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卷首論語

後殖民時代香港的認同失調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殖民地教育及西方優越的意識形態

1841年鴉片戰爭仍未簽定正式條約，英國已派軍強佔香港，清廷再戰失敗，1842年8月29日英國與
清政府簽訂《南京條約》(Treaty of Nanjing)，清政府將香港島割讓予英國，不過清統治已亡，到中華人
民共和國政府否認香港是殖民地。

只是英國已把香港視為殖民地來管治了，早期實施種族歧視政策，香港華人在政治上完全無權力

與地位。到70年代後，由於香港高速現代化，華人中產階層形成。殖民地策略是教育一批華人精英，提
拔親英華人來作中層管理的公務員，加強管治華人的控制力。

1971年9月30日，港英政府出台《教育條例》，學者包萬平與李金波指出，其內容「明確規定師生
在校內嚴禁使用『祖國』、『民族』、『國籍』等詞語，同時迴避中國歷史，尤其是中國近代史，美化

英國統治歷史，強調英國制度和文化的優越性等。在其他科目中，也排除敏感議題，如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成立、香港與中國內地的關係、香港歷史等等」。[1]由此切斷中華文化基因，從而使學生找不到民族

文化認同。

港英的殖民地教育體制，大學學位很少，到1981年大學學位就只能滿足2%的適齡青年。香港教育
也建立一些名校系統，大都是進行英式英語教育，能入這名校系統的學童，大多能入當時少數人才能進

的香港大學，或留學英美，成為社會精英。這些香港精英的中文水平低劣，且對中國歷史地理差不多是

一無所知，對中國聖哲如孔、孟、老、莊等，更是只聞其名而不知其實。故對中國沒有感情和尊極。

英國栽培一批親英的高級專業人士，其政治觀點是親西方，以西方的政治體制為標準。這些英式

殖民地精英，操控香港中層運作的政治、經濟、文化的權力，建立了香港親西方政治意識形態的主要元

素。

他們大多認為西方的文化優於中國文化，西方民族優於中華民族，西方體制優於中國體制。世界

文明發展只有一條路，就是走向西方式的政治經濟模式，只有西方的路才是理想歸宿。

文化霸權與次等華人

其實香港殖民地教育是灌輸一種西方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以西方凌駕非西方，在心智上
與道德上均具有領導權。文化霸權概念來自意大利馬克斯主義學者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指一個社會階層操縱著社會文化的認知與價值觀。[2]

殖民地精英可參與中層管理，有不錯收入，但在體制中不外是「次級人」(subaltern)。葛蘭西提出
「次級人」概念，指被排除於主流政治經濟的人。印度女學者史碧華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批
判英國殖民主義，寫《次級人能講話嗎？》(Can the Subaltern Speak?)[3]一文，指出subaltern這詞原意是



「陸軍中尉」，是一種英國中級軍官階層，不能加入決策層，只是執行上級命令的次級管理者。史碧華

克指出「次級人」只是對被壓迫者的高級稱呼，[4]其實香港殖民地體制下的高等華人，被英國委任一些

官職，其地位是等同印度的陸軍中尉，只是次級人，英國對殖民地是全無民主自由的。

後殖民香港的內在矛盾：認同失調

1997香港回歸中國，正式進入後殖民時代。所謂後殖民時代，是指從舊有外國權威中的解放，改
變殖民主義者灌輸的世界觀，建立一種新的社會與文化視野，一種思想與世界觀的改變。如後殖民大師

楊羅伯特(Robert Young)所言：「比較來說，後殖民理論包括一個概念的轉向，轉向西方以外的知識眼
界及需要」。[5]

但香港回歸後，精英心態並無後殖民化的解放，不能明白西方以外的知識和眼界。對中國的歷史

發展、文化價值和政治體制仍無尊重與了解的意向，甚至對中國有恐懼與抗拒，思想上仍以西方文化

為最高標準。這形成「認同失調」(Identity disorder)的心理狀態。過去心態上是英國人，然而回歸後，
英國已不接受他們是英國人，但他們仍未能接受自己是中國人，只接受自己是香港人。但香港只是一城

市，不能成為國族認同，香港不可能成為獨立國。若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就是「認同失調」，是一心

理失調狀態，無法進入真正的後殖民時代，建設後殖民的香港。

西方離開後，仍利用這些英式精英的矛盾心態，在一國兩制的自由下，教育後一代視西方是最優

越，渺視和反抗中國的不同體制，當中國崛興到科技和實力追上西方時，即可將香港變成與中國博弈之

場所，來拖慢中國的發展，這是香港暴亂的大背景。

在文化上迷執自己的知識和眼界，是愚昧和衝突的根源。人須建立宇宙性眼界，才能吸納不同的

價值，創造新世界。

[1]包萬平、李金波：《香港回歸前後的公民教育與青年的國家認同》，載《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
版)2017年第4期。又載儒家網，2019-11-22 https://www.rujiazg.com/article/17657.

[2]《獄中手扎》，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ue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3]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Eds. 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4]Leon de Kock, “Interview With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New Nation Writers Conference in South Africa.” ARIEL: 
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nglish Literature Archived 2011-07-06 at the Wayback Machine. 23(3) 1992: 29-47. 原
文: Subaltern is not just a classy word for “oppressed”, for [the] Other, for somebody who's not getting a piece of the 
pie.  In post-colonial terms, everything that has limited or no access to the cultural imperialism is subaltern - a space of 
difference.

[5]Robert J. C. Young, Postcolonia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New York, 2003),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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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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預告：

變動不居中尋求不易之道
文明衝突中體察天地之仁

擅於觀測天象、歸納歷史的中國人很早就發現，每逢庚子年，自然灾害就變

多，突發事件頻頻，一些震動世界、影響安定的大事件也紛至沓來。1840年、

1900年、1960年，特別是今年，更被人稱之為千年難遇的庚子年。值此風雲變

幻之際，本刊下期的主題是易學研究。我們期望通過回顧《周易》傳統中所流

傳下來的由「貞」而「正」、由巫而史，以及其中所貫穿的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

正道精神，在當今中西文明的交匯激蕩中，以至誠之心體察天地之間剛柔交

錯之文，以感通之心建構人類社會的共有價值和道德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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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他這條路，跟著美國的民主制度，還有新自

由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走。

但是「華盛頓共識」之下影響的國家，建立了

民主體制，卻沒有見到發展成功，過去我們年輕

的時候，相信西方式民主

一定是最理想的制度，但

是數十年來發現，已經跟

隨西方民主化的國家很

多，中南美大都是了，只有

少數不是，亞洲有好幾個

國家，菲律賓、印尼、印度

也是走這條路，但走民主

這條路的國家，好像沒有

發展得很成功。從幾十年

真實的發展來看，我們以

為民主，特別西方形態的

民主會帶來最好的發展，

但是結果現實卻相反，為

何21世紀大部份非西方的

民主國家仍是貪腐落後，軍警暴虐、貧民困苦、內

鬥不斷？

新帝國主義(Neo-imperialism)

我慢慢理解，發覺二戰後，西方列強的稱霸

模式，是在全球推動民主及新自由主義經濟，不

再是以殖民主義掠奪他國的土地，卻是通過全球

化的自由貿易，用強大的經濟投資勢力進入及操

從世界看中國
——全球變局下的中國未來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 丁  果

加拿大資深媒體人及百人會創會會長

專題對話

新殖民方式：政經文化的殖民主義

■：丁果教授，你研究國際事務已經多年，你

本身也是研究中日關係的專家，在海外對國際大

勢、西方的文化動向，整體都有一個很貼緊的跟

進，我也是住在海外，是

三十年在香港與加拿大

的資深時事評論員，也是

緊密跟進世界大局。我們

今天的討論，是中國面

對世界的大發展，正在走

向自身再轉型的問題。從

18、19世紀以來，西方開

始成為領導全世界的文

明，同時通過侵略擴張，

19世紀末已控制全世界

大部分地方，英國是最大

的殖民地主義國家，但是

第二次大戰以後英國衰

退，美國成為全球的領導

的文明系統，美國的方式不是殖民化他人土地，

卻是一種通過政經文化去殖民化他國，政經文化

殖民主義的意思就是，他要用強大的經濟、軍事

和政治的影響，推動其民主政治文化、及荷里活

傳揚個人自我中心的思想，要在其他較弱的第三

世界國家，領導一種方向，讓全球都跟著他的制

度去走，二十世紀產生「華盛頓共識」，特別對於

中南美洲的影響很大，現在中南美洲差不多全都

摘  要：由國際博弈全域，去探討當前中國如何

應對西方列強的圍堵，包括研究西方政經文化的

殖民主義，新帝國主義，中國模式成功之處，中國

轉型應走之路，中國應走出百年悲情，由世界看中

國，中國應付病疫的成果，由重建中國文化精神

價值去影響世界，中國人如何做好中國人的故事

等。

關鍵詞：華盛頓共識，新帝國主義，易學思維，寡

頭政治，契約精神，仁愛，感通，透明化，王道，霸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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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弱國，搶奪各地的資源。在後殖民地的年代，

西方有另一套擴展霸權的方式，著名社會學及城

市學家哈威(David Harvey)稱之為「新帝國主義」

(New imperialism，更準確點是Neo-imperialism，

以別於1875-1914時新殖民主義下的新帝國主

義)。

新帝國主義的霸權，阿銳基(G i o v a n n i 

Arrighi)提出兩個概念，就是「支配」及「知識和道

德領導」，有關前者阿銳基說「一個社會團體支配

其他的敵對團體，甚至動武予以消滅征服」。至於

後者，阿銳基說「支配國家成為其他國家模仿的

典範，引領這些國家走上自身的發展道路……。

這可提升支配國家的威望和權力」。另一方面，霸

權也是一種領導，指「一個支配國家引領某個國

家系統朝預定方向發展，而且公認是以追求普遍

利益為目的。這個意思下的領導，有助於提升支

配國家的勢力」。這裏很明顯，大國霸權就是要支

配其他國，使其可以任意掠奪資源，以得經濟利

益，但還要表明這支配是道德的，帶領其他國家

按自己所定的典範發展，又以自己的典範為普遍

利益。在支配人時，還說是為了對方的利益。

二十世紀後期西方列強控制第三世界的方

法，哈威指出，新帝國主義是「資本家帝國主義」

(Capitalist Imperialism)，以資本邏輯取代領土邏

輯，如利用國際貨幣基金會及世界銀行，向第三世

界借貸，在全球建立經濟支配力量，為了順利推

動這資本帝國主義，霸權國家把自己描繪成最高

文明標準及民主人權堡壘，成為一種政經文化帝

國主義，要求他國跟從其民主與自由主義制度。

當各國按「華盛頓共識」，經濟上走新自由主

義經濟之路，西方通過全球化自由貿易，用富可

敵國的強大的公司，進入各國建立基地，會跟某

些跨國公司的合作，漸漸控制各國的資源與進出

口貿易。然後通過該國的民主制度，控制其政治，

每一次選舉如果有親西方的領導出來競選，肯定

西方會在幕後通過跨國公司捐助，用很多錢來支

持，也資助親西方傳媒，製造輿論，最終投票得到

勝利。所以無論選出誰來，一般還是親西方的，偶

爾選出不親西方的，過一段時間，西方勢力會通

過親西方傳媒的抹黑、反對黨發動群眾示威、甚

至顏色革命，把反西方的領導弄下來。

我到過好幾個中南美洲國家，驚異地發現有

了民主體制之後，政府仍是非常貪腐，社會仍是

不公平、城市中盜賊與黑社會橫行，主因在經濟

發度主權被大國操縱，既得利益階層的錢權勾

結，與西方互送利益，資源都到了少數人手中，結

果少數團體控制了政治，選來選去都是那少數控

權的集團，民主並無改善人民處境，窮人階層仍

是很龐大，平民還是很艱苦。

美國與古迦太基的海上貿易霸權

我分析國際的大勢多年了，我發現西方控制

世界是有他的方法，美國是像古代迦太基帝國

（Carthaginian Empire）的海洋霸權形態，古迦太

基控制了地中海沿海的薩丁尼亞島、科西嘉島、

伊比利亞半島南部以及西西里島的部分地區。首

都迦太基城，是地中海西部城市貿易的中心，成

為海上貿易霸權強國。迦太基的侵略不一定搶他

國的土地，只需要控制一些港口，及掌握各不同

地區的資源，加以掠奪，配合強大的海軍，以制海

權操縱不同資源的貿易，通過商業貿易來控制他

國。但有一點是迦太基所無的，到羅馬帝國才有，

那就是以自己國家的文化代表人類最理想的政經

體制。

中國特有體制的成功興起

但西方這種領導世界的形態忽然面對一個

新的挑戰，就是中國在短短四十年的興起，中國

沒有完全跟著西方的制度，中國是大陸形態的國

家，有點像古羅馬共和國的興起，使迦太基感到

威脅。中國自1949年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到1979

年改革開放，吸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開放自由貿

易，由於擁有龐大人口的市場及勞工，吸引世界的

投資，迅速經濟繁榮。但其經濟體制與中國特有

的社會主義體制結合，使西方經濟必須與中國公

司合作，西方政經權力不能在中國控制其資源和

金融。

中國開放時，西方很高興，中國那麼多資源，

那麼多人，應該是很龐大的市場，且提供廉價勞

工，生產中低端工業產品的中心，但是他們想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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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進來，卻不能完全進來控制。因中國雖然發展

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但全國性的核心還是由社

會主義來領導，中國當時提出社會主義的初階，

這個名詞就是指現在還是社會主義體制，但在社

會主義的大前提來包容資本主義，而不是完全自

由主義下的資本主義。

所以中國慢慢發展，形成某一種不同的體制，

政治上是一個開放形的集體統治，不是西方的民

主形態，也不是傳統的獨裁強權體制，而是精英

集體統治的共和國形式。這體制如果有某一種理

想引導，不重視少數人集團的利益，卻重視人民

整體利益，就可以動員起龐大的改革和發展的能

力。在發展過程中，當一部分地區發展成功，可以

通過社會主義的公平分配精神，帶動全體發展。

這是著名的意大利經濟學家帕里托提出的最優

原則(Pareto efficiency)，先讓一小部分人富起來，

一個國家的20%地方富起來，就可以帶動其他地

區也富起來，鄧小平是吸納這觀點，由市場經濟

獲取部份地區豐足，再以社會主義去推行分配，

使全國能均衡發展。

中國四個世界的不均衡

當我開始到中國，90年代我發現中國四個世

界，第一世界就是最先進的地區，如上海、北京及

沿海的廣州、深圳這些最早發展的城市。第二世

界是內地一點的二線城市，如長沙、南寧、蘭州、

太原等，第三世界就到貧困區的縣城，縣城遠比

城市落後，但是縣城仍是比農村先進，第四個世

界是農村，特別貧脊山區的農民世界。四個世界

中，越窮的地方人口越龐大，如果以其他第三世

界國家，面對這四個世界的差距，用西方民主和

新自由主義的體制，無法把各地不平等平衡起

來。

易學思想與社會主義結合的模式

只有中國摸索不同的發展方式。中國改革形

成的模式，是易學思維與社會主義的結合，易學

是看多事件整體的大走向，找尋眾多事件間的平

衡與和諧，落實在體制上則由社會主義去統一計

劃調配，調動先進地區的經濟資源去扶持那些落

後地區，而且很有計劃地在全國發展高速公路及

高鐵網，交通運輸網絡使全國連結聯通起來，落

後地區就可以把他有限的資源往外移過去，而先

進區的投資可以移進來，先是廉價的勞工沖向那

個跑道，在第一世界當勞工，跟著是城鎮化的發

展，資金流入第三、四世界。農村的人只要到縣城

打工就可以了，因為公路和資金的投資已到了縣

城，縣城就發達起來，然後農民工只須到縣城打

工，農村留守兒童的問題就慢慢會解決。

所以中國還是很有一套計劃，而且他每五年

都有一個計劃，都動用很龐大的智庫知識分子意

見，建立集體智慧的力量，反復討論多次，才產生

五年各方的政策。中國這個整體的發展，在短短

的時間內快速成功，想不到他四十年之後已經把

整體平衡的發展了，中國這個做法是用《易經》的

思維，而不是用西方的邏輯思維。《易經》的思維

就是整體看找尋平衡，他通過不同的平衡，來把

不同地區的問題通過平衡來解決，各地的需要。

所以這也是前所未有的體制模式。集體統治在過

去西方也有，希臘或者文藝復興時期都有，但這

些集體統治，集中在貴族或家族性，而中國卻是

在全國集中精英而成的形態。

不陷入寡頭政治陷阱

這個體制面對一個新的未知的難題，就是從

前亞里士多德提到貴族政治最大的危機的，就是

集體統治可能變成寡頭政治(ol iga rchy)，形成一

批控制政經的權貴，如果這批權貴控制了政經資

源及特定行業以後，壟斷一切為小集團利益，成

為高度壟斷的資本主義，將會延誤創新、壓低工

資、拉大貧富差距，又不肯繼續改革的，這個發展

就不能帶來更好的後果，而且也將不公平。故此

近幾年中國大力打擊權貴資本家、黑社會勢力、

娛樂界壟斷者，又全方位攻克貧困。這都是避免

陷入寡頭政經陷阱，走向新的轉型。

現在中國模式的特別體制發展已初步成功，

面臨下一步轉型成為先進國家，中國怎麼轉型，

全球怎麼轉型。中國如何可以發展，不會變成寡

頭政經系統，而又能夠繼續改革創新，在全球發

揮更大影響力，是後病疫期的新時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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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新模式的挑戰

□：我覺得梁博士整體的分析非常精闢，對西

方後冷戰時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目前面臨的

問題也做了精闢的分析，對中國的問題也做了精闢

的分析。我相信，實際上中國和西方世界都認同一

點，就是我們現在面臨百年的變局。這實際上不是

單單中國提的問題，美國出現「非傳統政客」型的特

朗普，實際上也表明美國對百年的變局也在尋求一

種新的應對模式，這對中國顯然是一個全新的挑

戰。我們如果以湯因比的挑戰應戰模式來看的話，

中國現在也要面臨一個如何來應戰的問題。我個人

覺得，面對這個變局，我們有兩點是必須要把握住

的：

以自信回應

第一個，我們今天面臨的變局在中國的反應

「很陳舊」，大家覺得美國正在領導西方世界圍堵

中國。改革開放使中國快速崛起，成為世界第二大

經濟體。隨著美國的衰退和中國以「一帶一路」政

策在世界的推動，導致「中國威脅論」再度發酵，這

種新的圍堵，激發了中國各階層對一百多年前帝國

主義殖民時代中國所經歷的經驗。這個痛苦的經驗

回憶，大家仍然記憶猶新，中國的精英階層也基本

上用這個「歷史邏輯」來對今天的「中國威脅論」做

出回應，認為「我們過去經歷的百年的磨難，不能讓

它重演」，用一種近乎悲情的呼籲來激發國民的凝

聚。從歷史經驗的角度來看今天的現象沒有錯，但

是不要忘記另外一點，今天的中國不是百年前的中

國，我們也不是百年前的「清朝人」今天我們必須要

看到中國在世界的地位已經不同往昔，中國應該要

有自信。何以這麼說道理很簡單，因為中國今天面

臨來自西方的挑戰，和中國在一百年前面臨的挑戰

完全不同了。在一百多年前的世界，中國在經濟上仍

然是國民生產總值非常高的一個中央集權國家，實

際上內部已經分崩離析，尤其是國防這一塊，可謂

是「零國防」，在西方先進的船堅炮利面前，中國國

防力量相當可憐，所以面臨的是亡國的危機。我們

當時的口號是救亡圖存。這也是一百年前五四運動

所要激發的最重要的國民覺醒。但是，今天的中國

不存在救亡圖存的問題，中國已經是成為世界第二

大經濟體，甚至於在2030年之前肯定在經濟總量

上超過美國。特朗普因此要拿走中國「發展中國家」

的地位，以至於李克強總理在今年「兩會」的政府

報告中拋出了中國六億人月收入（有專家解讀是可

支配的收入）只有一千人民幣的數據。其實，誰都清

楚，從全球的角度來看，中國的經濟只是逐漸回復

到200年前在世界原來的水平（1820年，清仁宗嘉慶

25年，中國占世界GDP總量的32.9%），可見，中國200

多年前就是世界第一。基辛格博士就說過，近代中

國的200年只是一個意外，未來中國崛起回到她原來

的位子，也不奇怪。更重要的是，人們要看到中國的

國防力量，這已經是一百年前不能比的了。從前中國

是農業經濟，現在中國正在完成現代化的目標，而

且中國之所以能在四十年改革開放的時間裏，完成

西方一百年所完成的現代化，最重要的是靠著技術

這一塊，計算機技術把發展的時間差距縮短了，並

把未來發展的起跑線拉平了。誰也沒有想到，中國

的華為公司竟然在5G領域領先了，美國需要聯合西

方國家來打壓一個科技公司，這在四十年前是無法

想像的。這個技術中國不管是拿來的，或者是買來

的，或者說是中國人山寨來的，不管怎麼樣，靠著新

技術中國很快就縮短了與西方發展的差距，從而崛

起來了。所以中國人要有自信，不要老是清朝末年、

民國初年的受害者心態，如果沒有這個信心，把一百

年前的感覺放到今天來講，中國極有可能會走偏，

因為中國人可能會忘記了，或者無意中放棄了中國作

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及未來在國防上也成為世

界前三強的國家，所應該承擔的世界責任，你可能

就忘記了，別人是要你負責，尤其是亞洲的中小國

家、非洲的國家，他們期待你，而西方則需要你來分

擔責任，因為他們擔不動世界了。中國如果還是百年

前清朝末年的思維方式，以「受害者心態」來討論如

何反抗他們（西方），就會走向一個錯誤的方向。如

果你手裏有兩彈（原子彈、導彈）一星（人造衛星），

但心態還是義和團的，別人就難以理解了。所以這

個百年前基於受害者地位的反抗意識，在這個新的

百年變局當中一定要淡化，更重要的是強調責任意

識，中國要思考如何讓世界來接受她崛起以後所扮

演的領導者角色。以前中國在封閉的情況下面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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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拿到世界第一，以前的清朝是一個封閉的世界，

到了中後期有局部的開放，但是一有風吹草動馬上

就鎖國了，在這個日漸衰退的王朝裏面自得其樂。但

是，中國今天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國，四十年的發

展是靠全球化起來的，所以中國仍然要回應全球化

的挑戰，這個「受害者反抗」的意識，我覺得一定要

變。

品牌文化與文化更新

第二個，就是如何看待剛才講到「華盛頓共

識」和「北京模式」的此消彼長。在某種程度上我常

常強調，「北京模式」在這個四十年當中是有巨大的

成長，而且也被全世界羨慕。表現在什麼地方？表

現在效率，因為政府本身就是一個管理機制，政府

不是意識形態，政府講的是管理，講的是如何在憲

法範圍內處理所有的公共事務。管理講的是效率，

那麼在政府效率這一點上，西方正在衰退，西方相

當羨慕中國在執行政府職能上呈現出來的高效率。

以前蘇聯是在軍事發展和國防力量上呈現出來的

高效率，在那麼短的時間裏面，在核武器上面（主要

是核彈頭數量）就跟美國並駕齊驅。但是，今天俄

羅斯為什麼已經衰退了，在經濟上成為三流國家？，

因為大家都知道核武器好看不中用，消耗大，因為

不能打核戰爭，打了世界就毀滅，如果從國防力量，

從核子力量來講的話，美蘇是絕對的霸權，中國遠

遠在第三位以後，因為中國核彈頭的量很少，但是

大家都知道核戰爭不能打，所以核彈頭多，就是經

濟消耗大。從經濟的效率來講，俄羅斯就很差了。

俄羅斯的GDP相當於中國的一個省，也就是比廣東

省大一些，所以中國的GDP就很大。中國的效率主要

就體現在經濟發展上，相對而言，西方就衰退了。

為何說北京模式受人羡慕？放眼世界領袖，

無論是特朗普也好，加拿大的杜魯多也好，法國馬

克龍也好，都公開表達說也很想有北京的這種效

率，要像北京領導人這樣一呼百應的、沒有阻礙的

效率。而且在具體的方法上面，我們看到他們都在

學，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北京模式」，實際上是

有進展的。但是當西方要來學中國的管理效能、經

濟發展效能的時候，中國應該如何面對這個變局？

如果中國真的認為，特朗普退出世界領袖的地位，

正是中國取而代之、去爭奪這個權力真空的最佳時

機，那可能就是麻煩開始的時候。當全球化現在面

臨挫折的時候，中國要嚴肅考慮如何來「取代」美

國，填補上這個真空？如果北京意識到，這個填補

上真空不僅僅是一種大國權力的博弈和追逐，而是

說是一種全球治理責任的分擔，以及和平發展的帶

領，那情況又會如何？中國應該如何行動？

我個人認為，在經濟上，在管理上，中國必須要

從原來的山寨文化（西方人認為是偷），發展到品

牌文化。魯迅這個時代就說過的「拿來主義」，抑或

是杜威的實用主義，在中國的經濟發展當中取得了

很大效果。但是，中國應該體認到，一個全球第二

大經濟體，一個正在成為全球化的領導國家，應該

也必須進入了一個品牌的時代，今天中美簽訂了第

一階段的經貿合約，有些人批評說是賣國條約，有

些人批評說是投降主義，這恰恰是剛才我們講的，

這些人仍然站在一百年前的受害者心態來看這個問

題。但是，如果我們今天在面臨時代變局的時候，

看到中國已經到了接近世界領袖這個地步的話，中

國確實要以知識產權的角度來看問題，中國未來就

是要進入一個品牌的時代，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

美國要求中國正視技術轉移的問題，強調不能強制

進行技術轉移，知識產權要維護，這個不單對美國

有利，對中國未來五十年的發展有利，因為中國將來

要進入一個品牌時代，屆時也會希望其他國家遵守

知識產權。從這個角度來講，中國今天表面上看著

是對美國做出這個讓步，實際上這個「讓步」促進了

中國正在進行的制度改革，並帶來了思維方式的改

革，開啟了未來五十年中國的品牌創造新時代，華為

的5G就是一個例子，中國也要保護好自己的未來品

牌，所以從現在起就要尊重知識產權，這個不是單

單對美國有利，對中國更有利。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問題的話，中國就沒有失

敗者的感覺，而是走出「百年悲情」，在這個時代變

局的過程中，籌劃中國未來五十年、一百年發展的前

景。當然，更重要的是，當中國的經濟效率被認同，

政府效率被認同之後，對全球的普通老百姓來講，

是中國的文化效應能不能起來，這就是龍應台所說

的「文明崛起」，這一點我覺得是中國面臨百年變局

所面臨的最重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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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博士三十年前就看到了這個文化更新的重要

性，文化更新這個口號，到今天仍然是時代的呼喚，

只是今天我們要探討，文化更新如何在一個全球化

的新形勢下面推動，如何用一個好的指導思想來推

動，從而讓中國人變成一個有文化自信的民族，這個

自信真的是以制度自信為基礎和標準？還是以中華

文化當中所具有的全球性、對全世界有啟發性的文

化內容和其內涵的價值為最主要的自信？現在流行

的講法是，首先是靠制度自信，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

主義制度，中國人有了這個制度自信，之後才是文化

自信。我覺得這個順序正好要顛倒過來，文化自信

才是一個最重要的基礎。要強調中華文化當中適合

全球性的、具有全球承擔的東西，我覺得孔孟的儒

家、老莊的道家或者其他的學術，當中都有全球意

識在裏面。因為中國那個時候就被稱為九州，九州

就是一個國際化的概念，「天下」就是全球化的概

念，所以中國古代思想家的精神財富裏面，有全球

化的因子，有全球化的元素，我們如何通過文化更

新的方式，讓中華文化的傳統精髓跟今天的全球化

接軌，讓全世界能夠很有信心地來接受中國文化的

精神資源，這對全球化的整體發展，對人類命運共

同體的生存，是具有非常大的啟發作用，甚至體現

在實際的社會功效在裏面。所以梁博士所承擔的文

化更新的使命到了今天百年變局的時候，就是一個

新的開始。

從不斷克服問題上改革法規與體制

■：我同意中國應淡化受害者地位的反抗意

識，強調責任意識，亦即是向前看，改善自己不是

之處，而轉型為先進國。今檢討改革初期發展雖

成功，但仍是第三世界型態的市場經濟，早期的

興起是靠大批廉價勞工，提供價廉物美的中低端

產品，成為世界的工廠，整體是利用資源輸出或

者利用勞工密集來造出的工業。這初期成功的代

價，是形成貧富懸殊、城鄉差距、也破壞環境。

在這個過程當中，中國經濟成長很快，但是

體制仍未成熟，那時西方體制還是比中國優勝。

在慢慢發展中學習，中國自覺地不斷改進體制，

來符合發展過程中的需要。初時中國還有很多範

圍都未有法規，體制仍沒有成熟，通過不斷發現

問題，才去立法處理，使處境有規則條理。

好像早年非典沙士作為一個傳染廣泛的病

毒殺來時，醫療上並沒有什麼體制來回應，大規

模病人出現，醫院病床不夠，醫護人員不足。中央

臨時即要當機立斷，馬上迅速建臨時醫院，動員

全國之力去應付，十分艱難悲壯。第二次新冠病

毒殺到，就有經驗和體制，武漢迅速封城，全國

支援，由1日23日到3月23日，疫情受控。

中國體制改革是不斷改進的，如當發展到經

濟量很大時，還是留在第三世界的那種形態，勞

動密集，大量農民工流入城市，離開家庭，造成

農村留守兒童出現，城市貧富懸殊，農民工子弟

在城市不能入正規學校，產生很多問題。我們機

構在這26年也進到農村幫助過很多留守兒童，又

在城市資助農民工入職業高中。除了資助孩子教

育，也給他們愛心支援，使他們有尊嚴，有自信。

但是這個時代慢慢過去了，中國政府通過城鎮化

與精準扶貧等政策，很有計劃地逐步從體制上解

決難題，再逐步提高科技，由中低端產品轉向高

端科技產品，中低端工業已轉移向第三世界國家

投資建造，中國本土正在從勞動密集轉到技術密

集，這都是改進創新的過程。

西方對中國由防範到遏制

在這期間，西方對中國的興起初時是支持，

但又有一定的防範，高科技從來不肯轉讓給中

國，但這迫使中國自創全面產業供應鏈，由組裝

大國轉為自己供應高附加值裝備和零組件產品，

自己能全面供應產業鏈，自己創製高速公路、高

鐵、飛機、太空科技、衛星定位、量子技術、5G

等。當科技能力追上與西方平手甚至超越時，西

方自然擔心其崛起。先是提出文明衝突論，認為

中華儒家文明與西方遲早衝突。又提出修昔底德

陷阱(Thucydides Trap)，如希臘的斯巴達不能容

忍雅典崛起，美國不能容忍有國家追上自己，且

中國的體制沒有跟從西方，用自己的中國文化和

社會主義模式仍能成功追上，美國智庫入士Kiron 

Skinner在2019年4月的智庫New America論壇中，

視中國為第一次非白人的異質文明挑戰，英國的

Martin Wolf在2019年6月的Financial Times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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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The Looming 100-year US-China Conflict，指

出美國將視中國為敵對競爭對手，且是「零和衝

突」，將進入一場百年衝突，故即要全力打壓及拖

慢其成功，由此將犧牲全球多邊秩序及國際的和

諧。這一切都說明了西方列強在民主自由的道德

假面局之後面，是強權霸政的真面目。

妖魔化中國及病疫的真相

這也說明為什麼西方總要妖魔化中國，如

新冠病疫初起時，西方列強都嘲笑中國，認為

中國缺乏西方民主體制才使災情擴散，隔岸觀

火，還有些言論惡意地期望中國崩潰。後來西

方自己爆發病疫，弄得手忙腳亂，其民主自由

反而使人民抗拒口罩和封鎖措施，處理遠遜於

中國。強大的美國未能成功應付病疫，3月至7

月病例已達三百萬。各國一些領袖都想指責由

病疫由中國傳來，但科學發現與其政治指責相

反。牛津大學和愛丁堡大學聯合研究COG-UK

在6月初的報告，英國境內2萬4千新冠感染，發

現1356病毒傳播鏈，只有0.08%來自中國。法國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ntimicrobial Agents發

表 SARS-CoV-2 was already spreading in France 

in late December 2019 (https：//doi.org/10.1016/

J.IJANTIMICAG.2020.106006)(見2020年6月vol 

55)亦說明類似肺炎在法國與武漢同期爆發。其

中學者Yves Cohen指出零號病人是魚販，2019年

8月到過北非阿爾及利亞，從未到過中國。劍橋大

學4月發表Covid-19 genetic network analysis從遺

傳網絡溯源病毒演化痕跡，病毒分A，B，C三類，

A在美、澳、B在中國、C在歐洲，B類是由A類變異

而來，即中國病毒是由美國的A類進化而來，不可

能是美國的病源。但這些科學發現反使美國惱羞

成怒，更加強打壓。

現在中國不必急於回應列強的批評，反須激

發自身努力，使經濟結構改革走向高科技，自己

提供全體產業鏈及零組件。這時按經濟規律，貿

易要放緩和收縮是需要的。然而剛剛中國面對

經濟需要自我調整要收縮的時候，美國又打貿易

戰，催化了中國轉形要走的更快及更自主。表面

上中國經濟好像收縮，增長沒有從前那麼大，其

實那是很正常的，每個先進國家發展開始時都增

長快速，後來成功後就慢下來。然而中國還是有

6%的增長，可惜因新冠病疫引致如今已無法預

測。如今是中國須要調整的時候，須思考及研究

高科技、高品質及高意境的新品牌發展，使人家

要高價來買你的品牌，不是因你便宜才來買，那

就成為一個成功的現代化國家。

與意大利文化交往建品牌的藝術意境

我曾經寫過建議給中國政府，在歐洲要與意

大利建立密切關係，因意大利跟中國較接近，在

歐洲國家來說，他也是一個文化形態及多種族的

國家，而不是傳統抗蘇恐共的西歐強國，遠在共

產黨存在之前，意大利已經跟中國有文化交流，

從羅馬帝國(大秦)到後來馬可波羅、利瑪竇等深

度文化交流，跟中國關係自古都是文化性的。意

大利在商品中建立了品牌文化，其品牌產品在西

方來說是屬最高位的。如果我們在下一步想自創

品牌，還是要學習意大利。

為什麼法拉利車(Ferrari S.P.A.)那麼貴，還有

那麼多人要買，不單因意大利那種手工很好，設計

很好，而更是代表意大利文化的品味。如今須思

考，能不能通過中國文化帶動某一種品牌，不只

是意大利那種精緻的手工和設計，而是由中國提

出一種超過品味，具有思想及藝術意境美感的品

牌，這個品牌能代表你的思想比較高，不單是品

味高，而是使人有點文化、學問及修養的感覺，這

就與眾不同了。我們提議過這些，交給政府。後來

我發現中國打進歐盟，還是意大利跟中國最快建

立關係，一帶一路最快在歐洲立足就在意大利。

中國在這個轉型期被特朗普追打一下，中國

由此開始就知識產權的改善，這是最重要的，以

後也不是靠拿人家的東西，而是自己創造。此外

全球面對保育大自然問題，中國也做了很重大的

國家調動，來處理環保問題，一旦動員全國，環保

馬上搞的很像樣。另一方面是高科技，也要動員

很多人才，建立智慧的資源，包括外國專家都以

高薪聘回來，發展我們的高科技，中國高科技最

近也發展的很快，中國五年計劃動員全國力量做

好這塊，也是發展很快的，快到美國有點懼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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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須從文化主動向全球提出新的

思想智慧

到目前為止，中國仍須深入研究文化智慧，向

全世界能夠提出新的文化理念，目前我們的全球

性偉大的理念仍不多，我們最好的理念叫「命運

共同體」，但共同體概念實際上也是來自西方。

□：但是背後的哲學根源不同。

■：故必須用中國文化來講這個共同體，是

指共融(communion)，用中文來說是「感而遂通」

的心靈價值，在中國哲學的理念，「仁」就是惻隱

之心，牟宗三定義「仁以感通為性，潤物為用」，

感通指我能夠進到你生命與心靈情懷裏面理解

你，你也如此理解我。所以感通使我中有你，你中

有我，我去幫助你發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

達人。目前來說，中國在全球提出的就是這個理

念，幫助各國建立自己，「仁」這個理念還須建立

一個很強大的文化和哲學來說明。

□：梁博士指出的這一點很重要。為什麼會這

樣？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一百多年前的經驗，讓

中國變成一個被動型的應戰國家，他不提出挑戰，

到今天為止仍然是應戰，人家給你難題你來應戰，

這就是一百年給中國人的思維框架，以及中國人在

對世界變化所做出反應時候的一種模式，湯因比在

這個上面的總結仍然是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湯因

比是懂東方文化的，所以他提出一個挑戰應戰模

式，中國人仍然在挑戰應戰模式裏面，一百多年來

就被「囚禁」在這個模式裏，成了「超穩定」模式。如

果在挑戰和應戰模式裏面，中國無法主動把握世界

局勢的正確脈搏。

從中美對抗轉向中美共治

如果說中美關係是全球最重要的雙邊關係，那

麼，中國要探討，中美到底是一個霸權競爭？還是說

中美能夠共治世界？如果能夠逾越「中美全面戰略

競爭」這條鴻溝，把中美對抗博弈變成中美共治（這

是奧巴馬提出來的），中國的全球化道路就順暢很

多，這個路很漫長。但是，中國能不能不要把美國變

成是一個敵人？能不能換一個思路來看美國的挑

戰？能不能對美國的挑戰有一種感恩的心態？我們

就以最近的兩任總統來看，對奧巴馬總統和特朗普

總統，中國有兩個議題應該感謝他們。第一就是環

保的問題。奧巴馬在環保上挑戰了中國，要求中國承

擔環保的全球責任。中國經過了磨難，在單單重視

經濟數字發展的GDP方面，把綠色GDP這個概念加進

去了，這個要感謝奧巴馬，他在美國搞的很差，可能

大家也罵他是個偽君子，兩面派，說一套做一套。

但是他的環保主義倡議，他引導的無論是京都共

識、巴黎共識，都帶動中國今天終於走向這個環保

之路，影響了中國的發展方向，所以中國現在變成了

巴黎協定最重要的支持者，這個是非常重要的。特

朗普退出了，中國承擔起責任，提升了中國的正面形

象，也加強了中國的世界領導力。

另外一點，中國要感謝特朗普。為什麼？只有特

朗普的「極限施壓」，才讓中國痛定思痛，必須要從

山寨文化，從拿來主義，到技術開發、品牌開發、金

融開放、貿易平等，人們講特朗普用「平等」可能是

個手段，但是對中國來講，他在其原來的傳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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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源裏面，就有這個強大的「平等」（均等）概念，中

國既然在思想資源裏面有這個平等概念，那就要用

平等的方式來對待全世界。在這種情況下，特朗普

的施壓，就促使中國做深度的制度改革。所以說，中

國要感謝奧巴馬、特朗普，他們倒逼中國走向環保

大國和平等貿易大國。

從病疫教訓走向透明化

第三個是剛才梁博士提到疫情的問題，非典的

問題。實際上中國要改變一種思維，認為透明化、公

開化實際上就是當時蘇聯戈爾巴喬夫提出的新思

維，這是導致蘇聯垮台的原因，因為戈爾巴喬夫的

新思維最重要的就是透明化和公開化。所以，要推

動中國強大，就不應該提倡透明、公開。但這恰恰

是錯的，恰恰是沒有自信的表現，二十年前的非典

因為沒有公開，沒有透明，最大吃虧的仍然是中國自

己，因為中國的人員流動，讓世界現在感覺到威脅

了。今天中國的「春運」已經變成全世界的「春運」

了，中國人出去海外旅遊的人口三千萬一年，等於加

拿大整個國家的人口每年都在外面跑。所以在這個

上面，應該學會公開化、透明化，把每一次的災難變

成制度更新的一個動力，然後建立新的制度，讓世

界放心。對中國那麼多的人口來講，怕的就是生化

武器攻擊。舉個例子，如果以中國現在不公開不透

明的情況持續的話，對手只要放一個病毒進來，就

會引發大規模感染，你的經濟力馬上就下降了，你

的生產馬上就停止了，你能不能對付，怎麼來對付？

這必須要靠公開化、透明化，及時的把所有的疫情

能夠向國民公開，同時又有很好的衛生制度，來遏

制這些東西的群體傳染。武漢在新冠肺炎病毒傳染

初期，就是因為「不公開、不透明」，結果釀成大傳

染，甚至蔓延到了海外，造成很大的問題。後來，武

漢的疫情公開了，封城了，老百姓在知情的情況下，

積極配合政府抗疫，結果打了一場漂亮的抗疫戰，

讓世界都吃驚，如今武漢成了世界最安全的城市。

可見，中國如果能夠過「及時公開、透明」這一關，

將來對手在生化這塊對中國的攻擊，也就不起作用

了。所以在這個方面中國必須要感謝美國，因為在美

國的壓力、挑戰，你才通過被動的應戰發展到今天

的模式，但是中國仍然要考慮，如果通過文化的更

新，脫離原來的挑戰應戰模式，從「被動」的現代

化，變成一個「主動」的現代化。我個人提出這個建

議，就是中國應該從被動的現代化變成主動的現代

化，這才是真正的自信的體現。

■：我覺得中國在這次新冠病毒肺炎，比上

次非典爆發已透明得多了，在中國非典肺炎的時

候，2002年11月16日在中國廣東省順德市出現，多

少病例並不公佈，2月之前並沒有每日向世界衛生

組織通報，到2月10日，中國政府才將該病情況通

知世界衛生組織。但今新冠病毒，12月1日發現首

例，初時地方想要低調處理，但是湖北省中西醫

結合醫院呼吸內科主任張繼先於2019年12月27日

上報不明原因肺炎病例，12月30日李文亮才在朋

友圈傳播相關信息，而同一天武漢市衛建委已發

緊急通知，據知12月31日的數據，當時才只有27病

例。中國在1月3日已向世界衛生組織WHO及各國

通報，世衛也即宣佈進入緊急狀態，1月10日中國

公佈病毒圖譜。1月20日鍾南山的專家小組向中央

被告，確定有人傳人，中央馬上在1月23日宣佈武

漢封城，這個透明度是遠比上次進步的。

一帶一路的契機

至於奧巴馬還有一點對中國有好的，但原本

是惡意的，就是搞重返亞洲，在太平洋建立島鏈

包圍中國，利用日本、南韓、菲律賓、台灣、越南來

布局封鎖中國，這期間中國沒有任何敵意行動，

美國純是修昔底德所言的強國焦慮，像斯巴達

怕雅典興起會威脅自己。結果迫中國推動一帶一

路，搞出中國自己領導的全球化出來，如果不是

他的施壓，中國還是跟從前發展差不多的，如今

在脅迫下，就想出新的點子，從傳統的絲路，走向

歐亞大陸，形成一帶一路，將其高科技產品如高

鐵、高速公路、及各種高質產品，打通各國交流，

使東南亞、中亞、中東及非洲等互動起來，幫助第

三世界發展，也使很多貧困國家產品可賣到中國

來。對各國當然帶來衝擊，也有幫助，這可使中國

全球的影響力大大增加了。

中國文化回應全球，易學與實踐論

現在回到文化自信的問題，中國以什麼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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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來回應全球，我覺得從兩個資源來取他的智

慧。第一是中國原有資源，從習近平時代的發展

特貿，我發現他非常重視全面性，從全球與全國

大局向全體策略定位。由全面看事情本來就是中

國自古以來的思維方法，這是《易經》的哲學思

維，視宇宙萬事為一龐大的網絡互動系統，在互

動大局中找平衡與和諧之關係，使一切不變成對

立衝突。所以中國的決定政策者，總是先立什麼

方針，比如一國兩制，一國兩制提出來的時候還

不清楚具體是什麼，只是一個大的方向，慢慢才

從具體需要，發現問題而處理，漸把他的內容落

實，中國先從全體來看，再由之瞭解部份，先定大

體，再定具體事件上處理。西方從部份來看全體，

西方邏輯是直線思維，中國從易經的說法是陰陽

辯證互動來看，正反彼此消長，陰跟陽兩邊來看，

從兩邊裏面找中間的平衡。所以《易經》裏面有個

中道的思想，就好像中國的秤，秤上有一棍，有個

秤砣，你要移動秤砣，剛剛好平衡的時候就知道

要秤的東西多重。這種秤的移動找個中間點，所

以中國沒有定式什麼叫中間，而是在不同情況裏

面找出他的中間點，就是他的平衡點。中國政府

管治、對外關係，或一般行政管理，總是找平衡，

不是零和遊戲，重視雙贏互利，大家得到好處，大

家平衡就是最好。

所以中國管治看的全面，今日的五個全面，這

是與《易經》思維一哥，從習近平繼承毛澤東的

實踐論，且開始把易學推進了一步，引進了馬克

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毛澤東的實踐論

是從實踐裏面發現真理，習近平這個年代，重整

體的智慧，從整體面找出平衡點就是真理，這個

是不斷改進的真理觀，不同處境有不同的處理方

法。所以這是從實踐論推進到《易經》的平衡論，

是一種新的中國文化的發展。

仁愛正義、感通雙贏的共同體

是從中國文化裏面，到目前為止，中國還應該

拿出中國自古以來最大的價值系統，就是仁義這

個觀點，仁愛正義，中國的核心價值除了愛國，也

可推進愛家庭，愛社會其他人，愛全體人民，愛人

類，愛萬物，追求達到天人合一境界。中國儒家思

想最重要的就是提出這個仁愛的思想，人性中的

惻隱之心，是仁愛根源，由此而知天命的本體是

仁愛。

我覺得到當前重建中國文化，還是應該以仁

愛正義為一個重點，作為命運共同體的人性根

據，向全球中國價值，一個是和諧平衡，一個是

仁愛正義，和諧平衡就是和平雙贏，仁愛正義就

是感通他人而建立公平，我把感通翻譯成英文是

communing，即共融(communion)的動詞，指共融

是個過程，人是在彼此感通(mutual-communing)

之中，因互相理解，即可建立人與人的公平對待，

而建立社會與國際的公義。

平衡裏面找出道理與道路

還有一種中國文化價值，可從道家的智慧來

建立，從整體裏面找出道路，在現況整體的處境

裏面，先在各方平衡裏面找出下一步的道理與道

路，這個道也是宇宙整體一個偉大的道的部份，

然後你找出這個自然發展最好的方向，就是從

《易經》來說，每個卦中可找到什麼行動引來吉

的處境，什麼行動引來凶的處境，你找出每個處

境裏面的吉，找出那個道，就可走出現在的困難。

這是中國文化可以給全世界的。

吸收理性、公平與大愛

此外中國還需要吸收世界文明的精神資源。

我們需要瞭解和吸收世界文化資源的優秀價值，

吸收科學技術，社會公平，無條件的愛和尊重人

精神。然而如今不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卻找尋

不同文化的精神，如科技科學後面的精神價值，

基本在來自希臘的理性精神。也可找出馬克思主

義從批判建立的公義精神，及建立公平社會的理

據。至於西方原本的道德價值，從根源上尋回西

方今已失去他崇高的精神價值，就是乘自猶太/

基督教文化那無條件的愛之精神，實際上他的精

神價值就是，有愛無類能寬恕任何人的愛，你雖

不好我還是愛你。這精神跟中國人仁愛的感通精

神如果合起來，這種愛的能量就可以戰勝很多對

立和仇恨，這個是宗教形態的，所以中國也提出

基督教中國化等等。這裏有一個很重要的神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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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就是由於從宇宙的眼，上帝的眼來看所有人、

事情、萬物或者一切眾生，我還是像上帝一樣去

愛他，縱使我們可能有衝突，最後仍是愛他，為了

他好，由愛化解衝突，就是最好的成功。如果這種

價值能中國化，即可建立更全面的價值，超越西

方。

從中國看宇宙與由宇宙看中國

我最近推動中華神學，從中國哲學去消化和

建造中華神學思想，其中一點是思考上帝那超越

的宇宙性眼界，猶太文化所重的宇宙啟示思想，

是轉換思想參照點，從宇宙至高無限的視野看

天、地、人，又從無條件的慈愛去關懷人和萬物。

這是從宇宙看中國的精神，在莊子一開始講大鵬

鳥扶搖直上於天，再俯視人間，就有從宇宙看中

國的思路。中國哲學傳統思路是以中國看宇宙，

以內聖外王之道為最高理想，「內聖外王」思想

的核心，在探索內在人格上成聖如何可能，進一

步是由人格完善而達至在人間建立美善的王道

世界。中國修養是從人文主義為入路，由人的自

省及慎獨修養，來察識及存養人心性內之聖人潛

能，再以聖人之道行出外在王道。如果把神學中

國化，中華神學之內聖外王，還提出一種從超越

而來的無條件慈愛能力，然後也建立一個美善國

度，把最理想的國度行在地上。把愛實現出來，化

解矛盾衝突，帶來真正的和平。這思路是不單從

中國看宇宙，也從宇宙看中國，如方東美先生所

謂的上迴向與下迴向，這個上下結合就會產生一

種更新形態的中國文化，也有西方最好的元素在

裏面，吸收西方而又超越西方，有宇宙、全球及中

國的視野，那就是全面中西優秀文化的結合。

從世界看中國的思路

□：這是講到文化更新很重要的一個關鍵，文

化更新的出發點是什麼？文化更新的終極目標是什

麼？文化更新的終極目標是跟世界對話溝通，文化

更新的終極目標不是單單提升中國內部的東西，而

是要提升中國與世界溝通的能力，讓世界來瞭解和

接受中國。中國人要學會周有光教授講的，不要從中

國看世界，而是從世界來看中國，從這個視角來推

動中國的改革，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我們需要從宇宙與人性，找出中國跟西方

文明的共同價值，這是世界性的價值。

□：這就是周有光先生講的，在全球化時代，

不要從國家看世界，而要從世界看中國的意思，現

在這個百歲老人已經去世了。作為漢語專家，周有

光被稱為是「四朝元老」，但他與時俱進，在百歲的

時候總結出一點：中國一直在一個概念上面走了許

多彎路，這個彎路就是「從中國來看世界」，這個太

狹隘了，而是要用世界來看中國，再來搞好中國的事

情。所以，我覺得梁博士講到了中國要肯定信仰的

這個問題，這是文化更新很重要的一個東西，尤其

是要搞清楚中西的信仰異同。梁博士講的剛才這個

方向實際上也是對五四運動的一種反思，因為蔡元

培先生提出來「美學代宗教」，從實踐證明是行不通

的。美學如何來代宗教？你沒有一個終極的信仰，美

學就能變成一個信仰嗎？五四運動是在救亡圖存下

興起的一個文化的改造運動，對這個運動仍然要

做深刻的反思，尤其因為現在已經是新的百年時代

變局了。

好效率加上契約精神

在思維框架上面要有哪些改變？我們剛才已

經講了，中國有很好的發展經濟的效率，這個效率

連西方國家都仰慕。我再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特斯

拉這個車子，我們說它的發明人，也就是總裁馬斯

克，是個「怪人」，也是一個具有創新思維的奇才。

不管他是不是怪人，這個公司在美國誕生了，但是在

美國差不多要瀕臨死亡了，到上海去建廠，一年就能

夠把他的股票翻好幾倍，甚至還帶動了他的SpaceX

載人發射的成功。沒有人相信，特斯拉在中國建

廠，只花一年時間，中國的使用者就拿到了這個在中

國製造的電動車的鑰匙，可見這個效率之快。也就

是說，在中國這個土壤上面要複製一個蘋果，要複

製一個華為，要複製一個特斯拉是有可能的，這個

土壤上面是可以出現現代化高端企業的。但是如何

讓這種情況在中國普遍化，這是挑戰。特斯拉的成

功，仍然是靠政策的效應，政策的推動，政策的傾

斜，這是遠遠不夠的。你要讓中國整體的土壤變成

一個文化更新，變成一個普世價值的品牌能夠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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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我個人覺得就是要更加的公開和透明，再

加上自由，這樣才能刺激創新力。

當然，要學習西方，有些地方中國搞了四十年

了，仍然沒有學好。舉個例子，就是契約精神，中國

人常常用含糊、模糊的觀念來看待契約精神，但是

西方的契約精神通過一百多年的發展以後，至少在

契約文本上面，形成了某種神聖性。這是你寫下來

的東西，你簽了字的東西，這就是你必須要執行的

東西，你不執行的話可能就產生法律問題。如果我

們以這個精神來看一些爭議性的問題，可能就會有

不同的看法。如果用嚴格的契約精神再重新回去進

行中港、中英談判，可能會是另外一個結果，這個結

果是做得到的你要認同，做不到的暫時就要跟對方

講清楚，目前做不到這個地方，不應該進入文本。不

能說我們現在先答應了，然後模糊處理，這就是中

國今天在香港問題上被動挨打的一個很重要的原

因。

當然，特朗普也是一個隨時可以退出條約的

人，不靠譜的人，但是唯獨中國講的事情，他就說你

簽的東西你沒有做到，雖然是「雙重標準」，但也有

他自己的道理。所以如何正確學習西方的東西，包

括契約精神在內的東西，實際上也是文化更新當中

的一部分，如何來把它彌補起來，建立真正的、符

合全球價值的契約精神？通過四十年的現代化發

展以後，中國企業走向世界了，契約精神實際上不單

單對其他國家有利，更對中國有利，因為中國現在變

成世界經濟的火車頭，你跟其他地方簽的契約，對

你的利益是最主要的保障。

互信問題與不確定性

■：走向全球，甚至帶動全球，是要用契約精

神，去建立互信的基礎，此中不單要有道義承擔，

也客觀共認的契約。不過如今遇到特朗普這種領

導，政策無常，不斷改變契約，變中而無道，中國

則求變中有道，道不同如何為謀？問題是美國兩

黨及智庫如今都想打壓中國的發展，如何建立互

信？

□：我們現在講的西方對中國最大的問題，是

「互信」的問題。而是否可以互信，西方面臨的一個

問題是：中國是否是一個「可預測性」的國家？西方

人常常說，寧願跟已知的魔鬼打交道，也不跟無法

預測的魔鬼打交道。如何理解這句話？很簡單，不

知道就是沒有確定性，沒有確定性，就會帶來恐懼

和疑惑。「不確定性」（uncertainty)肯定是2020

年的熱門詞，也是關鍵詞。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

是「特朗普現象」，西方盟友為何不喜歡特朗普，

就是因為特朗普朝令夕改，翻臉比翻書快，因此缺

乏「確定性」，新冠疫情的問題也是它的「不確定

性」。這種世界形勢的特徵，也給中國帶來了新的契

機，中國應該變成一個「可以預測的國家」，從而讓

全世界有安心感。中國領袖必須在百年一遇的時代

變局中，看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特朗普在國際組

織和國際條約中一再退群，讓世界出現了領導真空，

讓國際形勢出現了諸多的不確定性，這就是美國領

導力衰退的原因所在。中國不能認為「可以渾水摸

魚」，也無法以更大的不確定性來取代美國留出的

領導力真空。中國要成為世界強國，不是「乘機取代

美國」，而是要給全世界帶來確定性、穩定性。用中

國話來說，你能否在這個動蕩的世界中，成為「定海

神針」，給別人帶來確定性、穩定性？這個在對待疫

情問題上是同樣的道理，如果在這個疫情問題上中

國沒有公開透明，就給世界帶來了不確定性，要讓

世界服氣就很困難。

全球化與地方化問題

梁：所以我們要走一帶一路，還是走契約。

□：當然我們看到一帶一路已經有重大的變

化和更新，一帶一路當時提出來的時候，下面的執

行層或許有一個很自私的想法，這個想法就是把中

國過剩的產能能夠轉移到外國去，尤其是發展中國

家去。但是，經過七年的摩擦，一帶一路政策在指

導思想上面發生了一個重大變化，這個重大變化就

是，中國的世界發展戰略，一帶一路的世界發展戰

略，要與其他國家自己的發展戰略掛鉤，而不是凌

駕在其他國家自己的發展戰略之上。中國認為一帶

一路戰略的中心思想是人類命運共同體，但光強調

這一點就有點霸道，剛才我們談到的全球化仍然有

一個地方化的問題，如果全球化無視於地方化的具

體條件，你就可能變成一個壓制性的東西，你就變

成一個「居高臨下」的東西，你實際上極有可能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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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美國的老路，美國作為世界領袖的霸權老路，很

高的一個理想（華盛頓共識），但是在具體上卻是

壓制其他國家，因為不符合他們的國情。所以一帶

一路發生一個重大的演變就是，現在一帶一路對發

展中國家進行基本建設的投資，必須要跟那個國家

的發展戰略，跟他們國家自己的發展計劃接軌，讓

中國的全球戰略與受援助國家的發展戰略，尋找到

一個平衡點，這就是梁博士剛才講的，中國具有這

個能力，來做一個綜合上面的平衡。

所以，我覺得在工具理性，在細緻化上面，在

契約精神上面，中國要更加的西方化。西方人常說，

魔鬼就在細節裏，所以中國要在細節問題上更加透

明。中國學習西方，西方也可以學習中國。西方國家

的左右分裂已經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美國情況

更是堪憂，因為左右之爭再夾雜著百年沒有解決的

「黑白對立」以及貧富差距，造成了社區撕裂、族群

撕裂，讓美國不斷向下沉淪。如何讓西方社會解決

不了的這個極端分化的狀態，能夠通過中國的文化

傳統智慧來解決，這就是中國可以貢獻給世界的東

西。我們看到，美國實際上是「兩個美國」，這「兩個

美國」跟中國的「四個世界」不一樣，後者是由不同

地區的發展程度差距所造成，但這「兩個美國」則

是截然相反的美國，從表面政治上看，是共和黨和

民主黨分別率領的兩個美國的對決，但是，實際上

裏面所隱含的是社會的對立、族群的對立，精英階

層跟被精英階層遺忘的那群人對立。

■：美國內的分裂也是一個世界觀的對立，一

面是社會不公平，形成社會主義對公平的要求，

與精英階層壟斷資源的對壘，另一面是後現代自

我中心的放縱自由主義與正統美國立國精神重家

庭倫理之對立。

□：對，世界觀的對立，整體的對立，加拿大也

進入到這種社會分裂對立的狀態，法國也一樣。這

個狀況嚴重傷害了西方世界的政府效率，因為你沒

有一個統一的東西。中國在文化資源上面是有這個

東西的，所以我個人是覺得，中國講的「四個自信」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

信、文化自信）順序要做一個調整，先要有文化的自

信，在這個文化自信的基礎上面，可以建設一個好

的、符合全球化「先進利益」的制度，而不是說先強

調制度自信，先高舉這個制度，中國特色的制度，這

樣的話，你就擺明要跟世界不一樣，要跟普世價值

唱對台戲，這就堵住了中國進行深度的制度改革的

可能性，也跟中國一帶一路戰略提倡的文化才會帶

來無窮盡的變化的可能性。

以王道文化的變通性回應霸道

■：今西方以霸政運作，具凌駕列國的態度，

中國當以王道回應，重多邊合作，與諸國平等，不

單互利互信，更須有文化上的仁愛、公正、親和。

中國的富足強大，須走「己欲立而立人」之路，不

使他國覺威脅，這須要行之有「道」。「道」的意

思，原是「道路」，特色是「變」和「通」，按處境而

靈活變化，且能對不同民族、文化、體制有感通融

和、有親愛與瞭解。中國文化之道在變中有不變，

在不同處境中均有王道。

中國共產主義一直很重視變，毛澤東在革命

時永遠在實踐中靈活變化，他的思想不是定死

一套律法主義、教條主義，而且共產主義原本精

神就是不斷開放去找尋新的發展的可能性，這才

是真的共產主義或者社會主義精神。中國文化裏

面，天命是「於穆不已」，生生不息，宇宙的大道

就是永遠在創造性的創新中，所以人的責任就

是「贊天地之化育，則可與天地參」。意思就是，

人參與到天地的變化創新裏面，而隨著天地的

創造性發展。易學所謂「天行健」，天地每年都

在變化，每一年都不一樣的，他生出的萬物也在

變化，世界萬事和整個大自然都會變化，人則須

「君子以自強不息」，不停止的自強，而不是先定

了框框，定了框框以後你就沒辦法再推出新的東

西，所以只有一個大框架，然而不是定死的，不要

變成律法主義。如果吸收西方文化的精神，天國

在地上彰顯，天國的意思是說，上帝的美善的國

度在地上出現的，他在地上出現是已經完成，但

是仍開放向未來，同時還未完成(already but not 

ye t)，就是《易經》講的最後兩卦「既濟」與「未

濟」已經完成了，但是開放新領域，在新發展下

仍沒有完成，這也是《易經》精神，也是天國的

精神，就是已經開始了美善在地上出現，但是還

沒有終極美善出現，世界還有很多不好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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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繼續把愛推出去，使得這個世界不會變得更可

怕，不斷帶來新的愛與和平。所以這些東西永遠

完全開放的。所以大方向大框架定了之後，還要

慢慢把他的細節不斷的生生不息的過程裏面去

不斷理解新的發展，然後回應世界新的變化，而

且也帶動世界，全球走向一個不是民粹主義，也

不是國與國衝突的，或者強國欺負弱國這樣的情

況，而是變成一個可以不斷更新的一個未來，我

們叫文化更新，原意就是希望我們的更新可以永

遠下去，在這個世界，中西方文化在互動互瞭解

中彼此更新。文明不是衝突，而是從對話走向和

諧。

世界三大問題：貧富不均、地區差

距、發展與環保平衡

□：梁博士這個對中國夢實際上是一個很好的

解釋，我們如何把梁博士剛才講的這個變化的東

西，落實到讓全世界能夠看到，那麼我覺得中國在

這個變局當中面臨的問題，並不是對抗西方世界，

對抗美國的問題，而是解決中國內部的問題，這個解

決內部的問題有三個標志，也就是說，這三個問題

是西方制度和社會實踐，在他們自己的國家裏面解

決不了的問題。這三個問題就是，第一是貧富差距的

問題，涉及到財富和權利的分配分享。我們對話開

始的時候談到二八理論，一般認為，有20%的精英，

或者富起來的人，就可以帶動80%的人的改變，其實

未必。因為從目前的發展來看，我們可以看到西方

國家面臨貧富差距的懸殊越來越大，一個CEO的工

資可以是一個普通工人工資的幾千倍，所以這是一

個巨大的問題，西方國家改變不了，所以有專家認

為，西方的民主化因此而衰退，第二是區域差距，地

區差距，在發展過程當中如何讓貧窮地區能夠共享

這個發展的成果。

■：這個要靠社會主義了。

□：社會主義肯定是個元素，這也是為什麼美

國總統選舉，民主黨候選人選舉當中，桑德斯人氣

高漲，他的主張當中社會主義占據了很大的比例，

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如果單單靠資本主義和社

會主義對決，顯然無法解決這個問題，可見以前冷

戰的思維已經解決不了目前的社會問題了；第三是

發展和環境的關係問題，也就是發展和環保的平衡

問題。這三個問題是世界的問題，更是中國的問題。

如果這三樣問題在中國的土地上，能夠得到一個解

決的方案，那麼中國將會被世界認同，中國的發展

就會變成一個普世的經驗，普世的價值，「北京模

式」才有全球的意義，中國提「人類命運共同體」才

是「靠譜」的。

如何讓世界來認同這個東西？我個人覺得，中

國領導人已經看到這個問題，習近平也提出了這些

問題，無論是精準扶貧也好，命運共同體也好，共

享改革成果也好，都是看到了這些問題的癥結，希

望找到解決方案。但是，因為中國在許多事情上透

明化和公開化的程度不夠，公開透明化的不夠，你

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掩蓋缺失，但不要忘了，它也

是掩蓋了你的成功經驗，讓世界在認識中國的時候

缺了一塊。結果就是，中國的缺失大家看得很清楚，

看不清楚的地方人家就用陰謀論來猜測，更可拍的

是，中國的好東西，別人也講你是壞的。所以，我們

看到今天全世界所有媒體都是在講中國不好的東

西。什麼道理？因為他沒有看出來你這個好的東西

是可以被數據化，是可以被證明，是可以被證實的，

那他就用意識形態的偏見，說你全是假的。但是，

壞的東西只要一件事情發生，他就以偏概全，說你

全部是壞的。中國應該要知道，將自己公開化和透

明化，實際上是對全人類的責任，因為中國的變革

承擔著全世界未來朝何處去的重大使命，所以，每

一個變革當中的成功和失敗，中國都應該讓世界能

夠看到，讓世界能夠感受到，讓世界能夠從中找到

經驗教訓，我覺得這一點正是中國目前要做的，中國

的改革開放並不是為了應付西方對中國的壓力，而

是中國崛起、走向領導世界所需要的必經之路。

中國模式與中國故事

■：中國模式一直以來都沒有清楚是什麼，我

們也沒有解釋自己是什麼，老外更沒有人去替你

解釋的。

□：你怎麼說好中國故事？說好中國故事最重

要的一個因素，就是百聞不如一見。中國期待大家

過來中國走一走、看一看，但是作為政府有做統計

的責任，這也是政府作為管理者要發揮的功能，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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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讓人家相信中國政府對外披露的這些數據是真

實的、可靠的，我覺得這正是中國需要向世界傳達的

一個最重要的信息，也是自信的最重要的表現，真

實應該是自信的基礎。

■：關鍵是西方列強以自身文化和制度為標

準，且經媒體有選擇地對中國提供惡意的解釋，

形成反中國的意識形態。而一般第三世界各國卻

以中國為最佳發展的先進模式，歡迎交往。面對

這處境，中國首先須以大氣魄面對敵意圍攻，不

亢不卑，守住民族文化的尊嚴，但不以惡毒對罵

來回應，也不必只是守勢，卻是以理性、法理及事

實來分析其謬誤，更應有網站能以事實來澄清一

些不合事實的傳言。當中國國內一些官民之間有

矛盾時，須小心依法處理平民的情緒，及尊重其

尊嚴，避免簡單粗暴，引發國際借機攻擊。這須地

方官員能夠更開明，培養執法人員有合禮貌的訓

練，若是做得不好的切忌隱藏，必須有問責精神，

透明地以合法、合情、合理的方式處理好矛盾，這

才避免一些地方官做了不合人權之事，要中央背

黑鍋。中國在地方官培訓上，須教育其以正能量

做好事情，宣傳上不是空吹噓，而是按真實的改進

來陳明成就。

我們在海外，可盡量用西方人瞭解的方式，

正面說明中國幾千年的文化精神資源，對宇宙人

生的智慧，解釋中國的做事方式的不同特質，及中

國這些日子所努力做到的成果。我們在海外也是

旁觀者清，應盡責向中央提改革意見，針對不正

之風，以愛心說誠實話，使中國能不斷改進，立於

天地萬國中，有節度、有法則、有道義、有情理。

此外，我也想用一句話建議中國，在美國與

列強對中國不友善地多所指點時，老子最後四句

話可參考：「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

不爭」。意指宇宙之規則，是利益萬物而不傷害萬

物，聖人行事之道理，是做好一切對人對物之事，

而不陷入鬥爭之中。小人之國循霸道而好鬥，君子

之國循王道而好義。

□：這就是我一直強調的，中央政府要成為仲

裁者的角色，而不是成為背黑鍋的角色。你如何做

到？就是讓地方全面負責，但是也要同時全面問責，

不用中央為你擔黑鍋，但是這個意識要改變。香港

問題、台灣問題都是這樣，一國兩制，我們必須要回

到常識，一國是什麼，一國講的是主權，兩制是政府

不同的管制方法，其中也包括司法系統。中國既然講

兩制，那就讓他高度管制，不要來虛的，高度管制背

後就是高度的問責，這樣的話，就把為什麼一國兩

制的意思講清楚了。小平提出來的一國兩制，裏面有

一個含義，大家可能沒有看到，就是小平希望這兩

制能夠在一國的架構下和平競爭，互相彌補吸取對

方的經驗，不斷完善，可能經過五十年、一百年以後

就變成真正的「一國兩制」。所以，中國既然有這麼

好的一國兩制，西方國家沒有，在加拿大有一點點，

魁北克是一國兩制當中的典型，在美國沒有，中國沒

有理由不好好維持。對中國共產黨而言，香港是唯

一一個地方，在自己主權的統治下面，北京約束自己

的權力，在管制上面說可以讓兩制競爭，那就應該

放手讓這個兩制公平競爭。我覺得這方面把概念搞

清楚了，不需要北京參與香港的管制。北京在政府

管制上一旦插手，這樣的話，香港好壞的所有責任

都推到你的頭上，兩制也就虛化了。其實，北京對地

方的立場也是一樣的道理，儘管上海和廣東不是一

國兩制，是一國一制，但是北京在統籌一些基本政

策之外，在治理的過程當中應該讓地方政府全面負

責，中央就不用為他擔黑鍋，出了問題找問責，慢慢

就發展出來一套中國特色的地方自治和民主機制。

我覺得就是梁博士講的，一個協商性的民主政治肯

定是對的，即使西方現在也在學，國會裏面現在必

須要協商，因為現在都是少數，少數政府就是協商，

多數政府可以說了算，美國現在眾議院是民主黨、

參議院是共和黨，難道他不需要協商嗎？所以他仍

然是協商政治。但如何讓這個協商政治真正的發揮

作用，讓外界也認為你真正在發揮作用，這個就是

中國體制改革所要面臨的挑戰。

李子柒與回歸單純性

■：說好中國的故事，現在中國很喜歡看李

子柒。

□：她就給我們很好的啟發，她才是真的中國

故事，她就是文化自信。所以中國並不是說不能說

好故事，北京很多名大學的教授來問我關於李子柒

現象，為什麼一個山村的女子在四川，能夠在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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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上有七百萬到一千萬的人跟隨，她講的任何一

個東西，全世界都能夠引起迴響。她的經驗在哪

裏？教授們問，我們一直在講中國故事，為何做不到

一個小姑娘可以做到的？我說只有一個經驗，李子

柒有文化自信，她在講的過程當中，不涉及任何體

制的問題，不涉及任何意識形態的問題，她就講中

國文化，許多都是生活中的文化現象。她的底氣何

在？你們要講好中國故事，不能無視中國五千年的

文明傳承和不倒。英國現在有一個教授，叫馬丁·雅

克（Martin Jacques），他說過一句有名的話，中國

明明是一個延續五千年的文明，「卻偽裝成一個國

家」，可見，中國的強項不在於她的制度，制度改朝

換代一直在進行，一直在變，儘管有這個超穩定系

統在裏面，比如封建的東西，但是她仍然不斷在變，

在改革，在改朝換代，但是，中華文化、中華文明是

中國之所以存在五千年的基礎，就是剛才梁博士講

的《易經》之變，「變通」這樣一個東西，變中有序，

一直在發揮作用。所以講好中國故事，首先要有文化

自信。李子柒的成功故事告訴我們，要有文化自信。

不要奢談中華文化的神秘感，以為講了別人也不

懂，尤其是歐美西方人不懂。不是中國文化很神秘，

外人聽不懂，或者中國文化裏面有很多壞的東西，不

是，而是你對中國文化有自信，你講好中華文化，世

界會來傾聽。

■：李子柒的成功，就是因為她不是什麼大

教授，大博士，熟讀四書五經，而是她幾千年下來

中國人那種單純的生命。

□：文化智慧。

以單純的心服侍中國人

■：所以這種單純性，還是我們不要太過造

作、紋飾，宣傳部講的很多都會很好聽，但是人家

還是喜歡李子柒，原因就是因她具原始的單純天

真。實際上我作為一個海外華人進中國26年，我

自己學習就是以單純的心對中國，首先不以西方

的角度來看中國，不跟西方去罵，我們知識分子

當然看透中國有很多做得不夠好的地方，但是我

單純的愛他，這是我的祖國，有深遠的歷史文化，

近代經過百多年的苦難和欺凌，帶著刻骨的文化

創傷，就是他縱使做得不夠好，我們很諒解，我們

回國是來服侍，不是以外國的優越性來指點，卻

是甘願成為中國人民的僕人，以無條件的愛來鼓

勵中國，說無論你目前如何貧困，將來你一定可以

再站起來，奮鬥不息是我們祖先留下來的靈魂。

我們把自己所有的才學及資源都拿出來幫

助中國。當時可能有些地方政府還沒有兼顧的

時候，我們人民先去獻身，去做點小事情。例如

幫助農村貧困女孩子讀書，在中國，我們想不到

二十年前開始發現女孩子很多不能讀高中，跑到

城市裏面當農民工，有些也墮落了，成為不正常的

工作的女孩子，我很心疼。但是我知道國家的困

難，不能叫中國馬上改進農村處境，現在過了二十

多年，中國成功解決貧困問題了，但是早期根本

沒有辨法。唯一就是我們海外華人籌點錢到農村

幫助女孩子教育，她們有機會讀書，就不用跑到

城裏打工，就不用成為那種不正當工作的女孩子，

就是這樣那麼簡單的事情。體制還沒能做到之

前，你先去盡能力做一點可以彌補的。

我們在農村做了二十多年之後，也幫助了兩

萬多人次的學生，女生多，男生當然也有，但是我

們幫助很多人讀書，兩萬人次大概四千人，在全中

國當然也很少，然而是扎實地四千個孩子，讀到

大學畢業，我們單純地愛過他們，讓他們學會愛

惜自己，關愛他人。就是我們這樣小小的一些人，

努力為國家與社會去做點事情，就留下了美善。

在過程中我們當然知道，體制上怎麼改才更好，

我們都已經知道現實的情況，明白民間疾苦，我

們拒絕在海外去罵中國，說中國體制不好，不公

平，貧富懸殊，官員貪腐，卻將所知寫成報告和建

議書，交給中央政府考慮改進。我們知道在國內，

仍有很多愛人民的好官員，他們也想改進，但不

能馬上全改，然而一直慢慢改，慢慢往上反映，我

們也給中國提到更高的位置去反映，慢慢這個情

況現在就真改好了，貧困問題大半已得解決了。

生命體與生命力帶來改變

□：所以我覺得梁博士的工作非常重要，剛才

講到單純，我們講文化，重點仍然是一個生命體，

它是由細胞組成的，這就是力量的所在。實際上現

在在處理新冠病毒疾病過程當中，我們越來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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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讓人身體內原有的生命力，神創造的生命力也

好，造物主創造的生命力也好，讓他原有生命力的

細胞，將生命的能力發揮出來，這個比任何藥都有

效。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小小的，如果我們假

設有梁博士這個文化更新，可以影響一千個、一萬

個四千人，他們所產生的輻射作用，一種健康的擴

散作用，對中國而言，就會變成一種非常強大的改變

力量，這就是文化，文化實際上就是從它的細胞這

個上面，從基層開始起來的，細胞健康了，整個身

體機制健康了，你的免疫系統健康了，你整體的生

命力就起來了。所以西方的標靶治療我們知道有效

果，因為它針對你有病痛的地方。我們舉個例子，反

腐實際上就是標靶治療，針對這個靶子我下藥進

行治療，這個有效果，但遠遠不夠，你如何讓文化

裏面的，機體裏面的細胞健康和活躍起來，這就是

文化更新承擔的使命。所以一個細胞是有神奇的作

用。這方面，未來中國文化在變化更新的過程當中，

我們既要有指導思想，我們要有宏偉的理論敘述，

但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有社會的實踐，而這個社會

的實踐，就是這些細胞改善的作用，是講好中國故

事最基本的素材，也是全世界最能信服的、可以看

到的一個中國的變化，李子柒也給我們提供一個啟

示，我覺得中國要承擔起普世的使命，實際上就是

中國文化從基本進行更新，剛才梁博士講的，讓中

國人有仁愛精神，有信仰。

■：維持生命裏面的單純性。

□：一定要有單純性，赤子之心，惻隱之心，你

才會有愛能夠呈現出來。我覺得面臨百年的變局，

可以把口號喊得震天響，但是，實際上最關鍵的是，

將時代變局落實到我們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如果在這個文化變化過程當中，我們每一個個體

都是中華文化的載體，或者說是流動的中華文化，

包括六千萬海外華人，如果彰顯出中國文化精髓，

包括儒家文化在內的中國文化精髓，世界看中國的

眼光就會發生變化。孔子學院為什麼不成功，因為

許多人批評，孔子學院也不那麼「孔子」。如果我們

六千萬海外華人，都把孔子的學說，能夠在我們生

命，在我們鄰里關係上面做出呈現的話，中國威脅

論就會在西方的民間社會微弱下去。不然，在中美

大國博弈、或者中國和西方世界的博弈中，我們海

外華人也會夾在這個當中變成受氣包：西方懷疑我

們，中國也認為我們已經出去了，總不是一家人了。

但是實際上，海外華人，六千萬海外華人，真的是承

擔起中國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國的橋梁，而文化中

國，則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橋梁。

做好一個中國人的故事

■：中國人到了海外，不論是留學還是工作，

須承擔一個責任，就是先自己「做好」(不只是講

好)一個中國人的故事，去改變外人鄙視華人的觀

點，使人見到你做人處事的道德人格，而不再妖

魔化中國。若果華人貪婪自私，不自覺守公德，不

尊重人家的法治，個人無品格，那就是使整個民

族蒙羞。若期望將中國文化的優秀價值彰顯，須

在自己生命中活出來，那就不只是口號，卻須要

學養。「學」是指對中國古人的智慧有學問上的理

解，「養」是指在人生上有心性的自省與修養。生

命上能活出仁愛正義，人家見證到，就明白這是

五千年文明的子孫，而不是來自低級野蠻國家的

窩囊廢。有錢不一定得到尊重，有學養、品格與單

純關愛人的心，才得他人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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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新年伊始，一場突發性的公共衛生事

件，必將在人類社會歷史中留下濃重的印記。一

種源於人類前所未知的可怕病毒（國際醫學界將

它正式命名為「新型冠狀病毒」）引發的病疫（即

新冠肺炎）在毫無預警的

情況下，突然降臨神州大

地。它在中國武漢爆發，

經過一段時間的潛伏和醞

釀期，迅速地在中國及世

界各地蔓延開來，席捲全

球，造成人員、社會財富

和各種資源的巨大損失。

人們從剛開始時的懵然無

知，到猛然驚悚和醒悟，

乃至有「談冠色變」之勢，

造成一股前所未有的心理

恐慌。儘管各國政府相繼

投入了龐大的人力物力以

防控疫情，個別國家和地

區的疫情漸趨緩解並得以

有效控制，但全球範圍的

抗「疫」形勢仍然不容樂

觀。新冠疫情所引發的一系列事件和事端，令人目

不暇給。東西方大國和各國政府之間的相互指責

和他們之間展開的「甩鍋」大戰，乃至社會輿情前

所未有的緊張與對立，恰是暴露了國際社會乃至

整個社會深層矛盾的裂痕和內部撕裂。毫無疑問，

新冠疫情從爆發到蔓延和全球範圍大流行，已經

新冠疫情危機與

人類文明新覺醒
■ 李安澤

黑龍江大學哲學學院

疫下世情

新冠疫情在全球範圍的蔓延和流行，一度引

起全世界的恐慌。而人類在專注於應對、對治疫

情的同時，也開始了對疫情更深入的研究與思考。

隨著全球抗「疫」運動的廣泛開展，人們已然認識

到，這是一場世界性的危

機。它對當代世界文明的

衝擊和影響，也漸趨凸

顯出來，並為人類所把握

和理解。疫情不是針對個

別國家或人群，甚至也不

會局限於局部的領域。其

持續的衝擊和影響不僅

波及生態領域，也波及

經濟、政治、思想文化乃

至人類社會文明的全體

領域。疫情固然是一場全

人類的災難；但是，透過

表層的、暫時的現象也應

看到，疫情在給人類社會

帶來巨大災難和創痛的

同時，也為人類文明的重

整和新生，提供了一次千載難逢的機遇和契機。因

此，如何把握疫情帶來的契機，著實推進人類社會

全方位的深化改革，實現人類文明實質性的突破

與新生，乃是擺在全世界面前一個極具挑戰性的

課題。

一、新冠疫情：一場世界性的危機

摘  要：新冠疫情對於當下人類文明及其發展，

可以說是一場世界性的，也是全面的危機。人類

文明要徹底克服當下的危機，走出困境，必須切

實推動新一輪全方位的深化改革的社會運動，從

而實現人類文明發展進程中一次鳳凰涅槃式的質

的蛻變和飛躍。而其中的關鍵則在於思想方式的

革命和新世界觀的覺醒。當前，人類文明要集合

東西方所有的反思、覺醒的智慧和力量，警惕西

方中心主義或東方中心主義的各種思想偏見和誤

區，在一種宇宙本源意識和高度的文化精神的啟

示和引領下，推進世界各民族文化最廣泛的大聯

合，進而共同創建新的全球文明共同體。

關鍵詞：新冠疫情；危機；新覺醒；人類文明共同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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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危機。人類迫切地祈盼早日克

服疫情，重新恢復正常的生活狀態，開啟希望的明

天。它的極具毀滅性和殺傷力的毒害和無與倫比

的衝擊和影響，也引起越來越多的人們關注和思

考。人們在急切地尋求對治疫情的妙藥良方的同

時，也理性地認識到理解和把握疫情中的危機及

其中蘊含的機遇的重要性。可以說，正確地應對和

認識疫情，成為檢驗人類社會文明的一道至關緊

要的堤防和不可替代的試金石。

新冠疫情從爆發到傳播和大流行，與其它非

傳統安全領域的危機，如自然災害、金融危機等相

比，具有突發性、無差別性、不確定性和跨國家、

跨地域等特點。2020年1月30日，世界衛生組織宣

布，這是一起「全球關注的突發性公共衛生事

件」。[1]由於此次疫情還沒有結束，當下尚處在實

時狀態；因此，要對疫情造成的災難作出準確、如

實的評估，尚有一定的難度。但是，就此次疫情傳

播的範圍之廣大，危及的國家、地區和人口之眾

多，以及它所帶來的損失和危害規模之巨大，乃至

已經造成和潛在的影響之深遠，都可謂是空前

的，也可謂是一場史無前例的世界性危機。就現有

的狀況來看，疫情已經無差別地在世界各大洲各

個國家和地區爆發和流行，已經感染的人群可以

數百萬計，造成的死亡也可以數十萬計。[2]儘管世

界各大權威研究機構對疫情所造成災害和損失的

統計數據和結果分析，有所不同；但有一點是肯定

的，就是災害和損失是極其巨大的，天文數字的；

在經濟的、物質的領域尤其如此，在精神領域造

成的傷痛和損失更是無法計算。此次疫情來勢凶

猛，造成的災難慘烈，令人自然聯想到15世紀在歐

洲流行和肆虐並導致歐洲大幅度人口銳減的「鼠

疫」即俗稱「黑死病」。雖然歷史上「黑死病」波及

範圍甚廣，但它仍是地域性的。在當今這個不可逆

轉、無所不在的全球化時代，病疫這種突發性公共

衛生事件也被打上了濃重的全球化色彩。就在不久

前人們還興高采烈地談論全球化帶來諸如經濟發

展、社會進步的巨大利好和收益，人們歡欣鼓舞地

歡呼全球化時代來臨，完全沉浸在一幅對未來世

界玫瑰色的浪漫暢想和美麗圖景之中時，新冠疫

情的突然降臨，將這幅圖景的另一面展示在世人

面前。顯見，疫情不是全球化的結果，但它藉助全

球化的威勢，更加威力無比，難以防控，卻是明白

無誤的事實。

新冠疫情對當下與未來人類社會產生的衝擊

與影響是難以估量的。它對整個人類文明發展產

生的衝擊和影響也是如此。人類社會及其文明作

為一個相互聯繫的有機統一的整體系統，在新冠

疫情這一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的衝擊下，其自身

及其中各環節所固有的問題、弱點和內在本質得

以清晰地呈現出來。首先，新冠疫情對人類社會及

其文明來說，造成第一輪衝擊波是生態的危機。

小小病毒，令整個世界淪陷，乃至陷入恐慌的深

淵。這種若恐怖大片中的情節，當它在當今人類社

會生活中真實上演，確實令人難以置信，更始料不

及；但它畢竟是其來有自，乃至理所當然。這是人

類社會長期以來對自然界和生態環境實行一種過

度的、掠奪式的開發利用政策所遭到的來自大自

然的一個顯著報復和猶如天理循環一般公平的報

應。微生物雖然渺小，但它是整個生態系統一個

不可缺少的鏈條。當整個生態系統遭受人類活動

的重壓和破壞達至難以承受的極限時，人類可能

遭受隱藏在幽冥大地中所蘊藏的原始蠻荒的可怕

力量的反擊和報復。新冠疫情終於使人類初嘗苦

果。它暴露了當下生態系統的脆弱和生態文明的

弱點。第二、新冠疫情引發的第二輪衝擊波是經濟

的危機。疫情帶來大量的人員和物質財富的損失；

而且，為了應對疫情，天文數字的社會資源被消

耗。不僅如此，疫情造成經濟活動的停擺；其後果

必然是經濟危機的不可避免。據經濟界權威人士

分析、預測，一場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已經初具端

倪，其規模幾乎堪比1929年爆發的「大蕭條」。它

對處境不妙的世界各大經濟體來說，無疑是雪上

加霜。尤其致命的是，此次經濟危機已開始顯露出

其詭異性，即運用傳統的經濟手段對解決危機居

然無濟於事。例如，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美

國，用盡了現有的「救市」手段，甚至投入二萬億

美元的海量資金，也於事無補。[3]大概率來看，世

界經濟可能陷入一輪衰頹的周期。經濟危機的來

臨加劇了當代世界的不安感。第三、經濟危機將引

發新一輪政治的、社會的危機，目前看來仍是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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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經濟活動乃是當代世界的生命線。隨著經濟

困難的加劇，社會矛盾也隨之加劇並日趨凸顯出

來。例如，在國際社會，以「疫情」為媒介，在經濟

危機催逼下中美兩國的貿易戰可能會進一步升

級，引起國際安全形勢和世界政治格局更多的不

確定性。對於各個國家的社會內部，也存在同樣的

處境和難題。未來世界不排除大規模社會危機爆

發的可能性。第四、思想文化的危機。圍繞「疫情」

問題，國際社會大國之間展開的「甩鍋」大戰，以

及各國社會內部輿情的撕裂，反映的是國際社會

和整個社會缺乏共識。現存的世界觀和價值觀，不

足以支持和維護整個社會的統一和持續運行。它

表明，現存的維持國際社會和整個社會的基礎是

十分薄弱的。這種思想文化的危機是真正深刻的、

內在的危機。

最後，整個社會文明的危機。新冠疫情危機

反映了人類文明總體上脆弱的本質和難以紓解的

困境。有識之士真切地認識到，人類文明正遭遇前

所未有的、廣泛而深刻的危機，處在大轉折的關

頭。藉助新冠疫情危機生死存亡的大考驗，人們將

會愈加普遍地深化這種理解和睿識。毋庸置疑，

新冠疫情危機將人類文明整體所隱藏的問題和薄

弱環節及其內在本質完全暴露出來。它注定了是

一場對現有人類文明的大檢驗，大考驗。從這一意

義來說，2020年，注定了是對人類文明的大考之

年。通過新冠疫情，人類文明整體系統固有的內在

矛盾和癥結及弊端，得以集中呈現。這為人類綜合

診治自身文明的痼疾，提供了現實的可能。而疫情

對人類社會的極限考驗及其造成的困難境遇，也

使人類更易於下決心抓住機遇，將危機轉化為機

遇，進而走出困境，為人類文明的重建和新生，開

闢一條可靠的通道來。疫情下的人類社會亟須凝

聚共識，破除成見，除舊布新，銳意改革，勇於突

破，實現新的思想解放，進而在新的基點上推進文

化更新和人類文明整體的重建和創新，開拓人類

文明的新局面。

二、全方位的深化改革：人類文明

走出當下困境的唯一出路

新冠疫情危機構成了對人類文明當下存在、

存續的一大考驗。它也提示人類，需要從一個根

源性的本體論、存在論的觀點來理解和看待疫情

危機。從一種究竟的、本源性的觀點，中國哲學將

人與世界的關係看作是一個相互關聯、一體相通

的境域。和諧與和合是一種本質的、實然的和理

想的狀態；而矛盾與衝突則是一種偶然的、非本真

的狀態，是理想狀態的一種失序。由此觀之，人類

征服自然、戰勝自然不僅不可取，也不可能，最終

只會受到大自然的回擊與報復。那種將人類視為

自然界天然的主人、主宰的觀念是錯誤的。相反，

應該樹立的是一種同根同氣，民胞物與的觀念。同

樣，在人類社會內部，也要結束一種長久居統治

地位的、主導性的分裂、鬥爭狀態，而樹立一種和

平共處、友好合作的關係和理念，進而創建一個共

存共榮、協和萬邦的大同世界和「保合泰和」、「廣

大和諧」的人類文明共同體。顯然，新冠疫情危機

再次向人類敲響了警鐘。人類必須意識到，人類文

明確實到了一個存亡續絕的關頭。人類必須徹底

反思和檢討現有的思想方式和行為模式，才能真

正認識和理解新冠疫情危機對於人類所體現的生

存論的、普遍性的意義，也才有可能真正採取有

效的行動和有力的措施，從而克服危機，走出困

境，而避免陷入盲人摸象式的武斷和固執己見的

思想誤區，乃至一意孤行地走向自掘墳墓、自我毀

滅的不歸路。

深刻地洞悉新冠疫情危機對於人類文明的意

義，已成為當下人類克服危機，走出困境的當務之

亟。存在，抑或不存在，這一存在論的首要問題，

以如此突兀的方式矗立在人們地面前，逼迫人們

作出答案。和諧與衝突，這兩條思想路線的競立，

如此尖銳地催迫人們的最終選擇，它們一起挑戰

僵固的傳統思維的極限。它表明，不僅傳統的文

明存續的方式難以為繼；而且，傳統的解決危機

的方式和途徑，也是不可行或行不通的。衝突和

鬥爭可能毀滅一切；而和諧與和合則可能帶來新

生的希望。僅就人類歷史最近的經驗來看，西方

殖民主義確曾消滅過一些區域文明；二戰與核冷

戰也曾將人類帶到毀滅的邊緣。[4]而這些大的衝

突，跟人類或人類社會中某一群體解決自身危機

的企圖息息相關。例如，二戰的爆發與1929年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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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性經濟危機大有關係。試想，如果當今世界

和各國政府仍然沿用以往的模式，通過戰爭轉嫁

危機和災禍，以此來尋求危機的解決，其後果對人

類來說可想而知是不祥的。固然不能由此斷定人

類就必然走向毀滅，但它會增加人類毀滅的可能

性，則絕不是聳人聽聞的臆測。當然，人類解決危

機的方式，可以選擇傳統的衝突模式，也可以選擇

改革的模式。事實上，人類文明通過內部資源的重

整、調配和內部關係的調整、協調，來提升自身文

明的存續能力，一直是一個可靠的、現實的途徑。

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因為創造了持續的經濟增長

和社會發展的奇蹟，而成為這方面一個成功的範

例，也為一度陷入低迷的世界經濟發展帶來了活

力和希望的亮光。可以肯定，改革開放仍然是代表

了人類文明發展和歷史進步的大方向大趨勢。而

新冠疫情危機對人類文明當下發展提出的嚴峻挑

戰和考驗，則將一個由局部改革推進至全方位深

化改革的全新課題，正式地提上了議事日程。全世

界和各國政府都必須認真思考和構劃這一關乎人

類前途與命運的重大現實課題。

人類文明處在一個史無前例的大變局中。突

發性的危機事件是對人類智慧、良知和勇氣的一

大考驗。如果我們一味因循守舊，拒絕革新變化，

將會迅速地為世界前進的潮流淹沒、淘汰。我們惟

有以開放的心靈，傾聽和把握時代精神的脈動，以

大無畏的氣概，與時偕進，應化更新，切實推動新

一輪全方位深化改革的社會運動，進而實現人類

文明發展的一次質的蛻變和飛躍。首先，生態領域

的改革。新冠疫情的爆發有著各種直接的、間接

的原因。目前全世界的科學家尚在研究中。而歸根

到底，它是長期以來人類對生態環境採取人類中

心主義立場不可避免的惡果。自近代以來，人類藉

助科學技術的進步，更加肆意地以主人翁姿態向

大自然宣戰。人類的活動到了讓自然和生態環境

不堪重負的程度。生態文明有可能成為人類文明

最脆弱的、最先斷裂的一個鏈條。處於疫情肆虐中

的人類必須清楚地意識到，大自然是人類的母親，

生態環境是人類活動的家園。人類要想有明天，就

必須重新修復與大自然的關係；否則，大自然可能

在任何時候讓人類措手不及，面臨毀滅性的後果。

人類必須切實反思和醒悟人類中心主義的危害，

立即停止和禁止種種破壞和損害大自然和生態環

境的行為，以實際行動反哺自然回饋自然，重新回

歸到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狀態。第二、經濟領域的

改革。當代世界經濟是一個無比複雜的巨系統。其

中，生產、經營、管理、分配乃至決策和評估處在

一個相互依存、相互關聯的關係網絡中。在這次

疫情中，「斷鏈」居然成為大眾熟知的術語。它說

明，當代世界經濟任何鏈條的斷裂，都可能導致整

個經濟運行的停擺和崩潰。這從一個側面顯示出，

在當代世界經濟活動中，處在生產鏈上游的國家

和地區利用技術、資本和資源的壟斷和優勢，對處

在生產鏈下游的國家和地區造成的壓迫和剝削，

是十分不合理的。在這方面，中國讓一部分人先富

起來再帶動社會全體發展的策略和思路，為世界

經濟的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啟示。世界各國的經濟

發展必須改革和打破現有的壟斷和霸權的格局和

套路，實現合作共贏和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增長模

式，才可能避免再次陷入世界經濟停擺和崩潰的

危機和困境。第三，政治領域的改革。經濟改革勢

必引發政治改革。而政治改革是經濟改革的完成

和保障。要改革、革除經濟領域的壟斷、霸權，沒

有政治領域的相關改革是不可能的。政治改革是

總體性、全方位社會改革的關鍵環節和制度保證。

人類社會必須夯實、奠定共治、共享、共有的民主

政治的基礎，杜絕權力的壟斷和所有的霸權，為人

類文明的健康成長和永續發展開闢出一條康莊大

道來。第四、思想文化領域的改革。疫情期間世界

大國間的意識形態大戰和社會輿情的對立，說明

了整個世界缺乏共識，也是整個社會出現價值觀

世界觀斷裂的反映。危機四伏的人類文明，面臨著

整體重建的重大課題。要以疫情危機為契機，致

力於會通、匯合東西方所有的思想睿識和智慧，以

哲學文化的創新為先導，推動新一輪世界性的思

想文化更新運動，進而開創人類文明的新紀元新

篇章。

在當代全球化浪潮洶湧澎湃的時代背景下，

原有的通過近代以來歷次大的戰爭，建立在民族

國家基礎的世界經濟、政治和文化體制、框架乃至

整體的文明秩序以及通過一套權利運作的法則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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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的現有文明發展方式，已基本上不能適應當

代世界文明發展的現狀和現實需要。人類必須通

過改革，創建一個新的世界文明秩序和文明發展

方式；否則，人類文明將沒有希望的明天。因此，一

個世界性的全方位深化改革的運動，勢在必行。相

反，當前世界文明在一些大國霸權的捆綁下，走上

了一條一味依賴科學技術進步，而拒斥體制改革

和思想創新的陳陳相因的片面發展之路。當前人

類文明務必創新圖變，將所有的文明成果都綜合、

吸納進自己的體系中來，在政經體制上要設法將

資本主義的效率和社會主義的公平結合起來，而

在文化上則尤需突破現有的民族國家的體制和框

架，創立一種全球化的、普世性的新範式。總之，當

代世界文明必須藉助改革，才能擺脫既定體制的

限制和束縛，獲得一次解放和新生，進而創建新的

人類文明共同體。可以預期，在後疫情時代，世界

各國政府將競相從各種壁壘森嚴的壕溝和廢墟中

走出來，走向全面深化改革運動的前沿。誰能在

這場關乎世界文明前途和命運的大轉折、大變革

的競賽中拔得頭籌，誰將成為未來世界文明的領

跑者。

三、思想方式的革命與新世界觀的

覺醒

新冠疫情顯明，當前人類文明到了一個臨界

點。要麼飛躍昇華，要麼沉入深淵。大危機也給人

類對自身文明一次深刻反思、反省的契機。人類需

要集合所有的反思、覺醒的力量，造成一次新的思

想解放、覺醒的運動，推進人類文明整體的覺醒

和新生。疫情下的人類，面臨著文明發展的道路或

兩種模式的重大抉擇。毋庸置疑，人類文明過去

五百年來的發展道路或模式，事實上是處在西方

文明的主導下。其實質是一種以衝突對立為主要

特徵的道路或模式。這種模式在經歷早期的殖民

主義，二戰和核冷戰及當代的文明衝突，其弊端已

暴露無遺，日趨顯示出難以為繼的蹟象。而新冠疫

情危機則可能是這條道路或模式的終結的標志。

由此看來，福山在冷戰後過早地宣布了西方道路

或模式的勝利，現在看來是過於武斷和膚淺的偏

見了。[5]在當代，人類陷入文明發展的綜合性病症

和危機當中，一籌莫展。人類越來越多地將目光轉

向東方，希望從東方的智慧中尋求解決危機的良

方。與此同時，東方文明在經歷西方文明兩個世紀

的衝擊，在飽經憂患和磨難後，有可能實現一次

鳳凰涅槃式的浴火重生。尤其是沐浴改革開放春

風後的中國，重新煥發出巨大的生機與活力。人們

冀望它為世界文明的重建與新生，做出更大的貢

獻。總體上來看，人類文明在當下面臨一次覺醒和

新生的契機。

當下的人類文明顯露弊病，而難以尋找出

路，其痼疾就在於當前在人類文明中居主導性的

西方文明深處，是一種根深蒂固的以矛盾對立為

主要特徵的二元對立的思想方式或思想模式。這

種二元對立的思想方式，在當下的人類文明各個

領域都有所表現。首先，它在自然觀上體現為人物

對峙，人和自然的緊張對立關係。近代以來，西方

文化一直強調人為自然立法和人對自然的主宰和

宰製的人類中心主義的立場和觀點。其次，在哲學

文化和宗教領域，它一方面強調運用理性以認識

外部的客觀世界，這是科學精神的運用；另一方

面，又強調人的主體性的發揮和人文精神的張揚，

這是西方文化中人本主義的一路；同時，它還強調

上帝意識絕對的至上性和主宰地位。這樣，在西方

現代文化的發展中，科學主義、人文主義和神本主

義形成勢均力敵的態勢。而在當代西方文化中，科

學、人文與宗教的整合卻成為一大難題。另外，在

社會政經領域則是一套權利劃分和運用以及分權

與制衡的機制。它在現實中不可避免地帶來利益

的衝突和紛爭的局面。當代西方後現代文化雖然

起而救其弊，企圖解構、釐清西方文化中這種無可

救藥的二元對立的矛盾性。但它自身畢竟無能為

力，乃至陷入相對主義的泥淖而難以自拔。進而言

之，這種以衝突為根本特徵的思想方式，在現實領

域尤為顯著地表現出來。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

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不僅系統地表達了

西方主流思想對非西方文明的崛起乃至伊斯蘭文

明和儒家文明聯手抵制西方文明的霸權的隱憂，

也力圖為西方文明持續維護其在全世界的霸權地

位而預作部署之籌謀。[6]顯而易見，這其實是西方

霸權主義在當代的現形。它再次明白地透露，在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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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主導下的人類文明，衝突和對立乃是不可避免

的宿命，或者說是難以走出的困境。在當代，以美

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全然不顧冷戰後出現的和平與

發展的世界潮流，而悍然挑起文明的衝突和一系

列區域性的戰爭，便是這一理念活生生的例證和

注腳。

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在對世界文明發展的歷

史興衰做出深入底裏的研究後指出，二十一世紀

人類文明的希望在於大乘佛學和中國儒學。[7]他

的這一論斷，令世界振聾發聵，餘音猶在，實在是

對人類前途和命運的一個具有前瞻性的智慧洞

見，也是一個極具針對性的對症藥方。可惜，世界

能否真正理解、領悟這一命題的真實涵義乃至確

實接納其寶貴的教訓，卻不敢肯定。對於當代世界

文明發展來說，其首要的問題在於，和諧的重要性

被根本忽略和遺忘，矛盾衝突因而變得不可遏止。

對於這一根源性的當代世界的難題，儒學的和諧

化精神和整體均衡的發展觀，無疑提供了一劑解

藥。特別是當人類經歷了連綿不斷的毀滅性戰爭

的浩劫，又絕望地陷入不斷升級的文明衝突的陷

阱，人類的良知和理性更加渴望從這種業力循環

的可怕輪迴和悲苦命運中獲得一個大解脫、大解

放的機會。而大乘佛教將人類的種種問題，歸結為

根源於人的無明的造作，或者說源自對自我的執

著而造成的智慧的迷失。當人類心靈缺乏大智慧

的指導和潤飾，各種源於人類自我中心的自私自

利的無知妄見和妄作妄為，便大行其道，甚囂塵

上。不幸的是，當人類在享受當代科學技術進步的

夢幻般成果的同時，人類心靈卻日趨陷入僵化痼弊

的怪圈。在當代全球化與地域化呈對返式的逆向

運動的進程中，人類思想不期然卻陷入兩個習見

的誤區，一面是妄想以一己私見取代普世的價值

真理進而壟斷詮釋真理的話語權，這是西方霸權

主義的一貫作派和當下炒作；一面是各種自我封閉

的意識形態的堂皇登場，實質上是我族中心主義

的變異型態以及各種固有的成見習見的泛濫流

行。看來，人類思想從沒有像今日這般暗昧不明。

理想的天空布滿陰霾。

誠然，人類文明希望的曙光在東方的地平線

上模糊地出現。但是，東方文明尚需要經歷一個以

現代化、世界化為旨歸的覺醒和轉折的運動。這是

因為，中國近五百年來走上閉關鎖國的道路，在思

想文化上喪失創造性，而漸趨內斂萎縮一途。中國

哲學文化必須經歷一個現代化世界化的創造性轉

化的歷程，才能自新圖強，因應西方文化的衝擊。

在中國哲學文化現代重建運動中，現代新儒學的

興起和發展至為重要。一般的現代新儒家強調，以

中國傳統文化的本位意識為憑藉，學習和汲納西

方的知識和思想。他們大都相信「道統」意識，認

為中國傳統文化自上以來存在著一個一脈相承、

賡續不絕的道統、正統。他們主張「接著講」，就是

接續宋明儒學的道統、傳統來講。因此，他們所倡

言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其實是宋明心性之學

即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的復興。[8]其思想核心在

於一種「中體西用論」的模式。如馮友蘭所集中闡

發的，「所謂的中體西用論者，是說組織社會的道

德是中國人的，現在所須添加者是西洋的知識、技

術，工業」。[9]簡單地說，就是東方的道德、制度、

文物，加上西方的知識和技術。這其實是一種有限

開放論的觀點。當代中西文化的深度交流和改革

開放的偉大實踐，呼喚著一種全面開放的精神和

理論觀點的重大突破。這在當代新儒學的發展

中，也有所體現。在這方面的理論探索，當推當代

新儒家代表人物成中英先生。成中英秉承其師方

東美開闢的「先深入西方，再回頭重建傳統」的思

想路線，旨在全面認識和把握中西文化傳統乃至

融會貫通的基礎上，回歸於中國傳統哲學的再創

造，實質上是在一種深廣的現代意識和世界意識

的境域下創造性地重建中國傳統哲學。[10]他們主

張「回到中國哲學的原點」，也就是以易經哲學作

為中國哲學的源頭活水。方、成二氏的哲學都是易

經哲學的型態，也可謂是易經哲學的一種創造性

詮釋。成中英以易經哲學為原型，力圖在中國傳統

哲學的本體架構納入西方哲學理性化的方法意

識，並由此開拓出一套本體與方法互基統一、知識

與價值相涵互生、德性與理性兼容平衡的理論體

系。[11]其本體詮釋學的理論建構堪稱典範。他們

致力於從中西哲學的雙向批評中開拓出一種中西

互釋和傳統與現代雙向並建，即中西古今融會貫

通的多元交合的理論觀點，也可謂是一種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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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性的思想觀點。因其開放性的思想特徵，故可

名之為「開放的現代新儒家」。可見，當代新儒學

的發展，在當下正面臨一個內部整合、重整，尋求

新的突破的問題。這樣，在一個世界整體哲學的背

景下重建中國哲學，才能為當代方興未艾的現代

人文主義覺醒運動提供新的理論基點，進而為世

界文明的重建提供新的思想支撐和智慧源泉。

中國傳統的易經哲學的核心蘊涵著一種天、

地、人交感互動、整體平衡的有機統一的世界觀。

在今天，這種古老的世界觀的更新和覺醒，對於當

代世界文明重建的啟示意義，益發引起人們探討

的興趣。易經哲學代表了中華民族根源性的思想

智慧。《易經·繫辭傳》說，「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

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

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

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在易經整體思維的

框架下，天道、地道、人道構成了一個對待相涵、互

補統一的系統。天道的創生、地道的順承和人道

的創造乃是人文宇宙最基本的三大原理，其互持

統一則成為易經宇宙觀具有統攝性的原理。藉助

易經整體統一的宇宙觀，我們可以糾正現代宇宙

觀中的幾大偏失：一、人為自然立法的主觀武斷。
[12]二、人與自然、人與人乃至人與天地神明的對立

衝突關係與型態。三、天道、地道、人道（當代宗

教、科學、人文）之間「知分不知合」的趨勢。而在

中國文化內部，由於易經哲學的這種統攝性、統貫

性的整合作用，儒家的大中剛健精神、道家的簡樸

慈惠精神和佛教的慈悲解脫精神，乃得以成為互

持相長、共存共榮的機體統一的系統。這對當前

世界文化的整合、重整來說，同樣也具有重要的啟

示的意義。

四、人類文明共同體：新千年的願

景與祈盼

當下的人類文明正面臨一個世界性的大危機

的考驗，處在一個大轉折的關頭。新冠疫情引發

的危機，正驅使人類陷入一個進退失據的兩難境

地。疫情逼迫人類疏離；而疫情防控卻需要人們

之間的廣泛協作。這種兩難的態勢在當前國際政

治生態中也有顯著的表現。當前世界文明秩序和

國際政治格局，受制於固定的思想路線或模式而

在現實領域愈來愈體現出缺乏創造性思想和智慧

的嚴重後果和局面。它表明，文明衝突論的陰魂不

散，乃至有愈演愈烈之勢。2020年5月20日，美國政

府出台了《美國對華戰略指針》（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報告用犀利的措辭聲稱，「承認幾十年來

對華接觸政策已經失敗」；美國決定改變戰略，將

「採取公開施壓的辦法」，從經濟、軍事、政治以

及價值觀等領域全面遏制中國的發展。[13]這顯然

是美國在冷戰後奉行其一貫的美國至上主義的霸

權主義路線和國際政策的延續又一重要文件。事

實上，冷戰結束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挾其在

全球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領域內的壟斷和優勢

地位，對其他文明一直採取和謀求霸權的地位和

立場。一系列區域性的戰爭和衝突在文明的斷層

線上爆發。美國發起了對伊斯蘭文明整體持續不

斷的打擊。對此，時任美國總統小布殊在一次演

講中公開宣稱，「這是第二次十字軍東征」（據說

事後承認是「口誤」）。美國還對其他文明，如伊朗

（古波斯）文明，俄羅斯東正教文明乃至中華文明

採取高壓態勢。這對世界文明的長遠發展來說，

絕對不是一個福音。而且，即使是對西方自身來

說，也很難說就符合其長遠的、根本的利益。尤其

是這種建立在對實際利益控制基礎上的霸權主義

路線，在今天日趨顯示出難以為繼的態勢了。在當

代全球化的大格局下，和平與發展，協作與共贏，

仍然是大勢所趨；而對抗與衝突，壟斷與霸權，則

是不得人心，也注定了是沒有前途的。

在當代，伴隨著世界經濟、政治的全球化、一

體化的進程，文化的一體化、普世化進程也正式提

上了世界文明發展的議程。跨文化對話和宗教對

話運動蔚然成為風尚，已經形成了一股世界性的思

潮。在當代文明對話運動中，普世性的討論是一個

重要的核心範疇。而圍繞著普世性、普世價值這一

問題的討論，卻是爭論疊出，歧見紛紜。這是因

為，當前人類文明正在趨於一個普世化的進程，它

尚處在開始的起點，並沒有完成，也不存在一個公

認的、現成的普世化的價值標準。在當代世界宗

教、文化的對話、比較的研討中，既不能只講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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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特殊性，而不講世界文化的普世性，將二者

對立起來；又不能由一種既定的、外在化的普世化

的標準來範導、衡量一切，實際上往往是以一種西

方化的標準取代、取消了世界文化的普世化的精神

內涵和發展進程。世界文化的普世性同民族文化

的特殊性是聯繫在一起的。民族的，往往也是世界

的。[14]應將世界文化的普世化看作一個世界諸民

族的文化共同參與、共同建構的尚待開展和完成

的進程。而不可將它凝固化、標準化，將一種外在

的標準強加於人。這是舊時代殖民主義文化的遺

留，也是新時期文化帝國主義的改頭換面。也不可

一味乞靈於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乃至走向完全否

認普世價值的極端。這實際上是一種企圖倒退到

與世隔絕的中古時代的荒誕思想和暗昧無知的閉

鎖心態的無奈流露。應該看到，在當代文明對話運

動中，這兩種傾向都很凸出，這在當前的疫情危機

中也有突出的表現。可見，人類要克服和戰勝疫情

危機，就必須深刻檢討和反省造成今日大危機的

思想根源和多重原因，要徹底根除和摒棄人類文

明發展中長期居主導地位的衝突主義的思想路線

及其現實表現，也要注意克服和揚棄各地域文明

中的封閉保守的傾向。在當前，尤其要培植和弘揚

人類文明中和諧文化的基因和祥和之氣，轉化和

克服衝突主義文化的暴戾之氣。這就要求我們一

面要大力推動當代文明對話運動，尤其是著實推

進深層次的理論建構；一面要更加卓有成效推進

世界文明的改革運動，為創建人類文明共同體做

出應有的努力和貢獻。

創建新的全球文明共同體，需要一種根於宇

宙本源、本體意識的文化覺醒的理論建構作為支

撐。在一種宇宙本源、本體意識的觀照下，世界文

化的民族性和普世性，地域化與全球化猶如一體

之兩面，共同構成世界文明共同體互補統一的有

機整體。顯見，這也是一種將當下的世界文明提

升、昇華到宇宙文明的境界和水平的思想觀點。在

這種宇宙本源意識的引領下，世界各民族的文化

必將實現最廣泛的大聯合，也必將終結和解構現

有的各地域文明的閉鎖心態和體系。它猶如世界

各民族文化的大合奏，演奏出無限和美的樂章；又

猶如一個碩大無比的帝釋天的因陀羅網，而民族

文化則是其中光光相照的寶珠，共同織成這個密

接連鎖的整體網絡的系統。梁燕城先生在本世紀

初，提出「彩虹文明」的構想，也是基於這種理論

的前瞻和遠見卓識。[15]由此看來，當代全球化的文

明發展，絕不是一種單一文明的獨唱，而是眾多文

明共同參與的合奏。那種以西方化為全球化文明

的主導型態甚至是唯一型態，顯然不可能，不可

取。而同樣，世界各民族的文明也不可能停留在各

自為政、夜郎自大的相互隔離的中古狀態。也就是

說，當下世界文明共同體的建構，不可能是一種單

一型態，而是一種猶如彩虹般的五顏六色的複合

型態。當然，可以期待的是，世界各國家、各民族文

化的結合，是基於一種高度的文化精神的啟示和

引導的結合；而不是在一種外在的政經的或軍事

的強權威懾和淩霸下的結合。這種高度的文化理

想，源於當代全球化時代現實發展的需要，也源於

各個擁有悠久歷史的文明的對普世精神的訴求和

表達。因此，全球文明共同體的建構，不是取消原

有的各國家、各民族的區域文明；相反，卻是完善

和提升各個區域文明。而各國家、各民族的文明共

同參與、支撐起全球文明共同體的建構，並成為其

中不可分割的一個組成部分。

在當前，世界文明發展處在危機與機遇共

存，衝突與融合並進的歷史轉型期，也是一個大

轉型、大轉折的關頭。中國文化應與世界其他民族

的文化一道，共同參與和構建當代世界宗教和文

化對話的運動，為世界文明的重整、重建提供一個

源於中國文化精神的思想資源和智慧源泉。[16]而

所有企圖與世界「脫軌」，回歸到閉關鎖國的中古

時代的倒行逆施，都終將受到歷史的公正審判和

無情裁決。在當代的宗教和文明對話中，我們注重

發揮和弘揚儒家的「天人合一」的精神、道家的

「神人一體」的精神和佛教的「佛性遍在」的精神，

以中華文化的廣大和諧精神克服與化解西方宗

教、文化中具有排他性、宰制性、衝突性的文化因

子，推動世界文化的深度融合與和諧發展。在當代

多元文化背景下，可以借鑒和結合中國歷史上的

儒釋道「三教合一」的理論和實踐，開拓出諸教之

間雙向互釋或多向互釋的思想路徑，造成新的儒

釋耶「三教合一」的格局或多元宗教融合、會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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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面。這樣，我們在深刻認識中華文化根源性的精

神底蘊，同時充分汲取外來宗教與文化的精神特

質和優長的基礎上，實現中華文化返本開新式的

創新性發展和創造性轉化，並以此反哺世界文化

的重建，進而創構新的世界文明共同體。可以預

期，在歷史上中國傳統的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文

化模式曾經長期支持了東亞文化圈的繁榮和穩

定，給世界文明作出了重要貢獻。在當代新的歷史

條件下重新建構的具有廣大包容性的新「三教(儒

釋耶)合一」或「五教（儒釋耶道回）合一」的文化

發展模式，必將為世界文明的重建和發展作出新

的貢獻。

[1]轉引自：搜狐網2020年1月31日新聞報導：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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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risis of the Epidemic Corona-Virus 
and the New Awakening of Human Civilization

Li Anze (Philosophy School, Heilong jiang 
University)

Abstracts:The epidemic of Corona-Vir us 
is a worldwide and full scale crisis for the human 
civilization and its development nowadays. To overcome 
the current crisis and find a way out of the present 
plight, it is of much urgency to adopt and implement an 
in depth yet full-fledged revolutionary social movement 
before human civilization could have it transformed and 
taken a new ground.  Among all others, an ideological 
revolutionary and the awakening for a brand new 
worldview are most critical and crucial.  Moreover, it 
is essential to have reflection and awakening from both 
Oriental and Western wisdom and strength on one hand 
and guard against whatever kinds of ideological biases 
and misconceptions on both Western Centrism and 
Oriental Centrism on the other.  Inspired and guided by 
the origin cosmic consciousness and advanced cultural 
spirit, there will have a grand worldwide union of ethnic 
culture, which in turn will create a brand new global 
community of civilization.

Key Words: the Epidemic of Corona-Virus, 
Cr isis, the New Awakening, Global Civil izat ion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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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與辯證地批判。

在理論上，自由主義堅持以絕對的個人主義

為其理論根基，以片面的消極自由為其理論旨歸，

以機械的理性主義為其理論依托，以封閉的西方

中心主義為其理論最終

訴求。在堅持四個至上的

理論本位思想影響下，西

方自由主義在政治實踐中

構建了四個頑固的現實邏

輯，即以固化的資本邏輯

為其現實基礎，以放任的

市場邏輯為其現實標準，

以偏狹的選舉邏輯為其現

實形式，以僵化的冷戰邏

輯為其現實目的。

一、絕對的個人主

義本位下壟斷

的資本邏輯

當新冠肺炎疫情肆

虐時，各國政府本應宣布

進入全面嚴查患者的緊張

狀態，然而我們卻驚異地

看到美國等奉行「自由主義」的西方國家卻對此持

放任態度，信奉「個人至上」的西方公民無從知曉

自己的染病情況，盲目的政府對應著盲目的民眾，

共同面對著疫情肆虐的現實。為什麼呢？昂貴的檢

測費用、短缺的檢測試劑、無助的居家隔離、天價

的治療花銷、無望的醫療制度，使得民眾只能自動

放棄了治療，陷入自生自滅的境地。

疫情下的西方自由主義的文化之殤
■ 文長春

黑龍江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在一定意義上講，2020年初的這次新冠肺炎

疫情可以說是二戰以來最嚴重的世界性公共危機

之一，它無異於一次世界性的全方位會考，顯然，

西方社會在這次會考中沒有交上完美的答卷。在

這次疫情面前，西方國家

和社會普遍地出現了一些

與抗疫並不相符的景象：

英國的集體免疫、美國的

東西聯省自保、西班牙的

民眾抗疫遊行、瑞典的

四不放任政策，期間呈現

出個人的無助、社會的無

序、政府的無力狀態，西

方資本主義社會的深刻

危機從中可見一斑。這些

看似突發的「黑天鵝」事

件卻絕非偶然，實質上是

司空見慣的「灰犀牛」現

象，我們相信是西方社會

根深蒂固的自由主義文化

的影響，從而導致了西方

政府的進退失據。

西方社會儘管意識

形態多元，但自由主義(包括近數十年流行的新自

由主義)是其主流範式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從歷

史到現實，從理論到實踐，從宏觀到微觀來看，自

由主義深刻地形塑著西方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

樣態。西方社會的所謂「奇葩」操作毫無誇張地說

均拜自由主義所賜，因此透視西方的抗疫操作的

真實面目，必須對其自由主義文化根源進行深刻地

摘  要：面對新冠疫情，西方社會所提交的答卷

並不完美，期間出現了大量的個人無助、社會無序

與政府無力的不堪狀態。追根溯源，作為西方社

會主流範式的自由主義文化難辭其咎。自由主義

文化在其理論與實踐中的局限性展露無遺，其理

論上遵循絕對的個人主義、片面的消極自由、機

械的理性主義與封閉的西方中心主義本位；在實

踐中衍化為壟斷的資本邏輯、放任的市場邏輯、

偏狹的選舉邏輯與固化的冷戰邏輯。理論與實踐

的共同作用，導致自由主義無可避免地陷入困境。

這次西方社會的戰「疫」表現進一步揭露自由主

義的文化危機，其固有的傲慢與偏見昭示著自由

主義文化之殤。

關鍵詞：新冠肺炎疫情；自由主義文化危機；個人

主義；西方中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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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西方國家與社會在此次疫情面前的表

現，絕非偶然為之，其中個人主義的影響至為根

本。自由主義奉個人主義為其理論圭臬，推崇和強

調個人主義至上。在探尋物質實體與世界本原的

形而上學思維主導下，個人被視為構成社會的基

本粒子與社會的本原，個體是最終的不可分割的

政治實體。「我思故我在」確證了個人主義以個人

為中心的倫理學、形而上學。

個人主義至上堅持以個人利益為本位，一

方面表現為「個人至上」，一方面表現為「利益至

上」。「個人至上」意味著個人成為社會主宰，而極

端的個性自由、自決原則撕裂著社會群體彼此之

間的聯繫紐帶，吞噬著共同信奉的社會原則。個人

的原子性與單子性，使得社會極易被割裂成各自

獨立的、封閉的「孤島」，社會變得「空心化」、「離

散化」、「碎片化」。絕對的個人主義的結果必將導

致唯我獨尊，個人凌駕於社會之上。「利益至上」

意味著利益一旦被奉為崇高，就會成為社會行動

的唯一規範，就會肆無忌憚地竊居本屬於道德的

聖位。當個人至上與利益至上統合在一起之時，當

個人私利代替社會公益成為社會粘合劑之時，「私

利即公益」，唯利是圖理所當然地具備了神性。以

利己主義為基礎的資本邏輯自然地生成，資本邏

輯全面地主導著整個西方社會的運作。

馬克思指出，這個資本時代到來了之後，所有

人都被視為不可避免地是交換、交易，也許還有

轉讓的對象。在這個時代之前，德性、愛情、觀點、

科學、是非觀念等等，可以被轉讓，而不是交換；

可以被贈與，而不是被出售；可以被占有，而不是

被購買。在這個時代之後，簡單地說，所有東西最

後都成為可以交易的了。因此，「這是一個普遍敗

壞、徹底唯利是圖的時代，用政治經濟學的術語來

說，在這個時代裏的任何事物，道德的或是物質

的，都具有某種可以用金錢衡量的價值，而適合它

的價值則需要由市場來評定」。[1]

西方社會面對疫情的無力狀態，正是拜資本

邏輯所賜。毫無疑問，資本是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方

式的核心範疇。資本是能夠帶來剩餘價值的價值，

資本在追逐剩餘價值最大化的過程中，必然追求

私有化、自由化與市場化。「資本不是物，而是一定

的、社會的、屬於一定歷史社會形態的生產關係，

它體現在一個物上，並賦予這個物以獨特的社會

性質」。[2]隨著資本的極度自由化、市場化進而導

致資本的無限擴張，社會的方方面面都被資本所

異化，資本家變成了人格化的資本，勞動者變成了

待沽的人力資本。「資本只有一種生活本能，這就

是增值自身，獲取剩餘價值，用自己不變部分即生

產資料吮吸盡可能多的剩餘勞動。資本是死勞動，

它像吸血鬼一樣，只有吮吸活勞動才有生命，吮吸

的活勞動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3]

政府的邏輯完全被資本的邏輯操縱了，有些

時候卻無法按時提供公共物品，而且所謂的公共

福利越來越形同虛設，並不能讓所有人均等地享

受得到。至此，政府不過是代替資本在管理國家

事務，而國家事務也不過是資本的載體與利潤的

化身，儘管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一直以來號稱為從

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天堂。西方社會的運作堅持資

本的邏輯，即尋求資本利潤的最大化，它要考慮的

是成本—效益，投入必須要有產出，投資利潤率

是其唯一目的。因此，如果無利可圖，人道主義就

是一句空話，西方自由主義社會不會自發地陷入

人道主義的窠臼之中。防護物資、檢測試劑、醫療

衛生服務等公共產品的供給只能依賴於政府，而

政府卻受制於各路財閥的利潤考量而無計可施。

正像馬克思指出的「一切現實的危機的最終原因

始終是：群眾貧窮和群眾的消費受到限制」。[4]財

富從來不會主動地向窮人傾斜，除非其中有利可

圖。這就如同美國所深惡痛絕的槍支管理一樣，

很多情況下政府只能是口惠而實不至，維護資本

的邏輯就是政府的最大邏輯。

當人道邏輯讓位於資本邏輯，有病無錢就無

法享受到應有的治療，那些優良器械只能閑置而

不能物盡其用。美國的醫療技術與救治水平實屬

一流，在美國只要有錢就可以實時得到預防性的

病毒檢測，甚至私人公司都可以上門服務，然而這

卻與普通人無關。無論是檢測、還是隔離、直至治

療卻不是所有人能夠應付得起。

西方自由主義國家的癥結離不開「資本」的

邏輯，「只有資本才能創造出資產階級社會，並創

造出社會成員對自然界和社會聯繫本身的普遍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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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5]早在《1844年哲學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

批評亞當．斯密等人過分地迷戀與信奉資本邏輯，

他們機械地認為社會的發展與人類的進步就在於

財富的增值運動，認為掌握了資本邏輯就掌控了

歷史的發展密鑰與抽象公式。這些學者堅信「資

本是一切社會發展階段都普遍存在的生產工具和

勞動材料，是一切社會生產都必須使用的，因而資

本是一個人類社會發展的任何階段都存在的超歷

史的永恆現象和範疇」，[6]資本主義社會被無限擴

張的資本所壟斷，最大的異化就是人被「資本」的

全面異化，人只有在物質財富的占有中才能實現

自我，成為只追逐利益的「單向度」的人，從而失

掉真正的自我。現實的社會必須進行「私有財產的

積極的揚棄，作為對人的生命的占有，是一切異化

的積極的揚棄，從而是從宗教、家庭、國家等等向

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即社會的存在的復歸」。[7]

正像伍德所指出的那樣，幻想依靠資本邏輯

去維護資本主義的未來是無望的，「由於資本主義

對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對自然環境的影響範

圍廣且影響程度深，其自身的矛盾毫無疑問將日

益擺脫所有對其實施的控制手段。人們所抱有的

實現一個人性的、真正民主的且生態上可持續的

資本主義之希望，正在變得愈發不現實」。[8]而且，

資本邏輯並不會自發地實現財富的公平分配與社

會的安定秩序，「認為現代經濟增長的本質特徵，

或者市場經濟法則，能夠確保降低財富不平等，並

實現社會和諧穩定，是一種幻想」。[9]

列寧早就這樣判定：「資本既然存在，也就統

治著整個社會，所以任何民主共和制、任何選舉制

度都不會改變事情的實質」。[10]恰如鄭永年所指出

的那樣：「在西方，近代以來一直就是資本主導政

治的，而政治則是對資本邏輯的反應」。

資產階級通過手中的資本成功換取政治權

力，然後再運用手中的政治權力獲取更加豐厚的

財富，這是資本主義財富觀支配選舉制度的本質。

「國家的統治形式可以各不相同：在有這種形式

的地方，資本就用這種方式表現它的力量，在有另

一種形式的地方，資本又用另一種方式表現它的

力量，但實質上政權總是操在資本手裏，不管權力

有沒有資格限制或其他限制，不管是不是民主共

和國，反正都是一樣，而且共和國愈民主，資本主

義的這種統治就愈厲害，愈無恥」。[11]可以說，資

本作為新財富觀是包括資本主義選舉制度在內的

資本主義民主政治制度的至高意識形態，而且必

將持續發酵。

二、片面的消極自由本位下放任的

市場邏輯

為了使資本邏輯能夠暢行無阻，資本邏輯必

須與市場邏輯配套才能作到相得益彰。在這次疫

情當中，我們時常看到一些西方自由政府極力倡

導一種自願隔離、自行免疫、自我救治的情況，其

中可以窺見放縱的市場邏輯身影。西方社會之所

以不及時救援，甚至於一再延誤戰機，原因就在

於它倡導一種根源於個人消極自由的放任的市場

邏輯。市場邏輯只看重程序與過程，並不關注結果

與實質；只看重自發秩序與自由規則，並不關注組

織秩序與權威規則。

如果說市場的邏輯是資本邏輯的衍生物，那

麼片面的消極自由就是二者共同的文化根源。「自

由一宗」儘管有保守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兩派

之分，個人自由卻是共同價值取向。「自由一體」

儘管有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的兩面之別，消極自

由卻占據著支配地位，積極自由被忽略掉了。自由

的消極一極被無限放大、片面地延展，伯林儘管

承認兩種自由觀的存在，但同樣傾向於消極自由，

他說：「有人認為我捍衛消極自由而反對積極自

由，以為消極自由更文明，那只是因為我覺得，積

極自由雖然在日常生活中更為重要，但與消極自

由相比更頻繁地被歪曲和濫用」。[12]正如馬克思

指出的那樣，「這裏所說的人的自由，是作為孤立

的、封閉在自身的單子裏的那種人的自由」。「自

由這項人權並不是建立在人與人結合起來的基礎

上的，而是建立在人與人分離的基礎上。這項權

利就是這種分離的權利，是狹隘的、封閉在自身

的個人的權利」。[13]這種自由既不能是也無法是

與他人共享的自由，而只能是一種排他的消極自

由。

「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如何

擺脫枷鎖獲取絕對的自由成為西方自由主義探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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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源源不竭的原動力。要獲得自由，就要擺脫身上

的枷鎖，這些枷鎖在伯林看來有三種，「別人所加

於我們身體上的干涉及限制、國家或法律對我們

行動的限制、社會輿論對我們所構成的壓力」。[14]

真正的自由就是不被這三者干涉及限制，任何道

德說教、社會公義、國家法律、人道情懷都不能阻

撓人們的自由言行，就3月8日一天，西班牙舉行了

850場遊行，人數突破百萬。因為這是他們的自由，

政府也束手無策，只能聽之任之。因為「不管以什

麼樣的原則來劃定不受干涉的領地，無論它是自

然法、自然權利或功利原則，還是絕對命令的要

求、社會契約之規定或人們藉以澄清和衛護他們

的信念的任何其他概念」，[15]「對自由的捍衛就存

在於這樣一種排除干涉的消極目標中」。[16]我們不

難看到，西方社會存在著的自由只能是不被干涉、

「免於……的自由」。它強調自由的界限，越不被

干涉就越自由。只要不被強制，我就是自由的；只

要擺脫束縛，我就是自由的；只要能夠自決，我就

是自由的。

人們消極自由的實現也就是自發的市場秩序

的形成。西方自由主義學者哈耶克認為，自發秩序

是人之行動而非人之設計的結果，最符合自由原

則。自發秩序實質上就是市場秩序，自由原則實質

上就是市場邏輯，即順其自然、聽天由命的規則，

弱肉強食、優勝劣汰的規則，自由放任、適者生存

的規則。比如意大利奉行集體免疫政策，其根據

就是自然篩選、自我淘汰，最終幸存的就是應該幸

存的。市場邏輯主導下的自發秩序，一方面呈現出

自行抗疫、自行隔離、自願治療的情形，另一方面

呈現出轟搶藥物、擠占資源的狀況。

自發的市場邏輯反對的恰恰是有特定目的的

組織秩序與權威邏輯，自發秩序是被人「發現的天

然秩序」，而組織秩序是被人「創造的人為秩序」。

「發現」才是自由，「創造」是對自由的侵害。但

是，如若只有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規制秩序，為

了效率而犧牲平等在所難免。「八仙過海，各顯神

通」的結果就是難逃馬太效應，在這次抗擊疫情

過程中，更有甚者要求老年人應該放棄治療，以免

浪費公共資源，搶占青年人的公共機會，這種斯賓

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一時間盛行於世，為市場邏

輯作了最好的註腳。

自由主義者們堅信，通過理性自足的個人可

以創造集體的理性，然而這只能是望洋興嘆的幻

想，因為「除了參與私人經濟部門活動的人之外，

公共活動的參與者也受制於此，都有使自己行為

最大化的傾向，無行為主體的所謂的公共利益（或

集體利益）是不存在的」。市場邏輯內嵌的盲目性

與滯後性的天然缺陷，注定其無法在私人領域與

公共領域暢行無阻。

市場邏輯具有明顯的盲目性。市場邏輯堅信

一個前提假設，那就是自然的秩序就是符合自然

法的秩序，符合自然法的秩序就是合乎人的理性

的秩序。但是，自然秩序就一定是理性的秩序嗎，

這是存在問題的，市場邏輯實施自發調節，市場邏

輯可能自動地變無序為有序，也有可能自動地變

有序為無序。自由主義認為，人們可以預期個人會

依據工具理性可以自覺達成集體理性。然而，現實

生活中我們看到卻是另外的景象。這次疫情最危

機的時候，我們看到美國很多人會首先搶購槍支

彈藥，然後就是食物醫藥，商鋪被搶、群體極化現

象時有發生。那些精於功利算計的個人理性導致

的是集體的非理性與社會的虛無化，萬能的理性

導致「公共池塘悲劇」、「搭便車行為」、「囚徒困

境」成為市場邏輯中的大概率事件，因為理性的個

人都有一種「背叛」的衝動，每個人都想成為一隻

「投機的智豬」。

市場邏輯具有明顯的滯後性，只有出現了問

題才去解決。所以，我們發現很多西方政府似乎是

在觀望、不作為，而實質上是市場邏輯在起作用。

市場邏輯作用於個人，就表現為一定意義上的犬

儒主義，不想作、不願作、不能作。因此，我們就

不會驚訝瑞典為什麼會採取「四不」原則（即不檢

測、不隔離、不收治、不公布）。人們的疑問在於瑞

典落後嗎？不發達嗎？「沒有應急能力」嗎？瑞典

是公認的非常富有和高度自由的國家，而且以其

高度的福利享譽世界。「自由」的瑞典要靠公民的

「自由」來抗疫，這是在考驗瑞典人的身體素質與

心理素質呢，還是在檢驗人類的文明和理想國的

道德底線呢。

市場邏輯在私人領域是行不通的。市場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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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自由交換的邏輯，交換既預設了平等和自由

價值內蘊其中，也預設了個人欲望和利益需要的

外在滿足，這既符合消極自由的條件，又符合個人

理性的假定，似乎無可厚非。然而「勞動力的買和

賣是在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的界限以內進行

的，這個領域確實是天賦人權的真正伊甸園」，然

而「那裏占統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權和

邊沁」。[17]然而，所謂自由，只是出賣勞動力的自

由；所謂平等，只是平等受剝削的平等；所謂所有

權，就是一無所有；所謂邊沁，就是利益至上。而

在這期間，老百姓並沒有任何自由、平等、所有

權，而只有「邊沁」可言。

市場邏輯在公共領域是行不通的。實質上，隨

著市場失靈的出現，政府在其中的功能與作用必

不可少。在自由主義視界中，政治如同市場，民主

政治的運行規則就是市場經濟的規則在政治中的

運用。在這種政治市場中，「私人利益和特殊利益

試圖為自身贏得最大的好處，而代表們則趨向於

被看作地方的或局部利益的純粹代言人，他們的

功能就是在公共論壇中捍衛這種利益」。[18]這不過

是將亞當．斯密的自由放任原則延伸到政治中去。

從這個意義上講，也可以把這種經濟自由主義形

容為民主的無政府主義，「這就是把社會設想為

市場（即市場社會）帶來的政治結果」。[19]

市場邏輯就是放任邏輯，如果任憑個人自由

行為，那麼就不難理解為何美國多州會出現遊行

示威了，不斷激增的失業人數、高企的個人債務、

難以為繼的日常生活，會促使老百姓群起示威。加

州與紐約州宣稱只會根據自身的判斷應對疫情和

經濟開放。在紐約州的帶領下，美國東海岸7個州

直接達成了「東部7州條約」，加州也成立了西海岸

三州的「臨時同盟」，上演了「東西互保」的戲碼。

三、機械的理性主義本位下偏狹的

選舉邏輯

自由思想的發軔離不開理性主義的濫觴、自

由的泛濫離不開對理性的崇拜。當理性以世俗主

宰成為新的上帝之時，世界就是被無情「祛魅」之

時；當理性肆意侵蝕所有領域之時，人類就是被浸

透「功利」之時。人們篤信理性萬能，無限膨脹的

理性廣泛殖民，試圖解決一切問題，當然更包括了

那些不能解決的問題。

理性主義使得人們從神聖走向世俗，現代化

就是理性化，理性化就是世俗化，世俗化就是功利

化，功利化就是工具化。工具理性不適當地堂而皇

之地侵入到人們的日常生活領域，占據了本該屬

於價值理性的領地，從此一切變得簡單與易操作

起來，效率優先、功利算計、邊沁至上甚囂塵上，

個人道德與社會公義遠離形上的思辨而變成世俗

的運算與比較。功能優化、角色分工、社會定位將

每個人都工具化成社會機器中的固定零件與自動

齒輪，工具理性將人們變成徹頭徹尾的精緻的利

己主義者，只要擁有了手段與工具，人們便可一勞

永逸地拋棄目的與意義本身。人們不再擁有生活

的勇氣與超越，頹廢與虛無成為意義本身。

西方社會的發展就是工具理性逐步擴展，直

到完全遮蔽與替代價值理性為止的過程。理性主

義成為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枯竭耗盡所有的精

神是其無法逃避的最終歸宿。工具理性的片面發

展與無限伸張，最終導致世界將不再是充滿意義

與價值的世界，「我們這個時代，因為他所獨有的

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為世界已被袪魅，

它的命運便是，那些終極的、最高貴的價值，已從

公共生活中銷聲匿跡，它們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

超驗領域，或者走進了個人之間直接的私人交往

的友愛之中」。[20]對工具理性的極端推崇，導致人

們重程序輕結果，重形式輕實質，重效率輕公平。

一種全新的工具性的「機械論」世界觀取代了傳統

的「目的論世界觀」。被動的算計、消極的比較、

無根的追求造就了個人的無助與孤獨。我們不難

發現，在這次疫情面前，有些人就表現為一種無所

適從、不知所終的窘境，無妄自殺、消極麻醉、集

體逃避等現象就是明例。

西方社會的政治邏輯就是市場邏輯的衍生

物，政治邏輯就是政治運作中的市場邏輯。理性

主義裹挾市場邏輯，在政治實踐中表現為一種如

何獲勝的選舉理性，即勝選理性。美國疫情一直在

蔓延甚至一度無法控制，然而特朗普卻在爭奪「復

工權」，強制民眾復工，與其說是為了恢復經濟不

妨說為了恢復選民的信任，儘管記者質疑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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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背美國憲法第十修正案，即州政府有權處理該

州公共衛生問題，而聯邦政府無權過問，但是迫

於選票和行政壓力的特朗普政府仍然要唯經濟指

標是舉。西方政治正當性儘管建基於人民同意說、

人民委托說，但卻不是建基於民生的政治邏輯，而

是建基於選舉的政治邏輯。優良的政治既包括合

法性，也包括有效性。而真正的有效性就是使得選

舉獲勝，政治的邏輯遵循的就是獲勝的選舉理性，

即勝者為王、贏者通吃。有效的政治運作變成為贏

得選舉而進行的一場場的政治「秀」。在這次疫情

當中，一些人出於狹隘的政治本性會將新冠疫情

說成是中國新冠，究其根本就是為選舉造勢，各

國政客所竭力關注的就是選舉的勝面，因為在他

們眼裏選票遠比疫情更加重要。

正如西方政治學中的「風標模型」理論所示，

政府就是如同風標一樣顯現著選舉中的強風所

向，難免不被壓力集團所「殖民化」。「經紀人模

型」理論則昭示，國家並不是中立而自然地尊奉公

共利益，無非就是選舉中獲勝的利益集團。政府

所謂的政策，無非是為了獲取最大數量的選民支

持而追尋統計學意義上的中數以下的選民的主觀

偏好而已，誰代表了未來的票倉，誰就是政治施策

未來所向。公共選擇理論認為，政治如同市場，公

共產品也會像商品一樣追求利益最大化，不過它

要追求的是選票最大量。

以美國這次抗疫為例，之所以在防疫開端會

隔岸觀火，貽誤最佳戰機，就是為了其政治需要。

美國從1月21日就出現疫情，當時完全可控，但是

直到3月11日才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其目的就是為

了不影響11月的總統大選，儘管出現了股市的三

次熔斷也在所不惜。美國反對黨在此期間也煽風

點火，為了自身政治利益而犧牲公眾利益，肆意破

壞防疫大局。選舉政治廣泛存在著黨同伐異的情

況，相互傾軋導致了社會和文化的整合難以實現，

反而不斷向分化和分裂演進。選舉政治以選票為

基礎，政客為了上台，需要贏得地方選票，需要放

大與迎合地方性、族群性利益，這無疑強化了利益

分歧和族群對立。所以，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在抗

擊疫情的關鍵時期，美國人口最多、面積最大、經

濟最富裕的加利福尼亞州想要進行全民獨立公投

了。宗教政治、族群政治被極化，地方政治、局部

政治被極化。為了選票，一切都被選舉政治化。政

府本來應該是進行積極地防疫，變成了進行積極

地拉票；本來應該是進行社會整合、資源整合，變

成了推進社會分裂、利益分化。一個國家的執政者

與在野黨會為了選勝，而主動弱化社會的統一和

集中，積極強化對立與分裂。

在政黨眼裏，救災事小、選舉事大。疫情被政

黨當作競選武器、勝出對手的工具，寧可錯失抗疫

的最佳機會，也不能錯過任何一次打壓反對黨的

完美機會。他們之所以要污名化、抹黑、栽贓、甩

鍋，實質上都是要轉移矛盾，進行政治訛詐，輿論

操弄，通過貶損別人以無形抬高自己的競選面。

政黨林立、各自為政致使決策拖沓緩慢，調動醫

療救護資源不力。當政治上的社會契約不能解決

的疫情期間出現的各種問題時，人們只能求助於

市場的自我調節來解決，當「社會的（不僅是經濟

的）真正調節者不是（政治的）契約，而是（經濟

的）市場」。美國社會最近上演的不是購買口罩，而

是買槍自保、哄搶商品就是必然的結果。

選舉的邏輯依附於代議制民主制度，受制

於獲勝的選舉理性，在本質上被資本的邏輯所支

配。代議制民主制度構成了資本主義國家的制度

框架，作為其實現方式的西方選舉制度的形塑也

同樣在於保護私有財產權利。代議制度的初步奠

定為現代資產階級的財富積累提供了重要制度保

證。其本質是：作為支配社會資源的「財富」在民

主制度上的表達方式。因此，作為選舉制度核心的

代議制度的形成同時也標志著西方選舉制度的形

成。以資本邏輯為核心的西方選舉制度正式形塑，

並成為西方民主社會的重要制度支柱，為資產階

級追逐更大的利益提供了合法、文明的佐證。

由於對經濟基礎的絕對依賴性，必將使得西

方選舉制度不能代表著所有人的利益，它只是表

達資產階級意志與願望的工具而已。「凡是存在著

土地和生產資料的私有制、資本占統治地位的國

家，不管怎樣民主，都是資本主義國家，都是資本

家用來控制工人階級和貧苦農民的機器。至於普

選權、立憲會議和議會，那不過是形式，不過是一

種空頭支票，絲毫也不能改變事情的實質」。[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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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封閉的西方中心主義本位下固

化的冷戰邏輯

在這次抗疫過程中，中西方抗疫表現出截然

相反的兩種現象，一面是傲慢的西方「民主政體」

出現了低效、無能、失策的消極狀況，一面是負責

的「中國方案」出現了高效、全能、務實的積極狀

況。這種反差衝擊著西方中心主義的脆弱神經，他

們不能看到中國處於世界的中心地位，他們不能

看到曾經專屬西方的榮耀被中國占據，他們不能

看到中國的影響力在日益增大。於是乎，西方中心

主義者為削弱中國在抗擊疫情方面的突出成就和

成功經驗，寧可抑制疫情的控制、延長患者的救

治，甚至於降低公共產品的供給、遲緩經濟的復

蘇，也要奮力地進行造謠、誹謗、陷害、甩鍋無所

不用其極，這種傲慢與偏見來自於一種根深蒂固

的自以為是的狹隘的西方中心主義。

事實上，東方與西方、南方與北方在西方主

導的「元地理學」視角中，已經不再是簡單的地理

學思考框架，而變成了倫理學、政治學思考框架，

其中彰顯的是西方中心主義觀念。當亨廷頓提出

「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這一命題時，其

弟子福山毫不遲疑地給出「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

人」的答案，西方自由制度被標榜為「人類社會形

態進步的終點」與「人類統治的最後形態」，「歷

史的終結」堂而皇之地為西方中心主義背書與助

威。

西方國家一直以來憑藉其政治優勢與經濟優

勢，構建其話語優勢與文化優勢，進行野蠻的文

化殖民與文明霸權，造就了一股極端的種族主義

優越論，以西方現代化標準衡量與規制世界，塑造

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政治經濟體系與倫理道德體

系，從事實與價值兩個方面設計著西方主導下的

全球化。「依附論」「欠發展論」都是其寫照。在西

方中心主義思維主導下，「自由」的人們奉行東西

方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認為非西方就是「非我族

類」，是需要抗衡打壓的敵對方；非西方就是「欠

發達」，是需要無私地成為西方的供應方；非西方

就是「不文明」，是需要主宰和設計他們的發展道

路。為了自己種族利益，甚至不惜以非西方之鄰為

己之壑。不難理解，當疫情在全球開始蔓延與持

續高漲之時，歐洲各國不是堅持合作而是自掃門

前雪，不是堅持共同應對而是哄搶醫用物資。更有

甚者，世界性的公共衛生危機被當作地緣政治的

工具，北約就趁俄羅斯無暇顧及之時進行軍演以

搶占地區優勢，似乎維持地區霸權要勝過人類疫

情災難。

西方種族中心主義的觀點，在政治上表現為

認定歐美國家的政治制度是人類社會目前成長最

健全和完善的制度形態，並且強調其他國家必將

在長期的發展中趨向這一形態。這一意識形態偏

好與普適化的政治追求結合在一起，一方面將歐

美政治制度塑造成為一種普適化模式，另一方面

醜化與敵視其他國家。疫情期間，我們不難發現在

以美國為首的「自由」國度驚現對亞裔面孔人士

的歧視言行，這充分暴露了美國等政客試圖借此

轉移民眾恐慌心理與不滿情緒，製造矛盾以提高

已被拉低的政治影響力。

病毒沒有國界，環球同此涼熱。2020年的新

冠肺炎疫情是一次世界性公共危機事件，需要世

界各國共同面對。中國在抗擊疫情期間，以高昂的

代價為世界贏得了寶貴的時間與經驗。然而，我們

卻並沒有看到一些西方國家能夠在中國經驗基礎

上再接再厲地取得抗疫勝利，反而是一系列「自

由」操作，使得疫情愈演愈烈。疫情很可怕，但是

比疫情更可怕的是背後的冷戰思維與意識形態偏

見。我們看到，在全球疫情如此危機四伏的時候，

北約卻還是想著去干擾世界秩序。為了維護自己

在世界秩序中的絕對優勢地位，為了徹底壓制競

爭對手，西方國家寧可強化西方種族中心主義，重

拾冷戰思維。亨廷頓認為：「每個文明都把自己視

為世界的中心，並把自己的歷史當作人類歷史主要

的戲劇性場面來撰寫。與其他文明比較，西方可能

更是如此」。[22]

冷戰邏輯特點之一在於「冷」，也就是只能是

「冷」戰而不能是「熱」戰，只能是「暗」戰而不能

是「明」戰，只能是文化戰而不能是軍事戰。冷戰

邏輯特點之二在於「戰」，也就是只能「戰」不能

「和」，只有「敵」沒有「友」。冷戰邏輯無疑就是

零和博弈，贏者通吃。鬥爭雙方是敵我矛盾，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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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激烈的對抗性矛盾，冷戰思維就是非此即彼

的對抗思維，只有矛盾鬥爭性而沒有矛盾同一性。

同時冷戰邏輯裹挾東西方二元對立的思維，將非

西方視為永恆的「他者」。摩根索曾預言，未來最

可怕的帝國主義，既非軍事帝國主義，也非經濟帝

國主義，而是文化帝國主義，是披著普世價值外衣

的新國家主義。文化帝國主義正是適應了冷戰思

維特點，它具體表現為西方對東方實行的一種文

化殖民。他們矚目且高揚自己的主體地位，蔑視且

敵視非西方的從屬地位。

這種殖民話語體現了一種「自我」對「他者」

的壓制與排斥。為了確證「自我」的主體地位，他

們需要設計一個「他者」，以前是蘇聯，現在是中

國。自我與他者的對立思維無論是在黑格爾還是

在薩特那裏都表現為一種自我—他人的對立，他

者設定自我的界限。西方中心主義者認為，無政府

的世界狀態需要利維坦的強勢突起，以震懾那些

犯上作亂者，美國等西方國家當仁不讓地充當世

界警察，高傲地扮演著人類導師的角色。「中國威

脅論」一直在西方的冷戰思維中存在。他們以「修

昔底德陷阱」質疑中國的和平崛起，以麥金德「世

界島」詬病中國的「一帶一路」，認為中國強則必

霸，中國必然會強占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統治地位，

因此妄圖將中國發展扼殺在搖籃中。疫情面前的

中國表現再次讓世界震驚，中國的出色應對為世

界贏得了寶貴的時間與難得的經驗。而冷戰思維

主導下的西方自由主義者寧可貽誤戰勝病毒的良

機，也要騰出時間和精力去抹黑與貶損中國，他們

不願看到中國在這次抗疫過程中的成功表現，害

怕失去其在世界的主導地位，所以寧可自己損失

八百，也要傷敵一千。他們肆無忌憚地將新冠病毒

稱為中國病毒，將中國援助視為一場和平演變，將

中國經驗污衊為侵犯人權，從口罩、防護服、醫療

器械到醫務人員、管理者、政府部門一律進行無

恥的污名化與妖魔化、極盡醜化與惡化之能事。

政治偏見遮掩了客觀認知，意識形態替代了疫情

危機，冷戰邏輯忽視了合作共贏。在此危急存亡

之際，西方一些「自由」人士甚至開始討論模式優

劣、制度優劣，以擾亂視聽，從中可見西方社會的

冷戰思維的狹隘性與狂妄性，視生命如同兒戲的

殘忍性與恐怖性多麼登峰造極，多麼令人咋舌。

勒維納斯認為，他者意味著倫理責任，他者

打破了自我的封閉性與狹隘性，自我對他者具有

義務與責任。亨廷頓也提出：「文化共存，需要尋

求大多數文明的共同點，而不是促進假設中的某

個文明的普遍特徵。在多文明的世界裏，建設性的

道路是摒棄普世主義，接受多樣性和尋求共同

性」。[23]

結語

日裔美籍政治學者福山曾在《歷史的終結與

最後的人》一書中斷言，新自由主義已經在世界範

圍獲得全勝，並且揚言人類歷史將「終結」於西方

自由民主制，一時間「人權的終結論」、「歷史終結

論」、「自由終結論」、「民主終結論」甚囂塵上，不

絕於耳。然而，這次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卻

無情地打破了這種狂妄的獨斷論迷夢。福山日前

也在震驚之餘坦承「新自由主義已死」。[24]以美國

為代表的西方自由民主體制無疑遭遇到了嚴重危

機，福山已無法再對其抱有任何幻想。自由主義所

特有的狹隘的意識形態、傲慢的價值觀念和根深

蒂固的政治偏見與文化痼疾，嚴重地阻礙了其制

度的歷史更新與現實運作，西方政治和社會體制

已經越來越難以應對新時代的各種社會政治問

題，資本主義制度「那裏占統治地位的只是自由、

平等、所有權和邊沁」[25]了。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團結合作是國際社會

戰勝疫情最有力武器》的文章中講的那樣：「重大

傳染性疾病是全人類的敵人。新冠肺炎疫情正在

全球蔓延，給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帶來巨大

威脅，給全球公共衛生安全帶來巨大挑戰，形勢令

人擔憂。當前，國際社會最需要的是堅定信心、齊

心協力、團結應對，全面加強國際合作，凝聚起戰

勝疫情強大合力，攜手贏得這場人類同重大傳染

性疾病的鬥爭」。

項目來源：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西方

普適正義話語批判研究」（項目號18AZZ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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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eakness of the Western Liberalism 
Culture under the Covid-19

Wen Changchun (Gover n ment School ,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way how the western society 
responds to Covid-19 is imperfect. During the outbreak, 
not only individuals but even the government are 
helpless, and the society is in great disorder. To trace, 
the root cause lies on the western culture of liberalism, 
the social mainstream paradigm, which is much to 
be blamed.  The outbreak reveals the limitations of 
liberalism culture in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ory, they are in compliance of absolute individualism, 
superf icial yet pessimist ic f reedom, mechanical 
rationalism and intrinsic western centrism. In practice, 
they have evolved into the logics of monopolistic 
capital, laissez-faire market, prejudiced election system 
and solidified cold war.  Liberalism, constrained by the 
above limitation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nevitably, falls 
into predicament.  The western society, when riding 
out the “epidemic", exposes the crisis inherent in their 
liberalism culture much further, and its innate pride and 
prejudice reveal the weakness of the  liberalism culture

Key words: Cov id -19, C u l t u r a l Cr i s i s of 
Liberalism, Individualism, Western-cent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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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傾」，《易》處處體現這樣一個道理：心存危懼，

戰戰兢兢，必然獲得平安，如「其亡其亡，系于包

桑」（「否卦」九五爻辭），越是怕亡，越是牢固如

「系于包桑」。相反，以危為微，慢易不經心，則必

傾覆敗亡。 [3]「憂患意

識」也常被認為是中國哲

學的基本精神。 [4]如孔子

曾說：「德之不修，學之不

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

能改，是吾憂也」。[5]「君

子憂道不憂貧」。 [6]孟子

也說：「生於憂患，而死於

安樂」。[7]

乾坤為《易》的代

表，集中體現了這種憂患

意識：「夫乾，天下之至健

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

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

恆簡以知阻。能說諸心，

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

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8]「乾健」、「坤順」都會

面臨苦難的處境，「知

險」、「知阻」，兼有告知險（阻）難和告知處險

（阻）之道的雙重涵義。[9]「《易》作者很可能生長

于一個艱難時世，而在艱難中熔鑄出極為強烈的

憂患意識」。[10]「險」與「阻」都是人們所面臨的

負面處境。《易經》的卦辭、爻辭中也經常出現凶、

災、難、險、危、厲等有關逆境的占辭。尤其值得注

意的是六十四卦中有部分卦專門談到困難的處

苦難與憂患
──從《周易》看中國文化的正道精神

■ 李  勇

遼寧大學哲學院

苦難孕育了人類的早期文明。「窮則反本」，

新冠疫情再次喚醒了人類的苦難意識，並促使文

明世界重審各自的精神傳統，加快了思想界一再呼

籲的新軸心時代（湯一介）、新覺醒時代（成中

英）、第二次文藝復興時

代（李澤厚）的到來。《周

易》充滿了「憂患」意識，

體現了中國早期文明對

苦難處境的深刻回應，成

為中國文化的源頭活水。

中國人在危機時刻，每每

回到《周易》。易之為易，

在於它是一個開放的生

命體驗、宇宙經驗。回到

《周易》，並不是要回到

古代，而是透過《周易》

的思考回到宇宙、回到人

的根源來解決人的問題。
[1]

《易》與憂患

《繫辭》說：「《易》

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

《易》者，其有憂患乎？」「《易》之興也，其當殷之

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

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

以終始，其要無咎，此之謂易之道也」。《易經》產

生於憂患之中，是一部教人如何渡過憂患的古

典。[2]「危」是《易》辭的突出特點，體現了一種如

履薄冰、戰戰兢兢的臨危心態。「危者使平，易者

摘  要：面對苦難，訴諸占卜等原始宗教信仰是

人類文明開端時的普遍現象，但唯獨《周易》的占

卜實現了由「貞」而「正」、由巫而史、由鬼謀而人謀

的歷史轉變，從而在軸心時代確立了中國文化獨

特的正道精神。考諸易學史，從卜辭到占辭到繫

辭的演變，實根源於中國上古時代的整體、動態、

開放、創造、和諧的宇宙意識。在這種不斷發展的

宇宙意識下，苦難沒有導致中國先哲對整個世界

與人性的否定。《周易》作者沒有把宇宙的變化體

驗為苦業意識，走向解脫之路；也沒有體驗為悲

劇意識，走向鬥爭之路；更沒有體驗為恐怖意識，

走向皈依至上神之路；而是在憂患意識下走向自

強不息、厚德載物的貞正之道。

關鍵字：《周易》苦難；憂患；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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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11]如屯、否、習坎、明夷、蹇、困等。體現了中

國先哲在危難中的智慧。

1、屯

「屯」字象徵草芽萌育的形狀，與「子」字相

似，「子」象徵胚胎躁動於母腹。芽之破土與子之

出生都要經歷一番艱難，即《彖》所謂的「剛柔始

交而難生，動乎險中」。推而言之，一切新事物、新

觀念的誕生，無不有險難。新生命的力量存在於動

與險中。國之建立、人之創業，都有艱難險阻，此時

國家需要建立主宰、秩序，人需要建立堅定的信

念，否則極易為坎險所陷沒，即「宜建侯而不寧」。

艱難時世，也正是君子經治之時，即《大象》所說

的「雲雷，屯，君子經綸」。《小象》具體說明經綸

的方法：建立信念、謙恭聚民（「雖磐桓，志行正

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知雄守雌、韜光養晦

（「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有進

有退，有行有止（「即鹿無虞，以從禽也。君子舍

之，往吝窮也」）、擇賢而輔（「求而往，明也」）、

布財施德（「屯其膏，施未光也」。）、險難之極，光

明不遠（「泣血漣如，何可長也」）。[12]

2、否

否卦象徵人被否定的種種處境，這種被否定

並非由自己的過失所致，如《彖》所言：「否之匪

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

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內陰而外陽，內

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

也」。小人當道之世，君子難於自守，因為付出多、

所得少（「大往小來」）。此時應含藏收斂以避難，

不可榮顯而貪求祿位，即《象》所說「君子以儉德

辟難，不可榮以祿」。要改變被否定的處境，必須

從本做起。如拔茅草，應從其彙集處（本）拔起

（「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從本做起即自守，

保持內心的安定，應對艱難處境。由於小人當道，

因此被否定並非由於不能自守所致，或因為承擔一

切責任所致，如「包承」（個人承擔一切責任）、

「包羞」（總攬起過失中的羞愧與責備）；或只因

任命（有命）而致，故「無咎」（自身耕地得不到照

顧而遠離福祉）；或其否定感只為不被任用（休

咎）而已（不得不歸隱于苞桑）；但縱使是極端地

否定一切、毀滅一切（「頃否」），《易》仍從毀滅

帶來之正面性而說：雖先否定一切，然從必須重

新建樹一切言，必將帶來喜悅（「先否後喜」）。[13]

程頤說：「否終則必傾，豈有長否之理？極而必反，

理之常也。然反危為安，易亂為治，必有剛陽之才

而後能也」。[14]也強調保持正道，建立起轉否為泰

的毅力與信念。

3、習坎

習坎的卦辭是「有孚維心，亨。行有尚」。提出

了險的普遍意義和處險行險的一般性原則及其具

體指示。「有孚」和「維心亨」強調，身困於險，心

不可困於險。哀莫大於心死，心不死就有出險的希

望。《象》說「水洊至，習坎」，水在坎險之中總是

就下而行，人困于險則應守正道，如水之常流，恆

久不歇。 [15]「孚」也有信的意義，即《彖》所說的

「行險不失其信」。《周易》所說的苦難、危險多為

社會問題，主要是來自個人與社會環境的分離孤

立，即社會環境對個體的不信。因此在危險中，應

努力爭取社會的信任。「維心亨」是說在危險的當

中，外面的環境會遇到阻礙，但內在精神不可受環

境影響而阻滯萎縮，反而更應順暢、充實，以增強

內在的生命力。「行有尚」即「以行為尚」，在危險

中，只有勇往直前地去幹，才可以成功，即《彖》所

說的「往有功」。《象》說「君子以常德行，習教

事」，強調君子在危險之中，外面的環境詭幻莫

測，一定要守住一個定盤星做自己所應當做的事。

在危險中，受環境壓迫的限制，不易有所作為；但

文化思想的教化教育，不僅能夠轉移人心，開啟世

運，而且是每個人都可以挺身去作的。一個人不能

從政治上盡責，便應從教育上盡責。即「習教事」。

王弼註說：「大亂未夷，教不可廢」。[16]

4、明夷

「明夷」是無道之世的處境，說明君子此時只

能晦中求明。雖晦暗，仍有生命努力，不因晦暗而

使生命失去意義。這種處境，宜於艱難中自守（即

卦辭所說的「利艱貞」）。[17]易學家多根據《彖》及

六五爻辭，認為這一卦以殷周之際為例說明君子

處在這樣的時代，唯一正確的道路是知艱難而不

失貞正，絕對不可隨世傾邪。對昏君暗主，應採取

外晦內明，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及箕子佯狂為奴而內守其正的對策。[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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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蹇

《序卦》說：「蹇者，難也」。《彖》說：「蹇，

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難與屯

難不同，屯難是事物剛開始未得通暢，險在前面，

後面是動，動乎險中。蹇難是險阻艱難的難，險在

前，後面是止，止乎險中。卦辭有見險而能止的思

想，也有處險當進的思想。處蹇世之君臣應當擔起

濟天下國家之蹇的重任，即卦辭、爻辭所講的「利

見大人」。[19]《象》說：「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

身修德」。《周易本義》解釋到：「蹇難之時，未可

以進，惟宜反求諸身，自修其德，道成德立，方能濟

險。故曰：君子以反身修德也」。概括而言，濟涉蹇

難有三個要點：其一、必須進退合宜。其二、「大

人」是濟蹇的主導因素。其三、濟蹇必須守持正

固。[20]

6、困

困卦象徵困難，但卦辭卻是「亨」，王弼註說：

「困必通也」，苦難有必會亨通之理，不可神消氣

沮。《彖》解釋說：「險以說（悅），困而不失其所，

亨」。雖在危險中，如能神閒氣定，舉措不失其常，

則心智清明，步驟不亂，所以能夠亨通。接著說：

「有言不信」。《彖》解釋說：「有言不信，尚口乃

窮也」。言、口如現代的宣傳。指在困難中自我宣

傳，不會為大眾所接受。如此只能自欺欺人，自欺

便忽略了實際的努力，欺人必為人所拆穿，更容易

陷於絕境。《象》說：「君子以致命遂志」。王弼註

說：「處困而屈其志者小人也」。「道可忘乎？」困

難之所以形成，是因為大家失掉了共同的理想目

標，更不肯為此共同的理想目標去獻出自己的力

量。所以君子在困難之中，不畏苟安，一定要竭盡

自己的力量乃至生命（致命），以完成自己的志願

（遂志）。[21]如孔子所說「三軍不可奪帥，匹夫不

可奪志也」。[22]

貞與正道

《周易》無疑是一部占卜之書，但從屯、否、

習坎、明夷、蹇、困的卦爻辭及《易傳》的相關詮釋

看，與占卜的神秘性無關，體現的是面對苦難，既

不怨天尤人，也不消極厭世，而是自強不息、厚德

載物的人文主義精神，即「貞正」之道：「易對人之

訓誡，撇開事情特殊之訓誨，實一『貞』字而已，

再無其他。若事情是否通達仍有賴其事本身，那

人與面對種種事情情況時，其唯一之道只在自

守」。「《易》非以宗教對人作限制，亦非有求外在

法律刑罰，故在未有人性教化前，只告誡人其應自

守，再無他法。對人自身，《易》所期盼也只是人自

守而已」。[23]

從易學史來看，由原始宗教的占卜（貞）到人

文主義（正道）的覺醒是一個漫長的演變過程。早

期人類社會，面對種種苦難，訴諸占卜等原始宗教

信仰是世界文明開端時的普遍現象。苦難在夏商

兩代也大量存在，這也是殷人重卜的原因，但從卜

辭上看並沒有體現出憂患意識，可以說殷人的占

卜如同世界各民族的占卜活動一樣，並沒有產生憂

患意識，更沒有產生一套哲學。直到周初的占卜活

動才出現了明確的憂患意識：

憂患意識，不同於原始宗教的恐怖、絕望。一

般人因恐怖絕望感到自己渺小，放棄自己的責任，

一憑外在的神為自己作決定。脫離自己的意志主

動、理智引導的行動；這種行動沒有道德評價可

言，因而這實際是在觀念的幽暗意識世界中的行

動。由卜辭所描出的「殷人尚鬼」的生活，正是這

種生活。「憂患」與恐怖、絕望的最大不同之點，

在於憂患心理的形成，乃是從當事者對吉凶成敗

的深思熟考而來的遠見；在這種遠見中，主要發

現了吉凶成敗與當事者行為的密切關係，及當事

者在行為上所應負的責任。憂患正是這種責任感

來的要以己力突破困難而尚未突破時的心理狀

態。所以憂患意識，乃人類精神開始直接對事物發

生責任感的表現，也即是精神上開始有了人的自

覺的表現。[24]

如徐復觀所說，「憂患意識」意味著面對苦

難，既不等待救世主，也不怨天尤人，更不悲觀絕

望，而是自己承擔苦難、超越苦難。如上所述，這

種憂患意識是《周易》的基本精神。但殷人的占卜

仍然停留在原始宗教信仰的狀態，「在以信仰為中

心的宗教氣氛之下，人感到由信仰而得救；把一切

問題的責任交給於神，此時不會發生憂患意識；而

此時的信心，乃是對神的信心」。從卜辭上看，殷人

的行為似乎是通過卜辭而完全決定於外在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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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宗神、自然神及上帝，「只有自己擔當起問題的

責任時，才有憂患意識。這是憂患意識，實際是蘊

蓄著一種堅強的意志和奮發的精神」。「在憂患意

識躍動之下，人的信心的根據，漸而由神而轉移向

自己本身行為的謹慎與努力」。[25]

殷人占卜的宗教色彩濃厚，無法產生憂患意

識。如王夫之所說的只有「鬼謀」而無「人謀」。

《周易》則兩者兼具，而人謀逐漸取代鬼謀，最關

鍵的因素可以說是周人對殷人占卜的歷史經驗進

行了系統的整理、總結，發明了全新的占卜方法，

體現了由「巫」到「史」的演進過程。朱伯崑曾對此

一變化有深刻的洞見。他指出，雖然《易經》的作

者相信天神和人鬼可以左右和啟示人的命運，有

神論仍然是這部典籍的主導思想。但同殷代的卜

辭比較，《易經》占辭所反映的世界觀出現了新的

特點。其一，天道與人道的一致性。將自然現象同

人類生活聯繫起來考查，或者借助自然現象的變

化說明人事活動的規則。這種思想在卜辭中是找

不到的。其二，認為人的生活遭遇可以轉化。殷人

把自己的命運歸之於上帝，排斥人為的努力，如紂

王所說：「我生不有命在天」。而周初的統治者則

提出「天命靡常」，「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強調

人為努力。這種吉凶、得失相互轉化的觀點，在卜

辭中是沒有的。卜辭關於吉凶禍福的斷語，界限分

明。所卜之事，吉就是吉，凶就是凶，如「受祐」「不

受祐」等不可改變。可是卦爻辭在斷定吉凶時，增

加了人為的因素，筮得之卦雖卜吉利，但通過占者

的努力可以化凶為吉。其三，認為人事之吉凶，對人

有勸誡之意。有些卦爻辭不僅示人吉凶，同時予人

以教訓，令人的行為按某種規範而行動。卜辭的內

容，只是記錄所卜之事，並加以吉凶的斷語，而卦

爻辭對所占之事則強調其教訓的意義。[26]成書于

戰國時代的《易傳》進一步闡發了卦爻辭中的人文

主義精神。本文第一部分有關屯、蹇等苦難六卦的

論述便體現了《易傳》所蘊含的精神。

從卜辭（甲骨）到占辭（易經）再到繫辭（易

傳）正體現了原始宗教信（鬼謀）向人文主義（人

謀）轉變的過程，這集中體現在《周易》的「貞」由

「貞卜」到「正道」的轉變。[27]

「貞」的原始意義為占卜（「以貝卜問」），

如《說文》說：「貞，卜問也。從卜，貝以為贄」。但

「貞」的引申意義要從「以貝占卜」過渡到《周易》

的「以卦占卜」才逐漸發展起來。「貞」在《易經》

中作為尋求、探尋未來的意向性行為，是通過占



疫
下
世
情

李 

勇
：
苦
難
與
憂
患

４３

筮來體現出來的。《易經》中的「貞」之原始意義

都可以從占筮的角度來理解。如，「貞」就是占筮，

「利貞」就是某種情況、條件有利於占筮，「安吉

貞」是說能夠安然專心于所卜的象去行動，自然會

吉利。

占卜最初是祈神問卦、借助外來神靈來顯明

一個問題或找到實行的方案，因此就必須拿出最

好的心態。在這種意義下，「貞」就有了端正的意

思，代表了一種端正的心態。並由內心的敬畏、安

泰、謹慎、莊重等，逐漸引申為內在的道德修養。
[28]占卜往往是由事及人，「貞」作為卦之四德（性

質）之一，也會引申為君子之德（道德），貞德就從

性質概念成為一個道德概念。如《子夏易傳》說：

「貞，正也」。《文言傳》：「貞者，事之幹也。君

子—貞固足以幹事」。「貞」或「正」就成為一種正

常的狀態、正直的心態，以此體現「天地之正」。

「貞」作為正道，能符合事物本性、順應天地之變。

「利貞」就是合乎正道、利於正道之事。

「貞」作為正道不是偶然的現象，而是一切

變化過程所固有而確定的特性。由此，「貞」有引

申「固」、「常」、「定」等含義。固就是固守正道，

常就是將正設定為常則，定就是對正的認可和堅

持。這樣有將「貞」引入道德評價的領域中。「可

貞」就是可以固守、可以認定的某種情形、處境

和形勢；「不可貞」是不可固守不變的某種情形、

處境和形勢；「貞凶」就是某種既成的、不可堅持

的、需從正道上去化除其兇險的境遇。

從「貞」為「正」、「固」又可進一步引申「信」。

「信」具有道德與智慧兩個方面的含義，從道德的

角度，信為五常之一，有信任的意思。何妥註《文

言》「貞固足以幹事」時說：「貞，信也。君子堅貞

正，可以委任於事」。從智慧的角度，占卜之所以有

合理性，是因為能夠對事物的本性和本質進行探

索。一旦對事物的本性有所瞭解，就進而把握其變

化的規律和發展的方向。「貞」可以理解為對事物

的本性、規律的把握。「貞為信」集中體現了易占

的道德修養與理性思維的兩個特徵。

從「貞」為「正」、「固」、「信」又引申出「節」

的含義。合乎自然週期律、道德律為「節」，並進一

步引申「貞節」、「貞操」等具有倫理道德規定性的

概念。按自然規律、道德律調節行為，把握時機與

分寸，以適應不斷的變化。

由此，「貞」便從占卜（鬼謀）演變為「正道」

（人謀），成為承擔苦難、超越苦難的基本立場：

「貞卜然後有所正，正而後有所固定，固定而後有

所信從，信從而後有所節制、規範，節制、規範而

後有所事功」。因此《繫辭》說「吉凶者，貞勝者

也」。守持正道者均可獲勝，逢凶化吉。《來氏易

注》進一步指出：「貞者，正也。聖人一部《易經》，

皆利於正」。「惟正則勝，不論吉凶」。

當然《周易》作者清楚認識到，固守正道，並

不能保證免於災難，如《易經》「無妄」卦專門談到

「無妄之災」、「無妄之疾」。此「無妄之災」、「無

妄之疾」是一種冥冥不測的偶然因素所決定的意

外情況，人們必須承認它的客觀存在，但又不能否

認事物之間皆有必然聯繫的客觀真理。人本無妄，

而染疾蒙災；若因此以無妄為非而認妄為是，則大

愚。[29]雖然無妄之人仍可有災，但人人皆有疾病之

命，非唯無妄者。「縱使有災，仍未必不能有喜，人

始終無法決定命運之悲喜故。唯無妄始能是人自

己事、人自身之德行與真實，此所以無妄對人仍為

必須甚至唯一，無妄於人故始終為極致」。[30]面對

「無妄之災」應能固守正道，體現了《周易》作者

的整體、動態、開放、創造、和諧的宇宙意識。

變與和諧

如上，由卜辭到占辭到繫辭，體現了人文精神

的日趨發展，原始宗教意識的日益沒落。面對苦難

的憂患意識，引發了中國文化的道德精神的興起，

固守正道成為儒家應對苦難的基本立場。與古代

希臘、希伯來、印度不同，中國先哲面對苦難，並沒

有強化宗教意識、否定人性的美善，也沒有強化衝

突、鬥爭意識，而是走向順應自然、修養自我的人

文主義，「中國人的憂患意識絕不是生於人生之

苦罪，它的引發是一個正面的道德意識，是德之不

修，學之不講，是一種責任感」。[31]

文明初期，世界各民族都有占卜活動，但只有

中國人的占卜引發了人文主義的轉向，並導致一種

哲學的建立。其關鍵性環節是周初實現了從「以貝

占卜」到「以卦占卜」的轉變，「以卦占卜」之所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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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由貞到正道的轉化，在於「卦」的符號化及其

背後的宇宙意識。當然從直觀性的占卜到占卜的符

號化及其觀念的系統表達，經歷了漫長的演進過

程，最終在《易經》的觀象系統中確定下來。符號

化系統一旦建立，就使占卜超出了原始直觀的水

準，成為占卜自覺運演的依據。這時需要通過卦象

的象徵類比，也需考慮卦爻辭的指示。具體而言占

卜的哲學化經過幾個階段：直觀的占筮運演—符

號化，即卦象及卦象系統的建立—占筮及卦象的

語言表達和概念化表達，即卦爻辭系統的建立—

符號化和概念化使占筮在義理層面上深化，從而

使爻理本身作為一個系統確立起來，並不斷擴充，

反過來又使卦象系統和卦爻系統通過詮釋的方式

得以擴充其原有的意義—正是通過符號化、概念

化、義理化多重方式，占卜獲得其本體論基礎及多

重規定，並使占卜的原始宇宙觀轉化為本體論的哲

學宇宙觀。[32]

占卜是人在無知的情況下的一種推測，周易

的推測是透過經驗的符號化來進行的，因而表現

了對經驗的尊重。符號對經驗有超越作用，可以導

向一種對普遍意義的哲學理解。[33]《周易》的占卜

能夠實現符號化，是由於周初的宇宙意識逐漸成

熟的結果，因此占卜只是「用」而不是「體」，「體」

是占卜背後的宇宙意識。「周易雖然在形式上只是

占卜之書，但在占卜之用的背後，它還有一個知性

本體的存在和發展」。[34]此「知性本體」即「宇宙

意識」，在《易經》中通過符號化的象徵系統體現

出來，「以卦為占」有宇宙圖像作為支撐。而對占卜

的解釋，必然涉及什麼是吉凶，為什麼是吉凶等問

題，這樣就產生了卦爻辭。因此《易經》的形成包

括觀察、符號化、系統化、占卜、詮釋五個階段。與

直觀性的占卜不同，《周易》的占卜是在一個系統

化、符號化的宇宙背景下發生的，當然《周易》的

卦爻辭也參考了夏、商兩朝甚至之前的占卜活動

經驗，但此時占卜所依據的卦辭來源於對自然中事

件的觀察，而並非神的意志。在占辭的內容、性質

上，《周易》顯然較少「神明」之辭，筮辭記錄也很

少事神之事，主要是人事的預測。 [35]這表明《周

易》已經超越了筮占，所謂「善易者不卜」，因為它

的符號有一個客觀的指向和主觀的意向—從一個

自然的狀態的觀察，人們得到啟示，去發現吉凶的

諸多可能性，然後再調試自己的行為，趨吉避凶。

所以它表現為一個從自然化走向人化，再走向行為

化，再做出一個價值處理的過程。《周易》六十四

卦，或多或少都具有這樣一種思考的方式，雖然不

是每一個卦都同樣地具有這麼完備的思考，但至

少在一定情況下，能讓你掌握現狀，掌握未來，掌

握應該努力的目標。[36]

不是占卜而是占卜背後的宇宙意識導致了人文

主義的興起，可以說宇宙意識是不同民族的具有

根源性的文化意識，「宇宙觀的確立及其建構方

式，始終對人類文化的創造具有基本的規定作

用」，人類早期文明建立的宇宙觀和宇宙模式，在

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其後的文化發展方向。人類雖

然生活在一個共同的宇宙中，但是其由於地理環

境、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異使不同民族具有了不

同的宇宙意識。不同的宇宙觀總是體現了特定的

社會群體或民族的運思方式。中西印文化均可以

追溯到各自的宇宙論根源。[37]但在大多數情形下，

宇宙觀對文化的規定和影響往往是通過「集體無

意識」或「集體潛意識」的隱而不宣的方式而發生

作用的。周易占卜的宇宙意識直到《易傳》才以自

覺的哲學形式呈現出來。但這種宇宙意識的源頭

可以追溯到上古時代。成中英認為是在西元前

6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時代後期，即傳說中的伏羲

演八卦的時代。伏羲氏可以看作是首先豢養羊的

族群，羊為早期人類提供了豐富的衣食與安定的

環境，不但使人可以從容地觀天察地，而且可以改

良工具，甚至制定價值標準，發展社會群體生活，

使人類快速進入農耕文明。此時建立了以觀察天

地為基礎的新知識體系，孕育了中國人的宇宙意

識，是易學的開始，也是中國文化的源頭活水。[38]

伏羲時代的「羊文化」所孕育的是整體、動

態、開放、創造、和諧的宇宙意識。相對於西方與

印度，它更強調宇宙變化的積極意義。認為變化是

宇宙的本體，使宇宙充滿了生命的創造力。變化本

身就具有本體性，宇宙本體並不外於宇宙現象而

存在。因此變化的宇宙儘管充滿不確定性，變化

的過程也充滿艱難，卻不必然導致負面的結果與

體驗。和諧是宇宙本體的基本狀態，衝突是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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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暫時失序與失衡，不具有永久意義。整個宇

宙、人類社會、個人生活的大方向趨於和諧與統

一。整部《易經》都在表達這種思想。宇宙與人生

經驗中的衝突、缺陷、不幸，並不是世界的真相。

陰陽之間也並無緊張及敵意，是一種動態的和諧

過程。[39]

正是在這種宇宙意識下，苦難不會導致對整

個世界與人性的否定，變化沒有被中國人體驗為

苦業意識（如印度佛教所宣稱的「無常是苦」），而

導致解脫之路，也沒有被體驗為悲劇意識（古希

臘人），而走向鬥爭之路，也沒有被體驗為恐怖意

識（以色列人），而走向皈依上帝之路，而是由憂

患意識走向貞正之道。誠如成中英先生所一再指

出的：

只有中國人把變化看成實現象跟真相之間的

一種關係，不化約，也不把它二分，而是真實地、

勇敢地去面對現象，勇敢地去體驗現象中所包含

的變與不變的關係。

希臘人分析了（變化）現象，以色列人超越了

現象，印度人把現象變成虛幻，只有中國人在其自

然環境裏真實地、如實地掌握了現象、真實和自

然。當然，並不是沒有問題，他的沉重負擔在於他

要不斷去調整他自己來面對變化的萬物、來不斷

地掌握自己的生命來發展自己。這就是為什麼儒

家能夠在《周易》的這種本體論的氛圍裏面發展

一種積極的生命哲學或智慧、從道德的眼光來詮

釋乾坤二卦的原因。[40]

接受變化、參贊變化，而不是尋求擺脫變化、

否定變化使中國文明體現了獨特的正道精神。而

這與伏羲時代的「羊文化」使中國較早進入農業文

化密切相關，華夏大地穩定的氣候條件及開闊的

平原是這種宇宙意識產生的地理條件。中國人體

驗的宇宙是可信、可靠、友善的自然生命力，中國

文化便發端於這種正面的宇宙體驗，不追求在變

化的宇宙、有限的人生之外或之上尋求真理與意

義。這與地處沙漠地帶（希伯來）、熱帶森林（印

度）或航行於汪洋大海（希臘）的人的負面體驗完

全不同。憂患意識不產生于人生的苦罪，引發的是

正面的道德意識，「擔憂的不是萬物的不能生育，

而是萬物生育之不得其所。這樣的憂患意識，逐漸

伸張擴大，最後凝成悲天憫人的觀念。積極的、入

世的參贊天地的化育」。[41]與印歐文化追求變化

背後的永恆、完美、絕對不同，古代中國思想不把

人置於超越的永恆性和完美的避風港中，而是保

持著對天的不完滿性（未濟）的一貫警惕，在變化

的宇宙中尋求于人作為有限存在的積極意義，探

究沒有普遍永恆的基礎結構為支撐的人類生活的

意義。[42]從而以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正道精神，

來不斷化解由苦難所帶來的憂患。

[1]成中英、楊慶中：《從中西會通到本體詮釋》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08頁。
[2]徐復觀：《古人危難中的智慧》，見氏之《論智

識分子》(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61頁。
[3]金景芳、呂紹綱：《周易全解》(吉林大學出版

社，2013年)，第459頁。
[4]吳怡：《易經繫辭傳解義》(三民書局，1991

年)，第176頁。
[5]《論語·述而》。
[6]《論語·衛靈公》。
[7]《孟子·告子下》。
[8]《繫辭》下。
[9]陳鼓應、趙建偉：《周易今註今譯》(商務印書

館)，第695頁。
[10]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上海古籍出版

社，1997年)，第29頁。
[11]除此專門討論負面處境的卦之外，即使是象徵

正面處境的卦，也始終充滿著負面性：如

「泰」卦有「包荒用馮河」、「無平不陂，無

往不復」、甚至「城復於隍」；「同人」卦有

「同人于宗」、「伏戎于莽」、「大師克相

遇」；「豫」卦則有「鳴豫」之凶、「盱豫」

之悔、甚至「疾」與「冥豫」等等。（參見譚

家哲：《周易平解》，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2016年，第63頁）。又參見傅佩榮：

《論〈易經〉「居安思危」的觀點》（《哲學

與文化》，2012年），第6頁。
[12]陳鼓應、趙建偉：《周易今注今譯》(商務印書

館)，第59-60頁。
[13]譚家哲：《周易平解》(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2016年)，第172-176頁。
[14]《二程集》(中華書局，1981年)，第762-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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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bulations and Anxiety: The Spirit of 
Right Way in Chinese Culture from the Book of 
Changes

Li Yong(College of Philosophy, Liaoning Univer-
sity)

Abstract: Facing tribulations, resorting to divin-
ation and other primitive religious beliefs is a common 
phenomenon at the beginning of human civilization, but 
only the divination in the Book of Changes has realized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from “zhen” (貞divination)
to “zheng”(正correct, upright, persevere ), from wiz-
ard to historian, and from the thoughts of spirits to the 
thoughts of human, thus establishing the unique spirit of 
right way in Chinese culture in the axial age. In the evo-
lu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ories of Yi, from bu-ci(卜辭) 
to zhan-ci(占辭) to xi-ci(繫辭), it is actually rooted in 
the universal consciousness of holistic, dynamic, open, 
creative and harmonious of ancient China. In the course 
of developing universal consciousness, tribulations did 
not bring about the denial of the whole world nor that 
of human nature among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ers.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uthor of yi, the change of the 
universe was not perceived, firstly, as suffering and so 
no intention of getting rid of it; secondly, as tragedy and 
so needed not to struggle with; thirdly, as horrible and 
so would not choose to convert to God. Instead, being 
governed by the consciousness of anxiety, he strives 
constantly to become strong, untiring, and building the 
character to undertake the changes encountered. This is 
the spirit of right way in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 The Book of Changes, Tribulations, 
Anxiety, The Right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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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形」。（《四十一章》）「執大象，天下往，往而無害，安

平泰」。（《三十五章》）[2]

第一例指出，萬物的創生者「道」中，即已

隱含朦朧的「象」；第二例和第三例的「大象」指

「道」本身。《老子》雖然強調「道」是無形的，然

而又指出「道」中有「象」，這一道論對於中國古代

文藝關於「象」的審美追求

產生了重要影響。

(二)莊子的「象罔」說：

《莊子》文本中較少直

接討論象，但其「象罔」說，

卻對後世文藝美學產生了深

遠的影響。

「黃帝游乎赤水之北，登

乎昆侖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

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

索之而不得，使碶詬索之而不

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

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

乎？」（《天地》）[3]

此段文字中，「玄珠」是「道」的象徵，「知」

是知識的象徵，「離朱」是感官的象徵，「碶詬」代

表語言。「象罔」則是一種朦朦朧朧的形象。呂惠

卿注曰：「象則非無，罔則非有，不皦不昧，玄珠之

所以得也」。[4]郭慶藩說：「象罔者，若有形，若無

形。……即形求之而不得，去形求之亦不得也」。
[3]因此象罔可看做一種有形和無形、實和虛對立融

合的形象。宗白華先生說「非無非有，不皦不昧，

這正是藝術形象的象徵作用。『象』是境象，『罔』

是虛幻，藝術家創造虛幻的境相以象徵宇宙人生

的真際。真理閃耀於藝術形象裏，玄珠的爍於象罔

《易傳》象徵思維與審美意象論
■ 黃意明

上海戲劇學院

天經地義

引言

一、先秦經典與「象徵思維」

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及其表述手段都具有重視

象徵的特點，(1)這在早期儒家經典《周易》中，有

較明顯的反映。在《老子》和《莊子》中，也有所體

現。這一特點與西方邏各斯

傳統是不一樣的，近代學者

或稱此特點為具象之抽象，

或象徵思維，也有人直接稱

之為「象思維」，所謂「象思

維」，有學者概括為「指產生

於陰陽五行理論和象數易

學，以元氣、陰陽、五行和卦

象等象概念或象符號為基

本思維要素，具有一定推演

規則，並通過對諸思維要素

的推演來建構多種象模型，

進一步用這些象模型來解

釋並把握宇宙、社會和人生

的一種思維方式」。[1]有人以為這代表了中國人獨

特的思維模式。用象徵思維來概括中國人的思維

方式，全面與否，或許可再討論，但中國文化具有

重視象徵聯想的特徵，卻是無疑的。而且這種特

徵在文藝思想中表現得尤為鮮明。本文以《易傳》

為例，概括中國文化象徵性特點和文藝意象審美

觀的形成。

（一）老子的「象」說

《老子》文本中，曾幾次提到「象」的概念：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

兮惚兮，其中有物」。（《二十一章》）「大音希聲，大象

摘  要︰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思維具有重

視象徵性聯想的特點，或可稱之為「象思

維」或象徵思維。這個特點，和《周易》「經」

「傳」所創立的「觀物取象」的認識論和方

法論關係密切，本文通過對《易傳》象徵思

維特徵的分析，與文論和藝論中的相關論

述作比較，揭示《易傳》象徵思維對文藝審

美論和意象（興象）表現論的影響，並由此

討論「象外之象」可能的幾種表現形式。,

關鍵字：《易傳》；象徵思維；錯綜；互卦；

文藝形象；象外之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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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5]「象」能否解釋為藝術形象，或可再議，然

而這段話無疑揭示了莊子之「象」對文藝創作和審

美的巨大的啟示意義。

（三）韓非子的「無物之象」

《韓非子》文本中推測了「象」的起源，他

說：

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

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今道雖不可

得而聞見，聖人執其見功處以處見其形，故曰「無狀之

狀，無物之象」。（《解老》）[6]

韓非子認為「象」這個詞從動物大象而來，但

在當時，中國北方地區已見不到大象，於是人們根

據死象之骨，來模擬猜測大象的形狀。因此「象」

有根據一定已知形狀模擬想像的意思，也有賦物

形以生氣的含義。

（四）《易傳》中的「象徵思維」

在《易傳》中，「象」作為一種基本符號、認識

世界的基本手段和思維方式，大量地出現了，也可

以說，在《易傳》中，象徵思維得到了典型的體現。

下面以《繫辭》為例，討論《易傳》對「象」的基本

定義：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

八卦。（《繫辭》上）[7]404此處之「四象」，首先指陰、陽、

少、老四象，這是以「象」作為構成八卦的基本符號，而

八卦「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又代表

對世界的基本分類。

「象」又可指代日月星辰的形象：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繫辭》上）

[7]384

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繫辭》上）[7]406

「象」也指「物象」和「表像」：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

三極之道也。（《繫辭》上）[7]386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

其數，遂定天下之象。（《繫辭》上）[7]401

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

出入，民鹹用之謂之神。（《繫辭》上）[7]404

「象」最基本的意思，乃是「卦象」，即八卦所

代表的八種基礎「象」：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繫辭》下）[7]417

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

盡其言。（《繫辭》上）[7]407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

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繫辭》上）[7]387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

矣。（《繫辭》下）[7]444

當「象」作為動詞用時，又常為「模擬」、「象

徵」之義：

分而為二以象兩，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

時，歸奇於扐以象閏；（《繫辭》上）[7]396

以制器者尚其象。（《繫辭》上）[7]401

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

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繫辭》下）[7]418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繫辭》下）[7]425

從以上這些例子可見，在《繫辭》中，「象」有

「卦象」（《周易》每卦之爻還有爻象）、「物象」、

「天象」、「象徵」、「模擬」幾方面的意義，而其中

「象徵」義，帶有某種抽象義，具有用符號反映世

界的性質。《易傳》通過象徵來表述對道的體認。

下面再舉《繫辭》之例加以說明：

《周易》認識世界的第一步，是「觀物取

象」。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

是故謂之象。（《繫辭》上）[7]392

然後是「設卦觀象」，再「立象以盡意」。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

化。（《繫辭》上）[7]385

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

以盡其言」。（《繫辭》上）[7]407

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

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繫辭》下）[7]418

最後則是「繫辭焉以盡其言」、「聖人之情見

乎辭」，用語言將認識表達出來。

據此，《易傳》哲學具有「觀物取象，設卦觀

象、假像寓意，繫辭盡言」的象徵特徵，也可說是

具有典型的象徵思維的特點。《易傳》認為即器存

道，道體現於萬事萬物之中，而事物皆有其形象和

所屬之類型，人們認識本質必須通過形象或類型

進入，人無法離開現象直接把握本質。另外，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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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論而言，模擬象徵也是一種很好的理解世界的

手段。

我們再以《易傳》對卦象的分析為例，來具體

說明《周易》象徵思維的特徵：

例如《周易》之第十五卦為「謙卦」，《易傳》

的作者用了「山在地中」的卦象加以解釋，山本應

在地上，所謂高山仰止，而謙卦之象卻是大山深埋

於地中，藏身守拙，不自炫光芒，以此顯示謙謙君

子的品德。 謙

故其卦辭曰：「謙：亨。君子有終」。[7]134

《易傳》之《彖》辭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

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

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

而不可逾，君子之終也」。[7]134-
135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

平施」。[7]135

《彖》辭與《象》辭反復說明謙虛對於天地人

鬼神的重要性，而其取象則是高山蘊藏於大地之

內，不自顯其高。程頤以為：「不云『山在地中』，

而曰』地中有山』，言卑下之中，蘊其崇高也」。

（《程傳》） [8]都是通過「象」來說明謙虛的重要

性。

(五)卦象象徵的複雜性

《周易》是一部講變化哲學的書，其卦象變

化也是複雜的，其複雜性首先表現在陰陽變化上，

筮遇老陽和老陰都要變，因此《周易》每一卦都可

以形成不同的變卦。

卦象的複雜性，還表現在其「錯」「綜」等現

象上，《雜卦傳》云：「雜糅眾卦，錯綜其義」（韓

康伯語），文中對舉的兩卦之間，形成非綜即錯的

關係，所謂綜，亦稱覆或反，卦體相互倒置；所謂

錯，亦稱旁通，六爻相互交變。「錯綜」後的卦義與

原卦多成相反或相對，「其哲學意義在於表明事

物的發展往往在正反相對的因素中體現其變化規

律」。[8]

以「同人」卦為例，同人的卦像是下離上乾，

離為火，火性炎上；乾為天，天也高高在上，故

二者有相似性，故能同。九五居正位，六二也居正

位，上下相應。同人的意思為團結人民，天下大同。

其錯卦為下坎上坤之「師」 。

「同人」卦辭云：「同人於野，亨，利涉大川，

利君子貞」。彖曰：「同人於野，利涉大川，乾行

也」。這裏用「利涉大川」為喻，說明團結人民以

共渡艱難的重要性。但「大川」的象本身也隱含在

其錯卦中，同人的錯卦為「師」，「師」即軍隊、戰

爭等義；師的下卦為「坎」，正象徵水（大川）。(2)同

人卦九三、九四和九五以軍隊、戰爭作比喻，有

「伏戎於莽」、「大師克相遇」等語，也很顯然映顯

出「師」卦的意義。王弼云：「凡處『同人』而不泰

焉，則必用師矣」。[9]象徵國與國之間常常因利益

不同無法達到一致而發生戰爭。可見本卦和錯卦

之間有互相映顯又互相對立的特徵。

又如「損」（ ）「益」（ ）兩卦互為綜

卦，「損」《彖》曰：「損下益上，其道上行」。「益」

《彖》曰：「損上益下，民悅無疆」。其意義正相

對。

此外還有互卦等，互卦又稱互體，指的是六爻

卦中，除組合的上下兩卦之外，中間的四爻因為三

與四的互用，又可打破上下卦的界限，形成內藏的

兩卦。如睽卦（ ）下卦是兌，上卦是離，其中

二、三、四、五爻可組成互離和互坎，內互離與外互

坎又可組成新的一卦「既濟」（ ），其中六三和

九四在互離與互坎中互用。(3)

黃壽祺先生說：「《易》以象為本，《說卦傳》

專研象以揭其綱。漢儒說易，莫不重象，九家易

象，虞氏逸象又一再引其緒。……包括六十四卦的

內外卦象、互象、對象、正反象、半象、大象等

百二十餘例的應用規律」。[8]這段話揭示出周易注

重象思維的特徵以及「象」的複雜性和規律性。

從以上卦例分析，可以認為：《周易》思維

具有象徵性的特點，其象徵思維具有整體性、形

象性、感通性和變動性、模糊性、虛擬性等特點。

「象」代表著動態化的、經驗化的世界，與真實的

世界更具關聯性。

這一思維方式對傳統文化的影響巨大，特別

是對於文學和藝術的影響巨大，王弼云：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

象，盡象莫若言。言出於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象生於

意，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

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周

易略例·明象》）[9]

雖然得意可以忘象，但必須首先有象，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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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以象盡」。在這裏，「象」構成了言和意的中間

環節。文學是以語言文字為媒介的，而語言文字又

要讓讀者產生形象聯想，才能達意。藝術呈現的

媒介雖有不同，然同樣需要借助「象」。故而「象」

在文藝中的地位就特別重要了。《易傳》的象徵思

維，奠定了後代文藝意象審美思維的基礎。

二、《易傳》象徵思維對後世審美

意象論之影響

以下我們來檢討一下文學藝術史，看看象徵

思維對文學和藝術的影響。

（一）《易傳》之象徵與「文藝形象」

由《易傳》引發出的「象」論較早啟發了藝術

家。漢代蔡邕《筆論》論書法的各種體勢：「若坐若

行，若飛若動，若往若來，若臥若起，若愁若喜，若

蟲食木葉，若利劍長戈，若強弓硬矢，若水火，若雲

霧，若日月，縱橫有可象者，方得謂之書焉」。[10]蔡

邕通過比喻，說明書法創作要廣泛吸取世間萬物

的形象，來提升書法藝術的表現力，並認為書法創

作是對自然界物象的模擬轉化，表現為一種氣韻

生動的抽象。（4）其實是對《繫辭》「聖人仰則觀

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方

法論的發揮。

南朝宋畫論家王微在《敘畫》一文中說：「圖

畫非止藝行，成當與易象同體」。[10]強調了《周易》

象徵思維對繪畫的指導作用。

南朝宋山水畫家宗炳《畫山水序》也明確提

出「象」在繪畫中的重要性：

聖人含道映物，賢者澄懷味象，至於山水質而有

趣靈，是以軒轅、堯、孔、廣成、大隗、許由、孤竹之流，

必有崆峒、具茨、藐姑、萁首、大蒙之游焉，又稱仁智之

樂焉。夫聖人以神法道，而賢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

仁者樂，不亦幾乎？[10]

「山水以形媚道」和「賢者澄懷味象」均提到

象與形的問題，（象和形是有所區別的，形更接近

於自然界的真實物象，象更接近於對自然世界形

式的抽象，更具有某種普遍性和類型化。）「媚

道」、「味象」是對山水的審美感悟和審美接受。

葉朗先生說：「《易傳》的『象』要比老子的『象』

更接近於審美形象的概念。宗炳講的『象』，又進

了一大步。……經過這樣的規定，『象』就不是一

般的形象，而是審美形象」。[11]

南朝文學理論集大成者劉勰《文心雕龍》之

第一篇《原道》即強調「象」的重要性，他說：「人

文之元，肇自太極，幽贊神明，易象惟先」。 [12]在

《神思》篇中，進一步提出了「意象」的概念，「然

後使玄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窺意象

而運斤」。[12]劉勰「意象」概念的提出，在中國文藝

史上，具有開創性的價值，而「意象」與「易象」又

直接具有先後關聯性。

唐代，「象」概念在文論中益受重視，逐漸形

成了「興象說」和「意象說」。從孔穎達，殷璠、經

過王昌齡、皎然、劉禹錫和司空圖，這些觀念成熟

了。唐代孔穎達疏《詩經·周南·樛木》云：「興必取

象，以興後妃上下之盛者，宜取木之盛者」。將興

與象綰合在一起，這應是孔穎達的創見（5）。這裏

的「興」，有引發和性情的意義。「興象」這個名詞

是唐代詩歌理論家殷璠正式提出的，他在《河岳

英靈集》裏批評了當時詩歌一些創作的不良傾向，

「攻乎異端，妄為穿鑿，理則不足，言常有餘，都無

興象，但貴輕艷」。又贊孟浩然詩句「眾山遙對酒，

孤嶼共題詩」為「無論興象，兼複故實」；評陶翰詩

「既多興象，複備風骨」。（6）這裏的「興象」接近

於比興的意思，與後世用法尚有差異。

與此同時，「意象」這一概念作為審美基本範

疇，在唐代也已被美學家和藝術理論家廣泛運用

了。書法理論家張懷瓘《文字論》云：「探彼意象，

入此規模」，[13]王昌齡《詩格》：「久用精思，未契

意象」。[14]司空圖《詩品·縝密》：「意象欲生，造化

已奇」。[15]

「興象」與「意象」形成中國詩歌和中國藝術

意境的基本範疇。唐代以後，不斷有文藝理論家

提倡兩說。如明代李東陽、陸時雍等論詩俱倡「意

象」；惲南田《題潔庵圖》「諦視斯境，一草一木，

一丘一壑，皆潔庵靈想之所獨辟，總非人間所有，

其意象在六合之表，榮落在四時之外」。[5]明初高

棅《唐詩品匯》以「聲律、興象，文詞、理致」論詩，

認為盛唐大家之詩皆富於「興象」，中唐以下，「其

聲調、格律易於同似，其得興象高遠者亦寡矣」。
（7）明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五云：「作詩大要不

過二端，體格聲調、興象風神而已。體格聲調有則

可循，興象風神無方可執」。[16]卷六論絕句說：「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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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絕句，興象玲瓏，句意深婉，無工可見，無蹟可

尋。中唐遽減風神，晚唐大露筋骨，可並論乎!」[16]

興象和意象同中有異，學術界成果頗多，這裏

不多做辨析，只略說幾點，第一，無論興象還是意

象，皆須有情感作為依托。興象以情為主，意象可

以兼有情、理、志，但作為文藝之「象」，二者都須

包含情感，按今人的話語，二者可統稱為藝術形

象；第二，「興象」未必只指一個具體的象，而可能

包含有幾個象，或指詩文中的想像情感理趣等，在

這個意義上，有點類同於意境。（8）第三，意象相對

於偏重形象，而興象也可指聲、味、感等。

興象（意象）論在中國藝術史上，有著重要地

位，此興（意）與象的結合，接近情景交融，構成了

中國古代文藝的基本特徵和創作方法論，成為中

國藝術意境論的基礎。

（二）《周易》「象徵思維」與「象外之象」

劉勰《文心雕龍·隱秀》言：

夫隱之為體，義主文外，秘響旁通，伏采潛發，譬

爻象之變互體，川瀆之韞珠玉也。故互體變爻，而化成

四象；珠玉潛水，而瀾表方圓。始正而末奇，內明而外

潤，使玩之者無窮，味之者不厭矣。[17]

這裏用「互體變爻」化成「四象」，來說明文

藝中意象的表現作用。前面提到，互體即互卦，指

的是六爻卦中，除基本組合的上下兩卦外，中間的

四爻因為三與四爻的互用，又可以打破上下卦的界

限，另外再組成兩卦，並組成新的複合卦，此已俱

如前言。「變爻」又稱爻變，指的是卦中爻的變化，

占卦時卦中屬老陽，老陰的爻都要變化，變化後形

成新的卦。「四象」則指代實像、假像、義象、用象

幾種含義。如乾卦的實象為天；引申為父是假像；

乾為健，是義象；乾有元亨利貞四德，是用象。四

象的含義曲折隱晦。（9）「互體」、「變爻」、「四

象」等文字，指涉的是卦象具有變與不變的多重含

義，在不同的情境中應予靈活的解釋。另外，上引

文字中的「旁通」，即指每卦中陰陽爻的互易而形

成的錯卦。（10）劉勰用《易經》的思想來說明文學

中「隱」的表現手法，即《隱秀》所謂「文外之重

旨」、「義主文外」，也即是傳統文論中強調的象外

之意。

從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劉勰追求「象外之

意」的表現風格受到體大思精的《周易》之象徵思

維的影響。而從繼往開來上說，《文心雕龍》的思

想又深刻影響了後代文藝家對「象外之象」、「言

外之意」、「意余於象」的審美追求。

比劉勰略晚的謝赫在《古畫品錄》裏正式用

到「象外」一詞：「風範氣韻，極妙參神，但取精

靈，遺其旨骨法。若拘以體物，則未見精粹；若取

之象外，方厭膏腴，可謂微妙也」。[18]此處強調藝

術作品的創作的素材不應拘泥於具體事物的形

象，而應廣泛涉獵、深刻體會，把握事物的精神。

唐代劉禹錫《董氏武陵集記》云：「詩者其文

章之蘊邪？義得而言喪，故微而難能；境生於象

外，故精而寡合。[19]道出了詩歌的特點是「境生象

外」和「意在言外」。其「境生象外」，也即「象外之

象」和「象外之境」。

唐代司空圖論詩，有「象外之象」說，其《與

極浦書》曾謂：

戴容州云：「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

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豈容

易可談哉？然題紀之作，目擊可圖，體勢自別，不可廢

也。[20]

強調詩文不能即景言景，就事論事，而要追求

意境的創造，追求景外之景，象外之象。其《與李

生論詩書》再強調「韻外之致」和「味外之旨」。

文之難而詩尤難，古今之喻多矣。愚以為辨

味而後可以言詩也。江嶺之南，凡足資於適口者，

若醯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鹺非不鹹也，止於

鹹而已。中華之人所以充饑而遽輟者，知其鹹酸

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噫!近而不浮，遠而不

盡，然後可以言韻外之致耳。

蓋絕句之作，本於詣極。此外千變萬狀，不知所以

神而自神也。豈容易哉?……儻複以全美為上，即知味外

之旨矣。[20]

「韻外之致」、「味外之旨」，即是「象外之

象」的引申和推擴。其《詩品》更謂：「不著一字，

盡得風流」「超以象外，得其環中」。

宋嚴羽《滄浪詩話》則謂：「盛唐詩人唯在興

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

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

象，言有盡而意無窮」。 [20]「水中之月，鏡中之

象」、「言有盡而意無情」，其所指乃是鏡外之象、

天上之月和言外之意，想要說明的即是「象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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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和「言外之意」。

明代李日華《竹懶論畫》說：「大都畫法以布

置意象為第一。勢者，轉折趨向之態，可以筆取，

不可以筆盡取，參以意象，必有筆所不到者焉」。

（《與張甥伯始圖扇題》）[21]「筆所不到者」，也是

象外之象的意思。

具體來說，「象外之象」的思維具有這樣幾層

可能的意味。

第一：象外有象，此「意（興）象」乃一朦朧多義

之象。

讀者通過「象」所看到的景象遠遠大於文本

所直接給予的畫面，有時不一定強調「象」外另有

一「象」，而是強調情感思想的表現已超越於「象」

本身，這就是象外之意。就藝術而論，藝術理論家

常提到的「虛實」、「行藏」也有類似的意義。明代

唐志契《繪事微言》云：「善藏者未始不露，善露

者未始不藏，藏得妙時，便使觀者不知山前山後，

山左山右，有多少地步，許多林木何嘗不顯？[22]
（11）

清代畫家笪重光《畫筌》云：「大抵實處之妙皆因

虛處而生，故十分之三天地位置得宜，十分之七在

雲煙鎖斷」。[22]這些觀點都在闡明畫的意境不能

局限於畫中所造之象，而必須在象外有更多的聯

想。

以《詩經·蒹葭》為例，其起情之主象，乃為秋

水之象和「伊人」之象。但在此兩象的背後，可包

含多種意象。秋水之象可隱喻困境、險阻、水濱隱

居之所、此岸世界等；而伊人之象則可隱喻佳人、

賢才、禮儀、隱士、彼岸世界等，（12）象的多義性引

發了更複雜的「義」和「象」，因此既增加了詩歌的

美感，也造成了詩歌本身主題的多義性。此詩歷史

上有「刺襄公說」、「招賢說」和「愛情說」、「求仙

說」等多個主題的說法，這和本詩所運用的「象」

的朦朧性是有很大關係的。

蘇軾《蝶戀花》詞（花褪殘紅青杏小），也有

同樣的妙處。其興象婉約玲瓏，最顯著者一為「天

涯何處無芳草」的芳草之象，一為「多情卻被無情

惱」句中之旅人之象。此兩象都屬於象外有象。芳

草意象具有多元性，可包含兩層聯想，一為悲傷，

一為豁達。楚辭中有「何所無芳草兮，又何獨懷乎

故都？」如果以此聯想，則作者的暗示是芳草所在

皆是，不必為此地的芳草過分流連，即俗語所謂

「天涯何處無芳草，何必單戀一枝花」。而如據此

句聯想到「離恨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或「王

孫游兮不歸，芳草生兮萋萋」之類，則暗含游子難

歸、春光易逝等悲涼情感。東坡用芳草為象，形

成聯想之多元性，此即象外之象的一種表現。「多

情」之旅人也可從傷感與曠達兩面看：旅途之人，

無端被激起一段愁緒，傷感也；多情緣自無情，本

來空寂，何足掛懷，曠達也。此詞「芳草」意象的雙

重性和多情無情關係的複雜性，讓《蝶戀花》詞的

含蘊豐富、意境雋永悠長。

又元代倪瓚《六君子圖》軸，水天空闊，六松

傲然佇立於巨石之上，令人興無窮遠想。此圖已遠

超狀物繪景之功，而有通過松樹以收君子比德和

寄懷暢神之效。

第二：「意（興）象」之「象」乃組合疊加之

「象」。

構成意境之象並非單一之象，數象互相融

攝，連成一片境，也是象外有象的一種表現。如陳

陶「隴西行」，「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

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無定河

邊之沙場白骨，與春閨少婦夢中之親密愛人，兩

相對照，令人唏噓而不忍卒讀。另外馬致遠有一

首《雙調·夜行船·秋思》更具有這樣的特點。其中

【喬木查】等二曲：

【喬木查】想秦宮漢闕，都做了衰草牛羊野。不恁

漁樵無話說。縱荒墳橫斷碑，不辨龍蛇。

【慶宣和】投至狐蹤與兔穴，多少豪傑。鼎足三分

半腰折，魏耶？晉耶？

從結構上看，此二曲好像是一些自然景物的

堆砌，歷史現象的羅列，其實，作者在這裏以他的

卓爾之思，精心地剪輯材料，為我們展示了一個極

富表現力的意象群。各個意象之間，互相疊加，互

為補充。「秦宮」、「漢闕」，何其壯觀；「魏耶」、

「晉耶」風光一時；「豪傑」與英雄，又何等顯赫。

但不過都付與「夜闌燈滅」、「衰草牛羊」、「荒

墳」、「斷碑」、「狐蹤」、「兔穴」和漫滅的龍蛇而

已。這些意象群的有機組合，使得由它們引起的聯

想極大地豐富，所表達的思想高度濃縮，溶匯了歷

代士大夫的傷秋之情，具有極強的藝術感染力，從

而達到對功名利祿的否定，對人力渺小的揭示。起

到了個體之和大於總體的藝術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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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尾之【離亭宴煞】也具有相同的特點：

蛩吟罷一覺才寧貼，雞鳴時萬事無休歇。爭名利

何年是徹？看密匝匝蟻排兵，亂紛紛蜂釀蜜，鬧攘攘蠅

爭血。裴公綠野堂，陶令白蓮社。愛秋來時那些：和露

摘黃花，帶霜烹紫蟹，煮酒燒紅葉，想人生有限杯，渾

幾個重陽節？囑咐俺頑童記者：「便北海探吾來，道東

籬醉了也。」

其中「密匝匝蟻排兵，亂紛紛蜂釀蜜，鬧嚷嚷

蠅爭血」和「和露摘黃花，帶霜烹紫蟹，煮酒燒紅

葉」恰構成二對截然相反之象，第一對醜陋之象

與第二對美麗之象的對照，形成一個完整的意境，

表達了作者對於人間功名的厭棄和高標出塵之

致，在總體上做到了興象的圓融。

第三：象外象、象外意與本象的錯位。

此類意（興）象的特點，乃在意象所營造之形

象與整個藝術境界並不相同。象所展示的圖畫可

能是令人愉悅的，也可能是令人傷感的，但背後暗

含的畫面或最後形成的意境的整體情調，卻正好

相反。如元稹《行宮》「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

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此聯表面雖則寂寥，

但引起的聯想卻可能是繁華的，暗含當年開元天

寶年間的盛世畫面。元稹此詩的獨特之處在於這

兩種畫面之「象」是矛盾的，猶如《易經》中本卦

與其錯卦或綜卦，前者是明象，後者是暗象，暗象

並沒有直接出現。兩種互相包容與對立之象形成

旁通之關係，構成了詩歌的內在張力，產生強烈的

歷史興亡感，啟發讀者自然而然地思考唐代由盛

而衰的原因。進一步說，明暗之象的對立轉化還

暗含著某種哲學思辨，興盛與衰落的循環是歷史

的宿命，猶如陰陽之互為其根？還是取決於人事

政令、勤儉奢靡？抑或蕭條本身就是繁華的反面？

實可讓人沉吟再三。

又如王昌齡《閨怨》詩：「閨中少婦不知愁，

春日凝妝上翠樓。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

封侯」。「不知愁」之少婦、盛裝靚麗形象，春日美

景，造成一種溫暖愉悅的色調，但此詩之總體意

境卻是落寞惆悵的，要突出的是突然而生的「悔」

意，這就是所謂的象外之意的別一種況味。

蘇軾的名畫《枯木怪石圖》亦深合此趣，老樹

枯淡無花葉，大石醜拙多旋紋，二者表面給人的印

象是枯老醜怪，但其「象外之意」或「象外之象」正

在於引發蒼勁飛揚之生命力，這從遒勁向上之枝

幹和層層盤旋之石紋不難領會。

第四：象與「象外之象」或「意」的規定性指

稱。

在「象外之意」的類型中，還有一種「象」與

「意」或「喻象」的規定性指向。此種特點在中國

古代的一些綜合藝術特別是戲曲中表現得特別典

型。這種固定指向常表現為規定動作，可稱之為

「程式」。嚴格說來，這些已經不屬於「象外之象」

範疇，但就表現而論，本象和「喻象」之關係仍然

具有一定模糊性和朦朧性的特點。故程式動作也

可看做一個個的「意象」，例如戲曲通過步態、眼

神、甩髮、水袖等身體動作來塑造人物、烘托人物

性格、營造環境氣氛等，故也是一種廣義的「象外

之象」和「象外之意」，但卻是一種具有規定性的

「象外之象」，這是由戲曲本身的藝術特徵決定

的。

形體動作仍不足以表現故事和塑造人物，又

延伸、創造了各種運用如翎子、帽翅、辮穗、扇子、

手絹等道具之象。

例如英雄手中的大摺扇常用來暗示威武，書

生手中的摺扇常用來渲染雟雅，侍女手中的團扇

用來顯示嫵媚，媒婆手中的芭蕉扇被用來烘托俗

氣。

結語

總之，《易傳》等早期經典的象徵思維特徵，

對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對中國

的文學和藝術也發生了深刻的啟示，形成了獨特

的審美意象論。這表現於文藝中，是特別強調「象

外之象」和「象外之意」的審美追求。審美意象成

了中國文學藝術最重要的表現特徵之一，它將世

界、作者、作品和欣賞者聯繫起來，構成藝術作品

得以實現的中間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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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 le: The Symbolic Thinking and the 
Aesthetic Imagery Theory in Yi Z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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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culture and Chinese thinking 

are characterized by emphasizing image correlation, 
also called “image thinking” or symbolic thinking. This 
featur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pistemology and meth-
odology of “seeing things and taking images” estab-
lished by “Jing” and “Zhuan” in The Book of Changes. 
By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ymbolic thinking 
in The Book of Changes and comparing it with the rel-
evant discussions in literary and art theories, this paper 
reveals what impacts or influences symbolic thinking in 
The Book of Changes have made on the presentation of 
both aesthetic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and the theory 
of image (Xingxiang), and discusses several important 
forms of manifestation of “image beyond symbol”. 

Keywords: Yi Zhuan;Symbolic Thinking/
Thought; Complexity; Mutual Hexagrams; Literary Im-
ages, Image beyond Symbol



天
經
地
義

冀 

誠
：
論
創
造
之
約(

一)

５５

婚姻關係稱為約，但我們從《瑪拉基書》中可以清

楚地看出，婚姻具有約的性質。[6]

從《創世記》的記載中可以看出，早在挪亞之

前，上帝與亞當所代表的人類之間就是創造者和

受造者的關係。上帝不但向亞當和夏娃頒佈了誡

命，而且還宣告了違背誡命的

後果。 [7]需要追問的是，能否

用約來描述和界定這種關係？
[8]我們須通過考察相關的經文

和分析約的實質要素來對此

做出回答。

（一）對相關經文的考察 [9]

1、《耶利米書》33章

19-26節

按《耶利米書》33章所

記，「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若

能廢棄我所立白日黑夜的約，

使白日黑夜不按時輪轉，就能

廢棄我與我僕人大衛所立的

約，使他沒有兒子在他的寶座

上為王，並能廢棄我與侍奉我

的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約」。

「若是我立白日黑夜的約不能

存住，若是我未曾安排天地的定例，我就棄絕雅各

的後裔和我僕人大衛的後裔，不使大衛的後裔治

理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後裔；因為我必使他們

被擄的人歸回，也必憐憫他們」。 [10]需要解釋的

是，文中提到的「白日黑夜的約」是何時設立的？

已有的研究顯示，可能成立的解釋有兩種：[11]一種

論創造之約 (一 )
■ 冀  誠

北京外國語大學法學院

考察歷代學者對聖約的研究，可以發現，學界

對於創造之約是否存在有較大的爭議，[1]而漢語

學界對相關問題進行細緻深入分析的作品尚不多

見。本文旨在論證，創造之約是存在的，其獨特的

視角和豐富的內容可以為我們理解古代以色列社

會和律法帶來有益的啟發。

本文的論述分為三個部分，第

一部分論證創造之約的存

在。第二部分論述人在創造

之約中的責任。第三部分通

過考察使命和職責的傳承，

來闡釋創造之約對理解古代

以色列社會和律法的啟發意

義。

一、創造之約的存在

如果通過《經文彙編》

等工具書進行檢索，可以發

現，「約」（ְב ּ ִר 這個詞首次（תי
出現在《創世記》6章。[2]上帝

對挪亞說，「我卻要與你立

約；你同你的妻，與兒子兒

婦，都要進入方舟」。[3]然而，

約這個詞在《創世記》6章之前沒有出現，並不意

味著上帝與亞當之間不存在約的關係。[4]例如，諸

多學者一致認為，雖然《撒母耳記下》7章中並沒

有出現約這個詞，但對照《詩篇》89篇中的平行經

文則不難看出，其所記載的是上帝與大衛立約的

事件。[5]又如，《創世記》並沒有將亞當和夏娃的

摘  要：在舊約聖經的語境中，

上帝和亞當之間的關係可以用創

造之約來描述和界定。人在創造

之約中的責任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代表上帝管理世界，二是通

過遵守誡命來敬拜和服事上帝。

創造之約對於我們理解古代以

色列的社會和律法具有重要的

啟發意義。在亞當背約之後，人

在約中的使命沒有因此而廢止，

而是藉著挪亞之約、亞伯拉罕之

約、以色列之約、大衛之約和新

約得到了傳承。

關鍵字：創造之約，約中的責任，使

命的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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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與挪亞立約之際，如《創世記》8章所記，「地

還存留的時候，稼穡、寒暑、冬夏、晝夜就永不停息

了」。[12]另一種是指創造天地之際，如《創世記》1

章所言，「上帝說，『天上要有光體，可以分晝夜，

作記號，定節令、日子、年歲』」。[13]

對平行經文的考察，有助於我們確定立約的

時間。按《耶利米書》31章所言，「那使太陽白日發

光，使星月有定例黑夜發亮，又攪動大海，使海中

波浪匉訇的，萬軍之耶和華是他的名，他如此說：

『這些定例若能在我面前廢掉，以色列的後裔也

就在我面前斷絕，永遠不再成國。』這是耶和華說

的」。 [14]在上述語境中，「定例」是「約」的同義

詞。[15]對照《創世記》中的記載，可以發現，與「太

陽白日發光」和「星月……黑夜發光」相呼應的事

件是創造天地，而不是與挪亞立約。[16]據此我們可

以合理地推斷，《耶利米書》33章中的「白日黑夜

的約」與31章中的「定例」含義大致相同。早在挪

亞之前，上帝與整個受造界之間的關係就可以用約

來描述，[17]亞當所代表的人類就活在此約的秩序

之中。

2、《何西阿書》6章7節

在《何西阿書》中，耶和華責備以色列說，「他

們卻如亞當背約，在境內向我行事詭詐」。[18]已有

的研究顯示，與「如亞當」相對應的原文有下列三

種解釋：[19]第一、在亞當（城）這個地方；第二、好

像人類一樣；第三、好像第一個受造者亞當一樣。

簡評如下：

（1）將亞當解釋為地點的一個重要論據，是下

文很快就提到了以色列人在「基列」和「去

示劍的路上」犯罪。 [20]然而，這種解釋面

臨著如下質疑：

第一、在整本聖經中，只有《約書亞記》3章明

確地提到了亞當城這個地點：「百姓離開帳棚要

過約旦河的時候，抬約櫃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頭。

他們到了約旦河，腳一入水（原來約旦河水在收割

的日子漲過兩岸），那從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極遠之

地、撒拉但旁邊的亞當城那裏停住，立起成壘；那

往亞拉巴的海，就是鹽海，下流的水全然斷絕。於

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對面過去了」。[21]從上下文和背

景因素可以看出，相關的記敘非但與以色列人犯

罪無關，反而可解讀為以色列民的信服和上帝榮

耀的彰顯。[22]可見，將「亞當」解釋為以色列人犯

罪的地點，缺乏相關經文的支持。[23]

第二、依馬索拉抄本，在希伯來原文聖經中，

位於「亞當」之前的介詞是ְכ，ּ可直譯為「如」。若
將亞當解釋為地點，則須先將原文中的ְכ ּ修訂為

ְב ，ּ再將其譯為「在」。但是，根據學者的考察，在
現存的抄本中，並無一例與上述「修訂」的表述相

一致。從經文鑒別學的角度來衡量，主張修訂的學

者並沒有為其修訂提供充分的證據和理由，此修

訂以及作為其推論的解釋帶有很強的臆測的成

分。[24]

綜上可見，將亞當解釋為地點的做法並不足

取。

（2）論及第二種解釋，有學者評價道，將其譯

為「他們卻如人背約」沒有什麼意義，「因

為不需要將以色列人比喻為他們已經是的

『人』，而且又沒有指出一項人違約的實

際內容。這樣的句子幾乎是說，以色列人

不是人，而是另一種受造之物了」。[25]在筆

者看來，「他們卻如人背約」若具備可理解

的意義，須滿足的條件是：第一、此處的

「人」是指不同於以色列民的另一個群

體；第二、上帝與該群體之間存在著約的

關係；第三、該群體違背了約中的義務，如

同以色列人背約一樣。然而，需要追問的

是，這個群體的範圍是什麼？約中義務的

內容是什麼？背約的事件是在何時何地發

生的？對於此類問題，我們無法給出明確

的回答。可見，把亞當解釋為人類的做法

即或成立，亦會因語意不清而難盡人意。
[26]

（3）相比之下，最可取的做法是將亞當解釋為

《創世記》開篇記載的第一個受造的人。

據此，亞當背約是指他在伊甸園中違反了

上帝的禁令。[27]這樣做既無須對抄本進行

修訂，又無模糊不清的問題，可謂是最自

然的解釋。[28]

從上下文來看，與6章7節相呼應的經文很可

能是4章6節：「我的子民因無知識而滅亡；因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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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了知識，我必拒絕你，不讓你作祭司；因為你

忘掉了你的律法，我也必忘記你的子孫」。以《出

埃及記》中的相關經文為參照，此處的「祭司」宜

解釋為集體的以色列民。何西阿旨在向以色列人

宣告，雖然他們曾蒙召「作君尊的祭司」，但因他

們背約，不遵行上帝的律法，上帝將不再讓他們承

擔祭司的職分。這就好比亞當因為背約而被逐出

伊甸園，不能再像犯罪之前那樣承擔「耕種和看

守」的職責。[29]

（二）對約的實質要素的分析

在舊約聖經的語境中，約有「聯結」或「拘

束」的含義，旨在規範立約者的行為。[30]考察挪亞

之約、亞伯拉罕之約、以色列之約、[31]和大衛之約

的內容，可以發現，上帝與人所立的約通常包含如

下要素：[32]

（1）引言和歷史序言，講述立約者的身份和關

係。例如，以色列之約開篇就宣告，「我是

耶和華你的上帝，曾將你從埃及地為奴之

家領出來」，[33]旨在說明耶和華作為救主

的身份和他向以色列施行的恩惠。

（2）上帝的應許。例如，上帝應許大衛說，「我

要建立你的後裔，直到永遠；要建立你的

寶座，直到萬代」。[34]

（3）約的條款，規定了人應當履行的責任。例

如，在亞伯拉罕之約中，亞伯拉罕家族所

有的男子都有責任受割禮。[35]

（4）對背約者的懲罰。例如，根據挪亞之約中

保護生命的原則，「流你們血、害你們命

的，無論是獸是人，我必討他的罪，就是向

各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

血也必被人所流，因為上帝造人是照自己

的形象造的」。[36]

（5）對守約者的祝福。例如，在第五條誡命

中，與「當孝敬父母」之責任相伴的祝福

和應許是，「使你的日子在耶和華你上帝

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37]

以此為參照，筆者認為，上帝與亞當之間的關

係具備約的要素，具體表現為：

首先，《創世記》開篇就講述了上帝創造亞當

的經過，可解讀為約的引言和歷史序言，好似西乃

之約的開篇對耶和華與以色列之關係的描述。[38]

其次，上帝向亞當所頒佈的誡命，規定了亞當

應當履行的責任，[39]可解讀為約的條款。

再次，伊甸園中的禁令明確規定了違反義務

者所當受的刑罰。[40]

第四，根據伊甸園中的禁令可以合理地推論，

若亞當能夠持續的遵守義務，則會承受生命的應

許和祝福。[41]

綜上可見，用約來描述和界定上帝和亞當的

關係有著充分的理由。在下文中，筆者將以人在約

中的責任作為切入點來論述約的內容。

二、人在創造之約中的責任

（一）創造禦令

依《創世記》開篇所記，「上帝說：『我們要照

著我們的形象、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

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

上所爬的一切昆蟲。』上帝就照著自己的形象造

人，乃是照著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上帝就賜福給他

們，又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

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

動的活物」。[42]在這段經文中，上帝在賜福中向亞

當頒佈的使命可稱為創造禦令（creat ion ordin-
ances）。結合《創世記》2章中的記載來看，創造禦
令的內容包括「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全地、

管理受造物、勞動、每週的安息和婚姻」，各項使

命之間的關係是互相補充和滲透的。[43]上下文提

示我們，「上帝的形象」（image of God）對於我們
理解創造禦令有著重要的意義。 [44]需要追問的

是，如何理解上帝的形象？我們不妨通過整理已

有的研究，對相關的問題做如下的闡釋。

1、古近東地區的文化背景

在古近東地區的文化處境中，君王是神明的

形象（image of God），是神明的兒子，理當彰顯神
明的同在，代表神明來管理世界，在世界中傳遞神

明的祝福。舊約聖經的作者很可能以上述背景為

參照來傳遞相似的資訊，亞當有上帝的形象，意味

著他是上帝設立的君王，是上帝的兒子，當用自己

的行動來見證上帝的同在，代表上帝來管理世界，

在世界中傳遞上帝的祝福。[45]考察聖經中的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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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載，可以進一步看出上述推斷的合理性。

2、君王的身份

在《創世記》1章的語境中，人有上帝的形象可

以解讀為，人是上帝設立的君王，其職責是代表上

帝治理全地。理由如下：

首先，在希伯來文的舊約聖經中，與「形象」

相對應的詞ֶצ ֶל 共出現了16次，其基本含義是「從ם
一個物件中切下來的東西」，例如，「從雕塑中切

下來的一片泥土」。[46]可見，形象反映著一個比自

身更偉大的實體，且與該實體相似。在《但以理

書》3章1節的語境中，該詞指尼布甲尼撒王造的一

座金像，被放置在巴比倫省的杜拉平原上，象徵著

王對國土的主權。據此可做類比式的推論，上帝照

著他的形象造人，目的是要讓人類代表上帝來行

使治理全地的權柄。[47]

其次，創造禦令的內容包「治理全地」和「管

理受造物」，而在舊約聖經的其他語境中，「治理」

ָכ） ַבּ ָר）和「管理」（ׁש ָד 常用來描述君王的作（ה

為。[48]因此，《創世記》1章很可能在暗示，在創造

之約中，人是以君王的身份來履行責任的。

第三，雖然《詩篇》8篇並沒有直接使用「上帝

的形象」的表述，但就內容而論，它是對《創世

記》1章中上帝創造之功的詮釋。作者在5節中寫

道，「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點，並賜他榮耀尊貴為

冠冕」，這可解讀為對創世記1章26節「我們要照

著我們的形象、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的注解。在

5-8節的語境中，「榮耀」、「尊貴」和「冠冕」都是

用來描述君王的，而「管理」和「服在他的腳下」亦

都與君王的作為有關。[49]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我們在承認相似性的同

時，亦不能忽略古近東地區的文化與聖經思想之

間的差異。在古近東地區的文化中，一般來說，只

有君王才有神明的形象。而在聖經的語境中，上帝

的形象並非只存在於政治領袖或精英階層之中，

所有受造之人的生命都有上帝的形象。[50]

3、兒子的身份

根據《創世記》5章對亞當後代的記錄，「上帝

創造人的時候，是按著自己的樣式造的；他創造了

一男一女。在創造他們的時候，上帝賜福給他們，

稱他們為人。亞當一百三十歲的時候，生了一個兒

子，樣式和形象都和自己相似，就給他起名叫塞

特」。[51]比照《創世記》1章中的平行表達，[52]可以

發現，樣式（ְד ּ מ 宜理解為對形象之含義的限（תּו
定，旨在強調形象與上帝或父親之間的不同。因

此，5章1節亦在表達，亞當是照著上帝的形象造

的。[53]依上下文的提示，賽特有亞當的形象，是亞

當的兒子，暗示了形象與兒子之間的關聯。依類比

的方式可以得出的推論是，亞當有上帝的形象，因

此，亞當是上帝的兒子。[54]

《路加福音》中的表述亦可為上述推論提供

支援。在解釋人類生命傳承的時候，路加寫道，

「賽特是亞當的兒子，亞當是上帝的兒子」。[55]已

有的研究顯示，路加稱「亞當是上帝的兒子」，可能

是以《創世記》中上帝的形象和樣式作為參照的。
[56]

4、小結

綜上可見，人之所以要在創造之約中執行各

項禦令，根本原因在於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

的。就此而論，人類對上帝和對世界都肩負著與生

俱來的責任。既然人管理世界的權柄來自上帝，那

麼人就當以上帝的僕人自居。[57]在履行管理職責

的時候，人絕不能任意而為，而當以上帝的誡命作

為準則，以見證上帝的同在為動力，通過踐行使命

來表達對上帝的忠心。[58]

（二）伊甸園中的誡命

依《創世記》2章所記，「耶和華上帝把那人安

置在伊甸園裏，叫他耕種和看守那園子。耶和華上

帝吩咐那人說：『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都可以

吃；只是那知善惡樹的果子，你不可吃；因為你吃

的時候，你必要死。』」。[59]在這段經文中，上帝向

亞當頒佈了兩條誡命：一條是耕種和看守伊甸園，

另一條是不可吃那知善惡樹的果子。分述如下：

1、耕種與看守伊甸園

從表面上看，耕種和看守園子是園丁的日常

工作。然而，整理已有的研究則可發現，伊甸園並

不是一個普通的果園，它與古代以色列國的會幕

和聖殿有著下列相似之處：[60]

（1）在古近東地區的文化中，山是神聖之地，

而伊甸園和聖殿都坐落在山上。[61]《以西

結書》稱伊甸為「上帝的園」和「聖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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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在山上的聖所宜解釋為會幕或聖

殿。[62]

（2）依《創世記》所記，「有一條河從伊甸流出

來，灌溉那園子；從那裏分支，成了四道河

的源頭」。使流經之地有豐富的出產。[63]

在以西結所看到的異象中，亦有河水從聖

殿中流出，使流經之地煥發出勃勃的生

機。從中可見上帝的同在和對全地的祝

福。[64]

（3）從伊甸流出的比遜河環繞出產金子、珍珠

和紅瑪瑙的哈腓拉，可能會讓人想起以色

列人在建造會幕的時候所使用的純金和

紅瑪瑙等珍寶。[65]

（4）伊甸園的入口在東邊，會幕和聖殿的入口

亦向東。[66]

（5）無論是在伊甸園中，還是在會幕裏，上帝

都在他的子民中間行走，意味著與他的子

民同在。[67]

（6）伊甸園中有食物，會幕和聖殿中有陳設

餅。[68]

（7）伊甸園中有生命樹，而會幕中的金燈台由

主幹和六根枝子組成，形狀好像開花的杏

樹，旨在用象徵的方式說明，生命源自上

帝的同在。[69]

（8）在會幕中，約櫃施恩座上的基路伯和繡

在幔子上的基路伯，都會讓人想起把守伊

甸園的基路伯，旨在強調伊甸園和會幕都

是從世界中分別出來的地方。[70]

（9）在伊甸園中有上帝向亞當頒佈的誡命，在

會幕和聖殿的至聖所中，裝有法版的約櫃

可比作上帝寶座的腳凳，二者都顯明了上

帝對他子民的主權。[71]

（10）伊甸園中有知善惡樹，違反相關的禁令

會招致死亡。相似地，刻有十誡的法版被

放在至聖所的約櫃中，觸摸約櫃的結果也

是死亡。[72]

（11）在希伯來原文中，「耕種」（ָע ַב 一詞的（ד
基本含義是「服事和工作」，「看守」

ָׁש） ַמ 一詞的意思是「看管、保護」。[73]（ר

在摩西五經中，這兩個詞一起使用的場合

只有三次，[74]都是用來描述利未人與祭司

在會幕中的看守和管理的職責。在舊約聖

經的其他語境中，這兩個詞的使用也常和

敬拜有關。

綜上可見，在舊約聖經的語境中，伊甸園的功

能與聖所相似，可稱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會幕或

聖殿的原型。亞當除了要像園丁那樣務農之外，還

承擔著與以色列中的祭司相類似的職責，理當維

護聖所的秩序，通過遵守並教導上帝的話來服事

上帝，敬拜上帝。

將伊甸園中的誡命與創造禦令相對照，可以

發現二者有著相通之處。在古近東地區，普通百

姓只栽種菜園，只有君王才會種植果園。由此可

見，「園丁」的工作恰與創造禦令中君王的身份相

契合。耕種和看守園子可以理解為對「治理全地」

這項使命的具體落實。更為重要的是，祭司的職責

可以提醒人們生命中的優先性。在創造之約的關

係中，踐行創造使命的關鍵在於順服上帝的話。只

有敬拜上帝的前提下，君王才能忠心地履行管理

世界的職責。只有按照上帝設立的秩序來建構婚

姻、家庭、生育、勞動和休息等制度，才能有效地

向世界見證上帝的同在，傳遞上帝的祝福。[75]

2、禁令的意義

單從文字表述的層面來看，禁令的內容是消

極的不作為，即「不可吃那知善惡樹上的果子」。

然而，在筆者看來，從創造之約的角度來看，禁令

的意義並不消極，其旨在傳達的重要資訊包括以

下內容：

（1）在《創世記》2-3章的語境中，「知善惡」

是指人在道德領域將自我絕對化，在無視

上帝話語的前提下，為自己設定判斷善惡

的絕對標準。[76]因此，從約的角度來看，

這條命令其實是在提醒亞當所代表的人

類，當牢記自己作為受造者的本分，在生

活中的各個領域倚靠創造主而活。無論是

在倫理學還是在認識論的意義上，都應該

將上帝的話作為指導生活的最高標準。

（2）從整體解釋角度來看，禁令中蘊含著生命

的應許。[77]我們可以通過法律方法中的反

向推論作參照來加以論證。 [78]從法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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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的邏輯結構的角度進行分析，承受刑罰

的構成要件是「吃知善惡樹的果子」，法

律效果是「死」。從邏輯上講，由於「構成

要件」是「法律效果」的必要條件，所以若

不違反禁令，就不會產生死亡的後果。又

因為在生與死之外不存在第三種狀態，所

以，若亞當和夏娃能夠以信靠和順服的心

來持守禁令中的義務，那麼他們會承受生

命的應許。從約的角度來看，如果說亞當

和夏娃的背約，直接體現在對上帝的話的

懷疑和背離，那麼得生命的態度就是通過

順服上帝的話，來表達對上帝的信靠，這

也是承受約中生命應許的條件。[79]

需要強調的是，雖然亞當和夏娃因背約被逐

出了伊甸園，但創造禦令中的各項使命並沒有因

此而在人類的歷史中廢止。在下文中，筆者將通過

考察使命和相關職分的傳承，來闡釋聖約視角對

理解古代以色列社會和律法的啟發意義。

[接下期]

[1]在基督教神學思想史上，與「創造之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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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參見O. Palmer Robertson: The Christ of the Co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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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al Study(Philipsburg, New Jersey: P&R, 
1988),p.22-23; O. Palmer Robertson: The Chris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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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參見《瑪拉基書》2章14節；G. K. Beale: A New 
Testament Biblical Theology: The Unfolding the 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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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venant of Creation
Ji Cheng(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Law School)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Old Testament, the 

relationship of God and Adam may be described and 
defined as covenant of creation.  Duties of the human 
beings in the covenant of creation can be summarized 
in two aspects: one is to subdue and have dominion 
over the world on behalf of God, the other is to worship 
and serve God by obeying His commandments. It 
is important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ancient Israel 
society and Mosaic Law with reference to the covenant 
of creation.  The mandates of human beings are not 
annulled after the fall of Adam. On the contrary, they 
are transferred through the covenant with Noah, the 
covenant of Abraham, the Israel covenant, the Davidic 
covenant and the new covenant.

Key Words: Covenant of Creation, Duties in the 
Covenant, Transfer of the Man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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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俱進是禮的基本精神。「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

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論語·為

政》），「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八

佾》）就是這個道理。[6]杜佑《通典》對秦漢以降諸

禮變遷做出過精彩論述，衣服製作工藝的變革使

得婚禮不應仍用玄纁及皮

為禮物；三代祭祀中的立

尸之義，久被廢止；[7]射藝

的重要性因郡縣制的推

行，列國征伐的終結而被

削弱，等等。故杜預以「略

舉數事，其餘可知也」的

道理，認為「詳觀三代制

度，或沿或革不同，皆貴

適時，並無虛事。豈今百

王之末，畢循往古之儀？」

「徒稱古禮，是乖從宜之

旨。《易》曰『隨時之義大

矣哉』！先聖之言，不可誣

也」。 [8]《宋書》卷十四

《禮》第四：「夫有國有家

者，禮儀之用尚矣。然而

歷代損益，每有不同，非務相改，隨時之宜故

也」。

古禮彌遠，傳統的禮儀、禮制、禮俗中與現代

社會的精神相背離者自然無益於實際，那些建構

在古代皇權政治下的內容隨附著機制的消亡已湮

沒在歷史之中，所以對它的研習不在照搬，亦構不

成恢復，這是禮必須變化的方面。[9]禮還有不變的

存在，那就是禮義。

凡禮的產生製作，應當符合兩個層面，一不悖

於自然界普遍規律，二符合人情人性的倫理。前者

《儀禮》禮義研究的幾個問題
■ 郭超穎

山東師範大學

一、禮之組織生成與運作的內部合

理性問題

禮就是治世，《禮記·仲尼燕居》：「禮者何

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1]社會

組織的可持續運作須要

有序合理的管理調配，這

在古人概念裏就是禮的

問題。治世在於使萬物合

於道理，故「禮也者，理

也」，[2]理，指合理。這也

是禮的目的。《左傳·成公

二年傳》曰「禮以行義」，

義，「宜也。錯心方直，動

合事宜，乃謂之為義」

（《左傳·隱公三年》），故

「義者，天下之制也」

（《禮記·表記》），孔穎

達疏云：「既使物各得其

宜，是能裁斷於事也」。[3]

禮的這種「於事合宜，所

為得理」（《左傳·昭公

十四年》疏），是社會組織的利益根本，是「義以

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左傳·成公二年

傳》）。正是鑒於以上範疇，班固《漢書·禮樂志》

言：「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4]《禮記·

祭統》曰：「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5]

一方面，禮是中華文化的核心。另一方面，由

於世界的現代化進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人們把

禮視為「落後」「愚昧」「繁瑣」的代名詞。毋庸置

疑，古禮與當今社會不相匹配，但禮的本質也必然

不為保守而生。「禮，時為大」（《禮記·禮器》），與

摘  要：《儀禮》作為禮的本經，對後世影響深

遠，所記先秦古禮的程式儀節，不但奠定我國禮

儀文化中各項典儀的基本框架內容，而且生成了

禮儀製作的設定法則和禮儀踐行的行為規範。鄭

玄對《儀禮》這種特色有深刻把握，作注時精準

地揭示出禮儀背後的情理依據，確立了一些基本

的禮學理論。這是鄭玄《儀禮注》禮義闡釋內容

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關於該問題的討論，應圍繞

《儀禮》及其鄭注，通過鄭玄注文揭示出的典型

事例，以及部分理論，找尋禮節背後的原因，進而

提煉概括出基本原則和核心原則。

關鍵詞：儀禮；禮義；鄭玄；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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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與自然的關係，後者是人類社會內部的關係。

禮符合自然界的基本運作規律，體現在古人那裏

或許更多是「天地」「四時」「陰陽」等概念，如「凡

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

之禮」（《禮記·喪服四制》），「夫禮必本於天，動

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

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

禦、朝聘」（《禮記·禮運》）。當抽繹出核心禮原則

時，會發現自然科學理論在其中的參與。這其實不

難理解，應該認識到，合理的運行模型與健康的

管理體系都必然具備科學因素。

對於人情人性，司馬遷《史記·禮書》云「緣人

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 [10]人情人性有其常

體，儀節、器用等隨時而變。禮依據人情人性制定，

以調和平衡，[11]人有探得他人隱私的好奇，也有保

護自我隱私的需要，所以禮規定「戶外有二屨，言

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

扃，視瞻毋回」，鄭注云：「不於掩人之私也」。

（《禮記·曲禮》）規定「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

者不出中間」，見兩人並立並坐，第三方不要插身

到他們中間去，鄭玄注云：「為幹人私也」。（《禮記

·曲禮》）

基於以上所言兩點，禮之義才是禮的根本。故

《禮記·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

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

知也」。 [12]古人論禮特貴禮義，正因義是禮的本

質。但這不意味禮義蘊含的東西都是不變的，朱熹

說的綱常大體層面的「所因之禮」自帝制結束便不

再是萬世不變，這也絕非等同於禮義即是綱常大

體， [13]禮義裏面一定存在著固定可因循的東西。

《禮記·大傳》所云「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

被認為是倫理道德的大端，不會變革，對於這個主

旨的認識如今也要分在哪個層面，即個人有無獨

立自主之人格，尊卑男女是否依附從屬。[14]在這些

之外，更有體現著我們核心哲學內含與思維方式的

內容。

例如我國國家烈士紀念日的流程第一項是主

持人就位後先向紀念碑鞠躬，宣布儀式開始。[15]為

什麼要先向紀念碑鞠躬？制定該流程依據在哪裏？

《儀禮·士虞禮》祭神時，迎神的祝引導代表死者

受祭的尸之前，都必先面向尸，鄭玄對此的解釋

是：以此為節。也就是儀節從即刻開始。如今在儀

式前向紀念碑鞠躬，就是一個儀節，其含義就是

「我們從這裏開始」。古今兩件事看似不相干，但

細究起來，都反映了中國人的行事思維。《禮記·曲

禮》曰：「侍坐於所尊敬，毋餘席」。[16]今天學生去

無固定座位的教室上課時，如果大家坐的距離講

台比較遠，老師會示意大家靠前坐，不要前面空著

位置，這就是《禮記》說的這個問題。古時坐在席

子上，現在是板凳、沙發，無論具體儀節器物變化

如何，尊敬師長以及不妨礙後來者的道理是沒有

變化的。舉以上這些例子是為說明，雖然現代社

會看起來和古代生活狀況已經有很大差別，但我

們思考問題的思維方式或理念還是有延續性的。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言：「禮之義，即禮普遍

之原理」。對這種普遍原理的認識，不能全部停留

在綱常等級的層面，它更包含中國禮儀文明中的

基本精神與原則，是中華民族的核心哲學內含與

獨特思維方式體現，具有文化的合理性，因而具備

歷史的傳承性。關於該問題，安東尼·吉登斯的觀

點或許可以借鑒，他認為「傳統並不是由諸如風俗

等事實組成的，而是有約束力的道德內容的一個

規範化結構。這種規範化結構有『完整性』和一種

特殊的時間性。傳統與『集體記憶』聯繫在一起，

其本身便是重構『過去時間』的一個框架，它轉而

又『組織將來時間』」。[17]應該說禮義，尤其是禮

義中禮原則的內容頗似吉登斯所指出的那樣。

二、鄭玄《儀禮注》禮義對禮儀原

則的揭示

《儀禮》是先秦時期貴族社會生活中各種禮

節儀式的彙集，是禮的本經，是記述上古禮樂最

權威的文獻，對歷代制度、法律、儀典影響深遠。

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古代律法，或說中華

法系。我國古代的律法成形於唐律和其《律疏》，
[18]而「唐律一準乎禮」（《四庫提要》），二是歷代

典禮制度。《大唐開元禮》確立我國古代儀典大體

範式，而《開元禮》即依照《儀禮》諸篇的禮儀儀

節原則設定。上古與中古，下到元明清，服飾、衣

食、宮室、官職在變化，但作為禮儀活動組織的原



天
經
地
義

郭
超
穎
：
《
儀
禮
》
禮
義
研
究
的
幾
個
問
題

６７

則正如上文所提及的，具有穩定性。

也正因此，由《儀禮》記載，探尋組織禮儀—

朝堂儀典和日常禮儀—的核心原則很有必要。然而

《儀禮》節文威儀委曲繁重，多為名物度數，這使

得經文的禮義並非直接顯明。關於這個問題代不

乏論。明代郝敬認為《儀禮》「枝葉繁瑣，未甚切

日用」，不能言發義理，[19]不以《儀禮》為經。清人

姚際恒以《儀禮》僅僅是「儀」而不是「禮」，指摘

《儀禮》論不及義。[20]《儀禮》本身「法而不說」

的特點，使禮義闡釋在禮學研究中處於相當滯後

的狀態。朱熹引陳振叔說《儀禮》「此乃是儀，更

須有禮書。《儀禮》只載行禮之威儀，所謂『威儀

三千』是也，禮書如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

三，士二』之類，是說大經處。這是禮，須自有個文

字」，認為陳氏「亦盡得」，[21]皮錫瑞言此「則猶未

知《禮經》關係之重，更在制度之上也。《禮儀經

傳通解》有《王朝禮》，即是說大經之文字，制度

雖不可略，然不如冠、昏、喪、祭之禮，可以通行」

（《經學通論·論禮所以復性節情經十七篇於人心

世道大有關係》）。

實際上《儀禮》文本重「儀」的特性恰是價值

所在。「儀」是禮儀活動得以展開，禮義得以附著

的基礎要素。如果脫離了「儀」，禮的內容與意義

也無從談起，況且「儀」中自有義存在。《儀禮》既

然是「踐而行之」的禮，周折委曲之中必有所以如

此的法度蘊藉，故朱熹言「《儀禮》事事都載在裏

面，其間曲折難行處，他都有個措置得恰好」。[22]

朱子所言的「措置得恰好」，其實就是因為有相應

之義存在。所以《儀禮》作為禮儀的一種範式，其

行事以此規範的原因，以及行事的目的意義，自然

是題中應有之義，而這都是《儀禮》的禮義所在。

事實上，闡釋儀節背後的義理一直是《儀禮》

研究的特色。如《禮記》有《冠義》、《昏義》、《鄉

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祭義》
[23]等篇目，專門闡發《儀禮》十七篇諸禮背後的禮

義。此外，從《通典》保存的一段西漢《石渠論》關

於《儀禮》射禮討論的文字也可看出。[24]這段文字

探討了兩個問題：第一，為何鄉射禮中，賓應允開

始射箭比賽時，司射會回稟主人；賓同意以樂助射

時，司射卻不再向主人匯報。第二，為何鄉射有

「合樂」環節，大射卻沒有。鄭玄無疑繼承了《儀

禮》研究的這個特色。

《漢書·藝文志》云：「昔仲尼沒而微言絕，

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孔子之前，即或孔子當世

時，經義的理解也有紛爭。關於禮義的問題，黃侃

言：「自《傳》《記》之後，師儒能言禮意者多矣，

要以鄭君為最精」。 [25]鄭玄在訓詁名物、考究典

章、闡發義理的過程中已經兼顧了禮所涵蓋的核

心要素。由於三《禮》內容性質不同，故世之所重

者不同。鄭玄注《儀禮》緣經而制，對《儀禮》文本

特色有著最精要的把握，圍繞「儀」的「措置得恰

好」進行了全面的闡釋，主體的內容即是儀節範式

的依據與目的意義。

鄭玄在注解《儀禮》時找尋到最好的方式方

法，確立了一些基本的禮學理論，在準確把握和靈

活運用經義思想基礎上，創造性建構自己的注文

體系。後世對他的駁斥存在一個缺陷，即不能系

統清晰地梳理認識問題，考辨並非是建立在對整

書考察基礎上的一種思維確立。雖然學者們都在

運用對比的方法，標榜「以本經治本經」，但經過

分析就會發現這其中的邏輯不清和錯誤，他們擇

取的標準和參照系總是出現混亂。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清人吳廷華、金鶚、韋協

夢把賓、公組耦，以及大夫、士組耦時，誰為上、下

射的問題糊塗地弄錯，反而輕詆鄭注。射禮二人

為一耦，分上、下射，《鄉射》有大夫前來觀禮，若

參與射箭，則與士相匹配。鄭玄對此解釋，大夫前

來助主人樂賓，不自相組合殊別他人，並且士為上

射，大夫為下射。《大射》公和賓組合，注疏多次說

明公為下射，賓為上射。[26]金鶚云：「《大射》非所

以興賢，當正名分，安得以士為上射乎？《鄉射》

主人為下射，不言先發，以三耦上射先發推之，知

主人後發也。《大射》君乃先發，君為上射明矣。

君不為下射，而大夫不為下射明矣」。此僅是想當

然，甚至對經文置若罔聞，著實有失學術嚴謹，因

為上、下射的儀節，經可自證，黃以周《禮書通故》

駁正：「《大射儀》耦皆拾取矢節云『上射東面，下

射西面』，又云『若士與大夫為耦，士東面，大夫西

面』，則大夫為下射《經》有明證矣。《燕禮·記》

云：『君與射則為下射，樂作而後就物』。大射與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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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同，則君為下射亦有明證矣，金氏之說，本吳氏

《疑義》誤甚」。[27]

《儀禮》經文錯綜回環，鄭氏注經亦有體例，

若不對篇章間經注熟爛於胸，可隨心勾連，則誠不

能曉暢述說，說則必錯。禮家爭議向如聚訟，有些

問題確難以遽斷，但也大量存在無中生有的情況。

清人解決了《儀禮》研究的很多問題，同樣也製造

了相應分量的問題。而且禮學在清代漸成顯學後，

許多新說異解往往都是勇於自信，不待真正把文

本切實掌握，即起而攻駁。這給禮學研究帶來不必

要的繁復和誤導。這些錯誤的理解，直接導致禮

義的錯亂。

禮義本質上反映著人類的思想情感，這種「人

情」「人性」具有超越時空，乃至文化差異的共通

性，當詮釋者與創作者有共同知識背景及情感體

驗時，就具備能夠洞察創作者意圖的可能性，即使

元典本旨的絕對客觀真實已不可印證。是謝靈運

言「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例如清陳澧《東

塾讀書記》開篇為《孝經》第一，陳澧最重鄭學，

認同鄭玄關於《孝經》為六藝總會的觀點，故而首

列《孝經》。研究者如果有相關的知識瞭解，縱使

陳氏沒有在開篇給予解釋，也可以推知《孝經》居

目次第一的原因。傳統文學批評中的「知人論世」

「以意逆志」就是說明的這個道理。

鄭玄闡發的禮義最能體現《儀禮》和傳統文

化的精神實質。首先，鄭玄兼治今、古，其經學能小

統一時代，「自是學者略知所歸」，[28]魏晉南北朝

世道「惟鄭氏禮學是賴」，[29]他的成就應置於「中

國文化史上的一位偉人，一位學術巨匠」[30]的地位

予以認識。其次，鄭玄禮學造詣的獨高，對傳統文

化要旨的融會貫通，還表現在他能踐禮行之，可為

朝廷定制上。[31]這一點同樣極為重要。正因為躬身

體行，才能真切領會到禮的精神，也正是切中禮之

的旨，方可做到非禮勿動。故東漢盧植云：「修禮

者，應徵有道之人，若鄭玄之徒」。[32]此外還有一

點，以往不被大家重視和提及，就是鄭玄高超的數

學才能和嚴密邏輯能力，這體現在他對問題的統

籌分析與把控上，後世諸多學者在這方面比較欠

缺。[33]清王鳴盛言：「經義宜宗鄭康成，此金科玉

條，斷然不可改移者也」。[34]簡言之，鄭玄《儀禮

注》非但有禮義的存在，且鄭玄的禮義闡發，不止

發禮儀之微，更是抉經之心。

三、禮儀原則研究中要至為重視的

問題

在這裏有必要特別指出，長久以往，研究者

把「禮義」理解為禮制的目的和意義。這個概念是

欠缺的，蘊藉在《儀禮》經中的禮儀規範原則，或

者說禮儀活動組織生成的原則並不是禮的目的和

意義，而是目的和意義能夠達成的合理依據。《儀

禮》所具有的禮儀活動程式單的性質，使其對禮

儀行為規範有著天然的呈現和演繹。如此，在禮

儀的目的和意義以外，揭示禮儀如此範式的原因

與依據就成為最重要的內容。簡單來講，這回答了

「為什麼」的問題。它們同樣屬於禮義的內容。

關於原因，即「為什麼」，叔本華認為，「證明

一個事物的存在和證明這個事物為什麼存在，是

兩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前者我們稱之為理由，後者

我們稱之為原因」。[35]亞里士多德指出：「我們認

為我們完全理解了一個事物，只有在我們認為知

道了該事物賴以生存的原因的時候，而且，只有這

一原因才使該事物存在，否則就是不可能的」。[36]

笛卡爾說：「沒有任何一個存在著的東西是人們不

能追問根據什麼原因使它存在的。因為即使是上

帝，也可以追問他存在的原因，不是由於他需要什

麼原因使他存在，而是因為他本性的無限性就是

原因或是他不需要任何原因而存在的理由」。[37]

原則，具有基礎性、簡潔性、核心性等特點。

「一切原則的共同之處就在於，它們是最初的東

西，任何事物都是通過這種最初的東西而存在，或

者發生，或者被認識的」（亞里士多德）。[38]總結原

則，不是簡單呈現某類現象，而是要析別內在原

因，回答「為什麼」。基本屬性和核心原則的總結

思路不是通過鄭玄注文揭示出的典型事例來看原

則的典型表現，而是對提取出的典型事例進行聚

類分析，進而提煉概括出基本原則。

任何一門學科，都應有自己的基本原理。那

麼什麼是基本？簡單來說，就是無需證明，不可證

明。判斷一個理論夠不夠基本，要看它是否可以從

另一個更完備的理論中推導出來，也就是說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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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自於另一個更完備的理論。在此基礎上，更完

備意味著統攝更豐富，適用範圍更大。而若一個

基本理論可以從另一個同等意義的理論中推導出

來，在該情況下，或許可以認為這兩個理論其實是

一個理論。

例如，在《儀禮》所記的諸禮儀節中存在一類

情況，用疾速的方式回應對方，如主國卿大夫參加

完聘享大禮後，知道自己將要被來聘國使者慰問

的，都要先前往使者館舍慰勞，連朝服也來不及

脫下；又如在國君之後接受獻酒的賓，從主人開始

酌酒就急行拜禮；再如主人接受賓回敬之後，不

待降堂放置酒具先趕緊拜謝賓不辭酒惡。這類情

境在今天的現實生活中依然存在。那是不是就可

以歸結為「禮有急承」類似的表述以權作禮的一

種規範原則？顯然不妥。因為這是一種現象，急承

背後的原因才是關鍵，通過分析發現，他們的共同

點在於受到榮寵，當甲方特別敬重乙方，乙方就會

用急承來回應，再進一步，為何榮寵就要疾速承接

呢？這才是原則研究的思路。

再如鄭玄揭示禮提倡無事者不要幹擾有事

者，注文為「不以無事亂有事」；揭示賤者與尊者

開始就位踐履要事時，賤者地位會提升，注文為

「近事得申」；揭示賤者勤勞上事時會得到更多的

尊敬，注文會說「尊之」、「貴之」；揭示卑者在活

動中得到酬報是因為勤勞事務，注文為「賤者因

事得獻」。這些注文及其代表的事例各有所指，似

乎不相關涉，也能成為各自事例類型的總結，因而

各自取得原則性的地位。但這依然不是問題的根

本。雖然不能說它們並非處理準則，但在此之上還

有更為基本和重要的理論，這些僅是典型事例，

僅是演繹。

針對以上所述，就這個層面來說，原有研究

缺少理論性框架的建構，這是最緊要的。此外對

僅有的這些原則總結提煉來看，包括鄭注奠定的

部分基礎理論，也還尚且初級，仍需要進行大量工

作進行重新審視和鍛造。主要問題有：

首先，容易把原則的典型表現當成原則本

身。造成的後果是未能追本溯源，沒有找到真正

的根本，也產生不了理論性的東西。這樣做最容易

陷入講故事模式，就是介紹禮，就等同於講各種小

故事。

其次，根據典型事例總結出的條目，看似相

同的情況實則不是同一問題。比如「禮以相變為

敬」，禮以相變為敬是禮的一個原則，也是鄭玄

《儀禮注》、《禮記注》裏一個高頻概念。以往我

們把禮儀的相異（差異）和不相因襲都劃歸到禮

以相變為敬的原因上來。且不論禮以相變為敬是

一個原則，還是一種典型表現值得討論，實際上禮

的尚變情況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為了區分尊卑展

示出的禮儀各方面的差異，這其實屬於禮區別高

低貴賤的問題；一類是相變化的這個行為動作是

為給禮儀注入一種動力，促成禮的動態生成，這種

動態中蘊含著「敬」。由此可以看出，禮以相變為

敬兩個方面不是一個問題。而且相同的儀節，也並

非相同的禮義。儀節相同並不意味著禮義的一定

相同，即共同的表像下，實質卻有著差異。所以即

使從禮儀凡例總結的角度來看，淩廷堪《禮經釋

例》這種路數的成果可以拿來做閱讀掌握文本的

基礎，但絕不能止步於如此程度的研究。

再次，混淆原則和條例的概念。《儀禮》研究

需要明例，就是歸納通用的條列，注疏已經進行

過這項工作，最具代表的是淩廷堪做出《禮經釋

例》，但對《儀禮》「例」的總結帶來的誤區是各種

例概念的混淆。首先，淩廷堪的例是「如何做」的

問題，如「凡迎賓主人敵者於大門外，主人尊者於

大門內」「凡始卒於室，小殮後則奉尸於堂」，而禮

儀原則是「為什麼」的問題，前者是具體行禮儀節

的歸納，後者可以看成禮的屬性。其次，曹元弼提

出經文例、注文例以後，禮的原則又被看成鄭玄注

文裏的凡例。曹元弼《禮經學》於「鄭注每就一事

示例」列「凡禮不參、凡禮不必事、凡敬不能並、凡

禮卑者先即事尊者後」，[39]以上都是歸屬不明的

問題。

毫無疑問，鄭玄必定知悉禮儀背後的道理，

這也是著成《三禮注》的前提，後世學者在此也有

造詣深厚的，但傳統的著述形式，有著的明顯不

足，就是大都可意會不可言傳，甚至有陷入談玄的

嫌疑。非要闡釋人和閱讀者具備相應的專業水準，

才能做到理解。這就限制禮學這門學科在現代學

術體系中應有的地位和該做的貢獻。現實中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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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人類學、社會學、管理學上的很多知識都被

跨學科借鑒，禮學研究也只有建構出一個完整的

學科框架才能做到更積極地為國內外相關人員所

運用。而禮的原則就是其中最大的短板。

《荀子·勸學》曰：「禮樂法而不說」。這裏的

「禮」，便是指《儀禮》，正是因為《儀禮》重「儀」

的這種特色，使得其思想精髓很難被平易的理解

和領會。故《荀子》又言「學莫便乎近其人」，從而

進一步講良師的必要和重要。這恰說明，如果繼續

沉醉於因循舊有的研究方式，則很難對這門學科

進行定性和定量研究。這樣容易導致在禮的基本

問題研究上進入陳陳相因的境地。

簡單來說，禮的原則，是禮的組織生成與開

展應該遵循的基本法則。我們須要做的工作是依

據鄭玄的揭示和總結，充分吸收前人對鄭注所做

的補充和疏解成果，在這個基礎上，進行抽繹研

究。

四、經義不必然保守與禮非一勞永

逸

章太炎指出「現在的時世和往昔不同，但是

所變換的只是外表的粗跡，至於內在的經義是亙

千載而沒有變換的，所以古未必可廢。所著重的在

善於推闡，假使能夠發揮他的精義，忽略他的粗

跡，那麼以前種種，未必無補於現在」。[40]「若夫

經國利民，自有原則。經典所論政治，關於抽象

者，往往千古不磨，一涉具體，則三代法制，不可行

於今者自多」，[41]所以頑固不是經典固有的特性。

許多關於經學不必然保守的探討，所能談及

的就是清代今文經學復興，似乎此外就沒有什麼

其他徵實。事實上，或許應該說，禮作為一種社會

管理手段，在歷史上相當時期都更起著一種積極

的意義。自上古至秦漢，從漢末到南朝，再至唐

宋，禮一直努力適應時代大的變遷，並隨之改變，

維護當時的社會穩定，促進生產。秦的禮制建設

順應戰國來的時代變革，做出適應社會生產發展

和觀念革新需求的努力。漢末至南朝議禮非常豐

富，中古禮也在此間基本孕育定型。這正說明禮在

積極處理社會湧現的新問題。這在《通典》裏有豐

富的材料。具體到每個朝代也有各自的情況，這從

正史的禮樂志即可看出，如晉朝的廟制問題，唐代

武廟祭祀問題。而禮與法的關係，也很能說明禮於

治世的效用，唐代官員銓選有書判的考核項目，注

重培養和考察士子「臨政治民」的綜合能力，判文

分為「擬判」、「案判」、「雜判」三種類型，禮的因

素是判文的一個基礎特徵，尤其是擬判多依據禮

文而擬定問題，這種訓練看似是一種考試模擬，實

質上卻是用禮的合理性設定在假設中達到觸類旁

通的效用。

每個時代都有新的社會問題產生，當新問題

產生以後勢必沖擊並有可能打破就有的制約平

衡，此時便需要根據禮的一些核心基本精神進行

推禮，然後制定新的規範以來維護社會的平衡和

穩定。

禮的活力與僵化其實質上體現著一個社會

政治民生的總體形勢，所以當社會制度走向衰落

之時，其禮制必然也將存在著諸多弊政而備受詬

病。例如在漢代後期進步思想家對喪禮中諸多弊

病的無情諷刺和揭露。但是這裏面也有一個問題，

就是禮制在一個王朝走向滅亡之時所受到的抨擊

不代表禮本身就應該被徹底拋棄，相反它必將隨

著新王朝的建立被重新調整，這也是中國古代社

會歷有修禮的原因。在一個朝代中，禮制需要隨著

社會發展逐步出現調整；而在易代之際，則又必然

會有新禮制的構建而適應新的社會發展需要。所

以，對於禮制的批判和摒棄需要就時就勢而論，一

個鮮活的社會必然有足夠的勇氣去締結新的禮儀

平衡。

禮儀規範的引導不是一勞永逸，風俗教化更

不是，不能因一時風俗的好壞，或俗世俗情的妥

否，來否定禮儀原則的合理性。這就如同即如人類

努力到今天，在世界範圍內依然不能根本上消除

貧困、歧視、戰爭等問題。但這絕不代表發展本身

的可有可無。

尤其牽扯到風俗、禮俗問題上，該問題更要

辨明。因為禮儀習俗的特點在於人民因循情性，

這就可能出現恣肆的局面，缺少必要和一定量的

理性，如攀比、奢侈，甚至流俗、惡俗。但禮卻是制

約和平衡，是一種規範，講求自尊自愛。例如當今

廣為詬病的婚鬧。根據《禮記》記述，至少在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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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很長一段時間內婚禮不賀，不用樂，[42]後來這種

以為規範的情況發生變化，《漢書·地理志》云燕

地「嫁娶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為榮，後稍頗止，然

終未改」（卷二十八下）。《群書治要》引仲長統

《昌言》：「今嫁娶之會，捶杖以督之戲謔，酒醴以

趣之情欲，宣淫佚於廣眾之中，顯陰私於新族之

間，污風詭俗，生淫長奸，莫此之甚，不可不斷之

也」。[43]楊樹達《漢代婚喪禮俗考》就此云：「而為

之賓客者，往往飲酒歡笑，言行無忌，如近世鬧新

房之所為者，漢時即已有之」。[44]《意林》及《太平

禦覽》八四六引《風俗通》「汝南張妙會杜士，士

家娶婦，酒後相戲。張妙縛杜士，捶二十下，又懸足

指，士遂至死」。 [45]《酉陽雜俎》記載：「律有甲

娶，乙丙共戲甲。旁有櫃，比之為獄，舉置櫃中，覆

之。甲因氣絕，論當鬼薪」。[46]北宋末年莊綽所撰

《雞肋編》記載：「諸禮頗多異事。如民家女子不

用大蓋，放人縱觀，處子則坐於榻上，再適則坐於

榻前。其觀者若稱歎美好，雖男子憐撫之亦喜之，

而不以為非也」。[47]由此可見，婚鬧行為一直斷續

出現，今天仍需社會管理者注意，並加以引導規

範。更為重要的是，婚鬧本身不屬於禮的範疇，且

嚴重違背禮的精神，特別是婚禮的意義內涵。也

就是說這種習俗雖然有著禮俗的意味，但恰是禮

要規範的內容。

又如冥婚的習俗，這更是禮所不認同的，《周

禮·媒氏》：「禁遷葬與嫁殤者」。鄭司農注：「遷

葬，謂成人鰥寡，生時非夫婦，死乃嫁之」。所謂

嫁殤，「殤，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生不以禮相

合，死而合之」。鄭司農：「嫁殤者，謂嫁死人也，

今時娶會是也」。孔穎達疏：「殤者，生年十九以

下而死，死乃嫁之，不言殤娶者，舉女殤，男可知

也」。《三國志·邴原傳》記載，曹操為其子曹沖配

陰婚，欲以邴原早夭的女兒合葬，被邴原以不合典

制拒絕。但此後與甄氏亡女合葬，完成冥婚。唐中

宗、韋後也先後操辦過3次冥婚，事見《舊唐書·懿

德太子重潤傳》《蕭至忠傳》，但即使上至皇室、

下至民間皆有這種現象，亦為時議所諷諫。

社會管理不可能一勞永逸，禮的設立與運作

也是如此。如果通觀風俗史，就會發現很多問題反

復出現，王利器《風俗通義校注序例》提到歷代對

風俗教化的重視，其云「漢代且設有風俗使，常以

時分適四方，覽觀風俗。……唐德宗時，遣黜陟使

行天下，陸贄說使者庾何，請以五術省風俗為首

務。樓鑰《論風俗紀綱》謂：『國家元氣，全在風

俗；風俗之本，實繫紀綱。』鄭曉《論風俗》謂：『夫

世之所謂風俗者，施於朝廷，通於天下，貫於人

心，關乎氣運，不可一旦而無焉者。』黃中堅《論風

俗》謂：『天下之事，有視之無關於輕重，而實為安

危存亡所寄者，風俗是也。』其視風俗之重也胥若

是，蓋未嘗不以移風易俗為手段，而達其潛移默化

之目的」，原因在於「良以吾華為多民族之國家，

幅員廣大，人口眾多，『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共

俗』，故爾古之大一統之君，繼同軌同文之後，莫

不以同風俗為急務也」。[48]

每個時代都不乏風俗的批評和反思，若把風

俗和禮制定的原則依據混為一談，是極其錯誤的。

如美明恩溥在對中國禮儀批評時所提到的：「宴請

時也會採用同樣的規矩，這是一種你們從未見識

過的恐怖（一種過分慷慨的恐怖），熱心的主人會

特意在你的盤子裏堆滿豐盛的食物，他認為你應

該喜歡這些好吃的東西，卻對這樣一個事實視而

不見，即你根本沒有食欲，一口也咽不下去。主人

會說，要怪也只能怪你自己，而在他看來，他毫無

疑問已經盡到了他的地主之誼」。[49]即使該位作

者遇見過多次這樣的情況，也僅是說明當時宴會

的主人確實失察，但作者的這種認識卻抹殺和曲

解了禮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充分尊重對方意志，

給予對方意志自由。禮的目的完全不是脅迫禮儀

中的人，人在禮儀中成為木偶，僅僅是按流程走。

所以，風俗、習俗或者日常中的一些慣有作

法，與禮有關係，但不能說這就是禮。禮的內涵和

外延諸多學者都有過探討，[50]這也是值得大家所

注意的，即在禮的探討中不能把概念混淆。

五、總結

《儀禮》十七篇事涉豐富，在禮節儀式上展

現非常細膩，在委曲周折之間，幾乎比較完美地呈

現了措置的恰當。這就為它充分蘊藉禮義提供了

必要基礎條件。例如經文記述的「互稱對方心意」

儀節，大意是我方在對方情誼表達後，順接該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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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就其所強調的事宜進行補充式重復，該情境於

現實禮儀中依然存在。反過來看，如果需要單就現

實中該現象進行討論，想找到歷史沿襲的存在，就

會發現如此瑣細的東西《儀禮》恰好也有闡釋，所

以這即是《儀禮》情境和程式細膩所帶來的好處。

後世典儀文本在細節記述上的粗疏，也意味著空

白點的大量存在。從這層意義上來說，《儀禮》對

某些要求情境豐富細密的研究方向有著特殊的價

值和意義。禮義研究就在其中。

鄭玄的工作已經大略完成禮原則的揭示和闡

述，這也為後世制禮提供借鑒的方便，也就是說雖

然鄭注沒有直接建構理論框架，但對核心問題都

給出了答案。借助鄭玄注文，通過對漫散的禮義進

行重新勾稽和研究，可以把禮的組織生成和運作

遵循的基本原則豐富完善起來，使這部分內容成

為一個獨立完整的理論體系。顯然這是十分重要

的。在此基礎上，應該認識到鄭玄禮義尚且不足的

方面，注文畢竟附屬於經文，這也是目前禮義研究

工作的困難所在。一方面，並非所有注文內容都達

到理論層級，很多僅還是就事闡述的語言表述風

格，這就要求繼續給予提煉概括。另一方面，就這

些禮義去進行聚類分析，探求其本質內容則更非

朝夕可成。

中國歷代典儀制度，無論外在表像如何變

化，其內在核心原則是極其穩定的。因為原則反映

的是思維方式和哲學內核。有的變化，雖屬內部指

導精神的變化，如皇權權威逐漸加強後的一些調

整，事實上所謂中國古代禮制大變化所在也集中

在皇權加強這塊，帶動的是禮制內部諸方面隨之

與其相適應。即使這樣，實質上也沒有動搖禮組織

建構的根本原則。因為這僅是某原則的典型事項

出現了增刪和變動，而諸如「尊主分明」、[51]「動

態平衡」、[52]「相人偶為敬」、[53]「貴重勤勞」、[54]

「漸成而有終」[55]等這些概念不會變化。另外，經

過研究分析也會發現，這些原則同樣被現代社會

禮儀所沿襲，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儀禮》中活動

原則的設置更與今天日常生活禮儀的精神風貌相

契合。這正是因為《儀禮》產生於先秦，比明清皇

權絕對權威的時期相比，它雖然與今天的時代間

隔更遙遠，但精神或亦未必然不更接近。

禮義是禮的根本，闡釋義理也是經學的固有

學術傳統。在現代學理下，重新重視禮義的挖掘漸

成學界共識，《儀禮》經注的禮學理論尤其值得研

究者注意和重視。平心而論，禮的理論研究一直以

來尚嫌不足，至少與它的地位不符合。總體上，對

禮的基本原則和核心原則的探討還應繼續深入，

本論文所做工作也僅是一個開始。諸多工作還須

要進一步去摸索，以確定在該議題研究上建立一

套更加科學合理的方法論。關於禮原則的討論，

或許能夠給禮學研究帶來一些思考，這未嘗不是

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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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全集》第一輯，405頁）黃侃：「有禮之意，
有禮之具，有禮之文」。（《黃侃國學文集·禮
學略說》，第359頁）錢玄：「夫學《禮》不外
四端：一曰禮之義，二曰禮之節，三曰百官之

職，四曰禮之具」。（《三禮名物通釋》，第1
頁）彭林認為禮的要素有：禮法、禮義、禮

器、辭令、禮容、等差（《中國古代禮儀文

明》，第34頁至第44頁）。張壽安認為禮之三
義為禮制（典章制度），禮儀（儀文節式），

禮義（價值道德）。其他討論文章如，關長

龍：《中國傳統禮學資源溯論》，《中原文化

研究》，2014年第2期。胡新生：《禮制的特性
與中國文化的禮制印記》，《文史哲》，2014
年第3期。項陽《禮俗·禮制·禮俗—中國傳統禮
樂體系兩個節點的意義》，載《中國音樂學》

2017年第1期，第17至28、第36頁等。
[51]筆者按：尊主分明是指禮儀活動中要尊敬和崇

尚的物件應明晰確定，沒有嫌疑。一方面是不

並敬，即不能同時對等地尊崇兩個物件。物件

不單指人，也可以是禮儀主旨、空間等。另一

方面是意旨歸屬確定。當一個禮事行為明確下

來，這個陳述句中的主語和賓語即成禮儀主旨

所指的對象，是禮儀權限的擁有者，行動意圖

是歸屬於他們的，其他人都不可挈取這個陳述

句中的主語和賓語。任何其他非當禮者都不可

越過角色定位領取當禮主、客方的禮儀意旨歸

屬。（以下數條概念可參看拙作《〈儀禮〉鄭

注禮義發微》）
[52]筆者按：動態和平衡是禮的宏觀狀態，執禮就

是一個新平衡態產生的過程，它要求禮講求動

力的注入，以促進事情的運動發展。同時面對

舊有平衡被打破的傾向，執禮者要隨實際調

整，以保持組織有序穩定發展。
[53]筆者按：「相人偶」的「相」就是互相的意

思，「人」包含著一種情感認知，有仁愛和尊

敬思想的蘊藉。相人偶，就是主客方執禮時動

作行為上的相攜同，以與對方之意相共存。從

廣義上說，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不應僅

有個人意識，而要考慮到他人的存在，個人的

言行都隱含預留著他人的位置，這就使我們做

人做事時有仁愛之心，充滿對他人的敬意。
[54]筆者按：禮重視和敬重勤勞於事者，禮應用於

社會管理，就必然需要崇尚貢獻，給予勤勞者

榮耀，這包含勤勞上事者貴、「近其事得

申」、「不以無事亂有事」、賤者因事得獻等

內容。
[55]筆者按：禮是循序漸進的，過程的遞進包含氣

氛峰值的營造和行事的合乎時宜；「有終」講

求在禮儀即將結束時要順勢漸備，不另行推崇

新的敬意，以及正式完畢時易於退去。此外，

尊卑為禮時，禮將終結，是尊者示意禮成；賓

客之禮，則是活動的發起者示意禮成。

Some problems in the study about the 
meaning of etiquette of The Propriety and 
Ceremony

Guo Chao-y ing (Academy of Lite rat u r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ropriety and Ceremony is the 
herbal classic of the rite with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later generations. The ancient etiquette program section 
in the book of the pre-Qin period not only laid the 
basic framework of Chinese etiquette culture but also 
generated the etiquette of act set rules and norms. When 
Zheng Xuan noted the Propriety and Ceremony, he 
seized the features of the book, revealed the reasonable 
basis behind the etiquette accurately and established 
some basic theories of rites. T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propriety in the Comment of the Propriety and 
Ceremony by Zheng Xuan. This paper revolves around 
The Propriety and Ceremony and Zheng's comments, 
through typical examples and part of the theory which 
revealed by Zheng's comments, looking for the reasons 
behind the etiquette, then refines and outlines the basic 
principles and core principles.

Keywords: The Propriety and Ceremony; The 
meaning of Etiquette; Zheng Xuan; The Principles of 
the Rit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二○

二○

年
第
二
期
（
總
第
一○

三
期
）

文
化
中
國

７６

下篇所見，因《天下篇》是先秦後期的道家思想，

綜合評述春秋戰國各家各派學說，是對中國哲學

始創期的總了解，開始一段即提出這時期中國人

思考的問題，並影響了以後中國文化思路的重點。

《天下篇》始段大概提出三重點：

1.《天下篇》第一個重點是說明宇宙真理之源：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

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

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

惡乎在？曰：無乎不在。

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

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

於一」。[1]

《天下篇》一開始區

分了「方術」與「道術」，

「方術」指限於一規則或

方法的學問和觀點，「道

術」指真理之道的學問和

觀點。跟著問道術存在於

那裏？答案是無所不在，

莊子跟著問自古崇高的

「神明」與「聖王」從何而來？「神明」的解釋可見

於《淮南子》：「若神明，四通並流，無所不極，上

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而不可為象，俯仰之

間，而撫四海之外」。[2]神明為無所不在，且能化育

萬物的神聖本體。林雲銘說：「神者，明之藏。明

者，神之發。言道術之極也」。[3]但《天下篇》將神

明與聖王並舉，故此中的「明」字，是由「神」所

「出」，可指是神聖本體的「發出體」，發出什麼？

內聖外王
──從中國哲學基源問題探索中華神學(一)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哲思慧語

中國哲學的基源問題： 

建立內聖外王之道

中華神學是基督教生根在中國歷史文化的神

學反思，中華神學的方向，是以中國人的心靈來消

化基督教聖經的真理，在持守聖經核心信仰下，以

中國人心靈所產生的問

題，來作神學反省，從聖

經提出回答，建構中國神

學思想的特質。

中國神學反省，必須

能面對回答中國人的問

題，運用中國的思維方法

和特有理念，去建造中國

基督教的神學。這使神學

擺脫了西方的思想框架，

而讓信仰與中國人的心

靈呼應。

通過中國人的心靈

去消化基督教，能夠一方

面讓基督信仰對中華民

族的前途、命運與處境有適切的承擔，另方面使基

督信仰與中國文化的理念交匯與融合，使信仰能

夠在中國文化的土壤生根，成為中國人生命與生

活的一部份。

中華神學的起始，是先掌握中國文化關注的

基源問題，及中國哲學對宇宙與人性的核心哲理，

再以這哲理的一些理念與思維方法，去作神學反

省。中國哲學一開始的核心關注，可從《莊子》天

摘 要：《莊子》天下篇是對中國哲學始創期的總
了解，有三重點，一是說明宇宙真理之源在道術，

二是描述人類原初狀態的完美性，三是真理被天

下人的偏見所分裂，引致「內聖外王之道，暗而不

明，鬱而不發」的問題。從中華神學反省《莊子．

天下篇》，這三重點有神學意義：一是宇宙終極真

理：「道術」、「太一」與「神明」。二是人類原初狀

態的完美性。三是罪性，真理闇而不明，偏見撕裂

天下的罪世界。

關鍵詞：《莊子．天下篇》，道術，太一，神明，偏

見，終極真理，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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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字也有光明之意，故是由神聖本體發出的靈

光或榮光。神聖本體發出靈光，就如神聖價值在現

世所成就的即是「聖王」之王道。而這一切的真理

皆源於一，是一個無限之道。

2.《天下篇》第二個重點是描述人類原初狀態的
完美性：

「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

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

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4]

古聖人是完備地了解「道術」，故能配合神聖

本體及其彰顯之道，至於醇的意思，章炳麟云：

「醇，借為準」。[5]又《釋文》：「淳，音準」。即古聖

人按天地之標準。去化育萬物，帶來天下和諧，使

人民生命得滋潤，所謂「本數」與「末度」，《成玄

英疏》謂「仁義」與「名法」，聖人明白道的根本在

仁義，連繫於道之末節，即名法。六指六合，即四

方上下，亦即空間。四，指四時，即時間。即聖入在

空間通達，四時順暢，對大小精粗的事物，都無所

不在地運轉其作用。

3.《天下篇》第三個重點提出其時因天下大亂，
形成真理被分裂的問題：

「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

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

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

該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

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

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

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

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

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6]

莊子指出當前狀況是天下大亂，賢聖的道理

不能彰顯，道德的標準不能統一，天下人大多憑

借一偏之見，就自以為很了不起。譬如眼、耳、口、

鼻，各有各的作用，但不可能交替通用。又好像各

種各樣的技藝，各有各的長處，適用時就能派上用

場。雖然如此，不能全面周遍，不外偏執一端的人。

他們分割了天地之美，離析了萬物相通之理，肢解

了古人的全面性，很少能夠完備地掌握天地之美，

述說神聖本體及王道的內容。所以內聖、外王的道

理，晦暗不明，被鬱壓而不能發揮，天下的人各自

追求其所偏執的看法，自以為是完美的方術。可悲

啊！眾學派遠離真道而不能返歸，必然不能合於古

人的道術！後世的學者，不幸地不能見到天地的純

全真相，及古人對真理之道的全貌，真理也就被天

下人的偏見所分裂。

總結《天下篇》前段，莊子在先區分「道術」

（真理之道）和「方術」(有偏見的學問)，指出，道
術「無乎不在」，「皆源於一」，即真理只有一個，

是無限的。古人明白道術，故能感通天地，育澤萬

物萬民。至於「方術」，則是只從片面去看真理，所

謂「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平常人執著其所看

到偏於一面的觀點，而建立「方術」的框框，莊子

特別提到，因天下大亂，引致「內聖外王之道，暗

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

為方。……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

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7]這「內聖外王之

道」，其實即為道術，即真理之道，當其暗鬱不發，

人執於偏見，道術就分裂。

「內聖外王之道」是中國歷來思想家追求的

理想，指人內在生命可達致聖人的品質，外在世界

可達至依聖人之王道治理，而使天下運作有道，達

至和諧與和平。所謂「道術」，即指依真理之道的

運作，內聖外王之道就是將道術實現出來。

但因天下大亂，人人都迷執於真理的某一面，

形成偏見的理論架構，引致真理被偏見所分裂

了。故中國自古思想的基源問題，是如何使這大地

上的人，走出偏見的迷惑，能活出有道的生活。題

「內聖外王」的追求，是一種生活上達至美善幸福

的要求，中國人這種思想路向，和西方文化起源時

的希臘哲學路向不同，希臘哲人如泰利斯(Thales)
探求宇宙之根源，柏拉圖(Plato)思考超越的最高理
型真理。希臘哲學起源於對宇宙萬有存在的驚奇，

其基源問題是追問宇宙的起源與存在的真相，中

國哲學起源於追求生活美善價值。

在先秦後期的綜合性思想，還有儒家《禮記》

的大學與中庸篇，《大學》中的八達德，從格物、致

知到治國、平天下，及《中庸》講未發之「中」，及已

發之「和」，都是追求「內聖外王」的同類思想。可

見這是中國思想最創發期的綜合關注重點，可視

為中國哲學的基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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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天下篇》前段的三重點神

學意義

從中華神學反省《莊子．天下篇》，首先發現

其三重點有神學意義：

1.宇宙終極真理：「道術」、「太一」與「神明」

《天下篇》第一重點是開宗明義說明宇宙終

極真理，指出道術(真理之道)的本體獨一而無限，
是「神明」(神聖靈光)及「聖王」的根源。這在神
學上，涉及探討上帝的性質，《天下篇》言道術的

獨一無限，與上帝理念有相似及可融通之處。可從

《聖經》作神學的探討：

(1)《太一生水》篇與《聖經》的哲學神學彼此參
照：

《天下篇》先論宇宙原於一，後即提到「神

明」的降與出，對「一」與「神明」的了解，中國近

年考古上有重大發現，是「郭店楚墓竹簡」，其中

有一已佚失的《太一生水》篇，共十四簡三百零五

字，提到宇宙生成論，一切萬物始於「太一」，這太

一與《天下篇》中講「皆原於一」的意思一致，即是

宇宙獨一本體。跟著又提到「神明」如何在宇宙生

成過程中被建成。

《太一生水》篇原文說：「太一生水，水反輔

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輔太一，是以成地。天地復

相輔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復相輔也，是以成陰

陽。……陰陽者，神明之所生也，神明者，天地之

所生也，天地者，太一之所生也。是故太一藏於水，

行於時。周而又始，以己為萬物母」。[8]

從《太一生水》所描述的宇宙生成與發展，先

是太一，由太一生水，水成天地，天地成神明，之

後才有陰陽。這與《聖經．創世記》平行閱讀可有

很多可參照之處。

《聖經．創世記》一開始說：「起初，上帝創造

天地。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上帝的靈運行在

水面上。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9]宇宙起初是

上帝創造(bara')天地，希伯來文Bara'常以上帝為
主辭，指上帝使其「從不存在中而創造和形構其

存在」。「空虛混沌」在希伯來文是tohu wa-bohu，
指荒涼、虛空、混亂。古代希臘七十士譯本譯為

「不可見與未成形」。「淵」在希伯來文的是

tehom，指大水，描述為「黑暗」的大水。而後上帝
的靈運行在原始黑暗的深淵上，上帝說要有光，就

有了光。其過程即獨一的上帝創造天地，原先是荒

涼混亂的黑暗大水，上帝創造光明，展開了秩序。

這程序與《太一生水》篇近似，若太一指至高

獨一的造物真理，是與上帝接近的概念。然後上

帝創造天地時，先有原始混沌的大水深淵，這時

天地萬有是不規則的潛質，而後再在黑暗深淵中

產生了光，秩序就開始。科學家Schroeder認為這
是指宇宙原始大爆炸時，光子從黑洞中釋放。[10]

然而《聖經》所言的光，似不單指光子，而且是一

切秩序的根源，這光是照明原始的混沌黑暗，進

而消解了混沌和黑暗。光是指一種展開宇宙的能

量，涵藏一切自然規律與數學原理的創造性力量，

使混沌轉為有序。在《聖經．約翰福音》也提到創

造時的光：「太初有道，道與上帝同在，道就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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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這道太初與上帝同在。萬物是藉著他造的；凡

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造的。生命在他裏

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

在世上的人」。[11]這裏形容光是一切生命之始，同

時也是一切價值的根源，不但萬物藉之而被造，且

是人生命之光，或可稱為一種靈光，而非物質之

光。

回頭看「神明」的意思，莊子將「神」和「明」

兩字分開來的，其實其他古經籍也有。如《易．繫

辭傳》：「神而明之」，《管子．心術篇》：「獨則明，

明則神矣」。可見「神」和「明」是兩個概念的合用

如「天」和「地」，「陰」和「陽」，均是兩概念的結

合。「神」應指神聖奧妙本體，「明」指神聖本體發

出的靈明。

在郭店竹簡中先有「天地」，才「成」「神

明」。何謂天地呢？「太一生水」篇中，在宇宙起源

時：區分「生」與「成」及「反輔」與「相輔」兩組概

念，「生」水是一「創造」過程，而水「反輔太一」，

是水回頭來輔助太一的力量，就「成」天，「成天」

即建造(不是創造)了天，這天再反輔太一而成地。
水是指原始的深淵，在未有神明之光時，萬

有只是潛質，水的「反輔」是協助至高造物者太

一，完成天地的建造。原始的天地在其中漸形成，

太一生水篇：「下，土，而謂之地，上，氣也，而謂

之天」。已說明地是土，天是氣。在初創時「天」和

「地」只是大水中的雛形，應類似《聖經．創世記》

所言的混沌狀態，要有光之後才有秩序，這在《太

一生水》理念即是「神明」。

太一及神明的關係，可從《鶡冠子》書中看到：

「泰一者，執大同之制，調泰鴻之氣，正神明之位

者也」。[12]泰一似是指具智慧的至高造物主宰，掌

握（執）宇宙萬有共同秩序，調節原初混沌之氣

（山海經曾言「帝鴻」，為混沌之獸，泰鴻應指原

初之混沌），這氣的調節當可指秩序形成的過程。

所謂正「神明」之位，就是使宇宙的神聖靈光，得

正確位置而使一切的動力，在黑暗大水中將混沌

中的天地形成有秩序的一切，於是才分陰陽兩大

原則，成為創生萬有的基礎。

宇宙由原初的一體潛質，化而為兩極之變化，

天與地，神與明，陰與陽，於是宇宙的生成，乃成

為一「相輔」的過程，此中可見作者頭腦很清楚，

作為宇宙獨一的始源，太一是「生」水，那是指「創

造」，從無而創造原始的深淵，萬有之潛質。之後是

反輔及相輔而「成」世界一切。

這與《聖經．創世記》用「創造」（bara'）一辭，
指「從不存在中而創造和形構存在」是一致的。而

這原初之潛質與太一合而有的創造，名之為「反

輔」，之後即用「成」，而不用「生」的概念，「成」字

類似創世記中的建造（asah）一辭，是將已有的再
建造發展形成，並非由無而有。由此展開了天的原

初秩序，再成地的秩序，於是天地分判，創造的規

模初具。神聖靈光照遍，萬有規律之道即確立，由

之以後的程序，就是「相輔」的發展，即萬有依秩

序而生化，不再是由無而有了。

《太一生水》與《聖經．創世記》的宇宙生成

論有一平行相似的程序：

甲：宇宙從獨一而無限的造物主而被創造，上

帝或太一。

乙：首先是黑暗的深淵大水，天地或地在其中

仍是混沌荒涼。

丙：造物主開始了光或神明的明照，是一切秩

序的開始。

不過兩者也有不同，「太一」是中國早期的哲

學觀念，與莊子所言的「皆源於一」中的「一」，及

「無乎不在」的「道術」，意義接近。也通於老子之

說：「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13]意思聖人是能

懷抱獨一真理的。又云：「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

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穀得一以盈，萬物

得一以生，侯王得一化為天下貞」。[14]這「一」是天

地清寧的本質，神明（宇宙靈光）之靈性，又是無所

不在而遍一切山谷之中，更為萬物創生的根源。此

外，與之相關的，還有「太極」、「泰初」及「一」這

些概念。

「太一」是一哲學上至高造物者的理念，上帝

是一宗教信仰的對像，其分別在上帝有說話，上帝

的說話創造萬物，說話也可與人有感應溝通，而產

生啟示及人與神的感通。在新約就用「太初有道」

來說明，「道」是希臘文「邏各斯」(Logos)，即說
話，既創造萬物，也能道成肉身來人間。「上帝」是

一神學理念，與「太一」作為哲學理念是有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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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可相通而互相參照。

(2)「神明」的「降」與「出」及神學的啟示觀

論到《天下篇》所言「神何由降，明何由出」，

「神明」的「降」與「出」，在神學上涉及神聖世界

如何臨在於人的問題。中國古文化中「神明」的觀

念十分獨特，既是宇宙的生成原理，可解為宇宙原

初的神聖靈光，是神聖世界發出的榮光。

但神明在其他典籍，又可指人的靈悟性，如

《淮南子》：「見人所不見，謂之明，知人所不知，

謂之神，神明者，先勝者世」。[15]這是指人在內心

可有獨見獨知，神明是指人的靈悟知見本性。又易

傳：「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16]這是指人內在的

「神」可以「明」，即人內在有靈性，可以明悟或照

明世界。又孟子：「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17]這

「神」是人心內的神聖本質，為其靈性，由之而流

露出「明」，即指人可發出靈性的光輝，這是人格

的光，不是物理界的光。

在神學上思考神聖靈光的意義，聖經中用光

一理念，首要是與「神明」一樣具有神聖意義的。

舊約用光來比譬上帝，如詩篇「耶和華是我的亮

光，是我的拯救，我還怕誰呢？」[18]上帝是「住在人

不能靠近的光裏」。[19]光的希臘文是phos，原是指
油燈出的光，但在形而上學卻可指真理的光，創造

的秩序。這與中國「神明」理念作為宇宙本體的觀

點接近，具有超越的真理意義。

但光也與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相關，耶穌說：

「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裏走，必

要得著生命的光」。 [20]這是中國所言「神降」及

「明出」的觀點接近，是上帝降臨而向人顯出的意

思，在神學是指「啟示」，啟示的希臘文是

apokalupsis，意思是「公開」或「揭開」，即是指高
於人可知的宇宙性真理，可以向人主動開顯。且人

接受光就不在黑暗裏走，具有救贖意味。

「神明」的降出，可比喻為靈光照在公眾的地

方，驅除黑暗，有社會倫理的意思。耶穌所論人的

光，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

的。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台上，就照亮

一家的人。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

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

父」。[21]那是指跟從基督的人，要像靈光照耀，正

面影響周圍世界，與常人有不同的表現，置身人群

中，像光照遍黑暗，成為一個與別不同的，有美善

生命的群體，由此彰顯上帝美善之榮耀。這種群

眾的美善光輝，可救苦難的群眾脫離黑暗，故說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見了大光，住在死蔭之

地的人有光照耀他們」。[22]

「神明」的降出，其靈光也可指人間的正確知

識，及靈性的純潔等。保羅說：「那吩咐光從黑暗

裏照出來的上帝，已經照在我們心裏」。[23]上帝的

光照在人的心，指人的心被這世界的神所掌管，無

知而昏暗，但因為上帝在人性中新的創造性作為，

上帝的靈光照進他們心裏，黑暗就除去了。像上帝

創造世界時，宇宙原初的黑暗被光驅散一樣。

光的描述，也可比喻愛的心靈，約翰說：「我

寫給你們的，是一條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們

也是真的；因為黑暗漸漸過去，真光已經照耀。人

若說自己在光明中，卻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還是

在黑暗裏。愛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並沒

有絆跌的緣由。惟獨恨弟兄的，是在黑暗裏，且在

黑暗裏行，也不知道往那裏去，因為黑暗叫他眼睛

瞎了」。[24]這裏的所謂新命令，指耶穌基督是真實

的光，其實即真愛之光，所以活在、或行在光明中，

就是行在愛中。光明與愛，黑暗與仇恨，是互相牽

連。人表現的愛與恨，顯示人是行在光明中，或行

在黑暗中，且會對現實處境產生影響：有人是對光

作出貢獻，有人使黑暗更深沉。因此，一位住在光

明中、充滿愛的基督徒，在他裏面沒有絆跌的緣

由，因光照在他的道路上，使人看得很清楚，走得

穩當。但心中的仇恨，就像黑暗使人瞎了眼，扭曲

事實，對他人的觀點，由恨意而生出偏見。惟有愛

才能看清真實，以致在觀點、判斷、舉止上，都保

持平衡。

神明關聯到啟示的主題。又論到「聖王」的

「生成」，涉及真理之道如何在現世落實，在神學

上關聯到上帝國度的主題。中華神學須吸收及融

會中國的真理觀、啟示觀及國度觀。

2. 人類原初狀態的完美性

第二重點是描述：「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

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

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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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以上古原初的人具有完備的道術，即是

能通透真理的聖人，故可以配合宇宙神性靈光(神
明)之道，能按天地之標準，去化育萬物，帶來天下
和諧，使人民生命得滋潤。聖人明白道的根本在仁

義，連繫於道之名法。在空間通達，在時間上則四

時順暢，對大小精粗的事物，都無所不在地運轉

其作用。

中華神學須在創造論上吸收及融會中國哲學

的古聖完備人觀，去描述樂園中人與眾生的原初

美善性。這在神學反省上，涉及探討上帝創造人及

人管與保育萬物。根據《聖經．創世記》：「上帝

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象、按著我們的樣式造

人，使他們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

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上帝就照著自己

的形象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上帝就

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

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

樣行動的活物」。[26]上帝創造人時「將生氣吹在他

鼻孔裏，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27]上帝「將那人

安置在伊甸園，使他修理看守」。[28]

莊子說「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聖經．創

世記》描述人的始祖，正是完備的，所謂上帝的形

象，是指人內在能與神聖相通和配合，人內在有永

恆的靈性，與上帝相似。上帝是聖潔的，人內在的上

帝形象有美善本質，故人人的內心有道德責任，也

有理性，可以管理天地萬物。人類在地上作上帝的

代表，負上管理的責任，與莊子言「配神明」，在義

理上相通。一般古代東方的王常被視為帶有神的

形象，但創世記卻肯定每一個人都是帶上帝的形

象，視人人平等。人被賦與「有靈的活人」性質，人

所具有的靈性，就是上帝的形象，是人完備而通神

聖世界的本性。

莊子所言「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

姓」，是指人按天地之標準，去化育萬物，帶來天

地與人民的和諧。創世記中人與天地萬物的關係

有四個理念，即「治理」、「管理」、「修理」、「看

守」，均有其獨特和深刻的意義。

「治理」一辭的希伯來文是Kabash，「管理」
一辭是radah,兩者聯合用在第一章，指人在大自然
中的基本地位和能力。「治理」（Kabash一般英譯

Subdue）指征服，有壓下和綑綁的意思，像征服者
把對手踏在腳下一樣。「管理」（radah英譯rule）指
擠壓，有時用在人用腳踐踏葡萄而成酒。「管理」

表示統治權，但不是剝削，人代表上帝管理一切，

是為了使萬物和諧，故上帝不允准人濫用受造之

物。從這兩辭看，是指人的地位高於自然，其能力

是可以征服及控制萬物。然而從壓葡萄變酒的意

義看，卻具有將大自然轉化為可用之物的意思，這

描述主要在陳述人的本質，即人的地位高於自然，

人有能力和知識，可以改進和善用自然，使人與自

然調和配合。

這裏表達之人的本質，雖然高於自然，且可改

進自然，但不具霸主地位，人的本質若與無限美善

的上帝相比，仍是渺小的。在詩篇中曾說明人性的

既渺小又尊貴之特質：「我看你指頭所造的天，並

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便說：人算什麼，你竟顧念

他，人算甚麼，你竟眷顧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

點，並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

的萬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獸，空中的鳥，

海裏的魚，凡經行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腳下」。[29]

這段詩歌表達出人的弔詭性本質，即同時是

偉大，同時是渺小。與上帝和宇宙相比，真是「人

算甚麼」，可說是小如微塵。但因上帝的顧念和眷

顧，才有尊貴的價值，得以「管理」萬物，且使一切

生物「都服在他的腳下」。由於管理一辭原文就有

以腳踐葡萄以成酒之意，故說「服在他的腳下」。

這裏討論人的地位，提到人之所以高於萬物，

主要是因上帝賦與人的責任，去管理一切。人的

地位必然連於人的責任。然而人如何落實在自然

中去管理的責任呢？創世記二章描述人在伊甸園

中，負責「修理」和「看守」。「修理」的希伯來文是

abad，是指服侍，甚至是成為奴隸去服務。「看守」
一辭原文是shamar，是指看顧和保持。

這兩個理念表達出，人的行動是為了花園本

身，為了自然萬物的發展。大自然的存在不是為了

人，更非以人為中心，卻是以自然為中心，萬物不

是為了人的舒適而存在，卻是人盡責任去服侍的

整體存在。人對完美花園的修理和看守，是運用宇

宙的規律、數學、法則，使萬物和諧發展，這與莊

子所講「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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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其運無乎不在」的義理相通。

這裏的意義是「人的定位」及「人的責任」。從

宇宙整體看，人在萬物中的定位，是尊貴的，具有

高於萬物及改進自然的能力。然而從具體世界中，

人有責任去服侍萬物，保護大自然。這是人作為有

尊貴定位的存在者的應然責任。人同時是自然萬

物之主人與僕人，此為人在天地之中的位置。人這

弔詭的特性，莊子沒有提，是創世記所獨有的。

3. 真理闇而不明，偏見撕裂天下的處境

《天下篇》第三重點描述天下大亂形成的

迷執偏見，「內聖外王」的完美價值陷於闇黑鬱結

中，終至真理被人的偏見撕裂。這在神學反省上，

是對罪的狀態的描述，今從中國智慧思考罪的狀

態，《聖經．創世記》記載始祖本是完備的人，但因

選擇分別善惡樹的果子，而產生罪的狀態，與永

恆價值斷裂了關係，這在神學上是原罪問題的探

討。

若用中國哲學觀念描述，罪的狀態引致內聖

外王的完美性虧損，心失去完美無限眼界，進入分

別善惡樹所代表的世界，即用有限的知識，產生成

見之心，自以為自己代表了是非的標準，而與不同

成見的人各有是非定論，如莊子所言：「道隱于小

成，言隱于榮華。故有儒墨的是非，以是其所非，

而非其所是」。[30]大道是因著人小小的偏執成見

而隱匿，言論因表面華麗之孰而隱匿，由此人產生

了自以為代表真理的是與非判斷，故產生儒家和

墨家互判自己為是，他人為非。這種自以為代表是

非真理的心，可稱為分別善惡之心，而形成各種成

心偏見，故此「道術將為天下裂」，是撕裂真理之

始，結果是人因此失去樂園，進入「天下大亂，賢

聖不明，道德不一」的世界。中華神學須吸收融會

中國哲學的智慧，從人心偏執而撕裂真理的論述，

去豐富關乎罪的理論，探討罪的起源及其引申的

後果。

「原罪」最先是由愛任紐(Irenaeus, Bishop of 
Lyon)及奧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所提出，思
想根源來自保羅的所言「罪是從一人入了世界，死

又是從罪來的；於是死就臨到眾人，因為眾人都犯

了罪」。[31]但奧古斯丁論罪惡指人在美善本性上

的虧損，來自人與上帝關係破裂，並不是一種惡的

本性，卻是一種善性被隔絕的狀態。「你們從前與

神隔絕、因著惡行、心裏與他為敵」。[32]惡行是由

隔絕而來的。因這隔絕的狀態，人性的美善性被虧

損，「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上帝的榮耀」。[33]

奧古斯丁定義罪惡是「完善的虧損」(privation of 
goodness)。[34]

被虧損的美善性停在潛能狀態，而不能完全

實現，一旦實現時會產生扭曲，就產生罪的狀態，

成為惡行。如人本性中有無限的愛，以這愛去愛上

帝，即是人性的實現與成全，但因與上帝隔絕，一

旦實現時就被扭曲成愛名利權勢，視名利權勢為

上帝，即創造了偶像，「將不能朽壞之上帝的榮

耀、變為偶像」。[35]

在聖經，罪之希伯來文是chata，是指「不中目
標」，希臘文hamartia有同樣意思，在希臘文學中，
是指英雄犯了悲劇性的錯誤。古代以色列的軍隊，

有些士兵都擅長投石，而且可以「毫髮不差」地擊

中目標。在聖經裏，「毫髮不差」這個詞可以直譯

為「沒有犯罪」。[36]不中目標即偏離了正確道路，

也偏離了上帝，這意思用中國文化方式表達，可指

「不中不正」，「偏離正道」。故罪不是指一種惡

性，而是虧損與偏離的原本美善的狀態。人性在罪

的狀態不等同性惡論，邏輯上與人性中的仁心及

良知並不衝突。

中國哲學中孟子正面肯定人心性的本體是

善，是仁心與良知，但亦正視人性實現時不能達

至應有的善，提出「陷溺其心」的理念，孟子曰：

「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

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37]為何富足時

年青子弟多懶惰依賴，災荒時年青子弟多橫暴呢？

是人在現實利害中，心陷溺纏繞於處境中，不能發

揮其本體善作用。這與「虧損」與「偏離」是同樣

描述人性的不正常狀態，不過沒有基督教講得那

麼嚴重。

基督教強調罪的嚴重性，認為人不能憑自己

完全實現善，故以「信心」作為突破罪的出路。信

心不是善的湧現，而是心靈的自我倒空，人本體存

在向上帝的開放，上帝作為終極美善與人會面，藉

基督救贖而湧入人心靈，神人感通共融。這亦是基

督教與儒學的分水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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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哲學論「內聖外王」之道陷於闇黑鬱結

處境，配合儒學孟子論聖人與人同類，心、性、天

合一，及中《中庸》論「天命之謂性」《大學》提出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

下」。八條目等思想，後世循著這思路，就探討成聖

如何可能的問題，特別到宋明理學，成為主要哲學

論題。這顯明中國哲學的重點是很具體的，就是落

在生活價值的反省，即是思考人生如何可達至完

美？或者人生如何可回到完美狀態的問題。

中華神學面對中國思想的基源問題，應先把

神學重心落到生活，而不是由形而上學開始，這是

中華神學的起點。

至於基督信仰如何達至內聖外王呢？中華神

學要落在當前中國的人格情況，社會處境的需要，

沿著稱義與成聖、靈修登峰、回歸嬰孩、行公義好

憐憫、天國臨在人間等思路思考，找出神學與中國

相關之路。這將在稍後將探討。

[1]《莊子．天下篇》。
[2]《淮南子．道應訓》。
[3]林雲銘：《莊子因》。
[4]《莊子．天下篇》。
[5]章太炎：《莊子解故》，《章太炎全集》 (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2017年)第六冊。

[6]《莊子．天下篇》。
[7]《莊子．天下篇》。
[8]龐朴：《太一生水說》（《中國哲學》第三十一

輯，遼寧教育出版社）。及鄭吉雄：《太一生

水》釋讀研究，《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14
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6月），第
145-16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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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h i l a d e l p h i a : We s t m i n s t e r P r e s s ,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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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ao inwardly forms the sage and 
externally the emperor

Leung In-sing (Editor-in-Chief, Cultural China)
Abstract:Zhuang Zi’s “World under Heaven” 

has three major points that were inf luential during 
the formative era of Chinese philosophy. The f irst 
is the Art of the Dao, the second is the perfection 
of humanity during its origins, and the third is the 
problem of achieves “the way of inwardly forms the 
sage and externally the good emperor, became obscured 
and lost its clearness, became repressed and lost its 
development”. Ref lecting upon the “World under 
Heaven” by Zhuang Zi from a Chinese theological 
st andpoint , these th ree points have theological 
significance. The first is that the universe has a universal 
t ruth, “the way of the Dao”, “The One” and “The 
Spirit”. The second is the perfection of humanity during 
its origins. The third is the problem of sin and how the 
truth became obscured and bias and polarization rip the 
world apart in a world of sin.

Keyword: Zhuang Zi’s “World under Heaven”, 
the Art of the Dao, The Spirit, The Truth Became 
Obscured and Bias, Universal Truth, The Problem of 
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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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隱」和蘇東坡的「禪」以及兩者的差別，我們

還是要回到作為中國文化源頭之一的孔子。

一、孔子的「隱」與「見」(「現」）

我 們 這 裏 所 說 的

「隱」，並不是學術界曾幾

何時為之打了不少筆墨官

司和口水仗的所謂「父為

子隱，子為父隱」，[2]而就

是 簡 簡 單 單 的 隱 居 之

「隱」，大家且看《論語·

泰伯》中的下面這則「子

曰」：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

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

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我們都知道儒家是主

張「入世」的，不過，儒家

的「入世」也是具體情況

具體分析的，並非一概而論，孔子在這裏所表達的

就是這個意思。孔子說「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危

亂動蕩的國家我是不入不居的。「天下有道則見」，

「見」者，「現」也，「天下有道」社會安定就出來

做點事；反之，天下「無道則隱」，我就入深山隱居

修道去。再者，「邦有道」，國家政策好，你還「貧

且賤焉」，那就是你的不對你的恥辱了；相反，如果

從陶淵明的「隱」

到蘇東坡的「禪」
■ 陳  堅

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

最近讀到一篇題為《論耶律履對陶淵明和蘇

軾的接受》的論文，說的是金世宗（1123-1189）時

期的名臣耶律履（1131-1191）如何景仰和學習陶淵

明（352-427）和蘇東坡（1037-1101），其最後結論

中有這樣的話，曰：「在宋

代，以蘇軾為首的文人推

重陶淵明，而在遼、金推

崇蘇軾的背景之下，耶律

履精神上傾向於隱逸，在

詩詞方面則學蘇軾」[1]亦

即學蘇東坡，云云。總之，

蘇東坡學陶淵明，耶律履

又學陶淵明和蘇東坡，給

人的感覺似乎是耶律履

所醉心的陶淵明和蘇東

坡無論是在精神上還是

在文學上都屬於同一類

人，這讓我有點不敢苟

同。我不研究文學，關於

陶、蘇兩人在文學上是否

同類，我不敢置喙，但是

在精神境界上，我覺得兩人實在是大異其趣，而其

所異者，一言以蔽之即：陶淵明是「隱」，而蘇東坡

則是「禪」，這「隱」和「禪」表面上看來好像是一

回事，而實際上卻是完全不同的兩種精神境界。從

陶淵明的「隱」到蘇東坡的「禪」，代表了是中國文

人心路歷程的轉變，而促成這個轉變的力量便是

來自於佛教尤其是禪宗。不過要深入理解陶淵明

摘  要：中國古代文人特別追求精神境界，或者

說心性境界，並且有不同的面向，在佛教傳入中

國並在中國落地生根前，中國文人傾向於以逃避

世間的「隱」來高標自己，而當佛教完成了中國化

並產生禪宗後，中國文人又以不逃避世間的「禪」

來作為自己的精神追求。從「隱」到「禪」，乃是中

國文化史上文人心路歷程的一個巨大轉變，而這

明顯與佛教的影響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說的佛教

影響的直接結果。本文乃以隱者陶淵明和禪者蘇

東坡為例，深入細緻地解剖了中國文人從「隱」到

「禪」這一心路歷程的轉變。

關鍵詞：中國文人；佛教；禪宗；陶淵明；蘇東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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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無道」，國家昏暗，而你居然還「富且貴焉」，

那你不是在發國難財，就是在同流合污，這同樣也

是你的恥辱。總之，「篤信好學」的儒者就是要這

樣有分寸地「守死善道」，該隱時隱，該現時現，

惟其如此，方才是君子。不過，從儒家的根本立場

來看，儒者的「隱」都只是「退而結網」的「假隱」

或「權宜之隱」，「隱」是暫時的，「隱」的最終目

的依然還是為了「現」，正因如此，所以如果有人

以「隱」為目的為隱而「隱」，那孔子及其弟子也是

不贊成甚至要反對的，比如孔子就曾對古代的一

些著名隱士有過如下的評論，曰：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

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

「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

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

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3]

像「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

少連」這些「逸民」，都是身行高潔不願「入世」的

隱士，孔子對他們乃是不敢苟同，但也不去說破，

只是「呵呵」，說「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我

可是與他們不一樣，「無可無不可」，隱也行，不隱

也行。在另一個地方，孔子對隱士們還有一個評

論，曰：

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

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

見其人也。[4]

在孔子看來，世上有善有不善，生活在世上的

那些有德之人，「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避

之猶恐不及，我們能夠既「見其人」又「聞其語」，

至於那些「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之隱

士，我們則只能「聞其語」而不能「見其人」，言下

之意就是我不知這些隱士是不是真的就人如其

言，說不定還是說一套做一套呢！一副不屑一顧的

樣子，但就是沒有直陳其錯的言辭。不過，孔子的

弟子子路可就沒有乃師之涵養了，因為他就曾直言

不諱地批評一個「以杖荷蓧」的「丈人」隱士，事

具於下：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

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

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

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

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

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

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5]

孔子帶著弟子們一起出游，結果子路掉隊了。

掉隊了不要緊，路在嘴上嘛。子路向一位在田裏

勞作的「丈人」打聽，大爺，你看見我的老師孔子

朝那個方向去了嗎？熟料這位「丈人」十分不耐煩

地說，什麼老師不老師的，都是「四體不勤，五穀

不分」的貨色，你也不要去找什麼老師了，你就上

我家住得了。說完，「丈人」乃自顧自地「植其杖而

芸」，把個子路弄得好沒趣地「拱而立」。子路看

看天色已晚，沒辦法，後來也只好跟著「丈人」回

家。這「丈人」雖然說話有點沖，但待客也還算客

氣，殺雞做黍糕好生招待子路，並且還叫他兩兒

子出來一起陪子路嘮嗑聊天。第二天，子路一早

就上路，追上了孔子，並把自己路遇「丈人」的情

況一五一十地告訴了孔子。孔子說，你碰到的這位

「丈人」乃是一個隱士，你趕快回去看看，他還在

不在那裏，如果還在的話，你就把他帶到我這兒

來。孔子之所以有這個想法，那是因為他從子路的

話中聽出了這位「丈人」隱士應該是一位不可多

得的人才，於是就想請他出山，與自己一起行世

立業。然而，人算不如天算，當子路遵命返回去找

這位「丈人」隱士的時候，結果怎麼找也找不到，

氣得子路破口大罵，你這老傢伙「不仕無義」，不

出來做官簡直就是不仁不義。你躲在鄉野潔身自

好，表面上看來很是高雅，但實際上卻是亂了「大

倫」亂了君臣大義。如果你真是一個君子，那就要

出仕，因為出仕就是在行君臣大義，像你這樣的人

都隱而不仕，那「道之不行」就可想而知了，如此云

云。總之，在子路看來，你「丈人」不出來做官那是

完全錯誤的，就算你昨天晚上請我吃雞肉黍糕美

味佳肴，我也要批評你說你不是。可見，子路也是

性情中人，然而，正是因為有這樣的性情，孔子才

認為子路乃是一塊從政當官的料，這是孔子有一

次在答季康子問時透露出來的信息：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

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

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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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6]

「仲由」即子路，「賜」即子貢，「求」即冉有，

他們三人都是孔子的弟子。孔子認為，他們仨富有

政治才華，從政那是一點問題都沒有。當然，還有

冉雍，也是可以從政的，因為孔子就曾明確說過

「雍也可使南面」，[7]所謂「南面」，「古代以面向

南為尊位，天子、諸侯和官員聽政都是面向南面而

坐，所以這裏孔子是說可以讓冉雍去從政做官治

理國家」。[8]儘管孔子以從政為人生的最高目標，

並且也以這樣的理念教育和激勵其弟子以至於其

弟子之一子夏還說了句至今流傳的「學而優則

仕」， [9]但實際上並非所有的人都具有從政的本

領，關於這一點，孔子心裏其實是非常清楚的，比

如他就曾將其門下最著名的十個弟子——也就是

我們通常所說的「孔門十哲」——分為四類，即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

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10]也

就是說，由於主客觀方面的種種原因，並非所有的

人都適合從政或在從政的道路上一帆風順，不要

說一般人，不要說「孔門十哲」，就是孔子自己也

難遂政願，你看他自己最後不也是無可奈何花落

去地只好退出官場改而從事教育和文獻整理工作

嗎？然而，不管怎麼說，孔子所開創的後來成了中

國社會文化主基調的儒家思想，還是在社會上營

造出了一種強烈的「學而優則仕」以從政為尊的

「官本位」氛圍，任何一個中國文人都不能置身事

外，並在隋朝催生出了直到今天都還在餘韻猶在

影響著高考的科舉制度。在這樣一種「官本位」的

文化語境中，一個人如果想當官而且還當上了官

並且還官員亨通，那就萬事大吉一切ok，然而，人

那能都如此呢，如果他不想當官視當官如糞土，或

者想當官卻沒門路，或者雖然當了個官卻在官場

鬱鬱不得志，那他該怎麼辦呢？他可以像孔子那樣

退出官場從事教育和文獻整理工作，也可以像陶

淵明那樣隱居鄉野修身養性。

二、陶淵明之隱：「世外桃源」

與出仕一樣，隱居也是中國文化的一項重要

傳統，而且與出仕是相輔相成的。不過，隱居在中

國文化中有兩種類型，一種就是前文已經提到的

「退而結網」的「假隱」，這種隱，其目的不是隱本

身，而是「隱翁之意不在隱而在世」，猶如范仲淹

（989-1052）在《岳陽樓記》中所說的「處江湖之

遠則憂其君」，隱而思君，隱是為了更好地出，亦

即隱者希望通過隱來提高自己在世俗社會的聲

望，成為社會大眾所認可的所謂「高人」，有朝一

日可以被君王請出來做官，或者至少也有人前來

諮詢世事，像姜太公（約前1156年-約前1017）、諸

葛亮（181-234）、葛洪（284-364）、陶弘景（456-

536）之隱就屬於此類。諸如劉備（161-223）「三顧

茅廬」請諸葛亮出山做宰相以及梁武帝經常入南

京郊外的茅山向在此隱居的陶弘景請教朝中之事

以至於後者被稱為「山中宰相」之類的故事，都是

對這種「假隱」的最好注腳，後來這種「假隱」被

稱為「終南捷徑」，其中的「終南」是指陝西的終南

山，是中國古代隱士的首選之地（當然現在也有人

在此隱居）；「捷徑」是指如果你科舉考不上，或者

覺得考科舉「路漫漫其修遠兮」，或者不想做官了，

或者被罷官了，那就乾脆棄科舉或棄官而走隱居

之路，比如「開元十三年，王維回長安，辭官隱居

於嵩山、終南山」。[11]不管是誰，只要你善於隱隱

得好，也可以隱出名堂「曲線救國」，亦即通過隱

而在世俗社會成官成名，這比科舉考試更為直截

穩妥，不像范進到70歲才中舉並且中了舉還瘋掉

了，多可怕！哪有到終南山隱居來得直截？這就叫

「終南捷徑」，此「徑」是通往世俗社會的。

除了「終南捷徑」這種「有徑通世」的「假

隱」，中國文化中還有一種與之相對的「真隱」，亦

即隱而不出之隱，這種隱，其目的就是為了隱，而

沒有其他考慮。如果說在中國歷史上，諸葛亮是

「假隱」的代表，那麼陶淵明就是「真隱」的典

型。當然，老莊也應該是「真隱」的，其中老子倒

騎青牛西出陽關去隱居，「老子沒有事，莊子有事

嗎？莊子也沒有事。莊子甚至連為官府管理書籍

的事也沒有幹過。莊子是個能力出眾才華超群的

人物，這樣一個人物倒不屑於做任何事業，夫妻二

人躲到山裏貓起來了，一貓就是一輩子」。 [12]期

間，曾有好事者「勸請莊子出山弘法，辦班，開講

堂，作報告。大家堅信，像莊子這樣的大哲立教弘

道，將來必定成為一代大祖師的。莊子笑得鼻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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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流出來了：你們還是變著法子煽動我出去折騰

呀！我老老實實地在山裏呆著。好歹還像個有道

的樣子，你們上門來我給你們說話已經是勉為其

難了，我再出去辦什麼班，講什麼學，這不又多出

來個多事佬嗎？道是要守要行的，大家都出去忽

悠，沒有一個人真正地靜下來體道悟道證道，那些

理論還有什麼用呢？開什麼宗，立什麼教？你們覺

得這天下還不夠亂嗎？再說，當什麼祖師，這是自

己該想的嗎？」[13]莊子就是這麼一個即使有人千般

求萬般請也隱而不出的真隱士，陶淵明「亦復如

是」。

據沈約（441-513）《宋書·隱逸傳》載，陶淵明

「弱年薄官，不潔去就之跡。自以曾祖晉世宰輔，

恥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陶

淵明也曾做過「薄官」，諸如江州祭酒、建威參軍、

鎮軍參軍、彭澤縣令等，最後一次出仕為彭澤縣

令，但在任上只呆了80多天便棄職而去，「不復肯

仕」，原因居然是他覺得愧對祖上，因為他的祖上

曾做過宰相級別的大官，而他自己卻只能窩囊地做

個芝麻大的小官。既然做大官的抱負難以實現而

愧對列祖列宗，那我陶淵明還不如隱居去，並且說

走就走，毫無眷戀，兩手一甩連鋪蓋也不卷，便歸

隱了田園，過起了「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或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

鋤歸」的田園生活，並且在採菊種豆之餘，還不忘

寫詩。就是因為這些詩，陶淵明成了中國文學史上

第一位田園詩人，被稱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李

澤厚和劉綱紀在《中國美學史》中評論陶淵明的田

園詩時說：「陶淵明在中國美學史和文藝發展史上

的意義主要並不在他同農民的關係上，而在他可

以說是第一個從農村勞動的田園生活中，從日常平

凡的生活中發現了有深刻意義的美」。[14]不過我

在這裏不想說陶淵明的詩文和美學，而只想透過

他的詩文來評他的「隱」。

無論陶淵明後來被抬得多高說得多高尚，他

當初之所以要棄官隱居，就是因為做不了大官難

以光宗耀祖無顏面對江東父老，十足一副儒家「官

本位」思想受害者的模樣。他有憤世嫉俗的心態，

既恨自己無能又怪社會不公，於是投身田園寄情

山水，並從中獲得精神的慰藉，比如「陶淵明在

《歲暮和張常侍》中云：『窮通靡攸慮，憔悴由化

遷。』又《神釋》曰：『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

表達出灑脫達觀的情態」。[15]陶淵明說自己在田園

的悠然生活中，任由大化遷流，窮通豁達，心無憂

慮。然而，無論陶淵明在田園生活中多麼豁達灑

脫，那都不是他生命中最為真實的依靠，因為在他

眼中，田園與官場一樣，畢竟都還是世間物，而他

心中始終還有一個既異於官場又異於田園的理想

世界在吸引著他，那就是他在《桃花源記》中所描

寫的「桃花源」，且看：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

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

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

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

舍船，從口入。初極狹，才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

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

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

髫，並怡然自樂。

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

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雲先世避

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

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

言所聞，皆嘆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

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志之。及郡下，詣太

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志，遂迷，不復

得路。

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

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這個《桃花源記》大家肯定都不陌生，它是被

選入中學語文課本當作範文的，其中說到桃花源

居民將誤入桃花源的漁人「要還家，設酒殺雞作

食」，我猜測十有八九是陶淵明受了《論語》中那

位「丈人」隱者「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具

體不妨回見上一節相關引文）的啟發。不過，大家

可能有所不知的是，陶淵明在《桃花源記》之後還

附有一首《桃花源詩》，或者反過來說，大名鼎鼎的

《桃花源記》實際上只是《桃花源詩》的序，不過，

現在陰差陽錯，序比正文更為有名和重要了。《桃

花源詩》是這樣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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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雲

逝。往跡浸復湮，來徑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

憩。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

稅。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

制。童孺縱行歌，班白歡游詣。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

厲。雖無紀曆志，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於何勞智

慧？奇蹤隱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

蔽。借問游方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清風，高舉尋吾

契。[16]

《桃花源記》和《桃花源詩》是一體的，它們

共同向人們展示了一個與世無爭的「桃花源」，亦

被稱為「世外桃源」，用來「指與現實社會隔絕、生

活安樂的理想境界。後也指環境幽靜生活安逸的

地方，借指一種空想的脫離現實鬥爭的美好世

界」。[17]當然，就像在中學語文課本中那樣，《桃花

源記》脫離《桃花源詩》單獨成篇，照樣也能完整

展示「世外桃源」。一般語文老師在給學生講解

《桃花源記》時都會向後者交代其寫作背景，如

下：

年輕時的陶淵明本有「大濟蒼生」之志，可是，他

生活的時代正是晉宋易主之際，東晉王朝極端腐敗，對

外一味投降，安於江左一隅之地。統治集團生活荒淫，

內部互相傾軋，軍閥連年混戰，賦稅徭役繁重，加深了

對人民的剝削和壓榨。在國家瀕臨崩潰的動亂歲月裏，

陶淵明的一腔抱負根本無法實現。同時，東晉王朝承襲

舊制，實行門閥制度，保護高門士族貴族官僚的特權，

致使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識分子沒有施展才能的機會。

像陶淵明這樣一個祖輩父輩僅做過一任太守一類官職，

家境早已敗落的寒門之士，當然就「壯志難酬」了。加之

他性格耿直，清明廉正，不願卑躬屈膝攀附權貴，因而

和污濁黑暗的現實社會發生了尖銳的矛盾，產生了格格

不入的感情。義熙元年（405），他堅定而堅決地辭去了

上任僅81天的彭澤縣令，與統治者最後決裂，長期歸隱

田園，躬耕僻野。

他雖「心遠地自偏」，但「猛志固常在」，仍舊關心

國家政事。元熙二年（420年）六月，劉裕廢晉恭帝為零

陵王，改年號為「永初」。次年，劉裕採取陰謀手段，用

毒酒殺害晉恭帝。這些不能不激起陶淵明思想的波瀾。

他從固有的儒家觀念出發，產生了對劉裕政權的不滿，

加深了對現實社會的憎恨。但他無法改變、也不願干預

這種現狀，只好借助創作來抒寫情懷，塑造了一個與污

濁黑暗社會相對立的美好境界，以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

與美好情趣。《桃花源記》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

的。[18]

陶淵明因為官運不通，便以「憤青」的心態離

開他認為「污濁黑暗社會」，隱居鄉野田園，但是

鄉野田園也不是他心目中終極的理想世界，唯有

《桃花源記》中的「世外桃源」才是他所夢寐以求

心嚮往之的美好世界。總之，陶淵明乃是這山望著

那山高，對於生活環境心無厭足，依照他的這種心

態邏輯，我敢打賭，他就是到了「世外桃源」，也

還是會嫌「世外桃源」不行，還是會去想像另外一

個比「世外桃源」更好的什麼「桃源」，根本就沒

有佛教或禪宗那種活在當下的心態，不過，這也難

怪他，因為他沒有佛緣。

三、陶淵明對佛教的無動於衷

佛教自兩漢之際傳入中國後直到今天，中國

文人基於佛教的不同面向以及自己對佛教的不同

理解，對待佛教的態度可謂是五花八門，有喜歡

點讚的，也有無動於衷的，亦不無反對排斥的，像

陶淵明就屬於無動於衷者流。話說東晉的時候，廬

山東林寺的慧遠大師（334-416）邀集社會上的一

些僧俗名流在廬山建立起了一個大家可以在一起

共同念佛學佛的佛教僧團組織，叫「白蓮社」或

「蓮社」。「蓮社」起初只有18個人，稱為「東林

十八高賢」，他們是「蓮社」的創始元老。「蓮社」

後來發展壯大，成員增加到了123個人。就是因為

這個「蓮社」，慧遠「後來被公認為師中國淨土教

的初祖。根據史料記載，慧遠曾在廬山東林寺與一

些志同道合者結蓮社念佛，共期西方。據說由於

慧遠率中念佛非常精進，蓮社123人均有往生淨土

的瑞相，甚至有的如劉遺民等人還曾現身中見

佛」。[19]宋代有無名氏曾撰有《蓮社高賢傳》一書

（南宋末年天臺宗僧人志磐法師對之作過增修），

介紹「蓮社」的「十八高賢」以及其他部分社員的

基本情況，最後亦附列「不入社諸賢傳」一項，此

項提到了3個人，一是陶淵明，二是謝靈運（385-

433），三是范寧（339-401），也就是《後漢書》的

作者范曄（398-445）的祖父。這3位老兄之所以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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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入社，各有原因，其中「靈運嘗求入社，遠公以

其心雜而止之」，也就是說謝靈運自己積極要求入

社，但慧遠認為這個謝某人「心雜」心思太多而拒

之於門外；至於范寧，慧遠是很希望他加入蓮社

的，因為范寧乃是好官一個，他反對王弼、何晏的

浮虛玄學並「大設庠序」積極興辦儒學教育，無奈

因在豫章太守任上受其頂頭上司、刺史王凝之的

嫉妒和彈劾而被罷官回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所

以，慧遠雖有意「招之入社，而寧竟不能往」，非常

可惜。那麼，慧遠又是因何而沒有入蓮社呢？且看

《蓮社高賢傳》的說法，曰：

陶潛，字淵明（一字元亮），晉大司馬侃之曾孫。少

懷高尚，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人以為實錄。初為

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弦歌，為三徑之資」。執事

者聞之，以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

之」。潛嘆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

耶！」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及宋受禪，自以晉世宰

輔之後，恥復屈身異代，居潯陽柴桑，與周續之、劉遺民

並不應辟命，世號「潯陽三隱」。嘗言：「夏月虛閑，高

臥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畜

素琴一張，弦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

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嘗往來廬山，使一門生、二

兒，舁籃輿以行。時遠法師與諸賢結蓮社，以書招淵明，

淵明曰：「若許飲則往」。許之，遂造焉，忽攢眉而去。宋

元嘉4年卒，世號「靖節先生」。[20]

從這段材料看，慧遠乃是正兒八經十分認真

地致書陶淵明邀請其加入蓮社，只是陶淵明自己

有點不著調，說，如果你們蓮社允許我飲酒，那我

就加入。我們都知道，佛教的「五戒」中有「不飲

酒」一戒，儘管如此，慧遠為了招入當時頗有社會

威望的陶淵明以擴大蓮社的影響，還是網開一面

地說，這個沒問題，你來了仍然可以像以前一樣喝

酒。陶淵明一聽入了蓮社還可以喝酒，「遂造焉」

也就去了，然而到那兒一看，「忽攢眉而去」，又馬

上皺著眉頭離開了。陶淵明為什麼來了又走呢？也

許是因為找不到一起喝酒的人，因為喝酒要有伴

才能盡興；也許壓根兒就不習慣不喜歡過佛教有

所約束的集體生活，總之是與佛無緣，與佛擦肩而

過最終離開了蓮社。實際上，陶淵明之離開蓮社

與其「不能為五斗米折腰」而棄官隱居乃是屬於一

個德行，即不願受哪怕一丁點的束縛，這種束縛表

面上看來好像是來自於外境，而實際上則是來自

於他對外境的執著，不能活在當下。相比之下，深

受佛教或禪宗影響的蘇東坡就能憑藉佛教的工夫

境界破除對一切外境的執著而隨處瀟灑地活在當

下，這有他的一首題為《定風波·贊柔奴》的詞為

證：

王定國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麗，善應

對，家世住京師。定國南遷歸，餘問柔：「廣南風土應是

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因為綴詞云：

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應乞與點酥娘。自作清歌傳皓

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萬里歸來年愈少，微笑，笑

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

鄉。

蘇東坡的好友王定國（1048-1117）因為受到

蘇東坡「烏台詩案」的牽連，被貶嶺南。王定國受

貶時，其歌妓柔奴也曾隨行。元豐六年（1083年），

王定國北歸，遇到蘇東坡，他叫柔奴出來給蘇東

坡敬酒。蘇東坡問她在嶺南生活得怎樣，柔奴答

以「此心安處，便是吾鄉」，把個蘇東坡感動得不

得了，並立馬引用她的這一答語作此詞加以點讚，

其中的「此心安處是吾鄉」乃是《維摩詰經》中所

說而為《壇經》所引用的「心淨則國土淨」的另一

種等值表達，兩者都是對禪宗「活在當下」的最好

比喻，其中的「心淨」就是「心安」。「心安」處處

好，流放也是好；心若不安，就會這也不行，那也

糟糕。陶淵明便是如此不安心的人，既不願在官場

混，也不願在蓮社呆，隱居田園還夢想著有個世界

桃源，頗有西方存在主義所主張的「美好的地方

永遠在山那邊」的意思，根本就不能活在當下。相

反，蘇東坡因為學佛習禪的關係，就能很好地活在

當下，即使經常遭受流放，也能像柔奴所言「此心

安處，便是吾鄉」地活在當下。正因如此，所以蘇

東坡一聽柔奴言便想自己身，在他看來，柔奴正是

他自己的寫照。

如果說歌妓柔奴是蘇東坡的寫照，那麼五柳

先生便是陶淵明的化身。陶淵明曾「著《五柳先生

傳》以自況，時人以為實錄」，當時人以為這五柳

先生指的就是陶淵明本人，那這五柳先生究竟是

什麼樣的人呢？且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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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

樹，因以為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

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

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

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

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

得失，以此自終。

贊曰：黔婁之妻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

富貴」。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銜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

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這位五柳先生看似有很高的境界，能夠做到

「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但是要知道，

他這只是借酒澆愁避世逃俗的放浪形骸而已，與

我們今天見到的或媒體為了吸引眼球而經常報道

的袒胸露乳醉臥街頭的酒鬼並無本質差別，只是

陶淵明會寫詩而已。但寫詩跟喝酒也沒有什麼必

然的關係，跟醉酒更沒什麼關係。醉酒的時候是

寫不了詩的，而寫詩的時候肯定是沒有醉的。雖

然杜甫（712-770）在《飲中八仙歌》中說「李白鬥

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但這也只是詩人的

浪漫說法，其意思是說喜歡喝酒的李白（701-762）

同時也很喜歡寫詩，而不是說李白喝了酒就會寫

詩，你看他在「長安市上酒家」喝酒，喝醉了就睡

在那裏，都睡著了，還寫屁個詩。一個愛喝酒的人

同時又能寫詩，與一個愛吃烤地瓜的人同時又能

寫詩，兩者並無本質的差別。實際上，無論你是詩

人教授，還是部長局長，抑或是販夫走卒，喝醉了

酒都是一個鳥樣一個德行。任何一個人，只要喝

醉了酒，誰都能做到「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

貴」，一切不平等的在他眼中都會變得平等，什麼

富貴貧賤好惡美醜，一筆勾銷，然而，這個不能叫

境界，而只能叫迷醉和糊塗，與精神境界並無多大

關係。

說到陶淵明的喝酒，又不禁使我想起法國哲

學家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吸毒。福

柯可是我國很多哲學工作者迷戀的偶像。不可否

認，福柯是當代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就像陶淵明是

一位偉大的詩人一樣。然而，福柯這個人的私生活

卻極度糜爛，吸毒、同性戀、艾滋病、抑鬱症、企圖

自殺，凡是西方「垮掉一代，崩潰之人」有的毛病，

他一個都少；還比如瑞士那個著名的心理學家榮

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遭遇了中年危

機。1913年10月，他獨自在旅途上，驀然產生了兩

分鐘幻覺。那一年的榮格，『擁有名譽、權力、財

富，不再渴求更多這類事物』，然而恐懼如鬼魅般

纏上了他。榮格開始重新審視生活和自我，於是有

了《紅書》。這是屬於榮格內心的傳說，瘋狂，徹

骨」。[21]連自己搞心理學的榮格最後都患上了恐懼

症而發瘋，你想想西方的文人是多麼地可憐。你再

看看中國古代文人，基本上沒有像榮格和福柯那

樣發瘋的，即使行為有些古怪，其心理都還在正常

值範圍，一個個都還屬於心理正常的人，這不能不

說與整個中國文化的注重做人的人倫價值觀有

關。不過，現在就很難說了，現在有很多中國文人，

崇洋媚外到了無以復加的地位，這就是有的人因

為欣賞福柯的思想，也愛屋及烏地喜歡甚至模仿

他那頹廢的生活方式，這就東施效顰走火入魔了。

有一次，我們學院請一個外校的哲學教授來做講

座，我也去聽。那個教授不但人一副頹廢的樣子，

同時還鼓吹，搞哲學的人就應該頹廢一點，這實

在是誤人子弟毒害青年的「毀三觀」，[22]說不定其

潛意識中還有像福柯那樣吸毒有助於哲學思考的

觀念在蠢蠢欲動呢。哲學家福柯吸毒就等於吸毒

有助於哲學思考嗎？你到戒毒所去看看，吸毒能有

助於成為哲學家思想家？吸毒與成為思想家沒有

必然的關係，一如喝酒與成為詩人沒有必然的關

係。不要把喝酒、吸毒看成是形成某種偉大境界

和極致作品的原因，退一萬步講，即使是個原因肯

定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原因，比如「說到開

悟，其實這個東西很難證實，因為福柯號稱靠大麻

開悟寫出了瘋癲與文明，但薩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沒有用大麻也寫出了存在與虛無，梵高

(Vincent Willem van Gogh, 1853-1890)使用苦艾

（致幻酒）畫出了大量畫作，畢加索(Pablo Ruiz 

Picasso, 1881-1973)什麼也不用一樣畫出了大量傳

世佳作，印度的苦行僧大多使用軟毒品，而中國的

高僧大多煙酒不沾，這也很難界定」，[23]確實很難

界定。現在媒體隔三差五常常披露演藝界許多名

人吸毒的案例，國外還有報道說英國曾經的足球

明星加斯科因(Paul John Gascoigne, 1967-)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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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酗酒吸毒暴力縱慾而終至於現今的流落街

頭，這些人都不是因為吸毒而成就，反而是因吸毒

而墮落。不過，我總覺得，儘管中國古代也有像李

白、陶淵明和魏晉「竹林七賢」這樣的文人，酗酒

成性，但由於他們生活在溫和中庸的中國文化氛圍

中而不至於人生失控，但是這種失控在西方文人

中就極為常見，那就是西方從古至今，很多文人，

包括大名鼎鼎的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羅素(Ber t r and A r thu r Wi l l i am 

Russe l l, 1872-1970)、海明威 (E r nest Mi l le r 

Hemingway, 1899-1961)以及剛才提到的福柯，最

後都走向以憤世嫉俗、放浪形骸、生活糜爛為特徵

的精神癱瘓和人生崩潰，變得瘋狂和潦倒，甚至

有的還以自殺來了此一生，以至於法國存在主義

作家和哲學家加繆(Albert Camus, 1913-1960)說，

「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那就是自殺」。
[24]總之，儘管諸如尼采、加繆之類的西方思想家在

人文思想上都達到了極高的造詣因而是無可爭議

的巨人，但在做人這個維度上，他們都始終是不折

不扣的侏儒和「爛人」。相比之下，陶淵明雖然也

放浪形骸，但畢竟還沒有成為像福柯那樣的「爛

人」。[25]然而，不管怎麼說，陶淵明遠不是中國文

人的最高境界（文學成就是不是最高我不清楚），

中國文人的最高境界最明顯地體現在蘇東坡身

上，而且這還與佛教的影響有關。

四、佛教的心性境界與蘇東坡

都說佛學是心學，確乎如此。佛教的目的在於

提升人的心性境界。佛教所要開啟的心性境界，用

佛教自身的專業術語來說，曰「空」，曰「中道」或

「苦樂中道」，曰「不執著」，曰「無所住而生其

心」[26]或「生無所住心」，[27]曰「活在當下」，曰「平

常心」，曰「如如不動」，曰「無分別」，異言一意，

不妨統之於「不執著」而論之。那什麼是「不執

著」呢？下面這個比喻可以幫助大家準確理解佛

教的所謂「不執著」。說在一條流向大海的河裏漂

流著一根木頭，請問這根木頭如何才能順利抵達

大海，很簡單，就是它不被兩邊的河岸所觸擱，無

論擱在哪一邊河岸，木頭都不能到達大海，這就是

佛教不落兩邊的「不執著」。你執著世俗，那就給

你說說佛法說說佛，但你也不能執著於佛；你執著

於有，那就給你說說空，但你也不能執著於空。只

有既不執著於有也不執著於空，才是佛教所謂的

真正的「空」；只有既不執著於世俗也不執著於佛

法，才是真正的佛法。佛教三藏十二部說一千道一

萬就是在告訴你這個「兩邊都不執著」的道理。在

佛教看來，唯有「兩邊都不執著」的人才是開悟的

人才是境界最高的人，一言以蔽之，唯有這樣的人

才是佛。就此而言，或者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陶淵

明顯然是個境界很低的人，因為他面對世俗和田

園這兩邊，內心是有很深執著的，他之逃避世俗隱

居田園就是執著於一邊的表現。然而，你看佛，就

不是這樣，他當初雖然也曾逃避王宮隱居到深山

老林去作「頭陀」苦行，頗有點類似於陶淵明的隱

居，但他後來卻放棄了這種苦行，回到了世俗，這

才發現了佛教的真理，即「如何才能達到身心的安

樂呢？佛陀的時代，一些人堅信唯有通過苦行方

能達到解脫。循此信念，佛陀嚴格地進行了6年的

苦修，然後發現這樣的苦修是徒勞無用的。於是

他放棄苦行而選擇了中道。他的5個同伴——憍陳

如、額鞞、跋提、十力迦葉和摩呵俱男，一見如此，

隨即對他失去信心而遠離了他。佛陀完全覺悟後，

決定把正法首先教授給他們。在阿沙荼月的月圓

日，佛陀在鹿野苑，為最初跟隨他的5個同伴開示

正法。兩個月後，佛陀對於他所發現的中道進行詳

細解說，這些即構成了他一切教導的核心。而後，

佛陀發現了一條可以導向涅槃的中道，也就是八

正道。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

念、正定。吉祥經中說：「自治淨生活，領悟八正

道，實證涅槃法，是為最吉祥」，[28]其中「八正道」

中的「正」，也就是「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

命、正精進、正念、正定」中的「正」，坊間一般都望

文生義簡單地將其理解為是「正確」的意思，這是

完全是錯誤的，即使理解成「正確」也是錯誤的。

要知道，此處的「正」，乃是「中正」、「正中」、「正

中不偏」之意，亦即不落兩邊或兩邊都不執著的

「中道」義[29]——「八正道」其實就是「八中道」的

意思，只是說習慣了大家就都說「八正道」罷了，但

這「八正道」也確實一直被佛教界和學術界廣泛地



二○

二○

年
第
二
期
（
總
第
一○

三
期
）

文
化
中
國

９２

誤解了，這就是人們在解釋「八正道」時都說（我

至今還沒有看到一個例外），「八正道」就是佛教

所認為的八種正確的人生道理，其中的「正見」就

是正確的見解，「正思維」就是正確的思維，以此

類推，如此云云，這樣的解釋等於什麼也沒說，依

然還是白開水一杯。佛教所謂的「正確」，實際上

也是佛教唯一的「正確」，就是兩邊都不執著的

「正中之道」或簡稱「中道」，執著於任何一邊都

不正確，執著於世俗不正確，執著於佛同樣也不正

確，甚至更加不正確；執著於有部不正確，執著於

空同樣也不正確，甚至更加不正確，唯有既不著

有亦不著空，才是唯一的正確。我們都知道，「八

正道」乃是小乘佛教《阿含經》的說法，到了大乘

佛教的《中論》，將佛教的兩邊都不執著稱為「八

不中道」，亦即所謂的「不生不滅，不常不斷，不一

不異，不來不出」，或者如《心經》上所說的「是諸

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或者你

還可以興之所至自行再添加諸如不悲不喜、不大

不小、不有不無、不長不短、不高不低之類的，但

添無妨。這「八不中道」者流就把問題給說清楚，

而且還不易被誤解。其實，瞭解佛教的人都知道，

「八正道」和「八不中道」各體現了佛教的一種表

達方式，其中「八正道」屬於「亦有亦空」的「雙

照」，而「八不中道」則是屬於「非有非空」的「雙

遮」。「雙遮」是兩邊都不執著，而「雙照」是兩邊

都能接受。「雙遮」和「雙照」實際上乃是一個事

情的兩個方面，道理很簡單，兩邊都不執著也就意

味著兩邊都能接受，若執著於一邊，那肯定有一邊

是不能接受的，所以「雙遮」即「雙照」，「雙照」即

「雙遮」，這叫「遮照同時」。「遮照同時」，兩邊都

不執著，兩邊都能接受，此時人就會有一顆「平常

心」並以「平常心」面對一切順逆外境，這即是佛

教的心性境界，這就是禪境。明代洪應明（生卒不

詳）在《菜根譚》所說的「寵辱莫驚，閑看庭前花

開花落；去留無意，漫隨天外雲卷雲舒。生固欣

然，死亦無憾；花落還開，水流不斷；我兮何有，誰

歟安息？明月清風，不勞尋覓」。[30]就是這種禪界

的絕妙注腳，即無論寵辱、去留、生死、花開花落、

雲卷雲舒，一切皆以「平常心」待之，「明月清風」，

到處都有，根本「不勞尋覓」，這就是禪者的生活

之道。蘇東坡也是有這種禪境之人，他曾借一首題

為《觀棋》的詩來表達這種禪境，曰：

五老峰前，白鶴遺址；長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

獨游，不逢一士；誰歟棋者，戶外屨二。不聞人聲，時聞

落子；紋枰坐對，誰究此味。空鉤意釣，豈在魴鯉；小兒

近道，剝啄信指。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聊復

爾耳。

其中的一句「勝固欣然，敗亦可喜」與洪應

明所說的「生固欣然，死亦無憾」乃有異曲同工

之妙。另外蘇東坡的一句「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

晴圓缺，此事古難全」更是把這種不執著的「平常

心」的禪境表現得淋漓盡致。

眾所周知，蘇東坡這一生十分坎坷，經常遭罷

免，到處被流放，悲歡離合，喜怒哀樂，在官場也

是「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但他始終

沒有像陶淵明那樣逃避世俗去隱居，儘管有時也

會像後者那樣喝醉酒。此其何故？就是因為他學

佛習禪以後有了一顆不執著的「平常心」，當官不

足喜，流放不足悲，人生的悲歡離合就像月亮一樣

陰晴圓缺，有初一的黑暗，也有十五的皓月，但初

一的月亮與十五的月亮，還是一個月亮，沒有半毫

差別，誠如《涅槃經·如來性品》中所說：

譬如有人見月不現，皆言月沒而作沒想，而此月性

實在無沒也。轉現他方，彼處眾生復謂月出，而此曰性實

無出也。何以故？……如是眾生所見不同，或見半月，或

見滿月，或見月蝕，而此月性實無增減蝕啖之者，常是

滿月。如來之身亦復如是，是故名為常住不變。

世事無常，變幻莫測，但無論如何變化，你始

終有一個「常住不變」的佛身存在，這佛身就是你

的生命能量，一如月相盈虧，月球不變，月相不明，

但月球依然還在，不損毫毛。當你人生灰暗的時

候，你不妨就像蘇東坡那樣想想月亮，我大不了就

是初一的月亮吧，雖然黑暗，但與十五的月亮並沒

有任何本質的差別，因緣到了，依然還可以發光發

亮，這樣想的時候，你的正能量就發揮出來了，你

的人生也就變得積極樂觀了。蘇東坡之所以沒有

像陶淵明那樣去隱居，就是因為他有禪作為人生

的指南，「此心安處是吾鄉」，在哪兒都能活出自己

的精彩，這就是蘇東坡的「生活禪」。蘇東坡曾有

詩曰：「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若活七十年，便



哲
思
慧
語

陳

堅
：
從
陶
淵
明
的
「
隱
」
到
蘇
東
坡
的
「
禪
」

９３

是百四十」。樂觀豁達的心態溢於言表。在蘇東坡

看來，人不是一定非要活一百四十歲，不一定非要

上哪兒哪兒去隱居追求長生不老或長生不死，在

現實生活中，只要樂觀，便是長壽。

結語而非結論：陶淵明VS蘇東坡

與蘇東坡同時代的詞人李之儀(1048-1117）有

一首描寫情人相思的題為《蔔算子·我住長江頭》

的詞，曰：「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日日思君不

見君，共飲長江水。此水幾時休，此恨何時已。只願

君心似我心，定不負相思意」。我這裏無意於關注

相思問題，而只是覺得其第一句「我住長江頭，君

住長江尾」十分有助於我用來說明本文所要表達

的意境，如果你不反對我把佛教自西域、印度傳入

中國後在中國的發展變化比作是「滾滾長江東逝

水」[31]的話。在中國佛教這條「滾滾長江」中，誠

如蘇東坡自己在《念奴嬌‧赤壁懷古》中所說的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其中涉及包

括陶淵明和蘇東坡在內的許許多多文人。生活在

東晉的陶淵明應該屬於「我住長江頭」，他接觸過

慧遠大師接觸過佛教，但是因為沒有佛緣（這是我

比較懶惰的解釋）而與佛教擦肩而過，就好像在長

江岸邊走了走，濕了點鞋，充其量也就是在長江裏

洗了個腳；而生活在佛教瓜熟蒂落或者說佛教中

國化徹底完成以至於最終演繹出儒佛道三教合流

之宋代的蘇東坡則完全不同，他是屬於「君住長江

尾」。蘇東坡與「佛教長江」的關係可就不是濕鞋

洗腳的問題了，而是如魚得水般地在長江中暢游，

就像毛澤東（1893-1976）在《水調歌頭·游泳》中所

展示的「才飲長沙水，又食武昌魚。萬里長江橫渡，

極目楚天舒。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多麼

地瀟灑！相比之下，陶淵明就太拘謹了。從陶淵明

到蘇東坡，我們可以看到佛教對中國文人心性和

思想的影響，這種影響我可以通過如下兩個信手

拈來的關於陶、蘇兩人之比較的案例來加以粗略

呈現：

一是對於音樂的理解。陶淵明「五音不全」，

更談不上對音樂有什麼洞見。他「性不解音，畜素

琴一張，弦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

『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回見前面相關引

文）然而蘇東坡就去深入地思考「弦上聲」，並寫

出了一首流傳千古的《琴詩》，曰：「若言琴上有琴

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

指上聽？」熟悉佛教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蘇東坡這

是體悟到了琴聲的「緣起性空」，即琴聲並非是實

有的，而是指頭和琴弦等諸緣共同和合而「緣起」

的。我們都知道，「緣起性空」乃是佛教理論的基

石，所謂佛法，其實就是緣起法。既然蘇東坡能對

琴聲作「緣起性空」的理解，那就說明蘇東坡是深

諳佛理的，相比之下，「但識琴中趣」的陶淵明就

顯得有點輕浮了。此其一。其二，就是在人生境界

上，最近我在微信朋友圈中看到有人發了這麼一

條信息，是關於陶淵明的，曰：

今天才發現，陶淵明的境界，不僅僅是「悠然見南

山」，還有如此的進取精神。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

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

其中的「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

盡，無復獨多慮」乃是陶淵明寫的一首詩，題目叫

《形影神贈答詩》。發此微信的這位朋友原以為

陶淵明只是個「悠然見南山」的隱士，但是當他讀

了陶淵明的「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

盡，無復獨多慮」這首詩後，覺得陶淵明並非只是

一味地退縮隱居，而是很有「進取精神」。實際上，

你若仔細分析就不難發現，陶淵明在這首詩中依

然還是在表達隱居的理念，而且還是十分徹底的

隱居理念，即世間的一切，「應盡便須盡，無復獨

多慮」，隱居就隱居，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還有什

麼可猶豫可顧慮的。如果說陶淵明在這裏有什麼

「進取精神」，那便是拋棄世間一切頭也不回毅然

決然地去隱居，面對悠悠南山，「縱浪大化中」，在

大自然的「大化洪流」中隨波逐浪，「不喜亦不

懼」，怡然自得。表面上看來，陶淵明的「不喜亦不

懼」也頗具佛教兩邊都不執著之精神，但實際上

他只是在出世間隱居狀態下的「不喜亦不懼」，而

不是蘇東坡那種游走於世間出世間兩邊的「不喜

亦不懼」，兩者區別豈止霄壤。[32]我每見有些學佛

信佛的老太太，在寺院與世無爭的環境中，一個個

真是「不喜亦不懼」的樣子，好像精神境界挺高，

但是一回到家裏，便不行了，看這個不順眼，看那

個不對勁，一不留神甚至就跟媳婦吵起來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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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喜亦不懼」，早跑到九霄雲外去了。所以哪，只

有在現實生活中，才能證明你所謂的「不喜亦不

懼」是不是貨真價實，隱居狀態下的「不喜亦不

懼」並不可靠。這裏，我懇請大家千萬別誤解，以

為我是在貶低陶淵明而抬高蘇東坡，或有意借貶

低陶淵明來抬高蘇東坡，我絕無此意，我對古聖先

賢一視同仁，絕無厚此薄彼的心思和用意。我在本

文超越時空把東晉的陶淵明和北宋的蘇東坡拉到

一起，是為了向大家展示，從東晉的陶淵明到北宋

的蘇東坡，中國文人完成了一個從有所執著的

「隱」到無所執著的「禪」的精神境界大轉變，而

促成這個轉變的就是佛教的介入和影響，而這一

點正好印證了習近平總書記關於佛教的一個觀

點，這個觀點是他2014年3月在巴黎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總部的一個講話中說的，曰：

佛教產生於古代印度，但傳入中國後，經過長期演

化，佛教同中國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發展，最終形

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文化，給中國人的宗教信仰、

哲學觀念、文學藝術、禮儀習俗等留下了深刻影響。中

國唐代玄奘西行取經，歷盡磨難，體現的是中國人學習

域外文化的堅韌精神。根據他的故事演繹的神話小說

《西游記》，我想大家都知道。中國人根據中華文化發

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獨特的佛教理論，而且使佛教從

中國傳播到了日本、韓國、東南亞等地。[33]

習總書記的這段講話，其意思概括起來說就

是，佛教傳入中國，既發展了印度佛教也發展了中

國文化。所謂發展了印度佛教，是指佛教自13世紀

初就在印度本土消亡了，而佛教傳入中國後，我們

「中國人根據中華文化發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獨

特的佛教理論，而且使佛教從中國傳播到了日本、

韓國、東南亞等地」；而所謂發展了中國文化，是

指佛教「給中國人的宗教信仰、哲學觀念、文學藝

術、禮儀習俗等留下了深刻影響」，正是這種「深

刻影響」才造成了蘇東坡與陶淵明在精神境界上

的巨大差別。最後，我希望本文能夠拋磚引玉，有

更多的人來研究中國文化史上的種種現象以坐實

佛教對中國文化的「深刻影響」。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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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9]《論語·子張》。
[10]《論語·先進》。
[11]依空法師《一代詩佛王維》，載(《人間佛教學
報·藝文》2016年第2期)，第250頁。

[12]趙文竹《莊子也沒有事》，載(《龍泉佛學》
2016年第4期)，第33頁。

[13]同上，第35頁。
[14]李澤厚和劉綱紀《中國美學史》第二卷(中國社
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392頁。

[15]同註[1]，第85頁。
[16]《桃花源詩》可以這樣翻譯：「秦始皇暴政，

打亂了天下的綱紀，賢人便紛紛避世隱居。黃

綺等人於秦末避亂隱居商山，桃花源裏的人也

隱居避世。進入桃花源的蹤跡逐漸湮沒，入桃

花源之路於是荒蕪廢棄了。桃花源人互相勉勵

督促致力農耕，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桑樹竹林

垂下濃蔭，豆穀類隨著季節種植，春天收取蠶

絲，秋天收穫了卻不用交賦稅。荒草阻隔了與

外界的交通，雞和狗互相鳴叫。祭祀還是先秦

的禮法，衣服沒有新的款式。兒童縱情隨意地

唱著歌，老人歡快地來往游玩。草木茂盛使人

認識到春天來臨，天變暖和了；樹木雕謝使人

知道寒風猛烈，秋冬之季到了。雖然沒有記載

歲時的曆書，但四季自然轉換，周而成歲。生

活歡樂得很，還有什麼用得著操心？桃花源的

奇跡隱居了五百多年。今日卻向世人敞開桃花

源神仙般的境界。桃花源中的淳樸風氣和人世

間的淡薄人情本源不同，一時顯露的桃花源又

深深地隱藏起來了。試問世俗之士，又怎麼能

知道塵世之外的事？我願駕著清風，高高飛

去，尋找與我志趣相投的人」。參見《桃花源

記》，參見「古詩文網」http://www.gushiwen.
org/GuShiWen_505e1de493.aspx。

[17]《世外桃源》，參見「百度漢語」，h t t p : / /
hanyu.baidu.com/zici/s?wd=世外桃源&tupu=01。

[18]同註[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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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伍先林《中國佛教與唐代禪宗》(宗教文化出版
社2015年12月版)，第42頁。

[20][南宋]志磐法師增修《東林十八高賢轉》，參見
h t t p : / / w w w . b a i r e n y a n . c o m / A r t i c l e /
wenhua/200609/215.html，2006-9-19。

[21]沈傑群《榮格和佛洛依德：兩位大咖的私人關

係》，載(《作家文摘》2016年7月19日)第4版。
[22]最近讀到一篇文章，是劉仰先生寫的《警惕中

國青年的精神癱瘓》載（《環球時報》2016年8
月1日第15版）。該文從網上的一個熱詞「葛優
躺」說起，討論了我國年輕人在國家經濟發展

國民生活富裕的狀況下是否有可能變得頹廢和

精神癱瘓，我覺得這是非常有可能的。管子曾

講「倉廩實而知禮節」，這說的是古代中國，

在當代中國可能就未必了，很有可能「倉廩實

而變頹廢」，這是為什麼呢？問題出在文化上

而不出在倉廩實不實上。現在中國絕大多數年

輕人受西方文化影響很大，而以個人主義為底

蘊的西方文化本質上就是一種極容易把人引向

頹廢的文化。正因如此，所以我們現在要提倡

國學教育，把年輕人拉回到中國傳統的做人之

道上來。這個說來話多，點到為止。
[23]劉土土《我無意為毒品辯護，但我覺得你們討

論的方式不科學》，參見https://www.douban.
com/group/topic/46955590/，2013-12-12。

[24]老實人《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自

殺》，參見 h t t p s : / / b o o k . d o u b a n . c o m /
review/6654562/，2014-05-01。

[25]也許很多人會說，中國古代文人很多都是三妻

四妾狎妓嫖娼，比如那個韓愈（768-824）亦即
「昌黎公晚年，頗親脂粉，故事服食用硫磺末

拌粥飯，啖雄雞，不使交千日，烹庖，名火靈

庫，健陽。公間日進一隻雞。始亦見功，終至

殞命」（參見【明】馮夢龍輯評《情史》，浙

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12月版，第603頁）。不
過，我總覺得，無論中國文人在性生活方面如

何超出現代人的眼界，若與羅素視結婚為兒戲

四次結婚離婚並且還到處毫無責任心地沾花惹

草偷情摸性以及「弗洛伊德與妻子、妻妹之間

的『三角關係』」（參見沈傑群《榮格和佛洛

依德：兩位大咖的私人關係》，載《作家文

摘》2016年7月19日第4版）相比，都還是比較
溫和有度比較靠譜的，畢竟他們都還沒有像西

方同類文人那樣呈現瘋狂潦倒之頹勢。再者說

了，中國古代文人妻妾妓三管齊下在當時也是

一種見怪不怪的的社會風尚，只是站在現代道

德角度看似乎有點不妥而已。實際上，若完全

回到各該具體的語境，那麼很簡單，中國古代

文人的狎妓是為公眾所認可的，而羅素的偷情

則肯定是暗地裏的見不得人的非倫理「惡

行」。
[26]《金剛經·莊嚴淨土分》。
[27]《金剛經·離相寂滅分》。
[28]《第十一屆法門之光：正慈大和尚主講「福慧

雙修，圓滿人生」》，參見http://www.pusa123.
com/pusa/news/dujia/2016104180.shtml?from=grou
pmessage&isappinstalled=0，2016-07-18。

[29]三論宗所說的「破邪顯正」、「無得正觀」中

的「正」都是這個意思，都不能理解為「正

確」。如果理解為「正確」，那就等於什麼也

沒說。大家且看三論宗創始人吉藏大師（549-
623）在《三論玄義》中解釋「正觀」的「正」
時所說的：「正有幾種？答：天無兩日，土無

二王；教有多門，理唯一正，……但欲出處眾
生，於無名相法，強名相說，令禀學之徒，因

而得悟，故開二正。一者體正，二者用正。非

真非俗名為體正；真之與俗目為用正；所以

然者；諸法實相，言亡慮絕，未曾真俗，故

名之為體，絕諸偏邪，目之為正，故言體正。

所言用正者，體絕名言，物無由悟，雖非有

無，強說真俗，故名為用，此真之與俗，亦不

偏邪，目之為正，故名用正也。問：既云真俗

則是二邊，何名為正？答：如因緣假有，目之

為俗。然假有不可言其定有，假有不可言其定

無，此之假有，遠離二邊，故名為正。俗有既

爾，真無亦爾，假無不可定無，假無不可定

有，遠離二邊，故目之為正。問：何故辨體用

二正耶？答：像末鈍根，多墮偏邪；四依出

世，匡正佛法，故明用正。既識正教，便悟正

理，則有體正，但正有三種：一對偏病，目之

為正，名對偏正；二盡淨於偏，名之為正，謂

盡偏正也；三偏病既去，正亦不留，非偏非

正，不知何以美之，強嘆為正，謂絕待正

也」。(參見《大正藏》第45冊，第7頁中、下)
吉藏大師在這裏非常明確地告訴我們，無論是

「體」上還是「用」上，「正」都是「離二

邊」的意思。再比如，在談到中國的淨土教與

日本的淨土真宗的不同

時，太虛法師（1890-1947）指出，「中國淨土
教所重，是信、願、行三個方面不可缺一；

而日本淨土真宗則唯重在信，全賴他力。比

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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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淨土真宗的優點是簡便易行，雖然平常也

念佛，主要只是以報恩為旨。但若依大乘佛教

經論而言，則中國淨土教應當是最中正的」。

（參見伍先林《中國佛教與唐代禪宗》，宗教

文化出版社2015年12月版，第54頁）在太虛大
師看來，日本淨土真宗偏於一邊「唯重在信」

亦即執著於信，而中國淨土教則主張「信、

願、行三個方面不可缺一」，不執著於任何一

邊，故「應當是最中正的」，這裏的「中正」

就是「八正道」中的那個「正」的意思。
[30]趙朴初先生（1907-2000）的臨終遺偈，就是部
分引用洪應明的這首偈語並略作更具佛教意味

的修改而成，曰：「生固欣然，死亦無憾，花

落還開，水流不斷，魂兮無我，誰歟安息，明

月清風，不待尋覓」。趙樸老在這首遺中表達

了對待生死的「平常心」，這種「生死平常

心」，譚嗣同（1865-1898）在其《仁學》中亦
有明示，曰：「好生而惡死，可謂大惑不解者

矣。蓋於不生不減之義，懵焉懂而惑。故明知

是義，特不勝其死亡之懼。縮脖而不敢為，方

更於人禍之所不及，益以縱肆於惡，顧景汲

汲，而四方蹙蹙，惟取其慰快已爾，天下豈復

有可治也？今使靈魂之說明，則人知死後有莫

大之事，及無窮之苦樂，必不因生前暫苦暫

樂，而生貪著厭離之想，知天堂地獄森列於心

目，必不敢欺飾放縱，將日遷善以自兢惕，知

身為不死之物，則成仁取義，殺之而無怖，且

此生未及竟者，來生可以補之，復何憚而不壹

台？嗚呼!此應用佛學之言也」。轉引自梁啟超
《論佛教與群治之關係》，載(《報恩》2016年
第1期)，第28-29頁。

[31]出自【明】楊慎（1448-1559）《臨江仙·滾滾長
江東逝水》。

[32]說到「霄壤」，這裏不妨用個比喻表明陶淵明

與蘇東坡的差別。陶淵明是在「大化」中「不

喜亦不懼」，這「大化」，剛才已經說到了，

就是自然界的「大化洪流」，就是漫無邊際宇

宙就是天就是「霄」，而不是一個接地氣的固

定的地點和處所。它不實在，這就好比趙本

山、宋丹丹和崔永元2006年CCTV春晚合演的小
品《說事兒》中趙本山（演「黑土」）的台

詞，「你飄吧，你說不上哪天風大，把你這塊

兒雲彩飄走了」以及「我飄起來是沙塵暴」，

雲彩也好，沙塵暴也罷，都在空中飄，不實

在。相比於陶淵明的這種不實在的「霄」境，

蘇東坡就是現實生活中實實在在的「壤」境。
[33]《習近平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的演講（全

文）》，參見h t t p : / / n e w s . x i n h u a n e t . c o m /
politics/2014-03/28/c_119982831_2.htm，2014-03-
28。

A nc ien t Ch inese L i te ra t i : f r om the 
Hermitage of Tao Yuanming to the Zen of Sun 
Dongpo

Chen Jian(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Shandong University)

Abstract: Ancient Chinese literati valued the 
spiritual realm, or the mind realm a lot from different 
aspects. Before Buddhism had taken root in China, 
the literati liked to present themselves as “hermits” by 
escaping from the reality. However, after Buddhism 
was gradually assimilated into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hence Zen School of Buddhism came into 
being, those literati began to adopt Zen as their spiritual 
pursuit, which did not agree to escape from the world. 
From hermitage to Zen, the literati had undergone a 
huge mental chang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e. 
Obviously, this change is inseparable from or a direct 
consequence of the influence of Buddhism. By studying 
the cases of Tao Yuanming, the hermit and Su Dongpo, 
the Zen follower, this article offers in-depth and detailed 
analysis on mental shift from hermitage to Zen among 
ancient Chinese literati.

Keywords: Ancient Chinese Literati, Buddhism, 
Zen, Tao Yuanming, Su Dong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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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了結構主義語言學從描寫向解釋語言的認識論

轉向。

其次，20世紀西方分析哲學的語言學轉向。

西方分析哲學高舉拒斥形而上學的大旗，開啟了

西方現代哲學的語言學轉

向。羅素開創了語言分析

學派，力圖尋求語言的確

定性，通過分析語言的邏

輯來認識世界，把語言提

升到邏輯和理性的本體地

位。維特根斯坦早期提出

語言圖像論，認為語言是

世界的圖像，這是西方傳

統的詞物對應理論更加

邏輯化的表現形式，維特

根斯坦後期超越了分析哲

學的語言邏輯分析主導範

式，試圖以語言治療來破

除傳統形而上學思維的虛

妄，創建立足現實生活世界的語言哲學。

再次，20世紀詩意語言學派的語言學轉向。20

世紀西方語言學轉向中，拒斥形而上學語言觀最

具代表的是詩意語言學派。胡塞爾開創了「回到事

情本身」的注重本質直觀的現象學傳統，為語言的

審美性研究奠基，尤其是胡塞爾後期的生活世界

理論開啟了詩意語言觀的探索道路。胡塞爾的學

生海德格爾則訴諸於詩意生存論來祛除傳統形而

上學語言觀的陰影，通過《荷爾德林詩的闡釋》與

《在通向語言的途中》的研究，提出「語言是存在

的家」，「詩性是語言的原初本性」，為詩意語言觀

後形而上學語境下

詩意語言觀的思想道路
■ 張國傑

西安電子科技大學

西方傳統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深刻影響了

西方語言學的思維特質與語言觀。20世紀西方的

語言學轉向，使語言成為西方學界普遍關注的思

想主題，在拒斥形而上學語境中探尋後形而上學

語言觀。以海德格爾為代

表的詩意語言學派，立足

對傳統形而上學語言觀的

反思批判，在詩與思的對

話與詮釋中探尋構建後

形而上學的詩意語言觀。

在後形而上學思想背景

下，深入闡釋詩意語言觀

的思想道路，對於把握語

言學轉向的思想邏輯與

詩意語言學的理論構建

具有重要意義，這是我們

對當代詩意語言觀研究

應有的自覺意識和闡釋

立場。

一、拒斥形而上學： 

西方語言學及語言觀轉向

首先，20世紀西方語言學內部的語言學轉向。

從西方語言學內部的轉向來說，先有索緒爾開結

構主義語言學理論之先河，以邏輯認識論範式，提

出符號任意性，打破西方自古以來詞物對應的自

然語言觀，把所指與能指區分開來。此後有布龍菲

爾德為代表的描寫結構主義語言學派，成為西方

語言學研究的主流。20世紀中期喬姆斯基把發生

學方法引進語言學研究，提出轉換生成語言學，推

摘  要：20世紀西方的語言學轉向，在拒斥形而

上學語境中探尋後形而上學語言觀。以海德格爾

為代表的詩意語言學派，反思批判傳統形而上學

語言觀，在詩與思的對話與詮釋中探尋構建後形

而上學的詩意語言觀。在後形而上學思想背景下，

深入闡發詩意語言觀的思想道路，對於把握語言

學轉向的思想邏輯與詩意語言觀的理論構建具

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後形而上學；詩意語言觀；海德格爾；思

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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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構建進行了思想奠基，並由此開闢了全新的研

究視域。海德格爾的學生伽達默爾提出「語言是哲

學研究的中心」，揭示了理解與語言、語言與世界

的關係，開啟了解釋學的詮釋視域。詩意語言學派

從詩、藝術等生活世界視域研究語言的本質，致力

於超越西方傳統形而上學對人本真生活的遮蔽和

詩意生存維度的僭越。

最後，20世紀西方的語言觀轉向。20世紀西

方的語言學轉向，共同拒斥形而上學的語言觀，完

成了自然語言觀向符號語言觀的轉向和邏輯語言

觀向審美語言觀的轉向，前者促進了語言學詩學

的形成，後者則形成了詩意語言觀。詩意語言觀是

20世紀西方語言學轉向中興起的一種新語言觀，

對西方傳統形而上學語言觀的本體論與二元論思

維進行了反思批判，反對邏輯中心主義和理性至

上主義，反對人作為語言表達的主體性思維，強

調詩意語言是語言作為本體的大道運行，關注人

的生活世界與生存境遇，對現代人生存意義進行

詩意追問。尤其在當代機器語言、科學語言、網絡

語言等各種新型語言相繼湧現的背景下，針對現

代性問題帶來的生存意義困境，詩意語言觀探索

在後形而上學時代人詩意言說與詩意生活的可能

性。

從20世紀西方語言學及語言觀轉向的視角來

考察，傳統形而上學語言觀的特質，從語言本質上

看，傳統語言觀把語言看作人與人交流的工具；從

語言主體上看，傳統語言觀把人當作語言的主體；

從語言語義上看，傳統語言觀的語義相對固化，語

義是由概念、邏輯建構的，概念閾值是確定的；從

語言語用上看，傳統語言觀視語言為人與人溝通

的橋樑和紐帶；從語言思維方式上看，傳統語言觀

是形而上學的外化表現，根本體現著傳統形而上

學的思維方式。20世紀西方語言學及語言觀轉向，

呈現出共同的趨勢在於拒斥形而上學，超越傳統

語言觀，對形而上學思維及引發的現代性問題進

行深刻反思批判，立足現實生活世界來審視語言

的本質意義，重建後形而上學時代新的語言觀。

二、超越形而上學： 

對傳統語言觀的反思批判

以海德格爾為代表的詩意語言學派，深刻反

思傳統形而上學語言觀，揭示現代性問題產生的

形而上學思維根源，以詩意生存論開啟了詩意語

言之思。

第一，反思西方傳統形而上學語言觀。根據西

方傳統形而上學的思維，人們對世界的認識基本

遵循從物—思想觀念—語言的發展過程，人對物

的認識反映在思想觀念中，而思想觀念依靠語言

得以表達。亞里士多德在《解釋篇》中表達了傳統

形而上學的語言觀：口語是心靈的經驗的符號，而

文字是口語的符號。這一表述成為千百年來西方

傳統思想中主導性的語言觀，即文字標誌聲音，聲

音標誌心靈的經驗，心靈的經驗反映事物，由此形

成了人類從客觀事物—心靈經驗—形成語言的傳

統形而上學語言觀。海德格爾發現，從泛希臘化時

代開始，作為描述工具的符號形成，對象的表像

被指向另一個對象，約定俗成的符號與它所描述

者之間的關係替代了語言的標誌與被標誌者之間

的關聯。[1]從此，語言的形而上學傾向愈發顯明。

海德格爾發現亞里士多德揭示了作為說話的語言

的聲音特性和文字特性。泛希臘化時代已降形成

的語言約定俗成的符號與它所描述者之間的關

係，在兩千多年後的索緒爾的結構主義語言學著

作中被正式命名為能指與所指的關係，索緒爾認

為語言是能指與所指關係構成的符號系統，由此

可見源於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語言觀對後世的

深遠影響。

第二，批判形而上學對存在本義的偏離。海德

格爾對形而上學如此追問：「我們用『是』或『存在

著』意指甚麼？我們今天對這個問題有了答案嗎？

沒有。所以現在要重新提出存在的意義問題」。[2]

這種追問使海德格爾返回到西方哲學傳統，重新

領會赫拉克利特的邏各斯。赫拉克利特認為邏各

斯的本義與存在是同一的，存在就是自身出發向

自身的聚集。海德格爾認為，存在的本義就是「既

綻開又持留的強力」，[3]「邏各斯的基本含義是話

語……把言談之時『話題』所及的東西公開出

來」。[4]亞里士多德本來在源初意義上使用邏各斯

一 詞 ， 但 是 當 他 把 話 語 的 功 能 解 釋 為

apophantisch(藉助亮光把某物照亮)，後世哲學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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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該詞意引申為做判斷，並衍生出概念、定義、關

係等現代意義，這就等同於邏輯一詞的概念範

疇。海德格爾返回到巴門尼德那裏，重新釐清思與

在的關係，認為思是使思想得以生發的根據，這樣

存在與思就是同一的，然而在後來西方形而上學

發展中恰恰變成了一種外在性的東西，真理變成了

思想與存在的符合論。海德格爾通過對邏各斯、

思與存在關係的重新詮釋，批判了西方形而上學

對存在本義的偏離。

第三，揭示形而上學對存在意義的遮蔽。海德

格爾認為，蘇格拉底的「善」、柏拉圖的「理念」、

亞里士多德的「實體」等，都是以形而上學的理論

構建對存在意義的遮蔽。柏拉圖的理念論是心靈

的內在原則的深化，理念獨立於感性個體，是從感

性事物中抽象出來的類的概念，具體事物因摹仿

理念而存在，由具體事物構成的現實世界是理念

世界的摹本，理念才是世界的本原。海德格爾返回

到前蘇格拉底希臘哲學的本源，藉助於與詩同源

的思來切近存在本身，以詩意之思祛除傳統形而

上學對存在意義的遮蔽，為現代人開啟詩意棲居

的澄明之境。

第四，超越形而上學本體論與主體性思維。希

臘哲學完成了從追問存在到追問本體的轉變，存

在論思維方式變成了本體論思維方式，本體形而

上學成為主導西方思維的核心。形而上學追求超

越事物表像的本體，追問存在的意義自然要服從

於本體論的世界觀。因此，尋找人存在的意義就要

透過現象找出本體從而掌控世界，形成了現象與

本體，主體與客體，殊相與共相等的對立，這種本

體論恰恰造成了二元論思維方式。到了近代笛卡兒

「我思故我在」的主體性思維得以確立，進一步鞏

固了人的理性主體的主導地位，通過「我思」的優

先性建構了「主體形而上學」，完成了西方哲學的

「主體性轉向」。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翻轉了

西方思想史上人與世界的關係，一切開始圍繞著

主體而旋轉，這樣人就變成了世界的中心。海德格

爾揭示形而上學本體論和主體性思維的虛妄，為

後形而上學的詩意之思開闢新的思想道路。

第五，克服形而上學的虛無主義傾向。作為形

而上學思維核心的本體論，為了追究存在的最初原

因需要邏輯和推理，人類思維抽象化的極致發展

催生了西方科技思維，形而上學和科技理性具有

同構性和一致性。海德格爾稱現時代為技術「座

架」的時代，本質上就是形而上學的完成即終結。

科技思維的僭越產生的現代性後果就是驅逐神

聖，現代人陷入了虛無主義的深淵。海德格爾認

為：「諸神的消失是指人們在對待上帝和諸神的

事情上落入的那種猶豫不決驚慌失措的情景」。[5]

海德格爾意義上的諸神不同於基督教的上帝，海

德格爾認為尼采所說的「上帝死了」，實質指的是

基督教的上帝。「上帝死了」表明超感性的世界不

再具有信仰的力量。「至高之物，乃是光芒照耀的

澄明本身……稱為明朗者……明朗者就是神聖

者」。[6]海德格爾認為，在形而上學的語境裏還沒

有一個本真的詞為神聖者命名，虛無主義成為西

方形而上學必然的思想結局，形而上學語言的邏

輯理性讓神聖無處安頓，因而要致力於詩意語言

的探索，重新為神聖命名。

通過梳理海德格爾的反思批判表明，傳統形

而上學語言觀就是形而上學思維的語言表徵，拒

斥形而上學成為現時代的思想潮流，受形而上學

影響的傳統語言觀發生了深刻轉向，走向探尋與

重建人的存在意義的詩意語言觀。

三、追尋詩意之思： 

詩意語言觀的思想路標

以海德格爾為代表的詩意語言學派，在反思

批判形而上學語言觀基礎上探尋詩意之思，形成

了後形而上學語境中詩意語言觀探索的思想路

標。

第一，荷爾德林的詩意共鳴。海德格爾從詩人

哲學家荷爾德林獲得了批判超越形而上學的詩意

共鳴。荷爾德林對形而上學進行反叛，對現代性

的精神困惑做出了詩意探尋。荷爾德林認為詩人

是夠直接能領會充滿神性的存在者，把神意傳到

人間是詩人的天職，他在詩中讚美自由、自然、神

性，運用充滿詩意的語言言說著存在之奧秘。海

德格爾認為荷爾德林作為貧困時代的詩人，「吟唱

著去摸索遠逝諸神之蹤跡，在世界黑夜的時代裏

道說神聖」，[7]「我的思想和荷爾德林的詩歌處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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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此不可的關係中。我認為荷爾德林不是文學史

家將其著作與其他人並列為研究題目的許多人中

的隨便一個詩人而已。我認為荷爾德林是真正的

一個詩人，他指向未來，他期待上帝」。[8]海德格爾

選定荷爾德林為思想參照，想從荷爾德林找到他

所需要的語言，通過本真的詩把握本真之思。[9]海

德格爾親近荷爾德林，主要在於藉助荷爾德林的

詩意之思以開創後形而上學之思，通過聆聽詩人

的召喚完成詩意之思的轉向。

第二，維科的詩意語言啟迪。海德格爾批判超

越形而上學所訴諸的詩意語言，在作為歷史哲學

家與語言學家的維科那裏獲得啟迪。維科認為詩

意智慧是人類思想的源頭，原始思維與原始語言

是同一的，人類早期的語言就是詩意的話語，「神

的語言，是一種啞口無聲的語言，即象形文字或神

的字母」。[10]在維科看來，詩意語言不以表音為特

性，尚未符號化，比喻性的語言富有生動、具體的

色彩，充滿神性，詩意語言具有想像性、描繪性、

情感性以及超邏輯性的特質。[11]維科認為，世界諸

民族按照神、英雄和人的時代次第發展，在神王

時代原始初民擁有旺盛的感覺力、想像力，沒有抽

象和推理能力，他們帶著強烈的好奇心感受著世

界，即使啞口無言也在用詩意話語與神進行溝通。

維科強調詩意話語的感性特徵，詩植根於未被邏

輯抽象為共相的具體事物，詩意語言是一種超越

形而上學邏輯理性的語言，這對海德格爾認為詩

意語言就是本真的語言產生了重要影響。

第三，狄爾泰的「生命哲學體驗」。狄爾泰的生

命哲學與生活世界理論，成為海德格爾詩意哲學

的一個重要思想來源。狄爾泰最早發現荷爾德林

詩意棲居的思想的獨特價值，這位人文主義生命

哲學家十分推崇詩人哲學家荷爾德林。在《生命體

驗哲學》一書中，狄爾泰專門闡釋了荷爾德林的

詩意棲居思想，這自然成為海德格爾非常重視荷

爾德林的一個原因。海德格爾在撰寫《存在與時

間》之前，所思考的主題不是存在而是生命這一概

念。狄爾泰的生命哲學，以詩意的生命體驗，克服

現代性文明所造成的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

我心靈的分裂與對抗，對海德格爾的詩意語言之

思產生了重要影響。

第四，胡塞爾的「現象學還原」。現象學是海德

格爾反思批判形而上學的新的思想武器，現象學

開創者胡塞爾對海德格爾產生了直接的重要影

響。胡塞爾對現代性危機的思想診斷，認為現代科

學技術造成了一個理性化的世界，使人不能回歸人

的生活世界，遮蔽了存在的意義，整個現代人的

精神危機愈演愈烈。胡塞爾通過意向性理論提出

了「回到事情本身」的口號，通過「本質直觀」來探

尋存在的意義，通過「現象學還原」逆轉了形而上

學的思維慣性，認為並非在現象背後有一個待人

發現的本質，試圖以現象學來克服形而上學思維

導致的時代危機。海德格爾思想的轉向「就研究

方法而言，前期側重親在在世生存的『現象學還

原』，後 期則側重 於存 在 本 身 的『解 釋 學 釋

義』」。[12]海德格爾將「回到現象本身」改造為「回

到生活世界」，以此來化解現代性所造成的對人的

生活世界的分裂。

第五，解釋學的詮釋方法。解釋學是海德格

爾反思批判形而上學的另一個新的思想武器。

解 釋學 作 為一種研 究方法由來已久，其英文

Hermeneutics的詞根Hermes取自古希臘神話中奧

林匹斯諸神的信使赫耳墨斯的名字，意為「神的

消息」。從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到中世紀的神學家

奧古斯丁乃至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都特別重視

解釋學的詮釋方法，而生命哲學家狄爾泰是西方

傳統解釋學的集大成者和現代解釋學的開創者。

解釋學提供了新的認識論與方法論，海德格爾通

過追溯解釋學詞根的意義，回到「神的消息」的源

初意蘊，從生存論的角度賦予解釋以新意，通過對

自由、真理、世界、語言、詩、思等概念進行重新理

解和詮釋，完成了對西方形而上學傳統的獨特批

判。

第六，東方禪道思想的對話。海德格爾從東方

禪道思想中汲取新的思想智慧。海德格爾在思想

轉向之際就已經關注道家，在他的文本中探討「詩

人的獨特性」時援引了老子《道德經》第11章的全

文。[13]海德格爾詩意思想的澄明之境正如道的本

性那樣自然展開。他與蕭師毅合作翻譯《道德

經》，特別關注道家「無」的思想，契合其存在之思

與大道言說，藉助來澄清他的「無蔽」與「澄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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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藉助老子思想對存在的體悟，海德格爾對西方

傳統形而上學進行突圍，對人與自然關係進行新

的思考。海德格爾晚期所說的Ereignis，有的學者

從佛學出發翻譯為「緣構發生」，有的學者翻譯成

「本有」。[14]海德格爾與東方思想的交流對話，旨

在從東方思想中找到超越西方形而上學的新思

路，但晚期海德格爾意識到東西方思想有不同的

源頭：「是不是有朝一日一種『思想』的一些古老

傳統將在俄國和中國醒來，幫助人能夠對技術世

界有一種自由的關係呢？我們之中有誰竟可對此

作出斷言嗎？」[15]儘管海德格爾對現實的拯救之

路充滿疑惑，但他還是對西方的自我拯救充滿希

望：「思想只有通過具有同一淵源和使命的思想來

改變」。[16]這裏體現出海德格爾西方中心論的偏

頗，還無法完全擺脫西方形而上學的思維局限。

探尋詩意語言觀的思想路標，我們發現詩意

語言觀把語言視為存在的家，強調語言的本體意

義；強調詩意語言是道言，是大道運行的顯示；以

詩意語言超越主客二元論，會通天地神人的共在

境遇；以詩意語言超越形而上學概念思維，領會人

的存在意義，讓人重新理解人與存在的關係，返

回本真的家園，詩意棲居在大地上。實際上，20世

紀西方語言觀的轉向，本質就是理解人的存在意

義的世界觀與生命觀變革。

四、詩意語言之思： 

詩意語言觀的思想道路

海德格爾探尋詩意語言之思的「林中路」，成

為當代詩意語言觀學研究無法繞開的思想路標。

海德格爾在《論真理的本質》中已經非常重視語

言，通過對《論語言的本質》、《通向語言的途中》

等著作的探討，詩意語言被歸結為作為大道運行

方式的道說，啟示存在者要聆聽語言的言說和神

性的召喚，才能夠走向自由的澄明之境。正如迦達

默爾所言，「海德格爾用的是半詩性的一種特殊語

言」，[17]通過詩意語言之思，探尋詩意語言觀的思

想道路。

第一，詩意語言的真理之思。詩意語言觀的建

構本身包含著對真理問題的重新思考。海德格爾

稱詩意語言為本真的語言，因為「語言通過第一次

給存在者命名而第一次將存在者帶入言辭與顯

明。只有對存在者的命名，才從其存在那裏把存在

者指派給它的存在。如此之言說是對澄明的投射

……宣告了存在者是作為甚麼而進入敞開之中

的」。[18]詩意語言讓存在者找回自己的存在，使成

其所是從而進入存在的敞開狀態，存在的敞開狀

態就是存在的澄明之境。以詩意語言言說存在的

意義，讓人通達存在的澄明之境，這正是海德格

爾意義上的存在的真理，顛覆了傳統形而上學認

識與事實相符合的真理觀。澄明就是無蔽，此時真

理作為無蔽狀態而發生。海德格爾拒斥傳統形而

上學語言觀，就是要通過詩意語言的道說，將人和

物帶出場，讓其存在的真理自行澄明、自行顯現。

相反，詞語破碎處無物存在，語言與存在是同一

的，詩意的語言敞開了存在的真理。海德格爾用

「林中路」比喻詩意語言的真理之思：森林是茂密

的因而是隱蔽的，林中的路是林中的空地，是無蔽

的澄明；林中路不是固定的路，是人在尋道過程中

走過的路，因此路是道說，是詩意語言的自身言

說。海德格爾臨終前對自己的著述說是「道路，而

非著作」（Wege-nicht Werke），[19]正是以詩意語

言探尋隱與顯、遮蔽與澄明、迷失與真理的林中

路。

第二，詩意語言的存在之思。海德格爾在語言

觀上顛覆了傳統的說法：「從存在論上講，並不是

我們說語言，而是由於我們能聽到空廓宏大的大

道在言說，或處在語言的緣構開啟境域中，我們

才能開口講話和思想。『語言比我們更有力，也因

此更有份量』」。[20]詩意語言與形而上學語言具有

本質區別，詩意語言是大道自行的言說，而形而上

學語言作為人言只是應答。海德格爾區分了語言

與言說，言說一詞在希臘時代的意思是顯示，詩意

語言的言說就是讓存在的信息自行顯現出來。海

德格爾認為語言從不說話，但語言又需要被言說，

使存在的真理通達到人。人總是說話，人說話是其

存在的見證，人說話構成了此在在世界中的存在，

人在語言中揭示世界也揭示自身。海德格爾認為

言說不同於命名：「語言在生存論及存在論的根

基是言說」。[21]海德格爾以生存論理解語言：「語

言把我們帶入存在，語言是存在的家」。[22]只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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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中，人才能思考存在並依於存在，使存在者詩

意地棲居在大地上，而形而上學使思與詩分離，現

成性成為思想的規定。因此，海德格爾要走出詩人

和思者共同面臨的雙重困境，就必須終結形而上

學之思的歷史，讓詩與思在對話中守護人的存在

家園。

第三，詩意語言的大道之思。海德格爾稱詩意

語言為道言，詩意道說是一種自上而下的存在消

息的傳送。詩人作詩作為一種存在的顯示具有非

凡意義，而半神半人的詩人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

因為詩人承載著天命，能夠傾聽到神聖的意旨，把

神性的話語傳到人間。人有神性，詩人是更接近神

性的存在，作詩就是以直觀的方式把握來自存在

的神聖的消息。作為思者的哲人需要把神聖的話

語進行轉傳，把詩闡釋成大眾能夠理解接受的話

語。海德格爾認為分裂了世界的形而上學之思，遮

蔽了存在的意義，無法承擔起與詩為鄰、傳遞存在

訊息的使命，真正思的任務就在形而上學終結之

後才能真正開始。思是思念，是對神性的思念和回

憶，思者更容易捕捉到詩中傳達的神聖的消息，找

到存在的本原。詩意語言守護存在的家園。海德格

爾認為語言藉助詩人作詩、思者闡釋從而自上而

下地湧現，是大道運行的顯現。大道往往是寂靜

的，但是大道寂靜並非毫無聲息，寂靜之中蘊含著

一種轟鳴。只有當人沉靜下來，才能聆聽到天籟之

音—寂靜之轟鳴—詩意的言說—存在的顯現—神

性的召喚。寂靜之轟鳴是詩意充沛、傳遞著神聖之

消息的言說。作為存在者的大地上的芸芸眾生與

存在彼此依存，存在者需要用心去聆聽自然的召

喚，停留在天地神人會通的境域中獲得家園般的

依護，存在者通過守護存在而守護本真的家園。

第四，詩意語言的神性之思。海德格爾認為詩

人以諸神的名義進行著詩意的言說，詩人是神的

代言人，詩人在接受了神的符號的閃現之後要作詩

來傳遞信息。詩人作詩並不能傳達個人的思想和情

感，必須嚴格遵從神意。海德格爾認為荷爾德林

的詩歌語言的獨特性在於它承載著西方歷史的命

運，荷爾德林的詩恰恰表達了人類的命運這樣一

種主題。只有聆聽荷爾德林，人類才有可能重新回

到本源的近旁，找回自己的存在。海德格爾指出：

「真正的詩不止於詩人個人靈感的結晶，也決不

止於傳統意義上的語言的藝術。它要宏大浩蕩得

多！乃是天地神人、過去未來相交緣所放射出的最

燦爛的光明」。[23]詩意語言只能在天地神人共在的

境域裏發生，形而上學思維使諸神退隱，神性維度

的缺失損毀了語言這個存在的家。重新為人類建

構後形而上學的詩意語言之家，讓詩人與思者都

成為人的存在家園的守護者。「詩與思在照看語

言這一點上極其相似，但他們同時又各有所思，思

者道說存在，詩人命名神聖」。[24]詩意語言的神性

之思，實質在於探尋精神信仰的當代重建。

第五，詩意語言的自由之思。詩意語言的自由

之思與真理之思互為表裏，詩意語言的真理之思

旨在開顯存在的真理，詩意語言的自由之思旨在

開啟存在者的無限可能。海德格爾的詩意之思並

非遠離現時代，毋寧說是對於現時代困境的深層

觀照，啟示現代人換一種思維方式和生活態度，作

出生命的決斷。「追問是思想的虔誠境界」。[25]海

德格爾詩意思想的核心在於追問人的自由，找尋

「根基的持存性」。語言本身是詩性的，原初的語

言就是詩。詩意語言觀意義上的自由，就是存在的

澄明之境。把人看作天地神人整體境遇的一維，在

存在的境域中來實現人的自由。海德格爾詩意語

言觀在「決斷」與「開啟」的意義上運思，重新去

思，去聆聽，為人的自由開啟澄明之境：「向著物的

泰然任之」和「對於神秘的虛懷敞開」，[26]以通達

自由的詩意棲居。

海德格爾詩意語言之思，在藝術與真理的內

在關聯中揭示藝術的本質，指出通往真理的通道

就是藝術與詩，通過藝術的詩性拯救通達自由的

澄明之境。存在真理需要藝術或詩的語言通道開

顯，使存在的真理得以澄明。神性是存在的超越，

詩意棲居以神性作為度量自身的尺度，開啟天地

神人會通之境域。詩意棲居的本質是人的自由本

性的體現，是存在的澄明之境。傳統形而上學遮蔽

了人們通往自由的道路，詩意之思從開端處敞開一

種本真生存的可能之路。「作詩比存在者的探究更

真」。[27]這顯然是對現代人的思想與生存方式所

進行的深刻反省，啟示現代人如何探尋詩意生命

的思想道路。海德格爾是詩意語言流派承上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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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表人物，其詩意語言觀的核心內涵是詩意生

存論，對科學技術引發的文明危機與虛無主義的

精神困境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實質上是要回溯到

造成這個時代困境的更為根本的思想根基。海德

格爾的詩意之思實質上是對西方思想傳統的反思

與重建，為人的詩意生存探尋新路，開啟現代人詩

意棲居的澄明之境。

項目：作者主持國家社科項目（ER15018320001）、
陝西省社科項目（2016K003）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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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inking Path of Poetic Linguistic 
View in the Post-metaphysical Context

Zhang Guojie (Xidian University)

Abstract: Western linguistic turn in the 20th 
century explores post-metaphysical linguistic view in 
the context of rejecting metaphysics. Poetic linguistic 
school represented by Heidegger reflects and criticizes 
traditional metaphysical linguistic view in order to 
quest and further construct poetic linguistic view in 
the dialogue and interpretation between poetry and 
thinking. It means significantly to interpret the thinking 
path of poetic linguistic view in depth in the background 
of post-metaphysical linguistics so as to master thinking 
logic of linguistic turn and construct theories of poetic 
linguistic view.

Key words: Post-Metaphysics; Poetic Linguistic 
View; Heidegger; Thinking Path



二○

二○

年
第
二
期
（
總
第
一○

三
期
）

文
化
中
國

１０４

小說呈現了中國基督徒的歷史真實，勇敢面對了

一直具有爭議的問題：教會內的偶像崇拜和把教

會事工當做事業，想越做越大。而問題的實質是為

了保持教會能不能選擇

妥協？這些問題不僅是歷

史人物所曾經面對的，今

天的信徒也會同樣面對，

只是呈現的方式不完全

一樣罷了。劉麗霞在序文

《對永恆信仰的呼應》中

說：「《叛教者》著眼於中

國基督教歷史上的重大

事件，以難得的勇氣直面

一個糾結了很多年的複雜

問題，為我們呈現出一幕

幕驚心動魄的往事。因為

這往事並不如煙，所以她

的書寫，對於我們思考中

國當下的教會問題，仍然

有著寶貴的借鑒價值。在

與施瑋的談話中，她曾經提出：這部作品涉及到地

方教會兩大問題。一個是偶像崇拜，一個是將教

會當事業做大。遮掩教會領袖的問題以致釀成大

錯，是前一個問題的要害；而為了保住教會與世界

妥協，則是後一個問題的關鍵。讀者將在這部小說

中，看到施瑋透過一個歷史事件對當下教會的啟

發」。

《判教者》出版後，引起了教內外人士的熱

議。旅美作家梓櫻說：「合上書，書中一個個人物

近十年來中國基督教文藝狀況與前景
■ 石衡潭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文藝思潮

一、近年來中國基督教文藝狀況

（一）中國基督徒的文藝創作

2009年1月，重慶基督徒作家陳以彬出版了長

篇小說《你在何方》（重

慶出版社）。這部小說以

巴蜀大地為主要背景，描

寫了20世紀三四十年代

至21世紀初基督徒的遭

遇和艱辛，表現了他們豐

富複雜的內心世界，展示

了愛的寶貴，愛的偉大，

愛的力量。重慶解放初

期，南下幹部李東林的妻

子史蘭芳生下男嬰李剛，

由於極其偶然的原因李剛

臉被燒傷、李東林將其遺

棄，年輕的值班護士劉瓊

燕將孩子帶回老家川東

金銀壩撫養，並將孩子改

名劉剛。愛與恨、美與醜、

正義與邪惡、光明與黑暗……情節由此展開。歷經

近百年，跨越三四代，連接了山野、鬧市和海外，

塑造了眾多的人物，敘說了在上帝引領下的人間

傳奇。小說構思巧妙，佈局錯落有致，情節引人入

勝，也具有濃郁的地方特色，是一部令人愛不釋手

的基督教題材通俗小說。

2016年6月，旅美作家、詩人施瑋創作的長篇

小說《叛教者》（美國南方出版社）。此書主人公

的原型就是中國著名傳道人倪柝聲及其周圍人。

摘  要：本文展示了近十年來中國基督教文藝的

基本狀況，包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所創作的關於

基督教題材的作品，重點介紹了施瑋的小說、姜

原來的戲劇和徐則臣和莫言的小說，表明基督教

文藝已經漸漸浮出中國社會水面。同時指出，目

前，中國基督教文藝面臨多種困難，既有外部的異

質環境，也有內部的多種阻力。他們各自為陣，獨

立創作；短篇居多，力作甚少；發表不易，演出更

難。中國基督教文藝要繼續發展，中國教會必須改

變觀念，更新意識，互相搭配，形成合力，才能積

少成多，水漲船高，取得更大成績和影響。

關鍵字：基督教文藝；異質環境；反智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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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活靈活現地出現在我眼前，我的眼淚一次次

為他們而流，心更加柔軟，靈魂更加透明，對自己

的信仰現狀也更加清楚。……鑒於這部書是以倪

柝聲為原型的紀實性小說，書中的人物、事件、歷

史背景都有據可查，因此在寫作編排上受到一些

局限。……然而，這一點都不影響本書作為中國教

會史上第一本靈性小說的地位和份量，在文學評

論家的眼裏，這也是一部海外華文文壇的『補天

力作』」。[1]國內一位讀者林偉清說：「看這一段歷

史，看小說中每個人身上所流露出來的生命，發現

施瑋姐妹似乎在講一個屬靈生命的重要原則，這

個原則誰都知道，但只有在熔爐般的試煉中才能

顯出你是否真的知道。這就是加爾文在他最著名

的《基督教要義》中一開始就提到的：認識神，認

識自己。在那個時代，似乎只有在神的光中真的認

識自己的軟弱和敗壞的人才能真正站立得住。使

你站立得住的不是你的敬虔聖潔，乃是你對自己

不敬虔不聖潔的認識，因此你能在試煉中信靠神，

並活出憐憫」。[2]

施瑋還與李大衛合作創作了《我愛中國》四

幕組歌，並由作曲家董榮燦譜曲，在美國一些城市

演出，獲得好評。

2014年，劉平在上海三聯書店推出了一套清

心詩叢，第一輯包括劉平的《一字一國度》、劉光

耀的《愛、死、憂鬱，天使的迷狂》、宋曉賢的《日

悔錄》、榮光啟的《噢恰當》和李浩的《風暴》等五

本詩集。這是新時期具有代表性的基督教詩人的

集體亮相，正如主編劉平所說：「清心詩叢收錄的

詩歌，如果有一定的特色的話，那麼就是它們具有

天路之旅的風采，合乎聖經中的正統思想，以個體

生命的真實經歷為基本，既顯明自己的獨特見證，

又以此來反映、回應當代現實」。[3]

有的詩簡短，但直指人心，如宋曉賢的《日復

一日》：「日復一日我們把魔鬼餵肥，卻餓死了天

使」，《浪》：「石岸一生都在喋喋不休責備海浪：

而沙灘舒心地享受著每一次愛撫」。還有《母語》：

「謊言是他們的母語，真理是我們的祖國」。劉光

耀擅長寫十四行詩，他對聖經中的一些重要事件

和時刻都有吟詠，他也把詩歌獻給所景仰先賢和

所親近的有名無名的朋友。劉平的詩思空闊，也富

於哲理，如《我與你》之三：「你靠我的影子很近，

我在你的眼睛裏很遠，因為我所愛的今世雲煙，

拉長你我的咫尺為天涯」。榮光啟用孩子般的眼

睛看世界，樸素而真實，而詩意就蘊含在其中，這

是他《回鄉》中的最後幾句：「售貨員在人群中割

草，擁擠的草叢中出現道路，每一個小站原來都有

一個古怪可愛的名字，一頭牛上來，又下去，而籠

子裏蹦躂的小豬，對遠方的集市表達著樸素的嚮

往，少數人在謹慎地交談，多數人的眼神被暮色

覆蓋我的人民，我愛這漫長無邊的行列」。李浩的

詩意象豐富，具有銳氣，請看這首《晨禱》：「我們

面對著無盡的蒼穹，生活在每天的驚恐中。我們孤

獨，我們邪惡。我們的心靈，像漆黑的礦井。我們

期盼的日光西下，我們俯聽山風，我們的雲雀，已

經逝去。我們的鮮花，爭執不休。我們渴望你走進

我們。我們渴望穿過藍色的樹蔭，躺在紫色的樹林

下，仰望你，愛你，歌頌你」。很少有人用爭執不休

來形容鮮花，但這樣的意象新鮮而又貼切。

上海的姜原來是在基督教話劇創作和演出方

面卓有成就的一位作家，十多年來，他創作了不少

想像奇特而又緊貼現實的作品，為基督教話劇開

闢了一條新的道路。最開始他以世界文化名人為

切入點。五幕大型話劇《貝多芬在中國》是以偉大

的音樂家貝多芬為中心和線索，敘述他死後天使

帶他魂遊中國，以彌補他沒能到過中國的遺憾。於

是他經歷鴉片戰爭、甲午戰爭、抗日戰爭、文化大

革命，以至經濟起飛的現代中國。作者企圖透過這

時間綿延百多年、空間橫跨維也納、廣州、魯南山

區、瀋陽、上海等不同地域的作品，刻劃人性的不

同方面，也呈現國人無論如何艱苦困頓，也堅持對

真善美的嚮往與追求。

自2001年起的三年間，姜原來的話劇五幕大

型話劇《貝多芬在中國》在上海演出許多場，2001

年在上海真漢劇場的約六次連續公演，約三千多

觀眾。夏天應邀在上海交響樂團排練廳的大型公

演約五百多觀眾。2002年在上海音樂廳的三次公

演三千多觀眾。2003年在上海浦東大劇場為在上

海外國僑民們的公演約一千二百觀眾。2003年秋

在香港紅墈劇場公演三次約四千觀眾，在香港理

工大學也演出過。2001年秋到2004年在上海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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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巡迴公演九次近萬觀眾。

2004年，姜原來又完成了大型話劇和電影劇

本《莎士比亞在嘉興》的創作，也是以莎士比亞魂

遊嘉興的形式，表現在抗日戰爭戰火紛飛的年代、

在貧病交加中拋卻生路不顧一切燃燒自己年輕生

命來進行《莎士比亞全集》翻譯事業的歷程，並且

與當下一些知識份子以無利不屑錙銖必較甚至徹

頭徹尾奸商姿態從事思想藝術學術教育等等各項

文化事業的行為相對照，從兩者貌似神異的精神

衝突角度，探討中國現當代知識份子的心路歷程。

《莎士比亞在嘉興》演了一次後因涉及基督教內

容被停。隨後，姜原來的話劇直接反映中國基督

教教會和中國信徒生活內容，這些作品由一些教

會的劇社和志願者在教會演出，但很少有公演的

機會。2006年，姜原來完成了話劇《雁蕩平安夜》

並于當年耶誕節在北京由北京守望教會首演，後

來又在北京等地演出過多次。2007年7月24日，此

劇作為紀念馬禮遜福傳二百周年的紀念性劇碼在

北京某音樂廳演出，全國各地部分教會的代表應

邀一起觀看。按劇本要求，以貝多芬的《莊嚴彌

撒》這部世界著名的交響聖樂為發生在中國偏僻

鄉村的這個故事配樂，以此強調溫州基督徒這段

悲壯生命見證的被人忽略了的世界性歷史價值。

演出接近尾聲時，全場幾百名觀眾激動地紛紛自

動站立起來，與台上演員一起高歌《平安夜》，仿

佛整個劇場變成了舞台，每個觀眾都成了那歷史

故事中的一員。許多觀眾流下了激動的淚水。此劇

的導演顏新恩牧師說：「這部作品絕不是教會內部

敘舊的煽情之作，它深刻地回答了中國許多的文

化問題，尤其是魯迅先生所關心的人性問題。最讓

我感到驚奇的是，魯迅小說中的關鍵人物在劇中

重生，並登上舞台（祥林嫂－林嫂，閏土－薛雲）。

作者以基督教的觀點，指明了中國社會德性的出

路：基督化。這本質上是一種生命的內在轉化，而

不是知識觀念。這比一些所謂研究基督教的人有

見地的多。針對教會牧師而言，關心和回應文化，

不僅僅是文化使命，也是根本的牧養進路。更重要

的是，姜老師以具體的作品，使文化使命的口號不

致淪為虛談」。[4]

2017年11月，香港手民出版社推出了姜原來

的劇作集《一切從墨面基督和不吃人開始》，集

中收錄了兩部劇作和一些評論家的評論。《蘭林

復活節》以史實素材為藍本，透過劇中的人物，

帶出當下中國基督教的信徒面貌、掙扎以及神學

張力：當世界上所有人都變得功利計算、處處「吃

人」的主張時，還能夠抱持「不吃人」的堅持繼續

活下去嗎？「墨面」信徒如何在強行遷拆、被騙財

產、工作遇難不獲賠償的咄咄逼人事件中，選擇仇

恨、報復和放棄以外的生存方式？《雁蕩平安夜》

的故事以文化大革命為背景，一群忠心的信徒，在

批鬥聲處處、無路可退的情況下，用盡方法在山野

之間找到最合適的地方，堅持進行平安夜敬拜。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劉平評論說：「如果

說當代亞洲神學通過印度的種姓神學、中國台灣

的水牛神學、韓國的民眾神學在本色神學上有所

創新，你們，《蘭林復活節》則另闢蹊徑，在文學

創作—戲劇文學中現身了一種本色神學」。[5]天主

教石家莊修院舊約學導師、美國天主教大學博士

戎利娜修女說：「姜原來老師的《一切從墨面基督

和不吃人開始》不僅讓我愛不釋卷，更時時觸動

著我的內心深處。我的感恩超過感動。這是來自

中華大地深處的信仰本土化的傑出成果。這才是

真正的本土化，因為信仰已經化作生命的血脈，與

生活水乳交融。這本書撫慰著我的心，它深刻而

平和，紮根在泥土裏，又有著大公與普世的視野；

它沒有任何護教的說辭，只在呈現信仰者真實的

生命體驗；它不用美好和功利包裝信仰，反而邀

請讀者反思信仰不同於社會主流的價值體系」。[6]

姜原來現在仍然在努力寫作，由於他在基督

教文藝創作中的貢獻，他被一些基督徒譽為「中國

的遠藤周作」。2019年，一些民間演出機構正醞釀

其戲劇的新一輪演出。

2010年12月，由內蒙古基督教「兩會」聖樂

事工部的趙一忠、于國俊、胡永平老師總策劃，查

幹老師和趙曼萍老師導演用5年時間精心打造的

大型音樂劇《以斯帖》在呼和浩特各教堂一連上

演了6場，受到各界的好評和認可。此劇是內蒙古

教會盡心盡力打造的一本作品。唱詞唱段生動優

美，感人至深。道白朗朗上口，中西合璧。舞台場

面宏大，製作精良。演員十分投入，信仰虔誠。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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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族人和猶太人似乎在性格上有某種近似之處，

演猶太人不只形似，而且神似。整本劇中沒有一處

刻意凸顯神，但處處見證了神的工作，給觀眾帶

來極大的震撼。主創人員希望此劇喚醒每個基督

徒，學習和效仿以斯帖、末底改愛國家、愛民族、

愛同胞、愛靈魂的心。繼在呼和浩特成功演出後，

他們又組織劇組在各地巡迴演出。2011年8月在北

京豐台堂，2016年5月在保定、天津，10月在東北神

學院以及遼寧省的瀋陽、大連、旅順三個城市教會

演出，都獲得了很大成功。此劇已經成為內蒙古基

督教的一張閃亮的名片。

作曲家石松根據《聖經》中《路得記》改編的

歌舞劇《如此婆媳》。2015年在北京由梁璐璐執導

公演，獲得成功。2016年，又在上海、廣州、福州、

南昌等地巡演，受到廣泛好評。在福建大劇院演出

時，執行導演李佳說：「排練現場充滿了喜樂，每

天都有人奉獻各種食品、藥品等。可以說，無論是

在劇中還是劇外，整個團隊40多人之間充滿了愛

與和諧」。[7]

2017年12月23日、24日晚，中國第一部基督教

輕歌劇《伊甸園·誘惑》在北京東城區工人文化宮

（隆福劇場）成功首演，受到稱讚。這部輕歌劇以

《聖經·創世記》第2-3章為題材改編而成。由著名

男中音歌唱家王凱平親自譜寫劇中全部曲目並由

女導演李欣蔓跨界執導。全劇時長約為一百分鐘。

有獨唱、二重唱、三重唱、七重唱等多種形式。旋律

活潑，節奏輕快，優美動人，尤其是幾個詠歎調，

扣人心弦。全劇人物生動形象，活靈活現，劇情張

弛有度，引人入勝；舞美道具大氣磅礡，製作精

良，令人驚歎。2018年1月27日，香柏領導力公共微

信隆重推出這部輕歌劇的演出視頻，同樣受到了

很多觀眾和讀者的點讚與好評。觀看過現場演出

的頌恩說：「《誘惑》如同一股清泉流入了沙漠地，

如同夏天一陣涼風吹入悶熱的房間，帶來的必定

是人對藝術美好的享受，更重要的是人內心的思

考、反思和對真理的尋找！一個思考和尋找的靈魂

終將進入源頭的連接，也將走向豐富榮耀的生

命！」[8]

也有一些基督徒音樂家在國際舞台上亮相。

美籍華裔二胡演奏家舒展自2000年起，在北美、歐

洲、亞洲、南美洲超過三百個城市，舉辦超過千場

音樂見證分享會。近年出版《十年感恩精華集》，

代表作有《兩根弦上的讚美》、《中國心》等。

因一曲《小芳》而成名的舒方1999年在美國

成立Glory歌老匯，開始投資電影音樂及唱片的製

作。主旨製作發行讚美音樂，並在歐洲、北美、南

美、中國台灣、日本、馬來西亞等地區發行了多輯

唱片，並為國際音樂家在全球300個城市舉辦超過

800場音樂會。

2017年7月6日，曾經在北京崇文門堂唱詩班

服事多年的楊天光以其詩史音樂專輯第六號作品

《錫安》（又名《朝向錫安》），獲得了「好萊塢媒

體音樂獎」評審組委會的一致提名，天光也成為

第二位獲得此項殊榮的中國作曲家。

地方戲曲形式的基督教歌曲也各放光彩。豫

劇福音歌有較大的影響，河南信徒不只是在日常

生活中吟唱，也把它們拍成視頻，搬上了優酷等

視頻網站。其中，黃玫瑰演唱的《天堂裏好地方》

播放數達6.4萬，《耶穌賜咱喜樂平安》4.4萬，《人

間都沒咱家大》4.2萬，《耶穌帶咱回家鄉》3.7萬，

《歡聚一堂》1.5萬，《耶穌的名字是奇妙》1.2萬；

愛河中的小舟作詞和主內家人作曲的《堅決為福

音幹他一百年》播放數達5.2萬；晨潤之聲創作、福

音之歌演唱的《我家在天堂》播放數達5.1萬。其他

達到上萬播放數的歌曲也很多。還有製作成伴奏

帶的，光明以琳創作並製作的《全你親近神》伴奏

帶播放數達2.9萬，《萬金難買主教訓》達1.1萬。光

明以琳創作並製作，黃玫瑰演唱，這是一個很好的

搭配，目前，在優酷視頻網上，他們的作品占多數。

不只有豫劇，還有曲劇。主要作品有《活出基督

榮耀神》（2.9萬）、《十字架救恩拯救萬邦》（1.6

萬）、《基督是喜樂泉源》（1.1萬）等。

近十年來，藝術家，詩人和評論家、清華大學

美術學院教授島子開始了他稱之為「聖水墨」的

創新之路。作為擅長於視覺表達的人，他將繪畫

轉化為一種思考，並且很快成為了他的禱告方式。

「聖水墨」強調了信仰的個人經歷的重要性，強調

它在當代環境中的刻畫和界定，也強調了每件作

品中主題與創作題材的聯繫。表現了恩典與真理，

苦難與救贖，救世主的憐憫與博愛。島子在國內外



二○

二○

年
第
二
期
（
總
第
一○

三
期
）

文
化
中
國

１０８

舉行了一系列「聖水墨」畫展和相關研討會，受到

了評論界和觀眾的普遍關注與好評。2011年7月17

日至9月3日島子「聖水墨」《道成肉身》在伊瑟隆

新教教堂City-Oase舉辦。2016年歐洲大齋期，島

子的巨幅水墨《上帝與黃金》，作為米塞爾基金會

獲獎作品，懸掛于德國阿沙芬堡聖瑪麗亞主教堂。

歐洲各地教堂將《上帝與黃金》印刷成等幅幕布，

用於大齋期彌撒。

白野夫在「聖水墨」創作方面也成績斐然。

他直接採用聖經主題和金句作為題材和靈感來

源。上帝天父的話，讓他筆下虛無的水墨被吹入靈

的生命之氣，也讓遠古的預言在他筆下成為「當

下」。代表作有《枯骨復活》、《靈魂救贖》、《蘇

醒》、《盼望》、《新生》、《等候》、《神往》、《哀

慟的人》等。他所創作的《枯骨復活》和《靈魂救

贖》，仿佛將舊約聖經中《以西結書》37章1至10節

所描寫的靈，寓意性的情景活化在我們面前，讓生

存在當下的人真實地面對靈魂的景況，也面對救

贖的呼喚。

在基督教藝術領域做出卓越成就的還有來自

陝北的朱久洋。在創作了「讚美天堂系列」（2005）

（《失落與回歸》、《天堂之路》、《我們的方舟》、

《我們的歌聲》、《我們的家園》系列等油畫）之

後，他又創作了《唉！大海》、《牧羊人》、《猶大

的獅子》、《山上》、《星夜，那人你在哪裏》、《婚

禮》等油畫，用伸向大海中掙扎的人的充滿慈愛

的手來表達上帝在耶穌基督裏的大能的拯救，也

真實袒露自己作為一間城市教會的帶領人的心路

歷程。

近年來，他開始了行為藝術的探索與實踐。

以這種方式來拓展藝術的空間與領域，也讓藝

術直接干預現實，影響人生。他以《迷途的羔羊》

（2013）中那一千隻羊在美術館裏是直指人類的

迷失，以及為人的罪而被掛在十架上的羔羊耶穌

基督。《盲人宣言》（2015）裏的盲人以陝北說書

方式吟唱《世界人權宣言》文本，象徵著黑暗困境

中的人對公義和自由的竭力呼求。《等到和好的那

一天》（2014）裏被慘遭殺害的女孩父親在孤獨地

等待與殺人者的家人和好，也讓人聯想到聖子耶

穌被人羞辱殘殺，悲痛欲絕的天父卻來尋求與人

和好……

相信，隨著社會的進步，環境的寬鬆，會有越

來越多的基督教思想文藝作品進入公眾的視野。

在蒙學和詩詞方面，魏建毅推出了天學蒙學

和天學詩，這是對傳教士和中國早期基督徒傳統

的很好繼承。這個蒙學系列現在包括五個文本：基

督教新三字經、聖經百名譜、基督教千字文、基督

教千字文（續）、天學對韻。按照「語料庫線上」網

站的字頻統計，這五個文本共包括不同的漢字單

字共2613字。這個字量大致相當於現今小學教育

的識字量。傳統的識字讀物《三字經》《百家姓》

《千字文》包含的不同漢字單字則是1462字。此系

列的「三百千千對」均圍繞聖經內容編寫，可以作

為基督徒在家教育的識字讀本，也可以作為兒童

主日學的課本。

例一《天學對韻》選：一光

天對地，陸對洋，夜暗對晨光。

平原對曠野，獸走對鳥翔。

神創造，人頌揚，大海對穹蒼。

春花滿山嶽，晚霞映河江。

世界朝夕鋪畫卷，聖經字句傳馨香。

宇宙無限，皆是上帝慈心運；

事物萬千，總歸基督愛意藏。

天學詩包括《天學五字鑒》、《帳棚大理》、

《道言咀味》、《信仰詩詞》等幾個部分。

例二《天學五字鑒》選：

起初造世界，神說要有光。

地上花草綻，空中鳥飛翔。

綿延山和川，澎湃海與洋。

日月晝夜行，星辰鋪穹蒼。

神造第一人，名字叫亞當。

生氣吹鼻孔，靈魂智慧藏。

命名各動物，修理園芬芳。

伊甸多花樹，蕊瓣清風揚。

（二）非基督徒的基督教題材文藝創作。

近年來，一些作家、藝術家，他們雖然不是基

督徒，但他們對基督教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開始涉

足基督教題材，有的作品直接關注基督教的歷史

和現狀，更多是作品則或多或少描寫了基督徒的

生活。對於基督教，他們中有的偏見猶存，也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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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予了深切同情。

2012年，大型文學期刊《收穫》發表了當代著

名作家李銳的長篇小說《張馬丁的第八天》。光

緒二十五年冬天的一次教會案中，天石鎮教堂執

事張馬丁遭到保護娘娘廟的村民石塊襲擊，從而

休克過去。來自義大利的天母河教區主教萊高維

諾，利用張馬丁之死這個難得的機會，想將天石村

迎神會會首張天賜致死。三天后，張馬丁奇跡「復

活」。病癒後，張馬丁不顧主教萊高維諾的勸告，

決定將掩蓋的「真相」公之於眾，激怒主教，被逐

出教門。孤苦無依的張馬丁成為教民心中的「猶

大、叛徒、魔鬼、毒蛇」，更成為天石村村民心中殺

死會首張天賜的兇手。站在空闊寒冷的天母河上，

張馬丁被雪花和寒風「俘虜」，昏倒在地。張天賜

的妻子張王氏（石榴）誤以為是轉世的丈夫回家，

用溫情與善意收留了這個「無家可歸」的「轉世靈

童」……這部小說從主題立意到具體描寫都存在

著對基督教的極大偏見，把神父寫成了陰謀家、劊

子手，而將普通中國農村婦女當作了善良的化身、

最後的歸屬。

隨著時代的發展和人們對基督教瞭解的深

入，這種帶明顯偏見的作品越來越少，而力圖客觀

表現乃至給予同情的作品越來越多。河南作家李

佩甫在2012年完成了他的「平原三部曲」：《羊的

門》（1999）、《城的燈》（2003）、《生命冊》

（2012），獲得第九屆茅盾文學獎，這三部曲被稱

人譽為中原人的「精神史詩」。其中，有許多對河

南農村基督徒生活的描寫，小說名中也透露出基

督教的資訊。李佩甫自己解釋說：「我也不是刻意

從《聖經》裏找名字，寫《羊的門》的時候一邊寫

一邊想名字，小說寫完了名字也沒有找到。有一天

半夜醒來，我隨手在枕頭下邊翻出一本《聖經》，

突然發現《羊的門》可以做長篇的名字。當時其實

有些隨意，一直沒有想好，後來寫《城的燈》的時

候就順下來了」。第三部《生命冊》李佩甫表示，這

本書寫的是一個人的生命史、成長史，也是自己50

年的心靈史。[9]

2014年，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了徐則臣

的長篇小說《耶路撒冷》。這部小說描寫了淮海市

花街上幾個七十年代出生並一起長大的中年人故

事，初平陽經過多次的摔爬滾打終於考上了北大

博士；易長安不甘受人擺佈，辭職去了北京，靠賣

假證生活；楊傑成了一個實業家，日子過得不錯，

可更上一層樓很難，也找不到突破的方向；呂冬是

一個「官二代」，本來應該過無憂無慮的生活，可

在母親和妻子這兩個強勢女人的擠壓下，進了精

神病院；秦福小因弟弟天賜小時自殺而一直想彌

補這個損失……每個人都過著世俗的生活，追求

他們眼中的福樂，但他們的精神是缺失的，心靈是

空虛的，他們也想要有所改變。所以，初平陽身邊

常常帶著一本聖經，他所嚮往的也是到耶路撒冷

去學習；在精神病院的呂東也渴望得到一本聖經

……其他人也似乎受到花街老教堂的感召，最後

都參與到保護教堂這一事務中來。

耶路撒冷也好，花街老教堂也好，都是他們

渴望信仰的一種表徵，但是，他們對什麼是真正的

信仰，並沒有真正的認識。就像初平陽所說的那

樣：「信仰制度化以後才成為宗教。信仰可以是私

人的選擇，而宗教具有集體性和公共性，我只相信

一個人可以自由選擇的那部分。……我知道這個以

色列最貧困的大城市，事實上並不太平，但對我來

說，她更是一個抽象的，有著高度象徵意味的精

神寓所。這個城市裏沒有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爭

鬥；穆斯林、基督徒和猶太教徒以及世俗猶太人，

正宗猶太人和超級正宗猶太人，還有東方猶太人

和歐洲猶太人，他們對我來說沒有區別，甚至沒有

宗教和派別，有的只是信仰、精神的出路和人之初

的心安」。[10]顯然，他們還處於對基督教信仰的一

種朦朧的嚮往之中，還沒有切入到實際的基督教

信仰生活之中，他們認為一落入實際，就會受到種

種的限制，他們的心安又會被打破。亟需信仰又找

不到真正的信仰，更難以融入實際的信仰。這代表

了目前中國一部分知識份子對基督教信仰態度上

的尷尬。

2016年，著名作家、茅盾文學獎獲得者張煒

寫的長篇小說《獨藥師》（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

年5月）。這部小說講述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

中國正經歷的「三千年來未有之變局」。基督教登

陸東部半島，教會學校及西醫院初步興起，半島

地區首富和養生世家的季府面臨空前挑戰。《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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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師》的故事有著歷史的依據，是張煒根據自己

三十多年前在檔案館工作時，意外發現的一箱珍

貴的史料而創作。基督教最早是在膠萊河東部半

島傳播，山東半島曾經是東西方文化衝突最劇、儒

釋道基督四大宗教相融合相對峙的前沿地區。在

小說中，教會學校及西醫院都是進步和文明的象

徵，而基督徒護士陶文貝則稱了聖潔與美麗的化

身。小說的主人公是道教養生文化的傳人，而他的

名字卻是季昨非。這也意味著他以及作家對中國

傳統價值觀的動搖與懷疑以及對新生活的期待。

2017年，著名文學期刊《收穫》第3期發表石

一楓的長篇小說《心靈外史》，受到評論界和讀者

好評。7月31日，在《收穫》文學雜誌和長江文藝出

版社聯合主辦的2017《收穫》文學排行榜上半年榜

上名列榜首。該組作品評委會主任、山西大學文學

院教授王春林認為：「作家（石一楓）以如此一部

具有心靈衝擊力的優秀長篇小說關注、思考並表

現了國人的精神信仰問題」。隨後不久，《心靈外

史》入圍路遙文學獎。這部小說也涉及到了基督教

信仰，表明許多中國人的精神探索已經達到了臨

界點。

2017年7月，人民文學出版社隆重推出了旅美

作家張翎的長篇小說《勞燕》。這是以中美聯合抗

戰為背景的歷史小說，描寫了農村婦女姚歸燕飽

經患難而又不屈不撓的一生。小說通過三個人物

靈魂的視角來展現她的不同側面。在青梅竹馬的

戀人劉兆虎眼中，她是溫婉可人的鄉間女孩；在美

軍教官弗格森看來，她是風的化身、神秘迷人的

溫德；而在比利這兒，她有如神賜，是寓意明亮星

星的斯塔拉，需要他全力精心地呵護。這是敘述

方式別開生面，極具想像力，又符合基督教靈魂不

朽的觀念。雖然這三個人物都已經不在人間，但他

們各自的靈魂還保存著對姚歸燕的記憶。這樣的

敘述方式更便於刻畫人物心理表現心底細微的波

動，也顯得非常自然親切。小說中還出現了動物的

視角，對許多情節與細節做了必要的補充。四重視

角如同四道射燈光將女主人公的形象凸顯出來，

使之立體化了。小說的可貴之處還在於它披露了

抗戰時期浙江溫州中美特種技術訓練營鮮為人知

的史實。「玉壺的中美合作所全稱為中美合作所第

八期特種技術訓練班，據《文成縣誌》載，1944年7

月下旬，中美合作所第八訓練班選址在玉壺舉辦。

到訓練班受訓的人員，大多數是國民黨從「忠義救

國軍」選送來的官兵。短短一年多的時間內，玉壺

中美合作所共辦了四期，受訓人員約三千人，大批

熱血青年從這裏走上抗日戰場」。[11]《勞燕》還塑

造了一個有血有肉的傳教士形象並且真實地展現

了他的日常生活和內心情感。「美國牧師比利同時

也是一個醫師，他為村民免費治病，收留戰爭孤

女，和當地村民打成一片，他也深深同情中國人

民，主動為抗日軍隊收集情報，他是中國人民的朋

友。最後他替一個中國人（傳教士的廚子）做手術

而感染，因敗血症死在回國的輪船上。現實中，溫

州確實有一個傳教士王廉就是因敗血症死於1932

年」。[12]張翎的長篇小說《餘震》曾被馮小剛導演

拍攝成《唐山大地震》，如果這部小說也能夠被搬

上銀幕，相信也會對社會產生巨大的積極影響。

著名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與基督教

有極深的淵源，據說，他的母親就是一位虔誠的

基督徒。莫言說，「我不是基督徒，但我對人類的

前途滿懷著憂慮，我盼望自己的靈魂能夠得到救

贖」。「我希望用自己的書表現出一種尋求救贖的

意識」。莫言的《豐乳肥臀》、《蛙》等長篇小說中

都具有強烈的基督教色彩和基督教意識，對基督

徒生活也有所反映。

2018年1月，莫言在大型文學期刊《十月》雜

誌上發表了新作《等待摩西》。這部用第一人稱手

法寫作的直接以基督徒家庭為背景的短篇小說儘

管只有1.1萬字，卻充滿了寓意，引起了外界不少關

注與猜測。

柳衛東出身於基督教家庭，他的祖父叫柳彼

得，他原名柳摩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為了尋求

自保，改了名字，還打了自己的爺爺一耳光。改革

開放後，他發家致富，成為東北鄉首屈一指的人

物，可後來神秘地失蹤了，留下了巨額債務。在這

種情況下，他妻子馬秀美並沒有變成一個怨婦或

者祥林嫂，而是堅強地靠撿廢品獨自撫養大了兩

個女兒，還積極尋找、耐心等待丈夫，持續為他流

淚禱告。三十年後，柳衛東終於回到了家中，改回

原名柳摩西，並熱心參與教會生活。這篇小說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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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中浪子回頭的故事很像，名字的更改反映

出他的信仰狀態。

小說對農村基督徒的生活有多方面的反映，

他們中既有像馬秀美這樣信心堅定、勇敢擔當的

基督徒，也有像柳彼得這樣信仰保守且多少有些糊

塗的基督徒，他們都沒有多少文化，但都按照自己

的理解把信仰堅持到了極致。

看得出來，莫言對基督教的態度是複雜的，一

方面他認識到了信仰的力量並對之加以肯定：「馬

秀美之所以能夠忍受著巨大的痛苦堅持到最後，

是不是也是因為她的信仰？儘管她的文化水準很

低，無法自己閱讀《聖經》，但對教義的理解有時

候並不需要借助文字，有很多心靈感應的東西，是

很難用常理解釋的」。[13]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某

些鄉村基督徒信仰中盲點與偏執：「柳彼得在集市

上吃爐包喝酒，他的孫媳婦馬秀美帶著孩子在集

市上撿菜葉子，那孩子看他吃爐包，饞得流口水，

他卻視而不見，只管自個兒吃。旁邊的人看不過

去，說：「老柳，看看你那重孫女饞成什麼樣子了，

你少吃一個，給她一個吃嘛。柳彼得卻說：我不能

夠，她們正在承受該她們承受的苦難，然後才能享

平安」。[14]

柳摩西顯然不能與聖經中的摩西同日而語。

聖經中的摩西是帶領以色列人脫離法老魔掌進入

迦南美地的領袖，是神的律法的頒佈者，是實現了

過紅海過約旦河等神跡的勇士。柳摩西則是一個

浪子，不是他帶領別人，而是妻子永不放棄的等待

才把他呼喚回來。他在信仰生活中是一個被動的

角色，根本不是什麼重要人物。這種人物安排也在

某種程度上體現了中國基督教的實情。中國教會

婦女多，好多家庭都是妻子先信，隨後妻子帶領丈

夫信的，妻子的生命一般比丈夫成熟，所以，教會

領袖中有相當多的婦女。這在山東、河南、安徽等

農村尤其普遍。

莫言是從旁觀者的角度來看基督教信仰的，

它似乎不可思議的，又是真實存在的。小說最後這

樣寫道：「我看到院子裏影壁牆後那一叢翠竹枝

繁葉茂，我看到壓水井旁那棵石榴樹上碩果累累，

我看到房檐下燕子窩裏有燕子飛進飛出，我看到

湛藍的天上有白雲飄過……一切都很正常，只有

我不正常。於是，我轉身走出了摩西的家門」。[15]

在當代中國社會中，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生

活，到底哪個正常哪個不正常？這是小說給每個

中國人提出的一個值得深思的重要問題。小說中

寫的基督徒到底是正常的基督徒？還是不正常的

基督徒？這是提給中國教會的一個重要問題。不

管小說是不是完全真正地反映了中國基督徒的現

狀，反正在作家眼中，他們就是這樣。

儘管一些非基督徒作家塑造的傳教士和基督

徒的形象與他們的真實面目還有些距離，他們也

不是以宣揚福音為職志，但畢竟注意到這類人物

和題材，發現了其中蘊含的魅力。

一些世界著名的基督教音樂作品近年來也在

中國的各大舞台上展現，2012年10月，本傑明·布裏

頓的兒童歌劇《諾亞的洪水》在第十五屆北京音

樂節上閃亮登場；2015年9月，聖桑的歌劇《參孫

與大利拉》在國家大劇院演出也轟動一時。

（三）近年來中國基督教文藝的主要特徵

1、各自為陣，獨立創作

基督教文藝的創作還是獨立的多，各自埋頭

苦幹，缺少組織的帶動和激勵。這對於小說、散

文、詩歌等個人性創作沒有太大影響，但是對於

音樂、戲劇等需要多人多方參與的藝術形式就不

太有利了。我們看到，能夠成功演出多場的音樂劇

多是有一個相對穩定的團隊的。像內蒙古教會的

音樂劇《以斯帖》，就去到了不同地方演出，他們

是教會牽頭，也是在教會演出。現在，這種方式更

好操作一些。像歌舞劇《如此婆媳》這樣走公演路

線的也是靠團隊，他們要艱難一些。其他還有一些

好的作品，因為人員、經費、環境等種種原因出不

來，出來了也推廣不開。

2、短篇居多，巨製較少

現在，寫信仰隨筆、詩歌散文的比較多，能夠

沉下心來，構思與創作長篇巨製的比較少。這跟作

者的心態和發表的環境也很有關係。短小的東西

容易發表，也可以獲得及時的回應。長篇巨製則費

力大，週期長，也很難找到發表的地方，難免讓人

望而卻步。現在的讀者和觀眾也沒有耐心來欣賞

需要花較長時間的精良製作。

3、發表不易，影響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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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基督教文藝作品發表的主要陣地還

是網站和公共微信。比較有影響的有：曠野呼聲

（http://www.kyhs.net/xstj/29380.html）其中有文

學頻道，設有詩詞歌賦、信仰文選、小說專欄、讀

書劄記等欄目。除了刊登一些基督徒作品外，也轉

載一些教外人士寫的基督教題材作品。《境界》公

共微信，關注一些社會熱點現象，也刊載影視評

論。它的每篇文章有2-3萬的閱讀量。

個人公共微信中比較有影響的有範學德的。

內容比較豐富，有熱點問題探索，信仰隨筆、書籍

推薦、名勝遊記等。他基本上每天都發文章，每篇

文章有三四千的閱讀量。劉樹鵬的公共微信「詩

意恩典」也比較有特色，以介紹西方古典繪畫為

主，題目為繪畫的秘密，如大衛殺死歌利亞、餐前

禱告、睡覺的孩子、克莉絲蒂娜的世界、殉道者塞

拉庇昂等等。用優美的文筆解釋名畫的魅力，也

揭示其信仰內涵，同時還配上相應的音樂，讓人在

輕鬆氛圍中接受薰陶。他大體每天發文章，每篇文

章大約有兩三千人閱讀。天學蒙學與天學詩也主

要是通過公共微信來傳播，目前它的宣傳力度不

大，每篇的閱讀量只有百餘人左右。「貴金聖樂」

是華東神學院聲樂系朱貴金牧師的公共微信，主

要介紹聖樂作品、演唱技巧並提供範唱，還定期不

定期開設聖樂課程學習班。他大致每月發六篇文

章，每篇約有五千人閱讀。

二、中國基督教文藝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教會內部的反智傾向

不少中國教會一直存在的比較強烈的反智傾

向。它是在特殊的社會歷史背景之下形成的，在一

定的歷史階段，它也發揮著積極的作用，如堅固信

仰，擴大福傳等，但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環境的

變化，這種傾向就顯得越來越與時代和環境不相

適應，越來越有礙于福音在中國社會中生根與發

展。

反智傾向是存在于信徒信仰生活中的一種情

感或情緒傾向，它不是一種系統的神學，也不是一

種成熟的思潮，只是一種情緒上的傾向。在這種傾

向的影響下，在信仰問題上，對理性抱有近乎本能

的懷疑，認為理性不能解決信仰問題，甚至理性

與信仰無涉。在信仰生活中，容易將一切問題信仰

化，即把一切問題歸結為信仰問題。在解決問題

的方式與手段上，也是主要採用信仰的形式，如禱

告、祈求等，而不太重視首先通過理性的途徑去解

決。

反智傾向表現為信仰上的獨斷、組織上的不

民主也表現為對社會的隔膜和對文化的排斥。

大部分中國基督徒都沒有把信仰和文化的關

係搞清楚，把基督教當成了西方文化，把中國文化

當作與基督教相對立的東西，來抵制來反對。但他

們的思維方法仍然都是中國式的，甚至可以說是

文革式的。很多信徒以及牧者把馬丁路德的「唯

獨聖經」理解為「唯讀聖經」，不讓信徒讀聖經以

外的任何書，有點甚至連神學書也反對讀。認為

讀書沒有多少實際用處，生命最重要。

中國教會對文化事工也比較忽視，缺乏國度

意識，更沒有雄心來促進與推廣。

音樂劇《以斯帖》的主創人之一內蒙古兩會

聖工部于國俊老師指出，現在中國教會對聖樂事

工的重視程度仍然不夠，能夠有這個負擔和屬靈

看見的人不多。文化事工怎麼做？「我們想在國家

的劇場演出我們的聖劇，我們對自己的要求必須

要高。從天主教開始的時候，音樂最專業的地方本

來在教會，我們不能丟掉這個」。[16]

在輕歌劇《伊甸園·誘惑》在北京的公演得到

教會的支持並不多，準確地說得到教會經濟上的

支持很少。很多票都是贈送出去了，願意自己掏錢

買票來觀看的占很小的比重。許多基督徒還沒有

自己買票看基督教文藝演出的習慣。他們習慣於

與基督教相關的一切都是免費的。還有，大部分基

督徒都熱衷於各自教會創作與演出的聖劇，而很

少想到要打造能夠在社會上公演的優秀作品，更

沒有想到要去親自支持。《伊甸園·誘惑》的公演

正好是聖誕節期間，反而好多基督徒不能夠前來

觀看。

（二）教會外部的異質環境

隨著越來越盛的國學熱、中國文化熱，不少

中國知識份子和傳統文化愛好者把基督教當作中

國文化復興的敵人和障礙。這在「十博士抵制聖誕

節」以及「反對曲阜蓋教堂」等事件反映出來，每

到相應時節，就會有人出來鼓動與炒作。在很多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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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身上，包括在儒家自稱者身上看不到儒家的風

範。現在儒家和中國文化愛好者群體中有很多「文

化義和團」，就像在基督徒群體中也有不少「屬靈

紅衛兵」一樣。他們一發現基督教的內容與資訊，

就會本能性地發出反對的聲音和做出抵制的姿

態。

教會內的「屬靈紅衛兵」對這種情況要麼視

而不見退避三舍，要麼就是短兵相接針鋒相對。

這兩種反應都不可能產生任何建設性的成果。大

部分基督徒還缺乏虛心、耐心與信心。只會喊口

號，有些高嗓門、大動作實際上是內心虛弱的一種

表現。

三、如何促進基督教文藝的正常發展

（一）改變觀念，更新意識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

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羅馬書》12：2）。真正新的東西來自於神。當

人仰望神，順乎聖靈的感動時，神會引領人，啟示

新知。沒有神的啟示，人不僅不能獲得新知，就是

故舊的知識也是殘缺的。有了神的帶領與啟示，人

能夠用新的眼光看舊的世界、舊的事物，能夠看出

其中的新意來。「坐寶座的說：『看哪！我將一切

都更新了。』」《啟示錄》21：5）。人對神話語的領

受也是一樣，不能認為你就完全掌握了，抓住了，

不用再學習了。神的話語是活潑常新的，人的處境

也變動不居。人若要將神的話語運用到生活實際

之中時，就必須要自己的心意隨著神的心意而更

新變化，即要敏銳地感知神，跟從神。既要用全部

的理性去努力明白神話語的含義，又要用美好的

靈性順乎神當下的帶領。就如同保羅所說的：「我

要用靈禱告，也要用悟性禱告；我要用靈歌唱，

也要用悟性歌唱」（《哥林多前書》14：15）。此處

的悟性：希臘文是nous，在英文中翻譯為mind或

understanding，指知識和思想、理性。

教會的神學觀念要更新，事工的觀念也要更

新。特別是城市教會，要在事工上有新思路、新方

法、新開拓。教會不能滿足像以往那樣於按部就班

地牧養信徒，僅僅傳講福音的基本資訊，而要同

時關心信徒悟性的需要，也要給他們的感性以發

揮與表現的舞台與空間。要通過文學藝術來表達

信仰，反映信仰生活，讓社會上更多的人來瞭解自

己，從而做出見證，產生影響。

（二）互相搭配，形成合力

文學藝術作品的產生要有個人的潛心創作，

也要有眾人的支持鼓勵與幫助，特別是對於大型

的綜合性作品。像詩歌、散文、小說這樣的文學體

裁主要通過作者個人的創造，基本上可以獨立完

成，但是戲劇、歌劇、音樂劇等舞台劇的創作就不

僅是一個人的時期，它需要一個合作的團隊，其中

牽涉的不只是作品本身的打造，還有籌措資金、走

上舞台、推向院線、開拓市場等多項工作，都需要

各方面人才的集中與配合。

現在，中國基督教文藝主要缺乏好的團隊。沒

有好的團隊，籌集不了資金，凝聚不了人才，也難

以推出好的作品。目前出現的一些作品都是以作

者為中心的，有的一個比較好的作品，然後一些有

感動的人加以跟進。這也是一種工作模式，但它有

極大的偶然性與隨意性，比較難以持久，難以形成

一個固定的團隊。

在民間團隊有資金等多方面困難的情況下，

省市一級兩會來充當組織者這是方案是可行的。

內蒙古教會推出的音樂劇《以斯帖》是一個比較

好的例子，可以繼續往前走與加以推廣。各級教

會和信徒的關懷與支持也很重要。

（三）積少成多，水漲船高

創作者需要多方努力，欣賞者也需要擴大眼

界。以往，教會和信徒多看重基督教文藝的宣傳性

和鼓動性，而比較忽視藝術性和審美性，多追求一

時的表明效果，而不注重長遠的影響力。多做一些

簡單而重複性的工作，而很少精心打造重要作品。

這當然有多方面的原因。

不管怎樣，還是要多寫多創作，也要多發表多

宣傳。各種形式都鼓勵，各種管道都爭取。積小成

多，水漲船高。有些人長期認真經營微信，也逐漸

積累了一些讀者，產生了一定影響，有了良好的果

效。

切記急功近利，故意炒作，甚至虛假宣傳。有

些基督徒的商業演唱會被一些團隊和機構宣傳炒

作為讚美會，吸引大量基督徒觀眾購票前去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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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這些人一到現場，發現與他們的期望相去甚遠，

於是，大呼上當，轉而攻擊謾罵。這樣，挫傷了許

多基督徒對基督教文藝的積極性，也產生了不太

好的社會影響。當然，這種現象的產生也跟基督徒

的不成熟的思想觀念也有很大關係。

基督徒的整體文藝欣賞水準亟待提高。這需

要很多人的共同與持續努力。「高山不棄杯土，故

能就其大；江河不涓細流，故能成其長」。「故不積

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騏驥

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鍥而舍之，

朽木不折；鍥而不捨，金石可鏤」。

[1]梓櫻：施瑋新書《叛教者》：一部解剖信仰、蕩

滌靈魂的「補天力作」http://www.360doc.com/co
ntent/16/0904/21/34661179_588423436.shtml

[2]耶書侖：《當牧者跌落神壇，我會是叛教者

嗎？》，今日佳音公共微信2017年12月26日。
[3]劉平：《清心詩叢總序》，載于劉平《一字一國

度》（上海三聯書店，2014年），第2頁。
[4]顏新恩：《2006年北京首演之導演寄語》，載于
姜原來-打地鋪的劇作家博客http://blog.sina.com.
cn/s/blog_7e7edf4d0100szo6.html

[5]劉平：《現身在戲劇文學中的漢語本色神學與墨

面基督—評姜原來〈蘭林復活節〉》，載于姜原
來《一切從墨面基督和不吃人開始》（手民出版

社，2017年版），第15頁。
[6]戎利娜修女：《姜老師書《一切從「墨面基督」

和「不吃人」開始》初評》，載於「哪噠先鋒文

藝」公共微信2018年7月23日。
[7]《原創歌舞劇〈如此婆媳〉公演，導演李佳談幕

後》 
8gbapd

[8]石衡潭、頌恩等：《如同一股清泉滋潤心田—來
自輕歌劇〈誘惑〉觀眾和讀者的心聲》，載於聖

經論語對讀班微信公共平台2017年12月30日。
[9]田超：《李佩甫談〈生命冊〉：儲備五十年築就

心靈史》，作家線上http://www.haozuojia.com/
lxzj/jcdh/254995.shtml

[10]徐則臣：《耶路撒冷》（北京十月文藝出版

社，2014年版），第502-503頁。
[11]吳旭東：《勞燕》中的三個男主角，《溫州讀

書報》公共微信2018年3月2日。
[12]同上。
[13]大型文學期刊《十月》（2018年第1期），第10
頁。

[14]同上，第9頁。
[15]同註[13]，第13頁。
[16]轉引自李舍坷《教會「行走」的「兩條腿」：

讚美和傳道》，載于福音時報h t t p : / / w w w.
gospeltimes.cn/index.php/portal/article/index/
id/10145

The situation and prospect of Christian 
Literature and Art in China in recent ten years

Shi Hen-tan (Studies in World Religion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This paper presents the basic situation 
of Christian literature and ar t in China including 
Christian-themed works created by both Christians 
and non-Christians in the past ten years. It introduces 
mainly novels of Shiwei, Xu Zechen and Mo Yan as well 
as the plays of Jiang Yuanlai demonstrating Christian 
literature and art have gradually emerged in Chinese 
society. At the same time, it points out that 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and art are facing many difficulties, 
both external heterogeneous environment and internal 
resistance. The writers including play-script writers 
usually work on their own; their works are mostly short 
stories and few great works; publication is not easy 
and performing art is even more difficult. In order to 
further develop 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and art, the 
Chinese church must change their perspectives, renew 
ideologies, interact more among them and even come 
into cooperation so as to accumulate and assemble 
all their works for greater achievements and exerting 
influence in the circle.

Key words: 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and 
Art, Heterogeneous Environment, Anti-intellectual Ten-
d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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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研究領域的一種共識。

從某種意義上說，走近魯迅也同樣需要一種

良知，當然，要想觸摸到魯迅靈魂深處的一個個痛

點，更需要一種甘於坐冷板凳的學術研究精神。唯

有如此，你才有可能成為

知魯厚魯的「這一個」。

魯迅究竟苦痛何在？

又苦痛何為？以下稍微展

開談談。

一、多事之

「家」，儼然

「刀子鋪」乃

至「割肉機」

家 庭 的 不幸，成 為

魯迅一生的痛。小時候，

祖父因為鄉試徇私舞弊

導致官場走麥城，父親英

年早逝，從此家境一落千

丈，甚至從一個小康人家驀然跌入到溫飽不保的

窘境，轉眼間門庭冷落，樹倒猢猻散，親戚鄰居冷

眼以對，世態炎涼讓少年魯迅刻骨銘心。以致長大

後走異路，逃異地，去闖蕩別樣的人生。

哪曾想日本留學的經歷異乎尋常，雖然參加

了光復會，又沒能兌現初衷、當成刺客，反而落下

臨陣逃脫的把柄，以致成為後世褻魯群體窮追不

捨的詬病之一。又因為受到麻木看客的刺激，學醫

不成，棄醫從文，結果惹來了一世剪不斷理還亂的

「恩怨文仇」！

也說現代中國最苦痛的一顆靈魂
——兼談後世魯迅風波的飛短流長

■ 孫仁歌

安徽新華學院

寫在前面

寫下這個題目，似乎有點大了，至少需要萬餘

字才能闡釋清楚現代中國最痛苦的一顆靈魂以及

後世魯迅風波的飛短流長。在這裏出於一種普及

乃至弘揚一種精神界戰

士精神的意圖，不妨刪繁

就簡，避重就輕，只能提

綱挈領，提要鉤玄而談！

所謂「精神界戰士」，是

後人賦予魯迅先生的一

種價值判斷，簡單地說，

精神界戰士就是一種勇

於擔當而又無所畏懼的

人，甚至為了喚醒鐵屋中

沉睡的人，寧願犧牲自己

的寧靜與幸福。這種精神

對於魯迅就是他的畢生

追求、畢生信仰！這與西

方教育所倡導的紳士精

神有異曲同工之契合。

真正瞭解、理解魯迅靈魂深處的人，都深知魯

迅痛苦所在。他的那顆備受種種病魔、人魔、世魔

折磨、圍攻的靈魂，傷痕累累，心身俱瘁，正如學

者王曉明所說：「隨著他那洞察心靈病症的眼光日

益發展，他甚至逐漸養成了從陰暗面去掌握世事

的習慣，……注意力集中於民族的各種精神缺陷，

甚至到它們當中去尋找黑暗的根源」。[1]這樣一顆

靈魂，能不苦痛、不受傷嗎？故此，把魯迅的良知

視為現代中國最苦痛、最受傷的靈魂，已經成為魯

摘  要：真正瞭解、理解魯迅靈魂深處的人，都

深知魯迅痛苦所在。把魯迅的良知視為現代中國

最苦痛、最受傷的靈魂，已經成為魯迅研究領域

的一種共識。淺薄永遠都是可怕的，一個民族最

為重要的是淺薄不起，因為一旦淺薄到了一定地

步，就意味著成千上萬的「阿Q」又會回到我們的身

邊。所以，拒絕遺忘魯迅、拒絕褻瀆魯迅，繼續弘

揚魯迅精神界戰士之精神，才是我們今天紀念魯

迅、研究魯迅、重讀魯迅的要義所在，否則，我們

就會對民族「債台高築」，永遠也還不清。

關鍵詞：魯迅；最苦痛；一顆靈魂；拒絕遺忘；精

神界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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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要回到多事之「家」，被迫接受母親送給他

的「禮物」、一個目不識丁的包辦之「妻」— 朱安，

讓他從此背著沉重的道德十字架，無論怎麼做人，

似乎都理屈天理三分。再加之家庭超標的日本元

素興風作浪，引起兄弟失和，這對魯迅來說堪稱

致命一刀。因為他所深深摯愛的弟弟周作人居然

六親不認跟他這個長兄比父的大哥翻臉了，一封

絕交信不亞於晴天霹靂，讓他一時間墜入黑暗王

國之中而不能自拔！這一切的一切，猶如「魑魅魍

魎」一般頻頻降臨在魯迅的身上，他就等於活在人

間地獄，那時連天上的太陽於魯迅都是黑的。對於

這些一個個突如其來、劈頭蓋臉的打擊，魯迅常常

百思不得其解，無解之解，自認為是鬼氣纏身。

所有的打擊於他最痛心的，莫過於來自於弟

弟周作人和羽太信子夫婦的合力唾罵與惡言相

向。無疑，這種打擊不啻於「刀子鋪」乃至「割肉

機」，導致魯迅大病一場，病癒之後直面家境恍若

隔世，人也「速朽」，看上去好像一夜之間就變成了

一位老人，實際上他那時不過才42歲。

二、雖然絕望卻反抗絕望，最終留給

自己的還是絕望

魯迅既然習慣於從陰暗面去掌握世事，並不

遺餘力地去尋找黑暗的根源所在，這就決定了他

的一生都將在吶喊與彷徨中渡過。

眾所周知，魯迅所存在的那個世界，是一個讓

他深感絕望的世界。正因為絕望，他又反抗絕望；

之所以反抗絕望，又因為他心中對未來尚存一線

希望，這一線希望或許就是：將來總比現在好。

或許正因為如此，所以他始終彷徨於無地然

後又站立於大地。正如著名美學家李澤厚與文學

批評家劉再復在對話中所言：「魯迅由孤獨的個體

又積極回到爭鬥的人間，這才是魯迅的偉大之

處」。[2]

的確，魯迅首先是孤獨的「這一個」，但他並

沒有因為孤獨而「躲進小樓成一統」，甚或真的以

絕命的方式以解脫，他能活著他一直積極地活著，

不矯情、不粉飾、不畏懼，他就是「這樣的戰士」，

無論是白色恐怖，還是血雨腥風乃至暴風驟雨，魯

迅就一直就沒有停止過在絕望中吶喊，在吶喊中

絕望。即便四處冷槍暗箭當空激銳橫飛，魯迅也不

曾放下武器。

魯迅生前雖然對胡適有過批評抑或貶斥，但

胡適對魯迅一直持讚賞態度。晚年的胡適曾說過：

魯迅是個自由主義者，絕不會為外力所屈服，魯迅

是我們的人。是的，魯迅「提倡啟蒙，卻又超越啟

蒙」，[3]也就是說魯迅的啟蒙是建立在「立人」與

「批判民族劣根性」基礎之上的身體力行「救救

孩子」！易卜生有一句驚世論斷：「世界上最強有力

的人就是最孤獨的人」。[4]把此語用在魯迅身上是

再恰當不過了。李澤厚認為，對於這句話，考一考

魯迅與胡適，魯迅一定比胡適理解得更深刻。可

見，李澤厚不僅走近了魯迅，而且也觸摸到了魯迅

的真靈魂，魯迅的痛，似乎也痛在了一個美學家的

良知裏。

李澤厚還不無嘲弄地坦言，哪個時代盛產

「聰明」的作家，而像魯迅這樣的作家實在是太少

了。現代中國太需要魯迅「這樣的戰士」，他的孤

獨就是戰鬥的孤獨，正如李澤厚所言，就是思想得

不到共鳴的孤獨，「是『荷戟獨彷徨』的孤獨，是

投槍無處投射、聲音沒有迴響的孤獨」。[5]儘管他

的絕望就是看不到希望的絕望，但他的偉大就在

於他一直都在絕望中反抗絕望，在反抗絕望的同

時卻又始終深情地面朝人間！假如現代中國沒有

魯迅，試想，中國的狂人們、阿Q們、閏土們、祥林

嫂們等等麻木，不覺醒的一代「看客」之輩，要到

何時才能被那個時代發現並得以啟蒙以及療救

呢？哪怕只能讓他們聽到一兩聲杜鵑的泣血！

魯迅的絕望，在那個時代絕無僅有，這就因

為他在超越啟蒙理性之後又進入到一極具深度的

啟蒙。然而，現實常常把他的一點點希望抑或幻想

碾成了一地「肉醬」！

殊不知那時的魯迅一度絕望到生不如死的境

地，倘若你讀過他的散文詩《野草》，即便不能全

知全懂，哪怕略知一二，也能從中領悟到魯迅如何

在無盡的絕望中又不斷反抗絕望、最終留給自己

的還是絕望的痛處之所在。

如《題辭》中有幾句泣血之語就是他絕望至

極的證據之一：

野草，根本不深，花葉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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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吸取陳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奪取它的生存。當生存

時，還是將遭踐踏，將遭刪刈，直至於死亡而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將大笑，我將歌唱。

魯迅說他的全部哲學都在《野草》裏，那麼他

的全部痛苦也在《野草》裏，他的全部真實的絕望

與反絕望也在《野草》裏了。

他的高貴之處就在於沒有在絕望中倒下去，

卻在絕望中坦然、欣然、大笑、歌唱。這就是他既

絕望又反抗絕望的鐵證。

只是每當這種自我反抗過去之後，留給他的

還是深深的絕望。

三、一個人的戰鬥，光靠小說是不

夠的

把魯迅視為那個時代最孤獨的「這一個」也

是恰當的，沒有最孤獨的「這一個」，又哪來最傷

痛的「這一個」？孤獨又要戰鬥，可戰鬥了卻又看

不到希望，於是又陷入絕望。自己絕望了，自己又

起來反抗自己的絕望，還要在絕望中坦然、欣然、

大笑、歌唱，因為他的心中還抱有某些積極的幻

想。一直都對未來抱有某些幻想，可能就是支撐魯

迅自我反抗絕望的思想基礎。

一個不容爭辯的事實是：那時讓他看到的希

望是極其弱小的，未來到底會是什麼樣子，誰也

難以預料。國民政府作為那個時候的大哥大、巨

無霸，時局特別複雜，很多文人墨客與當局的關

係很曖昧，為人比較含混，為文比較遮蔽，不排除

飽受一種明哲保身、趨炎附勢文化的漬染並作用

其中，唯獨魯迅敢於在那種環境下做「這樣的戰

士」，他旗幟鮮明、鋒芒畢露，往往不加掩飾，看

到那種萎萎縮縮、動輒隱蔽著的「尾巴」左右搖

擺的嘴臉就想批，讀到那種無關時代痛癢的休閑

保險的文章就想罵，放在那種需要「真的猛士」的

時代，這種愛憎分明的性格在某種價值觀上堪稱

一種膽識，一種境界，一種鬥爭精神，哪怕十分冒

險，常常以最弱小的力量去抗衡一個腐敗政府的

黑洞洞的槍口，他一直都在戰鬥！

可見，在特定的時代背景及其正反力量極不

對稱的非常環境裏，魯迅的鬥爭對象是一個腐敗

的政治集團及其愚民機器，他不僅會得罪政府，

也會得罪一些人和事。

的確，那時中國「聰明」的作家太多了，而像

魯迅這樣「荷戟獨彷徨」的作家實在是太少了！是

啊，正因為與黑暗鬥爭的人手太少，所以就忙了魯

迅「這一個」，他一個人戰鬥，與一個個黑暗現象

鬥、與形形色色的「行尸走狗」鬥，與一個又一個

權貴達人鬥，這些鬥爭自然很耗身體、很耗精神、

也很耗內在積蓄，也勢必會招惹來一些人對號入

座，從而導致四面受敵，四面來風的明槍暗箭左右

開弓，常常來勢洶洶，有時連站都站不住，以致需

要「橫站」才能「負隅」以抗。

無疑，魯迅最主要的鬥爭方式就是把文學作

為武器。所以他寫小說不是玩玩文字遊戲，也不是

為了掙錢養家糊口，更不是供人消遣打發時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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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有責任、有擔當的戰鬥形態，說白了就是為

了啟蒙那些麻木而又不覺醒的「看客」們！他的小

說主題除了立人就是國民劣根性批判，不批不立，

唯有批才有立，綜觀他的小說選材，多揭示民眾的

苦難，以引起療救的注意。這或許就是魯迅寫作小

說的內在動力。

但要鬥爭，光靠小說是不夠的，小丑們的「表

演」有時很猖獗，要給他們顏色看看，來得更快、

更具有殺傷力的不是小說，而是短平快、如槍如劍

的雜文！在《魯迅全集》中，雜文的數量最高、成

就也最高。就因為沒有留下長篇小說，導致後世風

波中不斷有人拿此說事。王朔就放過冷箭，說一個

沒有長篇小說的人，怎麼能稱得起小說大師？

這種無知的謬論，自然不值得與之一辯。倘若

那時的魯迅也是一名功利至上的作家，整天躲進

小樓成一統，一心一意寫長篇，即便有了長篇，那

麼魯迅也就不成為魯迅了。

在上海的最後10年，在與一切黑暗勢力的鬥

爭中，本來就血雨腥風、勢單力薄，他哪裏還會擁

有創作長篇巨製的悠然處境？

再說，一個作家對於民族乃至當世的貢獻與

影響的大小，並不是取決於某一種文體的長度，而

更取決於作品啟蒙的力度、批判的深度與思想的

厚度以及對後世的滲透力與否等等。

說千道萬還是那句話，靠一個人戰鬥的時

代，光靠小說是不夠的，也來不及！要做一個旗幟

鮮明地時代批判者，還是雜文更給力。

四、魯迅逝世已經84年，在天之靈

還在痛

至今年10月19日，是魯迅先生逝世已經84周

年。這些年來，生者修理死者的事件甚或風波時有

發生，讓魯迅的在天之靈也不得安息。

這股「褻魯」思潮由來已久，在魯迅生前逝後

的漫長歲月裏，從來就沒有消停過，尤其改革開放

40年來，「褻魯」思潮不僅沒有收斂，反而愈演愈

烈一度有瘋長之勢，一些「褻魯黑馬」不斷湧現，

種種似是而非的批評、質疑尤其惡意中傷乃至謠

言叢生的現象時常會把魯迅肆意抹黑，讓死者背

「黑鍋」，其目的似乎是要把魯迅的「精神界戰士

形象」徹底打垮打扁，最終置於「腐朽」之境而後

快。魯迅養活養肥了一大批「後學諸君」，故而也給

自己留下了一大批「爺爺上了絞索他還要在下面拽

一下雙腿」的「不肖子孫」。這也不能不讓「芸芸看

客」為之「毛骨悚然」。

「不肖子孫」總是揪住魯迅一生中某些「把

柄」肆意放大、惡搞，頻頻「炮製」出來一些大言

不慚、嘩眾取寵的「褻魯成果」誤導後人。儘管言

者無罪，欺欺死人也無妨，可是，「子孫」起勁「修

理」爺爺的舉止操行，也不符合中國「青青子吟」

的道德規範啊！君不見，如今「褻魯成果」比比皆

是，你只要朝汗牛充棟處一眼看去，就不乏「褻魯

成果」的浩卷長文。諸如2012年3月由陝西人民出

版社出版、署名韓石山的《少不讀魯迅，老不讀胡

適》一書就是典型一例，堪稱「褻魯」成果中破空

而來的一顆「核彈」，韓石山也順延成為「褻魯」群

體中的又一匹「黑馬」！此人不負責任的偽學術觀

曾被筆者專文批過，好在是以文說文、彼此都本

著學術自由的原則，故而達成共識握手言和了。

更有甚者，孫乃修在香港出版了《思想的毀

滅—魯迅傳》，書中材料不足，證據缺失，僅僅以

蘇雪林等「咬魯狂」們罵大街的東西為依據，把魯

迅的精神及其價值從頭到尾的予以惡批、否定，是

典型的話語刀客與流氓批評家的行為。此人的不

端學術品行折射出這樣一種社會「異化」現象：越

是自己靈魂不夠乾淨的人，越是起勁去修理、去惡

搞、去毀滅民族遺產級別的思想沉澱物，其結果毀

滅的是自己而非民族英雄。為了捍衛魯迅的尊嚴，

筆者正在琢磨寫一篇題為《孫乃修，請你洗一洗自

己的靈魂》，澄清一些事實，以慰吾心以及死者的

在天之靈。

是啊，自己的靈魂都沒有洗乾淨，又如何有資

格去對民族英雄說三道四呢？窩裏鬥文化的惡性

循環，讓魯迅在天之靈八十多年了還在背黑鍋、這

是不是正在彰顯著一個民族的不祥之兆呢？已經

是21世紀新時代了，是應該讓魯迅先生在天之靈

安息的時候了。

結語：遺忘抑或褻魯現象都是對民

族的「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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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薄永遠都是可怕的，一個民族最為重要的

是淺薄不起，因為淺薄到了一定地步，就意味著要

重演極左乃至「文革」的覆轍。《少不讀魯迅，老

不讀胡適》一書的立意就是一種淺薄，《思想的毀

滅—魯迅傳》更是荒唐，也是中國文化建設中的一

個不祥的危險指數。「褻魯」思潮的種種不負責任

的「立言」，的的確確或顯在或潛在地誤導著社會

大眾群體對於魯迅的認知與皈依，理解與信仰。

魯迅研究專家、北大教授錢理群在《拒絕遺

忘》一書中告訴我們：「我們至今對魯迅對我們這

個民族的意義……還是認識得不夠」。[6]錢理群可

謂一語中的，我們當中的許多人並不瞭解魯迅、也

沒有從一定的認知層面上真正理解魯迅、讀懂魯

迅，一些人在一種無知的不良語境中褻瀆魯迅、惡

搞魯迅，這實在是一個民族的悲哀！倘若我們都

能多一點共識現代中國最苦痛、最受傷的一顆靈

魂就是魯迅的良知，那麼，還有那麼多王朔、韓石

山、孫乃修、朱大可們肆意修理啟蒙自己醒來的

「爺爺」卻又寡廉鮮恥嗎？

就其原因，還是學者李建軍在《話語刀客與

「流氓批評學」的崛起—評朱大可〈殖民地魯迅和

仇恨政治學的崛起〉》一文中說得好：「一個需要

巨人而又產生不出巨人的時代，往往是一個對巨

人充滿敵意和恐懼感的時代，因為，巨人是一面

鏡子，是一個尺度，他的存在固然可以成為引領人

們前行的積極力量，但也通過比照，彰顯著一些

人精神上的殘缺和人格上的病態，帶給他們的是

橫豎左右的不自在。這樣，你就不難理解，為什麼

在衰頹之霧遍被華林的世紀末，會有那麼多人義

無返顧地加入到否定魯迅的行列中」。[7]

所以，拒絕遺忘、拒絕褻瀆，繼續弘揚魯迅精

神界戰士的精神，才是我們今天紀念魯迅、研究魯

迅、重讀魯迅的要義所在，否則，我們就會對民族

「債台高築」，永遠也還不清了。

[1]王曉明著：《不能直面的人生—魯迅傳》(上海
文藝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256頁。

[2]李澤厚、劉再復：《彷徨無地後又站立於大

地》，《粵海風》（2016年05期）。
[3]同註[2]。
[4]同註[2]。
[5]同註[2]。
[6]錢理群著：《拒絕遺忘》(中國大百科出版社，

2009年5月版)。
[7]李建軍：《話語刀客與「流氓批評學」的崛

起—評朱大可〈殖民地魯迅和仇恨政治學的崛
起〉》，《文藝理論與批評》（2001年06期）。

One of the Most Painful Souls in Modern 
China

——On the Rumors and Gossips about Lu 
Xun

Sun Ren-ge (Anhui Xinhua University)
Abstract: Only those who really understand what 

is deep in Lu Xun's soul know where Lu Xun's pain 
is. The conscience of Lu Xun is regarded as the most 
painful and injured soul in modern China, which, by 
the consensus among Lu Xun’s researchers, has become 
the area in Lu Xun’s research. It is always terrible to 
be superficial. As such, it is critical that no nation find 
superficial affordable. Otherwise, thousands of ‘Ah 
Q’ ( a novel character created by Lu Xun) will come 
back and appear right in front of us.  Subsequently, in 
commemorating Lu Xun, we should refuse to forget or 
desecrate him. Instead, do more reading and research 
on his spirit and essence.  We will be “indebted” heavily 
and difficult to paid it off to our nation if fail to cultivate 
Lu Xun’s spirit and essence of spiritual warrior

Key words: Lu Xun; The most painful; A Soul; 
Refuse to forget; Spiritual Warr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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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與重構，促成中國與東方

的時尚在全球化時代的跨文化

傳播與文化認同的建構。

一、東方風在西方時

尚界的復興

在這個日趨全球化的時

代，任何時尚都可能具有某種

世界性的藝術與文化影響，而

東方的這種時尚影響又是世界

性時尚不可或缺的重要構成。

在當今西方乃至世界的藝術與

時尚界，以中國與東方的元素

為特質的時裝設計與時尚文

化，正在成為一種不可忽視的

流行趨勢與文化樣式。而且，

中國與東方的當代時尚及其民

族與人類學特質，成為了當今

國際時尚界應加以探究與回

應的藝術與文化問題。與此同

時，以當代中國風為顯著特徵

的東方設計也越來越引起人

們的普遍關注。但應注意到，

東方風在西方時尚與文化界的

重構與復興，既離不開與世界

性相關的社會、歷史與文化語境，同時又與這個全

球化時代的建構、重構密不可分。應當說，東方時

論東方時尚的當代重構

與東方主義批判
■ 張賢根

武漢紡織大學時尚與美學研究中心

中外會通

摘  要：近些年來，東方時尚在國

際時尚界受到了青睞與關注，成為了世

界性流行趨勢值得探究的人類學構成，

介入與滲透到世界性時尚藝術與文化的

當代建構之中。在東方風的復興與重構

過程中，不僅涉及不同民族間的文化適

應性及其建構問題，還關聯到民族性與

世界性及其相互生成的問題，以及如何

在當代重構東西方文化及其關聯問題。

但東方他者的自我覺醒與文化自覺，無

疑是與對文化殖民主義、後殖民主義的

反思與批判分不開的。但東方的時尚藝

術與文化從來都離不開來自東方主義的

重構，因此也亟待對東方主義的視角與

觀點加以回應與批判。在對東方主義及

其對東方的預設加以質疑與批判的過程

中，既應挖掘、整理與分析西方對東方

的誤讀與妖魔化等問題，同時還有助於

對東方被遮蔽的精神與文化特質的揭

示，促成中國與東方的時尚在全球性跨

文化傳播中實現文化認同的當代重構。

關鍵詞：東方時尚；當代重構；東

方主義批判

近些年來，東方時尚在

國際時尚界受到了特別的青

睞與關注，甚至還成為了世界

性流行趨勢值得探究的人類

學構成，介入與滲透進國際時

尚藝術與文化的當代建構與

不斷重構之中。雖然說，何謂

東方時尚並沒有一個確切的

界定，但這並不意味著這種

不同於西方的時尚，缺乏自身

民族或地域的獨特性與文化

意義。但作為一種流行趨勢

與文化樣式，東方時尚其實並

不是在當下才有的特別文化

現象，它由來已久並對西方

的藝術與審美產生過不可忽

視的影響。應當看到，東方時

尚從來都離不開東方的民族

意識與文化自覺，同時也與

後殖民主義、東方主義的當

代重構分不開。因此，東方時

尚的重建與當代東方時尚的

生成，顯然都離不開對東方

主義理論與思想的反思與批

判。而且，在對東方主義及其

反思與批判的過程中，既應挖掘、整理與分析西方

對東方的誤讀，還有助於對東方的精神與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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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的當代重構又是與文化多元主義語境密切相關

的，這種重構還與時尚多元化的文化態勢、獨特表

述分不開。在這裏，東方風既是與東方各民族的元

素和文化密切相關的時尚風格，同時更是東方社

會基於生活史的時尚文化及其當代重構。

其實，東方時尚與審美風格歷史悠久與影響

廣泛，它表現為東方各國獨特的藝術、著裝與生活

品味等，這種東方風的當下興起正是東方元素與

文化在當代的重構。在東方時尚的建構與流行過

程中，東西方藝術與文化的碰撞與交流是不可避

免的，尤其是還受到來自異域的藝術與文化的啟

示與影響。應當說，時尚雖然只是從某種族群發端

與生成，但卻從來都不可能缺乏對他者民族的元

素與文化的借鑒與重構。「因此，時裝系統從『其

他』裝束和時尚中，包括傳統服裝、過時服裝、亞

文化及其他被認為有異國情調的文化中，掠奪『奇

異』的技巧和規則」。[1]東方風之所以在當代國際

時尚得以流行並受到廣泛關注，也是與西方所謂

主流時尚界對東方神秘性的關注與揭示分不開

的。作為一種民族服裝，中山裝在保持民族特質的

同時，又適切了西方人的口味與西方文化，同時也

離不開西方文化的審美重構。東方現代設計師注

重對東方風格與文化的挖掘與借鑒，並力圖在與

世界的對話裏尋求跨文化的傳播。

雖然說，中國、日本與印度等東方藝術與時

尚，以及它們對西方的影響並非始自今日，但在當

今這個全球化時代，東方風的興起卻具有特別的

意義與趣味，這是因為全球化為東方各民族藝術

與時尚的重構提供了多元文化的可能語境。在世界

時尚史上，東西方的相互借鑒與彼此影響其實一

直沒有停止過。特別是，一種被稱為東方風（含中

國風）的時尚正在引起當代時尚界的關注。即使在

當代西方藝術、時尚與文化的語境裏，不少時裝設

計師也日益注重對中國與東方元素及其文化的借

鑒與重構。其實，諸多來自東方的設計品，尤其是

中國與日本的時尚樣式，在歐洲往往被稱為異國

情調風格。從馬可‧波羅的傳奇，到歐洲從東方大

量進口絲綢與瓷器等物品，東西方就發生著藝術

與文化的跨文化交流。那些具有復古風格的東方

時尚，既與東方的傳統文化分不開，同時也是對先

前各時代風格的當代重構。但隨著東方的建構與

民族意識的覺醒，時尚東方風的解構與當代重構

已變得不可避免。

應當說，東方的時尚風格早就受到過西方的

注意與借鑒，同時也被西方設計師用來與西方風

格加以關聯、交織與重構。在17-18世紀，中國藝術

與設計的狂熱風潮，在西方成為了一種不可忽視的

趨勢，表現在對來自中國的紡織品及其圖案的移

用、借鑒與重構上。而且，這種基於歐洲重構的中

國風，既關注與揭示了中國的元素與文化，同時又

在迎合與順應歐洲人的喜好中不乏對中國的誤

讀。其實在更早以前，人們都可以看到，「拜占庭風

格融合古希臘羅馬以及亞洲東方的特點於一

身」。[2]就西方而言，基於理性的現代性及其對一

致性的訴求，不僅使西方的藝術、時尚與審美成為

了所謂的主流樣式，同時還為將東方作為另類趣

味來加以重構作出了根本性的奠基。但現代主義

的這種時尚與審美觀，又難免在當代受到後現代

主義對文化多樣性強調的批判。這乃是因為，殖民

主義文化在中心與邊緣間建構與堅守著一種明確

的界限。作為一種時尚風格，中國風的歷史建構與

當代生成已成為民族訴求。

但應當注意到，在不同的社會、歷史與文化語

境裏，中國與東方的元素在西方乃至世界所彰顯

出的意義與旨趣也有所差異。特別是，歷史上的中

國風、日本風與印度風，其實都與歐洲的藝術與文

化發生著關聯與對話。因此，對「東方風」時尚的

藝術與文化的理解與闡釋，也涉及到不同民族與

文化間的當代對話，以及西方對東方的藝術與文

化復興所持有的文化態度與文化適應性及其建構

等問題。雖然說，東方風在西方當今時尚界有所式

微，但當代東方風的發起、復興與重構，不僅具有

某種與對邊緣加以關注相關聯的新的可能性，還

被納入到全球化這一後現代的藝術、審美與文化

語境裏。在這裏，民族性與世界性的生成性關聯及

其展開，顯然成為了東方時尚與文化不可回避的

課題，而民族間性則是這種關聯所發生的仲介之

所在，其實這仍然涉及東西方文化在當代的對話。

但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時尚、審美與文化的當

代建構都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在東方時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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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復興之際更是如此。

在東方風的復興過程中，不僅涉及不同民族

間的文化適應性問題，還關聯到民族性與世界性

及其相互生成的問題，以及如何重構東西方文化

及其關聯。即使在對民族元素與文化的理解上，東

方與西方的設計師都會涉及到文化成果的問題。

但還應看到，包括東方風在內的時尚與流行趨勢

的建構，並不意味著會拒絕與排斥其他風格的出

現與重構。例如，「日本元素把時尚帶入了現代藝

術的行列。川久保玲、三宅一生、高田賢三和山本

耀司吸取傳統日式和服元素，推動了一場服裝解構

運動」。[3]對東方主義及其藝術、審美與文化的反

思與批判，其實也是理解與闡釋東方時尚所應加

以關注的問題，這又與東方主義所預設的他者的

分析與解構分不開。尤其是，對東方主義的批判還

關涉東方這個曾經的與所謂的他者，以及東方人

類學此在的文化自覺的強化與自我的建構。對東

方這個他者及其民族文化的自覺，其實就是一個

亟待探究的文本、話語與問題，但這依然離不開在

全球化時代語境裏與西方的對話。

二、東方他者與民族文化的自覺

雖然說，中國與東方的時尚在近些年國際時

尚界，引起了設計師們的借鑒與人們的廣泛關注，

但對這種東方風的借鑒與移用，仍然擺脫不了作

為他者的文化命運，以及所謂的他者對民族文化

的自覺這一根本性問題。應當說，民族時尚與東方

風格其實與民族此在、東方他者的文化意識分不

開，這種文化意識與民族的精神特質及其發現和

揭示密切相關。在後殖民的理論中，西方人往往

被稱為主體性的「自我」，殖民地的人們則被稱為

「殖民地的他者」，或直接稱為「他者」這一極具

文化殖民意味的概念。「他者」與自我是一對相對

的概念，西方人將「自我」以外的、非西方的世界

視為「他者」，往往還將兩者截然地對立起來，並

由此陷入非此即彼的二元分立之中。在全球化時

代，多元文化主義為基於一致與差異相互生成的

民族時尚重構，以及相關於時尚的自我與他者關

係生成性重構提供了可能性。但對西方「自我」的

反思、批判與文化對話，卻是東方「他者」時尚自

信與文化認同必不可少的。

基於近代以來的理性及其建構，現代性將某

種一致性作為重要的訴求，同時還把西方的藝術

與時尚生成為所謂主流的文化樣式，而許多非西

方的藝術與文化往往被看成是另類。應當說，民族

文化的自覺與對他者的分析是密切相關的，但這

仍然離不開對東方主義及其對東方的預設與想像

加以回應與探究。因此，民族藝術與時尚的自我意

識與文化建構，其實也是與對西方他者的區分與

反離分不開的。這裏亟待注意的就是，「思考東方

尤其是近東自古以來，如何在西方被當作重要的、

互補的對立面來認識的」。[4]毫無疑問，這種對立

及其相互設立本身就與西方的二元分離分不開，

這也是西方認識論與理性形而上學亟待克服的問

題與困境。但在西方殖民主義的語境裏，這種所

謂的互補並沒有讓東方獲得與西方平等的身份，

這就有待於在全球化時代的文化多元主義語境裏

予以探討。在所謂西方主流文化的趨勢裏，作為

非主流的東方的審美與文化，往往被看成是「異國

情調」而成為他者。

還應當意識到，東方他者的自我覺醒與文化

自覺，顯然也是與對文化殖民主義的反思分不開

的。其實，殖民主義與後殖民主義及其宰製，歷來

無不成為這種他者難以擺脫的文化宿命。但這裏

所說的他者也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實體，實際上，他

者總是處於他者化的過程之中的。在後殖民主義

語境裏，東方時尚還涉及本土與他者及其關係問

題。當然，他者與本土總是與參照系、文化語境相

關的。而且，時尚霸權不僅體現在西方對東方的優

越感上，同時還表徵在高階層對低階層的話語支

配權上，但這在現代又受到了來自非西方民族與

底層的挑戰與反叛。巴巴的「無家可歸」承認與強

調了，人的混雜與非本真的本質，尤其是，那些處

於邊緣的混雜者。這裏的東方主要泛指亞洲，包

括近東、中東與遠東。而且，混雜也涉及東西方著

裝與時尚設計的交織與互文，以及相關於不同民

族精神圖式與文化之間的對話。在這個全球化時

代，純粹的自我與純粹的他者，其實都是不可能孤

立存在與在世的。

在殖民主義的語境裏，作為一種他者的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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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尚，顯然是相對於作為自我的西方時尚而言的，

而且，他者往往是不同於自我甚至還與自我處於

對立面的地位。但也要看到，任何自我的建構都與

對他者的回應密切相關。在當代藝術與東方時尚

的對話之中，東方他者與民族意識的自覺也是一

個不可忽視的問題。應當意識到，所謂的異國情調

並不是純粹的他者，它早已介入了自我的生成與建

構之中。隨著時裝系統及其話語的國際化，「在這

種情況下以消費為目的的時裝同時利用了異國情

調、原始主義、東方主義和強調真實性的話語」。[5]

毫無疑問，在這種對他者的各種利用的背後卻是

諸多殖民主義文化，以及文化殖民主義憑藉東方

的這種儀式感來迎合西方人的審美趣味。但在某

種程度上，對西方的所謂迎合也為東西方時尚的

交融提供了可能契機，以及為此付出的在藝術、審

美與文化上帶來的誤讀。在藝術與時尚的跨文化

傳播之中，何謂東方他者依然是與東西方文化及

其重構分不開的。

但是，作為他者的東方民族在藝術與時尚裏

的出場，則無不受到西方所謂主流時尚界無時不

在的支配與建構，而西方的這種建構又是東方得

以彰顯自身的文化人類學前提。在這種自我建構

與相互建構的過程中，當代東方時尚所面臨的不

同民族此在，以及本民族與異質文化間的衝突和

交織也是不可忽視的。因此，這種他者意識還可能

嵌入到東方人的民族自覺與文化自信裏，甚至成

為了非西方人揮之不去的心理情結與文化症候。而

且，東方人的民族意識與文化自覺的重建，其實也

仍然與無所不在的文化殖民的語境分不開。在霍

爾那裏，民族這個概念被用來探討地域與文化背

景身份問題。但與此同時，東方他者與時尚表現也

涉及對後殖民主義的抵制。在這個全球化時代，時

尚的獨特性與一致性的張力為東西方各民族關係

的重構奠定了基礎，也為東方時尚的當代建構提

供了多元的視角與對話可能性。應當說，民族文化

的自信與自身文化的覺醒，無疑是所謂他者的反

叛與自我建構的生成物。

當然，在東西方藝術與文化的跨文化傳播與

交流中，各個民族尤其是東方民族的文化自覺就

成為了不可避免的事情，但這種文化自覺還應謹

防陷入時尚民族主義之中。而且，這種時尚民族主

義對於任何民族來說都是應加以回應與批判的，

因為它在建構、解構與重構民族風的過程中仍然

借鑒了西方後殖民主義的傳統視角。其實，對於究

竟何謂東方的問題，在不同的文化語境裏也存在

著看法上的分歧。「然而無論統治者是強迫殖民地

人民穿戴西方服裝還是放棄奇裝異服，他們的企

圖總是受到頑強的抵抗」。[6]對不少人來說，堅持

穿著本民族的服裝，成為了一種對自身他者化的反

抗方式，以及民族文化自覺的一種象徵與認同的

符碼。但這種對文化他者化的抵抗，又會隨著東西

方服飾與時尚的交融而式微。說到底，東方風究竟

是民族的，還是世界的，以及如何應對東方他者的

文化自覺，是東方時尚當代重構不可忽視的問題。

但任何簡單的接受與拒斥，在當代時尚領域都是

會失之偏頗的。

三、東方：民族的，還是世界的

在全球化時代，所有民族特別是東方民族的

時尚重構，無疑都會涉及民族性與世界性及其關

係問題。在這裏，東方時尚雖然在當代難免成為獨

特的話題，而這些東方的樣式與風格總是在後殖

民主義裏被理解與闡釋。因此，何謂東方成為了當

代時尚藝術與文化建構不可回避的問題。在當代

時尚創意與設計過程中，民族性與世界性及其關

係一直是緊迫而又重要的問題。對民族性與世界

性及其生成性關聯的回應與重構，往往是以西方

傳統的二元分離的解構為基礎的。因此，一種非此

即彼的文化執態是應加以批判的，這是因為在不

同的民族之間，傳統的區分與分界已遇到了危機。

尤其是在現代，民族性與世界性之間的邊界變得日

趨模糊。實際上，在當代這個全球化時代，世界各

民族與國家的衣生活、文化習俗，正在發生前所未

有的關切甚至交融，亟待重新理解與闡釋彼此之

間的融滲，以及相互生成的可能性與包容心態的

重建。在任何界定東方的問題上，都會涉及民族性

與世界性及其在時尚裏的關聯。

在當代國際時尚界，東方時尚無疑總是與東

方民族的藝術、審美和文化分不開的，這不僅是西

方時尚界的一般性看法，其實也與東方民族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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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自覺密切相關。因此，東方時尚的建構既涉

及東方各民族的藝術與文化，同時又離不開東方

與西方乃至世界的文化交流。特別是，民族性、民

族間性與世界性的複雜關聯，無疑是各種各樣的

時裝與時尚文化有待於回應的問題。「到1910年，

隨著俄羅斯賈吉列夫芭蕾舞團的訪問，東方時尚

浪潮開始興起，令定制設計師們心花怒放，並催生

了帶有輕柔褶皺的流線型裝束」。[7]毫無疑問，這

是東方時尚向英、法等西歐國家傳播，以及東衣西

漸的重要生活與文化事件，但東方的這種時尚其

實在更早的時候就進入了西方。雖然說，Nat ive

（本土的、原住民的）一詞，保留著實質的完整含

義與意指，但它在不同語境裏的意義又可能有所

差異。東方任何民族都有其特定的本土藝術與文

化，它們與作為他者的田野一道，都離不開基於世

界語境的文化重構。

在當代生活世界，圍繞民族時尚創意及其文

化認同的問題突顯了出來，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

並成為藝術與時尚界的熱點問題，這就涉及對民

族元素與傳統文化的挖掘、整理與當代重構。應當

看到，任何時尚藝術既難以脫離民族性特質，同

時顯然又與世界性文化密切相關。一切對東方元

素與文化的強調，都難免帶有對其自身的遮蔽與

掩飾，也可能成為對西方藝術與文化加以偽裝的

面具。任何藝術與視覺表像，既是對道與存在的

揭示，又可能構成對本真性的遮蔽。在沃頓那裏，

藝術的基本機制是偽裝或假扮，而道具則是假扮

遊戲的必要構成。其實，要對民族性與世界性加以

簡單區分是困難的，這是因為民族性與世界性的

複雜關聯，發生在各個不同的層面與維度上。民族

性與世界性的生成性關聯，在不同時代則具有特

定的特質與旨趣。既沒有與民族無關的世界性時

尚，也不存在與世界性無涉的民族時尚。而且，文

化殖民本身也是雙重性的，這最終導致了對各民

族藝術、文化與權利平等的訴求。

雖然說，一切民族的時尚與文化往往都是世

界性的，因此，民族性與世界性的生成性關聯仍然

是不可回避的重要課題，它還離不開設計師對之

加以獨特的與創造性的回應與探究。在人們的著

裝上，一直存在著不同選擇的關聯甚至衝突。隨

著東方時尚自身的生成與變化，人們對東西方文

化關係的理解也有所差異。在時尚的歷史性生成

之中，東西方樣式與文化的邊界往往會由清晰走

向模糊。但時尚的樣式與特質，又總是有所文化訴

求的。譬如，「莎麗也許反映了民族主義的辯爭，

而『庫塔』和其他經過改革的服裝則反映了某些印

度婦女追求西方化和都市化的願望」。[8]在這裏，

一方面，東方民族的異國情調引起了西方時尚界的

關注；另一方面，東方時尚又不得不經由西方來實

現自己的國際化。對東方時尚來說，民族性與世界

性從來都不是非此即彼的，它們往往是亦此亦彼

的，並處於永遠的相互生成之中。在民族性與世界

性的關係問題上，一切決定論與非此即彼的文化

執態都是應加以批判的。

應當說，一種相互生成的生成論建構是必不

可少的，但這仍然與特定的社會、歷史與文化語境

裏的時尚意味分不開。任何民族的時尚都難免被

世界潮流所關注與借鑒，同時也都難免作為獨特

民族性而非世界性來發生。世界性與國際性的時

尚與文化，離不開各民族的時尚與文化，尤其是不

同民族文化間的對話與重構。就波西米亞的風格

來說，色彩鮮豔、線條流暢與材質混搭，這都是源

於波西米亞與印度文化的風格。但民族性並不是

孤立的、與世隔絕的，各民族之間存在的關聯，可

以稱為民族間性。這種民族間性既是民族之間的

邊界與區分，同時又是不同民族的交互與互文的

發生之處。歷史性、文化性、開放性、互文性與對

話性，無疑是民族性通達世界性不可或缺的精神

與文化特質。而且，世界性既基於民族性，同時又

超越民族性特質。民族性既不同於世界性，但又離

不開世界性而存在。當然，設計師也會故意回避自

己的文化語境，以克服人們習以為常的刻板印象

並由此獲得新的創意。

但應意識到，對民族性與世界性及其關係的

理解與闡釋，仍然難以擺脫不同的藝術流派、文化

傳統與思想特質的建構與影響。不同的藝術、審

美與民族文化，為時尚設計的差異化理解與闡釋

提供了人類學基礎，同時又為各種對話奠定了切

實的可能性。在民族的與世界的特質之間，並沒有

簡單的與非此即彼的嚴格區分，它們間的交織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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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文經由民族間性來生成和建構。在民族的與世

界的之間，民族間性既是區分也是關聯。例如，

「對於歐洲人來說，面紗曾象徵著東方的神秘的

性愛；而對於穆斯林來說，它曾標誌著社會地

位」。[9]針對不同民族的時尚樣式，人們的理解與

闡釋當然也會有所差異，而這種差異也應得到充

分的尊重與文化認同。後殖民主體本身其實也是

混雜的，他（她）往往處於兩種相異的文化之間，

而這種混雜性卻因此避免了陷入自我與他者的二

元對立，但民族意識的覺醒仍然有待於去實現。在

一個開放的社會與文化語境裏，互文與對話從來

就滲透在各民族的藝術與時尚之中。

四、時尚的東方主義視角與語境

毫無疑問，東方時尚一直源於東方自身的藝

術與文化傳統，而自我意識與文化自覺使得東方時

尚在當代的重構成為可能。當然，這種所謂的東方

時尚，從來都離不開西方乃至世界性的藝術與文

化語境。與此同時，東方的時尚藝術與文化從來都

離不開東方主義的重構，因此也亟待對東方主義

的視角與觀點加以回應與批判。這裏的東方主義

不僅將東方建構為藝術與文化的他者，同時也介

入與沉澱到東方時尚的當代建構之中。對於歐洲

而言，東方既不是歐洲純粹的虛構或奇想，也不是

一種自然而然的實體性存在，而是一種被人為創

造出來的理論和實踐體系，以及漫長歷史生成出

的精神與物質複合體。薩義德不僅描述了東方過

去的情形，還表明東方如今仍然是西方的建構之

物，也就是說，東方只不過是一個想像的、具有異

國情調的他者。同時還要注意到，一切與東方主義

視覺和語境相關的時尚重構，其實都是與他者分

不開的，既可能是對所謂東方他者的壓抑，也可能

是對東方的遮蔽的發現與祛蔽。

在歐洲與西方中心主義的視域裏，東方時尚

與文化是被發現並引起好奇的，進而在這種所謂

的異國情調語境裏加以建構的。當代東方時尚既

是西方對東方的重新發現，但這種所謂的重新發

現從來都難以擺脫殖民主義文化語境。凱瑟主張

與強調，在考察某一特定民族服飾的歷史與文化

時，通常會發現複雜的文化借用與霸權過程。實際

上，「西方對於東方的描述確實已經應其殖民要

求與種族偏見而在某種程度上被塑造成型了，而

且，在薩義德之後，近來的大量研究已經討論和證

明了許多西方論述在描述非歐洲人民和文化時的

強制與不一致性」。[10]作為一種獨特的視角，東方

主義在揭示與敞開東方時尚特質時，更多的卻是

帶來了文化殖民的不斷重構與持久的遮蔽。而且，

東方主義的強制性理解與解釋，以及由此引起的

曲解與誤讀也應受到重視，並亟待在東西方藝術

與文化的對話中加以回應。應當說，任何關於東方

主義的時尚視角，其實都與東西方的參與與文化

對話密不可分。

在當代東方時尚的生成過程中，不得不涉及

東方主義這一根本性語境。對歐洲與整個西方來

說，東方主義既不是純然的原初存在樣式，但同

時也不只是純粹的虛構之物，而是一種人為構造

出來的話語與理論體系。東方主義的視角及其建

構，是東方時尚的理解與闡發所應回應的。東西

方各個民族所理解與闡釋的東方，其實也是有所

差異與彼此不同的，藝術現象學所關涉的東方本

身，也是一個需要不斷祛蔽的生成之物。薩義德

借鑒福柯的話語概念考察了東方主義，並試圖闡

明權力如何通過話語起作用、權力如何產生認識，

以及關於「東方」的認識本身如何表現了社會權力

關係，同時還涉及到藝術與文化的話語權問題。東

方主義的描述性表達無一例外地將地中海以東各

種社會的多種生活，進行了物件化、本質化與刻板

印象的方式處理，因此對東方主義及其所建構的

異國情調，以及其所強調的神秘化旨趣的分析是

必不可少的。在時尚的東方主義視角的建構裏，東

方民族還會重新陷入被殖民化的路徑。

與此同時，東方時尚的當代重構還涉及對一

個他者的地方印象的祛妖魔化的過程，這同時又

與對西方文化殖民主義的反思、分析與批判分不

開。在東方時尚的當代建構裏，究竟什麼是東方的

藝術與文化，這在不同地域與文化語境裏的人們

那裏也有所差異。這種差異有待於在文化對話裏

給予探究，同時也關聯到東方主義自身的分析與

批判。在19世紀，東方主義甚至走向了相反的一

極。譬如，「在波西米亞人那裏，東方主義混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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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與肉欲，帶有豔麗的反體制氣息」。[11]波西米

亞風格指一種保留著某種遊牧民族特色的服裝風

格，其特點是鮮豔的手工裝飾痕跡與粗獷厚重的

面料。東方主義對異國情調的文化執態，將東方時

尚與文化的建構置於想像之中。通過祛日常化與

祛本土化，西方的藝術、審美與文化基於旨在達成

間離效果的陌生化，讓東方的元素與文化在西方

語境裏實現時尚化重構。但應當看到，東方主義時

尚並不是東方民族自身的，它離不開西方對東方

的藝術與文化的重構。

尤其是，自西方現代性及其對一致性訴求不

斷得以強化以來，一切非西方的藝術與文化往往

被東方主義建構為他者與另類。在對東方時尚的

建構之中，東方他者難免處在與西方自我對立的

低端與弱勢地位。毫無疑問，東方主義與後殖民主

義及其當代建構，成為了西方乃至世界解讀東方

時尚的重要語境，而東方時尚總難免在這種語境

裏，發生著藝術、審美與文化上的重構。當今全球

性舊殖民制度雖已基本結束，通過武力進行領土

征服的殖民主義活動已經停止，但通過文化霸權

在思想上征服第三世界卻並沒有終結。與之相關，

東方的藝術與時尚的當代重構也涉及東西方關係

問題，以及這一關係在全球化時代的獨特意義與

價值，特別是如何在藝術、審美與文化語境裏加以

回應。在東方主義的視角裏，歐洲與西方中心主義

對東方的文化建構，既有來自非西方的理論預設，

又離不開對東方的想像與臆測。正因為如此，東方

主義時尚並不是東方原初的時尚，而是西方殖民

主義文化建構的生成之物。

還要看到，東方時尚的理解與闡釋也相關於

東方主義的敞開與遮蔽的問題，一種簡單的否棄

與接受對東方主義來說都是不適宜的。在東方主

義思想及其語境裏，對東方的民族精神與文化特

質的理解與闡釋，往往缺乏自主性而被西方主流

文化加以重構。但應當說，全球化為西方與東方的

傳統差異的式微提供了可能性。在後殖民理論之

中，西方中心主義無疑受到了質疑與批判。「我們

在這裏所面臨的悖論是：東方主義在定義上是一

種適合於西方思想的神秘化（如果我們承認這種

二元論的話），也是一種祛神秘化的來源」。[12]不

僅如此，這種神秘化與祛神秘化還是亟待回應與

探究的藝術與文化問題。更為確切的說，東方時尚

及其祛神秘化顯然離不開對東方主義及其文化殖

民的批判，還有待於在這種藝術、設計、審美與文

化批判裏重建對民族文化的自信。這乃是因為，那

些曾經的異國情調無不出自西方殖民主義的建

構，因此也涉及如何建構民族的文化認同與自信

的問題。

五、基於東方主義批判的東方風

雖然說，東方時尚並不是東方主義的生成之

物，但東方的時尚藝術與審美文化，根本不可能

擺脫東方主義及其重構。在西方文化中，主流意識

形態往往參照一個較低的他者來界定自己。被歐

洲與西方所支配的東方主義，對東方時尚與文化

的誤讀與偏見是應加以批判的。在薩義德看來，自

18世紀以來的東方主義，無論是顯性的還是隱性

的，它們都帶有殖民主義的痕跡。但在不同的東方

民族與國家，對當代時尚的表現既關聯如何看待

本土文化的問題，還與對東西方藝術與文化關係

的獨特建構分不開。在現象學語境裏，何謂東方

本身是東方主義批判所關涉的根本問題。因為，東

方主義屬於西方建構的產物，它旨在為東西方建

立一個明顯的分野，從而突出與彰顯西方文化的

優越性。根據克利斯蒂娃，差異被看成是自我的內

在條件，他者其實就在自我之中。他者與自我的交

織與互文，在克利斯蒂娃那裏得到了強調。應當

說，東方風及其當代建構與文化認同，從來就離不

開對東方主義的批判性回應。

在本性上，東方主義及其藝術與文化觀念，秉

持把西方當成主流文化樣式這一立場，而把東方

藝術與時尚看成是與建構為他者。正因為如此，東

方時尚的當代重構既涉及對東方主義的批判，也

關聯到對東方藝術、審美與文化自身的當代回應。

與此同時，東方化其實並不是一種一次性的過程，

而是在不同社會、歷史與文化語境裏的不斷生成，

它同時還涉及對東西關係的揭示與當代重構。其

實，「再東方化可以成為經濟利益、鄉愁或符合政

治分歧的理由」。[13]在再東方化的過程中，也關涉

與東西方的藝術與文化對話，以及這種對話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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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主義的回應與探索。因此，回歸到東方本身也

離不開對再東方化的思想回應，甚至還涉及對文

化殖民語境裏的自我東方化的反思。應當說，東方

化不僅是一個不斷生成與建構的過程，而參與東

方化的人們既有西方人，同時也不乏東方人。在東

方化與再東方化過程中，還會關涉東西方各種人

之間的交往，以及如何才能回歸到東方的日常生

活與文化本身的問題。

向事情本身的切近與回歸，其實從來都是藝

術與審美現象學的旨歸。在現象學的語境裏，誰

是東方本身顯然是被東方主義所遮蔽的問題，而

對東方主義的回應與文化批判，無疑是回歸東方

本身的根本性路徑與可能性。只有在平等的、包容

的與文化多元的語境裏，才能消解與克服東方主

義及其對東方風的誤讀與妖魔化。作為一種時尚

的樣式，東方時尚與西方時尚、世界時尚的對話，

是克服東方主義誤讀與妖魔化的思想與文化前

提。在這個全球化時代，東西方關係應得到社會與

文化的重構，以建構一種基於認同的與相互生成

的新型關係。尤其是，自我的東方化是一個更為複

雜的社會與文化問題，這既涉及自我殖民的問題，

同時也是東方時尚與文化認同應加以分析的問

題。而且，自我的東方化還是與根據西方文化殖民

主義，來對自我東方的身份與旨趣加以殖民化的

思想與行為相關的。但東方化是一個不斷發生的

過程，這由此產生了異化與回歸的問題，以及與之

相關的不同民族藝術與文化的認同。

這裏所說的東方風並沒有一個一成不變的界

定，這種風格將隨著社會、歷史與文化語境而發生

變化，因此對東方主義的理解與批判也與東方的

生成與建構分不開。在全球化時代，所有民族或地

域的藝術與時尚，都應在平等對話的基礎上得到

相應的尊重，而不是被幼稚化甚至妖魔化，但祛妖

魔化仍然有待於對話與批判。薩義德意識到，東方

主義是西方風格對東方的統治與重構。但對薩義

德來說，「……我更關注東方主義與東方觀念交戰

的創造性與開放文本形式，以及雙方的互惠互

利」。[14]這裏存在的問題仍然是，這些關於東方的

觀念難以與東方主義區分開來，但它們之間的關

係又是極其複雜與亟待深入揭示的。其實，在中古

世紀，中國就曾經有與西方通商和貿易的概念，但

不同歷史與時代東西關係也是有所差異的。對東

方主義的批判，與對東西方不同時期思想的回應，

以及對社會、歷史與文化語境的考量密切相關。東

西方之間的藝術與文化交流，無疑是當代東方時

尚重構所不可或缺的。

在後殖民主義時代，西方文化霸權對東方文

本與語境的壓制，其實也是有待於在東方時尚建

構裏來回應的問題。但這並不是說，民族的藝術

與文化不應接受來自異質文化的批評，而是主張

與強調了對差異化與多元化的文化認同。基於獨

特性與地域性的審美與文化，是東方時尚的當代

建構與東方主義批判不可或缺的，並旨在建構一

種關切於世界性的東方時尚。當今處於弱勢的民

族語言與話語，正面臨著強勢語言、互聯網甚至

全球化等的衝擊。對於東方時尚而言，藝術與文化

的祛殖民也是當代設計所面臨的問題，還應當深

入挖掘、整理與重構自身的藝術與文化特質，尤其

是，更應當注重在設計中生成與建構獨特的話語

風格。實際上，交融與跨文化傳播是藝術與文化混

合的表現形式。但應意識到，東西方藝術與文化的

交流及其建構所生成的「他者」，其實也可以說是

一種超越傳統東西方的第三文本，但這種所謂的

第三文本也難以擺脫東西方藝術與文化的當代重

構。

對東方主義的批判與民族自信、文化自覺，正

是中國與東方當代時尚建構所必不可少的。他者

與自我的彼此嵌入與互文，成為了不可忽視的藝

術、時尚與文化特質，也是東方時尚當代重構與東

方主義批判應予以關注的根本話題。雖然說，對本

民族時尚的反思並不能歸結為東方主義，但對東

方主義的批判也不能把握為東方時尚的民族主

義。應當說，「他者性並不是從外面被添加到自身

性之上的，就好像是為了預防它的唯我論的變種，

但是，它屬於自身性的意義內涵和本體論構成，

……」[15]自我與他者的二元分離，仍然有待於不斷

地加以消解。因此，東方時尚的重構與對東方主義

的批判，不僅要面對與指涉諸多外在的他者，還

應直面與嵌入東方民族內在特質裏的他者。東方

時尚的當代重構，既涉及東西方在藝術、審美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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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上的特質與差異，還應回應、消解與剝離對東

方主義的各種遮蔽。實際上，只有在充分包容與

尊重西方差異的基礎上，東方時尚的當代設計才

會建構出自身的精神與文化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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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temporary Reconstruction of 
Oriental Fashion and Criticism of Orientalism

Zhang Xiangen (Research Center of Fashion 
and Aesthetics,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Oriental fashion 
has been favored and drawn much atten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fashion arena. It has become a trend, in 
turn be an anthropological component of the world 
fashion, that deserves to be explored. Also, it has been 
involved in and penetrated into the contemporary 
construction of the world fashion art and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reviving and reconstructing the oriental 
style, it involves not only the issues in the interplay 
of cultural adaptability and its construction among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but also that of nationality and 
cosmopolitan and their mutual interdependence in 
generating and development, and how to reconstruct 
the oriental and western cultures and their relations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However, the self-awakening 
and cultural consciousness of the oriental others 
are undoubtedly inseparable from the ref lection and 
criticism of cultural colonialism and post-colonialism. 
Moreover, the oriental fashion art and culture can never 
be separated from the reconstruction of orientalism, 
so much so that it is imperative to respond to and 
criticize the perspectives and views of orientalism. In 
the process of questioning and criticizing orientalism 
and its presupposition towards the east, we should not 
only dig out, sort out and analyze the misunderstanding 
and demonization of the east by the west, but also help 
reveal the hidden spiritu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ast, and promote the contemporary re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of Chinese and oriental fashions in 
the global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Keywords: Oriental Fashion; Contemporary 
Reconstruction; Criticism of Orient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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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習慣了居家與世隔離，不知不覺春去秋

來庚子年已經過半。半年多的時間裏，除了新冠疫

情在全球不斷四處點火，暴雨洪峰也沖刷著華南大

地，蝗蟲遮天蔽日、跨洋過海，大地進入震動模式

……天災之外，人類社會也動蕩不已。大國競爭複

雜激烈，地區熱點亂變交織，中美關係正面臨著建

交以來最嚴重的挑戰。我們編委會同仁雖身居斗室

卻心憂天下，雖與鄰隔絕卻在互聯網的越洋合作，

編輯著新的《文化中國》。新冠疫情給人類社會帶

來了的影響是世界性的，也是全面性的，我們特別

策劃了「疫下世情」專欄，邀請李安澤等教授從中

西文明比較的角度，探討不同文明在應對新冠疫情

所引起的危機可以提供的智慧，以及這場疫情給當

代人類社會文明所帶來的危機和轉機。在新冠疫情

所帶來的危機中，人類文明要集合東西方所有的理

性、德性、悟性，抵禦西方中心主義或東方中心主

義的各種思想偏見，推進世界各民族文化的聯合。

李勇的「苦難與憂患」指出，初民在面對苦難時往

往訴諸占卜等原始思維，唯獨中國的《周易》的

占卜實現了由「貞」而「正」、由巫而史的歷史轉

變。這種從軸心時代開始就確立起來的自強不息、

厚德載物的正道精神，依然是我們應對新冠疫情的

精神資源。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

天下」。本期的卷首論語與專題對話都是在全球的

視野下、在近代國際大勢的歷史發展中，審視中國

（包括香港）的自我定位與未來走向。我們特別邀

請了加拿大多元文化電視台新聞製片人及主持人、

國際政治關係的專家丁果與梁燕城就「全球變局下

的中國未來」展開了對話。他們認為，縱觀當今的

國際大勢，表面上是中美大國之間的權利博弈，背

後其實也有全球治理責任的分擔。面對當前西方列

強的圍堵，中國應該走出百年悲情，認真研究西方

殖民主義、新帝國主義的本質與特徵，在文明的對

話中，總結中國模式的成功之處，改善自己不足之

處，轉型成為更加先進文明的國家，重建中國文化

精神價值去影響世界。「卷首論語」運用「後殖民

理論」，分析了香港人在國族認同上的失調。我

們認為，無論是在「後殖民時代」，還是在「後

疫情時代」，無論是「觀乎天文」，還是「觀乎人

文」，人們都需要「建立宇宙性眼界，吸納不同的

價值，創造新世界」。

經典是人文世界原創性、奠基性的著作，它們

歷久而彌新，可以在不斷閱讀中開顯出其時代的新

意。我們開闢「天經地義」專欄，意在提醒身處紛

亂嘈雜的當代人，回到中西經典的活水源頭，叩問

與時俱進的生存智慧。宇宙洪荒、天地玄黃，在日

光之下，東西方傳統都不乏萬物生生變易的哲思。

中國文化特有「象思維」，使中國人無論是在文學

藝術的審美方面，還是俯仰之間的人生抉擇之中，

都帶有重視象徵性聯想的特徵。黃意明的「《易

傳》象徵思維與審美意象論」，使我們對中國的藝

術乃至人生，多了一層理解，也多了一種人生境界

的選擇。冀誠的「論創造之約」討論了《聖經》中

上帝與被造世界之間的約定，以及人在「創造之

約」中的地位與責任，使我們對這個世界的確定性

多了一層把握，對人類的責任多了一點「天命」的

體驗，對國家的正義、社會的秩序更加存敬畏、

知戒懼。這兩篇文章彼此呼應，不禁讓我們浮想聯

翩：天地之間有大美，疫情洪水不能奪。

除了上述新開設的欄目和應時的議題之外，

本期《文化中國》不忘初心，一如既往地以促進文

明對話、溝通東西文化為宗旨，編輯設計各欄目文

章。其中，「內聖外王」在《莊子·天下篇》語境

中，從中國哲學基源性問題探索建立中華神學的問

題意識；「中國文人」對比研究陶淵明與蘇東坡的

精神境界，談禪說道亦論儒，為我們展現了中國文

人的不同生活態度和精神追求。我們雖是身居斗室

「為他人做嫁衣」，但拜讀各位學者的大作，見字

如面，心中不由生出「有朋自遠方來」之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