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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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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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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世龍、梁燕城：新文化運動與中日文化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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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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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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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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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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

為主要是中國人所創作的包含新文化內容的文學作品，但不可忽視

的是新文學運動還包含著對歐美日本新文學作品大量翻譯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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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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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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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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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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