「左右流之」、「寤寐求之」之類也。兮

馬維騏，六轡如絲。葉新賫反。載驅載馳，

者，「其實七兮」、「迨其吉兮」之類也。矣者，

周爰諮謀。葉莫悲反」（頁五四六）。此句

「顏之厚矣」、「出自口矣」之類也。也者，「何

騏、絲、謀葉韻。句句入韻的，如前文所引

其處也」、「必有與也」之類也。《著》「俟我於

《齊風‧猗嗟》三章，孌、婉、選、貫、反、亂

著乎而」、《伐檀》「且漣猗」之篇，此等皆字上

六字皆入韻。

條枚。葉莫悲切。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為韻，不為義也。然人志各異，作詩不同，必須

在一章數韻的《詩》章中，一般換韻

聲韻諧和，曲應金石，亦有即將助句之字，以當

的，如《召南‧草蟲》一章：「喓喓草蟲，趯

聲韻之體者，則「彼人是哉，子曰何其」、「不

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

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是究是圖，亶

我心則降。戶江反，葉乎攻反」（頁四一二

其然乎」、「其虛其徐，既亟只且」之類是也

至四一三）。降，《廣韻》屬江韻，宋代時，

[10]

是不能與東韻的蟲、忡葉的，故朱子將其

。

孔穎達只是提出《詩經》中大量存在

改葉東韻。交韻的，如《小雅‧皇皇者華》

富韻的現象，而朱子則是在注音實踐中對

一章：「皇皇者華，與夫葉。於彼原隰。駪

富韻現象逐條認定。如《詩集傳》對《齊

駪征夫，每懷靡及」（頁五四六）。朱子之

風‧猗嗟》三章的注音如下：
猗嗟孌葉龍眷反。兮，清揚婉葉紆願反。

標音，正以華、夫葉，隰、及葉。抱韻的，如

兮。舞則選雪戀反。兮，射則貫葉扄縣反。兮。

下。葉後五反。無冬無夏，葉與『下』同。

四矢反葉孚絢反。兮，以禦亂葉靈眷反。兮（頁

值其鷺羽」（頁五一六）。本句鼓、魚，模、

四九○）。

虞合韻。而朱子特別給「夏」字注「葉與

從這裏可以看出，朱子都是對「兮」

《陳風‧宛丘》二章：「坎其擊鼓，宛丘之

『下』同」，亦是為了表明下、夏當葉韻。

字上面一字注葉音，這就說明他認定此篇

至於遙韻，從《詩集傳》注音的情況

是屬於今人所謂的富韻。《詩集傳》中多

來看，朱子應該尚未意識到其存在。《詩

次注出富韻的情況，文不備舉。此外，若

集傳》中是否存在遙韻的情況，是不好判

句末虛字入韻，朱子則特別點出，如：《小

斷的，因為朱子對很多今人認定是遙韻的

雅‧常棣》八章：「宜爾室家，樂爾妻孥。

地方都沒有注音。但是，在《召南‧騶虞》

是究是圖，亶其然乎？」朱子於「乎」下注

一篇中，朱子對一章的「虞」字注「葉音

曰：「就用乎字為韻」（頁五四九）。《大

牙」，以與葭、豝相押；對二章的「虞」字注

雅‧公劉》四章：「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葉五紅反」，以與蓬、豵相押。這就可以

雖然朱子未必認識到韻式可與韻部互證，

日，對於遙韻的認定還需要繼續研究：對

但他確實已經將二者相互結合起來，以考

比王力和王顯對遙韻認定的情況，即可以

察《詩經》用韻。

發現二家的認識並不完全一致，在一些地
方的判斷上，二位先生還存在相異之處。
（三）關於韻式與韻部互證的問題

綜言之，朱子對《詩經》韻例的認識
雖然存在著不足之處，有待後人來修正，
但是其中的有些認識還是比較深刻的。今

出相關文字說明，但是朱子所注之音，也

的發明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但是對一些細

是有一定規則的。其一，我們通過對《詩集

節問題還存在爭議，說明這個工作還有繼

傳》注音情況的分析，可以知道，朱子認為

續進行下去的必要。而雖然朱子對此的認

同聲調才能相押。就上文所舉《齊風‧猗

識不如也不可能如今人認識這麼深刻，但

嗟》三章的例子，我們來看看朱子所注的

是，在古音學建立之初，能有這樣的認識，

反切下字的情況。眷，《廣韻》居倦切，屬

的確可以稱得上是發明《詩經》韻例的功

線韻、合口三等、去聲、山攝；願，《廣韻》

臣。《詩集傳》作為第一部完整、系統地對

魚怨切，屬願韻、合口三等、去聲、山攝；

《詩經》韻例進行探索的文獻，其創始之

戀，《廣韻》力卷切，屬線韻、合口三等、去

功和探索精神都值得表出，而實際上，也

聲、山攝；縣，《廣韻》黃練切，屬霰韻、合

為後世探索韻例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口四等、去聲、山攝；絢，《廣韻》許縣切，
屬霰韻、合口四等、去聲、山攝。值得注意
的是，孌、選在《廣韻》中既有上聲音，也

三、朱子與今人《詩經》韻例
研究的對比

有去聲音；婉在《廣韻》為上聲字；反則既

經過長期積澱，現代學者對《詩經》

有上聲，也有平聲。而朱子為選注去聲音，

韻例的認識已經漸趨科學。對於《詩經》

其他字則葉去聲音。這樣的例子在《詩集

韻例的考察，今人王力先生的成果後出轉

傳》中普遍存在。陳鴻儒先生《朱熹〈詩〉

精，猶為顯著，為學者廣泛接受；郭晉稀和

[11]

韻研究》也提出「朱熹平上去分押」 。入

王顯二位先生亦有深刻而獨到的見解。其

聲字在宋詞中一般都是單獨相押的，而這

中，王力先生《詩經韻讀》、王顯先生《詩

在《詩集傳》中也有體現。《詩集傳》亦有

經韻譜》與《詩集傳》一樣，均對《詩經》

些地方直接注明「葉上聲」之類。這都說

三百零五篇每一首詩的用韻位置和用韻方

明，朱子認為必須聲調相同才能相押。這

式進行了更為明確、詳細的具體分析。下

無疑是朱子局限之處。但是上古音系統是

文首先對三家之說作一簡介。
王力先生在其所著《詩經韻讀》和主

是怎麼樣的，這個問題自清代其就一直有

持編著的《古代漢語》中，均有對《詩經》

爭論，如江永的《古韻標準》就是分平上

韻例的歸 納。王力先 生 主 編的《古代 漢

去入四聲來分析《詩經》韻例的。在這個

語》對《詩經》韻例情況作了簡單介紹[13]。

問題的看法上，今人也不盡一致，我們不必

《詩經韻讀》則更為詳細地從四個方面分

因此而過去苛求朱子。而這種情況恰可說

析了《詩經》韻例，包括：1.韻在句中的位

明，朱子在分析《詩經》韻例時，是考慮到

置，分韻腳、虛字腳以及非韻三種情況。虛

了《詩經》韻部的。

字腳即所謂的富韻。2.韻在章中的位置，

其二，陳鴻儒先生《朱熹〈詩〉韻研

包括：（1）一韻到底，又可細分為偶句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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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存在聲調，即使存在聲調，其聲調到底

才：探索《詩經》韻例的開創之功

人在總結前人的基礎上，對《詩經》韻例

陳

雖然朱子並沒有就古韻分部問題作

文學藝術

認識到《詩經》中存在遙韻。當然，直至今

在朱子之前，尚未有人系統地對《詩經》韻例進行逐篇考

納出朱子《詩》韻分部情況[12]，這也說明，

察。《詩集傳》雖然沒有歸納《詩經》韻例的規則，但朱子於此

情況。我們據此也可推測，朱子應該尚未

有深入思考，稱為第一部全面、系統地考察《詩經》韻例的著

究》通過對《詩集傳》注音情況的考察，歸
作，是並不為過的。

看出，朱子尚未認識到此篇中存在遙韻的

文化中國
至於遙韻，從《詩集傳》注音的情況來看，朱子應該尚未意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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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存在。《詩集傳》中是否存在遙韻的情況，是不好判斷的，因為朱

子對很多今人認定是遙韻的地方都沒有注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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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句入韻的偶句韻和句句用韻三種情況；

句，要入韻就是成系統地入韻，要不入韻

（2）兩韻以上的詩章，包括一般換韻、交

就是成系統地不入韻。這個見解很深刻，

韻、抱韻三種情況。其中交韻又分為純交

可以適當補充王力先生的觀點。王顯先生

韻、複交韻、不完全交韻；抱韻分為純抱

又認為「韻式是由分韻腳的多少、韻腳的

韻、準抱韻。此外還有（3）密韻、疏韻、無

奇正和韻腳的繁簡三個因素組成的」，所

韻的情況。除句句用韻、交韻、抱韻屬密

謂韻腳的奇正，就是哪句入韻，哪句不入

韻外，還包括四句三押、五句四押、六句五

韻，以及韻腳的分部格局。韻腳的繁簡則

押、七句六押、八句七押、十句九押、十二

分為單一型、遞轉型和交織型三種。王顯

句十一押等七種情況。疏韻又可分為三句

還認為，韻式的考察必須要建立在章的意

起韻和章內疏韻兩種情況。無韻則包括全

段上。這無疑也是一個正確的認識。在此

章無韻和部分無韻兩種情況。3.韻在篇中

基 礎 上，王 顯 總 結 出《 詩 經 》韻 式 共

的位置。王力先生將其分整齊和參差、迴

二百四十九種[16]。

環、遙韻、尾聲四個方面加以陳述。4.韻式

以上三家觀點中，郭晉稀先生提出的

與韻部互證。王力先生認為，可以試用韻

葉聲類，是承襲錢大昕之說。郭先生評價

式來考察韻部；同時又可以用假定的韻部

道：「錢氏此說，韻學家的看法是有分歧

來考察韻式。並對《詩經》中陰聲、入聲分

的，但是例證不少，不失為一家之言」[17]。

立和鄰韻分立的問題加以考察[14]。

由於此說未得到學界普遍認可，暫置之不

郭晉稀先生撰有《〈詩經〉韻讀》一

論。其他地方，三家表述雖有不同之處，但

文，其中也涉及對《詩經》韻例的討論，並

總體上來看，基本看法是相通的，大體認

舉出例證。他認為，《詩經》韻例有句韻、

識也是基本一致的。而較之於朱子對於韻

章韻和葉聲三類。1.句韻有句中韻、句末

例的基本認識，和今人王力、郭晉稀、王顯

韻、助字韻和間隔韻。（1）句中韻：有連句

三位先生也是大致相同的。當然，在韻例

對葉、隔句對葉、句內對葉。（2）句末韻：

問題上，朱子的一些認識不及今人深刻，

有連句葉、隔句韻。隔句韻又有隔一句、

這也毋庸諱言。

隔兩句、隔三句至隔數句之分。其入韻例，

再 看具體 情 況。通 過《詩 集 傳》對

則有第一句入韻者，有第二句入韻者，有第

《詩經》三百零五篇一千一百四十一章注

三句入韻者，亦有第四句入韻者。其換韻

音情況的具體考察，我們可以發現：朱子

例，則有兩葉換韻者，有三至六葉換韻者。

所認定的《詩經》韻例大部分都與今人所

（3）助字韻：「助字不入韻是通例，但是也

認定的韻例相同，還有少數是今人尚未有

有入韻者」。（4）間韻例：有規則者，有無

定論的地方，而真正可以斷定是朱子錯判

規則者。2.章韻：有章首韻、章中韻、章末

的地方並不太多。據陳鴻儒先生研究，朱

韻。3.葉聲。「以韻相葉是常例，以聲相葉，

子與王力先生韻例之差異，僅有一百六十

則是特例」。它包括：（1）雙聲相葉，（2）

章[18]，約佔《詩經》總章數的百分之十四，

雙聲假借相葉，也有（3）雙聲疊韻相間成

而這些差異之處，還有可以爭議的空間，

[15]

章 。

並不能全部算作朱子認識有誤。

王顯先生《詩經韻譜》對《詩經》韻

《詩經》「二南」共二十五篇七十四

例的闡發則包括三個部分。他認為，《詩

章，筆者對朱子、王力先生、王顯先生三家

經》的用韻規則有兩條：一是在同一首詩

所歸納韻例作過具體對照，其中朱子與王

中，上下章相同的句子，要入韻就是成系統

力先生所歸納的韻例有五十六章相同，朱

地入韻，要不入韻就是成系統地不入韻；

子與王顯先生所歸納的韻例有五十三章相

二是在同一首詩中，句末帶有相同的虛字

同，三家韻例全同的則有五十二章。而王

章「未見君子」、《殷其靁》一二三章「何斯
然不宜認定為富韻。這雖只是一個不完全
歸納，但說朱子對於《詩經》韻例已經有
較為深刻的認識恐怕並不過分。無論是在
韻腳字位置，還是用韻方式方面，朱子的
出轉精，但我們不能忽視朱子在探索《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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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k on Rhyme Pat terns of the
Book of Odes in Shijizhuan
Chen Cai (Associate Professor of
Librarian at Shanghai Museum)
A b s t a c t : Z h u z i(朱 子) w a s t h e
earliest scholar to 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take note of rhyme patterns
i n T he B o ok o f O de s. T h r ou gh t he
examination of XieYin in his work The
Collected Comments on the Odes, we may
see that Zhuzi had a sound understanding
on topics such as the position of rhyme with
the line(句), verse(章)and piece(篇)as well
as the inter- attestation of rhyme scheme(韻
式)and rhyme group(韻部).
Key words: The Collected Comments
on the Odes, The Book of Odes, rhyme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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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朱熹撰，朱傑人校點：《詩集
傳》，載《朱子全書》（修訂本）第一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
教育出版社，二○一○年)，頁五三五至
五三六。以下引此書皆用此本，不再出
注，僅於文後注明頁碼。

[12]

才：探索《詩經》韻例的開創之功

經》韻例上的開創之功和借鑒意義。

陳鴻儒：《朱熹〈詩〉韻研究》(北
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一二
年)，頁一八七。

陳

歸納都為後人研究作出了很好的鋪墊。後

[11]

較之於朱子對於韻例的基本認識，和今人王力、郭晉稀、王

違斯」六處的「氏、子、斯」並非虛字，顯

顯三位先生也是大致相同的。當然，在韻例問題上，朱子的一些認

如《葛覃》三章「言告師氏」、《汝墳》一二

識不及今人深刻，這也毋庸諱言。

孔穎達疏：《毛詩正義》（繁體標點
本），頁三三至三四。「著」，原刻作
「乎者」，此從阮元校勘記改正。另，
引文對原標點略有改動。

文學藝術

顯先生對一些富韻的認識明顯不合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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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對於歷史的制衡和超越
──當代中國文學的倫理類型及其形態
■ 叢新強
山東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要：當代中國文學發展大致呈現出

大致呈現出「革命倫理」、「世俗倫理」和

「革命倫理」、「世俗倫理」和「宗教倫理」三

「宗教倫理」三種類型，當然，其間的具體

種類型，其間的具體存在形態並非分離而是時

存在形態也並非分離而是時常交融在一

常交融在一起。革命利用倫理的力量而實現革

起。

命的訴求，倫理又借助革命的力量而達到倫理
的目標。伴隨革命敘事及其「革命倫理」的逐
漸淡出，世俗世界及其「世俗倫理」日益顯現，

文學與倫理的關係不僅是一個理論話題，更是當代中國文學

發展過程中的創作實踐問題。倫理學往往用理念和經驗傳達倫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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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而文學則通常用形象和審美表達倫理關懷。說到底，文學是倫

理的形象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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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一、「革命倫理」：革命與倫
理的辯難

主要表現為「慾望書寫」和「民間性」立場。幾

當代中國文學是從講述「革命歷史故

乎與「世俗倫理」的發生和發展同步，「宗教倫

事」開始的，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十七年文

理」的寫作日益顯現，北村的「基督徒寫作」和

學」中，表現革命歷史與革命鬥爭題材的

史鐵生的「宗教精神」有代表性地顯示出其中

所謂「紅色經典」構成時代文學的主流。洪

的問題、意義和可能性。在「歷史主義」和「倫

子誠先生在其《中國當代文學史》中僅就

理主義」關係中，「倫理」恰恰能夠形成對於

長篇的革命歷史小說就提到了十六部，並

「歷史」的制衡和超越。

指出關於這一文學史命名的深意所在。這

關鍵詞：當代文學；倫理類型；革命；世
俗；宗教。

些作品，「是『在既定的意識形態的規限
內，講述既定的歷史題材，以達成既定的
意識形態目的』。它主要講述『革命』的起

文學與倫理的關係不僅是一個理論

源的故事，講述革命在經歷了曲折的過程

話題，更是當代中國文學發展過程中的創

之後，如何最終走向勝利」[3]。這一類型文

作實踐問題。「文學是特定歷史階段社會

學的作者，大都是他們所講述的事件、情

倫理的表達形式，文學在本質上是關於倫

境的「親歷者」。「一方面，能夠使用文字的

理的藝術」 [1]。倫理學往往用理念和經驗

『親歷者』自然極願意回顧這段光榮的

傳達倫理事件，而文學則通常用形象和審

『歷史』；另一方面，這一寫作不僅是作者

美表達倫理關懷。說到底，文學是倫理的

個體經驗的表達，還是對於『革命』的『經

形象表現。「倫理是發展變化的，深深嵌陷

典化』進程的參與」。概而言之，「以對歷

在一定的歷史過程、社會場域中，不能用

史『本質』的規範化敘述，為新的社會的真

絕對的、靜止的觀念來看待。不同的時代

理性作出證明，以具象的方式，推動對歷

有不同的倫理觀，社會基礎、生產方式變

史的既定敘述的合法化，也為處於社會轉

了，倫理觀也在發生變化，這是馬克思主

折期中的民眾，提 供生活準則和思想依

義最基本的道理」 [2]。在這樣的立場上審

據——是這些小說的主要目的」 [4]。在眾

視新中國以來的文學與倫理的關係發展，

多的「革命歷史敘事」中，革命與倫理的關

的倫理需求交融在一起。可以想像，組織

於歷史的體驗和超越意識。革命與倫理之

完全可以派遣更為成熟的剿匪者，這一點

間的自覺互動和彼此消長，充滿著作家的

從劉政委的提前叮囑中能夠看得出來。也

政治敏感和藝術良知的辯難。

可以想像，如果沒有姐姐的慘死，少劍波

在革命與倫理的關係中，首先面對的

剿匪的動力是否會受影響。我們當然的前

是革命如何充分利用倫理的力量而實現革

提是剿匪任務的正確性和合法性，但至少

命的訴求。小說《林海雪原》中的少劍波

可以說，倫理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

臨危受命，奉命剿匪，當他看到養育自己

革命訴求的實現。
其次要關注的是，倫理又是如何巧

務霎那間轉化為復仇的倫理要求。不僅少

妙借助革命的力量而實現倫理的目標。小

劍波，小分隊其他成員也都有家人被土匪

說《紅旗譜》的敘事起點是朱老忠的回鄉

殺害的經歷。其實在少劍波到達現場前，

復仇，而回鄉後的他卻一再拖延復仇的時

劉政委曾專門叮囑他：如果姐姐（「你的

間。在外闖蕩多年的朱老忠，回鄉後面對

親人」）遭遇不幸，一定要鎮靜。問題就在

的仇人不僅是上一代的馮老蘭，還有假想

於劉政委的預感立刻變作現實，而少劍波

敵——馮老蘭的兒子馮貴堂，而且地主兩

的思想準備顯然還沒有做好，於是悲憤的

代之間迥然有別。馮貴堂的「科學」主張

情感即刻爆發。我們毫不懷疑劉政委思想

和「民主」理念已經遠遠超越父輩地主，

的成熟和意志的堅定，但對年輕的少劍波

呈現出的是全新的社會力量。面對朱老忠

而言卻是個體生命遭遇的最大事件。一想

的回鄉復仇和父親的憂心忡忡，馮貴堂避

起姐姐，他就難以抑制，悲痛的情緒化作

而不談如何應對和反擊，而是力主改良村

復仇的子彈，以至於當時的批評者一針見

政、革新生產，不再重複冤冤相報的仇恨

血地指出這個人物的不成熟和塑造的不成

之路。洞察世事的朱老忠敏銳地意識到對

功，因為他對姐姐的感情超出了他對人民

抗雙方的力量懸殊，於是有了「一文一武」

群眾的感情，而姐姐和人民群眾都是同樣

的樸素思想，更產生了尋找「靠山」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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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姐姐被土匪殘酷殺害後，剿匪的革命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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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把握和處理能力，後者則顯示出作者對

文學藝術

的受害者。這裏，剿匪的政治使命和報仇

革命與倫理的關係複雜而微妙，前者體現出作家對於歷史的把
握和處理能力，後者則顯示出作者對於歷史的體驗和超越意識。革
命與倫理之間的自覺互動和彼此消長，充滿著作家的政治敏感和藝
術良知的辯難。

係複雜而微妙，前者體現出作家對於歷史

文化中國

遠計劃。也就不難理解他對待鄰居嚴志和

個體成長的需要。

「傷痕」文學為起點的「新時期文學」在時間上恰恰配合了政治

上改革派的理論與實踐。它藉一種日益強勢的政治力量而反對另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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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弱勢的政治力量。其間佔據主導價值的，可以說仍然是一種變體

的「革命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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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的態度：堅決反對輟學、堅決支持參

更進一步，我們還要注意到革命意識

加共產黨。如果「撲摸」到共產黨這個「靠

是怎樣一步步地壓抑著倫理的要求。《紅

山」，也就都有前途和希望了。面對運濤

岩》講述的是獨特的獄中鬥爭的故事，共

的來信，最為興奮的人正是朱老忠，因為

產主義的堅定信仰和極為特殊的生命處

運濤領兵一到，打下馮老蘭的同時就是自

境，使得個體的倫理需求完全服從於集體

己報仇的時刻。朱老忠把革命軍的北伐巧

的革命需要。面對親人乃至自我的犧牲，

妙而自然地轉換為攻打馮老蘭，這比做官

首先想到的總是親人作為戰友和同志的身

掙錢都「體人心」。雖然目標沒有實現，但

份而主動尋求與自我距離的拉開。敵人所

動機卻無比清晰。及至最後借助共產黨發

做的每一次審訊，都轉換為共產黨人的反

動的「反割頭稅」鬥爭，也是充滿錯位：共

向審判。精神對肉體的每一次超越，都強

產黨的目的是打擊國民黨，朱老忠的目的

化著革命對於倫理的限制。發展到極致，

是打擊馮老蘭，而馮老蘭的目的是為了賺

則呈現出反差明顯的「虐戀」型的生命存

錢。雖然在一場民間鬧劇中收場，但也透

在狀態。到了「文革」期間的文學，這種狀

露出朱老忠報仇的可能性和路徑選擇。

況更是無以復加。及至後來，「對受虐經歷

小說《青春之歌》的故事，則將革命

的展示與對施虐者的控訴成為了『文革』

和倫理更加緊密地膠著在一起。主人公林

後興起的『新時期文學』最持久的主題，

道靜的個體成長歷程，恰恰表徵的是中國

受虐經歷成為了進入新時期的通行證，而

革命的發展進程，反之亦然。余永澤用人

所有的控訴者對自己的施虐經歷卻無不

道主義話語引發了林道靜的第一次成長，

諱莫如深」[5]。其實，這仍然是綿延至今的

盧嘉川用革命的理論話語激發了林道靜的

中國文化的根本問題。

第二次成長，江華則用革命的實踐話語完

從文學發展的歷程來看，以「傷痕」

成了林道靜的第三次成長。如果說在盧嘉

文學為起點的「新時期文學」在時間上恰

川面前余永澤不堪一擊的話，那麼在江華

恰配合了政治上改革派的理論與實踐。它

面前盧嘉川同樣异常脆弱，不論在社會革

得以發生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其憑藉一種日

命層面還是情感戀愛方面。自始至終不斷

益強勢的政治力量而反對另一種日益弱勢

變化的是女主人公林道靜，而三個男性主

的政治力量。其間佔據主導價值的，可以

人公的立場和行為從來不曾改變過。余永

說仍然是一種變體的「革命倫理」。

澤的思想在歷史長河中不斷獲得確認，但
卻是「不合時宜的思想」；盧嘉川的理論
激動人心，但卻不能解決具體問題；江華

二、「世俗倫理」：世俗與倫
理的糾纏

的理論和實踐相結合，雖然虛誇但卻最管

一九八○年代的文學雖說不能簡單

用。從倫理的角度考察，余永澤的一句「挂

地稱之為啟蒙的文學，但無疑受到啟蒙文

著羊頭賣狗肉」的論斷，不僅適合盧嘉川，

化的重大影響。等到文學的轟動效應隨著

更適合江華，也適用於林道靜。尤其在林

啟蒙的消隱而陷於沉寂之時，寫作者原先

道靜和後兩者的交往中，細膩的情感刻畫

理想的文化心理結構受到重創。一九九○

和微妙的戀愛心理已經遠遠越出革命話

年代後，作家們由「代言人」身份逐漸轉換

語的覆蓋。或者說，後兩者在借助革命話

為「講述人」身份，而且這種講述不僅變

語進行啟蒙的同時也恰恰以革命的名義進

得艱難，效果也值得懷疑。在「中心化」時

行著個體情感的追尋，而林道靜也在逐步

期，作家的事業是神聖的，一直到「新寫

接受革命話語啟蒙的過程中主動實現著

實」和「先鋒派」都保留這種狀態。而今，

包括傳媒、影視等通俗藝術所取代。他們

的文學獎。至於他如何評價，我是可想而知

進入到一個新的空間，具有一種與生活平

的。「生活中除了性就沒有其他東西了嗎？我真

視的關係。丹尼爾·貝爾曾言，「真正的問

搞不懂！」父親把那疊稿紙扔到了一邊，頻頻

題都出現在『革命的第二天』。那時，世俗

搖頭，他被我的性惱怒了。「我倒是要問你，你

世界將重新侵犯人的意識。人們將發現道

怎麼從我的小說中就只看到性呢？」「一個作

德理想無法革除倔強的物質慾望和特權

家應該給人帶來一些積極向上的東西，理想、

[6]

的遺傳」 伴隨革命敘事及其「革命倫理」

追求、民主、自由等等，等等」。「我說爸爸，你

的逐漸淡出，世俗世界及其「世俗倫理」日

說的這些玩藝，我的性裏都有」[9]。

益顯現。

一切現實的現世的慾望都被合理化、

首先是所謂的「慾望化」寫作，這以

合法化，而唯有心靈遭到放逐。「性愛」曾

一九九○年代的「新生代」寫作者群體為

經為人的解放和人性張揚、為文學的突破

代表。朱文的《我愛美元》典型地表現出

和發展提供廣闊的向度與空間，然而，這

對現世生活的認同和參與，對世俗物質的

裏表徵出的也只是縱欲的生命。

追求，對外部感官的迷戀，而恰恰缺失的

更進一步，《我愛美元》一反傳統意

是烏托邦式的人文關懷。作品不斷地說明

義上「父父子子」的邏輯關係，完全降落到

金錢怎樣把它在現實生活中擁有的那種

都是「人」的層次。首先是人，然後才是父

力量和價值轉化成一種獨特的敘述邏輯。

子。這只是一個男人和另一個男人在一

「我們要尊重錢，它腐蝕我們但不是生來

起，應該去幹一些男人幹的事情。於是，父

就為了腐蝕我們的，它讓我們驕傲但它並

子兩個饒有興味地與小姐調情，無所顧忌

不鼓勵我們狂妄，它讓我們自卑是為了讓

地談論女人，甚至兒子幫助父親尋找妓

我們自強，它讓我們不知廉恥是為了讓我

女。「我想，我應該瞭解父親需要的是什

們認識到，我們本身就是這麼不知廉恥。

麼。對此，做兒子的有不該推卸的責任。如

從在這個星球上出現的第一天起，它就堅

果是我將來有一天得了個閒，擺脫了上老

定地抱著幫助我們的善良願望，它們四處

下小，擺脫了名譽地位，一頭躥出來，去找

奔走，緩解了我們的窘迫，我們應該公正

我的兒子，我就希望看到我的兒子能有些

[7]

地對待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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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讓我非常感動了，我已經得到了父親頒發

文學藝術

原來的代言責任已被時下流行的大眾文化

人文的衰微，不僅是文學創作問題，更是現實問題。把「效

檯燈下，手裏捧著一疊我的手稿。說實話，這

益」奉為最高原則，並以之排擠、取代「自我實現」的原則，文化

式的解釋或對國人擔負塑造靈魂的重任。

與物質之間也就失去了必要的距離。繼而，文化自身的存在也就有

父親坐在床邊，鼻子上架著老花鏡，湊在
了問題。

他們不再像過去那樣製造寓言提供西方

出息，能為他辛勞的父親找點難得的樂子
來，而不是像個白痴那樣只知道一臉虔誠

與欲、愛與性之間已經沒有過多的糾纏，

而又空洞地尊敬、尊敬。聽我說，兒子，尊

愛情的意義已經耗盡，剩下的只有性。「性

敬 這玩藝太不實惠了。我們都要向錢 學

不是壞東西，也不是好東西，我們需要它，

習，向浪漫的美元學習，向堅挺的日元學

這是事實。……就像吃肉那樣，你張開嘴

習，向心平氣和的瑞士法郎學習，學習它

把性也吃下去吧，只要別噎著。你要努力

們那種絕不虛偽的實實在在的品質」[10]。

吃得體面一些，你要努力吃得心安理得，

與此相應，原本神聖的寫作和作家將成為

你要努力吃出經驗來，你要努力保持住你

什麼呢？文本對此進行了細緻分析：「他

良好的胃口。吃肉的前前後後，你犯不著

渴望金錢，血管裏都是金幣滾動的聲音，

來一段抒情，或者來一段反思，那麼性也

他希望他誠實的勞動能夠得到誠實的尊

一樣」[8]。《我愛美元》中還有這樣的場景

重，能被標上越來越高的價碼。價碼是最

和對白：

誠實的，別的都不是。他相信在千字一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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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慾望化的生存空間中，靈與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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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稿酬標準下比在千字三十的稿酬標準下

「豬撒歡」和「狗精神」的生命歷程，西門

工作得更好，他看到美元滿天飛舞，他就

鬧的仇恨意識漸次消弭。在這個過程中，

會熱血沸騰，就會有源源不斷的遏止不住

連閻王都發生了轉換。在輪回為狗的階段

的靈感。與金錢的腐蝕相比，貧窮是更為

即將終結之時，小說是這樣寫的：

[11]

可怕的」 。商品經濟的大潮猛烈衝擊著

大堂上的閻王，是一個陌生的面孔。

傳統意識形態中的許多理性規範，慾望得
到前所未有的釋放，但由於經濟變革過程

沒待我開口他就說：
「西門鬧，你的一切情況，我都知道了，

中文化精神的準備不足，致使舊有體制下

你心中，現在還有仇恨嗎？」
我猶豫了一下，搖了搖頭。

重困境。「人是文化的動物」，「人只有在

「這個世界上，懷有仇恨的人太多太多

創造文化的活動中才成為真正意義上的

了，」閻王悲涼地說，「我們不願意讓懷有仇恨

人，也隻有在文化活動中，人才能獲得真

的靈魂，再轉生為人，但總有那些懷有仇恨的

[12]

正的『自由』」 。人文的衰微，不僅是文

靈魂漏網」。

學創作問題，更是現實問題。對於世俗世

「我已經沒有仇恨了，大王！」

界的超越性，恰恰是人文精神靈魂之所

「不，我從你的眼睛裏，看得出還有一些

在。丹尼爾·貝爾提出，經濟所依據的原則

仇恨的殘渣在閃爍」。閻王說，「我將讓你在畜

是「效益」，而文化所依據的原則是「自我

生道裏再輪回一次，但這次是靈長類，離人類

[13]

民間倫理的根本精神，也是世俗倫理的最高境界。面對「革命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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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事業與文化人陷入精神與物質的雙

實現」 。這種「自我實現」是與信念、理

已經很近了，坦白地說，是一隻猴子，時間很

想、信仰等價值體系相聯繫的，屬於意義

短，只有兩年。希望你在這兩年裏，把所有的仇

的領域。而要把「效益」奉為最高原則，並

恨發泄乾淨，然後，便是你重新做人的時辰」

以之排擠、取代「自我實現」的原則，文化

[15]

與物質之間也就失去了必要的距離。繼
而，文化自身的存在也就有了問題。

。

在這裏，連閻王都對這個世界感到了
悲涼，也正是對小說敘事起點的回應：「好

對於「革命倫理」的反撥，除了「慾望

了，西門鬧，知道你是冤枉的。世界上許多

書寫」，還有就是所謂的「民間性」立場，

人該死，但卻不死；許多人不該死，偏偏死

這主要是 以一九 五○年代出生的「實力

了。這是本殿也無法改變的現實」 [16]。問

派」寫作群體為代表。莫言的寫作基本上

題是，閻王明明知道西門鬧的冤枉，而面

是通過「民間性」的世俗倫理來超越革命

對鳴冤時卻仍然使其不斷輪回而不直接

倫理及其政治倫理，也就是通過最為樸素

讓他轉世為人，原因何在？就在於西門鬧

的人性思辨和終極關懷來表達生命的本

如果懷著仇恨來到人間，那麼人間將會更

質存在。《生死疲勞》中熱愛勞動、勤儉持

加不得安寧，復仇式的惡惡循環將會有始

家、修橋補路、樂善好施的地主西門鬧在

無終。輪回與轉世，不僅是敘事視角的轉

土改中被殘酷鎮壓，於是不斷向閻王鳴冤

換，更是達致終極目標的途徑，那就是必

叫屈，請求轉世為人探明緣由、以證清白。

須要消除仇恨，才能做真正的人。反過來

當鬼卒為他端出孟婆湯並勸其喝下去以忘

說，既然做人或者已經為人，就要沒有仇

記所有的痛苦、煩惱和仇恨時，西門鬧堅

恨。如果作惡甚至不善的話，也就不配為

持的是這樣的立場：「我要把一切痛苦煩

人，或者說不是人。西門鬧從當初的被仇恨

惱和仇恨牢記在心，否則我重返人間就失

所充滿，到逐漸消弭仇恨，幾度輪回而轉

去了任 何意義」 [14]。這是小說 敘事的起

世成大頭兒藍千歲，其間的鬥爭對抗日益

點，於是就有了後面關於驢、牛、豬、狗的

減弱，而自由精神愈益彰顯，沒有了仇恨，

輪回轉世。通過「驢折騰」、「牛強勁」、

才能平靜地敘述。這同時是歷史的進步和

性。

關鍵問題。一次次的轉世，不僅僅為討回

轉型。對基督文化「罪感」的理解與體驗，

公道（事實是沒有也根本無法討回公道），

使他的創作中充滿了苦難與罪孽；對基督

更是為「向善」的轉化。人為善良而轉世，

文化「愛感」的理解與體驗，使他的創作中

為修身成善而轉世，儘管小說包含了豐厚
的歷史和複雜的人性，但「善」卻是其內在

充滿了信仰與救贖：
一九九二年三月十日晚上八時，我蒙神的

核心意旨。這是民間倫理的根本精神，也

帶領，進入了廈門一個破舊的小閣樓，在那個

是世俗倫理的最高境界。

地方，我見到了一些人，一些活在上界的人。神

面對「革命倫理」，「慾望化」表達和

揀選了我。我在聽了不到二十分鐘福音後就歸

「民間性」立場構成具有問題意識的兩種

入主耶穌基督。三年後的今天我可以見證說，

向度，而這樣的世俗倫理，才真正是人性之

他是宇宙間惟一真活的神，他就是道路、真理

倫理常態。

和生命。

三、「宗教倫理」：宗教與倫
理的同構
劉再復先生曾指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
的兩大傾向：「人一旦揚棄一切缺陷就成

這之後我寫出了另一批小說《施 洗的
河》、《張生的婚姻》、《傷逝》、《瑪卓的愛
情》、《孫權的故事》和《水土不服》等作品。
我對這些作品沒什麼好說，我只是在用一個基
督徒的目光打量這個墮落的世界而已[18]。

為神，謳歌文學與英雄文學走向極端就是

對於自己的創作轉型，北村顯得很平

否認人的缺陷而變成了造神文學；而譴責

淡：「我承認自一九九二年以來我的小說

文學和暴露文學一旦走向極端則把人的缺

創作發生了一個連我自己也始料未及的變

陷視為人的絕對，從而變成造鬼文學」。這

化，同時我也承認這種變化跟我得著一種

兩種表現往往導致文學無限制地「溢美」

信仰具有緊密的關係。其實這是很好理解

與「溢惡」而變得十分淺陋。這種弱點，

的，人心裏怎樣思量，他的行為便怎樣，既

「固然與二十世紀中國的社會氛圍和政治

然我的價值觀發生如此巨大的變化，以至

環境有很大的關係，但從深處來看，思想

於連我的生活細節都隨之改變，我的小說

資源的枯竭與缺乏則是更內在的病根。在

發生改變又有什麼奇怪呢？」[19]

這片土壤上缺乏寬厚博大的人道主義思想

《施洗的河》開篇引了《馬太福音》

資源，也缺乏一種對人性具有深刻見解的

第四章中的話：「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

思想，作家對人生的理解單薄，缺乏厚實

改」。劉浪罪孽深重，生存絕望，精神上始

的思想培植，就像先天有缺陷的苗子，終

終處於「死不了與活不成」的狀態，即使

[17]

躲進墓穴也無以解脫。於是他發出了「天

的西方文化和文學相比，中國文化和文學

問」般的呼告：「……我作惡太多，你要計

較為缺乏宗教思想資源。無論何種文學形

算到我身上嗎？又為什麼不讓我死呢？不

態，大都沒有超越現實生活的範圍，對於

讓我死又從哪裏得到安慰呢？你為我預備

內在靈魂的關注和思辨還相當薄弱。幾乎

了墳墓嗎？可是它在哪裏呢？為什麼我看

與「世俗倫理」的發生和發展同步，「宗教

到的我都不相信呢？看不見的又不給我

倫理」的寫作日益顯現出來，北村的「基督

呢？我的日子為什麼不結束呢？你拿憑據

徒寫作」和史鐵生寫作的「宗教精神」有代

給我，讓我好活下去！」精神恍惚、絕望至

表性地 顯示出其中的問題、意義和可能

極的劉浪，受到一個神奇聲音的指引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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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長不成參天大樹」 。與擁有宗教精神

叢新強：倫理：對於歷史的制衡和超越

於與基督教文化的密切關係而發生創作

幾乎與「世俗倫理」的發生和發展同步，「宗教倫理」的寫

有意義。人為什麼要轉世，恰恰是文本的

作日益顯現出來，北村的「基督徒寫作」和史鐵生寫作的「宗教精

以先鋒姿態步入當代文壇的北村，由

神」有代表性地顯示出其中的問題、意義和可能性。

「一切痛苦煩惱和仇恨」，「重返人間」才

文學藝術

倫理的自覺。再次回應敘事起點：只有拋棄

文化中國

漂流，來到杜村，由傳道人啟迪而皈依基

的真正的「基督教文學」得以發生的開端

督。「主已經為我們挂在木頭上，他的血

性因素，其價值已經超越單純的文學領

赦免了我們的罪，只要信他，就白白地得了

域，而具有了文化啟示意義。

儘管北村的小說文本不乏模式化甚至概念化，但卻潛隱著當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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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真正的「基督教文學」得以發生的開端性因素，其價值已經超越

單純的文學領域，而具有了文化啟示意義。

二○一七年第四期（總第九十五期）

救恩，歸入他的死，並同他一起復活」。淚

有論者提出，「漢語文化近百年的現

流滿面的劉浪虔誠地向主禱告：「主呵！我

代性運動，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尋找替代宗

向你悔改，……我是迷羊，走在自己的路

教的運動。從上世紀初年王國維的審美代

上，不想回家，可是你寧可拋下那九十九只

宗教，蔡元培的美育代宗教，到梁漱溟的

羊，來尋我這一只，主呵！我配得你的恩典

道德代宗教，宗白華、李澤厚的審美宗教

麼？……你為什麼這麼愛我？……你竟顧

化，劉小楓的宗教信仰化，再到世紀末史

念我，主呵！我厭惡自己！從前我風聞有

鐵 生 的『文 學 就 是 宗 教 精 神 的 文 字 體

你，今天我親見你，你明顯在我心裏，叫我

現』，近一個世紀以來，漢語思想家、美學

無可推諉！主呵！」施洗後的劉浪脫胎換骨

家、文學家，不遺餘力、代代相承地不懈尋

了：「他常常在聚集中唱歌，又拿了椅子坐

覓著自己的宗教，找尋著漢語精神的價值

在會所前的草地上，望著整齊的田畝，心

根基」 [22]。對史鐵生而言，其「文學精神」

情像被一雙手梳洗過一樣清晰。他完全如

與「宗教精神」和自身遭際密不可分，但他

一隻溫順的羔羊，手裏抱著一本聖經，讓

卻從自身出發而超越個體遭遇，真切地感

陽光臨到身上」。他徹底地變了，他可以將

受到全人類的人本困境。他的寫作充滿悲

醜老太看作自己的母親施以仁愛，他可以

天憫人的情懷，在對生的意義與死的後果

向仇敵馬大傳教施以寬恕……這隻迷途

的質詢中發現人類的局限，找尋到愛的救

羔羊獲得了基督的救贖。如作者本人所

贖道路。史鐵生充分展現與記錄了對於形

言，這篇小說「放棄了一切浮華的技術裝

而上問題的思考，但卻從未流於說教。他

飾」，而著眼於人的「精神分析」，表現人

的文字源於時代之傷和身體之痛，達致宗

如何從「不信」到「信」，從「絕望」到「盼

教精神而又未止於此，最終獲得超越而進

[20]

望」，從「恨」到「愛」的精神歷程 。也就
是，揭示出了人性的從沉淪到救贖的精神
過程。

入生命的審美境界。
史鐵生從「文革」的時代之傷和「殘
疾」的個體之痛出發，在獨特的「寫作之

北村筆下的主人公趨向信仰的歷程，

夜」啟靈於精神、「求佛問耶」並與「宗教

接近心理學意義上宗教「皈依」的幾個階

精神」相遇。同虔誠的教徒不同，他走上的

段。第一階段是不安、精神危機、道德和世

是一條自我發掘和自我救贖之路，也是為

界觀的探索時期；第二階段表現在突然

人類尋求的靈魂歸宿之路。

「神秘地醒悟」的感覺之中。覺得自己「見

史鐵生既非教徒又非宗教學家，但

到了神」，神指出獲得拯救的惟一道路；第

他所思考的問題卻事關宗教根本，具體說

三階段是「皈依」的完成過程，強烈的感

就是信仰問題。他不接受任何一套完整

情趨於消逝，留下安寧的、平靜的感覺。內

的宗教理論體系，而是在各個教派——主

心衝突已經消失，代之以建立在宗教信仰

要是佛教與基督教——中選擇有益的成

[21]

基礎上的和諧 。雖然基督思想逐漸從信

分，煉就自己的宗教。為了將這一套個人

仰資源轉化為知識資源和學術資源，並且

化的宗教觀念與傳統宗教和迷信區別，史

體現為個人的審美感知，然而當代中國文

鐵生將其命名為「宗教精神」。他將苦難

學中卻少有真正意義上的基督徒作家。在

視為原罪、視為必然，在不斷走向真善美

這樣的意義上，儘管北村的小說文本不乏

的過程中，逐漸確認「自我」的價值，確認

模式化甚至概念化，但卻潛隱著當代中國

「有無」、「虛實」的概念，最終超越性別、

局限而崇尚美之精神的歷程」[25]。史鐵生
在追求終極價值的道路上走向宗教精神，

靠的歷史經驗，史鐵生更熱衷於記錄那些

把對苦難的經歷與思考彙聚成文字，用宗

經過心靈篩選過的、在印象中被記憶的、

教精神灌注其中。在他看來，「文學就是宗

有關人類根本性的問題。史鐵生的「宗教

教精神的文字體現」[26]。
「宗教精神」的獲得不僅使史鐵生在

命出發，走上一條自覺自願自發的信仰之

精神上走出夜的迷障，擺脫死亡的糾纏，

路。他說自己是「晝信基督夜信佛」，白天

更實現了他對個體有限性的超越，進入無

在基督教中獲益，用其「愛的哲學」點燃生

限的審美境界。「成為美，進入了欣賞的維

活的希望與理想。晚上則相信佛說，以此

度，一切才有了價值和意義」 [27]。在寫作

來參悟生死大事，明確生之困境、死之必

中，史鐵生構建了自己的以宗教超越為核

然。其次，史鐵生用「宗教精神」界定自己

心的美學理想，從人的困境之路走向審美

的信仰，不斷強調要區分宗教與宗教精

之路。參透生的真諦後，原本令人窒息的

神。他完全從自身的生存體驗出發，走向

黑夜、無法釋懷的苦難、不可解開的心魔

形而上的超越之路，並用寫作將「此在」與

幻化成在不斷克服困難中獲得意義的「過

彼岸聯結起來。這一選擇,讓他的作品閃

程美學」。無論宗教還是審美，二者都是對

現出獨特的信仰之光。史鐵生認為，真正

人的生存狀態與生命價值的關切，都要突

的宗教精神是「人們在『知不知』時依然葆

破生命的狹隘，為尋找無限存在和永恒意

有的堅定信念，……宗教精神並不敵視智

義而探索。對人生困境的反思與對自我超

性、科學和哲學，而只是在此三者力竭神

越的追求，實際上已經進入審美境界。

[23]

疲之際，代之以前行」 。在他看來，智

宗教倫理沒有也不可能構成當代中國

性、科學、哲學最終都將指向宗教精神。無

文學的主流價值，但卻豐富了中國文學的

論在東方還是西方，宗教精神引導人們堅

意義內容和表現形式。文學藝術與宗教訴

持理想、保存信念，在生存苦難的必然面

求之間能夠達成一種同構關係，即「二者

前也不喪失熱情、信心與勇氣，這也是人

的根本價值都在於尋求精神對肉身的超

類不斷發展進步的動力之源。

越、有限向無限的延伸、必然向自由的趨

史鐵生認為，「宗教精神」不是死的

近。質言之，這正是從『真實』（reality）對

教條，而是不斷發展的狀態，「宗教的生命

『終極真實』（ultimatereality）的追求」

力之強是一個事實。因為人類面對未知和

[28]

。

對未來懷著美好希望與幻想，是永恆的事

從根本上說，文學最為重要的不是通

實。只要人不能盡知窮望，宗教就不會消

過人去反映歷史的面貌，而是通過歷史去

失。不如說宗教精神吧，以區別於死教條

表現人的命運，不是還原歷史的變遷，而

[24]

叢新強：倫理：對於歷史的制衡和超越

精神」有其自身特點，首先，他是從個體生

無論宗教還是審美，二者都是對人的生存狀態與生命價值的關

比起簡單的現實主義描摹和並不可

文學藝術

路。

切，都要突破生命的狹隘，為尋找無限存在和永恒意義而探索。對

贊美全人類的團結，必因明了物質目的的
人生困境的反思與對自我超越的追求，實際上已經進入審美境界。

族群、國家、歷史，用「愛」構築起人生之

是揭示人性在歷史語境中的廣度和深度。

的血肉體悟，在逼仄的現實空間中給人精

如果說前者側重的是「歷史主義」，那麼

神的慰藉與生活的勇氣。究其實質，「宗教

後者側重的則是「倫理主義」。處於歷史

精神」的根本意蘊是終極關懷，這是人類

主義和倫理主義關係中的作家及其文本，

生命中面臨的根本問題。它不按照民族、

必須具有超越意識才能獲得普遍價值。而

地域劃分界限，「宗教精神天生不屬於哪

「倫理」恰恰能夠形成對於「歷史」的制衡

個階級，哪個政治派別，那些被神化了的

和超越，因為倫理本身即具有穿透歷史的

個人，它必屬於全人類，必關懷全人類，必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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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壞的宗教」 。這種宗教精神是實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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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於歷史主義和倫理主義關係中的作家及其文本，必須具有

超越意識才能獲得普遍價值。而「倫理」恰恰能夠形成對於「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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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村：《我的大腿窩被摸了一下》，見
《施洗的河》(花城出版社，一九九三
年)。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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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volutionary ethics”,
manifested themselves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whose specific manifestations are
not segregated, but intertwined together.
Revolutionary forces employ the power of
ethics to realize their revolution appeal,
help of revolution. With the fading out of
revolutionary narration and “revolutionary
ethics”, the secular world and “secular
et h ics” e me rge g r a du al ly, wh ich a re
mai n ly embodied as “desi re w r it i ng”
and “civil” stand. Almost synchronizing
with the emergence of “secular ethics”,
“religious ethics” emerges, among which
the “Christian writing” of Bei Cun and the
“religious spirit” of Shi Tiesheng indicate
the problems, significance and possibility
of the trend. Regar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 ween “ h istor ism” a nd “et h icism”,
“ethics” can check, balance as well as
transcend “history”.
Key words: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ethic types; revolution; secular; reli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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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世界的「涅槃」？
――維吾爾「無有派」詩歌的文化解讀
■ 努爾艾力·庫爾班

摘

特點和叛逆意識的一群青年詩人。不管從其名

化和發展歷史，由此前的維吾爾族啟蒙主

稱還是從無有派詩歌所表達的思想內容來講，

義人士的引導下，自覺地向優秀文化和民

「無」就是這群詩歌的核心。在無有派詩歌裏

族學習，提升自己。這種「甦醒」意識在維

關於「無」的意象物，表達「無」意義的言語比

吾爾現代文學中的很多詩人和作家的作品

較普遍。而這種「無有」意識某種程度上關聯

裏，非常成功的表現出來，成為了當時時

到維吾爾族古代佛教文化意義上的「無有」觀

代的主題。新中國建立，新疆和平解放以

念。本文以維吾爾無有派詩歌和佛教意義上的

後，維吾爾族文學開始得以深一步的去開

「無」的對比為切入點，從而得出對無有派詩

始整理，但系統地去研究是八十年代以後

歌的一些看法。

的事了。這些研究的結論顯示出，維吾爾

關鍵詞：維吾爾；無有派詩歌；佛教文

文學在各世紀和時代中所表現出的特點都
不一樣，其文學作品內容所包含的主題也

化。

往往是以「多文化」、「多宗教」概念緊密
文學是具有創造性的藝術，其表現形

的聯繫在一起。
新世紀的步伐到來以後，尤其是網絡

含的內容裏面，文化因素的表現，在某種

時代給維吾爾文學的發展帶來了良好的發

程度上來講，決定文學作品的成敗。維吾

展空間。在這一時代，邁入維吾爾當代文

爾族文化作為偉大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

學創作的一部分新詩人，大量地接觸西方

分，其在自己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不斷地

現代派詩歌、中國和國外的新詩歌派以及

發展和豐富本民族的文化儲備，形成了如

新世紀在維吾爾文學中影響力比較大的

今的既有繼承傳統的多種文化相結合的

朦朧詩派等，重新反思詩歌的形式、語言、

維吾爾文化，也具有伊斯蘭文化特點的維

表達形式和詩體。其中出現了一群以「無」

吾爾文化。其中的伊斯蘭文化特徵是從公

為思想核心，以「無」為生存基礎的詩人。

元十三世紀開始成熟及呈現，這種成熟和

代表性詩人為吾斯曼江·買買提，筆名為帕

呈現，在維吾爾各代文學作品中找到了歸

斯安 [1]。帕斯安在二○○八年在網絡上公

宿。如在喀喇汗王朝時期的《突厥語大辭

開發表《無有派詩歌號召書》[2]以後，在維

典》、《福樂智慧》、《真理的入門》等，以

吾爾文學中引起了熱門的討論，接著很多

及從後的所有時期的維吾爾古典文學中作

思想解放、先鋒意識的青年人回應了他的

品裏，絕大部分作品都具有表現出伊斯蘭

號召，並加入了他的詩歌派。

文化的特點。

帕斯安為代表的「無有派詩人」闡釋

１２３

式及包含的內容非常廣闊。文學作品所包

「無有派」詩人是新時期維吾爾文學中出現的一群具有強烈的

界各地的發展步伐，不斷地反思本民族文

先鋒意識、創新特點和叛逆意識的一群青年詩人。不管從其名稱還

文學中出現的一群具有強烈的先鋒意識、創新

是從無有派詩歌所表達的思想內容來講，「無」就是這群詩歌的核

從二十世紀初開始，維吾爾族跟著世

心。

要：「無有派」詩人是新時期維吾爾

努爾艾力 庫·爾班：詩歌世界的「涅槃」？

暨南大學文學院

文化中國

自己所屬的詩歌派說，「無」是一切存在的

無人走進我家

基 礎，你問他們任 何問題，他們回答 說

面對自己入座。

「無」；若你問他們，詩歌是什麼？回答

包裏掏出心來，

是：「詩歌不是什麼，是什麼」。這種思維

倒滿無有的美酒。

方式讓我們覺得苦澀，也讓我們驚嘆，我

模糊不清的形象「無人」，分明不清

們不知道應該贊同還是反對。不管怎麼

的物體「美酒」。維吾爾「無有派」詩歌的

樣，這個詩人群存在於維吾爾文壇上。帕

出現，標志著具有強烈現代主義文學風格

斯安在二○一四年出版的漢語詩歌集《無

新詩潮，正式在維吾爾詩壇上響亮。其促

[3]

１２４

維吾爾「無有派」詩歌確實具有先鋒意識，強調先鋒是他們的
特點，而且在這種以「無」為核心的先鋒意識中，包含著深刻的現
實基因，我們可以對「無有派」詩歌的淵源，追回到伊斯蘭化之前
的維吾爾原始思維和外來的非伊斯蘭宗教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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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後 ，在漢語為主的主流文學刊物

進當代維吾爾文學新詩在藝術上邁出跨

上和網絡上，引起了一定的注意以及在某

越性的一步，從而撕開維吾爾等待詩壇全

種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影響力。這一點使我

面生長的新耕地，從而「藝術風格」和「無

們思考一些問題：「無有派」詩歌的根源到

有」真正地嫁接起來。

底在哪裏？這一「派」的文化根源與傳統

從佛教文化來講，用「沒有形式，沒有

吾爾文化有沒有某種關係等。以本人看

趣味，沒有嘗試和沒有什麼精神狂歡」 [4]

來，維吾爾「無有派」詩歌確實具有先鋒意

的方式來培養精神是很普遍的。在日常生

識，強調先鋒是他們的特點，而且在這種以

活當中，如果我們嚴重地控制行為、飲食

「無」為核心的先鋒意識中，包含著深刻

和衣裳，我們能做到很多的善事，會給別

的現實基因，不過我們也可以對「無有派」

人產生不少的良好影響。佛教經典中說：

詩歌的淵源，追回到伊斯蘭化之前的維吾

「世上沒有什麼眼睛、鼻子、耳朵和嘴巴；

爾原始思維和外來的非伊斯蘭宗教的影

是說世上沒有什麼趣味、嘗試和思想。沒

響。

有什麼眼睛的無意識和思考的意思。世上
「無有派」詩人及其作品中所包含的

沒有什麼文盲，也沒有什麼 對文盲的 掩

「維吾爾原始思維和外來的非伊斯蘭宗教

蓋。世上沒有什麼老邁和沒有什麼死亡。

的影響」的表現，不是第一個出現的現象。

世上沒有什麼艱難也沒有什麼對艱難的掩

早在二○○○年，著名作家、詩人帕爾哈

蓋，也沒有各種艱難曲折的掩蓋。世上沒

提·吐爾遜在自己的長篇小說《毀滅的愛》

有什麼智慧也沒有什麼追求智慧的期待。

一書裏，表現出了西方現代國家比較關注

因為世上沒有什麼慾望」 [5]。這就是佛祖

的人的本能意識和佛教核心思想的「涅

的真正的智慧。很明顯，佛教只要用「沒

槃」觀念。從那以後，這種意識普遍存在

有」是「無」來表達核心思想。按佛教觀點

於當代較多的具有所謂的先鋒維吾爾作家

來講，我們的本質（心靈）原本就是非常潔

和詩人的作品裏。這種非伊斯蘭化的思想

淨的，我們本質（心靈）的原本就是像佛祖

深入維吾爾文學以後，維吾爾文學古典傳

那樣 純潔。我們本質上沒有什麼要培養

統的伊斯蘭宗教文化在某些維吾爾年輕

的，沒有什麼要認識的，乃至沒有什麼要慾

詩人那裏漸漸淡化。而我們現在所探討的

望的。這樣我們才能得到心靈的啟蒙。可

「無有派」詩歌裏，構成佛教思想體系中

以看到，感到心靈安慰的工具是以一切為

的核心內容之一「無」的表現就很普遍。

「無有」。

以吾斯曼江·買買提為代表的這群青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點是維吾爾「無

年維吾爾詩人們的詩歌裏，總會看到「無

有派「詩人的詩歌中多出現「無有」一詞的

有、無人」等關於「無」的詩詞。例如著名

同時，也往往出現「涅槃」一詞。「涅槃」

當代詩人吾吉買買提·買買提在短詩《無人

是佛教專業詞，對懂得佛教的人來講並不

走進我家》裏如此寫道：

陌生，其意義為，如果人能夠充分淨化心

的精神天際。達到這個境界以後，人的精

有末日「無有」是後日的境界。到此，我們

神就會實現「涅槃」。「涅槃」在某種意義

就無法闡釋其內涵，因為境界上某一種空

來講，是一種無私奉獻的娛樂，世界上的

間會達到限度，或許說，境界是空間的邊

全部悲傷、罪孽、邪惡、肮髒聚集在我們

界。這一點比較難懂。因為「末日」是世界

的身上以後我們可以感到「涅槃」，這樣除

的結束，而詩人眼裏的「無有」是結束世界

了我們的身體以外的世界裏不會有什麼悲

的「末日」的邊界。或許這裏只能這麼解

慘、惡劣、污漬和毀滅。

釋：詩人故意耍語言，使得讀者讀的模糊
不清的藝術境界，或許詩人希望用逆反的

維帶領我們更深刻的恐懼和藝術黑洞。

藝術風格來塑造藝術空間。總體上來講，

如：

無有派詩人恐怕是「看到無有、感到無有
如果有後世

和聽到無有」 [6]，最起碼在自己的詩歌裏

我們是橋梁。

他們如是。詩人又寫到：
幹！

作為一切事物的回歸之地，後世使得
我們感悟恐懼和感到神秘的空間。詩人希

首先我們鑄造你，

望做關聯今世和後世的橋梁。成功的詩歌

你就開始創造我們。

作品，總會不可預料的審美聯想來控住

無人走出了我家，

讀者的心思。讀者不知道應高脫離這種控

把心臟裝到包裏。

住還是跟隨是人的聯想，在此詩歌取得成

他們喝了「無有」的美酒以後，希望鑄

功。再如：
如果有地獄

造第二人稱單數，這裏的第二人稱單數的
身份不明，一看上去他可能是「上帝」；不

我們是柱頂。

過又一看，他不是上帝。以詩人的思維模

自然而然，地 獄 是後世裏的一種 空

式來講，這裏的第二人稱是單數，很接近

間，在此充滿不可思議的惡劣、污漬、懺

「上帝」，因為這裏的「我們」包括所有事

悔，失去生命的生物。到後世，有罪孽的有

物，如果這種假設能夠樹立的話，那麼這

可能到地獄。把詩人包括在內的「我們」想

裏的「你」肯定是上帝。我們還可以推測另

做地獄的柱頂。按正常的規律來講，我們

一種假設：「你」可能代表某種思想，無有

應該努力崩塌懺悔之地的地獄，不過詩人

派的「思想」。因為詩人所用的「我們」能

希望頂住它，不希望倒塌。這種「涅槃」似

指的是無有派他們，他們希望接受「無有」

的「無有」意識值得我們去深思。雖然說是

的思想，不過無有的「思想」好像已經在

懺悔之地，可是沒有地獄的手段人的心靈

他們的腦子裏，因此「無人」最後走出去。

就不會清晰、潔淨。就像：
如果有末日

努爾艾力 庫·爾班：詩歌世界的「涅槃」？

短詩《今天是十七號》裏，詩人的思

文學藝術

間，也就是另一種意義上的「無有」。如果
詩人故意耍語言，使得讀者讀的模糊不清的藝術境界，或許詩
人希望用逆反的藝術風格來塑造藝術空間。總體上來講，無有派詩
人恐怕是「看到無有、感到無有和聽到無有」，最起碼在自己的詩
歌裏他們如是。

靈，最後能到沒有痛苦、邪惡、毀滅和死亡

在作者的另一篇《每 個死亡有一種
春》抒情詩短片中，詩人內心的表達傾向

我們是境界。

是比較強烈的。詩人在詩歌的首句這樣寫

如果有天國

道：
天空幾乎要崩潰倒塌

詩人所說的「我們」很可能是無有派

土地幾乎要扒開撕裂

詩人。詩人的眼裏，「無有」是通過後世的

太陽幾乎要完全熄滅。

橋梁，走過這種橋梁以後我們能達到的也

詩人的筆觸之下，天空、土地和太陽

就是「空虛」（無有）。如果有地獄「無有」

都要毀滅，世界要充滿一場慘劇，這種發

是地獄的柱頂，而地獄又是充滿邪惡的空

生的結果乃是「無有」，世界上什麼都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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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通行證。

天的「天使」，死亡是因為帶來希望，之所
以成為詩人贊揚的意象物。
利用「獨特而美，美而獨特」的藝術風格來撕破讀者所熟悉

的伊斯蘭傳統的閱讀習慣。而格調的恰當性，自然而然的帶領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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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靈走入「無有」之中，沉沒「無有」以後就可以實現詩歌世界

的「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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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詩人說的「死亡」（無有）是帶來春

佛教思想的核心是「沒有自我、沒有
精神培養和沒有慾望」[7]。這種「沒有」是
完全 「虛無」的「無有」。從佛教觀念來

安。
[2]
[3]

[4]

http://www.enqa.biz。
吾斯曼江·買買提著《無人》（詩選集）
(北京燕山出版社，二○一四年)。
Hsing Yun.The Diamond Sutra and the
Study of Wisdom and Emptiness,p6.

[5]

Hsing Yun.The Diamond Sutra and the
Study of Wisdom and Emptiness,p13.

講，「無」是世界存在的基礎，萬物站在真
正的「無」之上，這就是佛教的核心理念，

[6]

阿迪力·吐尼亞孜：《聖人故鄉的夜晚》
(新疆人民出版社，二○○○年)，頁
六二。

是所說「最高境界的智慧」，而維吾爾無有
派詩歌所表達的「無有」意識很可能是受
到現代佛教思想影響下的藝術重現。詩人
在一篇詩歌中寫道：
全部是虛擬
當離別的時刻。

總之，佛教觀念中的「無有」意識，

[7]

Hsing Yun.The Diamond Sutra and the
Study of Wisdom and Emptiness,p15.

A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Uyghur
“Nothing is it” ism Poems

多多少少的表現在維吾爾「無有派」詩歌

Nu er ai li·ku er ban(Jinan

中。這群青年詩人，利用「獨特而美，美而

University；Chinese Minority Language

獨特」的藝術風格來撕破讀者所熟悉的伊

and Literature)

斯蘭傳統的閱讀習慣。讀者一讀就能讀到

Abstract: “Nothing is it”ism poems

美麗的格調；而格調的恰當性，自然而然

are a crowd of youth who possess strong

的帶領讀者的心靈走入「無有」之中，沉沒

pioneering consciousness and those that

「無有」以後就可以實現詩歌世界的「涅

have consciousness of innovative features

槃」。

and rebellion. No matter what the names
or the contents express, “Nothing” i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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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八十後青年維吾爾詩人，下文簡稱帕斯

kernel of the poetry. What's more, such
“ Not h i ng” consciou sness is, to some
extent, related to the “Nothing” concept in
the meaning of Uyghur ancient Buddhism
culture. In this paper, takes some of the
views of Uyghur “Nothing is it” ism poems
and the Buddhist sense of the “Nothing”
contrast as the starting point, so as to get
some ideas on the “Nothing is it ” ism
poems.
Key words: Uyghur; “Nothing is
it”ism poems; Buddhism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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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夏在溫哥華舉行
本刊編輯部 95‧2

編後絮語
■ 子 夜
本刊執行主編
迎新送舊之際，我們編完今年最後一期《文化中國》，很想在幾個領域有些新的成果可以同作者和讀者分
享。通閱全刊後，感覺有些亮點還是可以作一介紹的。
最新一個情況是，我們十一月在香港舉辦馬丁路德宗教改革五百年研討會，應邀參會的國家宗教局《中國
宗教》雜志社長劉金光，會議期間同本刊總編輯梁燕城探討了基督教中國化的問題，也就形成了本期的專題對
話。作為國家宗教管理局的官員，劉金光全面闡釋了中國政府的宗教政策和規定，尤其對一些涉及宗教信仰和活
動具體的問題進行了澄清和說明。文內有一些新的觀點和思想，相信能引起讀者興趣和關注。
本期特輯的主題是文明發展與宗教文化，似乎恰到好處地為專題對話作了個案的詮譯。例如，中國上古時
期顓頊「絕地天通」的原始宗教改革催化了中國古代文明，而猶太教歷史上摩西頒佈「上帝十誡」也奠定了猶太
文明乃至西方文明的基礎。山東師範大學的孫清海，圍繞「絕地天通」與「上帝十誡」的比較，詳細梳理了這兩
場原始宗教改革的原因、內容和意義，嘗試論證原始宗教對古代文明的進展起著不可忽視的催化作用。
這種比較此前不多見，顯然有一定的學術參考意義。這篇文章是作為中國國家的「十三五」重大研究項目
「齊魯文化與中華文明傳承創新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非常感謝作者為我們展示了中國本土化視野的一種研究方
法。而這個特輯另一篇文章，則是在海峽對岸的台灣政治大學，徐頌贊以利瑪竇編譯的《二十五言》及其序、
跋、四庫提要為例，向我們展示了明清之際的一場跨文化對話，應該是一個更加個案化的研究。作者僅稱「以期
有助於理解這場明清之際的跨文化對話」，但編者通閱全文還會感到，這種跨文化對話不會僅止於明清之際，而
是一個更長歷史視野（包括未來）的思想伏筆，希望讀者也會有這種感覺。
還有一篇是關於《論語》與《聖經》的比較，可以作為當前基督教與中國文化關係某些爭論的參考。這幾
篇來稿並非本刊特意組織的，是從作者自行來稿中選編，由此可見中國社會（包括海峽兩岸）對這個議題的關心
是廣泛的，或者說，這個特輯本身就是一種對話和交流。我們非常欣慰並樂意創造這種健康的學術氛圍。
本期其它例行欄目所刊文章，也有值得在此一提的。如「中國研究」欄目中熊開萬所撰「哀牢山腹地民間
解釋的實踐邏輯研究」，是通過田野考察中國民間社會解決冤結的一種特別途徑，有一定的資料和個案經驗。
「文學藝術」欄目中三篇文章不長，但應都會吸引人，一是陳才「《詩集傳》對《詩經》韻例的探索析論」，二
是叢新強「當代中國文學的倫理類型及其形態」，三是努爾艾力•庫爾班的「維吾爾『無有派』詩歌的文化解
讀」。在「哲學論壇」欄目中有楊桂森的「從本位的二元性到開放的二元性」，是從基於價值的絕對性與相對性
分析人類文明演進的內在邏輯。
楊桂森的文章是中國教育部「高校示範馬克思主義學院和優秀教學科研團隊建設項目」的一個成果。本刊
發表楊桂森稿件已多次。在海外的刊物中，經常刊登馬克思主義研究的並不多見，我們要感謝中國學者提供的這
方面理論資源。在這個問題上，本期還要特別提及的是王傑教授，他是研究馬克思主義美學的專家，這次文章的
題目是「烏托邦的中國形式及其審美表達」。
讀王傑文章有時會很過癮，但又會回味無窮。幾年來，曾在新加坡、洛衫磯、杭州、上海開會相聚，尤其
前年在洛杉磯有一次夜間的肺腑之談，話題就是馬克思主義。和他交談，往往都會有一種哲理的默契乃至理想的
衝動。王傑在廣西成長，有一種邊遠的古樸和天真，坦率而認真，無論是約稿，還是合作辦學術交流，是非常可
以相信的。文章中的「鄉愁烏托邦」概念，此前多次聽他提到，想必是一種濃郁情結。當然，王傑的「鄉愁烏托
邦」是指向社會和文化的，但又何嘗不是對某種學術精神的「鄉愁烏托邦」呢？當今世風日下，做學問也有斯文
掃地的，「鄉愁」並且「烏托邦」，也就不足為奇了。在同國內學者多次交流中，我總談到，現在是中國歷史上
做學問最好的時機，要書有書，要資料有資料，要經費有經費，唯需能耐得住寂寞。神州之大，總能放下一張平
靜書桌的，關鍵在於自己的選擇。否則，難免「學術鄉愁」。這似乎又是題外話了。
付印之際，國內正臘冬飄雪。但願瑞雪兆豐年，明年的《文化中國》有更多的學術成果奉獻讀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