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論語

以中華文化的深廣氣派應對文明衝突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中美貿易戰持續至今，美國不斷發言批評及增加壓力，中國則溫和而堅持不屈。二○一八年
三月二十二日，美國特朗普簽署總統備忘錄，依據一九七四年貿易法第三○一條，指示美國貿易
代表（USTR）對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徵收關稅，涉及的商品達六百億美元。之後日漸激化，九月
十八日，特朗普宣佈對二千億美元中國產品增加百分十的關稅，將在九月二十四日實施。在二○
一九年一月一日，上升到百分之二十五關稅。
美國以為中國會因為有所損失，將在壓迫加碼後就範。但他們完全不明白近代中國是歷
經長年苦難與外國欺淩，故中國人很重視尊嚴，強國霸淩到了底線，就絕不退讓。當年日本在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步步進迫，欺壓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打到北平附近，中國就全國抗
戰毫不退讓。中國人是不怕艱苦的，不懼怕貿易戰使利益小一點，民族文化的尊嚴更重要。
其實貿易戰產生所有的對立，都是雙輸的，中國知道只要堅持下去，美國缺乏能耐打長久
戰，其失去利益的工農商必會向政府施壓，而終會減低不合理要求，中國只要作些微讓步，讓特
朗普很體面地宣佈勝利，或許可以完結這次兩敗俱傷的對壘。
但即使貿易戰完結，中美仍會對立，關鍵在美國不能承受中國以其特有模式興起，不跟西方
之路。歸根到底這仍是亨廷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1927－2008)所謂的「文明衡突」，
一九九三年他在《外交季刊》上發表《文明的衝突》文章。一九九六年拓展為一本專書，取
名為《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在冷戰後西方以為已完勝世界，建立全球化以西方主領的新秩序，甚至一九九三年福山
(Francis Fukuyama)宣稱歷史終結，認為世界已出現了共識，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體制是最好的模
式。但亨廷頓卻指出，今後國際間的衝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主要在各大異質文明之間（或
內部）的爭鬥，文明之間的斷層線正在變成全球政治衝突的中心地帶，且會形成社會暴力衝突。
除了預言伊斯蘭教與西方抗爭外，也預言中國的崛起將會導致與西方文明的衝突。其書出版後五
年，九一一事件發生，似乎亨廷頓之預測發生了，美國因此攻滅阿富汗與伊拉克，結果反恐戰爭
打得美國筋疲力盡。
初期我們認為中華儒學文明是和諧與寬容的，不會和西方衝突，中國在這發展成功的時期很
努力建立和諧共贏的國際氛圍。但美國與西方對中國開始強大仍是難以釋懷，因為中國沒有跟從
西方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模式，卻發展另一套中國特有的模式，及用中國文化的價值觀來引導。
西方好些專家都預測中國不走新自由主義必然失敗，但出乎意料地西方經濟產生危機，中國卻仍
是空前成功，且在科技與經濟上漸追上西方。美國作為世界霸權多年，很難接受不跟其路線而能
成功的案例，怕全球發展國家跟中國之路，美國就失去領導地位。但中國又無戰爭與暴力衝突的
傾向，故用不流血的貿易戰爭，希望能制止或拖慢中國的成功，形成今日的對立處境。
一九八九年，由於拉丁美洲各國家陷於債務危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 M F）、世界銀行

（W B G）、美洲開發銀行和美國財政部的研究人員以及拉美國家代表在華盛頓召開了研討會，
為拉美國家經濟改革提供方案。曾任世界銀行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經濟學家約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寫了《華盛頓共識》（英語：Washington Consensus），是一整套針對拉丁美洲和東歐
國家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包括實行緊縮政策防止通貨膨脹、削減公共福利開支、推動
金融和貿易自由化外資進入自由化、取消對外資自由流動的各種障礙以及國有企業私有化，同時
要求政治配套，是在推行多黨民主及三權分立體制。說白了，就是西方企業可自由進出落後國，
影響甚至操控當地經濟和資源，並且可政治上發揮影響，使其親近美國及西方。
二○○二年，諾貝爾獎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著書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揭露華盛頓共識，提到美國要求金融市場自由化，不會促進全球經濟穩定，只
會促進美國金融利益集團的狹隘利益，美國財政部就是這個利益集團最堅定的代言人。
美國以此方向要求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希望影響中國走同樣的路，但中國卻走出自己的不同
方向。中國的成功，在改革開始以來以集體領導聚合各方人才，檢視全體發展的各方面，謹慎部
署策略，開放自由市場，開放特區，引進投資，提供大量勞動力去生產，但又在體制上設計使外
國強大的集團不能操控中國經濟。發展時用鄧小平「一部份人富起來」的理論，即義大利經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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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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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中國特區發展，到沿海各地，到上海浦東，是以中國百分之二十地區，創造了百分
之八十財富，再用這百分八十財富開發中西部，帶動另外百分之八十地區進步。在一個高效能政
府下，通過「全國一盤棋」而使發達區與落後區互通，互動，互助，而達至成功。發達區資源流
向落後地區，使其增長。落後地區又提供龐大人力資源，供發達區發展。
其間形成貧富不均，留守兒童，流動兒童等困難。但在發展到整體不錯基礎時，政府即可調
動資源，發展城鎮化，將發達地區資金流入落後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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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貧困村安定下來。
這一切的思維來自中華文化，是易學的整體互動互補思維，西方是按抽象邏輯的直線思維，
重程式，規則，時間系列，工具理性，中國卻是按易經思維，重整體，事件，關係，和諧，人性
感通。中國處事和政策，是在整體全面的發展中，觀察變化的每一處境，尋找其平衡的理則，平
衡點在陰陽兩極變化中移動，在發展中不會成一直線，也不會一成不變，卻按大方向前去。故中
國是在開放與收緊中前進，而逐步走向更開放。
中國的成功是以數千年中華文化為思想條件，再吸收西方文化一些優秀的價值而成功，西方
文化是不可能取代中華文化的。不同文明本不必然要衝突，只要學會互相欣賞、互相學習、互相
借鏡、互相吸納，自可相得益彰，而達共贏。
今日世界最可怕的是民粹主義，極左極右的思想都極具拆毀性，美國以右翼民粹主義對中
國，中國若以左翼民粹主義回應，就必成冷戰而生不必要的衝突。中國一方面須以實力回應，使
美國明白霸淩終會使自己受害。另一面卻可向世界展示中華文化的深廣氣派與智慧，不從仇恨對
立，反而以中國文化的仁愛和諧，吸納西方一些優秀價值，如商業講誠信，行政講效率，教育重
創意，在高層文化價值上吸納無條件的大愛與自我犧牲精神，這些價值在中國文化中也有類似觀
念，吸收與融合去建立崇高道德，壯大中華文化內涵，建造新時代中華文明，對其他文明既包容
又超越，同時和而不同。以此發奮圖強，達至物質與精神上的同時富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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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五四新文化運動一百周年
本刊征求論文歡迎學術界參與
  

)

明年將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一百周年。新文化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空前的

思想解放運動，它高舉民主與科學的旗幟，對封建專制制度和封建思想文化進行

了一次猛烈的掃蕩，促進了中國人民特別是知識青年的覺醒，為包括馬克思主義

在內的西方思想和文化在中國的傳播創造了條件。中國近百年來的一系列事件和

變革，都與五四運動後形成的新思潮和新文化運動有關，新文化運動在歷史研究

中也存在不少爭議。本刊將加重新文化運動百年的探討，特此征求相當論文，歡

迎學界人士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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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對話

新文化運動與中日文化比較
──關於近代中日關係的對話
■ 劉世龍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摘

要：本期對話是在本刊總編輯梁燕

城博士與四川大學教授劉世龍之間進行。兩人
共同探討了新文化運動與近代中日的關係，涉
及到中日兩國在其歷史過程中的重大變化與相
互交叉的關係。日本過去對中國文化是很尊重
的，但近代之後日本對中國有非常複雜和矛盾
的心態，以至於福澤諭吉提出「脫亞論」，主張
日本的文化具有複雜性和矛盾性。強調武士要隨時犧牲生命來

對主公盡忠，不懼死亡，其武士道精神的暴力傾向很強，不太講仁

愛憐憫，與儒家文化是不同的。兩國在近代史上的一系列衝突表明

了在文化上存在許多不同。

二○一八年第三期（總第九十八期）

四川大學歷史系

仿行西方的手法而征服中國和朝鮮。日本的文
化也具有複雜性和矛盾性。強調武士要隨時犧
牲生命來對主公盡忠，不懼死亡，其武士道精
神的暴力傾向很強，不太講仁愛憐憫，與儒家
文化是不同的。兩國在近代史上的一系列衝突
表明了在文化上存在許多不同。
關鍵詞：新文化運動，近代史，中日關係，
武士道，儒家

日本支持中國革命的原因

４

□：劉世龍教授你是日本歷史與文化
專家，今天我們討論一下新文化運動與近
代中日的關係。這涉及到中日兩國在其歷
史過程中的重大變化與相互交叉的關係。
我理解日本對於清朝的看法是很矛盾很複
雜的。日本過去對中國文化是很尊重的，
唐代有過中日交流的高峰。明代中日交流
的又一個高峰，到壬辰戰爭（一五九二至
一五九八年）時，明朝軍隊幫助朝鮮把日
本軍隊打跑了。清軍入主中原後，「留髮不

留頭」，改變漢民族的外貌，摧殘中國文
化的精神價值，但表面上尊重中國文化，
用之統治中國。朝鮮和日本對於清朝取代
明朝雖然無可奈何，但由於過去與明朝的
關係，從心底還是有些看不起清朝，認為
是「胡虜」異族在統治中國，是蠻夷取代
了中華文化。後來日本進行明治維新，取
得了成功。中國也進行洋務運動和戊戌維
新，但失敗了。康有為、梁啟超等流亡到日
本，受到日本政府的保護。孫中山「倫敦蒙
難」後一八九七年八月第二次到日本（比
康梁早），從事革命活動，得到日本人宮崎
滔天等的大力幫助。不僅如此，以孫中山
為首、以中國留日學生為主的中國同盟會
籌備會議，就是一九○五年七月三十日在
日本的浪人團體「黑龍會」首領內田良平
的住所（東京赤阪區檜町）舉行的，同盟
會第一批外籍會員中就有宮崎滔天等人。
從這個角度看，日本對辛亥革命的成功是
有貢獻的。日本對清王朝不滿，看不起清
朝，支持孫中山和中國留日學生推翻清朝
統治的活動。孫中山後來為反對袁世凱的
北洋政府統治，還曾準備把東北租讓給日
本，並且主張大亞洲主義。但日本無論是
支持康有為、梁啟超，還是支持孫中山，
都有搞亂中國的意圖，為日本在華獲取利
益。劉教授您也曾在日本留過學、教過書，
我想聽聽您對近代中國歷史進程中與日本
的關係問題的看法。

明遣民朱舜水在日本的影響

一般認為近代中日關係確立於一八七一年九月

民」到了日本的中國學者朱舜水的影響。朱舜

十三日簽署的《中日修好條規》，這是從外交

水本人留居日本後就認為被夷狄統治的中國已

的視角來看。但日本學者的視角有所不同。我

經不是中國，日本才是中華。到了清末，中國留日

曾經為四川大學的學生們講授過「中日關係史

學生將朱舜水著述中的有關言論輯錄印行，並

──側重於近代中日關係」等課程。我在課堂

且重印了上面我說到的《華夷變態》等書，作為

上講介過日本學者集體編撰的《近代日中關係

反清革命的思想資源。可見近代中國歷史進程

史年表(一七九九至一九四九年)》(岩波書店，

中的日本因素難以忽視。至於孫中山「驅除韃

二○○六年)。這部書敘述近代中日關係史始自

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綱領，前

一七九九年，是因為那一年日本長崎出版了一

面八個字是直接採用了朱元璋在元末提出的

部題為《清俗紀聞》的書。這部書圖文並茂，內

反元口號「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也合得上江

容是長崎地方長官中川忠英命其下屬近藤重藏

戶前期日本人視明朝為正統、視清朝為夷狄的

等通過翻譯，對來自中國福建、浙江和江蘇等

看法；後面八個字則有仿從歐美近代民主革命

地的商人進行訪談，加以整理編撰而成的，詳

的導向，於此可見近代中國革命中的傳統因素

細記述了當時中國東南庶民社會風俗、禮儀等

和現代性因素也是兩者兼具的。

方面的實況。日本學者把這部書的出版作為近
代日中關係史的起點，採取的是文化交流的視
角，或許有助於提示讀者看到兩國文化關係的
源遠流長。
日本看不起清朝，既有遠因，也有近因。
清朝是滿族用武力征服漢族而建立的（就異
族征服這一點來說與元朝是蒙古族用武力征
服漢族而建立的相同）。清初「三藩之亂」時，
日本江戶時代初期的幕府儒官林春齋、林鳳崗
父子（日本儒學大家林羅山的兒子和孫子）根
據到長崎貿易的中國商船商人提供的情況編
撰的一部書，取名為《華夷變態》，意思就是
把明清易代看成「中華」被「夷狄」所取代。這
種看法到十八世紀進而發展成為「日本等於中
華，清朝等於夷狄」的所謂「日本中華主義」。
雖說其後由於「康乾盛世」的情況傳入日本，
日本對清朝的看法有了改變，「華夷變態」變成
了「明清革命」，「韃靼康熙王」變成了「賢君康
熙帝」，但是到了中國在中英鴉片戰爭中戰敗，
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簽訂《江寧條約》向
朝又看不起了。再後來，中日甲午戰爭的結果是
中國戰敗，向日本割地賠款，更使得日本從統
治層到民間都對中國蔑視起來了。

□：日本對中國有非常複雜和矛盾的
心態。面對西方的侵略，是扶持、聯合中國
來對抗西方，還是由日本自己取代中國並
且行使武力統治中國，從而對抗西方，有
不同的想法。明治初年作為日本政府的副
使來華談判締結《中日修好條規》的柳原
前光，就曾向李鴻章提議過日中聯合對抗
西方。但其後認為中國太腐敗貧弱，不如
日本自己強起來做亞洲霸主的看法佔了上
風，以至於福澤諭吉提出「脫亞論」，主張
仿行西方的手法而征服中國和朝鮮。這些
想法與日本文化有什麼關係呢？是值得思
考的問題。

武士道文化不重儒家的仁義
日本的文化也具有複雜性和矛盾性。
強調武士要隨時犧牲生命來對主公盡忠，
不懼死亡，其武士道精神的暴力傾向很
強，不講仁愛憐憫，與儒家文化不同。武士
道有八德包括正義、勇敢、自制、仁心、守
禮、真誠、榮譽、盡忠。但其正義連著對上
級的忠誠，著名武士小林子平則定義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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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割地賠款的消息傳入日本後，日本對於清

日本的聯中抗西論與脫亞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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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看不起，受到參加過抗清復明後作為「明遺

日本對中國有非常複雜和矛盾的心態。面對西方的侵略，是扶

係史。這就涉及到其時間起點問題。中國學者

持、聯合中國來對抗西方，還是由日本自己取代中國並且行使武力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江戶時代前期對清朝

統治中國，從而對抗西方，有不同的想法。

■：研究中國近代史，離不開近代中日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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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華夷變態論

文化中國

「義不同於勇，義即決心，道理既曉，付諸
行動，頑強不屈，當死時，必敢於死，當征
討時，必敢於征討」。以此為義，不是為弱
者奮鬥那種公義爭取。其仁心是對武士榮
譽的愛，也是施給弱者，特別是鬥爭中失
敗的人。如一一八四年須磨浦之戰中，名武
士熊谷直實，將一敵人扭倒在地，見是一
俊美年青人，不是同級名武士，故願放之，
此為其仁。但年青人為了榮譽不肯走，終被
他砍頭殺死，這是那年青人的義，故這種
仁絕非孟子那種感通於他人苦難的仁，卻
是不殺不同級者那種榮譽感。

虛無主義的冷漠，使一切殘酷得合理化。這完全缺乏佛教的慈
悲為懷。「空」的理念變成殘暴的理由。日本對儒佛兩家的精華都
吸收得不好，變成了神道教的日本至上的精神融在了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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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空被扭曲為殘暴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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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也受到佛教因素的影響。
推古天皇時期的聖德太子攝政二十九年，
用武力討滅排佛的物部守屋，制定憲法，
說明要篤信三寶，崇尚佛法。但將之與神
道思想混合，成為天皇統治所用的政治文
化，漸被扭曲為天皇及武士道的附從思
想。新渡戶稻造說：「使武士道興起的第一
個因素是佛教。心境平和，對命運溫馴的
態度，對不可避免的世界超然地服從，臨
危不懼，卑生並親死的心境，都是佛教對
武士道的啟發」。這些平和、溫馴、超然的
德，說來好聽，實質卻是殺人和自殺的修
養，其實是將佛家的空觀與無執，轉為殺
人時的冷酷。
日本戰國時代的織田信長很殘暴，
以三千兵抗今川義元五萬之眾，出戰襲敵
之前他與眾將痛飲達旦，起舞歌曰：「人世
五十年，乃如夢與幻，有生斯有死，壯士
何所憾」，之後即上馬襲敵營，結果殺今
川，滅敵師。信長所唱的詩句，甚有佛學
意味，對人生之如夢幻，生死之無常，看得
甚透，應是一種悟境吧。然而難以想像的，
是其竟在出戰殺人時講這悟境，這豈非矛
盾嗎？其實為虛無主義，利用空的思維，
說明人生無價值和道德原則，進而即可行
不道德的兇殘行為，故此文藝評論家杉山
平助在南京大屠殺後對記者表達，見到一
老太婆抱著死去兒子的尸體哭了三天，他
說：「幾億人的苦惱，呻吟，對自然來說，

比一瞬間的風更空洞。……所以我對這個
眼淚滿眶的支那人的苦惱（指老太婆抱兒
子死尸哭了三天），只是報以冷笑。奴隸的
生命本不值一提。同時我們的生命也不值
一提」。這就是虛無主義的冷漠，使一切
殘酷得合理化。這完全缺乏佛教的慈悲為
懷。「空」的理念變成殘暴的理由。日本對
儒佛兩家的精華都吸收得不好，變成了神
道教的日本至上的精神融在了裏面。這是
很矛盾的。

廚川白村的激烈與小路實篤的
好戰
日本文化在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時候，
影響是什麼呢？在五四時期，日本作家廚
川白村對魯迅有過影響。魯迅一九二四年
翻譯過他的文藝評論集《苦悶的象徵》。
魯迅實際上也很苦悶，也是有從苦悶變成
很激 烈的地方。廚川白村也 進行社會 批
判，提倡「走出象牙塔」。五四運動和新
文化運動具有摧毀性，雖不能說就是暴
力的，但其語言暴力也是很厲害的，是摧
毀傳統文化的很激烈的表現。一方面是革
新，看到儒家文化不能讓中國振作起來，
要摧毀儒家文化和傳統文化。但是摧毀後
需要找出路，然後共產主義等填補了文化
上的需要。來自西方的文化滿足了那個年
代中國的需要。日本對於中國新文化的成
立過程帶來了什麼影響？有一位日本作家
武者小路實篤，他本來是托爾斯泰的跟從
者，有一點烏托邦的味道，本來也像托爾
斯泰那樣講仁愛。但後來他到了歐洲，在
那裏發現自己被人看不起，西方不把日本
放在眼裏。他變成主戰派。第一次世界大
戰時日本參戰，在青島打了德國，成為戰
勝國，但坐在會場旁邊的席位上，沒有什
麼地位，跟中國差不多。中國也是戰勝國，
也被西方看不起。武者小路實篤受了屈辱
的時候，非常憤怒，變成了日本參加戰爭
的支持者。像這樣的思路和情感，對中國
的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有沒有什麼影響
呢？還有尼采的思想傳入日本，尼采的心

視中國的氛圍下所受教育相關。

新文化運動早於五四運動

日文中有「儒教」一詞，但不是指現今一般所

梁先生提到新文化運動受到日本的影響

說宗教意義上的。對此我曾在四川大學「儒

的問題，我想新文化運動中的日本因素，並非

藏論壇」上講過「日本的儒學與儒教」。西文

只是新文化運動重要人物李大釗生前標準照

religion被漢譯為「宗教」是可以商討的。梁啟

中的被時人認為是日本式八字鬍須那樣的面

超流亡日本期間就接受了西方的「宗教」概念，

相展現。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除胡適之外，

據之認為中國土產裏沒有宗教，明言儒家之教

大都有留居日本的體驗。這種生存體驗對他

是教育之教，不是宗教之教。上世紀日本著名

們的思想觀念自然會有影響，從而投射到他

佛教史學家中村元教授（一九一二至一九九九

們在新文化運動中的言行上。但這首先涉及

年）認為日語的「宗教」一詞源於 佛教，指

到什麼是新文化運動的概念問題。我想起十

佛教的教理及教義（中國學者現在也有相關

年前為紀念五四運動九十周年，寫過一篇論文

研究）。明治初期日本人用「宗教」對譯西文

《回到「小五四」》，承蒙貴刊登載。拙文指出

religion，則改變了「宗教」一詞原本的含義。

應區別「小五四」與「大五四」。既有定論是前
者指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及其後數月間的愛

寺的朋友，年青時曾經向江戶時代前期詩人松

國運動，後者指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年代

尾芭蕉學習，游歷日本各地。他自述感受最深

的新文化運動（涵蓋「小五四」在內）。限於篇

的是脫衣舞場裏生命力的展現，但看多了就覺

幅，那篇拙文著重從時間維度質疑了「五四新

得沒有什麼意思了，看「空」了。「空」也曲折投

文化運動」的說法，分析了新文化運動的年

映在日本古代吟月詩裏。比如說「月有陰晴圓

齡計算錯位問題。我在最近撰寫的關聯論文

缺」，中國看重的是「圓」，日本則著眼於「圓」

中，仍然認為「新文化運動」這個詞不需要前

少「缺」多的常態，「物哀」悲情濃厚。孫中山把

置「五四」這個時間詞。這一方面是因為既有

中國儒家的道德規範歸納解釋為忠孝仁愛信

定論所說的新文化運動並非開始於「小五四」

義和平。日本文化中也強調忠，日本江戶前期

這場政治運動、愛國運動──一九三八年下

幕府還下達過忠孝令。但當時日本就有一本書

半年出版的張聞天《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一

叫《本朝二十不孝》，配有插圖，我在日本留學

書，作為中共根據地各類學校廣為使用的重

時看到過，是作家井原西鶴寫的二十個不孝之

要教材（一九三六年有其油印本），就已經認

子的故事，而且都有報應。看起來是在呼應行

為從民國四、五年開始，中國即在活躍著新文

孝，實則作者採用戲仿中國《二十四孝圖》的手

化運動的洪流，而《新青年》就成為其代表刊

法，將象徵孝的要素轉化為象徵「不孝」的要

物。這種說法後來進而衍生為把一九一五年

素，描繪孝子太少而惡人不少的現實，起到惡

九月十五日《青年雜志》的發刊作為新文化運

搞效應。可見其講孝之法與中國不同。日本也

動開始的標志。另一方面，更是因為我在追尋

很講禮儀。大久保利通是日本明治維新三傑之

史料中，看到「新文化運動」這個詞，並非出現

一，一八七八年五月十四日在上班途中的馬車

在「小五四」之前，而是出現在其後，特別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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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日本留學時聞知有位淨土真宗本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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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學和佛教傳入中國後的變化是不一樣的。

他安葬。這些也顯示其矛盾性和複雜性。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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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學和佛教傳入日本後的變化，與

後按日本習俗為他舉行慰靈祭這樣的儀式將

楊靖宇將軍犧牲，日本侵略者殘忍地割下他頭顱，然後按日本

侵華日軍的殘暴性，則與甲午戰爭以後日本蔑

將軍犧牲，日本侵略者殘忍地割下他頭顱，然

習俗為他舉行慰靈祭這樣的儀式將他安葬。這些也顯示其矛盾性和

日本與中國的文化不同重點

戰時，張自忠將軍殉國，日軍將其安葬；楊靖宇

複雜性。至於侵華日軍的殘暴性，則與甲午戰爭以後日本蔑視中國

裏被暗殺後，據傳刺客向他敬禮而去。對日抗
的氛圍下所受教育相關。

態也很激烈，苦悶加激烈，強者意志，自我
超越，這種強者的思路對日本文壇有一定
影響，變成日本的自然主義。尼采在德國
本國影響很大。尼采的思路有沒有影響到
中國的文學家呢？

文化中國
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除胡適之外，大都有留居日本的體驗。

這種生存體驗對他們的思想觀念自然會有影響，從而投射到他們在

新文化運動中的言行上。但這首先涉及到什麼是新文化運動的概念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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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申報》《大公報》等受眾面較廣的報刊

度自覺，這至少是引領了當時知識界對於什麼

上，比一九一九年五月十八日出現在北京中等

是「新文化運動」的認知，以至其後的時論對

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罷課宣言》和《上大總

於「新文化運動」出現的時間點形成了共識（江

統書》中的「五四運動」這個詞要晚五個多月。

蘇省教育會的通函發出後半個月，《時報》附

近年來，中山大學桑兵教授對於新文化運動

張且「隨報奉贈」的《教育周刊》第三十九號上

的緣起，華中師範大學周月峰博士對於五四後

《新文化運動》的短文，就用反問句的形式，

「新文化運動」一詞的流行與早期含義演變，

強調了已經出現於各地的義務教育、學術演

都有詳細考察。桑文指出五四運動之後，國民

講會、注音字母、白話文和各種出版物，提倡

黨、江蘇教育會和北京大學三方合力發起了新

社會解放和改造等等，就是新文化運動的起

文化運動。我在閱讀相關史料中，則感到江蘇

點）。如果不是繼續忽視當時人的這些認知和

省教育會在其合力中所起的作用最大。這也是

共識（很難說這是他們的集體迷誤），如果將

由於一九一六年護國運動後被孫中山宣布停止

名與實相結合，考察所謂「運動」在當時語境

所有黨務的中華革命黨，直到一九一九年雙十

下所對應的社會實踐內容，考慮到江蘇省教育

節時才被他改組為中國國民黨，其組織動員能

會在「小五四」之後緊接著開始的有關新文化

力對於新文化運動的發力相對較小，尚需時間

的實踐活動，更趨面向普通人，既有組織性，

來加大力度（雖說戴季陶言說「新文化運動」

也有群眾性和廣延性（諸如在江蘇省內各城鎮

略早）。就在「小五四」後的一九一九年十月，江

開展各種活動；其所領導的演說競進會以江

蘇省教育會（時任會長為張謇，副會長為黃炎

蘇省內中等以上各學校學生為會員，每年進行

培、沈恩孚）把第二屆江蘇各校演說競進會的

演講賽具有聚眾傳播效應，等等），這些情形

演說題範圍，定為「新文化運動之種種問題及

與一九一五年《青年雜志》創刊後到「小五四」

推行方法」，為此還在同年十一月初發出「解

之前的新文化相關活動大有不同，那麼我認為

釋新文化運動」的通函，強調「新文化運動是

可以說新文化運動其實是開始於「小五四」之

繼續五四運動傳播新文化於全國國民的作用，

後的一九一九年秋季，也就是說與「小五四」同

其進行方向在喚醒國民，改良社會，發展個人，

歲，而且到明年才滿一百周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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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學術，使我國社會日就進化，共和國體日

所謂新文化，有內容和載體兩方面。先

形鞏固」。江蘇省教育會是一九○五年就已在

看其內容。在「小五四」後新文化運動當時人的

上海設立的學界精英團體（原名相繼為江蘇

認識中，意味著來自歐美的新知（類同於清末

學務總會、江蘇教育總會，是中國歷史上第一

新政時期的「新文化」詞義），主要是指西方近

個省級教育社團），在清末民初的文化教育和

代的科學知識（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與價值

社會政治舞台上擔任要角而展演多多，不僅在

觀，但當時已有人認為應將中國固有文化與外

地方具有較強的社會動員力，而且在全國具有

來文化漸漸化合而產生新文化。在近代中國遭

廣泛的聯繫（與上海總商會等重要社團關係密

遇西方列強入侵的語境下，新文化是相對於既

切）和影響。其所聚合的精英達到過數千人。

有的中國文化而言的。這就使得國人尋思：中

其在「小五四」後數月發出這個「解釋新文化運

國文化有什麼特徵呢？這種尋思可以說至今仍

動」的通函，認為五四運動在先，新文化運動

在進行，而且也有必要。復旦大學葛兆光教授

繼後，而且是要向全國國民傳播新文化，還應

去年曾撰文歸納中國文化有五大特徵：一是用

對各種問題提出推行方法，特別是要文化普及

漢語思考交流，用文字書寫；二是家族性，「家

於大多數之國民，不以一階級一團體為限（諸

國同構」，以儒家思想和儒家禮儀制度為基礎

如推廣注音字母，傳播白話文，設立義務學

的社會；三是儒釋道三教合一，都沒有絕對性

校、演講團等），明確具有要使新文化運動成

和唯一性，沒有宗教性衝突；四是以陰陽五行

為社會運動、國民運動和學術思想運動的高

觀念為主的知識體系；五是天下觀，由其產生

運動」名與實這兩方面歷史過程的考察上來。

這些特徵去看清末民初的中國文化，有助於將

這樣將有助於化解把「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

之與當時輸入到中國的新文化區別開來，看到

動捆綁打包在一起，既「後來說前話」（像我十

新文化帶給中國的主要是上列幾方面以外的東

年前拙文所指出的那樣），也「後話（後起的詞

西。

語）說前事」（像五年多前我另一篇拙文所指出

康有為重視從日本引進新文化

的那樣），越說越繁複，以致於衍生出「五四新

從上述新文化的內容來看，被中國人引進

還有，由於五四運動因日本侵占中國權益

中國的新文化（特別是通過日本引進的，因同用

而起，日本人也對之很是關注，而且對於五四

漢字之便），至少在戊戌維新時就是大批量的

運動之後出現的新文化運動也很是關注。例

了。康有為的《日本書目志》一八九七年就已成

如一九一九年底《大阪每日新聞》發自上海的

書，分為十五門，有七千多種圖書，涵蓋了從自

通信中，就關注到當時標榜新思想、新道德、

然科學到社會科學的廣博內容。雖然在物理時

新文藝的新刊雜志，有七八成是在一九一九年

間上康有為很難在當時就能夠讀完那麼多書，

七八兩月之中創刊的；關注到新文化運動是漫

但他在序言中明言日本學習西方有成效，主張

然發生於各階級裏面，還沒有形成中心點；還

中國應以日本為橋梁來引進西學。請注意這種

關注到以孫中山為領袖的胡漢民、戴季陶、朱

引進與我上面說到的日本通過海上書籍之路

執信、廖仲愷和汪精衛等人在專心從事宣傳文

引進中國文化的格局形成了逆轉。還應注意康

化運動的事情。當時的日本處於大正時期，而

有為所寫《日本變政考》成為戊戌變法時光緒

大正時期（一九一二至一九二五年）與現今一

皇帝的重要參考書。到「小五四」後的一九二一

般所說的中國新文化運動時期有所疊合。大

年年初，有人注意到「近十年內輸灌新文化」的

正時期在日本被認為是民主主義高漲、社會

現象，其時間段則應指民初十年。

運動多發的時期。中日兩國之間在新思潮、新

三個階段及日本的影響

文化等方面有何互動乃至於共鳴呢？也很值得
探討。例如當時中國流行的「德謨克拉西」一

北京師範大學龔書鐸教授生前曾經倡言

詞是對英文「democracy」的音譯（為表示尊崇

過「戊戌新文化運動」之說。這可啟發我們注

而略為「德先生」，對「Science」音譯的「賽因

意到新文化運動之由來有自。但是否可以由此

斯」之略為「賽先生」亦然），而日本對之也有

進而將近代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一分為三而互

其音譯並且也成為流行語，乃至後來有日本學

相銜接的戊戌階段、清末新政階段和民國初年

者將這個音譯詞與「大正」相組合，貼為大正

階段（民國初年階段細分為「小五四」之前與

時期的標簽。
新文化運動包含新文學運動。關於新文

革命前十年即清末新政時期的新文化現象遠

學運動的成果，一般認為主要是中國人所創

盛於戊戌維新時期，那麼「辛亥新文化運動」

作的包含新文化內容的文學作品，但不可忽視

之說似乎也不妨考慮。但龔書鐸先生還有一篇

的是新文學運動還包含著對歐美日本新文學

題為《辛亥文化革新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

作品大量翻譯的成果。魯迅全集中約一半內容

論文，所用關鍵詞是「辛亥文化革新」，而不是

就是翻譯作品，而且由於魯迅謙虛自認對英

「辛亥新文化運動」、而且此文也和上文一樣

文是漠不相識，他選譯外國文學作品多是通過

不是屬於以實證研究為主的略論。這也提示

日文。梁先生說到日本作家廚川白村和武者小

著所謂新文化運動三階段之說很值得商榷。

路篤實對魯迅有過影響，我想這種影響也表

９

之後兩階段）呢？尚可探討。如果考慮到辛亥

劉世龍、梁燕城：新文化運動與中日文化比較

文化運動」的年齡計算錯位的尷尬。

專題對話

及其所涉及的儒教等問題），但可啟發我們用

被中國人引進中國的新文化（特別是通過日本引進的），至少

我想還是應該首先回到上面我提到的「新文化

在戊戌維新時就是大批量的了。康有為的《日本書目志》一八九七

可討論（例如第二個特徵與第三個特徵的關係

年就已成書，分為十五門，有七千多種圖書，涵蓋了從自然科學到

對於新文化運動始於何時、終於何時的問題，
社會科學的廣博內容。

的政治制度及朝貢等政策體系。對這種歸納尚

文化中國

現為魯迅對兩人作品的翻譯。除了廚川白村的

且援引古書記載的事例舉證了中國歷史上吃人

《苦悶的象徵》外，魯迅還在一九二五年翻譯

肉的現象。在當時中日兩國出現的這些「吃人」

過他另一部評論集《出了象牙之塔》，其內容用

話語間有什麼互動呢？也是可以探討的問題。

新文化運動包含新文學運動。關於新文學運動的成果，一般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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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在譯後記中的話來說是揭露日本人的「缺

關於表述新文化內容的載體，在戊戌維

失」，「著者呵責他本國沒有獨創的文明，沒有

新時期雖然主要還不是白話文，但已經有《演

卓絕的人物，這是的確的」，但魯迅進而比較

義白話報》（該報主筆之一就是「小五四」中被

中日歷史，認為「中國倘不徹底地改革，運命

學生痛打的章宗祥）、《無錫白話報》等十幾家

總還是日本長久」。魯迅翻譯的第一部日本文

白話報刊的出現而肇其端，並且梁啟超的新文

學作品，是武者小路篤實的反戰劇本《一個青

體已非既有的文言文；到清末十年新政期間，

年的夢》，而且早在「小五四」後的一九一九年

白話報刊有二百五十多家；到「小五四」當年全

八月就開始動筆了，譯出後被《國民公報》《新

國的白話報刊達到四百多種，而且到了一九二

青年》等連載過。將之翻譯的理由是魯迅認

○年北京政府教育部進而下達訓令，限期將小

為「這劇本也很可以醫許多中國舊思想上的痼

學教科書改用白話文。可見清末以降的白話文

疾，因此也很有翻成中文的意義」。但究竟有什

運動確實是「小五四」後新文化運動不可或缺

麼意義呢？尚可研究。

的準備，以至於後來吳世昌在一九三五年評

梁先生提到的尼采思想也影響到魯迅，

論說白話文運動是新文化運動所取得的最大

這種影響並非只是以往相關研究所說的消極

成功。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民初的白話文運動中

的影響。魯迅生前甚至被認為是中國的尼采。

也有不可忽視的日本因素。日本明治時期有過

他早年在留學日本期間用新式文言文寫的《文

「言文一致」運動。我在日本時，讀到過明治初

化偏至論》，其中強調「立人」，直接引述了尼采

期《東京日日新聞》雜報欄的口語體文章。「言

的論斷，並肯認他是個人主義的「雄傑」。值得

文一致」這個日語新詞在清末就已出現在中國

注意的是他留日期間學過三年多的德文，那時

的報刊上，後來又出現在民國初期北京政府教

就能把德文版的東歐和北歐作家作品譯為中

育部的政策性文件中。現在中日兩國學術界對

文，乃至後來在「小五四」次年九月出版的《新

於湧入近代中國的明治時期日語新詞已有很多

潮》上刊出了他親筆漢譯的尼采《察拉圖斯忒

研究，去年還有對《新青年》中的日語借詞進

拉的序言》。他在「小五四」發生前幾個月發表

行專題研究的博士論文。我在相關研究中還閱

在《新青年》的文章中，援引過尼采這篇序言

讀過清末《直隸農話報》等報刊上對於日本的

裏關於「超人」的論述，來祈願「中國青年都只

自然科學圖書的翻譯，很多都已採用白話文，

是向上走」。魯迅自己寫的第一篇白話小說《狂

因為其日文原文就是「言文一致」的白話體，

人日記》在「小五四」前一年發表在《新青年》

翻譯起來不像嚴復以文言翻譯西學著作那樣

上（我不同意這是中國第一部現代白話文小說

難。這種將日文的「言文一致」的科學著述翻譯

的定說），就有尼采的價值重估思想的投射，

為中國白話文的努力，對於中國人用白話文進

雖說其「狂人」形象「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

行科學（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著述有示範作

（魯迅自評）。這篇小說中激烈抨擊了「四千年

用。說到這裏還應注意新文化運動中的大量譯

來時時吃人」的情形。有意思的是在「小五四」

述，從自然科學到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各方面

期間，日本的史學家桑原騭藏所寫「中國人食

都有。但這些譯述存在著散在性乃至碎片化現

人肉的習俗」一文被刊發在日本的綜合性雜

象。這些現象在「小五四」後的新文化運動中已

志《太陽》上。「小五四」之後四川的吳虞所撰

引起關注，受到批評，有論者就認為其要因在

《吃人與禮教》一文則刊發在一九一九年十一

於雜志太多，導致愛看雜志不願看書的風氣，

月的《新青年》雜志上，坦陳其文是由於讀了

故而主張提倡少辦雜志多出通俗小冊子，先普

《狂人日記》後「發生了許多感想」而寫的，並

及，後提高。

上面，將相關的日本的漢字新詞匯（「和製漢
語」）批量植入其著述中。這些新詞匯的批量
植入漢語，與批量引進歐美新文化（包含經日
本中轉者）和日本的新文化是互為表裏的。「小
貶斥過所謂新文化運動就是新名詞運動。但
反過來想想，如果連這些新名詞（包括胡適例
舉的已在當時中日兩國通用的奮鬥、博愛、自
決、勞動神聖、解放、改造、犧牲、自由戀愛、共
產主義、無政府主義等）也沒有，那麼新文化
如何能夠被承載而運動起來呢？

□：那時代中國受到西方現代化文明
的衝激，康有為較早思考過中國如何實現
現代化的問題，而提出變法維新，進而講
立憲思想。他同時反省中國文化在這新時
代的傳承，從儒家的春秋大義的系統來思
考，重「經世致用」和「微言大義」。用春秋
公羊學的微言大義，來托古改制，提出其
奇怪的三世進化論，至終達至大同之世。
但他個人的生活與傳統中國士大夫及腐敗
官僚是一樣的，他沒辦法成就對西方新文
化有真的理解。梁啟超則對新文化的理解
比較深入，他到過歐洲和香港等地，觀察
了西方是怎麼樣治國理政的。相比之下，
康有為還是一個在大皇帝體系裏面如何
包容西方的一些好處來看的，梁啟超則開
始知道西方取得成功的不同因素在哪裏，
而求創造轉化中國文化，從主張立憲而改
為支持共和。

戊戍維新、李提摩太與基督教
中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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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梁對現代文明的瞭解，關鍵人物
是那時候的傳教士李提摩太（T i m o t h y
R ich a r d），他在《萬國公報》上提出很多
變法思想，如光緒十年（一八八四年）寫
《富晉新規》，強調教育為富強之本，又
如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發表《新

劉世龍、梁燕城：新文化運動與中日文化比較

五四」後次年被尊為新文化運動領袖的胡適，

康有為還是一個在大皇帝體系裏面如何包容西方的一些好處來

別是他們在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方面的著述

看的，梁啟超則開始知道西方取得成功的不同因素在哪裏，而求創

期間學研從西方湧入日本的歐美新文化，特

造轉化中國文化，從主張立憲而改為支持共和。

大大有利於新文化運動領軍人物當年在日本

政策》一文，主張教民、養民、安民、新民
等 觀 點。一八 九○ 年駐北 京後，即廣 交
朝中有新思想的高官，主張變法維新，如
一八九○年見翁同龢，同年見李鴻章，兩人
已是舊交，因一八八○年李鴻章已在天津
邀他見面。一八九五年三次到南京見張之
洞，陳言改變自強之道。
一八九五至一八九六年，康有為建強
學會，推動維新，與李提摩太交往甚多，
梁啟超在同期成為李提摩太中文秘書，並
在其西學書目表中，認為最佳者為李氏之
《泰西新史攬要》及其編的《萬國公報》。
李提摩太發現宣教必須包括參與到
中國人的命運和苦難之中，並以其外國先
進知識來幫助中國富強。他說：「今日中
國之要事，莫亟於養民，養民之要事，莫
亟於新政。……必須羅致各國至明至正之
通才。以廣行各國已行已驗之良法，不及
二十載，中國之大富大強，蒸蒸日上」。這
一切純是基於對中國國情的考慮，而站在
中國民族利益的立場，提出改革的建議。
各方變法要人，均受到李提摩太的影
響，而且光緒皇帝也看過李提摩太的文
章，對西方文化有所介紹。而李提摩太的
精神和人格影響到維新派諸君子，他們考
慮介紹李提摩太成為光緒皇帝的老師，
教皇帝學英語。如果戊戌維新成功的話，
大概光緒皇帝會用康有為作為國師，來
理解西方文化。不過康有為他們失敗了，
李提摩太的努力也因此沒有成功幫助中
國改革和現代化，但起碼他盡了努力。最
後爭取創了山西大學堂，完成李提摩太的
心願。他在中國多年，認識到不只是要行
慈善做好事，關鍵是要辦教育，培育下一
代，使其理解現代文明，促進中國現代化。
一八九八年十二月，李提摩太寫信給香港
友人，表達他為維新運動失敗的沉痛：「關
於救中國的問題。我已盡了所能。不過滿
州摒棄光明，也不會邀請友善的外國人來
協助。……要救中國甚至全世界，不能依
靠軍事，卻要靠友誼。使中國與西方最優
秀的人，保持其和平與善意的美好工作，又
以善意為其目的，則富足定必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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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日本和中國同屬於漢字文化圈，這

文化中國
從現今的講法，李提摩太的努力是將基督教中國化。一般人少有

注意到，有些傳教士曾為了建造現代化的中國而努力，不一定是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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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得到好處，反而是為了使基督教貢獻中國的發展，使其中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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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現今的講法，李提摩太的努力是將
基督教中國化，使基督教對中國體制改革
作出貢獻。一般人少有注意到，有些傳教
士曾為了建造現代化的中國而努力，不一
定是為了西方得到好處，反而是為了使基
督教貢獻中國的發展，使其中國化。
再如對於鴉片在那個年代給中國帶
來的禍害，戴德生（James Taylor）發現鴉
片對中國民族的殘害甚為巨大，故全力
投身反鴉片運動。戴德生很少談政治，但
他卻在英國傳教大會上，要求英國政府停
止賣鴉片。又在其《中國億萬人》（China’s
Millions）刊物中，刊登在中國所見人民吸
鴉片的禍害。英國教會紛紛支持，成為社
會運動。
一八七六年內地會開設兩間戒 煙，
一九○五年增至一百零一間，為差會之冠。
一九○○年已幫助了三十四萬人戒除煙
癮。且一些官員因得了戒煙幫助，支持推
廣這工作。還有些傳教士批判英國不道
德，一八七七年楊格非（Griffith John）在
上海的傳教會議中發言：「這是我們國家
（英國）的一個可怕污點」。丹拿牧師（F.
St or r s T u r ner）更寫一書，指「英國在這
事上是確確切切的有罪……鴉片貿易已
經把我們帶到可恥又危險的位置」。他辭
去傳教士工作，回英國推動反鴉片運動。
一八七九年匯合反鴉片的十五位國會議員
成立反鴉片會，引起政府和商人反對傳教
士來華。如德貞（H.J. Beattie）一八七六年
回英建立反鴉片會，游說英國政府不要再
賣鴉片了，因為這是很不道德。英國眾教
會及返國傳教士的反鴉片運動，一八九○
年在英成立了十個反鴉分會，他們收集了
十九萬二千多個簽名，大力游說議會，又
出版刊物。一九○六年戴得道（T he o do r e
Taylor）議員動議：「鴉片貿易違反道德」，
得一致通過，之後迫英政府停止賣鴉片。
一九一一年五月英與中國簽協議停止進口
鴉片，一九一三年命令印度全面停售鴉片
給中國。這是對中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但一般人對這歷史不大注意。

博愛、平等與犧牲精神
對於近代中國吸收西學，幫助中國擺
脫西方帝國主義，也有西方的正義之士作
過努力。對於新文化進入中國有過重要貢
獻的外國人，我們一般沒有注意那麼多，
其實很值得我們研究這段歷史。他們帶來
西方精神文明的關鍵，就是博愛關懷、人
人平等的思想。
五四時馬克思主義傳來中國，更明顯
追求平等，弱勢的工人與農民受到重視，
建立草根大眾的平等尊嚴，這也是西方帶
來對中國文化的衝擊與提升。中國古代實
在沒有人人平等的思想，皇帝高高在上，官
員也有等級，平民只是蟻民。中國到現在，
如何吸收這種平等的精神是很重要的。
從早期西方正義之士到馬克思主義
革命，帶來另一西方精神文明，就是無條
件的犧牲，與無條件的愛。無條件的犧牲
在歷史上是基督上十字架的精神，在中國
近代就體現在革命的志士身上。因為人人
平等，對他人的愛就必是無條件的。這種
西方的精神文化是需要我們吸收的，能夠
給中國帶來一個新的文化。在吸收新文化
的時候，需要吸收高層次的東西。不只是
它表面的器物、科技、世俗玩樂、政治文化
或個人中心主義，卻是平等、仁愛與犧牲
精神。我覺得對於新文化運動，到現在還
需要思考更深層次的人格修養等問題。

日本現代化後精緻化缺氣魄
雖然日本的文化有矛盾與扭曲的一
面，但現代化後的日本 文化 還是很精緻
的。無論你怎麼看不起「小日本」，無論日
本過去怎麼侵略中國，怎麼殘暴，但是你
現在到日本，看到他們的文化表現還是有
一種細緻整潔及秩序井然的味道。今年的
世界杯足球賽，日本隊打完後，離開賽場
前行禮，儘管是打敗了。這些就是文化的
某種氣質，日本人的禮可能是虛偽的，其
政治可能是貪婪兇狠的，但他們很重視處
理好自身，形成舒適與美感。日本很成功
地實現了現代化，但保留他們的東方文化

房子外面有神社，房子裏面有佛龕；還看到日
本人過新年（「正月」）去神社祈求平安的場
景，參加過不是基督教徒但也在教堂舉行的
婚禮，注意到日本人的葬禮一般都在佛教的寺
梁先生說到日本文化的超越性不夠的問
題，我感到在中國文化裏也存在。儒家是提倡
入世的。佛教是提倡出世的。佛教講有四個層
次，芸芸眾生「無覺」，阿羅漢「自覺」，菩薩「覺
他」，佛「覺行圓滿」。對此，我向一些信奉佛
教的朋友提出過「為什麼阿羅漢中沒有女的？」
等問題。即使是觀音，本來是男身，傳入中國
後由「他」變成了「她」，被女性化了。基督教尊
崇聖母瑪利亞，她體現母性，體現愛，她的地
位就很高，以至於成為女性主義的來源之一。
我沒有成為任何一個宗教的信徒，但我在日本
留學時與信奉宗教的各種人交往，感到在各
種宗教中，基督教最有超越性。但是近代中國

■：梁先生看得很遠，站得很高，有助於

對於基督教多有排拒。從十九世紀後期的反洋

思考什麼是中國文化，日本文化，或者說東亞

教運動到義和團運動，特別是再到「小五四」

文化乃至於日本人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說得

之後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非基督教運動值得

較多的東亞文明。由於日本當時相繼成為第二

注意。國共兩黨，還有新文化運動的重要人物

個資本主義經濟大國和全球第二經濟大國，

陳獨秀、李大釗、周作人和吳虞等，都積極參

於是更多地說「日本文明」而不是說「日本文

加和引領了非基督教運動。四川大學教授楊天

化」，如梅棹忠夫等學者。由此可以思考是從

宏著有《基督教與民國知識份子：一九二二至

文明的角度看問題呢，還是從文化的角度看問

一九二七年中國非基督教運動研究》一書，做

題。「文化」與「文明」是有所區別的概念。相較

了深入的探討。到了蔣介石一九二七年十二月

而言，「文化」可以被放得很低，比如說認字不

和基督教牧師宋耀如的女兒宋美齡按基督教

多，被說成是沒什麼文化。「文明」則範圍和格

儀式結婚後，才影響到國民黨對基督教有了態

局更大，被放得更高。有學者認為「文化」有獨

度轉變。蔣介石本人一九三○年還受洗成為基

特性，而「文明」有普世性。

督徒。二○○八年我到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
究所查閱對日抗戰時期的《蔣介石日記》，感

越性的關係。這讓我想起在日本留學時注意到

受到他對基督教確實是有信仰的，並且成為他

的一個現象，就是我與日本佛教界和基督教

堅持抗戰「苦撐待變」的精神力量支撐。基督

界人士有所交往，感到基督教人士的關注面更

教的超越性，還有講誠信、講人格等方面，也

廣。但是現在日本信奉基督教的人不到兩百

是中國所需要的。就我個人在中國的宗教場所

萬，而信奉佛教的人在日本一億兩千多萬總人

體驗來看，我在基督教教堂裡沒有看到過像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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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先生說到西方精神文明與基督教的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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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舉行。

當代日本文化是少了一點天下大和諧的理想，沒有氣魄與視

佛教的人很多。我在日本留學時就看到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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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因為很多人是雙重信仰，既信神道教也信

野，跟著美國走，缺乏一種超越精神及宇宙真理觀。日本學西方只

教人口總數比肉身存在的人口總數多出好幾千

吸收了表面，未掌握其超越世間的宇宙視域，正如日本吸收中國文

從高遠角度看文化

口中占了百分之八十多。有意思的是日本的信
化，卻未掌握仁愛精神。

的精神，維持他們的禮，維持日本文化的
精緻性。外人到日本會感到很有魅力。日
本的電影和電視文化產品有一定的魅力，
具有獨特的東方文化的色彩。日本文化中
的鬼怪故事很多。鬼怪妖魔是好的鬼怪妖
魔。給孩子看的動漫，很多都是來自妖魔
故事。妖魔變得很可愛。最近有一部電影
叫《鐮倉物語》，我看後感到是一部挺有
深度的電影，描寫妖怪和人的單純，而且
到了地府陰間，如果人的心很美，他所見
的陰間就像天堂一樣美。這些都很有味
道。還有黑澤明導演的電影，如《羅生門》
等，所表達的也是很有深度。在他那個年
代，亞洲還沒有像他那樣有深度的導演。
他拍的武士電影不只是武士打鬥，而且有
文化的精緻和深度反省。但是當代日本文
化是少了一點天下大和諧的理想，沒有氣
魄與視野，跟著美國走，缺乏一種超越精
神及宇宙真理觀。日本學西方只吸收了表
面，未掌握其超越世間的宇宙視域，正如
日本吸收中國文化，卻未掌握仁愛精神。

較貴的宗教信物的情形。
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中出現過的語言暴力，如要打倒什麼

等，這樣的年代應該過去了。現在是需要學習重建的年代，需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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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創造性的轉化，走出一種能夠面對後現代西方的中國文化之路。

文化中國

些寺院和道觀裡那樣積極勸誘遊客購買價格

中國當前文化須大氣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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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至今應先尋回儒家的仁愛與
道家的虛靜，吸納基督教的宇宙大愛視
域，體會宇宙性的慈悲仁愛，才會讓人明
白為了愛而願意犧牲自己。這是中國人在
文化上所需建立之大者。小的方面，可吸
收日本的精緻化，講禮貌和誠信、不要隨
時鬥爭打架等。中國的文化經過大破壞，
常常發生很低層次的不良現象，到現在這
一代都缺乏文化和精神。連知識份子讀了
很多書之後，理論懂很多，一到現實就不
行了，沒有把偉大的精神放到自己的心裏。
這也是我對當代中國感到比較悲哀的地
方。
我二十多年來回到中國很多次，就是
為了把中國文化的偉大精神帶回祖國。我
從九十年代起回中國去，不少中國人連自
己的文化都不是很懂，感到需要重新教育
下一代懂得欣賞和承傳中國文化，也能吸
收西方文化的精華以壯大自己。若能吸納
無條件的愛和犧牲，還有從古希臘來的理
性，中國文化經創造轉化，就可成全球性
的文化價值。至今中國的仁愛精神，可以
說還沒有落到地。當然在建國方面做了很
多努力，所以國家富強。還有實踐社會公
平廉潔的政策，也逐步成功。但是超越性
的思維還是缺乏的，精緻化的思維還是不
夠。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中出現過的語
言暴力，如要打倒什麼等，這樣的年代應
該過去了。現在是需要學習重建的年代，
需要進行創造性的轉化，走出一種能夠面
對後現代西方的中國文化之路。
後現代西方是要摧毀普遍價值的。現
在的西方文化也是很可怕的。我在西方這
麼多年，發現西方也在摧毀自己最好的東
西，它也是在進行一個「文化大革命」。不
過它通過民主的方法來達到一步一步地
摧毀人類應該有的共同價值。每一個體幹
什麼都可以，變成這樣一種文化。所以我

們不能去走現在的西方文化之路。在一個
人幹什麼都可以的這種文化的衝擊下，中
國怎麼走出每個人都很重要，但須有個人
與個人之間的感通和諧，而不是我要什麼
就什麼這樣的放縱性自由。和諧是由整體
關係的互相感通，才能產生後現代的中國
文化。
A dialogue of New Culture
Movement and Modern Chinese and
Japanese
Lui Shilong (Sichuan University)
Dr. Thomas In-Sing Leung (Chiefin-Editor Cultural China)
Abstract:This dialogue is a discussion
bet we e n D r. T homa s I n- Si ng L eu ng,
editor-in-chief of Cultural China and Prof.
Liu Shilong of Sichuan University. Both
scholars have explored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rn China and Japan. It involves major
changes 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two countries and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In the past,
Japan respected Chinese culture very much.
However, after the modern times, Japan’s
attitude towards China is very complicated
and conflicted. This leads to Fukuzawa’s
proposal of Datsu-A Ron, which advocates
imitating the Western-style methods to
conquer China and Joseon. Such complexity
is also present in the Japanese culture.
In Japan, samurais need to be absolutely
loyal to their master, even if it means
sacrificing their lives. The samurai’s code,
called the Bushido, is very violent and have
little love and mercy. This is very different
from Confucianism. The modern conflict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demonstrate the
differences in their cultures.
Key words: New Culture Movement,
Modern History,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Bushido, Confucianism

本期特輯

本 期 特 輯 中國文化的民族精神與包容性

內外融合知行合一
──心性主體與中華民族精神
■ 單江東

確定性的和精緻性的必然規律，而是體現

源於人心，因而具有自然的認知能力和公平的

在每個個體生命實踐中的主體性的、靈動

倫理品質；通過「盡心知性以至於命」，塑造出

的和充滿生命活力的自由意志。康德根據

中華民族精神的倫理特性。孟子通過「知言」

基督教「三位一體」的思維定勢，將自由意

與「養浩然之氣」鑄就了中華民族的「大丈夫」

志、靈魂不滅與上帝存在視為一個理性的

民族秉性，成為中華民族在歷次政治大災變中

概念體系，而中國思想和文化學者特別是

浴火重生的不竭精神動力。由於「心性」不同於

儒家學者只用一個心性信念就完整地表現

「反思的思想」和「愛智慧」的「邏各斯」式的

出了西方文化所賴以推演的宇宙論體系：

價值中立，所以體現在中華民族精神中是「性

人心與天命。因此說，西方文化如果沒有

善論」的社會哲學，能以「與人為善」和「推己

上帝—這一絕對概念演繹的宇宙觀，則其

及人」的社會倫理凝聚成中華民族的文化「向

人生觀和民族觀都將失去「邏輯起點」，

心力」，無論是以「大丈夫」還是以「風流名士」

而中華民族文化則以人的「心性」為生命

的形式展現在不同的歷史舞台上，其穩固的精

信念，將宇宙觀、人生觀和價值觀融入其

神特性都保持著「良知良能」的「赤子之心」

中，所以說儒家信仰「人者，天地之心也，

和為心相知的生命本性。如果希臘民族精神是

五行之端也」[1][P1]，並能以心性譜系建構

「愛智慧」的哲學，那麼中華民族精神就是自

成中華民族延綿不絕的生命共同體；以

然而公平的「心性」；西方民族遵循「我思故我

「心性」主體表達內外圓融、知行合一的

在」的客觀規律，而中華民族則以個體的「吾

民族精神。

心」「相印」成為「宇宙之心」，凝聚為「天下為

一、心性的認知與倫理特徵

公」的生命共同體意識。

與西方「一本書的民族（t he n at io n

關鍵詞：心性，大丈夫，名士風流，生命共

of one book）」所表達的「神人二分」的民

同體

族精神不同，中國人的民族精神通常被描
述為「天人合一」，這樣的描述有時也被

(Aristotelian discipline）和黑格爾的「精神

以「超越而外在」和「超越而內在」加以區

現象」（spiritual phenomenon）不同，中華

分。

民族精神的核心是「心性」，其表現形式是

不過，照中國人傳統的說法，在「天人

一種由內而外的、蓬勃展開的生命歷程，

合一」的精神框架中，還是以人的內在「心

即：其本質不是一套客觀的學科概念或理

性」為主，亦如西方人之外求於「神」，「道

性概念，而是體驗一種個體主觀生命的信

成肉身」止於耶穌一體，並不能表現每個

１５

與 亞 里 士 多 德 的「 學 科 體 系 」

與西方「一本書的民族」所表達的「神人二分」的民族精神不

智慧不一樣，中國儒家特別是孟子認為認識起

同，中國人的民族精神通常被描述為「天人合一」，這樣的描述有

念，不是借助「邏各斯」推演的客觀性的、

時也被以「超越而外在」和「超越而內在」加以區分。

要：與希臘哲學家的認識論起源於

摘

單江東：內外融合知行合一

柏林自由大學

文化中國

主體的人，所以基督教文化所培育的民族

「養浩然之氣」。

１６

從孟子「心性」的認知與倫理特徵的角度來看，魏晉時期的
「名士風流」也頗能體現孟子以「知言」和「養氣」所表達的生命
體驗，這是中華民族精神表達主體性和創新性的另一個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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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與其所謂「普世價值」總是難得自圓

孟子認為自己的生命體驗就是心性的

其說，而在中華民族精神之中，「天」作為

這兩種性質，朱熹在《四書集注》中，對孟

一種人的思想能力和倫理價值取向卻蘊藏

子心性的解釋有「佛性論」的影響，偏重

於每個主體的人心中，成為心的兩種普遍

講其概念的思辨特徵，淡化或者忽視了孟

性質，為中華民族成員所普遍認同，所以

子心性的倫理特性。馮友蘭先生在建構當

又可以用「天良（良心）」和「心性（盡心知

代「新理學」體系時，亦專門借用孟子的

性）」來表述。由於思想能力和倫理價值取

「知言」寫成了《新知言》一書，以為「新

向這兩種性質統一於人的生命之中，中國

理學」體系的「知識論」，但仍然與孟子的

用語中也會用「喪盡天良」和「喪心病狂」

「心性」精神存在學理上生疏，仿佛是用

這樣的否定性方面昭示人的本性。

「負的方法」從方法論或知識論方面隔離

在孟子的思想中，人的本性在這兩方

了孟子「知言」所蘊含的倫理特性。筆者之

面的統一就叫「性善論」，由於「性」的構

所以有這樣的感覺，是因為讀到了黃宗羲

字是「心」與「生」的意義結合，故而「性

在《孟子師說》中的判斷，認為他對孟子

善論」實際上就是用心去體會的生命的意

「知言」的四項具體內涵的分析比較貼切

義，而不是西方知識論所界定的人的生命

地闡明了「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

僅僅是一種生物學上的事實或神學上一

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所蘊含的

種上帝所造的信仰。所以，從知識發生學

倫理特徵：「孟子之詖、淫、邪、遁，指一時

的意義講，西方人基於「頭腦」的「反思」

立言之 輩，破 其學術。『詖辭』，危險之

對象是一個客觀的事實世界，而中國人基

辭，如『雞 三足』，『卵有毛』，『白馬非

於「心性」的「體會」對象就是一個主觀的

馬』之類，是蔽於名實者也。『淫辭』，泛濫

意義世界；西方文明中可以根據事實世界

援引終日，言成文典，及細察之，則倜然無

中的規律將「頭腦」置換成「人工智能」，

所歸宿，陷辭如入於坎阱，無有實地也。

以取代頭腦的「自然智能」，但是，在中華

『邪辭』，邪僻之辭，如捭闔飛鉗，離遠於

文明中「假心假意」或「虛情假意」自然會

正道。『遁辭』，炙輠無窮，不主一說，人見

被斥責為「小人」或「假人」，因為這樣「做

其不窮，不知其尚口乃窮也。詖則公孫龍

人」是違反人心和天性的，且中國人在用

之家，淫則談天衍之家，邪則鬼穀之家，遁

詞「心意」、「情意」這樣的單詞時，其字體

則淳於髡之家，皆是當時之人也」 [3]。可

結構中都蘊涵有個體的「心」形，不是豎心

見，孟子的「知言」完全是針對當時在社會

旁就是立基以心。

上比較有影響的其他流派的思想家觀點

對於心性的認知和倫理特性的記述，

的政治批判，是蘊含明確價值評判的政治

在回答學生的提問「敢問夫子惡乎長」

倫理思想，而非僅僅是就人的認知能力的

時，孟子的回答是「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

語言表達。

之氣」 。「知言」就是通過「言語」所表
[2]

達的知識，不過這些知識與西方人所謂
「語言是表達思想的工具」不同，它本身

二、作為生命體驗的「名士風
流」

都蘊含著人的生命活動中的體驗，是見諸

從孟子「心性」的認知與倫理特徵的

於生命活動的主觀意志；在孟子當時的環

角度來看，魏晉時期的「名士風流」也頗能

境下是對其他主觀意志或思想流派的價值

體現孟子以「知言」和「養氣」所表達的生

評論；而通過這樣的價值評論自然也表達

命體驗，這是中華民族精神表達主體性和

出了評論者自己的心性，這就是孟子講的

創新性的另一個側面。孟子所生活的「戰

故孔子批評為「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

風貌，而《世說新語》則是表達人生消沉、

仁如樂何？」 因此，我們不妨說，孟子的

亂世苟且時的精神風貌，後人讀《論語》和

「知言」和「養氣」都是應對當時的政治

《世說新語》感受是不一樣的：前者多體

觀點和社會情勢所表達的人生態度；孟子

驗為自我砥礪的社會責任倫理，而後者則

的「大丈夫」應對的也自然都是社會人生

頗感玄遠神秘、自我消遣。

[4]

不能屈」 。那種自由意志的人生觀和社

於概念化的思維定勢而抽象出社會現象的

會評判的政治哲學，即對世俗權力的道德

精神本質，但卻沒有作進一步的發揮，沒

意識約束，而不是蘇格拉底式的「我知我

有解釋造成《論語》的「君子弘道」和《世

無知」和亞里士多德式的「反思的思想」。

說新語》的「名士風流」這兩種精神現象

但是，到了文晉南北朝時代，中國的士大

差異性的社會和政治原因。這方面，歷史

夫表現的生活態度似乎有了很大的轉變，

學家倒是給出了造成民族精神風貌差異性

「大丈夫」那種精神勁頭一下蛻變成為「名

的合理解釋:即所謂「屬魏晉之際，天下多

士風流」，「知言」「養氣」因之而表現為

故，名士少有全者」[7]。也就是說，一個民

「清談」「風流」，給人一種假像，使人產

族的精神風貌實際上是反映出那個時代

生一種疑惑：中華民族在「軸心文明」時代

的社會和政治環境。這種情況在文學體裁

養成的「心性」品格在亂世發生「質變」了

的表現形式上也是相同的，即所謂「文變

嗎？精神似乎至此而突變為「頹廢」了嗎？

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8]。魏晉值社會

當然，我們知道名士風流常見的表現

動蕩，戰亂頻仍，士大夫面臨的政治風險

形式是「品評人物」的「清談」，然而，其實

本起於那些特立獨行的儒士或思想名流

質並沒有脫離「議論時局」的「王道」，仍

對漢末以降的政治黑暗的抨擊和嘲諷；他

然是中國傳統的士大夫那種傳統的「公論

們往往直抒胸臆、批評時局，因此而遭到

天下是非」的政治活動，表現的仍然是那

當權者的忌恨，動輒有殺身之禍，如孔融、

個時代的精神風貌，自然也還蘊涵支配那

禰衡都被權臣曹操所謀害。社會動蕩延續

種士大夫議論時局的政治倫理。對於此社

至魏晉，那些批評時局的士大夫或文人則

會動蕩時代的民族精神風貌，本文倒是特

面臨更大的生命之虞，作為反面教訓，其

別推崇馮友蘭先生以「人生境界論」來概

他名士只能表現為「超然物外」的「風流倜

括具有中華民族特色的「精神現象學」，

儻」，以免步孔融、禰衡的後塵。所以，「竹

認為他也是從「形式」與「內容」辯證統一

林七賢」好像都是喜好喝酒、清談超玄之

的角度來思考「晉人風流」的。他曾說：

事。所以，歷史記載表明，值司馬氏專權之

「在舊日典籍中，善於記述人的氣象者有

際，七賢中除嵇康被當局謀殺之外，其他

兩部書。一部是《論語》，一部是《世說新

六人都還算在亂世中苟全了性命，其生活

語》。《論語》記述孔子一個人的氣象，其

態度頗得後人佳評。所以，反映晉人風流的

氣象是所謂君子的氣象。《世說新語》記

《世說新語》幾乎被視為中國人亂世或逆

述魏晉時代一時代底人的氣象，其氣象多

境中「苦中作樂」的生活教科書，也可以說

是所謂名士英雄的氣象」。「什麼都有假

是中華民族精神中「寵辱不驚」、應對政治

底。有假君子，亦有假名士、假英雄。假君

風險「游刃有餘」的一種「風流」品格吧。

子不是君子，是鄉願。假名士不是名士，是
無行文 人。假 英 雄 不是英 雄，是流 氓 無
賴」[6]。這就是說，《論語》這部書多是表

三、公心與民族生命
關於政權的存廢，管子書中曾有這樣

１７

當然，因為馮先生是哲學家，他會出

[5]

單江東：內外融合知行合一

問題，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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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人生進取、世事可期清明時的民族精神
反映晉人風流的《世說新語》幾乎被視為中國人亂世或逆境中
「苦中作樂」的生活教科書，也可以說是中華民族精神中「寵辱不
驚」、應對政治風險「游刃有餘」的一種「風流」品格吧。

國時代」值「禮壞樂崩」而「天下大亂」，

文化中國

的總括：「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

民族仍然在炎黃英雄祖先開拓的土地上

廢，在逆民心」 。我理解他這裏的「民

繁衍生息，其文化也在兼容創新中賡續延

心」也是一種特殊的民族精神。因此，這個

綿，歷久而彌新。

[9]

中華民族因為有一種「心性」文化，固能保持恆古恆新的傳統

１８

和民族自性，即便遷移到海外，也仍然會聚居在「唐人街」，仿佛

「離散」從未在根本上困擾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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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也適合於解釋一個民族生命的興衰：

相對而言，與中華民族在社會動蕩和

民心聚則民族興；民心散在民族衰。這裏

政治災變中的延綿發展可作比較的是猶

的「民心」當然也可以理解為儒家政治倫

太民族；他們也經歷了兩千多年的「大離

理所表達的「政制公心（c o n s t it u t io n a l

散（d i a sp o r a），直到一九四八年重建「以

excel lence）」，這種解釋也可以類比於亞

色列國家」之後，猶太人這個民族才從世

里士多德在解釋古代希臘各政體的「政制

界各地陸續「返回」巴勒斯坦地區，完成

目的論（constitutional teleology）」：即，為

了政治上的「復國主義」使命。而世界上

「一個貴人」牟利的政體是君主制；為「少

在遠古時代就流散的其他古老民族，幾

數富人」牟利的政體是「貴族制」；為「多

乎都沒有能夠重建國家的成功經驗，如吉

數窮人」牟利的政體是「民主制」，而古代

卜賽人，他們遠古時代從北印度流散到波

希臘民族生命最終是借助「民主制」而得

斯、歐洲、美洲，甚至大洋洲，兩千多年之

到延續的，其民族精神自然應該視為代表

後，既沒有吉卜賽人的「復國主義」，甚至

「多數公民」的「自由」，相對而言，代表

連這個民族的「自性（identity）」都處在不

「君主制」的民族精神就是「崇高」，代表

斷的「消解」狀態之中，在英國他們被稱為

「貴族制」的就是「正義」，這三種政制精

「吉卜賽人」（Gypsies,讀音近似Egyptian，

神在西方歷史上分別體現為「開明君主制

英國人誤以為他們來自古埃及），在法國

（kingship）」，「公正貴族制(aristocracy)」

則被稱為「波希米亞人」，在西班牙為能

和「民主共和制(politeia)」。類比亞氏的觀

跳舞的「弗拉明戈人」，在俄羅斯則為小

點，我們可以說，中華民族數千年堅毅團

說中常描述的「茨岡人」，希臘人稱他們

結的存續，也體現了一種儒家精神所主導

為「阿金加諾人」，伊朗人則稱之為「羅

的「天下為公」的政治目的論，其精神品格

裏人」，斯裏蘭卡人稱他們為「艾昆塔卡

是「孔仁孟義」，用中國政治倫理的術語

人」，而吉卜賽人自己則稱為「羅姆人」，

講是「天意代表民心」和「得民心者得天

在吉卜賽語中羅姆是「男人」之意；因此，

下」。對這種發自於每個人平等之心的政

他們也把非吉卜賽人稱為「加傑人」，即

治目的論，孟子以「盡心，知性，以至於命」

「外人之意」。

作了精闢的總括，因之而進入每個人中國
人的民族生命體驗之中。

在這三個具有典型性的古老民族中，
中華民族因為有一種「心性」文化，固能保

從儒家話語中所記述的民族精神傳

持恆古恆新的傳統和民族自性，即便遷移

統來看，中國經歷了數次空前慘烈的社會

到海外，也仍然會聚居在「唐人街（ch i n a

動蕩和政治災變：如東周的「春秋」「戰

t ow n）」，仿佛「離散」從未在根本上困擾

國」時期，漢末魏晉之際，唐末之亂，宋金

他們；猶太民族形式上「離散」了兩千多

戰禍，蒙元的征服，滿清入主中華以及日

年，但是還能在近代「復國」，因為其「祖

寇的侵犯，這些都不同時代和不同程度的

國」一直被攜帶在「衣服口袋」之中（猶太

「禮壞樂崩」和「天下大亂」。不過，像這

教的「舊約」作為一種精神凝聚力一直伴

樣大規模和高強度的社會動蕩和政治變

隨著猶太人）；而吉普賽人則沒有這樣層

故，要是換成其他民族結局可能就大不相

次的、具有精神凝聚作用的文化；他們多

同：不是被滅絕就是離散遷移他方。可是，

是靠著巫術、雜耍、演唱、行竊和乞討等

經歷了這麼多次動蕩和災變之後，中華

一些技術粗糙和苟且生存的倫理維繫其

們向上帝乞求一道怎樣生活的神諭。聖喬

政權自身的命運則短命不續，其崩塌之速

治見到上帝時果真把吉卜賽人的請求告知

亦為空前絕後。但是，這卻不能成為贊揚

上帝，於是，上帝回答說：「吉卜賽人從來

封建制而否定郡縣制的理論根據。柳宗元

不打攪我，就讓他們按照自己的律法生活

分析說，夏商周的封建制之所以長，只是

吧！」這是委婉地暗示，他們並不能得到上

一種假像，因為其「天下為家」的「自私」

帝的「神佑」，沒有「神聖救贖」的指望。

政治倫理必然得不到社會公眾的支持，其

而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吉卜賽人就是《巴

政權之所以長期維繫，是將整個民族用政

黎聖母院》中的美麗善良而被人侮辱的艾

權暴力強行集中在一起而已，勢必不能長

絲梅拉達，《葉塞尼婭》中能歌善舞且聰

久，即所謂「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

明勇敢的葉塞尼婭，《卡門》中為追求愛

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

情而犧牲性命的卡門；當然，她們都是文

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

藝作品中令人傷感的吉卜賽人，也能喚起

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

讀者或觀眾的人性靈感。但是，與猶太文

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10]。也就是說，秦

化相比，吉卜賽人中鮮有猶太人中那種啟

朝的郡縣制是「天下為公」的，其制度與政

示正義、勇敢、智慧和堅韌的政治和思想

治倫理相匹配，故能持久。所以，秦政制要

巨擘以及凝聚族群的超越性精神品格，

分兩層看：從政治的動機看，秦朝政權是

如《聖經·舊約》的「摩西律法」所體現的

「自私」的，當然會引起「天下叛秦」的結

「精神向心力（solidarity in ethnicism）」，

局；而從政治制度—郡縣制看，秦朝政權

也見不到體現在中華民族精神中的「仁者

的倫理又是「天下為公」的，故能「漢承秦

愛人」和「推己及人」的族群倫理。

制」，並能使此制度在之後五、六次大規模

但是，在民族文化的精神凝聚力方

的社會動蕩和政治災變中保持中國政體

面，中國人的生命經驗既不同於吉卜賽人，

的延續性和民族的統一，情勢一如王夫之

也有別於猶太人。與吉卜賽人的民族生命

所總結的：「兩端爭勝，而徒為無益之論

不同之處在於，中國人存在一個以儒家信

者，辨封建者是也。郡縣之制，垂二千年而

念為主體的「內聖外王」精神譜系；而與

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勢之所趨，

猶太人相比又多了一個穩定的、連續性的

豈非理而能然哉？」 [11]能夠解釋封建制度

「天下」制度體系，先後分為「分封建侯」

和郡縣制度利弊、長短的道理，而不是沉

制度和「郡縣」制度。然而，在這兩個制度

迷於其歷史現象的詭辯，全在於其「天下

中，真正能夠維繫中華民族穩定延綿不絕

之大公」的政治倫理，這就是建立在儒家

的則是「郡縣」制度，因為只有這個制度是

心性論之上的「孔仁孟義」。對此，王夫之

與「天下為公」的倫理相匹配的。

十分感嘆：「嗚呼！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罷侯
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

不到制度與倫理相背離或相匹配的本質，

之不測，有如是夫！」 [12]這種「神意」的安

往往會做出一些 錯誤的判斷，即柳宗元

排，對於中華民族來說，就是儒家立於「心

《封建論》中列舉的「或者曰：夏商周漢封

性」之上的「人心向背」和「王道仁政」的

建而 延，秦 郡邑而促，尤 非所 謂 知 理者

政治倫理。

也」。表面上看，實行封建制的夏商周國祚
都很長，而實行郡縣制的秦朝則十六年短

四、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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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中國歷史的這種現象，許多人看

單江東：內外融合知行合一

一，其功績空前絕後；而大秦統一的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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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賽人，後者請求聖喬治見到上帝後替他

與猶太文化相比，吉卜賽人中鮮有猶太人中那種啟示正義、

矛盾現象：完成春秋戰國天下大亂的統

勇敢、智慧和堅韌的政治和思想巨擘以及凝聚族群的超越性精神品

耶路撒冷朝拜上帝的路上，碰到了幾個吉

格」，也見不到體現在中華民族精神中的「仁者愛人」和「推己及

命而亡，成為中華民族歷史上一個突出的
人」的族群倫理。

存在。基督教世界有一個傳說：聖喬治去

生命經歷來看，它們各自有一種特殊的精
神品格，猶太人是以啟示上帝神意的「摩
能夠解釋封建制度和郡縣制度利弊、長短的道理，而不是沉迷

於其歷史現象的詭辯，全在於其「天下之大公」的政治倫理，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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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建立在儒家心性論之上的「孔仁孟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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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猶太人、希臘人和吉卜賽人的民族

西律法」為特徵，區別出「上帝的選民」和
其他遭神罰的「異教徒」的不同命運，希
臘人特別是雅典人則表現為「哲人王」的
智慧，但是這種政治倫理最終演變為「民
主政體」所代表的「自由」精神，其本質等
於一種「公民身份」，以區別於「君王制」下
高貴而稀有的「血統」和「貴族制」下豪門
巨族所擁有的「財富」，所以希臘人的民
族精神與其說是「哲人的智慧」，還毋寧說
是「公民的自由」；吉卜賽人的民族精神則
顯得散漫而原始，是所謂「今天我們大吃
大喝，明天我們忍饑挨餓，後天我們又飽
餐一頓」。相比之下，中國民族精神的品格
是既有個體自主創新又有共同體的包容平
等，這就是孟子思想裏的「心之官則思，思
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
[13]

和陸九淵所講的「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

理，心即理也，……所貴乎學者，為欲窮此
理，盡此心也」 [14]。儒學講究將「心、理、
事、命」貫穿一體，以「內聖外王之道」彰顯
「天下為公」的政治倫理，以「郡縣」制度
的穩定秩序，使其垂之久遠，所以，中國人
只要有「心」，就有「盡心知性以至於命」
的民族精神，就會「心安理得」地維繫「天
下大同」的社會制度，使得民族命運能在
各種艱難困苦的環境和風險中經歷住考
驗，順應人類文明的趨勢而發展。
[1]

《禮記·禮運》。
[2]
《孟子·公孫醜上》。
[3]
《黃宗羲全集》第一卷(浙江古籍出版
社，二○○○年)，頁六四。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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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八佾》。
[5]
《孟子·滕文公下》。
[6]
《蔡元培自寫年譜》跋，馮友蘭《三松
堂全集》第十四卷(河南人民出版社，二
○○○年)，頁二○五。
[7]

《晉書·阮籍傳》。
[8]
《文心雕龍·時序》（王志彬譯注）(中

華書局，二○一二年)，頁五一一。
[9]

《管子·牧民》。
柳宗元：《封建論》。
[11]
王夫之：《讀通鑒論》卷一。
[12]
同上。
[13]
《孟子·告子上》。
[14]
《書·與李宰》《陸九淵集》卷十一。
[10]

Heart-Nature Entity and Chinese
National Spirit
Shan Jiangdong(Freie University
Berlin)
Abstract: Chinese Conf ucians,
Me n c i u s i n p a r t ic u l a r, j u s t i f y t h e i r
epistemology in humanistic heart, which
is thought of with the peculiar attributes in
intuitional intelligence and ethical faculties.
In the catchphrase of “exerting one’s heart
to its utmost in comprehending universal
nat u re and hence the human destiny,”
Mencius contributed his heart-nature theory
in constructing Chinese national spirit with
ethical traits. By way of “comprehending
words” and “fostering immense spirits”,
Mencius put for ward the ter m “Grand
Husband” in elaborating the moral nobility
of Chinese nationality, which had been
developed into the spirit ual dy namics
in having sustained Chinese nation in
her several grave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calamities. If the Wester n mentality is
expressed as “I think, therefore I am”, then
the Chinese mentality can be paralleled
as “I feel with my heart, therefore I beat
the same pace with cosmos”, since the
cosmopolitan heart is identical with ethical
mentality of human beings proposed by
Confucians.
Key Words: Heart-Nature, Grand
Hu s b a n d , S c h ol a r s of Me t a p hy s ic a l
Romance, Life-focused 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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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容乃大
——以漢語的包容性為例
■ 徐正考
吉林大學文學院

要：在漢民族共同語漫長而複雜的

通過域外文獻譯介而汲取其合理成分是

歷史發展進程的不同階段，大都或多或少地吸

其中的主要方式。學界或將文獻分為中土

收了外來語的成分，漢語因長於吸納外來語成

文獻與域外文獻，而域外文獻又有廣狹義

分並將其消化融合而使自身日益完善。 通過

之別。這裏所說的域外文獻是狹義的，主

域外文獻譯介而汲取其合理成分是其中的主

要指漢譯外文文獻（如漢譯佛經、漢譯西

要方式。吸納漢譯佛經和西語譯著成分可作為

洋文獻等）和域外漢語文獻（如近代韓國

典型案例。對漢譯佛經語言和西語成分的吸

漢語會話教材等）。本文僅就漢語吸納漢

納包括詞彙、義項、構詞法和造詞法及語法規

譯佛經和西語譯著成分為例展開討論。

則等。另外，翻譯會導致語體發生變化，漢譯

佛教東漢時期正式傳入中國，佛經漢

豁達、包容的心胸，並可以此對中華民族生生

譯也肇始於東漢，佛經最初是用梵文及

不息、日益強大的內在原因作出更為深刻的認

巴厘文、吐火羅文等寫成的，屬印歐語系

識。

拼音文字。張國剛先生曾說過：「佛教經
關鍵詞：漢語，外來語，包容

典的漢譯，始於東漢後期。公元一四七至
一四八年間，西域僧人支婁迦讖、安世高

中華民族歷經數千年不衰，且日益強

分別到達洛陽，著手譯出了最早的一批漢

大，原因之一是其超強的包容性——能將

文經典，比如著名的《四十二章經》等，在

異國、異族文化兼收並蓄，合理吸收其精

漢代已譯成漢文」。（張國剛《中國學術

粹，並將其融入中華文化，正所謂「海納百

史》，東方出版中心，二○○二年）。
梁啟超《佛學研究十八篇》將佛典翻

勉聯）。儒學也因其善於吸收融合其他學

譯分為三期，這三期分別是：第一階段東

派的精粹而與時俱進，故能超邁百家。在

漢到西晉，第二階段東晉到南北朝，第三

漢民族共同語漫長而複雜的歷史發展進

階段唐宋時期。在這近一千年的時間裏，

程的不同階段，大都或多或少地吸收了外

除了唐宋後期語言風格與漢語趨同，其他

來語的成分，這裏所說的外來語，既包括

時期的譯經都呈現出與中土文獻迥異的特

民族語言（如蒙古語、滿語等），也包括異

點，這使得佛經語料成為傳世文獻的重要

國語言（如梵語、西語、日語等）。漢語因

補充部分。（梁啟超《佛學研究十八篇》，

長於吸納外來語成分並將其消化融合而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一一年）。

使自身日益完善。
漢語吸收外來語的方式多種多樣，但

佛教屬於外來文化，佛經語言被朱慶
之稱為「佛教混合漢語」（Buddhist Hyb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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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有容乃大」（《尚書·君陳》；林則徐自

在漢民族共同語漫長而複雜的歷史發展進程的不同階段，漢語

外來語的方式和特點進一步彰顯了中華民族

外文獻譯介而汲取其合理成分是其中的主要方式。

一、吸納對漢譯佛經語言成分

因長於吸納外來語成分並將其消化融合而使自身日益完善。 通過域

佛經與西語譯介可提供有力的證據。漢語吸納

徐正考：有容乃大

摘

文化中國

Chinese。（朱慶之《佛教混合漢語初論》，

是岸」「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小和

《語言學論叢》，商務印書館，二○○一

尚念經——有口無心」。成語、俗語屬於

年）。佛教經典的漢譯不但在思想上對我

熟語系統，熟語是語言中定型的片語或句

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且也深刻地影響

子，一般包含民族特有的人生理念、道德

了漢語，漢語通過吸收佛典語言成分而使

追求、生活準則等，特色鮮明。漢語大量吸

自身發生了諸多變化，換句話說，佛典語

收佛典相關理念，並將其凝固為熟語，足

言對漢語的發展演變做出了重要貢獻。
（一）詞彙的吸收

見漢語的包容性。
（2）佛源詞
從佛經文獻中所吸納的大量外來詞，

面面，在詞彙上的表現尤為突出。佛教的

其中不少在現代漢語中仍可繼續使用。很

傳入不僅豐富了漢語的詞彙量，創制了眾

多詞除非著力研究，否則已經很難發現它

多新詞、成語、俗語等，同時也對漢語的

們「外來詞」的身份。這正如趙朴初先生

語義系統進行了擴充，為漢語增添了眾多

曾述：「我們日常生活中就有許多用語，來

新義。而且隨著新詞的不斷產生和發展，

源於佛教……如果我們要完全拋開佛教文

漢語原有的「構詞法」和「造詞法」也受

化的話，恐怕連話也說不周全了」。所以這

到了很大的衝擊，詞的構詞形式越來越豐

類詞我們可以稱其為「佛源詞」。（世界、方

富，這些都促進了漢語雙音化不斷走向成

便、境界、現在、結果）由此顯示出漢民族

熟。

的再創造能力。
2）通過吸收佛典的義項，豐富了漢語詞

1）吸收了大批外來詞語，豐富了漢語的詞

２２

佛教經典的漢譯不但在思想上對我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且也
深刻地影響了漢語，漢語通過吸收佛典語言成分而使自身發生了諸多
變化，換句話說，佛典語言對漢語的發展演變做出了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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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吸收佛典語言成分表現在方方

彙系統

彙的意義系統

為了表達眾多佛教文化的新概念，大

佛教 為外來之學，雖然為了翻譯的

量的佛教外來詞便會應運而生。這些外來

需要會產生大量的新詞，但是這對於數量

詞有的是中土文獻鮮見的，有的是為了佛

龐大的佛經原典來說，還是遠遠不夠的。

經翻譯需要而新造的詞。梁啟超先生說

從語言經濟性的角度出發，譯師們盡可能

過：

利用漢語原有的語言要素，「通過『灌注』
「其見於《一切經音義》、《翻譯名

而使中土語詞『佛化』」。所謂語義的「灌

義集》(引者按：南宋法雲編)者，即各以千

注」，就是向原有的漢語詞中增加佛教的

計。近日本人所編《佛教大辭典》所收乃

色彩，使其產生新義。如「供養」「布施」

至三萬五千餘語。此諸語者非他，實漢晉

「圓滿」「因緣」等，這些都使得詞彙的意

迄唐八百年間諸師所造，加人吾國系統中

義系統更加豐富，從而促進了漢語詞彙的

而變為新成分者也」。由此可以看出，佛經
語料為漢語詞彙注入了新的活力，新詞數

發展。
3）通過佛典翻譯，豐富了漢語的構詞法

量是十分可觀的。

和造詞法

外來詞包括音譯詞、意譯詞、音譯兼

佛經翻譯不僅為漢語詞彙系統引入

意譯詞等，關於漢語吸收漢譯佛經外來

了大量新詞、新義，同時也對漢語的「構

詞的情況，學界論述浩如煙海，我們不打

詞法」及「造詞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佛

算做詳細論述，僅就以下兩個方面略做引

經詞彙除了具備漢語已有的幾種構詞形

述。

式以外，還將漢語的「構詞法」發展得更
（1）成語、俗語

加豐富，內部的小類往往是佛經中獨有；

佛經文獻所傳入的外來詞中，包括相

而且由於譯師需要將梵語的佛經翻譯成

當數量的成語、俗語，如「苦海無邊，回頭

大眾所熟知的語言，這就勢必要為漢語中

近口語。這種大量構造新詞的活動是以往

對佛經語料進行專門的研究。隨著研究的

漢語中少有的，因而也具有較高的研究價

深入，學者們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觀點，尤其

值。如譯者通過創造「合璧詞」（「舍衛國」

關注於佛經中一些特殊判斷句。
如柳士鎮《〈百喻經〉中若干語法問

程。又如佛經特有的「偈頌」四字文體，也

題的探索》（《中州學刊》一九八五年第

會導致多音節詞進行節縮，最終也會為雙

五期）討論了《百喻經》中判斷句的兩種

音節詞的形成提供便利的條件。
（二）語法規則的吸收

情況，分別為：「是」字判斷句的大量使用

漢語通過對佛經語料相關語法現象

（且已經擺脫句尾必須加「也」的情況）以
及出現了「非是」表否定的判斷句類型。

的吸納，豐富了自身的語法系統。主要體

漢譯佛經中有一類較為特殊的判斷

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眾多的佛典文獻豐富

句，基本形式為「S，N是/是也」，其特殊之

了漢語的句式和句型，很多在本土文獻中

處在於係詞「是」後置，這種判斷句主要

罕見甚至不見的句式，在佛經中都可以得

出現於佛經文獻中，在中土文獻中較少見

到體現。二是對漢語詞類的影響，在佛經

到。

中可以看到一些新興的語法成分，它們往

3）處置式

往比本土文獻出現得早，這些都會促使漢

「處置式」是漢語語法研究的重要

語語法不斷發展及走向成熟。此僅以三種

內容之一，最早由王力先生（《中國現代語

句式為例。
1）被動句式

法》，商務印書館，一九四三年）提出，一
般分為廣義處置式、狹義處置式以及致使

被動句是漢語語法中的一種重要句

義處置式三類。研究佛經中「處置式」的

式。作為古今形式差異明顯的句式，古漢

相關論著並不多見，這可能與「處置式」

語被動句式之被動標記、構式，被動式的

的出現時間尚未定論有關。要準確的「處

演變以及更替，被動式的歷時發展、比較

置式」的出現時間，可能還要借助於佛經

等均可從佛經文獻中獲得有用的資訊。

文獻。例如遇笑容認為：《撰集百緣經》

如：中土文 獻中有一類傳統的被動式類

（吳）中出現了廣義處置式——「以」字句

型，是由引出施事的「為」加上「所V」形

和「持」字句。（遇笑容《〈撰集百緣經〉語

成，單獨由「所V」形成的被動句數量很

法研究》，商務印書館二○一○年）

少，但是漢譯佛典中的語言面貌卻是大不
相同，「所V」式的被動句大量存在，這可

徐正考：有容乃大

「魔王」），推動了漢語複音化的發展進

本期特輯

判斷句的理論或結構，更多的學者開始針
明朝末年，許多外國傳教士來到中國，中國開始了自佛教傳入
以來的第二次大的外來文化輸入時期。在傳教的同時，傳教士們把
西方的近代科學知識也翻譯介紹到了中國。

本沒有的佛教術語構造新詞，並且儘量貼

二、漢語對西語語言的吸納
（一）西語東漸時期的翻譯概況

佛典中的「所V」式被動句及其來源》（《古

明朝末年，許多外國傳教士來到中

漢語研 究》一九九 五年第一期））；又如

國，中國開始了自佛教傳入以來的第二次

「見」字被動式與「為」字被動式兩種類

大的外來文化輸入時期。在傳教的同時，

型交叉的「為……所見……」式也是首見於

傳教士們把西方的近代科學知識也翻譯

佛經（唐鈺明《漢魏六朝被動式略論》（見

介紹到了中國。在隨後的兩個世紀中，至

《中國語文》一九八七年第三期））
2）判斷句式

少有八十名不同國籍的耶穌會士參與了
把西書譯成中文的工作。先後譯書四百多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有關佛典判

種，所涉及的範圍包括基督教教義、各種

斷句的研究逐步發展，研究的範圍已經不

科學、西方制度和人文科學。在眾多的外

僅僅局限於用佛經中的語料來證明或否定

國傳教士中，對譯著科技書籍有較大貢獻

２３

能是受梵文語法的影響。（朱慶之《漢譯

文化中國

的主要有一五八二年來華的天主教耶穌會
傳教士、義大利人利瑪竇、德國人湯若望、
比利時人南懷仁等。

貢獻度不言而喻。
「五四」時期進入漢 語的英源外來
詞不勝枚舉，哀的美敦書（u lti matu m）、
抵制（b o y c o t t）、托拉斯（t r u s t）等。文

會士之後繼續在中國傳教的新教傳教士

化類：語法（g r a m m a r）、索引（i ndex）。

仍未中斷翻譯活動之外，隨著鴉片戰爭的

科技類：科學（scienc e）、泵（pu mp）、維

爆發，英帝國主義用武力強行打開中國的

他命（vit amin）、荷爾蒙（hor mone）等。

大門，中國的一些有識之士為了尋求抵禦

軍事類：聲納（s o n a r）、雷達（r a d a r）、

強敵、變革社會、救國救亡、求強求富的道

坦克（t a n k）、加農炮（c a n non）、卡賓槍

路，也開始向西方學習，掀起了「西學東

（carbine）等。

漸」的第二次高潮。

鴉片戰爭英帝國主義用武力強行打開中國的大門，中國的一些

２４

有識之士為了尋求抵禦強敵、變革社會、救國救亡、求強求富的道

路，也開始向西方學習，掀起了「西學東漸」的第二次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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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繼耶穌

異形同義詞的並存使漢語詞彙系統

在隨後的一百多年裏，先後出現了洋

表達同一詞義的不同詞形大增，包括音

務派、維新派、辛亥革命志士、新文化運動

譯、意譯並存，音譯異形並存，意譯異形並

即「五四運動」知識份子、馬克思主義追隨

存，意譯詞與原形並存。如音譯、意譯並存

者等一批向西方尋求真理的先進的中國

如Cartoon(卡通、時事畫)，又如音譯異形：

人。因此，這一時期，翻譯機構、西式學堂

ice-cream冰激淩，又作「霜淇淋、冰結漣、

一個個創立，一批批留學生被送出國門去

冰淇淩、冰其淋、冰激淋、冰其冷、冰琪

學習西方的科學知識，大量西方科技、思

淋、冰攪淩、冰忌淋」。

想、文藝等各方面的著作也得到了全面系

詞形長度的增加多得益於西語漢譯。

統的譯介。
（二）漢語吸納西語語言成分的主要表
現
1）通過引入西語詞彙以豐富漢語詞彙系

近代以來的文學作品中多音節詞所占比例

統

大增，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吸收了大量的音
譯詞，如：
international英德納雄納爾—國際的
democracy德謨克拉西——民主

（1）引進西語詞匯致使漢語詞彙數
量大增

漢語使用字母詞也是近代以來的一
個鮮明特色。如《文匯報》一九三八年出

西語的大量引進源於中國當時社會

現FBI，一九三九年出現BBC。又如：I.W.W

對西方各領域科學知識的渴求，帶動了

（Industrial Wokers of the World）世界

西語 著 作的翻譯浪潮。王力 指出「與鴉

產業勞動者聯合、三W主義（What、Why、

片戰爭前比較，公開發表的出版物中出

How）、β線、X光等等。（《現代漢語詞典》

現的借詞幾乎 達到詞彙總量的一半」。

從第三版開始收字母詞，共收錄 三十九

一九一 一年至一九 三七年間，漢語共吸

個；第六版收二百三十九個——遭到一百

收 外 來 語 一百八十五個 詞（胡開 寶：英

多名的聯名反對且舉報到國家新聞出版總

漢詞典歷史文本與漢語現代化 進程），

署及國家語言文字委員會。）

其中科技、政治、文化領域的詞占多數，
如電子（e l e c t r o n ic）、沙龍（s a l o n）、圖
騰（t o t e m）、幽默（h u m o u r）、蒙太奇
（montage）、威士卡（whisky）」等大批的
音譯詞，「地球、赤道、地中海」等意譯詞，
這些政治、科技領域詞的首次進入，不論
借詞本身的演變如何，對漢語詞彙豐富的

（2）通過引入義項致使漢語詞彙語
義擴展
本是典籍中的短語，由於受外來語的
影響（一般是意譯），由短語變成詞。如：
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
內。（韓非子）
「修行」本指「修養品行」，佛教傳入，

本以之對譯英語economy economics，漢語

瑪利亞在離著家不遠的那條街上走去，

也接受了這種用法，這樣「經濟」就變成了

聽著的全是成心毀她的廢話；許多女人對著

詞。（董秀芳《詞彙化——漢語雙音詞的衍

她唾唾液，叫著她惡醜的名字。

生和發展》商務印書館，二○一三年）

（2）促使代詞的發展

（3）西語翻譯導致漢語構詞能力的
提升

第三人稱代 詞「他」使 用地 更 加 頻
繁，一句話裏常出現多個「他」，並且自

詞能力的提升，形成諸多具有類詞綴性

五四時期開始，第三人稱代詞有了性別之
分。

質的詞族。如「-i s m」引進的「主義」，由

「人稱代詞+的+親屬稱謂」結構，這

「-ation」借進的「化」，分別可以組合構成

類結構在文言文和傳統白話中並不多見。

若干新詞語，如「拿來主義、單身主義」、

如：

「現代化、系統化」等。
蜜 月（ h o n e y m o o n ）、馬 力
（h o r s e p o w e r）、火車（t r a i n）、番茄
（tomato）、

你的媽不會知道的。

「人稱代詞+那」的結構。多是受到英
語中「that」一詞的影響。如：
她。笑 著她 那 奧 妙的 笑，她 那懶 洋

飛機（ai rplane）等意譯詞的引進，使

洋 亮晶晶專對 我的笑？還有那眼睛！那

漢語原有的語素增加了新的組合構成新詞

眼皮！多黑的眉毛！（《徐志摩全集·第八

表達外來概念。

卷》）

（4）通過翻譯西語文獻促進漢語語
義系統的豐富

（3）西化句式大量出現
陳平原先生指出「新小說家在詞彙、

明末清初，以耶穌會士為主的來華傳

語法、標點符號方面都作了革新的嘗試，

教士，與信天主教或雖不信教但跟傳教士

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績。但如何把這三者結

來往密切的一些中國儒生合作，編譯西學

合起來，並有意識地改造白話文，建立更

著作，形成了我國古代翻譯史上的第二大

適合表現現代人生活和思想情感的小說

高潮。從內容的角度看，翻譯的領域大大

文體，卻只能在五四白話文學革命中，借

擴展，不僅翻譯宗教典籍，而且翻譯了西

助於進一步的歐化和口語化，才算初步完

學的其它方面，涉及哲學、倫理學、教育

成」。(陳平原《陳平原小說史論集》)

學、政治學、邏輯學、數學、天文曆法學、

魯迅主張「硬譯」，「寧信而不順」，

物理學、機械學、生理學、心理學、生物學

要求翻譯一定要忠實於原文，最大限度展

等眾多學科。因此不同學科的詞彙猛增，

現原文風格，以吸收外國的文法，完善中

漢語詞彙語義系統極大豐富，增強了語言

國國語。(《「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

詞彙的表達力。

五四時期直譯的呼聲一直很高，異化翻譯

2）西語語法規則的引入豐富了漢語
語法系統

徐正考：有容乃大

西語的翻譯促使一大批漢語語素構

本期特輯

她准是存著心來的，這真叫人太難受了。

明末清初，以耶穌會士為主的來華傳教士，與信天主教或雖不

「經濟」，本指「經世濟民」，短語，近代日

信教但跟傳教士來往密切的一些中國儒生合作，編譯西學著作，形

等茶會過了我再想著吧。
成了我國古代翻譯史上的第二大高潮。

固化為一個指稱新概念的專有名詞。又如

法也得到提倡。一九一九年三月，傅斯年
在刊於五新潮六第一卷第三號的譯書感言
中說：論到翻譯的文詞，最好的是直譯的

（1）詞類語法功能新用

筆法。鄭振鐸在《譯文學書的三個問題》

五四時期則出現了「著」的新用法：跟

裏也認為「如果有個藝術極好的翻譯家，

在「想」「存」「離」等動作性不強的詞後

用一句一句的直譯方法，來從事文學書

面：

的翻譯，則能把原文的整體結構、節段排

２５

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文化中國

列、句法組織乃至用字的精妙處都移轉過
去。

例七：「的」的分化。「五四」時期，西
方語法中形容詞詞尾和副詞詞尾的區分，

為了直譯原文，漢語在句式句法上呈

給漢語中一統天下的「的」帶來了挑戰，人

現出新的西化特點，如：句子增長、語序的

們開始懷念消失的結構助詞「底」，在翻

變化、句式的複雜、「被」字句的增加；如

譯中，一般說來，名詞領格和代名詞領格

「的」「著」「關於」「當」頻率的增加等。

後用「底」，形容詞和定語後用「的」，副詞

下面舉幾種情況以顯示這些特點：

和狀語後用「地」。這是分化了近代漢語中

例一：添加主語，有時甚至在不必要

「的」的功能。「底」對「的」的分擔，是受
西方語法的衝擊產生的。

了，誰也沒有記著他，全忘他，這屋子，夏羅女

國語裏，連詞可用可不用，……中國的複

孩子們，海樂爾——與他有什麼相干，他知道

合句往往是一種意合法，……語言裏不用

他們什麼事？

連詞的時候比用連詞的時候更多」。五四

例二：置於中心詞前的修飾語加長，

例八：王力《中國語法理論》:「在中

後，漢語書面語受西語譯著的影響，句子
意合表意比重下降，形合方式比重上升。

如：
但是他沒有把那放在桌上的一個神情嚴

如五四後主從句之間的連詞使用比例達百

肅的孩子，穿著一身軍裝，站在一個陰森的照

分之八十，而在《水滸全傳》、《西遊記》、

相師裏後背擁著照相師的烏雲的那張照相給

《紅樓夢》中為百分之 三十左右。(賀陽

老吳迪看。

《現代漢語歐化語法現象研究》，商務印

例三：修飾成分置於中心詞後加長，
漢譯佛經的大量出現是東漢出現古白話書面語的重要原因。道

２６

任何宗教的宣傳都以爭取群眾為目的，佛教也是如此。所以，佛經

的譯文必須而且必然是一種比較接近於當時口語的通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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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也添加主語。如：
也許，他昏沉地在想，他已經睡得好久

如：
為什麼她就不能跟工人做朋友，強如那
些粗蠢的男孩子們，伴她跳舞的，星期日晚上
來吃夜飯的？

書館，二○○八年)

三、因翻譯導致語體發生變化
漢譯佛經的大量出現是東漢出現古
白話書面語的重要原因。我們知道任何宗

例四：判 斷句 大 量 使 用，如受 到 了

教的宣傳都以爭取群眾為目的，佛教也是

「is」的影響，徐志摩在譯作中將英語中的

如此。所以，佛經的譯文必須而且必然是

「is」完全照搬翻譯為「是」：
時間是不早了，戶外的夜是又黑又凍，下

一種比較接近於當時口語的通俗文。

面的走道是杳無人跡，昏沉得不可辨認。

社會所接受，不得不走向民間——不得不

例五：英語裏，在一個完整的長句子

而且佛教最初傳入我國，未能為主流
用通俗易懂的口語譯經、傳經。

當中，必須用「a nd」「with」「to」等詞表達

六朝時期佛教的一種傳教布道方式

正確的語法，直譯過程帶來漢語句子的加

「唱導」，到唐代，發展為「俗講」，進而轉

長，如：
她有的是一種超凡的「悉聽天命」的品

變為作為小說前身的「變文」。俗講、變文

格，所以假如有人真能瞭解她時，他會得不僅

話本及元、明、清的章回小說。可以說，中

愛她品性的柔和，並且愛她靈性的聖潔，可就

國古代小說的產生，無論從內容和形式，

這一點也就是她倒運的一部分理由。

無不得力於佛教的傳播——六朝至明清的

例六：「被」字句不止限於描述不好
的事情，其用法逐漸趨於中性化，如：
他被她濃密的頭髮而吸引。
心被牽動著。

的廣為流傳，直接影響到唐代傳奇、宋代

白話文文獻，雖不是直接來於漢譯佛經，
但也與漢譯佛經基礎上的佛教傳播方式
有關。
五四時期的 文學翻譯 作品中，白話

進文化，對抗黑暗的封建舊文化，推動新
Tolerant Minds of Tolerant Minds

驅動力，在翻譯中把作為傳統文化語符的

Xu Z hengkao (Col lege of

文言體解構，譯者的人性觀、審美觀和文

Humanities, Jilin University)
A bstract: I n the different st ages

從根本上擺脫了舊文化的束縛，通過新的

of the long and complicated historical

文體『白話文體』表達新的文化理念和文

developme nt pro ce ss of t he com mon

化精神」。（魏家海：五四翻譯文學文體的

lang uage of the Han nationalit y.It has

陌生化與傳統化，《外國語文》二○○○

absorbed the elements of foreign languages

年第三期）

more or less. Chinese makes itself perfect

可見不管是古白話還是現代白話文，

by absorbing foreign language components

其昌盛均與漢語吸收域外文獻有著密切的

and integrating them. Translating and

聯繫。

introducting extraterritorial literature then

結束語

absorbing reasonable ingredients is the
main method. Absorbing the ingredients

漢語因具有包容性而使自身日益豐

of C h i n e s e t r a n s l a t i o n of B u d d h i s t

富，這是一個大課題，我只是舉例性質的

scriptures and Western Languages works

談了一些膚淺的認識，而且不少都是吸收

can be used as a typical case. In terms

了他人的見解。要做好這個課題，至少需

of absorbing the ingredients of Chinese

要解決下面幾個問題：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 ures and

1.徹底梳理從古到今影響過漢語、對

Western Languages works, They include

漢語的發展有過實際貢獻的域外文獻種

vocabular y, meaning, word for mation,

類，對漢語吸收不同域外文獻的歷史做出

word-m a k i ng a nd g r a m m a r r u le s. I n

全面研究；

addition, translation can lead to changes

2.從語法、詞彙、語音、語義、語體與

in gen res. T he Chinese t ranslation of

修辭等諸方面全面考察不同種類的域外文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Western language

獻對漢語的實際貢獻；

t ranslation provide st rong evidences.

3.準確統計不同種類的域外文獻對

The wa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漢語的實際貢獻率，弄清楚漢民族共同語

absorption of foreign languages further

形成過程中內部演變（漢語內部獨立發生

highlights repeti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的）與外部演變（由語言接觸導致的）的真

which can gi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實情況，為「漢語發展史」「漢民族共同語

the internal causes of the Chinese nation's

發展史」的完善提供有力的支撐和堅實的

endless and growing power.

保障。
4.從中華民族優良傳統高度做出總

K e y W o r d s : C h i n e s e , Fo r e i g n
language, Tolerant minds

２７

結，並對未來的發展方向做出合理預測。

徐正考：有容乃大

化觀從傳統的桎梏中被徹底地解放出來，

中國古代小說的產生，無論從內容和形式，無不得力於佛教的

文化運動。他們把這種社會責任感轉化為

六朝至明清的白話文文獻，雖不是直接來於漢譯佛經，但
——
也與漢譯佛經基礎上的佛教傳播方式有關。

張燁、周瑜的諸多幫助，特此鳴謝。

傳播

「出於改造社會的責任感，介紹外國的先

本文撰寫過程中得到了友生韓淑紅、

本期特輯

文體才開始佔據主流地位。文學翻譯家們

文化中國

中國哲學的本體論
對民族精神的生成性分析
■ 楊桂森

摘

要：本體既化育著人生的生命，又

一個民族可成就的目標和應有的理想狀

養護著一個民族的精神，中國傳統的本體論，

態，在某種意義它規約著一個民族成長的

自然觀、宇宙觀和人生觀具有一致性。從本體

心路歷程。如果一個民族沒有哲學，它永

論出發，尋找到中華民族的浩然之氣、和諧、

遠不可能成熟，也不可能站在世界文明的

仁愛、至善、至誠的精神品格；中國的「天」、

高峰；如果一個民族的精神世界缺乏哲學

「道」與「德」一體的本體哲學，培養了中華民

本體的規整與提升，他們的心靈世界就不

族「自然道義」的精神信仰和理想境界；中國

可能上升到一個民族精神的高處。

傳統「天、地、人」為一體的本體模式，培養了中
國人通過感通去把握世界的一種認識（思維）
如果一個民族沒有哲學，它永遠不可能成熟，也不可能站在世界

２８

文明的高峰；如果一個民族的精神世界缺乏哲學本體的規整與提升，

他們的心靈世界就不可能上升到一個民族精神的高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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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學院

模式，感通是中國人認識世界的一種智慧形

一、本體論與民族精神的內生
性

態，儘管它不具有西方科學分析問題的思考模

哲學領域關於「始基」、「本原」、「質

式，但更多是通過靈性來指引人類認識世界，

料」的觀點不僅具有本體論的要義，同時，

所以中國傳統的智慧很長一段時期處於人類文

基質也成為古代人觀解生命的價值論義

明的高點之上。

理，不管是古希臘哲學，還是中國的古典

關鍵字：本體論，民族精神，生成性分析

哲學，本體都生命本體論。實際上，中國傳
統的「道」之本體也是站在生命道本一源

本體是一個民族回到世界原點的一

的立場，來理解生命，來顯現精神，這就形

種對世界本質的理解，依據成中英的理

成了精神之「道」的真理理念，它既能反映

解：「本是根源，是歷史性，是時間性，是

人的整體之智慧，又能凝聚民族之精神，

內在性；體是整體，是體系，是空間，是外

還能發為人生之大用。由此可知，以「道」

在性」 。也就是說，本質會通過思維方

作為內涵的整體真理是一個過程，它既是

式的養成和理想境界的生成，去決定或制

真理智慧的起點，又是真理的理想目標和

約一個民族生存和成長的(歷程)時間與空

求道者的理想境界,並構成民族精神的原

間。如果從本體與生命的關係來看，生是

始模型。我們可以從根源、整體實現、過程

本，命是體，命是生的展現，是乘本體之勢

時變與發展的角度，來理解「道」在建構

而生之大運，本體既化育著人生生命的意

中華民族精神過程時所起的作用。孔子說：

義，又養護著一個民族的精神，既反映了一

「吾道一以貫之」，「人能弘道」也意味著

個民族的整體智慧，又能照耀出一個民族

「仁」能弘道，「仁」是每個人心靈的最高

內心世界所潛藏的靈魂，它以潛行的方式

主動狀態，這種最高主動狀態就是人的生

隱伏在民族內心世界的心靈深處，指引著

命力量飽滿漾溢著「善」的境界。說明儒家

[1]

地、人、神和萬物一體的角度去理解生命的

族對自然世界最精妙絕倫的觀悟最終成

仁道，最終是要恩澤百姓，天下太平，世界

就的是他們心靈世界的智慧，並用最有成

和諧。正如成中英所說，我把生命詮釋為：

就的境界展現自身的智慧光芒，但能否達

「生為本，命為體；本體展現生命，這正是

到這樣的境界，就需要一個民族通過自己

周易的灼見，由觀『道』定乾坤。言命為

的內心去尋找正確的道路（其中包括如正

體，是言命為已成或已定之體，而整全的

義、真理、善和美等）。每一個民族都會在

大體卻非定成的，故乃為生，故名為生生

追求這些理想的道路上艱難前行，而追求

之為易的乾元」 。「生生」就是一種永恆

至善和仁愛，往往在中華民族文化傳統中

創造，既包括大自然之創生，也包括人自

表現為生命形態的一種至高無上的價值

身生命的創設與化育，因此，才會有中華

取向，它深深影響著我們這個民族的精神

民族「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的精神傳

品格。至善有兩種不同的表現形式：一種

統。自強不息，在某種意義上規定著人生

是積極的，儒家以「參贊化育」方式改變世

的奮勇路向，人生之奮進又展現命之根本，

界，提倡天人合一，人與萬物和諧一體；與

所以追求、奮進是生命之根本，也構成理

此相反的是神秘主義的和冥想的消極方

解生命的積極路徑，也是理解中華民族精

式，而冥想則是對世界進行靜觀、理解，而

神之啟源。按照中國傳統哲學對生命精神

非對其進行一些主動的改造。按照現代人

的理解，宇宙本體就是一個生命本體。而

價值觀，人與自然的關係既要分立，也要統

作為宇宙本體對民族精神的價值就在於

一，人與自然的理想境界是不僅要瞭解世

民族精神通過契合宇宙之「理」，來抒發人

界，還是改造世界，更要與自然共同唱響

生情蘊，一個民族精神既要融通天地之

生命的讚歌。同樣「仁」在中國人的精神品

理，又要縱覽宇宙之「道」。一個民族既要

格中具有與善同等的地位，《道德經》言：

依託宇宙之理鏡，引導民族心向之歸依，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

去實現宇宙人生價值的追求，也要借宇宙

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找不到仁，是因

真諦抒發人間之真情，去實現自然之性與

為萬物都成了沒有靈魂的草紮成的狗。聖

人間真情的融合。此情不是人間慾望之衝

人找不到仁，是因為百姓都成了沒有靈魂

動，而是一道民族精神之景觀和道德宇宙

的草紮成的狗。多聞數窮，不若仁守於中，

之情懷。惟有借宇宙情懷，才能把一個民

即是說，多聽了仁的說法，不如心中守仁。

族的追求，上升到精神的境界，使其脫離

為了更深刻把握民族精神的實質，不

世俗的糾纏。儒家的「信、善、美、大、聖、

僅要從發生學的角度，研究民族精神的源

神」也是人生價值對真善美的一種追求，

起和民族精神結構的形成，同時我們還必

中華民族依託孟子的「信、善、美、大、聖、

須從現代結構的角度，去探詢那些精神要

神」來提升其精神境界，其可以把對廣大

素是一個民族現代化不可或缺的環節，這

無限宇宙精神之體悟，轉進為對自身內在

些精神品格有利於一個民族培養一種十

精神修行的道德規範和人生教誨之真言。

分堅固的現代人格的典範和民族精神的現

在中國古代傳統的本體論哲學中，自

代形態。中國儒家文化的宇宙本體論世界

然觀、宇宙觀和人生觀具有一致性，不管

的密碼是「誠「，誠的理念主要由《中庸》

是天文曆算的大宇宙，還是人體的小宇

所提出，朱熹解讀「誠」一詞，是「真實無

宙，以及心靈隱秘的精神世界，都是宇宙

妄」，綜合孔、孟的仁、義、禮、智、心、性、

[2]

２９

靈去觀賞、解釋、歸化這個世界。一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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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也觀照出中國傳統文化，站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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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能否覺悟人的心靈世界，通過自身的心

每一個民族都會在追求這些理想的道路上艱難前行，而追求

「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

至善和仁愛，往往在中華民族文化傳統中表現為生命形態的一種至

的表現形態，但最終起決定作用的是實踐
高無上的價值取向，它深深影響著我們這個民族的精神品格。

的「道」，「仁」同源、同本、同體。莊子的

文化中國
哲學本體論要求民族精神的統一性，和現代社會追求的個體主

義導致的多元性之間的分裂性，如何整合成為當代各民族文化建設

３０

的難題，其中整合的路徑只能求助於傳統與現代、民族性與文明性

的對話來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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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等理念，一言以蔽之就是「真實無妄」，

在傳統哲學中，中國人對世界的理解的思

是人性的原本真實狀態，是一切美善的根

路是 整體 性，但往往 更偏重 於用「特 殊

源。在儒家的《中庸》中，「誠」是宇宙終

性」、「多元性」或多神論來解釋這個世

極真實的反映，也是人性的原初美善，有了

界，其既缺乏對世界本質的統一關照，也

「誠」，才有獲得真理的最高智慧。過去古

缺乏通過本質來追問一個統一的世界，因

人之所以充滿著智慧，是因為他們對宇宙

而我們這個民族缺乏一個統一支配人的精

的誠實無欺，才獲得參悟宇宙真理的能

神世界的自然體系，因而，就通過社會形

力。「中庸」說：「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

態的絕對專制方式來控制人的行為。反

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誠」是

之，西方世界由於受理性主義的影響，通

人的美善的宇宙根源，「明」是美善在人

過給自然立法來理解自然世界，因而，在

的現實生活中的覺悟與彰顯；「誠」是宇

社會形態上走向了一個更加自由、多元的

宙的本性，美善的功能是對人性的教化，

社會秩序。哲學本體論要求民族精神的統

由教化去引導人，自然會使人去體驗宇宙

一性，和現代社會追求的個體主義導致的

的美善。「誠」既是自然的真實無妄，也是

多元性之間的分裂性，如何整合成為當代

人性的純真純潔，心靈之美，但也有善的

各民族文化建設的難題，其中整合的路徑

內涵，所以「誠」足以表達儒家的美善結

只能求助於傳統與現代、民族性與文明性

合的境界。中國歷代的聖賢、鄉賢、紳士、

的對話來解決。由於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從

民族英雄、隱者、正義者，均表達了這種境

哲學本體論來觀照就是一個多元所構成

界。「西出關不知所終的老子，知其不可為

的世界，這樣就會導致民族精神的分裂。

而為之的孔子、眾人皆醉我獨清的屈原、

從歷史的形態來看，我們這個民族分多聚

壯士一去不復還的荊軻、忠昭日月義雲天

少，是缺乏一個團結精神的民族，即使面

的關羽、求收拾舊河山的岳飛、為有源頭

對外來勢力的入侵，我們也沒有團結 一

活水來的朱熹、正氣留丹青的文天祥、絕

致，總是漢奸成群結隊出現。所以，「相對

食殉國立人極的劉宗南、碧血自封心更赤

過程和運 動來說，希臘更偏重靜止和永

的史可法、開萬古未有之奇的鄭成功、去

恆，因而需要借助因果關係來解釋變化。

留肝膽兩昆侖的譚嗣同、革命未成仍須努

而中國的『本質世界』是由自然這種過程

力的孫中山、來生再見的方先覺等，真誠

來構成的，即通過自發產生或『自然而然』

活出其信念，均表現一種人格的境界，可

這樣一種過程實現的，它不需要借助任何

稱為『誠真的境界』」 。當然，這種「誠」

外在的原則或媒介為其解釋」[4]。因此，中

的品格，既是宇宙世界對人的道德規定，

國人只知順其自然，不知為自然立法，缺

也是現代社會對人類文明行為的一種內在

乏對本質世界的一種深究的精神，也就不

要求。

能建立原理世界的知識體系。

[3]

由本體論世界出發，導致中西哲學對
人在精神世界的影響呈現出不同的維向，

二、本體論與民族精神的境界

西方偏重於通過一個統一本質的世界去理

哲學本體論世界並不是把人居於神

解自然與人類社會，也就是世界只有一個

秘的形而上學境界，而是把自身的價值貫

本質的世界，從古希臘的原子世界，到中

注於此世的宇宙世界，使人生宇宙處處充

世紀神的世界；到現代客觀真理的探求，

滿神聖的生命精神，同時又引導民族一層

都認為世界有個統一的支點或公理體系，

層提升生命境界，最終通過價值世界來統

構成大千世界的種種現象都是按照決定世

合生命本體。境界是人對真善美的體驗，

界本質的那些統一原則來支配或解釋；而

是人通過與宇宙對話，反思人生真相的一

形而下、性與情的融通與交匯，實現天人

「仁與天道」之融合。似乎學界在此問題

合一的最高境界。所以只要知曉了本體之

上難以達成共識，不過美國芬格萊特特別

道，並不斷修行、悟道，便能提升自己的境

鍾情於孔子的「禮」：「我覺得《論語》的

界，擴大五感之域，打開高層的感應之門，

文本，無論在文字上，還是精神上，都支援

並能真實地感知到那些玄而又玄的神奇

和豐富了我們西方最近出現的對於人類的

世界，看到它們真實的存在。道家的境界

看法，也就是說，人是禮儀性的存在」，

主觀上是通過致虛守靜的修養來呈現人

「對孔子來說，正是神聖禮儀的意象，統一

性本有的一種純真狀態，客觀上是通過人

了或融合了人的存在的所有緯度」 [5]，在

寓居在深廣奧秘的宇宙世界，通過人與宇

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關係上，儒家更重

宙的自然純真對話，來揭示宇宙的奧秘。

視價值理性，儒家的克己復禮，踐行人道

在哲學上「易經」提到的「神」、老子的玄

的思想，符合人類終極發展的方向，這也

學，均指神妙玄奧之境，均屬「境界」。在

是儒家思想具有持久魅力的根本原因，無

道家的思想之中，境界是不可言說的，只

論時代如何變換，人之所以成為人有其永

能去體悟。莊子在《知北遊》中說：「天地

恆不變的根本法則，也就說人首先應該是

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

人，然後才能談其他事情。人如不是人，又

有成理而不說」。所謂「不言」、「不議」、

如何談人事。儒家思想的價值就在於當人

「不說」，是指美超越了人的語言，或由

有可能淪為禽獸、放縱自己而導致人類滅

概念形成的知識，美就寓存於天地本相

亡，有明確的預見性，因此不斷地對人類

之中。道家通過心靈的明淨，使心回歸太

自身提出警世。如果沒有這樣的思想，人

初有道的純真世界，以人的純真回應天地

類不可能有今天的文明狀態。

之純真，以心靈的明淨呼應自然的虛靈廣

境界需要超越，有人認為中華民族缺

大，這就是人的自由境界，即大美而自由

乏一種超越性品質，由此推斷出我們這個

的境界。莊子的「逍遙」概念，就是人的自

民族沒有信仰，我想這是一種誤解。結構

由的奔放，心靈飛越有限世界。自由飛翔

主義大師列維‧斯特勞斯提出，一個文化

的心靈是一種「境界」，是人性的一種綻

只有當它發現了「超越性」才有可能完成

放，是對飄逸逍遙的人生感悟，是人性之

由軸心時代向高級文明的轉化。何謂「超

大美，由此點燃中華民族的浩然之氣。浩

越」？查理斯‧哈茨霍恩說：一個與嚴格的

然之氣是通過一個民族的心靈世界去感

超越理論相協調的概念需要一種外在關

應宇宙情懷的一種轉化，由此構成民族的

係的學說。也就是說，超越性一定要有符

一種精神境界和品像。

合相關邏輯性的先驗理論來支持其學說；
或者出現了高於現實的精神或典範，所以

越」，是通過「禮」「儀」文化來體現。中華

安樂哲認為：「某種東西作為可供模仿的

民族自古以來就注重禮儀的教化。孔子繼

桌越的典範或理想時，可能被說成是超越

承西周，尤其是春秋戰國時期以來的禮文

的。在另一種情況下，『超越』語言被用來

化的傳統，開創了中國人與人交往的人文

表述某種抽象深奧難懂的事物」 [6]。在西

傳統，形成了一種重視禮儀文化的高尚品

方，超越這一概念通常表示「獨立於被創

質，開創了東方式的貴族精神。千百年以

造之秩序」。嚴格意義上說，「超越」作為

來，人們一直在研究，孔子靠什麼有震撼人

用來維護上帝自主存在的一個概念，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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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 文化中的 還有另一種「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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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認為來自「禮」；有的則認為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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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真相，達到身與心、肉與靈、形而上與

莊子的「逍遙」概念，就是人的自由的奔放，心靈飛越有限世

性的來源是什麼？有的認為來自「天道」；

界。自由飛翔的心靈是一種「境界」，是人性之大美，由此點燃中

踐，期望在人性的提升中，去參悟宇宙人

華民族的浩然之氣。浩然之氣是通過一個民族的心靈世界去感應宇

心的神聖性，對其有仰拜之心，這種神聖
宙情懷的一種轉化，由此構成民族的一種精神境界和品像。

種覺悟與深情。中國哲學是通過修身實

文化中國

於道德本性，人只要行出道德，就符合天

言，西方意義的上帝、神是不存在的，但安

命的要求。沒有基督教原罪的思想，大概

樂哲認為：中國文化傳統既是「無神的」

是儒家與基督教對人類精神理解的最大

（atheistic）,同時又具有深刻的宗教性。天

不同，正是由此不同，它會深深影響一個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特別在儒家的傳統中，

民族的精神世界。生與死、罪與惡是任何

「不只是簡單地被看做是內在自然和社會

一個民族精神世界必須面對的問題。孔子

的『道』，而且是關心儒家救贖使命的超

說：「未知生，焉知死」，「朝聞道，夕死可

越的意志」[7]。正如牟宗三先生所說：「天

矣」，「敬鬼神而遠之」，表達出對死亡的

道高高在上，有超越的意義，天道灌注於

態度。看重此生，求知此生；此生只要找到

人身之時，又內在於人而為人的性，這時

了「事物當然之理」（朱熹語），死不足惜，

天道又是內在的。因此，我們可以用康得

如果鬼神存在，也不敬而遠之。有學者把

常用的字眼，說天道一方面是超越的，另一

儒家的生死觀總結為：生之有死，自然之

方面又是內在的。天道既超越又內在，此

道；生死轉化，一氣所為；死為休息，不必

時可謂兼具宗教與道德的意味，宗教重超

憂傷。雖然儒家思想表現出對死如此超脫

越義，而道德重內在義」 。「天」、「道」

的思想，但在中國人的心靈深處和表現出

與「德」一體，構成了中國傳統社會的一種

的話語特徵其實是忌諱談死，從生到死

精 神 信 仰 即 ——「自然 道 義」思 想，把

是絕望、哭喪、和永別。原罪問題處理並

「天」之道義轉換成儒家的治理社會的一

不難，關鍵是在基督教講的原罪並不是原

種模式「德治」。這種儒家式的政治治理

惡，一般人認為，原罪就是原惡，但在基

方法借助於「天不可違」的自然主義心理，

督教的理解中，「罪」與「惡」是分開的，上

由天道達到治理人心的目的，並體現社會

帝也不可能造「惡」。所以，「罪」是人以生

的公正、公平與正義，仰天治心是儒家治

就帶來的，具有本體論之「罪」，而「惡」的

理社會的一種有效手段。這種儒家式的政

存在不是一個本體，也不是一個實體，而

治哲學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與西方的

是來自人生對美和善的掏空、虧損，或者

自然權利哲學思想作一些比較。自然法學

是對美和善的本意的扭傷。儒家的「依經

理論是建立在普遍理性原則的基礎之上，

立義」與基督教的「因信稱義」具有截然

在西方偏重於世界的普遍理性的自然法理

不同的精神世界，經典成為中國知識份子

論認為，只有啟示高於人類社會的自然世

及至整個民族不可違的精神食糧，而西方

界的法則才是真正可靠和合法的法律。普

的新教的「因信稱義」重視人心靈直接開

遍法則是建立在自然世界的規則的基礎

放而上達於天，強調人的心靈世界不要執

之 上，它超越了時空和特 殊人群的局限

迷於宗教的教條，更加強調精神世界的開

性，具有普遍而持久的約束力。因為其啟

放，因此是西方自由與尊嚴的思想根源。

[8]

「天」、「道」與「德」一體，構成了中國傳統社會的一種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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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信仰即 ——
「自然道義」思想，這種儒家式的政治哲學思想在很大
程度上，可以與西方的自然權利哲學思想作一些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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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國人內在精神結構而

示於自然世界永恆的生命力，「西方最初

如果說人心的「超越」是通過持續積

的法治理論認為，只有自然法才是 道德

極地創造新價值來實現，而不是簡單重複

法，因為它體現了自然正義，體現了正確

和具體展示一神論來規定人類世界，而這

的理性，體現上帝造物的規則」 。

一點，正是中華民族精神世界信仰所缺乏

[9]

在儒家的傳統中，並沒有否定神、也

的一種價值更新能力，而社會主義核心價

沒有否定上帝，不過上帝沒有那麼重要，

值觀的提出，代表著中華民族用先進價值

因為中國不需要救贖（因為按照基督教的

思想來重建民族精神，它會大大推進中國

教義，上帝的出現就是為了救贖人類），只

人價值觀念的文明進步，也標誌著其價值

要修行，上帝只是一個寓天之所，賦予人

觀與世界主流文明的一種對接，使之適應

沒有多大改變世俗者的生活方式，而俗者

幕，通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養，我

的生活方式也沒有觸及智者去改變他們的

們民族的精神也會提高到新的文明高處。

知識系統，兩者之間沒有實現有效的聯

三、本體論決定民族思考的力
度

姻，更沒有形成一種良性的互動關係。第
二、由於中國傳統的知識公理體系，沒有
配套的邏輯系統，使其的知識系統缺乏擴
張的能力，更缺乏可普遍化的推動力。由

古希臘的本體論是遵循邏格斯主義的傳

於缺乏可普遍化的衝動，即使它站在公理

統，本體論的思考：一是尋找世界的基質；

的制高點，也難以通過人類的實踐行為去

二是以數學和邏輯推理作為支持；三是以

展現其固有的價值，更 難獲得世界的認

反思性判斷去深挖世界的內在結構。這樣

同。也許正是儒家在自然科學領域裏所持

在人類的主流文明中，只有兩大文明生長

的世俗化、理性化和非教條化的態度，使

出自成體系思維邏輯：一是古希臘的邏格

自然科學無法發展起來。再加上，中國思

斯主義；另一個古印度的因明學。從中國

想家缺乏各種相互競爭並宣稱具有絕對

的本體哲學出發，就形成了中國特有的一

權威的理論體系所引發的刺激因素；實驗

種認識方式——感通。「感通」來自《易

觀察所獲得的知識，不管有多少，都可以

經》：「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中國傳統哲

被囊括在中國人那種包羅萬象的知識大

學中，對自然宇宙的認識，是通過感通去

框架之內，而且也沒有就有關自然界各種

把握，同樣，人性也是有感通性的。感通必

矛盾或對立學說進行解釋或折衷的動力。

須通過關係來圓滿，但它的圓滿不是建立

按照新儒家的理解：中國歷史文化中有道

在西方主客二分的模式之中，而是建立在

統而無學統，「與缺乏系統科學理論相並

天、地、人為一體的統一模式中。人性的感

行的，是科學組織的非正規性，乃至於一

通性其核心是儒家的「仁」，「己所不欲，

旦在十九世紀遇到西方的科學理論，固有

忽施於人」就是人與人的關係的感通；

的 科 研 傳 統 就 招 架 不住了。結果，留給

「天人合一」說是人與宇宙、人與天的感

二十世紀的，就談不上有什麼科學知識和

通。因此，不管道家，還是儒家都認為感通

方法，只有一個實事求是的態度，這個口

是把握世界的一種方式，是中國人認識世

號是漢學在反對所謂的宋儒空洞玄學的

界的一種智慧形態，儘管它不具有西方科

鬥爭中形成的。這就是就，科學價值觀來

學分析問題的思考模式，但更多是通過靈

自人類思想上的衝突，而不是來自自然科

性來指引人類認識世界，所以中國傳統的

學，中國人的學問恰巧就集中在人思想衝

智慧一直處於人類文明的制高形態，但由

突領域內」[10]。
哲學在鑄造民族精神中的功能之一，

了近現代化還是一直用老祖宗存量的智

就是通過哲人把一個民族的經驗轉換成

慧，而沒有新的智慧形態和知識系統的跟

一種價值理念和思想為人所傳頌，最終通

進，因此，中國到了現代落後也在情理之

過一個民族的實踐行為踐行在自己的日常

中，符合人類文明演進的知識規律。其原

行為之中，因此民族精神既是抽象的，又

因是：第一，由於缺乏一種歸納與演繹、分

是具體可見的。在通俗意義上，中國人傾

析與綜合、公理與實證等張力之間擴展性

向於視生活為藝術而非科學，因此中國人

思維，使得中國人的哲學本體智慧與世俗

熱衷於生活，通過飲食起居的生活世界來

３３

於缺乏邏輯推理和思辨的推進，使中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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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體論決定了一個民族思考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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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向現代轉型的序

哲學在鑄造民族精神中的功能之一，就是通過哲人把一個民

論道，俗者享受生活，智者的知識系統並

族的經驗轉換成一種價值理念和思想為人所傳頌，最終通過一個民

境界發展到與世界文明同步的軌道，並揭

族的實踐行為踐行在自己的日常行為之中，因此民族精神既是抽象

生活遵循兩種不同的發展軌道，智者坐而
的，又是具體可見的。

時代發展的需要，也標誌著中國人的精神

文化中國

柯從認識論的層次看，認為：大約從十八

幾千年的農耕文明，培養了我們這個民族

世紀中晚期開始，西方對人與自然、人與社

循自然規律、四季週期而生活的習俗，非

會、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認識發生了一個根

常害怕自己的日常行為會傷及「天理」、破

本性的轉變。在對自然的認識層面上，從

壞「天道」，因此，處事總是謹小慎微。這

以前的「自然史」逐漸變成了「生物學」。

樣，往往會導致對自然規律缺乏一種深究

在對社會的認識層面上，從過去的「財富

的精神，更沒有古希臘時代「人為自然立

分析」變成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在對人

法」的精神氣概。我們始終沒有整理一套

的認識層面上，從先前的「普遍語法」轉

如何治理自然世界的知識體系和邏輯方

換成了「歷史語言學」(philology)。換句話

法，反而，「中國在其漫長的歷史中發展出

說，在 這個時期 西方人 對「勞動」、「生

了一套植根於宗族的禮儀、宗教、倫理和

命」、「語言」這三個分別涵蓋人與自然、人

法律之中強有力的社會價值觀念和組織形

與社會、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概念，在認識

式」 。不過，儒家在倫德（仁、義、禮）優

論的層面上與之前的知識體系發生了斷

先的前提下，亦重視知識的學習和智力的

裂，從這個斷裂過程逐漸產生了我們當代

開發，從而形成了智識主義的傳統。儒家

所謂的各種人文社會學科。而這個斷裂的

的道德主義與智識主義分別對應的是「尊

主要動力來源，就是康得的「批判哲學」。

德性」和「道問學」。《中庸》說：「君子尊

康得所談的哥白尼式革命將人對外在認識

德性而道問說，致廣大而知新，極高明而

的方式從宇宙論或本體論轉向知識論，從

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而崇禮」。朱熹

而為現代人文社會學科的形成奠定了基

把「尊德 性」釋 為「存 心而極 乎 道體 之

礎。而在中國幾千年的知識系統中，缺乏

大」，「道問學」釋為「致知而盡乎道體之

一種學理範式的轉換與更替，缺乏一種知

細」。如能把兩者結合起來，就是聖人之

識理性在主客體對立之中層層展開的知識

道。中國古代所取得的科技成就，這與儒

結構，必然導致本民族知識創新能力不

家的強調智識主義的傳統有著密切關係，

足。

[11]

由於幾千年的農耕文明，培養了我們這個民族循自然規律、四

季週期而生活的習俗，非常害怕自己的日常行為會傷及「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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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壞「天道」，因此，處事總是謹小慎微，沒有古希臘時代「人為

自然立法」的精神氣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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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現自身生活的精緻與藝術。因此，由於

古代中國所湧現出來的科學技術發明遠
遠超越了同時代的歐洲。但是，到是中國

結束語

封建社會的後期，統治者為了強化專制統

中國古代文化的高度發展和悠久深厚

治，日益強化「尊德性」的地位，並且把

的歷史沉澱，給現代中國人留下了雙重歷

「道問學」引向道德領域，學問變成了做

史遺產，一方面，培育中華民族強大的凝

人的知識傳統，僅強化了知識的人文性，

聚力、自強不息的精神，傳統文化重自然、

這樣，就必然把整個社會資源和注意力納

重整體、重自由，培養中華民族的浩然之

入道德領域，從而忽視儒家智識主義的傳

氣、和諧、仁愛、至善、至誠的精神品格；

統，也忽視了自然知識的積累，既沒有提

重民本、重民生（正德、利用、厚生），培養

出新的概念，也沒有出現推動社會進步的

了民族積極進取、奮力拼搏、奮發向上、有

新技術，因此，到了晚期封建社會，知識就

為的積極人生態度，這是中華民族傳統文

沒有充當改造世界的功能。

化寶貴的精神財富；另一方面，封建時代

按照杜維明的看法，「西方的科技的

的落後的保守主義，由於長期處於東方世

主要動源之一是浮士德的精神，一種追求

界發展的高峰，其一處於農耕文明引領世

真理，拓展視野、征服世界的精神，為此，

界文明的農業時代，習慣以「天朝上國」自

甚至可以犧牲自己的靈魂。中國文化的生

居，形成了極其頑固的自大拒外意識，這

命取向和這種精神是背道而馳的」[12]。福

又是歷史文化遺產中的消極部分。前者使

代的道路上舉步維艱。由於落後挨打，而
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保守拒外的意識，又
跟統治集團掌握的權力相結合，因而，使
認識世界的新思潮受到打壓，也使中國的
價值對當代中國人精神的重建，代表著中
華民族方向性的先進價值思想對現代民
族精神的重建，它們大大推進了中國人價
值觀念的文明進步，標誌著與世界主流文
明的一種對接，使之更適應時代發展的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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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與民族精神培育研
究」（批准號16JDSZK088）階段性成果。

A n analysi s of t h e g e n e r at i ve
nature of the philosophical ontology to
the national spirit
Yang Guisen (Huizhou University)
Abstract: Ontology not only breeds
the life of human beings but also conserves
the spirit of a nation. The natural view,
w o r l d v i e w a n d c o n c e p t of l i f e a r e
consistent in Chinese traditional ontology.
From the ontological point of view, we
could discover the noble spirit, harmony,
love, the spirit of integrity and sincerity
of Chinese nation; Chinese ontological

[1]

成中英：《本體與詮釋》(上海：三聯書
店，二○○○年)，頁五。

philosophy consisting "Heaven", "Tao"
and "Virtue", which cultivates the spiritual

同上，頁三一。
[3]
梁燕城：「從口味到境界」，載《文化
中國》，二○一六年，第三期。

beliefs and the ideal state of “Nat ural

[4]

"Heaven, Earth and Human" developed

[2]

[5]

安樂哲：《和而不同：比較哲學與中西
會通》(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二○○
二年)，頁四五。
赫伯特‧芬格萊特：《孔子：即凡而
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二○○二
年)，頁一四至一五。

[6]

同[4]，頁二八。
[7]
史華茲：T r a n s c e n d e n c e i n A n c i e n t
China,p64.
[8]

[9]

Moralit y” of the Chinese nation; T he
ontological philosophy of integ ration
Ch i nese to a ck nowledge t he world
through an interpersonal understanding.
Inter personal understanding is a for m
of wisdom how Chinese acknowledging
t he world; it g u ides hu ma n bei ngs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through spirituality,
although it does not contain the thinking

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台灣：中
國台北學生書局，一九六三年)，頁二
○。

patter n of wester n scientif ic analysis.

Jurisprudence:Ldgal Philosophy by surya
Prakashainha,1993,West Publishing Co,
p84.

civilization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美]吉伯特‧羅茲曼主編：《中國的現

Therefore, Chinese traditional wisdom
has been above the high point of human
Key words: Ontology, National spirit,
Generativ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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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轉型失去了許多機會。社會主義核心

同上，頁一一六。
杜維明：《現代精神與儒家傳統》(上
海：三聯書店，一九九七年)，頁
七二。

[12]

民族背上沉重的文化包袱，在邁向近現代的道路上舉步維艱。

的民族背上沉重的文化包袱，在邁向近現

[11]

由於落後挨打，而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保守拒外的意識，又跟統治

探索民族振興的道路；而後者，則使我們

集團掌握的權力相結合，因而，使認識世界的新思潮受到打壓，也

育著中華民族自我更新、奮發圖強，不斷

使中國的現代轉型失去了許多機會。

代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頁二四六至二四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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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在面臨近現代生存危機的壓力下，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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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研究

「史記學」和中華優秀經典傳承
─ ─一種獨特新學科的探討
■ 張新科
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

建構。時至今日，深入研究《史記》並建立

典範，建立「史記學」，首先是由於這部巨著本

體系完整的「史記學」，是弘揚優秀傳統

身具有重要的文化價值，同時也在於從漢代開

文化的重要內容之一，也是文化自信的體

始，兩千多年來的《史記》研究積累了大量資

現，對於繁榮學術，促進經典傳承，把中華

料，為「史記學」的建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建

優秀文化及其研究成果推向世界具有重

立「史記學」，也是當前文化發展的需要，《史

要意義。

記》所體現的大一統思想、愛國思想、積極進

（一）

取精神，求實創新精神等等，對當今社會有積
《史記》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典範，其中蘊含著豐富的思想

３６

內涵，體現著我們的民族精神。由於它有獨特的價值，所以受到歷

代學者的重視，乃至於逐漸成為一門重要的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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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史記》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

極作用。「史記學」的建立，對於深入認識和研

建立「史記學」，首先是由於《史記》

究漢代文化乃至整個中國史學、文學的發展，

這部巨著本身具有重要的文化價值。《史

促進中國文化走出去都具有重要意義，對於今

記》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記載了從

人價值觀、人生觀教育也頗有益處。建立這門

黃帝到漢武帝時期中華民族三千年的歷

新的學科，既要在理論化、世界化方面提升水

史，是一幅廣闊的歷史畫卷，歷代的帝王、

平，又要在普及《史記》、資料數字化等基礎工

貴族，各種大小官僚、政治家、軍事家、文

作方面不斷努力。「史記學」從本質上說具有多

學家、經學家、說客、策士、刺客、游俠、商

學科性，它的建立與發展，與其它學科有密切

賈、卜者、俳優，都湧現在司馬遷的筆下。

的關係。

《史記》「八書」還記載社會的典章制度，

關鍵詞：「史記學」；經典傳承；多學科性

反映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的關係
等等，呈現出來的是一種立體化的社會。

《史記》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典

《史記》在許多方面突破了傳統的舊觀

範，其中蘊含著豐富的思想內涵，體現著

念、舊思想，表現出卓越的史識。《史記》

我們的民族精神。由於它有獨特的價值，

體現了我們中華民族的智慧和力量，展現

所以受到歷代學者的重視，乃至於逐漸成

了我們中華民族維護統一、積極進取、堅

為一門重要的學問。宋代王應麟《玉海》

韌不拔、革故鼎新、憂國愛國等民族精神

卷四十六云：「司馬氏《史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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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之學，則有王元感、徐堅、李鎮、陳伯

學筆法，刻畫了許多鮮明的歷史人物形

宣、韓琬、司馬貞、劉伯莊、張守節、竇群、

象，是文史結合的典範。《史記》是先秦文

裴安時」。認為「史記之學」形成於唐代，

化的集大成，又是漢代文化的代表，以其

這是有道理的。唐之後的《史記》之學繼

深刻的思想、豐富的精神、獨特的藝術對

續發展，但還沒有上升到更高的理論體系

中國文化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成為

。《史記》在歷史真實的基礎上，運用文

資料，為「史記學」的建立奠定了堅實的基

於《史記》括之；由《史記》以下，無論官

礎。這個研究基礎有以下幾個重要特點：

私記載，其體例之常變，文法之正奇，千變

第一，時間跨度長，地域分布廣。《史

萬化，難以悉述，要皆於《史記》啟之」

記》以其自身的魅力贏得後人的推崇，在

。毋庸置疑，《史記》也是世界文化寶庫

兩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顯示出它強大的生

中一顆璀璨的明珠，齊思和先生曾評價

命力。《史記》研究從漢代起步，愈來愈深

道：「正如蘇聯學者圖曼所說：『司馬遷真

入，逐漸形成了「史記學」。而且由於《史

正應當在大家公認的世界科學和文學泰

記》巨大的文化價值，南北朝時期就已傳

斗中佔有重要的地位』。當《史記》出現的

播到朝鮮半島，隋朝時傳播到日本，此後

時候，在全世界範圍內，中國和古希臘羅

傳播到歐洲 [4]。如果從時間上看，傳播到

馬的史學最為發達。……和希臘史學名著

海外至今也已一千多年，從空間上看，其

比起來，《史記》的特點在於它的全面性，

影響力不斷擴大，從國內到國外，從東亞

尤其是對於生活活動、學術思想和普通人

到西歐，成為世界性的文化經典，成為世

在歷史上的地位的重視。希臘歷史學家的

界漢學家關注和研究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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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成 果 形式 豐富多樣。傳 統 的

事。普魯塔克的傳記彙編所收的人物也限

《史記》研究成果，以札記、短評、序跋、

於政治家和軍事家，即使是最著名的希臘

書信、點評、注釋、論文、著作等形式為

思想家、科學家如亞里士多德，在他的著

主。二十世紀以來，在這些形式基礎上又

作中也沒有一字提到，更沒有一個關於從

有較大發展，成果形式最多的是賞析、論

事於生產活動者的傳記了」 。《史記》是

文和專題著作，體現《史記》研究的主體

中國和世界文化史上的經典著作，具有豐

方向。尤其是專題著作，比傳統的《史記》

富的文化內涵和價值，這是它成為一門學

研究著作更富有理論性和系統性，是成果

科的關鍵所在，也是「史記學」建立的重要

形式的一大發展。古今以來的《史記》研

前提。

究成果，其內容或版本校勘，或考證史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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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往往集中到一個戰爭，重視政治、軍

張新科：「史記學」和中華優秀經典傳承

以上，為經為傳諸子百家，流傳雖多，要皆

中國研究

兩千多年來的《史記》研究，積累了大量

深入研究《史記》並建立體系完整的「史記學」，是弘揚優

李景星《史記評議‧序》所說：「由《史記》

秀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之一，也是文化自信的體現，對於繁榮學

建立「史記學」，也在於從漢代開始，

術，促進經典傳承，把中華優秀文化及其研究成果推向世界具有重

要意義。

中國文化史上一座巍峨的豐碑，正如清人

文化中國

或評論章法結構，或批評歷史人物，或探

曲、小說等，都對《史記》研究有一定幫

討理論問題，或研究之研究；其方法或集

助。

解，或集評，或宏觀研究，或微觀考察。成

第五，文人學者的研究資料與民間資

果的多樣性說明《史記》研究的興盛與繁

料、地上資料與地下資料的融合。《史記》

榮。

一書縱橫三千年歷史，在撰寫過程中采納

３８

早期的《史記》研究，大都是感悟式的評論，三言兩語，簡明
扼要。「三家注」形成之後，逐漸有了系統性的研究，出現專門的研
究著作。明清以來一直到今天，理論性、系統性的專題研究愈來愈明
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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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學科領域廣泛。由於《史記》具

了各類資料，包括先秦典籍、漢代朝廷藏

有百科全書的特點，所以，研究成果也涉

書、檔案以及個人實地考察收集的民間資

及眾多領域，散見於各類典籍之中，以史

料等，類型十分豐富。唐代司馬貞《史記索

學、文學為主幹，其他還有哲學、政治學、

隱後序》說：「太史公之書，既上序軒黃，

經濟學、軍事學、地理學、民族學、天文

中述戰國，或得之於名山壞壁，或取之以

學、教育學、人口學、醫學、檔案學等等。

舊俗風謠」[5]。所謂的「名山壞壁」、「舊俗

即使史學、文學，其中又有考古學、校勘

風謠」，指的就是民間資料。與此相適應，

學、版本目錄學、語言學等。而且，由《史

研究成果也呈現出文人學者論著與民間

記》研究引發到「史記三家注」研究，如程

資料相融合的特點。由於《史記》在文人

金造《史記索隱引書考實》、張衍田《史記

學者中傳播和研究的範圍最廣，於是，研

正義佚文輯校》、應三玉《史記三家注研

究成果以這類人的成果最為突出。與此同

究》等，也引發到對《史記》研究著作的

時，民間的許多鄉土資料（如司馬遷故鄉

研究，如對明代淩稚隆《史記評林》、清代

韓城市有關司馬遷的傳說、風俗等）也是

吳見思《史記論文》、清代牛運震《史記評

重要的組成部分。特別是考古資料的不斷

注》等著作的研究，這是與《史記》密切相

出現，為《史記》研究提供了新的依據、新

關的研究領域。

的思路。《史記》所記載的歷史是否真實

第四，專門性與非專門性成果結合。

可靠，許多已被考古材料所證明，或者糾

《史記》作為文史結合的典範，被廣大的

正。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

讀者接受，這種接受包括普通讀者閱讀

《殷卜辭之所見先公先王續考》，是最早

欣賞《史記》的「審美效果史」、評論家對

利用甲骨文考證《史記》的論著，證實了

《史記》的「意義闡釋史」、文學家對《史

《史記·殷本紀》所載殷先公先王的真實

記》學習而進行創作的「經典影響史」。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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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史記》意義的闡釋，是《史記》研究資

用甲骨文、金文研究殷周社會，其中多處

料的核心部分，以專門性的資料為主流，

將甲骨文與《史記》記載比較研究。陳直

如《史記》三家注、《史記鈔》《史記評林》

《史記新證》亦是利用考古資料研究《史

《史記論文》《史記評注》《史記菁華錄》

記》的代表作。山東銀雀山漢墓、長沙馬

《史記志疑》等等，除此之外，還有大量

王堆漢墓、臨潼秦始皇陵及兵馬俑、廣州

非專門性資料，古文選本如《文章正宗》

象崗山南越王墓等許多考古成果為《史

《古文眉詮》《古文析義》《古文觀止》

記》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第一手資料。

等，小說評點如評《水滸傳》《三國演義》
《西游記》《紅樓夢》《聊齋志异》等，史

。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運

如果我們從發展的角度看，兩千多年
的《史記》研究資料體現出如下特點：

學評論如《史通》《文史通義》等，筆記

第一，從文本成果看，經歷了鈔本向

如《習學紀言》《容齋隨筆》《焦氏筆乘》

印刷本的變化。唐代以前的《史記》文獻，

《義門讀書記》《日知錄》等，文學評論如

以手寫本的形式呈現，書 寫的 媒介有簡

《文心雕龍》《藝概》《論文偶記》等，乃

牘、帛書和紙張等，但不易保存，散失較

至於大量的序跋、書信、札記、詠史詩、戲

多。如《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

記音》三卷，劉伯莊《史記音義》二十卷、

唐史記研究論稿》等，或系統勾勒《史記》

《史記地名》二十卷，王元感注《史記》

研究史，或選取某一階段的《史記》研究

一百三十卷，李鎮注《史記》一百三十卷、

進行研 究。日本 學者 池田英 雄《史記學

《史記義林》二十卷，陳伯宣注《史記》

五 十 年 —— 日 中 史 記 研 究 的 動 向

一百三十卷，徐堅注《史記》一百三十卷，

（一九四五至一九九五年》[9]，比較分析中

裴安時《史記纂訓》二十卷等，這些注本

日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九五年的《史記》研

都已散佚。到了宋代及其以後，隨著印刷

究。等等。

技術的不斷發展，《史記》的刊本愈來愈

第三，從成果特徵來看，個人著作始

多，研究成果保存下來的也較為完備，直

終占主導 地位，但也已開始集成式的研

到我們今天的電子文獻，更是一種先進的

究。由於學術研究的特殊性，對《史記》研

文獻類型。

究往往是個體獨立思考、獨立研究，因此，
無論是論文還是著作，基本以個人為主。

散、感悟式的評論到系統化、理論化的專

當然，從古代開始就有人注意把不同學者

題研究。早期的《史記》研究，大都是感悟

的成果彙集在一起，給讀者提供較為豐富

式的評論，三言兩語，簡明扼要，如漢魏六

的信息。在《史記》研究史上，作為資料與

朝以來評論司馬遷的「愛奇」問題，「史公

研究集大成的著作，南朝劉宋時期裴駰的

三失」問題，班馬异同問題等，許多是零散

《史記集解》就已開了先河，到唐代形成

的感悟式的。「三家注」形成之後，逐漸有

了著名的「三家注」，可以說是《史記》研

了系統性的研究，出現專門的研究著作。

究的第一個里程碑。到明代出現以淩稚隆

明清以來一直到我們今天，理論性、系統

《史記評林》為代表的著作，彙集歷代評

性的專題研究愈來愈明顯。這種專題研究

論，具有重要的意義。清代程餘慶《歷代

有幾個明顯的特點：一是突出問題意識，

名家評注史記集說》，繼承《史記評林》

以問題為導向，層層深入；二是以理論為

傳統，亦是具有集大成的特點。二十世紀

統帥，系統性強；三是以資料為依據，不空

三十年代，日本學者瀧川資言《史記會注

發議論；四是視野開闊，縱橫開拓。這種

考證》彙集中日《史記》研究成果，主要以

理論研究，研究形式除了專著之外，還表

文字訓詁、史實考證等為主，但也具有集

現在數量眾多的學術論文（包括碩士、博

大成的特點。當代以來，韓兆琦《史記選

士學位論文），《史記》研究的最新成果往

注集說》發展到《史記選注匯評》，直到他

往首先從這些論文中體現出來，它們也是

最新的《史記箋證》，一直關注匯評工作。

「史記學」向縱深發展的重要標志。據初

楊燕起等編纂的《歷代名家評史記》精選

步統計，僅一九○五至一九九八年，各類

古代到一九四九年的《史記》評論資料，

《史記》研究論文就已達二千二百六十九

給研究者提供了方便。張新科等主編《史

篇 。二○○一年以來，僅中國史記研究會

記研究資料萃編》進一步發展，將評論延

主辦的《史記論叢》一至十二集刊發的論

伸到當代，並按專題形式編排，使匯評工

文就多達八百九十七篇，《渭南師範學院

作有了新的拓展。近年來，張大可、丁德科

學報·司馬遷與史記研究》欄目一九八九至

主編《史記論著集成》，匯輯當代學者的

二○一五年刊發《史記》論文三百八十篇

專題研究成果，也具有重要意義。趙生群

。可見二十世紀以來《史記》研究論文的

主持修訂中華書局《史記》點校本，在校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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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從評論、研究的角度看，由零

張新科：「史記學」和中華優秀經典傳承

科、俞樟華《史記研究史略》、楊海崢《漢

中國研究

卷，許子儒注《史記》一百三十卷、《史

《史記》研究由「史料學」逐步向「史記學」發展。《史

《史記》研 究 之研 究也已展開，如張 新

記》是史學著作，所以，歷代研究首先從史料、史學入手，探討

《史記》著作有顧柳言《史記音解》三十

其真實性及其歷史價值。傳統的《史記》研究，重在搜集史料，

數量日益劇增。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對
考證史料和文字，從「三家注」開始大都如此。

《新唐書·藝文志》所記載的漢唐以來的

文化中國

勘方面吸收各家而自成一家，使《史記》校

究。二十世紀初期已顯示出理論的探討，

勘更上層樓。

如梁啟超、蔡尚思、徐浩、楊啟高、李長之

司馬遷繼承父業，以強烈的使命感，擔當起編纂歷史的重任，

不虛美，不隱惡，以求實創新的精神和頑強的毅力，去完成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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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的偉大事業，這種治學精神在今天仍然具有積極的現實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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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從發展趨勢看，《史記》研究由

等對《史記》紀傳體體例、《史記》的成因

「史料學」逐步向「史記學」發展。《史記》

以及《史記》文章風格等進行了較為深入

是史學著作，所以，歷代研究首先從史料、

的探討。這種系統性的、規律性的探討，在

史學入手，探討其真實性及其歷史價值。

現代以來有了較大發展，尤其是新時期以

傳統的《史記》研究，重在搜集史料，考證

來，隨著思想的解放運動，這種研究取得

史料和文字，從「三家注」開始大都如此。

了突破性進展 [10]。其中所探討的問題，深

尤其是清代乾嘉學派對《史記》的人名、

入到《史記》的靈魂深處，挖掘《史記》的

地名、官爵、人物、史實、文字音韻、文獻來

史學價值、思想價值，提升了《史記》研究

源等的考證，使《史記》史料學研究達到

的內涵，為「史記學」體系的建立打下堅實

頂峰。這種 細緻的考證研 究，是 最基 礎

的基礎。

的、也是必不可少的研究，對於澄清歷史

建立「史記學」，也是當前文化發展和

史實、認識《史記》的史料價值具有重要

文化建設的需要。《史記》是中華優秀文

意義。二十世紀以來，「史料學」研究仍然

化經典之作，它所體現的大一統思想、中

是《史記》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尤其是對

華民族皆為黃帝子孫的思想，所表現的愛

《史記》的許多疑案研究，如司馬遷生卒

國思想、積極進取精神，求實創新精神等

年問題、司馬談作史問題、《史記》斷限問

等，都對當今社會有積極作用。我們之所

題、《史記》缺補問題、《史記》倒書問題、

以把「史記學」作為一門學科，就是要弘揚

《史記》版本問題等，一直是研究的熱點

這些有價值的人文精神。尤其是大一統的

問題。王國維、顧頡剛、余嘉錫、朱東潤、

思想，對於凝聚我們民族的團結精神，更

郭沫若、王達津、程金造、鄭鶴聲、金德

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史記》所表

建、賀次君、施丁、李人鑒、安平秋、曲英

現的人文精神，並沒有隨著時代的消逝而

杰、韓兆琦、張大可、袁傳璋、趙生群、張

消逝，而是一個繼續流淌著的跨時間的文

玉春等等，在這些方面取得重要成就。這

化流程，它的人文精神，經過不斷的淨化、

是研究《史記》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同時，

升華之後變為我們的現實精神。《史記》

二十世紀 以 來，隨著學術的不斷 發展，

中許多人物積極進取、剛強不息、勇於革

《史記》研究也由「史料學」向「史記學」

命，對民族精神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這

轉化。因為《史記》不是一般的史料彙編，

是我們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建立「史記

司馬遷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

學」，這是當前傳承中華優秀文化的需要，

家之言」，這是《史記》之魂。從史料的整

有利於中華經典文化的廣泛傳播。中共中

理和挖掘中分析司馬遷思想，通過具體材

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實施中華

料探討《史記》豐富的思想內涵及其價值，

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中強

上升到「史記學」的理論高度，這是《史

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積澱著中華民族

記》研究的必經之路。傳統的「史料學」研

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

究，也有學者在考證中提出一些理論問

的精神標識，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

題，如「史公三失」、班馬异同、司馬遷「愛

壯大的豐厚滋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

奇」、司馬遷寓論斷於敘事之中、司馬遷運

根的文化沃土，是當代中國發展的突出優

用互見法等問題。但是，這些問題只是提

勢，對延續和發展中華文明、促進人類文

出來了，還沒有很好地、系統地論述和解

明進步，發揮著重要作用」[11]。《史記》作

決，有些還只停留在表面，有待於深入探

為優秀傳統文化的代表，是三千年中華文

「史記學」的研究歷史也證明瞭這一點。

促使人們不斷從新的時代要求去深化傳

進一步來看，「史記學」的建立，可以對我

統經典的研究，以期從中吸取本時代所需

國史學的產生、發展、演變提供某些規律

要的營 養。司馬遷《高祖功臣侯 者年表

性的論證。先秦時期已有編年、國別等史

序》：「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

學著作，《史記》的出現，無論從史學意

。因此，「史記學」對當代的學術發展具

識、史學目的、史學編纂，還是史學規模、

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新時期以來，圍繞著

史學語言等，都是中國史學史上的一次革

司馬遷及其《史記》，人們展開了多方面的

命。而後來的史學，尤其是「二十四史」，基

研究，研究領域不斷擴大，除了史學、文學

本都是沿著司馬遷開創的史學道路繼續前

外，還涉及到哲學、美學、經濟學、軍事

進。因此，「史記學」的建立，將有助於我

學、天文學、醫學、教育學、建築學、民俗

們認識中國史學的源流及其發展，探尋史

學、地學、神話學等等；研究的問題也在不

學發展中的核心問題。再以文學而言，司

斷地深入，而且組成了司馬遷研究的學術

馬遷在歷史真實的基礎上，施展文學才

團體，這對於繁榮學術、發展學術起了積

華，使《史記》成為中國敘事文學的里程

極作用。同時，「史記學」也能促進史學、

碑。先秦時期的敘事文學，主要是歷史散

哲學、文學、語言學、民俗學等其他學科的

文中的《左傳》、《國語》、《戰國策》，

研究等等。我們還應看到，「史記學」的發

《史記》繼承了它們的長處，並吸收了抒

展，為考古學、民族學、地理學等其他學科

情文學如《詩經》、《楚辭》、政治哲學著

也提供了重要的基礎資料。而且，司馬遷

作如諸子百家等的精神，成為先秦文學的

繼承父業，以強烈的使命感，擔當起編纂

集大成和漢代文學的典型代表。後來的文

歷史的重任，不虛美，不隱惡，以求實創新

學，都從它這裏吸取了營養。如古代的散

的精神和頑強的毅 力，去完成編 纂《史

文，唐宋八大家、明代的前後七子和唐宋

記》的偉大事業，這種治學精神在今天仍

派、清代的桐城派，都高舉學習《史記》的

然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大旗，《史記》成為中國古典散文的千秋

[12]

（二）

宗匠。其他文學樣式如傳記、小說、戲劇、

張新科：「史記學」和中華優秀經典傳承

現實的變革促進人們思想觀念的變化，也

中國研究

研究漢代史學、哲學，離不開《史記》，

隨著中國對外開放政策的實行，各國之間的文化交流日益頻

入挖掘和研究。從發展學術的角度來說，

繁。建立「史記學」，可以在原有基礎上進一步擴大和加深國際間

觀念讀《史記》，非能知《史記》者也」。
的合作交流，促進中國文化走出去。

化的總結，蘊含的價值非常豐富，值得深

辭賦等都與《史記》有密切關係 [13]，甚至

建立「史記學」，不僅具有必要性，而

於司馬遷提出的「發憤著書」理論對於中

且具有重要性。「史記學」的建立，對於深

國古代文學批評也產生深遠影響。因此，

入認識和研究漢代文化具有重要意義。

建立「史記學」，對於中國文學發展的來龍

《史記》是先秦文化的集大成，同時又是

去脈也會有更深入的認識。除史學、文學

漢代文化的代表，以此為突破口研究漢代

之外，《史記》中所體現的哲學、經濟學、

社會，無疑是一條重要途徑。而且，司馬遷

軍事學、民族學、地理學、教育學、天文

創作《史記》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際，通古

學、醫學、音樂學等各種思想也是非常豐

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是史學家、哲學

富的，研究中國文化，《史記》是無法繞開

家的使命。正如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

的。
建立「史記學」，也具有重要的世界

馬氏一家之言，與荀況著《荀子》，董生著

意義。《史記》在世界各國都有一定的影

《春秋繁露》性質正同，不過其一家之言

響。《北史·高麗傳》記載，唐以前「三史」

乃借史的形式以發表耳。故僅以近代史的

已傳到朝鮮半島。目前，俄文、法文版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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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中所說：「遷著書最大目的乃在發表司

文化中國

《史記》都已問世，英文版全本《史記》也

粗取精、去偽存真、古為今用，做到以文化

即將完成。據覃啟勛《史記與日本文化》

人、以史資政」。《史記》是「以文化人」的

一書考證，《史記》在公元六○○年至六

極好教材，應該得到開發和利用。而且，

○四年之間由第一批遣隋使始傳日本，明

《史記》借助文學的手段，以美的語言、美

清之際，是《史記》東傳日本的黃金時代

的結構、美的形式，使傳主的生命價值得

。在日本，已經形成一支實力強大的《史

以很好地展現出來，並產生美感效應。正

記》專門研究隊伍，僅近現代而言，頗有影

如茅坤所說：「讀游俠傳即欲輕生，讀屈

響的專家有瀧川資言、水澤利忠、宮崎市

原、賈誼傳即慾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傳即

定、野口定男、加地伸行、池田蘆洲、池田

欲遺世，讀李廣傳即欲力鬥，讀石建傳即

英雄、伊藤德男、今鷹真、藤田勝久、小澤

欲府躬，讀信陵、平原君傳即欲好士」[16]。

賢二等百餘人。《史記會注考證》《史記會

這樣的傳記效果，是任何說教形式難以達

注考證校補》《史記研究書目解題》等著

到的。因此，建立「史記學」，以史為鑒，是

作，都是 頗有特 色的著 作。歐 美國家的

文化傳承的重要內容之一。

[14]

（三）

畹、康德謨、吳德明，美國的華茲生、倪豪
士、侯格睿、杜潤德、王靖宇、汪榮祖等

建立「史記學」，既有歷代積澱的雄

。當然，國外的《史記》研究還很不平

厚基礎，又有重要的文化價值和意義。那

衡，也存在不少問題；而且，國外研究成果

麼，如何建立這門既具有歷史意義又具有

被介紹進來的也不多。隨著中國對外開放

現實意義的學科？筆者曾對此提出一些看

政策的實行，各國之間的文化交流日益頻

法，主要有：走綜合化之路，以理論作統

繁。建立「史記學」，可以在原有基礎上進

帥，多樣化的形式，立體化的研究，世界化

一步擴大和加深國際間的合作交流，促進

的目標，生產化的方式[17]。當然，建立一門

中國文化走出去。

學科，絕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長期的積

[15]

如果沒有廣泛的傳播和普及基礎，「史記學」也就失去了依

賴，失去了生命力。當然，普及與提高是一個統一體，普及是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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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打基礎，而且把《史記》研究成果傳播到更廣的範圍，也是一種

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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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研究也有較大成就，如法國的沙

「史記學」的建立，也具有重要的文

累，以上這些工作仍然是今後需要努力的

化教育意義。讀史使人明鑒，從事《史記》

方向，要以科學求實的態度，對待優秀經

研究，建立「史記學」，有助於我們進行歷

典著作，尤其是理論的探討需要不斷加強

史的反思，在認識歷史的同時，也認識自

和提升。在此，筆者特別強調兩項重要的

我，提高自己認識社會的能力，完善自己

基礎性工作，即《史記》的普及化和數字

的人格結構。同時，《史記》也是我們民族

化。

智慧的結晶，其中的治國理政思想、道德

建 立「史 記 學」，需 要 有 廣 泛 的 群

觀、價值觀、義利觀等，對於當今治理天下

眾基礎。因此，文史工作者要以普及《史

以及培養人們高尚的道德節操具有積極的

記》、傳承優秀文化為己任，針對不同層

作用。習近平二○一五年二月十五日在陝

次、不同年齡的人群，採取不同的普及方

西考察時講到：「對歷史文化，要注重發掘

式，擴大《史記》傳播範圍，使經典著作

和利用，溯到源、找到根、尋到魂，找準歷

深入人心。《史記》具有百科全書特點，其

史和現實的結合點，深入挖掘歷史文化中

傳播範圍當然不只是史學、文學；而且《史

的價值理念、道德規範、治國智慧。比如，

記》不只是文人雅士的案頭著作，也是普

司馬遷的《史記》、班固的《漢書》中所凝

通大眾的必讀書目；不只是大專院校青年

結的先人智慧，對今天治國理政有不少啟

學生的必修課程，也是幹部培訓的極好教

示。古人說，『讀經傳則根底厚，看史鑒則

材；不只是中國文化的經典，而且也是世界

議論偉』。發掘和利用工作做好了，才能去

文化經典，在世界範圍內傳播。開設課程、

軍事學、檔案學等等，都有一定的關係。

大價值、認識司馬遷的偉大精神，認識中

但作為「史記學」的體系構架，應該是以史

華優秀文化的內在魅力。如果沒有廣泛的

學、哲學、文學作為最重要的支柱學科。總

傳播和普及基礎，「史記學」也就失去了依

之，需要各學科共同努力，建立起獨具特

賴，失去了生命力。當然，普及與提高是一

色的新學科，促進學術發展，促進中華優

個統一體，普及是為研究打基礎，而且把

秀文化的傳承。

是一種普及。

「史記學」的發展，經歷了兩千多年，
經過無數學者的不懈努力，逐步發展壯

現代科技的快速發展，為學術研究插

大，尤其是二十世紀以來，「史記學」發展

上了新的翅膀。《史記》研究，是精神生

到一個新的階段。由於《史記》具有深刻

產，生產工具也應隨著時代而變化。我們

的思想內涵和完整的體系，能使有價值的

在進行綜合化工作時，依賴於科學技術手

生命走向永恆的時間和無窮的空間，「史

段，其中最重要的乃是電子計算機以及網

記學」也將具有它的無窮魅力和生命力，

絡技術的使用。先進科學技術的使用，對

愈來愈受到人們的重視，對此，我們充滿

於《史記》資料中心的建立以及廣泛傳播

信心。

《史記》和研究成果是有重大的意義，甚
至是革命性的變化。網絡技術帶來查閱資

詳參張新科《史記與中華民族精神塑
造》，載《光明日報》二○一七年四月
十六日。

[2]

（清）李景星：《史記評議·自序》，見
《四史評議》(嶽麓書社，一九八六
年)，頁一。

[3]

齊思和：《〈史記〉產生的歷史條件和
它在世界史學上的地位》，載《光明日
報》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九日。

[4]

詳參張新科、李紅《史記在國外的傳播
與研究》，載《博覽群書》二○一五年
第十二期。

[5]

（唐）司馬貞：《史記索隱後序》，見
中華書局點校本《史記》第十冊附錄。

[6]

王國維：《觀堂集林》卷九(中華書局，
二○○四年)。

[7]

安平秋等主編：《史記教程》(華文出版
社，二○○二年)，頁九。

[8]

張大可主編：《史記論叢》專輯第六卷
《中國史記研究會十五年》(中國文史出
版社，二○一五年)，頁一九一、
三八五。

料的方便，帶來研究的數字化，研究手段
的更新為新的研究奠定良好基礎。目前，
有關單位正在進行大規模的《史記》數據
庫建設，不僅將《史記》按照一定的主題
模塊數字化，而且將古今中外《史記》研
究成果分門別類進行數字化處理，為研究
者提供極大便利，這是一項非常有意義的
工程，也是建立「史記學」重要的奠基工
作。
當然，「史記學」能否建 立、能否發
展，起決定作用的還是研究主體——人。
研究者必須具有一定的素養。唐代史學理
論家劉知幾認為：「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
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
也」 。清代章學誠《文史通義·史德篇》
[18]

在此基礎上又加一「德」字 [19]。可見《史
記》研究者只有具備多方面的素養，才能
擔當起重任，才能鑒別史料的真偽、源流，
才能從繁雜的資 料中分析問題，解決問

[9]

題。
「史記學」不同於其他學科，從本質
上說是人文社會科學的一個分支，具有多

（日）明德出版社平成七年（一九九五
年）出版。

[10]

張大可《三十年來史記研究述評》、

４３

[1]

張新科：「史記學」和中華優秀經典傳承

《史記》研究成果傳播到更廣的範圍，也

中國研究

強大陣勢，使更多的人認識《史記》的巨

現代科技的快速發展，為學術研究插上了新的翅膀。不僅將

文學、民族學、地理學、政治學、經濟學、

《史記》按照一定的主題模塊數字化，而且將古今中外《史記》研

視、網絡等各種形式，形成普及《史記》的

究成果分門別類進行數字化處理，為研究者提供極大便利，這是建

學科性。它的建立與發展，與史學、哲學、
立「史記學」重要的奠基工作。

專題講座、編寫普及讀物，運用廣播、電

由於《史記》具有深刻的思想內涵和完整的體系，能使有價

值的生命走向永恆的時間和無窮的空間，「史記學」也將具有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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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窮魅力和生命力，愈來愈受到人們的重視，對此，我們充滿信

心。

文化中國

《史記的民族凝聚力與研究現狀》（收
入作者再版的《史記研究》一書，華文
出版社二○○二年），肖黎《建國以來
史記研究情況述評》（載《社會科學研
究》一九八三年第五期），曹晉《史記
百年文學研究述評》（載《文學評論》
二○○○年第二期），陳桐生《百年史
記研究的回顧與前瞻》（載《文學遺
產》二○○一年第一期），張新科、俞
樟華《史記研究史略》（三秦出版社，
一九九○年）等論著對此均有詳述。
[11]

全文載二○一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光明
日報》。

[12]

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
版，頁八七八。

[13]

《史記》與中國文學的關係，詳參張新
科《史記與中國文學》(商務印書館，
二○一○年)。

[14]

覃啟勛：《史記與日本文化》(武漢大
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頁四一。

[15]

關於海外《史記》研究情況，詳見張新
科等《史記在國外的傳播與研究》一
文，載《博覽群書》二○一五年第十二
期。

[16]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一。《史記評
林》卷首引。

[17]

筆者《史記學概論》一書曾對「史記
學」的範疇、特徵、源流、價值、發展
趨勢等問題進行了探討(商務印書館，
二○○三年)。

[18]

劉昫：《舊唐書·劉子玄傳》(中華書
局，一九七五年)，頁三一七三。

[19]

章學誠撰，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
注》(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頁
二一九。

Abstract: Shih Chi is a model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tudy of Shih Chi is
first of all due to the important cultural
value of the great work itself. At the same
time, since the Han Dynasty, a great deal of
data concerning the study of Shih Chi has
been accumulated for over two thousand
years, which lay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tudy of Shih Chi.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tudy of Shih
Chi is also the need of current cultural
d e velo p m e nt . T h e u n i f ie d id e olog y,
patriotic ideology, the enterprising spirit,
and the matter-of-fact and innovative spirit
embodied in Shih Chi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today's societ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tudy of Shih Chi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in-depth understanding and study
of the culture of the Han Dynasty, the
developme nt of C h i ne se h ist or y a nd
literature, and the overseas promo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t is also beneficial to the
education of people’s values and outlook
on life. To establish this new discipline,
we should not only improve ourselves in
terms of theor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but
also make constant efforts to popularize
Shih Chi and digitalize the related dada.
The Study of Shih Chi is multidisciplinary
i n n at u r e, a nd it s e st abl i sh me nt a nd
development are closely related to other
disciplines.

Establishing the Study of Shih Chi

Key Wo r d s: T h e St u d y of Sh i h

to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of Chinese

Chi, The Inheritance of Chinese Classic,

Outstanding Classics

Multidisciplinary

Z h a n g X i n ke (Sh a a n x i No r m a l

４４

University)

中國研究

周代統治根基動搖的內因
──貴族宗法血緣與政治
■ 葉曉波 高錦花

摘

貴族宗法血緣與政治相聯繫，完成了對國家結

削弱其滿足需要的作用的時候，文化內部

構的初步構建。但二者因為本質差異而產生矛

的要素就會進行相應的調適以重新滿足

盾，最終通過對等級制、分封制、禮制的破壞

人的需要，當然這些自我調整其實還是人

表現出來。因此，貴族宗法血緣與政治的矛盾

對於環境變化的適應。如此再來看這段歷

是動搖周代的政治統治根基的內因。在這一矛

史我們就會發現：周代發生的一系列政治

盾運動過程中，貴族宗法血緣因自身的局限性

變遷的本質是血緣與政治矛盾運動的表

在矛盾鬥爭中逐漸居於次要位置，政治擺脫宗

現，實際上是宗法血緣與政治二者因自身

法血緣的影響日益成為一股獨立的力量。

矛盾，在政治領域發生的一系列為克服血
緣宗法弊病而進行的調適行為。
探究事物的矛盾運動需要從其本質

西周建國，周天子創行分封制，即以

進行，那麼現在的問題就是對宗法血緣關

「天子建國，諸侯立家」的手段，確立諸侯

係和政治的本質到底該如何考察？我們通

國隸屬於王國的二級行政體制；同時根據

過概括可以得到宗法血緣關係基本且相對

宗法血緣原則，天子與諸侯在自己的親屬

穩定的結論，說它基本是因為每一個社會

之中以賜爵命的方式為組成的政府選拔

成員都會有屬於自己的血緣親屬和身份，

官吏。西周王朝通過對血緣宗法與分封制

他們通過血緣與其他社會成員組成社會

的有機結合體的合理運用，一改夏商時期

基本單位。一個人的血緣關係是他最基本

對地方各個部落方國統治只能依賴武力

的社會身份；說它相對穩定是因為宗法血

之局面，加大了西周對地方的控制力度，

緣的維繫效用是有限度的，一旦超過限度

由是血緣與政治緊密結合成為西周社會

也就不能起穩定的作用了。這些說法都符

所特有的現象。然而二者的本質決定其配

合實際，但這些只是宗法血緣關係的性質

合不會協調：貴族血緣宗法不但對周代政

卻非本質，那麼它的本質究竟是什麼？
這需要從宗法血緣關係的存在環境

獨立發展的桎梏，以致秦始皇在建立專制

做出解釋，我們既然承認宗法血緣關係是

政權時必須要突破氏族宗法對政治的束

存在於宗族組織之中，那麼宗法血緣關係

縛 。按照功能學派的理論：一種文化內

的本質就可以歸結為社會初級群體的基

部的某些要素根據其在文化體系中的地

本構成原則。實際上，宗法血緣關係本身

位與其他要素配合，發揮相應的功能以滿

就蘊含著強烈的情感聯繫在其中。

[1]

足一定數量的群體的基本需要。當相互配

再說政治的本質。政治通常以政權的

４５

治的襄贊越來越有限，而且逐漸成為政治

周代發生的一系列政治變遷的本質是血緣與政治矛盾運動的表

關鍵詞：周代；貴族；宗法血緣；政治

現，實際上是宗法血緣與政治二者因自身矛盾，在政治領域發生的

合的要素因為內部矛盾或外部環境變化

一系列為克服血緣宗法弊病而進行的調適行為。

要：西周統治者以分封制的形式將

葉曉波 高錦花：周代統治根基動搖的內因

延安大學歷史系

文化中國

形式體現，目的是為了保持統治階級的統

身發展的必然結果

４６

通過宗法血緣確定貴族身份，再以分封的形式將貴族與政治緊
密結合，這構成了社會的統治階級。這一系列舉措使得西周尚且稚
嫩的政治組織借著傳統的血緣力量得以發展，相互依賴成為二者關
係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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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秩序安定有序，因此政治是為了實現一

貴族宗法血緣的本質既然屬於社會

定的目標以非自然的手段建立起來的。也

初級群體構成原則，那麼也就具備社會初

就是說，政治就不再像宗法血緣關係那樣

級群體的基本性質，因此貴族宗法血緣關

講成員之間感情的交流，而是圍繞政治統

係發揮自身的作用也是有前提的。一般來

治而產生、發展的，一個政權的垮臺就意

講，影響貴族宗法血緣作用的因素有以下

味著舊有的政治生命的終結。因此，政治

幾點：首先是關於貴族宗法血緣所能控制

的本質是社會次級群體的形態，即狹義的

的群體成員的數量因素，因為初級社會群

社會組織 [2]。我們再用東周政治反證一下

體成員數量與血緣自然呈現一種負相關，

政治的社會組織形態本質：第一，既然周

成員數量與血緣情感難以同時獲得，所以

代國家政權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

初級群體必須保持較小的數量以確保群

而建立的專制統治機關，那麼周代政治是

體成員之間能夠建立相對穩固的情感聯

以事為中心形成的；第二，社會組織的成

繫，社會學認為這個規模最好不要超過

員需要經過特定的成員資格審查才能加

三十人[4]。聯繫實際，東周時期佔統治地位

入，周政權對統治階級成員的劃定主要是

的貴族宗族是怎樣的情況？史籍對於宗族

以策命制度賜予貴族爵命的形式確認組

人口數量的正面記載比較少，從正面看這

織成員身份，「爵命的意義在於它是獲得

個問題似乎難以找到依據，但是我們可以

貴族身份的先決條件」「爵命往往與任官、

根據周代人口增長情況大致推論貴族宗

食祿成為一體，成為貴族身份及政治、經

族的成員數量。常金倉先生在對東周社會

濟特權的標誌，是以有爵必有祿」 ，這也

變遷中人口因素進行說明時，提出「在周

間接說明周代政治受血緣關係很大的影

人統治下的七八百年中，全國人口增長了

響。綜上，政治的社會組織形態本質認識

五至十倍」的看法[5]。按照這個標準，假使

應是確鑿的。

我們以三十人為東周末年標準貴族宗族成

[3]

通過宗法血緣確定貴族身份，再以分

員來算，西周初期的貴族宗族就只有三至

封的形式將貴族與政治緊密結合，這構成

六人，這就是一個核心家庭的規模，是不

了社會的統治階級。這一系列舉措使得西

合邏輯的，因此東周時期貴族宗族成員大

周尚且稚嫩的政治組織借著傳統的血緣

於三十人是毫無疑問的。

力量得以發展，相互依賴成為二者關係的

隨著人口的增長和代際的不斷繁衍，

主流。但是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宗法血緣

東周貴族宗族成員的數量超過了貴族宗法

與政治的本質分屬兩個截然不同的社會

血緣關係發揮自身的凝聚群體作用的極

群體——前者以人情的交往為中心，後者

限，大大削弱了貴族宗族成員之間的「親

以事情的處理為產生的前提條件。政治在

親」之情。《左傳》中宋國宗族「華氏居盧

宗法血緣的幫助下形制漸備的同時也表現

門，以南里叛」[6]，但是尚屬華氏族人的遠

出越來越多的差異，矛盾運動日漸成為二

親華妵卻「居於公里」，這正是由於宗族規

者關係的主要方面。而矛盾運動的結果就

模過大導致的血緣聚合力減弱的例子。也

是，政治在周代的文化結構中的地位得以

許有人會存在疑問，貴族宗族可以通過分

上升，而宗法血緣的重要性相對的就有所

宗立氏的方法使自身血緣關係對大宗成

下降。下面，主要就找尋宗法血緣與政治

員的凝聚力得以保持，而這也的確是客觀

的地位發生這一深刻變化的具體誘因進行

存在的歷史事實，但是這種貴族宗族的分

探討。
（一）周代貴族宗法血緣地位下降是自

化卻絲毫沒有使大宗放棄以血緣控制分
化後的小宗的努力。實際上，宗法大宗不

貴族宗族成員之間也是存在面對面交流

比例，地域團體較近的空間距離為大宗對

的，但是這種交流除了缺乏基本的長時間

小宗的控制提供了條件，因此，分化出去

的保證，更被統治階級賦予了濃重的政治

的小宗「仍在政治、經濟、宗廟祭祀、思想

等級色彩。翻看《儀禮》十七篇，我們會發

意識等方面與大宗本家保持一定的聯繫，

現貴族宗族成員之間的交往已經被濃厚

並接受大宗的統屬」 。在這種矛盾心理

的等級色彩所覆蓋，「非禮，無以辨君臣、

作用下，周代貴族宗法血緣地位必然隨著

上下、長幼之位也」 [10]，辨別等級身份以

控制群體規模的擴大而不斷下降。

後，禮通過自身嚴格的禮法章程、固定的

[7]

實際上，因血緣關係形成的群體自形

禮儀辭令、等差有序的禮器組合的手段申

成的那一刻起就存在著分裂的傾向，而分

明禮背後的等差之義。這樣，就從一開始

裂的根據就是成員之間的血緣親疏，考古

周代宗法貴族成員之間的親情交流被等

學與人類學為我們提供了很多這樣的證

級意義所取代，而初級社會群體成員之間

據。在河南安陽殷墟西區墓葬發掘過程

真摯感情的培養是不可能根植於強調等

中，考古工作者發現在特定範圍的墓地內

級尊卑的政治土壤當中。所以，周代貴族

規律性地出現保持特定葬俗的死者，得出

宗法血緣地位下降是必然的，統治者在利

在氏族當中也存在根據血緣形成的各自

用血緣關係團結族人以維護統治的同時

的親屬單位（即宗族組織）的結論；在陝

又用禮對統治階級內部成員進行嚴格的

西薑寨遺址當中，研究人員發現整個遺址

等級隸屬關係規定，政治已經在地位上超

每部分都有一種大房子與小房子相組合的

越了貴族宗法血緣。因此，禮在各種儀式

結構，就像一個大蘑菇周圍分散著若干個

上對行禮者身份的區別，都是為了防止出

較小的蘑菇並最終形成一個圈，它們彼此

現逾越禮制的行為破壞社會的等級秩序。

之間距離都很近，甚至有著相同的門向，

從貴族宗法血緣自身客觀的發展到統治者

這也為母系氏族之中存在更小的血緣組織

主觀對政治更高的社會定位都宣告貴族宗

提供證明。費孝通曾考察睡在一個炕上的

法血緣地位下降是必然的趨勢。
（二）宗法血緣與政治的矛盾運動

滿族家族，他發現成員「各有各的位置，各

貴族宗法血緣與政治的矛盾運動主

起」 ，這也說明大的血緣群體內部根據

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權力的異化與

血緣親疏自然地存在著更小的單位。一旦

貴族宗族血緣的矛盾。周天子以分封爵命

社會生產力發展到能夠支撐他們較為獨

的形式賜官給各級貴族，組成中央與地方

立的生活，小的血緣單位就迫不及待的從

兩級政府，受爵的貴族同時也是官吏，這

母體之中掙脫出來，成為新興的血緣群體

就是「百官，公卿以下也」[11]的道理。官職

單位。如此一來，一方面憑藉血緣形成的

分封下去容易，但是如果想控制權力卻非

群體自身有著分化的趨向，另一方面血緣

常難，這裏就產生了權力異化的問題。異

對群體的聚合作用有人數的限制，因此血

化是「事物一旦被某種原因產生出來，它

緣群體的母體的分化在周代才會如此普

就有了自己的運行軌跡，但這軌跡卻不一

遍，如此多的氏的出現就是血緣群體分化

定完全順從著所產生它的原因」[12]，也就

的直接反映[9]。

是說，新生事物產生以後逐漸偏離其產生

[8]

其次，影響貴族宗法血緣作用的因素

時的用途的一種趨勢。任何事物都有異化

是成員之間長期面對面的交流。社會初級

的傾向，而這種權力的異化趨勢是血緣手

群體的形成是圍繞者人產生的，因此格外

段鞭長莫及的，如宋華閱、華臣二人，華閱

４７

對夫 婦和兒 女，也 就 是 家 庭，緊靠 在一

葉曉波 高錦花：周代統治根基動搖的內因

取同居或者聚居形式的宗族仍然佔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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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成員之間深厚感情的培養。我們承認
周代貴族宗法血緣地位必然隨著控制群體規模的擴大而不斷下
降。實際上，因血緣關係形成的群體自形成的那一刻起就存在著分
裂的傾向，而分裂的根據就是成員之間的血緣親疏，考古學與人類
學為我們提供了很多這樣的證據。

想也不能放棄對小宗的控制。分化以後採

文化中國

為華元之嫡長子為大宗，華臣為小宗，但

從大宗分離從而擺脫宗法血緣對政治的

是二人之眾不聚居在一起。據朱鳳翰先生

束縛，反映在姓氏制度上，小宗氏號的獨

的推斷，這個現象可能因為二人皆為宋國

立性增強、小宗氏號的確立時間縮短 [15]。

卿大夫所致[13]，《左傳》裏講「使華臣具正

更嚴重的後果還在後面，貴族一系列爭田

徒」「使華閱討右官」 ，兄弟二人因為權

奪室的行為是對西周所建立的分封制等

力的掌握對本身的貴族血緣聯繫形成衝

級制度的踐踏。要知道西周政治的核心是

擊，貴族血緣與政治的矛盾就是在這種權

保證周天子對諸侯以及其所領的小宗的

力異化的作用之下爆發出來。

統帥，頻繁的以下犯上的行為使「君將不

[14]

周代權力分配是以宗法血緣親疏為依據的，血緣近的人相對處

４８

於靠近權力的核心，是居於位高權重的統治階級上層；血緣遠就意味

著人的位置相對較低，成為人微言輕的吏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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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權力分配是以宗法血緣親疏為

君，臣將不臣」。按費孝通的觀點，情感是

依據的，血緣近的人相對處於靠近權力的

為了適應社會活動而產生的，「我們應當

核心，是居於位高權重的統治階級上層；

把人類的感情看成社會所培養出來的結

血緣遠就意味著人的位置相對較低，成為

果」[16]。也就是說，貴族之間所產生的「親

人微言輕的吏員。如此以來，統治階級內

親」之情是共同維護政治統治的需要。然

部就形成了以血緣關係為尺規的一個個形

而，政治上出現的日趨頻繁的僭越行為，

制大小各異的圓，出於相同始祖的宗族有

以及上層為防範對下層的僭越行為而採取

著共同的圓心，不同的圓的組合通過婚姻

的嚴厲打擊，在統治階級內部無形地形成

關係形成重合。處於圓心的宗子通過血緣

一種互相不信任的心理，這一系列活動必

手段將周圍的成員聚合在宗族組織之內，

然會造成貴族宗族成員之間的不團結；如

這屬於核心的聚合力；但是圓心的邊緣對

果說這種僭越對團結的破壞是從貴族內

圓心本身就有著相對的離心趨勢，何況是

部的角度進行的話，那貴族宗族之間的紛

成員所掌握的權力的本身是排斥圓心的

爭則是宏觀角度上對貴族宗族整體團結

血緣聚合作用的。身處統治階級核心的貴

的破壞。社會學家路易斯·科塞認為：對外

族上層是從分封制獲利最大的群體，因此

部群體敵視和衝突的加劇會強化群體之

他們必定是周代政治結構最大的擁護者，

間的區別與差異[17]。王室力量衰微直接導

堅決抵制任何破壞分封制等級結構的行

致社會失去控制力，貴族宗族之間鬥爭的

為；而遠離權力核心的中小貴族的後代，

行為使原本是一個整體的貴族階層以宗

隨著一次次分封會逐漸被排除出統治階層

族為單位形成一塊塊的權力集團。如此一

的範圍之外。這個過程在統治上層看來是

來，由血緣凝聚形成的貴族宗族整體在宏

合理的，但是統治下層是堅決不願這樣的

觀與微觀兩個方面都呈現出分化的趨勢。

情況發生，統治階級上層與中下層的衝突

因此到了東周，「新諸侯迫於習慣勢力，有

從各自集團利益維護意識覺醒之時就已

時不得不讓他們的同胞手足去做封君，但

經開始了，所以說周代社會的統治階級矛

在朝廷中寧肯任用那些出身微賤，有貧者

盾重重。二者的關係就像是傳統學科與新

之智而無僭竊之嫌的人」[18]。此時的宗法

興的交叉學科的矛盾，成為因循守舊與開

血緣就像一雙珍藏在鑲滿鑽石寶箱中的

拓創新的矛盾體，前者終究會被富有創造

敝履，雖時刻被人所看護並進行監督，但

力的群體所超越並取代。

是卻難以恢復西周初立國時的效用，價值

權力異化所帶來的必然結果就是下

大遭貶損。

對上統治秩序的威脅，東周時期無休止的

為維持社會的健康有序發展，各項社

奪權鬥爭導致傳統的貴族宗族數量大減；

會制度必須要彼此之間相互協調與配合，

此外，貴族宗族突破宗法制所規定的小宗

周代的禮就是作為統治階級維護等級秩

「五世乃遷」的規定，貴族小宗迫切要求

序的配套設施出現的。作為一種觀念，禮

（愛）、彰 義 掩 過（堅） [27]、怙 威 恃 行

所發揮的功能也愈加有限。事實上，禮本

（醜）[28]、棄禮好色荒政肆行（煬），在君

身也強調根據社會實際變化進行的制度

位卻不能行君應行之事，這是對統治者最

改革，《禮記》有云：「禮也者，義之實也，

大的嘲諷。
這樣，周代的政治在最初的構建上就

起也」[19]，「禮，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

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漏洞，位高權重者未必

宜次之，稱次之……時也」 。統治者在

有為，位卑言輕者未必不是一個人才。可

制禮的時候也明確表示以禮作為治國的

是周代的政治就是按照血緣說話，一切都

手段是有弊端的，應隨時增補興廢條文。

是先天就已經安排好的，這無疑把統治階

但是統治階級上層顯然是為了維護自己的

級內部人員流動的通道堵死了。統治階級

既得利益，在貴族群體出現僭越以及以下

內部的情況尚且如此，就更別談平民的升

犯上的行為的時候不加禁止，或者只用強

遷途徑了。從社會學角度看，社會結構是

制性很弱的禮治手段對違禮者的行為加

影響社會流動的重要方面[29]。反觀周代社

以規範。在禮的施行者——賢人群體日益

會，社會成員之間的等級界限極為嚴格，

減少的情況下，禮失去了與社會結合的基

社會繼替單純根據血緣（先賦條件，世襲

礎。隨著等級秩序的破壞，堅守傳統的上

原則），這在社會結構上已經為周代社會

層貴族被新興勢力取代，他們所堅持的禮

的流動定了性。毫無疑問，一個沒有合理

終被棄置一旁。

升遷途徑的社會是危險的，這就像只有一

[20]

個車道的單行道，各種型號的車都在一條

牾。血緣組織與政治組織重疊使政治等級

道上行駛，一個人騎著自行車在前邊跑，

與血緣親疏相一致，這就無形中產生一個

你後邊的車即使馬力再打也得規規矩矩

問題：是否憑藉血緣就能決定一個人的德

的在後邊跟著。這種制度是不合理而且有

行才能。實踐告訴我們，血緣與德行才能

違人性發展的，如果有一天後邊某位車主

並沒有任何必然的聯繫。中國古代的政治

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憤怒抑或汽車剎車出

傳統是把國家治理維繫在統治者個人素

了故障，除了前邊蹬自行車的仁兄有性命

質上，但是縱觀周代歷史，關於統治者德

之憂，恐怕這條單行道的秩序也就此癱瘓

行才能與政治地位不符的描述有很多，最

了；於是周天子與諸侯為解決行政能力與

直接的證明就是《逸周書·諡法》中惡諡

貴族宗族血緣的矛盾在起初的單行道旁

對天子諸侯德行才能不合政治需要的貶

邊又開闢了快車道，但是卻沒有強有力的

斥。人民是維護社會統治的基礎，而「養

手段制定超車的規則，結果就是天子被一

民」是代表統治者能力最基本但又最重要

些諸侯卿大夫所超越，在實力上一些卿大

的指標，具體到諡法我們就看到廣大群眾

夫士趕超了諸侯。更為糟糕的是在這麼一

對統治者治政能力的種種不滿。人民本以

種無規則的混亂中，一些正常行駛或者惡

食為天但卻走到「兇年無榖」 的地步；

意超車的車輛出了車禍，在路上留下車輛

人民本應在安定的社會裏休養生息，但是

撞毀之後的斑斑血跡，這形象的描述出當

統治者卻採取「好變動民」 的方針；人

時等級制被破壞以後貴族階層社會的無序

民供養統治者本應受到愛護，但是統治者

與混亂的情形。

[21]

[22]

反而「逆天虐民」 [23]地反其道而行；再來

如果說血緣與能力的矛盾還是客觀

看統治者的道德素養，亂法行私（靈）、懈

上對貴族能力的制約，那麼周代貴族權力

４９

第二，實際德行才能與血緣繼承的抵

葉曉波 高錦花：周代統治根基動搖的內因

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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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的內容與社會現實越來越脫節，禮自身

周代的禮是作為統治階級維護等級秩序的配套設施出現的。作

實（誇） [25]、名 與 實 爽（謬） [26]、慳 吝

為一種觀念，禮必須與社會生活的實際情況相符合才能發揮其維持

發揮其維持社會結構的功能。遺憾的是，

社會結構的功能。遺憾的是，禮的內容與社會現實越來越脫節，禮

怠國政（荒）、不悔前過（戾） [24]、華言無
自身所發揮的功能也愈加有限。

必須與社會生活的實際情況相符合才能

文化中國
周代主要通過世卿世祿制選拔官員，其本質就是權力的世襲。

如此帶來的直接影響就是貴族權力的固化，貴族權力世襲只要根據

５０

宗法判定血緣就可以了，對貴族本身的能力考察反而是次要的，這

就相當於是給貴族在精神上注射麻醉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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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襲則是導致貴族能力下降的主觀因素。

實際上，解決貴族宗法血緣與政治的

周代主要通過世卿世祿制選拔官員，其本

矛盾問題的關鍵在於血緣與政治權力的

質就是權力的世襲。如此帶來的直接影響

分離。在此基礎上順應二者矛盾運動發展

就是貴族權力的固化，貴族權力世襲只要

的趨勢，通過對政治制度的完善替代傳統

根據宗法判定血緣就可以了，對貴族本身

的由宗法血緣關係發揮的政治作用，最終

的能力考察反而是次要的，這就相當於是

徹底地把貴族宗法血緣關係趕出政治權

給貴族在精神上注射麻醉劑。安逸的生活

力的舞台。唐代統治者對這一點的認識值

使食厚祿的貴族子弟沒過幾代就忘記了

得稱讚，唐代也進行分封，充分利用血緣

祖先創業之艱辛，變得遊手好閒身無長

的凝聚作用鞏固統治；然而唐代的分封是

技。當那些不知稼穡的貴族子弟上位執政

只給錢卻不放權，這樣受封的貴族就不會

以後，又怎麼能不影響著統治階級的執政

在政治上對皇權形成威脅，同時也繞開了

能力？同時權力固化阻滯了各階層社會成

因權力固化帶來的統治集團素質必然降

員的合理流動，也不利於統治階級的更新

低的陷阱，可謂一舉兩得。血緣宗法退出

換代，導致統治集團內部是越來越保守也

政治舞臺也為政治發揮自身的作用提供了

越來越衰弱。因此當歷史進入戰國，天下

前提，唐代進一步完善的科舉制度就是政

一統的趨勢已經愈加明顯的時候，經過殘

治脫離血緣影響的明證。當然將宗法血緣

酷的兼併戰爭剩下的國家都清楚地認識

掃出政治是一個系統性工程：首先，需要

到，單單靠那些養尊處優的貴族子弟難以

配置比較完備的政治領域的各項制度，其

完成中國最後的統一。為此各國紛紛進行

中對選官制度與官員監察制度的要求尤其

變法，士逐漸在各國官僚隊伍中佔有主要

嚴格；其次，政治在實際操作過程中要有

的地位。從這個角度看，選官制度從世卿

意識的擺脫血緣對政治的不利影響；最後

世祿制到軍功爵制的轉變，正是周代二者

也是最關鍵的一步是要啟民智，廣大的人

矛盾運動中貴族宗法血緣地位下降、政治

民群眾的力量是無窮的，任何落後的違背

地位相對上升的變化的具體制度領域的

歷史發展趨勢的思想與行為都終將淹沒在

調適。

人民大潮之中。就像辛亥革命時期對人民

總之，貴族宗法血緣與政治的矛盾貫

傳播反帝反封建使得思想觀念深入人心，

穿著整個中國古代的政治，雖然政治的獨

即使袁世凱用暴力試圖復辟帝制，也最終

立性越來越強，但是卻始終無法徹底擺

在群眾的抗爭下落得一個身敗名裂的結

脫宗法血緣的影響。既然血緣與政治的矛

局。當然這也提醒我們，對貴族宗法血緣

盾無法避免，而矛盾所造成的後果又尤為

與政治的矛盾的解決是一個長期的任務，

嚴重，統治者力圖解決二者矛盾的意願都

血緣對政治在時刻產生影響，我們必須構

極為迫切。因此，歷朝歷代苦心孤詣地構

建系統全面的權力結構體系，將權力關在

造頂層設計以降低政治與宗法血緣矛盾

制度的籠子裏使用，不給血緣影響政治可

運動所產生的危害。然而對於皇權專制主

乘之機。

義王朝來講，這個問題似乎是無解。秦廢
分封行郡縣，卻因為尚未完善的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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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復興與空間再生產
——以北京城區文化創意產業為例
■ 張景秋 孫蕊
北京聯合大學應用文理學院

北京城市在舊城改造和城市更新主導下，基於內城空間優化

及空間再生產的視角，一些老舊廠區通過空間再生產，產生功能置

５２

換，典型的如文化創意類辦公空間在北京城區的擴展過程，進而帶

動城市街區的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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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伴隨著城市經濟的快速發展，城市

空間再生產的概念內涵

轉型、城市更新等過程不斷改變著城市內部空

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直到現在，空間

間結構，塑造著城市新的空間，即出現城市空

概念在西方哲學中特別是西方的社會批

間的再生產，進而引導城市老舊街區的復興。

判理論中不斷得到強化和深化。正如列

本研究以北京萊錦文化創意產業園、七七文化

斐伏爾所言：「空間已經不僅僅是手段而

創意產業集聚區為典型案例，探討了城市復興

是目的，是價值符號的載體，資本生產的

過程中，文化創意類辦公空間再生產的動力機

不僅僅是產品，而是一種符號和價值的空

制，得出國家產業發展政策是北京城區文化創

間」。借用索加的第三空間概念，即是人的

意類辦公空間再生產的主要動力，而城市產業

空間性建構過程中出現的空間，是物質與

結構的調整、企業自身轉型需要、城市「文化保

精神交融、主體與客體互滲、多方因素共

護」情結和藝術家對於廢舊廠房的喜愛、房地

同參與的空間（Soja,2005）。因此，空間再

產開發商的尋租行為等也是北京城區文化創

生產就是通過對真實的空間實踐（第一空

意類辦公空間再生產的主要動力組成。

間）與想像的空間再現（第二空間），形成

關鍵詞：城市復興；文化創意產業；空間
再生產；動力機制

一種感知的再現空間（第三空間）。二十世
紀九十年代在西方興起的城市復興即是通
過對已有的真實空間的解構，在通過想像

北京城市在舊城改造和城市更新主
導下，基於內城空間優化及空間再生產的
視角，一些老舊廠區通過空間再生產，產

和感知建構出一個新的空間，這個過程就
是空間再生產的過程。
倫敦經驗—國王十字地區的再生

生功能置換，典型的如文化創意類辦公空

英 國 在 其 發 展 歷 程中同 樣 經 歷 了

間在北京城區的擴展過程，進而帶動城市

中國城鎮化進程中所面臨的諸多問題，

街區的復興。從形式上概況，這種空間擴

從一九六○年代，在政府公共部門主導

展帶動下的城市復興大體上可以分為兩

下，對包括首都倫敦在內的一些中心 城

種：以工業遺產地再利用和以產業延伸為

市，其內城過於擁擠的平民居住區進行

主導的再生產模式，通過空間置換帶動城

了大規模更新改造與再開發；到一九八

市街區煥發新的活力。不同的擴展模式展

○年代，企業和開發商主導型的城市再生

現出不同的擴展過程以及過程背後不同

（regeneration）項目開始興起，其關注經

的動力機制。

濟增長以及利用公共基金來撬動非指導

空間再生產與倫敦經驗

性市場投資；一九九○年代開始了社區主
導型城市再生，以尋求公共與私人部門作

成為廣義的可持續社區議程的子系統，而
城市再生一詞仍然為學者廣泛認知和使
圖2 新老月台相協調

用。實際上，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英
活（revival）和重建（reconstruction），包
括社會融入，財富創新，可持續發展，城市
管治，健康福利，犯罪防治，教育機會，環
境品質和美好設計等。（Tallon，2010）
國王十字是位於倫敦市中心的大型
鐵路客運站，一八五二年 建成後投入使
用，也是通往歐洲的重要交通樞紐站。作

圖3 文化旅遊成為國王十字再生的推力

為鐵路交通樞紐，國王十字地區也經歷了
衰退到再生的過程，目前，國王十字是倫
敦乃至英國最大的一項城市再生與復興
項目。從二○○五年到二○一二年，國王十
字新建了五十棟建築、二千個新居、二十條
新街道、十個新的公眾廣場，有四萬五千
人居住、工作和學習在這個零點二十七平
方公里的地區[1]。

圖4 五至十分鐘步行圈設計與社區居民的
公共空間

張景秋 孫蕊：城市復興與空間再生產

國城市有一個共性，即再生（rebi r th）、復

空間概念在西方哲學中特別是西方的社會批判理論中不斷得

代，然而從二十一世紀中期以來，城市復興

到強化和深化。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在西方興起的城市復興即是通過

論下，逐漸被城市復興（renaissance）所替

對已有的真實空間的解構，在通過想像和感知建構出一個新的空

和二○○○年代早期，在新勞動力分工理

間，這個過程就是空間再生產的過程。

加了更多的環境意識。一九九○年代後期

中國研究

為合作夥伴和風險共擔者，以及較之前增

圖5由當地居民負責的訪客中心

倫敦城市再生與復興的啟示

縱觀倫敦六十多年的城市再生與復
興運動，作為城市化理論的重要組成部
分，在城市競爭力提升、文化經濟戰略確

圖1 再生的國王十字地區

們以啟示。
城市經濟功能定位調整與地方發展緊密
結合

５３

立、社區參與、社會融入等多個層面給我

文化中國

城市的發展經濟是基礎，在城市再

等空間需求的變化，最終將形成一種新的

生與復興進程中，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
方政府，均希望通過再生與復興能促進地

城市空間。
回歸社區，構建緊湊、適宜步行的功能混

方經濟增長，特別是對於產業調整轉型地

合單元

５４

城市復興現在很大程度上被歸併在可持續發展社區專案下，是
與自然和環境條件相關，趨向於棕地的再開發和圍繞綠地開發等問
題進行推進，包括推進高品質的城市設計，混合利用環境和可持續
城市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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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關注經濟競爭力是為了提升經濟影響

從對倫敦國王十字專案的訪客中心

和增加就業，進而在城市產出、生產率提

的調查，發現社會融入對城市再生與復

高和創新等方面為城市在新的勞動分工體

興是非常重要的。在國王十字衰敗的階

系下增加競爭力和持續投資吸引力。無論

段，原有社區居民紛紛逃離這個地區，但

怎樣，其最終目的是通過創造就業崗位或

歷史和人情是難以割裂的，在國王十字進

者通過教育和培訓專案為群體和地區尋

行再生和復興時，一些原有社區居民又重

求鞏固的就業崗位。

新回到了這個地區，回歸的居民和社區不

因此，城市經濟功能定位調整一定是

僅在職業、收入和居住環境上有了顯著的

與地方發展緊密結合的，一方面，在鞏固

改變，而且對社區的認識更加深刻，在訪

地方原有經濟功能的基礎上，借助外力和

客中心擔任義務解說，向人們講述這個地

世界經濟發展機遇，在全球視角下提升和

區的歷史和規劃，同時，傳遞著「人文城市

擴展原有功能，如倫敦金融城；另一方面，

（human city）」的建設原則，而保留下來

充分利用地理臨近效用和歷史文化條件，

的倉庫區成為倫敦藝術學院的一個校區，

進行功能拓展以提升地區活力，如國王十

其廣場作為社區居民休閒交流的公共空

字地區。
優化城市空間，高效再利用促進城市
內涵提升

間。
與此同時，關注原有鄰里的社會條
件，鼓勵社會資本開發和社區參與，以實

從倫敦城市發展可以看出，城市再生

現鄰里和社區的再生。在空間組織上，為了

除了復蘇經濟外，還肩負著對老舊城區建

實現回歸社區和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倫敦

成環境的改善，包括現在所關注的環境可

中心城區積極宣導緊湊、適宜步行的功能

持續發展理念的實現；因此，城市復興現

混合單元。五分鐘和十分鐘步行圈成為倫

在很大程度上被歸併在可持續發展社區

敦中心城區的基本構成，從國王十字的案

專案下，是與自然和環境條件相關，趨向

例中可以看到，在五至十分鐘步行圈內，

於棕地的再開發和圍繞綠地開發等問題

大學、商業、居住、辦公和休閒文化等多種

進行推進，包括推進高品質的城市設計，

功能混合，公園、廣場等公共開敞空間穿

混合利用環境和可持續城市建設。

插其中，展示著一個充滿活力和魅力的社

基於以上目標，城市再生與復興對城

區。

市空間的利用是立足於對舊有空間的再利

推進基礎設施和公共交通建設

用和再配置，而不是完全拆除新建或者建

在倫敦城市再生與復興中，企業、投

新城和新區。因為一個具有歷史的城市中

資人、社區和政府組成了風險共擔的聯合

心地區往往是這個城市特色和歷史文化印

體，多元合作關係為公共政策制定提供了

記的主要載體，如何通過城市內涵提升以

有力支撐。但對於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交

促進城市空間的再利用是城市再生與復

通體系建設而言，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作用

興的關鍵。在不考慮投資經營和管理組織

尤為突出。

的假設條件下，圍繞地方經濟功能的重新

追求生活品質是城市再生與復興的

定位對人口職業和收入結構的影響，進而

目標之一，城市再生尋求改善物質生活條

影響到地方居住、辦公、商業和休閒娛樂

件，包括特定地區特定人口的基本社會服

重要支撐。以倫敦金融城的擴展項目－金
絲雀碼頭（Canary Wharf）為例，在其作為
金融城的重要補充，以此作為對倫敦西印
度碼頭濱水地區再生與復興的過程中，除
了金融城的金融商務辦公空間在這個邊緣
區以利用原有碼頭、倉庫等土地進行辦公
新的軌道交通線路建設，並與金融城無縫
對接，節約了時間成本，促進城市多中心
的形成。
倫敦公共交通系統不僅包括地面公
共交通和軌道交通，還包括自行車和步行
系統，除了五至十分鐘步行圈外，自行車
租賃也是城市交通的重要組成，尤其是分
佈在各個重要地鐵站外的自行車租賃有
效解決了點對點交通困境，緩解了內城路
面交通壓力，有效保護了人性化街道尺度
的存活。

圖7 由發電廠
改造的Tate
現代美術館

現在，文化發展是任何一個城市再生
和復興戰略的組成部分，所有地方政府
為了滿足城市復興戰略所需都設置有「文
化、傳媒和體育部」，運用地方傳統和歷史
形成文化產品以滿足越來越多元化的消

張景秋 孫蕊：城市復興與空間再生產

空間（包括原有倉庫再利用）擴展外，推進

文化發展是任何一個城市再生和復興戰略的組成部分，所有
地方政府為了滿足城市復興戰略所需都設置有「文化、傳媒和體育
部」，運用地方傳統和歷史形成文化產品以滿足越來越多元化的消
費者需求。

的公共交通網的跟進建設成為再生項目的

中國研究

務供給和基礎設施建設，同時對再生地區

費者需求。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文化也可
能不是城市經濟的直接驅動者，但至少文

圖6 金絲雀碼頭地鐵站廣場上的自行車租賃

引導和促進休閒文化經濟大發展

文化作為城市經濟的重要組成要素
是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期開始逐漸為世
市經濟的重要組成，一個成功的城市必須
具有標誌性文化設施和建築，如倫敦城市
再生系統中南岸專案的Tate現代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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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所接受[3]時至今日，人們認為既然作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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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千四百二十六萬元，成為全國紡織行業
五十家利稅大戶中的一個。二十世紀九十
年代，北京市開始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從
重點發展第二產業轉向發展第三產業，京
棉二廠生產總產值開始逐年下降（見圖
1），其職工人數也進一步調整下降（見圖
2）。
圖8 文化經濟在倫敦南岸復興中的作用

的社會凝聚力，在倫敦南岸項目中可以看
到文化為那些特定社區的年輕人提供了新
的出路。
綜上，二戰結束後的倫敦在城市化進
程中，特別是在一九八○年代以來的全球

圖9 北京第二棉紡織工廠一九九○年一九九四年產值變化情況（資料來源：
《北京志》整理）

化大背景推動下，通過城市再生和復興項
目，在城市經濟功能轉型調整、城市建成
環境改善、城市空間優化、城市社會融入
與社區參與、城市文化大發展等方面推動
倫敦進入世界城市的新階段。
二戰結束後的倫敦在城市化進程中，通過城市再生和復興項

目，在城市經濟功能轉型調整、城市建成環境改善、城市空間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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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會融入與社區參與、城市文化大發展等方面推動倫敦進入世界

城市的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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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可以成為引導多元社區共同分享多樣性

北京城市的兩個案例
工業遺產地再利用案例：萊錦文化創意
產業園

圖10北京第二棉紡織廠產值與吸納職工表
（資料來源：《北京志》整理）

萊錦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位於北京朝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在北京「退二

陽八里莊東里，其前身為北京第二棉紡織

進三」產業結構調整的大背景下，京棉二

廠。一九五三年，為滿足首都人民對紡織

廠決定搬出城區。閒置出來的廠房場地，

品日益增長的需要，中共北京市委和棉紡

後經過多方考證，決定與國通投資公司攜

織工業部根據首都城市區域和紡織工業

手打造一個文化創意產業園，二○一一年

部在京建設棉紡織工業的總體規劃，決定

四月京棉二廠正式進入改造階段，形成了

籌建京棉二廠。北京市人民政府同意紡織

以傳媒出版產業為重點的國際化、總部

工業部購地二十四二千五百平方米為京

型、高端、特色文化創意產業集聚區，萊錦

棉二廠生產用地。一九五四年破土動工，

文化創意產業園的正式建成，既發展新的

廠房設計採用大跨度鋸齒式，車間寬敞明

產業又保存了歷史，為下崗職工解決就業

亮。一九五五年，我國第一個以全套國產

問題，實現城市產業轉型升級的目標。從

設備裝備的現代化大型棉紡織廠——京

城市空間上，大量閒置土地經過整合後得

棉二廠正式建成。這是至今為止國內最大

以充分利用，即保留了城市工業文化的印

規模的棉紡織廠，也是我國第一個棉紡織
年代，京棉二廠是北京市百戶重點企業之

記，又展示出城市轉型升級後的新魅力。
產業延伸型再生產案例：七七文化創意
產業集聚區

一，也是當時的稅收大戶，年均實現利稅

產業延伸型即是在城市經濟轉型升

廠。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到二十世紀八十

需要，向其下游產業鏈延伸而轉型發展起
來的新型產業空間。北京七七文化創意產
業集聚區就是由原來的印刷廠發展成以
印刷設計為主業的文創辦公園區。
七七文化創意產業集聚區的前身是
北 京膠印廠，其位 於東城區美術 館後街

圖12 北京七七文化創意產業集聚區

城市復興與空間再生產機制探
討

七十七號，於一九五四年建廠，工廠的總

工業遺產地再利用的動力機制

建築面積一萬二千平方米，其中廠區占地

工業遺產地再利用在城市中屬於比

六千六百平方米。膠印廠是一家採用膠印

較常見的類型，很多文創創意產業園區都

技術的工廠，主營書報刊印刷業等產品。

是過去的工廠改造而來的。這種方式的空

在建築風格上，膠印廠廠區建築格局明

間擴展模式有著其自身的動力機制。

張景秋 孫蕊：城市復興與空間再生產

級過程中，企業自身因產業結構調整優化

工業遺產地再利用在城市中屬於比較常見的類型，很多文創創

圖11 萊錦文化創意產業園

意產業園區都是過去的工廠改造而來的。這種方式的空間擴展模式

育培訓類高端企業創意產業集聚區。

有著其自身的動力機制。

印廠改造為以印刷為主導，美術設計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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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自身的產業優勢以及行業基礎，將膠

朗，分南樓、西樓和北樓，帶有北京四合院
的格局特徵。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隨著印刷技術的
發展和革新，膠印廠壓縮了生產工序，騰
出部分生產車間廠房。空置的生產車間廠
房在一九九二年租賃被用作居民居住和商
鋪。隨後，印刷生產在城內逐漸受到限制，
加之噪音擾民等問題，促使膠印廠的生產
的政策法規的頒佈停止了該廠原有的租賃
經營方式。
二○○六年，膠印廠立足區位優勢和

圖13工業遺產再利用型辦公空間擴展模式圖

城市產業結構優化調整

城市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是迫使一些
工廠逐漸停產外遷的關鍵因素。隨著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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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節向郊區轉移。到了二十一世紀初，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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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社會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一批億

允許入駐企業根據自身需要進行裝飾，對

第三產業為主導的新興城市經濟應運而

於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而言，低租金可

生。新興產業脫離了生產加工的束縛，對

以節省投入，從獲得更高利潤，因而備受

工作空間的需求發生很大變化，而位於城

企業鍾愛。
產業延伸型擴展的動力機制

區的生產場所因交通便利、廠區建築結
構寬敞明亮，便於內部空間靈活組合等優

產業延伸型的空間擴展動力機制主
要具有以下特點。

勢，使得 很多工業 生
產空間在城市產業結
構轉型過程中，釋放
間，進而創造更多的
社會經濟價值。
工業自身轉型發展
的規律

圖14產業延伸型辦公空間擴展模式圖

工業自身的產業升級要求也是迫使

文化創意辦公園區為了吸引企業入駐，會採取低租金的優惠策

略，或者允許入駐企業根據自身需要進行裝飾，對於追求利潤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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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企業而言，低租金可以節省投入，從獲得更高利潤，因而備受

企業鍾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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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新的可再生產的空

國家和地方產業政策

其從市區搬往郊區，而使得其原有空間轉

十六大以後，北京市政府正式提出

變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生產成本上，工業

要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加快經濟結構調

與第三產業相比，具有高耗能、重污染的

整。印刷產業正在處於由生產加工型轉向

特點，在收益上，與第三產業相比，利潤收

生產服務型的階段，轉型能夠得到更加優

益都要小。由此，工業生產外遷至郊區，而

惠的政策保障。特別是北京市政府對文化

留在城區的工業廠房廠區為文化創意產業

創意產業發展大力扶持政策，引導原有產

再利用提供了契機。
「文化保護」情結

業轉型升級。
科學技術進步促使生產空間壓縮，設計

城市內廢舊閒置的廠房依然保留著

服務空間擴大

曾經的工業生產印記，也記載著城市發展

新技術、新設備的應用，在一定程度

的歷史文化，是城市的歷史見證者，也是

上對老舊生產工序和設備的改進和淘汰，

生活在此的人們的集體回憶承載者。無論

在提高生產效率的同時，也大大壓縮了

是城市規劃者，還是城市管理者，甚至是

生產空間。在日益激烈的市場驅動力作用

普通的民眾，都會有一種文化保護情結。

下，企業將更關注設計和服務，以滿足不

舊車間、廠房、倉庫雖然隨著生產的停止

同消費者的多元需求，而通過技術革新壓

和外遷已經失去其原有的工業價值，但其

縮後的生產空間就為同一產業鏈條上的

對城市發展的歷史文化承載和印記又會為

設計服務產業發展提供了空間；加之，一

它賦予新的特殊的文化價值。
相對低廉的租金優勢

般老舊常＝廠區多位於城區地理位置優
越多地方，閒置的空間具有很高的利用價

廢舊廠房的改造或者加固並不像新

值，在尋租利益驅動下，改造老舊廠房，實

建寫字樓那樣的高成本，一般來講，改造

現空間再生產，成為前向關聯型產業升級

後的廠房租金相對較低，並且很多工業廠

轉型的最佳改造途徑。
產業升級自身發展需求

房的改造與再利用都會得到國家或者地
方政府不同程度的產業政策與資金支援。

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城市從生產型

此外，這種文化創意辦公園區為了吸引企

向消費型轉變，佈局在城區的生產型企業

業入駐，會採取低租金的優惠策略，或者

為了適應產業調整的需求，以及自身發展

Zhang Jingqiu, Sun Rui (College of

之相關聯的創意設計產業，如畫家可以將

Applied Arts and science Beijing Union

自己設計創作的作品版權作為勞務支付給

University)
A b s t r a c t : A lo ng w it h t h e r a pid

生產銷售等途徑擴大原有印刷市場，吸引

development of urban economy, urban

更多元化的客戶；同時，圍繞印刷形成上下

transformation and urban renewal process

游產業鏈條，產業集聚創造更大升值空間

a r e c h a n g i n g u r b a n i nt e r n a l s p a t i a l

與發展潛力。

st r uct ure, and shaping a new space of

結語

the city, namely, the emergence of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urban space, which

城市作為人類第二次社會大分工的

then leads to the revival of the old urban

產物，自產生之日就承載人類活動的轉換

districts. Using Jinlai Cultural Creative

與變化，更是人類歷史文化演變的記錄者

Indust r y Park and 77 Cult ural Park in

與實踐者。城市的每一個階段變化，都有

Beijing as the typical cases, this study

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研究城市階段

discusses the urban regeneration process

性演變的動力機制以便更深刻理解和掌

a n d t h e d y n a m i c m e c h a n i s m of t h e

握城市規律。在城市歷史演變的長河中，

reproduction of cultural creative office

繼承與創新，保護與改造一直是一對矛盾

space. The conculsion is that the national

體。無論是倫敦經驗，還是北京案例，都

i ndu st r ial developme nt p ol icy is t he

說明城市作為一個空間實體，既具有生產

main driving force for the reproduction

功能，也具有消費功能，更具有文化功能，

of the Beijing city cultural and creative

而這些功能是在不斷變化的，城市復興與

office space. Urban industrial structure

空間再生產的本質是創造一個充滿活力

adjustment, the need of the enterprises’

的有歷史文化延續性的可持續發展的城

ow n t r a n sfor m at ion , u r ba n “C u lt u re

市，這是人們真正需要的城市。

Protection” complex and artists’s lov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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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印廠，膠印廠將其設計成收藏品並加工

城市作為一個空間實體，既具有生產功能，也具有消費功能，

刷與高端創意設計有機融合，通過發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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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Office Space in Beijing City

更具有文化功能，而這些功能是在不斷變化的，城市復興與空間再

結合行業發展趨勢，延伸產業鏈條，使印

生產的本質是創造一個充滿活力的有歷史文化延續性的可持續發展

Reproduction: A Case Study of Cultural
的城市，這是人們真正需要的城市。

的推動，引導傳統產業尋求突破。膠印廠

used factories, the rent-seeking behaviors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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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空間：去往洛杉磯和其他真實和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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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real est ate developers a re also t he
driving forces for the composition of urban
cultural creative office space reproduction
in Beijing City.
Key words: Urban Re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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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劇的人文精神價值
──略論中國現代悲劇觀念的起源
■ 王傑、王真
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

當代中國的社會文化發展中面臨諸多問題，其中價值觀混亂和

６０

信仰缺失是最為重要的問題。悲劇問題是當代中國文化建設的一個

重要的關節點，也是美學理論應該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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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於中國社會現代化過程的特

研究，例如程孟輝的《西方悲劇小說史》

殊性，現代悲劇觀念在中國審美現代性的結

（一九九四）、任生名的《西方現代悲劇

構中具有重要的意義。如果從馬克思、恩格斯

論稿》（一九九八）、周春生的《悲劇精神

《共產黨宣言》和雷·威廉斯《現代悲劇》的意

與歐洲思想文化史論》（一九九九）等；其

義上理解中國現代悲劇觀念，中國現代悲劇觀

次，關於中國文化與悲劇精神、以及對中

念的起源就不是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而

西悲劇文化比較層面的研究，例如：張法

是李叔同一九一五年創作的歌曲《送別》。通

的《中國文化與悲劇意識》（一九八九）、

過對《送別》的美學一歷史分析，包括《送別》

趙凱的《人類與悲劇意識》（一九八九）、

在當代中國藝術中的反復呈現，論證了中國現

丘 紫 華 的《 悲 劇 精 神 與 民 族 意 識 》

代悲劇觀念的起源問題，以及與這個問題相聯

（一九九○）、尹鴻的《悲劇意識與悲劇藝

繫的若干核心的概念。本文從研究中國現代悲

術》（一九九二）等；還有關於中國古代悲

劇觀念的方法論，馬克思主義美學的理論資源

劇理論的研究，例如楊建文的《中國古典

在研究中國現代悲劇觀念問題域中的關鍵意

悲劇史》（一九九四）、佴榮本《悲劇美學》

義，以及悲劇人文主義在當代文化建設中的重

（一九九四）、熊元義的《回到中國悲劇》

要性等方面，初步探討了中國現代悲劇觀念研

（一九九八）與《中國悲劇引論》（二○○

究的理論維度。

七），等等，但是卻鮮有關於中國現代悲劇

關鍵詞：中國現代悲劇觀念；《送別》；
中國審美現代性；情感結構

的研究，關於現代悲劇的理論建設尤其薄
弱。
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在蘇聯解

當代中國的社會文化發展中面臨諸

體後，馬克思主義美學在全球範圍內處於

多問題，其中價值觀混亂和信仰缺失是最

退潮狀態，近些年來才有回潮的趨勢，這

為重要的問題。悲劇問題是當代中國文化

是一個宏觀的理論背景。具體到當代中國

建設的一個重要的關節點，也是美學理論

社會，現代化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翻天覆

應該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領域。從歷史上

地的變化，改革開放之後物質的極大豐

看，悲劇一直以來都是一個重要的美學範

裕、人們生活水平的顯著提高，隨之產生了

疇，對美學、文化理論研究至關重要，但是

金錢萬能、享樂主義、慾望膨脹等等不正

當前在中國美學界理論上研究的並不多。

當的價值取向，不僅嚴重影響了社會的公

我國關於悲劇理論的研究著 作，主

平與正義，也往往成為導致社會悲劇發生

要有以下三個方面：一、關於西方悲劇理

的誘因，針對這些問題，我們需要擁有足

論（尤 其是西方 古典悲劇 理論）的系統

夠的勇氣進行理論上的探討。理論最重要

美學對現實的闡釋、美學與社會互動的關
節點，這也是研究現代中國悲劇問題最重

劇與革命之間的關係問題：
如果說這一理論的起源是悲劇性的(它源

要的原因所在。

於不可回避的無序狀況)，那麼，它的行動同樣

一、審美現代性與現代悲劇觀
念

是悲劇性的。因為它的鬥爭對象既不是上帝或
無生命的物體，也不是簡單的社會制度和形
式，而是其他的人。這個問題在革命觀念的發

英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特里·

展中始終是一個無聲地帶。所謂的烏托邦主義

伊格爾頓關於悲劇問題的研究就是在前

和革命浪漫主義，都恰如其名地掩蓋或稀釋

蘇聯解體、馬克思主義處於低潮狀態、及

這一根本不可避免的事實 [2]。——雷蒙德·威

西方新自由主義流行一時等等事件的背景

廉斯：《現代悲劇》

下展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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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一書，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思想，即悲

文化評論

·威廉斯曾在一九六六年出版了《現代悲

義上，現代悲劇問題可以說是我們切入到

從一九三 ○
年代到一九六八年，馬克思主義在西方異常興盛，
一九六八年的「五月風暴」差一點動搖了整個歐洲資本主義制度。
「五月風暴」失敗後，許多馬克思主義者都對這一事件進行了深刻
的反思。

的價值就在於回應當代的現實，在這個意

革命一定是悲劇性的，但是這個悲劇
不是悲慘與失敗，而可以在精神上達到很

暴力：悲劇的觀念》一書，書中深入反思了

高的高度，體現一種精神的高貴。特里伊

悲 劇 與 現 代 性 之 間 的 辯 證 關 係 問 題，

格爾頓曾經評論道，威廉斯在書中用極為

「二十世紀發生在悲劇身上的不是它的死

精要的語言的證明了「社會主義的變革是

亡，而是它變成了現代主義」 。伊格爾頓

一項悲劇性的工程。……社會主義的變革

選擇用「悲劇的觀念」（the idea of tragic)

不是不可能 達成，但一定是悲劇性的過

代替「悲劇的理論」，以應對現代化以來

程」 [3]。這可以說是革命悲劇在當今時代

複雜的悲劇性現實。這可以作為我們今天

的最好例證。

[1]

思考現代中國悲劇觀念的理論起點。

從一九 三○ 年代到一九 六八年，馬

在伊格爾頓的悲劇研究之前，另一位

克思主義在西方異常興盛，一九六八年的

有重要影響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雷蒙德

「五月風暴」差一點動搖了整 個歐洲資

６１

伊格爾頓二○○三年出版了《甜蜜的

文化中國

本主義制度。「五月風暴」失敗後，許多馬

力還要多、還要大」[5]，也就是說，馬克思

克思主義者都對這一事件進行了深刻的

首先肯定的是資本主義的歷史合理性。

６２

中國社會自一八九五年甲午海戰失敗後進入了現代化過程，戰爭
的失敗給中國社會帶來了深刻而複雜的悲劇性變化，這在中國的文學
藝術中有很多表達，而這些表達無疑形成了中國特有的悲劇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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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法國馬克思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在理論上，自尼采

主義理論家路易·阿爾都塞，阿爾都塞於

之後，二十世紀的西方社會中普遍流行著

一九六九年開始寫作《論再生產》，他最

一種「悲劇消亡論」的論調，威廉斯的書

具影響力的文章《意識形態與意識形態的

正是針對「悲劇之死」所作出回應，在此

國家機器》發表於一九七○年，阿爾都塞

基礎上，二百年伊格爾頓的《甜蜜的暴力》

在文中運用拉康的主體概念來描述主體

既是對「悲劇之死」論這種觀點的回應、

怎樣被社會結構所質詢，並指出意識形態

同時也是對威廉斯的回應。威廉斯的《現

具有很強大的再生產的機制，後現代社會

代悲劇》是在「五月風暴」之前寫作和出

是一個意識形態無孔不入的時代。在此之

版的，帶著那個特殊時期的印記。蘇聯解

後的很多理論家都深受阿爾都塞意識形

體和東歐的巨變，在社會主義運動和悲劇

態理論的影響。

理論方面都提出了新的問題，伊格爾頓的

當代美學理論上最大的難題是對真

《甜蜜的暴力》是他所作出的思考。今天

實的現實生活關系的把握，如何把握住真

的理論工作，應該是在這個語境中，結合

實的現實生活關系、又該如何走向積極未

中國提出的問題，作出我們自己的思考。

來的真實，的確是當代知識分子需要思考

第二個理論難題是伊格爾頓認為中

和研究的問題。中國現代悲劇觀念的研究

國並沒有悲劇、也無悲劇理論，或者說沒

正是當代人為了回應現實問題而開展的，

有西方意義上的悲劇理論。其實不僅是伊

對於當代中國美學界而言，我們首先需要

格爾頓，許多國外理論家都曾提出「中國

回應伊格爾頓在《甜蜜的暴力：悲劇的觀

無悲劇」的觀點。著名的哲學家雅斯貝爾

念》中提出的兩大理論難題。

斯在他的《悲劇的超越》中認為，中國人

第一個理論難題是，伊格爾頓提出，

只具有一種「悲劇前知識」，因為在中國文

整個二十世紀最大的悲劇是「社會主義在

化裏，「所有的痛苦、不幸和罪惡都只是

最應該實現的地方沒有實現」，伊格爾頓

暫時的、毫無必要出現的擾亂。世界的運

針對的是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這一重大歷

行沒有恐怖、拒絕或辯護——沒有控拆，

史事件，這也是他在《甜蜜的暴力》中首先

只有哀嘆。人們不會因絕望而精神分裂：

要予以回應的問題。

他安詳寧靜地忍受折磨，甚至對死亡也毫

馬克思主義的悲劇理論曾深刻揭示了

無驚懼；沒有無望的鬱結，沒有陰鬱的受

歷史悲劇的本質在於「歷史的必然要求和

挫感，一切都基本上是明朗、美好和真實

這個要求實際上不可能實現之間的悲劇性

的」[6]。

的衝突」 [4]，可是社會主義又緣何在曾經

朱光潛在《悲劇心理學》中同樣否認

實現的地方破滅了呢？伊格爾頓認為，在

中國悲劇的存在。當然，這裏的悲劇很大

《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並未

程度上是指西方意義上的悲劇藝術，但

將資本主義當成最壞的東西，馬克思肯定

是對「中國無悲劇」論的質疑以及中國文

了「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

化對人生悲劇意義的闡釋，也是許多國

的作用」，讚揚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其

內學者一直在認真思考的。我們堅持認為

令人難以想像的推動力，使經濟飛速發

中國毫無疑問是有悲劇經驗存在的，尤其

展、人們的生活水平顯著提高，「資產階級

結合近現代以來的中國歷史來分析時悲

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

劇經驗是一個基本的存在。中國社會自

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

一八九五年甲午海戰失敗後進入了現代化

不同於悲劇理論，經驗是指由日常實踐得

合作撰寫的《共產黨宣言》英文版在英國

到的知識與技能，具有普遍性和經驗性；

倫敦出版發行，在一般意義上，這一年被

而理論則是對社會現實進行哲學思辨後的

看作科學社會主義觀念和理論的誕生之

系統化、抽象化的概念表述，兼具真理的

日。十一年之後，在致斐迪南·拉薩爾的信

性質。

中，馬克思提出了「現代悲劇」的概念 [7]。

我們擁有大量從事馬克思主義美學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致斐迪南·拉薩爾的信

研究的學者，但的確至今還沒有令人信服

中，對現代悲劇概念的理論內涵及其社會

的現代悲劇理論著作出現。伊格爾頓等西

意義作了簡明扼要的論述。

方學者對中國、對中國學者並不是非常的

從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下半葉，

瞭解，需要中國學者通過自己的研究來回

歐洲的現代文學發展過程中，現代悲劇成

應這些外國學者的責難。

為一種重要而且影響廣泛的文學運動，對

中國的現代化現實中存在著深刻的、
悲劇性的審美經驗。當代對中國現實的分

整個人類文明的發展和歷史的進步作出
了重要的貢獻。

析，以及對文學、藝術現象的闡釋，都呼

《共產黨宣言》論述了資本主義生產

喚著對悲劇理論與悲劇觀念的研究，這也

方式的強大力量，也論述了資本生產方式

是中國現代悲劇觀念研究的任務所在。近

全球化擴張的歷史趨勢。

現代以來，中國很多優秀的文學、藝術作

一八九五年，在《共產黨宣言》發表

品足可以表達出當代中國的悲劇觀念，例

僅僅四十七年之後，亞洲率先崛起的資本

如：在陳凱歌早期導演的電影《黃土地》和

主義國家日本就在著名的「甲午海戰」中

《霸王別姬》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十分強

戰勝了號稱「亞洲第一」的北洋水師，日本

烈的悲劇色彩，但陳凱歌近期的電影《趙

從中國不僅獲得了台灣、澎湖列島等殖民

氏孤兒》卻是一部失敗之作，甚至電影劇

地，而且獲得了大量的戰爭賠款。《馬關

場裏會爆發出一陣陣的觀眾的笑聲。這不

條約》成為喪權辱國的一個標志。「甲午

僅是導演陳凱歌的失敗，更是中國美學理

海戰」結束後三年之後，康有為和梁啟超

論界的不足，說明我們的理論研究還不能

領導了著名的「公車上書」，推動清王朝政

給藝術家提供理論上可以支撐關於當代

府啟動了「戊戌變法」。一九一一年十月，

藝術觀念的論證。在現代悲劇觀念的問題

國民革命軍在武昌起義，推翻了清王朝的

上，中國的審美經驗及其藝術表達已經走

統治，中國社會進入了現代社會的發展歷

在理論前面，但是理論卻遠遠落後於藝術

程。武昌起義四年之後，一九一五年「五四

的創作，人們十分期望出現對於中國現代

運動」在中國大地上廣泛發展，為中國審

悲劇觀念的理論闡釋。

美現代性的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和社會條
件。李叔同創作的歌曲《送別》正是創作

的作品，當代中國美學應該有足夠的勇氣

於在一九一五年，明顯地帶著那一個時代

樹立起中國悲劇觀念的理論自覺，並逐漸

的「胎記」。在我們看來，《送別》很好地

完成理論的論證和闡釋。

表徵出中國現代化過程的悲劇性和價值
觀方面的深刻衝突，從而成為中國現代悲
劇觀念的起源。王國維一九○四年發表的
《紅樓夢評論》用德國學者叔本華的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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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許多具有中國悲劇觀念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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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四八年二月，由馬克思和恩格斯

從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下半葉，歐洲的現代文學發展過

中國特有的悲劇經驗。但是，悲劇經驗並

程中，現代悲劇成為一種重要而且影響廣泛的文學運動，對整個

術中有很多表達，而這些表達無疑形成了

二、《送別》與現代悲劇觀念
的起源

人類文明的發展和歷史的進步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而複雜的悲劇性變化，這在中國的文學藝

文化評論

過程，戰爭的失敗給中國社會帶來了深刻

文化中國

和美學分析了《紅樓夢》的悲劇性，中國學

成，但是歌詞的創作上，基本上繼承了中

術界一般認為這本著作可以看作中國現代

國詩詞的傳統，包括回旋式的基本結構，

悲劇觀念的起源。在當代美學視域中，或

豐富的文化內涵的語言修辭和審美意象具

者說，在馬克思主義美學視域中，現代悲

有十分鮮明的中國風格。
首先，在基本結構方面，現代化的音

質性區別的，本文是在現代美學視域中使

調和旋律與中國古典詩詞修辭以及古雅簡

用「現代悲劇觀念」這個理論概念，因此，

樸的審美意象的結構，形成了《送別》在

我們認為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是中

審美感知方面的巨大文化張力。在具體的

國近代悲劇觀念的早期著作，沒有在現代

歌詞結構上《送別》上下兩聯的第一、三兩

悲劇觀念的意義上討論問題。

句均為「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和

本文認為，現代悲劇觀念首先是以審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進行了工

美經驗的形態產生的，最早的作品形態就

整的重複，使全曲具有了很強的回旋往復

是李叔同的《送別》。下面，我們來討論和

的審美感受。此外，整首歌曲，在歌詞節

分析李叔同的《送別》。
《送別》

奏、韻律，以及審美意象等方面，也是一種
回旋性延伸的結構。
在中國文化傳統中「遠出的聲音」是

曲：（美）約翰·P·奧德威，李叔同改編
詞：李叔同

一種回旋性的文化結構，它將簡單、平凡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

世俗性的日常生活整合成一個具體的審美

笛聲殘，夕陽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難得
在中國文化傳統中「遠出的聲音」是一種回旋性的文化結構，它

將簡單、平凡世俗性的日常生活整合成一個具體的審美意象，通過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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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回旋性」的文化表徵機制，本來沒有意義的現實生活的器物、場

景，和愛恨情仇都具有了一種新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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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觀念和非理性美學的悲劇觀念是有實

是歡聚，唯有別離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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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壺濁灑
盡餘歡，今宵別夢寒。

意象，一個呈現意義的審美對象：一件藝
術作品。通過這種「回旋性」的文化表徵
機制，本來沒有意義的現實生活的器物、
場 景，和愛恨情仇都具有了一種 新的意
義。
其次，在《送別》中，李叔同大量使
用了中國文化中與「寂靜」、「虛空」相聯

一九一五年，《新青年》在北京創刊，

繫的詞匯和意象，表徵出了一個將「鄉愁」

標志著中國新文化運動正式開始。在政治

推向極致的烏托邦意向，這是《送別》一

方面，一九一五年袁世凱復辟稱帝，中國的

詩與陶淵明、王維、馬致遠等中國古典詩

現代化進程似乎陷入在泥潭之中，許多知

詞中的「寂靜」和「虛空」有所不相同的。

識分子都心生憂憤，苦悶仿徨。在中國南

在歌曲《送別》中，李叔同大量使用「外」、

方，上海、杭州、廣州、福建一帶，以市場經

「邊」、「夕陽」、「山外山」、「晚風」、

濟為標志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摧枯拉

「殘」、「天之涯」、「地之角」、「零落」、

朽的方式迅速發展，其中的殘酷、冷漠和

「還」（遠去）、「徘徊」、「濁酒」、「餘

無奈，深深地刺激著象李叔同一樣敏感而

歡」、「別」、「寒夢」等冷性詞匯，構造出

苦苦求索的知識分子。據說《送別》一曲

一個「地老天荒」的審美意境，在這個審

的創作契機是：李叔同的好友許幻園，在

美情景中，日常生活的世界，那個人們祖

商業經營中破產，與李叔同打個招呼就走

祖輩輩賴於生活於斯、成長於斯、幸福於

了，家門都沒進，匆匆而別。李叔同震驚之

斯、終老於斯的那個世界，支撐這個世界

下寫下歌曲《送別》。

的「天」開始崩塌，在一個只有「寒夢」（惡

《送別》雖然是選用了美國作曲家
奧德威的《夢見家和母親》的曲調填詞而

夢）的世界中，個體只能借酒澆愁，用「濁
酒」來抵禦現實所帶來的巨大壓力。

方式和傳統的文化，同時，還要「送別」鴉

音樂課的老師，這是他世俗生活的最後一

片戰爭和甲午海戰之後在中華大地上迅速

個階段，也是他在世俗世界取得最高成就

發展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
在地老天荒，親朋、戀人「半零落」的

李叔同在美術課上引進裸體素描課，震動

狀態中，個體必然陷入一種徹底的孤獨，

了整個中國文化界。在音樂教學方面，李

也許這就是因「別」而「夢寒」的現實情

叔同引進西方音樂教學體系，對中國傳統

境。對於這樣一種似乎無所依憑的現實絕

音樂進行了「現代化」的改造，他所創作

境，個人是渺小的，很容易由仿徨而陷入

的一系列「學堂歌曲」在社會上迅速傳唱

絕望。

開來，《送別》甚至成為一些中小學畢業

李叔同的《送別》，不同於《國際歌》

典禮的歌曲。李叔同努力實踐他的老師蔡

和《黃河大合唱》，不僅在美學風格上，而

元培先生的「以美育代宗教」的社會改造

且在情感的價值指向上。《國際歌》和《黃

方案，希望通過審美教育改造中國的國民

河大合唱》是崇高的、抗爭性的、積極的

性，使中國走上自強、獨立、國泰民安的現

和樂觀的，《送別》卻是優美的、自憐的、

代化道路。

懷舊的和憂傷的。

但是，現實的經歷卻明確的告訴現實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九一五年李叔

中的李叔同：用美育的方式不可能解決中

同寫作《送別》時，正是中國進入現代社會

國社會的一系列問題，人心的拯救，是一

後十分混亂而黑暗的一段時期，雖然《送

個困難但至關重要的問題。

別》中有一種濃郁的憂傷，一種難以抹去

最後，作為一首抒情性的歌曲，《送

的感傷，但是在審美經驗上《送別》是優

別》無論在歌詞、審美意象、還是旋律、節

美的，它的旋律、它的歌詞，它的意象無不

奏等方面，都是十分優美的，但是，在歌曲

是優美而楚楚動人的。因此，《送別》創作

的內容方面，無論是自然景象、世態炎涼，

出來後，在社會上不脛而走、廣泛傳唱，而

還是情感和情緒的價值指向，都是悲哀

且無論社會發生何種變化，流行至今而不

的、憂傷的和深深的無奈的，在「知交半零

衰。在我們看來，《送別》裏面有一種精神

落」這個關鍵的地方，李叔同對原曲作了

和情感的力量，一種能夠在無言之中打動

改編，增加了複雜性和樂曲的力度。因此，

人，傳播開去的精神的和情感的力量。《送

整首歌曲的情感結構就是一種將現實的

別》的節奏平緩、舒展、歌詞的內容古樸、

巨大悲劇性升華為一種優美的形式、崇高

自然，惟有其中涉及的人的情感，表面上

的意象，以及將內容與形式通過回旋性表

看似平淡自然，但是，在「知交半零落」之

達而變成一個和諧的整體。

前是「天之涯，海之角」這是一種自然現象
的終極存在，與康德的「星空」一樣，十分

是在內容方面包含著複雜而豐富的矛盾衝

崇高。在「一壺濁酒盡餘歡」之後，是「今

突的情感結構，也是中國審美現代性的基

宵別夢寒」，這是一種非自然的狀態，在歌

本特徵，在學術上，我們曾經用「餘韻」、

曲中，一種日常生活無法排遣的絕望從丹

「優美化崇高」 和「鄉愁烏托邦」來概括

田之處緩緩升起，這種情素的盤旋、回蕩

和表達。《送別》所「別」的對象，表面上

和升騰，似乎可以飄向無限高遠的星空。

是親朋好友、故人和戀人，這些都在中國

這是歌曲《送別》格外特別的地方，我們

文化中「知交」的範疇之內，但是從整首歌

認為，表徵出了中國審美現代性的基本情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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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看來，這樣一種形式優美，但

王傑、王真：悲劇的人文精神價值

的一個階段。在杭州師範學院任教期間，

文化評論

本留學回國，在杭州師範學院擔任圖畫和

在地老天荒，親朋、戀人「半零落」的狀態中，個體必然

對象，不僅是「送別」中國傳統的社會生活

陷入一種徹底的孤獨，也許這就是因「別」而「夢寒」的現實情

就知道一九一二年李叔同攜日本妻子從日

境。對於這樣一種似乎無所依憑的現實絕境，個人是渺小的，很

曲所表達的情感指向上，這裏「送別」的
容易由仿徨而陷入絕望。

如果瞭解李叔同的人生經歷，我們

「大小姐，到了醫院，好好兒勸勸你媽，

文化中國

感結構。
一九六○年，台灣女作家林海音出版

這裏就數你大了，就數你大了！」

了小說《城南舊事》，通過一個二十世紀

瘦雞妹妹還在搶燕燕的小玩意兒，弟弟

三十年代知識份子家庭的女孩「小英子」

把沙土灌進玻璃瓶裏。是的，這裏就數我大了，

的眼睛，把李叔同《送別》中的情感結構

我是小小的大人，我對老高說：

用文學敘事的方式呈現了出來，作者寫
道：

「老高，我知道是什麼事了，我就去醫
院」我從來沒有過這樣鎮定，這樣的安靜。
我把小學畢業文憑，放到書桌的抽屜裏，

古道邊，芳草碧連天，……問君此去幾時來，

再出來，老高已經替我雇好了到醫院的車子。

來時莫徘徊……」，我還是不懂這歌詞的意

走過院子，看那垂落的夾竹桃，我默念著：

思，但是我唱時很想哭，我不喜歡離別，雖然
六年級的畢業同學我一個都不認識 。
[9]

爸爸的花兒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
[10]

。

這是小英子在一年級時唱《送別》的

小英子從上學前的小姑娘，到小學畢

情景和感受。五年之後《送別》再次在《城

業，經歷了許多的悲歡離合，秀貞、不知姓

南舊事》中出版，這時小英子有了一個飛

名的叔叔、作為保姆的宋媽，以及慈祥而

躍，長大了，對生活、生命、人的宿命和擔

正直的爸爸，他們都是十分善良、富於愛

當，都有了一種感知，並且在唱《送別》時

心，關心和幫助小英子的好人，但一個個

表徵出來：
我唱了五年的驪歌，現在輪到同學們唱給

都離開了，在小英子心中盤旋著揮之不去

我們送別：
痛苦，悲傷，悲憤，都在優美的旋律中如輕靈的禪語，化作輕

煙，飄蕩在「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的世界，在審美感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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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依稀知道，這是一個不再具有現實悲傷和痛苦的另外一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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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唱歡送畢業同學離別歌：「長亭外，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
生難得是歡聚，惟有別離多」。
我哭了，我們畢業生都哭了，我們是多麼
喜歡長高了變成大人，我們又是多麼怕呢！

的感傷。
但是，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小英子長
大了，懂事了，用稚嫩的肩膀挑起現實生活
的重擔。在我看來，小英子悲劇性的童年，
這就是中國審美現代性的情感結構。
一九八三，中國導演吳貽弓將《城南

……

舊事》拍成了電影，在電影中，《送別》的

進了家門，靜悄悄的，四個妹妹和兩個弟

歌聲七次響起，貫穿電影的始終，把中國

弟都坐在院子裏的小板凳上，他們在玩沙土，

社會現代化過程的深刻悲劇性，用優美而

旁邊的夾竹桃不知什麼時候垂下了好幾枝子，

哀傷的形式，用非常女性化和天真的視覺

散散落落的很不像樣，是因為爸爸今年沒有收

語言表現和呈現出來，「天之涯，海之角，

拾它們──修剪、捆扎和施肥。

知交半零落，一壺濁酒盡餘歡，今宵別夢

石榴樹大盆底下也有幾粒沒有長成的小
石榴，我很生氣，問妹妹們：
「是誰把爸爸的石榴摘下來的？我要告
訴爸爸去！」

寒……」，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無窮的痛苦，
無盡的悲傷，以及無以言說的悲憤，都在
優美的旋律中如輕靈的禪語，化作輕煙，
飄蕩在「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的

……廚子老高從外面進來了，他說：

世界，在審美感知中我們依稀知道，這是

「大小姐，別說什麼告訴你爸爸了，你媽

一個不再具有現實悲傷和痛苦的另外一

媽剛從醫院來了電話，叫你趕快去，你爸爸已

個世界。因此，李叔同的「別」即不是「告

經……」

別」、「分別」、「輯別」，也不是被動性的

他為什麼不說下去了？我忽然著急起來，
大聲喊著說：
「你說什麼？老高」

「離別」、「永別」、「淚別」，而是一種從
容淡定的「送別」。在這裏，主體與對象的
「別」是主動的、絕決的，是給予性和饋

小說《芳華》，通過一個文藝女兵在二十

一九八三年吳貽弓導演的電影《城南舊

世紀七十年代後期至八十年代初期眼中的

事》公映，一九九三陳忠實的《白鹿原》出

「世界」，把中國社會的從「文革」後期轉

版，一九九三陳凱歌導演的《霸王別姬》

向市場經濟過程中的矛盾、痛苦、迷茫和

公映，一九八八年周曉文電影《瘋狂的代

偏執性的狂熱通過電影的敘事呈現出來。

價》現公映，一九九三年謝飛導演的電影

在這一部以對「文革」時期中國社會的扭

《香魂女》公映，二○○六年賈樟柯的電

曲和悲劇性的回憶和反思的作品中，作品

影《三峽好人》上映，二○一五年侯孝賢導

的主要旋律是「紅色經典」，在《草原女民

演的《刺客聶隱娘》公映，二○一七年馮

兵》、《沂蒙頌》、《洗衣歌》《英雄贊歌》

小剛導演的電影《芳華》上演……在中國

等紅色經典的音樂洪流中，在劇中男女

現代化過程中，抒情性的美學傳統以回旋

主角作為那一個時代的「另類人物」而備

性的文化表達機制，表徵出「士可殺不可

受打擊，從而使他們去掉了現實世界的一

辱」，「寧可玉碎，不為瓦全」的絕決，呈現

切功利性的因素而「純粹地」相愛戀的時

出一種優美化的崇高，這種崇高的理論內

候，在兩顆孤獨的心終於相遇而又不得不

涵，就是悲劇人文精神，這種崇高的美學

「別離」的時候，李叔同《送別》的旋律在

形式，就是中國現代悲劇觀念。

電影的《芳華》中響起，把現實中的離別
轉化成了兩個漂泊者、被歧視的人心靈溝
通心心相印的時刻。

三、中國現代悲劇觀念的幾個
概念

我們認為，在中國古代哲學中，「三軍

中西方的悲劇意識都伴隨著不同的

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的那個「志」是

文化形成和發展，中國現代悲劇觀念顯然

中國式悲劇觀念的呈現形式，其中最重要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域。在一九四九年新中

的就是悲劇人文主義 。

國成立以前，朱光潛、宗白華等美學理論

[11]

家曾經都對悲劇問題有過理論上的論述，

為中國現代文化的先驅者，在引進西方美

但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後建設性的討論始終

術教學體系，倡導中國新音樂的改革性創

沒有活躍起來。可是在文學藝術領域，對

新，將話劇等西方現代戲劇引進中國等方

於現代悲劇觀念的表達一直都是存在的，

面，對中國文化的現代轉型作出了重要的

對於中國美學而言，重要的是面對現實的

貢獻，但是，從思想史的角度看，《送別》

勇氣和理論建設的認真追求。當伊格爾頓

的創作具有著更為重要的意義。因為《送

提及「社會主義在最應該實現的地方卻沒

別》從藝術和審美的角度，第一次把中國

有實現」時，這並非意味著社會主義是悲

審美現代性的矛盾規定性，中國審美現代

慘的，伊格爾頓在這裏提出的是一個嚴肅

性的審美表達風格，以及中國審美現代性

的理論問題——即「現代悲劇觀念」或者

的價值指向，都有所表徵，或者說有所觸

說社會主義目標在現實社會中的存在方式

及。

問題。
在《送別》中，中國現代悲劇觀念第

需要注意的是，悲劇觀念與悲劇理論

一次獲得了它的審美經驗的形態。在《送

並不相同，每一個時代都可以產生它自身

別》之後，一九二一年，魯迅創作《故鄉》，

的悲劇觀念，在悲劇觀念的基礎上從不同

一九三四年，沈從文創作《邊城》然後，

角度進行的闡釋，可以形成多種不同的悲

６７

在中國的現代化 過程中，李叔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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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台》創作並演出，

《送別》的創作具有著更為重要的意義。從藝術和審美的角

二○一七年，旅美女作家嚴歌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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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得到錄 音整理，一九 五九年小提 琴

度，第一次把中國審美現代性的矛盾規定性，中國審美現代性的審

越。

美表達風格，以及中國審美現代性的價值指向，都有所表徵，或者

一九 五○年阿炳演奏的二胡曲《二泉映
說有所觸及。

贈性的「別」，因此，它意味著回歸和超

文化中國

劇理論，由於針對問題的角度不同，各種

但並不是最重要的，在理論上，關鍵在於

理論都可以具有它們自身的合理性與必要

我們如何在現代性的背景與語境下討論現

性。但在關於中國悲劇觀念的研究中，我

代悲劇觀念，並作出理論上的概括。
悲劇的觀念。英文為「T h e i d e a o f

們認為，有若干個概念是需要我們共同思
考的。

t r agic」，這是伊格爾頓在《甜蜜的暴力：
悲劇的觀念》中提出的概念。伊格爾頓用

在一八五九年四月十九日《馬克思致斐迪

「悲劇的觀念」代替「悲劇的理論」的概

南·拉薩爾》的信中提出。馬克思寫道：「你

念，以表徵現代性的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拉薩爾）所構想的衝突不僅是悲劇性

社會矛盾更複雜的悲劇性現實。在當代社

的，而且是使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的革

會中，悲劇並沒有消亡，反而突破了狹義

命政黨必然滅亡的悲劇性的衝突。因此我

的美學範疇的閾限、擴展為一種與哲學、

只能完全贊成把這個衝突當做一部現代

政治等相關的廣義文化概念，以一種精神

悲劇的中心點」，但是問題在於「所探討

形態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具有較亞

的主題是否適合於表現這種衝突？」 馬

里士多德和黑格爾的悲劇觀更加豐富的內

克思在這封信中對拉薩爾提出了很高的藝

涵。

[12]

中國社會經歷了不同於西方現代過程的複雜而深刻的經驗現實，

因而如何將中國的現代悲劇性審美經驗予以理論上的梳理與表達，找

６８

出這種中國特色的現代悲劇觀念的理論內核，是中國美學界亟需解決

的重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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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悲劇。這個概念最早是由馬克思

術要求，要求拉薩爾在新的思維框架、新

與悲劇理論相比，悲劇觀念更多強調

的問題意識、新的經驗下來表達和陳述自

的是對悲劇性生活經驗的表達，這些現實

己的理論與創作。

經驗隨著不同的歷史階段不斷的發展變

馬克思與拉薩爾的區別在 於：拉薩

化，在不同的文化傳統中有不同的表現，

爾仍然停留在歌德和席勒的層次上進行

其具體的表達機制也各不相同。這正是我

藝術 創作和理論表述，而馬克思則著眼

們研究中國現代悲劇觀念的理論起點所

於現代社會主義運動及其藝術表徵，即

在。現代化以來的中國社會經歷了不同於

一八四八年發生的第一次工人運動之後的

西方現代過程的複雜而深刻的經驗現實，

歷史形勢，也就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實現已

因而如何將中國的現代悲劇性審美經驗予

經具有歷史可能性的條件的條件下討論現

以理論上的梳理與表達，找出這種中國特

代悲劇問題。馬克思與恩格斯認為，濟金根

色的現代悲劇觀念的理論內核，是中國美

（拉薩爾劇中的主人公）作為垂死的騎士

學界亟需解決的重要問題。

階級的代表來反對現存制度，即以舊的階

情感結構。雷蒙德·威廉斯在他的理論

級與方式（騎士的方式）去反對新制度的

著作中提出「情感結構」這一概念，作為

代表，這樣的方式不可能得到城市公民與

分析文化與社會、個人與社會、文學與社

農民的支持，因而出現了「歷史的必然要

會相互作用機制的理論工具，在美學領域

求和這個要求實際上不可能實現之間的悲

即是指審美關係。在不同的社會關係和文

劇性的衝突」，這不僅是對歷史悲劇本質

化語境下，審美經驗是很複雜的矛盾結構

上的揭示，同時也代表著一種現代悲劇理

關係，通過對現代悲劇觀念的分析，我們

論的發生。在雷蒙德·威廉斯看來，悲劇觀

可以進入到具體的「情感結構」中去，進而

念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變化，在現代社

進入對具體社會關係的分析，這是馬克思

會中，同樣需要我們對發展變化著的審美

主義美學研究很重要的一個路徑，但卻並

經驗不斷的作出理論上闡釋。

未引起足夠的重視。目前，許多關於當代

許多中國理論家在回答西方學者關

文學藝術作品分析的研究都是只停留在

於中國有無悲劇問題的的質疑時會例舉出

作品表層意義的分析和評價，而沒有對中

我們有很多優秀的悲劇作品，這是必要的

國社會的情感結構進行進一步的分析與闡

中我們同樣可以發現到這種「世俗性的崇

的理論方法恰恰可以通過對當代藝術作品

高」的存在，在賈樟柯的電影《三峽好人》

與情感問題的分析，進入到對社會矛盾的

中，主人公是一位其貌不揚、生活中失敗

分析，這同時也是對社會問題分析的重要

的人，並不是一個成功者的人物形象，但

方法。

是看完作品後我們會被他深深地打動，他
的情感與選擇、對生活所作的決定，散發

劇審美效果研究中的重要方面。在中國現

出一種人性的光輝，的確具有某種可以用

代美學研究領域，從文學上對恐懼與絕望

崇高來表達的東西。此外，我們以為，中國

方面開展研究的已有不少，包括對魯迅及

現代悲劇觀念中還體現出來的一種別致的

許多當代作家在這方面都有過研究。若上

「優美化崇高」風格。陳凱歌導演的電影

升到美學層面，這一對概念與崇高相關。

《霸王別姬》中的程蝶衣就是「優美化崇

特里·伊格爾頓在《甜蜜的暴力》中深入分

高」的最好體現，程蝶衣的形象無疑是優

析了「恐懼與絕望」及其與希望之間的關

美的，他最終所達到的精神境界同樣也是

係，並結合現代派藝術予以分析與說明。

崇高的。這與中國文化中中國美學一直以

人可以有很多種失望的絕望，但有一種絕

來的抒情傳統不無關係，這樣的形象在中

望始終與希望相聯繫。在中國文學中，魯

國文化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與普遍性，可

迅的散文詩集《野草》具有很明顯的「恐

以說是中國現代悲劇觀念的特殊現象與

懼與絕望」的特徵，「絕望之為虛妄，正

表達的形式特徵。

與希望相同」。這裏同樣涉及了絕望與希

性中的「惡」。美學史上歷來對悲劇問

望之間的聯繫，其中寄寓著深刻的悲劇內

題的討論都會提到「惡」，「惡」總是與悲

涵。但是在現代文學和現代中國美學的研

劇相伴相生，並與悲劇處於矛盾狀態中相

究中，以往的文本研究卻並未上升到悲劇

互糾纏。恩格斯在提及黑格爾關於「惡是

美學和哲學人類學的層面上對《野草》進

歷史發展的動力的表現形式」時，指出這

行剖析，對於中國現代悲劇觀念的研究而

裏包含的雙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種新的

言這是遠遠不夠的。

進步都必然表現為對某一神聖事物的褻
瀆，表現為對陳舊的、日漸衰亡的、但為習

劇觀念進行表達時使用「世俗性崇高」這

慣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從

一概念以回應在現代社會「悲劇之死」的

階級對立產生以來，正是人的惡劣的情

責難。在西方學術界，許多學者認為，悲劇

慾———貪慾和權勢慾成了歷史發展的

歷來都是一種貴族性文化，在現代社會中

杠杆」 [13]。在某種程度上，在社會的現代

已經沒有了現實存在的基礎，所以必然走

化發展過程中，「惡」同時也是一種創造性

向死亡。伊格爾頓針對性地提出「世俗性

的力量，沒有「惡」，悲劇很難上升到一種

的崇高」的概念，以證明悲劇觀念在現代

至高的精神高度。這就涉及到關於人性問

不僅存在，而且對於當代文化建設而言，

題的探討。悲劇問題與人性息息相關，我

是一種不可替代的存在。這是一種普通人

們在研究人性問題時，很有必要對悲劇觀

的崇高，以非凡的勇氣和毅力，面對和挑

念進行深化、並進行理論上的闡釋與說

戰不可能戰勝的對象，但仍然勇敢面對，

明。

義無反顧，顯示出一種令人尊敬的真誠、
正義、無畏和同情。

神聖性。當代中國文化最大的問題就

是神聖性的缺失，或者說價值失範。蔡元

６９

世俗性的崇高。伊格爾頓在對當代悲

王傑、王真：悲劇的人文精神價值

恐懼與絕望。「恐懼與絕望」歷來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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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意義。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主義美學

目前許多研究都是只停留在作品表層意義的分析和評價，而

主義理論在現實生活的閃現。在中國社會

沒有對中國社會的情感結構進行進一步的分析與闡釋，這就難以把

相區別的文化語境，以及具體語境下的審

握住具體的、與其他文化相區別的文化語境，以及具體語境下的審

這種崇高是人性存在的體現，是社會
美意義。

釋，這就難以把握住具體的、與其他文化

文化中國
李叔同對中華文化命運的思考是值得我們關注的。不同的人面對

苦難會作出不同的選擇，有的人可以在苦難的生活中達到神聖性，有

７０

的人卻不能，這種不一致正是現代悲劇理論研究的重點與難點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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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曾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社會改造方

中國式的悲劇。中國人對待苦難、對待

案，希望通過美育的神聖性來解決社會現

「惡」的反抗，與西方人有很大的不同，在

代化的弊病、用審美經驗的神聖性來修正

很多情況下，反抗不一定是從開始就 爆

社會現代化過程中大量存在的不合理性。

發，在往往是一忍再忍讓之後，在忍無可

但是事實已經證明，用審美教育實現個體

忍的情況下爆發，往往是徹底的、絕望的

精神升華的設想往往是失敗的，許多受

爆發。賈樟柯的電影《天注定》就是「中國

過良好審美教育的人仍然不具有超越性

式反抗」很好的一個體現。電影用四段式

與神聖性，例如，德國納粹的許多軍官有

的結構講述了四個普通人的悲劇故事，在

很好的文學、音樂和美學修養，但是仍可

《天注定》中，電影中的人物或者是因為

以一邊下達殺人的指令，一邊回家欣賞音

「愛」、或 者是因為「義」、或 者是因為

樂。再比如《芳華》中那些帥哥和美女在

「情」……現實中的平常心，在現實的機制

他們驅逐劉峰和何小萍時，也暴露出他們

逼迫下，被逼到絕境，終於做出令人震驚

美麗外表下的「惡」。因此，如何在審美經

的壯舉，成為一種崇高的現象。故事最終

驗中找到這種獲得神聖性的文化呢？康德

的結局最終都是指向了死亡，如加繆所言，

的「道德律令」事實上就是對這個問題的

「對受害者而言，惟有現在是有價值的，

探索，這是我們今天仍然需要面對的一個

反抗是惟一的動機」[14]。影片某種程度上

重要問題。

還體現了一種暴力美學的色彩。馬克思主

《人民文學》上曾刊載過的一篇小說

義的社會理想是為了實現所有人自由而全

《北京和尚》，就是關於這一問題的一個

面的發展，那麼，只要社會中還有一個人

例證。小說描寫的正是我們當代的生活，

未得到平等的自由與發展，就很難說這一

也是一個悲劇性的故事。一個年輕人在

理想已經真正實現了。在社會中，只要有

現實生活中受到挫敗之後去當了和尚，之

悲劇，就會有反抗，也正是反抗喚起了我

後又與紅塵女子產生了種種情感糾葛，在

們對苦難與悲劇性現實的關注。

經歷了不同的精神上和情感上的磨難之

當然，關於中國現代悲劇觀念的理論

後，主人公在最後也達到了一種具有神聖

概念還有很多，例如：關於主體性的自由、

意味的境界。作品實際上觸及到了商品經

關於慾望與烏托邦、關於「真實的現實生

濟大潮下的信仰問題。中國學術界對悲劇

活關系」、關於中國文化的特殊性，等等，

問題的闡釋大都著眼於儒家文化與中國

都需要開啟深入而系統的研究。但無論怎

悲劇觀念的關係，在中國人的當代日常生

樣，現當代中國文學藝術中的種種現象為

活中，佛教文化同樣有很大的影響力，有

我們提供了寶貴的理論資源，當前的任務

時還會成為一種積極的方式解決現代人

在於，從中國的審美經驗、意識形態表達

的精神危機的途徑。李叔同在創作完《送

的機制的分析中提煉出理論，再將抽象後

別》之後，在現實中找不到解決現代性危

的理論逐步擴展到普遍性的高度，這對於

機出路的情況下，終於剃度出家，選擇最

中國現代悲劇觀念的理論研究應該具有

為嚴格的律宗修行，期望通過個體的「戒

很重要的意義。

律」，來達到人格和精神的自由境界。李叔
同對中華文化命運的思考是值得我們關
注的。不同的人面對苦難會作出不同的選

四、中國悲劇觀念研究的理論
維度

擇，有的人可以在苦難的生活中達到神聖

藝術可以創造社會生活，情感結構的

性，有的人卻不能，這種不一致正是現代

變化和美學的革命可以帶來世界的變化，

悲劇理論研究的重點與難點所在。

最能代表未來、代表生產力發展方向、把

來；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悲劇理論中飽含

觀念，包括中國現代悲劇觀念研究的方法

著深厚的倫理價值與人文關懷，關注的是

論。

每一個歷史悲劇承擔者的人類個體。在現
代社會中，人類主體總是被自身的悖論所

我們提供了一個研究中國現代悲劇觀念的

纏繞，人的慾望總是處於不滿狀態且具有

理論維度。審美人類學的方法包括對文化

超前性，「滿足」與「不滿足」之間處於失

習性的研究，關於當代社會文化以及技術

衡狀態，這使得欲望在實踐和追逐的過程

與當代人的情感結構關係的研究，當代藝

中總是充滿著悲劇性的色彩。對於當代美

術創作的美學風格和審美意義研究等等，

學而言，重要的不僅是要認識世界，還要

采用人類學的方法研究當代美學，包括研

改變世界。

究中國現代悲劇觀念可以使研究工作得以

在對現實的作用這一點上，馬克思主

具體化。大量的資料搜集和田野工作是非

義美學具有其他美學理論所不具備的優

常重要的。人是歷史的主體，也是悲劇性

點。通過現代中國悲劇觀念的深度研究與

歷史的承擔者，現代悲劇問題不僅是一個

闡釋、提煉出理論內核，從而讓美學理論

美學的問題，而是每個人都必須承受的現

進入到對現實問題的思考，是一個切實可

實存在。

行的研究路徑。

現代的悲劇回歸神話時代，追溯現

面對當代中國社會普遍存在的信仰

代經驗的形而上表達，更需要關注的是從

危機，我們認為，「以美育代宗教」並不是

哲學、美學意義上對人性概念的考察，同

切實可行的途徑，審美的無功利性往往在

時必須要重視不同文化類型之間的區別。

現實問題面前顯得疲軟，在信仰失落的時

著名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曾指出，

代中該如何獲得人類情感和精神世界的

西方文化是以視覺性藝術為基礎的、精

「神聖性」呢？「悲劇經驗通常引發一個

神上向內發展的文化，是一種主體性、高

時代的根本信仰和衝突。悲劇理論之所以

度自戀的文化，即一種「內卷型」文化；與

有趣，主要是因為一個具體文化的形態和

之相比，中國美學以《樂記》為源頭，具有

結 構 往 往 能 夠 通 過 它 而得 到 深 刻的 體

很強的抒情性特點，中國文化以聲音形象

現」[15]。

為表徵基礎，以回旋性為文化的基本表徵

現代悲劇主人公通過藝術的形式從

機制，可以說是一種「外舒型」的文化。因

生活中升 華出來，通 過他們不平凡的品

此，對中國現代悲劇觀念的研究，需要結

質，通過他或她對自由的追求、對生命的

合中國當代社會的審美經驗與文化表徵機

敬畏、對善的堅守、對愛的執著、對生的堅

制，將中國現代悲劇觀念與西方悲劇觀念

韌、對死亡的無懼、對痛苦的超越、對苦

的不同之處予以理論上的闡釋。

難的沉靜，等等，通過看似平常的普通人
的現實「選擇」和行動，不經意中，無不流

論資源。馬克思主義美學為現代悲劇理論

露出世俗性的崇高精神與美學風貌，在悲

引入了關於未來的尺度與倫理學維度，這

劇人文精神和崇高精神的感召下，中國特

是十分重要的。一方面，悲劇的眼光不是

色社會主義將面向未來開闢自己的道路。

僅僅思考現在，也不是簡單地批評現實，

悲劇人文精神在人類的歷史發展過程中

而是寄予著關乎未來美好烏托邦的可能

是始終存在的，對悲劇的理論研究更是一

的思考和表徵，充滿希望但又絕不是膚淺

個不斷更新的命題，這是今天我們重提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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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需要重視馬克思主義美學的理

王傑、王真：悲劇的人文精神價值

首先，我們認為審美人類學的觀點為

文化評論

要的問題就是，怎樣研究中國的現代悲劇

只要社會中還有一個人未得到平等的自由與發展，就很

於現實的基礎上，指向的是更為美好的未

難說這一理想已經真正實現了。在社會中，只要有悲劇，就

識分子的藝術家。我們現在面臨的一個重

會有反抗，也正是反抗喚起了我們對苦難與悲劇性現實的關

的樂觀主義。馬克思主義悲劇理論在立足
注。

握審美經驗與未來的連接點的是作為知

在現代社會中，人類主體總是被自身的悖論所纏繞，人的慾望

總是處於不滿狀態且具有超前性，「滿足」與「不滿足」之間處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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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衡狀態，這使得欲望在實踐和追逐的過程中總是充滿著悲劇性的

色彩。

文化中國

劇觀念問題的理論研究的原因，也是我們
研究中國現代悲劇觀念的價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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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實踐的審美底蘊
與文化悖論芻議
浙江財經大學外國語學院

■ 魏麗娜
溫州大學人文學院
摘

學也曾極度推崇以「藝術的存在方式」對

惑，詩化人生的夢想不再是「純粹」的玄遠靜

抗現代性的悖論。正如德國現代哲學家尼

逸與閒適悠然的田園詩意、山水寄情或詩意棲

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

居，往往變成經由體系化的產業包裝以後的休

1900）所言：「藝術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

閒度假專案或大眾文化產品，存在不同程度的

命本來的形而上學活動」[1]。由此可見，讓

「異化」。其實，現代休閒蘊藏著無限可能與

生活成為藝術、把人的生命活動當作審美

希望，對於現代人實踐「藝術化人生」有莫大

活動，甚至以美學取代倫理學、以美育取

助益；它完全可以成為世俗生活品質提升的方

代宗教，這一思想取向與社會實踐在東西

式，進而讓人在有限的生命當中領悟無限的生

方都有源遠流長的傳統。近代以降，從尼

命意義。作為休閒文化的一部分，大眾文化蘊

采 的「 酒 神 精 神」到 福 柯（M i c h e l

含著休閒審美的因素，強調審美性的休閒體

Fouc au lt，1926-1984）的「生存美學」，從

驗對於提升整個大眾文化的發展水準和精神

瓦爾特·佩特（Walter Horatio Pater，1839-

品質至關重要。當代大眾文化發展中的娛樂化

1894）「以藝術的精神對待生活」的口號，

過度、「三俗」猖獗、「偽喜劇」甚囂塵上等亂

到威廉·莫里斯（Wi l l ia m Mor r is，1834-

象，主因是將「藝術與人生」關係剝離、淡化、

1896）「讓每一個工人都成為藝術家」的

錯位甚至倒置。因此，對於休閒實踐中的異化

社會理想，從周作人（1885-1967）的「生活

現象，「謀財而不傷神與有趣尚可樂生」的審美

之藝術」到朱光潛（1897-1986）的「人生的

引領必不可缺。

藝術化」，從「波西米亞人」到「波波族」，

關鍵詞：休閒，審美底蘊，文化悖論，藝
術化人生，大眾文化，審美引領

從十九世紀的「紈 絝 子」、「遊 蕩 者」到
二十世紀日常生活的審美化，我們面對了
一個波德里亞（Jean Baud ril la rd，1929置疑，偉大的藝術帶有詩意的全部深刻內
涵，人往往可以通過偉大的藝術作品來領

「詩化/藝術化人生」是千古文人雅

悟存在的秘密。而人生的真正意義便在於

士難以割捨的夢想。古典文明時代的中國

領悟存在的真諦並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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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詩化人生的夢想與現代烏
托邦

2007）稱之為「審美泛化」的世界[2]。毋庸

詩化人生是千古文人難以割捨的夢想。面對消費主義的肆意妄

的夢想。面對消費主義的肆意妄為與全新蠱

為與全新蠱惑，詩化人生的夢想，往往變成經由體系化的產業包裝

文士崇尚「藝術化的人生」，而西方現代哲

以後的休閒度假專案或大眾文化產品，存在不同程度的「異化」。

要：詩化人生是千古文人難以割捨

傳守祥、魏麗娜：休閒實踐的審美底蘊與文化悖論芻議

■ 傅守祥

文化中國

這種生存便是一種詩意的生存。在海德格

「宣傳單」，甚至於借屍還魂、坑蒙拐騙；

爾（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富有啟

「為藝術」的藝術則有時會將「藝術性」

發 性 的「哲 學 向 詩 的 轉 化」 視野裏，

極端地抽象化而使之數量化、形式化甚至

「詩」是真理的顯現方式，「詩」是關乎人

有害人生、為禍社會。「藝術與人生」本可

類生存意義的創造活動，詩意的就是人性

以相生相長，卻又時常互遠互害，如何實

中最本真的東西，它不是狹義上的詩情畫

現二者之間「和而不同」式的互助雙贏是

意，或一種浪漫的、理想化的生活方式，而

需要在實踐中不斷反思與總結的。

[3]

是擺脫了一切思維和有限性的枷鎖的思想
和生存的最高之境。

面對當今時代消費主義的肆意妄為
與全新蠱惑，「藝術化的人生」夢想不再是
「純粹」的玄遠靜逸與閒適悠然的田園詩

群、怨」，文學藝術從一開始就與社會人生

意、山水寄情或詩意棲居，而往往變成經

緊密相聯，通過特有的方式昭示人生種種

由體系化的產業包裝以後的休閒度假專

境遇，揭示心靈情感的變化，參與對人生

案或大眾文化產品，均有不同程度的「異

的思考。孔子主張「興於《詩》，立於禮，成

化」。對於休閒，中外均有幾百年的傳統，

於樂」 。現代社會的人們用「詩」或「詩

留有各自的文化傳統，於「藝術化的人生」

學」來對抗形而上學，抵消現代性的反噬

多有交集，現今雖遭消費主義的蹂躪尚不

力，反對科技理性，尋找精神家園。現代人

至於迷失太遠；而對於大眾文化，雖然大

已然覺悟到：最本質的東西不能靠主體在

部分屬於休閒文化的內容，卻因先天地與

認識論層面上的認知活動來把握，也不能

「產業化」密切相關、與消費主義不謀而

以理性的計算之思來衡量，而必須靠覺

合，往往擎著文化的大旗卻幹著謀財傷神

悟、靠領悟之情。「存在」只能以一種類似

的勾當，不斷下探文化倫理的底線、開拓

詩性的、整體的、非概念性的、模糊的思

低級趣味的空間，在制度文明和法治規範

維方式才能被領悟。然而，世紀之交以來

尚不健全的環境裏更是開疆拓土、為所欲

的實際情況是，實利主義蒙蔽了國人的眼

為，以至於「三俗」一度猖獗。仔細梳理休

睛，迷失了他們的本性，使其只看見眼前的

閒與大眾文化的成長脈絡、細緻分析其內

蠅頭小利，而丟掉了人生中最為重要的東

在機理、深入挖掘其審美內蘊，對於區分

西 。

消費主義的合理邊界與過度影響是有益

[4]

７４

「詩」是關乎人類生存意義的創造活動，詩意的就是人性中最
本真的東西，它不是狹義上的詩情畫意，或一種浪漫的、理想化的
生活方式，而是擺脫了一切思維和有限性的枷鎖的思想和生存的最
高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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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中國詩教認為，詩可以「興、觀、

[5]

作為「藝術與人生」關係的一體兩面
與思想交集，「人生藝術化」與「藝術人生
化」既是一個古典美學論題又有現代美學
意蘊，更因結合當今時代的「審美泛化」而

處的。

二、休閒實踐的審美底蘊與時
代異化

從精英命題走向大眾參與進而彌散入社會

從一般意義上說，休閒是指人們在勞

各個角落。無論是「為人生」與「為藝術」

動和生理必須時間之外的自由安排時間裏

之爭，還是「藝術與人生」的雙向互動與互

的行為或活動。休閒有四層涵義：一是從

滲，其各自的獨立性或曰各自的擅長毋庸

時空意義上，指人的閒暇時間在特定空間

置疑，而兩者的融合與重疊更需要在當下

的消費指向；二是從行為意義上，指人的

時代加以辨別與區分。在「藝術與人生」

休閒活動的滿意指向；三是從生命意義

的關係座標與譜系中，「藝術性」（包括

上，指生命自我處在一種自由、自主的生存

「文學性」）無疑是區別二者的焦點：「為

狀態；四是從意識活動意義上，指人的安

人生」的藝術有時會極端化地遠離「藝術

逸精神的實現 [6]。以傳統中國智慧的言說

性」而變身為人生/社會/革命的「傳聲筒」

方式歸納，即為：休閒對人生有三利，一曰

「苦境」（諸如生老病死）躍升為「樂境」；

暇時間」的休閒和作為「精神活動」的休

三曰從「浮生苟且」躍升為「氣定神閒」，

閒的兩端，存在「俗趣」與「雅致」的巨大

皆因「看不透」而浮躁與「開天眼」而透視

分野，往往較難看出現代休閒學所提煉出

的分別。若用一個詞歸納，休閒之「好」長

的那些「純粹」共識和「高端」導向。但無

在「修身養性」。

論如何，以「人應該如何經營自己的精神生
活」為核心論題的現代休閒蘊藏著無限可

的和外在的目的規定要做的勞動終止的地

能與希望，對於現代人實踐「藝術化的人

方才開始，因而按照事物本性來講，它存

生」或「詩化人生」是有莫大助益的。

在於真正物質生產領域的彼岸」 。由此

在中國，儒家的「曾點之樂」、道家的

可見，只有在物質生產領域的彼岸才能贏

「逍遙遊」、佛家的「林下風流」、理學家的

得休閒時間，只有在贏得了休閒時間後才

「渾然天成」與「無入而不自得」，均表達

能獲得自由。馬克思還指出：人們有了充

了休閒的理想也蘊涵著審美的境界；在西

裕的休閒時間，就等於享有了充分發揮自

方，從亞里斯多德、馬克思直到海德格爾，

己一切愛好、興趣、才能、力量的廣闊空

無不把休閒和審美作為理想人性及生存

間，有了為「思想」提供自由馳騁的天地。

狀態的表證。馬克思和席勒均認為「休閒」

在這個自由的天地裏，人們可以不再為謀

是使人超越異化、回歸生命自由的方式，

取生活資料而奔波操勞，個人才在藝術、

是在強制性勞動之外才得以進行的自由創

科學等方面獲得發展。簡言之，馬克思主

造活動。休閒時，人們可以自由支配時間，

義認為休閒就是個人對自由時間的創造、

可以自主地選擇從事某些個人偏好活動，

佔有和使用，是人的價值存在和價值實現

並從這些活動中享受到慣常生活事務所不

的重要形式，是現實的個人不斷地向自由

能享受到的身心愉悅、精神滿足和自我實

而全面發展的人的生成過程。隨著後工業

現與發展等。休閒的高端狀態是生命個體

時代的來臨，「休閒」這一古老而又現代的

擺脫外界的束縛而處於一種自由狀態下，

命題成為引導未來社會前行的一面旗幟。

追求身心愉悅、幸福滿足和自我發展的一

在二十一世紀，人類正迎來一個全新的休

切有益於身心健康的內心體驗與行為方式

閒時代。

的總和。所以，休閒是人的一種存在方式

[7]

現代休閒學的基本共識是：休閒是人
的生命的一種狀態，是一種「成為人」的

和生活方式，是人的價值存在的重要表現
形式，與人的本體論意義密切相連。
傳統中國是講究休閒的國度，古代的

著人類生存的終極價值；休閒更是一種富

士人官宦階層中蘊含著豐富的休閒思想，

有審美意味的生命形式，是優雅人生的一

而歷史上備受推崇的「魏晉風度」或「求

種美學形態，是審美人格的一種類型。從

仙問道」更是與此相關。把休閒僅僅定位

這個意義上，休閒顯然是一種詩性文化。

於實用主義層面，無休不閑或只休不閑，

為了緩解現代生活的快節奏、應對日常工

只屬於休閒的「致用層」，是休閒境界中

作的高強度，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國民

的較低層次；休閒的「比德層」，注重在審

收入的提高、國人自由支配時間的日益充

美主體與審美客體之間建立以道德內涵、

裕，休閒將愈益成為人們的日常理想生存

人格蘊藉和情感寄託為主要表現形式的

狀態和體驗方式，也更加切入人的直接生

相互關聯；而休閒的「暢神層」則是一個主

存領域並指向現實生活。在日常的休閒實

體更加自在澄明、更加注重審美情趣和形

踐中，因為主體多是普通市民，故而休閒

上哲理意蘊追求的自由審美境界。由「致

７５

過程 ；休閒也是一個美好的理想，體現
[8]

傳守祥、魏麗娜：休閒實踐的審美底蘊與文化悖論芻議

馬克思說：「自由王國只是在由必需

文化評論

確實存在著諸多層級，存在作為「填充閒
儒家的「曾點之樂」、道家的「逍遙遊」、佛家的「林下風
流」、理學家的「渾然天成」與「無入而不自得」，均表達了休閒
的理想也蘊涵著審美的境界，休閒是人的一種存在方式和生活方
式，是人的價值存在的重要表現形式，與人的本體論意義密切相
連。

從「謀生」躍升為「（愉）悅生」；二曰從

文化中國

用」到「比德」再到「暢神」，展現了中國古

升有著直接對應性的啟示。在消費主義時

代休閒的不同境界，折射出古代休閒的追

興的當下，休閒往往會把原本對立的世俗

求之路與審美歷程 。傳統中國文化中往

性和審美性「混融」。無論如何，面對消

往還將「和諧」視為休閒的核心理念，體

費主義的衝擊，休閒實踐的底線是：能夠

現了中國休閒文化對「天道和諧」、「心性

守住世俗情趣（即所謂「俗趣」）和生活風

和諧」、「形上和諧」的理想追求。將古代

雅，把生命過得儘量「有趣」而「充實」，

豐富的休閒思想特別是「和諧」理念貫穿

哪怕它離著「形而上」或 本體論 意義 很

於休閒的當代實踐中，目的是使休閒真正

遠，畢竟不是人人皆為傳說中的「哲學王」

地成為世俗生活中的一種生命超越形式和

或「精神貴族」。

[9]

傳統中國人想到的理想生活，常常會是田園意境、茶室竹林與

７６

淡定神閒，這種心理正是中國式哲學與詩化人生的寫照。如何過上優

美、雅致的休閒生活，應當是現代人和當今社會面臨的一大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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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品質的提升方式，其精髓在於要讓人

儘管現時代各國都在大力發展休閒

在有限的生命當中領悟無限的生命意義，

產業，但依然無法掩蓋精神性、非功利性

建構詩意化的人生範式、提升個體的生命

和自由性是休閒主要特徵的事實。從馬克

品質。

思主義視角看，勞動中的人與自然的關係

中國傳統文化強調，以內心的安靜平

是功利的，休閒中的人與自然的關係是審

和及內省來與宇宙萬物和諧相處，「修心

美的。審美活動以欣賞與體驗為主，不以

養性」是獨屬於中國的休閒方式，而傳統

改變自然界物質形態和性質為主；以欣賞

的琴棋書畫、禪功、武術等都是其外在表

為主，不以佔有和消費為主。勞動是「謀

現。古代先賢在休閒中追求精神品格、自

生」的功利性活動，休閒是「樂生」的審美

由境界、審美情趣的種種瀟灑表現，正是

性活動。「謀生」的活動必然要佔有和消

休閒之於中國文化的意義所在。蘇東坡所

耗物件，「樂生」的審美活動不必然佔有和

說的「江山風月，本無常刻，閒者便是主

消耗物件。休閒提高人的審美需要與審美

人」，正是將休閒與文化結合的最完美的

能力，而審美需要與能力的提高，反過來

典範之一。傳統中國人想到的理想生活，

促成並強化人與自然的休閒關係(非功利

常常會是田園意境、茶室竹林與淡定神

性關係)[10]。

閒，這種心理正是中國式哲學與詩化人生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市民階層的休閒

的寫照。如何過上優美、雅致的休閒生活，

內容越來越豐富，休閒方式越來越多元，

應當是現代人和當今社會面臨的一大課

休閒品質越來越高。但是，辨證地分析，

題。

在享樂主義與消費主義盛行的時代語境
毋庸置疑，休閒具有鮮明的世俗性和

下，當代休閒的確還存在著很多問題，休

審美性雙重品格。總體上說，在休閒觀念

閒異化現象就是其中之一。謂休閒異化，

的演變中，世俗性構成了休閒發展的一條

就是休閒本質的外化和物化，即休閒違背

主線，休閒的世俗性顯現為物質功利性、

自己的本質和規律而達到與休閒相反的目

感覺體驗性和通俗快樂性等特徵。同時，

的。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對休閒生活的理

審美性對世俗性的超越，構成了休閒文化

解和定位僅停留在物質享受這一層面，常

生生不息的價值支點，從而為人類的全面

出現物質上富有、時間上充裕而精神上感

發展開闢出一條新的通道，因此審美是休

到困頓。休閒的異化，意味著現代人的休

閒的最高層次和最核心方式。休閒的審美

閒方式越來越遠離精神的層面，並日漸趨

性旨在宣導輕鬆、自在的狀態下追求審美

向於普通的娛樂或消費活動，這完全背離

的延展與深入，在多層次的文化譜系與審

了休閒的本初意義，不僅不能導向人的自

美需求間求得心理、精神的滿足與平衡，

我發展與自我實現，更談不上使個體擺脫

這對當代大眾文化的健康發展與品質提

物質的奴役成為自由而完滿的個體進而最

化中優秀的休閒觀與休閒方式，挖掘其中

運。顯然，休閒不等同於娛樂消費，相反，

的可用之處，才能完善現代休閒。

娛樂消費對真正意義上的休閒生活是種
打擊。但辯證地看，一方面，消費社會加劇
了休閒異化的可能，使休閒處於被消費的

三、大眾文化的真愚樂與偽喜
劇
概括地說，「文化靠休閒滋養，休閒

異己力量，是人們改變異化命運的有力武

育文化品質」是休閒與文化相互關係的精

器，人們可能通過休閒來實現「反異化」。

當描述，而審美性的休閒對人的意義重

總的來說，當代人的休閒異化集中表

大；大眾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休閒的

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休閒的娛樂化；二是

文化，大眾文化產品多屬於休閒消費的內

休閒的消費化；三是休閒的標準化。這三

容，大眾文化本身也應該蘊含著休閒審美

類異化表現與當代大眾媒介文化之間有著

的因素。在人們的休閒時間越來越多、休

緊密的關聯性。在「媒介即權力」的情境

閒內容越來越豐富、休閒方式日趨多樣化

下，媒介文化已然成為現代社會文化的中

的今天，以「逗樂」為基本特徵、能夠給人

心，成為人們賴以生存的文化土壤。無論

們帶來輕鬆歡愉與新鮮刺激感的大眾文

是作為休閒內容的媒介文化，還是作為休

化——既有休閒特徵又有消費屬性兼有

閒理念及休閒方式傳播者與強化者的媒介

審美潛質——成為人們在假日裏的消費首

文化，它對現代人的休閒觀念及休閒選擇

選，大眾文化也理所當然地成為人們最主

的影響都甚為巨大。在媒介文化的浸潤

要的休閒生活內容。然而，在缺少正確的

下，現代休閒正日益和媒介文化走向一致。

休閒價值觀和審美觀作為發展指導的情

而媒介文化自身所有的問題都會在現代休

況下，以迎合大眾淺層次慾望、盲目追求

閒上有所展現。以廣告、時尚雜誌、青春偶

商業利益為目的的庸俗、低俗與惡俗文化

像劇、明星報導、生活方式報導、電視綜藝

（譬如「戲說類」與「情景類」電視劇、賀

節目、音樂MT V等為代表的媒介文化正不

歲型電影、各式選秀類電視節目、惡搞類

斷地向大眾灌輸著、示範著偏重娛樂化、

網路文化以及山寨文化等），在現代傳媒

消費化等以排解肉體寂寞為主的標準化

的爭相追逐下大行其道，充斥著人們的休

的休閒單元，由於它迎合了大眾追求輕鬆

閒生活，時間久了便使人們在面對物欲橫

快樂的口味，人們也樂於接受並模仿媒介

流的社會時，深陷愚樂的氛圍和精神的困

文化中所提供的休閒示範。誠然，同樣具

境而感到普遍的迷茫。因此，強調審美性

備娛樂化、消費化、標準化特徵的媒介文

的休閒體驗以及「純粹」意義上的休閒審

化並不是導致或加深休閒異化的唯一因

美，對於提升整個大眾文化的發展水準和

素，但在大眾傳播時代，媒介文化對現代

精神品質至關重要。
大眾文化作為商品經濟的產物，其發

介文化推動並加深了現代休閒的種種異化

展與品質被市場機制控制著，大眾文化為

表現。事實上，正是媒介文化本身的娛樂

盈利而製作，大眾文化消費則表現出盲目

化影響並促成了休閒的娛樂化，媒介文化

性、庸俗性和過度的娛樂性。在大眾文化

的消費化引導並推動著休閒的消費化，而

的產銷運作過程中，平庸化的東西常常被

媒介文化的標準化則加深並強化了休閒的

奉為新潮而流為時尚，深刻而且崇高的東

標準化。所以，想要建構理想的休閒生活，

西則常常被視為落伍而遭鄙棄。文化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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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的影響具有決定性意義。簡言之，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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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之中；另一方面，休閒也是消費社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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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性，休閒往往難逃被全面「物化」的命

正是媒介文化本身的娛樂化影響並促成了休閒的娛樂化，媒介

培養 [11]。此外，還要積極借鑒中西傳統文

文化的消費化引導並推動著休閒的消費化，而媒介文化的標準化則

裏，休閒者的心理被重構、休閒者喪失主

加深並強化了休閒的標準化。所以，想要建構理想的休閒生活，離

離不開對現代大眾的批判式媒介素養的
不開對現代大眾的批判式媒介素養的培養。

終實現人的解放。在消費主義至上的社會

文化中國

能當市場的奴隸，這種初級市場經濟社會

默的喜劇精神由於解構了理念的實體性

中常常遭遇的「劣勝優汰」現象，亟需國家

而顯得更加充滿活力。喜劇美學的核心是

治理的有效干預、人文思想的深度滋養和

通過喜劇性本身來表現本質和現象、目的

休閒審美的「自覺」引領。

和手段之間的矛盾、反常和不協調等可笑

優秀藝術的主要目的是讓受眾心靈受到淨化、靈魂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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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一種精神美感。止於快感，尤其是僅止於視聽感官生理上的刺

激，那不是真正的藝術，至少不是優秀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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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根結底，文化是人化，對社會的責

之處，從中揭示和反思人類社會和人類自

任承擔主要表現為對民族精神傳揚、對時

身的醜惡、缺陷和弱點，從而化解主體與

代精神構建和對人的靈魂塑造與道德提

客體、理想與現實、自我與他者、個人與社

升。人們原本期待大眾文化產品用各種藝

會之間的緊張關係，最終實現對自我與現

術形式所蘊含的幽默與輕鬆來減輕人們

實的超越。所以，喜劇性就是生命中的狂

精神世界的重荷，把人類的精神狀況提升

歡精神昇華為一種強烈的自我意識，在反

到一個新的水準，因此對始料未及的「三

思中以智慧實現超越和自由的喜劇精神。

俗」頑疾深惡痛絕，針對性地提出了「反三

滑稽、幽默、諷刺、荒誕、反諷、戲仿等是

俗」與文化變革的方略，堅決革除過度娛

喜劇性的重要表現形態，「笑」則是喜劇

樂化、奢靡化、道德滑坡等弊病，以重塑公

顯著的外部特徵。

眾的正義感和是非觀。「三俗」是物慾社會

儘管貌似喜劇性的審美噱頭在各個

的影射，是對文化失去了起碼的尊重和敬

時期頻頻湧現，但是喜劇美學的精神內核

畏；低俗不是通俗，慾望不代表希望，單純

與審美品質卻保持著穩定，其蘊含的批判

感官娛樂不能夠替代精神快樂。

精神、智性清透和通俗智慧始終如一。在

當前，大眾文化的諸種藝術呈現中，

有喜劇和喜劇性的地方，就有笑有輕鬆，

其喜劇性出現了一些時代異變與精神偏

有滑稽有幽默，有嘲諷有清醒。因此，滑

差，與真正的喜劇意識和良好的審美品格

稽、輕鬆、幽默和諷刺、清明構成了喜劇

悖逆，亟需堅決抵制和及時矯正。從藝術

精神的核心內容。用各種藝術所蘊含的幽

哲學視角看，喜劇性應該是一種「內在偉

默與輕鬆來減輕人們精神世界的重荷、把

大與嚴肅」、「外在有趣與可笑」的「輕盈

人類的精神狀況提升到一個新的水準上，

詩學」，是直面現實、迎接挑戰的「舉重若

確實是一個無法回避的選擇。我們需要喜

輕」，是撕破生活假像的智慧與幽默，而

劇，更需要有內涵的喜劇精神，不僅讓觀

非粉飾太平、逃避挑戰、渾噩和諧的遊藝

眾發笑，而且讓觀眾懂得為什麼笑，絕不

與雜耍。對於大眾文化生產的段子化、雜

是把快感當美感。優秀藝術的主要目的是

耍化、拼貼化、感官化以及「養眼」與「愚

讓受眾心靈受到淨化、靈魂得到提升，產

樂」式審美噱頭橫飛等時疫，喜劇精神的

生一種精神美感。止於快感，尤其是僅止

堅守和文化自覺的矯正至關重要 。借助

於視聽感官生理上的刺激，那不是真正的

有效的文化治理，煥發喜劇美學所蘊含的

藝術，至少不是優秀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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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精神、智性清透和通俗智慧，構建文

《禮記·樂記》所謂「樂者樂也。君子

化消費的倫理精神和審美譜系，是重塑大

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慾」，都旨在闡明

眾文化的必由之路。

真正優秀的藝術，理應通過「養」眼「悅」

喜劇的滑稽和不嚴肅是表面的，它骨

耳，使受眾獲得視聽快感，並進而達於心

子裏卻是嚴肅的，最貼近生活的。正如法

靈，得到認識啟迪和精神昇華。在娛樂化

國哲學家柏格森所說：「喜劇越是高級，與

時尚中，要真正做到既堅持寓教於樂，藝

生活融合一致的傾向便越明顯；現實生活

術通過快感創造美感，又反對止於快感、

中有一些場面和高級喜劇是如此接近，簡

遊戲人生，從而有效抵制文化上的犬儒主

直可以一字不改地搬上舞台」[13]。崇尚幽

義和「娛樂至死」。優秀的藝術要在審美

驗乃是當代大眾文化發展的核心價值，也

大眾文化的時興，確實是充滿爭議又

是實現大眾文化整體提升的根本途徑。

的審美品格更是紛爭迭起。大眾文化內蘊

的時代，消費主義催生、文化民粹主義風

的審美化生存，即現代人感性存在的快感

行、交往體驗的互動性誘惑加深等「疊加

體驗與大眾向度，是大眾文化內在活力與

效應」，當代文化特別是大眾文化的諸種

文化市場機制外的民間智慧的體現，「感

藝術呈現中的喜劇性審美出現了普遍性、

性、愉快、當下」應該是大眾文化審美品格

蔓延性的偏差，以至娛樂化過度、「三俗」

的起點。可惜的是，無信仰的繁盛與無原

產品猖獗、「偽喜劇」甚囂塵上。此種文藝

則的喧嘩成為當今時代大眾文化的普遍性

亂象，從外部分析固然有不規範的市場經

樣態，崇高品格的匱乏與英雄人格的稀缺

濟導向、唯收視率/票房收入等片面追求文

成為消費時代文化被金錢和功利普遍「鈣

化GDP的原因，而從內部分析則主要是因

化」的後遺症 。審美離不開現實人生，

為將「藝術與人生」關係剝離、淡化、錯位

但它決不是「滿足」與「迷戀」，而是發自

甚至倒置，將「為人生」庸俗化、低俗化甚

內心地「熱愛」與「珍重」；釋放、撫慰、減

至惡俗化，甚至掛羊頭賣狗肉式的盜換成

負、宣洩只是審美光譜中的低限，由衷的

「為金錢而藝術」。將「藝術與人生」關係

身心俱悅才是審美的正效 應。正是緣於

剝離或 者 淡化，故而自我 標 榜「不 辨 是

此，審美從最高意義上說是以帶給人類歡

非」、「自娛自樂」、「參與即存在」式的後

樂、自由、解放與光明為己任的，是以教人

現代狂歡；將「藝術與人生」關係錯位甚至

奮進有為為目標的，並合乎「天行健，君子

倒置，故而高調喊出「快樂大本營」、「眼

以自強不息」的精神狀態。

球 經 濟」、「消 費 者 即上帝」、「娛 樂 至

[14]

四、謀財而不傷神與有趣尚可
「樂生」

死」，甘心情願地用文藝手段將「瞞」與
「騙」、「賣笑」與「下流」進行到底。文化
批評家仲呈祥指出：「文化應該化人，而不

現代休閒的復興與大眾文化的崛起

是化錢；藝術應該養心，而不是僅僅停留

出現在中國改革開放實施以後，他們借助

在養眼，甚至花眼亂心；文化鑒賞應該引

現代傳媒的力量在新世紀表現出更加強

導，而非迎合」[15]。
在消費主義的強力支撐下，休閒主義

問題。譬如現代休閒常因非「完全市場」行

與時尚美學的流行使快樂哲學或快活主義

為和消費主義的作祟出現明顯的過度產業

大行其道，它既不做深度追究——思想的

化，其物化和娛樂化傾向與其「初心」多有

探尋，也不求精神空間的開拓，而是將自

背離；而與大眾文化屬於「一體兩面」關係

身指向個體人的身體、強調當下的快感體

的文化產業，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人本

驗和慾望釋放。與此密切相關，大眾文化

化」的過程中走向了扁平化、矮化甚至醜

再不像經典藝術一樣迷戀觀念和思想，而

化，導致「三俗」文化產品氾濫，亟需廓清

是致力於製造一種身體幻象，因為它要承

兩者的價值追求，注重娛樂性與教益性的

載的內涵是一個可消費的東西、可虛幻地

均衡，提高其審美品位，促進其良性發展。

滿足欲求的東西，而人的身體既是慾望對

因此，審美性的休閒體驗在當代大眾的文

象也是情緒渲泄的代言者、既是社會關係

化精神生活中起著重要作用，特別是人們

的集合體也是存在的世俗形象，所以在大

在回歸人生的本初意義、健全人性發展等

眾文化中，文化生產者致力於製造各種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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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發展後勁，同時也存在著諸多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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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當今互聯網┼、泛審美、全球化

在消費主義的強力支撐下，休閒主義與時尚美學的流行使快樂

無法回避的重要文化現象，關於大眾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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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群眾的精神素質。

哲學或快活主義大行其道，它既不做深度追究 ——
思想的探尋，也
不求精神空間的開拓，而是將自身指向個體人的身體、強調當下的

方面具有重要意義，因而審美性的休閒體
快感體驗和慾望釋放。

上真正「引領人民精神生活」，真正提升人

文化中國

裏，人們將擁有更多的休閒時間，更加注

故事情節、世界狀況、美學風格等都可能

重生活品質的提升，而健康而良好的休閒

被人迅速遺忘，但是明星的風采卻可能永

生活是休閒化社會中人們所追逐的目標，

遠歷歷在目：奧黛麗·赫本的嫵媚、瑪麗蓮

休閒也終將在自由的尺度上與工作達成統

·夢露的性感、英格麗·褒曼的高雅、費雯

一。但是，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對休閒生活

麗的美麗等都是好萊塢電影有意製造出

的理解和定位往往僅停留在物質享受這一

來的身體幻象，她們現在已成為隱喻某種

層面，常出現物質上富有、時間上充裕而

夢想的「能指」和象徵。後現代社會的大

精神上感到困頓。因此，何謂健康而良好

眾文化還特別突出明星身體幻象中的性特

的休閒生活，以及如何達到精神上的愉悅

徵，因為性感是人類一般欲求的對象，也

享受，是需要休閒教育來進行引導的。休

是身體特徵的表現。當代大眾文化往往把

閒教育是補救人類面臨精神困頓的一種

性感作為身體幻象的內容，而性感明星也

有效途徑，使個體擺脫物質的奴役成為自

充斥著各種媒體的空間；作為身體喜劇快

由而完滿的個體，既是休閒教育也是審美

活展演的聚焦點，性成為文化市場上最大

教育應有的責任。高層次的精神自由是現

的商品和所有消費者難舍的夢，它既是生

代休閒追求的方向，而個體精神自由是休

命欲求的內核又是文化產業的賣點 。

閒教育的直接目的，理想的休閒教育則是

[16]

抵制「三俗」之風、改變「喜劇性噱頭

當代大眾文化往往把性感作為身體幻象的內容，而性感明星也充

斥著各種媒體的空間；作為身體喜劇快活展演的聚焦點，性成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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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上最大的商品和所有消費者難舍的夢，它既是生命欲求的內核又

是文化產業的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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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身體幻象，譬如好萊塢電影，其中的

造就「樂生」的主體。

滿天飛但喜劇精神基本淪喪」的文化異化

馬克思早在《資本論》裏分析剩餘價

局面，必須警惕和防範打著各種旗號的文

值的產生時就精闢指出：一切資本運作即

化「民粹主義」的忽悠和煽動，尤其是「超

市場運作的最大原則是追求利潤的最大

女式民主」，最大程度地踐行文化正義。

化；而人類的精神生產其中包括文藝創作

藝術的最高境界就是讓人動心，讓人們的

作為審美創造活動，其最佳境界是「超功

靈魂經受洗禮。從根本上講，超越性是人

利」。因此，馬克思在《資本論》裏的結論

類自由自覺本質在文化審美中的顯映，審

才是：「資本生產對於精神生產的某些部

美的特點就在於它超越了有限的功利之

門如藝術、詩歌相敵對」。毋庸否認，市場

境進入了一個無限澄明的意義世界，人不

既有啟動藝術生產力的正面效應，也有滋

再囿於外在粗陋的實際需要，不再將對象

生化錢養眼甚至花眼亂心的負面效應[17]。

視做有利於有限需求和意圖的工具；人通

當前，我們無力扭轉「一切向錢看」的社會

過審美，通過非實用性自我發現、自我肯

潮流，也無意改變消費主義的瘋狂滋長，

定、自我創造最終達致最高的自由境界。

但是對於「有傳統」的休閒和「無根」的大

鑒於當前的審美亂象和文化迷失，亟需將

眾文化的成長與發展，因其蘊涵著豐富的

兼具中華傳統美學特色與現代美學精神的

文化因數和審美因數，故而可以深度介入、

「人生論美學」發揚光大，以此為核心實現

詳加闡發而以正視聽、著力引領。在現階

新世紀的美學自覺與文化自覺，以馬克思

段，無論是文化自覺、審美啟蒙或休閒教

主義「美學的」「歷史的」標準為座標，以

育、媒介素養等，我們的基本定位或底線

切實的「審美介入」矯正文化時弊，並推動

思維 是：謀財而 不傷神 與有趣尚可「樂

重建文化藝術的公共性與審美倫理，引導

生」。也即是說，用金錢來養身，以文化來

文化實踐多出精品、提高審美、引領風尚。

養神；將有趣進行到底，把樂生發揮無遺，

經濟的發展與科技的進步，人們的物
質文化生活日益豐富，未來社會無疑會朝
著休閒化的方向發展。在休閒化的社會

充分彰顯人生之美、文明之美。

五、文化復興的成色與文明標

發展與解放方面佔有舉足輕重的分量。毫
無疑問，市場經濟的核心目標是爭取最大
的經濟效用或最大的經濟價值。市場經濟
效率意識、民主法制意識和開拓創新精神
的同時，對人們的理想信念、生存意義、
終極關懷等也產生了很大的衝擊。先進文
化恰恰是人們獲得理想信念、生存意義、
終極關懷的精神家園，它可以制衡市場邏
輯、消費主義對人的異化與扭曲。如果說
市場經濟的最高原則是利潤最大化，那麼
文化最關心的則是人類的普遍價值；如果

好生活的嚮往作為奮鬥目標」[18]。進入新
時代，廣大民眾期待的美好生活，既有物
質生活的維度、生存環境的維度，也有社
會生活的維度、文化精神的維度。我們始
終堅信，擁有氣定神閒的社會氛圍、謙恭
溫良的國民素質、廉能高效的責任政府以
及厚德載物的時代文化，才是真正的中華
民族的全面復興。
*【基 金 專 案 】浙 江 省 高 校 重 大 人
文 社 科 專 案 攻 關 計 畫 專 案（專 案 編 號
2016GH015）階段性成果。
（德）尼采：《悲劇的誕生：尼采美學
文選》周國平譯(三聯書店，一九八六
年)，頁二。

[2]

周小儀：《消費文化與生存美學——試
論美感作為資本世界的剩餘快感》，載
《國外文學》二○○六年第二期。

[3]

哲學向詩的轉化，源於十九世紀後期開
始彌漫開來的對理性主義的懷疑和反
省，在其背後是更為寬泛的哲學、科學
和其他學科的發展。柏格森的直覺理
論，佛洛德的無意識心理學，尼采的意
志哲學，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哲學，以
及達爾文的進化論、愛因斯坦的物理學
革命等等都對當時的思想和藝術發生了
衝擊。

[4]

（周）孔子：《論語·泰伯》(哈爾濱出
版社，二○○七年)，頁一六。

[5]

徐碧輝：《美育：一種生命和情感教
育》，載《哲學研究》一九九六年第八
期。

[6]

郭旭等：《論休閒經濟與城市休閒空間
的發展》，載《城市規劃》二○○八年
第十二期。

[7]

（德）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
斯全集》第二十五卷(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頁九二六。

[8]

（美）約翰·凱利：《走向自在——休閒

說與市場原則相適應的制度、法律只是最
低限度地保證人們不犯規，那麼，文化的
根本任務則是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引導人
們追求更高尚的生活意義，使人不僅在物
質生活上，而且在知識、道德、審美諸方面
得到全面的發展。如果說中華民族全面復
興的根本是文化復興的成色和文明養成
的品質，那麼，我們必須對中國文化傳統
有更深刻的自我認識，對文化的多樣性及
「和而不同」的文化觀有更強烈的心理認
同，對全球性的文化博弈及「文明的衝突」
有充分的心理準備，對現代文明規範及交
往規則有更明智的社會包容。
中國經濟的當代振興令世界矚目，而
富強之後展現什麼樣的文明、呈現什麼樣
的文化面貌同樣令人關注。一個國家的真
正強盛，最重要的標誌是國民的人格獨立
和內在尊嚴的崛起，以及「勿以善小而不
為，勿以惡小而為之」的社會操守和基本
道義的形成。正如布羅斯基堅信的「美學
真實」與「精神自由」成正比關聯一樣，作
為「審美批判標準」的文化正義以及被高
尚、優雅、敏銳、仁慈的「審美趣味」薰陶
出的個體素養，將成為文化復興與文明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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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傳守祥、魏麗娜：休閒實踐的審美底蘊與文化悖論芻議

的迅速發展，在促進人們增強競爭意識、

發展之間的矛盾」，提出「永遠把人民對美

如果說與市場原則相適應的制度、法律只是最低限度地保證

在文明養成、社會進步、人的自由全面的

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

人們不犯規，那麼，文化的根本任務則是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引導

市場的尺度衡量出的那一小部分之外，它

「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

人們追求更高尚的生活意義，使人不僅在物質生活上，而且在知

要，世界因文化而溫暖。文化的價值除了用

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

識、道德、審美諸方面得到全面的發展。

文化不是生活的裝飾，而是生命的必

起的基本標誌。中共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

文化評論

誌

[9]

我們必須對中國文化傳統有更深刻的自我認識，對文化的多

樣性及「和而不同」的文化觀有更強烈的心理認同，對全球性的文

化博弈及「文明的衝突」有充分的心理準備，對現代文明規範及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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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規則有更明智的社會包容。

文化中國

社會學新論》趙冉、季斌譯(雲南人民出
版社，二○○○年)。
張玉勤：《試論中國古代休閒的「境
界」》，載《廣西社會科學》二○○五
年第十期。

[10]

王景全：《休閒：人與自然和諧之
道》，載《中州學刊》二○○七年第一
期。

[11]

趙瑞華：《媒介文化與休閒異化》，暨
南大學二○一一年博士論文。

[12]

傅守祥：《歡樂詩學》(浙江工商大學
出版社，二○一六年)，頁一三三。

[13]

（法）柏格森：《笑：論滑稽的意
義》，徐繼增譯(中國戲劇出版社，
一九八○年)，頁八三。

[14]

傅守祥：《大眾文化批判與審美化生
存》，載《文藝理論研究》二○○六年
第五期。

[15]

仲呈祥：《〈蝸居〉是皮相的現實主
義》，載《成都日報》二○一一年六月
二十七日。

[16]

傅守祥：《歡樂之誘與悲劇之思——消
費時代大眾文化的審美之維芻議》，載
《哲學研究》二○○六年第二期。

[17]

仲呈祥：《不忘初心方能勇攀「高
峰」》，載《光明日報》二○一六年八
月十三日，版九。

[18]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
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
的報告》，載《人民日報》二○一八年
十月二十八日。

A bstract: Poetic life is the
eternal dream of literati. In the face of
c on s u me r ism’s wa nt on b eh av ior a nd
new demagogy, the dream of poetic life
is no longer pure quiet and comfortable
landscapes or poetic dwelling, it tends
to become leisure and vacation items or
mass cultural products after the system
of industrial packaging, which is to some
degree of alienation. In fact, there are
infinite possibilities and hopes in modern
leisure. It is of great help to the modern
people in practicing artistic life. It can
completely become a way to en hance
the quality of secular life, and then make
people realize the inf inite meaning of
life in the limited life. As par t of the
leisure culture, mass culture contains the
leisure aesthetic factors. Emphasizing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 of leisure is of crucial
i mpor t a nce i n en ha nci ng the level of
development and spiritual quality of mass
culture. There are many chaos phenomen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mass
culture, such as excessive entertainment,
pseudo-comedy etc. The main reason is
the stripping, desalination, dislocation or
even invers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t and life. Therefore, for the alienation
in leisure practice, the aesthetic guidance

On Aesthetic Connotation and
Cultural Paradox of Leisure Practice
Wei Li-na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Fu Shou-xiang (Wenzhou University)

which making money without hurting spirit
and pleasing life is indispensable.
Key w o r d s: L e i s u r e , Ae s t h e t ic
Connotation, Cultural Paradox, Artistic
Life, Mass Culture, Aesthetic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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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探索

宗教探索

宗教倫理的形成理據與標準來源
——以基督新教倫理為例的分析
■ 閔 麗

教倫理的善惡是非標準不是亙古不變的，

理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套新的行為準則和道德

它具有相對性特徵。那麼，宗教倫理的形

評判標準，即鼓勵信徒努力勞作、誠實守信、

成依據是什麼？其善惡是非標準從何而

積攢財富等。新教倫理將部分基督徒從天主

來？筆者認為，道德並非來源於神啟，也

教倫理傳統（即否定勞作和物質財富在基督徒

不是某種終極力量發布的絕對命令，而是

「獲救」過程中的意義）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為

為滿足教團和信徒現實生存需求而形成的

歐洲現代性社會的形成提供了人力資源和精

約定。一定的社會發展狀態及其人際交往

神資源。分析新教倫理的形成原因、思想實質

方式，必然要求教團、信眾建立或擁有適

與社會功能，不難發現：把握時代價值主流，

應這種社會狀態和交往方式的行為規範

滿足民眾不斷更新的精神需求，以保障宗教信

和道德原則。這是教團、信眾明確自己在

仰及其教團的社會吸引力和生存空間，便是宗

社會利益關係鏈條中的位置、發揮特殊功

教倫理的存在依據和善惡標準的來源。

能、證明自己存在的合法性、保障自己生

關鍵詞：宗教倫理，新教倫理，存在依
據，標準來源

存空間的必要手段。這便是某種宗教倫理
之所以產生或存在的依據；相應地，是否
適應社會人際關係、順應社會價值主流，
即是其善惡是非標準的依據和來源。換言

係時所遵循的道理和原則，包括善惡是非

之，宗教倫理的形成，有其形下的、此岸的

的評判標準及其相應的言行準則。所謂宗

現實基礎。而形成於十六世紀、並對歐洲

教倫理，即宗教信徒在追尋終極力量的過

近代社會產生巨大影響的基督新教倫理，

程中應該承擔的責任與義務，以及應該遵

便是一個很好的案例。對此，筆者擬從新

守的行為準則。在救贖論、道德神創論、

教倫理的形成原因、思想訴求和社會功能

道德神啟說 [1]等思想信條背景下，宗教倫

三個方面給予說明，並試圖證明：把握時

理被賦予了神聖性、絕對性和超越性特

代價值主流，滿足民眾不斷更新的精神需

徵。但是，這些觀念及其闡釋體系難以說

求，保障宗教信仰及其教團的吸引力和生

明中外歷史上各種不同的宗教倫理觀念及

存空間，便是宗教倫理思想之所以存在與

其體系產生、並存的原因，難以解釋同一

發展的原因和依據。

宗教在不同時期具有不同倫理觀念的現

一、新教倫理產生的社會基礎

象。事實上，不同時空範圍內的各類宗教
信仰及其教團，其倫理觀念和道德準則的

十四至十六世紀，西歐市民社會的生

８３

所謂倫理，即人們在處理各種人倫關

把握時代價值主流，滿足民眾不斷更新的精神需求，以保障宗

潮流，十六世紀宗教改革者在修正天主教倫

教信仰及其教團的社會吸引力和生存空間，便是宗教倫理的存在依

內容都具有程度不同的差異。這表明，宗

據和善惡標準的來源。

要：為了順應西歐市民社會的發展

摘

閔 麗：宗教倫理的形成理據與標準來源

四川大學

文化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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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新的價值取向內含有「現世幸福」、「人的尊嚴」、「個性
解放」等精神訴求，因而在思想領域，引發了以人性論及其人文主義
思潮，並作為十四至十六世紀的前沿意識和時代精神，滲透於社會生
活的各個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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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關係及人文主義思潮逐漸興起，為新教

式的靈修方式是走近上帝的最為有效的

倫理的誕生提供了必要的社會條件和思想

途徑，蔑視世俗勞作以及財富，否定了世

素材。在該時期，歐洲人開始在海外從事

俗勞作以及財富對於信徒進入天國而言

領土擴張、發現新大陸、征服殖民地、販

所具有的作用和價值 [2]；要麼順應社會發

賣黑奴等一系列活動。意大利、葡萄牙、

展和人性需求，肯定人的創造力與勞作在

西班牙、德國、英國、法國、尼德蘭等國家

獲救過程中的積極意義。總之，來自於傳

和地區的冒險家先後加入其中。這些活動

統的道德說教，與來自於歐洲部分國家和

引發了以下重大變化：一方面，社會經濟關

地區的現實誘惑和人性關懷，將基督徒置

係開始轉型。歐洲人在海外的冒險活動，

於傳統與現實的矛盾之中，並在信眾內部

激活了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市民生活，催生

引發日益明顯的意見分歧。而基督教要繼

了歐洲市民社會(即資本主義)，加快了封

續主宰信徒的精神世界，確保自己對信眾

建社會的瓦解。而這一社會轉型，具體表

的吸引力以及生存空間，就必須重新審視

現為市民社會特有的生產關係不斷強化

傳統的神學思想、倫理觀念以及信眾最關

的過程。其中，作為封建社會生產關係的

注的獲救方法問題。在這種情況下，順應

對立面，市民社會的生產關係主要表現為

社會現實和人性需求，在堅守「三位一體」

人與生產資料相結合的新形式，即個人自

等基本教義的基礎上，修正天主教倫理思

然稟賦的好壞及能力大小，決定其獲取、

想，改革不適合市民社會生產關係及其人

控制生產資料和社會財富的數量和質量，

文主義思潮的部分教條，克服信徒面臨的

而非取決於個人世襲的政治地位與權力。

傳統與現實的矛盾，並將之從傳統道德觀

個人能力與社會財富相結合的方式，優

念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的宗教改革運動，便

越於血統與社會財富相結合的方式。在其

顯得尤為緊迫和重要。馬丁·路德、加爾文

中，追求財富以滿足人的現世物質需求的

等思想家對古典基督教的改造工作，就是

行為，被賦予了合理性。而追求財富過程

在這種歷史背景下進行的，基督新教倫理

中表現出來的個人智慧與創造能力也因此

由此誕生。

得到肯定。另一方面，社會價值主流開始

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以及從天主教

轉向。歐洲人在海外的冒險活動，直接反

中分衍出來的新教，實質上是人文主義運

映出參與者的動機與思想狀態，即人們對

動在基督教信仰領域的一種特殊表現形

財富的渴望以及對現世幸福生活的追求

式，亦可將之視為人文主義運動的有機部

(而非彼岸虛幻的幸福)。這種渴望與追求

分。雖然宗教改革家們以及其後的西方

達到了空前的程度，甚至天主教教會也通

部分學者如馬克斯·韋伯等人一再強調，進

過大量出售免罪符、增大稅收力度等途徑

行宗教改革的動機，並非在於強化社會生

來積累財富。可以說，這種新的價值取向

活中的人道主義原則，而純粹出於宗教目

內含有「現世幸福」、「人的尊嚴」、「個性

的，即關心靈魂的拯救等問題。但是，從

解放」等精神訴求，因而在思想領域，引

歷史的實際發展過程看，宗教改革家們在

發了以人性論及其人文主義思潮，並作為

神學及其救贖方法上的革新，絕非是信仰

十四至十六世紀的前沿意識和時代精神，

領域內的純粹思維運動的結果。牢固地主

滲透於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

宰了人們精神世界一千五百年的天主教，

自然地，基督教信仰領域亦深受影

為什麼只是在十六世紀才得到如此改革，

響。社會生活中的現實狀況及其價值轉

而非在此之前亦或在此之後？為什麼路德

向，給天主教傳統的道德準則提出挑戰。

宗、歸正宗和安立甘宗等新教宗派分別在

人們要麼操守傳統的道德準則，堅信冥想

德國、瑞士、英格蘭等國家和地區產生後，

的相關思想迥然不同。由於它克服了傳統

動、新教倫理思想順應了歐洲市民社會初

說教和現實物質誘惑相抵觸的關係，從

期這一特殊環境中人們的精神追求，市民

而將部分信徒從傳統信條的約束中解放

社會和以人性論為核心價值的人文主義思

出來。當積攢財富的工作被視為通向「天

潮為新教倫理的誕生提供了必要的社會條

國」的途徑，而不會因此喪失「得救」的機

件和思想素材。否認這一點，我們便難以

會時，人們關注的焦點便開始了從天上到

準確地理解因信稱義、上帝預選說及其天

人間、從神聖向凡俗、從務虛的精神活動

職觀、財富觀等新教主要內容的思想實質

向務實的物質活動的轉變。

及其在歐洲近代社會中的作用和價值。

二、新教倫理的價值取向和主
要內容

新教倫理的基本立場和價值取向，主
要通過「天職觀」、「財富觀」等具體觀點
表現出來。新教倫理的「天職觀」，即主張
職 業 勞 作 是 上帝 賜 予 每 一 個 人 的「天

所謂基督新教倫理，即為了適應十五

職」，任何人都不應該逃避自己在世俗生

至十六世紀新型的社會關係，馬丁·路德、

活中的這一義務與責任；辛勤勞動是使上

茨溫利、加爾文等人在修正天主教倫理的

帝喜悅的唯一方式，唯此才能榮耀上帝並

基礎上建立的一套善惡評判標準和行為

獲得拯救，否則即使是神學院裏靜修的僧

準則。與天主教倫理不同，新教倫理表達了

侶也難以得救，甚至可能反遭天譴；職業

一種全新的價值取向。

無貴賤之分，每一正當職業都有同等的價
值，都是上帝的安排。新教倫理的「財富

徒生活的真諦是什麼」、「宗教的權威性

觀」，即將誠信營利和致富視為上帝的命

何在」等問題上，作為十六世紀人文主義

令 [4]，強調所賺錢財不能用於個人的奢侈

運動在信仰領域中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

消費，個人只是上帝所賜財物的受托者和

新教倫理順應當時的社會需求，以人對神

「管家」；如果辜負了上帝的信任，上帝便

的義務問題為出發點，引申出人對人、人對

會截斷個人的得救之路。上述「天職觀」和

社會、人對自然的義務。新教主張，努力勞

「財富觀」作為新教倫理最具特色、最有

作、誠實守信、積攢財富，是信徒追求「來

代表性的主要思想，它否定了天主教忽略

世」時應盡的義務，並將之視為信徒在處

物質生產勞動、並將之視為阻擋人們進入

理各種人際關係時應該具備的美德、應該

天國的障礙的傳統，肯定了勞動、財富與

遵從的準則；凡是有利於市民社會良性發

信仰之間相互促進的關係，肯定了勞動與

展的觀念或行為(如世俗勞動、誠實營利、

財富在現世與天國之間的連接作用，也就

積攢財富等)都被視為善舉，持有該類言

肯定了勞動、財富對於血肉之軀的人而言

行的信徒都能「得救」、進入「天國」，從而

所具有的意義以及人創造財富的活動的

得到終極性的鼓勵。相反，傳統教會所主

意義與價值(雖然新教主張勞動創造財富

張的冥想式的靈修方式因逃避世俗義務

的目的在於來世和天國，而非個人的感官

與責任，屬於「無愛心的利己主義」行為，

享樂)，換言之，即肯定了人的世俗活動的

因而被視為惡行，並由此喪失進入「天國」

重要性和必要性。而所謂世俗活動，就是

的可能性。不僅如此，新教還將信徒履行

人為了生存而從事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活

「天職」的好壞以及積攢財富的多少作為

動。人的衣食住行等生理需求(即人的自然

「得救」、進入「天國」可能性大小的依據

屬性)，在這些活動中得以滿足。因此可以

[3]

。

說，肯定了世俗活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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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而言，在「人如何得救」、「基督

閔 麗：宗教倫理的形成理據與標準來源

構的支持？答案只有一個，即宗教改革運

宗教探索

新教倫理的這種價值取向與天主教
當積攢財富的工作被視為通向「天國」的途徑，而不會因此喪
失「得救」的機會時，人們關注的焦點便開始了從天上到人間、從
神聖向凡俗、從務虛的精神活動向務實的物質活動的轉變。

能迅速獲得廣大信眾甚至部分世俗權力機

文化中國

也就肯定了滿足人性需求的重要性與合理

運行秩序。加快了資本積累的步伐，推動

性。這一結論雖然未被宗教改革者們直接

了歐洲社會世俗化進程，是歐洲資本主義

表述出來，但通過其倫理的思想內容可以

發展的精神動力，對歐洲乃至於全球的現

合邏輯地推論出來。因此可以說，新教倫

代化進程產生了重大的促進作用。對此，

理的思想實質，就是在信仰範圍內以隱蔽

以馬克斯·韋伯為代表的西方學者早有論

的方式肯定了人、人性以及人的需求的合

述，筆者不再贅述。

理性，上帝和天國僅僅是敦促信徒在世俗
社會中完成自己應盡的義務和使命的終極

四、結語
綜上所述，人、人性和人的行為問題

力量。

新教倫理的思想實質，就是在信仰範圍內以隱蔽的方式肯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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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性以及人的需求的合理性，上帝和天國僅僅是敦促信徒在世俗

社會中完成自己應盡的義務和使命的終極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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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教倫理的社會功能

規約著基督新教倫理的內容和職能，是其
賴以存在的基礎。新教倫理產生於人文主

對人類社會而言，倫理之所以必需，

義盛行的時代，其內容涉及神聖與世俗、

在於它的行為規範或標準能夠約束個人行

超越與現實、宗教與經濟等二元對立的領

為，強化個人在社會生活中的義務和責任

域，並力圖溝通對立的雙方，使之並行不

意識，調節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

悖。這些內容實質上反映出了十六世紀的

關係，使社會協調、良性地發展。新教倫理

基督徒與思想家們在信仰與現實之間的困

作為一種特殊形態的倫理體系，它亦具有

惑和在兩者之間的妥協。分析和闡述新教

上述功能，而且，它還能將神、拯救、來世

倫理的存在依據和標準來源，目的在於以

等信仰作為信徒踐行其義務與責任的形上

此為例，證明下述論點：其一，任何一種宗

依據和保障，引導和督促信徒承擔自己在

教或宗派的倫理思想的形成與變遷，無不

世俗社會生活中的義務和責任。由於新教

與人的現實生活緊密相關，因而都應該從

賦予職業勞作、商業營利等經濟行為以倫

現實生活中探究其形成和變遷的原因，而

理意義和終極價值，因而勤勞致富、節儉

絕不能僅僅囿於信仰或觀念領域。其二，

用度、誠信與奉獻等行為被視為善舉，而

把握時代價值主流，滿足民眾不斷更新的

懶惰、縱慾、貪婪、奸詐、自私等行為被視

精神需求，以保障宗教信仰及其教團的社

為惡行。在此基礎上，新教用「上帝的選

會吸引力和生存空間，這即是宗教倫理的

民」 等說教來督促和激勵人們行善和限

存在依據和善惡標準的來源。其三，世俗

制人們的惡行。而新教倫理的這一社會功

生活中的人及人的需求行為，規約著宗教

能的所指對象是人、人性、人的行為。假設

倫理思想、行為準則和社會功能。如果忽

忽略世俗物質生產及其社會財富的價值觀

略或否定這一點，那麼，宗教倫理便會因

在十六世紀歐洲社會仍然占據主流地位，

缺乏所指對象或針對者而流於空談，變

人們普遍缺乏對物質生產和財富的熱情

成一種空泛的口號而非踐行的標準。在人

假設歐洲初級市民社會在生產、商貿及其

類發展史上，凡是脫離現實或缺乏客觀基

資本原始積累過程中，不存在有礙於社會

礎的價值導向，要麼在社會生活中轉瞬即

經濟良性運行的惡行，那麼，新教倫理便

逝，要麼在引導人們追求「理想世界」時，

缺乏所指對象和針對者，因而也就不具備

因非客觀、非理性的思維方法而導致社會

存在的理由、意義與價值。從這個角度而

停滯、倒退或災難性的歷史事件，因而必

言，重新樹立善惡標準、激勵人們的善舉

須給予否定。

[5]

和限制人們的惡行這一職能，是新教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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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長老會的著名牧師巴喀斯特說：
「當上帝指示你一途徑，比其它途徑可
以合法地賺取更多利益(而於你的靈魂和
他人均無損害)時，假使你不取這條，而
選別條利益較少的途徑，你就違了你的
天職的一項目的，拒絕作為上帝的管
事，拒絕接受上帝的賞賜……」(該段文
字轉引於《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
精神〉》導讀》，顧忠華著(廣西師範大
學出版社，二○○五年出版)，頁七五。

established a new set of codes of conduct

閔 麗：宗教倫理的形成理據與標準來源

（德）卡爾.白舍客著、靜也等譯：《基
督宗教倫理學》（一、二卷）(上海三聯
書店，二○○二年出版

重新樹立善惡標準、激勵人們的善舉和限制人們的惡行這一職

[4]

能，是新教倫理之所以必要的依據。事實上，自新教形成以後，它

《聖經》。
趙敦華：《基督教哲學一五○○年》(人
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四年)。

加爾文在其代表著作《基督教原想》一
書中提出，個人得救與否，早已由上帝
「預定」。信徒唯有堅信自己是「上帝
的選民」，並通過努力工作、樂善好施
等活動來榮耀上帝，他的信仰才是「有
效的」。

便有效地維護了歐洲市民社會的運行秩序。

[3]

[5]

宗教探索

神》(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文化中國

中外交流

文化的交流力與建構
──以中國加拿大交流為例
■ 李建軍、劉娟
新疆師範大學

中國與加拿大文化交流力主要來源我們精神和情感的需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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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這樣一種神奇的力，可轉換為一種正向的向前或向上的力量，這

也是中國與加拿大的文化交流的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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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化交流力是國家與國家之間、

礎上加強相互間的人文交流。和睦共存、

民族與民族之間的文化交際、交往能力，是跨

和諧共生，通過積極有效的文化交往，力

文化傳播力、文化軟實力和綜合實力的重要體

求為加快中國與加拿大文化發展，為構建

現。當前，中國與加拿大的文化交流現狀有喜

地域融合性、開放性文化服務，為提升中

有憂：交流的規模雖進一步擴大，層次進一步

國文化軟實力和實現偉大中國夢服務；通

提高，影響進一步增強，仍處極發軔階段，存

過培育成熟的傳播主體和正能量的廣泛

在著交往理念更新、機制轉換和民間公共外交

傳遞，力求為塑造中國民主、文明、開放、

需強化等問題，這些都極需加強推動力、傳導

進步的負責任大國形象，營造客觀、友善

力、輻射力、和動力，以自信「他信」構力，以合

和諧的國際輿論環境服務，提高國際話語

作雙贏構力，以平等對話構力，以注重「在場」

權，讓加拿大和世界聽懂中國的聲音。

構力。

二、中國與加拿大文化交流力

關鍵詞：中國；加拿大；文化交流力；跨

的構成要素

文化傳播力；建構

中國與加拿大文化交流力主要來源
高占祥在《文化力》一書中，把文化

我們精神和情感的需要。「我們對歷史最

力概括為文化元素力、文化潛移力、文化吸

初的一瞥，便使我們深信人類的行動都發

引力、文化影響力、文化競爭力、文化創造

生極他們的需要、他們的熱情、他們的興

力、文化生產力、文化思維力、文化先導

趣、他們的個性和才能；當然，這類的需

力、文化孵化力、文化和諧力、文化和合

要、熱情和興趣，便是一切行動的唯一的

力、文化微調力、文化平 衡力、文化 鈍感

源泉——在這種活動的場面上主要有力

力、文化形象力、文化破壞力、文化安全

的因素」[2]。人類這樣一種神奇的力，可轉

力、文化揚棄力、文化凝聚力、文化永恆力

換為一種正向的向前或向上的力量，這也

，涵蓋了文化力的基本內容。當然文化交

是中國與加拿大的文化交流的訴求。人的

流力（屬於文化傳播力的範疇）、文化自信

需要具有特定的目標時，需要就轉換為目

力等也是文化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的。

[1]

一、兩國文化交流力建構方向

1.推動力

按照物理學上的解釋，在「體系中同

文化總有一種「向外擴張和傳播的衝

一物理參數在不同位置處之差稱為推動

動」。構建正能量，建構共享認同文化價

力」。推動力愈大、傳遞速度愈快。當推動

值觀，按照親、誠、惠、容的理念推進周邊

力為零時，傳遞速度也變為零。能推動的

人文交流，在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基

力量整體向上，可稱為推升力，能推動的

不同點在極推動力多指來自外部，是外部

理性和冷靜，是對各自文化身份的一種承

力量的推動造成的；而動力來源極內部，

諾。在交流中，在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人

是人的內心系統發動的。中國與加拿大的

與社會的和諧關係的基礎上，更加注重中

文化交流力需要外部推動力和內部動力的

國與加拿大的文化交流主體的和諧。

契合。
2.傳導力

人是自由的存在、美的存在、思想的
存在，同時是現實的存在、社會的存在、民
族和國家的存在，而且是這些存在的各種

交流的主體。人的文化素養、人格魅力和交

關係的反映。交往、交流是為了交心。行貼

流能力是文化傳播力的體現，也是傳導力

面禮和擁抱不能只是為一種習慣的禮儀，

的彰顯。人總是在不斷否定自己、否定自己

應成為內心情感的正向迸發。言不由衷在

的過去而成長的。成長的過程，同時也是

高語境國家中可能並不能稱之為品質有問

自身修養不斷完善的過程。正如一位哲人

題，因為自謙被認為是一種品德；不直言

的言說，修養是一種「心底無私天地寬」的

別人缺憾是為了保全對方的面子。莫管是

胸懷，一種「會當擊水三千尺」的膽略，一

積極的面子或消極的面子，皆給予對方面

種「衣帶漸寬終不悔」的執著，一種「吾將

子體現一種定力和修養。在低語境國家言

上下而求索」的堅韌，一種「腹有詩書氣自

不由衷一般理解為不真誠、不坦蕩、不道

華」的自信，一種「要留清白在人間」的決

德或有人格分裂的傾向。直言是一種常態

心……人性的魅力可以傳承，人性的魅力同

和生活方式。高語境國家的國民在與低語

樣具有傳導力。
3.輻射力

境國家的國民交往中多一些坦誠和直率，
低語境國家的國民在與低語境國家的國

輻射力，全稱「全輻射力」，亦稱「輻

民交往中多一些謙讓和委婉，以換位思考

射能」、「發射本領」或「本身輻射」。輻射

來代替「以我為中心」。人貴講和，和貴講

力是指單位時間內物體單位表面積向半球

仁；和而不同，不同之和，和爭共達，合競

空間所有方向發射出去的全部波長的輻

共贏，親和親善，合家合眾。部分之和大不

射能的總量，它的常用單位是W/㎡ 。輻

過系統之和，共有的力量在能融為群體和

射力從總體上表徵物體發射輻射能本領

整體凝聚力，中國與加拿大的文化交流也

的大小。文化的輻射總有一種向四周擴散

要有重疊共識。與隨機運動不同的是，混

的力量，與文化的滲透一樣，其力量和功

沌運動在動力學上是確定的，它的不可預

效是無邊、無形、無限、無極的，就像風姑

測性是來源極運動的不穩定性。中國與加

娘，你看不見，摸不著，但可以感受到它的

拿大的文化交流在動態中要尋求交往的

存在。一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程度和水

持續性和穩定性，在模糊和混沌中追求一

平與一個國家的整體輻射力呈正相關。
4.和動力

種確定性。

[3]

和動力價值意味著文化交流是一種

李建軍、劉娟：文化的交流力與建構

文化是靠人交流和傳播的，人是文化

中外交流

到衝突之後的調適，是新奇、脫敏過後的

文化的輻射總有一種向四周擴散的力量，與文化的滲透一樣，

力和動力的相同點就在極都是一種力量；

其力量和功效是無邊、無形、無限、無極的，一個國家的經濟社會

任和使命。是中國與加拿大的文化交流遇
發展程度和水平與一個國家的整體輻射力呈正相關。

力量整體向前，一般可稱為推動力。推動

三、文化交流力建構路徑
「第一眼」很重要，良好的起步是中

交流不僅克服語言的障礙，同時還要消除

國與加拿大文化交流力建構的基礎。走

文化和心理上障礙，實現零阻力的溝通交

出去不等極走進去，走進去不等極走上

流，共同體驗情感和智慧碰撞和共享的喜

去，能走進去、走上去的關鍵是能否建構

悅。和動力價值意味著文化交流是一份責

雙方的文化交流力。文化交流力是跨文化

８９

可貴的探索。它要在中國與加拿大的文化

文化中國

個判定。從信任的互動層面看，「他信力」

國家與國家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的文化

應包含兩方面意義，一是「正確信任他人

交際、交往能力，是跨文化傳播力的重要

的一種能力」；二是「被他人正確信賴的

體現。當產生跨文化交流和碰撞之際，一

能力」。對自信、他信需要真誠、真實。真

般會經過好奇、休克、衝突和適應四個過

實的不是好聲音的包裝，而是好的聲音。

程。交流不是一味的被動和一味的主動，

「真理無『定途』可循」，能認識到這一

被動和主動是不斷的轉化的，倘若總想控

點，也就有了海納百川的胸懷，也就有了

制話語權可能恰恰無法控制，誰都不想被

萬法歸宗的宏深，也就有了對話、交流和

控制，除非自身無力擺脫和掙脫控制。按

溝通的嚮往和追求，也就有了理解和信

照福柯的話來講控制雖是無處不在的，但

賴、相互學習和相互欣賞的可能，也就有

有情願和不情願之分；控制雖可能是無形

了跨文化交流力的釋放和延展。

的，可有感知和不感知之別；控制可能是
無源頭的，卻有敏感和不敏感之問。
1．以自信他信構力

文化交流力是跨文化互動與共享能量的集聚、滲透與擴散，是國

９０

家與國家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的文化交際、交往能力，是跨文化傳

播力的重要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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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與共享能量的集聚、滲透與擴散，是

用真誠鳴鑼開道，所有人的心都會撤
去崗哨。心與心是感應的，真誠、摯愛將在
心的世界長驅直入，一往無前。真誠是信

我們正處極一個信任危機的時代。何

任的起點，信任無價，他信價值連城。信任

為信任危機危機？社會學家林·扎克把人

作為一種偉大的人格魅力，同自信、勇敢、

類社會的信任分為三類：「基極血緣、基

智慧、灑脫等關鍵詞是密不可分的。自信

極身份的信任；基極歷史、基極瞭解的信

是一種能力，他信更是一種卓越的能力。

任；基極制度的信任。顯然，基極制度的

他信力是一種理解和支持，「不僅是一種

信任是一種制約的信任和法治的信任，這

行為規範，而且應打造為一種人格魅力和

種信任具有最高的可信任度。尤其是隨著

品質。「他信力」更容易讓人們表達善意、

經濟的發展和人口的自由遷徙，社會逐漸

奉獻愛心、和諧相處。但他信不等極放任，

從傳統的『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轉

不要一味的忍讓、縱容和妥協，信任能促

化，只有靠各種制度才能維繫社會在更大

使別人把事情做好，放任卻能讓別人把事

範圍之內的信任」 。值得信任、信賴是

情搞糟[5]。

[4]

一種可貴的品格。自信、他信是一種力量

相似度可以增添親切感，共同點有助

和訴求。「他信力」是指「正確信任他人的

極加強信賴感。理解他人在價值觀念和生

一種能力」抑或是「被他人正確信賴的能

活方式的異同，是一個更加寬容世界和社

力」，現在學界還存有分歧。如果從魯迅的

會的重要基礎。出極這個原因此方對彼

原文「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中把自信

方、彼方對此方歷史與文化瞭解和認知應

和他信、自信與自欺相對而造的「他信力」

當是任何跨文化交際習得中的必修課。良

與「自欺力」兩詞進行考量，再結合當前的

好的交流氛圍與情景需要雙方共同營造

語境和詞義色彩，正如鄭小蘭所言，「他信

和精心呵護，雙方要有開放、包容之心，

力」應為「正確信任他人的一種能力」的意

有平等對待之義，只有建立起彼此真正地

思；進而推知自信力則為「正確估價自己的

尊重和信任，才能搭建心靈之橋，從而將

一種能力」。筆者倒堅持認為，從公序良俗

交往富有成效的向前推進。有人說過，通

社會和跨文化的交流品質的建構來講，人

過強化一個民族的統一向心力、道德影響

類世界只有具有信他人，又要具備他人信

力、社會協調力、國際影響力，發展其民族

的品德和秩序才能稱之為和諧的世界。信

文化的內驅力量，從而樹立起一個民族的

他人，是自己對他人信任程 度的一 個判

「自信力」，也樹立起一個民族在世界上

斷；他人信，是他人對自己信任程度的一

的形象。在建立文化「自信力」的同時，我

多地以血統關係（父系血統、生物意義上

即是中國優秀文化傳播的載體，中國博大

的血緣繼嗣關係）為基礎，而不是以濡化

精深的中醫文化和茶文化日益受到加拿大

為基礎。人們往往對內群產生一種積極地

人民的喜愛，這種具有民生需求的傳播在

刻板印象，對外群產生一種消極地刻板印

現階段才可能「走得出去」。同時需挖掘

象，當發生不好的事情時，如果是內群人，

和吸收加拿大文化的優質因子和潛質，以

往往以外因（外部環境，文化差異）歸因，

博大胸懷和開放精神與加拿大文化進行

倘若是外群的人，常常以內因（道德、性

溝通交流，在文化交流中兼收並蓄、博采

格、人格）歸因。這就出現了對極內群人來

眾長；在文化交流中導力、凝力、張力、生

講，即便是壞人評價未必壞；對極外群人、

力、助力、升力。打造軟實力，夯實硬實力

外圈人來講，即便是好人評價未必好的現

是在交流過程中體現的，但不能作為出發

象。即使是在最好的情況下，內群對外群

點。

的基線態度也是至少是微弱的溫和的不
2.以合作雙贏構力

信任態度。所以族群間的積極接觸和文化

未來的世界是合作的世界，越是高度

交流必須具有一個聯合條件，而不是條件

發展的社會就越需要合作，不交往和不合

選擇。這些聯合條件是：「接觸中必須要有

作是不可能生存的。合作首先是合，後面

合作性的活動；接觸的雙方必須有同等的

才是「做」，要先能談得來、和得來，才有

身份地位；在非身份的維度上，他們必須

繼續下去的機會。雙贏不是單贏，更不是

相似；在開始時他們必須要對彼此沒有任

兩敗俱傷，而是互通有無、互惠互利。交往

何負面的看法；交往的結果必須是正面積

一般都有霍爾巴赫所言的交互性利益動

極的，等等」。從國家交往來看，我們自然

機，可以合作雙贏構力。

地打上了本國人和他國人的符號和標簽。

人總要自我歸類，莫管是人際的或群
際的。通過元對比原則，群體中，如果成

從國家識別來看，我國也是其他國家的一
個他者。
從傳播 機 制來看，「對 極任 何民 族

性時，群體中沿著這個品質或維度就分化

文化而言，傳播機制（包括『文化轉出』與

為兩個群體——內群、外群，群際關係因

『文化接受』兩個方面）好比綠色植物吸

此從群體中凸顯。這也正如社會身份理論

收二氧化碳、水分、無機鹽，通過葉綠素實

所告知的那樣，不管外群體如何界定，人們

現光合作用，釋放氧氣，累積有機物的過

總會把自己與外群體區別開來，一切的懸

程。一個繁榮的、生機勃勃的文化，必須

置、掩飾和遮蓋都是沒有用的。內群偏好，

擁有健全的傳出—接受機制，方能獲取文

外群衝突正好揭示出族群偏見和衝突。

化補償，贏得空間上的拓寬和時間上的延

「圈子」意識、內外有別似乎是人類的天

展；反之，如果傳出—接受機制發生嚴重

性或伴生物。從進化論的角度認知，假以

阻礙，該文化就可能衰微」。交往、交流是

盡最大可能增加其基因的適應性為生存目

有邏輯前提的，要有利益的輸送和互補，

標，那麼，親屬血緣關係就會收到重視，直

有時要互讓、互諒。既然是傳播機制，它不

系的血緣基因就會勝過旁系的血緣基因。

是一廂情願的表達和行動，即便是單向的

這也是內含適應性理論所闡述人類和其他

驅動必須要有時機的選擇。盲動倒不如不

物種為何普遍存在核心家庭的原因。

動，強勢以我為主的宣傳其受眾效果會大

無獨有偶，民族志的文獻表明，在世

打折扣，單向的傳播不可能持續和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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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之間在特定的品質上的相似性小極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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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優秀文化「走得出去」。比如針灸、茶

中外交流

顯著，進行族群歸因的「規則」都遠為更

未來的世界是合作的世界，越是高度發展的社會就越需要合

信力」。使加拿大優秀文化「引得進來」，

作，不交往和不合作是不可能生存的。合作首先是合，後面才是

界各地，無論族群行動者的文化特色多麼
「做」，要先能談得來、和得來，才有繼續下去的機會。

們還應注意到文化對其他民族產生的「他

文化中國

合作雙贏是形成交流力的基礎工程，中國

並因此能夠在群體中萌生新的理解和共

與加拿大都有不少的民族，彼此交往、交

識」。

流必須堅守合作、互惠的原則，這是對等

能對話、會對話是一種能力，能傾聽

性的增益而不是減損。在此平台上增進相

更是一種替別人著想的現實品德。有位網

互間深入的瞭解和理解，才能鑄成信任的

友在《論對話》的扉頁上情不自禁地揮出

基石。

如下閱讀感知，「對話，是別種意義的言
說。對話是溝通，是交流，是對迷障的破

奇妙的關係。在這關係之中，你甚至能夠

解，是對遮蔽的澄明，對話還是達成共識

不止一次地看到，有的關係看似侵入，實則

的先決條件，是化解衝突走向和諧的橋

是幫助。有種信任，維繫著給與予。仁者

梁，也可能是獨自言語、自說自話，自我澄

愛人，寬者得眾。與人相處時，信任是基

明，更可能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總之，對

礎。我們總渴望有「管鮑之交」這樣情分

話是對『絕對正確』的思辨和再思辨，對

和互信關係。老子說，以其不爭，故天下莫

話的至高境界是『極我心有戚戚焉』，其

能與之爭。競爭以不爭出之，這是處事的

樂也融融，其情也切切，其思也滔滔，其想

大智慧，這中間的中介就是信任 。信任

也芳菲，遍地祥和滿天祥瑞。在創造中對

是一種有生命的感覺，是一種高尚的情

話，在對話中創造，對話是共振共撼，對話

感，還是一種連接人與人之間的紐帶。思

是共生共榮，對話的神奇美妙更在極『心

路決定出路，頂層指引基層，長遠規制眼

有靈犀』，無言無語乃是大化之境，這是

前。沒有交流就沒有合作共贏，就沒有文

對話的終結時刻的至境，天地寂然而美，

化 交流 力 的產 生。「親 仁善 鄰，國 之 寶

萬物和諧而生」。沒有對生活對人生的深

也」。
3.以平等對話構力

刻對話，戴維·伯姆是無法寫出「對話論」

[6]

中國與加拿大都有不少的民族，彼此交往、交流必須堅守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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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惠的原則，這是對等性的增益而不是減損。在此平台上增進相互間

深入的瞭解和理解，才能鑄成信任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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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物種的生存無不依賴著一種

對話是一種很好的交流方式，兩個聲

的，以上網友的《論對話》心得見解獨到，
令人刮目相看。

音才有比較和鑒別。對話這一形式堪稱與

俄國文藝理論家巴赫金則強調對話

人類的文明一樣古老。人與人對話，人與

的優先性和必然性：「一切莫不都歸結極

社會對話，人與自然對話，人與自我對話都

對話，歸結極對話式的對立，這是一切的

是對話的主要形式。現代科技的發展，更

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對話才是目的。單一

衍生出人機對話、在線對話、虛擬對話等

的聲音，什麼也結束不了，什麼也解決不

概念和類型。戴維·伯姆這位二十世紀重

了。兩個聲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條件，生存

要的思想家在《論對話》中傾訴：「人類是

的最低條件」。別指望天下只有一種聲音，

社會性動物，人與人之間需要交流，人與人

否則世界會單調的捂上耳朵。既然嘴巴尚

之間也渴望溝通，這是人類生命存在的一

未關閉，關鍵的是能發出聲音，發出自己

種基本訴求」。「在對話過程中，沒有人試

獨特的或具有共性的聲音。發出自己的聲

圖去贏。對話本身有著另外一種不同的精

音不是去打壓、遮蓋別人的聲音，或使別

髓。它追求的結果是一贏俱贏。在對話中，

人失聲、無聲；也不是為了刻意追求「高入

你不會試圖去贏取對方，也不會強求別人

鏡率」、「高回頭率」或「高尾隨率」。誰占

接受你的觀點。相反，我們通過對話來發

據文化發展的制高點，誰就能在國際舞台

現任何人身上可能出現的任何錯誤，從而

上掌握主動權和話語權，話語權是靠先進

使每個人都從中受益」。「對話仿佛是一

文化力和先進生產力說話的，不是想爭奪

種流淌極人們之間的意義溪流，它使所有

就能奪取的。中國不要老唱高調「去爭奪

對話者都能夠參與和分享這一意義之溪，

或奪取什麼話語權」，爭奪什麼話語權可

並且這種聲音能被接受」便已足夠，這才

怕僅僅是首因效應，畢竟起到過積極的作

體現包容性和非競爭性，是文化交流力的

用。的確，良好的開端、高台階的起步是建

柔韌性表達。

構中國與加拿大文化交流力的基礎。我們
需要有高度的生活，同樣在意有高度的交

對意義的指向。伯姆認為，「對話」關注

流。而「在場」和不「在場」，體驗和感覺則

的不是「真理」，即「不直接關注真理，從

大不相同。我們只有面對面地交流，才有

對話中有可能發現真理，但對話關注的是

深度交流和建構友誼的可能性。在這個面

意義」。從伯姆的話語中，對話是對意義

對面的場閾裏，交流的是「我和你」，而不

的共享，是對意義的創生。實際上「對話」

是「我和他」。溝通雖然有書面語言和非

直接關注真理又有何妨，直接關注和不直

言語等多種形式，但「在場」的交談仍然

接關注都是在關注真理，真理是客觀存在

是人類最基本、最直接的人際交流形式和

的，探求真理可能是人類的本性之一，關

溝通途徑。莫管是在主場還是客場，它追

鍵是話題的選擇和對話層次的把握，關鍵

求的是平等、自由、公正地進行雙向交流

是對事實認識還是對價值認識的強調。人

和溝通。不管是主觀的「在場」還為客觀的

們正是在碰撞和激辯中發現和闡釋真理

「在場」，談話者之間須互相尊重彼此的

的。當然對話還需創設良好的對話環境，

人格，尊重彼此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和

處理好形式與實質的關係。跨文化人際對

行為方式，理性對待交往中的人和事，尤

話總是依賴極一定的環境進行，包括心理

其是引起風波和衝突的事件。加拿大是屬

環境和物理環境等。二者相互促進、相互

於低語境的國家，價值觀逐漸以個人主義

依賴，良好的心理環境是開展對話前提，

為取向；而中國屬於高語境的國家，價值

舒適的物理空間則影響著對話效果。

觀以集體主義為取向。中國與加拿大雖然
有明顯文化差異，但交往交流中，促使人

多樣性的訴求。對話不是外交辭令，中國

人能認真地傾聽對方的意見和想法，每個

與加拿大都有平等對話的需要；對話不是

人都能徹底地表達出他內心深處最真實的

文化權力的讓渡和征服，是中國與加拿大

想法和看法，然後讓不同的觀點和意見之

對文化權力的分享與共享；對話不是要求

間彼此碰撞、激蕩、交融，從而讓誤解和偏

文化的同而不和、敬其所同，而是中國與

見煙消雲散，讓充滿火藥味的天空能放飛

加拿大文化的和而不同、敬其所異；對話

和平鴿，讓綻放的情誼能夠根植心間。真

未必要手拉手、面對面，而是中國與加拿

誠的坦露是一種勇氣，一種品質，是諍友

大要心連心。對話需要搭建一個平台，會

的言說，值得特別珍惜。尋找共同點，就

展、媒體、孔子學院、民間外交等本身即為

雙方感興趣的話題進行互動，塑造真誠友

一個很好的互動空間。「桌子已經擺好了，

好、平等相待、交流互鑒的精神一直是中

用心談就是了」。在這方面中國與加拿大

國與加拿大交往、交流的願景。百聞不如

已有相當的經驗可循，但仍有不少亟待開

一見。「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到國外和

發的處女地。如桌子上需不需要放花，還

對方國走走有利極增進人們的愉悅、健康

將擺幾把椅子，怎樣用心去談等等。把矛

和快樂，現在還有一個說法是「樂活」。

盾和衝突化解到對話當中，化解到文化化

「在場」可能就要講故事，要有「場」

人的無形之中，這是文化交流的高境界，

的獨立性與「場」的依附性。現在中國在大

是高水平文化交流力的體現。

力提倡在對外文化交往中學會講故事，講

９３

對話是「生成性對話」，須體現文化

李建軍、劉娟：文化的交流力與建構

對話是人類理解與互信的橋梁，是

中外交流

相遇很重要。「第一眼」馬虎不得。哪

跨文化人際對話總是依賴極一定的環境進行，包括心理環境和

擊性，中國只要表達「要發出自己的聲音，

物理環境等。二者相互促進、相互依賴，良好的心理環境是開展對

4.以注重「在場」構力
話前提，舒適的物理空間則影響著對話效果。

以只做不說，從句意看這具有挑釁性和攻

是收穫正果的坦途。

自己包裝成三明治，把粽子的故事說透了
就很精彩」。的確，以富極動性語言講故事
真誠的坦露是一種勇氣，一種品質，尋找共同點，就雙方感興

趣的話題進行互動，塑造真誠友好、平等相待、交流互鑒的精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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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是中國與加拿大交往、交流的願景。

文化中國

好故事，講正確的故事。「是粽子就不要把

[1]

高占祥《文化力》(北京大學出版社，二
○○七年)。

[2]

黑格爾《歷史哲學》(上海：三聯書店，
一九五六年)，頁五八至五九。

[3]

輻射力[EB/OL].http://wiki.cnki.com.
cn/HotWord/125082.htm.

[4]

鄭小蘭《他信力》(天津人民出版社，二
○○八年)，頁三。

[5]

鄭小蘭《他信力》(天津人民出版社，二
○○八年)，頁一一至一○○。

[6]

鄭小蘭《他信力》(天津人民出版社，二
○○八年)，頁三九至六八。

來闡發事理或理念是一種很好的方式，比
單刀直入的推銷價值觀更易極接受。但要
清楚，學會講故事不是為講故事而虛構很
多故事，去講虛構的故事，講故事做好講
真實的故事。好故事要講，一些不好的故
事也要講，可從反面去受教育，一味地講
好的故事，也不一定達到好的故事效果。
故事是已故的事，廣為流傳的事，既然已
經發生已無所謂是否正確，關鍵是要能在
故事汲取積極的東西，即便是對「錯誤」的
故事。故事主要是講事的，而小說主要是
講人的，講故事不應只講事，不講人；人和
事是難以分舍的，人在其中，人化在故事中
仍是講故事的關鍵和靈魂。
「在場」的較理想效果是「在狀態」。
交流「在狀態」和戀愛「在狀態」一樣，外
形條件好總能給人留下較深的第一印象。
其實戀愛也是在交流，身心的接觸代表著
戀愛主體行進的旅程。女孩總想尋找「高
富帥」，男孩總想邂逅「白富美」，這是對
戀愛對象高的期許。但「高富帥」碰到「白
富美」不一定會一見鍾情，一見鍾情了也
未必能相處長久，物質的東西、表面的東
西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失去光華，內
在的精神恰恰洗去鉛華而熠熠生輝。「在
場」要有「氣場」，最吸引人的「在狀態」是
內在的品質。「一個國家在藝術和思想方
面的輸出有它的客觀規律，強大的人格力
量、巨大的民族創造力、偉大的精神境界，
這些東西震撼和感動了其他民族，才算是
真正的『走出去』，才是對世界的真正貢
獻」。
在建構和提升中國與加拿大文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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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力方面，與其有眾多的計謀、技巧和舉
措，倒不如凝心靜氣、一以貫之地秉持人
類的基本道德公理和交流準則，堅守自信
他信、合作雙贏、平等對話等人生信條，包
括對各種問題理性、扎實的面對，對互動
交流長期性、互補性和增益性的預期，才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 and
Canada's cultural forcesoloing
LI Jian-jun, LIU Juan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A bstract: Cult u ral exchange
force is a com mu nication abilit y
between countries and nations. It is the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ultural soft power and
comprehensive strength. At present, the
cur rent sit uation of cult 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Canada was mixed.
The size of the communication has been
further expanded, level further improved,
influence further enhanced, but it is still in
the start stage. The issues of interaction of
idea renewal, mechanism transformation
and civil public diplomacy should be
st rengthen. There are u rgent needs of
s t r e ng t h e n i ng i m p e t u s , c o n d u c t io n ,
radiation, and motivation, with confidence
in thaksin compose, win-win cooperation,
and equal dialogue structure force, and
with attention to the str ucture of “the
presence”.
Key Words: China, Canada, Cultural
exchange force, Cross-cultural propagation
force, To constr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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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與蘇格拉底揭示
超越性道德的不同進路
華東師範大學
摘

要：孔子和蘇格拉底一致認識到道

超越性意義就更為突出了。

德的超越性，但經歷了不同的進路。孔子面對

現象界不息的遷移流轉，本是歷來賢

春秋時代的「禮崩樂壞」，在尋求禮樂制度超

哲對於宇宙人生共有的基本認知。所以，

越根據的過程中揭示了超越性道德。蘇格拉底

孔子「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論語·

則通過對經驗歸納定義的消極性考察，完成了

子罕》）的慨嘆，佛陀「一切有為法，如夢

積極的道德超越性揭示。這樣的進路或許為當

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金

代學者所忽略，指出具有一定意義，至於其深

剛經》）的達觀，赫拉克利特「一切皆流，

層原因與相互比較，尚待進一步思考。

無物常駐」（《克拉底魯》401d）的睿智，

對於超越性道德的揭示，孔子與蘇格

認同的。《周易·繫辭傳》明確指出過：「一

拉底無疑都具有無可取代的重要性。這種

陰一陽之謂道」（《繫辭傳》第五章）。老

重要性被雅斯貝爾斯以「軸心時代」來形

子也說：「萬物負陰而抱陽」。（《老子》

容，絲毫不為過。他們取得了近似一致的

第四十二章）不過，這裏的「道」並非超越

結論，而其一致性也具有同樣的超越性，

的，它來自一個古今哲人對於宇宙人生共

如陸象山所揭示：「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

有的基本認知——現象界是流變的。流變

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

源於對立，「陰陽」就是對立的普遍概括。

也，此理同也」。但是，他們在獲取一致性

所以，這裏的「道」思考的是現象界，是通

前，卻經歷了不同的進路。本文在這種一

過歸納得到的經驗性原理。

致性的背景下，分別指出兩種進路。這樣

作為經驗性原理的「天地之道，一陽

的進路或許為當代學者所忽略，指出亦有

一陰」，陽和陰本是平等的。然而在平等的

一定意義，至於其深層原因與相互比較，

陰陽之間卻可看到儒道兩家的不同側重：

尚待進一步思考，暫不述及。

儒家之道「扶陽抑陰」，道家之道「主柔賓
剛」。繼而從不同的側重中看到不平等：

禮制度的反思。面對春秋時代的「禮崩樂

儒家之道「剛健中正」，道家之道「其機則

壞」，老子和孔子的思考截然不同。老子看

殺」（魏源《老子本義》）。這樣一個判別

到周禮制度的「虛文」一面，揭示其強權利

比起通常以「入世出世」來判別儒道，顯然

益色彩。孔子則尋求其超越根據，揭示其

更為深入。但是，如何從本是平等的陰陽

中永恆性的合理意義。將之放在宇宙論背

中合理詮釋「扶陽抑陰」呢？

景之下，在道家和儒家哲學的對比中，其

這裏的曲折在於道本有兩個層面的

９５

孔子對道德超越性的意識，來自對周

作為經驗性原理的「天地之道，一陽一陰」，陽和陰本是平等

之道，一陽一陰」，是儒家和道家都可以

的。然而在平等的陰陽之間卻可看到儒道兩家的不同側重：儒家之

都在表達同樣的看法。大致來說，「天地

道「扶陽抑陰」，道家之道「主柔賓剛」。

關鍵詞：孔子，蘇格拉底，道德，超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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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當「天地之道，一陽一陰」時，道是

本體，就和道家不同，不再是一個作用層

經驗性原理；當「聖人之道，扶陽抑陰」，

面的心靈境界，確有一個實有層的道德本

道卻是超越性原理。道的經驗性原理，是

體。儒家和道家超越性原理之同在於，都

儒道兩家共同的認知，但是由於對待這個

是對自我利害心的超越，即具有本體意義

原理的不同態度，造成了兩種不同的超越

的自由。不同的是，儒家的自由本體是積

性原理。

極意義上的，道家則是消極意義上的。康
德講到：「由於道德之唯一原則即在於對

現象界的遷移流轉這一點，有其深刻洞

法則的一切質料（也就是一個被欲求的客

見：由於人的功利心，本無不齊的萬物由

體）具有獨立性，同時還通過一個準則必

此不齊。所以老子說：「天下皆知美之為

須具有的純粹的普遍立法形式來規定任

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

性。不過，那種獨立性是消極意義上的自

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

由，而純粹的理性、且作為純粹的而是實

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老子》第二

踐的理性的這種自身立法卻是積極意義上

章）。由此洞見，道家特別感受到沉浮於功

的自由」[3]。

利之中的人生無常。儒家則有著和道家完

相對於道家的消極色彩，儒家的積極

全不同的態度，儒家認為，道家和佛教將

意義就顯出其優勢。魏源所說的「聖人之

遷移流轉這一點過度強化，導向了虛無。

道，恆以扶陽抑陰為事」，陰陽就不再是

如同王夫之所說：「若釋氏之教，以現在為

對立原則的普遍概括，而是道家消極色彩

不可得，使與過去、未來同銷歸於幻妄，則

和儒家積極意義的象喻。從儒家的積極意

至者未至，而終者杳不知其終矣」 。於

義上講「陽」，則是因為儒家之學「無慾則

是，在面對現象界的遷移流轉中，儒家和

剛」。道家善於靜觀默察，面對將要來臨

道家構建著不同的本體。

的變化，顯得特別慎重。「飄風不終朝，驟

[1]

在道家看來，一旦自我超越利害，對立不齊也就不復存在，變

９６

化無常也就沒有必要了。這時一種超越了時空變化的心靈境界得以

展現，仿佛是遷移流轉的現象之外的一個不變本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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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對「天地之道，一陽一陰」，也即

在道家看來，一旦自我超越利害，對

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

立不齊也就不復存在，變化無常也就沒有

久，而況於人乎？」（《老子》第二十三章）

必要了。這時一種超越了時空變化的心靈

究其所以，必有功利欲望在焉。儒家則因

境界得以展現，仿佛是遷移流轉的現象之

為對功利的完全超越，顯得無比坦蕩：「君

外的一個不變本體。牟宗三把道家的這個

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

本體構建過程把握很準確，他說：「『無』

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

就主觀方面講是一個境界形態的『無』，

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

那就是說，它是一個作用層上的字眼，是

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

主觀心境上的一個作用。把這主觀心境上

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的一個作用視作本，進一步視作本體，這

（《中庸》第十四章）。《中庸》描繪的這種

便好像它是一個客觀的實有，它好像有

境界，就是儒學「無欲則剛」的生動注腳。

『實有』的意義，要成為實有層上的一個

「聖人之道，恆以扶陽抑陰為事」，就是在

本，成為有實有層意義的本體。其實這只

面對「天地之道，一陽一陰」的經驗性原

是一個姿態」 。

理時，對自身道德本體的高揚，而對功利

[2]

儒家並沒有特別強調功利心致使萬

欲望的貶抑。由此，一個合理的社會秩序

物不齊這一點，而是嚴辨義利，以義為本，

才得以可能，魏源對於儒學的判斷的確深

以利為末。倘使自我能夠執守仁義本體，

中肯綮：「乾道純陽，剛健中正，而後足以

現象界的遷移流轉就變得無關緊要了。於

綱維三才，主張皇極」。

是儒家在遷移流轉的現象界之上構建的

同時，這個判斷對於儒道的判別也別

說，道家將遷移流轉這一點過度強化，導

屬於思辨理性的領域，倫理和美德屬於實

向虛無，具有極為相似的超越性原理。而

踐理性的領域。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

儒家則挺立了超越性的道德主體，並圍繞

中殫精竭慮地得出的結論是，思辨理性

這個主體展開宇宙論和政治哲學。

「永遠不能超出可能經驗的限度」 [9]。但

蘇格拉底則通過對經驗歸納定義的
考察完成道德的超越性揭示。

是，在「理性的一種絕對必要的實踐用途，
即道德的用途」上，「理性就必然越出感性
的限度」 [10]。定義既然來自經驗歸納，它

並且與它們相聯繫他首先提出了普遍的定

的適用領域僅在思辨理性之內。如果蘇格

義的問題。……對於蘇格拉底來說試圖尋

拉底通過定義專注於倫理和美德的實踐

求一個事物是什麼，這是很自然的，因為

理性領域，他實際走在一條錯誤的路線

他尋求邏輯的推論，而所有邏輯的推論的

上。何況科學與倫理處在兩個完全不同的

出發點就是一個事物是什麼。……有兩件

領域，「道德意識徹底明確地作為認識論

事情可以公正地歸之於蘇格拉底——歸

基本原理」幾乎完全不可能。在康德哲學

納論證和普遍定義，這兩者都是關於科學

中，必須在超越科學和知識之後才能夠正

的出發點的」[4]。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

視道德，所以康德有句名言：「我因此就得

中的這段論述，深遠地影響了後來哲學史

揚棄知識，以便替信念留有餘地」[11]。

對蘇格拉底哲學的論斷。黑格爾完全認可

定義的有效性和無效性，這個差異

蘇格拉底「首先提出了普遍的定義的問

關 乎定 義 所 遭 遇 的 康 德 意 義 上 的 幻 象

題」，將定義直接視為「蘇格拉底方法」：

（Schein）。
在康德看來，幻象是理性能力的誤用

潛在於人們意識中的概念明確呈現出來」

造成的矛盾。理性能力的誤用不同，造成

。文德爾班同樣肯定定義關乎「科學的

幻象的性質也不同。理性能力有矯作的

出發點」，認為定義就是科學工作：「所有

（e r k ü n s t e l t） [12]誤 用 和 自 然 的

科學工作的任務是規定概念的本質，即下

（natürliche）[13]誤用，相對應地幻象有邏

定義」[6]。所以，蘇格拉底的定義也就隸屬

輯幻象（der logische Schein）和先驗幻象

於科學：「蘇格拉底的這種概念形成過程

（der transzendentale Schein）。理性能力

是歸納推理的過程或歸納法的過程。它利

的矯作的誤用就是邏輯的誤用，它造成的

用特殊觀點和個別感官表像的對比而導

邏輯幻象在邏輯學的內部就可以解決。康

致一般概念；它力求排除萬難確定一般概

德說：「邏輯的幻象是理性形式的單純模

念，從而解決各別具體問題。這就要靠搜

仿（形式謬誤的幻象）。這種幻象的發生

集類似例證，要靠找出相聯關係才能做

完全是由於對邏輯的規則不夠注意。一經

到。這樣得到的一般概念就可用來解決提

注意到當前的真相，這種幻象就完全消

出的特殊向題，由此而制定的特殊從屬於

逝」 [14]。麻煩的是理性 能 力的自然的 誤

一般就是科學知識的基本關係」 [7]。定義

用，它與人類理性的兩種自然而不可避免

與認識論密切相關，文德爾班如此看待蘇

的傾向有關。在康德哲學裏，理性在經驗

格拉底的道德研究和定義之間的關係顯

的 界 限 之 內 的 用 途 是 內 在 的

得極為自然：「在此，歷史上第一次，道德

（imma nent），越出這個界限的用途是超

意識徹底明確地作為認識論基本原理而

越的（transzendent）[15]。因此，理性在思

出現了」[8]。

辨領域只有內在的使用，在實踐領域必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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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具體的事例發展到普遍的原則，並使

鍾 錦：孔子與蘇格拉底揭示超越性道德的不同進路

「當蘇格拉底專注於倫理和美德時，

哲學論壇

的問題。用康德的術語來說，科學和知識

道家將遷移流轉這一點過度強化，導向虛無，具有極為相似的

面對現象界遷移流轉的不同態度。如前所

超越性原理。而儒家則挺立了超越性的道德主體，並圍繞這個主體

然而在康德哲學中，我們卻窺見另外
展開宇宙論和政治哲學。

具隻眼，「扶陽抑陰」明確了儒家和道家

文化中國

超越的使用。但是，人類理性的形而上學

輯和哲學是某些空談者玩弄各種假像的

傾向總是誘使思辨理性作超越的使用，而

文化」。尤其是智者使之對當時的希臘人

「經驗上有條件的理性以排他的方式想要

產生了極為不良的影響，「在希臘人那裏，

獨自提供意志的規定根據的僭妄」 又總

辯護士和演說家都是辯證法家，後者能夠

是迫使實踐理性作內在的使用。於是，理

將民眾引向他們所希求的地方，因為民眾

性在思辨領域超越使用時或在實踐領域

是聽任假像欺騙的。所以，辯證法在當時

內在使用時，都會發生先驗幻象 。先驗

是假像的技藝」 [19]。《歐緒德謨》裏的蘇

幻象的特別之處在於，「甚至在它已經被

格拉底提到，那個實例就是著名智者普羅

發覺而且先驗批判已經明白揭露了它的無

狄科的慣技 [20]。蘇格拉底對此極為蔑視，

效性之後，它仍不中止」。康德曾為此哀

說「它是 巫師技藝的一 部分，但 又 差 一

嘆：「這種幻象的不能防止，正如我們不能

些。因為巫師的技藝可以吸引蝰蛇、毒蜘

防止海面在地平線上比海岸顯得更高一

蛛、蝎子，以及其他害人蟲，而他們的技藝

樣，因為我們看海面是通過更高的光線

只不過是法官、議員一類人用來吸引和說

的；或者舉一個更好的例子來說，天文學

服人的技藝」。甚至是反感，他說誰「用這

家也不能防止月亮初升時看來好象大一些

樣的言語方式駁斥他人比他們自己受到駁

似的，雖然他 並不為這種幻象所欺騙」

斥還要可恥」[21]。康德也表達了同樣的看

[16]

[17]

邏輯本來屬於思辨理性，它的誤用也只在思辨領域內。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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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所遭遇的幻象是這樣兩種：邏輯幻象和理性在實踐領域內在使用

時產生的先驗幻象，它們分別處在思辨理性領域和實踐理性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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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法：「對於一個哲學家，再沒有什麼能比這

。
由於定義來源於對經驗特殊中普遍

樣一種技藝的文化更不體面了」 [22]。大概

性質（common quality）的歸納，本身並不

出於這種蔑視和反感，蘇格拉底壓根就懶

容易去做超出經驗之外的使用，也就不大

得去正視它。

可能遭遇理性在思辨領域超越使用時產

相反，我們在《工具論》裏卻看到亞

生的先驗幻象。而邏輯本來屬於思辨理

里士多德對邏輯的自覺和熱情，他那獅子

性，它的誤用也只在思辨領域內。所以，定

搏兔般的專注和蘇格拉底的輕描淡寫判

義所遭遇的幻象是這樣兩種：邏輯幻象和

然分明。他饒有興致地承擔了消除邏輯幻

理性在實踐領域內在使用時產生的先驗

象的任務，在《工具論》的專門章節《辯謬

幻象，它們分別處在思辨理性領域和實踐

篇》裏，他討論了各種邏輯誤用造成的謬

理性領域。

誤，並且推尋了造成謬誤的根源，提出了

亞里士多德只看到易於消除的邏輯

解決謬誤的方法。在這樣的縝密研究下，

幻象，樂觀地確認定義的有效性，而蘇格

各種邏輯幻象再無立足之處，亞里士多

拉底更重視難於消除的先驗幻象，悲觀地

德的樂觀也就不難理解。在他看來，這些

強調定義的無效性。既因為邏輯幻象容易

邏輯幻象一經消除，定義就無往而不有效

消除，也因為缺乏對思辨理性的熱情，蘇

了。

格拉底對定義在思辨理性中遭遇的邏輯

即使不考慮邏輯幻象，蘇格拉底都沒

幻象表現得漫不經心。亞里士多德卻在這

有把定義本身的作用看得太重要，認為它

裏展現了高度的思辨力，他將所有的邏輯

不過是從經驗中獲取知識時本該遵循的

幻象整理得井井有條。

方法。

蘇格拉底的漫不經心也許還有另外

在蘇格拉底看來，我們總是自覺或不

的原因。康德說，這種製造邏輯幻象的技

自覺地以經驗歸納的定義法取得知識，否

藝「在過去的時代曾被特別用心的研究

則根本無法和別人一起討論知識問題。儘

過」，「在邏輯中，辯證法有一個時期曾在

管他並不輕視定義，而且在面對一切經驗

論辯術的名下講述，這種情況下的一切邏

性的知識時總能自覺地加以使用，但是他

義，如《卡爾米德》裏，他對健康、建築這

結果是產生房屋，而對其它的學問也都是

類 知 識 的 定 義 ；在《拉 凱 斯》裏，對

可以如此提問；那麼節制是關於什麼的學

「快」的定義：在較短的時間裏作較多的

問產生什麼結果呢 [27]？《呂西斯》則表現

事 [24]，等 等。我們實在看不 到蘇格 拉 底

了獨特的風格，它並不從與任何經驗的類

「首先提出普遍定義」的自覺，事實上他可

比出發，通篇都用純粹的推理。推理雖然

能根本沒有這種自覺，只是遵循著一般的

看似與經驗原則不同，其實它仍然需要在

思維規範而已。

經驗的保證之下才具有效用。追問的具體

[23]

大概這樣的態度使得蘇格拉底在尋

方式大概就是這些，當然更多的情況之下

找定義的過程中，還是會在無意中受邏輯

是幾種方式的交錯使用。蘇格拉底一再發

幻象的困擾。在《呂西斯》裏，蘇格拉底尋

現，只要事關倫理和美德，經驗歸納就不

找友誼的定義時面臨的困境，就是邏輯幻

再無往而不有效，定義總是受到幻象的困

象導致的。蘇格拉底混淆了各種在本質上

擾。無論如何調整進行歸納的角度和思

並不相同的友誼，無法得到友誼的真正定

路，都無法擺脫幻象，我們的理性於是一

義。精於邏輯分析的亞里士多德解決了這

次次地失去判斷力。

個問題，就是區分了三種不同的友誼：因

蘇格拉底肯定深刻體會到康德講的

「有用」而產生的友誼、因快樂而產生的

「經驗上有條件的理性以排他的方式想要

友誼、因德性而產生的友誼 。

獨自提供意志的規定根據的僭妄」，定義

[25]

蘇格拉底強調的，恰恰是亞里士多德

就是這種僭妄的具體體現。我們很容易忽

因為過分樂觀而忽視的，定義在實踐理性

略這一點，即來自經驗歸納的定義只是理

領域遭遇的先驗幻象。在柏拉圖早期那些

性內在使用的產物，當它執意地認為自己

沒有結論的對話裏，蘇格拉底深刻地揭示

可以達致實踐理性領域的概念時，這就是

了先驗幻象根本無法消除。

定義的僭妄。康德明確指出過定義的僭妄

那些對話的思路是清楚的。思維的慣

在 實踐 理性領域 造成的幻象：「誰要 把

性使蘇格拉底認為經驗歸納是我們獲取

『德行』的概念從經驗中得出，並且把最

知識時本該遵循的方法，他也就從這個最

多只能在一種不完善的闡述中用作例子的

容易被普通理性接受的方法出發。比如在

東西變為知識的一種典範（如許多人曾在

《拉凱斯》裏，蘇格拉底追問勇敢在所有

實際上所作的那樣），誰就會把『德行』變

具體事例中的普遍性質 。這就是蘇格拉

為隨著時間與環境而變遷的東西，一種不

底對定義的表達方式，顯然來自經驗歸納

容許有任何規則形成且意義不明的怪物」

的方法。而且定義在經驗之內的使用能夠

[28]

被證明是有效的，《拉凱斯》裏的蘇格拉

使蘇格拉底注意到定義的僭妄，在他反複

底給出快的普遍性質：較短的時間裏作較

地謹慎地對定義進行檢驗而幻象仍然無

多的事，其有效性能夠得到認可。然後通

法消除時，他有所反省了。蘇格拉底對定

過類比這樣的方法去追問倫理和美德的

義失去信心，他使探索過程完全變成消極

知識。在追問中，蘇格拉底的類比方式是

的。不論是在柏拉圖的早期對話中——這

多樣的。一般來說是直接類比定義，《拉

些對話被認為是基本遵循了蘇格拉底的

凱斯》就是類比快的定義追問勇敢的定

思想，還是在色諾芬的記述中，蘇格拉底

義。有時類比的不是定義，而是知識的研

從未真正給出關於倫理和美德的任何定

[26]

鍾 錦：孔子與蘇格拉底揭示超越性道德的不同進路

結果是產生健康，建築是關於建造的學問

哲學論壇

述。他只是在具體討論裏隨口說出一些定

蘇格拉底一再發現，只要事關倫理和美德，經驗歸納就不再無

時就是如此：類比醫學是關於健康的學問

往而不有效，定義總是受到幻象的困擾。無論如何調整進行歸納的

沒有留給我們任何關於定義的建樹性論

角度和思路，都無法擺脫幻象，我們的理性於是一次次地失去判斷

究對象和結果，《卡爾米德》裏追問節制
力。

顯然沒有亞里士多德那樣的研究熱情，也

。在開始時，經驗思維的慣性也許並未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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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蘇格拉底在實踐理性領域強調定義的
無效性，和康德的說法是完全吻合的。

之一。
「我無知」的宣告實際上存在著動搖

定義在兩個領域的不同遭遇，蘇格拉

亞里士多德論斷的危險：「無知」的蘇格

底是有明確認識的。在《申辯》裏，蘇格拉

拉底怎麼可能為科學奠基？大概為了回避

底認為政治人物無知，手工藝人卻有智慧

危險，人們就將蘇格拉底的「無知」看成反

，就是因為前者涉及的是實踐 理性領

諷：「他提出日常的觀念來同別人討論，裝

域，定義因其僭妄陷入幻象；後者涉及的

出好 像自己什麼 也不知道，引起別人說

是思辨理性領域，不存在這個問題。

話，——他自己是不知道的；然後做出率

[29]

真的樣子，向人提出問題，讓別人自己說

此頑固的幻象？原因在於定義自身的狹

出來，讓別人指教他。這就是著名的蘇格

隘性和功利性。定義是思辨理性的產物，

拉底諷刺」 [32]。人們相信，蘇格拉底只是

在康德看來，思辨理性只有經驗之內的使

裝出「無知」的樣子，卻在暗裏積極地製

用，它的有效性需要依靠經驗的實證，因

造幻象，以此來踐行「助產術」的職責。幻

此定義也只具有經驗之內的狹隘視野。

象的作用在於「使一般的東西，通常被認

在亞里士多德那裏，哲學需要邏輯學

定的、已固定的、在意識中直接接受了的

作為基礎：「亞里士多德邏輯的直接目的，

觀念或思想的規定瓦解，並通過其自身與

按照這位哲學家公開的說法，完全是方法

具體的事例使之發生混亂」 [33]。但是，蘇

論的。要證明的是這種方法：用此方法在

格 拉 底的「無 知」是 一種真實的無可 奈

所有知識各部門中都能獲得科學的知識」

何，是對定義無效的惶惑。

。那麼，定義就具有了無比重要的地位：

這時，定義無效卻產生了一種警醒的

「關於科學的出發點」。 對於一切科學來

作用，使我們開始反省來自經驗的理性是

說，發現定義就顯得舉足輕重。

否能夠認識美德問題。蘇格拉底於是聲

[30]

定義是思辨理性的產物，在康德看來，思辨理性只有經驗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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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它的有效性需要依靠經驗的實證，因此定義也只具有經驗

之內的狹隘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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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在實踐理性領域為什麼遭遇如

而在蘇格拉底那裏，經過了艱苦地探

稱：雖然我們對於美德問題是無知的，但

討之後，定義仍然無法避開幻象。定義的

是當我們具有了這樣的認識就已經處在

無效，也使一切原本不成問題的東西都出

一個比較好的狀態中了。因此，麻木一下也

了問題。這時理性似乎 失去了判斷的能

許是件好事，我們從這種困惑出發反倒更

力，而且無論它怎麼調整思考的方式，都

容易去追問真理。他堅信：知道自己無知

在幻象裏永遠打轉。這種狀態下的理性，

就是一種知 [34]。這裏所謂的知，就是在幻

就好像受到電鰻（νάρκη）的麻痹之後的感

象的警醒作用下認識到「經驗上有條件的

覺——這是柏拉圖在《美諾》中一個非常

理性以排他的方式想要獨自提供意志的

著名的比喻。美諾認為蘇格拉底像使用巫

規定根據」是一種僭妄，定義就是這種僭

術一樣，使人在所謂很明顯的真理上犯糊

妄的體現。

塗，因而將他比作電鰻，無論什麼人一碰

蘇格拉底對於理性還沒有這樣清楚

上它就被麻痹了。美諾說：「我的心靈和嘴

地認識，他並不知道所謂的實踐理性，也

唇實際上已 經 麻 木了，什麼話也說不出

不知道所謂的超越用途，他於是求之於一

來。儘管我已經在大庭廣眾之下幾十遍、

種精靈（δαίμωυ）[35]。他說：「從幼年起，

上百遍地談論過美德，而且談得非常好，

就有一種聲音降臨，每臨必阻止我所想做

至少我這樣認為，但是現在我竟然說不出

的事，總是退我，從不進我」[36]。這是我們

什麼是美德」[31]。雖然定義的有效並未使

在柏拉圖和色諾芬的著作中經常會看到

蘇格拉底興奮，定義的無效卻使他沮喪不

的名詞。這樣，蘇格拉底就和亞里士多德

已，「我無知」成了蘇格拉底著名的口頭禪

有著完全不同的哲學結論：在亞里士多

得到康德的寬容：「神秘主義畢竟還是與
道德法則的純粹性和崇高性共容的」[37]。
至此，道德的超越性在蘇格拉底那裏
得以完成。
王夫之《周易外傳》(中華書局，一九九
○年)，頁一○至一一。

[2]

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上海古籍出
版社，一九九七年)，頁一二○。

[3]

K a n t.K r i t i k d e r p r a k t i s c h e n
Vernunft,Kant’s Werke, BandⅤ[M].
B e r l i n u n d l e i b z i g,W a l t e r d e
Grunter & Co,1923,p.33.中譯參用李秋
零譯文，下同。

[4]

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李真中譯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二○○五年)，頁
三九八至三九九。

[5]

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二冊，賀
麟、王太慶中譯本(商務印書館，
一九九七年)，頁五三。

[6]

文德爾班《哲學史教程》，羅達仁中譯
本(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七年)，頁
一三三。

[7]

文德爾班《哲學史教程》前揭上卷，羅
達仁中譯本，頁一三五。

[8]

文德爾班《哲學史教程》前揭，上卷，
羅達仁中譯本，頁一三○。

[9]

康德《純粹理性批判》，韋卓民中譯本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頁一九。

[10]

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前揭，韋卓民中
譯本，頁二二。

[11]

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前揭，韋卓民中
譯本，頁二五。
康德《邏輯學講義》，許景行中譯本
(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一年)，頁七。

[13]

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前揭，韋卓民中
譯本，頁三一二。

[14]

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前揭，韋卓民中
譯本，頁三一一。

[15]

參看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前揭，韋卓

[17]

其實康德只講到先驗幻象是理性在思辨
領域超越使用時產生的，（參看康德
《純粹理性批判》，韋卓民中譯本，前
揭，頁三一一至三一二。）不過，他在
《實踐理性批判》裏講到：「一般實踐
理性的批判有責任去阻止經驗上有條件
的理性以排他的方式想要獨自提供意志
的規定根據的僭妄。純粹理性的應用，
惟有當確定無疑有這樣一種理性的時
候，才是內在的；與此相反，自以為能
夠獨裁的經驗性的有條件的應用則是超
越的，它表現在完全超出自己的領域的
要求和命令中。這與關於思辨的應用中
的純粹理性所能說的東西恰恰是顛倒過
來的關係」（康德《實踐理性批判》，
李秋零中譯本，見《康德著作全集》，
前揭，第五卷，頁一六至一七。「超
越」原譯「超驗」）。考慮到這種對應
關係，我們有理由認為理性在實踐領域
內在使用時也會產生先驗幻象。

[18]

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前揭，韋卓民中
譯本，頁三一一至三一二。

[19]

參看康德《邏輯學講義》前揭，許景行
中譯本，頁七。

[20]

參看柏拉圖《歐緒德謨》，王曉朝中譯
本，見《柏拉圖全集》前揭第二卷，頁
一○。

[21]

柏拉圖《歐緒德謨》，王曉朝中譯本，
見《柏拉圖全集》前揭第二卷，頁二八
至二九、五一。

[22]

參看康德《邏輯學講義》，許景行中譯
本，前揭，頁七。《純粹理性批判》里
也說：「這種教導是與哲學的尊嚴完全
不相稱的」（韋卓民中譯本，前揭，頁
九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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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康德《實踐理性批判》李秋零中譯本，
見《康德著作全集》前揭第五卷，頁
一六。

鍾 錦：孔子與蘇格拉底揭示超越性道德的不同進路

[1]

[16]

人們相信，蘇格拉底只是裝出「無知」的樣子，卻在暗裏積

真，即使是精靈這樣的神秘主義說法，也

極地製造幻象，以此來踐行「助產術」的職責。但是，蘇格拉底的

否定卻使我們更加接近德行和倫理的本

「無知」是一種真實的無可奈何，是對定義無效的惶惑。

科學精神則被否定。不過，對科學精神的

民 中 譯 本 ， 頁 五 六 ○ 。
transzendental，transzendent這兩個
詞一般譯作先驗的，超驗的，牟宗三譯
作超越的，超絕的。但我們一般使用
「超越的」恰是在實踐理性的
transcendent之意義上，賀麟、王太慶
在翻譯黑格爾的《哲學史講演錄》時也
把transcendent譯為超越的。

哲學論壇

德，科學精神被無限推崇；在蘇格拉底，

參看柏拉圖《卡爾米德》，王曉朝中譯
本，見《柏拉圖全集》前揭第一卷，頁
一五一。

在亞里士多德，科學精神被無限推崇；在蘇格拉底，科學精神

則被否定。不過，對科學精神的否定卻使我們更加接近德行和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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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真。至此，道德的超越性在蘇格拉底那裏得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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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五四。
[33]

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前揭第二冊，
賀麟、王太慶中譯本，頁五三。

[24]

[34]

[25]

[35]

參看柏拉圖《拉凱斯》，王曉朝中譯
本，見《柏拉圖全集》前揭第一卷，頁
一八四。
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既
然人們用朋友這個詞述說有用的朋友，
正如說城邦與城邦是朋友（誰都知道利
益是城邦結盟的動機）那樣，並且也用
它述說快樂的朋友，例如說兒童交朋
友，我們就必須說這些關係也是友愛。
這樣我們就必須說有幾種不同的友愛，
即存在著好人之間的友愛，這是原本
的、嚴格意義上的友愛，以及其他的在
類比意義上的友愛」。（廖申白中譯
本，商務印書館，二○○三年，頁
三三六至二三七。）

[26]

參看柏拉圖《拉凱斯》，王曉朝中譯
本，《柏拉圖全集》前揭第一卷，頁
一八四。

[27]

參看柏拉圖《卡爾米德》，王曉朝中譯
本，《柏拉圖全集》前揭，第一卷，頁
一五一。

[28]

康德《純粹理性批判》，韋卓民中譯
本，前揭，頁三二四。

[29]

柏拉圖《蘇格拉底的申辯》：「我見了
此人，——不必舉其姓名，他是一個政
治人物——我對他的印象如此：和他交
談以後，覺得此人對他人，對許多人，
尤其對白己，顯得有智慧，可是不然。
於是我設法向他指出，他自以為智，其
實不智」（嚴群中譯本，商務印書館，
二○○三年，頁五五至五六）。「最後
去訪手工藝人。自知對這方面一無所
知，也相信會發現他們這方面的知識很
豐富。確實我沒有被欺，這方面我所不
知的他們盡知，在這方面，他們智過於
我」（前揭，頁五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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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文德爾班《哲學史教程》，羅達仁中譯
本，前揭上卷，頁一八一。

[31]

柏拉圖《美諾》，王曉朝中譯本，見
《柏拉圖全集》，前揭第一卷，頁五○
五。

[32]

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賀麟、王太
慶中譯本，前揭第二冊，頁五三至

參看柏拉圖《美諾》，王曉朝中譯本，
見《柏拉圖全集》前揭，第一卷，頁
五一二至五一三。
我們不能籠統地把精靈和神（Θεός）視
為相同。此詞在廣義上的使用，一般英
譯是spirit；但在蘇格拉底的這一意義
上，英譯作t h e d i v i n e m o n i t o r或
prophetic monitor是恰當的。

[36]

柏拉圖《蘇格拉底的申辯》前揭，嚴群
中譯本，頁六八。

[37]

康德《實踐理性批判》，李秋零中譯
本，見《康德著作全集》前揭，第五
卷，頁頁七六。

The Different Approaches
Confucius and Socrates Adopted to
Reveal the Transcendental Morality
Z h o n g J i n ( E a s t C h i n a No r m a l
University )
A b s t r a c t：B o t h C o n f u c i u s a n d
Socrates recognized the transcendence
of m o r a l it y, b u t t h e y t o o k d i f fe r e nt
approaches. Confronted with the
propriety disintegration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Confucius revealed the
transcendental morality in the process of
seeking ritual and music system, while
Socrates fou nd out the t ranscendence
of morality by examining the negativity
of def i n it ion wh ich is ge ne r al i ze d
from experience. The difference of the
t wo a p p r o a c h e s m a y b e i g n o r e d b y
contemporary scholars, thus it is of certain
significance to point the difference out.
As for its u nderlyi ng reasons and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wo approaches,
further study is needed.
Key words: Confucius，Socrates，
morality，transcen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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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境界哲學到境界神學
──生活世界和心靈零點
■ 梁燕城

摘 要：中國境界(Lifescabe)哲學的探

同的境有不同的界限，稱為「境界」，其界

索，始於兩個基本的普遍理念，一是「生活世

定是「境界是心靈本真直覺對生活世界的

界」，任何入都在生活，而且在生活中與其他

直接觀察而領悟出來，因著每一個人的命

人和物交往，這是一最基本給與了的事實。另

限，及其修養進路之不同，形成了其領悟的

一基本理念是心靈的零點，是理論結構之前的

界限，而產生了境界」[2]。通過人修養工夫

心靈原初狀態，是未有理論及偏見之前的心靈

進路，從某一面向領悟生活世界的某個普

本然，心靈原始的覺性，稱為「本真直觀」(或

遍性真相，而不同的修養會產生不同的境

「本真直覺」)，其覺性直接察照所呈現的生活

界。
是基督教中國化的神學反省。境界哲學描

本真的直觀，在生活世界中經歷上帝向人的呈

述人修養可達的境界，到終極是悟天具有

現，而知上帝對人的啟示，對這上帝呈現的境

仁愛情格，而知有上帝的境界，上帝是最

界有所描述，就是「神學的境界」。

高圓善，上帝是有性情之真理，可以對人有

關鍵詞：境界哲學，生活世界，上帝，神

「啟示」。「啟示」是指真理主動向人心靈
開顯自己，啟示分兩種，一種是默現的、無

學境界

言的啟示，稱為「默現天」，在這默現形態

境界哲學到境界神學

的天，其分析是哲學的。
另一種啟示為上帝直接向人呈現及
說話，可稱為「朗現天」，是上帝的特殊啟

探索，始於兩個基本的普遍理念，一是「生

示，上帝呈現與人互為溝通，不是人單方面

活世界」，「任何入都在生活，而且在生活

的反省、思考及領悟。當人經歷上帝啟示

中與其他人和物交往，這是一最基本給與

而記錄下來，就成啟示的經典。基督教的

了的事實」 。另一基本理念是心靈的零

新舊聖經，就是一份啟示的文件。其性質

點，是理論結構之前的心靈原初狀態，是

與儒、道、佛、易的經典具有不同的性質，

《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的「中」，

屬不同的境界，也互不排斥。中國哲學屬

是未有理論及偏見之前的心靈本然，心靈

哲學境界，是由人的反省和修養所證悟，

原始的覺性，我稱為「本真直觀」(或「本

基督教特殊啟示的境界，是人遇到上帝

真直覺」)，其覺性直接察照所呈現的生活

主動向他呈現，產生人心靈極大的震憾與

世界。由此而生活世界的多樣性，在心靈

迴響，啟示使人與永恆無限的美善會面傾

中就有多樣不同的呈現，形成不同的境，不

談，其產生心靈的境界，是神人互動的，故

[1]

１０３

中國境界(可英譯為Lifescabe)哲學的

上帝是有性情之真理，可以對人有「啟示」。「啟示」是指真

有多樣不同的呈現，形成不同的境界。人心靈

理主動向人心靈開顯自己，啟示分兩種，一種是默現的、無言的啟

從中國境界哲學去建立基督教神學，

示，稱為「默現天」，在這默現形態的天，其分析是哲學的。

世界。由此而生活世界的多樣性，在心靈中就

梁燕城：中國境界哲學到境界神學

本刊總編輯

文化中國

不是哲學的，卻是神學的，描述神啟示及

周代開國的史 詩，描 述 周文 王「昭 事上

說話所顯示的神性。人心靈本真的直觀，

帝」，有崇高道德，最後武王在牧野滅商，

在生活世界中經歷上帝向人的呈現，而知

上帝臨到武王與眾軍將，要求大家必須專

上帝對人的啟示，對這上帝呈的境界有所

一而無二心。這是中國文學與哲學境界

描述，就是「神學的境界」。

中，提到上帝的呈現。這呈現是「默現天」

人類這種境界是純宗教的，與人文
的哲學與修養不同，是在超越與神聖的經

形態的，上帝默默向聖王與眾人呈現，作出
專注一(無貳爾心)心的指令。
神學上的啟示則是「朗現天」形態，

種境界分析，是一種境界神學。境界神學

神學上所謂上帝的呈現(presence of God)，

研究的關鍵是，人經歷上帝向他的呈現，

「呈現」一理念在希伯來文是Panim，希臘

這呈現帶來人心靈深處的體驗，由此人對

文是Prosopon或enopion，均指「臉容」，英

上帝、宇宙與人生真相有所領悟，並在隨

譯是fa c e，暗示一種親密的，情懷感通的

後的日子繼續通過靈性修養，深入經歷上

關係。作為一種境界，那是上帝在生活世

帝的呈現，而體會上帝與人感通時，有不

界中向人呈現，人心靈的直觀及智慧的察

同的境界，達到生命不斷的提昇，就產生

照，覺察上帝向人的感通與祝福，由此對

信仰之後的重重境界，這些都是神學的境

上帝，宇宙和人生的真相有領悟，而成為

界。

人生的境界。
與上帝感通的境界大概可分兩種：

１０４

人心靈本真的直觀，在生活世界中經歷上帝向人的呈現，而
知上帝對人的啟示，對這上帝呈的境界有所描述，就是「神學的境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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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中，經歷上帝的恩典與親情關係。對這

《聖經》描述上帝對人的祝福，就是

1.上帝特殊啟示的經典文本，記錄上

其臉光照臨於人，「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

帝臨在於一些聖者及先知，其中或有上帝

護你。願耶和華使他的臉光照你，賜恩給

向眾人展示神跡奇事，經記述成為一宗教

你。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4]。即

經典的文本。其內容是展示上帝向人呈現

上帝的呈現帶給人祝福，而人也因此得喜

的歷史，信仰者相信這是歷史的事實，是

樂「耶和華啊，王必因你的能力歡喜；因你

神聖進入的事件。神學就是研究這些事件

的救恩，他的快樂何其大！……你使他有

及其隱含的意義。

洪福，直到永遠，又使他在你面前歡喜快

2.是人信仰及接受這啟示後，帶來與
上帝交流產生特殊經歷，而有體悟上帝在

樂」 [5]。「面前」即指上帝的臉容，即上帝
的呈現使人喜樂。

人心呈現的境界。也有更深的神聖美善奇

上帝的臉向人呈現，是上帝的親切與

特經歷，在基督教歷代靈修學中，有很多

慈愛臨到人，是上帝向人彰顯祂是宇宙一

這種境界描述，如大德蘭修女的《靈心城

種恩典與親情，而產生人神相遇的境界，

堡》(Interior Castle又譯七寶樓台)，描述靈

人因此與宇宙親情會面感通。上帝的呈現，

性七重境界，越入越深入，經過神魂超拔

包括多方面是神聖而令人敬畏的，是叫人

(ecstasy)及出神等，到與上帝的完全結合。

得安慰的，使人尊敬和謙卑的，上帝呈現也

境界神學就是描述這些境界，及上帝如何

在不同場合，如在敬拜中，與人立約中，在

與人感通，帶來生命的更新改變。這些經

人禱告中，在審判中，在對人祝福中，且在

歷不單在大靈修家中有，一般信徒也會有

末日相信的人會面對面見上帝，而天堂更

各種不同程度和層次的上帝呈現的境界。

是充滿上帝的呈現之場所 [6]。此中上帝呈

哲學與神學中上帝呈現的境界
中國思想中有 言上帝默默的呈現，
《詩經》：「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這是
[3]

現所帶來的心靈境界，涉及宇宙本體主動
對人而顯示和對話，不能單從人的哲學和
修養上描述，而是從人神相遇描述，這可
稱為神學性的境界。

中東人敬拜的姿態。人接近神祇之前，必

帝呈現與啟示，如《出埃及記》：
耶和華的使者從荊棘裏火焰中向摩西顯

此地臨在，並要作出的自我啟示。這是活

現，摩西觀看，不料，荊棘被火燒著，卻沒有

啟示者的本性。

生生的「神聖」者向人呈現，其內容也顯明
上帝在此是一神聖的呈現，有以下特

燒毀。摩西說，我要過去看這大異象，這荊棘
為何沒有燒壞呢。耶和華上帝見他過去要看，

性：
1.上帝在啟示中顯明，是一位具慈悲

裏。上帝說：不要近前來，當把你腳上的鞋脫下

仁愛的本性的神，衪看到督工壓迫人民，

來，因為你所站之地是聖地。又說：我是你父

聽到人民的哀聲，上帝原本就知人所經受

親的上帝、是亞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

的痛苦，而通透地感應人的需栗。

各的上帝。摩西蒙上臉、因為怕看上帝。耶和
華說：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實在看

2 . 上帝關愛 人，感 通人的處境 和需
要，並要用行動救贖人脫離苦難處境。

見了。他們因受督工的轄制所發的哀聲，我也

3.上帝也是歷史的神，祂不是偶然從

聽見了，我原知道他們的痛苦。我下來是要救

天上忽然下來人間，卻自始已向摩西及其

他們脫離埃及人的手，領他們出了那地，到美

民族的祖先啟示和關愛，如今是這啟示與

好寬闊流奶與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亞

關愛歷史的延續，摩西帶給同胞的並非另

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之地。現

一個不認識的新神，而是對他們所認識的

在以色列人的哀聲達到我耳中，我也看見埃及

神進一步的啟示。

人怎樣欺壓他們。故此我要打發你去見法老，

4.上帝帶給人有目的和盼望，領人到

使你可以將我的百姓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來。

美好寬闊流奶與蜜之地。奶、奶油、乳酪、

摩西對上帝說：我是甚麼人，竟能去見法老，將

蜂蜜，都是放牧者夢寐以求的理想地方。

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來呢。上帝說：我必與你

5.上帝應許與摩西同在，帶領被壓迫

同在，你將百姓從埃及領出來之後，你們必在

者克服法老王的強權，使民族得到解放。

這山上事奉我，這就是我打發你去的證據。摩

顯明上帝鼓勵人自己在困境中奮發，祂從

西對上帝說：我到以色列人那裏，對他們說：

旁支持與協助，而不是全部靠上帝的大能

你們祖宗的上帝打發我到你們這裏來。他們若

去成事。使昔日為奴隸的得自由，終有一日

問我說：他叫甚麼名字，我要對他們說甚麼呢。

要在這西乃山敬拜神。

上帝對摩西說：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說：你要對

6.摩西問上帝的名字，古代人相信名

以色列人這樣說、那自有的打發我到你們這裏

字與其人的本質有不可分割的關係，上帝

來[7]。

說：「我是自有永有的」。意思為「我是我

到物質的荊棘，彰顯另一世界的榮耀與能

(I AM) ，或「我將是」(I WILL BE)，其音

量，上帝降臨西乃山時也是以火為象徵[8]。

接近Y H W H，即上帝之名Y H W H。猶太人

人記錄時用物質世界的火來描述，因火有

為了不直呼上帝之名，寫Y H W H是用半母

潔淨、甚至毀壞的特性，火似乎是形容神

音，隱 藏 了 發 音，德 國 希 伯 來 語 專 家

的聖潔，及對罪惡的不容許[9]。這裏上帝親

Wilhelm Gesenius.(1786–1842)從一世紀

自與人交通，按名字呼召摩西個人。

希臘文抄本的發音ιαβε，及文本中神聖

上帝叫摩西把腳上的鞋脫下來，這是

名字Y H W與Y H作為字首或字尾的研究

１０５

呼叫摩西，這是顯示上帝從超越的世界臨

所是」（’ehyeh ’ăšer ’ehyeh 英文直譯原文
為I am that I am），’ehyeh之義為「我是」

上帝的呈現，是從火燒不毀的荊棘裏

梁燕城：中國境界哲學到境界神學

就從荊棘裏呼叫說，摩西摩西，他說：我在這

上帝臨在之地為聖地，是上帝使之成聖的，是神在此地臨在，

之地為聖地，是上帝使之成聖的，是神在

並要作出的自我啟示。這是活生生的「神聖」者向人呈現，其內容

在《聖經》中有描述一些很特別的上

也顯明啟示者的本性。

須除去一切遮蓋和虛飾的遺俗。上帝臨在

哲學論壇

分析摩西得見上帝顯現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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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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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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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人與自然萬物，人與宇宙，可以有最適當的調配與和諧。

文化中國

中，主張加發音字母A與E在Y H W H，稱之

身名字表示是存在本身，但不同於哲學，

為「雅巍」（Ya h w e h） ，是 上 帝 名 字

而是有性情與行動的動態存在。

[10]

YHWH的根源。而’ehyeh ’ăšer ’ehyeh這句
話包括了所需的母音，子音也十分相像，

具體事件，通過時空的延伸，及對宇宙變

就是「雅巍」（Yahweh）。在全本舊約只有

化的掌握，去探求一個最大可能的理想狀

這段 為「雅巍或 耶和華」之名提 供 瞭解

態，使人與人，人與自然萬物，人與宇宙，

釋，這名字和「存在」有關係，因為其字根

可以有最適當的調配與和諧。這是人從自

h ay a具有「是」或「存在」之意。所謂「我

省修養而追求達至的，為哲學的境界。《聖

是我所是」，意即「我，即存在(是)，我即永

經》描述的，是人在人生途程中與上帝相

恆的存在(是)」，上帝就是存在的本身，但

遇、對話、感通，是上帝向人呈現的境界，

這不是哲學上靜態的「純粹存在本身」，而

這境界是人與神互動而來，不只是人修養

是在 啟示中，有行動與說 話的「動態 存

而得，並由此追求達至人與人，人與自然萬

在」，故是I AM，同時是I WILL BE，是神

物，人與上帝的和諧，終達至「保合太和」

學意 義 的「存 在」，有 性 情 與 行 動「存

的終極和諧之境。其境界的描述就是神學

在」。這名字的啟示不單是深奧的神學道

的，這種研究稱為境界神學。

理，也是實踐地呼召要摩西和以色列人，

李斯特的上帝呈現神學

以行動作出信心的回應。

中國哲學的核心關注，是生活世界中

１０６

總結這段上帝向摩西呈現的經文，

所謂上帝的呈現，研究這方面的名學

表明人所遇到的上帝，是像火一般光榮聖

者李斯特(J. Ryan Lister)指出，上帝的呈

潔，其呈現之處是神聖的，其本身是最高

現是「上帝在時空中顯現，或通過某些媒

神聖者。上帝呈現並向人說話，內容顯出其

介，帶來救贖及達至救贖之目的，同時也

本性之慈悲仁愛，也有行動去救贖受壓迫

可不通過媒介，在完全關係中，或未世顯

者，帶給人奮鬥目標，與人同在同行。其本

現中，上帝最先在伊甸園被人經驗，及等待

李斯特的書開始時即討論聖經最後

具體真理的探討

的部份啟示錄二十一章到二十二章，特別

有關具體真理的論述，我在《中國哲

是啟示錄描述終局，上帝末日的呈現(God’s

學的重構》曾分析人虛妄判斷的來源，指

eschatological presence)，其美善在人間與
人同在：「看哪，上帝的帳幕在人間。他要

出人運用語言符號，將人體會的生活世界

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上帝要親自

念網絡把所呈現的多樣事物置定在一個

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上帝。上帝要擦去他

框架中構成思維的系統，使一切通過這系

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

統而得清楚界定，心可透過這系統而理解

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

世界」[15]。由此而形成一種牢固的世界觀，

。他認為這終局是上帝向人呈現之目

「但這牢固世界觀是靜態的思維格式,不

的，由之以追溯在聖經開始時，上帝在創

對應於時空流化中呈現事件的自如自化發

世記建立伊甸園，是上帝呈現在人間與人

展。世界觀的形成,就使人的理解限制在自

同在，他認為整本聖經之主題，就是上帝

身所造的意義網絡中,變成一套抽象系統,

化為世界觀，「世界觀是一意義結構，其概

之所以向人呈現，目的就是要救贖人脫離

而不是回應生活世界呈現的自如原樣」

苦罪，最後在人間與人同在。上帝與人立

[16]

。

「成心」，其特性是：「固執於所立的世界

不厭惡你們。我要在你們中間行走；我要

觀,以之為唯一的正解,不因呈現世界的變

作你們的上帝，你們要作我的子民」 。

化而改變其定見」[17]。這形成一種意識形

[13]

態的牢結，對生活世界有距離，成為牢固

呈現，指向人間終局是上帝與人同住的圓

的思想理性框架，而對世界作出虛妄的判

善狀態，整個故事就是在終局新天新地之

斷。

前，上帝通過立約，而與人同在同行。在這

要走出虛妄判斷，須回到心靈的零

有關上帝呈現的大敘事(narrative)中，信仰

點，依本真直覺去如實瞭解生活世界的自

的人都可經驗上帝向個人的呈現，他強調

如自化，我由此提出修養實踐哲學「今要

「這不是神秘經驗或情緒衝擊」 ，人經

避免進入思辯理論而陷成心偏見中的困

驗上帝呈現是客觀真實的，基督徒都可經

難,只能由修養實踐哲學入手」 [18]。「從修

歷上帝的呈現，而有新天新地之圓善作為

養實踐哲學的進路,任何用抽象原則處理

世間終局之盼望與目的。

的檢定程式,都是成心偏見的產品,而與真

[14]

從中國的境界哲學與境界神學瞭解，

實的生活世界有距離。而真實的是具體之

李斯特講上帝的呈現，一是從《聖經》的

心靈本真直覺及生活世界,這是原始被給

大敘事文本中，研究《聖經》文本的記錄，

與的呈現,不能 再 被 歸 約的 基 本反省起

上帝如何在歷史中向先知、神僕與使徒等

點」[19]。
我由此提出「具體的真理」或「實踐的

是他最後所強調的，後世的歷代信徒，也

真理」，指具體當下的真實，以區分於「抽

可通過信仰而經歷上帝的呈現。此中個人

象的真理」及「命題的真理」，這些「抽象

經歷若不只是主觀的，其客觀性可從中國

或命題的真理系統，都是成心偏見所產生

境界哲學的具體真理中見，即所謂具體的

的牢固概念，與真實有距離，其檢定真理

普遍性。

的方法只能限於其系統內部之互證，而不
能回應生活世界的真理」[20]。

１０７

呈現，帶來救贖與終局圓善的盼望。另一

具體真理是心靈本真直覺所觀照的生活世界中所呈現的，這是一

李斯特認為上帝整個啟示，就是向人

種「具體的普遍性」，「從心靈本真直覺與生活世界為基點，展開的

「我要在你們中間立我的帳幕；我的心也

境界哲學，可對「抽象普遍性」與「具體普遍性」的區分有恰當的描

這就形成人的迷執，亦即莊子所講的

述。

契約的核心資訊是《聖經．利未記》所言：

梁燕城：中國境界哲學到境界神學

[12]

哲學論壇

在新創造中被揀選的人」[11]。

文化中國

具體真理是從實踐去描述生活世界

遍性根 於人性本體之相同性質」 [26]。此

的事實，「具體真理的宣稱，其檢定程式不

外，人體會美的自由釋放，及用智慧逆轉自

限在理論系統內部之互證，卻為一修養實

覺，領悟心靈與生活的普遍性相，展示各

踐的方法，描述這修養實踐的方法程式與

重境界，各境界均是具體普遍性的真理。

步驟，從每一步驟，去描述出其能得到甚
麼的體驗。人如能依其程式去實踐，在每

中國境界神學的具體真理
中國境界神學的重點，是在描述人

之宣稱就可實踐地檢定和證成。過去哲學

與上帝會面的境界。這境界之所以出現，

否定這種實踐證成之方法，稱之為神秘主

在上帝臨到人，向人呈現其尊嚴美善，及

義，主因在其預設了主客的區分，而視這

對人的救贖，人對上帝是以開放的心靈迎

檢定為主觀」 。但我從心靈零點的本真

接，這叫做信心。當人經歷憑信心與上帝

直覺及生活世界的思路，批判主客區分是

相遇時，是人本體存在的震憾體驗，這體

虛妄判斷的根源，要掌握生活的真實，「根

驗使人進入上帝本體存在的救贖大愛中，

本不必作主客區分，而立根在主客區分之

而由表層的宗教活動和感受(環境、情緒

前的生活世界及心靈本真直覺，則依此真

與心理的)，轉化為深層本體存在的經歷。

實性而可確立實踐地檢定和證成之合理

這種宗教經驗，在信仰群體中，是在其心

性」[22]。

靈中的普遍體驗，影響其生活上的具體行

[21]

具體真理是心靈本真直覺所觀照的

中國境界神學的重點，是在描述人與上帝會面的境界。這境

１０８

界之所以出現，在上帝臨到人，向人呈現其尊嚴美善，及對人的救

贖，人對上帝是以開放的心靈迎接，這叫做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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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驟，都得到所描述之體驗時，其真理

為。

生活世界中所呈現的，這是一種「具體的

這可稱為一種具體普遍的境界，但這

普遍性」，「從心靈本真直覺與生活世界為

境界不是人自己修養而呈現，卻是由上帝

基點，展開的境界哲學，可對「抽象普遍

進入人心而產生，成為基督徒經曆的具體

性」與「具體普遍性」的區分有恰當的描

真理。

述。前者是依邏輯與數學的系統而建立普

上帝的呈現不一定如摩西所見所聞般

遍性：後者則立根於生活世界，由實踐開

戲劇性，而是在人周圍與人同在。如詩篇

始去理解，涉及的是善與美之價值判斷」
。「不同心靈的溝通，均能描述共同普

所言：
耶和華啊，你已經鑒察我，認識我。我坐

遍的「善之體會」，這揭示了一種普遍性，

下，我起來，你都曉得；你從遠處知道我的意

是在具體生活中呈現的普遍性，以心靈的

念。我行路，我躺臥，你都細察；你也深知我

美善意向為本，在行動實踐及和其他心靈

一切所行的。耶和華啊，我舌頭上的話，你沒

溝通中，揭示的普遍善之體會，這是完全

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後環繞我，按手在

與 生 活 結 合 的，可 稱 為 具 體 的 普 遍 性

我身上。這樣的知識奇妙，是我不能測的，至

(concrete universality)，也可稱為具體的天

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裏去躲避你的靈？

理，與抽象超越的普遍性或天理區分開

我往哪裏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

來」 。

在那裏；我若在陰間下榻，你也在那裏。我若

[23]

[24]

「善之體會的特色，為心靈超出個人

展開清晨的翅膀，飛到海極居住，就是在那

自我本能，而與其他心靈有所感應溝通，

裏，你的手必引導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

稱為「感通」，這感通構成善之體會，是非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

實用性的。其真實之流露，是心靈本體之

覆庇我。我要稱謝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

呈現」 。「人性的感通能力，得與他人相

……你的作為奇妙，這是我心深知道的。上帝

感應，而產生慈愛、孝悌、惻隱、良知不安

啊，求你鑒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試煉我，知道

等體會，形成道德上的「善之體會」。其普

我的意念，看在我裏面有甚麼惡行沒有，引導

[25]

「面」，這「面」字原文就是Panim(臉容)，

運作，這 是境界神學須 探索的，信心 不

與「呈現」是同一個字。上帝處處呈現，衪

是一種行為或道德的善行，是人本體存

請楚瞭解和知道每一個個人，且在四面細

在對上帝臨在的一個信任的取向，一個

察關心人，又創造了人的身心靈整體，從多

確信的決定。但這決定不是心靈意向性

層面向人呈現，包括全然知見，全然同在

(intentionality)的有矢向之行動，反而是一

與全然創造，均臨在與人感通。人明白自己

種放下，是意向性回到純粹的自身，是心

的存在，是奇妙可畏的創造，人心思赤露

靈原始的天真，在原始的心靈零點，人只

敞開在上帝面前，而在上帝鑒察之下，明白

有本真的直覺，覺察到上帝的臨在與救

自己心思意念中的惡，而得悔改轉變，走

贖。
當上帝臨在於人心靈，上帝的恩典使

向永恆。
上帝臨在，呈現在人心靈，引發人內

人震憾，因而放下所有內在的迷執、意識

心的反省與改變，是上帝呈現的境界，不

形態、理論框架、及自以為是，回歸心靈

限於聖經中的特殊啟示，且成為歷代信徒

原始之零點。這是心靈原始的無為，無意

可經曆的人生境界，屬靈性的深度體驗。

向，無行動，只是純然的開放。用一個神

這是人與上帝互相感通，互 為內在的境

哲學的理念，我稱信心是人存在本體的開

界，這些都是具體真理的境界，對這種境

放(英文可譯為Faith is the Openness of

界的描述與研究，就是境界神學。

B ei n g)，向上帝(無限而終極的本體存在)

心靈回歸靈點存在本體的開放

完全開放，面對上帝的臨在，有限的自我
的回應，只能是完全倒空，無限的上帝即

基督教文化中體會上帝的境界，是認

貫注入個人生命，與人感通共融，人以信

為由信心開始，信心或信仰在希臘 文是

心進入一種與上帝和諧的關係，而成基督

Pistis，指對真理的確定(conviction)，在聖

徒生命。

經中是人對上帝或耶穌建立關係，包括相

信心的決定與確信，是心靈回到原始

信與信任 。「Pistis是指在信念(belief)中

天真的全然開放，去除一切理論框架與成

有主導性的信任(trust)或確信(confidence)

見的觀點，使心一無所有，這也是聖經所

者」 。這是指人心靈對上帝的確信、接

重視的「嬰孩」狀態：

[28]

[29]

受與投身，而進入和上帝的關係中。

1.「耶和華我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
地何其美！你將你的榮耀彰顯於天。你因

在「因信稱義」的教義。保羅在《聖經．羅

敵人的緣故，從嬰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

馬書》講：「我們既因信稱義，就藉著我們

了能力，使仇敵和報仇的閉口無言」 [32]。

的主耶穌基督得與上帝相和。我們又藉著

嬰孩和吃奶中能產生能力，那是因為上帝

他，因信得進入現在所站的這恩典中，並

的美與力量，要通過原始天真的心去彰

且歡歡喜喜盼望上帝的榮耀」 。馬丁路

顯，可克服強大的敵人(罪惡)勢力。

德又強調「因信稱義」他說：「信仰不是從

2.「正當那時，耶穌被聖靈感動就歡

行為開始，而是信心，你須記得那已經說

樂，說：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謝你！因為

過的：即只是信，不是行為，才使人稱義，

你將這些事向聰明通達人就藏起來，向嬰

使人自由，使人得救」 。因信稱義成為

孩就顯出來。父啊！是的，因為你的美意本

[31]

１０９

「信心」是基督教的核心理念，關鍵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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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 理性 地 瞭解 信心 在 人心靈的

人性原始的上帝形像，當是指人具上帝本性的關係感通性，即

神世界向人心靈呈現，人不能躲避上帝的

人可與上帝感通，人靈性最深處即可與上帝互相感應溝通。這是人

信心。

心靈的零點，也是人心的原始天真，這是人可接受及感通上帝的本

物質世界呈現神蹟奇事，但卻在靈性精

肯定，認為人得救贖不在乎行為，卻在乎

性。

這 詩寫得 崇敬而 親切，上帝沒有 在

哲學論壇

近代基督新教各派的教義與神學上的共同

我走永生的道路[27]。

文化中國

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

開放，完全接受上帝進入。這信心開放使上

除了父，沒有人知道子是誰；除了子和子所

帝呈現的境界正式出現，而產生神學義的

願意指示的，沒有人知道父是誰」 。耶

境界。

[33]

穌指出只有嬰孩的心才會明白聖父和聖子
的奧秘三位一體關係。

信心、無為與虛靜心

信心就是嬰孩的心，是人的原始天

信心是放下一切，回到存在本體的原

真，這是心靈之零點，本真的直觀，一無所

始天真，是原始的開放性，可與老子的「虛

有，是上帝創造人時的原初狀態。

靜」及「無為」來比較和瞭解，因老子的虛

古代聖哲如老子，發現人有這原始天真，鼓勵人回歸這虛

靜狀態，可以少一點成見與偏執，而產生「虛靜」及「無為」之

１１０

說。但人終使回歸這狀態，也只能觀天地，而不能和上帝感通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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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記記錄上帝創造亞當，「照著自

靜與無為也是一種存在本體的開放，老子

己的形像造人」 [34]、「耶和華上帝用地上

說：「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

的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裏，他就

復」[38]。「虛」指不含先存偏見，「靜」指心

成了有靈的活人，名叫亞當」[35]。人性中有

不因所見而起意欲之波動。虛靜到極與

靈性及上帝的形像，上帝作為三位一體的

篤，是心達到完全虛靜，是完全無固定成

主，是一關係感通的本體。人性原始的上

見及意欲的純安靜，於是即能以無先存觀

帝形像，當是指人具上帝本性的關係感通

點去察照生活世界，而知世界反覆變化的

性，即人可與上帝感通，人靈性最深處即可

真面目。

與上帝互相感應溝通。這是人心靈的零

老子又說：「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

點，也是人心的原始天真，這是人可接受

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39]。

及感通上帝的本性。

為學是指從事學問的過程，這是人的造

但當人進入罪的狀態，「世人都犯了

作，去增加學識，這學問程式不能瞭解道，

罪，虧缺了上帝的榮耀」 ，又「與上帝隔

要掌握道及依道而行，則須損之又損的過

絕，因著惡行，心裏與他為敵」 。罪使人

程，即把造作的觀點與偏見一步步減損，

隔斷了與上帝的關係，人就不能與上帝感

以致無成心偏見，則成「無為」，所達者即

通，人性的實現均不以上帝為目的，無窮追

「無不為」。「無為」是一種無規定的行

逐有限之事物，「將不能朽壞之上帝的榮

動，使心靈回復到虛靜，是一種零點狀態，

耀、變爲偶像、仿佛必朽壞的人、和飛禽走

無任何矢向，故也無任何規定性的人造觀

獸昆蟲的樣式」。人的善性實現時即扭曲

點與解釋。以這心引發的行動，即無規定

而創造了偶像。人的原始上帝形像即無法

方式，可讓自然還其為自然，萬有之道或

與上帝感通，只停在零點狀態，不能實現，

變化中的規律，均自然自爾地開展。

[36]

[37]

這是罪的狀態。古代聖哲如老子，發現人

「無 為」作 為一 無 規 定 的 行 動，是

有這原始天真，鼓勵人回歸這虛靜狀態，

「致虛極，守靜篤」的過程，達到心靈的零

可以少一點成見與偏執，而產生「虛靜」及

點，即虛靜心。基督教的信心與「虛靜心」

「無為」之說。但人終使回歸這狀態，也只

及「無為」共同點為均是回歸心靈的靈點，

能觀天地之反復變化，而不能和上帝感通

但也有不同：
1.虛靜心是通過損之又損的修養，達

了。
當在一種特殊的神人相遇的處境，上

至心靈零點的虛靜無為境界，從人自身去

帝向人呈現，上帝恩典及感動來臨，人心

修養達至。信心是因上帝臨在，在人神互

靈被感動而回歸人性的原始零點，聖靈觸

動中，心靈放下一切迷執與理論，回歸原

動人靈性最深處，即上帝創造人那可與神

始的天真，而完全開放迎見上帝，產生徹

感通的本性，人心靈產生純然的開放與接

底的確信。信心不是一修養過程，卻是與

受，就是信心，那是人存在本體向上帝的

上帝互動時生起的，這是基督教境界與道

種原始天真，但《聖經．詩篇》中言上帝

天真。但不同虛靜心去觀天地之反覆變化

勝罪惡。耶穌講上帝向嬰孩般天真而無偏

真相，卻是去迎見上帝，進入與上帝感通

執的心，顯明天國的真理。其嬰孩心是信

的境界。人得救贖是「因信稱義」，藉信心

心的始點，但因上帝同在而生洞識真理的

去認識和體悟上帝的真實，這過程是神學

確信，並可戰勝罪惡，而成就信心的巨大

的，不是哲學的。信心一方面包涵虛靜心

力量。這是神學意義的無為而無不為，越

的特性，如虛靜心能觀天地萬物一般，信

謙卑放下的，越被上帝重用而成就大事。

心能察知宇宙及上帝救贖的真理。信心有

總結言之，中國境界神學，是由中國

虛靜靈明的特質，原始而寧靜。但憑信心

境界哲學發展到上帝臨汝的境界而展開出

得到上帝帶來的恩典與救贖，而得被稱為

來的，當上帝有啟示，向人呈現，就產生了

義，又充滿激情與委身。信仰的虛靜心能

神學的境界。上帝作為終極的美善親情，

觀照一切，既見天地創造的真相，又同時

一旦來臨而震憾人心，人心一切迷執與意

因蒙救贖而與超越的上帝感通，體會上帝

形態崩落，回到心靈靈點的原始天真，是

的國度在地上的使命。故信心是既虛靜又

上帝創造人的原始感通性，而成信心的存

同時有使命向前。

在本體開放，歡迎上帝住入心中，而神學

3.信心和虛靜的不同，在其具有「未

的境界由此而開始。人的一生，通過靈性

來的維度」(future horizon)，或「盼望的維

追求與靈性修養，即可與上帝有靈性的交

度」(horizon of hope)，故有向未知世界前

往，而描述這經歷的境界，為境界神學。

進的奮鬥性。聖經對信心的定義是：「信就
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
[40]

[1]

。這裹信心是有關將來的事（「所望之

事」）和看不到的事物（「未見之事」），
「實底」的這個字希臘文是hypostasis，在
一章三節「上帝本體的真像」中「本體」一
詞，它有「本質」或「實體」的意義，那是指

梁燕城，《中國哲學的重構》(台北：宇
宙光，二○○五年)，頁五四。

[2]

同上，頁一○四至一○五。
《詩經．大明》。
[4]
《聖經．民數記》六章。
[5]
《聖經．詩篇》二十一篇。
[3]

[6]

人盼望未來的理想世界，信心確定其必然
實現。我們所盼望的未來美好，在我們信

Walter A. Elwel，Baker ’s Evangelical
Dictionary of Biblical Theology, presence
of God, (Michigan: Baker Books，1996)

心生活的經歷中必得逐步肯定。而這信心

[7]

生活，就是因信神的應許而過的生活。此

[8]

外，信就是未見之事的確據。信是「證實」
或「驗證」那看不見的真實的事物，就如神

《聖經．出埃及記》三章。
同上，一九至一八。
[9]
同上，三二至一○。
A Hebrew and English Lexicon of the Old
Testament with an appendix containing the
Biblical Aramaic, written by Francis
Brown, Samuel Rolles Driver and Charles
Augustus Briggs, based on the Hebrew
lexicon of Wilhelm Gesenius as translated
by Edward Robinson,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06, s. 218.

[10]

的存在、祂話語的信實和祂掌管著我們的
世界和眾生。
講：「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
。使心淡泊無為到沒有任何跡象，如嬰

兒初生未懂笑時一樣單純，這是心靈的零
點，這是老子的「絕學無憂」修養工夫，回
歸淡泊。聖經講嬰孩大概也差不多是指這

[11]

J. Ryan Lister. The Presence of God: Its
Place in the Storyline of Scripture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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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道家與聖經都提到嬰孩狀態，老子
[41]

梁燕城：中國境界哲學到境界神學

上帝可通過單純天真的心去發出能力，戰

信仰的虛靜心能觀照一切，既見天地創造的真相，又同時因蒙

放下迷執與人的理論，回到靈魂的原始

救贖而與超越的上帝感通，體會上帝的國度在地上的使命。故信心

「從嬰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是

是既虛靜又同時有使命向前。

2.信心起現時，與虛靜心相似的，是

哲學論壇

家哲學境界的不同。

[12]

中國境界神學，是由中國境界哲學發展到上帝臨汝的境界而

展開出來的，當上帝有啟示，向人呈現，就產生了神學的境界。

人通過靈性追求與靈性修養，即可與上帝有靈性的交往，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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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經歷的境界，為境界神學。

文化中國

S t o r y o f O u r L i v e s，W h e a t o n , I L :
Crossway, 2014，51.
《聖經．啟示錄》二十一章。
《聖經．利未記》二十六章。
[14]
同[8]，頁二三。
[15]
梁燕城，《中國哲學的重構》，(台
北：宇宙光，二○○五年)，頁七九。
[13]

[16]

同上，頁七九至八○。
[17]
同上，頁八○。
[18]
同上，頁一○○。
[19]
同上，頁一○○至一○一。
[20]
同上，頁一○一。
[21]
同上，頁一○一至一○二。
[22]
同上，頁一○二。
[23]
同上，頁一四七。
[24]
同上，頁一四六。
[25]
同上，頁一四八。
[26]
同上，頁一四八至一四九。
[27]
《聖經．詩篇》一三九篇。
[28]
參考New Testament Greek Lexicon - King
J a m e s Ve r s i o n ， h t t p s : / / w w w .
biblestudytools.com/lexicons/greek/kjv/
pistis.html
James Strong and Robert kendall The New
Strong's Expanded Dictionary Of Bible
Words，(Nashville:Thomas Nelson, 2001),
1315.

[29]

[38]

《老子道德經》十六章。
《老子道德經》四八章。
[40]
《聖經．希伯來書》十一章。
[41]
老子《道德經》二○章。
[39]

The philosophy of China lifescape
- lifeworld and the zero point spirit
Dr. Thomas In-sing Leung (Chief
Editor of Cultural China)
Abstract: The explora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China lifescape begins
with two basic universal concepts: first,
t he l i feworld . It me a n s t he world a s
directly experienced in the subjectivity
of ever yday life, interacted with other
people and objects. This is the basis fact
of the lifeworld.The second concept is the
zero point spirit. The basic of the idea is
the original state of the mind before the
theoretical str ucture. It is the original
mind before the theor y and prejudice.
The original spirit calls the “intuition of
truth” or “the true intuition.”It can directly
ref lect in our life-work. As a result, the
diversity in the living world has diverse,
different state and forms different realms.

[30]

Intuition is directly influence human spirit

[31]

and it is mostly intertwined with religion

《聖經．羅馬書》五章。
馬丁路德，〈基督徒的自由〉，見湯清
編輯《路德選集（上冊）》(香港基督
教文藝出版社，一九六八年二月)，頁
三五六。

[32]

《聖經．詩篇》八章。
[33]
《聖經．路加福音》十章
[34]
《聖經．創世記》一章。
[35]
《聖經．創世記》二章七。
[36]
《聖經．羅馬書》三章。
[37]
《聖經．歌羅西書》一章。

and spirituality and exists from religious
texts. Therefore, it can experience God’s
presets to human beings and the inspiration
from God to human. It calls“the realm of
theology.”
Key words: Lifescape philosophy,
Lifeworld, God, Realm of th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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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藝術

走出文體判斷的誤導
──國際性寫作報告文學的三個話題
■ 丁曉原

獎委員會沒有明確指認阿列克謝耶維奇

虛構」置換報告文學，缺少內在關聯的基本邏

作品的文體歸類，中國媒體在報導相關信

輯。非虛構與報告文學之爭，反映著文學界對

息時大多用了紀實文學或非虛構稱名。筆

文體基本認知的某種缺失。稱名糾纏，一方面

者認為，如果要將阿列克謝耶維奇的寫作

造成寫實類文學寫作、評論等的混亂，但另一

歸為某一具體的文體，基於作者的身份、

方面非虛構也為報告文學文體的優化提供了

寫作態度、寫作方式、寫作取材和題旨表

反思的可能和必要。報告文學需要走出過度的

達等，我們可以明確為報告文學。報告文

新聞性、過度的意識形態化，通過故事性和個

學是一種國際性的寫作方式，對此一些讀

人性的強化，在回到非虛構敘事中建構寫實之

者和學者缺乏認知，以為報告文學只是一

美。

種獨具特色的中國稱名、中國文體。報告
關鍵詞：國際性寫作，報告文學，非虛構

文學、紀實文學、非虛構等概念的人為糾
纏，誤導了我們對文體的基本判斷，部分

寫作《戰爭的面孔不是女性的》、《切

地造成了文體寫作和理論批評的混亂。而

爾諾貝利的回憶：核災難口述史》等作品

報告文學文體自身既成的模式化，也成了

的白俄羅斯記者阿列克謝耶維奇，以「她

為人詬病的事例和理據。正是基於這樣的

迴響著多種聲音的作品，成為記錄我們這

問題意識，本文討論與報告文學相關的三

個 時 代 苦 難 與 勇 氣 的 豐 碑」（“ h e r

個話題。

polyphonic w r itings, a monu ment t o

一、作為國際性寫作方式

suffering and courage in our time”），獲

寫作了長篇寫實類戰爭文學《長征》、

委員會的評價是十分到位的，「多種聲音

《朝鮮戰爭》、《解放戰爭》、《抗日戰爭》

的作品」（polyphonic writings）正是阿列

和 中 國 近 代 史 系 列《 一 九 ○ 一 》、

克謝耶維奇寫作的主要特點：「我一直在

《一九一一》的著名作家王樹增認為：「報

尋找一種體裁，它將最適合我的世界觀，

告文學是新中國特有的名詞，具有一定的

傳達我的耳朵如何傾聽、眼睛如何看待生

新聞性質，帶有紀實性、即時性，很多是來

命。我嘗試這，嘗試那，最後選擇一種體

自於熱點題材」 [2]。王樹增關於報告文學

裁，在 這 種體 裁 裏，人 類 的 聲 音自己說

的認知是有建立在一定背景下的，也具有

話」 。阿列克謝耶維奇採用口述歷史、田

某種代表性。上海文藝出版社編輯出版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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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二○一五年諾貝爾文學獎。諾貝爾獎

報告文學並不是一種特殊的「中國文體」，「非虛構」本源於

「非虛構」本源於美國的「非虛構小說」，以「非

美國的「非虛構小說」，以「非虛構」置換報告文學，缺少內在關

作」，是一種立體的多聲部的寫作。諾貝爾

聯的基本邏輯。非虛構與報告文學之爭，反映著文學界對文體基本

野調查的方 式 寫作，是 一種「聲音的 寫

國文體」，它是發端於歐洲的國際性寫作方式。

認知的某種缺失。

摘 要：報告文學並不是一種特殊的「中

丁曉原：走出文體判斷的誤導

蘇州大學文學院

文化中國

《中國新文學大系》，是大型中國現當代

羞（現通譯為基希）可說是新的形式的無

文學重要資料的系列彙集。最早的《中國

產階級操觚者，所謂『報告文學』的元祖，

新文學大系》（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七年），

寫有許多長篇，而他的面目尤在這種報告

由出版人趙家璧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發起

文學隨筆紀行之中」。一九三七年初茅盾

並 主 編，由 上 海 良 友 圖 書 印 刷 公司 於

發表《關於「報告文學」》，其中明確地指

一九三五年印行。一九八○年上海文藝出

認，報告文學「確是『不二階的最新輸入。

報告文學不是獨具中國特色的一國文體，而是一種具有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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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存在的國際寫作方式。這既有歷史的記錄，也有現實的印證。

報告文學是一個舶來的文體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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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將其作為《中國新文學大系》第一輯

這一種新樣式在國外被稱為R ep or t age」

影印出版。一九八○年代初、一九九○年

[4]

代初、一九九七年和本世紀初，分別編輯

端先一九三二年翻譯的日本文藝家川口浩

出 版 了《 中 國 新 文 學 大 系 》第 二 輯

的《報告文學論》中可見：「報告文學乃至

(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第三輯(一九三七

通信文學的名稱，是Reportage的譯語。這

至 一 九 四 九 年 )、第 四 輯 ( 一 九 四 九 至

是從外國R ep o r t二新造的術語，大概，在

一九七六年)和第五輯（一九七七至二○○

外國的字典上還沒有這個生字」[5]。二十世

○年）。第二、第三、第四輯《中國新文學大

紀三十年代，中國翻譯了不少國外研究報

系》中都設有報告文學卷，而在第五輯中，

告文學的文章，除翻譯川口浩的文章外，

卷名則由「紀實文學」置換了報告文學。對

還有沈起予譯法國作者瑪律克斯著《報告

於置換的原因，主編李輝有明確的表述：

文學的必要》、徐懋庸譯法國作者梅林著

「『紀實文學』的出現絕非偶然，實際上人

《報告文學論》（都刊於一九三六年六月

們意識到報告文學的現有概念，已經無法

出版的《文學界》創刊號）、周行譯法國作

概括所有紀實類文學作品的全部，需要有

者加博爾著《「報告文學」的本質與發展》

所突破其局限，故以『紀實文學』概念來容

（《文藝陣地》第一卷第六期，一九三八年

納進更為寬泛的內容」。「我們不妨套用國

七月）和張元松譯塞爾維亞作者巴克著

際通行的『非虛構』概念，把『紀實文學』

《基希及其報告文學》（《七月》第四集第

確定作為紀實類文學作品的總稱，而在中

三期，一九三九年十月）等。受到特定時代

國當代文學中有著特殊歷史地位的報告文

社會激變的激發和國際報告文學的影響,

學，則是其中的一大構成部分」 。李輝的

中國報告文學創作開始活躍,產生了夏衍

表述中隱含這樣的意指，即非虛構是「國

《包身工》這樣「可稱在中國的報告文學

際通行」的概念，而報告文學是中國當代

上開創了新的記錄」（《光明》創刊號「社

文學中特殊的文體。這樣，由王樹增、李輝

評」，一九三六年六月）的標志性作品。

[3]

。報告文學是日文的譯名。這一點，在沈

的言說，報告文學是中國的獨特稱名或文

一九七○年代末和一九八○年代是

體，還是一種國際性寫作方式，就成了一

報告文學的中國時代。《哥德巴赫猜想》、

個需要討論的問題了。

《人妖之間》、《西部在移民》、《世界大

報告文學不是獨具中國特色的一國

串聯》、《中國農民大趨勢》等作品，以其

文體，而是一種具有一定的歷史存在的國

對現實深度的介入和對思想解放進程的

際寫作方式。這既有歷史的記錄，也有現

獨特參與，在文壇和社會產生了重大的影

實的印證。報告文學(Reportage）是一個舶

響，成為新時期中國文學的主潮之一。由

來的文體名稱。從現有資料看，報告文學

此，也使一些不熟悉報告文學歷史的人產

的漢語名稱始見於一九三○年。一九三○

生了誤解，以為報告文學是「中國文體」。

年三月一日出版的《大眾文藝》刊出了由

而實際上報告文學進入到二十一世紀，國

日本中野重治作、陶晶孫譯的題為《德國

際上依然有一些組織和人士在宣導、在寫

新興文學》的介紹性文章。譯文指稱：「刻

作。如德國國際性文化刊物《國際文學》

構、寫實體作品、傳紀文學等。我們對文體

報告文學獎(Lettre Ulysses Award for the

指稱的把握，首先應該明確指稱所具有的

Art of Reportage），並在當年進行了首次

邏輯性，即需要在邏輯同一性的前提下討

評獎。獲得二○○三年尤利西斯報告文學

論，否則就會出現不科學的歧見。按文本

獎一等獎的是俄國女作家安娜·羅列喬夫

與表達對象關係的不同，我們可以將文體

斯卡婭，獲獎作品是《讓俄國蒙羞的車臣

分成兩大類，文本所寫「實有其事」、「實

人》，二○○四年一等獎的獲獎作品是中

有其人」，客觀地再現對象，為寫實文學，

國作家陳桂棣和吳春桃的《中國農民調

或稱非虛構；而以虛設、擬想、組合，「雜

查》，二○○五年一等獎則頒給了英國作

取種種」等的方式表現對象的，為虛構文

家亞歷山卓·弗勒，其獲獎作品為《與一個

學。報告文學從它的發生看，是基於新聞

非洲士兵一起旅行》。由獲獎作家的國家

傳播而形成的新聞文學，新聞性和文學性

分佈看，尤利西斯報告文學獎體現了一個

是其文體的基本規定性。紀實文學是一個

國際性獎項的基本格局，也反映出報告文

文類的指稱，具有新聞性的報告文學屬於

學是一種重要的國際性的寫作方式。二○

紀實文學範疇，但紀實文學中還有紀實小

一一年，中國台灣佛光山星雲大師創立全

說、報告小說等，基於不同的表達價值設

球華文文學星雲獎，這個獎項每年評獎，

計，它在客觀的寫實性上是漂移的。因此

包括了報導文學、歷史小說、佛教散文三

紀實文學不等於報告文學。非虛構如同報

類，其中的報導文學獎即為報告文學獎。二

告文學一樣也是一個舶來品，我們回到它

○一一年十二月評出了第一屆全球華文文

發生的原初語境就可以知道其實非虛構

學星雲獎，其中獲得報導文學獎的是楊祖

是和虛構同在的。非虛構源於美國二十世

愛《亞馬遜河的藥師佛—推展遠端醫療的

紀六十年代的「非虛構小說」(Non fiction

腳印》、吳妮民《純真年代—林彥廷醫師

Novel)。代表作家杜魯門·卡波特和諾曼·

事件始末》、林中偉的《愛向前走—甘肅

梅勒。卡波特一九六六年出版《冷血》，

隴南支教採訪紀事》。晚近新設全球華文

採用「非虛構小說」的文體形式，將傳統

文學星雲獎報導文學獎，從一個方面表徵

小說的虛構想像力與新聞報導的寫實結

了報告文學這一特殊文體，在全媒體時代

合起來，在對真實人物、事件進行描寫時

具有重要的影響力。

使用小說的虛構手法，開創了美國紀實小

二、關聯指稱及其爭議

說（nonfiction novel）的先河。諾曼·梅勒
的代表作是一九六八年出版的《夜幕下
的大軍》，作品依據自己參加的一九七六

念。「文體是指一定的話語秩序所形成的

年美國爆發的大規模的反戰（遊行）鋪展

文本體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評家獨特的

而成。正如其副標題「作為歷史的小說」

精神結構、體驗方式、思維方式和其它社

「作為小說的歷史」所示，作品包含了歷史

會歷史、文化精神……從表層看，文體是作

（真實）和小說（虛構）的因素，並不是純

品的語言秩序、語言體式，從裏層看，文體

然的「非虛構」作品。從詞源本身看，非虛

負載著社會的文化精神和作家、批評家的

構的完整稱名，是非虛構小說(Nonfiction

個體的人格內涵」 。就其顯性的意指而

Novel)。這是我們在使用這個概念時應當

言，它包括了文本與表達物件的關係、文

注意的背景。

本的表達功能、語言方式等。

由於對文體認知視角不同或是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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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體其實是一個複雜的多義項的概

[6]

丁曉原：走出文體判斷的誤導

學院參與，於二○○三年設 立尤利西斯

文學藝術

主要是與報告文學有關的紀實文學、非虛

報告文學這一特殊文體，在全媒體時代具有重要的影響力。文

會（Aventis Foundation）共同發起、歌德

體其實是一個複雜的多義項的概念。就其顯性的意指而言，它包括

本文這裏所說的報告文學關聯指稱，
了文本與表達物件的關係、文本的表達功能、語言方式等。

（Lettre International）和阿文提斯基金

文化中國

說」，自然「不等於一般所說的『報告文

文學的質疑和爭議多了起來。以李敬澤為

學』」，但不少作品其實就是報告文學，只

代表的一些評論家，對報告文學的存在表

不過是換了一個名稱罷了。對於以「非虛

示了明確的懷疑。「我們不大可能創造出

構」置換「報告文學」，一些堅守著原有的

一個奇觀般的精神廢墟：在全世界消滅小

報告文學觀念的評論家，自然不會默不作

說、消滅詩。然而,有一種文體確實正在衰

聲。李炳銀對「非虛構」作了直言不諱的

亡，那就是報告文學或紀實文學，真正的

批評：「『非虛構』是個很不坐實的概念，

衰亡是寂靜的，在遺忘中，它老去、枯竭。

它的核心和邊緣都沒有被闡述得清楚過。

所以，我贊同編者的議論，讓我們確認『恐

所以，在文學創作中，人們已經接受了虛構

龍已死』」 。中外報告文學的最新發展，

和寫實這樣的體裁分類、表達分工局面，

表明這樣的預測是不客觀、不科學的。可

還有沒有必要再人為強迫地構築面目並不

能是言說者也感到自己的斷語有了問題，

清晰的陣局呢？難 道報告文學、傳記文

所以直接棄用報告文學的概念，而以紀實

學、回憶錄等不是『非虛構』嗎？」李炳銀

文學、非虛構加以置換。如前引用李輝所

以為在報告文學之外推出非虛構，會「使

[7]

紀實文學是一個文類的指稱，具有新聞性的報告文學屬於紀實

文學範疇，但紀實文學中還有紀實小說、報告小說等，基於不同的表

１１６

達價值設計，它在客觀的寫實性上是漂移的。因此紀實文學不等於報

告文學。

二○一八年第三期（總第九十八期）

體價值取向有異，最近十多年圍繞著報告

說，「我們不妨套用國際通行的『非虛構』

概念越來越變得局促和疊加複雜起來」

概念，把『紀實文學』確定作為紀實類文

[9]

。

學作品的總稱，而在中國當代文學中有著

阿來《瞻對：兩百年康巴傳奇》進入

特殊歷史地位的報告文學，則是其中的一

第六屆魯迅文學獎報告文學獎提名而最終

大構成部分」。解讀李輝的表述，將報告文

未能正式獲獎，成為報告文學和非虛構爭

學作為紀實文學「其中的一大構成部分」，

論中的一個「事件」。阿來《我對第六屆魯

這是很具邏輯性的，他揭示了紀實文學和

迅文學獎報告文學獎項的三個疑問》，質

報告文學兩個概念之間存在著屬種關係

疑評委對《瞻對》體例、評獎程式和作品

的。問題是紀實文學不是文體的概念，而

藝術水準的把握。其中的體例實為文體關

是文類的範疇，其間包含許多子類。這種

涉非虛構和報告文學的概念。「《瞻對》全

以總體替代具體的做法，一方面反映了文

文二十余萬字，發表在《人民文學》雜誌

體分類中的某種難處，另一方面實際上也

『非虛構』欄目。非虛構如果不是報告文

取消了具體的報告文學的存在。此外，「非

學，那麼，它是哪一個文學類別？詩歌？或

虛構」也不是「國際通行」的概念。非虛構

者神話？」[10]阿來的作品，如你其題目所給

在美國用得較多，而在德國則用報告文

出的，是「兩百年康巴傳奇」，似乎越出了

學。曾經是中國報告文學重鎮的《人民文

通常我們對於報告文學基本定義的理解。

學》在二○一○年後力推「非虛構」，設置

可能問題也不完全在此。我們不在這裏討

《非虛構》重點欄目。「何為『非虛構』？一

論魯迅獎報告文學獎評委是否認同非虛

定要我們說，還真說不清。但是，我們認

構，但的確 稱 名和概 念 混亂，給文學評

為，它肯 定不等於 一 般 所說的『報告文

獎、評價造成了一定的問題。

學』或『紀實文學』。……我們其實不能肯
定地為『非虛構』劃出界限，我們只是強

三、非虛構語境中的反思

烈地認為，今天的文學不能局限於那個傳

報告文學關聯稱名的爭議，成為一段

統的文類秩序，文學性正在向四面八方蔓

時間中國文壇的熱點；而概念間的糾纏，

延，而文學本身也應容納多姿多彩的書寫

顯見地造成了文體寫作、批評乃至評獎的

活動」 。從《人民文學》「非虛構」欄發

某種混亂。正如著名報告文學作家何建明

表的作品看，有的直接標注為「非虛構小

所指出的那樣，「我國目前的寫實體作品

[8]

的一條，就是因為其寫作陷於某種模式，

分清什麼是報告文學，什麼是紀實文學，

缺乏創新與開拓的意識與嘗試。而『非虛

什麼是傳記文學或紀實作品，於是乾脆來

構』這一概念的提倡與實踐，正是對這種

個大歸口，說這都是非虛構作品」。在他看

沉悶局面的有力破解。近年來所產生的一

來，寫實體作品相關的「概念混淆而往往

些作品，不論社會影響與還是文體的豐富

造成整個寫實體作品的混亂」，因此，何

對於『報告文學』來講都是充滿了正面效

建明認為「規範文體本身是一項急切需要

應的。而報告文學組的評委們，作為這一

解決的問題」。規範文體當然是一件重要

領域的專業人士，對此始終視而不見？對

的事項，但報告文學自身的優化也是亟需

此終究毫無感知？而要拒絕『非虛構』進入

的問題。非虛構的語境恰好給我們觀照反

『報告文學』？」[13]「陷於某種模式」，「缺

思報告文學提供了有價值的視鏡。

乏創新與開拓」，顯然揭示了影響報告文

非虛構，如上所述，從詞源背景和創

學的症候，堅守報告文學者不應該諱疾忌

作中非虛構和虛構的雜糅等看，它作為一

醫。阿來提出非虛構「進入」報告文學，其

個置換報 [11]告文學的新的稱名，沒有可行

中就包含有利於報告文學去模式化的合理

的內在邏輯。再者，以「非」來稱名文類或

因素。如果一定要用非虛構這個稱名，那

文體，也不符合中國文體命名的習慣。無

麼報告文學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體。一些標

疑，從文體的歷史生成和現實存在看，報

注為「非虛構」的作品如梁鴻的《中國在

告文學是能夠獨立成體、可以獨立成體

梁莊》，包括阿來自己的《瞻對》，就是報

的。但 文隨 世 移，固化 就 意味著文體活

告文學作品。非虛構中可以或者應該「進

力、創造力的弱化。我不認同這樣的說法，

入」報告文學的是什麼，在我看來，就是非

「對於報告文學，應始終強調其最初由新

虛構宣導者所說的，「希望由此探索比報

聞特寫演變而來的特性，強調其與現實生

告文學或紀實文學更為寬闊的寫作，不是

活的最為直接、最為密切的關係，從而也

虛構的，但從個人到社會，從現實到歷史，

就在更大程度上突出其『文學輕騎兵』的

從微小到宏大，我們各種各樣的關切和經

地位與作用」 。這樣的觀點看起來好像

驗能在文學的書寫中得到呈現」[14]。

[12]

報告文學是一種與時代關聯很緊密

實際上卻忽視了報告文學的發展變化，而

的「時代文體」，應時而化是它的重要品

「始終強調」的結果也使報告文學寫作走

格。傳統的報告文學，更多體現為一種新

向了模式化。一些主張以非虛構取代報告

聞文學，題材的新聞性某種程度上決定著

文學的言者，他們一方面可能對非虛構的

作品的基本價值。報告文學從從其發生發

本指不很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們對報

展的歷史看，它是一種意識形態色彩顯著

告文學存在的情形有著不滿的「情緒」。

的文體。英國學者伊格爾頓指出：「在選取

而正是在這樣的情緒中包含著一些有益的

一種形式時，作家發現他的選擇已經在意

見解。阿來的表達是有代表性的：「非虛

識形態上受到限制。他可以融合和改變文

構這一概念在中國文學界的提倡與越來

學傳統中于他有用的形式，但是，這些形

越多的寫作者加入這一體裁的寫作，正是

式本身以及他對它們的改造具有意識形態

對日益 狹窄與邊 緣的『報 告文學』的 拯

方面意義的。一個作家發現身邊的語言和

救」。這裏所用的「拯救」顯示著某種作家

技巧已經浸透一定的意識形態感知方式，

式的「情緒」，但激發情緒的情由中有著值

即一些既定的解釋現實的方式」[15]。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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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堅守了報告文學文體的經典性，但

丁曉原：走出文體判斷的誤導

本質就是區別於虛構作品」，「往往也不去

文學藝術

產生的危機縱然有諸多原因，其中最重要

報告文學是一種與時代關聯很緊密的「時代文體」，應時而化

體的作品，那麼它就應當是非虛構的，其

是它的重要品格。傳統的報告文學，更多體現為一種新聞文學，題

得反思的理性因素。「今天的報告文學所
材的新聞性某種程度上決定著作品的基本價值。

歸類有些混亂」，「一些人以為凡屬於寫實

文化中國

文學更是這樣，基希所說「報告文學，一個

個人的方式表達世界，傳統的報告文學更

危險的文學體裁」，就包含了這樣的意指。

多強調寫作的社會性、公共性，忽視其重

「具有社會意識的作家承擔著雙重任務，

要的個人性。文學的「個人方式」其義項是

即鬥爭的任務和藝術的任務」，報告文學

豐富的，在我看來，重要的是個人的體驗、

「不僅對於世界上的食利者危險，對於他

感受，個人的思想、精神格局和個人的語

本人也危險，比一個無需乎擔心被否認的

言等。像梁鴻的《中國在梁莊》，作者寫出

詩人的勞動更危險」 。在相當長的一段

的是自己「在生活」中的獨特體驗感受。這

時間裏，報告文學過度地新聞化，近似於

些正是報告文學可以從非虛構中借取的要

新聞報導。報告文學重視作品的意識形態

素。

[16]

這樣報告文學就日漸模式化，其表達對象

[1]

《尋找永恆的人──阿列克謝耶維奇自
述》，h t t p s://t h e i n i t i u m.c o m/
article/20151009-culture-featureSvetlana-Alexievich01/。

[2]

韓文嘉：《專訪〈抗日戰爭〉作者王樹
增：非虛構文學寫作，需要有使命擔
當》，見《深圳特區報》二○一六年五
月十七日。

[3]

李輝：《紀實文學：直面現實，追尋歷
史──關於〈中國新文學大系〉紀實卷
一九七七至二○○○》，載《南方文
壇》二○○九年第一期。

[4]

茅盾：《關於「報告文學」》，載《中
流》第十一期，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
日。

[5]

川口浩：《報告文學論》，沈端先譯，
載《北斗》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三二年
一月二十日。

[6]

童慶炳：《文體與文體的創造》雲南人
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頁一。

[7]

李敬澤：《報告文學的枯竭和文壇的
「青春崇拜」》，載《南方週末》二○
○三年十月三十日。

[8]

《人民文學》二○一○年第二期主編
語。

[9]

李炳銀：《關於「非虛構」》，載《文
學報》二○一二年四月二十日。

的豐富性和審美性就不足了。二十世紀九十
年代以來，隨著「全媒體」的迅速發展，報
告文學原有的新聞優勢基本失去，其新聞
性明顯弱化。這就需要報告文學拓展表現
時空，特別是需要從常態的生活存在中探
尋新的書寫質料。
報告文學的讀者也發生了變化，新的
讀者或讀者新的興趣不再接受作者的「報
告」上，而更願意通過進入作品參與和作
重要的是儘管報告文學意識形態色彩鮮明，但它到底是一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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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方式。因此，它需要回到以文學的方式，回到以非虛構敘事的方

式反映對象世界。這裏特別重要的是故事性和個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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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忽視它作為文學方式的審美要求，

者的對話。所以作者以「政論」的方式直
接揭示作品敘事的「報告」制式，也需要調
適為讀者參與作品敘事的「對話」的方式。
「報告主體的主體性在紀實那裏，變得更
為隱晦和深沉，而讀者對於文本的參與
性，也有了由少到多的變化」，「從單方的
報告到試圖在作者與讀者之間建立起一
種對話的姿態，是現在這類寫作正在發生
著的一個變化，也是讀者的期許，更是這
種文體發展壯大的路徑」 。此外，更為
[17]

重要的是儘管報告文學意識形態色彩鮮
明，但它到底是一種文學方式。因此，它需
要回到以文學的方式，回到以非虛構敘事
的方式反映對象世界。這裏特別重要的是
故事性和個人性。故事具有某種「生物學

[10]

載《成都商報》二○一四年八月十七
日。

性」，「很難想像敘事不是我們本能的一
部分」，「我們視自己的生活為一種敘事，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對他人的敘事如此著
迷」[18]。
好的報告文學，讀者喜 歡的報告文
學，必須有好的故事敘事。文學要以作家

[11]

何建明：《寫實體作品的問題與前
景》，載《文藝報》，二○一二年二月
三日。

[12]

李輝：《紀實文學：直面現實，追尋歷
史──關於〈中國新文學大系〉紀實卷

literature” with “nonf iction” is hardly

[14]

a logical action. The conf lict between

[15]

hence, kind of a cognitive failure on the

《人民文學》二○一○年第九期內容簡
介。
伊格爾頓：《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
評》，載《西方馬克思主義美學文選》
(灕江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頁
六八六。

[16]

《報告文學──一個危險的文學體
裁》，劉半九譯。引自《時代的報告》
一九八一年第三期。

[17]

劉頲《報告到對話》，見《南方文壇》
二○一二年第一期。

[18]

傑克·哈特《故事技巧──敘事性非虛
構文學寫作指南》葉青，曾軼峰譯，中
國人民大學大學出版社，二○一二
年），頁四。

Literature as International Writing
Ding Xiaoyuan (Soochow University)
Abstract: Reportage literature, as an
international literary genre born in Europe,
is in no sense a special ‘Chinese genre.”

side of the literary world in terms of exactly
what constitutes a genre. Little surprise,
such an entanglement in terms has led to
confusion as to what stands for literary
journalism, or what is literary criticism,
etc. T he good news, however, is t hat
nonfiction itself has supplied the possibility
and necessity for ref lection on just how
to optimize reportage literature as genre.
Repor tage literature, while str uggling
a way out of over-journalism and overideologization, is expected to reconstruct
and to recover its reportage beauty on its
way back to narrative nonfiction through
emphasis, among others, on story telling
and characterizing.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writing,
Reportage literature, Nonf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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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fiction and reportage literature reflects,

丁曉原：走出文體判斷的誤導

attempt at replacing the term “reportage

文學藝術

to the American “narrative nonfiction,” the

文學要以作家個人的方式表達世界，傳統的報告文學更多強

《阿來發聲明三問魯獎「希望以文學之
名，受到公正待遇」》，載《華西都市
報》二○一四年八月十七日。

調寫作的社會性、公共性，忽視其重要的個人性。文學的「個人方

[13]

While the term “nonfiction” can trace itself

式」其義項是豐富的，重要的是個人的體驗、感受，個人的思想、

精神格局和個人的語言等。

一九七七至二○○○》，載《南方文
壇》二○○九年第一期。

文化中國

敘事結構與表意方式
──IP影像的形與質
■ 孫宇龍
中央民族大學圖像研究所
要：IP影像是相對傳統攝影作品而

攝影I P資源將已有的創作或故事資源，開

言的一種影像類型，但其敘事結構和影像表

發轉化其在攝影或其他領域的新價值[1]。

意方式及傳播形態上，同傳統攝影作品有了明

攝影IP資源是指在「互聯網+」大環境下出

顯差異性特質，本文著重從IP影像的敘事結構

現的一種新的創作資源，其創作過程仍屬

與表意方式兩個方面對I P影像作品的媒介特

攝影藝術範疇。

性進行探討，甑別兩者質與形差別。
關鍵詞：IP影像，敘事結構，表意方式

二○○八年，中央美術學院青年教師
姚璐，借中國古典山水畫形式與色調，推
出了《新山水》系列攝影作品，引起攝影界

攝影 資
IP源將已有的創作或故事資源，開發轉化其在攝影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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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的新價值。攝影 資
I P 源是指在「互聯網 」
+ 大環境下出現的一種
新的創作資源，其創作過程仍屬攝影藝術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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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研究I P影像的表意方式與敘事策略

與美術界的高度關注，其作品從古典山水

旨在發現I P影像在發展過程中的一些問

畫的I P資源轉換而來，在攝影界引起不少

題，並總結IP影像作品的故事性、戲劇性、

的爭論。

現實性及藝術創意模式，從而獲得對I P影

其後這一現象逐步蔓延。如著名攝影

像作品的技術和創意元素的敘事價值再

藝術家黑明借用抗戰老兵的文學資源創

認識，進一步把握IP影像的內在特性。

作了影像藝術作品《抗戰老兵》，青年攝

一、攝影IP資源與IP影像作品
的出現

影師宋朝借用留守兒童的新聞資源創作了
《留守》。
最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是藝術家戴翔

1.攝影IP資源的創作實踐

耗費三年時間「自拍自導群演」創作的長

攝影IP資源是受大數據與「互聯網+」

達二十五米影像作品《清明上河圖‧二○

的影響，繼谷歌街拍、眾籌創作和PGC（專

一三》，二○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首次亮

業生產內容）、UG C（用戶生產內容）攝影

相於廣東的第十屆連州國際攝影節，爆紅

創作現象之後，攝影領域裏涌現的一種新

互聯網並引發攝影圈、文藝評論界乃至社

的攝影資源，運用相機的人（不限於攝影

會公眾層面的強烈關注。當年戴翔憑此作

師）對IP資源的開發應用。

品獲得了壓軸大獎「新攝影年度大獎」殊

IP（Intellectual Property）原意是知

榮。該作品的傳播成為二○一四年度最受

識產權的英文縮寫，攝影I P是指一切借用

媒體關注的文化事件之一。其作品就是借

已有的I P資源進行攝影再創作的資源，包

用北宋著名畫家張擇端的長卷風俗畫《清

括無版權與著作權的古籍和有版權的新

明上河圖》的IP資源轉化創作而成的。

聞，影視、文藝IP資源。本文統指創意資源

受當前電源I P資源影響，小說可以改

之意，當下有不少創意者已利用這一資源

編成電影，電影可以衍生出游戲，游戲又

進行創作，商業化藝術創作甚至「生產」。

可以為小說提供更多的情節……在泛娛樂

化創意領域開始融會貫通。而交互點就集

實際上，借用傳統題材與形式改編創

中在IP（Intellectual Property知識產權）資

作的I P影像作品，在攝影類型劃分與定位

源上。攝影也不例外，這一現象在攝影圈

上一直是一個難點，如同觀念藝術的攝影

裏逐漸引起注意，學者們開始深入研究這

作品是歸入攝影作品還是藝術的類型作

一現象。
2.攝影IP資源產生的時代背景

品，一直是藝術圈爭論不休的話題 [3]。但
自二十一世紀以來，每年攝影展場上都會
出現一些從文藝作品、網絡與新聞或小說

到商品的演變過程，攝影本身沒有變，只

轉化創作而來的攝影作品，在沒有明確概

是攝影敘事方式有了變化。戴翔及其作品

念定義前，我們把當代攝影創作湧現的這

的影響與效用顯然不能用現象或問題來

類攝影創作作品統稱為I P影像作品。I P影

簡單描述概括，其背後的技術支撐與社會

像作品初步定義是指假供攝影I P資源轉

經濟原因值得商權。

化而來，創作者通過其藝術加工與提煉，

近年來，受藝術市場與商業文化 影

通過攝影創作手段與流程形成的攝影作

響，中國現代文化符號的認知度和承認度

品，因其作品不僅有攝影作品，也有藝術

較低；二○一五年北京師範大學一項調查

創作過程及創意過程，我們將其以攝影作

指出，排在外國人對中國文化認知度前幾

品為主要載體的藝術成果統稱為IP影像作

位的是熊貓、綠茶、陰陽等。

品。

與此同時，網絡與大眾文化卻生機勃
勃，I P資源轉化運用火熱推進。影像成為
網絡平台的重要內容和主要載體。攝影I P

二、IP影像作品與傳統攝影作
品的區別

資源從屬於特定人群的小眾文化轉變大眾

根 據美國學者哈羅德·拉 斯韋 爾的

娛樂話題；小眾文化轉變成大眾流行文

「5W」 [4]傳播學理論，I P影像的傳播在大

化。攝影I P資源轉化前，有其固定的影響

數據與互聯網時代在傳播流程與流播模

範圍和用戶人群，資源經創意者藝術轉化

式上有了明顯的變化。

後，人們抱著娛樂的態度去關注作品。I P

作為攝影媒介的一種創新形式，IP影

轉化本身就是跨媒介的資本化運作，促進

像作品從其誕生以來，其作品原本就具有

了不同媒介受眾群體的文化交流，而I P攝

傳統攝影作品的內在特質，但綜合研究考

影作品則是將屬於年輕人的小眾文化轉為

量，I P影像作品又具有傳統攝影作品的所

大眾娛樂文化的比較有效手段 。I P資源

不具有的內含與特質。
1.IP影像作品的資源轉化特徵

[2]

轉化形成的影像作品相對於傳統攝影作品
的創作有了許多新變化。

孫宇龍：敘事結構與表意方式

移動網絡時代，從攝影作品到產品再

文學藝術

3.IP影像概念初探及內蘊
攝影 資源轉化，包含大量跨界資本的湧入與驅動，已成攝影
IP
產業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攝影 資
IP源開發應用的問題及其解
決方法，探索互聯網與攝影產業的關係，具有重要意義。

時代的背景下，各自獨立、領域細分的文

從目前的I P影像作品分析，I P影像作
品具有轉化特性，即作品在創意之初，是

業動力與創新能力雖不斷增強，卻受題材

創作者從已有現成的攝影IP資源中轉化而

與傳統攝影本身的限制，有相對局限性。

來，這種轉化不是隨意與信手拈來的，而

在互聯網經濟的衝擊下，攝影I P資源轉

是創作者根據自身創作經驗與創作水平，

化，包含大量跨界資本的湧入與驅動，已

對現有的I P資源進行評判、篩選之後的結

成攝影產業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攝

果，這種篩選涉及到主題的可視覺化、題

影IP資源開發應用的問題及其解決方法，

材的法律問題、轉化創作的可操作性、影

探索互聯網與攝影產業的關係，具有重要

像作品的可觀賞性等諸多問題。這一系列

意義。

環節中，每一個環節都必須經過認真處理

１２１

傳統攝影受互聯網思維影響，攝影產

文化中國

與協調。
目前，我們所能看到的I P影像作品都
須經過這HXF環節的洗煉後形成的。不同
的創作者在不同的環節著力重點不一樣，
但環節的程序必不可少。
2.IP影像作品主題的已呈現性

像語言的特性。

三、傳播模式對其敘事特徵的
影響
I P影像作品基於攝影I P資源的轉化
進行創作，其敘事方式和其印刷媒介的文
本敘事、網絡媒介的聲音敘事、電視的影

不同的根本特性。因為I P影像作品其來源

音綜合敘事以及電影的限定空間內的結

的特殊性。不是創作者主觀構思，也不是

構敘事均有所不同，既有傳統攝影作品的

從現實生活中直接紀錄而形成的作品。I P

敘事特性與表意方式。也有其獨特的敘

影像作品必須在已有題材的基礎上進行

事方式，形成了I P影像作品獨特的敘事特

創作，也即其題材是整體或局部來源於已

徵。

有題材，或形式或內容。

I影
P 像作品主題的已呈現性，其取材與轉化的源頭不受任何局
限，可以是古典名著，也可以是電影題材，更可以是網絡話題。甚至

１２２

是已有的影像作品的再加工。沒有這個前提，就不是 影
IP像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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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I P影像作品與傳統影像作品

1.斷崖式敘事結構

我們可以從目前I P影像作品中看到

網絡時代應由而生的I P影像作品，其

其源頭，宋朝的《留守》作品，其題材的綜

敘事結也同移動網絡及大數據有關，在透

合性大於量新聞報道題材，也就是關於留

明的網絡面前，I P影像作品的敘事與表意

守兒童的題材，宋朝經過大量綜合選擇以

方式，有一定潛在前提，如戴翔的《新清明

及文字分析之後，覺得題材具有影像呈現

上河圖》，應具有中國傳統文化知識底蘊，

性。最後根據自己現實生活經驗對題材進

瞭解《清明上河圖》的歷史緣由與前提。

行再加工，最後形成其影像作品。IP影像作

I P影像作品的跳躍式結構以及網絡傳播

品主題的已呈現性，其取材與轉化的源頭

點對點、碎片化的傳播特性，讓受眾能夠

不受任何局限，可以是古典名著，也可以是

方便快速融入其所建構的敘事語境，因此

電影題材，更可以是網絡話題。甚至是已

近年I P影像作品傳播不僅僅通過紙質載

有的影像作品的再加工。沒有這個前提，就

體、網絡載體，還有視頻點播平台傳播，

不是IP影像作品。
3.IP影像作品的視覺展示性

也通過地鐵、公交電視、樓宇廣告等方式
與受眾見面。

從攝影I P資源轉化過來的題材有很

I P影像作品在敘事過程中，往往具有

多，一些抽象的，無法用影像或攝影語言

較大斷層空間，敘事篇章較為宏大，其潛

呈現的題材，或是轉化為視覺作品時有困

在的攝影IP資源須觀賞者用自身的知識結

難的題材，就不具備轉化特性。也即I P影

構與閱讀經驗去解讀；當創作者把I P影像

像作品一定要具有能夠把IP資源變成視覺

作品用當代藝術形式（關鍵是攝影作品形

作品的特性。

式）組接在一起時，整個影像與攝影作品

目前，不少攝影師或藝術家有許多創

看起來就是幾種意義片段的組合建構，結

意構思，但他們總是在構思中無法把創作

構邏輯跳躍而不連貫，這是I P影像作品區

主題轉換成影像作品，原因就在於其創意

別於其他攝影作品形式的重要特點。

無法用視覺語言或攝影語言進行展現。當

另外I P影像作品敘事結構上的跳躍

代影像作品也有不少作品，呈現在觀賞者

又完全不是無序與雜亂無章的，I P影像作

面前，觀賞者不知所云，或是根本不知道

品創作者把作品一部分創作交予了觀看

影像作品說的是什麼。這就是其影像作品

者，觀看者通過自身已有對事物的理解和

不具備影像的再現性，或許這些作品可以

邏輯架構能力，將I P影像作品看似零散的

用文字或是繪畫可以呈現，但是不具備影

片段連貫成一個完整的故事，並與創作者

不同的抗戰老兵各自不同的人生經歷以及

結束，但I P影像作品並非如此。在傳播過

現在的生存狀態，來描述我們當前生活日

程中的展示環節，網民可以隨時根據自身

子來之不易與艱辛這一道理。這一題材在

知識積累與稟賦展開探討與爭論，甚至基

黨建文獻資料與抗戰影片及現代文學作品

於傳統文化的根基對作品進行過度闡釋

中呈現較多。但最後呈現在觀賞者面前的

與提升。

人物，表面看起來就是人物肖像與特定場
藝術家黑明在作品創作初期，就將抗
日戰爭這個大前提潛藏在作品的背後，沒
有對中國抗日戰爭歷史資料的背景的瞭

個人表達以及受眾閱讀的個體化，I P影像
作品這種互動製作的過程，讓其在傳播領
域占有獨特的優勢與先機。
3.一體化的影像生態鏈

解，觀賞者就很難看懂這組作品。這種跳

大數據支撐的網絡平台。攝影行業

躍性在I P影像作品中表現得極為突出。中

已習慣於有一個中心或者權威，傳統互聯

國的抗戰歷史看似與黑明作品無直接聯

網，以P C連接為終端，網絡結構有很強的

繫，但是作品在另一個層面也豐富了人們

「中心」操控力。門戶網站是網絡的中心

對主線的理解，使主線所要表達的理想與

節點。攝影門戶平台網站成為圖片消費的

現實之間的劇烈反差更加立體、生動。
2.創作過程的互動主觀性

重要平台。移動互聯網則帶來顛覆性變
革，圖片消費與傳播聚合變得無處不在。

I P影像作品的創作，同大數據與「互

圖片用戶不再需要特定的中心與門戶網站

聯網+」有著密切關聯，從一開始就體現了

與平台來實現自身需求，通過微博、微信

其影像作品的主觀性，與傳統的紀實作品

朋友圈及公眾號即可滿足資訊需求。去中

以及新聞攝影作品比較起來，其特點極為

心化並不意味著攝影行業協會或攝影權

鮮明，就是影像作品可以人為設計與主觀

威的消亡，而是削弱其過去一統天下的權

表演，並且作品處處體現出互動的色彩。

威。I P影像的一體化生態鏈，為攝影發展

在I P影像作品草創初期，創作者都會通過

提供了新方法。

網絡及「三微一端」(微信、微博、微視頻以

大數據概念由費亞德（F a y y a d）在

及客戶端)等諸多方式，與藝術同行或是觀

一九九五年的知識發現會議上首次提出，

賞者展開針對性交流，通過交流反饋的意

主要研究方法是數據挖掘，其基本目標為

見，不斷完善影像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形

描述（descriptive）與預測（predictive）[5]。

象設想，情節展現或主題節奏與走向，甚

通過描述以刻畫海量數據中潛在模式，並

至完全變更影像的主題乃至畫面結構布

根據數據中潛在的模式來進行預測，從而

局等。

發現數據中有價值的模型和規律。一體化

縱觀當下現有I P影像作品，作品中的
人物，有很多就是創作者通過網絡「三微

生態鏈只是其應用模式中的一種，未來還
會有許多新的模式。
去中介化已成常態。攝影的傳播、展

傳播觀閱程序時，已經具備視覺觀賞性。

示與消費，在傳統攝影時期，大多通過策

一些I P影像作品實際拍攝過程時，為了保

展與影像市場推介，影像消費者或圖片觀

證作品關注度持續提升，避免在信息擁塞

看者對於影像的欣賞與消費需要專業指

的網絡時代被觀賞者遺忘，有創作者會採

導。
在「互聯網+」時代，圖片的獲取與解

１２３

一端」海選產生的。這就決定作品在進入

取開設論壇，組建網絡團隊，激發網民的

孫宇龍：敘事結構與表意方式

景的老人生活照。

在自媒體流行的後網絡時代，非官方

文學藝術

作品進入傳播程序即意味著創作流程的

在傳播過程中的展示環節，可以展開探討與爭論，在自媒體

的碎片化和非線性敘事特徵。敘事主線是

流行的後網絡時代，非官方個人表達以及受眾閱讀的個體化， 影
IP
像作品這種互動製作的過程，讓其在傳播領域占有獨特的優勢與

討論與追逐。在傳統媒體時代，傳統攝影
先機。

產生共鳴。黑明《抗戰老兵》就具有典型

文化中國
「去中介化」讓攝影傳播環節與消費方式更簡潔方便，二者交

互作用，驅動著攝影產業化商業形態的變化發展。並形成新的商業規

１２４

則，在圖片消費行為和具體創作行為層面，展現出多方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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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不再僅依賴於專家學者的「建議或引

線敘事結構的調整和畫面的調度實現的，

導」，僅需網絡交流即可完成。當下的影

從而刺激觀看興趣，滿足觀看期待慾望以

像交流與展示大多通過幾乎人人擁有、零

及對於暗線敘事的呼應。明線敘事懸念設

成本的移動網絡來實現。傳統的策展與傳

置某些常規信息與某些重要信息和畫面

播方式，已遠不如門戶影像網站與網絡社

的彰顯與突出，這同傳統攝影作品在時空

區。移動互聯網本質是去中心化和去中介

上的限制是一致的。而傳統攝影作品缺失

化。去中心化，傳統互聯網時代，人們要通

了暗線的敘事結構，只能通過攝影作品畫

過門戶網站來獲取新聞資訊，不再需要特

面本身的衝擊力與張力，傳統攝影作品製

定的「中心」，微博、朋友圈、微信公眾號

作與敘事無論多麼巧妙，多麼精緻，與I P

就能滿足個體的資訊需求；去中介化，即

影像作品相比，總是缺少一部分，那就是

對於傳統互聯網時的門戶網站即「中介」

暗線的敘事結構。觀看者觀看時總有一種

不再依賴，而是依靠自身網絡平台與用戶

「一閱無餘」的感覺。目前，I P影像作品的

（即自媒體平台或分眾平台），減少了對門

信息和畫面的忽略與選擇主要體現在故事

戶網站與平台的依賴。

和人物的背景上，失敗的地方也在於此。

在I P影像作品創作與傳播過程中，

因不當取捨導致了結構失衡，最終影響了

「去中心化」和「去中介化」兩股力量同時

敘事表達，這主要是創作者的人文素質與

相互作用、彼此影響並導致系列變化，「去

敘事基本功所決定的。I P影像作品一定要

中心化」讓攝影話語特權不再是某些「攝

有可以與觀眾及時呼應的「懸念核心」。這

影精英」的特權，實現了大眾化與世俗化；

個「核心」可以是歷史的，也可以是現實，

「去中介化」讓攝影傳播環節與消費方式

真實也可虛構也罷。

更簡潔方便，二者交互作用，驅動著攝影產

「懸念核心」一定要關注人及人的狀

業化商業形態的變化發展。並形成新的商

態，融入創作者更多的主觀因素和公眾的

業規則，在圖片消費行為和具體創作行為

共同認知，通過個性化的表達和富有創

層面，展現出多方面影響。

造性的結構營造，使I P影像作品行走於紀

四、IP影像作品敘事結構
1.I P影像作品「雙線發展」敘事懸念
設置

實與藝術之間。創作者總是借助現實生活
中的事物去外化其主觀的思緒，用放大、
比喻、象徵等手段去處理。I P影像作品在
敘事結構上有更大的選擇空間，圍繞一個

傳統攝影作品為使觀賞者快速融入

「懸念核心」，多種角度和多視點去審視，

敘事情節，敘事多為「單線發展」模式，

用多種方法講述，激發觀眾的視覺慾望。

即「開端—發展—高潮—結局」。但I P影

在I P影像作品的懸念設置中，要用簡化的

像作品敘事在結構上卻是「雙線發展」模

雙線性發展「懸念——滿足」模式，潛在地

式，I P影像作品以大篇幅展現敘事高潮，

交代人物性格，釋放作品結構張力所營造

展現的語境與受眾的期待視野是相似的。

的思想內核。
2.IP影像作品的新媒體敘事結構

所謂「雙線發展」模式，如《新清明上
河圖》一條線是暗線即潛在線，即攝影I P

新媒體敘事結構主要體現在非線性

資源原本的敘事發展模式，即原有的作品

和跨媒體敘事兩個方面。這一結構特徵

敘事結構與方式，另一條線是明線，攝影

其實是同新媒體相伴而生的。我們無須贅

IP資源轉化為IP影像作品的敘事性發展。

述新媒體的新特徵及I P影像作品的誕生

兩條線共同作用，共同表意。

與演變，新媒體傳播特質決定了I P影像作

I P影像作品懸念的設置主要通過明

品的敘事結構的異質，形成自己獨特的形

化會逐步改善。對於I P影像作品的定位也
範圍內，一定要充分吻合後現代傳播特性

開始從「廣域」轉向「窄域」，從以傳播者

與觀眾的視覺心理特徵，才能將視覺壓縮

為中心轉向以受眾為中心，突出非線性敘

餅乾及時展銷出去，與I P影像作品鏈接的

事結構，更注重反饋效應，觀看後有互動

廣告與視覺宣傳圖片才能在這一傳播途

與反饋，這體現在觀看之後的及時互動：

徑中獲得利潤空間。
3.敘事結構的受眾本位論

或評論或微博或轉發，點滴幾字略作評

當下的I P影像作品大多標以「藝術作

活感受融入其中，起到了再傳播的作用。

品」，其創作者也以藝術家標稱，而不是以

IP影像作品因其傳播途徑與傳播載體的不

攝影師定位，從其敘事結構上，還是以創

同，不局限於傳統攝影作品的傳播流程與

作影像的導演本位論出發的，以其個性化

方式，需要通過攝影I P資源的原創性與創

的敘事方式和個人的魅力來吸引觀看者。

作者主觀融入完成，並且再現過程需要觀

I P影像作品的結構要求在敘事結構上必

賞者已有認知經驗的積澱與影像表層敘

須立足於受眾本位的角度，傳統的攝影作

事的「兩階段雙向」交流方可完成。

品形式上追求講述一個「完整」的故事或

在當下多渠道、多畫面、永遠在線的

人生道理或社會現象。

網絡讀圖時代，I P影像作品的資源跨界和

這種敘事必須靠I P影像作品本身來

跨媒體敘事是利用影視、圖片、網站、游戲

說話，觀看者關注的是影像話題本身有

和微信等多種媒體渠道敘事方式。受眾從

深度，並不是簡單直白，還要有回味品鑒

可以選擇其中的一種或幾種媒體方式，或

的空間，觀賞者並不關注誰的作品、什麼

者跟蹤全部方式來更好地領略故事的全

類型、何種風格。I P影像作品只能靠作品

部內容。

本身抓住觀賞者，否則觀賞者快速掠動的
目光很快會挪移他處，再也回不到作品的

任一片斷都要有來源（影像資源來源），

聚焦點上。觀賞者認同I P影像作品的資源

畫面要有比紀實攝影、新聞攝影作品有張

來源，並且有對此類素材表達的慾望與衝

力（因為主觀導演或擺拍），視覺語言的

動，而I P影像作品從某一方面把觀賞者內

表述要與觀看者密切契合。觀看者可以在

心深處沒有表達，或是無法準確表達的

任何一個時間片斷任意擷取I P影像作品

東西呈現出來了。受眾本位論對創作者的

閱讀與欣賞，而不一定是展覽館與攝影展

創新有較高的要求，需從受眾角度出發，

場，僅這一點就比傳統攝影作品更具閱讀

將形式與內容完美融合。I P影像作品必須

魅力。從情感表述角度，I P影像作品無需

最大限度運用獨特的藝術元素，與時代

悲情的書寫和悲憫的反思，傳播的模式決

背景、攝影I P資源的經典性與社會話題緊

定了觀眾的閱讀，因觀看者的觀看時間是

密結合，借鑒民間或隱形的結構，將生活

一個極為瑣碎的時間片斷，當然也可以是

和人性內涵融入其中，通過商業化手段與

攝影展場這類場所。

視覺窺探欲為途徑，增強微I P影像作品的

雖然I P影像作品的傳播效應不利於

創新和觀看性，使I P影像作品敘事故事完

其藝術價值的提高，但隨著「三網合一」技

整、情節緊湊、懸念迭出。

術的發展，手機電影，無線網絡和終端等

五、IP影像作品表意方式

技術突破，I P影像作品（當然也包括傳統
攝影作品）的傳播媒介和技術手段的專業

IP影像作品的完整意義表述，無論客

１２５

I P影像作品敘事特徵體現在，情節的

孫宇龍：敘事結構與表意方式

述，不耗時不費勁，又可將觀看體驗與生

「懸念核心」一定要關注人及人的狀態，融入創作者更多的

播方式略有區別，在「5W」播模式中，傳播

主觀因素和公眾的共同認知，通過個性化的表達和富有創造性的結

更為獨特，也即觀看在不同的時間與空間

構營造，使 影
IP像作品行走於紀實與藝術之間。

I P影像作品傳播與傳統攝影作品傳

文學藝術

式。

文化中國

觀紀實還是主觀表達都有創作者自己的認

通過個體個性化表達，將個人情感與思想

知、感悟和理解，都是從攝影I P資源轉化

的表達以最為純粹化的方式最直接地表

擷取素材，選擇、導演、呈現，用影像構建

現出來。

成觀念的表達。I P影像作品的表意動機，

I P影像作品的表意訴求是通過傳統

也使作品成為了創作者與受眾的交流媒

攝影作品的載體，超越畫面的實際內容向

介——因新媒體克服了交流的單向和互動

觀看者傳達自己的思想、感情與意識。
2.表意範式：圖思維對詞思維、字思維
表思的滲透演化

問題。但影像「表意」時，它的物質載體和
表達形式與人類的普通語言存在著很大
的差別。

因受傳統攝影作品的載體的限制，I P

１２６

從情感表述角度， 影
IP像作品無需悲情的書寫和悲憫的反思，傳
播的模式決定了觀眾的閱讀，因觀看者的觀看時間是一個極為瑣碎的

時間片斷，當然也可以是攝影展場這類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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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P影像作品是一種直接呈現的影像

影像作品採取一切可能的表意方式，讓畫

語言表達，與文字語言不同，沒有自己的

面敘事功能盡可能放大，極致地運用某些

固定「詞語」的特殊的影像表意形態。因

符號元素反映時代與背景，以及人物關係

此建構在數字化與高科技基礎上的「影像

與性格特徵，甚至故事情節的發展變化。如

表意」手段，從本質上構成了IP影像作品自

《新清明上河圖》圖像的敘事功能之一就

身所具有的、不同於傳統攝影語言的、獨

是將受眾興趣點無限放大，以期與受眾達

特的表達意義的方式。
1.IP影像作品的微言大意與象徵指向

到情感上的共鳴，圖中每一個點都是現實
社會的真實故事的再現，無論是「我爸是

I P影像作品表意更有後現代特徵。觀

李剛」還是「求包養」都能在日常生活中找

賞者因生存壓力大、節奏快、競爭強，原

到對應的原型。歐陽友權在《數字傳媒時

本完整的時間日益碎片化，一切可以利用

代的圖像表意與文字審美》指出：漢語創

的碎片時間不斷被影像所占據，而I P影像

作的執筆書寫使用的是「字思維」，即點、

作品情節緊湊，結構簡單，將攝影I P資源

橫、撇、捺連字成篇的體驗式思維和意象

與傳統攝影作品載體有效結合，符合後現

積澱的感悟式思維；電腦寫作使用的是

代社會人的接受心理、生存意識與生活節

「詞思維」和基於機器程序操控的技術邏

奏。I P影像作品敘事較傳統的文字表述和

輯思維；「圖思維」是以圖像方式感知和

傳統的攝影作品更有活力與生命力，並迅

把握世界的思維方式。歐陽友權道明瞭當

速傳播。

下新媒體興起的內在原由，數字化新媒體

從商業角度上，I P影像作品的微言大

最大的特徵圖像表意，當下受眾早已習慣

意就是從受眾的心理角度訴諸這一目的，

了「圖思維」，弱化了「詞思維」，丟失甚

觀賞者觀看完畢後的品嘗與回味實現其

至格式化了「字思維」。

外圍的文化層面的表達，而當觀眾在琢磨

早已有人用圖像學的方式來直觀地

與思考的空隙，其商業目的已經實現。直

表達抽象的邏輯與理念，從而消解了語言

接表達對當下社會政治和文化的關注，承

類藝術作品的晦澀難懂和闡釋與發掘，用

載了多層次的文化內涵和精神訴求。I P影

視聽直觀的圖像強勢遏制了文字表意的

像作品對圖像的表意方式有了變革：一方

審美空間，我們必須用圖像符號或畫面語

面，I P影像作品突破了現代主義的圖像表

言來表達，給人一種輕鬆表達的愉悅。然而

達慣例和傳統攝影語言的邏輯，採用個性

「圖像思維」也有不足與缺陷，就是表意

化方式，找到了影像的新鮮感和震撼的視

的極不準確性，根據羅蘭巴特的「知點與

覺效果；另一方面，運用影像的暗示、比

刺點」理論:即攝影師對於主題的可控性和

喻、象徵功能，讓影像與意義表述之間建

對於細節的不可控性。對於影像的細節的

立隨機性關係，I P影像作品的創作者試圖

表意的理解，不同的觀看主體會有不同的

式結構的表意方式，創作者對於I P影像

像作品的創作表 達之中，成為傳統攝影

作品主題的隱藏，滿足觀看主體多元化窺

表達和呈現手段的補充與完善，彌合了感

探慾望。觀賞者必須有兩層理解，一是攝

性與理性、知覺與思維、藝術與科學的鴻

影I P資源的深層認同，二是對I P影像作品

溝。
「互聯網+」、大數據的快速發展，推

化了人與世界之間的審美關係，調整了人

動了傳統影像作品的敘事結構與表彰方式

對世界的審美聚焦，改變了人對外物的觀

的完善，也衍生了新的影像作品，豐富了

察、體悟及表達方式，進而影響了人類的

攝影作品敘事手段及方式，還將會對當代

藝術思維模式。
3.IP影像作品的格式塔視覺表意

藝術與文化創作產生深遠影響，I P影像作

相比傳統攝影作品，I P影像作品無論

品的出現，把傳統攝影推到了變革的風尖
浪口，人們期待新發展與新變革。

形式還是內容都有創新，I P影像作品形式
上改變了信息傳遞的單向性，而主題在更
大程度上決定著I P影像作品能否成功。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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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塔（Gue st a lt）視覺規則即完形心理視
覺規則，從生物與物理學角度用整體與簡
化、張力、同構式影像進行整體而又不是
機械地複製記錄，對事物的式樣(也即完
形式樣)的把握。
強調事物的完形式樣，將觀察到的
特徵納入到一定力的形式結構之中，而不
是客觀事物的外形，以盡可能少的結構特
徵把複雜的材料組織成一個有序的整體，
通過主體的心理需要與記憶圖式來對現
實畫面圖式進行改造，忽略其某些特徵，
突出其某些特徵，從而達到貌似神合的效
果。通俗地說，就是用最簡潔的主觀導演
或擺拍的畫面，概括最豐富的主題，精確
而富有張力。這類似於我們的古詩詞「古
道‧西風‧瘦馬」的畫面意境，讓觀眾在畫
面中尋找潛藏的信息與線索，創作者除了
節約成本與時間外，還給I P影像作品埋下
深長的韻味。I P影像作品的表意，在關注
世界的視角、視聽傳遞的手段、表達意義
的方式等方面呈現出了自己的獨特性。
創作者對社會認知、對生命理念、對
內心情緒的主觀表達，即使是主體個人觀
點的呈現，其中也包含著主觀性重構——
如材料的來源的客觀性、拍攝的角度、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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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層理解。當下I P影像作品的圖思維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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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的概念，它含蓄地、內隱地存在於I P影

因受傳統攝影作品的載體的限制， 影
IP像作品採取一切可能的
表意方式，讓畫面敘事功能盡可能放大，極致地運用某些符號元素

正因為這點，卻也更好地迎合了前後斷崖

反映時代與背景，以及人物關係與性格特徵，甚至故事情節的發展

面構圖的建構等等，但是一個宏觀的、寬
變化。

理解接受方式，其實也即圖像的多義性，

用最簡潔的主觀導演或擺拍的畫面，概括最豐富的主題，這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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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中尋找潛藏的信息與線索，創作者除了節約成本與時間外，還給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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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ideographic mode of IP image
S un Yul o n g ( M i n Zu Un ive r sit y
China)
Abstract: IP image is a type of image

哈 羅 德 · 拉 斯 韋 爾 （ H a r o l d
L a s s w e l l ,1902-1977）於一九四八年在
《傳播在社會中的結構與功能》一篇論
文中，首次提出了構成傳播過程的五種
基本要素，並按照一定結構順序將它們
排列，形成了後來人們稱之「五W模式」
或「拉斯維爾程式」的過程模式。這五
個W分別是英語中五個疑問代詞的第一個
字母，即Who（誰）Says What（說了什
麼）In Which Channel（通過什麼渠道）
To Whom （向誰說） With What Effect
（有什麼效果）。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photography.

張曉強等「大數據方法：科學方法的變
革和哲學思考」，載《哲學動態》，二

structure, ideograph mode

However, it is narrative structure, image
expression and communication modality,
t h a t h a ve o b v i o u s d i f f e r e n c e s w i t h
traditional photography.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the IP image
and the expression of two aspects of the
media characteristics. It also explores how
IP image works and the different between
the quality and shape.
Key wo r ds: I P i m age, n a r r at ive

編後絮語
■ 子 夜
本刊執行主編
今年八月底，本刊編輯部與國際儒聯、上海大學、陝西師範大學等聯合在溫哥華舉辦了主題為「中華文
明的自信力和傳播力」國際論壇。人數並不多，但論文收穫極多，有三十多篇。除正在進行論文集的出版工作
外，《文化中國》也將從本期開始陸續刊發部分學者論文，作為會議成果發表的一部分。
中華文明的自信力和傳播力是近年來伴隨中國經濟崛起後人們談得比較多的一個課題。從學術層次來看，
這個問題涉及包括哲學、文學、史學在內的諸多論域，故也成為我們本期特輯「中國文化的民族精神與包容
性」的主要內容。德國柏林自由大學單東江博士的「內外融合知行合一」，從哲學論域出發，認為中國哲學與
希臘哲學家的認識論起源於智慧不一樣，中國儒家特別是孟子認為認識起源於人心，因而具有自然的認知能力
和公平的倫理品質，「盡心知性以至於命」塑造出中華民族精神的倫理特性。西方民族遵循「我思故我在」的
客觀規律，中華民族則以個體的「吾心」「相印」成為「宇宙之心」，凝聚為「天下為公」的生命共同體意
識。這種比較值得一讀並深思。與此映照的，是楊桂森教授從中國哲學的本體論對民族精神的生成性分析，認
為本體既化育著人生的生命，又養護著一個民族的精神，中國傳統「天、地、人」為一體的本體模式，培養了
中國人通過感通去把握世界的一種認識（思維）模式。感通是中國人認識世界的智慧形態，它不具有西方科學
分析問題的思考模式，更多是通過靈性來指引人類認識世界，所以中國傳統的智慧很長一段時期處於人類文明
的高點之上。
自信力和傳播力必須有相應的運作或實踐途徑，涉及包括語言在內的溝通方式。吉林大學徐正考教授以
「有容乃大」為題，對以漢語的包容性為例，分析了在漢民族共同語言漫長而複雜的歷史發展進程的不同階
段，吸收外來語的成分的事實，認為漢語因長於吸納外來語成分並將其消化融合而使自身日益完善，並指出漢
語吸納外來語的方式和特點彰顯了中華民族豁達、包容的心胸，並可以此對中華民族生生不息、日益強大的內
在原因作出更為深刻的認識。
本期中國研究欄目中，兩篇文章都是著眼於歷史，卻也有從史學本身的現實參考意義。葉曉波和高錦花的
文章，分析了周代的貴族宗法血緣與政治，認為西周統治者以分封制的形式將貴族宗法血緣與政治相聯繫，完
成了對國家結構的初步構建，但二者因為本質差異而產生矛盾，最終通過對等級制、分封制、禮制的破壞表現
出來。因此，他們認為貴族宗法血緣與政治的矛盾是動搖周代的政治統治根基的內因，而在這一矛盾運動過程
中，貴族宗法血緣因自身的局限性在矛盾鬥爭中逐漸居於次要位置，政治擺脫宗法血緣的影響日益成為一股獨
立的力量。關於周代的政治和文化，本刊過去曾多次發文作相應探討，建議讀者可以參照閱讀並比較。
本刊對歷史問題的探討，始終佔了很大的篇幅，因此，當我們讀到陝西師大張新科教授關於建立「史記
學」的探討文章時，感到應該作一介紹。因為正如張文所述，首先是由於《史記》這部巨著本身具有重要的文
化價值，同時也在於從漢代開始，兩千多年來的《史記》研究積累了大量資料，為「史記學」的建立奠定了堅
實的基礎。建立「史記學」，也是當前文化發展的需要，《史記》所體現的大一統思想、愛國思想、積極進取
精神、求實創新精神等等，對當今社會有積極作用。當然，一門學科的建立，涉及更多其它學科，不僅是史
學，也包括哲學、文學、民族學、地理學、檔案學等學科，在具體落實過程中，將有不同的問題要解決，是要
有所思想準備並作長期規劃的。
事實上，除了以上兩個專欄外，幾乎本期每個其它專欄的文章，都不同程度讓我們思考中國文化的自信力
和傳播力的問題，如王傑關於中國現代悲劇觀念起源的探討，閔麗以基督新教倫理為例分析宗教倫理的形成理
據與標準來源，李建軍和劉娟以中國與加拿大關係為例論述文化交流力建構的問題，鍾錦關於孔子與蘇格拉底
揭示超越性道德不同進路的論述，都為我們思考這個話題提供了不同的維度或話題。明年將是五四新文化運動
百年紀念，從時間點上將是一個極好的機會，我們會繼續與大家把這種討論進行下去，期待得到各位的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