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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恩格斯提出：「勞動創造了人本身」，[3]遠見卓

識。作為一種動物的人類永遠不會通過生物進化

途徑而直接轉變區別於動物的人，人只能誕生於

創造性活動。當代人類學

研究發現，人類在從動物

轉變為人的過程中，存在

著一個非自然性的關鍵因

素 — 文化。美國人類學

家格爾茲指出：「文化不

是被附加在完善的或者實

際上完善的動物身上，而

是那個動物本身的生產過

程的構成因素，是核心構

成因素。……人類的神經

系統不僅使他們能夠習得

文化，而且，如果神經系

統要發生任何作用的話，

還可能要求他們去習得文

化。與其說文化的作用僅

僅在於補充、發展和延伸

在邏輯和遺傳上先於它的

以生物體為基礎的能力，

不如說它更像是這些能力

本身的組成部分。事實會

證明，沒有文化的人類將

可能不是內秀但未完善的猿，而是完全無智力從

而不中用的畸形」。[4]這就是說，創造人自身的勞

動包括物質勞動與精神勞動，其中，創造出文化的

精神勞動在人自身的創造中發揮著更為關鍵性和

從文明的源頭汲取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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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我們必須回到文

明的源頭，從那裏汲取走向未來所必需的精神力

量，正如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所強調的：「人類

一直靠軸心時代所產生

的思考和創造的一切而

生存，每一次新的飛躍都

回顧這一時期，並被它重

新燃起火焰。自此以後，

情況就是這樣，軸心期潛

力的蘇醒和對軸心期潛

力的回憶，或曰復興，總

是提供了精神力量」。[1]

文明的源頭也就是

文明與文化的本體，是一

種必須能夠具體顯現為

人的生命存在的主觀觀

念 — 先哲在認知自我的

精神探索中發現的我的

真理、人的真理。

進化論揭示：人類起

源於生物進化；但作為一

種動物的人類如何發展

為不是動物的人？進化論

又不能合理解釋。有關靈

長目動物進化的研究發

現：「人類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個在進化上有最多失

敗的物種：在過去的600萬年間，猿這個物種的數

量急劇下降，特別是與我們的近親猴子相比。……

人類是與猴子生存競爭失敗者的後裔」。[2]一百年

摘  要：文明的源頭也就是文明與文化的本體，

是一種必須能夠具體顯現為人的生命存在的主觀

觀念 — 先哲在認知自我的精神探索中發現的我

的真理、人的真理。世界諸文明大都孕育、成型、

維繫於某種宗教，以其標志文明的個性特徵，並

非偶然，因為宗教信條是承載人的真理的天然形

式。中國文明是世界諸文明中唯一的非宗教性文

明。從古至今，多數中國人沒有任何宗教信仰，因

為中國先哲發現的真實的我就是君子，君子的準

則就是人的真理：「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

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易經》）。鴉片戰爭以

來，中華民族為追求現代化，付出極大代價，在接

受來自西方的、有利於現代化建設的思想觀念的

同時，也形成了對科學的迷信，喪失了自己文化的

自信。從文明源頭汲取力量，重新確認人的真理

就是君子的準則，是歷史賦予我們的責任，也是

對「五四」愛國主義精神的紀念。

關鍵詞：文化；本體；人的真理；宗教；中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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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性的作用。

人類神經系統為什麼必須習得文化才能發揮

作用？或者說，在物質生活資料極其匱乏的遠古

時代，人類為什麼要去創造不能吃也不能穿的文

化？在於人類在生物進化中萌生了精神需要。美國

哲學家塞爾認為：「人類和較高等的動物顯然是有

意識的，但我們不知道在種系發生尺度上意識延

伸到多遠」。[5]目前已知，動物有意識卻還沒有自

我意識，不能從「我」的角度看待一切，也不會犯

主觀主義的錯誤。諾貝爾獎獲得者、澳大利亞神

經生理學家埃克爾斯推測：「在極為漫長的生物進

化過程中，一扇通向未來的窗戶只開啟了很短的一

段時間，其間原始人類這一分支從人科動物的進

化路線分離了出來。……原始人不僅有意識，而且

萌生了人類的自我意識。……自知是人類的根本特

徵之一，可能是最根本的特徵。……迄今為止找不

到高等動物具有內省或自我意識的證據」。[6]人類

萌生自我意識，意味著意識從動物意識即束縛於

本能的意識發展為真正的意識，即可以同物質構

成對立統一關係的意識，也就是發展成為了精神 

— 以作為意識的我為意識立場的意識。從此，人

類神經系統出現了兩個信息整合中心，一是人類

與動物共有的、本能支配的信息整合中心，一是人

類特有的、我所主導的信息整合中心，人類生活中

因而出現同意義有關的、動物不會遇到的現象：我

若心不在焉，事物就在眼前也會熟視而無睹，聲音

震耳欲聾也會充耳而未聞。更重要的是，人可以意

識到自己，稱自己為「我」，也產生出精神需要，即

對於有關真實的自己的觀念的需要：人的一切生命

活動都決定於自己，所以必須知道真實的自己，否

則生命就沒有意義，就會出現精神上的空虛、迷

茫、困惑、苦惱、焦慮、煩悶、抑鬱……，即便衣食

無憂也仍然了無生趣，毫無人生幸福可言。所以，

人類必須從事精神勞動，生產出滿足自己精神需

要的精神產品。

物質勞動艱苦，精神勞動艱難，因為「認識自

己」本身是悖論：自己困惑於自己，所以要認識自

己；誰能認識自己，只有自己能夠真正認識自己；

不知道自己的自己去認識自己，恰如「莊生夢蝶」，

清醒、理性地追問可能只是虛幻夢境。認知自我的

精神探索猶如吞噬智慧的「黑洞」：人的思想永遠

是某個「我」的思想，人們追問「我」的思想也還是

某個「我」的思想；人永遠通過「我」的思想追問

「我是誰」，也就永遠是「我」在追問「我是誰」，

追問永無止境。相傳有人問古希臘哲人泰勒斯：

「何事最難為？」他答道：「認識你自己」。德國哲

學家尼采明言：「我們無可避免跟自己保持陌生，

我們不明白自己，我們搞不清楚自己，我們的永恆

判詞是：『離每個人最遠的，就是他自己。』 — 對

於我們自己，我們不是『知者』」。[7]

在科學研究中，人類日益深入物質的本質，發

現萬物運動的規律，卻無法獲得對自己的正確認

識，因為科學觀點是「從『他』的角度得到的觀點 

— 是那些能被其他人證實或能為每一個人認同

（或推翻）的事情」，[8]而我一旦成為「他」的認識

對象，也就不再是我，而只是他、她或它 — 某種

腦細胞運動。我是唯一的。佛陀說：「天上天下，

唯我獨尊」。然而人類大腦的物理過程如何引發

宇宙間唯一的主觀性體驗？心靈哲學家普遍認為

這是困惑整個心靈哲學學科的「難題」。科學則只

能說：「人的全部行為從因果關係上說根源於他的

中樞神經系統中的物理過程，但也可以說：那些物

理過程中至少有一些是那種不能根據物理和化學

規律予以解釋的東西」。[9]有學者倡言創建「第一

人稱科學」。[10]問題是，從「我」的角度認識我，成

果如何具有客觀真理性？顯然，由此帶來的問題

比它期望解決的問題更難以解決。近年人工智能

發展迅速，但「所有元數學和計算機理論的限制性

定理都說明。你永遠不能完整地表示自己。……尋

找關於自我的知識就像踏上了這樣一條路途。它

永無盡頭，它不可描述」。[11]

精神勞動者創造了文化，也創造了人本身。

「古之學者為己」《論語‧憲問》。真正的精神勞動

者因自身精神的饑渴、苦悶而從事精神探索，思想

自由無羈，不為任何教條所束縛，同時也有著明確

的目標與界限，不會為知識而知識地沒完沒了地

追問。他們是真實的我的真理的探索者，也是這一

真理的踐行者。「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里

仁》）。他們是智慧的，追問自我卻不以自我為單

純的認識對象，而是領悟到自我蘊含著自身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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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高能力，因此能夠超越「認識自己」的悖論：

在追問自我的精神探索中發現了真實的自己，就以

自己的精神發現定義自己，以自己生命踐行自己的

精神發現，讓真實的自己展現於自己的生命。因

此，他們作為人的真實生命存在就是自己精神探

索的最終成果。他們是歷史上最先實現從動物到

人的轉化的人 — 當代人類學認為：人是「自我實

現的行為主體」，「自我完善的動物」。 [12]人以

「我」指稱自己，我的真理、自己的真理也就是人

的真理。人之所以區別動物，就在於人有本能卻不

屈從於本能，而是以自己發現的自己的真理為自己

生命的準繩。經驗科學或許永遠無法確證文化的

創生。孟子說：「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

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

人倫」（《孟子‧滕文公上》）。文化創造者或許就

是這樣的聖人。他們是文化、人的創造者，作為後

人的人的典範的人。他們憂慮還在困惑於自己的

族群同胞，言傳身教，以身作則，以自己發現的真

理引導族群同胞的自我認知，引導人們成長成人。

精神勞動者為滿足自己精神需要而生產出來的精

神產品，演化為培育人類成長成人的文化。人以生

命承載文化，人類生活就實際實現著文化的發展、

創造，文化就發展成為文明 — 「最廣泛的文化實

體」。[13]人群繁衍傳承文化，文化延續形成文明歷

史，世世代代，生生不息。文明歷史顯示，任何一種

生產關係、生產方式、政治制度、社會意識形態乃

至社會形態的歷史都是短暫的，文化的生命卻可

以同文明歷史一樣長久，超越多種社會形態的變

革。公元1世紀猶太民族失國於羅馬人，20世紀中

葉重建以色列國。近兩千年中，猶太人民散居世界

各地，猶太文化並沒有自己的經濟基礎與政治建

構，唯有猶太人民始終不渝的猶太教信仰，但猶

太文化卻因此生命延續，猶太民族也終有機會重

新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奠定當代文明格局的三種原創文明 — 中國

文明、西方文明、印度文明 — 都孕育、形成於雅

斯貝爾斯提出的軸心時代（公元前800至公元前

200年期間）。作為原始文明的本體的人的真理承

載於圖騰信仰。人們生而為氏族部落成員，無條件

地接受氏族部落的圖騰信仰，隨生命成長而完成

從一個本能支配的自然個體到一個合格的氏族部

落成員即一個以生命踐行自己信仰的人的轉變，

人人以為天經地義，毋庸置疑。另一方面，承載於

圖騰信仰的人的理念還是狹隘的，受到人類脫胎

而出的動物屬性的局限，部落、族群、地域都可以

成為人與非人的界限標誌。人類學家在考察爪哇

文化時發現，「當地人非常坦率地說：『做一個人

就是做一個爪哇人』」。[14]因此，文明發展也就孕

育了文明的危機。氏族部落制度後期，人類從漁獵

時代進入農業時代，已經掌握農耕、畜牧、冶金、

建築、運輸、造船、航海等方面的複雜技能。人們

從實踐中感受到理性與知識的力量，開始自覺追

求真理，追問萬事萬物之究竟，包括追問自己，追

問人是什麼。然而世間已經沒有了天經地義的人

的真理。人們越是追問自己，就越是困惑。古希臘

的智者發現，一切都是相對的，包括人之為人的

生命準則。「聰明人顛來倒去得倒騰每一件事情，

老實人則感到他們自己已變得跟不上時代了。論及

美德會招致這樣的回答，『一切都基於你對美德

的定義』，沒有人知道美德的真正含義」。[15]人類

生活中的道德危機日益嚴重。希臘城邦末年，「成

文法和習慣皆被破壞，世風急轉直下。……所有現

在的城邦……都處於極壞的統治之下，它們的法

律已經敗壞到無可救藥的地步，除非來一場劇烈

的變動和極大的運氣」。[16]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禮

崩樂壞。「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朱熹：《四

書集注》）。「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

人盈城」（《孟子‧離婁上》）。人類如何擺脫危

機？老子認為，「智慧出，有大偽」（《老子‧十八

章》），惟有「絕聖放棄智」（《老子‧十九章》），

返回遠古時代，「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

者死，不相往來」（《老子‧八十章》）。然而覆水難

收。何以人們越是探究人的真理卻越是讓自己陷

入危機？在於人的真理是形成於人的自我認知的

主觀真理，而人們所追求的真理即賦予人們變革

物質世界力量的真理，卻是客觀真理，是「從『他』

的角度得到的觀點 — 是那些能被其他人證實或

能為每一個人認同（或推翻）的事情」。[17]前者只

為人擁有，只對人成立，其真理性也只顯現於人的

生命；後者則屬於宇宙間一切智能生命，其真理性



６２

必須得到客觀驗證，即得到所有人 — 包括未知的

「外星人」 — 基於「他」的角度的觀察、判斷。追

根溯源，文明危機的根源在於人自己。「在思維之

中我們人類獲得了我們最高的可能性，同樣通過

思維我們也可能陷入毀滅的境地」。[18]人類精神

在軸心時代所取得的重大突破，即以蘇格拉底、耶

穌、孔子、佛陀為代表的思想家，突破當時人類因

囿於有關真理的片面認識而陷入的精神局限，在

認知自我的精神探索中發現了真實的我，並以自己

生命確證了新的思想範式 — 規範作為一切思想

源泉的我的思想的真理性，從而形成適用於所有

人類成員的「人」的觀念，確立從那以後的人類文

明的精神核心。

世界諸文明大都孕育、成型、維繫於某種宗

教，以其標誌文明的個性特徵，並非偶然。宗教信

條是承載人的真理的天然形式，猶如黃金是貨幣

的天然形式。人人生來都只是本能支配的動物，所

以能夠作為人而成為人，就在於生命不為本能所主

宰而以人的真理為準繩。假如宇宙間還存在人類

之外的智能生命，一定強調人的真理並非宇宙所

有智能生命的普遍真理，同時也一定以自己的真

理為自己生命的準繩。生命有限，任何人都需要在

自己生命的某一時刻領悟人的真理並以為生命準

繩，若沒完沒了地追問，堅持真理必須在客觀驗證

中得到證明，似乎是拒絕迷信，其實卻恰如動物堅

持驗證本能合理之後才肯服從本能，難免使人類

陷入生存危機。宗教現象學認為，「對宗教的任何

學術研究都應該探討拯救問題，……因為它定義

了宗教自身的目的」。[19]宗教社會學認為：「宗教

植根於一個基本的人類學事實：人類有機體對生

物本能的超越」。[20]按基督教的理解，宗教起源於

上帝，目的是拯救。《聖經》說：上帝按自己的形象

創造了人。「耶穌說，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聖

經‧約翰福音》）。宗教信仰者所信仰的上帝，並非

以無限力量主宰萬物而讓人類不能不匍匐於其腳

下的神靈，而是人本應如此、集一切美德於一身的

人的典範，即形象化的人的真理。人皈依宗教信

仰，就直接領悟人的真理，滿足認知自我的精神需

要，獲得超越本能的生命準繩，實現從動物到人的

根本性轉變，即德國哲學家西美爾所說：「我信仰

上帝，……這不僅是說，上帝的此在雖然不可確

證，但我依然深信不疑；同時，也意味著……我把

上帝當做生活的準繩」。[21]

中國文明是世界諸偉大文明中唯一的非宗教

性文明。從古至今，多數中國人沒有任何宗教信

仰，因為中國先哲發現的真實的我就是君子，君子

的準則就是人的真理：「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易經》）。春秋戰國

時期，禮崩樂壞，思想家們從各自角度發展著中國

人的自我界定：道家的「君子」超然物外，自然遂

性，獨善其身；墨家的「君子」勇武、俠義、實幹、

有為；法家的「君子」抱法處世而治；儒家學者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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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並弘揚君子自強的精神傳統。《論語》以高度抽

象的形而上範疇 — 「仁」 — 概括君子的本質特

徵：「為仁由己」，「仁以為己任」。《孟子》以心、

性等形而上範疇闡發「仁」的思想內涵，進一步發

展、完善了儒學理論，同時以盡心、知性為本奠定

了融知識學習、世界觀教育、文化傳承於一體的中

國教育模式。數千年來，中國思想家論證、發展著

以君子作為人的自我完善目標的思想體系即中國

哲學，中國人通過學習中國哲學的經典來滿足認

知自己的精神需要。馮友蘭先生說：「哲學在中國

文化中所占的地位，歷來可以與宗教在其他文化中

的地位相比」；「照中國的傳統，研究哲學不是一

種職業，每個人都要學習哲學，正像西方人都要進

教堂。學哲學的目的，是使人作為人而能夠成為

人，而不是成為某種人」。[22]

金無赤足，人無完人，文化亦然。歷史驗證了

17世紀荷蘭思想家格老秀斯的預言：「大同主義的

體系構成其頂點，中國的精神文化能夠發展至此。

唯一能夠銷蝕並阻撓它的力量是科學」。[23]文明、

文化的本體是一種主觀觀念 — 先哲在認知自我

的精神探索中發現的我的真理、人的真理，科學觀

點即科學真理卻是客觀真理。中國的「經史子集」

中沒有系統探索物質運動規律的科學知識，古老

的中國文明難以抵禦現代西方文明的衝擊。鴉片

戰爭以來，中華民族為追求現代化，付出極大代價 

— 解構承載中國文化的知識體系，以西方哲學為

參照建設中國哲學……，從而在接受來自西方的、

有利於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思想觀念的同時，也逐

漸形成了對科學的迷信，逐漸遮蔽了自己的文化

意識。當代中國知識體系不包括敘述僅僅屬於中

國人自己的人的真理的知識。完善的教育體系傳

授知識卻不傳承文化。放眼當代，中國人無疑是世

界上最缺乏文化自覺的人民。西方人可以說西方文

化是基督教文化，穆斯林可以說伊斯蘭文化是伊

斯蘭教文化，猶太人可以說猶太文化是猶太教文

化，俄羅斯人可以說俄羅斯文化是東正教文化

……。中國人說起中國文化，卻只能泛論其歷史悠

久、博大精深、典籍豐富……，但凡討論中國文化

是什麼文化，何謂中國文化的精華，如何才能繼

承、弘揚中國文化，必然陷入無盡無休的爭論。撫

今追昔，中國人在精神文化建設中的得失成敗，是

非功過，可謂一言難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經

濟生產、國家治理、科學技術、軍事國防等方面已

日益現代化，中華民族的現代化進程卻為精神文

明建設所遲滯。人們的思想越來越現代化，但其中

越來越多的外來文化因素也正在演變為威脅國家

文化安全的重要因素。人民的精神需要難以滿足，

社會為信仰危機所困擾，外來宗教流行，邪教悄然

蔓延，整個社會的道德素質明顯下滑。「中華民族

的生命歷程、生存命運和生存境遇具有我們的特

殊性，我們的苦難和希望、傷痛和追求、挫折和夢

想只有我們自己體會得最深，它是西方人難以領會

的。我們以馬克思的哲學為指導，對於這類具體問

題也仍然需要有我們自己的理論去回答和解

決」。[24]「『文化自覺』是當今時代的要求」。[25]在

不同文化中生活的人民，都應擁有屬於自己的世

界觀理論。中國是以文化立國的文明古國，也是當

今的世界大國，但目前中國人卻尚未形成僅僅屬

於自己的世界觀理論。2004年「中國哲學大會」提

出「構建中國哲學」的理論目標，[26]至今卻仍停留

在紙上。說到底，世界觀是人特有的觀念形式，形

成於人從「我」的角度的認識。正確認識自己是形

成正確世界觀的根本，也是構建中國人自己的世

界觀理論的基礎。人對自己的認識是錯誤的，對世

界及其意義的認識也一定是錯誤的，對待世界的

原則、方法就一定是錯誤的，一切思想言行就不能

不南轅北轍，一個國家或民族同樣如此。

一百年前，中華精英為挽救民族危亡，在

「五四」運動中倡導科學與民主，是歷史的必然。

今天，中國人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從文明

源頭汲取力量，重新確認人的真理就是君子的準

則，改革中國知識體系，是歷史賦予我們的責任，

也是對「五四」愛國主義精神的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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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wing spiritual strength from the source 
of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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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ource of civilizat ion is the 
noumenon of civilization and culture. It is a kind of 
subjective concept which must be embodied in the 
existence of human life. Most of the world's civilizations 
are bred, shaped and maintained in a certain religion. 
It is no accident that the personality of civilization is 
marked by it, because religious creed is the natural form 
of human truth.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the only non 
religious civilization in the world. Since ancient times, 
most Chinese people do not have any religious beliefs, 
because the Chinese sages found that the real I was the 
gentleman, and the principle of a gentleman is the truth 
of human beings: "heaven is healthy, and a gentleman is 
constantly striving for self-improvement.". The terrain 
is Kunlun, and a gentleman carries things with great 
virtue "(the book of changes).Since the Opium War, the 
Chinese nation has paid a great price for the pursuit of 
modernization. While accepting the ideas from the West 
that are conducive to the modernization drive, it has also 
formed a superstition on science and lost its cultural 
conf idence. Drawing strength from the source of 
civilization and reconfirming the truth of human beings 
is the principle of a gentleman.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entrusted to us by history, and it is also a memorial to 
the patriotic spirit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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