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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軸心時期與中國化的歷史敘事

從文化的視角來看，世界各大文明的興起都

處於雅思貝爾斯所說的軸心時

期。軸心時期的特點是「世界

上所有三個地區的人類全都開

始意識到整體的存在、自身和

自身的限度。人類體驗到世界

的恐怖和自身的軟弱。他探詢

根本性的問題。面對空無，他

力求解放和拯救，通過在意識

上認識自己的限度，他為自己

樹立了最高目標。他在自我的

深奧和超然存在的光輝中感

受絕對」。[2]在這個時期，人類

開始自我意識到自身的限度與

根本的絕對，並在自身限度與

根本絕對的關係上產生了對世

界與人生的多樣化理解，於是

諸多偉大文明的源頭由此生

成。「哲學家首次出現了。人敢

於依靠個人自身。中國的隱士

和雲遊哲人，印度的苦行者，

希臘的哲學家和以色列的先

知，儘管其信仰、思想內容和內在氣質迥然不同，

但都統統屬於哲學家之列。人證明自己有能力，從

中國化的雙向性互化特徵及其

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啟示

■ 朱光磊

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馬克思主義自19世紀末20世紀初傳入中國以

來，[1]已有100多年時間。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

的百餘年中，其理論創造與實踐革新，都體現了馬

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

體國情相結合的精神。當下，

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進入了新

時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

深入研究是時代賦予我們的

新的文化使命。

在思想文化領域中，馬

克思主義中國化必然要處理

好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

統文化的關係，而其實質是

對於本土文化與異質文化的

進一步融合。從中國文化史

上看，本土文化本身並非靜態

固有，而是在融合異質文化的

過程中逐漸變化生成；異質

文化亦非一成不變，而是不

斷吸收本土文化而轉化為本

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

就顯示出了中國化具有的雙

向性互化特徵。因此，當我們

在思考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

時候，中國文化史上的其他異質文化的本土化進

程，就具有十分重要的參考價值。

摘  要：雙向性互化是指異質文化融入

本土文化既需要本土文化保持自身宗旨

來吸收異質文化，也需要異質文化保持自

身宗旨來吸收本土文化。雙向性互化的

完成，則會開啟新的文化形態，產生新的

文化動力。中國文化的發展就經歷了軸

心時期產生的多種文化認識的雙向性互

化歷程。儒家文化與道家文化的雙向性

互化，代表了中國南北文化的融合。儒道

文化與佛教文化的雙向性互化，代表了

東方中印文化的融合。而在當下發展過

程中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

的雙向性互化，則代表了以中國為本位

的中西文化的融合。這種文化融合的成

果，必將對人類文化做出卓越的貢獻。

關鍵字：雙向性互化；軸心時期；優秀

中國傳統文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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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上將自己和整個宇宙進行對比。他在自身內部

發現了將他提高到自身和世界之上的本原」。[3]軸

心時期的某個族群的哲學家對於自身與絕對的認

識，逐漸構成了他所處族群的人生觀與世界觀，塑

造了他所處族群的文化根基。

粗略地講，軸心時期的文化形態包含了西方

的希臘文化、希伯來文化，東方的印度文化、中國

文化。從此以後，人類文化的大發展，都需要重新

汲取軸心時代的精神資源，並且融合其他族群的

文化要素。西方文化的源頭是兩希文化，希臘重理

性精神，希伯來重宗教精神。這兩種精神在羅馬

時期開始融合：在中世紀是以希伯來文化為主來

融合希臘文化，自啟蒙運動之後則是以希臘文化

為主來融合希伯來文化。啟蒙運動高舉人的理性，

反對神性對人的壓迫。在人人具有理性的認識下，

自由與平等的觀念深入人心，產生了自由主義的思

潮。然而，馬克思主義繼而對自由主義進行反思，

認為人在自由主義私有制的社會狀態中仍舊會被

物質束縛而達不到真正的自由與平等，只有徹底

打破私有制才能讓人從物質的束縛中解脫出來，

真正走向自由王國。在此意義上，馬克思主義是對

兩希文化的批判與繼承。中世紀的神學、自由主

義、馬克思主義雖然各有不同的宗旨，但這條不斷

批判與革新的傳統卻可以視為軸心時期開啟的兩

希文化自身不斷融合與發展的產物。

在東方文化中，中國在軸心時期的先秦時代，

可謂百家爭鳴，學派紛呈。在經歷秦漢的變化後，

真正被歷史所選擇的學派只有儒家和道家。儒、

道二家的思想奠定了中國人精神最原初的基礎。

然而，儒、道二家並非是融合的整體，甚至在很大

層面上是相互排斥的。在儒家經典《論語》的記載

中，孔子與具有道家思想傾向的荷蓧丈人、楚狂接

輿等，似乎只是相互尊重，但並沒有思想的融洽。

而在道家經典《老子》、《莊子》中，則充滿了對儒

家仁義精神的嘲諷與不屑。儒、道二家思想的真

正融合互動，需要到魏晉時期才有所成就，具體表

現為魏晉時期名教與自然的爭論。名教代表儒家，

自然代表道家，「越名教而任自然」，「名教出於自

然」，「名教即自然」可以視作魏晉人士調和儒、道

思想的三類態度。當然，他們更多以道家思想為本

位來吸收融合儒家，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將魏晉

玄學視為道家思想的新開展。而儒家以自身思想

為宗旨對於道家思想的吸收融合，則更多地體現

在宋明儒學的思想系統中。

由先秦到魏晉的思想發展，可以視為在中國

本土地區，代表北方思想的儒家與代表南方思想

的道家的南北融合，初步奠定了中國的本土文化。

隨之而來的佛教東傳，則是中國本土文化與印度

文化的融合。佛教由與道家思想籠統格義、與儒

家德目簡單比附的初傳時期，到形成空宗、有宗兩

大思潮，及至《肇論》、《大乘起信論》的出現，這

是佛教自身教義逐漸被中國人接受的過程。中國

僧人在理解印度佛教根本教義的基礎上，各以其

所秉持的佛經與相應的論著為依據進行創宗立

說，而形成漢傳佛教三論宗、天台宗、華嚴宗、唯

識宗、律宗、禪宗、淨土宗、密宗八大教派。在此之

後，佛教思想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被視為本土文化的一支，而不是異質文化的外來

物。佛教的中國化過程可以視為中國本土文化吸

納異質文化的一個典範。

在吸收佛教文化之後，儒釋道三家思想就成

為中國本土文化的核心，同時也完成了東方文化

的融合。中國本土文化面臨西方的兩希文化傳統，

主要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明清之際，西

方天主教傳教士來華，中國本土文化與希伯來文

化發生了接觸，但這種文化的互動由於康熙時期

「禮儀之爭」而被迫中斷。雖然在鴉片戰爭之後，

傳教士又開啟了中國的國門，但由於此後的連年

戰爭與西方各種思想的持續湧入，中國本土文化

與希伯來文化互動融合的良性文化環境難以真正

形成。第二階段是新文化運動，西方啟蒙思想以及

繼之而起的自由主義開始傳入中國。自由主義思想

提倡科學與民主，反對舊的禮教，打倒孔家店。這

種全盤西化的態度並不能真正達到東西方文化的

融合。第三階段是新文化運動後期，馬克思主義傳

入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對於中國傳統禮教具

有與自由主義類似的態度，但同時也察覺到自由

主義自身的局限，故提出與自由主義不一樣的社會

建設方案，並最終取得了勝利。基督教、自由主義、

馬克思主義是西方文化不同發展階段的產物。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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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以來，以此三者為代表的西方文化就與中國

本土文化產生了互動與融合。最終，中國的歷史選

擇了馬克思主義。這在文化領域中，就需要我們做

好融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的工作。

從軸心時期的視野來看，儒家思想融合道家

思想而成為第一期的中國本土文化，繼而再吸收

融合印度的佛教思想而成為第二期的中國本土文

化。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是，如何融合馬克

思主義，使馬克思主義像佛教思想一樣成為中國

本土文化，從而創造出第三期的中國本土文化。如

果我們能夠做到這一點，相當於在第三期的中國

本土文化中，幾乎融合了軸心時期所有的開創性

思想，這在人類文明的進程史上將具有前所未有

的里程碑意義。

二、雙向性互化的理論路徑

在中國的文化融合史中，佛教中國化的歷史

進程最具有典範意義。原本佛教作為一個異質文

化，但在中國化後，大部分的民眾與學者都會認為

佛教不是異質文化，而是中國本土文化中的一支。

因此，我們考察中國化的特徵，最為便捷的方法就

是以佛教作為主要案例來進行分析。

中國化具有雙向性互化的特徵，這種特徵在

解決如下的理論難題中可以更為清晰地顯現其優

勢。

難題I，如何回應中國佛教非佛說的責難。佛

教吸收中國本土思想而成為中國佛教，那麼中國

佛教還是不是佛教，還是披著佛教外衣的儒教或

道教？

難題II，如何回應針對宋明儒學「陽儒陰釋」

的責難。儒學吸收佛教、道家思想而成為宋明新

儒學，那麼宋明新儒學還是不是儒學，還是披著

儒學外衣的佛教或道家？

如果要處理上述難題，只有說任何成功的吸

收融合，都是在不失去自家宗旨、根本精神的基礎

上，對其他思想文化進行的吸收融合。因此，對難

題I的回應是：中國化的佛教雖然具有很多中國元

素，但其根基上仍舊繼承著佛陀的本懷，仍舊符合

三法印的佛教之所以為佛教的檢驗標準，故中國

化的佛教仍舊是佛教在中國的傳承與發展。對難

題II的回應是：宋明新儒學雖然具有與佛教同樣

深度的心性論、形上學，但其思想主旨仍舊繼承著

先秦儒家的根本精神，故宋明新儒學仍舊是儒學

在新時期的傳承與發展。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所謂中國化，不是簡單

地某一文化融合另一種文化，更不是兩種文化你死

我活的鬥爭，而是在保持各自根本宗旨的前提下，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融。文化的吸收融合，不

是單向性的，而是雙向性的互融。例如，甲文化與

乙文化的融合，甲文化以自家宗旨為本位，吸收乙

文化，使乙文化成為甲文化中不可捨棄的重要組

成部分；同樣，乙文化以自家宗旨為本位，吸收甲

文化，使甲文化成為乙文化中不可捨棄的重要組

成部分。一旦這樣的融合完成，那麼新的甲文化仍

舊是舊的甲文化的延續與發展，但同時不會排斥

乙文化，新的乙文化仍舊是舊的乙文化的延續與

發展，但同時不會排斥甲文化。新的甲文化與新的

乙文化仍舊保持著各自的特性，但同時又主張不

捨棄對方，這樣就能真正達到和而不同的文化共

存的局面。和而不同，就是既保持自我，又不排斥

對方。對方雖然與自我的宗旨相比仍舊屬於週邊

部分，但卻是自己目的中必然包含的部分、必然展

開的一環。相反，如果主張文化的融合要以一方吞

沒另一方，則必然是甲吞乙或乙吞甲的鬥爭，是替

代關係和競爭關係，即使一方成功了，也僅僅是同

而不和的僵化局面。

事實上，這種雙向性互化的特徵不僅在佛教

中國化中得以展現，而且在中國思想史其他文化的

融合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展現。

從儒、道思想的融合上看，以道家思想為主

體融合儒家則成為魏晉玄學，以儒家思想為主體

融合道家則成為宋明儒學。儒、道思想的互動，也

是雙向性互化，可以視為成功的典型。只是儒、道

思想雖然異質，但都是原初的中國本土文化，故不

如融合佛教文化具有代表性。

從中國本土文化與天主教文化的互動上看，

在天主教文化的面向上，以利瑪竇為代表的天主

教傳教士能夠開啟融合中國本土文化的路徑，將

中國文化中的天帝崇拜與祭祖儀式納入基督教系

統中。此外，還有以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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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中國士人，改信天主教後，試圖融合儒家經學

與天主教神學。他們的這種融合工作基本上是以

天主教為本位的融合。但是，這條路徑由於禮儀之

爭而被迫中斷。而對於佛、道二家思想，天主教文

化並沒有真正對之進行吸收，甚至還抱有更為敵

對的態度。在中國本土文化的面向上，明清之際的

三大家，顧炎武、黃宗羲、王船山對天主教雖有涉

及，但並沒有將之真正納入自己儒學思想體系中

成為不可捨棄的一部分。中國佛教徒基本上對天

主教採取排斥的態度。故而，天主教文化沒有成功

地融合中國本土文化，中國本土文化也沒有成功

地融合天主教文化，故天主教的中國化並不順利，

也遠遠沒有完成。

從中國本土文化與自由主義的互動來看，在自

由主義的面向上，自由主義秉持的五四精神就是

打倒孔家店、禮教吃人的態度，即使最為寬容的自

由主義，也最多將儒學、佛學、道家看做多元文化

中的若干元而已。自由主義本身的義理系統似乎

不需要吸納中國本土文化。在中國本土文化的面向

上，固然有一些文化保守主義者拒絕自由主義的價

值，但仍舊有一批學者能夠做到既以中國本土文

化為本位，又吸納自由主義的優秀資源。其中，最

為突出的就是現代新儒學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

牟先生無疑是新儒家，秉持著儒家的精神本位，但

同時他又整合了西方康得的哲學系統，創立了道

德形上學的哲學體系。牟先生提出了內聖開出新外

王的主張，內聖仍舊是先秦儒學與宋明儒學所秉

持的成德之學，但在外王上則要求發展出成就科

學與民主的理性精神。成德之學後面的形上依據

是德性主體，而理性精神後面的形上依據是知性

主體。牟先生提出「良知坎陷」的主張，主客互泯

的德性主體坎陷為主客對立的知性主體。由此，牟

先生使德性主體轉出知性主體，容納了西方文化

擅長的理性精神。這充分表現了以儒家德性精神

為本位來吸收融合自由主義的態度。由於中國化

是雙向的，故而這種單向的儒化的自由主義並不能

使自由主義中國化得到真正的完成。

從儒教文化、道家文化、佛教文化、天主教文

化、自由主義的文化互動的歷史過程中可知，異質

文化要徹底成為中國本土文化，必然需要兩種文

化的雙向性互化。一種文化能夠化、另一種不能

化，或者兩種文化都不能化，則必然阻礙此種文化

的中國化進程。

三、雙向性互化的邏輯開展

中國化的雙向性互化本身亦有一個發展過

程，其遵循的規律是從表面到內在，從粗放到精

微，從拼盤式的配對到有機性的聯合。其發展過

程大致有觀點的同類配比，問題的相似回答，體

系的雙向融合三個階段。以下，就以佛教中國化為

例，來分析此三個階段的義理特徵。

其一，觀點的同類配比。甲文化體系中的某些

觀點與乙文化體系中的某些觀點近似，於是甲文化

就認為乙文化與自己是一致的；乙文化就認為甲文

化與自己是一致的。比如，佛教對儒家孝親觀的吸

收融合，以及儒家對佛教因果業報的吸收融合。

佛教對儒學孝親觀的吸收融合。孝親觀念是

儒家的基本態度，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但

佛教徒則要出家修行，明顯違背了儒家的孝道倫

理。然而，佛教在傳入中土的過程中，能夠不斷地

將自身的佛理與儒家的孝親觀進行調和。比如牟

子認為：「苟見其大，不拘於小，大人豈拘常也。

……至於成佛，父母兄弟皆得度世，是不為孝，是

不為仁，孰為仁孝哉？」[4]佛教可以在更高層次上

發揚孝道，一旦修行者成佛，則家人父母都會得到

無窮的功德，故修佛與踐行儒家的孝道在本質上

是一致的，可以殊途而同歸。由《理惑論》開啟的

儒佛調和姿態，在後世更有了進一步的發展。至宋

代，僧人契嵩作《孝論》，甚至認為：「夫孝，諸教

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5]佛教已經成為維護孝

道的教派。王月清教授認為：「在佛教進入中土之

初，面對在孝親問題上『不孝』的挑戰與責難，佛

家多以『方內方外』、『在家出家』、『大孝小孝』之

分別予以強辯和回應，在往後的發展過程中，在護

法的同時，逐漸吸納儒家孝親倫常，繼而站在佛教

立場上加以宣傳，形成護法與佈道並舉之勢，到後

來，隨著佛教中國化的完成，佛教的孝親觀與儒家

綱常更加接近，形成以佛言孝、勸佛行孝、助世行

孝的統一，佛教孝親觀走向中土化世俗化，終於達

成了佛法與綱常名教在孝親觀上的契合」。 [6]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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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中國佛教中，孝親

觀已經成為其內在的主張。孝親觀從儒家的主

張，轉變為儒佛二家共同的主張。

儒學對佛學因果業報的吸收融合。黃梨洲曾

記載明末陽明後學將佛教之因果融入儒家之學說

中，其言：「當是時，浙河東之學，新建一傳而為王

龍溪，再傳而為周海門、陶文簡、則湛然澄之禪入

之。三傳而為陶石樑，輔之以姚江之沈國模、管宗

聖、史孝鹹。而密雲悟之禪又入之。……證人之會，

石樑與先生分席而講，而又會於白馬山，雜以因

果、僻經、妄說，而新建之傳掃地矣」。[7]雖然黃梨

洲反對吸收佛教義理，但陽明後學中的部分儒者

確實這麼做了。本來儒家就可以「聖人以神道設

教」，故吸收佛教的因果業報促使百姓畏於業報而

行善去惡也有其一定的積極意義。

其二，問題的相似回答。雖然術語不同，但甲

文化體系與乙文化體系在回答這些問題的時候，

其理論解釋模式是相似的，於是甲文化就認為乙

文化與自己是一致的；乙文化就認為甲文化與自己

是一致的。比如，佛教對儒學心性論的吸收融合，

以及儒學對佛學工夫論的吸收融合。

佛教對儒學心性論的吸收融合。佛教大乘佛

教的發展，主要是性空唯名系和虛妄唯識系，真常

唯心系所講的如來藏自性清淨心的系統並不明

顯。[8]性空唯名系講萬法的緣起性空，這是對佛教

本然的世界觀的陳述，但沒有收在心性上講。虛妄

唯識系將之收在心性上講，但主要分析妄心各個

層次的執著而生成的錯誤境界，需要修行者通過

工夫修行而去除妄心雜染而轉識成智。中國僧人

依照孟子學的思路，可以做出以下的推論，即：既

然虛妄唯識系承認最終能夠轉識成智，緣起的空

性作為宇宙實相永遠不能被執性所蒙蔽，那麼理

論上也可以從果位的真常心為起點開始講真常心

的妙用，從而承認性覺說，主張人人本具活潑潑的

清靜心，依此真常心能夠破除執著，見性成佛。此

說就與孟子所說由惻隱之心而見性善的理論具有

邏輯的一致性，故中國僧人很容易走上真常唯心

系，以如來藏自性清淨心作為悟道成佛的根本。孟

子的心性論與如來藏思想在回答心性根源、成德

依據的問題上表現出了極大的相似性，雖然兩者

根本宗旨不同，但仍舊被人認為兩者具有一致性。

儒學對佛學工夫論的吸收融合。徐洪興教授

指出：「本體與工夫這對概念之出現，在中國思想

史當中，實與佛學有關，受其影響，宋代理學家開

始普遍使用這對概念」。[9]中國先秦儒學沒有本體

與工夫對舉的說法，更沒有成體系的工夫論的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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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而佛教作為一個希求成佛解脫的實踐性宗教，

對於修行工夫的層級性與可驗證性具有非常迫切

的需要，故有一套較為嚴密的修行工夫。宋明儒學

習佛家工夫論也發展出服務於自身宗旨的工夫論

系統，比如主敬立極，涵養察識，格物致知等等。

於是，宋儒的工夫論與佛教的工夫論又顯現出一

致的靜斂內收的實踐路徑。

其三，體系的雙向融合。甲文化具有自己的核

心主旨，乙文化具有自己的核心主旨。甲文化認為

乙文化的核心主旨是自己主旨必然蘊含的，故乙文

化與自己是一致的；乙文化認為甲文化的核心主

旨是自己主旨必然蘊含的，故甲文化與自己是一致

的。比如，佛教對儒學天道觀的吸收融合，以及儒

學對佛教緣起論的吸收融合。

佛教對儒學天道觀的吸收融合。佛教對於

世界本然的認識是緣起性空，這是佛教立教之本

旨；而儒學對於世界本然的認識是生生不息，這是

儒家立教之本旨。前者主張無本質，後者主張有本

質。儒佛兩家觀點具有根本的不同，如果去掉本

旨，就會儒不為儒，佛不為佛。在這種根本主旨不

同、貌似無法調和的地方，儒佛二教也進行了融

合。一方面，儒學天理生生不息的理解，也屬於沒

有真正了悟緣起性空，真正的出世間法的真諦，則

需要學習佛教的緣起性空。這樣就保證了佛教的

根本主旨。另一方面，佛教將儒家的生生不息判為

俗諦，視為世間法的真理，在人天乘中具有積極的

意義。這樣又在低層次上保住了儒學。由此，儒家

以天理生生不息為核心的系統被判為佛教系統的

低級階段，反對儒學就成為反對佛教的低級階段，

故佛教徒並不反對儒學。在佛教視野中，儒教對於

佛教具有助成之功，但真正成佛解脫還需要依靠

佛教的本旨。

儒學對佛教緣起論的吸收融合。儒學將世界

分為理與氣的綜合狀態。儒家學者認為佛教緣起

性空的理解僅僅看到氣的流行，而沒有真正體悟

到天理的剛健不息。只有儒學揭示出天地宇宙的

真理，即具有生生不息的天理的世界。在開明的儒

生看來，佛學揭示的世界觀也有助於德化，尤其是

在心性工夫的不執著、不助長上具有共性，故並不

需要徹底否定佛教，但真正成聖成賢還需要依靠

儒學的本旨。

從觀點的同類配比上，可以看出雙方都是以

自身學術體系來承認對方的具體觀點；從問題的

相似回答上，可以看出雙方都是保持自身的學術宗

旨來吸收對方的義理邏輯；從體系的相互融合上，

可以看出雙方都是以自身的立教宗旨來判攝對方

系統隸屬於自身系統。由此可見佛教中國化的雙

向互化的特徵，而且這些互化都能做到既保持發

展自身教義主旨，又吸納對方長處、通過判教進行

系統融攝。在雙向互化成功之後，達到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於是佛教文化成為儒家文化的一部分，

儒家文化也成為佛教文化的一部分。在這種情況

下，原來的異質文化就不再是異質文化，而成為中

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四、雙向性互化的時間進程

兩種異質文化由衝突到融合，再依次經歷融

合的三個邏輯階段，需要經歷漫長的時間進程。

在中國的歷史經驗中，儒家與道家的雙向互

化，若僅僅考慮以道家思想為本位來融合儒家思

想的進程，則從公元前5世紀（東周時期）開始，一

直到公元3世紀（東晉時期）完成，大約用了800年

時間。若再考慮以儒家思想為本位來融合道家思

想的進程的完成，則需要將時間線劃至公元10世

紀（北宋時期），那就大約用了1500年時間。綜合

兩者的互化進程，則可以看到中國本土內部的雙

向互化需要1500年的時間。

在東方文化交流的歷史經驗中，儒道與佛教

的雙向互化，從佛教以自身思想為本位來融合儒

道二家的思想歷程來看，從公元1世紀（漢明帝時

期）開始，一直到公元7世紀（禪宗六祖時期）完

成，大約用了600年。若再考慮從儒道思想為本位

來融合佛教思想的歷程，則需要將時間線劃至公

元15世紀（明清之際），這樣大約用了1500年。綜

合兩者的互化進程，則可以看到中國本土思想與

非中國本土思想的雙向互化也需要1500年的時

間。

在理論上，中國本土思想與非中國本土思想

的雙向互化進程與純粹中國內部不同學派思想的

雙向互化進程相比，前者應該比後者更為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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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的時間也應該更為漫長。但在實踐上，兩者

都經歷了1500年左右。也就是說，如果後者處於

和前者同樣的精神世界與物質環境中，則後者的

互化歷程應該遠遠超過1500年，而事實上後者只

用了1500年則說明了這種互化進程在加快。加快

的理由是多方面的，但至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

其一，人類精神世界自身在不斷進化發展，更能適

應調和多種複雜的異質思想；其二，物質文明的發

展，大大減弱了地理環境的阻隔作用，經濟生產的

提升又推動了各個地區的思想交流。起碼有此兩

方面的因素導致了雙向互化進程的加速。

此外，天主教文化與儒釋道的互化，從公元16

世紀（明清之際）開始，直至公元18世紀（清康熙

時期），大約經歷了200年。自由主義大約從公元19

世紀傳入，距今也就只有100多年時間。這兩種文

化與中國本土文化的融合時間太短，就不容易達

到雙向互化的理想效果。

五、雙向性互化對於馬克思主義 

中國化的啟示

從上述的歷史反思中，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化

具有的雙向性互化的特徵。在當下的時代，我們擔

負起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使命，也可以從歷

史反思中獲得一些有益的啟示。

1.探索雙向性互化的理論路徑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既需要保持馬克思主義

的宗旨來吸收中國儒釋道三家思想，又需要保持

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優秀中國傳統文化的宗旨來

吸收馬克思主義。這兩條道路不能偏廢，而是需要

齊頭並進，交互融合。

融合的道路需要在保持發展自身精神主旨的

基礎上，吸收對方的觀點立場、思維邏輯、思想體

系。這樣，融合後的馬克思主義，仍舊是馬克思主

義，而且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壯大，是包含

了優秀中國傳統文化基因的馬克思主義；融合後

的儒學，仍舊是孔子的精神，而且是孔子精神在新

時代的開展，是包含了馬克思主義基因的儒家思

想。這樣，優秀中國文化就不再是儒、釋、道三家，

而是儒、釋、道、馬四家了。

2.自覺雙向性互化的邏輯開展

在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解中，儒家

代表著落後保守的意識形態，阻礙了生產力的發

展，阻礙了社會的進步，孔家店是需要被打倒的。

這種把儒家作為落後意識形態阻礙生產力的理

解需要進行徹底的調整。而一些研究中國哲學的

學者也需要從以前的唯心唯物、儒法鬥爭、思維

存在關係的對立中解放出來。從人的實踐的角度

來理解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和儒家的道德努

力。由此，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由單向的批判中國傳

統轉向與中國傳統文化進行良性的雙向互化。此

互化過程也必然經歷觀點的配比、問題的回答、

體系的融合三個階段。

在觀點的配比上，我們可以看到，許多觀點

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所共同承認的。比

如，馬克思主義傳統下的「為人民服務」、「生產實

踐」、「自由王國」、「共產主義社會」與儒家傳統

下的「民為邦本」、「開物成務」、「天地萬物一體

之仁」、「大同社會」就可以相互對應起來。

在問題的回答上，馬克思主義學者與中國哲

學的學者都需要看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馬

克思主義和優秀中國傳統文化所共同承認的價

值，要回答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實現，都能在馬

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中找到類似的資源。此

外，面對實踐創造的理想世界，儒家以生生不息的

天道觀（以精神實踐為主的價值創造）來抵達大

同社會，而馬克思主義以發展觀（以物質勞動為主

的價值創造）來抵達共產主義社會，兩者雖似有不

同，但卻同樣是實踐的方式，並在實現此理想世界

的證成上具有互補性的邏輯進路。

在體系的融合上，雙方理論家都需要做出努

力來發展自身的哲學系統，將對方的核心主張包

含於自身的主張內[10]，在發展自身中借鑒對方，在

借鑒對方中發展自身。於是，融合後新理論必然可

以生成如下的論斷，即：發展的馬克思主義內在系

統中就具有類似儒家的要素。馬克思主義要實現

共產主義的偉大目標，不但不排斥儒學，更需要內

在地結合儒學來完成其使命。同理，儒學要實現大

同社會的偉大目標，不但不排斥馬克思主義，更需

要內在地結合馬克思主義來完成其使命。

3.加速雙向性互化的時間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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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儒道思想的雙向性互化以及佛教與儒道

思想的雙向性互化，文化的互化過程在自然狀態中

需要1500年。由此時間段來看，馬克思主義傳入中

國至今，也就100餘年的時間，故我們這個時代與

馬克思主義徹底中國化的完成仍舊具有一定的距

離。然而，鑒於佛教中國化的歷史事實，我們可以

發現這種雙向性互化具有加速的效應。應該說，隨

著工業文明的持續進步和思想的不斷解放，我們

所處時代的思想文化交流速度遠遠超過古代，故

1500年的農業文明下的案例可能並不適合當下的

思想融合。因此，對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

還是可能在不遠的未來有突破性的發展。這就啟

示我們，面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我們既要

能夠擺脫舊有思想束縛，進行大膽的理論創新，同

時又要小心謹慎，走出一條經得起歷史檢驗的理

論道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一個可以加速的長

期過程，需要我們一代接著一代的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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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directional interac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inocization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the 
Sinocization of Marx’s doctrine

Zhu Guanglei (School of Political and Public 
management,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Abstract: Bi-directional interaction refers to the 
integration of heterogeneous culture into local culture, 
needs local culture keeping its purpose intact when ab-
sorbing heterogeneous culture and alsoheterogeneous 
culture keeping its purpose intact when absorbing local 
culture. The completion of bi-directional interaction 
opens a new cultural form and produces a new cultural 
motiv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as ex-
perienced bi-directional interaction process of cultural 
understanding in the Axial Period. The bi-directional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onfucian culture and the Tao-
ist culture represents the integration of northern and 
southern culture in China. 

The bi-directional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onfu-
cian culture and the Buddhist culture represents the in-
tegration of the Oriental China-India culture. And in the 
present development process, the bi-directional inter-
action between Marx’s doctrine and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represents the integration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The achievements of this cultural 
integration will contribute immensely to human culture.

Key words: Bi-directional interaction；Axial 
Period;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Sinociza-
tion of Marx’s doctr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