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卷首論語

網絡時代自我與他者的對抗與對話
■ 韓思藝

本刊副總編輯

新冠疫情爆發的這段日子，給我們生活帶來的

最直接的變化就是，出去的時間變少了，在家的時

間變多了；與其他人直接的交往變少了，在網上的

時間變多了。孩子們在網上聽課，教師們在網上授

課，公司裏在「雲端」開會，主婦們通過網絡購買

可以送上門的日用品，老人們沉浸在手機裏傳來的

各種視頻……每個人都可以在信息極大豐富的網絡

世界中自由翱翔，並得到盡可能的滿足。

網絡中的自我與他者

在網絡的空間裏，我們的靈魂仿佛置身於更

加廣闊的量子世界，不僅超越時空與古今中外的精

神相往來，也超越性別、種族、階級地與另外某個

靈魂發生莫名其妙的量子糾纏。簡單地說，當面對

各種各樣的信息大爆炸的衝擊時，如疫情爆發、蝗

蟲蔓延、洪水泛濫、地震威脅、中美糾葛……內心

的恐懼、人心的震動，會在網絡空間引發許多的共

鳴或爭執：在某個角落中蝸居的我們可能與某個不

知身在何處「他者」惺惺相惜，而曾與我們同呼吸

共命運的同學、朋友、親人們，大家卻可能在網絡

中爭吵不休，不僅互噴、拉黑、退群，甚至還有舉

報……我們的家庭、社會陷入衝突與撕裂、仇恨與

傷害，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加碎片化。為什麼在一個

信息大爆炸的時代裏，網絡如此開放發達，信息如

此豐富多元，我們不僅沒有因此變得開放包容，反

而如此封閉：不僅為我們自己營造了一個同質、同

一、貌似自洽和諧的世界，也給自己製造了一個異

質、邪惡、不可理喻的「他者」？

網絡中自我與他者的對立

「自我」與「他者」的對立雖然由來有自，但

網絡上「自我」與「他者」的割裂與敵對卻是前所

未有。從柏拉圖以來，西方哲學就開啟了主客分立

的思維模式。到了近代，這種思維模式變得越發精

緻。例如：（1）強調人的主體性。培根說「知識

就是力量」，笛卡兒說「我思故我在」。個體的主

體性得到高揚，更加強調人的意志自由和「自我決

定」。（2）強調理性的作用。傳統形而上學視理性

為人的本質。康德主張理性為自然立法，把理性當

作法庭，一切事物都要經過「理性」這個法庭決定

其存在與否。對主體的高揚，對理性的確信，不僅

挺立了人在天地萬物中的主體性，以征服自然、宰

製客體，也加劇了主客二元的思維誤用，在人與人

之間，造成了「自我」與「他者」的對立衝突。

對「自我」與「他者」對立的產生以及解決之

道，西方的哲人們早有洞見。馬丁·布伯在其名著

《我與你》中開卷便挑明了人生的二重性：「我—

你」人生與「我—它」人生。當人處於「我—它」

的人生境界時，世界上其他的生靈萬物，都是與我

相對立的客體，是滿足我的利益、需要、欲求的工

具。當人處於「我—你」的人生境界時，「你」不

再是與「我」相分離的對象。「我」不再是一經驗

物、利用物的主體，「你」也不再是時空世界中之

一物，而是統攝萬有的世界，「我」以我的全部生

命與「你」相遇，「我」的整個存在都沉浸在

「你」的絢爛光華中。 [1]今天，如果我們一心想著

「一切以『我』的利益為先」，或者「雙贏，就是

『我』贏兩次」，「自我」與「他者」便永遠處於

對立當中。

在當今的網絡時代，自我的主體性借助網絡的

無所不在得到了更大的拓展，信息的無限豐富使得

人對自己的理性更加自信，對於這種網絡上「自

我」與「他者」割裂與敵對的現象，似乎馬丁·布伯

也早有先知般的預見。如果不能確立「他者」的主



體性，「自我」即使通過超越達成與世界的融合，

也不足以解決「自我」與「他者」對立，反倒更加

深其敵對狀態。個體與世界的融合有兩種，其一是

讓個體通過把自身的有限性投入到宇宙的無限過程

來獲得自我超越；其二是用至大無外的「我」來吞

沒宇宙及「他者」。[2]在網絡時代，這種個體的「自

失」與「自聖」，不僅無助於消解「自我」與「他

者」的對立，反而因為神奇的網絡而變得更加誇

張、更加荒謬：當日益膨脹的主體在更加自信的理

性作用下，「自我」不再需要古典聖賢的修養工

夫，就能迅速完成修齊治平的不朽功德，「為天地

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成了每個網

民自承的天命。面對各種社會危機、人道災難、國

際糾紛等事件，替天行道的網民挺身而出，以普天

之下舍我其誰的豪邁情懷，慷慨激昂地指點江山、

臧否人物。與此同步的是，大數據高居「雲端」俯

瞰著「我」的網絡蹤跡，精準地推送符合我趣味格

調的新聞、評論，信息雲成為了「我」最知心的朋

友。在與這個朋友的互動中，整個世界的思想、信

念、觀點、趣味，越來越與我同步，網絡世界為

「我」在「我」之外造了一個「大我」。「大我」

不僅在智性上近乎無所不知，在網絡上也近乎無所

不在，「大我」凌駕於大地之上，俯瞰著凡塵中的

芸芸眾生。不同的「大我」之爭，不再是就事論

事，而是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之爭，關乎君臣

大義、家國情仇、正邪之辯。爭執一旦展開，

「他」與「我」的差異就會裹挾著無盡的信息雲，

在網絡世界中形成混合著古往今來、前生後世、思

想與現實諸國度的世界大戰。「大我」之爭之上，

可能還有擁有巨大資本的網絡公司、掌握話語權的

國家機器、具有巨大影響力的卡里斯馬式的各種大

咖、明星的介入，他們猶如奧林匹克諸神一樣，影

響著信息雲的流動，操縱甚至製造著各種話題，拋

售著各種觀念，引導著各種潮流，使得「我」與

「他」的楚河漢界愈發壁壘森嚴、「我」與「他」

衝突更加陷入混沌，形成近乎靈異的量子糾纏。

網絡中自我與他者的對話

為了尋求「自我」和「他者」的和解，東西方

的哲人們均訴諸於哲學之上的神聖維度。布伯認

為，蔽於主客體二元對立的種種學說皆滯留在表面

世界，惟有「關係」能把人引入崇高的神性世界。

「關係」實現於「我」與「你」之間，「不斷延伸

的關係之線在『永恆之你』中欣然相結」。[3]即使作

為「永恆的你」可以包容「我」，但「你」還是

「你」，「我」還是「我」，二者的關係不可消解

合一。二者皆以自己的語言稱述「你」，這才有了

「我」與「你」，才有了對話，有了精神，有了作

為精神本原活動的語言，有了永遠不滅的「道」。[4]

列維納斯也有類似的洞見，他認為，只有「他者」

才能超越自我中心，而突破自我論的本體論。在其

「他者哲學」中，「無限的他者」為迥異於「我」

的「他者」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礎，「我」必須接納

一個迥異於我的「他者」。「無限的他者」是他

者，人為他者擔責也是為「無限的他者」擔責。[5]與

「他者」的對話是我的天命之責。在沈清松看來，

在當前多元文化彼此頻繁互動的形勢下，伴隨著越

來越多的利益、意識形態與世界觀的衝突，多元他

者之間的對話必不可少。只有在面對終極實在、無

限的他者、永恆的你時，向「他者」開放，自我才

可能從封閉的、獨斷的、被操縱的、碎片化的網絡

世界中被拯救出來。

在一個日益碎片化的時代裏，個體的生命需要

神聖的帷幕來遮蓋，孤獨的自我需要向終極實在敞

開，有限的人謙卑地降服在永恆仁愛本體面前，我

們才可能謙虛地與「他者」展開對話，將「他者」

友善地視為自我的一部分，將自我視為作為一個他

者的自身（保羅·利科）。這樣，在一個不幸、災

難、痛苦尚存的世界裏，我們才有可能得到安慰、

得到憐恤、得享和平、得見真理，甚至為維護「他

者」的公平公義而樂於遭受逼迫。因為，虛心的人

是有福的……

[1]參陳維綱：「馬丁·布伯和《我與你》—中譯者序」，
馬丁·布伯：《我與你》，陳維綱譯(商務印書館，2015
年)，第4-6頁。

[2]同上，第7-8頁。
[3]馬丁·布伯：《我與你》，陳維綱譯(商務印書館，2015
年)，第69頁。

[4]同上，第75，86頁。
[5]Emmanuel Levinas, Totality and Infinity, translated by 

Alphonso Lingis,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Pittsburgh, 
1969, p211.

作者簡介：韓思藝，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學博士，中央

民族大學宗教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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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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版過百期到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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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匯中西的儒家學統 會通耶儒的中華神學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繼往開來，在興盛與衰落中不斷交替演進。近代以來，

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對話交流，既使西方文化在中華大地扎下根來，成為中國

文化傳統的有機組成部分，也使中國文化走向了現代、走向了世界。本刊下期

將開設一個新的欄目：儒學傳承，將會組稿研究當代中國哲學在海外發展出

來的學統之一：由方東美開啟，經過成中英傳承，創建的以儒學為本，綜合道

佛和西方哲學而形成的學術體系。當然，本期開始的中華神學欄目還將延續

下去。真可謂：他山之石，其可攻玉；大道泛兮，無問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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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文化的探討

■：鄭教授，你最近研究的是海洋的問題，這

就讓我想起，早期中國的文化是大河流域的平原

文化，沿著黃河及長江的平原開創農耕文明。明朝

也曾以鄭和開拓過海洋，但整個中國文化未發展

成為海洋文化的性格。改革開放的時候有走向海

洋的想法，至今中國海洋大輪已航向全球了，當今

中國的海洋文化已展開。

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一開始時，探討地理環

境與文化起源的關係，其中提到海洋文化實際上

從地中海開始，西方文化是海洋為主的，希臘、羅

馬是通過航海去做貿易，做生意，而且建立強大的

軍隊和艦隊，攻佔其他地方成為殖民地，有了基本

的發展以後他們才產生偉大的哲學思想、文化藝

術等等，然後慢慢成為西方文化的根源。我記得我

最早看到這個說法，主要是高中一時讀到朱謙之

命運共同體與新海洋文明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 鄭海麟

香港亞太研究中心

專題對話

摘  要：在東西方文明的比較中，以往的看法是，西方文明源自海洋，其基源問題在於理解和克服大自然；中國

文化源自平原，其基源問題在於使平原上不同的部族和諧相處。事實上，中國歷經幾千年發展，已不再是平原文

化那麼簡單。明代鄭和下西洋，開創了中國跟其他海洋國家的文化交流，逐漸在東亞和東南亞建立起一個以中

華文明為紐帶的朝貢體系，這是中華文明通過開拓海洋建立起來的具有世界意義的一個文明體系。現代美國建

立的新文明體系與明朝的宗藩體系非常相似，以文化和價值認同為核心，然後與結盟國家建立起安保關係。今

天，在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戰略中，提出了建立海洋的命運共同體的目標。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中，中國文

化傳統的整體思維，以及「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的仁愛文化，能夠吸收融合西方的普世價值，結合中國傳統文

化中優秀的成果，最終得以構建人類共同的價值觀。

關鍵詞：海洋文化；平原文化；宗藩體系；人類共同價值；命運共同體

(中山大學的教授，我母親的老師)的一本書《文化

哲學》，裏面提到這個說法，就是海洋的文化跟平

原的文化的區分。之後讀梁漱溟寫《東西文化及其

哲學》，較早寫過東西文化地理環境的根源，那個

年代他們作出這樣的比較。

希臘文化的基源問題源自海洋

海洋文化是面對著大海的無定和變幻，希臘

用大船航海，面對大海忽然產生兇險巨浪，有敬畏

也有好奇，形成希臘文化的「基源問題」(借用勞思

光教授的名詞)，是要理解和克服大自然，並產生

對宇宙的驚歎感(sense of wondering)，要求理解經

驗宇宙種種變化的規則，盼能掌握不變的道理，人

即能夠控制得住變幻。希臘哲學家通過歐幾里德

幾何學(Euclid of Alexandria)，來找到數學上不變

的公理系統，作為宇宙後面的理性真理，這個也成

為他們的科學思想的根源，以理性真理架構，去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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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經驗界的秩序。西方發展科學，是要理解和征

服大自然。希臘文化是以理性組織物質世界，希臘

人則重個性自由及個人身體的健美。西方的基源

問題是理解和克服大自然，西方漸產生一種征服

的精神，而且因對宇宙的驚歎感，要理解宇宙後面

的奧秘，這成為他們文明不斷求真的基本動力。

中國文化的基源問題源自平原

相對來說，中國文化開始的時候，不是以海洋

為中心，中國文化開始在中原，以黃河流域為主。

先由黃河開始，後來南移到長江，再南移到珠江。

中國的發展以大河文明為本，在大河兩邊的平原

開展文化。遠古時中國有很多不同的氏族，這些部

族共同居住在平原裏面，沒有大山把他們隔開，所

以平原比較容易把他們融合，所以對於中國人來

說，它是最基本的問題，即基源問題，如何可以把

這個大平原上不同的部族讓他們和諧和平相處，

從而產生早期的中國文化。中國的理想是通過聖

王的統治，禮樂的教化等，帶來各種和諧。中國的

基源問題是人與人、人與宇宙的和諧，故中國重包

融多於征服，重人與宇宙調和，參與萬物創新，且

堅忍剛毅地克服困難，不斷求美善和改進共處關

係。

中國由明代到當代海洋發展的歷史

中國歷經幾千年發展到現在，已經不是平原

文化了。中國的大海也有一個很長的海岸，由這個

大海出去我們沒有地中海，卻是太平洋，我們只遇

到日本、台灣，都是一些島，再過去很遠很遠才到

美洲，所以中國發展海洋，在古代來說不是最重要

的，要到明朝時候才有海洋的發展。在鄭和下西洋

的時候，中國以他的國力可以造很大的船，通過鄭

和下西洋，雖然明成祖的原意本是為了查探惠帝

的下落，但結果完成一個很特別的使命，即中國跟

其他海洋國家的文化交流。當時中國的艦隊已經

開到非洲的東岸及印度，航行到很遠的地方，有人

還說鄭和的船隊到過美洲，不過還沒有確鑿的證

據證明這個說法。可惜由於中國從前不注重海洋

文化，鄭和以後知識分子還是把他的材料燒掉了，

因為怕宦官利用這些材料來再花費大錢去航海，

而且之後因倭寇之海上干擾，開始鎖國，大方向不

重視海洋的發展。很可惜，鄭和下西洋之後中國就

沒有再發展海洋文明。在明以後，清朝以後，西方

勢力侵略東亞，敵人坐鐵甲輪船和軍艦，從海洋打

來。中國的海洋發展一直都是很有限的，停留在沿

岸的近海，重在保衛中國邊界。到現在，中國的經

濟已經突破從前內陸形態的經濟，而且在全球化

過程中，中國的船隊已經全世界都去了，新的類似

鄭和這樣的船隊已經有很多了，中國的遠洋航運發

展在科技上已經完全可以做得到了，中國的艦隊

在亞洲也算是非常龐大的艦隊。

但是總有國家在南海一帶跟中國爭土地，歷

史上南海島已屬中國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

伏波將軍路博德、樓船將軍楊僕竽平定南越。次年

設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

崖、儋耳等九郡。其中，珠崖、儋耳兩郡在海南島，

管轄南海諸島，並派水師巡視西沙。唐、宋時期歷

史地理著作將西沙和南沙群島相繼命名為「九乳

螺洲」、「石塘」、「長沙」、「千里石塘」、「千里長

沙」、「萬里石塘」、「萬里長沙」等。清朝在1841年

編纂的《瓊州府志》，均把「千里長沙、萬里石塘」

列入廣東省瓊州府萬州轄治範圍內。在1911年中華

民國成立時，南海諸島都屬廣東省。1939年佔領諸

島，到二戰結束後，1946年，中華民國政府派艦重

行接收南海諸島，且在南海很多島上都有立碑，但

是後來越南也搶佔了一些，菲律賓也說一些是他

的，馬來西亞也說有些島嶼是他的，這就引起周邊

國家對於南中國海上的島礁有了爭議。而戰後美

國的勢力已伸展到西大平洋邊界，使太平洋成為

內海，見中國在太平洋邊控制一大片的海洋，對美

國的霸權則相對削弱了。中國人開拓海洋的時候

面對很多政治和外交上的問題，如何才能打開一

帶一路戰略中的海上絲綢之路，怎樣以和平方式

能夠達致未來的戰略目的？這方面很想聽聽你的

意見。

海洋的命運共同體

□：關於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建軍70周年，國家主

席習近平在青島閱兵，後來發表了一個很重要的演講，

他裏面提出一個概念叫：「建立海洋的命運共同體」。

以前講的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沒有特別突出「海洋」的

概念，現在就是把「海洋」作為一個很重要的新概念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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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我認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信號，中國對海洋方面

看起來越來越重視了。前幾年還是建立海洋強國，現在

進一步提出海洋的命運共同體，意思說全球化了，應該

和平相處，相互之間應該友好睦鄰。

中國發展海洋文明有過輝煌的歷史

其實這個概念我認為我國從明代就已經有了稚

型。根據我自己的研究，幾十年前有一些知識分子認為

我們是黃土的文明、黃色的文明、黃土高原、黃河流域；

不是藍色的海洋文明。實際上中國曾經在發展海洋文明

方面也有過輝煌的歷史，海洋的文明在中國實際上也曾

經充分獲得過發展，或者說曾經有一個發展的時期。最

起碼從明代的鄭和下西洋開始算起，甚至再早以前，明

太祖朱元璋開始就已經對日本、琉球進行了一些外交活

動。而鄭和艦隊在當時來說是一個非常大規模遠程航

海活動，最遠航行到了東非索馬里那些地方，實際上那

時已經開拓了一個海洋的文明。為什麼當時能夠做到，

因為當時明代的綜合國力在世界上應該是很厲害的，因

為那時候歐洲還處於黑暗時代，哥倫布也還沒有發現

新大陸。在這之前幾十年，甚至差不多一百年。那個時

候西方沒有充分發展也沒有經過工業革命，那個時候中

國本身的自給自足經濟已經發展得很充分。而且他的

造船技術、科學技術特別是在手工業方面、造船是很厲

害的，可以造到運載上千人的帆船。像現在的幾千噸級

的那種輪船或戰艦。這在當時來說國力還是蠻不錯的，

在當時來說處於世界先進水平。據比較確切的數字統

計，在乾隆時代中國的經濟能力佔了世界GDP的三分之

一。那個時候西方經濟發展還相對落後，所以鄭和他

們那個船隊在當時來說是一支超強的船隊。

明代建立第一個具有世界意義的文

明體系

明成祖朱棣也有這樣的雄才大略，希望不只是局

限於黃土文明，還應有海洋文明。而且通過實施以王道

而不是霸道的外交政策，把周邊的三十幾個國家，特別

是東南亞還有東亞、琉球、朝鮮等都納入到中華朝貢

體系裏面。據此我就認為，實際上明代建立的中華文明

體系是第一個具有世界意義的文明體系。實際上也是通

過發展海洋文明，依靠海軍的實力，通過鄭和七下西洋

的壯舉來實現的。我認為很多歷史學家實際上有一點誤

解，認為鄭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尋找惠帝，實際

上沒有那麼簡單。我仔細研究過有關鄭和下西洋的資

料，比如黃省曾的《西洋朝貢典錄》，馬歡的《瀛涯勝

覽》，費信的《星槎勝覽》等等。瞭解到鄭和下西洋的

整個布局走向，很有戰略規劃。而且正是鄭和及其艦

隊，第一個把馬六甲作為戰略要地。也正是鄭和艦隊，

在馬六甲建立起第一個軍事基地。因為他要繼續前行，

就需要提供龐大的艦隊補給，所以就必須要有一個基

地。現在美國在那裏搞軍事基地，實際上是步鄭和的

後塵。原因是馬六甲的地理位置很重要，進可以進到印

度洋、東非，退可以震懾整個東南亞海域。當時東南亞

海盜很猖獗，所以他必須在那裏建立一個軍事基地，一

方面也是為了保護周邊國家，即明朝認可冊封的朝貢國

家。這與現在索馬里海盜猖獗、中國也經常派艦隊去保

護商船、去維和的情況很相似。這些情況在馬歡的《瀛

涯勝覽》、費信的《星槎勝覽》、黃省曾的《西洋朝貢典

錄》裏面有很清楚的記載。鄭和艦隊前後抓了兩次海盜

首目，把他們抓到北京去砍頭，後來震懾住那些經常騷

擾周邊國家的海盜。

美國的新文明體系與明朝的宗藩體

系非常相似

當時東南亞海域共有三十幾個國家，包括現在的

泰國、緬甸、馬來西亞、汶萊、印尼及周邊那些地方。震

懾住了海盜以後，這些國家皆紛紛表示願意內附明朝，

嚮往中華文明。於是，明朝通過鄭和七下西洋傳播中華

文明，逐漸在東亞和東南亞建立起一個以中華文明為

紐帶的朝貢體系。實際上我認為就是傳統的那種宗藩

關係。我認為這個就是中華文明通過開拓海洋建立起

來的並且具有世界意義上的一個文明體系。過了幾個

世紀之後才有英國的英聯邦體系。繼英聯邦體系之後，

直至二戰以後美國才建立起以美元為本位的新文明體

系。實際上美國建立的新文明體系與明朝的宗藩體系

非常相似，以文化和價值認同為核心，然後與結盟國家

建立起安保關係。所以我首次提出美國以安保條約建

立起來的新文明體系實際上是明朝對外關係的翻版，

它實際上就是一種新宗藩體系。從世界文明發展的歷

史進程來看，實際上中國是最早開拓海洋文明的，而且

建立起一個世界意義上的文明體系。這是開文明發展

史先河的，我覺得這個很有意義。我七、八年前就開始

探討，寫過一篇《鄭和下西洋與明代對外關係再認識》

的文章，發表在《太平洋學報》。這篇文章提出鄭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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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建立起具世界意義的中華文明體系，美國在二戰以

後也翻版了鄭和建立文明體系的經驗，建立起美元為

本位的新宗藩體系，並且以他自己的一套自由、民主、人

權的價值系統即所謂「普世價值」要求結盟國家必須認

同。

明代的「理」與「禮」文明

通過對鄭和下西洋的重新探討，我覺得明代為什

麼能做到這一點，除國力強盛以外，實際上中華文明在

當時是很成熟了很高級的一種文明。傳統儒家經過宋

明理學的整理加工改造，建立起新的一套價值系統即

「理」，然後將它內化為一種人們普遍遵守的行為規

則即「禮」，這個行為規則(禮)經約定俗成之後就變成

一種制度文明。這種制度文明到明朝鄭和那個年代已

經發展得很成熟了。雖然是封建時代的制度文明，但在

六百年前當時的世界應該是非常成熟和高等的文明。

它在整個亞洲，甚至非洲，沒有一個國家能達到這樣高

的文明程度。所以鄭和船隊去到哪裏都很受歡迎，主要

是他的文明很高，他的價值系統普遍給周邊國家接受，

東南亞那些國家的制度文明還處於未成熟的半開化狀

態，而中華文明已經很成熟了，所以他能夠為周邊國家

普遍接受。

下西洋維持了150年的和平

但是為什麼鄭和經過33年七下西洋，後來慢慢就

不能繼續下去了呢？因為消耗的國力太大，他花費的銀

兩之多，我按現在的比值估算，鄭和船隊每一次遠航折

合人民幣計算起碼要幾百億，七下西洋沒有兩千億是拿

不下來的，那個時候還是農業和手工業經濟時代，生產

力遠沒有達到今天的水平。就算你的綜合國力佔世界三

分之一，那你花了幾千個億，也是一個巨額的開支，所以

七下西洋之後搞得國庫空虛了，所以給朝廷經濟帶來沉

重的負擔。又由於這個航行活動不是以經濟活動即賺

錢為目的，不像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是以盈利為目的，

他是非盈利的，純粹是維和，布施王道，送東西等。所

以實際上他是一種以王道開路傳播中華文明的活動，目

的在於文化交流和與周邊國家建立友好睦鄰關係。這

樣的一種傳播文明的活動，最後因沒有經濟效益，所以

慢慢就把國家經濟拖垮了。明代朱棣的繼承者覺得以

後再也不能這樣做了，所以就把相關資料燒毀了。但是

有一點很多人不注意，實際上鄭和七下西洋，雖然花了

33年，但是他維持了150年的和平跟穩定，整個明代到

中後期對外關係方面基本上都是和平穩定的。倭寇進

來以後慢慢才在東南沿海一帶出現騷擾，中國那時候才

開始走下坡。所以整個明朝與東南亞那些朝貢國家的關

係，可以說保持了150年的和平友好睦鄰關係。這個是有

史料記載的。

明代文化的平民性與自由性

■：你這看法很有見地，明朝的文化價值，建

立了長期的海洋和平，是從東亞、東南亞到印度洋

的命運共同體，這是明朝文明建立的典範。明朝的

文化是很有特色，明成祖的天下觀有全球視野，這

是與宋代有所不同。日本學者岡田武彥曾指出，宋

朝理學的文化重點，是適應官僚知識階級的，明代

則是適應平民的，明朝思想家具有某種自由性。如

竟陵派詩人鍾伯敬說：「不泥古學，不踏前良，自

然之性，一往奔詣」。(鍾惺：《鍾伯敬小品．先師雷

何思習序》)說明他的作品超越古學的規則，按自

然之性，自由創作，這充份顯示明代思想的自由精

神。又文學評論家袁宏道在論其弟袁中道作詩時

說：「大都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

出，不肯下筆」。(袁宏道：《袁宏道集箋注．敘小修

書》)他提出了「性靈」一理念，即思想創作，出諸人

內在的靈魂心性。

王陽明到劉蕺山發展「行」的實踐

哲學

我慢慢掌握明朝的思想，明朝的理學，從王

陽明開始一種自由落實的性格，他講知行合一，

「行」成為他一個重點。「知」，也即是格物致知，

宋朝已經講了。宋朝的理學還是帶官方文化形態，

代表一種很高層次的，追求止於至善的大思維。相

對王陽明顯得很民間，他的問題是如何「行」？即

如何實踐，知跟行合一，你的良知跟你的動念是

合一的，行導入你的意念動念的時候，如果你維持

高層次的道德在你動念的時候，你就可以成為聖

人，關鍵在這裏。

明朝的文化實際上也是中華文化發展到一個

新時代，進到一種最深度內在的反省，以及追求現

實上如何修養自己達到聖人的境界。這種實踐的

思想，就一直發展下去，故在陽明之後的學者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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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都很重視修養功夫，其中到最後是劉宗周。劉蕺

山(劉宗周)很重視「慎獨」那種修養功夫，這種慎

獨就是完全實踐性的，所以明朝的理學發展到最

高峰，到最後就是實踐的把中國人希望的善能夠

真正從你動念上行出來。然後劉宗周也在清兵入

關以後絕食犧牲了，他也完成宋明以來很高的道

德要求。

從王船山到當代中國的實踐哲學

明朝的思想下去就影響到清朝開始的王船

山(王夫之)，王夫之很重視「行」，不只是道德修養

上，而且是歷史大勢上的「行」，就是對歷史事件

中的「理」跟「勢」分析，不是先有了天理，然後歷

史跟著天理發展，而是從這個「勢」的發展，而產

生「理」。「勢」是很重要的一個思想，就是從現實

發現道理，從實踐發現道理，這是「行先於知」的

思想，而這思想影響到毛澤東。毛澤東年青時在湖

南第一師範學校讀書，跟從恩師楊昌濟，楊的學

問愛好及追隨王船山的思想，他特別強調「力行

尤要」，「學者尤不可不置重於實行也」(楊昌濟：

《告學生》，《楊昌濟集》)。青年毛澤東對楊先生

最為佩服。當時湖南長沙有一船山學社，是譚嗣同

老師劉人熙在1914年創辦，他很愛讀王船山之書，

特別建學社以研究和發揚王船山的思想。青年毛

澤東，受其師楊昌濟先生的影響，多次去船山學社

聽講，並抄錄王船山許多語錄。毛澤東對王船山

非常喜歡，他寫《實踐論》就具有這種實踐思想。

由此可見明朝的文化跟思想一直下來到現在的中

國，也有繼承著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的。到鄧小

平，因為文革就離開了實踐。鄧小平時代提出「實

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馬上又回到實踐上。所以

我理解中國共產黨背後的思想，就是一種完全從

實踐上來看現實，來不斷回應現實的一種哲學思

維，然後到習近平，習近平重視全面性來審視現

實。他的全面性就是通過一個整體思維，我認為

整體思維是來自中國傳統哲學。中國自古《易經》

的思想，是先看整體，然後整體裏面實際上現在

怎麼平衡各方面的情況。當代中國基本上是有其

中國文化的傳承。中國發展到現在，中國的海洋政

策重新出來，是從明朝的實踐性思維下來的繼承。

關鍵就是一帶一路的提出。

海上圍堵反而打開一帶一路的「命

運共同體」

當中國興起的時候，美國開始緊張中國的成

功，要用圍堵政策封住了中國海上的路，所以在南

海，美國就跟日本連盟，日本也利用與中國敵對，

讓他可以建軍，美日再連結台灣、菲律賓、越南等

等，建第一島鏈、第二島鏈、第三島鏈等等，希望

把中國海路包圍。所以中國出海是被島鏈或者其

他國家封住了。所以中國才提出一帶一路。所謂一

帶一路，陸上就走絲綢之路，可以通過歐亞大陸

的腹地往西邊去，這個實在很重要。英國過去曾

經有個說法，千萬不要讓中國跟俄羅斯連在一起，

兩個那麼大的國家如果連在一起之後，歐亞的腹

地都給他佔據了。美國最笨的就是奧巴馬從海上

封中國，又在烏克蘭那邊搞俄羅斯，這樣俄羅斯跟

中國合起來，中間很多國家馬上都可以通了，所以

新的絲綢之路從這邊就過去了。還有海上的一帶

一路，這些東南亞國家跟中國關係還是好的，雖

然海洋上有些少的爭端，中國也不以這個作為一

個敵對的形態。然後慢慢就提出命運共同體，就

變成一個中國的普世價值。從王陽明下來，在這個

基礎上，最好的實踐就是保合太和，也就是和平

與和諧，命運共同體就是這樣一個最後可以實踐

的理念。

我講個笑話，王陽明在理學特別重知行合一

的實踐哲學，王陽明在陽明山，劉宗周是劉蕺山，

還王船山，都是山。之後有孫中山革命，講知難行

易，到毛澤東在井岡山，毛澤東在延安寫《實踐

論》，實際上是通過井岡山的實踐中來理解怎麼

很靈活的回應那麼龐大的軍隊圍攻，還可以打得

贏或者逃得掉，都是實踐的。所以《實踐論》綜合

井岡山下來，在延安寫成。之後到改革。鄧小平、

習近平再加王岐山搞定了中國的改革與腐敗問

題，兩平一山，總共六個山，這樣把中國這幾百年

的近代史、文化史連成一線，這條線再連著海洋發

展，就到絲路和海洋上的一帶一路，這樣就產生命

運共同體這個理念。

現在習近平的全球性的理念，主要就是命運

共同體，也是明代鄭和下西洋的文明思路。在國

內是重整體的，對外是共同體，來完成中國文化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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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到近代發展的一條文化線索，貫穿到現在，

國力強了以後就可以重新在文化上有個新的概念

提出。我不知道中國人有沒有自覺，如果他明白的

話，實際上會提出文化的新理想。美國不太高興這

樣的，但是我們實際上應該有些好的東西提供給

全世界。

知行合一與改造世界

□：我認為，我是從總結明代中華文明來觀照今

天的世界。一個是你講的王陽明那些，因為中國人王陽

明也好，王船山也好，他們都是重視知行關係，行就是

實踐，知就是內省，反省自己達到很高的境界，然後去

實踐，把自己的理念付諸實踐。知行關係，孫中山強調

知行合一，實際上毛澤東《實踐論》也是講知行關係，

他是通過你講的總結井岡山的鬥爭經驗，形成了自己的

一套哲學，鄧小平是通過反省文革的失敗教訓，提出實

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雖然不是他提出，但是這個

理念是獲得他的支持才產生的。

■：是胡耀邦班子的人在《光明日報》首先提

出。

□：是胡福明，胡耀邦時代南京大學哲學家。實際

上他也是反映一種知行合一的知行觀，是中國人的知

行觀。通過實踐檢驗你的「知」是不是正確，必須通過

檢驗，「行」，也就是通過實踐去檢驗。我覺得這是中國

人特有的思維邏輯跟行為邏輯。中國人的邏輯吧，就是

這樣的，他對世界的認識，但是他是比較實用性的，這

倒是真的。跟西方哲學家有所不同。西方哲學家主張哲

學就是談知的，是一種認識論，不討論這些實際的東

西，實際的東西他們認為是工程師或者專家們去做的，

革命家講這些，哲學家就是探討世界，瞭解宇宙奧秘

的，是分工的。他們與中國的哲學家不同。馬克思也許

是在西方第一次提出知行合一的哲學家。他說：「哲學

家不但要認識世界，更重要的還在於改造世界」。這個

是跟中國的知行觀合拍的，所以中國的革命家為什麼與

馬克思主義一拍即合，就是因為馬克思提出了這一點。

但是現在很多人也是認為，他這種觀點跟西方傳統哲

學是不合流的，不是西方主流的哲學，但是跟中國的倒

是合拍。所以中國現在鄧小平也好，習近平也好，都是

要改造世界，還不單只是認識世界，更重要的還在於改

造世界。都是馬克思或者王陽明、孫中山這種知行合一

的實踐者、執行者，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中國人的特有思

維。

明代高層次的價值系統穩定東亞秩

序

剛才梁博士提到一點，就是中國人怎麼樣才能建

立起一種價值系統？我認為這點非常重要。為什麼明

朝的外交能成功，因為他有一個很高層次的價值系統。

這個價值系統支撐著整個中華文明，並且影響及整個

東亞和東南亞。所以西方認為它是一個中華帝國。實際

上帝國是侵略人、霸佔人家的領土才叫帝國。但是我不

認同中華帝國這個概念，因為鄭和七下西洋並沒有佔

領人家領土。他不像英聯邦到處佔領領土，建立日不

落帝國。鄭和沒有，所以他那套價值系統我認為是一

種王道，不是霸道。而西方英聯邦是有王道也有霸道，

他通過他的一套價值觀，包括建教堂、建學校、醫院等

等，布施仁義。但是背後還是以佔領領土，掠奪資源為

目的，但鄭和不是。那個時候明代有傳統的一套價值系

統，儒家的仁義禮智信發展很成熟了，還有一個關於禮

治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套等級觀念，對維持社會穩

定很重要。當時傳到東亞和東南亞各國家都很接受，包

括日本、琉球、朝鮮，以及東南亞國家都很接受這一套

禮治即等級制度，甚至包括朱熹提出三綱五常這一套倫

理秩序，對建立當時傳統的社會，或者說穩定傳統的

社會是很重要的，我認為它就是一套價值系統。

明治維新後的日本軍國主義摧毀了

中華文明秩序

但是這套價值系統後來因為近代以後西方的思想

傳進來，他們比較先進，所以後來就把這套價值系統

摧毀了，特別是英國，堅船利炮打進來以後，在整個西

方思潮衝擊下，這套傳統的價值系統就崩潰了。實際上

傳統中國的這套中華文明體系，起到過維繫整個東亞社

會穩定的那套秩序，其實是給明治維新後崛起的日本

軍國主義打敗的。中日甲午戰爭是對傳統中國的致命一

擊。五四運動又對傳統的價值系統徹底的衝擊。而衝

擊過後又沒有重建新的價值系統，因為中國當時找不到

什麼合適的一種新的價值體系。所以若論五四新文化

運動，我認為它唯一的成功就是語言系統的更新，古文

轉化為白話文是成功的。但整個價值系統被打碎了卻

沒有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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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共同體尋索新的全球價值

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但也沒有設想出怎麼樣建

立一個價值系統。西方自由、民主、平等、博愛，在近代

以來傳入中國後也不能生根。因為剛才梁博士你講到

一個價值系統，要在一個社會上生根，要經過反復的實

踐。由宋代發展到明朝才逐漸成熟，及至清朝乾嘉年間

進入鼎盛期，前後也是經過幾百年的實踐，才能夠把這

套價值系統穩固，然後慢慢擴散到整個東亞或者東南

亞。由一種價值系統的形成到整個中華文明體系的建

立，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工程，而且需要好幾代

人的努力。現在我覺得習近平是有雄才大略的領導人，

他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概念是很好的。其實我也

曾認真探討過，他這個命運共同體可分為三個方面：第

一個是統一，第二個是穩定，第三個是共享。統一、穩

定、共享三個方面構成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核心價值觀。

這完全是我個人琢磨出來的。因為他也是在總結前人

成果的基礎上，在傳統的文明跟西方的文明裏面，去尋

找適合中國自己走的路子。他講過一個非常生動的比

喻，鞋子合不合腳，要自己穿了走路才知道。所以他也是

吸收了西方的那些好的東西，然後結合中國的傳統的優

秀成果，嘗試著去建立一種新的價值系統。當然這不是

他一個人或者一代人能夠完成的，這是需要很長的時

間。我認為，這個事情我們下來還可以深入探討，五四

以後，舊的傳統的價值系統摧毀了，應該如何建立起新

的價值系統？我覺得這才是我們這一代人要探討努力的

一個方向。

西方勢力使和平的東亞秩序崩潰

■：在傳統的中華文明發展到最高峰，就是

宗藩系統下的一個外交關係，或者說是一種和平

的東亞秩序。當然中國本身也保持一種武力上相

當強大才可以維持這個朝貢系統，否則也很容易

分散跟崩潰，而這個朝貢系統就給英國所打破了。

西方攻過來，清政府根本擋不住西方的勢力，整

個東亞國家沒有一個能擋得住西方，所以全都崩

潰。崩潰以後西方文化進來多年，中國吸收西方文

化一個世紀，也產生了五四運動，中國吸收了馬克

思主義、人民的民主、科學科技及資本主義市場經

濟。

西方理性文化未能進到亞洲人的內

心骨髓

但是西方文化沒有能夠進到亞洲人的內心骨

髓，因為他們的核心精神理性，對亞洲人是理性及

侵略的結合，西方理性不只是哲學上和科學上的

思維，也是一種做事方式，西方人做事都用理性計

算清楚，用一套理性程序來達至的，對亞洲侵略

都有一整套策略。當研究西方理性思想及做事方

式時，就漸瞭解他們如何用這種思維，來策劃侵略

世界。我們在學習理性時，須反省如何不用之以欺

凌他國呢？西方的精神，比如說他要做一個事件，

他要把工具及程序先做好，他先要有一套客觀的

系統，重程序公義及工具系統，為了達目的而用盡

一切手段，這在韋伯(Max Weber)稱之為「工具理

性」，其特色是一種不與他人和諧雙贏的思維形

態。我們東方傳統辦事，重點不在客觀程序的公

義性，如法律精神之類，卻重整體關係的和諧。工

具理性要在亞洲生根其實不容易，因為我們亞洲

的思維基本上還是以關係為本，重人和人的感通

融和。中國人和東亞洲人重人性和人情，辦事要搞

好關係，使大家團結合作，不想把人當成工具來利

用。若一開始先弄一個客觀的工具理性，通過行

政系統作為工具，來達到什麼目的等等的思維，亞

洲人還是要先搞好關係，才講工具理性。

中國人已吸收科學科技

西方文化最成功是科學和技術，亞洲人吸收

這方面，卻可以慢慢學到，能夠把他的一整套吸

收，中國在這四十年最成功的是吸收西方的科學

與技術。國家曾帶我們海外華人去參觀過一些科

學園，我非常驚訝，中國已經發展到很先進。幾年

前提過意見給政府有關環保各方面，但是後來中

國政府帶我們看昌平的未來科技城，是北京市建

設全國科技創新中心的「三大科學城」之一，完全

依環保原則來建造，搞的比我們建議的還好，中國

就是早已把整套科技設計吸收進來，到需要用的

時候，通過國家機器一運作就可以運作出來。

中國的整體多邊思維

中國在文化上不適應工具理性形西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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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那是直線單向思考，不同中國的多事件整體思

考。中國卻對馬克思主義吸收，特別是辯證的動態

思維，因與中國的陰陽哲學思想可對應。此外，馬

克思也有改造世界的主張，跟中國明末清初的實

踐傳統可結合，這成為共產主義跟中國文化的關

鍵結合點。當前中國已在改革後吸收資本主義市

場經濟，且發展成功，下一步可慢慢把儒家文化中

的良知、仁愛的善價值吸收，又從道家吸收大宇宙

之道的觀念，作為命運共同體的人性和本體基礎。

建立新時代的中國文化價值高度，才可吸引全球

各國各族各文化團結。

我自己在中國已經二十六年了，我進一步理

解，中國是怎麼樣運作的呢？從過馬路方式可明白

中國是怎麼運作的。西方人過馬路是跟著直線規

矩的，在西方過馬路，行人紅燈就停綠燈就走，中

國紅燈綠燈好像只是參考用的，主要是看處境，從

整體看四方八面的汽車、貨車、公車、摩托車、自行

車、其他人，各有其不同移動方向和速度，掌握全

面互動中的空間，就可過路，過的期間也要和各車

各自調整速度。中國人在過馬路是在回應一個龐

大的互動網絡。車子大概什麼時候到我這裏，中間

什麼空位我可以穿過去，而不是看燈為主，而是看

車子的情況，然後再考慮如果有燈的話，哪些車會

停下來，哪些車會不停下來，你要不斷的考慮，還

有自行車、電動車和其他人要處理，很複雜的各方

面關係。但是我們中國人就在掌握處境各互動情

況下就輕鬆過了大馬路。不懂的話，跟西方那種直

線理性系統，在中國過馬路也非常不容易的。

《易經》在關係網絡中求平衡的思

想

由於我博士論文是研究《易經》的，《易經》

是在一個龐大的關係網絡中互動的不同事件，彼

此相關，在龐大的事件當中如何找到一個在這個

事件裏面最好的和諧點及平衡點，找到那一點就

「吉」，不掌握和諧及平衡就「凶」。所以中國人到

一個地方一定看整體的處境和大局，而不是很細

的每一小點來看。西方是分工很細的，一點一點，

你做你的部分，我做我的部分。中國領導是看整體

的，所以他一定對全面有個觀察，而定大方針，所

以為什麼習近平有五個全面，實際上是全面來看，

然後不斷在不同的形態裏面找平衡點，這個是《易

經》形態的實踐，就是永遠看全部的情況，所以中

國可以提出一國兩制這種思維。西方很少會闡述

這樣，先有個大的理念再講下面怎麼做，西方一定

下面怎麼做才講到大的，中國先定了大的，先立其

大者，小者就可以處理了。所以中國處理問題方法

跟西方非常不一樣。

西方以為自身體制是唯一普世價值

近二百年西方文化主導了世界，而自以為西方

建立的體制是唯一普世價值，要求全球跟從。當西

方見中國改革開放，以為慢慢影響，中國會跟西方

一樣，只要產生了自由市場和選舉制度，西方即可

用跨國企業控制中國經濟，同時支持一些傳媒影

響民意，控制選舉結果。就可在政經上操控這大市

場和大批廉價勞工，然而中國在制度上設限，攔阻

了他們控制的機會。中國深思熟慮按自己國際改

革，用自己文化和體制特色去調整，作出整套發展

的道路安排，跟西方制度是不一樣的，某些西方學

者以為西方的規則是真理，推斷中國遲早崩潰，結

果吸收西方優點之後，仍是走自己的路，達至空前

成功。所以西方對中國開始不滿，越來越要打壓。

中國成功的特色

中國成功的特色，是用中國傳統的整體思維，

這是中國一個很特別的思維方法，裏面的價值觀

就是通過和諧，命運共同體等，在整體的利益共

享，互相分享，互相感通來作為一個根本點。在中

國文化，「通」這個理念很重要。在研究身體觀上

看，中醫看病，從血氣通不通來指出人的病源。在

人處事上，必須要懂變通，在政治和人的關係上，

重視瞭解民意，政通人和。如今對外打開一帶一

路，跟其他國家關係就須要通，如何能夠通，思想

文化上通，道路上通，高鐵通，公路通，海路通，做

生意要通，外交關係要通。其實國哲學中，牟宗三

就定義「仁以感通為性」，感通理念就來自《易繫

辭傳》，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寂然不動就

是宇宙本體，原是安寂無動，但又可感應溝通天下

一切根源。從人修養講，人以一個虛靜的心來看宇

宙萬物，就能夠感應溝通任何的處境。「感」的意

思就是進入他人的生命體驗中，就能夠通其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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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想所求，而找到大家共同的好處。從這樣一種思

維，在本質上就可建立命運共同體。

基本上「仁」就是一種感通，仁心看到他人的

苦難我們就會覺得不忍，這是仁愛之心。然後感通

變成一個價值觀的時候，對每個事件你都尋求有

一個內在通透的瞭解。對不同國家文化能夠內在

通透瞭解嗎？感應在哪裏？溝通點在哪裏？

在中國如果要建立一個新文明，應是一個仁

愛感通的文明。五四之後，傳統文明價值全都倒下

去了，五四以後我們沒有建立一個新的文明，我們

只建立了一種政治體制而已，政治體制實現的過

程也要遭遇很多曲折、困難，但是慢慢從實踐裏

面慢慢調好，中國到現在才慢慢調到比較平衡，比

較和暢，但是也會有時候做得不足或過分，總會有

一些不好的東西給人看到的。他如何調到完全順

遂，十分重要。

中文「順」跟「遂」這個字很重要，即如何「調

和」，整理到一切順利，而達到目的。其思路是吸

收西方工具理性的行政系統，但又在變化中靈活

面對處境，在繼續發展中回應現實，有時候太緊

不好，太鬆也不好，須鬆緊得宜。又民族主義須重

視，特別在救亡圖存的時代，但是太強調民族主

義，又變成激進民粹主義，破壞與他人的關係。我

們一定要有一個調順的可能性。中國最厲害的是

懂得調和調順，我發現這是現在慢慢發展出來的

一種中華文明新的模式，政治上的命運共同體，思

想上是在感通和諧，保合太和，從《易經》這麼下

來的。以這價值思路，慢慢繼續發展下去，完善命

運共同體的方向。

通與調和

□：我覺得這個「通」很重要，梁博士講一個是

「通」，一個是「調和」，其實絲綢之路，一帶一路就是

「通」嘛，從陸路上打通整個歐亞連在一塊，海路上打

通整個東南亞，繼而通到北美洲，甚至通到全球，這個

是「通」，只有通了才能建立命運共同體，通了以後地球

就變小了，所以才有共同體這個概念，才變成現實，地球

村了嘛。另外，「調和」我覺得也是很重要的，中國人一

直在實踐之中去調和，調適自己，摸索適合自己發展的

道路，改革開放四十年，以前早年提摸著石頭過河，實

際上就是在實踐中去調適。完全搬西方那一套，當然美

國他們很喜歡，但是未必適合中國的國情，因為你控制

不了局面，到時候你用那一套，會產生一些混亂，完全用

回到傳統那一套也不行，即使是回到毛澤東時代我認

為也不可行，因為他沒有把中國八億人的吃飯問題解

決好，所以回到那裏也不行。但是建立起來社會主義

制度，共產黨認為它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最先是根據

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建立起來的，後來經過調適後

提出一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概念。

吸收融和西方

實際上我發現，現在越調越完善一點。一方面也

吸收了西方好的那種，也就是逐漸的文明進化和講規

範了。就學習到西方的科學技術，特別高科技方面，這

是中國四十年最成功的，高科技這方面我覺得是後來居

上，甚至很多方面連美國也自嘆不如。另一方面，他又

有效的維持了他自己的那一套，所謂能夠集中力量辦大

事，那種西方人做不到的組織能力社會動員能力。所以

他是在效率方面有優勢，也就是保持了傳統那種中央集

權。以上強調的是效率。另一個是要強調公平。民主、自

由、法治那些價值觀追求的是公平，也即是公平正義。

這方面也必須逐漸去完善。比如說反腐敗，實際上就

是追求一種公平跟正義，他在反腐敗方面力度很大。還

有就是要發展高科技，如果不發展高科技，14億人的中

國吃飯問題就難於解決，所以一定要發展高科技。一方

面要使得國家整個建設和經濟繼續保持高速的發展，

所以它一定要保持高效率，所以還是保持中國的傳統的

中央集權那一套統治模式。毛澤東講：「百代猶行秦政

治」。秦始皇建立起來的那套政治工程還是不能丟，因

為有效率，能夠保持高效率。但是西方的民主、正義、法

治那些東西也要吸收，我認為如果真的是命運共同體，

按照我的設想，我認為他是一定要吸收西方的普世價

值，結合中國傳統文化中優秀的成果，最後建立起人類

一種共同的價值觀，我起了一個新名字，叫「人類共同價

值」，就是大家都能夠認可的，一定要有讓大家都認可

的價值。美國為什麼能夠在戰後維持霸權七十年，在世

界各地橫行，就是因為它那套自由、民主、人權，平等、

博愛、法治為許多人所接受。它提倡的普世價值我認為

是有他的合理性的，不可以完全否定普世價值，你應該

去吸收它好的東西，不可以完全否定它，我認為否定普

世價值非常愚蠢，應該吸收他，包容他。加上你傳統的

文化，傳統的文明，共同構建新的價值系統。我們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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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義禮智信裏面，中華文明因素也很多，比如謙虛、包

容、和諧，這些價值觀裏面也有很多是好的。最近不是

強調二十四個核心價值觀嗎？雖然現在還停留在口號、

標語的形式，但是如果能夠真的付諸實行，那當然你這

個是作為一種共同價值，我想配合你的命運共同體可能

很容易給人家接受，你真的做得到，二十四個價值，民

主、富強、自由、平等、愛國、敬業等，那些東西也是西

方那些好的東西，裏面也包含普世價值的東西，也有傳

統文化的東西。所以我覺得這個工程是一個很浩大的

系統工程。提出命運共同體這是一個奮鬥的目標，一個

理想，一個系統工程。但是裏面整個價值系統還有待完

善，所以我認為中國目前提倡的二十四個價值觀是很重

要的一個價值系統，但目前還是停留在概念上，要付諸

實行還需經過好幾代人的努力。

中國的王道是以前定的國際法

中國傳統的倫理價值系統，也是經過幾百年，甚

至從孔子算下來兩千多年的實踐才成形的。宋朝的理學

家通過改造傳統儒家，發展出新的儒學，又通過禮治，

內化到人們的行為模式，最後表現在對外關係上是以

王道作為開路。其實王道裏面也具有很複雜的因素，我

認為是當時傳統中華文明統治時期形成的一套規則，實

際上就是當時國際間普遍都能接受的一種國際法。現

在的國際法是西方人定的。而中國的王道，則是以前由

中國人定的國際法。古代東亞的國際社會，特別是在儒

家文化圈內，處理對外關係要按照中國的國際法，周邊

的國家都要按照這一套禮治去維持社會秩序的穩定。

甚至整個東亞的秩序的穩定，都要按照中華文明系統即

中國的王道去維持。直至近代日本明治維新以後，東亞

的社會秩序開始發生變化。

日本東亞共榮是霸道

日本想當整個東亞的統治者，做霸主，原因是他打

敗了中國，摧毀了中國的傳統的文明秩序。他想由日本主

導重建東亞文明秩序，所以他也提出一個概念，即所謂

「東亞共榮圈」。我們現在提出的是命運共同體，近代

日本則提出東亞共榮圈，他想用他那一套所謂的價值

系統主宰東亞世界。但是日本推行他的價值系統是靠

霸道，近代日本到處去打仗、去侵略人家，最後發展成

為軍國主義。他那套的科學技術，特別是軍工科技很

發達很厲害，到處去打仗。但是他就是沒有建立起為周

邊國家所接受的價值系統，或者說他那套「大東亞共榮

圈」的價值系統人家不接受，所以整個東亞社會都抵制

它。抗日戰爭，不光是我們打了14年的抗日戰爭，東南亞

也抗戰，表明他們也不接受所謂「大東亞共榮圈」這套

價值系統。日本的失敗在於他行霸道而不行王道，他沒

有建立維持整個東亞社會穩定秩序的一套文明，或者

說他的價值系統人家不接受。所以我們今天提命運共

同體，一定要有自己的一套價值系統，而且同時也要讓

周邊國家接受你，世界各國也要接受你，這樣才能達至

人類命運共同體。所以我提出一個人類共同價值，你要

建立起一種人類共同價值，讓人家接受，你這個命運

共同體才有實際的意義，而不能停留在口號上，所以我

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系統工程。

中國曾建立第一個有世界意義的文

明體系

我覺得從人類發展進程來講，我這幾年思索的問

題就是，實際上中國人也不光只是黃土文明，也曾經擁

有海洋文明，後來因為沒有經濟效益，國庫空虛，結果被

迫中斷了。中國人也曾建立起第一個具有世界意義的文

明體系，即統治秩序，並且為人類社會的發展做出過貢

獻，特別對整個東南亞、東亞，甚至其影響到現在都還

存在，特別在韓國、日本的很多傳統還保持著中國文化

的那些優良的因素。後來因為西方的文明更強大，英國

的英聯邦體制，他那個制度文明跟價值系統把中國傳

統的文明摧垮了。我們經歷五四以後，一百年內到現在

還沒有重建新的文明體系。後來二戰又因為日本的侵

略，把中國搞得筋疲力盡。後來美國的整個價值系統在

二戰之後取代英國，其實他所建立的是一種新宗藩關

係，是翻版明朝鄭和時代的。比如美國也不喜歡佔領人

家領土，它要人家認同他的價值系統，並且學習鄭和時

代的明朝建立安保體系。而且還用發行美元控制人家

經濟命脈。以價值系統的認同作為結盟的基礎，用安保

條約建立起一種新宗藩關係，以美元本位維繫新宗藩

關係的穩定，從而建立起戰後美式文明體系和世界霸

權地位，這點很值得注意。

新帝國主義與新宗藩關係

■：美國如今是新帝國主義。哈維(D av i d 

Harvey)提出「新帝國主義」(New Imperialism)，指

出在後殖民地的年代，西方不控制其他領土，用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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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擴展的方式。新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帝國

主義」(Capitalist Imperialism)，以資本邏輯取代領

土邏輯，如美國利用國際貨幣基金會及世界銀行，

建立經濟支配力量，為了順利推動，美國把自己描

繪成最高文明標準及人權堡壘，推動美國價值。但

同時推動的是情慾放縱及自我中心的文化，成為

一種文化帝國主義。

□：或可叫新的宗藩關係，實際上就是明代那種宗

藩關係的現代版。他不像英國殖民主義到處佔領土地，

美國也不佔有人家土地，鄭和也不佔有人家土地，他主

要是通過輸出他的價值系統即文明，讓你認可，然後接

受他，更主要的是他後面有一個美元系統，來印鈔票控

制你的經濟，這個是最厲害的，說美國厲害就在這裏。

當時鄭和還是處於白銀時代，雖然他也到處撒銀兩，

但他沒有發明專利印鈔票，所以他的行為最後導致明代

的經濟崩潰。我認為美國很可能從明朝的成敗中總結經

驗，他們學習了明朝好的方面，避免了經濟崩潰這一壞

的方面。同時他也不走英國的殖民主義道路，而是借鑒

明朝的經驗建立新的宗藩關係。他不佔有人家領土，佔

有人家領土很笨，你要派人去管理，最後又給人家趕跑

了。所以我印鈔票多好，不用去佔有，不用派人去管理，

你認可我，接受我輸出的文化跟價值系統，最後通過印

鈔票把你的經濟控制住，所以他這是一個比較高明的

辦法。美元本位體系，戰後也是經歷了七十年，到現在

才開始出現衰退的跡象。到了後現代新自由主義泛濫，

整個西方文明又開始衰落。美國現在是開始走下坡路

了，整個西方也在衰退。中國崛起，中國崛起我覺得一

個是依靠高科技，另一方面他在制度上，效率跟公平公

正逐漸達到了平衡，這一點很重要，中國現在也不是完

全意義上的社會主義社會，你說完全的資本主義也不

像。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優點是他能做到最有效

和最大程度上調動人民的積極性去發展生產力，保持

社會生產力的高速度發展，這是最關鍵的，不然他養不

活那麼多人，所以最後提出一個命運共同體，我覺得這

是一個有承擔想作為的責任大國的一種表現。中國想承

擔更多的國際責任，所以他提出一套新的價值觀，而且

也正在付諸實踐。當然這個過程中很多曲折，而且肯定

會碰到很多阻力的，這個是肯定的，但是我個人認為，

最重要的中國還是要重構一套新的價值系統，讓周邊

國家認可的價值系統，這才是最重要的第一步。第二步

是要用你的人民幣取代美元本位體系。讓大家都認可

你的價值系統，認可你的人民幣，而且中國的人民幣是

有強大的生產力作為支撐，不是空頭支票，廢紙一張，

他是真正有實力的。然後通過輸出高鐵及建築等科學

技術和生產力，即能夠給人家帶來利好和福祉的那些

power。又加上你有一套價值系統相輔相成，人類命運

共同體最終才有可能建立起來。大概是這樣吧，我的一

點想法。

「命運共同體」應超出美國「新宗

藩關係」

■：從新宗藩關係瞭解美國是很有見地的觀

點。我想當前中國的「命運共同體」應超出美國那

種新宗藩關係，而對其他民族文化有深度尊重，承

認其不同而有價值，平等以互愛共享待之。中國如

果真的發展出他的新的價值觀，中國的全球價值

系統，以王道取代霸道，以立己立人之道取代新帝

國主義，以仁愛感通和諧取代經濟政治操控，以命

運共同體互愛共享取代霸氣欺壓掠奪，將會得到

很多第三世界弱勢國的支持。新文明系統的日漸

成功，與雄霸三世紀的西方文明並立，西方列強終

歸還是會產生抗拒，形成文化上的修昔底德陷阱。

而產生文明衝突思維，要來遏制中國。亨廷頓在

90年代認為冷戰以後，21世紀已經不是意識形態

的衝突，而是文明的衝突，他預測西方和伊斯蘭文

明衝突，911之後他講對了。他又說儒家文明跟西

方會衝突，至今也算開始發生。

由於中國在四十年來國力已建立，全球看到

中國華麗轉身，西方原是樂意見到中國提供廉價

中低產品，西方仍操控著高科技研究。但沒料到，

中國已能成功自己研發高科技，已經慢慢追上西

方，西方就知道不能再獨霸高端知識，開始警覺，

怕中國超過西方兩百多年的領先地位。原來中國

對科技發展早有計劃，由於中國的科技人才很

多，慢慢把這些人都召回國來發展，中國的科技就

突飛猛進，當發展出5G系統，北斗衛星系統，及登

月和火星火箭，差不多什麼技術都可以自己造出

來了，就只差芯片，相信不久可突破。所以中國的國

力、經濟、科技都已經達到一個很好的基礎，目前

迫切的，只是文化還沒有建成一個新的、吸引世界

的精神文明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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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的精神文化理念

建造中國新的精神文化理念，可以在道德人

倫上重「仁愛感通」，社會處事上重「和諧共享」，

自然保育上重「保合太和」，策略上重「實踐檢驗

的知行哲學」，這些理念都可把過去文化跟現在通

起來，從明朝到清朝到中國近代，到共產主義，是

有一條發展理路，這些思路跟現在發展的成功也

是相關，可成為一些元素去建構「命運共同體」。

此外，文化上須創發新元素，如無條件的愛，為人

犧牲的愛，能不能夠有人願犧牲自己，達到一種對

人的愛，建立一個社會相親互愛的風氣，這就更站

立於道德高地。此外，文化上也須多探索未來的盼

望，我們目前的中國夢想是很當前的，未有很長遠

的盼望，新精神文化須高瞻遠矚，思考未來人類怎

麼走，中國如何帶動人類向前。在全球的合縱連

橫，面對全球的大博弈，中國如何可以立於不敗之

地，慢慢發展出一個最好的未來，這是當前我們需

要共同思考的。

古今中外共融與體制完善化

古代的中華文明經過「創造的轉化」，貫通現

在的中國文化，如果還能夠吸收西方的優點，那

就超越西方，更為壯大，這是古今中外共融的新時

代。中國已吸收馬克思主義，發展出改造世界，以

社會主義帶來公平公義。中國也以社會主義吸收

了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使全國富足的同時有

公平調節。

下一步應深化改革，使社會制度更能完善，人

民權利更得保障，特別是關愛弱勢的制度須完善

化。中國的精準扶貧，已解決大部份貧困問題，但

還有一些須努力加強的，如：

1. 醫保系統方面，須加強保障貧困人士做

手術的權利，在醫院建立基金，資助醫保

不夠錢做手術的窮人。

2. 社會富足後，家庭婚姻兒女常有困擾，須

有更強社工和輔導系統。

3. 有些特殊弱勢者、如自閉兒童、腦癱兒

童、精神病人重回社會、黑社會和吸毒者

的更新等，都須發展社會支援系統，使社

會更安寧。

4. 在法治上，須培訓執法官員，對基層群眾

執法時，不要粗暴，能態度上尊重百姓。

至於處理各種案件，法律程序都公平公

正公開。如此可公正公義能夠建立，然後

又能夠保障人權。

我相信通過五年，將慢慢把這些問題處理成

功，中國就可以真正成為全球最成功的國家。

Destiny-sharing Community and the New 
Maritime Civilization

Leung In-sing (Editor-in-Chief. Cultural China)
Zheng Hailin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of 

Hong Kong)
Abstract:Comparing Eastern and Western civil-

izations has previously rendered the view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being incepted through their seafaring 
prowess, by understanding and struggling against moth-
er nature. Chinese civilization, however, has her origin 
on the plains, whereon various tribes and people groups 
must learn to live with harmonious inter-relationships. 
But in actual fact, over the millennia, Chinese civiliza-
tion cannot be simply confined as a development of the 
plains. Ocean voyages of Admiral Zheng He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founded cultural exchanges with oversea 
nations; East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did subscribe to 
the Chinese tributary system. A truly significant world 
civilization, the Chinese maritime enterprises have 
contributed greatly to building up her civilization. Cur-
rently the civilization system in America resembles the 
suzerainty system of Ming Dynasty. With culture and 
values identified at its core, security pacts are then en-
acted by America with her allies. Today, an objective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development strategy seeks to 
generate a destiny-sharing maritime community. Build-
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human destiny based upon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holistic thinking, suf-
fused by a moral culture of love that “seems motionless 
and still, yet penetrates into all affairs and events”, will 
easily allow Western universal values to be assimilated 
and amalgamated with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
tural values. The end-product will be an edifying set of 
commonly shared human traits and aspirations.

Keywords:Maritime Culture; Culture of the 
Plains; Suzerain-vassal Relationship; Shared Human 
Values; Destiny-sharing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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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古今：

從「卜筮之書」到「群經之首」

張豐乾  中山大學哲學系

呂  欣   北京大學哲學系

天經地義

近年中國內地的高考試卷出現了與《周易》有

關的題目，如2019年高考理科數學試題(全國I卷)的

選擇題第六題：[1]

摘  要：「卜筮」是迷信嗎？《周易》是不是迷信之書？《周易》是何人為何而作？「卜筮」是不是因為古代生

產力低下而產生的？《周易》究竟和其他經典有何不同，可以使之成為漢代以來所言的「群經之首」，並以

其生生不息的魅力流傳古今中西？而我們今天又能從中學到什麼？這些問題的回答，既需要「溫故知新」的

態度，也需要不偏不倚的方法。根據文獻記載，「卜」與「筮」其實是兩種預測方法，而《周易》綜合了「卜」與

「筮」的方法，實際上是在講「生生不息」的道理，它所象徵、判斷和效法的都是要說明吉凶產生的原因和過

程，從而使得悔改和吝惜呈現出來，顯明起來。一般的讀者只注意《周易》所說的「吉凶生」而忽視了「悔吝

著」。古人相信，聖人所創作的《周易》，是與天地規律相一致的，也是君子之道的集中體現。從今天的學術

框架來看，其中的數理基礎、卦象系統和解釋進路是融宗教、哲學、歷史、文學等等元素為一爐的；而「探賾

索隱，鉤深致遠」的精神則具有生生不息的永恆魅力。作為「三材」之一，處於天地之中，每個人都是天之

子，都有不可替代的尊貴價值。

關鍵詞：《周易》；卜筮；經典；哲理；君子之道；探索；生生不息

這些或聯或斷的「橫杠」，其實是組成《周

易》64卦每一卦的關鍵符號：「爻」。「爻」可不僅

僅是簡單的「橫杠」，它是《周易》64卦卦形的組

成部分，分「陽爻」和「陰爻」，6爻一卦，共384爻。

「算卦」就是要「演算」出一個卦，並給予解釋，

以預測事情的吉凶禍福，而其正式的名稱為「卜

筮」。

首先需要明確，「卜」與「筮」的其實是兩種預

測方法：

龜為卜，蓍為筮。─《禮記‧曲禮》

爾卜爾筮，體無咎言。─《詩經‧衛風‧氓》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

吉。─《左傳‧僖公四年》

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周禮‧春官》

《周易》綜合了「卜」與「筮」的方法。根據卜

筮的原理，過程和結果變與不變都有法則可依，其

中蘊含著哲理追求和對美好德行的推崇。說《周

易》非迷信，基礎的根據還在於由卜筮而得出的卦

象、卦序之中存在著亙古不變的數理邏輯，而《周

易》的推衍方法，特別是哲理闡釋是人類理性探

索的一種體現和結晶，是一種特殊的決策機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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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包含著「神道設教」的用意，我們會在下文中

介紹相關的制度。故而，《周易》的特殊之處在於

它有三套體系：數理、符號和哲理。尤其獨特的是

它的符號即卦象系統，如何把握這些抽象出來的

「卦」、「爻」呢？[2]

一、「一陰一陽」與「三才之道」：

由「八卦」說起

學習《周易》，首先要對「八卦」有一個客觀的

認識。

「八卦」這個詞大家一定不陌生。今天有不少

人說「×××好八卦！」是說那個人好打聽和傳播他人

的隱私，或無端猜測，搬弄是非，格調庸俗。

但「八卦」本身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化術語，

是《周易》的基礎。而《周易》成為「群經之首」之

後，是古代科舉取士的必考經典，內容非常嚴肅，

為何在現代社會的一些地方，「八卦」會演變成那

樣的意思？依據筆者瞭解，大概有兩種說法：

有一種說法是，「八卦」這種庸俗的含義是從

香港來的。香港有些雜誌是八開大本，專登影藝明

星的逸聞趣事，甚至以窺探他人隱私為宗旨，因為

「八卦」與「八開」發音比較相似，最後慢慢演變成

這意思。另一種說法是，香港某些不良雜誌經常刊

登一些不雅照片，敏感地方就會拿八卦圖來遮擋。

這樣，「八卦」的意思有了新的所指。這也從一個側

面說明《周易》的影響無處不在，而社會上又有很

多的誤解和濫用。

我們首先需要正本清源，介紹一下《周易》的

來源、構成、義理、功用等內容。下圖是八卦的卦

名、卦象的圖示：[3]

構成，每個卦三爻，組合數2的3次方為8，沒有例外

了，八卦由此確定。《周易‧繫辭上傳》說明：「易有

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

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可見八卦的決定性地位。

我們也可用「1」來代表陽，「0」來代表陰，把每一

個卦數位化。但需要注意的是，每一個卦有三爻，

也象徵著「天地人」三才。[4]

《周易‧說卦傳》中對於「三才」和「六畫」的

哲理根據作了說明：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

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

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

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這是從義理和象數兩個方面闡明瞭六十四卦

的來歷，把三才之道具體化了，而八卦兩兩組合，

即8的平方，得數是64，也沒有例外了。六十四卦的

形成，可圖示如下：

八卦，又稱八經卦，和六十四卦，又稱六十四

重卦相對而言。每個卦都由陽爻和陰爻排列組合

「卜筮」又稱「占卜」或「占筮」，簡稱「占」。

《易‧繫辭》中有言：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

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

君子之道鮮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

懮，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為坤，極數知來之

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周易‧繫辭上

傳》）

「卜筮」這一活動的德性基礎和哲理意義是

通過《易傳》來闡發的。[5]「通變之謂事，陰陽不

測之謂神」乃是與君子之道不相悖的。由此看來，

《周易》作為「卜筮」書，是它的特殊形式，內涵豐

富，寓意深遠，並不能被現代人簡單斷以「迷信」。

對於「卜筮」活動本身，也需要以歷史的角度，哲學

的眼光加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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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察往知來」：卜筮與古代的

決策機制

「《易》本卜筮之書」（朱熹語），[6]但「卜筮」

是不是因為古代生產力低下而產生的，並且意味

著「迷信呢」？我們首先需要瞭解，古代的卜筮活

動是有專門制度的。《尚書‧周書‧洪範》記載：

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

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

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

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強，

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

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

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

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於人：

用靜。吉；用作，凶。

卜筮活動起源於人們想解決心中的疑問，當

你有大疑問的時候，一般是你面臨眾多選擇的時

候。要追溯疑惑，推測未來，就需要借助於特定的

形式和方法，而這樣的形式和方法可能不止一種。

依據《尚書‧周書‧洪範》的記載，卜筮的時候，有

特定的儀式，有專門的工具龜甲（用於卜）或蓍草

（用於筮），還有討論卜筮結果的參與者：問事者、

卜師、筮師、卿士、老百姓。如果卜筮時所有的參與

要素都是統一的，有同樣的指向，那麼所問所求之

事就是吉利如意的，否則，就要根據不同情形來具

體判斷吉凶。可見，卜筮是決策過程中重要的一個

因素，但不是全部的方面。給大家引這一段經典文

獻，就是想告訴大家，古人並不是今人所想像那樣

迷信武斷，卜筮是古人解決疑惑、盡可能使決策合

理化的一種重要方式。

古代有專門的官吏，來執掌不同的占卜方式。

《周禮‧春官》記載了卜筮制度中的各種官職：

大卜，下大夫二人。卜師，上士四人。卜人，中士八

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龜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四人、胥四人、

徒四十人。

菙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占人：下士八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筮人：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占夢：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視祲：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其中，菙氏是看龜甲被燒之後裂紋走向等象

的術士，視祲是指看天象的術士。從中可見，每一

種卜筮官職中上下級關係及人員配置等，制度明

晰。

龜甲占卜法古書早有記載，甲骨文的發現證

實了古書記載的可靠性。清朝光緒年間（1875-

1908）的金石學家王懿榮（1845-1900），是當時最

高學府國子監的祭酒（相當於校長）。光緒二十五

年（1899），他生病時，所服的一味中藥叫龍骨，他

看見上面居然有一種近似文字，卻又非篆非隸亦

非籀的符號，很訝異，後來專門分批收購這些骨

片，經過精心研究，他確信這是一種文字，應該是

殷商時期的，多與卜筮有關，把它命名為甲骨文。
[7]古人把卜辭刻在龜甲上保存了下來，後來考古學

家又陸續從殷墟遺址中出土了記載著古代問卜之

事的龜甲。

再看《周禮‧春官》關於卜筮之官職的兩段材

料：

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

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

二百。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

「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掌三夢之法：

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其經運十，其

別九十。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

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以八命者贊

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凡

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視高作龜。大祭祀，則視高

命龜。凡小事，莅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凡旅，陳

龜。凡喪事，命龜。

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連山」，二曰

「歸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

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

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凡國之大事，先筮

而後卜。上春，相筮。凡國事，共筮。

什麼叫「三易」？根據後人的注解，就是古代

三種成體系的卜筮法，分別為「連山」、「歸藏」和

「周易」，對應於夏、商、周三個王朝。其中，文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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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周易》這本書後人又稱為《易經》，指

它具有經典的地位。

前面講到，《周易》與古代的決策機制和政治

生活有非常緊密的關係，實際上《周易》的產生及

其發展，都與當時上古社會的方方面面有著密切

的聯繫。

三、「三古四聖」:《周易》的成書

過程及卜筮原理

《周易》與周文王有密切的關係，但文王不是

它的唯一作者，它的最終成書也經歷了漫長的歷

史過程。關於《周易》的創作原理和過程，《周易‧

繫辭下傳》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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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犧氏」也就是被奉為人文始祖的伏羲。

伏羲作為天下之王的時候仰頭觀看天象，俯身省

察地理，通過概括和模擬身邊及大自然中的各種

現象及事物，創制出八卦，目的是想通達神明的德

性，類比萬物的情況。

為什麼後人會把伏羲氏稱為遠古時代的聖

人？現代進化論認為，人從原始猿猴進化而來，進

化的動力是勞動，但其實人區別於動物的關鍵之

處，或者說人之為人的關鍵原因，是因為人是一種

具有文化性的生物族群，能夠對天地及天地間的

萬事萬物進行觀察、反思和總結。伏羲不只是簡單

機械地順應天地自然規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

是進行了一系列的「觀」和「察」，並且試圖掌握神

靈的德性。面對林林總總的萬物和紛繁蕪雜的現

象，人能夠借助於自己創制的符號系統和思想體

系進行歸類總結，這是一種意義空前的突破。所

以，創制了八卦的伏羲氏被尊奉為古代聖王之一。

八卦以及由八卦衍生出來的六十四卦在人們

的生產生活中發揮了巨大作用：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

之，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

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

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

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

「自天佑之，吉，無不利」。[8]（《周易‧繫辭下傳》）

伏羲氏去世後，神農氏作為天下之王，開始

製作各種木質生產工具來教化世人。他的根據是

什麼呢？取象於《益》卦。而興起市集買賣活動，

滿足各人所需，其道理是取象於《噬嗑》卦。神農

氏作為遠古時期的天下之王，制耒耜、興貿易，開

創農耕文明，對中華民族的生存繁衍和發展居功

厥偉，而其思想來源是也被認為是《周易》。值得

注意的是，這兩個卦並不是八卦中的卦象，而是

六十四卦裏的。在神農氏之後的黃帝、堯、舜，也

是如此。這可能是出於後人的追溯，不一定是歷史

事實。但也說明《周易》對古人的生活有非常重要

的影響。

文中所謂「自天佑之，吉，無不利」也並非迷

信，因為其中的「佑」是幫助的意思，而且「天」並

不是人格化的主宰者，而是天文天象可以給人們

思想上的啟發和行動上的便利，六十四卦就是幫

助人們發現和運用這些法則的重要媒介。我們繼

續看相關的內容：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

《坤》。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

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

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

《豫》。斷木為杵，掘地為臼，杵臼之利，萬民以濟，蓋

取諸《小過》。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

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

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

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

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

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

《夬》。[9]（《周易﹒繫辭下傳》）

「垂衣裳」是指上衣下裳垂直而不雜亂，譬喻

黃帝、堯、舜採用清淨無為的方式，不去打攪老百

姓，讓老百姓各得其所而天下太平。隨後講到工具

的發明，制度的建立，統治策略的頒布和生活方式

的確立等方方面面的情況，都取象於《易》卦，與

《易》理相通。可見，《周易》源遠流長，並且不是

一次性就編寫完成的。

東漢時的班固（32—92）則對《周易》的產生

過程做了「人更三聖，世曆三古」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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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曰：「宓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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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殷、周之

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

人之占可得而效，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

為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

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曆三古。及秦燔

書，而《易》為筮卜之事，傳者不絕。漢興，田何傳之。

訖於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

費、高二家之說。劉向以中《古文周易》校施、孟、梁

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

（《漢書‧藝文志》）

所謂「三古四聖」說，是朱熹基於前引《漢書‧

藝文志》「人更三聖，世曆三古」之說提出的。朱熹

在三聖的基礎上，進一步指出了「文王系彖，周公

系爻」[10]的區分，並說「恭惟三古，四聖一心」，[11]

在說《易》之九圖時也明確說了「有伏羲之易，有

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12]

前文已述，俗稱的「算卦」即「卜筮」。那麼，

卦是怎麼「算」出來的呢？《周易‧繫辭傳》裏記載

了一套嚴格完整的卜筮方法，原理是把從1到10這

十個數位分為天數和地數，天數是奇數，地數是偶

數，根據相應的做法，每算三次就能算出一個爻，

算十八次就能算出六個爻，也就是得出一個卦，隨

後再對此卦象進行解讀推測。[13]卜筮原理，以下兩

段文獻可征以作說明：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

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

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

變化而行鬼神也。（《周易‧繫辭傳上》）

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

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陽無偶，陰無配，未得相

成。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併；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

並；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並；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

並；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並也。大衍之數五十，有五

行各氣並，氣並而減五，惟有五十，以五十之數，不可

以為七八九六卜筮之占以用之，故更減少其一，故四十

有九也。（鄭玄《周易注》）

關於天地之數的排列，有河圖和洛書的區

別。有些人喜歡把河圖洛書說得神乎其神，但其

實河圖洛書是數理排列，是一種嚴密精妙的數理

關係，如洛書中1-9這九個數字所排列的矩陣，不

管你從哪條直線、斜線上的三個數字相加，都得

到15，這樣一種數位排列的法則、系統，再演化成

《周易》的象數系統。

而六十四卦之間天衣無縫的次序，也被古人

以方圖和圓圖相結合的方式呈現出來：

從《六十四卦方圓圖》中大家可以看到，

六十四卦之間的數理邏輯關係也非常精妙，只要

其中一爻發生變化，此卦就變成了另一卦，這一變

化是連續的、漸次的、規律性和沒有紕漏的。《周

易‧序卦傳》就是專門論述六十四卦的次序及其意

義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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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語有云「算卦容易斷卦難」。依據《周易》

之理，算卦之後判斷吉凶還要遵守一些原則，與所

問所求之人的德行和事的特徵有密切關係。歷史

上有一個著名的案例「穆姜薨於東宮」：

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

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也。」

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

咎。』元，體之長也；享，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

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

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

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

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

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

《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

矣」。（《左傳‧襄公九年》）

魯襄公的祖母穆姜是齊國貴族之後，魯宣公

之妻，本來賢德具備，但她後來干預魯國政事，作

風淫亂，與大夫叔孫僑如私通，合謀想廢掉自己

的兒子魯成公，殺死孟孫氏和季孫氏，以失敗告

終，叔孫僑如逃到了齊國，而穆姜被軟禁在東宮

裏直至老死。開始被軟禁的時候，她去占筮，得到

的本卦是《艮》卦，五個爻變動之後得到的之卦是

《隨》卦（內卦為《震》，外卦為兌），圖示如下：

負責占筮的太史說：「這叫做《艮》變為《隨》

卦。 [15]《隨》，是出行的意思。您一定能很快出

為使國家不安定，不能說是吉利。做了壞事害了自

己，不能說有利於道義。忘記了未亡人的地位而繼

續以美色誘人，不能說是堅貞。只有真正具有元、

亨、利、貞四種德行的人，得到《隨》卦才能沒有災

禍。而我這四德都沒有，難道能根據《隨》卦的卦

辭來判斷嗎？我自取邪惡，能夠沒有災禍嗎？一定

死在這裏，不能出去了」。穆姜臨死前的這段話可

謂深明大義，出自肺腑的懺悔，她後來也被寫入了

《列女傳》，其實也是「出」了。這說明，用《周易》

來筮卜，推測吉凶，必須要符合其所闡揚的德性原

則。

四、「《易》有聖人之道四」：成

為「群經之首」的《易》

先秦時期的經典系統中，《詩》排第一。《周

易》成為「群經之首」經歷了一個歷史過程。班

固《漢書‧藝文志》本劉向《七略》而來，其中把

《易》列在「六藝」之首，並評論說：

《易》曰：「宓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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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殷、周之

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

人之占可得而效，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

為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

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曆三古。及秦燔

書，而《易》為筮卜之事，傳者不絕。漢興，田何傳之。

訖於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

費、高二家之說，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

經，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

《漢書‧藝文志》也多次引用《周易》之言評

論其他經典系統，並在《六藝略》的結尾處特別說

明：

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

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

《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

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故曰

「《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為終

始也。至於五學，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焉。

基於上述文獻，後世又以「群經之首，大道之

原」來概括《周易》的地位。

去」。穆姜卻說：「不對！《周易》中說『《隨》，元、

亨、利、貞，沒有過錯。』元，統率本體；亨，通達吉

利；利，與道義相和；貞，忠實堅定，是事物的骨

幹。體現了仁就足以領導別人，美好的德行足以合

乎禮制，有利於萬物足以合乎道義，忠實堅定足以

辦好事情，這是不能胡說的。因此雖然得到《隨》

卦，喻示沒有災禍。但我作為女人而參與了動亂。

對於君王來說，特別是先君死了以後，自己沒有什

麼地位了而又行不仁之事，不能說是高尚。我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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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的這種地位，除了其特殊的卜筮形式

是古代「神道設教」的一種方法以外，[16]主要是取

決於《易傳》的哲理闡發有神妙之處。 [17]通行本

《易傳》有十篇，其中《繫辭上傳》總結了《周易》

所講的內容與意義：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

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將

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

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

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

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

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

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周易‧繫

辭上傳》）

秦始皇統一天下以後，採用李斯的建議，焚

書坑儒，但李斯的原意是把民間的藏書集合起

來燒掉，而官方有獨立的藏書系統。同時，因為

「《易》為筮卜之事，傳者不絕」，就是說《周易》不

屬禁書，未被焚毀。很多學者討論過為什麼它作

為筮卜之書不在禁毀之列。我們需要注意《周易》

這本書「經」和「傳」的區別，以及「經」和「傳」的

分別流傳。狹義的《易經》就是指六十四卦及其卦

爻辭，的確是工具性的卜筮之書，與其他講農事、

醫藥的書不直接涉及意識形態的問題。

但是，《周易》又畢竟不僅僅是卜筮之書，其

中蘊含著四種「聖人之道」：以它為言談依據的人

推崇它的文辭；以它為行動依據的人推崇它的變

通；受它啟發製作器物的人推崇它的卦象；用它來

卜筮的人推崇他的占斷。君子的有為和《周易》的

無為相結合，就能神妙通達而成就萬物。

到漢代的時候，《易》學興起，很多人關注並

註釋《周易》，形成許多流派。但在《周易》從筮卜

之書演變為哲理之書的過程中，孔子的作用是關

鍵性的。

孔子說過：「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

大過矣」。（《論語‧述而》）孔子對《周易》有多喜

愛呢？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他讀《周易》曾

「韋編三絕」。古人的書是竹簡本，孔子讀《周易》

的次數太多，反復翻看，綁竹簡的皮帶都斷了好多

次。這說明孔子曾經非常癡迷和勤奮地鑽研《周

易》，並且深得其中意味。現在學界一般認為，對

《周易》當中所蘊含的哲學思想、文化價值發掘得

最深最廣的人就是孔子和他的學生。

在《論語‧子路》篇中，記述了孔子對「恆」德

的評價：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

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

已矣」。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這一句，為《恆卦》的

第三爻辭：「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要說明的是，《恆》卦在《易》的所有出土文獻中，

卦序上都居於六十四卦的中間。可見《恆》卦的寓

意非凡。而孔子在此徵引《恆》卦九三爻爻辭，是

想說明德行不夠恆定的人，是不能夠做占卜或醫療

的。《周易》的指引意義建立在人有德的基礎上，

這是孔子所強調的。

而《荀子‧大略》中又有「善易者不占」說：

不足於行者，說過；不足於信者，誠言。故《春

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善為《詩》

者不說，善為《易》者不占，善為《禮》者不相，其心同

也。

真懂的《詩》的人，不需要反復盟誓言說，也

會用心履約；而真的將《易》之道理稔熟於心的

人，不需要占卜也會通變，通曉世間動象的變易之

道。「其心同也」，正是有德之人通達於經典書中

萬事萬物之道的表現。也是《周易》之道為人所領

悟的精神表達。

「善為《易》者不占」，那其他人呢？占什麼？

規避什麼？重要的是，內心要帶著怎樣的想法看

待占卜？有一著名的案例，說明「《易》不可以占

險」：

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

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

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三之

《比》三，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

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

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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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

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

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

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

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

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左傳‧昭公十二

年》）

南蒯將要叛變的時候，他的家鄉有人知道情

況，走過他門口，嘆了口氣說：「憂愁啊，愁啊，憂

啊！想法幽深而智謀短淺，身處切近而志向遙遠，

作為家臣而有做國君的圖謀，有人就是這樣的

呀！」諷刺的勸誡之意非常明顯。南蒯自己去占筮，

得到《坤》卦，而變為《比》卦，圖示如下：

《易》的指引與人之美德的關係尤為密切，

也是《周易》作為後世「群經之首」的價值基礎。

《周易》從「卜筮之書」轉向「群經之首」，孔子是

其經典化的重要使者。在孔子之前及孔子時代，

「六經」本是諸子百家之共同文化淵源，而經由

「孔子刪《詩》、《書》，定《禮》、《樂》，晚而贊

《易》，修《春秋》」的工作，「六經」得以定本。而

在前文討論《易》之成書過程時，無論「三聖」說

還是「四聖」說，孔子對《易》的作用都是關鍵的。

《論語》中，孔子自言「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

以無大過矣」，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亦稱孔子

晚而喜《易》，讀《易》而韋編三絕。

《周易》之書的哲學特質，使得它為「群經之

首」的地位經得住歷史的考驗。哲學的最主要特

徵是說得通的道理和邏輯。這個「通」，是不局限

於地域、歷史環境，超越古今而生效。而《易》作為

一本看似諱莫如深的卜筮書，卻蘊含著「通」世間之

「變」與教人變通的深刻哲理。《禮記‧經解》引孔

子之言「潔淨精微，《易》教也」；《莊子‧天下篇》

亦言「《易》以道陰陽」；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

自序》指出「余聞之董生曰，『《易》著天地、陰陽、

四時、五行，故長於變』」。諸多對《易》所下的判

斷，角度、看法雖異，但卻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皆指

出了《易》的「哲學」性質。[18]

《周易》一書的哲學性，注定了其有著通往世

界的素質。同時，《周易》的文辭之美及深刻高雅

的意蘊，也在古今中西產生了重要影響。古代一些

帝王統治的年號、人物取名，都喜歡取《周易》中

的文辭，如唐代貞觀年號、清朝咸豐年號等。韓國

的景福宮裏，「交泰殿」「大哉門」「健順門」等牌

匾之文，均來自《周易》。[19]

如果我們要在實際行動中通達時勢、適應變

化，可學習《周易》中的隨機應變。如果我們要製

作器皿，可學習《周易》中的卦象。如果我們要占卜

問吉凶，可學習《周易》中的卜筮。君子將要做什麼

事的時候，可以向《周易》諮詢求索，那麼將來君

子之言行將清清楚楚，不會有何歪曲，會如同《周

易》所給你的回答。如果《周易》不是一套精密的

思想體系，怎麼能做到這樣？又何以超越古今、通

行天下？

《坤卦》的六五爻辭是「黃裳元吉」，南蒯

就認為叛變一事會大吉大利，把這個結果拿給魯

國大夫子服惠伯說：「我想起事，算得此卦，怎麼

樣？」惠伯說：「我曾經學習過《易》，如果是忠信

的事情，就可以符合該卦爻辭的預測，不然就必定

失敗─外表強盛內部溫順，這是忠誠，用和順來實

行占卜，這是信用，所以說『黃裳元吉』。黃，是上

衣的顏色；裳，是下身的服裝。元，是善的第一位。

內心不忠誠，就和顏色不相符合；在下位不恭敬，

就和穿服裝的道理不相符合；事情辦理不好，就和

正義的標準不相符合。內外和諧就是忠；根據誠

信辦事就是恭；崇尚上述三種德行（黃、裳、元），

就是善，沒有這三種德行就無法承當爻辭預測的

「吉」。而且，《易》不能用來預測兇險的事情，您

打算做什麼呢？能不能在下位而恭敬呢？中美就

是黃，上美就是元，下美就是裳，這三者都具備了

才可以合於卦辭的預測。如果有所缺少，爻辭雖然

吉利，而實際未必能行！」惠伯精通《周易》之理，

而且能夠突出德性的決定性因素，借闡釋算卦結

果之機，勸說南蒯不要違背政治倫理和民心向背

而作亂，但最後南蒯還是忍不住發起動亂，但很快

被打敗，從此走上逃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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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鉤深致遠」：《周易》的海

外影響

從宏觀歷史的眼光來看，《周易》並非僅僅是

中國的經典，它在漢字文化圈、歐美學界等域外的

影響不可小覷。若先從東亞的地域範圍看，《周

易》被當做東亞地域的「共同智慧」，[20]其影響不

局限於中國及儒家，學者們的解釋方法也呈現出

多樣性。

談《周易》在域外的傳播與影響，可以先看作

為標誌的易圖怎樣為域外文化所承用。且以韓國

國旗為例。

上，樸泳孝等人以太極兩儀和乾、坤、坎、離四卦

為圖案，設計出了最早的太極旗。據其後來的自述

報告中稱「既與各國通好之後，凡出使者，禮不得

無國旗」，因此太極旗誕生後，樸泳孝一行登陸日

本，就在客店外懸掛，其後他們在外交場合中也頻

頻使用太極旗，引起各國使節和日本各界的注目。

1883年3月6日，朝鮮王朝正式決定乙太極旗為國

旗。1897年，朝鮮王朝改國號稱大韓帝國，太極旗

又成為大韓帝國國旗。後來經過一些微小的變動，

最終形成了今天的太極旗樣式。

在東亞，《周易》傳入朝鮮較日本要早，且為

當時學者所重視。朝鮮的學術、思想、文化受《周

易》的影響很大。有古史傳說《易》早在西元前10

世紀至紀元前後即傳播至古朝鮮，可從箕子東去

的傳說和衛滿朝鮮的建立及大量現代考古發現得

到證明。 [21]而《周易》自四世紀正式傳入朝鮮半

島，在學術、思想、政治、倫理、宗教等方面都帶去

影響，易學在韓國很早就制度化了。[22]另一方面，

在當代，也有韓國學者力圖證明韓國太極旗的產

生，根源於朝鮮民族自身的太極文化，其太極陰陽

及八卦的文化比中國的易學還要早很多。[23]先不

管他們的論述過程，他們堅持太極陰陽八卦文化

在其本土產生的啟示有三：一是太極陰陽魚的圖

案不一定完全等同於中國古代的八卦，不一定與

《周易》的文本有直接關聯；二是說明韓國易學可

能最早起源於伏羲觀天象以設卦的象數流傳，而

後加入了諸多在地化的發展；三是易學符號及文

本中的思想具有哲學層面上的普遍性、共通性。

說到《周易》的哲學共通性問題，結合思想史

觀察，我們發現近世是東亞易學的全盛時期，而

特徵上，也在易學哲學發展的過程中體現出各自

的地域特色。日本、韓國、越南為代表的漢字文化

圈均出現了易學方面的重要學者及著作。在日本，

易學發展最繁盛的時代是德川時代。德川時代的

學者解《易》書目逾千冊，重要代表作如伊藤東涯

《周易經翼通解》（1728）、太宰春台《周易反正》

（1746）等。內容涉及象數、義理、訓詁等方面，理

論特徵上也較為多元，不偏重於一家或一教。而近

世韓國及越南易學，則偏重於朱子易學的特徵。韓

國易學在18-19世紀開始突流行重視實學的思路，

韓國國旗又稱太極旗，其構思源於《周易》。

中央的太極象徵宇宙，藍色為陰，紅色為陽。四個

角落的卦在左上方的是乾，右下為坤，右上為坎，

左下為離，分別代表天、地、水、火，同時對應東南

西北四個方向，又對應仁義禮智四種德行，又對應

父母子女四種關係，又對應火金水土這五行中的

四個方面，同時還說乾卦代表生命力，坎卦代表成

果，坤卦代表開始，離卦代表成長。

韓國國旗的確定也是有過程的：朝鮮王朝末

期，隨著1876年《江華條約》的簽訂，朝鮮打開國

門，而設計國旗之議也萌生了。當時朝鮮主要是跟

中國和日本外交，朝鮮國旗的第一個設計方案是由

當時朝鮮的宗主國─中國清朝駐日使館參贊黃遵

憲提出的。1880年9月，黃遵憲在《朝鮮策略》中建

議朝鮮「奏請陸海諸軍，襲用中國龍旗（黃龍旗）

為全國徽幟」。北洋大臣李鴻章也對朝鮮襲用中

國龍旗的方案表示同意。然而，朝鮮王朝似乎對清

朝的建議不以為然。1882年朝鮮爆發了反日的壬

午兵變，其後日本強迫朝鮮締結不平等的《濟物

浦條約》，規定朝鮮須派使臣向日本謝罪。於是在

1882年9月，朝鮮政府以錦陵尉樸泳孝為謝罪兼修

信使，出使日本。在前往日本的「明治丸」號輪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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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經世致用。這派學者重視考據學方法論及文

字學、音韻學的研究，例如丁茶山的《周易四箋》

（1808）等。此時代為李朝，已為迄今為止朝鮮易

學的鼎盛時代。由此，我們不難理解近代韓國易學

在情緒上的民族主義和實用性的精神，且視野和

研究規模上，還是與清代中國及德川日本有一定

差距。

而在漢字圈中，越南作為文本《周易》傳入比

日韓更早的國家，易學發展卻一直無其所長。《周

易》最初傳入越南大約在東漢至西晉間，由中國學

者帶去。自後黎朝、阮朝獨尊儒術並建立完善的科

舉制度之後，中國儒家經典不斷湧入，「四書五

經」全被翻譯成越南喃字，《周易》的原文及各種

經傳註本，都大量流傳至越南。現存最早的是18世

紀初鄧泰滂的《周易解義演歌》（又名《周易國音

歌》）。[24]黎貴惇所作《易經膚說》（1752），是越

南易學的重要代表作，其書討論易圖與象數諸多，

主要是以朱熹的《易學啟蒙》為參考，少有創見。

越南易學的特色便是以推崇程朱易學為主，本土

發展尚未達到成熟。

在近代，日本易學呈現出現代性衝擊後的新

特徵與個性，利用易學服務於政治，例如高島吞象

《高導易斷》（1901）記錄其如何為明治政府提供

政治及軍事占卜。而琉球作為特殊的被傳播區域，

在十七世紀初薩摩藩使用武力迫使琉球朝貢後，

日本儒學開始從九州傳入琉球。琉球人喜好抄寫

漢籍，當地代表儒者程順則和蔡溫並未撰寫過專

門的易學書目，但是他們的著作中涉及到《周易》

的文字及陰陽思想則顯而易見。琉球人將當地民

間風俗與易學相融：創世神話裏也包含了太極陰

陽等元素，琉球人的建築、水道、墳墓等設計也配

合陰陽五行建設，可謂《周易》的域外在地化的值

得留意的體現。[25]

跳出以《周易》為共同智慧及文化遺產的漢

字文化圈範圍，我們看看西方國家的文化與易學

之間的碰撞。

《周易》在歐洲的傳播始於16世紀來華的傳
教士，特別是利瑪竇（Mat t e o R icc i）和金尼閣 
( Nicola s Tr igau l t），而後曾德昭(A lva r u s de 
Semedo)、衛匡國(Mar t i no Mar t i n i)和安文思

(Gabriel de Magalhães)也從不同角度介紹了《周
易》。[26]

英國著名科學史家李約瑟所撰寫的《中國科

學技術史》，以豐富的史料為基礎，具體、系統地

論述了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成就和特徵。他提出了

一個尖銳的問題：中國古代的科技技術長時期以

來領先於歐洲乃至全世界，但到了十七、十八世紀

之後，為什麼現代科技的發展和變革，只發生在歐

洲沒發生在中國？這就是學術界反復討論的「李約

瑟難題」。楊振寧有一次在演講中提到，《周易》

作為古代群經之首，科舉取士的必讀必考經典，對

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影響是十分深遠，而《周易》的

思維方式是類比式的方法，現代數學科學則是用

演繹式的方法，因為缺乏嚴謹的演繹推理思維，所

以在中國不能產生現代意義上的科學發展。這種

看法頗有代表性。張豐乾曾經撰文《周易應該負什

麼責》參與了「《易經》思維阻礙了中國近代科學

的發展嗎」這一討論，該文大意是《周易》在古代

做出了巨大貢獻，包括在政治、經濟、歷史、醫學、

建築等等方面都產生了深廣的影響，其所起的作

用及與社會發展的密切聯繫是無可爭議的事實。

我們現在所謂的落後，不能歸責或歸罪於祖先，關

鍵在於我們如何去發揮、挖掘古代經典思想。沒有

一種思想能夠提供永恆的現成模式。[27]

美國著名物理學家卡普拉（Fritjot Capra），曾
寫過一本影響很大的著作叫《物理學之道》，他這

本書1975年出版時的封面就是一個藝術化了的太

極圖，並且書名的副標題是「現代物理學與東方神

秘主義之間的關係」，他認為現代物理學裏面的很

多原理都可以與《周易》中的思想找到相對應的關

係，揭示了《周易》對科學研究的啟示。



二○

二○

年
第
三
期
（
總
第
一○

四
期
）

文
化
中
國

２６

近年來學界也有過討論，現代電腦技術與

《周易》有什麼聯繫？17世紀德國數學家萊布尼茲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發明了可以機器化
的二進制算法，這個發明奠定了現代電腦科技的

基礎。萊布尼茲當時也是從一些曾經前往中國的

傳教士那裏接觸到中國文化，他對《周易》的瞭解

來自法國神父白晉（Joachim Bouvet）。白晉是路易
十四最早派往中國的六位神父之一，他很快取得了

康熙帝的信任，在宮中為康熙講授幾何學的同時，

也有意向歐洲介紹中國文化，他注意到《周易》在

中國的特殊地位，特別對《六十四卦方圓圖》感興

趣，並寫信告訴了萊布尼茲。萊布尼茲看到

《六十四卦方圓圖》後非常驚訝、興奮，立刻認識

到和他的二進制若合符節，隨即回信說，像《周

易》這樣的八卦圖不可能是人類創造出來的，只能

是上帝創造出來的。[28]萊布尼茲是想通過對《周

易》文化的這樣一種贊嘆，找到兩國文化的共同

點，闡述上帝的全知全能，當然這一觀點在當時滿

清朝野是不可能接受的。但是，這能夠說明為什麼

《周易》在中華文明中具有代表性意義，被奉為群

經之首。直至今天，《周易》的思想和內涵還可以

在一些現代學科中找到對應的關係─這並不意味

著《周易》能為現代人提供現成的答案。

六、「探賾索隱」：《周易》在當

代

古老的中華文明悠遠深邃。我們的祖先伏羲

氏畫八卦，是「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而

研究得出，絕非幻想出來。對隱秘的或顯明的萬

事萬物，都能找出其根源，知道其流變，能善始善

終。知道原始反終、死生之說。瞭解萬物是由精氣

聚成，魂散魂聚就會產生變化。如此，學易才能不

違背大自然的原理原則。懷有通達天下萬事萬物

的智慧與眼界，才可能有動力、有方法救濟天下而

無咎害。《周易‧繫辭上傳》有言：

《易》與天地準，是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

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

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

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

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

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

通乎晝夜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

「《易》與天地準」，天地之準是宇宙的標準，

天然的邏輯。不論人事、物理，一切的一切，都以

此為準則。換句話說，無論自然科學、人文科學，

也不管軍事、政治、社會、文學、藝術等等，都離

不開此。這也是《周易》之哲理的體現，放置於宇

宙萬事萬物一切學問皆準。因此，《周易》是一門

「彌綸天地之道」的學問。說「旁行而不流」，也

即有時候聖人也可能迫不得已也使用些手段或受

到「旁門左道」的影響，但在不違背原則、辜負初

衷的前提下，便不會過分失之於流─不正當。所

以「樂天知命，故不憂」，樂天就是知道宇宙的法

則，合於自然，知命就是知道生命的道理，生命的

真諦，乃至自己生命的價值。

所謂學易者無憂，因為痛苦與煩惱、艱難、困

阻、倒楣……都是生活中的一個階段，得意也是。

每個階段都會變去的，因為天下事沒有不變的道

理。因為知道一切萬事萬物非變不可的道理，便

能隨遇而安。「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是說仁者愛

人，像大地一樣地愛人，像天地一樣，只付出，一點

也不求回報。「安土敦乎仁」，你要懂得了這個道

理，「故能愛」，就能夠博愛。博愛不是含佔有私心

的狹隘愛，而是很廣博的、普遍的、無私的。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這是

講《周易》整個學問的運用，以及它的目的。《周

易》的學問懂了以後，整個宇宙萬物都懂了，所以

說「範圍天地之化」。在《周易》文化中所發明的

「化」，後來被道家所運用。所謂造化─自造自

化，整個天體宇宙是個大化學的鍋爐，人不過是這

個鍋爐中的一個小分子、一個小細胞、一個很會

活動的細胞而已，這是造化的一種功能。人類把自

己看得很重要、很偉大，但站在宇宙的立場看人

類，不過像花木上的一片小葉子一樣，是微不足道

的。而整個宇宙的造化卻非常偉大，只有懂了《周

易》以後，才能知道《周易》是「範圍天地之化而不

過」。

「曲成萬物而不遺」，懂了《周易》的法則以

後，能夠瞭解宇宙萬有的一切運用，這個運用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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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曲成」。大家注意這個「曲」字，《周易》的

思想告訴我們，宇宙事物是沒有直線的，是循環往

復的，就像太極陰陽儀，是個圓圈。圓圈這個圖案

就代表了太極。「曲成」法能成就萬物而沒什麼遺

漏。

在《周易》的思想中，聖人是能夠製造各種器

物、創立制度從而有利天下，能夠幫助老百姓解決

更多實際問題的人。而今天我們所講的聖人似乎

是更強調在德行上超越常人，講道德層面較多。能

夠探索隱秘的屬性，探索幽深致遠的人事，推測

天下吉凶，成就天下大事，莫過於《周易》中用蓍

草和龜甲的占卜系統了，這些是天生神物，聖人用

它們來體察天地之道，推測吉凶。「故神無方而易

無體」，神是沒有方位、沒有形象的。你可以認為

神不具體存在即「無所在」，也可以認為其無所不

在。「易無體」，是說《周易》看起來有各種各樣的

具體的卦象，但卦象的本性是虛擬的，要在用上

才能發揮出功用，卦象本身看不到它的功能。這是

對《周易》之道的一個總的概括。

我們在當今語境中再談「算卦」，不應是隨隨

便便用於日常生活瑣事的求神占卜，而是「探賾索

隱，鉤深致遠」：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

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

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

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

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

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執之。天地變

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

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

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周易‧繫辭上傳》）

天地是我們模仿的對象，四時是最大的變通

之理，日月是最光明顯著的形象，而富貴是最崇高

的事情，古人常說「富有天下，貴為天子」，這點與

儒家思想是相通的─如果是墨家就會主張節欲，

主張簡樸。我們活在當下，當懷揣老祖宗留下的易

學精神，處於天地之中，每個人都是天之子，都有

不可替代的尊貴價值。明曉通變之理，思維及行事

上懂得變通，順應天地萬物之道。此乃「生生之謂

《易》」也。

[1]參考答案：A。解析：由題知，每一爻有2中情
況，一重卦的6爻有62情況，其中6爻中恰有3個
陽爻情況有C3，所以該重卦恰有3個陽爻的概率
為  ，故選A。

[2]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

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

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

是故謂之「爻」。（《周易‧繫辭上》）
[3]根據八卦的方位不同，易學中又有「先天八卦」

（伏羲所排列）和「後天八卦」（周文王所排

列）之別。
[4]古人為八卦的卦象創作了口訣：乾三連，坤六

斷，震仰盂，艮覆碗，離中虛，坎中滿，兌上

缺，巽下斷。
[5]又被稱為「十翼」，分別是：《彖傳》上下二

篇，《象傳》上下兩篇，《繫辭傳》上下二篇，

《文言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

傳》各一篇。而《馬王堆帛書易傳》等出土文獻

證明歷史上的「易傳」有多種。
[6]參見呂欣：《朱子「〈易〉本卜筮之書」說之經

過考論》，《當代儒學研究》第25期（2018年12
月）。

[7]參見呂偉達：《王懿榮發現甲骨文始末》，《殷

都學刊》2009年第3期。
[8]「自天佑之，吉，無不利」為《大有》卦上九爻

辭。
[9]關於人類的重要活動和《周易》相關卦象的關

係，可參看黃壽祺、張善文著：《周易譯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02-403頁。
[10]見《周易五贊‧原象》，[宋]朱熹 撰，朱杰人等
主編：《朱子全書》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63頁。

[11]見《周易五贊‧述旨》，《朱子全書》第一冊，
第164頁。

[12][宋]朱熹撰，廖名春點校：《周易本義》(北
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28頁。

[13]具體的算卦儀式和過程，同上，第3-6頁。
[14]參見張豐乾：《〈周易〉之卦序及其意蘊》，

《中國哲學史》2014年第4期，第26-31頁。
[15]關於「卦變」，俗稱「變卦」的原理，可參看

黃壽祺、張善文著：《周易譯注》(上海古籍出
版社，2001年)，第46-48頁。

[16]《周易‧觀卦‧彖傳》：「大觀在上，順而巽，中
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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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

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17]如普鳴（Michael Puett）所論：「《易》是神妙
的，因為它通達了變化本身的運作方式」。氏

著，張常煊/李健芸譯/李震校：《成神：早期中
國的宇宙論、祭祀與自我神化》(北京：生活‧讀
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第267頁。

[18]郭繼民：《〈周易〉緣何被尊為「群經之

首」》，刊於《中國社會科學報》「文史哲」

專欄，2014年3月3日。
[19]景福宮是朝鮮半島歷史上最後一個統一王朝─朝
鮮王朝（李氏朝鮮）的正宮（法宮）。其內門

額牌匾之取名與《周易》之文的密切關係，突

顯了李朝時期政治文化與易學的關聯。
[20]吳偉明：《東亞易學史論：〈周易〉在日韓越

琉的傳播與影響》(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
心，2017年)，第1頁。

[21]相關研究可參楊宏聲：《本土與域外:超越的周
易文化》(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5
年)，第119-122頁。

[22]同註[20]，第2頁。
[23]參梁禮磷：《韓國太極旗的由來》，《周易研

究》，1996年第2期，第68-74頁。
[24]陳益源：《〈易經〉在越南的流傳、翻譯與影

響》，《華西語文學刊》第十一輯，第37頁。
[25]同註[20]，第8頁。
[26]參見張西平：《〈易經〉在西方早期的傳

播》，《中國文化研究》，1998年第4期；李偉
榮：《20世紀中期以來〈易經〉在英語世界的
譯介與傳播》，《燕山大學學報》2016年第3
期。李偉榮、宗亞麗：《〈易經〉歐洲早期傳

播史述》，《湖南工業大學學報》2017年第3
期；徐強：《海外漢學視域中的易學哲學─史華
慈的〈周易〉研究》，《周易研究》2013年第4
期。

[27]刊於《中國青年報》，2004年10月26日。
[28]《萊布尼茲致白晉的一封信》（漢譯），載於

朱伯昆主編《國際易學研究》第二輯(北京：華
夏出版社1996年)，第3頁。《國際易學研究》該

輯設有「萊布尼茲與《周易》」的專題。

The Book of Changes in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From "A Book for Divination" to 
"The Head of a Group of Scriptures"

Zhang Fengqian (Sun Yat-sen University)
Lü Xin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Is “divination” a superstition? Is The 

Book of Changes (I Ching) a book of superstition? Who 
and why the book of changes had been written? Did 
"divination" have come into being because of the low 
productivity in ancient times?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book of changes and other classics, so that 
it could be called "the head of the group of classics" 
since the Han dynasty, and has spread from ancient 
to modern，China to the West with its endless charm? 
And what can we learn from it today? The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require both a "reviewing the past and 
learning the new" attitude and an impartial approach. 
According to the concerned documents, "Bu" and 
"Shi"，in fact, is two kinds of forecasting methods, and 
combined by The Book of Changes.  Its method is ac-
tually in the word of “life cycle”, its symbol, judgment 
and emulation is to explain the causes and process of 
good or bad luck, so as to make the show repentance 
and spare, show up. Ordinary readers only pay attention 
to the “auspiciousness and auspiciousness” in The Book 
of Changes and neglect the “stinginess of regret”. The 
ancients believed that The Book of Changes created 
by sages who were consistent with the laws of heaven 
and earth and was also a concentrated manifestation of 
the principles of a gentlem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day’s academic framework, the mathematical basis, 
hexagram system and interpretation approach have been 
integrated with religion, philosophy, history, literature 
and other elements. The spirit of “abstruse speculations” 
contains a perpetual charm that abstruse itself. As one 
of the “three materials”, between the heaven and earth, 
everyone is a son of heaven and has irreplaceable high 
value.

Keywords: Divination, The Book of Changes, 
Classic philosophy, A gentleman’s way of exploring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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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可作我與地立約的記號了。我使雲彩蓋地的

時候，必有虹現在雲彩中，我便紀念我與你們和各

樣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約，水就再不氾濫毀壞一

切有血肉的物了。虹必現在雲彩中，我看見，就要

紀念我與地上各樣有血肉的

活物所立的永約。』上帝對挪

亞說：這就是我與地上一切有

血肉之物立約的記號了」。 [81]

據此，我們可以對挪亞之約做

如下的解讀：

1、普世性的約

從主體範圍的角度來看，

挪亞之約具有普世性的特質，

因為上帝不僅與挪亞和他的

後裔立約，而且還與地上各樣

有血肉的活物立約。[82]即使那

些不知道有此約存在的受造

者，也蒙受了上帝所應許的賜

福。[83]

2、創造禦令的重申

將《創世記》9章1-2節、7

節和1章28節的內容相對比，

可以發現，上帝在賜福中向挪亞重申了他的創造禦

令，就是他曾經向亞當頒佈的，具體內容包括「生

養眾多」、「遍滿地面」和「管理受造物」。[84]

3、以彩虹為記號的應許

如果說洪水是上帝對罪的審判，[85]那麼在洪

水之後的挪亞之約則彰顯了上帝的普遍恩典。[86]

在此約中，上帝應許所有的受造者永遠不再被洪

論創造之約(二)
■ 冀  誠

北京外國語大學法學院

[接上期]

三、從約的角度看使命與職分的傳承

（一）挪亞之約

上帝與挪亞立約的事件

記載在《創世記》第9章。 [80]

「上帝賜福給挪亞和他的兒

子，對他們說：『你們要生養

眾多，遍滿了地。凡地上的走

獸和空中的飛鳥都必驚恐，

懼怕你們，連地上一切的昆

蟲並海裏一切的魚都交付你

們的手。凡活著的動物都可以

作你們的食物。這一切我都

賜給你們，如同菜蔬一樣。惟

獨肉帶著血，那就是他的生

命，你們不可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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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要生養眾多，在地上昌盛繁茂。』上帝曉諭挪

亞和他的兒子說：『我與你們和你們的後裔立約，

並與你們這裏的一切活物—就是飛鳥、牲畜、走

獸，凡從方舟裏出來的活物—立約。我與你們立

約，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滅絕，也不再有洪水

毀壞地了。』上帝說：『我與你們並你們這裏的各樣

活物所立的永約是有記號的。我把虹放在雲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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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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所毀滅。彩虹就是約的記號。[87]筆者認為，這一

應許在自然環境的層面為人們能夠執行創造禦令

提供了保證。

4、保護生命的義務

從某種意義上說，上述應許是無條件的，不會

因著人的不信和悖逆而失效，其根本原因在於上

帝永不改變的信實和忠誠。[88]然而，挪亞之約並沒

有忽略人類當盡的責任。[89]以保護生命的義務為

例，在《創世記》9章5-6節，上帝頒佈了一條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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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據此，任何人均不得謀殺他人，

違反義務者應被處以死刑。[91]此規定的法理依據

在於，人的生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受造的，在上帝

的眼中極為寶貴，因此，針對謀殺這種侵犯生命之

神聖性的惡行，只有對謀殺者執行死刑才合乎公

義的原則。 [92]在筆者看來，摩西律法中「不可殺

人」的誡命就是對上述精神的傳承。

（二）亞伯拉罕之約

1、從應許看使命的傳承

《創世記》15章記載了上帝與亞伯拉罕立約

的經過。[93]結合《創世記》12章和17章中的相關內

容，我們可以發現，上帝在約中的應許包括下列內

容：[94]（1）使亞伯拉罕成為大國；[95]（2）賜福給亞

伯拉罕，使他的名為大，並賜福那些給亞伯拉罕祝

福的人；（3）賜後裔給亞伯拉罕；[96]（4）將迦南地

賜給亞伯拉罕和他的後裔；[97]（5）作亞伯拉罕和

他後裔的上帝。[98]（6）君王將從亞伯拉罕而出；[99]

（7）地上的萬國要因亞伯拉罕得福。[100]（8）亞伯

拉罕的後裔必佔領仇敵的城門。[101]

此後，上帝還向以撒和雅各顯現，對他們堅立

了約中的應許。[102]相應的，亞伯拉罕和他的後裔

有責任以信靠和順服的心來回應上帝的話。[103]

將創造禦令與約中的應許相對照，可以發現

使命在應許中的傳承。[104]例如：

第一、創造禦令是在賜福中向亞當頒佈的，而

應許的開篇就是賜福給亞伯拉罕和那

些祝福亞伯拉罕的人。

第二、「必使你的後裔繁多，像天上的星，海

邊的沙」， [105]與「生養眾多」的使命相

呼應。

第三、「成為大國」和「萬國因你而得福」，與

「遍滿地面」的使命相呼應。

第四、「你的後裔必佔領仇敵的城門」，與治

理和管理的作為相呼應。

由此可見，亞伯拉罕之約中的許多應許，都可

以在上帝向亞當頒佈的創造禦令中找到淵源。

2、古代以色列國的建立與約的關係

歷史的研究顯示，古代以色列國的建立可以

追溯到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件，[106]亞伯

拉罕之約恰與此事件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107]依

《出埃及記》開篇的記載：「過了多年，埃及王死

了。以色列人因作苦工，就歎息哀求，他們的哀聲

達於上帝。上帝聽見他們的哀聲，就紀念他與亞伯

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約。上帝看顧以色列人，也

知道他們的苦情」。[108]在下文中，我們可以看到相

關主題的展開。依《出埃及記》3章所記，上帝差遣

摩西對以色列人說，「耶和華你們祖宗的上帝，就

是亞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向

我顯現，說：我實在眷顧了你們。我也說，要將你

們從埃及的困苦中領出來，往迦南人、赫人、亞摩

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的地去，就是到

流奶與蜜之地」。[109]在《出埃及記》第6章中，耶和

華曉諭摩西說：「我是耶和華。我從前向亞伯拉

罕、以撒和雅各顯現為全能的上帝，……我與他們

堅定所立的約，要把他們寄居的迦南地賜給他們。

我也聽見以色列人被埃及苦待的哀聲，我也紀念

我的約。所以你要對以色列人說，我是耶和華。我

要用伸出來的膀臂重重地刑罰埃及人，救贖你們

脫離他們的重擔，不作他們的苦工。我要以你們作

我的百姓，我也要作你們的上帝，你們要知道我是

耶和華你們的上帝，是救你們脫離埃及人之重擔

的。我起誓應許給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

我要把你們領進去，將那地賜給你們為業。我是

耶和華」。[110]

據此可見，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根本原因，上帝

實現了他在約中對亞伯拉罕的應許。 [111]就此而

論，亞伯拉罕之約可謂是古代以色列建國的重要

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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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色列之約和大衛之約

考察舊約聖經中有關以色列之約和大衛之約

的內容，可以發現，以色列的身份和許多重要的法

律制度，都可以在創造之約中找到淵源。分述如

下：

1、身份的傳承

在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過程中，以色

列被稱為上帝的兒子。[112]在過紅海之後，摩西和

以色列人在歌中唱道，「你要把他們領進去，栽種

在你產業的山上，耶和華啊，就是在你為自己預備

的住處；主啊，就是在你手建立的聖所上」。[113]在

這句歌詞中，上帝帶領以色列人進入應許的迦南

之地，被描繪為「將一個棵樹栽種在山上的聖所

中」。參照舊約聖經中的相關經文可以看出，山上

的聖所指的是伊甸園，在這裏是對迦南地的比喻。

由此可見，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好似把一個新的

亞當放在新的伊甸園中。[114]

以色列與亞當的另一個相似之處就是蒙召作

「君尊的祭司」，這就意味著他應當向上帝守約，

並且通過遵行上帝的律法來向列國展示，如何敬

拜和服事上帝，如何過愛人如己的生活，如何善用

包括土地在內的自然資源，借此向萬國見證上帝

的同在。[115]

在大衛之約中，兒子的身份再度出現在上帝

對大衛後裔的應許中。[116]耶和華向大衛起誓說，

「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寶座上」，「我要建立

你的後裔，直到永遠；要建立你的寶座，直到萬

代」。[117]詩篇作者對這位後裔有如下描述，「願他

的名永遠常存，願他的名延續像太陽的恒久；願萬

人都因他蒙福，願萬國都稱他為有福的」。[118]這不

但延續了亞伯拉罕之約中「地上萬族都必因你和

你的後裔得福」的應許，而且與創造禦令中「治理

全地」的使命遙相呼應。[119]

值得注意的是，《詩篇》的作者指出，在大衛

的後裔中，有一位君王將要「永遠作祭司，是照著

麥基洗德的體系」。我們從中可以看到，以色列蒙

召作「祭司的國度」的目的，最終將通過一位君王

來實現。[120]

綜上可知，上帝在創造之約中賦予亞當的某

些身份和使命，已經由以色列來承擔，並且會通過

大衛後裔中的君王來完成。[121]

2、君王守法

根據學者的考察，在古代近東地區的文化

中，君王必須遵守法律的觀念並不存在。[122]然而，

舊約聖經卻強調了執政者遵行律法的重要性。[123]

論及君王，摩西曾教導以色列人說，「他登了國位，

就要將祭司利未人面前的這律法書為自己抄錄一

本，存在他那裏；要平生誦讀，好學習敬畏耶和華

他的上帝，謹守遵行這律法書上的一切言語和這

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氣傲，偏左偏右，離了

這誡命。這樣，他和他的子孫，便可在以色列中，

在國位上年長日久」。[124]追溯歷史則可以發現，君

王在律法之下的理念早在創造之約中就已經存在

了，當亞當以君王的身份來踐行創造使命的時候，

其最優先的職責在於順服上帝的誡命。只有在忠

心地敬拜上帝的前提下，君王才能有效地履行管

理世界的職責。

3、十誡

在以色列之約中，十誡是摩西律法的核心，

屬約中條款的一部分，內容包括：[125]

（1）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上帝。

（2）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形象彷彿上

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

些像，也不可事奉他，因為我耶和華你的上帝

是忌邪的上帝。

（3）不可妄稱耶和華你上帝的名。

（4）當紀念安息日，守為聖日。六日要勞碌做你一

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華上帝當守的安息

日。這一日你和你的兒女、僕婢、牲畜並你城

裏寄居的客旅，無論何工都不可做；因為六日

之內，耶和華造天、地、海，和其中的萬物，第

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華賜福與安息日，定為

聖日。

（5）當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華你上帝所

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

（6）不可殺人。

（7）不可姦淫。

（8）不可偷盜。

（9）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

（10）不可貪戀人的房屋；也不可貪戀人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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僕婢、牛驢，並他一切所有的。

在筆者看來，十誡與創造之約之間的聯繫可

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概括：

首先，在以色列之約中，遵守律法並非以色列

人從埃及被奴役的狀態中得蒙拯救的前提條件。

就次序而論，是先有上帝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

行動，後有以十誡為核心之律法的賜下。因此，立

約的基礎並不是以色列人的德行，而是上帝的憐

憫和恩典。對於以色列人來說，遵守律法不單是履

行基於約而產生的責任，更意味著當從內心深處

對上帝的拯救之恩表示感謝。[126]這就好比在創造

之約中，亞當和夏娃遵守約中的條款，絕不僅僅意

味著履行義務，而理當借此來表達對上帝賜下生

命和祝福的感恩。

其次，創造之約提醒人們，人生的首要職責是

敬拜上帝。前四條誡命就強調了敬拜上帝的重要

性，並且指出了正確的敬拜方式。

第三、「生養眾多」的使命與人類的婚姻和家

庭制度息息相關，第五條和第七條誡命規定了維

繫健康的婚姻和家庭關係所必須持守的原則：孝

敬和忠貞。

第四、「遍滿地面」、「治理全地」和「管理受

造物」的使命，需要人類群體在社會中完成，而任

何一個正常的社會都需要對人的生命權、忠誠權、

財產權和名譽權進行保護，而這恰是第六條至第

九條誡命的要義。[127]

第五、從性質上說，貪心與拜偶像的罪一樣。
[128]對付貪心的最積極的方式就是操練敬拜上帝。

可見，第十條誡命再次提醒人們敬拜上帝的重要

性。

第六、總體而言，以十誡為核心的律法旨在彰

顯了上帝的公義。這就意味著違反律法者應該受

到制裁。在摩西律法的體系中，有許多案例法都規

定了違反十誡者所應受到的制裁。例如，《出埃及

記》21章15節和17節規定，「打父母的，必要把他

治死」。「咒罵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這是對違

反第五條誡命者的刑罰。又如，依《出埃及記》21

章12節和14節所記，「打人以至打死的，必要把他

治死」。「人若任意用詭計殺了他的鄰舍，就是逃

到我的壇那裏，也當捉去把他治死」。這是對違反

第六條誡命者的制裁。對比創造之約則可以發現，

早在伊甸園中，違法者須受制裁的理念就得到了

實踐。在亞當背約之後，亞當、夏娃和引誘夏娃犯

罪的蛇都受到了上帝公義的審判。[129]

第七、以色列人若不遵行律法，違背與上帝所

立的約，會導致各樣咒詛，包括被仇敵攻擊和被擄

亡國。[130]回顧古代以色列國的歷史，可以發現，在

王國分裂之後，無論是北國以色列為亞述所滅，還

是南國猶大被擄巴比倫，均可解讀為以色列民因

背約而招致的咒詛。[131]就廣義而言，違反以十誡

為核心之律法的制裁措施還包括上帝在歷史中藉

著外邦人對以色列人施行的審判。從某種意義上

說，以色列被擄離開迦南地，與亞當和夏娃被逐出

伊甸園有著相似之處，二者都是上帝按公義對背

約的行為進行審判的結果。

4、會幕、祭物與祭司

按照使徒保羅對《創世記》的解讀，在亞當之

後，罪就進了世界，亞當所代表的人類也都受到了

罪的影響。[132]相應的，摩西律法中有關會幕、祭物

和祭司的許多規定都與解決和處理罪相關。在亞

當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園之後，伊甸園的門由基路

伯把守，人類看似已經失去了通往生命樹的路。
[133]而會幕的出現則是以象徵的方式向以色列人和

世人說明，雖然有罪的存在，但人們若按設定的方

式來敬拜他和服事他。仍然可以經歷並見證上帝

的同在。[134]

將會幕與伊甸園相對比還可以提醒以色列

人，雖然以色列這個群體蒙召要成為「祭司的國

度」和「聖潔的國民」，[135]但作為亞當的後代，每

一個以色列人都有自己的罪需要解決。[136]因此，以

色列人在會幕中服事上帝的方式，與亞當犯罪之前

在伊甸園的光景有所不同。例如，只有借著祭司的

代表功用，以色列人才能來到聖潔的上帝面前。又

如：

在每年一次的贖罪日，大祭司不但要為百姓

的罪，而且要為自己的罪獻上祭物。[137]由此也可以

看出，摩西律法中有關會幕、祭物和祭司的規定，

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罪的問題。

（四）新約聖經的作者對使命與應許的解讀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古代以色列國並沒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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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源自創造之約的各項使命，亞伯拉罕之約和大

衛之約中的許多應許也沒有在古代以色列國的身

上得到完全的實現。因此，需要追問的是，公元70

年聖殿被毀之後，源自創造之約，且由以色列所傳

承的各項使命是否因此而終止？新約聖經的作者

對此問題做出了自己的回答。筆者從以下兩個方

面來進行簡要的總結：

1、耶穌的生平

從家譜上說，耶穌是亞伯拉罕的後裔，是大

衛的子孫。[138]如果我們結合舊約聖經的內容來解

讀耶穌基督的生平，可以發現，從創造之約到大衛

之約中的許多應許都已經在耶穌身上得以實現，

源自創造之約的君王和大祭司的職責也在耶穌的

工作中得到了充分而完全的體現。簡述如下：

（1）從「以馬內利」的含義來看，耶穌基督的降生

意味著上帝同在的應許再次臨到他的子民。
[139]

（2）耶穌的一生雖然凡事受試探卻沒有犯罪，用

自己完全順服的行為完全滿足了上帝的律法

對公義的要求。[140]

（3）基督按照《詩篇》110篇4節中誓言作為大祭

司，「把自己獻上為祭」，「藉著自己的血，只

一次而永遠的進入至聖所，成就了永遠的救

贖」。[141]

（4）上帝藉著基督的復活，徹底地翻轉了因著亞

當的犯罪而招致的死亡後果。如使徒保羅所

言，「在亞當裏眾人都死了；照樣，在基督裏眾

人也都要復活」。[142]從某種意義上講，創造之

約中使人得生命的應許，最終因著耶穌的工

作而得以實現。[143]

（5）《希伯來書》的作者指出，耶穌作成了潔淨罪

惡的事，「就坐在高天至尊者的右邊」。讓

《詩篇》2篇7節中「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

了你」的話成就了自己的身上。 [144]在該語境

中，君王的生日是指他登上寶座的日子。[145]從

作者對《詩篇》8篇的詮釋中可以看出，亞當

未能代表人類來完成的「治理全地」和「管理

受造物」的使命，已經開始由升天的耶穌來執

行，耶穌就是《詩篇》72篇的作者所描述的那

位讓萬國得福的君王。[146]

2、教會與信徒的身份與使命：

需要指出的是，繼古代以色列國之後，承接祭

司職分的還有耶穌在新約中的子民，那就是由信

徒組成的教會。教會被稱為「君尊的祭司」和「聖

潔的國民」。[147]與古代以色列國有所不同的是，對

於教會來說，成員不限於某一個國家，而是來自世

界各地的信徒；聖殿也不再座落於某個地方，因為

耶穌基督才是真正的聖殿，而教會群體和信徒個

人也被稱為主的聖殿。因此，上帝的同在不再限於

某個國家或地方。[148]

教會從耶穌那裏所領受的使命是使萬民作耶

穌的門徒。[149]從新約的角度來看，亞伯拉罕之約

和大衛之約中「萬民因你的後裔得福」的應許，會

因著耶穌的工作和教會的參與而得以實現。

根據使徒約翰在《啟示錄》中的描述，在耶穌

再來後引入的新天新地裏，出現了與伊甸園中相

似的場景，聖城新耶路撒冷從天降下，在城中有生

命水的河流從上帝的寶座那裏流出來，「河的兩邊

有生命樹」。上帝與他的子民同在的應許將會完全

的實現，「上帝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

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

過去了」。[150]對於任何一個時代的教會和信徒來

說，上述應許都是可以在信心中去承受和盼望的。

（五）結語

行文至此，我們可以就創造之約對理解古代

以色列社會和律法的啟發意義做如下的總結：

從約的角度來看，無論是古代以色列國的建

立，還是他從上帝那裏蒙受的呼召，都可以從創造

之約中找到淵源。約的架構和視角有助於人們理

解摩西律法的目的和功用。對於古代以色列國而

言，敬拜上帝和服事列國是其與生俱來的責任，其

領受律法不是為了擁有值得炫耀的特權，而是為了

能夠以僕人的身份來服事。[151]

在古代以色列亡國後，創造禦令的效力和摩

西律法的精神並沒有就此而廢止，而是因著耶穌

和他的教會而得以傳承。比較使命和職分在不同

歷史時期的內容和實現程度，可以發現，一方面，

在舊約和新約聖經的語境中，有關上帝的應許和

人的責任的主題具有很強的連續性和一貫性，另

一方面，與亞當、挪亞、亞伯拉罕、以色列和大衛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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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耶穌所完成工作具有的超越性和終局性。

不應忽略的是，無論是亞當，還是以色列，遵

守約中的條款都不應該僅僅是出於一種責任，而

應該是表達感恩的方式。這種內在動力所帶給人

的啟發在於，無論是普世的教會，還是每一個樂意

通過身體力行來傳承律法要義的人，都可以靠著

約中的恩典，活出一個「行公義」，「好憐憫」，與

上帝同行的生活。[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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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son: Sealed with and Oath: Covenant in 
God’s unfolding purpose(Downers Grove, Illinois: 
InterVasity Press, 2007), p.59.

[81]參見《創世記》9章1-17節。
[82]參見《創世記》9章8-10節、16節。
[83]參見John Murray: The Covenant of Grace：A Bib-

lico and Theological Studies(Philipsburg, New Jer-
sey: P&R Publishing Company, 1988), p.13.

[84]參見O. Palmer Robertson: The Christ of the Coven-
ants (Philipsburg, New Jersey: P&R Publishing 
Company, 1980), p.110.

[85]參見《創世記》6-7章。
[86]參見John M. Frame: Systematic The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 Belief (Philipsburg, New 
Jersey: P&R Publishing Company, 2013), p.68-69.

[87]參見《創世記》9章11節、15節；John Murray: 
The Covenant of Grace: A Biblico and Theological 
Studies (Philipsburg, New Jersey: P&R Publishing 
Company, 1988), p.14; 古德恩著，張麟至譯：
《系統神學》(台北：更新傳道會，2011年)，

第522頁。
[88]參見John Murray: The Covenant of Grace: A Bib-

lico and Theological Studies (Philipsburg, New Jer-
sey: P&R Publishing Company, 1988), p.12-14; 
Thomas Edward McComiskey: The Covenants of 
Promise: A Theology of the Old Testament Coven-
ant (Grand Rapids, Michigan: Baker Book House, 
1985), p.62;Paul R. Williamson: Sealed with and 
Oath: Covenant in God’s unfolding purpose (Down-
ers Grove, Illinois: InterVasity Press, 2007), p.63.

[89]參見Paul R. Williamson: Sealed with and Oath: 
Covenant in God’s unfolding purpose (Downers 
Grove, Illinois: InterVasity Press ,2007), p.63.

[90]參見《創世記》9章5-6節。
[91]參見Bruce K. Waltke, Genesis: A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Michigan: Zondervan, 2001), p.143-
145; Cornelis Van Dam: God and Government: Bib-
lical Principles for Today: An Introduction and Re-
source (Eugene: Wipf & Stock, 2011), p.119-120.

[92]參見John Murray, Principles of the Conduct: As-
pects of Biblical Ethics(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1957),p.109-113； John M. 
Frame: The 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Philips-
burg, New Jersey: P&R Publishing Company, 
2008), p.702.

[93]參見《創世記》15章7-18節。
[94]參見Thomas Edward Mc Comiskey: The Covenants 

of Promise: A Theology of the Old Testament 
Covenants(Grand Rapids, Michigan: Baker Book 
House, 1985), p.59-66; John M. Frame: Systematic 
The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 Belief 
(Philipsburg, New Jersey: P&R Publishing Com-
pany, 2013), p.69-70.

[95]參見《創世記》12章2節。
[96]參見《創世記》15章4-5節。
[97]參見《創世記》12章5-7節、15章7節、18-21

節、17章8節。
[98]參見《創世記》17章7節。
[99]參見《創世記》17章6節。

[100]參見《創世記》12章3節、22章18節。
[101]參見《創世記》22章17節。
[102]參見《創世記》26章3-5節、28章13-14節。
[103]參見《創世記》12章1-2節、15章6節、17章1-2

節、26章5節；《希伯來書》6章11-15節、11章

8-12節、17-19節；《雅各書》2章21-23節；

John M. Frame: Systematic Theology: An Introduc-
tion to Christian Belief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Publishing Company, 2013), p.70-72; Thomas R. 
Schreiner: The King in His Beauty: A Biblical 
Theology of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Grand 
Rapids, Michigan: Baker Academic, 2013), p.19.

[104]參見G. K. Beale, A New Testament Biblical Theol-
ogy: The Unfolding the Old Testament in the New 
(kindle edition) (Grand Rapids, Michigan: Baker 



天
經
地
義

冀 

誠
：
論
創
造
之
約(

二)

３５

Academic, 2011), loc1350-1392; Peter J. Gentry and 
Stephen J. Wellum: Kingdom through Covenant: A 
Biblical-Theolog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oven-
ants (Wheaton, Illinois: Crossway, 2012), p.226-227; 
G.K. Beale and Mitchell Kim: God Dwells Among 
Us: Expanding Eden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Downers Grove, Illinois: InterVasity Press, 2014), 
p.41.

[105]參見《創世記》（新譯本）22章16節。
[106]參見Eugene H. Merill, Kingdom of Priests: A Hist-

ory of Old Testament Israel, Second Edition (Grand 
Rapids, Michigan: Baker Academic, 2008), p.73-
109.

[107]參見John Murray: The Covenant of Grace: A Bib-
lico and Theological Studies(Philipsburg, New Jer-
sey: P&R Publishing Company, 1988), p.20.

[108]參見《出埃及記》2章23-25節。
[109]參見《出埃及記》3章16-17節。
[110]參見《出埃及記》6章2-8節。
[111]參見John Murray: The Covenant of Grace (Philips-

burg, New Jersey: P&R Publishing Company, 1988), 
p.20; Thomas R. Schreiner: The King in His Beauty: 
A Biblical Theology of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Grand Rapids, Michigan: Baker Academic, 2013), 
p.32.

[112]參見《出埃及記》4章22-23節。
[113]參見《出埃及記》15章17節。
[114]參見《創世記》2章8-17節；《以西結書》28章

13-14節；18節；《詩篇》78篇54節；《以賽亞

書》51章3節；《以西結書》36章33-36節；

Peter J. Gentry and Stephen J. Wellum: Kingdom 
through Covenant: A Biblical-Theological Under-
standing of the Covenants (Wheaton, Illinois: Cross-
way, 2012), p.196, p.227-228.

[115]參見《出埃及記》（新譯本）19章5-6節；《列

王紀上》8章60節；G. K. Beale: A New Testament 
Biblical Theology: The Unfolding the Old Testament 
in the New (kindle edition) (Grand Rapids, Mich-
igan: Baker Academic , 2011) , loc1559-1563, 
loc1888; Peter J. Gentry and Stephen J. Wellum: 
Kingdom through Covenant: A Biblical-Theolog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ovenants (Wheaton, Illinois: 
Crossway, 2012), p.303, p.318-324, p.398; Thomas 
R. Schreiner: The King in His Beauty: A Biblical 
Theology of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Grand 

Rapids, Michigan: Baker Academic, 2013), p.36-37.
[116]參見《撒母耳記下》7章14-15節。
[117]參見《詩篇》132篇11節、89篇3-4節。
[118]參見《詩篇》（新譯本）72篇17節。
[119]參見《創世記》28章14節、12章3節；Peter J. 

Gentry and Stephen J. Wellum: Kingdom through 
Covenant: A Biblical-Theolog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ovenants (Wheaton, Illinois: Crossway, 2012), 
p.392-393, p.423-427.

[120]參見《詩篇》（新譯本）110篇4節；Pe te r J . 
Gentry and Stephen J. Wellum: Kingdom through 
Covenant: A Biblical-Theolog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ovenants(Wheaton, Illinois: Crossway, 2012), 
p.422.

[121]參見Peter J. Gentry and Stephen J. Wellum: King-
dom through Covenant: A Biblical-Theolog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ovenants (Wheaton, Illinois: 
Crossway, 2012), p.196.

[122]參見Jean Louis Ska: Biblical Law and the Origin of 
Democracy, in William P. Brown (eds.),The Ten 
Commandments: The Reciprocity of Faithful-
ness(Louisville, Kentuc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4), p.148.

[123]參見Wayne Grudem: Politics According to the 
Bible: A Comprehensive Resource for Understand-
ing Modern Political Issues in Light of Scripture 
(Grand Rapids, Michigan: Zondervan, 2010), p.103-
104.

[124]參見《申命記》17章18-20節。
[125]參見《出埃及記》20章3-17節。
[126]參見Vern S. Poythress: The Shadow of Christ in the 

Law of Moses (Philipsburg, New Jersey: P&R Pub-
lishing Company, 1991), p.102; David Skeel and Tr-
emper Longman III: Criminal Law and Civil Law in 
the Torah: The Mosaic Law in Christian Pespective, 
in Robert F. Cochran Jr. and David VanDrunen ( 
eds.): Law and the Bible: Justice, Mercy and Legal 
Institutions (Downers Grove, Illinois: Inter Vasity 
Press, 2013), p.81-82; Thomas R. Schreiner: The 
King in His Beauty: A Biblical Theology of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Grand Rapids, Michigan: 
Baker Academic, 2013), p.35.

[127]參見約翰·維特著，苗文龍、袁瑜琤、劉莉譯：

《權利的變革：早期加爾文教中的法律、宗教和

人權》(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1年)，第34



二○

二○

年
第
三
期
（
總
第
一○

四
期
）

文
化
中
國

３６

頁；John Witte, Jr.: The Reformation of Rights: 
Law, Religion, and Human Rights in Early Modern 
Calvi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29; Cornelis Van Dam: God and Govern-
ment: Biblical Principles for Today: An Introduction 
and Resource(Eugene, Oregon: Wipf & Stock, 2011), 
p.79.

[128]參見《以弗所書》5章5節。
[129]參見《創世記》3章。
[130]參見《申命記》28章15-68節；湯普森著，李永

明譯：《丁道爾舊約聖經註釋：申命記》(台

北：校園書房出版社，2000年)，第298-305

頁。
[131]參見《列王紀下》17章13至23節；哈理遜著，

李慧英譯：《丁道爾舊約聖經註釋：耶利米書/

耶利米哀歌》(台北：校園書房出版社，2000

年)，第36-37頁；O. Palmer Robertson: The Christ 
of the Covenants (Philipsburg, New Jersey: P&R 
Publishing Company, 1980), p.34.

[132]參見《羅馬書》5章12-15節。
[133]參見《創世記》3章24節。
[134]參見Vern S. Poythress: The Shadow of Christ in the 

Law of Moses (Philipsburg, New Jersey: P&R Pub-
lishing Company, 1991), p.9-117.

[135]參見《出埃及記》19章6節。
[136]參見Vern S. Poythress: The Shadow of Christ in the 

Law of Moses (Philipsburg, New Jersey: P&R Pub-
lishing Company, 1991), p.35.

[137]參見《利未記》16章；Vern S. Poythress: The 
Shadow of Christ in the Law of Moses (Philipsburg, 
New Jersey: P&R Publishing Company, 1991), p.54.

[138]參見《馬太福音》1章1節。
[139]參見《馬太福音》1章22-23節。
[140]參見《希伯來書》4章15節；《腓利比書》3章9

節；《哥林多前書》1章30節；《羅馬書》5章

19節；古德恩著，張麟至譯：《系統神學》(台

北：更新傳道會，2011年)，第574-575頁。
[141]參見《希伯來書》9章12節、26節。
[142]參見《哥林多前書》15章22節；Oliver O’Dona-

van: Resurrection and Moral Order: An Outline for 
Evangelical Ethics (Second Edition) (Grand Rapids, 
Michigan: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94),p.13-14.

[143]參見古德恩著，張麟至譯：《系統神學》(台

北：更新傳道會，2011年)，第519頁。
[144]參見《希伯來書》（新譯本）1章3節、5節。
[145]參見William L. Lane: Hebrews: A Call to Commit-

ment (Vancouver: Regent College Publishing, 
2004),p.35.

[146]參見《希伯來書》1章3節、2章5-7節；《詩

篇》72篇17節。
[147]參見《彼得前書》（新譯本）2章9節。
[148]參見《約翰福音》1章14節、2章19-22節、14章

11節；《以弗所書》2章21節；《哥林多前書》

6章18-20節；Vern S. Poythress, The Shadow of 
Christ in the Law of Moses (Philipsburg, New Jer-
s e y :  P & R P u b l i s h i n g  C o m p a n y,  1991) , 
p.30-33;Thomas R. Schreiner, The King in His 
Beauty: A Biblical Theology of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Grand Rapids, Michigan: Baker Aca-
demic, 2013),p.37.

[149]參見《馬太福音》28章18-20節。
[150]參見《啟示錄》21章2-4節、22章1-2節。
[151]參見William J. Dumbrell, Covenant and Creation: 

An Old Testament Covenant Theology (Crownhill, 
Milton Keynes: Paternoster, 2013), p.6.

[152]參見《彌迦書》6章8節。

On the Covenant of Creation
Ji Cheng(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Law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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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被發現和考證，當代學術界對《壇經》的成書以

及其中所描述的有關惠能的故事的真實性（如六

祖身份）開始進行學術性的討論和批判。本文首先

就《壇經》敦煌本的發現及其與其他主要傳世版

本的不同進行討論，進而對《壇經》作者的真實身

份、惠能的傳奇故事進行歷史性查考與批判性分

析，最後基於現有討論和

分析作簡要而謹慎的總結

與反思。

《壇經》版本之敦

煌本

根據《壇經》自身所

述，其祖本應是在惠能死

後不久（約公元713年）完

成的。然而，儘管《壇經》

祖本成書的時間可能可以

追溯到公元八世紀初，但

幾個世紀以來已知和可研究的《壇經》版本成書

於公元十三世紀末或更晚。直至1900年在中國西

北部敦煌的一個石室中一卷《壇經》手抄本的被

發現。此《壇經》手稿標題全名為《南宗頓教最上

大乘摩呵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

寺施法壇經一卷》，[5]首尾完整，全卷共一萬二千

餘字，被考證為成書於約公元830-860年間，而其

母本可能是約公元820年的作品。[6]是迄今為止發

現的現存最早的《壇經》版本，被稱為《壇經》敦

煌版。此本《壇經》敦煌版手稿於1907年被英國人

六祖壇經敦煌本導論：

史實還是傳說？
■ 易際漲

多倫多大學

引言

《六祖壇經》是佛教中國禪宗支派最為重要

和廣為流傳的經典經書。其祖本，即《壇經》最原

始的手稿原本，應該成書於公元八世紀初的中國

唐朝，主要講述惠能（638-713）的傳奇人生和獨特

教導。一個出生卑微且目

不識丁的貧寒布衣，因其

對佛法與眾不同的領悟而

受到禪宗五祖的衣法相

傳。與印度和中國早期的

其他佛教傳統不同，惠能

認為修行佛法不應只執

迷於宗教活動，例如念頌

經文、打坐等口念外修行

為；佛法的本意應是「識

心見性」。換言之，是修行

者對「自我內心的簡單和

直接的覺悟」。[1]這種關注自心覺悟重於外修禮佛

的獨特教導和修行方法在歷史上極大地影響了中

國禪宗的演變與發展。以至於惠能之後的在中國

歷史上一切有影響的禪宗支派都自稱傳承於惠能

一脈。[2]

作為唯一的由中國人完成的被尊為「經」的

佛教經典，[3]《壇經》在二十世紀之前的很長一段

歷史時期都是以元代僧人宗寶在至元二十八年

（公元1291年）所修訂的版本而被廣泛接受和流傳

的。[4]然而，隨著二十世紀初以來《壇經》敦煌版

摘  要：隨著學者們對《六祖壇經》敦煌本學術

考證及研究的深入，《壇經》的著書時間、實際作

者、惠能故事，尤其是惠能六祖身份的真實性，引

起了一些學者的質疑和廣泛討論。本文試圖在目

前學術界對《壇經》敦煌本的研究成果基礎上進

行更深層次的分析和思考，並對當代宗教研究的

學術批判方法本身進行批判性的反思。

關鍵詞：六祖壇經；禪宗；惠能；學術批判；宗教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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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Sir Aurel Stein）帶到英國倫敦大英博物

館，並於1923年被日本學者矢吹慶輝從大英博物

館翻拍成照片，後又於1928年校刊後被收錄入日

本編訂的《大正新脩大藏經》。

除大英博物館藏本外，《壇經》敦煌版還有兩

個完整手抄古本被確認現存於世：敦煌市博物館

藏本和旅順博物館藏本。前者於1935年被發現於

敦煌千佛山的一座古寺，但鮮有人知，直到1983年

周紹良在敦煌市博物館機緣發現此抄本，公告學

術界。後被完整影印，並收錄於1993年江蘇古籍出

版社出版的《中國佛教叢書‧禪宗編》中。同年，上

海古籍出版社以《敦煌新本‧六祖壇經》為題出版

了楊曾文的校寫本。[7]另外，周紹良主編的《敦煌

寫本壇經原本》於1997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通過

校對經文可以推斷，敦煌市博物館藏本與大英博

物館藏本應該出自於同一《壇經》底本。

旅順博物館藏本是由日本大谷光瑞探險隊於

1902年至1914年間在中國新疆和甘肅敦煌等地收

集文物和考查古跡時所得，於1915年被帶到旅順，

並於1929年歸屬當時的「關東廳博物館」（現為旅

順博物館）。雖然此寫本藏匿於館中數十載，學術

界卻無人知曉。直到2009年底的一次全國古籍善

本普查中，才被發現並確認為是由大谷探險隊在

敦煌所得的《壇經》手抄本。值得一提的是，此抄

本在目前所發現的三本完整的《壇經》敦煌手抄

古本中唯一題註有年款。其卷尾記有「後周顯德五

年己未年」，即公元959年。

更需要注意和強調的是，三個手稿應該都是

副本，並非母本。以大英博物館藏本為例，其手稿

存有許多明顯的抄寫錯誤。錯字、漏字、複字的情

況明顯，多餘的句子和詞不達意之處也不少。因

此，可以推測似乎是作者在十分匆忙的情況下抄

寫的，也有可能是聽寫於一個較早的《壇經》寫

本，又或許其所抄原本本身也是一個副本，而且還

不太完善。由於存在種種明顯的及不講究的行文

錯誤，學者們如胡適和Yampolsky等大多認為大英

博物館藏本為副本而不是母本。[8]另外，雖然敦煌

市博物館藏本和旅順博物館藏本的抄寫錯誤相對

少些，但就其成書時間看，也並非是母本。

與其他已知並且存世的版本相比，《壇經》敦

煌本主要有兩個特點。第一，成書時間最早。上文

提到的《壇經》宗寶本，也被稱為明藏本，成書於

元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契嵩本，也稱曹

溪原本，成書於北宋至和三年（公元1056年）；惠

昕本，成書於北宋幹德五年（公元967年）。另，學

者們在20世紀30年代對日本京都市興聖寺和加賀

縣石川市大乘寺所發現的《壇經》進行學術查考

及研究時，確認其分別為公元1153年和1116年（可

能更早些）的作品。對兩個版本進行比對分析，當

時很多日本學者認為它們應該都是惠昕本的衍生

本，然而，鈴木大拙（D. T. Suzuki）卻認為大乘寺

發現的版本較前者所使用的書寫語言和格式更為

簡單，很難說是出於同一源本。總之，若敦煌版母

本成書於公元820年或更早，那麼在現存各版本的

《壇經》中，敦煌本的成書時間明顯要更接近於

祖本。

第二，字數最少，內容更為簡潔。敦煌本另一

主要特色是其篇幅較短。換言之，後來的版本比敦

煌版更長，更詳盡，加添了很多內容。例如，與在

中國歷史上最為通行的《壇經》宗寶本相比，敦煌

本的字數幾乎只有其一半。[9]內容上比較，宗寶本

明顯戲劇化了一些事件，增加了許多細節，甚至崇

尚儒家的孝道。另外，就連成書較早的，可能是某

些《壇經》版本母本的惠昕本，也比敦煌本的文字

更多，[10]更詳細。簡而言之，成書較晚的版本比敦

煌本冗長，內容更加豐富，很有可能是相關修訂者

或編刊者出於某種需要或目的在早期版本基礎上

或增加或修改了些內容。也就是說，有理由相信敦

煌本應該比成書較晚的諸版本更加接近於《壇

經》祖本原貌；但是，敦煌版母本是否與祖本一

致，是否真實地反映初期禪宗的實際樣貌，包括有

關惠能的事件，教導和思想，目前學術界尚無定

論，但更多的學者還是持質疑和批判態度。

《壇經》敦煌本的作者？

如上所述，《壇經》作為中國禪宗經典，在歷

史上普遍被認為是惠能親授，其宗教信眾對此更

是確信無疑。但隨著《壇經》敦煌本的被發現，以

及越來越多的當代學者對相關禪宗史料進行學術

考證與對照分析後，有些學者對《壇經》為惠能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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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的說法提出質疑。關於《壇經》敦煌本的作者身

份，學者們並沒有達成普遍共識，眾說紛紜，但主

要可以歸納為兩個方面的觀點。

一方面，《壇經》被認為原是由惠能弟子法海

對惠能說法的集記，後人又附加新的內容。以鈴木

大拙和宇井伯壽為主的很多日本學者，認為《壇

經》祖本成書於公元714年，即惠能去世後的第二

年，內容是由惠能弟子法海所收集和記錄的惠能

說法集。[11]對於支持此種觀點的證據，可以在《壇

經》敦煌本文本的開頭和結尾處找到。[12]但是，對

於法海本人的記述在除《壇經》外的已知的相關

歷史資料中則非常有限。他們進一步指出，《壇

經》祖本完成後，新的內容又被人不斷的附加。宇

井伯壽認為很有可能是神會一派的人附加了部分

內容，並在約公元820年時最終完成了我們今天所

看到的《壇經》敦煌本的母本。

另一方面，《壇經》被懷疑是由神會或神會一

派所作。這並不是對宇井伯壽觀點的附和或衍生，

認為敦煌本《壇經》是神會或神會一派在法海記

錄的惠能說法集的基礎上增加或是修改而成；相

反，是強調《壇經》祖本本身就是神會或神會一派

的產物。持此觀點的主要代表是中國學者胡適。胡

適認為最原始的《壇經》出自於神會的南禪。其目

的是通過宣稱惠能是禪宗五祖弘忍衣法相傳的唯

一合法繼承者，來攻擊神秀（606-706）的繼任者

普寂（651-739）的北禪。

根據對禪宗初期歷史資料和在法國國家圖書

館找到的大量敦煌遺本中有關神會及神會一派的

文本進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後，胡適發現《壇經》

敦煌本中的很多內容與同時期的一些歷史文獻不

符，但卻與神會的作品呼應。例如，神會在其作品

中詳細講述了菩提達摩作為當時一位印度國王的

三王子來到中國（約520-526），與梁武帝對話。當

被問及梁武帝大建寺廟、廣塑佛像、抄寫經文、布

施供養是否有功德時，達摩答說，「並無功德」。

這個故事在《壇經》中惠能說法集的後半部分有

提及，卻並沒有出現在成書於約公元712-741年間

的禪宗初期史料《楞伽師資記》上。更為重要的

是，神會強調性地描述了達摩衣缽作為禪宗祖師

之間六代相傳的信物。[13]先是達摩將其衣缽傳於

自斷其左臂的慧可（486-593），慧可又將衣缽傳

於僧璨，僧璨傳於道信，道信傳於弘忍（605 -

675），弘忍最後將衣缽傳於惠能。然而，達摩衣缽

作為信物在禪宗祖師間相傳的描述在《楞伽師資

記》上也無法找到。因此，胡適推論，達摩與梁武

帝的對話，以及慧可自斷左臂後得達摩衣缽相傳

的故事是神會虛構的。[14]其目的在於有意地表達

兩個要點：一，衣缽是禪宗祖師六代相傳的信物；

二，神秀不是正宗的禪宗六祖，得弘忍衣缽相傳的

惠能才是。這兩個要點也明顯地在《壇經》敦煌本

的經文中體現。因此，胡適認為《壇經》的主要內

容來源於神會的作品，而其作為一本完整的經書，

是由一位八世紀的和尚（極有可能是神會的追隨

者）撰寫的，他在神會作品的基礎上，以小說自傳

體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潤色了惠能的人生故事，

並將神會的一些基本思想融匯入經文中的惠能說

法集。[15]胡適的觀點爭論很大，顛覆了人們長久以

來建立起來的對禪宗初期歷史的認知。

對於這兩種相互矛盾的觀點，做出結論性的

判斷並不容易，主要是因為信息不足且零碎。學者

們如鈴木大拙、宇井伯壽、胡適等對《壇經》敦煌

本的討論都是建立在目前所發現的現存的相關歷

史資料的考證與研究基礎上的。但是，由於相關

歷史事件發生於一千多年前，可查考的、存世的

古籍遺本實在是有限；更重要的是，學者們的結

論是以他們所得到的、經過選擇的、認為重要的

某些同時期的歷史文獻進行對照分析後而提出

的；也就是說，學者們的資源不僅有限而且還可

能瑣碎。他們並沒有，也不可能對所有相關歷史

文獻，做出絕對完整及絕對客觀的對照。因此，儘

管一個學者根據一些相應史料謹慎查考及推理，

但爭論和異議還是難以避免。例如，對於胡適認

為 慧 可自斷其 臂 的 故事 為 神 會 虛 構 一 事，

Yampolsky認為這些故事在禪宗初期史料裏多有

記載，他指出，慧可自斷其臂的故事在成書於約公

元716-734間的《傳法寶紀》中已有敘述，很有可

能是神會在已經流傳的故事基礎上進行了發展。
[16]言外之意，故事並非神會原創，而是引用和潤

色。總之，由於信息有限且不完整，再加上學者對

信息的處理存在一定的個人選擇，對《壇經》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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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身份的討論並沒能在學術界達成普遍共識。

惠能的故事：史實還是傳說？

從學術研究的角度，追問誰才是《壇經》敦

煌本的真正作者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考證其所述的

有關惠能故事的真實性與否。如上文已提到，《壇

經》作為中國禪宗的至高經典，千百年來被其信

徒廣泛接受為惠能親自講授的集記，但隨著當代

學者對《壇經》敦煌本的考證與研究的深入，有關

《壇經》的成書及所述內容的歷史事實性受到了一

些學者的質疑，但質疑和討論並沒有使當代學術

界對於《壇經》的相關歷史事實達成共識。而所有

爭論的焦點主要指向經書的講法者惠能，以及其

所自述的一系列個人經歷的歷史真實性，尤其是

惠能的禪宗六祖身份。簡言之，《壇經》敦煌手稿

中描述的惠能故事到底是史實還是傳說？回應這

個棘手的問題，首先需要從經文的文學屬性入手

對所述的惠能故事有個清晰認識，其次結合相關

禪宗初期史料對惠能故事進行學術查證和批判分

析，最後試圖對學術批判本身進行批判性的反思。

敦煌本《壇經》清楚地描述了惠能的生平和

他的教導。經文的中心是一個戲劇性的故事，講述

一個出生貧苦且不識字的普通平民和寺院裏的雜

工，是如何領悟到佛法真諦，挑戰德高望重的上座

師神秀，並最終得到菩提達摩衣法嫡傳的開明的

禪宗六祖。故事從記錄惠能韶州大梵寺講法開始，

惠能首先自述其生平，然後傳講一系列驚人的教

導。根據惠能所述，他的父親原是一名官員，但後

來被放逐且貶為庶民，並在惠能幼小時離世。因

此，惠能和他的母親生活在貧困中，為了生計，搬

到了南海（現廣州的一個地區），在那裏他靠賣柴

火為生。因一日送柴時，巧遇一人頌讀《金剛經》，

惠能聽聞便深受啟迪且震撼，詢問經書緣由，得知

禪宗五祖弘忍和尚。意識到這次相遇是注定的，惠

能辭別了母親，遠赴五祖弘忍的寺廟，唯求作佛。

並在那裏由一個碾米的雜工和非正式的僧人，因

機緣聽到神秀所作的偈頌，知其未得佛法大意，並

在其基礎上作出了一首令五祖認可的偈頌而得到

五祖衣法相傳，成為了禪宗六祖。當夜，因擔心惠

能被神秀一派的人加害，五祖將他送離其寺廟。惠

能南下，數年後開始弘法。經文特別記載了有關惠

能與求教者們如神會、法達、以及神秀弟子志誠的

對話。惠能的個人故事與他的弘法經歷是密不可

分的。他對自己生平的講述本身就是弘法，同時，

從經文中可以看出，惠能自身就是他所宣揚的佛

法的身體力行的典範。

惠能弘法的核心信息是宣稱「識心見性」（8，

30）[17]識本心，見自性。惠能認為，世人皆有佛性，

佛性即本心，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但因「邪見障

重，煩惱根深」，使人「心迷」且「聞法不悟」（29）。

此外，雖然佛性本無差別，佛法也無頓漸之分；但

是，人卻有不同，有愚有智，有迷有悟（3，16）。迷

人漸修主張口念外修，悟人頓修注重心行自悟

（16，25，26）。惠能推崇後者，認為最上乘的修行

方法是「各自觀心，令自本性頓悟」（31），因為「一

切萬法，盡在自身心中」（30）。[18]因此，世人須「自

性自度」（21），自淨其心，心行自悟，方能成佛。換

言之，世人若不捫心自問，見自本性，僅靠口念經

文和禮拜佛像是不可能真正領悟佛法大意的，也

不能根本上脫離生死苦海。這種強調「識心見性」

的無固定修行模式的教導與當時主流的佛教修行

傳統注重念經拜佛、打坐冥想、行善積德有著本質

性的差別。

如上所述，《壇經》敦煌本是一部以自傳式記

敘文文體為主書寫的宗教類複合文本。它將惠能

的自傳、教導、弘法經歷等結合在一起。從文學的

角度來看，以第三人稱憶述和第一人稱自述的方式

記敘有關惠能的經歷，弘法，對話，囑咐等。記敘

者或作者對惠能生平相關事件的記敘一般都會有

相應的時間、地點、人物、過程的描述，但不會對

事件本身或惠能所言進行第三方的議論、分析和

評價等。通過第三人稱憶述和只敘不議的書寫方

式，作者將話語權完全交給文中主人公，這在佛經

中是常見的，如《轉法輪經》和《阿含經》就是由

佛陀弟子阿難尊者對佛祖講法的回憶記敘；而通

過使用第一人稱自傳式記敘文體書寫，可以有效地

建立讀者和自述者的關係，拉近親密感，使讀者好

似身臨其境，正促膝而坐傾聽自述者講述一件有

趣的往事。另外，敘述文體增強了所述事件的真實

感和可信度，尤其是當主人公確實在所述歷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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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真實存在。這也是為什麼諸如「桃園三結義」和

「過五關斬六將」等三國故事在中國幾乎家喻戶

曉，信以為真，儘管它們在正史（如陳壽的《三國

志》）上並無記載。

然而，就學術研究和批判而言，探討《壇經》

所述的惠能故事是否真實可信，不能只看經文自

述，而是必須將其與同時期相關歷史文獻，尤其是

史書，進行比對分析。最早記錄有關惠能的信息是

在禪宗燈史《楞伽師資記》上提到惠能為五祖弘

忍的十個主要弟子之一，但並未記述惠能為禪宗

六祖。另外，在詩人王維（699-759）為惠能大師所

題的碑文中，提到了關於惠能的幾個故事。[19]王維

描述了惠能的出生，如何從弘忍那裏領受衣法，如

何在離開五祖寺廟後在農民及商人中渡過了16年，

以及在聽聞南海印宗法師講《涅槃經》後被法師

削髮的故事等。王維的惠能傳記版本與《壇經》敦

煌本相似，並提供了有關惠能的更多詳細信息，例

如，他的俗姓為盧氏，以及南海削髮之事。遺憾的

是，碑文並沒有題註日期。胡適認為，碑文寫於公

元753-756年，且是王維應神會的要求而寫的。[20]

如果真是這樣，那麼王維描述的惠能故事不應被

完全採信。因為如前所述，最近的研究表明《壇

經》敦煌本中的惠能故事很有可能是南宗的神會

或神會的追隨者為了攻擊神秀的北宗而撰寫的。

簡言之，王維所題碑文的信息提供源本身已被質

疑。除以上兩處史料外，在柳宗元（773-819）以及

劉禹錫（772-842）為惠能所題碑銘中也可以找到

有關對惠能的描述，但因其所作時間更加晚於王

維的惠能碑銘，其信息源也同樣可被質疑。

現代學者發現了更多證據來質疑《壇經》敦

煌本中惠能故事的真實性。關於惠能得弘忍衣法

並被立為禪宗六祖一事，並沒有足夠和確鑿的史

料證據來支持其為歷史事實。相反，很多證據顯示

禪宗六祖另有其人。根據《傳法寶紀》，禪宗五祖

弘忍的繼任者並非惠能，也不是神秀，而是法如；
[21]而根據《楞伽師資記》，悉達多為禪宗初祖，列

於菩提達摩之上，弘忍是禪宗六祖，神秀繼任於

弘忍，為禪宗七祖。 [22]另外，從唐朝宰相張說

（667-730）為大通禪師神秀所作的碑文，以及在

一份對張說的《心經》評論的序言中給出的禪宗

祖師清單表明，神秀是弘忍的繼任者。[23]以上說

法都與《壇經》敦煌本所述不符。這也是胡適等學

者認為《壇經》敦煌本為神會一派所作的主要原

因之一。總之，就目前可查考的相關禪宗初期史料

來看，還難以明確可靠地證明《壇經》敦煌本中所

描述的有關惠能故事為史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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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是否可以就此定論《壇經》敦煌本

中的惠能故事不是史實而是傳說呢？在試圖作出

結論前，讓我們至少在兩個方面對學術批判自身

進行批判性的反思。首先，是對相關史料證據本身

內容的可信度問題的反思。由於對《壇經》敦煌本

的學術考證和研究主要是根據對相關歷史文獻的

查閱及分析，取證文獻自身所述是否符合（完全不

符或部分不符）歷史事實就成為一個十分重要的

問題。若證據本身不足以證明為可信，就算推演再

精彩、再合乎邏輯，所得結論，基於求真務實的學

術研究立場，也不可完全採信，也難以令人信服。

當然，這並不是倡導懷疑論，主張懷疑一切和認為

歷史真相不可知，而是試圖對當代學術批判和查

考的方法本身進行批判性思考。史實是否可以從

歷史文獻上查證得出？當所查考的歷史文獻中對

同一事件描述不一致時，查證者如何抉擇？其決

定是否存有主觀傾向？是否是以預設立場為導向

尋找證據？例如，在對《壇經》敦煌本進行查考研

究時，不難發現，禪宗初期歷史文獻之間對誰是

禪宗六祖的記載出入很大。問題是，哪個更可信？

是否可以因為其所述與同期一些史料不符而斷定

《壇經》所述不符合歷史事實，而只是傳說？是否

可以因為神秀的作品與《壇經》敦煌本的大意相

近而斷言《壇經》中所述的某些關於惠能的傳奇故

事是由神秀及神秀一派人出於某種目的而虛構出

來的？

其次，對宗教研究本身的範疇和定義問題的

反思。從上文對《壇經》敦煌本的作者以及所述惠

能故事的學術查證與分析可以看出，當代學者對

《壇經》的研究更多的是從歷史考據的角度進行

研究。學者們的結論都是基於對古代相關文本的

比較分析。且不說通過對禪宗歷史相關文本的考

證是否有可能得到一個絕對客觀和真實的結論，

有一個問題必須被正視：宗教研究的範疇和目的

是否應該只限於查考相關經書內容所描述事件的

歷史真實性？《壇經》的文學屬性是宗教文學，而

並非是歷史文學。時間和事件的準確無誤並不是

宗教作品首先考量的。《壇經》不同於《史記》，前

者是宗教性的啟示文本，所作目的一般是以寓意

暗指的方式啟示真理，啟發讀者將個人自我的生

命與書中教導相合；而後者是紀傳式史書，所作目

的是盡可能求真務實地傳述歷史事件，以使後人

能以史為鑑。史學家可以對通過對其他同時期的

歷史資料進行比對分析和學術查證，來對《史記》

中所記載的某個歷史事件的發生時間和具體內容

的真實性提出批判和質疑。而作為宗教研究學者，

儘管對宗教事件的歷史查考和理證是重要且必要

的，但若只將注意力集中於歷史考據，可能是捨本

逐末。這些都要求我們重新反思宗教研究的範疇

和目的。

這不僅是關於歷史真相是否可考可證的問

題，更是關於信仰與理性之間的關係問題。從宗教

的意義上講，《壇經》經文講述的故事和教導在佛

教徒特別是禪宗信眾中已被視為宗教傳統而廣為

接受和流傳。尤其是自從《壇經》被尊為「經」以

來，惠能的追隨者和禪宗信徒相信《壇經》所講內

容的真實性，包括經文中所述的有關惠能的生平，

他與弟子的問答，以及他的臨終囑咐等。他們認為

經文本身也已被完整及正確地保存下來。然而，

從當代古籍研究和學術批判的立場出發，即使在

宗教研究領域，學者們的結論也並不僅僅是根據

文本自身所斷言的，就簡單地接受某些事件為歷

史事實；相反，當代學者會對文本自身所述首先持

質疑的態度，再客觀地、理性地、謹慎地求證。但

是，基於以上的討論，不難發現，對《壇經》中惠

能故事的證實和證偽都同樣的不易。本文主要致

力於批判性宗教研究，但並無任何意圖去嘲笑禪

宗信徒或不尊重其信仰。

結論

《壇經》敦煌本的發現對於研究中國禪宗早

期形成與發展意義重大且深遠。作為現存最早的

《壇經》版本，敦煌本在許多方面與後來的版本

不同，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是研究以惠能為

中心的初期禪宗的重要資料，對研究中國禪宗歷

史、惠能及其思想有不可替代的價值。隨著越來

越多的學者對其進行學術考證及研究，《壇經》敦

煌本的著書時間、實際作者、以及經書中所描述的

有關惠能故事，尤其是惠能六祖身份的真實性，引

起了學術界的質疑和廣泛討論。然而，學術界並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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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對相關爭論形成普遍共識。本文在目前學術界對

《壇經》敦煌本的學術研究成果基礎上進行更深

層次的分析和討論，並對學術批判本身進行批判

及反思。

簡而言之，即使《壇經》敦煌本中所述的有關

惠能的某些事件值得懷疑，但仍不足以斷言它們

都是不真實的。歷史事實存在於歷史本身，它不為

人的意志所轉移，不存在於歷史學家的史書中，也

不存在於學者經過對史料進行考據而得出的結論

中。認真的學者必須意識到區分惠能故事的事實

和傳說的困難。這不僅是因為信息的不足和信息

本身可靠性問題，也是因為對信息的選擇、分析和

處理方法的問題，以及我們如何定義宗教研究的

範疇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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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tra of the Sixth Patriarch, many significant research 
questions were raised. The questions such as when the 
book was completed, who actually wrote the book,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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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

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

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

位焉，萬物育焉」。 [3]由天命之本性，說明內在的

「中」，由中之發而為外在的「和」，至天地萬物內

外都得正位。同樣可綜合為一句：內聖外王。

《莊子．天下篇》是先秦道家後期的思想，

《禮記》的大學篇及中庸篇，是先秦儒家後期的作

品，代表了中國哲學最具活力時代的精華思想，中

國古聖哲問的最基本問題是，宇宙人生如何於內

在心性到外在都得到完滿。

「內聖外王」問題的核心，即探索內在人格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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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反省人生活的最原初狀態，可分為

兩個基本設定，心靈的原始覺性及呈現為心靈所覺的

生活世界。未形構理論前的心靈，是心靈有原初狀

態，是理論與任何思想結構之前的無結構狀態。這

是理論上必須的設定，也是實踐上可證驗的，中國

哲學對這理論前的心靈，稱為「喜怒哀樂之未發」

回到生活與他者共在關係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中華神學

中國思想在尋索生活上美善之道

中國哲學的基源問題，是莊子追問「內聖外

王」之道為何「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引至「道術

將為天下裂」的處境。[1]「內聖外王」是一簡要描

述，其實正面描述可見於《禮記》的大學與中庸

篇。

大學篇一開始時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

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

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

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

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

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

治，國治而後天下平」。[2]這整段八達德，從外到

內，又由內到外，是內外都達完滿的理想。實質可

綜合為一句：內聖外王。

中庸開始時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

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摘  要：中國古聖哲問的最基本問題是，宇宙人生如何從內在心性到外在都得到完滿 ─ 內聖外王。「內聖

外王」的核心是追求生活上達至美善幸福。尋求生活的美善幸福始於對生活世界的反省，而生活世界是一個

「人與他者共在的世界」。這「共在」中的「他者」，包括人、自然與宇宙整體，及其在歷史時空中的進展。這共

在的世界，是一個彼此互動的關係世界。人與他者的「關係」，是中國「人與他者共在」思維的基本重點。當代

西方哲學家們如布伯與列維納斯開始重建關係哲學。布伯是從上帝的他者性，而打開一個他人的世界。布伯

的他者能與人會面，建立性情際的感通關係，人的深度靈性可以因與上帝（永恆的你）感通而不斷超越上達。

列維納斯突破了西方自我中心主義的虛無傾向，建立「他者哲學」，從神學層面來反省「關係」，以無限者透過

他者臉容的具體親情，來展示無限的上帝的臉容。這位「永恆的你」、「無限的他者」可以主動臨在人間，與人

精神相往來，這就是啟示。從「性情際關係」陳示上帝的啟示，這是中華神學的始點。

關鍵詞：內聖外王；生活世界；關係哲學；他者哲學；性情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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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狀態。所謂「無聲無臭獨知時，此謂乾坤萬

有基」，「獨知」時即「未發之中」，為心靈的零點。

這原始狀態就是心靈感知的幅度，這幅度可稱為

眼界(horizon)。萬有的多種樣相，就在這心靈眼界

中呈現。由於未作任何理論反省，故是一無內容、

無規定的各自其如的天地。

人自生至死，不論如何各有不同，都是在生

活。「生」字是指生息變化，「活」字是指活著存

在，生活中所感知的多樣相，形成一世界，這世界

在心靈的眼界場所中展開雜多性，這展開有一變

化的過程，不斷有新的樣相出現，而舊的樣相又可

成為心靈貯存的資料，在回憶中使之再現。這心靈

的貯存與回憶，成為一原始的變化流動經驗，而顯

為一時間之流，這時間之流是心靈眼界的一個原

初使一切呈現和記憶的條件。心靈覺性的幅度形

成一眼界，在眼界所見，呈現一個「生活世界」，此

是一切知識和理論的始點。

心靈的原始覺性，一般就稱為內心，即人內在的心

性，中國認為這心性本體是一美善的潛質，是可以實現

這美善性而成為聖人，這就是「內聖」之說的哲學基礎。

由人的內聖，將這個人達至的美善價值，實現為人與人

及人與萬物間的關係，在個人以外的世界，達至人與人

及人與萬物的和諧美善，就是「外王」的理想。用簡單日

常生活的語言，「內聖外王」的核心是追求生活上達至美

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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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哲

學起源於追求生活美善之道。

中華神學的反省，應落在生活價值的反省，即

是思考，如何從內聖外王來了解基督信仰呢？基

督教又如何回應中國人內聖外王的追求呢？簡單

點說，基督信仰如何帶給中國人內外完美的生活

呢？

中國古經典始於反省生活世界

所謂內聖外王之道，在尋求生活的美善幸福，

這種思想始於對生活世界的反省，生活世界是先

於理論世界的，理論的建立是在經過抽象的過程，

區分了主觀與客觀，而從邏輯建立一個解釋事物

的系統世界，生活世界是人具體地活著和實踐的

世界，是人出生以來已呈現在感官可覺知之處，是

如其所如的、未經理論框架系統化的、人活在其中

的世界。

我從前研究中國境界哲學時，曾指出：「哲學

思維，始於反省，對生活世界的反省。在生活世界

中，面對萬有的紛呈，反省其終極的根源和本質，

面對生命的存在，反省其存在之目的和意義，為哲

學智慧的開始。生活世界是一切反省的基礎。在生

活中，有無數體驗觸發人反省，當個體心靈思考到

一種終極的問題時，那就是哲學的反省」。[4]

對生活世界的界定如下：「生活世界是一個交

往互動的世界，而非個人心靈所獨有生活世界。

……生活世界也是人類共同體的世界，不是獨我

孤離的世界，一切科學是以這世界為資料來源，一

切主觀客觀的判定都是後起的，基於生活世界而

有的，所以生活是超越而又先於主客區分的理論

建構」。[5]

中國哲學最早的哲學反省在早期的五經(詩、

書、易、禮、春秋)典籍中見，其中最具哲學反省的

《易經》及《易傳》，《易經》原始經文展示64個卦

的結構，每一卦有六爻，六爻中陰陽互動演成一個

二進位數學的系統，成64卦的互動互轉，每卦爻有

一文辭去述說其吉凶。《易傳》則是從宇宙人生的

思想上去解釋經文的意義，是後期反思卦辭結構

的哲學智慧。

《易經》的原始經文，描述的是一般生活，如

入林，涉川，出征，婚媾，田獵，見大人等。是生活

世界中的事件，而反省及描述每一行動的吉與凶，

並嘗試建立一些理解吉凶的法則，這是一種以生

活及價值為本的反省。

《易經》描述的世界，並沒有主體與客體的區

分，那只是生活中的眾事件，及人在生活中可作的

抉擇，這生活世界是已經「給與」(given)的事實，

生活世界中展現的各種事件，及人在其中的抉擇

和行動，是不必要証明其存在的，均本已在那裏，

只須加以描述。

西方知識論將主體與客體二分，才會產生笛

卡兒那「所見世界是否真實存在」的問題，但未

作主客區分之前，人已在生活，這是中國哲學的起

點。



中
華
神
學

梁
燕
城
：
回
到
生
活
與
他
者
共
在
關
係

４７

中國古代經典除《易經》外，孔子編詩、書、

禮、春秋，不是哲學性作品，卻是生活世界的不同

描述。據古代記載，這一切經都是孔子所編，《史

記》：「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

缺。追記三代之禮，序《書傳》，上記唐虞之際，下

至秦穆，編次其事」。

《漢書》記載《春秋》與《尚書》的內容特色

為歷史的事件與言論：「古之帝王者也有史官，所

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

《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6]

如今的書經是經秦火之後，漢代再重定，較可

靠的今文《尚書》由伏生所傳。《尚書》記載的是

古帝王的言論、誥辭、命令、及一些事蹟等，其實

是古聖王賢人公開說話與行動的檔案。其核心思

想，是古代聖王與賢人表現出敬上帝，敬祖，敬德

的理想人格及文化價值。其中一個重要政治文化

理想，是「禪讓」與「民本」。聖王堯帝說：「終不以

天下之病而利一人」。[7]商湯說：「萬方有罪，罪在

予躬」。[8]這是遠古文化起源時的政治理想，統治

者以人民為本，政治權力可通過禪讓來轉移。

此外，記載歷史事件的典籍為《春秋》，傳為

孔子所作，孟子云：「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

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子，孔子懼，作《春

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

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9]司馬

遷說：「《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撥亂

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故有國者不可以

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

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

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

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

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

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

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

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

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

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10]

《春秋》不單記錄事件，而且寫作方式是評斷歷

史是非，以帶出政治與文化理想的著作。

《尚書》與《春秋》兩本古經，展示一個歷史

的具體世界，記載歷史聖賢的言論，與評斷歷史事

蹟的是非對錯，由此展開一歷史現實的理想世界，

用這理想以建構批判現實的原則，追求具體群體

生活轉向理想。這是生活世界的時間空間回溯，而

擴大生活世界的內涵和價值。是離不開生活世界

的。

審察中國的《詩經》，是古代詩歌的結集，亦

是以生活世界為本。《禮記》說：「天子五年一巡

狩。歲二月東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

風」。[11]《漢書》食貸志說：「孟春之月，群居者將

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採詩，獻之大師，比其音

律，以聞於天子」。[12]這是民間文學之採集，以了

解人民心聲。

民間詩歌表達人民純樸的文學心聲，其中具

有安定社會的作用，詩大序說：「情發於聲，聲成

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

怨以怒，其政乖，卞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

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

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13]又說：

「詩者，志之所之也」。[14]所謂「男女有所怨恨，相

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15]這些民間

文學是人在生活中的情志舒發，所舒發者，人生活

世界的具體體驗。

作為中國經典的詩經，是生活世界中情志之

作，中國文化和哲學反思，實始於生活世界。

中國古代經書，還有三禮，禮是人與人之間

相交的規矩，亦是生活世界的展示。三禮是古代祭

祀儀式，人文秩序，及其中的意義反省之記載。其

核心是探討人間各種行為準則，如何可以和天地

配合，使人文秩序和宇宙秩序和諧。

《左傳》曾論「禮」說：「夫禮，天之經也，地

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16]這

是一天、地、人互動的系統，人民的「行」(實踐)，若

能「則」(效法)天地之經(大法則)，自然會使人民

生活有秩序而安寧，故說：「夫禮，所以整民也。故

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

師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17]「整民」是整

理好人民的秩序，使社會，尊卑(上下)，經濟發展

(財用)，官僚系統(班爵)，家庭親疏(長幼)，公義戰

爭(征伐不然)等，均在一天地與人和諧的秩序中。

禮的精神，是面對生活世界中人與人、人與社

會、人與天地的各種關係，尋求調節。《禮記》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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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也，

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

男女，父子，兄弟之親，婚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

之為尊敬然。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

節」。[18]這裏很清楚表達，禮所涉及的範疇，包括

宇宙和神的世界(天地之神，政治尊卑，君臣，上

下)，家庭倫理(長幼)，人倫關係(男女，父子，兄弟，

婚姻)，而貫串精神在「尊敬」。

中國經典是以生活世界的描述，來展開其對宇宙

人生的透察。古聖賢在經典中探討的內容，基本上是始

於生活反省，思考宇宙人生的本性和價值，尋求真實與

美善，探討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人與天或神之

間的關係，最終又回到生活。生活世界是一個關係網絡

的世界，是人與他者的關係。

關係：人與他者共在的世界

中國五經原初思想，並無建立一抽象理論框

架，將一切生活材料放在其架構和原則中來解釋，

卻是對人生活所涉及的各維度加以實踐的處理。

其思想範疇包括易經描述行動的價值抉擇，詩經

描述人在生活中的藝術情志的抒發，尚書和春秋

描述對歷史時空的記述與評價，及三禮描述古代

禮樂理想體制的建立。

其核心關注，是生活世界中的具體事件，通過

時空的延伸，及對宇宙變化的掌握，去探求一個最

大可能的理想狀態，使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宇

宙，可以有最適當的調配，達至和諧。

中國五經所展示的，是生活世界的事實，就

是一個「人與他者共在的世界」，這「共在」構成了

生活世界。此中的「他者」，包括人、自然與宇宙整

體，及其在歷史時空中的進展，這共在的世界，是

已被給與的，本已如此的，是一個彼此互動的關係

世界。

在人作理論知識去區分主觀與客觀之前，人

生活在關係世界中，任何理論建構之前，已是在如

此地，人與世界共在相關，共同互動，共同存在，

形成生活世界的整體。關係是他者共在世界的特

色。

笛卡兒懷疑所見世界可能不存在，那是作了

「主/客」區分之後的理論沉思。但笛氏在沉思時，

也要吃飯、睡覺，與人交往，有行住坐臥。他先在

生活，然後坐在火爐旁，理論上從自我主體開始思

考，懷疑客體世界可能不存在。最後想到「我思故

我在」的絕對主體，及上帝保障客觀世界存在，想

完之後仍要吃飯睡覺，要生活。

生活世界是原先根本的存在，是人作「主/客」

區分的理論思考所以可能的本體論基礎。而生活

所展現的，是我與他者共在的，彼此互動，彼此相

關的「關係」世界，是先於「主/客」區分的。

在這「共在」的世界中，要使個人與他者調配

恰當，是基本的關注，由此可以引伸的哲學反省，

核心關注在人與他者「之間」的處境，而不是個人

或個別存在事物是甚麼。其探索的重點不是「存

在」或「實體」，卻是人與他者的「關係」。

「關係」的理念，是中國那「人與他者共在」

思維的基本重點，正與西方希臘重視「存在」與

「實體」思維區分開來，成為中西哲學不同的焦點

和方向。

西方哲學重建關係哲學：

布伯與列維納斯

列維納斯批判西方病態文明

西方20世紀後期到21世紀初，後現代哲學與

文化的走入虛無主義，把人變為赤裸裸而實然無

內涵的主體，生活上則人與人毫不相關的自由個

體，這種自由終於把人性拆散，結果走向其反面，

即歸入總體獨裁的操控中。

法國哲學家列維納斯(Emmanuel Lévinas)批
判當代社會的病態，指出如今社會因著全球通訊、

交通及世界性的工業經濟，「每個人都自動覺得自

己與全人類整體關連，但同等地卻是孤獨和迷失。

從每一個電台廣播到每日的報紙，一個人會覺得自

己被最遙遠的事情抓住，無論在何處都與人類相

關；但人也了解到他的個人命運，自由及快樂，卻

是被一種非人性力量運作的原因所主宰。……非人

格形式的關係取代了直接的形式。……人發現人與

人間只是各站在旁邊，而不是臉對臉的關係」。[19]

列維納斯提出「臉對臉的關係」，是指人與人

的具體會面，所建立的關係。主因在他是猶太人，

在第二次大戰時，被德軍捉入集中營，家人則在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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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猶太人時全部被害。他年青時曾翻譯和推崇海

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的思想，戰後他反省海

德格爾為何認同納粹黨，主因在他的哲學仍基於

本體論的存在(Sein)理念，擺脫不了總體的哲學，

總體的相同性產生了獨裁思想，他認為這是海氏

不可被寬恕的地方。

列氏進而批判整個西方哲學傳統，從巴門尼

底斯(Parmenides)到海德格爾，主要是希臘與近代

哲學，都是一種「自我論」(egology)，或「自我中心

主義」(egocentrism)，這是一種西方文明的生活方

式，哲學是其理論的部分。

自我論把人化約等同的內在自我，列維納斯

在1961年的名著《總體與無限》(Totalité et infini)
中，認為西方哲學和文化，總想將一切化入整體

去了解，特別是發展形而上學，將一切統一在本

體存在之下，把一切化為「同樣性」(same法文是

tauton)，將之統一起來，成為整體的思想，如此即

打開獨裁的整體主義之路。

只有「他者」(The Other)才能超越自我中心，

而突破自我論的本體論。他說：「若要喚醒人去挑

戰同樣性，不能靠陷在同樣性中的自我中心去自

發產生，卻必須由他者呈現時引發。他者的陌生

性，不能化約為自我，或我的思想，或我的擁有，正

正可以完成喚醒挑戰性的追問，而成為我對倫理

學的自發性思考」。[20]

「他者」的出現，不是在一本體論的總體論斷

下，卻是在倫理學上的他者的「臉容」，臉容是一

個非實體性的呈現(disincarnate presence)，它不是

人知識所能操縱了解的，不能被理論佔有的，卻具

有獨立的他異性(Alterity)，超越於自我。

列氏對「自我論」的批判，對「他者」的肯定，

是對西方當前陷於虛無主義病態的對症下藥，只

有打破頑石的自我中心個體觀，他者才能出現，社

會與人的關係與和諧才能建立。

絕對的他者

列維納斯指出沒有總體能包容一切，總會有

在總體之外的事物，「他者」不能收入總體之中。

對「他者」的肯定，必須改從另一理念思考，那就

是「無限性」。無限的理念如上帝，是指絕對超越

者，「絕對的他者」，有點像笛卡兒的上帝，但並不

須像笛氏一般去証明上帝存在，卻是一實際的上

帝，就出現在他者關係的超越性中。

列維納斯指出，上帝不是海德格爾所講的那

種作為所有存在事物基礎的存在者，因為這只是

哲學上的上帝，這上帝的性情(Person)可有可無。

但列氏所講的他者卻是具體有情的，是見到他者

有臉容的具體性，這是社會關係，倫理關係，而不

是主體和客體的知識理論關係。

順列維納斯的思路，無限性是一無限者的概

念，無限者的存在是具體的，倫理價值上的關係，

上帝的無盡愛與親情，抗拒了自我用知識或理論

去佔領和征服他者，這是倫理學意義的，如聖經講

「不可殺人」，是在倫理上是指，他人存在顯明他

者的一個臉容，具體的他人生命，喚起自我的道德

性，成為一種上帝來的道德命令。他說：「無限者

的光榮……通過我自己的口來命令我。……那是

一個從接受命令者的口中宣佈出來的誡命，是一

個與眾不同的結構，也是確實獨特的」。[21]

他者存在各有其臉容，具體地命令自我，去執

行道德上的責任和義務，他不具有力量或財富去

誘人就範，卻具有道德上的權威去命令人作出責

任上的回應，並以正義去回應。

人從他者中體會無限者的神聖，上帝通過他

者來呼召、命令、尋求人的回應，使人作出道德上

的抉擇，這上帝不是控制人的，卻是呼喚人跟從

的。列維納斯亦由此批判西方哲學的自我中心主

義，展開一個「他者」的世界。

永遠共飲的人生

列維納斯的「他者」哲學，在歐洲引起很多迴

響，解構學大師德理達(Jacques Derrida)寫一長文

“At this very moment in this work here I am”，
[22]提出其反省和批判，其文章最後一個字最具畫

龍點睛的作用，點出了列氏他者哲學的精神，就是

法文Bois一字，譯英文為drink中文可譯為「請來

共飲」。

法文bois一字，是祈求語氣，包含有義務回應

之義，據Simon Critchley分析，這語氣不是一般無

情的叫人舉杯飲勝，或上面位置叫人祝酒，如法文

Buvons及Buvez所表達的那種命令語氣。卻是像拿

著大酒壺倒酒給他人，不是叫人吃喝玩樂那種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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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性行動，卻「是去滋潤(nourish)他者的饑餓，類

似用我口去撕開麵包一般。是我從自己禁食來干

預自我，也去同樣打開他人的禁食」。[23]

這意思就是減低自我中心，通過分享，可以減

低他人的自我中心，以達至我與他者的共享。德理

達在此用了「臉對臉」(efface)一辭云：「我提高聲

音，因而可以臉對臉地表達，我在此吃東西，進而

為了去請他者來共飲」。[24]

列維納斯在其“The Trace of the Other”一文

中提到人和他者的關係，是永不回頭，永不回歸到

人人同樣的情況，如荷馬史詩的奧德賽(Odyssey)

中，主角尤力西斯(Ulysses)，終仍回到故鄉。他認

為希臘這思想不足，他提出舊約聖經中的亞伯拉

罕(Abraham)與之對比，「永遠離開其故鄉，去不知

何處之地，甚至獻上其獨生子，也不回到其起

點」。[25]永不回頭的意思，是指人對他者的永遠付

出和開放，那是他所講的絕對倫理責任和義務，而

不回到視一切都同樣的思想。

這種對他者的永遠付出，也可從亞伯拉罕故

事中看到，那就是他派僕人去為兒子找媳婦，其未

來媳婦利伯加(Rebecca)見到這老僕在水井邊，就

拿著水壼倒水給他和駱駝飲。那就是「請來共飲」

的倫理責任和義務，無私地以行動和工作去與他

者分享了自己。

亞伯拉罕的故事，是人憑信心開放生命，闖向

一個未知的奧秘領域，無固定的一套法則與偶像，

永遠向上帝自由開放，永遠向前。這是列氏的猶太

文化精神，永遠開放，走入他者的生命，與他者分

享，與他者共飲，在倫理價值中，永不返回那個硬

將一切視為等同的世界。

馬丁布伯與列維納斯

西方哲學在近代建立「主/客」對立的模式，

遺忘了生活世界中的人與世界之相關性，而把呈現

在人心靈覺察的世界客體化，對把人心靈的本真

直覺來主體化。而終走入自我中心主義的困境，變

成虛無主義與相對主義。

列維納斯的「他者哲學」，突破了西方自我中

心主義的虛無傾向，而由他人的臉容的事實，來展

示出人與人的關係，迫人擺脫自我中心，對他人作

出倫理學的回應，建立「分享的倫理學」。也展開了

「他異性」，每個人是獨特的，不可化為等同一樣

之整體。

他的「他者哲學」建立了以「關係」理念的可

能性，取代西方當代「自我」為中心的思想，並且從

神學來反省「關係」，以無限者透過他者臉容的具

體親情，來展示無限的上帝的臉容，上帝不是形而

上學的實體，卻是宗教和倫理上的「他者關係」，

上帝是一「無限的他者」，發出命令與呼召，使人

坦承對「他者」負上道德的責任。

但列維納斯理論仍有不足之處，是只提出了

「他者關係」，但未能正視關係的感通性。因他的

倫理學落在猶太文化那種律法性命令中，而不是

走向與他者和諧感通的價值。因列維納斯的他者，

是完全外在的另一位，與自我是對立的。故此列氏

並不重視與他者的親愛關係，因恐這會把他者與

我等同為一樣。他這觀點終必陷入「我─祢」二分

和對立的理論模式之中。

列維納斯建立他者的「他異性」，他者被「介

紹給我，不在我之內」。[26]把他者推出去成為一個

完全外在的另一位，亦等同於另一不相干的個體，

其具體性的臉容雖打破了「主/客」對立的模式，但

推出去為外在的另一位，卻落入「我─祢」對立模

式，未能徹底擺脫「主/客」對立。故未能在根源上

剷除自我中心主義，也未能真正建立他者和我，及

他者與他者之間在倫理上的和諧。

20世紀將人與人關係視為重點課題的思想

家，還有馬丁．布伯(Martin Buber)。布伯在1923年

出版其名著《我與祢》(I and Thou)震驚了以自我

論為本的歐洲哲學界。

布伯與列維納斯之最大分別，在列氏深受現

象學影響，視他者為對我呈現的另一位，是有距離

的他者。布氏卻受業於早過胡塞爾(E d m u n d 

Husserl)一輩的狄爾泰(Wilhelm Dilthey)和西敏

(Georg Simmel)，前者是哲學詮釋學(philosophical 

hermeutics)之父，重視解釋人生的方法，及生命與

生命間互感相通的了解，後者是社會學之父，研究

社會中人與人的關係互動，重視生命中的宗教性

(religiosity)，宗教性不同於宗教組織，宗教性有強

烈委身與追尋靈性的神秘經驗，是人對宇宙整體

統一的追求。[27]

布伯尋索的是帶有神秘主義那種融通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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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關係，從一開始就擺脫了「主/客」對立的思

維。1901年布伯發表其第一篇哲學論文“Uebe r 

Jakob Boehme”，[28]研究宗教改革時代神秘主義

者Jacob Boehme，指出宇宙有兩種行動，一是各物

之間均有距離，因此有衝突。另一是各物可通過愛

而合一。他者在衝突中是與我對立抵觸，在愛中卻

共融於同一世界的體驗中，而我和他者在此通為

一體。

這是從宇宙整體為其眼界，但不是建立劃一

的本體論，卻尋索在多元萬物中那一體貫通之真

理。他者即被放在宇宙中來了解其相互牽連性，這

是馬丁布伯打開的一個對他者的新維度，新思維

空間。

他人的世界

布伯在早年沉浸於神秘主義，然而他的猶太

文化背景，使他探求上帝的問題，究竟上帝是無知

無覺的混然一體，還是有情有義地可與人類感通

的主宰呢？1914年是其思想重大轉變的時機，他思

考到：「如果相信上帝，意指用第三者去述說祂，

那我不會相信。但若相信上帝意指可以和祂交談，

那我會相信祂」。[29]

探討交談與感通，是他思想的轉向，他感到

神秘主義的境界，抹除物我之間的界限，是與日常

生活世界遠離。人若摒棄真實生活中的性情，以求

那無性情而不真實的神秘冥合，其實不是高超，反

而是低於一般生物的境界。人不當謀殺自己的性

情，卻須以崇高真情去尋索與宇宙真實的終極性

情會面。

布伯由此推出終極是他者性的真理，上帝是

具性情的永恆他者，可主動與人會面，而人也可在

會面中與上帝對話，共同開創具體的歷史世界。

布伯在此打開另外一個本體論的思想範疇，

就是「性情際」(inter-personal)的本體範疇，而突

破西方本體論所重視的主體性，客體性，主客對立

性範疇，也破除神秘主義的一體思維範疇。

布伯是從上帝的他者性，而打開一個他人的

世界，他的「他者性」與列維納斯的他者性有一分

別。列氏的他者是絕對外在的，布伯的他者卻能與

人會面，建立性情際的感通關係。正因如此，人的

深度靈性可以因與上帝的感通而不斷超越上達。

布伯《我與祢》一開始即說：「對於人，世界有

兩個態度」。[30]他從起首就提出「世界」這概念，意

指一切所有，實即指「他者的世界」。「他者」是他

哲學的起點，而不是一般西方哲學所講的「自我」

或「主體」，正式扭轉了西方正統哲學的思維方

式。

布伯指出，他者世界對人呈現，人的回應有兩

種，一是「我─它」(I－it)關係，另一是「我─你」(I

－Thou)關係。

所謂「它」，是人把他者看成「死物」，是一純

客觀的「對象」(object)，是被認知的事物，供人量

度和利用，和人無關係，人見不到「它」有全面性

情，也沒有對話關係。布伯在《關乎人的知識》一

書中，指出人原初觀物的態度，是一有「距離」的

觀點，由之可視世界為一對立的、外在的事物，本

身無完整性，只供人去利用，來滿足自己。[31]

但人也可有第二態度，「我─你」(I－Thou)關
係，所謂「你」，即是一和「我」對話與感應溝通的

存在，「你」不是被我所利用的對象，其本身是完

整的，有其自身獨立性情，但又可與人在關係中會

面的他者。「我─你」是一對話交流的會面，由之

而可建立人與他者的性情際關係。

人與人的距離與關係

布伯提出的「我─你」思想模式，關鍵就是要

把他者視為一個完整的存在，不是被「我」所利用

的工具或對象，而是一自身自足的，按其本身而被

理解的完整存在，只有在一種真誠的關係中，他者

才會被真正的尊重。

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iedman)指出，

「我─你」中的「你」，「不限於指人類，也可以包

括動物，樹林，自然的事物，與及上帝。『我─它』

原本意思是經驗和利用，是人自己內在的，不是人

與世界之間的」。[32]

這裏特別指出，布伯思想強調「之間」或

「際」(Between)的概念，不再以「主體」或「客體」

論事物，卻重視人與其世界之間，亦即以關係思維

為本。只有從真誠的性情際關係，人才會與他人或

其他存在有完整的會面。

在他後期著作《關乎人的知識》中，指出人與

自然界其他存在的不同性格，「並不是另一群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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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卻是有獨特之道的存在(Not a spec ia l 
group of beings, but a special way of being)，由此

而構成一不同範疇的存在」。[33]人獨特之道，布伯

認為有兩面行動，一是「原初地建立一距離」。第

二是「進入一種關係」。

從第一種行動，人會視其他存在與自己對立，

因而才會有對「他者」(Other)的認識。人與動物的

不同，在後者只見到自身處境有關的事物，但人才

能有「世界」的概念，只有人能超過處境思考，並且

了解自己是獨立存在的。

布伯認為只有人能「飛越天際所熟習的星宿，

而能掌握到全體。對於他，對於人的生命，有一個

世界存在」。[34]也正因其能有距離地掌握存在的

全體，面對著一世界，人才可與存在進入關係，而

且能與每一個存在的整體發生關係。

布伯說：「人作為人，使人能有一距離而使自

己獨立；……正因他如此，他是狐獨的，也就能夠

進入關係」。[35]這關係之一，就是「渴望能夠以人

的內在能力去依這方式肯定同為人類的其他人。

……只有這能力實現出來時，人性才成為真實，人

才能具體存在」。[36]即是只有建立了人與人之間的

共在性，人類作為相關的同一類，才真正具體存

在，否則人都是各自散立的分離者。

如何做到這共在的價值呢？布伯說：「實質性

的對話，及因而產生所有人與人關係的具體滿足，

均意指對他者的接納」。[37]「肯定」(confirmation)
與「接納」(acceptance)，為真實關係的開始。

布 伯 思 想 從 廣 義 說 是 建 立 一「之 間」

(between)的哲學，狹義說是打開一個「人與人互

動」(interhuman)的世界，他認為「人與人之間的領

域遠超過一般的同情」。因同情者可以對陌生人

有一點關心，如捐錢給災民，但並不一定和災民會

面，而產生性情際關係。

人與人之間的「我─你」關係，來自「兩個人

均以另一位是特別的他者，兩方均知道他者而與

他相關，而不會認為或利用之為對象」。由此而可

建立夥伴的關係，「只有夥伴性能使我的存在被視

為一個存在的整體」。[38]

布伯這「人與人之間」的領域，可視為西方哲

學的哥白尼(Mikolaj Kopernik)式革命，把西方那以

「存在」(Being)概念為重心的文化思想，扭轉為以

「關係」概念為中心，「關係」思維建立「性情際」

(inter-personal)的範疇，只有在這種概念與範疇

下，「他者」才有真實的意義，而人與人之間的「感

通」與「和諧」才能成為一個價值哲學的核心議

題。

若以「關係」及「性情際」範疇為本看世界，世界的

面貌與西方用邏輯架構所展示的，或後現代虛無主義

的世界觀，將會大大不同。

中華神學：從性情際關係陳示啟示

西方哲學由亞里士多德開始建立邏輯系統及

以存在實體為主的思維方式，到近代啟蒙運動以

後，劃分主體與客體，使兩者對立，並且將客觀的

事物視為真實，主觀的被視為純粹人自己的想法，

不具真理性。因而把涉及價值的文化與思想，包括

道德、藝術與宗教，均打入主觀世界，不具客觀普

遍性。由此人的整體性生活被分割為主觀與客觀

兩面，同時消滅人的價值性。到後現代則連客觀的

知識如科學也被相對化，而終至淪為虛無主義。

布伯的新理念批判了西方整個主客對立的傳

統，他的哲學重點成功作出一些關鍵的概念區分，

但未有一豐富而深度理論開展。若要將這種基本

概念和範疇要開發成一文化的內涵，可與中國哲學

的思維方式結合，而建立一更為深度的哥白尼式

革命，成為「後後現代」的理想。

人能否與終極的奧秘對話、共融和感通呢？

用莊子的話，是「獨與天地相往來，……上與造物

者遊，下與外生死，無終始者為友」的境界，所謂

「往來」、「與……遊」、「為友」，就有「性情際關

係」模式的意味，是指一種共融與感通關係。這

「天地」、「造物者」、「無終始者」等，在馬丁布伯

的用辭，是「永恆的祢」，如果這位「永恆的你」有

性情位格，可以主動臨在人間，即「造物者下與人

遊」，與人精神相往來，與人為友，那就叫做啟示，

從「性情際關係」陳示上帝的啟示，這就是中華神

學的始點。
[1]《莊子．天下篇》。
[2]《禮記．大學篇》。
[3]《禮記．中庸篇》。
[4]梁燕城，《中國哲學的重構》(台北：宇宙光，

2014年)，第1頁。
[5]同上，第12頁。有關生活世界的全面理論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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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關中西哲學的探討，請參考拙作《中國哲學

的重構》第一及二章。
[6]《漢書．藝文志》。
[7]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
[8]《論語．堯曰篇》。
[9]《孟子．滕文公》。
[10]《史記．太史公自序》。
[11]《禮記．王制篇》。
[12]《漢書．食貸志》。
[13]《詩經．大序》。
[14]同上。
[15]《公羊解詔》，何休註《春秋公羊傳》。
[16]《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17]《春秋．左傳》，莊公二十三年。
[18]《禮記．坊記》。
[19]“The Pact,” in The Levinas Reader, ed. Sean Hand 

(Cambridge, MA: Basil Blackwell, 1989), p.212.
[20]Emmanuel Levinas, Totality and Infinity, trans. 

Alphonso Lingis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33.

[21]Emmanuel Levinas, “Truth of Disclosure and Truth 
of Testimony,” in Emmanuel Levinas: Basic 
Philosophical Writing, eds. Adriaan Theodore 
Peperzak, Simon Critchley and Robert Bernasconi 
(Bloomington;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04.

[22]Jacques Derrida, “At this very moment in this work 
here I am,” in Re-reading Levinas, eds. Robert 
Bernasconi and Simon Critchley (Bloomington;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 p.11-
48.

[23]Simon Critchley, “Bois-Derridas Final Word on 
Levinas,” in Re-reading Levinas, p.163.

[24]Ibid, p.47.
[25]Emmanuel Levinas, “The Trace of the Other”, trans. 

Alphonso Lingis, in Deconstruction in Context: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ed. Mark Taylo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p.348.

[26]Totality and Infinity, p.197.
[27]Georg Simmel. “A Contribu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trans W. W. Elwang,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The Mead Project, 2007), p.359-376.

[28]Wiener Rundschan V, No.12, 1901.
[29]Martin Buber, “Begegnung,” in Autobiographische 

Fragments (Stuttgart: Kohlhammer, 1960), p. 35.
[30]Martin Buber, I and Thou, trans. Ronald Gregory 

Smith, 2nd ed. (New York: Scribner’s, 1958), p.1.
[31]Martin Buber, The Knowledge of Man,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Maurice Friedma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5), p.12.

[32]Ibid. Introductory Essay
[33]Ibid, p.60.
[34]Ibid, p.61.
[35]Ibid, p.67.
[36]Ibid, p.68.
[37]Ibid, p.69.
[38]Martin Buber, “Elements of the Interhuman”, in The 

Knowledge of Man( Ibid), p.74-75.

Title: Revisiting Life in Co-existence with 
the Other

Leung In-sing(Chief editor of Cultural China)
Abstract: The most fundamental enquiry in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is how to achieve the “sagely 
inside-kingly outside” stature, fulfilling the pinnacle of 
living in our spiritual-physical universe. Cultivating a 
life of superlative goodness and bliss forges a “sagely 
inside-kingly outside” character? Quest for goodness 
and bliss starts with ref lecting upon our lifeworld, a 
veritable “world of Man co-existing with the Other”? 
Within the co-existential state, the term “the Other” 
pertains to human, nature, the entire universe, including 
all temporal-spatial developments in history. This co-
existential world is a world of mutually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s. With respect to “Man co-existing with 
the Other” for the Chinese, their intellectual focus is 
principally involved i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n and others? The philosophy of relationships 
is also being developed by contemporary Western 
philosophers like Buber and Levinas. For Buber, with 
divine God assuming as the Other, the world between 
the Otherness and Man opens up A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develops with face-to-face interactions. 
Man’s innermost spirit communes intuitively with God 
(the eternal Thou), a rapport resulting in unhindered 
exaltation. In his “philosophy of the Other”, Levinas 
scores a breakthrough against nihilism of egoism in the 
West. By reflecting on “relationship” at the theological 
level, the face of the Infinite is projected as absolute 
love through the Other, so the face of infinite God 
is displayed. Thus “the eternal Thou”, “the infinite 
Other”, does take the initiative to come into the midst 
of mankind to fellowship with man’s spirit, to deliver 
revelation. Having God’s revelation narrated through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serves as the starting point 
in Chinese theology.

Keywords:“Sagely inside-kingly outside”; 
Lifeworld; Philosophy of relationships; Philosophy of 
the Other; Interpers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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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以色列人慶祝第一個逾越節時，就以一問一

答的方式來建立他們的信仰。摩西說，你們的兒女

今後要問說：「行這禮是什麼意思？」你們要回答

說：「這是獻給耶和華的祭，當以色列人在埃及的

時候，他擊殺埃及人，越

過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

我們各家」。（出12：26-

27）關於出埃及的問與

答，始終是舊約以色列信

仰的核心內容。

當耶穌出來傳道時，

他也採用一問一答的方

式，要門徒們向他宣認信

仰。他第一次揭示自己彌

賽亞的身份，是在往凱撒

利亞腓立比村莊去的路

上。他問門徒說：「你們

說我是誰？」彼得回答說：

「你是基督」。因為彼得

的回答，耶穌稱他是「有

福的」，他出於信心的回

答是由天上的父指示的。

（太16：15-17）

恰當地提出問題，恰

當地回答問題，這是上帝的聖言在人裏面留下的

痕跡。人們常說，問題問對了，答案就找到一半了。

中國文化裏面，知識就是「學問」。學問，就是有學

有問。學習與提問，相輔相成。學問的開始，就是

學會提問。

基督教的信仰，就是在聖靈裏認識耶穌基督

和派遣他的父。這種認識，是一種生命的交融，也

信仰的學「問」
──在中國文化處境內重拾「要理問答」的傳統

■ 游  斌

中央民族大學

對一個基督徒來說，「使徒信經」宣示他的信

仰，「十誡」引領他的生活，「主禱文」教導他如何

渴望。幾千年的教會傳統，一直在用這些經典文

本使人從不同角度來理解和實踐整體的信仰。它

們篇幅都很短小，但意義

卻非常深遠。它們如同聖

靈饋贈給教會的珍珠，

需要一代一代的人用不

同的語言與文化去擦亮

它們。帶著這樣的想法，

我們採用教會悠久的「要

理問答」的形式，從2018

年開始分別推出《使徒信

經要理問答》、《十誡要

理問答》和《主禱文要理

問答》這三本書，對這些

經典文本中蘊含的信仰

道理進行系統、深入的闡

述。那麼，我們為何要採

用要理問答的形式？要理

問答對於基督教神學的

建立與發展有何意義？在

新教傳統之內，要理問答

又發揮著怎樣的作用？用

中國語言文化來寫作的要理問答，對於基督教中

國化具有怎樣的特別意義？

一、學「問」信仰

聖經見證的上帝，是與人交談的上帝；扎根於

聖經的信仰，需要在一問一答中建立起來的。

在以色列人經歷了逾越救恩的神跡後，摩西

摘  要：以問答的形式建立對信仰的解釋，是教

會悠久的傳統。在中國文化語境中開展神學思想

建設，要理問答也可以是一個好的形式。它既使中

國基督教神學思想與普世教會相一致，又可將中

國思想文化傳統融入基督信仰的闡釋之中。本文

考察了要理問答在教會中的歷史根基，指出要理

問答應該作為「聖經的迴響」，在中國基督教神學

身份的塑造中扮演積極作用。聖經、教會傳統和

文化智慧應該作爲中國基督教要理問答編寫的三

個基本原則，雖然它們的重要性各有不同。對基

督教傳統的根基性文本如使徒信經、主禱文、十

誡和禮儀進行要理問答式的講解，將使中國基督

教神學的架構明朗起來，並可由此而建立相應的

基督教學術體系，即基督教教理學、心性學、倫理

學和禮儀學。

關鍵詞：要理問答，使徒信經，主禱文，十誡，基

督教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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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確定不移的認知。這種信仰，使人進入三一

上帝的愛的擁抱之中，也使人獲得對三一上帝的明

明白白的認識。從初代教會開始，為表明基督信仰

是一種「明明白白的」信仰，在洗禮時，就要信徒

回答三個基本的要理問題：「你信一個全能的上帝

父嗎？」「你信唯一的子耶穌基督是我們的主和救

主嗎？」「你信賦予一切生命的主聖靈嗎？」在人對

這些問題做出肯定的答覆，宣認這些信仰後，牧師

才給他們施以洗禮。

在使徒時期，教會開始廣泛地在地中海世界

傳播，各個地方教會在洗禮時要信徒回答的問題

多少不一，有的是三個，有的是五個；有的比較

長，有的比較短。但是，就是在洗禮時進行要理問

答的過程中，人們不斷地提煉這些問題與回答，逐

漸地將基督徒應該相信的內容都融入這些問答之

中。事實上，這些內容逐漸地彙聚在一起，就形成

教會普遍認可的「使徒信經」。[1]換句話說，使徒

信經以問答的形式提出來，就是洗禮時牧師與信

徒之間的問與答；而洗禮時的一問一答用陳述句

的方式整理出來，就是使徒信經。也正是從這裏開

始，基督徒通過對使徒信經的要理問答研讀，走上

自己的學「問」之路。

二、要理問答是教會的古老傳統

要理問答是早期教會建立、傳遞和培育信仰

的基本形式。這種形式不斷往兩個方面延伸，一是

提問不斷地細化，三一上帝是基督教信仰的基本架

構，但它們的內涵極其豐富，可以不斷地再提出問

題，例如，道成肉身是什麼意思？耶穌基督內的神

性與人性是什麼關係？如此等等。二是要理問答的

形式，不僅覆蓋信仰的基本要道，而且關於倫理生

活、祈禱、禮儀和聖事等，都可以在一問一答中確

立基本原則，形成早期教會的教理教義。一些處於

文化中心的著名教會，其中著名的如亞歷山大里

亞、安提阿等，開始建立學校，專門研究這些問

題，事實上它們就是基督教學院的前身。這些「要

理問答學校」，成為孕育基督教神學家的重要機

構，如克萊芒、奧利金、安提阿的西奧多、金口約

翰等都來自於這樣的學校。[2]

基督教在中古歐洲的傳播，開始建立起系統

的神學及教化體系。在進行信仰培育和神學建設

時，要理問答仍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形式。中古

歐洲的大學，就是從教會的要理學校中發展起來

的。大學裏傳授和生產知識的一個主要方式，也就

是被稱為「辯證法」的教學法，即來自於教會的要

理問答傳統。人們針對某個議題先提出一個問題，

從正面做一個回答，分析支持的意見，再從反面考

察反對的意見，在對正反雙方的意見進行比較之

後，得出一個綜合的回答。這種以對話問答方式

進行真理考察的方式，就被稱為辯證法。這種方

式被神學家們廣泛地使用，其集大成者如托馬斯‧

阿奎那寫作的《神學大全》等。這些在哲學與神學

史皆有重要地位的作品，也顯示出要理問答這種

思想推演方式對於神學思想建設的顯著意義。

三、要理問答對新教改革的推動

宗教改革時期，路德及新教各宗派將要理問

答在信仰傳播、培育方面的功用發揮到了極致。路

德於1517年張貼《九十五條論綱》，拉開了宗教改

革的大幕。經過近10多年的曲折和複雜經歷後，

他認識到要使更多的人認識上帝的救恩，理解新

教運動的基本精神，有必要以通俗、簡明的方式，

來闡述基督如何實現上帝的救恩，人如何在信心

中建立與上帝的親密關係，如何實踐福音的生活

道路等問題。於是，在1529年，他以問答體的形

式，針對普通信徒寫作了《小要理問答》，針對教

牧人員寫作了《大要理問答》。[3]

在形式上，路德的《小要理問答》和《大要理

問答》適合背誦和講解，容易閱讀，詞語簡潔，筆

調輕快。路德沒有採用當時的學術語言即拉丁語，

而是採用普通民眾的語言即德語來寫作，這樣使

得人民可以直接閱讀它們。拿著這兩本大小要理

問答，人們既可以在家庭裏講授，也可以在教會裏

面宣講；既可以在領受洗禮或堅振禮前學習，也

可以給成熟的信徒講解，以不斷地加深他們的信

仰。

這兩本大小要理問答，看上去似乎簡單。但實

際上，這兩部要理問答卻有著非常豐富的內涵，反

映出路德對於信仰的深刻理解。這兩本書的基本

結構，遵循著這樣的順序：十誡、使徒信經、主禱

文以及聖禮。這樣的編排順序深刻地反映出路德

「因信稱義」的基本神學：十誡是上帝的律法，映



二○

二○

年
第
三
期
（
總
第
一○

四
期
）

文
化
中
國

５６

照出人的罪；信經是人對於三一上帝的信仰，人在

信心中接受上帝赦免的恩典，進入與三一上帝的

聯合之中；主禱文是人與上帝的交談，在祈禱中人

建立與上帝的親密關係，向上帝表示感恩，接受上

帝對罪的赦免；最後的聖禮，則是以公共的方式，

在教會內領受上帝的恩典，洗禮與聖餐是上帝施

予恩典的工具、標記和途徑。《小大要理問答》對

於新教尤其是信義宗的成功開展，起到了重要的

作用。直至今天，信義宗仍然以之作為初信栽培和

信仰培育的基本材料，決定著信義宗神學的基本

樣貌。

改革宗興起之後，也以要理問答的形式推出

他們的神學手冊。1563年，改革宗在腓特烈三世選

侯的支持下，由海德堡神學教授執筆，撰寫改革

宗的要理問答。其目的是為牧師和教師提供教理

教義方面的指導，同時也使年輕人完整、清晰地掌

握信仰真理的綱領。這就是《海德堡要理問答》。
[4]它共有129個問題，可分成52個部分，一年內可以

講完。它的問答十分簡潔明瞭，生動清晰。例如，

它一開始就以兩個綜述性問題，點出信仰對人生

基本問題的回答：「你無論是生是死，唯一的安慰

是什麼？」和「你無論是生是死，要享有這種安

慰，有多少事情必須知道呢？」強烈地吸引人們深

入地去探尋信仰的意義。

在基本結構上，《海德堡要理問答》追隨《羅

馬書》的精神，體現出改革宗的深刻神學見解。整

個要理問答分成三大部分：一是罪與苦的現實人

生；二是在基督裏的救贖；三是在得救後向上帝感

恩的生活，用三個主題來概括就是：罪惡、恩典與

感恩。同樣，《海德堡要理問答》集中對基督教傳

統的四個最重要文本進行問答式講解，即使徒信

經、聖禮、十誡與主禱文。全書大量地引用聖經經

文，既強調教理教義上面的精確，又強調人們要在

身心言行上真切地體驗信仰。由於它直接針對基

本的信仰問題進行問答，在語言上親切直白，在情

感上真摯動人，在思想上清晰明確，所以，人們在

歷史上稱之為「安慰之書」。

1648年，在英國的宗教改革運動中，堅持加

爾文主義的長老會與清教徒們又正式通過了《威

斯敏斯特大要理問答》和《威斯敏斯特小要理問

答》。它們延續了路德宗教改革的傳統，大要理問

答用於教會的公開講授，小要理問題則用於家庭

的信仰教育；前者是為比較成熟的基督徒預備的，

注重基督徒生活的公共性和群體性，對教會的論

述非常豐富，而後者則主要教導初信者明白基本

的教理教義，注重個人的層面。它們採取問答的方

式，語言流暢清晰，但在表述教理時用詞又非常審

慎嚴謹。它們堅持新教的基本精神，以「純正的教

義、敬虔的生活」為兩大支柱，也同樣是對經典的

基督教文本如使徒信經、十誡、聖禮和主禱文進

行詳細的解釋，雖然在順序上有一些差異。其中的

《威斯敏斯特小要理問答》尤其受人歡迎，很多

人對它進行註釋或詳解，對改革宗的推廣發揮了

重要作用。[5]

時至今日，上述這些要理問答仍然沒有過時，

是大多數新教派別在確定教理教義、進行信仰培

育的根基性文本。並且，隨著時代和文化的變遷，

人們圍繞著這些歷史上著名的要理問答，不斷推

出改編的、簡化的或修訂的要理問答新版本。甚

至，一些古老的教派如東正教、羅馬天主教亦深

受此影響，更使要理問答成為世界範圍內基督教

神學教育的一個普遍現象。[6]

四、要理問答應是聖經的迴響

人們可能會問，在當今時代，要理問答這種

方式還有什麼意義呢？尤其是，《聖經》已經包含

了上帝完全的啟示，一切的信仰真理都在《聖經》

裏面，那我們為什麼還要編寫和閱讀要理問答

呢？

如果說聖經是上帝話語的迴響，那麼，要理

問答就應該是聖經的迴響。要理問答所解釋的文

本，或者直接來自於聖經，如主禱文、十誡；或者

包含在聖經之中，如使徒信經。在回答提問時，一

部好的要理問答又必須廣泛地引用聖經，以反映

聖經針對這些問題確定的基本原則。也就是說，

對使徒信經進行要理問答，是從基本信仰的角度

反映出聖經的全貌；對十誡進行要理問答，是從

生活的角度反映聖經的整體看法；對主禱文進行

要理問答，則是從祈禱的角度反映聖經中的神人

對話。所以，我們在編寫《使徒信經要理問答》、

《主禱文要理問答》和《十誡要理問答》時，既強

調這些文本本身來自於聖經，又在回答時儘可能



中
華
神
學

游 

斌
：
信
仰
的
學
「
問
」

５７

地援引聖經經文，儘可能地提高以經文解答問題

的針對性和準確性。

要理問答採用的是一問一答的方式，它的問

題非常簡短，指向的都是信仰中的那些核心問題。

一個問題提得好、提得準確、提到要害上，本身就

反映出它對信仰理解的深刻和準確。同樣，要理問

答的形式也要求回答不能太長，必須簡短而有力，

內涵又必須豐富深遠。所以，一部要理問答常分成

一、二百個問答，篇幅比較短小。但是，這些問題如

同一連串珍珠，要把基督信仰的整體呈現起來。

或者說，一部好的要理問答應如一部微型的系統

神學，它決不能試圖取代聖經的地位，而是要成為

打開聖經這部上帝默示之書的鑰匙。這樣，人們在

學習完一部要理問答之後，就能獲得一個基督信

仰的整體感。以這種整體感去閱讀聖經，他就能

在經文的細部發現宏大的救恩計劃，在舊約與新

約之間形成穿越式的交互理解。聖經經文也就能

變得豐富而雋永。

同時，聖經信仰又是活在悠久的教會傳統裏

的。因此，要理問答的編寫必須扎根於深厚的大公

教會和新教改革的傳統之內。如前所述，歷代教

會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語言文化處境中編寫了

多種形式的要理問答。基督信仰的意義不在於創

新信仰，而在於接續古老的教會傳統，使我們能在

先知和使徒們栽植的「古根」之上發出「新命」。我

們這一次編寫的《使徒信經要理問答》、《主禱文

要理問答》和《十誡要理問答》就廣泛地徵引各家

各派的信仰問答，[7]以此表明中國基督教邁向聯

合、博採眾長的特徵。

五、中國化的基督教要理問答

要理問題的編寫要做到三個因素的結合：聖

經、教會傳統和文化智慧。聖經是上帝之道，但上

帝之道必須在具體的時空成為「肉身」。二千多年

的教會傳統，就是道進入人類歷史和文化之中而

攝取的肉身。在此之外，即使是非基督教的文化傳

統，因為它們同樣出於上帝的創造，帶著上帝慈愛

與智慧的印記，是上帝之道在人類活動中留下的

一線光芒。因此，在編寫要理問答時，尤其需要注

意它所處的語言文化背景，從中吸收靈感與智慧。

對我們來說，歷史悠久而意蘊豐富的中國文化，尤

其是基督教要理問答要認真對待和尊重的對話夥

伴。

新教改革時，路德編寫《大小要理問答》時，

特別地避免用當時歐洲的學術語言拉丁語，而採

用了普通民眾的流行口語德語，就是他在當時情

況下對德意志民族的語言文化表示尊重。在路德

那個時代，德意志地區的語言尚未成型，更談不了

深厚的文化根基，所以，他在要理問答中所能吸收

的文化資源十分有限。在這個意義上，以浸潤在深

厚中華智慧中的漢語來編寫中國化的基督教要理

問答，使我們能領受比路德和他那個時代的人更

大的祝福。儘可能地吸收中國文化的養料，這是我

們編寫這一系列的要理問答時堅持的重要原則。

例如，在《使徒信經要理問答》中解釋聖經對人

的靈性塑造時，我們用宋明理學的詞語「變化氣

質」；在解釋教會的社會維度時，我們用中國傳統

的「天下一體，四海一家」的概念。在《主禱文要

理問答》中，我們用「生命養成」來闡釋基督徒的

靈修，用「三願四求」來總括七句主禱文。在《十誡

要理問答》中，我們用「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來闡

述十誡倫理的普遍化原則。我們採用這些詞語，經

過了反復的斟酌。這些沉澱著中華文明智慧的詞

語，能使漢語讀者更加通透地被福音的精神所感

染，使所信的成為我們所知的，使所知的成為我們

所行的。

正如這一系列叢書的序言所強調的，我們採

用要理問答的形式，對基督教信仰中的經典文本

如使徒信經、主禱文和十誡進行解釋，每一部分

都對應著一個中國傳統學問的分支。使徒信經是

基督徒信仰的綱目，雖然只有十二句信條，但其整

體結構及每個用詞都包含了深遠的內涵。對它進

行要理式的講解，能夠建立起基督教教理學的主

體。主禱文是我們心靈在與三一上帝對話中的團

契共融，是基督徒的心性養成。雖然它只有七句，

但卻涵蓋了人遵照上帝的意願、理順生活的秩序、

培育內在的道德生命等內容。借助於對主禱文的

要理講解，可以建立基督教心性學的框架。十誡則

是基督徒在聖靈裏面的生活道路。它只有十條，但

卻包含著人對上帝的敬拜、生命的內在德性、社會

生活的根本遵循等重要內容。通過對十誡的要理

闡釋，也能建立基督教倫理學的主要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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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與其說這三本要理問答是基督教信仰

生活的三個組成部分，不如說它們是從三個不同

的角度來看同一個基督信仰。使徒信經宣告我們

所信的，主禱文表達我們內心對上帝的渴望，十誡

則申明我們所應生活的。但它們其實又是同一件

事，因為我們所相信的，要轉化為我們所渴望的；

而我們所渴望的，就是我們要在生活中遵照而行

動的。

以要理問答的方式對使徒信經、主禱文和十

誡進行學習，不僅是對這些基督教信仰文本的研

讀，更是以簡潔的方式建立基督教的信仰框架，

使人獲得基督教信仰的整體感。這些要理式的講

解，使人能像工程師一樣，瞭解整個信仰的內部

結構，也使人能像演奏家一樣，熟悉自己將要用自

己的生活去演奏的信心旋律。在面對其他宗教或

世俗價值潮流時，它們使讀者能以清晰、準確而完

整的方式闡述基督教的價值觀，發出基督教對於

事物的主張和看法。期望這些要理問答能有助於

人們站定在耶穌基督的磐石之上，接續著使徒傳

統，在當下中國的社會文化處境中發出「聖經的迴

響」。

[1]關於早期教會在問答中形成信經的過程以及各地

教會不同形式的問答，可參見鄧琴格主編，輔仁

神學著作編譯會譯，《公教會之信仰與倫理教義

選集》（台北：光啟文化，2013年），第1-40
頁。

[2]關於要理學校在早期基督教不同教會發展的情

形，可參Frank Bateman Stanger, “Catechetical 
Schools in the Early Christian Centuries,” The As-
bury Seminarian: Vol. 10 , 1956, No. 1, p.42-50.

[3]這兩部要理問答的漢譯本被收於逯耘譯，《協同

書》 (南京：譯林出版社，2003年）。信義宗仍
然使用其基本內容，可參見芬蘭基督教信義宗，

黃保羅譯，《教義問答》，(赫爾辛基：Edi ta , 
2002年)。

[4]此要理問答處於不斷的漢譯之中，其最早的漢譯

本見於《歷代基督教信條》(香港：基督教文藝
出版社，1957年)，之後趙中輝，《教會工人培
訓手冊》(1993年)中提供了一個譯本。錢耀誠翻
譯，《海德堡要理問答》(台灣加爾文出版社，
2000年)。可參見王志勇的2002年譯本，https://
www.crcna.org/sites/default/files/%E6%B5%B7%E

5%BE%B7%E5%A0%A1%E6%95%99%E7%90%
86%E9%97%AE%E7%AD%94%20-%20Heidel-
berg%20Catechism.pdf，2020年7月22日登錄。

[5]例如，在漢語世界較為流行的，托馬斯·文森
特，王志勇譯，《威斯敏斯特小教理問答釋義》

(基督教改革宗翻譯社，2006年)。
[6]可參見奧列格·達維杰恩科夫，龔長明譯，《正
教教理問答》(香港：China Or thodox Press , 
2017)；再如梵二會議四十多年後，天主教世界
推出的新要理問答，Compendium of 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 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 
2005，漢譯本見《天主教教理簡編》(石家莊：
河北信德社，2013年)。

[7]游斌：《使徒信經要理問答》（2018年），《主
禱文要理問答》（2019年），《十誡要理問答》
（2020年）(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The S ign i f i c anc e and A pproach o f 
Formulating a Chinese Catechism for the 
Chinese Christian Theology

You Bin(Institute of Religions,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To elaborate the faith system in the 
way of catechism is a long-practiced Christian tradition. 
Catechism would be of great help in 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theology in the indigenous context. Chinese 
catechism would not only put the Chinese theology in 
union with the ecumenical church, but also integrate the 
Chinese cultural resources into the Christian theological 
discourses.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about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catechism in the Church,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Chinese catechism, as “an echo of 
the Scripture”, would play an essential role in forming 
the intellectual identity of Chinese theology. The 
Holy Scripture, of ecumenical orientation and cultural 
resources would be the three bases for the Chinese 
catechism, though with a varied importance among 
them. Writing different catechisms on the foundational 
texts of Christian faith, for example, the Apostles’ 
Creed, the Lord’s Prayer, the Ten Commandments, and 
the Christian Liturgy, would set up the basic framework 
for the Chinese Christian theology, and help foster the 
Christian theological systems in Chinese intellectual 
forms.

Key words: Catechism, Apostles’ Creed, Lord’s 
Prayer, Ten Commandments, Christian Litu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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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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呂  嘉

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退休]

哲思慧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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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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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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 Jia(School of Marxism, Tsinghua University 
[ret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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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words: Culture, Noumenon, Human Truth, 
Religion, Chines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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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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二○

年
第
三
期
（
總
第
一○

四
期
）

文
化
中
國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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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黃楠森認為：「中國人最初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

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參看黃楠森、莊福
齡、林利：《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第六卷(北
京：北京出版社，1989年)，第20頁。

[2]卡爾·雅斯貝斯：《歷史的起源與目標》(北京：
華夏出版社，1989年)，第8-9頁。

[3]同上，第10頁。
[4]牟融：《理惑論，大正藏》，第52卷，4上。
[5]契嵩：《鐔津文集》卷三《大正藏》，52，660
中。

[6]王月清：《佛教孝親觀初探》，載《南京大學學

報》1996年3期。
[7]黃宗羲：《子劉子行狀》卷下《黃宗羲全集》第

一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53
頁。

[8]這裏借用印順導師對於大乘佛教三系的表述。
[9]潘富恩、徐洪興：《中國理學》第4卷(北京：東
方出版社，2002年)，第63頁。

[10]有如戲曲的創腔，某劇種向兄弟劇種借鑒了一

句唱腔，但不能硬生生挪用在自己的唱腔裏，

而是需要化用為自己劇種的風格。這樣，既是

向兄弟劇種的借鑒，又是對自身劇種唱腔的發

展和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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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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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潮》期刊簡介及出版遲滯

的緣故

開宗明義，編輯者懇切地告訴讀眾，《新潮》
[2]雜誌是聯合北京大學志

趣相同、愛好相近和深懷

愛國憂民情懷、深具開拓

創新精神的學生們（也包

括少量教授）共同創建或

舉辦的一份獨立自主、思

想多元、淹雅博聞、言論

犀利的專業文學月刊， [3]

並在事實上成為了五四

「文學革命」初期和「新文

化運動」早期的重要文化

刊物、文學要目與思想陣

地。該刊由北京大學「新

潮社」[4]編輯、撰述、包裝

與刊行（包括籌稿、策劃、

排版、印刷、經銷各個環

節），於1919年元旦正式創辟問世，主要編輯人員

為傅斯年、羅家倫、楊振聲（即所謂「新潮三駕馬

車」），還包括部分教師和校外人士（譬如顧頡剛、

周作人、毛子水、陳達材、孫伏園等時彥俊碩）。此

外，李大釗、陳獨秀、魯迅、俞平伯、成舍我、葉紹

鈞、朱自清、劉半農、馮友蘭、徐彥之、孟壽椿、郭

以何方術納中國於新潮之軌？
——基於《〈新潮〉發刊旨趣書》的機微與覃思

■ 施  欣

湖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政治法律

所謂「新潮」，僅從字面上理解，是指「新漲

的潮水」（本義）；而就從深層次理解，借指嶄新的

潮流與流行的趨勢——代表著時尚、寄托著力量

和反對著落後、摒除著老土。展開來說，「新潮」意

指新鮮的社會風氣或新

穎的社會思潮，往往包涵

了外來的新思想、新思潮

的灌入與浸潤，同時意味

著新文化、新文明的輸入

與散播。顧名思義，新潮

象徵了脫俗超凡、指針了

大雅別致；藉此，帶給民

眾一股清新的感覺和鮮

美的體味，進而成為社會

模塑的風尚、大眾效仿的

對象，亦成為了人們追逐

的價值元素和目標方向。

通覽《新潮》雜誌、讀解

《新潮發刊詞》，我們可

以知曉或了澈，編者對

「新潮」寄予了冷雋與雋永的喻意：任何妄圖阻擋

時代進步與國民發展的「螳臂當車」者流——無

論他是誰抑或身處何位，都必然淹沒、溺斃在時代

的大潮與歷史的河流之中。[1]歷史，最終將以無可

阻擋之勢，朝著社會衍化、文明演進的方向奔湧向

前。

摘  要：《〈新潮〉發刊旨趣書》一文精闢論析了：

《新潮》期刊簡介及出版遲滯的緣故；《新潮》

的出版旨趣與發刊指歸；《新潮》指明思潮方向、

找準國人位置的社會功用與思想價值。從中，可以

洞悉與透視其志趣與功用、睿思與希圖。作為北

大學生自主創辦、自我管理的早期著名學術刊物，

《新潮》承荷起了傳承歷史、灌輸文明的文化使命

和肩負起了傳播新知、揚榷學術的出版天職。「新

潮」喻意頗深，一語雙關地指代「新」青年學子期

許以該刊納中國入世界文明之大潮流、導社會入

現代化之正軌道。

關鍵詞：《新潮》雜誌；大學精神；校風；學術救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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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虞、高尚德、譚鳴謙、康白情、潘家洵、沈性仁、

汪敬熙等名人大家也經常性地為刊物撰寫文章，

在物質與精神上扶助刊物的成長與成熟，以實際

行動撐持刊物的壯大與進步，使其學術品位與出

版聲譽大增。此刊是在精心借鑒西歐模式、審慎參

酌日本範式之後於「新思想的園地、新文化的潮

頭、新思潮的前沿」——北京大學，展開的同人辦

報、集體創刊的新聞活動與報刊實踐。作為「五四

運動」的先聲與「新文化革命」的先驅，《新潮》雜

誌甫一出刊便旗幟鮮明、立場堅定地站在鼎新文

化、推動學術的立場上，啟迪智慧、開悟學界、戶

牖新知、普及常識，以實際行動踐行著「學會以資

其博，學報以進其益」[5]的鵠地，開風氣之先導、行

文明之樞機。因而，刊物出版以後便深受廣大讀者

（尤其是師生）的喜愛，創刊一個月之內就再版了

三次，似乎有「紙貴洛陽」之勢。《新潮》雜誌的創

建視閾開闊、徵引宏富，不單在創辦及發行上較

早，而且在影響及作用上也較大，置於文學（化）

史、思想史、報刊史、媒介史乃至中國近現代史上，

均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義。

北京大學[6]是自強求富時代和維新變法運動

的產物，自1898年誕生至今（《新潮》創刊之時），

已悄然過去了整整二十一年，時間說長不算長、說

短也不太短。按常理來說，有著自由傳統和包容特

質的北大早就該出現類似《新潮》一類供學子發

表思想見解、討論學術學問的專門刊物，使之成為

新思潮、新觀念的交流的平台和互動陣地，為什麼

學生自主創辦及管理的刊物卻遲至今日才得以出

版呢？作者摭拾，主要因由三大原因的延宕與耽

誤。

（一）傳統勢力強大

中國，是一個具有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自

秦漢以來兩千餘年，實行尊儒依法的君主專制統

治，成為一個以農業為經濟基礎的、組織嚴密穩

固、生命力很強的國家。雖然，中國幾度被北方游

牧民族所滅亡，但因為具有較高的文化水平，那些

文化水平較低、文明程度較劣的游牧民族反而被

同化，進而凝結出一個強大的中華民族，這個強大

的國度一直屹立於世界的東方。[7]這是因為中國畢

竟是一個古老的君主國家，有著強大的文化同化

力量，「五千年所形成的文明不是一下子就能摧毀

的」。[8]由此可知，中國文化歷史輝煌悠久、思想制

度長期領先，卻也造成傳統勢力特別強大，以及舊

習俗、舊制度、舊思想特別頑固的態勢，改革總是

困難重重、阻力甚多，而鼎故總是痼弊層層、泄沓

延宕，在向近代化邁進的每一步中都異常艱澀、每

多掣肘，社會轉型與政治改革也總是醯雞自封、一

仍其舊，難以打開局面和進展順利。究其原由，在

於「五千年所形成的文明，不是一下子就能摧毀

的」，[9]質言之，即習俗與思維上積重難返和行為

與實踐上因循剿襲。誠如史學家蔣廷黻所剴陳的

那樣：「第一，中國人的守舊性太重；第二，中國文

化是士大夫階級的生命線；第三，中國士大夫階級

（知識階級和官僚階級）最缺乏獨立、大無畏的精

神」。[10]歸根結底，中國的傳統勢力、保守力量過

於強大且頑固，仁人志士致力於改良社會、改善風

氣、改進體制往往要付出極大的心血與智慧，甚至

必須冒其鋒鏑才能有望突破、必須饗以慘痛的代

價才能希冀化變。無怪乎，魯迅先生曾經同樣精闢

地指出，「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

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

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11]當維持原狀、

成為一種常態，當動輒得咎、成為一種慣例，當不

思進取成為一種惰性，何以創新、何以生變、何以

惕勵自省何以創荊辟莽？不難理解，「新民學會」

會在其學會宗旨中大聲疾呼：「因為中國的壞空氣

太深太厚，吾們誠哉要造成一種有勢力的新空氣，

才可以將他斢換過來」。只有突破舊有思想的束

縛、打破舊有傳統的禁錮，才能灌輸新知識、浸漬

新思維，以新的風氣改造舊的風氣，以新的常態改

造舊的「固態」。可以說，任何時候我們都要牢記：

守舊沒有出路，排外沒有前途。傳統歷史及文化勢

力強大，既是好事、也是壞事。為什麼這麼說呢？

它一方面可以凝聚人心、鞏固思想、延續文脈，再

一方面它也可能造成短視、昏庸和保守、壅蔽。其

實，我國歷史文化傳統中的精華，理應繼承和發展

（比如尊老愛幼、仁義禮智信），而傳統中的糟粕

（如三妻四妾、婦女纏足）則應該徹底革除和摒

棄。為什麼中國古昔之盛與近今之衰、判若霄壤，

近代愛國外交家曾紀澤認為是因為中國精力業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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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鑠殆盡、將近末造，從而力絀難支、難以與列強

爭勝。他這樣論述：「緣中國之意，以為功業成就、

無待圖維，故而垂拱無為，默想熾昌之盛軌，因而

沉酣入夢耳」。 [12]他認為，中國傳統勢力過於強

大，嚴重禁錮與束縛了人們創新的思維與前進的

腳步，透支了民族的創造力。可見，痼疾須去，陋

習須除，先進中國人必要打破舊習俗、舊禮教、舊

傳統。作為先覺者的知識分子要堅持「取其精華、

去其糟粕」的原則，起到身體力行的作用、擔負模

範帶頭的職責。因此，他們普遍認為：「我們想這

種（壞）空氣，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勵志的人，尤其

要有一種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義，如果沒有主義，

是造不成空氣的。我想我們的學會，切不可徒然作

人的聚集、感情的結合，要變為主義的結合才好。

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來了，大家才有所指

望，才知所趨赴」。[13]刺戟舊習俗、革新舊傳統、突

破舊思想、汰除舊制度、滌蕩舊人事，甄陶人材，選

育精華，必須首先在思想戰線樹立起一面鮮明旗

幟。

編者坦言：「向者，吾校性質雖取法於外國大

學，實與歷史上所謂『國學』者一貫，未足列於世

界大學之林；今日幸能脫棄舊型入於軌道」。[14]過

去的廿餘年間，北京大學取法西方、引介歐美，將

不少西學西法西藝西思時不我待、刻不容緩地傳

入國內學界，吾校除舊布新、明體達用的許多措

施，均為中西合璧之典範。從某種意義上說，北大

是西方現代大學樣板及教育模式在中國的移植。

正是因為北大受到歐美國家高等學堂（大學）的

影響頗深，在教學安排、考試制度、教授流程等諸

多方面積極與世界接軌、汲汲於邁向現代化程途，

因而帶有較強的西方色彩、較重的歐美風範。即

便如此，它仍然難以在較短時間內擺脫傳統習俗

的束縛——畢竟北大是脫胎於舊社會、舊時代、舊

制度的大學堂，印刻有它從屬的那個社會背景下

的雋永烙印，傳統思想與封建文化的渲染與熏陶

太過長久與深刻。因而，北京大學仍舊脊續了傳統

的因子與承傳了國學的底子，它始終扎根於中國

歷史傳統的深厚土壤，始終耕植於華夏文化的沃

土，始終根柢於中國文化思想的血脈，一以貫之，

從未間斷。在歷史事實上，「五四」之前的北京大

學，依舊帶有一些落後的、頑劣的因素，暴露出了

一定的歷史和時代局限性。由於歷史短促、經濟困

窘、政治窳敗、民眾愚蒙、社會黑暗等原因的綜合

影響，因而建校初期的北京大學，尚未能夠與世

界各地大學並駕齊驅，也尚未能同列於世界大學

之林，難以「一蹴而就」地完全運行或遵循歐美高

等學校的模式。實質上，因循守舊或襲故蹈常的

弊端，彼時的北京大學也未能完全免俗。不過，令

人歡呼的是，這樣的情況在「現在」得到了較大的

改善。今天的北京大學，與既往相較進步迅疾，正

逐步脫離舊姿態、改觀舊面貌，擺脫封建的束縛

和習俗的禁錮，處於向新式高校、現代化大學轉型

的關鍵時期，力爭躋身世界名校之林。換言之，北

大處於國家向現代化邁進、大學向世界名校挺進

的轉捩點，向現代化嬗演的進程急遽加快，著手

創建《新潮》便提上了議事日程。可以說，《新潮》

雜誌此時橫空出世，可謂恰當好處、躬逢其時。之

所以，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北大為首發、為主流、為

主力和為主陣地，就是基於北大悠久的歷史、自由

的傳統和西方文化的渲染，也印證了陳平原提出

的「大學制度的建立，包括其蘊涵的學術思想和文

化精神，對於傳統中國的改造更是根本性的」[15]

這一論斷。

（二）過去未予重視

重視，指的是認為某事或某人非常重要，從

而認真對待、妥善處置，是一種思想上的主動作

為和行為上的積極投入。恰恰相反，「不夠重視」，

則意味著在思想及行動上，並未將之列入重要的

考慮因素和擺上議事日程。當然，原因多為：或限

於時間精力的不足，或囿於經濟財力的見絀，或羈

絆於外來壓力與各方干涉。編者直言：「向者，吾

校作用雖曰『培植學業』，而所成就者、要不過一

般社會服務之人，與學問之發展與無；今日幸能正

其目的，以大學之正義為心」。[16]《新潮》創刊之

前，北京大學以「培植學業」為標的、以「宣化民

眾」為根本，缺乏世界眼光、缺少全域觀念，走了

一條科舉（入仕）教育的「老路」與「舊途」，刻板

的教學，機械的記誦，沒有看重知識的傳承，沒有

看重學問的求索，沒有看重學術的精研，和舊時的

國子監、太學區別不是太大。加之，或多或少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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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做官的仕途經濟左右，導致一批紈絝子弟或

拙劣之人忝列北大高等學堂，使其蛻變為被人譏

諷與詬病的「老爺們的大學」。於是乎，二十餘年

間，難以造育出經世濟國的真才、大才和堪當大任

的全才、雄才；抑且再退一步講，培養出來的人才

即便在某一領域有所成就，也不過是一般性的、技

術性的人才，他們更多地是能夠服務社會、服務大

眾，對國是民依難以掌舵，對國計民生無法勾勒。

這樣的培養目標，是比較膚淺、亦相當浮泛的，僅

僅是「術」的層面上造育實用性和實踐性人才，職

業性、技術性相當凸顯，反而忽略或漠視了長遠的

人才培基、深層次的學校提升。進而言之，北大既

往的教育模式與培養目標，並不著眼於發達學術、

著重於發展學問。說到底，早期的北大在培養人

才、造育學子方面，仍然延續舊體例和承襲老套

路，成了官僚子弟的「遊戲場子」，作了「守舊的官

場」或言「變相的科舉場」，忽略了《大學》首篇開

宗明義「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

善」的古訓。值得慶幸的是，北大隨著社會的進步

而嬗演至今，已然認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致力於

矯正過去的偏頗之處、投身於改變以往輕視「內涵

式發展」的根本性錯誤，集中表現在思想、教育及

學術諸多領域——《新潮》雜誌的出版與刊行，便

是其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策略與舉措。此後，建立

在對自己正確認識與準確定位牢固基礎上，《新

潮》同人和衷共濟、齊心協力，端正了既往的發展

方向、調整了未來的前進路線，以「大學之正義與

價值」為核心，以灌輸民主、科學為基礎，以啟蒙

智慧、改造新民為目標。由是，創辦屬於北大的特

立獨行、傲然岸偉的言論陣地恰逢其時：一方面，

以《新潮》雜誌的創設為契機，作廣大學子思想表

達的通道；再一方面，推廣《新潮》雜誌、以期助力

新思潮、新知識的傳播。要之，致力於創辦學會、

社團及報刊、雜誌，積極投身青年運動、文化運

動，既是北大的優良傳統、師生的共同心願，又是

辦學的一大特色、立校的一大法寶。事實上，北大

歷史上創建了林林總總、各種各樣的印刷出版物，

其中不乏名刊名篇與名人名家。這些圖書、報紙、

期刊、典籍的傳播與擴散，不僅引領了文化潮流、

鼓吹了先進思想，同時也教導了民眾、啟發了學

者、點撥了學子。從過去的不夠重視、到現在的高

度重視，體現了教育理念的進步；從之前的比較薄

弱、到如今的非常厚實，表明了學術觀念的晉升。

（三）校風未能明晰

校風，是大學核心辦學理念、鮮明教學特色

與獨特發展道路的集中展示，反映了一所高校的

理論品格與精神特質。循此以觀，校風是高等學校

辦學質量、育人水平、社會聲譽、人文精神的度量

衡與風向標，濃縮了大學的歷史、凝聚了大學的文

化與彰顯了大學的社會價值，亦即所謂：校風好、

學風盛；校風正、聲譽隆。教育及學界之所以如此

看重校風之隆盛與否，歸根結底即在於：明確、務

實的校風，可以引導學子豪邁的行進，激發學生高

昂的情緒，使其懷有大思維、大視野、大襟懷及大

氣度，使之成為對智慧的追求、對真理的尊崇和對

理想的仰止。毋庸置疑，任何一所高等院校的校風

（包括學風在內），都是其最本質的特徵和最重要

的標誌。因此，校風建設是大學精神文明建設的

重要組成部分，校風建設也是具有戰略高度及全

域意義的大工程。北大，在大多數國人心目中是一

個彌足珍貴的「精神坐標」，是一個完美而神聖的

「文化符號」，理所當然地成為一代人、幾代人的

不懈追求，作為一類人、一批人的身份象徵，把就

讀北大、習業北大視為人生至上的榮耀。為什麼

北大擁有如此之魅力？就在於它的校風之隆盛、

學風之美譽，猶如源源不斷的精神泉源，起著聚攏

人心、鼓舞鬥志的作用。

編者並不諱言地敘述：「又向者，吾校風氣不

能自別於一般社會，凡所培植皆適於今日社會之人

也；今日幸能漸入世界潮流，欲為未來中國社會作

之先導」。[17]以前的北大，其人才培養的目標與立

校定位尚不太明確與科學，僅僅滿足於培育適用

於社會的一般性、大眾型人才，與一般大學並無二

致，似乎也沒有走上一條特色鮮明、優勢突出的道

路，甚至還一度有作「貴族大學」之虞。這樣的檢

討、反思可謂中肯與深刻，是針對北大甫立時的各

種通弊的「對症藥」，也是改善北大成立之初多方

面窳敗的「頂門針」。如今，「求新知於世界」、「求

進步於學界」的北大，同人漸次意識到培養社會精

英、造就國家先覺者的重要性，堅持宏揚學術的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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襟，堅持砥礪品行的慣習，堅持讀解人文、求通天

下的品位，作有高度、有溫度和有品味、有操守的

高等學校。誠然，高等教育對於普及國民精神和

一般文化知識，固然重要，也是其不可或缺的一

大職能；但是，大學之「大」、名校之「名」，不單培

養社會「一般」、「通用」的人才，更須造化國民前

驅與國家精英。這批國家及民族的先列人員和棟

梁之才，對於國家的發展與社會的進步，善莫大

焉、也功莫大焉。晚近時期的許多有識之士都不

斷呼籲：「現代化高等教育不在造就少數之人才

而在造就多數之國民」。[18]中國社會，特別需要憂

國憂民、以天下為己任的學者，特別稀缺為教育、

為學術、為真理甘願獻身的民族脊梁式的人才。這

樣的自我剖析是相當深刻和到位的，同時可知北

大自我反省的氣魄與捫心自問的胸懷；以《新潮》

為代表的學子在探詢與追問中找出了北大肇起之

初教育成效不那麼顯著、人才培養不那麼明顯的

癥結。

沒有比較，就沒有清醒的認識和清晰的定

位；沒有比對，就無法規避風險及消弭漏洞、也找

不到或找不準未來的道路和前進的方向。通過從

正、反兩個方面進行論析，一正一反，對照鮮明，讓

人更加深刻理解過去；同時，也更加令人明確今後

的發展方向。舊時代的北大，已經不復存在；而今

的北大，是嶄新的開始、簇新的希望——她高舉著

西方自由主義的旗幟、呼喚著科學與民主春天的

到來。就這個意義而言，北大已經「改頭換面」、

「煥然一新」了——它不再是「早年的北大藏污納

垢、烏煙瘴氣，裏面不是八旗子弟公子哥、就是軍

閥政客老學究」[19]的舊時狀況，那種渾渾噩噩的

「醜陋」被徹底廢止或拋棄，轉而成為新思潮、新

文化的中心。根植於北大新風氣、新風尚、新風

範、新氣象土壤的《新潮》雜誌，從此以後成了北

大學子乃至全國學子的思想講壇。

二、《新潮》期刊的出版旨趣與發

刊指歸

對於新聞媒介而言，必然要有一個起主導作

用的出版旨意與作引領角色的傳播價值。沒有正

確的出版宗旨、明晰的發刊原則，就好像一個人沒

有靈魂。換言之，「辦刊思想就如同精神的指針，

真確的新聞思想可以促進新聞媒體的發展」。[20]

有了指南針，大海航行才有了明確的方向不至於

迷失誤導；有了指路燈，人們出行也有了正確的指

示不至於迷惘無助。有鑒於此，《新潮》雜誌毫不

遲疑地在「創刊旨趣書」中鄭重提出了自己的出版

志趣與原則。

（一）致力於成為新學術之策源地

《新潮》為何出版？或曰《新潮》為誰而作？

刊物開門見山、鄭重其事地指稱說：「本此精神，

循此途徑，期之以十年，則今日之大學固來日中國

一切新學術之策源地；而大學之思潮未必不可普

遍中國，影響無量」。[21]任何一種報紙、雜誌等印

刷出版物的創行，都必然要有一個濃縮的宗旨，都

必須要有一個鮮明的主題。否則，就會喪失了靈

魂、失去了旗幟，變得從眾、平淡甚至平庸。因此，

在《新潮雜誌社啟事》一文中，《新潮》雜誌全體

編輯人員剴切指陳：「同人等集合同趣組成一月刊

雜誌，定名曰《新潮》。專以介紹西洋近代思潮，批

評中國現代學術上、社會上各問題為職司。不取庸

言，不為無主義之文辭。成立方始，切待匡正，同

學諸君如肯賜以指教，最為歡迎！」[22]其言切切，

其情懇懇，強調為「學術之策源地」的努力方向首

當其衝，堅定地表明瞭以新文學為武器改造國人

的思想、以報章為利刃重塑民族之魂的立場，剖白

了不僅要求得思想上的獨立與解放、更期待政治

上的變革與鼎新的心跡。近代以來，某一份刊物

（包括報紙）的出版與刊行，若能抓住讀眾、報告

時政、策應文化，其影響無遠弗屆、價值無可估

量：它可以營造濃鬱的學術氛圍、培養厚重的學術

氣息和打造一個優秀的學術團隊、扶植一批向學

的學術新人，它可以延續文脈、承傳文明。在歷史

上，《新潮》與陳獨秀等人創辦的《新青年》同聲

相應、同氣相求且一唱一和、互成犄角，事實上成

為了後者的「輔翼」。由此，形成強大的輿論攻勢，

構築起牢固的思想陣線，堅定不移地與舊勢力、舊

傳統、舊思想展開了激烈的鬥爭，引導民眾尤其青

年走向光明的程途，賦予他們自我更新、自我鼎

革、自我提升的勇氣與力量，成為近代思潮的啟明

星和青年的指路明燈。大學之大，貴在學問之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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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之實；學刊之重，貴在求真理、求真相和繼絕

學、開太平，文化上要承前啟後，學術上要繼往開

來。正如這份學生刊物《新潮》之創建，其立意又

何嘗不是如此！它既與民族傳統文化的臍帶相連，

又與世界現代文明魂魄相依。北京大學有這樣的

決心與力量、有這樣的胸襟與情懷，成為中國近代

學術（融合西學）的濫觴，不俗於世、不降於世，獨

立不遷、深固難徙，而成為中國邁向近代化程途的

力智源頭。

對於一個民族而言，文化是其脊續及承傳的

血脈，是國民軟實力的體現，還是綜合實力的表

徵；而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學術是其凝聚人心、價

值認同的靈魂，是矗立並獨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

「身份證」，也是受到他人尊重的「標簽」、得到他

國敬仰的「標識」。晚近時期，中國之所以落後於

西方列強，而常處於「豆剖瓜分、漸露機芽」的慘

酷境遇，就是因為「知識的落後也就是人的落後，

由於缺乏外界的交流，人的精神世界蒼白，眼光狹

隘」。[23]歸根結底，是我們的國民不具備現代知識

與國家意識，而知識、技能、思想、觀念不如人家，

又怎會不被人甩在時代的大潮之後。歷史反復證

明：文化落後的國家和地區，要想發展經濟是艱難

的。經濟社會的發展，本身也要求不能偏廢文化。

不論是在經濟競爭力還是在綜合國力背後，一個

十分重要的支撐力就是文化。[24]勃興文化，必須首

先普及新式教育；變革制度，必須先要推廣新思想

新知識，總其要者莫如大量興辦期刊雜誌、廣泛

設立報館（社）。

如果說，文章是經國之大業、不休之盛事；那

麼，學術則是亙萬古、橫九亥之大事。學以致用，

學以興業，是每個有志之士的必然選擇。而將學

術與國家盛衰掛鉤，是中國歷朝歷代的傳統與常

識，「國家之興亡與學術之升降為正比例」[25]的思

想根深蒂固。近代以來，思想家與學術界普遍贊同

「學亡之國，其國必亡；欲謀保國，必先保學」[26]

的觀點與理念，明明白白告訴人們學術之重於泰

山，真真切切提出振興學術、以拯國家的號召，甚

至希冀將學術國家化——即集合國家的力量來規

整學術，並以實際行動去貫徹、去落實、去踐行。

實質上，北大的學風、教風深深「左右」了其他高校

的學風、教風，甚至還深刻影響了社會風氣、民眾

意識。儘管，民國初年政治黑暗、經濟蕭條、民生

凋敝，但以北大為榜樣的大學群體，卻是魚飛鳥

躍、思潮勃發，在烽火連天、戰亂頻仍之時，培養

出一批又一批的社會精英及國家棟梁。其中，就包

括大量閃耀星空的知識分子及大師級的學問大

家——正是開放成就「大」、正是包容成就「學」，

完美詮釋了「大學」二字。北大已然不再是初期那

個「上大學要麼是為了謀取一官半職、要麼是吃喝

玩樂混日子」的貴族大學了，而是大師的搖籃、學

者的發源地和高尚思想的醞釀所，成為具備思想

先進學子的集中營。

（二）傳輸北大精神，擔當學者先驅

一般而言，精神指針的是一個個體或群體通

過其言論、行為、風範、價值取向、人文追求等諸

種外在表現，讓人們感覺到其內在的品格與操守、

追求與境界、素質與涵養、思想高度與認識水準，

映襯並折射出遠大的追求、高尚的情操和與眾不

同的優秀品質、不同凡響的舉止言行、超凡脫俗的

氣質面貌、引領時代的思維水平。何謂北大精神？

是指北大所散發、迸射出來的積極的、正面的、激

勵的、甚至可以影響國民的內在氣質與無形力量，

這份滿滿的正能量可以引導、促使人民披荊斬棘、

勇往直前和推動政治發展、國家進步、民族向上，

在實際上成為了民族精神的一部分；並且，人民群

眾甚至希望它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帶領民族精神向

前發展的一種力量。北大老校長一語中的地說：

「所謂大學，非有大樓，乃有大師之謂也」（梅貽

琦語），這一論斷被現當代的專家、學者們反復引

用，可知其被認可和尊奉的程度之深——它切中

肯綮地道出了大學立業的根柢、大學精神的精髓。

所謂北大精神，決不僅僅是一口空洞的膚泛的簡

單的口號，而是由一件件具體的事情和一個個確

切的實踐彙聚而成，是北大歷史與文化、傳統與現

代、科學與真理的「小水滴」聚合而成的信念及價

值的「江海」。北大精神的真諦、北大精神的閎遠、

北大精神的揚榷，靠得是鮮活的事件、鮮明的人物

將精神的暖流源源不斷地注入到北大的一草一

木、一磚一瓦，它不單是成就了一個名校、甚至是

造就了一個時代。一百多年以來，北大培育、涵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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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植與成長了中國數代最為出類拔萃的優秀學者

（子），究其根源就在於北大精神的熏習、渲染與

涵育、滋潤。在大學的象牙塔中，總歸要保留一些

精神層面上的東西，否則對大學、對社會、乃至對

學生個人，都是一種莫大的損失。北大在蔡元培執

掌之後，一掃過去頹唐庸俗的風氣，使之精神面貌

完全一新，並演變為中國「著名大學」、「一流大

學」的起始或肇啟：它不是升官發財的地方，也不

是功名利祿的場所，而是研究高深學問的境地；同

時，還大力提倡嶄新的學術之風（兼容並蓄）。

《新潮》雜誌全體編輯人員剴切指陳：「同人等學

業淺陋，逢此轉移之會，雖不敢以此弘業、妄自負

荷，要當竭盡思力，勉為一二分之贊助：一則以吾校

真精神喻於國人，二則為將來之真學者作前驅而

已」。[27]概言之，一份有責任有擔當有抱負的、從

屬於北大精神的雜誌應該立足於：奉獻社會，傳

輸北大精神；服務國人，擔當學者先驅。它表明和

呈映了北大青年學子（者）要求自辦的刊物以奉獻

社會、傳輸北大精神為圭臬和以服務國人、擔當學

者先驅為主旨，成為新文化、新思想、新人民的排

頭兵。此時，北大毅然決然地扛起了鮮明的旗幟、

喊出了響亮的口號、奏響了時代最強音。其實，作

育群氓，化導大眾，是以北大為首的高校當仁不讓

的天職。北大自誕生之日起，就是全國高校的楷

模，肩負文化天職，擔當社會責任。之後，編輯團

體謙遜、虛心地表示，自己才疏學淺、智識淺薄，

但報人之責不能頃忘。儘管，同人學業淺顯、學識

未精，但在這個社會轉型、思潮湧動的大時代，也

要竭盡所能、殫精竭慮地為弘道、授業奉獻一點

智慧、貢獻些許力量，為新時代鼓與呼，為新思潮

歌與舞，以襄助新文化事業，以助力新思潮運動。

正是出於這個目的，北大學子們主動集合起來，以

「眾人拾柴火焰高」的開門辦刊態度，以「三個臭

皮匠賽過諸葛亮」的鮮明立場，傾心打造一份「獨

家」的刊物：一方面通過創辦《新潮》，使得同人暢

快地發表文章、盡興地表述意見，務必將北大之

精神曉諭國民、傳諸中外；另一方面，以此為契

機，化育學界，灌輸智慧，作為今後社會事業的先

導、甘為大眾公共利益的肇基、成為將來思想的前

驅。即便是處於清末民初的黑暗專制統治之下，這

種意志不會黯淡、這種精神不會泯滅；不寧唯是，

它的光芒不可能被強權與專制所掩蓋、遮避，終

將影響全體中國人，使我華夏民族走上潮流所趨

的民主、科學的光明大道。

儘管精神是無形的、不可觸摸的，但精神可

以被感知、被體悟、被存續、被弘揚，亦可以感動

人、鼓舞人、影響人、提升人，它的作用是久遠的、

雋刻、深透的。大學精神，「是大學的航標和魂靈，

是大學生生存發展的精神動力與思想保證，是奠

定優良學風、校風的基礎」。[28]它是在大學長期發

展的歷史過程中逐步積累起來的寶貴精神財富；

一旦形成，便成為了大學理想追求的一種境界，以

及檢驗大學價值原則、共同理念的標尺。沒有精神

的大學，是喪失了魂靈的大學，甚至不能稱之為大

學。北大精神，彌足珍貴、值得珍視，它是中華民

族傳統文化與民族精神的結合（包括世界優秀文

明的融合），可以引導落後、凋敝及阽危的中國奮

力地走向世界先進之國的行列。按照這一大學文

化判斷與審美情趣：如果大學不確立和形成大學

精神，就不可能康健發展、穩健成長；如果大學不

維護和發揚大學精神，就不可能成為眾望所歸的

著名大學。之所以北大精神不僅為北大人所密切

關注，也為北大以外的社會各界人士所持續關注，

就在於北大精神的永久魅力。經過幾代學人的不

懈努力，以北大為首的中國大學，醞釀出了一種獨

特的精神氣度與文化風骨，也留下了許多歷史傳

統、風物典故和精神魅力，持續感染和熏陶著中國

無數的青年才俊和文化精英。置身於《新潮》之大

時代，民族危機的警鐘接連敲響、傳遍全國，「一

批深受西學影響的新型知識分子紛紛投身新思想

的傳播、新觀念的啟蒙，通過報刊、學會、學校等

固定的傳播渠道，抨擊封建腐朽統治」。[29]報紙期

刊，是知識分子的思想陣地與言論大本營。《新

潮》的刊行，正好應了邵飄萍慷慨激昂的演說：

「北大是最高學府，應該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學發

動起來救亡圖存、奮起抗爭」。對國家民族命運的

隱憂關切，對社會責任的密切關注，對學術自由的

不懈追求，對思想文化的獨立求索，是融入每一個

北大學子血液中的愛國主義「細胞」和文化特質與

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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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喚起個人學術自覺心為天職

所謂學術，是有著獨立學理地位的專業性、深

度性、系統性的學問，是一個知識積累與認識深

化的過程（裏面包含著時代的變遷與議題的變

換）。學術，從宏觀上反映了一個民族的思維水

平、從整體上代表了一個國家的智力程度。它的核

心價值與終極意義，亦即「在於學術主體具有崇高

的學術精神和學術理想，在於學人對學術精神執

著的追求和學術理想的自覺意識」。[30]歸根結底，

學術不僅是高等學校三大社會功能之所在，也是

一所大學安身立命之所在。晚清到民國時期，是中

國由封建向民主、從古代向近代衍變的關鍵歷史

時期，也是實現國家現代化、國民現代化的轉捩

點，還是「中國社會大變革（動）之期和中國學術

向現代轉型之季」。[31]學術與思想、學術與文化、

學術與歷史、學術與現代化均不可分割，它的社會

作用、角色愈發地突出。管學大臣張百熙在《進呈

學堂章程折》（1902年）中曾聲稱：「古今中外，學

術不同，其所以致用之途則一。值智力並爭之世，

為富強致治之規，朝廷以更新之故而求人才，以求

人才之故而本之學校，則不能不節取歐美日本諸

邦之成法，以佐我中國二千餘年舊制，固時勢使

然」。[32]在中國數千年的傳統文化與厚重歷史裏，

幾乎所有的統治者都清醒認識到，學術關乎人才，

而人才關乎政事，培養掌握何種學術人才，就意味

著國家將推行何種學術思想指導下的政策。近代

知識分子普遍認同此理，他們論析說：「我國睡獅

不覺，尚未進入民族主義之時代。為國民者，不急

於此時研學術以完成國民之資格，勉義務以盡國

民之責任，以圖建設一質點純粹之國家，……亡國

滅種之慘，轉瞬及矣。[33]學術不興，意味著文化薄

弱；文化淡薄，意味著國勢不振；國事衰微，則意味

著教育窳敗、民智未啟，這些都是環環相扣、陳陳

相因的因素。陳寅恪先生強調，「世局之轉移，往

往起於前人一時學術趨向之細微。迨至後來，遂若

驚雷破柱、怒濤振海之不可禦遏」。[34]這就是說，

學術能夠浸漬人心、能夠潤化風俗、能夠化育民

眾，能夠成為人民的指南和國家的明燈。事實上，

自北大誕生以來「一系列深刻影響和改變中國社

會、文化、經濟、科技發展的重大事件，大多與這所

學校密切相關。悠久厚重的歷史傳統，精彩紛呈的

學術大師，雲蒸霞蔚的精神風度，獨領風騷的學術

貢獻，讓北大成為中國理所當然的最高學府和學

術殿堂」，[35]被譽為20世紀中國文化界的「雙子星

座」。略晚於《新潮》面世的著名刊物《新青年》延

續了北大學術的衣缽，堅定不移地「與青年諸君商

榷將來所以修身治國之道」，[36]傾心竭力地與大家

商討各國事情、將學術思潮盡心灌輸。

學術刊物作為各種學術思想的物質載體與信

息普通，始終蘊含著巨大的思想活力。這一活力，

「就像一塊巨大無朋的磁石，穿山過嶺、跨洋越

海，把各個角落的讀者（研究者）吸引到自己的周

圍；更像一團熊熊燃燒的烈火，烘烤著和照耀著無

數顆在冥冥之中探求真理的研究者的心靈」。 [37]

報紙、雜誌等印刷出版物，作為那時傳播最為迅速

與廣泛的大眾傳播媒體，「往往成為推動學術潮流

和文學潮流的重要力量」；[38]與此同時，也成為集

結隊伍、組織社團以交流思想的主要陣地，扶助新

學，獎掖後進，使得「同氣相求，同聲相應」的學人

們聚攏在一起，砥礪學問，切磋技藝。大凡一個學

者、一個學術團體，都應當有自己的「學術地理」、

「專屬領地」和「學術共和國」，北京大學當然不

能例外——它不僅不會落後，反而要走在先列，成

為引領學術潮流的先導。其實，做學術講專攻、講

流派、講爭論和講志同道合、講思想共鳴，古往今

來、古今中外莫不如此。而有生命力的學術，如鳥

兒非兩翼不能高飛、如車子非雙輪不能遠行，亦

即：「一翼為扎實的材料、嚴謹的方法、客觀求實

的態度；一翼為敏銳的思想、價值的求索、人生社

會的關懷」。[39]這些，都是做學術的基本前提。

一個國家或民族，沒有真真正正「大品牌」、

「聲譽隆」的學術刊物，沒有拿得出手、站得住

腳的學術團體（隊伍），那麼它在全世界的學術界

（圈）是沒有地位、喪失尊嚴的，無法表明該國思

維能力與認知水平，更無法發現和挖掘深厚的學

術資源與才智。

近代中國，報刊是最先進和最重要的大眾傳

播媒體，知識分子對此深信不疑，國人對此亦步亦

趨。而在開啟民智、灌輸學術、引領思想、傳播知

識等方面，它的教育作用與思想價值尤為突出。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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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新思想、新知識、新理論都是通過這一載體或

路徑（見諸報章、披露報端）而後被迅速擴散、急

遽放大，甚至引領潮流、風行一時。因此，報紙期

刊被梁啟超先生認定為影響國家前途和改變民族

命運的最為重大的「三件大事」之一（其它二件為

培育新式學生、廣泛設置書局）。報刊，在報道新

聞、傳播新知的同時，實際上也涵蘊了學術、包含

了價值並且交流了思想、達成了共識，成為學術表

達與思想爭鳴的公共平台，知識分子及社會精英

們可以在上面長袖當歌、持練而舞。清季以降，我

國思想勃興、學術紛湧，呈現出中西交匯、古今融

匯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歸因於報刊的報導與宣

揚。誠如洋務運動的代表人物張之洞向最高統治

當局所奏陳的那樣：「乙未以後，志士文人創辦報

館，廣譯洋報，參以博議，始於滬上，流衍於各省，

內政、外事、學術等皆有焉。雖論說純駁不一，要

以擴見聞、長志氣，滌懷安之鴆酖毒，破捫預之瞽

論。於是一孔之士、山澤之農，始知有神州；筐篋

之吏、煙霧之儒，始終有時局」。 [40]知時務、懂時

局，正是因為有了報刊；知國情、懂世事，也是因

由報刊的推廣。尤其是報紙的學術專欄，或者專門

性的學術期刊，較為出色地承擔起了普及知識、弘

揚學術、崇尚文風的「職務」。時人昌言：「若乃雜

誌之發行，實在提倡實業，發展學術，幸道德誠足

以抒救國之熱忱」。[41]學術的發達，需要帶頭人、

需要領頭雁，呼喚學術大家、期待學術大師。故

此，「學術之進步，貴在有創造能力之人物、世界最

新之思潮者」。[42]由此，則充分印證了陳獨秀曾經

明確提出的「國人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

則應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43]的觀點。

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以一種特有的敏感體

驗到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把個人的價值觀及

命運與社會政局緊密相連，他們普遍「憂此時代

所憂、痛此時代所痛」、他們常常「抱著對國家、民

族的強烈責任感和使命感，大規模地介入政治，探

索著救亡圖存的方法和途徑」。[44]學術救國，同樣

是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追求。

所以，《新潮》坦言：「今日出版界之職務，莫

先於喚起國人對於本國學術之自覺心」。[45]它告訴

學界同人，當前報刊、雜誌首當其衝的一點，便是

喚起國人對於本國學術之自覺心，從而弘揚學術、

獎掖後進、激勵鑽究。進一步說，培植一種普遍的

牢靠的學術自信、學術自尊與學術信仰，視為當時

最為首要的任務。而這個任務的完成，北大學子自

然當仁不讓，《新潮》雜誌更是責無旁貸。

大學，與一般社會公共機構或文化機關不同，

往往肩負著崇高且特殊的使命——它是傳承人類

智慧、衣缽人類文明，並以之成為人類認識世界、

瞭解自己、洞察宇宙及展望未來的前沿陣地，以及

新方法、新思想、新技術的才智寶庫與科技源頭，

是人民自信心（力）的來源，是國民自豪感的支

撐。因此，大學必須是獨立的、自由的，不向任何

個人或團體勢力屈服或低頭、亦不成為任何權力

的政治附庸與經濟「跟班」。它責無旁貸地作社會

的先導、大眾的先知，義無反顧地走在時代的前

列、國民的前列，寄托國民精神與大國情懷，可蔑

視豪右、也可指摘權貴。時至今日，各類媒體不僅

成為大眾公器和社會公益事業，而且作為新興

（型）產業和信息服務行業的代表，不單可用於提

出並解決社會熱點難點問題，而且還能正確處理

信息、傳播文化知識與進行輿論引導。為了徹底改

變和糾正過去「群眾對於學術無愛好之心，其結果

不特學術消沉而已，墮落民德尤巨」[46]的窘迫與

困境，也為了達成和完善「對於學術負責任，則外

物不足熒惑」的「初心」與志願，使那些研詣學問

之人、有志學術之人，尚不致於「恆昧於因果之關

係，審理不瞭而後有苟且之行」。[47]《新潮》雜誌

必須：立足於鼓動民眾養成學術的濃厚興趣、立基

於培植群眾的學術愛好心。

三、指明思潮方向、找準國人位置

的社會功用與思想價值

回溯與查考北大衍變的歷史軌跡，我們可以

發現：「從馬神廟公主府的京師大學堂到沙灘紅

樓，從西南聯大到京西燕園，北京大學從19世紀末

期中國的坎坷歷史中一路走來，既經歷過山重水

複的迷茫，也有過柳暗花明的欣喜；既遭逢過風雨

如晦的陰霾天氣，更多的則是欣享著雲霞漫天的

朗潤時光」。[48]但不論如何，在這一百多年的輝煌

發展歷程中，北大自我完善的努力與不斷前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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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步始終與國家發展、民族復興的時代軌跡相伴

相隨、休戚與共。僅就這一點而言，在世界高等教

育史上，也是非常少見的。多難興邦、逆境成材，對

於一所大學而言，又何嘗不是如此的呢？北大的百

餘年輝煌歷史，不光反映和體現了中國高等教育

的日益完善與不斷改進，還是中國近現代史在曲

折中前進的一個縮影。

蔡元培先生曾經說過：「大學者，囊括大典、

網羅眾家之學府也」。[49]學府，人們視為高雅的學

堂、高深的學問、高尚的品格之所在，吸引了無數

人欣羡的目光、引起了多少莘莘學子的嚮往。「學

校是一個雛形的社會，必須有一個公量的正鵠，然

後才有是非標準，才可以談改良進步」。 [50]這個

「正鵠」是什麼？根本上說，就在於繁榮與傳播學

術、討論和商榷學問。在北大的菁菁校園裏，文化

兼容並蓄、新舊碰撞匯融，既有長衫馬褂老學究侃

侃而談的講壇，也有西裝革履新學者傳道授業的

舞台。讀解和揣摩《新潮發刊旨趣書》一文，足以

令人深思與喟嘆，民國那個大師湧現時代一去而

不復返。當今時代之下，如果試問：當代思想之潮

流如何？中國在此思想潮流中位置如何？絕大多

數國人、甚至一些「傲驕」的文人，正處於茫然復

又昧然的狀態，一臉無知，滿目迷惘。我們的國民

愚蒙到既未能辨天之高、也不能知地之厚，我們的

知識分子尚未能很好地以鐵肩擔道義、以才智拯

民人，遑論達到「本國學術可以離世界趨勢而獨

立」的宏願。如果仍有人認為中國學術領先世界、

獨步全球，那只不過是「敢於自用者」的井蛙之見

和「自以為是者」的一廂情願罷了——這就是民智

未開、學術未興和識見未博的緣故了，致使士夫閉

目塞耳、民眾愚頑無知，成為「夜郎自大」的典型

了。毛澤東同志嚴正指出，思想這個陣地你不占領

別人就會占領，否則，便會荒蕪廢棄、便會雜草叢

生。可以說，弘揚學術、鼓吹主義、宣導思想、播報

文明，是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須高度重視的首要

工作，也是知識分子的「天職」與社會精英的擔

當。為此，雜誌論述道：「夫學術原無所謂國別，更

不以方土易其性質。今外中國於世界思想潮流，直

不旁（啻）自絕於人世。既不於現在有所不滿，自不

能於未來者努力獲求，長此因循，何時達旦？」[51]

一般來說，科學或學術是沒有國別差異的，它是屬

於全人類共同的思想財富。但是，科學家或人文學

者卻是有國別之分的，他們從屬於他們各自的國

家、民族或階級。國家強大，經濟繁榮、社會進步、

大眾文明、思想活躍，則學術的氛圍愈好、研究成

果愈豐；反過來看，則亦然。

在《新潮》雜誌所處之時代，各種思潮紛呈、

流派眾多，大批湧入中國，如馬克思主義、無政府

主義等等。經過歷史的選擇、實踐的甄別和智者

的遴選，最終確立了只有馬克思主義才符合我國

實際國情、才能夠拯救中國、贏得獨立與自強。可

以說，五四前後，是中國社會及思想的轉型、變革

時期，既需要對傳統新聞學的觀點進行批判地繼

承，又需要引進西方新聞思想的精華，同時也要順

應世界學術發展的新潮流。自從《新潮》雜誌創建

以來，同人廣泛開展學術文化活動、多方面發揮文

化教育職能，「超越了狹隘的利潤動機，形成了宏

大的文化品格」。[52]回溯既往，追尋歷史，從中國

第一代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到五四時代的啟

蒙思想家、文學家和學人的思想軌跡，人們不難發

現，「他們都把報刊作為宣傳新思想、新文化，推

動社會進步的強力工具」。[53]那麼，我國在這些思

潮奔湧的「大時代」裏處於何種位置？或許，許多

人未曾思考過；或許，許多人尚未深究過。科學技

術儘管非常重要，但是人文精神與文化關懷，仍然

須臾不可或缺，否則便會失去「精神內核」和價值

重心。一個國民，最緊要的事就是具備國民精神與

公民意識；一份刊物，最要緊的便是把本國的文化

發揚光大，好像子孫承襲了祖父的遺產，就要保住

它，而且要叫它發生效力。「就算很淺薄的文明，

發揮出來都是好的，更何況我華夏五千年文明呢！

這是因為它總有它的特質，把它的特質和別的特

質化合，自然會產生新的特質來」。[54]對一個正常

的健康的社會來說，需要一個渠道，「使得社會成

員共同認可其主導的價值觀和社會理念，報刊宣

傳工作在這個過程中就充當了重要的傳播媒介的

角色」。[55]

特別地，在中國加速邁向「現代化」的今天，

文化建設顯得更為重要，再怎麼強調也不過分。

比如，如何正確處理中西文化間的關係、如何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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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與現代間的關係？是一個值得長期思索與探

討的問題，也是目前我們仍未妥善解決的「大」問

題——如果這個「棘手」的問題不解決好，中國的

現代化轉型就是不完整的、不健康的。而要解決

好中西交融、古今融匯的文化深層次「大」問題，

首先要打破「壁壘」。關於這點，何兆武曾說：「中

西思想之區別在於西方走的是機械的、分析的道

路，從原子或個人出發；中國走的是有機的、綜合

的道路，從『場』或集體出發。故在西方，個人是目

的，集體是手段；而在中國，則個人是工具，集體

是目的」。唯有正確認識到兩者的區別與聯繫，才

能做好後續工作和完成融通任務，而正確的認識

又是正確行動的先導，沒有理解和熟稔，哪來學

習與借鑒！為了早日改變「不辨西土文化之美隆如

彼，又不察今日中國學術之枯槁如此」的窘迫與困

境，為了及時糾正「於人於己兩無所知，而不自覺

其行穢」的茫然與無知，指明現代思潮的進展方

向、很有必要，找準當代國人的準確位置、非常迫

切。唯有如此，才能使學術界同人產生對本國學術

地位的自覺心、自尊心及自強心；亦唯如此，才能

漸漸導引業已落後的中國同浴於世界文化之流。

循此以觀，必須改變中國人長期存在卻又不能自

視的若干惡劣習俗（在新時期演變出新的表現形

式）。如果，任由陋習惡俗的無序、惡性發展，便

會桎梏個人行為、宰割公眾心性，最終造成人民昏

愚、不思進取，成為與現代國民格格不入的蚩蚩之

氓——不僅人民大眾對自身的生活意趣全然無從

領略，而且猶如犬羊一般，於己之生死、地位及意

義茫然未知。

四、結語

泰山不讓細壤，故能成其高；江河不辭細流，

故能成其壯。故而，《新潮》雜誌要以海納百川的

氣派、胸懷天下的氣度辦刊，開門辦刊、決不孤芳

自賞；公開辦刊、決不囿於一家之言。據此，《新

潮》致力於建立和培養覆蓋廣泛的外來作者（如

約稿）隊伍，加強讀編往來、來信來函建設，暢通

編者與讀者之間的反饋渠道。一本刊物的成功，

「離不開一支成功的編輯和作者隊伍，離不開編

輯、作者與讀者的互動」，[56]為編者、讀者之合力

所成就。特別是正值雜誌發軔之初，諸事待舉，萬

般候興。設若，承蒙讀者大雅的厚愛、大方之家不

吝賜教，對於一份初出茅廬的刊物而言，指導與啟

發作用難以估量，豈非善莫大焉之舉？汲取建設性

意見、吸納同業評價，雜誌同人歡迎之至，一則以

匡不逮，二則集思廣益。為此，該雜誌專門設置「通

信」欄目，名碩俊彥可以就社會熱點問題、生活疑

難問題甚至政治敏感問題發問，也可以對本雜誌

的辦報宗旨、出版方針、編輯技法、版面設計、美

術繪圖等具體問題進行探討，使之成為溝通編者

與讀者的紐帶與橋梁。如此，一來可以在編輯部與

讀眾之間構建友誼之橋、產生情感共鳴與思想互

動；二來可以積聚和吸收社會的力量、共同的智慧

辦好《新潮》雜誌。

按照傳播學觀點，通過來稿、來函構築起反

饋通道，使得傳、受雙方互通，否則便沒有「傳

通」，成為無效的傳播。鄒韜奮先生曾坦誠謙遜地

說過：「投函者以知己待編者，編者也以極誠懇

的、極真摯的情感待他們，簡直隨他們的歌泣而歌

泣，隨他們的喜怒為喜怒，恍然置身於另一天地

中，與無數至誠至愛摯友言歡，或共訴衷曲似的

……」。[57]該雜誌同樣認為，「群眾不宜消滅個性，

故同人意旨，盡不必一致，但挾同一之希望，遵差

近之徑途，小節出入，所不能免者」。它主張優秀

的雜誌，應該而且必須秉持差異化生存、多樣化發

展的理念，既能兼融並包、亦可容納萬方。

然而，「既以批評為精神，自不免有時與人立

異，讀者或易誤會。茲聲明其旨。如不以立異為心，

而在感化他人，但能本『哀矜勿喜』之情」。也就是

說，言辭快意為之、但無傷德與義。同人等所以不

諱譏評者，是因為「誠緣有所感動，不能自已於言。

見人迷離，理宜促其自覺之心，以啟其向上之路，

非敢立異以為高。故凡能以學問為心者，莫不推誠

相與。苟不至於不可救藥，決不為不能容受之誚

讓」。哪怕言論有時激烈，哪怕思想或許偏頗，但

正直、真誠之文章與說法，並不出於私心雜念或詆

毀謾罵，在情理上還是可以接受或允許的。耿介地

來講，批評實在是一件不得已的事，批評不是目的

而是手段，終極目標是為了團結、是為了進步、是

為了學術界及思想界更好更快繁盛。編者及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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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時刻牢記：「我們對於受批評的人或事，應抱

一種愛惜的同情，我們的態度要和平公正。偏重感

情，反蔽理性；個人攻擊，徒起爭端」。[58]為此，該

雜誌歡迎坦誠、嚴謹、謙虛、善意的批評；或言，批

評應該真誠、應該客觀、應該坦蕩，杜絕相互攻

訐、防止謾罵詆毀，避免民國初年時各種報紙雜

誌黨同伐異、互相傾軋的通弊。有關於此，胡適強

調，「然亦決不做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

人之匡正也」。[59]西哲曾說：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觀

點，但我會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力。思想應該多元

化，學術觀點也可以爭鳴；反過來看，單一的思想、

呆板的學術顯得多麼枯燥與乏味、多麼迂腐與可

怕，倒是不利於社會進步，開放的社會與開明的國

度應該大度能容「批評之聲」的存在，允許自我糾

錯和自我更新。

與此同時，《新潮》雜誌還不忘鼓勵個性張

揚、講究思辨精神，不僅閎開批評之精神、也廣取

博學之才智。刊物的精神，是學子的精神；學子的

精神，便是國民精神的構成。毛澤東主席說過，人

總是要有點精神的，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或一個個

人，又何嘗不是如此！國家要有精神，國民要有氣

質，精神才能獨立、人格方能崇高。一如學人云：

「國家存亡興廢，視國民之獨立精神。倘其精神可

用，則國無弱小，必有興者。是故覘國在民，使吾

國人皆發奮其獨立之精神，揚溢其不羈之志氣，安

有以世界無上可恃之眾、可用之地而臣妾服屬隸役

於他人，搖尾叩首於紅顏綠眼之馬前者哉！」[60]民

心可用，精神可嘉，何愁國家不日臻富強。

最後，編者一再強調，《新潮》雜誌雖然主要

目的在於弘揚母校的求真精神、發揚北大的優秀

文化、表彰高等學府的歷史傳統，但卻並不能代表

北大全體學生的共同思想，蛻變為「一言堂」，抑

或作了思想的「壟斷者」。北大歷來講究「自由」、

「民主」和主張「兼容並蓄」、「多元共生」，廣開言

路、集思廣益，才能產生思想文化上的聚變或集束

效應。那麼，雜誌的言論之責理應編者自負，各種

事務也由「新潮社」一起承擔。如果，文章有偏頗

之處、言論有過激之處，也僅僅是編輯部同人的看

法、立場與觀點，切不能將其視為之為北大全體學

子共同的觀念與立場。《新潮》深知知術須巧、行

旨尚諧的道理，要求學術、藝理融洽和諧；同人也

懂得知行合一、融會貫通的事理，希冀實踐與理論

相結合。中國報刊出版活動與新聞傳播事業，「確

實是一項需要獻身精神的事業」， [61]亦確屬一項

「願終生以之」（值得終身許之）的事業。一個國

家沒有報館報人、沒有雜誌期刊，也就喪失了文

化、丟失了思想；或者說，相當於一個人沒有耳目

喉舌而蛻變為「殘疾人」。在北大學子們心目當

中，存續著一片廣闊、遼遠的大天地——沒有功利

的企圖、亦沒有骯髒的目的，完全出於對生命對學

術對文化的尊崇與熱愛，更是完全出於對心靈的

渴望，他們燃燒著才華、閃射著光芒，做著令自己

快樂的事情和對歷史文化有益的工作。

[1]亢建明著，《陣痛：中國歷代變革得失》[M](北
京：新華出版社，2014年)，第10頁。

[2]新潮，英文名The Renaissance，即「文藝復興」
之義。編輯者借文藝復興之名、行文化勃興之

義、表國家強盛之情。也就是說，他們希冀以西

方式的文藝復興帶動中國的文藝復興、期望中國

能夠像西方社會那樣從文藝復興中重振國家和人

民，找回過去的輝煌、走向民族復興之路。可

見，刊名便寄托了當時以北大學子為主體的眾多

愛國學生的美好願景，表明了彼時的先進知識分

子尤其青年一代思想覺悟的大幅度提高。當時，

西方社會正處於R e n a i s s a n c e（復興）與
Reformation（改革）大時代，這一思潮影響波及
到了中國。

[3]按照原定的出版計劃，《新潮》期刊為每年1卷
10期的定期月刊，而實際上卻因為種種原因難以
達成。該刊前5期基本上遵照計劃如期出刊，但
到了後面期則常有拖延、時斷時續。譬如，第2
卷第5期，遲誤到1920年9月1日才得以最終出
完；第3卷，則籠共只出了2期，未完成出刊任
務；第1期與第2期發行之間，相隔了數月之久。
究其根源，主要基於兩大方面：一是稿源不足，

人手短絀，主要撰稿人時常調離（如出國留

學）；二是經濟上無法做到完全的獨立自主，沒

有持續的穩固的充裕的經費來源，致使刊物難以

為繼。擁有雄厚充裕的經濟實力與穩固先進的編

輯人員（隊伍），是任何一份刊物得以立足、賡

續與發展的基礎與前提。清末民初不少刊物，要

麼轟動一時、旋生旋滅，要麼曇花一現、湮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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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均是上述兩大原因造成。該刊自1919年出刊
到1923年停刊，出版的歷史比較短促。儘管如
此，但對思想文化界的影響卻是巨大的。

[4]新潮社是北大第一個學生社團，是學生自治與學

術發軔的濫觴。該社由首批二十一名社員組成，

之後人數有增有減、有進有出，但基本人數維持

不變，下設編輯部和幹事部兩個部門或機構。一

般來說，新潮社任事者經由社員選舉產生，編制

均為3人，由他們負責雜誌的編輯、撰述、設
計、廣告、出版、發行諸事項。

[5]《孫中山全集》（一）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編[M](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9頁。
[6]北京大學（Peking University），簡稱「北大」，
誕生於1898年，「京師大學堂」為其前身。它是
我國近代第一所國立大學，也是第一所以「大

學」命名的學校，標志著中國近代化高等教育的

開端。北大是中國近代以來唯一以國家最高學府

身份創立的學校，最初還是國家最高教育行政機

關，行使教育部職能，統管全國教育。北大催生

了中國最早的現代學制，開創了中國最早的文

科、理科、社科、農科、醫科等大學學科，是近

代以來中國高等教育的奠基者。追溯北大創建的

歷史軌跡，大致情形如下：1898年6月，光緒頒
布《明定國是詔》宣布推行「戊戌變法」，詔書

明確指出「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

舉辦」。至7月3日，光緒批准梁啟超草擬的《奏
擬京師大學堂章程》，正式創辦京師大學堂，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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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kind of alchemy can guide China to 
the new trend?

——The Thinking and Insight of The 
purport of the book of New Trend

Shi Xi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article would like to cover the 
analysis of The purport of the book of New Trend 
which is incisive, the brief account of the Journal New 
Trend and the reason of the publication delay as well 
as the interests and purposes of the public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New Trend. It reveals the direction 
of the thinking trend imparting social function and 
ideological value. More than that, it gives insights to 
its interests and functions, ponders thinking, reflection 
and hope. Being a well-known academic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New Trend is managed and operated 
solely by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dedicates to the 
mission of inheriting culture and instilling civilization 
- new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and quality academic 
publication. New Trend conveys a two -fold meaning: an 
inspiring force in social modernization and no sooner 
become a key player in World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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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主權回歸，國家對香港有權行使屬地屬人權威。

因此，由全國人大為香港訂立國家安全法，實際上

就是對香港行使「屬地屬人權威」的表現，這在法

理上是完全成立的。根據最具權威性的《奧本海

國際法》第三章第四節《獨立與屬地和屬人權威》

的定義，中央政府對香港的土地和人民擁有排他

性的主權，也即是屬地和

屬人權威。按照《奧本海

國際法》的定義，中央政

府作為一國之主，對於國

家領土內的一切人和物具

有行使最高權威的權力。

中央政府出面替香港立

法，應該就是根據這條國

際法原則。因為維護國家

主權不受侵犯是獨立主權

國家的基本要義，同時也是國際法的根本概念。

在香港立法特別是國安法，是獨立主權國家的職

權範圍，行使屬地屬人權威體現了獨立主權國家

維護國家主權不受侵犯的國際法原則。

不過，必須指出的是，從2003年7月1日的大規

模遊行示威發展到去年6月以來的香港街頭暴亂，

已充分表明「一國兩制」在香港的落實出現了一些

新問題。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多年來也一直在研

究和查找問題的關鍵所在，希望能找到妥善解決

這些新問題的有效方案。而作為關心祖國命運和

香港前途的中華兒女，筆者認為有責任幫助中央

和特區政府找出問題之所在，以便對症下藥，辯證

施治。

二、中、港雙方出現觀念上的嚴重

落差

《港區國安法》與「一國兩制」的

國際法分析
■ 鄭海麟

香港亞太研究中心

一、《港區國安法》的國際法依據

2020年7月1日，便是香港回歸祖國23周年，

也就是說「一國兩制」在香港實施整整23年了。

和往年「七一」不同的是，在此之前一天，即6月30

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次會議表決通

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維

護國家安全法》（以下簡

稱《港區國安法》），由國

家主席習近平簽署主席

令予以公布實施，使「一

國兩制」的香港多了一套

法律保障。然而，為什麼

今年的「七一」會由中央

政府主導制訂《港區國安

法》？原因是香港社會自

去年6月以來發生了長時間的騷亂，嚴重影響了香

港社會的穩定和「一國兩制」的落實。

如果從根源上去追溯，這種騷亂應該從2003

年「七一」反對派發動的大規模遊行示威事件算

起，自此之後遊行示威活動時斷時續，規模有大有

小。發展到2014年的佔中事件為一個高潮，但遊行

示威活動基本上還是控制在和平理性的範圍。及

至去年六月，反對派發動的示威抗議活動發生了

質的變化，迅速向暴力方向轉化，並且愈演愈烈，

直接威脅到「一國兩制」在香港進一步落實，同時

也對國家主權造成嚴重的傷害。為穩定局勢，保證

「一國兩制」能夠繼續平穩地進行，中央政府從去

年開始便醞釀制訂《港區國安法》。此次由全國人

大通過的《港區國安法》，對香港的和平穩定是非

常必要的，同時也是有國際法依據的。

從國際法的角度來看，香港已於1997年實現

摘  要：23年前，香港回歸祖國，在「一國兩制」

思想的主導下，回歸後的香港迎來了新的發展機

遇並取得了諸多成就。但同時，在這23年間，香港

也出現了一些局部性社會問題，這些問題需要我

們從學理的層面展開分析。

關鍵詞：國家主權；屬地屬人權威；一國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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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03年「七一」大規模遊行示威起，香港特

區政府便開始出現某種程度的管治危機，雖然這

種管治危機並不像外國反華勢力和媒體渲染的所

謂「一國兩制」在香港落實失敗，但也不能不承認

出現了一些比較嚴重的也即是深層次的問題。然

而，問題出在那裏呢？據筆者的觀察，主要出現在

兩個方面：

（一）中央對「主權」概念的理解與國際社會

（主要是美英等西方國家）和香港主流（包括泛

民主派）民意出現嚴重的落差。換言之，中央政

府是用「獨立與屬地屬人權威是主權國家的根本

屬性」，這一「民族國家」形成時期的「主權」觀

念（即「主權高於人權」）來主導特區政府管治香

港。這種「主權」觀念本身就與香港社會流行和媒

體長期宣傳的「人權高於主權」的觀念存在落差，

此其一也。

（二）中央政府的價值觀念與香港社會和媒

體長期宣傳的核心價值觀念（包括對自由、民主、

法治、人權等普世價值的訴求）出現巨大的落差，

這種價值觀念的落差是由「主權」觀念的落差引伸

出來的。

由於中、港之間存在著以上兩項觀念上的落

差，所以「一國兩制」在香港的落實過程中便會出

現許多問題和爭拗。加上「反中亂港」的外國勢力

從中搧風點火，利用香港本土的反對派不斷製造

事端；使香港社會的矛盾越來越複雜化。

這種矛盾和衝突由於長時期得不到有效的疏

導，加上經濟的畸形發展和政策上的嚴重失誤（主

要是「港人治港」後來變成「富人治港」），致使香

港社會的財富高度集中在極少數的權貴資產階級

手中，廣大的香港市民特別是年輕世代並沒有從

主權回歸中獲益，工資增長的幾近停滯和房價的

突飛猛漲產生的落差和壓力，使他們產生一種從

未有過的失落感，對未來感到徬徨與迷茫。特別

是年輕的土生土長的香港新世代，由於對祖國大

陸的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過程及其價值觀缺乏瞭

解，對「一國兩制」的制度設計和法理基礎缺乏認

識，於是將這些壓力、失落、徬徨、迷茫誤認為是

由主權回歸祖國、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所造成

的。

基於以上的理由，在這裏，我們完全有必要對

「一國兩制」產生的歷史背景和制度設計的來龍

去脈作些分析。

三、「主權」觀念的新發展與「一

國兩制」的設計

十九世紀以來的傳統的「主權」觀念認為，主

權是不可分割的，它是維護「國家民族」不致遭受

列強分割和人為分裂的基礎。這一「主權」觀對上

世紀列強環視下的中國也是非常適用的。不過，

到了二十世紀，特別是二戰後，隨著大量的殖民地

紛紛獨立，大批新興的「民族國家」在形成，使傳

統的主權觀念產生很大的變化。特別是「主權在

民」的觀念已成為一種普遍認同的價值，為當今世

界「一般民主國家」所普遍接受和新興的「民族國

家」努力追求，致使主流國際法學界不得不對十九

世紀以來的「主權」觀念作重新探討。據筆者的

調查研究，二十世紀後半葉，主流國際法學界的意

見是傾向於「主權」既可分割，又不可分割，即「主

權」的某些部分是不可分割的，但某些部分則是可

以分割的。而部分「主權」的分割並不影響「國家

主權」的完整性，具體論述如下：

所謂「主權」，是指一個國家獨立自主地處理

對內對外事務的最高權力，它是國家的根本屬性，

擁有「主權」，才能構成國家，唯有國家才能擁有

「主權」。而領土則是一個國家行使「主權」的空

間。因此，領土構成國家「主權」的實體，而這個

實體的所有權歸永久生活在它之上的人民所有。

人民在自己所有的土地上選出合法的政府代為管

理，並且賦予它獨立自主地處理對內對外事務的

權利，這種權利便叫「主權權利」。因此，任何一個

合法的政府都有代表其所有效管治下的人民行使

處理對內對外事務的權力，這種權利的行使，在一

般民主國家往往是通過立法、行政、司法等程序

來調整其行為，故這種政府代理人民行使權利的

行為又叫做「主權權力」的運用，或者簡稱為行使

「管轄權」。根據以上的分析，「主權」大致可分為

四個層次或方面（部分）：

第一，國家主權。作為國家意志的反映的國

家主權，其特徵表現為「獨立自主權」，即對內自

主，對外排除外國勢力的干涉、代表國家在國際上

發言及行使主權（如宣戰、媾和、對外邦交及在聯

合國行使作為主權國家的權利），它是國家的根本

屬性。因此，「獨立自主性」構成國家主權的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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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級，它既是國家意志的反映，同時也是「主權」

概念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第二，領土主權。國家主權（作為國家意志的

反映）的實體為領土主權（即領土所有權），而領

土主權則歸永久生活在它之上的人民所有，它是

「主權」概念中不可分割也是不可轉讓的部分。因

此，維護「主權」歸根到底也就是維護領土主權的

完整。

第三，主權權利。它是由「領土主權」派生出

來的。所謂主權權利，實為領土主權所固有的權

利，同時也是擁有「領土主權」的人民（即永久生

活在該領土之上的人民）的固有權利，當人民組

織政府時，便將這種權利交由政府代為行使。

第四，主權權力，由於人民在組織政府時往

往把自己固有的（所謂「固有」也者，即與生俱來，

而非後天賦予之謂，故法國思想家盧梭稱為「天賦

人權」）權利交由政府代為行使。因此，人民有權

選舉自己認為滿意，也即是合法的政府代為行使

其固有之權利，因而有「管轄權」之產生。嚴格說

來，政府的管轄權實際上是這樣的由人民的「主

權權利」所派生，人民的「主權權利」才是政府的

管轄權或曰統治權的正當性的來源。不過，當政府

以國家或全社會的名義行使管轄權之際，往往會

運用立法、行政、司法等各種形式來調整行為（如

通過立法制訂各項政策），正是在這種調整行為

的過程中，由管轄權產生出一種「主權權力」，管

轄權就是通過這種「主權權力」實施其管治權威的

（即通常所說的屬地屬人權威、也就是傳統國際

法所說的「治權」之法理來源）。

就以上有關「主權」概念的四個層次（部分）

來說，其中前兩個部分（即「國家主權」和「領土

主權」）是不可分割的；但後兩個部分（即人民的

「主權權利」及由此派生的政府的「主權權力」）

則是可以分割和可以讓渡的。而「一國兩制」的設

計本身就意味著「主權」的某些部分（即屬於「主

權權利」和「主權權力」部分）是可以分割，也即是

可以讓渡或者說下放給特區政府的。

四、從「主權」的國際法看「一國

兩制」的設計

「一國兩制」作為一個政治學概念，是由鄧

小平先生於1982年1月正式提出來的，當時的說法

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其涵義為：

一個國家根據自己憲法、法律的明文規定，

在這個國家的部分地區實行不同於其他地區的政

治、經濟和社會制度，但這些地區的政府是這個

國家的地方行政單位或地方性政府，不能行使國

家的主權。具體而言，實行與中央政府不同制度

的地方政府，在內政上擁有獨立的立法、司法、行

政、終審等權力；在對外關係上擁有經濟、文化領

域的涉外事務權，但不能擁有外交、國防、宣戰、

媾和等權力，也即只有外事權而無外交權。不過，

在台灣，在不構成對大陸威脅的前提下，還可以有

自己的軍隊，其擁有的自治權遠高於香港。

概括地說，「一國兩制」主要有兩項特徵：

（1）突出「一個國家」的原則，強調國家主權的不

可分割性和中華民族的統一性，以便有效貫徹中

央到地方的垂直統一模式。（2）中央政府居主權

的地位，地方政府有治權而無主權，有外事權而無

外交權，但中央政府不得不適當地干預地方政府

的治權。

就上述兩項特徵而言，在香港實施「一國兩

制」，只要不會導致「國家主權」（即獨立自主性）

受損和維護國家的領土完整，即是尊重「一國」，

也就是維護國家主權。在此大原則下，特區政府

在施政上擁有獨立的立法、司法、行政和終審權，

中央政府在特區政府沒有侵害國家主權的原則

下，不得不適當地干預特區政府的管治權。

從「主權」的國際法來看，特區政府與中央政

府分割的只屬「主權」概念的第四部分即「主權權

力」部分。換言之，中央政府允許將「主權權力」即

管轄權的部分下放給特區政府自行管理。這種管

轄權的下放即「主權權利」的分割與「國家主權」

原則並無矛盾和衝突。不過，必須指出的是，特區

政府所擁有的這種管轄權，事實上是由特區人民

所授予，或曰受特區人民委托而產生。其合法性

來源於香港永久居民所固有的「主權權利」。質言

之，「一國兩制」的可貴之處是在尊重香港人民的

「主權權利」的原則下，允許香港特區政府獨立自

主地行使其管轄權即「主權權力」。所謂尊重香港

人的「主權權利」，即尊重香港人的意願，讓他們

自願地將自己與生俱來所擁有的權利委托給特區

政府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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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香港深層次矛盾及其解決之道

香港雖然回歸祖國已整整23年了，但是，本地

年輕一代尤其是知識精英至今在一定程度上依然

缺乏對祖國文化和價值觀的認同，這是導致近年

來不斷出現大小規模不等的示威和抗爭活動的原

因。根據前述《奧本海國際法》的定義，中央政府

作為一國之主，對於國家領土內的一切人和物具

有行使最高權威的權力。然而，為什麼時至今日還

會有人挑戰中央政府的權威呢？基於此，我們依然

要清醒的認識到，香港社會存在的矛盾還需要我

們下大功夫來解決。具體的解決辦法我將其分析

如下。

第一，破解殖民化和中國化的矛盾。顯而易

見的是，香港已經回歸祖國，中央已經對香港具有

完全的主權，但是，為什麼時至今日還有不少人熱

衷於挑戰中央的這種屬地和屬人權威呢？有人又

將它解釋為一國和兩制之間的矛盾。不過，據筆者

在香港中文大學從事研究工作七年多來的經驗和

對內地社會的方方面面的仔細觀察，發現內地和

香港之間就兩制而言，其界限似乎不夠清晰。特別

是隨著近年來內地市場經濟的迅猛發展，社會管

理階層特別是公務員素質和效率的提高，所謂兩

制的差別越來越小。嚴格說來，一國與兩制之間的

結構性矛盾已不復存在。但是，香港人和內地人在

生活方式和行為模式方面還是有區別的。特別是

香港知識精英階層在文化認同和價值認同方面與

內地的差異尤為明顯，畢竟香港曾經歷英國長達

一百五十六年的殖民統治。據此，我將這種文化認

同和價值認同方面的差異歸結為「殖民化和中國

化的矛盾」，而這對矛盾才真正是當前香港社會的

深層次矛盾。

事實上，類似這種殖民化與中國化的社會深

層次矛盾，在1945年後台灣回歸祖國時也曾出現

過。台灣於1895年割讓給日本，長達五十年的殖民

統治的時間裏，語言文化、價值系統乃至政治制度

架構已完全實現了日本化。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爆發以後，日本政府為適應戰時需要，對台灣等殖

民地推行皇民化政策，甚至強行要求台灣人改用

日本姓氏，以便強化其殖民統治。1945年國民政府

光復台灣之後，也曾經歷過中國化與皇民化的激

烈衝突。鑒於當時特殊的歷史環境，國民黨政權

以鐵腕的方式去皇民化，由語言文化（推行中國語

教育和講普通話）、價值認同到政府管治系統強

力推行中國化政策。結果在短短的幾年內完成了

由皇民化向中國化的轉變，及至1952年4月28日台

灣當局與日本簽訂《中日雙邊和約》，將台灣人的

日本國籍轉變為中國國籍，這才使台灣真正在法

律意義上回歸中國。其方式方法雖然有些粗糙和

過度使用強制力，但從解決殖民統治遺留下來的

社會深層次矛盾、特別是以中國化去皇民化的角

度來看，無疑是有著顯著效果的。

第二，香港的發展奠基於現有矛盾的解決。事

實上，目前香港社會的政府政治架構和公務員系

統仍然受著以殖民化時期價值評判的影響，例如，

公務員的升遷、教職員工的考核皆以這一價值作

為評判標準，這種價值取向上存在的一定程度的

崇尚殖民化和去中國化，其結果必然導致年輕一

代缺乏對中國文化和價值觀的瞭解和認同，甚至

產生抵觸和排拒。這種文化和價值上的矛盾和抵

觸情緒隨時都有可能爆發為一種行動，甚至變為

一種反政府和對中央的消極抗爭。其結果是導致

香港公務員和政府系統的管治效力越來越低，社

會越來越缺乏競爭力和日趨沉淪。這也是為什麼

中央政府要主導制訂《港區國安法》的原因。至於

香港社會深層次矛盾要獲得有效解決，除堅持貫

徹落實「一國兩制」這一大政方針外，我們認為，只

有著力徹底解決遺留的殖民化與中國化這一深層

次矛盾，加強對年輕一代的中國文化熏陶和愛國

主義教育，香港社會的長期繁榮穩定才能得到保

障。

An analysis of "Hong Kong Nat ional 
Security Law" and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Law

Zheng Hai-lin(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
Pacific Studies)

Abstract:Hong Kong, since returned to China in 
1997 under the rul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has 
been making new trails in every challenges and made 
achievement in various fronts. Simultaneously, however, 
in the past 23 years, there are some social issues coming 
up that require academic study and analysis.

Keyword: State Sovereignty, Jus Soli and Jus 
Sanguinis,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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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與藝術相關的藏品難以計數，其中展出的或者

進入藝術研究者視線的只是其中很少的部分。就

在展出的部分中，其所呈現的與絲綢之路藝術相

關的內容，進入以往藝術史的非常有限。而且，新

的考古發現，對反思傳統

藝術史提供了新的材料和

啟示。因此，提出絲綢之

路藝術整體觀，重新觀照

豐富的藝術現象，將有可

能重新認識人類藝術史格

局。在宏觀方面，突破傳

統思維定勢，有可能重繪

絲綢之路藝術版圖；中觀

方面，有可能對不同文明

及其藝術關係重新觀照；

微觀方面，有可能對具體

藝術現象和作品在更大的

時空中重新認識和評價。

統稱的「絲綢之路藝

術」是由具體時空中的藝

術現象構成的。藝術時空

的遼遠廣袤形成了絲綢之

路藝術的多樣性和豐富性，藝術門類的眾多和樣

態的多姿多彩，決定了絲綢之路藝術的差別性和

多維性。同時，絲綢之路藝術又有其相通性、有機

性與整體性。對絲綢之路藝術的多維性和整體性

進行實證與學理相結合的探討，是絲綢之路藝術

研究的理論基礎之一，也是絲路藝術史觀的內涵

絲綢之路藝術的

多維性、有機性與整體觀
■ 程金城

蘭州大學

中外會通

絲綢之路橫跨亞歐非三大洲，綿延近萬公

里，斷續長達幾千年，其空間地域、國別、民族和

時代的多維性自不待言，其文化的多維性不言而

喻。[1]基於廣義「絲綢之路」和廣義「藝術」基礎上

的「絲綢之路藝術」概

念，在時間上以張騫西域

鑿空為重要節點和標志，

向上可以追溯到前絲綢

之路時期甚至更早，向下

延續到近代；在空間上包

括東亞、中亞、西亞、南

亞、北非和歐洲部分地區

由網路構成的廣闊地域，

在藝術門類上涉及繪畫、

建築、雕塑、器物工藝、

音樂舞蹈、紡織服裝、書

法寫本等等領域。絲綢之

路上的藝術現象，遠不是

被傳統認識固化的那些

所謂事實和藝術史書籍

中勾勒的發展軌跡，而要

豐富得多。不說別的，在

世界各地博物館中，有大量的藏品還不為大眾所

知，而它們是藝術史的確證。單在大英博物館就有

幾百萬件藏品，在俄羅斯聖彼得堡的艾爾米塔什

博物館也有幾百萬件藏品，在法國羅浮宮、在美國

大都會博物館，在中國故宮及各地博物館，在日

本、印度、埃及、伊朗、土耳其、亞美尼亞等等國

摘  要：「和而不同」是絲綢之路藝術存在的基

礎。絲綢之路藝術因其多維性而多姿多彩、充滿

張力和富有活力，也因此具有相互交流的驅動力。

其多維性主要表現在藝術類別的多樣及價值多

維、時代差異和藝術研究區劃「單位」的多層等方

面。同時，絲綢之路藝術因其在久遠遼闊時空中

的交流互動、相互關聯而具有有機性，包括絲路

藝術時空聯繫的有機性、絲路藝術與歷史關係的

有機性、絲路藝術內在結構的有機性。將絲綢之

路藝術作為一個整體認識對象和整體研究視域，

是為絲綢之路藝術整體觀。多維性、有機性與整

體觀的統一，是絲綢之路藝術研究的認知前提，

也是絲綢之路藝術史建構的基本理念。

關鍵詞：絲綢之路藝術；多維性；有機性；整體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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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絲路藝術史書寫的認知前提。從學術研究的角

度說，將其既作為研究對象，也作為學術視域，是

為「絲綢之路藝術整體觀」。

一、多維性：絲綢之路藝術的「和而

不同」

絲綢之路藝術的多維性主要表現在藝術類別

的多樣、藝術現象研究「單位」的重合交織、藝術

風格的時代差異等方面。作為特定時空中的藝術

現象，多維性越明顯，越具有內在張力和相激相

蕩、相互交流的驅動力。從一定意義上說，多維性

反映了絲綢之路藝術內涵的豐富性和多樣性，多

維性因此成為絲綢之路藝術存在的基礎和這一概

念得以確立的前提。

（一）絲綢之路藝術門類的多維性。藝術門類

之間的多維性顯而易見，似乎不言而喻。但是，什

麼是「藝術」，包含了那些門類，卻又有不同的理

解，有不同的分類。以往的西方藝術史、世界藝術

史中的「藝術」其重點多在「美術」或造型藝術，即

繪畫、雕塑和建築，其它的藝術如陶瓷、金銀器、

青銅器等器物，以及紡織服裝、音樂、舞蹈、戲劇、

書法、寫本等不是重點或者不在藝術史之列。而

古代「絲綢之路藝術」，是與絲綢之路關聯的廣義

藝術的統稱。這些藝術的產生和發展是以其交流

「需求」和「功能」為目的而形成不同藝術門類，

主要包括：1.以宗教信仰為核心、以神靈為表現主

體的宗教藝術類，如神話人物造像、宗教建築、神

像雕塑、壁畫和墓葬繪畫、墓道裝飾、祭祀明器、

經卷寫本等系列藝術現象；以人神共享、在日常審

美與精神象徵之間有巨大張力的器物藝術類，如

彩陶、瓷器、青金石、青銅器、其它金屬器、玉器、

玻璃、瑪瑙、法郎、裝飾件、工藝品等器物；以裝飾

人體、美化生活和追求審美品味為特點的絲綢等

紡織品和服飾藝術，如中國紡織染纈和絲綢織錦、

西方紡織品和服飾、地毯等；以象徵帝王權威和

顯示宮廷尊嚴為核心、具有政治色彩的藝術，如權

力象徵物、宮廷建築及其藝術藏品、紀念性建築、

藝術性外交禮品等；源於祭祀儀式、以敬神娛人和

滿足情感表達為特點的各類表演藝術，如戲劇、音

樂、舞蹈等；以審美為目的、展示藝術技巧和個人

風格的藝術創造，如各種繪畫作品、造型藝術、書

法藝術等；以口傳為存在形態的神話傳說、英雄

史詩、民間故事和專業文人創作的語言文學作品

及其藝術形象化作品。

上述由「功用」所做的分類，在相當程度上

可以說明絲綢之路藝術品類的廣博及其產生的動

因，卻不能完全說明藝術類型的特質，因為同一類

藝術品，既有為神祇的，也有為帝王的，還有為一

般民眾欣賞的；有為現實的日用品，也有為來世的

明器（冥器）。所以，還要從藝術特質的角度歸類，

由此分類，則有建築、雕塑、繪畫、器物、音樂、舞

蹈、戲劇、紡織染纈和服飾、民間工藝、文學、寫本

和書法等藝術類別。在這些藝術類別中，古今貫

通、東西方共有並形成鮮明比照的，是集建築、繪

畫和雕塑為一體的神話和宗教信仰藝術體系，陶

瓷及其它器物藝術體系，紡織、染纈和服飾藝術

體系，音樂舞蹈等表演（包括樂器）藝術體系，口

傳與語言文學藝術體系。它們構成了絲綢之路藝

術的「大宗」，也顯示出其明顯的藝術的多維性。

絲綢之路藝術的多維性還表現在藝術表達形式上

的差異，如同樣是宗教藝術，西方的基督教藝術系

列與東方的佛教、道教系列的差異；如同樣是佛教

藝術，其建築、雕塑、壁畫，在不同地域、國家及其

傳播過程中的本土化形成不同藝術樣態。

絲綢之路藝術類型之間的多維性，關乎「絲

綢之路藝術」史架構中的具體對象和內容，同時，

因為有藝術類型的多維性，因而也就有了藝術類

型之間的互補性與融通性，如宗教藝術中的建築、

繪畫、雕塑雕刻的互補，如陶瓷紋飾、服飾染纈與

繪畫的融通，等等。其相通與相異，也包含了重要

的藝術學原理和審美差異的理論。

（二）絲綢之路藝術區劃「單位」的多層次

性。這裏的「單位」是借用湯因比《歷史研究》中

的概念。他認為歷史研究的單位不是「國家」，而

是「文明」，實際上提出了歷史研究的具體對象和

範圍的界定、劃分問題。絲綢之路藝術的研究有同

樣的問題，其「單位」涉及「文明」「地區」「民族」

「國家」「宗教」等不同體系和層級，它們之間常

常相互交織重疊，並形成縱向「子嗣」關係差異和

橫向平行比照，應根據實際情況審慎地使用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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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概念，展示絲綢之路藝術的豐富性和多維性、

關聯性和傳承性。進而，筆者借用景觀生態學的

範疇和分析模式，將絲綢之路的藝術分為「廊道」

「基質」「斑塊」等不同層級。「絲綢之路藝術廊

道」，大致分為「絲綢之路歐亞非大陸藝術廊道」，

「絲綢之路草原藝術廊道」，「絲綢之路海上藝術

廊道」，「絲綢之路宗教藝術廊道」。「絲綢之路藝

術基質」，是與早期「文明」密切相關、具有原發性

和「元典」性質的重要藝術現象，在絲綢之路上，

有兩河流域文明與蘇美爾藝術和巴比倫藝術，尼

羅河流域文明與埃及藝術，印度河和恆河流域文

明與印度藝術，地中海文明與希臘─羅馬藝術，歐

亞草原文明與草原藝術，黃河流域華夏文明和長

江流域文明與中國藝術等。絲綢之路藝術內部要

素異常複雜，在空間分布和時間延續中形成不同

「斑塊」，構成包含地緣、宗教、國家、民族等不同

層級和要素的斑塊結構，比如犍陀羅藝術、馬圖拉

藝術、笈多佛教藝術，地中海文明中的克里特島藝

術及希臘藝術，波斯藝術，中亞藝術，中國文明中

的西域與龜茲藝術、吐魯番─敦煌藝術，以及東

南亞藝術，西南絲綢之路藝術等等。絲綢之路藝術

「斑塊」還有一些特殊現象，有些與特殊的地理位

置有關，有些與族群的交往和生存方式相關，有些

則與國家民族的歷史有關。文明、廊道、基質、斑

塊等「單位」之間差異對藝術的影響，體現在不同

藝術類別中，其背後則有深刻的地緣、歷史因素和

文化的差異背景。

（三）絲綢之路藝術的時代差異性。從縱向

時間的視角看，絲綢之路的時代差異明顯，因交

流、融會而不斷生發出新的藝術現象。不管是文明

體還是國家民族的藝術，在時間的推移中都有極

大的變化發展。同樣是器物藝術，石器與青銅器、

鐵器標志著不同時代的歷史特徵和文化內涵；即

使統稱為「陶瓷」的藝術，其彩陶與瓷器分屬史前

時代與文明時代。同樣是繪畫，不僅岩畫與壁畫

有重要區別，即使進入文明時代的各時期繪畫也

有明顯的時代烙印……，如此等等不一而舉。絲綢

之路藝術時代的多維性，不僅僅是某一藝術形態

自身的變化，還表現為隨著時間的推移和藝術交

流的展開，藝術品類和樣態的日趨豐富，以及某一

特定時空內藝術類型的增多和原有藝術形態的變

異。大則如西方文化藝術的「希臘化」，如佛教藝

術的「中國化」，如民族藝術的「草原風」及其影

響，如西方建築和裝飾的不同風格，都是在時間

的流程中變化和擴散的。小則如西方神像和佛像

在傳播過程中的本土化，西方神話故事、人物雕塑

和壁畫的變化，東方佛像系列在傳播過程的時代

風格，菩薩、「飛天」的逐漸美化和女性化等等，

都與「時代」及其文化精神相關。

有差異才有區別，才有交流和互補的必要。

所謂「影響」表現為需求優勢的滿足和需求潛力

的解放。玄奘「西天」取經，有著對異域瞭解的渴

求。佛教在中國的巨大影響，是宗教文化的多維

性滿足了當時中國的需要。中國絲綢被西方當做

神秘之物並受到青睞，成為傳奇和特殊的貨幣，

是它的獨特的美和多維價值刺激著西方人的好奇

心和各種欲求。西方人對於瓷器的欣賞，與中國對

於胡人音樂舞蹈樂器的接受，都是藝術的多維性

和差異性使然。絲綢之路藝術不同類型的差異、

不同時空的整體差異、不同民族藝術之間的差異

和宗教藝術之間的差異，都有不同的內涵，在不同

的文化模式中，更有其深刻的原因，這需要在絲綢

之路藝術史的新視域中進一步探討。

二、有機性：絲綢之路藝術的交流

融通

絲綢之路藝術因其在久遠遼闊時空中的交

流互動而又有相通性和互融性，形成人類藝術史

上具有內在關聯的有機性。有機性也稱整一性、

整體性、完整性，是對事物做辯證的有機整體的

把握。絲綢之路藝術的有機性主要指藝術時空的

整一性、絲路藝術與歷史關係的有機性、絲路藝

術內在結構的有機性。

（一）絲綢之路藝術時空整一有機性。絲綢

之路藝術的整一有機性是由交流融合的內在肌理

構成的。從宏觀時空來看，長安與羅馬雙向互動，

東方與西方相互交流，遠古到現代承緒貫通，絲

綢之路的歷史時空有其整一性和有機聯繫性。

在「絲綢之路」命名之前，人類已經進行了長

時期的局部交流。[2]隨著歷史的發展，從最早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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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交流，到區域的逐步擴大，以至於今天的全球

化，人類的歷史就是交流史，而絲綢之路開啟了人

類交流的先河，也構成了最重要的交流史現象。從

蘇美爾早期文明到兩河流域巴比倫、亞述文明，以

及埃及、印度河流域文明，從絲綢之路的西段到東

段，呈現著交流逐步擴大的態勢。相互交流既是人

類渴望互相瞭解和理解的自然本性，也是人類生

存的必須。絲綢之路的交流，有時是劇烈的被動

的，有時是緩和的主動的，在這個過程中，藝術發

揮了特殊的作用。藝術在有明確分工之前，並不是

為藝術而藝術的，目的並不「單純」。正因為如此，

藝術融入生活，介入歷史，同時確證著人的歷史。

從歷史博物館中可以看出，絲綢之路藝術見證著

歷史，也連接和「整合」了常常「斷裂」的歷史，藝

術的生命力超越了政權的更迭。絲綢之路藝術的

不斷延續、相互融合將其構建為一個整體。

重識絲綢之路藝術時空的整一有機性，就是

重新發現絲綢之路藝術版圖，也有可能對傳統藝

術史觀有一些修正。在古代與現代之間，有一以貫

之的「元典」，也有藝術基質的不斷變異；在東方

與西方之間，有中間環節即「內亞」的特殊位置和

樞紐作用。絲綢之路藝術時空的整體性突破了以

國家民族、文化模式構築的藝術史體系，而提供

了以新的藝術實體為基礎的觀照視角。以宗教藝

術現象為例，從美索不達米亞及巴比倫的神廟和

雕塑，亞述的大型神話故事和猛獸石刻藝術，埃

及的金字塔、雕塑石刻藝術，印度的宗教藝術，地

中海及希臘的雕塑、石刻藝術，到基督教等教堂

建築和壁畫，中國的佛教石窟寺院、壁畫、彩塑石

刻，道教神仙系統塑像，漢畫像石和魏晉墓磚畫

等等，無不與宗教信仰主題相關，各種神廟建築、

神像、壁畫等等，都借助於藝術以表達不可理喻之

情感，形成以神祇為核心的龐大的藝術體系，在絲

綢之路上漸次展開、不斷融合，既相互比照，又融

為整體。它表明，人類的藝術在本質上是有共同性

的，和而不同連成一體。宗教藝術作為人類通向超

驗世界的方式和途徑，在創造「幻境」即神靈世界

的過程中，體現出本質上的相通性。由此可見，絲

綢之路藝術是一個具有內在聯繫的巨大的藝術實

體和觀照對象。

（二）絲綢之路藝術與歷史關係的有機性。絲

綢之路藝術，在人類歷史中發揮了特殊的作用。絲

綢之路史是文明交流的歷史，物質和文化傳播的

歷史，也是衝突的歷史，征戰的歷史。古絲綢之路

曾經是十分艱難的路。「作為中外文明交流歷來是

兩種趨勢：有衝突、矛盾、疑惑、拒絕；更多是學

習、消化、融合、創新。前者以政治、民族為主，後

者以文化、生活為主」。[3]絲綢之路藝術主要屬於

以文化、生活為主的文明交流，同時，在政治、民

族層面也發揮了特殊的作用。在絲綢之路上，有過

美索不達米亞和兩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等文明

的突然消失，有羅馬帝國的瓦解，波斯的興衰，十

字軍東征，蒙古人西征等等，歷史的「斷裂」和劇

烈的衝突似乎成為常態，但是，其藝術卻呈現出連

貫性、整體性和交融性。在絲綢之路上，往往有文

明、國家滅亡而藝術卻被接受和延續的現象，被征

服者的藝術常常征服了征服者。蘇美爾文明神秘

消失後，蘇美爾的藝術乃至後續的巴比倫、亞述等

藝術現象得到了延續和發展，影響深遠。「在伊斯

蘭化之前，大夏（犍陀羅，今阿富汗境內）佛教藝

術歸屬於希臘─印度文化圈；同時和佛教共存於

大夏的拜火教藝術，主要神祇形象系從希臘所借。

……考古資料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圖景：大夏貴霜

王朝是如何攜帶著拜火教聖殿和各種宗教儀軌，

在絲綢之路歐亞文明交匯之際，充分運用古希臘

神祇圖像來充實自己的拜火教萬神殿，搭起橋梁，

化解希臘─波斯─印度三大文明圈之間的鴻溝，

而不失去自身信仰的精髓」。[4]這其中包含了藝術

與人類歷史的價值關係和藝術的特殊功能的道

理。

絲綢之路藝術在歷史的衝突和矛盾的張力中

體現出自己的特質和超越性。藝術與歷史的這種

「悖反」現象延續到今天，在科技高度發達和精神

問題日益突出的時代，人們依然寄望於藝術，有人

認為：「除非發生某種能與人類的科技稟賦相並

行的精神變革，否則我們將不太可能拯救這個星

球。純粹理性的教育無濟於事」。「人們認為，宗教

是可以幫助我們培養這種神聖態度的，但它卻似

乎往往投射出我們這個時代的暴力和絕望。幾乎

每天，我們都能看到由宗教而引發的恐怖主義、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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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和褊狹。越來越多的人發現傳統的宗教教義和

宗教實踐落後於時代潮流並且令人難以置信，從

而轉向藝術、音樂、文學、舞蹈、運動……，以求帶

給他們似乎是人類所需要的超越的靈性體驗」。[5]

從人類宏闊的歷史背景看，絲路藝術在整體上發

揮了超越現實、引領人們走出精神困惑的作用。求

真向善，追求美好，心靈安頓，情感表達，憧憬理

想等等，從中可以看出絲路藝術在人類發展史中

的整體功能，而歷史的衝突斷裂與藝術的和而不

同，也是值得深入思考的藝術史和藝術學理論問

題。

（三）絲綢之路藝術內在結構的有機性。交

流融合是絲綢之路藝術多維性與整體性統一的關

鍵。絲綢之路展示的藝術史是不斷撞擊交流的歷

史，是藝術多維性的相互影響與多維價值關係重

構與衍生的歷史。正是這些不同藝術類型和「單

位」斑塊之間的相互衝撞、交流、共融才使得絲綢

之路藝術色彩斑斕，內涵豐富，構成一個巨大的藝

術實體。比如，英國倫敦維多利亞博物館通過佛像

展示了犍拓羅、阿富汗和中亞佛教藝術的關係：最

早的記錄表明，印度次大陸的西北地區一直是移

民、入侵者和文化力量進入印度的門戶，由此在白

沙瓦東北部的犍陀羅以及阿富汗東部和巴基斯坦

西北部的周邊地區發展起來一種豐富的文化。其

中著名的「犍陀羅」經常被指稱整個地區的古代

文化。在公元100-500年之間，許多佛教寺廟、神社

和佛塔都在那裏建造，也都用雕塑裝飾。從風格

上來說，其雕塑借鑒了羅馬和希臘西部的傳統。犍

陀羅通過移民和商業活動，佛教和它的藝術也從

中亞最終傳到中國。也就是說，通過犍陀羅的佛

教雕塑藝術，將西方的希臘羅馬、南亞的印度和阿

富汗、巴基斯坦與中亞聯繫起來，再經過中亞將其

藝術風格傳到中國和東亞。在大英博物館中，藝術

品展示了印度宗教和希臘諸神的關係，證明南亞

的西北部是不同民族和文化的交匯點。在公元前

的幾個世紀晚期，在巴克特里亞和犍陀羅定居的

希臘殖民者引進了希臘諸神。在公元前200年到公

元前2年之間製造的赫拉克勒斯的青銅像表明，恆

河流域的佛像，採用了希臘和羅馬的屬性和意象，

以及印度神的因素。在中國的寺廟裏，一些菩薩人

物的服飾和珠寶的樣式可能起源於伊朗和南亞；

在雕刻中出現的旋轉舞者，可能是中亞的後裔；守

護神可能穿著一件中亞風格的束腰外衣和高筒

靴，同時有希臘式服裝的元素。[6]類似這樣的傳播

交融及其變異，在絲綢之路藝術中是常見的現

象。

絲綢之路文化藝術的交流也不是無條件被接

受和交流的，而是有條件的。基督教沒有像佛教

那樣在中國產生影響，沒有類似儒道釋合流的現

象，也許有地理位置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多

維性與本土對某種文化「需求優勢」方面的原因。

這決定了絲綢之路藝術東段宗教藝術的特點。因

此，從多維性與有機整一性的辯證關係看，絲綢

之路藝術的交流融合，將絲綢之路藝術連為一個

整體，從中會發現某些新的藝術理論問題。

三、整體觀：作為研究視域的「絲

綢之路藝術」

「絲綢之路藝術整體觀」，是筆者在絲綢之

路中外藝術交流圖志項目論證中和拙作《絲綢之

路藝術的價值與意義》[7]一文中提出的概念，主要

的含義是：絲綢之路藝術不是沿線國家既有藝術

成就的靜態研究和歸納，也不是絲綢之路各門藝

術分類研究的簡單相加和組合，而是在絲綢之路

上發生的人類藝術創造、交流、融匯、相互影響的

現象及結果，是超越地域、國家、民族、宗教、文化

界限而具有相通性的藝術樣態，是人類有史以來

延續時間最長、延展空間最大、藝術現象和品類

最豐富的藝術整體，區別於地域藝術史和國別藝

術史。進而指出，絲綢之路藝術生成發展的要素

是：人類的物質交流和文化交流及其產生的精神

需求是其動因，藝術與人的價值關係的構建是其

核心，「交流」「融合」「激活」「影響」是其方式和

途徑，各類藝術新樣態和新的存在方式的出現是

其載體和感性顯現。這一觀點的提出，當時主要

是基於對絲綢之路藝術已有研究成果的梳理、歸

納和分析的體會。既往的絲綢之路藝術局部的研

究成果豐碩，一些藝術門類的研究已經有較多的

積累和系列成果，對此應該充分肯定。但是，未能

將絲綢之路藝術作為整體研究的視域局限，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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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絲綢之路藝術研究理論的昇華和整體水平的提

高，需要理念的更新和範式的創新。同時，近年來

陸續發布的藝術考古資料和絲路藝術研究的新成

果，也為筆者提供了新的啟示。絲綢之路藝術整體

觀，可以理解為將絲綢之路藝術作為一個整體的

認識對象和整體的研究視域，同時也包含了「觀

者」的位置、視域和視角。

絲綢之路藝術的視域，不同於以範式假設和

概念推演為特點的理論視域，而是由具體研究對

象構成並相互交叉的實在的研究領域。當以絲綢

之路藝術的交流、融合、相互影響為焦點的時候，

當研究對象構成一種不同於以往任何單一學科而

具有顯明的綜合性研究領域的時候，這一「研究

領域」就成為學科之間交叉自然構成的「學術視

域」。

（一）人類藝術史上的絲綢之路藝術。在絲綢

之路藝術的視域下，以前囿於東方-西方二元思維

模式，局限於一地域一國家提出的學術問題有了

新的理解和闡釋的可能。以往的藝術史，不管是世

界藝術史、東西方藝術史還是國別藝術史，不管用

比較的方法，還是建構一個獨立封閉的「單位」，

因為都沒有這樣一個能穿越國家、民族、地域界限

卻又相互融合、貫通的藝術研究對象，沒有發現和

正視絲綢之路藝術這樣一個巨大的藝術現象之間

的內在聯繫，或者說沒有這樣的學術視域，所以，

不管視角如何，都有可能將不同的藝術研究變成

對現象的比較或者局部的相加，對其內在的關聯

性沒有重視或者重視不夠。這不僅在整體上忽略

了人類因為絲綢之路而生成的藝術現象的巨大載

體和廣延性所包含的內容，而且也缺乏真正貫通

融合的視域和研究方法上比較參照的合適角度，

缺乏揭示人類藝術相關性及其前因後果的切入

點。因為實際上，人類藝術史上許多重要的現象，

那些具有恆久性和相通性的藝術現象，那些反映

人類本質力量對象化、情感物化和理念感性顯現

的藝術現象，都不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因素決

定的，也不是一個時間段來完成的，而是在遼闊渺

遠的時空中萌發、生成、發展變化的。絲綢之路則

正是這樣一個具有實體性的人類歷史活動，在這

個過程中生成的藝術現象則需要以新的視域和範

式從整體上重新探討和闡釋。

還應特別指出的是，絲綢之路藝術與以往的

國別藝術史、區域藝術史、世界藝術史不同之處，

還在於它不是「純藝術」的歷史，而是與物質的交

流結合在一起的藝術交流史，通過各種生活用品、

器物、絲綢服飾等傳播了藝術樣態和美學風尚，

避免了在狹義的藝術視域下建構藝術史的發展邏

輯。因而，在人類藝術史乃至人類史的視域中研

究絲綢之路藝術，「物的藝術表達」就成為研究的

重要內容。比如，還是在大英博物館，一副「米諾

斯人在國外」的展板解釋說，從早期的青銅時代開

始，克里特島與環島及希臘大陸就有接觸，並從近

東獲得了一些材料。隨著公元前1900年的米諾安

宮殿的建立，與愛琴海的聯繫更加緊密，隨之促進

了與希臘大陸和小亞細亞西海岸的聯繫。在中世

紀的青銅時代，克里特島也可能斷斷續續地連接

到地中海東部的貿易路線上，包括埃及、巴勒斯坦

及其海岸和塞浦路斯。此後米諾斯的影響在整個

愛琴海地區廣泛傳播，許多島嶼都表現出米諾斯

的生活方式，而希臘大陸則廣泛採用了克里坦藝

術和工藝。埃及的米諾斯風格的壁畫，以及埃及的

壁畫，證明了與克里特文明的長期關係。這表明，

隨著考古新發現，人類漸趨複雜的交往史及其藝

術表現將獲得更多的證據，絲綢之路藝術是打開

新的歷史鏡像的獨特視域。

藝術在絲綢之路上的傳播和演變，還包括物

質交流對異域生活方式的影響，以及時尚和審美

趣味的改變。大英博物館有關時尚的物品，表明審

美趣味和藝術風格跨際的流行和影響。在17和18

世紀，許多趣味和時尚的變化都受到了新商品的

影響。在西方，大量的新產品是為了應對來自遠東

地區的瓷器和茶葉的進口，以及來自新世界的煙

草、糖和桃花心木的進口而創製的。在18世紀後半

葉，對古典藝術和建築的迷戀占據了主導地位，而

最好的新古典主義作品卻都是用新技術和由大型

工廠製作的。中國的青花瓷餐具，則影響了整個

歐洲的飲食習慣和室內設計。這些「物的敘事」和

「物的藝術表達」說明，絲綢之路藝術不是一個虛

空的概念的變換，而首先是對一個研究對象的發

現，這個對象的核心是人類在絲綢之路上長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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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和藝術交流及相互影響。

（二）學科融合中的絲綢之路藝術。在絲綢

之路藝術的視域下，不同學科之間的壁壘開始打

破，藝術與其它人文學科之間，藝術門類相互之間

變為互證的關係。一些單一學科解釋不清的問題，

也因學術史視域的開闊而又了新的觀照視角。貢

布里希說過：

所謂「研究」（Res e a rc h），其實就是「尋求」

(Search)：我們是在為某個問題尋求答案。我們對任何

一件物品或任何一種風俗慣例都可以提出無數個問題

……例如中國陶瓷的歷史。當然你還可能想知道飲茶和

種茶的歷史，知道茶的藥物療效和社會功效以及茶對

整個文明世界的影響等等。一個研究者無論有無興趣

探討什麼問題，他在尋求答案時是必定要跨越那些人

為的「領域界限」的……[8]

在絲綢之路上，東西方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

的傳播與相互影響，相當程度上與「藝術」相關，

而這些藝術現象有其本來的關聯性，只是在後來

人為地被劃分為「領域界限」。現在提出絲路藝術

整體觀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重新跨越那些人為的

「領域界限」，也就是進行學科的融合。

絲綢之路物品的交流既是因其實用價值和文

化功能，也是因其審美價值和藝術特色，二者融

為一體。瓷器和其他器物，絲綢和織物，樂舞和樂

器，建築和雕塑等等，審美屬性和藝術價值與現

實功用相得益彰，或可說，不僅是物的實用性而且

是其藝術性征服了世界。絲綢之路藝術以其審美

性和超越性統攝絲綢之路的物質交流和精神領

域，成為獨一無二的藝術哲學，也是絲綢之路藝

術在人類藝術史上獨特意義之所在。

絲綢之路藝術研究的合法性是由研究對象

的重新發現和認識決定的，而其學術價值的大小

則取決於對其內在特質揭示和闡釋的程度。以開

闊的視野發現人文學科的相關性，發現歷時性中

的恆常與變異，發現共時性中的共性與特質，絲綢

之路藝術是最好的墶本和對象。絲綢之路藝術在

交流與相互影響中進行藝術自身的不斷重塑和藝

術功能不斷拓展。神話故事、宗教精神的形象化與

雕塑、建築、壁畫之間，瓷器、青銅器、絲綢織物、

地毯、印章的紋飾圖案與美術、審美之間，音樂舞

蹈的異域傳播與其本土化過程之間等等，自然構

成相關性，需要今天人文與藝術學科的融通重釋

才能切中肯綮。

（三）藝術學理論視域中的絲綢之路藝術。

絲綢之路藝術以多樣的、未特定性的表達方式，承

載了人類在漫長的歷史時空中複雜的文化內涵和

豐富的精神情愫。對絲綢之路物質與精神現象的

關係及其藝術表達的重新認識，對絲綢之路藝術

類別、介質、載體、傳播途徑及其與人類史關係的

重新整體觀照，有可能觸發對藝術學理論的一些

重新思考和闡釋，對當代藝術理論融通生成提供

一些啟示。比如藝術功能的「未特定性」問題，藝

術的統一性與多維性、世界性與地域性關係問題，

「東方—西方」、「中心—邊緣」模式破除問題；藝

術的神聖性和世俗化的關係問題，精神匱乏和情

感撫慰與藝術發展的內在動因問題；藝術的「複

功用性」與價值多維性的關係問題；藝術的「邊

界」和藝術的暫時功能與恆久屬性之關係問題；

物質實踐與藝術審美的超越性關係等等。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作為商路和物質交流

的絲綢之路與作為文化藝術交流的絲綢之路密不

可分，但同時，從研究的角度說，二者有所區別。

絲綢之路藝術研究將會遇到的一個重要問題，是

以藝術見證絲綢之路歷史為焦點，還是以研究絲

綢之路藝術自身發展歷史為焦點？抑或以二者的

互征為焦點？另外，考古學、歷史學的絲綢之路研

究與藝術的絲綢之路研究就都要以歷史事實、考

古材料為依據，但是二者的研究目的也有區別，各

自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也有所不同。貢布里希說：

「藝術科學所追求的要遠遠超出尋求客觀判斷的

做法，也就是，他要提出可以檢驗的假設，或者至

少是可以討論並有希望決定的假說」。[9]郭沫若在

談及歷史和歷史劇時曾經說過，歷史研究要實事

求是，務求其真實，越零碎越具體越接近真實；而

作為藝術的歷史劇則要「完整」，要整體的構建。

這說法有一定的啟示性，就是絲綢之路藝術研究，

在尊重歷史考古資料的基礎上，要將宏觀、中觀

與微觀有機結合，從整體上把握其藝術精神及發

展趨勢，揭示絲綢之路藝術的特質和在人類史上

的價值，在這個意義上，「絲綢之路藝術整體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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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綢之路研究輯刊》（第二期）(商務印書
館，2018年)。

Multi-dimensional, Organic and Holistic 
View of Silk Road Art

Cheng Jincheng. (Lanzhou University)
Abstrac t : "Har mony in Diversit y" is the 

foundation of Silk Road art.  Being multi-dimensional 
in nature, Silk Road art is colorful, full of vitality but 
also tensions that become the driving force of mutual 
exchange among different art categories.  The reasons 
for being known as multi-dimensional are varied: the 
diversity of art categories, multi-dimensions in value, 
discrepancies among different eras and the multi-layered 
research spheres in different art “units”. Meanwhile, 
since there are much interflow and mutual correlation 
in the vast span of time and space in Silk Road art, it 
becomes organic in many perspectives, namely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ime and spa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ilk Road art and history and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Silk Road Art. It would be known as 
holistic view if the research on Silk Road art is taken 
as a whole and from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Multi-
dimensional, organic and holistic views are not only the 
cognitive premises in the research study but also the 
basic concepts in constructing the history of Silk Road 
art.

Key words: Silk Road Art, Multi-dimensionality, 
Organic View, Holistic View

就是生成絲綢之路藝術史觀。

絲綢之路研究永遠在路上，[10]絲綢之路藝術

作為整體研究還剛剛起步，需要積極探索。本文旨

在提問，拋磚引玉，期待方家指正和同仁切磋。

參考文獻

[英]阿諾德.湯因比著，D.C.薩默維爾編，郭小淩
等譯：《歷史研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

[美]約翰.R.麥克尼爾、威廉.H.麥克尼爾著，王晉
新、宋保軍等譯：《麥克尼爾全球史：從史前

到21世紀的人類網絡》(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
年)。

[英]彼得·弗蘭科潘著：《絲綢之路：一部全新的世
界史》(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年)。

[英]貢布里希著，范景中編選：《藝術與人文科
學：布里希文選》（《中文譯本導言》1）(浙江
攝影出版社，1989年)。
林梅村著：《絲綢之路考古十五講》(北京大學出
版社，2006年)。
芮傳明著：《絲綢之路研究入門》(復旦大學出版
社，2009年)。
石雲濤著：《絲綢之路的起源》(蘭州大學出版
社，2014年)。
國家文物局編：《絲綢之路》(文物出版社，2014
年)。

註釋：
[1]關於絲綢之路的概念，近年來學術界對其理解漸

趨廣義，其代表性著作如英國弗蘭潘科《絲綢之

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國內也有許多學者趨
向從廣義理解絲綢之路的時空。參見拙作《絲綢

之路藝術的概念、時空和的單位》，載《西北民

族大學學報》2018年第6期，對此的梳理。
[2]在大英博物館，關于絲綢之路有這樣的表述：儘

管「絲綢之路」這個詞在1800年代才被採用，但
通訊、移民和貿易的路徑至少從公元前5000年就
跨越了歐亞大陸。在整個草原地區，不同文化之

間有許多早期的聯繫。在中亞的綠洲城市，漢朝

（206年-公元220年）建立了要塞，之後，中亞
和西亞的更多線路得以繁榮發展。館藏的豐富展

品確證了這種論斷。
[3]葛承雍：《中國記憶中的絲綢之路—中國國家博
物館〈絲綢之路〉展覽總述》，國家文物局編：

《絲綢之路》(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第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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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從國際關係和外交的角度對自己歷史和傳統的

巧妙而富於建設性的解讀與利用。歷史如何成為

印度豐厚的外交文化資源並為自己的外交行為提

供合法性依據是本文的重點部分。另外，印度與中

國在外交文化、外交風格及其對歷史解讀與借用

方面的差異也會有所涉及。

歷史遺產的外交利用

當今世界，就文明史延續之久遠和古代文化

遺產之豐富而言，印度大約是唯一能與中國比肩

的文明或國家。就人口而言，印度有12億，僅次於

中國，有可能超過中國而成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

印度與中國一樣，也是一個文化和高等教育大國，

人力資源和人才資源大國，其科技實力和潛力不

容小覷。因此，它也是一個潛在的經濟大國和政治

大國。實際上，印度人自獨立之後一直是相當自信

的。他們認為「很少有國家文明（state civilization）
能夠與印度文明比肩」，「印度作為一個文明可以

中印比較：歷史遺產與外交自信

■ 賈海濤

暨南大學

這裏，歷史遺產一方面指歷史文化遺產和歷

史傳統本身，另一方面也指整個歷史的存在和過

程。因此，本文所說的歷史遺產比較寬泛，幾乎指

歷史的一切。然而，所謂遺產的概念當然是從積極

意義上理解，而非所謂「負資產」。資產的價值或

正負意義，在於今人的使用或利用。從文化意義或

外交運用的角度而言，歷史遺產的功效取決於一

個國家（政府和全體國民）的建設性詮釋和開發。

不開發利用，就等於沒有這筆資產；理解有誤，視

為負擔，即為負資產。中印兩國同為文明古國，有

著悠久、豐厚的歷史傳統和文化遺產，在世界文明

的歷史進程中長期處於領先和領導地位，擁有大

多數國家所不具備的獨特的文化優勢和外交的話

語（discourse）優勢。歷史傳統本身及文化遺產都

是中印兩國外交的豐厚資源或資產，有助於各自

的國際關係的發展和外交的開拓。本文首先分析

印度外交和外交文化的特點及其與印度歷史文化

和歷史傳統的關係，然後探討印度知識界與外交

摘  要：當今世界，就文明史延續之久遠和古代文化遺產之豐富而言，印度大約是唯一能與中國比肩的文明或

國家。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豐厚遺產至今有著極大的國際影響力，在獲得國際社會的信任和擁護方面是可資利用

的。更重要的是，在歷史上中華文明的歷史地位是非常積極正面的，堪稱是獨一無二的。這可為中國當今國際地

位的提高和國際關係的開拓提供極大的幫助。但我們目前對這些資源的開發利用非常有限，也缺乏這種自知或

自信。近代以來，不少中國人習慣於做破舊立新的美夢，對自己的歷史否定較多，甚至將歷史遺產視為負擔或包

袱，或者說是「一窮二白」，對歷史中國的國際地位認識不足。印度在這方面與中國截然不同。它對自己的歷史文

化遺產非常珍惜，極力從其文明的歷史地位、國際傳播和當代的影響力中挖掘有助於自己國際地位提升和國際

關係開拓的積極因素。這是其文化外交或對外戰略的文化的支柱部分，為印度的外交政策或外交行為提供了某

種理論依據和合理性，培植了一種道德優越感和文化榮譽感。或者說，印度借助於歷史和傳統文化為自己的外

交行為和外交政策提供了某種道德依據或合理性、合法性的理論基礎。

關鍵詞：歷史遺產，外交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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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世界上其他國家有所奉獻」。[1]關於他們的自我

感覺或自信，美國著名印度問題專家史提芬‧柯亨

(Stephen P. Cohen)總結道：「印度的人力和物質資

源少有幾個國家可以相提並論。在這方面，印度的

精英認為他們的國家應該與俄國、中國和美國同

列。印度體現了一個偉大的文明，或許是所有文明

中最偉大的」。[2]中印兩國的國際環境和對外關係

有著極大的不同，而各自的外交政策與外交文化也

有著較大的差異。這一方面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

果，另一方面也是各自對歷史態度的不同選擇。

近代以來，不少中國人習慣於做破舊立新的

美夢，對自己的歷史否定較多，慣於自我貶低，不

太珍惜自己的歷史文化遺產，也沒有太多文化自

豪與民族榮譽感，對自己文化遺產贏得的國際尊

重和歷史性的榮譽感覺遲鈍，總覺得歷史留給中

國人的全是負擔或包袱，至少是「一窮二白」。在

近些年這種觀點仍然大行其道，甚至一度占據主

流。比如網上流傳的熱帖《宋亡之後無華夏　明亡

之後無中國》、《從春秋到晚晴：中國華民族是如

何變壞的》（或作《從春秋到明清：國民性的大退

步》）與熱銷多年的《狼圖騰》就是典型代表。《狼

圖騰》是本邪書，其他所謂「熱帖」更是等而下之，

不值一駁。然而，長期對自己歷史的否定造成歷史

虛無主義。中國人對自己的歷史文化缺乏自信，民

族自豪感不是很強，培植這種自豪感的文化與道

德基礎也幾乎喪失了，對國際關係和國際競爭，反

倒過分強調一些現實的物質基礎，比如武力和經

濟力量，有時候也寄望於某種悲情色彩的精神力

量。長期以來，關於文化的重要性及文化發展的動

力問題被中國人忽略了，更對文化的影響力的提高

置之不顧。更可悲的是，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連續

性嚴重斷裂，新文化的建設成果有限。甚至文化

建設長期被嚴重忽視，政治運動、經濟發展不斷

成為時代的主題和政策的主要導向，文化成了可

有可無的事情。實際上，文化才是國力的源泉與動

力，一切領域的發展都離不開文化的發展與進步。

沒有文化的發展與進步，其他領域的發展與進步

是不可能的，包括經濟的發展與物質生活水平的

提高。歷史的進步本身就是文化的進步，也是以文

化為動力的。因此，歷史的遺產首先是一筆文化遺

產，是當今國家發展和外交拓展的巨大財富。

中國人目前討論中國的崛起問題也過於注重

軍事、經濟的指標，而對文化的創造力和文化的國

際競爭力與影響力關注不夠。目前，中國人所說的

文化往往是一些文化商品或廉價的文化產品，對

思想、學術、媒體、制度和價值觀的國際影響力完

全忽視，甚至在認識上將這些排斥在文化領域之

外。曾幾何時，我們非常迷信於自己在這方面的優

勢，支持全世界的反帝、反殖運動並不斷輸出革

命，宣稱要解放人類。等到發現這是在做白日夢、

真正最該解放的恰恰是自己之後，中國人在這方

面的熱情和自信降到了最低點。其實，中國傳統文

化中的豐厚遺產至今還是有著極大的國際影響力

的，在獲得國際社會的信任和擁護方面是可資利

用的。更重要的是，在歷史上中華文明的歷史地位

是非常積極正面的，堪稱是獨一無二的。這可為中

國當今國際地位的提高和國際關係的開拓提供極

大的幫助。但我們目前對這些資源的開發利用非

常有限，也缺乏這種自知或自信。我們已經與自己

卓越的文化遺產和傳統分手太久，或是採取了太

久、太多的厭棄態度。即便是現在也還沒有正視、

重視中國文明或中國文化在世界歷史中的作用，

甚至仍在採取一種自貶、自損的態度。這種自我貶

低與某種臨時激發的盲目的民族主義情緒相映成

趣，構成了極大的不協調，不利於整體國民的統

一的理性與意志的培植。好在現在從決策層到學

術界對待歷史文化和傳統的評價都有了較大的變

化，歷史傳統已經成為外交和國際開拓的重要文

化資源，文化自信和歷史自信的重要性也已經成為

共識。

印度在這方面與中國截然不同。它對自己的

歷史文化遺產非常珍惜。這不僅僅體現在它對歷

史遺蹟和文化遺產的挖掘、保護方面，還表現在

它極力從其文明的歷史地位、國際傳播和當代的

影響力中挖掘有助於自己國際地位提升和國際關

係開拓的積極因素。這是其文化外交或對外戰略

的文化的支柱部分，為印度的外交政策或外交行

為提供了某種理論依據和合理性，培植了一種道

德優越感和文化榮譽感。或者說，印度借助於歷史

和傳統文化為自己的外交行為和外交政策提供了

某種道德依據或合理性、合法性的理論基礎。柯

亨曾指出：「就差異性而言，印度比得上歐洲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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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但在印度的民族主義分子眼中，它的精神遺產

要遠遠優於歐洲和美洲」。[3]當然，他所說的「民

族主義分子」是一個大帽子，不一定準確。事實

上，印度知識界和精英階層普遍對自己的文化和

歷史傳統充滿了敬仰和尊重。

當然，作為一個前殖民地國家，印度通過一

種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贏得了獨立，不僅形成了一

種道德的優越感，同時也孕育了一種受害者的悲

情。這種悲情更加強化了印度對於西方世界的道

德優越感。而對於第三世界的國家和人民，除了中

國之外，印度也擁有極強的文化和道德優越感，因

為在歷史上，印度對於眾多的亞非國家不僅長期

輸出文化，而且在各方面都發達、強大得多。因此，

在印度人看來，印度不僅在道德和文化上高高在

上，而且有能力、實力和資格幫助、領導這些國家。

不得不承認，在國際交往中，印度在道德和其他方

面的平等意識是比較弱的，甚至是被其刻意忽視

了。這一點它與中國的表現也截然相反。

毋庸置疑，古代印度人創造了足以傲視其他

任何古代文明體系的輝煌燦爛的文化，為人類文

明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印度人對自己的文

化成就及其輸出非常自豪。2008年辛格總理訪華

時，本來安排有參觀長城和故宮的活動。但不知何

故，這一計劃取消了。海外媒體推測，辛格總理此

舉在於展示一種「文明優越感」─ ─印度文明對中

華文明的「優越感」。[4]這種評論在一些中文網站

一時引起了熱議，部分中國網民對此表達了一定的

不滿情緒。不過，中國大陸媒體認為辛格總理無意

參觀長城和故宮主要是因為他專注於工作（主要

是雙邊會談），不願花時間遊玩、參觀。[5]然而，有

人注意到了辛格總理還是抽空參觀了中國人正在

進行的奧運建築工程，包括建設中的「鳥巢」。這

無形中反襯出他重視中國的現代建築成就，而輕

視古代的建築成就和古代文化遺產。所以，一部分

中國網友相信了海外媒體的說法，發表了一種民

族主義色彩的不滿言論。難道辛格總理真的會對

長城、故宮和以它們為代表的中國古代文化不屑

一顧？應該是不會的。辛格總理的敬業精神令人

欽佩，我們對此應該理解並欣賞，而不是惡意猜

測。香港媒體不該對辛格總理如此妄猜。但的確

有部分印度人，包括一些學者，有一定程度的所謂

「文明優越感」或「文化優越感」。但他們如果對

中國或中華古文明抱有過多的「優越感」恐怕是

一種誤會，也是一種不恰當的態度。

中國其實和印度一樣在國際社會具有道德和

文化的優勢，也可以有足夠的自豪感或優越感，至

少應該有足夠的自信。我們可以把這種自信或自

豪發揮得淋漓盡致或是更充分一些。這不是說我

們需要對外強硬，或是盲目自大。恰恰相反，我們

要做的是應該怎樣展現中國富有魅力和親和力的

一面，以贏得世界的尊重和愛戴。文化外交我們可

以做得更好，至少可以做得像印度一樣好。這不是

追求什麼軟權力或是為了謀求文化產品的市場開

拓。

印度有學者甚至將中印兩國的文化遺產或古

代文明的全球影響力看作決定兩國當代發展和崛

起的一種戰略資源或戰略文化資源。印度學者馬

立克在論證古代印度存在的依據或合法性時扯到

了這個話題。他說道：

我們能否說過去有一個「印度」或「中國」，

要根據中國和印度的戰略文化對歷史經驗和對各

自在世界中的位置的感覺所起到的作用來判斷。

戰略文化不是用來描述或結束戰略行為的一個微

不足道的變量。從某種程度上，從前現代進入現

代，中國和印度均有一個持續的戰略文化。正是因

為缺乏對歐洲人到來之前亞洲歷史和戰略文化的

理解，造成很多觀察者對印度情況認識的混亂和

困惑。不少分析家認為印度像是英國人統治的繼

承者。而真實的情況是，這種觀點根本就無視印度

（和中國一樣）作為一個古代文明和作為一個帝

國（雖然時間段比中國短得多）也曾經存在過的事

實。[6]

戰略文化（Strategic Culture）這個詞乍聽起

來有些邏輯不通、內容蒼白，但如果放置在印度人

的歷史文化觀和文明優越感的背景中就變得清晰

且好理解了。的確，中印兩國的文化資源和歷史的

貢獻及現代的國際影響力是可以被視為一種外交

資源或戰略資源的。就看中印兩國怎樣開發、利

用了。印度人不僅僅在文化外交上巧打這張牌並

將其視為軟權力的一種資源，更是將其用作培育

其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自豪感的核心成分。

柯亨對此也表示贊成，多有呼應。他通過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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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告訴我們：

無論是現實主義者還是理想主義者，幾乎每

一個印度戰略問題圈子裏的人都認為印度作為一

個大國的固有的偉大本身是印度的有利條件，而

其他國家應該認識到印度外交與戰略政策的道德

品質。還有，有人還會爭辯說，對於那些針對印度

的被誤導或持批評態度的美國或歐洲的政策而

言，只能說明印度的代表們沒能用強而有力的手

法將印度的情況成功地展示清楚。例如，國家的

官方大使就是要對印度的文化作橫跨所有社會階

層的展示並建立起人民與人民之間的接觸，特別

是與印度海外移民的接觸。說服外國官員接受印

度的智慧和印度立場的道德正確性應該是可能

的，比如可以通過陳明印度的情況並通過提供關

於印度偉大文明、文化和經濟成就和民主方向（後

者正是朝著西方民主的方向發展的）信息補充政

治論據。[7]

關於中印兩國歷史的相似性或歷史文化的成

就及國際影響力，以及印度人對自己這方面資源

的開發、利用，他還曾總結道：

在偉大的世界文明中，只有印度和中國以民

族國家的形式體現一種文明。和中國人一樣，印度

人清楚自己怎樣變得獨特而偉大，有一整套基本

的邏輯前提和理論，而且有一個號令自己社會和

指導與外部世界關係的獨特方式。另外，和中國、

波斯和希臘一樣，印度也創造了一門語言（梵文）

和一整套囊括人類所有經驗與知識的詞匯。

其次，偉大印度文明的記憶也具有實際的結

果。印度的官員們堅信他們代表的不只是一個國

家 ( s t a t e )，而是一個文明。很少有國家文明

(state-civilizations)能比得過印度。很多印度外交

官和戰略家認為，與其固有的文明質量相匹配，印

度應該得到另眼相看和尊重。他們對印度不得不

依賴那些不懂欣賞印度的特性和獨有品質的國家

感到厭惡。[8]

他指出：「在2000年或更多的時間裏，南亞經

歷了很多政治秩序，但它是僅有的兩個體現獨特

文明的現代國家之一 ─ 另一個是中國」。[9]他還

說：「印度是一個現代國家，但又是一個古老的文

明。在這方面它是少數幾個領土較大但卻有著單一

『偉大』傳統的當代國家之一。非洲、阿拉伯、拉

丁美洲和歐洲文明都分裂為很多國家，但是印度

像中國一樣，是偉大的古老文明的中心地帶」。[10]

他也非常贊成文明的力量和文化遺產能夠提供國

際感召力，或者說為國際領導地位提供合法性或

特權地位。他指出：

印度如同中國，有著明顯的文明身份，由一批

不同類型的社會結構構成，有其特殊的歷史觀。

這些因素使得它能夠圍繞著一套獨特的價值觀、

形象和思想對其人民實行動員。這些包括諸如印

度盛產偉大的思想和價值觀、印度（和印度人）有

東西可以教導其餘世界及在主要文明中印度對其

他文明特別謙遜之類的觀念。印度還有一個明確

的組織社會的方式。這一方式影響到它看待外部

世界的世界觀和其他國家看待它的方式。這些品

質中的某些部分對其他或遠或近的國家有吸引

力，進而使印度能夠抗衡、制約和綜合其他無論是

來自西方、伊斯蘭世界或是其他方向的影響。[11]

可以說，對於歷史和傳統的開發與借用，印度

一直就是這麼做的。而中國，雖然在這方面資源遠

遠優於印度，卻沒有印度做得好，或者說忽視了對

歷史遺產的外交利用。

歷史的自覺與自信

從學術研究的角度而言，印度歷史，或者說印

度歷史學是西方學者建立的，也就是說印度歷史

的詮釋始於西方人。此前，印度本土關於印度歷史

的記錄、詮釋或研究都是不系統的，也稱不上嚴格

意義的史學。更重要的是，印度次大陸並無完整而

連貫的作為政治主體的印度和印度民族的概念。

印度民族主義的高漲和獨立運動的興起喚起了印

度人的歷史意識和民族意識，培植了印度人的主

體觀念和明確的印度概念，同時也開始了印度人自

己真正的歷史詮釋。這是印度人自己的歷史學的

開始。實際上，古埃及文明、兩河流域的古文明和

古希臘、古羅馬的古文明史，還有瑪雅文明、印加

文明等，從史學的角度來說，都是西方人建立的。

還有中亞這個幾大文明交匯地區的歷史，在國際

學術界，包括中國學界，也不得不惟西方學術界馬

首是瞻，儘管西方的所謂「中亞學」[12]連基本的體

系都千瘡百孔，漏洞百出。

印度文明史或印度歷史的學術研究始於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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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印度學者也是承認的。印度女歷史學家若米

拉‧塔帕爾（Romila Thapar）在其兩卷本的《印度

歷史》中坦率地承認，英國人威廉‧瓊斯爵士（Si r 
Wi l l i a m Jo n e s）、查爾斯‧威爾金斯（C h a r l e s 
Wilkins）和F.馬克斯‧穆勒（F.Max Muller，德裔英

國人）對於印度古代史的發現及所謂印度學（In-
dology）的建立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13]印巴次

大陸最早的文明 ── 哈拉帕(Harappa)文明[14]就是

英國人發現並進行考古挖掘的。西方現代學術的

方法，特別是語言學和考古學對印度歷史的重建

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目前，在國際學術界乃至

印度學術界，研究印度的主要學術成果幾乎都用

英語發表；主要的印度古文獻或經典也都有英文

譯本。研究世界古代史的基本文獻和研究成果也

大都以英語文本的方式存在著。英語是這些領域

的基本工作語言，而研究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要

憑藉的基本語言卻不是英語。中文和中文文獻一

直是研究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的基本工具和主要

資料來源。中國歷史的書寫和歷史學也主要是中

國人自己的事情，而且也是富有歷史傳統的。這是

中國人可聊以自慰或倍感自豪的事情。

馬克思(Karl Marx)對印度的歷史和文化評價

不高，曾表示「我不同意那些相信印度斯坦有過黃

金時代的人的意見」。[15]他還曾說過，印度「根本

沒有歷史，至少是沒有為人所知的歷史」。[16]曾經

對馬克思、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產生過深刻影

響的黑格爾(G. W. F. Hegel)也曾有過類似的觀點，

並將印度歷史與中國歷史進行了比較。他對中國

歷史記錄之詳細和歷史傳統之悠久非常欽佩。他

說：「沒有任何民族像中國人那樣有著如此嚴格和

持續不斷的歷史記錄。其他亞洲民族也有古老的

傳說，但沒有歷史。印度人的吠陀經不是歷史」。
[17]古代印度的歷史一般不被視為一個國家的歷

史，而被看作一個文明或一種文明的歷史。這一文

明的主體應該是由很多政體或國家組成的。而中

國歷史既可以被看作是一個文明的歷史，也可以

被看作是一個國家的歷史，更可以被看作是一個

民族（中華民族）的歷史。黑格爾認為，「印度」的

名字是英國人命名的，印度人自己並沒有這一整

體的觀念，也不將自己看作一個統一的群體，也沒

有一個所謂群體的名稱。他說印度「從來沒有形成

過一個帝國，但我們卻這樣看它」。 [18]他強調：

「需要引起注意的第一點是：如果說中國可以被

看作一個典型的國家（state）而非其他，印度的政

治存在向我們展示的只是一個人民(a people)，而

非國家(state)」。[19]而有的人甚至認為連一個印度

人民（a people）的存在也沒有。19世紀末英國人約

翰‧斯特拉奇（John Strachey）說過：「……從來沒有

過一個印度的存在，……沒有一個印度國家，也沒

有一個印度人民」。[20]與他同時代的另一位英國

人約翰‧西勒（John Seeley）也認為印度只是一個

像歐洲和非洲一樣的對地理概念的表達，而根本

不代表一個國家或一種語言。[21]

不少人認為，從歷史上來看，「古印度」幾乎

從來沒有形成過一個真正統一的國家，而只能是

一個地理概念或文明的總括。因此，古印度本身與

其說是國家的延續或存在不如說是一個地理概念

或文化符號。當代德國學者威廉‧馮‧珀赫哈默爾

（Wilhelm von Pochhammer）指出：「任何一個打

算將印度的歷史特徵看作一個知識體系的人首先

就會面臨這麼一個問題：該怎樣看待『印度』？次

大陸從來沒有形成過一個統一的國家，一些歷史

學家只願承認一個類似於統一體的共同的印度文

化的存在」。[22]實際上，整體的「印度」概念的形

成和建立始於現代，即英國人征服印巴次大陸之

後。而且，這一名稱還是英國人給的。在古印度歷

史上，從來沒有一個能代表統一的國家和民族的

名稱。在印度擺脫英國殖民統治之前，一個統一的

民族或國家從來沒有出現，甚至說真正意義上的

持續而有效的帝國統治也沒有出現。英國學者約

翰‧肯伊(John Keay)也曾指出：「儘管很多印度民

族主義的歷史學家採用選擇有利的證據並大肆鼓

吹的方法，地理上的印度現在不是，過去也從來不

曾是一個單一的政治 ─ ─ 文化實體」。[23]這一點

古印度文明與古代中國截然不同。有些中國學者

習慣於按照自己文化的特點套用印度歷史，可以說

是對印度歷史善意的誤解或拔高。

珀赫海默爾認為印度與中國的情況有著實質

的區別：中國連續兩千年都有著一個統一的中央

政權並將所有的人統一為一個整體：中國人；而印

度人在英國人到來之前，從來沒有建立過一個中

央政權。[24]也就是說，古代「印度」一直只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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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或文化概念，而不能作為一個國家看待，也沒

有一個統一的「古印度人」或統一的古印度民族的

存在。中國學者閔光沛指出：「甚至可以說，印度

從來也沒有完全統一過。古代印度僅有孔雀王朝

百年的統一史，中世紀印度統一的時間加在一起

才五百餘年，近代印度也僅僅統一了上百年（在英

國人的殖民統治之下）。英國人的統治號稱統一，

但印度人民的反抗從來沒有停止過，而且還有大

小土邦數百個，其總面積占印度總面積的五分之

二，總人口占全印度的四分之一」。[25]事實上，印度

歷史上不少短暫統一的政權是外來征服者建立

的。

在印度短暫的統一的歷史中，公元前324年建

立的孔雀帝國和16世紀中亞穆斯林建立起來的莫

臥兒帝國是真正在較大範圍內實行政治統治的政

權。然而，這種暫時的統一也沒有建立統一的文化

和民族，甚至政治上仍是分裂的。閔光沛認為，孔

雀帝國「或許是印度第一個較為強大的統一國

家」。[26]然而，孔雀帝國的實際政治控制怎樣也不

得而知，作為國家的功能遠遠不能與年代相近的

中國的漢朝相提並論。孔雀帝國土崩瓦解之後的

印度也不可能很快分解為一盤散沙，而且似乎永

遠失去了凝聚力。作為政權，莫臥兒帝國算是印度

歷史上最強大的政權，然而，該帝國有效的統治的

歷史很短。閔光沛還指出：「即便是在莫臥兒帝國

的極盛時期，印度也決不是一個政治上統一的國

家」。[27]

實際上，真正統一的印度是英國殖民統治者

拼湊起來的。印度只是在它擺脫英國殖民統治之

後才作為一個獨立而完整的政治實體而存在。但

是這統一的印度卻是一份英國人的遺產。許多西

方人認為，是英國人幫助印度人實現了統一，這是

英國殖民統治的副產品 — 有益的副產品。這種觀

念得到了不少印度人的支持。印度學者歐門

（T.K.Oommem）認為：一個印度民族原來是不存

在的，當初也沒有必要考慮這一問題。但是，英國

的殖民統治迫使人們形成了「印度民族」的概念。
[28]印度文豪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也持這種

觀點。[29]沒有英國人的殖民統治，印度沒法形成一

個統一的政治實體並最後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

珀赫海默爾指出：「歷史告訴我們，在此之前（英

國人殖民統治之前），對於印度次大陸的不同的人

民和國家來說，從來沒有同屬一個政治體的感

覺。無論是像印度民族這種政治實體的形成，還

是他們共同歸屬統一政治體的覺悟和意識，都要

歸功於英國人」。[30]中國人習慣於從自己固有的大

一統的歷史觀，和自己的歷史經驗出發，將古代印

度史看作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歷史，這是一種善意

的誤解，所謂「四大文明古國」的說法就落入了這

種窠臼。不過，中國學界的印度史觀也在悄悄地發

生變化，變得更加成熟、豐富、多元了。

印度人在追求獨立的過程中，逐漸培養了他

們的民族意識，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種文化的

觀念才逐步形成。這與中國的情況有天壤之別。但

是，即便是在獨立的過程中，印度的民族矛盾也還

是很深的，這也導致了後來的印巴分治。實際上，

當時沒有一個統一的印度民族（Indian Nation），

後來也沒有。珀赫海默爾指出：在印度，「民族」概

念第一次出現於獨立運動期間。「民族」這一概念

開始是用來代表反對和反抗英國殖民統治的，至

於一個印度民族當時已經存在還是還有待於形成

的問題卻沒有涉及。[31]應該說，目前印度人正在形

成一個統一的民族，民族意識和民族觀念正在增

強。

大一統的政治模式當然有其局限性，但是，

中國古代文明能夠長期以一個統一的國家形式存

在，一方面體現了它的政治、文化和價值觀的凝聚

力，另一方面也體現了它的政治、經濟的治理、調

整能力，同時也體現了它所具有的軍事上捍衛、保

障自己文化和經濟體的生存、發展能力。通過這些

方面的展示，我們可以看到中華古代文明所具有

的強大的生命力、凝聚力，其他古代文明相比中華

古代文明缺乏這種優勢。當然，中華古代文明政

治集權或極權政治的缺陷也比其他文明或許更嚴

重。這使得它的政治體系乃至整個文明體系越來

越僵化、各方面發展陷於停滯，最後導致了文明的

衰落。

印度獨立之後，印度自己對於印度歷史的研

究開始與西方的印度研究分庭抗禮，並建立了自

己獨立的話語體系。很快，關於印度歷史的研究

和歷史詮釋的主導權或領導權開始轉移到印度人

自己手中。這是一個去殖民化的過程，同時也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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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反西方中心論的過程，印度歷史的幾乎所有主

要內容和重大問題都被重新界定或詮釋。這不是

對歷史細節重新發現的過程，也不是一個局部證

實或證偽的過程，而是整個歷史重建或重新詮釋

的問題。印度歷史幾乎被全部推倒重來。不過，印

度歷史的詮釋或歷史重建一直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情，因為這是在西方印度學基礎之上的工作。印度

歷史上很多問題還有待新的發現和考證，很多問

題也難有定論。很多基本的問題，乃至幾乎所有的

重大歷史問題都存在著認識上的分歧，難以達成

共識。很多爭論及其產生的根源是印度歷史學界

獨有的風景，比幾乎所有國家的歷史研究都要複

雜得多。

就文化的豐富性或豐瞻程度而言，中國古代

文明一點也不亞於古代印度文明和其他古代文

明。就歷史上國家、人民、文化的同一性、凝聚力而

言，在情感與文化認同、國家認同和歷史自豪感、

集體榮譽感方面，中國要遠勝印度，甚至在世界上

是獨一無二的。無論從文明起源的角度，還是從

歷史的連貫性和總長度方面，中華文明並不比印

度文明遜色。而且，中國在古代一直是一個國家，

而且是延續時間最長的古國，而古印度則不是一

個國家。至於說其他文明古國，如果它們可以稱得

上是「文明古國」的話，則早就消失了。古埃及、古

巴比倫，甚至古希臘、古羅馬都早已滅亡，其文明

完全湮沒或幾乎湮沒，歷史都已中斷或中斷過。與

中國相比，那些文明古國的歷史應該更短。在這

些古國或在其古文明的廢墟上建立的現代國家或

居住的當代人民，幾乎與當時這些古文明的創造

者沒什麼血脈或文化上的直接繼承關係。當今的

北非與中東是阿拉伯-伊斯蘭教文化，埃及和伊拉

克、敘利亞、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文化與古埃及

和古巴比倫文化幾乎是兩回事，至少沒有直接的

繼承關係。當代西方文化通過古希臘和古羅馬文

化間接繼承了更多的古代西亞和北非的文化。印

度首任總理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認為，古埃

及文明、古兩河流域文明和古希臘文明「都消失

了」，現在生活在那些國家的現代人「與那些古文

明沒有直接的聯繫」，「今天的希臘只是東南歐的

一個小國家而已」。[32]他認為其他文明儘管也曾經

有過歷史的輝煌和帝國或王朝的更替，但在世界

歷史上文明從未中斷而保持歷史連續性的只有印

度和中國。他曾經指出：「但除了印度和中國之外，

沒有任何地方保持著文明的真正連續性。儘管印

度和中國在歷史上也變了又變，經受過各種戰爭

和入侵，但古文明的脈絡在這兩個國家一直沒斷

過」。[33]

有人貶低中國古代文化的成就，認為中國不

配居於所謂「四大文明古國」之列，是非常淺薄無

知的行為。為什麼將消亡的國家和湮滅的文明抬

得比中國這個現存的最大的古文明延續的活體還

高呢？「四大文明古國」或許是個不太科學或不太

準確的說法。但是，如果說有，中國應該是最具資

格的，而不是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不夠格。即便是

古希臘、古羅馬文明也曾中斷過，幾乎滅絕。尼赫

魯在寫給女兒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的信中

這樣說：

我扯得太遠了。我想向你指出的是，在歐洲發

生了如此突然的社會瓦解和猛烈變化，而在中國

甚至印度卻無此類突變發生。在歐洲，我們看到了

一個文明的終結和另一個將慢慢地發展為今天的

文明的開始。在中國，我們看到了一個相同高度的

文化和文明一直朝前發展而沒有任何此類中斷。

這期間有興衰起伏。好時期和壞國王與壞皇帝不

斷變換，改朝換代也在發生。但是，文化的繼承沒

有中斷。甚至當中國分裂為幾個國家並相互發生

衝突的時候，藝術和文學也保持興盛，有動人的

繪畫問世，還有那些精美的花瓶和華麗的建築。印

刷術得以應用，喝茶成為時尚並在詩歌裏面得到

高度贊美。在中國，一種出自高級文明的優雅和藝

術才能一直在延續。

在印度也是如此。它沒有如發生在羅馬的文

明的突然終止。當然，它有壞時節與好時節的差

別，有出產文學與藝術產品的時期，也有破壞與腐

朽的時期。但是文明一直沒有滅亡，只是換了一種

風格。它從印度傳播到東方其他國家。它甚至吸納

並教育了那些前來掠奪的野蠻人。[34]

本文無意將中國古代文明或古代文化看得高

於印度古代文明或古代文化。它們應該是並肩而

立，幾乎難分伯仲，屬於同一層次。不過，就當代文

化而言，本人認為印度文化或許已經遙遙領先於

中國文化。印度文化目前雖然還趕不上當代西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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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但它幾乎是唯一具備潛力挑戰西方文化體系

的非西方文化。它的所謂「軟權力」極強。印度當

代文化與傳統結合得非常好，又很好地吸收了西方

的東西，屬於現代性轉型較為成功的非西方文化

體系。這方面中國當代文化沒法與印度當代文化同

日而語。中國當代文化與傳統幾乎斷裂，與西方文

化的精髓又幾乎絕緣，在現代性的問題上尚未摸

清門路。也就是說，中國文化的現代化方向不明。

印度人在歷史的繼承與發揚方面做得不錯，有資

格作中國人的老師。

文化自信與外交自信

自獨立以來，印度一直是一個區域大國，在南

亞乃至整個印度洋地區它的實力排名第一，但它

早就夢想成為世界大國。尼赫魯在一次全國廣播

講話中，表示印度命中注定要成為世界上第三或

第四位最強大的國家，宣稱印度的國際地位不應

該與巴基斯坦等南亞國家相比，而應與美國、蘇聯

和中國相提並論。[35]他曾經說過：「印度以它現在

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麼做

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麼銷聲匿跡，中間地位不

能引動我，我也不相信中間地位是可能的」。[36]印

度學者K‧蘇布拉馬尼亞姆(K. Subramanyam)也曾

說過：

印度作為一個大國出現，它將不像英、法、德

和日本，而是類似美、蘇、中那樣的發展。前者國力

的增長是伴隨著領土擴張和對殖民地的征服；而

後者力量的增長卻主要靠的是（即使並非全部）其

本身的資源、人口和廣袤的地區。[37]

尼赫魯是個有思想的政治家，學識淵博，知識

面極廣。他對於印度社會乃至整個世界的歷史、現

狀和未來所涉及的所有問題都有著系統而深刻的

認識。他擅長從歷史中挖掘精神的財富和文化的

動力，借此增加印度民族的凝聚力、自信心和贏得

世界尊敬的資源。他在談論印度時，總會聯繫到中

國，討論到印度的歷史，更是以中國歷史為參照，

甚至在某部分的討論中關於中國歷史的篇幅超過

了印度歷史。他對中國是尊重的，認為中國在歷史

上比印度發展得好，值得印度學習。他說：「於是，

印度長長的歷史全景，包括它的興衰，勝利和失

敗，慢慢地呈現在我們面前。關於五千年歷史中文

化傳統的連續性、侵略和起伏、在民眾中廣泛傳播

並影響他們的一種傳統，在我看來有一種異乎尋

常的東西，只有中國有這種傳統和文化生活的連

續性」。[38]他還說：「古代印度，與古代中國一樣，

自身就是一個世界，是一個使一切成型的文化和

文明。外來影響注入其中，常常影響到那一文化，

然後就被吸收了」。[39]印度學者對此評價道：「他還

拒絕將印度歷史看作只與西方歐洲存在關係。正

如他所指出印度與希臘世界存在關係一樣，他還

重新回顧了其與東南亞、伊朗和西亞的多方聯繫。

尤為重要的是，他讓中國成為他討論印度過去的

一個固定指南」。[40]

尼赫魯對中華文明是另眼相看的，對中國是

相當高看的，對中國的熱愛幾乎與對印度一樣。他

批評西方人說：「在相當長的時間裏，歐洲人想當

然地認為古代歷史僅僅指希臘、羅馬和猶太人的

歷史。按照他們舊的思維方式，當時世界其他所有

地方明顯地尚未開化」。[41]他認為，在古羅馬崛起

的時候，「在東方，中國變得和西方的羅馬一樣偉

大」，[42]「儘管當時羅馬強大而且正變得愈發強

大，但中國比它幅員更遼闊，也更強大」。[43]他還

指出，「當時中國可能或多或少地與西方國家甚至

西亞隔離開來，沒有直接的接觸」，而「印度似乎

是連接西方與中國的橋樑」。[44]他曾指出：「人類

的關係問題是何等的基本，而在我們關於政治與

經濟的激辯中又何其經常被忽視。在古老而智慧

的印度與中國文明中，它就不至於如此被忽視。這

兩個文明發展了自己的社會行為模式，儘管存在

著這樣那樣的缺陷，但對個體還是相當重視的」。
[45]他堅持認為中印兩國文化中積累了非常多的關

於人類社會發展的積極有益的因素，足以彌補西

方文化的不足。在他看來，中國和印度在歷史上堪

稱絕代雙驕，無有可出其右者。這不僅意味著中印

兩國對世界文明的貢獻應該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

和尊敬，也意味著中國和印度在當今世界應該得

到尊重並獲得相當的領導地位；不僅意味著中印

兩國在國際社會和世界發展的進程中應該有著自

己體面的位置，而且還意味著中印兩國能夠發揮

巨大作用並扮演非常積極的重要角色。中印兩國

作為國家和文明體的獨特地位也是中印兩國在國

際體系中合法地位或重要地位合法性的來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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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兩國沒有理由自卑、謙讓或低三下四、聽命於

人，而是應該理直氣壯地發揮重要作用甚至領導

作用。如此，中印兩國與歐美大國相頡頏並在國際

事務中發揮或扮演領導角色也是理所當然的。

尼赫魯的歷史觀、中國觀和中印文明比較

的方式對印度人具有深遠的影響力。不少學者和

外交官的觀點與他非常相似。或者說，從他們的

言論中可以看到尼赫魯的影子。請看印度馬立克

(Mohan Malik)關於中印文明比較或中印歷史比較

的觀點：

中國和印度是世界上兩個一直延續著的最古

老的文明，都有其彈性使各自在漫長的歲月裏或

遇到困厄時能夠得以保全並繁榮昌盛。相比較，其

他幾個古文明，要麼消亡了，要麼被其他文明所吞

並。在過往的3000年裏，所有亞洲國家 ── 有的位

於大陸，有的位於遠離大陸的海島 ─ ─ 在某個階

段曾經受到一個或兩個文明的直接影響。與東亞

的中國非常相似，當代印度繼承並承載綿長的南

亞印度文明的歷史與文化傳統。由於未來受到歷

史的驅動，對歷史與文化、地理和人口的物質性數

據可能對中國和印度政府的世界觀和它們在世界

體系中所能扮演的角色產生的某些影響進行思考

還是合適的。歷史的重負對於中國和印度來說都

是非常有分量的。中國和印度的觀察者都同意，對

於文明的論述之於中國和印度作為現代民族國家

的身份來說至關重要性。與中國非常相像，在封建

時代，印度也分裂為很多國家並常常互相發生戰

爭。這些國家互相有外交關係，就像他們是外國一

樣。兩國都有非常漫長且富有的戰略傳統……。[46]

印度著名外交家考爾(T.N. Kaul)也認為中印

兩國無論是歷史還是人民都有相似之處，也有自

己獨特的優秀品質，值得珍惜、自豪，也值得其他

國家和文明學習。他在對中國歷史、中華文明和中

國人欣賞、贊嘆之餘，也對其複雜性和獨特性表示

了認知上的困惑。他說：

「中國人是擁有悠久傳統和古老文化的文明

人。經歷了不同的時代，是什麼將他們凝聚一起的

呢？是他們能長期吃苦的本性和忍耐力，或是他

們勤勞的習慣和對自己單獨身份的驕傲，還是對

他們稱之為『野蠻人』的蔑視造成的呢？或者是因

為通過通婚或必要的武力手段殖民或吸納別的種

族的能力？是這些特性中的某一個比其他更加突

出強大，還是所有這些特性或它們中的某些特性

組合一起，或必要時共同作用，構成了中國獨特的

個性的呢？或者可能是因為其他的原因呢。都說不

準。但人們不能不被中國人承受困苦的能力和自

然與人為災難的能力以及生存的意念和對未來與

終極命運的信念所打動」。[47]

不過，考爾認為印度人也同樣偉大。他指出：

「印度實在是一個偉大的國家 ─ 潛在的偉大 ─ 
擁有光榮的過去和抵抗且吸收了不同其他文化成

分的古老文化」。[48]他認為，印度的偉大和潛力也

只有中國可以與之相提並論；而中國眾多的優點

和優勢也只有在印度身上才能發現。他說：

「像印度和中國這類國家的基本力量在於其

人民忍受艱難的能力以及懷著他們的技能、企業

家精神、自然資源和人力將來可以與發達國家媲

美的信念與希望而勤奮工作。這需要時間，因為兩

國都需要積累並提升其技能、開發其資源，鼓舞其

科學家、技術人員及工人的革新與創造精神。印度

的未來，和中國一樣，看上去前景光明而充滿希

望。因為這是有兩國人民固有的素質決定的。這迥

然有別於正在南亞、東南亞和西方世界已經發生

和正在發生的情況」。[49]

中印兩國的相似性使考爾看到中印兩國密切

合作的光輝前景。他說：「和中國一樣，印度作為

對自己的文化和文明引以為傲的民族，在歷史上

經歷了盛衰起伏。如果這兩個亞洲大國能夠友好

合作，共生及共同行動。它們能夠使亞洲擺脫西方

的支配，在其他亞洲國家和非洲國家的幫助下，可

以達到俄國和美國的地位」。[50]在他看來，也只有

美國、中國、印度和俄國四國是偉大的國家，在國

際事務中是大國，在未來起重要的決定左右，[51]這

也一直是尼赫魯的觀點。可見尼赫魯對印度知識

精英和外交界的影響是何等的深遠。

總之，較早提出中印兩國能夠重新崛起並成

為具有全球領導力的大國的是尼赫魯。他在印度

獨立不久就向全國人民公開描述過印度可做「一

流大國」的光輝前景，在他蹲英國人的監獄時寫

下的《印度的發現》一書中也表達過這一宏願。這

段話前面引用過，但也曾經被過分解讀。這裏面可

能有一些誤解的成分。如果連貫地、歷史地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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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地看待尼赫魯關於印度獨立、發展、崛起的設

想或藍圖，就會發現這並不是一種野心的膨脹，也

不是過於自信的表現，更不是帝國主義色彩的論

調，而是對於印度歷史地位、文明力量、人力資源、

自然資源、精神財富的自信，更是對於印度國際責

任的期許和擔當意識的展現。也就是說，早在印度

獨立之前，尼赫魯就認為印度有能力、有資質在世

界上或國際事務中合法地扮演大國角色、獲得大

國地位。在他看來，這是一種合理、合法的訴求，

不同於西方帝國主義的霸權和擴張慾望。在他的

觀念中，面對西方國家的貪婪和由此造成的世界

亂局，印度和中國沒有理由退讓或謙讓，而是可以

扮演一種積極的制衡力量。

印度人一直很關心印度的國際地位，希望印度

能成為亞洲的霸主或第三世界的領袖。他們儘管

覺得知道自己的國家貧窮，但並不應該屈居任何

國家之下，更不應該受別的國家的領導。儘管美國

一直極力拉攏印度，但印度人認為「美國與印度的

關係是不對稱的」。[52]柯亨認為：「印度拒絕依賴，

無論是經濟的、戰略的、道德的還是文化的」。[53]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印度的外交是非常自信的。而

這種自信源自道德與文化的自信。

由於印度有著較為遠大的國家發展目標或戰

略目標，或者說野心較大，因此在外交和國際事務

的參與方面也是四面出擊，處處插手。印度的外交

官與外交家也是非常自信的，而且非常專業，英語

水平和綜合素質也很高。他們對歐美國家沒有自

卑的感覺，相反卻有某種優越感。很多印度精英

「經歷過種族和其他形式的歧視後就開始著手扭

轉這種歐印關係，將印度（及其他亞洲地區，或是

連同「第三世界」）定義為道德和精神上優越」。[54]

在1950年代，克里希納‧梅農(Krishna Menon)因其

在聯合國的幾次馬拉松式的演講而成了印度的民

族英雄。這也使得印度獲得了一個「懂得如何經常

明確地說『不』的名聲」。[55]柯亨認為，儘管「印度

人是耐心的談判者」並擅使各種手段，[56]但他們的

外交風格是「朝『不』邁進」。[57]柯亨指出，「尼赫

魯的高調外交」使「印度似乎在第三世界國家中是

個例外」，試圖或似乎「代表著什麼東西」。[58]他認

為：「在當時印度的外交政策上有著全球影響：德

里在聯合國很活躍，東西方都在向它求愛，它還是

不結盟運動的領袖」。[59]當代印度的政治家與外交

家，在國際社會也都將各種國際場合，視為展現其

個人魅力和風采，以及印度國威和能力的舞台。

曾幾何時，印度在發展中國家享有很高的威

望，在國際政治舞台上也有著很大的影響力。它不

但在朝鮮停戰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且在20世

紀50年代的亞非會議上占據主導地位，還與埃及、

南斯拉夫等國領導了不結盟運動。它似乎是唯一

能夠在西方世界和社會主義陣營、發達國家與發

展中國家之間左右逢源的發展中國家。然而，由於

它的經濟落後，軍事實力有限，加之與中國對抗，

嚴重消耗國力，一直沒能達到尼赫魯夢想實現的

目標，算不上是一個一流大國。它的國際影響力在

20世紀60─80年代一度下降。但是，印度沒能很好

地檢討自己，反倒將自己國際威信的下降和國際地

位的徘徊不前歸咎於中國，長期舉國譴責「中國對

印度的背叛」。[60]1962年中國對印度的自衛反擊戰

成了尼赫魯和印度政府外交失敗和國際威信下降

的藉口，也成了印度經濟發展裹足不前和國際地

位下降的藉口。印度政府某些官員還多次公開談

論所謂的「中國威脅」，為其核武政策鳴鑼開道，

為此印度瓦傑帕伊政府的國防部長費爾南德斯

(George Fernandes)曾公開宣稱中國是印度的頭號

軍事威脅。[61]

印度獨特的外交文化

從國家整合、民族凝聚的角度，印度獨立後

困難很大，但它的國際挑戰或壓力卻小多了。而

且，它解決國內困難的能力和趨勢是增長的、進步

的，沒有大起大落。它國內出現的危機都得到了一

個個化解，國內矛盾沒能成為外國干預的藉口，也

很少能夠導致國際化。印度自獨立之後從來沒有

與任何一個超級大國成為敵人。儘管它參與領導

不結盟運動，注重與第三世界的關係，但它仍保留

在英聯邦之內，與整個西方世界的關係也屬正常。

中國儘管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但印度現

在也努力爭取，而且呼聲很高。這說明從很多方面

印度都被認為具備了作為大國參與領導國際事務

的資格，在國際社會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或感召

力。總的來說，印度外交一直有聲有色，沒有樹敵

太多，在國際社會和國際組織中扮演著重要的角



中
外
會
通

賈
海
濤
：
中
印
比
較
：
歷
史
遺
產
與
外
交
自
信

１０９

色。中國的外交環境一直比較困難，長期以來受到

西方國家的孤立，二戰後與超級大國的關係也一直

非常緊張，與鄰國之間也因領土問題不斷發生摩

擦。這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國的發展和國際關係。

中國長期以來一直致力於獲得一個長期穩定的和

平環境，在安全方面面臨著極大的壓力或挑戰。

而印度在這方面則壓力相對較小。

印度建國是擺脫殖民統治的過程，也是民主

建設的過程。它的獨立是在和平、協商和法律的框

架之內進行的。印度的獨立不是與西方決裂和戰

爭為前提或代價的，而是還與英美保持了相當友

好乃至特殊關係。獨立後，印度與西方國家的關係

基本上是正常的，與蘇聯集團和中國關係也非常

友好，又成了不結盟運動的領袖。它不需要依賴或

依附誰，也不需要與誰結盟。這與中國有很大的不

同。由於獨立後沒有中國面臨的外部壓力和外國

勢力的訛詐，印度不僅注重謀求地區性的霸主地位

（南亞和印度洋地區），而且也重視全球事務的參

與。無論是從國家能力還是從政治家個人能力，無

論是從外交戰略上還是從外交官的個人素質，印

度上下似乎都堅信自己有這種能力和義務。對此，

柯亨評價道：

另外，印度人認為作為一個文明的印度可以

為其餘世界有所奉獻。當代印度的政治家也認為

印度應該扮演全球性角色，儘管這一角色是寬厚

的。這種信念很好地解釋了為什麼尼赫魯不管是

對大國還是小國總愛進行道德說教和印度人不論

是對大國小國總習慣進行訓斥的原因。這些信念

深植於印度的憲法裏：它規定作為國家政策印度

要「努力促進國際和平與安全；維護國家間公正而

體面的關係；培育對處理組織化的人民與人民之

間關係的國際法和條約義務的尊敬」。因此，印度

在主要尋求地區主導地位的同時，它還將其全球

使命蠻當回事。[62]

近年來，中國的崛起在國際社會引起了一定程

度的警覺和敵意。這與印度目前面臨的國際環境

或國際輿論大不相同。目前，全世界都承認印度是

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習慣於將印度與中國相提

並論，進行比較。然而，很多國家在談論中國崛起

的時候，卻在散布或製造「中國威脅論」。甚至，就

連印度也在製造、散布「中國威脅論」。可是，儘管

印度宣稱21世紀將屬於印度，其發展勢頭也非常

迅猛，但「印度威脅論」卻幾乎沒有人談論，也沒

有那個國家在惡意地防範、制約它，更沒有專門針

對印度的某種軍事同盟威脅印度的安全。相反，倒

是美、日等國企圖將印度拉入它們的陣營，專門對

付中國。用柯亨的話來說，「美國和印度分別代表

世界上最古老或最強大的民主和最大的民主在國

際社會已經成了一種固定的印象」。[63] 2006年3月3
日，美國總統布殊(George W. Bush)在訪問印度

時，稱印度為「最大的民主國家」，將印度比作「美

國的天然夥伴」，還明確表示「美國歡迎印度的經

濟崛起」。[64]布殊政府不僅一改此前，因印度核試

驗進行的制裁，反而提出了核技術合作的意向，向

印度轉讓核技術。這真可謂是一個180度的大轉

彎。專門針對中國而言，美印已結為准聯盟，用西

方學者的話來說是一種「不公開的盟友」(tacit al-
liance)。[65]中國的印度問題專家或記者，也普遍認

為印度的外部環境要優於中國。《環球時報》的有

關報道認為「國際環境有利於印度崛起」。[66]印度

人也發現了這一點，並且倍感得意，似乎在中印競

爭中占了上風。[67]

柯亨說過：「印度的文化影響力和印度的國

際形象都在提升，全世界的大國都在討好它」。[68]

日本拉攏印度以遏止中國的心情，甚至比美國還

要急迫。它的領導人近年來不斷訪問印度，也頻頻

向印度提供各種經濟援助或合作，它對印度的借

款，數額不斷攀升新高。比如，2006年4月1日，日本

政府決定對印度借款1554.58億日元，比2005年增

加了16%。[69]現在更是以各種手段和方式，加強與

印度的經濟聯繫與合作，在高鐵等諸多領域與中

國競爭印度市場。與此同時，日本的對華貸款（或

借款）卻逐年減少，最近完全中止。

俄羅斯聯邦移民局副局長瓦切斯拉夫‧波斯

塔夫寧(Vyacheslav Potavnin)在2006年3月下旬在

會見印度在俄商業代表時說：「我們不反對來自印

度的勞動移民進入西伯利亞及遠東地區」。[70]俄

羅斯的一份民意調查顯示，俄羅斯人不願意打交

道的外國人中沒有印度人，而有中國人。俄羅斯人

甚至覺得印度人「很可愛」。[71]俄羅斯人厚此薄彼

的原因是耐人尋味的，也是令人感到遺憾的。這說

明了中印兩國和中印兩國海外移民面臨的國際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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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有著多麼大的反差。

印度的國際環境並不完全是一種自然結果或

歷史的繼承，而主要與印度持續不斷的外交努力

有關。柯亨對印度自建國以來的外交努力和國際

影響力做出如下總結：

印度相反追求全球外交。它在聯合國總是扮

演著強硬角色，還是不結盟運動的創始國之一。在

它與蘇聯長時期的准聯盟關係期間，它尋求與古

巴、很多東歐國家和其他蘇聯的衛星國交好。它隨

後因武器對蘇聯的依賴使它與不少購買蘇聯武器

裝備的國家如伊拉克（1970年代印度訓練了伊拉

克空軍）建立了一種密切的軍事與供貨關係。印度

在冷戰期間還是重要的對話者。而且由於它原初

對去殖民化和反帝國主義運動的參與，它與非洲、

拉丁美洲和亞洲的很多國家都維持一種密切而活

躍的關係。例如，1990年代初，幾十個非洲國民大

會的幹部在印度外交培訓學院接受培訓，以期在

南非實現過渡之後加入外交服務。對外派駐了140
多個大使館和崗位，新德里肯定是世界上主要的

外交中心之一。它的外交辦公室會一直為涉及廣泛

的各種戰略和外交聯繫而忙個不停。[72]

印度由於有著文化和道德的優越感，加之賦

予自己過多的甚至力不從心的使命，因而在外交

上顯得過分自信。印度有時無論從國家行為，還是

政府官員或外交官個人風格，大都有著印度式的

傲慢。西方媒體甚至將克里希納‧梅農視為「流氓

似的」人物，英迪拉‧甘地則被稱為「龍娘子」。[73]當

然，過分的自負或自信一方面會使印度力不從心，

另一方面也會顯得霸道或是管得過寬，因此在國

際社會不太受歡迎。印度在處理國際事務和制定

外交政策的時候，似乎也有不切實際的地方，很多

地方沒有達到目標、實現目的。柯亨認為:「中國在

如何與新的世界秩序合作和與美國打交道方面是

印度的榜樣」。[74]

柯亨指出，「對於它的弱小鄰國而言，印度一

直是一個大國」，[75]「印度常常表像得像帝國主義

國家，其外交官在其弱小鄰國的首都深為人恨」。
[76]緬甸一直有，歷史遺留下來的反印情緒。[77]印度

在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其他亞洲高速發展的

國家或地區（Asian Tigers）名聲不佳，它被看作不

能實現經濟改革但又試圖在世界上扮演重要角色

的大國。[78]柯亨指出：「與巴基斯坦人、中國人或

者是歐洲人相比，很多美國官員不願與印度人打

交道」。[79]這與中國政府官員和外交官的風格形成

了極大的反差。

柯亨評價道：對於很多外國官員來說，與新德

里打交道會是很讓人沮喪的經歷 ── 他們還會被

印度外交官的風格激怒。儘管他們很專業，也很有

能力，但都似乎強迫著似的給他們的英國或美國

對等外交官訓話，包括冷戰的邪惡、印度政策的道

德優越性或是印度文明的偉大之類的話題。

對於它的小鄰邦而言，印度又顯現出另一副

面孔。南亞小國的政府官員們講述著關於印度外

交官、士兵、政府官員甚至商人的麻木和傲慢。巴

基斯坦發現與新德里打交道甚至會是非常危險的

經歷，因為兩國常有互相侵擾對方官員（有時會大

打出手）慣例。而對於北京來說，1987年一位中國

官員半開玩笑半認真的「印度人為什麼如此『難

以琢磨』」的問題反映了他對印度混在貧困裏的不

現實的傲慢的困惑。似乎只有莫斯科與新德里相

處很好。[80]

相比印度，中國要低調得多，對周邊鄰國和世

界各國都非常友好，不干涉別國事務，從不謀求霸

權，奉行大小國家一律平等的態度。然而，中國總

體的國際環境近年來仍舊存在不少問題，甚至不

斷惡化。這也需要反思。如果不是純粹從利益出

發，而是從維護世界和平和全球共同發展的角度

考慮，中國其實可以在全球事務中發揮更大的作

用。這不僅僅意味著是在財政上承當更多的負擔。

實際上，在財政和經濟方面，西方國家不少剝削、

敲詐中國，中國也沒少在經濟上對全球提供支持

和援助，但並沒有帶來相稱的地位和相應比例的

感激，反倒是抱怨聲、反對聲不斷。這是非常遺憾

的事情。從歷史地位、文化貢獻和現實作用而言，

中國應該贏得更多的國際支持和擁有更好的國際

聲譽和國際地位，外交和發展環境也應該更好。柯

亨認為中國在經濟外交上更活躍，而印度則重視

或長於文化和信息外交，但印度官方的文化外交

也有許多值得改進的地方。他發現「印度有時用它

的學術和信息項目來『懲罰』別的國家」，比如拒

絕包括美國在內的某些國家的學者入境。他覺得

這 是 一 種 對其 文化 外 交 的 一 種自毀 或自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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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defeating）行為，因這種懲罰，美國研究印度

的學者出現了一代人的空白，「有時在原來非常親

印的群體中產生了對印的敵意」。[81]

不過，縱觀印度建立後的60餘年的歷史，失

誤並不大，總的說來還是相當成功的。很多策略從

短期看並不理想，但從長遠來看卻頗有收穫。印度

外交是有其特色的，有以一貫之的主導思想，結合

本國的實際，以國家利益為目標制訂了不結盟的

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柯亨說過：「印度的傳統將

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的成分結合在了一起」。[82]他

還認為：「印度人的思想既是理想主義的，又是現

實主義的，既是甘地( Moha nd a s K a r a mcha nd 
Gandhi)的，又是馬基雅弗利(Niccolò Machiavelli)
的，而且一個人持不同的觀點在各種政治派別中

都不鮮見。事實上，很多人同時持這兩種似乎難以

兼容的觀點」。[83]與蘇聯、美國乃至中國相比，能

說印度在冷戰時期的外交政策是失敗的呢？就外

交而言，印度自獨立以來絕對不是一個輸家。冷戰

的結束使得印度處於一個相當有利或優勢的地

位。中國媒體《環球時報》曾評論道：「有人稱印度

外交為『左右逢源，八面玲瓏』，因此，它能夠同時

與俄羅斯、伊朗，以及西方國家處理好關係。這的

確算是種『高難度』的外交套路」。[84]柯亨曾稱贊

說：「印度精英也展現了在其他那些諸如巴基斯

坦、南斯拉夫和前蘇聯的複雜的多族群、多民族國

家所欠缺的靈活性」。[85]

結語

一個國家的歷史就是一個國家的存在方式和

國民性的表現，也是文明或文化的展示。而一個國

家所處的外部環境也是一個國家自身存在、自身

特徵所決定或造成的，或許可稱為一種歷史發展

的結果或文化的選擇。一個國家的內在特質或性

質決定其外部環境，反過來，外部環境也能影響自

身的存在和發展。任何一個現代國家，其內部的發

展或內部的現狀都離不開外部因素或外部環境的

影響，不能孤立於整個世界之外。國內形勢與國際

環境是互動的、互相影響的。作為大國，中印兩國

對國際社會的影響一直是非常大的；反過來，國際

環境對中印兩國的內部發展或內部環境也會起到

至關重要的影響。兩國的安全、繁榮、穩定與發展

離不開一個積極、良好的外部環境。惡劣的外部

環境或國際環境會對一個國家的安全、穩定與發

展起到破壞作用或產生負面的影響。中印兩國在

各自獲得新生之後（1947年印度獨立與1949年中華

人民共和國成立），各自的外部環境或國際環境是

差異極大的。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也是一種歷

史遺產。而這份遺產直接影響到兩國的國際關係

和外交風格。這應該是理解當今兩國外交政策、國

際地位、內部發展的一個決定性的參考因素或重

要出發點。如今，中印兩國已經有了較大的空間通

過外交和更多的途徑影響國際形勢，乃至參與重

建世界秩序。外交政策被認為是軟權力的來源之

一。[86]在全民外交或公共外交，大行其道的今天，

它更多的是一種文化展現。無論是世界秩序的重

建還是具體國家國際地位的提升，需要靠所謂

「實力」說話，但更需要道義和責任支撐，需要價

值和文化的輸出與影響力。外交在謀求權力與利

益之外，還要贏得尊重和擁護，因此外交可以非常

多元、多維。中印兩國都有著自己獨特的與各自的

傳統或歷史遺產有關的外交風格或外交文化，然

而，在開發歷史遺產、挖掘傳統方面，中國還有著

極大的上升的空間，可以做得比印度更好。基辛格

(Henry Kissiger)認為當前中國外交主要借助於

「傳統智慧」，[87]還說孔子的遺產正在復興並成為

中國「軟權力」的重要來源。[88]其實，復興傳統、挖

掘遺產工作方興未艾，而在外交方面的利用，憑藉

古人智慧以豐富中國的外交文化，此類工作還沒

怎麼開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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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Historical Heritage and Confidence in 
Diplomacy

Jia Haitao (Liberal Ar ts Col lege of Jinan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oday’s world, in terms of the 
centuries-long history and the richness of ancient 
cultural heritage, India is perhaps the only civilization 
or country that can be placed side-by-side with China. 
The r ich her itage in Chinese t radit ional culture 
has so far had a great international inf luence that 
is trustworthy and suppor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ore importantly, the historical statu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 has been 
very positive and unique that helps improving its 
international status and develop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owever, it is very limited in cultivating and 
utilizing these resources, and Chinese are lack of both 
self-awareness and self-confidence.  In the modern era, 
many Chinese are used to dream of ‘destroying the old 
and establishing the new ones’ (pòjiùlìxīn), tended to 
negate their history and even regard historical heritage 
as a burden or trouble.

India is very different from China. It cherishes it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and strives to excavate 
the positive factors that can contribute to promoting 
its international status and develop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the standpoints of its historical position 
of civilizati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contemporary inf luence. This can be treated as the 
mainstay, which supports India’s cultural diplomacy 
or international strategy, providing some theoretical 
basis and legitimacy for its foreign policy or diplomatic 
behaviour, and fostering a sense of moral superiority 
and cultu ral honour. In other words, India has 
engineered some kind of moral basis or theoretical 
basis to rationalize or legitimize its foreign behaviour 
and foreign policy with the help of history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Keywords: historical heritage, confidence in 
diplo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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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及欣賞「檻外山光，窗中雲影」，就「痛南渡」，

「辭卻了五朝宮闕」，弦歌不輟在春城了。1939年，

李賦寧畢業於其時已搬遷到昆明的西南聯合大學

（畢業時仍領清華大學外文系文憑），1941年畢業

於清華大學研究院。在「天長落日遠」，「乾坤晨昏

浮」的危急存亡之秋，在

西南聯大期間，由於李賦

寧與吳宓是同鄉和世交的

原因，李賦寧與吳宓關係

密切，可稱為「忘年交」，

吳宓也將李賦寧看作可以

傾吐心曲的忘年知己，並

將很多重要甚至瑣碎的事

情托付學生李賦寧辦理。

「學足以通古，才足

以禦今」，在中國教育史

上，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

所提出的培養「博雅之士」的教學方針在人才的培

養上具有非常重要作用。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課

程編制之目的，「為使學生得能：（甲）成為博雅之

士，（乙）瞭解西洋文明之精神，（丙）熟讀西方文

學之名著，熟悉西方思想之潮流，因而在國內教授

英德法各國語言文字及文學，足以勝任愉快，

（丁）創造今世之中國文學，（戊）匯通東西之精

神思想而互為介紹傳布」，[1]說到底就是培養「通

人」。李賦寧撰寫的《西南聯合大學外國語言文學

系》的史料中也說，「抗戰前清華外文系曾以培

養」博雅之士「作為本系的任務，要求學生『熟讀

博雅精神的傳承者
— 吳宓與李賦寧及其他

■ 李偉民

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

文化傳承

在2004年5月飛花飄雨的季節，作為吳宓的

傑出學生，李賦寧永遠離開我們而去了。李賦寧是

我國著名的西方語言文學大師、教育家、翻譯家、

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系教授，當今在外國語

言文學界的諸多著名學者均出自其門下。他那沉

靜深邃的學問，澄淨明澈

的語言，桃李不言，下自

成蹊的道德力量和誨人不

倦的夫子精神，使領受過

他澤被的後學終生難忘。

他的學術成果主要體現在

《英語史》、《歐洲文學

史》等專著中，他對西方

文學批評、莎士比亞研究

和歐洲文學史等學術領

域的深入研究得到了這

一領域學者的交口稱頌。

李賦寧能夠在中國的英國文學和歐洲文學研究以

及莎士比亞研究中取得諸多的成就，培養出傑出

弟子，是與吳宓對其的教導分不開的。吳宓與李賦

寧一家有深厚的世交，踏入清華大學的第一天開

始，李賦寧就多方面地受到了吳宓人文主義思想

和學問的熏陶。

一

李賦寧初入學於北有圓明園、西山、頤和園、

玉泉山、碧雲寺等名勝，內有蒼松老檜、楊柳竹

石、藤影荷聲、流溪觀魚聽蟬的清華園。但他還來

摘  要：李賦寧是我國傑出的英美文學研究專

家、英語教育家和外國文學研究專家。他為中國的

外國文學研究，特別是文革結束後的中國外國文

學研究的繁榮與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早在清華

大學和西南聯合大學讀書期間，他就受到了「博

雅之士」的熏陶，成為吳宓最親密的弟子之一，為

20世紀80年代末期中國吳宓研究的倡導者。

關鍵詞：李賦寧；吳宓；外國文學研究；博雅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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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文學之名著』，『瞭解西洋文明之精神』」。[2]

這樣一批被稱為「博雅之士」的「清華學人在學術

研究上取得的成功，在於為中國的西方語言文學

研究在深層次意義上設立了個人精神與學術風格

上「博雅」之風習，而這一培養目標主要是由吳宓

主導擬定的。這在李賦寧的回憶中有明確記載，當

然，也有其他學者和老師的功勞，但是由清華大學

外文系2012年編輯出版的《百年清華百年外文：清

華大學百年華誕暨外國語言文學系建系85周年紀

念文集》，由於學科原因和所受乾嘉學風熏陶有

限，所下考據功夫不深不細，在敘述這段歷史的時

候出現了不少錯訛。李賦寧大半生深受吳宓和清

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博雅」之浸淫。這種「博雅」之

精神，不僅表現在學術上，而且表現在面對抗戰堅

苦卓絕的條件下「仍保持勤奮、嚴謹的敬業精

神」。

在清華大學外文系和西南聯大所設的「歐洲

文學史」、「翻譯」、「文學與人生」課程主要由吳

宓講授。這些課程是繼承和延續了清華大學外文

系建系之初的必修課程，也是外文系學生最重要

的幾門專業基礎課之一。而吳宓長期開設的「歐洲

文學史」不僅包括西歐、北美文學，還兼及俄國、

東歐，以及印度、波斯、日本等國文學，為抗戰中的

西南聯大學生提供了廣闊的視野和系統的世界文

學知識。 [3]為了培養李賦寧的講課能力，吳宓把

「歐洲文學史」的英國文學部分分給李賦寧講。吳

宓離開清華後，命李賦寧講授英國文學史代替此

課，並向校方保證以李賦寧的學識和對英國文學

的熟悉，這是絕無問題的。

二

自1990年以來，國內共召開過七次吳宓學術

研討會，2004年歲末，在陝西師範大學召開的「吳

宓誕辰110周年紀念會暨第四屆吳宓學術討論

會」，直至2014年在西南大學召開的全國吳宓學術

研討會和吳宓故居揭幕儀式。[4]在前幾次會議，都

是在李賦寧親自主持下召開的。從現代文學史上

將吳宓、「學衡派」樹為「反面人物」、「守舊派」到

吳宓研究能夠出現今天的繁榮局面，是與李賦寧

對恩師吳宓的崇敬和深厚感情分不開的。

據我兩次通讀前後共20冊《吳宓日記》和《吳

宓日記續編》的統計，吳宓一共在1910-1974年的日

記中記載了數百次和李賦寧的交往記錄，無論是

在一起用餐、郵局寄信、銀行取款，還是讀書、考

試，乃至操心李賦寧的婚姻、曬被子等生活瑣事，

吳宓都有記載，從這些記載中可以看出作為學生

的李賦寧對老師的尊敬。在「於安思危」中，對艱

苦環境安之若素的人生態度、對國家的憂患意

識，對人類的悲憫情懷和其中蘊蓄著的深厚情感

充分體現在師生「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中，而這

些正是「博雅之士」的題中之義和雋永形象的生動

縮影。如1939年7月30日，吳宓記載「尋得賦寧，命

徑制姜湯」；[5]1939年9月2日，「賦寧完卷出場……

為慰解寧考事之困疲……陪寧游步翠湖」；[6]1940

年4月27日，「寧陪導宓至校中圖書館檢閱本年三

月十八日北京《新民報》第一版王一葉君『按王蔭

男君』撰文」；[7]1942年1月14-19日，「寧率本舍僕

僮至新新購鹹菜肉絲麵來。宓甚思食」；[8]1944年

8月5日，「曝寧被褥床板於宓窗際」；[9]1944年8月

13日，「下午助寧曬被褥」等等。[10]1944年吳宓去

成都燕京大學講學，命李賦寧替他看守房間。吳宓

宿舍貼著「請勿吸煙」的告示，李賦寧從不違反規

定。[11]而李賦寧後來翻譯《艾略特文學論文集》則

與1942年9月10日，吳宓在他那裏翻閱《喬治艾略

特的生平 — 根據書信和日記》這本書不無關係

吧。1938年11月12日吳宓在日記中記載「下午2-3，

寧來室中補考《歐洲文學史》」。[12]這次「補考」具

體原因不知是什麼，可能是李賦寧臨時有事錯過

了考試時間。但是，吳宓對學生要求嚴格卻是一貫

的。李賦寧後來成為西方語言文學大師與這次

「補考」也不會全無關係吧？1939年，國立清華大

學第11級畢業生畢業，外文系有李賦寧、王佐良、

許國璋等10人。1941年4月5日，清華大學文科研究

所外國文學部為李賦寧舉行研究生畢業初試，吳

宓稱贊李賦寧「是真正的學者」。[13]清華讀書風氣

很盛，作為吳宓的弟子的李賦寧明白，「讀書之法

無他，惟是篤志虛心，反復詳玩，為有功耳」。當李

賦寧從耶魯學成後，吳宓勉勵：「弟在美四年，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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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西洋語文及文學知識材料論（不論中國學問及

創造著作）弟今當為中國第一人，恐鍾書實不能

及，宓更空虛不足言矣」。[14]20世紀60年代，李賦

寧曾力邀吳宓來北京大學西語系任教，然被吳宓

婉言謝絕了，吳宓有感於弟子的好意，但擔心必須

批判「自己之過去」，故說：「弟與王佐良、楊周翰

等諸公，不但馬列主義學習好，且近年留學英美歸

來，其西洋語言文學之知識、學問，其生動精彩之

文筆、著作，遠非宓所能及」。對於社會上不重視

知識分子的風氣，吳宓也說：「目前英國文學與西

洋文學不被重視，等於無用，然我輩生平所學得之

全部學問均確有價值……應有自信力，應寶愛其

所學。斷不可棄書……斷不可賣書……寧受人譏

罵，亦必大量細心保存書籍」。[15]吳宓對李賦寧的

這些諄諄教誨，也許就是他今後成為一代西方語

言文學大師的原因之一吧。

為了提高重慶的英語教學與研究水平，在20

世紀50-60年代，吳宓曾多次向李賦寧介紹四川、

重慶籍的學生到北京大學訪學。例如在1963年介

紹四川外國語大學（原四川外語學院）學生藍仁哲

到北京大學西語系訪學就是一例。藍仁哲曾經在

《尊師重道的典範 — 憶李賦寧崇敬吳宓二三

事》一文中寫道：我1963年夏在四川外語學院英語

系畢業後留校工作，我院英語系當時尚未開設任

何文學課程，便給我一年時間準備開設「英國文學

史」課程。用吳宓的話說，蓋四川外語學院不但無

一門文學課程，其校中之師資圖書均缺。吳老師知

道後，便主動給當時任北京大學副教務長的李賦

寧去了一封信，請他安排我去北大進修一年。李賦

寧是那麼認真地看待吳老的托付，硬是親自到西

語系瞭解情況。我在向領導提出申請時，得到的答

覆卻是我剛畢業留校，即使派人去北大進修也還

輪不到我。現在回想起來，我當時的確不夠去進修

的資格，聯繫的方式也不符合那個年代的規範。在

吳宓給李賦寧的多封信件中介紹：「藍仁哲畢業於

四川外語學院，是一優秀學生，聰明好學，而仁厚

多情。今請求收錄藍仁哲在校肄業留學二年，專修

英國文學史。只須將藍君編入現在為本科、進修助

教正在開講之英國文學史及有關課程，如莎士比

亞、英國浪漫詩人、英詩宣讀，又准令其在圖書館

讀書，不過增加一名學生而已。藍仁哲來北大雖名

曰「進修」，實不需周翰、賦寧弟或任何一位教授，

花費時間精力給予特別指導，對學校及教師均不

增加負擔，而造福於四川省外文教學甚大，何幸如

之」。[16]吳宓長期在重慶任教，他認為應該努力提

高四川、重慶的英語教學水平，為學生打牢基礎，

而開設「英國文學史」等課程正是提高學生素質

的一個基礎。今天，重慶和四川外國語大學已經

成為中國研究莎士比亞的重鎮，出版了一批重要

的莎士比亞研究著作，四川外國語大學主編了中

國莎士比亞研究會會刊《中國莎士比亞研究通

訊》，李偉民被選為中國莎士比亞研究會副會長、

國際莎學通訊委員會委員，成立了四川外國語大

學莎士比亞研究中心，在國內外發表了一批重要

的莎學研究論文，由李偉民撰寫的刊登於《莎士

比亞全集》的《朱生豪、陳才宇譯莎士比亞全集

〈總序〉》（3.5萬字）已經由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

2015年出版；李偉民主編的《中國莎士比亞悲劇

研究》、《中國莎士比亞喜劇研究》2017年已經由

商務印書館出版。而這一切成績的取得都是與當

年吳宓對西南、四川的外國文學教學研究、英語

教學與研究，特別是對四川外國語大學的幫助、提

攜和指導難以分開的。

三

20世紀50年代，研究「大、洋、古」的莎士比

亞與西方「資產階級文學」顯然不合時宜。當然，

也有驟雨暫停之時，在1956年，李賦寧還可以發

表研究莎士比亞《皆大歡喜》這樣的文章，就是在

1957年的5月份以前「還可以積極展開西方語言和

文學的研究」，以響應號召「幫助解決一些有關文

學理論和文學翻譯的問題，此外它還有吸取外國

人民的優秀文學傳統來豐富我們自己的文化生活

的重大作用」。[17]但是，在緊接著在1957年第2、3

期《西方語文》上，李賦寧發表的《喬叟詩中的形

容詞》，這篇文章被在「雙反運動」中作為典型遭

到了批判。1957年7月份「黨中央發動了反擊右派

分子的運動。可是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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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為『右

派份子』」。政治形式波譎雲詭，到處有湍流旋渦，

1958年春季開學後，根據上級指示，文教界開展了

「反浪費、反保守」的雙反運動。4月下旬轉入「向

黨交心」和「拔白旗插紅旗」運動，一批學有專長

的教師和教學骨幹被錯作「白專」典型而遭到批

判，結果，損害了教師的尊嚴，降低了教師的威

信，加劇了師生之間的緊張關係，進一步挫傷了知

識分子的積極性。[18]我們從遠在上海，但是也屬

於外語界的上海外語學院就可以看到當時人們的

狂熱與研究外國語言文學存在的現實與潛在的危

險。「1958年2月24日至25日午夜上海外國語學院

大字報突破一萬張。28日大字報突破五萬張」。[19]

這種大批判主要針對的就是文教界中包括外國語

言文學界的「白專」道路和所謂名利思想。

1958年第3期《西方語文》發表的《一定要把

社會主義的紅旗插在西語教學和研究的陣地

上！》一文的編者按說：「約請了一部分高等學校

西語教師筆談雙反運動中所揭發出來的西語教學

與研究中的資產階級思想，和如何在黨的領導下

在這一領域拔白旗，插紅旗，實現西語教學的大躍

進」。[20]這一時期在中國的大學講授、學習莎士比

亞和西方語言文學是要冒風險的，更會遭到批判。

在《西方語文》精心組織的這一組火藥味十足的

文章中，批判者談到外國語言文學界的現狀：「談

到文藝復興時代，則認為是人類文化的頂點，讀一

讀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就勝過二十年（這句話和

馬克思講的『一天等於二十年』對照一下，會令人發

生怎樣的感想呢？）但對於英國目前的進步文藝，

卻只作為講授的附錄」。 [21]出現了「各式各樣的

『厚資薄無』的現象」，[22]在長期的「厚古薄今」的

西洋語言文學教學中，「在西洋文學的教學和研究

中，資產階級思想還在頑強地守著它的陣地，東風

還沒有完全壓倒西風」。[23]而且「更令人驚心怵目

的是因為沒有很好地把西洋古典文學有批判地介

紹給青年，雪萊的名句『如果冬天來了，春天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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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到』居然被右派分子用來做煽動青年反黨、反

社會主義的工具。這樣看來，介紹西洋資產階級古

典文學作品的工作竟變成是挖社會主義的牆腳

了。是可忍，孰不可忍！[24]批判者認為，「他們對根

據古典作品拍成的片子，如『羅蜜歐與茱麗葉』，

可以看了又看，百看不厭，但是對我們自己的優秀

影片『董存瑞』和『平原游擊隊』則就是不看。這

又是一種什麼感情？如果真是從心裏愛新社會，怎

麼能不看？如果真是熱愛社會主義教育事業，熱

愛學生，怎麼能不和自己的學生在一起看社會主

義的電影？[25]批判者看到在被批判者眼裏「世界

上只有兩本書可讀：一是紅樓夢，一是莎士比

亞」。[26]在這一期《西方語文》中，李賦寧也遭到

質問，《喬叟詩中的形容詞》「非常不切合實際，一

般讀者對此不感興趣，通曉中世紀英語的人也並

沒有從中得到什麼新東西。通篇從頭到尾是給已

死的一個資產階級學者偶爾說的一句話，作了詳

盡的注解……難道這不是名符其實的為資產階級

服務麼？……論文究竟是為我國廣大讀者服務

呢，還是為資產階級服務？問題豈不很明顯？……

追隨資產階級治學的老路，那只是死路一條。『西

方語文』面臨的問題是兩條道路的問題，我衷心

希望立即把紅旗插在以後發表的每一篇文章

上」。[27]批判者們強調李賦寧的《英國民族標準語

的形成與發展》一文「由於接受了資產階級學者的

觀點」，「他的這篇文章儘管好像是卑卑無高論，

但頗足以說明當時這種情況。今天我們的思想覺

悟已大大地提高，再看這篇文章，問題便十分清

楚。簡單說來，便是完全無保留地接受資產階級

的一套，不肯學習馬列主義。……作者引證的材

料，英法德文俱全，就是沒有俄文，更沒有中文（我

想他如果肯參考我們的語言工作者的著作，像民

族語言，文學語言等概念，會要清楚一些） — 更

嚴重的，他沒有引證，也未企圖引證，任何馬列主

義經典著作！這樣，他所根據的只有資產階級的

著作……」[28]這樣的文章「正體現了這種資產階級

厚古薄今的研究方向」，[29]「厚古薄今傾向不單是

一個治學方法問題，它也是一個思想問題，是一個

立場問題。這個傾向之普遍正說明西語工作者中

資產階級思想還很嚴重，還急待改造」。[30]在同期

雜誌的批判浪潮中，王佐良的《讀蒲伯》、《論現

代英語的簡練》，（王佐良對自己上述兩篇文章

「多少表現了對於西方版本與考據之學的肯定

麼？」也進行了自我批判。）[31]許國璋的《鮑士文

稿及其他》，鮑文蔚的《雨果與西班牙》，吳興華

評《浮士德博士的悲劇》的中文譯本也都受到了

批判。當然，這樣的政治運動比起後來的文化大革

命是小巫見大巫了，但是，即使在疾風暴雨的一個

接一個的政治運動所引起的文化變革、思想變革

面前，在整個社會的價值體系、道德體系、倫理體

系四分五裂之際，包括李賦寧在內。在他們的心中

並沒有放逐、顛覆莎士比亞和西方語言文學研

究，這不能不說來源於吳宓對他的一眾弟子們的

耳提面命，因為在他們看來，文學永遠需要通過傳

達人們的理想訴求來建立人性引導的方式，這些

代表了人類文化精神的血脈應該得到延續和傳

承，同時，也代表了他們對自身生命與思想自由的

追求，對生命的尊嚴和文化的捍衛，為了這種延續

和傳承，一代知識分子是值得為她付出代價的。

四

我真正認識李賦寧是在兩次吳宓學術研討會

上，一次是在西安的吳宓學術研討會上，另一次是

在重慶的吳宓學術研討會上。在西安的學術會議

期間，我向李賦寧請教了莎士比亞研究的有關問

題，當李賦寧得知我在莎士比亞研究上已經取得

了一點點成績的時候，[32]他欣然命筆為我題下了

「李偉民同志：祝賀您的莎學研究取得更豐碩的

成果！」[33]當我拿到李賦寧的題詞時，真是誠惶誠

恐，以李賦寧在西方語言文學研究、莎士比亞研

究領域的學術地位，這樣的題詞，我只能當作對我

們年輕一代的無聲的鞭策與鼓勵。幾年後，在重

慶的吳宓學術研討會上，李賦寧又認出了我，並且

向他的老伴徐老師介紹我，說我既研究莎士比亞

也對吳宓研究發表過意見，並且發表過有見解的

論文。談話中，李賦寧和徐老師還欣然與我合影。

我曾經在《許國璋先生紀念文集》和《王佐良先生

紀念文集》和另外一些書中一睹李賦寧和他的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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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學生的照片，許多時候看到的都是李賦寧在照

相時把兩手放在褲縫上站得筆直，表現出的是一

個浸淫於西方文化，又深深地植根於中國文化精

神的大學者涵詠沉潛的風采，可以說，這是標準的

「李賦寧姿勢」，也充分體現出吳宓對他終身的影

響。吳宓和李賦寧雖然教授西方文學，但他們是深

受中國傳統文化浸淫的一代學人，無論是他們的

文學思想，還是做人的標準，在很大程度上都是

倫理道德精神和「博雅之士」直接的自然流露和即

興的自發表達，「顯然也就更貼近中國詩學傳統的

核心」。[34]後來，當我編輯的《中華莎學》出版後，

也會給李賦寧寄上一冊，每到新年，我給李賦寧寄

去賀卡後，必定也會收到一張李賦寧給我寄的新

年賀卡，而且，每次都稱我為「教授」，雖然，其時

我離「教授」還有很長的距離，但是，我卻看到了

一位長者、一位學界泰斗對一個普通青年教師的

平等精神和對年輕一代的殷切期望。

功遂身謝，名由實美。李賦寧的逝世使中國學

界失去了一位傑出的西方語言文學研究專家。李

賦寧取得的成就離不開吳宓的諄諄教誨，如果，我

們翻看《吳宓日記》及其續編，就會隨處發現，吳

宓與他的學生李賦寧之間的交往，小到生活瑣事，

大到學術、思想、婚姻問題的指導，記載幾近數百

處。我認為，包括吳宓和李賦寧在內的一代傑出學

者，創造了「內在於自己生命之中而又超出於生命

之外的學術精神」，[35]在最終完成了他們的歷史使

命後，為後來者樹立了一個值得畢生為之努力才能

達到的精神境界。

[1]齊家瑩：《清華人文學科年譜》(北京：清華大
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頁。

[2]李賦寧：《外國語言文學系》，載西南聯合大學

北京校友會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  — 
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華、南開》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27頁。
[3]同上
[4]2016年4月14-15日，西南大學隆重舉行了江家俊
教授捐贈吳宓在美留學期間讀書筆記的捐贈及吳

宓紀念室開展儀式。這是吳宓的讀書筆記首次面

世。吳宓筆記文稿共有7冊，厚薄不一，時間從
1917年到1921年，包括吳宓在美國弗吉尼亞州立

大學和哈佛大學的所有讀書筆記、聽課筆記、作

業（許多都有任教老師的評語及分數）、論文

（如在《波士頓郵報》上發表的有關紅學文

章）、講稿等，所用外語有英文、法文、拉丁文

等，由吳宓本人精裝成冊，保存完好。吳宓被譽

為「中國比較文學之父」。他的這批學習筆記真

實記錄了當年師從歐文‧白璧德學習比較文學的
實況，課程設置，教學要求，對於今天學科史研

究無疑提供了最為可信的第一手資料。4月15
日，吳宓舊居陳列室在充滿書香雅韻的西南大學

宓園正式開展。吳宓展覽按照吳宓的三個二十八

年的經歷布展，圍繞吳宓進入清華留美預備學

校、清華大學、留學美國、東南大學、西南聯合

大學、武漢大學和西南大學學習和工作經歷展

開，著重體現了吳宓在國學研究、擔任清華國學

研究院主任、《紅樓夢》研究、比較文學研究、

歐洲文學研究、翻譯研究以及主編《學衡》、教

書育人的功績以及國內外吳宓研究所取得的成

果。我國的許多知名學者均為吳宓的學生，如錢

鍾書、季羨林、曹禺、王力、李賦寧、許國璋、

王佐良、楊周翰、鄭朝宗、浦江清、戴鎦齡、周

玨良、茅於美、許淵沖等。參加上述活動的有，

西南大學黨委書記黃蓉生等，吳宓家鄉陝西涇陽

縣政協賈誼等，吳宓生前的同事、學生，首都師

範大學教授段啟明、西南大學教授孫法理、江家

俊、徐洪火，巴蜀書社副編審周錫光及四川外國

語大學教授李偉民，湖南人文科技學院國學研究

院傅宏星博士等吳宓研究學者。
[5]吳宓：《吳宓日記》(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
版)第七冊，第41頁。

[6]同上，第七冊，第62頁。
[7]同註[5]，第七冊，第160頁。
[8]同註[5]，第八冊，第236頁。
[9]同註[5]，第九冊，第306頁。
[10]同註[5]，第九冊，第312頁。
[11]李賦寧：《昆明北門街71號》，載《清華大學
校友文稿資料選編》（第六集）(北京：清華大
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67頁。

[12]同註[5]，第六冊，第376頁。
[13]同註[1]，第254頁。
[14]吳學昭：《吳宓書信集》(北京：三聯書店，

2011年版)，第366頁。
[15]同上，第384頁。
[16]藍仁哲：《懷念我的外國文學啟蒙導師吳宓先

生》，載王泉根：《多維視野中的吳宓》，



二○

二○

年
第
三
期
（
總
第
一○

四
期
）

文
化
中
國

１２０

（重慶：重慶出版社2001年版），第76-84頁。
[17]同註[14]，第370頁。藍仁哲學生時代在四川外
國語大學（原四川外語學院）讀書期間，在報

紙上看到報道吳宓的文章，遂萌發了向當時西

南地區少有的西方文學大師吳宓問學的願望，

他曾多次從當時四川外語學院北碚的所在地三

花石步行去西南師範學院（現西南大學）向吳

宓教授就有關英國文學、莎士比亞問學，時間

晚了就席地睡在吳宓小屋的床腳下，吳宓對其

就中外文學研究多有指點。為瞭解藍仁哲的為

人和文學程度，吳宓曾派當時也在西南師範大

學讀書的周錫光去四川外語學院當面瞭解藍仁

哲的學習意向。後來，藍仁哲教授曾任四川外

語學院校長，博士生導師。在藍仁哲向吳宓問

學期間，吳宓曾贈送給他一本《吳宓詩集》，

我曾向藍仁哲教授借閱過這本珍藏在他的書櫃

顯赫位置的書，並在我的莎學研究論文中引用

過。為提高四川、重慶的外語學術水準，李賦

寧教授曾欣然為《四川外語學院學報》題詞，

惜這一優良的重視人文主義精神的思想，由於

後來主事人的偏狹，沒有能夠堅持下去。當

《四川外語學院學報》創刊百期時，我通過信

函恭請李賦寧為我刊題詞，但後來李賦寧的夫

人徐老師打來電話，說李賦寧已經病重，不能

為我們題詞了，他表示非常遺憾。希望《四川

外國語大學學報》越辦越好！向李賦寧問學之

事，可見藍仁哲：《尊師重道的典範 — 憶李賦
寧先生崇敬吳宓二三事》，北京大學外國語學

院編：《李賦寧先生紀念文集》(北京：北京大
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48-251頁。

[18]編者：《創刊詞》：載《西方語文》1957年第1
期。

[19]院史編寫組：《上海外國語學院簡史（1949-
1989）》(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89年
版)，第31-32頁。

[20]戴煒棟主編：《上海外國語大學志》編纂委員

會編：《上海外國語大學志》(上海：上海外語
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22頁。

[21]編者：《一定要把社會主義的紅旗插在西語教

學和研究的陣地上！》，載《西方語文》：

1958年第3期，第250-252頁。
[22]同上。
[23]同註[21]。
[24]同註[21]。
[25]同註[21]。

[26]同註[21]。
[27]同註[21]。
[28]李偉民：《人生似螢莎如海，辭藻密處窺真

情》，北京外國語大學外國文學研究所編：

《王佐良先生紀念文集》(北京：外語教學與研
究出版社，2002年版)，第206-217頁。

[29]李偉民：《域外掇沈珠：王佐良的莎學思

想》，載李偉民：《中國莎士比亞研究：莎學

知音思想探析與理論建設》(重慶：重慶出版
社，2012年版)，第280-290頁。

[30]李偉民：《春天，想到了王佐良先生和莎士比

亞 — 論王佐良先生的莎學研究》，載《文化藝
術研究》，2016年（4），第63-78頁。

[31]李偉民：《朱生豪、陳才宇譯〈莎士比亞全

集〉總序》，載李偉民主編：《中國莎士比亞

研究通訊》（中國莎士比亞研究會會刊，2013
年第一期)，第31-49頁。

[32]李偉民：《心悟博雅，以通古今 — 李賦寧先生
與莎士比亞研究》，載《山東外語教學》2006
年第2期，第81-86頁。

[33]李偉民：《莎士比亞與清華大學 — 兼論中國莎
學研究中的「清華學派」》，載《清華校友文

稿資料選集》（第八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
社，2002年版)，第80-86頁。

[34]耿幼壯：《書寫的神話：西方文化中的文學》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
249頁。

[35]同註[32]。

Propagators of the Liberal Arts (Boya) 
Spirit -- Wu Mi, Li Fu-ning, et al.

Li Weimin(Zhejiang Yuexiu University of For-
eign Languages)

Abstract: Li Fu-ning is an outstanding scholar 
and researcher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ng-
lish education and foreign languages.  He has made im-
portant contributions in foreign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advancement in China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During his student days at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National Southwestern Associated University (Lianda), 
being a close protégé of Wu Mi, he was nurtured as a 
“Liberal Arts (Boya) elitist”. He advocated research on 
Wu Mi studies during the late 1980s in China.

Keywords: Li Fu-ning, Wu Mi, Foreign Litera-
ture research, Liberal Arts (Boya) elit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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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的重點問題。建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價值

學原理不僅要從「各民族的哲學史中汲取營養」，

更應「珍視中國傳統哲學史的考察」。[1]可是，從中

國哲學史以往的研究成果來看，大都集中在中國

傳統哲學本體論、認識

論、人性論、辯證法和歷

史觀上，對處於核心地位

的價值論研究卻還是尚未

開發的處女地付之厥如。

趙馥潔先生《中國傳統哲

學價值論》一書不僅填補

了這個空白，而且推動了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價值

論原理和中國哲學史價值

論研究的雙向深化。一方

面該著用價值哲學基本原

理構建了較為完善的中國

傳統哲學價值論體系。中

國傳統哲學雖蘊涵著豐富

的價值論智慧，卻混亂零散、雜亂無章地隱沒在

哲學史各家各派的學術思想裏、需要用現代價值論

的框架、體系、概念、問題來撥冗去陳，系統詮釋。

首先，從整體上，該著開宗明義地指出：中國傳統

哲學從形態上講是價值哲學，並高屋建瓴地論述

了中國傳統哲學重視規範、多元取向、道德主導、

內在衝突、相成互補的結構性特徵。並在「價值原

理」中，用馬克思主義價值學原理，比如主體說、客

體說、關係說等，對湮沒在傳統哲學思想史上分

散、樸素、零碎、朦朧的觀點爬梳整理，逐漸形成

中國傳統哲學較為明晰的價值本質、價值分類、價

持守與創新
──趙馥潔先生《中國傳統哲學價值論》的方法論反思

■ 劉亞玲

西北政法大學文化與價值哲學研究院

引言：

趙馥潔先生《中國傳統哲學價值論》一書不

僅有拓荒之功，填補了中國哲學史價值論研究的

空白，而且有開啟之用，

掀起了國內學者探索和

研究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價值合理性的熱潮，並取

得了斐然的學術成果。

作為中國第一部體系完

備、資料翔實、考證嚴謹

的研究中國傳統價值的

理論專著，所取得的歷史

高度，開創的理論陣地，

形成的獨特視野，時至今

日，依然卓犖獨立，矯然

不群於學林，尤其是該書

在體系建構上的運用開

放性、包容性的模式、視

角和方法論創新，對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創新性發

展和創造性轉化具有深刻的借鑒意義。

一、研究路徑的雙向建構

該著最突出一個特徵用現代價值哲學理論建

構中國傳統哲學價值論體系，又用傳統哲學的價

值智慧進一步補充、豐富和完善現代價值哲學理

論體系。價值哲學興起於十九世紀的西方，國內價

值論研究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早期主要集中在

價值基本理論和體系的建構上。但是隨著我國社

會轉型和價值觀變化，價值觀研究逐漸成為學界

摘  要：趙馥潔先生《中國傳統哲學價值論》以

強烈的方法論自覺意識，古為今用的價值關切為

致思取向，用馬克思主義綜合創新的方法論範式

和辨證思維的多元融合方法，不僅建構了中國第

一部系統研究中國傳統價值論的理論專著，填補

了中國哲學史研究的空白，而且通過研究途徑上

的雙向建構對中國傳統價值觀辨證揚棄，取其精

華，去其糟粕，豐富和完善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價值哲學理論體系，為中國傳統哲學史和價值哲

學研究提供了強大的智庫資源和方法論啟示。

關鍵詞：趙馥潔；中國傳統哲學；價值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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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評價體系以及對較為完整的自然價值和人類價

值體系。其次，在「價值取向」中，該書以馬克思價

值學原理為指導、並分別以價值根據、價值取向、

價值選擇、價值理想、價值實現為基本綱目，選取

傳統哲學流派中儒、墨、道、法為典型形態、勾勒

出中國傳統哲學史上這幾個重要哲學流派的價值

論體系。該書綜中有分，分中有綜，在「價值範疇」

和「價值思維」中，以整體性思維提煉出貫穿中國

傳統哲學史始終的義禮、德力、義生、德智、理欲、

公私、群己、天人、真善美等基本價值範疇，並根據

各派哲學家圍繞著哲學範疇展開的思辨，總結出

中國傳統哲學中人貴於物、義重於利、德高於力、

群己和諧、天人合一、善統真美的價值觀念以及觀

念形成的歷史根源、本體論依據和價值思維特徵。

另一方面，該著作以強烈的使命感對中國傳統哲學

中所蘊涵的價值要素進行深度挖掘和辨證總結，

以期豐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思想體系，為21世紀

中國乃至世界提供可資借鑒的智慧資源。該著「價

值原理」中提到的自然價值論和人類價值既是中

國傳統哲學中要探討的基本問題，也是現在社會

主義核心價值觀要探討和完善的基本問題。「學派

取向」中對各派所追求的理想社會和理想人格的

提煉、總結和評價，對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和諧人

格的構建有著深刻的啟迪意義。「範疇系列」中對

中國傳統哲學思想中八對範疇和真、善、美價值範

疇的整理，既有利於瞭解傳統價值觀念所孕生的

歷史成因，又便於更好揚棄，吸收這些傳統價值觀

中的合理成分，豐富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價

值範疇。「價值思維」中對中國傳統哲學價值思維

方式的研究，對全球化背景下，中國乃至世界面臨

的各種現代性問題提供資源寶庫。因此，該著不僅

僅是對中華傳統哲學價值論的理論建構，其致思

旨趣更在於挖掘傳統哲學思想中的合理成分，為

傳統價值觀念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提供理論

依據。

二、研究對象的雙重認知

該著第二個鮮明的特徵是在傳統哲學價值觀

的雙重認識上。該著在論述研究中國傳統哲學價

值論的意義時就強調要對傳統價值觀進行考察、

分析、研究，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取

其精華、去其糟粕，對積極有益的成分發揚光大，

對封建主義落後的觀念予以批判。該著並沒有停

留在對傳統價值觀的簡單梳理上，而是堅持以辨

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分析方法為指導，對

傳統價值觀的合理內涵、封建糟粕、歷史影響以及

當代啟示作出客觀公允的評價。比如：該著在評價

中國傳統人類價值論時既肯定了其涉及「從現象

到本質、從外在到內在、從生理到倫理、從意識到

活動，諸多人異於物的因素」「豐富多彩，氣象斐

然」[2]的積極一面，又指出其中某些學說維護等級

秩序，貶低勞動人民、歧視下層百姓消極的一面和

過分強調「以德論人」，導致忽視人全面發展的偏

頗。在闡發議論過程中，該著面向文獻和文本，重

視對中國傳統哲學流派思想和問題本身細緻的學

理分梳，既避免了缺乏充分理論根據而造成種種

大而無當的議論，也更清晰地揭示了中國傳統價

值論的時代背景、階級立場、致思旨趣、價值追

求、演進過程和歷史局限性。在「學派取向」中該

著挖掘和總結中國傳統社會有重大影響的哲學學

派儒、墨、道、法四家價值之積極意義，又結合歷

史現實指出其偏頗消極之處。該著作者趙馥潔先

生認為：儒家的價值論是道德價值論，這種重德輕

智、重義輕利、重人倫輕個性的價值觀一方面在歷

史上培養了一批以履行道德義務為人生最高價值

的志士仁人，對我們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設有很好

的借鑒啟迪意義。另一方面卻嚴重阻礙了人們對其

他價值的重視和追求，在中華民族的文化心理結

構中，留下消極的影響，我們不能全盤繼承也不能

全盤否定它。墨家的價值觀是功利價值論，這種價

值論雖然包含了小生產者思想意識的狹隘性、經

驗性和迷信性等不足，但它所蘊涵的功利觀念、崇

力思想、求實精神和勤儉意識不僅對克服和抵制

儒家重義輕利觀念有很好的糾偏矯弊作用，而且

對中國民族心理結構的平衡建設具有補充意義。

法家權利價值論雖然有強力治世、暴力禦民的偏

頗，但它高揚人的能動性和物質力量的作用，提倡

實力興國、勞力致富、眾力立功的積極進取精神至

今亦熠熠生輝。道家的價值觀是自然價值觀，它絕

巧棄利、法天貴真的價值取向對於超越「拘於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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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於人偽」，的俗人人格，實現精神自由具有重

要的意義，並與儒家道德自律精神、墨家的兼愛互

利精神、法家權利法制精神形成了中國傳統思想

文化深層結構互補相成的態勢。「無為而治」的政

治理想，對於抑制封建統治者嚴刑峻法、暴力專政

有一定的矯枉之功。在「範疇系列」和「價值思維」

中，該著以一貫之的態度，立足於準確、系統、資

料詳實的歷史文本，剖析了存在於中國傳統哲學

不同時期、不同哲學流派和思想家中常用的，如義

禮、德力、義生、德智、理欲、公私、群己、天人、真

善美等基本範疇以及中國哲學的價值思維特徵。

客觀評價了它們對中國傳統社會體制、國民心理

結構、精神追求和價值理想的雙重影響。

三、研究方法的多元創新

該著第三個重要特徵就是始終保持著高度的

方法論自覺。任何一部有重大貢獻的學術研究都

會自覺不自覺地貫穿著一定的研究方法，並在這

種方法意識的指導下，建構其研究框架、話語體

系和問題導向。

首先，該著方法論體現著深切的價值關切。正

如蕭萐父先生在該著序論中所說：「研究歷史，是

為了開拓未來。作者的這種旨思趣向是極為可貴

的。這種探討問題評判歷史的角度和尺度，令人耳

目一新，使人深感到作者歷史地探究古代價值論

的理論發展，是為了發掘優秀思想遺產的現代意

義，洞察傳統文化中的現代性觀念的根芽，探索民

族文化傳統中的思想精華與現代化的歷史結合

點」。[3]該著作者在論述該著意義旨歸時，也指出

研究中國傳統哲學價值論意義是多方面的，不僅

是為了開拓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新領域，推動中國

傳統文化研究的深化，更是為了豐富馬克思主義

哲學價值論的內容，為形成有利於社會主義現代

化建設的價值觀念提供歷史借鑒。該著在「價值

原理」、「學派取向」、「範疇系列」、「價值思維」

考察中國傳統哲學價值論時，不僅資料翔實、考辨

嚴密、體系完整的勾畫出「中國歷史上各種價值觀

念的理論系統」。而且始終把這種價值關切貫穿

於方法論，深入反思了中國傳統文化的自身特點、

得失，以及它與西方文化、現代文化的異同及「接

合點」，旨在以古鑒今，豐富和完善中國特色的社

會主義價值論理論體系。其次，該著方法論體現了

中國哲學史研究範式的創新。研究範式是指特定

學術共同體進行研究時所認可並遵循的學術立

場、價值取向、基本規範以及研究方法。上世紀80

年代，在中國流行著三大文化思潮，一是自由主義

的「全盤西化」派，二是保守主義「復興儒學」派，

三是張岱年先生提出來的馬克思主義「綜合創新」

派，其主要觀點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指導

下，以社會主義價值觀來綜合中西文化之所長而

創新中國文化」。[4]該著並沒有旗幟鮮明地指出自

身學術研究的範式，而是自覺的把這種研究「綜

合創新論」範式作為理論框架貫穿始終。在學術

研究中堅持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和根本方

法，緊密關注中國社會理論和實踐研究中的重大

問題，以中華民族博大精深的哲學思想史為研究

資源，始終保持清醒的文化主體意識，秉承古為

今用的價值關切，對中國傳統哲學價值論批判繼

承，綜合創新。如作者在中國傳統價值思維對解

決全球問題的意義中指出「全球問題所涉及的範

圍甚廣，且都具有現代性特徵，中國傳統價值觀念

所蘊涵的精華雖豐，但都屬於傳統意識。因此，要

從中國傳統價值觀中吸取有助於解決全球問題的

智慧資源，必須對其進行新的闡釋或加以適當改

造，必須拋棄其特定的歷史性內容而弘揚其對當

代仍有意義的普遍性含義」。[5]第三，研究方法的

多元融合。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唯物史觀和方法論

只提供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一般性原則，但它不

能代替哲學史研究的具體方法。該著在論述過程

中，以馬克思辨證思維為指導，依據中國哲學史的

性質、內容、特點，以開放兼容的態度實現了研究

方法的多元融合。如歸納與演繹、分析與綜合、抽

象與具體、邏輯與歷史的統一的辨證思維方法等。

「範疇系列」中，義禮、德力、義生、德智、理欲、

公私、群己、天人、真善美等基本範疇，皆存在於不

同時代不同哲學家的思想邏輯裏，該著在探討具

體範疇時，以傳統哲學的思想資料為基礎，以具體

的歷史境遇的哲思生成遞嬗為出發點，綜合運用

邏輯與歷史統一、具體與抽象、分析與綜合、歸納

與演繹等多種方法，分析、取捨、融貫、歸納與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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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出具有典型性特徵和普遍意義的中國傳統哲學

基本範疇，並分析它們在理論形態上的長短得失

和歷史影響上的複雜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講，該著

不僅提供了中國傳統哲學價值論智庫，而且提供

了正確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方法論範例。

四、結論與啟示

「照著講」和「接著講」是馮友蘭先生20世紀

30年代提出的研究哲學史的兩種方法。一種是依

照著別人，講別人所講；一種是承接著別人，將別

人所未講。馮氏「接著講」開創了中國哲學史研究

方法論創新之先河。學術研究的目的不在局限於

搜集和考證資料，闡發和解讀古人之智慧，而是

要站在時代的高度，突破，揚棄和創新古人智慧，

提煉具有強大包容性的概念和命題，豐富時代課

題。

中國哲學價值論是趙馥潔先生上世紀八九十

年代的原創性成果，它超越了中國哲學史研究「照

著講」的藩籬，用「綜合創新」的方法匠心獨運式

「自己講」出了中國傳統哲學的東方智慧，既填補

了中國哲學論研究價值論的空白，豐富了價值論

研究的新視野。趙馥潔先生作為中國傳統哲學價

值論研究的第一代學人，專注原典，注重論述、疏

解和闡釋中國傳統哲學價值論智慧。那麼如何把

中國傳統價值論思想與現時代社會關注的重大哲

學問題結合起來，形成適合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特

色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甚至為世界人民貢獻

中國智慧就成為新時代價值學研究「接著講」的

問題。

價值問題是一個永恆性話題，也是一個時代

性話題，每一個時代都有時代自身的特點，規律和

價值取向。中國傳統哲學價值論「接著講」不是專

注於某一個前輩學者和哲學大師的學術思想，而

是秉承他們的學術精神，借鑒他們的學術方法，以

他們的研究成果為參考資料，沿著他們開創的學

術道路，焦聚新的時代精神，在新的歷史課題下作

出新的探索。這既是對前輩學者的繼承，也是對前

輩學者的超越和回應。人類進入21世紀信息化智

能時代，原有的國家、民族地理概念被打破，地球

人在信息網絡上結成一個牢不可破的「地球村」，

各種文化、觀念、意識形態大量湧進，人類正面臨

著最豐富和最危險價值觀念的時代。尤其是中國，

面臨著西方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的不斷輸入和滲

透，如何樹立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鞏固中國特色

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引領地位，轉民族意識

為人類意識，面對世界人民共同面臨的衝突、矛盾

和危機提出有中國特色的話語體系和解決方案，

將是中國21世紀價值學研究「接著講」的重大問

題。我們中華民族在幾千年的發展延續中，積聚了

深厚豐富的歷史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念。「接著講」

就是先順著古代先哲的思想足跡，瞭解其思想發

展的起源、嬗變、歷史成因以及社會影響，由此對

它作出取捨、揚棄和創造，最後形成「自己講」的

理論體系。

參考文獻：
[1]趙馥潔：中國傳統哲學價值論[M](北京：人民出
版社)，2009:15。

[2]同上，2009:48。
[3]同註[1]，2009:3。
[4]張岱年：《綜合、創新，建立社會主義新文

化》，《張岱牟全集》第6卷[M]（石家莊：河北
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53-254頁。

[5]同註[1]，2009:455。

Persistence and innovation
-On the methodology of  “ The value theor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by Zhao Fu-
jie

Liu Ya-ling (Research School of Cultural and 
Value Philosophy,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Abstract: The two way construction of the 
research approach taken by Zhao Fu-jie gives up the 
esse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values and removes the 
dross on one hand, and enriches as well as improves the 
theoretical value system of socialist philosoph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n the other. Also, it provides 
a powerful think tank resource inspiring the stud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and value philosophy.

Keyword: Zhao Fu-jie,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Ax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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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的圖書館在付費後允許拍攝相關資料，但只

允許拍不到三分之一的局部，交再多錢也不幹。

唉，他很是不解：這並非出於什麼商業目的呀！當

然，愉快的事情也不少，楊慎曾長期謫居雲南，據

先生所說他因此與現在昆

明、保山、大理等地的研

究者保持了密切而友好的

聯繫，有的竟然搞得如同

親戚一般熟悉，他們都有

一個共同愛好：尊敬楊慎

而且有所研究。

我對楊慎瞭解不多，

讀初中時曾春游瀘州玉蟾

山，見過他寫的「金鰲峰」

三字，但有研究者認為這

並不是其手筆。因為研習

書法的緣故，我也知道他

比清人早很多就開始訪禹

碑。另外，大家耳熟能詳

的一件事，就是楊慎是明

代四川出的唯一狀元郎，

其故鄉新都近年來都快成

了一些高考生的膜拜打卡之地了。而清代的四川，

也僅僅出過一位狀元郎，即資中的駱成驤，又因在

南宋時還出過另外一位狀元郎趙逵，故而有了資

中如今頗為熱鬧的狀元街。不管怎樣，說明今人對

狀元郎還是有感情的。當然，楊慎更為著名的則

一劍廿年 添彩桑梓
— 倪宗新《楊升庵年譜》再讀

■ 范美俊

四川大學錦城學院

2013年6月，倪宗新所著的《楊升庵年譜》一

書出版，是一部分上中下三冊的巨著。但當時我忙

於他務並未細讀，近年則因撰寫相關論文等緣故

而重讀了該書，也生發出一些感慨，於是有了如下

拉雜的文字。

初 識 倪先 生，是在

2003年10月的成都市大邑

縣花水灣，由四川省書學

學會主辦的書學討論會

在這裏舉行。當時，我和

現任職於中國美術館的

薛帥杰都還在讀研，屬於

最小字輩的與會者，但與

這位剛從新都區重要領

導崗位退下來的長輩相

談甚歡，一見如故。

倪先生是四川書學

研 究的熱心人，主編省

書協的官方報紙《書法

家》，除一些固定的版面

外，還注意收集四川或在

川讀研的書學研究者的

信息，諸如全國書學討論會或重要論壇，只要四

川有入選或獲獎就立即刊登相關消息。而他對楊

慎（1488-1559）的研究，聽說他很早就南下北上找

資料做準備了。其中的甘苦冷暖，也只有他自己才

知曉。偶爾，他也會提到一些碰壁的傷心往事，比

摘  要：倪宗新是書法研究的熱心人，曾主編四川

省書協的報紙《書法家》。而他對家鄉新都的狀

元郎楊升庵尤有興趣，20多年前就開始找尋資料

了。他與楊升庵非親非故，也不因桑梓之情而青

睞有加，實乃不滿當下研究的一些盲點與缺憾，

如資料散亂無序，學人各自為陣，甚至連一些基

本史實都有錯訛。2013年6月，一部多達130萬字的

楊升庵年譜長編終於出版，立體地展示了這位百

科全書式的文化巨匠的各個方面。基於這樣的基

礎研究，楊升庵的書論、詩詞、散文集、書法集等

系列成果也就陸續出來了。無疑，倪宗新的楊升庵

系列基礎研究，既夯實了巴蜀文化名人的基礎研

究，為研究者帶來基礎性文獻，也確實為桑梓添

彩了。

關鍵詞：楊升庵；年譜；狀元；倪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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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作《三國演義》開篇之詞，寫下了極具歷史時空

穿越感的名句：「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

……」。而該詞成為了電視劇《三國演義》主題歌，

在楊洪基低沉雄渾嗓音的演繹下，其歷史的厚重

與滄桑感，非時下一些花哨膚淺的片頭曲可比。

倪先生與楊慎非親非故，不因有桑梓之情而

青睞有加，也不仿時下「文化搭台、經濟唱戲」的

流行做法，為鄉邑里人中的名流鼓與呼，甚至是那

些子虛烏有的孫悟空、西門慶，有的地方為達目的

還不惜移花接木與無中生有。當然，他更非是時下

為某筆基金項目什麼的虛晃一槍隨便報個課題，

就開始所謂的「研究」。之所以要研究楊慎，實乃

他不滿當下研究的一些盲點與缺憾，顯然，他也

有對這位百科全書式的「明代第一才子」的個人興

趣。倪宗新先生筆名「桑子」，音同「桑梓」，不知

道是否因楊慎這位桑梓名流的緣故。無疑，楊慎

這位因「議大禮」兩遭廷杖奇跡般活下來的傳奇人

物，無論是在古代史學、政治學，還是書學、金石

學等方面都有研究價值。但當下研究的現狀卻是

資料散亂無序，各領域學人各自為陣，甚至連楊慎

本人的一些基本事實都有以訛傳訛之處。譬如，這

部《楊升庵年譜》一書，就考證了楊慎號「升庵」的

四種來歷，其中清初的王漁洋認為：「楊升庵先生

在滇南，每出游，乘一木肩輿，僅容膝，狀如升，所

謂升庵也」。而他認為，這是其父親楊廷和按楊氏

家譜排行所取的號，其四子除楊慎號「升庵」外，

還有楊惇號「敘庵」、楊恆號「貞庵」、楊忱號「孚

庵」。其叔父之子也都有末字為庵的號，這與楊

慎被貶至雲南才「因號升庵」並無關聯。顯然，這

也是專門研究楊慎某一方面的學人無法獲知的細

節。

該書的寫作時間相當長，字數一加再加並數

易其稿。2008年，在攀枝花舉行的四川省首屆書

法理論研討會期間，他說已完成75萬字。2010年，

在新都舉行的四川省第二屆書法理論研討會期

間，他說還未寫完。2012年，在眉山舉行的四川省

第三屆書法理論研討會上，原本以為可以見到這

部著作了，但見到的卻是四川美術出版社出版的

《楊升庵書論》，他說年譜還在著急地請業界專

家提意見。2013年6月，這部年譜終於由中央文獻

出版社正式出版，沒想到已是一部厚厚的130多

萬字三卷本的大部頭，這可是他自1999年以來的

心血啊！常言道「十年磨一劍」，而這本書居然花

掉他近15年光陰，如果算上此前他與家鄉這位明

代名人的一些研究緣分，應超過二十餘年光陰了。

而且，這把劍還在磨。2015年5月，中央文獻出版

社，又出版了由他編校的《楊升庵詩詞》，全三冊

共105萬字，是國內迄今為止出版的楊升庵詩詞曲

的全集本，可謂在年譜基礎上開始向專題領域的

進發。全書共網羅各本別集、雜著、類書、方志、總

集、碑刻、墨跡，計收詩2522首、詞361首、曲249

首，總計達3132首，遠超舊著堪稱完帙。我曾修過

家譜，區區數千字就用了近半年時間，掛在網上後

遇到熱心網友指正就不敢再掛了，而要等稍微像

樣之後。後來，我與同門宗親范國祿、范美芳共同

努力，歷時近兩年在2018年開春才完成《四川隆昌

高峰寺范氏族譜》。而一個年譜，居然用130萬字

去寫，這得有多少文字資料的爬梳與考證、多少的

實地的訪問與考察、多少的圖書與實物的清理啊！

看過美術史論界如徐悲鴻、張大千年譜或年譜長

編之類的一些著作，但這部年譜實在是太長了，忙

碌的當下人要認真讀完可能都需要勇氣，何況去

寫？

該書以年譜為中心進行寫作，是目前國內出

版的第一部全面記述楊慎的年譜長編，較立體地

展示了這位百科全書式的文化巨匠的各個方面，

我曾經為該書寫過一則簡評，可惜未能發表，我認

為：「這是目前國內出版的第一部全面記述有『明

代第一才子』之稱的狀元楊升庵的先世、讀書、赴

試、為官、裏居、謫戍、交游、著述、書法、影響的年

譜長編。作者從寫作構思、查找資料、實地訪問、

動筆寫作到正式出版該書歷時近15年，從各種遺

墨、遺著、史料、實物等擇其菁華爬梳剔塊、詳細

考訂，最終編撰成這部達130萬字的上、中、下三冊

年譜，較為立體地展示了這位百科全書式的文化

巨匠的各個方面，為楊升庵進一步的研究奠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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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實的文獻資料基礎」。

也無需諱言，據我的閱讀與觀察，特別是在

撰寫《楊慎的復古書法觀念及成因探析》一篇長

文大量查閱資料時，也發現該年譜有一些比較明

顯的錯別字，可能當時編校的時間有些緊張，而且

倪先生也沒有形成研究的團隊力量，還有些單打

獨鬥。我給他說過，他說他也發現了，希望再版時

能夠校正。

倪先生不諳時下一些時髦的學術名詞與研

究方法，硬是如老黃牛拉車般一趟趟地搬運其辛

苦得來的資料，然後如煉金師那樣披沙揀金，梳

理出可信而且有價值的材料，再如春蠶吐絲般一

絲一縷地以時間為序編製成年譜。怕研究不夠，

為豐富和立體這位四川名士，同時也為了後來的

研究者保存史料，還將部分關鍵史料附錄書後供

讀者參鑒。該書也比較創造性，我認為有兩點：首

先，打破過去年譜僅有文字的情況，配有家譜、畫

像以及楊慎的一些含題跋、手卷等在內的書法作

品，不但圖文並茂，也打破了閱讀時全是文字的

枯燥感；再次，把楊慎去世後至近年的一些大事

也編入年表，這可以大致看出後來紀念與研究者

的一些情況，也反映出楊慎在後來歷史上的地位

變化。眾所周知，長於江油市青蓮的李白、客居成

都的杜甫、出生眉山的蘇東坡，是當仁不讓的對四

川乃至中國有重大影響的文化名人，而楊慎則堪

稱是明代傑出人物的代表，其妻黃峨(1498-1569

年)，與卓文君、薛濤、花蕊夫人並稱「蜀中四大才

女」，是一位才華頗高的奇女子。

我突然一驚！時下的學術研究，已擺脫了簡單

羅列事實加分析最後得出結論的所謂提出問題、

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老套治學方法。而是盡可能

全方位地讓史料、實物、遺跡等各種「文本」說話，

作者並無明顯的結論和立場，但又可從中可大致

管窺作者的意圖。這樣的研究法，以黃仁宇的《萬

曆十五年》、白謙慎的《傅山的世界》為代表。前書

以一年為限，選取一個時代截面去展開歷史，講述

各式人等在1587年如何粉墨登場，大量為史學家

忽視的小事，卻可能與此前此後若干大事有著機

緣。而後書並不是一本孤立探討傅山書法的評傳，

裏面有其交友、游歷以及遺民情結等，佐以國內

外博物館藏的難得遺物與書跡等文本，以一定的

邏輯加以組織並略加分析，一個以傅山為視角的

17世紀立體的書法史、文化史就呈現在讀者面前

了。

這樣的治學，既避免了時下學界集數篇論文

拼成一篇垃圾論文的流行病，同時也避免了先入

為主的「主題先行」做法。前者所拼湊成的垃圾文

字，所有的材料甚至結論都是二手的；後者則往往

是先有了結論再找材料，而這樣的研究法還屢屢

出現在時下一些中標的國家級課題的題目中，還

沒研究就有了傾向性結論，而這樣的研究，是否合

適、又是否有價值？

因此，以年譜長編的方式去客觀展示一個

尚未為學界熟悉的人與事，這種研究方法值得肯

定，也與乾巴巴的某一方向的研究，如書法、繪

畫、詩詞、戲劇等門類相區別，雖然這些研究有價

值而且顯得更「專業」。比如，我所熟悉的徐渭就

是這樣被分割研究的，而且研究書法的與研究文

學、繪畫、戲劇的人毫無交集，即便是同為文學研

究，是研究徐渭的詩詞還是散文，也可能會分得

很清楚，更不用說跨界去研究戲劇了。其實，我認

為徐渭是整體而統一的，知曉其他方面完全可以

對某一方向性的研究大有裨益。比如，楊慎家族

與當時朝廷的君臣間的關係究竟怎樣，有無利益

共同體或結黨的情況，眾所周知明代「黨錮」相當

厲害，而這一切對楊慎本人的影響應該是很重要

的。顯然，年譜研究可以為方向性研究提供文獻

基礎，其研究本身也是重要的全域性成果，雖然

在某些方面無法做到有深度。另外，這種研究與

時下對歷史人物的戲說、評彈，準確地說是胡編

亂造，如對唐伯虎的消費、消遣性戲說等完全沒

關係，那是戲劇衝突需要，而與嚴肅的學術研究

無關。

近年來，筆者對美術界重視展覽、輕視學養

的功利價值取向有所批評，同時對理論研究的浮

躁以及催生這種浮躁的體制也有所批評。可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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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當下學人的專業化走向和古代楊慎那樣有綜

合素養的文人的遠去而感到悲哀。似乎，倪宗新

先生也是研究楊慎的合適人選，他是四川省人民

政府文史研究館特約館員、四川大學國際儒學研

究院特約研究員、四川省楊慎研究會會長，同時還

是中國書協會員，一位技法不錯的書法家與小有

成就的書學理論研究者，還是一位寫得一手好詩

文和評論的業餘作家，他甚至對古代政治史、版本

學都有所涉獵。而以這樣的學科結構與知識搭配，

對楊慎年譜進行綜合研究而且歷時近20年還在繼

續，其著作的含金量自然就不可忽視，該著作2015

年獲得成都市政府第十一次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

果一等獎就是證明。因此，倪先生不僅值得尊敬，

其綜合性研究方法也值得學界效仿。

還值得一提的是，該年譜長編出版後，迅速

稱為研究楊慎的案頭工具書。2018年初，中共成都

市新都區委、成都市新都區人民政府、四川省楊

慎研究會、四川省楊慎研究中心聯合主辦「偉大哲

人 紀念楊升庵誕辰530周年學術論壇」並向社會

徵稿，共收到全國稿件111篇，經過評審委員會的

初評、複評和終評共評選出論文69篇，筆者的論文

也有幸入選。從大部分入選論文可以看到，已開始

引用倪先生含年譜長編在內的資料性著作了。新

近，倪先生基於年譜長編的基礎研究，還取精用宏

將繼續出版楊慎的散文集、書法集。無疑，該年譜

及系列基礎研究的出版物，既夯實了巴蜀文化名

人的基礎研究，為研究者帶來基礎性文獻資料，

也確實堪稱為桑梓添彩了。

One sword for twenty years  Add color to 
hometown

——Rereading the Chronicles of Yang 
Sheng-an by Ni Zong-xin

Fan Mei- jun (Jincheng college of Sichuan 
University)

Abstract: Ni Zong-xin is an enthusiast of 
calligraphy research. He once edited the newspaper 
named “calligrapher” published by Sichuan Calligrapher 
Association. He was interested in Yang Sheng-an who, 
came from the same hometown of Ni, was the top 
notch scholar in Xindu (in the province of Sichuan) and 
started collecting information of Yang as early as 20 
years ago. He and Yang Sheng-an are not close relatives, 
nor are they favored by hometown people.  The reasons 
that drove Ni to start research on Yang were: it was 
unbearable to find there were blind spots and defects 
such as scattered and disorganized materials, incorrect 
historical facts and discoordination among scholars of 
the same field in previous research works about Yang.  In 
June 2013, a long edition of 1.3 million- word Almanac 
of Yang Sheun-an encompassing a full spectrum of 
Yang’s scholastic achievement was finally published.  It 
was a cultural encyclopedic masterpiece.  Having this 
work as the research cornerstone, the calligraphy theory, 
poetry, prose collection, calligraphy collection and other 
series of achievements of Yang Sheng-an are published 
one after the other.  Undoubtedly, The series of basic 
research on Yang Sheng-an by Ni Zong-xin not only 
strengthened the basic research on Bashu (another name 
of Sichuan) cultural celebrities, which no sooner became 
the groundwork of literature research, but also really 
added color to the home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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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高雲淡，秋風送爽，又是一個收穫的季節。

《文化中國》總第104期的編輯工作接近尾聲，沉

甸甸的思想成果已在案頭碼放整齊，等待付梓以飧

讀者，而筆者在審閱文稿時所引發的思緒，卻如秋

煙升起，漫無際涯……

同在一個地球村，中美關係是村裏當前的頭等

大事。本期的專題對話，從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建

構的高度，比較研究中美文明體系的歷史形成和現

實境遇的異同，以期獲得促進文明對話、解開中美

衝突的密鑰。在鄭海麟看來，鄭和下西洋，中國已

經開創了跟其他海洋國家的文化交流，通過開拓海

洋建立起來一個具有世界意義的文明體系。現代美

國建立的新文明體系與明朝的宗藩體系非常相似，

它以文化和價值認同為核心，然後與結盟國家建立

起安保關係。面對當前的中美矛盾，鄭、梁二位

先生形成的共識是：應當發揚中國人整體思維的特

質，以及「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的仁愛文化，吸

收融合西方的普世價值，構建大家都可理解的人類

共同的價值觀，在增進對話和促進相互理解的基礎

上化解文明衝突之下的大國矛盾。與此話題相關的

是，卷首論語所討論的「網絡時代自我與他者的對

抗與對話」。在後現代社會，大到國家小到個人，

自我與他者的對抗有其哲學的基礎，要解開「我」

與「它」的矛盾衝突，除了需要從政治、經濟、文

化的層面展開對話，還需要在神聖的維度下有顆謙

卑的心。

《易經》號稱群經之首，對中華文明產生與

發展具有奠基性的影響；孔子晚年喜歡讀《易》，

曾韋編三絕。但對我而言，《易經》卻一直是個

具有神奇吸引力的奧秘。大學期間讀過幾本帶註釋

的《易經》，碩士期間以中國哲學為業，《易經》

是必讀書目，卜筮算卦也學了一點。但《易》門廣

大，路徑艱深，我總覓不得其門而入。幾個月前，

有幸拜讀張豐乾、呂欣對《易經》某一卦的研究論

文，我覺得其解讀深入淺出，既有義理詮釋，也有

生命體驗，還有與現代生活可以挂上鉤生存智慧，

我似乎有點讀懂了《易經》。在我的懇切要求下，

他答應為我們撰寫系列論文，對《易經》六十四卦

分別作系統的解讀，此系列論文將在「天經地義」

欄目分六期刊出。本期刊出的第一篇論文是對《易

經》整體介紹，我一讀之下，便進入了《易經》所

描述的思維境界：在天地人感通的世界，天人感通

中的巫、史、官、民共同議政，倡導順應天則、以

德配天的生活。《易經》包含的是一整套系統的哲

學思想，它不僅是中華文化的思維基石，也對儒家

文化圈中其他文化產生重要影響，甚至與西方近現

代哲學也能呼應。讀完此文，不覺慧心萌動，希望

能順應天道易理，後半生再無大過。

在本期開闢的新專欄「中華神學」，兩位學者

雖然分處中西，但關心的問題卻此呼彼應。梁燕城

從中國古聖哲提出的基本問題「內聖外王」出發，

指出探索宇宙人生的完滿之道始於對生活世界的反

省，而生活世界是一個「人與他者共在的世界」。

強調與他者的會面、建立性情際的感通關係，不僅

是當代西方哲人如馬丁·布伯和列維納斯等建構的

關係哲學所強調的，也是中國古人認識世界、與他

人相處的基本方式。從「性情際關係」陳示上帝的

啟示，這是中華神學的始點。游斌認為基督教中國

化的神學建設，需要將一個新的因素明確地引入到

神學思考之中，即與中國文化的對話。他認為教會

傳統的「要理問答」形式，既可使中國基督教思想

與普世教會相一致，又可將中國思想文化傳統融入

基督信仰的闡釋之中。「要理問答」是「聖經的迴

響」，是人與上帝啟示的對話。

春去秋來，雖是為人做嫁衣，編輯工作也不

失其樂：約到好稿，猶如探險者尋得寶藏；讀到好

文增益智慧，感到生命還在成長，體會到了聖人不

知老之將至的快樂；設計新欄目、新話題，激發學

者之間思想交鋒，產生新知，是在效法蘇格拉底做

思想的助產士。一字一句，雖然編校辛苦；薪火相

傳，此謂文化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