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卷首論語

從新冠疫情看風險社會

■ 蘇  紅

2020年開年受到全世界最高關注的詞匯一定

是「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消息先是在微信群裏

隱約閃現，進而權威人士出面確認，再到武漢封

城，最終迅速成為世界各國關注的焦點。這一場始

料不及的疫情，從武漢輻射到中國各地及世界許多

國家，在極短的時間裏，打破了人們的正常生活節

奏，擾亂了中國以及世界多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

運行秩序，並且已經和正在改變許多人的生命軌

跡。疫情仍在肆虐，此時做任何結論性的評說都過

於草率，但是，僅從已經發生的種種現象，試著做

一些社會學的分析，也未嘗不可。

早在1986年，德國學者烏爾里希‧貝克提出了

「風險社會」的概念，他在出版的《風險社會》一

書中指出，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全球化的發展，

全球性風險對人類社會造成巨大挑戰。它是現代化

自身製造的，它不是地方性的，而是世界性的。英

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進一步闡釋了風險社會

的機理，提醒人們隨著不確定因素的頻繁出現，風

險社會的公民需要根據規避風險的原則來組織社

會，其目的是規避人為風險和追求安全的社會。風

險社會理論自此成為學術界廣泛關注的課題，並引

發了相當深刻的討論。目前這場始於2020年初的新

冠病毒疫情，無論從其風險特性，還是風險傳播的

速度及廣度，以及對全世界人類生活造成的影響，

無一不讓人聯想到「風險社會」這個概念，因此將

風險社會這一原本抽象的理論，來觀察和分析這場

具體的病毒疫情，可以發現，它的確在現實層面上

對全球化與風險社會進行了生動的印證。

風險意識的啟蒙

在我們傳統的思維中，風險是對正常生活的破

壞，人們因風險的不可預料性而產生恐慌，又因為

對風險的應對措施的不足或失當而產生憤怒、抱怨

和沮喪，當面對一場突如其來的風險，深受其害的

人不免有一種世界末日到來的絕望。這是人們對風

險社會的普遍性認識。然而風險社會理論透過這種

一般的認識，進入到一個更深層面的理解，人類未

來社會其本質就是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不可

計算的不確定性在造成混亂或災難的同時，也有可

能成為創造性的一個來源，亦即成為允許意外情況

和實驗新事物的理由。當然，這種預設的前提，一

定是全社會對風險意識的啟蒙，即充分瞭解和理解

當今社會風險的常態化，並有充分的知識和技術上

的準備來應對風險，進而在社會機制的各個層面將

風險意識整合進既有的、常規化的管理活動之中。

以此次新冠疫情為例，它和2003年席捲世界

的非典疫情有許多相似的地方，時隔區區17年的時

間，疫情再次在中國爆發並影響世界。可以預見，

這次的新冠疫情既不是首次，更不可能是最後一

次，人類必將與各樣的風險共生共存。因此，當人

類經歷了一場無論是天災，還是人禍，與其高聲歡

呼，慶賀勝利，誇大人類「戰勝」災難的能力，不

如認真踏實地檢討從政府到個人在應對災難時有哪

些成功的經驗，還有哪些方面需要改進，以便在面

對不知何時遲早會到來的下一次災難時，無論是政

府、群體，還是個人，能夠更加從容一些，更加智

慧一些，更加理性一些，也更加人性一些。

風險意識的啟蒙不僅僅是一個理念，更加是

一系列的實際操作。比如，在學校教育的內容中增

加風險知識的灌輸和應對風險的演練，日本小學生

針對地震災害的持續的不間斷的訓練，使得在地震

真正來臨時，從老師到學生都能理智有序的行動，



這給我們提供了有益的參考。社區、媒體等公共信

息的宣傳，也是風險意識啟蒙的重要手段。比如，

在此次疫情擴展到加拿大之初，加拿大政府反復強

調，防備疫情的最佳方法不是戴口罩，而是勤洗

手。加拿大衛生防疫部門對於洗手的重視不僅限於

在幼兒園教導孩子，而且在幾乎所有的公共衛生間

的洗手池上方都貼有圖文並茂的如何洗手的分解程

序，這種簡單的持續的衛生習慣的宣傳教導對防範

風險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另外，抗風險技能的培訓

也是必要的裝備。在加拿大，緊急救護證書（First 

Aid Certificate）課程共有三級，根據工作單位僱傭

的人數，工作場所離醫療機構的距離，以及工作單

位危險性的程度，要求職員必須具有相應級別的證

書，才能工作。每一個食品行業中也必須有一個主

管須持有食品安全證書（Food Safety Certificate），

該證書每5年需要經過考試更新。所有這些具體的措

施，都是將風險知識和應對技術整合進普通的職業

技能中，幫助公民瞭解風險，提高風險意識，強化

抵禦風險的能力。事實證明，當一次危機發生後，

人們學習和瞭解風險的意願是強烈的，正是積極推

動風險意識啟蒙的大好時機。

世界主義化

按照貝克的理論，全球風險的一個主要效應就

是它創造了一個「共同世界」（Common World），

一個我們不得不共同分享的世界，一個沒有「外

部」、沒有「出口」、沒有「他者」的世界。此次

的新冠病毒大爆發，使人們切實地體驗了一個「共

同世界」的存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病毒從武漢

爆發，已經跨洋過海，正在攪動整個地球，不消說

亞洲，遠在北美洲、歐洲，甚至非洲的人們，已

經每日在感受由它輻射而來的恐懼和不安。隨著

抗疫行動，更多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如口罩的

短缺，中國不但消耗掉自己國家的庫存，而且由於

世界各地的中國移民發起籌募活動支援中國，致使

北美、歐洲的口罩幾近脫銷。更為嚴峻的是，由於

全世界的口罩生產主要集中在中國，因為疫情工廠

停工停產，導致口罩供應全線告急。這意味著通過

全球化而產生的整個世界的相互關聯性和相互依附

性，正在以一場疫情的方式影響著所有人類的經驗

和實踐。按照貝克的分析，這就是所謂「世界主義

化」。

用「世界主義化」的框架看此次新冠病毒疫

情，當武漢開始爆發時，全中國人民將武漢人當作

「他者」，對武漢人圍追堵截，無所不用其極。有

些在封城之前出外旅游的武漢人，封城令一下，既

回不了武漢的家，又在旅遊之地因為武漢身份而被

旅店拒之門外，一夕之間成為流浪人群。但是，隨

著病毒迅速在中國各省擴散，在全世界人民的眼

中，中國人成為「他者」，各國停飛航班、撤僑、

隔離等消息，每天層出不窮，應接不暇。不幸的

是，沒過多久，病毒在不同洲出現，各自搭上飛機

郵輪火車汽車，一路狂奔到世界各國。可以說，病

毒創造了一個共同的世界，終結了「全球他者」，

或者說，他者就是我們，我們就是他者。由此可以

看到，在世界風險社會中，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當風險來臨時，人們不管願不願意，都被強制性地

圄於「世界主義化」的空間之下。對「世界主義

化」的認識，可能對我們是一個契機，即以超越國

家邊界和民族衝突的視角看待我們所生活其中的風

險社會，在共同應對風險的實踐中改造舊有的制

度，創建新制度，努力開拓國際化視野，並嘗試建

立跨國網絡。使無論是政府還是組織，抑或是個

體，都能夠跳出地域、國家、種族的框架，更加具

備全球視野和姿態，以應對全球風險。

風險給社會發展造成的負面影響是巨大的，如

此次新冠疫情造成經濟停滯，生產和服務中斷，信

任關係裂斷，公眾心理恐慌和緊張等等。但是，既

然風險不可避免，如果各國政府能夠對處理風險時

的經驗教訓進行認真的總結，合理的評估，借助這

次疫情災難，有效地改進政府管理能力，使治理更

加完善，預備面對下一次風險時，有更大的信心，

這也不失為將風險引發的損失和災難，轉化為變

革、發展和創新的動力的難得的機會。面對未來必

不可免的種種風險，政府和人民一樣任重而道遠。

作者簡介 蘇紅：北京大學社會學博士，曾任上海大

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研究項

目主管，現為《文化中國》編委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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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體證人類命運共同體
全球抗疫思考世界文明新對話

2020年的新冠疫情，使整個世界都處在疾病、死亡、恐懼的陰影之下，

我們不僅需要醫治和撫慰疫情帶來的傷痛，還需要洞悉並積極應對疫情

給中國乃至整個世界帶來的深刻變革。我們希望根據自己在疫情籠罩之下

的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深刻體察，思考中華文明與世界文明的交流互動。

本刊下期將圍繞疫情給這個世界帶來的深刻變化，探討中西文化對病疫

的不同看法、中西醫療理念，乃至後疫情時代的國際平衡、全球管治大局，

中西文化之間的互相激蕩與互相學習。投稿注意事項請參第8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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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國》的歷史起源

《文化中國》起始於一群海外華人的夢想，在中國經過百年艱苦後，見改

革開放展現民族的新希望，一群加拿大華人特別關心中華精神文化價值，

在古今之變，中外之交的契機，能否更新重建。一面以中國價值貢獻世界，

另一面吸納世界優秀文化，豐富自身的精神。

由此一群有理想的華人在加拿大社區中籌款，得當時卑詩省督林思齊大

力支持，在1994年成立「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由八位發起人在加拿大登記

成為文化與慈善機構，大家決定出版《文化中國》學刊。

《文化中國》是由文化更新研究中心主導創辦，代表了這群發起人的共

同理想。

《文化中國》一開始主張文明對話，成為一橋樑，去溝通東西文化。至今

已26年，出版到102期，仍將繼續下去。

今文化中國的理念已頗為普遍，一些文化學術刊物，用類似的理念為名，

對這些不同於原本刊物的其他各方努力，我們都祝福其發展，盼能共同促

進中華文化價值，及不同文化間的對話。



二○

二○

年
第
一
期
（
總
第
一○

二
期
）

文
化
中
國

４

歷史上教父思想與希臘文化的

融合

■：今天我們與韓思藝教授

來進行對話，對話的主題是立根

中國的宗教文化，亦即是面對現

今中國，在古今之變，中外之交的

文化大融會，社會大發展轉型的

時代，宗教文化如何與社會文化

相適應的問題。最近中國大陸常

常提及基督教中國化這個話題，

我認為這是一個文化問題，而不是政治

問題，在基督信仰來說，是護教學上面

對不同社會文化處境的問題，最終是在

不同民族文化中，如何基於信仰的真理

而建立適切於社會文化的神學，在中國

處境來說是建立中華神學。實際上這個

說法在30多年前我的書——《會通與轉

探索立根中國的宗教文化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 韓思藝

中央民族大學宗教研究院

專題對話

摘  要：基督宗教的中國化，說白了就是基督宗教如何在中國社會中扎下根來的問題。對於這個

問題的思考，我們既可以借鑒基督宗教在希臘羅馬世界發展的歷史經驗，也可以總結和反思近

代以來基督宗教在中國傳播的經驗教訓。當然，還有更為重要的就是，我們需要在天人之際的感

通與對話中，真正面對當下的中國社會，回應當前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道德等多方面的問

題。這中間既有文化的溝通與融會，也有生命的踐履與轉化。最後，需要中國基督徒群體在家國

天下的關懷中，將信仰生命活化出來，將基督宗教文化拓展出去，才能真正在中國歷史中承前啟

後，在中國社會中扎下根來。

關鍵詞：感通與對話，會通與轉化，境界哲學，境界神學，愛的實踐

化》裏面已經提出，基督教如果要在中

國民族文化中扎下根來，是需要有一個

「非希臘化」的過程。歷史上基督教源

自以色列，進入西方能夠成功，就是因早

期的教父們（使徒傳統的繼承者），有不

少是很好的學者，如奧理金(Or igen)、愛
任紐（Irenaeus）、阿他那修(Athanasius 
of Alexandria)、奧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及曾從學於教父的殉道者游斯丁
（Justin the Martyrdom）等。通過希臘哲
學與文化的理念來解析釋基督教，最初

是護教，慢慢地發展成為神學。這對西方

文化的整體產生了非常重大的影響。在

基督教的早期，從猶太人文化的背景出

來，走進一個希臘羅馬的文化裏，作出非

常重大的一種努力去會通。這個努力最

開始用一些的理念來表達的，比如說，特

土良(Tertullian)最早提出「三位一體」的

基督教中國化是一個文

化問題，是在不同民

族文化中，如何基於信仰的

真理而建立適切於社會文化

的神學，在中國處境來說是

建立中華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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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三位一體不是聖經本身的名詞，它

是用來解析為什麼耶穌基督與聖靈跟上

帝也是同一個神。特土良提出三位一體

的一個最早的神學解析，他用希臘哲學實

體(substance)的理念，認為上帝是一個實
體，但有三個位格(person)，person一詞在
希臘的戲劇裏面，是指面具，演員戴一個

面具來演戲，一個人通過帶不同的面具來

演不同角色，這個person是面具的意思。
實際上特土良用的就是非常希臘化的文

化理念來表達基督教信仰。

更早一點，在聖經新約時代，保羅到

雅典，跟希臘的哲學家對話，在亞略巴古

講話時，他特別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希臘

思想，他說：「就如你們作詩的，有人說：

我們也是他所生的」。（使徒行傳十七28）
他是引述希臘詩人Aratus之句，這詩人是
斯多亞派(Stoic)哲學家，保羅引其著名詩
篇Phaenomena，這詩是描述天上星宿星
座運行及四時氣候變化之奇妙，一開始就

歌頌宇宙主宰宙斯(Zesus)：
Everywhere everyone is indebted to Zeus.
For we are indeed his offspring...
「是他所生的」這句話是來自於斯多

亞派哲學，認為一切萬物來最自最高的

宙斯神，這本來不是講基督教的上帝的，

而是講希臘神話裏面的最高神。他從斯

多亞派的哲學裏應用這命題，來說明基

督教信的最高上帝，並且說這個上帝現在

有啟示了，他來救贖人類，耶穌道成肉身

來到人間，等等。我發現，當保羅在傳講

基督教信仰的時候，引用很多哲學的觀

點。特別是到了雅典——西方哲學的重
鎮，保羅在那裏跟最厲害的思想家對話，

他就引用了他們的思想理念來表達基督

的信仰。這就是用希臘文化的理念來說

明和表達基督教信仰，既是護教，也是宣

教，是基督教希臘化之始。早期基督教教

父應用希臘思想發展神學，到奧古斯丁

(Augustine)、阿奎那(Aquinas)等大神哲學
家，基督教在西方的發展就變成把基督

教融化在西方文本裏面的過程。但是，到

了中國呢？現在我們能不能夠用漢語中淺

顯明白的語言、社會文化生活中熟悉的東

西來表達上帝和基督信仰呢？

中國文化是與宇宙與心性的對話

我很喜歡用到「感通」、「恩情」等詞

匯。上帝對人類是有恩情的，他跟人類是

有感通的。恩情是中國人常用詞，有關父

母的恩情。譬如說，我要找上帝的時候，

說上帝是宇宙的親情，這就是上帝為什

麼叫天父！他是一個與宇宙有個親情的、

終極的愛。上帝這宇宙的親情，他是高過

我們，他還來找我們，還救贖我們的罪，

他對我們有恩典，有親情。我們通過他的

恩情和他建立關係，當人和上帝建立一個

對話的關係，那就是一種上帝與

人生命的感通。那麼我們就可以

說，基督教原初就是一種上帝跟

人對話的記錄而形成的基督教

經典。

那麼與中國文化的經典呢？我認為中

國文化是人與宇宙的對話、人與人的心性

的對話而產生的哲理文化。譬如說道家

時，他看到宇宙萬物的那種宏大、那種規

律、那種關係，那麼他在那裏開始反省。

這個對話是聖哲投身在天地萬物之大化

流行裏，體會萬物的生命跟人心性的關

係。比如說，莊子秋水篇講到，濠水之魚

非常快樂！他的對手惠施說，你不是魚，

怎麼知道它快樂？莊子說，你不是我，怎

麼知道我不知道它快樂？這個說法的意

思是，我為什麼會知道魚快樂，因為我投

身在魚裏面，我對它有感通，這是一種美

學文化。所以，莊子會化成蝴蝶，化成蝴

蝶之後，他也忘記自己是蝴蝶了。他醒來

之後才想，為什麼剛才是我做夢變成蝴

蝶？還是蝴蝶在做夢變成莊子了？是蝴蝶

做夢變成人，還是人做夢變成蝴蝶？這是

美學性地使人與蝴蝶融化為一，亦是人與

天地融化為一。這種文化實在就是一種

中國文化是人與宇宙的

對話、人與人的心性

的對話而產生的哲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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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通。可以說，莊子對宇宙萬物有一種對

話，有一種感通，有感應，帶來某一種溝

通。一種宇宙的對話、宇宙性的反思。

至於主流的儒家思想，儒家是對人心

性的反思。為什麼有心靈的存在？天地萬

物那麼偉大，為什麼會有心靈可以看到及

感受天地萬物？世間萬象那麼美好，為什

麼會有心靈可以感受世間萬象的美好？

儒家說，好好色、惡惡臭。人都喜好看美的

事物，厭惡臭的東西。生活裏面有美好的

東西，大家都會看一看，包括美女，相信

孔孟也會看一看的，這是對美的感應。還

有一種是對善的感應，譬如見到他人的

痛苦，人心會產生不忍之情，當一個幼兒

跌跌碰碰地走，快掉到井裏面去了，你就

會馬上產生想救他的直覺動念，因不忍他

掉到井裏面，油然而生的內在美善心懷，

馬上有恐怕他人受苦和憐憫傷痛的心(怵
惕惻隱之心)，因不想見孩子受痛
苦，即時想救他。這直覺動念是

未經理智上有關利益的思考，並

非想藉此結交孩子的父母，也不

是想博得鄰里朋友的讚譽，更不

是怕被他人批評才如此。為什麼

我們會有這樣想呢？有時候不止

是孩子，看一條狗一隻貓有危險

你也想救牠，為什麼我們心中會產生這種

感應呢？孟子就從心靈流露這種現象，揭

示其產生的內在本體條件，是我們本性

裏有一種對他人惻隱憐憫之善情，這是人

跟動物不同的地方，動物也會有對同類同

情，但很少關懷異類，只有人會如此，這

根源是人的特有本性，視天地萬物為共

同體，分享同一宇宙本體。儒家這種反省

和發現，就是人對自己心性的逆覺體証，

人與自身的對話反省。並揭示人的心性本

體，就是宇宙本體，這種由心性的美善為

進路，對天對人的本性加以反省，這是中

國文化的思想。

神聖的臨在與對話

至於人類另一種經驗，即人遇到上帝

臨在的神聖經驗，即上帝向人呈現，或跟

人對話，是基督教體驗的開始。當人跟上

帝聊天之後，你怎麼告訴人你跟上帝聊過

天？如果某人發神經，找到心儀的女孩子

說，今天上帝告訴我，你應該嫁給我。如

果有自稱上帝對他這樣說話，人家馬上問

怎麼知道你遇到的真是上帝，還只是一

個主觀的幻象？如果說我們遇到上帝，你

記載下來的時候怎麼才成為經典，還是

你心理作用？經典之所以寫成，是當一連

串上帝臨在的神聖事件被目擊者記錄下

來，具有真確性，才成為經典，成為多人信

仰。但有了經典後，如何能從人的理性和

哲理將之解清楚呢？那就是神學研究了，

進一步是要帶出實踐，將上帝的愛切實行

出來。

當人傳揚這些神聖事件，進入另一種

文化中與人溝通，如何能用這文化中的理

念和體驗去建立神學和實踐呢？大概就

是所謂進入不同文化處境去表達的問題。

所謂「XX化」，中國化也好，希臘化也好，
或者印第安化也好，印度化也好，如果人

遇到上帝，通過自己原有的文化和上帝溝

通，而領悟宇宙的真理，然後你要和不同

文化的人討論時，怎麼樣和他談，只有通

過某種「化」，才能進入他的文化處境裏

面。

三個層面融入中國

□：梁博士對於基督教中國化的理解可

謂是博大精深，既有哲學的高度，又有文化的

厚度；既帶有他的神學反省，有帶有他的生活

體驗。我們現在談到中國化，所謂的基督教

中國化，可以分成三個層面，即政治層面、社

會層面與文化層面來講。在這三個層面中，最

核心、最重要、最長遠，同時又最需着力的中

國化，就是在文化層面上的中國化。梁博士

剛才提到的那本書《會通與轉化》，揭示了當

中國人在接觸到基督教信仰時，可能會產生

如果人遇到上帝，通過

自己原有的文化和上

帝溝通，而領悟宇宙的真

理，然後你要和不同文化的

人討論時，怎麼樣和他談，

只有通過某種「化」，才能

進入他的文化處境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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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疑惑。那本書裏面周聯華和蔡仁厚的對

話，非常本真地把基督教和中國文化相遇時

可能產生的問題呈現了出來。他們也是像今

天的這樣一種對話，當然他們是打筆仗了。

第一次對話，沒有答案，蔡仁厚提出問題，周

聯華做一個回應，在基督教的背景裏面，也

對中國文化作了一些回應，結果蔡仁厚接下

來的問題仍然還是這些問題，就表明他非常

不滿意周聯華的答案。然後，我們在那個對

話裏面看到，似乎周聯華又作了一些讓步，或

者是調整式地再作一些回應，但是似乎這些

問題都沒有解答，這樣的一種面貌，一直呈

現到現在。今天，在大陸的學界，大家一談到

對話就覺得沒有什麼好對的，你說你的，我

說我的，或者說，我說你好，你說我好，這種

比較友善的方式，是沒有意義的。剛才我們

提到，基督教中國化這個名詞，梁博士說他

三十多年前就提出了這個命題，他不僅是提

出了這樣的命題，而且也確實給出了一個路

徑，就是在《會通與轉化》這本書的最後部

分，他完全是用中國哲學的一種概念，還有

思維，來理解基督教，提出了非常有意義的一

些名詞，讓我們當時第一次讀到這本書的人

眼前一亮。比方，談到基督信仰的境界，或者

將罪的問題和苦難聯繫在一起。特別是在基

督新教中，一談到罪就想到是個人的罪而忽

略群體性的罪的傾向，梁博士提出了「共罪大

業」的概念，這個概念特別適合用來解釋注

重關係、注重家族、注重集體的中國社會的

群體性罪惡的問題。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

梁博士在這個領域裏已經做出了很多的拓

展。當初是推動並深化基督教和儒家文化的

對話，現在是推動並深化基督教與佛教、道

家、易經的對話，都產生了一些新的思想。

文化中的至上神與信仰中的上帝

在宗教對話的領域中，我作為一個晚輩

學者，也是在這個研究方向上努力前行的探

索者、研究者。我在大學階段就對中國文化

很感興趣，也深受一位大陸新儒家學者楊

子彬先生的影響，在研究生階段讀的是中國

哲學，研究宋明理學中明初河東學派的創始

人薛瑄。我是在接觸瞭解一些基督教的知

識以後，才開始體會到中國哲學中所形容的

天地萬物為一體，天理流行、理氣生化萬物

的那種生命境界。特別是當我在看到利瑪竇

(Matteo Ricci)用中國古代經典中的「上帝」

來翻譯基督教信仰中的God，並且說儒家的

上帝就是基督教的God的時候，在信仰深處

體會到了會通基督教信仰與中國文化的通透

感。今天我們說到基督教的中國化

問題，我認為利瑪竇所做的工作是

基督教中國化的第一個階段，也是

基督教中國化的第一基石。這種會

通基督教的上帝與中國文化的至上

神的努力並非由利瑪竇獨創，是基

督教信仰在普世傳播中的悠久傳

統。在早期教父那個時期，殉道者

游斯丁在羅馬文化中翻譯基督教的

上帝名稱時，就做過類似的工作。他怎麼翻

譯基督教的上帝呢，他用了一個拉丁文的詞

deus，做了一些改變，加了一個定冠詞，並把

deus的d大寫作Deus，突出它的獨一性、至高

性。用羅馬文化中的創世神Deus來翻譯聖經

中的造物主、天父上帝這中間還是有一個非

常大的文化上的跨度的。這兩者之間的文化

張力，我們到了利瑪竇這裏，才能真正意識

到其中的差異和衝突有多大。利瑪竇用中國

古代經典中的「上帝」來翻譯天主教中的拉丁

語天主上帝Deus，並且說儒家的上帝就是基

督教的God的時候，就引起了後來的中國禮

儀與譯名之爭，這種爭論直到清末民初都沒

有解決。到了基督新教傳入中國的時候，大家

仍然在討論這個問題，基督教的「上帝」這個

譯名該翻譯成「神」還是「上帝」為好？最後，

在神學上也沒有一個結論，只是在翻譯上作

了一個妥協，翻譯成「神」和「上帝」都可以，

所以我們現在基督新教通用的和合本聖經

基督教中國化，可以分

成三個層面，即政治

層面、社會層面與文化層面

來講。在這三個層面中，最

核心、最重要、最長遠，同

時又最需著力的中國化，就

是在文化層面上的中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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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兩個版本 — 「神」版和「上帝」版。實際

上，還是沒有在神學上真正解決這個問題。

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不好，基督教的中國化就

很難展開。我在介紹利瑪竇所做的會通中國

文化和基督教的努力的時候，就把利瑪竇所

說基督教的上帝就是你們儒家經典中的上帝

的觀點介紹到了教會，結果受到了很多基督

徒學者的批評。後來，我大概用了十年的時

間才把它思考清楚，然後寫了兩篇論文，分別

發表在台灣輔仁大學的《哲學與文化月刊》

和山東大學的《猶太研究》上。

我之所以用兩篇文章來討論利瑪竇留給

我們的問題，是因為上帝的中國譯名之爭可

以分為兩個問題討論，一是上帝的名稱的翻

譯問題，另一個是上帝的譯名背後的，利瑪竇

提出來的「儒家的上帝就是基督教的God」

命題。在上帝的譯名問題上，我認為上帝的

譯名之爭是基督教在中國文化中傳

播的第一問題，其背後是基督教文

化與中國文化的關係問題，要解決這

個問題，我們需要在基督教傳播歷

史和基督教的神學和哲學中尋找可

借鑒的經驗和思想傳統。在上帝名

稱的翻譯中，我認為用「上帝」來翻

譯基督教的上帝是非常合適的，理由有三：第

一，游斯丁最早用拉丁文中的Deus來翻譯舊

約聖經中的「以羅欣」(Elohim)和新約聖經中

的「西奧斯」(Theos)，是因為「以羅欣」是上

帝的普遍的稱謂，是當時迦南地區通用的神

名；「西奧斯」是希臘文中的神名，也是一個

普遍稱謂。根據同樣的翻譯原則，作為天主

的一個普遍稱謂的Deus，同樣用中國經典中

的「上帝」來翻譯。第二，在神學上，從阿奎那

神學關於上帝名稱Deus的論述，Deus這個

稱謂是人給上帝的命名，其意思是普遍管理

萬物者，在類比的意義上可以通用。中國經

典中的「上帝」其意義也是萬物的管理者，因

此在類比的意義可以用「上帝」來翻譯Deus。

第三，在中西譯名之爭中，一些傳教士和天主

教教廷之所以堅持將Deus翻譯為利瑪竇造

的新詞「天主」，反對用「上帝」來翻譯Deus，

是擔心人們將「天主」與儒家和中國文化中

的「上帝」混合在一起，造成基督教與異教

的混合。但是，游斯丁等早期教父在會通基

督教信仰與希臘羅馬文化時，他們溝通了基

督教的至上神與希臘羅馬哲學中的最高觀

念，使基督教的有位格的神滲進了希臘哲學

中，希臘哲學的形上思想也帶給基督教以辯

證思想。基督教神學和希臘哲學開始結合，

信仰和理性開始交往，互相補足，並沒有造

成他們所擔心的基督教與異教的混合。當我

們考察明末清初圍繞上帝譯名所發生的辯

論，無論是西方傳教士，還是天主教儒者以

及反教學者，在宗教信仰上並沒有混合基督

教信仰與儒家信仰。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

在當代中國，許多中國人已經忘卻了儒家經

典中的「上帝」，將其完全視為是基督宗教的

上帝 — 一個外國的神。需要補充說明的是，

God或Deus只是上帝的一個普遍稱謂，並

不是上帝的名字「雅威」或「耶穌」，將God
翻譯為「上帝」，並不一定會得出「上帝」就是

「雅威」或「耶穌」的結論，也不一定會使一

個儒家學者與「雅威」或「耶穌」發生位格性

的交往關係，因而不會產生基督宗教與儒家

信仰的混合。

從觀念對接到教義體系

關於利瑪竇所說的「儒家的上帝就是基

督教的God」命題就更為複雜，我把它看作

是基督教在中國文化當中尋求理解的一個進

路。當一種文化進入到另一種文化裏面的時

候，最初是名詞上的翻譯，再進一步，就是

把本土文化經過消化以後，用本土文化的思

維方式來表達外來文化。例如，當基督教在

希臘羅馬發展的時候，最初是文字的翻譯，

接下來是用希臘的哲學思想、思維方式來解

釋基督教信仰，這就是信仰尋求理解的歷

程。比方說安瑟倫(Anselm)和阿奎那，不再

上帝的譯名之爭是基督

教在中國文化中傳播

的第一問題，其背後是基督

教文化與中國文化的關係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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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僅是將基督教與希臘羅馬文化作觀念與

觀念的對接，而且是用希臘羅馬文化將基督

教變成了一整套的教義體系、信仰體系和學

術體系。當基督教進入中國的時候，利瑪竇也

是努力消化吸收中國文化，努力用中國文化的

思維方式來解釋基督教信仰。

在中世紀，安瑟倫和阿奎那所作的上

帝存在的證明，並不是試圖用理性來證明上

帝存在，而是試圖說明信仰上帝是合乎理性

的。所以卡爾·巴特(Karl Bar th)對安瑟倫關

於上帝存在的證明的解讀是，西方基督教傳

統中上帝存在的證明是一場「從信仰到信仰」

（「本於信以至於信」）的進程，在此進程中，

「天主」與「上帝」的概念是信仰，「天主即上

帝」或相反的觀點，同樣也是基於其信仰。

在這個「本於信以至於信」的歷程中，理性的

論證貫穿於其中，基督教信仰成為理性可以

理解的信仰。當利瑪竇說「儒家的上帝就是

基督教的God」，他也做了許多的論證，這種

論證與其說是要論證「上帝」與God之間的

一致性，不如說是用中國經典中關於上帝權

能和性情的論述，來描述基督教的God所有

的全能和性情，是基督教的God在中國文化

傳統中尋求理解的嘗試，為的是給中國人傳

福音，助中國人歸信上帝。

用國人的思維去解釋信仰

我們回過頭來看梁博士與文化更新研究

中心的發展歷程，梁博士一開始就超越周聯

華與蔡仁厚所討論的觀念與觀念之間的聯

繫、命題與命題之間的是非，而是自覺地用

一種中國人特有的哲學思維去解釋基督教的

信仰，比方說是境界。從那時候開始，就跟

以往基督教進入中國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

這是我覺得文化更新研究中心所做的一個創

見，而且在這個創見的基礎之上，又有大概

二三十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了體系。我們如何

從對話開始，最後創立一種學說、一個體系

呢？我覺得我們可以請梁博士再講一講他的

體會與認識。

體悟宇宙的本體是仁愛親情

■：實際上，我青年時原是通過研究

和修養進入中國哲學的智慧，到跟從唐君

毅與牟宗三兩大師的新儒學路線。最初

為何對基督教有興趣，是因為我發現中

國古代有上帝這理念。我原本跟從中國文

化的修養工夫，體悟佛、道、儒的不同境

界，到最後領悟宇宙生生大化與人內在的

能量同為一體，透徹感受張橫渠

所謂「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

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

也」。天地與我是同一體性，因而

對萬物產生無限的感通與關愛，

因而知宇宙的本體是仁愛親情。

我開始隱約感到，這仁愛的真理

本體，是否一般所謂的上帝。當

時看到一本書，作者叫封尚禮，

是基督教研究中國文化的一位學

者，這本書叫《中國文化的正、反、合》，

是很獨特中國文化研究的書，裏面主題

竟然是講中國古經中的上帝觀。挺貴的一

本書，那時候我是中學生，沒太多錢，在

書店看了好多次，覺得內容很特別，最後

還是忍痛花貴錢買回去。它很引起我的

興趣，因為書中引述很多古經典中引述古

代聖人、聖王的言論或寫作，因而知道我

們中國的古聖都提到上帝，有敬畏之心。

在《詩經》、《書經》裏面常有這理念。其

實我中學讀的是教會的學校，上帝的理念

聽了很多，但是我沒有想到中國古書裏

面竟然也有上帝。古聖王堯帝、舜帝已經

講祭祀上帝了，聖王們都祭天，《詩經》中

都有歌頌敬畏上帝之詞，所以才引起我很

大興趣。那麼，基督教的上帝和中國古代

經典中的上帝是不是同一個上帝？後來

在深入研究之後我就明白，在中國古代講

上帝是從祭祀裏面，從禮儀裏面呈現的，

古人已經敬拜最高天的主宰，稱為皇天

上帝。不過這主宰是禮儀中的崇敬對象，

當利瑪竇說「儒家的上

帝 就 是 基 督 教 的

God」，是用中國經典中關

於上帝權能和性情的論述，

來描述基督教的God的權能

和性情，是基督教的God在

中國文化傳統中尋求理解的

嘗試，為的是給中國人傳福

音，使中國人歸信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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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主動和人說什麼話。研究基督教的

上帝有所不同，基督教的上帝會主動向

人說話，跟人有溝通，所以就我發現中國

文化和基督教都用到了上帝這個詞，本質

上是指宇宙仁愛的最高主宰，但不一樣

的是，中國古人的上帝較為哲學性，也與

中國古文化的禮樂精神相關，不太重視

古聖個人與上帝的溝通，及上帝向人的呈

現。

上帝一詞的翻譯

當早期利瑪竇來華時，就用中國古書

上帝這個詞來詮釋基督教的上帝，顯明當

年耶穌會士對古書很熟悉，他們對中文

的理解很高，才能夠找到上帝這個詞。基

督新教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從英國來廣州與馬六甲，研究中國經

典與文化，翻譯聖經，也是用「上帝」翻

譯。但美國第一位傳教士裨治文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他不像利瑪竇與馬禮遜研讀中

國古經典，卻對中國社會作人類

學及社會學的觀察與研究，他

編寫《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15年，向西方介紹中
國的文化、歷史、語言、風俗，

1832年3月，他在《傳教士先驅》
抨擊英國鴉片貿易，將鴉片描述

為「折磨中國社會最大的罪惡之源」，可

見他有良知反省，關心中國平民利益，而

不支持英國損人利己的貿易。他又翻譯

裨治文文理譯本（Bridgman Version）聖
經。裏面就開始用「神」這個字，主要是他

在翻譯時，研究中國民間社會的人都拜

神，「神」一詞較為平民熟悉。

有關翻譯用「上帝」還是「神」較好

呢？其實在舊約聖經希伯來文論上帝也

有不同稱呼並存，如「以羅欣」(Elohim)，
從簡略的名字El而來；El的字根大概是
「能力」、「卓越」及「莊嚴壯麗」之意，

是超越的真神的普遍稱呼。又有「主」

(Adonai)，字根是「主人」，指至高的主。
還有「雅威」或「耶和華」( Ya h w e h)，
翻譯自一個四個子音字母的希伯來字

Y H W H，因猶太人「十誡」中有「不可妄
稱你上帝的名」(出埃及二十7)這誡命，故
這字原初的寫法是沒有母音的。其字根意

思是「hayah」意即「存在」或「成事」。故
不同譯法並存也可以。我自己覺得用「神」

這個字比較容易混淆民間的偶像性神靈，

故基督教用「神」這個字的，就多加一個

真字叫「真神」，我覺得說自己是真，暗示

他人是假，這表達在中國文化還是不很

好，故我多用「上帝」一詞，比較與中國傳

統有共通性。只需說明基督教的上帝是有

啟示的上帝，這樣來理解其不同即可。

人性陷溺與罪的問題

我青年時打坐修養，曾體悟過不同

境界，先是緣起性空，悟一切變幻而彼此

相關，其後在觀萬物彼此相關，悟有大道

規律，使一切通而為一，再後是體悟人心

性流現出惻隱仁愛，這仁愛是天地本體，

天人原是同體。這一切境界使我完全投

身中國文化價值，但也思考仁愛的天是否

與上帝有關，而後從中國古書知中國古聖

也敬畏皇天上帝，我才追求與上帝的溝

通。而最關鍵的是我深入尋求成聖之道，

同時體會到人性的陷溺，即聖經所提到的

「罪」。

在大學的時候，我發現大學生有很多

不同派別的政治鬥爭，各派政治意識形

態在傳揚及控制人思想。他們非常迷執一

些簡單的非理性口號。因我研讀佛學，我

覺得他們太過執着，以偏見為其心靈主

宰，自以為代表真理，這是一種內在的自

我中心，將美善扭曲的心，在莊子稱為成

心，在孟子稱為陷溺，是人罪惡行為的根

源。但在深層反省中，我發現自己也有同

樣的執着和自以為代表真理心，我批評他

們的妄執情識，但其實自己都有，我發現

了人性中的深層自我封蔽，隔絕於真理、

中國文化和基督教都用

到了上帝這個詞，本

質上是指宇宙仁愛的最高主

宰，但不一樣的是，中國古

人的上帝較為哲學性，也與

中國古文化的禮樂精神相

關，不太重視古聖個人與上

帝的溝通，及上帝向人的呈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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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及萬物，是善的虧損，即所謂罪。

當我很深體會罪的時候，唐君毅在

倫理學課堂上就提到罪的問題，奧古斯

丁定義罪惡是完美的虧損，虧損的善形

成罪惡的力量。基督教是正面處理罪的，

耶穌基督釘十字架受苦，是代人承擔罪

的刑罰，是上帝寬恕了人的罪，人也應彼

此寬恕。以愛與寬恕解除罪的對立，使我

十分感動，因而把聖經新約看了一篇，我

就把從羅馬書看到啟示錄，羅馬書第六、

七章講到的罪的問題，是「立志為善由得

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我因此理解

了基督教的深度是在處理罪的問題，佛

教是處理苦的問題，人間到處的自私鬥

爭，國與國、民族與民族彼此攻打，殺戮

時十分殘忍，都是因為善性被扭曲為罪

性。罪的自我中心與隔絕，使人迷執於有

限而無常的事物，使人生苦惱，而罪的衝

突網羅，更帶來人間各種的苦，只有通過

愛與恕，化解自私與苦毒回頭以單純開

放的信心歸向天地永恆的仁愛親情，人才

得到救贖。

探討中國「境界」的哲學與神學

如何用中國所熟悉的理念、思想方

法、行為實踐及有深度的中文，去消化和

表達基督信仰，而又持守聖經核心真理

和屬靈內涵呢？我從15歲開始，經過七年
打坐修煉，體會中國佛、道、儒的修養，曾

向隱居的法師問道讀了好些古今中外的

經典，也跟了新儒家大師學習，同時明白

近代中國的艱苦，關懷着中國歷史的未

來成全，我生命的氣質是非常中國文化

形態的，然而卻遇到了耶穌基督的大慈

愛和救贖，進入中世紀以來的神學和靈

修學殿堂，真是不可思議。在教會的基督

徒，都不是很中國形態的人，但其品格卻

甚優美。開始讀系統神學等書，我就看不

進去，覺得理性系統很嚴密，但人生領悟

的水平很低，達不到更高的境界。直至讀

教父與中世紀靈修神學，及一些聖人的生

平實踐，才真的了解基督教靈性生命的境

界。

後來我就開始想，能不能用「境界」

來講基督教，所以後來我就寫《慧境神

游》，那時候是26歲，開始通過中國文化
的重重境界觀，用人生體驗天理過程，以

情理兼具方式來理解基督教。故我開始

即用中國的思維方法進入基督信仰，而

不是先通過西方神學的訓練來架構基督

教。核心是思考，先將基督信仰還原到聖

經本身的真理及信徒原始的信仰體悟，

跟中國古聖所講的人生智慧與天

理的領悟，能夠有所溝通，由此找

尋從中國哲理境界的通道，可由

中國境界一步步走到基督裏重生

得救的境界，再走入聖靈臨在，與

上帝共融的境界。從這反省開始，

我就走上不同的神學道路，即經

過非希臘化，將基督信仰還原到

聖經原本道理與信徒內在原始經

歷，再用中國理念與思統方法，去

結構表達原始的信仰內涵，而形成中華神

學思想。

我早期所建構的境界神學理論，開

始是由26歲時以智慧故事形態寫《慧境
神遊》(後改各為《東西哲學的境界》)一
書，用故事描述從佛、道、儒到基督的境

界。到50歲正式用理論寫《中國哲學的重
構》，經過20多年之運思後才寫，建立境
界哲學體系，回應後現代的虛無主義，而

後用「心靈本真」與「生活世界」的基本

理念重構中國哲學在新時代的價值，慢

慢再通過中國境界來構作基督教啟示等

等問題。我在二十多歲的年代，對天主教

的靈修學非常有興趣，特別是讀碩士的

時候對聖文都拉(St. Bonaventure)的思想
做一個研究，發現他《心靈到上帝之路》

一書，提出心靈上溯上帝的六重境界，可

與中國哲學比較，特別是唐君毅的心靈

九境。並由此接觸到奧古斯丁跟阿奎那。

讀阿奎那的巨著，我發現他遁亞里士多

我就走上不同的神學道

路，即經過非希臘

化，將基督信仰還原到聖經

原本道理與信徒內在原始經

歷，再用中國理念與思統方

法，去結構表達原始的信仰

內涵，而形成中華神學思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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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Aristotle)的理性邏輯，從一個一個推
論，建立命題去確定真理，在每一個論說

之後，再反駁對手的反問，列出對手幾個

抗辯，他再一一反駁，這使我學習西方思

想形態，對磨練理性很好。同期研究奧

古斯丁思想，是情理兼重，理性與體驗同

論，比較接近中國的境界思維。他的思想

繼承柏拉圖(Plato)，我高中一已讀過柏拉
圖，發現其思路是從幾何學那奇特的公

理系統，找尋超越經驗現實，走到理型本

體存在的更高境界。碩士研究時開始對

教父的神學研究，我找到基督教早期進

入西方文化的道路，那是基督教希臘化、

西方化，然後再思考如何進入中國文化，

基督教中國化，再到中華神學的建立。

實踐上貢獻當前中國

但是當中國開放，我們面對真正現實

的中國，而非書本上的中國。我覺

得有個使命要回去幫助中國，這

是很奇妙的一個根源的呼喚，我

的生命根源是中國的歷史文化，

我是中國人。我在香港出生長大，

殖民地教育不重視歷史，沒有教

近現代史，選讀歷史的人不多，若

讀中國近代史，大多是用英文課

本，按西方的眼光看中國，將鴉片

戰爭解為商業戰爭。香港人缺乏

歷史的苦難感，但中學時我自己研究中國

歷史，發現我們這個民族近代被列強欺

凌，看到近代百年來無數普通人民被屠

殺，是很痛楚的，歷史的創痛感使我覺得

要救中國，所以我承擔着晚清、五四、抗

日下來的救國傳統，這是一種根源的呼

召。

1982年第一次回國，見中國同胞洶湧
而過的自行車，每一位同胞的臉是如此

清楚，他們是有血有肉的骨肉之親。我遂

超越了政治的偏執，靈裏深深愛上所見

的每一位同胞。當時見中國的落後貧窮，

只感悲從中來，不可斷絕，為國家的困苦

擔憂。中國改革開始，我們有一憂患迫切

感，是擔心祖國在文革後，文化精神價值

不易挺立，中國建造企業與物質財富是

可預期的，但重建仁愛美善，重建人的尊

嚴，重建民族靈魂，卻是任重道遠。

1993年感悟上帝的呼喚，決定從加拿
大回中國參與貢獻，重建文化精神價值，

遂與海外志同道合者創辦「文化更新研

究中心」。那是一種激情，對中國百年苦

難的悲痛，對文化精神重建的投身，對貧

困兒童艱苦的疼心。但後面卻來自清心寧

靜的靈性領悟，我們知道上帝美善的呼

喚，要用無條件的愛，去與中國人同擔艱

苦，撫育百年民族文化的創傷。

這從實踐上開展了基督教生根中國

之路，為了重建中國文化精神的理想，我

當時放棄了120萬港元年薪的機會，在全
球呼籲華僑捐助支持中國文化的更新重

建，第一個工作是資助各種學術文化會

議與對話，包括重建中國仁愛文化、保護

少數民族的文化、不同宗教文化間的和

諧。第二個工作是上山下鄉，到山區瞭解

貧困留守兒童的艱苦，資助貧困青少年

的教育，學生經歷過多位志工的關愛，大

學畢業後也關愛他人，至2020年已資助了
21,000人次的學生完成學業，如今不少孩
子已長大成才，工作後也參與支持我們的

機構。由於與中國官員有了認識和交流，

1996年開始，文化更新研究中心提交過
四十多個建議，反映民間疾苦：包括與上

海復旦大學推動廉政文化，建造道德教

育、與國務院就人權建設作對話、與民政

部反映農村留守兒童疾苦、與統戰部關

注西藏民族文化及提出宗教政策意見、又

上書中央及地方政協提出農民工子女需

要、教育政策、醫療改革、綠色文化、建立

心理輔導系統、建立中華文化共同體等意

見。在中國大地26年的實踐中，我們的座
右銘有兩句：「我們不是要受人服事，卻

是要服事人」，「愛是恆久的忍耐，又有恩

慈，愛是永不止息」。

中學時我自己研究中國

歷史，發現我們這個

民族近代被列強欺凌，看

到近代百年來無數普通人

民被屠殺，是很痛楚的，

歷史的創痛感使我覺得要

救中國，所以我承擔着晚

清、五四、抗日下來的救

國傳統，這是一種根源的

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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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認同的覺悟

□：感謝梁博士上面對我的問題的回

應，我認為這是一種從境界哲學到生命境界

的歷程，覺得這裏面有幾個層面是我比較感

興趣的，一個就是境界，一個就是生命，一

個就是愛。對於這些，我作為一個土生土長

的中國大陸人，之前都沒有來過西方世界，

我從我的生存境界來談一談我的境界哲學，

作一點小小的回應。剛才梁博士談到了身份

認同。在我看來，身份的認同與人的境界也

是密切相關的。我之前曾在中國的西北地區

蘭州大學學習、教書達十六年之久，我們從

邊疆看中國，與從北京看中國，二者之間會

有一種不同的視界，也會有一種不同的身份

意識的體會。我們在內地也會做一些社會

調查，當我們問一些西北的穆斯林他們的身

份意識時，有的問卷會這樣問：你是一個回

族？還是一個穆斯林？還是一個中國人？好

多回族同胞就會從不同側面作一個回答：我

是一個穆斯林，或者說我是回族，或者說我

是一個中國人。結果，有些社會學者就因此對

他們的身份認同做一個評判：他們的民族認

同、國家認同、宗教認同的比例是多少，因此

對回族人的身份意識、國家觀念甚至對國家

的忠誠度做一個評判。其實，我認為這樣的

問題和得出的結論很有問題，因為設問就有

問題，前設就有問題。似乎回族、伊斯蘭教信

仰和中國人身份三者間是相互衝突的矛盾的

關係。這讓我想起我回到老家，我的老家是

在山西省交城縣陽渠村。我回到我的老家去

的時候，村裏面的人會問：你是誰啊？我說我

是某某某人的孫子，他們就知道我是誰家

的人了。因為我爺爺一直生活在那個村裏面，

我爸爸已經離開那裏了。我如果說我是某某

某人的兒子，他們都不知道我是誰。等我離

開那地方，別人問起我的祖籍時，我就會說，

我是山西交城人。等我真正是出了國以後，有

人問我是哪裏人時，我會說我是中國人，不

是日本人。這就是由不同的境界產生不同的

身份意識。那麼，不同的身份認同和不同的

身份意識在我們生命中是否會產生衝突呢？

就好像梁博士所遇到的，當然有人問到，你

是香港人還是中國人的時候，這個其實就是

在背後在探討的是你的政治意識或者政治

立場。當有人把幾種身份對立起來的時候，

就會產生身份的困惑。一個我們比較熟悉的

極端的例子是，民國時期的一個反對基督教

的口號：多一個基督徒就少一個中國人。我解

決這個身份意識的困惑，我專門寫了一篇文章

「神聖家族的融合」來解決基督徒與中國人

身份的會通。在這篇文章中，我對甘

肅的孔子家譜與聖經中耶穌基督的

家譜作了對比研究，我發現，孔子家

譜是血統意義上的家譜，它的特點

是包容性，只要是孔子的後人，除非

出家做了和尚、道士，或者為非作歹

被家族開除，都可以列入其中。在孔

子家譜中，既有漢族，也有回族、滿

族、土家族、藏族、朝鮮族等民族的後裔；既

有孔教徒，也有穆斯林、佛教徒、道教徒、基

督徒。與其相對應的是，耶穌基督的家譜更

多的是法統意義上的家譜，它的特點是開放

性。在耶穌基督的家譜中，既有猶太人，也有

白種人、黑種人、黃種人，既有以色列人，也

有阿拉伯人、英國人、美國人、中國人。包容的

孔子家譜和開放的耶穌基督的家譜，使得孔

氏基督徒在身份上並不存在根本性的矛盾

與衝突。孔氏基督徒的存在，表現出了孔子

家族對外來宗教——基督教的包容態度，以

及基督教對本土文化——儒家的開放精神。

這些具有多元文化身份的人，以及他們融匯

多元文化傳統的經驗，對我們消解文明之

間的衝突極有幫助。解決身份認同的困惑，

我們需要有廣闊的境界，也需要有境界的融

通。

關係上的境界

說到境界的融通，我們可以再回到我們

中國改革開始，我們有

一憂患迫切感，是擔

心祖國在文革後，文化精

神價值不易挺立，中國建

造企業與物質財富是可預

期的，但重建仁愛美善，

重建人的尊嚴，重建民族

靈魂，卻是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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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討論過的「上帝的譯名」這個問題上來。

我剛才說「上帝的譯名」問題，一開始是一個

翻譯的問題，之後是一個哲學的詮釋問題，

需要信仰在文化當中尋求理解。在西方的傳

統神哲學中，有唯名論和唯實論的區別，背

後是不同的哲學思想在影響着其神學。具

體來說，唯實論認為，一個名詞背後一定有

一個實體，在那個理念世界裏存在着。比方

說，有一個馬，我們在世上所見到的馬都是

不完全的，但在那個理念世界裏的馬是完全

的一隻馬，我們世上的這個馬都是根據它而

產生出來的。唯名論認為，「馬」這個詞，指

的只是馬的觀念。關於上帝的譯名背後的哲

學討論的是，到底這個上帝和God的之間背

後是不是有一個東西確實存在，他們之間是

一還是二，還是僅僅是兩個名字、名稱而已。

世人對至高之神會有所認識，中國人說上

帝，西方人說God，有兩個名詞。在

唯名論者看來，這只是兩個名詞而

已，如果基本內涵相同，用來翻譯並

無不可。在唯實論者看來，這是不一

樣的。如果兩個名詞所指的對象不

同，就不可以用上帝來翻譯God。但

無論唯名論還是唯實論，都沒有討

論一個問題，就是上帝的名字的問

題。名字涉及的是位格性問題，關乎

的是位格相交的問題。在聖經中，上帝親自啟

示他自己的名字，這就超越了唯名論與唯實

論所探討的名詞以及對名詞的認識問題，而

把它變成了名字以及由此帶來的位格相交的

問題。舊約聖經說，不可妄稱耶和華你神的

名。在新約中，基督徒要奉主耶穌的名禱告，

靠着耶穌的聖名來到天父面前。基督教所說

的境界不再是一個認識論上的境界，而是一

個關係上的境界。如果只是一個名詞，God
或上帝，有那麼一個實體，但這跟你也沒有

什麼特別關係呢？如果是一個名字，耶和華

或耶穌，這才是一個人借此進入到另一個境

界的通道，奉耶穌基督的名祈禱，藉着耶穌

基督回到父那裏去，這不是一個抽象的、泛

化的一個上帝或者God，而是通過這個名與

上帝有位格的相交，生命的轉化。

說到生命的轉化，我早年讀過一句詩

說，「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在我們的

生活當中，無論反叛也好，還是順服也好，

或者愛也好，還是有恨也好，實際上我們都

不僅僅是我們的個性造成的，在我們的經歷

中還有一些是關鍵性的節點，就是生命的轉

化。剛才梁博士談到了中國的近代歷史的發

展。這讓我想到了我們文化中國的生命的轉

化。近代以來，我們的國門為什麼會向西方

世界敞開呢？我們的文化生命為什麼會向基

督教世界敞開呢？信了基督的中國人，為什麼

會再次向中國的文化敞開呢？這其實是一次又

一次的境界提升和生命的轉化。在過去，我

們中華帝國什麼都有，什麼都不缺。當英國

人來華想要與我們建立貿易關係時，乾隆皇

帝就說，我們這個國家無所不有，什麼都不

缺，所以我們不需要跟你做生意。可是1840年

鴉片戰爭國門被打開以後，我們發現自己萬

事不如人，這個國家的生存狀況受到了非常

大的挑戰。我們用毛澤東主席的話來說，國

家到了一個生死存亡的階段。所以那個時代

的知識分子就想的如何救亡圖存，否則我們

中國在這個地球上將不復存在，我們中華民

族在世界民族之林裏將會被抹去。這是對國

家民族有負擔的知識分子所面臨的這樣一種

挑戰。這時候，他們要求向西方學習，甚至提

出全盤西化，像胡適、陳序經就提出了這樣

的口號！這可以說是文化生命的一種轉化，

在這種轉化當中，一些知識分子對自己文化

傳統進行了批判、反省甚至是棄絕。我們從

一個封閉的文化系統向其他的文化、其他的

文明敞開，這期間經歷很多的苦難。

用愛去醫治創傷

這種文化生命轉化不僅是一個國家、民

族的，也是個人的。在那個好的撒瑪利亞人

具有多元文化身份的

人，以及他們融匯多

元文化傳統的經驗，對我

們消解文明之間的衝突極

有幫助。解決身份認同的

困惑，我們需要有廣闊的

境界，也需要有境界的融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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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個故事裏面，當耶穌在那裏教導人說你

們要愛人如己、愛鄰人如己的時候，法利賽

人就挑戰他說，誰是我的鄰人呢？耶穌就打

了個比喻，說是有一個猶太人在路上遇到強

盜，把他的財物都搶跑了，把他打了個半死，

結果一個祭司經過的時候，繞着走過去了，還

有一個法利賽人經過的時候看了看，不知道

他是死的還是活的，也繞着走了。結果又來了

一個撒瑪利亞人，當時猶太人很看不起撒瑪

利亞人，認為他們是豬狗一樣的民族。然後

這個人就把他救起來，帶到旅館去把他安頓

起來，然後對旅館的老闆說：請人來給他治

療，所需用的一切我都給你錢。耶穌就問周

圍的聽眾說：你們說誰是我們的鄰舍啊？他

們說是那個救助他的人，不是利未人，也不

是法利賽人，而是撒瑪利亞人。耶穌說那你

就照着去做吧！好多人都讀過這一段故事，

有些人認為耶穌就是教導我們說，我們要像

撒瑪利亞人那樣子愛猶太人。但是，耶穌好

像講得不是這樣一個意思，好像講得是另外

一個意思，說誰是我們的鄰舍呢？大家說是

那個撒瑪利亞人。那麼，我們怎麼去愛那個

鄰舍，就是愛那個撒瑪利亞人呢？那個被打

昏了的、奄奄一息的人怎麼去愛人呢？在我

看來，這可能是愛的第一步，就是生命被打

傷、被破碎，然後被救助。實際上，這個時候

這個受傷的人什麼都不能做，但是你可能只

能表達一個善意，就是去愛，向他敞開，這

是生命轉化的第一步。就是我們身上所有的

仁愛的能力、惻隱之心的能力、感通的能力。

生命發生的轉化，就是我們開始能夠對外

敞開，然後感受外部給我們的愛，特別是完

全的異類、完全的他者給我們的愛，這時候

我們甚至沒有行為的回應，但生命卻從此敞

開。我們的文化生命的轉化就是一個從中國

文化的五福境界到基督教的八福境界的轉

變，就是從一個人性的愛、仁義禮智、關懷等

等，向上帝的愛敞開的並能夠接納的過程。

然後能夠對其他的人、其他的文化能夠以開

放自由的態度呈現永恆超越之愛的過程。所

以，我覺得很多的慈善，特別是帶有基督教背

景的慈善進入到他者的社會文化中時，所面

臨的一種境遇是，那個地方的人會覺得你這

樣的敞開、無私、超越的愛，是不可理解的、

不可理喻的、不可接納的，甚至是覺得你別

有用心的。我不知道梁博士和文化更新研究

中心在做扶貧事工、文化事工當中，有沒有這

樣的一種體驗？

原初真誠的愛

■：實際上撒瑪利亞人的故事的關

鍵就是回到人的原初真誠的愛，

不在乎你是猶太人還是撒瑪利

亞人，還是大祭司的身份，利未

人(做聖職的族人)的這種身份。
而是撒瑪利亞人(被猶太人視為
雜種的族人)救猶太人是出自仁
愛心流露，是義不容辭。當代人

喜歡為他人標簽或戴帽，定了他

人信什麼主義或宗教，而有所批判。但我

看人是有尊嚴的人，人有一種共同人性，

先從人性肯定他人的價值。對我來說，遇

到佛教徒、儒家、道家還是共產黨員，發

現他們都是人的時候，就先定他有人的

共同性，而不在乎他信什麼主義，什麼宗

教。所以，這也是耶穌講好撒瑪利亞人的

故事，是要回到人共同的、基本的、單純

的地方。實際上當基督教強調人如何可

以與上帝感通，關鍵是只憑信心，信心來

自最原初的天真，只有回到像赤子一樣

的單純，才能夠遇到上帝，如果人有複雜

的機心，絕對不能和上帝溝通，如果有很

多理論，是什麼大思想家、什麼大學者，

也很難和上帝溝通。不單跟上帝溝通，有

機心人要體會道，體會天，體會人性，都

不能。所以學問越多，執着也越多，只有

放下，才能夠回到單純，才能夠跟上帝會

面。

近代中華民族的「文化創傷」

在聖經中，上帝親自啟

示他自己的名字，這

就超越了唯名論與唯實論

所探討的名詞以及對名詞

的認識問題，而把它變成

了名字以及由此帶來的位

格相交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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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上帝的境界，是自然要關愛現

世中的人，面對現實的中國，如何了解這

百年下來的中國呢？耶魯大學社會學家

Jeffery Alexander，提出一個名詞，叫「文
化創傷」（Cultural Trauma），他說：「文
化創傷的發生，來自一個群體中的成員，

遭遇到一些可怕事件，而留下不可磨滅

的印記在其群體意識中。永遠刻在其回

憶中，從根本及不可磨滅的方式改變了他

們未來的認同」。中華民族近百年的創傷

很長久，傷害已經成為近代文化的一部

份，我們須以無盡的愛來醫治民族文化。

我們生存在百年創傷的最後時代，我剛好

生在香港，沒有碰到文革，但這災難就發

生在我們旁邊，在祖國經過最大困難的

時候，我們在香港也找不到出路。我青年

時不斷研究儒、道、佛的境界，但若國家

民族困苦未解除，個人領悟甚麼境界都

不能解眾生苦。所以人生下半場，是要兼

善天下，關愛眾生，以無條件的愛

建立美善國度在人間，這是更高

境界的完成。當中國開始改革，我

們是要共同醫治創傷，重建民族

文化更新的希望。

回到原初的天真去感應融通

要維持不息的奮鬥，就是回到原初的

單純天真，人的學問與修練不論多麼厲

害，一剎那心念陷溺，就可變壞，所以在

那一刻，人要回到一種原初的單純天真，

以開放的信心才能與宇宙真理會面，潔淨

內心歪念，化迷入悟。當人遇到上帝的時

候，是沒辦法通過財富地位，或者修養學

問，來建立關係。在上帝面前，只能回到

原初的本真，回歸嬰孩的心，才能在上帝

面前站立。人懂柏拉圖還是亞里士多德，

還是懂孔孟老莊，或什麼教授、博士，一

到上帝面前就什麼都不是，到上帝面前

就只能靠單純清心、真誠來建立感通。所

以在基督教裏面，最關鍵還是回到一種

單純性。這時候，我的境界哲學發展到境

界的神學，這個時候是中西結合了，無論

你中也好、西也好、印度也好。最後回到

一個原始的天真，就回到一種感通，最高

峰就是和上帝感應融通。而且不但如此，

還在內裏聽到他指示人生的大方向，我

所領受的上帝旨意是，要回到中國，以無

條件的愛去服侍人，並將基督教與中國文

化會通，使信仰生根中國。在世人來說很

笨，在加拿大生活得好好的，而且已經有

一個很高薪酬的工作在請我去做，作為

普通一個人的生活，全都可以很安定，為

什麼還要為個使命放下這一切，前去那時

仍貧窮落後的中國呢？那因為一種從單

純裏面聆聽而知道。聆聽也是一個特別

的境界，能夠聆聽到太初之「道」跟自己

說話，是一種永恆而來的召命。

明白這個世界有很多受苦的人，需要

付出一切去愛顧和關懷，中華民族文化是

我的根源，今遭大災劫，特別需要去承擔

人民所受的苦，基督徒須擔當這民族文

化重建的使命，與中國人同行，耶穌基督

就是屬中國的，不是外來的了。所以我就

義無反顧的進到中國，堅持至今(1994－
2020年)26年。

從聆聽上帝呼召到聆聽中國人

心聲

這過程是從中國文化到感通上帝，從

聆聽上帝呼召到聆聽中國人心聲，聆聽

不同中國人的內在靈性要求，不論是儒、

道、佛、穆斯林、共產黨員、城市中產或山

區農民，能聆聽他們嗎？有真誠的心去無

條件地愛他們嗎？上帝給我這樣一個挑

戰。

我年青時曾到非洲救援，該組織在

非洲的基督徒工作者，到貧困農村全心全

意關愛貧困，有外國牧師問為什麼他們不

傳教，他們說他們去是要先了解窮人需要

什麼，而不是我們認為他需要什麼。這對

我是最大的觸碰，我們總是認為他人需

要什麼，然後我去教訓他，教導他，叫他

我們從一個封閉的文化

系統向其他的文化、

其他的文明敞開，這期間

經歷很多的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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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從我的道路。但是先問問他需要什麼，

他窮沒飯吃，需要飽足；他要種田，他沒

有水灌溉，你要給他水、給他打井。所以

那些基督徒去幫助他打井、開墾、耕種，

讓孩子有教育，有醫療。這個時候，整個

村子馬上在實踐上明白基督教的生命。當

然不是因為你的口講道好聽，而是他看

到你的愛，愛活在生命與行動裏。在非洲

的原野，我對基督教有新的理解。

西方基督教有一套教會系統，都定了

一套理論與行為模式。到非洲完全不一

樣，他們一唱詩歌就跳起舞來，我們中國

人好像跳舞代表不尊敬，所以我們中國人

在唱詩歌，就要站着不動，游來游去不很

好。但是他們都跳來跳去，十分喜樂。我

們只是學習如何去尊敬他們，愛顧他們，

聆聽他們的心聲，愛是先願意聆聽，也是

無條件的去關懷。通過愛就能夠融化很

多的障礙，基督徒都成為眾人僕人，基督

教才能真正落地生根地傳開去。所以我

才明白了耶穌為什麼行動那麼多，他不是

全都講話的。我到中國的學習，是成為祖

國的僕人，不是高高在上，從外國籌很多

錢帶過來幫助窮人，我們一批人來是成為

中國的僕人，來關愛與服侍，那才是基督

教應該做的。所以我們先不講大神學、大

理論、大境界，先學着行出愛。如果我們

是僕人，把愛帶到人民當中，他才從你的

卑微中見到上帝。耶穌基督是完全虛己，

為人類受苦到犧牲生命，當走到最低，才

成為最高的上帝兒子。耶穌說凡自卑的必

升為高，凡自高的必降為卑，最高的上帝

在最悲苦的人間，受盡痛苦去獻出愛，低

到底的時候他才升為最高，成為神的兒

子，成為三位一體的主，宇宙最高真理，

是從最低處的承擔顯出來。所以，我覺得

基督教中國化另外一個學習就是基督教

要學會當僕人，學會從理論神學走出來，

來行動來以愛來服侍，無論中國人也好、

非洲人也好、印度人也好、孟加拉人也

好，任何地方你以愛來服侍，這個世界也

會和平，人與人之間就有感通的可能性。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剛才梁博士說像嬰兒一般、自然無

偽的一個心，我自己也有這樣的一種體驗，

我記得有一次在香港，我遇到一個小孩。我

是非常喜歡小孩子的，我覺得在他的眼睛裏

面能夠看到生命，給我一種力量。然後我看

到有個小孩子在那裏玩，我就跟他在那裏，

其實也說不了什麼，逗他玩。一會兒他媽媽

來了，然後突然他媽媽說了一句日本話，我才

知道這個小孩是個日本人，內心裏面我就立

刻涌起一種就是所謂的受傷的記憶，從心裏

我開始覺得這個小孩子好像變得面

目可憎了。雖然我沒有經過抗日戰

爭，但是這種民族的記憶會留在我

們身上，但是那個小孩子還是那樣

子的對着我的眼光。我就反省，其實

是我自己出了什麼問題。

這次我能夠來加拿大訪問，多

謝梁博士接待我和我們一家人，住在他們家

裏面。我和梁博士能夠有近距離的接觸交

流，也看到梁博士還會跟我的孩子在那邊打

打鬧鬧，玩耍，能感覺到梁博士是一個像孩

子一般，很單純的一個人。按理說，這樣的

人很容易在社會的交往當中受傷害的。我不

知道加拿大會怎麼樣，但是在內地我們總有

這樣的一種擔心，常常回到內地，被騙啦，

被欺負啦，都是有可能的，特別是被欺騙。

但是他居然也能夠在那個處境裏面，能夠開

展這樣的事奉很多年，我就覺得這裏面可能

是有神跡。在老子的書裏面，談到嬰兒的德

性說，「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

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

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啞，

和之至也」。就是說，嬰孩有醇厚的美德，毒

蟲不咬他，猛獸不傷他，凶鳥不擊他；他雖

然筋骨顯得柔弱，但拳頭卻握得很緊；他雖

然不知道男女交合之道，但他那小小的生殖

器卻勃然有力，這些都是因為是精氣充沛的

我覺得基督教中國化另

外一個學習就是基督

教要學會當僕人，學會從

理論神學走出來，來行動

來以愛來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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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故。他整天啼哭，但嗓子卻不會沙啞，是

因為他和氣純厚。這就是嬰兒特有的德性和

力量。梁博士剛才特別提到基督教中國化，

其實這也是像嬰兒一般的存在。這個說法梁

博士已經提出三十年了，實際上在內地也就

短短的幾年。其實也是在內地的那種環境裏

面，基督教在尋求他的生存之道，學界還有

教界，甚至是政界，大家都在思考這個嬰兒 

— 這個新生的事物，他怎樣生長。不要像我

那樣，一聽到他媽媽說了句日本話以後，再看

到的那個日本的小嬰兒，我都會產生的一種

特殊的負面情緒。而是應該像那個小嬰兒一

樣，仍然還是以和善純良的眼神回應我。梁

博士剛才說，他在內地服事是帶着一種單純

的心、謙卑的心，去做僕人服侍人。我覺得這

正是基督教所特有的一種文化，回轉像小孩

子，謙卑像僕人，這對於基督教中國化是必

須要加以思考的。因為我們中國文化

特別強調知行合一、踐行工夫。這也

是內地的一些知識分子對於基督教

的批評，你能不能實行出來，將你講

那套東西做出來。他們的評判會帶

有中國文化所特有的君子人格的標

準，來探討知行合一。我覺得梁博

士和您的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在內地

做了這麼多的工作，可能就是能做一個非常

美好的見證，也能給基督教中國化的發展能

夠做一個很特別的注腳。

反映民間疾苦

■：對，實際上基督教中國化就是歷

史不能不如此走，讓基督教在中國生根。

基督教到了非洲她也有非洲化的，所以

好像我到非洲，看到基督徒用他們文化來

表達，我們也跟他們一起跳舞。然後基督

教進入中國，必須要融入中國文化，在不

違聖經真理原則下，以中國理念來表達信

仰。26年來我們在中國大概有三個層次的
獻身，一個層次是服侍人的層次，與貧困

的人同行，叫關愛文化。第二個就是在學

術文化上的交流，從學術文化上探尋復興

中國文化之道，及從文化理念上溝通中西

文化價值。還有第三個是領袖文化，我們

要跟那些很有權威的人打交道，通過溝

通，把民間的疾苦讓政府知道。我覺得中

國有自己一套的發展理則，有中國的體制

與做事方式。需要按中國的合法渠道，理

性地分析情況，說明某處境產生什麼問

題，我們把他綜合寫給政府，那時我還花

錢聘了社會學教授來研究城市農民工孩

子教育的問題，研究發現他們有好多困

難，這些問題我們會比一般人先了解，而

後向政府提建議：目前遇到什麼難題，這

個問題會如何解決，政府就慢慢會聽進

去，後來政府就全面完整去處理了。至今

已經就不同課題提過40多個建議，實際
上政府大部分都聽。我們進入農村或城

中村，明白人民有很多現實面對的難題，

如果目前政府還未有政策，我們籌募有

限的資源來先去幫助平民解決難題，譬

如說，農民工孩子在城裏無戶籍，高中只

能離開父母回鄉讀，想要留在城裏面讀

書的話，唯有讀職業高中，而後進職業大

學，我們就提供資助讓他們讀，不用跑回

鄉裏面成為留守青年了，這也是我們可以

做出一點點的貢獻。我們對這些問題寫了

全面報告交政府，到後來，中國政府就在

體制改革上處理這些問題了。全國的戶籍

制度要去改也是要花很長時間，但是在

未馬上做到之前，我們以愛心參與來調和

這種困難，幫助農民工學生們走出困境。

這個問題如何解決，我們只是知道也沒

用，卻要和政府建立溝通渠道，告訴政府

要用理性的分析，愛心誠實的態度，及真

誠為國家的動機。這樣實際上會解決很

多問題。

以僕人的心來服侍人民

在中國，基督教中國化也是這樣，如

果基督教教會以僕人的心來服侍人民，

跟政府合作，聚集心理學、社會學、輔導

會轉像小孩子，謙卑像

僕人，這對於基督教

中國化是必須要加以思考

的。因為我們中國文化特

別強調知行合一、踐行工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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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社會工作等各方面的人才，建立社區

服務中心，教會就可以為社會做很多好的

事情。另外，還有醫療問題，我們也注意

到了。中國當前是醫療的難題，我去過一

些平民的醫院才知道，醫院是一個很冷

酷的地方，醫護人員一般對病人少關愛，

醫院的工作人員可能都沒有表情的，人到

醫院總有恐懼。政府如今讓教會辦醫院，

教會醫院裏面的護士、醫生很多是有信

仰的，所以對病人有愛心。後來我看到有

一個好的醫院是教會辦的，我覺得應該

提倡這種教會辦醫療，這是很重要的工

作。現在貧困問題可能慢慢解決了，下一

步是先中下層的、基層的人民，得到有尊

嚴的對待，我覺得這是當前中國最需要

的。不單是醫院，公安、執法人員、城管

等，在執行公務時，如果能夠讓人有尊嚴

的話，那麼就可以對中國有很大的貢獻。

中國如果這方面能夠做好的話，很多隱

伏的危機就會解決。

□：我們開始談話的焦點是跟基督教中

國化有關係，在談話的過程當中，我們展開

引出很多的問題。在談話當中，我又有新的一

種發現，作為旁觀的一個研究者，覺得也許

有人會稱您為有儒家味道的基督徒。在我看

來，您所做的這些工作，讓我想起了傳統中國

的那種讀書人，士人的一個形象。在過去的

時代裏，讀書人都會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

樣的使命和擔當感的。但是每個人做的也不

一樣，我這兒就是修身、齊家，這就是如果

我能力不強，我就做到這個。再做的多一點，

就是這個家族，可以從一個小的家庭，擴展

到一個家族，從一個鄉下族群再擴大到可以

治國、平天下。在那個時代，讀書人能做的事

情是通過科舉考試進入到國家的官僚制度

裏面去，影響國家的運作。如果我做不到那

麼高，我可能做一個秀才，然後在當地開一

個私塾教小朋友，如果我還有一些錢呢，我

可以辦一些慈善的機構，服務鄉里，這就叫

鄉紳。所以，在那個時代裏，讀書人的事功場

在中國大概有三個層次

的獻身，關愛文化，

復興中國文化之道，領袖

文化。

所也是有很多的。我看到您這樣做的這些，

應該說在內地，這樣子的文化機構和讀書人

還是不多見的，所以在我看來呢，我們從一

個基督教中國化的議題可以轉化為一個傳

統文人的現代化的議題，似乎這兩個也有一

定的關聯。

E xp lo re t he S inoc iz a t i on o f 
Religion in China

Leung In-sing (Editor-in-Chief, 
Cultural China)

Han Si -yi (Academy of Religion,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The Sinocization of Christian 
Religion, in essentials, refers how to 
have Christian Religion taken root 
or established in Chinese society.  
To understand this concept, one 
may refer to the way Christianity 
developed historically in Greece 
and Rome, besides the lessons learnt 
f rom the way Christ ian Religion spread 
in modern China in recent decades.  Even 
more important is how one may draw upon 
his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with 
Heaven (the Ultimate Reality) to cope with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moral issues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This 
also comes with the understanding of how 
different cultures communicate and merge 
with one another, as well as how one can 
put his religious beliefs into daily practice 
and transform in life. With the love and care 
from family, the state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hinese christ ians ought to 
live out their faith every day for Christian 
Religion to become deeply rooted and sustain 
throughout generations (chéngxiānqǐhòu) in 
Chines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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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怨。遠之事君，邇之事父，多識于鳥獸草木之

名」，指出了《詩》具有認識價值（多識于鳥獸草木

之名），政治教化價值（興觀群怨、事君事父）。張

海晏認為，「『詩經』雖是後來的說法，但《詩》在

綴以『經』名之前已有了典的

地位。這是由于在《詩》中有

先祖的儀型，聖王的靈光，民

族的歷史，人生的啟示和思想

的積澱」。 [2]所謂「先祖的儀

型，聖王的靈光，民族的歷

史」，大概點出了《詩》的文化

史價值，所謂「人生的啟示，思

想的積澱」大體點出了《詩》

具有的思想史價值。其實，

《詩》的初始價值是其審美愉

悅的藝術價值，其它價值都是

以審美價值為基礎的。

《詩》三百，思想內容豐

富，藝術成就高超，具有很高

的審美價值。就其內容而言，

涉及生活諸多方面，愛情、婚

姻、家庭、勞動農事、賦稅徭

役、祭祀、宴享、狩獵戰爭等，

其藝術形象引人共鳴。就其形

式而言，賦比興之修辭手法，重章疊句之結構，影

響深遠。

試看《國風‧唐風‧葛生》：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詩》何以成「經」？
■ 朱供羅

昆明學院人文學院

一、問題：《詩》何以成「經」？

《詩經》為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1]，歷來受到

學者關注，相關論著多如牛毛，但關於《詩》何以

成經這一重要問題仍有待深入。當然，討論儒學的

經學化時，不可避免要談到

《詩（經）》的經學化，但《詩

（經）》的經學化與《詩》何

以成《詩經》是不同的兩個問

題。兩者雖有一定的交叉，但

《詩經》的經學化強調的是

《詩經》在「五經」確立以後

經 學家如何解 釋 傳播《詩

經》，重點是將解詩傳詩作為

宣 揚 儒 家 思想 的 途 徑；而

《詩》何以成「經」側重從原

因、過程的角度，對《詩》變成

《詩經》進行考察。所謂「觀

瀾 而 索 源，振 葉 以尋 根」

（《文心雕龍‧序志》），對於

《詩》何以成「經」作一專門

探討，或有學術之必要。故不

避譾陋，試從價值、傳播、接

受三個維度探討《詩》何以成

「經」，以求教于方家。

二、《詩》之價值：《詩》成

「經」之初始原因

文學具有多種價值，《詩》自然也是如此。孔

子有一段著名的話，「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

摘  要：《詩》具有以審美價值為基礎

的多元價值，是《詩》成為「經」的內在原

因；《詩》在采獻編選刪逸後形成的定型

為古《詩》成「經」奠定了版本學基礎。

在「陳詩觀風」與「賦詩言志」等政治外

交場合，《詩》的社會政治價值受到重

視，構成古詩經典化在政治領域的現實

表現。先秦古籍對《詩》的引用論述，為

《詩》成為「經」奠定了學術思想上的接

受基礎。《詩》與其他儒家典籍的合稱，

則為《詩》成為「經」做好了觀念準備。

漢武帝「獨尊儒術」的政策則是《詩》成

為「經」的關鍵性制度基礎，而四家詩共

同選擇《詩》作為道德教化的神聖經典，

則是《詩》成為「經」的學術強化。

關鍵詞：《詩》；《詩經》；賦詩言志；刪

詩；逸詩；獨尊儒術；四家詩

經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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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3]

此詩可能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首悼亡詩[4]。前

二章的前兩句分別寫葛藤覆蓋了荊條，蘞草蔓伏

于墳地，既興起全文，又是對亡妻墳地的直接描

寫，還以藤蔓之生各有依附喻情侶之相親相愛，可

謂「興」 [5]而「賦」。「予美亡此，誰與獨處（息、

旦）」。愛妻埋葬此地，主人公睹物思人，不禁痴情

地向亡妻發問：你死後誰與我共處？只有孤單一個

人獨處，獨息，獨自到天明。詩寫未亡人的孤獨無

親，從而見出與亡妻生前的相親相愛，同心同德。

前三章開頭皆「情以物興，物以情觀」（《文心雕龍

‧詮賦》），層層深入，後兩章則情感進一步升華，

發出了「死後同穴」的悲號。後世對這首詩評價極

高，朱守亮《詩經評釋》認為本篇「不僅知為悼亡

之祖，亦悼亡詩之絕唱也」。這種評價當之無愧。

《詩》常以「興」起情，但同一「興象」，其

「情」卻能做到各有不同而妥帖切合。《王風》

《鄭風》《唐風》中有三首同題詩《揚之水》，三

首詩皆「揚之水」開頭，前兩首以小水溝流水力量

微小為喻，分別連通「力量微弱不可與楚為敵」以

及「兄弟不多，不要聽信讒言，要同心協力」兩個

主題，第三首從水流微淌的平靜環境中刻畫一個

驚人密謀，筆法曲折有致。同一景物起興，其「情」

（主題）各有不同，應情應景，大有可觀。

有時表達同一主題，《詩》卻能做到簡繁得

當。如《秦風‧駟驖》：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游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6]

此詩寫秦襄公田獵盛況。三章，每章四句四

言，善于捕捉富有表現力的細節和瞬間，「六轡在

手」表明秦襄公禦馬技術高超，「舍拔則獲」（搭弓

放箭獵物應弦而倒）表明秦襄公射術高明，「輶車

鸞鑣，載獫歇驕」描寫輕便戰車鸞鈴輕響，載著歇

息的獵狗，將獵前、獵中、獵後的場面描寫得生動

形象，頗得以簡馭繁之妙。

另一首描寫田獵的詩，則寫得華麗豐瞻。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

火烈具舉。袒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勿狃，戒其傷

女」。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雁行。叔在藪，

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禦忌。抑罄控忌，抑縱送

忌。

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

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

─ 國風‧鄭風‧大叔于田[7]

《鄭風‧大叔于田》三章，寫馬的顏色、服驂

的搭配，周圍的環境，反復渲染鋪張。既寫了共叔

段徒手與猛虎搏鬥的驚險場面，又寫了他張弛有

度的騎馬技術，還寫了他事後收拾弓箭的悠閑。這

兩首詩，都是描寫田獵，前者精要簡約，後者華麗

豐瞻，各有其妙，恰恰代表了中國文學的兩大傳統

手法。

《詩》本身具有很高的審美價值，但在春秋

時期，人們對《詩》的重視並不止于個人的藝術審

美，而是側重《詩》的社會政治意義。諸侯大夫們

在聘會燕享之時觀樂賞舞、賦《詩》言志，所賦之

詩有全篇有斷章，所取之義有本義有新義，總歸

要適合當時的政治外交需要，而其社會政治價值

之最初寄托仍是《詩》本身的審美價值。

三、《詩》之成型：采詩、獻詩、

編詩、刪詩、逸詩

先秦詩作具有包含審美價值在內的多樣化價

值，先秦時期的統治者則非常重視其社會政治價

值，企翼從中觀察民俗風情、政治得失，從而為政

治舉措提供參考依據。所以有了采詩制度。

《左傳‧襄公十四年》所載師曠言論表明夏

代即有采詩制度。

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

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

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于是

乎有之，諫失常也。[8]

班固《漢書‧食貨志》則詳細地談到了周代采

詩者及其采詩情形：

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

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

戶而知天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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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是周代職官，「太師」即周代「大師」

「春官宗伯」之屬，與小師、瞽曚等俱為樂官，掌

樂事。「行人采詩」表明周代也有采詩制度。

儘管有人懷疑「采詩制度」的真實性，認為這

是班固、何休想象的理想國中之事[10]，但春秋以前

存在采詩制度應是事實。一則因為有存在文獻可

以佐證。《周禮‧天官‧小宰》：「徇以木鐸」。 [11]

《周禮‧地官‧鄉師》：「凡四時之征令有常者，以

木鐸徇以市朝」。[12]二則有出土文獻可以印證。

據2001年出版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

‧孔子詩論》第三論《邦風》，有「溥觀人俗」和

「大斂材」之說。此文獻經研究認定為先秦文獻。

整理者認為，「斂材」是指收集邦風佳作，其實就是

「采詩」；「溥觀人俗」指根據《詩》觀察民風民

俗。[13]《孔子詩論》可說是印證「采詩」說的出土

文獻。

除了「采詩」獻給王官，還有官員自作詩以獻

王官，這是《詩》的又一重要來源。《國語‧邵公諫

厲王餌謗》中提到「獻詩」之事：

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

書，師箴，朦誦，百工諫……[14]

但這裏的獻詩者是「公卿至于列士」。大體而

言，《詩經》中的「十五國風」大體上是通過「采

詩」獲得的，而《雅》《頌》主要通過公卿列士獻詩

而來。

黃振民認為，「《詩經》之詩，今據古籍記載

推考，當系先由采詩、獻詩之積聚，後由太師加以

整理編輯而成。采詩幾乎全屬民歌，而獻詩則多屬

士大夫之作」。[15]可見，采詩獻詩而得的詩歌，經

由太師的整理，會編輯形成一定的版本。

詩歌積累得多了，就會發現有的詩有重複，有

的詩有異文，就面臨刪削的必要。《史記‧孔子世

家》：「古者詩三千餘篇，乃至孔子，去其重，取可

施于禮儀，上采契、後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

之缺……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

《武》《雅》《頌》之音」。[16]

關於孔子刪詩說，前人有贊同者，也有否定

者。爭論的焦點無非在于：一以為在孔子之前

《詩》已經編定，司馬遷之說不可信。一以為當孔

子在世，古詩何止三千，蓋因孔子刪定而成今本

《詩經》之面目。《論語》中孔子評論《詩經》，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17]可見

孔子之前，《詩》已有比較完整的輯錄整理，已大

致成型。但「孔子刪詩」應有很大可能。一方面有

直接證據，《論語‧子罕》篇孔子親口說過：「吾自

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18]這就說明

了孔子確實對《詩》（包括樂、詩）有過整理訂正。

另一方面，有間接證據。《左傳》所記「季札觀

樂」，其觀樂編次與今本《詩經》大體相同，季札

所見《詩》：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

幽、秦、魏、唐、陳、鄶……；小雅、大雅；頌；今本

《詩經》：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

唐、秦、陳、鄶、曹、幽；小雅、大雅；周頌、魯頌、商

頌。兩者雖然大體相同，但仍有兩個重要的區別，

一是今本《詩經》中《幽》風置于十五國風之末；

二是季札所觀之「樂」中，「頌」是沒有細分的，而

今本《詩經》則細分為《周頌》、《魯頌》、《商頌》

三部分。楊朝明認為，「幽風」即是「魯風」，以

《周南》始而《幽風》終，以「周公」為終始可能正

是孔子編訂「國風」的追求；孔子在整理《詩》時，

將「頌」放在最後，並在《周頌》之外加上《魯頌》

和《商頌》，之所以分為周、魯、商三部分，恐怕與

孔子「據魯、親周、故殷」（《史記‧孔子世家》）的

文化情結不無關係。[19]此外，逸詩的存在也表明

了孔子刪詩的前提。

《詩》在編輯成冊的過程中，還有一個逸詩

的問題。所謂逸詩，包括孔子編詩時未被收入的

部分和《詩經》定本後在流傳過程中亡佚的部分。

由于《詩經》傳誦之廣及歷史地位之特殊，在後代

流傳的過程中會出現錯訛，但全篇亡佚的可能性

不大，所以逸詩中絕大多數可能是最初就未被收

入的部分。先秦諸子有逸詩數十處。如《論語》中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20]朱熹認

為此非《碩人》詩，而是逸詩，其說可從。《列女傳

‧辯通傳》第一則故事也記載了一首逸詩。此則故

事記載管仲之妾妾婧妙解寧戚所歌「浩浩乎白

水」之意，告知管仲寧戚所言來自古詩「浩浩白

水，鯈鯈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

我焉如」[21]，其意在于求仕，于是管仲告知齊桓，

重用寧戚從而齊國大治。這裏的《白水》詩不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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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存《詩經》，也應是一首逸詩。

無論采詩、獻詩，其目的出于觀風俗之盛衰，

以供王官自我考正，這樣的活動無疑具有現實的

政治價值，還帶來了附帶效果 ─ 收集的詩歌總

量一定很多。這就帶來了詩歌的自然淘汰與編詩

者的有意篩選。刪詩是甄別選擇之後保留優秀作

品的活動，這樣的活動雖導致了一些逸詩，但總體

上有利于先秦古詩的編輯成型。這是古詩經典化

的版本定型行為，也是《詩》成為《詩經》的過程

之一。

四、《詩》之政用：「陳詩觀風」

與「賦詩言志」

《詩》在民間產生經采集上獻之後，王官命

太師進獻，以觀民風。此所謂「陳詩觀風」。《禮記

‧王制》有明確記載：「天子五年一巡狩，覲諸侯，

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22]此類活動往往出現于

天子巡守四方諸侯朝見之時。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則記載了吳公子季札

訪問魯國時觀樂知政的故事。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使工為之歌

《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

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

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

《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

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

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

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

《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

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為之歌《魏》，

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

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

乎！不然，何憂之遠也？……」為之歌《陳》，曰：「國無

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

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

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

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

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

……盛德之所同也」。

見舞《象箾》、《南龠》者，曰：「美哉，猶有憾！」

……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

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

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23]

《左傳》關於「季札觀樂」的記載非常具體，

魯國表演了《詩》中的十四國風（唯獨沒有《曹

風》），大小《雅》，《頌》，還表演了樂舞，季札每

觀一樂，都予以精到的點評，著重突出樂舞背後折

射出的民風民俗與政治風氣。這是「陳詩觀風」的

典型案例。

《詩》在政治上之運用，除了「陳詩觀風」，

還有一個重要的表現 ─ 「賦詩言志」。《漢書‧藝

文志》有云：「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

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

肖而觀盛衰焉」。[24]這就說明，「賦詩言志」主要

是諸侯卿大夫在外交場合，通過賦《詩》引《詩》，

委婉曲折地表達其情感意志的一種活動。此類活

動極為流行，能不能恰當巧妙地「賦詩言志」被看

作是外交使者「賢」或「不肖」以及其所代表的國

家文明程度是否先進的重要標志。「賦詩言志」的

情況，主要見于《左傳》和《國語》，其中《左傳》

三十幾例，《國語》有四例。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趙文子在垂隴觀七子

之詩，是「賦詩言志」的一次集中體現[25]。趙文子
[26]是當時霸主晉國的卿，自宋與楚結盟而還，經過

鄭國。鄭伯親自帶著七位臣子款待趙文子，趙文子

倡議賦詩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取其「未

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

降」，以趙武為君子。趙武曰：「善哉！民之主也！」

他認為在上不忘降，故可以為民主；又不敢稱以

「君子」，所以接著說，「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

有賦《鶉之奔奔》，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為兄，我

以為君」。趙武深知其意，但宴席上不便當面揭

穿，所以假裝沒有聽懂，只說「床弟之言不逾閾，況

在野乎？」表示此類棄婦詩不適合自己聽。子西賦

《黍苗》，義取「肅肅謝功，召伯營之，列列征師，

召伯成之」，有以趙武比于召伯之意。趙孟連忙將

功勞歸于晉國君主，「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

《隰桑》，義取其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所謂「既

見君子，其樂如何」。趙武以其卒章「心乎愛矣，遐

不謂矣，中心臧之，何日忘之」，希望得到子產的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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誨。子大叔賦《野有蔓草》，取其「邂逅相遇，適我

之願兮」，趙武表示這是抬愛。印段賦《蟋蟀》，取

其「好樂無荒」之意，趙武表示贊賞。公孫段賦

《桑扈》，取其「匪交匪敖，萬福來求」之意，趙武

十分贊同。宴會之後，趙武對同行的叔向說出了他

對七子的總體看法，其他六人都會長享富貴，伯有

會被殺，志誣其上惹鄭伯怨恨，怎麼可能長久呢？

後來，伯有果然在三年後被殺。

垂隴宴會，趙文子與七子賦詩言志，在觥籌交

錯之際，七子委婉曲折地賦詩言志，而趙武又巧妙

地對答，真可謂是「一場大文雅」。[27]

但是，有些時候，賦詩者引詩賦詩並不一定會

引起聽詩者的理解。如：《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和

《襄公二十八年》所記慶封不解賦詩事。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

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

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

也。[28]

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穆子弗悅，使工為

之誦《茅鴟》，亦不知。[29]

第一例中，叔孫豹吟誦《鄘風‧相鼠》諷刺齊

國使者慶封禮儀失態，可是慶封根本不懂叔孫豹

的意思。第二例中，叔孫穆子為慶封食前汜祭而不

共感到不悅，為其誦《茅鴟》，意在「刺不敬」，慶

封還是不知其意。

《左傳》對聽詩者不解賦詩之意，顯然是持

否定態度。如《左傳‧昭公十二年》：

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為賦《蓼蕭》，弗

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

宣，令德之不知，同德之不受，將何以在？」[30]

魯君賦《蓼蕭》，比喻宋魯兩國之間兄弟相

待，但華定不解其意，也不賦詩作答，十分無禮，

引起叔孫昭子不滿，推論其必然逃亡的結局。所

以，如果不能理解賦詩之意或不能答賦，簡直不是

一個合格的外交使者。正如孔子所說：「誦《詩》

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

多，亦奚以為？」[31]

從上例可以看出，「賦詩言志」，是政治外交

場合下對《詩》的應用，強調對《詩》的理解與對

話。這類外交活動中的「賦詩言志」如此常見，簡

直「不學《詩》，無以言」。賦詩言志之所以成為風

尚，乃是因為禮儀的需要。這種禮儀標準在周初

業已形成，綿延數百年，已經根深蒂固，成為了集

體無意識[32]。降及春秋，王室衰微，「禮樂征伐自

諸侯出」，各路諸侯對周禮形式上的追求也就變

得更為迫切，彼此間的會聘燕享也日益受到重視，

于是賦《詩》言志之風大興。賦《詩》作為一種行

為方式逐漸被諸侯共同認可為禮儀的外交。

「賦詩言志」與「陳詩觀風」，體現了《詩》在

諸侯大夫等上層社會的傳播，更體現為一種上層

貴族對《詩》的接受與理解，是古詩經典化在政治

領域的現實表現。

五、《詩》之引用：各類典籍引詩

論詩

《詩》的經典化過程，除了編定成型、政治場

合用詩以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方面，即學術思想方

面的傳播。先秦幾乎所有重要的思想家、學術典

籍，都有《詩》的引用或論述。曾小夢的博士論文

《先秦典籍引〈詩〉考論》，對先秦典籍的引《詩》

情況進行了全面的整理與研究。曾小夢將先秦典

籍分類三大類，先秦史書（《左傳》《國語》《戰

國策》），先秦儒家典籍（《論語》《孟子》《荀子》

《禮記》《孝經》），先秦非儒家典籍（《晏子春

秋》《墨子》《莊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等），

再分別從分期、分類、引詩者、引詩場合、引詩效

果等角度探討各類典籍引《詩》的整體情況，總結

其中的詩學觀，以及引《詩》特點，其搜集整理可

謂細緻深入。以下略加說明。

（一）先秦史書引《詩》

《左傳》引《詩》數量是先秦典籍中最多的，

達266處（次），其中的「君子曰」引詩，實際上開了

著述引詩之先河。《左傳》側重于從聽詩者的接受

角度引詩，反映了人們接受意識的自覺性，以及對

《詩》進行重新闡釋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國語》

引詩處37次，其引詩活動詳于《左傳》。《戰國策》

引詩計7處9次，其引詩目的是為言說者自身的觀

點或利益服務。其引詩全是具體的詩句，常輔以

歷史事實，以增強說服力。

三部史書中，前兩部反映的主要是春秋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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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引詩情況，第三部反映了戰國時代的引詩情況。

在「尊王攘夷」的春秋時期，賦詩言志之風興盛，

《詩》成為重要的外交工具之一。而在「爭于力

氣」的戰國社會，《詩》在政治、外交中的地位下

降，為縱橫策士們所輕視。

（二）先秦儒家典籍引《詩》

《論語》引詩、論詩、解詩計19處。孔子主要

從用詩的角度，強調了《詩》的社會作用，其詩學

觀念以「禮」為核心，強調《詩》的政治、倫理功

用。「興觀群怨」，「思無邪」，「不學《詩》，無以

言」，「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等，是其主要

《詩》論觀點。

《孟子》引詩共37處，其中有26處是引《詩》

證論。孟子提出了「以意逆志」、「知人論世」等詩

學理論，進一步完善了儒家的詩學體系。其引詩呈

現出「以詩為史」的特點。

《荀子》引詩83處，都是為自己立論服務，

涉及《詩》篇目47篇，喜引雅、頌。其引詩模式有

二，一是先立論再引《詩》以證其權威性；二是先

引《詩》再解說自己對《詩》中聖人之志的理解。

前者可謂「引《詩》證論」，後者可謂「依《詩》析

意」。如果用後世的學術話語來形容，前者可謂

「六經注我」，後者可謂「我注六經」，兩者共同構

成了「依經立義」的典型樣態。

《禮記》引詩共計104次，涉及64篇。《禮記》

引《詩》表現了對《詩》的推崇，其詩教觀包含以下

內容：詩禮密切相關[33]；詩樂舞不可分割[34]；「樂

與政通」；「溫柔敦厚，《詩》教也……溫柔敦厚而

不愚，則深于《詩》者也」等。它同樣把《詩》當作

理論依據。

《孝經》僅一千九百餘字，引《詩》卻多10次。

表明《詩》已成為儒家所信奉的聖典，成為其論證

孝道思想的理論依據。

儒家典籍引《詩》有一個顯著特點：多引

《雅》《頌》，較少徵引《風》。這種狀況表明，在

儒家學者的眼中，《雅》《頌》的地位高于《風》。

（三）先秦非儒家典籍引《詩》

《晏子春秋》一書引詩16處24次。引《詩》主

要為晏子的禮治、德治、仁政以及民本思想作依

據。《墨子》引詩11處，墨子重視詩的實用性，沒有

儒家那麼推崇《詩》，只是「不得已而用之」。《莊

子》中的引詩只有1處，說詩有4次。莊子並非引

《詩》言志，援《詩》說理，而只是借《詩》來反諷

儒家的禮義道德。《雜篇‧外物》講述儒生們吟誦

著《詩》《禮》的文句盜發墳墓的故事[35]，無情地

諷刺儒者的虛偽。引《詩》幾乎成為道家攻擊儒家

的武器和手段。《韓非子》引詩5處，代表了以韓非

為首的法家對《詩》的批判態度。

從《晏子春秋》《墨子》到《莊子》再到《韓非

子》，作者們對《詩》的接受態度由肯定、推崇到

越來越強烈的貶斥、冷漠，但到了《呂氏春秋》，

情況有了改變。《呂氏春秋》引詩16處，其引《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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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兩個特點：1.作者引用詩文以說明問題、闡釋事

理、論證己說；2.記載前人之賦詩誦詩的史料。

《呂氏春秋》對《詩》采取了比較推崇的態度。[36]

總體來看，《詩》在春秋戰國就是一個無法忽

視的文化存在，幾乎任何典籍都繞不過去。儘管

引《詩》次數在先秦儒家典籍（包括先秦史書《左

傳》《國語》）與非儒家典籍（包括先秦史書《戰

國策》）有多寡之別，對待《詩》的態度也有肯定

推崇與貶斥冷漠之別，但不可否認的是，先秦典

籍的引《詩》論詩，擴大了《詩》的傳播與影響力，

增強了《詩》的接受度，為古詩經典奠定了學術思

想的接受基礎。其中，孟子和荀子的引《詩》對於

《詩》以成經起了特別重要的作用。前者提出了

「以意逆志」「知人論世」的詩學理論，為「詩經

學」成為專門之學奠定了基礎；後者的引《詩》不

僅數量多，而且「引《詩》證論」和「依《詩》析意」

兩種引《詩》體例特點鮮明，共同構成了「依經立

義」的典範形態。

六、《詩》以成經的觀念基礎：儒

籍合稱

《詩》在傳播過程中，逐漸與其他儒家典籍

合稱，于是有「詩書」、「禮樂詩書」、「禮樂詩書

春秋」、「禮樂詩書易春秋」、「易書詩禮春秋」等

合稱。這些合稱表明其在傳播過程中，《詩》逐漸

由單一的詩歌集轉化為儒家群籍的一分子，從而

為儒家典籍這一群體性概念最終成為五經奠定了

觀念基礎。

1.詩書

《詩》、《書》並稱起源甚早，孔子《論語‧述

而》載：「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

也」。[37]

2.禮樂詩書

《禮記‧王制》謂：「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

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

以詩書」。[38]所謂「四術」即「詩書禮樂」，四教即

春夏秋冬四季分別教以四術。

3.禮樂詩書春秋/詩書禮樂春秋

《荀子‧勸學》：「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

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畢矣。……

《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

秋》約而不速」。[39]

《荀子‧儒效》：「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

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

《禮》《樂》之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書》

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

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天下之道畢是

矣」。[40]

值得注意的是，荀子認為「詩書禮樂春秋」涵

括天下之道，沒有把《易》列入其中。

4.詩書禮樂易春秋/詩書禮樂易春秋

《禮記‧經解》：「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

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

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

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41]

《莊子‧天運》：「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

《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

矣」。[42]

《莊子‧天下》：「《詩》以道志，《書》以道

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

《春秋》以道名分」。[43]

從以上的各類並稱來看，可以發現兩點：一、

詩與其他儒家典籍並稱的數量呈現越來越多之

勢。二、在《莊子‧天運》篇已經明確出現了「六

經」一詞。細想之下，這兩點其實也是前後相承

的。先是《詩》在春秋戰國的傳播、接受中，其影

響力不斷增強，並產生了輻射力，其他儒家典籍的

傳播也需要借助《詩》的影響；另一方面，《詩》與

其他儒家典籍的不斷抱團，不斷以群體性並稱進

入各類典籍，既突顯了儒家典籍的內在聯繫，也為

儒家典籍這一群體最後都定為經典奠定了觀念基

礎。當然，《莊子‧天運》篇最早稱儒家群籍為「六

經」，只不過是道家對儒家的「欲抑先揚」，真正的

目的是借老子之口表明「夫六經，先王之陳跡

也」，啟發孔子要「與化為人[44]」。不過，這也反映

出，至少在漢代官方確立「五經」之前，已有「六

經」之名。

七、《詩》以成「經」的制度基

礎：「獨尊儒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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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成為「經」除了本身價值、廣泛的傳播

與接受以及並稱「六經」的觀念準備外，還有一

個關鍵的制度基礎：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

術」。

西漢初年，漢高祖不喜儒學，使儒家的學術

源流幾乎斷絕。博士制度雖承秦制依然存在，但

博士人數不多，且僅具官待問而已，在傳授文化方

面難以起多大作用。惠帝廢《挾書律》，使諸子學

說復蘇，其中儒、道兩家影響較大。道家的黃老無

為思想因為受到漢初統治者的提倡，居于支配地

位。

文帝時開始設置《書》、《詩》的一經博士，並

立諸子傳記博士，博士之數達到七十餘人。百家雜

陳而儒家獨多。景帝時置《春秋》博士。此時，儒

家的《書》《詩》《春秋》以及《論語》《孝經》《孟

子》《爾雅》都有博士，其中《詩》博士有齊、魯、

韓三家。至此，《詩》已正式成「經」。

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董仲舒在舉賢良

對策中提出建議：「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

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

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45]漢

武帝對董仲舒的這種大一統思想非常賞識。武帝

又采納丞相衛綰之議，罷黜治申不害、商鞅、韓

非、蘇秦、張儀之言的賢良。此舉遭到竇太后不滿

並無故降罪衛綰等人。但在建元五年（公元前136

年），漢武帝在文景時所立《書》《詩》《春秋》的

基礎上又為《易》和《禮》增置博士，合為五經博

士，這被認為是經學確立的標誌[46]。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漢武帝將不治儒家

《五經》的博士一律罷黜，又提拔布衣出身的儒生

公孫弘為丞相，優禮延攬儒生數百人，還批准為博

士官置弟子五十人，根據成績高下補郎中文學掌

故，吏有通一藝者選拔擔任重要職務。這就是歷

史上有名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獨尊儒術」之後，「通一藝」的儒者即可擔

任重要職務，利祿的誘惑使得《詩經》的地位更加

尊顯。張海晏認為，「漢代統治者推崇儒學的重要

措施是將儒學立為官學……儒學官學化的主要內

容與方式即是將為學與為官、治學與治國、儒者與

官紳通過『學而優則仕』而關聯起來」。[47]可以說，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古《詩》成「經」的制度

基礎。

八、《詩》以成「經」的學術強

化：「四家詩」的道德教化

《漢書‧藝文志》曰：「漢興，魯申公為《詩》

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

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為近之。三家

皆立于學宮。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

間獻王好之，未得立」。[48]

四家詩中，齊魯韓三家皆立于學宮。三家詩都

有代表性人物，盛極一時。轅固創立齊《詩》，在景

帝時立為博士。齊《詩》後學眾多，其中名人有董

仲舒、後蒼、戴德、戴聖、匡衡、桓寬、馬諼、班固

等人。齊《詩》的最大特點是雜糅陰陽五行讖緯之

說，後亡于魏。魯《詩》源自荀卿，為申培所傳，申

公在文帝時立為博士。魯《詩》後學名人有趙綰、

王藏、孔安國、司馬遷、韋賢、劉向、王逸、蔡邕等

人。魯《詩》相對而言比較樸實，「疑者則闕不傳」
[49]，後亡于西晉 [50]。韓嬰創立韓《詩》，在文帝時

立為博士。韓《詩》後學眾多，其名人有王吉、蔡

誼、陳囂、崔炎等，後亡于北宋，僅存《韓詩外

傳》。《韓詩外傳》的特點是「引《詩》證事」。三家

詩皆屬今文經學，在西漢時占主導地位。毛《詩》

一般認為是毛享和毛萇所作，是古文經學。西漢

時雖曾為河間獻王所重，但影響有限。西漢末劉歆

力倡古文經，《毛詩》在西漢末年平帝時被一度立

于學官，但東漢經謝曼卿、衛宏、鄭眾、賈逵、馬

融、鄭玄的注解傳播，而逐漸興盛。唐孔穎達為鄭

玄《毛詩箋》作疏，名為《毛詩正義》，後編入

《十三經注疏》，流傳至今。《毛詩》除每首詩後

都有《傳》外，每首詩前面都有「序」，有「小序」和

「大序」之分。《毛詩序》最大的特點是「美刺說」

與「以史證《詩》」。[51]

三家詩文本大多散佚，幸有清人王先謙《詩

三家義集疏》將其遺說收集。綜合四家詩來看，雖

然各家在字詞、釋義以及闡釋特點存在區別，但

大同小異，它們都把《詩經》當成道德教化的神聖

經典。[52]既然尊之為經典，就不能懷疑，所以，對

內，四家詩各派嚴守師法家法；對外，以《詩》來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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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道德教化的做法現在看來不免拘泥迂腐，當時

卻被人廣泛接受而不受質疑。這種道德教化的神

聖化又反過來強化了人們對於《詩經》神聖化的理

解。可以說，四家詩共同選擇《詩經》作為道德教

化的神聖經典，是使《詩》成為「經」的學術強化。

當然，四家詩將《詩經》作為道德教化的經典

助推其神聖性到達頂點後，《詩經》的神聖性有一

個由盛轉衰的過程，但《詩經》的經典地位並沒有

受到多大影響，由道德教化經典逐步向文藝審美

經典過渡與回歸，這是後話了。

結論

從價值角度而言，《詩》具有以審美價值為

基礎的多元價值，是《詩》成為「經」的內在原因。

《詩》在採獻編選刪逸後形成的定型為古《詩》成

「經」奠定了版本學基礎，這也是傳播和接受的起

點。在「陳詩觀風」與「賦詩言志」等政治外交場

合，《詩》的社會政治價值受到重視並被用來廣泛

交流，構成古詩經典化在政治領域的現實表現。先

秦古籍對《詩》的引用論述，為《詩》成為「經」奠

定了學術思想上的接受基礎。《詩》與其他儒家典

籍的合稱，則為《詩》成為「經」做好了觀念準備。

漢武帝「獨尊儒術」的政策則是《詩》成為「經」的

關鍵性制度基礎，而四家詩共同選擇《詩》作為道

德教化的神聖經典，則是《詩》成為「經」的學術

強化。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課題西部項目：「《文心雕

龍》『依經立義』研究」（16XZW001）

[1]有人認為，有逸詩存在，「總集」不符事實，

《詩經》應算是「選集」。其實，先秦產生的詩

歌肯定不止305篇（特別是民歌），但先秦詩歌

往往在口耳相傳中多有逸失，並且，詩在傳播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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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趙文子，即趙孟，趙武，是趙盾之孫，趙朔之

子，《趙氏孤兒》之原型。
[27]勞孝輿：《春秋詩話》卷一（上海:上海商務印

書館，1936年影印），卷一第7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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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禮記‧樂記》：「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

也。舞，動其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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孺，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

生于陵阪。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

其鬢?其顪，汝以金稚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

口中珠」。
[36]同註[32]。
[37]同註[17]，第81頁。
[38]同註[22]，第472頁。
[39]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

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12、14
頁。

[40]同上，第133、134頁。
[41]同註[22]，第159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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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1983年），第4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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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陳鼓應：「與造化為友」。
[45]同註[9] ，卷五十六，第25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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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張海晏：《漢代齊魯韓毛四家詩學》，載姜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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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129
頁。

[48]同註[9] ，卷二十四上，第1708頁。

[49]司馬遷：《史記 ‧儒林列傳》（北京：中華書

局，1959年），第3121頁。
[50]房瑞麗：《〈齊詩〉〈魯詩〉亡佚時間再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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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does the Old Songs become the Book 
of Songs?

Zhu Gong-luo(School of Humanities, Kunmi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re are some reasons for the Old 
Songs becoming the Book of Songs.  Firstly, the Old 
Songs, which have numerous aesthetic values, are the 
underlying causes.  Secondly, after being collected, 
offered, edited, deleted and selected, the old songs were 
almost standardized in their unique style or format 
that no sooner helped lay the basic version of the Book 
of Songs.  Thirdly,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values of 
the Old Songs were acknowledged.  The poets and 
songs, on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occasions, were 
instilled political values constituted the canonization 
of ancient poetry in the political field, for instances, 
when poets expressed their aspirations and feelings 
in their poems (Fùshīyánzhì) ; and when the Songs 
themselves ref lected the current social and political 
situations (Chénshīguānfēng).  Fourthly, the quotation 
of the Old Songs in Pre Qin Dynasty laid the foundation 
in recognizing the Old Songs as Classic. Fif thly, 
categorizing the Old Songs and other Confucian classics 
into one collection laid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Old Songs to become Classic.  Finally, whereas the 
policy of "respecting Confucianism exclusively" by 
Emperor Wudi's in Han Dynasty was the institutional 
basis; being the common choice in the Four-School 
Poetry (Sìjiāshū)  as the sacred scripture for moral 
education was the academic basis, both paved way for 
the Old Songs to become Classic.

Key Words: Old Songs; the Book of Songs; 
Expressed poets’ aspirations and feelings in their poems 
(Fùshīyánzhì); Deleting some poems; Pre-Qin scattered 
poems; "respecting Confucianism exclusively" ;Four-
School Po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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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體－歷史實踐學」之路： 

王船山的歷史理勢觀

王船山思想的基源問題

明末 清初 哲學家 王夫

之，晚年定居衡山之西的「湘

西草堂」，草堂之側有石岩，

他名之為石船山，故稱「船山

先生」。他比劉宗周年青三十

多年。他24歲中鄉試，預備北

上會試時，因李自成攻克河

南與湖北而回湖南家鄉。之後

李自成破北京，吳三桂引清兵

入關，南明覆滅。他奔跑反清

失敗，見滿清入侵中國，異族

統一天下，民族文化敗亡，十

分悲憤痛苦，隱居寫作，深思

宇宙人生之道，歷史成敗之

機勢。

王船山思想的基源問題

產生於明末清初的歷史現實

之中。在面對明朝覆亡的歷

史巨變，經歷民族文化被毀

滅的危機，體驗人民被屠殺

及國破家亡的深度創傷，他

從中國哲學的資源，反思現世

變化之則，尋求瞭解具體氣

世界的規律，進而掌握歷史事實發展的勢與理，基

於具體之理去詮釋天人之際，古今之變。其哲學即

由人生心性的反省，轉向對現實歷史的大勢與勢

中之理的反省，而發展一種基於歷史現實的實踐

哲學。

王船山哲學的基本理論

在他早期作品《周易外傳》

中。他對宇宙的解釋，建立了

「有形」及「踐形」的形而上學

思路，他說：「形而上者，非無

形之謂。既有形矣，有形而後

有形而上。無形之上，亙古今，

通萬變，窮天窮地，窮人窮物，

皆所未有者也。故曰：惟聖人

然後可以踐形。踐其下，非踐

其上也」。 [1]又說「器而後有

形，形而後有上」。[2]其思想起

點在立根於有形的器物世界，

而後才有形而上的世界。

他認為真實世界並非不可

見的抽象無形領域，而在可見

具體有形世界中，這是有形身

體的實踐世界。故王船山引述

孟子所言聖人「踐形」，[3]即身

體形骸，在具體生活中實踐而

達至高的道理，這是在形而下

世界實踐。其核心方向是由實

踐開顯真理之道。

氣的哲學

在中國哲學的理念，人實踐的具體現實是

「氣」的世界，王船山研究北宋哲學家張橫渠時，

為形而上世界定位為「氣」的哲學，他在寫《張子

從明朝哲學到當代中國
──中國近代實踐思想的發展之二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哲學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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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opraxi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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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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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蒙注》時，提出宇宙人生以氣為本體，張載曾

說：「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

爾」。[4]太虛是本體，氣聚氣散是氣暫時的變化形

態，客形指暫時的形態。王船山說：「人之所見為

太虛者，氣也，非虛也。虛涵氣，氣充虛，無有所謂

無者」。[5]他認為氣充盈太虛，一切都是氣。充天

塞地是氣的存在。並沒有虛無。

中國哲學中有關氣的哲學，氣不能視為等同

於物質，卻是宇宙萬有的材質性本體，一種無形

的本體質料，其性質是具創生性活力。一切具體有

形的事物，都由氣的創生力量而衍生，不但包括物

質世界的規律，也在人類各種事件中，產生陰陽消

長，事物互動及平衡的作用。

他又說：「天人之蘊，一氣而已。從乎氣之善

而謂之理，氣外更無虛托孤立之理也」。[6]這是說，

自然世界和人類的實際內容只是氣。氣是一切有

形之物的形而上存在根基，天地一切事物組成的

共同元素，有著像氣體般的流動特性。氣是存在於

宇宙中的運行不息且無形可見的力量與本體，是

物質的基礎，也是人類與一切生物的生命能量或

動力。

他又說：「天下豈別有所謂理，氣得其理之謂

理也。氣原是有理底。盡天地之間，無不是氣，即

無不是理也」。[7]氣論落入現實的分析，就是生活

實踐所處於的整體世界。

由用以得體

王船山的關注，一方面繼承明代陽明學的「知

行合一」，但在歷史巨變中，王船山更重知行合一

中的「行」，行亦即是實踐，是落在純現實歷史世

界中實踐的思想。他的理論既主張宇宙以氣為本，

一切都是具體實物，認為天理就在氣中，也在具體

人欲中。故一切道理，必在現實歷史處境中，通過

實踐來認知。

王船山說：「善言道者由用以得體，不善言道

者妄立一體而消用以從之」。[8]他以實踐上的用先

於體，體不是抽象獨存的。又說：「且夫知也者，固

以行為功者也；行也者，不以知為功者也。行焉可

以得知也，知焉未可以收行之效也。知焉，未可以

得行之效也。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下學而上

達，豈達焉而始學乎？君子之學，未嘗離行以為知

也必矣」。[9]王船山以知必落實在行(實踐)，行而

後即可知，行可兼知，知不可兼行，故知不能離

行，一切以實踐為本。

王夫之以實踐為本，故重現世可見之物，而不

重宋儒講的形而上天理，對於「天」的界定，他認為

「人者我之所能，天者我之所不能」，[10]他所言的

天，與古代儒家的「命」概念近似，從人的有限性

講天。天之本然，不能抽空論之，只在人性與命上

見。故說：「然學者仍不可將在人之天道與天道之

本然，判為二物。如兩間固有之火，與傳之於薪之

火，原無異火。特麗之於器者，氣聚而加著耳。乃此

云：誠者天之道，未嘗不原本於天道之本然，而以

其聚而加著者言之，則在人之天道也。天道之本然

是命，在人之天道是性。性者命也，命不僅性

也」。[11]所謂「氣聚而加著」，即天道本然必在具

體的氣聚上見，在人性命上見，故天必落實為命，

天在具體世界與命的意義差不多，顯示人受天之

命，而在具體有限的人生中彰顯天道，不能只在本

體層次講天道。

這確立了王船山的實踐進路思維方向。

行先於知

船山繼承陽明知行之說，而主張行可兼知，他

說：「且夫知也者，固以行為功者也。行也者，不以

知為功者。行焉可以得知也，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

也。將為格物窮理之學，抑必勉勉孜孜，而後擇之

精，語之詳，是知必以行為功也。行於君民、親友、

喜怒、哀樂之間，得而信，失而疑，道乃益明，是行

可有知之效也。其力行也，得不以為歆，失不以為

恤，志壹動氣，惟無審慮卻顧，而後德可據，是行

不以知為功也。冥心而思，觀物而辨，時未至，理

未協，情未感，力未贍，俟之他日而行乃為功，是知

不待有行之效也。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下學

而上達，豈達焉而始學乎？君子之學，未嘗離行以

為知也必矣」。[12]

他指出人若單依從「知」，不能明白「行」的

功效，但「行」卻不靠「知」，所謂「行焉可以得知

也」，只要先行了就可知，不論格物窮理、或人相

處之道，均由行而知，力行可無審慮而據德，單冥

心而思，仍要俟他日的行才有功效。故他指「出行

可兼知，知不可兼行」。故就知識與實踐來說，王

船山以實踐(行)為本。

船山又說：「凡知者或未能行，而行者則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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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13]意思就是實踐包涵了知識，實踐時即可產

生知識，而知識不必然產生實踐。實踐是本，從實

踐中可以產生認知，知識是在實踐中建立。

歷史理勢合一

他將實踐落實在掌握歷史之理與勢，而主張

理勢合一，理在勢中見，而不同意傳統理學以為理

在勢之先。他主張歷史治亂存亡均有理：「生有生

之理，死有死之理，治有治之理，亂有亂之理，存

有存之理，亡有亡之理」。[14]在歷史諸事件互動變

化中，藉勢而表現出理，理是歷史發展的內在理則

之所在。「理」是什麼呢？船山指出：「理當然而

然，則成乎勢矣。……勢既然而不得不然，則即此

為理矣」[15]「理」是成乎勢，即由勢之當然發展而

成事實之必然時，即為勢中之理。

他又說：「言理勢者，猶言理之勢也，猶凡言

理氣者謂理之氣也。理本非一成可執之物，不可得

而見；氣之條緒節文，乃理之可見者也。故其始之

有理，即於氣上見理；迨已得理，則自然成勢，又只

在勢之必然處見理。……理與氣不相離，而勢以理

成。……理勢不可以兩截溝分」。 [16]「理」是不可

見，其存在是指「氣」之條緒節文，在氣上才能見

理，而氣在現實人的世界發展即是「勢」，當歷史

形成整體之規則，即成為理，這理之規則帶動世事

的勢，勢之發展又成新的理，亦即新的形勢，故理

勢互動不可分。若勢已成，即成勢中之理，個人無

逆轉。如王船山面對滿清得勝，明代敗亡之勢，個

人終使才華蓋世，亦無法逆轉歷史之勢。

依王船山的思想，宇宙之本體是太虛，是一

充塞宇宙的氣海在聚散變化，一切事件都是氣的

表現。人類行動互相影響，構成人間很多事件，串

連互動而成人的大歷史。歷史的發展漸形成其趨

勢，此勢即有一當然的發展規律，使事物間互相聯

繫向某些方向發展，這規則就是所謂「理」。「理」

即「當然之宰製」以及「當然而然」的意思，「理

者，天所昭著之秩序也」。[17]王船山說明理不可執

得住，也不可見得到，只能在氣(具體可見世界)中

見到，只有具體世界的歷史發展成為勢，其勢的必

然發展上才可見其理(規律)。理不是形而上亙古存

在的真理，卻只是在大勢發展中形成。

王船山在《讀通鑒論》一開始就討論秦始皇

建郡縣制時說：「郡縣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

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勢之所趨，豈非理而能然哉。

天之使人必有君也，莫之為而為之。故其始也，各

推其德之長人、功之及人者而奉之，因而尤有所推

以為天子。人非不欲自貴，而必有奉以為尊，人之

公也。安於其位者習於其道，因而有世及之理，雖

愚且暴，猶賢於草野之罔據者。如是者數千年而安

之矣。強弱相噬而盡失其故，至於戰國，僅存者無

幾，豈能役九州而聽命於此數諸侯王哉？於是分

國而為郡縣，擇人以尹之。郡縣之法，已在秦先。

秦之所滅者六國耳，非盡滅三代之所封也。則分之

為郡，分之為縣，俾才可長民者皆居民上以盡其

才，而治民之紀，亦何為而非天下之公乎？……郡

縣者，非天子之利也，國祚所以不長也；而為天下

計，則害不如封建之滋也多矣。嗚呼！秦以私天下

之心而罷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

者之不測，有如是夫！」[18]在此王船山說明社會不

滿春秋戰國強弱相噬而盡失其故，「豈能役九州

而聽命於此數諸侯王」，人反封建的情緒，蓄積到

一定程度時，必然地爆發出來，從而使舊制度毀

滅，新制度誕生，於是社會的法則也跟著改變，在

秦之前已有郡縣了。

王船山以「理」論「勢」，於「勢」論「理」，謂

「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勢之所趨，豈非理而能然

哉」，是在歷史之變遷中，說出封建成立，及如何

變封建而為郡縣之理勢。他說明瞭歷史之機勢，

形成了現實之理。人們的歷史活動形成了歷史的

現實過程，歷史的現實形成發展的規律(理)，故歷

史的理並非先存在於一真理世界，只體現在人們

的歷史活動之中。他認為須從歷史的勢而知歷史

處境之理。一切都在實踐之中步步瞭解，掌握現

實大勢中的理，即歷史上應走之道。

王船山與劉蕺山年代很近，但學統不同，劉

宗周繼承王學，其慎獨哲學，就是以修養之「行」

為中心，將知行合一之說推到最具體落實處，從純

實踐修養中展示宇宙人生存在本體價值，成為純

實踐的思想。王夫之宗師張橫渠，排斥陸王，但在

哲學義理上有一點與劉宗周一致，那就是行(實踐)

為本。劉蕺山的實踐是以個人修養為主，但王船山

卻將實踐擴闊到群體的歷史大勢，人類群體在整

體互動中，形成歷史發展的理與勢。

本體－歷史實踐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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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通過本體詮釋學提出「本體－實踐學」

(onto-praxis)，以之瞭解劉宗周哲學的特色，今可

用「本體－歷史實踐學」(onto-historical praxis)來

瞭解王夫之，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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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從歷史的實踐看本體。在王

船山來說，宇宙本體是氣，氣本體的秩序是「理」，

「理」在歷史的「勢」中見，從勢中見理，掌握這理

去實踐，又會衍生新維度的理勢。不斷的歷史實

踐，形成氣本體的秩序，人群體在具體歷史中的活

動與實踐，開顯出某時代的理與勢。這是「本體－

歷史實踐學」的思維特質。

孫中山「知難行易」的「革命實踐學」

王陽明知行學說的實踐哲學，到王船山的歷

史理勢觀，到現代因內憂外患，歷史大勢轉向新

的維度。孫中山先生推動革命，成功推翻滿清，他

在革命實踐中，對知行學說提出新的「知難行易」

說。在孫文的《建國方略》，他提出「知難行易」，

以修正王陽明「知易行難」(知之非艱，行之惟艱)

之論。特別第五章「知行總論」中，提出革命的實

踐哲學，是先行而後知。

孫中山檢討歷史，比較中日維新改革之別，在

日本先行後知而成功，中國知而不敢行，結果失

敗。他指出：「日本之維新，不求知而便行。中國之

變法，則非先知而不肯行，及其既知也，而猶畏難

而不敢行，蓋誤於以行之較知之為尤難故也。夫維

新變法，國之大事也，多有不能前知者，必待行之

成之而後乃能知之也。是故日本之維新，多賴冒險

精神，不先求知而行之，及其成功也，乃名之曰維

新而已。中國之變法，必先求知而後行，而知永不

能得，則行永無其期也」。 [19]由此孫文理論提出

「必待行之成之而後乃能知之也」，以「行而後知」

為其起點和基石。他以日本維新變法為例，認為變

法前很多人是不知道西方政體思想的，而從實踐

去變法，變法成功之後，這知識及思想才得到了

廣泛的傳播。

孫中山又論說：「凡為需要所迫，不獨人類能

應運而出，創造發明，即物類亦有此良能也。是行

之易，知之難，人類有之，物類亦然。惟人類則終

有覺悟之希望，而物類則永無能知之期也」。[20]他

提出人類的良能，是為需要所迫出，而有創造發

明，知是由行而出，「行」是獲得新知的必要途徑。

這是孫文的實踐哲學。

他又考察世界人類的進化，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由草昧進文明，為不知而行之時期；第二由

文明再進文明，為行而後知之時期；第三自科學發

明而後，為知而後行之時期」。[21]他由實踐哲學提

出革命之路成功後，再以知識指導「行」，他說：

「方今革命造端之始，開吾國數千年來未有之局，

又適為科學昌明之時，知之則必能行之，知之則更

易行之」。[22]這是說，當實踐產生革命，再以科學

去求知，因知而必能行，這是由行而知，由知再配

合科學，而產生實踐，知行相互結合。「故天下事

惟患於不能知耳，倘能由科學之理則以求得其真

知，則行之決無所難」。[23]當從科學確已有知，而

後的「行」便會順利展開，直至事功達到完成。

孫中山作為革命家，對社會變革之始，為行而

後知，建國後以科學去知，知之即可易行，知行互

動。他將王陽明知行合一學說，由內在修養實踐，

轉向面對歷史現狀，帶來革命實踐，革命實踐只能

先行後知，成功後配合科學知識，則知行互動，知

而能行，不再是知易行難，而是「知難行易」。由此

建立革命的實踐哲學。

孫中山將王陽明知行之說改變，就像王船山

將實踐思想轉向歷史理勢之分析，從歷史的勢而

知歷史處境之理，在實踐之中步步掌握現實大勢

中的理。孫中山在歷史大勢之下，先去實行革命，

而不去研究其理論上的困難，結果成功，即由實踐

明白，知難行易，只要在實踐上奮鬥，就可達目的。

然後真知要由科學研究而得，有科學真知即可易

行。孫先生是將實踐轉向革命行動，可說是展開了

一種「革命實踐學」。

「辯証－革命實踐學」之路： 

毛澤東與中國實踐哲學

毛澤東的基源問題

毛澤東出生於清末(1893年)，成長於民初， 

8歲入私塾讀書，接受過儒家的傳統教育。13歲之

後在家與長工們一起種田兩年，對農民的疾苦深

有體會。16歲去「洋學堂」湘鄉縣立東山小學堂上

學，在那裏他接觸到了梁啟超等維新派的改良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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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武昌起義爆發後，長沙革命黨起義，毛澤東投

入革命軍，成為湖南新軍的一名士兵。隨即考入中

學，1918年6月於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畢業。開

始參與社會活動，創辦《湘江評論》。1918年夏，毛

澤東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擔任助理員，受到圖書館

主任李大釗言行的影響，並結識了陳獨秀，使毛澤

東開始具體地瞭解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五四

運動爆發之後，他推動湖南自治，最終失敗，卻使

毛澤東從傾向於改良主義轉變為傾向於馬克思主

義，走革命之路。

他的成長期是近代中國最動亂不安的時代，

西方現代勢力侵入衝擊，中國傳統文化沉淪，社會

巨變，極不公平，民族上遇列強交侵，西方文化與

帝國主義力量以強大之勢臨到，全國軍閥內戰，國

民政府未能統一及建立中國的方向，五四運動只

有思想衝擊，於現實改變毫無作用，改良與革命的

思想交疊，一切多元分散而紛亂，中華民族文化精

神衰靡不堪，沒有出路。

五四以來的基本大勢，林毓生在《中國意識

的危機》[24]一書有深刻的分析，他超越了國際漢

學界的「西方中心主義」研究模式，從中國近代文

化為進路作理論設計。他稱之為「借思想文化以

解決問題的模式，有演變成唯智論一整體論思維

模式，(intellectualistic holistic mode of thinking)的

普遍趨勢，即可能把中國傳統的社會和文化理解

成其形式和性質都是受基本思想影響的一個有機

整體」。[25]他分析古典儒家的言論，及胡適、陳獨

秀、魯迅等人的著作，指出五四是「全盤性反傳統

主義主義」（totalistic antitraditionalism）的思維模

式，重 點 是「 以 思 想 文 化 來 解 決 問 題 」

（intellectualistic-cultural approach），本質上仍是

中國傳統思想的，不過轉成了激烈的全盤性反傳

統主義者。[26]林毓生對五四思想模式的分析，可解

釋共產主義興起的原因，五四要求全盤性改變，成

為這時代有志者的基源問題。林毓生指出，毛澤東

「是以整體觀和全盤性反傳統形式的借思想文化

作為解決問題的途徑，……這是五四時期的綜合

表現」。[27]因此具有全盤理念的共產主義及其革

命實踐，吸引人們嚮往。

在時代的危機與困局中，毛澤東的基源問

題，就是思考一個實踐可行之途徑，使民族文化

能全盤轉化向富強自足。他早期的思想，是很具體

實踐的，就是民族體質的重建，這是富強之本。在

《體育之研究》一文中，他說：

「國力荼弱，武風不振，民族之體質，日趨輕

細。此甚可憂之現象也。提倡之者，不得其本，久

而無效。長是不改，弱且突加甚。夫命中致遠，外

部之事，結果之事也。體力充實，內部之事，原因之

事也。體不堅實，則見兵而畏之，何有於命中，何

有於致遠？堅實在於鍛煉。鍛煉在於自覺」。[28]毛

澤東這最早期文章，顯示他對民族危機的憂心，重

心在「國力荼弱，武風不振，民族之體質，日趨輕

細。」而強國之道，先在重建體質，亦即在具體物

質世界的建造。

他又說：「體育一道，配德育與智育，而德智

皆寄於體。無體是無德智也。顧知之者或寡矣。或

以為重在智識，或曰道德也。夫知識則誠可貴矣，

人之所以異於動物者此耳。顧徒知識之何載乎？

道德亦誠可貴矣，所以立群道平人己者此耳。顧徒

道德之何寓乎？體者，為知識之載而為道德之寓者

也。其載知識也如車，其寓道德也如舍。體者，載

知識之車而寓道德之舍也」。[29]毛澤東早期這觀

點，是他對「知」和「行」的反省，德智兩育，屬乎

知，體育屬乎行，德智均須載寓之體，此為體育，

一切教育以體育為載寓之體。

毛澤東這早期思想，可以綜合為一句「蓋此

事不重言談，重在實行」，[30]實行重於言談，這是

實踐為本的思路。亦由此走向解放的實踐。毛澤東

早期思想的追求，就是全面解放，這是民族全體自

救之路：

「原來中華民族，幾萬萬人從幾千年來，都是

幹著奴隸的生活，沒有一個非奴隸的是「皇帝」

（或曰皇帝也是「天」的奴隸，皇帝當家的時候，

是不准我們練習能力的）。政治，學術，社會，等

等，都是不准我們有思想，有組織，有練習的。於

今卻不同了，種種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

政治的解放，經濟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

放，都要從九重冤獄，求見青天。我們中華民族原

有偉大的能力！壓迫愈深，反動愈大，蓄之既久，

其發必遠，我敢說一句怪話，他日中華民族的改

革，將較任何民族為徹底，中華民族的社會，將較

任何民族為光明。中華民族的大聯合，將被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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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諸君！諸君！我們總要

努力！我們總要拚命向前！我們黃金的世界，光榮

燦爛的世界，就在面前」！[31]這是毛澤東的終極理

想，即民族的未來的完全解放。

毛澤東思考的基源問題，是尋求中華民族自

強自救之道，他認為不應徒作虛言，或作純理論玄

想，而是「不重言談，重在實行」，是找尋實踐之

道，達至全民族解放。這實踐之道就是革命建國。

掌握革命實踐的「勢」與「理」

井岡山是共產党建立紅軍的革命根據地，中

國共產黨初期革命面對歷史的處境，是純實踐的。

當南昌起義，秋收起義，湘南起義各部集中會師，

在井岡山建立革命根據地，建造紅軍，建立了全國

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毛澤東在社會與歷史中，

觀察認識，通過一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提出

他對時代發展的必然方向，他認為若能掌握歷史

現象的實質，就會產生對革命的自信，他說：「這

裏用得著中國的一句老話：『星星之火，可以燎

原。』即是說現在雖只有一點小小的力量，但它的

發展是很快的，它在中國的環境裏不僅是具備了

發展的可能性，簡直是具備了發展的必然性，這在

五卅運動及其後的大革命運動已得了充分的證

明。我們看事決然的是要看他的實質，而把它的形

式只看作入門的嚮導，一進了門就要抓住它的實

質，而把那做嚮導的形式拋在一邊，這才是科學的

可靠的而且含了革命意義的分析方法」。[32]「決不

可只看它的現象，要去看它的實質」。[33]

毛澤東所講從「現象」的「實質」，及「發展的

必然性」，是對歷史機勢中那必然之「理」的掌握，

而定了未來的大方向，其實這種對歷史的思維，就

有王船山歷史哲學的理勢觀。

毛澤東認為：「中國是全國都佈滿了乾柴，很

快就會燃成烈火。革命的力量雖然小，但它的發展

是很快的」。[34]他斷言：「只要看一看許多地方工

人罷工、農民暴動、士兵嘩變、學生罷課的發展，

就知道這個『星星之火』而距『燎原』的時期，是

毫無疑義的不遠了」。[35]毛澤東按歷史大勢，而知

單靠軍隊很難擊潰敵人，只有動員農民，使中國草

根貧苦大眾力量能參與革命，以星星之火，即可迅

速傳開，使革命成功，這是歷史大勢中的理。

明末以來中國實踐思想發展，到王船山歷史

哲學建立的理勢觀，到孫中山的知難行易觀，都只

是理論，到毛澤東卻轉為實踐的革命行動。

王船山哲學與毛澤東的實踐思想

明末以來的實踐思想，由王陽明、劉宗周、發

展到王船山的歷史理勢觀，與毛澤東的革命實踐

有一思想史發展關係。毛澤東年青時在湖南第一

師範學校讀書，跟從恩師楊昌濟學習，楊的學問受

經世致用的湘學傳統影響，愛好及追隨王船山的

思想，他特別強調「力行尤要」，「學者尤不可不置

重於實行也」。[36]青年毛澤東對楊先生最為佩服。

當時湖南長沙有一船山學社，是譚嗣同老師劉人

熙在1914年創辦，他很愛讀王船山之書，特別建學

社以研究和發揚王船山的思想。青年毛澤東，受其

師楊昌濟先生的影響，多次去船山學社聽講，並抄

錄王船山許多語錄。

他那時已開始強調「行」，認為實踐最重要，

1921年他在船山學社開辦湖南自修大學，宣傳馬克

思主義，在《入學須知》中說到：「我們的目的在改

造現社會，我們的求學是求實現這個目的的學

問」[37]「閉門求學，其學無用。欲從天下國家萬事

萬物而學之」。[38]並利用暑假和同學一起游歷湖南

農村，調查研究，研讀社會實際之學問，這是所謂

「無字之大書」。船山學社也是毛澤東和楊開慧的

新婚居室。

延安時期，毛澤東在寫作《矛盾論》《實踐

論》時，寫信給在長沙主持八路軍辦事處的徐特

立，請他設法從湖南找《船山遺書》所缺各冊。可

見他參考王船山的哲學思想，而寫作《矛盾論》

《實踐論》，特別重踐履重習行的思想。革命成功

後1950年與1956年，毛澤東兩次到湖南為「船山學

社」題詞。這都可見王船山思想對毛澤東有一定的

影響。

毛澤東《實踐論》的哲學

毛澤東經長征到延安，寫《實踐論》，建立革

命中的實踐哲學。他批判馬克思主義者的教條主

義，指出馬克思的思想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

行動就是實踐。毛的實踐論哲學，有一中國文化思

想的傳承，就是王陽明知行學說的實踐哲學，到王

船山的歷史理勢觀，而到孫中山先生的「知難行

易」說。

毛澤東在延安總結革命經驗，寫《實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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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馬克思的思想是實踐行動的指南，當時的理

論家艾思奇就曾說過：「實踐是辯證法唯物論的

理論之核心」。[39]這是用馬克思主義為分析工具，

融合王船山歷史理勢論，及孫中山「知易行難」

說，提出有關當時中國革命的理論方向。

毛澤東說：「首先，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人類的

生產活動是最基本的實踐活動，是決定其他一切

活動的東西。人的認識，主要地依賴於物質的生產

活動，逐漸地瞭解自然的現象、自然的性質、自然

的規律性、人和自然的關係；而且經過生產活動，

也在各種不同程度上逐漸地認識了人和人的一定

的相互關係。一切這些知識，離開生產活動是不

能得到的」。[40]毛澤東認為人認識世界，基本上是

一個實踐過程，他應用馬克思主義的「生產活

動」，去解釋人的實踐活動，並以人的認識建基於

此。由此強調馬克思認識及改造世界的行動，可以

說是結合中國明代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承接

明末清初實踐哲學的發展，由劉蕺山道德生活實

踐到王船山歷史大勢論，再到孫中山知難行易之

思路，而提出馬克思思想的經濟分析維度，即生產

活動。

毛澤東說：「只有人們的社會實踐，才是人們

對於外界認識的真理性的標準。實際的情形是這

樣的，只有在社會實踐過程中（物質生產過程中，

階級鬥爭過程中，科學實驗過程中），人們達到了

思想中所預想的結果時，人們的認識才被證實了。

人們要想得到工作的勝利即得到預想的結果，一

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於客觀外界的規律性，如果

不合，就會在實踐中失敗。人們經過失敗之後，也

就從失敗取得教訓，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適合於

外界的規律性，人們就能變失敗為勝利。……辯證

唯物論的認識論把實踐提到第一的地位，認為人

的認識一點也不能離開實踐」[41]毛澤東在這裏說

明認識離不了實踐，人對真理的認識(知)，是由社

會實踐(行)達至的結果所證實的。這思想與孫中

山的「知難行易」思路接近。

毛澤東的實踐思想，是沿著王船山的歷史理

勢觀，孫中山知難行易的革命行動等思路，通過實

踐去瞭解掌握那時代中國政治社會的大勢，配合

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法，不斷瞭解新形勢與新的

可能性去推動革命。這種認識活動的基本特點，主

要不只是「實現預想的目的」，而是「在實踐中發

現前所未料的情況」。[42]

毛澤東是要由實踐過程的認知，去掌握歷史

上政治社會大勢中之真理，去不斷作新而準確的

新行動判斷。故他說「真正的革命的指導者，不但

在於當時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有錯誤時須得

善於改正，如同上面已經說到的，而且在於當某一

客觀過程已經從某一發展階段向另一發展階段推

移轉變的時候，須得善於使自己和參加革命的一

切人員在主觀認識上也跟著推移轉變，即是要使

新的革命任務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適合於新

的情況的變化」。[43]

毛澤東續說：「客觀現實世界的變化運動永

遠沒有完結，人們在實踐中對於真理的認識也就

永遠沒有完結。馬克思列寧主義並沒有結束真理，

而是在實踐中不斷地開闢認識真理的道路」。[44]

實踐論哲學是一永遠開放向前，不斷在實踐中開

闢，繼續認識真理的過程，這觀點也繼承了中國自

古「維天之命，於穆不已」[45]的精神，亦即儒家「苟

日新，又日新，日日新」[46]的「生生不息」思路。

他結論說：「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

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

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

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實踐、認識、

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

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

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

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 [47]他認

為，通過「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過程，

可達到知行的統一，從更新實踐能達高一級認

知，得更深地正確認知現實的大勢，而再以實踐去

改造世界。

革命成功後，建國期毛澤東總結實踐哲學說：

「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只能從生

產鬥爭、階級鬥爭和科學實驗這三項實踐中來。人

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而代表先進階級

的正確思想，一旦被群眾掌握，就會變成改造社

會、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48]這就是實踐論的核

心簡要陳述。

《矛盾論》的實踐哲學

在實踐時如何正確認知世界呢？用什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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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分析和掌握世界的變化運作呢？毛澤東同時

寫下《矛盾論》，是他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

去分析現實問題的方法，核心是掌握事物的內部

矛盾。

毛澤東所謂的「矛盾」，不是邏輯上的形式思

考，即不是邏輯上矛盾律的contradiction，不是命

題形式上的矛盾。卻是一個哲學理念，用來分析具

體現實世界中的對立與衝突關係，毛澤東根據馬

克思唯物辯證法，視宇宙是永在變化運動中，在大

自然、社會經濟、人的思維中，都有對立衝突，即是

矛盾。

毛澤東一開始就說明，從唯物辯證法的宇宙

觀去瞭解事物的發展，是掌握其內部矛盾，及其與

其他事物的關係：「唯物辯證法的宇宙觀主張從

事物的內部、從一事物對他事物的關係去研究事

物的發展，即把事物的發展看做是事物內部的必

然的自己的運動，而每一事物的運動都和它的周

圍其它事物互相聯繫著和互相影響著。事物發展

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內

部，在於事物內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內部都有這

種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運動和發展。事物內

部的這種矛盾性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

和他事物的互相聯繫和互相影響則是事物發展的

第二位的原因」。[49]

根據毛澤東對事物發展的解釋，宇宙萬事萬

物是一整體相關的發展，依唯物辯証法，一切事

物中有很多對立，但發展是對立統一的，量變會引

起質變，發展的運動變化，內因是決定，外因是條

件，成敗的關鍵取決於內因。

毛澤東認為矛盾就是一切的共性，而在每一

特殊事物中就是個性：「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

殊性的關係，就是矛盾的共性和個性的關係。其共

性是矛盾存在於一切過程中，並貫串於一切過程

的始終，矛盾即是運動，即是事物，即是過程，也

即是思想。否認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認了一切。這是

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

是絕對性。然而這種共性，即包含於一切個性之

中，無個性即無共性。假如除去一切個性，還有什

麼共性呢？因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個

性」。[50]毛澤東認為矛盾是宇宙的共通法則，存在

於一切事物的過程中，事物又各有特殊的矛盾，就

成為各自的特殊個性。

毛澤東以矛盾理論來對事物作具體分析，

「研究所有這些矛盾的特性，都不能帶主觀隨意

性，都必須對它們實行具體的分析。離開具體的分

析，就不能認識任何矛盾的特性」。[51]

毛澤東總結，指出這是自然、社會和思維的法

則，是認識史上的革命，他說：「事物矛盾的法則，

即對立統一的法則，是自然和社會的根本法則，因

而也是思維的根本法則。它是和形而上學的宇宙

觀相反的。它對於人類的認識史是一個大革命。

按照辯證唯物論的觀點看來，矛盾存在於一切客

觀事物和主觀思維的過程中，矛盾貫串於一切過

程的始終，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絕對性。矛盾著

的事物及其每一個側面各有其特點，這是矛盾的

特殊性和相對性。矛盾著的事物依一定的條件有

同一性，因此能夠共居於一個統一體中，又能夠互

相轉化到相反的方面去，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和

相對性」。[52]

矛盾論與實踐論是配合使用，他以矛盾論的

分析方法，來對現實具體特殊事件作正確的認知，

進而有正確的行動。矛盾論的研究方法，是為了掌

握大勢中之理，而作符合真理的實踐行動，達改造

世界的革命目的。

矛盾論的中國文化根源

毛澤東矛盾論的宇宙觀，有其中國文化的根

源， [53]中國儒道哲學都視宇宙是一大化流行，所

謂：「生生之謂易」。 [54]宋代周敦頤說：「二氣交

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55]一般

稱為「生生不息」，指宇宙是一動態的生長化育發

展，而這發展又有兩面對立的互動，但兩面互動又

統一起來。

《易經》以陰陽互動解釋一切變化，陰陽互

補而和諧，最後統一於太極。所謂「乾道變化，各

正性命，保合太和」。 [56]又說：「一陰一陽之謂

道」。[57]乾是陽，是創新萬物的本體力量，這種創

造力在變化中，衍生萬物，所有事物各有規律與定

位，而其變化之道是陰與陽，變化最終是「保合太

和」，保持調整萬物而成終極的和諧關係。

此外老子說：「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

和」，[58]指出萬物由陰陽二氣合和而成。「道」是陰

陽二氣的中和、平衡與統一。萬物都背負著反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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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而陰又都是擁抱著萬物正面之陽。無形之陰

和有形之陽，二氣互相交沖、激盪、又終於統一和

諧，從而均衡成一種和諧的狀態。莊子《齊物論》

中討論事物之可或不可，然或不然，兩面都為道所

統一，總結說：「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

鈞，是之謂兩行」。指聖人以和諧之道統合是非的

爭論，而保持事理兩端的均衡，這就叫作：「兩

行」，即兩端都能觀照得到的意思。

毛澤東的矛盾論是一種「辯証－革命實踐

學」，不盡是講中國傳統的和諧，強調對立與鬥

爭，不過終歸仍是重視對立統一。毛澤東用中國文

化的思路，吸收了馬克思主義，而將之中國化，用

在中國的處境中。然而依據辯證法，變化是一環

環向前綜合發展的過程，不止是中國哲學的大化

流行。毛澤東的理論始終是以革命為目的，不盡是

中國文化傳統的和諧。中國要到改革後，才由鬥爭

論轉回中國文化的和諧論。

毛澤東的實踐哲學，可稱為一種「辯証－革命

實踐學」，其實踐論基本原理，是「通過實踐而發

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這

是一循環提升認知的過程。他同時提出矛盾論，

從辯證法解釋一切事物發展內部與外部矛盾、主

要與次要矛盾等，而由此分析矛盾對立，存在於一

統一體中，對立兩方互相依存轉化向相反方向，終

又對立統一，再產生新矛盾，循環提升。

毛澤東與中國哲學有一思想史脈絡的承傳，

可說是繼承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實踐哲學理路，由

劉蕺山(宗周)到王船山(夫之)到孫中山等實踐哲

學，又用馬克思主義來消化，形成中國共產黨知行

統一的實踐哲學。

暫戲稱之為五山(陽明山、蕺山、船山、孫中

山、井岡山)之實踐思想發展，是明末實踐哲學到

毛澤東革命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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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 m M ing D y nas t y Ph i l o so phy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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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 ro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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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onto-hermeneu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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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cl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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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f-cultivation, onto-
hermeneu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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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識性宇宙」與「價值性宇

宙」

成中英從本體的實質與意義的界定與詮釋開

始，闡發了生命的本質統攝了理性和意志的要素，

復由此衍生了知識與價值的活動。成中英從對生

命整體性的肯定和認識中提出自己對哲學的基本

觀點：「哲學應該是自生命的肯定，產生生命的價

值與知識，再進而對知識的反省來探討價值，從價

值的反省來尋繹知識，並從兩者交互的反省中來

彼此充實與重建。借此產生一套價值哲學與知識

哲學，以及衍生的文化哲學與人生哲學，才能提供

人類以生命的智慧」。[1]這裏，他將哲學界定為對

生命的肯定，而整體性的生命包涵了兩個層面，即

作為理性的「知」的知識層面和作為意志的「志」

的價值層面。哲學的活動就是介於知識與價值之

間雙向的永無止境的探索過程，既導向價值開拓

科學真理與人類價值
──成中英科學哲學思想及其當代意義

■ 李安澤

黑龍江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摘  要：成中英從生命整體涵攝理性與意志的要素，復由此衍生知識與價值平衡互動、整體相生的理論思

考。他據此展開對科學知識與人文價值關係的探討。他認為科學建基於理性精神，它作為外在的知識體系，

有其客觀的真理性，以及中立性和工具性的特徵。而價值則是以人的主觀性的意志為標準，具有自我決定的

特徵。成氏強調科學真理與價值真理具有相互依持相互影響的作用和關係。他最終又肯定價值本體對知識領

域的統攝性和優位性，由此區分真理的層次，將科學的知識置於價值的統攝之下。這實際上是在價值本體的

統攝性原理下，實現全體知識領域的整合。可見，成中英從本體理性衍生出知識與價值的整體思考出發，力圖

將科學、人文與宗教納入一個機體統一的世界文化體系。其科學哲學的理論思考，為解決當代世界文化中突出

的科學與人文的衝突以及學科之間的張力和整合，提供了一個源於本體理性的統一性的理論架構和形上學根

基。

關鍵詞：知識；價值；科學理性；人文精神

科學與人文、宗教的矛盾、衝突是現當代文化

中的一個突出問題。成中英從其哲學的生命本體

蘊涵理性與意志，復由此衍生出知識與價值的要

素，進而展開對科學知識與人文價值的關係的思

考與探討。他從知識與價值相涵互生的整體架構

出發，力圖疏理並整合科學真理與人文價值的關

係。他首先分析科學的特質和範圍，認為科學建基

於客觀性的理性精神，而價值真理則表現為道德

價值、形而上價值（宗教價值）與審美價值等，是

由人的主觀性的意志活動與體驗所決定的。他進

而區分真理的層次，即邏輯與數學的直觀真理，科

學的事實真理，道德真理和形而上的宗教真理。他

一面肯定各層次的真理既彼此獨立，又相互影響

與相互依持的關係，一面又強調科學真理對於價

值真理的工具性和依附性，就是要在價值本體的

引導下，整合並重建涵括真善美的全部真理的領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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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也導向知識開拓價值的互為基礎的相反相

成的雙向運動。[2]在這一生命整體性的本體思考

構架內，理性與意志，乃至作為其發用的知識與價

值，乃是密切關聯的方面和「背向同體」的統一

體，具有內在的統一性和本體的整體性，體現了相

反而相成的根本特徵。成中英關於哲學乃是生命

整體性的理解和認識，以及他關於整體性的生命

本體涵攝了理性和意志的層面的理論，可以歸結

為一種生命本體論。

成中英從生命存在整體性的本體論觀點出

發，認為構成生命整體的諸要素之間乃具有內在

的、實質的整體和諧與辨證統一的關係。理性與意

志作為生命存在之一體二元，它們構成了一個具有

內在相關性的、和諧統一的整體。成中英強調理性

在生命存在統一體中的地位，他把理性與意志都

提升到本體的層面來界定和體認。作為生命存在

整體性的理性，或者是知識與價值相統一的理性，

成中英也稱之為「本體理性」，也就是他所言的整

體性的生命理性。在成氏生命存在的本體哲學架

構中，理性與意志是生命本體涵攝的兩個層面。理

性以知識為目標，因而產生一個科學的知識建構。

意志以行為目標，導致實踐的理想和價值追求。[3]

他從本體詮釋學對本體的闡釋中，闡發了生命的

本體涵攝了理性與意志，復由此產生了知識與價

值的活動。從一個整體性的觀點來看，知識理性和

價值理性作為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又統攝於統一

的本體理性的架構，構成了本體理性之一體二元。

知識與價值在本體層面的統一，還意味著這一原

理對二者在現實層面的矛盾、衝突發揮引導、規範

的作用。這說明，知識與價值的統一是一個不斷發

展的動態平衡和過程。

成中英由其生命本體涵攝理性與意志兩大層

面之一體二元的界定與論詮，復展開對知識與價

值辯證統一關係的探討與辨析。他由生命存在的

內在結構的考察，深入到人類文化活動中知識與

價值的地位與關係問題。在他看來，知識與價值乃

是人類所有文化中普遍的要素。價值指涉道（本

體）的高明面，知識指涉道（本體）的中庸面。知識

理性和價值理性又可以在更深廣的層面得以整合

為整體理性。因為知識化的根源在於理性，而價值

化的根源在於意志，兩者在生命存在的根源性意

義上又具有內在的整體性和辯證的統一性。因此，

「知識對價值的重要性正如價值對知識的重要

性，乃兩相依持，不分軒輊」。[4]因為價值與知識乃

相互需要，相互依持的關係，一方面知識需要通過

價值來引導與軌範；另一方面價值也需要通過知

識來把握和實現。他主張，用價值來規範知識與

用知識來建立價值是一個雙向並行的過程，而不

能偏執一端。既不能將一切生命活動與意志活動

劃歸知識，而忽略價值問題的重要性，如西方哲

學；也不能欠缺對知識作廣大精微的探索，使價值

的樹立缺失知識的基礎，如中國傳統哲學。必須從

生命整體性結構的理解中，洞識知識與價值為一

體二面的互基性的辯證關係，實現知識與價值的

有機統一與結合。既要在客觀性的基礎上建立知

識，又要在主體體驗的基礎上印證價值，同時設法

實現兩方面的融合。也就是基於知識來凝聚價值，

在客觀性上建立價值；基於價值來探求知識，在主

體性的要求上建立知識。此即成氏所謂的「合內外

之道」。 [5]也就是說，必須既從知識的層面來瞭

解、批評和建立價值，用知識來開拓價值；又從價

值的層面來瞭解、批評和建立知識，用價值來開拓

知識，實現知識與價值的雙向並建，進而在本體的

根源性意義上充實和拓展哲學發展的基礎和空

間。[6]

二、科學真理與人文價值

成中英從知識與價值平衡互動、整體相生的

觀點，力圖疏理科學的知識活動與人文的價值活

動的關係。他認為科學的知識與人文的價值是相

互依持、相互影響的辯證統一的關係。成中英首先

分析了科學真理的特質與範圍。他指出，科學研究

的出發點並非實用性，而是對自然現象的好奇和

困惑，由此展開對自然法則的客觀的探討。在西方

近代，科學的興起與哲學家對科學方法的認識與

自覺密切關聯。笛卡爾的分析方法學為近代自然

科學奠定了理性的模型，培根則提供了科學的經

驗基礎。這兩方面規定了科學知識的形式與內容，

因此也規定了科學真理的性質。再者，科學知識與

真理還須接受方法上的規定。基於以上分析，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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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乃具有客觀性、可修正性、中立性及工具性等

特質。科學的客觀性的假設是科學觀測和理論思

考的前提。科學不討論主觀性和不受法則與定律

解釋及限制的經驗。科學的可修正性是指，由於經

驗的不可限止及不可窮盡，其理論系統與假設也

是需要不斷修正。也就是說，所有科學的理論都

是假設性的，暫時的，相對的真理。科學真理的可

修正性表明科學知識本質的不完全性，亦即科學

知識在本質上不可能構成一個完整的系統，統一

說明所有人類經驗。科學真理的中立性，是指科學

真理對事實的認識，而非價值的決定。科學活動只

認識客觀的事實，而不作價值的判斷。科學真理恪

守客觀的中立而不意會主觀的評價。最後，科學的

中立性又假設了科學真理可以作為達到一個既定

目的的工具與方法，此即科學的工具性。[7]

在成氏看來，價值真理乃是由人的主觀性決

定的，基於人的意志的活動和體驗，表現為道德

價值、形上（或宗教）價值與審美價值等。價值真

理不受自然科學法則與定律的限制與解釋。他指

出，價值真理與科學真理是截然不同的。科學是

假設的，客觀性的，本身不決定目的，同時必須依

持一個系統存在。而價值真理則是非客觀性的，非

假設的，自我決定的，同時也不依持一個系統而存

在。由此而論，科學的真理並非價值。其為價值必

現經過一番新的手續，即決定為目的與主觀性的

存在，此為知識的價值化。其結果也不能代表全部

的真理或全部的價值，且不能取消其他的價值真

理。價值真理是基於個人的絕對性，自主性及全

體性的認識。個人通過自己肯定價值為普遍與必

然，是價值最深刻的意義。這種自我肯定的能力、

活動及結果就是價值，也就是善，是不可最後解說

的。歸約言之，價值存在與體驗的最後依據是自我

肯定與規範。價值的來源及其標準乃是人的自由

與自由創造能力，表現了全體性的人的自由與創

造。[8]

成中英由此進一步探討和論析了真理的層次

問題。他強調這種層次在本質上是形而上即存在

上的先後，或邏輯上的先後，而不是實際認知上的

先後。第一層次是邏輯與數學的真理，它依靠直覺

或結構的形式而存在。第二層次是科學的事實真

理，它借助邏輯與數學在理論與資料上求得精密

化與完善化。反之，邏輯與數學的抽象真理也借助

科學的事實真理得到具體的模型表現。第三層次

是道德的真理，它可以借助科學真理來實現自己，

但不可依賴科學真理來決定與規範其存在。道德

價值的目的性是由人的主觀性直接決定的。但道

德價值的實現則依靠科學真理的工具性。第四層

次是形上真理或宗教真理，此為全體實在的真理，

它的存在與實現必須透過前三層的形式：結構真

理、事實經驗真理和行為目的真理而獲得。至於審

美的真理，可以說是相應地隸屬於上述四個層次，

可以是形式結構的美，經驗事實的美，人的生命與

行動的美，以及全體性的神聖價值的美。就其滲

透並涵括其他諸層次的真理而言，可以說是最原

始的真理。[9]

由上可見，成氏真理層次的劃分，具有兩套

標準。這就是基於客觀性的知識標準和基於主觀

性的價值標準。就客觀性的知識標準來說，處於

基層的真理客觀性較大。相反，處於高層的真理客

觀性相對較小。而就主觀性的價值標準來說，處於

上層的真理可以涵攝下層的真理，其真理值也較

大。處於最高層的形上真理或宗教真理因其涵攝

了所有下層真理，稱為完全真理。這種真理標準和

層次的劃分，也意味著人類真理可以從兩個方向

同時整合的可能性。此即以科學為標準對人類所

有的經驗整合，包括對主觀性的經驗予以客觀化

的掌握，此為價值的知識化。以價值為標準對人類

所有經驗的整合，包括對客觀性的知識予以價值

化的轉化和定位，此為知識的價值化。而成氏所強

調的是，必須將這兩方面的標準結合起來，才能

把握人類生命經驗的全體，實現人類文化新的整

合和統合。[10]但是，成氏為了追求一個人類文化全

體知識領域的統一性，乃訴諸價值本體對知識領

域的統攝性作用。雖然他認為價值對知識不具有

實際認知上的優先性，但他仍然肯定其在形而上

的存在或邏輯上優先性。其實就是通過肯定價值

對知識的統攝、涵攝的作用，發揮價值本體的統

一性原理，從而將它們統合和納入一個整體性的

知識系統。因此，這可謂是一種價值優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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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真善美的融合、整合

科學與人文、宗教在現代文化中的衝突，啟發

了成氏對科學與價值問題的深度思考。其基本思

路是從知識與價值平衡互動的理論架構出發，重

新思考和構建科學真理與人文價值的關係，進而

實現人類文化的整合與創新。[11]成中英力圖對近

代科學的發展造成對人文、宗教的衝突與挑戰作

出檢討與反思，並在新的理論基礎上予以整合。他

指出，科學的進步代表了西方近代文化的輝煌成

就。然而不幸的是，科學走上了科學萬能主義和科

學霸權主義。科學本來作為人類思想的工具，卻被

物化為人類生活的主導力量，乃至取消了人的整體

真實性，導致精神與價值的危機。[12]他確認，科學

帶給人文主義雙重的疑懼在於科學要求絕對的客

觀性，將主觀性人的存在也要化作客觀性的以自

然科學方法可以把握和解釋的資料。這樣，以主觀

性為依據的人文現象也就被取消和摧毀了。成氏

稱之為科學對人文主義的「侵略性」。另外，科學

的應用也產生對人類生存的威脅和生態環境等一

系列嚴重危機和問題。二十世紀西方出現了科學與

價值的尖銳衝突，這表現在科學與人文主義的衝

突，以及科學與傳統宗教的衝突。五四以後在中國

爆發的科玄論戰，可以反映在中國科學與人文主

義的衝突是激烈的。

成中英從知識與價值的整體思考出發，力圖

對科學、人文與宗教進行適當的定位與整合，進而

將現代文化諸領域納入一個機體統一的整體性體

系。他認為，科學是以理性的客觀性原則，以追求

科學知識和科學真理為目標。科學只是對事實的

認識而非價值的決定。[13]人文現象是以人的主觀

性的意志為標準，具有價值決定的內涵和意志自

由的實質。因而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存在顯著的

分野。[14]作為主體性的人的存在的人文現象，不可

能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來完全把握。必須要瞭解，科

學作為外在的知識體系，有其客觀的真理性，但

對人的發展則有其工具性。[15]在現代世界，人文主

義與科學的衝突日趨明顯，就是因為科學真理的

有限性與工具性被誤解誤用，導致將科學方法無

限制地被運用於人文現象，以至於科學萬能的迷

信和科學霸權主義思想蔓延所致。在成氏看來，科

學真理與價值真理既是相互獨立、彼此相待的領

域，又具有相互影響、彼此依持的關係。因此，既

不能用科學的方法將所有人文的活動視作知識化

的現象，將社會人文的現象用自然科學的方法與

法則來歸約和整合；也不能用價值的領域來主導

一切，歸於科學精神的匱乏和科學知識與方法的

闕如。在人類文化諸領域中，科學以理性之知運作

知識而致用於人生，宗教則以信仰之志而致用。反

觀作為人文科學中樞的哲學，兼有科學和宗教的

考慮，在理想意義上是宗教與科學互通互顯又平

衡相成的媒介。[16]總之，科學、人文與宗教，各自獨

立，屬於不同的文化領域，它們之間又相互影響，

彼此依持。其基本的思考是在於知識與價值辯證

統一的理解實現的有機結合。知識與價值是一種

互基性的雙向並建的關係，應瞭解兩者一體二面

的辯證統一性，使知識與價值相互結合，相互促進

和發展，而不可執於一偏，陷入科學的獨斷或價值

的獨斷。[17]以此作為其整合科學真理與人文價值，

創新人類文化的理論基礎。

成氏進一步分析了知識與價值不僅相互對

待，而且相互關聯乃至相互轉化的特徵。他不同意

一般人將真善美看作不相干的觀念，指出真可謂

知識上的善，善可謂道德價值的真，而美則可為知

覺與表像上的善與真。當然，真與善也可以視為知

性與行為上的美。也就是說，真善美三者可以貫

穿、聯結起來。[18]成中英著重論證科學真理與價

值的關聯。在他看來，科學之所以值得追求，是因

為科學包含或代表了某種真理，而人類也具有將

科學真理轉化為價值或轉化為善的能力與意志。

他認為，科學不僅代表客觀事實的知識成果，也是

一種心靈活動。因此，科學有被決定為內在價值的

可能。但科學真理不是全體價值，也不能取代其他

價值。價值與善乃是基於人的內在的、感性的、主

觀性的存在。善的意志乃由自我決定，超出科學真

理的限制與解釋，完全獨立於科學以及所有外物。

但是，價值的實現卻必須借助知識理性的工具，而

它本身不能實現自己。科學真理與價值真理不同，

它不規定人的意志的目的與方向。科學真理要轉

化為善的價值，必須肯定善的目的，認識人的自覺



二○

二○

年
第
一
期
（
總
第
一○

二
期
）

文
化
中
國

４４

與自由創造。也就是，必須既要展開科學理論和

科學應用的研究，又要提倡對科學理論與科學應

用的哲學批評。總之，必須以科學的客觀知識扶持

價值，也要以人文的、宗教的價值來引導科學知識

的發展；既要發展科學真理來實現和充實價值，又

要提倡價值與科學的雙向的批評與進步，實現二

者的互動平衡和有機結合，進而在人類生命的整

體性的基礎上建立高度的知識與價值綜合之新的

文化體系。

四、成氏科學哲學思想的當代意義

成中英在現代文化科學理性與人文精神激

烈衝突的時代背景下，從人類文化整體和哲學本

體論的層面對知識與價值問題的理論思考，具有

深刻的普遍性和前瞻性意義。成氏有關科學哲學

的理論思考有幾個要點值得關注。首先，成氏對

知識與價值及其關係問題的思考，是以「知識性

宇宙」與「價值性宇宙」的劃分為基礎和前提的。

應該說，成氏「兩個宇宙」的劃分理論，實際上主

要是以西方近代文化為背景的。成氏力圖總結和

吸收西方近代以來有關的哲學理論，主要是休謨

的「事實世界」與「價值世界」的劃分以及康得的

「現象界」與「本體界」的理論，進而在中國哲學

價值本體的理論架構下將二者統合為一體，從而

形成了自己的獨特的理論體系。再者，成中英從

生命本體涵攝理性與意志的要素，進而衍生出知

識與價值的一體二面的互基性與統一性的理論架

構。他將科學的知識化宇宙建基於理性，人文、宗

教的價值化宇宙建基於意志，二者具有各自獨立

的領域與範圍。顯然，他的這一理論劃分借鑒和

汲取了西方近代哲學的一些理論。但是，他強調

二者基於本體的統一性和相互依持、相互影響的

關係，力圖從知識與價值的動態平衡和雙向並建

中，重新整合與重建二者的關係。即既要以知識

發展來扶持、擴充價值，又要以價值來引導、促進

知識，在二者的雙向批評和互基並建中實現二者

的互動平衡和有機結合，進而在知識與價值高度

綜合的新的理論基點上實現人類文化的整體重建

和整合。最後，成氏對這一問題的思考和解答，回

歸到中國哲學的本位立場。也就是在知識與價值

之間，他更突出價值本體的優位性，而將知識作為

實現價值的工具和基礎，從而在價值本體的統攝

下完成了對知識領域乃至整體性的文化領域的整

合。成氏將科學的、理性的知識化建構，作為人類

思想和價值的工具與手段，具有依附或從屬於價

值全體的屬性，並以此來涵蓋、統合人類文化的全

體領域。這種觀點說到底是中國傳統的德性文化

在現代條件下的一種創新和發揮。

成氏關於科學哲學的思考，其理論的意義由

此也凸顯出來。首先，成氏的知識與價值理論直接

針對現代科學發展與人文、宗教的尖銳衝突。他

肯定科學的知識領域與人文、宗教的價值領域，

都有各自獨立的領地和範圍，不可逾越界線。因

此，人文現象不可能由科學的知識和方法來完全

掌握和處理。同時，他又基於本體的統一性和互

基性將二者看作相互依持和相互影響的關係，知

識與價值基於相互的需要而有機地結合為一體。

這種觀點對於現代文化中突出的科學理性與人文

精神乃至傳統宗教之間的衝突，顯然有其緩解和

調和的作用，也不失為一種根植於悠久傳統的智

慧和理論在現代的發揮。顯見，成氏科學哲學的

理論建構對於疏理和解答當代突出的科學與人文

的衝突，提供了一個源於中國哲學智慧的睿識洞

見和解決方案。同時，成氏針對當代學科之間既

相互獨立和不斷分化，又相互融攝和交叉互滲的

兩種並行不悖的趨勢，力圖在理論上予以回應和

總結。可以說，成氏的理論為當代學科的進一步整

合與發展，提出了一個基於本體理性的整體性理

論架構和形上學基礎。再者，成氏以此還力圖對

當前世界文化失序、失範的危機予以回應，對世界

文化的整體重建提供座標，指示方向。其基本的

問題與致思路徑被歸結為在知識性宇宙中安頓價

值，如西方哲學；和在價值性宇宙安排知識，如中

國哲學。這種富於本體認知精神的宏觀思考，顯示

出對中西哲學具有極為深刻的洞察力和對世界哲

學發展方向的總體的把握能力以及高瞻遠矚的卓

見。尤其是成氏將知識論和方法論的問題引入中

國哲學重建的突出地位，顯然極大地豐富和擴充

了中國哲學重建的內涵。就其理論所透顯的思想

模式來說，成氏將知識與價值置於雙向並建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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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架構來思考，極大地突破了傳統哲學慣常的價

值中心論主要是道德中心論的狹隘視野，從而在

整體上將中國哲學的現代重建提升到一個全新的

理論水準和思想境界。

總之，成中英從本體理性衍生出知識與價值

相涵互生的理論架構，並力圖以此重新疏理和整

合科學理性和人文精神的關係，進而重建新的統

一性的世界文化體系。成氏基於本體認知精神以

尋求知識與價值平衡互動的機體統一的理論建

構，為當代科學與人文、宗教的和諧發展，奠定形

上學的根基和理論基礎，也為中國傳統文化在現

代條件下的創新發展，拓展了至為寬廣的思想路

徑和空間。其理論意義和價值極待當代學術界的

重視和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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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中國和平出版社，1988年)，第237頁。

[2]成中英：《深入西方哲學的核心─我的哲學教育
與哲學探索》，李翔海、鄧克武編《成中英文

集》（一）(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
第354頁。

[3]同註[1]，第222頁。
[4]同註[1]，第232頁。
[5]同註[1]，第235頁。
[6]同註[1]，第238頁。
[7]成中英：《科學真理與人類價值》，李翔海、鄧

克武編《成中英文集》(一)，第27-30頁。
[8]同上，第32頁。
[9]同註[7]，第34頁。
[10]同註[1]，第236頁。
[11]同註[7]，第23-26頁。
[12]同註[7]，第64頁。
[13]同註[7]，第30頁。
[14]同註[1]，第225頁。
[15]成中英：《新覺醒時代——論中國文化之再創
造》自序(北京，中央編譯局出版社，2014年)，

第11頁。
[16]同註[2]，第354頁。
[17]同註[1]，第226頁。
[18]同註[7]，第36頁。

The Truth of Science and the Value of 
Humanity: Chung-ying Cheng’s Thought of 
Scientific Philosophy and Its Contemporary 
Meaning

LiAnze,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School,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Abstracts: Chung-y ing Cheng t akes that 
the whole life contains rationality and will. So he 
formulates a theory of knowledge and value with a 
mutual relationship and equilibrium. According to this 
viewpoint, Cheng probes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of sciences and value of social sciences. He 
thinks that science is based on the spirit of rationality. 
As an outer system of knowledge, science processes 
its features of objectivity, neutrality and instrument. 
Meanwhile, value takes the subjective will as its 
standard, and it is self-determined. Cheng emphasizes 
that science truth and value truth processes a mutually 
reliant and influenced relation. However, he eventually 
affirms that the control and superiority of value of 
noumenon over knowledge realm. And he distinguishes 
the levels of truth to take the knowledge realm under 
the control of value realm. That is to say, his actual aim 
is to unify the whole knowledge realm under the control 
of value of noumenon. In short, based on the unified 
thinking of ontological rationality, Cheng’s theory tends 
to unify science, humanity and religion into an integral 
world cultural system. Consequently, he has established 
a unified theoretical system that is rooted in ontological  
rationality to solve the conflict between science and 
humanity and lay down a new metaphysical basis to 
unify the realms of contemporary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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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onality; Spirit of Huma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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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個特殊類型的「社會」。中國人生活的世界發

生了根本的變化。個體如果不是第一次至少也是

再一次感受到解放。對利益追求的欲念被釋放了，

賦予了合法性。

同時，知識份子的地位一

落千丈。社會上腦體倒掛，「造

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現

象出現了，衝擊著知識份子敏

感的心靈。這個事件之所以重

要，因為知識份子正是社會思

潮的發動機，他們感受的變化

必將反映到社會思潮內容的構

建上。而按照葛蘭西「有機知

識份子」的說法，知識份子並

無獨立性，他們是與具體的社

會階層依附在一起的。因此，

隨著新的階層的崛起，知識份

子也發生了分裂。對於社會思

潮而言，這是一個根本性的事

件。正是由此，多樣化的社會

思潮產生了。而其源頭，就是

「南巡講話」。

第二，「告別革命」論的提

出表明了新世紀的時代的自

覺。有的學者將二十世紀稱為革命的世紀，切中肯

綮。[2]而對於1990年代之後的時期，目前有大量的

學術成果稱之為「後革命」時期，[3]表明了學界的

某種共識。但其標誌、起點，卻無疑是李澤厚和劉

再複1994年發表於香港的對話《告別革命》一書。

「告別革命」表達了一種呼聲，與這個呼聲相

個體的時代
―—新世紀以來中國社會思潮簡論

■ 蔡志棟

上海師範大學哲學系

身處新世紀，明顯感覺思潮洶湧，儼然又一

個戰國時代，但這是就表像而言，就內在實質而

言，今天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澎湃的思潮

所貫穿的主線是什麼？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是什

麼？也許，「個體的時代」是

對這個時代的某種不甚精

確、容易引起爭議、但一定程

度上的確抓住了核心特色的

稱謂。

一、何謂「新世紀」？

這是一個個體的時代。

這個論斷是與這個時代本身

的基本特色聯繫在一起的。

所謂的這個時代，就是「新世

紀」；所謂的「新世紀」，並不

僅僅是一個時間的概念，在

某種程度上，它甚至是與時

間的劃分存在距離的；而且，

更加重要的是，這是一個講

究質的概念。至少，它是與以

下四個特色緊密的聯繫在一

起；同時這四個特色也近似

的標示了我們所謂的「新世

紀」的開始。

第一，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從政治的角

度昭示了新世紀的開始。[1]南巡講話的意義在於，

它以無比的權威重新推動了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

步伐，為個體經濟能動性提供了合法性。隨後的一

系列舉措，在中國的國家與個人之間，開闢了市場

摘  要：從社會結構、自我認識、哲學主

題以及技術特徵的角度看，新世紀是一

個「個體的時代」。它始於1990年代，而

非正好是二十一世紀的開端。它旨在解

決政治哲學的規劃和精神哲學的構建

兩大問題，為個體奠定安身立命之處。新

世紀以來的左派、自由主義、文化保守主

義、新權威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憲政社

會主義、民族主義等思潮對於這兩個問

題分別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但也有失語、

薄弱之處。「個體的時代」對於新世紀而

言，是一個基本特徵，而非全部特徵；它

也是先前集體主義時代的邏輯發展的結

果；與以前也許存在過的類似的時代相

比，新世紀還是自具新意的。

關鍵詞：個體；新世紀；社會思潮；政治

哲學；精神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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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的是李澤厚的另一種說法：九十年代是一個

「學問家凸顯，思想家淡出」的時代，或者說，原先

為李澤厚所用來刻畫二十世紀上半葉時代狀況的

「救亡壓倒啟蒙」發生了轉變，甚至就是倒轉：

「啟蒙」佔據了「救亡」的上風。但這個階段的啟

蒙，不再是以赤裸裸的思想的方式，而是試圖實現

與學術的結合。啟蒙以學術研究的方式繼續深

入。[4]

如果說因為學術研究注重個體性、創造性，所

以這是一個個體的時代，那這種說法太簡單，甚

至是錯誤的。因為思想對個體性的要求絲毫不低。

關鍵在於，啟蒙就其本意的確是指向了個體的覺

醒，[5]而救亡的重點顯然是在群體上面，雖然今日

已經有很多成果指出，沒有國家這樣的群體作為

依託，個體也不能得到保護和有效而充分的展開、

實現。[6]

第三，1995年，馮契、牟宗三兩位得到公認的

中國哲學家的逝世表明一個時代的結束，從哲學

的角度預示新的時代的揭幕。馮契創立了「智慧

說」，一方面回應「中國向何處去？」「如何建設現

代化？」等時代的問題；另一方面，通過否定中國傳

統社會的「醇儒」理想人格，勾畫了真善美統一的

平民化的理想人格。這不僅僅是一個哲學體系的

創立，而且，他是1980年代主體性哲學的代表。[7]

相對而言，在海外牟宗三的知名度更大。他是現代

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在這一點上也和馮契作

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家[8]的身份相異。不過，兩者在

對主體性哲學的構建這一點上是一致的。馮契主

張「綜合創新」，[9]牟宗三主張「返本開新」。但其

指向也是圓善的人格。也許兩者之間還有一個較

大的區別：由於時代，馮契始終在政治哲學上言之

甚少，牟宗三提倡的「良知坎陷說」恰恰旨在開出

科學與民主，並且他為此花費了大量的筆墨。從著

述的角度看，便有《政道與治道》一書。牟宗三晚

年最後一本書《圓善論》卻旨在刻畫德福一致的理

想人格。顯然，牟宗三也在追尋某種主體性哲學。

馮牟二先生於1995年逝世，這自然是某種巧

合，但在一定程度上卻從哲學的角度宣告了二十世

紀的提早結束。 [10]接著這個觀點往下說，「新世

紀」便在兩位先生逝世之後開啟。在新世紀中，至

今只有短短二十多年，[11]但在哲學體系的創造上，

學界諸位先生當仁不讓。數量上無疑更多，就中國

哲學界而言，陳來教授的「仁學本體論」，楊國榮

教授的「具體形上學」是新近比較著名的兩種。從

散篇作品而言，各種主張層出不窮，顯示了新世紀

的豐富性。而這也正是我們要研究的重要內容。

第四，個人電腦的普及和互聯網的入戶是新

世紀的技術性標誌，為個體的實現提供了技術支

持。

無疑，這兩樣東西揭開了一個新的時代，這點

幾乎得到公認。與我們的研究主題相關，值得發問

的是，這對社會思潮意味著什麼？答案仍然是個

體的突出。我們可以從思潮的發動中、受眾以及思

潮的載體本身三個方面來看。

首先，也許和上文相矛盾但實際上並不矛盾

的是，在個人電腦不普及、互聯網非民用的時代，

能夠成為思潮的發動者的是少數人中的少數人。

他們是通常所說的知識份子，能夠寫作，並且能夠

通過傳統的報刊媒體發表自己的見解；除此之外，

還能夠借助課堂、講座、茶館、咖啡廳、學術沙龍

等公共空間傳播自己的觀點，成為思潮的源頭。但

是，能夠這麼做的永遠是極少數人。民眾因為技術

原因被排斥在思潮的發動者之外，他們往往只能

呼應思潮，雖然從另一個角度看，知識份子的思想

創造也會受到民眾的啟發，在這個意義上，民眾是

培養思潮的土壤。

個人電腦的普及和互聯網的入戶在技術上讓

更多的人成為思想的表達者，製造著眾多的思潮

的發動者。引起我們注意的是，二十世紀末網路文

學的明星作家在以前是極少有機會崛起的，但借

助著互聯網，他們一呼百應。他們有時候的確具有

「南面王」的氣勢。二十一世紀之後，互聯網噴薄

發展，博客、社區、直至新近的微博、微信都成為了

傳播思想、醞釀思潮的載體。

從另一方面看，電腦、互聯網技術也在培養著

比以前更多的受眾，擴大了思潮的影響。原先，由

於載體的限制，思潮難免局限於所謂的精英團體。

進入新世紀之後，更多的個體成為終端，接受著互

聯網上五花八門的思想動態的影響。他們極易成

為某些擊中他們需求的社會思潮的俘虜和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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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傳播者和推動者。

在某種意義上，互聯網的普及成為確定新世

紀社會思潮的一個重要標誌。正如二十世紀社會

思潮的洶湧離不開報刊媒體的層出不窮，[12]新世

紀新載體的普及化意味著相同的情況會重演，而

且更加厲害。而麥克盧漢所說的「媒介即資訊」又

在不停的提示我們，新媒體的出現也在改變著其

承載的資訊也即思潮的特徵。只是對此我們需要

更深入的體會與研究。可見，新媒體一方面成為了

社會思潮的重要載體；另一方面，不要忘記，互聯

網聯繫起來的是位於各個終端之前的個體。這種

物理性的特徵似乎也在宣告「新世紀」是一個「個

體的時代」。

二、兩大主題：政治哲學與精神哲學

新世紀以來，中國究竟有多少社會思潮？計其

大者，有以下幾種：左派，包括老左和新左；自由主

義；文化保守主義，其中比較著名的有當代新儒

家，新墨學，新道家，新法家等；新權威主義；民主

社會主義；憲政社會主義；民族主義。這些社會思

潮，包含政治哲學的設計和精神哲學的規劃兩方

面的內容。這兩個主題的實質，是要解決個體安身

與立命的問題。而每一種社會思潮做出了不同的

設想，呼應著不同的人群的訴求。[13]

具體而言，本課題試圖研究以下社會思潮：

（一）左派――包括新左派和老左派。前者

以汪暉、崔之元、胡鞍鋼、韓毓海、王紹光、甘陽等

人為代表，後者以「烏有之鄉」為基地。兩者的共

同特點是高度讚揚平等、公正，關注底層利益，強

調共同富裕。差別在於後者主張回到毛澤東時代，

前者注意吸收國外馬克思主義的成果。他們的洞

見在於肯定平等是重要價值，不足在於有平均主

義的傾向。這個思潮在新世紀獲得了新的發展。尤

其是新左派，是在1994年於自由主義的論戰中發

展起來的。就其主張而言，無疑為個體的社會層面

的命運做出了安排。相對而言，對於個體精神世界

的建設問題，言之過少，主要還是主張回歸集體主

義，但是，在新的時代如何協調個體與集體主義，

是一個頗難化解的問題。

（二）自由主義――自由主義也是在二十世紀

初就誕生了的，在新世紀獲得了新的發展。早先以

許紀霖、朱學勤等人為代表。在二十一世紀之後，

高全喜、周濂、劉擎、周保松、錢永祥、以及劉瑜、

熊培雲等人崛起。一方面，他們繼續主張自由的核

心價值，主張現代民主政治，並且對新的政治哲

學的重要概念比如正當性等問題[14]展開了研究；

另一方面，在與其他社會思潮的論戰中，他們發生

了從政治自由主義（political liberalism）到整全性
自由主義(comprehensive liberalism)的轉折，力求
在國人的精神世界的建設問題上有所發言。這點

突出的表現在許紀霖的若干作品之中。他認為當

今社會思潮氾濫的一個原因就是人們尋求心靈世

界的安頓。 [15]而周保松明確將其隨筆集取名為

《走進生命的學問》，將自由與生命而不單純是

政治哲學聯繫了起來。周濂的隨筆集《你無法叫

醒一個裝睡的人》也直指世俗犬儒主義。高全喜

主張保守的自由主義，也試圖結合政治自由主義

和精神哲學上的古典主義。

（三）新權威主義――以蕭功秦、張維為為

代表，發端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進入新世紀以

來，在代表人物上比較薄弱，原先的吳稼先發生了

轉變。但同時又加入了一位新人物張維為。張維為

並未明確打出新權威主義的旗號，但其思想實質

便是。[16]這個思潮，由於和當代中國政治的實際

比較接近，影響不可小覷。蕭功秦主張在政治權

威的領導下發展經濟建設，在此過程中發展公民

社會，培養公民的政治能力，逐步實現民主政治。

張維為則將民主詮釋為「良治」，以經濟效益提供

足夠的正當性。相對於自由、平等，他們高度注重

秩序。不足之處在於不能有效地回答政治權威何

以允許公民社會的建設的問題，不能有效回答作

為政治權利的民主與作為民生狀態的經濟之間如

何等同的問題，也不能回答人心建設怎麼辦的問

題，更多的是在政治哲學上有所主張。可見，對於

個體，一方面他們試圖合理的在社會層面上予以

合理的安頓。

（四）民主社會主義――主張社會主義和民

主相結合。以北歐國家為模範，其核心理念是民

主憲政、混合私有制、社會市場經濟、福利保障四

條原則，尤其主張高福利和高消費。作為一種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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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比較成熟的政治哲學，民主社會主義在一般的

層面上能夠有效的安頓個體的社會生活，但是否

能夠與中國的現實相符合，卻是一個問題。另外，

就精神世界的建設而言，民主社會主義並沒有提

出明確的主張。

（五）文化保守主義――進入二十一世紀，這

支社會思潮勢頭強勁，在社會上表現為普遍的國

學熱，在學術層面上，起點大概便是著名的「親親

相隱」的爭論，持續時間也頗長；直至當下，又有大

陸新儒家的集體面世，經學的復興，「新康有為主

義」的提出。但這只是儒學的表現。總體而言，文

化保守主義內部支脈甚多。在內容上既有大陸新

儒學，又有新道家、新墨家等，新近又產生「新子

學」。而以大陸新儒學為大端。

現代新儒學也是一個已經有百年的社會思

潮，但大陸新儒學卻是在二十一世紀明確登場。代

表人物眾多。他們主張回歸儒學，面對現實，建設

具有儒學特色的政治制度，用儒家的資源灌溉當

代中國人饑渴的心靈。在民間，于丹等人也是炙手

可熱。然而，新文化時期陳獨秀的提問：為什麼儒

學總是和專制主義聯繫在一起？儒學如何清除百

年反思所帶來的負面效應？更加嚴重的是，如何

扭轉漫長的宗法專制時期儒學的複雜形象？這些

始終是需要認真對待的問題。相比於其他社會思

潮，儒學歷史悠久，在政治哲學與精神哲學上都有

豐富的資源，這兩個也是其頗為擅長的領域。但

是，現代的個體如何在儒學中得到正視與安頓，這

是當代儒學所面臨的重大挑戰。

當前明確出場與大陸新儒家抗衡的是新墨

家。墨學的復興也是現代中國的一個重要話題，其

主旨包含了科學、政治哲學以及新的理想人格的

追求。梁啟超和胡適是近代墨學復興思潮兩位代

表性人物。新近產生的新墨家不僅繼承了這些話

題，把梁啟超、胡適看作是自己學派的重要成員，

而且，他們結合新的時代展開了新的討論，比如對

於墨學如何成為普世價值的討論。他們明確提出

「大乘墨學」，呼應全球化時代提出的挑戰。戰國

時期的儒墨雙峰對持似乎在今日會重現。也因此

種源遠流長，新墨家在政治哲學和精神哲學上都

為個體勾畫了新的命運。

（六）憲政社會主義――這個思潮試圖將社

會主義和憲政結合起來，以華炳嘯為代表。他們反

對史達林式的社會主義，主張從自由主義的憲政

民主中，汲取憲政、民主、法治、人權和分權制衡等

方面的思想養料，主張保障人權，實現憲政民主，

發育公民社會，促進民主憲政化、國家社會化、社

會自治化、主體自由化。主張建立以公意為引導、

公民社會為基礎、共和治理為原則、憲政民主為

保障、共同富裕為條件、「自由人的聯合體」為目

標的共同體社會。很明顯，這個思潮的重點也在政

治哲學上，對於精神哲學暫無考慮。

（七）民族主義――1997年，「中國可以說

不」派浮出水面，明確高舉民族主義旗幟。不過，

與其他社會思潮不同，民族主義主要表現在民間，

化為民眾的愛國行為，蓬勃於各大網站的論壇上。

其基本要義是面對外國的挑釁，民眾表現出的愛

國之情。中國南海爭端、與日本的關係一直是熱

點，也是民族主義情緒的激發點。民族主義的特點

在於能夠凝聚人心，發揮建設現代化中國的強大

動力；不足在於很容易走向極端，形成破壞性的力

量。個體在民族主義思潮中不僅找到了歸屬，而且

獲得了歸屬感。這個思潮之所以具有那麼大的吸

引力，或許便是與它對個體身與心的雙重安頓密

切相關。

三、澄清若干問題

有的讀者也許會提出：無疑，新世紀存在著

許多社會思潮，以上所論述的這些我們都可以承

認，但是，這些思潮為什麼是個體時代的思潮？還

有，難道以前沒有過個體時代嗎？等等，很多問題

需要進一步澄清。

第一，如何看待民族主義與個體的關係？

1990年代以來，民族主義一方面是某些學者

（比如「中國可以說不」派）提倡的主義，另一方面

又是許多社會思潮共有的底色。後者的意思是，無

論他們各自的具體主張是什麼，在面對民族國家

的大是大非問題上，有時候寧願捨棄自己原先的

觀點或者採取與自己原先的主張相矛盾的觀點。

個體因此而被淹沒在群體中。歷史上的典型表現

大概就是胡適等自由主義者。自由主義以個體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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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圭臬，但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國家面臨外敵

入侵的情況下，自由主義寧願放棄個人自由的主

張――以國家為重。在這個意義上，個體是與民

族主義相悖的。

但是，新近的研究卻發生了轉向。學者們揭

示出個體與民族主義之間的積極關係。更加重要

的是，新世紀以來的自由主義思潮把如何處理與

民族主義的關係當做了一個重要的課題。「自由主

義的民族主義」（liberal nationalism）是這二十年
來自由主義思潮的一個重要主題。其要點在於，他

們把民族主義理解為政治民族主義、公民民族主

義，把個體對現代民主政治原則的認同看作是構

建民族的核心認同，而不是將民族認同的符號建

築在血統、文化的基礎上。由此，個體不僅僅是組

成民族的基本元素，而且，個體自由、個體權利是

民族之為民族的粘合劑，否定了這點，自由主義便

不再承認那是真正的、合理的民族主義。

當然，這是就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而言，對於

其他主張特殊的認同符號（血緣、文化）的民族主

義而言，個體難道沒有被吞噬嗎？的確，具有集體

主義傾向的民族主義本身也是民族主義的一種類

型，[17]這種情形下，如何理解「個體的時代」的提

法？我的回答是，這種類型的民族主義成為了被

解放了個體的歸宿。

為了更深入的說明這個問題，我們以國家主

義這個與民族主義頗為接近的思潮為例來加以解

釋。許紀霖注意到，新世紀以來原先屬於自由主義

陣營的思想者轉向了國家主義，典型如摩羅。這種

轉向何以發生？許紀霖的觀點是，在個體被更嚴

重的拋棄這個世界上的時代，他無力安頓自己，急

需一個群體來為自己的生命尋找意義。這個有力

的群體就是國家。[18]民族主義便具有與國家主義

同樣的價值。解釋路徑也是一樣的。

第二，如何看待新世紀的個體特色與其他特色

的關係？

一個時代，當然可以從不同側面加以刻畫。個

體倒向國家主義，一方面固然可以看做是個體彷

徨無助尋找依歸的結果；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做是

群體仍然強大，壓倒個體成為時代主旋律的過

程。對於後者，我們也是能夠找到許多證據的。在

文化保守主義中，傳統的民族主義[19]依然是主流。

新儒家、新墨家、新法家，就其原始形態而言，都

是集體為上的，這點是常識。新權威主義也是在

某個階段將權威置於個體之上；個體反轉而為主

體，是在公民社會成熟之後的事情。在憲政社會主

義中，憲政突出的是個體，社會主義突出的是集

體，憲政社會主義的提法便有協調二者的意味。

至於左派，其集體主義的傾向更加嚴重、濃厚。[20]

那麼，為什麼還說這個時代是一個個體的時代？

也許一個道理在於，從我們對「新世紀」的特

色的刻畫來說，個體從未如此突出。這不僅僅是

一個時代的自我認識，不僅僅是社會結構的改變

所必然推動的，也不僅僅是主體性哲學的深化，

而且，在技術上，個體獲得了新的解放，賦予了新

的權利。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等借助新媒體獲得了

前所未有的確認。相對而言，這個時代的其他特色

（比如群體性）成為了某種背景色，成為搭配色。

我們也看到了這個時代其他特色的反應。新

媒體解放了個體，但和以前所有的時代一樣，國家

再一次行使了其管理的職責。我們不能說管理國

家的也是個體，所以這還是一個個體的時代。這

種說法是狡辯。國家一旦誕生，具有了自身的特殊

使命。霍布斯稱之為利維坦，某種程度上的確抓住

了要害。但這些，我們把它們看作是個體性的另一

面，如果不是反面的話。他們，一方面是個體性的

補充，另一方面則是個體性的對應物。「對應物」

是「反面」的委婉說法。所謂補充，指的是，當我

們說這個時代是一個「個體的時代」的時候，並不

意味著個體就是自足的，就是能夠自我確認的，就

是毫無依傍的。簡而言之，個體在尋找歸宿，在社

會生活和精神生活兩個方面尋找歸宿。新世紀的

社會思潮合理與否，需要改進與否，是否能夠滿

足個體尋找歸宿的要求是一個重要的評判標準。

第三，如何看待「個體的時代」與先前時代的關

係？

新世紀就是對先前時代的邏輯發展。新世紀

之前是二十世紀。這個世紀，從1949年之後可以稱

之為「集體主義的時代」。一方面是計劃經濟的權

威地位不容置疑；另一方面，從理論建設到學術史

研究，還有理想人格的確立，集體主義可謂核心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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疇。在這方面，理論上，產生了周原冰、羅國傑等

集體主義倫理學的代表；在學術史研究上，集體主

義成為了評價前人理論貢獻的基本標準；理想人

格上，雷鋒、張華等人的光輝形象雖然一再的被詮

釋，但其基本要義還是集體主義。

歷史的車輪進入1980年代之後，集體主義還

是官方的主流意識形態。[21]但其正當性開始撕裂。

蛇口風波，潘曉來信，這些庸常但卻具有思想史意

義的事件發生了。[22]個人主義思想蔓延了。我們看

到了集體主義的興衰。

進入新世紀之後，集體主義不僅為左派所主

張，而且還是主流意識形態。但是，它已經成為了

個體可以獨立選擇的一個價值目標，而不是唯一

目標。在這個意義上，雖然在先前的集體主義時代

個人也是具有自由的，但在新世紀之後，這種自由

的領域更加寬廣。對集體主義的自覺認識並不必

然導致自願選擇並且遵守，還可能是自願放棄而

並不實踐。在這個意義上，集體主義本身也具有了

更大的自由度。它不再以變相的「天理」的模樣出

現，而是允許個體自己甄別、選擇。[23]這也給了它

自身一線生機。事實上，我們的確看到有很多人真

心誠意的將集體主義當做是自身的行為準則。

第四，如何看待個體時代與其他個體時代的關

係？

一方面，新世紀除了個體的時代之外，還可能

有其他特色；另一方面，稱得上是個體的時代的，

大概並非新世紀一種。也許近代中國[24]從某些方

面看也是具有這個特徵的。

首先，從技術的角度看，現代報刊媒體的誕生

及廣泛傳播是個體得以確立的技術性前提。而近

代中國就是具有這個條件的。不過，顯然由於教育

程度和範圍的有限，能夠接觸報刊媒體的人也是

有限。少數的人成為了個體。

其次，從時代的自我認識的角度看，對於近代

中國，有很多說法，比如「過渡的時代」，[25]「大時

代」。 [26]對於新世紀，卻很少有那麼多的自我認

識；不過，比較集中的表達大概是「碎片化」的時

代。這自然也是源於新媒體技術所導致的閱讀習

慣的改變，以及人的存在感覺的自我體認。

再次，從哲學創作的角度看，近代中國還是誕

生了不可小覷的具有自身特色的哲學體系。馮契

先生甚至把1930年代稱之為專業哲學家誕生的時

代。[27]哲學作為對創造性要求頗高的一門學科，

無論具體而言其主張什麼，就其創造性來說，就是

主體性、個體性的發揮。就此而言，近代中國是超

越新世紀這二十多年的。

最後，但肯定不是最不重要的是，近代中國實

質上分裂的狀態為個體的時代提供了社會結構上

的支持。如果聯繫1980年代以來經濟改革大幅推

進，政治改革千呼萬喚的情況，那麼，近代中國在

經濟上發展遲緩，在政治結構上反而因為分裂而

給個體創造了遊刃有餘的空間。時代的特色和鄧

小平的「南巡講話」相比，具有異曲同工之妙。但

同樣毋庸置疑的是，一個整全性的民族國家對於

個體的意義無論如何形容都不過分。在這個意義

上，新世紀作為「個體的時代」與近代中國相比，

具有螺旋形上升的意義。

本文為上海哲社一般課題「新世紀以來中國社

會思潮跟縱研究」（批准號；2015BZX003），受到上

海高校高峰高原學科建設計劃資助。

[1]這個觀點的得出源自朱曉江：《杭州師範大學學

報》（社會科學版）。
[2]這是高瑞泉教授的主張。高瑞泉：「20世紀中國
社會思潮研究」結項成果。

[3][美]德里克主講，李冠南，董一格譯：《後革命
時代的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書名
便昭示了某種時代特徵。粗粗一查，冠以「後革

命時代」的著述近幾年頗多出現。
[4]當然我們決不能否認，學術研究本身並不獨自承

擔啟蒙的責任，同時，以學術研究的方式深入展

開的啟蒙也在發生變異。很多人忘了啟蒙這個目

的，而將焦點落實於學術研究之上。也許這尤其

發生在學術傳承的過程中。上一代的激情化為了

下一代的迷茫。
[5]也許最著名的說法還是康德的《什麼是啟

蒙？》。
[6]崔宜明：《個人自由與國家富強》，《上海師範

大學學報》（哲社版）(2011年)，第3期；另外，
自由民族主義也認為以個人主義為核心的自由主

義與民族主義不一定是衝突的，因為自由主義的

實現的前提是建立一個強大、穩固的民族國家，

保護個人的成長、發展。塔米爾、格林菲爾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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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民族主義的代表人物都這麼主張。可參塔米

爾：《自由民族主義》、格林菲爾德：《民族主

義：通向現代性的五條道路》等著作。
[7]高瑞泉，楊楊等著：《轉折時期的精神轉折》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8]馮契寫作了兩部中國哲學史，也創立了具有中國

哲學特色的「智慧說」。但自認還是一個馬克思

主義哲學家。
[9]不可否認，馮契並未如此明確的提出這個主張，

但就其思想實踐而言，融中西馬於一爐的風格、

推陳出新的抱負顯然表明馮契實踐著「綜合創

新」的道路。
[10]同註[2]。
[11]從1992年、1995年開始算。之所以是這兩個年
份，理由上文已說。1992年鄧小平發表「南巡
講話」，1995年兩位哲學家逝世。

[12]高瑞泉主編：《中國近代社會思潮》導論(華東
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9頁。

[13]沒有呼應也就沒有思潮，而只有思想。思想可

以是私人性的，思潮必須具有公眾的維度。
[14]周濂：《現代政治的正當性基礎》(三聯出版
社，2008年)。以及近期眾多關於正當性的論
文。

[15]許紀霖：《啟蒙如何起死回生？》(北京大學出
版社，2011年)。

[16]蔡志棟：《新權威主義的變種》，《二十一世

紀》(香港：2012年)，第4期。
[17]格林菲爾德教授把民族主義區分為三種類型，

其中集體主義的民族主義就是一種類型。[美]格
林菲爾德著，王春華等譯：《民族主義：通向

現代性的五條道路》(上海三聯出版社)，序言。
[18]同註[15]。
[19]所謂傳統的民族主義指的就是非自由主義的民

族主義，其認同標誌仍然是血統、文化。
[20]左派注重平等，自然也是指向個體的平等，但

是，這種平等是在群體中的平等。也許我們可

以引進羅爾斯的平等自由主義來說明這個問

題。羅爾斯的論證的一個要點就是論證社會對

於個體的成立的意義，所以我們必須照顧到弱

者的利益，因為他們也組成了群體，缺乏他

們，社會將崩潰。
[21]甚至，進入新世紀之後，集體主義還是主流意

識形態。也許需要提請讀者注意的是，我們把

新世紀界定為個體的時代，而不是個人主義的

時代，一定程度上便是肯定了集體主義的存

在。

[22]對於1980年代倫理思想史變遷的基本軌跡，同
註[7]，第233-358頁。

[23]馮契論程朱理學的「天理」，參馮契：《中國

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下冊）(上海人民出版
社，1985年)，第843頁。

[24]指的是1894年-1949年。
[25]這是張灝的觀點，但卻是源自梁啟超本人的認

識。參張灝：《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江
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

[26]這是許紀霖的觀點。參許紀霖：《大時代中的

知識人》（增訂本）(中華書局，2012年)。
[27]馮契：《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上海人民
出版社，1989年)，目錄。

The Age of Individualism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Social 

Thoughts in China since the New Century
Cai Zh idong (Associa t e P rofessor, T he 

De pa r t ment of Ph i losophy, Sha ng ha i Nor 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New Century could be named 
as “the Age of Individualism”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ocial structure, self-understanding, philosophical 
themes and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It began in the 
1990s, not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o solve two major issues—the construction of 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that for the 
philosophy of mind—and enable individuals to “settle 
and live” (an shen li ming)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Since the New Century, thinkers from the left wing and 
those in support of liberalism, cultural conservatism, 
neo-authoritarianism, social democracy, constitutional 
socialism and nationalism have shed their insights on 
the above two issues, though not without f laws and 
weaknesses. “The Age of Individualism” is set to be 
a primary, rather than the one and only, feature of the 
New Century. It is the result of the logical development 
that had taken place in its preceding age—the Age of 
Collectivism. When compared to previous, similar ages, 
The New Century has seen an abundance of original 
ideas.

Keywords: Individual; New Century; Social 
Thoughts/Trends; Political Philosophy; Philosophy 
of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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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緣起

價值體系是文化深層結構中的核心組成部

分，一方面內化於個體心靈，一方面影響著文化群

體的態度和行為，甚至對文明的社會建制和發展

方向起著重要的影響作用。由於每種價值觀念體

系都是不同文明在應對自然、社會和人性的挑戰

時發展而出的不同的解決方案，[1]其間存在差異

和分歧是必然的。全球化時代的到來使不同文化

價值體系之間的衝突成為人類面臨的主要困境之

一。價值觀的衝突不僅是輿論交鋒、政治博弈的

焦點，甚至成為恐怖襲擊、軍事衝突的導火索。要

真求得人類社會的共同、和平、和諧發展，持不同

價值觀念的文化群體之間不僅要能喊話、爭論，而

且要能交談、傾聽；不僅要能相互傾聽，還要能相

互聽見。[2]在解決價值體系衝突的問題上，意義的

播撒不是關鍵，意義的分享才是關鍵。要不同文化

群體不是互相喊話，而是真正地聽見對方，就需要

價值觀念的跨文化理解。本文將「跨文化理解」界

定為「不同文化間意義的相互認知與解釋，並在對

話之中產生意義分享」。價值觀念的跨文化理解正

是人類社會要解決的緊迫而重要的核心問題。

在學術和文化界，文化中心主義一直在阻礙

價值觀的跨文化理解。僅以「謙虛」為例，二十世

紀八十年代進入西方心理學的價值觀考察時，就

被理解為東亞人有貶抑自我的心理需要，在此後

曲折的理解過程中，自始至終沒有人回到「謙虛」

的本意上去理解。

中國的「謙虛」價值觀念發源於上古，在成

書於三千年以前的《易經》中已有系統、突出的表

述。《易經》包含六十四卦，其中第十五卦為「謙」

卦，是《易經》中唯一的「六爻皆吉」的一卦。

價值觀念的跨文化理解
──以「謙虛」為例

■ 單 波
武漢大學媒體發展研究中心

■ 張露黎

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摘  要：在東西方交往密切的全球化時代，價值觀念的跨文化理解對全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都起著重

要作用。本文梳理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源自中國的「謙虛」價值觀念在西方心理學領域被發現、被爭論、

被理解又被誤解的過程。西方的心理學家們面對東亞人「自我貶低」的心理傾向而產生困惑，在爭論中發現了

「謙虛」價值觀念的人際和諧意義與自我修身意義，並提出「謙遜調適」價值導向作為區分世界各國文化差異

的一個重要維度。在這一跨文化探索中，有三類不同流派的心理學家參與了討論。一類是以布朗為代表的傳承

美國主流心理學思想的學者；一類是以馬庫斯、海恩為代表的文化心理學派的學者；一類是以霍夫斯特德、明

柯夫為代表的從事跨文化價值觀調查的學者。對「謙虛」價值觀念的發現和理解是在三派學者思想的相互激

蕩中形成的。相對而言，只有文化心理學派的學者們達到了進入東方文化傳統的程度，可以在對語詞的討論之

中進行理解。然而，由於跨越傳統、跨越語際之難，這些文化心理學家也仍然停留在遠方的眺望，而未能達到

「視界的融合」。

關鍵詞：價值觀念；跨文化理解；謙虛

道德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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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易經》謙卦卦象
謙卦卦辭為「謙。亨，君子有終」。將卦象與卦

爻辭結合起來看，其大意是：君子在成長過程中要

謙而又謙；等到德能兼備，聲名卓著時仍要保持

謙虛，這樣就能渡過艱難險阻，發展壯大，建功立

業，無往而不利！

在漢語中流傳著一系列表達「謙虛」觀念的

詞匯，如「謙虛」、「虛心」、「謙遜」、「謙讓」、「謙

恭」、「謙卑」、「謙和」、「謙德」、「自謙」、「謙受

益」、「謙謙君子」、「謙虛謹慎」、「虛懷若谷」、

「虛己受人」、「不驕」、「不矜」、「不自滿」、「不

自誇」、「不自傲」、「不矜不伐」、「不自高自大」、

「不自以為是」等，可稱為謙虛語族。中國「謙虛」

價值觀念有如下兩層內涵：

首先是個體的修身之道，體現為「虛心」的心

理狀態：謙虛的人不「自是」、忌「滿溢」、「謙以自

牧」。「謙虛」的人並非不自信，而是能不斷正視自

身的不足，敞開胸懷接納新的思想，謙而又謙地自

我完善。

其次是人際的和諧之道：謙虛觀念要求行為

主體謙恭有禮，卑己尊人，不自高自大，不驕不矜。

不僅如此，還要立功而不居功，在利益分配上有辭

讓之心。無論是個體還是群體，如能謙恭待人、功

成不居，則有助於保持個體與他人，個體與群體、

群體與群體之間關係的和諧。

隨著儒家學說在東亞各國的傳播，「謙虛」價

值觀念也廣布於東亞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國家，如

日本、韓國等地。在下文中，為了論述方便，我們將

使用東亞的「謙虛」價值觀念這樣的表述。

相對於西方文化價值體系而言，中國的「謙

虛」觀念是原生的，而且獨特的。在西方文化的希

臘傳統中，無論是希臘神話還是希臘哲學中，都鮮

見對「謙」的觀念的褒揚。「智慧」、「公正」、「勇

敢」、「節制」構成了希臘文化價值體系的主要面

向。在兩希文明的另一個傳統，即希伯來文明中，

存在著「謙卑」的價值觀念。但是，這種「謙卑」價

值觀與中國的「謙虛」價值觀雖有接近的地方，也

有鮮明的不同之處。如果我們將中華文化元典中的

「謙虛」觀與希伯來文化元典中的「謙卑」觀相對

照，[3]則不難發現，「謙虛」觀與「謙卑」觀有著鮮

明的不同之處：

首先是內涵上「自覺卑微渺小」與「不自滿、

不自大、不居功」的區別。希伯來的「謙卑」觀在

《聖經》中的原義是就「人與神的關係」而言的；

中國的「謙虛」觀在先秦元典中的原義是就「人與

人的關係」而言的。「謙卑」觀的行為主體是相對

於上帝而言卑微、渺小、無知的人；「謙虛」觀的行

為主體卻是德才兼備、能與人同、眾物歸附，即將

建功立業的領導人物或「君子」。從人內心的認知

方面來講，「謙卑」觀指人認識到自我相對於上帝

的渺小。「謙虛」觀指人不自滿，認識到自身的局

限與不足。從對個體的行為要求上講，「謙卑」觀

指人要順從上帝的安排。「謙虛」觀指「待人不自

大，有功不居功」。在後世的傳承演進中，「謙虛」

的行為主體也是積極向上，不斷完善自己的人，而

決非自覺渺小、無知，從而俯首順從上帝的人。西

方的「謙卑」觀讓人認識到自己的渺小卑微，中國

的「謙虛」觀卻讓人認識到自己的無限可能。這裏

的不同分別開啟了不同的心理過程，從而形塑出

兩種文明中不同的個體心靈。

第二，中國的「謙虛」觀還充滿了源自中國哲

學的「辯證轉化」思想。「才高」、「德高」而且「功

高」的人卻自願處於卑位，因而獲得眾人的尊敬，

所謂「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天道下濟

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都以「辯證轉化」的思想

來闡說「謙虛」觀在處理人與人、人與群體、群體

與群體關係方面的價值。其次，「謙虛」價值觀念

所內蘊的對「虛心」的心態的推崇也體現著「辯證

轉化」思想。所謂「空虛其懷，不自有實」方能「受

納於物，無所棄遺」，認為人只有內心空虛了，才

能清楚明白地認知事物。這裏「虛」與「實」相對，

卻由「虛」而得「實」，正是「虛實相生」，「正反相

成」。在希伯來的「謙卑」觀中，卻缺乏這樣的「辯

證轉化」的思想。

「謙卑」觀和「謙虛」觀分別根植於兩種文化

傳統，其差異體現了兩種文明在宇宙觀、世界觀和

思維方式上的不同。「謙虛」觀根植於中國先民重

視群體的思想和辯證轉化的思維方式之中，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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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發源於中國，流布於東亞的原生的、獨特的價值

觀念。「謙虛」價值觀念與「和諧」、「禮讓」、「寬

容」等價值觀念交織共生，形成中國乃至東亞文化

價值體系的一個重要面向。而源自希伯來文明的

「謙卑」觀在西方文化中卻從未有如此重要的影

響力。

總體來說，中國的「謙虛」觀與西方的「謙

卑」觀有同一性也有差異性。值得注意的是，作為

文化深層內核的價值觀念上的細微不同，在文化

表像、社會實踐中往往展現為巨大的差異。在跨文

化理解中，如若不加辨析地忽略掉這些隱藏於同

一性之中的差異性，以簡單地類比來代替深入地

理解，就會不可避免地遭遇誤解、陷入迷團。中國

人頻頻使用的「謙辭」、「敬語」，在待人接物中普

遍的「卑己尊人」的行為表現是否是一種扭曲本心

的虛偽逢迎呢？當西方心理學界在跨文化的心理

實驗中發現東亞被試的「自貶」（self-effacement）
傾向時，他們陷入了迷惑與爭論之中。

本文擬從一個小的個案切入，對源自中國的

「謙虛」價值觀念在西方心理學界被發現、被爭

論、被表述、被理解又被誤解的過程進行梳理，揭

示西方心理學界是如何通過心理實驗和測量深入

東亞個體的心靈，理解其有別於西方人的認知、情

感和動機，進而發現東亞文化價值觀念的獨特之

處。本文試圖借此發現價值觀念跨文化理解中可

能存在的迷途，以及通向跨文化理解的可循之徑。

二、有「自我貶低」的心理動機嗎？

人的自我認識是現代心理學的重要研究領

域。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一些心理學家分別

運用不同的量表或實驗方法，如「二十項自我陳述

測試」（Twenty Statements Test）、「優於平均人效
應」(Better-than-average effect)、「虛假獨特性效
應」(False uniqueness effects)、「自評與同齡人評價
效應」(Self-peer evaluations)、「羅森伯格自尊量
表」(Rosenberg Self-Esteem)等方法測量東亞個體
的自我評價，均沒有發現與北美人類似的顯著的

「自我拔高」（self-enhancement）傾向的動機。[4]

加拿大學者海恩（Heine）在2007年收集了2005年7
月以前所有Psy INFO數據庫[5]中測量西方人和東

亞人在「自我拔高」差異上的對比研究，研究成果

總計91項，採用了31種不同的測量方法，其中88項
研究顯示東亞人自我拔高的傾向比西方人低一

些。[6]一些學者在中國和日本本土開展的實驗中甚

至發現了「自我貶低」（self-effacement）傾向的的
動機（Sh i kana i , 1978；彭邁克，1983; Takat a，
1987）。[7]

這些研究發現如果是有效的，就挑戰了西方

心理學，尤其是美國心理學界二十世紀以來的一

個基本假設，即認為人都有積極評價自我的需要。

這一觀念源自詹姆斯，經由馬斯洛、奧爾波特、羅

傑斯的發展，到布朗（J.D.Brown）的論著中形成一
個更為決定性的論斷：人都有自我拔高的動機，而

積極的自我評價及其所形成的「積極錯覺」是心理

健康的必要條件。[8]布朗認為：「我們所說的自我

價值感（feelings of self-worth）的一些例子包括為
自己感到驕傲和高興（積極的一面），或感到謙卑

和羞恥（消極的一面）」[9]（《自我》）。在他看來，

「謙卑」是一種消極的感覺，不利於心理健康。很

多西方心理學家將自我評價低的人視為不正常

的，並且認為低的自我評價與低生活滿意度、低心

理健康程度、低身體健康程度和差的學業表現相

關。

東亞人真的沒有積極評價自我的心理需要

嗎？為什麼在心理實驗中，一些東亞被試在評價

自己時沒有顯示「自我拔高」的動機，反而顯示出

「自我貶低」的動機呢？面對這些發現的挑戰，西

方心理學界形成了兩派爭鋒相對的觀點。

一派是以布朗（B r o w n）、斯蒂基特
（Sedikides）為代表的持普遍主義理論假設的心
理學家。他們認為東亞人同北美人一樣具有積極

評價自我的需要。東亞被試在實驗中沒有表現出

積極的自我評價傾向是實驗方法的問題。這些心

理學實驗，無論是採用結構化量表，還是非結構化

量表，均是以自陳報告的形式展開的。由於「中國

的儒家文化傳統注重順從和謙卑」，在受儒家文化

影響的東亞國家，個體在自陳報告中不會表達對自

我的贊許。[10]「為了避免獨樹一幟或顯得與眾不

同，他們採取了保守原則，不凸顯自己」。[11]因而，

對「謙遜」的文化價值觀的遵從和對個人自然情感

的壓抑是東亞個體在實驗中表現出低的自我評價

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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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國學者馬庫斯（Marcus）、加拿大學者海
恩（Heine）和日裔學者北山忍（Kitayama）為代表
的另一派文化心理學家卻對上述普遍主義的解釋

提出了質疑。他們認為，東亞被試在實驗中展現

出的低的自我評價傾向不是受文化價值觀念壓抑

而形成的一種「偽裝的謙遜」（Feigned Modest），
而是真誠自然的反應。原因是，東亞個體在自我評

價問題上有著和北美人不同的心理動機和心理過

程。他們從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復興的文
化心理學理論中獲取思想資源以探尋東西方人自

我認識差異的奧秘。

文化心理學復興的倡導者，芝加哥大學的斯

萬達教授（Shweder）教授提出：「由我們共同的生
物血統構成的『普適心智』（universal mind）顯現
於其所在的特定文化表現所陶冶而出的『多樣心

態』(multiple mentalities)之中」[12]（1990年）。他區
分了「心智」與「心態」的不同，認為「心智」指「人

類認知過程中實際的和潛在的概念內容的總體」；

而「心態」指「一個特定的人的實際運行的認知過

程」。他認為，「心智」是抽象的，總括的，因而不

存在於具體的時空之中，而「心態」則是特定的、

具體的，存在於具體的時空之中。人類的「心智」自

生物潛能產生，具有普遍性；但人類的「心態」卻

在與特定文化的互動之中形成，具有多樣性。「心

態」與「心智」構成一種「非一致性的普遍性」

（Universalism without the uniformity）的，即多樣
性的統一關係。由此，斯萬達提出文化心理學的核

心假設：「無論是人類心理過程的概念內容，還是

認知概念內容的心理過程的方式都不必然地或確

實地在世界任何地方都相一致」。[13]

在關於人的自我及自我認識問題上，文化心

理學家們認為「人的自我評價並不存在於文化的真

空之中」； [14]「文化和自我可以說是互為建構

的」；[15]「人的自我並不是不經調整地硬性植入大

腦皮層，以不變的形式出現在不同的文化語境之

中。而是自生物潛能產生，逐漸調適入個體成長於

其中的特定的文化意義系統。文化貫穿人類互動，

及其獲得意義和資源的過程始終」。[16]人的自我

作為一種文化的產物是在與文化的互動中逐漸形

成的。特定文化的獨特之處深植於該文化人群中

的個體心靈，建構著這些個體的認知、情感和動

機，形塑著他們的自我圖式（self-schema）和自我
評價(self-regard)。

在這樣的理論基礎上，文化心理學家對西方

主流心理學中關於self-esteem（譯為自尊或自我評
價）的研究進行了全面反思。[17]他們梳理了20世紀
以來關於self-esteem研究的核心理論，發現從詹
姆斯、馬斯洛、羅傑斯到布朗，這些做過重大理論

貢獻的學者們一致認為self-esteem或積極的自我
評價（positive self-evaluation）在人的人格結構中
佔有重要地位。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學者全是美

國人」。文化心理學家們特別指出，「這一點並非

偶然」，「這反映了他們都是在一種文化中被社會

化的，而這種文化，相對於其他任何文化，更加鼓

勵個人主義」；「如果熟讀心理學文獻會發現，北

美的研究者們具有對sel f- es teem研究的顯著關
注，歐洲和澳洲的學者次之，而self-esteem研究在
亞洲的學術期刊上卻占據著少得多的版面」。這說

明，現有的關於self-esteem的理論和知識主要是由
長期浸淫在個人主義文化背景中的美國學者生產

的。基於他們的考察，文化心理學家們提出「大多

數關於self-esteem的研究是北美的學者在北美的
大學中，以北美的被試為對象，運用在北美發展起

來的研究方法完成的」。[18]考慮到北美文化與東

亞文化的差異，這些研究所形成的理論在東亞的

適用性就需要被重新審視了。

基於此，文化心理學家們質疑了西方主流心

理學家在人的自我認識問題上的核心假設：即「積

極的自我評價是人的普遍需要」。如果個體的「心

態」因文化而異，那麼東亞的個體是否同北美個

體一樣具有積極評價自我的需要就是值得懷疑

的了。同時，東亞個體也不是沒有可能發展出一種

「自我貶低」傾向的健康心態。

三、「依存自我」與關係論

在文化心理學的理論基礎上，馬庫斯等文化

心理學家從「自我構念」（self-construal）、「自我
方式」(self way)和「文化話語」(culture discourse)
三個方面比較了東亞文化和北美文化的差異。他

們認為東亞人在實驗中未表現出較高的「自我拔

高」動機，甚至表現出「自我貶低」的動機並不是

「偽裝的謙遜」（Feigned Modest），而是發自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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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實想法的自然流露,是由不同於西方文化的傳
統陶冶而出的獨特心態。

美國學者馬庫斯和日裔學者北山忍在1991年
提出了一個著名觀點：「獨立自我（構念）」（t he 
independent construal）對「依存自我（構念）」(the 
interdependent construal)[19]是區分西方文化與其他

諸多文化的一個重要維度。[20]並且，人的自我構念

在規範各種心理過程中起著主要作用（1991年
225）。

他們認為，「在很多西方文化中都存在一個信

念：互不相同的個人之間與生俱來地彼此疏離。這

種文化的標準規則是成為獨立於他人的個體，發

現並表達個人的獨特之處」。[21]這種將自我看成獨

立、自主、與他人及社會情境相分離的人的觀念，

被他們稱為「獨立自我構念」，與「獨立自我」相類

似的標簽還有「個人主義的」。他們認為，「獨立自

我」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以美國文化為代表，也包

括很多西歐文化。而很多非西方文化堅持人與人

之間「根本的聯結性」（fundamental connected-
ness），「這些文化的規範是保持個體間的相互依
存」，「自我最顯著的特徵是在相互依存的，因而

也是在自我更為公共的部分中找到」。他們稱這樣

的觀念為「依存自我構念」，與「依存自我」相類似

的標簽還有「集體主義的」。他們認為，「依存自

我」文化以日本文化為代表，也包括其他亞洲文

化。但在非洲文化、拉美文化和很多南歐文化中也

非常典型。 [22]「獨立自我（構念）」與「依存自我

（構念）」在行為動機、與他人的關係上有顯著的

差異：「獨立自我」追求與眾不同，「依存自我」卻

追求歸屬和嵌入；「獨立自我」追求（在群體中）表

達自己，「依存自我」卻追求（在群體中）占據自己

合適的位置；「獨立自我」的任務是意識到個人的

內在特質，「依存自我」卻致力於得體的行為；「獨

立自我」追求自己的目標，「依存自我」成就他人的

目標。對「獨立自我」來說，他人對自我評價和社

會比較有重要作用，而對「依存自我」來說，在特

定語境下與他人的關係定義著自我。

對「獨立自我」來說，self-esteem的基礎是表
達自我，證明自我的內在特質，對「依存自我」來

說，self-esteem的基礎是調整自我，約束自我，維
持與社會語境的和諧。[23]由於「依存自我有更多以

他人為參照的、社會的動機」，即：「歸屬、嵌入、

占據一個人合適的位置、介入到合適的行動、實現

他人的目標和保持和諧」，他們其實並不需要通過

「自我拔高」來獲得對自我的滿意之情。另一方

面，在東亞社會，個體與他人會互相抬高，從而建

立一種互惠性的關係，「在這樣一種互惠性的關係

中，積極評價他人才更恰當，因為如果誇耀自己，

會將一個人從互惠性關係中分離出來」。因而，他

們認為，東亞人對自我的評價由於受到「依存自

我」構念的影響，形成一種「謙遜」的偏向。這種

偏向亦可稱為「貶低自我（self effacing）」或「拔高
他人（other enhancing）」的偏向。形成這種「謙
遜」偏向的原因不能簡單地認為是為了維護與他

人的良好關係而進行的印象管理的結果，其真正

的原因有兩種可能：

第一，由於怕出頭和人際嵌入的壓力，依存文

化中的人們在社會化的過程中獲得了習慣性的謙

遜傾向。無論何時，當「自我」的某個方面需要在

公共場合被評價時，一種謙遜的、自我貶低的反應

模式就會自然而然地出現。從「獨立自我」的觀念

來看，這種謙遜是虛偽的，是壓抑人對自我特質的

「自然」的自豪感的結果。然而，這種自豪感只有

在「獨立自我」的觀念中才是自然的。從相互依存

的觀點看，謙遜反應可以是一種積極的體驗，並且

引起快樂的、關注他者的感情，這種感情連接並維

繫著依存關係。這種積極的、關注他者的感情也可

以解釋為什麼在心理實驗中日本學生在失敗後要

比在成功後更相信實驗結果，並且對他們的能力

更自信。第二、對於持有依存自我觀的人，可能關於

自我的能力並沒有整體的、抽象意義的、在不同情

境中保持一致不變的認識。[24]

文化心理學家們認為，這種「自我貶低」傾向

不是受社會規範或社會價值觀念壓抑而扭曲本心

一種行為表現。在後來的論著中，文化心理學派的

學者們還通過廣泛搜集（1）社會贊許性反應的文
化差異，（2）直接與間接的自我評價對比，（3）自
評與評價同齡人對比，(4)完全匿名情境中的自我
評價測量等四個方面的實驗數據，駁斥了普遍主

義論者的「偽裝謙遜說」(Feigned modest)。他們認
為「我們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日本人（作為東亞人的

代表）在問卷調查中的回答比其他文化中的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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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誠實」。[25]文化心理學家們認為東亞人較低的

自我評價是文化涵化的結果，但這種「謙遜」傾向

是發自內心的、真誠自然的，根植於東亞個體不同

於北美個體的自我認知之中：「在日本，

Modesty(謙遜)在人們的自我界定中扮演著重要角
色，是『關於人際和諧的重要文化目標』，而北美

人在表徵自我時卻對M o d e s t y (謙遜 )不予理 
會」。[26]

「獨立自我構念」對「依存自我構念」維度與

「個人主義」對「集體主義」價值觀維度是一種文

化差異的兩種表述，但是，它們的側重點不同。前

者更強調這種差異對不同文化中人在自我認識上

的影響；後者更強調這種差異在價值體系和社會

規範上的影響。相對而言，「獨立自我構念」對「依

存自我構念」維度是一種更具有心理學意義的表

述，對洞察不同文化中的個體在有關自我的心理

過程和心理策略上的差異有著重要意義。

文化心理學派的學者們不僅僅停留在從「獨

立自我構念」與「依存自我構念」的對立關係中理

解東西方人在自我評價方面的差異。在1999年發
表的《積極的自我認識是普遍的需要嗎？》一文

中，馬庫斯、北山忍和海恩等學者合作，以北美為

西方文化的代表，以日本為東亞文化的代表，廣泛

搜集來自兩種文化的心理實驗發現，並且深入到

兩種文化語境和語言體系之中，來討論東西方人

自我認識與自我評價的不同。

首先，學者們提出要對東西方人的自我評價

問題獲得本質性的理解，除了考察「自我構念」的

差異外，還應當將考察的視域擴大到東西方文化

中「自我方式」（selfway）的不同。他們認為「『自
我方式』是（一種文化中）關於『何為人』的共享的

觀念，以及日常生活中體現和培育這些觀念的社

會實踐、情境和體制。自我方式包括核心的文化觀

念和價值觀，包括何為一個人，以及怎樣才是一個

『好的』、『道德的』和『適宜』的個人」；不同的自

我方式不僅僅是不同的自我構念，他們更是不同

的存在方式，不同的知曉、感覺和行動的方式」

（1999年，269）。[27]「理解當代北美文化中的自我

方式就有必要理解與之相關的一系列文化觀念；

理解當代日本文化中的自我方式同樣有必要理解

與之相關的一系列文化觀念」，因為「這些觀念彌

漫於人們的日常社會生活之中」。通過深入語境對

兩種文化的考察，學者們認為，「形成北美式自我

評價的核心文化觀念有『獨立』、『自由』、『選

擇』、『能力』、『個人控制』、『個人責任』、『個人

表達』、『成功』和『快樂』」。不難看出，這些觀念

都帶有鮮明的獨立性和個人主義傾向。「而形成日

本人自我評價的核心文化觀念有『自我批評』、『自

律』、『努力』、『毅力』、『他人重要性』、『羞恥』、

『道歉』、『平衡』和『控制情感』」。很明顯，這些

觀念帶有鮮明的依存性和集體主義傾向。學者們

認為：「試圖從北美人的視野中理解日本人關於自

我評價的實踐；或是從日本人的視野中理解北美

人的自我評價的實踐，都將引發對另一個世界的

困惑、不信任，或者輕篾的估量」（1999年，269）。
[28]學者們用「自我方式」（selfway）這個概念來說
明文化體系與個體自我之間的互為建構關係，從

而打通了人類學、社會學和心理學在人的自我評價

問題上的聯繫。學者們不僅在論述中廣泛使用人

類學、社會學的相關文獻，特別是民族志的材料，

作為心理學實驗的研究基礎和對實驗發現的佐

證，更重要的是，他們還吸納了人類學和社會學的

研究視角，從而把他們的研究視域擴大到整個文

化體系，從文化觀念、價值體系的差異中來把握東

西方人的自我評價差異的本質。

其次，馬庫斯和海恩等心理學家還深入到東

西方的文化話語之中，對關於人的自我評價研究

中的一些關鍵概念進行跨語際的考辨，並且結合

知識生產的文化語境，反思形成於北美的心理學

中關於自我評價的核心概念在跨文化語境中的適

用性。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他們對西方心理學中

「s e l f - e s t e e m」這一用詞指稱「人對整體自我
（global self）的評價或態度」的概念所進行的意
義考辨。在英語中，self-esteem是一個褒義詞，意
味著對自我的能力的滿意的態度，認為自己是值

得被喜愛和被尊敬的。日語中指稱「self-esteem」
觀念的詞：「serufu esutiimu」並非本土詞匯，也並
非常用詞，而是英語中self-esteem的音譯詞，主要
用於對西方學術思想介紹和研究。日語的本土詞

匯中與self-esteem意義最接近的兩個詞jishin(自
信)和jisonshin(自我尊重)都含有貶義。語詞的意義
差異反映了兩種文化在自我評價問題上的不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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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這也從語言學的角度為文化心理學家的發現

提供了一個佐證，即在日本文化中，人是否擁有積

極的自我評價並不重要。在對基於本土的心理學

實驗和民族志材料進行分析的基礎上，馬庫斯、海

恩等心理學家們提出，日本人可能在五個方面有著

「自我確認」的需要：（1）關係尊重，（2）面子需
要，（3）對gambaru（堅韌）的需要，(4)暫時的或隨
情境而變的自我拔高，(5)做一個好的文化成員的
需要。[29]而這五個方面的需要不是西方心理學中

的「self-esteem」這個概念所能包括的。因此，以
「self-esteem」為核心概念來建構的自我評價理論
內在地無法包括在東亞的心理學實驗中發現的東

亞人的自我貶低傾向的解釋。「self-esteem」，這個
在西方心理學中占有如此重要地位的概念，如果

要獲得跨文化的適用性，就需要重新被概念化，甚

至要考慮使用另外的語詞來指稱在跨文化的情境

中被重新界定的那個新的概念。早在1991年，馬庫
斯和北山忍就對self-esteem這一概念本身進行了
反思，他們認為「Esteeming the self」(可譯為積極
地評價自我)可能從根本上講是一個西方現象」
（230）；「self-esteem的觀念可能應代之以self-
satisfaction(對自我的滿意之情)，或者運用一個可
以表徵『個人認識到自己已完成文化所要求的任

務』的術語」。[30]在1999年發表的《積極的自我認
識是普遍的需要嗎？》一文中，馬庫斯和海恩等學

者專門用一小節來討論「什麼是self-esteem（自
尊）？」他們全面反思了西方心理學界對「s e l f -
esteem」的界定，認為「self-esteem就其習慣性地被
研究和被理解而言，可能，在有意義的方式上說，

只是一個北美現象」（768）。「目前關於自我評價
的概念過於狹窄、過於北美化了，以至於無法讓學

者們注意到日本人特有的自我評價」。[31]因而，他

們提出，有必要也有可能在不同的「自我」模式的

基礎上來定義「self-esteem」(自尊)。但是，該如何
界定一個在不同文化中都適用的指稱「個體對自

我評價的需要」的概念呢？學者們感到了跨語際、

跨文化的困境。他們在論文的結語中寫道：「我們

可以將一種自我評價的需要看成是普遍性的，但

目前這種普遍性的特性會採取怎樣精確的形式尚

不明晰」。

在對文化觀念、價值體系和文化話語進行比

較考辨的基礎上，通過仔細研究在日本及中國本

土開展的一些發現了「自我貶低」傾向的心理學實

驗，學者們認為，這實際上是一種由依存性動機

和嵌入性動機導致的自我批評傾向（Self-Critical 
Orientation）。「這種自我批評中內含的觀念是個
體沒有達到她或他所理解的社會期待或人格標

準」，因而個體必須通過不斷地努力以克服自己的

缺點而達到由社會文化所設定的標準。[32]海恩、北

山忍等學者主持的多項心理學實驗都證實了在東

亞社會存在著這樣一種自我批評的傾向。其中一

項跨文化的「實際－理想差異」（Ac t u a l - id e a l 
discrepancy）比較實驗發現，日本被試的「實際－
理想差異」比歐裔加拿大人和亞裔加拿大人都要

大。但是，在日本人中，這種差異與沮喪情緒的相

關性卻比在歐裔加拿大人中要小。這說明，認為自

己沒有達到理想的標準對日本人造成了較小的負

面影響。在另一項實驗中，海恩等學者們發現日本

人比加拿大人更容易相信自己在智力測驗中獲得

了比所在大學的同學的平均分要低的分數，這說

明日本人對關於自我的負面信息更加敏感。不僅

如此，學者們還發現這種自我批評傾向對個體的

自我提高是有益的。海恩和北山忍主持的一項心

理實驗發現加拿大人在獲得成功以後堅持得更

久，而日本人卻是在失敗以後堅持得更久。「這說

明日本人被失敗激勵去改正他們的缺點，而北美

人則沉浸於自己的成功之中」。[33]在自我批評的傾

向中，東亞個體關注於自身的弱點，從而受到激勵

不斷地自我提高。

學者們認為日本人的自我方式中保持自我批

評的心理傾向有三個相互關聯的原因：

第一，自我批評的傾向可能有利於適應文化

體系，因為個體由此嵌入了一個由集體共享並維

持的自我提高實踐。第二，這種傾向的基礎是一個

人接受社會單元用以形成對自我的任何批評性評

價的標準。因而，自我批評傾向是自我對社會單元

承諾的象徵和自我作為一個依存性主體的身份確

證。第三，日本文化中對自我的建構中，以負面自

我評價的形式出現的自我批評傾向可以直接伴生

對自我的良好情感。[34]

總體來說，馬庫斯、海恩等學者認為，東亞個

體的「自我貶低」傾向或「謙遜」傾向實際上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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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自我批評」的傾向。東亞社會中存在著與北美

社會中不同的重視「他人」「關係」和「集體」的自

我方式，東亞個體更加傾向於「依存自我構念」。

由此形成了以「自我批評」的方式來嵌入社會，維

護與他人的「互惠性」關係，並且「自我提高」的心

理過程，孕育出具有「謙遜」傾向的獨特心態。

以馬庫斯、海恩為代表的心理學家在文化心

理學的理論基礎上，實現了對佔主流地位的普遍

主義心理學的超越。相對而言，持普遍主義觀點的

學者們對源自中國的「謙虛」觀念的認識過於簡單

化了。「謙虛」價值觀念在中華大地上已流傳三千

多年，與中華乃至東亞文化的各種核心價值觀念

交織共生，已深入到東亞文化的語言、禮儀、人格

典範、乃至生活形態的各個層面。因而，「謙虛」觀

在東亞社會，不僅僅是一種被廣泛尊崇的主流的

價值觀念，而且內化到這一文化中的個體心靈，在

個體的心理習慣、行為特徵中表現出來。認為「謙

虛」價值觀念是一道緊箍咒，壓抑著同北美人一樣

喜歡拔高自我的東亞人的心靈，這樣一種看法，是

不符合東亞社會的實際的。

以馬庫斯、海恩為代表的文化心理學家們沒

有把複雜的問題簡單化，而是試圖面對一些難以

跨越的理解障礙。在他們的理論探索的過程中，展

現了鮮明的對文化偏向的反思。他們不僅反思了

西方心理學傳統的理論基礎、核心觀念、研究方

法和實驗對象；而且反思了理論探索的主體、知識

生產的語境、知識生產所使用的話語和核心概念

中的文化偏向。

其次，在他們的研究中，除了採用大規模的跨

文化比較測量的數據以外（這種測量往往在不同

的國家中使用同一套量表），[35]他們還開展或分析

了相當多的在東亞本土開展的心理學實驗，有代

表性的有Yoshida, Kojo, and Kaku(1982, Study 1)
在日本小學開展的「小學生同齡人評價」實驗；

Shikanai(1978)、Takata(1987)在日本大學生中開展
的「成敗歸因」實驗等等。這些實驗雖然也基於西

方心理學的理論基礎，但在實驗設計上由日本本

土的心理學家結合文化語境進行了調整，並且心

理學家們能夠立足於本土語境對實驗結果進行解

釋和說明。這些在本土開展的心理學實驗有助於

學者們儘可能地避免跨文化誤解。

第三，在這些學者的理論探索中，他們還儘可

能地突破本學科的局限，吸納人類學、社會學的理

論視野和研究成果。

總體來說，以馬庫斯、海恩為代表的文化心

理學家的努力表現為對西方心理學界關於「人的自

我評價」的原有理論框架的突破。通過反思本學

科的學術傳統之中存在的文化偏向；通過吸納人

類學、社會學的研究成果；通過搜集和分析來自本

土的實驗數據和民族志材料，這些文化心理學家

拓寬了原先狹窄的，囿於北美語境的、囿於心理學

一域的研究視域。可以說，他們的研究體現出較強

的跨文化性。

雖然他們對東亞人「謙虛」心態的理解還不全

面，但是，他們的研究所具有理論上的開放性，打

開了西方心理學界在自我評價問題研究中的跨文

化視域，從而開啟了切近東亞個體受「謙虛」價值

觀念涵化而形成的獨特心理過程。

但是，馬庫斯等學者對東亞人「謙虛」心態的

理解又囿於他們自身所設定的研究框架的局限。

他們認為東亞個體表現出的「自我貶低」傾向也是

一種「謙遜」傾向，這種對「自我」的貶低或批評

是個體為了嵌入社會，維護與他人的和諧關係而

形成的自我約束的習慣性心態，是依存自我文化

或集體主義價值觀孕育的結果。雖然他們認為東

亞人的「謙遜」傾向是真誠自然的，但他們這種用

「關係論」來解釋「謙虛」心態的方式，使他們自

己也頻頻滑向「出頭的釘子容易折」，[36]這樣的策

略論。由於他們只是在「獨立自我」文化對「依存

自我」文化的框架內來理解東亞人的「謙虛」心

態，他們忽略了「謙虛」心態中所包含的通過不斷

反省自己而完善自我的修身意義，更沒有瞭解這種

「謙虛」心態背後的東亞人獨特的樸素辯證主義

的思維方式。東亞的「謙虛」價值觀念不能完全地

被包括在集體主義價值取向（依存自我文化）之

中，而是與集體主義價值取向交織共生的一種價

值觀念。馬庫斯和海恩對東亞人「自我貶低」傾向

的這種解釋也遭到了其他心理學家的質疑。以色

列學者珍妮·庫爾曼2003年在新加坡、日本和以色
列的被試中所做的調查發現，「自我增強（即自我

拔高）中的文化差異與謙虛問題上的文化差異有

關，但與自我構念（即獨立自我與依存自我構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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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文化差異無關」。無論是馬庫斯和海恩，還是

庫爾曼，都沒有認識到謙虛價值觀念與集體主義

價值取向之間既有重合，又有區別，又交織共生的

關係。謙虛價值觀念是複雜的。這種複雜性體現在

兩個方面。一方面，謙虛是一種知行合一的價值觀

念，其背後有深刻的辯證轉化的哲學思想，有深刻

的對個人與他人、個體與群體的和諧共生關係的

認識。同時，「謙虛」觀念又能具體化為每個人的

行為的具體規範。另一方面，謙虛又與中國文化中

的其他價值觀念，如「和諧」、「禮讓」、「恭敬」、

「中庸」、「包容」等觀念相依存，形成中國文化價

值體系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如果僅僅停留在「獨立

自我」對「依存自我」；「個人主義」對「集體主義」

的框架下來理解「謙虛」價值觀念，則將謙虛的內

涵片面化了。但是，馬庫斯、海恩和北山忍等學者

的研究以強烈的反思性和跨文化性打開了西方心

理學界對人的自我評價研究的視域，開啟了理解

東亞「謙虛」價值觀念的路徑。

四、「自我批評」背後的修身價值

自亞里士多德以來，同一性原則就貫穿在西

方的哲學傳統之中。心理學家尼斯貝特這樣解釋

這種同一律：「事物就是事物本身而不是其他的事

物。強調跨情景一致性——不管在什麼背景下，Ａ
就是Ａ」。[37]在根植於西方哲學的西方心理學的傳

統中，「自我」被看成一個由一系列不變的核心特

質構成的統一的、固定的實體。主流的西方心理學

認為，即使自我的較為公共的部分可能隨情境而

調整，但自我內在的核心特質卻具有跨情境的一

致性，而這些內在的核心特質才是形成一個人的

自我認識的主要部分。馬庫斯、海恩等心理學家在

探索東西方人自我觀念上的差異時，卻發現西方

社會心理學中的一致性理論、認知失調理論在東

亞個體中只找到了極少的支持性證據。[38]與保持

「跨情境一致性」的北美人的自我不同；東亞人的

自我隨不同的社會情境而改變。他們認為東亞人

的自我是流動而且變化的（fluid and changeable）。
形成這種可變自我的原因是東亞的儒家傳統中所
強調的集體主義和等級制傾向。在這種價值規範

中孕育的個體，是在社會關係中認識自我的，因

而，社會角色在自我定義中佔有重要的優先地位，

「變化的情境會賦予東亞人的自我新的帶有不同

義務的（社會）角色」。[39]因而，一個成熟的東亞個

體需要不斷地調整自己以適應不同的情境。

但是，這種「自我觀念隨情境而變」的認識，

還不能解釋東亞人在心理實驗中顯現出的一些特

殊心態：當東亞人失敗了，或發現了自己的缺點與

不足，他們並不像北美人那樣沮喪，東亞人甚至在

自我批評的同時還保持著對自我的良好情感。這

樣的情感在西方心理學家看來是矛盾的，他們也

曾試圖在「獨立自我」文化對「依存自我」文化的

框架內來理解這種矛盾反應：

這種矛盾的狀況（即負面的自我評價卻產生

對自我的良好情感）是如何可能存在的呢？北山

忍和他的同事曾做了一些解釋，他們認為一種人

際間的同情腳本在日本人的自我方式中得到精細

加工，因而內化於一個人的自我經驗之中。在這樣

的文化建構的情感動力之中，當自我處於不幸、缺

乏或需要幫助之時，一個人可以感到溫暖的感覺、

愛、仁慈、對自我的關照。

但這種解釋僅停留在一種猜想，並沒有獲得

多少實證研究的支持。20世紀80年代，致力於教
育研究的美國心理學家德韋克（Dweck）的發現啟
發了海恩對東亞個體「自我批評」動機的進一步理

解。德韋克在一系列教育心理學實驗的基礎上提

出，人在自我認識上持實體（e n t i t y）論和增值
（Incremental）論兩種不同的觀念。實體論認為自
我被概念化為包含多項穩固不變的特質的集合

體，並且可以被測量和估算；增值論認為自我應當

被看作一個由可塑的品質形成的系統，可以通過

個體的努力隨時間發展而進步。德韋克認為，如果

一個人認為自我是由一系列確定的、不變的和持

續一致的內在特質界定的，一種以最積極的方式

看待自我及其組成部分的各項特徵就顯得非常重

要了。但如果一個人認為自我是可塑的、變動的、

可調整的、可以通過努力提高的，那麼「成為更好

的自己」就比「積極看待自己」更受關注。持實體

理論的個體認為自我的能力、特質是穩固不變的，

一旦遇到挫折，就演變成一場心理災難，他們就開

始尋找各種理由、轉移關注點，而不能專注地尋

求解決之道。相反，持增值理論的個體認為自我是

可塑的，在遇到挫折時，也能不屈不撓地堅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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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從長遠來看，持增值理論的個體在獲得成就上

更有優勢。[40]

德韋克的發現在北美文化語境中意義重大。

在北美的家庭養育、學校教育、大眾傳媒中都充滿

著對「積極評價自我」的肯定和強調。可以說，整

個北美文化，都浸淫在對「自我拔高」的肯定之

中，並通過各種隱喻、象徵和文化實踐表現出來。

而形成於其中的西方心理學，更將個體對自我的

「積極錯覺」看成是心理健康的必要條件。在這種

背景下，德韋克力圖改變學界和大眾的成見，宣

稱：「自我拔高」只是由「實體論」發展而出的一種

心理策略，實際上，有另一種由自我的「增值論」

發展而出的「學習型目標」（learning goals）和「掌
控導向反應」(mastery-oriented response)比「自我
拔高」的策略更有利於人類的發展。德韋克呼籲

教師和家長們不要肯定孩子的智力水平，而應肯

定他們的努力。[41]這一點，其實暗合了人類學家和

心理學家們在東亞人的家庭養育與學校教育中的

發現。

海恩（Heine）吸取了德韋克（Dweck）關於自
我「增值論」的觀點，將之引入自己在北美人和日

本人之間開展的跨文化比較心理實驗。在2001年，
海恩（Heine）及其同事所做的兩項實驗發現，日
本人在察覺與自我相關的負面信息方面更敏感，

北美人則對顯示他們優勢的信息更敏感；日本人

遭遇失敗後比在獲得成功後更加努力，北美人遭

遇失敗後堅持下去的時間卻要比他們獲得成功後

短。日本人在關注他們自身的弱點時更加努力（自

我批評傾向），而北美人在關注他們自身的優勢時

更加努力（自我拔高傾向）。通過對實驗發現的分

析，海恩等學者對「自我批評」傾向的分析達到了

一個新的層面：

事實上，前期已發現的在日本人中通常存在

的自我批評傾向有一種重要的功能：他們幫助日本

人盡自己最大的努力。自我批評關注一個人認識

到弱點的領域。因而突出在什麼地方需要自我提

高的努力。在兩項研究中，日本人在失敗以後比在

成功以後堅持得更久。這種失敗對於日本人來說可

以是一種推動力量……在失敗的困境中，東亞人
比北美人更有刻苦努力的動力」。[42]

通過對德韋克理論的引入，海恩等學者發現

東亞人的自我不僅是「可變的」，而且是「可塑的」

（Malleable）。這種對可塑自我的發現，讓他們確
信，東亞人與北美人發展出兩種不同的促進自我

發展的心理策略，北美人通過關注自身的優點來

「自我拔高」，進而努力地發展自己；東亞人則是

通過關注自身的不足來「自我批評」，進而努力提

高自己。由此，海恩重新認識了東亞人的「自我批

評」動機，認為這實際上是一種「自我提高」的動

機，他這樣定義東亞人中普遍表現出的「自我提

高」動機：「傾向於加工、甚至誇大自我的負面的

某些方面，以努力地改正這些缺點」。[43]這種東亞

人「自我批評」傾向的理解及其形成原因的解釋就

大大突破了前文所述的文化心理學派原有的理

解。在此基礎上，海恩提出了一個假說：自我拔高

和穩固自我正相關，並且兩者的結合與自我進步

負相關。自我貶低和可塑自我正相關，並且兩者的

結合與自我進步正相關。他認為，自我貶低和可塑

自我更加有利於一個人的長期發展和進步！而且

他認為，穩固自我與可塑自我的分野正是北美和

東亞文化的一大差異。[44]

可是，東亞人為什麼會發展出這樣一種迥異

於西方的「一致性」的「可塑性」的自我觀念呢？

為什麼東亞人有這樣一個信念：自我的缺點可以

經由努力轉化為優點，自我的能力也能經由努力

由弱變強。東亞人為什麼認為自我特質是可以向

對立面轉化的呢？中國心理學家彭凱平與幾位西

方心理學家一起從東西方思維方式的不同之處尋

找答案。1999年，彭凱平與尼斯貝特（Nisbet t）共
同提出中國人具有與西方人不同的樸素辯證主義

的思維方式，中國人對事物持一種整體的、相互關

聯的認識方式，並認為處於對立兩極的事物是可

以相互轉化的。 [45]2 0 0 4年，彭凱平與羅吉斯
（J.Spencer-Rodgers）等學者通過共同研究發現，
中國人對自我的認識也是處在矛盾統一之中的，

認為自我的優點和缺點也是可以相互轉化的，自

我中的好與壞是相互依存的，共同存在於個體的

平衡之中。他們認為，中國人持有「辯證自我觀」

（dialectical self）。他們選取了五個樣本群體：中
國人、亞裔美國人、歐裔美國人、拉美裔美國人和非

裔美國人，以研究不同文化背景的群體在辯證性

自我評價上的差異。研究發現，中國被試在「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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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矛盾性」（self-evaluative ambivalence）方面得
分最高，其次為亞裔美國人，再次依序是歐裔美國

人、非裔美國人和拉美裔美國人。由此，他們提出

中國人的自我評價具有辯證的特點。[46]在羅傑斯

和彭凱平的這項研究之後，更多的學者從「辯證自

我」的角度來思考東亞人自我認識的獨特性，美國

學者Young-Hoon Kim和中國學者彭泗清等就於
2008年合作發表題為《解釋中國人和北美人的自
尊差異：辯證自我（對自我一致性）或缺乏積極的

自我評價》的論文，為東亞人的辯證自我觀提供了

更好基於實證研究的支持性證據。並且，羅傑斯、

彭凱平、Young-Hoon Kim和彭泗清等學者都點明
了，這種「辯證自我」觀源於東亞的「辯證文化」，

其真正來源正是中國的《易經》。布朗等心理學家

曾認為對自我的正反感情並存是低自尊的表現。

羅傑斯、彭凱平等學者的發現不僅突破了這種西

方主流心理學的誤區，而且開啟了西方心理學家

從辯證思維的角度獲得對東亞人「謙虛」心態深入

理解的路徑。

從「自我貶低」到「自我批評」，從「可變自

我」到「可塑自我」再到「辯證自我」，西方心理學

家獲得了對東亞人「謙虛」心態更為全面的理解。

他們發現，東亞個體認為人的自我是可以提高的，

並善於發現自我的不足之處並積極改進，並且在

遇到挫折時比西方個體堅持得更久。他們認識到，

東亞個體在實驗中表現出的自我貶低傾向，不僅

僅是為了追求個體與他人、個體與群體和諧關係的

「卑己尊人」的心理反應，而且是一種通過認識到

自身不足而不懈努力，完善自我的心理動機。這正

是謙虛觀念之於個人修身的意義。這些心理和行

為表現正是東亞傳統中長期存在的謙虛價值觀念

影響的結果。由此，西方學者在與來自中國、日本

的學者的交流合作之中，在不同領域的心理學家

的相互啟發之下，從西方心理學的理解框架內，建

立了對東亞「謙虛」心態的較為完整的認識。由於

文化心理學所關注的是個體的心態，而非社會層

面的價值體系，價值觀並非文化心理學家們的重

點研究領域，文化心理學家們未曾明確提出對東亞

「謙虛」價值觀念的理解，但是他們對「謙虛」的

心態的理解，直接啟發了跨文化價值觀調查的學

者們對東亞「謙虛」價值觀的認識。

五、「謙卑調適」價值導向的提出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興起的跨文化價值觀調查

直到今天呈現出方興未艾之勢，其奠基作為霍夫

斯特德於1980年出版的《文化的後果》。除霍夫斯
特德的調查外，目前影響力較大的還有覆蓋一百

多個國家的世界價值觀調查（W VS）項目和以色
列學者施瓦茨研發並組織的SVS價值觀調查項
目。這一流派的學者受到羅克奇（Rokeach）對美
國人開展的價值觀調查的啟發，將採用行為和態

度問卷調查價值觀的方法擴展到不同文化間價值

觀差異的研究。他們在承認文化多樣性的前提下，

試圖尋找、歸納出幾個區分文化價值觀差異的維

度，運用問卷調查得到的數據為不同文化群體的

價值觀在上述緯度上確定分值，以期達到量化比

較的目的。

在跨文化價值觀調查開展的初期，眾多學者

都直接採用羅基奇價值觀調查表（Rokeach Value 
Survey，以下簡稱RVS）來對不同文化的價值觀進
行測量。值得注意的是，這一發源於美國並應用

於美國的價值觀調查體系中並不存在「humble」、
「mode s t」或其他與「謙虛」意涵類似的價值觀
念。相反，RVS中卻有一個與「謙虛」相對的價值
觀念：Self-repect (self-esteem)，與漢語裏的「自
尊」或「積極自我評價」意義相近。[47]當世界各國

的學者們簡單運用RVS，這一美國的心理學家以
美國人為樣本研究出的價值觀測量體系對北美以

外的文化價值觀進行測量時，東亞的「謙虛」價值

觀念直接被忽略了。

當前最受學界稱道的價值觀調查體系，當屬

以色列學者施沃茲（S.H.Schwartz）的Schwartz價
值觀調查體系（Schwartz Value Survey，以下簡稱
SVS）。在SVS中，有「humble」(謙卑)這樣一種價
值觀念，然而，其內涵卻與東亞的「謙虛」價值觀

念差異很大。按施沃茲的界定，S V S中的
「humility」意味著謙卑、謙遜、自我貶低，接受命
運的安排，服從生活環境。[48]SVS將價值觀研究分
為「文化」和「個體」兩個層面，「humble」價值觀
念在「文化層面」和「個體層面」的價值觀研究體

系中都存在。在文化層面，「hu mble」被歸入「等
級」維度，與「權威」並列；而在個體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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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ble」被歸入「保守」一極的「傳統」維度。從
文化層面的價值觀研究體系來講，「等級」維度以

社會中不平等的等級制度為基礎，人們在社會化

過程中將權力、角色和資源的不平等分配視為合

法，承擔、遵從與他們的社會角色相適應的義務、

規則。Humility（謙卑）正是將這種不平等制度合
法化的「等級」價值維度中包含的一個重要價值

觀念。[49]從個體層面來說，SVS中的「傳統」價值
維度帶有較強的宗教意味，在這樣的「傳統」維度

中包含的humble(謙卑)價值觀念偏重於對上帝的
尊崇與恭順。[50]不難看出，SVS中的「humble」價
值觀念源出於基督教傳統，實際上與東亞的「謙

虛」價值觀念相去甚遠。

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就曾將東亞的「謙虛」價

值觀念作為一個價值觀研究因子提出並研究的是

旅居中國的加拿大學者彭邁克（Bond），他在1987
年組織完成了一項立足於中國本土的華人價值觀

調查（Chinese value survey，以下簡稱CVS）。CVS
量表是研究者在請教了一批華人社會科學家後，

與調查組的華人學者共同確定，並首先用漢語完

成，再翻譯成英語等多國語言的。在CVS確定的
四十項調查項目中有一項為「謙虛」，在對應的英

語版本中，「謙虛」被直接譯為「Humbleness」,並
未做任何關於其含義的解釋說明。並且，在調查組

運用「生態因子分析法」提煉出四個維度及其相關

因子時侯，「謙虛」價值觀念卻由於因子負荷係數

小於0.55，不能歸入任何一個維度之下，而被剔除
了。[51]正因如此，在後來彭邁克（Bond）與霍夫斯
特德（Hofstede）基於CVS研究發現而提出的「長
時導向」（或稱「儒學工作動力」）的文化價值觀維

度中，「謙虛」價值再度被忽略了。這也說明跨文

化價值觀研究中，運用生態因子分析法提煉區分

文化差異維度的做法，往往會形成對原本豐富的

價值體系的簡化。

然而，在文化心理學家研究成果的啟發下，東

亞文化群體中表現出的謙遜心態引起了保加利亞

人類學家和心理學家明柯夫（Min kov）的興趣。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的多項全球性的中小學生

學術水平調查均發現日本、中國、新加坡的學生在

學術水平上遠遠高於北美、拉美和阿拉伯國家的

同齡學生。這一現象引發了明柯夫的思考。在2008

年發表的《自我拔高與自我穩固性可預測國家層

面的學業成就》一文中，明柯夫在海恩、德韋克、

彭凱平等學者關於自我拔高的文化差異及其與自

我進步之間關係的理論基礎上，提出了一個理論

假設：存在一個「自我拔高與自我穩固性（s e l f -
stability）」的文化維度，這一維度可用於解釋不同
國家中小學生在學業成就水平上的差異。明柯夫

從覆蓋全球的大規模跨文化調查數據庫——
W VS數據庫中採集了2006年W VS調查的八十一
個國家的數據，證實了存在一個「自我拔高」與

「自我穩固性」對「自我貶低」與「自我調適性」

（self-flexibility）的文化維度，並且，這個文化維度
上分值的高低與一個國家中小學生的學業水平相

關。明柯夫將這一維度命名為「碑銘主義」對「謙

卑調適」維度（M o n u m e n t a l i s m  v e r s u s 
Flexumility）。「碑銘主義」社會指一些鼓勵高度
自尊、宗教虔信，許多人的自我像穩固巨大的紀念

碑一樣的社會。而另一些社會鼓勵謙卑，可調整的

自我，認為個體應當適應變化中的環境，明柯夫

（M i n k o v）稱之為「謙卑調適型」社會。
F l e x u m i l i t y是明柯夫造的一個新詞，意味著
f lexibility+humility，即可調適性與謙卑的結合。
在明柯夫（M i n kov）所列的「碑銘主義」指數表
中，拉美國家波多黎各位居第一、美國位居第六、

加拿大位居二十三，中國則處於紀念碑指數最低

的位置，第八十一位（也即「謙卑調適」一極的第

一位）。通過對這些數據的分析，明柯夫認為，非

洲、伊斯蘭國家和北美國家屬於「碑銘主義型」，

東亞國家則屬於「謙卑調適主義型」。[52]

「謙卑調適」導向是在西方心理學的價值觀

研究領域中對中國「謙虛」價值觀念的一種較為

接近的表述。明柯夫（Minkov）也是第一位提出將
與「謙虛」內涵近似的價值觀念作為一種區分文化

差異的價值觀維度的學者。他在2007年出版的專
著《是什麼讓我們相同或相異》中提出了三個區

分全球不同文化價值觀差異的維度：「約束主義」

對「放縱主義」；「排外主義」對「世界主義」；「碑

銘主義」對「謙卑調適主義」（monumentalism vs 
flexumility）。在明柯夫的價值觀研究體系中，「謙
卑調適」（f lexumility）被作為一個研究文化差異
的重要維度被提出來。[53]同時，明柯夫放眼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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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視野，也將這一東亞的獨特文化價值置放

於世界文化地圖中加以觀照，而不再局限於北美

和東亞之間的兩極對比。

明柯夫的研究也引起了西方心理學界的一些

關注。2014年，兩位學者馬萊基（Malek i）和德容
（de Jong）對目前西方價值觀研究中的重要維度
進行了梳理，共梳理出十一位學者提出的區分價

值觀差異的維度，明柯夫和他的「約束主義」對

「放縱主義」；「排外主義」對「世界主義」；「碑銘

主義」對「謙卑調適主義」三大維度位列其中。[54]

明柯夫的研究也引起了霍夫斯特德的興趣。2012
年，兩位學者共同發表《霍夫斯特德的第五維度：

來自世界價值觀調查的新證據》一文，他們在明柯

夫前期論著的基礎上，對WVS（1994至2004年）年
的調查數據再作分析，肯定了明柯夫提出的「碑銘

主義」對「謙卑調適主義」的文化價值取向維度，

並認為由於「長時導向」（Long-Term Orientation）
指數和「碑銘主義」指數呈現出較強的相關性，因

而將其納入可區分出東亞文化獨特性特徵的「長

時導向」，成為這一價值觀維度的一個組成部分。
[55]

然而，明柯夫（Mi n kov）雖然兼具人類學和
心理學知識素養，卻從未到過中國，也不懂漢語，

他對東亞價值觀念的理解主要基於西方心理學的

理論和調查數據，他的跨文化探索也存在一些問

題和局限性。首先，他認為「謙卑調適主義」價值

觀念的文化源頭是印度的《梵綱經》，卻全然不知

中國先秦文化元典，特別是《易經》中的思想才是

這種流傳在東亞的價值觀念的真正源頭。其次，

從內涵上講他所提出的「謙卑調適主義」與中國

的「謙虛」觀念也存在著不可忽視的差異，不能等

同。需要明確的是，「謙虛」觀才是真正流布於東

亞，幫助東亞的中小學生取得優異學術水平；形塑

東亞個體獨特的「謙以自牧」心理過程和「卑己尊

人」的行為方式的文化價值觀念。西方心理學家們

所發現的東亞人的「自我貶低」或「自我批評」傾

向也正是由這種「謙虛」觀念所形塑的獨特的個

體心態。總體來說，「謙虛」價值觀念與明柯夫的

「謙卑－調適」價值觀存在如下兩點不同：

一、明柯夫使用的「humble」這一語詞所指稱
的觀念仍然是源於基督教傳統的「謙卑」觀，如前

文所述，這種謙卑觀強調對上帝的尊崇，讓人認

識到自我的卑微、渺小與罪惡。這種謙卑觀與「謙

虛」觀中推崇的「卑己尊人」、「謙和禮讓」、「有功

不居」等觀念存在很大的差異。

二、明柯夫所理解的東亞個體的自我調適性

的主要內涵是個體的自我隨情境的變化而調整，

這容易發展出東亞個體沒有自我的核心特質與不

重視自我一致性等誤解。實際上，中國的「謙虛」

觀念及「虛心」的心態所推崇的「虛心無有」、「謙

沖自牧」，是指個體能不斷正視自身的不足，敞開

胸懷接納新的思想，謙而又謙地自我完善。

明柯夫對觀念內涵本身的跨文化差異不加

區分，僅僅依憑跨文化問卷調查的數據提煉出一

個具有普遍性的文化差異維度。這種做法雖然有

助於粗略的全球性的價值觀念的跨文化理解，但

卻可能引發難以消除的誤解。明柯夫的問題實際

上也代表著跨文化價值觀調查研究流派的整體問

題。當霍夫斯特德把發源於美國的價值觀調查方

法擴展為跨國、跨文化的價值觀調查研究時，懸

置了一個基本事實：在不同的文化傳統中、不同的

語言體系中，雖然存在一些近似的價值觀念，其具

體內涵卻可能千差萬別。不同文化間在價值觀念

上的差別並不僅僅在於人們對同一價值觀念在偏

重程度有所不同，而是這些價值觀念的內涵從根

本上講在不同文化中是有差異的！我們需要對跨

文化價值觀調查的研究提出質疑的是，具有跨文

化普遍性的價值維度是否真的存在？比如本文所

述的「謙虛」價值觀念，就是一個發源於中國、流

布於東亞獨特的價值觀念。由於其獨特內涵，「謙

虛」觀念目前還不具有跨越不同文化圈的普適性，

因而很難在一個跨文化的價值觀維度中確定它的

位置。誠然，霍氏根據問卷調查的結果將存在於不

同文化中的價值觀念歸納為若干個緯度，再在此

緯度上為不同文化確定分值的方法為人們迅速把

握不同文化間的差異提供了工具，但是，這種將不

同文化中實際具有不同內涵的價值觀化約到一條

數值線上的做法，其實刪減了不同文化中的價值

觀原本具有的豐富性。設若學術研究僅依憑這種

調查的結論，則容易形成對其他文化的刻板印象。

「謙虛」價值觀念在被明柯夫、霍夫斯特德理解並

傳播的同時，又因這一流派學者在方法上根本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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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性被再度簡化了。

六、價值觀念跨文化理解的可能性

觀察源自中國的「謙虛」價值觀念在西方心

理學界被發現、被理解、被表述以及被誤解的過

程，我們將發現，西方心理學界是遵循本學科自身

的發展的理路，並且在本學科的理論框架內來理

解來自東亞的價值觀念的。心理學誕生於西方，其

主要的理論基礎、核心概念、學術傳統和研究方

法都來自西方，這種西方的陰影是心理學界，尤其

是西方心理學界無法去除的有色眼鏡。因此，西方

心理學界也只能在他們的視域中理解和表述「謙

虛」價值觀念。但是，我們在此過程中，還是看到

了西方和東亞的兩種文化視野不斷地、漸進式地

接近。在擴展到不同文化的心理學實驗中，西方

心理學家發現了東亞人「自我貶低」的心理傾向；

在文化心理學家的探索中，他們發現了「謙虛」心

態的人際和諧意義與自我修身意義，並且切近了

東亞人「謙虛」心態的獨特心理過程。在跨文化價

值觀調查中，學者們提出了「謙卑調適」的價值導

向。對「謙虛」價值觀念的發現和理解是在三個

流派的學者們的思想的相互激蕩中形成的。一派

是以布朗為代表的傳承美國主流心理學思想的學

者；一派是以馬庫斯、海恩為代表的文化心理學派

的學者；一派是以霍夫斯特德、明柯夫為代表的

從事跨文化價值觀調查的學者。相比較而言，馬庫

斯、北山忍、海恩、尼斯貝特和彭凱平等文化心理

學家的發現最多，推進最大。通過對整個歷程和

觀照和對三派學者的比較，本文認為，有四大關鍵

點有助於達成價值觀念的跨文化理解。

一、跨文化理解的主體應時時保持對自身文

化偏向的反思性。學者們必須時時警惕自身的文

化偏向，不僅要反思個人的文化偏向，還要對本學

科的學術傳統、理論基礎和研究方法進行全面地

反思。不僅要反思本學科知識生產群體的文化偏

向，也要反思本學科知識生產的文化語境，還要反

思本學科的知識生產所依憑的語言。雖然對於一

個理解的主體而言，要全面跳脫自身文化偏向的局

囿是不可能的。但是，通過不斷地反思，主體就能

夠開啟跨文化的理解之門。

二、跨文化理解過程中應結合對象文化的語

境對一些核心概念進行重新界定。對於跨文化理

解中所涉及的核心概念、關鍵詞，應結合其原生語

境用原生文化的語言予以表述，一定不可以簡單

地在理解主體的語言體系中尋找一個近似詞來指

稱。因為不同語言體系中的詞匯之間事實上只存

在非等值關係。在一個出自一種語言體系的詞匯

事實上不可能在另一種語言體系中找到具有同一

性的對等詞。所謂翻譯核心概念其實只是一種類

比的做法。這種類比的做法雖然有助於模糊的、

粗略的跨文化理解，但卻阻礙了科學的、全面的、

系統的跨文化理解，甚至會造成更深的跨文化誤

解。對核心概念、關鍵詞的重新界定則能夠幫助學

者們明晰兩種文化間的差異，進而有效地把握來

自另一種文化的，在本文化中未曾有過的思想觀

念、思維方式，從而獲得對存在於另一種文化中的

價值觀念的原生性理解。這種做法不僅有助於價

值觀念的跨文化理解，而且可能讓學者們收穫新

的文化資源，通過跨文化交流促進文化的繁榮和

新生。

三、不同文化背景的學者之間的平等交流、對

話與合作是價值觀念跨文化理解的有效助力和保

障。回顧整個心理學的歷史，心理學家們從來都不

是僅僅憑藉數據來進行研究的。從研究問題的提

出、實驗方法的選擇、數據的分析和解釋到結論

的形成，整個研究過程無不是深深地浸透在心理

學家們對研究問題所處之文化的歷史傳統和社會

實踐的深刻理解之中。然而，很少有學者能同時具

備對兩種或多種文化的深刻洞察，這無疑是價值

觀念跨文化研究的障礙。當學者們失去了對研究

對象所處之文化語境的瞭解和把握之後，學者們

唯一能依憑的研究材料就是數據。然而，僅僅依憑

數據作出結論是相當危險的。只有來自不同文化

背景的學者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跨文化合作，才

有可能突破這種遠距離的、擺脫文化語境的研究

所帶來的障礙。在「謙虛」價值觀念的跨文化理解

的過程中，馬庫斯、海恩等北美學者和來自日本的

學者北山忍的合作有效地推進了西方心理學界對

「謙虛」觀念的人際和諧價值的理解；而尼斯貝特

和彭凱平的合作，則有效地推進了西方心理學界

對東亞人辯證思維的理解；羅傑斯與彭凱平的合

作，Young-Hoon Kim和彭泗清的合作亦有效地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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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了西方心理學界對東亞人「辯證自我」和「辯證

自尊」的認識。

四、如欲獲得對一種價值觀念的跨文化理

解，還應衝破本學科的樊籬，在哲學、人類學、社

會學、語言學和心理學的思想交匯之中，獲得有助

於跨文化理解的研究視域。心理學有一種追求普

遍性的內在傾向。無論是文化心理學還是跨文化

心理學的研究方法，都很難擺脫用一套研究設計

去測試不同文化群體的問題。人類學、社會學的田

野研究為打開心理學的跨文化視野提供了不可或

缺的關於文化語境的材料。在「謙虛」價值觀念的

跨文化理解過程中，無論是哪一派的心理學家，都

或多或少地借鑒了其他學科的成果。有趣的是，

在此過程中的兩位關鍵人物，文化心理學復興的

主要倡導者斯萬達教授和「謙卑－調適」價值觀念

的提出者明柯夫，在成為一個心理學家之前，都曾

是人類學家。

「謙虛」價值觀念在西方心理學界被理解的

過程，也說明，不僅中國在努力地向西方的學術界

說明中國的價值觀念，西方學術界也在努力地瞭

解中國的價值觀念。但是，西方學術界只會在他們

自己的理論框架中來理解其他文化的價值觀念，

也只會在他們自己的學術話語中表述其他文化的

價值觀念。由於西方與中國，在文化傳統和語言體

系上存在相當大的差異，單向地說服，或苛求對方

還原式地理解自大的價值觀念，都可能會落入跨

文化交流的困境。中西方學術界之間的頻繁交流、

往覆對話，不斷拓寬西方學術界的研究視域，使之

具備容納多種文化差異的可能性，才是實現中國價

值觀念在西方學界獲得理解的有效途徑。

另外，由於價值觀念是內隱的，而不是外顯

的；對一種價值觀念的理解需要一定的理論基礎

和系統性的觀察、研究。一種文化中人很難僅僅靠

日常經驗來理解另一種文化之中的價值觀念。因

而，價值觀念的有效的跨文化理解可能首先在學

術界發生，而後逐漸擴散到大眾之中。以上兩點對

我國價值觀念對外傳播具有一些啟發性的意義。

西方心理學家們對「謙虛」觀念的發現和理

解，雖然還存在著誤解與隔膜，但仍然為我們昭

示了跨文化理解的可能性。讓我們期待，在全球化

的進程中，東西方在價值觀念上不再是相互隔離，

相互衝突；也不僅僅停留在「遠方的眺望」，而能

夠在對話中達到「視界的融合」，共同形成一個豐

富多元，五彩斑斕的文化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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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of the Values: 
A Case Study of “humbleness”

Bo Shan, Luli Zhang(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of the values plays an impor 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s 
in this globalization era. This study unfolds the 
process of the value of “humility” being discovered, 
debated, understood and misunderstood in the 
f ield of psychology f rom 1980’s. The western 
psychologists were puzzled by the self-effacing 
tendency of East Asian. They discovered the 
advantages of humility for interpersonal harmony 
and self-developing. Furthermore, “f lexumility” 
(Flexibility +humility) value or ientation was 
demonstrated as a dimension to distinguish culture 
difference of different countries. Psychologists from 
three different schools participated in this Cross-
Cultural exploration: mainstream psychologists, 
cultural psychologists and the researchers of cross-
cultural value survey. Comparatively speaking, only 
the cultural psychologists achieved the intercultural 
understanding of humility as a value, through 
entering the oriental tradition and the different 
language systems. However, even these cultural 
psychologists did not reach the fusion of the two 
horizons. Instead, they remain getting a view in a 
distance.

K e y w o r d s :  V a l u e s ,  I n t e r c u l t u r a l 
understanding, hum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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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困境，成為至今考驗國人智慧的世紀難題。

五四前後，主張道德革命的知識分子圍繞新

舊道德論證了道德革命的必要性及其重要意義。

「自歐化東來，始有創道德革命之說者，遂生舊道

德新道德之別」。[1]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有識之

士開始睜眼看世界，發現國人

引以自豪的文化傳統並非十全

十美，原本盲目自大的文化心

理頓時失卻了現實的依據。嚴

復指出，當時中國的道德風

氣，已墮落到足以亡國亡種的

地步。他在《原強》中提出「新

民德」的主張：曰要政，統於三

端，一曰鼓民力，二曰開民智，

三曰新民德。梁啟超認為要實

行「道德革命」，也就是要用新

道德代替舊道德，其要義在於

有尚私德轉變為重公德。他指

出，道德革命的首要任務是樹

立群體觀念和國家觀念，新道

德要以鞏固、完善群體和國

家，使國家進步為目的，也就

是以公德來改變私德一統天

下的局面。[2]

具體闡述道德革命的任務和目標，則是民主

革命的先行者和一批傑出的進步知識分子完成

的。孫中山將畢生獻給了國民解放事業，在奔走呼

號竭力戰鬥之餘，他對國人公德心的缺乏也曾痛

下針砭。他在《民報》創刊周年慶祝大會上的演講

中說：「中國從來當國家做私人財產，所以凡有草

關於道德革命的比較哲學思考
■ 程偉禮

上海社會科學院

毫無疑義，道德革命曾經是中國現代思想史

上的一個文化「黑洞」現象，吸引著諸多志士仁人

為之鼓與呼，形成了一個蔚為壯觀的罕見而持續

百年的文化奇觀。回溯道德革命這一歷史文化現

象，進行認真的比較哲學分析，對於推進新時代中

國哲學文化的創新發展，也

許不是沒有思想啟迪的。

道德革命：考驗國

人智慧的世紀難題

道德革命首先是一個歷

史命題。從一個深層次的角

度觀察，「五四」新文化運動

實質上是由文體革命和道德

革命兩個層面上的革命構成

的。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的

文體革命，是五四新文化運

動的重要的歷史使命，雖然

也曾出現過取消漢字、取消漢

語的過激主張，但經過無數

有識之士持續的努力，中國

文化最終在口頭表達和文字

表達上達到一致，在客觀效

果上使文體革命成為被國人

普遍接受的文化革新，為廣大民眾創造了便於文

化傳承的語言載體。而以「打倒孔家店」開始到衝

破封建禮教提倡個性解放的道德革命，雖然引進

了科學和民主的進步理念，融匯成思想解放和民

族意識覺醒的壯麗詩篇，譜寫出可歌可泣的救亡

圖存的歷史篇章，同時卻又留下了諸多兩難的價

摘  要：道德革命是一個重要的歷史命

題，曾經在近現代思想史上起過振聾發

聵的啟蒙作用，也曾引起當代思想界的

認真反思，成為考驗國人智慧的世紀難

題。從柏格森到尼采，從同情道德到抱

負道德，西方道德哲學革命劃出了人類

倫理思想史上的理論軌跡，引發當代思

想家的深刻思考。對中西道德革命進行

比較思考，特別是關於西學東漸與儒學

改革運動、道德自律何以可能以及懂一

點老子哲學諸方面的理論思考，對於道

德革命的意義，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創

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或許可以獲得

深層次的思想啟迪。

關鍵詞：同情道德，抱負道德，儒學改革

運動，知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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昧英雄崛起，一定彼此相爭，爭不到手，寧可各據

一方，定不相下」。[3]正因為有感於此，孫中山才倡

導「天下為公」，提出「替眾人服務」的人生觀。陳

獨秀在《亡國篇》中指出亡國的兩條原因，第一條

就是「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國」。[4]在《新文化運

動是什麼》一文中，他又指出「中國人所以缺乏公

共心，全是因為家族主義太發達的緣故」。[5]魯迅

是研究國民性的一面旗幟，在他看來，國民公德的

缺乏是傳統國民性的組成部分，公德心的缺乏在

行為上毫無公共心和正義感。他感嘆道：中國公共

的東西，實在不容易保存。如果當局者是外行，他

便將東西糟完，倘是內行，他便將東西偷完。改變

這種狀況的根本途徑在於衝破封建禮教，因為在

傳統的禮教德治社會裏培養不出富有公德心的國

民。青年毛澤東大力贊同道德革命，他在給同學的

信中這樣寫道：「現在國民性惰，虛偽相崇，奴隸

性成，思想狹隘。安得有大哲學革命家，大倫理革

命家，如俄之托爾斯泰其人，以洗滌國民之舊思

想，開發其新思想」。[6]

綜合五四時期知識分子圍繞道德革命的眾多

觀點，不難發現大約有兩種不同的思潮，這就是

道德現實主義和道德理想主義兩種傾向。道德現

實主義者認為，中國傳統道德體系具有以下「九

重」罪名，諸如：等級觀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頌

揚君權、父權、夫權，鼓吹愚忠、愚孝、愚節。愚民

政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讓民眾按統治者

的意思做事。簡單的二元思維，君子喻於義，小人

喻於利，人只有兩類，非君子即小人。只重闡述，不

重原創，主張述而不作，陳陳相因，注重訓詁、考

據、索隱，春秋戰國之後再無思想大家，無新思想

誕生。迷信古人，信而好古，目標永遠向後、懷舊，

不思進取，落入「人心不古」的陷阱。歧視女性，認

為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輕視女性，重男輕女。狹

隘民族主義，強調正統嫡傳，天朝上國，主張夷狄

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事不關己，高高挂起，

主張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精英主義，君子不器，假

言吾不如老農，實質看不起勞動人民，視農民、菜

農、手工業者為小人。道德現實主義者強調，傳統

的德治主義和禮治秩序是靠仁、義、禮、智、忠、孝

等道德規範維護，公德問題的提出使傳統私德體

系受到了懷疑和批判，加之五四時期的民族民權

民生問題凸現，致使「道德革命」成為必然之勢。

平心而論，道德革命的基本思路是引進西方思想

批判傳統道德，諸如引進「德先生」與「賽先生」批

判封建禮教和社會秩序，引進克魯泡特金的無政

府主義「互助論」批判私德，引進西方實用主義思

潮試圖改造傳統思想體系等，不一而足。從接受效

果的跨文化角度考察，道德現實主義者引進西化

思潮的結果，卻造就了「什麼都可以懷疑唯獨科學

不能懷疑」、科學在中國被抬高到「神」的至高無

上地位，以及有違真正科學精神的唯科學主義思

潮，並且也造就了民主救亡圖存張揚個性和「民主

是好東西還是壞東西」的兩難判斷，致使國人陷入

了至今不能解脫的價值困境。

然而，在道德理想主義者看來，脫離實際的

道德理想固然不可取，但經得起歷史考驗、對歷史

發展仍起作用的道德理想萬萬不可丟。因此，深入

挖掘和闡發我國傳統文化所蘊含的講仁愛、重民

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優秀價值，

從而使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重

要泉源，成就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傳統道德創

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作為道德理想主義的代

表作，近年來《人民日報》發表的《儒學倫理可強

有力替代目前強勢的西方個人主義》一文稱得上

是力作。文章認為，儒學在關系結構中確立人的觀

念，可以成為西方個人主義的強有力替代。儒學比

西方經驗主義更具有經驗意義，儒學能穿越歷史

煙雲，與時俱進，生生不息。儒學是世界文化秩序

變革的重要資源。人是由關係構成的，植根和受教

於相互交往關係，寓於家庭、人群及人與自然關係

之中的中華倫理道德。文章認為，儒學有利於走出

單獨個體追求私利的「有限遊戲」；因為母子之間

存在血肉相連、唇齒相依的關係，一榮俱榮、一損

俱損，雙贏或雙輸。文章強調，自由、自立、「理性」

正當地「自私」的個體，主張不受約束的自由，拒

絕妨礙自由的社會正義概念，這種西方個人主義

不受批判的絕對個體與共同生活形成緊張，掩蓋

了人的親密性和相互依存。在道德理想主義者的

心目中，儒家的集體主義思想可以替代西方個人

主義，成為拯救西方文化的良藥，從而把道德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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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命題擺到桌面上來了。

支持道德理想主義思潮更為有力的論據，則

是近年來西方思想界出現的關於儒學復興的種種

主張。20世紀70年代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

在與日本學者池田大作的對話中，明確指出：「世

界的未來在中國，人類的出路在於中國文明」。他

提出了八點原因：從大歷史的角度看，中國人完整

地守護了一個超級文明，作為一種區域的世界主

義模式為今天的人類提供了寶貴的經驗。中國文

化具有可貴的天下主義精神，恰恰是距離狹隘的

民族主義最遠的。儒家人文主義價值觀，使中國

文明符合了新時代人類社會整合的需求。在儒家

和佛教思想中存在著合理主義思想，使中國人有

分寸地建立和堅守著自己的文明。中國的道家思

想為人類文明提供了節制性和合理性發展觀的哲

學基礎。東方宗教和哲學思想對於人與自然和諧

的追求，反對對自然和環境的統治和征伐。在經濟

和技術領域，亞洲人可以像日本人一樣趕上和超越

西方人。亞洲人未來是可以領導世界的，中國人應

對人類歷史和人類新文明盡更大責任。[7]作為當

代最偉大的歷史學家，湯因比直言不諱地預言：未

來最有資格和最有可能為人類社會開創新文明的

是中國，中國文明將一統世界。

進入21世紀，英國人馬丁．雅克在《當中國統

治世界》中提出了中國現代性具有文明國家、睦鄰

關係、民族團結、大國風範、大一統政制、轉型速

度、執政紀律、綜合發展等八大特性。[8]與此相呼

應，美國人法裏德．扎卡利亞在《後美國世界》中

強調，獨特的發展體系、韜光養晦的戰略決策、開

明的儒家思想好像都在詮釋著一個大國的崛起。

他預見到「一場嚴重的中美衝突將從根本上改變

新時代的主題，並使世界偏離貿易、一體化和全球

化的軌道」。[9]在西方人的鼓勵之下，海峽兩岸的

有識之士繼而提出，重振中國人關於國家哲學的

價值觀。他們提出這套國家哲學有三大綱領、八個

條目組成。「三大綱領」是指明明德、親民、止於至

善。「八個條目」則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10]總之，在道德理想主義

者心目中，儒家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創

新改革精神，「和而不同」的多元共生理論，「天人

合一」的人與自然、社會及生態的和諧精神，和平

世界主義的天下世界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

下」的偉大理想，注定照亮整個21世紀，促進人類

世界向更高層次的價值理性方向發展。

隨著中國崛起的歷史進程，經歷改革開放40

年洗禮的國人意識到道德革命是五四新文化運動

未竟的事業，重新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道德

理想和道德現實及其關係進行認真反思。

從同情道德到抱負道德：西方的道

德哲學革命

無獨有偶，恰逢其時，西方思想界也經歷了從

柏格森到尼采的現代道德哲學革命。

其實，現代道德哲學革命的理論序幕自法國

哲學家亨利．柏格森開啟。柏格森在《道德與宗教

的兩個來源》一書中明確指出道德有兩個來源，

或者說是由兩種成分構成的：一是作為「義務」的

道德，一是作為「抱負」的道德。前者維持個體生

活其中的社會的團結，後者則幫助打破逐漸趨於

封閉的這種團結而形成一種新的生活方式。道德

的這兩種形式都是應生命進化的要求而產生出來

的。[11]他甚至把這兩種道德稱為封閉的道德和開

放的道德。他既承認「共同體規定了義務，義務又

使共同體得以維持」，但同時，他又強調個體與團

體乃是分不開的，由於人類感情的作用，個體、群

體的精神是封閉的又是開放的，從對家庭的愛，

對祖國的愛，到對人類的愛，這種感情在逐級放

大時所擁抱的人數越來越多。「我們道德的大部

分包含著責任」，感情與責任「這二合一的道德的

兩端發現壓力與抱負」，「抱負這種道德卻暗含著

進步的感受，這種感情是一種向前運動的熱情，

這種道德通過這種熱情先贏得少數人，然後再通

過他們傳播到全世界」。[12]

誠然，在西方哲學史上不乏道德理想主義的

思想傳統。古希臘社會是一種崇尚美德的倫理社

會。美德意指卓越、優秀，它的希臘語原意即是男

子，尤其戰士、武士的高貴行為。美德一詞即源於

男人的血氣、血性和陽剛、剛健的特質。柏拉圖可

視為道德理想主義的鼻祖，以勇敢美德為中心，以

勇氣、血氣、血性、激情為基礎，血氣介於理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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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之間，構成靈魂本性的中心部分，連接理智與

欲望，保持靈魂同一性。馬基雅維裏則是主張道

德現實主義的，他認為柏拉圖血性的美德城邦太

過於理想主義，不是建立在現實之中的。同情道德

要為現實的普遍之道德敗壞負責，要完全根據事

情實際的面貌來謀思人如何生活。[13]可見，同情道

德與抱負道德或勇氣倫理是西方道德哲學革命的

主題。

無疑，西方現代道德哲學革命高潮的核心人

物是德國哲人尼采。雖然以尼采為代表的西方道

德現實主義者也承認，憐憫之心是社會性的情感

和美德，也是一切社會性情感和美德的源頭，從中

可以自然生長出仁慈、仁愛、正義之心。因此，同情

心是實現人從自愛到愛人的基礎，從而也是正義

的根基。然而，尼采的道德革命進程大致分為五個

步驟。第一步，尼采從解構同情道德開始。從前文

明世界的倫理習俗的「洪荒時代」，從人類原初倫

理習俗共同體出發考古挖掘同情道德的起源和價

值生成。尼采強調，人類就其初始狀態而言，既是

自然的也是社會性的，倫理習俗就是人類的第二

自然。倫理習俗要求個體服從命令，不允許考慮作

為個體的自己，最合倫理的人就是為倫理做出最

大犧牲的人。由於強調群體先於和高於個體，防範

和禁止特異性的個體性行為。任何獨特的行為、思

考方式都喚起恐懼，遭到重創。在倫理統治的時

代，最優秀的人一直生活在黯淡的天空下。[14]

第二步，尼采深挖同情道德的利己主義本質。

他認為同情行為並非是一種「不再想到自己」而只

想到他人的行為，我們並不首先想到他人的不幸

並給與同情，我們最終念念不忘的「還是我們自

己」；我們同情他不是因為他不幸，而是因為我們

想擺脫由他的不幸引起的痛苦，換言之，我們只是

為了擺脫自己的痛苦才同情他。[15]因此同情是利

己主義的，並非利他主義的，最多從結果上說，是

利他的，從動機上看，則是利己的。由此尼采揭去

了同情情感的利他主義面紗，還原出其個人利己

主義的面目。尼采要求超越同情道德，不動情地清

醒地和真實地觀看自己和世界。

第三步，尼采把同情道德從悲劇主義狀態中

解放出來，恢復了求知求真的自由精神的本真狀

態。從《朝霞》到《快樂的科學》，尼采消解了一切

目的論和道德主義的漫游狀態，從現代科學的角

度廢黜了這種真即善的世界觀。尼采的自由精神

跟著現代科學而來，他擺脫了看世界的道德主義

和目的論的視角。在尼采看來，自由精神的一種新

的理智德行正在生成，這種理智德行就是理智的

良心或理智的誠實。所謂理智良心就是不多不少

如實地看待事物，不以物喜也不以物悲，也不只把

好的和美的看作真的。自由精神看到的世界是純

粹自然無辜的世界，這個世界無盡地生成著和毀

滅著，它既沒有目的也沒有任何意圖。從整體看世

界是必然的，從個體看一切都是偶然的。這個必然

的世界是非神性的，也是非人性的，它既不完美也

不漂亮高貴。[16]

第四步，尼采直言勇氣倫理的本質就是權利

意志，他重啟貴族倫理與民眾道德的對立和衝突。

尼采把權利意志看作世界和生命的本質，而權利

意志則是擴張性的，不斷克服自身超越自我。他認

為，民眾道德本質是一種同情道德，而貴族倫理則

是一種勇氣倫理和競爭性倫理。尼采未能擺脫黑

格爾的主奴倫理道德譜系的束縛，他把以普遍自

由平等為價值取向的民眾道德區分為三種：現代

啟蒙自律、同情和功利的道德不過是達到自主狀

態的牧群道德，用黑格爾的話說是一種解放了的

奴隸道德；蘇格拉底意義上向善和就義的目的論

狀態的平民道德；基督教意義上因信稱義信仰狀

態的民眾道德。在《論道德的譜系》中，尼采未能

克服自己身上的對民眾的怨恨和憎恨，一再主張

恢復和建立人與人之間的高低貴賤的等級秩序以

及倫理道德價值的等級秩序。[17]

第五步，尼采以「超人」哲學終結同情道德與

勇氣倫理的戰爭。他宣布「上帝死了」和「重估一切

價值」，抬出查拉圖斯特拉—一個重新闡釋存在目

的和講授永恆輪迴的哲人，教給人類「超人」學

說。在《查拉圖斯因特拉如是說》中，尼采強調，超

人不是在上帝死後為人類期待出現的新的先知，

而是一個新的族類，迄今為止最高的族類，超人是

真正的創造者，他將給人類「創立目標，賦予人世

和未來以意義」。確立全新的價值。[18]這就是尼采

道德哲學革命的「五步曲」，他的「五步曲」起於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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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的批判而終於超人的渺茫。尼采看到了現代人

用科學殺死了上帝，科學的良知和誠實戳穿了信仰

上帝的謊言，解除了對上帝的信仰。然而，尼采試

圖用哲學取代科學，但卻無力解決只有哲學才能

解決的價值問題。尼采即使要遏制科學，恢復真

正的哲學，承擔起古老哲學創造價值，進行價值判

斷的責任，從而解決現代性危機，但是恰恰由於他

自身屈從於差序倫理世界的局限性，最終陷入「超

人」即另一個由他自己創造的上帝的深潭。

然而，尼采傾心的現代道德哲學革命的啟蒙

意義高於它的實際意義，它餘音繚繞，迴響不絕。

在尼采之後，德國社會哲學家馬克斯．韋伯聽

到了這個瘋子的聲音，他從宗教社會學的層面註

解了上帝死了這個事件。他意識到了這是一個通

過科學和以科學為指南的技術的理性化時代，由

於脫魔化的技術支配了世界，一切高貴的東西都

失去了瑰麗的光環，最精緻的價值退出了社會生

活。追求利潤的態度主宰了資本主義精神，大獲

全勝的資本主義只依靠科學技術和機器，不再需

要其它精神支持了。現代進入一個價值紛爭的「戰

國時代」，諸神又打架了，資本主義長大了，上帝死

了，宗教的根枯死了，現代價值的危機歸根結底是

宗教的危機。他的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

神》再三呼籲節儉、守時、誠信的資本文明和職業

道德，試圖以世俗禁欲主義的價值二元論調節同

情道德與抱負道德的衝突。

雖然漢娜．阿倫特是20世紀最具原創性和最

有爭議的思想家，她也發現了尼采所珍視的希臘

競賽倫理，她卻試圖以共和主義倫理消解尼采關

於同情道德與貴族倫理的矛盾。在她看來，同情道

德本質上是一種非政治的現象，同情是對一個獨

特的受苦之人的熱烈同情，但它不適合於普遍化，

因為同情消除了距離，在公共場合展現個人情感

必定會造成扭曲。她強調，「當他把同情公開出

來，它就變成了憐憫，就無法指向特定的苦難，不

再關心具體的人」。[19]她明確指出，同情是正派人

面對苦難時的恰當反應，可是這一激情驅動著大

多數激進分子，被普遍化為政治行為，那將是十

分危險的。所以，在更多場合她批判「平庸之惡」，

反對同情道德被政治利用。

同樣，當代倫理學家麥金太爾也不約而同地

反對情感主義的普遍化，他認為道德合理性的啟

蒙運動之所以失敗，是由於缺乏必要的社會條

件。他眼光獨特看到了別人看不到之處，他認為

合作性美德與競賽性美德往往並不一致。這正像

卓越和勝利並不必然一體，不優秀的人有可能戰

勝優秀的人，優秀的人並不一定取得勝利，也可能

失敗。這是因為德行需要踐行，而踐行則取決於

種種主客觀條件的組合。[20]綜上所述，西方道德

哲學革命給人們以振聾發聵的智慧啟迪，促使人

們理智地思考同情道德與抱負道德的內在聯繫，

從而在人性倫理的大海中不再風雨飄搖隨波逐

流。

中西道德革命的思想啟迪

從五四新文化運動至今的這一百年中，我們

記憶最深刻、中國人道德精神面貌最好的歷史時

期恰恰是「文革」前幾年，全民學雷鋒、幹部學焦

裕祿，路不拾遺、夜不閉戶，連國際友人都念念不

忘地稱頌的這個時代。確實，雷鋒精神和焦裕祿

精神曾經鼓舞全國人民團結奮鬥，當時中國人的

精神道德面貌也曾引起全世界要求進步的人們所

嚮往，也為西方社會許多精神空虛、思想苦悶的人

們所羡慕。今天如何重塑全體國民的道德精神世

界，進一步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精髓，這是擺在

我們面前的艱巨使命。如果說從比較中西道德革

命中引出的思想啟迪，大致可以有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西學東漸與儒學改革運動。綜觀20世

紀中國文化思想史，不難發現西學東漸與儒學改

革運動之間，存在著一種時隱時現的內在聯繫。

現代新儒學，無疑是一種「從傳統裏發展出來的哲

學思想」。19世紀末到20世紀的中國，許多知識分

子紛紛感覺到西方文化思想的震蕩與影響，思考

如何調整並發揚中國文化學術以適應新時代的需

求。其中，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章太炎都曾作

為儒學改革運動的思想先驅，為現代新儒學的出

台起過鋪墊作用。

積極參與儒學早期改革運動的知識分子，具

有不同的知識結構、不同的思想動機和不同的文

化心態。對此，賀麟先生在《五十年來的中國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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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一書中曾作過這樣的分析，有的人「對中國文

化有了宗教信仰，而認為西方文化有了危機，想發

揚中國文化以拯救西方人的苦惱」；有的人「看見

西方思想澎湃於中國，中國文化有被拋棄的危險，

抱孤臣孽子保持祖宗產業的苦心，亟思發揚中國

哲學，以免為新潮流所沖洗，蕩然無存」；有的人

「表面上攻擊西方思想，而不知不覺中反受西方思

想的影響」；有的人「表面上虛懷接受西方思想，然

而因不明西方思想的根底，他所接受的乃非真正

的西方思想，而仍然回復到舊的巢臼」。[21]這一分

析，至今看來，仍不乏敏銳和深刻。

作為現代新儒學的第一代思想家，梁漱溟和

熊十力正是處在這樣一個西學東漸、儒學思變的

新文化時代。從發生學角度考察他們的思想體系

的產生和形成，正是受到了諸如柏格森的生命哲

學等西方哲學思潮的重要影響。柏格森的生命哲

學以生命衝動為基石，以時間為本質，以直覺為方

法，提出一系列與科學主義、理性主義相悖的新見

解，在研究人文科學的認識論方面具有一定的合

理性。柏格森的生命哲學傳入中國後，之所以受到

梁漱溟、熊十力的重視，致使現代新儒家思想崛

起與理論系統化，並不是偶然的。梁漱溟的代表作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就其內容來說，主要是王陽

明的新學、柏格森的生命哲學及經他加工改造過

的唯識學融為一體，但以儒家王學思想為主。梁

漱溟把世界的本原理解為「大意欲」，他認為宇宙

就是生命，就是生活，而生活就是沒盡的意欲和那

不斷的滿足與不滿足，而柏格森的「生命綿延」學

說正好與他一拍即合。梁漱溟更是借鑒柏格森的

生命哲學觀點解釋儒家的「天命觀」、「天理觀」，

對傳統儒學進行系統的改造。熊十力同柏格森一

樣，也把直覺主義作為建立本體論的認識論基

礎。他強調本體不是「認知」的對象，而是「體知」

的對象。他認為本體無形相、無滯礙，是清淨、剛

健的，是全的，是絕對的和永恆的。在他看來，人

的本心即是本體，無體即無用，離用亦無體。功夫

在即用顯體，從用中悟出本體。熊十力接受柏格森

的生命直覺有其深刻的社會背景，他強調自我意

識、內心直覺，是因為他所處的時代既無舊傳統

可以遵循，又無新標準可供模擬，凡事只有自問良

知，求內心所安，提挈自己的精神，以應付瞬息萬

變的環境。

現代新儒學第二代思想家有唐君毅、牟宗三、

徐復觀、張君勱1958年聯合署名發表的《文化宣

言》為代表。唐君毅的《中國哲學原論》和牟宗三

的《心體與性體》，採用近乎德國哲學家康德、黑

格爾的哲學表達方式，來突顯宏揚中國儒家的心

性之學。在他們的心目中，宋明心性之學比康德形

而上學更為高明，康德的自由意志只是一種理論

的假設，不如儒家的良知是當下真實的呈現來得

更為實在；康德的善的意志只是一種當然之理，

不如儒家的性善既是當然之理又是實然的存在；

而黑格爾的絕對精神，只是一種抽象的普遍的理

性，不如儒家的心性之學來得更加通體圓滿。牟宗

三本人就是海外華人學者中研究康德的大家，著

作頗豐。唐君毅的《人生之路》則從自我生長的途

徑、道德自我的建立和辨心以求真理三大環節展

開，多少有似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的方法。

儒學改革重在傳統創造性轉化，而其思維方

法上西學起到了工具性作用。第一代新儒家梁漱

溟和熊十力借助於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學，創建了

「儒學復興論」。第二代新儒家牟宗三和唐君毅借

用康德黑格爾哲學改造儒學，提倡「儒學轉化

論」。第三代新儒家杜維明和劉述先則依據哲學

釋義學改造儒學，建立了「儒學創造性轉化論」。

（見程偉禮《西學東漸與儒學改革運動》，[22]康德

提醒我們：我們的責任不是製作書本，而是製作人

格；我們要贏得的不是戰役與疆土，而是我們行為

間的秩序與安寧。真正的大師傑作是一個合宜的

生活方式。毫無疑問，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道德革命

是歷史的必然和時代的應然；而今天全面深化改

革開放和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我們

對於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視和弘揚，更是歷史

的必然和時代的應然。這並不是出於道德的「抽象

繼承法」，而是出於只有不斷參與傳統、重新理解

和詮釋傳統，才能進一步發展和創新傳統的歷史

需要。中國傳統詮釋學注重原典校勘、版本考證、

語義澄清、脈絡梳析、前後文邏輯消解、時代背景

考察、歷史原典詮釋等。整個詮釋過程可分為「實

謂」、「意謂」、「蘊謂」、「當謂」、「必謂」不可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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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逾越的詮釋階段或層次。對於中國優秀傳統文

化的重新詮釋中，這些「意謂」、「蘊謂」、「當謂」

和「必謂」詮釋方法必然可以收到「合法性偏見」

以及現代性新境界的社會效果。諸如，儒學強調的

「孝」，在儒家經典中是對長輩或父母的絕對服

從，而在新儒家的解釋中，「孝」不過是一種倫理

上的責任心，由從對血親家庭成員的責任心逐步

擴展到對周圍生命或利益共同體成員的責任心，

然後再擴展為對民族國家和社會的責任心。新儒

家強調，如果沒有對父母的孝心，就不可能成為對

民族國家有貢獻的愛國主義者。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主任劉述先曾提議從文

化動力學的角度，去檢討儒家理想與中國現實之

間的複雜互動關係。他認為，為什麼新儒學在清

初沉寂了近三百年的時間，到了現在又突然得以

振興的理由是：當代新儒家所做的是兩方面的工

作，一方面是對於儒家的理想與精神再闡述使其

賦有現代的意義，而另一方面是努力作自我的擴

大，吸收一些更合理的方式，對傳統進行解構與改

組的工作。新儒家既反對傳統派之抱殘守缺，也

反對西化派的自我否定的立場，而希望另闢蹊徑。

當代新儒家的吸引力正在它對於傳統與現實的雙

向的批評。[23]而作為首先提出和探討儒學第三期

發展的前景問題的著名學者杜維明，他受過良好

的中西文化和哲學的訓練，善於運用新的方法、語

言和結合現代人的存在感受，對儒家思想進行一

種現代詮釋和闡發的工作，他一直以探索和弘揚

儒家思想的精神價值為己任並以儒學傳統的新一

代傳人自居。他之所以強調儒家傳統具有歷久常

新的恆長價值，它不會隨著儒教中國的解體而消

亡，主要是因為儒學基本的精神方向，是以人為主

的，它所代表的是一種涵蓋性很強的人文主義。這

種人文主義，和西方那種反自然、反神學的人文主

義有很大的不同，它提倡天人合一、萬物一體。這

種人文主義是入世的，要參與現實政治，但又不

是現實政治勢力的一個環節，它有著相當深厚的

批評精神，即力圖通過道德理想來轉化現實政

治，這就是所謂「聖王」的理想，從聖到王是儒學

的真精神。[24]如何從內聖開出外王？通過道德現

實主義的途徑實現道德理想主義傳統的創造性轉

化，是一個十分重要而艱巨的歷史使命。這裏，如

何將西方哲學釋義學方法論與中國傳統詮釋學方

法論相結合，則是一個具有底蘊的分析工具訓練

工作。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輝煌前景取決於此，而

我們作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傳人的學者具有責無

旁貸的義務。

其二，道德自律何以可能？五四道德革命主張

的公德心戰勝私德，核心在於培育自主自律的道

德修養。而儒學中對於道德自主自律思想建設最

具有正能量作用的，莫過於強調以「破心中賊」為

己任的陽明心學。

王陽明系統地提出道德自律自主、創立「破心

中賊」的心學體系的歷史時代，正是明代中葉封

建制度陷入深重危機的年代。那時全國土地兼併

異常激烈，大量土地逐漸為皇室和官僚所占有，各

種沉重的賦稅紛紛轉移到農民頭上，迫使數以百

萬計的農民離開土地成為流民，從而在全國各地

先後爆發農民起義。此時，王朝內部皇室與藩王、

官僚與宦官之間鬥爭愈演愈烈，王陽明也因激烈

抨擊王室內部奸黨活動，而遭到劉瑾一夥的殘酷

迫害，因而被貶到貴州龍場驛當驛丞。由於意識到

當時農民暴動此起彼伏，或是為官府所迫，或是為

大戶所侵，王陽明醒悟到支離決裂的程朱理學和

超脫塵世的佛老之學，對於修身治國都無濟於事，

於是他決心破「功利之見」、倡導「狂者」學風以

系統建立關於道德自律的心學體系。

陽明心學關於道德自律的第一個理由則是

「心即理」、「心外無理」。德國哲學家康德也曾致

力於創建「道德形而上學」。他說過，這個世界唯

有兩樣東西能讓我們的心靈感到深深的震撼，一

是我們頭上燦爛的星空，一是我們內心崇高的道

德法則，他強調人是「道德的立法者」。由於參加

過鎮壓農民起義，但又深感「破山中賊易，破心中

賊難」，因而王陽明提出「心外無理」，「聖人之

道，吾心自足」，一切「求諸於心」。譬如他主張

「此心在物則為理，如此心在事父則為孝，在事君

則為忠之類」。[25]這樣便可從「心上做功夫」。他

認為事父、事君、交友、治民的理不可能到父、君、

友、民那裏去尋找，「都只在此心」，「以此純乎天

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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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友即是信，發之治民便是仁」。[26]由此可見「心

即理」、「心外無理」的理由，既是強調道德行為是

由道德意志生發而來，同時又強調道德自律自主

是人心的內在本質，從而為人心道德尋找本體論

的根據。「心即理」的提出實是有感於朱熹判心與

理為二，從而忽視了道德實踐所致。「心外無理」

以及後來提出「知行合一」，也是有感於當時的社

會風氣。針對當時人們的言行不一的情況，王陽明

頗有感觸地說：「功利之說，日浸以盛，不復知有

明德親民之實，士皆巧文博詞以飾詐，相規以偽、

相軋以利，外冠裳而內禽獸，而猶或自以為從事於

聖賢之學」。[27]這種知行分離的情況，在生活中突

出的表現之一是口講聖賢之學，而實求私欲功利。

陽明心學關於道德自律的第二個理由則是

「知行合一」。以往人們較多注意王陽明學說的唯

心主義成分，並且王學研究者多側重於王陽明與

朱熹的對立，較少注意到王學恰恰是從朱學中脫

胎而出。其實王陽明思想的基本內容和重要論題

都是在朱熹的研究基礎上提出的。「心即理」、「知

行合一」、「致良知」都是以《大學》為框架，為解

決朱學所面臨的疑難而建構的哲學體系。譬如，

陽明心學提倡一切從「吾心」出發，大膽提出不能

以孔子的是非為是非，否認孔學、朱學的絕對權

威性，這在當時不能不是一種勇敢的思想解放。

其實，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是針對朱熹的「知

先行後」論提出的，因為從倫理學的意義上講，陽

明心學中的「知」實質是一種「德性之知」，即「是

為良知，而非知識也」。而王陽明所強調的「知行

合一」，實際上是指道德意識與道德行為的統一，

這也正是理解陽明心學所具的正能量作用而不致

誤解的關鍵。具體說來，他所講的「知行合一」說

則有三層意思：第一，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

夫。這裏主意是指統帥、打算，功夫即指途徑與方

法。第二，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這裏知既指

一般的知識，也包含意念、知覺、動機、意志，所有

這些意念、知覺、動機、意志也成了知的內容，在

王陽明看來這一知實質已經包含了行。因而他強

調，我今個說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

便即是行了。若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

倒了，且須要徹根徹底。第三，知之真切篤實處即

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由此可見，王陽明

的「知行合一」說主要是針對割裂知行內在聯繫的

「知先行後」論提出的。在這裏，「行」不僅是主觀

見之於客觀的道德實踐活動，而且也是指主體的

道德自律自主的判斷活動，這一豐富的思想內涵為

人的道德活動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知行合

一」說之所以具有合理性，是因為在社會道德生活

中，既突出了道德意識的內在性、能動性，同時又

強調了人們的道德意識對於道德實踐的決定性，

使人自覺地依循內心的道德規範，並付之於道德

實踐行動。

陽明心學關於道德自律的第三個理由則是

「致良知」。王陽明從「百死千難」中體悟出「致

良知」後，從此以後就把它作為自己學問體系的宗

旨反覆地加以論說。在他的心目中，「致良知」既是

「知行合一」說的深化，又是對「破心中賊」的大

徹大悟。在晚年王陽明系統闡發了「致良知」的學

說，他認為知行本體是一個，即良知良能；知行的

功夫也只是一個，因而他主張「知行工夫本不可

離」，而這一工夫也就是他的「致良知」。所謂「良

知」，實際上就是人內心潛伏的道德意識。孟子曾

說：「人之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

其良知也」。孟子從「性善論」出發，認定人的本性

包含有仁、義、禮、智等「善端」，而這種美德就是

天賦的「良知」、「良能」的表現。王陽明強調「良

知者，心之本體」，他之所以把「良知」與「吾心」

等同起來，為的是激起人們特別是上層人物內心

的道德情感，提高其維護封建道德的自覺性，以克

服道學所造成的「外假仁義之名，而內以行自私自

利之實」的禍害。而「致良知」的修養方法，則包括

「體認良知」和「實現良知」兩個方面。「體認良

知」是指人本身的身心修養，包括「正心」、「頓

悟」、「克己」等心上功夫，使先天固有的「良知本

體」得以復明。「實現良知」，實際上是道德修養見

之於行動的問題，也是修養的目的所在。陽明心學

強調人們發揮主體道德意識的能動性，正心誠意

致良知，破除「心中賊」，去實現維護道德秩序。王

陽明指出，立志就是永遠確立這個善念而已，只有

志到純熟時才能做到。並且他的「人胸中各有個聖

人」、「人皆可以為堯舜」，則論證了道德自律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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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和可能性。在這裏，他非常強調「立志」對於

「良知」的重要性，這就有把抱負道德或勇氣倫理

與同情道德結合起來的意味了。這正是王陽明哲

學的高明之處，他似乎在柏格森與尼采之前就感

覺到道德哲學革命的來臨。這也正是理解陽明後

學所討論的「血氣有強弱，人心無強弱」的「良知

見在」命題的關鍵，換言之即是良知的顯在性、當

下性和具足性。[28]

其三，懂一點老子哲學。完成五四道德革命

的歷史使命，運用道德現實主義的途徑與方法，促

成道德理想主義傳統的創造性轉化，應當格外注

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全面性，就是說中國優秀

傳統文化要謹防「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的思維定

勢。因為除了孔子「己所勿欲，勿施於人」的仁愛

精神、孟子「惻隱之心，浩然之氣」的義勇精神之

外，還有老子「生而不有，長而不宰」的民主精神，

莊子「通透之慧，天賦自由」的超脫精神，墨子「身

體力行，知行合一」的實踐精神，韓非「直面人生，

矛盾法治」的現實精神，荀子「事在人為，自強不

息」的自強精神等等。只有全面繼承中國優秀傳統

文化中豐富的哲學精神、人文思想、教化理路、道

德觀念等，才能使中華民族永遠屹立於世界民族

之林，也才能為解決當代人類面臨許多突出難題，

為治國理政，為人類道德建設提供有益的啟迪和

啟示。例如，台灣學者吳怡曾在《中國哲學的生命

和方法》一書中說，中國女性在默默中相夫教子、

茹苦含辛，穩定了整個民族文化，她們的貢獻是無

法估計的。在他看來，中國男性用很多漂亮的字眼

去稱頌女性的形體之美，而暗地裏，卻把女性之德

借去，運用在政治上、戰爭中、人生上。《老子》與

女性哲學、特別是中國女性智慧的關係，一直是一

個引人關注的研究課題，因為其關係到「天下為

公」的公德心建設。對歷史我們要心懷敬畏，心懷

良知。一個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沒有英雄，一個有前

途的國家不能沒有先鋒，而公德心則是英雄情懷

的道德晶核。

重讀經典，我們可以從《老子》中讀出母系氏

族首領從生殖崇拜到女性生存智慧、對女性處世

哲學的總結，一直到對母系氏族公社制度和美德

的頌揚，諸如生而不有、民本、捨己為人、公道、人

盡其才物盡其用等智慧，必將昭示人類社會。《老

子》曰：「我恆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

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

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為成事長」。從這段話裏，

我們仿佛看到一位母系氏族首領所具有的全部美

德，在她身上處處閃耀著中國婦女的傳統美德。其

實這段話中所包含的女性美德可以歸納為六點：

A.慈，是女性最大的美德。老子的慈雖然是女性的

慈愛，但並非軟弱，當它發出來時，極為剛強，正

如老子所說「慈故能勇」。B.儉，也是女性的美德，

但儉不是小氣，而是節省，節省了之後，才能作他

日之用，作長期之用，才能用得更多、更廣，所以老

子說「儉故能廣」。C.曲成，就是老子的「不敢為天

下先」。女性表面上不爭是曲，而事實上，天下莫能

與之爭，就是成。所以繞了一個彎子，到達了目的，

這就是曲成。D.柔弱，「女人，你的名字是弱者」。

其實不然，女性的柔弱處，也就是她的堅強處。由

於她在表面上柔弱，使她不成為被攻擊的對象，反

而使她能躲過鋒頭，安然地生存下去。E.細心，在

事情沒有發生以前，把它先解決掉，所以做起來很

輕鬆，這是無為。能達到這個境界，最重要的就是

女性的細心。F.溫和，男性總是龐然大物，作風粗

獷；女性卻是小巧玲瓏，稟性溫和。所以在《紅樓

夢》中，描寫男人總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泥

碰到水，自然被她的溫和所融化了。

人類文明社會的進步，曾經是以犧牲男女兩

性之間的平等為昂貴代價的。馬克思的女婿保爾．

拉法格曾經表述過馬克思的這樣一個思想，他說：

「性的劃分引到它們之間的抵抗的發生，這對抗

在加強於攫取本能的禁止上表現出來。這些禁止

已經不再帶有一般的性質，而採取局部的性的性

質，可以說階級的性質，因為正如馬克思所說，階

級鬥爭開始時表現為兩性鬥爭的形式」。[29]母系

社會的瓦解，意味著夫權制對母權制的勝利，同

時，也意味著原始公有制讓位於私有制。對此，西

蒙．德．波伏娃深有感觸地說，女性和男性，「這兩

種不同性別的人類從來沒有平等共享過這個世

界」。[30]男女兩性之間的種種對立、不平等現象，

曾引起不少西方思想家的不滿和激烈的抨擊。H．

馬爾庫塞認為，「溫順柔和、多情善感成了她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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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體的特點（或者說是被歪曲了的特點），成了她

們（被壓迫的）人性的特點。從社會的角度來看，

這些女性的質也是由資本主義的發展所決定的」。

他甚至認為，「由於『男子的原則』曾經是占統治

地位的精神力量和肉體力量，所以一個自由的社會

是對這一原則的某種否定，它將是一個女性社

會」，只不過它「不同於那種母權制形式」。[31]

在充滿男女兩性對立的社會背景下，中國古

代文化對待女性的態度出現了截然相反的分野。

與儒家鄙視女性的態度相對照，老子與道家似乎

更能夠代表東方文明的精華，因為它不僅不鄙視、

歧視女性，相反，卻大量吸取中國女性的智慧，對

女性的處世經驗加以概括和發揮，並作為一些基

本命題融合進自己的哲學思想體系。老子關於古

代社會的最高政治思想，不是別的，正是由生殖崇

拜而演化來的「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的

「玄德」。按照詹劍鋒教授的評價，「這三句話，不

僅是老子政治哲學的精義，並且是老子哲學的中

心思想，貫穿於老子的宇宙觀、人生觀和社會

觀」。[32]確實，在老子那裏，大道運行，無所不往，

萬物賴道以生，而道並不作萬物的主宰，萬物得道

以成，而道並不占萬物為已有。道的作用是生畜萬

物而不以為私有，施澤萬物而不以為惠德，領導萬

物而不作為主宰，這種作用就叫做「玄德」。老子

把「大公無私」的「玄德」運用到他的人生哲學和

政治哲學上去，主張尊道法天而貴德。他強調，聖

人的言行應以「道」為法，體「道」而行，「無為而

無不為」，在政治上應施為而不以為恩施，功成而

不以功臣自居。所謂「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

恃，功成而不居」，便是聖人之道。在老子的心目

中，聖人是道的化身，實際上可能是反映母系氏族

公社人群所推選出來的女首長。只有她們，才真正

能夠做到順自然而無容私，做到不自作、不自有、

不自恃、不自居，遵自然之道以成功。因此，中國

傳統儒家文化應當克服血緣政治或利益共同體的

局限性，放棄「性三品」和「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

於人」的社會等級與倫理等級秩序，使中國傳統文

化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從而為今天實

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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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o r a l r evo lu t i o n and c o mpar a t i ve 
philosophical thinking

Cheng Weili(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The moral revolution i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proposition. It has played an enlightening role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ideology. It has also caused 
serious reflec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ideological circle 
and has become a century-old problem that tests the 
wisdom of Chinese people. From Bergson to Nietzsche, 
from sympathetic morality to ambitious morality, the 
western moral philosophy revolution has delineated the 
theoretical trajectory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ethical 
thought, and has caused deep thinking of contemporary 
thinkers. Comparing the moral revolutions in China 
and in the West allows us to draw in-depth ideological 
inspirations, with particular regard to the meaning of 
the expansion of western learning and the Confucian 
reform movement, the establishment of moral self-
discipline, and understanding Lao Tsu’s philosophy, 
to moral revolution as well a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Keywords: sympathy morality; aspirational 
morality; Confucian reform movement;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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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常以制度效能或文化影響力為視角，討

論傳統國家轉型期的能力建設與其政治統治有效

性提升之關係，甚或是將其與傳統國家轉型期的

政治合法性之維繫與穩固相聯繫。需強調者，論

及國家能力命題時，學界既有研究常是從國家與

社會之關係維度或著眼於國際體系維度去論及國

家能力命題，並將實施對社會的統治與管理（治

理）的能力和應對他國競爭與挑戰的能力視為是

國家能力的構成性內容。而且，國家何以能有效實

施對社會的統治與管理（治理）常是既有研究的

邏輯起點。因此，若欲推動此類研究的深入不僅

需深度剖析前此兩維度間的內在聯繫，更需審視

社會危機中國家能力的微觀基礎──制度效能顯

現。尤需指出，學界既有研究還忽視近代西北賑災

實踐揭示的下述事實，即：

較大規模的自然災害演變成破壞性較強的社

近代西北賑災中的制度效能

與國家能力審視
■ 謝  亮

蘭州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社會法治

摘  要：近代西北賑災實踐凸顯了轉型期國家在社會危機時期的救濟、動員、管控和行政倫理維護能力不足。

此類能力缺陷既加劇國家的政治合法性危機，又與社會危機互動，而且，社會危機的不確定性還加速降低政治

權力管理（治理）社會的實際能力。事實上，通過對社會危機進行有機控制並實現社會秩序的再建構或維護，

本是「荒政」的主要政治統治功能。但是，此種政治行為的有效性依賴於其相應制度的效能的充分展現。這表

明，傳統抑或是現代國家有效實施對社會的統治與管理的能力皆依賴於國家體制、生產方式、文化傳統間能否

形成互動性的支撐結構，尤其是取決於生產方式中處支配地位的統治階級力量是否制度化地融入國家體制。因

為，政策供給或制度供給的有效性與政治有效性和國家能力及其政治合法性的提升密切關聯，三者在實現社會

管理（治理）總體目標的進程中是交織在一起發揮作用的。

關鍵字：災荒；荒政；制度體系；國家能力；社會危機

會危機時，曾經完備的甚或是漸趨近代化的賑災

制度體系卻何以或衰敗不堪或其效能難以顯現？

有鑑於此，拙文除將繼續豐富近代西北災荒

研究的相應內容外，亦將在史實的敘述中試圖論

證下述問題，即：

中國傳統政治競爭制度設計雖以「賢能居

位」為其價值基礎和效能基礎，而且，「能者」居位

及其制度體系的功能有效發揮，不僅有助於提升

國家政治行為的效能，亦能穩固國家的政治合法

性。但是，國家有效實施對社會的統治與管理（治

理）的能力依賴於相應官僚體制、生產方式、文化

傳統之間體系性互動結構的支撐。尤在應對社會

危機時，國家更應提升其救濟、動員、管控和維護

行政倫理的能力。這一切又皆取決於生產方式中

處支配地位的統治階級的力量，能否被制度化地

融入國家（官僚）體制。若此，中國傳統荒政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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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效能能否顯現亦應常是前述邏輯的展開。需說

明者，拙文所言國家能力即主要是指國家應對社

會危機時的救濟、動員、管控危機和維護行政倫理

的能力。

一、完備荒政制度與國家政治合法

性穩固

及時並正確應對災荒及其引發的社會危機常

是傳統或現代國家提升政治統治或政治治理效能

的重要內容，亦是國家能力的構成性內容。因此，

「荒政」實踐亦常是傳統國家的公共行政管理中

的重要內容。而且，在中國，荒政的政治倫理自其

始便在天災與人事之間建構了直接聯繫，故，荒政

效能提升亦與國家的政治合法性穩固具有內在關

聯性。如《中庸》即言：

「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

孽」。《尚書‧湯誓》：「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漢

儒董仲舒更以系統化理論化的「災異天譴」說闡釋

國家的政治正當性和合法性命題。例如，在「災

害、怪異、傷敗」三個層次，他認為：「國家將有失

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遣告之；不知自省，又

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所以

「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國家之失乃始萌

芽，而天出災害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以

怪異驚駭之；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殆咎乃至。以

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1]即便至近代，此

內在關聯性依然是政治語境中的核心表達內容之

一。

例如，孫中山指斥普遍而系統的貪污常是中

國災荒頻發且成社會危機的根因之一，即是在對

政治有效性的追問中拷問國家之政治合法性。[2]

此種拷問的學理意義即在於，它是在藉此追問，社

會危機中國家能力何以顯現？國家能力不足之原

因何在？其挑戰又何在？此類追問亦皆與政治有

效性命題之審視相關。

中國歷代統治者重視臨災賑濟是自古已然。

國家亦為此而建立了一整套災害救濟和保障體系，

即「救荒之法」。其「法不一，……臨政者辨別而行

之」。[3]至近代之前，其法亦較完備，國家辦賑組織

亦較嚴密，甚或可謂是「身之所不至而心至之，心

之所不至而法已至之。庶幾弊無萌生，澤可下究

耳」。[4]而且，荒政運行機制及其「績效」考核制度

體系不僅被國家建立，亦是其官僚體系常態化運

行中的「重要內容」。基於此，它可實現傳統荒政

政策的穩定性、連續性及其相對有效性，從而能相

對穩定地為國家應對社會危機提供制度支援。

例如，從周至清，「凡荒政十有二：一曰備；二

曰除孽；三曰救災；四曰發賑；五曰減糶；六曰出

貸；七曰蠲賦；八曰緩徵；九曰通商；十曰勸輸；十

有一曰興工築；十有二曰集流亡」。[5]前此十二項舉

措基本囊括歷代荒政的主要內容，是國家對荒政

實行相對的專業管理並劃分專業責任的基礎。它

似乎隱含如下樸素的政治效能意識，即以工具性

和價值中立為代價而求得並保持公共行政自身的

相對穩定，從而既增強政府管理能力又實現傳統

政治倫理與行政效率之間的微妙平衡。

據史而論，中國傳統「荒政」，「肇端於先秦，

初步發展於漢魏，成熟於隋唐兩宋，至元明為其鼎

盛，清代則是中國歷代荒政集歷史之大成，舉凡古

代賑饑濟貧之術，靡不畢舉」。[6]並且，在清代，其

相關內容被載入《大清會典》、《大清律例》及《戶

部則例》等律書。這都表明荒政已實現傳統意義

上的知識化、制度化和法制化發展。此類法律化、

制度化及其嚴密組織在本質上應主要是基於具體

行政效率考究的技術性設計。尤需強調者，如此完

備之程式和做派即是「國家」意在提升荒政效能，

維繫相應的政治倫理。它既能提升傳統政治統治

的有效性，又在客觀上能助益於國家政治合法性

之穩固。而且，如此完備之程式和做派亦因必須建

基於較完備的制度體系建構。因此，在應對社會危

機時，為穩定和維護「秩序」，國家必須具備較強

的救濟、動員、管控危機和行政倫理的維繫和建構

的能力。

在近代，中國傳統荒政受內外因素之刺激而

漸趨近代化──如荒政法令體系的近代轉型，賑

災機構的專業化的推進，以及諸如救災準備金等

制度建設。儘管，舊政治體系漸趨解體和新舊政

治體系轉換中的衝突頻發以及社會重組之迭加亦

時常毀損荒政效能提升的前提。近代西北賑災實

踐亦循此軌跡而行。這些亦皆與「政治有效性」的



社
會
法
治

謝 

亮
：
近
代
西
北
賑
災
中
的
制
度
效
能
與
國
家
能
力
審
視

８３

實現與否相關。而且，荒政效能缺失既根因於政

治有效性不足，亦再次加劇國家的政治合法性危

機。

最顯見者：國家能力下降，法令效能不彰，使

國家已不能有效地促進荒政效能顯現。尤其是，

當災荒爆發並演化成社會危機時，國家的救濟、動

員、管控危機和行政倫理維繫的能力不足更是客

觀事實。依學理而論，此類事實確與政治有效性

命題相關聯。

這或即如利譜塞特所言：「有效性是指實際

的政績，即該制度在大多數人民及勢力集團的大

商業或軍隊眼中能滿足政府基本功能的程度」。
[7]於此，阿拉嘎帕則強調，有效性是政治權力在為

提高共同體和集體利益時的有效運作。與此類似，

獲取戰爭勝利、實現國家繁榮、社會安定和秩序亦

被作為一種成就性偏好，亦被弗裡德里奇視為是

審視政治有效性的重要標準。

綜上，基於對政治權力治理社會或政治統治

之實際能力和業績的審視，以政治有效性為視角，

筆者想強調，近代西北賑災中顯現的制度效能不

足問題不僅加劇國家的政治合法性危機，亦與社

會危機形成廣泛的互動關係。而且，相較於學界過

往對政治有效性的討論多注目於「不斷的經濟發

展」、「政績合法性」以及「成就偏好」[8]，它更說

明社會危機管理（治理）中，制度效能是否能充分

顯現不僅是型構國家實際的統治（管理）能力的

關鍵基礎，更是審視政治有效性的重要維度之

一。這亦是中國傳統社會管理（治理）中的偏好─

─滿足政府基本功能──的再次顯現。此偏好與

「賢能居位」的政治制度設計具有內在的契合性，

亦是審視中國語境中政治合法性命題必需加以關

注的歷史維度。近代西北賑災實踐凸顯的國家救

濟、動員、管控危機和行政倫理維護能力不足問題

亦為審視國家統治和治理能力命題提供了史實支

援。

二、人口、物資的巨大損失與國家

賑災制度的效能散失

在災荒爆發之際，國家常通過完備的賑災行

政程式報災、勘災，實行發賑、減糶、出貸、蠲賦、

緩徵、通商、勸輸、工築（即工賑）、集流亡等制度

性舉措以圖救濟災民，助其恢復生產，穩定物價，

減少財產損失，從而維繫秩序「穩定」。但是，這

一切皆取決於國家和社會的財力是否豐富，較完

備的倉儲、工賑等制度的效能發揮，以及國家和社

會有能力促進勸輸、通商和鼓勵民間主動「集流

亡」等制度的實施。這更說明，無論是在傳統抑或

是現代社會，社會管理或治理之目標實現程度與

相應顯性或隱性制度的效能實現程度成正比。但

是，近代西北災荒爆發之際出現大量的人口、物

資損失，既是國家救濟能力不足的反映，亦更說明

其賑災制度體系的效能正在散失。例如：

1865年，「蘭州旱，民大饑，鬥粟銀七八兩，

餓殍載道，人相食」。1888年春，蘭州府之皋蘭縣

遇大旱，自正月至五月未下滴雨。「民大饑，人相

食，死者無數。饑民將死屍食殆盡」。[9]

丁戊奇荒中，其慘像可謂是物質損失奇重，餓

殍載道，道殣相望。陝西同州，「牛馬多殺，食雞、

豬、貓、犬殆盡，捕鳩鵲，掘鼠兔，取斷爛皮繩、鞋

底、廢皮浸煮醯糟，和為粥，或棄瓜蒂菜須，塵土

中亦取以啖，繩頭、破布、灰炭皆強吞嚼，雖食賑

者十余萬人，而拯救所未能及者仍道瑾相望焉」。
[10]

1920年海原大地震，造成約25萬人死亡[11]，

受災人口達342,798人[12]。重災區蘭州於數月內，

先後震100多次，震塌房屋、土窟8,000餘間，城牆

震塌18處，壓死牲畜8,000餘頭，民死亡人數達

3,000餘人[13]。「所遺災民，無衣無食無住，流離慘

狀，目不忍睹，耳不忍聞。人多倚火炕取暖，衣被素

薄，一旦失所，復值嚴寒大風，忍凍忍饑，瑟縮露

宿，匍匐撫傷，哭聲遍野，不傷餓殍，亦將僵斃，牲

畜死亡散失，狼狗亦群出噬人」。[14]華北救災協會

刊發的《救災週刊》第18期載文《甘肅被震各縣災

情略表》，統計甘肅62個縣共死亡266,187人。於

此，《晨報》（1921.9.15）的統計數是死亡246,000

人。此次地震的人口死亡率高達每分鐘15,000-

30,000人[15]。

1921年固原地震和吳忠、靈武地震兩次共造

成約26,000人死亡。1927年的武威、古浪地震造成

40,000人死亡[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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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1930年陝甘再遇大旱災。傳教士記載，

僅蘭州一地，每日餓死者達300人；在岷縣，居民絕

食或缺種子者十有八九，甚至以嬰兒烹食充饑，其

最慘者日餓死數千人。《民國日報》記載，遭災之

地，「道上有餓斃者甫行僕地，即被人碎割，血肉

狼籍，目不忍睹。甚至刨墓掘屍割烈煮食，厥狀尤

慘」[17]。因餓死饑民太多，在蘭州，人們即用大車

投送災民屍體入黃河。而且，轅門前有人賣人肉包

子的事，是因吃的人從中發現小孩指甲才被揭穿
[18]。1930年春，甘肅榆中遭山洪，靖遠遭黑霜，永

登、永靖、定西等地，五色怪鼠摧損田地，莊稼遭

殃，猩紅熱、喉痧等傳染病發生、流行，「死亡者達

五六十萬人」[19]──學界對此資料的準確性雖存

疑，但災民大量死亡是事實。

此外，每遇災荒，官府除移粟就民外，亦常會

有組織地將災民向無災地區遷移就食。逃荒亦常

是災民求存的方式之一。1928-1930年的陝甘大旱

災中，甘肅有百萬災民自發逃荒。例如，寧縣和環

縣逃荒人口占其總人口之 比分別高達19%、

31.3%。[20]但是，政府卻不再進行組織而是任其自

行流動。此間，災民除盲目流向新疆、內蒙，其餘多

是在甘寧青之間遊動，未逃離災荒之區。如是次災

荒中，遭受兵災和旱災的雙重影響且疫情較重的

隴西災民流徙至青海東部，此區的民和、樂都等縣

卻亦因遭旱災而無力容納。而且，死於饑餓和瘟疫

的災民亦多是流入災民。

綜上事實表明，在近代西北，賑災制度體系的

效能正在散失，尤其是諸如社倉、工賑等的制度功

能已散失。這導致國家無物資可行賑濟、平抑物

價、助農民恢復生產，或行工賑。於此現象，甘肅

名紳劉爾炘在重建豐黎社倉時曾言：

「今則環顧四方，從全隴六十七縣中問向之，

常平義社各倉蓋十無一二焉，其一二僅存者大抵亦

徒擁空名更無實際」。[21]於此，這更需討論與之關

聯的動員、社會危機機管控及行政倫理維護等問

題。

三、國家救助、動員能力不足與賑

災制度的效能散失

於傳統國家的社會動員能力雖不可高估，但

此能力卻是其克服災荒等社會危機的重要憑藉。

如賑災時，為動員富紳與國家合力共克危機，國家

亦常褒獎積極賑災的富紳。於事蹟顯著者，國家甚

至亦會予其「爵位」頭銜以示表揚。時至民國，此

類舉措依然為國家法令彰顯。再如，在歷史時期，

此類舉措中堪稱典型者當是荒年「勸分」。它又稱

勸糶，即指國家於災荒年間勸諭有力之家無償賑

濟貧乏，或使富戶減價出糶所積米穀以慧貧者的

做法。[22]國家於此種社會動員雖本應強調自願，但

實際常有強制。而且，此類做法又尤其需要高官、

富紳或賢士倡導。如左宗棠主政閩、浙和西北期

間，既倡 行捐贈又 強制進行勸分。同治二年

（1863），因閩、浙災情，左宗棠將「所得養廉銀除

寄家用二佰金以外，悉以賑民」。[23]次年（1864），

他又將萬兩薪俸充作賑銀。1877年陝甘受大災，左

宗棠再度捐薪萬兩。但是，其「勸捐」或「勒捐」則

確因屬於逼令富紳捐賑卻成效不顯。

於此，他在與友人之通訊中即憤然感言：「陝

西紳富足救陝饑而有餘，無如其鏗鄙何？恐非勒令

承捐不可！弟已行章奏，明知廷意殆不謂然，然不

可不使其有所憚也」。[24]為懲一儆百，他曾主張嚴

懲部分紳士富戶。

制度性地引導和鼓勵社會力量參與賑災是國

家社會動員能力的構成性內容之一。這也表明，在

社會危機的治理中，國家（政府）亦會因自身某些

能力不濟而將部分公共事務的管理或治理權讓渡

給民間社會。在近代西北，非國家動員的民間力量

──尤其是華洋義賑會這類新型民間力量自發地

廣泛介入賑災事務。

這即有助於彌補國家制度性地社會資源動員

能力不足的缺陷。例如：

1921年甘肅震災爆發。是年5月，柴春霖等與

統一救災會幹事美國人赫約翰，及在甘的一些天

主教傳教士等成立蘭州震災華洋救濟會(後即為甘

肅華洋義賑會)，投入大量人力和大筆賑款進行賑

災。[25]其間，「工賑施賑，最為華洋義賑會所採用，

且側重工賑，非於萬不得己時，不辦施賑」。[26]義

賑會設工賑處，均「用災民為役，俾資就食」，「用

款共十萬元有奇」。[27]

1928年甘肅大旱，華洋義賑會在皋蘭榆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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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華洋義賑會甘肅工賑築路統計（1921-1931年）（單位：英里、元）

地點 長度 用款 地點 長度 用款

定西 15 12,500 甘草店 10 31,910

朱家井 7 7,680 蘭州至河州 50 58,000

崖渠川 7 10,850 連大溝 7 6,758

狄道 23 54,486 平番 10 10,903

永靖至賣家集 50 75,000 會寧至清涼山 10 25,500

資料來源：中國華洋義販救災總會叢刊甲種第39號：《華洋賑團工賑成績概要》第五集，1934年，第18頁。

縣行工賑，又以疫病盛行，施濟藥餌。[28]而且，其賑

災雖以工賑為主，亦多有急賑。例如，1928年華洋

義賑會派傳教士到秦安縣散放賑濟款3000元；
[29]1929年，華洋義賑會捐洋1820元，由天主教牧師

在武威散放急賑；戴牧師在甘穀散放急賑洋8000

元，並在災區發放衣服2697件。[30]

總之，1921-1931年間，華洋義賑會在甘肅多

有賑濟（見表1）。這亦是自發性的民間力量彌補

國家能力不足之事實凸顯──時代因素影響之下

更增添了外洋色彩。

此外，如蘭州益社、蘭州善濟堂、世界紅十字

會蘭州分會、天水義賑會等慈善團體雖非受國家

動員所驅卻亦自發參與賑災。例如，前述甘肅震災

爆發時，因饑民遍地，蘭州善濟堂於1922年舊曆10

月1日至次年舊曆2月10日設粥廠，舉辦施粥活動。

而且，一些官紳或名士同樣雖非受國家動員所驅

卻亦自發捐獻財物，組織賑災團體進行賑災。

據載，1926年，「（甘肅──引者注）時以戰

事，官紳倡議募捐設紅十字會，任掩骨及防疫事。

戰役旋平而皋蘭榆中洮沙等處人多流離，遂放急

賑兼辦平糶，又靖遠縣喉瘟盛行，遣員施醫救治。

前後用洋一萬四千一百餘元」。[31]1927年武威大地

震後，紳士李鼎超聯合其他人士籌設賑災善後

會。[32]1928年清水縣縣長周順吉會同張家川鎮和

清水縣城紳士馬元超、閻同豐等成立了清水縣救

災急賑委員會，募捐賑洋5,900余元，閻同豐捐秋

糧30石。[33]需強調者，總體而論，近代中國的民間

賑災力量不僅弱小且呈現出分散性，其賑災參與

深度亦不可高估。這也與國家的社會動員能力的

強弱變化相關。近代西北於此尤甚。以1921年甘肅

震災為例：

1921年甘肅地震災害慘烈，但是，國家賑災的

社會動員能力弱化，其賑災作為亦令民眾心寒。例

如，旅京甘籍人士同年2月24日在《中國民報》撰文

憤言甘肅承擔國家租稅，但人民遭此大劫之際，北

京政府不邀並顧兼和籌之余惠，既拂與情，亦不人

道。屈於輿情壓力，北京政府為賑災雖亦有政策頒

佈，但其行為又被視為似乎僅是姿態展現而已。因

為，此次賑災中，除徐世昌以個人名義捐銀一萬，

北京政府已弱化的社會資源動員能力使其所頒政

策多是虛文，難以實行。

另一方面，災情爆發時，《晨報》報導稱民眾

亦立即呼籲甘肅地方政府應設立籌賑公所，倡捐

集募，並提公款急辦氈衣，分發倉糧；令災情較重

各縣截留應解款項，立辦急賑；令各鎮道集款分

發。但是，此期督甘的張廣建卻言甘肅是「惟錢荒

力細，拯救難周」。[34]事實上，除前述舉措外，甘肅

地方政府對於此次賑災惟有向中央政府求助，即

希望北京速發帑銀，申請令將甘肅郵電因賑加費，

管理二成俸費再加一層截留充捐，申請令將鹽稅、

煙酒稅及印花稅暫行劃撥甘肅用於急賑。據實而

論，甘肅地方政府的此次賑災動員亦可謂是盡其

努力，但其力也僅限於此！

面對國家的資源動員能力不足，為賑濟同鄉

災黎，「旅京甘肅同鄉首先在京成立甘肅震災救濟

會，向各省長官公團及各種賑災團體發出募捐通

電。隨後各地甘籍人士紛紛成立旅京隴右公賑會，

旅滬肅震災救濟會、日本東京同鄉會等救濟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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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固原紳士祁瑞亭捐黃米1萬斤，張福捐小麥、豆

子1萬斤，平涼鎮守使捐贈鍋盔(大餅)3,000斤。[38]

出現此種情形是根因於地方經濟落後，工商業不

發達。其所折射者則是國家和社會體系性的資源

動員能力較弱。

此次賑災還表明，因國家（政府）作用缺失，

弱小之民間賑災力量有其客觀限度。因為，此次受

災的50多個縣中，只有受災較重的30個縣及地區

受到賑濟。賑銀亦屬零星散放（見表3）。其原因即

在於各地捐款匯入時間不一，每筆捐款數目小，籌

賑處「只好擇災情尤重者提前散放，……其他被災

稍輕者，雖望賑甚殷而無法普及」。[39]

除直接散放錢糧外，及時實施工賑亦更能透

募捐錢款以幫助震災救濟，同時電請士紳劉爾忻

出面組織甘肅震災籌賑處辦理賑濟」。[35]甘肅省

政府亦將賑務交由劉爾炘等地方士紳辦理。政府

將全省統捐煙酒均加一成賑捐，以及將在上海、北

京等地的辦賑獎券亦被作為士紳辦賑的賑款補

助。[36]籌賑處散放各處急賑款「因款項無多，不便

派員，皆系發交各縣知事辦理，將其散放情形呈報

在案」。其後，對此類事務的辦理，籌賑處每縣派

兩名紳士「遍歷災區，親查親放」，同時造好「散

放表冊，受賑人員皆有手押」。[37]需說明者，籌賑

處賑款基本是甘肅旅外人士及各省的捐款，政府

投入及本省捐款少。（見表2）本地士紳多是捐糧。

表 2：1921 年甘肅震災籌賑處的資金來源表（單位：兩）

捐款者 數目 捐款者 數目

徐世昌 7,100 北京賑務處 14,200

華北救災協會 7,100 漢口慈善會 712

浙江省 356 廣西省 507.15

黑龍江省 710 吉林義賑會 2,130

新疆省 33,102.6 四川陝甘公所 50.18

山西代縣 213.6 熱察綏巡閱使王 710

杭州督軍盧省長 356 旅滬震災救濟會 99.4

日本同鄉會 699.23 旅京震災救濟會 24,950.647

旅京隴右公賑會 23,869.03 駐京甘肅賑款經理處 62,453.285

上海甘肅獎券局 74,493.1 本省統捐附收一成賑捐 25,065

本省煙酒附收一成賑捐 12,584.42 本省各界捐款 5,402.9025

資料來源：劉爾炘《辛壬振災記》，甘肅省救災聯合會編《辛酉聯合會來往電鎬》。

      另見付國鋒《20世紀20年代甘肅災荒救濟》蘭州大學未刊碩士論文，2006年，第36頁。

說明：本表統計數字為蘭平現銀數目，合計296,864.5445兩。 

  另，共收到蘭平銀票4,868.2兩，錢594串713文。蘭平現銀與大洋的換算比例為0.71兩=1元。

視國家的救助和社會動員能力於災荒賑濟的重要

性。因為，此類活動不僅需國家以較富足的財物作

保障以組織和實施工賑，更需國家與民間組織合

力共濟。但是，1920年甘肅震災後的工賑亦主要是

依賴民間力量所為。此次工賑「由本處（籌賑處）

遴委公正老成能耐勞苦紳士，每縣系二員，攜款前

往專任監修之責」，並「函請督軍、省長分行各該

縣軍隊、知事對於工程有關事件切實贊助保護」，

最終使工程「工堅料實，按期完竣，款不虛糜」。[40]

再如，甘肅豐黎社倉的成功創辦也是依賴民紳劉

爾炘等所為。其時，「今則環 顧四方，從全隴

六十七縣中問向之，常平義社各倉蓋十無一二焉，

其一二僅存者大抵亦徒擁空名更無實際，而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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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惟日不足預指用途以取之於民者，往往又寅支

卯糧，此餘之所為休目驚心，不寒而慄，決計節款

設倉之所由來也」。[41]所以，「茲既有新款用設專

倉，因將舊款概歸實業待行社，改義倉曰豐黎社

倉。因其廒以資儲蓄，又慮之不能恢擴也，擇官園

廢倉之破敗者，商之官家劃分修建用為外倉，規劃

既定，意在推之全隴」。[42]1926年豐黎社倉交由省

政府接管，劉爾炘仍為社正。

另需指出，隨著國家能力的整體性下降，其他

防災舉措如興修水利、治理河患、倉儲制度、加強

氣象監測和建立雨雪禾麥的收成分數和糧價呈報

制度等的實際功亦難展現甚或是漸趨喪失。它們

又加劇了國家面對社會危機時的動員能力不足問

題。

四、秩序維護能力下降與賑災制度

的效能散失

災荒常易導致社會秩序整體失範。在災荒爆

發之際，穩定的社會秩序是國家以其高效的社會

管控能力為社會提供的必備的公共產品。但是，

當近代西北災荒頻發之時，國家（政府）卻長期於

此應對無力，社會秩序失範亦隨之加劇。而且，此

間，國家能力下降亦是一長期性的過程。例如，長

表3：甘肅籌賑處散放賑銀數目表（單位：兩）

縣別 數目 縣別 數目 縣別 數目 縣別 數目

武都 5,500 定西 5,000 平番 5,099.84 皋蘭榆中 5,821

西和 4,500 海原 4,185.2 固原 3,814.8 文縣 5,000

隆德 4,000 靜寧 4,000 會寧 3,500 禮縣 3,500

徽縣 3,500 天水 3,500 成縣 3,500 大通 3,000

碾伯 3,000 靖遠 2,500 兩當 2,500 通渭 2,000

平番所屬 

連城、紅城子
2,100

伏羌及所屬 

何家山
2,030 西固 1,300 狄道 760

平涼 1,000 莊浪 1,000 撫彝 100 永昌 100

古浪 100 武威 100

資料來源：劉爾炘《辛壬振災記》，另見付國鋒：《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甘肅的災荒救濟》，蘭州大學未刊碩士 

    論文，2006年，第37頁。

說明：本表統計數目合計，共蘭平現銀86,010.84兩。

期的匪患縱生和區域性的治安惡化及風俗敗壞就

是前此過程的具體折射。

因為饑民「是不死於溝壑，勢將死於鋒刃」。
[43]「平原無獲，僅高山稍收，勢已不支，兼以外來

饑民交訌，人心洶洶」。[44]於此，阿拉嘎帕所言的政

治有效性不足之現象被再次印證，即政治權力不

能再為提高共同體和集體利益而進行有效運作。

因此，災荒爆發之際，官府憂慮因災聚眾而致社會

暴動，尤在迫近輦轂的廣大災區，不勝枚舉之鬧荒

事件使其朝不保夕之感覺愈加強烈。這甚至使一

些官員感言，「值哀鴻遍野，句結甚易，萬一辦理

失宜，必至蔓延為患」。[45]所以，傳統荒政實踐中，

拿捏刑律條款以懲戒鬧事饑民不僅是維持社會秩

序所需，更是一門政治「技術」。被奉為救荒圭臬

的《周禮》十二荒政，即有緩刑和除盜。其中，「緩

刑」既是「表演」求得上蒼庇佑之政治儀式，又是

通過緩和社會矛盾以求管控危機和尋獲安定秩

序。此即所謂「凶年犯刑，緩縱之」，「蓋民迫於饑

寒，不幸有過失，緩其刑罰，所以哀矜之也，」[46]但

同時，以刑名重典治盜又維護社會秩序之舉措所

必需。因此，傳統的荒政實踐常強調：

在災荒之際官府首應先發佈文告，禁止劫

奪；對一旦因災為盜者，則應嚴懲首惡，斷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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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息之政；要求地方官毋使養癰成患，又不得操之

過蹙，激成事端。

在近代西北，長期性的匪患縱生和區域性的

治安惡化雖肇因萬端，但災荒必是其根因之一。

受制於國家能力不足，官府亦時常焦慮災荒之際

社會治安惡化。此種焦慮亦確有其事實依據。如丁

戊奇荒之巨祲奇災中，饑民鋌而走險、搶糧傷人、

襲擊官府者所在多是。據載，陝西同州府1877年饑

民鬧災事件中，府屬「大荔、蒲城等處搶糧傷人之

案遞出，韓城之白馬川，聚人數千，游勇土匪，互相

煽亂，並有軍械旗幟」。[47]成群饑民扛「王法難犯，

饑餓難當」之八字旗幟，攔路糾搶，希圖一飽。[48]

《同州府志》記載了此事件之經過。

其中：6月，「韓、郃饑民倡亂」，陝西巡撫譚

鍾麟派兵彈壓，韓城知縣王朝鉁「獲其魁著誅

之」。7月26日，蒲城縣「刀匪作亂」，焚燒縣署，戕

殺知縣黃傳紳，譚鍾麟再派兵丁通緝，並重委李世

瑛為知縣，「捕匪首張大娃同抖化兒等數十人，鎮

於法」。10月，「時郡城舉行團練，方平糧價，日市

出城二百余石，而居民仍苦無糧可買，街市填壅，

痛哭喧怒，洶洶欲亂，乃弛定價之禁，禁豪儈之遏

糴者，於是出城糧漸少，進城者日一二百石，人心稍

定，夥劫者派勇往捕，立致重典，其風始息」。[49]

近代西北匪患持續且廣泛，社會風俗惡化，其

一關鍵原因即多與因災而起相關。如甘肅之靈台，

「地尤偏僻，人民素稱安分。革命後十年當中人民

安居樂業，地方安謐，無事，因有古『桃花源』之

稱」。[50]但災荒頻發之際卻是「凶歲饑饑年，下民

無畏死之心」。[51]靈台亦可謂「桃花源」不在，不僅

「父子夫妻多不相顧，人言嘖嘖，習非成是風俗，涼

薄一至於斯，是人心世道之憂也」。[52]

而且，天災與人禍併發之際，為圖生存，災民

常鋌而走險。如在甘肅，他們常進行暴動、搶糧、

吃大戶，嘯聚山林為匪為盜，所以，甘肅「匪氛之

盛，恐怕甲於全國」。[53]而且，「匪過之後，居民廬

舍，全為灰燼，財物劫掠一空，往往食僅可以隔

宿，匪至則悉為劫去，貧民住屋數椽，匪至半椽無

存。故匪過之後絕食者有之，無所歸宿者有之，其

困苦之況，實難盡述」。[54]再如，1928年，馮玉祥之

國民軍與回族軍閥發生紛爭，使甘肅河涼事變爆

發。其後續影響則是使甘肅再次匪患遍地。「此次

匪患，騷擾遍佈全省，為時四五年，殺人逾數十

萬，財物損失無算」。[55]事實上，近代甘肅受天災、

兵禍、匪禍交相蹂躪。其中，僅1928-1930年陝甘大

早災中，甘肅有54縣深受匪患之害。土匪所過之

地，「菁華之城池成滿目荒涼之焦土」。[56]於此，天

津《大公報》載文籲求政府當力行賑災，「勿逼人

民以為匪」，「勿棄民於匪」。[57]國家管控社會危

機的能力之衰降由此亦可管中窺豹。

而且，人口買賣，尤其是婦女買賣猖獗，匪患

縱生以及人相食，不僅反映災荒慘景，更能折射社

會秩序失範與國家能力下降之互動關係。

潘光旦言：「二千年來，賣兒鬻女，尤其是鬻

女，早就成為過渡荒年的一個公認的方法」。「荒

年來了，家裏的老一輩便向全家打量一過，最後便

決定說，要是媳婦中間最年輕貌美的一個和聰明

伶俐的十一歲的小姑娘肯出賣的話，得來的代價

就可以養活其餘的大小口子，可以敷衍過災情的

時期」。[58]丁戊奇荒中，陝西西商水縣「餓殍載道，

（商水）西北一帶避荒鬻婦女者無數」。[59]醴泉縣

「樹皮草根剝取盡矣，犬牛雀鼠搜食空矣，壯者

逃，老者死，婦女孩提非鬻之於人，即委之於地」。
[60]而且，伴隨災情加深的是女子身價日益低廉。陝

西同州府「賣婦女有一二百錢者，有一二餅易之

者」。[61]大荔縣是「紛紛餓殍滿街衢，婦女逢人便

自鬻」之慘景。[62]1928-1930年陝甘大旱災後，1934

年，張恨水西北遊歷，途途徑隴東、蘭州、河西，其

長篇小說《燕歸來》開篇即言竹枝詞三首，痛陳此

等人間慘景。

其三即是：「死聚生離怎兩全，賣兒賣女豈徒

然。武威人市便宜甚，十歲娃娃十塊錢」。[63]

綜上史實凸顯了國家面對社會危機時的管控

能力不足，亦加劇社會秩序整體性的失範。此種能

力不足亦與官僚體系的行政倫理秉持能力下降緊

密關聯。

五、行政倫理維護能力衰降與國家

賑災制度的效能散失

客觀而論，迫於穩定社會之需，國家在荒政

實踐中亦想有所作為。而且，社會變遷加速對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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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提升既帶來新挑戰，又為其能力提升增添了

新因素。在近代中國，國家災荒賑濟機構的專門化

和專業化，災荒賑濟的實施與管理的法制化、程式

化等近代化因素已有相當發展，但是，官僚隊伍體

系性的行政倫理鬆弛，不僅限制前此近代化因素

在災荒賑濟中發揮自身作用，亦更使國家能力不

足這一問題被再次凸顯。

如就專門職責倫理履行而論，民國北京政府

時期，國家自於1912年就已設專門機構管理災荒

救濟事務。其中，中央由內務部（後改為內政部）

下設的民政司管理賑恤、救濟、慈善等事務；各

省由政務廳兼管救濟；道、縣都由內務科來負責。

1920年，北京政府專設賑務處──附設於內政部

──後又提升其許可權和規格，專門統一管理全

國賑務。在地方，陝甘等西北諸省的救災工作先

後由內務司、政務廳主管。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國

民政府除承續前述做派之外，還常因災而專設特

別委員會，以及因賑災而專設救荒準備金制度等。

例如，為應對1928-1930年的北方大早災，國民政

府即專設豫陝甘賑災委員會。該委員會在1929年4

月30日歸入由馮玉祥任主席的全國賑災委員會管

理。該會曾向甘肅撥賑款373,980.82元。

但是，行政體系的能力不足和官僚隊伍體系

性的行政倫理鬆弛，使國家賑災能力加速下降仍

是普遍事實。例如，甘肅省籌賑處即被幾度更設。

其中，甘肅籌賑處於1920年底仍屬民辦。該處工

作由劉爾忻等民間紳士辦理。再如，因政府賑災

反應遲緩，1928-1930年陝甘大旱時，甘肅籌賑會

亦先由王烜等人辦理，並在各縣設賑務分會。1929

年，籌賑會才由甘肅省政府接辦，被更名為賑務

會。同時，甘肅省府命王烜任主席，並令賑務會兼

理甘肅省豐黎社倉。

事實上，20年代甘肅災荒頻發時，在馮玉祥

率國民軍入駐的短暫穩定期之外，深陷「爭督風

潮」的甘肅各派勢力卻是不理荒政，漠視民瘼。如

1920年甘肅震災爆發時，甘督張廣建和議長王世

相代表全省官、紳、民雖緊急求助中央政府，通電

全國籲求救援，但除此之外其實際賑災效能卻有

限。而且，「爭督風潮結束，各鎮回漢軍閥擁兵割

據，各自為政，就地任免官吏，截留稅款，私設稅

卡，強攤浮收，有增無減，而甘肅省政府也無可奈

何，使本來就十分困苦的甘肅人民生活更加惡

化」。[64]

地方政府或把持地方政權之政治勢力基於財

稅或其他政治、經濟私利而強迫農民種植鴉片事

例，更能透視國家（政府）行政倫理廢弛何以既加

劇國家合法性危機，又與國家能力下降形成互動。

以民國時期甘肅的鴉片煙禍為例：協餉斷後，

甘肅財稅是入不敷出。基於財稅增收的考慮，甘肅

各級地方政府對鴉片種植雖明言禁止卻又暗自縱

容。其中，張廣建督甘期間（1912-1920年），其雖

承舊制而令禁種鴉片，但卻不禁運、禁售和禁食。

此舉使甘肅市場的煙價曾暴增至「以白金易一兩，

須十倍其價，與十年前之金價同」，但政府卻「在

各販運地設卡收稅，以辟財源」。 [65]後繼之陸洪

濤，即使面對震災影響甚巨和甘肅稅源匱乏這一

實際，他卻仍為財稅增收和籌措軍費，「乃大開煙

禁，許各縣廣種鴉片，按畝徵收罰款，及四、五月間

查煙苗，不委員禁煙，專委員守提畝款」。[66]

不僅如此，其所頒政策甚至規定，對農民不

種鴉片之農田徵收更多銀兩，名曰「懶捐」。甘肅

各地大小軍閥亦以此效尤，1921年後，甘肅遍種鴉

片。至1925年時，甘肅全省鴉片種植面積竟達50萬

畝，年產煙土達1.5萬擔。[67]其時的甘肅，「在該省

的東北部，通過該省中部直到平涼和省會蘭州，以

及遍及該省西北部，直到安西以外的戈壁邊境，種

鴉片的規模已大大地增加」。[68]「出（平番城）關

外，沿莊浪河東岸……然麥田僅十分之三四，而甘

人所謂花花子者(即罌粟)幾占十分之六七，紅城驛

附近尤多」。[69]「四十裏響水子（今榆中縣境內─

引者注）所有可耕之地，幾乎全種花子，可痛也！

蘭州鬥價現己漲至八兩(鬥量較甘涼為大)，以此情

形蔔之，秋後殆無低落希望矣」。[70]另如靖遠，農

田肥沃，靠近黃河，水源便捷，是甘肅種煙條件最

好之地。是時，靖遠全縣耕地之一半達12萬畝，全

種鴉片，年產煙土600萬兩。1921-1924年，靖遠鴉

片罰沒款項分別暴增至18萬、24萬、36萬、50萬。

其中，高峰的1924年，靖遠鴉片罰沒款項是1921年

的近3倍。[71]

即便如馮玉祥這類風雲際會之人物，在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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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軍主政甘肅期間，基於財政增收所需，除極

盡收刮外，他於鴉片煙毒雖表面禁之，卻實際仍把

徵收煙稅作為其籌措軍餉的大宗來源。在其治下，

「鴉片種子，由當局分給或賤價出售，凡屬農民，

均需播種」。[72]更為甚者，政府不據田畝實征煙稅

卻行攤派，且派款屢增，往往煙田愈少者所攤之稅

捐卻愈多。農戶因煙稅奇重不種鴉片，政府則強令

全縣平均負擔，課派浮收，反倍於正額。強逼之

中，農戶常棄糧不種而慘澹經營鴉片，「讓它好好

的抽苗，好好的開花，豐豐實實的收些煙土，賣得

高高的價錢，拿它完了稅，付了捐，還了債，還要多

少剩餘一點，來對付一家人過日子」。[73]

綜上可知，包括陝甘在內的近代西北，鴉片煙

禍為烈多屬人禍。官僚體系整體性的行政/治倫理

鬆弛常是出現此種人禍的關鍵原因。此期甘肅的

此類人禍中，農民非理性逐利行為雖似乎可被「責

備」，但是，在如此惡劣的「政治」境遇中，農戶若

拒種鴉片則必需交納「懶款」8-15元。他們常「為

環境所迫，不得不爾。如土地一畝，種大煙年收入

七八十兩，可換大洋三四十元，除煙捐二十元外，

尚可餘半數，一家生計，勉強維持。苟種麥穀，則

每畝僅有三四鬥之收成，最多易洋一二十元，以之

納捐，尚虞不足，全家數口之生計，將更無所出。

非甘心種毒物」。[74]鴉片之種植，需要多量水份之

土地，更需要豐富之肥料，此中肥厚之田地，僅黃

河兩岸及渭水沿岸有之，為數亦無幾。自煙禁大

弛，向之種豆寂之良田，大半為罌粟所佔據，本省

每年所產糧食，遂不足供全省人民之食用」。[75]時

人痛陳，「鴉片於甘肅除種種普通禍患外，更有剝

奪民食之罪戾」。[76]甘肅出現如此慘像即是為人

禍所害。

六、結束語

在近代西北賑災中，一方面，荒政的制度功

能雖近乎能「自動」地反應卻又效能不彰；另一方

面，單純依靠「國家」以應對危機，卻又不能克制

行使權力的官吏將私利置於統治階級的整體利益

及整個社會利益之上。最終，既延續傳統又有「現

代」因素嵌入的荒政制度雖似乎漸趨「完備」且近

乎「自動」反應，但是，國家的救濟、動員、管控危

機和行政倫理維護能力卻皆不足。這此間的政治

有效性不足之根因即在於制度效能弱化，而且，由

此而致的國家的政治合法性危機亦與社會危機形

成互動。這些皆說明，傳統或現代國家有效實施

對社會的統治與管理的能力皆依賴於國家體制、

生產方式、文化傳統諸因素間能否形成互動性的

支撐結構，尤其是取決於生產方式中處支配地位

的統治階級力量是否制度化地融入國家體制。就

此而論，前述支撐結構並未真正形成才是近代西

北賑災中出現制度效能弱化和國家能力不足問題

的重要原因。因為，政策或制度供給的有效性與

政治有效性和國家能力及其政治合法性的提升密

切關聯，三者在實現社會管理（治理）總體目標的

進程中是交織在一起發揮作用的。但是，學界對

政治有效性命題的既有討論中於此卻未多加以注

目。

本研究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7BZS087《近代西

北瘟疫防治的「本土經驗」演化研究（1850-1949）》

的階段性研究成果；蘭州交通大學「青年科研百人計

計劃」資助項目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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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xamine the national capacity and the 
efficacy of relief system in Modern North-west 
China 

XieLiang(The School of Marxism, Lanzhou 
Jiaotong University) 

Abstract:The famine relief measures in modern 
North East China demonstrated the inadequacy and 
incompetence of the national capacity in the area of 
relief, mobilization and control, and administration 
ethics in times of social crises. The incompetence 
aggravated the political legitimacy on one hand and 
further brought about social instability on the other. In 
fact, famine relief measure that helps mitigate the social 
impact and restores social order is the prime function of 
political governance, whose efficacy, however, is much 
hinged on the corresponding political and administrative 
system. As such, regardless it is a traditional or modern 
st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social governance is much 
depended on national institutional system, production 
modes/methods,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as well as how 
they react or interact to one another, in particular, if 
the one in control of the production mode/method is 
institutionalized in the national system. Because the 
effectiveness of policy supply or institutional supply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olitical effectivenes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national capabilities and their 
legitimacy, all of three factors were intertwined in 
the process of achieving the overall goal of social 
governance.

Keywords: The Disaster-famine, The Famine 
Relief Measure, The Institutional System, National/
State Capacities, Social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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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政也」。[1]

在這則著名的法儒對話中，韓非試圖用楚

人故事闡釋「矛盾不能同世而立」的道理。在他看

來，儒家很多時候是矛盾的，

正如對堯舜的得失評價，「不

可兩譽」。法家主張的賞罰分

明，必須以邏輯一律的定斷為

前提。判斷要合理，必須就事

論事，保持思維的同一性。法

家主張中等之人用法律這樣

的簡易靈活工具來治理國家，

反對高調遵行連堯舜都難以

實行的德化之法。在《難勢》

篇中，韓非子再次提到了楚人

的故事，同樣，他還是為了證

明儒家宣揚的「賢治」與他主

張的「勢治」之間的矛盾。

韓非子故事中的「矛盾」

話語，首先是指事物之間的相

克關係，對立而不能統一。繼

而，韓非從事物矛盾推演出思

維矛盾，從相克的事物矛盾類比無法相容的思維

悖論。最後，當思維矛盾造成形式邏輯難以化解的

悖論時，有必要將問題還原為真實具體的社會關

係語境，釐定思維的路線。但此種「辯證推理」，在

韓非故事中隱而不彰。[2]

人在日常生活中會產生或捲入各種事物或思

維的矛盾，但這些矛盾不一定都是法律能夠處置

社會矛盾的法文化闡釋
——以「非均衡」為主線

■ 廖  奕

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

社會法治

一、引言：從事物矛盾到思維矛盾

在《韓非子》中，就有一段圍繞「矛盾」的有趣

對話：

或問儒者曰：「方此時

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為

天子」。「然則仲尼之聖堯奈

何？聖人明察在上位，將使天

下無奸也。今耕漁不爭，陶器

不窳，舜又何德而化？舜之救

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

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

之德化：不可兩得也。楚人有

鬻楯與矛者，譽之曰：『楯之

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

『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

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

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

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

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

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且

舜救敗，期年已一過，三年已

三過。舜有盡，壽有盡，天下過無已者，有盡逐無

已，所止者寡矣。賞罰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

者賞，弗中程者誅。』令朝至暮變，暮至朝變，十日

而海內畢矣，奚待期年？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己，

乃躬親，不亦無術乎？且夫以身為苦而後化民者，

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驕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將

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

摘  要：人固有的理智、情感和欲望的

非均衡，造就了社會矛盾本性，體現為社

會生活中的各種衝突，包括思想上的煩

悶波動和行動上的多變遊移。這既與總

體的資源約束和人的具體個性、稟賦、

能力直接有關，也與外部的多方規則約

束和利益關聯主體緊密相關。面向未來

的法律理論，可以通過新的文學法理學

等法文化研究進路，在多重非均衡及硬

約束的分析框架下，闡釋社會矛盾的發

生和演變機理，在大轉型和後轉型時代

尋找彌合紛爭的法治要道。

關鍵詞：社會矛盾；非均衡；法文化；轉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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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站在現代法學立場，我們可以批評韓非的法律

萬能主義，因為他不願承認法律解決矛盾的條件

和限度。但另一方面，我們又無法否認，矛盾如果

可以在內部的法理思維中得到統一，就沒有必要借

助外在的法律行動加以處置。例如，楚人遇到的

矛盾就可以通過辯證思考、互動協商的法理方法

得到化解。他對買者的質疑可如此作答：矛與盾不

可分離合二為一，以我之矛陷我之盾的情形即使

發生，定是因為兩相分離。他還可以進一步勸諫眾

人：最佳購買方案就是矛和盾同買，不然就可能陷

入真正的矛盾。當一個人同時擁有了矛盾，除非有

意自戕，不然則是天下無敵。他也可以退一步講，

矛為進攻武器，以矛陷盾當然無不陷者，即使最堅

固的盾牌也擋不住。但對於一般的矛來講，吾之盾

足以抵擋。矛與盾看似對立其實合一，一旦分離勢

必矛盾，一旦合體，攻守互補，則能量無窮。進而言

之，法律如果能與心靈溝通，其威力勢必無窮。這

正是古典時代哲人的理想法律造型，無論儒法，抑

或中西，哲人們對此都頗為推崇。

通過辯證法的思維利器剖解矛盾，我們或可

發現真正的奧道。[3]將矛盾的表像置於社會生活的

整體情境中，先從思維上對其進行剖察，那些不能

溶解的晶石也許正是問題的癥結要津。制度的作

用由此發揮，法律的威力也順勢彰顯。對於法律而

言，以程式化的方法解決社會矛盾激化形成的日常

紛爭，系其不變使命。但對於通過常規方法仍不

得其解的疑難案件，我們又不得不退回到社會生

活原點，整體觀察，深入透視，發現其中隱含的文

化價值衝突，嘗試以新的方法化解彌合，並努力使

之成為法制進化的範例。

二、日常生活、社會矛盾及其直覺觀

察

接下來，我們虛擬一位學者的矛盾生活，看一

看欲望、情感和理性的糾結如何發生，及其與法文

化的關係。

某位學者正端坐在電腦前，他收到了一封催

交論文修改稿的郵件，陷入了矛盾。從內心深處，

他已不太想發表那篇文章。在他看來，時過境遷，

原來的文章需要大幅修正，而修改需要大量時間，

在短期內無法完成；即使耗時耗力的技術性修改

可以做到，但確實對提升文章的品質了無意義。他

很想回絕，但又不太確定，是否應該以及如何回

絕。他擔心會破壞與期刊的信任關係，以及自己的

拖延對編輯工作的負面影響。在現代社會，以學術

為業的人多少都會遭遇此等煩惱。

此時，他最真實的欲求是，以某種最簡單的

方式，迅速發表這篇本就被拖延了很久的陳文舊

稿——但這似乎很難為既定的編輯流程允許。既

然他不能指望期刊為其破例，因而有三個選擇：

一、是放下手中所有的事情，投入百分百的精

力，按要求完成修改，儘快發送；

二、是以比較合理得體的方式表示拒絕；

三、是繼續拖延，採取不那麼負責卻可能頗

為有效的「鴕鳥戰術」。

第一種方案必須消耗時間，雖然可能，但非其

所願；後兩種貌似可行，但要找一個真正的「好理

由」並不是那麼容易，並且拖延的後果具有難測的

風險。更重要的是，這樣的做法有違交往和學術倫

理，嚴重的說，可能因此形成對這位學者聲譽的損

害。

這個矛盾如何化解？學者一開始選擇的方法

是暫時拖延，想像著自己並未查看郵件，或者不幸

生病臥床或臨時外出辦事，實在無暇處置。但不

久之後，他開始動搖心意。因為如此一來，可能意

味著這篇千辛萬苦寫就的論文將沉沒海底，再難

有公諸天下的機會。歸根結底，他對這篇論文的理

性期待不足以讓他下定決心，去克服困難、解決矛

盾。如果這是一篇學校認可的獎勵論文，或是同行

敬重的權威期刊文章，他也許會完成這項棘手的

工作。另外，他的行為選擇還表現出對一些形式主

義慣例的不滿，但這種情感無法改變現實，極易轉

化為消極不合作的方式。再者，要看他有無替代性

方式補償可能失卻的利益。如果學者手頭正在撰

寫的是更為看重的論文，此時不希望有任何干擾

因素，他大概不會太在意拖延帶來的後果。但無

論如何迴避和拖延，這位學者面臨的矛盾始終需

要化解。學者本打算等最後期限過後，既成事實出

現，然後撤回稿件或等待下一期刊發，以贏得當下

的寶貴時間。於是，他大致確立了行動策略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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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作必要拖延，然後提出延遲刊發的要求，最後

主動撤稿，以學術嚴謹為理由再恰當不過。但很

快，他又慮及其他因素：由於這篇文章系專題研

討的約稿論文，準備同期發表的還有其他師友的

文章。這會不會引發不必要的殃及效應？因為他的

延遲，造成該組文章不能順利如期發表？最終，學

者意識到，應當克制自己的個人意志，充分考慮到

各方的利益和需求，按照編輯部的要求儘快修稿

論文格式。當他著手這項本不情願的工作，竟然意

外發現，自己的論文其實在格式上已經相當規範。

編輯部發修改通知，屬於例行公事，只是意在提醒

作者可以進一步完善規範。

從日常小事的細微波瀾中，我們不難發現，社

會矛盾是多麼現實常見，但其內蘊的豐厚資訊值

得深思細解。現代人的煩惱，或許與古代人並無本

質的不同。人的理智、情感與欲望衝突，造就了社

會固有的矛盾本性，體現為人在日常生活中遭遇

的各種衝突，包括思想上的煩悶波動和行動上的

多變遊移。這既與總體的資源約束和人的具體個

性、稟賦、能力直接有關，也與外部的多方規則約

束和利益關聯主體緊密相關。個體內心的矛盾認

知，很大程度上屬於社會規範塑造的產物。社會

結構和生活方式的整體改變，也不必然帶來規範

本原的革命性改變。這就是人們常說的文化傳統

的力量，它對於法律規範的生成和運轉具有至關

重要的意義。

就此而言，日常生活是社會矛盾的淵藪，也是

社會規範的母體。每個人來到世間，無論從事何

種工作，都會有其類型化的日常生活。每個人都要

睡覺、吃飯、交友、繁衍，儘管各自的對象、環境、

方式和習慣不同。「如果個體要再生產出社會，他

們就必須再生產出作為個體的自身。我們可以把

『日常生活』界定為那些同時使社會再生產成為

可能的個體再生產要素的集合」。[4]這些個人再生

產的活動，構成了社會再生產的原動力。更重要的

是，每個人都身處具體的社會條件之中，必須學習

和接受新事物和老慣例。缺失這種能力，生存和

發展就會出現危機。在人的社會化過程中，一系列

資源制約條件決定了以情欲需求為基礎的個人再

生產活動不可能一帆風順，尤其是在與他人利益

和情感產生競爭的場合，矛盾、紛爭和衝突自然也

會不可避免。由於資源供給和情欲需求不能合乎

比例的對應，社會化的人就會產生紛爭和衝突，出

現各種越軌、失範、敗德、違法之舉。例如，那位學

者的日常生活，除了基本欲求的滿足，他還需要完

成學術上的一系列標準化要求。因而，除了吃喝拉

撒、柴米油鹽，他必須將最大限度的精力投入到

研究工作中。由於學術資源的有限，他必須選擇

那些最有可能產生效益的熱點、難點去展開研

究，同時還要與現有學術體制保持良好的關係。

這就是他不能隨心所欲的深層原因，也是社會規

範強制力的內在機理。不惟學者，在現代風險社會

下生活的人們，都應儘可能審慎嚴謹，防止細小偏

差——當它們積累到一定程度，多會帶來難以收

拾的衝突惡果。所以，無論時代如何變壞，社會如

何轉型，人們的日常生活即使在形式上全面重塑，

但其受矛盾和規範雙重約束的本質機理仍維持一

貫之穩定。

讓我們再度返回日常生活。試想那位學者近

來享受難得的假期空閒，沒有教學和行政雜務，

獨居在家，無人打擾，可以自由讀書思考。但他並

沒有脫離社會生活的狀態，每天在互聯網上訂餐，

間或出門購物。總體上看，他處於一種暫時的無

矛盾、無紛爭的安寧，即使有些糾葛和麻煩，也不

至於影響他的「詩意棲居」。對於許多社會現象，

他試圖做出自己的分析，但通常不能深入某個具

體問題，因為有限的精力和智識決定了他不可能

成為「萬事通」。他只能選擇一些自認為有價值的

課題加以研究，並且，他必須從中找到矛盾，不然

其研究將毫無意義。他發現水滸好漢結成的梁山

模式有些像西方的社會運動，但究竟同或不同，

必須經過嚴整的研究。他還發現羅爾斯的《正義

論》充斥著各種理論上的含糊與歧異，但如何進

行通盤檢討與深度批判，他尚無從下手。他在享

受自由的同時，又不得苦苦思索著如何應對即將

紛至遝來的各種不自由。他的平靜生活，時時處

處都有各式各樣的矛盾聚集，從思維上並不需要

一一留意、個個破解，沒有哪個人承受得了這般

神勞。他只需要應付當下迫切的矛盾，獲得短期的

安寧，這便是他此刻生活的最高綱領。長遠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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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自己的生活設想，但他不會將現實的苦悶都

上升到根本矛盾的高度，因為他相信，時間、機遇

甚至某種神秘的宿命終將解決這些「問題」。

一般而言，任何人都生活在具體的不完美的

場境，他必須正視矛盾為常態，在朝向某種朦朧美

的理想進程中，不斷調試自己的心理結構及行為

方式，塑造一種私我卻又公共的「活法」，嵌入社

會的團結與共益系統。很多社會矛盾衝突肇源於

內心的欲望、情感和理性糾葛，對此，心理學、怨

恨理論、儒家心學都有各自的揭示。然而，如科學

話語所言：「我們都是自己的陌生人」。[5]每個人的

心靈世界都是隱秘的，其正常與否很難用「行為動

機」、「法律後果」這樣的規範語詞明確標識。法

律難免專斷，尤其是在處置特殊個體思想心境的

時候。但法律又決非完全不能干預人們的心靈，從

理論上講，只要人們共同選擇了一種比較理想的正

義原則，隨之而來的創制、執行和遵守等活動都具

有了「元法」的根基。由此衍生出的法律和法律性

指令，當然可以影響甚至制約人的日常思維和行為

判斷。更何況，身心並非二元，思想和行動的界限

本來就是模糊而遊移的。[6]

還是那位學者，在穿行馬路時險些被一輛飛

馳而來的轎車撞倒。讓他感到憤怒的，不是司機糟

糕的駕駛技術，而是此種境況違反了其長期秉持

的信念推論：首先，每個人都應當遵守交通規則；

其次，只要自己遵守了規則，其他人也應當同樣遵

守；最後，他人的不遵守造成了對自己的嚴重危

害，需要承擔責任。這種推論並不是非理性的，也

沒有明顯的邏輯錯誤。但如果這位學者不是強烈

地認為人們必須永遠遵守規則，或者自己一定是

無辜受害者，其反應可能只是短暫的氣惱，隨後會

根據實際情形作出下一步的判斷。恰好，司機也同

樣執拗，在他看來，自己並沒有闖紅燈，反倒是學

者不遵守交規。一場激烈的爭吵不可避免，最糟糕

的結果是兩人大打出手，阻斷交通，被員警帶走。

這些都可以表明，繁雜的欲求、情感及理性認知行

為，構成了現實生活中的日常行動和衝突糾紛，法

律理論必須直面這些矛盾和問題。

三、面向「非均衡」的法文化闡釋

現今，法治理想的建構者們已經開始關注制

度層面的均衡分析，在不同的法律領域塑造出了

罪刑均衡、交易均衡、治理均衡等模型。[7]如果借

用經濟學上微觀市場均衡和宏觀體系均衡的分

類，法治均衡模型大體可分為：實在法意義上的微

觀均衡模型和自然法意義上的宏觀均衡模型。[8]

兩者緊密關聯、一體同胞、協同演進。微觀的法治

均衡模型側重法律定紛止爭的規範性功能，同時

強調法律社會效益最大化，往往以案例和制度分

析的方法概括而出。而宏觀模型更偏愛體系化的

建構，這與物理學上的「均衡」原義頗為貼合，重

在描述一種法律體系的完美狀態。例如，法治藍圖

的政治設計總是致力於某種完美無缺的社會體系

均衡模型，用以框構斧正多變混亂的現實。借用馬

克盧普對均衡的經典定義：「政治家的法治設計

總是希望『由經過選擇的相互聯繫的變數所組成

的群集』，保持穩定的狀態，這些變數的值已經過

互相調整，以致在它們所構成的模型裏任何內在

的改變既定狀態的傾向都不能佔優勢」。[9]法律經

濟學和法律社會學都反復強調輸入與輸出、需求

與供給的均衡，也是此種思路的明證。

然而，法學的均衡美夢尚不能稱之為理想原

則，其內發於潛意識驅策，外顯於權力導向的制度

設計。直接原因在於，法學家的均衡觀仍然停留於

靜態均衡的機械構造，隔絕了均衡與非均衡的概

念通道，使得法律研究多具有自上而下的正面規

範效用，難以闡釋海量的自下而上的違規行為。很

明顯，這不符合法律研究自身的辯證法。更重要的

根由在於，社會權力系統常常處於反均衡、非均衡

和偽均衡的狀態，而這些重要機制都沒有通過法

文化研究呈現出來。弗洛伊德告訴我們，壓抑的潛

意識會通過夢境表達。美夢既是人們現實不滿、

焦慮、恐懼的投影，也隱喻著更糟糕狀況的緊急

逼近。用政論家的話說，它是一種警示，告誡掌握

核心權力的精英團體，社會不均衡的弊害已經到

了必須精準回應的程度，許多民間呼號和盛世危言

必須認真對待。須知，法治系統不是一部機械回應

公眾需求的無生命器具，它有自我意識和獨特利

益，其運作系統本身也彌散著各種非均衡。既然需

求和供給總是難以實現完美的均衡，我們唯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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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均衡的社會環境中決定交往行為模式的選擇，

這個制約條件應當成為法律理念的邏輯起點，類

似法律規範中的基本假設，如同政治哲人筆下的

「原初狀態」。

能否通過非均衡的視角去解讀社會與法律的

關係，讓我們更好應對時代問題和危機，為可能的

理想均衡提供總體思路和方案？畢竟，在任何時

代，社會穩定都具有局部均衡或曰暫時均衡的特

點。在以大轉型為特徵的巨變時代，此種特徵尤

為明顯。社會研究已然揭示出：均衡只是一種理

想，非均衡才是現實的常態。非均衡不一定意味著

混亂無序，它表明的是一種臨界(critical)狀態。例
如，學者指出：「通過研究在非均衡條件下從相互

糾結的事物網路中產生的自然結構，我們就可以

理解從翻滾的大氣到人腦的各種自然現象。複雜

系統的研究所涉及的都是非均衡狀態下的事物，

當然，在這項任務上，科學家們還剛剛起步」。[10]

與一個靜止的鋼珠不同，社會即使沒有外力推動，

它也不會維持機械靜止的均衡狀態。新的社會關

係一旦產生，就會持續不斷發生作用。它宛如不停

發射的電波，無論接收者是否在場，都不能阻礙其

自動輸出。即使某種特定的社會關係終止，比如一

個被雇主解雇的工人，他仍然處於動態的社會之

中，尋找新的工作或失業在家帶小孩，都表明他仍

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動態社會主體。再極端些，即

使那些被驅逐到無人島的罪犯，或孤身漂流的魯

賓遜，他們在記憶和觀念上的社會性烙印非但不

會消失，反而會更加鮮明堅韌。當其他罪犯都出現

時，非均衡的社會關係立刻產生。動態社會的現

實，決定了非均衡的社會事實。

基於上述，以個體和群體矛盾為經緯，我們可

以觀察到四種非均衡或曰矛盾狀態：

1.	 個體內部的非均衡：理性、情感和欲望

的矛盾

2.	 個體之間（外部）的非均衡：利益衝突背

後的情感和理念矛盾

3.	 群體內部的非均衡：精英與大眾、少數

和多數的矛盾

4.	 群體之間（外部）的非均衡：各種集團和

組織間的矛盾

而非均衡的社會矛盾事實，從根源上彰顯了

人類普遍面臨的四重硬約束：

1.	 資源硬約束：廣義稟賦的非均衡分佈

2.	 情欲硬約束：情感和欲望的非均衡衝突

3.	 權能硬約束：人類理性能力的限度及非

均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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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規制硬約束：以法律為代表的統治規則

在對象上的非均衡

個人一旦進入社會狀態，成為群體的一員，某

種偉大的悲劇效應就會呈顯。「人類沒有能力使自

己的群體生活符合個人的理想。作為個人，人相信

他們應該愛，應該相互關心，應該在彼此之間建立

起公正的秩序；而作為他們自認的種族的、經濟的

和國家的群體，他們則想盡一切辦法佔有所能攫

取的一切權力」。[11]在社群內部，即使資源有限，

但由於大家緊密聯結相互依存，對不公正的容忍

度很高。更重要的是，當群體面對強有力的競爭對

手時，敵人效應會激發人們的恐懼感、好勝心和戰

鬥欲，從而掩蓋資源匱乏背景下內部利益鬥爭的

殘酷性。當人們團契一體，面向未來的美好收益而

攜手鬥爭時，內部的非均衡被暫時忽略，圍繞外部

非均衡的鬥爭成為社會矛盾運動的主題。於是，兩

種並行不悖的強制機制出現。對內的強制往往以

嚴明的一般性法律、內部戒律、道德、民俗、禮儀

等規範綜合構成，以官方法律為中心形成網狀結

構，依憑團體實力發揮強制規約的效能。對外的強

制則以利益鬥爭、武裝衝突甚至大規模戰爭為表

現方式，通過政治談判化作法律上的協約，取得暫

定的均衡。

個體可以修身養性，慎獨成聖，但群體的道德

不那麼容易達成。當個體進入團體或其他社會生

活狀態，必定會衝破原有規範世界的束縛，接受新

的規約體系。在進入社會的那一剎那，規則的真空

無可遏制地出現；隨著社會化程度的加深，各種規

則在個體心靈深處的矛盾越來越顯著，直到人生

的完結，這樣的糾結可能還在關聯主體那裏繼

續。如果團體自身處於無規混亂的迷狂狀態，烏合

之眾的感染力和同化力會將淹沒個體的良知。即

使某個團體具有相對完善的規則系統，但出於自

利自保的生存競爭法則，也難免產生群體間的暴

力衝突。在大歷史的經驗中，恒久的社會合作總顯

得鏡花水月。有學者揭示了資源稟賦不均衡狀況

下的江南早期工業化，提出這樣一個很有意義的

問題：如果沒有西方的入侵，沿著歷史的慣性，江

南繼續發展節約資源、重用人工的技術和生產方

式，並不斷擴大規模，它會從其他地方運來煤、鐵

和其他資源，複製英國的模式嗎？[12]從理論上當然

可能，但這種假設建立在排除能力硬約束的前提

下，因而並不是最靠譜的解釋。合適的發問應當

是，在不均衡的資源配置下，江南早期工業化是如

何完成的，最後又是如何失敗的？其中，必然不僅

涉及個人和群體的情欲衝突，也包括各種權能主

體及背後的規則博弈。

廣義「稟賦」的非均衡分佈決定了社會分工

與合作的必要性，但這種必要性如果沒有堅強的

情感連結和制度規約，極易被無度的野心和求利

的欲望擊破。由此，情欲、權能和規制硬約束的難

題次第出現。人性本善也好，人性劣根也罷，情欲

的自負讓社會合作多半懸空。由此，權能非均衡，

成為古典分配正義的理據。千年以前，柏拉圖就

根據人之不同能力稟賦，勾畫了一幅理想國的藍

圖。亞里士多德也承認倫理學上的能力差異和偏

頗，需要正義品質的均衡統合。直到近代，隨著科

學勃興，人征服自然的能力大為改善，文化成為再

造自然的利器，但文化權能的差異及衝突又讓世

界動盪不寧。人生來就有發現規範、學習規範並且

塑造規範的文化權能，但這種能力因人而異、因時

而異、因地而異。無論是價值感受力還是事實甄別

力，無論是邏輯推理力還是表達修辭力，或者行

動執行力，都呈現出不同的非均衡格局。綜合能力

更強的個體，在團體中的地位、表現、貢獻和收益

的可能性空間自然越大，權能優勢就越突出。但這

種綜合能力並非天生具有的，而主要由社會習得

過程塑造。並且，此種綜合能力的習得，必須承認

非均衡的能力佈局，有計畫、有選擇揚長避短，建

立一種個體中心的權能互助網路。這可以解釋為

什麼有效的社會合作，常常是在精英引導下產生，

一旦精英權能發生遷移，原有的合作網絡就會解

散崩解。經由反復不斷的相互合作和融合吸納，社

會權能網路會蔓延生長。那些在各種網路中交結

重複最多的個體，往往會成為綜合能力和整體權

能最為豐盈的個體，所謂「精英中的精英」，亦即

大眾常說的「人上人」。當他們產生進一步統合協

調的權能需求，就會採取行動改變既定的規範結

構，完成制度和文化的更新，以積聚更大的權能儲

備。權能不斷集中的後果必然是法律規制的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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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精密化和一體化。由於權力強制必須具有正當

性的論證，不同時期的法治意識形態措辭各異，

但目的相同。權力朝向權威的邁進，是權能非均

衡發展的第一個飛躍。無論是強調祖制的傳統型

權威，還是注重績效的魅力型權威，抑或尊重律

法的法理型權威，其實都沒有放棄法律的工具效

用，也都沒有脫離權能非均衡發展的一貫邏輯。權

威形式的變遷，本質上是為了解決過度的權能聚

集帶來的社會矛盾。一旦相對均衡達成，權威的效

用直接體現為保障合法權力的規範執行。法律對

權威的實際控制，只能在理想法治國的虛構綱領

中發現。另一方面，權威的產生和變遷，會對現有

權力系統形成挑戰，新的改革甚至革命的社會風

潮也會同時湧現。為了解決權力與權威的矛盾，權

能的非均衡佈局必須在形式上接受法律原則的框

構，在理念上認同現代人權的文化原理和規則要

求。

法律規制的硬約束與文化權能的硬約束不可

分離，正是基於人類理性的有限性和社會非均衡

的多重制約，多重因素造成了以法律為中心的強

制是一種不可避免的必要之惡。合法規制論、正

義戰爭論等諸種理論不過也是為了努力證成此種

「強制硬約束」。即使到了某個時候，人類群體的

理性進化發展到足以零成本公正協商的程度，資

源硬約束和非均衡分佈的鐵律仍然無法打破。隨

著人類理性文化權能的不斷拓展，情欲的硬約束

會不斷出現突破和軟化，但資源硬約束的問題將

會越來越突出，法律的強制機理也會變得越來越

精巧、迂迴、無所不在。

至此，我們大略可以理解，為什麼當下法學視

野必須拓展到跨學科的文化場域。打破資源硬約

束，最直接的方案就是寄望於科學昌明，實現人

類理性文化權能的革命性飛躍。與此同時，以法

律賦能和教育規訓的方式，提升多數人的社會權

能，充分發揮法律的心理強制功能，改變人們的情

欲慣習，深層次消除社會矛盾。體制化的民主法治

建設，成為當今世界多數國家和地區的制度選擇。

對於無法吸納的部分，則以准制度化的社會運動

方式加以排解，或以一種新的柔性法治加以動態

規約。最後，以大眾文化革命的方式釋放過剩的

怨憤和矛盾，重整心靈秩序，再造理念社會，成為

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的兜底方案。科學家、思想家

（教育家、知識份子）、革命家（軍事家、戰略家）、

政治家、法律人、職業社運組織者、各式各樣的社

會改革者、林林種種的大眾文化生產者，無論意

識與否，都在這項偉大的系統工程中佔有一席之

地。

在社會矛盾的法文化闡釋語境下，新的法律

理論發展契機不僅可能，而且必要。用什麼樣的標

籤並不重要，關鍵在於，如何從特定主體的心理視

角出發，揭示日常生活中正義感的生產和變遷過

程，從非均衡發展的現實邏輯中歸納出一般性的

元法律則？此種新的法文化闡釋，可以兩個基本預

設為主軸旋轉：

預設A：轉型社會的矛盾根源：情欲在心理上

得不到紓解，在行為上得不到釋放，在制度上得不

到承認，在價值上得不到認同，最終在法正義層面

遭遇最為難解的內外矛盾。主人公精神崩解，行為

失範，制度規範受到重創，價值重整陷入迷惘，治

理紛亂成為救世急務。

預設B：後轉型社會的矛盾治理：市民生活的

日常情欲得到制度化安放，但法律的規訓無所不

在密不透風，社會生活呈現全面法律化的格局。另

類個體選擇死亡以擺脫不自由的困境，法正義的

宗教復興成為社會重構的要求。

在這種分析框架中，一種新的「文學法理學」

可作為法文化闡釋的典型代表，圍繞法律與情欲

的關係，對兼具現實感和藝術性的社會矛盾樣本

加以重點研究。文學文本對真實世界高度融概，若

是利用的好，其比人類學「定點取樣」所獲得的資

訊更豐盈典型，更能說明一個世界的全貌。梁啟

超有言：「善為史者，偏能於非事實中覓出事實。

例如《水滸傳》中魯智深醉打山門，固非事實，然

元明間犯罪之人得一度牒即可以借佛門作逋逃

藪，此卻為一事實」。[13]西方學者亦認為，小說或

戲劇中的人，「他們是如此生動地活在許多人的心

裏，如此強烈地影響了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在這種

實際的意義上，他比我們的大多數未失去肉體存

在的人更生動，……對有想像力的讀者來說是以

最真實的方式存在的，即直接以他們的個性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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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存在」。[14]從法學方法論角度，這也可稱作一種

「日常/典型案例研究法」。

以本人近年的研究為例，在《西遊記》中，孫

悟空的反抗行為，很大程度上系無意識的自尊衝

動和無理性的政治情欲使然。佛法規訓取得了顯

著效果，成功化解了孫悟空帶來的治理危機。猴性

（獸性）的自我進化與佛性（神性）的柔性治理，

塑造了特定時期的暫定均衡。孫悟空雖然成佛，但

離嚴格的仙佛標準還有很大差距。後續來看，他

始終是一個極大的不安定因素，因為社會情勢一

旦遭遇變動，此種脆弱的均衡遲早會被打破。[15]在

《審判》中，卡夫卡筆下的K以精英自許亦是同

理。他想法設法逃脫「法」的盤查，為自己的情欲

放縱和無罪心理創設一個又一個法外幻象，但還

是不能阻擋法的無情威力。K的死亡和終結，代表

了精英個體的社會悲劇。[16]比較而言，《西遊記》

隱藏的法律治理術更為複雜，屬於理想主義的思

維構想，故而以神魔小說的方式呈現。而卡夫卡的

《審判》則以自傳性的寫實筆法描繪了一種慘烈的

雙輸局面，一種零和博弈的無解，寫出了K與法的

共同悲劇。正是通過化身人物K，尋求法律之門的

卡夫卡式追問經久不息，呼應著西方「法治社會」

的現實悖論。

通過這樣的討論，我們或許更容易接近關鍵

的法律共識。首先，精英法理和群眾法理可以互通

互動。愈是貼近群眾的人愈有可能成為精英，甚至

是精英群體中的領導者。精英法理的第一條是傾

聽大眾的訴願，理解民聲背後的情欲形態，通過

有效策略達到集體利益最大化的資源配置結果。

在這個過程中，大眾的回饋禮物是認同權力，以利

證權，讓權保利。權力和權利的分流，讓精英的地

位不斷鞏固，構成相對固化的階層，變成馬克思所

講的「上層建築」。精英階層通過分工配合形成社

會治理表層結構，法律文本成為這種社會權力結

構的折射和反映。

其次，當社會急劇轉型、利益衝突日趨激化之

際，權力精英的法理構造是穩定社會的核心動力，

個體必須服從團體，否則法律秩序的鋼鐵法則會

摧毀一切越軌的路障。此時的最佳策略往往以權

力精英的法律綜合治理為主軸，以不斷取得局部

的社會均衡，逐漸平息整體性的紛爭。當社會趨於

穩定，體制已有成規，團體的力量特別是權力精英

的法理必須在形式上退隱，保持謙抑、開放與寬

和，避免孤獨個體在後轉型時代的心靈極化。正如

仙佛聯手為無法無天的孫悟空安尋了組織，創造

了一個新的法理事業和生存環境，無形中改變了他

的心性結構。宋江等江湖好漢自我組織，形成了一

種規模化的梁山模式，但最後在外部利益和壓力

下自我遣散，小團體不復存在。K沒有任何確定的

歸宿，他不相信任何人，也不願服從任何法律，最

終生命消亡，為後人留下無盡的疑問。

最後，法治的根本意涵應以文化秩序和靈魂

正義為指向。強制權力主導的法律行為治理，遲早

會調整到新的頻道，注重整體法文化的規劃重建。

在此大潮下，無論精英或群眾，社會個體必定會轉

變生活哲學和處世態度，在枯燥、乏味、機械的日

常生活中找尋安頓心靈的法理家園。法律，對新時

代公民而言，意味著一種有機結合體：嚴肅的娛樂

和娛樂的嚴肅。在法律社會學的諸多洞見中，「司

法-娛樂複合體」（J u r i d i c -  e n t e r t a i n m e n t 
Complex）的觀念獨樹一幟，它意在將法律程式和
法律衝突轉變為消費品，這種消費品聲稱是在實

施教育和啟蒙，但同時又在激發普通人的衝動，供

他們消遣，讓他們開心。[17]這樣的圖景並非只有在

法治高度發達的未來社會才能出現，事實上，無論

作為文化生產機制抑或文化產品本身，甚至無論

古今中西，良善的元法總是標識著通向優良生活

方式的可能道路，並力求通過全面規範的教育實

現公平正義的理性認知，貫通精英和大眾的身份、

稟賦及制度區隔。而當今的法律家，在變革時代雖

光彩四射，內在的危機仍是精神上的迷惘與混

亂——要麼盲從，要麼獨斷；要麼依法機械裁斷，

要麼任心模糊處理。其實，化解社會矛盾的法治方

案並不複雜，且長久存在。對法學作品而言，臨摹

的藍本最好選擇「內心的憲法」，追求的理想最後

莫非「永恆的正義」。在直面矛盾的法文化成熟定

型前，所謂的「均衡啟蒙」，不過是讓人暫時緩解

苦痛的催眠術。在法文化的魔鏡下，法律對自身品

格的審慎反思，一直在路上。面向非均衡的法理論

構建，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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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中國

發展權理論體系研究」（18JJD82006）階段性成果。

[1][清]王先慎集解，薑俊俊校點，《韓非子》(上

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26頁。
[2]站在現代人的邏輯立場，楚人違反的也許並非是

矛盾律。他闡述的實際上是兩個命題：一是最鋒

利的矛的特性，二是最堅固的盾的特性。但由於

在同一個語境中，這兩個命題又前後相接、緊密

關聯，所以產生了兩個獨立的命題難以同時並存

的思維悖論。兩者雖不能同時為真，卻有可能同

時為假。例如，矛很鈍，並非什麼盾都能刺穿；

盾也不堅固，並非什麼矛都能抵擋。用形式邏輯

學 的 術 語 ， 此 種 狀 況 並 不 是 「 矛 盾 」

(contradiction)，而是「相反」（contrariety）。
相關有趣的討論，參見[日]小室直樹，李毓昭

譯：《給討厭數學的人》(哈爾濱出版社，2003

年)，第68-71頁。
[3]或許正是在此意義上，一些西方學者將「矛盾」

與「辯證法」作為同義詞使用。參見[英]邁克爾

·曼主編，袁亞愚等譯：《國際社會學百科全

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15，162

頁。
[4][匈]赫勒，衣俊卿譯：《日常生活》(重慶出版

社，2010年)，第3頁。
[5][美]戴維·邁爾斯，沈德燦譯：《我們都是自己

的陌生人》(人民郵電出版社，2012年)。
[6]行為主義心理學及與之緊密關聯的行為主義法學

的研究已經表明，獎勵和懲罰可用以激勵人們改

變思維方式、矯正自己的行為，甚至化解內心的

焦慮和抑鬱。20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現的認知行為

療法，已被公認為解決心理問題的典範，其成功

的秘訣正是打破身心二元論的傳統分界。參見

（俄）埃德爾曼，黃志強、殷明譯：《思維改變

生活：積極而實用的認知行為療法》(華東師範

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3頁。
[7]有關法治均衡理念的評析，參見廖奕，《司法均

衡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年)。
[8]（法）內納西，，袁志剛等譯：《市場非均衡經

濟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年)，第4頁。
[9]同上。
[10][美]布查納，劉楊、陳雄飛譯：《臨界：為什

麼世界比我們想像的簡單》(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1年)，第22頁。

[11][美]尼布爾，阮煒譯：《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

社會》(貴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頁。
[12]李伯重：《英國模式、江南道路與資本主義萌

芽》，載《歷史研究》2001年，第一期。
[13]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

社，1998年)，第53頁。
[14][美]庫利，包凡一、王源譯：《人類本性與社

會秩序》(華夏出版社，1989年)，第78-79頁。
[15]廖奕：《法律多元與情欲綜合治理：以〈西遊

記〉為例》，載《哲學與文化》2014年，年第

九期。
[16]廖奕：《文學律法的倫理光照：卡夫卡〈審

判〉新論》，載《外國文學研究》2015年，年

第二期。
[17]Reed, Douglas S., The Juridico-Entertainment 

Complex: A New Constitutional Regime, in 
Readings in Law and Culture, Richard K. Sherwin, 
ed., (Ashgate Publishing, 2005).

Legal Culture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Contradiction

- with Non-equilibrium as the main line
Liao Yi (Professor, School of Law,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 t :The imbalance among in herent 

reasoning, emotion and desire of human has brought 
about social contradiction, which is embodied in various 
social life conf licts including boring but stirring in 
thoughts as well as varied and mobile in action.  That 
is not only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entire resources 
constraints and the specific personality, endowment 
and ability of people, but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nstraints of numerous regulations and vested interest 
group imposed by external parties.  In future, the legal 
culture research study will be taken place in the latest 
literary jurisprudence in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multi non-equilibrium and hard constraints.  That 
provides illustrations as how social contradictions are 
come about including their mechanisms and evolutions, 
as well as looking for resolution in mediating conflicts 
by rule of law at times of great transition and post 
transition.

Key words: Socia l Cont r ad ic t ions , Non-
equilibrium, Legal Culture, Transition/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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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敢再犯，於是就有了刑政。一旦聚之為群，不

同部落不同身份，所爭訟的必然更複雜，引發戰

爭，而那些有德有大之人在諸多群體中就能夠占

居發號施令的位置，來安撫其

族類，於是這些人就裂土分

封，有了諸侯之列；儘管如此

還是會引發更大的分配和爭

訟，就需要方伯連帥，而方伯

連帥，也要爭，這裏有德有大

之人就要讓這些方伯連帥聽

從自己，於是最終定於一。最

後柳宗元指出了這一結構的層

級順序，「是故有里胥而後有

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

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

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

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

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

人之意，勢也」。（《封建論》）

一、柳宗元《封建

論》的要旨概述

柳宗元的論證其實就是所謂封建不是出自聖

人之意，而是自然發展情「勢」使然。古代禮樂制

度源自於生民的日常生活乃是出自於技術——工

具實踐，也就是對自然本質力量的物件化，自然的

人化和人化的自然過程中互動中形成，人類要生存

下去就必先借助工具本身來改造自然，這就柳宗

「勢」「道」之爭與禮樂美學
──柳宗元《封建論》的時間維度

■ 李忠超

浙江師範大學人文學院

柳宗元《封建論》乃是對歷代施行的封建

政治制度得失之總結，他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概念

「勢」，通過對於周的封建和秦設郡縣制比較，得

出結論封建不是出自於聖人

之意而是「勢也」。柳宗元論

證的邏輯首先從自然與人類

原始生活狀態開始，自然有

沒有它的開端，因為歷史久

遠無法考量，這是無法具體

探求的。但是人類之開端則

是比較可以徵信的。他的理

由就是由封建可以證明。所

謂封建就是古代聖王不是不

想廢棄，而是不得不為之，因

為情「勢」如此。封建不是聖

人之意，而是人之有初以來

不得不為之的「必然趨勢」。

自有歷史以來，人在和自

然的鬥爭中搏殺生存，但是

僅僅依靠自身肉體卻是不能

抵擋自然的力量，所以為了與

自然相鬥爭，人類必須借助於外物。「荀卿有言，

必將假物以為有用者也」。[1]（《封建論》）而人一

旦借助外物的力量獲取自然的成果必然會引發分

配不均，即「爭」，有爭訟不已，就需要有人能「斷

曲直而聽命焉」。而能夠睿智明斷，明察秋毫，為

眾人所信服的必然就會讓人們去依從。而有些人

一旦屢教不改，就要制定刑法來讓他感受到畏懼

摘  要：柳宗元《封建論》「意勢之辯」

的本質是「體用之辯」，禮樂美學對禮樂

制度的建構和生髮是在具體的歷史語境

中，是有時間性的；理（經）學家堅持的

無時間性的永恆之道則建構在「讀史喪

志」之上，從體上講「道在六經」，從用

上講，「道在事物」。經學家與史學家對

勢的理解不同，經學家認為勢源於理，理

決定勢；史學家認為勢必然的趨勢，是具

體的歷史性客觀的發展。而柳宗元則是

最先以史學家的立場，從具體的歷史性

中出發否定了「封建是聖人之意」絕對、

永恆、不變之道。

關鍵字：柳宗元、封建論、禮樂美學、

勢、道、時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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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一開始論述到的自然之有初，人類不能「自奉自

衛」需要借助於外物，這個過程就必然會形成規範

禮，規範就約束人的行為，但是有個問題：禮與心

之間，孰為先後，如果禮在前就是聖人也要依循禮

而行，所謂人心與道心，如果禮在心後，就是聖人

作禮以規約人心，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乃是後儒

不斷發揮，以天理抽象出來統攝一切，人能處理欲

望不能自由，聖人可以從心所欲，不會因為自身欲

望而害禮。在其行文中我們能夠看到是封建制度

乃是出自於對世間諸侯征伐而作，是為了維護和

諧穩定而不得不為之，也就是說這不是所謂的聖

人要有意為之，其實這個邏輯就是禮在心前，而這

個禮也就轉換成為理。也就是說聖人也要遵循的

道心，「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心與道心就是宋代

儒學所要遵循的天理人欲之辯，如此再看封建論

就有了不一樣的內涵。[2]

關於郡縣制與封建制得失，顯然柳宗元的

最終觀點在於還是認同郡縣制，理由當然是郡縣

制加強了中央集權而君主的權威也得以彰顯。他

首先分析的就是周代得失乃是因為沒有「君君之

心」，而問題的癥結也是封建，封建既然不是聖人

之意，又造成國家不穩定當然應該廢，秦廢封建

而行郡縣，為何二世而亡？柳宗元的理由是「亟役

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封建論》），秦亡

乃是苛政所逼迫之下只是造成「時有叛人而無叛

吏」（《封建論》）天下反秦不是因為郡縣制度不

好而是所作所為引發的「人怨」。漢承秦制，郡縣

與封建並行，封建宗族，然而還是造成一系列爭

鬥，最後「離削自守」，漢代郡國居半，「時有叛國

而無叛郡」（《封建論》）叛國乃是因為封建割據自

立為王，而郡縣由中央直接管轄，固可見「秦制之

得」。而有唐之際，制州邑，立守宰，之所以有戰亂

乃是兵將的反叛，「時則又叛將而無叛州」（《封建

論》），唐代「安史之亂」反叛的乃是擁兵自重的

將領，並不是州縣制度所致，究其根本乃是擇守不

當。

其次，接著柳宗元設置三個設問來論證封

建不如郡縣：第一，封建就是把土地分封變私有，

「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封建論》）而施行

教化就自然而然，但是設立郡縣能夠讓那些人有

心思去修理，施行教化嗎？柳宗元就認為周乃是

「失在於制，而不在於政」（《封建論》），秦雖然

「有理人之制，而不委於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

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

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

（《封建論》），而漢的問題就是「政行於郡不行於

國」（《封建論》），總結下來就是郡縣制度很好，

只是這個制度沒有合適的理人去治理，而國家統

一的政令要通過理人的宰治來在郡縣施行，所以

漢雖然有政有理卻郡國不行，政令在郡，而不能在

國，也就是說設置郡縣，安排守宰，是沒有錯的，

關鍵是如何具體安排，來讓君主的權力統治一以

貫之，結合唐代的藩鎮問題得失柳宗元提出了「善

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封建論》）

第二，就是封建讓國祚延長，而郡縣則短促，

柳宗元就舉出東漢之後曹魏與西晉東晉的例子，

就是因襲封建才如此短暫，「制其守宰，不制其侯

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

（《封建論》），封建讓侯王勢力過大，不能約束，

不能管理，儼然獨立王國，這類似唐代藩鎮胡種

武將割據之狀。「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封

建論》）柳宗元認為不是殷周不革，而是不得已。

這是因為諸侯歸順人數太多，歸殷三千，歸周

八百，都不能廢，只好「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

俗」。（《封建論》）唐代所面臨的問題與之類似，

唐代胡漢交往中，其戰爭往來俘獲的夷狄往往令

其仍留其地，貞觀四年（630年）李靖、李勣率領的

唐軍打敗東突厥，唐太宗利用突厥酋長統治「分突

利故所統之地 , 置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又

分領利之地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以統其

眾」。[3]「安史之亂」河朔地區戰亂不休和唐代的

這樣的邊防策略不無關係，[4]「天下指河朔若夷

狄然」。[5]

第三，柳宗元進而不得已的關鍵就是「夫不

得已，非公之大也者，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

孫也」（《封建論》），秦之所以變革乃是可以做到

「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

盡臣畜於我也」（《封建論》），其實就是說周代封

建不能保證君主權力的統一，不能做到集權，「夫

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封建論》），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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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完全突破了就有了封建論的體系，推翻周

代封建不是聖人之意，乃是當時情勢所然，而郡

縣制才是王道之本，也就為君主中央集團的專制

找到了內在的合法性。這裏柳宗元的儒學思想中

已經深深帶有法家，尤其荀子一脈的印記，而這種

道論的核心其實就是禮樂制度中定於一的問題，

那麼所滲透在柳宗元精神風貌中很重要的一維也

就是要凸顯君主賢明，而臣子守宰，聽命而用，這

種專世濟世的思想和其對民生之艱緊密聯繫在一

起，比較注重實際的政治功用問題。

柳宗元《封建論》的光彩耀人之處在於點名

一個「勢」字，論證封建之本意不是出自聖人之

心，而是出於「勢」。後世諸多評價柳宗元與韓愈

之比較之作都認為柳的《封建論》獨步高標，王世

貞《書柳文後》：「柳子才秀於韓而氣不及，金石之

文亦稍峭麗，與韓相爭長，而大篇則瞠乎後矣」。
[6]柳文論事氣勢政論風氣自是獨具一格，茅坤《唐

宋八大家文抄》卷二四：「一篇強詞悍氣，中間段

落卻精爽，議論明確，千古絕作」。[6]茅坤批評柳文

「強詞悍氣」足以見柳文議論氣勢給人的直接感

受，但茅的評價並不低，已然是「千古絕作」。樓昉

《崇古文訣》卷一二：「以封建為不得已，以秦法

為公，天下之制皆非正論，所以引周之失、秦之得，

證佐甚詳，然皆有說以破之，但文字絕好，所謂強

辭奪正理」。[7]與茅坤類似，對於柳文之行文自然

讚不絕口，佐證論證也是嘖嘖稱好，然而關於封

建是否出自聖人之意，三代之封建與後世之不封

建是否出自於勢。卻又有不少爭論，但樓昉還是以

為柳文是「強辭奪正理」。

圍繞在柳文爭論的焦點的問題是「封建非聖

人之意，勢也」。（《封建論》）作為柳文的核心論

點，自柳文甫出，唐人司空圖《疑經後述》雲「意其

多於救時」。[8]「救時」可謂極為精道的概括，柳宗

元所處之世正是唐代藩鎮割據之世，而藩鎮各自

獨立，自立為王，霸佔一方，「唐之藩鎮，初非有取

於封建之制，特自天寶之後，安史亂定，君臣幸安，

瓜分河北地以授叛將，護養孽萌，以成禍根」。[9]

唐代藩鎮賦稅問題不能由國家統一，雖然施行

「兩稅」之法但是割據勢力給唐王朝帶來危害甚

大，藩鎮特權陵上，不經中央核准就可以私自任命

官員，儼然是獨立王國，「亂人乘之，遂擅署吏，以

賦稅自私，不朝獻與廷，其與春秋所謂諸侯強而

王室弱智患等」。[9]由此，柳宗元關於封建之論實

是有的放矢。

柳宗元強調「勢」顯然是出自史家的眼光。

歷史學家重現實，講制度，因此談「封建非聖人之

意，勢也」。柳宗元沒有脫離史學家關注的現實

社會生活的根基。儒家歷史思維中「真實」事件與

「道德」評價是一體的，在儒家歷史思維中包含著

具體歷史事件的評定，這些具體歷史事件沿著史

學家勾勒的時間線，是具體可以感知的特殊事件，

而特殊的歷史人物，如堯舜禹參與到的歷史事件

的建構，從中抽象出符合儒家禮樂制度文明的規

範和原則，這就是在具體而特殊的歷史事件中發

現「超時間性」的存在：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歷史思維的「時間」概念

滲透出「超時間」概念，而且，「超時間」其實就是

「時間」之被賦予道德內涵而成為一種道德規範，

從而彰顯「歷史中的意義」或「歷史意義」。[10]

儒家思想的這種歷史思維建構是以「特殊

性」論「普遍性」，這種「普遍性」被後世儒者概括

為「道」。也就是聖人之意，柳宗元對於封建制的

建立分析顯然從時間性的角度切入，歷代沿革，所

面對的具體語境都不盡相同，而聖人之道是在具

體實踐中發展變化，需要與時俱進。不拘泥於聖

人之言，因時而制方能符合聖人之意。柳宗元在

把歷史事件中沿革變化的規律總結為「勢」，乃是

有意識的把他認為的封建制興衰變異規律，從具

體而雜多的歷史語境中進行普遍化的抽象。但是

這種普遍化的抽象雖然是超時間性的，卻不是絕

對永恆而不變的，要言之，

在儒家傳統中，「述事而理以昭焉，言理而事

以範焉」，所謂「性與天道」皆寄寓於具體的前賢

往聖之行誼之中，經典正是載「道」之器。在主張

道器不二、理事圓融的儒家傳統中，普遍而抽象的

理則，只有在特殊而具體的歷史經驗中才能覓得，

所以儒家思想中的「普遍性」乃是一種「具體的普

遍性」。[11]

須明確的一點：歷史演進的過程，不是按照

超驗而抽象的「道」或「理則」來進行實際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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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完全按照聖人之意進行發展變化，而是在具

體的歷史中抽象出來「超時間」的道德軌道，這些

道德軌道本身具有「歷史性」——歷史賦予道德

以定義，並通過具體的人與事而實現。黃俊傑先

生在此處強調的具體歷史事件的抽象的道德本身

具有的「歷史性」其實也就是「時間性」，所以回

到問題的根本，儒家歷史思維本身就是「時間性」

的，而「超時間性」概念的提出是一個相對的說

法，放在道德規範發展歷史尺度而言依然是「具體

的歷史性」。因此，我們需要回到唐代儒家禮樂制

度中「具體的歷史」中。

二、唐代封建問題與思想史中的「勢」

（一）唐代關於封建問題的爭議

唐代儒家禮樂制度中封建問題的「具體歷史

性」的爭論，在太宗朝就已經開始。貞觀二年（628

年）十二月，太宗使得國家長治久安，問群臣意見。

蕭瑀認為歷代國家之所以能長久都在於能夠施行

封建之法，而不能國祚長久的皆是廢除封建之法，

蕭瑀明確表示支持太宗封建而太宗也是表示認可

的，開始討論封建事宜。但是禮部侍郎李百藥卻認

為「封君列國，藉其門資，忘其先業之艱難，輕其

自然之崇貴，莫不世增淫虐，代益驕侈。離宮別

館，切漢淩雲，或刑人力而將盡，或召諸侯而共

樂」。[12]分封子孫因為其家族榮耀而忘記創業之

艱難，而「世增淫虐，代益驕侈」。這是封建之弊

端，因此建議太宗「請待琢琱成樸，以質代文，刑

措之教一行，登封之禮雲畢」。[13]李百藥還是比較

含蓄溫婉。而作為一代經師的顏師古卻找了一個

折中的辦法，貞觀開國之初不久，「人稀土廣」，[13]

民生多艱，施行封建卻是不可。而顏師古的折中之

法是「量其遠近，分置王國，均其戶邑，強弱相

濟」。[13]雖然國家現在不能允許大面積的分封土

地，還是可以分封小塊的疆域，並且「間以州縣，

雜錯而居」，[13]在州縣之間分封雜錯分割，使得其

不能做大，各自守在自己的封地，顏師古的這個辦

法一方面是滿足了太宗分封子孫的意圖，另外又可

以避免歷代封建造成的地方獨立王國，最後造成

弱幹強枝的局面，讓地方勢力發展受到局限，同時

又可以在需要時拱衛王室。卻也為後來河朔地區

藩鎮將領培植胡族武裝割據提供了條件。

而能夠直言反對封建的還是當數魏徵。魏徵

是明確反對封建，並且舉出五個理由。第一，經過

隋末的戰亂，國家元氣大傷，百姓遭殃，剛剛有點

生機而一旦分封就會造成「一朝棄之為諸侯之隸，

眾心未定，或致逃亡」[13]局面。第二，分封需要符

合禮樂之制，而禮樂典章制度在立國之初還未修

繕，「頓闕則理必不安，粗修則事有未暇」。[13]第

三，國家官員大夫都需要年資俸祿，而如果分封就

會造成「薄賦則官府困窮，厚斂則人不堪命」。[13]

第四，緊著第三條，國家賦稅本來就是有限的，王

畿之地賦稅收入有限而貢賦收入卻被分封掉，王

室府藏必然空虛。第五，若進行分封而燕、趙、秦、

代都是和蕃夷有關係，而匈奴問題還未解決，這

些封國又較為偏遠，容易發生變亂。魏徵舉陳不能

封建的理由都是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而言，「貴在

相時，時或未可，理資通變」。[13]總結魏徵的五條

建議主要是根據當時的形勢而言，關於邊防問題

到玄宗時釀成禍患，從這裏可以見出唐初分封弊

端良多。

馬周認為固然要進行分封但是不能有所過於

偏愛，還是要根據其才而進行衡量。「然則向之所

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

其戶邑，必有材行，隨器方授，則翰翩非強，亦可以

獲免尤累。昔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

世者，良由得其術也」。[14]於是，貞觀十一年（637

年）六月六日唐太宗下詔分封，關於封建的爭論第

一階段才結束。但是九天之後六月十五日，太宗改

封長孫無忌為趙國公，房玄齡為梁國公，李靖為衛

國公等。這次冊封之後，長孫無忌不願意去封地，

並且上書皇帝，太宗最終也沒有強迫他去封地。而

後因為皇子年幼就充當都督、刺史，貞觀十六年

（642年），褚遂良建議：「年齒未堪臨人者，且留

京師，教以經學」。[15]

唐太宗之所以認為封建是必要的，其實還是

源自儒家禮樂體系中親子關係，人倫秩序的維護。

而後世對封建之事評價，劉秩的觀點還是具有很

大代表性的，劉秩認為施行封建正是「天之所命，

人事而已」，[15]他認為李百藥是不懂得封建的意義

在於「正塚嫡，安父子之分，使不相猜貳」，[15]太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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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重封建不只為了國家的長久，更是為了「從化

而省刑」，[15]封建可以明確責任，明確教化、刑罰，

「宣教化則仁義長，仁義長則尊卑別，尊卑別則禍

亂息」，[15]劉秩顯然更看重由封建內在的禮樂秩

序，這種秩序的建立源自親子之愛，父子尊卑，父

父子子、君君臣臣，顯然是把封建認為這種和諧的

人際關係秩序的外在制度化、社會準則化。而郡縣

卻是「可以小寧，不可以久安；可以責成，不可以

化俗」。[15]郡縣制度只是小寧，不可起到化俗的作

用，如果封建能夠按禮樂制度內在的體系運作卻

是好的，但是後世出現的諸侯相互征伐，弒君之

舉，人倫綱常的敗壞，雖然原因不是出自封建，但

是卻表明禮樂內在的制度與外在社會政治需求之

前存在張力。一方面我們是要遵循禮樂之道，尤其

訴求正常的人倫關係，但是依靠這種關係自發地

維護社會秩序就過於天真和幼稚，且充滿書生味

了。另一方面在禮樂道德向善的要求之外就是以制

度化外在於人法來規範人的行為，以此調和。

按照劉秩的觀點來看，封建顯然是出自於聖

人之意，聖人之所以封建的原因是為了明確長幼

之別，父子之分，各安其所，無相奪倫。從這一觀點

出發封建之利是基於聖人因時，因地制宜，目的是

「使大不至於難制，小不至於無賴，是故如身使

臂，如臂使指，上下相制，罔不有順」， [16]封建之

道，就是因人之利而為之，而三代之失在柳宗元看

來是「在制不在政」，廖偁認為柳宗元是知其末而

不知其本，本末倒置。問題的關鍵在於三代之制，

聖人立封建不是出自於某種情勢的所迫而不得已

的選擇，把封建認為是勢是錯誤看法，廖偁的觀

點是與劉秩一脈相承的禮樂之道，從反對者的立

場看柳宗元顯然是大逆不道，並且是強辯而已。廖

偁認為三代之所以不去封建的原因，不是沒有這

種能力，而是封建就是歷代遵循的「道」，禮樂之

道，親子之道。真正的問題在於天子之法亂，道失，

而造成諸侯叛，不是由於諸侯叛而道不存，聖賢不

能用，不肖行於世，批評道：「不究聖賢立法制必

取法天地而立人，反以封建為勢」，[17]這些才是問

題的根本。與之持封建乃是聖人之意——道。還

有胡寅，認為封建乃是天道，而郡縣以天下為一人

是逞人之私欲。胡仲明是完全反對柳宗元認為的

「封建非公天下之大者，公天下自秦始」的觀點。

但是後世對此二人的評價由朱熹之論可見，首先

朱熹是肯定柳宗元封建只是歷代因革是不得已

的，是勢。

封建只是歷代循襲，勢不容已，柳子厚亦說

得是。賈生謂「樹國必相疑之勢」，甚然。封建後

來自然有尾大不掉之勢。成周盛時，能得幾時！到

春秋列國強盛，周之勢亦浸微矣。後來到戰國，東

西周分治，報王但寄於西周公耳。雖是聖人法，豈

有無弊者！[18]

朱熹是肯定柳宗元的論點此外還對聖人之法

提出了疑問，聖人之意不全無弊端。在朱熹看來

聖人之所以採取封建乃是不以天下為一己之私，

秦之後天下乃是帝王一家，一姓之天下：

以道理觀之，封建之意，是聖人不以天下為己

私，分與親賢共理，但其制則不過大，此所以為

得。[18]

聖人分封天下與諸王共同治理，周天子與諸

侯王之間的關係不是後代封建專制的君臣關係，

尤其是明清之後臣子要三跪九叩，君臣有別，等級

有差，但天下卻是公天下。例如《周禮》六冕禮制

是按照等級權力分配，周天子所享的全部六冕而

諸侯在各自封地可以根據祭祀等級不同服冕，等

級祭祀與等級權力，等級服冕，是一種多列式結

構，但是王權集中之後在唐代發生了「君臣冕服」

級倒置的現象，而這一現象根源就在於《周禮》古

禮周天子與封建諸侯之關係，相比後世截然不

同。[19]

其次就批評道關於封建的問題沒有絕對的非

與是，不是所有制度都全是好的，沒有缺點。「柳

子厚《封建論》則全以封建為非；胡明仲輩破其

說，則專以封建為是。要之，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

害底道理，但看利害分數如何」。[18]朱熹認為柳宗

元論證時有偏差，聖人之所以立封建乃是為了給

有德、有功、有親之人封賞，是「因自然之理而封

之，乃見聖人之公心」[20]自然之理就是禮樂之道，

也就是廖偁等人所不斷強調的人倫秩序，教化之

意，朱熹覺得廖偁批評宗元太過。對有德、有功、

有親之人封不是聖人不得已為之，這是柳宗元之

偏，朱熹認為自然之理勢與聖人不得已之勢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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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朱熹可以說洞見了道與勢爭論的核心。「知所

謂勢者，乃自然之理勢，非不得已之勢也」。[20]這

個勢如果是出自於聖人之心不得已為之，就是情

勢，但是如果出自於自然之理，為了維護禮樂秩序

本身，那麼就是理勢。所謂情勢是聖人在分封之後

欲吞併而不得，無可奈何。朱熹覺得這應該解釋

為理勢，朱熹的舉出的例子是射中王肩，乃是因為

征伐出自諸侯，如果征伐出自天子，就不會有了。

朱熹的著眼點是在於這個理勢的具體情況而言，

並沒有把這個問題絕對化分析。

（二）思想史中三種「勢」的討論

思想史上關於勢的討論可以分為三期，第一

期是先秦商鞅、慎到、韓非所提出的威勢，主要和

變法有關問題；第二期是宋代陳亮、葉適等提出的

宋金局勢問題，重點是關於形勢和道德本末的爭

論；第三期是清代的王夫之等所提出和歷史發展

有關的趨勢，涉及到勢的形成問題。[21]因此，對於

勢的理解可以分為「威勢」、「形勢」和「趨勢」三

種。威勢乃是法家強調的統治者的權勢力量，主張

勢治，法勢結合，這種依靠人力所設計的一種權

勢，有無比的約束力量。形勢則是側重於時間上，

一時有一時之勢，其實就是時勢。宋代王安石變法

之所失敗就是在人情、時勢上沒有認清楚，這種時

勢就是現實局勢。趨勢乃是歷史發展過程，研究史

學的人遵從這一觀念，認為歷史發展中不是人的

意志所能決定和改變的「必然之勢」。「郡縣之制，

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勢之所

趨，豈非理而能然哉？」[22]王夫之認為郡縣之治是

勢之所趨，所指的就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儒家思想

的歷史思維的一個特徵就是從具體的歷史中抽象

超時間性的規律或者規則，這些規則、定律不僅具

有某種道德意義符合聖人之意，而且是歷史之必

然，不能改變，從具體的歷史中抽象出普遍性，就

是理。[23]「順必然之勢者，理也；理之自然者，天

也」。[24]這種理不是經學家們所認為的那種永恆

不變的理。在經學家們看來推動歷史發展趨勢乃

是聖人的意志，而史學家們則是認為是客觀形勢。

這種客觀形勢來源自具體的歷史，具有時間性的

歷史事件，抽象成為一種普遍客觀的規律或原

則。

人生有道，人不自知；三人居室，則必朝暮啟

閉其門戶，饔飧取給於樵汲，既非一身，則必有分

任者矣。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所謂不得不然

之勢也，而均平秩序之義出矣。又恐交委而互爭

焉，則必推年之長者持其乎，亦不得不然之勢也，

而長幼尊卑之別形矣。[25](《原道上》)

章學誠這段話和柳宗元《封建論》所表達的

主旨一致，他們所理解的勢以史學家的眼光，並且

是源自於具體歷史中「超時間性」的勢。

在柳宗元之前沒有人從歷史的角度來這樣看

待勢，「制度的更改，和聖人的意志無關，只是形

勢的轉變」。[21]這就是歷史發展之必然，而聖人之

「意」是主觀的，「勢」卻是客觀的。蘇軾對這一點

把握的非常精準，把柳宗元的勢當作了「時」來解

釋。「聖人不能為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所能為

也，能不失時而已」。[26]蘇軾的意思是說聖人之所

以立封建是出自於當時的需要，三代之初立封建，

不取消封建，是有原因的諸侯無罪，不可奪削。這

個時候不能為，也就是時勢使然，「聖人不能為

時」。而周衰，禮樂征伐自諸侯，造成禍亂，而到秦

才變革之，吸取教訓，不封建，李斯之論所以不失

時也是與之俱進，「不失時」。所以封建的問題不

在於是否出自聖人之意，而在於是否符合當時的

社會情況，不能因時制之，因人而利，其實根本是

不懂聖人之禮樂之根本，禮樂制度之本就是以時

為大，以為時用，講究的是通變。因此，蘇軾對柳

宗元評價極高，「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

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其後則劉

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

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26]

三、柳宗元「意勢之辨」與禮樂美

學的「時間性」問題

柳宗元《封建論》引發的意勢之爭，後來發展

為理勢之爭，再由理勢之辨，演變為經史之辨。經

學家和史學家不同，經學家認為是理決定勢，而史

學家則是認為勢決定理。而兩者的關鍵爭論在於

經學家認為宇宙自然是至善的道德的，這個至善

和道德是一切的源頭，所有的問題都要歸結於此，

而歷史只是細枝末節。無關緊要。史學家則不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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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個理就是勢的源頭，也不認為歷史事件一定

是道德或者不道德的，歷史事件只是合理與否。何

佑森先生認為理與勢的關係其實就是體用的關

係，以杯子為例，杯子是器物，可以觸摸感知到其

存在，這個杯子是真實的，就好像我們的身體是真

實的一樣。喝水的時候將空杯子注滿水，用杯子喝

水與杯子的體分開。這就是「器體道用」。[22]而如

果追問杯子的本源是什麼，如何形成的就必然超

越人的經驗，這種超越的經驗概念就是道。它是

不變的，永恆的，無時間性的。而它所創造出來東

西則是暫時的，變化的，這就是「道器體用」。何

佑森先生的這個解釋和柏拉圖的床的理式比較，

理式就是經學家們抽象出來的普遍永恆的道德觀

念，一切本源於此，而具體的床就是由理而生髮創

造的，乃是暫時的，可變的，這就是史學家們所面

對具體的歷史事件。所以何佑森先生總結為，從本

源看，是理決定勢，從現象看，是勢決定理。「理

勢合一」，「體用一源」就是這個意思。

而尊史其實就是在尊勢。柳宗元所持之立場

乃是史學家的立場，時變，事變，一切都在具體的

歷史語境去處理。事物隨時在改變，每個時代都

需要面對自己的形勢。禮樂制度就是隨時變義，

禮樂美學對制度的建構是在具體的歷史語境發生

的，這種美學思想建構不是一種絕對抽象的永恆

不變的，而是隨著制度本身，因時而宜。它是具有

時間性的，具體的，發生禮樂生活中。儒家禮樂美

學的發端在親子之愛，由親子之愛推之而發生的

制度——封建，體現了儒家禮樂美學的政治制度

建設和社會生活治理的理想。美學的本意是通過

感官知覺到外部世界，鮑姆嘉通(Baumgar ten)給

美學的定義是感性認識的完善，而人能夠通過感

官感知的主要媒介就是身體，五味、五色，眼、耳、

鼻、舌、身，人們能夠直接接觸到物質世界。而對

感覺經驗的分析所依靠最多還是經驗，經驗比人

們能夠意識到更為客觀，因為作為知覺的客體經

驗的到事實規定了主體對世界的感覺，正是這種

經驗的先見或「前理解」決定了被感知材料，被知

覺主體接受和存在的方式。美學行為的認識要求

一個行為目的構成的世界，在這個世界內，按照先

見或「前理解」的存在形式來確定實踐創造過程

的本質。

封建制，在柳宗元而言就其起源而言就是一

個美學發生。在禮樂生活的具體歷史性的語境中，

順著時間線，不斷在不同時代，解決不同的問題。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飲食所滿足的需要既是

人的生理本能需要，也同樣是作為一種文明的象

徵。飲食作為一種身體的慾望，感官的需要，同樣

也是人類最初感覺世界的方式，饑餓使人認識到

對食物的需要，滿足這種自然的慾望衝動就必須

有所作為。宗元所論，人之所爭訟不已就是在原初

的社會中對一切需要的分配不均。在自然面前人

類最初的危機就是自我保存和延續的需要。而這

種需要的建立不是一個人可以完成的，在集體和

群聚的模式下人們可以相互保存，同樣也可以滿足

延續的種族的需要。但是這些群聚模式之下的社

會組織就需要一個秩序，而不同的先見形勢對這

種秩序的理解自然千差萬別。也就是上文王夫之

所說的，必然之趨勢，但是，禮樂美學對制度的建

構不是按照經學家們闡釋的方式，否定具體事物，

而是在具體的歷史中建構制度。如果說我們是按

照這樣一套規則、理念和秩序構造，這種模式就是

「理性」或「邏輯」的。反之，我們的交往活動中並

不是依靠這些絕對的規則、理念和原則，來反映

我們共同活動模式的秩序就是「美學」的。對經驗

中的主體，人們通常有兩種假定：「一是主體從屬

於一種方式，經驗到的物件准此而為某一個或者

某一套形式關係提供例證；二是主體表現一種方

式，每一個體以這種方式獨特地構造自身以及相

互間的關係」。[27]對這兩種方式而言都是從抽象

中得到的，不同的是第一種是從現實性中，而第二

種是從可能性之中，也就是不確定性。孔子對仁的

論述可以作為一個例證，仁具體是什麼，孔子沒有

給出一個具體而抽象普遍的概念，而是在每一次

問答之中，讓仁不斷呈現在物件面前，面對仁本身

的含義不是再是一個邏輯概念的問題，而是一個

不斷在實踐中感知體悟，直覺物件本身的方式在

行的過程中，是在具體情境體驗之中，這種模式之

下的社會組織形式所要求的就是修身。儒家禮樂

美學重視親子之愛，慈孝之愛核心也在於此，這已

經不是西方科學範式中經驗一致性和普遍性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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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論思辨，而是一個在具體意向性中所表現存在

的意義。正是這種關係支配了中國儒家禮樂美學

對社會國家政治的建構，而且支配了民族國家的

精神向度。

從禮樂美學來角度來重新分析疏理柳宗元

《封建論》及其歷代評價，認為封建是道出自於

聖人之意，而否定宗元認為封建是勢的觀點體現

了把道絕對化抽象化的趨勢與因時隨義之間的矛

盾。持封建是聖人之意，出自道無非是把道絕對

原則化，認為聖人有意為之而創造了一套適合社會

生存發展的秩序。也就是說，封建作為一種是聖

人抽象原則、規範和標準來制定出來的。換言之，

禮是由聖人制定的，而這套制定的原則規範是聖

人抽象出來的，後世都要無條件遵守這一套的原

則和規範，道就是天理，是永恆不變的。這種對道

的理解是抽象的，無時間性的道。而真正的道是

與時、勢聯繫在一起的，就是會變化的，這裏可以

聯繫魏徵「貴在相時，時或未可，理資通變」之語，

其實魏徵作為隋代王通弟子，他的這種關於時的

理解或許受到了其師影響。因為王通本人在《中

說》中所強調核心就是時的重要性。此外蘇軾之

論之所以精準的原因也在於此，不能為時，不失時

就是把道與時、勢聯繫在一起。道不是絕對抽象

的原則是一個變化需要不斷注入其可能性完善的

物件，這裏對道的理解就是一個具有時間性的概

念，是在不斷發展變化中，不斷物件導向本身的。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所以「天命不足畏，

祖宗不足法」唯有這樣的勇氣與態度對道的理解

方不墮為理(經)學家枯滯呆板的闡釋。

柳宗元《封建論》否定乃是把「聖人之意」作

永恆、不變無時間性之「道」的解釋，他從具體的

歷史性出發，在禮樂美學生活履踐中總結出「勢」

這一「時間性」概括。「意-勢」，「理-勢」、「道-勢」

之爭的背後乃是儒家經史之辯，經學家和史學家

各持不同立場，部分經學家對道的理解乃是「永

恆，不變的」，他們拒斥史書，以為「讀史喪志」，

柳宗元所反對的「道」即是此種。而經學家解經方

式多樣，以自我情感體驗沉浸經書，集合經史，認

為「道」也是「有時間性」的不斷發展變化，隨著

時代而充實著其內涵。顯然，從「具體的歷史性」

中抽象的普遍性的「超時間性」之道，究其本，也

是「時間性」的，黃俊傑在《儒家思想與中國歷史

思維》中忽略這一點，而何佑森先生則過於完全絕

對化，把所有經學家都歸為一類，然而並非如此，

如朱熹、戴震之論，所以，對「道」的時間性問題應

該分開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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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frontation of Power and Doctrine 
and the Temporal i ty of Ritual and Music 
Aesthetics in LIU Zong-yuan’s On Feudalism

LI Zhong-chao (Depar t 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 rac t : Esse nt ia l ly LI U Z ong-y u a n’s 
discussion on Confucian doctrine and political power 
originates from the relations between substance and 
fun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esthetics, the ritual 
and music system is temporal and was constructed and 
improved in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s. On this point, 
Confucian scholars hold a disagreement that Confucian 
values are timeless eternity and Confucian principles 
bring out and determine political power, while they 
insist that substantially universal doctrines come from 
Confucian Classics, practically laws lie in existing 
things and reading historical records makes man weak. 
Unlike Confucian scholars, historians have a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that political power would inevitably 
grow over Confucian doctrine in specific and objective 
historical context. In his article On Feudalism, LIU 
Zong-yuan, as a historian, is the first one who expounds 
the historic significance and denies the absoluteness 
and eternity in the claim that feudalism was born in 
Confucian saints’ mind.

Key words: LIU Zong-yuan, On Feudalism, 
Ritual and Music Aesthetics, Political Power, Confucian 
doctrine, Tempor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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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對孔子與「孔子」的形成溯因進

行了多維視野的闡釋，在分析孔子是周代文化

的繼承者、發展者與傳播者的基礎上，肯定了

孔子思想的強大生命力，通過價值論視角的考

量，把孔子思想納入中國社會需要的角度，一

方面探索孔子思想集大成的內涵，另一方面探

索孔子成為「孔子」的價值選擇，從而研究了時

間距離、文化距離和心理距離對孔子接受所產

生的複雜影響。

關鍵詞：孔子；「孔子」；集大成；溯因

在世界文化史上，像孔子如此影響一個國家

幾千年發展的思想家可謂極其罕見。值得探討的

問題在於，孔子思想為何能夠具有愈久彌新的強

大生命力？歷史上的孔子為何能夠被後世不斷闡

釋、演義、擴展，乃至成為

神化的「孔子」？本文不具

體研究孔子在歷代的接受

史，而是主要思考孔子思

想為什麼能夠具有強大的

生命力，以及為什麼能夠

被歷代所接受的多維原

因。

一、孔子思想具有

強大的生命力

要瞭解孔子，我們必

須明確兩點：一個是歷史

上真實的孔子；二是後世不同時代人們所瞭解的

「孔子」，也是一個作為「歷史流傳物」的經典人

物。從歷史的觀點來看，「孔子」，既來源於歷史上

真實的孔子，但又不同於歷史上真實的孔子，而是

後世對孔子不斷展衍與生成的「孔子」，因此，「孔

子」體現了不同階段的歷史特徵和文化特徵，蘊含

了後世不斷進行主觀闡釋的特性。

從文化史的角度來看，文化符號是特定時代

文化選擇的結果，彰顯了該民族深刻而又豐富的

文化意蘊。孔子之所以能夠成為「孔子」，就在於孔

子是中華民族智慧的文化符號，才能夠獲得持久

的生命力。

孔子與「孔子」的形成溯因
──多維視野的一種闡釋

■ 薛永武

中國海洋大學

(一)孔子是周代文化的繼承者、發展者與傳播者

孔子生活在一個新舊之交多元文化與周代統

一的禮樂文化之間互滲、融合與衝突的時代。在這

種大格局下，孔子以繼承周代的禮樂文化自居，整

理古代典籍，「述而不作」

「吾從周」，以其博覽群書

與不懈探索的精神，終於

成為周代文化的繼承者、

發展者與傳播者。

從夏商周的發展脈

絡來看，周是夏商以來的

文化集大成者。孔子則是

全面繼承周代文化的一代

文化大師。孔子的出現不

是偶然的，而是在春秋戰

國時期周代文化與當時文

化的融合與撞擊形成的，

也是當時中華民族集體智慧的結晶。在後世不斷

對孔子的闡釋、演義、擴展和神化的歷史過程中，

孔子逐漸成為中國傳統文化和中華民族智慧的符

號，成為具有豐富文化內涵的「孔子」。孔子作為

歷史生成的天才，他所處的時代以及魯國對周代

文化的繼承，客觀上都為孔子的歷史生成提供了

客觀的歷史條件和文化條件；作為一個志向高遠、

憂國憂民、治國安邦情懷的君子乃至聖人，孔子充

分發揮歷史創造的主體精神，積極開拓人生，努力

汲取傳統文化的智慧。

《史記·孔子世家》載：「孔子之時，周室微而

禮樂廢，《詩》、《書》缺。追跡三代之禮，序《書

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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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

『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

不足征也。足，則吾能言之矣』。觀殷夏所損益，

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鬱

鬱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

孔子語魯大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之純

加，皦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返魯，然後樂

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詩》三千餘篇，

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後稷，

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

雄》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

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

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

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

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

《文言》。讀《易》，韋編三絕」。由此可見，孔子確

實對周代以來的禮樂文化有比較深入的瞭解，能

夠繼承文武周公的王道政治和西周的禮樂文化，

並根據當時的需要，對禮樂文化進行整理、闡釋與

傳播。

孔子是周代思想和文化的繼承者、發展者與

傳播者，而周代文化則是夏商至周時期比較成熟

的文化。春秋以降，一方面社會動蕩混亂，諸侯割

據，國將不國，客觀上出現一些「異端」思想，但另

一方面，君王為了穩定政權，客觀上也需要借鑒周

代比較成熟的禮樂文化。從歷史發展規律來看，戰

亂雖然需要霸道來實現武力統一，但社會穩定更

需要王道的治理方式，需要孔子所說的「近者悅，

遠者來」的人文境界。

(二)孔子是歷史生成與主觀選擇達到和諧統一

的集大成者

從文化傳播史的角度來看，大凡在歷史長河

中能夠經過大浪淘沙而又生生不息的文化形態，

其創造者無疑都具有「集大成」的文化意蘊，否則

就很可能遭到歷史的淘汰或者淹沒。

從社會發展史的角度來看，孔子的形成取決

於三個維度：一是春秋時期社會發展合規律性的

內在訴求；二是春秋時期社會和諧穩定合目的性

的現實需要；三是孔子周游列國多種文化元素的

濡化與融合。歷史證明，春秋時期中國社會需要在

繼承夏商周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上進行新的文化

創造，而孔子思想恰恰體現了這一點；春秋戰亂、

社會動蕩不安的社會現實客觀上需要新的大一統

思想的儒家文化來維繫社會的和諧穩定；孔子周

游列國，擴大了國際視野，促進了跨文化的交流融

合，客觀上有利於為中國社會發展提供多元優化

的文化元素。因此，孔子的形成既蘊含了春秋時期

社會發展合規律性的內在訴求，也體現春秋時期

對和諧穩定這一合目的性的現實需要，還體現了

周游列國所形成的國際視野，蘊含了外來文化濡

化與融合的新元素。由此可見，我們從以上三個維

度出發，就可以理解孔子形成的多種原因：孔子是

歷史生成的，也體現了他主觀選擇達到主客觀有

機統一的必然性。

從當下中國文化復興的角度來看，一方面我

們急需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汲取資源和創新動力，一

方面針對目前「西方文明面臨重大挑戰和危機，

生態危機、道德危機、霸權主義、個人主義、享樂

主義等使人類社會衝突不斷，嚴重威脅了人類的

可持續發展。這些危機是由西方文明的思想基因

和內在邏輯決定的，單靠西方文明自身難以根本

克服。而中華文明將在新時代為人類文明的進步

貢獻更大的智慧和力量」。[1]所以，近些年掀起的

國學熱以及孔子熱，既合乎中國文化發展創新的

內在規律，也符合中國現實國情的需要，也是基於

在國際文化傳播中發揮中國傳統文化正能量的迫

切需要，而孔子思想能夠為人類文明的進步貢獻

更大的智慧和力量。

從人才開發的角度來看，一個人要成為集大

成者，就必須樹立大學習觀，廣採博納，見賢思

齊，對各種知識融會貫通，進而達到思域融通的至

高境界。孔子三歲喪父，十七歲喪母，十五歲立志

求學，曾經向老聃、孟蘇、夔靖叔學習，其中，老子

是道家的創始人，而孟蘇和夔靖叔也是當時的賢

人。另外，孔子在去郯國的路上偶遇賢人程子，竟

然停車與之熱情交談一整天，孔子認為程子是天

下的賢士，所以分別時讓子路拿一束帛送給程先

生以存紀念。[2]孔子如此尊賢愛賢，這恰恰是他見

賢思齊、集思廣益、成為集大成者的重要原因。

孔子公開承認自己「學而知之」，非「生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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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他經常沉浸在「發憤忘食，樂以忘憂」

的境界。《呂氏春秋·博志》載：「孔、墨、寧越，皆

布衣之士也，慮於天下，以為無若先王之術者，故

日夜學之。……蓋聞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

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

而不達？何為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

之』。非貴告之也，精而熟之也」。[3]這段文字表明

孔子「日夜學習」的精神竟然感動了「鬼神」，實質

上是達到了「精而熟之」的最佳境界。實際上，正

是由於孔子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的學習精神，

使他能夠在勤奮中通過廣采博取，終於成為一代

鴻儒碩學的大師。

孔子作為集大成者，廣泛地汲取了周代以來

的禮樂文化以及其他豐富的思想資源。孔子的集

大成，不僅表現在對周代以來的禮樂文化進行總

結，並且提煉出具有普適意義的人生智慧，而且還

從理想人格的角度，能夠「見賢思齊」，自覺汲取歷

代大聖和君子的智慧。孔子在推崇和提倡禮樂文

化的同時，還廣泛地吸取當時尚存的《夏書》《商

箴》《商書》《詩經》等古代經典精華，而這些經

典在較大程度上代表了當時最高的智慧。比如《呂

氏春秋·聽言》載：《周書》：「往者不可及，來者不

可待，賢明其世，謂之天子」，《呂氏春秋·慎大》載

《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這些思想資源

都進入孔子的視野。

我們通常把《詩經》看作是第一部詩歌總集，

實際上《詩經》不僅如是，而是春秋時期一部詩

歌化了的「百科全書」。孔子之所以說「不學詩，

無以言」，不僅看到《詩經》在人際交往中的重要

性，而是他已經領悟《詩經》豐富的文化內涵，包

括禮儀、樂教、風情習俗和社會興衰的經驗教訓

等。因此，孔子在與弟子或者其他人對話時，非常

喜歡從《詩經》引經據典，以此來闡發他的觀點。

比如《論語·泰伯》篇載曾參有病，孔子招來自己

的學生，並引用《詩經·小雅·小旻》中的「戰戰兢

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詩句。《詩經》這句詩

與《周書》的關係應該是非常密切的，顯然也得到

孔子的欣賞。《論語·微子》載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曰：「鳳兮鳳兮！何德之哀？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

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對接輿所

歌頗感興趣，因此，才「欲與之言」，但遺憾的是由

於接輿的躲避，孔子卻「不得與之言」。這裏值得

注意的是接輿的「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恰恰

是對《周書》「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的繼承和

超越，而這種繼承和超越又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

孔子的人生態度。

孔子在集大成方面，還突出表現在他對理想

人格的塑造上，正如日本學者白川靜所言「孔子具

有偉大的人格。在中國，大凡理想的形象都被稱為

聖人。所謂『聖』，根據字的原意是指能聽到神的

聲音的人」。[4]在人格塑造方面，孔子嘗試把禮樂

文化建立在堅實的「仁」的基石上，認為沒有

「仁」，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禮樂，所謂「禮云禮云，

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在孔子看

來，「克己復禮為仁」，具有了「仁」的人格是堅韌

的，也是美好的，所謂「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

也」，「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就是最好的注釋。

據記載，孔子拜見齊景公時，景公致廩丘以為養，

而「孔子辭而不受」。[5]人生在世，孔子能夠做到無

功不受祿，是相當不容易的，由此也彰顯了孔子的

理想人格。

不僅如此，孔子在贊賞君子人格的同時，更加

推崇聖人的境界，認為聖的最高境界是「博施於民

而能濟眾」，「修己以安百姓」。從某種意義上來

說，正是這種理想的人格支撐著孔子，為尋求理想

而不惜千辛萬苦去周游列國。孔子作為集大成者，

他不僅屬於他自己，而且屬於他那個時代，也是當

時中華民族集體智慧的集中顯現。也正是從這個

意義上來說，孔子是中華民族智慧的文化符號。

從歷史的觀點來看，正是由於孔子在這諸多

方面都做到了「集大成」，所以他才能夠以自己堅

韌的人生創造了歷史上一個偉大而又真實的孔子，

又為後世對孔子的解讀提供了一個理想的範式，

在歷史長河中終於成為不同時代的「孔子」。

二、中國歷史接受孔子的原因

（一）中國歷史選擇孔子的價值維度與距離維度

從文化系統的內在構成來看，相對獨立的一

個文化因子，隨著文化的發展可能融入特定的文

化系統，因而得到進一步的發展，但也可能因為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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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融入特定的文化系統而逐漸衰亡；相反，一個具

有完整生命的文化系統隨著文化的發展，則一般

不會隨之衰亡，而往往可能隨著文化發展的興衰

際遇，可能得到新的展衍和拓變，因為它自身具有

自立性、自足性和一定的完滿性。孔子作為中華民

族智慧的集大成者，從文化系統的角度來看，他已

經不單純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文化因子，而是業已

構成了一個具有完整生命的文化系統。中國歷史

選擇孔子，在主客觀統一中體現了孔子的價值維

度。

孔子在世時雖然憂鬱不得志，但其思想已經

被很多有遠見的統治者所認可。在這方面，魯國曾

經任用孔子為大司寇，攝相事；齊國、衛國和楚國

都曾經打算重用孔子，其中，齊國和楚國曾經想給

孔子封地。另外，孔子在世時以及去世後，他的許

多弟子被各國君王委以重任，這也說明孔子的治國

思想通過弟子的仕途得到承認和傳播。自從漢武

帝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孔子不知不覺

地被歷史所選擇，被歷史所接受，成為歷代統治

者穩定秩序、統一民心、建立和諧社會的重要精神

支柱。

那麼，歷史為什麼選擇了孔子呢？在中國歷

史上，孔子被稱為「大成至聖文宣王」「大成至聖

先師」「萬世師表」「神明聖王」「萬世教主」等許

多桂冠；二十世紀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孔

子更是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贊譽：他被學者稱為哲

學家、政治家、教育家、美學家、外交家、人才學家、

思想家、軍事家、經濟學家、美食家、倫理學家、史

學家、文獻學家、編輯家、人類學家、仁學家、禮學

家、邏輯學家、文物考古學家、文學家、詩人、音樂

家、藝術家、文藝理論家、心理學家、教育心理學

家、心理衛生學家、法律思想家、法學家、人道神道

觀的創立者、第一個數學教師、無神論者、民族理

論的創造者、儒家人文主義的奠基人、春秋戰國時

期百家爭鳴的實際創始人、封建時代精神文明的

主要奠基者、中國文化史上第一位繼往開來的奠

基者、古代精神文明的最早倡導者或奠基人、中國

養生保健理論與實踐的先驅、思想解放的先驅、卓

越的謀略家、中國民族智力開發的先驅、大民俗學

家、第一位情商理論家、第一個進行文化交流的學

者、春秋時代大一統思想的代表人物、中國人才

學的開創者、中國上古文化的集大成者、中國傳統

文化的奠基者、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在此不

一一贅述。

那麼究竟應該怎樣看待孔子這些「桂冠」呢？

第一，後世對孔子這些高度評價，雖然不一定都符

合孔子的歷史真實，但絕不是空穴來風，而是後世

對孔子思想及其貢獻所進行的某個角度的解讀，

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而已。第二，後世對孔子

這些高度評價，有許多是比較接近孔子實際的，

如思想家、教育家、哲學家等等。第三，後世有些評

價顯然人為地拔高了孔子。誠然，孔子確實做了許

多方面的工作，或者對某個問題、某個領域有所涉

及，但並未對這些問題或領域全都進行深入系統

的研究，因此，後世評價孔子的時候，就未必把孔

子涉及到的問題和領域都要上升到某某「家」的

高度，而只能說孔子的研究涉及這些問題或者領

域。

中國歷史之所以選擇孔子，最重要也是最直

接的原因是孔子思想極具包容性和豐富性，在較

大程度上能夠滿足人生智慧的需要，對於修身、

齊家、治國、平天下具有積極的引領作用，對於治

國安邦也能在較大程度上滿足統治者和特定社會

穩定和諧的需要。孔子作為儒學的創始人，其思想

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豐富性，兼有道家、法

家的思想元素，正如王家驊所言：「中國的儒學具

有強烈的包容性，實際上它是在不斷地吸收其他

諸家思想的過程中發展的，然而，它又不是讓諸家

思想與其混合並存，而是將諸家思想融入其中，成

為其思想的有機組成部分」。[6]比如孔子對無為而

治的肯定，對德治與法治相統一的肯定等，都顯示

了孔子思想的包容性。

從價值論哲學的角度來看，事物的價值既取

決於事物的客觀屬性，又取決於事物滿足特定主

體需要的程度，即事物愈能滿足主體需要，主體

就認為該事物愈具有價值；反之，該事物的價值就

愈低。由價值論哲學的角度出發，回眸孔子在中國

歷史上的價值變遷，我們不難發現，孔子之所以能

夠在中國歷史上長久不衰，得到長期的歷史承認，

這首先說明孔子思想具有滿足中國歷史長期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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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客觀屬性；其次也說明中國歷史上客觀上需要

孔子思想所蘊含的人生智慧和治國智慧。因此，歷

代統治者之所以認同孔子思想，實質上就在於孔子

思想體現了人生智慧，有利於該社會的穩定和諧，

統治者可以充分利用孔子及其儒家思想對民眾進

行教化，而通過教化把孔子思想及其儒家文化積

澱並凝聚成全社會的意識形態和超穩定的心理結

構，由此也進一步顯現了孔子自身文化內涵的深度

和廣度所具有的生命力，這也符合黑格爾的名言

「凡是現實的就是合理的」。也就是說，孔子能夠

被歷代社會所接受，這在客觀上必然有其內在的

合理性，孔子思想的深刻性與豐富性，客觀上成為

後世選擇的重要原因。

價值論哲學從另外一個側面也能夠說明孔子

為什麼在特殊歷史階段會遭到否定甚至是批判，

究其原因就在於這些特殊時期的價值選擇陷入

特定誤區，比如太平天國時期第一次打倒孔家店、

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中表現出來的反傳統思想、

「文革」時期破四舊等問題，在這些特殊時期，人

們的價值選擇出現了偏差，扭曲了需要的正當性，

或者說主體的需要不科學，甚至被政治意識形態

異化了，按道理來說，價值判斷的標準本身應該標

準，但實際上卻並不標準。由此而論，孔子在這些

特殊時期遭到誤解、曲解甚至是批判，從價值論哲

學角度來看，這本身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但是，歷史畢竟是歷史，「青山遮不住，畢竟

東流去」。「孔子」畢竟來源於孔子，無論後世對孔

子的評價究竟有多少真實性和科學性，有一點是可

以肯定的，即孔子確實是一個複合型人才，也是一

個山型人才的大師巨匠，他的人生經歷體現了家

庭的文化傳統（聖人之後）、個人後天的主觀努力

（包括遠大志向、見賢思齊和勤奮學習等），與國

君和賢人交往甚多，對夏商周傳統文化的總結，處

在周代文化與禮崩樂壞、社會動蕩的交匯點，孔子

周游列國所開闊的國際視野等等，這些主客觀因

素達到了最佳的優化組合，有利於形成一個「集大

成」的孔子。其中，關於國際視野，《呂氏春秋》：

「孔子周流海內，再幹世主，如齊至衛，所見八十

餘君」。[7]這在當時唯有孔子才能獲得這麼特殊的

高級禮遇，由此也增加了孔子對多國的閱歷，有利

於他獲得社會治理最直接的經驗，用現代的術語

來說，相當於孔子到很多國家訪問交流，進行了最

高級別的社會調查和國際調研。事實證明，孔子這

種獨特的人生閱歷，客觀上非常有利於關注現實，

在激發社會責任感的同時，進一步激發他對現實

問題的思考，並且提出新的創見。《論語·子罕》載

顏淵稱讚孔子說：「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實際

上，正因為孔子是「一座高山」，弟子才能夠有高山

仰止之嘆。由此也進一步說明，孔子具有集大成的

文化內涵，業已構成一個具有完整生命的文化系

統，既具有文化的民族性，又具有文化的普遍性與

永恆性。這個文化系統在文化生態生生不息的演

變傳播過程中，它的生命力要遠遠大於一個文化

因子的生命力，因而能夠被後世在較大程度上所

接受、所認同，並不自覺地融入了後世的文化創造

之中，成為後世文化創造的文化動力和有益的營

養。

孔子的思想豐富而又深刻，集中表現在如下

幾個方面：

第一，豐富深刻的社會政治思想表現在對

「仁」與「禮」的強烈關注。「仁」是孔子思想的核

心，「仁」的本質是愛人，外化為對修身與社會治

理的行為方式就是「禮」，也是社會管理為政以德

的具體要求。孔子希望統治者能夠成為明君、聖

王，實行王道而不是霸道；希望為官者能夠成為忠

臣、諫臣和忠於職守、勝任職守的能臣；希望弟子

和更多的社會成員成為文質彬彬的君子，而不是

小人。因此，禮制和為政以德都是孔子社會管理思

想的重要體現。

第二，孔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建立「天下為

公」的大同社會，是對和諧社會的理想願景「大

同」的終生追求，體現了一個真正思想家對未來

美好社會的理想追求。孔子這裏的偉大之處在於

自覺把實現大同理想與人生的責任感有機結合起

來，自覺肩負歷史重擔，為後世樹立了光輝的榜

樣。

第三，與對大同社會的追求相聯繫，孔子追求

積極進取的人生價值觀，不知疲倦、毫無畏懼地追

求「知其不可而為之」[8]的人生理念，「發憤忘食，

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9]這種積極的人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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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非常難能可貴，體現了一個思想家對現實和自我

的超越意識，也體現了「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博大

情懷。

第四，孔子作為一個思想家，其豐富深刻的治

國思想建立在他遵循天地之道和人性之道的基礎

上，所謂「政治」，乃政之治也。他認為，為政在舉

賢，在於「天下積而本不寡，短長得其量，人志治

而不亂政」， [10]因此他把「釋賢而任不肖」視為

「國之不祥」。[11]他注重社會治理要「以德以法」，

要實行德政和法制，二者相輔相成；他認為所謂

「德者，政之始也」[12]「政」者，正也，主張政正，

政善，政和；孔子主張從仁出發，建立和諧的人際

關係和社會關係，其「為政以德」與「近者悅，遠者

來」的王道精神深刻影響了後世的社會治理與和

諧社會的建構。

第五，孔子作為一個偉大的教育家，提出一系

列具有永恆價值的教育觀點，倡導素質教育，注重

教學相長，因材施教，倡導學習、思考與實踐的緊

密結合，體現了人才培養的基本規律，超越了民族

和時代，融入世界，指向未來。

第六，孔子的美學思想核心注重「美」與「善」

的統一，「文質彬彬」，也是形式與內容的統一。孔

子提倡「詩教」，即把文學藝術和政治道德結合起

來，把文學藝術當作改變社會和政治的手段，視為

陶冶情操的重要方式。

第七，孔子作為第一個情商理論家，具有很高

的情商，提出了蘊含情商思想的著名論斷。[13]在自

我認知方面，孔子《述而》說「非生而知之者，好

古，敏以求之者也」，《憲問》說「不患人之不己

知，患其不能也」；在自我調控方面，孔子《里仁》

認為，「以約失之者鮮矣」，《衛靈公》「小不忍，則

亂大謀」，《顏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

言，非禮勿動」，《衛靈公》「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等。而在自我激勵、移情能力和人際交往能力方

面，孔子也多有高論。

孔子上述豐富的思想內涵是孔子能夠流傳

久遠的重要原因。孔子在歷史的接受中客觀上發

生這樣或那樣的變形，成為特定歷史階段的「孔

子」，客觀上還與後世與孔子的時間距離、文化距

離與心理距離的影響不無關係。後世對孔子的接

受程度還取決於下面三個角度：第一，後世與孔子

的時間距離；第二，後世與孔子的文化距離；第三，

後世與孔子的心理距離。本書中所謂的時間距離，

是指人們與古代人物或事件相隔的時間跨度；文

化距離，是指人們對於所認識的人物或事件的文

化差異；心理距離，是指人才對所認識的人物或事

件所存在的心理差異。

從後世與孔子的時間距離來看，後世與孔子

相隔的時間距離越近，認識主體一方面既能夠比

較詳盡瞭解孔子的相關信息，對孔子的認識比較

清楚，但另一方面也會受到「一切歷史都是當代

史」的主觀遮蔽性和隨意性的影響，客觀上容易

出現抬高孔子或者貶低孔子的兩種極端；反之，後

世與孔子相隔的時間距離愈遠，認識主體對孔子

的評價一方面存在對歷史的超越性，因而能夠對

孔子的評價更加冷靜、客觀和清晰，但另一方面，

也可能因為後世與孔子的時間距離因為過於遙

遠，由於相關資料的缺失所造成的模糊性，客觀上

可能影響後世觀察孔子的清晰性，因而可能導致

判斷的失准與失衡，從而產生對孔子認識的模糊

性。

從後世與孔子的文化距離來看，後世對孔子

的評價，在較大程度上還取決於後世具體的評價

者所處時代的社會政治、文化狀況和價值取向等

因素，即該時代的社會需要與文化建設客觀上能

否與孔子進行有效的交流、對話與溝通，進而實現

新的文化融合與創造。如果後世的認識主體所擁

有和認同的文化內涵與孔子的思想存在較大程度

上的統一性，後世認識主體對孔子的評價就會越

高；反之，後世的認識主體所擁有和認同的文化內

涵與孔子的思想存在的差異越大，後世的認識主

體對孔子的評價就會越低。

從後世與孔子的心理距離來看，後世與孔子

的心理距離越近，認識主體比較容易走近甚至走

進孔子的內心世界，並且沉浸其中，更好地理解和

感悟孔子的喜怒哀樂，與孔子同呼吸、共命運，效

法孔子，也要追求美好的社會理想；反之，認識主

體與孔子的心理距離愈遠，心理距離就愈加產生

疏離的效果，即後世在心理層面上與孔子之間產生

「代溝」，從而影響對孔子的客觀認知，如八十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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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後和零零後的年輕人由於受西方文化以及網

絡文化的影響，對孔子以及傳統文化缺乏必要的

認同。當然，以上三點不是絕對的，而是因時代而

異，因認識主體的差異而發生變化。

（二）對孔子選擇的歷史嬗變

後世對孔子的選擇既有歷史性，又有主觀性，

這種選擇必然受到時間距離、文化距離和心理距

離的多種制約，在多種制約與反制約中，孔子逐

漸展衍為不同歷史階段的不同認識主體視野中的

「孔子」。因此，不同歷史階段的「孔子」一方面來

源於歷史上的孔子，一方面又是不同歷史階段人

們自覺不自覺地創造出來的「孔子」，即孔子在歷

史生成的過程中被創造和被演義了，後世的認識

主體通過各種不同的創造和演義，使孔子逐漸發

生了不同程度的變形。孔子在變形中不斷深化、豐

富，乃至聖化和神化，幾乎成為中國傳統文化最重

要的載體；但在特殊的歷史時期，孔子也曾經被扭

曲，甚至遭到最徹底的批判和否定，被「踏上一隻

腳，永世不得翻身」。

孔子能夠成為「孔子」，首先來自弟子對孔子

的推崇及其對孔子思想的傳播，所謂弟子三千，賢

人七十二及其後學者均推尊孔子。子貢對孔子贊美

備至，奉如天人，把孔子比為高天、日月、木鐸，凡

人永遠不可企及，認為孔子是天生的聖人；孟子認

為孔子所行的「聖人之道」是自然界和社會的至高

準則；荀子以繼承儒家正統自任，稱頌孔子，認為

孔子的美德永遠不可泯滅，但他貶斥子張、子夏、

子游為「賤儒」，批評子思、孟子。先秦之際，雖然

墨家、道家和法家對孔子及其儒學多有非議，但沒

有從根本上影響孔子思想的傳播。

其次，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

政策為「孔子」奠定了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基石。

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孔子及其儒

學逐漸成為官方的意識形態，乃至全社會的意識

形態，孔子的地位愈來愈高，由聖人逐漸變為神

人。「早在公元178年，東漢的蔡邕就在鴻都門學的

牆壁上，繪製了孔子和七十二門徒的肖像畫。自唐

代到明代中期，理想化色彩濃厚的孔子畫像是各

地孔廟祭祀活動的核心內容。南宋高宗皇帝（1127

至1162年在位）授旨繪製的《聖賢圖》發揮了推波

助瀾的作用」。[14]儘管魏晉南北朝時期戰亂頻繁，

孔子及其儒學遭到玄、佛、道的猛烈衝擊，出現儒

佛之爭，但由於孔子與儒學的生命力，總體而言，

在儒佛道三教合流中，孔子及其儒學始終處於正

統地位。唐代雖然受到道教與佛教的很大影響，但

孔子依然繼續深入人心，成為社會主流的意識形

態。宋元明清以降，孔子及其儒學得到了進一步的

鞏固和發展。「高宗還親自抄寫儒家經典著作，鐫

刻於石碑之上，是為《石經》。《石經》拓本發往

路、州各級的所有政府學校……以《聖賢圖》為代

表的孔子肖像和雕塑是孔廟其他地方祭祀活動的

中心，推動並鞏固了孔子在思想領域的主導地

位」。[15]即使元代和清代，統治者在漢化中也很快

接受了孔子的思想，因而對儒家的接受和認同，成

為「漢化」的重要標志。鴉片戰爭以降，中國近代

社會歷經巨大的民族災難，引發了社會改革的思

潮，在西方基督教的衝擊下，也引起了對孔子及其

儒學的反思和批判，比較極端的是洪秀全、五四新

文化運動以及「文革」時期。洪秀全1843年砸爛了

私塾中的「至聖先師孔子」牌位，從1851年到1864

年，太平軍所到之處，焚毀孔廟、學官，砸碎孔子牌

匾、塑像。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對孔子的批判完

成了由過去的政治批判向文化批判的轉向，但由

於急功近利，對傳統文化的批判不經意間陷入了

文化虛無主義的偏執觀點。「文革」時期，對孔子

的批判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其中，河南人民出版

社1973年出版的《撕破孔子的畫皮》是一本批判孔

子的文集，該書刊有鄭州大學大批判組的一篇文

章，對孔子的批判很有代表性。其中《撕破孔子反

革命兩面派的畫皮》一文如此批判孔子：「孔子是

腐朽的沒落奴隸主貴族的代表，是反動統治階級

的代言人，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兩面派……

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反動派，是妄圖拉著歷史前進

的車輪開倒車的小丑，是社會發展的絆腳石」。這

些文字今天看起來仍然有點令人毛骨悚然，人們不

禁要問：當時人們怎麼會如此對待孔子？

再次，孔子能夠成為「孔子」，也是不同歷史階

段、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對孔子自覺不自覺地進行

選擇的結果。歷史無情亦有情，大浪淘沙亦瀝金。

歷史經過循環往復的實踐檢驗，孔子終於恢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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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本真的面目。早在吐蕃時期，隨著唐蕃之間的

文化交流，孔子的盛名就遠播西藏，得到藏民族的

文化認同，但在藏文化認同的同時，孔子也被藏化

了，打上了深深的藏文化的烙印，成為「聖、神、王」

三位一體的貢則楚吉杰布。[16]從孔子國際化的進

程來看，自從傳教士利瑪竇把《論語》翻譯成拉丁

文，於1687年在法國巴黎出版後，孔子思想在西方

流傳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相對於「己所不欲，勿

施於人」，耶穌也曾說過「你們想讓別人怎麼對待

自己，就應該怎麼對待別人」。這兩句名言在西方

被稱為「黃金律」，但是耶穌比孔子要晚整整五個

世紀，國外常把孔子與耶穌、穆罕默德以及釋迦牟

尼相提並論。十八世紀時，孔子學說在歐洲學術界

引起了廣泛討論，到了二十世紀，西方出現了尊孔

的熱潮，六十年代在大眾中形成了東方文化熱，但

學界對孔子的研究則主要集中在社會等級體系及

其概念支撐、宗教屬性和現實意義三個方面。

進入二十一世紀，隨著中國對世界的影響，孔

子思想也真正進入了文化全球化的歷史進程，一

方面是孔子思想所代表的普適性、永恆性正在被

越來越多的國家和民族所接受和認同；另一方面

以數百所孔子學院和孔子學堂為載體的跨國文化

傳播教育，通過漢語為載體，廣泛地傳播了孔子思

想，促使孔子思想進一步走向世界，成為全球化中

具有豐富文化內涵的一張文化名片。

我們需要注意的是，對於「孔子」的歷史生

成，人們雖然以歷史上的孔子為「原點」，但在對

孔子進行新的文化創造中，不知不覺地把孔子「孔

子」化了，把孔子「當下」化和「為我」化了，也在一

定程度上把孔子主觀化和時代化了。實際上，我們

永遠不可能走進絕對「原點」的孔子，我們既要尊

重歷史上的孔子，在學習孔子思想的同時，還要受

到歷代「孔子」的影響，還要自覺不自覺地按照我

們的「前理解」，按照我們的學術視野、思維結構

以及我們的需要，對孔子進行不斷的解讀和闡釋。

因此，人們更多的不是求孔子之真，而是求「孔子」

之善。從解釋學的角度來看，孔子思想產生於春

秋時期特定的「視域」，體現了孔子對春秋時期社

會、人生等許多問題的思考，也是一種經過兩千多

年歷史檢驗的經典，蘊含了永恆而普遍的價值，屬

於「歷史流傳物」的範疇。同樣，孔子要成為歷代的

「孔子」，一方面體現了後世讀者對孔子的理解和

詮釋，離不開後世具體的「視域」，即後世學者自

身所處的歷史階段與社會環境；另一方面，後世歷

代對孔子的理解與詮釋，實際上就是後世歷代從

自身所處的「視域」出發，在歷史這個「大視域」中

和孔子所處的「視域」實現「視域融合」的過程。因

此，歷史在不斷發展變化，對孔子的理解與詮釋也

在不斷發展變化；孔子面向歷史展現了思想的開

放性、永恆性和普遍性，為後世不同時代不同的理

解和詮釋方式提供了優秀的墶本。

柳詒征《中國文化史》一書中指出：「孔子者，

中國文化之中心也。無孔子則無中國文化。自孔子

以前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傳；自孔子以後數千

年之文化，賴孔子而開。即使自今以後，吾國國民

同化於世界各國之新文化，然過去時代之與孔子

之關係，要為歷史上不可磨滅之事實」。[17]作者此

論確實看到了孔子對中國文化的重大影響，但並

沒有對「孔子」進行還原，因為歷史雖然創造了孔

子，但孔子自己卻很難創造出不同歷史階段的「孔

子」，許多「孔子」已經大大超越了孔子的本真狀

態，因而也是真正的孔子無法預料的，如同曹雪芹

不可能理解紅學一樣。

孔子之所以成為不同時代的「孔子」，除了上

述談及的時間距離、文化距離與心理距離以外，還

與下面幾點因素不無關係：

第一，先秦經典的某些遺失客觀上失去了我

們研究孔子的參照物，如《周書》《夏書》《商箴》

《商書》等，這些經典的逸失使後世無法瞭解當

時文化的實際狀況，這樣很可能把這些已經逸失

的經典已經具有的思想誤認為是孔子的思想。

第二，解讀孔子的「當下性」，各取所需式的

思維定式束縛和限定了我們的視野，「為我」的功

利性遮蔽了視野的澄明與客觀性，客觀上容易出

現主觀化甚至過度的闡釋。

第三，研究者自身學養的單一性，因為缺乏複

合型的知識結構與能力結構，只能「橫看成嶺側成

峰，遠近高低各不同」，「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顯現了研究者的局限

性，客觀上無法把握孔子的豐富內涵。唯有既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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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又見智，才能實現輻射思維與輻集思維的視域

融合，從整體系統的全方位視角解讀孔子。

第四，漢代以降，歷代統治之所以選擇了孔

子的儒家思想作為主流話語的意識形態，有其選

擇的客觀必然性與合理性。道家講無為而治，注

重出世，但實際上，人生不可能在入世以前就先

出世；即使出世，也要在入世以後。而社會的發展

總體上是有為而治，是要求每個社會成員積極入

世，不可能長期無為而治。法家過於注重法制，缺

乏人文關懷，忽視人性的尺度，而從社會的穩定

來看，單純的法制客觀上不利於社會系統的科學

運轉。墨家注重技藝，推崇科技理性，較多地注重

「器」的層面，這有其合理性，但不能作為治理社

會的根本原則。佛教注重個人修身養性，但缺乏社

會治理的王道維度。孔子作為儒家的代表，通過

克己修身，仁者愛人，注重入世而不是亂世，注重

德治與法治兼備，重王道而反對霸道，重民生而反

對奢侈，追求大同理想等，客觀上既符合人生理

想，也符合社會發展理想。

很顯然，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突出「仁」，注

重建立在愛人倫理關係基礎上社會秩序的穩定與

和諧，以中庸為方法論，注重社會發展的適度態、

平衡態、和諧態與穩定態，符合統治階級安邦定國

的需要，因此，不但能夠得到歷代統治階級的青

睞，而且也在較大程度上比較符合全社會的整體

需要，這才是孔子與儒家具有長久生命力的根本

原因所在。

三、中庸的人生智慧

孔子大智若愚，具有人生的大智慧。「知其不

可而為之」體現了積極有為的人生哲學，中庸的

人生智慧則把握了人生與社會發展所需要的適度

態、平衡態、和諧態與穩定態。孔子這些思想也是

他能夠影響後世的重要因素。

（一）「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積極進取精神

孔子能夠成為「孔子」，原因之一就在於他具

有積極進取的人生精神。他深受堯舜以及周公的

影響，憂國憂民，以天下為己任，「知其不可而為

之」，體現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剛健有

為的精神。

首先，孔子為了實現理想抱負，不僅敢於向多

位統治者積極諫言，提出自己的治國安邦之策，而

且還不辭勞苦，周游列國，為實現理想而不懈地探

索和奮鬥，體現了「知其不可而為之」的自強不息

精神，可謂「路漫漫其修遠兮」，孔子上下而求索。

《呂氏春秋·遇合》：「孔子周流海內，再幹世主，

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委質為弟子者三千人，達

徒七十人。七十人者，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為師，不

為無人」。對於孔子剛毅進取、積極有為的思想，

曾子對其進行積極的發揮，《論語·泰伯》載曾子

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

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這可以看作是

對孔子積極進取精神的最好注釋。《論語·述而》

篇中「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發憤忘食，樂以忘

憂，不知老之將至」。孔子這種積極進取精神並非

單純表現為刻苦學習，而是有其理論依據，這就是

《論語·述而》所說的「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

游於藝」。《論語·憲問》篇中的守門人還稱孔子為

「知其不可而為之者」，極其準確地把握了孔子追

求理想、自強不息的精神。

其次，孔子具有探求真理、見賢思齊和「聞

道」的叩問精神。孔子這種對真理的叩問精神甚至

影響到當代學者的命名。著名學者張思齊是武漢

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他的名字就是根據

《論語·里仁》：「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而起的；著名美學家、文藝理論家王朝聞是依據

《論語·里仁》：「朝聞道，夕死可矣」而命名。孔子

是第一個生涯設計理論家，自述「吾十有五而志於

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

耳順，七十從心所欲，不逾矩」。孔子這段話不但對

自己的生涯進行了科學總結，而且也對他一生的

奮鬥與成功進行了人才學意義的解讀，對人們進行

科學的生涯設計也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為了探

求真理，就需要謙虛的治學精神，正確認識學與思

的關係，所以，《論語·為政》曰「知之為知之，不知

為不知，是知也」。又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

學則殆」。

再次，孔子的積極進取精神不是為了個人的

金錢和權力，也不是個人光宗耀祖，而是為了更好

地建功立業，實現「政和」的社會理想。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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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知識份子最重要的理想莫過於「修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了。知識份子通過勤奮學習，修身

養性，最終是為了達到「修齊治平」的境界，所謂

成家立業之謂也。孔子的「三十而立」曾經激勵無

數的人們為成家立業而不懈地奮鬥，而其中的「立

業」當然也具有建功立業的內涵，蘊含了憂國憂民

的人文情懷。

這裏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治學不是單純為了

研究學問，而是最終為了奉獻社會，實現自己的政

治理想和社會理想。孔子的積極進取精神不是一

時心血來潮，也不是純粹形而上的理論研究，而是

學以致用，是基於對社會的改造和完善，自覺地進

行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嘗試。

（二）「中庸」的人生智慧

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為了實現「仁」，孔

子注重禮樂教化，並且特別注重對方法論的思考，

而「中庸」在孔子那裏，就具有重要的方法論含

義。

從學理上來看，中庸是人類對社會經驗的科

學總結，也是古今中外一種非常重要的方法論。在

中國哲學史上，早在上古時期，原始人群從弓箭文

化出發，認為「中」乃旗杆之正，「中」從一開始就

具有了準則、標準的意義。孔子繼承了周人的尚中

思想，《論語·雍也》載孔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

至矣乎！民鮮久矣！」孔子認為中庸是道德的最高

境界，進而把中庸上升為一種方法論。結合孔子的

其他論述，我們可以發現，中庸在孔子那裏既具有

道德最高境界的含義，也具有方法論的含義，所

謂「過猶不及」即指做人做事的中庸問題。孔子主

張以中庸為指導思想，調節人們的言行，既不偏於

狂，也不偏於狷，應該在兩端之間取中，以此和諧

社會關係。《荀子·修身》認為：「治氣養心之術：

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

良；勇毅猛戾，則輔之以道順；齊給便利，則節之

以動止；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卑濕、重遲、貪

利，則抗之以高志；庸眾駑散，則劫之以師友；怠慢

僄棄，則炤之以禍災；愚款端愨，則合之以禮樂，

通之以思索」。荀子針對個性的不足或過分，用其

對立面給予補偏就中，這恰恰也是孔子中庸之道

的具體體現。

孔子的中庸思想對後世能夠發生重大影響，

就在於中庸是優化人生與和諧社會的一種普遍有

效的方法論，也體現了人類普適性的人生智慧。在

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提出了「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極

端的美」[18]的論斷，把中庸視為最高的價值標準，

並推及到他的哲學、倫理學、社會學、美學等多個

領域，在不同的語言範疇中，他又稱之為「居間

者」和「中間物」。日本著名漢學家竹添光鴻把中庸

解釋為「合情、合理、合法」，即「合理化管理」。王

岳川認為，「中庸在古代政治文化中是一種具有超

越性的思想，在今天世界精神生態危機中同樣具

有調整人心尋求正途的普世性價值」。[19]實際上，

從社會發展史的角度來看，中庸之所以能夠被不

同的國家和民族所接受和認同，就在於中庸代表

了事物發展的一種適度態、平衡態、和諧態與穩定

態；而反中庸只能導致事物的非適度態、非平衡

態、非和諧態與非穩定態，客觀上恰恰成為阻礙事

物適度態、平衡態、和諧態與穩定態的一種負面價

值。

對於孔子的中庸思想，有不少學者認為中庸

比較適合於社會穩定，但不利於社會改革，因而認

為中庸具有一定的保守傾向。筆者認為，這種看法

其實也是偏頗的。從社會發展史的角度來看，自

進入階級社會以來，大凡背離了中庸的歷朝歷代，

不僅導致了階級之間的尖銳對立，造成官逼民反

的動亂局面，而且即使在社會變革時期或者歷代

農民起義的時期，失去了中庸的準則，也會進一步

激化矛盾，客觀上加劇社會動亂。歷代農民起義一

方面為推翻統治者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另一方

面有時也出現了燒殺擄掠、破壞生產力的嚴重後

果。

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躍進」、1966

年的「文革」都矯枉過正，從根本上背離了中庸的

方法論，極大地阻礙了社會的發展進步。即使在

社會改革的歷史時期，也要積極穩妥，不能急於求

成，矯枉過正，也不能搞「一刀切」，而是要兼顧城

鄉之間、區域之間、階層之間、穩定與發展之間各

個方面的統籌協調、科學發展與和諧發展。由此可

見，對孔子中庸的評價要突破研究者自身的思維

遮蔽性，把其上升到人生智慧和方法論的層面，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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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把握其普適性與永恆性，這對於社會的穩定與

改革都具有積極的方法論意義。

綜上可見，在孔子向「孔子」的歷史生成過程

中，孔子的價值不斷被增值，這充分說明孔子思想

的強大生命力。「孔子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位學識淵

博、思想卓越的文化偉人，而且是中國文化史上的

一位承上啟下的中心人物，他上承夏商周文明之

精華，下開兩千年中國思想之正統，他的影響遍及

政治、倫理、哲學、教育等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

對於模塑中華民族的世界觀、價值取向和認知思

維習慣產生了難以估量的歷史作用」。 [20]歷史長

河，大浪淘沙，孔子歷經不同時代的歷史闡釋，仍

然活在當下，活在未來新的歷史生成之中。當前需

要認真思考的是：我們如何在孔子與「孔子」的和

諧統一中，既要注重對孔子本真面貌的追溯探求，

沿波討源，雖幽必顯，又要在孔子向「孔子」的轉化

與生成中把握孔子所蘊含的真與善的融合、共生

與統一性，由此進一步揭示傳統文化繼承、傳播與

創新的基本規律，讓孔子的思想精華進一步走向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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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duc t ive form of the or ig in of 
Confucius and Confucian

Xue Yongwu(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multivariate 

visualization of the deductive form of the origin of 
Confucius and Confucian. On the basis of this analysis, 
Confucius is a person who inherits the culture of 
Zhou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xiology, this 
paper incorporates Confucius’s thoughts into the need 
of Chinese society. On the one hand, it explores the 
connotation of Confucius’s thoughts. On the other 
hand, it investigates the value choice of Confucius 
as “Confucius”. Thus, the complex effects of time, 
cultural, and psychological distances on the acceptance 
of Confucius are studied.

Keywords: Confucius, Confucian, Epitomize, 
Abdu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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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不盡相同，具有建構意義和動力價值及人文

精神，是將生命關懷與教牧心理輔導緊密結合，

輔導加關懷，並且注重愛的輔導，以愛為焦點，綜

合心理輔導方法，成為今天基督教求索的一種教

牧輔導新模式。本文旨在

探討愛的輔導這種新模式

在理論和實踐上的作用，

以應用和發揮它，提高教

牧輔導能力，促進心理輔

導和治療的新發展。愛的

輔導主要範圍多表現在網

癮、吸毒、綴學、自殺、情

緒病、無助、無望等，尤其

是有難度的方面。限制在

於：與特別專業的一種治

療方法相比，它將存在某

種限量，但特別作用如改

善關係，加強愛的關懷，

讓人很自然地從中感動轉

化，得到輔導治療，是滿

意的，是難能可貴的。如果把它與其它輔導方法綜

合起來應用，效果佳好。

一、理論基礎

從中西哲學—愛的哲學思想、愛的基督教神

學觀念、靈性方法、教牧輔導學等看到愛的資源

和輔導價值，發現愛的思想理念、倫理、精神、態

度、作為和潛力及能量，我們要善於應用和開掘取

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這一寶貴財富，將愛這種偉大

的神聖精神和方法發揚光大。作為愛的輔導理論

就是在此深厚的思想基礎上形成的，這個基礎分

為以下方面：

(一)中國哲學：儒學和道家對愛的理解

心理輔導和治療的新模式探索：

愛的輔導
■ 肖安平

中南神學院

隨著心理輔導和治療方法不斷創新，越來越

多的輔導方法被有效應用。為了更好地發展心理

輔導和治療理論及方法，本文在此提出一種心理

輔導和治療的新模式探索：愛的輔導，期望能促

進宗教心理學和諮詢心

理學及心理輔導治療的

繼承和發展，並繁榮學術

文化和科學，提高心理健

康和輔導水準。

作為研究宗教信仰

的心理活動特點和規律

的宗教心理學是心理學

的一個重要分支學科，是

介於心理學、宗教學和社

會學之間的一門邊緣學

科，於19世紀下半葉產

生，經過漫長時間逐步發

展起來，現在引起了許多

研究。而教牧心理學又是

宗教心理學分支之一，在

宗教心理學中，教牧心理學主要是把宗教當作對

象，試圖通過宗教途經來解決心理學問題，注重研

究宗教或精神性與心理健康、疾病治療、臨終關

懷等，這應該是中國的宗教心理學的研究方向。[1]

作為教牧心理學研究的內容，根據教牧和教義信

仰原則，借著個人談話，幫助受輔者自己解決困

難，使他們獲得發展的教牧心理輔導在實踐中探

索了新的模式：愛的輔導，既是對宗教心理學、教

牧心理學的貢獻，也是對諮詢心理學的貢獻，是探

索心理輔導和治療的新方法。

愛的輔導是教牧心理輔導（簡稱教牧輔導）

的一種方法，主要是用基督的愛關懷、輔導、幫助

人。在此是基督教的一種生命關懷方式，與過去的

摘  要：愛的輔導是一種心理輔導和治療方

法，它作為基督教教牧輔導方法，是宗教心理

學、教牧心理學視野下的一種類型方法。它主

要是用基督的愛的關懷、輔導、幫助人。在此是

基督教的一種生命關懷方式，與過去的方法不

盡相同，具有建構意義和動力價值及人文精

神，是將生命關懷與教牧心理輔導緊密結合，

輔導加關懷，並且注重愛的輔導，以愛為焦點，

綜合心理輔導方法，成為今天基督教求索的一

種教牧輔導新模式。本文旨在探討愛的輔導這

種新模式在理論和實踐上的作用，以應用和發

揮它，提高教牧輔導能力，促進心理輔導和治

療的發展。

關鍵字：心理輔導；新模式；愛的輔導；教牧輔導

社會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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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的思想家關於愛的觀念還是頗多

的，如「君子自愛，仁之至也」。 [2]「凡是人，皆須

愛」。[3]孔子主張仁愛，墨子主張兼愛，老子主張

慈，以全身心愛天下。孔子曾經有過對愛從倫理學

的角度做了研究和解釋。這就是所謂的「仁愛，愛

人」。而這個詮釋一直就延續下來成為中國傳統

的，注重倫理的愛的含義了。不難發現，真正的愛，

可以療癒一切身心的疾苦。

愛是立身之本，也是人生之道。愛是學:「君子

學以明志」。[4]通過學習，我們能夠明心見性，認識

自己和人生，做到我們原本做不到的事情，開創自

己的事業。愛是誠，君子以誠立身；愛是和；愛是

家。「仁者能好之，惡之」。「仁，親也」。[5]「仁者，

情志好生愛人，故立字二人為仁」。[6]「吾欲仁，斯

仁至矣！」[7]「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

也」。[8]「沒有愛，就沒有教育」。教育就是傳遞善

和愛的事業，亦即老子說的「與善仁」。老子「三

寶」中的第一寶就是愛：「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

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9]早在老子那裏，

「仁」、「慈」乃愛之別稱。「愛以身為天下，若可托

天下」。[10]只有不以自我為中心，而以天下為中心，

用整個身心施愛天下的人，才能成為天下心瘁可以

依靠的人，同理，只有全身心地去愛學生、去愛教

學的人，我們才能把教育的重擔託付給他。

作為天之尊爵，仁具有內在超越性。爵是身

份和地位的象徵，把仁稱為天爵，突出了仁的崇高

地位及內在德行的高度自信。「仁是天爵，天爵內

在超越性，天爵不可多，保證了內在德行的穩定

性、普遍性、永恆性，對於加深道德認識和樹立按

照道德要求而為之的意識而言，是十分必要的」。
[11]朱熹說：「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事。仁者，愛

之體；愛者，仁之用」。[12]這表明了仁有實踐的重

要性，儒家和基督教都講愛的實踐。在文化領域，

中西文化融合，如中國儒家「仁愛」思想與西方基

督教「聖愛」思想，有共通契合的地方。「愛」是儒

家和基督教思想的構成核心，同時也是人類最珍

貴的瑰寶。

（二）基督教神學哲學理論

1、基督教是愛的宗教

愛是最大的誡命。依據基督教《聖經》來看，

耶穌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這

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

要愛人如己。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

的總綱」。[13]他在（約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節）中

講到：「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

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最要

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

（彼得前書四章八節）。（約翰一書四章十六節）

說：「神就是愛，住在愛裏面的，就是住在神裏面，

神也住在他裏面」。神就是愛，這是一個重要高

度。基督的愛無窮無限、完美至高。

愛是遵守上帝的命令。「有了我的命令又遵

守的，這人就是愛我的」（約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

節）；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十三章）中說：「我若能

說萬人的方言，並天使的話語卻沒有愛，我就成了

鳴的鑼，響的鈸一般」。並把愛的頌歌總結如此之

好：「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

不自誇，不張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

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

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愛是永不止息」。還說「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

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愛是幫助他人建

立德行。但丁說：「愛是美德的種子」。愛能夠創

造一切。擁有愛就擁有了一切。愛是醫治人的良藥

（何西阿書十一章三至四節）；愛是激勵和改變，

能促進人生命成長。真正的愛能夠造就人，正如

（哥林多前書八章一節）所說：「唯有愛心能造就

人」。可見，愛是完全可以用來造就和幫助人，牧

養和輔導人。

基督教的屬靈觀要求有愛的生命，並用愛來

體現。以愛救人，如羅馬書中所講，與人同哭，與罪

人「同在」即身心同在，與愛不分。基督道成肉身

表現他具體的愛，他要來到世人當中，與人同在。

肉身是載體彰顯道，看顧身體或病人就是愛人。如

醫治病人(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五至四十六節)。

看顧和拯救病患者，以行動肯定了神是愛和生命

可貴。愛是像上帝一樣完全。

2、阿伯拉爾的「愛的感化說」

阿伯拉爾（Peter Abelard）為法國當時著名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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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用辯證法研究神學的神學家和經院哲學家。他

提出「愛的感化說」，認為人犯罪，神願赦免人，但

赦免是雙方的，雖然神想赦免人的罪，但人不肯接

受，這是神所碰到的難題。神有意赦免，人卻沉迷

罪中，不求赦免也不悔改。神因為愛人的原故不得

不自己採取行動，以差遣愛子到世上為人的罪死，

借此說明他向人的愛，當世人被這件事感動而內

疚時，神便赦免他們。這就是「愛的感化說」，成

為基督教的一個重要經典神學理論，有力地促進

神學發展和牧養輔導。他指出，基督之死最主要的

結果之一，便是彰顯神對人類的愛，借著對基督作

出的回應，得以與他結合，並且因他的受苦而獲

益。因他的受苦顯示他無比的愛。耶穌在（約翰福

音十五章十三節）說：「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

的」。「結果，我們的心應當為如此神聖恩典的禮

物而感到火熱，真愛應當使我們願意為了他的緣

故，忍受任何的痛苦。……基督的受苦成就了我們

的救贖，使我們得著更深的愛，這愛不但使我們從

罪的捆綁中得釋放，更加使我們得到神兒女的真

自由，以至於我們做任何事都是出於愛，而非出於

恐懼—出於對他的愛，因他向我們顯示如此大的

恩典，沒有任何愛比這愛更大！」[14]

3、馬丁路德的愛觀

蜚 聲 世 界 的 德 國 宗 教 改 革 家 馬 丁 路 德

（Martin Luther）的愛觀強調恢復新約愛的誡命：

愛神愛人，這是路德的一個任務。對基督教來說，

在道德上只有一個基本的道德命令：愛。這是基督

教倫理道德的一個重要基石。路德非常注重愛的

團契。愛鄰舍絕不附屬於對自己的愛中，乃是要替

代愛自己。在上帝看來，出於愛鄰舍所做的事情，

遠比教堂裏一切富麗堂皇的裝飾更為重要，正如

活人要比木石更有價值一樣。路德認為，基督教的

愛觀源於「登山寶訓」。基督教的愛是長闊高深

的。正如賀爾(Edward T. Hall)說：「愛不僅是『友

誼』，更不僅僅是一種友善的心意，乃是種休戚相

關的感覺，有共同的目標，更兼立志在一起生活，

共同工作，彼此分憂」。 [15]路德積極宣導道德重

建。他講愛時也主張公義，抨擊罪惡。

他說：「上帝不要人只聽道，只背誦經文，他

要人行道，按著所信的道用愛心實行出來。因為只

有信心，沒有愛心是不夠的，簡直可說這樣的信心

不能算為信心，乃是假信心，正如在鏡子中所見的

面孔不是真面孔，不過是面孔的反射而已」。[16]路

德極力強調要愛神、愛鄰舍，去服事人群，並且甘

心樂意，這是通過在鄰舍中服事來服事上帝。基督

說：「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怎樣待人」。

要彼此服事，尤其是要關懷窮苦無依的人。對於寄

居在我們中間的遠方人或朝聖的人和無依無靠

的、無家可歸的人應當格外照顧與服事。基督徒

應該樂意服事他們，不應當讓他們感受缺乏。路

德主張，教會要勉勵一般基督徒幫助窮苦的弟

兄，幫助年老的人或殘廢的人。路德在服事上也是

身體力行的。路德死後，他的妻子凱蒂(Katharina 

von Bora)在悼念亡夫的文章中說：「……他不但服

役於一城一國，乃是服役全世界……」。今天也要

加強愛的輔導服務，「非以役人，乃役於人」，多行

善事，服務社群。馬丁路德的愛觀博大精深，是有

具體豐富內容的，不是抽象的，富有強大的生命

力，處理了信與愛、信與行、教會與國家、教會與

社會、教會與人民等的關係。

4、丁光訓主教的「宇宙的基督」論及其愛論

「宇宙的基督」是丁光訓主教精闢的關於基

督論的重要神學觀，反映出丁主教的神學特色和

愛論。他經過長期瞭解信徒，分析中國現實情況，

結合中國文化、倫理傳統和社會處境不斷思索，並

吸收懷特海的過程哲學等思想提出了「宇宙的基

督」，作為「上帝是愛」的延伸。他發現，認識基督

的宇宙性有兩個問題：1、基督的主宰、關懷和愛護

普及整個宇宙；2、基督普及到整個宇宙的主宰以

愛為其本質。在耶穌基督身上，可以讓人感受到愛

是上帝的最高屬性。這樣的上帝不是一個暴君形

象，而是宇宙的愛者。上帝不喜歡強制和壓服，而

是靠教育和勸導進行工作。如以賽亞書六十六章

十三節說：「母親怎樣安慰兒子，我就照樣安慰你

們；你們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上帝的關懷和

救贖工作不僅局限於教會範圍內，而且及於整個

宇宙，他一切的創造、救贖活動是為著全人類的。

基督教不僅講救贖，也講過去、現在都參與了並正

在參與一切的創造。上帝就是愛，他關注的是創

造，即通過救贖、教育和聖化使人類日臻完美，成



社
會
關
懷

肖
安
平
：
心
理
輔
導
和
治
療
的
新
模
式
探
索
：
愛
的
輔
導

１２５

為創造的參與者。這使信徒有了廣闊有為、積極向

上的信仰生活和喜樂健康的美好人生。「至此我們

完全可以看到他發展和豐富了自馬丁路德開始的

偉大的新教神學承傳。這裏要強調的是他對基督

之愛的整體性理解和路德的相關理解在較深的層

面不謀而合了，這是我們中國神學界的自豪」。[17]

由基督所顯示的，上帝不是一位毀滅者，而是

一位給予者。上帝不是一台推土機，他愛惜一切值

得愛惜的生靈。他的愛是來托住、醫治、教育、賜

予生命。他的愛波及並不限於那些對他敬虔的人

們。一切真實、善良、美好都不在他的愛的領域之

外。把上帝看為一位「愛者」，我們就把現實視在

發展之中。它教我們不但在歷史內，也在歷史後看

到希望。丁主教對上帝的認識讓人看到這樣的上帝

是一位親切、滿有慈愛的上帝，並是整個世界、全

人類的上帝，不是把他及其恩典局限了。這也顯示

其愛的神學的寬廣視野和豐富內涵。這有利於愛

同胞愛人民愛鄰舍，有利於在教育上、心靈上、神

學思想建設上、道德上、行為上把人引向愛。他強

調說：「我們喜歡先知何西阿給我們的親切的上帝

觀：他以膀臂懷抱我們，用慈繩愛索牽引我們，他

像放鬆牛的兩腮夾板把糧食放在它們面前那樣對

待我們」。（何西阿書十一章三至四節）丁主教在

愛的思想影響下，用教義和事實證明上帝對世人

的愛，在自己的土地上思考、詮釋、傳揚、實踐和

見證了基督的大愛。丁主教愛的神學指引基督教

中國化的方向。這與中國儒學的仁愛是可以會通

的。正如墨子在《墨子》中說：「愛人若愛其身」。

關愛別人就像關愛自己一樣。

（三）教牧輔導學

心理學家羅傑斯(R. Rogers)指出：「許多用心

良苦的諮詢之所以未能成功，是因為在這些諮詢

過程中，從未能建立起一種令人滿意的諮訪關

係」。[18]建立良好的諮訪關係是教牧輔導的一個

重點。愛的輔導依照這一原則，積極關注，理解其

感情和行為，不以專家自居，不戴專業面具，基於

真誠信任關係，平等對待來訪者，感受其私人世

界，共情理解，強調關係性的治療。愛的輔導中謙

卑和愛並存，彎腰扶起跌倒的人。這是健康的愛：

接納人，引導和克服別人的弱點，愛神又愛人，幫

助人建立與神與人的和諧關係。愛就是充實了的

生命，這也是用愛牧養和關懷。

教牧輔導目標是使人在基督裏得以完全，獲

得更豐盛的生命，促進全人健康成長。愛的輔導就

是以愛為源動力進行治療，促進人格成長，轉化自

己，使人得到神的關懷和愛，以情動人，從中獲得

力量改變，這符合教牧輔導學。這樣將體驗性和

關係性的要素整合起來，有針對性地使人轉變，有

效促進深度心理癒合和心理轉化及成長。

教牧輔導學宣導考慮人的需要進行輔導服

務。例如屬靈的需要、屬靈層次的傷害，如永恆價

值被歪曲否定，公義被踐踏，找不到愛的歸屬等。

這需要深度理解和感動以及醫治。教牧輔導時也

吸收了心理學方法如注重愛與溫暖的人性主義療

法，注重同理心、愛心說明和人性化的語言來輔

導，所以愛的輔導也合乎這個要求。教牧心理輔導

作用如：處理各種情緒，緩解壓力，建立和諧的人

際關係，開發潛力等。愛的輔導用愛構思和理解，

用愛感化人，使人成為健全的人格，並應用實際生

活，開發直覺右腦，平衡左右腦， [19]促進全人成

長，這與教牧輔導一致。

二、輔導特徵、模式、步驟、方法

用愛的方法、動力、使命和責任及精神來輔

導，是有果效的。它是治本，不是治標。作為教牧輔

導的理論和方法，愛的輔導給人以切實和溫暖的

關懷和輔導，讓愛成為出發點和落腳點。除一般愛

的美好內容外，它更顯明：十字架樣式的愛(約翰

一書四章十節)。此愛是神聖的，有愛的特殊意義

即愛的贖價：愛的賜與、愛的救贖、愛的命令和愛

的關懷。在此強調基督之愛的作用和功效，尤其是

他在十字架為人的罪釘死的寶血功勞和犧牲的博

大之愛。愛裏的動力也讓人發力做好愛的輔導。

（一）輔導特徵

在教牧輔導下，愛的輔導一個重要特徵：讓

輔導生命化、人性化、自然、感化，具有教牧和關懷

特色，不要讓人在輔導中有壓力，不是使輔導者居

高臨下，不是在於外表上過於客套的輔導形式，更

不是讓受導者處於被動狀態、拘謹或漠視乃至自

卑，而是讓人先得到愛，使之積極主動、愉快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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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成長，熱愛和追求生命及一切美好健康的東

西，並感受到自己被愛的可貴和基督之愛的施予、

救贖和幫助，在愛中得以轉變。愛是聖經的中心，

愛是神律法的總結，愛是神完全的屬性。愛的輔

導是以愛為中心進行輔導，正如哲學家阿伯拉爾

關於愛的感化說愛能帶來感動，有磅礡力量，彌

補人的不足和缺乏，用愛的關係轉化與更新。先

關愛，後輔導，用聖經關於愛的話語來輔導，強調

內心之愛的感動，推進生命的改變，在輔導中用愛

心、耐心、細心等候守望，設身處地為對方著想，

用熱情的心腸、美好的語言、愛心的態度以及教

牧輔導方法去輔導，將基督的愛送到其身邊，應

用他的大愛來融化人，培植人的愛的生命，使之建

構愛的生命意義，有感受和溫暖，漸漸剛強起來，

與群體建立友愛，互相砥礪和分享，從中內化和長

進，成為一生的引領和祝福。可用禱告等方式來說

明，溝通分享交流，有互動有陪伴有感動。由於基

督的愛護遍及整個宇宙，因此每人都得到他的關

懷。他博大無邊的愛會安慰和醫治你，包裹你的

創傷，叫你跨越心靈的幽谷，獲得新生。

愛的輔導也注重感情的疏導和問題的處理，

強調與基督連接，注重愛、禱告的醫治與靈修，將

輔導與關懷結合起來，從負面的情緒如懷疑、否

定、迷茫到正面的接納、認可、釋放。愛的輔導給

人最大的益處是讓你一生因有基督的愛有救有福

了。實際上，愛的輔導即基督化的過程，就是讓你

學基督，有愛如同溫暖的太陽，使你成長，找到自

己，使絕望變為希望。在進行愛的輔導時，將美好

的信念如：信心、盼望、聖愛、喜樂、平安、安息等

「植入」，讓人從受傷到健康。正如王琦在2009年

《人民教育》撰文《閱讀學習是一把鑰匙》中引用

法國夏爾丹(P. T. de Chardin)的話說得好：「人類

在探索太空，征服自然後，將會發現自己還有一股

更大的能力，那就是愛的力量，當這天來臨時，人

類文明將邁向一個新的紀元」。在心與心溝通和

相融中，傳遞愛的力量，共用愛的溫暖和快樂。在

輔導和啟發中要充滿愛，守住愛。

（二）模式、步驟、方法

一種簡要的愛的輔導模式如下：第一步建立

輔導關係；這是愛的輔導的開始，包括用愛問候、

接納、聆聽等。第二步聚焦問題；在輔導中建立目

標，在愛中，聚焦在根本問題和結症上進行分析

診斷。第三步多用愛的或有關愛的方式，如禱告、

談心與陪伴、講見證、參加退修會等愛的活動等，

實現目標。在愛中付出，在愛的指引和感化下，制

定具體步驟計劃和策略，實現愛和輔導的目標。

按照上述三個步驟進行愛的輔導，由開始到

建立目標，最後實現目標，把愛融入其中，在輔

導中有這樣的內涵和精神：將基督的愛送給受導

者，受導者將從中得到溫暖和愛，最後受導者將獲

得他永遠的愛的祝福。用愛祝福受導者，肯定受

導者的價值和重要性，期待一個美好的未來。這

就是生命本質關懷的新方向。

需要注意輔導技巧：同理心和聆聽很重要，

對建立輔導者和受導者的輔導關係（愛的關係）

以及對具體系統輔導有重要意義。人的心理需求

很多，就像照相機有廣角及望遠鏡頭，用望遠鏡頭

對準某一物件時，此物件變大，而其它物件就變成

模糊的背景。愛也是如此，將愛放大，成就人。在

輔導上需要注意：多瞭解人的情況和處境及情緒，

要關懷人的需要，特別是關懷病人重要的需要是

有人同在，而同在就要明白之，聆聽之，讓其敞開

心扉，談吐自己，並被人尊重，建立人格。當然可結

合行為療法、人本主義和人性主義等方法輔導。在

輔導中應愛受導者，可用聖經的話、默想、歸心禱

告、聖樂聖詩等幫助。

三、應用與探索教牧輔導中國化

今天在應用愛的輔導進行教牧輔導實踐時

要不斷地去關愛人在各方面的成長。愛的輔導是

用信仰資源，通過愛和輔導技巧來助人關懷，特

別對孤獨者、網路成癮者、吸毒者、犯罪者、受傷

者、絕望者、婚姻家庭困擾者、悲哀者等有極好的

幫助作用。今天要反思愛的缺失與關懷：如空巢

老人、單親兒童、失學者、殘疾人、疑難雜症者、高

危病症者、絕症者等很需要愛。這在教牧輔導中

容易忽略有困難、有問題或弱勢的人群，在此需要

全人關懷，特別是愛的關懷和愛的輔導。我們從中

發現：問題矛盾、衝突、仇恨增加，有的荒涼落泊，

值得深刻反思。如果用愛引導護理他們，也可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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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等方法，實際上很多問題都可迎刃而解，所以

愛在掃清障礙，用愛來解決衝突和難題中，具有特

殊作用，能更好地改善人際關係，促進人的心靈和

諧以及社會和諧。愛與被愛是要學習的。現在的人

太需要愛了，愛的輔導應該填補這方面的空白，回

歸真誠、善良和愛太重要了。由愛的關懷到終極關

懷以及整個人類的關懷，乃至普世關懷，這是愛的

關懷的延伸和擴大。

在心理輔導治療過程中，筆者清楚看到，「愛

是所有心靈醫治中最關鍵的要素」。[20]尋到幸福與

意義的關鍵在於與人建立愛的關係。許多現代實

證研究發現，有意義之愛的關係能增強我們的免

疫系統，並能促進身心健康。有了好的關係，就得

輔導和幫助了。大衛梅爾(David Myer)博士發現「有

意義的愛的關係」最能帶來人間幸福。所以加強愛

的輔導刻不容緩。比如我們先要關愛孩子，對孩子

的尊重比成績更重要，建立愛的關係往往大於教

育。走近孩子，去聆聽他們的內心世界。在輔導中，

聆聽是一種愛，應該在聆聽中加強關愛、熱情、理

解，更不要隨便插嘴打斷別人的話（可能這時他在

說著重要的話，打斷會中斷輔導），必須讓對方很

好地認真表達他們的情況及內心的具體感受。用

愛聽會帶來高品質的溝通和效果。著名作家左拉

(Zola)說：「愛是不會老的，它留著的是永恆的火焰

與不滅的光輝，世界的存在，就以它為養料」。[21]

愛的輔導正體現了這。愛的輔導使我們有心靈的

療癒和愛的歸屬，使我們的心靈滿足，這是最深厚

的愛、最高靈性的體現和內在需要的精神渴望。

通過應用，發現要用愛去關心需要的地方如

農村、孤兒等，要用愛關懷他們及信眾成長中的靈

性。在愛的輔導下，用愛去關懷和輔導大於本身的

事情。一方面輔導者有了愛心，會有更好心態，促

進成長；另一方面受導者在顛沛人生中遇到愛，得

到醫治幫助。輔導裏有愛的澆灌和培育，使人走出

陰影。「我的心理學老師告訴我，心理學其實很簡

單，反反復復地就是圍繞一個字，愛」。[22]「用愛

的真理來填滿你的心，這愛是上帝所賜給我們

的」。[23]「歌德(Goethe)說，愛是真正使人復蘇的

動力」。[24]愛是內在的寶貴資源、最大力量。愛極

具教牧輔導的幫助轉化優勢及其能力，能很好應

用並有效果。「在人類的所有感情中，愛和慈悲能

帶領我們脫離塵世的時間束縛，創造超越個人的

奇跡。當愛和慈悲作為一種擴大的情感，會讓我

們有一種無窮的力量充滿全身。這種力量會變成

我們生命的支撐，……」[25]

思考探索教牧輔導中國化，讓愛走進人心

裏，符合中國人心理體驗，促進對社會和教會關

懷，使更多的人得到愛的說明、醫治和系統全面成

長。這也是愛的輔導在中國大地上的實踐，認同中

國社會需要和處境及中國人民，有利教牧輔導中

國化，適合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仁愛觀念及其表達，

符合中國人對愛的需要和追求。

四、結束語

用愛的輔導，給人以切實和溫暖的關懷，在輔

導中充滿濃厚的愛，這是健康的愛，有心理質素精

神、人文精神和美好良知及佳好效果，我們只要下

決心很好地用愛結合多種方法來輔導，是有信心

去幫助改變人的，因此我們需要加強和利用愛的

資源和能力。這種教牧輔導新模式，本文作了初步

探索，企望更方便輔導，進一步研究，逐步普及此

方法，使更多人容易學會去用愛幫助人，讓愛的輔

導在適合地方很好地進行，直接見效，用此方法將

更有動力、持久、務實、真誠，有強烈的感動和感

情，有領悟性、親和力和生命特點，接人生、地氣、

生活、自然、情商，補充了原來方法上多理智、多

理論、多形式、多精深，發揮了積極主動性、能動

性、內在驅動力和潛力，表現出根本上的感染、開

悟和生命力及原發創造性，帶來深刻的改變、更新

和自我方向的引領，改變過去某些輔導方法的枯

燥、呆板和無力。有了愛的輔導，在輔導時自由、

放鬆，強化、引導、啟發、給予希望、更新，有可操

作性。讓它成為促進全人健康成長的一個新方法，

有利於教牧輔導的轉化和改變能力在這一領域的

有力發揮和應用，將豐富教牧輔導學和宗教心理

學及心理治療的理論方法，對社會和教會都是重

要貢獻。

「愛能夠激發愛，能夠戰勝惡。愛人者，人恆

愛之」。[26]愛的輔導就是傳播和使用愛的能量，促

進心理輔導和治療，這是對歷史上多種心理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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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的一種補充，具有創新、光大和發展的作用，

也對宗教心理學的中國化和心理健康輔導和心理

疾病防範、克難和治療起到一個積極推動的作

用，特別是我們要利用巨大的愛的資源和能力，加

強愛的輔導和治療，並不斷傳遞愛，使人們得到更

好的生活，釋放出愛的生命活力，使生命健康完

整，使人生幸福而有意義。正如法國著名作家雨果

(V. Hugo)在《悲慘世界》中說得好：「人間如果沒

有愛，太陽也會滅」。在愛的激勵下，用這種愛的

輔導和行動說明更多的需要者，克服心理障礙和

各種困難，超越邁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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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New Model of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Love Counseling

Xiao Anping (Zhong Nan Theological Seminary)
Abstract: As a method of pastoral counseling 

of Christianity, love is a type of meth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igious Psychology and Pastoral 
Psycholog y, a nd of cou r se i t i s a l so a k i nd of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and treatment. It is mainly 
about caring, counseling and helping people with 
Christ’s love. This is a way of life care of Christianity, 
which is different f rom the past methods. It has 
const r uct ive signif icance and mot ive value and 
humanistic spirit. It combines life care with pastoral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links counseling with caring, 
and pays attention to love counseling. Having love as 
the focus, comprehensive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method has become a new model of pastoral counseling 
for Christians today.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role of the new model of love counseling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order to apply and bring about 
full play in improving the ability of pastoral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of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and 
treatment.

Keywords: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The 

New Model, Love Counseling, Pastoral Counseling



編後絮語
■ 韓思藝 

本刊副總編輯

二零二零年元旦剛過，本人就非常榮幸地加入

了《文化中國》的編輯團隊，負責總一零二期的策

劃編輯工作。正當我們緊鑼密鼓地開始策劃欄目、

設計編輯之時，新冠疫情突發而至，且愈演愈烈，

呈席捲全球之勢。我們的幾位編輯都是在家隔離中

各自展開工作，主編梁博士更是輾轉於北美與香港

多地，積極展開與疫情相關的社會慈善與救助工

作，他還特地邀請旅居加拿大的社會學家蘇紅為我

們撰寫了「卷首論語」。蘇紅從「風險社會」的角

度指出，全球性的風險創造了一個「共同世界」，

這需要我們以超越國家邊界和民族衝突的視角來看

待「風險」。在共同應對風險的實踐中，我們需要

改造舊有的制度，創建新制度，努力開拓國際化視

野，建立跨國網絡。無論是政府還是組織，抑或是

個體，都應該跳出地域、國家、種族的框架，具備

全球視野和姿態，以應對全球風險。

在「全球風險」的時代，我們不僅躲避各種

風險可能給我們帶來的傷害，還需要洞悉並積極應

對「全球風險」給中國乃至整個世界帶來的深刻

變革。這需要我們在中西文化之間的互相激蕩與互

相對話中，不僅學習和借鑒西方的先進經驗，也在

中國文化的傳統中尋找思想資源，來處理「全球風

險」問題。本期《文化中國》一如既往地在中西文

化的對話與交流的大背景下，探討一些具體問題。

梁燕城指出，從在實踐中把握歷史發展的大勢與天

理的王船山，到將道德實踐轉向革命實踐的孫中

山，再到以中國文化吸收馬克思主義並將之中國

化，以尋求中國自強自救的毛澤東的發展歷程，實

踐哲學成為中國社會近現代發展的精神脈絡。我們

認為，這種在實踐中求真知的精神，同樣可以為應

對「全球風險」提供中國智慧。黑龍江大學的李安

澤認為，成中英對於中西人文價值和科學知識的平

衡互動、整體相生的思考，將科學、人文與宗教納

入一個機體統一的世界文化體系，有助於解決當代

世界文化中突出的科學與人文的衝突以及學科之間

的張力。

在這場疫情當中，東西方關於是否應該戴口罩

的問題都有很多爭論。對於這個問題，除了在醫學

層面的討論之外，在道德倫理層面也可展開討論，

以增進彼此的理解。在東西方交往密切的全球化時

代，價值觀念的跨文化理解，對全球的政治、經濟

和文化發展起著十分重要作用。譬如，源自中國的

「謙虛」價值觀念在西方心理學領域就經歷了發

現、爭論、理解和誤解的過程。武漢大學的單波、

張露黎指出，只有文化心理學派的學者們達到了進

入東方文化傳統的程度，才可能在對語詞的討論之

中進行理解。筆者看來，疫情當中，自覺保持戴口

罩的行動背後，是東方人謙讓自斂個性和品格的表

現。近代以來，相對於西方對於東方的「謙虛」價

值的發現，中國對於西方價值的引進更是革命性

的。上海社科院的程偉禮探討了中西方道德文化之

間的爭論對於推進中國文化的創新發展的積極作

用。他明確指出，中國傳統文化應當克服血緣政治

或利益共同體的局限性，放棄陳舊的社會等級與倫

理等級秩序，使中國文化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

發展。

社會危機不僅拷問著我們的文化傳統，考驗著

我們的價值倫理，也在考核我們的社會治理能力。

蘭州交通大學的謝亮以近代西北賑災為例，指出統

治階級力量是否制度化地融入國家體制，將極大影

響國家體制、生產方式、文化傳統間能否形成互動

性的支撐結構。武漢大學的廖奕則認為，面向未來

的法律理論，可以通過新的文學法理學等法文化研

究進路，在多重非均衡及硬約束的分析框架下，闡

釋社會矛盾的發生和演變機理，在大轉型和後轉型

時代尋找彌合紛爭的法治要道。

新冠疫情還在大地之上徘徊，好事者甚至為

我們今後的日子造出一個嶄新的名字——「後疫情

時代」。全球風險與危機意識相互激蕩，仁人志士

必會坐而論道，起而力行，為文化中國添磚加瓦。

《文化中國》同仁願與諸君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