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卷首論語

從歷史文化重建後殖民地的香港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從七十年代開始，香港有一位名曾灶財的人，自稱「九龍皇帝」，在九龍街頭的燈箱、天橋柱、政

府建築的牆上，用大毛筆寫下自己的名字，自稱為國皇，以九龍為其領地。他的字稱不上書法，但卻有風

格，成為香港人集體回憶中的街頭文化。

曾灶財的塗鴉，不能純視為一個精神病者的心態表現，卻是代表香港那年代的集體迷惘。七十年代

中國在文革災劫中，前景一片迷離，世界則到處戰亂，冷戰窒息了人類文明。香港人無所認同，民族上雖

是中國人，但政治上不屬中國，又不想認同英國，可是不得不托庇大英旗下，是無國無根的，懸在半空的

人。在這種香港的特殊迷惘下，曾灶財從祖先文件中知道清政府禦賜九龍一片土地，忽然想到，讓他來當

九龍皇帝，香港人就有根了。這是他在時代扭曲下幻想出路，於是「九龍國皇曾灶財」就出現了，成為當

時文化的一現象。

其實七十年代香港人心態，是一種民族的遊魂。港人經濟富足，但無國無根，又不能自己主宰自己。

所以自稱「九龍國皇」代表了港人找回根源的渴望。我那時是中學生，我們也感到時代的無奈，知道英國

殖民地在操控愚弄我們，而中國大陸在文革中，重門深鎖，互不相通，香港華人變成遊魂。

香港人口最少有三分一是由內地逃港人士構成，他們或是國民黨背景，或是曾被鬥爭的「黑五類」，

或是饑荒時差點餓死的農民，或是上山下鄉插隊青年，他們構成了香港的基本人口，大都是避難來的，在

亂世中，苟存性命於殖民地。在思想文化上，都愛中國，但對大陸的意識形態很有距離。

香港的殖民地的權力核心，除了來自英國的統治階層外，還有一批港英政府栽培的殖民地華人精英，

港人稱之為「高等華人」，他們接受港英安排的英式貴族階層思想，從小學接受英語教育及西方思維，缺

乏對中國歷史文化的深入瞭解，不知西方侵略中國的近代史，一些人被栽培成高級專業人士，如醫生、律

師、工程師、會計師及高級行政公務員等，其政治觀點是親西方，以西方的政治體制為標準，缺乏對中國

人、中國歷史文化及中國現存體制的尊重。

這些英式殖民地精英，處在關鍵權力位置，建立了香港親西方政治意識形態的主要元素。平民在香港

是蟻民，無權過問香港統治體系，但有思想言論自由，及公正的法治體制保障其生存。

曾灶財的文化現象，成為香港平民遊魂文化的悲哀寫照。歷史就是如此流過，沒有人想到後來鄧小平

的改革，會帶來中國的巨變。八十年代中國的門打開了，貧困落後情況令人吃驚，也形成香港人某種對中

國的優越感與傲慢心態。但中國日漸改進，又令很多港人敬佩。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就是保障香港

回歸祖國後，保留原有的思想言論自由，及公正的法治體制。

九七年回歸祖國，港人有點懼怕，但又是游魂回家的一個盼望。在懼怕與盼望中，香港過渡成為中國

領土，香港經濟一度被外國狙擊而面臨衰退，然而這時中國卻奮發向上，成功再站起來，經濟與國力大大

起飛，成為香港的後盾，打贏了西方財閥的惡意攻擊。回歸後，中國用很多方式維繫香港的經濟繁榮，也

帶動香港發展，這令香港人安心下來。雖然中國仍有不足，然而成為世界經濟龍頭，香港人很多投身入中



國發展中，使香港再次富足起來。曾灶財亦在十周年慶典期間，與世長辭，完結了游魂的年代。

中國發展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全國華麗轉身，經濟、科技、人才等各方面漸超越香港，這在香港人

心中形成一矛盾，就是過去覺得自己比中國優越，但如今要面對中國的超越，不易適應。另一方面，中國

發展成功的同時，社會在仍未成熟追上經濟的成就，期間發生一系列社會治理事件，影響香港比較大的如

二○○八年毒奶粉事件，既暴露內地人不守法，還導致很多內地人到香港搶購奶粉，港府不得不出臺奶粉

限購令。又一些地方發生官員貪腐、或執法者過度執法，不重人民尊嚴，或地方官違法而又隻手遮天等負

面事件，在香港傳媒誇大報導，使港人對中國印象下滑，也令港人仍有懼怕。然而在一國兩制下，這類事

件不會在香港發生。而中國也在大力要求深化改革，改進不義事件，依法治國。

這期間很多香港人用積極態度，從中國過去幾十年的巨大進步來理解內地，體諒其發展階段，相信經

過時間，中國將更為進步，改進不合理事件，這成為中老年一代的態度，不少願意參與建國。但想不到這

期間年青一代成長，卻沒有建立這心態。

主因在香港年青一代仍不能把心扎根在中國歷史文化中，關鍵是香港政府由殖民地轉到後殖民年代，

未能自覺地在歷史文化上回歸，第一屆特首董健華原有這意識，但未得英國栽培的官僚系統重視。而所

推動的通識教育，又未有明確方向，不少教師仍遺留排拒中國的意識，所教有關中國的內容，重點竟是文

革，及改革後的貪腐與官員濫用權勢的事件，年青一代既不懂中國歷史文化，不懂中國近代的苦難，對當

前中國的成就一無所知，卻回到從前對中國恐懼與排斥的心態。

香港殖民地的精英，在九七回歸後，意識形態上是殖民地主義的延伸，采取殖民地所灌輸的西方主義

思想，以世界文明發展是直線的，終歸到西方式的資本主義及民主體制。這成為香港泛民主派的世界觀，

形成其政治實力，再以此意識形態去教育下一代。

這時期中國人生活大大改善，中國發展出一套非西方模式而達至成功，經濟總量直追美國，中國模式

打破了美國及西方所認定的西方主義，而西方亦企圖壓制中國的成功。美國一面要與強大的中國交往，另

一面又要想盡方法，去證明中國的路是錯誤的，但不能用軍事，另一可循之路，就是發動群眾抗爭。

各種抗爭幕後都有資金支持，美國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的資深研究員，美政府前國防顧問

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在美國Fox電視接受KT McFarland訪問中承認，美國為確保民主可在香港發

展，過去通過國家民主基金會，資助了香港數百萬美元(數千萬港元)。指出，「美國有領事館組織，負責

處理國會通過的香港政策法案，以確保民主在香港得以發展。過去亦通過國家民主基金會資助了香港數百

萬美元，所以某種程度上中國的指責不完全是錯誤」。(注Christopher Snyder, China tries to blame US for 

Hong Kong protests Published October 13, 2014 FoxNews.com)

這成為今日香港產生亂局的文化與社會背景。經過四個月的破壞與搗亂，甚至殺人放火，完全違背了

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原則。結果只是害了很多香港人的正常生活，也害了香港的發展，使香港反而變

得更差。

正本清源之道，一是中國深化改革，加強力度落實法治，成為公義體制，去除貪腐與濫權之風，保障

每一公民的權利與尊嚴。使香港人明白中國的改革發展，正全面使體制更公正與合理。二是幫助香港下一

代，認識中國與世界文明的真實價值，中國文化共體，與世界文化共同體，包括以下各點：

1.認識中國孔孟老莊的主流思想，及其人生哲理。2.認識中國現今內在不同文化與宗教的價值，及其和

諧並存之道，構成中華文化共同體。3.認識中國三千年歷史發展的理則。4.認識中國近代史的艱苦。5.認識

當今中國整體發展的策略與路向。6.認識世界文明史。7.認識近代西方歷史。8.認識當代世界的大國搏奕。

由此才建立下一代是有遠大眼光的中國人，明白中國歷史文化的大勢，走出殖民地那種西方主義的世

界觀，香港才能找到後殖民時代的文化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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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你同蔡仁厚和周聯華還有過新

儒學與基督教的對話？

□：是 的，大 約

是八十年代

初，蔡 仁 厚

與周聯華兩

人是中國新

儒學與基督

教的重要人

物，新 儒 學

掌門大弟子

蔡仁厚對基

督教提出的

八大焦點問題，周聯

華從西方神學回答，

但和蔡仁厚並沒有真

正對上了話，基本上

是各講各話。當時我還沒有拿到博士學

位，但敢於與這些大學者進行對話，因自

認為我從十八歲與唐君毅老師會面，再跟

從牟宗三與徐復觀，在新儒學大師門下已

十三年，也讀了基督教神學，思考從中國

思維方法消化基督教也有八年，已摸索了

一條會通和對話的道路。在夏威夷期間，

一九八四我寫了《會通與轉化》一書，回

答蔡仁厚對基督教提出的問題，建立了中

華神學系統的雛形，此書暢銷遠遠不及我

同期其他三本書《苦罪懸謎》、《慧境神

游》和《哲客俠情》。但卻是真正神學深度

反思的作品，出版之

後多年，到二○○四

年才有陳宗清寫《宇

宙本體論》，去回應

新儒家那龐大的哲學

智慧，華人神學界雖

出了一些人才，但很

少對中國哲學作有份

量的神學反思與對

話。

■：你是在他們中

間作為橋梁了。

□：其實是借他

兩位老學者的對話，

來提出自己年青一代

的新思考，我在《會通與轉化》中的觀點，

也成為一個經典的中華神學反省，但是初

期外界注意的不多，只有新加坡神學家

胡問憲頗重視，用之為課本，那年代中國

本土未開放，一般華人都在海外是文化遊

魂，海外神學界不重視中國哲學，以致基

督教不能生根中國文化，直到中國改革後，

基督教發展迅速，國內基督學者才注意此

從繁星、良知到宇宙感通恩情
──關於二十五年學思歷程的對話(下)

■ 黃保羅

芬蘭赫爾辛基大學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專題對話

摘  要：中國新文化運動已經是一百年，

由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創辦的《文化中國》

也正好一百期。一百期的《文化中國》和

中國一百年的文化進程，是一個很值得回

顧的歷史節點。因此，本刊總編輯梁燕城

和芬蘭赫爾辛基大學黃保羅教授就此進

行對話，通過這個對話，梁燕城以自己個

人親身體驗來反思和總結歷史變化中的

民族和文化，以個人的學術生涯和心路歷

程見證了中國文化的難艱發展過程以及

對未來發展的期望。

關鍵詞：文化中國，百年，歷史文化

《會通與轉化》成為一

個經典的中華神學反

省，但是初期外界注意的不

多，一般華人都在海外是文

化遊魂，直到中國改革後，

這書中的中華神學思路，成

為以後文化中國運動和文化

更新工作的思想基礎，擺脫

了西方神學的框架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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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的重要性。我認為，這書中的中華神學

思路，成為以後我從事的文化中國運動和

文化更新工作的思想基礎，擺脫了西方神

學的框架套路。

■：我注意到了。當年寫我寫的博士論

文，最早就是研究你那本書。在「會通與轉化」

那個基礎上，然後再擴展解決其他的神學與中

國文化問題。

□：這也是想不到的一種影響，而且

是是精英層面的影響，此類書普通人一般

是不太看的。我寫的另外一本書很受歡

迎，書名是《慧境神遊》，就是講我遇到老

子、莊子、釋迦牟尼、龍樹、孔子、孟子等，

一個一個與他們對話，掌握他們對真理的

領悟，到最後才遇到耶穌。那本書很流行，

出了二十多版。另外一本，我早期在二十五

歲時寫的書，叫《苦罪懸謎》，是對人的

苦罪問題的處理。我也是寫故事，講有個

理性的法庭，有哲學家如休謨等去控訴上

帝，為何容許罪惡與苦難的存在，然後由

奧古斯丁、愛任紐等出來回答，也有加爾

文和馬丁路德等，之後還有莊子、趙紫宸

等。這實在這也是受唐君毅的影響，早期

他寫的書都是講故事的，他用對話去幫

助人思考，所以那時候我就學這種用故事

來表達。後來我還出了一本書叫《哲客俠

情》，用武俠小說去表達上帝存在的哲學

辯論。我現在回頭看，從二十多歲到三十多

歲，那是最浪漫時期寫的書，年輕而且充

滿文學味道來寫，以後做了學者，就不敢

用這種方法寫了，因要有嚴謹理性推論。

在年青時唯一帶思想體系的書就是《會通

與轉化》。以後四十二歲成立「文化更新」

與《文化中國》，發表了很多論文和文章。

到二○一九年已出版了三十四本書及一百

多篇論文了。

除了《會通與轉化》的神學反省外，我

在二十六歲構思《慧境神遊》時，是由中國

哲學的佛道儒境界為起點，一步步以不同

境界的層次，上溯到上帝呈現的境界，基本

上是由哲學一步步走入神學。從多重境界

去理解人生，我分成六重境界，第一層次

是生活的世界，第二境界是覺悟空性，體

悟緣空和無常變化。第三境界是體悟道通

為一，道是宇宙萬化變中的不變法則，也

是天地之根源。第四境界是體証人心性來

自天，人性本體是仁愛。然後第五境界証

驗天之無限，是隱含性情的真理本體，然

後到第六境界是上帝的主動的呈現和啟

示。

■：就是「朗現天」了。

□：正是，我那時擺脫傳統神學上

「普通啟示」與「特殊啟示」

的用詞，用中國哲學上的「天」

概念，區分「默現天」與「朗現

天」，去解釋終極真理的呈現方

式。孟子講盡心知性知天，中庸

稱終極本體為真實無妄的「誠

體」，中國儒學的天，作為最高

的真理本體，貫通於人心性的本

體，其本質有仁愛的性情，隱含

位格情懷，同時是萬物的創造

性根源，是為「默現天」，即上帝以不說話

方式的呈現。基督教則描述及記錄上帝以

說話方式的呈現，有啟示與道成肉身，是

為「朗現天」。這是以中國哲學的天、心性

及人生境界，來步步呈示上帝的存在與啟

示。我在《慧境神遊》中，基本上是由故事

來描述人生境界。

境界哲學與神學

到後期，過了好多年之後，我將《慧

境神遊》的思路，寫了一本書叫《中國哲學

的重構》，通過境界哲學來講中國哲學，然

後從境界哲學裏面講到神學。從境界怎麼

講神學，講到上帝存在及啟示的可能，就

沒講上去了，因為講基督教方面我覺得功

力還不夠，就沒有再寫了，要到十多年後寫

《八福的沉思》，用八福講靈修的八重境

界，才完成境界神學。但是那本《中國哲學

的重構》對我是很重要的，是建立了境界

哲學的體系，來構造新時代的中國哲學，

敢於與這些大學者進行

對話，因自認為從

十八歲與唐君毅老師會面，

再跟從牟宗三與徐復觀，在

新儒學大師門下已十三年，

也讀了基督教神學，思考從

中國思維方法消化基督教也

有八年，已摸索了一條會通

和對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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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裏面也開出一個啟示的可能性。那時

候有由於我受卡爾·拉納(Karl Rahner)的

影響，他的第一本書就「上帝話語的聆聽

者」，就是從哲學先打開聆聽上帝的可能

性，然後接受上帝啟示，所以我那本書講

到最後就是我們要聆聽上帝。

在維真學院瞭解西方一套

■：哦，你是先在浸會學院，後來去夏威

夷和加拿大，然後再回浸會學院，接著再到加

拿大建立文化更新的工作。

□：是的，在浸會大學前後任教十年，

當時因為維真學院(Regent College)希望我

過去加拿大，開設中國文化部，這是文化

更新之前的工作。到了維真之後，我發現

西方有一套既定神學系統，及以工具理性

為本的做事規則，西方人做學問、做行政

和思維方向，基本上都是高人一等的，神

學大部分都是加爾文主義，基本上他心底

是高人一等的，表面上對中國人

與文化很尊重，但那是為了宣教

而來的尊重，他們不是尊重中國

學問的道，而只是因宣教而用尊

重作為一種「術」，一到神學的層

次，還是有某一種傲慢，這是沒

辦法的。身處西方，就只能隨順

他們的思路和做事方式，也趁此

時間吸納和瞭解真實西方精神。

四年後，因一些人的爭權手段，

我離開了維真。

靈修上的心靈黑夜

那時進到一種心靈的黑夜裏面。

遂研究St. John of the Cross (聖十字約

翰)的「心靈的黑夜」Dark n ight of the 

soul)與《攀登迦密山》(Ascent of Mount 

Ca rmel)，強調上帝通過黑夜來對人練淨

(puri fication)，他說：「靈魂經過黑夜，達

到與上帝之愛完美結合的神性光明」。

「這黑夜就是剝除和淨化感官所有的欲

望，亦即所有對於外在的世物，肉身的享

樂，及愛好私意的欲望」。這是練淨感性，

再進一步第二個是靈魂的黑夜，練淨靈

魂，去除深層內在的污穢，空淨了人心靈

所有雜質。當靈性進入曠野，在無邊黑暗

中，人對上帝沒有任何感覺，但此時才明

白，深度的靈性，不是靠感覺，而是要憑信

心。遂從靈修方面去進到更深的境界，人

生遭遇他人陷害，有一種怨憤困苦時，如

何肯定上帝的同在呢？結果我進入更深的

信仰境界，是通過信心堅持上帝的同在，

繼續而產生的，信心是一種意志的堅持，

堅持黑夜盡頭有曙光，在心靈的曠野荒

漠，無邊黑暗中，艱苦似是無止境，但藉信

心，人堅持相信，沙漠盡頭是活水暢流的

綠洲，黑夜之後將是曙色。人因而有盼望，

再次踏上屬靈之路憑信心前進，信心的堅

持如細水長流，內心最深處漸呈現一個靈

性空間，這屬靈的空間是心中的安宅，不

因現實風浪而變，靈性因此得大穩定，進

而追求體會上帝及實踐其國的義，而得內

裡的飽足。聖十字約翰指出，上帝使人經

歷心靈的黑夜，是去除人心的叢生繁雜的

污濁，使靈魂淨化，人由此學習進入默觀

(contemplation)，是心靈持續單純地、直覺

地，專注地凝視上帝，心靈不再是理智地

「默想」(meditation)，卻是超越知識，從

意志上專注進入上帝奧秘之愛中，而有感

通結合。得上帝看為義，上帝神聖的義呈

現於心，而且重新在靈魂深處體會上帝。

在大愛之中就能夠愛你的仇敵，寬恕你的

敵人。所以這樣我就開始屬靈上進到一個

新的境界，而當過了這一關，就是可以愛

仇敵之後，我就可以自己開創一個新的可

能性。

文化更新的使命

那時候我發現，中國的知識份子在

文化上是很迷茫的，很多留學生和學者在

海外，他們都認為我是中國歷史文化的專

家，也很愛國，希望我舉旗做些什麼。我本

來也不是搞事情的人，最喜歡的是關起來

西方有一套既定神學系

統，及以工具理性為

本的做事規則，神學大部分

都是加爾文主義，基本上他

心底是高人一等的，表面上

對中國人與文化很尊重，但

那是為了宣教而來的尊重，

他們不是尊重中國學問的

道，一到神學的層次，還是

有某一種傲慢，這是沒辦法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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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族文化整體在其

認同中的傷害，到改

革開放才開始重建希望，我

們中國人要盡一切努力來使

民族文重拾尊嚴，只有無條

件的仁愛、及完全獻身的服

侍，才可以醫治這深沉的文

化創傷。

做學問，在大學裏面拿個好薪酬，寫幾本

大書即可過一生。但因見中國的剛開放時

的困苦落後，文化衰靡，為了祖國的靈魂

重建，遂在海外發動一個救國運動，可以

說是救文化精神的運動。那時候就很奇異

地，感到是上帝交付的使命，不同的人鼓

勵我之下，開始了文化更新的工作，成立了

「文化更新研究中心」。我們認為要救中

國，要先救文化，救自古以來的智慧與精

神價值。先由三十個有心人，每人捐一百

加元(六百多人民幣)，用三千塊加元(約二

萬人民幣)開辦籌款晚會，想不到各方反

應熱烈，籌到第一筆錢六萬加元(近四十

萬人民幣)，就創辦了學術季刊《文化中

國》。辦刊物是很艱難的，原想把錢用完

了就不辦了，但沒想到我到處去宣講中國

文化，得到了海外華人的認同和支持，所

以一做就做了二十五年，《文化中國》也出

了一百期。那時，我真感到神蹟出現了。剛

開始使命時，香港商業電台與我聯絡，請

我回港主持早晨重點時事評論工作，年薪

一百二十萬港幣，這是高薪的工作機會，但

我想，當時四十二歲，人生下半場是為了祖

國重建，還是為了高薪厚職。最後還是選

擇了神聖之路，我放棄了這機會，甘心用

最低的薪酬為中國服侍。在國家民族文化

的艱苦奮戰中，我只是付出一點小犧牲而

已。由此至今已獻二十五年，能參與中國

這莊嚴奮鬥的日子，是極大榮幸。

當我們在海外推動文化更新和文化

中國時，中國因鄧小平南巡講話開始了新

一輪改革開放，我們跟中國大陸的學者逐

步建立了學術交流渠道，中國學者也應我

們邀請來到海外交流，在最初幾年裡曾兩

次在加拿大舉辦「文明衝突與文化中國」

國際研討會。我也第正或踏進中國那片非

常陌生又非常親切的大地。

瞭解中國經歷長遠的文化創傷

■：第一次回中國大陸是什麼時候？

□：記憶中是一九九六年吧，由於我

們邀請中國大陸學者出來加拿大，他們

也邀請我回中國講學，我才開始真正踏

足祖國大地(從前只是旅游)，初見滿街自

行車，走進中國人民的汪洋大海中，十分

震憾，這才是真實的祖國，真實的骨肉之

親，不只是書本上的孔孟老莊、秦皇漢武，

而是樸實的中國百姓。回念百年中國的

悲痛歷史，中華民族經受一種文化創傷，

耶魯大學社會學大師謝腓理（Jef fr ey C. 

Alexander）提出文化解釋的一個新理論模

式，名為「文化創傷」（Cultural trauma）。

用這觀點去探索群體的歷史災難，如何影

響了民族文化的集體意識。謝腓

理指出創傷不是人對苦難事件

的心理反應，卻往往是集體的

意義結構被破壞，這集體意義來

自文化，故是整體社會文化的傷

害，故名之為「文化創傷」，而不

是心理的創傷。他說：「創傷不

是集體經驗痛苦的後果，卻是這

實際的不愉快進入了集體認同意識之核心

當中」。中國民族文化整體在其認同中的

傷害，到改革開放才開始重建希望，我們

中國人要盡一切努力來使民族文重拾尊

嚴，只有無條件的仁愛、及完全獻身的服

侍，才可以醫治這深沉的文化創傷。

支持建立廉政文化

中國那時的最大困境，是無所不在所

貪污腐敗。為了對國家的貢獻，我們籌到

企業家捐一筆錢，從事廉政文化研究。因

為我們明白，要幫助中國反腐敗，一定要

使廉政成為體制和文化。一九九九年開始

跟上海政協及復旦大學合作研究這課題，

請中國學者與反貪官員來加拿大，研究加

拿大的法治制度為何少貪污，同時也請加

拿大的專家去中國對話，理解中國。結果

反應非常好，加拿大專家發現原來中國也

不是一個外面人講的「警察國家」那樣很

可怕，慢慢中西雙方理解增加。反貪腐很

快成為中國政府重視的重點工作。當時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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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大學合作，那時候復旦學者王滬寧剛

到中央去成為智囊，他的研究學者群都在

上海，所以我就跟學術界智庫開始建立點

關係。

資助貧困農村教育

二○○○年我發現中國城市有很多

農民工，生活艱苦，在農留下以億計的留

守兒童，又有不少初中畢業的少年女孩出

城當勞工，有些淪為陪酒女郎、甚或妓女，

令人心痛。那時蘭州大學請我過去交流，

我趁機在甘肅考察農村貧困。之後到北京

與中央民政部交流，見部長嚴明復，和他

探討少女農民工淪為妓女的問題，他指出

關鍵在幫助女孩完成高中教育，又派人帶

我到河北的農村瞭解，我開始深入瞭解學

校及學生的貧困處境。然後到二○○一

年，我們籌到一筆兩萬加元的錢，那時候

加幣匯率很高，大概有十四萬人民幣，在

貧窮也區可資助兩班學生一年

所需，於是開始了農村扶貧助學

工作。

在中國最艱苦的時候，農村

還很落後，這幾萬塊是可以做很

多事的。我們既看到了農村的苦

處，也盡了我們的心力，以愛心

對那些留守兒童。這些工作做到

現在也已經快十九年了。我們幫助學生讀

書到進入大學第一年，到二○一九年已幫

助了差不多兩萬人次的學生，我們這些叔

叔阿姨對孩子都跟進其成長多年，在物質

和精神上都扶持，以關愛幫助其成長。工作

先在廣西，發展到雲南與四川。許多我們

資助過的學生現在都已大畢業，都學會正

直做人，關愛他人，今成為醫生、社工、小

商人、銀行經理、一位甚至成為市級的局

長。

從我在中國的經歷看，是很奇妙的，

就是我走到中國社會最底層的草根群眾，

也走到了學術界的最高層，跟那些儒道佛

的大學者都有對話，同伊斯蘭教文化和共

產主義者都有對話。我們是真的犧牲了一

切而為了中國的發展和進步，政府後來邀

請我參加了西藏文化與發展保護的工作。

基督教生根中國的反思

後來，在繼續和中國學術界進行交流

時，又結識了許多學者、智庫專家、及各方

官員，包括很多研究宗教問題的學者和管

理宗教事務的官員。他們見到我們團隊對

中國人民的獻身，而我也在實踐中知道中

國現實上存在的很多問題，我能真誠而坦

率地向中央政府提出建議，由於善意和誠

懇，官方都能認真聽取並盡可能去解決。

後來遇到中國社科院的卓新平和北京大學

的張志剛教授，我們一起交流和探討，共

同提出了「基督教中國化」的研究課題。

■：這個我也很熟。我是二○○三年在赫

爾辛基開會時認識卓新平的，然後二○○七年

我到中國社科院開神學會，當時主要搞漢語神

學。

□：那時候我對漢語神學這個名詞不

是太喜歡，也沒有很多的接觸。

■：我後來也作了修正。

□：用語言做神學名我覺得很奇怪，

世界上那有英語神學、印度語神學？為何

不直接說中國神學、中華神學？我早期本

來沒有想到寫中國神學，只是研究基督教

與中國文化，並在三十四年前，我在《會

通與轉化》一書，就已提出「非希臘化」，

提出「基督教中國化」的說法，我是做了

幾十年的研究，找到了從儒道佛轉入基督

教的思想通道，伊斯蘭教我也做了研究，

理論上也找到溝通之路。所以當學者們開

始推基督教中國化時，我就很自然地融進

去了，想不到後來更成了國家的做一個項

目。我跟張志剛一起去國家宗教局談這個

項目，他們聽到覺得非常好，表示一定支

援。後來這個意見慢慢就成為一個方向，

事實是我幾十年都是希望基督教能生根

中國，與中國文化融通，也跟中國社會實

況能夠結合。基督教只有進入中國文化的

基督教只有進入中國文

化的精神深處，並且

用中國思維消化、用中國話

語表達，才能中國化，才能

在中國裏面生根。這是從神

學與文化上的會通，與政治

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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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深處，並且用中國思維消化、用中國

話語表達，才能中國化，才能在中國裏面

生根。這是從神學與文化上的會通，與政

治無關係。不過此書的觀點是超前了幾十

年，當時教會都沒有怎麼注意。我那本《會

通與轉化》一書只有新加坡、馬來西亞的

神學院重視，因為那裡華人的中國文化較

深厚。新加坡神學院拿來作為課本，但其

他的沒有太大注意。反而中國大陸一開

放，在中國文化處境，國內知識份子信徒

在這方面十分渴求，而這課題就成為中國

教會的方向。

總結文化更新開啟了三條中國化的

路：一條學術文化的道路，與利馬竇接近，

一條民間草根的大眾關愛扶貧的路，與

戴德生接近，一條同中國官方的接觸（反

映和建議），與李提摩太接近。結果三條

路在中國全都走通了，這可不是中國化了

嗎？

空的神學反省

■：可以從中總結，就是學術道路上文化

學術，然後民間扶貧，然後政治上的溝通，但

我知道除了這三個外，你後來還提了一個神學

觀念，叫中華神學。

□：我綜合過去對中國宣教士的研

究，當年利瑪竇是以文化進中國，深入研

究中國經典；而李提摩太是對政府改革提

議建，是在政治方面的；然後，戴德生是

走民間的道路，我們是三個條路一同走，

而不是把它們分開，就適應了中國化的方

向。為了探討中國化的問題，我們曾在香港

開了一個小的會議，找了羅炳祥、楊慶球、

吳宗文等幾個都懂中國文化跟哲學的，

我提出幾個基本的事情要思考，好像佛教

「緣起性空」，有沒有空的神學？還有儒家

的天人合一、道家的道，有沒有神學作建

構性的反省？單談對佛教的空的研究，神

學怎麼回應？當年我參加第一屆佛教與基

督教對話大會，日本佛學大師阿部正雄，

提出腓立比書中基督的「虛己」，可通過佛

教的空來理解空。基督倒空自己，限制自

己的神性，成為奴僕到人間，當神不像神，

就反而彰顯其是真神，當聖子不像聖子，

就完成其為聖子的真實，這都是用佛教的

辨證來說。莫特曼回應他，就講到三位一

體是互相倒空，又互相為愛所充滿，三位

一體是空的，但是又是充滿的。我認為這

個也是很有深度的神學的反應。好像我們

華人神學界，就很少有中國文化哲學的基

礎研究這些。從前有一個研究過佛教的叫

龔天民牧師，但是他也是研究民間佛教多

一點，涉及佛學高層哲學的則很少。日本

京都學派大師阿部正雄，就特別

研究蒂利希(Paul Til l ich，或譯

田立克)，對神學有瞭解，他也是

我博士時的老師。他之前日本京

都學派是一學統，創始者西田幾

多郎寫《善的研究》，又提出「絕

對無」的哲學去詮釋空，那些書

我都看過，他對「無」提出一種

新的哲學解釋，還是講得挺有深

度的。我們中國神學界就被人出來深入研

究，作出有份量的建構。

■：實際上就是日本人進行的基督教和

佛教的對話。

□：華人中還有一位佛學學者吳汝

君，有過對日本京都學派研究，其他都很

少了。

■：我觀察最近幾年還有一位香港的賴

品超，是研究大乘佛教，也叫大乘神學吧。我

跟他有過許多合作。

□：是的，他的學問很高，在佛學的神

學反省上是很有見地，可惜他有點游離在

主流福音派教會之外，要進入基督教正統

神學發揮影響並不容易。

■：我關於儒家和基督宗教與救贖的書

還是引起了一些注意，是用中文和英文在中國

和荷蘭出版的。

□：最初我對你印象最深的就是你提

出的「大國學」理念。這是一個比較大的文

化觀，基本不是神學的，後來我聽你講漢

基督倒空自己，限制自

己的神性，成為奴僕

到人間，當神不像神，就反

而彰顯其是真神，當聖子不

像聖子，就完成其為聖子的

真實，這都是用佛教的辨證

來說。



二○

一
九
年
第
二
期
（
總
第
一○

一
期
）

文
化
中
國

１０

語神學，對大國學不是泛泛而談，觀點非

常有深度，對馬丁路德和對「因信稱義」

的神學都有很深入的研究，大國學與漢語

神學都超過了一般泛泛以研究，不久前紀

念馬丁路德宗教改革五百年時候，大多也

是一般講講，但你卻有一定的深度，尤其

是論述了芬蘭學派的新方向，讓人看到深

度的地方。

易經的神學反省

中國神學，還有易經的神學反省，孔

子五十歲讀易，我是三十歲讀

易，在博士論文我提出「本體－

詮釋學」的方法學結構，但其實

未夠深度，且未找到打通跟基督

教的通道。五十歲再讀易，我發

現「知幾其神乎」一句，忽然領

悟，易傳「幾者動之微，吉之先

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幾」

是指開端，即事件剛起動的最微

細機竅，在事件剛起時掌握其深細之妙，

即可知其吉凶，而有正確判斷。「其神乎」

是神秘玄妙，神是指奧秘的領域，繫辭云：

「陰陽不測之謂神」，即變化到人不可知

的奧秘，就是「神」。孟子曾說：「聖而不可

知之謂神」，「神」是從可知的神聖引申到

最高之不可知的終極神聖。說卦傳言：「神

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妙」是動詞，

「神」是指在萬物背後奧妙地運作一切的

不可知的力量與真理。神就是宇宙好像有

一種神異的玄妙的安排在那裡。

我後來就看到了聖靈參透萬事，屬

靈人就能夠看透萬事，知道世界是怎麼

發展。這就是基督教回應易經的方法。然

後，神這個觀念如果在易經以外，最重要

就是到了左傳有這一句話，「神聰明正直

而壹者也」，聰明是有智慧，正直是他有道

德，而一是獨一，那可不正是上帝嗎？然

後說文解字裏面提到「天神」，是「天神，

引出萬物者也」，萬物是從他那裡來的。那

麼從其他的文獻裏面看到神這個理念，就

跟中國古書中「皇天上帝」的意思接近。在

此即可與基督教思想有接通的道路。

上古中國論「神」的奧秘不測，與二十

世紀著名神學家卡爾‧拉納(Karl Rahner)

所論有很多可溝通之處。拉納從奧秘開

始講人性，他一開始指出，人是會不斷發

問的存在，因人思考所見的世界、他人及

自己心靈時，面對的是一種奧秘，人自己

及宇宙的真相，永遠是現為未知奧秘，拉

納說：「人的主體，其本性是不斷的超越，

他不斷聆聽，卻不去控制，且不斷被奧秘

所淹沒，被奧秘所覆蓋」。他認為「體驗

奧秘即對上帝的超越知識」。人之所以不

斷超越自身，是因面臨神聖的奧秘(Holy 

Mystery)，奧秘是其根源，永遠指引其前進

方向，也成為超越的終極目的。上帝向人

呈現為奧秘，這奧秘引發人超越自身，使

人的超越性成為可能。人的超越性，使人

成為「道的聆聽者」(Hearer of the Word)，

這是人向永恒的開放，聆聽終極奧秘所發

出的聖言。

拉納認為，人聆聽終極奧秘時，可遇

到上帝的啟示，因上帝有主動向人的「自

我溝通」(Self-communication)，啟示的出

現，是奧秘者向人溝通，就成為聖經的記

錄，這是基督教敘事的開始。當奧秘者對

人說話的時候，就是上帝的啟示。因上帝

與人溝通，則人不用占卦去求知未來，因為

有上帝的聖靈帶領。聖靈參透萬事，屬靈

人與聖靈溝通，聆聽上帝的指引，即可看

透萬事，而有恰當行動。從基督教文化看

宇宙人生諸事件，互動變化，萬事互相效

力，都有上帝安排，而聖靈知道這個安排，

人內在本真與聖靈溝通，就可以在事件中

走到正確與和諧的路上去，所以說義人的

道路亨通。

易的事理學

■：你覺得易經其實和這個有些相通的

吧？

□：是的，老一輩學者劉百閔先生，

從基督教文化看宇宙人

生諸事件，互動變

化，萬事互相效力，都有

上帝安排，而聖靈知道這個

安排，人內在本真與聖靈溝

通，就可以在事件中走到正

確與和諧的路上去，所以說

義人的道路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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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做決策，不是西

方的直線或邏輯的思

考，而是在變化中看全體，

大局不斷找全域中的和諧與

平衡。易學是天、地、人的

宇宙整體，要找到「中正之

道」，達到「各正性命，保

合太和」。中和的平衡不是

定死的，而是在不同處境有

不同的中和處理。

指出易經是一種「事理學」，是在事件中尋

求事中的理。易學中的「變」，不是偶然的

亂變，卻是在變中掌握秩序和規律。易學

以天地為一變化的大系統，變化有兩極，

一是陽性，一是陰性。一切事物就因兩極

之性的融合交叉而產生多樣性。用易經哲

學實踐地處理事件，是在事件陰陽變化互

動中，找尋和諧與平衡。中國人做決策，不

是西方的直線或邏輯的思考，而是在變化

中看全體，大局不斷找全域中的和諧與平

衡。你要理解中國做事的決策，就是要在

全體中找到各方的平衡之道。易學是天、

地、人的宇宙整體，要找到「中正之道」，

達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中和的平衡

不是定死的，而是在不同處境有不同的中

和處理。

■：這一點我想從技術的層面認可你的

觀察，但是我想這裏主要還是在形而下的層

面，而不是指道德層面。如果是在道德層面，

它就有一定的危險，可能是相對主義或虛無主

義的。因為陰陽都是一個事情的兩面，沒有善

惡之分，但是基督教文化是講究有區分的。

□：是，單找中和，可以不問善惡。不

過易經講到一切變化至終在奧秘神妙的

安排，其有關神的層面，同基督教有了共

通的思想層次。人永遠是在實踐，但與神

感通就能通達形而上的真理。

■：有些人讀易經就是這樣，把實踐的形

而下解釋成形而上，這就出了問題，導致相對

主義和虛無主義，沒有是非沒有善惡之分。

實踐哲學

□：我同意。好像中國辦事情完成是

靠實踐性，這一點我有另外一種新的理

解。最近我研究從劉蕺山到王船山，劉蕺

山從實踐來行慎獨，是純道德

的自省。然後到王船山講實踐，

是落在歷史的實踐上言，他從

「勢」來分析，在現實發展的形

式，來理解勢中的理，這個「理」

只是大勢所趨，不具道德義，只

有實踐上的自然發展。這後來影

響毛澤東的實踐論，在實踐中檢

証真理，這真理是勢，不是道德

的，只有革命的動機和目的是道

德的。他以靈活的實踐打贏了國民黨，而

且從實踐上動員了社會最基層的人來支持

革命，獲得成功。但是他在文革的時候就

沒有用實踐論原則，就不成功。然後到鄧

小平改革時，就重新回到實踐，一直到現

在，現在的實踐論就慢慢變成易經形態，

重整體的相關和調協。

■：現在就是不斷調整貫徹。

□：但是調整裏面有沒「道」呢？關於

此，可能基督教文化和儒家文化等等都可

以作一些貢獻的，就是要有一個正道來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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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整體。

■：如果沒有正道的話，這種調整，比如

說就可能以利己主義作為根基。另外，你能否

談談有關中華神學中及其人性問題？

人性的感通與原罪的隔絕

□：我最近研究中華神學，早期思考

空的神學，道體神學，天的神學，還有易

經的「神」觀念研究等等，除此之外，還有

境界的研究，從中國境界哲學到境界神學

等。最近有新的重要體悟，因為人性還是

一個中國文化最關鍵的問題，佛教說人有

佛性，人人皆可成佛，成為佛教中國化的

一個重點。那麼，基督教的人性跟中國文

化的人性在哪裡相通？當然，儒家以人本

性是惻隱之心，是仁愛，基督教認為人是

有上帝的形象，人被創造而有上帝的仁愛

本性，這與儒家是可以相通。但基督教認

為人有原罪，有關罪我從前講了好多年，

基督教中的罪，是奧古斯丁定義

為「善的虧損」，就可以解通。基

督教認為上帝創造人性的本體

是一種原善，不過因人選擇隔絕

了上帝的感通關係，虧損了原初

的美善本性，進入自我中心的狀

態，是為罪，罪不是一種惡的本

性，卻是一種狀態，與上帝隔絕，

引至與天地人的隔絕。這跟儒家

認為人本性是善是不衝突的。

但我最近研究的是上帝的本性是什

麼？我受莫爾特曼的影響很大，認為上帝

是三位一體，是互相倒空，也互相被愛所

充滿。上帝是個關係的本體，它也是一個

關係中感通的本體。所以說三位有一體，

是三位在感通，而一體本身就是一個無限

大愛本體，其性情是感通仁愛。上帝父子靈

三位在互動感通當中，所以上帝不是真主

那種形態，高高在上一個很偉大的超絕存

在。三位一體的上帝本身是在愛的互動過

程裡，因著愛的特性，而可與人心靈相感

通。我從前已經講過，感通的神創造了感

通的人，所以人性也是感通。而人性能夠

看到他人的需要，他人的苦難，有惻隱之

心，是感通的人性。這就是仁義的仁這個

理念的真義。宋代理學大師程明道言「仁

者渾然與物同體」，其弟子謝上蔡，也講到

麻木是不仁，仁就是心靈不麻木，即能感

應而融通人與物。牟宗三指出「仁以感通

為性，以潤物為用」(心體與性體，正中版頁

四二二)。人性的特質是感通，人的天職與

目的，是滋潤萬物，對萬物做出好培育與

貢獻，作為自己的任務。牟宗三這個定義

還是很準確的。人對他人及萬物都有感應

融通，是人的仁義本性。如果這個感通就

是人性的本性，包括對親人的感通，對他

人不認識的人和對萬物感通，那可不就是

上帝的感通性在人裏面嗎？那可不就是上

帝的形象嗎？

人的感通性，最高就是跟上帝可以感

通，罪的狀態，是與感通相反的隔絕，「你

們從前與上帝隔絕，因著惡行，心裏與他

為敵」。(哥羅西書一章二十一節)但是在

罪的狀態，就讓人的感通留在最原初的一

個零點那裡。偶爾在現實的生活中能發揮

一點善端，但是沒辦法再跟上帝溝通，因

為人的罪是人存在內在的隔絕，跟上帝斷

了關係，人可以有的感通都不能通到上帝

那裡。人要回復感通，是憑信心，上帝臨在

人心，使信心呈現，而與上帝回復關係，但

信心是什麼的狀態？一般說信心是我信任

(trust)，或者是有把握的相信(confidence)，

信心的希臘文pisteuein/pistos，是指相信

上帝的應許，在耶穌基督身上實現，耶穌

是神的兒子。但信心人心靈中的實質意思

是什麼呢？當一個人真正信的時候，信心

是如何來的？

信心確是基督教的核心理念，有多面

向和多層次的用法，將之放在中國文化處

境思考，須全面地將之作一哲學的描述，

而與中國哲學的處境建立共同的思考框

架，而得產生對話及瞭解。在哲學上這須

從人作為一本體存在(Being)的思維開始，

這種感通性因罪而虧損

了，當上帝來臨時就

形成一個開放性的接受，信

心就從這裏出現，人心靈產

生純然的開放與接受，那是

人存在本體向上帝的開放，

就產生上帝帶領繼續的人生

的境界，這就是神學的境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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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以人的本體為心靈，孔子發覺，這人的心靈有一

種品質，稱為「仁」，孟子有時稱為「良知」。仁在心靈

中是一種仁愛的自然流現。

那麼，信心的起現是什麼，人起現信心是人本體

存在上真實的現象。在方法上我們先排除表層的解

釋，如視為人受環境影響的情緒反應，或心理作用產

生的一時感受，信心不是行為。當人經歷與上帝相遇

時，是人本體存在的震憾體驗，這體驗使人起現信

心，進入上帝本體存在的救贖大愛中，化為深層本

體存在的經歷。

信心的開放性與入的本真

如何理性地瞭解信心在人心靈的運作，這是

境界神學須探索的，信心不是一種行為或道德的

善行，是人本體存在對上帝臨在的一個信任的取

向，一個確信的決定。但這決定不是心靈意向性

(intentionality)的有矢向之行動，反而是一種放下，是

意向性回到純粹的自身，是心靈原始的天真，在原始

的心靈零點，人只有本真的直覺，覺察到上帝的臨在

與救贖。

當上帝臨在於人心靈，人因而放下所有內在的

迷執、意識形態、理論框架、及自以為是，回歸心靈

原始之零點。這是心靈原始的無為，無意向，無行

動，只是純然的開放。用一個神哲學的理念，我稱

信心是人存在本體的開放(英文可譯為Faith is the 

Openness of Being)故信心不是一個Believe system，

而是一種openness。人在此把所有你的自我中心都去

掉，而這個又接近老子講的虛靜心或者無為意思。但

是老子的虛靜心跟無為不能通上帝，最多是理解上

帝創造宇宙的規律，或者是對道體無限的領悟。除非

上帝來臨，他來了那一刻就震動我的生命，我的理論

或意識形態沒的時候，我就回到我最原始的人性的

零點，那就是我的感通性，亦是嬰孩式的原始天真。

這種感通性因罪而虧損了，當上帝來臨時就形成一

個開放性的接受，信心就從這裏出現，人心靈產生純

然的開放與接受，那是人存在本體向上帝的開放，就

產生上帝帶領繼續的人生的境界，這就是神學的境

界。

我從人原始的感通性、嬰孩的天真，論述上帝

感動人而使信心起現的心靈現象，可與中國哲學講

赤子之心及道家的虛靜心，放在同一思想框架中，建

立對話與交融，同時又保留基督教啟示與救贖的特

質。

沉思了五十多年

總結一句，中國文化與思想的當代課題，是與

西方文化與思想接觸所產生的衝激下，如何用當代

話語及思維的方式，去重建中國文化的精神價值，新

儒學與新道家都作過很多貢獻。基督教在中國的當

代課題，是如何走出傳統西方希臘與啟蒙運動的思

想框架，用當代中國的話語與思維方式，去建立中華

神學，使基督教生根中國。這是中國文明面對古今之

變，中外之交的大課題，我既是承傳中國歷史文化的

學者，也是有靈性體會的中國基督徒，在這中西古今

大交匯的文化磨蕩與融通中，由十三歲開始讀古書，

至今沉思了五十多年。

From the stars, the conscience to the 
synesthesia of the universe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Paul Huang 
of Finland on the academic experience of In-sing 
Leung

Paul Huang (Helsinki University)

In-sing Leung (Chief editor of Cultural 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New Culture Movement 

has been a hundred years, and “Cultural China”, 

published by Cultural Regeneration Research 

Society, has also reached one hundred journals. The 

one hundred journals of "Cultural China" and 100-

year Chinese cultural evolution are historical points 

worthy of review. Therefore, In-sing Leung, the Chief 

Editor of the journal, and Professor Paul Huang 

from Helsinki, Finland, conducted a dialogue. 

Through this dialogue, In-sing Leung reflected 

and summed up the nationalities and cultures in 

historical changes with his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witnessed the difficulty of Chinese culture 

development with his personal academic experience 

and journey of the heart, as well as expressed his 

expect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Keywords: Culture China,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ic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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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一三年九月訪問哈薩克斯坦和

二○一三年十月訪問印度尼西亞期間，中

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起了「共建一帶一路

倡議」，這是中國

正在為深化改革

開放采取的宏偉舉

措，主要包括進一

步 加 強

陸 上 絲

綢之路和

海 上 絲

綢 之 路

的建設。

自古有之

的陸上絲綢之路把

中國和中亞，歐洲

和中東地區連接起

來，海上絲綢之路

則經過阿拉伯海灣

和阿拉伯半島，把

中國和太平洋、印

度洋、大西洋、阿

拉伯海灣和阿拉伯半島連接起來。這種絲

路的開拓不僅是地理意義上的連接，而且

也是心理意義上的連接；不僅是經濟意義

上的互惠，而且也是文化意義上的磨合。

幾千年以來，中國和阿拉伯世界有著

相當頻繁的文化和經濟往來。阿拉伯人作

為東西方的橋梁，將中國的絲織品、瓷器、

茶葉等聞名遐邇的貨物傳入西方，推動了

全世界經濟貿易發展的進程。同時，在很

長一段時間內，中國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

之路很早就把中

國和阿拉伯世界聯

繫在一起，使得雙

方經濟關係日益密

切，為中國和阿拉

伯世界的共同繁榮

做出了重要貢獻。

到了現代，絲綢之

路的連接作用還包

科技術專業知識的

交流，同時還包括

不同文化之間的對

話、磨合和互動，

在積極的相互學習

借鑒和不同文明之

間的對話溝通中，

尋求多方面的合作

與共同發展繁榮的

途徑。其間的文化

交流、文化磨合，還會為建造共同市場，建

構命運共同體奠定文化的、心理的基礎，

甚至還會尋求建立維繫共同體命運的國

際安全體系。

一、古代「陸絲」、「海絲」

與阿拉伯世界

一帶一路背景下阿拉伯國家和

中國經濟關係的考察與審思
▉ 雅斯敏·薩曼

埃及開羅大學文學院

特約專稿

摘  要：經濟往來是文化交流、文化磨合的基

礎。幾千年以來，中國和阿拉伯世界有著相當

頻繁的文化和經濟往來。阿拉伯國家和民眾作

為東西方的橋梁，將中國的絲織品、瓷器、茶葉

等聞名遐邇的貨物傳入西方，推動了全世界經

濟貿易發展、文化交流磨合的進程。中國國家主

席習近平在二○一三年分別訪問哈薩克斯坦和

印度尼西亞期間，正式發起了「共建一帶一路倡

議」，這是中國正在為深化改革開放採取的宏

偉舉措。本文對中國和阿拉伯世界自古以來的

文化經濟關係進行一些考察，並著重探討作為

東西方橋梁的阿拉伯人在一帶一路倡議的背景

下為推動全世界經濟貿易發展的進程而作出的

貢獻。

關鍵詞：一帶一路；中阿文化；經濟關係；埃及

經濟

中國絲綢之路和海上絲

綢之路很早就把中國

和阿拉伯世界聯繫在一起，

使得雙方經濟關係日益密

切，為中國和阿拉伯世界的

共同繁榮做出了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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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在古代絲綢之路沒有開通之前，

埃及尼羅河流域的草原上已經有人踩出了

一條時斷時續的草原貿易小道。然而，中

國和非歐亞大陸各國真正的交往只有絲

綢之路開通以後才開始。悠久的絲綢之路

不僅是一條古代通商的道路，它更是連接

古代中華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希臘

文明和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道路，是東西

方文化和科學技術交流的極為重要的橋

梁。

與陸上絲綢之路（簡稱「陸絲」）相

比，海上絲綢之路（簡稱「海絲」）對阿拉

伯國家有著更直接的影響。實際上，在陸

上絲綢之路形成之前，人們已經開始從海

上探索連接外部世界的道路。在埃及史書

《地理志》中，最早記載了中國，書中稱中

國為秦尼國。

據考證，中國與古羅馬之間的海上航

線早在公元一世紀初就已相接，當時的相

接點在斯里蘭卡，中間經過埃及北方城市

亞歷山大等地。

隨著航海業的發展，中阿雙方的很早

就開始了雙向的航行。海上絲綢之路從廣

州、泉州、明州（今寧波）等地南航，穿過

印度，至阿拉伯灣和紅海。大批的陶瓷、

絲、絹、綿等貨物，通過這條海路，運到阿

拉伯各地和其他地方。當時，「陸絲」上的

駱駝商隊絡繹不絕，「海絲」上的商船來

往頻繁，這兩條交通大動脈將中國和阿拉

伯聯繫在一起，給雙方的經濟往來提供了

很大的便利。

隨著阿拉伯國家的建立和對外聯絡

的開展，中阿經濟關係日益密切。在唐代，

阿拉伯第三任哈里發奧斯曼正是遣使到

中國長安。當時，中國人將到中國經商的

阿拉伯商人稱為「大食」，也就是阿拉伯語

「商人」（條枝）的對音。可見，在中國唐

宋時期，一大批阿拉伯大食陸續到中國經

商，他們運去香貨、珠寶、藥物、玻璃製品

等數百種商品；運回中國的陶瓷、絲綢、茶

葉等聞名遐邇的特產。中國商船則遠航到

阿拉伯世界的阿曼、巴林、巴土拉赫巴格

達等地，與當地商人進行貿易。

阿拉伯阿巴斯王朝第二哈里發曼蘇

爾決定在巴格達建立新首都時曾表示過：

此處是一個優良的營地。此外，這裏有底

格里斯河，可以把我們和遙遠的中國聯繫

起來。

由此可見，曼蘇爾對阿拉伯和中國的

經濟關係給予極大的重視。後來，巴格達

建立不久就開闢了專賣絲綢、瓷器等中國

商品的「中國市場」；而唐代中國最大的對

外交往口岸廣州，被當時阿拉伯旅行家形

容為「阿拉伯商貨薈萃之地」。此

外，在長安、揚州等地，也有專門

銷售阿拉伯商品的市場。

隨著中阿經濟關係的繁榮和

日益頻繁，古代中阿貿易相當活

躍，運到阿拉伯的中國貨物有許

多種。其中，絲綢和瓷器最受阿

拉伯人的喜愛。古代阿拉伯人稱

中國杭州生產的絲織品為「漢沙維葉」，

意思是「杭州的」，同時還把中國瓷器叫做

「綏尼」，意思是「中國的」。當時，阿拉伯

人不僅購買並使用中國瓷器，他們還在當

地仿製中國瓷器，這也是阿拉伯人對中國

瓷器深切喜愛的表現。

在阿拉伯帝國建立以前，阿拉伯與中

國的交往主要以間接的貿易往來為主。然

而在阿拉伯帝國建立以後，也就是中國唐

代開始的時候，中阿經濟貿易關係隨著雙

方政府開始遣使互訪而更加頻繁。在此

期間，雙方長期和睦相處，互通有無，而阿

拉伯文化則主要通過貿易途徑傳到中國。

因此，越來越多的阿拉伯商人來到中國經

商。

此時，來中國的阿拉伯商人多聚居在

中國的重要國際港口——廣州和首都長

安。此外，在港口城市揚州和泉州，也住有

不少阿拉伯商人。宋代時，來中國的阿拉伯

商人多數住在廣州和泉州。到了元代，大

多數阿拉伯商人住在中國泉州、廣州、杭

悠久的絲綢之路不僅是

一條古代通商的道

路，它更是連接古代中華文

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

希臘文明和美索不達米亞文

明的道路，是東西方文化和

科學技術交流的極為重要的

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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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溫州等許多城市，他們運到中國的各

類貨物，豐富了中國的商貿寶庫和經濟貿

易形態。

二、當代「一帶一路」與阿拉

伯世界

中阿的經濟貿易關係不僅有悠久的

歷史，而且隨著雙方當代文化往

來日益頻繁而不斷地得到提升，

從而繼續發揮加強中阿人民傳

統友誼的作用。在二○一三年，

中國提出了建設「一帶一路」經

濟帶的建議，將古已有之的「絲

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

路」進行了整合與升級。這一跨

越時空的宏偉項目賦予古老的絲綢之路一

種嶄新的內涵，被譽為是一個高瞻遠矚的

偉大項目和一條和平發展的共贏之路。同

時也是一條探求文化交流、磨合的積累共

識之路。

當代「一帶一路」經濟帶的倡議基於

一套重要的基本原則，筆者以為，其中最

主要的原則及顯示的相應特徵是：（一）這

是任何有意願國家都能參與的開放倡議；

（二）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倡議；（三）本倡

議主要以實現互利共贏為基本原則；（四）

充分考慮到各國不同的條件和狀況；（五）

主要基於現有合作框架的雙邊和集體合

作，而不是輕易追求新的框架；（六）倡議

顧及了經濟、文化和文明等元素，體現了

整體思考。

實際上，古代絲綢之路承載了中阿經

濟貿易交往的歷史，而當代的絲綢之路，

也就是一帶一路經濟帶將實現更多的中

阿經濟貿易連接與互換。過去的阿拉伯世

界就為絲綢之路沿線各國提供了連接的

橋梁。

如今，阿拉伯國家也要通過絲路來吸

引企業入駐，增加更多的經貿往來，因此

「一帶一路」經濟帶的建設要推動中國和

沿線國家的經濟發展以及為中國和阿拉伯

世界經濟帶來不可小覷的影響。目前，「一

帶一路」經濟帶的建設項目已經獲得六十

多個國家的支持，包括自古以來與中國保

持良好經濟貿易夥伴關係的阿拉伯國家。

作為「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合作夥伴，

不少阿拉伯國家的發展戰略都和中國提出

來的「一帶一路」經濟帶項目不謀而合。據

筆者瞭解，埃及商人協會最近在幾十個國

家進行了一項研究，介紹新絲綢之路要經

過的國家。首先是中國，其次是蒙古，土庫

曼斯坦，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阿富

汗，土耳其，伊朗，印度，巴基斯坦，敘利

亞，埃及和意大利。這條道路穿越六十五

個國家，穿越亞洲，歐洲和非洲三個大陸，

將活躍的東亞經濟圈與發達的歐洲經濟

古代絲綢之路承載了中

阿經濟貿易交往的歷

史，而當代的絲綢之路，也

就是一帶一路經濟帶將實現

更多的中阿經濟貿易連接與

互換。過去的阿拉伯世界就

為絲綢之路沿線各國提供了

連接的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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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連接起來。絲綢之路的經濟帶著眼於激

活中國的經濟走廊。

三、埃及經濟文化與「一帶一

路」的接軌

埃及憑藉其戰略位置以及憑藉蘇伊

士運河軸線從一帶一路倡議中受益。埃及

位於古代世界三大洲之間的心臟地帶，面

臨兩個重要的海洋，使埃及更容易在吸引

新投資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二○一四年埃

及總統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在訪華期間

明確表示，埃及希望成為這一帶一路倡議

的一部分。在這方面，埃及與中國簽署了

多項協議，包括基礎設施建設，貿易，電

力，住房，中小型企業，電信和衛生領域的

實施開發，使得兩國經濟和政治關係的水

平有了新的飛躍，中國還通過埃及的航海

通路、鐵路和公路聯繫到非洲大陸，同時

加強中國與亞洲，非洲和歐洲各國之間的

政治，經濟和文化關係主要是通過中國政

府的努力與合作夥伴共同發展來實現全面

的復興。

這個合作模式出現在埃及積極加強

未來各個領域合作關係的框架內。埃及政

治領導人認識到中國的發展模式跟自身的

發展道路很接近，為埃及的貿易和投資開

闢了新的視野。因此及其重視中國的發展

模式，在埃及外交政策面向東方的框架內

考慮到發展早日提高國家收入的領域，如

旅遊業，農業和製造業。中埃雙方簽署了

全面的戰略合作夥伴協議，這就是最高級

的外交合作夥伴關係。這一舉措反映了兩

國熱切希望加強雙邊關係，並將它推到更

加廣泛和深入的發展空間。埃及把路上絲

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視為促進發展中

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的途徑，為國際經濟

結構帶來更大的正義和動力。

從上述提出的參與絲綢之路經濟帶

建設的主要方面來看，筆者做出以下基本

觀察：

（一）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給全世界提

供了重大貢獻，通過它對經濟發展的推

動，並在當前的和平進程，反映了中國新

一代領導人不再只是尋求確定中國的命

運，而且還思考如何利用其外交構思來改

變世界的命運，但不干涉他國的內政。

（二）中國進入一個被很多專家稱為

加強「經濟帶」建設的新時代。這有助於在

中國發達地區的進步和繁榮轉移到欠發

達地區，欠發達地區占中國面積的百分之

八十。同時這還有利於其他參與國家的進

步和發展。

（三）一帶一路經濟帶為參與各國提

供了巨大的機會，可以說，世界上不會有僅

僅因為地理位置而享受經濟優

勢的國家，而是要實際積極參與

才能獲得共同的發展和繁榮。

（四）該計劃給參與國提

供了現實的選擇，這個選擇有兩

個方面：第一是基於洲際經濟

互補。特別是亞洲，歐洲和非洲

大陸，這有利於全球的經濟交流，服務於

通過發展實現和平這一全球化的理念，這

也是中國興起中外交政策的理念。至於第

二個方面，自然會涉及到知識和文化方面

的融合，創造促進不同國家之間的文明對

話與文化磨合，旨在突出文明互動的重要

性，特別是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國家之間

的文明文化的互動、交流和磨合。

（五）一帶一路倡議的重點突出了文

化合作對促進不同國之間經濟合作所起到

的關鍵作用。想要可持續發展，文化和文

明的交流的作用是不能被忽視的，如今沿

線國家包括中阿兩國的官員和民眾，以及

埃及的許多有識之士，都特別重視和討論

絲綢之路的文化教育的交流與合作作用。

（六）一帶一路的倡議和建設給埃及

提供巨大的機遇。埃及要更加主動地抓住

這個機遇。通過採取各種高效的戰略和措

施，在經濟層面通過多國合作實現發展戰

略，在文化教育層面增加互信與合作，將

兩個文明古國緊緊聯繫起來，在發展、繁

一帶一路經濟帶為參與

各國提供了巨大的機

會，可以說，世界上不會有

僅僅因為地理位置而享受經

濟優勢的國家，而是要實際

積極參與才能獲得共同的發

展和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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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自己國家的同時，為建構人類命運共同

體做出重要的貢獻。這才是中埃兩國應該

努力實現的遠大目標。

二○一四年，中國北京舉辦了中阿

合作論壇第六屆部長級會議開幕式上，

中國習近平主席明確提出中阿雙方根據

「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和攜手建設

「一帶一路」經濟帶的主張，並具體提出

了「1+2+3」的中阿具體合作構想，意思就

是以能源合作、基礎設施建設和貿易及投

資、核能、航天衛星和新能源為突破口，努

力提升中阿經濟貿易關係的合作層次。在

歷史上，阿拉伯世界曾是古代絲綢之路重

要的組成部分。而今天，中國的新絲綢之

路——「一帶一路」經濟帶的建設仍然需

要在阿拉伯世界的參與和共同努力之下才

能繼續發揮其連接世界東西方的作用，重

新形成一條連接亞、非、歐洲的經濟建設、

文化建設的大動脈，使沿線不同國家的經

濟關係更加牢固並不斷提升，經

過一帶一路經濟帶的相互交流

和相互支持取得更大的實效，在

全球化時代大放光彩，產生更加

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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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lt and Road Intiative and 
China and Arab

Ya s m i n e  E l s a m m a n ( C a i r o 
Universtity)

Abstract: Economic exchanges are 
the basis of cultural exchanges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For thousands of years, China 
and the Arab world have had quite frequent 
cultural and economic exchanges. As a 
bridge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the Arabs brought Chinese famous silk, 
porcelain, tea and other famous goods to 
the West, which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 f e c o n o m i c a n d t r a d e a r o u n d t h e 
world. During his visit to Kazakhstan in 
September 2013 and his visit to Indonesia 
in October 2013,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launched an important initiative, 
the “Build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hich is China’s ambitious initiative to 
deepen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is article 
gives a detailed introduction to the cultur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Arab world since ancient times, 
and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Arabs as the bridge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in the contex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and trade worldwide.

Key words: t he Bel t a nd Roa d , 
Init iat ive, the cultur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Arab 
world

在歷史上，阿拉伯世界

曾是古代絲綢之路重

要的組成部分。而今天，中

國的新絲綢之路——「一帶

一路」經濟帶的建設仍然需

要在阿拉伯世界的參與和共

同努力之下才能繼續發揮其

連接世界東西方的作用



崔
海
亮
：
五
四
運
動
與
道
德
轉
型

本
期
特
輯

１９

本期特輯

摘  要：五四運動的道德革命促使了中

國傳統道德的轉型。梁啟超、杜亞泉等文化保

守主義者結合時代變革拋棄了忠德的忠君內

涵，對傳統忠德的現代性內涵進行了新的闡

發。陳獨秀、李大釗、吳虞等激進民主主義者

批判忠君道德壓制個性，使人喪失獨立人格。

他們認為不僅忠君道德必須廢除，孝親和貞節

道德亦無存在之必要。這種矯枉過正的思想

傾向，弱化了當時人們對家庭倫理的持守，對

後世的道德淪喪起著一定的消極影響。文化

保守主義者對傳統忠德內涵的新闡發，對於

今天如何繼承和創新傳統道德有重大啟示。

結合當今時代的新變化，當代忠德的合理性內

涵應該包括忠於國家、忠於職守、忠於家庭、

忠恕待人、誠實守信等方面。挖掘傳統優秀道

德的核心要義，結合時代需要進行創造性的轉

化，進行一場「中國式的文藝復興」運動，不僅

是傳統道德獲得新生的必由之路，也是構建中

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的迫切需要。

關鍵詞：五四運動；道德轉型；忠德

「道德革命」是五四時期一個鮮明的

時代命題。這一命題的提出始於一九○二

年梁啟超的《新民說 論公德》：「道德革

命之論，吾知必為

舉國之所詬病，顧

吾特恨吾才之不逮

耳」[1]。其後章太炎

也提出了「革命之

道德」。一九一五年

九 月，陳 獨 秀 在

《青年》雜志上發

表《敬告青年》一

文，可以看作是道

德 革 命 的 宣 言 書
[2]。五四新文化 運

動提倡新道德，反

對舊道德，促進了

中國傳統道德的現

代轉型。國內學界

對五四道德革命的

研究成果豐碩，但

多是強調道德革命

對促進人的思想解

放的意義，至於傳

統道德的內涵發生

了什麼樣的轉變，

傳統道德如何轉變為現代道德，如何在當

今社會發揮積極作用？這方面的研究還比

較薄弱。本文以傳統「忠」德的轉化為中

心，來說明五四時期思想家對忠德內涵的

五四運動與道德轉型
——以傳統「忠」德的轉化為中心

■ 崔海亮

延安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探討如何促進了傳統道德的現代轉化，以

及當今時代的忠德應該具有什麼樣的合理

性內涵。

一、對傳統忠

德現代性內涵

的闡發

對於五四時期

的代表人

物，學 界

習 慣 以

「東方文

化 派」和

「 西 化

派」來區

分。前 者

以 梁 啟

超、梁漱溟等人為

代表，後者以胡適、

陳獨秀等人為代表
[3]。至於具體某一人

物劃入何派，則尚

無 定 論。筆 者 認

為，無 論 當 時 的

「東方文化派」還

是「西化派」，都是

認同「德先生」和「賽先生」的，也都有某

種程度的西化傾向。區別在於「東方文化

派」是「東學」的底子，西學的面子，而「西

化派」則連「東學」的底子都不要了[4]。筆

挖掘傳統優秀道德的核

心要義，結合時代需

要進行創造性的轉化，進行

一場「中國式的文藝復興」

運動，不僅是傳統道德獲得

新生的必由之路，也是構建

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

體系的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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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更願意以「文化保守主義者」和「激進民

主主義者」來取代「東方文化派」和「西化

派」。前者主張吸收西方文化來復興中國

傳統文化，而後者主張以西學為根基對中

國傳統文化推倒重建。前者以梁啟超、杜

亞泉等人為代表，後者以胡適、陳獨秀、吳

虞等人為代表。

在近代，梁啟超是對中國國民性進行

深入反思的一個思想啟蒙者。在吸收西方

倫理政治學說的基礎上，他主張對國民性

進行改造。他的《新民說》一書提出了「道

德革命」的命題，其中的《論國家思想》一

文，圍繞忠德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他

說：

吾中國相傳天經地義，曰忠曰孝，尚矣！

雖然，言忠國則其義完，言忠君則其義偏，何

也？忠孝二德，人格最要之件也。二者缺一，時

曰非人。使忠而僅以施諸君也，則天下之為君

主者，豈不絕其盡忠之路，生而抱不具人格之

缺憾耶？則如今日、美、法等國之

民，無君可忠者，豈不永見屏於此德

之外，而不復得列於人類耶？……

君之當忠，更甚於民，何也？民之忠

也，僅在報國之一義務耳。君之忠

也，又兼有不負付托之義務，安在其

忠德之可以已耶？[5]

梁氏認為忠孝是人人都應

該具備的道德品質，是人格的基本條件。

此忠德指的是忠於國家而非忠君。那些實

行民主制的無君主的國家之民也應該具

有忠德。而且君主也應該具備比一般民眾

要求更高的忠德。一般民眾的忠是指報國

的義務，而君主的忠則不僅要求報國的義

務，還有為人民負責的義務。梁啟超所謂

的「君」不僅指傳統社會的君主，也包括

現代民主國家的領導人，他們都應該具有

忠於國家忠於人民的義務。梁啟超對忠德

的詮釋已經包含了對忠德進行現代轉化的

意義。

後來，梁啟超在《中國道德之大原》

一文，對忠德的認識又有了發展。他認為，

傳統社會中人們對君主個人盡忠，是因為

君主代表國家。如果君主對國家不能很好

地履行其職責，就不能代表國家，人民也

就沒有忠君之義務。梁啟超這種忠君的本

質是忠國的觀點，比《新民說》更進了一

步。這比五四時期批評古代忠臣對君主只

是忠於個人的說法，更有說服力[6]。

辛亥革命後，推翻了君主專制制度，

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由總統制取代了君

主制。無君可忠的現實促使人們進一步思

考傳統忠德的內涵及現代轉化。

一九一三年，杜亞泉在《東方雜志》上

發表了《國民今後之道德》一文，創造性地

提出了「忠之客體」「忠之主體」的概念。

他說：「即如忠之一義，就君臣關係之狹義

而言，固已根本破壞，然人民當效忠於其

國及他事之宜用其忠，是忠之客體變，而

忠之主體固未嘗或變也」[7]。杜亞泉認為

隨著君主制的廢除，「忠之客體」發生改

變，在過去指的是君主，現在指的是國家

和人們所從事的職業。「忠之主體」指的

是人民，人民過去存在，現在也存在，所

以，忠之主體「固未嘗或變也」。杜亞泉還

把人們的職業列入了「忠之客體」當中，這

表明公民的職業道德也成為其關注的重

要問題。

孫中山不僅對傳統忠君思想有深刻

批判，對忠德的現代內涵也有新的闡發。

隨著君主專制制度的廢除，忠德還要不要

講？忠德是不是只對君主一個人效忠？對

於這些問題，孫中山明確闡明了他的看

法。他說：

在國家之內，君主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

不要的。如果說忠字可以不要，試問我們有沒

有國呢？我們的忠字可不可以用之於國呢？我

們到現在說忠於君，固然是不可以，說忠於民

是可不可呢？忠於事又是可不可呢？……我們

在民國之內，照道理上說，還是要盡忠，不忠

於君，要忠於國，要忠於民，要為四萬萬人去效

忠。為四萬萬人效忠，比較為一人效忠，自然是

高尚得多。故忠字的好道德還是要保存[8]。

梁啟超所謂的「君」不

僅 指 傳 統 社 會 的 君

主，也包括現代民主國家的

領導人，他們都應該具有忠

於國家忠於人民的義務。梁

啟超對忠德的詮釋已經包含

了對忠德進行現代轉化的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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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對忠德的闡發具有新的時代

內涵。他認為忠君觀念要被拋棄，但傳統

忠德中積極的方面還是要繼承下來的。他

認為，「為四萬萬人效忠」是更高尚的道

德，隨著時代的發展，還需要倡導忠於國

家、忠於人民、忠於事業、忠於自己職守的

新道德。

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國存在兩千多

年的封建帝制，皇帝被趕跑促使了傳統忠

君道德的轉變，忠的客體不再是君主。

五四新文化運動過程中西方民主自由思想

的傳播進一步促使當時思想家探討忠德的

現代內涵。這一時期忠德觀念的轉變表現

出了兩個特點：一是向先秦時期忠的本義

回歸。一些思想家通過對「忠」的字義學

考證，認為忠的本義就是要忠於國事，忠

於民利。二是拋棄了忠德不合時代的忠君

內涵，增加了忠德新的時代內涵。梁啟超、

孫中山則主要從民主國家國民資格和國民

道德的角度來論證忠德存在之必要，忠君

實際上是忠於國家而非忠於個人。孫中山

認為忠於國家、忠於人民、忠於事業在現

代社會還是應該提倡的。值得注意的是杜

亞泉提出的「人民當效忠於其國及他事」，

柳詒徵考證忠的本義為「居職任事者，當

盡心竭力求利於人」[9]，這些觀念已經接

近當今「忠於職守」的道德要求，是結合當

時時代要求對忠德內涵進一步的豐富和發

展。

二、對傳統忠德的批判及影響

與文化保守主義者努力挖掘傳統忠德

的現代內涵不同，激進民主主義者主要立

足於對傳統忠德的激烈批判。

陳獨秀認為「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

乃以自由平等獨立之說為大原」[10]，而中

國的「三綱之說」違背自由平等之義，「三

綱之說，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為臣

綱，則民於君為附屬品，而無獨立自主之

人格矣；父為子綱，則子於父為附屬品，而

無獨立自主之人格矣；夫為妻綱，則妻於

夫為附屬品，而無獨立自主之人格矣。

……緣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詞，曰忠，

曰孝，曰節，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

為以己屬人之奴隸道德也」[11]。陳獨秀認

為，忠君道德，使民成為君的附屬品，導致

國人無獨立自主之人格。

李大釗主要應用了馬克思的階級鬥

爭學說，從壓制個性的角度對封建倫理道

德進行批判。他認為，封建綱常的本質在

於「不是使人完成他的個性，乃是使人犧

牲他的個性」，「犧牲個性的第一步，就是

盡『孝』。君臣關係的『忠』，完全是父子

關係的『孝』的放大體。……於君

臣關係，只用一個『忠』字，使臣

的一方完全犧牲於君」[12]。李大

釗吸收了馬克思階級鬥爭的理

論，認為綱常名教是對卑下者、

被治者個性的壓制。忠孝本為一

體，都犧牲了人的個性，使臣子

成為君父的犧牲品。可見，馬克

思的學說不僅在建國方案方面直接影響

了中國，在公民道德建設方面也有重要影

響。

辛亥革命前後，當時思想家對綱常倫

理的批判主要針對君為臣綱。隨著君主專

制政體的廢除，忠的客體發生改變，君主

不再是效忠的對象。五四新文化運動後，

對三綱的批判由忠轉向了孝和節，傳統家

庭倫理的孝親和貞節觀也遭受很大衝擊。

中國傳統社會家國一體的結構使「移

孝作忠」成為可能。「君子之事親孝，故忠

可移於君」，忠孝本為一體，孝親成為忠

君的倫理基礎。因此，在批判忠君道德的

同時必須批判孝親。民國初年曾出現兩次

短暫的帝制復辟，雖然趕跑了形式上的皇

帝，但人們頭腦中還殘存有忠君的舊觀

念。這種忠君的觀念和家庭倫理中孝親的

觀念緊密相連，因此，必須批判孝親的思

想才能徹底批判忠君的奴隸道德。吳虞就

是批判家庭倫理的急先鋒。

吳虞認為，我國長期處於宗法社會而

隨著君主專制政體的廢

除，忠的客體發生改

變，君主不再是效忠的對

象。五四新文化運動後，對

三綱的批判由忠轉向了孝和

節，傳統家庭倫理的孝親和

貞節觀也遭受很大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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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進步，其根本原因在於家族制度的阻

礙。家族制度限制了人們的獨立自由，阻礙

了社會的進步。在家國一體的宗法社會

中，孝為仁之本，百行孝為先的觀念往往

體現為「忠孝並用、君父並尊」的特點，

「凡人未仕在家，則以事親為孝；出仕在

朝，則以事君為孝」。「夫孝之義不立，則忠

之說無所附；家庭之專制既解，君主之壓

力亦散，如造穹窿然，去其主石，則主體墮

地」[13]。吳虞認為這種家國不分，忠孝一

體的家族制度是國家專制的基礎，要想從

根本上否定忠，就必須在家庭裏廢除父對

子的專制。

陳獨秀也認為，「孔教與共和乃絕對

兩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廢其一」，而孔教

的精華是禮教，是「製造專制帝王之根本

惡因」，忠、孝、貞節是中國固有的舊道

德，中國的禮教、綱常、風俗、政治、法律，

都是從這三樣道德演繹出來的。「三綱之

義，乃起於禮別尊卑，始於夫

婦，終於君臣，共貫同條，不可偏

廢者也。今人欲偏廢君臣，根本

已摧，其餘二綱，焉能存在？」[14]

陳獨秀認為隨著帝制的廢除，不

僅忠德無存在之必要，且孝、貞

節這些舊道德也無存在之價值。

這種觀點完全忽視了忠孝的原

初涵義與當代價值。

李大釗也將忠孝道德的社會基礎歸

根於中國古代的社會結構。他認為君主專

制制度「完全是父權中心的大家族制度的

發達體」，「君臣關係的『忠』，完全是父

子關係的『孝』的放大體」[15]。因此，批判

忠君道德自然連同孝道一起批判。

新文化運動批判三綱，特別是批判忠

君和忠孝道德都是為了批判「孔教」，是

「除惡務盡」的「掃毒」。在激進民主主義

者看來，傳統儒教中所宣揚的都是維護專

制舊道德和培養奴隸性的陳腐說教。他們

對傳統舊道德的批判不免失之偏激，矯枉

過正。如對忠德的批判就有偏頗之處，他

們習慣於將忠德等同於忠君，從而一定程

度上忽視忠的超越時代價值[16]。雖然新文

化運動確實起到了思想解放的啟蒙作用，

但陳獨秀、吳虞等人對傳統忠孝道德的認

識顯然是偏頗的，其批判方式是極端的，

其流弊也是深遠的。他們因反對袁世凱復

辟而否定復古尊孔，進而否定孔教的忠孝

節義，進而對傳統忠孝道德進行激烈而片

面的批判，這樣的思路和做法影響了當時

人們對家庭倫理的持守，對當時社會道德

淪喪起著一定的消極作用。下面以吳虞為

例來說明新文化運動的這種消極影響。

吳虞早年在成都尊經書院師從經學

大師廖平研讀儒家經典，可以說深受儒家

思想影響。戊戌變法後，開始學習新學，思

想觀念大變，後來成為新文化運動中反孔

的旗手。胡適稱他為「中國思想界的清道

夫」，「四川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

當然這樣的評價未必確切。吳虞在思想上

激烈地反孔，主張「家庭革命」，反對家族

制度和家庭倫理對個性壓制和束縛，在行

動上也把他思想上的這種認識付諸實踐。

吳虞和他父親關係非常不好，以打官司和

他父親爭奪家產，以至成為仇敵。在《吳

虞日記》中，對其父親，不僅無尊稱，而且

冠以「魔鬼」「老魔頭」等污辱性的稱呼，

字裏行間透露其對父親的痛恨之情。他在

日記中寫道：「魔鬼一早下鄉。心術之壞如

此，亦孔教之力也」。他和父親打官司勝訴

後，在日記中寫道：「大吉大利，老魔遷出，

月給二十元」。吳虞父親死後，他寫信給自

己女兒，「告以老魔徑赴陰司告狀去矣！」

吳虞自己則過著荒淫無恥的生活。他跟年

輕人一起多次逛妓院卻拒絕出錢供女兒讀

書，為了生兒子五十九歲還納妾。吳虞性格

偏執，自私專制甚至無恥。無論從新道德

還是從舊道德的視角看，吳虞都不能稱得

上是一個有道德的人。倡導新道德的人卻

是不道德的人，這顯然是個悖論。反映了人

性本身的複雜性，反映了個性自由、人格平

等與倫理道德之間存在張力和衝突。

受五四新文化影響的許

多新青年，高舉「家

庭革命」 的旗幟，以背叛家

庭、離家出走為思想解放的

表現，家庭倫理受到嚴重衝

擊，父母與子女之間的親情

被削弱，和諧的家庭關係和

純樸的道德風俗也受到消極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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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運動時期，像吳虞這樣思想

極端的人只是特例，但和吳虞具有相同思

想傾向的人卻不在少數。受五四新文化影

響的許多新青年，高舉「家庭革命」 的旗

幟，以背叛家庭、離家出走為思想解放的

表現，家庭倫理受到嚴重衝擊，父母與子

女之間的親情被削弱，和諧的家庭關係和

純樸的道德風俗也受到消極影響。

新文化運動的那些激進派，因反袁而

否定孔子進而否定忠孝節義。這種思想行

為乃是「因噎廢食」。「即如忠孝節義四德

者，原非我國所可獨專，又豈外國所能獨

棄？古昔固尊為典彝，來茲亦焉能泯蔑？

夫以忠孝節義與復古並為一談，揆諸論

理，既已不辭，以厭惡復古故，而致疑於忠

孝節義，其瞀繆又豈僅因噎廢食之比雲

爾」[17]。梁啟超認為，忠孝節義四德，古今

中外通用，具有普世價值，未來仍然需要。

把忠孝節義與復古復辟混為一談是不對

的，由反對復辟而懷疑忠孝節義更是不對

的。梁啟超認為，今天的中國人力求進取

值得提倡的，而誦法孔子對國民進取毫無

障礙，將改革進取與誦法孔子對立起來也

是錯誤的[18]。梁啟超的這些觀點，對於今

天如何繼承和創新傳統道德有重大啟

示。

三、當代忠德的合理性內涵

忠德的合理性內涵是什麼？這涉及到

道德的本質以及道德的常與變之關係。

梁啟超對道德的常與變有過深入探

討。在一九○二年《新民說》中，梁啟超認

為：「德也者，非一成不變者也（吾此言頗

駭俗，但所言之者德之條理，非德之本原，

其本原固亙萬古而無變者也。讀者幸勿誤

會。本原惟何？亦曰利群而已），非數千年

前之古人所立一定格式以範圍天下萬世者

也」[19]。數千年前的道德會隨著社會的發

展而做出改變，改變的是道德的具體內

容，而道德的本原則是不變的。道德的本

原就是「利群」。在其後來所著《中國道德

之大原》一文中，他認為報恩、明分、慮後

這三種觀念「為一切道德所從出，而社會

賴之以維持不敝者」 [20]。「有報恩之義，

故能使現在社會與過去社會相聯屬；有慮

後之義，故能使現在社會與將來社會相聯

屬；有明分之義，故能使現在社會至賾而

不可亂」[21]。梁啟超認為報恩觀念是履行

道德義務的心理動因，而明分則是安於本

分，盡職盡責。人人明其本分，盡其職責，

社會則繁榮發展。慮後，指的是為未來考

慮，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因果報應觀念，

促使人民考慮後果，改過遷善。

梁啟超從影響風俗道德的社會心理

觀念層面來論述中國道德之大

原，其分析未必都正確，但卻為

社會轉型期道德的變革問題提

供了新的思路。注重報恩的自覺

履行義務觀念，明確職分盡職盡

責的觀念，都進一步豐富了忠德

的時代內涵。

杜亞泉認為，道德有體有

用，體不可變而用不能不變。考慮當時形

勢，應該改變的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改

服從命令之習慣而為服從法律之習慣；第

二，推家族之觀念而為國家之觀念；第三，

移權利之競爭而為服務之競爭[22]。杜亞泉

有與梁啟超類似的觀點，比如注重對國家

履行義務，做好本職工作為社會服務。特

別是針對當時社會爭權逐利、漠視責任的

現狀而提出的服務社會的觀念，比梁啟超

又進了一步。他說：「自物競論輸入以來，

更引之以為重。利己主義，金錢主義，日益

磅礡，而責在人先、利在人後之古訓，轉蕩

焉無存。革命以還，此風尤熾。……其在位

者，則又尸位素餐，不知責任為何物。循此

以往，必至全國上下，無一勤務負責之人，

而國將安賴？為今之計，亟宜改此爭點。不

為權利之角逐，而為職務之服勤。必使農

奮於野，工勉於肆，商振於廛，士勵於校，

而從政之百執事，亦因其責之所在而各盡

所長，則國是庶有豸也」 [23]。能在利己主

梁啟超從影響風俗道德

的社會心理觀念層面

來論述中國道德之大原，其

分析未必都正確，但卻為社

會轉型期道德的變革問題提

供了新的思路，進一步豐富

了忠德的時代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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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拜金主義的氛圍中增強服務社會的意

識，以爭相做好本職工作為榮耀，則或許

能解決好當時國家所面臨的問題。杜亞泉

的這種觀點對於如何增強我們當今時代的

職業道德有重大啟發意義。

在現當代思想家裏，賀麟兼通中西，

對中國傳統倫理道德也有精深的研究。他

所說的新道德不同於新文化時期提倡的新

道德，是在繼承儒家傳統道德基礎上的創

新。在《五倫觀念的新檢討》一文中，他認

為五倫觀念是中國禮教的核心，是維繫中

華民族群體的綱紀。必須從檢討舊傳統觀

念裏面，才能產生真正的新道德。五倫觀

念有優點也有缺點，不能全部丟掉。他還

認為，五倫觀念的核心「三綱說」的真正意

義與柏拉圖的理念說有一致的地方，和康

德的「道德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的

觀點相符合，與基督教倫理盡單方面愛的

義務也頗的相同地方。他認為舊禮教中有

不可毀滅的基石，通過吸收西洋

文化的精華，可以在這個基石

上，重新建立起新社會的行為規

範和準則[24]。

梁啟超、杜亞泉、賀麟等人

都主張，在中國傳統道德的基

礎上，通過吸收西洋文化進行改

造，賦予傳統道德以新的時代內

涵，仍然可以適用於當今社會。

我們不否認，「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有

「全盤西化」派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徹底否

定，但是經過「五四」至今百年來的思想運

動和社會變革，面對當今社會出現的倫理

道德問題，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了傳統文

化的價值，包括政府層面也在積極倡導復

興中國傳統文化。十八大以來，中央政府

對傳統文化越來越重視，十九大更是明確

提出了「文化自信」的口號，而且把「文化

自信」提高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高度來

倡導。

當今社會科技高度發展，社會分工日

益分化，社會流動性加大，人格獨立性增

強，人的壽命延長，人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

念也都在不斷改變，這些都對傳統忠德的

內涵提出了挑戰。不過傳統忠德內涵中忠

於社稷、忠於民、忠於事、忠信、忠誠、忠恕

這些優秀品質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個人

層面的愛國、敬業、誠信、友善高度契合，

傳統忠德中的合理內核仍然是踐行社會

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傳統道德基因，在當今

時代仍然具有重要價值。結合當今時代的

新變化，當代忠德的合理性內涵應該包括

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忠於國家。傳統忠德中有「忠於

社稷」「忠於民」的涵義，具有愛國利民的

當代價值，可以轉換為忠於國家的愛國主

義精神。《左傳》中有「忠，社稷之固也」

（《左傳·成公二年》）。「君薨不忘增其

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忠，民之望也」。

（《左傳·襄公十四年》）春秋時代的「忠」

是所有人都應該具有的品質，無論國君將

臣還是庶民百姓，都應該具備忠德。保衛

社稷，利國利民，都是忠的表現，忠的對象

最終指向了社稷和國民。即使秦漢以後，

忠的對象轉向君主個人，但君主是社稷國

家的代表，君主要以社稷黎民百姓為念，

忠君只是表面上的，實際上仍然是忠於國

家。某種程度而言，今天的忠於祖國、愛國

利民實際上就是古代忠於社稷精神的傳

承。羅國傑曾提倡，「我們應當把中華民族

的『公忠』這一優良道德傳統，加以發揚，

賦予它新的意義」。也就是說，要對集體、

民族和國家的事業，「抱著忠心耿耿、盡心

盡力、堅韌勇敢、不屈不撓並為之奮鬥到

底的精神」[25]。在國際競爭日益激烈的今

天，作為公民，都要有維護國家利益，捍衛

國家主權的義務，要有忠於國家、熱愛人

民的愛國主義精神。

第二，忠於職守。傳統忠德中的「忠

於職事」具有忠於職守的當代價值，可轉

換為愛崗敬業的職業道德。《左傳》中有

「違命不孝，棄事不忠」（《左傳·閔公二

年》），把放棄自己應該履行的職責，視為

當今 社 會 科 技 高 度 發

展，社會分工日益分

化，社會流動性加大，人格

獨立性增強，人的壽命延

長，人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

念也都在不斷改變，這些都

對傳統忠德的內涵提出了挑

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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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忠。孔子也有忠於職事的思想。孔子說：

「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論語·衛靈

公》），對這句話，朱熹是這樣解釋的。「君

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

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

之心也」（《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

「敬吾之事」，也就是忠於職守，用今天的

話來講，上班不是為了混工資，不要總想著

能得到多少報酬，要先把老闆安排的事幹

好。只有工作幹好了，享受的待遇才能心

安理得。古代對從事公務的人員也有很高

的道德要求，主張「公家之利，知無不為，

忠也」「仕而廢其事，罪也」（《左傳·哀公

二十七年》）。要盡心竭力對待自己的職

事，對於不敬業、玩忽職守的官員要治罪。

歷代統治者都把忠、勤、廉當作衡量官員

品德的重要標準。公忠為國、忠於職守、

清正廉潔乃是敬業精神的重要標準。在當

今享樂主義、拜金主義泛濫的時代，在追

求個人的物質利益和精神自由的同時，尤

其需要守住自己的良心，認真工作，忠於

職守，仍然是當今時代每個社會成員都要

具備的職業道德。

第三，忠於家庭。在儒家傳統倫理中，

家的觀念是非常重要的。儒家認為人倫關

係起源於家庭，由家庭推及家族，由家族

擴展到社會中的君臣、師友諸關係，由此

構成整個社會的政治倫理關係。其中家庭

家族關係是整個封建倫常關係的基礎。封

建社會最重要的五種人倫關係：「君臣、父

子、兄弟、夫婦、朋友」也都是以家庭為基

礎的[26]。也正因此，家庭被看作是私有制

和封建綱常倫理的最後一個堡壘，在新文

化運動中遭到激烈的批判。時過境遷，我

國古代的大家族變成了當今「三口之家」

的小家庭，家國一體的政治結構徹底解

體，個人對家庭的依賴性也明顯降低。但

家庭仍然是社會的細胞，在協調人際關

係，改善道德風尚，穩定社會秩序等方面，

仍然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家庭最基本

的原則就是夫妻要相互忠誠，否則既是對

家庭的傷害，也是對愛情本身的傷害。當

今我國的離婚率在不斷上升，必須引起警

惕。離婚率上升一方面說明社會不斷開放

和進步，另一方面，如果離婚率過高，則在

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婚姻雙方對婚姻本身

的輕率，是對家庭不負責任的表現，也會

嚴重影響社會穩定。如果不注意自身忠德

修養的提升，在金錢、權利和色欲面前失

去控制，必然會破壞夫妻感情，影響家庭

的穩定，對子女的健康成長也極為有害。

因此，當今社會特別需要提倡忠於家庭的

傳統美德。

第四，忠恕待人。傳統忠德

中的「忠恕待人」具有友善的當

代價值，可轉換為人際交往中的

誠信友善精神。傳統倫理非常重

視忠恕之道。「忠恕」被看作是

孔子學說「一以貫之」之道。後人

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

人」看作「忠」的內涵，把「已所

不欲，勿施於人」看作「恕」的內

涵。其實，「忠恕」乃孔子的一貫之道，本不

可分。孔子主張，人不僅要忠於君主和朋

友，還應以忠誠的態度對待一切人。當弟

子樊遲向他請教什麼是「仁」時，孔子回答

說「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

不可棄也」（《論語·子路》）。「與人忠」，

這裏的「人」包括君主、朋友但又不限於君

主、朋友，而是泛指一切與自己發生過、發

生著乃至將要發生交往的人，即便是未開

化夷狄地區的人，也要忠誠相待。儒家的

忠恕之道強調在人際交往中通過倫理角

度的換位來體悟他者的感受，從而導出

「推己及人」、「以己度人」的寬容恕道。

從人際交往的角度看，這種將心比心、以

情度情、換位思考的待人原則在今天構建

和諧社會仍可發揮積極的作用。社會主義

核心價值觀之一的友善，就是植根於「仁

愛」和「忠恕」的道德心理，它要求人們能

像對待自己一樣對待他人。這種忠恕待人

的原則對於我們今天豐富發展友善精神是

如果不注意自身忠德修

養的提升，在金錢、

權利和色欲面前失去控制，

必然會破壞夫妻感情，影響

家庭的穩定，對子女的健康

成長也極為有害。因此，當

今社會特別需要提倡忠於家

庭的傳統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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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有裨益的。將傳統儒家的忠恕之道進行

當代轉換，可以更好地在全社會中營造寬

容理解、守望相助的和諧人際環境[27]。

第五，誠實守信。忠德中的「忠信誠

實」可轉換為市場經濟中的誠信原則。忠

信觀念具有深刻的倫理價值意義，它既是

人際關係中每一個體的美德表現，同時也

是個體之間相互承諾的責任倫理，即誠實

守信的道義要求[28]。這種責任倫理和誠信

道義對於彌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誠信

缺失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雖然當今

社會與傳統農業社會有很大不同，但對忠

信的價值追求和道德自覺則是一致的。在

忠信價值的情感因素中增加誠信原則的理

性因素，將誠信精神化作人的內在美德和

外在制度的結合，就可以轉化為規範市場

經濟良性發展的誠信道德。

結語

五四以來，思想家對傳統忠

德內涵的闡發表現出向先秦回

歸的趨勢。強調忠於人民，忠於

事業，不僅是忠德本義的突顯，

也是當今社會對傳統優秀道德

的一種內在呼喚。雖然五四時期

的激進民主主義者對傳統道德

進行了深刻的批判，但今天中華

優秀傳統文化仍然表現出復興的趨勢。這

表明，仁義禮智信，忠孝節廉恥等傳統優

秀道德仍然具有永恆的價值。剝去歷史的

遮蔽，挖掘其核心要義，結合時代需要進

行創造性的轉化，進行一場「中國式的文

藝復興」運動，不僅是傳統道德獲得新生

的必由之路，也是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

科學話語體系的迫切需要。

基金項目：二○一四年教育部哲學社

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中國傳統

道德文化的現代闡釋和實踐路徑研究」

(14JZD040)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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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y 4th Movement and Moral 
Transition: 

Centering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Loyalty Virtue

Cui Hailiang(Yan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moral revolution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promoted the 
t ransformation of t radit ional Chinese 
morality. Liang Qichao, Du Yaquan and 
other cultural conservatives abandoned 
the connotation of loyalty to the monarch 
in the light of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and expounded the modern connotation 
of traditional loyalty. Radical Democrats 
such as Chen Duxiu, Li Dazhao and Wu 
Yu criticized loyalty to the emperor for 
suppressing personality and making people 
lose their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They 
believed that not only loyalty to 
the monarch must be abolished, 
but f i l ia l pie t y and chast i t y 
should not exist. This ideological 
t e nde ncy of ove rcor re c t ion 
weakened people's adherence to 
family ethics at that time, and 
had a negat ive impact on the 
moral decay of later generations. 
The new elucidat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traditional loyalty by cultural conservatives 
has great enlightenment on how to inherit 
and innovate traditional morality today. 
Combining with the new changes of the 
present era, the rational connotation of 
contemporary loyalty should include loyalty 
to the country, duty, family, loyalty and 
forgiveness, honesty and trustworthiness. 
It is not only the only way for traditional 
morality to get new life, but also the urgent 
need to construct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dig out the core 
meaning of traditional excellent morality 
and carry out a "Chinese Renaissance" 
campaign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needs of 
the times.

Key words: May 4th Movement; 
moral transformation; loyalty

雖然五四時期的激進民

主主義者對傳統道德

進行了深刻的批判，但今天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仍然表現

出復興的趨勢。這表明，仁

義禮智信，忠孝節廉恥等傳

統優秀道德仍然具有永恆的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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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所有傳統文明都是以神為中心的

神性社會，神是終極合法性。西方率先實現現

代轉型，成為以人為中心的人性社會，人成為

終極合法性，這一轉型的本質是世俗化。而以

啟蒙運動為核心的思想解放運動在其中起了重

要作用，它突破了傳統神性社會的觀念制約和

物理制約，追求效率，為現代化奠定了思想基

礎。參照西方現代轉型可知，五四新文化運動

在觀念和理論上實現了中國人的終極合法性

建構從神性到人性的轉向，是中國傳統社會向

現代社會轉型初期的世俗化思想解放運動，

也是思想準備運動。廣而言之，如果闕失同類

的思想準備運動，任何傳統社會都不能實現

現代轉型。

關鍵詞：五四新文化運動；世俗化；思想

解放；觀念制約；物理制約

五百年來，西方崛起，非西方皆遭挑

戰。近二百年來，為什麼儒家文化圈即東

亞大體實現了現代

轉型，而毗鄰西方

更 近 的 伊 斯 蘭 世

界卻總體未實現現

代轉型？比較古今

社會的基本特徵可

知，現 代

轉型的本

質是從以

神為中心

轉向以人

為 中心，

即從神性

到人性。若要實現

現代轉型，必須同

時滿足兩個關鍵條

件：第一是思想解

放運動，第二是卓

越的政治領導人。

本文主要討論前者。

在這個背景下，可以重估五四新文化

運動。如何評估五四新文化運動？對此

問題，可謂見仁見智。究竟能否找到評估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基石或平台？其實，縱

比鴉片戰爭到今天的歷史變遷，再橫比西

方與伊斯蘭世界，並不難評估之。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場思想解放運

動，但不是一般的思想解放運動，它在觀

終極合法性的世俗化轉向
——五四新文化運動本質新論

■ 鄧曦澤

四川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念和理論上實現了中國人的終極合法性建

構從神性到人性的轉向，是中國傳統社會

向現代社會轉型初

期的世俗化思想解

放運動，也是思想

準備運動。廣而言

之，如果闕失同類

的思想解放運動，

任 何傳 統 社會 都

不可能實現現代轉

型。對於中國，如果

沒有五四新文化運

動，就不可能有今

天的改革開放。

一、以神為中

心和以人為中

心

西方現代轉型

之前，幾乎所有傳

統社會都是以神為

中心的神性社會，神是終極合法性。芬納

的《統治史》[1]、布洛赫的《國王神跡》[2]

等都描繪了古代世界的神性特徵。中華文

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基督教文明，

這四大文明都是神性社會。至於為什麼，

本文無力回答。

當然，上述定性的判斷不能否定程度

的差異。在四大文明中，中華文明的神性

特徵是較弱的。殷人尚鬼，可謂典型的神

殷周鼎革後，周公制禮

作樂，弱化了神的地

位，強化了人的地位。即便

如此，傳統中國社會的終極

合法性仍然是神。只不過，

神常常被虛化為「天」天

道、天命、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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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社會。但殷周鼎革後，周公制禮作樂，

弱化了神的地位，強化了人的地位。即便

如此，傳統中國社會的終極合法性仍然是

神。只不過，神常常被虛化為「天」天道、

天命、天意。

有人會質疑中國傳統社會是神性社

會。其實，判斷一個社會是不是神性社會

的唯一標準就是：一個社會的主流觀念

是否認為神是世界的最終創造者和決定

者？（注意，是「認為如此」而非「事實如

此」）。若是，則是神性社會；若非，則不

是。當然，神性社會有表現形式（是否一

神）和程度的區別。基督教、猶太教和伊

斯蘭教都是「一神+強程度」，印度是「多神

（非常龐雜）+強程度」，中國是「多神+弱

程度」。儒家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

認為天/神是世界的最終創造者和決定者，

儘管程度較弱。同時，統治者也認為天/神

是政權的最終決定者，並向天/神尋求最終

合法性支持，即君權神授。因此，中國傳統

社會是神性社會，只不過中國古代有多神

或泛神的特徵，且程度較弱。

在古代中國，皇帝被稱為「天子」。

「天佑下民，作之君」（《尚書·泰誓》），意

思是說，上天保佑人民，才為之設君王。歷

代君王和造反者為了證明自己行為的神聖

性，不惜構造君權神授之故事。例如，商人

祖先乃是奉上天之命而降生（《詩經·商

頌》）。周的祖先棄乃是姜原踐巨人跡而生

（《史記·周本紀》）；劉邦是赤帝之子

（《史記·高祖本紀》）；連造反的陳勝，也

要在魚肚子中藏一帛條，上書「陳勝王」

（《史記·陳涉世家》）。漢代盛行的讖緯

和天人感應都是神性文化的典型表現，而

漢人也確實相當迷信。即便以開明著稱的

宋代，也嚴厲禁止私家修習天文[3]。這種

對天/神的研究權和解釋權的壟斷，從反

面證明了宋代也是神性社會。晚清的洪秀

全也聲稱其權力來自這個「上帝」。

在神性社會，神不但是政權的終極合

法性，也是人們生活的全部意義。前者即

君權神授。此如芬納所指出，人類歷史上

最 早 的 蘇 美 爾 王 朝，在 大 約 西 元 前

三千五百年就已確立君權神授觀念，「王

權從天而降」[4]。君權神授觀念一直持續

到各大文明的現代轉型之際。後者如韋伯

所言，人們生活的「全部意義在於上帝，而

不在於人；上帝不是為了人類而存在，相

反，人類的存在完全是為了上帝。一切造物

（……）只有一個生存意義，即服務於上帝

的榮耀與最高權威」[5]。

在古代中國，天/神決定了一切社會

關係，其他三大文明更是如此。「天尊地

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

矣」。《周易·繫辭》開篇這兩句

話就規定了自然秩序與社會秩

序的基本特徵及二者的一致性。

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等

倫常關係，全部都有神學意義的

解釋。連古人的結婚儀式都被神

學化，首先拜天地的根據就在於

《周易·序卦》說「有天地然後有

萬物」。

在傳統社會，由於人是神的附庸，所

以人的價值由神來賦予，而生活的目的就

是要對神忠誠和負責。在此前提下，人才

能得到神的眷顧和福澤。《尚書·呂刑》、

《國語·楚語下》（「古者民神不雜」以下）

便是這一觀念的中國版。只有忠誠於神靈

的有德者才有資格供奉神，也才能得到神

的眷顧。這跟韋伯所言人的生活是為了上

帝是同質的，表現不同而已。

由此不難理解，當年中國革命為什麼

要把神權作為一個重要抨擊對象。「政

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

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

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6]。這也佐證古

代中國是神性社會。神權看似虛的，但它

卻是政權、族權、夫權的神學基礎——合

法性來源。若不祛魅即顛覆這一來源本身

的合法性，其餘三者隨時可能復辟。當今

伊斯蘭世界即是明證。

漢代盛行的讖緯和天人

感應都是神性文化的

典型表現，而漢人也確實相

當迷信。即便以開明著稱的

宋代，也嚴厲禁止私家修習

天文[3]。這種對天/神的研究

權和解釋權的壟斷，從反面

證明了宋代也是神性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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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不同角度看，現代社會有不同特

徵。但現代社會最根本的特徵，是以人為

中心，以人為終極合法性，即人性社會。人

性社會，一切服務於人，而不是服務於神。

為什麼說合法性是衡量一個社會的

最基本維度？因為不論什麼時代和社會的

人，都需要建構生活意義。生活意義的來

源有很多層次，最終來源就是終極合法

性。終極合法性既非實物和行為，也非具

體的制度，而是行為和制度的終極根據。

它是一種理論，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它就

是一套以獲得人們認可為目標的說辭。此

如芬納引用帕累托的觀點所言：「特定的

政治行為不取決於一個命題的真假，而是

取決於人們對這些行為的看法」[7]。合法

性這套說辭一旦被人們相信，就具有約束

力；反之，一旦被懷疑，約束力就降低；一

旦被否定，約束力就喪失。終極合法性不

是確定不變的，而人類已建構出的終極合

法性只有兩種：神和人。現代轉

型就是終極合法性從神到人的

轉向，所以，以終極合法性來區

分傳統與現代，最為徹底和合

理，其他區分都由此派生。

當然，不能以神性與人性這

一宏大區分掩蓋兩種社會的內

部差異。無論傳統社會還是現代

社會，都有許多亞型。需要辨析

的是，現代極權國家，典型者如希特勒時

期的德國和史達林時期的前蘇聯，在理論

上，它們都宣稱為人民服務，其終極合法

性絕不再是為了神，不再是「替天行道」，

而是為了人。或許有人認為事實未必如此，

因為這些國家的政權實際上可能只為少

數人服務。但如上所言，合法性本身就是

一套理論或說辭。當然，這些極權國家跟

歐美民主國家有明顯區別，民主國家不可

能有政治意義的領袖崇拜，但這些極權國

家把古代的神靈崇拜轉化為對領袖崇拜，

尚未真正完成向人性的轉化。但領袖崇拜

的牢固性遠不如神靈崇拜，一旦領袖去世

或被打倒，其權威就迅速轟然崩塌，如希

特勒、史達林等。

率先祛魅（去神化、世俗化）的是基

督教文明，馬克斯·韋伯認為，現代化的基

本特徵就是祛魅，「使世界理性化，摒除作

為達到拯救的手法的魔力」，「把魔力

（magic）從世界中排除出去……把所有以

魔法的手段來追求拯救的做法都當作迷信

和罪惡加以擯棄」[8]。其實，運用韋伯自己

的合法性理論來講，祛魅就是將終極合法

性從神轉到人，即世俗化。不過，韋伯自己

並未把他的祛魅理論與合法性理論貫通，

而是分開論述的。他講合法性，是一般地

針對政治需要建構合法性。而他講祛魅，

則又針對西方古今變遷即現代轉型中出現

的基本特徵。分開講，固然不錯，但貫通

講，更優。因為祛魅其實是合法性來源變

遷的一種具體形式。合法性建構未必一定

要祛魅，當代政治已經不再需要祛魅了，

但西方現代轉型中的祛魅，則是用一種合

法性來源即以人為中心，否定、覆蓋另一

種合法性來源，即以神為中心。

現代轉型的成功後，西方日益強大，

對非西方世界構成挑戰，其他文明被迫或

主動轉型。目前，中華文明（圈）和印度文

明都已大體實現現代轉型，或在轉型途

中。

二、傳統社會的觀念制約與物

理制約

從傳統神性社會轉向現代人性社會，

需要諸多條件，其中一個必要的條件就是

世俗化思想解放運動。思想解放運動何以

如此重要？因為沒有思想解放運動，就無

法擺脫神性社會對人的觀念制約和相應

的物理制約。觀念制約是指對人的思想的

不可用時間和空間來度量的制約；物理制

約是指對人的行為的可以用時間或空間來

度量的制約。例如，「聖人的話絕對正確，

必須服從」；「天下無不是的父母」，這是

觀念制約。「每天早上必須對聖像跪拜，讀

因為祛魅其實是合法性

來源變遷的一種具體

形式。合法性建構未必一定

要祛魅，當代政治已經不再

需要祛魅了，但西方現代轉

型中的祛魅，則是用一種合

法性來源即以人為中心，否

定、覆蓋另一種合法性來

源，即以神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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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半小時」；「父母去世，必須守孝三年」，

這是物理制約。

（一）觀念制約

什麼是觀念？觀念是價值判斷，即通

常所言的價值觀，這是觀念非唯一但主要

的含義。價值觀是二階知識（second-order 

knowledge），即它不是關於具體事件的具

體知識，而是對某類行為的價值導向。換

言之，價值觀是一個群體（小至家庭，大

至國家、人類）的多數成員對某類行為的

態度，即一個群體鼓勵什麼、反對什麼和

默許什麼。默許就是中立。例如，一個社

會鼓勵或反對、默許挑戰權威（包括挑戰

父母、老師、學術權威等）、創新、冒險、獨

立、張揚個性、助人為樂、超功利、自命不

凡等，這種態度就是價值觀。

一個群體的價值觀集合及不同價值

觀之間的關係就是觀念環境，也是人文環

境的主要構成（人文環境的外延更大）。

任何時代、任何群體都必須有價值觀並形

成觀念制約，以區分對錯，並構成行為的

價值邊界，即什麼可做（鼓勵和默許），什

麼不可做（反對）。可以說，價值觀和人文

環境是包括科技進步在內的社會改革與

進步的土壤即生存環境，且有優劣之分。良

性的價值觀和人文環境推動社會進步；反

之，則阻礙社會進步。例如，崇尚/貶抑科

學不是科學本身，而是科學能否順利發展

的文化土壤；精益求精/急功近利也非具體

事情，而是人們做事的文化土壤，它在很

大程度上影響具體事情的品質。並且，由

於社會目標和任務不斷變化，所以，價值

觀和人文環境不應一成不變，而應不斷改

革、更新。那種主張價值觀和人文環境不

能改變的觀念就是守舊主義。

一切神性文化必然要預設一個絕對

命題：神掌握絕對真理。這是神性文化的

基礎性價值觀，一切其他觀念都不得與此

觀念違背，並且其他許多觀念都由此觀念

派生。在這種觀念中，真理體現在經典中，

如《聖經》、《古蘭經》、佛教經典、儒家

經典等。經典是一切研究、思考的邊界。

如果知識創新超越了經典，神的權威將不

復存在。由此可知，一切神性文化的知識

觀念都是貶抑知識，阻礙知識創新的。進

而不難理解，為什麼基督教會會打壓哥白

尼、布魯諾、伽利略，因為他們的研究結

論會顛覆經典的看法，摧毀上帝的絕對權

威。從某種意義上講，最理解哥白尼、布魯

諾、伽利略的，恰恰是當時的正統人士即

教會精英，因為教會精英真正理解了他們

的研究及其對正統理論的顛覆性，所以才

會打壓他們。

關於基督教反知識進步的

觀念，羅素的概括頗為精當。宗

教「自稱含有永恆的和絕對可靠

的真理」，但科學不承認任何絕

對的觀念，不承認真理的終結。

它「並不認為自己知道全部真

理，或者說，連自己最佳的知識

也不認為是完全正確的。它懂

得，任何一種學說遲早都要修

正，而這種必要的修正需要研究和討論的

自由」 [9]。在知識進步觀念上，宗教與科

學是完全對立的。

凡是認為某種具體思想、理論是顛

撲不破的絕對真理的知識觀念，都是反

科學、反知識進步和反知識創新的。同

時，凡是認為存在聖人、上帝觀念的知識

觀念，也都是反科學、反知識進步和反

知識創新的——概言之，反智主義（ant i-

intellectualism）。

在這個意義上，儒家跟基督教是同質

的，一切神性文化都是同質的。儒家認為，

作為天意的真理，因聖人仰觀天象、俯察

地理而體悟，此即聖人得道。聖人將所得

之道記錄，形成經典。經典=大道=天意=絕

對真理。《文心雕龍·原道》對此有精闢概

括：「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旁通

而無滯，日用而不匱」。這意味著，經典＝

聖人思想＝道＝應然的生活。至於後世的

學者如鄭玄、孔穎達、朱熹等大儒，所能做

一切神性文化必然要預

設一個絕對命題：神

掌握絕對真理。這是神性文

化的基礎性價值觀，一切其

他觀念都不得與此觀念違

背，並且其他許多觀念都由

此觀念派生。在這種觀念

中，真理體現在經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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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過是闡釋經典，使之在細節上更加

圓滿。並且，古代學者都是仰望式地闡釋

經典，經典是用來崇拜的。這跟羅素對基

督教的批評同出一轍，「只要某人的言論

被人認為含有絕對真理，馬上就有一幫子

專家出來解釋這些言論，這些專家因為掌

握著通向真理的鑰匙，也就必然掌握了權

力。他們也象其他特權階級一樣，利用手

中的權力謀求自己的私利。但是，由於他

們的職務是解釋神明一勞永逸和完美無

缺地向人們啟示的凝固不變的真理，因

此，他們必然是知識和道德進步的反對

者，在這一方面他們比其他特權階級更

壞」[10]。

神職人員（這裏也包括儒家人士）常

常標榜自己的淡泊和高尚，但一個大概率

的經驗現象是，那些號稱離神靈更近的

人，通常也是擁有更多世俗權力、財富和

名望的人，二者大概成正比例關係。在基

督教教會中，等級更高的神職人

員更接近上帝，也更有權力、財

富和名望。伏爾泰曾諷刺道，修

道院長享有很高的年金和待遇，

「一個曾經發誓苦修的苦修者，

結果當了王爺」 [11]。在儒教中

國，這種關係就更明顯了。科舉

制後形成的品階使高階儒士擁

有的權力、財富和名望通常明顯

多於低階儒士。佛教、伊斯蘭教

也是如此。不能否認，有些神職人員具有

清修精神、奉獻精神，甚至很偉大。但這

裏要說的是，在神性組織中，高階神職人

員的待遇優於低階神職人員，這是制度規

定。這種規定把利益、階品與接近神和真

理的程度正相關起來，在神性文化的理論

和制度中，階品越高，離神和真理就越近，

並且利益越多。實際上，高階神職人員的

世俗權力、財富和名望通常高於低階神職

人員，這是必然的；否則，該神性組織就根

本吸引不到人。但這裏也暴露出神性組織

的虛偽性：名為更接近神靈和真理，實卻

攫取世俗利益。而在現代社會，利益分配

直接以功利貢獻為標準，雖然可能存在不

公平，但不存在虛偽。

在神性社會對人的諸多觀念制約中，

對知識進步的制約是最基礎和最重要的，

因為知識生產是人類最基礎、最重要的活

動，其他活動都受知識生產的決定[12]，以

致於知識進步是衝破神性束縛的必要條

件。如果教條的合理性沒被否定，而只靠

某些勇士孤軍奮戰的叛逆行為，這種行為

一定會被正統人士說成離經叛道，是對天

理、神意或真理的對抗，不僅會遭致強大

的打壓，且無法說服群眾，因而不可能衝

破教條。用清人戴震的話來說，正統人士

完全可以「以理殺人」[13]。因此，要否定某

些教條的合理性，唯一的途徑就是從知識

角度予以突破，給出可驗證的知識，以證

明教條是錯誤的。直接的暴力可能擊垮一

個神性組織，但很難粉碎神性觀念。即便

暴力擊垮了某些神性組織，但在既有的神

性觀念的支持下，新的神性組織也會不斷

產生。古代中國出現的各種類宗教組織

（包括幫會）莫不借助神靈而具有神性特

徵。而在宗教性更強的其他幾大文明中，

也存在各種大大小小的宗教及其他神性

組織。這些神性組織都一定會對社會進行

不同範圍和程度的控制，並且都是反現代

性的。唯有知識進步才能瓦解神性觀念的

知識權威和神聖權威，從而摧毀神性組織

的合法性基礎，進而為現代性突破組織性

束縛。因而，通過知識進步瓦解神性觀念

的神聖權威是傳統神性社會轉向現代人

性社會的必要條件，也是世俗化、現代化

的必要條件，還是知識進一步發展進步的

必要條件。因此，知識進步在現代轉型中

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知識途徑有諸多方式，最基礎、最重

要的方式是科學（特指自然科學），因為

科學具有經驗特徵，其過程是可重複的，

其結論是可驗證的，它最能以眼觀耳聞

的經驗方式區分知識的高下。由此可以理

通過知識進步瓦解神性

觀念的神聖權威是傳

統神性社會轉向現代人性社

會的必要條件，也是世俗

化、現代化的必要條件，還

是知識進一步發展進步的必

要條件。知識進步在現代轉

型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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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為什麼當時的教會畏懼哥白尼、布魯

諾、伽利略等人的科學發現。伽利略在比

薩斜塔上的實驗，證明了兩個鐵球同時著

地，用最直觀的方式告訴基督教信眾，被

神化的亞里斯多德也是有錯的，從而為打

破神聖權威撕開一道口子。或許這個故

事並不可靠，但並不能否定科學知識帶來

的衝擊。口子一旦撕開，光明就會穿透口

子，照亮黑暗，神聖權威就逐步瓦解了。

由此還可以理解，在近代，外國人為什麼

特別喜歡在中國興辦醫院。如魯迅的小說

《藥》裏所言，當時的中國人仍相信人血

饅頭能治病。這是典型的迷信。但現代醫

學優於傳統醫學可確證的效果使人們開

始相信現代醫學及科學，對傳統的信念逐

漸動搖。被動搖的領域日益擴大，久而久

之，傳統就逐漸瓦解了。而五四新文化運

動正是在新舊之交大張旗鼓宣揚科學，加

速了傳統的瓦解和現代的確立。

在四大文明中，唯有西方自發地實

現了知識突破和觀念更新，而中國是跟蹤

地實現了知識突破和觀念更新，但還不徹

底。

當然，神性社會的觀念束縛遠不只表

現在知識方面。其他幾乎一切方面，包括

衣食住行、婚喪嫁娶、言談舉止，都受到特

定觀念的制約，即「你必須這樣，而不能那

樣」。

根據觀念/價值觀的含義可知，所謂

思想解放，就是摒棄劣性觀念/價值觀，宣

導良性觀念/價值觀，且思想解放是永恆的

進程，而無止境。至於良性與劣性的具體

標準則因時代、環境之不同而不同。啟蒙

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都符合這一定義，

改革開放初期的思想解放也符合這一定

義。

（二）物理制約

神性社會的觀念制約是其物理制約

的必要條件，如果不認可那些觀念，那些

觀念就不會產生它所需要的物理效果。

任何神性文化為了讓信眾表達對神

的忠誠信仰，都有一套儀規要求信眾必須

遵守，從而在觀念制約的基礎上對信眾構

成物理制約。儀規是各種禮儀規範的統

稱。

中國有迄今為止人類文明史上最久

遠的規範、強大和繁瑣的儀規體系，它全

方面規範中國人的生活，包括政治儀規、

日常生活儀規等方面，從西周初年延續到

晚清，一直持續了接近三千年而未中斷，

構成對中國人強大的物理制約。中國形成

這套物理制約時，當今的主要宗教佛教、

基督教、伊斯蘭教都還沒有產生。這套物

理制約主要被儒家繼承和發揚，其成文形

式主要記載於《周禮》、《儀禮》

和《禮記》。這套儀規極為繁瑣，

所以，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中

指出，「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

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

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

寡要，勞而少功』」。例如，父母

去世，須守孝三年。後來，又引進

佛教的觀念，發展出「祭七」。期間，每天

要供奉祭品，要祭拜，隔一段時間要請和

尚道士做法事。對於官員，在丁憂期間，需

要離職守孝。在古代，由於生產剩餘很少，

死一個人，少則五年多則十年的積蓄就沒

了。對於普通人，這是耗時、費財、耗精力

的非生產性行為。對於官員，則還要考慮

對公務的耽誤。因此，這套儀規的物理制

約所造成的非生產性耗費是巨大的。

現代社會也有很多規範，因而也有物

理制約，但差別在於：傳統社會的許多規

範是非生產性的，即幾乎只有投入沒有產

出，而現代社會的規範是生產性的，非生

產性規範很少。即便有，通常也不要求強

制執行。

每個神性文化都有許多儀規對成員

構成物理制約，但程度不同。儒家已經夠

繁瑣了，但相比於伊斯蘭教的儀規，則又

是小巫見大巫。《奈薩儀聖訓集》[14]記載

的伊斯蘭教儀規之複雜、繁瑣、細密，讓人

任何神性文化為了讓信

眾表達對神的忠誠信

仰，都有一套儀規要求信眾

必須遵守，從而在觀念制約

的基礎上對信眾構成物理制

約。儀規是各種禮儀規範的

統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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瞠目結舌。如果不打破這種物理制約，伊

斯蘭世界根本不可能實現現代轉型。而要

打破這種物理制約，又必須首先打破伊斯

蘭教義的觀念制約。

雖然儒家儀規很複雜，但是有兩點使

它的僵化尚不是絕對的。第一，孔子承認，

儀規是可以改革的，此即「禮有損益」說。

第二，在儒家獨尊以前，儒家儀規曾遭到

嚴厲的批評，如墨家對儒家的批評，墨家

尚簡，儒家尚奢（《韓非子‧顯學》）。對儒

家最精闢的批評是司馬談所言的「博而寡

要，勞而少功」，即低效。這兩點尤其是第

一點，為儒家文明的現代轉型留了一點餘

地，還不至於絕對僵化。對於那些自認為

儀規一旦確立就不可更改的神性文化，轉

型更加困難。

（三）兩種效率：神性效率與世俗效率

司馬談對儒家的批評「博而寡要，勞

而少功」，蘊含了一種觀念——效率。其

實，傳統神性社會也是講效率

的，但這種效率是服務於神的效

率，可以稱為神性效率。在基督

教中，人們的勞作就是為了表達

對神的忠誠，神也要求信眾努力

獲得社會成就。「上帝要求基督

徒取得社會成就，因為上帝的意

旨是要根據他的聖誡來組織社會

生活。因而塵世中基督徒的社會活動完全

是為『增加上帝的榮耀』」[15]。同樣，在儒

家看來，取得社會成就是為了光宗耀祖，這

可讓自己的祖先以及自己死後更可能升

天，與神靈在一起。而在禮俗中，儒家繁瑣

的喪禮全是為了表達對神的忠誠。因為儒

家相信死後有靈魂，靈魂要升天，而繁瑣

的喪禮是說明死者的靈魂升天。

傳統社會似乎也有世俗效率。但是，

為了滿足神性效率，傳統社會往往會犧牲

世俗效率。如上所言，父母喪，子女要守孝

三年，官員要離職守孝，這會耗費許多錢

財、精力，也影響公務。在傳統社會，世俗

效率不是終極的，它依從於神性效率。所

以，傳統社會沒有嚴格意義的世俗效率。

雖然現代社會仍有神性效率，但世

俗效率是終極的，神性效率依從於世俗效

率，它服務於人而非神，其合法性基礎就

是以人為中心。在現代社會，不論什麼具

體制度都極為看重效率（以下的效率都指

世俗效率）。因為效率越高，越能服務於

人，越能體現以人為中心。即便美蘇相爭，

兩種模式都非常看重效率。不同制度、模

式的分歧不在於要不要提高效率，而在

於什麼制度、模式更能提高效率，同時兼

顧一定的公平性。不過，效率不是想提高

就能提高的，有些制度並不能很好地激發

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這不是本文的話

題）。

在經濟層面，現代社會是以資本主義

為主導模式。效率是現代社會的核心，是

國家之間、企業之間、個人之間競爭的最

重要指標。低效率者會落敗，被邊緣化。

現代社會對效率的追求，使它必須從

觀念到物理全方位衝破傳統神性文化。在

這一轉型進程中，西方啟蒙思想家在觀念

突破上發揮了巨大作用。而資本主義的興

起，尤其是資本主義與工業革命相結合，

又在物理上突破了基督教的許多儀規，從

而實現了世俗化和現代化（資本主義的發

展對世俗化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此系另

話）。世俗化與現代化有所區別。在邏輯

上，世俗化是現代化的必要條件，現代化一

定是世俗化的，反之不必然。沒有世俗化，

現代化就沒有自己的地基。所以，必須在

根本上摧毀傳統神性社會的合法性，才能

為現代社會掃蕩出新的地基。在時間上，

世俗化有完成時刻，歐美都已完成了世俗

化，但現代化沒有完成時刻，是永無止境

的過程。

當現代社會以效率為核心後，神性文

化的觀念制約和物理制約的弊端就暴露

出來了。比較而言，即便現代社會中被認為

低效的制度如蘇聯模式，也遠比傳統社會

的效率高。

必須在根本上摧毀傳統

神性社會的合法性，

才能為現代社會掃蕩出新的

地基。在時間上，世俗化有

完成時刻，歐美都已完成了

世俗化，但現代化沒有完成

時刻，是永無止境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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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可以說，傳統神性社會必然反對

追求效率。因為要提高效率，就必然要進

行創新；要創新，就必然要更新知識；要

更新知識，就必然要突破既有知識系統；

而要突破既有知識系統，就必然要瓦解經

典、神靈以及神職人員的神聖權威，從而

瓦解神性社會。

由此還可以反思馬克斯·韋伯關於新

教與資本主義關係的論述。韋伯認為，新

教倫理中的勤勞、節儉、追求財富等品質

對資本主義有促進作用[16]。但實際上，無

論在觀念上還是物理上，資本主義對宗教

都有巨大的否定和突破。並且，新教成形

時，歐洲已經開始現代轉型了，一些傳統

觀念已經被突破了。要說勤勞、節儉、誠

信、善良、互助這樣的品質，中國人一點也

不缺。但中國為什麼沒有自動進行現代轉

型？因為還有太多的觀念制約和物理制約

限制了這些優點在更廣範圍、更深程度上

發揮作用，突破自己的傳統。

三、五四的本質與中國現代轉

型

行文至此，才開始集中討論五四新文

化運動的本質及其與中國現代轉型的關

係。但若無前文的理論探討，就無法從宏

觀上重新理解五四新文化運動。要理解一

個事件，理論猶如座標，極為重要。如果

不能建立合理的座標，事件就無法被有效

定位，就猶如隨機分子在飄移，做布朗運

動。儘管很難說哪種理論正確，但理論座

標並非隨意選擇的，而是可以討論、比較

並區分優劣的。從終極合法性轉向角度，

可以獲得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新理解。

一九三○年代開始，就有學者探討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性質。蔡元培將之比作

文藝復興（一九三四年六月） [17]。胡適的

類比則有點張冠李戴。一九三三年，胡適

在芝加哥大學作關於「中國文藝復興」的

演講，他用「理性對抗傳統，自由對抗權

威，以及頌揚生命和人類價值以對抗其壓

抑的一種運動」 [18]來刻畫五四新文化運

動，且他後來的口述自傳表達的也是這個

意思[19]。但這其實是將之比作啟蒙運動，

而非文藝復興，余英時已指出了這一點
[20]。胡適的類比，雖有點張冠（文藝復興）

李戴（中國的啟蒙運動即五四新文化運

動），但其對「李戴」的表述比較接近真

實。陳伯達（一九三六年十月）、艾思奇

（一九三七年六月）、何干之（一九三七年

七月）則將五四新文化運動比作啟蒙運

動，準確說是舊啟蒙運動[21]。

余英時既不贊同將五四新文化運動

比作文藝復興，也不贊同比作啟蒙運動。

因為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思

想資源都是來自西方文化自身傳

統的古希臘文化，且啟蒙運動預

設了「必然的歷史規律」 [22]。這

裏，可提出兩點質疑。第一，余英

時沒有區分啟蒙有內生和外生

之別。一種文化被啟蒙並不一定

要以自身傳統為思想資源，也可

以借助其他文化。第二，關於「必然的歷史

規律」，余英時有點自相矛盾。余英時是承

認普世價值的。其實，普世價值就是歷史

規律的另一種表達。啟蒙以降的現代性理

論都承認歷史規律或普世價值的存在，只

不過分歧在於歷史規律的具體標準是什

麼。馬克思主義認為「公有制+計劃經濟+

國家集權」是歷史規律，準確說是共產主

義初級階段的歷史規律；自由主義認為

「私有制+市場經濟+國家分權」是歷史規

律。兩個組合就是兩大派所承認的歷史規

律或普世價值，並且都是世俗化的。

啟蒙運動還可在一般和具體兩個層

面理解。一般層面，啟蒙運動可以理解為

用先進思想淘汰或改造落後思想的具有一

定規模的思想運動，此時的「啟蒙運動」

成為通名。此點，五四新文化運動符合，即

個體屬性符合一般屬性。並且經歷了五四

新文化運動，先進思想在中國大體確立，

基本是成功的。具體層面，啟蒙運動特指

當現代社會以效率為核

心後，神性文化的觀

念制約和物理制約的弊端就

暴露出來了。比較而言，即

便現代社會中被認為低效的

制度如蘇聯模式，也遠比傳

統社會的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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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至十八世紀發生在西方的思想解放

運動，此時的「啟蒙運動」是專名。而當其

他非西方國家學習西方時，西方啟蒙運動

便成為範本，非西方啟蒙運動都是以西方

啟蒙運動那套理念為標準（可以適當修

正）來改造非西方文明，產生各國的啟蒙

運動，「啟蒙運動」也逐漸演變為通名。此

點，五四新文化運動也符合。所以，說中

國應該按照歷史規律或普世價值的道路

前行，需要進行一次中國式啟蒙運動，即

五四新文化運動，有何不妥呢？當然，啟

蒙是無止境的。如果未來人們創造出超越

當今現代理念的更先進理念，當今現代理

念就會成為被啟蒙對象。另外，余英時談

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思潮的混雜性，這其

實不是什麼問題。西方啟蒙運動本身就不

是啟蒙思潮一種聲音單邊倒，而是各種思

潮相互激蕩。五四新文化運動也是各種思

潮交織，但啟蒙思想的影響最大。並且，

各種思潮有一共同點，就是世俗

化。儘管陳獨秀、魯迅、胡適的

思想差異甚大，但世俗化是其共

同點。不過，他們未必認識到世

俗化是他們的共同點。相對於神

性，世俗化總體是進步。所以，本

文用世俗化轉向來統率五四新文

化運動，並定義其本質。

我認為，把五四新文化運動

比作啟蒙運動，是合理的。不過，

無論怎麼類比，都不是對事件本質的理論

解釋，即關鍵不在於將五四新文化運動比

作什麼，而在於如何用更基礎、合理的理

論來理解五四新文化運動及其類比對象，

甚至對啟蒙運動都還需要作更基礎的理

解。如果沒有理解啟蒙運動的本質，而將

五四新文化運動比作啟蒙運動，就是用一

個尚未被理解的事物來理解另一個尚未被

理解的事物，因而不可能理解後者即五四

新文化運動。對此問題，學界缺乏從終極

合法性轉向視角來理解，而這一視角是最

基礎和最重要的。雖然也有不少人談到中

國全面師法西方，即國家建構的制度和思

想資源全面取自西方，但這只是簡單描

述，而非理論解釋。這種師法，從中國轉向

西方，是空間轉換（where），是表面；而中

國人的終極合法性建構從神性轉向人性，

才是本質。因為後者才能將師法西方與古

代師法印度即大規模引入佛教相區分，

而引入佛教是增加神性文化，根本不是啟

蒙。

與缺乏終極合法性轉向視角相關，

學界也缺乏從觀念制約、物理制約和效率

來理解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及啟蒙運動。雖

然不乏對傳統文化的觀念批判，但不夠深

入、全面和細節，尤其是許多潛移默化地

影響人們行為的日常觀念還有待分析和批

判。而在物理批判上，則相當缺乏。鮮有人

從效率角度，通過成本──收益的分析來

批判傳統文化。

下文將在歷史線條中呈現五四新文

化運動究竟要解決什麼問題，從而理解其

本質。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雖然有魏源提出

「師夷長技以制夷」之主張[23]，但清朝上

上下下仍然昏昏欲睡，耽誤了二十年，直至

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一八六一年，才開啟

洋務運動。但是，洋務運動非常不徹底，

保守派尤其是其中那些所謂的「清流」堅

決抵制改革。在一八六七年的同文館之爭

中，恭親王提議在同文館中開設天文算學

館，招收科舉考試出身的低級別官員入館

學習。此舉不僅是吸收精英學習科學，更

重要的是讓國人承認科學技術在國家知

識體系中的合法性，使之成為「大道」的

合法構成。然而在倭仁這樣的保守派看

來，科學技術是技藝，是小道，「立國之道

尚禮義而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而不

在技藝」[24]。由於倭仁等保守派的強烈反

對，此項計畫大受挫折。稍後，洋務派要架

設電報線、修建鐵路，均被保守派阻礙。

至於清末的制度變革，更是遭到以綱常名

教、祖宗法制為名義來抵制。保守派的理

雖然不乏對傳統文化的

觀念批判，但不夠深

入、全面和細節，尤其是許

多潛移默化地影響人們行為

的日常觀念還有待分析和批

判。而在物理批判上，則相

當缺乏。鮮有人從效率角

度，通過成本──收益的分

析來批判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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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完全是因為改革會破壞舊有的社會秩

序，尤其是儒家那套基於神性的綱常名

教。這套綱常名教就相當於其他宗教的教

義。這套綱常倫理在未被顛覆之前，具有

天然的政治合法性和道德合法性，因而可

以轉化為攻擊改革派的政治武器和道德

武器。所以，翁同龢、倭仁等佔據政治高

地和道德高地，指責洋務派，以致耽誤發

展良機。當然，這也不能全怪保守派。即便

是洋務派，也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缺

乏清醒的認識。洋務派代表人物李鴻章便

認為，「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

上，獨火器萬不能及」[25]。在這一階段，國

人對中西方差距的認識還停留在器物層

面。而後張之洞的中體西用，也只想把西

學當工具，仍不見實效。

正因種種牽制，洋務運動雖有些成

效，但由於很不徹底，以致於在甲午戰爭

中，被一八六八年才開始明治維新且一直

被中國人瞧不起的倭國日本所打敗。如梁

啟超所言，甲午戰爭的慘敗讓國人驚醒了

一些，「至甲午敗後，知西法不能不用」
[26]。於是，中國的改革才進入了制度層面。

但是，戊戌變法、清末新政，依舊不徹底，

傳統體制仍舊頑固，於是有了辛亥革命。

進入民國，國勢未見好轉，倒是政治

復辟和思想復古的危險越來越大。本來，

一九一二年，民國教育總長蔡元培已廢止

讀經。但袁世凱當上總統後，大搞尊孔祭

天，恢復神性文化。一九一三年六月發佈

「尊孔令」；一九一四年又發佈《祭聖告

令》，通告全國舉行「祀孔典禮」。康有為

也從維新派成了保皇派，呼籲定孔教為

「國教」，宣揚「有孔教乃有中國，散孔教

是無中國矣」[27]。但僅有這些情勢並不足

以產生五四新文化運動，當時的政治環境

也非常重要。民國初期，軍閥割據，各股勢

力相互掣制，沒有一支政治力量能夠統率

全國，這為言論自由留下了較為寬鬆的政

治空間。於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得以興起。

梁漱溟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比較詳

細地總結了面對西方挑戰，國人的反思如

何一步一步從器物層面到制度層面再到文

化層面，儘管他帶著拯救儒家的態度[28]。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根本任務，就是要

用現代人性文化反對傳統儒家的神性文

化，就是要從觀念上顛覆這套神性文化的

合法性，因而，其本質就是本文開頭所言

的世俗化思想解放運動。於是有了陳獨秀

除舊佈新的主張，「要擁護那德先生，便

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

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

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

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

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29]。有了

胡適的「百事不如人」之說[30]。

辛亥革命後，儒家的某些儀

規如圍繞皇帝的政治儀規和民

間的某些生活儀規，便已打破，

但還不徹底。尤其是，沒有一場

思想運動從根本上批判儒家，這

使得儒家政治和文化隨時可能

復辟。但是，經歷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儒

家全面復辟的思想根基便沒有了。一九二

○年代以後，無論當權者多麼強勢專制，

都再也沒有稱帝的政治復辟了。可以比較

的是，由於伊斯蘭教沒有類似西方啟蒙運

動和中國新文化運動這樣的思想解放運

動，傳統伊斯蘭政治便可能復辟，雖然可

能有所變形。一九八○年代以來，伊朗的

倒退便是例證。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儘

管土耳其有著名的凱末爾改革，其中也包

括了一些文化改革，如改革語言文字、反思

傳統與現代的關係。但是，土耳其文化改

革的規模、深度尤其是精英參與數量與程

度，均遠不及中國新文化運動。尤其是，批

判伊斯蘭教義這項最基礎、最重要的工

作，幾乎沒有展開。因而，土耳其文化改革

並沒有真正觸動伊斯蘭教的根基，也就沒

有真正的思想啟蒙運動。所以，認為土耳

其也有新文化運動的看法並不成立[31]。這

致使土耳其的世俗化、現代化缺乏新地

在經典闡釋方面，古代

學者都是仰視經典。

中西皆然。中國從五四新文

化運動開始，學者們開始平

視經典，經典成為客觀研究

對象，這是從胡適的《中

國哲學史大綱》開始。其他

宗教的世俗化也必須形成類

似的觀念，才算真正的世俗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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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此不難理解當前土耳其的倒退跡

象。

儒家必須形成一些基本觀念，才表明

它已世俗化。人們可以否認天/神的存在；

人們可以否認聖人的存在；孔子不是聖

人；孔子的話和儒家的經典都沒有包括全

部真理；我們（今人）可能並有能力超越孔

子和儒家經典的知識體系；在現代社會，

當傳統經典與法律相衝突時，必須服從法

律而不是服從經典；等等。五四新文化運

動以來，中國的確形成了這樣的觀念，只

是表述各異。例如，在經典闡釋方面，古代

學者都是仰視經典，經典是用來崇拜的。

中西皆然。而在中國，從五四新文化運動

開始，學者們開始平視經典，經典成為客

觀研究對象，這是從胡適的《中國哲學史

大綱》開始。其他宗教的世俗化也必須形

成類似的觀念，才算真正的世俗化。基督

教世俗化最先形成這樣的觀念，但伊斯蘭

教至今未形成這樣的觀念，而這

正是伊斯蘭社會至今無法走上現

代轉型的最重要原因。

伊斯蘭教極其保守。穆罕默

德曾有言：「最壞莫過於新奇事

物。每椿新奇事物都是一種革

新，每種革新都是個錯誤，每個

錯誤都可以導向地獄之火」[32]。

但悖謬在於：一方面，越是保守

的神性文化，越需要從根基上批

判、摧毀其神聖性和合法性；越

不批判、摧毀之，這樣的社會就越不能改

變和進步。但另一方面，越是保守的神性

文化，越不能批判。伊斯蘭世界就缺乏這

樣的文化反思、批判和否定，其現代轉型

的最大障礙就是宗教思想。

今天，許多國人充滿懷舊情結，迷戀

傳統，甚至主張復古。但回看歷史，後人無

法不敬佩西方現代轉型期中出現的那些反

思、批判甚至否定自己文化傳統的思想家

如伏爾泰、盧梭、孟德斯鳩、狄德羅等。對

應於中國，這批人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

的先驅胡適、陳獨秀、魯迅等。非常遺憾的

是，伊斯蘭地區沒有出現這樣的思想家。

或許有人說，儒家本身就是世俗化

的，無需世俗化。這個看法並不妥當。無論

神性文化還是人性文化，內部都有差異。

與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相比，儒家的

確較為世俗，但在根本上，它仍是神性文

化，因為它的終極合法性來自神，而非人。

同樣，儘管今天的中國還不是成熟的現代

社會，但它絕非傳統神性社會，只不過仍

處於面向更高級更成熟的現代轉型中。

雖然本文很宏觀地考察五四新文化

運動的世俗化思想解放運動本質，但實際

上，這一世俗化進程的表現是非常經驗和

微觀的。

如果沒有五四新文化運動，經濟、法

治等建設的成本將非常高，甚至無法展

開，因而無法現代化。以經濟建設而論，在

其他條件如成文制度條件（包括產權保

護）相當的情況下，觀念越保守，效率越

低。修一條公路，需被拆遷的住宅、墳墓，

就會被主人以風水、敬畏死者的理由來阻

礙，這些理由都是天理（天然合理），所以

很難拆遷。如果遇到有權有勢的人阻擋，

根本拆不動。即使能拆遷，成本也會大很

多。但在今天，如此理由根本不能成立。這

就使拆遷成本降低了很多，從而提高了效

率。如果沒有五四新文化運動，父母死了，

就要離職回家守孝三年。其他許多儀規都

需要從業者離職一段時間。若此，還有效

率嗎？工業化還能推進嗎？面對強大的外

部世界，如何可能在競爭中立於不敗之

地？即便進行了世俗化、現代化改革，未必

能立於不敗之地，更何況不進行改革。正如

《共產黨宣言》所言，資本主義「把一切民

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

了」，它的低廉商品是「摧毀一切萬里長

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

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

亡的話——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

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裏推行所謂的文明，即

與基督教、伊斯蘭教、

佛教相比，儒家的確

較為世俗，但在根本上，它

仍是神性文化，因為它的終

極合法性來自神，而非人。

同樣，儘管今天的中國還不

是成熟的現代社會，但它絕

非傳統神性社會，只不過仍

處於面向更高級更成熟的現

代轉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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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資產者」[33]。由此還可以理解印度和

中國傳統社會為何解體。馬克思指出，儘

管印度社會結構歷經幾千年而不變，但

「不列顛的蒸汽機和科學在印度斯坦全

境徹底摧毀了農業和製造業的結合」[34]。

馬克思、恩格斯的這兩段話雖然沒有直接

談到效率、競爭、創新和世俗化，但這些觀

念是蘊含於其中的。是科學技術所提供的

廉價商品改變了印度的社會結構。廉價的

商品來自於效率；效率就是競爭力；效率

的提高來自創新；創新來源於世俗化前提

下的現代化。以紡織品為例，在沒有英國

紡織品競爭的情況下，印度紡織品的成本

和收益，能夠在印度社會實現自循環。但

是，只要英國紡織品的品質更優或價格更

低，印度紡織品就無法競爭。這不但導致

印度紡織廠商沒有利潤甚至虧損、倒閉，

還直接導致大量工人失業，繼而，印度的

傳統社會就解體了。一八四○年後，同樣

的結構性歷史事件發生在了中國身上。國

土面積很小的英國擊敗龐大的古老國家

印度和中國，在根本上，便是人性社會的

效率戰勝神性社會的效率。

完全可以說，沒有五四新文化運動，

就沒有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既是世俗化的，也是現代化

的。它以人為中心，以效率為標準。改革開

放之初，深圳提出的「時間就是金錢，效

率就是生命」的口號，在當時就引起很大

爭論，有不少人反對。倘若在古代，這樣的

口號可謂離經叛道，提出者很可能被定罪

甚至殺頭。所以，如果仍然遵循儒家傳統，

改革開放根本進行不下去。

幸好，五四新文化運動在根本上顛覆

儒家文化的神聖性和合法性，使之走上了

不可逆的世俗化道路。今天，人們對不遵

守某些儒家儀規，已經能坦然接受了。在

一九○年代以前，雖然傳統的神聖性已被

瓦解，但由於工業規模較小、城市化程度

較低及相應的社會流動性很小，所以，在

民間尤其是廣大鄉村，生活習俗仍舊因襲

傳統。但是，改革開放以後，由於大規模的

工業化、城市化以及基於世俗效率和逐利

導致的人口流動性大增（如打工），使得

延續三千年的諸多傳統如喪禮、婚禮等，

在大約十來年的時間裏，都大為精簡。同

時，還需要提及，如韋伯所描述的基督教

社會的變遷一樣，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

中國人也摒除了許多迷信，即摒除了基於

魔力（mag ic）的許多手段。在我的記憶

中，七八十年代仍有許多迷信手段，今天

也還有，但少了很多。這是祛魅

的一個重要方面。可以看到，所

有這些細節改變，都符合效率標

準。不過，本文並非認為效率越

高越好。現代社會也有其嚴重弊

端，但這是另一話題。

不過，這並不意味著傳統一

無是處。傳統仍有許多可利用的

內容。儒學，可以轉化為道德儒

學和心靈儒學，一如基督教已經

轉化為道德宗教和心靈宗教。儒

家的修身養性、修己安人、獨善兼善、「己

所不欲勿施於人」、立人達人、敬事忠信、

淡泊明志等思想，都有積極價值，可在一

定程度上療治現代化之弊。同樣，伊斯蘭

教也可以作如此轉化。在現代社會，公共

領域要服從法律和規則，當宗教與法律相

衝突時，必須讓位於世俗的法律。但是，法

律及現代治理體系不是萬能的。同時，各

個文明的傳統文化都有一些積極的道德內

容和安慰心靈尤其是安慰死亡的內容，這

些都可以轉化而為今用。不過，與古代不

同的是，現代的神性文化是服從於人性文

化的，進而服從於現代公共規則。

因此，回頭看歷史，以傳統神性社會

與現代人性社會的根本差異為視角，重估

五四新文化運動，方知其真正偉大之處，

其積極意義無論怎麼估量都不為過。陳

獨秀、胡適、魯迅等思想革命先驅，功載史

冊。儘管他們的思想差異很大，但世俗化

是其共同點。不過，他們未必認識到他們

公共領域要服從法律和

規則，當宗教與法律

相衝突時，必須讓位於世

俗的法律。但是，法律及現

代治理體系不是萬能的。同

時，各個文明的傳統文化都

有一些積極的道德內容和安

慰心靈尤其是安慰死亡的內

容，這些都可以轉化而為今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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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俗化指向。沒有五四新文化運動，就

沒有今天的改革開放，沒有今天的現代化

進程，沒有今天的社會開放與個體自由，

儘管一切都還需要改善。

同時，推而廣之，仍處於神性文化的

社會要進行現代轉型，必須進行思想解放

運動。這樣的神性社會，在國外仍然存在，

如伊斯蘭世界；在中國也還局部存在。因

此，在這些地區進行類似啟蒙運動、新文

化運動的世俗化思想解放運動，不但有利

於世界的和平與繁榮，也有利於中國的和

平與繁榮。

結語

現代轉型有諸多層面。思想層面的啟

蒙運動，即把合法性源泉從以神為中心轉

向以人為中心，是其他方面現代轉型得以

持續展開的必要條件和基礎。在這個意義

上，它極為重要。

因此，從現代轉型所需條件而論，可

以說，本文從宏觀角度討論了為

什麼要反思傳統——因為傳統文

化的本質是神性文化，以及如何

反思傳統——基於效率角度突破

傳統文化的觀念制約與物理制

約。雖然任何傳統文化都是祖先

的創造，都發揮過積極作用，但

包括現代文化在內的任何文化都

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一切文化都需要根

據生活的實際情況及其變遷而自我反省、

批判和革新。當然，反思傳統，不是完全否

定、拋棄傳統。

根據前文關於觀念/價值觀與思想解

放的討論，可以說，我國的思想解放遠未

完成。因此，面對傳統和現代，我們每個人

都應注意三方面的思想反省工作，對自己

和自己所在的群體進行永無止境的文化改

造與思想升級。

第一，對於個體而言，「我」要反省

「我」自己的思想和觀念，不斷革新。

第二，對於個體而言，「我」要反省

「我」所在的各個層次的文化，包括整個

國家的文化，自己民族的文化，家庭的文

化等等，並主動參與革新和改造。

第三，對於群體而言，「我們」要一起

討論、反思和批判「我們」共用的各個層次

的文化，包括整個國家的文化，自己民族

的文化，家庭的文化等等，並主動參與革

新和改造。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專案「衝

突與協調——以春秋戰爭與會盟為中心」

（13FZZ006）；四川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

業務費研究專項項目（編號：skqx20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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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二○一三年第四期；鄧曦澤：《衝突與協

調——以春秋戰爭與會盟為中心》(北京：人民出

版社，二○一五年)，頁一八至二三。
[13]戴震：《孟子字義疏證》，見《戴震全集》第一

冊(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一年)，頁

二一二。
[14]奈薩儀輯錄：《奈薩儀聖訓集》，穆薩·餘崇仁譯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二○一三年)。
[15]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于

曉、陳維綱等譯(北京：三聯書店，一九八七

年)，頁八二。
[16]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于

曉、陳維綱等譯(北京：三聯書店，一九八七

年)，頁三六至五七。
[17]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六卷(北京：中華書

局，一九八八年)，頁四二一至四二二。
[18]余英時：《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

認識》(上海：三聯書店，二○一二年)，頁

二四四。
[19]胡適口述，唐德剛譯注：《胡適口述自傳》(桂

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五年)，頁

一七三至一七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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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余英時：《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

識》(上海：三聯書店，二○一二年)，頁二四四至

二四五。
[21]鍾離蒙、楊鳳麟主編：《中國現代哲學史資料彙

編》第二集第一冊（上）(瀋陽：遼寧大學出版

社，一九八二年)，頁三○至五○，一九至二○，

二五至二七。不過，陳伯達等對啟蒙的認識，主要

服從於現實政治目的，其實質是抗戰動員以及反國

民黨統治動員。此立意既不如五四新文化運動，更

不如西方啟蒙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是愛國的，但

這不是它的特質，因為岳飛抗金、戚繼光抗擊倭

寇、洋務運動、戊戌變法都是愛國的。如果將五四

新文化運動定位為愛國運動，就無法將之與其他愛

國行為相區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特質是思想解放

運動，即中國的啟蒙運動。
[22]余英時：《文藝復興乎？啟蒙運動乎？——一個史

學家對五四運動的反思》，《重尋胡適歷程——胡

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上海：三聯書店，二○

一二年)，頁二四二至二六八。
[23]魏源：《魏源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

一九七六年)，頁二○七。
[24]沈雲龍主編，寶鋆等修：《籌辦夷務始末（同治

朝）》第四十七卷(台北：文海出版社，一九九六

年)，頁四五五七。
[25]沈雲龍主編，寶鋆等修：《籌辦夷務始末（同治

朝）》第二十五卷(台北：文海出版社，一九九六

年)，頁二四九一至二四九二。
[26]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第六冊(北京：中華書

局，一九八九年)，頁二。
[27]康有為：《康有為全集》第十集(北京：中國人民

大學出版社，二○○七年)，頁八二。
[28]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北京：商務印書

館，一九九九年)，頁一三至一五。
[29]陳獨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見《陳獨

秀著作選》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

年)，頁四四二。
[30]胡適：《胡適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

社，一九九八年)，頁一七一至一七二。
[31]陳方正：《從胡適與居卡爾看中國和土耳其的新文

化運動》，載《中國文化》二○一七年第一期。
[32]轉引自陳方正：《從胡適與居卡爾看中國和土耳其

的新文化運動》，載《中國文化》二○一七年第一

期。

[3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

社，一九九五年)，頁二七七。
[34]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馬克思恩格

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

年)，頁七六三至七六四。

Secular izat ion Trans i t ion of U l t imate 
Legitimacy

——A New View on the Essence of May 4th 
New Culture Movement 

Deng Xize(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y of 
Sichuan University)

Abstract: All t radit ional civil izat ions are 
divine societies centered on God, and God is the 
ult imate legit imacy. The West took the lead in 
realizing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becoming a 
humanistic society and the ultimate legitimacy of 
human beings. The essence of this transformation 
is secularization. Centered on the Enlightenment 
Movement, the ideological emancipation movemen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breaking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conceptual and physical constraints of 
the divine society, pursuing efficiency and laying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modernization. Referring to 
the western modern transformation, the May 4th New 
Culture Movement realiz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ultimate legitimacy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people 
from divinity to humanity in concept and theory. It 
was a secular ideological emancipation movement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society to modern society, as well as a ideological 
preparation movement. Broadly speaking, without 
the same kind of ideological preparatory movement, 
no t rad it ional society can real ize the moder n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May 4th New Culture Movement; 
secularization; ideological emancipation; concept 
constraints; physical constra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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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重新評價傳統文學，從傳統文

學中繼承優秀營養，已經是許多人的共識。但

是，如何真正有效地認識和繼承傳統，很值得

深入探討。「道」和「器」的關係就是其中之一。

五四文學成功地對傳統文學的「器」進行了轉

型，但對「道」的理解和批判則較嚴重地存在

著簡單化和草率的缺點。這影響了新文學對

傳統文學「道」的有效繼承，也導致人們嚴重

忽略了「道」的意義。其實，只有「道」才能真正

體現民族文學的獨特性和深刻性，「器」則更

容易隨時代而變。在今天的回歸傳統文學潮流

中，特別需要深入探尋和繼承「道」的精神，而

不是片面借鑒形式和技巧。

關鍵詞：傳統，道，器，文化

近年來，無論是在文學創作界，還是

學術研究界，大家都逐漸放棄了對傳統文

學簡單的拒絕和否

定態度，開始更冷

靜客觀地看待其得

失，並試圖以不同

的方式借鑒和回歸

傳統。莫言提出的

從西方文學向傳統

民間文學「有意識

地大踏步撤退」
[1]，林毓生提出的

「中國傳統的創造

性轉化」 [2]，都成

為學界和學術界的

討論熱點。但是，

我以為，究竟如何

繼承傳統，以及究

竟繼承傳統中的什

麼內容，還有待深入思考。其中，「道」與

「器」的關係就是很值得重視的一個問

題。

一

《易‧繫辭上》說：「形而上者謂之

道」，所謂文學之「道」，就是內在的文學

精神。就一個民族的文學之「道」來說，應

該具有三個基本特徵：一是整體性，也就

是說它不是一時一地文學之面貌，而是超

越於具體階段文學範圍之上，是整個民族

文學的總體特徵。它的形成貫穿於整個文

「道」與「器」
──重評傳統文學繼承中的一個問題

■ 賀仲明

暨南大學文學院

學發展歷史，甚至說，它與民族文學傳統

的建構緊密相連；二是根本性，它是民族

文學特徵的高度概

括，或者說是其精

神內核，由它構成

民族文學的個性本

質。因此，對它的

表述往往具有抽象

模糊的特點，很難

進行明晰

的界定；

三是文化

性，也就

是說它不

局限於文

學內部，

而是深刻

關聯到文

化哲學層面，包括

著更宏大的世界觀和審美觀，即以何種方

式來看待世界和表現世界。它伴隨著文化

的生長、成熟而不斷完善豐富——在根本

上說，文學之「道」與民族文化的關係是相

互的。它既來自於民族文化，而一旦形成，

又反哺民族文化傳統，成為其重要的一部

分。

由此可見，「道」是一種文學最核心

和實質性的特徵，也是其真正獨特性之所

在。一般所言的文學傳統，最基本的內涵

就在於「道」，各民族國家文學之間的深

刻差異，也主要體現在這裏。比如日本文

五四文學成功地對傳統

文學的「器」進行了

轉型，但對「道」的理解和

批判則較嚴重地存在著簡單

化和草率的缺點。這影響了

新文學對傳統文學「道」的

有效繼承，也導致人們嚴重

忽略了「道」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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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特別處，雖然也包括有和歌、俳句和

能劇等個性化的文學形式，但更主要的是

它獨特的「死亡與美」相結合的世界觀，

以及這種世界觀在文學中的深刻體現。當

年諾貝爾文學獎給予日本川端康成的授

獎詞就特別強調了這一點，川端康成的致

謝詞「我在美麗的日本」也是特別申明其

與日本傳統文學精神的繼承和關聯。西方

文學在總體上具有共同的基督教文化背

景，也各有其民族文化個性。歌德的《浮

士德》只能由堅韌頑強的德意志民族文化

所孕育，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傳達

出俄羅斯民族獨特的東正教文化氣息和

以厚重深邃為中心的審美精神，福克納的

《熊》等約克納帕塔法系列小說也與美國

南方的神秘文化和家族精神傳統緊密相

連。

由於「道」的內涵深邃和複雜，其形

成原因也不局限於文學，而是密切關聯著

更豐富的外在傳統文化，或者

說，博大深邃的文化是「道」的

內在底蘊。因此，它的根源深厚，

其形成過程不會短暫，需要長時

間的歷史積累、沉澱和孕育。而

一旦形成，也難以被輕易改變。

特別是在深層精神上，由於與民

族文化精神相關聯，因此很難移

易。

中國文學「道」的形成伴隨

著中華文化的漫長發展過程，要準確概括

中國文學之「道」的內涵，這裏顯然難以做

到，因為它內涵豐富而微妙，需要細緻的

辨析和周詳的闡釋。在很多情況下，人們

在對它的理解會特別突出這兩個方面：一

是較強的社會意識，也就是強調文學的社

會屬性，相對忽略個人屬性，將文學當作

社會文化的重要一部分；二是審美上含蓄

蘊藉的中和美，即以所謂「怨而不怒，哀而

不傷」為中心。

這一理解當然有道理，但並不全面，

因為其主要指向是傳統儒家思想。而事實

上，雖然孔子的儒家思想成為民族文化的

核心，其中關於文學藝術的論述如「詩言

志」「憂憤深廣」等思想，更自然浸潤、灌

注於中國文學傳統之中，構成了中國文學

傳統幾千年最核心的偏重社會倫理、偏重

人文教育的精神血脈，而道家和佛家思想

也深刻地影響到「道」的內涵。道家的超

越精神、佛家的善惡觀，與儒家的入世思

想一樣，都是中國傳統文學的基本精神，

並共同造就了中國文學「道」內涵的豐富

性和複雜性。

「形而下者謂之器」。與「道」相比，

「器」的內涵更具體，它的主體表現在形

式層面，比如文體、技巧、方法等等。但它

也涵蓋部分文學內容，比如某一時代的文

學觀、文學潮流，以及時代文學與社會文

化的關係等等。當然，「器」的這些文學內

容與「道」更注重整體性和文化性的特徵

不一樣，它比較偏重具體的時代和社會制

度層面，與具體時代政治的關係也比較密

切。當然，文學之「器」與民族文化也有深

在關聯，像文體形式、風格氣韻等方面的

個性特徵，也存在著民族之間的不同側重

和差異。但是，相比之下，「器」層面的內

涵相對淺顯，也更容易溝通和傳播，特別

是在政治經濟環境趨同、文化交流豐富的

時代，文學「器」之間的民族差異在日益縮

小，其獨特性已經大都不再局限於民族範

圍之內，而是為更多民族所共享。比如在

今天，中國作家與西方作家們的創作語言

雖然不一樣，但基本的文體形式、文學技

巧已經相差不大，很難存在特別突出的民

族性特徵。

而且，文學之「器」還體現出較強的時

代性特點，與時代的社會文化發展程度、

審美趨向等有著非常直接的關係，隨著時

代、生活的變化和發展，審美趨向會發生

改變，文學方法、文體、文學形式都會自然

地流轉。所以，王國維早就提出「凡一代有

一代之文學」[3]。就中國古代文學史而言，

詩歌形式從古體、四言轉換到五言和七

文學之「器」還體現出

較強的時代性特點，

與時代的社會文化發展程

度、審美趨向等有著非常直

接的關係，隨著時代、生活

的變化和發展，審美趨向會

發生改變，文學方法、文

體、文學形式都會自然地流

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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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辭賦的中心地位逐漸被詩詞和小說所

取代，以及隨著文體變遷所帶來的文學方

法的變革和遞嬗，都是典型的例證。

當然，「道」與「器」之間不是截然分

割，而是有密切聯繫的。比如說，「道」中

偏重現實層面的部分內容與「器」更為接

近，相互之間的影響也更密切；再如「器」

的變化也會對「道」產生衝擊和影響，而

「道」更會始終對「器」的嬗變起著主導

性的作用。「道」與「器」之間的關係，既

有和諧時期，也會產生衝突；有如膠似漆

之際，也有分道揚鑣之時，但總的來說，

「道」是文學傳統最根本的主導者，「器」

則以不同的方式和側面對「道」進行延伸

和發展。而從表現上來看，「器」往往處於

顯在層面，「道」則更內在，在不同作家作

品中的表現也存在程度和內涵上的差異，

需要細緻的辨析和探究才能得以清楚地

顯現，因此，文學之「道」不像「器」那麼

讓人一目了然，體會和表述起來也更為困

難，但它毫無疑問卻是一種文學的根本，

是其深層底蘊之所在。

二

「五四」新文學是對中國傳統文學一

次大的革新和嬗變。總的來說，作家們更

主要的目標還是在傳統文學「器」的層面

的批判，對「道」的關注比較簡略。胡適的

《文學改良芻議》中的「八事」基本上集中

在「器」的層面，其創造的新文學也主要側

重於形式。最典型的自然是語言和文體，

白話文對傳統文言文的取代是「五四」文

學最引人注目之處，而新詩、小說等新文

體對傳統詩歌和散文的取代也極大地改

變了中國文學的基本面貌。事實上，

五四一代人對文學變遷的理解也同樣建

立在「器」的層面上：「文學乃是人類生活

狀態的一種記載，人類生活隨時代變遷，

故文學也隨時代變遷，故一代有一代之文

學」[4]。

這一策略是非常正確，也是合乎時代

潮流的。因為隨著時代的變化，新文學對

傳統文學的取代是歷史的必然，特別是在

「器」的層面，傳統文學與時代文化之間

的巨大隔閡已經非常明顯，成為時代發展

的重要阻力。這也是「五四新文學運動」之

所以能夠一呼百應、迅速獲得成功的根本

原因。無論是時人還是今人，在評價新文

學運動時，無不把其成功的最顯著的標識

確立在「器」的層面上——而這也典型地

證明了傳統文學中「器」的變革與時代文

化關係確實非常密切。

新文學在「器」層面上的成功，當然也

會部分地推動傳統文學觀念上的變革和

轉型，特別是在與現實關係比較

切近層面的思想內涵，如文學的

基本功能、文學與社會大眾的關

係等等，新文學呈現出與傳統文

學很大的不同。這既可以看做是

「器」的變革推動和影響到部分

「道」的轉型，也顯示新文學運

動在「道」的層面（特別是在相

對來說比較淺層次、與現實文化關聯比較

密切的層面）本身也取得了一定的變革，它

對傳統文學的發展是整體性和革命性的。

但是，綜合來看，五四作家對待傳統

文學「道」方面的理解和態度都過於簡單

和草率了。概而言之，作家們更多從現實

變革角度出發，未能從更長遠角度來看待

文學的沿承和發展。因此，他們對傳統文

學「道」的意義認識不足，特別是沒有對其

給予必要的辨析和甄別。中國傳統文學精

神內涵豐富，其中既有值得充分繼承乃至

發揚的（主要是具有超越性的、側重於哲

學和審美層面的），也有需要否定、捨棄

和批判的（主要是切近現實、與政治關係

比較密切的）。五四作家們沒有在細緻辨

析的基礎上對傳統文學進行做出全面評

析，而是做了武斷的簡單化處理。如陳獨

秀著名的檄文《文學革命論》中對傳統文

學以「貴族文學」「山林文學」的定位，而

周作人予傳統文學以「非人的文學」的精

新文學在「器」層面上

的成功，當然也會部

分地推動傳統文學觀念上的

變革和轉型，特別是在與現

實關係比較切近層面的思想

內涵，新文學呈現出與傳統

文學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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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判詞，以及集體性的對傳統文學「文以

載道」一言一概之的命名和否定，客觀上

將傳統文學之「道」簡單武斷地貼上了落

後的封條，其所具有的一些深層內涵被遮

蔽，真正價值也被忽略了。

如前所述，傳統文學之「道」與傳統

文化密不可分，其中落伍於時代之處自然

甚多，迫切需要甄別、揚棄、更新和發展。

所以，在五四作家們進行的新舊文學嬗變

的史詩性工程中，對傳統文學「道」的批

判不可缺少。但是，由於五四作家們對傳

統文學「道」的認識過於急切和簡單，因

此，其批判並未能真正切中傳統文學落後

之根本，或者說未能有效切斷新文學與傳

統文學某些重要弊端之聯繫，甚至在某些

精神實質上，新文學還自覺不自覺地繼承

了傳統文學精神中某些需要揚棄的負面因

素，留下了重大貽患。

最典型的是文學與政治的關係問題。

對於傳統文學與政治過於密切

的依附性特點，五四作家並非

沒有認識到，他們對其「文以載

道」問題的提出和抨擊，都應該

說是切中肯綮。但是，從深層次

上看，「五四」文學並沒有真正

剖析出這一傳統的形成原因以

及缺陷之所在，而且，它也沒有

真正脫離「文以載道」的傳統，甚至可以

說，它雖然名義上批判，但實質上卻是有

所繼承。最簡單地說，五四文學沒有充分

強調文學的獨立性，而是全面地將文學作

為文明批評和社會批判的武器——事實

上也就是「載道」的工具。與傳統文學比

較，五四文學「文以載道」的思想未變，依

附性的本質也沒有消除，有所改變的只是

「道」的內涵和依附的對象而已，文學最

重要的獨立性未能真正建立起來。

說到底，傳統文學最需要檢討的，並

不是簡單的「文以載道」方式，而是文學是

否有自己的獨立性，是做「道」的附庸，還

是表達對「道」的堅守與批判。因為中國

傳統知識分子（也是傳統文人）最核心的

問題，是對政治的依附和自我獨立性（也

包括文學獨立性）的匱乏，至於是堅持參

與社會、文化的「載道」型文學，還是堅持

個人獨立的「出世」型文學，其實並不緊

要。甚至說，積極的社會關懷和參與意識

是中國傳統文學的優秀特徵，完全值得

繼承，需要捨棄的只是其對政治權力的依

附，更需要創造性地建立文學和作家的獨

立精神。

五四作家們沒有抓住「政治依附性」

這個中國傳統文學的實質要害，對傳統文

學的政治特性予以細緻剖析和批判，並將

獨立精神建構作為自我思想建設的核心，

而只是以一句籠統的「文以載道」來傳統

文學做簡單的全面否定。這樣的做法是不

可能割斷新文學與傳統文學的政治依附

性之間的關係，也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新文

學真正的獨立性。這就是為什麼作為新文

學的主將，胡適、周作人等人反而從一開始

就在尋找新文學的傳統關係，它既是在為

新文學尋找傳統的依靠，也反映了它獨立

自我精神的內在匱乏。換句話說，從一定

程度上說，「五四」作家們並沒有真正擺脫

傳統文學「道」層面的思想，他們雖然張

揚反傳統的立場和方式，實際上卻仍然在

繼承著某些傳統因素。換句話說，五四作

家對傳統文學「道」的認識並不全面，他們

沒有充分重視真正具有超越性的文化哲學

之「道」的意義並予以張揚，反而不自覺地

陷入到與政治傳統關係密切的思想窠臼

之中，受到其影響和制約。

究其原因，這與中國知識分子（文

人）受傳統政治思想影響太深有關，都習

慣於從政治角度來看待和評判文學。另

外，當時民族危亡的時局也加劇了作家們

的這一情緒，於不覺之間墮入到傳統文學

某些老套之中，擇其一端，卻忽略其

餘。——當然，這絕非菲薄五四一代作家。

傳統改變之難是很自然的，寄希望於五四

作家畢其功於一役，既不切實際，也是對

與傳統文學比較，五四

文學「文以載道」的

思想未變，依附性的本質也

沒有消除，有所改變的只是

「道」的內涵和依附的對象

而已，文學最重要的獨立性

未能真正建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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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者責任的逃避。五四開創了批判傳

統，後來者需要繼承，也需要超越。只有持

續而堅韌的批判性發展，傳統才能真正更

新，新的傳統才能真正建立[5]。

遺憾的是，五四的這一重要的思想缺

憾未能為時人所認識，更未能為後來者所

批判和棄置。後來者未能超越五四，建立

起更強的獨立性，相反是比五四更為退

縮，更回歸到依附於政治的特徵——如果

說五四文學知識將文學當作文化批判的工

具，能夠始終與政治保持必要距離的話，

那麼，後來者則基本上又重回政治化文學

的傳統窠臼當中去了。在對傳統文學的態

度和方式上，也始終沒有重視梳理和辨析

傳統文學精神的複雜性和豐富性，繼續簡

單化的否定姿態。

這其中，中國傳統哲學思想在現代

的中斷更進一步導致中國文學「道」的衰

落。如前所述，文學之「道」與思想文化關

係密切，或者說，獨特深邃的思想文化是

其深厚的資源。二十世紀中國哲學基本上

沿襲西方思想，傳統中國哲學思想在總體

上被否定和批判的大前提，嚴重匱乏有活

力的創新和發展，這一哲學傳統實質性處

於被湮沒和中斷的境遇中，而沒有在西方

文化的刺激下煥發出新的創造力和拓展

性。

於是，長此下來，人們距離傳統文學

之「道」越來越遠，對它的理解也越來越

簡單化。其結果是，人們所認識的「傳統

文學」，就只停留在形式（「器」）的層面，

「道」的豐富內涵和價值被嚴重抽空和簡

單化，乃至被徹底棄置。傳統被作為一個

象徵、一個符號而存在，承載的完全是負

面而簡單的形象，或者被等同於形式層

面，也就是舊體詩、文言文等文體，被作

為落伍於時代的代表（如舊體詩、文言文

等傳統文體，就被作為落伍於時代的代

表），而其背後的豐富精神內涵被完全抽

空。

傳統文學之「道」被徹底忽略和否

定，新文學發展方向自然是徹底以西方文

學為圭臬，而且，這既體現在文學形式層

面，精神層面也是一樣。遍觀新文學歷史，

很少有探索、表現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的創

作，或者說將傳統文化思想融入現實生活

的創作，卻不乏表現西方宗教或政治思想

的作品。典型是一九八○年代的「先鋒文

學」潮流，對西方文化的借取和襲用已經

完全代替了獨立的創造性。從表面上看，

「先鋒文學」只是一股創作潮流而已，但

實際上其創作方向卻足以代表中國現當代

文學的主流。

這其實已經先在地決定了

新文學很難獲得真正的成功。

因為如前所述，文學之「道」不

同於「器」，既不可能輕易改換，

也不容易輕易獲得。西方文學之

「道」與西方文化、宗教有深遠

關聯，中華民族沒有信仰上帝、

基督教的傳統，中國作家也不可

能遽然就能夠得到西方文學的

真正思想精髓，更遑論將之與中國現實生

活結合起來。所以，幾十年來，中國傳統之

「道」固然被拋棄，難覓蹤影，西方文學之

「道」也不可能真正進入中國文學當中，

始終遙不可及。

包括形式（「器」）層面也是如此。

如前所述，文學形式的真正完備，需要與

「道」之精神結合起來，真正融化為與精

神相一致的文學本體。只有在這種前提

下，文學形式才能煥發出鮮活的生命力，

呈現出創造性和發展性的特徵，否則，就

只能是水中之油，沙上之塔，難以深入和

持久。在中國傳統文學「道」已接近崩潰和

湮沒的背景下，對西方文學形式（「器」）

層面的融入自然是難以獲得真正有效的

成果。

其中，話劇文學最為典型。話劇引進

中國已有百年之久，但卻始終未能深入到

民眾生活之中，近年來更是掙扎在消亡的

邊緣。究其原因，雖然有市場經濟衝擊的

二十世紀中國哲學基本

上沿襲西方思想，傳

統中國哲學思想在總體上被

否定和批判的大前提，嚴重

匱乏有活力的創新和發展，

這一哲學傳統實質性處於被

湮沒和中斷的境遇中，而沒

有在西方文化的刺激下煥發

出新的創造力和拓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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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但最關鍵的卻是在其自身。也就是

說，戲劇家們對西方話劇的學習借鑒，只

是停留在形式，卻未能與具有中國獨特

文化底蘊的思想內涵和審美特徵結合起

來，融化為本土文化的一部分，因此，話劇

雖在中國生存了百年，卻始終飄浮於現實

生活之上，浮游於中國文化和審美傳統之

外，不能化為在現代中國有生命力的藝術

形式，為中國大眾所接受。

三

這種對傳統文學「道」和「器」關係理

解上的誤差，特別是對傳統文學整體理解

上的簡單化和片面化，還對作家們在回歸

傳統方面的努力產生了負面影響。

上世紀末以來，不少中國作家都表達

出回歸民族文學傳統的願望和要求。這是

作家們在創作實踐中傳達出的內在要求，

蘊含著作家對民族個性和自我主體的強烈

自覺，也是文學正常發展的必然

結果。然而，值得關注的是，作家

們所表達的要求和創作實踐，幾

乎無一例外都集中在文學形式

層面，很少涉及到文學思想和文

化精神。如莫言采用傳統章回體

形式敘述，賈平凹對明清小說語

言的借鑒，格非對傳統詩歌意象

的作用等等，都是如此。作家們

的努力值得充分肯定，但在回歸傳統文學

的內容和方式上，卻不無可商榷和討論之

處。

如前所述，文學傳統的精髓和底蘊不

在「器」而在於「道」。捨棄「道」的內涵

而尋求「器」的回歸，是捨本逐末之舉，

很難獲得真正的成功。簡單地說，傳統文

學形式（「器」）的時代局限性較大，難以

跟隨時代變化，現代化的轉換是必然的潮

流，每個時代都有最適應這個時代發展的

文體形式，像舊體詩、章回小說等傳統文

體形式在現代社會就很難再重獲昔日的

輝煌，明清小說敘述語言也不可能在今天

再獲得新的生命力。事實上，在當前社會

背景下，各民族文學形式探索已經相當充

分，試圖單純依靠文學形式的獨特性引領

文壇已經很難實現。文學真正的獨特性只

能是內在的思想精神——它需要深刻的文

化為底蘊，既不容易被模仿，也非常難以

獲得。

新文學歷史上為數不多的幾次嘗試

回歸傳統的努力都可以作為負面例子。比

如一九四○年代的「民族形式問題討論」

和「舊瓶裝新酒」創作潮流，以及一九五○

年代的「英雄傳奇小說」，都是試圖在形

式層面激活和借鑒傳統文學，也都走向了

失敗。

最典型的是中國新詩的格律化追求

者。從聞一多、馮至到何其芳、卞之琳等，

無數優秀詩人嘗試將傳統詩歌的格律特

點沿襲到新詩中來，但始終沒有獲得成

功。究其原因，也許在其錯誤的起點。格律

是舊體詩之成為舊體詩的最顯著特徵，在

舊體詩形式被全盤否定和取代的情況下，

想要在新詩中回歸格律，顯然是不可能的

事情。此外，曾經在一九八○年代興盛一

時的「筆記體小說」也是類似情況。雖然汪

曾祺、林斤瀾等作家憑藉較深的傳統文學

和文化功底，賦予了這一文體以短暫的輝

煌，但繼承者缺乏汪、林二人的傳統素養，

不能在形式中融入與之相統一的「道」的

精神，而是只能僅僅著力於形式本身，其

曇花一現的結局是不可能避免的。

這種誤將「器」作為傳統文學的主體

卻忽略更內在「道」的行為，在根本上源於

長期以來對文學「道」的輕視和對文學傳

統的簡單化理解，而它也未能有效地針對

當前中國文學的真正匱乏和不足。與世界

一流文學相比，當前中國文學最匱乏的，

也是嚴重限制其高度的，是深刻的思想和

審美精神，即那種獨立而深刻的認識世界

和表現世界的方式。只有具備這些思想和

精神，中國文學才能夠在以西方文學為主

導的世界文學中顯示自己的獨特之處，呈

各民族文學形式探索已

經相當充分，試圖單

純依靠文學形式的獨特性引

領文壇已經很難實現。文學

真正的獨特性只能是內在的

思想精神——它需要深刻的

文化為底蘊，既不容易被模

仿，也非常難以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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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出真正的個性和價值。從根本上說，這

種思想和精神個性只能來源於傳統文學的

「道」，背後所接續的則是中國深廣博大

的傳統文化。

所以，對於當前中國文學來說，最需

要借鑒和繼承的傳統，不是具體的形式

（「器」），而是側重於精神的「道」，也就

是將中國傳統文化獨特的精神、視野和世

界觀融入創作中，特別是將它與真正鮮活

的日常生活書寫結合起來，使其融化、再

生於現代生活，從而創造出獨特而有深度

的文學思想，才能造就真正的文學輝煌。

就基本方式而言，最需要的是對傳統文化

和文學的涵泳，是真正深入地熟悉和瞭

解它們，將它們化作自身的精神和文化素

養，而不是單純的實用主義。

從近年來中國文學「走向世界」方面

的結果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近幾十年以

來，我們文學界的絕大多數人，包括文學

管理者，也包括一般作家，都在想方設法

地試圖「走向世界」，以之為工作和創作的

最高目標。特別是最近幾年，國家投入大

量資金在資助一些規模宏大的「當代文學

外譯工程」，許多作家也在以自己的方式

努力將作品翻譯、介紹到國外。但是，這

些活動所取得的效果卻遠不讓人樂觀。國

外文學界對中國當代文學的接受仍然很有

限。真正對西方文學、西方社會產生影響

的，不是中國當代文學作品，而是中國古

典文學作品。

其原因也與當代中國文學思想獨特

性的匱乏有直接關係。因為按照一般的文

學規律，作為弱勢一方的中國文學要得到

強勢一方的西方文學的認可，只能有兩個

方面的可能：一是在西方文化所認可的文

化、文學領域取得超越西方的成就，比如

文學方面就要在人性揭示的深刻度、人類

關懷的深遠度方面超越西方文學，讓人家

對你刮目相看；再一個就是依靠獨特的個

性，以不同於西方文學的新穎和異質性引

起他們的關注，並得到認可。顯然，第一種

可能性的難度很大，因為在不同於西方的

文化背景下，要在西方文化深度方面超越

西方作家，是很困難的。更大的可能性在

於第二種方式，也就是以自己的獨特性獲

得成功。這種獨特性的源泉，最根本的就

在於文學深層的「道」，也就是以獨特民

族文化為背景的思想和精神、審美內涵。

從文學史看，那些能夠被西方文學界認可

的非西方作家，大都是具有濃郁民族個性

的作家，如日本的川端康成、印度的泰戈

爾，以及拉美的馬爾克斯、博爾赫斯，等

等，都是如此。中國古典文學之所以在西

方始終還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原

因也在於此——如果論形式的

現代，論生活的切近，古典文學

肯定不如當代文學，但它所蘊含

的民族獨特意蘊，卻是當代文學

所無法比擬的——而這正是能

夠吸引和感染西方大眾之所在。

當然，特別需要說明的是，

強調傳統文學「道」的意義，或

者提出對「道」的繼承，絕對不是主張沒

有批判精神地復古。事實上，現代的精神

立場，開闊的思想視野，以及反思性的態

度，都是這種繼承的重要基礎和前提。具

體說，這樣幾個方面需要特別注意。

其一，「道」的內涵需要細緻的甄別、

選擇和現代轉換。正如我們在前面反復強

調的，不是所有的傳統文學之「道」都有值

得繼承的價值，而是需要細緻的甄別和選

擇。那些具體的、與社會文化層面關聯比

較密切的層面，如「載道」文學觀等，就應

該予以批判性的棄置。值得繼承的只有那

些與哲學和審美文化聯繫密切的部分，簡

言之就是中國文化視野下審視世界的眼光

和藝術化表現世界的方式，它們具有超越

時代、超越現實功利的特質，可以繼承，也

值得繼承。同時，對「道」的繼承也不是固

守，而是應該與西方先進的現代思想結合

起來，融入現代的、開放的元素，給予創造

性的現代轉化。

強調傳統文學「道」的

意義，或者提出對

「道」的繼承，絕對不是主

張沒有批判精神地復古。事

實上，現代的精神立場，開

闊的思想視野，以及反思性

的態度，都是這種繼承的重

要基礎和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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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賦予「道」以現實活力與生命

氣息。也就是說，對於「道」，不是繼承其

空洞概念和抽象內容，而是要賦予其現

實生活內容，讓其鮮活起來，生動起來。

傳統絕對不只是存在於典籍之中——如

果是這樣，就說明傳統已經失去生命力

了——傳統同樣存在於今天鮮活的生活

現實當中。或者說，傳統其實從未遠離我

們，只是期待著我們的發現。作家要借鑒

傳統，一定要從現實的民族生活中去吸取

養料，與日常生活密切關聯起來。這樣可

以讓傳統再次煥發出生命力，更能夠展現

傳統最鮮活、也是最真實的面容。如果遠

離真實而廣泛的現實日常生活，去尋求抽

象的「道」，只能是緣木求魚、捨本逐末。

其三，客觀認識「器」與「道」的關

係。如前所述，「器」與「道」之間不是截

然割裂，而是存在有內在的密切關聯。在

傳統文學中，也存在部分有價值的、能夠

超越時代局限的「器」，它們是可

以繼承、被賦予現代生命的，並

且，對這些「器」的繼承，也能夠

有助於更好地繼承和把握「道」

的傳承。只是需要警醒的是，不

應該習慣於在單一「器」的層面

上來理解傳統文學，或者將「器」

等同於「道」，卻忽略了「道」的

獨立、也更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特別是當前文學，最迫切和最需

要的，是對「道」的涵泳，而非對「器」的

簡單借取。

[1]《檀香刑‧後記》(上海文藝出版社，二

○一二年)，頁四一八。
[2]林毓生《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

一九八七年在台灣出版，二○一一年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在中國

大陸出版，對知識界產生較大的影響。

[3]王國維《宋元戲曲史》「自序」(新世紀

出版社，二○一二年)，頁一。
[4]胡適《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載

《胡適文集》第三卷(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頁九一。
[5]賀仲明《中國新文學的自我批判傳

統》，載《學術研究》二○一七年第九

期。

“Tao”and “Qi” in the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literature

He Zhongming(Jinan University)
Abstract: It has been a consensus 

to revaluate traditional literature and to 
inherit excellent nutrition from it. However, 
how to recognize and to inherit traditional 
literature effectively is worthy of in-depth 
discussion. The relat ionship between 
“Tao” and “Qi” is one of them. The May 
Fourth Literature successfully transformed 
the “Qi” of traditional literature, but the 
comprehension and criticism of “Tao” had 
the serious shortcomings of simplification 
and imprudence, which affected the New-
vernacular Literature to effectively inherit 
the traditional literature “Tao” and caused 
people to seriously ignore the meaning 
of it. In fact, only “Tao” can truly reflect 
the uniqueness and profundity of national 
literature, and the “Qi” is more likely 
to be changed with time. It is especially 
necessary to explore deeply and to inherit 
the spirit of “Tao”, instead of learning 
single-faceted of form and skill in today's 
trend of returning to traditional literature.

Keywords: Traditional “Tao”  “Qi”, 
Culture

需要警醒的是，不應該

習慣於在單一「器」

的層面上來理解傳統文

學，或者將「器」等同於

「道」，卻忽略了「道」的

獨立、也更重要的價值和意

義。特別是當前文學，最迫

切和最需要的，是對「道」

的涵泳，而非對「器」的簡

單借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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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全球化遭遇前所未有的阻力和挑

戰時，中國發出「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建」的倡

議並以「一帶一路」等舉措為抓手身體力行。

同時，中共十九大明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

「新時代」，意味著中國進入新的更高水平的

發展階段。新時代首先是強調堅持以人民為中

心的、長遠的聯動發展與優良的國內發展，其

次是國際間的整體合作與多層次共贏。倡導人

類命運共同體共建，是中國擴大開放、深化改

革的新突破。它超越種族、文化、國家與意識

形態的界限，為思考人類未來、注重整體發展

提供了全新視角，為糾正現有文明缺陷、開創

新型文明做出有益探索，為全球化調整、人類

文明發展提供了中國智慧，體現了包容共進、互

鑒共存、造福世界的天下情懷和中國擔當。

關鍵詞：人類命運共同體；新時代；文明開創；

中國智慧；全球化

過去四十年取得的巨大發展成績，是

中國加大內部治理力度、營造良好政商環

境並不斷擴大開放、以開闊的胸懷迎接世

界的結果。正是有

了改革開放四十年

的堅實積累，中共

十九大宣示繼往開

來的「新時代」的

到來，明確了發展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的新境界，以及確

認「人民對美好生

活的嚮往，就是我

們的奮鬥目標」
[1]。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進入「新時

代」，這是十九大

標定的我國發展新

的歷史方位。總的

看，「新時代」的國

情定位可以從三個

「轉變」來認識：

一是中華民族從站

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轉變」，二是我

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變」，三是中國從被

動適應的對外開放到為全球化治理提供

中國方案的「轉變」。因此，我們標定的

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建

與新時代的文明開創
■ 傅守祥

溫州大學人文學院

魏麗娜

浙江財經大學外國語學院

「新時代」，是和平發展的「新時代」，更

是與全世界合作共贏的「新時代」，是開創

文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時代」。

中國進入「新

時代」，意味著中

國 進 入

新 的 更

高 水 平

的 發 展

階段，意

味 著 我

們 要 著

力 解 決

發 展 不

平衡不充分問題，

努力滿足人們日益

增長的美好生活

的需要。當前，中

國更重視的是發

展質量，而不是數

量；是人們的獲得

感，而不是單純的

經濟增速；是按照

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五位

一體」總體布局推進全面發展戰略，而不

是只盯著狹義的經濟增長。中國的「新時

代」最主要的內容是我們堅持以人民為中

新時代首先是強調堅持

以人民為中心的、長

遠的聯動發展與優良的國內

發展，其次是國際間的整體

合作與多層次共贏。倡導人

類命運共同體共建，是中國

擴大開放、深化改革的新突

破。

中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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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發展，是中國國內的發展，而不是搞

地緣政治或地緣戰略。當然，「新時代」

也包含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係，因為中國

要發展，就要順應世界潮流；中國只能在

開放而不是封閉中實現發展，也只能在和

平繁榮的國際環境中實現發展。中國提出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基本態度就是有擔

當、不缺席、不稱霸、不搞擴張；同時，此

倡議並非針對局部的權宜之計，而是整體

與長遠戰略的核心統領，中國的內外政策

均將以此為基點做出進一步調整。

一、問題意識與哲學思維

中共十九大報告關於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進入新時代的論斷、新時代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提出、分兩步走全面建

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目標的明確，鼓

舞著全體中國人的信心，也激蕩著整個世

界。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的中國，願意

向世界提供中國機遇、中國智

慧、中國方案和中國經驗，帶給

國際社會更加強大的正能量。

十九大擘畫的藍圖，使人相信中

國將為世界和平與發展做出新

的更大的貢獻。十九大報告闡述

了中國自身發展的議程和國際

關係建設的議程，展現出強大的

戰略思維；深刻回答了中國和世

界共同面臨的諸多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

為全球治理體系的更加完善貢獻中國智

慧。中國致力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力

推「一帶一路」建設等合作項目，促進各國

間的全面交流。

目前來看，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不會改

變，但世界經濟進入深度調整期，整體復

蘇艱難曲折。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必然落

後。經濟全球化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

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和科技進

步的必然結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國家人

為造出來的。經濟全球化為世界經濟增長

提供了強勁動力，促進了商品和資本流

動、科技和文明進步、各國人民交往。困

擾世界的很多問題，如國際金融危機、難

民潮、網絡安全與治理等，根源並不是經

濟全球化；解決這些問題，恰恰需要推進

經濟全球化，構建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

促進各國合作共贏、共同發展。正如習近

平所指出的，世界經濟的大海，你要還是

不要，都在那兒，是回避不了的。想人為切

斷各國經濟的資金流、技術流、產品流、產

業流、人員流，讓世界經濟的大海退回到

一個一個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

能的，也是不符合歷史潮流的[2]。

但是，我們也要承認，經濟全球化是

一把「雙刃劍」，帶來許多新問題。當前，

經濟全球化遇到波折，反全球化的聲音

日漸強大、「逆全球化」思潮日益顯現威

力。當今世界正面臨開放與保守、合作與

封閉、變革與守舊的重要抉擇。目前，世

界經濟逐漸走出國際金融危機陰影，西

方國家通過「再工業化」總體保持復蘇勢

頭，國際產業分工格局發生新變化，世界

經濟迎來了逐步向好的勢頭，但國際範圍

內保護主義嚴重，國際經貿規則制定出現

政治化、碎片化苗頭，世界經濟仍面臨風

險和不確定性。西方霸權文化與殖民主義

思維主導下的全球化發展是偏面的，以前

的「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思路和當前的

「某國優先」戰略更是直接阻礙了全天下

人過上美好生活、建造美麗世界的進程。

地球孕育了人類，是人類共同的家

園。人類在地球不同地域繁衍發展，創造

了不同社會、文明與文化。這種多元性和

多樣性的共生共處，給世界和人類社會帶

來豐富色彩和活力的同時，也帶來種種差

異和衝突。長期以來，人類社會因差異而

產生的隔閡與疏離，限制了交流與合作；

因衝突而產生的戰爭與殺戮，威脅著生存

與發展。隨著文明進步和發展，人類社會

對交流與合作的內心渴望、對和平與發展

的理性呼喚越發強烈。在當今世界，交流

與合作成為人類社會的時代潮流，和平與

西方霸權文化與殖民主

義思維主導下的全球

化發展是偏面的，以前的

「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

思路和當前的「某國優先」

戰略更是直接阻礙了全天下

人過上美好生活、建造美麗

世界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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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成為人類社會的時代主題。中國政府

的基本定位是：世界好，中國才能好；中國

好，世界才更好。我們將以建設好中國、發

揮好負責任大國作用的實際行動，堅定不

移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做世界和平

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

的維護者，為人類的持久和平、發展和繁

榮不斷貢獻中國智慧和力量。

中國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建，

以相互依賴、利益交融、休戚相關為依據，

以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為支柱，以對話而

非對抗、結伴而非結盟的哲學思維，揚棄

和超越傳統國際關係，創造性提出了一系

列新的戰略思想，其中包含了價值理念、

制度設計在內的治理思路與國家關係。人

類命運共同體這一全球「價值共識」包含

相互依存的國際權力觀、共同利益觀、可

持續發展觀、全球治理觀與文明轉型觀。

共商共築人類命運共同體，是著眼於整個

人類的文明進步而不是某一部分人的文明

進步，是以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理念

來超越不同國家、民族和宗教之間的隔

閡、紛爭和衝突，強調彼此之間要弘義融

利、風雨同舟、命運共擔。合作則共贏，對

抗必雙輸，零和博弈、對抗思維不可取[3]。

習近平於二○一三年三月明確提出構

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其後的近五年時間

裏多次重提、不斷豐富並付諸多層面的國

際合作實踐。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

倡議，首先針對外交領域，其後論述範圍

不斷擴展、內容不斷豐富，範圍從東盟、東

亞、亞洲到亞歐、亞非直至全球全人類，內

容也從安全、政治、經貿到文化、金融、互

聯網等領域。命運共同體共建是制度、理

念和思想創新，是利益共同體、安全共同

體、科技共同體、人文共同體、互聯網共同

體的五位一體。黨的十九大報告更是明確

指出：「中國人民的夢想同各國人民的夢

想息息相通，實現中國夢離不開和平的國

際環境和穩定的國際秩序。必須統籌國內

國際兩個大局，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

路、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堅持正確

義利觀，樹立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

新安全觀，謀求開放創新、包容互惠的發

展前景，促進和而不同、兼收並蓄的文明

交流，構築尊崇自然、綠色發展的生態體

系，始終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

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4]。「習近

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基本

架構，包括強國方略、構建中國與世界命

運共同體思想兩大部分，二者自成一體又

相互聯繫貫通，構成完整的治國理政新理

念新思想新戰略。隨著人類命運

共同體由願景走向實在的行動，

中國已明確其宗旨在於實現人

類共同安全、共同發展、共擔責

任的內涵。

十九大確認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進入新時代，意味著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

文化不斷發展，拓展了發展中國

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

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

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細緻

算來，我們正處在前所未有的歷史大變革

時代，由西方掌握話語權的時代正走到盡

頭，而以世界百分之八十五人口為主導的

新興經濟體時代就在眼前。在這個大轉型

的時代，求同存異、合作共贏才是開闢未

來的正道，兩強之間要避免傳說中的「修

昔底德陷阱」，中美關係將向更加平等的

方向發展；世界各國要儘量避免衝突，保

證在整個變革的過程中保持和平。中國的

崛起不依靠「輸入」外國模式，也不「輸

出」中國模式，不會要求別國「複製」中國

的做法。中國將繼續為世界和平安寧、共

同發展、文明交流互鑒做貢獻。

一個大國的成長，需要保持正常平和

的心態，才能在日益平等而多樣的關係中

重新認識自己、在過去與未來的參照中重

新定位自己。不企求西方人站在中國的立

場看待中國，但希望他們至少要學會以平

在這個大轉型的時代，

求同存異、合作共贏

才是開闢未來的正道，兩強

之間要避免傳說中的「修昔

底德陷阱」，中美關係將向

更加平等的方向發展；世界

各國要儘量避免衝突，保證

在整個變革的過程中保持和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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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理解、理性和客觀的態度看待中國，

這是不同文明之間實現對話和交流最起

碼的要求。同時，崛起的中國已經強大到

了可以改變世界，需要重新定義

自己與世界的關係，十九大提出

「兩個一百年」的實踐路徑正是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

夢。歸根結底，中國夢與世界夢

是彼此相依、攜手並進的。從更

長遠、更宏觀的視角看，人類命

運共同體與美好世界相輔相成、

相得益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在攜手共建美好世界的生動實踐中推進，

一個更加美好世界的到來又意味著人類

命運共同體的最終形成。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的中國夢，與世界人民對美好未來的共

同夢想，更加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深深寓於構建人類

命運共同體的偉大歷史實踐，構建人類命

運共同體的偉大歷史實踐也深深地系於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事業。

二、全球治理與共贏主義

改革開放之初，我們走過了二十年的

「摸著石頭過河」和多次磨礪，才有了最

近二十年間的突飛猛進。在幾代人的打

拼和積累下，時下的中國在全球化遭遇前

所未有的阻力和挑戰時發出「人類命運共

同體共建」的倡議，以「世界好，中國才能

好」的態度反對「某國優先」的狹隘與孤

傲，符合全球化良性發展的時代潮流，體

現了攜手同行、造福世界的天下情懷和中

國擔當。中國主張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皆因認定一個更文明的時代必然是注重

人類整體發展的時代，應該多元共生、包

容共進、互鑒共存，不應只是將目光局限

於自己的國家之內。簡言之，中國倡導的人

類命運共同體共建超越種族、文化、國家

與意識形態的界限，為思考人類未來提供

了全新的視角，在糾正現有文明缺陷、開

創新型文明方面作了有益探索；為構建新

的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體系和秩序提供了

中國方案，為全球化調整和人類文明發展

提供了中國智慧。在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

中，多樣性被視為一種財富，不是阻礙普

遍性的障礙。人類命運共同體並不是要實

現一個消除所有差異的獨特文明，而是把

握所有文明的精髓。若無法消除饑餓和苦

難，則我們無法實現人類未來，構建命運

共同體是能夠引領我們克服不公正和不幸

人類命運共同體並不是

要實現一個消除所有

差異的獨特文明，而是把握

所有文明的精髓。若無法消

除饑餓和苦難，則我們無法

實現人類未來，構建命運共

同體是能夠引領我們克服不

公正和不幸的一條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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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條道路。

如今人類生活的關聯前所未有，同時

人類面臨的全球性問題數量之多、規模之

大、程度之深也前所未有。面對這種局勢，

人類有兩種選擇，要麼道不相同兵戎相

見，要麼齊心協力共同應對。中華民族用

自己的經歷和感悟告訴整個世界，世界各

國儘管有這樣那樣的分歧矛盾，也免不了

產生這樣那樣的磕磕碰碰，但世界各國人

民都生活在同一片藍天下、擁有同一個家

園，應該是一家人。只有秉持「天下一家」

理念，張開懷抱，彼此理解，求同存異，共

同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而努力，才能開

創人類更加光明的未來。當今世界的多層

次博弈使其前所未有的複雜化，政治多極

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

深入發展，世界各國相互依存不斷加深；

與此同時，逆全球化、保護主義、民粹主義

甚囂塵上，碎片化、陣營化、極端化日益抬

頭。展望未來，人類正處於何去何從的十

字路口。「大道之行，天下為公」既是戰略

上的明智之舉又是戰術上的必然選擇，唯

此一途方有可能為當前糾結狀態的全球

治理闖出新路譜寫新篇。亞投行與絲路基

金的創設以及共同打造命運共同體、利益

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三位一體」的口岸

共同開放示範區等，既是全球治理方式全

新選擇又是朝著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

化包容、體制完善的方向努力。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強調每

個民族、每個國家的前途命運都緊緊聯繫

在一起；只有風雨同舟、榮辱與共，才能把

世界各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真正變

為現實。不能把世界亂象歸咎於全球化，

開放包容、交流互鑒與多邊合作仍然是大

勢所趨；要引導經濟全球化良性發展，共

建開放型世界經濟。中國已成為全球化的

「建築師」，其中最重要的體現就是「一

帶一路」和亞投行從倡議變為現實。人類

命運共同體構想有兩個思想來源，一是馬

克思主義在批判資本主義所導致的階級

分化、階級對立基礎之上提出的共同體理

論，與中國優秀傳統中的「天下大同」思想

高度契合；二是與改革開放探索出來的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有關。社會主義市場

經濟體制為工業化時代人類社會的公平

與效率問題的解決探索出了一條新路，中

國優秀的傳統文化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構築

了哲學基礎；歷史傳統中國家介入生產過

程的特徵，則可以克服全球化時代多元主

體分化性力量的挑戰。區域經濟一體化與

全球化同步，「一帶一路」正在踐

行共同發展的藍圖。習近平新時

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馬克

思主義中國化的當代理論成果，

標志著中國迎來新的發展時代，

反映出中國共產黨注重與時俱

進，是對社會的期待和人民的需

求做出的回應，將為全球治理提

供中國思想和中國方案，並對世

界產生重大影響。

作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斷過的文化

類型，中華文化傳統中既有相生相剋的博

弈思維又有「和而不同」的「有容」精神，

深入發掘優秀傳統中的現代性內涵並將

其化繁為簡地傳播到國際社會，習近平的

許多次重要講話做出了榜樣和示範。在不

斷「化用」中華文化傳統的同時，還要積極

「借用」外來先進理念，在融合會通的基

礎上、針對層出不窮的世界性難題不斷創

新理論與實踐。如果說以前的中國是全球

化的融入者，那麼「新時代」的中國已然

成為全球化的建設者並將成為未來的引

領者，所以「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不僅

是在理念提升和單一實踐上，更需上升為

「戰略主體」和戰略縱深層面；在價值共

識的達成與塑造方面，我們需要做的不僅

是國際話語權和國家形象傳播的引領，更

需要在文化自信與文明自覺基礎上的理論

創新，做到以理服人、以德動人、以行引人

的有的放矢。

應該說，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核

「命運共同體」的建立

意味著共掌命運、共

享利益和共擔責任，這是建

立在各國相互尊重、平等相

待的前提下，也是擴大利

益交匯點的根本動力。合作

共贏是必然選擇，「共贏主

義」時代的到來則需要堅實

的謀劃與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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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思想，中國突破文明衝突論、樹立共享

文明模式，在文明開創方面走出了一條新

路。新中國成立近七十年間實現的和平崛

起尤其是「站起來──富起來──強起

來」的三級跳本身，創造了人類文明的新

紀錄。與數百年來傳統大國通過建立殖民

體系、對外武力擴張實現強大截然不同，

中國的發展壯大完全是通過和平方式實

現，這在人類發展史上開創了新紀元。同

時，經過新世紀多年的磨礪與積累，中國

政府將「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區域命

運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三體

思想」貫通並進、形成正向合力，力圖把為

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為

人類謀和平與發展連成一體。習近平新時

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要求我們，對內

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分兩步

走在本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

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對外要尊重

世界文明多樣性，以文明交流超

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

衝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

促進和而不同、兼收並蓄的文

明交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

體。這些宏偉目標的提出既具有

推動中華文明當代復興的深層思

考，又體現出推動人類文明共同

進步的戰略維度，標志著中國與

世界其他國家一起迎來了文明進步事業的

嶄新歷史機遇期。「命運共同體」的建立

意味著共掌命運、共享利益和共擔責任，

這是建立在各國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前

提下，也是擴大利益交匯點的根本動力。

合作共贏是必然選擇，「共贏主義」時代

的到來則需要堅實的謀劃與行動。

全球性的社會不能只有利害層次而

沒有道義層次，人類社會需要一個有道義

的新秩序。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繼承中

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產物，也是習近平新

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

部分，對推動構建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具

有重要意義。當今人類生活的關聯前所未

有，同時人類面臨的全球性問題也前所未

有，世界各國人民前途命運越來越緊密地

聯繫在一起。世界各國人民應該秉持「天

下一家」理念，彼此理解、求同存異，共同

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而努力：努力建設

一個遠離恐懼、普遍安全的世界，堅持共

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營造

公平正義、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努力建

設一個遠離貧困、共同繁榮的世界，堅持

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理念，讓發展成果惠及

世界各國，讓人人享有富足安康；努力建

設一個遠離封閉、開放包容的世界，堅持

世界是豐富多彩的、文明是多樣的理念，

讓各種文明和諧共存；努力建設一個山

清水秀、清潔美麗的世界，堅持人與自然

共生共存的理念，共同營造和諧宜居的人

類家園。十九大報告關於中國發展與世界

發展的論述，體現了創新、協調、綠色、開

放、共享這五大發展理念，體現了國內外

發展一體聯動與邏輯統一。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已經成為國際

共識，被寫入聯合國決議更是其世界意義

的重要標志[5]。從與世界接軌到與世界相

互影響，再到為世界和平做出越來越多的

重大貢獻，中國成為全球穩定之錨；新時

代的中國擔當，又為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

增加著更多的確定性，為共同發展的前景

帶來明亮的曙光。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

倡議是中國提出，並作為負責任的大國引

導其多層面落實。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

應對時代之變的正確選擇。它具有實現的

理論基礎、政治基礎以及物質基礎，但作

為一個歷史過程，並不會一蹴而就，也不

會一帆風順，而需要付出長期艱苦的努

力。近年來，中國陸續提出包括「一帶一

路」倡議在內的各種方案，旨在超越西方

中心霸權觀，重建和平、對等及互利的世

界新秩序。這是符合中國傳統「和衷共

濟」的世界觀，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

基礎。當前，全球秩序可能進入一個較長

中國倡導的人類命運共

同體理念，是在汲取

優秀傳統文化和哲學智慧基

礎上，發育出基於「中國經

驗」的文化哲學，對當今世

界文明發展進程中的基本矛

盾和困惑做出了富有啟示

性、創建性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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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崩解與重組時期，又可能迎來一個無論

在經濟、文化、宗教、族群等方面皆更能符

合對等、互惠、多元、尊重及公正、發展等

原則的新世界。由此，我們更有可能建構

一個體現「休戚與共」與「和而不同」理念

的全球新秩序。

三、文明自覺與中國功夫

全球化、多極化迅速發展時代，人類

不僅面臨來自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領

域的挑戰，而且來自人類生存危機的挑

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世界發展的需

要，中國與世界各國相互依存，共同肩負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使命。自立立人，

自達達人。面對人類文明發展的共同主

題，中國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

在汲取優秀傳統文化和哲學智慧基礎上，

發育出基於「中國經驗」的文化哲學，對當

今世界文明發展進程中的基本矛盾和困

惑做出了富有啟示性、創建性的回答。儒

家主張以和平、公正、文明的手段來解決

爭端，推崇的是差異和兼容，協調的是「相

似」與「相近」，以此實現一種「和而不

同」「兼容並包」且富有彈性的人文旨趣，

這才是真正健康的世界主義。只有解決好

「共生」問題，實現多元統一、兼容共生、

協調有序、充滿活力和眾生「共享」，才能

構築出一個和諧有序的世界。總之，「打造

新天下──建設新共識──開創新文明」

是新時代中國當仁不讓的路徑。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前提是：文

明沒有高下、優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

之別；文明差異不應該成為世界衝突的根

源，而應該成為人類文明進步的動力。冷

戰後，西方文明似乎「獨領風騷」，一時呈

現出主導世界文明發展方向的趨勢，「西

方文明優越論」一度大行其道。拋開國情

和歷史傳統的差異，用一個標準去衡量文

明的好壞，注定是無效的，也是缺乏說服

力的，其結果只能導致猜忌和衝突。習近

平總書記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建」

強調，文明的繁盛、人類的進步，離不開求

同存異、開放包容，離不開文明交流、互學

互鑒。歷史呼喚著人類文明同放異彩，不

同文明應該和諧共生、相得益彰，共同為

人類發展提供精神力量。我們應該堅持世

界是豐富多彩的、文明是多樣的理念，讓

人類創造的各種文明交相輝映，編織出斑

斕絢麗的圖畫，共同消除現實生活中的文

化壁壘，共同抵制妨礙人類心靈互動的觀

念紕繆，共同打破阻礙人類交往的精神隔

閡，讓各種文明和諧共存，讓人人享有文

化滋養。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反映了

一個開放進取的中國，把自身命

運和前途同世界命運和前途緊

密聯繫在一起的自我定位。構建

人類命運共同體必須解決文化

差異、文化誤讀以及文化霸權問

題，要對人類共同關心的問題，

譬如環境問題、氣候問題、反恐

問題以及現代化問題，展開交流、對話與

合作。其中，重要的是考慮中國文化能對

世界文化的進步與人類幸福做出什麼貢

獻，而不是生搬硬套西方的思想來解釋甚

至規制中國的發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的倡議，源自中國傳統智慧與當代社會主

義建設實踐的偉大結合，相信其理論上的

完善與實踐上的創舉仍然需要從優秀傳

統中汲取與提煉。中國的崛起標志著西方

民族國家在全球主導地位的終結，同時也

表明一個運用多種不同方式塑造的新型世

界的崛起。只有人類整體的發展才是真正

的發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方案

實現了新世紀的「文明自覺」——以思想

文化自覺為核心、以文明交往自覺活動為

主線的人類創造歷史的理論和實踐活動
[6]。崛起的中國，當以文明和擔當展示於天

下、當以道義和慈悲示範於世界。中國之

治既開啟了盛世中國之路，又重塑了全球

秩序，正帶領著全球治理的新航向。

中國走向富強文明的基本方法是：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

倡議，源自中國傳統

智慧與當代社會主義建設實

踐的偉大結合，相信其理論

上的完善與實踐上的創舉仍

然需要從優秀傳統中汲取與

提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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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與狼共舞」的同時放眼世界並見賢

思齊，以中華民族特有的勤懇務實和辯證

思維去蕪存菁並為我所用。構建人類命運

共同體更少不了文明自覺。我們應該更加

自覺地從中華優秀傳統中的博弈思維、和

而不同理念、天人合一思想中擷取精華，

從當代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總結「中國經

驗」提取「中國特色」，對治當今全球化的

疑難雜症與世界紛爭。中國不僅要成為一

個有決斷力、領導力的國家，更要成為一

個受尊重、講道義的國家；中國不僅有舉

世矚目的經濟成就，更要把令人振奮的經

濟成就轉化為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一

帶一路」建設的意義正在於此。「一帶一

路」作為一條務實合作的經濟走廊，其重

大意義不僅在於經濟發展，更在於增強中

國的文化自信，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和國

際影響力，從而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過

程中再造中國文明、重構世界文明。「一帶

一路」戰略可以說是中國文明型

崛起的一個標志性事件。

經濟可以致富，文化方能致

強。資本立國還是文化立國，顯

然是更為深層的文化自覺問題。

沒有文化自覺，文化自信可能變

成可笑的夜郎自大，致使文化陷

入故步自封的泥淖；沒有文化自信，文化自

覺可能淪為妄自菲薄，致使文化缺少發展

的動力而停滯不前。歷史經驗表明，要建

設文化強國，首先必須具有高度的文化自

信；對自己的文化缺乏自信甚至妄自菲薄，

建設文化強國就無從談起。構建人類命運

共同體需要理論上的創新和實踐中的推

進，我們有足夠的文化自信化用五千年的

智慧積累。當前亟需解決三方面問題：一

是面對澎湃激蕩的逆全球化浪潮，如何立

足中國經驗，整合優秀思想資源、彙聚開

明力量，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多層次合

作平臺，打破保護主義、孤立主義與自我

中心的陰霾；二是面對近兩百年的西方中

心主義泛濫，如何避免和糾正生搬硬套與

盲目的唯「新」主義，增加文明開創的定力

和自信；三是如何切實有效地開展跨文化

溝通，儘快消除文化壁壘與精神隔閡，建

立廣泛的民間互信與人文親善等。總之，

走進「新時代」的中國需要「重新定義」與

世界的關係。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最終目標就

是讓全世界人民過上他們嚮往的「美好生

活」，最大限度地實踐「承認人類生命的

神聖性及幸福和自我實現的普遍權利」。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動「一帶一路」

建設等實踐行動，需要「中國功夫」裏特

有的勤謹和警覺，更離不開底線思維與交

往理性。當今世界深刻變化，新時代的大

國外交在「積極有為」基礎上必須「精準」

把握兩個方向：一是和合引領，締造共享

型文明。中國倡導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

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衝突、文明共存超

越文明優越。中華文明既擁有幾千年的優

秀傳統文化，又有造惠於十四億人口的社

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已經為人類文明發

展添加包容多元的精神氣質，正在為解決

人類問題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二是

反戰促和，提升和平質量。總之，中國將始

終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積極發展全

球夥伴關係，擴大同各國的利益交匯點，

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發揮負

責任大國作用，努力做好世界和平的建設

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

者。

在同國際社會風雨與共中，當代中國

已悄然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可靠引擎，更

是國際話語的重要引領者和世界規則的

主要優化者。中國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

體，旨在維護和追求本國安全和利益時，

兼顧他國的合理關切，在謀求本國發展

中推動各國共同發展。打造人類命運共同

體，著眼尋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約數，體

現了中國將自身發展同各國共同發展有機

結合的高度自覺，向世界傳遞對於人類文

明走向的中國判斷。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推動「一帶一路」建

設等實踐行動，需要「中國

功夫」裏特有的勤謹和警

覺，更離不開底線思維與交

往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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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對人類社會發展趨勢的前瞻性思考，深

刻體現了各國人民對建設美好世界的崇高

理想和不懈追求。中共的十九大報告抓住

世界發展和人類進步的總體趨勢，抓住各

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推動構建

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人類的明天、世界的

未來描繪出全新光明圖景，將成為中國引

領全球文明與國際道義的有力抓手。

基金項目：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

科項目攻關計劃項目「文化產業的演化機

制、政策優化與創新戰略研究」（項目編號

2016GH015）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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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年十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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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and Creation of Civilization in the New 
Era

Fu Shou-xiang(Wenzhou University)
Wei Li-na(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 bst rac t : W h i le g loba l i z a t ion 

encounters unprecedented resistance and 
challenges, China advocates building 
"Community of Human Dest iny" and 
practicing with the "One Belt, One Road" 
and other measu res. Meanwhi le, the 
19th nat ional congress of the 
C om mu n i s t Pa r t y of C h i n a 
clearly def ines that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tered the "new era". It means 
that China has entered a new and 
higher level of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China will have a 
long-term linkage and excellent 
domestic development, and will have mor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multi-level 
win-win. To build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is beyond the boundaries of race, 
culture, state and ideology. It is Chinese 
wisdom to correct existing globalization 
defects and to create a new civilization. 
It also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inking about the future of mankind and 
focuses on overall development.

Keywords: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Creation of Civilization, New Era, 
Chinese wisdom, Globalization

中華文明既擁有幾千年

的優秀傳統文化，又

有造惠於十四億人口的社會

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已經為

人類文明發展添加包容多元

的精神氣質，正在為解決人

類問題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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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探討了當代中國社會轉型期

中國本土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多態存在形態。倫

理性文化、政治性文化、經濟性文化、神聖性

文化、現代性文化、後現代性文化的形態在目

前的中國社會多元並存、交錯對接，使人們陷

入文化選擇的迷茫甚至危機之中。因此，中國

文化的自信與對外傳播，首先應著力解決選擇

哪種文化作為目前中國社會精神支柱的問題。

綜合考量，應當堅定不移地選擇立足於現代市

場經濟的現代性文化。

關鍵詞：中國社會，多態文化，傳播戰略

一、現代社會轉型對文化統攝

的期盼

對現代社會轉型的理解，說它是人的

理想性的歷史自覺

活動，還只是就它

的深層的

抽 象 的

根本性質

而言的。

走出它的

抽象的深

層結構，

從人類社

會整體狀

貌流變的層面上審

視現代社會轉型，

就應看到，它既不

是社會整體結構的某一層面或系統的發

展與變化，也不是整個社會結構要素的僵

硬的位移，而是一種社會結構的整體化轉

型，即社會結構運作機制的轉型。我們認

為，理解文化精神在現代社會轉型的運作

機制中佔統攝地位，是把握這個問題的根

本點。

自從世界性的從傳統農業文明向現代

工業文明的現代社會轉型以來，多數以資

本主義社會形式實現其轉型的國家和民

當代社會多態文化的博弈格局

及其傳播戰略選擇
■ 荊學民

中國傳媒大學政治傳播研究所

■ 施惠玲

北京交通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

族，把社會轉型和社會發展近乎完全地理

解成了經濟轉型和經濟增長；多數以社會

主義社會形式實現其轉型的國家和民族，

把社會轉型和社會發展近乎完全地理解成

了政治轉型和政治

進步。前者可以稱

為單純經濟轉型的

社會轉型；後者可

以稱為單純政治激

變的社會轉型。

單 純 經 濟 轉

型的社會轉型形成

的深刻的社會基礎

是，這些國家和民

族的現代化過程是

以經濟結構的改

變和物質財富的迅

猛增長為顯性標示

的。眾所周知，工業革命作為歷史發展的火

車頭，帶領這些民族和國家乃至整個世界

進入了邁向現代化的現代社會轉型過程。

人們看到，工業革命所造就的現代工業生

產方式，使資產階級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階

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

紀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這

樣，由於工業革命所造就的經濟效應的巨

大遮蔽性，在經濟動變的光影下，看不到

社會轉型對政治、文化結構轉型的要求，

在經濟動變的光影下，

看不到社會轉型對政

治、文化結構轉型的要求，

會誤認為歷史的發展和社會

的進步就只是經濟的發展和

物質財富的無限增長，社會

轉型被完全地等同於經濟轉

型。

中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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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誤認為歷史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就只

是經濟的發展和物質財富的無限增長，社

會轉型被完全地等同於經濟轉型。

單純政治激變的社會轉型形成的深

刻的社會基礎是，這些國家和民族的現代

化過程，是以政治制度的改變為顯性標示

的。眾所周知，社會主義在一些國家和民

族的實現與資本主義的實現形式恰恰不

同，它不是以經濟制度的改變為開端，而

是以政治制度在整個社會的強制確立為

開端的。如果說，一些社會主義國家也程

度不同地以社會主義的社會形式實現了其

社會轉型，實現了其現代化，那麼，如同工

業革命在資本主義的普遍實現中發揮了強

大的作用一樣，政治革命在社會主義的普

遍實現中同樣地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如果

說單純經濟轉型的社會轉型來源於對經

濟結構變革的偏愛，那麼單純政治激變的

社會轉型則來源於對政治結構變革的偏

愛；如果說，單純經濟轉型的社會轉型所

確認的社會運作和社會轉型機制，是以經

濟結構的改變來帶動政治結構和文化結

構的改變；那麼，單純政治激變的社會轉

型所確認的社會轉型和社會運作機制，則

是以政治制度的改變來帶動經濟結構和

文化結構的改變。

在經過數十年的社會實踐之後，以資

本主義社會形式實現現代社會轉型的國家

和民族，在它的經濟制度確立並有效地運

作起來以後遇到的障礙是它的政治體制；

以社會主義社會形式實現現代社會轉型的

國家和民族，在它的政治制度確立並有效

地運作起來以後遇到的障礙是它的經濟

體制。與此相映成趣的是，資本主義在它

的市場經濟體制由自由競爭時期的市場經

濟，到壟斷時期的市場經濟，再到現代市

場經濟，其不斷地改變和改革的是它的政

治體制；社會主義在它的公有制的政治制

度從以計劃經濟為基礎的公有制，到以有

計劃的商品經濟為基礎的公有制，再到以

市場經濟為基礎的公有制，其不斷地改變

和改革的是它的經濟體制。這說明，偏狹

的經濟轉型論和偏狹的政治激變論在實

踐中都是行不通的。

應該指出，當前世界的多數民族和國

家仍然處在現代社會轉型之中。就現代社

會轉型的當代景況而言，需要在理論上提

出注意的是，對於以資本主義社會形式實

現其社會轉型的國家和民族來說，要防止

其從偏狹的經濟轉型滑入另一端即政治激

變論；對於以社會主義形式實現其社會轉

型的國家和民族來說，要防止其

從偏狹政治激變論滑向另一端即

經濟轉型論。

這一點對以社會主義社會形

式實現現代社會轉型的國家和

民族來說，尤為重要。無產階級

的精神頭腦是馬克思主義，正像

一些人在過去極度片面地把馬克

思主義的上層建築的反作用無條

件地誇大從而導致社會發展政

治激變論一樣，另一些人是把馬

克思主義作為社會發展的經濟決定論而信

仰的。必須提醒的是，馬克思、恩格斯當年

創立唯物史觀的同時就曾聲明，那種把經

濟因素看作是歷史的唯一決定性的因素的

觀點只不過是一種荒誕無稽和抽象無物

的空話而已。在他們看來，社會轉型的「整

個偉大的發展過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

進行的（雖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均衡；

其中經濟運動是更有力得多的、最原始

的、最有決定性的），這裏沒有任何絕對的

東西，一切都是相對的」[1]。

單純經濟轉型的社會轉型論和單純

政治激變的社會轉型論，其共同的缺陷

是，沒有從社會整體性結構變革來把握現

代社會轉型中的重要作用。這並不是說，

像單純經濟轉型的社會轉型過程及單純

政治激變的社會轉型過程就沒有它的文

化精神的支撐，恰恰相反，前者是以「理性

萬能」或按流行的說法是「工具理性」為它

的文化精神的；後者是以「政治是統帥是

如果說，單純經濟轉型

的社會轉型所確認的

社會運作和社會轉型機制，

是以經濟結構的改變來帶

動政治結構和文化結構的改

變；那麼，單純政治激變的

社會轉型所確認的社會轉型

和社會運作機制，則是以政

治制度的改變來帶動經濟結

構和文化結構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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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魂」、「革命上去了，生產就自然而然地

上去了」的浪漫型政治信仰為它的文化精

神的。這種所謂的文化精神雖然在一定的

歷史條件下有它特定的積極的意義，但從

總體上是一種背離「人類社會發展是人的

全面自由地發展」這種富有終極理想意義

的文化精神的。

事實上，我們已經看到，對這種現代

社會轉型和社會發展之文化精神的急切

渴求，已成為世界性的社會轉型的國家和

民族的普遍需要。而且，這些渴求和需要，

已被一些敏感的心靈所捕捉，像韋伯的理

論，不但以現有的事實為出發點，而且試

圖重新反思當年引起西方世界現代化的資

本主義的文化精神，表明他的從文化精神

和實踐效應相結合的角度對西方社會乃

至整個世界社會轉型的文化矯正和精神

救療的積極的努力。像帕森斯和艾森斯塔

德的理論，則是試圖從重新詮釋社會結構

和社會運作機制以確立價值觀念在社會

轉型中的作用入手，來幫助人們

重新建立使人的文化精神在社

會轉型中的作用更為突出的社

會發展觀。應該說，這些觀點和

理論無論對於何種類型和處於

何種階段的民族與國家的社會

轉型，都具有非常實在的指導意

義。

就此而言，我們應把問題的理解推

進到這樣一個深度，即就現代社會轉型而

言，實踐已經證明，那種偏重於經濟轉型

的「經濟—政治—文化」的運作機制及那

種偏重於政治激變的「政治—經濟—文

化」的運作機制都是有較大的缺陷的。因

此，目前的社會轉型，是社會整體結構之

運作機制的轉變，即大體上可以理解為由

「經濟—政治—文化」或「政治—經濟—

文化」的機制模式向「文化—政治—經濟」

的機制模式轉變。

當然，對現代社會轉型期的以文化為

中心社會結構運作機制的觀點，並不能把

它理解成一般意義上的「文化決定論」。

它主要蘊含著如下一些基本的思想。

第一，從最根本的意義上說，經濟增

長、政治進步和社會發展並不是一種目

的，它們的目標是人的全面自由和全面發

展。對人的全面自由和全面發展來說，物

質財富雖然是基礎，但精神的自由和解放

才是根本。精神自由和解放之理想境界的

實現對任何一個社會而言，最終仰賴的是

文化。

第二，自人類誕生以來，文化就是生

產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社會生產力

的不斷發展，腦力勞動和社會知識因素在

社會生產領域中的作用日益增大，經濟的

發展越來越依賴於人的文化素質的提高。

與此同時，文化在國際市場競爭中以及綜

合國力諸要素中的地位不斷上升。重視文

化發展在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中的作用，

已成為世界性的現象。因此，確立文化在

社會發展中的中心地位的現代發展觀符合

時代的潮流和要求。

第三，更具體地講，在現代社會中，經

濟發展已由自然資源和經濟資源為主轉向

以人力資源和智力資源為主。社會生產的

科技化和經濟管理的軟件化表明，經濟的

競爭主要表現為人的科技素質的競爭，經

濟和社會的發展日益取決於人的文化素質

和能力的發展。文化對經濟及政治的強力

滲透，有力地改變著過去的文化對經濟和

政治的被動依賴機制而向以文化為軸心

的機制轉變。第四，現代社會發展愈來愈

由自發向自覺轉變，現代社會轉型本身就

是一種自覺行為的過程。自覺是在某種理

想目標牽導下的自覺，而對社會理想的持

有和把握依靠的正是文化，因此可以說，

整個社會結構的運作都是在某種文化力

量的牽導下的運作過程，這樣的過程不能

不確立文化在它的運作機制的中心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這已不僅僅只是一種我們

在理論上的熱情和想望，而已被現代社會

轉型的事實所證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顧

目前的社會轉型，是社

會整體結構之運作機

制的轉變，即大體上可以理

解為由「經濟—政治—文

化」或「政治—經濟—文

化」的機制模式向「文化—

政治—經濟」的機制模式轉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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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拉茲洛，通過對至今經歷了「四次大浪

潮」並正在經歷「第五次大浪潮」的「大轉

變」時代的考察，在遞交給羅馬俱樂部的

報告中所得出的結論是：「人類群體思維

和行動的變化就是他們的文化轉變。……

文化並不局限於純文學、美術、文學、音樂

和哲學，還表現為科學和技術的創造方

式、對自然環境的控制。個人對美與和諧

的感受以及他對世界的認同感和對世界

的幻想」。在他看來，「把一個民族和另一

個民族區別開來的是文化，而不是地理或

自然資源遺產。社會發展的主要因素是人

們的價值觀念、動機和創造力。一個國家

創造現代工業、發展高技術並形成一個消

費社會，另一個國家則追求趕上來並實現

『現代化』，而第三個國家卻予以抵制並

尋找另一種方法來發展，這三條道路是由

社會群體的文化特徵和愛好所選擇的。

……文化確實是我們時代的一個決定性力

量」[2]。

二、轉型期本土文化的多元狀

貌

文化作為人類精神的載體，它的獨

特的品質在於，雖然隨著經濟、政治的發

展與更替，它的整體狀貌會發生相應的嬗

變，但其某種精神氣質卻一定在經濟、政

治的變遷中傳承下來。正因如此，在目前

的市場經濟社會中，就中國的本土文化而

言，也是多元並舉的。當然，多種文化之間

的主次、輕重、範圍是不同的，但它們卻同

時對我們產生著影響：制約我們的選擇，

規限著我們的信仰。這種多元文化大體可

以歸結為以下三種。

1．倫理性文化

如果我們對傳統文化中的儒、道、釋、

法等諸多學家流派可以「忽略不計」（事實

上當儒學占統治地位以後，其它的學派也

均成為「儒學之補」），那麼，傳統文化可

以說是以儒學為主幹的「一元」文化（這裏

的「一元」是指沒有整體上和它相對立的

文化）。我們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

是把文化「倫理化」，因而可以稱其為「倫

理性」文化。在學界的討論中，有人不同意

把中國傳統文化稱為「倫理性」文化，而

主張「倫理政治型」文化的提法。其實，這

是一種誤解，因為在儒學文化的理想結構

中，倫理與政治是同構的，家與國是同質

的；家是國的微型形態，國是家的擴大形

態。個人與國的關係是個人與家的關係的

合理外推。父母相當於君王，兄姐相當於

上司，妻室相當於同僚，弟妹相當於下級，

子女相當於子民。反之亦然。這種文化中，

所謂參與政治，主要是把用之於

家的倫理情感施之於國，在家孝

父母，出仕忠君王，始於事父終

於事君。這就是說，人們雖然從

事著繁忙的政治活動，但政治活

動卻沒有形成自己獨特的文化，

或者說，政治並沒有像計劃經濟

時期那樣對文化形成「霸權」。

人們從事的是政治活動，通貫的

卻是倫理精神。所以，與其說中國傳統文

化的特質是「倫理政治型文化」，不如說是

「倫理性文化」來得更為徹底。

當然，眾所周知，從鴉片戰爭開始，經

洋務運動和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中

國這種倫理性的本土文化經歷了一個土崩

瓦解的過程。最初，在洋槍洋炮的轟擊下，

人們仍固守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優越性，只

是在器物層面上接受西方文化，試圖「師

夷長技以制夷」。其後，隨著中西文化衝突

的進一步展開，特別是中國在激烈的軍事

和經濟競爭中失利，人們開始部分地懷疑

中國本土文化的優越性，並部分地認同和

學習西方文化，力圖在政治制度層面上建

立起與西方相似的民主政治制度。最後，

隨著清王朝帝制的覆滅和西方文化的大量

湧入，「五四」運動的新文化運動時期，中

國本土文化在「打倒孔家店」的旗幟下受

到全面的衝擊。其間也有一些諸如「中體

西用」或「西體中用」的文化調和主義，也

文化作為人類精神的載

體，它的獨特的品質

在於，雖然隨著經濟、政治

的發展與更替，它的整體

狀貌會發生相應的嬗變，

但其某種精神氣質卻一定在

經濟、政治的變遷中傳承下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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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堅守傳統文化的文化保守主義，但

都無礙於傳統本土文化的整體敗落。

一九四九年以後，取而代之的是被

我們稱之為「政治性文化」（下一問題論

述）。但是那種倫理性文化並沒有完全消

失，它以某種特定的形式仍然支配、制約

著人們的行為。更為重要的是，市場經濟

使文化獲得了相應的解放，進入市場經濟

的人們面臨著古今中外多元文化的衝撞與

擠壓，在這種情況下，本已被現代文化解

構的傳統倫理性文化，在首先被西方後現

代文化從特定的角度和意義上看好的情況

下，又被不加限制的「闡揚」和「光大」，甚

至大有使其「重振雄風」占據文化霸權地

位之勢。在這種情況下，由於中國社會發

展的一些弊端和西方已進入後發展時期一

些弊端在形式上的同構性，中國傳統這種

倫理性的文化，在目前中國人的精神世界

中，具有十分強勁的影響，甚至成為在目

前人們多元文化選擇中「行情」

較高的文化形態。

2．政治性文化

如果說，傳統社會中，政治

並沒有真正形成文化的霸主地

位，而是附著於倫理精神，那麼

當傳統文化被整體性地解構以

後，這種政治性文化便真正地

形成了。基於計劃經濟社會那種

特殊的社會整合機制的要求，政

治佔據了整個社會結構的「中心地位」。

政治權力控制社會生活的所有領域，經濟

活動在某種意義上是按政治上的權力關

係來運行的，經濟發展的速度也是按政治

目標的需要來確定的，甚至「抓革命」也能

「促生產」。在這種社會中，倫理精神算不

得什麼。如果說在過去是倫理精神通貫於

政治活動，這個時期就正好相反，是政治

精神通貫於倫理活動。一陣時期，家庭不

是按血緣倫理關係組織，而是按政治關係

「排列組合」。

引入市場經濟後，這種文化失去了它

賴以存在的「基礎」，但是，它卻仍然頑強

地存在著。這是因為，第一，從社會制度

發展上看，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是

從長期的計劃經濟中脫胎而來，從單純的

經濟制度而言，尚沒有渡過轉型期，更莫

說社會的政治結構及相應的思想觀念了。

計劃經濟時期所造就的政治性文化，比之

於那種傳統的倫理性文化，更加直接地影

響著已處於市場經濟社會的人們。第二，

從社會主體的角度看，由於計劃經濟和市

場經濟的「短兵相接」，昨天的計劃經濟

和今天的市場經濟，其「社會主體」直接

重合。如果說「向前看」是人的嚮往，那麼

「憶往昔」更是人的情懷，更何況，有許多

人是計劃經濟時代的重大利益既得者，這

就更加劇了政治性文化對人們精神世界

的影響。

3．經濟性文化

如果傳統文化是一種倫理至上的文

化，計劃經濟時期的文化是一種政治至

上的文化，那麼，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則是

一種被完全「經濟化」的文化，可以簡稱

為「經濟性文化」。這種文化完全是市場

經濟的產物，也是市場經濟時期的主流文

化。這種文化，建立在對傳統倫理性文化

和計劃經濟時期政治性文化的整體揚棄

之上。這種文化的人性基礎，是人性惡的

物質利益驅動論——支配人們活動的動

機，歸根到底是謀取實物的利益；其核心

是效率和效益的最優化原則；其價值取向

是絕對的市場化價值取向。如果說倫理性

文化和政治性文化多少還保留一些精神追

求（不管是什麼樣的精神追求），因而還有

一點「神聖」的成分或氣質，那麼，經濟性

文化則是地道的世俗性文化，它簡直就是

把文化「世俗化」了。目前的中國，如果說

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精英層面，在適應市

場經濟的大歷史潮流的同時，還力圖保留

和堅守人文精神的操持，還嚮往著一定的

精神的神聖境界及與此相應的終極關懷，

那麼，大眾文化則是一種經濟性文化。在

由於中國社會發展的一

些弊端和西方已進入

後發展時期一些弊端在形式

上的同構性，中國傳統這種

倫理性的文化，在目前中國

人的精神世界中，具有十分

強勁的影響，甚至成為在目

前人們多元文化選擇中「行

情」較高的文化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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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本能性欲望的驅使下，這種文化幾乎

完全變成了純經濟的躁動。

三、當前中國社會西方文化的

多元狀貌

經過近百年的對中國本土文化從器

物到制度、從制度到觀念的層層逼進和步

步深入，改革開放的今天，西方文化已多

姿多彩地存在於我們的生活之中。從文化

形態學的角度看，不同形態的西方文化似

乎比中國的本土文化內涵更為規範，特點

更為鮮明。

1．古典性文化

所謂古典性文化，是西方的「傳統文

化」。若從空間結構和文化性質上，以現在

頗為流行的「傳統就是現代」或「傳統蘊含

在現代之中」的方法來考察，是很難給它

一個明確的規定的。但是，在文化歷史的

歷時性維度上它是很清晰的，這就是文藝

復興、啟蒙運動之前的「前現代性文化」。

有學者稱其為「神聖性文化」。它以三種

精神構架而成：一是希臘哲學的理性精

神；二是希伯來的宗教精神；三是羅馬的

法制精神[3]。雖然經過以文藝復興和啟蒙

運動為標示的人類精神（和文化）的世俗

化運動的清洗和蕩滌，古典性文化被視為

幾乎等同於「神學文化」而受到了毀滅性

的打擊，但是，正像懷特海所說：「兩

千五百年的西洋哲學不過是柏拉圖的一連

串注腳」，這種古典性文化或被「改頭換

面」（如宗教改革），或被「抽取吸納」，它

的精神氣質在一定的形式中卻延流至今。

眾所周知，韋伯竟然從它的身上（基督教

為內核）找到了「資本主義精神」的發源

地，從而被視為「巨大貢獻」在整個文化

界引起狂狂飆巨瀾。不僅如此，在對它進

行徹底否定的基礎上平地起家的現代性文

化，經過幾百年的輝煌發展而耗盡能量並

越來越暴露出它的不可克服的弊端的時

候，古典性文化便衝破包裹它的現代化形

式直接地顯露出來，緊接著，顯露出來的

古典性文化，又被以否定和清算現代性文

化之弊端為使命的後現代性文化作為其價

值征戰的「開採地」（這一點非常類似於

「新文化保守主義」對中國傳統文化價值

的闡揚光大）。古典性文化終以比它的原

始裝束更加光彩照人的面目呈現在當代人

的面前。現在的景情，正經可以用黑格爾

的「提起古希臘就有一種家園感」的名言

來形容了。

2．現代性文化

現代性文化是指以文藝復興和啟蒙

運動為開端的，在否定古典神聖性文化基

礎上所形成的嶄新形態的文化。現在人們

已經習慣於把它規定為以「理

性主義和人本主義」為基本內

涵（這裏的「理性」相對於「神

性」、「人本」相對於「神本」）。

從社會發展的角度看，現代性文

化是伴隨「世界歷史」的形成，

即世界歷史從傳統農業社會（文

明）到現代工業社會（文明）的

現代社會轉型而形成的，同時也是支撐現

代社會轉型的最根本的「文化精神」。它的

形成是人類文化和文明發展的質的飛躍。

眾所周知，在它作為一種「文化精神」的支

撐下，西方資本主義世界才得以形成；資

產階級正是仰賴於它所造就的現代工業

生產方式，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

中，創造了比過去一切世紀創造的整個生

產力還要多還要大的生產力。生產力的發

展又使人類創獲了輝煌無比的社會物質

和精神財富。因此，如果說古典性文化崇

尚的是理想價值，那麼，可以說現代性文

化完全崇尚的是世俗生活。

當然，現代性文化正是在它崇尚世

俗生活的過程中，被片面地作為「工具理

性」無限制地開采和徵用人類世界（物質

世界、精神世界），因而暴露了它難以克服

的弊端。馬克思的「異化理論」，可以看作

是對這種弊端的最有力的揭示和批判。正

是在這種情況下，後現代性文化才閃亮登

後現代性文化才閃亮登

場，以各種各樣的姿

態和方式，甚至不惜以怪異

荒誕的方式，對現代性文化

尖刻諷刺、無情玩弄和激烈

批判。它們試圖給人類營造

一個福祉無限的新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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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以各種各樣的姿態和方式，甚至不惜

以怪異荒誕的方式，對現代性文化尖刻諷

刺、無情玩弄和激烈批判。它們試圖給人

類營造一個福祉無限的新型文化。或至少

說以某種方式在某一側面為這種文化作

出自己的獨特的貢獻。

但是，正像現代性文化並不能全盤否

定古典性文化的價值一樣，後現代性文化

同樣不能完全否定現代性文化的價值，甚

至連現代性文化在目前仍然要占據當代人

精神世界的核心和主流地位這一點都不能

否定。對於目前正處於從傳統農業社會向

現代工業社會轉型的中國社會而言，就更

是如此。儘管我們已經能夠理性自覺地審

視古今中外的各種文化，但佔據我們這個

社會主流的，在歷史文化運作的時空中和

我們所確立的市場經濟相「吻合」的，應該

說仍是這個現代性文化。

3．後現代性文化

後現代化性文化究竟是怎樣性質的

一種文化，它能否成為一種獨立

的文化形態，學界的認識並不統

一。有人認為：「後現代主義雖

然對現代性持激烈的批判態度，

但它並不是現代主義文化的後

繼者，毋寧說，它只是現代主義

的極端化」。這種觀點陳述了三

條理由，其一是後現代性文化繼

承了現代性文化反傳統的激進批判精神，

像啟蒙學者反對神聖文化傳統那樣反對

一切文化傳統；其二是後現代性文化並不

像它所想像的那樣割裂了與傳統的聯繫，

它與一些「現代文化」思潮有明顯的承襲

關係；其三是後現代性文化可以看作是現

代性發展的必然結果[4]。稍仔細一點地辨

析便會看到，這種觀點是自相矛盾的。第

一，後現代性文化究竟是反傳統還是不反

傳統？第一條理由說它「反對一切文化傳

統」，第二條理由馬上又說它並沒有「割裂

與傳統的聯繫」，「有明顯的承襲關係」；

第二，後現代性文化到底是「現代主義的

極端化」，還是「現代性發展的必然結

果」？持論者把這當作一回事來理解，但

顯然這是兩個不同的命題。

在我們看來，問題就出在持論者極

力想否定「後現代性文化」作為一種文化

形態的相對獨立性。毫無疑問，後現代性

文化已成為一種相對獨立的文化形態。它

脫胎於現代性文化，是現代性文化發展的

「必然結果」，但絕不是「承襲」了現代性

文化。它是「反傳統的」，但不是反對「一

切文化傳統」，而主要是反「現代性文化」

這個傳統。它表現形式上似乎是反對包括

「古典性文化」在內的一切文化傳統，但

它的「內在精神氣質」或「終極的目的」或

「最深刻的動機」卻是在否定之否定的層

面上向「古典性文化」上回歸。

那麼，後現代性文化作為一種相對獨

立的文化形態，在何種意義上影響著目前

處於社會轉型期的中國人呢？如前所述，

若僅僅從「理論建樹」上而言，毋寧說，後

現代性文化所主張的流浪者的思維、哲學

的終結、中心的消解、基礎的塌陷、理性的

殞落、結構的顛覆、價值的削平、視角的多

元化、解釋的游戲化、方法的反傳統化等

等，和目前中國人的現實生活相去甚遠，

因而對於有深厚傳統文化積澱和對現代

性文化尚有急切渴望的中國人來說，無異

於一種荒誕不經的怪異之說，只能從總體

上遭到暫時拒絕和懸置。也就是說，後現

代性文化之所以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成為

目前在人們精神生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產生相當的影響的文化形態，並不是因為

它本身提出了多少高明偉大的理論——

在這方面它和古典性文化相差甚遠；也不

是因為它對人類社會的發展產生了多麼

巨大的實際影響（它還僅僅停留在思想觀

念層）——在這方面它又和現代性文化相

差甚遠，而是因為它在向西方傳統文化回

歸的同時，又從「外來文化」的角度對中國

傳統文化十分「看好」，也就是說，它在某

種精神氣質上和中國傳統文化有一些「暗

後現代性文化脫胎於現

代性文化，是現代性

文化發展的「必然結果」，

但絕不是「承襲」了現代性

文化。它是「反傳統的」，

但不是反對「一切文化傳

統」，而主要是反「現代性

文化」這個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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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之處，這樣，隨著中國傳統文化在當代

社會中的價值顯現，它被中國人在這種特

殊的意義上接受。

四、本土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博

弈格局

以上只是邏輯地把文化劃分為中西

兩大系列，並陳述了它們各自的「多元」。

現實生活中文化卻決不像「土豆」塊一樣

地作用於我們。對於中國來說，近代百年

的歷史正是古今中外文化衝撞、交流與融

合的歷史。中西多元文化的支流「條條道

路通羅馬」，全彙集到了處於轉型期的當

代中國社會之中。因此，要想探索它對人

們的信仰危機產生了怎樣的作用，還須對

這種文化的總體格局作出梳理。

第一，從中西文化融合的態勢看是交

錯對接。通過前面的論述，我們已經可以

體會到，中國的倫理性文化、政治性文化、

經濟性文化，西方的古典性文化、現代性

文化、後現代性文化，雖然都是一種文化

歷時態的「流化」，但當它們匯集到當代

中國社會中，卻並不按歷史的順序匯合對

接，而是錯位對接。具體地說，西方的後現

代性文化對接的是中國傳統的倫理性文

化；中國的經濟性文化對接的卻是西方的

現代性文化；剩餘的中國的政治性文化和

西方的古典性文化則有相當的「親和」之

處。這是非常奇妙的文化景觀。應該說，它

的主導原因乃在於中西社會發展的巨大的

時代落差。

第二，從相互交融後的文化「重量」

上看是外來文化大於本土文化。眾所周

知，在百年的文化交流中，中國本土文化

一直處於被動的地位。由於經濟落後和不

斷挨打的根本原因，參照和模仿西方文化

已深深地積澱到我們的心理結構，並潛移

默化地成為我們的本能。在中國經濟性文

化與西方現代性文化的對接中是西方現代

性文化占絕對優勢。看一看如今市場經濟

社會的現實生活狀態就可以證明這一點；

在中國政治性文化與西方古典性文化的

對接中，人們則更著眼於對特定時代的中

國政治性文化的批判和否定。一個明顯的

小例子似乎可以深刻地說明這一點：過去

人們總是把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和西方

的「中世紀」相比，一起進行批判和否定，

可是，現在，無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都有

在一定的意義上肯定「中世紀」的苗頭。至

於西方後現代性文化和中國傳統倫理性文

化的對接，雖然，後現代性文化的作用被

洇蘊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當代意義之中，但

是，它卻有方興未艾的勢頭。新

近以來，中國文化界對西方後現

代性文化的關注有增無減，決不

亞於對現代性文化的探求。

第三，從文化駐足並作用於

社會的方式上看是文化創新強於

文化繼承。正像太陽每天都是新

的一樣，無論中西古今文化是怎

樣的交錯與對接，它們決不能回

歸於某一文化的原始形態，一定

有新的時代的因素匯入而呈現出嶄新的

姿態。那種熱衷於對傳統文化的發揚與闡

釋，也堅決地聲明要「綜合創新」、「現代

轉換」；那種對現代性文化的追求與模仿，

也決不是「照貓畫虎」、「照葫蘆畫瓢」。

中國傳統文化之所以是傳統文化，不僅因

為它是「過去的，更因為它是「歷史悠久」

的，而之所以是歷史悠久的，正是因為它

所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是那樣的「大一

統」、「超穩定」，因而在它的運作機制中

總是傳承大於創新。然而，當代社會，經濟

發展飛速，政治變革頻繁，文化轉瞬即逝，

傳統文化即是被「傳承」也僅只能占「一席

之地」，文化的整體態勢是「向前看」。

五、轉型期的文化選擇迷茫

文化已經如此這般，文化選擇豈不迷

茫？

第一個迷茫是文化認同的迷茫。目前

中國不知該認同哪一種文化。如上所述，

中國傳統文化之所以是

傳統文化，不僅因為

它是「過去的，更因為它是

「歷史悠久」的，而之所以

是歷史悠久的，正是因為它

所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是那

樣的「大一統」、「超穩

定」，因而在它的運作機制

中總是傳承大於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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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且我們承認目前文化的總體格局的特點

之一是「西方文化重於本土文化」，那麼，

僅就西方文化這條線而言，情況就令人十

分尷尬：全盤接受，部分接納、完全拒絕，

都一定有相應的諸如「極端的保守主義」、

「溫和的激進主義或自由主義」或「當代

虛無主義」等等「帽子」向你扣來！

也許有人會認為這是言過其實。在他

們看來，近百年來古今中西文化雖然多有

衝撞，但總體，是一個中西文化交流、古今

文化結合並產生新的文化的過程。尤其是

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並成為中國社會的占

主導地位的文化以後就更是如此。我們承

認，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與中國革命的實

踐相結合，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現代歷史的

進程，使中國社會實現了劃時代的發展，

文化也呈之以新的面貌。但是，誰能否認，

歷史的實踐後果同馬克思的理論初衷之

間尚有很大的距離。如果把馬克思主義看

成是中西文化之精華在實踐中

的最理想的「給合」，那麼，結合

了幾十年還是如此狀況，能不令

人產生文化的迷茫嗎？

第二個迷茫是價值選擇的

迷茫。價值觀念是文化的核心，

所以文化認同的困惑必然導致價

值選擇的迷茫。

價值選擇的迷茫，包括兩

個方面，第一層面是現實價值選擇的迷

茫。人們現實生活的法律、道德、藝術、教

育、乃至於維持基本生存的功利活動，都

仰賴於人們的現實的價值選擇。然而，多

元文化並存，給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同時

樹立了多種價值標準，整個社會失去了一

個至高無上的文化權威，因而人們的政治

行為、經濟行為、道德行為找不到唯一的

解釋標準。人們賴以解釋自己行為的文化

根基發生了分裂。比如，「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本是法律領域的唯一的價值標準，然

而在文化多元的衝擊下，由於權力關係、

親情關係甚至金錢關係（政治性文化、倫

理性文化、經濟性文化的表現）的滲透和

干擾，這一價值標準卻往往失去範力，遭

到扭曲，以致於人、權、法、情、錢的關係仍

是市場經濟下的「熱門話題」和「理論難

題」。有人說得好，如果說這種價值選擇

的迷茫，在過去主要表現為選擇機會的匱

乏，那麼現在卻是選擇尺度的遺失。選擇

尺度的遺失，使人只能「跟著感覺走」，而

當選擇僅僅依賴於感覺時，也就沒有選擇

了。可見，現實價值選擇迷茫，在現實中往

往有兩種極端的形式：要麼是別無選擇；

要麼是「什麼都行」。兩極相斥相通，將人

置身於價值選擇的「真空」狀態。

價值選擇迷茫的第二個層面是終極

價值選擇的迷茫。多元的文化尚使現實的

價值選擇陷入困境，也就更不用說終極價

值的選擇了。一方面，目前的文化從總體上

就沒有給我們很好地提供一種「終極價值

關懷」。這有兩個原因：其一是由於總體

文化格局的「現代文化大於傳統文化」的

特點，使蘊含在傳統文化中的「終極價值

關懷」被淡化、稀釋、瓦解；其二是受當代

「解構神聖價值」的種種哲學社會思潮的

影響，目前的文化本身，就極少提供一種

「終極價值關懷」。另一方面，即使目前的

某種文化提供一種「終極價值關懷」，也

因在文化整體選擇上的困境所限制，不能

輕易地被我們所接受。

第三個迷茫是人格崇拜的迷茫。人是

以個體形式存在的，但人的本質卻又是社

會的，因此，人格中最基本的矛盾應是個

人和社會的矛盾。如果人格已無法塑型，

那麼，毫無疑問，文化必然危機。目前的多

元文化都有人格的蘊含，都有關於個人、社

會及其關係的看法，但是構架不同，理路

不同，追求的目標更為不同。我們陳述過

那諸多的「文化」，他們對人的自我形象的

塑造都各有主張。比如，中國的傳統文化

是忽視乃至否定個人價值的「以社會群體

為本位」的文化，它源遠流長，綿延不息，

從舊時代的「倫理性文化」一直延續到計

蘊含在古今中外文化之

爭的底層的，實質上

是人格塑造的分歧，或展開

說是處理個人與社會關係的

模式和路徑的分歧，因而可

以說，有多少文化，就有多

少人格形象，就有多少個人

與社會關係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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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經濟時代的「政治性文化」之中；再如，

改革開放使個性解放，極端的個人主義的

現代性文化又佔據了文化的主戰場等等。

蘊含在古今中外文化之爭的底層的，實質

上是人格塑造的分歧，或展開說是處理個

人與社會關係的模式和路徑的分歧，因而

可以說，有多少文化，就有多少人格形象，

就有多少個人與社會關係的模式。

六、中國文化向外傳播的基本

戰略

基本要點有三。

第一，實行文化選擇的「綜合創新」，

即在現代國家的理念基礎上，綜合以上六

種文化的合理內核和合理要素，創立和培

育真正適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形

態，以實現整個社會的文化精神統攝和引

領。

第二，在這種綜合創新的文化形態構

成中，並不是揉成一個「文化大雜燴」（不

要美其名曰什麼「文化融合」），而是要在

不斷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石上，

堅定不移地選擇現代性文化作為「綜合創

新」文化形態的軸心。應該指出，現在的中

國，現代性文化還沒有充分地展示它的生

命力，便處於某種危機之中，這種狀況是

極為危險的，它有可能斷送中國來之不易

的現代化前程。

第三，社會轉型造成了中國文化選擇

上的困境，現在中國社會，狂躁喧鬧，津津

樂道於未經任何價值轉換和形態創新的

所謂「傳統文化」，依據中國傳統文化的美

德，恰恰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如果自

己不都選擇，那有何理由「傳播」給別人？

所以，中國文化向外傳播，不能僅只在傳

播技巧上下功夫，而是要向世界傳播經過

我們精心過濾和解釋、且一定適應被傳播

對象需求的中華文化經典。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頁

四八七。
[2]參閱拉茲洛：《決定命運的選擇》(三聯

書店，一九九七年)，頁七二至七三，重

點號系引者所加。
[3]參閱趙教華：《超越後現代性：神聖文

化和世俗文化相結合的一種可能性》，

載《哲學研究》一九九四年第十一期。
[4]參閱趙教華：《超越後現代性：神聖文

化和世俗文化相結合的一種可能性》，

載《哲學研究》一九九四年第十一期。

T h e  G a m e  P a t t e r n  o f 
Polymorphic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and its Choice of 
Communication Strategy

Jing Xuemin (The Institute 
of Pol it ical Communicat ion,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Shi Hu i l 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A b s t r ac t : T h i s p a p e r 
explores the polymorphic forms of Chinese 
nat ive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The diverse forms of 
ethical culture, political culture, economic 
culture, sacred culture, modern culture, and 
post-modern culture coexist and intertwine 
in the present Chinese society, making 
people trapped in the confusion and even 
crisis of cultural choice. Therefore, the 
question of which culture to choose as the 
spiritual pillar of Chinese society should 
be solved at f i rst for Chinese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external communication. 
Ultimately, the modern culture based on the 
modern market economy should be firmly 
chosen with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made.

K e y w o r d s :  C h i n e s e  s o c i e t y , 
polymorphic, culture, communication, 
strategy

依據中國傳統文化的美

德，恰恰是「己所不

欲勿施於人」，所以，中國

文化向外傳播，不能僅只在

傳播技巧上下功夫，而是要

向世界傳播經過我們精心過

濾和解釋、且一定適應被傳

播對象需求的中華文化經

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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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網絡文學的繁榮發展是

當代中國文化生產重要的組成部分,同

時也將深刻影響未來中國文化生產和

消費的主要特徵。本文首先對網絡文學

的發展歷程進行了簡單的梳理，在此

基礎上，較為全面地分析了網絡文學

對文化生產帶來的深刻影響，進而從

新媒介文藝批評的角度，提出了網絡文

學經典化發展的困境及契機。

關鍵詞：網絡文學，當代中國，文

化生產

經過將近二十年的發展，網絡文學的

存在已成為當代中國文化發展中獨有的中

國特色，其影響之大之深不僅表現在眾多

文化產品中的網絡文學因素，同時，更為

深遠的是將對未來若干年的文化生產面

貌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很多評論者將網

絡文學與美國好萊塢、日本動漫、韓國電

視劇並稱當代世界四大

文化現象。中國網絡文

學的海外傳播

異軍突起，以

Wuxiaworld、

Gravity Tale

為代表的翻

譯網站引爆了

中國網絡小說

在英語世界的

閱讀熱潮，月

活躍讀者數在

四百萬左右，

日來訪量在四十萬左

右。這些讀者來自全球一百多個國家，其

中北美讀者占總數的三分之一以上。

網絡文學的空前繁榮不僅對廣大受

眾的文化消費結構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同

時也重構了當代中國文學的生產結構。在

信息社會走向深廣發展階段的今天，以網

絡為主的新媒介對各類文化生產場都不

同程度地進行了話語頻道的改組與重組。

由於網絡文學的強力介入，當代中國文化

生產也發生了新一輪的重大轉型與變革，

網絡文學的繁榮

與當代中國的文化生產
■ 鄭崇選

上海社科院文學所

一個全新的文化生產場域正在形成。

一、網絡文學的主要發展階段

（一）萌芽期：概念形成—初步發展—

轉型調整

這個階段一般可以界定在上世紀九十

年代末到二○○二年左右，對於網絡文

學的最初印象，最初

的起源一般都算在

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二

日至五月二十九日蔡

智恆（網名痞子蔡）的

小說《第一次的親密

接觸》在台灣成功大

學BB S的發布，隨後

被轉載到了大陸各大

BBS，並在中國大陸第

一次引起關於網絡文

學的轟動。這個階段

的網絡文學為找不到

發表渠道的文學青年

提供多樣的發表平台，並形成志趣相投的

交流圈，交流和互動的需求從網絡文學的

萌芽就開始成為其最為主要的一個特點，

也是與純文學生產模式形成明顯區別的

獨特屬性。這個階段誕生了李尋歡、寧財

神、安妮寶貝等網絡著名作家，時至今日，

雖然這些作家已大多不願意承認自己的網

絡作家身份，但從受眾的閱讀體驗來看，

這些作家成為借網絡成名的典型代表。這

個時期的網絡文學與當前的網絡文學形態

在信息社會走向深廣發

展階段的今天，以網

絡為主的新媒介對各類文化

生產場都不同程度地進行了

話語頻道的改組與重組。由

於網絡文學的強力介入，當

代中國文化生產也發生了新

一輪的重大轉型與變革，一

個全新的文化生產場域正在

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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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有很大的不同，很多作品依舊是按照

純文學的標準來創作的。

（二）發展期：無序生長—規範管理—

基本定型

網絡文學的概念誕生之後，很多網站

一擁而上，都建立了自己的bbs，吸引有志

於創作的年輕人，但是也帶來網絡文學的

發展的亂象，如盜版色情泛濫、情節複製

灌水等等，從二○○一年左右開始，很多

網站開始倒閉，政府的管理力度加大，很

多風險投資開始撤離。但是與此同時，網

絡文學的規範化發展之路也正式開啟，二

○○三年，起點中文網實行VIP付費閱讀

制度，一般來說，一部小說的前十萬字免

費閱讀，後面的章節實行收費閱讀，讀者

閱讀一千字收費二分錢，這一制度成為網

絡文學繁榮發展及吸引中國寫手參與的內

生動力，網絡文學逐漸從「文青」文學走向

商業化類型文學，這一走向代表了中國本

土的原創網絡文學網站在經營方式上調

整變化的脈絡。此後，網絡文學也逐漸商

業化、通俗化，網絡長篇小說成為網絡文

學的主要形式，出現了玄幻、都市、職場、

青春、懸疑、盜墓、穿越、耽美等通俗類型

網絡文學的興盛。網絡文學的產業化發展

成為推動網絡文學規模發展的最大動力。

（三）繁榮期：國家政策—資本介入—

兼並整合

網絡文學所吸引的巨量的受眾，以及

產業化所帶來的巨大的市場，讓中國網

絡文學在世界範圍內都產生了重要影響。

大型商業資本開始介入網絡文學的生產，

以二○○八年盛大文學的成立為標志，網

絡文學的兼並整合的速度加快，直至二○

一五年一月騰訊文學收購盛大文學，成立

閱文集團，網絡文學發展開始走向大型資

本主導的模式，阿里、百度、中國電信都

先後進入網絡文學的產業發展中。與此同

時，國家政策層面也開始關注網絡文學對

於文化強國的重要性，先後頒佈實施《關

於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的意見》、《關

於推動網絡文學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

《關於加強網絡文學作品版權管理的通

知》等等重要的國家文化政策，為網絡文

學的可持續繁榮發展提供了堅實的頂層設

計保障。

二、網絡文學對中國文化生產

帶來的巨大影響

（一）當代中國的大眾文化生產正在進

入到「網絡文學+」的時代

圍繞「網絡文學」已經形成了一個巨

大的文化生產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中，

國家、市場、社會都參與進來，由

網絡文學所形成的「IP」成為整

個文化產業鏈的起點，在IP經濟

的模式下，通過影視改編，網絡

文學的影響力由此將被進一步放

大，這些經由九十後、○○後為

主要群體的網絡文學讀者篩選出

來的東西將成為整個社會的娛樂

產品，比如《花千骨》、《琅琊榜》、《尋龍

訣》、《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等。一部網

絡文學作品不再只是文學，它可以是任何

形態：書、電影、電視劇、游戲、衍生品、跨

界合作、流行詞、偶像和粉絲等等。據清華

大學課題組發布的《二○一六年中國IP產

業報告》，中國排名影響力前一百位的超

級IP，網絡小說就占了六十一部，這意味

著，無論你讀不讀網絡小說，將來你看的

電影、電視劇、聽的歌曲、玩的游戲，都可

能與網絡小說有很直接的關係，未來的中

國大眾文化生產的整體面貌將由網絡文學

的生產來決定。

（二）文學生產的結構要素發生了重大

的轉型

隨著網絡文學在文學生產場域中的

崛起，文學生產結構的構成要素發生了

重大變化，其構成更為多元和豐富，主要

有作者、傳播者（由紙質媒體變為網絡媒

體）、受眾（網絡文學的受眾稱為粉絲）、

批評者、資本等。傳播者從紙質媒體到網

傳播者從紙質媒體到網

絡媒體的變革，極大

地刺激了文學創作的積極

性，網絡媒體不再承擔構建

文學標準的重大功能，而只

是一個上傳和發表的平台，

其重要性與傳統文學格局中

的文學期刊不能同日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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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媒體的變革，極大地刺激了文學創作的

積極性，網絡媒體不再承擔構建文學標

準的重大功能，而只是一個上傳和發表

的平台，其重要性與傳統文學格局中的文

學期刊不能同日而語。在新的文學生產結

構中，作者與讀者的關係發生了重大的變

化，由原有的主客體的單向輸送變為雙向

的互動關係，讀者到粉絲的轉變，意味著

受眾在創作過程中發揮了更為重要的作

用，作者會充分考慮受眾的意見，甚至會

根據受眾的具體建議改變文本的走向與

人物的命運，某種程度上來說，網絡文學

文本的真正作者是由某位網絡作家和閱

讀這部作品的廣大粉絲共同構成，用戶創

造內容成為網絡文學的核心所在。

（三）類型小說的成熟滿足了各類受眾

的文化細分需求

文學的「類型意識」在新媒介寫作者

那裏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明確，他們從創作

一開始就很清楚地知道要為哪

一類受眾服務，從事哪個類型的

創作。新的文學生產機制自覺服

膺消費文化的邏輯：消費市場是

根據消費終端的需求來設計各

種消費服務的，消費終端的要求

最終會影響到生產的起點，大眾

需要更為明確、簡單、快捷、平

面化的標識來指導他們選擇文

化產品。目前的網絡文學都以類

型文學為主要劃分原則，隨意打開一個文

學網站就可以看到分類明確的文學產品，

諸如玄幻、仙俠、耽美、穿越、盜墓、後宮、

同人等等，類型文學為文學消費者提供了

超市化的服務，滿足了非常個性化的文學

需求，極大地促進了文學出版市場的繁

榮。網絡文學類型化現象也是理解和解析

通俗文學時代精神和階段性特徵的重要切

入點。網絡文學特別是網絡小說的類型區

分不僅折射出文學發展過程中受外部因素

影響而最終形成的自組織化樣態，而且也

反映了文學主體的認知範疇和思維架構。

（四）對青少年的文化心理及情感結構

產生內在的深刻影響

C N N IC報告指出，二十九歲以下網
絡用戶占總網絡用戶的比例則是百分之

五十二點五。相比之下，網絡文學公司掌

閱在兩個月前發布的報告稱，其九十後和

○○後佔到其總用戶的比例達到百分之

七十四。而在作者中，這兩個群體的比例

甚至高達百分之九十二。隨著網絡文學的

廣泛傳播，其通俗化的內容和多樣化的表

達形式深受青少年喜愛。網絡文學逐漸成

為青少年的重要談資，不僅影響到他們的

語言表達，也參與和強化了他們的人際交

往。另外，網絡文學的價值觀趨向影響著

青少年的人格塑造和自我認同，由於青少

年青春期的叛逆性心理特點，他們更易於

接受與主流價值觀不同的觀點。網絡文學

的多元價值取向，一方面會對學校和家庭

這樣傳統的社會化主體權威帶來挑戰，一

些網絡文學作品渲染的叢林法則、勾心鬥

角的權力鬥爭、比較落後的性別觀念，帶

來很多負面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有助於青

少年們形成獨立意識和創新思維，尤其是

一些富有人文底蘊和時代精神的作品也可

以成為教化青少年的重要工具。

（五）推動了中國文化形象的建構和文

化影響的提升

網絡小說的流行無形中推動了中華

傳統文化的海外傳播。在現下流行的網絡

文學代表性作品集中在玄幻、歷史等題

材，其中暗含了許多古典文學、傳統文學

的影子。與此同時，網絡小說也是對傳統

文化的「創造性轉化」。是網絡作家將作

品與現代元素的新嘗試」。通過網絡語言

與網絡形象的重新表達，網絡文學使得中

華傳統文化在國內外得到了更好地推廣，

在網絡文學文本中，我可以看到儒釋道文

化的形象闡釋，以及家國情義的微言大

義，凸顯了網絡文學對於重塑中華文化和

審美主體性的努力。網文世界正呈現出作

者與讀者共同成長、建設想像共同體、再

網絡小說的流行無形中

推動了中華傳統文化

的海外傳播。在現下流行的

網絡文學代表性作品集中在

玄幻、歷史等題材，其中暗

含了許多古典文學、傳統文

學的影子。與此同時，網絡

小說也是對傳統文化的「創

造性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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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中華價值系統、確立國家民族認同的趨

勢。無論歷史文、幻想文還是軍事文、都

市文，都有「我是中國人，我在世界中如何

建立自己及其身份」的表達。像《琅琊榜》

的家國情懷、人間大義，二○一六年完結的

《將夜》和《雪中悍刀行》兩部小說，就是

構建並傳播中華精神認同的佳作。大量的

古代神話、詩詞歌賦、諸子百家、典章名

物、閒情雅玩等中華審美元素借由網絡小

說這個載體被「另類喚醒」。蔣勝男的《羋

月傳》也從宮鬥模式自我進化為女性的成

長歷史模式。這些深受海乃外粉絲關注的

網絡小說，對於中國文化主體性的確立有

積極的推動作用。

三、文藝批評與網絡文學經典

化

新媒介具有的去集中化和交互性特

徵，以及對社會關係的重新劃分，是實現

其作為人的延伸存在的重要前提。在肯定

本土新媒介文學活動價值的前提下，借鏡

新媒介理論指導中國的文學實踐，不僅有

助於服務中國的文學批評，而且對構建中

國新媒介文學批評話語體系也有所裨益
[1]。

數字媒介區別於大眾媒介的根本性

特點在於交互性，機械的傳播—接受模式

逐漸為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標準化交互界

面所填充和取代。或許現代人作為「單向

度的人」的存在方式這一事實並未發生

改變，但無所不在的交互界面允許和鼓勵

人們透過虛擬空間形成雙向的表達。以文

學網站為例，網站基於作者更新頻次、用

戶交互評分等形成的數據排行榜和推薦

內容，無疑會拉動和刺激作者拉長戰線、

持久上線以爭取讀者，讀者則可以通過投

票、打賞、評論等手段激勵作者和催更。交

互界面無疑助推了受眾驅動型文學生產

和消費的趨勢，其累積的海量數據也成為

此後技術分析的對象。新媒介文藝批評首

先需要將交互界面納入考量，聚焦媒介的

交互性對文學生產和傳播產生的結構性

影響。

其次，印刷出版時代的文學批評，需

要相對專業化、精細化的作業，與書面傳

播時代知識畛域嚴明、學科道術割裂的整

體文化邏輯相一致。數字媒介的網絡文學

批評，則呈現出非集中化的傾向，以個體

為單位的創作者和以個體為單位的消費者

進行點對點的直聯對接。已有的新媒介文

藝批評實踐同樣簡省了中間環節，建立在

個體與個體合作的基礎上，從而能夠最大

限度地激發個體的創造力。面對

專業性缺失和烏合之眾狂歡的質

疑，或許仍然需要些許時間的平

復和微薄的信心，對網絡文學的

廣大受眾具有的可塑性和成長性

抱有信心，相信後者通過閱讀一

定量的網絡文學作品，有能力分

辨、識別和篩選出優秀的文學作

品。新媒介文藝批評當以更為開

放和包容的姿態接受非專業化、去精英化

的大眾批評活動，營造出眾聲喧嘩、多元

活力的批評氛圍。

同時，由於信息的獲取和傳播成為權

力形式的一部分，數字媒介重新界定了社

會關係，改變了原有的批評權力格局。有

學人呼籲建立集創作、管理、經營、閱讀、

評論為一體的網絡文學批評「共同體」[2]，

已經認識到數字媒介視域下社群融合的

趨勢。互聯網技術不僅消弭了內容生產者

和消費者之間的距離，也消弭了專業把關

人和業餘愛好者之間的界限。文學網站及

其衍生架構經歷了從內容媒體向社交媒體

的轉換，甚或有向場景媒體流變的趨勢。

針對這一變化，新媒介文藝批評有必要在

尊重批評權力均等化的基礎上，重新考慮

評價渠道的權重設計，平衡好不同社群或

不同立場的理性經驗。

從媒介即人的延伸這一命題出發，媒

介技術的革新同時也意味著人的感知維

度的豐富。麥克盧漢曾經明確斷言：計算

交互界面無疑助推了受

眾驅動型文學生產和

消費的趨勢，其累積的海量

數據也成為此後技術分析的

對象。新媒介文藝批評首先

需要將交互界面納入考量，

聚焦媒介的交互性對文學生

產和傳播產生的結構性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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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是人類中樞神經系統的延伸[3]。在信息

過載的時代，完全依靠人腦或人力完成信

息交換或存儲的活動多少顯得力不從心，

「通訊和計算技術放大人們合作和集體行

動的才能時，聰明的烏合之眾就應運而

生」[4]。通過技術手段和近乎無意識的集

體合作解決個人的問題，才能避免迷失在

碎片化信息之中。人工智能業已廣泛浸潤

到各行各業，寫作程序的出現尤其動搖了

人們堅守文學是心靈藝術的觀念。這也是

新媒介技術的人格化或是「有思想的技

術」等理念生發的前景。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數字媒介技術

並不等同於扁平化的客觀呈現，其中仍然

潛藏著資本運作的權力結構：「這種權力

結構不僅能夠形塑用戶的行為，同時還能

創造出一種交互性的印象」[5]。透過大數

據和交互界面，技術之外的因素在起作

用：文學網站排行榜的客觀性屢屢受到大

眾讀者的質疑；業已成名的寫手

通過對作品數據的累積，能夠迅

速獲取更高人氣，在榜單上佔據

更靠前的位置或停留更長的時

間；與網站簽約的作品能夠獲得

更多的曝光率和推薦機會等

等。當百科全書為維基百科所取

代，與近代「印刷資本主義」形

成對照的是當下的「數字資本主義」。數

字媒介仍然受制於資本逐利的基本邏輯，

其使用的運算法則往往無法體現純粹技

術的不偏不倚。

文學批評的重要意義在於抽繹文學

生產的價值過程，體現為文學的經典化。

文學經典的概念本身變動不居且無定指，

經典的沉澱和生成往往也需要經歷一個

相對較長的時間段。從歷史視角來看，近

代五四時期的新文化人通過對傳統經典

進行現代闡釋、發掘和創造新的經典完成

了對傳統經典釜底抽薪式的顛覆和替換，

並確立了以「進化」、「人」、「民間」或「大

眾」為核心的新經典評判標準[6]。雖然網

絡文學經典之作尚難形成蓋棺論定，從媒

介更替的必然規律來看,以數字文化為基

礎的網絡文學勢將成為文學經典產出的主

要源頭。由於媒介形態的演變，網絡文學

的經典標準和經典化方式同樣與傳統文

學存在差異。

傳統經典的遴選和建構是政治意識

形態作用、知識精英和受眾等多方介入的

綜合性結果：「意識形態建構注重政治影

響，知識精英遴選訴求藝術審美，受眾閱

讀強調實用價值」[7]。文學經典的遴選規

則首先受到主流意識形態的監管和規制，

與之相悖的內容往往會遭受到審查或剔

除。在此基礎上，受過專業訓練、具備品鑒

能力的知識精英依據某種與其主張利益

相一致的標準，對文學作品的藝術水準進

行評判，借由文學史的書寫或文學批評的

發聲，形成鍛造經典的大部分工序。相對

來說，廣大受眾在文本經典化過程中扮演

的角色則較為被動，其主要職責在於接受

對經典的認知，並達成共識。

隨著媒體資本多元構成的進程加快，

意識形態單向滲透不斷弱化，數字媒介時

代的文學內容較之出版印刷所受的審查約

束更少，批評話語權的旁落和轉移稀釋了

知識精英集團的權威，資本、技術和受眾

成為網絡文學經典化的重要影響因素。或

有學人對現有網絡文學商業模式和技術

發展持有樂觀態度，認為能夠通過付費閱

讀「形成持續的價值鏈」，「從紛繁複雜的

網絡文字中淘出優秀作品，形成經典網絡

文學的價值標準」[8]。然而，一味借助或信

奉資本抉擇的力量，對網絡文學的整體創

作生態將形成極大的破壞。盲目跟風熱門

文學類型，迎合受眾市場，從確定題材的

環節便考慮IP跨界改編的可能性，模仿或

複製成功故事，都將對網絡文學作品的經

典化產生不利影響。因此，即便警惕資本

運作的角力作用，僅僅仰仗受眾社群的集

體無意識和技術預測方案，網絡文學的經

典化前景將一片黯淡。引入新媒介文藝批

從媒介更替的必然規律

來看,以數字文化為基

礎的網絡文學勢將成為文學

經典產出的主要源頭。由於

媒介形態的演變，網絡文學

的經典標準和經典化方式同

樣與傳統文學存在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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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的方法論，反省和檢驗網絡文學的經典

化機制，對網絡文學未來的良性健康發展

定有所助益。

布魯姆曾援引阿拉斯戴爾·弗勒在

《文學的類型》關涉「文學經典和體裁等

級」部分的論述：「文學趣味的變化總是

與重估由經典作品所代表的體裁有關」
[9]。網絡文學的類型化發展滋生了新的文

學體裁，不可避免地帶來審美趣味的變遷

和經典標準的重估。類型由受眾主導的標

簽化活動獲得命名，而經典的創造亦如

是。信息架構師托馬斯·範德·沃爾在二○

○四年首創「分眾分類法」（folksonomy）
的概念。從詞源上看，該術語是通過將大

眾（folk）和分類法（taxonomy）合並而成，
意為大眾合作框架下的分類模式。這一分

類法的主要特點在於無需訓練或知識儲

備即能進行分類，使用者添加的標簽能夠

直接反映其直覺概念，而使用相同或相似

標簽的群體自動生成興趣接近的社群。儘

管網絡文學的類型化發展主要是出於迎合

受眾市場的目的，但類比法始終是人類知

識產生的重要法則，並為受眾的注意力分

配提供了全新的技術解決方案。新媒介文

藝批評完全可以借鑒「分眾分類法」的思

想，在不同類型傳統內部的作品展開分眾

式批評，以期揭示新的經典標準和趣味類

型。毋庸置疑的是，無論媒介樣式或作品

呈現形態如何嬗變，作者和讀者都不會放

棄對作品「文學性」的求索，以及對經典的

反復詮釋。只有明確這一點，才能立足於

整個文化產業生產的層面，進一步勾勒網

絡文學創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從而為網

絡文學參與中國當代文化形態建構並發揮

積極作用提供借鑒。

[1]陳海：《構建中國新媒介文學批評話語
體系》，載《中國社會科學報》，二○

一七年一月十六日。
[2]歐陽友權：《建立網絡文學批評「共同
體」》，載《中國社會科學報》，二○

一七年三月二十日。
[3]馬歇爾·麥克盧漢著，何道寬譯：《媒介

與文明》(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二○

一六年)，頁二九。
[4]羅伯特·洛根著，何道寬譯：《理解新媒
介——延伸麥克盧漢》(上海：復旦大學

出版社，二○一六年)，頁五九。
[5]尼古拉斯·蓋恩、戴維·比爾著，劉君、
周競男譯：《新媒介：關鍵概念》(上

海：復旦大學出版社，二○一五年)，頁

八五。
[6]賀仲明：《五四作家對中國傳統文學經
典的重構》，載《中國社會科學》，一

○一六年九期，頁一八四至二○四。
[7]甄芸：《文本·經典·媒介——
現代媒介傳播中的經典重

構》，載《中國社會科學

報》。
[8]傅其林：《網絡文學的付費閱
讀現象》，載《學習與探

索》，二○一○年二期，頁

一八三至一八五。
[9]哈羅德·布魯姆著，江寧康譯：
《西方正典》(南京：譯林出版

社，二○○五年)，頁一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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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和讀者都不會放棄

對作品「文學性」的

求索，以及對經典的反復詮

釋。只有明確這一點，才能

立足於整個文化產業生產的

層面，進一步勾勒網絡文學

創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從

而為網絡文學參與中國當代

文化形態建構並發揮積極作

用提供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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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禽之辨」是儒家哲學的重要議題，

關乎人主體性的確立以及個體生命的充分實

現與完成。《俟解》集中體現了王船山後期關

於「人禽之辨」問題的思考。王船山視庶民為

「禽獸」，認為庶民普遍淪為禽獸的原因一方

面在於沉溺於物慾生活不能自拔；另一方面在

於人不善的「習氣」替代了本有的「性氣」，並

且這一現象已擴散至整個社會。面對「庶民禽

獸化」的社會問題，他主張通過禮樂教化等方

式拯救庶民，即從人文化成角度化解「人禽」

之間的張力，體現出強烈的家國情懷。王船山

的「人禽之辨」意在凸顯君子之於庶民的道德

優越性，能否時刻堅守「明倫、察物、居仁、由

義」等道德規範是君子與庶民的根本區別所

在。

關鍵詞：王船山；人禽之辨；庶民；豪傑；人文

化成

一、引言

「人禽之辨」是儒家哲學中非常重要

的議題。先秦時期，孔子言：「鳥獸不可與

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論語·微

子》）孔子以「鳥獸

不可同群」來界說

「人之徒」，從而從

人 禽 有

別 的 角

度 提 揭

出 人 之

為 人 的

優越性；

這 種 優

越 性 不

僅 指 生

物層面的優越性，

更暗含了一種道德

層面的優越性。孟

子繼承並發展了孔

子這一思想，提出

了明確的「人禽異

類」觀念。孟子認為

「犬馬之與我不同

類」 [1]，「犬馬」意指禽獸，「我」意指人

類。同時，孟子又認為人禽之別極小，他稱

這種差別為「幾希」。孟子言：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

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

人文化成的家國情懷
──王船山《俟解》中的「人禽之辨」

■ 鈕則圳

清華大學哲學系

行仁義也。

孟子「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的

觀念蘊含著兩個前提：1.人與禽獸不同（異

類）；2.人與禽獸差別極其小（幾希），人稍

有不慎即會滑向禽獸。就前者而言，孟子

強調人與禽獸具

有本質差別：人具

有絕對優越性，即

人獨有且先天本有

「惻隱」「羞惡」

「辭讓」「是非」等

「四心」以及「仁

義禮智」等四德。

就後者而言，孟子

強調「四心」很容易

「放失」，即人也

很容易喪失人禽

之別而走向墮落。

孟子以此警醒人們

要時刻保有自己的

「本心」，將仁義

內化為一種道德

驅動力，對人自身

的優越性予以充

分維護與擴充。孟

子還區分了君子與庶民的差別：君子能夠

時時刻刻守護人之為人的優越性，即君子

可以存其「四心」並將其不斷擴充，而庶民

卻往往受到外物的誘惑與影響將本心摒

棄或放除，從而失卻人所以為人的本質特

孟子強調「四心」很容易

「放失」，即人也很

容易喪失人禽之別而走向

墮落。孟子以此警醒人們要

時刻保有自己的「本心」，

將仁義內化為一種道德驅動

力，對人自身的優越性予以

充分維護與擴充。

文化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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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在君子、庶民之別的問題上，庶民往往

為了滿足自身的感官慾望而捨棄本心，君

子卻可以時刻將仁義禮智確認為人真正

的本性，避免感官慾望侵害本心的主體地

位，從而在道德選擇中達到個體生命的充

分實現與完成[2]。從這一角度講，「人禽之

辨」也可以導向「義利之辨」，它要求人在

道德生活與感官慾望生活之間做出取捨

與抉擇。

孟子的「人禽之辨」既高揚了人「異於

禽獸」的本質屬性，確立了人的主體地位；

又從「異於禽獸者幾希」的層面對人墜向

禽獸的可能性予以足夠警醒，並以此凸顯

了人進行道德生活的必要性。孟子之後，

「人禽之辨」問題被後世儒者不斷討論，涉

及的問題也愈加複雜。明遺民王船山即對

「人禽之辨」展開過深入思考，並且其思考

方向在不同階段有所不同。正如陳來先生

所言，《讀四書大全說》在船山前期作品

中最具代表性，而《思問錄》《俟解》與

《張子正蒙注》三部書是其晚年之作，足

以代表船山的後期思想[3]。在《讀四書大

全說》等四書學著作中，船山主要站在反

思宋明理學的立場上，在經典詮釋的架構

內對朱子等道學家關於《孟子》中相關章

節的詮釋與闡發予以反思與辯駁，這一階

段船山對於「人禽之辨」的思考主要停留

於理論探討層面；而經歷國破家亡、危殆

困苦的人生厄運之後，船山後期對於「人

禽之辨」的思考融入了更多對現實社會的

反思，這些思考集中體現在《俟解》一書

中。本文即以《俟解》為中心，對船山的

「人禽之辨」思想予以論析。

二、「庶民」即「禽獸」

孟子強調人禽異類，在一定限度上承

認人可能「近於禽獸」，其「人禽之辨」思

想具有嚴厲的警醒意味。他對於人禽關係

的論述重在提醒人通過道德實踐活動以

保有自己的「本心」，從而徹底擺脫墜入禽

獸境地的可能性。孟子往往通過「近於禽

獸」、「違禽獸不遠矣」等表述，鞭策人朝

著與禽獸相反的成聖成德方向努力。因

此，孟子的論述重點並不在於批評何種人

是「禽獸」，在《孟子》中也沒有類似「人是

禽獸」的表述[4]。然而，從反面觀之，孟子

這一思想也為論證「失去人之本心的『非

人』是『禽獸』」的觀點留下了言說空間。

後世儒者便更進一步，從人與禽獸具備相

同的自然屬性出發，強調人在肉體、欲望

等基本生存需求方面與禽獸無異，基於

此，人可以被稱為「禽獸」。例如明儒陳獻

章即作《禽獸說》一文：

人具七尺之軀，除了此心此理，

便無可貴，渾是一包膿血裏一大塊骨

頭。饑能食，渴能飲，能著衣服，能

行淫欲。貧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權

勢，忿而爭，憂而悲，窮則濫，樂則

淫。凡百所為，一信氣血，老死而後

已，則命之曰「禽獸」可也[5]。

陳獻章從個體的精神追求與

物質追求二分的角度出發，將精神性的追

求從個體中剝離出來，審視人在物質方面

的追求。他發現，在追求物質慾望滿足的

方面人與禽獸差別極微，甚至可以直接與

禽獸等同，從而從反面證成人存有「此心

此理」以別於禽獸的重要性。與陳獻章類

似，王船山也從貪圖滿足物慾而喪失本心

的「非人」出發進行思考。不過由於身處明

清更迭的亂世，船山對「民性」的批判更

為嚴厲。船山說：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君子存之，則小人

去之矣。不言「小人」而言「庶民」，害不在小人

而在庶民也。小人之為禽獸，人得而誅之。庶民

之為禽獸，不但不可勝誅，且無能知其為惡

者；不但不知其為惡，且樂得而稱之，相與崇尚

而不敢踰越。學者但取十姓百家之言行而勘

之，其異於禽獸者，百不得一也。營營終日，生

與死俱者何事？一人倡之，千百人和之，若將不

及者何心……乃其所以然者，求食、求匹偶、求

安居，不則相鬥已耳；不則畏死而震攝已耳。庶

民之終日營營，有不如此者乎？二氣五行，摶

孟子的「人禽之辨」既

高揚了人「異於禽

獸」的本質屬性，確立了

人的主體地位；又從「異於

禽獸者幾希」的層面對人墜

向禽獸的可能性予以足夠警

醒，並以此凸顯了人進行道

德生活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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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靈妙，使我為人而異於彼，抑不絕吾有生之

情而或同於彼，乃迷其所同而失其所以異，負天

地之至仁以自負其生，此君子所以憂勤惕厲而

不容已也。庶民者，流俗也。流俗者，禽獸也。

明倫、察物、居仁、由義，四者禽獸之所不得與
[6]。

可以看出，船山此段是立足《孟子》

並進一步闡發。從道德角度而言，君子應

與小人相對，但是孟子不言「小人去之」而

言「庶民去之」，船山認為其中存有深意，

即孟子是從現實角度看到庶民的危害遠

遠大於小人。船山指出，如果將小人理解為

禽獸，還可以在道義上譴責、懲罰他們；但

是一旦庶民淪為禽獸，因其數量眾多，恐

怕整個社會風俗會因此敗壞，進而導致社

會價值觀念轉向崩塌。他從現實生活經驗

出發，發現庶民終日蠅營狗苟，爭逐名利，

追求的不過是美食、美色、安居等生理方

面的需求，如果其需求無法得到滿足，則

會如禽獸一樣產生爭奪，因此可

見庶民之中極少有異於禽獸者。

船山又從其「氣化論」立場解釋

人禽異同問題。船山言：「氣之化

而人生焉，人生而性成焉」[7]。天

在氣化過程中產生了人，人生而

有性，且人之性與犬馬之性不

同，這是船山一貫的立場。然而

在氣化過程中，天會因為陽變陰

合產生不善；人也會因為情動才變產生不

善。前者產生的不善可能為禽獸，後者產

生的不善可能為「喜怒哀樂愛惡欲」等感

情慾望，而後者之不善在船山看來並不亞

於禽獸之惡。因此，儘管人性本不同於禽

獸之性，但由於情才在人身上所產生的不

善也是人難以避免的；人一旦受到情才的

影響，一樣會導致具有趨同於禽獸的可能

性。由此可知，船山借助「變合」「情才」等

觀念，在其「氣化論」理論模式下重新闡釋

了孟子的「幾希說」。船山認為，如何保有

人在宇宙氣化過程中所具有的優越性，避

免流於禽獸，這是君子必須時刻警醒的問

題；而庶民由於過度陷溺於「喜怒哀樂愛

惡欲」的情慾世界，丟失了人的本然屬性，

雖然他們表面上與自然意義的飛禽走獸有

所不同，但船山認為已經可以將這類群體

斥責為淪為「流俗」的禽獸。

「庶民即禽獸」是船山後期對於「人

禽之辨」問題最基本的態度。在船山早期

著作中，雖然也偶有將庶民斥為「去其幾

希」者，但是將「庶民」直截視為「禽獸」，

這種態度是他之前未曾強調過的。此論雖

然並非船山孤明先發，但卻蘊含了他對於

庶民的深刻認識。船山還對庶民的特徵進

行了更為細緻地刻畫：

以明倫言之，虎狼之父子，蠭蟻之君臣，

庶民亦知之，亦能之，乃以樸實二字覆蓋之，欲

愛則愛，欲敬則敬，不勉強於所不知不能，謂之

為率真。以察物言之，庶物之理，非學不知，非

博不辨，而俗儒怠而欲速，為惡師友所錮蔽，曰

何用如彼，謂之所學不雜……以仁言之，且無言

克復敬恕也。乃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

者，亦以驕惰奪其志氣，謂之寡交。居處、執

事、與人，皆以機巧喪其本心，謂之善於處世。

以義言之，且無言精義入神也。以言餂，以不言

餂，有能此者謂之伶俐。雞鳴而起，孳孳為利，

謂之勤儉傳家。庶民之所以為庶民者此也，此

之謂禽獸[8]。

君子小人，但爭義利，不爭喻不喻。即於

義有所未喻，已必不為小人，於利未喻，終不可

納之於君子。所不能喻利者，特其欲喻而不

能，故苛察於雞豚，疑枉於尋尺。使其小有才，

惡浮於桀、紂必矣，此庶民之禍所以烈於小人

也[9]。

質言之，船山所指的「庶民」並非泛

指一般意義上的百姓，而是指在世俗生活

中喪失與禽獸「幾希」差別的人。就社會

階層而言，「庶民」不僅可以指「農」「工」

「商」，也應包括「士」階層中身居底層而

又貪圖滿足物慾的群體。船山通過多方

面觀察，發現庶民表面上看也會踐行一些

「明倫、察物、居仁、由義」等行為規範，

但就其實質而言，他們往往以「樸實」「率

「庶民即禽獸」是船山

後期對於「人禽之

辨」問題最基本的態度。在

船山早期著作中，雖然也偶

有將庶民斥為「去其幾希」

者，但是將「庶民」直截視

為「禽獸」，這種態度是他

之前未曾強調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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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善於處世」以及「勤儉持家」等看似

美好的托詞來掩蓋其物欲熏心、蠅營狗苟

的生活狀態。由此可見，船山認為「庶民」

之為「庶民」的重要原因即在於其行為方

式與道德規範相比「名實不符」。另外，

前文已述，「人禽之辨」可以導向「義利之

辨」，船山即從義利角度來審視庶民。船

山對「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

里仁》）予以發揮，他認為對於「義」具有

深切理解並不是最重要的，重點在於是否

有「義」的基本價值觀念與取向。如果具

備這一取向，則人已經斷絕了成為小人的

可能性，因為小人往往連對「利」有深切理

解的能力都已經喪失。在船山看來，庶民

不僅與小人相比「小有才」，而且還普遍陷

溺在對於「利」盲目與狂熱的追求之中，導

致在社會生活中產生禍亂。以上兩段說明，

「名實不符」與「見利忘義」是船山眼中庶

民的兩大特徵。因為見利忘義，此時的「庶

民」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庶民，變得名

不符實而淪為禽獸。

三、「習氣」與教化

王船山認為「庶民即禽獸」，此處的

「庶民」並非一個個體概念，它象徵的是

一類群體，這說明船山意識到「庶民禽獸

化」已經成為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需要

注意的是，船山並非是要以批判立場「消

滅」庶民，儒者的經世擔當精神促使他探

析庶民群體乃至整個社會走向墮落的原

因，並將庶民從禽獸狀態中解救出來。

庶民何以變為禽獸？船山認為，這不

僅由於庶民陷溺於物欲生活不能自拔，人

性因素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船山曾將人

性分為先天之性與後天之性，先天之性是

人生成時天所賦予之性，而後天之性是人

在現實生活中不斷養成的，二者有天人之

分。船山說：「後天之性，亦何得有不善？

『習與性成』之謂也。先天之性天成之，後

天之性習成之也。乃習之所以能成乎不善

者，物也」[10]。船山認為，導致後天之性有

不善的原因在於「習」。「習」是指後天的

習染，船山將其進一步闡釋為人與外物打

交道的過程與經驗。具體而言，人的氣稟

因為與外物交感並為物所牽引而產生不

善；更確切地說，是外物之來和人的慾望

追求相遇相感的時間地點不合於先天的

「時」與「地」的規定，因此產生不善[11]。

我們知道，船山非常重視人性之善在後天

生活中的不斷完成（「性日生日成」[12]）；

但從以上論述可看出，船山也很警惕後天

之性中惡的產生，並且將其歸咎於「習」。

依照船山的人性論，性內含於氣，並且是

氣的屬性與條理。但是，如果人

在現實生活中過多地受困於習聞

習見，「習」就會完全佔據與主

導氣，使性失去原有的主導與調

劑功能，船山將這一過程視為

「習氣」代替了人本具的「性

氣」。船山有言：

末俗有習氣，無性氣。其見為

必然而必為，見為不可而不為，以婞婞然自任

者，何一而果其自好自惡者哉！皆習聞習見而

據之，氣遂為之使者也。習之中於氣，如瘴之中

人，中於所不及知，而其發也，血氣皆為之懣

湧。故氣質之偏，可致曲也，嗜慾之動，可推以

及人也，惟習氣移人為不可複施斤削。嗚呼！

今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師友之互相教者，

何一而非習氣乎！[13]

這裏的「末俗」應當為「禽獸」的另一

種表述方式。船山指出，末俗就是因為習

聞習見支配了自身的氣，久而久之導致其

周身上下被習氣充滿，因而完全喪失其本

有的性氣。在船山看來，習氣可以毒瘴之

氣譬喻，習氣使人喪失本性所具的秩序與

條理，產生氣質之偏狹，就好比毒瘴之氣

發動時讓人血氣錯亂，無序湧溢一樣。而

且，習氣的危害不僅在於使人在行動過程

中喪失道德判斷能力，更在於它可以互相

影響傳播。正如船山所言：「與君子處，則

好君子之好，惡君子之惡。與小人處，則好

小人之好，惡小人之惡。又下而與流俗頑

如果人在現實生活中過

多地受困於習聞習

見，「習」就會完全佔據與

主導氣，使性失去原有的主

導與調劑功能，船山將這一

過程視為「習氣」代替了人

本具的「性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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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者處，則亦隨之以好惡矣」[14]。船山借

此說明，當流俗頑鄙之人遍布於整個人倫

社會時，其周身充斥的習氣也會四處彌

漫，進而導致整個社會充滿禽獸，淪為一

個流俗化的社會。正如明季大儒劉宗周所

言：「世人無日不在禽獸中生活，彼不自

覺，不堪當道眼觀，並不堪當冷眼觀。今以

市井人觀市井人，彼此不覺耳」[15]。

針對這一現象，船山主張君子應通過

禮樂教化等方式拯救整個社會。

首先，船山強調士林精英應當承

擔起重振禮樂文明的重任。船

山言：「君民親友之分，文之以

禮樂則安。所甚惡於天下者，循

名責實之質樸，適情蕩性之高明

也。人道之存亡，於此決也」[16]。

一方面，船山認為禮樂對於拯救

綱紀倫常具有重要影響；另一方

面，船山指出能否避免庶民「質

樸」「高明」等名不符實的現像是人道存

亡的關鍵所在，禮樂應該在其中發揮關鍵

作用。船山還認為：「凡事但適如其節，則

神化不測之妙即於此。禮者，節也，『道前

定則不窮』，秉禮而已」[17]。可見，船山從

對於事物「有其節」的角度來理解禮，認

為君子在現實生活中應以身作則，追求中

正適度，避免「非禮」情況的發生，因此他

在《俟解》中嚴厲批判了明儒陳獻章、羅

洪先等有違於禮的行為。其次，船山認為

君子應積極以禮樂來教化庶民。船山從對

老子「樸」觀念的批判入手，說明人接受後

天禮樂教化的重要性：

樸之為說，始於老氏，後世習以為美談。

樸者，木之已伐而未裁者也。已伐則生理已

絕，未裁則不成於用，終乎樸則終乎無用矣。

如其用之，可棟可楹，可豆可俎，而抑可溷可牢，

可杻可梏者也。人之生理在生氣之中，原自盎

然充滿，條達榮茂。伐而絕之，使不得以暢茂，

而又不施以琢磨之功，任其頑質，則天然之美

既喪，而人事又廢，君子而野人，人而禽，胥此

為之。若以樸言，則唯饑可得而食、寒可得而

衣者為切實有用……養其生理自然之文，而修

飾之以成乎用者，禮也[18]。

船山所謂「樸」，表面上看是木頭已

經被砍伐但是還沒有被剪裁的階段，實則

喻指人未蒙教化的前文明狀態。船山在此

處批判人們處於「樸」的狀態中而又忽略

了後天教化，因而導致社會秩序與禮樂文

明的崩壞。木頭被砍伐之後，其生理已絕；

但與之不同的是，人在自然狀態下卻可以

保有其「盎然充滿，條達榮茂」的天然之

美，因此船山要求人要注重以養氣等方式

「養其生理自然之文」。更為重要者，船山

認為人之為人必須要在「饑不可得而食、

寒不可得而衣」處求之，即從禮樂文明等

方面改變其蒙昧狀態。簡言之，船山強調

的是人還應當重視後天的琢磨工夫，以禮

樂教化對人的自然生理加以文飾，從而促

進人的發展與完善。

如何避免習氣在社會中彌漫？船山

說：

《易》言「蒙以養正，聖功也」。養其習於

童蒙，則作聖之基立於此。人不幸而失教，陷入

船山開出的對治之方是

在人處於未染習氣的

童蒙時期即養其正習，奠定

良好的人格基礎。船山認

為，一個人如果未經歷教化

而不幸陷溺於惡習之中，在

成人之後非洗心革面、脫胎

換骨，不能擺脫惡俗習氣的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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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惡習，耳所聞者非人之言，目所見者非人之

事，日漸月漬於里巷村落之中，而有志者欲挽

回於成人之後，非洗髓伐毛，必不能勝[19]。

船山開出的對治之方是在人處於未

染習氣的童蒙時期即養其正習，奠定良好

的人格基礎。船山認為，一個人如果未經

歷教化而不幸陷溺於惡習之中，在成人之

後非洗心革面、脫胎換骨，不能擺脫惡俗

習氣的控制。對於這種受迫於習氣所污之

人，船山特別重視聖人詩教的作用，以喚

起其本心與志氣。

有豪傑而不聖賢者矣，未有聖賢而不

豪傑者也。能興即謂之豪傑。興者，性之生

乎氣者也。拖沓委順當世之然而然，不然

而不然，終日勞而不能度越於祿位田宅妻

子之中，數米計薪，日以挫其志氣，仰視天

而不知其高，俯視地而不知其厚，雖覺如

夢，雖視如盲，雖勤動其四體而心不靈，惟

不興故也。聖人以詩教以蕩滌其濁心，震

其暮氣，納之於豪傑而後期之以聖賢，此

救人道於亂世之大權也[20]。

船山將詩教視為拯救傾頹亂世的重

要手段，並且他非常重視詩教中「興」的

作用。他認為興根植於人性，對於整日處

於習氣中的庶民而言，它可以起到喚起本

心，長養浩然之氣的作用，庶民可以通過

接受詩教從習氣中逐漸脫離出來，從而漸

漸養成一種不同於流俗的豪杰人格，並進

而朝著聖賢境界不斷邁進。

孟子曾說：「人之有道也，飽食、暖

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

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可見孟子在

提倡「存心養性」等修身工夫之外，並不否

認教化的現實作用。由此可知，船山在這一

方面與孟子具有相似性。面對習氣充斥的

惡俗社會，船山試圖從人文化成的角度化

解人禽之間的張力，他重視借助禮樂教化

等外部力量拯救世道人心，從庶民流俗中

超拔出豪杰乃至聖賢，進而達到拯救整個

社會的目的。

四、「壁立萬仞，止爭一線」

對於「人」的定位是孟子思想體系的

邏輯起點。孟子通過「人禽之辨」斷定人不

同於禽獸，從而突出了人的絕對優越性；又

通過「聖人，與我同類者」、「人皆可以為堯

舜」的「聖我之辨」，說明每一個人皆與聖

人同類，從而彰顯了人在追求成聖成德方

面的普遍平等性。孟子的「主體定位觀」揭

示了人存在於禽獸與聖人所構成的兩極性

張力之中。與孟子不同，船山將已經淪為

禽獸的庶民作為思考起點，其論述主體也

由「人」細化為君子（船山稱之為豪傑）。

他一方面通過「人禽之辨」警示君子避免淪

為禽獸，另一方面又通過「納之

於豪傑而後期之以聖賢」 [21]的

「豪傑—聖賢」觀鼓勵君子朝著

成聖成德的方向邁進。由此可

知，船山的「主體定位觀」昭示的

是君子在庶民與聖賢之間的層次

性張力。簡言之，船山相較於孟

子的思想變化可以下圖表示：

	 孟子  王船山

	 聖人  聖賢（聖人）

	 	 	 	 人

豪傑（君子）

	 禽獸  庶民（禽獸）

由圖可知，船山將孟子理論視域中的

「人」中流於物欲生活的庶民抽離出來，直

接降為禽獸一類，並且將其視為喪失本性

以及有待於禮樂教化的物件。船山通過這

種方式超拔出豪傑（君子）的主體性地位，

並以此凸顯君子在現實生活中的道德示範

意義。是否流於物欲生活、是否浸染於習

氣固然是區分君子與庶民的重要方面，然

而船山卻認為二者的根本區別不在於此。

船山說：

明倫、察物、居仁、由義，四者禽獸之所

不得與。壁立萬仞，止爭一線，可弗懼哉！[22]

「明倫、察物、居仁、由義」應當是由

《孟子·離婁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

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一句演化而來。船

山此句意在說明，豪傑（君子）與庶民（禽

面對習氣充斥的惡俗社

會，船山試圖從人文

化成的角度化解人禽之間的

張力，他重視借助禮樂教化

等外部力量拯救世道人心，

從庶民流俗中超拔出豪杰乃

至聖賢，進而達到拯救整個

社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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獸）的根本差別就在於是否踐行「明倫、

察物、居仁、由義」等道德規範。如果人的

行為能夠時刻符合這些規範，則可以被納

入君子境界而必然不會淪為禽獸；而庶民

或棄置這些規範於不顧，或以這些道德實

踐條目為遮掩作出一系列名實不符的行

為，則必然不具備君子的道德優越性而流

於禽獸。因此，君子與禽獸看似境地懸殊，

但從其行為是否符合道德規範的角度看，

其差別就在於「為」與「不為」，所以又好

像只有一線之隔，一步之遙。可見船山不

僅要求人追求一種「明倫、察物、居仁、由

義」的道德實踐生活，更警醒人要在生活

中將這些道德規範真正內化為自身的道德

力量，從而與禽獸保持根本性差別。

孟子主張人應當「存心」，其重點在

於將本心的道德力量外化為道德實踐。船

山對於「明倫、察物、居仁、由義」等道德

規範的追求，根本目的也是要訴諸於激發

君子內在的道德力量，這與孟子

在精神上具有一定承接性。但是

在孟子那裏，「存心」等工夫是

為了在「人禽之辨」中高揚人的

主體性精神；船山則意在現實社

會生活中嚴格區分豪傑（君子）

與庶民（禽獸）。船山主張從是

否具備道德人格的角度分判君

子與禽獸，從而要求君子追求一

種具有強烈道德意識的自律生

活，並由此處處與禽獸為異，自心而身，自

內而外，無一不異。從這一角度看，船山所

提倡的禮樂教化等外部手段，其根本意義

實則在於幫助人養成符合「明倫、察物、

居仁、由義」等道德規範的行為方式，並以

此激發出人的道德潛能。

船山所說的「壁立萬仞，止爭一線」

提醒人們不僅要爭人禽差別之「一線」，更

要嚴判豪傑與庶民之「一線」。在船山這

裏，他不僅強調人應當追求對自身追求物

質欲望的屬性進行超越，更強調人應當警

惕惡產生的根源。正如陳來先生所說，追

尋和確定「善惡的根源」是船山哲學探討

的根本性問題意識[23]。簡言之，船山人性

論思想中有「罪情」的傾向，即主張人性本

無不善，「情」才是人不善的根源。因此，

船山認為情要以性為主導而為善的情，人

也要展開對情的省察，從而將情調控與引

導到正確的方向，避免情為外物牽引而發

為不善的情。由此可見，船山的「人禽之

辨」思想背後實則建基於一套完整的人性

論體系。錢穆先生曾對船山嚴分君子與庶

民的思想予以褒揚：

是其對流俗之繩律，可謂極嚴厲之至；

對君子之懸格，可謂高峻之至矣。「壁立萬仞，

止爭一線」，此船山講學與東原之所以絕異

……而東原則漫此一線，故皆與船山分路。船

山所爭此一線者，並不如東原所譏離人之情慾

而求理……船山之意，苟有真知灼見於斯人性

情之真者，自必嚴此一線之爭而勿敢懈耳。嗚

呼，此船山之學所以由宏深博大而不可幾及

歟！[24]

船山雖然主張「罪情」而非「滅情」，

但是他非常警惕「情」可能產生的惡，並

主張以「性」對「情」予以積極引導。而對

於「形色」等身體欲望，船山認為它們極易

與外物相交而受其引誘變為不善，因此船

山也很警惕人對於物慾的追求，並以「明

倫、察物、居仁、由義」等道德規範對人的

行為予以嚴格約束。總體上看，船山對情

欲持否定與批判的態度，以避免人在現實

生活中淪為禽獸。

與船山不同，清儒戴震站在對宋明道

學進行反思的立場上，批評宋儒「性」

「情」對舉、「天理」「人慾」對舉等思想不

符合原始儒家要義。戴震首先承認「慾」

存在的合理性，正所謂「『慾』根於血氣，

故曰性也」[25]、「人生而後有欲，有情，有

知，三者，血氣心知之自然也」[26]，他認為

慾天然地內化於人性，而非孤立的存在。

接著他從較為正面的角度肯定情慾：「凡

有血氣心知，於是乎有慾……既有慾矣，

於是乎有情……既有慾有情矣，於是乎有

船山認為情要以性為主導

而為善的情，人也要

展開對情的省察，從而將情

調控與引導到正確的方向，

避免情為外物牽引而發為不

善的情。由此可見，船山的

「人禽之辨」思想背後實則

建基於一套完整的人性論體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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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與智……生養之道，存乎慾者也；感通

之道，存乎情者也；二者，自然之符，天下

之事舉矣」 [27]。由此，戴震將人的自然情

慾視為人性中固有的東西，並對其予以積

極贊揚。既然戴震將人的情慾視為人之自

然本性，那麼理也就存在於人的情慾之

中。戴震說：「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

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28]。因此，戴震認

為無需去別處求理，理即在飲食男女所發

的自然情慾之中：

循理者非別有一事，曰「此之謂理」，與飲

食男女之發乎情慾者分而為二也，即此飲食男

女，其行之而是為循理，行之而非為悖理而已

矣。此理生於心知之明，宋儒視之為一物，曰

「不離乎氣質，而亦不雜乎氣質」，於是不得不

與心知血氣分而為二，尊理而以心為之舍[29]。

戴震以對於人的自然情欲高度張揚

為基礎，構建了其「慾存乎性」且「理慾

統一」的「戴氏哲學」，並對宋儒「天命之

性」與「氣質之性」二分的思想進行了顛

覆性的批評。戴震的這些思想對於批判

宋儒、開啟新的學術風尚固然具有重要價

值，但是在戴震那裏，情慾主要偏向於人

必要的生理欲求，這就會造成一種解釋困

境，即當我們在其哲學架構下論及「性」與

「善惡」等價值問題時，往往只能從這些

自然生理欲求出發，導致難以超拔出人與

動物的具體區別，即人之為人的特殊價值

所在，進而無法深入探究人成德工夫之養

成。與船山嚴格約束人對於物質慾望的追

求，嚴守君子禽獸的「一線」之差，凸出君

子的道德優越性相比，戴震確實如錢穆先

生所言已經「漫此一線」，即在一定程度

上弱化了人禽之間的差別。以上將戴震與

船山略加對比分析，也是對船山「人禽之

辨」思想總體特質的一個側寫。

五、結語

民國時期，胡適在給錢玄同的書信

中，表達了他對於船山思想的理解：

王船山的《正蒙注》、《俟解》、《思問

錄》、《噩夢》，皆可看。他得《正蒙》之力甚

多。他要人明白自己(人)在宇宙間的高等地位，

努力做「超人」（豪傑）。他最恨「凡民」、「眾

庶」，——只曉得吃飯，穿衣，睡覺，生兒女的

人是也。所以我說他似尼采[30]。

船山與尼采是否相似，此處姑且不

論。單就「人禽之辨」問題而言，胡適確實

可謂船山的知音。對於過著蠅營狗苟生活

的凡民庶眾，船山將其直斥為「禽獸」並

予以強烈批判。船山認為，應當通過禮樂

教化的方式拯救庶民，並促使其追求成為

「豪傑」乃至「聖賢」，這無疑體

現出一種精英意識。然而，這種

精英意識並非是以身份地位言，

而是以道德水準言。他不僅從存

在的角度審視人性，更是從社會

倫常與道德實踐的角度反思人

性。因此，船山的「人禽之辨」不

僅寓有強烈的道德趨向，背後也

包含著重視工夫論的深層意蘊。

它警醒君子要時刻保有人之為人的本質特

徵，在任何環境下都要符合「明倫、察物、

居仁、由義」的倫理規範，避免過流俗化、

禽獸化的生活，其意義主要在於將君子從

庶民之中超拔出來，挺立昂揚向上的君子

人格，期待並呼喚君子承擔起拯救人道的

時代使命。船山的這些思想不僅對於防止

君子流俗化具有積極作用，對於明清之際

的世道人心也有重要的規勸與教化意味。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專案：「傳

統家國情懷的價值內涵及其近代轉型研究」

（17CKS052）的階段性成果。

[1]本文此種序號注釋，以楊伯峻《孟子譯

注》（北京：中華書局，二○○八年）

為據。間隔號前的數字，代表《孟子》

的篇（卷）數；間隔號後的數字，代表

《孟子》的章數。
[2]陳來：《孟子論性善與性命》，載《現

代哲學》二○一七年第六期。
[3]陳來：《詮釋與重建——王船山的哲學

精神》（北京大學出版社，二○○四

船山也很警惕人對於物

慾的追求，並以「明

倫、察物、居仁、由義」等

道德規範對人的行為予以嚴

格約束。總體上看，船山對

情欲持否定與批判的態度，

以避免人在現實生活中淪為

禽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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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頁六。
[4]確切地說，孟子從未說過未保有「本

心」、「放其良心」的人是「禽獸」。

雖然孟子說過「嫂溺不援，是豺狼

也」、批評楊墨「無父無君，是禽獸

也」，但正如葉樹勛所言，這些語句在

一定程度上是由批判性的辯論語氣所

致，並不能代表孟子對「放其良心者」

的態度。參氏著：《道德實踐的可能性

與必要性——孟子哲學中「幾希」的雙

重意蘊》，載《道德與文明》二○一七

年第四期。
[5]陳獻章：《陳獻章集》（北京：中華書

局，一九八七年），頁五一。
[6]王夫之：《思問錄·俟解·黃書·噩夢》

（北京：中華書局，二○○九年），頁

八十。
[7]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北京：中

華書局，一九七五年），頁七二○。
[8]同注[6]，頁八一。
[9]同注[6]，頁八二。

[10]同注[7]，頁五七○。
[11]同 注 [ 3 ] ， 頁 二 二 ○ 至

二二一。
[12]「性日生日成」根據船山「夫

性者生理也，日生則日成也」、

「故曰性者生也，日生而日成之

也」等思想概括而來。參見王夫

之：《尚書引義》（北京中華書

局，一九六二年）頁五五）。錢

穆先生也認為：「蓋船山以日生

日成言性，故不喜言損滅，而喜言變

動」。參氏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

史》（北京：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七

年）頁一一二。
[13]同注[6]，頁九五至九六。
[14]同注[6]，頁九三。
[15]黃宗羲：《明儒學案》（北京：中華書

局，一九八五年），頁一五四二。
[16]同注[6]，頁八六。
[17]同注[16]。
[18]同注[6]，頁八九。
[19]同注[6]，頁九七。
[20]同注[6]，頁八一至八二。
[21]同注[20]。

[22]同注[6]，頁八○。
[23]同注[3]，頁二三一。
[24]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

京：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七年），頁

二三一。
[25]戴震：《孟子字義疏證》（北京：中華

書局，一九六一），頁三七。
[26]同注[25]，頁四○。
[27]同注[25]，頁六四。
[28]同注[25]，頁一。
[29]同注[25]，頁一二四。
[30]胡適：《胡適全集（卷二三）》（合

肥：安徽教育出版社，二○○三年）頁

三五一。

Wang Fuzhi on ‘ren qin zhi bian’ -a 
thesis on SiJie

NIU Zezhen(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Abstract: “Ren qin zhi bian “ is an 
important topic in Confucian philosophy,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human subjectivity and the full realization 
and completion of individual life. The 
book SiJie concentrates on the thinking 
of Wang Fuzhi’s later stage on this issue. 
Wang Fuzhi regards the plebeian as ‘beasts’, 
one reason is that they can not extricate 
themselves from material desires, another 
reason is that the ‘XiQi’ has replaced the 
‘XingQi’ of them, which has become a 
serious social problem. Faced with this 
problem, he advocated saving people 
through educat ion, which embodies a 
st rong real ist ic concern. Wang Fuzhi 
intends to highlight the moral superiority 
of a gentleman to the plebeian, for a person 
of exceptional ability can always stick to 
moral norms.

Key words: Wang Fu zh , ren qin 
zhi bian, plebeian, person of exceptional 
ability, civilize

船山認為，應當通過禮

樂教化的方式拯救庶

民，並促使其追求成為「豪

傑」乃至「聖賢」，這無疑

體現出一種精英意識。然

而，這種精英意識並非是以

身份地位言，而是以道德水

準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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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秋溯源與早期功能

中秋節的最早起源和祭月儀式相關。

從亞洲的兩河流域到南美的墨西哥，世界

上許多民族均有月祭儀式存在，中國古代

也存在秋分祀月的傳統。在多數文化中，

祭祀月亮的活動通

常被看作與生殖崇

拜有關。考察古代

中華祭月的現象，

可以看出我國早期

社會也是將月亮與

生殖文化相聯繫

的。與此相關，就

月祭崇拜的對象而

言，大致有三種不

同的觀點：第一種

觀點認為，祭月的

對象是作為星體的

具有神性的「月」，

根據這種觀點，祭

月活動是早期人類

對於星體及其神秘

力量崇拜的表現。

另一種觀點認為，

祭月的對象是「月

神」，「月神」有西

王母說，蟾蜍說，

常羲說[1]，由此推斷，該觀點認為祭月活動

是一種對人格神崇拜的宗教活動。第三種

觀點調和前兩種說法，認為祭月體現了從

星體崇拜到神人或神性動物崇拜的過程。

即從對作為星體的「月」的崇拜，轉向了對

以蟾蜍或常羲等形象出現的「月神」的崇

拜。

這些觀點均有一個共同的指向，即都

暗含月祭與生物的繁衍相關的信息。以我

國史料記載中的祭

月為例，西王母崇

拜目前可以追溯到

殷商時期，殷虛卜

辭中記載了「貞之

於東母西母」 [2]，

而西王母與生育、

繁衍相關。據宋亦

蕭先生考證：「西

漢焦延壽所著《焦

氏易林》的繇辭

中，多次提到西王

母的賜子功能。如

坤卦第二之『噬

嗑』：『稷為堯使，

西見王母。拜請百

福，賜我嘉子。』鼎

卦第五十之『萃』：

『西逢王母，慈我

九子，相對歡喜。

王孫萬戶，家蒙福

祉。』」[3]均表明了

西王母有生殖之神的含義。中秋民俗中常

出現的蟾蜍形象則可溯源到遠古時期人

們對「蛙」的生殖崇拜[4]。蛙腹似孕婦隆起

的腹部，口似女陰，且有極強的繁殖能力，

傳統民俗文化功能的重建與現代轉化
──以中秋節為例

■ 黃意明、孫伯翰

上海戲劇學院

摘  要：中秋節起源於月祭，月祭在早期世界

各地均有發生，且多與「生殖崇拜」相聯繫，是

原始思維的產物。但中國自「周」以來的官方月

祭內涵已經從生殖崇拜轉向了對自然規律與社

會規律的尊重，並與禮樂文化及「陰陽」觀念結

合。除了官方祭月活動，作為民俗儀式的中秋節

在形成過程中更多地受到民間信仰、神話及文

人賞月活動的影響。嫦娥奔月和吳剛伐桂是兩

個與中秋節密切相關的神話，它們在中秋節俗

與信仰的形成過程中也起了重要作用。通過考

察中秋民俗，可以瞭解國人信仰系統的某些特

徵以及長生久視理想的形成過程。中秋節的傳

統在當代社會受到了嚴重衝擊，中秋節的重建

活動需要抓住「團圓」、「平等」、「詩意」「生命

感」四個核心內涵進行，同時利用當下發達的網

絡與社交媒體等新技術進行推廣，與時俱進地

賦予其新的生命力。

關鍵詞：傳統民俗；創造性轉化；中秋節；神

話；禮樂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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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被認為是生殖力量的象徵。另外有神力

的月球，也被認為與女性的生殖有關。屈原

《天問》有「月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

何，而顧菟在腹」之句，月的運行規律與動

植物的生長繁殖周期密切相關，遠古人類

在不能科學解釋二者關係的狀況下，認為

月或月神擁有某種可以控制萬物繁殖的

能力。出於生產活動及自身繁衍的需要，

而對其加以崇拜。

月祭現象，出現在很多國家和民族

中，均含有生殖崇拜之義。由於「儀式本身

就是一個巨大的象徵符號，儀式與象徵的

技能緊密聯繫在一起」[5]。原始祭月儀式

中，通過聯想的力量，月、蟾蜍、西王母、月

兔[6]等等建構了一個巨大的與生殖相關的

符號系統。這一原始儀式雖然在我國歷史

的進程中逐漸被禮樂文化所改造代替，但

是依然在民間信仰中有其影響，直到明清

時期的拜月活動中，尚有女性祈子的內容

存在，這便是「生殖崇拜」思想

的遺留，《金瓶梅》中的吳月娘

拜月乞子就是一個例證。

不過中國的祭月活動並非

只是簡單的生殖崇拜，月球的運

行規律與農耕相關，而中秋時節

正是農作物收穫的季節。原始人

類通過類比聯想將月球、作物的

繁殖與大地母性相聯繫起來。這

些相互聯繫的概念組成了一套

家族相似的體系，雖然官方的月祭活動仍

有祈求豐產之意，但《禮記》中記載的祭月

活動，已經由直觀功利性的生殖崇拜逐漸

向對自然規律的尊重轉化。

一方面，自周以後，中國人開始形成

一套有關世界秩序的的「陰陽」觀念，月的

諸多屬性，歸於這套體系中「陰」所包含

的範疇。「生殖」雖屬於「陰」的內容，但

並不就是「陰」本身，月則被視為「陰」之

代表符號，《禮記·祭義》曰：「日出於東，月

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7]。《禮記·

禮器》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

之分，夫婦之位也」[8]。這些文獻都強調了

月與中國文化中的陰陽觀念中的「陰」密

切相關，並且說明了周代所祭之月代表了

某種自然規律和秩序，而非神力的載體。

故而，周代官方祭月儀式的目的已經不只

是為了「生殖」，而是對代表了萬物運行規

律的「陰陽」體系的尊重。

另一方面，統治者從自然規律與秩序

推及至社會規律與秩序，官方祭月儀式已

經有了維護社會秩序的含義，成為禮樂文

化的一部分。隨著儒家禮樂思想的萌芽和

人文精神的成長，原始自然崇拜思想逐漸

式微，一些原始思維和行為被改造為禮制

的一部分，祭祀日月禮的出現即是代表。

《禮記·祭儀》說「祭日於壇，祭月與坎，以

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

別內外，以端其位」[9]，《大戴禮記·保傅》

所載：「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

有別也」[10]。此處可以看出，至少在周代，

官方祭月的目的已經發生了轉化，從對有

神性的月或月神之功利性的崇拜轉向了對

萬物運行規律、社會秩序的崇拜。月的活

動規律與自然規律相關，自然規律才是導

致萬物孕育、生長的原因。

既然自然運行的規律、秩序，與人世

間的規律秩序是同構的，這樣，通過祭月

儀式，就將對自然規律的崇拜與維護社會

秩序的要求統一起來，並最終達到社會和

諧的目的。這種自然規律或社會秩序，或

稱作「上帝」、「神明」，《國語·周語上》：

「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神明而

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

君。諸侯春秋受職於王，以臨其民。大夫、

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

業，以共其上」[11]。這裏的「夕月」即秋分

祭月，統治者通過秋分祭月的儀式，教育官

員和人民事君盡職。儀式的原理即在於，

宇宙的運行有其規律與秩序，日、月等自然

星辰各守其分，不同的人員各盡其職，對

自然界規律的敬重即是對社會秩序的維

護。

中國自「周」以來的官

方月祭內涵已經從生

殖崇拜轉向了對自然規律與

社會規律的尊重，並與禮樂

文化及「陰陽」觀念結合。

通過考察中秋民俗，可以瞭

解國人信仰系統的某些特徵

以及長生久視理想的形成過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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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話傳說則在後來中秋節俗的形成

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嫦娥奔

月」與「吳剛伐桂」兩個神話。「嫦娥奔月」

故事的早期版本為嫦娥偷西王母不死之

藥而奔月化身為蟾蜍[12]。這個故事中，西

王母、蟾蜍均是早期社會及民間信仰中人

們作為生殖崇拜的對象。此外，由於「月」

「死則又育」、虧而又盈，在世界各地的文

化中通常被認為具有永恆性，而西王母作

為不死靈藥的擁有者，本身也具有永恆

性。嫦娥奔月神話的重點在於偷取不死靈

藥，整個故事表達了人們追求長生的意

願。從故事的結構分析，這個故事還有另

外一層更深刻的含義，即在許多地區，最

早西王母本是被作為月神來崇拜的，西王

母擁有永恆的能力在於她有著「不死靈

藥」這個「法寶」，嫦娥取得「不死靈藥」

化身蟾蜍，成為月神，意味著在與月有關

的神仙系統中，她已經取代了西王母，佔

據了月神的地位，成為新的月神[13]。兩代月

神對比，西王母的神力與月神地位是先天

就擁有的，而嫦娥的神力和地位則是依靠

其自身的行為，這意味著「人」只要通過自

身的行動，同樣可以成為神；而「偷」這個

詞不僅意味著嫦娥欺瞞了丈夫，由於作為

神的西王母將仙藥給與後羿有著「天意」

的性質，因此，嫦娥的這一行為更說明了

她並沒有順應自然規律，選擇生老病死，

其行為帶有反叛天意的色彩。這樣分析，

嫦娥奔月的故事結構就很類似於道教人

士追尋長生的過程。追尋長生本就是逆天

意的行為，故而，道教有「渡劫」一說。但

是，道人們認為，雖然長生違背天意，但

只要通過自身的修煉或是依靠丹藥，就可

以成仙從而獲得不死之身。兩者的基本結

構都是，逆天行事，取得長生，名列仙班。

較為完整的嫦娥奔月故事出現於《淮南

子》之中，這本書與後來道教的產生又有

較為密切的聯繫。由此可見，嫦娥奔月的

故事與道教的修仙觀是密切相關的。從早

期人們崇拜西王母，到以人的身份偷靈藥

成為月神的嫦娥故事出現，實質上標志著

從原始宗教崇拜，到和民間信仰密切聯繫

的道教修仙系統、乃至神仙體系的轉化，

這個故事也表明了中秋節與追求長生的道

教信仰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

吳剛伐桂的神話融入中秋節則反映了

中國人對生命生生不息的追求，吳剛伐桂

的故事最早見於《酉陽雜俎》「舊言月中

有桂，有蟾蜍，故异書言月桂高五百丈，下

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人姓吳名剛，西

河人，學仙有過，謫令伐樹」[14]。值得一提

的是，雖然故事中吳剛是因為有過錯而被

謫令伐樹，但在中國神仙故事語境中，貶

謫不只是一種單純的懲罰，道教

中有「謫仙」一說，神仙有過錯

被貶入人間，經過艱苦的修煉才

能重新獲得仙籍，貶謫過程中的

修煉才是貶謫最重要的意義，故

而吳剛被謫令伐樹本身就是一

種修仙的試練。這個故事可以和

西方西西弗斯神話中的西西弗

斯相比較，吳剛修仙是為了追求長生，西

西弗斯在被罰推石頭之前亦是在不斷逃

避死亡；兩者都是在追求永恆的生命，無

限期的伐桂與推石頭其實已經意味著它

們處在永恆的狀態，然而不同之處在於，

西西弗斯神話僅有一種懲罰意識而無任

何修煉的內涵，它象徵著人逃離自己應有

的命運就會遭遇懲罰，在西方人心中，死

亡是人必須經歷的事情，是命運不可抗拒

的召喚，如坎貝爾所說「英雄是自覺順服

的人……只有誕生能夠征服死亡——不是

老舊事物的重現，而是新事物的長成……

我們除了上十字架然後復活外，別無他

法——也就是完全肢解後，再重新誕生」
[15]。這些話表明，從西方人的宗教與生命

觀出發，生命是不斷的「死亡——誕生」的

過程，我們必須順從命運，對死亡的抗拒

並不能獲得永恆的生命。中國文化則有一

種不同的生命觀。桂樹在中國文化中有長

生與醫療的意義，它被砍了又長，卻從未

中國的祭月活動並非只

是簡單的生殖崇拜，

月球的運行規律與農耕相

關，而中秋時節正是農作物

收穫的季節。原始人類通過

類比聯想將月球、作物的繁

殖與大地母性相聯繫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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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過死亡，代表了一種生生不息的生命

感，而擁有了永恆生命並不斷修煉的吳

剛，同樣是對於生命不死信念的表達。前

文中嫦娥奔月的神話把道教長生觀念與中

秋節直接聯繫起來，再加上嫦娥盜取靈藥

本身就有追求長生的含義在，也讓中秋獲

得了強烈的生命意識。這些符號與神話出

現在中秋節當中，使得中秋節體現出了中

國人對於生命永恆的訴求，也反映出中國

人有關天地萬物生生不已的世界觀。

二、中秋節俗的形成與文化內

涵

文人中秋賞月的習俗最早見於魏晉時

期，《晉書》卷九十二曰：「謝尚書鎮六渚，

秋夜秉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16]。歐

陽詹《玩月詩》云：「玩月，古也，謝賦、鮑

詩、朓之『庭前』、亮之『樓中』皆玩月也」
[17]。可見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中秋時節，

已經出現了文人有組織的賞月活

動，這種賞月活動是與民間信仰

及官方的祭月儀式不同的自由的

審美活動，是中秋習俗形成的又

一來源。到了宋代，拜月與賞月，

共同構成了作為民俗活動的中秋

節的兩面。

從宋代開始，中秋節放假一

天，民間團圓娛樂，加上自周以

來祭月活動的影響，以及文人賞月活動的

影響，幾種因素彙聚在一起造就了為今人

所熟知的中秋節的樣態。成為中秋作為民

俗節日正式形成的首要標志。中秋節正式

形成的第二個標志在於，民間信仰在宋代

已經融入到中秋活動中。蘇軾《望海樓》詩

「樓下誰家燒夜香，玉笙哀怨弄清涼。臨

風有客吟秋扇，拜月無人見晚妝」已經提

到了民間拜月這一行為。在宋代，中秋之

夜，人們「登樓或於中庭焚香拜月，各有所

期。男則願早步蟾宮……女則淡澹裝飾，

則願貌似嫦娥，圓如皓月」[18]。由此可見，

民間生活理想已經對中秋節造成了較為

廣泛的影響。宋代之所以被認定為中秋節

正式形成的時期的第三個標志，是因為其

「團圓」屬性是在這一時期定型並大量出

現於記載。南宋吳自牧《夢粱錄》中所載

家家戶戶「安排家宴，團圓子女」[19]。證明

了在宋代，中秋節已經具有了團圓節的含

義。何以中秋象徵團圓，當然與中秋節的

月亮最為皎潔圓整有關。考察影響中秋節

成型的三種標志，官方祭祀活動產生最

早，但是其目地在於塑造社會秩序，且參

與人群有限，而文人賞月活動和民間拜月

活動則對作為民俗活動的中秋節影響更

為重要一些。綜上，作為民俗活動的中秋

節應當溯源於上古至戰國，初步成型於魏

晉時期的文人賞月，發展於唐，後與民間

的拜月儀式相結合，在得到官方認定後最

終形成於宋。

在明清時期，中秋拜月較前代有了進

一步發展。這一時期的文獻相較於之前，

更為詳盡地記錄了當時中秋拜月的過程。

劉侗《帝京景物略》記載：「八月十五日祭

月，其祭果餅必圓，分瓜必牙錯瓣刻之，如

蓮華。紙肆市月光紙，繢滿月像，趺坐蓮華

者，月光遍照菩薩也。華下月輪桂殿，有兔

杵而人立，搗藥臼中。紙小者三寸，大者

丈，致工者金碧繽紛。家設月光位，於月所

出方，向月供而拜，則焚月光紙，撤所供，

散家之人必遍」[20]。此外「北京歲華祀中

秋夜，人家各置月宮符像，符上兔如人立，

陳瓜果於庭…………男女肅拜，燒香旦而

焚之」[21]。從這些材料可以看到，相比於

前代，明清時期拜月已經形成了一套規定

的流程，擺祭案於月出的方向，放置畫有

蟾兔、月宮或是月光菩薩的月光紙於案上，

焚香而拜，最後以燒月光紙，向家人分食

祭品為結束。這一時期的話本小說中也出

現了對賞月和拜月的情況的描述。《紅樓

夢》第一回就出現了賈雨村賞月的情形，

而第七十五回描述了眾人拜月的情境，「園

之正門俱已大開，挂著羊角大燈。嘉蔭堂

前月台上，焚著鬥香，秉著風燭，陳獻著瓜

嫦娥奔月的故事與道教

的修仙觀是密切相關

的。實質上標志著從原始宗

教崇拜，到和民間信仰密切

聯繫的道教修仙系統、乃至

神仙體系的轉化，這個故事

也表明了中秋節與追求長生

的道教信仰之間有著密切的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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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南北朝時期已經出

現了文人有組織的賞

月活動，這種賞月活動是與

民間信仰及官方的祭月儀式

不同的自由的審美活動，是

中秋習俗形成的又一來源。

到了宋代，拜月與賞月，共

同構成了作為民俗活動的中

秋節的兩面。

果月餅等物。邢夫人等皆在裏面久候。真

是月明燈彩，人氣香煙，晶艷氤氳，不可名

狀。地下鋪著拜毯錦褥。賈母盥手上香拜

畢，於是大家皆拜過」。後文中又提到，

「賈母因見月至中天，比先越發精彩可

愛，因說：『如此好月，不可不聞笛』」[22]。

這些記載和描寫說明了在明清時代，詩意

的賞月活動並未因拜月活動興起而衰微，

賞月與拜月是中秋節活動的共同組成部

分。明清時期，中秋賞月已經成了整個中

華民族共有的活動而見於各地。「西鄉縣

『中秋夜置酒賞月桂，男泛舟登紅崖，婦

女亦設佳筵。』……句容縣『八月中秋大會

親朋玩月。』……溫州府『中秋是夜邀賓朋

賞月，或至江幹看潮』」[23]。這類例子還有

很多，均反映了明清時代全國各地中秋節

闔家團圓，賞月游玩的盛景。

考察後來作為民俗節日中秋節的內

核，團圓、平等、詩意、生命意識都成為其

重要內涵，而團圓又是較為核心的內涵。

《夢粱錄》中的「安排家宴，團圓子女」。

《西湖游覽志》中的「八月十五日謂中秋，

民間以月餅相送，取團圓之意」[24]以及明

代劉侗《帝京景物略》中的「女歸寧，是日

必反其夫家，曰團圓節也」 [25]。都揭示出

中秋團圓的主題。中華民族向有追求和諧

圓滿的人生理想，而中秋節的形成正滿足

了人民的這一願望。唐人殷文圭的「萬里

無雲鏡九州，最團圓夜是中秋」和宋人高

登「但願團圓三十秋，不及東西與南北」的

詩句，非常恰當地反映出中國人渴望團圓

的深層心理。歷史上，中秋團圓的意願，增

強了家族、友朋的凝聚力，起到很好的社

會調節作用。最典型的例子便是蘇軾與蘇

轍兄弟二人，兩人在中秋以詩的形式互通

書信，《中秋見月和子由》與《中秋見月寄

子瞻》兩詩看似只是在相互訴說它們所見

到的景色、經歷的事情，實質卻是在中秋

這個合家團圓的時候，以詩意聯繫起兄弟

二人的情感。唐人王建的《十五夜望月寄

杜郎中》、宋人司馬光的《八月十五夜寄友

人》這類詩皆是在中秋節時以詩歌的形式

借中秋之景與朋友交流情感，增進友誼。

貫穿中秋文化的另一核心內涵，則是

平等的觀念。宋人金盈之《醉翁談錄》記

載當時京師賞月：「傾城人家子女，不以貧

富，自能行至十二三，皆以成人之服飾之，

登樓或於中庭焚香拜月，各有所期」 [26]。

《夢粱錄》也提到，中秋節屬於貧富同樂

的日子，「雖陋巷貧窶之人，解衣市酒，勉

強迎歡，不肯虛度」[27]。這就完全擺脫了

古代祭月禮的貴族性和某些節日

的小眾特點，成為全民平等歡樂

的節日，所謂「風露清，月華明，

明月萬家歡笑聲」。在明清北京

城的拜月儀式中，人們將西瓜切

成蓮花狀，在上面供奉月光遍照

菩薩，表示月光平等普照。月光

菩薩本就有平等的意味，在《佛

說月光菩薩經》中，月光菩薩本

為一國之王，卻不惜將自己的生

命獻出以施捨惡人，顯示了其對

眾生平等相待的信念，月光也象徵著光

明，是眾生所渴望的事物，佛家常以月來

指人的清淨本性。而在佛光普照，平等不

二的信仰背後，體現出中秋節日精神的平

等性。

還值得一提的是，詩情畫意也是中秋

的內涵。中國的傳統節日，貫穿著中國人

的時間意識，體現著自然和生命的節律，

代表著中國人天人合一的生活理想，所以

向來不乏詩情畫意，其中尤以中秋為最。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

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的詞句，

既代表著古人對人生的達觀態度，又寄托

著他們對人生的美好期待。而「但願團圓

三十秋，不計東西與南北」、「共看明月應

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等詩句，通過對

人類共通情感的抒發，起到心靈撫慰的效

果。至於「素月分輝，明河共影，表裏俱澄

澈。悠然心會，妙處難與君說」，則在人與

自然的交融中，領會生命的澄明之境。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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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林語堂所言，中國人的詩歌中有著宗教

境界，「詩教給中國人一種曠達

的人生觀，一種慈悲的意識，一

種豐富的愛好自然的態度和藝

術的忍受性」。唐人崔備詩中的

「清景同千里，寒光盡一年……

四時皆有月，一夜獨當秋。照耀

初含露，徘徊正滿樓。……願以

清光末，年年許從游」，劉禹錫

的「塵中見月心亦閑，況是清秋仙府間」，

這些詩寫的如夢如幻，將對人生的感慨、

思考與中秋的月色結合在一起，融於詩歌

當中，使人生充滿了詩意。因此，在中秋這

樣一個美好的日子，我們理應放下手中的

工作，放鬆身心，試著體驗詩意栖居的美

好。

最後，中秋的內涵還包含著中華文化

的生命意識。前文提到，與中秋相關的符

號、神話，體現出了中國人的生命意識。

西王母、月桂、蟾蜍、月兔本身都是長生的

符號。嫦娥奔月、吳剛伐桂則體現出了中

國人對生命永恆與精神生生不息的追求。

「但願人長久」就是中秋時刻對生命長久

的美好祈願。中秋的其它意義，團圓、平

等、詩意均是人們對世俗生活的美好祝

願，而健康長壽，則是一切美好生活的前

提。

三、當代中秋文化內涵的創造

性轉化

傳統節日在今日社會的影響力正在逐

漸減弱，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對此，不

少學者表示出憂慮。他們認為，傳統文化

濃縮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因子，凝聚著中華

民族的群體感情，體現著中國人的生存方

式，傳統節日的衰微無疑甚為可惜。但也

有學者以為，傳統節日的產生，有其社會

歷史背景，它們和農業社會的生存方式密

切相關，隨著社會的發展，生存方式的改

變，傳統節日逐漸淡出人們的生活是無可

奈何卻又自然而然的事。筆者以為，節日

從表面上看，無疑和一定的生活方式緊密

相連，可以說是一種「生活相」，因而傳統

節日也似乎代表著傳統的生活方式。但從

較深廣的層面而言，它其實是一種人類心

靈的展現方式。節日雖與生活方式及生產

中國的傳統節日，貫穿

著中國人的時間意

識，體現著自然和生命的節

律，代表著中國人天人合一

的生活理想，所以向來不乏

詩情畫意，其中尤以中秋為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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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願人長久」就是中

秋時刻對生命長久的

美好祈願。中秋的其它意

義，團圓、平等、詩意均是

人們對世俗生活的美好祝

願，而健康長壽，則是一切

美好生活的前提。

方式有相關性，但更多的是一種心靈的需

要。不管任何民族，也不管古人今人，都有

著自己的節日，節日是情感的寄托，生命的

調整。節日既是辛苦勞作後的短暫停頓，

又為生命的再出發積蓄能量。所以，我們

需要節日。這些年一些外來節日的流行，

同樣說明了這一點。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究竟應該讓傳

統節日重煥青春，以實現節日的心理和文

化功能，還是拿來主義地用洋節來替代

或再設立新的節日。一般而言，創設新節

的可行性不大，洋節則功能較為單一，比

如情人節的主題是戀愛，主體是戀愛中的

青年男女；聖誕節因和基督教文化和信仰

有關，過節者便多為受西方文化影響的人

士。相比之下，中國傳統節日往往是複合

型節日，其功能呈現出多樣性。例如中秋

節就包含著團圓、平等的理想和生命感與

哲理詩意的內容。其歷史悠久，影響廣泛，

更加具有全民性。因此筆者認為，對傳統

節日功能進行再開發，使之煥發新的生命

力以適應新的社會形勢，從而形成一種新

穎的節日文化，將更為有效。以中秋為例，

就有很多文章可做。

前文提到，中秋節帶有平等的內涵，

就數千年的等級社會而言，平等是相對和

有限的，而歷史發展到今天，人與人平等、

階層與階層平等則理應成為社會的普遍價

值，但毋庸諱言，我們現在的社會各階層

之間、集團之間、貧富之間依然有著諸多

壁壘需要消除。對此，政府相關部門應利

用中秋，通過媒體報刊等多種形式，營造

平等和諧的中秋文化；文藝工作者也可積

極創新中秋藝術，因為在文藝活動中，是

最容易營造平等的氣氛的；學校社區則可

利用假日，舉行文藝活動。但所有這些行

為舉措，都應有一個共同的特質即群體的

參與。只有群體參與其中，才能打破隔閡，

產生平等的氛圍。所以文藝活動的方式可

採取參與者自主互動，無需預設表演者和

觀眾，人人都是表演者，形式則宜多樣化。

從功能上說，中秋節的群體性更強，這和

春節注重家庭、重陽節針對老人是有所不

同的。

今天，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城市化

已經成為普遍趨勢，人口流動頻繁，很多

務工者、求學者長期離家在外，漂泊成為

了一種常態。因此我們更應注重節慶的社

會調節功能。由於現在的國定節期只有一

天，純粹意義上的回家團圓很難做到，因

而注重中秋團圓內涵中的「家園感」就顯

得特別重要。李白詩雲：「但使主人能醉

客，不知何處是他鄉」，人生漂泊本屬無

奈，但「家園感」卻能讓人們融

入此時此地的群體之中，獲得一

種歸屬感。這種感覺有時甚至

比回家團圓更具現實意義。因此

政府部門如文明辦、媒體等可利

用中秋節日，在輿論上做一些全

社會層面上的溝通工作，以營造

家園氣氛；鄉鎮街道乃至文化館

以及社區業委會等民間組織，則可以做一

些民間文化和公共文化的建設工作，消除

鄰里之間的隔閡，建立溫馨的社區文化和

宜居環境。招收外來務工者子弟的學校，

也應做好學生的引導工作，讓孩子們愛上

「新家園」；而擁有學術資源和文化優勢

的高校，學生大都來自五湖四海，努力建

設和諧的校區家園文化，可讓廣大學子在

獲得家園感的同時，逐漸形成社會責任

感，這對將來社會的良性發展意義巨大。

學校領導和廣大教師應該有創設節日校園

文化的意識。

如上文所說，中秋還體現了中國人

內心的生命感以及對長生的夢想，然而，

長生並非人人可冀，死亡是人們必須要面

對的事情。中國文化中雖有以莊子為代表

的豁達面對生死的道家文化，和將生死看

作是虛幻而非本質的佛教文化，以及以留

名青史為生命意義的儒家文化，但是對於

當今中國的多數人來說，死亡仍然令人恐

懼，許多老人因為生命的衰老而越來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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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不安，整日處於憂慮當中，不能夠安然

享受退休的時光。社會老齡化的程度的加

深則加劇了這種社會的群體焦慮，因而，

加強生命教育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在中秋

這一特別的時刻，應當採取一些手段，重

新引發人們對生命感的思考。例如，社區

或學校可以將「祖孫」兩代人組織起來，

通過講故事，甚至是排演戲劇的形式，組

織參與者親自扮演角色，既可以演出或講

述自己人生中的故事，通過一系列從年少

到年老的故事，讓參與者感受生命的過

程，更為自然地將生命看作是一種自然規

律；也可以演出莊子的故事，讓參與者在

扮演角色中感受到莊子豁達的生命觀，或

者引入宗教的終極關懷理念。無論哪種形

式，都是要讓參與者能夠更為達觀地看待

生死，讓兒童瞭解生命的歷程與意義，讓

老人建立更為樂觀的生命觀。此外，還可

以利用這個機會，組織一些健康講座，不

僅針對老人，也針對長期忍受工

作、學習壓力，處於亞健康狀態

或慢性疾病中的人群，通過醫學

知識講座及心理健康講座等手

段提高他們的生活質量。

此外，中國古代祭月儀式包

含了人與自然各盡其職的含義，

當代中秋儀式重建也應當將該意

義延續下去。中秋節活動可以嘗試恢復月

祭儀式，儀式首先可以於中秋夜晚將人們

聚集在月下舉辦宣講活動，介紹從古至今

月球對各個時期人類活動帶來的影響，感

謝月球為人類農業生產、漁業捕撈及其它

日常生活帶來的便利，月下宣講的目地是

引導人們通過月球規律運行對人類社會產

生的意義進而認識到敬業與遵守崗位的

重要作用。月下宣講結束之後還可以組織

各個行業群體舉行宣誓活動，使各行各業

的人們像月球一樣在自己的崗位上敬業職

守，令社會能夠平穩運轉。

從做法上說，中秋節習俗的重建還應

當將空間範圍從現實拓展到網絡，儀式活

動並非只有在真實空間中才可進行。現代

社會中社會分工導致了家庭規模縮小以及

家庭成員之間的物理距離不斷拉大，中秋

儀式不可能違背社會趨勢，在真實空間將

分散的家庭成員重新組織，並把較小的兩

口之家，三口之家或是四口之家重聚為大

的家族。這就導致了以團聚為目的中秋儀

式在現實中較難維繫，而不受物理空間限

制的網絡則為中秋儀式舉行提供了新的平

台。當下，由於社交媒體的出現，曾經一度

難以在現實中維繫的大家族在虛擬空間中

可以被重新組織起來，微博、微信群組為

家族關係的維繫提供了超越物理的空間。

其次，近年來，春節期間的搶紅包活動、各

類公祭日開展的網上祭祀活動，其實質就

是儀式或是儀式的一部分。在網絡上重

建中秋活動，其本質依然是「團圓」、「平

等」、「詩意」、「長生」。

網絡平台的組織者可以在微信群、

微博這些平台組織中秋活動，宣傳中秋文

化，通過積分或是紅包作為吸引人群參與

活動的手段，組織各家庭群組之間或是家

庭群組內部的答題、競猜活動，題目可以

是與中秋相關的內容，也可以擴展到其它

傳統文化，例如傳統習俗、中醫知識、歷史

常識，利用這些題目讓大眾瞭解中國傳統

文化，通過競猜增加節日氣氛。這類活動

可以將平日裏較少交流溝通的家族成員、

甚至是相互陌生的不同家族，重新凝聚

起來。正所謂五湖四海皆兄弟，在這些網

絡活動中，人們不再像日常生活中那樣被

物理空間所限制，大家共同參與活動，人

與人在網絡空間中建立起聯繫，增加了家

人、朋友甚至是民族的整體凝聚力，體現

出中秋節「團圓」的內涵。在古代，相隔異

地的親人朋友在中秋佳節以互贈詩賦來

增加凝聚力，今天，網絡平台的出現能讓

中秋詩歌更具有時效性，組織者可以在網

絡論壇中組織與中秋相關的詩歌創作大

賽，讓天各一方的人們相聚在一起，激發

起詩情畫意，通過賦詩的形式體驗中國文

對於當今中國的多數人

來說，死亡仍然令人

恐懼，因而，加強生命教育

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在中秋

這一特別的時刻，應當採取

一些手段，重新引發人們對

生命感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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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中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理想，領會人生

的意義。此外，在今天，拜月活動同樣可以

放在網上進行，組織者可以將「月光紙」

搬到網絡上，在網站頁面設置月光菩薩像

或是嫦娥月兔標志，與此同時，通過直播

的形式，將最好的月亮圖像實時呈現在屏

幕上。這樣，即使是陰雨天氣，人們也可以

在家中賞月、拜月。這種網絡拜月更大的

優點在於，在網站上可以用彈幕或是留言

板的形式，讓大家相互祝福，把對家人、朋

友、國家的祝願在網絡中共同表達出來，

使人們共享親人團聚、身體健康、生命長

久的美好祝願，書寫下中國人的生命意

識。除了這些手段以外，眾多的在線游戲

平台也可以利用起來，組織一些與中秋相

關的線上活動。在這些活動中，有了眾人

跨越距離的相聚，大家共同參與游戲，不

分老幼貴賤，中秋節「平等」的內涵自然就

體現出來了。

要想復興中秋節與傳統文化，政府宣

傳部門要起到引導作用。以上述中秋創意

活動為例，有了政府的支持，社區活動能

夠比較順利地開展，不同網絡平台的相關

活動也容易統籌起來。政府各級部門可以

利用利用電視台、報紙、街邊海報欄等傳

統媒體組織宣傳活動；當然，學校、民間力

量、社會團體、優秀企業更要承擔社會責

任，積極對中秋在內的各類傳統節慶活動

進行宣傳，可以通過製作影視、音樂、舞蹈

等藝術作品擴大影響，也可以製作動漫、

微電影投放到門戶網站、社交平台，在潛

移默化中加大包括中秋節在內的傳統文化

對大眾人群的影響力，使中國人建立起對

自己文化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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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團聚為目的中秋儀式

在現實中較難維繫，

而不受物理空間限制的網絡

則為中秋儀式舉行提供了新

的平台。曾經一度難以在現

實中維繫的大家族在虛擬空

間中可以被重新組織起來，

微博、微信群組為家族關係

的維繫提供了超越物理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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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e  T r a d i t i o n a l 
Connotation and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Mid-Autumn Festival
H u a n g Y i m i n g ,  S u n B o h a n 

(Shanghai Theatre Academy)
Abstract: The Mid-Autumn Festival 

originated from the Moon worship. The 
Moon worship took place in various parts 

of the pr imit ive world, and they were 
associated with "reproduction worship", 
wh ich wa s t he p roduc t of p r i m it ive 
thinking. However, the connotation of the 
official Moon worship has shifted from 
reproduction worship to the respect for 
the laws of nature and society since Zhou 
Dynasty. It has becom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hinese ritual and music culture and 
the concept of "Yin and Yang". In addition 
to the official moon festival activities, the 
Mid-Autumn Festival, as a folk ritual, has 
become more inf luenced by folk beliefs 
and literati's moon appreciation during 
its formation process. Chang E ascending 
to the moon and Wu Gang cut t ing the 
laurel are two legend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Mid-Autumn Festival, which ref le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belief 
system and the pursuit of the longevity. 
The tradition of the Mid-Autumn Festival 
ha s been se r iou sly i mpac ted by t he 
contemporary society. To reconstruct the 
Mid-Autumn Festival, we need to seize 
the four core connotations of "reunion", 
"equality", "poetic" and "sense of life", to 
promote it with new technologies such as 
the newly developed network and social 
media, and to endow it with new vitality 
with the times.

Key words:Mid-Autumn Festival; 
reproduction worship; ritual and music 
culture; legends; Festival reconstruction

網絡平台的出現能讓中

秋詩歌更具有時效性，讓天

各一方的人們相聚在一起，

激發起詩情畫意，通過賦詩

的形式體驗中國文化中人與

自然和諧相處的理想，領會

人生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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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國早期哲學中，人們對事物

之起源的看法，是以「作」和「生」為線索展開

的。其中，儒家的製作圖式充分肯定了製作的

意義，表達了對禮樂秩序的嚮往；而以道家為

代表的生長圖式，反對人為製作，強調對事物

生長屬性的還原，表達了對生命本身的保護。

圍繞「作」與「生」的討論，體現了人們對社會

和自然之起源的基本看法，構建和主導了早期

各派思想家據以言說的公共話題。在上述兩

種思維圖式的框架中，「才」和「材」之間的轉

換，意味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間的相互制

衡,具有平衡文化生態的意義。古希臘哲學和中

國早期哲學對製作圖式的論述有著一致之處，

但他們的最終旨趣卻不同：儒家將製作限定在

了禮樂範圍之內，這顯然不同於古希臘僅以製

作為技藝的觀念。

關鍵詞：製作圖式；生長圖式；價值；物；

才

在中國早期哲學中，人們對物之成器

與成形途徑之看法，有兩條線索：一條線

索是以儒家為代表的製作圖式，另一條線

索是以道家為代表

的生長圖式。前者

發現物之材需依於

人工，通過切磋、琢

磨而成器；後者認

為物之性需依其本

然，任其自由、自然

生長。事實上，這兩

種圖式是中國早期

哲學探討的兩個基

本問題，主導和構

成了早期各派思想

家據以言說其觀念

的公共話題。

一、製作圖式

在中國早 期

哲學中，儒家對文

化之起源的看法，

是以對「作」的思

考展開的。人們以

製作為隱喻，展開了其思想論說。史載宗

周建國之初，周公「制禮作樂」（《禮記‧

明堂位》），對各級貴族配享、列鼎、樂舞

和用詩之方式進行了嚴格規定。戰國秦漢

學者將著作權歸諸周公名下的，計有《七

月》《鴟鴞》《常棣》《文王》《清廟》《時

儒家的製作圖式及其與道家的分判
——以中國早期哲學為中心

■ 閆月珍

暨南大學文學院

邁》《酌》諸篇。在此一禮樂背景中，「作」

被用於文化建構的層面：一方面，「作」被

限定於聖人所為或禮樂之用；另一方面，

「作」也被用於道

德評判。如《論語‧

季氏》說：

天下有道，則禮

樂征伐自天子出；天

下無道，則

禮樂征伐

自諸侯出。

自諸侯出，

蓋十世希

不失矣；自

大夫出，五

世希不失

矣；陪臣執國命，三

世希不失矣。天下有

道，則政不在大夫，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

議。

這就暗含了天

子之「作」的合法

性，禮樂表演和爭

戰討伐都應由天子來製作和決定。

至於孔子為何自稱為「述」，而非

「作」，我們可以從儒家對於先賢的評價中

發現其用意。孔子對於古聖先師「堯」就有

如下陳述：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

古希臘哲學和中國早期

哲學對製作圖式的論

述有著一致之處，但他們的

最終旨趣卻不同：儒家將製

作限定在了禮樂範圍之內，

這顯然不同於古希臘僅以製

作為技藝的觀念。

哲學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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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

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論語‧泰

伯》)。

堯的統治是偉大的，因為他取法於

天，因此，他的文章煥然有采，是值得仿效

的。作為第一個聖人，堯取法於天，以為人

們立法。

《論語》也同樣以此表述對於文王的

評價：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

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論語‧子

罕》)

儘管文王已逝，他的文章卻存留下

來。它最初是由聖人取法於天的，他們能

被傳之後世也是因上天之功而成為可能。

在孔子看來，聖人才是創制者，而他本人只

是一個轉述者。《論語‧述而》也曰：「述

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這表

明孔子非常認同周代禮樂制度

對後世的垂范意義。在孔子看

來，聖人因其創制能力，被賦予

了神聖的地位。這表明了孔子

對於傳統的敬畏，他強調遵循

過往之重要。因此，孔子拒絕稱

自己為聖人，否認自己有「作」

這樣極其崇高的行為。事實上，

這是對聖人和「作」的肯定。在

這一修辭策略中，雖然孔子言

自己未「作」，但他其實非常看重「作」。

《論語》非常強調「述」的意義，《論語‧

陽貨》：「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

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

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孔子聲稱他不欲言，而欲仿效於天。表面

上看孔子選擇「述」聖為己任，實則上更懷

「作」聖之志。「述」是通過語言複製上天

首創的法則，也就是說被「述」的是規律

性的行為。總之，孔子認為「天」是一切法

則和規律的原初，而堯和文王作為聖人是

在「述」此一原初。事實上，一方面，儒家

取法於天，將事物的起因歸於「天」；另一

方面，儒家又極重視「作」，將其看作傳送

「天」之意志的手段。這也可以解釋為何

孟子稱孔子是在「作」：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

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

《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

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認為孔子是聖人，因為他在禮樂

崩壞之際作出了《春秋》，這是不同凡響

的舉動。唯有聖人才能「作」的觀念，在中

國早期觀念中可謂一以貫之。

儒家對「作」的重視，體現在對物之

製作的重視和對物之形式的喜好，其實質

在於對社會之範形和體制具有強烈的設

計欲——以禮樂制度統籌一切社會行為和

社會制度。《論語·陽貨》曰：「子曰：『禮

雲禮雲，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

哉？』」這其實是說禮樂制度與玉帛鐘鼓

這樣的器物有一定的關聯。儒家還有非常

典型的佩玉方式，《詩經》描述為「有瑲蔥

珩」（《小雅‧采芑》）、「鞙鞙佩璲」（《小

雅‧大東》）。玉由於相互撞擊發出悅耳的

聲音，人們的行步也隨之得以調節，這表

明了佩玉是禮制的體現，甚至有著特定的

佩帶場合和佩帶方式。

孔子嚮往周代制禮作樂的盛世，《論

語‧八佾》：「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

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

也，繹如也，以成』」。孔子非常認同以樂

輔政之意義，音樂開始演奏時，和諧協調；

樂曲展開以後，聲音美好，節奏分明，餘音

裊裊不絕，直至演奏完成。進而言之，我們

可以從儒家的敘述策略中，發現其所嚮往

的周代禮樂文明之「物」體系，及其背後所

隱含的製作圖式：

第一，「玉」成為了儒家理想人格之象

徵物。玉是石之精華，以玉為上，意味著物

是有比對、有差別的。即使對於顏色和光

澤都比石鮮明的玉，人們也不惜對其進行

表面 上 看 孔 子 選 擇

「述」聖為己任，實

則上更懷「作」聖之志。

「述」是通過語言複製上天

首創的法則，也就是說被

「述」的是規律性的行為。

總之，孔子認為「天」是一

切法則和規律的原初，而堯

和文王作為聖人是在「述」

此一原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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琢磨和切磋，通過人工製作雕刻出精美的

花紋和規範的形狀。人們甚至將這種對形

狀和製作的欲望擴展到政治和知識領域，

所謂「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

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禮記‧

學記》）。總之，儒家對物之形狀和製作有

著強烈的喜好，並且通過以玉比德的方

式，表明理想的人格典範。

再者，「金」成為了儒家理想社會制度

之象徵物。在儒家所嚮往的周代社會，器

物往往以青銅器為上，無論是作為容器的

鼎，還是作為樂器的鐘，無不顯示了「金」

尊貴的社會屬性。這是因為青銅器的製作

凝聚了貴重的材料和精美的工藝，因此成

為了上層社會標明身份的用物，甚至象徵

著國家政治權力。如周代的毛公鼎，鑄有

銘文三十二行，計四百九十九字，為現存青

銅器中銘文最長的一件。該鼎銘記述了周

宣王的誥誡，是一篇完整的冊命。可見，青

銅器已不僅僅是實用器物，更承載著國家

的重要事件。

第三，「帛」成為了儒家理想文化形態

之象徵物。如果我們進行追溯，會發現最

具形而上特徵的文化形態，竟然是以最為

直觀的「帛」來言說的。我們今天所言文

學意義上的「文章」，在上古時期一般指

祭祀、慶典中用的禮服、族旗，甚至被用以

象徵整個禮儀制度，如《論語‧泰伯》說：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

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

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這

裏，文章用以表明禮儀制度的美好。

總之，儒家主張通過雕琢來實現文

明和教化的進步，而雕琢之首要條件在於

「才美工巧」。一方面，「才」要經得起琢

磨，如《論語‧公治長》言：「子曰：『朽木

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杇也。於予與何

誅？』」才質偽劣，縱使有雕琢之工也是徒

勞。另一方面，「工」要長久而達致細膩，荀

子說：「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

《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荀

子‧大略》）。通過雕琢和整治實現個人德

性的提高和社會文明的進步，這是上述思

想家的共同之處。

無論是金、玉、帛，還是瑚璉、觚，在

儒家語境中無不隱喻了鮮明的意識形態

性質。如何成為既具有德性，又具有技藝

的人，始終是儒家考慮的一個問題。即使

是視覺意義上的花紋，也並非是純粹的裝

飾，而是被賦予了文明和人文的意味。

二、生成圖式

中國哲學的生長圖式[1]，是指中國哲

學關於事物成器或成形的認知，依據了自

然物特別是木和水的生長規律

和內在形態，在此經驗基礎上形

成了思維圖式，這一圖式實質以

自然物隱喻人們對社會的看法。

生長圖式主要出現於道家

思想中，這是因為宇宙生成論是

道家最為核心的一個問題。道家

所闡述的宇宙生成論有三種模式，包括

「他生」「相生」和「自生」。首先，「他生」

強調生成者與被生成者的關係，稱為「創

生」模式。其次，「相生」強調萬物依據怎

樣的機理、通過怎樣的方式化生出來。第

三，「自生」強調萬物的產生，主要不依賴

於「造物者」的作用，而主要依賴萬物自身

的力量 [2]。事實上，「他生」「相生」和「自

生」往往相互重合，如《老子》將道看作具

有無窮創生可能性的原發性基礎，又肯定

了在這一原發性基礎之上，產生了其他的

力量以支持新事物的產生，如老子說：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老子‧第四十二章》）。「大道汜兮，其

可左右，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老子‧

第三十四章》）。可見，道家在論說「道」

時，依據於生長圖式展開了其主要觀念。

因此，他們對社會層面之製作器物和創造

文化的現象進行了否定，如《老子》：

小國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

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

孟子認為孔子是聖人，

因為他在禮樂崩壞之

際作出了《春秋》，這是不

同凡響的舉動。唯有聖人才

能「作」的觀念，在中國早

期觀念中可謂一以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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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所陳之。使民複結繩而用之。

《老子》反對有意之創造和人類之機

巧，甚至對器物的用途提出懷疑。老子建

議治國者阻止人們使用那些已經人工創

制的器物，如車、船和兵器。但在《墨子》

中，這些恰恰是人類文化起始時期最為重

要的器物。

因此，道家對生長圖式的肯定，基於

對自然和社會之他生、互生和自生、自為的

認可。上博簡《恆先》從「作」與「生」的比

對中，將「自為」提到了核心的地位：

祥義、利巧、採物出於作，作焉有事，不

作無事。

祥義、利巧、采物所代表的禮儀等級

制度均出於「作」（人為），這是不自然的

造作行為。有作（人為）就會有事（人事），

不作（人為）就不會有事（人事）。「天下之

事」「天下之名」「天下之作」「天下之為」

「天下之生」都應是自發自為的，所以對於

這些事物，不要去指定、不要去

干預，要讓天下的作為都成為自

發之行為，那麼萬事萬物就都能

得到「各複歸其根」的效果[3]。可

見，《恆先》對社會之自為進行了

肯定。

在戰國末期的道家思想中，

也有主張自為而與天地為一的觀

念，如《鶡冠子‧天則》：「不創不

作，與天地合德。節璽相信，如月應日」。

「《天則》即『天之則』，亦即自然的法則。

『天』之『則』從根本上說，當然是依『道』

而行」[4]。不同於《周禮·考工記》將聖人

描述為既「創」且「作」的典範，《鶡冠子》

否認了「創」和「作」的可能和必要：聖人

與天地之德合一，而不創造任何事物。

上述「道」之生長形態，呈現出的認

知原型是水和木。如果我們進一步探溯道

家哲學的表述方式，會發現其關於生長圖

式的言說主要依據於水和木，如艾蘭說：

「第一個假定的本喻當然是植物生命，這

個隱喻在『命』的觀念中得到體現；第二個

假定的本喻是以『氣』的概念展現出來的

水。兩者都是『道』的體現」[5]。如果沒有

這兩個認識原型，道家就無法展開其對生

命意義的還原，更無法展開其對生命本身

的還原：

首先，道家維護「木」之自然生長，認

為砍伐、雕琢是損毀生長的行為，更是殘

害天性的行為，如《老子》說：「樸散則為

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6]。在老子看來，成器往往造成原初的分

解和生命的離散，所以以大道制禦天下，

則不能割離萬物之原初。在莊子看來，生

於原野之樹，是生命的本真狀態，而如毀

於工匠之斤斧、中於工匠之繩墨，則失卻

了「樹」之根性，更何談「芸芸」之生機[7]。

《莊子‧天地》也說：「百年之木，破為犧

尊，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尊於溝

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
[8]。「犧尊」乃酒器，商周時是用青銅製的，

周代也有木製的，形狀像牛，牛是祭祀的

動物。「犧尊」在此就是樸木的人為產物。

木之一段被用以作器，供奉在宗廟；另一

段則被遺棄於山澗。前者徒有青黃之紋

飾，被人們所敬奉；後者則於山澗中腐朽，

被人們所忽略。這兩者其實是一樣的，都

是失卻本原本根的結果。

再者，道家將「道」追溯至「水」，水

的存在形態有「溪」、「谷」、「江海」、

「川」、「冰」等 [9]。一方面，水顯現著

「道」，《老子》：「譬『道』之在天下，猶川

谷之於江海」（《老子‧第三十二章》）；另

一方面，水蘊育著物，如《老子》：「『道』

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

（《老子‧第四章》），「大道氾兮，其可左

右。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功成而不有」

（《老子‧第三十四章》）。

以水為原型，道家認為道是不爭的，

也是柔弱的，卻能以不爭去怨尤，以柔弱

克堅強，如《老子》說：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

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

中國哲學的生長圖式[1]，

是指中國哲學關於事

物成器或成形的認知，依據

了自然物特別是木和水的生

長規律和內在形態，在此經

驗基礎上形成了思維圖式，

這一圖式實質以自然物隱喻

人們對社會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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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

無尤（《老子‧第八章》）。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

以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

不知，莫能行」（《老子‧第七十八章》）。

所以說「攻堅強者莫勝於水」。在老

子看來堅強意味著滅亡，「草木之生也柔

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

生之徒。是以兵強則滅，木強則折」（《老

子‧第七十六章》）。在軍事和製作領域，

都體現了水之以柔克剛的屬性。

道家通過水這一認知原型，抽繹出了

清、靜、善、弱這些具體的德性，並將這些

德性推廣到了對人類社會的思考。對此，

艾蘭說：「『道』的概念，作為一條溪流，

作為一條指導人們行為道路的方向原則，

由此，『道』的概念被拓展延伸，蘊涵了這

樣一個條件狀態，每一事物都應因循自然

規律而動。在《老子》和《莊子》中，『道』

觀念的構造不僅源於溪流及其水道，而且

其所有特徵都源之於水自身」[10]。艾蘭探

索了早期中國人的概念思維依據的原型，

也發現水是歷代中國思想的本喻，這一意

象與概念滲透於哲學、文學、藝術與美學

等所有領域[11]。

所以，道家依據生長圖式，否認了工

匠和技藝的意義，更否認了器物之用，認

為製作方面的行為是對本真的背離。

總之，在對事物之成器與成形的探討

中，形成了「作」與「生」的觀念。由此開闢

和凝聚了兩條線索：一條線索是以儒家為

代表的製作圖式，另一條線索是以道家為

代表的生長圖式。前者認為物由人作，物

之材需依於人工，通過切磋、琢磨而成器；

後者認為物自生而自足，人們需依其本然，

任其自由，而非人為巧構。上述兩種認知圖

式直接影響到了中國哲學之評價範式。顯

然，生長圖式描述的是自然之原始狀態，

製作圖式描述的是社會之人為規範。在社

會思想領域，這兩者成為了兩種不同的人

文理想：[12]

第一，原始主義傾向往往反對人為創

造文化。老子和莊子以水、木為原型的認

知圖式，將事物看成具有自身生長規律的

有機體，而非被生硬肢解和雕琢的對象。

與此相反，製作和人為意味著與自然的潛

在分離。

第二，儒家將事物看成可被加工和

改造的原始材料，肯定人類社會的文明進

程，以及技藝層面加工和創制的意義。荀

子認為文化的出現應歸因於聖人，在回應

孟子「性本善」觀點的過程中，荀子全面闡

釋了聖人是如何創制文化的問題。在他看

來，禮儀和道德並非源於自然，而是聖人

有意為之的結果。

我們從「斧斤」這一器物更

能見出儒道兩家的鮮明立場。

「斧斤」是儒家思想中最為重要

的禮器，甚至被看作是王權的象

徵。甲骨文「王」來自斧形，吳其

昌認為:「王字之本義斧也」[13]。

斧成為了王權的象徵，和帝王有

關的器物常取斧形，這些器物或作為服飾

或作為陳設，以顯現身份和其權力。帝王

最為隆重的服飾上有十二章，其中黼紋繪

的就是白黑相間的花紋，意為臨事決斷；

在國事活動中，帝王使用的屏風「黼扆」之

上也繪有斧頭，如《周禮‧司幾筵》：「凡大

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

依」。鄭玄注曰：「斧謂之黼，其繡黑白采，

以絳帛為質。依，其制如屏風然」[14]。《儀

禮‧覲禮》也曰：「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

間，左右幾。天子袞冕，負斧依」。《詩經‧

七月》：「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

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方玉潤

解釋此詩旨為「陳王業所自始也」[15]。這

也說明斧斨「作為王權的象徵物之前，它

本是軍事民主制時期軍事酋長的權杖」
[16]。可見，儒家以周代文化為原型，贊頌周

公之製禮作樂，提倡對社會之器物、制度

和觀念進行禮樂化的完善，因此贊同製作

之於人類文明的意義。而在道家看來，斧

道家依據生長圖式，否

認了工匠和技藝的意

義，更否認了器物之用，認

為製作方面的行為是對本真

的背離。總之，在對事物之

成器與成形的探討中，形成

了「作」與「生」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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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是對自然的損毀，如莊子就指出斧斤對

樹木之砍伐，其結果是「材之患」，這是違

於天道的：

宋有荊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

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

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樿傍者斬

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

患也（《莊子‧人間世》）。

木之生長是木的屬性，即使木被雕琢

成器物，也是對木的屬性的破壞。道家否

定了人文之器，認為製作其實是

對木之自然本性的破壞。總之，

儒家對禮器的重視恰與道家對

之的否定立場形成鮮明對比。

三、「作」與「生」成

為公共話題

對「作」與「生」的比對，凝

聚了人們對事物之起源的基本看

法。它構成和主導了中國早期各派思想家

據以言說的公共話題。關於事物之起源的

論述，形成了技藝與自然之分別。

自然意味著事物之自為，而技藝則意

味著事物被塑形而成器。如前所述，通過

技藝的類比，荀子雖沿襲了墨家的創制理

論，但他卻用禮義和道德限定文化。與孔

子聲稱文化起始於聖人模仿天道有別，荀

子認為文化起始於聖人之創制，並由此反

對老子對人為的否定；同理，荀子認為禮

義和法度也是聖人所造。與荀子不同，墨

子敘述了聖人創制宮室、衣服、農業、舟車

和戰車等器物和技藝，以改善人類的的生

活。其中，《墨子‧節用上》敘述聖人如何

發明甲、盾等四種兵器；不同於孔子，墨子

認為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一個重要的品行

就在於其創制器物：

又曰：「君子循而不作」。應之曰：古者羿

作弓，(人弓戈弓)作甲，奚仲作車，巧垂作舟，然

則今之鮑、函、車、匠皆君子也，而羿、(人弓戈

弓)、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

作之，然則其所循皆小人道也」（《墨子‧非儒

下》）。

墨子推演出這樣一種荒誕的邏

輯——如果君子不「作」，那麼必然小人製

作而聖人遵循，這就通過證偽說明是君子

「作」。因此，在君子「作」這一點上，儒家

與墨家是一致的。此外，墨子認為君子應

該「述」「作」兼修：

公孟子曰：「君子不作，術而已」。子墨子

曰：「不然，人之其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誅，

今也善者不作。其次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遂，

己有善則作之，欲善之自己出也。今誅而不作，

是無所異於不好遂而作者矣。吾以為古之善者

則誅之，今之善者則作之，欲善之益多也（《墨

子‧耕柱》）[17]。

極端沒有品行的人，不轉述古代的善

行，也不創作現在的善行；其次，沒有君子

品格的人，對古代的善行不轉述，對自己的

善行則創作，希望善行能出自於自己的創

作；但轉述而不創作，這與不喜好轉述卻

喜好創作沒有什麼區別。墨子認為君子應

該既轉述古代的善行和善言，也創作現在

儒家以周代文化為原

型，贊頌周公之製禮

作樂，提倡對社會之器物、

制度和觀念進行禮樂化的完

善，因此贊同製作之於人

類文明的意義。而在道家看

來，斧斤是對自然的損毀，

其結果是「材之患」，這是

違於天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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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善行和善言。

《樂記》呈現出綜合「作」和「生」兩

者的態度。一方面，《樂記》說明了聖人

的獨特之處在於製作，《樂記》：「故知禮

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

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

也」。但另一方面，《樂記》卻將天、地敘

述為「作」者：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

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樂記》）。

此處以「和」來定義樂，以「序」來定

義禮，聖人將他們對禮樂的創制分別建立

在天和地的基礎上：

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

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聖人有「作」的能力，因為他們通曉禮

樂的根本，但這並非與人工技藝有關。這

是因為聖人將樂的創作基於天，將禮的創

作基於地。這裏「作」和「制」的表述是有

意味的，「作」有強烈的建構意味，「制」有

調節的含義。「作」其實是「使生」之意，而

非墨子意義上的有意識的創制行為——

聖人通過模仿自然而作，即通過建構行為

而作。在關於「樂」的討論中，《樂記》交

替使用「作」和「興」，在「使生」的意義上

使用「作」。一方面，「作」意味著創制，如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樂記》）；

另一方面，「興」意味著自然發生：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

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樂記》）。

「禮」仍被描述為被「制」，但「樂」

被描述為「興」。聖人沒有強制地制樂，而

是將自然的調和以音樂的形式帶給人類。

聖人制定禮樂是為了分別和符合天與

地，這樣制禮作樂就成為了與天地相諧之

事。因此，禮樂不是聖人有意之作，而是全

部基於天地而生的。

總之，在「作」和「生」的話題中，《荀

子》《墨子》和《樂記》承接了相關話題，

但也呈現出分化。可見，與《論語》隱含地

承認聖人的製作不同，《荀子》《墨子》明

確闡述了聖人的製作之功。與上述兩者

不同，《樂記》則試圖融合「作」和「生」兩

者，認為由聖人始創的文化是用以成就天

地的。

當生長圖式為製作圖式所取代時，人

們往往忽視「物」自身生長的規律，以是否

符合製作的需要來確定「物」的有用性，這

其實是工具思維和技術理性對自然和社會

的極度滲透和控制。人們在進行價值判斷

時，往往以是否有用、是否成器作為標

準，由此造成了自然和社會的異化[18]。如

果我們注意到生長圖式，則物的生長有其

內在的節奏，它需要陽光、水分

和空氣，更需要尊重其自然規律

而不是武斷地將其砍伐為製作

的原料。這正如柳宗悅所說：

「與其說是工藝選擇材料，還不

如說是材料選擇工藝。如果不能

守護自然，就沒有工藝之美。

……左右著美之驚喜的，是某種

材料所蘊含的造化之妙」[19]。回歸物之純

粹本性，而非其所能帶來的功利，這正是

生長圖式的意義所在。

四、結論

物究竟如何成器和成形，是早期思想

家們探討的公共話題。其中，對製作圖式

和生長圖式兩條線索的追究，竟然共同圍

繞著一個核心問題——製作和技藝，這說

明製作和技藝是人們考察和解釋世界的物

質原型。通過上述兩種圖式的對比，我們

可以釐清如下問題：

首先，早期中國哲學關於事物起源的

描述是多元的。在關於物之成器和成形的

問題上，漢學界比較重視「生」而忽略了

「作」，即製作和技藝的意義。如漢學家本

傑明‧史華茲認為：「這個事實是，在後來

的中國高層文化對於人類起源或宇宙起源

的論述中，占主導地位的隱喻是繁殖

(procreation)或出生(giving birth)；而不是
賦予形狀(f a s h i o n i n g)的隱喻或創造

墨子推演出這樣一種荒

誕的邏輯——如果君

子不「作」，那麼必然小人

製作而聖人遵循，這就通過

證偽說明是君子「作」。因

此，在君子「作」這一點

上，儒家與墨家是一致的。



二○

一
九
年
第
二
期
（
總
第
一○

一
期
）

文
化
中
國

１０２

(creating)的隱喻，難道它與後來的高層文
化思想中被某些學者稱為『一元論的』和

『有機論』的取向之間沒有某種關聯嗎？

關於這一點，我僅限於提出這些問題」
[20]。一方面，本傑明‧史華茲忽視了中國文

化起源論中的生長圖式，而僅以繁殖或出

生隱喻進行概括；另一方面，他忽視了中

國文化起源論中的製作圖式，得出中國缺

乏賦予形式或創造的隱喻的結論，並將之

歸因於中國哲學的一元論和有機論思維。

通過對中國早期哲學之製作圖式和生長

圖式的考察，我們發現史華茲所說繁殖或

出生隱喻只是其中的一個分支[21]。而生長

和製作的隱喻是更為基礎的隱喻。

再者，早期中國哲學並未忽略技藝，

對技藝的探討是人們表述知識和信仰的一

種方式。人們參照工匠之制器描述事物和

文化的起始，這為中西哲學比較提供了一

個有意義的話題。值得注意的是，早期中

國哲學將「作」限定在了禮樂制

度範圍之內，認為「作」是為天、

地和人確立法則。在古希臘哲學

中，關於製作和技藝問題是人們

據以展開哲學討論的一條線索。

在古希臘，技藝（tekhnē）是任何
人為控制的生產活動[22]。古希臘

的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就是以物之製作為

中心，展開其思想論述的。古希臘人把生

成(genesis)的事物分成兩類，自然界中的
生成叫「生長」，人工的生成（或生產）叫

「製作」。前者依循自然本身的規律，後者

依靠人工技藝的力量。技藝既包括生產實

用器物的技術，也包括創作藝術的技術
[23]。可見，軸心時代的哲學家們，以製作和

技藝為中心，展開了各自的思想論述。古希

臘哲學和中國哲學對製作的關注是一致

的，但他們的最終旨趣卻分道揚鑣：儒家

的器物是禮器，而不僅僅是一般的器物。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在鐘鳴鼎食氛圍中的

禮器背後潛藏著一整套禮樂系統[24]。而道

家哲學的生長圖式分明提供了一個不同的

思維維度——在對形式和質料進行關注

之外，道家所言的器物和工匠並非如亞里

斯多德所言，先有超驗的形式，然後再將

形式加於質料之上，以製造出實用之器

物。在道家看來，器物的形式和質料乃是

由其本性產生出來的，工匠應順著木的本

性進行勞作 [25]。這就消解了對「材」和

「形」的關注，還原了物之本質屬性和本

然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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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1]李約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
曾注意到，在諸子的思想表達素材中，

道家是最重視技藝與手工業操作的流

派。（[英]李約瑟（Joseph Needham）
著，陳立夫譯，《中國之科學與文明》

第二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

○年)，頁一八二至一九二）。其實，道

聖人制定禮樂是為了分

別和符合天與地，這

樣制禮作樂就成為了與天地

相諧之事。因此，禮樂不是

聖人有意之作，而是全部基

於天地而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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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在通過對技藝的論述而達到反技藝

的目的，而非真正崇尚技藝。
[2]曹峰：《「自生」觀念的發生與演變：

以〈恆先〉為契機》，載《中國哲學

史》，二○一六年第二期。
[3]「祥」指與神相關之事，「義」指與人

相關之事；「綵物」指的是區別等級的

旌旗、衣物，即禮儀制度。（曹峰：

《〈恆先〉研讀》，載《國學學刊》，

二○一四年第二期）。
[4]高華平：《戰國後期楚國的道家思

想——鶡冠子其人其書及其思想新

論》，載《諸子學刊》二○一五年第二

期。
[5][美]艾蘭：《水之道與德之端——中國

早期哲學思想的本喻》(商務印書館，二

○一○年)，頁一六七至一六八。
[6]徐志鈞注釋「大制」如下：「大制，

《說文》：『制，裁也。一曰止也』。

《定聲》：『以刀斷木，從未猶木也，

古文從彡，像斫木紋。』制，古文有以

刀斫木之義。《淮南子‧主術訓》：

『猶巧工之制木也。』」（徐志鈞：

《老子帛書校注》(上海：學林出版社，

二○○二年)，頁二四八。
[7]《淮南子》說：「芸草可以死複生」。

謂芸草可以使死者複生。
[8]莊子的這一思想被後世進一步典籍所繼

承和發揮，如《淮南子‧俶真訓》說：

「百圍之木，斬而為犧尊。鏤之以剞

𠜾，雜之以青黃，華藻鎛鮮，龍蛇虎

豹，曲成文章，然其斷在溝中，壹比犧

尊、溝中之斷，則醜美有間矣。然而失

木性鈞也」。犧尊縱有華麗之紋飾、青

黃之色彩，也是對木之本性的破壞。
[9]與道家之老子、莊子相比，孔子和孟子

也有諸多水喻，這些水喻主要用以比擬

人之仁、義、禮、智、信的倫理標準，

而非談論物之生長屬性。
[10][美]艾蘭：《水之道與德之端——中國

早期哲學思想的本喻》，頁七九。
[11][美]艾蘭：《水之道與德之端——中國

早期哲學思想的本喻》，頁一七一至

一七二。
[12]孔子也提倡「生」，如《論語‧陽

貨》：「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

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顯然，

此處之「生」是天之規律，並未探及生

長或生育的源頭和可能。
[13]吳其昌：《金文名象疏證‧兵器篇》，

載《武大文哲季刊》，五卷三期。
[14][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

疏》(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頁五二四。
[15][清]方玉潤：《詩經原始》(中華書

局，一九八六年)，頁三○四。
[16]林沄：《說「王」》，載《考古》

一九六五年第六期。
[17]「術」「誅」和「遂」當為

「述」。
[18]羅傳芳認為：「老子將人與外

部世界統統納入一個系統和共

同原則(道、自然)下求得解

釋，從而使系統的各個部分只

有在相互依存和相互對待的前

提下才具有存在意義。這種整

體依存的宇宙觀與現代人追求

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科學的生態及環境

理論，具有極大的融通性和理論的一致

性」。（羅傳芳：《老子哲學的生存論

特徵及與儒家的分判》，載《哲學研

究》，二○一七年第一期。
[19][日]柳宗悅著，徐藝乙譯：《工藝之

道》(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

○一一年)，頁六九。
[20][美]本傑明‧史華茲：《古代中國的思

想世界》(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二

○○八年)，頁三五。
[21]在國內學術界，周予同認為儒家的根本

思想生發於生殖崇拜（周予同：

《「孝」與「生殖器崇拜」》，載《周

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上海人民出版

社，一九八三年)，頁七○至九一）。

而趙國華認為道家的根本思想同樣生發

於生殖崇拜，他說：「中國傳統哲學中

的陰陽二元論和太極一元論，都源於生

殖崇拜」。趙國華：《生殖崇拜文化略

論》，載《中國社會科學》，一九八八

年第一期。
[22][古希臘]亞里斯多德：《詩學》，陳中

與《論語》隱含地承認

聖人的製作不同，

《荀子》《墨子》明確闡述

了聖人的製作之功。與上述

兩者不同，《樂記》則試圖

融合「作」和「生」兩者，

認為由聖人始創的文化是用

以成就天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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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譯(北京：商務印書館，一九九六

年)，頁二三四至二三五。
[23]在古希臘哲學領域，人們對此一問題探

討較為充分。陳中梅發現在希臘人看來

任何受制控的有目的的生成、維繫、改

良和促進活動都是包含Te c h nē的「行
動」(陳中梅：《論古希臘哲學思辨中

的Technē》，載《哲學研究》一九九五
年第二期)。徐長福發現製作活動對古

希臘哲學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那就

是人們對世界的普遍性認識是以製作圖

式為底本的，他說：「作為最低價值層

次的創制卻給價值層次最高的理論提供

了一種最基本的圖式（或稱意象、範式

等）」。因而，希臘人在很大程度上是

按照製作一件物品的樣子來想像世界的

原理的。徐長福還發現古希臘哲學思維

的製作圖式的形態有兩個，一個是柏拉

圖的「原本‧摹本」圖式，一個是亞里

士多德的「形式‧質料」圖式。也就是

人們在想問題的時候腦子裏面往往有一

個製作圖式，即想像著匠人製造

物品的樣子，然後用這個圖式的

結構去比他們要理解的對象，包

括整個世界。徐長福：《希臘哲

學思維的製作圖式》，載《學習

與探索》，二○○五年第二期。
[24]關於中國哲學之「作」，宇文

所安認為《論語》之「作」指

「為禮樂之性的先在知識提供系

統表述」，這種做法更接近經驗

層面。而亞里斯多德式的製作者根據故

事「應該的樣子」來重寫故事。（[美]

宇文所安：《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二○○三

年）由此，宇文所安推導出了中國的

「非虛構文學傳統」，認為中國文學中

語言與語言所指的事實不存在分離。與

此觀點不同，張隆溪發現「那種認為中

國之文是徹底的寫實主義的觀點更值得

懷疑」，並質疑了中西文學與文化的二

分法。（張隆溪：《文為何物，且如此

怪異？》，四川：《中外文化與文

論》，一九九七年第三期，頁一○一。
[25]曾春海認為製作者先有形式，然後去選

如果我們注意到生長圖

式，則物的生長有其

內在的節奏，它需要陽光、

水分和空氣，更需要尊重其

自然規律而不是武斷地將其

砍伐為製作的原料。回歸物

之純粹本性，而非其所能帶

來的功利，這正是生長圖式

的意義所在。

材，這是西方傳統美學「形式/物質」

二分的思考。曾春海：《莊子的形神觀

及其依道制器之藝術實踐觀》，載《哲

學與文化》第三十四卷，第八期，二○

○七年，頁一六。

The di f ferences of product ion 
schema between Confucian and Taoism

Yan Yue-zhen(Tsinghua University)
Abst rac t : I n t he ea r ly Ch i nese 

philosophy, people's views on the origin 
of th ings were based on the clues of 
"making" and "l iving". Among them, 
the Confucian production schema fully 
affirmed the meaning of production, and 
expresses the yearning for r itual and 
music order; while the growth schema 
represented by Taoism was against man-
m a d e p r o d u c t ion , e m ph a s i z i ng t he 
restoration of the growth at t r ibutes of 
things, expressing the protection of life 
itself. The discussion around "making" 
and "living" reflects people's basic views 
on the origins of society and nature; it 
builds and dominates the public topics that 
the early thinkers from different factions 
have said.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above 
two modes of thinking, the transformation 
between "talent" and "material" means 
the mutual checks and balances between 
va lue r a t ion a l i t y a nd i n s t r u me nt a l 
rat ionality, which has the meaning of 
balancing cultural ecology. Ancient Greek 
philosophy and early Chinese philosophy 
have the same consistency in discussion 
of production schemas, but their ultimate 
interest is different: Confucianism limits 
product ion to the scope of r it ual and 
music, which is obviously different from 
the concept of ancient Greeks, whose 
productions only made by craftsmanship.

Key words: product ion schema; 
growth sch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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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哲學的兩個維度

實踐(p r a x i s)作為一哲學理念，最

先來自亞里士多德(Ar istot le)，他認為人

類有三種基本的活動，一是思想的學問

(Cont emp l a t i v e 

s c i e n c e)，由之而

產生真理的知識，

如 形而上學 與 物

理學；二是造創作

的學問(productive 

science)，由之而產

生有用的事物或美

的事物，如詩歌；

三 是實 踐 的 學 問

(practical science)，

由之而產生良好的

行動，如在政治上

研究關乎公民的尊

貴與快樂。實踐的

學問是對城邦政治

體制的反省，以別

於研究宇宙存在本

體的形而上學。

實踐哲學在西

方的發展，產生兩

個維度，一是政治，一是道德。

馬克思的實踐哲學，強調「哲學家不

單在要理解世界，更且要改變世界」[1]。這

是要尋求政治上改變惡的制度，建立美好

的世界。

康德寫《實踐理性批判》，真實踐哲

學是從實踐理性探討道德的基礎，展示出

道德是一種實踐，哲學反省在顯示道德作

為一種實踐美善法則的無上命令，須設定

自由意志、靈魂不滅及上帝存在。

中國哲學自古也是在思考這兩個維

度，一是古代聖王

在一統天下之後，

均思考如何「協和

萬邦」[2]的問題，這

問題既是政治上尋

求各族和諧，也是

在道德上尋求聖王

能「克明

峻德，以

睦九族」
[3]。周 公

在周朝統

一天下之

後，制禮

作樂，建

立禮樂文

化，所 謂

「 禮 之 用，和 為

貴」 [4]。禮是彼此

尊敬的行為模式，

樂是用藝術樂音以

表達出不同者之間的共同感情，禮樂文化

的作用是在社會文化中創造和諧的共同行

為與感情。

禮樂文化的建立，原先是政治的，以

文化統一天下，如亞里士多德所論的良好

行動。但當春秋時代禮崩樂壞，政治與文

化秩序崩潰，孔子反省禮樂文化之本，以

從明朝哲學到當代中國
──中國近代實踐思想的發展之一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摘  要：探討實踐哲學在明代的發展，王陽明

提出知行合一。在哲學上用良知這核心理念，

來打通心、性、理與現實生活世界，統一知與

行。他重落實的聖人生活，並不離開「事」，強

調在具體生活世界中的實踐。其後劉蕺山繼

承這生活實踐之路，提出工夫的重心就是「慎

獨」，慎獨就是以心為主宰，謹慎孤獨之時，心

不流失。這是純實踐的修養工夫。並且強調了

「獨體」，是工夫論與本體論的結合。劉蕺山由

之建立了實踐本體論，宇宙人生的本體是在人

心性的實踐的過程中體現，用成中英的「本體詮

釋學」瞭解劉宗周，那是「本體-實踐學」(onto-

praxis)，本體與實踐為一體之兩面，本體衍生

實踐，實踐衍生本體的新維度，本體的新維度又

引發新的實踐，不斷的實踐形成存在本體開顯

的過程。

關鍵詞：實踐，知行合一，良知，慎獨，修養，

本體詮釋學

周公在周朝統一天下之

後，制禮作樂，建立

禮樂文化，所謂「禮之用，

和為貴」 [4]。禮是彼此尊敬

的行為模式，樂是用藝術樂

音以表達出不同者之間的共

同感情，禮樂文化的作用是

在社會文化中創造和諧的共

同行為與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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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為禮樂之本，所謂「仁而不仁，如禮何？

人而不仁，如樂何」[5]。仁的實踐是在人品

格的建立，是一種道德維度的反省。中國

文化重視和諧精神，重視天、地、人的和

諧，其真正實踐是內在對自己與他人的尊

敬，這是道德上建立美善實踐，由這實踐

再回到良好政治的建立，追求在社會與政

治現實上的和諧，成為大同的理想。

明末清初到現代的實踐哲學

明朝思想有一特質，就是庶民文化的

興起。宋朝思想帶有精英特性，但宋朝敗

亡後，原是政府中的知識精英，在元代多

逃入山林，或隱藏於平民中，宋代理學思

想的精神，就進入民間，而具有庶民的平

實性、生活性與自由性。

明代文化思路是高度自由的，竟陵派

詩人鍾伯敬說：「不泥古學，不踏前良，自

然之性，一往奔詣」[6]，說明他的作品超越

古學的規則，按自然之性，自由

創作，這充份顯示明代思想的自

由精神。又文學評論家袁宏道在

論其弟袁中道作詩時說:「大都獨

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

臆流出，不肯下筆」 [7]。提出了

「性靈」一理念，即思想創作，出

諸人內在的靈魂心性。他在《答

李元善》中說：「文章新奇，無定格式，只

要發人所不能發，字法句法調法，一一從

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 [8]。又說：

「善畫者，師物不師人，善學者，師心不師

道，善為詩者，師森羅萬象，不師先輩」
[9]。那是走出人為虛飾，由內心的純真自然

流出。

明代思想文化走向純生活實踐，回歸

人原始純真心性的自然流露，是一種生活

實踐的哲學。這思路到清初，從個人修養，

轉向對實踐中歷史事實的理勢分析，這實

踐思想到近代，成為救國與革命的思想，

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今日文化。歷五百多

年，有一文化思想的傳承，是以實踐哲學

為主線，由知行思辨、慎獨修養、觀歷史理

勢，到革命時的實踐反省，到改革開放、全

面創新發展。整個民族文化的思路，是實

踐哲學的反省。

中國人在明代反省生活與人性，經滿

清入關、近代外國欺淩、到內戰內耗的艱

苦、到革命統一到建國曲折、到改革開放、

到走向富強，全民族文化在思考，尋求步

步落實，在實踐上渡過每一難關，而發展

了實踐哲學深度思維。此中的掙扎與思

想，其實踐哲學可從王守仁開始。

王陽明的知行合一

王陽明思考的基源問題

明代王守仁曾在貴陽修文陽明洞天

居住，自號「陽明子」，故被學者稱為「陽

明先生」，王陽明哲學有一基源問題，就

是理想的價值，如何落實在具體生活世界

中，特別是在現實中，遭遇一個醜惡的客

觀政治社會環境，與及個人經歷到極大之

橫逆與挫敗，則價值之根源何在呢？若有

崇高價值的體驗，又如何可以落實於污濁

醜惡的現實中呢？

中國自古聖人之道，是要「內聖外

王」，不單對美善真理有內在的體驗，也希

望將所領悟的體驗落實在客觀世界，達至

王道的理想得以實現。王陽明希望體悟聖

人之道，但卻遇到一個宦官操控政事，陷

害忠良的年代。在客觀世界中，外王之道

是不可能實現。

聖人之道若不能經外王的客觀方式

實現，那是否表示聖人之道永遠只留在

「內聖」，而不能落實而客觀化呢？在缺

乏聖君賢相以成就外王的處境，內聖如何

得落實而客觀呈現於具體世界呢？這成為

王陽明思考的基源問題，即「內聖如何落

實為外王」的問題。也由此顯示，其思路的

特色，是要使真理價值與具體現實世界接

合，此即走向生活世界的反思。

王陽明在哲學上用一個核心理念，來

打通心、性、理與現實生活世界，那就是良

宋朝思想帶有精英特

性，但宋朝敗亡後，原是政

府中的知識精英，在元代

多逃入山林，或隱藏於平民

中，宋代理學思想的精神，

就進入民間，而具有庶民的

平實性、生活性與自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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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良知的概念即成為陽明哲學的基石，

貫通生活與本體的每一面。故說：「吾心之

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

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
[10]。陽明對良知的定義，是「真誠惻怛」，

他說：「蓋良知只是一個天理自然明覺發

見處，只是一個真誠惻怛，便是他本體」
[11]。這本體是在生活實踐上自然領悟的。

這裏所謂心的「知」，在其感應之是

非上知，即良知對所見萬物，會作出價值判

斷，而在見事物中，作出知善知惡的判斷，

同時作出「為善去惡」的實踐。至於良知

的實踐就是「行」，即「為善去惡」，陽明以

知與行本是合一，他說：「一念發動處，便

即是行了」。這「行」就是「知」的意向發

動，而這發動就是一個價值判斷，所謂「發

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12]。

又說：「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

未知。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複那本體

……有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

寒，必已自寒了。知饑，必已自饑了。知行如

何分得開？」 [13]「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

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

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 [14]。此中本體

與實踐同一，本體就是一實踐的本體，實

踐就是本體的實踐，如此本體與生活相即

不離，而得徹底落實。

具體生活世界中的實踐

這是天理的自然體會，自然的真誠流

露。這流露是在生活實事上，所謂「見父自

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

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15]。良知的

作用是完全在實踐上見的。王陽明哲學言

良知的真誠惻怛，虛靈感應，從生活世界

開始，感通他人，感通各種事件，進而是要

感通天地萬物，進而達到「大人者，與天地

萬物為一體」的境界，這是從生活通向宇

宙整體的工夫。

他說：「心之發動不能無不善，故須

就此處著力，便是在誠意，如一念發在好

善上，便實實落落去好善；一念發在惡惡

上，便實實落落去惡惡。……工夫到誠意，

始有著落處」[16]。此中言「實實落落」，即

是具體生活世界中的實踐。其中「著力」及

「著落」兩概念，亦明是指這種實踐。

實踐的第一步，是內心的謹慎，使心

純乎天理，防範於人欲未萌之先，而克服

於初萌之際，他說：「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

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作聖之功也。然欲為

此者，非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不

能也」[17]。這亦即是慎獨工夫，後來被劉

宗周所繼承。

這落實的聖人生活，並不離

開「事」的世界，故說：「意未有

懸空的，必著事物。故欲誠意，

則隨意所在某事而格之，去其人

欲而歸於天理，則良知之在此事

者，無蔽而得致矣」 [18]。心意之

動，必落實在具體的「事」世界，

致良知及格物等實踐，不能離此

而別有運作，這是實踐所呈現的世界。

王陽明又將「事」與「實」兩概念用在

一起，他說：「隨時就『事』上致其良知，

便是格物，著『實』去致其良知，便是誠

意。著實致其良知，而無一毫意必固我，便

是正心」 [19]。這一段將格、致、成、正與

「事」和「實」連在一起。格物是在「事」上

致良知，這「事」即「物」，為實踐致良知，

所呈現的生活世界。至於誠意和正心，均

是著實致其良知，這「著實」，就是在生活

世界中的實踐。所實踐的，是「致良知」。

王陽明用致良知來解致知，以之貫串格、

致、誠、正四德目。而致良知必須著實，也

落在事上，顯示致良知必不離生活實踐。

滿街聖人與愚夫愚婦

這種不離生活世界的思考，很明顯表

現在他對滿街聖人與愚夫愚婦中有道之

討論上，這原本都是孟子與中庸的觀點，

孟子說：「聖人與我為同類者」。中庸說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王陽明對此可

王陽明哲學言良知的真

誠惻怛，虛靈感應，

從生活世界開始，感通他

人，感通各種事件，進而是

要感通天地萬物，進而達到

「大人者，與天地萬物為一

體」的境界，這是從生活通

向宇宙整體的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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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深得其真傳。但陽明卻由於其特有的基

源問題，重點落在具體生活世界的平實體

會中，以使這聖人之道貫穿入愚夫愚婦的

生活，並以之為一種修養的鍛煉。

《傳習錄》記載：「先生鍛煉人處，一

言之下，感人最深。一日，王汝止出游歸，

先生問曰：「游何見？」對曰：「見滿街人都

是聖人」。先生曰：「你看滿街人是聖人，

滿街人倒看你是聖人在」[20]。

汝止又名王艮，是陽明弟子中最為自

命高境界的人，年青時按古書製古衣冠，

穿在街上招搖過市，見王陽明辯論兩天

才服氣，成為弟子，後來開拓泰州學派。

他說見滿街是聖人，是從古聖賢之論中推

論，以自命境界甚高。

王陽明當然會同意滿街聖人，但卻

提醒他，滿街人是否看你是聖人呢？聖人

之體會，不是拿來自誇境界多高，卻在你

是否自省真要成聖。聖人之道不是拿來誇

耀，卻在乎自己的深切自省和在

具體生活中的實踐。

其後陽明又對弟子說：「你

們拿一個聖人去與人講學，人見

聖人來，都怕走了，如何講得行。

須做得個愚夫愚婦，方可與人講

學」[21]。聖人之道，本始端於愚

夫愚婦的生活，若自命為聖人，

被人認為高高在上，則「都怕走

了」。其實聖人之道不離生活世界，與愚夫

愚婦無別，王陽明強調愚夫愚婦與聖人

同，正顯明最高境界不離生活世界。

其後弟子讚陽明如泰山在前，他說：

「泰山不如平地大，平地有何可見？」[22]泰

山象徵高，一般認為聖人境界甚高，像泰

山之由平地拔起一樣。弟子更以此來形容

陽明，但陽明卻指出平地比泰山大，平地

無可見，故平地的人格，才是聖人，而不必

有人品高下之比較。這段說話，明顯地又

是復歸生活世界，這生活世界就是始點，

是一平地，最高境界不離於此，無所謂高，

這是陽明學的精粹。

回到事實，回到平地上的愚夫愚婦生

活中，體現聖人，陽明有關「理想如何落

實」的基源問題，至此得解決。其基源問題

的核心，即宇宙與人心的價值真理如何徹

底落實生活的問題，至此正式在理論上解

決了。

「本體－實踐學」之路：劉蕺

山的慎獨哲學

劉蕺山思考的基源問題

明末哲學家劉宗周，講學於蕺山，世

稱劉蕺山，他繼承王陽明心性之學，他的

哲學基源問題，是反省王學發展成空談心

性，太不落地。他重視人生當下現實，在視

聽言動都能正直而合乎道德。他的老師許

孚遠亦嘗告誡劉宗周：「為學不在虛知，要

歸實踐；因追溯平生酒色財氣，分數消長，

以自考功力之進退。蕺山得之猛省」[23]。

劉蕺山的實踐思想，非常重視生活中

對善的持守，他反省一深刻修養問題，是

心隨物而放失，失去主宰性，他說：「吾人

有生，以後此心隨物而逐，一向放失在外，

不知主人翁在何處」[24]。他思考如何有一

反求於心，以敬操存的工夫，說：「一旦反

求，欲從腔子內覓歸根，又是將心覓心，惟

有一敬為操存之法，隨處流行，隨處靜定，

無有動靜、顯微、前後、巨細之岐，是千聖

相傳心法也，學者由灑掃應對，而入至於

無眾寡無小大，只是一個工夫」 [25]。所謂

「隨處流行」、「灑掃應對」，都是在生活

實踐中的反省，使心能主宰自己。他思考

的基源問題，就是在具體生活中，使良知

之心，持續而不流失，關鍵在正確的工夫

實踐中。

《大學》與《中庸》講慎獨

劉蕺山工夫的重心就是「慎獨」，繼

承劉蕺山之學的思想家黃宗羲指出：「先

生之學，以慎獨為宗。儒者人人言慎獨，唯

先生始得其真」[26]。又說：「慎之功夫，只

在主宰上，覺有主，是曰意，離意根一步，

便是妄，便非獨矣。故愈收斂，是愈推致，

聖人之道，本始端於愚

夫愚婦的生活，若自

命為聖人，被人認為高高在

上，則「都怕走了」。其實

聖人之道不離生活世界，與

愚夫愚婦無別，王陽明強調

愚夫愚婦與聖人同，正顯明

最高境界不離生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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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主宰亦非有一處停頓，即在此流行之

中。故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27]。這裏

提出主宰，是針對劉宗周所言的問題：「放

失在外，不知主人翁在何處」慎獨就是以

心為主宰，心能主宰，即可謹慎孤獨之時，

心不流失。這是純實踐的修養工夫。

「慎獨」的理念，來自《大學》與《中

庸》，《大學》有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

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

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又說：「小人閒居為不

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掩其不

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

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

慎其獨也」[28]。《中庸》有曰：「道也者，不

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

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

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29]。

劉宗周以兩書所講的心性到最高的

極盡處，是要慎獨來達至。他說：「《大

學》言心到極至處，便是盡性之功，故其要

歸之慎獨。《中庸》言性到極至處，只是盡

心之功，故其要亦歸之慎獨。獨，一也。形

而上者謂之性，形而下者謂之心」 [30]。心

和性是同一的一個獨體，形而上的本體叫

性，形而下的現實叫心，形上形下本為一，

超越與現實生活不能二分。故一切崇高的

體悟都不能與生活的實踐分開，故慎獨的

哲學完全是實踐的。

劉宗周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

中，先儒教人看此氣象，正要人在慎獨上

做工夫，非想像恍惚而已」[31]。又說：「中

為天下之大本，慎獨之功全用之以立大

本，而天下之達道行焉」[32]。「中」是喜怒

哀樂之前的「氣象」，是天下之大本，所謂

「慎獨」之學，就是在這大本上謹慎，是純

實踐的修養工夫，由之而由大本開出現實

生話三的達道。慎獨的工夫，即君子在生

活上單獨一人時，謹慎自己的道德人格持

守，沒有人看見時，仍在思想與行為上堅

持善。這是進入人倫日用生活中的實踐反

省，在現實人生每一動念中，謹慎持守心

念的仁善正直。

獨體是工夫論與本體論的結合

劉宗周說：「中庸是有源頭學問，說本

體先說個天命之性，則率性之道，修道之

教，在其中矣。說工夫只說個慎獨，獨即中

體識得，慎獨二字則發皆中節，天地萬物

在其中矣」[33]。一切的源頭在天命之性，

守這本體就可開出「道」與「教」，守這本

體之性就在「慎獨」，慎獨守住「中」的本

體，這概恬所有工夫，使人生在實踐中，其

本性之「中」即能「發而皆中節」[34]。

劉宗周在《人譜．證人要

旨》特別討論慎獨，並且強調了

「獨體」，與自古的慎獨論不同，

「獨體」是工夫論與本體論的結

合，成為其哲學的核心，是一慎

獨為本的的實踐本體論。劉宗周

說：「自昔孔門相傳心法，一則曰

慎獨，再則曰慎獨。夫人心有獨

體焉，即天命之性，而率性之道

所從出也，慎獨而中和位育，天下之能事

畢矣，然獨體至微，安所容慎，惟有一獨處

之時可為下手法」[35]。

所謂「獨體」，是人獨自一人時所呈現

的心性本體，劉宗周稱之為「無極而太

極」，即王陽明講的「無聲無臭獨知時，此

是乾坤萬有基」，是心性的本體。劉宗周

說：「獨便是太極；喜怒哀樂便是太極之

陽動陰靜；天地位，萬物育，便是乾道成

男，坤道成女，萬物化生。盈天地間只是一

點太和元氣流行，而未發之中實為之樞紐

其間，是為無極而太極」[36]。獨體是儒學

所言的終極本體，是太極、是喜怒哀樂未

發之中、是乾坤萬有生化之基、亦是太和

元氣。

這一切都統一為氣，氣就是宇宙人生

的本體，劉宗周認為「盈天地間，一氣也，

氣即理也，天得之以為天，地得之以為地，

人物得之以為人，物一也」[37]。理與氣統

一，故說「理即是氣之理，斷然不在氣先，

不在氣外」[38]。氣的哲學落在「獨體」上，

慎獨的工夫，即君子在

生活上單獨一人時，

謹慎自己的道德人格持守，

沒有人看見時，仍在思想與

行為上堅持善。這是進入人

倫日用生活中的實踐反省，

在現實人生每一動念中，謹

慎持守心念的仁善正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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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形上形下、本性與內心，超越與生話、

內在與外在，同時也統一了本體與實踐。

李振綱指出：「『獨體』即天人相通的

道德本體。它涵攝心性兩個方面。就性體

來說，它屬於客觀超越的必然之理，故是

形而上之超越本體；就心體來說，它內在

於人，是人之心，所以說是形而下之內在

主體精神」[39]。

「獨體」既是最高心性天合一的真

理，同時也是實踐之體。獨體是形而上的

天命之性，在生活實踐中呈現其善，人謹慎

守住不失，即在無人看到時，在思想行為

仍沒有偏差，於「獨處之時可為下手法」，

就是慎獨。

凜閒居以體獨及蔔動念以知幾

慎獨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不斷自覺反

省，劉宗周說明體驗慎獨是「凜閒居以體

獨」，即在生活中體會。他說「閒居之地可

懼也，而轉可圖也。此時一念未起，無善可

著，更何不善可為？止有一真無妄在。不睹

不聞之地，無所容吾自欺也，吾

亦與之毋自欺而已」 [40]。所謂

「閒居」，就是日常生活，當獨自

一人，心念未起，良知真實無妄地

在那裏默默呈現，沒有不善。人

必須在此時不自我欺騙，紮實地

維持道德美善。這是在生活實踐

上，落實道德人格。

慎獨作為道德人格實踐，是在「蔔動

念以知幾」[41]，「幾」指微細之處，即在動

念微細之處反省。劉宗周說：「獨體本無動

靜，而動念其端倪也。動而生陽，七情著

焉。念如其初，則情返乎性。動無不善，動

亦靜也。轉一念而不善隨之，動而動矣。是

以君子有慎動之學。七情之動不勝窮，而

約之為累心之物，則嗜欲忿懥居其大者。

《損》之象曰：「君子以懲忿窒慾」。懲窒

之功，正就動念時一加提醒，不使復流於

過而為不善。才有不善，未嘗不知之而止

之。止之而復其初矣」[42]。

本體─實踐學

劉蕺山的實踐哲學，建立了實踐本體

論，宇宙人生的本體是在人心性的實踐的

過程中體現，人心性在活中的實踐是宇宙

本體的呈現。當代哲學家成中英曾提出

「本體－詮釋學」onto-hermeneutics[43]，是

存在本體衍生覺知，覺知又衍生本體的新

維度，本體的新維度又引發新的覺知。存

在本體與覺知本為一體，在實踐過程中，

一體之兩面互動而互相豐富化，而形成存

在本體開顯的過程。用本體詮釋學瞭解劉

宗周，那是「本體─實踐學」(onto-praxis)，

本體與實踐為一體之兩面，本體衍生實

踐，實踐衍生本體的新維度，本體的新維

度又引發新的實踐，不斷的實踐形成存在

本體開顯的過程。是儒學的徹底落實為實

踐。

劉蕺山的「本體－實踐學」，是明朝儒

學最高的發展，是王陽明知行合一學說的

完成，從純實踐修養中展示宇宙人生存在

本體價值。他自己亦身體力行，抗擊宦官

權貴奸臣，清兵入關之後，為中國文化尊嚴

絕食而死。他亦以生命實踐去實現他所主

張的，是以身殉道，完成了宋明理學的人

生修養，而達至人格實踐哲學的最高峰。

之後即進入清代思想，實踐哲學由人

格修養進到對歷史中大勢的分析，由歷史

之勢而明白歷史之理，而教人在歷史由如

何實踐，此即王船山之學。

[1]"philosophers have only interpreted the 
world in various ways; the point is to 
c h a n g e i t .  K a r l M a r x " T h e s e s o n 
Feuerbach.

[2]《尚書．堯典》。
[3]同上。
[4]《論語．學而》。
[5]《論語．八佾》。
[6]鍾惺《鍾伯敬小品．先師雷何思習序》

卷一(文化藝術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頁三九。
[7]袁宏道《袁宏道集箋注．敘小修書》卷

四(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八年)，頁

一八八。

獨體是形而上的天命之

性，在生活實踐中呈

現其善，人謹慎守住不失，

即在無人看到時，在思想

行為仍沒有偏差，於「獨處

之時可為下手法」，就是慎

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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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傳習錄》卷下，陳九川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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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傳習錄》卷下，黃省曾錄。
[21]同上。
[22]同註[20]。
[23]《劉子全書》卷四十，《年譜》「甲辰二十七

歲」條。
[24]《劉子遺書》卷二，學言一。
[25]同上。
[26]黃宗羲著《明儒學案．蕺山學案》卷六十二(北

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27]同上。
[28]《禮記．大學》。
[29]《禮記．中庸》。
[30]《劉子遺書》卷二，學言一。
[31]同上。
[32]同註[30]。
[33]同註[30]。
[34]同註[30]。
[35]《劉宗周全集．人譜·證人要旨》第二冊(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二○○七年)。
[36]《劉子全書及遺編》，《遺編學言》卷二（京

都：中文出版社，一九八一年），頁九八七。
[37]《劉子遺書》卷三，學言二。
[38]同上。
[39]李振綱著《証人之境──劉宗周哲學的宗旨》

（北京：人民出版社，二○○○年），頁五三至

五四。
[40]《劉宗周全集．人譜．證人要旨》。
[41]同上。
[42]同註[40]。
[43]C h u n g - y i n g C h e n g ,  N e w D i m e n s i o n s  o f 

Confucianism and Neo-Confucian Philosoph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F r o m M i n g D y n a s t y  P h i l o s o p h y t o 
Contemporary China

One of the developments of modern Chinese 
practical thoughts

In-sing Leung(Chief editor of Cultural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of practice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when Wang Yang Ming introduced the “Unity of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Utilizing conscience 
as a core part of philosophy to open up the heart, 
senses and reason and unify them to utilize them in 
the “real world” and thereby “unify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Wang’s implementation of a “superior 
man’s” lifestyle does not leave the realities and events 
of the world and he emphasizes that this lifestyle must 
be implemented in the real world.  Later on, Liu Jishan 
took up the same road of implementation of philosophy 
into the real world as he emphasized that the core 
attribute of effort and work is being self-disciplined 
when being alone.  This attribute means to control 
one’s heart so that when one is alone one does not lose 
their heart or good intent. This is what he means by 
self-cultivation in the real world. The emphasis on self-
discipline when being alone is the unification of work/
practice and ontology. Liu Jishan takes this as the basis 
to establish practical onto-hermeneutics (Onto-praxis).  
The concept onto-hermeneutics of is created by prof. 
Cheng Chung Ying which maintains that life and the 
universe can be experienced through the process of 
understanding derived from the Being of humanity  
.  Onto-praxis is the result of the hermeneutics used 
by Cheng Chung Ying to understand Liu Zongzhou. 
Onto-praxis has two faces in one body.  Onto-praxis is 
derived from reality of life and then the reality of life 
is derived from the new dimension of the onto-praxis. 
The new onto-praxis then creates new realities of life.  
New realities of life are continuously discloses by the 
opening caus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onto-praxis.

Keywords: praxis, unity of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Conscience(knowledge of moral goodness), 
self-discipline when being alone, seif-cultivation, onto-
hermeneu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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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王國維和川端康成是中日兩國學

術和文學的巨擘，他們悲劇的命運展現的悲情

軌跡有相似和相異之處。川端康成文學思想受

日本傳統美學「物哀」理念的影響，形成對自

然山川物色唯美的追求，達到極致之後是對倫

理的放逐，形成生命的哀歌，即川端康成特有

的「臨終的眼」的美學思想；而王國維的悲劇美

學，既有西方叔本華唯意志論的悲觀主義思潮

的影響，也有中國古典「物感」文學理論影響

形成個人獨特的境界說理論。縱觀其學術生

涯，悲劇思想不僅出現在他的早期著述《紅樓

夢評論》中，也出現在其後來的《人間詞話》、

《人間詞》、《宋元戲曲考》等學術著作中。

王國維和川端康成悲劇美學思想的異同恰恰

體現了中日兩國文學思想同源性和文化獨特之

處，各有境界的文化美學就是中日文化相異之

處的代表。

關鍵詞：悲劇，物哀，物感，臨終的眼，境

界，美學

王國維和川端康成作為中日兩國文

學學術巨擘，他們的成就代表了中日兩國

的文學和學術的最高境界，而他們不約而

同選擇了自殺來結

束個人的生命，這

種相似的經歷在

中日近現代文學史

上是不多

見的。細

讀兩人的

文學或學

術作品，

無形中感

受到天人

合一的思

想，悲天憫人的情

懷，對生死痛徹的

感悟的悲劇美學思

想。這種相似的悲

劇命運，相近的文

學思想背後隱藏著

怎樣的思想根源是

本文著力探討的問

題。

一、相似的命

運和不同的學術貢獻

王國維少年喪母，生母淩氏在他三歲

的時候去世，從小在父親的嚴格管教中長

王國維悲劇美學與

川端康成「物哀」美學之比較
■ 沈永英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大，在母愛缺失的環境中成長的王國維贏

弱多病，鬱鬱寡歡，「性復憂鬱」，常思考

人生哲學等深刻的問題。待其成年之後，

與妻子成親之後，

舉案齊眉，二十五

歲左右又遇到青年

喪妻，四十七歲其

長子去世，「幼年喪

母，中年喪妻，老年

喪子」對於這位海

甯才子而言，是無

法言說的痛苦。對

於人生的思考，王

國維總顯得比他人

早熟早慧。他在早

年閱讀了叔本華、

康得、尼采等哲學

著作，愛好思考人

生和哲理上的問

題，對叔本華悲觀

主義思想感同身

受，形成個人悲觀

的哲學。他早在

一九○三年便寫下

《紅樓夢評論》，

斷言《紅樓夢》是徹頭徹尾的大悲劇，《人

間詞話》成為詞話史上集大成者，既是對

中國傳統文論的繼承，又是對西方文學美

學思想的吸納與熔鑄。而在隨後的《宋元

王國維和川端康成作為

中日兩國文學學術巨

擘，他們的成就代表了中日

兩國的文學和學術的最高境

界，而他們不約而同選擇了

自殺來結束個人的生命，這

種相似的經歷在中日近現代

文學史上是不多見的。

文學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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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曲考》中，王國維探討了中國的悲劇，認

為《竇娥冤》、《趙氏孤兒》等「屹立於世

界悲劇之林亦無愧色」 [1]，為中國戲劇中

的悲劇正名。從一九○三年開始的文學研

究直到一九一二年的戲曲研究，王國維的

悲劇思想一脈相承，貫穿始終，成為他人

生軌跡不可磨滅的思想線索。

川端康成與王國維一樣，在幼年喪失

了雙親，全憑祖父養大，後稍微大點，姐

姐亦離他而去，在十五歲的時候，連祖父

母也去世，成為了孤兒。這種痛苦的人生

經歷反而歷練他不一樣的承受能力和思

維方式。這是在於人生如此悲壯痛苦的經

歷，他的全部夢想都傾注在傳統與現代

的日本文學上。作為日本文學的承前繼後

者，川端康成不僅對西方的文學思想有所

吸納和熔鑄，對日本傳統的文學理論「物

哀論」又一集大成者，「物哀」從《源氏物

語》傳承下來，經過本居宣長的提煉，再

到川端康成的發揚光大。正所謂人生的悲

劇，才使文學家具有了悲天憫人的人文情

懷，用文學作品的美去抵禦死亡與無常，

人生的絢爛和才情。因此，在相似的人生

經驗，失去親人的痛苦以不同程度和不同

形態的思想體驗呈現在他們的文學理念

當中，而這種對人生的思考同時貫穿了他

們一生。川端康成大量的演講和散文中都

強調了日本式的「美」，這種美學的理念

實際上是他文學理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因此，雖然川端康成以《雪國》、《古都》、

《千隻鶴》等代表作聞名於世。當年獲得

諾貝爾文學獎，他在諾貝爾文學獎的獲獎

演講詞，以及一系列的隨筆當中，非常詳

細地闡述了個人的文學思想和美學理念。

因此，選擇川端康成的文學理念和悲

劇思想作為與王國維文學思想的比較，可

以在共同的選題中平行研究兩人不同的文

化深層內涵，他們都是近現代以來最能代

表中國和日本文學成就的文學家。我們認

為，將川端康成和王國維的比較，是在對

悲情哀感的基礎上可以透視出不同的文化

心理和思想理念的結果，相似的人生經歷

卻綻放出不同的悲劇火花。在對物的感同

身受，緣情而生，感事而發，兩位大師都在

學習西方文學思想和美學理論的同時，對

本國的文學傳統集大成的繼承和發揚。

緊緊圍繞「物」這一概念，我們便可

發現川端康成與王國維之異同。無論是源

於佛學禪宗對人的心靈的淨化，還是老莊

的「天人合一」思想與自然的和諧相處。王

國維文學思想與川端康成文學思想同源

性在於植根於中日兩國的文學傳統，而他

們相異之處在於雙方的文學思想的現代

性轉型的創造性轉換。將川端康

成和王國維放在傳統與現代的

轉換之中，可以看到既有西方的

影響，又保持了東方思想的延續

性。

論及川端康成和王國維的

美學思想，不得不探討的是「物」

這個關鍵字。因為川端康成的思

想中受日本傳統的「物哀」文學理論與中

國的「物感」文學傳統有關聯之處。其共

通之處在於對美的體驗和凝練。「物感」

之說始於《樂記》，「凡音之起，由人心生

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

故形於聲。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

心之感於物也。……感於物而後動」另外，

《周易·繫辭下》說：「近取諸身，遠取諸

物，於上始做八卦，以通神明以德，以類萬

物之情」[2]。陸機《文賦》：「遵四時以歎

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

於芳春」[3]。劉勰《文心雕龍·物色》「春秋

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歲

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
[4]。四季的輪回，陰陽的轉換，天地山川的

物色變化，讓人在感受到自然景物的變化

心情亦隨之波動，在不同的審美客體的激

發中，審美主體獲得了審美的愉悅和超

越，這裏的「物」充當的是審美客體的作

用。圍繞著「物」（自然景物）與文學創作

的關係的論述在文論流變史中隨處可見。

論及川端康成和王國維

的美學思想，不得不

探討的是「物」這個關鍵

字。因為川端康成的思想中

受日本傳統的「物哀」文學

理論與中國的「物感」文學

傳統有關聯之處。其共通之

處在於對美的體驗和凝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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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感」說的哲學依據是天人合一，莊子曰

「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莊子·

齊物論》）。「物感」中的物，可以是外在的

客觀事物，也可以是內在的主觀意識即想

像中的事物的表像，是主觀世界對客觀世

界作出「感應」而開始的[5]。

二、川端康成的「物哀」美學

日本「物哀」論始於江戶時代，本居宣

長在評論《源氏物語》時提出，「物哀本身

指的不是實在的「物」，而只是人所感受到

的事物中所包含的一種情感精神。物哀是

「物之心」、「事之心」[6]。「物之心」指的

是四季自然景物如人一般有情感、有思想，

可以讓人加以感知和理解。「事之心」指對

人情練達洞徹。事之心，物之心即對於世

間萬物的感知、體悟，可以寄託人的情感

的事物，因而具有了審美的價值和意義。

物哀，「物」就是自然風景與風物，

「哀」則指由自然風景誘發、或

因長期審美積澱而凝結在自然

景物中的情思 [7]。川端康成強調

「平安朝的風雅、物哀成為日本

美的傳統」（日本美之展現），

「日語『悲哀』這個詞同美是相

通的」（《不滅之美》）。物哀美

學，實際是體物言情的美學。

1、川端康成對山川物色的唯

美追求

「物哀」的文學傳統深植於川端康成

內心之中。在他看來，美在自然環境之中，

四季更迭，春花秋月，茶道瓷器，乃至一朵

小花等都需要人去感悟和體驗，才能達到

特有的審美情感。而作家對「物」的感受，

可以分為兩種，一種天地萬物，日月星辰，

整個自然環境；另一種是小而精緻的

「物」，比如茶道的一件茶杯，和服的圖

案，含苞未放的小花，都能激起作家的審

美形式感。他說「美，一旦在這個世界上表

現出來，就決不會泯滅。這是使人高村光

太郎（一八八三至一九五六年）寫的一句

話。「美，在不斷演變。但是，先前的美卻

不會泯滅」（《不滅之美》） [8]。川端康成

在他的散文中大量書寫個人對美的體驗

和感受。四季的鮮明對比，不同的季節有

著不同的變化使他感同身受，身在美麗的

日本，他思考的是對物的態度，因為對物

的態度要求高，純粹。對於山川景物，由外

及內激發欣賞主體的內在形式感，從而獲

得與自然景物同一的美感，是構建川端康

成物哀美學的原因。而將物哀的情感優

雅、幽玄、憂傷地表達出來，更呈現出特有

的日本審美情結特點。日本古典文學中的

紫式部的《源氏物語》和《枕草子》凝練的

意境，優美的俳句成為川端康成文學理念

的精神資源。

2、美是什麼？

他認為，「風雅，就是發現存在的美，

感受已經發現的美，創造有所感受的美。

誠然，至關重要的是『存在與自然環境之

中』的這個『環境』，自然環境的真實面

貌，也許這就是美神的賞賜」 [9]。環境成

為美存在的基本元素，一切美都存在於環

境之中。

而他的文學觀，也是寄託於「物」性

之中。「所謂文學，就是這麼一種東西。及

時在一片葉子或一隻蝴蝶上面，如果能找

到自己心靈上的寄託，那就是文學。輕井

澤一帶，確實到處都是文學，人們的生活

無處不是文學」（《話說信濃》）[10]。用物

哀來表達審美情感，是日本文化長期的積

澱，已經成為日本人審美思想的基本基

調。

3、「物哀」與文學的關係。

在「東西」（物體）之中找到人心靈的

寄託和感應，首先是審美的移情作用導致

審美主體對於美的發現，由此隨之而來的

情感的遷移和互滲，產生交流和體悟。日

本人常有的「季節感」、「無常感」在川端

康成身上得到淋漓盡致的體現，自然風物

與人都是有生命的感性物體，看到雨中的

花，那是花不堪風吹雨打而落淚，人若經

對於山川景物，由外及

內激發欣賞主體的內

在形式感，從而獲得與自然

景物同一的美感，是構建川

端康成物哀美學的原因。而

將物哀的情感優雅、幽玄、

憂傷地表達出來，更呈現出

特有的日本審美情結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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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坎坷而潸然淚下，花亦有感知；花被摧

殘，人亦感同身受，情緒低落，感歎命運如

同這花一般倍受打擊。這種交流有時候分

不清哪些是花，哪些是自我，人與物共同

交融在天地之間。物和人之間達到異質同

構化感通便新氣象之中。某種程度上，與

王國維「一切景語皆情語」有相通之處。

而由「物」產生的「哀」，是指主體的

情感外化於審美客體之中，常指因長期審

美積澱而凝結在自然景物的情思，從而產

生了悲傷哀婉之情，感歎人生虛幻、生死

無常，歲月流逝，帶著淡淡的憂鬱哀傷。以

川端康成的創作為例，他追求對日本往昔

貴族階級美學情趣的留戀和對男歡女愛

慾望世界的精雕細琢，對於知識份子纖細

的心靈和女性的細膩刻畫，使其文本呈現

出特有的東方物哀幽玄之美。

川端康成的文學，在敘事情節上並不

複雜，人物散發出淡淡的哀愁，人物緣事而

發，感悟興歎，諸種情慾，描摹於筆下，清

淡唯美。這與日本文學「物哀」「玄幽」的

傳統密不可分。他在小說敘事過程中將景

物融入人物情感之中，女性美的把握而產

生的撲朔迷離之感是小說產生的物哀幽

玄之美，產生了悠遠的意境和美感。

4、「物哀」與佛教禪宗的關係。

禪宗以不立文字，見性明心，頓悟成

佛為宗旨。禪宗認為獲得佛法，憑藉心靈

的頓悟。頓悟之道與藝術創造的審美追求

想結合，便是美的感悟，表現在文學創作

中，就是對瞬間美感的敏銳捕捉和準確把

握。禪宗講究人與自然的融合，人於自然直

中，忘記自我存在，人於自然之間無距離

感，置身其中，返璞歸真，獲得自然的性靈

和真諦。他的小說中禪意無限，意境悠遠，

而在諾貝爾文學獎的演講詞，他多次強調

「入佛界易，入魔界難」，日本一休和尚打

動了他的心，禪位屬於禪宗的一休打動了

我的心[11]。通過禪宗的頓悟，作者進入更

高端的審美境界，即「魔界」是審美的高端

的境界。這種高端的審美境界完全是一種

超越政治教化的，禪宗的哲理成為川端康

成小說創作和美學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帶有佛教禪宗心性虛無或空無的味

道。

三、王國維的「物」性觀念

與川端康成接受日本古典文學影響的

思想來源不一致的是，王國維受中西方哲

學的影響，形成了人生哲學和美學思想，比

如提出了境界說，古雅說，悲劇說，無用之

用說等相關的理論。王國維對於物感的傳

統的繼承與創新，主要在於境界說，悲劇

說等理論的創設，使王國維文學

思想在中國學術領域獨樹一幟。

（一）物性與直觀。

從莊子「物化」，再到劉勰

「情以物遷，辭以情發」再到邵雍

「以物觀物」，在王國維「無我之

境」在哲學上可謂一脈相承的脈

絡清晰。雖然有學者認為「無我

之境」不具備終極意義，但是並不影響「無

我之境」對於王國維悲情文學思想的探討

意義。王國維認為「猶不過道其面目，不若

鄙人拈出『境界』二字為探其本也」。「興

趣說」、「神韻說」停留在主體欣賞與客體

之間的關係，而王國維則突破文藝欣賞的

局限，將物我關係提升為人生與哲學的境

界。

邵雍「以物觀物」思想直接影響王國

維，《人間詞話》第三則：

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物皆著我之色

彩。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

者為物。

而在《人間詞話手稿》本中第三十三

則：

「有我之境，物皆著我之色彩。無我

之境，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古人為

詞，寫有我之境者為多，然非不能寫無我

之境，此在豪傑之士能自樹立耳」[12]。

「無我之境」手稿本與定稿修改區別

在於「以物觀物」的增加[13]。如果沒有「以

川端康成的文學，在敘

事情節上並不複雜，

人物散發出淡淡的哀愁，人

物緣事而發，感悟興歎，諸

種情慾，描摹於筆下，清

淡唯美。這與日本文學「物

哀」「玄幽」的傳統密不可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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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觀物」一說，「有無之境」純粹來源於叔

本華的審美直觀說，「無我之境」增加了

「以物觀物」之後形成了對莊子的「無我」

到邵雍「觀物」的呼應。王國維將「無我」

概念用於文學批評之中，成為《人間詞

話》最核心的概念和理論基礎。

叔本華把審美看做是「靜觀」，其特

點是「放棄了對事物的習慣看法」，不追究

因果關係，不涉及意志、慾望，「把人的全

副精神能力獻給直觀，浸沉於直觀，並使

全部意識為寧靜地觀審在眼前的自然物

件所充滿」。他把這種知覺方式描述為

「一種對欲求沒有任何關係的認識」，並

稱之為「美感的觀察方式」[14]。受叔本華

影響，王國維又認為直觀之於審美意義重

大，他通過界定文學與哲學的關係，揭示

文學之審美直觀性，頓悟式的情感性。「直

觀」「頓悟」的文學在方法上區別於「思

考」「合理」的哲學。他本人在運用中西資

源建構「境界」說之時，聚焦於

核心問題和解決辦法，所用的武

器工具不拘泥於中西。因此，王

國維之「觀物」已經臻於化境，

既有叔本華、康得之影響，亦有

莊子和邵雍之脈絡，在此四者基

礎之上雜糅熔鑄而成，方能在理

論有所開闢，有所創新。

（二）「有我」「無我」的昇華

《人間詞話》出現了十一次關於「物」

的陳述和闡發，王國維的「境界說」實際

上關於「物性」觀念的表述，對待「物」的

不同態度成為判斷境界不同的標準。比如

「有我之境」和「無我之境」的區別，很顯

然因為「觀物方式」不同而進行的。「有我

之境」其方式是以我觀物，「我」之意志與

外物發生矛盾或者形成某種利害關係，我

衝破此種利害關係，將情感投射在「物」

之上，從而形成一種物皆著我之色彩，

主體的位置得到凸顯，而物之位置處於

「我」之下。「無我之境」其方式是以物觀

物，「我」拋去「我之意志」，從萬物觀察

萬物，成為萬物其中之一，與其他事物沒

有利害關係，形成「物我合一」的境界。主

體和萬物形成一種天人合一的融合狀態，

在這裏並沒有凸顯主體的位置，而是更加

強調物性自然。

所以，從物的角度我們可以看出，王

國維的「境界說」探討了人與物的關係，理

想的境界都在於物我合一，人與大自然的

融合，形成審美境界。在這一點上，王國維

的「物性」觀念與莊子殊途同歸，不謀而

合。「無我之境」與莊子「物化」「物我兩

忘」屬於同樣的審美境界，儘管與康得、

叔本華直觀有所類似，但是從文化學緣來

看，中國古典詩詞對於王國維的影響已經

成為其肌理自然而然運用在文學理論之

中。王國維的物性觀念既來源於中國古典

文論，又與西方美學息息相關。「境界說」

的複雜性並不能單純用古典或者現代來

言說，而是在中西美學思想交匯的背景之

中，對中國傳統點評式的文論一次系統的

昇華。

（三）「美」的一系列概念提出

如果說川端康成將美寄託與山川物

色之中，感物而哀，憂傷唯美。王國維關

於「物」的闡發的一系列美學理念複雜多

元。他在康得、叔本華、席勒等人美學影

響下，對人生本質的思考明顯具有深刻的

洞見，尤其洞察人生的慾望與意志之間的

關係，認定美的價值在於衝破「物」之利

害關係，為中國美學體系的建構奠定了基

礎。他說「故美術之為物，欲者不觀，觀者

不欲；而藝術之美所以優於自然之美者，

全存於使人易忘物我之關係也。王國維認

為藝術的美比自然之美更「優」，因藝術

使人「物我兩忘」，所以藝術的存在超越功

利的審美境。由此而闡發了「優美」、「壯

美」、「眩惑」等一系列美學理念，從《紅

樓夢評論》到《人間詞話》可見其理論體

系之軌跡承前啟後交相輝映。

王國維與川端康成一樣，對傳統「物

感」文化有千絲萬縷的聯繫，而「物」之所

王國維的物性觀念既來

源於中國古典文論，

又與西方美學息息相關。

「境界說」的複雜性並不能

單純用古典或者現代來言

說，而是在中西美學思想交

匯的背景之中，對中國傳統

點評式的文論一次系統的昇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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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重要，不在於「物」遷移主體的情感，而

是「物」與主體的關係具有「有我」「無

我」兩個層面的意義。而美之所以存在，全

在於人生的慾望與意志關聯，「苟一物，

與吾人無利害之關係，而吾人之觀之也，

不觀其關係，而但觀其物；或吾人之心中，

無絲毫生活之欲存，而觀其物也，不視為

與我有關係之物，而但視為外物，則今之

所觀者，非昔之所觀者也」[15]。王國維認

為藝術之所以獨立地存在，是在於藝術描

寫了人生苦痛並給予了解脫的途徑，審美

主體之意志通過藝術超越了現實生活中

的種種慾望達到短暫的平和的解脫，這是

一切藝術的目的和意義。王國維美學思想

中對「物」的超越更深一步是提出了審美

與人生的「無用之用」說，這些美學理論的

建構顯然建立在中西交匯的節點上顯示

處創新與熔鑄的價值和意義。

王國維境界說所突顯的文學內涵既

有西方康得和叔本華的審美理念，也有中

國哲學「有待無待」的莊學傳統。「有我」

「無我」是文學的真如境界，這一理論的

建構突破了文學非文化的藩籬界限，是文

學粉蝶紛紛過牆的後顧前瞻，是文學他化

意識的深度變革，是古典詞話文學氣質的

脫胎換骨，從而走向了不折不扣的文學高

端。

四、川端康成與王國維悲劇理

念的比較

王國維和川端康成文學理論既有對

「物」的關注，體物言情之中有著揮之不

去的悲情情結。兩人的悲劇美學理念亦有

共通之處。為什麼兩人會悲觀以至於選擇

自殺？是什麼思想來源導致兩人選擇川端

康成淡化了倫理意識，使倫理禁忌被小說

放逐，在追求唯美的極致而衝破了倫理的

束縛，使他的小說人物趨於迷茫和變態發

展，形成「臨終的眼」的悲劇美學。而王國

維的悲劇美學則於他本人的哲學觀念和人

生經歷相結合，明顯受到叔本華的悲觀主

義哲學思想的影響，在追求悲劇思想的美

學價值和倫理學價值中，王國維把悲劇看

做是對人的意志的肯定，對人的心靈的淨

化和提升的崇高位置。因為，他的悲劇思

想在倫理學上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一）川端康成「臨終的眼」的悲劇美

川端康成對自然環境細膩的體驗，對

人情風物的感同身受，唯美細膩的情感成

為其文學的永恆主題。對比中國文學，也

只有王國維的人間詞話，沈從文的小說才

有這種唯美的境界。歸根結底，是對物不

同的概念，不同的態度，形成不同方式不

同程度的悲情思想。因為對物的

不同取向，才會導致「悲傷」「悲

劇」的不同形式與價值。在生命

無常，輪回轉世的佛教思想的影

響下，川端康成形成「臨終的眼」

的美學思想。

……我什麼時候能夠毅然自

殺，這是個疑問。唯有大自然對於有

這種想法的我比平時更覺美麗。也許你會笑

我，既然熱愛自然的美，卻又想要自殺，這樣的

自相矛盾。然而，自然之所以美，是由我「臨終

的眼睛」反映出來的(《臨終的眼》，頁一九八)
[16]。

「臨終的眼」與日本傳統的「死亡美

學」是相通的。「所謂消亡，就是說人類如

果沒有最終自己將要消亡這樣的一種宗教

性觀念，就不會產生美」 [17]。在這種「無

常」的宿命意識中，川端深切感受到，人自

不待言，世上的一切都將伴隨著時間而流

逝，這使他極為珍視每一次與自然的相

會。因此，川端極為理解自然的心、自然的

請，並將自身的情感傾注於自然中。在小

說創作中，他不僅擅長捕捉和描摹自然

美，而且善於挖掘自然美的深層內涵，使自

然萬物的細微變化與人物的情感、命運緊

密相連。川端文學從早期的清麗、純潔到

中期的憂鬱感傷，直至晚年的虛無頹唐，

歲情感有所變化，但人物與自然相互交融

的境界卻貫穿始終。

川端康成對自然環境細

膩的體驗，對人情風

物的感同身受，唯美細膩的

情感成為其文學的永恆主

題。對比中國文學，也只有

王國維的人間詞話，沈從文

的小說才有這種唯美的境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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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千紙鶴》與《睡美人》的故事，

卻讓一般的讀者很難從純粹的審美中獲

得美感。再美的東西也有倫理道德在裏

面。《睡美人》老人對已經流逝的青春與

美的沉溺，對行將就木的生命的無可奈

何。《千紙鶴》菊治與太田夫人母女之間

的性愛，如果僅僅因為美麗而產生了情

慾，不再顧及太田夫人曾經是他父親的情

婦，而文子又是太田夫人的女兒，同時享

用母女的身體。物哀的本質，恰恰就是用

審美超越來抵禦或放棄道德禁忌，所有一

切的事物都能感同身受，從審美的角度去

欣賞去把玩，不拘泥於倫理的層面。倫理

學追求的是至善，善的缺失再美的物性也

失去正面價值的力量。因此，日本現當代

文學中出現了大量不倫之戀，畸形愛情，只

能從現代性的角度去看待，是人性醜陋的

一面，或是現代社會中人的異化的體現。

川端康成物哀的過程中，放逐了倫理

界限，將所作所為歸結於審美，將審美推

向了極致，這個物性思維到底是

什麼。將個人的情慾無限的擴大

化，形成了日本文學特有畸形之

戀，直接導致了文本中各種異化

的人物形象出現。這些人物形象

又進一步體現了日本文化在物哀

思想的直接引導下，對於倫理和

道德至善的疏離和淡化，誇大了

個人的情緒唯美的力量。如果美沒有善來

做基礎，那麼這個美在情感上難以激起讀

者的認同，只能是一種變態的文學。美走

向的被毀滅的悲劇，那是對人精神的淨化

和提升，正如古希臘思想家亞里斯多德說

的「卡塔西斯」，悲劇使人產生心靈的震

撼和淨化而達到精神上的提升。而川端康

成的唯美，在某種意義上不能實現這種悲

劇的悲壯凝重的效果，反而被變態的男主

或者女主所解構，成為現代都市環境中異

化的人類的一種。

（二）王國維的悲劇美學

王國維認同叔本華的理論，他認為

生的本質就是慾望而已，人生的痛苦來源

於慾望的無法滿足，慾望一旦滿足，就會

產生厭倦之感，厭倦之餘便產生新的慾

望，新的慾望無法滿足又產生新的痛苦，

人生如同鐘擺一般，在痛苦與厭倦之間來

回擺動。他在研讀叔本華哲學著作中設身

處地，全力投射了個人的人生的經驗來觀

照自身，形成了王國維獨特的悲觀主義的

人生觀和價值觀。正是這種悲劇的人生觀

的指導下，形成了王國維獨特的悲情文學

觀。

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論證了寶玉

的生存遭際正是在這種普通人在普通之

境遇中無法回避的命運悲劇，從而對比

夏洛克的惡人、俄狄浦斯盲目的命運，屬

於悲劇的最高範疇「人生悲劇」。這種「人

生悲劇」，既不是第一種由惡人及其作惡

行為構成的悲劇，也不是第二種由於命運

的安排導致悲劇，而是人物本來處於不同

的關係之中，不同的性格和行為差異，以

及各自利益、理想與願望無法實現導致悲

劇。《紅樓夢》的悲劇性質在於普通的人

物，在普通的環境中的遭際命運，他們被

逼不得不作出悲劇的選擇，明明內心知道

其中的厲害關係，卻依然對人物施以逼入

絕境的做法，各方的選擇都是不得已而為

之。王國維認為，《紅樓夢》之所以成為悲

劇，是因為強調悲劇人物的個人意志是決

定其命運發展的主要因素，而不是將人物

置於道德律令和他者的評價之中做出選

擇，有別於中國戲曲敘事的傳統中注重情

節的曲折，忽略人物的內心世界，人物的選

擇大多由於外部的環境所決定的美學原

則。而王國維恰恰在《紅樓夢評論》中，提

出寶玉選擇出家是由於個人意志的選擇，

是「自律」；而非《桃花扇》人物選擇是「他

律」，是通過李香君和侯方域之愛情故事，

抒發政治上的國破家亡之傷感，而不是個

人的人生意義的追尋。

眾所周知，悲劇理論來源於西方，從

亞里斯多德的悲劇理論到康得的審美批

在研讀叔本華哲學著作

中設身處地，全力投

射了個人的人生的經驗來觀

照自身，形成了王國維獨特

的悲觀主義的人生觀和價值

觀。正是這種悲劇的人生觀

的指導下，形成了王國維獨

特的悲情文學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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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是超越現實的利益，達到合目的非功利

自由的審美境界，是近代西方人對人生本

質認識論的表徵。叔本華也繼承了兩者關

於悲劇的路數，但是進一步提出了人生本

來就是一個悲劇，因為人生的慾望不可能

實現。王國維之所以要借用叔本華的悲劇

理論，也正是在於他對人生的認識具有與

中國傳統「樂天」「大團圓」人生觀很不相

同的悲觀主義色彩。象徵著青春和夢想的

大觀園在白茫茫一片大地真乾淨中徹底

地被查抄和清除，以寶玉、黛玉為代表的

年輕一代的隕落，對比鮮花著錦，烈火烹

油般精緻典雅的貴族生活，他們的命運可

以說是一個巨大的悲劇。王國維在《紅樓

夢評論》中繼續討論了「優美」和「壯美」

的概念，並指出黛玉之死給人帶來的悲劇

的震撼和悲壯的情感共鳴。王國維悲劇美

學與川端康成最大的區別在於，強調了悲

劇在倫理學上的意義，他將《紅樓夢》的

精神價值和倫理價值被提到了人類精神世

界的最高寄託的位置。

如果說叔本華悲觀主義哲學思想作

為一種哲學觀念深刻影響了王國維，而在

《紅樓夢評論》之後的研究中，悲劇思想

和悲情意識逐漸成為了王國維重新審視

中國文學和學術的利器，一九○八年發表

的《人間詞話》和一九一二年發表的《宋

元戲曲考》其悲劇內涵均與之一脈相承或

有增加的表述。這種悲劇觀的形成從一九

○四年前後到一九一二年前後一共八年時

間，從時間上看有延續性，而王國維本人

的探索也從哲學領域、到文學研究（《人

間詞話》一九○八至一九○九年），再到戲

曲研究（一九一二年）。

在《人間詞話》中，王國維認為詞單

純的真誠則淺，而李後主經歷痛苦悲劇，

超越個體的自憐自艾，保持真誠的赤子之

心，才見其視野開闊，從而悟出人生真諦，

「真所謂以血書者也」，「後主則儼有釋

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若無悲劇

之命運，未能感慨之深，亦未能成就後主

詞之闊達。

王國維評論元雜劇時，認為其最有悲

劇之性質，如關漢卿的《竇娥冤》、紀君祥

的《趙氏孤兒》。他強調劇中主人翁「赴湯

蹈火」，出於人物本身的自由意志，直面淋

漓鮮血與人生苦痛形成了悲壯之舉，感人

肺腑，即使是列於世界悲劇之林亦毫無愧

色。從時間維度來看，王國維悲劇思想的

形成乃是個人對於西方悲劇觀點積極的

接受和選擇，早已熔鑄成自己個人獨特的

悲劇美學思想。

（三）佛教思想影響下的悲劇觀的不同

王國維和川端康成兩人都受

到佛教思想的影響。對於生命的

解脫，川端康成提出了「臨終的

眼」，某種程度上也肯定了自殺

的意義和自殺者對唯美的沉溺。

「臨終的眼」是對生命唯美的一

種解脫。

而王國維認為，既然人生充

滿悲劇，「解脫之道存於出世，而不存於自

殺。出世者，拒絕一切生活之慾者。彼知生

活之無所逃於苦痛，而求入與無生之域。

當其終也，恒幹雖存，固已形如槁木，而心

如死灰矣」[18]。自殺不是對生命意志的肯

定，也不是解脫的途徑。而出世的解脫則

又有兩種，「一存於觀他人之苦痛，一存於

覺自己之苦痛」，「唯非常之人，由非常之

知力，而洞觀宇宙人生之本質，始知生活

與苦痛之不能相離，由是求絕其生活之

慾，而得解脫之道」[19]。這種洞察人生的

本質，滅諸種煩惱，滅諸種名利，離眾相，

去絕生活慾望，才能實現心靈的寂靜與解

脫。「前者之解脫宗教也，後者之解脫美術

的也。前者平和的，後者悲感的也，壯美的

也，故文學的也，詩歌的也，小說的也」。

「故《紅樓夢》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

鵑，而為賈寶玉者也」 [20]。王國維對寶玉

出世的剖析，恰恰是由其佛家思想和理論

素養所奠定的基礎，才能對人生的解脫和

佛家的生死寂滅有此深入的領悟，才能從

王國維和川端康成兩人

都受到佛教思想的影

響。對於生命的解脫，川端

康成提出了「臨終的眼」，

某種程度上也肯定了自殺

的意義和自殺者對唯美的沉

溺。「臨終的眼」是對生命

唯美的一種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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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本華對印度佛教的推崇中找到共鳴，從

而繼續推斷「《桃花扇》之解脫，非真解

脫，他律的也；《紅樓夢》之解脫，自律的

也」，「不過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

常之境遇為之」。然後，他得出

《紅樓夢》是「悲劇中之悲劇」

的結論。

由此可見，雖然川端康成和

王國維都受到佛教思想的影響，

但是兩人的悲情文學或者悲劇

美學截然不同的價值取向。

五、餘論

川端康成「物哀」美學與王

國維的悲劇美學與中國的「物感」文學傳

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儘管年代久遠，

地域差異，但對於「物」的體驗和感發產

生的文學情思和審美心理有著本源上的

相似性，從中溯源發掘兩者之間的文學的

同源性對於當下的比較研究有一定的現實

意義。因此也為兩者的美學思想比較提供

的了可比的依據和共性。

然而，比較文學最終目的還是落實在

雙方的差異性，才可窺探博大精深的川端

文學與王國維美學的座標意義。兩人在中

日兩國文學學術地位之如泰山北斗般的

倍受矚目，探究其美學思想形成的差異性

可以對比中日兩國文化的差異性。正如在

相通的根源上長出不同的枝條，綻放出不

同的悲劇火花，這是川端康成物哀美學與

王國維悲劇美學有著本質上的不同。

川端康成受到佛教生死輪回的思想

影響，進而發展成為一種生命無常的觀

念，這既與川端康成本人悲慘的童年經

歷，身邊的親人相繼離世，造成他在思想

深處的無常，死亡觀念，也與日本文化中

的災難多發等特殊的地理環境有關。川端

康成以物哀為美，感物而發，緣情而生，

生命無常，無常才是美，從而發展成為了

「臨終的眼」的美學思想，這種美學思想

實際上是一種「死亡為美」的思想。「臨終

的眼」彰顯生命在最後死亡的剎那展現出

來的片刻的寧靜、光輝和存在的價值。川

端康成在許多作品中談到，愛是虛無縹緲

的，只有死才是人最終的命運，死才可以

淨化一切，也寬容一切。因此，川端康成的

許多文學作品中籠罩這死亡的陰影，顯示

出頹廢、荒涼的唯美。而在死亡的邊緣，

便是對於唯美的追逐，從而導致文學對於

倫理價值的放逐，導致人的異化，進入虛

川端康成「物哀」美學

與王國維的悲劇美學

與中國的「物感」文學傳統

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儘管

年代久遠，地域差異，但對

於「物」的體驗和感發產生

的文學情思和審美心理有著

本源上的相似性，對於當下

的比較研究有一定的現實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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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的狀態，也是川端康成文學理念的一大

特點。而由於倫理價值的缺失，單獨去討

論人生與物哀，使川端康成的小說人物淪

為作者唯美「物化」的道具，而失去了人

獨立的意志和生存的意義。我們不得不承

認，在唯美的日本物哀文學中，人不能成為

一個完整的人的形象，人的缺失得只剩下

美。儘管如此，川端康成的小說文本中凝

練的大量的意境和唯美的形象依然值得

稱道，他在探討人與自然的審美關係，向

世界展現了日本文學的高雅、抽象的美的

形式。他是對日本文學傳統的繼承與發展

的集大成者。

而王國維雖然其個人經歷與川端康

成有相似之處，最後也殊途同歸選擇自殺

來結束自己的生命。然而，王國維的悲劇

美學思想裏面，有「物」性傳統的源流，有

東方文化根基即老莊、佛教思想的底蘊，

更重要的是受到叔本華悲觀主義哲學思

想的影響。王國維認為人生的本質是慾

望和意志之間的徘徊，人生在世慾望得不

到滿足而產生的痛苦困擾，而藝術作品

闡釋的是人生，悲劇理念對王國維而言

就是一種生存的哲學，他在悲劇中尋求對

人生根本問題的解答，而《紅樓夢》、李

後主、《竇娥冤》《趙氏孤兒》等悲劇作

品的存在展示了人生存的意志。即使面對

「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而不得

不如是」，人存在的悲劇的普遍性，由「生

活之慾」與「自由意志」造成令人不堪忍受

的痛苦，昭示著人們看破人生本質，拒絕

生活之慾望而尋求解脫之途徑。《紅樓夢

評論》中王國維詳細論述悲劇及其解脫之

路，在於出世。而寶玉的選擇，是基於個人

自由意志的獨立的選擇，是自律和美學意

義上的，而不是他者，外部政治、環境強

加於他，因此，寶玉的選擇對於悲劇具有

現實的意義。由此可見，佛家的出世成為

了悲劇解脫的途徑，也是王國維對於生命

意義的歸宿的構想。而審美的解脫又是人

生痛苦悲劇本質的短暫的，不徹底的解脫

方式之一。與川端康成相反的是，王國維

反對自殺，認為自殺不是解脫的途徑。由

此可見，王國維對於生命的存在和意義的

尋求是一種積極的態度，而不是步入虛無

的境地。

而王國維悲劇理念的重要意義在於

在新舊文學之間，尋找中國古典文學與現

代轉型之間的嘗試和努力。他從古典思維

中掙脫出來，對西方美學哲學思想觀念的

引進和轉化，超越了時空的制約，形成了

個體對宇宙人生終極意義的思考。無論是

《紅樓夢》還是李後主的人生悲劇，還是

《趙氏孤兒》、《人間詞》等一系

列悲劇內涵的解讀，都是在西方

理念的東方化闡釋中形成了對中

國文學理論現代性轉型的拯救，

對於當下中國文學乃至亞洲文學

的悲情哀感理念的發展具有里

程碑的現實意義。

[1]王國維：宋元戲曲考，載《王國維全

集》第三卷(浙江教育出版社，二○一○

年)。
[2]黃壽祺，張善文注《周易》(上海古籍出

版社)。
[3]陸機《文賦》(上海古籍出版社)。
[4]周振甫校注，劉勰《文心雕龍今譯》(中

華書局出版社)。
[5]主要研究文章有姜文清《「物哀」與

「物感」——中日文藝審美觀念比

較》，載《日本研究》一九九七年第二

期；周建萍《「物哀」與「物感——中

日審美範疇之比較」》，載《徐州師範

大學學報》二○○四年第四期。王向遠

《中國的「感」、「感物」與日本的

「哀」、「物哀」——審美感興諸範疇

的比較分析》，載《江淮論壇》二○

一四年第二期。
[6]王向遠譯，《本居宣長·日本物哀》(吉

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二○一○

年)。
[7]譚晶華《川端康成文學的藝術性──社

會性研究》(上海外國語大學，博士論文

川端康成的許多文學作

品中籠罩這死亡的陰

影，在死亡的邊緣，便是對

於唯美的追逐，從而導致文

學對於倫理價值的放逐，導

致人的異化，進入虛無的狀

態，也是川端康成文學理念

的一大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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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年)。
[8]葉渭渠譯《川端康成·不滅之美》(河北

教育出版社，二○○二年)。
[9]葉渭渠譯《川端康成·我在美麗的日本》

(河北教育出版社，二○○二年)。
[10]葉渭渠譯《川端康成·我在美麗的日

本》(河北教育出版社，二○○二年)，

頁一五二。
[11]葉渭渠譯《川端康成·我在美麗的日

本》(河北教育出版社，二○○二年)。
[12]《王國維全集》第一卷(浙江教育出版

社，二○一○年)，頁四九六。
[13]《王國維全集》第一卷(浙江教育出版

社 ， 二 ○ 一 ○ 年 ) ， 頁 四 六 一 至

四九六。
[14]叔本華《作為意志表像的世界》(商務

印 書 館 ， 一 九 八 二 年 ) ， 頁

二四九，二五一，二六三，二七三。
[15]王國維：紅樓夢評論，載《王國維全

集》第一卷(浙江教育出版社，二○一

○年)，頁五七。
[16]葉渭渠譯，川端康成《我在美

麗的日本》(河北教育出版社，二

○○二年)，頁一九八。
[17]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王國維

全集》第一卷(浙江教育出版社，

二○一○年)，頁五七。
[18]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王國維

全集》第一卷(浙江教育出版社，

二○一○年)，頁六二。
[19]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王國維

全集》第一卷(浙江教育出版社，二○

一○年)，頁六三。
[20]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王國維全集》第

一卷(浙江教育出版社，二○一○年)，

頁六三。

Wa n g G u o we i a n d Ya s u n a r i 
Kawabato

S h e n Yo n g y i n g ( G u a n g d o n 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Abstract: Wang Guowei and Yasunari 
Kawabata were both the leading figures of 
academy and literature in China and Japan, 
respectively. They shared some similarities 
and held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their tragic 
destinies. On the one hand, influenced by 
“mono no aware”, meaning "the pathos 
of things", a kind of traditional Japanese 
aesthetics, Kawabata pursued the beauty 
of mountains and rivers of the nature, and 
eventually developed his thoughts into 
exile of ethics and elegies of life, which is 
known as Kawabata’s special aesthetics 
thoughts: “dying eyes”. On the other hand, 
Wang, known for his tragic aesthetics, 
was influenced not only by the pessimism 
thoughts of Schopenhauer’s voluntarism, 
but also by the classic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of “the feeling of things”, which 
in turn helped him to build his special 
theory of “realm”. Reading through Wang’s 
academic life, we can find tragic thoughts 
appeared in his former article On A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as well as in his later 
academic works of Poetic Remarks in the 
Human World, Human Words, and On the 
Opera of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The similarities of the two figures’ tragic 
aesthetics thoughts lie exactly in the same 
origin of literary thoughts in China and 
Japan, while their differences come from 
the special cultures of the two countries 
and their cultural aesthetics with different 
realms.

Keyword: tragedy, mono no aware, 
feel ing of th ings, dying eyes, realm, 
aesthetics

佛家的出世成為了悲劇

解脫的途徑，也是王

國維對於生命意義的歸宿的

構想。而審美的解脫又是人

生痛苦悲劇本質的短暫的，

不徹底的解脫方式之一。與

川端康成相反的是，王國維

反對自殺，認為自殺不是解

脫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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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網絡數字時代，微電影已成重要

的文化傳播媒介，傳統文化價值觀已成為微

電影的發展依據與內涵主題，微電影的傳統文

化視覺表達，借用數字手段與網絡平台分發傳

播，實現傳統文化價值觀的現代傳播方式與內

容的轉換。網絡受眾作為傳統文化的視覺創作

者與接納者，都需在轉換中重構傳統文化的價

值認同感與歸屬感。

關鍵詞：傳統文化，微電影，價值認同，

視覺表達

微電影作為網絡時代一種重要的數

字媒體，在傳統文化的傳播上起了重要作

用，認識並發掘微電影在傳統文化傳承上

的功能與效應顯得十分迫切。

一、傳統文化在微電影中的視

覺展現

1.微電影創新

形式，傳播傳統文化

價值觀

微電影自誕生

以來，就具有非膠

片、非專業，去精英

化的平民思維與網

絡化敘事的數字特

徵 [1]，其視覺畫面

不求精緻、影像語

言不求專業，成為

視覺表達的一種新

類型[2]。微電影從平民視角表達個體對於

事物的意義、評判與看法，展現傳統文化

強大的生命力與廣泛的接受性。傳統文化

作為微電影的內容主體，不斷豐富創新，

成為喚起網絡受眾的文化記憶、價值認同

的新形式。如《復活的情韻》、《回家過

年》等微電影都具有這種文化功能，「滿

足了人們追求個性化、互動化、感性化的網

絡時代藝術表達訴求……為傳統文化藝術

的視聽創作做出了有效的嘗試」[3]。

2.重構網絡語境中的傳統文化價值觀

傳統文化在微電影中的

價值認同與視覺表達
■ 孫一葦、孫宇龍

中央民族大學

表達

傳統文化作為微電影的內容來源和

資源寶庫，在表達和傳播傳統文化時，需

根據現實社會的表達需求與認知理解。利

用文化形式傳播傳統價值觀，既可從經典

電影中汲取營養，又能發揮微電影獨有的

美學特徵，推動微電影內容傳播與形式創

新。目前，微電影

的傳播渠

道呈現智

能化、便

攜化、移

動化、微

屏等特徵
[4]，從 日

常生活中

展現大眾的觀感與

思考，已不再局限

於既有電影的種種

約束與限制，而是利用數字化優勢與非專

業手法，拍攝、紀錄和表達，把微電影的

「微」特徵發揮到極致。運用網絡思維與

數字敘事對傳統文化與日常生活進行敘事

重構與藝術表現，並以新媒體技術與視覺

高新技術為支撐，重構傳統文化，展現個

性化視覺思維，既可重新解讀傳統文化經

典內容，又有對優秀文化內涵的當代轉

換。

當前微電影泛濫，主要問題在話語平

等權以及創作者的影像理念與感官視覺

運用網絡思維與數字並

以新媒體技術與視覺

高新技術為支撐，重構傳

統文化，展現個性化視覺思

維，既可重新解讀傳統文化

經典內容，又有對優秀文化

內涵的當代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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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個性化表達。受電影體制與成本流程

等諸多因素限制，微電影創作者便捷地利

用數字技術，通過網絡表達自己的視覺評

價。這是一種大眾話語權平等的表現，創

作者及大眾不再被動地接受精英話語者的

「視覺作品」，可以精英們平等對話表達。

在前網絡時代，電影製作人自說自話的

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彼此之間的話語平

等，比微電影本身更重要。微電影的創作

者不同的人生體驗、認知結構更利於其發

揮微電影的主觀認知性。現有模式的創作

與思路的突破以及風格類型的多樣化，都

可以不受電影和網絡以及新媒體的約束，

可以將微電影的功能與作用發揮到極致，

從而在網絡語境中賦予傳統文

化新的內容與生命力。當然，微

電影的文化價值觀，須遵循社會

倫理道德、文化精神底線、時代

潮流與視覺傳播規則，還要呈現

當代社會價值。

微電影作為視覺藝術的形

式補充，是以傳統文化為依托，彌補了自

身的不足與缺陷，拓展了當代文化內涵與

影像表意空間，傳播人文精神與傳統文

化。「當今世界，需要能吸引世界和感召他

人的思想理念和價值體現」[5]。

微電影對傳統文化的創意展現與表

達轉換，有以下特徵：一是形式上的靈活

性與多樣性。微電影紀錄當代傳統的優秀

文化並具備網絡傳播性，沒有題材、內涵

與國別的限制；二是以最新的視聽和網絡

技術重新闡釋傳統經典，以當代語境重新

解讀傳統文化，既可借鑒中國元素表達全

球性人文價值觀，又可將個體的美學理念

與當代視聽語言融為一體；三是創新文化

傳播模式。打破國家、民族的文化邊界、突

破傳統思維定式，全方位、多視覺呈現，將

優秀的傳統文化價值融入微電影中。微電

影需通過合適方法和美學載體，突破傳統

文化局限，對傳統文化價值觀進行重構和

現代表達，以適應網絡受眾的認知需求與

美學評判，賦予傳統文化價值觀以全新活

力，展現時代的深刻內涵與本質。

3.核心價值觀傳播的微電影話語創新

視覺表達如何傳達核心價值觀與傳

統文化內涵？目前有多種爭議：一是認為

微電影敘事微觀，價值表達零碎；二是

「微電影藝術論」，起不到傳播文化的功

能；三是微電影創新和突破了傳播的話語

體系，完全可取代其他傳統文化的傳播通

道。三者各有理由，但都沒有涉及到傳統

文化核心價值觀傳播的話語創新。當前微

電影的話語創新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6]：

一是從通俗而非高深視角入手闡釋

當代社會核心價值觀，既有影像的時空背

景，又有概念與價值的個體評判剖析，受

眾可從具體影像故事中體味核心價值觀。

二是當下社會需要話語方式的變革，

微電影是立足本土俯視全球的一種視聽

話語體系。傳統文化核心價值觀需要從這

一話語體系裏找到傳播、分發的途徑，更

要創新適合這一體系的內容，即傳統文化

與核心價值觀的內容。

三是講好故事，微電影不是邏輯論

文與哲學理論，要用影像講故事，講有教

育意義與人生哲理的故事，故事的內核一

定是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四是基於人類

命運共同體的價值體系傳播，二○一九年

二月，《逃離地球》熱映後，類似此類題材

的微電影也開始出現在網絡平台。無論是

小眾傳播還是全域傳播，在意識形態與文

化品性的傳播傳承上，必須突破媒體的邊

界，成為一種跨文化、跨國別、跨時空的新

媒介形式。

二、微電影的理念表達與視覺

敘事

「數字化、網絡化為微電影提供了發

展語境，致使微電影的思維方式、敘事結

構、價值評價都有了變化。中國影像敞開

了全新的數字媒體時代」[7]。目前微電影

微電影作為視覺藝術的

形式補充，是以傳統

文化為依托，彌補了自身的

不足與缺陷，拓展了當代文

化內涵與影像表意空間，傳

播人文精神與傳統文化。



孫
一
葦
、
孫
宇
龍
：
傳
統
文
化
在
微
電
影
中
的
價
值
認
同
與
視
覺
表
達

文
學
藝
術

１２５

的類型劃分有多種取向標準，但無論哪種

分類，都認為將微電影放到更廣闊的文化

背景中考察，更深地理解與認知微電影文

化表達。

1.傳統文化在微電影中的視覺表達

微電影以低成本運作、敘事微觀、平

民視角解讀了傳統文化在現實生活中功

用，也為微電影的文化傳承及視覺表達樹

立了標杆。

一是傳統文化的符號性視覺隱喻。微

電影受時長體裁制約表達必須簡練，運用

「格式塔」視覺表現方式，注重視覺「文化

符號」的運用。以及「網絡文化」「火星文」

「表情包」等手法，微電影中的文化符號

成為一種影像敘事隱喻，進而激發共同的

文化潛意識，並通過網絡交互，形成價值

認同與倫理評判。如微電影中的「長城故

宮」符號是空間地域隱喻，「京劇水墨畫」

是藝術形式的隱喻，這些手法已成為微電

影一種表現「套路」，尤其是「格式塔」視

覺形式的運用，影像簡潔明瞭，無需鋪墊

直接講述。

二是理念與題材的網絡化選擇。微電

影的平民化表達使其作品有了更多的「親

切感」且「接地氣」，一般不會選擇宏大主

題與抽象理念，而是從身邊的人與事出

發，以具體人物為對象展現其背後的文化

語境。主要有以下幾點，首先是傳統文化

的視覺表達選擇，微電影把傳統文化視覺

化有多種途徑，為受眾廣為接納才是最終

目標。海德格爾曾說：「世界成為圖像和人

成為主體決定了現代的本質」[8]，大眾更

願意視覺類型的傳統文化。其次

是視覺思維習慣的選擇。視聽新

技術的發展決定了人們的感官聽

讀習慣，大眾更願意以視聽方式

接納傳統文化內容。再次是大眾

的個性化取向。當下傳統文化面

臨轉型，「惡搞」「無厘頭」「囧

文化」微視頻不斷，也反映了傳

統文化的現實狀態，大眾以娛樂

自嘲方式，戲仿、模擬、消解、顛覆現實場

景，再構當下現實焦慮浮躁等眾生相。

三是傳統文化的碎片化敘事。類似網

絡碎片化閱讀，微電影碎片化敘事順應了

網絡時間的碎片化使用原則，又符合傳統

文化微觀小視角敘事特徵。囿於時長、體

裁限制，微電影很少表現如祖國、民族等

宏大敘事題材，既便涉及也是從點入手。

微電影多以「春秋筆法」微言大義[9]，迎合

大眾思維模式和視聽習慣。因此微電影在

影像結構與敘事節奏上，明顯異於影視及

文本媒介的敘事形式。另外，為適應網絡

傳播特性，微電影敘事也注重微時空邏輯

把碎片化敘事的背景放

置於網絡文化背景

中，共同的網絡生態環境與

網絡心理讓受眾在短時間內

快速理解敘事的內涵，目前

流行的「抖音」視頻，其實

就是微電影碎片化敘事的一

種極致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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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事，「極力強調影片文本與網絡文本的

互文、互補、互動」[10]。把碎片化敘事的背

景放置於網絡文化背景中，共同的網絡生

態環境與網絡心理讓受眾在短時間內快

速理解敘事的內涵，目前流行的「抖音」視

頻，其實就是微電影碎片化敘事的一種極

致表現。當然也有觀影心理等方面的因

素。

2.傳統文化的在微電影中的價值認同

中華傳統文化與核心價值是以人、以

民、以德、以合為本，其特點是責任先於自

由、義務先於權利、群體高於個人、和諧高

於衝突[11]。孔子說「仁者愛人」，唐代韓愈

認為「博愛之謂仁」。梁啟超強調公德，說

的都是中國傳統文化裏最值得傳承發揚的

個人私德，近代人特別提倡公德。孫中山

提倡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是結合社會

的價值需要的公德。西方哲學家也認為，

「公民的道德要求是比較低的，善人的道

德要求是比較高的」 [12]。因此，

微電影不僅要傳播公民道德，更

要注重傳播「善人品德」尋求整

個民族與國家的文化價值認同。

文化價值認同涵蓋於「文化

認同」的概念之下，簡言之即文

化的歸屬感。網絡時代，文化認

同是國家、民族、區域文化相互

交流並彼此尊重的結果。文化認

同是群體的認同或歸屬感，是人的自我概

念和自我認知的一部分，與國家、民族、宗

教、階層、時空或任何一種具有自己獨特

文化的社會群體有關。文化認同既是個體

特徵，也是同一文化背景中群體特徵，是

文化價值的肯定判斷：

一是傳統文化價值的個性化認同。微

電影的平民化話語敘事，是一種極具個性

特徵的敘事。創作者從個體認知角度解讀

當下環境與社會，其實質是對傳統文化的

一種差別化個性認同。創作者生活在一定

文化生態環境中，對於傳統文化的理解與

認知各有差異，其創作作品所反映的價值

觀也是形色各異，但「見仁見知」都是基於

傳統文化基因，略帶有個性化色彩、受時

空等諸多因素影響的視覺解讀。受眾的差

異化接受認同也有一定的影響。

二是傳統文化價值的網絡化認同。即

視聽閱讀與思維習慣的認同。微電影的創

作者，網絡受眾的視聽閱讀習慣和思維慣

性都形成了一定模式。對於人類共同的公

知良序、倫理道德有共同的價值評判。人

類共同的核心文化與價值觀是相通的，但

認知與理解接受的方式又因文化的差異

而有所不同，交流尤其是網絡交流成為一

種文化價值認同的方式，網絡交流可保持

文化的獨立性又可求同存異獲得共同的認

知感。畢竟網絡只是形式，數字化只是手

段，網絡背景下的傳統文化敘事才是微電

影的核心目標。

三是傳統文化的形式認同感。「文化

生產者創作出來的新文化形態其主要訴求

是讓主流文化重歸『前商業時代』的純粹

狀態」[13]。發展中總會有這樣或那樣的問

題，微電影在網絡環境下的平民化表達，

也存在諸多問題，需要釐清優劣長短，適

時引導，用大眾所能接受的方式傳播，這

已成為當前傳統文化傳播的一個重要問

題。微電影的創作、傳播雖然數字化了，在

內容為王的網絡時代，傳統文化的傳播顯

得極為重要。要求我們從產業與市場角度

看待微電影的商業性，從網絡角度看待微

電影的運營傳播模式，從內容角度看待微

電影的傳統文化表達與價值認同。

四是傳統文化價值的認同時效性。微

電影誕生初期率先為網絡青少年也即「網

生代」所接納並認可，這時傳統文化的傳

播形式已不再是書籍、報刊及雜志，有了

多樣化渠道與平台。而受眾的分層與小眾

化，讓傳統文化的受眾群也分化為不同的

陣營。目前網絡視聽受眾對於微電影認可

度高，尤其是「網生代」電影群體與青少年

群體。其他群體如中老年群體、其他領域

如國學領域受眾的視覺文化價值認同還

在內容為王的網絡時

代，傳統文化的傳播

顯得極為重要。要求我們從

產業與市場角度看待微電影

的商業性，從網絡角度看待

微電影的運營傳播模式，從

內容角度看待微電影的傳統

文化表達與價值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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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過程。另外，傳統文化價值的認同效果

上有差異性，網絡時代的傳統文化中的懷

舊、殘酷、荒誕、頹廢等題材容易傳被成

長過程中的青少年所接納，並建立價值認

同歸屬感。

三、傳統文化價值傳播的優勢

應用

1.微電影在傳統文化傳播上的技術與模

式創新性

近年來，微電影從視覺符號上注重傳

統文化與現代技術的結合，關注傳統文化

元素與數字視覺形式的融合，展示創作者

個性化敘事風格。一是傳播平台與渠道的

創新，國內眾多的微電影平台，雖沒有「抖

音」平台火爆，但也是在不斷更新升級「流

量」暴增。二展示形式創新，微電影不僅

有平台「准電影」格式，也有網頁版、手機

APP版格式，傳播觀看便利。三是創建國

際化交流平台。目前國際以「國際」命名的

微電影大賽有近二十多家，這些賽事體現

了民族風格、承擔了傳統媒介的文化責任

擔當與使命，又在互聯網上拓展傳統文化

傳播的全球視野。

2.微電影在傳統文化傳播上的靈活性、

多向性

體現在小主題、精敘事、貼標簽、重轉

化、微傳播幾個面。小主題即微電影因其

網絡與非精英化特性，創作的視覺關注點

已超越了中華傳統文化的時空地域限制，

近年一些微電影對於傳統文化主題的改

編創作，已不再將創作的關注點僅停留中

國區域的文化價值觀上，而是綜合平衡全

球視野選擇敘事角度。精敘事，從全球視

野的細小事件入手，如個人主義、人性倫

理、正義伸張等主題，既能得到本土文化

的認可，又具有西方文化的哲學底蘊 [14]。

更重要的是講好、巧講故事，樹立文化的

「拿來主義」與「走出去」雙向價值觀，引

發全球網絡受眾的情感共鳴與價值認同。

貼標簽是用傳統文化背景符號給微電影

貼上要素標簽，近兩年，具有中國文化標

簽的「長江黃河」「長城故宮」用得特別

多，挪用借鑒西方文化形式「走出去」的中

國標簽成功案例也不在少數。重轉化，是

指題材的IP轉化，目前不少微電影創作者

將各國經典題材的視覺故事，改編成易於

本土接受的視覺作品，就是一種好的轉化

形式，在電影創作上稱之為IP的轉化[15]。

微傳播充分利用網絡平台的傳播便利，及

時傳播和減少了商業流程與市場環節。

3.微電影在傳統文化傳播上內容創新

一是用大數據分析傳統文化內容創

新點。微電影的創新不是簡單地

停留在外在形式與技術手段層

面，而是用種新形式、新技術挖

掘和傳承民族精神和傳統文化及

傳播時代話語權與價值觀。傳播

內容的創新性要運用網絡大數

據分析，精准找准微電影對於傳

統文化內容傳播的創新點，以數

據找依據，用數據找方法。二是傳播主體

的人文素養的培育，創新最主要的因素是

人。傳統文化在當代的內容創新，要以人

為本，通過主體對內容進行多方位、多角

度創新，內容創新其實質是人文素質的培

養與創新。有學者指出，教育的目標實質

就是造就有教養的人而不是有學問的人
[16]。

微電影已經並還將成為互聯網時代

微文化的重要力量，建構我們的時代記憶

和影像話語 [17]。「我們的目標是利用當今

網絡技術的優勢來進一步保存我們的文

化和價值觀，並在保護現有體制和塑造數

字世界之間達成平衡」[18]。傳統文化價值

的認同重在創作者與接納者兩方面，認同

了才有一種歸依屬，民族文化才能更好地

傳播與發展，國家才會有更好的明天。

[1]夏麗麗《微電影，言眾意》，載《經濟

日報》二○一三年九月十六日。
[2]孫宇龍《「互聯網+」時代攝影的產業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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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的內容創新，要以人為

本，通過主體對內容進行多

方位、多角度創新，內容創

新其實質是人文素質的培養

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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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 rad i t iona l cu l ture Va lue 
identification and visual expression in 
Microfilms

San Yulong, San Yiwei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A bst rac t : I n t he d ig i t a l e r a of 
the Internet, Microf ilms have become 
an impor tant cultural communicat ion 
medium, and traditional cultural values 
have become the basis and connot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Microfilms, and the 
visual express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of 
Microfilms. Digital means and network 
pla t fo r m s a re u se d fo r d i s t r ibu t ion 
a n d c o m m u n i c a t i o n t o r e a l i z e t h 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communication 
mode and content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values. As the visual creators and acceptor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network audiences 
need to reconstruct the value identity and 
sense of belonging of traditional culture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t r ad i t iona l cu l t u re 
Microfilm value identity visual ex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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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國》出了一百期是一里程碑，是文化更新研究中心

二十五年奮鬥的成就，出了之後至今停擺兩期，主因在要重整和

創新內容與形式。

自二十五年前創辦以來，編輯子夜先生作出了巨大貢獻，勞

苦功高，在此感謝子夜多年日以繼夜的努力，成就了非常優異的

文化成果。

第一○一期已開始新的版面設計，以後將創新內容，除了繼

續過去文、史、哲及中西思想比較之外，也面對新時代的新課

題，包括人工智能、機器人、互聯網世界、全球化的治理、全球

經濟與文化碰撞及新時代改革的社會與文化探討。

今期也已在全球化課題落墨，如埃及學者雅斯敏．薩曼對一

帶一路的探索、傳守祥與魏麗娜研究命運共同體與新文明、鄭崇

選對網絡文學，及荊學民與施惠玲對當代社會傳播戰略的探討

等，都有時代新意。

其他有三篇五四特稿、儒道分判、王船山、民俗文化、微電

影及王國維與川端康成比較等，都是精彩論文。

新時代來臨，歡迎各賢士繼續來稿，共創新時代的文化自

信。

編後絮語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