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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馬列主義在近代中國的傳播，唯物主義

的認同的。」 [1]民國自由派基督徒 [2]對唯物主義的

逐漸享有一種話語權威，對基督教在華宣教形成

想像可作為其中的部分註腳，而實際更為複雜，本

巨大的挑戰，因此它逐漸成為基督徒話語中的一

文擬從一種群體性話語的角度，討論基督徒應對

個關鍵字。本文的第一個層次是探討基督徒如何

唯物主義的思想邏輯、整體趨勢和歧義性。[3]

看待唯物主義，認識唯物主義成為他們應對它挑
戰的起點。不過檢視他們
的唯物主義 觀 是 否得當

一、物質主義的介入與基督教的自
我改造

並非目的，本文的關懷在

摘

要：隨著馬克思主義興起，唯物主義在中國

20世紀上半葉，對中

於探討不同建 構 性書 寫

獲得某種話語霸權，促使它成為基督教面對的一

外基督徒而言，多秉持精

背後隱藏的目的，及本來

個巨大他者。部分基督徒通過矮化唯物主義，建

神和物質的二元論，強調

作為描述對象的他者是

構一個跛腳的他者形象，藉以消解對它的廣泛認

精神相對物質的優越性。

如何一步 步改變基督教

同。但唯物主義也成為基督教重塑自我的一種外

所以他們往往通過對物質

自身的。因為正是在唯物

在資源，在其參照下，基督徒建構起基督教精神

主義的討伐與負面描繪，

主義參照下，基督徒才開

與物質並重的完整形象，借此將封閉在純精神世

建立起自我崇高的精神形

始反思自我，追問「我們

界的基督徒拉回現實投入救國和社會改造的同時

象，為維繫自我宗教認同

是誰」？怎樣的基督教才

建構起相對唯物主義的優越性。這種雙重建構的

和吸附認同鋪路。一戰為

恰 當？它 如 何獲 得 甚 或

目的在維繫基督徒的自我宗教認同，進而為吸附

基督徒反思物質主義的一

超越唯物主義 所擁 有的

更多的認同鋪路。而對一些激進的信徒而言，為

個重要節點，多視戰爭為

廣泛認同？基督教不同於

疏解與共產主義的衝突，他們模糊他者自我的界

過度崇拜物質的結果，誠

後者的獨 特性 尤其是 優

限，將他者自我化，為基督教和共產主義的適應

如閩南教會領袖蔡志澄所

越性何在？因此討論的第

奠基。

言：「歐戰慘禍，就是『唯

二個層次 是唯 物主義 在

關鍵詞：唯物主義；基督教；共產主義；民國

物化』所扮演的一幕慘劇

基督徒重塑自我中所扮演

了。」 [4]基督教青年會（簡

的角色，他們如何通過對

稱青年會）全國協會幹事

這個他者的建構來重構自身的合理化形象和維繫

俠公也指出物質主義為妨害世界和平的罪魁，它

自我的身份認同，進而去吸附更多的認同。「為了

的橫行成為造就歐美社會惡相的原因 [5]。這與當

建立關於『我們』的『認同』，必須尋找對立面，建

時思想界因一戰慘劇而鼓吹西方物質文明破產是

構『敵人』，從對『敵人』的想像中尋求我們自身

一致的，而對以精神為中心的基督徒而言更是找

的形象；在大部分情況下，認同都是建構起來的概

到了數落物質的藉口。在此背景下，物質主義成為

念；人們是在程度不同的情況和壓力下，決定自己

一個十足的貶義詞。許多傳教士因而提醒不能讓

籠罩一切不受物質侵擾，方是健康教會。[10]看來，

Bu rgess）在遊歐後強調中國不能步西方後塵，在

物質主義無所不在，即使為精神所支撐的教會也

科技實業社會日趨西方化的當口，不能只將宗教

難免遭遇其侵害。儘管基督徒認可物質的價值，但

理想放在口袋裏偶爾拿出來一用，卻把社會生活

很明顯很多信徒看精神要高於物質，不乏拔高精

實業政府外交為純粹的自私自利所導引，奪取物

神化的偏頗甚至走入靈性的封閉而否定物質的極

質的東西和國外權利，中國應在兼學物質科學的

端。英浸禮會傳教士莫安仁（E. Morgan）就曾指出

[6]

物質世界是有形的肉眼可見的，靈界是無形的非

透 著以 基 督 教 補 救 時 弊 的 意 思。里 敘 特 伯 格

肉眼所能見，靈界比物質世界要真確重要[11]。因此

（Lichterberger）也在聖公會演講中強調物質文明

他們更擔心的是物質主義化的危險。正如1927年

必須和道德相輔相行，西方追隨物質相信科學萬

美傳教士來會理（D.W. Lyon）所憂慮的：「西教士

能釀成罪惡；東亞如追隨泰西，追求物質而不求道

如何能使中國不致陷入於物質主義的潮流中？」

[7]

德，將來二戰更甚歐戰千百倍 。他們都將物質主

[12]

義視為西方罪惡的根源，中國要以此為戒，反襯出

而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的爆發，更為西方物

精神的高貴，驅使中國走向它，當然只能是基督

質主義的罪惡增添新證據，厭惡物質主義潮流很

教。

快蔓延中國，指責它要為世界及中國的災難負責，
但他們很快發現物質主義並非一個西方現

更重要的是它會成為宗教的障礙。在基督徒眼中，

象，中國也正在成為它肆虐的戰場。1922年燕大校

中國乃至世界為物質主義所包圍，成為抵擋福音

長司徒雷登（J.L. Stuart）談到「中國最大之危險，

傳播的藩籬。歐知行在1929年指出：當前世界最重

非由日本或其他外國政府而來，乃由哲學上及生命

大的事實是一種新世界文化的出現，以實用科學、

裏之物質主義而來」，主張精神的真體及價值的耶

唯物主義為基礎，可稱為「俗世的文化」，「其為基

[8]

穌能成為改變中國命運的力量 。他強調中國軍

督教的勁敵，遠非一切異教所能望其項背。因為

閥混亂的格局是因陷入物質主義的泥潭，而把拯

他不僅是一種科學或哲學的理論」，乃是形成現代

救的出路指向耶穌，採用的是同樣的話語策略。青

世界的中心勢力，基督教不能不謀應付[13]。隨物質

年會全國協會幹事胡任夫也看到中國和西方物質

崇拜而來的是世界的世俗化，這對基督教帶來巨

文明雖接觸不久，但已變成物質化的人民，並變本

大挑戰。1931年歐卓志也強調：「物質主義不但不

加厲的為物質主義加添許多奇怪的罪惡。他發表

是最善的政策，且將離間人與上帝的靈交，將來必

多文討伐物質主義，指斥它帶來人格墮落和靈性

產生不良的結果。西方各國，在十九世紀曾崇拜無

毀滅，功利主義和拜金主義橫行，並成為軍閥混戰

上的物質，以致忘記了上帝。」 [14]他們都看到世界

的幕後黑手，聲稱「武力主義就是發了狂的物質主

的物質化帶來的威脅，這顯然不是基督徒所欲看

[9]

義」 。他多方數落物質的罪惡，中國現實的災難

到的，他們將現實危難的病根指向物質，而將治病

和精神的障礙都能追溯到它，從而為精神的進入

的藥方歸向福音，正如沈文鴻所言：「我們今日的

留下空間，為中國也是為福音。

大病，在於看物質太重，視靈心太輕，以致是非顛

除了崇尚物質所帶來的世俗罪惡，為精神所

倒，黑白不分」，他呼籲「欲救今日的中國，今日的

豢養的教會內部也難逃物質主義的侵襲。1926年

世界，非捨棄瑪門，（歸向耶穌）不能收根本的功

中華基督教協進會會長誠靜怡就呼籲防範教會的

效。」 [15]在他們看來，物質主義衝擊著宗教的根

物質化，他聲稱「今日教會物質化的趨向，是一件

本，更成為中國罪惡氾濫的因由，唯有宗教才是治

急應防範的事」，人的生活和教會發展離不開物

病的良方。

質，但宗教本質上是一種靈性生活，本末倒置，先

更讓基督徒不能接受和感到挑戰的是代表中

物質後精神是一種危險。物質固然不可免，但所佔

國和教會未來的廣大青年日趨物質化而遠離了精

成分不可超越靈性。教會只有確保靈性為首，以其

神。1930年燕大教授劉廷芳在基督教高等教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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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創造一個更高更有價值的社會 。言語中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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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方 悲 劇 在中國 重演，美 傳 教 士 步 濟 時（J.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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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會的演講中聲稱：「物質主義的人生觀在青年的

領袖吳耀宗曾指出中國根本問題在民生，物質建

思想中越來越趨於統治地位。沒有精神性的理想

設刻不容緩，但須避免物質主義的危險：把人當

主義，一切由物質主義的標準來衡量，並以唯物主

工具蔑視人的人格與安樂。他提出「超物主義」與

[16]

義的辭彙來闡釋。」 蔡志澄也進一步指斥其中

之相對，物質只是生活的工具，還有人類本身生存

的遺憾：「一般受過唯物主義洗禮的青年，他們眼

的目的。當然也不能落入重靈輕肉的狹隘，而應精

看現實的宇宙好像一套的器械，人與萬物的生存

神物質兼顧，神秘實用並重。[20]顯然，這裏走的是

只是機械演進的現象，終有同歸於盡的一天！因此

調和的路子，但他們都看到對物質匱乏的中國而

他抱著虛無縹緲的人生觀」，他認為這是一件可

言物質建設的重要性。

[17]

二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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憐事 。1931年王治心也看到「現代青年中，可以

在這種兩難中，儘管憂慮物質化成為核心且

說都是趨向到唯物方面，從國家的經濟思想，以為

不乏拔高精神化的偏頗，但大多和吳耀宗一樣能

中國今日急需之圖，捨經濟別無自救的方法，宗教

將二者並舉，開始拋棄極端精神化完全否定物質

是麻醉國民性的，是經濟建設的障礙，這種思想，

的宣稱，將本來作為他者的物質內化成了自我的

成為現代青年普遍的人生觀」，他強調這種錯誤

一部分，提倡並重，塑造出一個物質和精神文明

年第四期（總第一
○

必須糾正。 青年人的流失是1930年代基督徒普
基督徒關於物質主義的批判有經濟危機這個

不僅僅乎在肉身，卻是在靈魂。但是我們在提倡

幕後背景，在呼喚物質精神文明而防範物質主義

精神之前，不可忘卻了物質，我們在拯救靈魂的時

的合唱中，基督徒陷入兩難。他們並不反對物質，

候，切莫忘卻了肉身。」[21]這是對教外過重物質和

但當物質成為主義甚或唯物的主義，就進入排斥

教內偏重精神的雙重批判，借此把執著於兩種片

範圍，因為崇尚物質會成為走向精神（基督教）的

面的人引入上帝的完整真理，面臨的是兩面作戰。

障礙，但中國似乎又是個物質匱乏的國家。在汾州

基督教報刊上開始出現為二者並重解釋和造勢的

的美傳教士雜誌社論指出，大蕭條加劇了對現經

文字，比如《興華報》有多篇社論談及此，強調

五期）
○

濟制度的批判，許多人聲辯物質主義怎樣使人成

「物質與精神，不能完全脫離而獨立，有精神文明

為奴隸。但對中美不能用同樣標準來衡量，美是

的，必然會發生物質文明，有物質文明的，也自然

生產過剩失業加劇，而中國則是機器未大規模運

會促進精神文明。」 [22]另一社論強調物質確有導

用來使人自由，工人辛勞工作無閑暇，這會成為接

致罪惡的誘因，必須提高國人精神生活，自覺利用

納精神的障礙，所以不能反對物質主義。社論進而

物質文明而不為它所利用。但作者並未走向精神

聲稱「作為傳教士，我們發現在中國處在一個困難

化的狹隘，他宣稱物質文明和精神生活互為因

的境地。我們來自一個比任何國家都更物質主義

果，不可偏廢且無高下之分。物質生活匱乏，也容

的國家」，而為了傳教我們批評現時代的物質主

易導致 道德墮落文化停頓，所以應二者融會貫

義。但「比較新舊，才知道沒有物質主義，奴隸是

通。 [23]儘管從這些文章中，仍能聽到精神重於物

怎樣的。只有物質主義能給人們生活必需品，同時

質的弦外之音，但已沒有厚此薄彼的明顯偏頗，二

有閑暇受教育，去認識他的鄰居，去通過娛樂增

者兼善成為主流的訴求，耶穌說不能單靠物質，但

強體質。如一個人愛上帝並愛人如己，這些都是必

沒說不靠物質。在他們看來，兼重物質和精神的基

須的。耶穌譴責富人壓制窮人，但從未譴責使人們

督教才是真理，借此批判世俗物質主義的同時將

[18]

兩手抓的基督教版本。早在1928年有信徒就聲稱：

遍關懷的話題，而物質主義成為其背後原因。

「我們所重的不單是物質，卻是在精神，所注重的

[19]

生活得更為富足的經濟體系。」 他認為中西的故

封閉在精神世界的信徒扭轉過來，投入到社會改

事並非完全一樣，發展階段的錯位使它們在物質

造的救國救世大業中去。

主義的迎拒上應分別應對，上帝並非讓人在物質
的匱乏中享受精神，但精神的期許又讓他們擔心
１０２

中國落入物質主義的極端。面對這種兩難，基督教

二、矮化唯物主義和自我認同的維
繫

梁漱溟時也提到其「在同意『經濟決定論』含有一

物論的介入更成為它新的推手，在前節基督徒對

些真理的同時，拒絕馬克思社會主義的極端宣稱，

物質主義的責難中，已處處發現唯物主義的影子，

認為那是錯誤的。」[29]劉子靜也曾指出「馬克思的

實際上他們始終將二者纏繞在一起。嚴格而言，兩

唯物史觀，是用經濟來說明歷史上一切變遷的痕

者同中有異。正如吳耀宗曾言「物質主義不是哲學

跡。經濟的制度改變了，社會一切的制度都要隨著

上的唯物主義」，它是說人類生存是靠物質的，物

它改變」，將經濟視為原因之原因[30]。可見共產主

質充滿自然生活美滿 [24]。但像他這樣明確區分的

義淪落為物質或經濟決定論也是中外信徒的共同

並不多，多數人混為一談，並未過多著眼於概念的

印象，成為數落它的一種理由，而決定論的幕後推

嚴格界定。正如青年會領袖江文漢後來指出：「好

手即唯物主義。
基督徒通過建構出這種過分注重物質經濟甚

主義。在他們的眼中，凡是講唯物論的人，都是非

或跌落為決定論的唯物主義，來為基督教設置一

常世俗的，好像唯物論者是以滿足物質的生活為

個反面的對手，這不僅成為基督徒接納共產主義

主要目的。無形之中，信宗教的人，對於物質生活

的障礙，更重要的是通過對這個他者的矮化和比

抱著一種鄙視的態度。他們討厭馬列主義，因為他

較，凸顯基督教的優越性，為福音的介入鋪路。早

們以為馬列主義只講物質而不談精神和理想。」

在1922年葉啟芳就指出「馬克思謂社會進化由於

[25]

可見，基督徒並無意去探尋完整的唯物主義，他

經濟。然實則精神能力之影響於社會。比經濟為

們更多是根據自身的需要去描繪它，這成為他們

強」，偏重物質和經濟釀成世界大戰饑荒等時弊，

難以接納共產主義的一個理由。

基督教注重精神而不輕視物質的身靈兼重才是最

隨著馬克思唯物主義的傳播，它漸漸成為取

好的催進社會的方式 [31]。他試圖以身心並重來反

代物質主義的代名詞。在其挑戰下基督徒內部可

襯唯物主義的偏頗。1927年主掌基督教文社的沈

能產生認同危機，更影響到教會收穫新靈魂。因

嗣莊也聲稱，以唯物論為出發點的共產主義在人

此，矮化唯物主義、拔高基督教成為維繫或強化

生設施上難以實行而淪為烏托邦，它要解決的是

基督徒身份認同的一種手段，也是吸附新認同的

吃飯問題，而「結果是『率獸而食人肉』。所以唯物

一種方式。在大多數信徒心靈中，共產主義更多強

論的共產主義，準之倫理，不能成立」。他認為耶

調的是物質或經濟，凡屬於精神的，似乎離他們很

穌的經濟觀可作補救，他教導人活著非單靠食物，

遠。這也許是誤解，但唯物的宣稱的確容易製造

之上有精神，無它人類會演到弱肉強食。[32]他同樣

這種印象，且它本身也不乏極端物質化的證據。

以上帝的完整來反襯馬克思的片面。1934年有信

1927年戚辛芊曾指出，馬克思唯物論主張宇宙的

徒也聲稱：馬克斯一派的哲學家只看到人生的物

本體是物質，無精神含其內，精神之成敗得失依物

質方面，不相信靈魂和上帝。「他們對於歷史上的

質而轉移。物質方面不能平等，精神的解放不大可

變遷以及人生問題，都信為因受經濟的支配和物

能，所以馬氏極力主張人類解放應從物質入手，以

質的影響所致。所以這一派的學者，也大都是極端

[26]

致造成最盛行的過激派。 聖公會的朱友漁也認

的物質主義者」。作者承認物質的功用，但不贊成

為馬克思主義「過分強調人類美德和幸福的物質

這種極端，物質只是人生一部分，另一部分靈性生

[27]

基礎，而輕視其精神本質。」 馬克思主義重視物

活不可能賴靠物質解決。且物質主義如無駕馭之

質而忽略精神是部分信徒的某種共識。

卒或引導之人將異常危險，故「物質主義必須有靈

與指責過分注重物質連帶的是將馬克思主義

性上的高尚理想做他的指導」。[33]在他們看來，唯

解釋為物質或經濟決定論。1928年傳教士機關刊

物主義正帶領人們進入物質或經濟的牢籠，這是

物《教務雜誌》認為「馬克思主義者簡單地把黑格

心物兼重且略偏精神的基督教不能接受的，物質

[28]

爾的『精神決定論』轉變為『物質決定論』」 。

沒有精神的調劑和規訓危險重重。通過這種比

美北長老會傳教士梅立德（F.R. Millican）在介紹

較，孰優孰劣高下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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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據此將世界分割為兩條分明對立的戰

失敗」。他強調「唯物並不是絕對壞的；不過一經

線：基督教和唯物主義。對中國影響甚大的日本佈

偶像化，那就有把人碾死在機器裏面的慘劇」，耶

道家賀川豐彥（Toyohiko Kagawa）就強調唯物史

穌的反唯物主義是要把道德人格放在物質財富前

觀和上帝觀念相反，前者認為「社會史的發展，是

面。[38]三人都感到唯物主義對個體的威脅，個人在

純粹唯物的。我們自己不能有特殊的自由，特殊的

物化中喪失自己。

理想，也不能有獨立的意志……生產工具的改良，

更重要的是唯物主義是宗教的妨害與阻礙，

勞動狀況的變遷，是決定一切的因素」。而基督教

無論形而上還是形而下層次，它都是基督教的對

則相信「在歷史的背後，有某種深邃的自由具有目

手。早在1917年王揖三就譴責唯物論對宗教的傷

的的東西，即是我們之所謂上帝」，歷史的延續乃

害與荒謬，他指控「淺學青年，遂執一知半解，借

二

[34]

二
○

物質是對上帝的否定，成為二者區別的分界線。李

調在社會政治黑暗之際，正宜以宗教為支撐培育

逢也將唯物唯神的分野視為二者難以握手的原

利他利民精神而非浸潤於唯物的無神主義 [39]。

因：「共產主義與基督教，根本相反。因共產主義是

1919年王天士也數落唯物論否認上帝造化，放縱
物欲，蔑視天命 [40]。兩人主要著眼於唯物論對宗

類的一切。基督教是『唯神』主義確信惟神權能解

教的威脅。而在1922-1927年的非基督教運動中，

決世界人類一切。基督教絕對不承認物質有權威，

基督徒又發現它成為反教主要的理論資源。廣州

共產絕對不承認神的存在。故二者絕不能相合。若

青年會幹事李應林多次強調唯物論在非基中的參

以共產的財產制度，與大同宗旨與基督教有偶合

與：「共產派的唯物主張，與我們的信仰，是根本

之處，而謂為相合，此皮相之論，即共產黨亦絕不

上衝突。故我們在這一點，要堅持我們的主義，無

『唯物』主義，將以物質制度的改善，解決世界人

五期）
○

唯物之謬說，倡無神之新論，以反對基督教」，強

年第四期（總第一
○

是上帝的指引。 在他看來，共產主義把歷史委予

基督教和唯物主義處在不同陣營，在指出二

主張，根本上與我基督教教義相反，他們只承認物

者對立後，有基督徒進一步證明後者的荒謬，不僅

質為歷史的原動力，所有人生，都受物質支配。更

缺陷累累且帶來一系列嚴重後果。1926年彭彼得

不承 認 宗 教 態 度 及 其行為，有任 何 的 價值。」

指出唯物論的物質是個假設名詞，死物不能為生

[42]

命之源，物質不能為道德之本，唯物論之倫理也令

熱情視為非基的重因，認為「共產黨的唯物主張，

人墮落失望，且不能用低等的來講高等的生活，萬

根本與宗教的唯心論，站在對抗地位，所以在有相

[35]

承認。」 因為唯物論他不贊成許多信徒調和共

論他們如何窘逐，我們亦不能妥協。」[41]唯物主義

產主義與基督教的努力，不管是形而上理論還是

確實被視為威脅基督教而不能接納中共的一個根

形而下的實踐上，雙方都身處對立的反面。

本。招觀海也指斥唯物論的反教及謬誤：「赤黨的

[36]

物之本是有權能智慧公義慈愛的上帝 。強調唯

當可能的時候，共產黨必要陰謀消滅基督教的。」

物論企圖以物質取代上帝荒謬之極。張仕章則指

[43]

認唯物主義使人走入彎曲的迷途，孫恩三也數落

手。

在他們看來，唯物 論成 為非基背 後的理論推

唯物主義帶來人的扭曲，他認為「現在一般唯物

而非基結束後，唯物主義並未消失，反而演

的共產主義者，都是把人看不成一個人。在他們，

化為執掌時代風氣的祭酒，成為一直伴隨基督教

一個人是一團物質的壘塊，一個本能的集團，一

的夢魘。1928年的一份調查宣稱：「另一個大困難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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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陳善祥在對非基的總結中也將唯物論

些物力的交並，一個高等禽獸。」 當然，基督徒

阻礙基督教在中國的前進，那就是唯物主義。」[44]

並未停留在這種簡單否定，更未盲目謾罵唯物論，

《興華報》主筆羅運炎也表示：「社會上一日留有

而是以一種說理的方式指稱它的錯誤。沈嗣莊在

唯物主義的思想，基督教即一日不會順風揚帆。」

1927年指出唯物論雖對漠視衣食住的形而上宗教

[45]

是一種警示，但「唯物論一走絕端，說除了物質

靜怡也在1933年感嘆唯物主義取代非基運動成為

外，沒有別的，其末運和不顧到人生的宗教，一般

了非教的主力：「年來尚有一種與日俱增之潛勢

兩人均視它為基督教傳播的一個巨大障礙。誠

他眼中物質主義與唯物主義是同一個概念。中華

其是一般受過教育的青年—雖無公然表示反對宗

基督教全國總會的張伯懷也指出，與神本主義相

教之態度，但因注重物質生活—唯物主義，以前在

對的唯物主義（亦稱物本主義）是世界混亂的根

[46]

由，近代歐美資本家傾向唯物主義的最多，俄國革

在他看來無形的唯物主義比有形的反教更有力

命和德國社黨是其具體表現，「世界最大的事實是

量。1935年前國際宣教協會主席穆德（J.R. Mott）

物質，解決世界的唯一方法也是在物質的征服與

在中央大學演講中也聲稱流行的布爾什維主義和

分配。這種主義，在理論上，當然也是求人類的好

國家主義，在在都足以推翻我們的希望，唯物主義

處。但實際上，並不以人類作人類。解決人的衣、

其心目中，所有非教的地位，當然為其所佔有。」

[47]

食、住、行、色的問題，而完全不承認人有思想的自

基督徒普遍看到了唯物主義對福音傳播的阻礙，

由，精神的人格。為維護一種主張擁護一種制度，

為它所迷的人們一步步遠離了上帝。從它進入中

不惜成千成萬的殺戮人類，不惜在文字上實行封

國，基督徒就感受到這個否定上帝的挑戰者，它不

鎖，在教育上絕對壟斷」[51]。在他看來對精神的否

僅是反教的武器，也是國人走向基督教的障礙。

定釀成了唯物主義的墮落，偏重於精神的基督徒

基督徒進而辯稱唯物主義不但是個體和宗教
的敵人，也是中國乃至世界的危害。1931年為中華

似乎很容易將世界所有的黑暗歸為過分注重物質
的唯物主義。

基督教全國總會所邀來訪的倫敦教會領袖羅務德

在唯物主義危險的參照下，許多基督徒也以

（F.W. Norwood）在演講中談到：「『唯物史觀』是

它不足以支撐中國的建設來抵制它的偏頗，他們

要將『上帝』從宇宙中除去的一種嘗試」，這對中

辯稱中國陷入唯物論的狹隘而無精神的參與是危

國和全世界形成巨大挑戰。他聲稱沒有上帝的主

險的。1934年中華基督教教育協會的繆秋笙指出：

宰是可怕的，上帝被唯物論清除後的世界將危險

「我們很容易看到這個迅速席捲全國的現代化過

重重。他認為「『唯物史觀』的學說除了使人生競

程完全是唯物主義的。當我們歡迎所有這些新的

逐於性欲的生活以外，還有一種更壞的結果—人

發展時，不能忽略道德和精神的參與。」[52]基督徒

類的互相摧殘。因為宇宙間沒有上帝，我們何嘗不

對唯物論的抗拒而對精神的強調是為基督教的出

可以看待一切都成為機械？弱肉強食是機械式的

台鋪路，他們精神的所指當然是上帝。基督將軍張

定律。僱主掠奪工人，軍閥草菅人命。一切都是機

之江在1929年青年會全國大會上宣稱：「無論何種

[48]

械！」 以一種聳人聽聞的語氣數落它的罪惡。同

事業，必須有一個精神的基礎才能成功。現在世界

時 來 訪 的 英 國 塞 理 斯 大 主 教 唐 樂 森（G . A .

上有多種高尚的理論都失敗了。馬克斯主義列寧主

Donalson）也宣稱：「好像在中國與在西方一樣。

義，已不為天下所信任，正因其沒有精神的基礎。

『唯物史觀』的哲學積極的對於基督教的上帝觀

我們是以耶穌基督作我們的基礎。」 [53]欲圖以基

與宇宙觀加以痛快的攻擊。這種攻擊造成了人類

督教作為建設中國的精神根基。益世也在對唯物

經濟的恐慌以及思想的混亂……現代混亂不寧的

的共產主義排拒中將社會的革新指向精神的基督

局面，我敢大膽地說：完全是『唯物史觀』的自然

教，他看到馬克思主義誕生後導致歐洲乃至中國

[49]

結果。」 他們指斥唯物主義為擾亂世界的原因。

的國民心理均趨向唯物，帶來道德的墮落和宗教

中國信徒也指責唯物主義要為世界的混亂負

的悲運。而處在唯物反面的精神化宗教恰為促進

責。1933年福建教會領袖吳鴻助就指認中了唯物

國家社會進步的根本，「欲謀改革社會，救濟時

主義的毒是世界危機的因由：「唯物主義亦稱物質

艱，必先從根本上經營，從精神上建設，苟不以宗

主義，它高抬物質，壓抑精神……世界不知不覺吃

教複其元氣，正其趨向，則在在仍屬架空投機之事

了它很大的虧！」他借用泰戈爾的話說：現在人類

業，人人仍有營私利己之行為，恐愈更張而紛擾愈

物質文明進步太快，精神文明落後得快，假如今後

多，愈整理而危險愈烈，亡國滅種，翹首可待」。[54]

不從精神道德上努力，世界必有毀滅的一天。[50]在

他們均認為輕視精神的唯物主義，不但不是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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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襲的仇敵，也是向我們挑戰的問題 。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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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足以淹沒基督教之工作及地位。一般青年—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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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福音且是它的傷害，中國建設必須有一個精神

指出，基督教和共產主義哲學基礎的分叉在一是

的基礎。

唯心論一是唯物論。唯心論認宇宙最後的實在是

通過指陳唯物主義的重重弊病加以矮化，借

心或與其相似的東西，其他是表現。唯物論認最

此襯托基督教的優越，為這個替代性方案的出台

後的實在是物，一切不過是物的表現。共產主義沒

鋪路。鑒於唯物主義對宗教乃至世界的威脅，基督

有把物看作是影響社會生活的唯一條件，但確實

徒呼籲要用基督教抵制它，把世界從它的黑暗中

是對一切空泛的、情感的或神秘主義都要加以攻

拯救出來。早在1925年招觀海就認為共產主義的

擊。基督教向來不反對物質對人類的影響，但不

根本錯誤在唯物主義，提出「以基督教理反共產

承認精神生活完全受物質條件的控制。基督教偏

[55]

二

黨的唯物主義」 。美傳教士畢範宇（F.W. Price）

重精神生活的優越，共產主義以為物質決定一切，

也在1933年提及要和其他宗教領袖攜手反對唯物

即使它不否認精神生活，但精神是建立在物質條

[56]

二
○

主義 。1934年《教務雜誌》讀者來信也建議：

件上的。[61]其看法大致符合事實，也為許多基督徒

「我們應該宣揚我們的有神論觀點來戰勝共產黨

所分享。

[57]

僅停留在精神層面而在物質上無所作為，它在中

界上極端的唯物主義者在吶喊著，否定神的存在，

國存在的價值將是個疑問，特別是在馬克思唯物

所以我們第三種使命就是要糾正這種思想，使他

主義頻繁宣稱為救國救世真理時，且進入1930年

在對基督教學運使命的設計中談到：「因為現在世

們明瞭人類除物質享受外尚需精神的安慰。」 因

代蘇聯社會主義取得了驚人的成績。據此自由派

而，唯物主義成為基督教應對和抗衡的一個方

基督徒號召福音不但要拯救個人也要拯救社會，

面。梅立德在對中國思想潮流的觀察中也看到：

他們希望讓那些沉浸在純福音封閉中的保守派信

「在中國，大眾正在拋棄他們古老的宗教約束和

徒回歸現實，這種責任在唯物主義的參照下變得

實踐，他們的注意力盯在物質事物上。同時他們已

更為清晰，許多信徒和青年正是因為基督教在社

經接受了一個唯物主義的生活哲學」。他呼籲教會

會改造中的軟弱和偏蔽於精神的狹隘而轉投唯物

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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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面對國家和社會危機的現實，基督教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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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唯物主義哲學。」 福建協和大學的林恩卿也

應正視並應對這種挑戰，「在一個挑戰的年代需

主義。前面已提及沈嗣莊認為唯物主義對漠視現

要有非同尋常的勇氣和領導，如果教會不能為一

實生活的基督教是一種警示，針對基督教陷入唯

個更公正、更人道的社會組織和經濟形態提供方

心論和忽略現實的批評，受社會主義思想影響很

向，共產主義將 提 供—正如他們正在提 供的一

深的燕大教授吳雷川也提出在基督教介入社會改

樣—一個不同的解決。它是基督教的，還是無神

造的路途中，不可落入單一的心靈改造而陷入唯

[58]

[59]

論唯物主義的？」 在他看來，人們捨棄宗教轉投

心論偏頗，而應同時進行物質改造。他在1931年指

唯物主義成為基督教的致命傷，必須要以更完美

出：「革命底改造環境，雖然似乎是注重唯物的，

的基督教去奪回前者侵佔的陣地。總之，伴隨著

而基督教底改造環境，雖然似乎是偏重唯心的」，

唯物主義的挑戰，防範和消解它的進入成為基督

但須看到人類許多不良行為都是物質環境的惡劣

徒的普遍呼籲。

引起的，「基督教既以建立天國為目的，又將重在

三、超越唯物與唯心：唯物主義的
反襯與基督教身份的重構

１０６

改革人心，必非無故。然則唯心與唯物，實在還是
殊途同歸，又何必有所歧視呢？」所以要將社會環
境的改造和心理環境的改革結合起來[62]。到1936

唯物唯心的對立與辯難曾在1930年代掀起一

年他又進一步談到：「基督教從社會改造底目的的

場大論戰，讓人無所適從，這同樣波及教會。福建

方面來講，完全是唯物的，而從個人修養底工夫方

協和大學教授檀仁梅觀察到：「唯心主義乎？唯物

面看，又可說是傾向於唯心的。其實所謂心物，本

主義乎？這一個主義乎？那一個主義乎？公說公有

是一體而非二元。」[63]他對唯物唯心的調和，多是

理，婆說婆有理。」[60]基督教和共產主義因精神和

針對部分信徒注重精神的片面而發，希望將他們

物質的各自偏重，時常落入唯心唯物的窠臼，這種

從彼岸的狹隘世界中釋放出來投入現實社會的改

認識在基督徒中有一定的市場。吳耀宗在1934年

造。正是在唯物主義的參照下，他改造了基督教，

物論。然而基督教並不因此就必須反對唯心論或

另外，許多信徒儘管不像吳雷川那樣對唯物

唯物論，它認為兩者都有它的價值和危險，而且他

主義抱有好感，但正是在它的參照下才認識或建

們與基督教的啟示在本質上是完全不同的，基督

構基督教唯物唯心並舉的形象的，他們往往是在

教思想認為人生並非心物所能完全解釋，物質本

吸收了它的合理性之後，反過來宣導基督教相對

身是沒有意義或目的的，只有通過心對它的瞭解，

它的優越性。維漢即以唯物史觀為參照來襯托耶

它才得著意義。科學不能完全建立在純粹唯物論

穌的完整性，指出馬克思的經濟學說是唯物史觀，

的基礎上，同樣觀念必須賴物質方得表現，抽象的

出發點是唯物哲學；耶穌也重視經濟生活，但出發

觀念本身是沒有用處的。科學也不能完全建築在

點是有神論。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耶穌是精神物

純粹唯心論之上。只有在心和物交織的過程中，我

質並重的。 社會學家付尚霖也在1933年認為：

們才能認識世界唯心論和唯物論實在是兩個偶

「基督教不只想每一個人得救，同時更加想全社會

像。唯物論者拜世界，唯心論者拜自我，只有統一

都得救，為全人類謀幸福。唯物主義偏重物質建

在上帝之下，他們才能得到應得的地位並發揮應

設，但我們知道世界除了物質以外，還有個精神世

有的任務。」[68]信條主要的參照是共產主義，基本

界，基督教的神國，就是建基在精神之上，把精神

的路子在調和唯物唯心，強調基督教是二者的綜

[65]

和物質調和起來。」 所以他們都認可唯物主義的

合，已將唯物主義吸收作為自我的一部分。

物質維度但不同意它的片面，而把完整的真理指

著名基督教知識分子徐寶謙也不同意唯心唯

向唯物唯心兼顧的基督教。賀川豐彥就把馬克思

物的對峙互異，他指出：「唯心論者及唯物論者，

主義注重物質而基督教強調生活的完整作為二者

在此犯了同一個錯誤，唯心論者往往不顧現實而

[66]

的首要分歧 。他認為：「十字架的教訓不是只限

妄議改造；唯物論者又往往沉溺現實，以為非人力

於屬靈的事情。基督的十字架是拯救整個的生命；

所能挽回……精神與物質是相互影響的，物質是

而生命卻不是限於屬靈的事情的，物質的生活也

改造的工具，精神是改造的腦筋。」他反對唯物唯

是其中的一部分……共產黨之偏重物質為不合理

心對立的偏頗，但承認「非機械的唯物史觀，確是

性。基督徒若單重靈性，也是一般的不近情理。」

以糾正以往一般唯心論者忽視現實的毛病……有

[67]

這些信徒不滿共產主義陷入唯物的偏頗，也不

一種基督徒，躲避現實，卻高談『天國』，就是犯了

滿意保守派信徒落入唯心的片面，主張真正的基

這種錯誤。」[69]他承認唯物論對那些高談天國、漠

督教應二者並舉，從而反襯出共產主義的缺陷，它

視現實的基督徒是一種糾偏。馬芳若也不滿意唯

偏重物質的毛病在靈物兼重的基督教面前得以彰

心唯物的對立，他聲稱唯物論強調環境對人的作

顯，而後者能提供比前者更優越的東西。

用，唯心論強調個人意志對人的作用，二者可相安

針對外界尤其是唯物論者對基督教唯心論的

並存。他認為對自己應當主張人生觀，注重唯心和

指稱，許多基督徒都主張超越這種兩分法的老套，

精神修養。對人應該是社會觀，注重唯物，顧慮到

而建構出它唯物唯心並重的完整形象。南京青年

物質環境改變。 [70]以致嶺南大學教授謝扶雅自稱

會同工信條指出：「若拿主觀客觀或唯心唯物等觀

一個「精神的唯物論者」，1933年他寫道：「物質一

念來衡量基督教是不正確的。因為在基督徒看來

切得其正當關係便成天國。上帝是整個物質的正

世界的唯一實在乃是上帝。從上帝的觀點看來他

當化，美滿化或精神化。我們的祈求既在化物質為

是純粹的主體，而我們乃是他的行動的對象。但

精神，在促成天國底早日實現。因此，我不是僅僅

是若從我們的觀點說，上帝便是客觀的，並非我們

一個唯物論者，而是一精神的唯物論者。」 [71]可

的思 想 的產 物，反 之，我們 都是 他 的思 想 的產

見，他們不贊同唯心唯物的兩分法，試圖實現物質

物」。據此他們辯稱：「上帝不是一個觀念，觀念都

精神的融合。顯然，他們是在唯物主義的參照下才

由他而來，所以基督教不是唯心論。但是上帝亦非

開始意識到部分基督徒的缺陷，而呼籲基督教的

物質，物質乃是上帝所創造的，所以基督教亦非唯

完整。

楊衛華：民國自由派基督徒的唯物主義想象與基督教的身份重構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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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提倡基督教唯物唯心兼顧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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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中 國
二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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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進行社會改造物質建設的需要，他們開始認可

演變有一個過程。他在1947年自述：1924年他進入

唯物主義的部分真理。針對來自共產主義唯物論

美國現代派的紐約協和神學院，發現現代派未能

的唯心論指責及緩和與共產主義衝突的考慮，不

解決基督教和唯物論的衝突，仍將後者置於對立

少基督徒也認為不可以一個唯物來抹殺共產主

的營壘，這曾導致他的彷徨，在對基督教懷疑的同

義。因為蘇聯社會主義建設證明共產主義在物質

時「極力地排斥唯物論，極力地反對從唯物論演

和精神上取得了雙重成功，這給基督徒帶來巨大

繹出來的一切運動和它們裏面的人物，把它們看

震撼，正如後來楊繽指出：「倘若蘇聯的成功只在

作洪水猛獸」。但在九一八事變後經過社會科學的

於物質方面，倘若蘇聯只能使她自己國富兵強，眼

薰陶，光明終於來到：「我發見基督教和唯物論，

望著精神不見物質的，基督教人士決不會惘然悵

並不衝突，不只是不衝突，並且可以有互相補充之

望……倘若蘇聯不提物質，而標榜精神建設，以達

處」，這是研究唯物論和基督教及祈禱的結果。在

到今日的成功，基督教人士恐亦認為理所當然，毫

加深對唯物論認識的同時走上了將信仰和唯物論

不足怪。但以蘇聯是以辯證唯物論立國，似乎她

打成一片的道路。他將這視為一生中最重要的轉
變之一。[76]他在1930年談到：「唯物論者對於宗教

這就不能不使基督教人士驚心了。」[72]許多信徒正

的攻擊，確是有一部分的真理。現在的教會—也許

是從蘇聯成就中改變了過往以唯物來裁剪共產主

不是故意的—的確是在資產階級蔭庇之下的，向

義的簡單化，開始看到它並非排斥精神。

調和，妥協，畏縮的路上跑，不能指出現在社會制

動手只在物質方面，而結果乃達到了文化和精神，

的唯一原因？」 前面吳耀宗已指出共產主義並

唯物論對基督教轉向完整的意義，意識到唯物論

未否定精神。1928年《教務雜誌》書評也說：「當馬

的真理及基督教內部的缺陷可能是他走向融合二

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強調經濟價值和問題時，他

者的第一步。從1930年代開始他企圖超越雙方的

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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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鬆動，吳耀宗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當然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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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督徒看到了基督教是唯物唯心的結合

們沒忽略對人犧牲潛能的呼籲。它主要的目的在

對峙，進行艱難的理論協和。但遭到激進社會主

經濟平等，但也呼籲為了理想而犧牲，有時經濟價

義者的調侃：「吳先生的心中充滿了矛盾的基督教

有信徒就曾追問「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是否和
絕對的唯物論相同？馬克思是否主張經濟為歷史
[73]

[74]

[77]

他和前面提到的徐寶謙、吳雷川等一樣看到了

值也從屬於更高的精神價值。」 這種表述似乎是

的唯心，與社會主義的唯物，把它硬拉攏起來，好

在為共產主義的精神性正名。據此謝扶雅甚至認

似放了足的婦人，總脫不了原型似的。又好像一個

為共產運動並非唯物而是最高的唯心運動，他在

新婚女子，明知道婚姻的內容，而又羞羞澀澀，裝

1932年談到：「現時我國淺嘗者流，每以為蘇俄的

腔作勢的不自然。」[78]面對這種責難，他當時並不

共產是唯物的。殊不知這種打破階級，廢除私產，

能拿出妥貼的回答，只能勉強回應：基督教是不是

以謀世界人類一大平等底偉大革命，正是思想史上

唯心，社會主義是不是唯物，可以再討論。「唯心

最高的唯心運動。換言之，他們著眼在『共產』而

與唯物，是否是絕對的，我們不去管它。」 [79]但他

不在『產』，著眼在理想而不在實物，著眼在未來

並未放棄努力反而促使他去攻克這個理論難題。

的共樂的天國而不在目前的個人的享樂……蘇俄

他明瞭雙方的分歧，也知曉基督徒對唯物論的批

最近的成功，不在於五年計劃本身，而在於推行五

評：他們認為共產主義過分地把人生價值看為是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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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罪惡，這一切我們都不必替基督教辯護的。」

年計劃的意志和方法。」 他看到因唯物論而帶

建築在物質需要之上，他們並非不承認精神生活

來的物質主義惡化，企圖借對共產主義唯心層面

在某些情形下受物質條件的支配，但覺得前者並

的強調來為注重精神提供理論基礎。因此許多信

不完全附屬於後者而有它的獨立性，因此人生價

徒並不認同基督教和共產主義唯物唯心非此即彼

值也不完全是建築在物質生活上。但他在涉獵後

的簡單化。

發現二者融合的可能。他在1940年寫道：「這幾年

據此不少「進步」的基督徒對唯物論的認識

來我稍涉獵了一點唯物論的哲學。從理論上說，唯

比唯物主義更多的東西，即精神。部分基督徒通過

的思考之中，雖然這二者的出發點是絕不相同的，

指陳這個他者的弊病，矮化唯物主義，在消解對它

但我至今還沒有發現它們在歷史和人生的認識

廣泛認同的同時建構起基督教兼顧精神與物質的

中，有什麼絕對不相容的地方。這也許是因為我的

完美，來凸顯其優越性，為這個替代性方案的出台

宗教信仰是一個『異端』的信仰，也許我對於唯物

造勢，藉以維繫和強化基督教內部對自身宗教的

論的認識還沒有到家，但我至少可以相信這二者

認同，同時據此告誡教外人士特別是青年警惕或

之間的衝突，或者並不如一般流行的理論家所稱

告別唯物主義，轉而認同基督教，從而為贏得更大

[80]

的認同與追隨鋪路。而對一些「進步」的基督徒而

點。但他並未停留在這種簡單宣示，到戰時及戰後

言，在他們試圖走向共產主義之際，則必須疏解二

他進入更艱難的理論調和，為基督教和共產主義

者的衝突，模糊甚至排除他者和自我的界限，對唯

的適應開啟一條新路。

物主義進行自我化闡釋，將他者自我化，重塑基督

四、結語

教的形象，為它和共產主義的適應奠基。1945年波
普爾曾說：「如果說基督教今天走向了一條它30年

一戰和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激起基督徒對物

前追尋過的道路不同的道路，那麼，它應該把許多

質主義的反思與檢討，普遍憂慮中國陷入物質主

都歸功於馬克思的影響。」[81]正是在馬克思主義的

義，而阻礙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及重蹈西方覆轍

參照下，基督教完成了自我的蛻變，唯物主義在基

落入悲劇。但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對物質主義

督教重構自我中扮演的角色可作為其中的一個註

的批判漸漸為唯物主義所取代，只不過很少有基

腳。

督徒對二者做出嚴格的區分。對民國基督教而言，

唯物主義是基督徒接受共產主義最大的障

唯物主義（物質主義）是一個巨大而變動的他者。

礙，很多基督徒因此對中共望而卻步，除了兩者之

基督徒從對物質主義（唯物主義）的指斥與對精神

間確實存在的張力之外（這對部分傾向於中共的

的高揚，轉而強調物質和精神的兼顧與並重，進而

基督徒完成理論的調和帶來巨大的挑戰），基督

欲圖在唯心與唯物之間實現某種平衡與調和，其

徒的唯物主義認知中充斥著各種主觀好惡、誤會

中有唯物主義（物質主義）作用的痕跡。正是在它

或者曲解，甚至不乏偏見和有意的歪曲，當然對意

們的參照下，部分基督徒意識到過去基督教過重

欲調和二者的信徒而言也不乏牽強附會。因此這

精神的欠缺，如果停留在自身狹隘的精神天地裏，

種描畫並非唯物主義真實形象的簡單再現，而是

他們不可能承擔起改造社會的現實責任，也就不

不同傾向與目的下的主觀性書寫，儘管也有客觀

能完成救國救民的時代與民族使命，那麼它在中

因素的參與，他們會根據自身的需要描畫出不同

國的合法性與立足之地就成為一個問題。所以必

的唯物主義形象，誇大或淡化某個方面是常用的

須扭轉基督教偏重精神的片面，為基督教打上「物

話語策略。故他們的唯物主義想像與其說是在訴

質」的標籤，當然是以一種回歸的方式，恢復它本

說唯物主義，不如說是在表述自己，是他們自我欲

來具備而遭到忽略的物質身份。正是唯物主義的

望的投射及自我認同的表達，是重構自我的一種

興起，其獲得廣泛認同而贏得了某種話語權威，特

方式。總之，唯物主義的存在影響基督徒的共產主

別是蘇聯社會主義成就的凸顯，基督徒才開始建

義態度，進而影響到他們的主義選擇，但反過來，

構自身的物質形象，借此將封閉在純精神世界而

他們的思想傾向也會制約他們對唯物主義的描

不顧現實的保守派基督徒從彼岸回歸現實，投入

摹，二者是交互性纏繞。但不管怎樣，唯物主義都

救國和社會改造的時代任務中，唯物主義成為基

是基督徒繞不過去的思想存在，它作為一個外在

督教重塑自我的一種外在推動力。當然它並沒有

的他者，成為基督徒想像自我的一種方式，為他們

丟掉其精神的一翼，它並非是讓基督教變成唯物

建構新的自我提供參照和外在資源。這是一個雙

主義，如果這樣，它的優越性無以彰顯，它必須有

重的建構過程，對唯物主義他者的建構和對基督

楊衛華：民國自由派基督徒的唯物主義想象與基督教的身份重構

述的。」 這種衝突的彌合成為他調和二者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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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論同宗教信仰是絕對不相容的，然而在我粗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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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自身身份的重構。唯物主義一定程度上改變了
民國基督教，如果沒有它，基督教的民國形象會有
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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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ristians Imagining of Materialis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ristians’ Identity in
Republic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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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ise of Marxism Materialism
got certain discourse right in China and prompted
itself to be a great otherness Christians facing. Some
of Christians constr ucted a lame otherness image
by dwarfing Materialism in order to remove its wide
recognitions. But Materialism had become an external
resource for Christians to recreate Christianity. The
Christians tried to construct an overall image with
Christianity spirit and substance whereby let the
Christians closed in the pure spirit of the world back to
the reality, and made them participate national salvation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construct the superiority
of Materialism at the same time. The purpose of this
dual construction is to maintain the Christians’selfidentity to their religion. But to some comparatively
radical belivers, in order to ease the conf licts with
Communism, they blurred the boundaries of otherness
and self, made the otherness become self and laid the
foundation to adapt the Christianity and Commu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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