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卷首論語

從錢穆遺稿看天人合一的中西對話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年青時四次和錢穆老師會面

去年是錢穆逝世三十年，回想我和這位大師有四次

會面，第一次是高中三時，知道錢穆在香港大學進行演

講，我下課後即提著書包，趕到香港大學，全場只有我

一人是穿著中學校服的年青人，在場一些老教授都驚奇

地看我一下。當時很難聽懂其濃厚無錫口音，只記得他

說中國藝術較清淡，西方藝術較濃。那時被他的中國文

化風範感動，他有為往聖繼絕學的風骨。

大一時，我和同學去台灣，特別到素書樓拜訪錢

先生，錢先生笑得很詳和，還請我問候唐君毅老師。第

三次見錢先生是他被中文大學新亞校長金耀基邀請，到

新亞演講。那時我在浸會學院當講師，由浸會大學趕到

中大，只見全場已經爆滿，將他的演講寫下筆記，散會

時，香港記者們由於聽不懂他的口音，見我手上寫了一

頁手抄記錄，都圍著我，問錢先生的演說內容。

第四次見錢先生，是浸會學院歷史系主任章群教授

(錢穆弟子)邀請錢先生演講，請我作陪客，我這次得隨
侍在錢先生身邊，更深感受其仁厚的生命氣質，最記得

他見浸會謝志偉校長時，告誡他不要接受英國殖民地的

資助和控制，因那將被英國政府摧毀立校理想。

1990錢先生去世，留下他對中國文化無盡的期待，
而中國已開放，中國文化正在重建中。

1995年我到清華大學交流，見錢穆兒子錢遜教授，
其風彩、學養、樣貌、笑容、身形、聲音都和錢先生一

模一樣。錢遜中年後開始繼承儒家精神，我見他人生修

養與其父錢穆有同樣氣質，見其子如見其父，甚有所

感。

2019年錢遜教授去世，兩父子在這大時代，都彰顯
民族文化的承傳。

錢穆遺稿對天人合一的認定

錢穆去世前，其最後遺稿題目是：《世界必將以中

國傳統文化為宗主》[1]，錢穆說：「中國人是把『天』

與『人』和合起來看。中國人認為『天命』就表露在

『人生』上。離開『人生』，也就無從來講『天命』。

離開『天命』，也就無從來講『人生』，所以中國古人

認為『人生』與『天命』最高貴最偉大處，便在能把他

們兩者和合為一。」[2]重點是「天命」即「人生」，所

謂「命」，《說文》解為：「使也。」，《玉篇》解

為：「教令也。」，天命原是指人由天所得的使命，哲

學上指天賦與的本性。天命是天和人的合一處，錢穆思

想根源，應是《中庸》的「天命之謂性」，人性即天之

本體的展示。

他又說：「中國古代人，可稱為抱有一種『天即是

人，人即是天，一切人生盡是天命的天人合一觀』。這

一觀念，亦可說即是古代中國人生的一種宗教信仰，這

同時也即是古代中國人主要的人文觀，亦即是其天文

觀。如果我們今天亦要效法西方人，強要把『天文』與

『人生』分別來看，那就無從去瞭解中國古代人的思想

了。」[3]

「天文」與「人文」並稱，來自《周易 ·賁 ·彖
傳》：「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

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4]「文」

字在《說文》解為「錯畫也」，段玉裁說：「像兩紋交

互也。紋者，文之俗字。」[5]「文」引申為紋理，「天

文」與「人文」亦即天和人的理。

「天文」與「人文」同一，因天之理與人之理，在

易學中是同為一體，《說卦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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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剛與柔，立人之道，曰仁與義。」[6]說明天地

人均是「性命之理」，自然界(天文)和人文界有共同本
體之理，都是性命之理。說明宇宙本體等同人性命的本

體。

錢穆96歲高齡，在逝世前區區幾句話，就綜合了儒



學的精華。

中西文化對話與會通

錢穆以中國天人合一對比西方文化的不同：「西方

人喜歡把『天』與『人』離開分別來講。……他們是離

開了人來講天。」[7]西方希臘哲學時，柏拉圖將超越而

不變的理型世界，區分於人感覺的世界，又將靈魂與肉

體分開，近代西方知識論將主觀和客觀區分，都有天人

分離的思路。

不過西方另一個文化根源，希伯來的猶太/基督教

文化，以人是上帝的靈(Ruach Elohim)所創造，上帝將
靈魂(neshamah，中文《聖經》譯為「生氣」)賦與人，
人成為「有心魂(nephesh，中文《聖經》譯為「靈」)的
活人」[8]，故人的本體具有上帝特別賦予的靈性，本性

與上帝可感通共融，《舊約》闡述人的靈性、心魂及身

體是統一為整體的，並沒有柏拉圖的靈魂和身體的二

分。

由上所論，用中國文化理念，基督教思想中，人是

有「天命之性」的，「上帝的靈」(Ruach Elohim)吹生
氣(neshamah)到人鼻孔裏，這生氣即人的靈魂，而具有
和上帝溝通的「靈性」。約伯說：「我的靈魂

(neshamah中文《聖經》譯為「生命」)尚在我裏面；神
所賜呼吸之氣(Ruach)仍在我的鼻孔內。」[9]明顯說明人

的「靈魂」(neshamah)之中包括有「上帝的靈」所賦予
的「靈性」(Ruach)。

基督教神學既可講天命之性，那麼可否講上帝和人

合一呢？基督教和儒家不同，提出罪的理念，罪不是一

種實體的惡性，卻是指對善的虧缺，「因為世人都犯了

罪，虧缺了神的榮耀。」[10]罪也是指人內心的昏昧，與

真理的隔絕，「他們心地昏昧，與神所賜的生命隔絕

了。」[11]罪帶來人隔斷永恆的親情關係。出路在基督以

道本身來人間，用永恆生命受苦取代人苦罪，經復活帶

來人生轉化新境界。這救贖使神人靈性與上帝回復共

融。

用中國哲學「天人合一」思路，探討基督教的

「神人共融」，東方希臘神學有一理念「相融互攝」

(perichoresis)，可與儒家互相參照，「相融互攝」理念
來自希臘文peri，指圍繞，環繞，及chorein指空間、包
容、前進、讓出空間。

十二世紀時Burgundio of Pisa翻譯為這詞拉丁語
circumincessio，來自circum-incedere，意指「環繞而
行」(to move around)或「進入而貫穿」(moving in and 
through the other)[12]，這觀念在中世紀有表達為「神聖起

舞」(divine dance)。

若依這理念看天人關係，人的靈性是天命之性，經

復和之後，上帝和人恢復在靈裏感通，就可在靈修最深

處，達至神人在靈性裏「相融互攝」。

保羅指出上帝「超乎眾人之上，貫乎眾人之中，也

住在眾人之內。」[13]上帝「進入而貫穿」人心性全體，

人的靈性本就是上帝的形象和樣式，具有上帝的感通本

性，可通永恆，一旦罪的隔絕溶解，人即可與上帝共舞

於天地穹蒼。

第八世紀大馬色約翰(John of Damascus)用這「相融
互攝」(perichoresis)理念描述三位一體，他用這理念去
表達上帝三個性情位格，互相貫通穿越 ( c l e a v i n g 
t o g e t h e r )，「不是聯合或混雜，卻又互相貫通穿越
(cleaving to each other)。」[14]「互相貫通穿越」這理念，

與中國的「相攝」或「相即」理念很接近，他講父、

子、靈三性情位格貫通穿越中又各自有不同路向，和朱

熹講「不離不雜」很接近，故用中國理念瞭解三位一體

的奧秘，就是「相攝相入，不離不雜」。當人的靈修若

達到和上帝共融境界，亦是「相攝相入，不離不雜」。

是中西方神學哲學精彩相近但又不盡相同的境界。

[1]《新亞月刊》，1990年12月號。https://baike.baidu.com/
tashuo/browse/content?id=e1f2a8e891ba524ecabbffe6。

[2]同上。
[3]同注[1]。
[4]《易經·賁卦·彖傳》。
[5]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6]《易經．說卦傳》。
[7]同注[1]。
[8]《聖經．創世記》，2章7節。
[9]《聖經．約伯記》，27章3節。
[10]《聖經．羅馬書》，3章23節。
[11]《聖經．以弗所書》，4章18節。
[12]引述自Danut Manastireanu, Perichoresis And The Early 

Christian Doctrine Of God, Stvdistvdia ARCHÆVS XI-
XII (2007-200, pp. 61-93 ), p.62, Romanian Association 
for the History of Religions member EASR & IAHR 
www.rahr.ro，&Romanian Academy， Bucharest,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Religions www.ihr-acad.ro. 

[13]同注[11]，4章6節。
[14]John of Damascus, Exposition of the Orthodox Faith, 

trans. S. D. F. Salmond, in The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Second Series, eds. Philip Schaff and Henry 
Wace, vol. 9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repr. 1989), 
Book1, Chapter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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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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年出版過百期到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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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中國》呼喚同道  古今中西互鑒通和

百期過後，《文化中國》煥發新的氣象。本刊編輯部力邀學界專家學者共同策

劃每一期的主題欄目，意在使我刊特點更加鮮明，討論更加專精。本刊歡迎

一直以來關心支持我們的志士仁人，為我們共同的精神家園貢獻您的遠見卓

識，參與到《文化中國》的主題設計和欄目的策劃組稿中來。

在下一期中，經典詮釋與中華神學兩大欄目繼續推出《易經》和中華神學的系

列論文，還有與他們遙相呼應的爭鳴文章，均是大家手筆書寫時代精神，頗

值期待。還有倫理道德、文化藝術方面的專題文章，均為淳德教化的精心佳

作。

首 席 學 術 顧 問
成中英(美國)

學 術 委 員 會 高 級 顧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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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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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正林
楊國榮
楊慧林
楊劍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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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顧問團共52人，

由於篇幅的緣故沒有盡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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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town Vision的計劃，其主要目的是對溫哥華的唐
人街進行整體社區改造。這個項目從開始立項到現在，

有很多的專家學者都從各個

不同的方面來推進。比如市

府牽頭成立了一個唐人街文

化傳承督導小組，35位小組
成員全部是志願者，他們是

唐人街的居民，在唐人街經

營生意的人士，向唐人街提

供各種服務的機構和團體，

還有原住民代表。他們定期

聚會，將唐人街的改造分成

六大議題，分別是文化與藝

術，公共教育，小型商業，文

化遺產，街道安全及衛生，

以及低收入居民生活狀況，

針對每個議題組織招募專

家學者展開研究，向市政府

提出切實可行的實施方案。作為一個社會學者，我被邀

請來參與一個實地研究項目，這使我有機會運用參與

觀察的方法，近距離地瞭解和研究一個具有豐富文化

和歷史特徵的城市社區，如何經歷全方位的更新換代。

這個過程對我本人是一個難得的發揮自己學術優勢貢

獻社區的機會，同時也是見證華人歷史、社區、文化在

西方時空文本下如何破繭重生的時刻。

我的工作主要是關注生活在唐人街的居民，尤其

是佔人口很大比例的老年人，如何在社區改造的過程

中，不成為被忽視甚至被變相驅逐的邊緣群體。他們

中西交匯中的海外華人文化
■ 蘇 紅

北京大學博士、加拿大註冊社工師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專題對話

海外華人文化與唐人街的振興計劃

□：蘇紅女士是北京大學的社會學博士，移民

之前在上海大學社會學

系任副教授，移民到加拿

大後，曾在文化更新研究

中心工作過三年，任研究

員，期間主持多項中加文

化交流項目，對中國的城

市農民工貧困問題做過

專門研究，並全面策劃對

農民工的扶助行動。之後

又到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讀了社會工作的碩士學

位，成為註冊社工師，最

近又接到一個溫哥華市

政府的研究工作，為溫哥

華唐人街的振興改造做

一些研究，這點我覺得很

有興趣。海外華人是一個非常龐大的群體，從清末

開始有華人勞工移民到北美出現，到1949年以後，
香港、台灣的華人陸續移民到北美來，再到大陸改

革開放以後，大量中國大陸移民湧現，這幾類不同

的華人移民，他們文化上有沒有共同點，究竟海外

華人怎麼建立起華人文化，海外華人文化有沒有它

的特性，其發展又是如何，以你的理解，跟我們討

論一下。

■：今天這個對話，與我正在做的一個研究

項目有關。溫哥華市政府在2000年就開始了一個叫

摘 要：華人移居北美生活，從清末民初開始一
直持續到今天，從早期辛苦修建鐵路貢獻移居

國，賺錢養育故鄉親人，到中期默默培養下一代，

融入主流西方社會，再到近期努力吸納西方文

化，分享亞洲價值，創造新海外華人文化，並回

饋中國，報效祖國，幾代北美華人持守著中國文

化精神和愛國魂。唐人街是海外中國文化的一個

重要符號，如何讓這個符號更加貼切地代表中國

文化精神，與時俱進地吸納海外華人共同參與到

建設海外華人文化的事業中來，是一個重要的課

題，也是海外華人的文化使命。

關鍵詞：海外華人；唐人街；中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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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世代代居住在這裏，他們當中很多是低收入者，我們

不希望一個社區的更新改造，是以犧牲這些居民的利益

作為代價。我們在世界各地的社區改造的實例中已經看

見，當樓房煥然一新了，街道燈火通明了，店面招牌璀璨

奪目了，而生於斯長於斯的居民不見了，街巷生活的煙

火氣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供遊人參觀的文化遺址，以

及鱗次櫛比的商店和餐廳。鑒於這種狀況，我在研究工

作中始終在思考，唐人街是海外中華文化的一個符號，

在世界各個大城市中都有唐人街，很多的唐人街都是破

舊不堪，面臨更新改造的問題，那麼，對唐人街的改造，

我們應該保留下來的是什麼東西？我們中國的符號是有

什麼東西？唐人街的靈魂，或者說海外華人的魂，到底

是什麼？

城市的靈魂和風韻

□：當前的城市問題其中之一就是舊城市翻

新，能否保留原本的靈魂和風韻，實際上不只是唐

人街，因為我也做過一些有關城市的

研究，比如北京、上海或者很多中國

歷史上的大城市，在更新重建為現代

化新城市的時候，我們基本上都問同

樣的問題，如何保留它的靈魂。如果

一些大計劃要把一個城市全都更新

了，更新以後城市原有的風韻和精神

性格價值仍存在嗎？每一個城市用什

麼方式來表達原初城中較簡樸的社

群生活，又如何紀念那個地方過去的

歷史，如北京城除了古都文化外，近

代也曾經歷英法聯軍、八國聯軍、日

本的侵略，或者發生過五四運動等

等，這些都深深烙印在民族回憶中，

那麼這些過去重要的文化歷史發展，

你進了城市會記得嗎？還只是弄個牌

子在那些歷史地方，現在那些牌子也

沒有什麼行人注意的了。

90年代有一次去南京，我知道有
一個古城遺跡是孫權時代留下來的

石頭城，在清涼山，是扼守秦淮河與

長江交匯口的軍事要塞，當時一位教

授帶我去，今是一片像山壁連在一起

之古城牆，眼看像峭壁土堆。當時一位平民走過見

我們在向那位置指指點點，問這是什麼，我說這是

孫權的要塞，他驚訝地說，孫權誰都知道，但住在

那裏的人天天走過那個地方，竟不知是跟孫權有

關係的古蹟。

除了歷史，城市的靈魂也應該包括社群，就是

人民生活的社區裏面所擁有的一種倫理的關係，

比如說在北京的四合院，四合院現在變化很大了，

但是你會從現在四合院的布局來理解過去人怎麼

在這個地方生活，從四合院你看到了那個建築的

特性，為什麼圍著一個中間的空地，有一棵樹，這

樣可能不同的人家住在同一個四合院的時候，相

互圍繞，建立一種倫理關愛，類似親人的關係。

三代北美海外華人文化的靈魂

說回唐人街，最早的海外華人來自清末民初，

其文化精神在哪裏？最早華人到北美建設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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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是自己賣身到這邊的，當勞工非常苦，掙點錢

就寄回鄉下家人。他們也不懂外語，聚集在一起就

用自己的語言溝通，雖然大部分是從廣東來，但方

言也不完全一樣。若不是廣州來的廣東人，他們的

粵語也不純正，都是粵語同系統的一些地方方言，

口音各自不同。北美的鐵路，靠大量華工的拼命和

犧牲，才突破洛基山脈的重重高山，這當中有很多

華人的血淚，在北美的歷史上是非常重要的。早期

華人的精神，是刻苦建設外國，賺錢養育故鄉親

人。

華人建完鐵路了就聚居在唐人街，但一直被

主流白人世界所排斥。留在外國定居的華人，從一

戰後到六十年代，則在歧視或半歧視下默默刻苦

工作，在唐人街及附近開間餐館、雜貨店、小工廠

等，養大孩子，進入大學，成為專業人士、大學教

授、理工科學者、商界人才、議會議員等，一代之

後生活環境即改變，擠身西方中上階層。中期的北

美海外華人精神，是默默栽培下一代，融入主流西

方社會，華麗變身。

後期北美華人，是七十年代至今，頭一批是

留學生留在北美，都有高學歷，很多有博士學位，

由於北美的富強和安定，吸納很多中國人頂尖人

才，海外華人都對北美科技和商業作出不少貢獻，

九十年代之後很多華人移民抵達北美，有企業家、

高級行政人員、資深專業工作者、教授學者等。他

們不僅重新適應外國，吸納西方文化價值，投入資

金，分享亞洲成功的技術與方法，建造新海外華人

團體。他們還吸納新文化，分享亞洲價值，創造新

海外華人文化。

北美海外華人的嶺南文化

那麼在這個歷史過程中究竟華人的文化靈魂

是什麼？第一，早期是廣東精神或廣東文化，因大

部份來海外的華人是廣東人，廣東文化是很靈活

自由的，不跟從來自北方的正統禮樂文化，如《漢

書．陸賈傳》記載漢高祖派陸賈出使嶺南，那時南

越王趙佗「椎結箕踞見陸生」，箕踞指兩腳張開，

兩膝微曲地坐著，是一種不拘禮節、傲慢不敬的

坐法。南越王是以輕慢傲視的姿態接見大漢使臣。

可見其不受禮教規限的特色。趙佗本是龍川縣令，

並非蠻夷文化之人，卻是一有政治和文人背景者，

當他在公元前206年以番禺為都建立南越國後，
仍是依中原體制設郡縣和官制，故《漢書》記謂：

「南海尉佗居南方長治之，甚有文理」，可見他是

有文化的。但他又以百越習俗箕踞見陸賈，則可見

嶺南文化雖學效中原，卻又有其自由之風，不隨中

土禮法之結構形式，而在一較自由空間中，吸納中

原文化的同時，又不為禮法框框的控制。這種就是

所謂嶺南精神。

在嶺南文化裏面，比如像陳白沙這樣的思想

家，詩人，具有一種很自由的精神，他提出「自得之

學」，學聖之途，須「見得個不容已處，雖使古無

聖賢為之依歸，我亦住不得，如此方是自得之學」

《陳獻章集．與賀克恭黃門》，可見有無聖賢依

歸不重要，重要在一個湧流的「不容己處」，一個

「住不得」的生命創造，這不是靠任何文化系統，

聖賢典範，卻是生命之不容已的流露。此外，孫中

山、康有為、梁啟超、何啟等廣東精英，都是重視

革新及釋放自由的人。早期海外華入的精神，都有

自由創造精神，同時廣東人又能勤勞刻苦，在陌生

逆境中，建立了最早期的海外華人文化。

義氣和責任感

第二是愛護中華民族的精神，當他們能夠留

在外國，雖然給人看不起，給人欺負，但當他們開

始發奮自強，努力做生意，開始賺錢，富足後仍有

赤熱之心，也求貢獻祖國，所以孫中山革命就得到

許多海外華人捐錢。梁啟超、康有為也曾到海外華

人中籌款，革命派和維新派都得到很多海外華人

的支持。這些海外華人的學問不一定很高，但是

他們保留了某一種中華文化的道德。在中國文化

的道德觀中，他們都非常重視所謂義氣，就是「天

地有正氣」的正氣，這個氣是正直公義的，人依義

氣做人，要對一個朋友、一個群體、自己的祖國要

盡上責任。

第三是八、九十年代從中國、香港、台灣過來

北美的，一般都有學識、專業或企業的財富，以及

留學生留下來的精英，這時已走出廣東文化，海

外華人的構成包括港、台及中國大陸各省移民，是

多元的中華文化。那年代華人學識已高，可融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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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文化，尋求打入西方主流，全力建立海外華入地

位。開始有華人陳卓愉能夠當聯邦部長，還有林思

齊被委任為卑詩省督，地位相當於英女皇在加拿

大卑詩省的代表，是在西方達至最高等次的海外

華人。林思齊很愛中國，也很愛加拿大，當時加拿

大建立多元文化之路，他希望有人能帶來中國的

精神文化，不只是西方人喜歡看的舞獅舞龍，他的

理想是要把中國文化精神價值建造在海外，成為

加拿大多元文化中的一個價值。所以他希望找到

人來加拿大講中國文化，結果他找到我在香港的

一些演講錄音，講從中國文化的儒、道、佛到基督

教的道理，他認為這個中西綜合是很好，我那時是

剛過30的年青學者，在夏威夷大學讀博士，他就通
過我的一個親戚找到我，來電邀請我來加拿大做

研究，付我的生活費，希望能帶來中西文化融合。

一年後我回港在浸會學院任教(如今是浸會大學)，
五年後移民到加拿大，在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屬下

的學術機構維真學院(Regent College)，建立中國
研究部，因我是研究中國哲學的，也研究過神學，

可作到中西合璧。但到加拿大工作四年之後，我發

現在白人為主導的學院工作，並不順利，因為他們

是有一種西方中心的思維，高高在上，開辦中國研

究部，是表示西方人對少數族裔的關注，並不是平

等看華人，也從無興趣與中國文化對話。對華人的

思維、眼界和情懷是有抵制的。所以後來我就自己

創辦了「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得海外華人支持，

自主地做研究，這樣才開始在外國獨立地成立了

一個學術研究機構。那個時候我們有個想法，海外

華人應該反饋中國，就是把在海外以中國文化為

本，吸收西方文化中最優秀的部分，融會更新成新

時代的中國文化，帶回給中國，也以中國文化的價

值回答後現代西方社會產生的許多問題，這個就

變成一個海外華人的文化使命。

讓我簡單地把我理解的海外華人文化的發展

處境梳理一下。現在大批有專業訓練的華人移民

海外，他們講話還是用中文，他們的英語也大致流

利，但是現在的難題在哪裏呢？總是在夾縫當中，

在西方生活，語言、文化、生活方式都不同，適應是

可以，融入不容易，西方人也不一定讓你融入。就以

我們這一代說，不是這邊出生，雖懂英語，這些英

語可以寫論文，但一旦進入生活處境，和西人一起

聊天時，我們對他的俗語，他們的俗文化不熟悉，

他們講笑話，西人大笑一頓，我卻不知道笑什麼，

對他們的明星，他們的多種球賽，他們的網上紅

人、流行文化及電腦遊戲等，這些文化我們華人不

是很熟悉的。我們以為研究了很多西方文化，原來

只懂西方的高層次文明，我會懂那些大思想家如

柏拉圖、康德、海德格爾、胡塞爾，大音樂家如巴

哈、貝多芬、柴可夫斯基，大畫家如米高蘭基羅、

梵高，也熟讀歐美歷史的發展。但一旦進入西方真

實處境，講到某一個明星、球星及流行文化中人，就

只知道最有名幾個了，其他都不太懂。所以我們雖

然可以用英語，但是不是活在西方真實的社會文

化裏面，我的心態還是在中國文化裏面。我記得我

有一個親人，他是外國出生長大，發展也成功，他

回中國去找尋他的根源，結果他發現，當他在西方

時，西方人把他看成是不同的一種人，因為他的樣

子不像西方人；但他來到中國，也融入不了，因為文

化又不一樣。當代的海外華人在這裏怎麼生存，也

是個難題。所以在這些方面，我請你來回應一下。

尋找自我定位

■：梁博士的這個回顧，實際上為我們梳理了幾代

華人的移民歷史了，這個歷史回顧其實始終貫穿著一個

永恒的話題，就是說，當一個人從生於斯長於斯的這

個故鄉連根拔起，遷移到一個陌生的國家的時候，在不

斷適應融入的過程中，他始終要尋根，他要尋找他的自

我定位，我是誰？我為什麼在這裏？這種尋找從兩方面

生發出去，一是向內的，向自己的內心不斷挖掘追究，另

一個是向外的，即通過與外部環境的互動和認知，來找

尋自我定位。這種向外的追尋，可以通過與家人、朋友、

同事的關係，也可以通過更大的社區，來定義自己。唐

人街其實就是這樣一個社區，它既有明確的地域邊界，

也有豐富鮮明的文化符號，在異域城市裏堅守著自己的

特徵，使海外華人在這裏找到身份和文化的認同。這應

該是唐人街的鮮明特徵和文化使命。

但是，我的困惑也在這裏，我應該算是新移民，是

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從中國大陸移民到北美的，在我的

認知裏，或者說是刻板印象吧，就是一說到唐人街，我

認為那是老廣東的天下，唐人街所營造的所謂中國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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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似乎與我身處在中國所感受到和傳承著的中國文

化相距甚遠。唐人街所代表的華人，其實只局限於早期

移民，說著各種南方方言，勤勞又沉默地經營著自己的

小生意，在我的印象中，他們甚至是多多少少有點「苦大

仇深」的，他們當中有人的先輩以勞工的身份來到加拿

大，為加拿大的鐵路運輸做出了血淚的貢獻，但是多年

來始終在加拿大沒有得到認可，幾經努力才終於換得

一聲官方的道歉。這一代的移民除了吃苦耐勞以外，還

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客居的心態，他們把移民海外

看作是打工賺錢的使命，而不是安居樂業的過程，這一

點在下南洋的移民身上表現得更為強烈，加拿大距離

中國山高路遠，來往不容易，但這些老移民，一旦辛苦

賺到錢，總是要衣錦還鄉，為他的家鄉去修個橋、建個

路，自己蓋個漂亮的樓房，以不辱千萬里移民海外的使

命。

移民群體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其實，現在的移民群體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了。

以我這一代移民為例吧，我們被稱為新移民，近三十年

移居海外的華人。新移民有一些特徵是與老華僑不同

的，他們大多在中國受過非常良好的教育，對於技術移

民而言，他們在中國已經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做到了職業

精英，因為根據加拿大技術移民的吸納標準，只有在職

業測評的項目上拿到高分，才有資格移民。對於商業移

民來說，只有具備了相當的財富積累才有條件移民，這

也從一定角度反映出這群人

是事業成功人士。而且英語

也有要求，雖然等級不同。這

些新移民雖然也經歷了安居

的艱難，失業、轉行的折磨，

文化衝突帶來的不適等等，

但基於他們的教育背景，專

業素養，有很多人已經很好

地融入到主流世界中。在今

天的加拿大，無論在金融行

業，還是房地產業，醫療衛

生，工程建設，資訊科技，教

育，科研等領域，處處都能

看到華人新移民的面孔，而

且成績斐然，成為華人移民

的楷模和驕傲。

而且新移民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他們已經脫離了

那個早期移民所謂「苦大仇深」的那種刻板印象，移民

的過程當然艱苦，但是也都是個人自願做出的決定，對

於在新居地的適應過程，都有一定的預期和心理準備。

他們當中許多人努力試圖融入主流社會，而不是自我封

閉在一個固定的小圈子裏，他們更願意用自己的知識和

能力來為加拿大，我們現在身處的這個社會做貢獻。所

以剛才梁博士說，我們這一代移民可能是生活在夾縫當

中的一代人，但是我更願意看到這種境況的另外一面，

更積極的一面。我倒認為我們這一代新移民，是跨越在

兩個國家、兩種文化、兩種制度之上的一群人，我更願

意把我們自己定位為一個世界人，我們在中國獲得了正

規的教育，而且取得了很好的職業成就，移民海外是想

更加開闊眼界，瞭解世界，因此我們有能力理解和比較

中國與移居國不一樣的社會制度，人文價值，我們熱愛

自己的祖國，同時也欣賞移居國比中國更加優越和完善

的部分，我們自由行走在兩個國家之間，努力吸收兩個

國家優越的部分，中學西用，洋為中用。當然這個過程不

容易，也不是每個新移民都有這個能力，但這是趨勢，

也應該是新移民的另外一個特點。

回到唐人街的話題，我感覺唐人街展現的是海外

華人的歷史，歷史當然重要，當然要紀念，但它更需要

與時俱進，包容進新移民的理念和形象，這樣才有可能

吸引像我這樣的華人新移民，甚至吸引那些土生土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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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移民的後代。唐人街如何改變暮氣沉沉的氣氛，將

地域更廣闊的華人文化，以及更年輕的移民文化嵌入

到更新改造當中去，這應是所謂振興唐人街的題中之

義。

還是回到那個觀點，唐人街的改建不只是物理層

面上的工作，更重要的是發掘和保留海外華人的靈魂。

溫哥華有一個日本文化中心，它不單有日本移民史，有

日本移民在二戰時期被殘酷對待的創傷歷史，它更加

融入了現代日本文化的精髓，比如食品節展現日本食文

化，慶祝各類日本特有的節日，因此它就能夠吸引很多

年輕的日本人去參加活動。那我就想，唐人街的改建，

能不能吸引到像我女兒那樣的中國移民的二代，可以有

興趣去瞭解和參與其中，尋找到具有中國意味的，蘊含

中國靈魂的內容，這是決策者和策劃者應該考慮的一

個問題。又比如，華人新移民在當地也參與一些社團活

動，比如校友會，同鄉會，以華人為主的職業協會，以及

以華人為主的宗教組織，這些新移民組織的社團活躍

在大溫地區，但很少落腳在唐人街，這也使得唐人街與

華人新移民之間缺乏緊密的聯繫紐帶，新移民無法從

唐人街得到文化滋養，唐人街也不能從新移民哪裏獲得

新鮮的活力。

三代華人的共同性

□：有關這個共同性在哪裏，你也講過這個

思考，我們跟上一代華人共同性在哪裏，跟下一代

的共同性在哪裏，這是中國人的靈魂在哪裏的問

題。我發現老華僑，或者在唐人街的那一批華人，

他們對中華大地有一種很深的情感，他們大多都

不是知識分子，而是商人，有些是成功的商人，從

某個角度來說，他們非常愛國，願意為中國犧牲，

這就是為什麼孫中山過來可以感動那麼多華僑支

持他。我們這一代華人移民同他們有同一種情，這

是對於中華大地以及中國歷史文化的情，是共通

的。

香港移民從飄忽浮動到融通中西

不過有些從香港來的移民並不完全一樣，因

為香港來的人有不少不懂中國歷史文化的，它經

過西方的英國殖民地教育的洗禮了，那就變成是

有一點飄忽浮動無根，所以這一群人我覺得是挺

苦的，因為他沒有真正的認同，他既不完全認同

北美，但也不完全認同中國，那麼就變成無根的靈

魂。

但是也有好些北美港人和我的想法相似，拒

絕飄浮，家在西方，文化上歸根中國，吸納西方價

值，尋求中西文化融通。最近有外國學者訪問我，

他說你土生土長在香港，怎麼你還是那麼認同自

己是中國人，我說因為我是從歷史文化決定我是

中國人，我香港出生，香港英式教育是沒有中國文

化的特殊栽培的，但我是自己體悟和追求的。我

十三歲開始看中國的老子、莊子，之後讀孔子、孟

子，及宋明文化的傳承，也讀近現代史，明白我們

民族處在一個艱困的年代，我感悟到我們祖先思

想和智慧的偉大，我是繼承這中國精神道統而來

的孩子，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但是要認同那個年代

的中國，即文革時代的中國，是不容易的，直到改

革開放以後，我回中國看到中國人民艱苦奮鬥拼

搏出的成果，我就對中國本土，包括它數十年整個

發展歷史都認同了，我將具體的中國跟理論上的中

國融合在了一起，我就覺得自己是堂堂正正的中國

人，直到現在。

中華情成為幾代華人的共同性

這種中華情成為我們與上一代，甚至前幾代

華人的共同性。這種情延續到我的後代，我的兒女

因為受到我的影響，他們對中華文化和歷史有瞭

解，他們都到中國去農村扶貧，他們與我有同樣

的中國情。我兒子既能講普通話，又能講流利的英

語，他對中國社會文化有很多的投入和意見，他在

中國時就像一個大陸的青年人，但一旦回到加拿

大，戴上一頂冰球隊的運動帽，就馬上變回加拿

大人，熱衷冰球，愛吃西餐，所以他對兩個國家都

有很深的情感。至於孫子女一代，對中國情還有多

少，就很難說了。

當然中華文化也在變化，也處在大轉型當中，

從古代儒道思想，或者詩詞歌賦，或者是國畫藝術

等等，也在不斷尋求新的突破，試圖成為一個全

球的品牌，這種發展賦予了中國文化某一種新的

精神，使得將來中西方文化具有更加融合的可能

性，彼此之間的互相理解和交流應該會更深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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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吸收西方科學技術已經很成功，對西方工具理

性的行政運作也吸收了其重程序的精神，中國人

在全球辦事交往，須很用心去守國際的共同規矩，

使中西方合作更加流暢，否則很易受到西方敵對

者的惡意攻擊。當然西方也要謙卑下來，不要自命

高人一等，努力理解中國的思維方式，理解中國的

宇宙觀，中國人講的道、天理、太極、太和、精氣、

心性等理念，跟西方的上帝、太初之道、聖靈、靈

性、靈魂等有什麼相通的地方。以開放心靈互相欣

賞，中西文化才可互不排斥，有可能融合出一些更

好的理論。

海外華人教會的中國文化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就是教會在海外華

人中是有很大作用的。中國的教會型態跟西方教

會不一樣，但是中國人到海外後很多人參加團契，

團契也是一種社群，是一種靈性的關係，靈性的

相通交匯。中國人來到外國，發現教會是同心同氣

的，而且華人教會也會舉辦具有中華文化性質的活

動，比如中秋節、清明節等。所以很有意思的是，

基督教中國化，可以說最早在海外華人教會就開

始有了，而且華人教會中還教孩童學中文，所以基

督教跟中國文化結合，在海外環境也有它的特別

的發展，這個還沒有人好好研究過。中國化的教會

已經在海外形成，中國也希望在中國本土的基督

教能夠中國化，即它能夠生根在中國，對中國社會

有貢獻，對文化能夠有傳承，這是我理解的基督教

中國化的意義。這一點海外華人可以發揮某一種

很好的作用，因為他一方面瞭解了西方，另一方面

還保留了很多中國文化的底蘊。所以未來的中華

文化在海外的發展，這些方面也值得注意，應該也

多點研究。

華人的中國情

■：梁博士這個觀點特別好，也印證了我在這個

方面的思考。說到海外幾代華人的共同性，就是中國

情。從大陸過來的移民，對於祖國五千年的傳統文化的

那種自豪感是與生俱來的，也是發自內心的，更是無法

改變的。這是我們的根，是內在的力量。那麼從外在的

因素來講，我舉個簡單的例子，在這次疫情期間，中國

人在海外受到了很大的衝擊，因為疫情開始時，只有中

國人戴口罩，戴口罩對我們國人來講是一個很正常很自

然的事情，但是沒想到，在加拿大的文化裏，只有病人

才會戴口罩，所以他們一看到中國人戴口罩，就立刻攻

擊，指責說你既然生病了，為什麼還要出來傳播病菌，

這種對不同文化的誤解，使海外華人遭到深切的傷害。

而隨著疫情的蔓延，加拿大衛生部門漸漸開始建議大

家出門戴口罩，直至在許多公共場所，戴口罩變成強制

命令，而此時他們早就忘記了當初對華人的誤解和歧

視，連一句道歉都沒有。我用這個例子是想說明，從外

在因素來講，在特定的場合，如這場疫情，不管你承不

承認你是中國人，別人就把你當成是中國人，你的黃皮

膚就代表了你的祖國，你不能改變什麼。所以無論從內

在還是從外在來講，無論從被動也好還是主動也好，

這個中國情在我們海外華人身上體現得非常清楚。

正向的影響力

再說到中國文化，梁博士剛才也提到了，目前中國

文化其實本身也是處在一個劇烈的轉型時期，在中國本

土，這種劇烈的轉變導致出現了很多的社會問題，我們

稱它為文化危機或是信仰危機。其實這種轉型時期的文

化的衝撞也好，衝突也好，在海外的華人移民身上也能

體現得出來，海外的華人圈裏也在深切地體驗這一種

文化和價值觀的撕裂狀態，一種話不投機半句多的內

在緊張，這是一個我從未體驗過的文化巨變的時代。在

這樣的一個時代中，我始終在思考海外華人可以起到什

麼樣的正向影響力。國人當中那種非左即右，非黑即白

的武斷的評判標準，以及所謂的戰狼式外交，反映出當

中國面臨巨大的外界壓力時，還沒有學會如何以對方可

以接受和理解的方式去跟別人講理，即如何以一種理

性的、和平的方式與世界溝通和交流。那麼海外華人在

這個困境之中，是應該而且能夠成為一個橋梁，成為一

個和平的使者，成為一個連接中國和西方社會的粘合

劑。在我們身上，既有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我們在海

外的經歷，使我們對海外的文化制度、社會制度也有很

深的瞭解。因此海外華人的言行，在西方國家就代表了

中國人的形象。我們華人到底要以一個怎樣的立體、豐

滿和正面的形象，來改變西方多年來對中國人充滿片面

化、貶低化，甚至妖魔化的形象，這是我們海外華人的

社會責任。我個人深深感到了這份責任的重大，在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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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環境裏，一起共事的是來自世界各個國家的人，在

上百個員工中，華人只佔很小的比例。當我與其他員工

打交道時，在他們眼中我就代表中國人，我的一舉一動

都會影響他們對中國人的看法，所以我們常說，來到外

國，反而更加愛自己的祖國。

偏見源於不理解中國歷史文化

□：我的兒子在外國長大，他曾說在中學時告

訴外國同學他是信基督教的，這外國同學很驚訝，

說中國人不是都信佛教嗎，你是不是違背了你中

國人的傳統？這顯明西方人對中國很多定型的觀

點，他們不瞭解，中國有很多其他宗教，儒家、道

教、基督教、伊斯蘭教都有，外國人理解中國，常

常靠電影，而一般西方電影只片面地表達中國，甚

至中國電影本身，近期的一般都沒有早期中國電

影那麼具有中國味，很多有大場面，高科技用得很

好，但卻丟失了真正的中國文化的味道，也常把中

國的歷史和文學作品改得面目全非。當前大家只

看到現在中國的經濟成功，卻未注意到中國自古

以來的智慧和文化，這是對中國認知的嚴重缺失。

其實要理解中國儒、道、易等思維特性，建立了一

種感通及和諧的世界觀，相信人性有仁愛價值，使

人與人、人與宇宙萬物可以互相共融，使中國延續

了幾千年。

中國從明代到今天的實踐哲學

進一步須了解，古代中國文化的智慧跟現在

中國有何傳承關係。我最近在研究從王陽明有關

「行」的實踐思想，發展到明末劉蕺山的慎獨實踐

修養工夫，到清初王船山，將實踐轉向解釋歷史的

大勢，歷史的理由勢所形成，到孫中山發展為知難

行易的革命思想，再到毛澤東，提出實踐論，認為

「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

和發展真理」，這是從王陽明的知行實踐哲學發展

到現代，成為革命實踐哲學的路向。由此可找出中

國共產黨的根源，仍是和中國文化有關聯。從毛澤

東的實踐論再影響到鄧小平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

唯一標準，到現在的中國政治社會實踐，是回到易

學的實踐，重整體的和諧與平衡，仍是實踐為本

的一種思維方式。當前中國發展的成功，這也是與

中國精神文化相關的，當前學者須作有深度的研

究。

文化更新作為中加文化之間的使者也有二十

多年，早期很成功，一直以來加拿大與中國的關係

好，但近年來興起西方對中國的排斥和懼怕，使得

我們海外中國人也陷入一種尷尬的境地。中國與

西方之間的誤解還是非常深的，在西方政府幕僚

中對中國一些根深蒂固的偏見，源於對中國歷史

文化缺乏理解。海外華人應該可以發揮一些作用，

特別是我們成熟的一代海外華人，要擔當一個中

西溝通的責任。

西方對中國的誤解

■：梁博士講到西方國家對中國的誤解，我是來

到西方國家之後，從日常生活的切身的體會中，深深地

體驗到的。比如說，一到中國新年，外國政要們都穿起

一身改良的中式馬褂旗袍，到處拱手作揖，還用粵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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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恭喜發財，其實這就是西方人對中國的刻板印象，他

們的中國就是幾十年前甚至百年前的廣東香港的中國。

而我這個來自上海，出生在中國北方的大陸移民，卻從

來不是用這種方式過新年的，他表達的那種中國文化，

說實話，並不是我熟悉的中國文化，至少不是廣大中國

北方地區的中國文化。再說食文化，老外到中餐館，總

是非常自信地點一道酸甜咕嚕肉，以為他吃到了地道中

國菜，每到這時，我就感慨他們對中國的瞭解有多淺，

誤解有多深。因此作為一個海外華人，當我們體會越深

時，就覺得越有責任去溝通，讓他們瞭解一個真正的中

國，瞭解更全面的中國文化是什麼。如果說老一輩的移

民，因為語言不通，經濟困窘，他們含辛茹苦，拼命勞

作，養家糊口，那我們現在的新移民，我們的期望值遠

遠不止這些，我們希望能夠作為一個使者，連接中國和

西方，削減誤解，增加理解，能夠把我們在西方社會學

到的正面積極的東西介紹到中國去，將我們中國的好東

西展現給西方。

中國人對海外中國移民的看法

最後我還有一點想說的，就是中國政府和中國的

民眾，對於中國移民的看法也是蠻複雜的，總有人認為

國家培養了你，你卻跑去給人家做事情，貢獻你的腦力，

這是一種背叛。有些人移民時會遭到工作單位的各種

攔卡和限制。在今天的全球化時代，走出去請進來應該

成為一個國家發展的必要條件，閉關鎖國是要被世界

淘汰的。隨著中國在世界上的國力地位不斷上升，中國

政府應該有更大的自信，相信國民對自己國家和民族的

感情，無論走到哪裏，都不會忘記自己的根，不會拋棄中

國情。

別人歧視因你看不起自己的國家

□：對，我也發現，有一些知識分子，在中國

的時候對國家都有很多批評意見，可是出國之後

卻變得很愛國，因為當他在外國受到歧視時才明

白，別人看不起你，是因為你自己看不起自己，看不

起自己的國家，當明白了這一點，就會改變過去的

負面立場，在外人面前為中國辯護，要把真實的中

國告訴他們。海外華人當然也知道中國有很多發

展不足的地方，但在海外痛罵中國是毫無意義的，

反而應盡所有能力去參與中國深化改革的艱苦進

程，帶入正能量。首先須了解中國民族文化的正面

價值，及明白中國過去從一窮二白，發展每進一步

都很困難才達到。海外華人由於可在海外參照先

進國家的各種技術，及掌握他們處理社會難題的

方法，回國通過文化交流、關愛弱勢處境、投資發

展落後地區、引進先進技術和資金等，參與這艱巨

發展的過程，幫助中國走向成為先進富強國家之

路，並在期間了解中國在體制上未發展好，或經驗

不足，面對很多需改進的，思考如何尊重其現有體

制下，按實際處境去推行改革，再通過各種渠道去

提出改進建議。中國仍在不斷發展變形中，海外華

人仍可作出建樹，中國有開明官員和知識分子，也

有保守官員和知識分子，只有各方面不斷地互動，

中國才能在平衡中發展。

O v e r s e a C h i n e s e C u l t u r e a t  t h e 
Confluence of China and West

Su Hong (Peking University, Registered Social 
Worker in Canada)

Leung In-sing (Editor-in-Chief. Cultural China)
Abstract:Chinese immigrants have lived in 

North America since the end of the Qing era and the 
nascent Nationalist period. During their earlier phase 
of life as tough indentured railroad-building laborers, 
they remitted their earnings constantly to kinsfolks 
back home. In time, they quietly raised up their next 
generation that could integrate into mainstream Western 
society. Further on, combining the assimilated Western 
cultural values with their traditional Asian values, they 
forged a new oversea Chinese culture, incumbent as 
restitution and dutiful discharge to the motherland. 
The North American Chinese patriotic soul cherishes 
this Chinese cultural spirit. An outstanding symbol of 
oversea Chinese culture is the Chinatown. A question 
arises on how to enliven this representative symbol of 
Chinese cultural spirit to keep up with the times, to 
inspire oversea Chinese joint participation to construct 
the oversea Chinese culture. This is truly a cultural 
mission for all oversea Chinese.

Key words:Oversea Chinese, Chinatown, 
Chinese 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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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t reya），被認為是釋迦牟尼佛的繼任者，因而
常被尊稱為彌勒佛，而且還被唯識學派奉為鼻祖，

然而我們今天在寺院裏看到的「大肚能容，笑口常

開」的彌勒佛並不是印度原本的彌勒佛，而是中國

化了的彌勒佛，其原型乃

是唐末五代時期的寧波僧

人契此（？-916，亦稱布袋
和尚）。契此「雖是佛門禪

僧，可長期生活民間，他心

寬體胖，大肚常坦，身負

布袋，心繫百姓，走街串

巷，訪貧問苦，救苦救難，

想民所想，無所不能，因

此，他在浙江一帶產生極

大地影響，在人們的心目

中，他就是菩薩，就是彌

勒，不管誰有什麼困難都

願意向他訴說，他成為人

們崇拜偶像和心中的希

望」，從而被視為是彌勒

菩薩的化身，「今天我們

所信仰和供奉的彌勒菩

薩，就是我們中國的契此

禪僧，即布袋和尚。」「中

國奉化布袋和尚是印度彌勒的化身，布袋和尚是

著名的中國化、國際化、平民化的彌勒佛」。[3]中國

以這種「布袋彌勒信仰」為核心的「彌勒文化是佛

教文化的主要內容，但彌勒文化不但來源於印度，

也來源於我國民間，因此，民間佛教中的彌勒文化

具有大眾化、通俗化、實用化等特點，是廣大群眾

所言法者，謂眾生心
—佛教中國化的佛學依據

■ 陳  堅

山東大學佛教研究中心

經典詮釋

一、佛教中國化現象素描

在中國文化史上，佛教中國化無論從哪個角

度看都是相當成功的。佛教在中國兩千多年的發

展，其結果就是印度佛教

被整個地翻轉成了中國

佛教，舉個例子來說吧，

比如印度佛教一般而言

還是「社區佛教」，佛教

寺院（或精舍）坐落在居

民區內或離居民區不遠

的地方以便於教化的進

行，但是佛教在傳入中國

後便漸漸地山林化了，哪

兒山遠林深就往哪兒建

寺院，以至於「天下名山

僧佔多」，弄得中國佛教

的主流最終變成了「山林

佛教」 [1]，而且這種「山

林佛教」的合理性還被唐

代書法家李邕（678-747）
在《東林寺碑》中從中國

文化的角度作了論證，

曰：

「古者將有聖賢，必應山岳：尼丘啟於夫子，鷲嶺

保於釋迦，衡阜之托恩，天台之棲顗，豈徒然也？」[2]

佛教傳入中國後，不但佛教寺院的位置移了

（當然隨之而來的還有佛教寺院的性質、結構、功

能等也都變了），而且佛教人物的形象也變了，比

如作為印度佛教八大菩薩之一的彌勒菩薩（梵文

摘  要：佛教自印度傳入中國後被成功地中國化

了，這具體表現在佛教寺院的中國化、諸佛菩薩

的中國化以及佛教思想的中國化等多個方面，有

目共睹。關於佛教中國化的原因，坊間有兩說，一

是「儒家包容」說，即中國的儒家文化有著博大的

包容性，容得下外來的佛教在中國大地生長發育；

二是「入鄉隨俗」說，即外來的佛教為了能夠在中

國生存下來，不惜主動改變自己以迎合中國文化的

需要。實際上，佛教中國化的根本動力還在於大

乘佛教一切以眾生為中心的思想，這一思想在《大

乘起信論》中表現為「所言佛法者，謂眾生心」，而

在《法華經》中則表現為以「眾生心」為導向的方

便教化原則。

關鍵詞：佛教中國化；儒家；《大乘起信論》；眾

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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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聞樂見的文化，這種文化的形成是經歷逐步演

變和逐步完善的過程，最終形成中國特色的彌勒

佛，中國的彌勒佛就有了中國的彌勒文化。」[4]「在

中國民間，彌勒是家喻戶曉並為民眾所敬奉的菩

薩，也是集大慈與大悲精神為一身的菩薩。彌勒信

仰，在華夏也是最早、最本土化的佛教信仰之一」
[5]，其所信仰的彌勒菩薩就是中國化的布袋彌勒。

「布袋彌勒信仰」乃是佛教中國化的典型寫照，是

佛教中國化已經完成的眾多標誌性成果之一。當

然，「佛教的中國化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由於

中國傳統文化內涵豐富而廣博，而佛教本身也是

一個由眾多要素構成的複雜體系，既有宗教的信

仰，又有思辨的哲學，還有相應的禮儀制度、僧伽

組織、宗教倫理和修行方法等等，因此，佛教的中

國化呈現出了極其錯綜複雜的情況，存在各種不

同的途徑和方法。它不僅表現在宗教信仰、神學理

論等方面，而且還表現在禮儀制度、組織形式和修

行實踐等許多方面。例如中國佛教改變印度佛教

托缽化緣的乞食制度而把中國封建社會自給自足

的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結合到自己的

修行生活中來，提倡『農禪並重』；隋唐佛教各宗

派模仿世俗封建宗法制度，建立了各自的傳法世系

以維護自己的宗教勢力和寺院經濟財產，等等。對

於佛教中國化的途徑和方式而言，我們還可以從

佛典的翻譯、注疏和佛教經論的講習等不同的方

面來理解。……我們認為，如果從思想理論的層面
上看，漢地佛教的中國化大致可以概括為佛教的

方術靈神化、儒學化和老莊玄學化等三個方面。」
[6]正像有學者說中國人因為「敢想敢說敢幹，觀世

音便有了一個中國版本的傳奇」[7]，中國人在佛教

中國化的問題上確實是夠「敢想敢說敢幹」的，而

且正是藉著這種「敢想敢說敢幹」的精神才創造

出了包括中國版觀世音在內的各種各樣中國化佛

教的表現形式。

在中國化佛教或佛教中國化的諸種表現形式

中，佛教思想的中國化是最為深刻的佛教中國化。

概括起來，佛教思想的中國化，一是表現在隋唐以

後成立的天台宗、華嚴宗、禪宗等中國化佛教宗派

上，二是表現在所謂的「偽經」上。前者比如天台宗

的創始人智顗（538-597）通過在天台山的十年探

索，終於突破印度佛教的桎梏，「說已心中所行法

門」[8]，創立了一種基於「止觀」修行的佛學理論

體系，這就是我們今天所知道的中國佛教史上第

一個中國化佛教宗派天台宗的思想。中國化的佛

教宗派，其特色誠如明海法師以其所屬的禪宗為

例所說的：「我們知道，佛教淵源於印度，後來才

傳到中國，傳到中國以後，有一個中國化的過程，

就是在漫長的歷史中，經過無數高僧大德的學習、

身體力行、實修實證，使佛教和中國的國情、中國

的語言文字融為一體，所以，漢傳佛教的佛學不同

於印度佛學，它有自己的特點。立足於禪宗來說，

就是非常重視體驗。禪宗大德們用中國本土語言

所講的開示，都是來自於他們的實修實證，其語言

是純中國化的，而從印度傳到中國來的佛學著作，

多是翻譯過來的，不易找到那麼直接、親切的修行

指導，這並不是說印度佛學不如中國，恰恰是因為

語言文字的隔閡、文化的差異造成的，而古代的大

德們從自已的實修實證出發，用了我們中國本土最

親切的語言，告訴我們修行的道理，所以這一份遺

產是非常珍貴的。」[9]至於「偽經」，早在隋唐之前

就有了。「偽經」顧名思義乃是相對於「真經」而言

的。「真經」指的是從印度和西域翻譯過來的佛教

經典，而「偽經」則是中國人仿照著印度佛教經典

而自己創作的中國佛教經典，這些經典要麼以佛

教的方式來表達中國本土的思想文化，比如宣揚

儒家孝道思想的《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要麼是

以中國本土的思想方式來言說佛教教理，如宣揚

「真如緣起」說、宣揚「眾生心」之能「一心開二

門」的《大乘起信論》，「吸收了許多中國道家和

儒家的思想，其中『眾生心』，似乎是《老子》中所

講的『道』或《易經》中所講的『太極』，而『一心

二門』，『有如太極生兩儀的含義』。」[10]總之，無

論是中國佛教的宗派思想抑或是為數相當可觀的

「偽經」都旨在將中國本土的思想觀念和方法納

入佛教體系，變成佛教的一部分。

縱觀中國佛教史其實就是一部佛教中國化

史。佛教中國化是中國佛教史上的一個明顯事實，

「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在已經形成悠久而優秀文化

傳統的國度扎根，必須適應這裏的思想、文化土

壤。從其傳入的那一天起，就進入了『中國化』過



經
典
詮
釋

陳 

堅
：
所
言
法
者
，
謂
眾
生
心

１５

程，逐漸建設起自成體系、具有民族特點的中國佛

教。中國佛教文化伴隨著中國佛教的建設和演變

而不斷發展和充實，已經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重

要構成部分。」[11]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荷蘭萊頓大

學教授、漢學家許理和（Erik Zürcher, 1928-2008）
才說「佛教征服中國」（Budd h is t Conquest of 
China），1959年許理和以論文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獲得博士學位，該論文於當年出版後久享
盛譽，其中譯本《佛教征服中國》也已面世（江蘇

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版）。許理和的《佛教征服
中國》乃是我們瞭解佛教中國化的一個窗口文本，

而他用「佛教征服中國」這一富有衝擊力的說法無

非是想說明佛教中國化之徹底。

二、佛教中國化何以可能？

作為一個文化史或佛教史事實，佛教中國化

乃是有目共睹的。所謂佛教中國化，「是指印度佛

教傳入中國以後，為了適應中國社會與文化的需要

而不斷地調整乃至改變自己，在與中國社會政治、

經濟和文化的相適應過程中最終演變發展成為具

有中國特色的、表現出中華民族傳統精神風貌與

特徵的『中國佛教』。」 [12]那麼佛教何以會中國

化？佛教中國化又是如何實現的？對於這個「佛教

中國化何以可能」的問題，一般的答案不外乎從以

下兩個方面來申述：一是「儒家包容」說，即中國

的儒家文化有著博大的包容性，容得下外來的佛

教在中國大地生長發育；二是「入鄉隨俗」說，即

外來的佛教為了能夠在中國生存下來，不惜主動

改變自己以迎合中國文化的需要。乍一看，這兩個

觀點都不無道理，但細究起來卻又都不夠圓滿。

先看「儒家包容」說。從理論上講，儒家確實有很

大的包容性，《論語·學而》中曰：「有朋自遠方來，
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這句千

古傳誦的名言無疑對儒家的包容性作了最為生動

形象的注腳；又《論語·子路》中曰：「君子和而不
同，小人同而不和。」這裏的「和而不同」簡直就可

以看作是在給儒家的包容性下的定義，即「和諧而

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衝突；和諧以共生

共存，不同以相輔相成」[13]，然而，在現實中，被

董仲舒（前179-前104）「獨尊儒術」以後的儒家是

不是還有包容性那就另當別論了。如果儒家的包

容性是一種實存的形態，中國古代何以會綿綿不

絕地產生以儒家為意識形態的專制政治體制？退

一步講，即使儒家在對待佛教時體現了包容性，但

是它如此偏激地排斥同樣是外來的基督教，你能

說儒家對待佛教的那種包容是真正的包容嗎？有

選擇的包容並不能算是真正的包容！要知道，真正

的包容是不作取捨的。儒家的包容因為是有取捨

有選擇的包容，所以它在面對佛教時，雖然總體

上是接受的，但隔三差五也會反佛排佛，並且造就

了歷史上儒家陣營中像韓愈（768-824）、李覯
（1009-1059）、王夫之（1619-1692）、顏元（1635-
1704）等人那樣的反佛急先鋒，比如韓愈在《原
道》中主張對佛教實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

居」，王夫之在《〈周易〉內傳》中指斥佛教「執天

地之體以為心，……異端之愚，莫甚於此」，李覯

在《富國策》中將「釋老」即和尚和道士列為社會

之「冗者」（也就是多餘的人）而欲驅趕之而後快
[14]，而顏元則更是在《存人編》中像潑婦罵街那樣

地對佛教破口大罵。[15]總之，儒家對佛教的寬容始

終是有限度有條件的，亦即儒家對佛教也還有著

不寬容的一面，可以說，儒家對佛教的這種不寬

容，自從漢代佛教傳入中國開始就程度不同地存

在著，沒有斷絕過，直到今天都還餘韻猶存，因

此，說佛教能夠中國化即在中國成功地落地生根

並開花結果實現從印度佛教向中國佛教的華麗轉

身是由於儒家文化的包容，這種觀點並不十分周

全。

與「儒家包容」說不能有效地解釋佛教中國

化一樣，「入鄉隨俗」說也差強人意。佛教在儒家

並不十分寬容的文化環境中確實是「入鄉」了，但

卻並沒有完全「隨俗」—佛教的「隨俗」也像儒家
的「包容」一樣是有限度的（佛教的「隨俗」和儒

家的「包容」是一個事情的兩個方面），也就是說，

佛教並沒有像許多人所想像的那樣無條件地放棄

自己本位的東西而曲意迎合儒家文化，該堅持的

還是堅持住了並將之發揚光大，慧遠（334-416）的
《沙門不敬王者論》和《沙門袒服論》堅決維護佛

教禮節的純粹性而使之不混同儒家的規矩；僧肇

（384-414）的《肇論》破斥「六家七宗」對佛教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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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思想的曲解和誤解，「以『非有非無』的哲學思

辨，比較完整而準確地闡發了般若性空學說，……

為佛學結束對傳統思想的依附而走上相對獨立發

展的道路作出了重要貢獻」[16]；與僧肇差不多同

時代的竺道生（355-434）為了堅持大乘佛教「一切
眾生皆有佛性」的觀念而忍受被逐出僧團的恥辱，

至於他所認同的大乘佛教「頓悟成佛」和「善不受

報」思想更不與儒家思想同調；隋唐時期成立的各

大佛教宗派雖然在教義上有許多不同於印度佛教

的地方，但卻自始至終圍繞著作為印度佛教根本

目的的「解脫」而展開言說；就是在入宋以後中國

佛教大談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歲月裏，佛教徒們也

沒有隨便放棄佛教的立場，反而在儒佛道三教的

比較中更加推崇佛教並以佛教為平台來融合三

教，從而進一步突出佛教在三教中的主體地位。不

過，最能說明佛教「入鄉」而沒有「隨俗」的是，在

中國佛教史上，有許多高僧大德開始時都是忠實

的儒生，後來接觸佛教後都為佛教所折服而棄儒

入佛，甚至對儒學不屑一顧，如剛才提到的慧遠，

「十二歲，從舅令狐氏，遊學許、洛，博通六經，尤

通周易、莊、老之書。二十一歲，欲渡江，與范宣子

俱隱。值中原兵戈塞路，聞道安法師居太行山，遂

與弟慧持俱投之，聽講《般若經》，豁然大悟，嘆

曰：『儒道九流，皆糠秕耳！』與弟投簪落髮，常以

大法為己任。」[17]又如丹霞天然禪師（739-824），
「本習儒業，將入長安應舉，方宿於逆旅，忽夢白

光滿室，占者曰：『解空之祥也。』偶禪者問曰：『仁

者何往？』曰：『選官去。』禪者曰：『選官何如選

佛？』曰：『選佛當往何所？』禪者曰：『今江西馬大

師出世，是選佛之場。仁者可往。』遂直造江西」
[18]，放棄科舉儒業當和尚去了。一直到近代，這樣

由儒入佛的僧人也還不少，比如太虛大師（1890-
1947）就曾在《蓮宗十三祖印光大師塔銘》中說，
印光大師（1861-1941）「本由儒入佛，歷遊禪、教而
歸於淨業。適儒士被棄於民初歐化之際，故清季以

來，曾讀儒書而被導入淨土法門者獨多也。」[19]—
這些棄儒入佛、由儒入佛的僧案無不在向我們很

有說服力地表明，佛教在傳入中國後，透過這個隊

伍頗為龐大的棄儒入佛、由儒入佛的僧人群體而

保持住了佛教的風骨，使得佛教不至於過分「隨

俗」而被儒學所同化，這就意味著「入鄉隨俗」說

同樣也不能完全解釋佛教何以能中國化。

既然坊間所常提到的「儒家包容」說和「入鄉

隨俗」說都不足以圓滿地回答佛教中國化何以可

能這個只要談中國佛教就迴避不了的問題，那麼

問題的答案究竟在哪裏呢？還是讓我們回到大乘

佛教吧。我們都知道，大乘佛教千經萬論，汗牛充

棟，大乘佛法無量無邊，甚深廣大，佛教中國化實

乃大乘佛法內在邏輯在中國的一種外化和展現，

那麼究竟什麼是大乘佛法呢？從其內容容量上來

衡量，大乘佛法有三個尺度，一是「小尺度的大乘

佛法」，系指印度佛教最初相對於小乘佛法的大乘

佛法，這是狹義的或純粹的大乘佛法；二是「中尺

度的大乘佛法」，系指按照《法華經》的思想，把

小乘佛法作為大乘佛法之「方便」的包含了小乘佛

法的大乘佛法；三是「大尺度的大乘佛法」，系指

在中國佛教中將儒家和道家等中國本土思想（被

稱為「人天乘」）也作為大乘佛法之「方便」的包含

了儒家和道家等中國本土思想的大乘佛法，也就

是包含了所謂「外學」或「世間法」的大乘佛法，這

是最廣泛意義上的大乘佛法。就中國佛教最廣泛

意義上的大乘佛法亦即「大尺度的大乘佛法」而

言，大、小、顯、密、性、相、禪、教、律、淨、內、外、

世間、出世間，大乘佛法的內容非常龐雜，彼此之

間甚至還互相矛盾，乍一看似乎難以一概而論給

其下個定義，即使是中國佛教史上的理論上較為

嚴密的種種「判教」學說，比如天台宗的「五時八

教」判和華嚴宗的「五教」判，充其量也只是對「中

尺度的大乘佛法」作了個分類，還不曾達於關乎

中國佛教實質的「大尺度的大乘佛法」，更沒有對

「大尺度的大乘佛法」下個定義，不過，不要急，這

個足以為佛教中國化奠定堅實理論基礎或足以圓

滿解釋佛教何以能中國化的定義—一個準確的定
義就是一個濃縮的理論精華—倒是在《大乘起信
論》的不經意敘述中就給出了。

三、《大乘起信論》：「所言法

者，謂眾生心」

《大乘起信論》雖然標明「馬鳴菩薩造，真諦

三藏譯」，但學界有人認為《大乘起信論》是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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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自己造的「偽經」，並非譯自印度佛典。這裏我

不想糾纏於在現代學術史上已經爭論了近百年而

且再爭論下去也不可能有什麼結果的《大乘起信

論》的真偽問題，而是本著「英雄不問出處」、「味

美何問廚師」的精神，不去追問《大乘起信論》的

來源，但看其思想內容及其對解釋佛教中國化的

效用。

《大乘起信論》，顧名思義，就是論述如何對

大乘佛法生起信心的一套思想體系，因而可以看

作是大乘佛法的總綱。它深入到大乘佛法內部去

概括和總結大乘佛法，可謂是「入其壘，襲其輜，

暴其特」，「入其藏而察之」[20]。它對大乘佛法下

了這麼個定義，曰：

所言法者，謂眾生心，是心則攝一切世間法、出世

間法，依於此心，顯示摩訶衍義。

「摩訶衍」是「摩訶衍那」之略，系梵文

Mahāyāna的音譯，意為「大乘」，其中Mahā（「摩
訶」）是「大」的意思，而Yāna則是「乘」亦即交通
工具的意思。《大乘起信論》通過上述定義告訴

我們，就大乘佛教而言，（一）「所言法者，謂眾生

心」，也就是說，大乘佛法是依「眾生心」而定的，

「依於此心，顯示摩訶衍義」，即依「眾生心」來顯

示「大乘義」；（二）大乘佛法透過此「眾生心」而

「攝一切世間法、出世間法」—合二為一簡單地說
就是，大乘佛法是「眾生心」，包括世間法和出世

間法，這就是《大乘起信論》對大乘佛法的界定或

定義。

要準確地把握《大乘起信論》對大乘佛法所

下的這個定義，理解「眾生心」是關鍵，同時也是

難點。按照一般的看法，所謂佛法，也就是佛所說

的法或佛的思想，所以佛法應該是「佛心」才對，

怎麼會是「眾生心」呢？「眾生心」乃是未解脫的

凡夫俗子之心，凡夫俗子之心又焉能算是佛法？

種種疑慮歸結到一點就是我們究竟該如何來理

解「所言法者，謂眾生心」或「大乘佛法是『眾生

心』」這個命題。還是讓我們先來看一下趙州從諗

禪師（778-897）的一個著名「公案」：
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有。」僧

云：「既有，為甚麼卻撞入這個皮袋？」州云：「為他知而

故犯。」又有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曰：「無。」

僧云：「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狗子為什麼卻無？」州云：

「為伊有業識在。」[21]

對於「狗子還有佛性也無？」這個同樣的問

題，趙州禪師對甲僧說「有」，對乙僧說「無」，一

會兒說「有」，一會兒說「無」。無獨有偶，興善惟

寬禪師（755-817）也有一個類似的有關「佛性有
無」的「公案」，曰：

有僧問興善惟寬：「狗子還有佛性否？」他答稱：

「有。」僧云：「和尚還有否？」師云：「我無。」僧云：

「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和尚因何獨無。」師云：「我非一

切眾生。」[22]

宗舜法師將上述兩個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的

「公案」捆綁在一起並作了如下解讀：

有人問趙州「狗子有佛性也無」，他說無；再有人

問，又說有。到底有沒有呢？其實這裏面已經不是在討

論真的有沒有的問題了，是在「逗機」。什麼叫「逗機」

呢？「逗」就是挑逗的逗。（你們在北京久了知道逗蛐

蛐—逗的時候拿小草葉子去捅它一下，你要不停地去
挑逗它。）明明狗子都有佛性，你為什麼要故意這樣問

呢？沒事找事，所以回答「沒有」。既然狗子有佛性，和

尚有沒有佛性呢？有一位惟寬禪師（馬祖弟子、南泉的

同門，相當於趙州的師叔或師伯級的人物）也遇到過一

次這樣的問題。有人問他：「狗子還有佛性否？」（看來

這是當時的一個流行話，大家都特別喜歡問這一句，有

點像今天的「賈君鵬，你媽喊你回家吃飯」之類。）惟寬

禪師說：「有。」這個話好像很平淡。問話人一看佔了上

風，馬上就問：既然狗子有佛性，那和尚你有沒有佛性

呢？惟寬禪師說「我無」（我沒有佛性）。這種「有」、

「無」，大家要從活句上會，不要從死句上去理解。禪宗

講「截斷萬流」，就是在當下電光火石的剎那之際把你

的妄念全打掉，為什麼呢？你第一句可能是有疑而問，

得到一個答案之後，第二問就有耍嘴皮子的意思了，所

以這個時候禪師不跟你玩，一句話打掉你的妄念。你不

是故意想問，我跟狗比我有沒有佛性嗎？不陪你玩，我

沒有，行了吧？所以，從這樣的公案，你可以知道趙州禪

師非常有趣。[23]

在宗舜法師看來，無論是趙州禪師還是惟寬

禪師，他們在說佛性「有」或佛性「無」時，都「已

經不是在討論（佛性）真的有沒有的問題了，（而）

是在『逗機』」，那麼，什麼是「逗機」呢？「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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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問者—這裏不妨寬泛地理解為是眾生—的根
機，所謂「逗機」就是根據眾生不同的根機特徵亦

即眾生當下所處的不同心境來給他開示佛法，逗

引他進入佛道，比如趙州禪師和惟寬禪師就分別

根據自己對問者不同根機狀況的判斷，對一個人

說佛性「有」而轉過臉來對另一人則說佛性「無」，

但不管是佛性「有」還是佛性「無」，兩者都是佛

法，即相對於不同根機狀況的人的佛法，或者說相

對於不同眾生的佛法。在大乘佛教看來，不同的眾

生有不同的佛法，不同的眾生需要有與他們不同的

「心」相應的佛法來解決他們所面臨的心性問題，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大乘起信論》才說「所言法

者，謂眾生心」或大乘佛法是「眾生心」；同時，佛

教界所常說的「佛之所以說自己說法四十九年，沒

有說一句佛法，就是因為佛法都是給那些鈍根眾

生而設，目的是為了讓他們通過聽經聞法這樣一

種方式，進而修證成佛。」[24]佛已經成佛了，所以佛

不再需要佛法；只有那些沒有成佛的眾生才需要

佛法，而眾生所需要的佛法當然是基於「眾生心」

的佛法而不是基於「佛心」的佛法，因而當佛菩薩

或祖師大德為眾生說法時，必須針對「眾生心」說

合乎「眾生心」的佛法，惟其如此，才能完成大乘

佛教普度眾生之偉業，而此時的佛法，或者說大乘

佛法，其內容就是「眾生心」，簡言之即大乘佛法

是「眾生心」—《華嚴經·夜摩天宮品》中所說的
「如心佛亦爾，如佛眾生然；心佛及眾生，是三無

差別」亦含此意。

順著大乘佛法是「眾生心」推論下去，我們必

然能得出大乘佛法包括世間法和出世間法，比如，

佛教傳入中國後，按照大乘佛教的規則，要教化中

國的眾生必須要用中國的佛法，而中國的佛法又

必須是中國的「眾生心」，那麼什麼是中國的「眾

生心」呢？中國的「眾生心」，其外在表現形式就是

中國文化，就是中國本土的儒家、道家等思想形態

以及中國特有的政治、經濟等社會形態，而這些文

化就是相對於佛教出世間法的中國世間法。很顯

然，一方面，中國的佛法，既然也是佛法，那麼就

需要繼承印度佛教原有的出世間法；另一方面，中

國的佛法，既然要教化中國的眾生，那麼就必須要

切入中國的「眾生心」，切入中國文化亦即中國的

世間法，於是乎，中國的佛法就必然包括世間法和

出世間法。至此，我們完全可以得出結論說，佛教

中國化乃是大乘佛教自身的內在要求，這種內在

要求以所要教化眾生的「眾生心」為導向來建構

佛法體系，從而佛教在中國的發展也就必然要以

中國的「眾生心」即中國文化為導向並產生中國化

的佛教。《大乘起信論》中的「所言法者，謂眾生

心」，若具體到中國佛教，就是「所言中國佛法者，

謂中國眾生心」，這就是佛教中國化的根本原因。

在科學上，無所謂中國科學、印度科學之分，但在

佛學上，絕對有中國佛學、印度佛學之別。印度佛

學是印度的「眾生心」，中國佛學是中國的「眾生

心」。

四、結語：《法華經》以「眾生

心」為中心的方便教化

佛教起源於印度，後來漸漸傳播到了包括中

國在內的其他許多國家和地區。佛教不管傳到哪

裏，也都像在中國那樣，以合乎所傳播地區的「眾

生心」的方式來創立和言說佛法。由於每個地區

的「眾生心」不一樣，所以不同地區的佛教也都各

不相同，印度的佛教不同於中國的佛教，中國的佛

教又不同於日本的佛教，日本的佛教又不同於泰

國的佛教，即使在中國，內地的漢傳佛教又不同於

藏地的藏傳佛教，其間的不同，就像是兩種宗教

間的不同而不是一種宗教內部的不同教派之間的

不同，比如中國佛教與日本佛教之間的差別可能

要大於中國佛教與中國道教甚至中國基督教之間

的差別。造成不同地區佛教之間有著如此之大差

距的就是大乘佛教據以組織其佛法的那個「眾生

心」，印度有印度的「眾生心」，中國有中國的「眾

生心」，日本有日本的「眾生心」，總之，世界各個

地區有各個地區的「眾生心」。

有關大乘佛教是如何重視「眾生心」以及如

何以「眾生心」為導向來實施「方便」教化，被日本

思想家和佛學家池田大作譽為「東方聖經」的《法

華經》作了重要的開示，其中有兩個故事與理解

「眾生心」在大乘佛教中的重要作用特別有關，一

個叫「火宅之喻」，另一個叫「窮子之喻」。

「火宅之喻」出於《法華經·譬喻品》，說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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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富貴的長者家裏著了大火，但是，他的「若

十、二十或至三十」個孩子卻「於火宅內樂著嬉戲，

不覺不知，不驚不怖，火來逼身，苦痛切已，心不

厭患，無求出意。」為了將孩子們救出火宅，「長者

作是思惟：『我身手有力，當以衣祴，若以幾案，從

舍出之。』復更思惟：『是舍，唯有一門，而復狹小，

諸子幼稚，未有所識，戀著戲處，或當墮落，為火

所燒。我當為說怖畏之事，此舍已燒，宜時疾出，

勿令為火之所燒害。』作是念已，如所思惟，具告

諸子，汝等速出。父雖憐湣，善言誘喻，而諸子等

樂著嬉戲，不肯信受，不驚不畏，了無出心。亦復不

知何者是火，何者為舍，云何為失，但東西走戲，

視父而已。」看來長者所設想的這些方法都不足以

讓孩子們出離火宅，於是一計不成，又生一計，為

了讓孩子們能順利並樂意地出離火宅，長者遂巧

設「方便」,「父知諸子，先心各有所好，種種珍玩
奇異之物，情必樂著，而告之言：『汝等所可玩好，

稀有難得，汝若不取，後必憂悔，如此種種羊車、

鹿車、牛車，今在門外，可以游戲。汝等於此火宅，

宜速出來，隨汝所欲，皆當與汝。』爾時諸子聞父

所說珍玩之物，適其願故，心各勇銳，互相推排，

競共馳走，爭出火宅。」然而，等孩子們出了火宅

後，長者既不是給他們羊車、鹿車，也不是給他們

一般的牛車，而是給了他們每人一輛比曾經許諾的

羊車、鹿車和牛車都要來得豪華而莊嚴的大白牛

車，「其車高廣，眾寶莊校，周匝欄楯，四面懸鈴；

又於其上，張設幔蓋；亦以珍奇雜寶而嚴飾之；寶

繩絞絡，垂諸華纓，重敷蜿蜒，安置丹枕，駕以白

牛，膚色充潔，形體姝好，有大筋力，行步平正，其

疾如風，又多僕從而侍衛之。……是時諸子，各乘

大車，得未曾有，非本所望」，歡喜踴躍。[25]這個故

事在《法華經》中被用來比喻「會三歸一，開權顯

實」的「方便」佛學 [26]，其中的「方便」便是合乎

「眾生心」的意思。孩子們在火宅中嬉戲玩耍，不

知危險，不願出來，為了讓孩子們出離火宅，脫離

危險，他們的父親，也就是那位長者，起初想的辦

法是把他們一個一個地抱出來或威脅他們說處於

火宅之中有多麼地危險，但前者沒法實施，後者被

當「耳邊風」不管用，最後父親根據孩子的心理特

點即「心各有所好，種種珍玩奇異之物，情必樂

著」，巧設「方便」，說火宅的門外有他們所喜歡玩

的「羊車、鹿車、牛車」，叫他們趕快出來拿，每人

一輛，孩子們一聽，爭先恐後呼啦一下全都跑了出

來。至於故事的後半部分孩子們最終拿到的不是

父親事先許諾的「羊車、鹿車、牛車」而是比這三

車都還要好上百倍千倍的「大白牛車」，我們暫且

不去管它，我們只關注長者父親根據孩子們喜歡

珍奇玩物的心理特點而說火宅門外有好玩的「羊

車、鹿車、牛車」並以此來把他們勸誘出火宅—
《法華經》正是用這個比喻來闡明大乘佛教要以

貼近「眾生心」的方式為「方便」來教化眾生，唯其

如此，才能有效地救眾生出煩惱「火宅」而至清涼

佛地，而《法華經·信解品》中的「窮子之喻」亦表
達了同樣的意思。限於篇幅，我這裏就不詳細介紹

了，讀者諸君可以自行去到《法華經》中去瞭解。

《法華經》借助「火宅之喻」和「窮子之喻」

這兩個比喻故事來闡明大乘佛教以「眾生心」為

導向的「方便」教化原則，從而為大乘佛法是「眾

生心」作了一個很好的注腳。可以說，佛教中國化

就是佛教傳入中國後照顧中國「眾生心」以中國

「眾生心」為導向來設計佛法理論和方法的一個

結果。我們都知道，佛教畢竟是印度文化的產物，

如果你在中國一開始就直奔主題講佛教，許多中

國人可能接受不了，因為你沒有考慮到中國「眾生

心」的特點。正確的做法應該是你先對中國人講

講合乎他們之「眾生心」的儒家、道家甚至中國民

間的周易八卦算命測字等，或者把它們和佛教摻

和在一起講，然後俟時機成熟再將他們引導到純

粹的佛教上去，這就好比你對一個正坐在教室裏

看書大學生說，你出來，我送你一輛奔馳轎車，這

個大學生肯定不會相信你而走出教室，即使你千

真萬確地要送他一輛奔馳轎車，但是你若先說，

你出來，我送你一輛自行車，他就有可能相信你並

走出教室，而等他走出教室後，你送給他的其實並

不是一輛自行車而是一輛奔馳轎車，這時他肯定

大喜過望而你也達到了送奔馳轎車給他的目的，

這就是剛才所述的《法華經》「火宅之喻」的意

境，這就是大乘佛教以「眾生心」為導向的「方便」

教化理念。這就是佛教中國化的「不二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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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uddha Dharma refers to the minds of 
all sentient beings

--The Buddhism Basis of Sinicization of 
Buddh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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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Buddhism was successfully Sinicized 
after it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from India, which is 
manifested in many aspects, such as the Sinicization 
of Buddhist temples, the Sinicization of the images 
of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and the Sinicization of 
Buddhism thoughts, which is obvious to all. Regarding 
the reasons for the Sinicization of Buddhism, there 
are two theories. One is the theory of “Confucian 
inclusiveness “, that is, China’s Confucian culture is 
broad and inclusive, allowing Buddhism to grow and 
develop in China. The other is the theory of “do as the 
Romans do”, that is to say, in order to survive in China, 
Buddhism do not hesitate to change itself to meet the 
needs of Chinese culture. In fact, the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 of the Sinicization of Buddhism lies in 
all sentient beings centered thoughts of Mahayana 
Budd hism, which is expressed as “ the Budd ha 
Dharma refers to the minds of all sentient beings” 
in The Awakening Of Faith In Mahayana, while in 
Saddharma Pundarika Sutra, it is shown as the principle 
of convenient education oriented by the minds of all 
sentient beings. 

Key words: Si n ic i z a t ion of Bu d d h i sm , 
Confucianism, The Awakening Of Faith In Mahayana, 
the minds of all sentient be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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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從字形來講，《說文解字》又解釋：「古文

革從三十。三十年為一世，而道更也。」—某一種

時間單元的交替會導致根本性變更的發生。俗語

所言「三十年河東，三十

年河西」也是概括「時」與

「時」的互動關係。

但是，種種「變革」

之中，沒有比「革命」的

意義更為重大，體現在禮

制上面，則是「鼎革」，故

而《易經·序卦傳》認為：

「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

以《鼎》」。

同時，很多東西都能

「立」住，但唯有「鼎」之

「立」是平衡的、牢靠的、

長久的、莊嚴的。

鼎，作為禮器，其功

能也非同一般。《說文解

字·鼎部》：「鼎，三足兩

耳，和五味之寶器也。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荊山

之下，入山林川澤，螭魅蝄蜽，莫能逢之，以協承天

休。《易》卦：巽木於下者為鼎，象析木以炊也。」

「鼎新」絕非止於表面的「刷新」。「析木以

炊」，「以木巽火」，砍伐木材，製作鼎器，生火烹

飪，本身就是革命性的活動，是人類告別「茹毛飲

血」的標誌；尤其是「鼎」的製作及其意義的賦予，

都是非同尋常的，《彖傳》又云：「聖人亨以享上

帝，而大亨以養聖賢。」—鼎在祭祀上帝和奉養聖

賢兩個方面都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問鼎者，

其實就是要「革命」。問題是他問鼎的動機是否

也是祭祀上帝和奉養聖賢呢，他的手法是否也是

鼎革相繼
■ 張豐乾

西安外事學院國學系、七方教育研究院

一、「革」與「鼎」的字義與卦象

《易經》中的《革》、《鼎》兩卦及其相關的

解釋與應用，對中國文化

乃至中國社會影響深遠。

只有結合《易經》經傳及

《易》學史上的相關論

述，我們才能對「革故鼎

新」有比較深入細緻的理

解，從而為「察往知來」

奠定哲學基礎。換言之，

「革」與「鼎」都是哲學行

為；而它們的原理、方法、

過程和意義也需要結合

《易經》的卦象才能有更

全面的理解。更為重要的

是，鼎革相繼，無論是在

哲理上，還是在實踐上，

都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說文解字·

革部》：「革，獸皮

治去其毛。革，更

也。」這是由日常的

勞作中，從事物性

狀變更的角度做出

的解釋—「革」本

身也是獸皮被去

掉皮毛之後經過變

更而後的成果；同時，「成熟」的皮革又是最為堅

韌的—經不起風吹雨打和拉扯撕咬，不足以稱為

「革」；「韋編三絕」則反襯了孔子的鍥而不捨。

摘  要：「革故鼎新」是人們熟悉的成語，其出處

就是《易經》的《革》、《鼎》兩卦。但「革」從何

來，「鼎」由何立，首先需要結合它們各自的字義

與卦象及兩個卦之間的關係來理解。作為重卦的

《革》與《鼎》，其各自的卦體本身就是一個命運

共同體而又互相蘊含，命運共同體之內的「革」

與「鼎」如何發生，有何意義，也可以結合具體的

歷史事件來探討。以此為基礎，圍繞「法」「立」

「化」「和」「去」「就」「獨」「易」「革」「愚」「詐」

等範疇，可以發現《易經》和《道德經》、《黃帝內

經》、《論語》、《孫子兵法》等經典之間的內在關

聯，從而為經典系統的變革與價值觀念的鼎立提

供借鑒。

關鍵詞：革；鼎；象；義；經典系統；命運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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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而當」呢？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

剛，是以元亨。」—「鼎」之中其實也蘊含著「順」

和「柔」。沒有柔順，一味恃強凌弱，怎麼立得住

呢？

「革」如果只有更化，而沒有確立，則會導向

難以挽回的破壞；而「鼎」之中，又飽含憂患意識。

如鄭萬耕先生所指出的：「憂患意識是《易經》的

核心觀念。」[1]《象傳》已經告誡君子要「正位凝

命」，《鼎》前四爻的爻辭都是從不同角度幫助了

「鼎」要發揮作用，乃至保持它自身的穩定都面臨

很多風險，甚至發生折足的嚴重狀況：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

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

勝其任也。」（《周易·繫辭下》）

夫鼎折足者，任非其人也，覆公餗者，國家傾也。

是故任非其人，而國家不傾者，自古至今，未嘗聞也。

（《春秋繁露·精華》）

亦如鄭萬耕先生所指出的：「作為一個高級

領導者，道德淺薄、智力低下、能力欠缺是最為可

怕的。」[2]

但鼎畢竟還有黃耳，輔之以金鉉、玉鉉，最終

得以挺立。

金鉉、玉鉉是外在於鼎，而能力挽鼎於既倒

的力量。—它們本身品質高貴、能力卓越。

二、「命運共同體」之內的「革」與

「鼎」

就卦序和卦象而言，先《革》後《鼎》，《革》

與《鼎》的內外卦相互顛倒。《革》與《鼎》本身就

是一個共同體。

革的卦像是澤中有火，《彖傳》從兩個方面

解釋革發生的原因：其一、「水火相息」，指外卦

《兌》為「澤」，內卦《離》為「火」，屬於「水火難

容，相異而革」；其二、「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

從卦象來說，「二女同居」則指外卦《兌》為「少

女」居上，內卦《離》為「中女」居下，屬於「長幼顛

倒，相同而斥」；少女（兌）與中女（離）同居於一

卦。異性相斥，同性也相斥，而又居於一個共同體

內，所以必然發生變革。

但是，《彖傳》特別指出「孚」需要時日，而革

的後續行為是建立信任。《彖傳》更進一步突出

內卦和外卦基於卦德的良性互動「文明（指《離》

卦）以說（悅，指《兌》卦）」。—無論是同性，還是

異性，能夠「文明以說」則彼此的對立和差異就不

僅不會引發矛盾和衝突，反而在一個共同體內互

相補充，互相凸顯，互相成就。

天地因為「革」而成就了四時；湯武轟轟烈烈

的革命其實是以順天應人為基礎的。正如《象傳》

所言，澤中有火引起變革，君子沒有驚慌失措，而

是借機整頓曆法，明確時序。所以，我們可以體會

到，《革》之中時時處處蘊含著「鼎」，和「革物者

莫若鼎」相互對應。[3]

只有在一個「共同體」之中，「對應統一」才

成為必要和可能。人類的「身」與「心」、「我」與

「他」，以及宇宙間的「人」與「物」、「新」與「舊」

本來就是一個相互對應、休戚相關的命運共同

體。不僅如此，先哲敏銳的眼光發現了「人」與天

地大道之間的一體關係，《道德經》與《易經》也

有一脈相承之處：

異性相吸是事物生存發展的根本性，同性相斥是

事物發展過程中的如此一種矛盾性。矛盾是萬事萬物在

發展過程中的一種「病態」。事物要發展，就必須克服

「病態」，以保持「康態」或朝著「將康狀態」方向發展。

所以老子提出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的宇宙發展邏輯觀；孔子提出了「《易》與天地準，故能

彌綸天地之道」，認為《易》道「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

曲成萬物而不遺」，對《易經》符號系統給予了高度評

價。[4]

一個統一體必然是對應的。[5]

問題在於，總有人喜歡製造矛盾，激化矛盾，

利用矛盾來謀求私利，小到鄰里糾紛，大到國際爭

端，莫不如此，結果往往是兩敗俱傷。而且「相斥」

也不一定是局限於同性之間。「矛盾」其實是一種

常態，是「化敵為友」，還是「化友為敵」，取決於

當事人的胸襟和智慧。

三、「法」「立」「化」「和」

關於《道德經》與《易經》的關係，學術界有

很多的討論。[6]班固《漢書·藝文志》已言：「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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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

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

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謙

而四益，此其所長也。」班固所說的「合於」，顯然

是說《道德經》受了《易經》的影響。故而，有理由

認為：

老子秉承《易》理陰陽之道，提出「人法地，地法

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人三才關聯率。並認為「無

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以及「天下萬物生於

有，有生於無」，這是人類最早的關於宇宙自然起源的

學說。[7]

受此啟發，我們可以體會到《道德經》中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法」

與「《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之中的

「準」和「彌綸」，以及「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

成萬物而不遺」的「範圍」是同義詞。這就是說，

「三才」雖然各有分別，但是更為要緊的是彼此之

間的對應性和關聯性。「道」自身的屬性是自然而

然，具體表現為「獨立不改，周行不殆」：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

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強為之

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道大，天大，地大，王

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

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

正如《易》道的「曲成萬物而不遺」，《道德

經》同樣強調「曲則全」，並認為「道」對於作為萬

物的藏身處，[8]沒有偏私和摘選，人類社會的禮儀

制度，應該以「道」為歸宿：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葆。美言

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

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

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故為天下貴。

（第六十二章）

《道德經》也重視「化」，但認為理想的情形

是「自化」、「自正」：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

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第三十七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

其然？以此。天下多忌諱，而人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

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

云：「我無為，人自化；我好靜，人自正；我無事，人自

富；我無欲，人自樸。」（第五十七章）

「自化」，即「自革」；「自正」，即「自立」。正

如「革」和「鼎」的對應統一，《道德經》中「翕」

和「張」，「強」和「弱」，「興」和「廢」，「與」和

「奪」，都是「對應」與「取和」的關係：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

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

剛，弱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有利器，不可示人。（第

三十六章）

一般認為「對立的雙方永遠不可能統一」。但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對立」的本義其實也是「對

應而立」：

女子、子對立而哭，唯諸父不撫。（《新唐書·禮樂

志》）

詔四川宣撫使虞允文集四路漕臣會計財賦所入，

對立兵額。（《宋史·孝宗本紀》）

每皇帝御殿，則對立於殿。(《通典·職官三》)

橫渠先生有言：

氣本之虛則湛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有

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故愛惡之

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

毫髮之間，其神矣夫！（《正蒙·太和》）

「仇」雖然難以避免，但是終究「仇必和而

解」，尖銳對立的雙方主動地和解，是大多數人

的願望，通過遵守規則和平地競爭，相互成就是

最理想的相處模式。故而，我們有理由相信：「對

應」是事物之間的普遍關係，而「取和」是人心所

向，「化干戈為玉帛」始終是美談。

從更為根本的理論上來講，《黃帝內經》認

為「至道在微，變化無窮」，而陰陽是「變化之父

母」，人的臟腑也有「化」的功能。「風」，對於「化

生」尤其重要：

至道在微，變化無窮，孰知其原？（《黃帝內經·素

問·靈蘭秘典論》）

夫變化之為用也，在天為玄，在人為道，在地為

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黃帝內經·素問·天

元紀大論》）

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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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於本。（《黃帝內經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

人有五臟，化五氣，以生喜怒悲憂恐。（《黃帝內經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

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

心，肝主目。其在天為玄，在人為道，在地為化，化生五

味。（《黃帝內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

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小腸者，受盛之官，

化物出焉。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決瀆之

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

出矣。

脾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者，倉廩之本，營之居也，

名曰器，能化糟粕，轉味而入出者也，其華在唇四白，其

充在肌，其味甘，其色黃，此至陰之類通於土氣。（《黃

帝內經·素問·六節藏象論》）

夫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此五者，天氣之所生也，

其氣象天故寫而不藏，此受五藏濁氣，名曰傳化之府，

此不能久留輸寫者也。魄門亦為五藏，使水穀不得久

藏。所謂五藏者，藏精氣而不寫也，故滿而不能實。六

腑者，傳化物而不藏，故實而不能滿也。（《黃帝內經·

五藏別論》）

四、「去」「就」「獨」「立」

與《易經》的「革故鼎新」思想相呼應，《黃帝

內經》提出了治病的要則是「去故就新」：

帝曰：「願聞要道」。歧伯曰：「治之要極，無失色

脈，用之不惑，治之大則。逆從到行，標本不得，亡神失

國。去故就新，乃得真人。」（《黃帝內經·素問·移精變

氣論篇》）

其所對應的情況是「病有久新，方有大小，有

毒無毒，固宜常制」：

帝曰：「有毒無毒服有約乎」？岐伯曰：「病有久新，

方有大小，有毒無毒，固宜常制矣。大毒治病，十去其

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

病，十去其九，穀肉果菜，食養盡之，無使過之，傷其正

也。不盡，行復如法。必先歲氣，無伐天和，無盛盛，無

虛虛，而遺人天殃，無致邪，無失正，絕人長命。」（《黃

帝內經·五常政大論篇》）

《黃帝內經》廣泛引用五行思想，即注重觀察

生理意義上的「皮革」，也特別強調物質屬性上的

「革」與「成」及其所導致的病症，並提出了相應

的診斷和治療方法：

肺喜樂無極則傷魄，魄傷則狂，狂者意不存人，皮

革焦，毛悴色夭死於夏。（《黃帝內經·靈樞·本神》）

年質壯大，血氣充盈，膚革堅固。（《黃帝內經·靈

樞·逆順肥瘦》）

金曰從革，金曰堅成。

從革之紀，是謂折收，收氣乃後，生氣乃揚，長化

合德，火政乃宣，庶類以蕃，其氣揚，其用躁切，其動鏗

禁瞀厥，其發咳喘，其藏肺，其果李杏，其實殼絡，其穀

麻麥，其味苦辛，其色白丹，其畜雞羊，其蟲介羽，其主

明曜炎爍，其聲商徵，其病嚏咳鼽衄，從火化也。（《黃

帝內經·素問·五常政大論》）

寒清於中感而瘧，大涼革候，咳。（《黃帝內經·素

問·至真要大論》）

故病久則傳化，上下不並，良醫弗為。（《黃帝內經·

素問·生氣通天論》）

病情若果拖延太久，也會惡化，好的醫生應

該避免。在這個意義上，對於「化」，也要警惕；同

樣，一成不變的「久」也會導致傷害：

久視傷血，久臥傷氣，久坐傷肉，久立傷骨，久行

傷筋，是謂五勞所傷。（《黃帝內經·素問·宣明五氣》）

在用針方面，《黃帝內經》則發揮了《道德

經》所論「損有餘，補不足」的思想，以作為用針時

「補」或「泄」的根據，指出種種疾病也是由「變

化」所導致，並提出了「適人必革」的原則：

黃帝問曰：「余聞刺法言，有餘寫之，不足補

之，何謂有餘，何謂不足？」歧伯對曰：「有餘有五，

不足亦有五，帝欲何問？」帝曰：「願盡聞之」。歧

伯曰：「神有餘有不足，氣有餘有不足，血有餘有不

足，形有餘有不足，志有餘有不足，凡此十者，其氣

不等也」。帝曰：「人有精氣津液，四支九竅，五藏

十六部，三百六十五節，乃生百病，百病之生，皆有

虛實，今夫子乃言有餘有五，不足亦有五，何以生

之乎」？歧伯曰：「皆生於五藏也。夫心藏神，肺藏

氣，肝藏血，脾藏肉，腎藏志，而此成形，志意通內

連骨髓，而成身形五臟，五臟之道，皆出於經隧以

行血氣，血氣不和，百病乃變化而生，是故守經隧

焉。」

帝曰：「刺微奈何」？歧伯曰：「按摩勿釋，出針視



經
典
詮
釋

張
豐
乾
：
鼎
革
相
繼

２５

之，曰『我將深之』。適人必革，精氣自伏，邪氣散亂，

無所休息，氣泄腠理，真氣乃相得。」（《黃帝內經·素問

·調經論》）

其中的「革」的方法對於病情的緩解和治療

效果的保證尤其關鍵。[9]其中的思想也和《易經》

所說的「唯變所適」及「損益之道」有呼應之處。但

《黃帝內經》也強調不能偏離五行四時及其他自

然現象的常態，在變化推移中觀察和瞭解膚色和

脈搏的要害與奧妙：

五氣更立，各有所勝，盛虛之變，此其常也。（《黃

帝內經·素問·六節藏象論》）

色脈者，上帝之所貴也，先師之所傳也。上古使僦

貸季，理色脈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火土、四時、八風

六合，不離其常，變化相移，以觀其妙，以知其要，欲知

其要，則色脈是矣。色以應日，脈以應月，常求其要，則

其要也。夫色之變化，以應四時之脈，此上帝之所貴，

以合於神明也，所以遠死而近生。（《黃帝內經·素問·移

精變氣論》）

面對種種變化，《黃帝內經》也非常重視

「立」：

提挈天地，把握陰陽，呼吸精氣，獨立守神，肌肉

若一。

余聞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陰陽，呼吸精

氣，獨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壽敝天地，無有終時，此

其道生。（《黃帝內經·素問·上古天真論》）

時立氣布，如環無端。

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四時

謂之歲，而各從其主治焉。五運相襲，而皆治之，

終朞之日，周而復始，時立氣布，如環無端，候亦

同法。

形氣之相勝，以立壽夭。

黃帝曰：何謂形之緩急？伯高答曰：形充而皮膚緩

者則壽，形充而皮膚急者則夭，形充而脈堅大者順也，

形充而脈小以弱者氣衰，衰則危矣。若形充而顴不起者

骨小，骨小則夭矣。形充而大肉胭堅而有分者肉堅，肉堅

則壽矣；形充而大肉無分理不堅者肉脆，肉脆則夭矣。

此天之生命，所以立形定氣而視壽夭者，必明乎此立形

定氣，而後以臨病人，決生死。

黃帝曰：「形氣之相勝，以立壽夭奈何」？伯高答

曰：平人而氣勝形者壽；病而形肉脫，氣勝形者死，形勝

氣者危矣。（《黃帝內經·靈樞·壽夭剛柔》）

可見，《黃帝內經》的思想深刻豐富而又有具

體入微，絕不僅僅是醫家之經，也應該是全民之

經。

五、「易」「革」；「愚」「詐」

《周易》主張「易簡」之道，「簡易」和「變

易」之間，也是相互聯通的關係。《孫子兵法》對於

「易」和「革」同樣非常看重：

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

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

使人不得慮。（《孫子兵法·九地》）

在現代人看來，上述文字似乎是明確主張對

於士兵進行愚昧化管理，這實際上很大的誤解，正

如對《道德經》相關內容的誤解一樣。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

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

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第六十五章）

問題出在對於「愚」和「知」（智）在古漢語中

的涵義把握不准。《說文·心部》：「愚，戇也。從心

從禺。禺，猴屬，獸之愚者。」「憨直」才是「愚」的

本意，《論語》多處論及「愚」：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

足以發。回也，不愚。」（《論語·為政》）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

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論語·公冶長》）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

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

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論語·陽貨》）

「愚」之中包含了完全不違背老師的教導、不

自作聰明，亦即「憨直」之意。 [10]所以，《孫子兵

法》所說的「易其事」、「革其謀」，也是要讓士兵

放棄私事和權謀，而以憨直的狀態不遺餘力，義無

反顧地聽命於上級。而作為軍隊的統帥者，對於地

性的多種變化，收縮抑或擴張的好處以及人情中

的道理都必須明察：

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

地，而發其機，焚舟破釜，若驅群羊，驅而往，驅而來，

莫知所之。聚三軍之眾，投之於險，此謂將軍之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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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孫子兵

法·九地》）

其實，「愚」也是「變」的一種，在行軍打仗中

尤其必要：

《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金鼓；視不相見，故

為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

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眾之法也。故

夜戰多金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孫子

兵法·軍爭篇》）

可見，「愚士卒之耳目」，即「一士卒之耳

目」—人人都在專一的狀態下，不交頭接耳，不左

顧右盼，只服從金鼓和旌旗的指揮，那麼勇武的人

就不會單獨冒進，怯懦的人也不會單獨後撤，這就

是統領中人的辦法。所以，會根據晝夜的不同，以

不同的方式來改變士兵的所看所聽，從而保證令

行禁止。

既然「革」與「變」如此重要，那麼要「立於不

敗之地」，如何應變、治變也就顯得同樣重要：

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

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修

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孫子兵法·行篇》）

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故其疾如

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

震。掠鄉分眾，廓地分利，懸權而動，先知迂直之計者

勝。此軍爭之法也。（《孫子兵法·軍爭篇》）

因為戰爭的激烈性和殘酷性，所以「兵以詐

立」也是一個基本的原則，其行動的目的就是取

利，而動靜遲速隱現的幅度都應該達到極致；對於

土地和人口的掠取和分配也應該在恰當權衡的基

礎上採取行動，事先知曉迂回曲直的統帥才能取

勝。具體而言，就是要善於「治氣」和「治變」，其

中「待」特別重要：

故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是故朝氣銳，晝氣

惰，暮氣歸。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

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嘩，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

逸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

堂堂之陣，此治變者也。（《孫子兵法·軍爭篇》）

所謂的「詐」亦即「出其不意，攻其無備」：

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

地，不竭如江河。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

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

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

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

如迴圈之無端，孰能窮之？（《孫子兵法·勢篇》）

在無窮無盡的「奇正之變」中，「正」是基礎，

而「奇」是常態，基於此，「因敵變化而取勝者」就

可稱之為「神」了：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

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

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

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孫子兵法·虛

實篇》）

《孫子兵法》強調，路途、敵軍、城池、土地乃

至君主的命令都是可以選擇的，盡可能瞭解各種

變通的好處，特別是地形的有利之處，並盡可能以

多種變通的辦法處理軍務，才能很好地發揮人的

作用。所以明智者的考慮，是綜合了「利」與「害」，

而能夠趨利避害的：

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

爭，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於九變之地利者，知用兵

矣。將不通於九變之利，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

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是故

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

而患可解也。（《孫子兵法·九變》）

《孫子兵法》對於火攻特別重視，總體的原則

也是「因變而應之」：

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火發於內，則早應

之於外。火發而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

從之，不可從而止。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

火發上風，無攻下風。晝風久，夜風止。凡軍必知有五火

之變，以數守之。」（《孫子兵法·火攻篇》）

概而言之，如欲「立於不敗之地」，則一方面

需要「用變」，另一方面需要「應變」。我們由此可

知《周易》所說的「唯變所適」是多麼重要和微

妙。

六、經典系統的變革與價值觀念的

鼎立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的思想學說，在學術史上具有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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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意義。中國文化的特別之處在於有一個多元

一體而變動不居且對外開放的經典系統。那怕是

同一經典內部，也有多元特質，如《詩》之三百篇與

《易》之六十四卦。從歷史上和現實中已有的學術

脈絡中，尋求到更密切的關聯和更堅實的支持，

都可以構建出不同的經典系統。[11]

事實上，從《六經》到諸子，再到五教，乃至

於中、西、馬的衝突交融業已湧現出了多種經典系

統。問題在於各種經典系統的競爭，往往又為外

力所左右。但是，如何被學術思想文化界所普遍接

受，鼎立於世，還需要很多的工作要做，最大的困

難是改變人們價值觀念上容不得鼎立，而只要求

整齊劃一的思維習慣。

除此之外，「五四」新文化運動在「打倒孔家

店」的口號下，釀造出了很多數典忘祖的言行，全

面否定傳統、攻擊經典的人物還比比皆是；而今日

之「國學熱」又是魚目混雜，真偽難辨。

革故鼎新，推陳出新，可謂任重道遠！

而最令人嚮往，又有可能實現的，莫若「變化

氣質」之後的「魚化龍」。[12]

[1]鄭萬耕：《〈易經〉與治理能力的幾個問題》，

《第六屆中國國際易道論壇論文集·上》，第31
頁。

[2]同上，第30頁。
[3]易明寶善：《對於國學主流思想的新思考—易道
黃帝論兵法》，《第六屆中國國際易道論壇論文

集·上》，第9頁。
[4]易明寶善：《易道宇宙觀—中華古老的象數邏
輯》(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14年7月)，第
144-145頁。

[5]同上，第147頁。
[6]如余敦康、鄭萬耕先生指出的，《易傳》既不能

說與《老子》的思想體系根本對立，毫不相關，

也不能說屬於道家系統。實際上，它是在戰國中

後期學術大融合的形勢下，汲取各家學說的營

養，加以綜合創新，而形成了一個非道非儒，亦

道亦儒，儒道互補，超越各家的新型世界觀。

（鄭萬耕：〈「易傳」與「老子」的辯證思

維〉，《中國哲學史》1993年第1期。余敦康：
〈周易的思想精髓與價值理想〉，載《道家文化

研究》第一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7]同注[3]，第8頁。
[8]《說文解字·宀部》：「奧，宛也。室之西南
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宛者、委曲

也。室之西南隅。宛然深藏。室之尊處也。」
[9]參見（日）伊澤裳軒，郭秀梅等校點：《素問釋

義》（下）(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年)，第
1428-1429頁。

[10]魏衍華主編：《「而」字兩頭便是功夫—〈論
語〉中的直權愚》《論語學研究》第一輯(青島
出版社，2019年)。

[11]比如呂思勉、錢穆等先生在民國時期就已經提

出過不同的經典系統。
[12]參見黃藤：〈「魚化龍」精神是個什麼精神〉

《察往知來》(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年)，
第184頁。

To discard the old and introduce the new
Zhang Fengqian(Xian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Qi Fang Academy of Classical Learning)
Abstract: “To discard the old and introduce the 

new” is a familiar idiom in Chinese, and its source is 
the two hexagrams “Ge” and “Ding” in the I Ching. 
But where the “Ge(evolut ion)” comes f rom, and 
where the “Ding(large, three-legged bronze caldron, 
Symbol of the supreme power)” is established, is both 
very important. First of all, we need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ir respective meanings 
and hexagram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hexagrams. As the double hexagrams “Ge” and “Ding”, 
their respective hexagrams themselves are a 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 and contain each other. How does the 
“revolution” and the “establish” within the community 
of destiny occur, and what is the meaning, can also 
be combined with the specifics historical events to 
explore. Based on this, around the categories of “Law”, 
“Establish”, “Transform”, “Harmony”, “Removing”, 
“In place”, “Independence”, “Revolution”, “Fool” and 
“Fraud” etc, we can find the I Ching internal connection 
between “Tao De Jing”, “The Yellow Emperor’s Inner 
Scripture”,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The Art 
of War” and other classic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lassic system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mon values. 

Key Words: Evolution, Establish, Hexagrams, 
Meaning, Classic systems, Community of desti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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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做必要的鋪墊。第三部分整理將διαθήκη譯為
遺囑的理據，並解析其面臨的困難。第四部分闡釋

將διαθήκη譯為約的合理性。

一、διαθήκη在希臘
文新約聖經中的通

常含義

在公元一世紀羅馬社

會的希臘語文 獻中，

διαθήκη的通常含義是遺
囑。[9]然而，在七十士譯本

的 希 臘 文 舊 約 聖 經

（LXX）中，[10]διαθήκη被
用來翻譯希伯來文聖經中

的ב ְ ּ ר ִ י 其基本含義是約ת
（covenant）。[11]如修志思

（John J. Hughes）所言，
七十士譯本用διαθήκη來
翻譯，ְּב ：其合理性在於תיִר
（1）在舊約聖經中，ב ְ ּ ר ִ תי
意味一種關係，與律法相

關，因此，譯者須在希臘語中找到一個法律術語，

而διαθήκη剛好是一個法律術語。（2）雖然約的關
係涉及到雙方，但是，約的設立卻是由具有主權的

一方（sovereign party）通過單方行為（unilateral 
act ion）來實現的，其內容也是由單方行為來確定
的，具有不可更改（unalterable）的特點。綜上，在
希臘文中，最適合用來翻譯תי ִ的詞就是διαθήκη。
[12]

在希臘文新約聖經中，διαθ ήκ η一共出現了

遺囑，還是約？
—論διαθήκη一詞

在《希伯來書》九章16和17節中的含義
■ 冀  誠

北京外國語大學

在聖經研究的歷史上，如何理解《希伯來書》

九章16和17節中的διαθήκη一詞是學界長期討論的
一個話題。多數學者將διαθήκη譯為遺囑。[1]這也

是中英文版本聖經的常

見譯法。例如，K J V和
N K J V 將 之 譯 為

testament，[2]NIV、NRSV
和ESV將其譯為w i l l， [3]

《和合本》將之譯為遺

命， [4]《呂振中譯本》、

《思高譯本》、《現代中

文譯本修訂版》、《和合

本修訂版》和《新漢語譯

本》均將其譯為遺囑。 [5]

少數學者將διαθήκη譯為
約。[6]這種譯法為少數中

英文聖經譯本所採納，例

如，《新漢語譯本》在注

釋中指出，遺囑直譯為

約，《新譯本》認為，

διαθήκη可以譯為遺囑或
約，[7]而NASB則直接將之譯為covenant。[8]

整理已有的研究可以發現，兩種譯法各有其

所持的理由，亦都會面臨一定的挑戰，而漢語學界

對相關問題做深入思考的作品尚不多見。本文擬

在全面考慮詞義、結構、語法、背景和語境等因素

的基礎上來論證，將διαθήκη譯為「約」更具合理
性。全文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考察διαθήκη在
希臘文新約聖經中的通常含義。第二部分簡述九

章11-28節的結構和論述方式，為兩種不同譯法的

摘  要：在聖經研究的領域，多數學者將《希伯

來書》九章16和17節中的διαθήκη譯為遺囑，少數
學者則將其譯為約。本文旨在論證，從語法、社會

背景和語境的角度來看，將διαθήκη譯為約，比將
其譯為遺囑更具合理性。自語法而言，將διαθήκη
譯為遺囑會遭遇難以克服的困難。就社會背景而

論，根據古代希臘和羅馬社會的法律，立遺囑者

的死並非遺囑生效的條件。從語境的角度來看，

將διαθήκη譯為遺囑，難以與作者在第九章的整
體論述相協調，因為遺囑制度與中保、贖罪、摩西

之約的訂立以及流血等話題均無關聯。而若將

διαθήκη譯為約，則有助於讀者從立約儀式中象
徵意義的實現和中保職責的完成的角度來理解基

督之死的意義。

關鍵字：διαθήκη；遺囑；約



經
典
詮
釋

冀 

誠
：
遺
囑
，
還
是
約
？

２９

三十三次。按照和合本的表述，將其譯為約的有

二十八次，譯為諸約、立約和文約的各一次，譯為遺

命的有兩次。[13]在《希伯來書》中，διαθήκη一共出
現了十七次，其中：8章9節、9章4節和9章15節各兩
次，7章22節、8章6節、8章8節、8章10節、9章16節、
9章17節、9章20節、10章16節、10章29節、12章24
節和13章20節各一次。[14]

在9章15節-20節中，διαθήκη一共出現了五次。
艾淩沃斯（Paul Ell ingwor th）認為，並無證據顯
示，διαθήκη在這五次中具有相同的含義。如果堅
持將出現了五次的διαθήκη解釋為相同的含義，則
不符合語言使用的慣例。[15]在筆者看來，該論點值

得商榷。從上文中可以看出，在8章6 -10節中，
διαθήκη亦出現了五次，且每一次都應該解釋為約，
這完全符合語言使用的慣例。非但如此，在《希伯

來書》中，除了16-17節中出現的這兩次以外，在其
餘的十五次場合，διαθήκη都應該解釋為約，這已
是絕大多數聖經學者的共識。[16]從證明責任的角

度來看，在其餘的十五次都將διαθήκη解作約的情
況下，更為合理的做法是推定其在16和17節中的
含義亦為約。在沒有被效力更強的理據推翻之前，

該推定應當被認為是有效的。換句話說，如果雙

方在其他方面的理由相持不下，那麼僅從證明責

任的角度來看，將διαθήκη的含義推定為約更具合
理性。

當然，證明責任的視角只是考量的因素之一。

常識提醒我們，當詞義本身不能作為終局的決定

性因素的情況下，須先對經文的結構和論述思路

有整體性的瞭解，方能判斷哪種解釋更為合理。

二、九章11-28節的結構與作者論述
的思路

就經文的結構而論，九章11-28節是一個相對
獨立的單元，主題是基督的死與祭司職分的關係。

作者的論述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11-14節，講
述基督作為大祭司而完成的工作，包括「進入天上

的聖所」、[17]「成就了永遠的救贖」、[18]和「潔淨我

們的良心」。[19]第二部分是15-28節，闡釋基督完成
大祭司工作的基礎，包括「作了新約的中保」，[20]

和履行了大祭司的職責。[21]其中，16-22節屬於插入

的成份，用來解釋基督之死的意義。[22]

上述結構為我們理解九章16和17節的含義
提供了有益的參照。筆者擬在下文中論述，將

διαθήκη譯為遺囑，從遺囑的角度來解讀基督之死
的意義，雖有一定的理據，卻會遭遇難以克服的困

難。相反，若將διαθήκη譯為約，從約的角度來闡釋
基督之死的意義，不但與作者整體的論述思路更

加契合，其所面臨的困難也更容易克服，因此更具

合理性。

三、將διαθήκη譯為遺囑：對論證理
由的概括和反思

（一）對論證理由的概括

多數學者認為，διαθήκ η應譯為遺囑而不是
約，其主要理由可概括為兩點：

1.死亡是遺囑生效的條件，而不是約生效的條件

按照通常的理解，立遺囑人的死亡是遺囑生

效的條件，因此，將16節中的διαθήκη譯為遺囑是
順理成章的。相反，立約人的死亡，並非約生效的

條件。因此，若說立約人還活著的時候，約沒有生

效，則明顯不符合約的觀念和實踐，故不能將17節
中的διαθήκη譯為約。[23]

2.新約具有遺囑的性質

遺囑不但和約具有一定的相似之處，而且新

約本身就有遺囑的性質。基督是新約的中保，同時

也是遺囑的設立者。作者在15節中寫道，「他成了
新約的中保，為要使那些蒙召的人可以領受那所應

許的永遠基業；這事是藉著他的死來成就，而他的

死贖了人在頭一個約之下所犯的罪過。」[24]而16和
17節剛好呼應15節，其要旨在於，基督必須死，他
的遺囑才能生效，這間接地證明了他必須死，新約

才能確立和生效，蒙召的人才能得著所應許的產

業。[25]

（二）對論證理由的反思

筆者認為，上述理由雖然言之有據，其說服力

卻有所欠缺。現從語法、背景和語境的角度來加以

分析。

1.面臨語法上的困境

在希臘文聖經中，九章 17節 a的經文是
“διαθήκη γὰρ ἐπὶ νεκροῖς βεβαία”。如果將διαθήκ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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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為遺囑，那麼此句話的含義就是，「因為人死

了，遺囑才有效力（或才算確立）」，句中的死顯然

是指立遺囑者的死。[26]因διαθήκη是單數，故若上
述解釋成立，與「死」相呼應的希臘詞也該是單數

才對。然而，νεκροῖς恰恰不是單數，而是複數，將
其解釋為立遺囑者的死，實在是很牽強。從語法的

角度來看，這種解釋面臨著難以克服的障礙。[27]

就筆者閱讀範圍所涉，贊同將διαθήκη譯為遺囑的
學者並沒有就如何化解上述困境提供足具說服力

的方案。

2.難以和社會背景因素相協調

在現代民法學上，遺囑屬於法律行為的一種，

以立遺囑人的死亡作為其生效的條件。在立遺囑

人活著的時候，遺囑尚未生效。然而，古代希臘和

羅馬社會的法律對遺囑的規定與現代民法有所不

同。根據古希臘的法律，遺囑有效的條件包括須

以書面的形式設立、須有證人和須寄存於公證人，

而立遺囑人的死卻不在其中。[28]

考察《民法大全》中關於遺囑的有效性規定，

可以發現，在羅馬法上，立遺囑人的死亡亦非遺囑

有效的條件。茲舉數例如下：（1）依據蓋尤斯《法
學階梯》的第2編，考察遺囑是否有效，首先要看
立遺囑人是否有立遺囑能力，其次要看其遺囑是

否依市民法的規則而立。[29]立遺囑人的死亡並非

遺囑生效的條件。[30]（2）烏爾比安在《論薩賓》第
6編中寫道，「就立遺囑而言，男性是必須超過14
歲還是剛滿14歲即可立遺囑？例如：出生於1月1日
的男性，在他14歲生日這一天立了遺囑，那麼該遺
囑是否有效？我認為它有效。」[31]（3）按照《法學
總論》第二卷第十七編的規定，「依法訂立的遺囑

在它被撤銷或喪失前一直有效。」[32]（4）依據優士
丁尼皇帝致大區長官尤里安中的規定，「如果一個

人依法定的方式立了一份遺囑，十年後如果他沒

有新的表示，或者沒有任何不同於他過去的安排

的想法，該遺囑有效。」[33]

綜上可見，我們若能夠從處境的視角對古代

希臘和羅馬社會的法律因素給予合宜的關注，則

可以合理地推測，《希伯來書》的作者在寫作九章

16-17節的時候，大概不會以立遺囑人的死作為遺
囑生效的條件，受書人恐怕也不會有此理解，因其

與古希臘和羅馬社會的法律規則並不相符。需要

與讀者諸君同受提醒的是，若完全忽略古代法律

與現代法律的差異，自覺或不自覺地以現代的觀

念作為前見來解讀聖經，則難免違反「讀出，而非

讀入」的基本準則。

3.難以與作者在上下文中的論述相銜接

即使不考慮語法和背景的因素，單從語境的

角度來看，將διαθήκη譯為遺囑仍欠妥當，理由如
下：

其一，作者在15節中寫道，「因此，他成了新
約的中保，為要使那些蒙召的人可以領受那所應

許的永遠基業；這事是藉著他的死來成就，而他的

死贖了人在頭一個約之下所犯的罪過。」[34]其中，

與約相呼應的希臘詞是διαθήκη。而16和17節屬於
插入的成分，用來解釋基督之死的必須性，將其中

的διαθήκη譯為遺囑的不足之處在於：（1）因遺囑
制度與中保無關，[35]故其無法解釋基督之死與他

作新約中保之間的關係。（2）因遺囑的設立、生效
或執行並不涉及到罪的問題，故其不能解釋為何

基督之死有贖罪的功效。[36]

其二、作者在18節中寫道，「所以，前約也不
是不用血立的」。[37]查考希臘文聖經的16至18節，
可以發現如下表述：“ὅπου γάρ … γάρ … ὅθεν”，
英文譯作“for where…for…this is why”，[38]中文譯

為「凡涉及（16節）……因為（17節）……所以（18
節）」[39]據此可見，18節的結論是以16和17這兩節
的論述作為基礎的。既然18節是在講約，那麼把16
和17節中的διαθήκη翻譯為約就是最自然而合理
的。[40]反之，如果將16和17節中的διαθήκη譯為遺
囑，則顯然欠缺足夠的理由，因為在《希伯來書》

的語境中，遺囑和摩西之約的訂立並不相關，遺

囑和流血之間也不存在邏輯上的聯繫。

四、將διαθήκη譯為約：對合理性的
闡釋

（一）解讀九章16節的含義
希臘文《希伯來書》九章16節的經文是 “ὅπου 

γὰρ διαθήκη, θάνατον ἀνάγκη φέρεσθαι τοῦ  
διαθεμένου”。考察τοῦ διαθεμένου和φέρεσθαι這兩
個關鍵字有助於我們理解整句話的含義。[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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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從聖經中與立約相關的詞語談起。希

伯來文舊約聖經用 ָ ּ ר ַ ב ת ְ ּ ר ִ 。來表達立約的行動תי
七十士譯本與 כ ָ ּ ר ַ ת ב  ְ ּ ר ִ י  相對應的短語是ת

διατίθεσθαι διαθήκην。觀察《詩篇》（七十士譯本）
49篇5節，[42]可以發現，與立約者相呼應的短語是 

τοὺς διατιθεμένους τὴν διαθήκην。在希臘文《希伯
來書》八章10節和十章16節中，δ ι α τ ί θ ε σ θ α ι  
διαθήκην的意思都是立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
希臘文新約聖經的其他語境中，διατίθεσθαι從未
被用來描述與立遺囑相關的行動。[43]戈以此為參

照，我們完全可以將τοῦ διαθεμένου以及九章17節
中的ὁ διαθέμενος解釋為立約者。

至於φέρεσθαι，其基本含義包括提出（bring 
forward）和表現（represent）等。在九章16節有關
約的語境中，應解釋為「以象徵的方式表現出

來」。[44]

據此，筆者認為，《希伯來書》的作者通過九

章16節意在向讀者強調，涉及到約，立約者的死必
須以象徵的方式表現出來。這種解讀不但和下文

的論述相協調，而且與聖經記載的立約儀式相契

合。理由如下：

首先，依《創世記》所記，耶和華對亞伯蘭說，

「我是耶和華，曾領你出了迦勒底的吾珥，為要將

這地賜你為業。」「亞伯蘭說：主耶和華啊，我怎能

知道必得這地為業呢？他說：『你為我取一隻三年

的母牛，一隻三年的母山羊，一隻三年的公綿羊，

一隻斑鳩，一隻雛鴿。』亞伯蘭就取了這些來，每

樣劈開，分成兩半，一半對著一半地擺列，只有鳥

沒有劈開。有鷙鳥下來，落在那死畜的肉上，亞伯

蘭就把他嚇飛了。日頭正落的時候，亞伯蘭沉沉地

睡了；忽然有驚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華對

亞伯蘭說：『你要的確知道，你的後裔必寄居別人

的地，又服事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們四百

年。並且他們所要服事的那國，我要懲罰，後來他

們必帶著許多財物從那裏出來。但你要享大壽數，

平平安安地歸到你列祖那裏，被人埋葬。到了第四

代，他們必回到此地，因為亞摩利人的罪孽還沒有

滿盈。』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煙的爐並燒著的火把

從那些肉塊中經過。當那日，耶和華與亞伯蘭立

約，說：『我已賜給你的後裔，從埃及河直到伯拉

大河之地』。」[45]已有的研究顯示，立約的儀式中

包含著一個「自我咒詛的誓言」（self-maledictory 
oath），即，如果我背約，那麼願我遭受死的咒詛。
立約者以走過切開的動物的方式來表明，「如果我

不遵守我的應許和誓言，願我的結局像這些死了

的動物一樣」。[46]據此可見，在訂立亞伯拉罕之約

的過程中，立約者的死以象徵的方式表現出來。

其次，考察摩西之約的訂立過程，可發現類似

的儀式。依《出埃及記》所記，「摩西下山，將耶和

華的命令典章都述說與百姓聽，眾百姓齊聲說：

『耶和華所吩咐的，我們都必遵行。』摩西將耶和

華的命令都寫上。清早起來，在山下築一座壇，按

以色列十二支派立十二根柱子，又打發以色列人中

的少年人去獻燔祭，又向耶和華獻牛為平安祭。摩

西將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灑在壇上。又將約書念

給百姓聽，他們說：『耶和華所吩咐的，我們都必

遵行。』摩西將血灑在百姓身上，說：『你看，這是

立約的血，是耶和華按這一切話與你們立約的憑

據。』」[47]對照相關的經文，可以發現，因著摩西之

約，以色列民被稱為用祭物與耶和華立約的人，[48]

而殺死祭物並灑祭物的血則是立約過程中的重要

環節。[49]考慮到摩西之約和亞伯拉罕之約之間的

連續性，[50]以及在獻祭制度中，祭物和獻祭者在替

代意義上的關聯性，[51]筆者認為，上述儀式的象徵

意義，亦與立約者因背約犯罪而招致的死相關。此

觀點可從《耶利米書》中得到進一步的支持。當巴

比倫王的軍隊圍攻耶路撒冷的時候，「西底家王與

耶路撒冷的眾民立約，要向他們宣告自由，叫各人

任他希伯來的僕人和婢女自由出去，誰也不可使

他的一個猶大弟兄作奴僕。所有立約的首領和眾

民，就任他的僕人婢女自由出去，誰也不再叫他們

作奴僕。大家都順從，將他們釋放了。後來卻又反

悔，叫所任去自由的僕人婢女回來，勉強他們仍為

僕婢。」所以，耶和華向以色列宣告道，「我將你們

的列祖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出來的時候，與他們

立約說：你的一個希伯來弟兄若賣給你，服事你六

年，到第七年你們各人就要任他自由出去。只是你

們列祖不聽從我，也不側耳而聽。如今你們回轉，

行我眼中看為正的事，各人向鄰舍宣告自由，並且

在稱為我名下的殿中、在我面前立約。你們卻又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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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褻瀆我的名，各人叫所任去隨意自由的僕人婢

女回來，勉強他們仍為僕婢。所以耶和華如此說：

你們沒有聽從我，各人向弟兄、鄰舍宣告自由。看

哪！我向你們宣告一樣自由，就是使你們自由於刀

劍、饑荒、瘟疫之下，並且使你們在天下萬國中拋

來拋去。這是耶和華說的。猶大的首領，耶路撒冷

的首領，太監、祭司和國中的眾民曾將牛犢劈開，

分成兩半，從其中經過，在我面前立約。後來又違

背我的約，不遵行這約上的話。我必將他們交在

仇敵和尋索其命的人手中，他們的屍首必給空中

的飛鳥和地上的野獸作食物。」[52]在筆者看來，上

述宣告恰與《申命記》中論及約的表述相呼應，

即，以色列人若不遵行律法，背叛盟約，則會導致

各樣咒詛，包括被仇敵攻擊和被擄亡國。[53]可見，

以色列民被擄亡國的根本原因在於違背了摩西之

約中的律法，而「曾將牛犢劈開，分成兩半，從其

中經過」[54]則顯示，他們在立約時使用的是源自亞

伯拉罕之約的儀式。可見，亞伯拉罕之約和摩西之

約的相似之處在於，二者的立約儀式均以象徵的

方式指出，立約者若背約，須承受死亡的後果。[55]

第三、《希伯來書》的作者在九章18節指出，
「前約並不是沒有用血立的」。[56]如果根據上下文

把血和死理解作近義詞，那麼九章16節亦在提示
我們，新約是用血立的。這種解釋不但能夠讓人

看到上下文之間的邏輯聯繫，而且與新約聖經在

其他地方的表述一致。[57]如《馬太福音》所記，在

門徒們吃飯的時候，耶穌拿起杯來，「獻上了感

謝，就遞給他們，說：『你們大家都喝這個，因為這

是我的血，是立約的血，為多人流出，使罪得赦

免』」 [58]兩相對照，可以發現，前引《出埃及記》

二十四章中用血立約的儀式，剛好與耶穌的話語

相呼應。舊約與新約的共同之處在於，背約者必須

受到公義的審判，即，承受死亡的咒詛，如此，才能

使罪的問題得以解決。[59]

（二）解讀九章17節的含義
希臘文《希伯來書》九章17節的經文是  “ 

διαθήκη γὰρ ἐπὶ νεκροῖς βεβαία, ἐπεὶ μήποτε  
ἰσχύει ὅτε ζῇ ὁ διαθέμενος”。讓我們在上文的論述
的基礎上，通過解讀βεβαία、νεκροῖς和ἰσχύει這幾
個關鍵字來探尋整節的含義。

由於νεκροῖς是複數，所以若將其解釋為立遺
囑者的死，會遭遇語法上難以克服的困難。然而，

若以約的背景為參照，則可合理地將其解釋為在

立約的過程中，那些被殺之動物的死。[60]相應的，

Βεβαία可理解為約所擁有的堅固和可靠的性質，
[61]而ἰσχύει則應指約所發揮的實際效力。[62]

馮蔭坤指出，將διαθήκη譯為約的極大障礙在
於，照此譯法，17節b的含義就是「立約者還活著
的時候，那個約總不得生效。」但「這句話不是真

的：就拿舊約聖經裏面的約來說，立約者仍然是活

著的，死去的只是立約時所用的祭牲。」而如果將

17節b中的立約者解釋為代表立約者的祭牲，則非
常牽強。[63]在筆者看來，這個評析中肯而合理。然

而，在將διαθήκη譯為約的情況下，上述障礙並非
不能克服，理由在於：

一方面，從約的角度來看，在16節的語境中，
立約者的死是在背約的情況下發生的。依上下文

之間的聯繫，我們完全可以將背約的情況解釋為

16節和17節b共用的條件。這樣，17節b所表達的意
思就是，當立約者背約的時候，如果他可以依然活

著而不承受死亡的後果，那麼該約就沒有任何實

際的效力，而只是無法兌現的空頭承諾而已。[64]

另一方面，自邏輯而言，我們可以對17節b的
含義作逆否命題式的解讀，即，在約發揮其實際效

力的情況下，背約者絕不能活著，而是必須承受死

亡的咒詛。回顧古代以色列國的歷史，可以發現，

這種解讀剛好與亡國被擄的事件相呼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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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可詮釋為以色列民因背約

而招致的咒詛，[65]亦是約的實際效力的體現。

因此，我們可以對17節的含義解釋為，「因著
立約儀式中的祭物的死，約在法律上具備了堅固

而可靠的效力」，[66]因為在背約的情況下，如果立

約者可以依然活著而不承受死亡的咒詛，那麼約

的實際效力就無從談起。

（三）從約的角度看基督之死的意義

在《希伯來書》九章的語境中，將16和17節中
的διαθήκη譯為約，能夠更好地幫助讀者理解基督
之死的意義，理由有二：

第一，基督獻上自己，藉此超越了舊約時代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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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律法中獻祭制度的局限。具體表現為：[67]（1）基
督沒有進入地上的會幕，而是進入了天上的會幕。
[68]（2）基督沒有藉著祭物的血，而是藉著自己的血
進入了聖所。[69]（3）基督沒有像舊約時代的大祭
司那樣每年都進入聖所，而是只一次進入聖所。[70]

（4）基督的死不是讓人暫時獲得禮儀性的潔淨，
而是為上帝的百姓成就了永遠贖罪的事。[71]以此

為參照，筆者認為，若將διαθήκη譯為約，強調背約
者必須承受死亡，那麼無論是亞伯拉罕之約和西

奈之約的儀式中的動物的死，還是摩西律法獻祭

制度中的動物的死，其象徵意義最終都藉著基督

的死而得以實現。由於基督代替背約者承受了死

亡的後果，罪的問題才因著刑罰的實施而得到了

根本的解決。相反，若將διαθήκη譯為遺囑，則無法
向讀者展示基督的死和背約者須受刑罰之間的意

義關聯。

第二、從約的角度來看，基督的死是履行其新

約中保職責的必要行動。在希臘文新約聖經中，與

中保相呼應的名詞是μεσίτης，該詞僅用來指稱摩
西和基督，其基本職責是讓雙方聯合或和好。[72]

結合聖經中與論及新約的經文來看，新約又稱為

和平的約、平安的約和更美的約。[73]作為更美之

約的中保，基督對摩西的一個超越之處就在於，

藉著他的死，背約的百姓得以與上帝完全地和好，

因為基督已經代替背約者付出了死亡的代價。相

反，若將διαθήκη譯為遺囑，則難以看出基督的死
和他履行中保職責之間的關係，因為遺囑制度與

中保無關。

（四）結語

本文自始至終所論證的內容可概括為下述

命題：在《希伯來書》九章16-17節的語境中，將
διαθήκη一詞譯為約，比譯為遺囑更具合理性。現
將證成該命題的理由總結如下：

首先，διαθήκη一詞在整卷《希伯來書》中共
出現了17次。除了16和17節出現的這兩次之外，
在其餘的十五次場合，διαθήκη都應該解釋為約。
因此，從證明責任的角度來看，將16和17節中的
διαθήκη推定為約，比推定為遺囑更具合理性。在
沒有被效力更強的理據推翻之前，該推定應當被

認為是有效的。

其次，在17節中，διαθήκη是單數，若將其解釋
為遺囑，那麼就希臘文的語法而論，與立遺囑者

的死相呼應的詞也應該是單數才對。然而，與之

相呼應的詞νεκροῖς恰恰不是單數，而是複數，將
其解釋為立遺囑者的死，實在是很牽強。因此，將

διαθήκη解釋為遺囑，會面臨著語法上難以克服的
障礙。反之，將διαθήκη解釋為約，則不會遭遇類似
的困難。

再次，從社會背景的角度來看，在古希臘和

古羅馬的法律中，立遺囑者的死並不是遺囑生效

的條件。因此，我們很難想像，作者在寫九章16-17
節的時候，會以立遺囑者的死作為遺囑生效的條

件。

第四，將διαθήκη譯為約，並不意味著必定要
將17節b翻譯為，「立約者還活著的時候，那個約
總不得生效。」結合上下文，我們可以將17節b的含
義闡釋為，當立約者背約的時候，如果他可以依然

活著而不承受死亡的後果，那麼該約就沒有任何

實際的效力。

最後，從語境的角度來看，將διαθήκη譯為遺
囑，難以和作者的整體論述相協調，因為遺囑制度

與中保、贖罪、摩西之約的訂立以及流血等話題均

無關聯。相反，若將διαθήκη譯為約，則有助於讀者
從立約儀式之象徵意義的實現和新約中保職責的

完成的角度來理解基督之死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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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or Covenant
Ji Cheng(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Law School)
Abstract: In the field of biblical studies, the ma-

jority view is to interpret διαθήκη in Hebrews 9:16-17 as 
will. The minority view is to interpret it to be covenant. 
This paper tries to argue that it is more reasonable to 
interpret διαθήκη as covenant than to interpret it to be 
will. Taking the grammatical issu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will translation will encounter the obstacle, which 
is difficult to overcome. In light of the rules of ancient 
Greek and Roman law, the death of the testator is not a 
condition for a will to be effecti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text, the covenant translation is superior to 
the will translation because it shows the connection be-
tween symbolic meaning of covenantal ratification、the 
function of the mediator and the necessity of the death 
of Christ.

Key words: διαθήκη, will, coven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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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是有益於人生的格言，表現了語言詼諧和人生

智慧。人類思維存在著矛盾性，因而就造成語言悖

論。這不是壞事，也不反常。這不是日常語言的缺

陷，恰恰是它的魅力所在。

經典悖論屬於堂奧之學。和經典的悖論相反，

本文研究日常語言哲學裏的智慧悖論、民間悖論、

江湖悖論、日常悖論。經典悖論幾乎無人問津。讓

悖論從邏輯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桌裏解放出來，變

為群眾日常生活智慧，猶如生活禪、野狐禪、口頭

禪。漢語中也同樣有悖論。不少哲學問題來源於

語言，來源於日常生活和日常語言。最早的古希臘

哲學悖論皆是日常語言，而不是理想的人工語言：

如「說謊者悖論」、「理髮師悖論」、「訴訟悖論」。

又如「水土火氣」，都不抽象。智慧存在於日常生

活中，智慧不離生活。脫卻生活的語言一點也不是

智慧。漢語是語言。語言先天地具有兩可性，矛盾

性，因而日常用語包含不少悖論，也即是智慧。悖

正言若反，生活哲理
—趣話漢語中的語義悖論

■ 安希孟

山西大學哲學系

哲思慧語

悖論（paradox）起源於希臘古代神話，也起

源於基督教信條。悖論是同一命題或推理中隱含

著兩個對立的結論都能自圓其說。所以悖論又叫

佯謬，似非而是。悖論是心理感受，心理聯想，把

兩件前後相續並無因果關係的事情聯想起來。世

界上的事情、萬有的自然現象，前後相續，具有因

果關係。但還有許多現象，時間上有先後，但卻不

是因果關係。其因緣際會，是人為的聯想。

悖論是一種生活態度和言說方式，世界本來

呈現為兩種樣態，具有模糊性。人的認識也具有兩

可性：此即世態炎涼人情冷暖，雙極世界。悖論源

自生活，生活自身，模棱兩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

是非。哲學悖論屬於日常生活世界，不歸哲學本體

論。它涉及人生倫理觀，但也與世界觀緊密聯繫。

因為世界的樣態不是透明的，而是模糊的、非邏輯

的、含混的。哲學悖論帶有語言遊藝的性質，屬象

牙塔清雅思辨。漢語悖論同樣緊扣生活哲理。悖

摘  要：本文討論日常生活中含有悖論意義的漢語習語。漢語和希臘語、古人和現代人、科學生活和生活

常識，都有悖論。悖論起源於人類的認識的有限性與宇宙的無限性的背反。悖論源自存在和生存的荒謬，

源於生活本身。本文討論的生活悖論有別於古典悖論，甚至不是邏輯悖論，強可稱為廣義的日常語義「悖

論」。它是一種語言文字遊戲（維特根斯坦），屬於哲學小品類。本文中文舉例，都是熟語、下里巴人、趣味

哲學，非廟堂哲學。語義悖論源自生活荒謬，源自語言模糊，因為生活並不透明，也不徑情直遂。生存具有含

糊性，存在是兩可的。此乃生活常態，也是語言表述常態。悖論智慧無處不在。日常語言哲學是最豐富的哲

學寶藏。悖論屬於前現代，不是近代認識論。但後現代似乎是回歸前現代。悖論並不是由於語言表達出現

混淆而導致的一種自相矛盾。你不可能追求克服日常語言缺陷的理想語言，不可能用這種語言表達思想，不

可能使用數學公式和邏輯語言去生活、工作、戰鬥。

關鍵詞：悖論；有限；語言；生活；俗語；反而；寧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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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的語言智慧，哲學智慧，恰恰生存於日常生活語

言的汪洋裏。如今的哲學是回歸生活世界。

一、中國古代語言與悖論

悖論往往就是社會普遍而合理的現象。悖論

是生活，是語言智慧。悖者，背也，荒謬也，論者，

言說也。悖論屬於佯謬，非真謬，表面或字面意思

自相矛盾，但內容合理。然而畢竟也屬於佯謬一

類，因為字義呈現為荒謬。本文所列舉的，無非是

看起來，或乍一看，顯得荒謬，但卻也真實。除了經

典的邏輯悖論、科學哲學外，日常生活語言也充滿

機智的悖論。古今格言、古典語言、日常俗語、格言

警句，也常常呈現為悖論。

悖論是矛盾。自古以來，人類武器研發，始

終是硬幣的兩面，矛與盾。進攻性武器近乎極致。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積極含義，就是促進人

類不斷研發更新武器，促進技術進步。攻防結合，

以守為攻，攻守兼備，武器更臻完備。攻，就是防，

積極防禦。防，也是攻，反敗為勝。沒有專門製造

進攻性武器而疏於防備的，或者相反。「以子之

矛，攻子之盾」，原是中國人讚揚某些聰明人反戈

一擊置他人於死地的妙言雋語。不過兩千年來，人

們對這個寓言的理解出了偏差。這位既鬻矛又鬻

盾的人，才是中國古代最早的哲學家。他沒有任何

錯誤。矛盾的故事說的是悖論，它告誡：不能設想

以他人之矛，攻他人之盾。這種念頭應該徹底打

消。既賣矛、又賣盾的人沒有過錯。

這個故事本來應該是諷刺那些提出「以他人

之矛，攻他人之盾」餿主意的人。你怎麼可以提出

用人家的鋒利的矛頭，去攻擊人家自己的厚實的

盾牌呢？他那無堅不摧、攻無不克的矛竟然是幹

這用的嗎？他怎麼可以用無往不勝的盾牌防衛自

己的矛頭呢？這盾牌，舉世無雙，這矛頭，所向披

靡。這不會有問題。你讓人家用自己的矛攻打自己

的盾。可是天下壓根兒就沒有這麼傻的人。矛之為

矛，在於它攻擊敵人而不是自戕。如果它向內刺殺

自己人，這樣的矛應該毀棄。無人以己之矛，攻己

之盾。盾之為盾，在於它防外。這世界上的確有所

向無敵的矛，也有立於不敗之地的盾。但沒有人傻

到自己擊殺自己。

老子哲學，與其說是辯證法，不如說是悖論：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

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柔弱勝剛強。」（老子《道德經》第三十六章）。欲

歙之、弱之、廢之、取之，卻張之、強之、興之、與

之。這還不荒謬？但實情卻果然歙之、弱之、廢之、

取之。這就以弱勝強了。微明，就是不明，含而不

露，光而不耀，不引人注意，難以察知。這與黑格

爾的辯證法不是一回事。

悖論往往是正話反說，正言若反，以凸顯正話

的分量和感染力。正言若反，也稱為隱嘲，或稱為

反諷、反語。正言若反揭示天道。「受國之垢，是謂

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為天下王。正言若反。」（《道

德經》第七十八章）。承擔屈辱，才能成為君主，承

擔禍災，才能成為天下的君王。正面的話好像在反

說一樣。「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受國之垢，是

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為天下王」。

悖論不是辯證法，當然也不是詭辯，不是訛

詐，不是狡詐。《道德經》「大智（反而）若愚」，

「大白（反而）若辱」，「大直（反而）若屈」，「大

巧（反而）若拙」，「大辯（反而）若訥」，皆悖論。

悖論表示與期望值適得其反，意料之外，情理之

中。這悖論往往有驚人之語。「塞翁失馬，焉知非

福」，悖論。悖論常含有「反而」的奇特怪味。易言

之，這話就是「塞翁失馬，（反而）是福。」詭異的

生活世界，（反而）有許多真相。《老子》：「其政

悶悶，其民（反而）淳淳；其政察察，其民（反而）

缺缺。禍兮（反而）福之所倚，福兮（反而）禍之所

伏。」

悖論是欲求和現實，主觀和客觀的矛盾。悖

論表明主觀欲求不那麼順利，主觀與客觀背離。

悖論有時是期望值和實際的差距。《論語·子路》：

「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

不成。」「欲速反遲」，形容事與願違。「欲蓋卻彌

彰」。不蓋反不彰。蓋，適足以彰。期待與現實的矛

盾，常常令人失望。

悖論起源於生活世界的荒謬。存在哲學認

為，凡存在的都荒謬，凡荒謬的都存在，這是本然

世界。屈原說：「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

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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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楚辭·卜居》）「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

所不足，智（反而，卻）有所不明，數（卻）有所不

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

能知此事。」（《楚辭·卜居》）這都已經成為日常生

活存在論的悖論。

難易之辯證轉化，也呈現為悖論。《韓非

子》：客有為齊王畫者，齊問曰：「畫孰最難？」曰：

「犬馬（反而）最難。」「孰最易？」曰：「鬼魅（反

而）最易。」「何為？」「夫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睹

之，不可類之，故（反而）難。鬼魅無形者，人皆未

見之，故（反而）易也。」佯謬也。「畫鬼（反而）容

易畫人（反而）難」。物極（反而）必反。《呂氏春

秋·博志》：「全則必缺，極則必反。」

孔子說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

知為不知，是知也。」（《論語·為政》）。無知，怎麼

就是知識呢？佯謬。「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

以為知者。」「已知」和「未知」，知識和無知，悖

論。知道自己無知，就是知。知道的越多，越知道

自己無知。越知道自己無知，就越是有知識。已知

的未知，就是知。

《論語》：「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

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內荏必色厲。內荏色更

厲，疾言厲色亦必內荏。中幹必外強。借外強以壯

膽。「勳吏二千石，幸得奉使，不遵禮儀，輕謾宰

相，賤易上卿，而又詘節失度，邪諂無常，色厲內

荏。」（《漢書·翟方進傳》)「外強中乾」、「色厲內

荏」，極為可能，外強者必中幹，色厲必內荏，說的

也是悖論。外強和中幹，色厲和內荏，反差極大。

外強）中幹，色厲其實內荏。外和中、強和幹、色和

內、厲和荏，都是相反的兩端。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孟子》），憂患反

而使人生存。安樂，倒是使人死。死很自然，生卻

痛苦。正話反說，都是悖論。「置之死地而後生」，

也是這樣。置諸死地，不得已，卻反而生。「故天將

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

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

曾益其所不能」。勞天降大任居然苦其心志，苦困

乏竟然是讓人增益其所不能。悖謬卻合理。「人恆

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

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

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都知道敵之為害，不知敵之為益。

《史記》：「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

亦可以解紛。」言非若是，說是若非，言能亂異同

也。這需要較高級智慧和文學修養。道理要深刻，

語言莫直白。幽默讓人悟出許多道理。幽，而且

默，不是赤裸裸，不是直白，不是活脫脫、一絲不

掛。留有餘地，留有空間遐想，令人回味無窮。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為什麼不是「魔高

一尺，道高一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佛道

皆說。人的境界越高，遇到的麻煩也越大。有進取

心的人，往往經歷強烈砥礪磨煉。從心態上看，道

高一尺，魔高一丈，是一種積極的心態。道：正氣。

魔：邪氣。修行到一定階段，就會有魔障干擾而前

功盡棄。《初刻拍案驚奇》卷三六：「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冤業隨身，終須還賬。」譚嗣同《仁學》

四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愈進愈阻，永無止

息。」修行的人要警惕外界誘惑。當然，境界越高，

越發覺自己不足。越有知識越知道自己無知。知識

就在於知道自己無知。取得一定成就，遇到的障礙

會更大。知識是個圓，知識越多，圓周越大，和未

知世界交接越多，越知道自己不足。學然後知困。

二、日常語言與悖論智慧

悖論是語言哲學。自古以來，哲學就是書齋

學問，象牙塔中，文字遊戲，思維演練。日常生活

語言悖論源自日常生活。希臘哲學悖論產生於哲

學書齋和案桌。古典悖論雖然也源於生活世界的

荒謬性，但更多地是書齋議論。哲學經典史上古

典悖論脫卻生活外套，沒有實用價值。日常生活中

的悖論不具有公式化典型性，但有實用價值。傳

統悖論不屬於哲學思辨形而上學，和經典悖論相

比，民間格言、諺語、短語，許多堪稱準悖論，俗悖

論。這些俏皮話也富含機巧與智慧，堪稱雋語，機

智，有生話積澱，似亦可登雅堂。初看荒誕粗鄙，

實則佯謬睿智—表面荒謬，實則實用。悖論因而

是現象與本質的對立互動關係。現象與本質二者

不直接同一。這裏的現象，實乃假像。悖論談論

或然性，因而就有相反情形發生。相反（反而）相

成。「失敗（反而）是成功之母」。相反事物居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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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成為因果關係。悖論就是指矛盾轉化。悖論是

雙方對立統一轉化互動的矛盾論。「寒門（反倒）

出貴子」。悖論表明矛盾轉化，「不怕一萬，但怕萬

一」，「升米恩，鬥米（卻）仇」，猶如說「一頓飯是

恩，十頓飯（反倒）是仇」。

日常語言悖論揭示了日常語言缺陷。自然語

言具有模糊性，造成本體論和認識論模糊。這導

致各種各樣的推理失效。但日常生活往往不按照

推理進行。它跳躍式前行。它在生活中有效。生活

中一些流傳廣泛的有益的格言、諺語，俏皮睿智譏

誚，具有悖論性質。它們是日常生活經驗的積澱，

好比生活禪，凝聚了生活智慧，有益於人生。生活

悖論違背形式邏緝、科學法則與規律。生活實踐的

觀點是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生活悖論具有實用

性。生活中經常見到悖論，道理淺顯，也深刻。

悖論表明人們的存在和語言具有兩難性、荒

謬性。存在即荒謬。兩難亦即兩可，但人生，兩難

大於或多於兩可。左右為難，捉襟見肘，四面楚

歌，多於左右逢源。人生的悲催多於歡樂不知幾許

倍。悖論有時就是進退「兩難」或「兩可」。因為

兩可，就增添了選擇的難度，所以也是「兩難」。悖

論表明選擇的「兩難」，或曰，「兩可」。然而「兩

可」，其實也是「兩難」困境。正因為兩可，所以兩

難。「兩可」是困境，更有甚於「兩難」。「兩可」，

更加折磨人。世上事有時進退失據，首鼠兩端，進

退維谷，這才有了悖論。事物、道理、心理、倫常、

規則、萬物，都有二重性、兩面性，不是純而又純。

這是悖論的生活出處和依據。

「不信謠，不傳謠」，本身就是一個語義學悖

論。如果明知是謠言，必定不會傳播，也不會相信。

世界上沒有什麼「信謠」或「傳謠」。誰會相信或傳

播明知的「謠言」呢？既傳播且又相信，必定相信

不是謠言，或不知是謠言。怎樣或何以才能辨別或

確定某句話是謊話呢？一句話只有說出、傳播、交

流、公布，才能得到證實或證偽。不信、不傳，便無

由獲取資訊，亦無以確證，只能存疑。但一個隱蔽

的未說出的資訊，不是資訊。一條未經核實的資

訊，恰恰需要通過傳播比照，才能得到證實或證

偽。沒有證明也就無從糾錯。沒有錯誤，也就沒有

正確。錯誤往往是正確的先導。真與假，相比較而

存在。消滅了錯誤，也就消滅了真理。

「禁止張貼」、「禁止塗寫」的警示，然而它自

身就是實貼牆壁，也屬於悖論。一女一足踏馬蹬，

一足立地，問：「我是上馬，還是下馬？」另一人倚

門而立，一足屋內，一足門外，問，「我是進，還是

出？」進退兩難，樂觀一些就是進退兩可。悖論是

模糊地帶。你一抬手一舉足，就躊躇畏葸，且必有

損耗。「舉足輕重」，動輒得咎，兩下不討好。這不

是如魚得水。只要腳稍微移動，就會得罪人。

「兒童（反而）乃成人之父」，梁實秋認為算

是聰明的悖論。「要做先生，先做學生」。可是如此

一來就永遠沒有老師。顯然這必須事先限定或者

封閉，具體指謂某一個人，就是封閉。「忠言逆耳

（反而）利於行」—你不能不進逆耳之言，「良藥苦

口（反而）利於病」，良藥不會不苦。不苦不是藥。

「話醜理端」，「話糙理不糙」，「忠言逆耳，良藥

苦口」。當然，理端，不必話醜；話醜，未必理端。

但有時，理端，就話醜。理越端，越覺著話醜。理

越端，聽起來越醜。逆耳未必忠言，但忠言往往逆

耳，因為忠言不去阿諛奉承。「有心栽花花（卻）不

開，無心插柳柳（反而）成蔭」，古訓，出自《增廣

賢文》。不經意的事情，反而很順利。用道家的話

說就是指順其自然，凡事不可強求。有心栽花，花

應該開。無心插柳，柳不會成蔭。

「奴隸社會」的名稱是悖論，那其實是奴隸

主社會。奴隸社會就是奴隸主的社會，不是是奴隸

們當家做主的社會，不是奴隸思想佔主導地位的

社會。然而奴隸們又睥睨一切，頗有做主子的自豪

感。橫空出世、橫掃一切、橫刀立馬—這叫悖論。

越是奴隸，就越顯示出主子的風采，越覺著「捨我

其誰?」。奴隸們自己仿佛是主人，頤指氣使。奴隸

們也被叫做奴隸主。自覺當家做主。他們奴性十

足，奴氣沖天，又感覺自己是主子。他們替主子奴

役別一群奴隸。

悖論是偏執，極而言之，極端態度。狹路（偏）

相逢，冤家路（偏）窄。屋漏偏遭連夜雨偏雨壞。

知難（反）而（前）進，越是艱險（反而）越向前。

「越……越……」，越是困難的地方（反而）越是要

去。「越……」，「越……」的關係，不是規避，反而

互相刺激，越挫越奮，越戰越勇。「用戰爭消滅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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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本意是消滅戰爭，但卻興師動武，大動干戈。

所以悖論是生活態度，是決志、決絕、決心。看上

去荒謬。主客觀相反，實則不悖謬。擰著來、反著

來、偏執、固執、韌勁、寧肯，是表面與實質，應然

與實然的矛盾。初生牛犢（反而）不怕虎。真正說

來，它是無知無畏。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生命力

旺盛，死亡率也高。

哲學的悖論源自生存論的困惑。生活實際上

以背反形式出現。生活就是悖論。所以思想和語言

才成為悖論。一切真理皆採取悖論形式。但是悖

論並不表明理智的貧困，而是表明人類理智的豐

富。悖論表明偏執、執拗、固執。大禮（偏）不辭小

讓。大行（偏）不顧細謹。日常生活裏的趣味悖論

多多。悖論其實就是矛盾運動轉化。悖論不是靜

止休眠狀態。這裏矛盾轉化得有條件，條件往住

是人的主觀努力。「高貴者（反而）最愚蠢，卑賤者

（反而）最聰明」，說的是動態轉化變動，便成悖

論。「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聰明

反（反而）被（自己的）聰明累」，也是在一定條件

下轉化，「禍福本無門，（反而）唯人乃自招」，人

自己努力的結果，人是條件。

悖論是主觀和客觀的矛盾。「欲壑難填」，其

實是容易填滿。如果得不到滿足，便不再欲求。因

為「欲壑易填」，所以容易再產生欲望。渴望越多，

所得越少。欲求多，所得就顯得稀薄，因為渴求太

旺。人心不知足，拚命欲求，（反而）一無所獲。又

例如欲掐最大麥穗，期望值越高，所得竟為零。從

田頭掐到田尾，終於兩手空空。若懂得適可而止，

允執厥中，才好。摘取相對大的麥穗，不必擷取客

觀上最大麥穗。

三、悖論和「反而」

悖論一般把兩個截然相反、反差極大的選項

相提並論，便於比較。科學，既是天使，又是魔鬼。

戰爭推動科學技術，科學技術助力戰爭。大屠殺

與科學，聯繫在一起。悖論表示轉折關係，前後形

成顯著對比。悖論是對照、比照。比較是認識事物

的好法子。有比較、有對照，才有鑒別。有鑒別、有

鬥爭，才有發展。

「無價」之寶，昭示有價，天價。「無何有」，

昭示「有」，啟示「有」。「無」，啟示「有」。悖論表

明「缺失」，誰缺什麼（反而）就叫喊什麼。悖論是

「有」和「無」在一定條件下的所謂矛盾轉化。命裏

缺金，名字裏就含「金」字。缺水，名字就用「水」

字。「有」，（反而）表徵缺如。存在（反而）揭示

虛無。《紅樓夢》女子取名（反而）男性化，人名取

名，古代缺什麼，（反而）就想得到什麼。金木水火

土，缺啥補啥。背反也。《紅樓夢》：「假作真時真

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

了卿卿性命」，如果不是機關算盡，反而不會誤了

性命。誤了性命是結果，機關算盡是原因。「生前

心已碎，死後性空靈。家富人寧，終有個家亡人散

各奔騰。」「一場歡喜忽悲辛。歎人世，終難定！」

家富人寧，是家亡人散的原因。世事難料。一場歡

喜，必然悲辛。悖論、反差、荒唐的絕佳例子，莫此

為甚：「金滿箱，銀滿箱，轉眼乞丐人皆謗。正歎他

人命不長，那知自己歸來喪！訓有方，保不定日後

作強梁。擇膏粱，誰承望流落在煙花巷。」（曹雪芹

《紅樓夢》《好了歌》）

「無字碑」乃是有字。悖反！無字碑，恰恰可

以讀出無數字。「影子內閣」，議會中在野黨成立

的「內閣」，沒有行政權，但可以發表政治主張。所

以不只是影子而已。「不管部長」，專管其他部門

不管的事，所以還是管事。「無所任大使」，沒有赴

任國的大使，指巡迴大使，到處是任所。

「於無字處讀出文字」。即無即有，即無就是

即有。無，反而就是有。無中可以生有。世上本無

事，庸人自擾之。這就是事。庸人自擾，自擾，就是

有事，不是無事。無聲乃超聲次聲。這世界上沒有

無聲處。無果而終就是果。無色即是有色，色即是

空，空即是色—沒有這種顏色，尚有另外的顏色。

無聲，超聲次聲，也就是聲。無聲，昭示有聲。「無

聲的抗議」，無聲，卻抗議，勝似有聲，悖論，表面

悖理，實則有理。

「萬家墨面沒蒿萊，敢有歌吟動地哀。心事

浩茫連廣宇，於無聲處聽驚雷。」敢，怎敢、豈敢、

不敢。一片死寂。但又心事浩茫。如果敢於歌吟動

地哀，早早爆發，就不會心事浩茫，也不會驚雷動

地。於「無聲」處反而聽驚雷。「無聲」，卻有驚雷

動地。為什麼？因為「沉默啊，沉默啊！不在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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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魯迅《紀念劉和珍

君》），所以要爆發，而不是滅亡。作者不是嚮往滅

亡。沉默是為了爆發，不是應該受到讚許。無聲處

與聽驚雷，沉默與爆發，是一雙矛盾。但沉默會導

致相反的爆發，無聲處，才有驚雷。有聲，發聲，

不會有驚雷，因為能量釋放了。沉默，才有忽然的

爆發。如果不是沉默，而是活躍，也不會有突然爆

發。這就是悖謬，暗示只有「爆發」，才是唯一出

路。如果不爆發，沉默就是渣滓廢料。

悖論是反差，反差即悖論，「窮廟（反而）富

方丈」，窮廟，不可怕，不值得拿來說事。但富方丈

就引人深思。富方丈，尋常事，但和窮廟對比，就大

有文章。悖論就是那不協調的對比說事言理。「廟

小（反而）神靈大，池淺（反而）王八多」。悖論是

不對稱、不協調。但生活中多有此種現象。「樹欲

靜而風（反而）不止」，反差。樹影搖曳，枝葉晃

動，並非樹的主動。凸顯風力強勁。悖論是通過對

比凸顯現象。有時事與願違，悖論說的就是這一

反差。類似的，「欲擒故縱」，「將欲取之，必姑與

之」。「明察秋毫之末（反而）而不見輿薪」，反差，

鮮明對比。「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然而踏破鐵鞋，畢竟費了一番功夫，卻仍無覓處，

忽然間又不費工夫「覓」到了。表面上，不費功夫，

實際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卻是有處覓。厚積薄發

是也。「欲速（反而）不達」，悖論。所以，「寧停一

分，不搶一秒。」搶一秒，誤終身。

多難（反而）興邦，殷憂（反而）啟聖，國家多

災多難，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強盛起來。中華民族到

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

那就會把血肉築成最後的長城。左丘明：「鄰國之

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

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左傳昭公四年》）明

英宗：「多難興邦，高帝脫平城而肇漢；殷憂啟聖，

文王出羑裏以開周」（《復辟詔書》），屬於悖論。

四、抉擇的悖論：「與其」和「毋

寧」

悖論涉及兩難選擇。選擇的兩可，就是選擇

的兩難。都有損毀，都有所失。「兩害相權取其

輕」而已。寧可斷其一指，保全其身。只是出於不

得已。「寧……不……」，選取兩個極端，都是對

比明顯，反差極大，以示決絕。悖論畢竟不是面對

兩個樂觀的選項為難。「楊朱泣歧路，墨子悲染

絲。」悖論是兩難、窘境。悖論對立的二者擇一，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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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選項，一般是對立而不是兩可。如果不悖不謬，

樂觀其成，就不是悖論。悖論是選擇損失小一些的

體面的路子。莫把一切選項都視為悖論。儘管面

對兩個樂觀選項，左右為難，但悖論一般是左支

右絀，兩面不討好，只能選擇損失小而體面大的義

項。

「與其」，古老的漢語辭彙。在比較兩件事

的利害而決定取捨時，表示放棄的一面。「與其殺

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書·大

禹謨》）。「與其無義而有名兮，寧窮處而守高。」

（《楚辭·九辯》）。「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

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唐·韓愈

《送李願歸盤谷序》）「莫說生前被人唾罵，就是

死後亦有何顏見彼！與其忍恥苟活，何若從容就

死。」（明·馮夢龍《醒世恆言》卷二十）「寧可」，權

衡得失，選擇其中的一面。

「相逢寧可醉，定不學丹砂。」（唐·王績《贈

學仙者》）「寧可身臥糟丘，賽強如命懸君手。尋

幾個知心友，樂以忘憂，願作林泉叟。」（元·不忽

木《點絳唇·辭朝》）「寧可斬了小弟，不可絕了賢

路」（施耐庵《水滸》第四十七回《撲天雕兩修生

死書宋公明一打祝家莊》）。「寡人寧可失地，豈可

傷兄弟之情，拂國母之意乎？」（明·馮夢龍《東周

列國志》第四回）「與其過而近，毋寧過而遠；與其

近而人知，毋寧遠而人不知：此居下之道也。」（清·

惲敬《上汪瑟庵侍郎書》）

包含「與其...毋寧」的成語，都顯得表面荒

謬，但卻意氣風發，「不自由，毋寧死」，「寧缺毋

濫」，「寧為雞口，毋為牛後」，「寧我負人，毋人負

我」，「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寧」，「毋」，表明

決絕，不得已。無反悔之意，無後顧之憂。

「寧可……也不……」，一般是兩害相權，就

不是簡單地在明顯善惡二者之間選一（這裏是非

明確，對比顯著）。「寧可」，是選擇看似荒謬，相

較於另一選項，表面似乎損失大，其實還輕微些。

實出於不得已，但並不是違心之舉。那是「兩害相

權，寧取其重」的決絕。所棄的「輕」的一面，抉

擇者那裏，反而更重要。所捨棄的輕，在抉擇者眼

中，是失節事大，損失反更大。餓死是小事，失節

反是大事（現代文明不主張誓死鬥爭，不主張弱

者拚命，主張放棄無謂抵抗）。

悖論是正面價值和負面價值的選擇（寧取負

面價值），或較大的正面價值與較小的正面價值的

選擇（寧取其小），或較大的負面價值與較小的負

面價值的選擇（寧取其大），所以顯得荒（謬）。有

的悖論叫二難、兩難，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左右為

難，只是權衡後做不得已選擇。也有的悖論是左

右逢源，擇優選秀，兩全齊美，設有最好，只有更

好。不過，人生不滿意的事十有八九。悲劇大於喜

劇不知多少倍。所以有褒義和貶義兩種情形，即，

兩個選項都有積極價值，選取哪一個，或者，兩

者皆為不幸，兩個選項都是負面的，放棄哪一個。

「與其……毋寧……」，在比較利害得失、決定取

捨，表示選擇或放棄時，先做假意讓步，選取意較

次的一面，然後放棄。這比直接放棄更有感染力。

不過，一般情形，兩個負選項，通常都有害，不是

令人愉悅的，而是向之掌嘴的，但不得已，情非得

已，選擇較好，損失較小約一面。兩個選項是對比

明顯，反差極大，一正一負。所以悖論又是悲論、

背論—走背字。

「與其……寧肯……」，涉及價值論哲學，同

樣有價值，或同樣是負面價值。魚與熊掌，二者不

可兼得，必須忍痛割愛，有「捨」才有「得」。所捨

去的，在常人眼裏未必沒有價值，有時反而更珍

貴，但不得已寧肯放棄。這裏表示決絕。這裏，難

就難在選取最好的。當然也可能兩個選項同樣是

令人厭惡，應該放棄的。問題是放棄哪一個。

悖論和常識相反，被放棄的也許更有價值。

這都是個人價值觀的嚴重差異。這裏遇到的兩個

選項，如果都不是美滿幸運，而是悲慘凄涼，而且

兩個悲慘結局懸殊很大，但不可避免地要選擇其

中一個悲慘結局。如果選取比較不悲慘的選項，

但卻要犧牲尊嚴，或者選取另一個悲慘殘酷的選

項，但卻能保持人格尊嚴。各有所得，各有所失。

物質和尊嚴，利益和名譽，寧願犧牲物質的、肉體

的利益，也要保全精神的尊嚴體面。在二者都很

重要，但價值不同等時，寧願犧牲常人眼裏的好

處，而選取常人眼裏的次要選項。

「寧可餓死，也不吃嗟來之食」，餓死是不好

的，單單餓死，無人會去選擇。因此悖論的選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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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難，不得已「求其佳」，上上簽。「齊大饑。黔敖

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

貿然而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

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

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

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不食嗟來之

食」出自這個故事。不過一般而言，「寧可餓死」，

指的是一種決志，不是真的求一死。決心也者，百

死不辭。不過畢竟還不到死的份兒上。決心之堅

定，幾乎到了荒謬地步，就是悖謬。正因為荒謬，

我才相信他的忠誠。這就是佯謬。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死亡

和丹心，都重要，但為了丹心汗青，可以犧牲生命。

常人眼裏，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但從另一面

看，若為自由故，生命和愛情都可以放棄。悖論大

量表現為「與其……毋寧……」。和「與其」對應的

「毋寧」，也作「無寧」、「寧可」、「不如」。把兩件

不同性質、反差極大的事物聯繫起來選取。與其，

比較兩件事的利害得失取捨時表示放棄的一面。

這個悖論是「不得已求其次」，「退一步而言」，讓

步狀語。這個悖論關涉兩難、兩害、兩利、兩可之

選。兩害相權，寧取其輕，故有「與其」、「寧可」的

選擇。人對世界的認識具有相對性。人生來就面臨

無數次抉擇。

孔子過泰山之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

軾而聽之。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苛政與猛虎，如其擇一，寧肯與虎為鄰，也不離

開，不得已而為之。寧死不服徭役，不交雜稅。按

常理，苛政畢竟沒有猛虎兇殘，畢竟有一條命在。

這裏極而言之，表達憤慨，激憤之辭，未可當真。畢

竟，悖論不是認識論。你完全可以選擇苛政而規避

老虎。

「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若不幸而

過，寧僭不濫」。（《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寧可過

度賞賜，也不能濫用刑罰。僭，超越本分，是不好

的，但為著不「濫用」，不得已而「僭越」，「謬」得

有理，「悖」得合理。「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

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韓愈

《送李願歸盤谷序》）生前受讚美，不如死後不會

被鞭屍。身體享樂，不如靈魂安寧。

范仲淹《答梅聖俞靈烏賦》：「寧鳴而死，不

默而生」，寧可鳴叫著死去，不能默默無聞地活

著。這和好死不如賴活著，正相反。死，不是目的，

目的是鳴，寧鳴。生，還是追求的，但必須以能鳴

為前提。

「與其多而濫，寧願少而精」。比較利害得失

而有所取捨。「寧願聽漏洞百出的真話，也不願聽

滴水不漏的假話」。「寧死不屈，寧折不彎」，「寧

肯站（即，戰）著死，不願跪著生」，就屬於二難。

死是生命的終結。寧願死去，也不屈服。似乎是悖

逆常理。這並非提倡死，而是表達不屈服。二難，

可不是皆大歡喜，不是雙贏。「寧為玉碎，不為瓦

全」。玉碎是付出很大代價，但瓦全卻含垢忍辱—

儘管無物質損失。玉碎和瓦全相比，損失還小些。

瓦全保住物質，但精神蒙羞，是更大損失—瓦全

是奇恥大辱。玉碎，物質損失，精神卻高雅。寧可，

表示高風亮節，「寧可食無魚，不可居無竹」，魚肉

雖好，不如青松翠竹高風亮節好。竹菊松，古代象

徵高尚、清明、傲骨。魚當然比松、竹（只是觀賞

而已）價值更高。捨生取義，殺身成仁，自然，打

的是悲情牌。死是萬不得已。義很重要，不捨身更

好；仁很體面，不殺身也更好。「寧可……毋……」

中的兩個選項都是令人厭惡的不得已。不得已而

求其次，並不就是樂意，而是赴湯蹈火，所以就是

悲劇人生。因為事實上的皆大歡喜、完滿、求全責

備，完全不可能。「寧折不彎」，情非得已，則寧死

不降（屈）。能避免的就該避免。「不自由，毋寧

死」。並非鍾情於死，而是酷愛自由。

「寧攪千江水，不動道人心」。破壞人的道

心，就是極重的罪業。影響和干擾別人的心，就

是極大的罪過。「寧肯我負天下人，不願天下人負

我」，並非真正要負天下人，而是不讓天下人負我。

「寧要浦西一張床，不要浦東一套房」，表示決

絕，並非真的不要房，乃是極而言之。民謠「寧要

討飯娘，也不要當官的爹」。不是真的讓娘討飯，

也不是不要爹，更不是不要官，是對男性的家庭責

任感持懷疑態度。「寧和講理的人吵架，不與糊塗

人說話」。字面意思，寧願吵架，但原來屬於反話，

並非去和人吵架。這是明白人和糊塗人的反差。

悖論語言只在語言停留。「毋寧」是主觀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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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種更大更危殆的情形，未必是實然。「寧願」、

「毋寧」，代表做損失更大些的犧牲。極而言之。今

人眼裏，玉碎比瓦全損失更大。本交涉及的價值判

斷，可能部分過時，比如如今不主張和歹徒搏鬥做

無謂犧牲。

結語

本文有別於古典悖論或經典悖論，甚至不是

邏輯悖論，強可稱為日常語義悖論，屬於哲學小品

文。此文借用經院哲學經典「悖論」一詞（多數人

乏味），其實強可稱為廣義「悖論」。本文之悖論舉

例和分析，屬於日常語言分析哲學。它們更貼近生

活實踐，貼近語言的活水源頭。本文屬於趣味哲

學，非廟堂哲學，不是附庸風雅。日常語言哲學是

最豐富的哲學寶藏。哲學要回歸生活世界。這是生

活世界本體論哲學，是休閒哲學，不是經院哲學。

這就是大眾消費。後現代哲學更與文學結緣。本文

之悖論舉例和分析，屬於日常語言分析哲學。他們

更貼近生活實踐，貼近語言的活水源頭。

悖論屬於語言遊戲，是一種生活和語言的智

慧，是立身處世的手段。悖，相背而相和，不是你

死我活的鬥爭。和解、調和、相反相成、融合、對立

面讓步。凡此，比鬥爭、比濫施殺戮，更重要。對立

面除了相互鬥爭以外，還有共生、互惠、互利、合作

的空間，共存於一個統一體內。悖論表明雙方有

和諧共處的一面。悖論上升為哲學，就不是對立鬥

爭，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人類應當有足夠智慧通

過對話解決矛盾鬥爭和分歧，不是互相硬懟。

本文所選例證，許多是耳熟能詳的街巷閭裏

之語，近乎趣味哲學，非廟堂哲學。日常語言哲學

是最豐富的哲學寶藏。生活世界、語文世界，是一

切意義的基礎和緣起。和經典哲學悖論、和象牙塔

裏哲學相比，生活悖論更是民間智慧，更具有實用

價值。生活本身抑且就是悖論。生活充滿悖論。悖

論、佯謬，是存在和生存的悖論。哲學要回歸生活

世界，這是生活世界本體論哲學，是休閑哲學，不

是經院哲學。這就是大眾消費。

有人總結了現實生活中的悖論，不妨摘錄：

「我們居住的房屋越來越寬敞，家庭卻越來越小；

可以享受的生活便利日增，屬於自己的時間卻減

少；知識增多了，判斷力卻降低了；我們聚斂財富，

卻丟失自我價值。我們掌握了謀生手段，卻不懂得

生命真諦；我們往返於太空，卻不樂意向新鄰居

問好；我們可以擊碎原子，卻不能突破思想偏見；

閑暇多了，樂趣卻少了；居處裝修華麗，家庭卻破

碎。」

Semantic Paradox in Chinese Natural 
Language

AN Ximeng(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Chinese idioms 

with paradoxical meanings in daily life. The paradox 
arises from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finitude of 
human knowledge and the infinity of the universe. 
Paradox arises from the absurdity of existence and 
existence, from life itself. Paradox is the living source 
of wit, irony, proverb, brevity and to the point, close to 
language. The paradox of lif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is different from classical paradox, or even not logical 
paradox, which can be called generalized daily semantic 
paradox. It is a kind of word game (Wittgenstein), 
belonging to the category of philosophical sketch. 
In this paper, the Chinese categories are idioms, 
vulgar, interesting philosophy, non-temple philosophy. 
Semantic paradox arises from the absurdity of life, 
f rom the vagueness of language, because l ife is 
neither transparent nor straightforward. Existence is 
ambiguous. This is the norm of life, and the norm of 
speech. Paradoxical wisdom is everywhere. Philosophy 
of ever yday language is the r ichest t reasu re of 
philosophy. Paradox belongs to pre-modern, not modern 
epistemology. But postmodern seems to be a return to 
pre-modern times.

Key words: Paradox, f inite, language, life, 
vulgarity, on the contrary would r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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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道以自然為

法則，所謂「自然」，不是指自然界，而是指「自然

而然」。「無為」這種智慧，歸根結蒂是從「道」之

中生發出來的。「道生一，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

物」，[2]既然「道」是萬物

之根，那麼萬事萬物與生

俱來就具備來自「道」的

本性和運行規律。「道」是

萬物的本原，也是萬物發

展的原因和動力，它從根

本上制約著天地萬物的運

行、發展及其結果。因此，

人不要按照自己的主觀意

願在事物運行、發展的過

程中對其橫加干涉。

老子對於當時社會

政治問題的基本看法是，

產生社會問題的原因是

「為政者」在治理國家時

沒有尊重事物的內在本性，沒有遵循事物發展的

自然規律，從而打破了事物之中本來存在的平衡

與和諧。他從「道法自然」的哲學理念出發，認為

解決問題的最根本辦法就是「無為」—順任自然，

使萬事萬物恢復其本性和秩序，重建平衡與和

諧。這就是「無為而無不為」。深刻、睿智的老子思

想，其核心智慧就在於這「無為而無不為」。

老子以設問的方式提出：「愛民治國，能無為

乎？」他自己的答案是肯定的：「我無為，而民自

道家文化對中國傳統
政 治 文 化 的 影 響

■ 余秉頤

安徽省社會科學院哲學與文化所

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不同流派，在歷史

上都對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發生過深刻的影響，道

家文化自不例外。內容豐富的道家文化，其精髓是

老子首倡的無為思想和

莊子推崇的超脫精神。道

家文化對中國傳統政治

文化的影響，主要正是通

過這兩個方面表現出來。

一、無為：無為而

治、與民生息

的治國理政之

道

道家文化的無為思

想，開啟了中國傳統政治

文化無為而治、與民生息

的治國理政之道。這是道

家文化對中國傳統政治

文化最重要的影響。

政治文化的核心，是

治國理政之道，即關於如何治理國家、安定社會的

根本主張。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流派都提出了自

己的治國理政之道，例如儒家主張以德治國，法

家主張以法治國。唯獨以老莊為代表的道家主張

「無為而治」。在先秦的諸子百家中，老子的思想

可謂獨樹一幟。其不同凡響之處就在於，當儒家、

法家等學派力倡有為於天下之時，老子卻標舉「無

為」。

老子所說的「無為」，其本質是順應自然。「人

摘  要：道家文化的精髓，主要是老子首倡的無

為思想和莊子推崇的超脫精神。無為思想作為高

明而深邃的政治智慧，不僅真實地存在於中華民

族的思想文化史上，而且切實地對於我們民族的

政治文化發生了作用，開啟了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無

為而治、與民生息的治國理政之道。這是道家文

化對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最重要的影響。其次，道

家文化推崇和宣揚的超脫精神，為中國傳統政治

文化的理想人格提供了重要的價值取向—重精神

追求、輕物質利益的價值取向。

關鍵詞：道家文化；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無為思

想；超脫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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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

欲，而民自樸。」[3]老子心目中的理想政治是順應

大道，無為而治。在他看來，治理國家、安定天下，

不必費盡心機地採取各種手段和措施，而可以垂

衣拱手，不事用心，達到天下大治。關鍵是「我」

（統治者）要遵循自然無為的法則行事，讓各種事

物按照其本性去發展，而不要橫加干涉；讓每個人

無拘無束地成長，而不要扼殺其生命本性和創造

才能。

從治理國家的原則來說，老子要求統治者不

可擾民。君主不強迫老百姓做事，民眾自然安寧，

天下自然太平，民風自然淳樸。在老子看來，統治

者濫施苛政，嚴刑峻法，民眾也相應地會變得精於

算計，善於取巧。治理大國要像烹飪小魚一樣，絲

毫不可折騰：「治大國，若烹小鮮。」[4]越是頻繁地

頒發各種法令，民眾越是難以馴化，社會越是難以

安寧：「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

有。」[5]同時，老子還要求統治者不可對老百姓使

用權術，使用計謀，因為「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

智治國，國之福」。[6]用權術、計謀對付老百姓，那

是國家的禍害。

老子不擾民的治國原則，典型地體現在他所

提出的治國目標和理想社會—「小國寡民」之中。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

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

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

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

不相往來。」[7]此處所說的「小國寡民」並不是指國

家小、人民少。漢代河上公在注《老子》這段文字

時，說：「聖人雖治大國，猶以為小。示儉約，不為

奢泰；民雖眾，猶若寡乏，不敢勞。」[8]即使是治理

大國，也要像治理面積小、人民少的小國那樣，厲

行儉約並且不擾民。儘管有各種工具，也不要強迫

老百姓去用，並且要讓老百姓看重生死而不向遠

處遷徙；儘管有各種舟車，君王也不用來遊樂；儘

管有強大的軍隊，君王也不耀武揚威、發動戰爭。

同時，要使老百姓就像生活在以往結繩記事的年

代那樣，保持樸厚、誠篤的民風，安於質樸、恬靜

的生活，那麼即使是鄰國之間，兩國人民也不需要

為了謀取利益而相互往來。可見，老子並不是主張

倒退到原始的部落社會。為政之要在於讓民風回

歸淳真樸厚，這才是「小國寡民」思想的真諦和宗

旨，它所體現的是老子「無為而治」的治國方略和

理想目標。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

將自化。」[9]侯王如果能夠遵循無為之道，天下萬

物就會自然化育，國家就會太平安寧。所以聖人治

國，總是「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順應自然規

律，並且靠身體力行的引導，而不靠人為的強制和

喋喋不休的說教。然而，治理國家的人往往不懂得

這個道理，這令老子發出感嘆：「不言之教，無為

之益，天下稀及之。」[10]

值得指出的是，主張「無為」，並非主張消極

保守、無所作為。老子所主張的，是人們理性地認

識天地萬物的本性和規律，自覺遵循事物的本性

和規律而不妄加干預。他並不否認人可以輔助自

然，但他強調人應該在順應自然的前提下輔助自

然，「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11]這個「輔」字表

明，所謂「無為而無不為」其實包含著「有所為」的

意思，只不過是要求人的行為順應自然，不要破壞

事物的自然規律，不要對事物自身的運行、發展進

行不合理的人為干預。在老子看來，人的「有為」之

舉，往往弄巧成拙，使事物的發展最終出現始料所

不及的結局。他說天下的事物往往表現出這樣一

種特徵：有的你越是想減損它，結果反而增益了

它；有的你越是想增益它，結果反而減損了它，即

「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12]

老子提出的「無為」，雖然也包括關於修養身

心的重要思想，但從當時和對後世的影響看，主要

還是一種政治智慧。或者說，老子「無為」思想的

重心，在治國理政方面。因此從漢代司馬談、班固

開始，就認為《老子》是一部討論治國方略的書。

面對社會的動蕩不寧、人心的焦灼不安，老子身懷

濟世救人的一腔熱忱，在靜觀默想之間，為當時、

也為後世，留下了「無為而無不為」這種高明而深

邃的政治智慧。

道家文化的無為思想，對於秦漢時期的中國

政治產生了積極的作用。盛行漢代初期的黃老之

學，推崇老莊思想而兼採法家等派學說，主張君主

「無為而治」，「貴清靜而民自定」。這種主張，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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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當時的社會需要。在經歷了戰國時期的長期動

亂、秦末農民起義和劉邦、項羽爭奪天下的戰爭之

後，西漢初期的社會，需要安定平穩、與民生息的

政治環境，黃老之學正是適應了這種社會需要。在

歷史上被稱為盛世的漢代「文景之治」，正是建立

在黃老之學所提倡的「清靜無為，與民生息」思想

的基礎之上。這裏需要提及的一位重要人物，就

是漢文帝之妻、漢景帝之母竇太后。她尊崇黃老道

家，有很深的道家情結。竇太后尤其愛讀老子《道

德經》。受其影響，當時朝廷上下信奉黃老之學。

據史書記載，一次，竇太后問《詩經》博士轅固生

對《道德經》有何見解。轅固生說《道德經》中不

過是些很一般的家常議論。竇太后大怒，當即命

令轅固生進入獸圈與野豬搏鬥。幸虧景帝急忙遞

給轅固生一把利劍，轅用利劍刺死野豬，才幸免死

於野豬之口。由此事亦可見道家文化中的無為思

想在當時政壇影響之強大。

作為政治智慧的老子，「無為」思想不僅真實

地存在於中華民族的思想文化史上，而且切實地

對於我們民族的政治文化產生了影響。別的不說，

歷史上有四位帝王親自注解老子《道德經》，便從

一個側面說明了道家無為思想對中國傳統政治文

化的影響。第一位親自注解《道德經》的帝王是唐

玄宗李隆基。他的注疏突出了書中「理身理國之

要」的主題。他曾對身邊的侍臣讚揚老子的無為

智慧，說：「伯陽五千言，讀之甚有益，治身治國之

道，並在其內。」宋徽宗趙佶在注解中稱讚《道德

經》一書「其辭簡，其旨遠」。明太祖朱元璋認為

《道德經》「盡皆明理，文淺而意奧」。他說此書

雖然文字淺顯，卻意蘊深刻，看似抽象玄虛，內容

卻很實際，堪稱帝王的最好的老師。這三位帝王

的《道德經》注本都名為《御注道德真經》。清世

祖福臨（順治皇帝）的《道德經》注本則名為《御

注道德經》。他也認為《道德經》闡明了修身治國

的根本道理。唐宋明清四個朝代的四位最高統治

者親自注解《道德經》，可以表明封建統治者中不

乏對老子無為思想高度重視者，可以表明無為思

想在歷史上對中國政治文化切實地產生了深刻影

響。

探討道家無為思想在歷史上對中國政治文化

的影響，我們還必須涉及另一項十分珍貴的文化

遺產，那就是被胡適稱為「絕代奇書」的著作《淮

南子》（又名《淮南鴻烈》、《劉安子》）。

自從老子奠定了道家思想的根基之後，江淮

地區成了道家文化的中心。距今二千一百多年前，

在當時的淮南國都城壽春，淮南王劉安招致「俊

異之士」三千餘名，「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

探討興亡之道，研究學術之理，使淮南成為西漢前

期中國重要的學術文化中心之一。其最重要的成

果，就是編寫出百科全書式的著作《淮南子》。此

書的要旨，是發揮老子思想，探討治國之道。

《淮南子》明確指出，老子的「無為而治」不

是一切任其自然，不付出主觀努力，不發揮人的才

智。例如，雖說自然地勢都是西高東低，江河都是

從西向東流入大海，但還必須要人來治理疏導河

道，才能使河水暢流無阻；雖說到了春天禾苗都能

生長，但還需要人來辛勤勞作，才能使莊稼獲得

豐收。假若「無為」就是聽任水自流，坐待苗自長，

那麼聖王就不成其為聖王，也不可能達到「無為而

無不為」的目的。因此，神農要嘗百草並教百姓種

五穀，堯要四處奔走教民仁愛，舜要教百姓築墻

建屋，大禹要用疏導之法治理洪水。他們的行為，

都屬於「無為」之舉。正因為有了這樣的「無為」，

聖王才能夠「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治

天下。

尤其應該指出的，是《淮南子》還區分了「塞

而無為」與「通而無為」。所謂「塞而無為」，指

「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往」，也就是無所

用心、無所事事。所謂「通而無為」，其實是在尊重

自然規律的前提下，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而有所

作為。「通」意為「通曉」，指認識和掌握自然規

律。「故通而無為也，與塞而無為也同。其無為則

同，其所以無為則異。」 [13]兩種「無為」，看似相

同；但是何以無為，卻截然不同。「塞而無為」是

真正的無所作為，「通而無為」則是不「強為」。那

麼，什麼是老子所反對的「強為」、「有為」呢？

「若夫以火熯井，以淮灌山，此用己而背自然，故

謂之有為。」[14]倘若試圖用火來烤乾水井，試圖把

淮河引上八公山（「以火熯井，以淮灌山」），從自

己的主觀意志出發而違背自然規律（「用己而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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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那就是老子所反對的「強為」、「有為」。總

之，「所謂無為者，不易自然也。」[15]無為而治，其

實是遵循自然規律的「有為」。這至少可以說是

《淮南子》對於老子無為思想的引申、發揮。這可

以作為一個例證，表明在先秦之後，老子的無為思

想不僅綿延賡續，而且被引申、發揮出堪稱真知灼

見的新意。

而更值得我們關注的，是道家的無為思想對

於秦漢時期政治文化發生的影響開啟了中國傳統

政治文化無為而治、與民生息的治國理政之道。此

後，中國歷代統治者中的有識之士能夠「省苛事，

薄賦斂，毋奪民時」，省去苛求老百姓的政令，減

輕老百姓的賦稅和勞役，不干擾老百姓按照時節

進行生產。他們順應自然，謹慎地遵從天道、人道

的要求來治理國家，讓老百姓自主地安排生產和

生活。這無疑有利於經濟的恢復、發展和社會的穩

定、進步。因此，我們應該承認道家無為思想對中

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影響從總體上說其歷史作用是

積極的。直至當前，只要我們能夠正確、科學地看

待道家文化的無為思想，它就仍然能夠作為中華

民族傳統政治文化中的合理成分，給我們以有益

的啟迪。

二、超脫：重精神追求、輕物質利

益的價值取向

道家文化的超脫精神，為中國傳統政治文化

的理想人格提供了重精神追求、輕物質利益的價

值取向。

政治文化的一個基本理念，是關於政治官員

的理想人格的理念。任何文化都離不開對「人」的

關注，對理想人格的關注，政治文化則離不開對從

政的官員的理想人格的關注。儘管這種理想人格

並不是所有的政治官員都追求、都具有的，但它畢

竟體現了某種政治文化在官員人格方面的價值取

向，它至少是一部分官員們做人和做官的標準，是

他們心嚮往之並且身體力行之的。

道家文化推崇和宣揚精神的超脫、生命境界

的升華。莊子典型地體現了道家的這種精神追求。

他在《逍遙遊》中提出，功名利祿的束縛是精神的

巨大負累，是導致人的心靈不能自由、逍遙的重要

原因。因此，人如果被外在的功名利祿所誘惑和役

使，其結果只能是「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謂之倒

置之民」，[16]成了本末倒置的人。

莊子說，人們為謀取功名利祿所付出的最大

代價，就是喪失真性、迷失自我，使精神不得自由，

更無法超脫、升華。在莊子看來，這是用極巨大的

代價換取極微小的利益。「今且有人於此，以隋侯

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

者重而所要者輕也。」[17]隋侯之珠是舉世聞名的寶

珠，用它作彈子來打千仞高山上的鳥雀，即使能夠

打下來，也不過是用重大的代價換取微不足道的

區區小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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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長期生活於社會下層，家境貧寒，生活艱

辛。但他在清貧的生活中自得其樂，而不醉心於功

名利祿，不讓名韁利索束縛自己的精神。莊子說：

「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18]夏、

商、周三代以後的人，由於看重「利」而改變了自己

淳樸的天性。他們或「以身殉利」，或「以身殉

名」，都是汲汲於功名而不惜「殘生傷性」。針對這

種「殘生傷性」的狀況，莊子告誡人們一定要抵禦

功名利祿這些身外之物的誘惑。醉心於功名利祿，

是精神自由舒暢的巨大障礙。困擾於功名利祿，就

無法進入精神的逍遙境界。

當然，莊子並非完全否定「利益」，他只是反

對因貪圖功名利祿而「殘生傷性」。莊子說：「鷦

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19]

一隻鳥在廣袤的森林裏棲息，其實只需一根樹枝

就足夠了；一隻老鼠在大河邊喝水，其實只需要能

夠喝飽它肚子的那點水就足夠了。同樣的道理，人

的生活並不需要大富大貴，功名利祿對於人來說，

實質上往往是一種虛浮的需求和誘惑，並不具有

實實在在的作用和價值。

道家這種對於精神超脫的推崇和宣揚，為中

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理想人格提供了重要的價值取

向。如前文所述，在現實中這種理想的人格和價

值取向並不是所有的政治官員都追求、都具有的，

但是它畢竟表明了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在官員人格

方面推崇的是重精神追求、輕物質利益的價值取

向，而且它至少是一部分官員們做人和做官的標

準，是他們心嚮往之並且身體力行之的。儒家認

為，「為政者」的理想人格是忠君、孝親、守禮、重

義輕利乃至捨生取義等品格。道家文化則通過推

崇和宣揚精神超脫對於人生的意義，將重精神追

求、輕物質利益作為「為政者」理想人格的重要品

格。在這個問題上，可以說道家文化與儒家文化有

異曲同工之妙。當然，道家文化超脫精神的真諦一

旦被誤解，精神的超脫與逍遙被當作逃避現實、自

我麻醉的途徑和手段，也會產生十分消極的作用。

但不可否認的是，從政治文化的角度看，道家推

崇的這種重精神追求、輕物質利益的價值取向，在

歷史上和現實中都是情懷高尚、清廉自律的「為政

者」的基本品格之一。而培育這種基本品格，樹立

這種價值取向，則仍然應該是我們當前政治文化

建設的重要目標之一。

[1]《老子·二十五章》。
[2]《老子·四十二章》。
[3]《老子·五十七章》。
[4]《老子·六十章》。
[5]同注[3]。
[6]《老子·六十五章》。
[7]《老子·八十章》。
[8]河上公：《道德真經注》卷四。
[9]《老子·三十七章》。
[10]《老子·四十三章》。
[11]《老子·六十四章》。
[12]同注[2]。
[13]《淮南子·要略》。
[14]《淮南子·修務》。
[15]《淮南子·原道》。
[16]《莊子·繕性》。
[17]《莊子·讓王》。
[18]《莊子·駢拇》。
[19]《莊子·逍遙遊》。

The Inf luence of Taoism Culture on 
Chinese Traditional Political Culture

YU Bing-y i (Professor of the Inst i t ute of 
Philosophy and Culture Study, Anhu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The essence of Taoism Culture mainly 
lies in the Doctrine of Inaction initiated by Lao Tzu 
and Spirit of Detachment admired by Chuang Tzu. 
The Doctrine of Inaction, is a kind of brilliant and 
profound political wisdom, not only rooted in Chinese 
nation’s history of thought and culture, but also having 
its impact on the nation’s political culture. It started 
Chinese traditional way of inactive governance for the 
sake of people’s welfare, which can also be taken as the 
most signifiicant influence of Taoism culture on Chinese 
traditional political culture. In addition, the Spirit of 
Detachment admired and advocated by Taoism culture 
supplied Chinese personality, which sang highly of the 
spiritual pursuit, but neglected the material one.

Key words: Taoism Culture, Chinese traditional 
polit ical culture, Doct r ine of Inact ion; Spir it of 
Detac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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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處。……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

者為友。」[1]

莊子所「聞其風而悅之」的是「道」，道的描

述是「芴漠無形，變化無

常，……萬物畢羅，莫足

以歸」，「芴」是指「寂」
[2]，「漠」是指清靜 [3]，也

指如沙漠般寬廣荒涼。這

裏指道是寂然清靜，空廣

無盡，不斷變化，無不變

之常規，萬物全包羅其

中，不能歸入固定的理

解。綜合來說，道的情狀

是一種奧秘，包羅萬化，

但不能以固定的「形」與

「常」來描述，是超乎人固

定知識的真實本體。

道的奧秘性，是指道

作為終極本體，超越於人

知識及見聞，不能由人一

般固定想法來界定。

莊子指出，要真正

了解道，在「獨與……往

來」，「獨與」是人心靈單

獨投身，超乎知識及萬物

的形相，「往來」是直接從

靈性交往。「往來」是一種關係的建立，莊子單獨

交往的是「天地精神」，達至「與造物者遊」，即是

建立和宇宙溝通的關係。莊子和造物者同遊，可以

指人與宇宙終極真實之間的「我─你」（I－Thou）

中華神學之起點

關係與感通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中華神學

從莊子與造物者遊境界研討啟示的

可能性

基督教之所以產生

神學，是對信仰的理性

反省，起點是在思考《聖

經》所記載的內容，包括

其記載的五經律法書、

歷史書，詩歌智慧書、先

知書、福音書、使徒書信

及未來預言等。《聖經》

宣稱是上帝「啟示」的作

品，其文本記錄及描述的

核心，是上帝主動臨到人

間，與人溝通，向人啟示

宇宙人生的奧秘，在不同

處境中，指示歷史困境的

出路，或通過詩歌與智慧

語言，描述人生的幻變及

痛苦，並上帝賜給入的盼

望。新約聖經描述基督道

成肉身，以受苦和復活帶

來救贖的事件，及後來使

徒對靈性與教義反省的

著作。

從中國哲學如何了

解啟示呢？可從莊子《天下》篇所言探討：「芴漠

無形，變化無常，……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

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獨與天

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

摘 要：基督教神學是對信仰的理性反省，其研
究的起點是《聖經》。基督教宣稱《聖經》是上

帝的「啟示」，如果從中國哲學的角度來理解「啟

示」，就是造物者主動與人往來、與人溝通，就

是莊子所說的「獨與天地精神往來」，是一種「上

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彼

此感通、彼此交往的關係。從傳統神學的三位一

體理論思考莊子的話，創造一切的終極者「造物

者」好似「聖父」；「外死生、無終始者」在地上的

作為，能與人為友者，好似「聖子」；遍在一切又

與人相感通、創生與運作萬物的「天地精神」，好

似「聖靈」。中華神學強調人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上

帝，建立親情的關係，而這關係是上帝與人的感

通，其基本神學範疇是「關係」與「感通」。上帝作

為有性情有位格的真理，故可與人建立關係，當

人在生活關係中遇到上帝呈現，對此作理論反省，

才會有神學的產生。

關鍵詞：關係；感通；恩情；立約；神─人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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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是人與宇宙真理的感應溝通，這種感通關

係是互相往來的，在雙方互動共融中，如果造物者

傳給人一些信息，那是宇宙真理對人的溝通，是為

「啟示」。這是從中國思想智慧的理念，去探討啟

示的意義，啟示可以說是造物者主動與人遊，與人

往來。

上與造物者遊的境界

所謂「天地精神」，天地是指宇宙，「精神」是

什麼呢？《易·繫辭》「精氣為物。」所謂「精氣」，
《周易正義》註疏這句的解釋是：「陰陽精靈之

氣，氤氳積聚而為萬物也。」[4]是指「精靈之氣」。

此外，《增韻》：「凡物之純至者皆曰精。」[5]「精」

是產生萬物的、至純粹的精靈之氣，即靈氣。

至於「神」，《尚書·大禹謨》：「乃聖乃神」，提
到「聖」與「神」兩理念，《尚書正義》註這句曰：

「聖無所不通，神妙無方」 [6]。王弼註《易·繫辭》
「陰陽不測之謂神」時解釋「神」：「神也者，變化

之極，妙萬物而為言，不可以形詰」[7]。所謂「妙萬

物而為言」一句來自說卦傳，王弼是引說卦傳以解

釋「神」，「神」是指在萬物背後奧妙地運作一切的

不可知的力量與真理。

從上分析，「精神」是指創生和運作萬物的奧

妙靈氣，所謂「精氣」，而「氣」在莊子中，大概是

指一種萬物共有的原質。莊子曾說：「精神生於

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8]這種靈氣被

道所生，而這靈氣又衍生萬物之形體。莊子又說：

「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

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9]精神作為靈

氣，是四通八達暢流，無所不在，遍及天地，是萬

物生育之力，無跡象可見，與主宰上帝同德同性。

莊子指出，道是寂然清靜，不能用任何固定

方式去理解，道衍生精神，是創生和運作萬物的奧

妙靈氣，莊子追求，單獨與創生天地的宇宙精神往

來。「往來」是「交互共融感通」，應是指融入宇宙

無所不在的靈氣中。這與天地精神共融，並不高於

萬物與他人，反而從天地全體眼光看萬物，因而可

以不傲視萬物，不拘泥於人間是非，且與世俗人隨

順相處。

莊子與天地精神相往來，而達「上與造物者

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的境界。「造物

者」是終極的創造萬物根源，應指「道」，莊子說：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

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

神帝，生天生地。」[10]道是永恆存在者，創生天地、

鬼神與主宰。至於「外死生、無終始者」，是指分享

永恆生命的地上存在，可與人交往為朋友。

莊子用「遊」的理念描述與「造物者」的「往

來」，什麼叫「遊」，《莊子》一書第一篇是《逍遙

遊》，「逍遙」是指優游自在，不受束縛的樣子，大

魚轉化為鵬，飛翔於太虛，從上俯視人間，就如人

仰觀於天，無盡無極。

「逍遙遊」中的「遊」，描述生命的「無待」境

界，是一種精神上的自由飛翔。如說：「逍遙於天

地之間，而心意自得。」 [11]此外，莊子多次提到

「遊」：「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12]又「至

人……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13]這些

都是與「無待」同樣的境界。

《在宥篇》提到「鴻蒙」有「拊髀雀躍而遊」

的境界對遊的解釋說：「浮游，不知所求，猖狂，不

知所往，遊者鞅掌，以觀無妄。」[14]「浮游」是無固

定形式，優遊的自由飛翔，「鞅掌」據《成玄英疏》

指眾多，「無妄」是指真實世界。全句意思是指鴻

蒙雀躍飛舞，因其心無固定形式，故能自由地遨

遊，又其心無固定目的，故能遊於紛紜眾多的萬

物，而能觀真實世界，這是無約束而徹底的自由。

這是莊子生命所追求的大逍遙，大自由，就是其心

靈的飛翔。

什麼叫「與造物者遊」，莊子在《大宗師》中，

借孔丘說「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是「彼

遊方之外者也」，描述「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

遊乎天地之一氣。」[15]「天地之一氣」應等同「天

地精神」，即宇宙靈氣。遊方外之人，能與造物者相

伴相通，於天地精神靈氣中自由飛翔。

在《應帝王》中，莊子借「無名人」的口說：

「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

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
[16]他與造物者相伴相通，厭煩時就乘縹緲之鳥，遊

超越時空的真理世界，莽眇之鳥亦即指天地精神

靈氣，人與精神靈氣往來，而在宇宙終極之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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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與野)自由飛翔。
莊子提出「造物者」理念，是創造宇宙之終極

存在，這造物者可與人同遊於天地一體的靈氣中。

「上與造物者遊」，「上」是指人超越一切向最高境

界，「與造物者遊」是與創造天地的終極存在相伴

相通，在宇宙自由飛翔。

莊子的理想追尋，是與「造物者」共同地自

由飛翔，通於無限宇宙的靈氣，遨遊於天地中。這

「造物者」是宇宙終極無限的本體，產生天地精

神，是一切的根源，創造萬物包括人，而人可超越

自己限制，而與造物者「遊」於天地。

「造物者」作為終極存在，能與人同遊，其精

神與人相往來，故人不是溶化於造物者中，失去自

己本身，卻是與造物者相交，而有所感應溝通，造

物者與人是「我/你」的關係，是「感通共融」，人不
是等同終極本體。「造物者」是否宇宙主宰的形態

呢？是否有性情可與人感應相通呢？

莊子言道之情與信

道既生人與萬物，人是有性情，有心靈之存

有，那麼道是否只是自爾自化的規律，而毫無性情

呢?老子言道，是淵奧玄妙，超乎名言，這是一種打
破知識義理系統，由非規定性角度去描述道，維持

了體悟道境界之開放性，道是不能用概念系統界

定的。

從道去思考，是開放性思考，思考道之自身，

是超乎規定格局的開放性本體，因而道有多面相

的表現，有時是自然的原理，有時是人間的法則，

有時是宇宙整體的道路，有時是淵奧的玄妙，以

道之開放性言，其具有性情是可能的，然而是超越

名言的性情，不同於人的性情。

莊子言道，《大宗師》論述說：「夫道，有情有

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

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圖存，神鬼神帝，生天生

地，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

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老。」[17]

莊子不單從「無」的角度描述道，卻是以「有」

和「無」及「可」和「不可」的相合而言，「有」的是

「情」與「信」，「無」的是「為」和「形」，「可」的是

「傳」與「得」，不可的是「受」與「見」。這是整全

地兼觀有無的描述。此中情與信兩字，很值得研

究。

成玄英解情與信兩字為：「明鑒洞照，有情

也，趣機若響，有信也。」呂吉甫解為：「耳目得之

而視聽，手足得之而運動，豈不有情乎。寒暑得之

而往來，萬物得之而生育，豈不有信乎。」[18]

所謂「明鑒洞照」與「趣機若響」，是有感受

有行動的描述，道也通於人的感受與萬物的運

作。那麼道又似不是冷漠無覽的法則，安能無情。

道也是萬物往來與生育得以運作的基礎，自然有

信實性，那麼呂吉甫則以道是人耳目與手足得以

運作的基礎，人有情，道似亦應有情，但從甚麼意

義下說道有情與信，有感受與行動呢?這須配合莊
子其他地方用的辭去理解。

在《齊物論》中，莊子用「情」與「信」描述

「真宰」。《齊物論》論及天地之自然，及心與萬有

之交涉時說：「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

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
所取，是亦近矣，不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

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
[19]

萬有日夜呈現在人前，不知其從何而來，

「已」字指「止」，即日夜推測萬有從何而生，亦

不能知，只能停止在已知世界。「非彼無我」中的

「彼」，即萬有人的心與天地萬有互為相依。由天

地才能有我，有了我才能使天地被觀察，這些道

理都很接近，但又不知誰指使。此中之一切，似有

一「真實主宰」在，但又不得其痕跡。「真宰」可依

郭象解為「萬物萬情」之主宰。

《齊物論》所謂「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

是指這真宰的行動早已信實如此，但又非有形之

事物，「信」應指信實性。「有情無形」，成玄英說：

「有可行之情智，無信己之形質。」[20]即這真宰之

作為有情智而無形質。楊慎說：「此節從性情上認

取真宰，猶眾靈之從天籟來。」[21]

《齊物論》中的「真宰」，傳統有兩解釋，有

解之為真心、真我，有解之為造物或道。我認為應

解為造物或道，原因有三：

1. 其後面有「真君」一辭，真君是百骸九竅
六臟之主宰，是指真心或真我，如果真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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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辭指真心真我，在之前就不應另用一辭

「真宰」以指同一事物，莊子不會用了真

宰一辭之後才十多句，就轉用另一辭。故

兩者應有不同意思。

2. 在「真宰」……一句之前，講「非彼無

我」，此中「彼」字是指其前所論的「旦暮

得此，其所由以生乎」的「此」，即一切萬

有之根由。真宰是指「彼」還是「我」呢?
如果後面講的「真君」是指「我」，那真宰

一辭必另有所指，故必是這「彼」，也就

是萬有的根由，而為萬有主宰之義。

3. 《齊物論》的寫作形式，是萬有與人心
交相呼應，如開始時講天籟，與人的知

言呼應，後面講成心與物之無彼此及道

通為一呼應。故依此形式，真宰是就萬有

上言，真君是就人心上言，兩者亦交相呼

應，完全符合這形式。

故真宰指萬有之主宰，真君指人的真心，兩

者皆有情，前者「有情而無形」，後者即《齊物論》

所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情」的

概念，在《莊子》內篇中，有提到「事之情」（《人間

世》），「人之情」、「物之情」(《大宗師》)。此中關
乎事與物之情，是指物之真實情態，而人之情，則

涉及情智。

但還有深一層的情、形而上的情，《德充符》

中論到「情」有兩層次，一是論聖人受食於天，有

人之形，無人之情。此中的情，是偏情。其後莊子

與惠子談「人故無情」，也是指偏情，所謂「以好惡

內傷其身」的情。但還有第二層次，就是惠子問：

「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
也。」[22]即他所謂「無」之「情」，不是人本有的情，

而為「好惡之情」，那意指偏情以外，另有一種真

正的情，真正的情是甚麼呢?大概相同於《大宗
師》中言孟孫才處喪，「有旦宅而無情死」 [23]之

情。

在《養生主》之中，談到老聃死，秦失見吊唁

的人都哭，是不必哭而哭，說「遁天倍情」 [24]，

「遁」是逃避，「倍」是違悖，即評那些人是逃避自

然之生死，而違悖「情」，這是一種宇宙真理之情，

與天並提，故與「道有情」之情同一層次。

那麼涉及和道有關的情，一是大宗師所論「有

旦宅而無情死」那種人的真情，一是「遁天倍情」

那種宇宙之情。這情的兩面，剛好可和《齊物論》

的「真宰」與「真君」兩概念對應。

故莊子以真宰和真君都有情，宇宙主宰及人

的真心，皆有其真情的表現。不過，無朕無形，只

能通過無的工夫破除障礙才能見，所謂「有情無

形」，此情非一般現實上人的情智，卻寫超越的

情，是「無情之情」，是無情為本的有性情之道體

論。

莊子的道體論，其道具「無情之情」，即無性

情相之性情，即指道本質上隱含性情的所有潛質，

由此可視涵某種神學的意義，指向無性情相的上

帝。這是寂然不動的上帝，不可用偶像或形式表達

的「無相真神」。這正與《聖經》所啟示的上帝義

理接近，《聖經》上帝超乎人間的宗教、教義和禮

儀，也非高高在上要人祭拜，是無性情相的「無相

真神」。《聖經》描述這上帝卻下與人遊，與人同

經憂患苦罪，也與人同遊於人生路。更通過救贖，

聖靈與人同飛翔於宇宙大道之中。這將發展成一

種「道體神學」，為中華神學的思想。

與造物者遊的神學與啟示

從莊子所論，人與宇宙終極真實的「往來」和

「遊」，可理解為人和宇宙真理的「我─你」（I－
Thou）關係，是一種感通共融，而不是失去自身的
與宇宙溶為一體，迫是屬「關係」範疇的。

從神學去反省，中國道家哲學指出人可「獨與

天地精神相往來」、「上與造物者遊」，是人與宇宙

終極真理可建立往來的「關係」，由此推論，宇宙

的最高靈氣及造物者也可主動與人交往溝通。而

且永恆真理可在地上，成為「外死生、無終始者」，

即超越生死的永恆者在地上存在，可與人交往為

朋友。

若從傳統神學的三位一體看，莊子這段話可

有三一神學的意味。作為最高終極真理的造物者，

可在地上成為「外死生、無終始者」，也可生宇宙

靈氣而創始萬物。若用創造一切之終極者了解「造

物者」，似為「聖父」，若用道成肉身了解「外死

生、無終始者」在地上的作為，能與人為友，即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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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子」，用遍在一切與人相感通，又創生與運作

萬物的宇宙精靈之氣了解「天地精神」，似是「聖

靈」。三者又原為一，可與人同遊於天地，使生命

在無限中自由飛翔。用這角度了解三位一體，可增

加了一種逍遙自在的美學與靈修神學的韻味，成

為中華神學之特質。

總結言之，從莊子哲學可否開出神學上啟示

的可能性呢？可有以下幾點反省：

1. 在《大宗師》篇論述「道」，是「有情有
信」，是否指道具性情呢？從《齊物論》所

言「有情而無形」的「真宰」、《大宗師》

中言「有旦宅而無情死」之情，及《養生

主》中「遁天倍情」的「情」，都具有宇宙

真理之情的意義，是形而上終極真理的

真情。是「無性情相的超越真情」，有真

情的「真宰」和「道」的，在神學上可指向

無性情相而有超越真情的上帝，若上帝

或道有性情，啟示就可能。

2. 從《天下篇》研究，莊子哲學描述人與終
極真實的「往來」，及人與造物者「遊」的

思想，是指終極真理與人可相交往互通，

「往來」是一種關係的建立，是和宇宙溝

通的關係。和「天地精神」交往，達至「與

造物者遊」，即人接觸宇宙靈氣，而與創

造天地的終極真理共同自由飛翔，莊子

和造物者同遊，可以指人與宇宙終極真

實之間的「我─你」（I－Thou）關係。從神
學來說，在這「我─你」思維下，上帝的超
越真情即可與人相交往，建立感通關係，

啟示即可能發生。

中華神學反思生活世界的中「關

係」與「感通」

當人開始進入信仰生活，通過信心投入和體

驗，了解經典描述的內容，引發內在靈性生命的改

變，進而對上帝的本質與行動加以理論反省，並適

切地回應處身的文化內涵，這就開始了神學思想

的反省。

當基督教進入中國的文化處境，開展中華神

學的反省，是將基督信仰放在中國的生活、文化與

人生哲學氛圍，用中國文化的思維方式，思考上帝

與其啟示，就是中華神學的思考。

神學順中國文化特性去思考，當以「生活世

界」為思路的開始。人在生活世界中活動，遇到上

帝的臨在及顯現，心靈上體悟一種神聖的境界，

與上帝的神聖親情有所感通，建立一種「神與人間

的關係」。

中華神學強調人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上帝，建

立親情的關係，而這關係是上帝與人的感通。基本

神學範疇是「關係」與「感通」。

所謂「感通」，是指人心靈對他者的感應溝

通，中國正統哲學是儒家思想，其核心理念是

「仁」，牟宗三定義仁就是感通，他說：「仁以感通

為性，以潤物為用。」[25]牟先生指出孔子在人生中

「指點仁的實義，來開啟人之不安、不忍、憤悱、

不容已之真實生命。」[26]這「是感通之無隔，是覺

潤之無方。……仁有二特性，一曰覺，二曰健。……

此覺是由不安、不忍、悱惻之感來說，是生命之洋

溢，是溫暖之貫注，如時雨之潤，故曰覺潤，覺潤

至何處，即使何處有生意，能生長，是由吾之覺之

潤之而誘發其生機也。」[27]

牟宗三論儒家仁心之感通性，可謂淋漓盡致。

說明仁是人性的心性本體，其本質就是感通。感通

不單是人心性本體對他人的仁愛惻隱，且可帶來

潤澤萬物，人心帶來的創造性行動，可使萬物有生

機，而達《中庸》所謂「贊天地之化育」[28]之境，據

鄭玄註，是「助天地之化生。」

這是指人心性之感通，可達宇宙時空之無限，

牟宗三說：「其感通也無窮盡，其潤物也無止境。

故仁者之心體物而無所遺，即與天地萬物為一體

也。……天道之實由性見，性之實由仁與心見。故

仁、心、性、天其實一也。」 [29]心性與宇宙本體同

體，故人心之仁的感通性，是一宇宙的真理。

「咸卦」與「泰卦」

感通的觀念與宇宙萬事萬物也相關，「感」的

觀念可見諸《易經》的咸卦，卦象由艮卦在下，兌

卦在上構成，艮卦代表山，兌卦代表澤。這是作易

者在生活世界中，觀察到山和澤兩種事物，若水

在上面，山在下面，如雨露潤澤山巒，是大自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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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順暢的現象。如今將這具體處境普遍化，用剛

與柔作為山與澤的普遍性質，若柔在上面，剛在

下面，則是描述正常順暢的普遍性質，這性質稱為

「感」。

咸卦彖傳曰：「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

以相與，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

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30]。天和地

是最大的不同和差異，但兩者可以互相有所感，而

萬物的多元差異，即由此而衍生。這是本體論的描

述，以所有存在之物均以天地之相感為本。

「通」的觀念可見《易經》泰卦，《序卦傳》

云：「泰者，通也」。其卦象由乾卦在下，坤卦在上

構成，《彖傳》曰：「泰，小往而大來，吉享，則是天

地交而萬物通也，上天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

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

道消也。」[31]乾卦代表積極的創造生長原則，坤卦

則代表順承厚載的原則，創造生長的事物在下，向

上發展，遇到順承厚載的處境，自然暢順交通。

乾在下，亦即在內，坤在上，亦即在外，內是

乾的陽健性，外是坤的陰順性。陽的建動性，遇到

坤的順承性，則自是通透，在人格上是善性能自然

流露為行為。在社會政治上，是君子處於權力核

心，小人排在外面，故君子之道得暢通表現。

咸卦展示感，泰卦展示通，而感通一辭連用，

來自《繫辭上傳》[32]：「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

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至神，其孰能與於

此。」

這裏提出「無思」、「無為」、「寂然不動」三概

念。這三概念與易經一般論的「生」、「變化」、「動

靜」等，均有不同，這是描述易之本體本身，而不

是從萬化去反溯易的本體。易本體之自身是無思

想念慮，無造作行為，完全的寂靜，沒有動作。這

是以無來描述其本性。

這本體創生天地萬物，萬物在其中各正性命，

彼此之間沒有障礙，故此彼此能感應，能溝通。若

萬物只是多元，只是各自獨立存在，那是無感通可

言，因為各有其特性，而又彼此不相關。但若萬物

源於一本體，一切的最後根據，所謂「天下之故」，

則多元的萬物均能在一中無礙，而有感應溝通。

從中國哲學所陳述的世界，始於他者共在的

事實，這是「關係」的世界，依中國思想的進路，

「關係」的理想要求，就是他者之間的「感通」，人

心性本體的仁，宇宙萬物間的和諧，都是「感通」

關係。

若由這中國思想理念去建構神學，我們可以

從大方向思考，即上帝與人類及宇宙建立關係，是

神學的起點，可有以下重點：

1. 神學始於神人建立關係，上帝主動向人開
顯相交，是為啟示，因啟示使人可體驗上

帝的性情，覺知上帝是一感通的上帝。

2. 上帝的本性就是三位一體的互愛相通，上
帝的本體就是三位之關係，三位就在一

體之中以愛感通，三位是父、子、靈三性

情位格的「不離不雜」，一體是上帝終極

慈愛的感通本體，三位的關係是「相攝相

入，圓融無礙」。

3. 感通的上帝，創造了能感通的人，有靈的
活人能與上帝、與他人、與天地萬物感

通。其責任是「贊天地之化育」，以大道

管理與修治天地。

4. 人因陷溺在罪的隔絕中，虧損了原有的
感通性，產生了分別心，有了成心、機心、

滑心，形成人與上帝、他人及天地萬物之

隔絕。

5. 上帝的恩情救贖，是聖子耶穌基督道成
肉身，承擔人的苦與罪，死而復活，使人

靈性回復與上帝的感通，也回復與他人

及天地之感通。

6. 人以原始單純的信心體會聖靈，得上帝恩
典的潤澤，而得新生命，也去感通覺潤他

人與萬物，將上帝的神聖美善行在地上，

是天國的實踐，以永不止息的愛與義貢

獻社會國家。

中華神學的起點：關係與感通

中華神學的起點，在指出聖經描述的核心內

容，是上帝在人的生活世界中臨在，建立「感通的

親情關係」。上帝是通過以慈愛與救贖的行動臨到

人間，與人同行。

從舊約時代信心之父亞伯拉罕、摩西及眾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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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在生活中遇到上帝的臨在及顯現。上帝對人類

的苦難，不是用其高超的全能去變好世界，強迫人

類接受，卻是尊重人自由的抉擇，與人同行，帶來

歷史與人生苦難的轉變。到新約通過道成肉身，

基督被鞭打侮辱，釘死十字架，從自己痛苦至犧牲

的方式，來承受人類的苦難與罪惡，使任何受苦

的人知道，人在困苦中並不孤單，上帝與人一同受

苦，與人同在同行。而當基督連帶著苦罪死去後，

其復活就帶來轉化的新希望，使人相信，困苦必會

過去，人生與世界均會轉化得更好，前面永遠有盼

望。

人在生活世界中，體會與人一同受苦及轉化

人生的上帝，這是中華神學所理解的上帝，與人類

休戚相關，同甘共苦，而又在絕望中轉化出盼望。

中華神學反省的起點就在這在生活與關係中呈現

的上帝。這不同用西方希臘哲學形而上理念所架

構的上帝觀。

上帝臨在人的生活，稱為啟示，啟示的出現

在人間，是因上帝主動與人說話，主動在歷史中行

動，主動與人相關，這揭示了上帝作為終極的真理

本體，其本身是具性情位格的，不是無知無覺的形

而上本體，只有具性情位格者才能「主動」，才能

有說話和行動。上帝作為有性情位格的真理，是有

大愛之情的，故可與人建立關係，當人在生活關係

中遇到上帝呈現，對此作理論反省，才會有神學的

產生。

神人關係是神學反省的充份而必須的條件，

沒有這關係，人對上帝就沒有體驗，上帝就遠離生

活，只是人想像的存在。中國哲學反省始於生活，

思考與他者共在的關係，沿這思路，中華神學是以

關係作為起點，是人遇到上帝，與絕對的他者建立

關係，達至生命的感通共融，是最高的境界。

故「關係」與「感通」，是中華神學的起點。

恩情與立約的關係

西方神學較重視用邏輯系統去推論上帝的性

質及其啟示，西方自然神學也企圖論證神的存在。

在西方的哲學思維影響下，主流西方神學到19世
紀，常將上帝視為希臘哲學的實體(substance)或本
質(essence)，上帝被化為一外在客體，與人主體對

立，人與上帝的溝通只能退到靈修的領域。要到20
世紀以後，神學家才重新重視關係的理念。

然而中華神學先經過非希臘化(dehellenized)
過程，走出西方框架，從中國哲學的思想範疇思

考，一開始就重關係與感通的理念，其實《聖經》

的表達與中國思路接近，《聖經》本身沒有用抽象

的系統性哲學去表達，卻從生活、關係與互相感

通描述上帝。

《聖經》並無用邏輯系統去表達上帝的啟

示，《聖經》重視歷史人物與事件的記載、藝術詩

歌智慧陳述、先知訓誨與批判人間、使徒記述、

及使徒的書信，去描述其所傳遞的一個「事實」，

即上帝與人發生了親情的關係，這事實即建立了

一個「我─你相關」(I-Thou relationship)的感通模
式。不過此中的「你」，是上帝，是「神聖與永恆的

你」，其與人相關不單是有「情」，且是一「恩典」，

這種具恩典之情，是倫理親情，如父子夫婦，成為

一種「恩情關係」，即「恩典之親情關係」。

恩情的意思，恩是指一種恩典、恩義，「情」可

從孔子所言的「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33]來了

解，孔穎達註曰：「情，情實也。言民化於上，各以

實應。」[34]。情是指真實，即真誠確實的心意，孟子

也說：「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35]這是指萬物之

特殊性。從中國思想看，「恩情」是指「特殊而真誠

確實的恩典慈愛」。

依《聖經》文化傳統，上帝對人的溝通行動，

是上帝和人立「約」（covenant）。「約」一字的希伯
來文原是(ber it)，其字根的來源可能是中亞述文
(Middle Assyr ian)名詞bi r it u，指「繫鍊」、「綑
縛」，或亞甲文(Akkadian)的bir it，指「之間」，或
「際」 [36]。這種約立在人間，往往連著「斷定」

（kârat）一辭，也常是一種人與人的誓約，是對等
的關係。《聖經．創世記》記述亞伯拉罕和以撒分

別與亞比米勒立約，這種約代表兩個團體的莊嚴

委身關係，此中要用盟誓甚至毒誓的方式，去表示

其斬釘截鐵的斷定性。

然而在《舊約聖經》，約(ber it)一理念不是指
不同兩個人或兩個團體的對等關係，在猶太人的

用法，卻是指主人與僕人間的關係，那是主人單方

面對僕人承諾，應許保護及供應其需要，這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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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恩典，僕人因應主人的恩典，是以順服主人回

報。關鍵是指上下相關成為一共同體，而有「連

結」(如英文的bond)的關係，不是法律性的，卻是
一個承諾、一個誓約[37]，這約所連結成的神人關

係，可稱為「恩情關係」。

《聖經．創世記》1-11章論及神人之間立約
(berit)，沒有用kârat一辭，因kârat是用在對等團體
間、或人與人間的斷定性關係，而神人立約是上帝

下臨的神聖關係，是恩典性的關係。故在《聖經》

中記述神人立約時，都是用hê qi m一辭，連用為
hêqim ber it (建立聖約)，hêqim指「建立」、「賦
予」，其中qum一動詞指「起來」、「站立」之意，具
有上帝再次確定之意[38]。

立約的意思是上帝向人主動建立關係，也是

原初就有但又被人遺忘的關係。這關係來自上帝

對人的恩典慈愛，是為恩情關係。

這關係先在《聖經．創世記》中「挪亞之約」
[39]時陳明，那是重述上帝與人在「創造」時的關係，

即是管理天地萬物或具有上帝的形象，這是創造

時上帝對人之恩情。

其後是「亞伯拉罕的約」是上帝主動要求亞

伯拉罕作完全人，成為多國之父及賜予迦南地[40]。

這約使上帝與亞伯拉罕建立了一種恩情關係，使

亞伯拉罕成為上帝的朋友[41]。之後是「摩西與西乃

山之約」 [42]，上帝聽聞以色列人受苦所發出的哀

聲，主動以行動釋放以色列人，並說明「我要以你

們為我的百姓」[43]，「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

為聖潔的國民。」[44]於是通過這約，上帝和以色列

人建立了恩情關係，甚至說「以色列是我的兒子」
[45]。「以法蓮是我的愛子麼，是可喜悅的孩子麼」
[46]。「耶和華召你，如召被離棄心中憂傷之妻。」[47]

「新郎怎樣喜悅新婦，你的神也照樣喜悅你。」[48]

這種恩情關係的根基，在於「耶和華專愛你們，揀

選你們。」[49]這不是兩集團間的約，卻是上帝主動

和人建立的恩情關係。

到了新約時代，新約宣稱耶穌基督道成肉身

來到人間，通過流血受死和復活，與人類另立新

約。這約說明上帝視全人類為其子民和兒女，由此

以建立天國。耶穌基督獻上自己的血，成為新約的

中保（見《聖經．希伯來書》），使人類可與上帝和

好，使接受這救恩的人，被聖靈引導而成為「上帝

的兒女」和「上帝的後嗣」（見《聖經．羅馬書》），

重建神與人的恩情關係。

上帝與人立約，不單是上帝與人相遇見

（encounter），且有一種「我─你」關係，在這關係
中表示出上帝在創造和救贖中，對人付出了恩典，

願意寬恕和接納人的一切罪過，也聆聽人的一切

苦情，使人能與上帝恢復溝通。由上向人呼喚溝

通，到與人立約，視人為子民和兒女，則進入理想

的「感通關係」。若以這關係為起點看上帝，則上

帝不是理性邏輯分析推論的對象或客體，也不是

一般庸俗宗教的功利追求對象，卻是神人間直接

契遇的「恩情」。

從上帝的啟示到與人立約看來，《聖經》是從

「我─你相關」的模式去揭示真理，其核心是「神
─人相關」。上帝進入歷史是一大事因緣，在歷史中
打開一全新事件，使上帝與人能建立親情感通的

「恩情關係」。此中上帝與人互相的理解，形成神

人的「眼界融合」；但上帝的眼界超乎歷史局限，

也無偏見，是一無限眼界。當人以自己眼界融入上

帝的無限眼界時，不單其罪污可因救贖而洗淨，其

人生歷史所形成偏見亦可以去除，而突破自己的

規限，用全新的眼界，及盡量接近上帝的無限眼界

去看宇宙與人生；一時天地萬物各自的價值均得

到肯定和尊重，生命亦在恩典中體會上帝的恩情，

因而得著全面的更新。此中的思考是「神─人恩
情」模式，乃「你─我相關」模式的本體根基，亦是
回應後現代的神學反省方向。

「神─人恩情」模式不再以人為主體，上帝為
客體，徹底擺脫啟蒙運動的架構。而當代法國神

學家德桑（Delzant）在1978年已指出，神學隱藏地
接 受 了 啟 蒙 時 代 的 「 人 為 中 心 」

（Anthropocentrism）假設，將上帝和人區分為二，
失去了神人間的關係。但其實《聖經》是以聖約為

中心，約是一象徵秩序，使上帝的概念分別於禍福

吉凶的功利觀念，而建基於神的恩典。[50]

「神─人恩情」的模式肯定上帝是一「自我溝
通的神」（self-communicative God），其溝通是一
溝通行動，對人開出救贖，又在創造時把人造成能

溝通者，而能感應於上帝、他人及天地萬物。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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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萬物，即可上通於上帝，橫通於人，下通於萬物，

於是天地萬物是一可感通的性情宇宙。人若無犯

罪破裂了「神─人」間的恩情，即可通透宇宙而形
成事事無礙的大和諧。而作為「自我溝通」的上

帝，即成為一切溝通所以可能的根基。這正如德國

神學大師拉納（Rahner）所指出，當人不斷發問，不
斷超越地追求時，上帝只呈現為絕對的奧秘。這奧

秘本不為人所知，人到此地步只能成為一真道聆聽

者，開放心靈去等待上帝的啟示，幸得上帝有其

「自我溝通」，向人表明自己，使其奧秘變為人人

可感觸到的事實 [51]。從《聖經》本身揭示的上帝

觀，當是上帝的「自我溝通性」，這亦是後現代「神

─人恩情」神學的基礎。
上帝向人的啟示，不單以話語溝通，也以行動

溝通，神進入歷史，與以諾、亞伯拉罕、摩西等「同

行」，一步一步向人啟示他自己，同時也替人開出

歷史的新局面。最高峰則在耶穌道成肉身，走遍各

城各鄉，宣講天國福音，又醫治各樣病症（見《聖

經．馬太福音》），並釘死十架上，其後復活，均是

一種「溝通行動」。當代德國神學家彭卻（Helmut 
Peukert）曾發展一套「溝通行動的神學」（theolog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指出猶太/基督教傳統，
本是關注一種基礎性的溝通行動，如《聖經．出埃

及記》的民族釋放，即以釋放和自由為溝通行動的

條件，到先知強調這基本經歷去重建人神關係，

回到那以「釋放的自由」（liberating freedom）為性
質的上帝。到新約時代，耶穌到處遊行，宣講天國

的福音，肯定上帝可被人親身經歷。從耶穌自己醫

治、寬恕和救贖的行動中，上帝已被人體驗到，而

他的教訓和譬喻，是一種連結於特殊處境的語言

行動（speech actions related to specific situation），
使人真實地經歷上帝，而「開啟新可能性去理解

真理，理解自己，進而付出共同的行動。」[52]

上帝的溝通包括了他的說話、參與和行動，

開展了神人間的恩情，人要回應這情，必須以信心

開放自己。一般道德行為或善行的累積，不能建立

情際關係，情際關係之所以可能，在於以開放的信

心放下自我封閉的心境，批判自己的偏見，投入另

一方的心靈與情懷中，並且因與對方相遇，而反省

自己，發現自己的有限、隔絕和過錯，因而有所懺

悔，重新開放自己。這種因信心而自省悔改及更深

入的投入的情況，是情際溝通所以可能的條件。若

依此意義來界定罪，那就是人與上帝處在一隔絕

無溝通及關係破裂的狀態中。罪使溝通斷絕，信心

重建溝通，而使人與上帝有恩情關係。

耶穌基督一生可被理解為開展一種溝通行

動，是上帝向人主動開出恩典和親情，以行動在歷

史中出現，作為無限完美者被無辜害死，是以無限

生命牽帶人間一切苦難和隔絕的原罪困局一起死

去，再復活帶來一種全新的轉化，使個別陷於隔絕

狀態中的人，可以與他聯合，向罪而死，突破了罪

困局；然後向上帝而活，由隔絕而轉代為復和，恢

復上帝和人的思想和溝通。

這「神─人恩情」的神學模式，面對後現代的
溝通困境，可有以下的恰當回應：

1. 恩情關係基本上是多元的關係，但同時
「關係性」本身卻是共通的，且與相關而

形成的眼界融合，使多中可合成一，一又

可分為多；又以無限的上帝與有限的人建

立恩情關係。無限者是一體的，有限者是

多位的。「神─人恩情」是多位的人融入
獨一神的生命中，而一體的上帝也能進

入多位的人間世界，建立「互為內在」的

關係。這種一多的關係，須基於一奇特的

神學弔詭，就是「三位一體」的奧秘。三位

一體是神人恩情所以可能的基礎，因為三

位之間就是恩情關係，這三一奧秘展現

而為多元的天地萬物，使多元並存一切

不是隔絕分離，卻有一溝通感應的基礎，

因而後現代的「並行不悖學」(paralogy)，
不致成為虛無主義的全面各不相關，形

成文化解體，卻可被神學所吸納轉代，而

成「並行感通」（para-communion）的學
問。

2. 「神─人恩情」的模式建立了一個溝通宇
宙，多元並存的一切均可感通互應，使上

與人、人與人、人與自然均有可溝通的根

據。而在這溝通的宇宙中，情際關係中的

理解和詮釋即得到安立。因為上帝的的

啟示是以人可理解的形態出現，而人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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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啟示，亦因人是被造為一詮釋性的溝

通者。

人依其歷史發展出的眼界去詮釋和溝

通，這眼界亦形成人的限制和編見，而所

謂「罪」就是人以自我為中心，去固執自

己的偏見，陷入與上帝相隔絕的狀態。這

狀態亦使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被阻隔，而

在溝通中產生誤解和論斷，不能達到感

通的理想狀態。

當上帝的啟示來臨，衝擊人去面對和反省

自己那封閉的狀態，因而承認這罪的狀

態，以信心開放自己，與上帝建立溝通的

情際關係，其有限的眼界和上帝的無限

眼界融合，即形成人的開放性和坦誠性。

因上帝的無限眼界永遠超越人，人永不能

絕對地理解上帝，故須不斷開放自省，不

斷悔改，批判自己的成見，才能繼續與上

帝溝通，而一步步達到理想的神人感通狀

態，亦即所謂屬靈人參透萬事的地方。

人以信心開放地追求與上帝感通，亦構成

人與人之間達致感通的條件，因為自省與

自我批判，可使人真誠地理解其他人，而

解開自我封閉隔絕的狀態。

面對後現代社會人類溝通的無能和扭曲，

「神─人恩情」神學的溝通宇宙，使人的
溝通和理解成為可能，而上帝啟示對人所

開顯的無限眼界，則打開了人對自己偏見

的反省批判。人與人間的詮釋關係即可

帶到確當的相互理解，形成感通的理想

狀態，當代的詮釋學遂可得到本體論上

的安立，而樹立一套「並行感通詮釋學」

（parapenetratology hermeneutics）。
3. 「神─人恩情」模式所開啟的無限眼界，
亦使人與自然恢復感通關係。後工業社

會反省的一個大主題，是現代文明對大自

然生態關係的破壞，這破壞的意識形態

根源為「以人為中心」（anthropocentric）
的思想，視天地萬物是人可利用的工具，

放入人的科技系統去加以分解和重整，

滿足人的需要，結果造成大自然生態關

係結構的摧毀，使地球的生命系統陷入

毀滅的危機。

以人為中心思想隔絕了人類自然生態的理

解，要打破這框框，須從上帝的無限眼界去看人和

自然，則人和自然是一息息相關的有機整體，各安

其位，人不能隨意侵害和利用天地萬物去滿足自己

的需要。

只有在「神─人恩情」的神學模式下，人可因
與上帝的溝通而徹底自省和批判其自我中心的偏

見，轉而以上帝的無限眼界觀賞天地萬物，看其全

面關係，尊重其各自的生存地位和價值，而為保育

自然的綠色思想立一本體根基，重建人和自然的

和諧。

[1]《莊子．天下》。
[2]據陸德明《經典釋文》：「芴，元嘉本作寂」，

見《經典釋文》卷二十八。
[3]《說文解字》卷十一，「清也」，《說文解字

注》，「毛詩傳曰。莫莫言清靜。」
[4]《周易正義》註釋《繫辭傳》精氣為物。
[5]《增修互注禮部韻略》，精。
[6]《尚書正義》註釋《大禹謨》乃聖乃神。
[7]王弼註《易·繫辭》陰陽不測之謂神。
[8]《莊子．知北遊》。
[9]《莊子．刻意》。
[10]《莊子．大宗師》。
[11]《莊子．讓王》。
[12]《莊子．田子方》。
[13]《莊子．齊物論》。
[14]《莊子．在宥》。
[15]同註[10]。
[16]《莊子．應帝王》。
[17]同註[10]。
[18]成玄英註疏，見《莊子集釋》，郭象註，成玄

英疏、郭慶藩集釋（台北：廣文，1971）。呂
吉甫註參考焦竑：《莊子翼》（台北：廣文，

1979）。
[19]同註[13]。
[20]成玄英註疏，見前引《莊子集釋》。
[21]同註[13]引明楊慎《丹鉛餘錄》之註。
[22]《莊子·德充符》。
[23]同註[10]。
[24]《莊子．養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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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牟宗三，《心體與性體》第二冊，(台北：正中
書局，1968)，第442頁。

[26]同上，第222頁。
[27]同上，第223頁。
[28]《中庸．二十二章》。
[29]同註[25]，第442頁。
[30]《易經．咸卦．彖傳》。
[31]《易經．泰卦．彖傳》。
[32]《易經．繫辭上傳》。
[33]《論語．子路》。
[34]《論語注疏．子路》。
[35]《孟子．滕文公》。
[36]這方面研究可參考Hal Har less，How Firm a 

Foundation, The Dispensations in the Light of the 
Divine Covenants (NY :Peter Lang 2004) Chapter 2, 
3.

[37]參考 Dick Hooker, Jewish Concepts: Berit, The 
Hebrews: A Learning Module, Pullman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1967).

[38]詳細研究舊約聖約神學，可參考W.J.Dumbrell, 
Covenant and Creation, A Theology of Old Testa-
ment Covenant (NY：Thomas Nelson Pub., 1984).

[39]《聖經．創世記》6:18，9:9-13、17。
[40]同上，15:18，17:1、4-11。
[41]見《聖經．以賽亞書》41:8和《聖經．歷代志
下》20:7。

[42]見《聖經．出埃及記》6:4。
[43]同上，6:7。
[44]同上，19:6。
[45]同上，4:22。
[46]《聖經．耶利米書》31:20。
[47]《聖經．以賽亞書》54:6。
[48]同上，52:5。
[49]《聖經．申命記》7:7。
[50]A. Delzant, La Communication de Dien Pardelautile 

in inutile, Essai Theologique Suz lardre symbolique, 
Cogitatio Fidei, p.92 (Paris, 1978).

[51]Karl Rahner, Foundations of Christian Faith: An 
Introduction to Idea of Christianity (London: Darton 

Longman & Todd, 1978), p.116-120.
[52]Helmut Peuker, Science, Action and Fundamental 

Theology: Toward a Theolog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trans. James Bohma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4), p.214-227.

The Star ting Point of Chinese Theology: 
Relationship and Rapport

Leung In-sing (Editor-in-Chief, Cultural China)
Abst ract: Chr ist ian theology is a rat ional 

reflection on faith. Its starting point rests on research of 
the “Bible”.  The “Bible” is veritably God’s “reve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philosophy, the term 
“revelation” can be understood as the communicative 
intercourse between man and his Creator. Zhuangzi 
asserts this as “communicating alone with the spirit of 
heaven and earth” and is tantamount to “roaming with 
the Creator above, transcending dying and living below, 
and befriending the eternal being”, concomitant with 
mutual rapport and mutual relationship. The Trinity 
premise in traditional theology can be contemplated in 
Zhuangzi’s work. Likened as the “Holy Father” is the 
ultimate creator of everything, the “Creator”.  Assumed 
by the “Holy Son” is he who “disregards death and 
life, the eternal one” with earthly deeds and constant 
fellowships.  Ascribable to the “Holy Spirit” is the 
pervasive omnipresence keeping close rapport with 
man, “the spirit of heaven and earth” who creates and 
operates everything. Chinese theology emphasizes man 
encountering God in daily living, establishing a loving 
family relationship. Such bonding accrues to the rapport 
or communion between man and God. Thus, the basic 
theological categories involved are “relationship” and 
“rapport”.  God, as Truth with own disposition and 
personality, has affinity to building relationships. When 
man in his daily living encounters a manifested God, it 
provokes in him the theoretical reflections that become 
generated as theology.

Key words: Relationship, rapport, gracious love, 
enter into a covenant, loving kindness of God for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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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難得。不少人，特別是不少身處學術要津的優

秀中青年知識分子，往往拘泥於自己的部落文化

和地方利益，不願意打開視野，走出舒適區，放下

自戀和幻相，面對他者和

真相，朝向全球，從而改

變和更新自己。「夢中飛」

指的是信仰個體和教會群

體可以試著尋求並持守上

帝國的異象，從而可能擁

有免於民族、種族、土地、

文化、自然、制度、主義、

自戀、恐懼、死亡等種種

「巴比倫之囚」的自由。在

我看來，從上帝而來的上

帝國異象正是面對「世事

滄桑」時之所以能夠「心

事定」、面對「胸中海岳」時之所以能夠「夢中飛」

的根本緣由。

帶著這樣的闡發，本文接下來將分別從共時

角度和歷時角度分享對中國基督教所在社會、思

想和文化處境的一些初步觀察。在從共時角度出

發的第一部分，本文主要分享關於「三重世界」的

基本觀察。在從歷時角度出發的第二部分，本文以

政教關係為焦點，梳理和考察中國社會、思想和文

化發生轉折與嬗變的一些重要節點（特別是「絕地

天通」和「商周之變」）。這是整篇報告的主體部

分。最後，本文第三部分回到上帝國這一提法，以

上帝國為視野和框架，針對中國基督教在所在社

會、思想和文化處境中的挑戰與回應做一些初步

天下、三重世界與上帝國
─ 對中國基督教的社會、思想和文化處境的初步觀察

■ 瞿旭彤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

引子

在同樣是多事之秋的2008年，一位兄長送給
我如下兩句話：「世事滄

桑心事定，胸中海岳夢中

飛」。這兩句話由二十世

紀20年代初的基督徒女
詩人冰心摘選自龔自珍的

詩句。當時，冰心剛從燕

京大學畢業，準備赴美留

學。因為時局動蕩不安冰

心感到憂心忡忡，托人請

梁啟超書寫了上述兩句

話，作為對聯挂在房間墻

上，以作安慰和提醒。

結合當下嚴峻的新

冠疫情和基督教信仰與神學的實事，我對此對聯

有如下闡發：「世事滄桑」好比當前情況未明、前

途未卜的全球疫情。首先是經濟狀況，這是當下中

國特別要嚴肅面對的大問題，比如，大量人群面臨

失業危險，非國有企業、中小型企業處境艱難困

境。其次是國際關係格局下中國道路選擇問題。

第三是疫情本身在中國和全球還存在二次爆發的

危險。「心事定」指信仰個體或群體可以試著尋求

上帝的心意，從而獲得相對安定平靜的心思意念，

不受外在動蕩的攪擾，並且堅定持守信仰的實事。

「胸中海岳」指的是在面對艱難局面和具體問題

時，不僅要持有本地的關懷，而且要具有中國的視

野，更要擁有胸懷全球的格局。這一點在當今中國

摘  要：本文試圖從當下新冠疫情的時代處境和

「三重世界」的共時性闡述入手，聚焦政教關係，

歷時性地梳理和考察中國社會、思想與文化發生

轉折與嬗變的一些重要節點（特別是「絕地天通」

和「商周之變」），最後再以上帝國為視野和框

架，針對中國基督教在所在社會、思想和文化處

境中的挑戰與回應，做一些初步的觀察[1]、反思

和提醒。

關鍵詞：中國基督教、天下、三重世界、上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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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察、反思和提醒。

一、「三重世界」的交互與重疊

首先，從共時角度出發，我認為，無論是中

國，還是世界，都處於「三重世界」[2]的某種交互與

重疊之中。這是在觀察和理解中國基督教所在社

會、思想和文化處境時應當具備的視野和格局。

所謂「三重世界」，指的是我們可以從三個不

同的維度或側重來看待當下的中國和世界。這三

個維度的具體側重可分別描述為身份、資本和技

術。也就是說，當下的中國和世界都處於如下三

個世界維度或側重的具體交互和重疊之中：相當

於前現代的「身份世界」、相當於現代的「資本世

界」、相當於後現代的「技術世界」。

其一，「身份世界」特別強調天道與人道之間

的符合一致，從而特別強調自然秩序和社會等級

之間的相互呼應。在這一世界中，「人」和「民」處

於不同社會等級，只有少數人才是「『貴』人」，絕

大部分只是「『草或賤』民」。[3]就這一世界的主導

性力量而言，政治往往起著主導作用，宗教往往從

屬於政治，教權往往隸屬於政權，整體的主導性歷

史敘事也往往圍繞著政治領袖（特別是在危機時

刻或轉折時期）的豐功偉績。這與我們接下來要特

別討論的政主教從的天下體制密切相關。

其二，「資本世界」推崇源自亞當·斯密對人類
本性的基本假設：人都是經濟人（帕累托語），試圖

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一切都是從利益出發進行

計算和考量。無論是社會組織的理性化（有效率、

有效用），還是哲學理性的普遍有效（有效力、有

效果），實際上都在一定程度上與這樣的人類學假

設互相呼應。在這樣的世界中，人成為資本運作和

理性計算的工具。 [4]就這一世界的主導性力量而

言，政治往往受到資本的牽制，宗教往往受到資本

的影響，[5]相關歷史敘事則往往更多關注企業家

的創業故事。

其三，「技術世界」可以在我們當下的具體生活

中觀察到，比如，前段時間刺殺伊朗高級將領的美

國無人機；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對很多人來說已變得

不可或缺的支付寶、微信、甚至快手、抖音和今日

頭條；遍佈街頭的攝像頭、人臉識別技術、甚至步

態識別技術。在這樣的「技術世界」中，人往往被當

作如同計算機0和1的符號。[6]就其主導性力量而

言，由於人類進入「技術世界」的時間還不長，政

治、資本、宗教和技術這些體系和力量之間能否達

成結構性的平衡，還有待觀察，因而也沒有形成

「技術世界」特有的主導性歷史敘事。

借著這樣的「三重世界」描述，我們試圖表

明，當下的中國和當下的世界都分別或多或少地

處於如上「三重世界」的交互與重疊之中，其具體

的呈現和運作也各有側重，各有特色。在我看來，

這其實也是我們當下世界非常複雜多元、因而無

法單純效仿和重新返回以往世界[7]的根本原因。而

且，就當下中國和世界的整體思想狀況而言，我們

還缺乏一個好的普遍理論，幫助我們進行更好的

觀察、描述、理解和解釋，並且由此幫助我們走向

未來。這也是我們在從共時角度觀察、描述、理解

和解釋中國基督教所在社會、思想和文化處境時

面臨的巨大困難和極大挑戰。接下來，我將從歷

時角度出發，以「政教關係」為考察焦點，描述和

闡發與之相關的中國社會、思想與文化發生轉折

和嬗變的重要節點，特別是「絕地天通」和「商周

之變」。

二、理解中國社會、思想和文化處

境的重要節點

對我來說，理解中國基督教所在社會、思想

和文化處境發生轉折和嬗變的第一個重要節點是

「絕地天通」。關於這一節點，請允許我首先分享

一段來自《國語·楚語下》的文字：「古者民神不
雜。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

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

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

侵瀆，是謂絕地天通。」

就我們的考察焦點政教關係而言，上述這段

話的主要意思是：「五帝」之一的顓頊指定專人

（重、黎），一位專門管理與天相關的事務（「南

正」），另一位專門管理與地相關的事務（「火

正」，或作「北正」）。由此，天地之間的往來、神民

之間的交流、對天神地祇的祭祀，開始由政治領袖

指派專人（有可能本身就是宗教領袖）進行專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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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統一協調。[8]也就是說，從顓頊開始，政權開

始掌管教權，並且試圖將祭祀行為中央化和集中

化。[9]有人可能認為，政權和教權此時已然合一，

作為政治領袖的顓頊其時已在同時扮演宗教領袖

的角色。不過，對我來說，顓頊這樣的「絕地天通」

舉措可能還只是從政教分立體制走向政教合一

（特別是政主教從，下同）體制的開始。[10]與這一

體制相應，正如有學者指出的，整個中國傳統禮制

秩序的建立正是開始於「絕地天通」的「天地分

離」。[11]

「商周之變」是理解中國基督教所在社會、思

想和文化處境的第二個重要歷史節點。在我看來，

這一節點可能是政主教從的天下體制的真正開

始。關於「商周之變」，王國維曾說，「中國政治與

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並且落實於如

下三大論點：「周人制度之大異於商者，一曰立子

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喪服之制，並由是而有

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諸侯之制；二曰廟數之

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12]就我們的考察焦點政

教關係而言，特別與前兩項變革密切相關的是，從

商到周的劇烈變革還體現在：從顓頊開始的政教

分立體制，經商朝以血緣為根據的政主教從體制，

在周朝轉化為以德性為奠基的政主教從體制。有

學者可能會質疑此說，認為周朝同樣強調血緣、以

及與此密切相關的宗法。但是，有此質疑的學者卻

難以否認，周朝發生了從側重血緣轉向側重德性

的根本變革。以此變革為基礎，至晚從周朝開始建

立的政主教從體制延續和發展數千年，奠定了中

國社會、思想和文化的基本格局。這一理解中的

「商周之變」是理解中國基督教所在社會、思想和

文化處境最為根本與重要的關鍵節點，值得我們

進一步加以觀察和闡發。

首先，我們來看商朝以血緣為根據的政主教

從體制。商朝宗教活動主要分為兩類：占卜和祭

祀。就我們關心的祭祀而言，商朝祭祀的對象主要

是以至高神「帝」為首的天神地祇，包括風雨雷電

之類的自然神和有血緣關係的祖先神。對至高神

帝的祭祀（帝祭）和對祖先神的祭祀（祖祭）往往

可以是連系在一起的（「賓於帝」，而「帝」本為植

物花「蒂」的象形，含「生命根本」之意）。[13]商朝

通過「生命根本」上的血緣關係，試圖將對「根本」

之至高神的帝祭和對（可追溯至「帝」的）祖先神

的祖祭聯繫起來，拉近「神人關係」，並且由此保

障其政權的正當性。[14]

就政教關係而言，我們在此可看到，「商周之

變」的關鍵在於，周朝要把商朝所強調的帝與祖、

神與人（王）之間的血緣關聯的首要性打掉。也就

是說，對周朝來說，使得「天人關係」得以拉近的，

首先並非商人與祖先的血緣關聯，而是周朝所主

張的「德」。針對商王經祖先傳承而來與帝的血緣

關聯的首要性、以及由此而來的政權正當性，周朝

提出針鋒相對的說法：「以德配天」。也就是說，

「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左傳》）。獲得天帝青

睞的，首先不是因為祖先與天帝有什麼血緣關聯，

而是要「以德配天」，只有有德之人才能順應和配

合天命的選擇。[15]這一說法具有極強的「革命」色

彩。一方面，這一說法認為，周朝對商朝的替代是

出於天命對有德之人的選擇。另一方面，周朝本身

也要面對「天命靡常，惟德是輔」《尚書》）的巨大

壓力，要努力配得上「天命」，從而能夠持續地「以

德配天」。故而，周人在與商朝保持斷裂與距離的

同時，一方面延續商朝對血緣和祖先的看重，但另

一方面強調天命和德的優先性，並且逐漸建立不

再特別敬拜自然神、而是更為注重祖先神敬拜的

宗法體制，[16]將對祖先神的敬拜納入「以德配天」

的具體內涵之中。由此，除了這一「天命靡常，惟

德是輔」的根本意涵之外，「以德配天」還有著具

體的三重意涵：「敬天、敬宗、保民」。也就是說，

周朝除了要祭祀和尊崇天帝、順應天命之外，還

要繼續商朝已有做法，祭祀和尊崇祖宗；與此同

時，周朝不同於商朝的注重神事，轉而更為注重

人事和現世，反對商朝對百姓的暴虐，提倡保恤百

姓。由此，我們認為，儘管不能忽視周朝對商朝的

沿襲，但從歷時角度來看，其中的「變」更是理解

中國基督教所在社會、思想與文化處境的關鍵。

與此處境密切相關的「天子」觀念可以說是

「商周之變」的產物。從周朝開始，中國的最高政

治領袖被稱為「天子」，即「天選之子」或「天的兒

子」。《禮記》有言：「唯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

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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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這裏的天子並非帝的具有血緣關聯的兒子，

而是本身有天命的天選之子。他之所以具有「天

子」的地位，乃是因為他是得到天命的有德之人。
[17]就此而言，之後儒家君子的典範首先指的其實就

是這樣有尊位、又有大德的天子。[18]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就政教關係而言，商周

之際的確發生了一場革命性的變化：有德之人（天

子）順應和配合天命，既是政治領袖，又是宗教領

袖。也就是說，「商周之變」的最根本之處在於，政

治領袖和宗教領袖不僅合而為一，而且不再以血

緣、而是以「德」（德性和德行）作為其得到天命的

根據。[19]

在我看來，若對「商周之變」這一最根本之處

沒有把握，對中國基督教所在社會、思想與文化處

境的理解可能會出現重大偏差。就政教關係而言，

當下的中西古今之爭或者說現代性問題，其實也

可以理解為「三重世界」的不同側重之爭。也就是

說，我們所處的到底是不是天子的天下，是不是天

子之下政教體制的天下，是認同前現代的作為「身

份世界」的天下及其體制，還是認同現代的作為

「資本世界」的世界及其規範，還是需要建立新的

世界、以及新的世界認同。

從與天子相關的視角出發，我們接著想要分

享對如下兩個具體例子的觀察，以此凸顯「商周之

變」的重要性。首先，我們來看《論語》開篇第一段

話：「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

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如前所述，如

果我們把君子理解為「有大德者」和「有尊位者」，

那麼，「天子」正是這樣的「有尊位者」且「有大德

者」。就此作引申，作為君子典範的天子在學習和

踐行天道時，他會感到開心。若有人從遠方來與他

一起學習和踐行天道，並且仰慕與跟從他的德風，

他也會感到快樂。如果(遠方之)人不知道他的德行

與風範，他也不感到生氣。如果聯想到遠人來朝的

天朝上貢體制，我們或許不難理解《論語》起首這

段話所隱含的君臨天下的政治意涵、甚至配合天

命的宗教意味。從其政治神學的意涵看來，對天

道的學習和踐行，其首要意涵或許是要服膺與歸

順於天子所努力學習與實際踐行、特別是典範代

表與具體展現的天道。

除了《論語》這樣的經典文本例子之外，我們

還可以試著從與天子相關的角度看中西交通史上

的另一個著名案例，即明末清初關於上帝之名翻

譯的「禮儀之爭」。[20]關於至高的信仰對象，基督

新教要麼使用「上帝」這一漢語翻譯，要麼使用

「神」這一漢語翻譯。然而，與此不同的是，明末清

初基督公教耶穌會卻極有智慧地創造和採取了截

然不同的漢語翻譯：「天主」，這也是基督公教在

中國通常被稱為「天主教」的緣由。如果回到之前

所講到的「天子」觀念，「天主」這一漢語翻譯恰恰

體現出熟悉中國天道傳統與天下體制的耶穌會士

的傳教思路，即「合儒、補儒、超儒」。「超儒」的體

現之一就在於：「陡斯」（deus）是天上地下最大的
主人，比天和天選之天子都更高，因為他是「天

主」、天的主宰、天子之來源的天的主宰。由此，我

們或許可從這一側面加以理解，為什麼在清朝與

羅馬教廷的「禮儀之爭」中原本與耶穌會士交好的

康熙要把耶穌會等差會統統趕出中國。因為康熙

認為，不同於利瑪竇路線的基督公教傳教士沒有

遵守利瑪竇規矩，也就是說，沒有按照天下的規矩

來，而是要提出一套受命自羅馬教廷的不同規矩。

就此而言，無論是關於「deus」之名的翻譯，還是關
於具體禮儀是否為宗教的爭論，明末清初發生的

「禮儀之爭」或許也可以理解為「主權之爭」，即誰

才是天下的最大主人，是天子、還是天主或者天主

在世界上的代表羅馬教宗？對羅馬教廷而言，這

一主權意味著天主的主權、以及教廷作為天主主

權代理者在天下行使的主權，而且不僅在宗教方

面。而對康熙而言，這一主權意味著天的主權、及

其作為天選之子的主權，而且不僅在政治方面。儘

管主權行使和發生的場域各有側重，羅馬教廷側

重宗教，清朝側重政治，但是，主權之所以為主

權，必然要遍及天子的天下。

關聯到對中國宗教的社會學考察，有研究中

國宗教的學者認為，宗教分「彌散性的宗教」和

「體制化的宗教」，而中國宗教往往是彌散性的。
[21]其實，如果從政主教從的天下體制來看，至少就

中國宗教的大傳統而言，中國的宗教往往必須作

出抉擇，要麼成為順從於天子的體制化宗教，要麼

成為不歸順天下體制的邊緣化宗教。[22]就中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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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教的現狀而言，若套用上述說法，三自教會更多

地是體制化的基督教，而家庭教會和城市新興教

會即使組織規模龐大，也只能被看作不願被體制

化、處於政治─社會─思想─文化邊緣的基督教。
這兩種基督教形態的分立，可以說是中國基督教

目前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也就是說，自從近代以

來，中國基督教始終沒有解決的一個根本大問題

是：如何與政主教從的天下體制打交道？

最後，如果從政教合一的天下體制這一角度

理解從2016年以來「基督教中國化運動」的話，那
麼，這一運動就不僅是某些學者（牟鐘鑒、卓新

平、張志剛等人）大力提倡的學術方案，也不僅是

政治─社會─思想─文化運動，而且更可能是對政
主教從的天下體制傳統在當下處境中自覺或不自

覺的繼續發展。

以上講的是「商周之變」與中國基督教所在

社會、思想和文化處境的關係。接下來，我將簡略

提及從歷時角度考察的「秦漢之變」和「唐宋之

變」這兩個重要節點，由於它們並不像「絕地天

通」和「商周之變」那樣與政教關係這一考察焦點

密切相關。就秦漢之間的共同性而言，[23]「秦漢之

變」這一說法主要涉及政治管理體制方面的轉折

與變化。從周朝分封制到秦朝郡縣制的轉變是在

政治管理體制方面發生的根本性變化，也是對政

主教從的天下體制的進一步強化。而「唐宋之變」

主要涉及人才選拔機制的變化，即從（士族）門閥

制到科舉制的轉折與變化。科舉制的最大好處之

一在於：保障人才流動，維護社會穩定。此外，從

門閥制到科舉制的變化，也意味著天下體制的進

一步加強，在天下體制之中有一定獨立地位的士

族門閥被逐漸打掉， [24]猶如唐太宗李世民所言：

「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

在簡略提及上述兩個重要節點後，我接下來

繼續從歷時角度考察與當下中國基督教所在社

會、思想、文化處境密切相關的、近代以來的主要

變化節點。

其一，「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1840年後，與
唐朝景教東來和明末清初耶穌會傳教不同的是，

基督教思想與文化連同西方的強國強勢一同進入

中國。唐朝時東來的景教主要靠政治─經濟交流，

明清時東來的耶穌會主要靠文化─科技交流。基
督教在1840年後進入中國時，同樣也有上述多方
面的交流。但是，不管傳教士自身願意不願意、喜

歡不喜歡，基督教確實是與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

的在華歷史綁在一起的。這是一個極為尷尬的地

方。與此同時，另一個非常麻煩的地方在於思想─
文化格局方面。以儒家/教為主導的思想─文化格
局在漢武帝「獨尊儒術」時就已確立。之後，這一

格局遭遇佛教入華這一極為嚴峻的思想─文化挑
戰。而相比於已成為中國佛教的佛教，[25]基督教

始終還面臨著如下張力：成為中國的基督教、還

是成為在中國的基督教？這樣的張力非常麻煩和

棘手。首先，這對中國來說是個大問題：如何消化

與融合基督教、以及與基督教關係密切的強勢文

化和思想、從而進一步促進中國文化與思想自身

的更新與發展？[26]其次，這對基督教來說也是個

大問題：如何處理基督教信仰傳統和成熟強大的

中國文化傳統之間的關聯？如何化解中國的基督

教與在中國的基督教之間的張力？

其二，「四十年未有之小變局」：自1978年改革
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思想與文化逐

漸變得越來越自信，這樣的自信在此次新冠疫情

中體現得尤為明顯。[27]與這樣的道路自信、理論自

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密切相關的是，現在相當

多中國思想─文化界人士不再想要向基督教、以及
與基督教密切相關的西方學習，而是覺得自己的

傳統和自己的東方更好，尤其是自己的古代更好。

有些人士甚至主張，根本就不需要基督教的超越

性維度，不必為此焦慮，我們有自己崇尚自然、生

生不息的天人合一維度就很好了。

除了上述兩個近代以來的重要歷史節點之

外，還有一些相對小的變化節點可能直接影響了

我們現在的思想─文化格局。首先，我認為，我們
所處的當下中國和當下世界還處於第一次世界大

戰之後奠定的全球格局中。新冠疫情是否會影

響、甚至打破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人類世界的政

治─經濟─思想─文化格局。這或許也是一個值得
追問的問題。其次，我們現在的政治─思想─文化
體制的建立基本上可以溯源至五四新文化運動。

這一運動所傳承的主要是經俄國中介的法國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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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提倡民主與科學，反對宗教與迷信，主張政

教分離（關於宗教，當時康有為及其參與創立的

孔教會的特殊背景）。與基督教特別相關的是1922
年前後的「非基督教運動」。「非基督教運動」發

生於在美蘇相爭的世界格局下，與當時主要反對

英美帝國主義的「反帝愛國運動」密切相關。直至

今日，當下中國很多關於基督教的基本論斷和具

體修辭，—比如，基督教與（帝國主義）政治侵略、
（資本主義）經濟侵略、（教會學校）文化侵略等

的密切關係—在「非基督教運動」時都已基本定
調。再次，與我們剛剛提及的中國文化保守主義與

民族主義復興直接相關的是2008年奧運會和全球
金融危機。在這一節點前後，全球範圍內對地方、

對本國、對本民族的回歸和強調層出不窮。這是蔓

延全球的趨勢，在中國也不奇怪。對此，我們在當

下處境中需要思考的是：新冠疫情是否強化了這

樣的趨勢？還是說，「新冠疫情」中出現的「反全

球化」或「去全球化」趨勢恰恰是全球化進深發展

的一種迂迴方式？中國社會、思想和文化將會走向

怎樣的道路和方向？

三、中國基督教的挑戰與回應

面對上述政教合一的天下體制、以及現在和

將來面對的種種挑戰，在這樣社會、思想與文化處

境中的中國基督教應該何去何從？由此，我們進入

本文的第三部分內容。在此，我想回到一開始時提

及的「上帝國」的說法，並以「上帝國」為視野和框

架，針對中國基督教在其社會、思想與文化處境中

的挑戰和回應，在此提出如下問題：在上述具有鮮

明中國特色的社會、思想和文化處境中，在尤其側

重天下維度的三重世界中，在上帝國已臨、正臨和

將臨之際，中國基督教何為。

首先，我們來看一段關於「上帝國」的《聖

經》經文，即《路加福音》17，20-21：
法利賽人問：「上帝的國幾時來到？」耶穌回答說：

「上帝的國來到不是眼所能見的。人也不得說：「『看

哪，在這裏！看哪，在那裏！』因為上帝的國就在你們心

中/中間。」

在這段經文中，最後一句關於上帝國的經文

可作兩種翻譯和解釋，即上帝國「在你們心中」、上

帝國「在你們中間」。這兩種不同的翻譯和解釋表

明，就對上帝國的神學理解和信仰實踐而言，存在

著「在你們心中」和「在你們中間」、或者說強調通

往彼岸的救贖和立足此岸的救贖之間的張力。結

合這兩種翻譯和解釋體現出來的張力關係，我們

接下來試圖以上帝國為視野和框架，考察一下中

國基督教在政教關係問題上可能具有的四種「理

想類型」或基本模式。[28]

其一，家庭教會傳統：這一在中國基督教中長

期以來佔據主流地位的傳統強調上帝國「在你們

心中」，因而對待政治比較疏離、冷漠、甚至被動。

這一傳統比較專注個體靈魂的得救問題，而在其

看來，世界及其上的政治與政權不屬於上帝的國。

其所理解的救贖近似於一種離世的打撈式救贖。

教會如同處於世界這一黑暗海洋中的大船，目的

是盡可能多打撈一些靈魂離開這個黑暗邪惡的世

界，進入光明聖潔的上帝國。所以，這一傳統採取

的姿態往往是遠離政治的。

若是從中國思想與文化角度理解這一傳統，

這樣的傳統往往非常道德化、內在化和個體化。所

謂道德化，—這與中國儒家傳統密切關聯—，即
特別強調信徒要過道德化的聖潔生活，特別強調

認罪悔改、內在靈性修養、屬靈的生命、個人與信

仰對象耶穌基督的親密關係、熟讀聖經、不住禱

告和時常聚會等。由於對理性和神學的抗拒和警

惕，這樣的傳統往往可能導致反智化的傾向與後

果。

若從全球基督教史角度來看，這樣的傳統很

可能也是對啟蒙運動做出過激或應急反應而導致

的後果。[29]啟蒙運動在基督教思想史上導致的後

果是：無論願意不願意、喜歡不喜歡，你都不得不

面對它。比如，啟蒙運動在德國導致的後果是：主

流的路德宗形成正統派與敬虔派分庭抗禮的局

面。正統派特別強調比如三一論和罪論這樣的基

本教義，因為啟蒙運動特別反對這些在理性看來

甚為荒謬的「迷信」教條。敬虔派則反其道而行，

他們主張，啟蒙運動所反對的基本教義並不是基

督信仰的本質與核心，因為教義本身就是一種理

智化的系統構建，並不需要去關心它，重要的是回

到基督徒的屬靈生命和情感體驗。在我看來，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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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會傳統直接或間接地繼承和延續了這種道

德化、內在化和個體化的敬虔派信仰傳統。

就其政治態度而言，上述信仰傳統看似是

反政治的（a nt i -pol i t ica l），但絕不是非政治的
（a-polit ical）。因為對作為群體存在的具體教會
來說，其反政治的態度本身就是一種政治態度，所

以不可能是非政治的。

最後，我想提請注意的問題是，二十世紀20年
代以來的中國基要派傳統為什麼特別強調內在化

和個體化的信仰？在我看來，這可能也與當時動

亂、戰爭、饑荒、蕭條頻繁發生的社會大環境有莫

大關係，因而可能是一種退縮型的自我保護。在退

回自己的舒適區後，牢牢抓住小範圍內的確據和

安全感，不管外在世界到底在發生什麼。誠然，即

使在這樣的傳統裏，還是會有人關注政治和文化

議題。但是，這樣的傳統依然會特別強調靈魂救

贖的優先，而非強調對社會的改造，或提倡社會公

義，或提倡舊約裏保護弱者的傳統。面對世界，這

樣的傳統往往傾向於認為，教會在很大程度上等

於上帝國，或者說，教會在為上帝國做準備，在彰

顯和拓展上帝國。這是第一種理想類型的教會傳

統。

其二，三自教會的傳統：之前提到的體制化的

三自教會或可理解為第二種理想類型的教會傳

統。我在此的考察是從神學的角度、而非從歷史

或政治的角度出發的。為什麼會有三自教會這樣

的神學傳統？在我看來，這與對上帝國的理解密

切相關。三自教會傳統往往傾向於認為，上帝國不

僅僅是「在你們心中」，而且更是「在你們中間」。

由此，這一傳統貼地入世，特別熱心於政治─社會
參與，弘揚社會公義。

就全球基督教史而言，這樣的信仰傳統並非

中國基督教的獨創，而是普遍性的全球運動，在

二十世紀時特別流行於歐美。在當時的歐洲，主要

是宗教社會主義運動；在當時的美國，主要是社會

福音運動。在我看來，這與自工業革命以來的資本

主義批判密切相關。隨著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

命的大規模發展，工人階級的工作環境和生存權

益日益受到關注。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判

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直至今日，基督公教

教宗本篤十六世對社會不義的批判，現在西歐國

家佔據重要政治地位的社會民主黨的產生，也都

可以追溯至這樣的背景。也正是在這樣批判資本

主義的宗教社會主義運動中，一位神學家在二十

世紀初說過這樣的一句話：「沒有一個有良心的

牧師不是宗教社會主義者」（巴特語）。而且，在我

看來，這樣的資本主義批判也是理解「第二次宗教

改革」[30]的重要歷史背景。比如，英國的衛斯理宗

為什麼出現和興盛？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

他們關注受壓迫、被凌辱的工人階級，並由此轉而

強調內在的靈性生活。

不過，對三自教會所繼承的資本主義批判傳

統而言，我們需要加以中國語境下的轉化。這一傳

統當時批判的主要不是西方意義上的資本主義，

而是我們以前常說的「三座大山」：帝國主義、封

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31]也就是說，這一傳統在

當時的具體處境中與民族主義和家國情懷密切相

關。當時的中國處於「三座大山」的壓迫之下，需

要反帝愛國，謀求存續和獨立。由此背景出發，我

們可以看到，三自傳統與上述提及的1922年「非基
督教運動」直接相關。「非基督教運動」導致的後

果包括：當時主要的教會領袖要麼根本不去觸碰

政治和社會話題，要麼就必須講清楚基督教與帝

國主義、資本主義與民族主義的關係。當時整個

思潮的大背景是「救亡壓倒啟蒙」（李澤厚語），

而且是以激進的法國─俄羅斯啟蒙服務於救亡。
這句話不僅適應於當時中國的很多學者和思想精

英，而且也適用於當時教會的很多領袖和精英，尤

其是三自教會傳統的領袖和精英。

如果從上帝國視角來看，這一傳統可能認為，

上帝國最重大最緊要的事情是社會公義，上帝的

愛要體現於社會公義，因為上帝不僅是愛的上帝，

更是公義的上帝。因此，要參與建立盡可能好的社

會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這相當於試圖在地上建立

上帝的國。在我看來，這可能是三自教會傳統的神

學理據之一。

其三，城市新興教會傳統：這一傳統在很大程

度上既有來自家庭教會的因素，也有來自三自教

會傳統的因素。但是，城市新興教會傳統是不同於

上述兩種傳統的第三種理想類型。就上帝國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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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傳統不僅重視上帝國「在你們心中」，而且也

重視上帝國「在你們中間」。因此，這一傳統可能

既離地，又貼地。與此相關，從大使命角度來講，

這一傳統既強調拯救個體靈魂的福音使命，也強

調更新與改造文化的文化使命，並且試圖參與自

己所在的社會、思想、文化處境。

在這樣的傳統中，專業人士相對較多，其政

治意識、社會參與意識和思想─文化意識並不冷
漠，甚至試圖謀求相對的政治─社會─思想─文化
位置，比如，謀求不同於三自教會的合法地位。這

一傳統所理解的教會與上帝國的關係，可能是見

證與彰顯的關係，甚至有的教會還會說，我們的教

會就是「山上之城」，要「浮出水面」，對社會的思

想、文化和道德應當起到典範性的作用。

最後要談到的第四種理想類型非常少見，但

也確實存在。這樣的傳統往往傾向於將上帝國理

解為「在你們中間」，甚至其中有些人還會把基督

教看作除了政府以外動員能力最強的民間組織。

比如，在這次新冠疫情中，在武漢有很多民間組織

參與救援，但這些民間組織大都比較弱勢，甚至

是臨時組成的。相比之下，基督教會在一定程度上

扮演了一個動員和組織能力更為強大、並且更為

穩定的民間組織。正因為類似這樣的緣故，有的人

看到基督教的這種組織動員能力、社會影響能力、

及其與西方民主自由制度的親緣性，有意識或無

意識地想通過基督教貫徹自己的政治理念。假若

如此，這樣的人其實在根本上缺乏對上帝國的理

解，只是按照自己的政治理念在行事，把基督教和

基督教所宣揚的上帝國當做了實現自身目的的工

具和手段。

以上是中國基督教在面對政教關係時所可能

出現的四種理想類型的教會傳統。針對可能採取

這種或那種理想類型的具體中國基督教會，本文

想要在上帝國的視野和框架下指出，上帝國單單

屬乎上帝自己，屬乎耶穌基督。哪裏是耶穌基督作

王作主的地方，哪裏就是上帝的國。不必特別區

分上帝國究竟是「在你們心中」，還是「在你們中

間」。無論是在心中，還是在中間，都取決於上帝

自己在耶穌基督裏的意志和行動。就此而樣，政權

與教權的兩相對峙，並非如第一種理想類型的教

會傳統所認為的黑暗王國與光明王國的對峙，而

是「一國兩府」之間的張力。也就是說，無論政治

的政權，還是教會的教權，均在上帝國之內，均在

上帝的主權之下。

上帝國的主權體現於耶穌基督的作王作主，

而耶穌基督又有君王、祭司和先知這樣的三重職

分。就教會的祭司角色而言，主要是犧牲、敬拜與

禱告；就教會的先知角色而言，主要是宣講上帝國

的福音、並且對現實社會提出批判、發出警醒；就

教會的君王而言，主要是參與治理。就此而言，教

會作為基督的身體，如何在上帝的主權之下履行

這三重職分。這是包括中國基督教在內的普世基

督教都要認真思考和嚴肅對待的問題。

若是從上述整全的、耶穌基督履行其三重職

分的上帝國角度看，在具體的處境中，具體的教會

要有上帝國的異象，要憑著對這異象的具體領受，

在具體的地方和時空中去努力扮演與之相應的職

分和角色。更為重要的是，在這樣的上帝國視角

下，具體教會不是上帝自身，具體教會關於上帝國

異象的具體領受也不是上帝國自身，因此，有著鮮

明領受的具體教會不必扮演上帝代言人的角色，

更不必領導甚至指責其他具有鮮明或不鮮明領受

的具體教會，而是應當靠著耶穌基督的恩典，憑著

自身的領受，竭力尋求上帝的心意，彰顯和見證耶

穌基督作王做主的上帝國。而且，上帝會如何在耶

穌基督裏使用具體的教會、上帝國如何自行運行，

往往可能超出具體教會的領受、理解和想像。

就此，從上帝國角度出發，作為一名學者，

我想與在中國社會、思想和文化處境之中不同的

基督教傳統和具體教會分享如下兩段來自《列王

紀》的經文：

其一，先知以利亞以為，除了他獨自一人外，上帝

的先知均已被殺光。但是，耶和華卻對他說：「……我
在以色列人中(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

的，未曾與巴力親嘴的。」（《列王紀上》19:18）
其二，「猶大家所逃脫餘剩的，仍要往下扎根，向

上結果。」(《列王紀下》19:30)
簡而言之，不管處於怎樣具體的社會、思想和

文化處境中，不管處於怎樣貧瘠和惡劣、甚至逼

迫和敵對的環境中，具體的基督教傳統和具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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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始終要記得，並不是只有你在單單為上帝受

難受苦，而是還有很多很多的具體教會和具體信

眾在一同承受著苦難。在此情景下，或許要做的首

要事情是「往下扎根，向上結果」。若是呼應之前

關於側重天下維度的「三重世界」的說法：天下對

基督教信仰個體和教會來說，不只是天子的天下，

而更是天主的天下。而且，在其他具體有所側重的

「三重世界」中，無論是哪一種力量作為主宰—身
份也好，資本也好，技術也好—，這樣的具體世界
依然還是上帝作主、在耶穌基督裏的世界。正是在

過去上帝國已來的美好回憶中，在對將來上帝國

降臨的想像和期待中，具體的教會要敢於在現在

正降臨的上帝國中，在具體的「三重世界」中，以信

仰共同體的言語和行動做耶穌基督的見證，宣講

耶穌基督作王作主的上帝國的福音，帶著自己領

受的上帝國異象去做一件件可能成為或不可能成

為上帝國跡象的具體事情。

[1]這篇文章修訂自一份由朱雅各同學整理的講座錄

音稿。2020年4月18日上午，應三啟學會王文
峰、蕭三匝兩位同仁之邀，我不揣淺陋，在線上

分享了一段時間以來對中國基督教所在社會、思

想和文化處境的初步觀察。在我看來，能與同時

代人共同思考一些大問題，這樣的分享或許還有

一定必要。看到整理稿後，我曾多次動過想在進

一步學習和研究基礎上徹底重寫的念頭，並且也

請不少學友看過，得到不少有幫助的、特別是批

判性的反饋。在動念與重寫過程中，我甚覺學有

不逮，思有不足，同時又認識到，還不如趁著

《文化中國》副總編輯韓思藝兄約稿之機，拿出

幾經刪訂的講座整理稿，拋磚引玉，獻醜與就教

於方家，特別是關心中國基督教與中國思想文化

命運的方家。
[2]「三重世界」說來自盧曼社會理論和夏可君「三

重帝國」說的啟發。參Niklas Luhmann, Weltzeit 
und Systemgeschichte, in: Soziologische Aufklräung 
2: Aufsätze zur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5. Auflage, 
p.128-166；夏可君，《無用的神學：班雅明、海
德格與莊子》(台北：五南圖書，2019年)，第173
頁。

[3]與此相應，網絡上有草民阿Q不配是「趙家人」
的說法。

[4]若是回顧目前仍在肆虐的新冠疫情，我們可以觀

察到，不少國家在考慮如何應對新冠疫情時往往

側重於算經濟賬。
[5]比如，頗為流行的「成功神學」往往傾向於強調

個人生活的富足和經濟的充裕。
[6]這也對應於貨幣不再與黃金對應挂鉤、而是成為

純粹數字的金融轉變。
[7]在西方傳統中，不少思想家（比如，尼采和海德

格爾）試圖返回古希臘，特別是早期古希臘，重

新開啟西方文明和思想。在基督教神學傳統中，

按照不少神學家和信仰傳統的主張，伊甸園所代

表的受造的原初美好將會在上帝的恩典之中得到

「恢復」（而非「更新」）。在中國傳統中，孔

子最推崇夏商周三代中的周代：「周監於二代，

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大道之行

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禮記》）。
[8]必須承認，「政治領袖」、「宗教領袖」和「政

教關係」等說法已是現代的說法，用此來觀照中

國古代，的確有偏頗、甚至時代錯置的嫌疑。但

是，本文之所以出發的當下語境恰恰是政治與宗

教關係錯綜複雜的處於「三重世界」交互與重疊

的當下中國。借著政教關係的角度，同時也兼具

關於天人關係或神人關係的思考，這正是本文試

圖看待中國基督教所在社會、思想與文化處境的

考察框架。
[9]這或許可對應於以色列國王所羅門將聖殿和雅威

敬拜加以中央化和集中化的努力。關於所羅門的

這一努力，參瞿旭彤：〈金牛何為？──從傳統
史研究角度看《列王紀上》12：25-33所載之耶
羅波安敬拜〉，《聖經文學研究》（第5輯），
2011年，第346-367頁。對陳贇來說，「絕地天
通」意味著中國政教結構的開端。之後，「天神

不下降至地，地祇不上至於天，顯示了帝與神，

也就是後世所謂的天子與諸侯，在五帝時代所形

成的基本分工。」這樣的「政教格局」是「夏商

周三代天子與諸侯分層共治天下的封建政治結構

的先導」；「絕地天通」與中國政教結構的開

端，《儒家思想與中國之道》(杭州：浙江大學
出版社，2016年)，第144頁。

[10]暫時還沒有找到確證表明，作為政治領袖的顓

頊在當時已是巫師或大祭司這樣的宗教領袖。

就初步看法而言，我們在此想特別提請注意的

是，現代政治學的基本原則“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不應翻譯成「政教分離」，而應翻譯成
對應於「三權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 tr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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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o l i t i c a）的「政教分立」。「政教分離」與
「政教分立」是兩個值得進一步細緻區分的不

同概念。「政教分離」在人類現有歷史上是極

為罕見的。「政教分離」原本是法國啟蒙運動

的理念，並且可能只是在法國等少數國家才得

到了現實操作層面的實現，即宗教作為宗教被

完全排除在法蘭西共和國的公共領域之外。但

是，現有的允許宗教存在與公共領域內的國家

一般都是政教分立的，比如，德國、美國和英

國。在這些國家中，政治和宗教作為兩個不同

的系統並沒有「分離」，而是「分立」，因為

宗教作為宗教依然非常深度與廣度地參與公共

領域的政治與社會等事務的運作。
[11]黃玉順：絕地天通：從生活感悟到形上建構，

《湖南社會科學》，2005年第2期，第16-18頁；
另參李零：〈絕地天通：研究中國早期宗教的

三個視角〉，《跨文化研究》（第5輯），第
100-110頁。

[12]王國維：〈殷周制度論〉，《觀堂集林》（附

別集），上冊卷十(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第451-480頁。

[13]參劉翔：《中國傳統價值觀詮釋學》(上海：上
海三聯書店，1996年)，第8-18頁。

[14]據吉德煒的研究，「只有商王『一人』能夠祈

求祖先的祝福和保佑，消除祖先遺留下來並影

響到百姓生活的禍患；也只有商王才有可能通

過奉獻犧牲、舉行祭祀和進行占卜使商民們獲

得豐碩的收成，取得戰爭的勝利。」轉引自張

光直著：張良仁、岳紅彬、丁曉雷譯：《商文

明》(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第192-193
頁。

[15]關於從「帝」或「上帝」到「天」或「天帝」

的觀念轉變，參劉翔：《中國傳統價值觀詮釋

學》，第30頁。「上帝』的觀念，隨著殷商文
化傳統被周人象徵性地繼承下來。周人另外創

造了一個『天』觀念來與『上帝』的傳統相匹

配。這兩種文化的雜交，誕生出一個全新的天

帝觀念。」
[16]同注[13]，第30、55-56頁等。
[17]劉翔另有一不同於此傳統說法的觀點：「『天

子』之稱如同『大子』或『元子』指以嫡長子

身份繼承統緒登基王位者。它反映出周代完全

因承了殷代後期確立的王位父子相傳由嫡長子

繼承的制度，與天帝、天命的觀念渺不相

干」，劉翔：《中國傳統價值觀詮釋學》，第

23-24頁。確實，劉翔這樣的文字訓詁和溯本追
源，與王國維對殷周之變的具體看法互相呼

應。但是，若是從觀念的作用史來看，在周朝

以降、至少直至清朝的社會、思想與文化格局

中，「天子」這一觀念一方面是有大德有尊位

的天選之子，另一方面則是獨掌祭天之權力的

至高祭司。由此一來，或許接著劉翔的研究，

值得追問的問題是：「天子」這一觀念為什

麼、又是如何從強調血緣的「長子」演變成強

調天命與德性的「天選之子」，或者說，這兩

種強調如何能夠並行不悖地在傳統中長久延

續。
[18]或許值得特別辨析的是，對後世傳統和現實處

境而言，有大德者與有尊位者往往是分離而難

以合一的。有尊位者往往沒有大德，有大德者

往往沒有尊位。兩者之間的張力甚或衝突、以

及所蘊含的批判性與革命性潛能，可能也是理

解中國社會、思想與文化格局的一條重要線

索。
[19]在我看來，這也是重視「德」或人文道德的中

國人文主義在政教體制方面的根據。參趙法

生：〈殷周之際的宗教革命與人文精神〉，

《文史哲》，2020年第3期，第63-77頁。此外，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恰恰是由於與「天人」之

間關聯出現了橫亙其間的「天子」或「有德之

人」，「天人關係」開始出現微妙變化。比

如，天本身所具有的宗教性色彩由此開始走向

愈發暗淡的可能方向，以至於後世出現融合佛

學、強調天道內在流行於人心的陽明心學，將

天道可能具有的外在超越性維度徹底取消。
[20]參程小娟：《God的漢譯史：爭論、接受與啟
示》(香港：漢域文化，2010年)；孫尚揚：《明
末天主教與儒學的互動》(北京：宗教文化出版
社，2013年)；李天綱：《中國禮儀之爭：歷
史、文獻和意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社，2019年)。

[21]參楊慶坤，范麗珠譯：《中國社會中的宗教：

宗教的現代社會功能與其歷史因素之研究》(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22]就中國傳統的所謂儒、釋、道三家合一而言，

這三家在根本思想上很難說得上是實現了合

一。我傾向於認為，三家的合一更多地是在體

制層面上（而非在其根本思想上）對政主教從

的天下體制的共同認同和遵奉。對這一點，佛

教高僧道安曾言：「不依國主，法事難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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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傳來的佛教之所以最後成為普遍被接受的

中國佛教，關鍵原因之一可能就在於順從和遵

奉天下體制，並且自覺做出思想層面的相應轉

化。比如，中國佛教有「皇帝即如來，拜天子

即為拜佛」（法果、曇曜）、「沙門敬王者」

的說法。正是借著這樣或那樣的思想轉化，中

國佛教可以順當地與天下體制相互融合，並且

成為現有中國傳統社會─思想─文化中被廣為接
受的一部分。當然，作為佛學/教的推崇者和尊
奉者也可以將這樣的做法當作權宜之計和方便

法門，由此認為，並沒有發生思想層面的根本

轉化，只是對具體處境的具體適應。
[23]關於對秦漢之異的強調，可參張祥龍：《拒秦

興漢和應對佛教的儒家哲學：從董仲舒到陸象

山》(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
[24]士族門閥制度的消亡，也與頻發的戰亂密切相

關，可參譚凱（Nicolas Tackett），胡耀飛、謝
宇榮譯：《中古中國門閥大族的消亡》(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

[25]佛教入華經歷了相當長的時間，而且在魏晉南

北朝時做出了相當大的思想轉化。由此，佛教

從印度佛教變成了中國佛教。儘管中國佛教與

在印度的本土佛教在淵源上還密切相關，但已

經中國化得非常厲害，無論是我們之前提到的

「不依國主，法事難立」或者「皇帝即如來」

的佛教，還是明朝時被改造為經懺佛教的佛

教。也就是說，佛教在融入且影響中國思想─文
化方面已經做得非常好，已經中國化了。

[26]這一點若是對比佛教入華時的情況，這一問題

就顯得更為突出。佛教入華時，其背後並沒有

強大的政治強權、龐大的經濟實體、甚至普世

的價值訴求。
[27]為什麼我們中國人能夠相對好地面對和處理新

冠病毒這樣突如其來的災害？在我看來，從中

國自身的歷史─文化敘事可以看到，中國有史以
來的第一個王朝夏朝之所以得到建立，乃是與

大禹的成功治理水患密切相關的。中國之所以

很早就會出現這種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在很

大程度上也是因為這樣的體制可以更好地協調

資源、動員力量、以對付各種各樣的災害（特

別是洪水和饑荒）。
[28]也就是說，具體教會採取的政教關係模式、以

及相應的教會形態，可能是其中一種，也可能

是其中幾種模式的結合，甚至是介於某兩種之

間的。
[29]與此同時不容否認的是，這樣的傳統也在一定

程度上自覺或不自覺地接續了以往排斥思想與

神學、不立文字、強調信仰體驗和感受的靈恩

傳統。在此，我還想特別補充的是，一個片面

強調某一傾向的傳統很大程度上可能是過激反

應的產物，而不是從自身信仰和信仰對象的豐

富與完整中生發出來的。這樣的傳統往往是片

面的、甚至可能是狹隘的、極端的。
[30]自造用語，特指德國的敬虔派運動、英美的清

教徒運動等。
[31]比如，三自教會在1950年成立時的宣言有言：
「在政府的領導下，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

及官僚資本主義，為建設一個獨立、民主、和

平、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而奮鬥。」

Tianxia, A Threefold World and The King-
dom of God：A Preliminary Observation upon 
Social, Intellectual and Culture Context of 
Chinse Christianity

Thomas Xutong QU (School of Humanities, 
Tsinghua University)

Abstract:In the current epidemic situation, the 
first part of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give a synchronic an-
alysis on the “threefold world”, in which both China and 
the Global are to be respectively located. With the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 the second 
part examines diachronically several crucial turning 
points of the social,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context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Following the above-mentioned 
focus, the third and final part gives some preliminary 
observation upon the challenge and response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in the horizon of the kingdom of God.

Key words: Chinese Christianity, Tianxia, A 
Threefold World, The Kingdom of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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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認同」、「國家認同」、「社會認同」等。[1]當

下，談論宗教中國化問題就必然要談到文化，講到

文化，就一定要面對文化自信這一新的時代風貌

和時代要求。

一、文化自信的內涵和依據

（一）文化自信的內涵

1.歷史根源
文化自信研究的邏輯起點是文化自信的基本

內涵，這一內涵也是文化自信在實踐中的起點。現

在我們來講文化自信，可能其前提就是我們曾經

的文化不自信。我們曾經對文化的不自信，來源於

當時我們國家的落後與中華民族所承受的屈辱。

鴉片戰爭之後，西方文化的挑戰，使中國面臨著嚴

重的文化危機。五四運動時期，各種西方文化在中

國陸續傳入，中國文化也被置於西方文化的體系中

進行審視，用西方的話語體系來研究中國的問題，

對中國傳統文化不論糟粕還是精華不加揀選的摒

棄，從而使中國傳統文化整體上被鄙視，造成了中

國傳統文化的破碎和斷裂，影響了人們對自身文化

傳統的喜愛和認可。甚至是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

在文化自信的

視域下看宗教中國化
■ 趙慧翔、謝愛華

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學院

民族宗教

文化自信和宗教中國化都是習總書記在十九

大報告中所提到的重點詞匯和概念，也是當前探

討中國文化問題中的熱門詞匯。在十九大報告中，

文化自信出現六次，既是思想文化建設取得的重

大進展成果，也是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

必然要求。在報告中，文化自信更重要的是可以推

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推動中華民族的偉大

復興。而在十九大報告中，宗教中國化雖只提了一

次，但其份量不可謂不重，我國宗教的中國化方向

是中國共產黨的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針，宗教中國

化被認為是馬克思主義宗教觀中國化的重要成

果。宗教中國化在當代中國的三大進路就是政治

上自覺認同，社會上自覺適應，文化上自覺融合。

張志剛教授認為「宗教中國化」主要內含三重義

理，即真正融入「中華文化、中華民族和中國社

會」。這裏所指出的「三重融入」，其理論內涵就是

國際學術界在全球化時代所深切關注的「文化認

同」、「民族認同」和「社會認同」；就這「三個認

同」的邏輯關係而論，「文化認同」又被國際學術

同行視為「最高的認同」或「根本的認同」；這也就

是說，若不從根本上落實「文化認同」，便無從談起

摘 要：今天我們講中國的文化自信，就是中國、中華民族、中國共產黨對中華文化價值的充分認可，對中華文
化作用的充分認可，對中華文化生命力的堅定信念。其中，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自信是文化自信最根本的體

現，是文化自信的凝練與升華。宗教中國化的核心與關鍵在於與中國文化的相互融合，在當前文化自信與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的形式下，如何理解和實施宗教中國化十分重要。

關鍵詞：文化自信；宗教中國化；相互關係；實施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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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在沒有形成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思想之前，

作為中國主流的意識形態文化，也是舶來品，深深

地打擊和否定了我們的傳統文化。比如梁啟超先

生否認我國的傳統道教是宗教，而將之歸為迷信

與巫術，以否定道教的宗教性來企圖說明中國無

宗教而有理性，試圖去搭上啟蒙運動的火車，論證

中華文化的理性根源。但這種否認正好反映了文

化不自信，不能正視自己文化的全部就是不自信的

表現。另外，往往用西方存在的文化來比對中國傳

統文化，有相似則認為先進，無雷同之處便認為落

後，忽略了文化的差異性而全盤否認了我們自身文

化的優秀一面。在用外來文化解決了一些中國的問

題後，就更是喪失了對中華文化的信心。「洋貨」比

「國貨」好，「月亮也是外國的圓」。在這樣的思想

狀況下，文化不自信長期存在並制約了國人的進步

和社會的發展。

2.新的內涵
在面對曾經的不自信狀況，我們要做的第一

件事，就是要恢復自信。因為自信才應該是健康正

常的狀態，長期不自信就是病態。因此，我們就要

理清，自信與文化在當下的意義與內涵。自信原是

心理學概念，描述的是人們在適應社會生活過程

中的一種自然心境。人們在文化的指引下如果當時

所具備的經驗能夠應對惡劣環境的挑戰，便會擁

有自信。自信不是自大，也不是自傲，而是適度的自

我肯定。自信的人能樂觀對待自己所持的觀點，並

不因外界因素的影響而改變自己的立場。當自信

的對象指向文化，即構成了文化自信。但文化自信

並不是文化加上自信這麼簡單，而是在把握歷史、

熟知內容、明確方向的基礎上對自身文化價值表

示認可。「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

政黨對自身文化價值的充分肯定，對自身文化生命

力的堅定信念。」[2]只有對本土文化充滿信心，才

能在文化發展中有堅守傳統文化的從容和轉向現

代文明的勇氣，才能在文化比較中堅信自己的優

勢正視別人的優點。這裏，我們要注意，文化自信

不能成為依仗傳統優勢，全盤復古的妄自尊大；也

不是憑藉經濟實力，壓迫殖民者而獲得文化霸權

的狂妄孤傲；而是在文化自覺的基礎上用正常的

心態看待自己，正視自身的優勢和不足。那麼，現

在我們講文化自信，究竟自信起來的文化是什麼

呢？是中華民族在過去的文化實踐中創造了輝煌

燦爛的優秀傳統文化；是在近代與侵略者英勇頑

強的抗爭中創造了革命文化；是在社會主義轟轟

烈烈的改革和建設中創造了社會主義先進文化。

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構

成了當下中國文化的主體。因此，這種文化正是當

下中國社會上所充盈的這種文化混合體。它自然而

然地隨著社會的發展而形成和彰顯。

3.核心價值
文化自信的核心是價值觀自信。它是人們認

識世界、辨別是非的一種思維方式和取向。價值觀

決定著人的自我認識，深刻影響和改變著一個人

的理想和信念。價值觀是文化的內核，決定著文化

的性質和發展方向。有什麼樣的價值觀，就有什麼

樣的文化理念和文化內容。因此，文化自信的核心

是價值觀自信。「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表明，對一

個民族、一個國家來說，最持久、最深層的力量是

全社會共同認可的核心價值觀。核心價值觀，承載

著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精神追求，體現著一個社

會評判是非曲直的價值標準。」[3]價值觀自信就是

要認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正確性，對它將要

發揮的作用充滿信心與期待。

（二）文化自信的依據

1.現實依據
人們對特定文化的信心決非完全由激情或熱

情所致，而是有著現實的物質基礎。文化是人類

社會進步發展的一個重要內容，是與物質生活的

生產與發展休戚與共的。一個國家或民族發展滯

後，無錢無兵，這個國家或民族的文化便不可能對

自己的人民和世界有太強的影響力和吸引力，也

就不可能使人們對其抱有強大的信心和希望。文化

自信的一個重要原因深深植根於經濟生活之中，

是人們對於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所展現出蓬勃發展

活力與生機所持有的信心在精神世界的反映。因

為，從根本上來說，文化是精神生活的內容，是上

層建築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馬克思唯物主義觀

點，物質決定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正是

這些年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使得世界人民都認識

了中國，中國文化的吸引力逐漸顯現：全世界的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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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士到中國進行交流，在科技、教育、管理等各

方面進行深入合作；中國的孔子學院也走向了世

界，推廣漢語教學、傳播中國文化。中國人民對社

會主義先進文化、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認同感逐

漸增強，認識到當代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並無高

低優劣之分，且有其獨特的魅力和價值。

2.歷史依據
當代中國的文化自信，不僅有著無比寬廣的

現實根基，而且還有著非常深厚的歷史資源。中

華民族有著悠久的文明史和豐富的文化遺產。任

何一個國家在其長期的發展中，都會產生其獨特

的文化，這些文化是國之根本，是文化的傳承與發

展。拋棄根本，就等於否定了民族文化存在的合理

依據，切斷了文化歷史與現實的固有聯繫。中華優

秀傳統文化是我們在世界文化之林中佔有一席之

地的根基，是文化自信的歷史依據。它記錄了中國

文化的發展歷程，寄托了中華民族的精神追求，是

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與此同時，中華文明也

為世界文化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我們的吃苦耐

勞、奮鬥拼搏、愛國愛家、精忠報國、革故鼎新、民

為邦本、以人為本、以和為貴、崇尚和諧、和而不

同、天下為公等等文化思想無一不具有現代價值，

都是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力量源泉。我

們要用批判和發展的態度對傳統文化去粗取精，

去偽存真，進行系統梳理和深入挖掘，做到古為今

用。因此，這樣的中華文化理應使中國人為之驕傲

和自豪。

3.理論依據
馬克思主義作為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人

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行動指南。在馬克思主

義的指導下，中國傳統文化不僅獲得了新生，還在

與馬克思主義具體的、歷史的結合中，在艱苦卓絕

的革命鬥爭中孕育了革命文化。井岡山精神、長征

精神、西柏坡精神等飽含了中國共產黨和人民為

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精神訴求，彰顯了以

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馬克思主義具有與

時俱進的理論品質，中國文化也不是一個僵化封

閉的體系，它們都立足實踐，源於生活，並隨著實

踐的發展而完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的契合

點就在於中國具體的文化實踐。無論是傳統文化、

革命文化還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都是對文化實

踐的科學總結。為此，中國文化在馬克思主義的指

導下取得的輝煌成就，必然成為我們提升文化自

信的依據。

二、宗教中國化的內涵和依據

（一）宗教中國化的內涵

1.對「宗教」的界定
首先，要明確是中國的宗教。堅持中國化方

向，既是對歷史上的宗教也是對傳承已久的本土

宗教而言，但總體上講都是「中國」的「宗教」。其

次，是仍然存活並發展的，在法律允許範圍內的宗

教，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五大宗教：佛教、道教、伊

斯蘭教、天主教、基督教（新教）。它們是「官方認

定」的、「國家承認」的、「合法」的「宗教」。

2.對「中國化」的理解
「化」是一個時間和空間上動態的過程，可以

理解為時間演化過程和空間傳播過程。時間體驗

宗教的活力，空間體現宗教的實力。無論時間還

是空間，都必須正確認識和把握宗教正常發展消

亡的歷史規律。它們的目的並非要強制性地、讓宗

教領域被動地進行激烈變革，根本上講主要是要

實現宗教積極主動地適應、積極主動地服務於當

今現實社會。宗教自身有個「化」的要求，而面對

宗教自身「化」的動態，外在力量就有一個「導」的

過程。「導」是引導宗教自身的「化」。我們現在就

是「導」此「化」為中國化。從時間上導，就是「現

代化」，從空間上「導」就是「中國化」。牢牢掌握

宗教工作主動權，「現代化」即要求「適應」社會

主義「現代化（過程）中的」以及「現代化了的」中

國。「中國化」即要求「適應」或「順從」社會主義

法治化的中國，要堅持依法管理宗教事務，在切

實保障信教群眾合法信仰需求訴求、合法信仰利

益權益的同時，當宗教活動或行為與社會其他方

面或領域發生矛盾時，必須堅持公共社會秩序優

先於信教群眾私人事務。「化」還指地域範圍上的

「本土化」，特別是文化上的「本土化」。也就是

張志剛教授所謂的「三重融入」，既「文化認同」、

「民族認同」和「社會認同」，其中，「文化認同」

是根本，是重中之中，是「民族社同」和「社會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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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前提與條件。「民族認同」是和而不同的過

程，「社會認同」是和而大同的結果。

這裏特別要加以說明的是，宗教中國化在現

階段來講，並不是指外來宗教（佛伊天基）需要中

國化，而是指當前所有存在並合法的宗教都需要

中國化。這就要從哲學的高度來看待這一問題。首

先是道教和佛教。本土宗教道教，在強調中國化

時，應該是要現代中國化，因為它是土生土長的宗

教，正確理解其中國化的含義就必須正確理解中

國是一個變化發展的中國這一基本事實，不能適

應其所存在於其中的母體的變化發展，就必將不

再發揮其積極能動的宗教功能。而佛教在過去已

經完成了一次中國化，那麼現階段可能與道教一

樣，急需的是現代化，適應當下中國，適應中國新

時代。這才符合事物是不斷發展的規律。可見，中

國化是一個伴隨中國成長變化而發展的過程，是

事物的變化發展的必然要求。再次，對於外來宗教

天主教與基督教，其中國化的任務就更為嚴峻，作

為西方傳入的宗教，若想改變「文化殖民工具」的

歷史惡名，真正弘揚其宗教精髓，廣布教義，起到

造福中國人民的正能量作用，適應新的時代要求，

真正意義上堅持宗教中國化方向是十分必要的。

最後，中國伊斯蘭文化是伊斯蘭教和中國文化相

結合的產物，這種結合包含了對儒學為代表的中

國傳統文化的吸收，中國伊斯蘭文化已經是中國文

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可見伊斯蘭教中國化十分可

能並十分可行，事實上，也許已經走在了中國化的

道路上。

（二）宗教中國化的依據

宗教中國化的依據就是要探討我國宗教的中

國化何以可能的問題。

1.理論依據
宗教的變化發展是宗教自身存在發展的內在

要求。宗教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產物，其生存發展

關鍵取決於能否隨著社會的發展從形式到內容發

生相應變化。回顧世界範圍內宗教發展的歷史，宗

教不僅要能夠適應不同的社會形態，還要能夠適

應同一社會形態的不同階段。從宗教向一個國家

傳播的過程來看，不僅要能夠適應這個國家的基

本國情，還要從更深層次上去適應這個國家的文

化。隨著社會的變化而變化，是宗教發展演變規律

的基本要求。

2.歷史依據
宗教的本土化事實在宗教歷史中一直發生

著，中國現在認可的五大宗教，四個來源於外邦，

土生土長的道教也與少數民族宗教有著千絲萬縷

的聯繫。因此，融合與兼容是中國五大宗教最顯著

的特徵，牟鐘鑒先生將之形容為多元通和模式。本

土化在一定意義上就是我國宗教的中國化。本土

化是注重文化遷移過程中對輸入地地域要素的強

調，是外來文化發生在宗主地域上的客從現象，顯

見一種主導客從的關聯。在我國，原生自有的敬天

法祖式宗法性傳統宗教作為土生土長的本土宗

教，本身就是中華文化先在自有的構成，在文化對

接上不存在排異反應，因而本土化問題也就無從

談起。而由域外傳入的所謂制度性宗教，即所謂洋

教，由於其產生的文化背景與我國完全不同，由此

才產生了中國化的問題。而人們接受異域文化又往

往先以傳統思想去理解它，從而使異國文化帶有

濃厚的傳統色彩，這也許就是恩格斯所說的傳統

是一種巨大的保守力量。任何外來文化的傳入都

在借助本土文化本身，不可能除開本土文化而另

外開闢出一條道路來，但同時，這種借助，一開

始，並不是臣服和認可，反倒帶著審視與考量，這

時候，兩種文化之間必然形成對立與鬥爭。而在鬥

爭中，外來文化慢慢的就開始需要有所遷就，而使

自己多少有點變形，但這種變形會有兩種結果，獲

得更廣闊的天地重生，或者被本土文化吞併。只有

第一種結果可以站住腳並進一步謀求發展。宗教

的本土化側重了生成在不同地域、不同哲學傳統、

不同文化基因的宗教在宗主國所發生的屬地性改

良。對我國宗教而言，外來宗教洋為中用，與中華

原生文明適應、適從並軌即為本土化。佛教、基督

教、天主教、伊斯蘭教作為外來制度性宗教，在傳

入我國的初始都不同程度地遭遇了種種文化壁

壘，其中「夷狄之爭」、「百年禁教」、「三武一宗滅

佛」等都是外來宗教本土化進程中經歷的困阻磨

難，但最後由於各大宗教遵循了中華文化主流的

客觀要求，從自身作出調適，在文化遷移過程中存

小異趨大同，甚至捨大異求大同，以各種變通或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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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方式與我國的自然人文、風俗民情、文化結構

等進行形神上的深度契合，致力於本土改良和改

造，最終都順利達到「入境隨俗」，實現了學者所

總結的從表層狀態的「文化披戴」到深層結構的

「文化融入」的本土化過程[4]，構建了我國多元通

和的宗教生態模式，為中華文明的綿延興盛提供

了豐厚的文化滋養層。

3.現實依據
當下，我們提出宗教發展的中國化是基於現

實與未來的多維考量。眾所周知，隨著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宗教理論的豐富發展和我國宗教事務管理

工作的成功實踐，各大宗教在生存意義上的本土

化調適已經在我國順利實現，而隨著國際、國內形

勢的深刻變化，我國宗教領域出現了許多新問題、

新挑戰，宗教消極因素的濃度不斷聚集，以宗教

問題為背景的社會問題時有發生，尤其是宗教問

題的政治化趨勢顯現，具有文化自覺自為意識的

中國化亟需鞏固和加強。當前，在新的歷史條件

下，我國宗教在本土化的進程中層層遞進，承前啟

後，從基於求生本能和生存剛需的本土化出發，開

啟了獨立自主、自強自信的「中國化」新征程，在適

應適從中華傳統文化的同時也潛移默化地影響改

變了中華文明的精神稟賦，實現了文化上的自覺自

為。契合「堅持中國化方向，宗教就必須在政治上

自覺認同、在文化上自覺融合、在社會上自覺適

應，與社會發展同步，與時代進步同頻，成為社會

建設的和諧因素和國家建設的積極力量」的總要

求[5]。

三、文化自信與宗教中國化的關係

（一）文化自信給宗教中國化提供了可能

性

「宗教中國化」這個概念的理論緣起主要是

對基督教進入中國後與中國社會相適應的研究。

在沒有提出文化自信這一概念之前，學術界探討

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用的是「本色化」、「本土

化」、「處境化」等概念，在文化自信這一理念成熟

並被廣泛認同之後，這些概念就統一成了「宗教中

國化」概念。這一轉變，顯示了我們有了底氣認同

「中國化」。相對於之前提出的「本色化」、「本土

化」、「處境化」等概念，「中國化」更顯大國自信

和自我認同。並且，由此對五大宗教都提出了中國

化的方向問題。學界對宗教中國化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文化層面。從歷史上看，外來宗教但凡傳入中

國時，正處在中華文化自信階段，那麼外來宗教就

必然的出現中國化現象。比如佛教的中國化就發

生在中華文明最昌盛的時代。而中華文化發展勢

弱，飽受置疑時候，外來宗教不但不進行中國化，

反到成了文化殖民的工具。由此可見，宗教中國化

的前提，必然是當代中國的文化自信。這種文化自

信不是說我們的文化就一定是天下第一，完美無

缺的，而是說，我們當前的文化是最適應我們社會

的需要，能促進我國社會的發展，最滿足我國人民

的需求的。因此，無論哪個宗教想要獲得生命力和

發展動力，就必須要在當前的文化土壤中扎根，用

中國話語，講中國故事，才能得到中國人的認可並

在中國獲得生存發展的空間。事實上，世界上不論

是文化還是什麼，都有一種落後被優秀取代同化

的傾向，如果當今中國沒有文化自信，中國文化也

自信不起來，那麼，中國宗教就不會堅持中國化的

方向，反倒有可能是來改造中國現有文化，在擁有

優越感的同時，將自己放在更高的位子上與中國

文化對立起來。

「中國化」就是要適應於作為區域性、文化

性整體的「中國」的歷史文化及現實文化，適應於

作為群體性、主體性的「中華民族」整體的優秀歷

史文化傳統。這兩個方面既是講中國宗教必須充

分結合並深度融入中國地域文化、中華民族文化

之中，充分接受並繼承發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

化和社會主義先進現代文化，同時也是針對新形

勢提出的新要求，特別是要提高警惕，切實預防、

遏制和消除中國宗教的各種「去中國化」、「逆中

國化」、「偽中國化」傾向以及「西化」或「沙化」、

「阿化」、「土化」苗頭。要堅持「中國宗教」的「中

國特色」、「中國優秀傳統」，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宗教理論基礎與實踐道路，只有充分實現文化

自信，才能要求各宗教中國化，因為，這時的宗教

中國化，既有助於宗教自身的成長也有助於宗教

在中國的生存。它既是宗教教義、教儀發展的內在

要求，也是宗教在中國傳播生存的前提條件。



二○

二
一
年
第
一
期
（
總
第
一○

六
期
）

文
化
中
國

７８

（二）實現宗教中國化是文化自信的內在

要求

要想實現文化自信必須理解文化的三個層

次，即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中國革命文

化，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

1.傳統文化與宗教文化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經歷了5000多

年的歷史變遷，但始終一脈相承，積澱著中華民族

最深層次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

神標識，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提供了豐

富滋養。」[6]

「真正融入中華文化」即「真正認同中華文化

傳統」，乃是真正融入中華民族與中國社會的首要

條件或根本要求。正因為中華民族與中國社會是

根基於中華文化傳統的，現實存在於中華民族和

中國社會之中的各種宗教，無疑也要扎根於中華

文化土壤，並為發揚光大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為

中華民族的和平崛起，為中國社會的發展進步而

做出積極貢獻。樓宇烈先生在對於「中國人文精

神」的闡發中，不但重視其哲學根據，而且傾注了

他對中國宗教文化傳統的重新思考。在總結中國

宗教文化傳統的諸多特點時，樓先生著重指出：中

國人的宗教信仰帶有比較濃厚的理性色彩，比較

強調「入世的精神」和「個人內在的自我超越」，這

便使中國宗教文化傳統表現出強烈的「倫理與人

道精神」。[7]

牟鐘鑒先生也指出，中國猶如一個「宗教百

花苑」，從原始宗教到世界宗教都能在這片大地

上共同生存、和平相處。「這樣的文明大國在世界

上是罕見的。時至今日，中國五大合法宗教中，竟

有四種是在不同歷史階段從國外傳入的，其中佛

教是從印度請來的，與中國傳統文化相交融，成為

世界上異質文化互動與對話的典範。於此可見中國

文化兼容並蓄的博大氣度。」[8]

2.革命文化與宗教文化
中國革命時期，中國宗教界也面臨發展最混

亂的時段。但就在這種局面之下，宗教文化也體現

出強烈的中國色彩。牟鐘鑒先生曾論述到，鴉片戰

爭後，中國淪為殖民地，飽受西方列強的壓榨欺

凌；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人面臨著亡國滅種的

危險。在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的鬥爭中，我國各大

宗教的人士，思想深處都是愛國的，他們積極投身

於抗外侮、救國家的社會運動。佛教有「利樂有

情，莊嚴國土」的教義，有「念佛不忘救國」的號

召，有動員僧人奮起抵抗日寇侵略的實踐行動。道

教大師陳櫻寧主張：「信仰道教，即所以保身；弘

揚道教，即所以救國」。伊斯蘭教界成立「中國回

民救國協會」。由此可見，「在中國，愛教必須與愛

國相結合，不愛國的教徒無法立足。幫助帝國主義

欺負中國的教徒，不齒於人群……同時中國宗教界
主流又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者，他們努力爭取的

是國家的復興和民族的平等，反對的是以強凌弱，

以暴欺善，他們願意與世界上一切民族和宗教平

等往來，友好相處，消解仇恨，反對戰爭，保衛世

界和平與安寧。」[9]

可見，如若要繼承和發揚中國革命文化，也

不能忽略掉與之一脈相承共進退的中國宗教優秀

文化。它們同根同源，都根植於中國優秀的傳統文

化，並吸收了同時代先進的外來文化，洋為中用，

融入中華文化之中。

3.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與宗教文化
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是新中國建國以來尤其

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在社

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所創造的，以馬克思主

義為指導，以培養「四有新人」為目標，以「實現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為主題，以「面向現代

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為方針的、民族的、科學

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反映

了當代中國先進生產力的本質要求，是推動中國

經濟社會走向繁榮進步的強大精神動力。

中國共產黨尊重公民的信仰自由，並認可了

五大宗教的存在，並且對現有合法的五大宗教實

行「導」的策略方針，引導中國宗教堅持中國化方

向。宗教仍然影響著信教群眾及其他群眾的生活，

並自覺不自覺地成為中國新文化的重要組成部

分。

在馬克思主義文化觀的指導下，基於對世

情、國情、黨情的深刻認識，中國宗教具有了與時

俱進、勇於改革的優秀品質。譬如，佛教傳入中國

後不斷創新，形成了中國特色的禪宗，到現代又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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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人間佛教」，為淨化人心、改良社會做出了重

要貢獻。道教為適應社會而不斷開拓理論。中國

伊斯蘭教在教義與教法，淡化「聖戰」觀念，強化

「和平、仁慈」精神，與中華文化相融合，開闢了

中國穆斯林的新境界。天主教和基督教傳入中國

後一直面臨本土化問題。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三
自」愛國運動，90年代以來的神學思想建設，也是
中國基督教不斷改革創新的表現。重視行善積德

和道德教化，把去惡為善放在教義與宗教活動的

首位，作為宗教的主要精神方向。這種道德宗教傳

統也影響到中國的伊斯蘭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使

其教義中的道德內涵逐漸得到充實和凸現，從而

強化了它們的社會道德教化功能。

因此，宗教中國化是我國文化自信的內在要

求，不能引導中國宗教向中國化方向扎根改良，就

沒有充分尊重中國傳統文化，理解中國革命文化，

繁榮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因此，只有努力引導宗教

中國化才是文化自信的真正表現，才充分體現了文

化自信的內在要求。而這種適應與改變，不是通過

行政手段去強制改變的，而是通過中華文化的魅

力，春風化雨，潤物無聲。

（三）文化自信為宗教中國化指明了途徑

既然宗教中國化的三個融入以融入中國文化

為根本和重點，那麼，要想實現宗教中國化就不能

忽視文化自信的重要作用。就必須在文化自信的

指引下，尋找宗教中國化的途徑。那麼，實現我國

宗教中國化方向的發展，其重點在於能引導宗教

與時俱進地同我國國情、社會制度、時代要求、主

流文化特別是文化進行深層次的對接，始終沿著

中國化的方向傳承發展，不斷同社會主義社會相

適應。文化自信，體現在要擁有文化的人，有中華

文化特質的法制，充滿人文情懷的社會服務等方

面，因此，要實現宗教中國化，也必須著力於人才

培養、法治建設、社會服務等方面，切實推進我國

宗教朝中國化方向發展。

1.統一思想，凝聚具有中華文化自信的宗教中國
化人才隊伍

要實現宗教中國化，離不開擁有文化自信的

強有力的宗教工作隊伍。具體而言，在中國共產黨

和中國政府的宗教工作層面需要一支熟悉宗教文

化的隊伍，發揮宗教工作的引導作用；在宗教團體

層面需要一支擁有中華文化自信的隊伍，發揮橋

梁作用。在教職人員層面，需要一支宗教界代表人

士隊伍，他們要對宗教自身的文化和當前的中華

文化都有相當的瞭解，才能發揮宗教內部事務的

自主管理作用。此外，還應有一個緊跟著中國共產

黨走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道路，積極擁護愛

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信教群眾隊伍。擁有稱職有

為的人才隊伍，是做好宗教工作的關鍵所在。在宗

教領域，要應對不斷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就必

須有一支聚集起來的人才隊伍，共同秉承著宗教

中國化的理念，以推進宗教中國化的實現。實現宗

教中國化發展方向是一整套系統性工程，充分認

識到宗教中國化的必要性，將關涉宗教工作隊伍

有效組織起來，推進宗教中國化發展方向，應成為

當前我國社會的普遍共識，在社會中形成推進宗

教中國化的有效合力。

2.尊重中國法治，確保宗教中國化的規範性發
展

文化自信的重要一點，就是要依法治國，我國

實行政教分離的政策，任何公民無論信教與否，

都不得超越憲法和法律而享有特權。「法律保障

宗教信仰自由，宗教必須在法律範圍內活動，不得

干預國家行政、司法、教育。那種教法至上、不服

從世間法的行為都是不能允許的」[10]。我們推進

宗教中國化，也必須遵循宗教政策法規，依據相

應的法律規範，將宗教的教理教義與社會發展實

際聯繫起來，置於法治規範之中。宗教與當今社會

的基本國情相結合，發揮宗教的當代價值，推進宗

教中國化，也必須以法律為準繩，置於法治框架

內，而決不能出現教規大於國法的情況。要實現宗

教中國化的規範發展，也需要遵循法治精神和原

則，不能脫離相應的規範要求。通過推行社會法

治規範，宗教才能得以在符合社會發展要求的範

疇內傳承文化、開展服務社會和推進公益慈善，使

宗教中國化得以規範運行。

3.增加社會文化自信，強化宗教中國化的價值
導向

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全面貫徹黨的宗教工

作基本方針，發揮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在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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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積極作用。」[11]宗教作為人類社

會的一種特殊文化現象，有其特定的社會教化功

能，引導人們積極向善，服務於社會發展。宗教的

入世主張，促使信教群眾以自己的行動，積極參加

國家的建設，為社會廣作善事，為國家作出重要貢

獻。可以說，我國宗教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

引導宗教界和信教群眾服務社會，為社會貢獻力

量。

4.積極參與社會事務是宗教中國化的必由之路
現在宗教在慈善和公益事業方面積極入世，

在精準扶貧工作上也積極貢獻自己的力量，宗教

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文化現象，必須服務於人民

群眾的利益訴求才能夠得以發展。而信教群眾作

為一個特殊的人民群體，他們的利益也必須得到

尊重，所以宗教中國化必須充分尊重信教群眾的

根本利益。堅持宗教中國化發展方向，需要積極推

動各宗教按照當今中國時代特點和基本國情，深

度挖掘宗教教義、道德、文化中適應國情和符合社

會發展、滿足人民群眾需要的積極元素，努力使宗

教的優秀要素在中國化的發展進程中與當代社會

相融合。

宗教中國化就是要做到宗教與社會主義的政

治認同、社會認同、文化認同相結合、相統一。說

中國話，講中國理，辦中國事。外來宗教在中華文

化中要符合中國國情，要做好加減法：加法就是對

具有中國特色文化自信的內容，加進去；與中華文

化相背離的，不相符的，不能支撐我國文化自信的

就要減出去。只有這樣，才是宗教中國化的正確出

路。這一次，隨著新時代的到來，我們不但需要宗

教「入鄉隨俗」，「因地制宜」的來適應現代中國，

而更需要的是希望以我們強大的文化自信，讓各

宗教在中國「健康成長」、「客隨主便」、「兼容並

蓄」的完善發展。期待「導」之有方、「導」之有力、

「導」之有效。

[1]張志剛：《「宗教中國化」義理沉思》，世界宗

教研究，2016年第3期。

[2]雲杉：《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文化自強——對繁
榮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思考》（中）

(紅旗文稿，2010年)，16期。
[3]《習近平談治國理政》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4年)。
[4]王仕國：《全球化背景下的宗教本土化淺析》

(江西社會科學，2004年）11月。
[5]龔學增：《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宗

教理論的新發展》(中國民族報，2015－07－
21[006]。

[6]同注[3]，第260頁。
[7]詳見樓宇烈：《中國的品格——樓宇烈講中國文
化》(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年版)，第39-45頁。

[8]牟鐘鑒：《繼承和發揚中國宗教文化的優良傳

統》，《探索宗教》(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
版)。

[9]同上。
[10]《國家宗教事務局四司，政法司宗教政策法規

教程》(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
[11]《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彙

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Research on Religious Sinic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onfidence

Zhao Huixiang, Xie Aihua(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When it comes to Chinese confidence 
in culture, it ref lects a full affirma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value, full recognition of the rol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firm belief in the vitality of the Chinese 
cu lt u re by Ch ina , t he Ch inese nat ion ,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confidence in core 
socialist values is the most fundamental embodiment 
as well as condensation and sublimation of cultural 
confidence. The core and key of religious sinicization 
lie in the integration of religion and Chinese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maintaining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achiev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and implement 
religious sinic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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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icization, Mutual Relations, Implement Appro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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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表明其共同的信仰，維護物質和精神的秩序，

重申他們所敬重的品格，以修德的方式緩解危機

的壓力[5]。柯林斯的互動儀式理論認為，儀式的具

體機制包括在那些互動中

的人形成高度的相互關

注，以及他們在共享的情

感節奏中的連帶性 [6]。彼

得 ‧貝爾運用互動儀式理
論解釋了2003年SARS流
行期間香港出現的消災儀

式，在社會絕境、災難的

條件下，強調修德與修身

的儀式行為具有信心和熱

情的情感能量，有利於撫

平社會絕境與災難帶來的

恐慌 [7]。在邊緣的多民族

社區，社會群體如何通過

儀式消解劫運（社會絕境

與災難）對社會秩序的衝

擊與壓力？儀式如何將儒

家倫理輸入難以制度化的

山區社會，使之成為社會

穩定的決定性因素？儀式作為一種社會生產並生

產社會的形式，其象徵如何與一般家庭的情感特

質聯繫在一起？依然是值得討論的問題。

哀牢山是橫貫雲南省中、西南部的重要山

脈，主峰大雪鍋山以南、元江以西、瀾滄江以東的

廣闊山區，包括現今普洱市的鎮沅、景東、墨江，

玉溪市的新平等地，向來被歷史學家和地理學家

稱為哀牢山腹地。該地區崇山峻嶺，樹林繁茂，一

亂世的良舟
─以1948年哀牢山腹地的一場普度儀式為中心

■ 熊開萬、楊明順

昆明學院人文學院

公共儀式如何在社會絕境與災難中維護原有

關係和符號的同時又形成新的社會關係和新符

號，以保證社會秩序的良性運行與社會文化的推

陳出新是社會人類學關

注的重要問題。歷史上，

孔子是最早強調儀式對

社會秩序維繫意義的思

想家，他指出，禮的功能

是「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

微渺 [1]」，維繫社會運行

所憑藉的善和道義植根

於儀禮。涂爾幹認為，外

界事物經歷著周期性的

危機，這些危機也喚醒了

人們的宗教情感，正是這

些情感使親眼目睹這些

危機的人集合起來，通過

種種儀式行為去對付它

們 [2]。漢學人類學田野民

族志大量關於中國民間

社會信仰及儀式的研究，

認為中國民眾宗教生活

記錄中包括了大量應付突發事件的公共儀式，儀

式表演是地方應對社會危機的積極回應[3]。其中，

桑高仁將研究聚焦於華人社會民間宗教儀式應對

社會危機的文化邏輯，認為在各種應對危機的儀

式中，個體從社會那裏獲得了與眾不同的特性、知

識文化和道德文化，社會在個體之中並通過個體

獲得其存在與生存[4]。楊慶堃認為，集體性的療救

危機是中國民間宗教的重要功能，團體成員通過

摘 要：1948年，哀牢山腹地景東、鎮沅、新平
「三屬地」的地方知識分子和一般民眾，為應對

社會絕境與災難，在新平縣鳳翥鄉第五保文崗福

主廟舉行了普度儀式，儀式除了「普度有緣人，同

登無上道」之外，還舉行了「設乩像以請聖真，示

升沉而判劫運」的飛鸞垂書，留下了《文崗普度鸞

章》抄本。運用田野調查的方法，在分析儀式的文

化邏輯的基礎上，呈現儀式的過程和儀式中的互

動與象徵，認為該儀式是在修德應災觀念的影響

下，地方知識分子和普通民眾應對即將發生的急

劇社會轉型的文化活動，對地方文化價值的維繫

具有獨特的意義。

關鍵詞：哀牢山腹地；普度儀式；飛鸞垂書；社會

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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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是民族文化多樣性非常明顯的區域，清朝前期，

大量漢族移民的遷入，逐漸形成多民族雜居的格

局。清朝雍正十三年，哀牢山腹地的景東、鎮沅、

新平三個縣完成改土歸流，直接歸中央統轄，被稱

為「三屬地」，由清朝政府直接派遣流官實施地方

管理。派往鎮沅的流官劉洪度因貪婪引起當地傣

族、彝族、拉祜族起義，劉洪度也被當地少數民族

殺死。新平流官則摸索出了一條推行文化教育的道

路，建設了象徵國家人文教化系統的文廟，同時將

文昌信仰作為地方文化整合的力量推行到三屬地

的各村落。漢族的文化制度逐漸在哀牢山腹地的

山區社會生根。普度、扶乩等漢族社會的儀式逐漸

跨越民族邊界，成為地方的普遍的文化現象。

自咸豐六年（1856）李文學、田四浪為亂於哀
牢山區開始，滿清王朝對該地的控制與管理較弱，

哀牢山腹地的山區社會成為「龐大但穿透力有限

的國家與零散的家族、聚落、個別家庭、人際網絡

之間，遍布著的縫隙—三不管地帶[8]。」山區匪亂

橫行，先有楊自榮與朱大少爺之亂，後有老龔大爺

之亂，村落之間互相劫掠，地方勢力之間相互兼

併，民族之間相互摩擦，山區社會幾乎陷於無序狀

態，處於「亂時亂世」之中。

1948年，隨著國共戰爭的深入，山區民眾面對
日漸難以支撐國民黨政府統治下抓丁派款、通貨

膨脹、天災人禍的壓力，普遍認為劫運為災，應該

舉行相應的儀式禳息。這一年共舉辦了多場普度

儀式，有記載的有恩樂大普度儀式，南達半甲普度

和疫儀式；老茄村普度和疫遣船儀式，大丫口陳忠

家薦亡大謝土儀式，文崗福主廟普度儀式。其中，

文崗漢傣彝雜居村福主廟的普度儀式時間最長，

規模最大，保留的文獻資料和口頭資料最為豐富。

儀式一共舉行了八天，參與人數超過4000多人，除
了延生消劫、和疫遣船、賑孤利幽之外，還「設乩

像以請聖真，示升沉而判劫運」，最後形成了地方

宗教性文本《文崗普度鸞章》。本文從試圖站在社

會構建理論的立場，將普度儀式視為多民族地區

民眾修德消劫的方式，運用田野調查的方法，共

搜集到《文崗普度鸞章》一卷，《文崗普度文書意

稿》一卷，當事人口述資料、碑文、祭文50餘則，呈
現在多民族山區，地方知識精英應用民間宗教的

影響，將儒家倫理輸入難以制度化的民眾日常生

活，使之成為社會穩定的局定性因素的過程，以及

各民族通過儀式調整個人在「劫運」中的社會角

色，對複雜的時運做出回應的過程。

一、「劫運為災」與普度消劫的文

化邏輯

明清以來，儒家經典規制地方一直是國家實

施社會控制的方式。清朝向來重視文化對地方的

控制功能。順治皇帝定六訓，乾隆又頒布聖諭十六

條，要求全國各地處處設壇宣講。在哀牢山腹地，

國家文化隨著改土歸流而推行，隨著聖諭的講習

而深入。現今遺存的聚仙壇、卜卓壇、眾仙壇等地

方，都是當時國家進行儒家文化宣講的場所，宣講

內容，除了聖諭之外，還有《藥王度厄增壽妙經》

《玉皇保禾秀穀遣蟲妙經》等皇經。只是在哀牢

山腹地，以儒家思想為基礎的聖諭、皇經，終究難

以取代源遠流長的地方文化。梁紹壬謂：「滇南人

不知孔子，以王羲之為師」，國家文化對民眾思想

的影響逐漸為火居道的科儀所取代。近人張問德

《順寧縣志初稿‧宗教》對當地民間道教扶乩薦亡
風俗的描寫，可見瀾滄江以東，哀牢山腹地聖諭講

壇的功能的變遷：「順屬江左一帶，多有聖諭壇之

設，假請聖祖聖諭十六條為宣傳之護符，到處講說

善書，勸人為善，繼而設壇扶乩，代人薦亡祈福，

儼然釋道之風，頗為鄉民信仰，餘波所及，沿至江

右各地[9]。」

普度儀式是中國傳統的民俗活動，主要以追

念和超拔已逝的祖宗父母為主，「第一忠孝緊緊

抱，公平在世把眾超，功圓果滿超升去，九玄七祖

樂逍遙[10]。」普度儀式的主要精神是孝。周飛舟認

為，孝雖然在西方理論的視野下是一種典型的私

德或者狹隘的德性，但在中國關係社會裏卻以感

通感動的方式奇特地實現了他的普遍性和公共

性，成為這種社會結構下所有德性的基礎[11]。普度

儀式作為哀牢山腹地的文化符號，是在「大孝為國

盡忠，代天行化，小孝超宗拔祖，賑孤利幽」的文

化邏輯中運行的。在社會動亂之時啟動普度儀式，

是傳統社會「修德應災」理念的實踐，「災氣流行，

五穀不豐，人相謀害，兵災四起，國人不安，有積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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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德之人，修真之士，超度洪厄[12]。」在普通民眾

看來，社會的動蕩使天災運於上，人事困於下，最

終劫運為災，必須通過修德的方式方可超度洪

厄。

在哀牢山腹地的語境中，普度儀式既與「林陽

游地府」的地方傳說相關，又跟佛教「慈航普度」

的傳說相系，使得這一儀式極具「亂世良舟」的符

號性。其中，林陽游地府的傳說與辛亥年（1911）景
東天華寺的普度儀式直接相關，又是1948年普度
儀式的一個起因。根據景東天華寺陳為民老人講

述：

林陽是景東縣卜桌人，當時該村有兩個林陽，一人

為善積德，在鄉中很有聲望，另一人聚眾做賊，為害鄉

裏。庚戌（1910）年，善人林陽猝死一日後複陽，說自己
幽游地府之事。林陽說自己被鬼卒抓走，帶到地府之

中，判官翻閱生死簿，原來是活無常、死有分抓錯了人，

本應抓惡人林陽，卻抓了他。閻王說正好讓他看看惡人

林陽的罪孽與所應遭遇的懲罰，好讓他回陽間後宣揚

積善行德的意義和價值。讓判官帶著他游地府十殿，觀

諸地獄受苦之狀，每到一獄，言惡人林陽該受何種折

磨，於是得以窺見諸多陽間行惡，地府受罪之事。游完

十殿，判官送林陽回陽，附耳語曰：「世運轉下元，南滇

苦相連，三期劫運至，普度滿人間」，林陽游地府回來

後，於辛亥年（1911）在天華寺舉辦了大普度儀式[13]。

天華寺普度儀式的規模、過程和影響，因時

久湮漫，難以整體呈現。而「世運轉下元，南滇苦

相連，三期劫運至，普度滿人間」的預言，隨鄉土

社會閑言碎語而傳播，在哀牢山腹地產生較大的

影響。各地的普度儀式幾乎和該預言有直接相關

性。根據預言，民間社會的苦難根源於世運不佳，

劫難為災，當地民眾在近期可能會有三期劫運，通

過普度儀式，人們可以免於災禍，度過劫難。需要

指出的是，預言總是被後來的人們用所發生的歷

史事件相比附，三期劫運的預言與1910年以後的辛
亥革命、日本侵略、雲南解放的戰亂相聯繫，由此

認為民間宗教儀式不僅具有消劫免災之效，同時

具有預言地方社會發展前景的效果。值得重視的

是，民眾關於劫運的思想裏，包含著極為複雜的社

會觀念。一方面，劫運與國家的命運相關相系，國

家政權的動蕩和外憂內患，都反映到地方民眾的

社會生活、社會關係和社會心態中來。另一方面，

劫運與社會變遷，社會失範直接相關，需要重新

整理地方價值，以應時運之變。這樣，應對劫運為

災的方便之門，最終表現為地方文化從象徵層面

重新構築社會規範，以引導民眾從心向善，保證社

會秩序的正常運行。這樣，生逢亂世洪荒，人們相

信，造業的人將無所逃遁與天道懲罰，修德的人在

劫難中會有一艘大船，載著他們度過苦海，這便是

「良舟普度」的思想根源。

1911年天華寺普度儀式的最大貢獻，是在薦
拔亡魂之餘，設乩沙，鄉紳和民眾向眾仙佛卜問時

運與社會發展的方向。康大元帥引領法師羅為則

靈魂游天堂，八仙中的韓仙引羅為則遊覽三教宮

殿，最後以鸞章的方式寫成並印刷了地方性宗教

文本《三才良舟》，向當地民眾提出了收拾人心，

共度時艱的社會行動原則。這一過程，《三才良

舟》序言中說得明白：

今三屬諸子同心一念，呈表頒降皇仁，求賜書章，

普勸凡民，為此一格天方，定準垂書賜名。此書取名

《三才良舟》，何謂三？三者，乃三綱五常之大體，人外

難明條教。才者人之本也，人無才天道何自而明矣，涵

養性天之功夫，不外乎才為首，若無才，四端不明於心

上，天良何自而矣？所以凡間人民，天道不明於心上，性

道失傳，概是庸碌愚昧之民，天良何自而來矣？由愈趨

愈下，盡屬反道敗德、拋卻八字之原。何望劫運消除，

醇風盛世，永享安樂哉！關某在天宮不忍凡民慘遭塗

炭，又設舟楫普度蒼生，同登道岸。所以上帝令諸天仙

佛臨鸞作詩作詞作歌作賦，分判善惡兩行，警覺人心，

令智愚賢否回頭猛省，同享安樂之福耳。繼後康太保重

重保奏，令冥府設於陽界，十王臨壇判斷善惡，昭彰惡

孽，俾奸盜邪淫之男婦觸目驚心，勿敢妄為也。康帥引

悟性子羅生靈魂飛升，天堂觀望仙境，聽宣諭文，覆命

韓仙引游三教宮殿，妙更無極流傳於世，千載難淹矣，

使凡民得知天堂之極樂地獄之苦楚也，爾諸生垂書，

念切真誠，如鑿山中之玉，似淘海中之金。清宣統辛亥

歲春三月望五日降[14]。

《三才良舟》是一部對哀牢山腹地社會價值

有諸多影響的善書。位列上中下，才分天地人，是

為三才。「一條路，通三才，上天下地由人裁」，人

是三才之中的靈秀，但巧詐使人蒙蔽，冤怨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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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散，相互報復，社會秩序陷入混亂，人們無所歸

依。上天設舟楫普度蒼生，是為良舟。《三才良舟》

中，木德真人說世運輪轉與普度的緣起，是一篇理

解修德以應劫難的文獻：

時才間，出西宮，奉敕垂書降景東。諭文到，何敢

為，披星戴月不辭艱。因世運，交下元，五劫齊降大流

連。普天下，不安寧，東征西戰難住停，刀兵降，瘟疫

臨，為救原人舟船行。紅白花，遍天飛，將來不知何處

歸。鳳凰鳴，梧桐樹，岐山之下也難顧……上古時，人
渾厚，不奸不詐多長壽，神即人，人即神，造化三才在一

門。先三皇，後五帝，三才漸漸來全備……漸漸的，近文
明，天生萬物人最靈。男與女，生巧計，你強我勝常鬥

氣。不循禮，不守規，如蜂無王無所歸。從帝京，至南

滇，慧眼遙觀三界千。普天下，起狼煙，干戈疊疊鬧無

邊。清與濁，毫不分，為換世界龍虎爭。可憐那眾百姓，

為的還劫遭殺運。有恩的，還報仇，結下冤債無下樓。冤

與仇，快解散，禮懺諷經廣行善。結慈航，廣普度，三屬

人民有出路[15]。

根據《三才良舟》，國家動亂，社會腐敗是世

運轉為下元的結果。在下元社會，民眾的智慧愈加

發達，相互算計的權謀與伎倆愈加繁多。社會秩序

陷入紊亂，人們好像群蜂無王無所歸依，極需良舟

普度。良舟普度，既度亡魂，也度活人，故稱「陰陽

二度」。度亡的方面而言，人死業在，通過良舟普

度，讓已逝者靈魂安寧，往生淨土。度人的方面而

言，國家與社會處於急劇的變革，生死變數充塞宇

宙，不安分，多行惡事之人必然遭遇殺運，廣行善

果的人可以獲得登上良舟，回歸道岸的機會。《三

才良舟》有歌文道：

眾仙宮，出良舟，昊天賜下萬古流。景鎮新，爾三

屬，從古未聞闡條目。這洪波，興浪裏，數年昭昭難援

起。有幾多，在浪中，永墜深淵還未通。男和婦，也不少，

自下江中命難保。三屬地，如海底，許多殘零泡海裏。遭

末劫，幾千愁，塵浮擾攘不回頭。三屬地，在幾千，一概

墮落塵浮間。眾聖真，來觀看，珠淚雙落把氣嘆。不忍

心，黃胎子，概赴深淵不怕死。真不忍，實不忍，再泛良

舟他可乘。三聖帝，頒良舟，金鑾殿下淚雙流。頒下來，

度塵浮，再度黃胎可知由。此一會，度不盡，三千年後又

應驗。勸凡間，男和婦，趁此良舟從開度。眾仙佛，不忍

心，也來共把良舟撐。要度盡，陽和陰，不忍黃胎在浮

塵。眾男婦，轉回程，劫運來前快修身。再若是，不上

舟，深淵難出日日愁[16]。

必須指出的是，《三才良舟》中良舟普度的意

象，既是亂時亂世普通民眾的太平想像，也是劫運

為災，修德共度的文化象徵。該書的思想與價值，

主要以疏通情理為導向，將冰冷的天理交融在溫

潤的人情之下，讓人覺得可信可行。如《勸士文》

中說：「無邊的，善書中，重重疊疊勸誡儂，為士

子，一概的，順口念來不體行，只徒來，撇空腔，尋

章摘句要逍遙[17]」；《勸農文》中說：「農夫日日苦

辛，犁雲鋤雨耕耘，切勿廢時失業，胼手胝足莫停
[18]」；《諭工文》中說：「世間的，營工人，細聽吾

勸；無奸猾，無懶惰，勤儉為本[19]」；《勸商文》中

說：「用一本，販買賣，一本萬利也不怪，做買賣，

要斟酌，公平出入有下落[20]」，口語化宣教文體，

使得積德消災的思想深入人心，成為人們耳熟能

詳的教範，真正起到度人的效果。值得一提的是，

受《三才良舟》社會絕境、災難及修德應災思想的

影響，三屬地的大姓林家，艾家都曾召集族人，要

求「一切小子諸姑輩，各守家規觀明月」，約束自

身，等待新明朗的社會形勢。

二、1948年普度儀式的過程

儀式的過程是儀式前和儀式後兩個穩定狀態

的轉換過程，根據維克多·特納的觀點，儀式過程
表現了把社會結構之間的衝突與緊張表現出來並

彌合之的努力：「人們從結構中被釋放出來，仍然

要回到結構之中，而人們在儀式中所經歷的交融，

已經為此時的機構注入了新活力[21]。」哀牢山腹地

普度儀式的過程，一方面可以通過科儀文書進行

場景還原，因為這些文本是儀式實踐的依據，另一

方面也可以通過儀式的參與，因為該儀式在民眾

生活中依然不定期的舉行，2018年2月，景東天華
寺還舉行過一次規模較大的普度儀式。

文崗昔稱蠻崗，現為鎮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

自治縣九甲鎮文崗村，1948年舉辦普度儀式時為
新平縣鳳翥鄉第五保。文崗福主廟又稱土主廟，舉

普度儀式時，是附近村落的總土主廟，據說村民每

逢年節，祈報甚為靈驗，因此香火很旺。福主廟的

普度儀式屬村落的公共儀式，促成村民舉辦儀式



民
族
宗
教

熊
開
萬
、
楊
明
順
：
亂
世
的
良
舟

８５

的危機主要來自幾方面的壓力。常年匪亂，地方貧

敝；風雨不調，收成無著；災異頻繁，洪荒頻現；地

方物價飛漲，抓丁排款負擔日重，「家有兩子抽一

個，家有三子抽一雙」，讓村民警覺到劫運為災，

國家政權風雨飄搖，何去何從令人煩憂。根據口述

歷史，儀式最終定下來，是地方士紳與民眾相互協

商的結果，起因卻是個人家庭與前途的一些細節

性問題。文崗福主廟的普度儀式發起人熊元德，本

身是對國家前途非常敏感的人，他從一些細微的

家庭之變，內心感到社會變遷急劇，深感恐慌，根

據習俗，他決定舉行一次普度儀式。

發起人熊安邦原是雲南省新平縣鳳翥鄉第五

保保長，曾邀請文士陳爾康等辦文崗小學，校址

就在福主廟裏。1947年，他買了一隻羊給他岳父幫
養著，結果被雷劈死了，加上境內火災、塌方等自

然災害頻繁。聯繫外面的形勢，他覺得預兆很不

好，便不再做保長了。隨後，熊安邦去陶家找了陶

清榮，陶清榮是陶家隊的隊長，陶家隊的所有村民

都是清朝前期從景東遷來的漢傣。陶清榮父親也

是本地的文先生，生前會幫人家誦藏經，也能主

持一些簡單的儀式，他於1947年去世。陶清榮曾跟
熊安邦說想安排一場薦拔父親的儀式。熊安邦和

陶清榮說了辦普度的想法，陶同意將一般的薦拔

儀式辦成普度儀式。隨後，陶清榮的弟弟陶清源、

村民吳學紀、吳學遙、楊正茂、王子運、王宗清、熊

朝登等人也加入。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最終使得

儀式的規模辦的比較宏大[22]。

道教科儀的中心是按照儀式，上呈各種文書

以通凡悃。文崗福主廟普度儀式，共用文書共60多
道，都保存在《文崗普度儀式意稿》[23]中，根據意

稿，不僅可以知曉時人的意願，也可以明瞭儀式的

過程。其中，啟文是一篇理解儀式過程的重要文

獻。一般由儀式的證盟檢閱寫就。闡述儀式的緣

起，儀式的日程，儀式的目標等。《文崗大普度啟

文》由當地文生肖知堂寫就，啟文節錄如下：

言念眾等，因時生變，誠惶誠恐。國事煩則難由義，

民風張不易思誠。歲在戊子，發匪難肅，地方貧敝。災

異屢現，恐有非常之變，合志消禳，祈國泰亦祈民豐。陰

魂擾攘，濟旱苦並濟水困。設乩像以請聖真，示深沉而

判劫運。世運文明前景明得聞知，身家之吉凶可聆垂訓

教誨。謹取正月初八日仗士於福主祠中，立壇付札、揚

旛請水，呈書師階，宣奏帝闕，箋請鬥府列曜，且進梓潼

三元，申告豐都冥王，狀達於天樞四聖，牒投雷院隍司，

關通天闕宸廷。初九日迎迓天真，通宣凡意。諷誦太皇

本行集經，禮拜宥罪錫福寶懺，頒宣靈寶赦章，告諭冥

王地府，進硃詞於三元，雪黑簿之千過，請萬靈之慧光

照明幽暗，安五老之真氣鎮守瑤壇。初十日宣行玉光三

朝，頌祝國家萬壽，上報天地洪恩，下赦陰陽重罪，亡幽

脫離獄苦。壇外開方設橋，接召各姓所薦亡過，冊內宗

親等魂，於壇門接引五方靈童，禮帝位聽法聞經。設乩

於瑤台，請聖真而臨訓，十一日拜進九宸墨表，釋除存

歿重罪，解化瘟疫餘殃，地獄變為天堂，亡幽皆樂，人

物登躋，鄰裏平靖，漢夷安康。十二日行度人科法，三奏

十方靈寶，奠簡告諭冥司，八極九幽除罪，亡化超升，孝

緣昌達。十三日宣奏三真救苦，進呈十方表文，伏祈慈

父頒恩拯救幽冥刑苦，亡化超升得脫獄海之昏暗，瞻

就瑞光之鮮明，祈拔亡之詞文，祈玄恩之拯提，宗親咸

登極樂，幽雙共出迷津。十四日壇外灑放蓮燈斛食，賑

濟水旱孤幽各六十名，同仗道法，各遂生方。十五日虔

具衣楮冥箱文憑包封，給付盟真玉，送亡得到生天，祀

事告周，善果成就，敬設醮典六十分位，呈獻文書儀，

餞駕回鸞，恭祈陰升陽利[24]。

根據啟文，普度儀式頗為隆重神聖，難以

一一展開。但通過貫穿其始終的兩條線索，可以整

理出一個清晰的儀式結構。一個線索是對亡者的

超度與撫慰，其目標是實現現實生活消災救劫；另

一線索是通過扶乩儀式，卜問家運與國運前途，獲

取聖真對地方事務的啟示。

從對亡者超度與撫慰的薦拔儀式看。長期的

匪亂、貧困與頻發的自然災害，使得村民倍感沮喪

與壓力，社會結構的緊張狀態需要通過修復社會

關係來加以化解。在象徵的意義上，亡者的不安，

對哀牢山各族民眾而言，既是現實社會矛盾緊張

的根源，又是亟待轉化與撫慰的國家力量殘餘，其

中還包含著國民黨兵源補充中被強行征走的村民

下落，因為信息不通，這些人不僅成為人們擔憂的

對象，有些也些還成了薦拔儀式中的亡過。儀式

從正月初十接亡開始，每天根據不同的科儀宣科，

齋戒誦經，因為「齋戒誦經，功德甚重，上消天災，

保鎮帝王，下禳毒害，以度兆民[25]。」參與法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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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每天早、午、晚吃救苦齋（供給亡過三頓素餐），

其餘時間要引導著他們聽法聞經，以彌補陽上的

遺憾。

初十日接召各姓所薦亡過，十二日度人科法，

十三日三真救苦，十四日壇外灑放蓮燈斛食，十五

日送亡生天是薦拔儀式的主體，高潮是進《拔亡

詞》，《拔亡詞》用銀朱寫在平整光滑的柏木板

上，由高功寫就，為表示虔敬，寫時要帶著口罩。向

太乙救苦天尊神位前誦讀後，裝進一個精緻的文

書盒裏燒掉。1948年文崗普度的《拔亡詞》節選如
下：

慟念出征弟昆，衣衾棺木未備，殞命同袍，喪葬禮

儀有虧。精兵壯丁，槍傷軀於荒郊，守隘衛所，炮擊魂

飛曠野。僕役短折以堪憐，姐妹夭戕而可悼，缺嗣之業

主宜憫，繼絕之族類須慘，承祧之叔伯未展奉養於生

前，受蔭之舅岳莫忘德澤於歿後。思生我之劬勞未報，

依三代之創制何酬。受教於函杖恩同淵泉，傳術於林

下淑景如昔。音容俱已杳聞，愛愾亦已久寂。協力同心，

普申超度[26]。

詞中重申深情不可辜負，將儀式修復緊張現

實社會關係的功能推向人們面前，祈求死者無厄

幽沉滯之悲，保佑生者獲五福康寧之福。《吊陰魂

文》是普度儀式中地陣亡者進行吊祭的文辭，一般

於壇外灑放蓮燈斛食，賑濟水旱孤幽前在孤幽榜

前宣讀，祈望他們含冤消釋，保佑地方和合平安。

普度儀式中的水旱孤幽各一百二十名，絕大多數是

各類戰爭中陣亡將士，這些人成為地方瘵厲，是

每一次戰亂之後地方要安撫與薦拔的對象。有無

灑放蓮燈斛食，賑濟水旱孤幽的環節，是區分家庭

儀式與公共儀式的標識。以1948年普度儀式的《祭
陰魂文》為例：

至吊於戰亡士卒官軍之靈魂位前曰：嗚呼！眾官

軍，在生時，都皆義氣。丟父母，撇妻子，效力疆場。為

官的，也皆是，忠心耿耿。出兵的，也是那，正氣堂堂。

隔萬水，隔千山，安營扎寨；哪一日，得奏凱，轉回家

鄉。那父母，依門閭，無處問信。哭一聲，我兒呀，淚濕

衣裳。那妻子，冷無衣，饑也無食。睡半夜，哭半夜，獨

守空房。當兵的，到此時，真正苦楚。想甚麼，太平日，文

武高官。這苦況，一時間，難以說盡。又可憐，眾兵丁，為

國喪命。把父母，真骨血，送在刀槍……今日裏，三屬

地，達天告地。祈聖真，拔孤苦，度上慈航。忠義者，到

陰府，榮封受職。孤苦的，到陰府，脫化仙鄉。執事者，

再酌酒，三杯餞別，保我境，老與幼，和合平安。又再

祈，夷漢間，消冤釋結。民均安，物皆阜，迪吉迎祥[27]。

通過對亡者的超度與撫慰，陰魂宗親，心生

歡喜，消釋冤怨，乘著普度的舟楫，往生淨土。地

方進入陰升陽利的狀態。「禍自怨，福由德，一起

一興以人格。苟能夠，開普度，何愁天宮不能游。一

人開，萬古芳，上超祖宗登天堂，下能蔭，代代孫，

光前裕後揚名聲。那一時，來增榮，流芳百代勝從

農 [28]」，普度不僅使冤魂積怨了卻，也能積累德

業，獲得福報。

從卜問家運與國運前途的線索看。1948年，整
個中國正處於重要的轉折時期。世運國運的走向

與個人命運和前途是民眾普遍關心的問題。一方

面，通過儀式，希望達成對現實世界的參與和控

制，另一方面，希望獲得明確的指導，以繼續身家

性命。卜問以扶乩儀式為手段。扶乩也是文崗普度

儀式非常重要的內容，「設乩像以請聖真，示升沉

而判劫運」是儀式想要達到的目標。

扶乩又稱飛鸞垂書，因為在儀式過程中，往往

表演了神仙駕鳳乘鸞，垂訓勸民，故名。某種意義

上說，普度儀式是通過安撫國家的殘餘力量以獲

得認可，飛鸞垂書則是象徵國家力量的眾神對地

方的前景和規則作出指示。《景鎮新三屬新闡三

教收圓釋集》中曾對飛鸞垂書的起源及其中反映

的國家與地方關係進行闡釋：

取桃乂，合柳木，鸞乃天鳥河沙書。從孝字，尋父

母，天鳥銜枝洲沙吐。暗指明，那孝子，書明村鄉何處

止。陶柳筆，與河沙，原從孝字發根芽。有天鳥，識天

機，沙中露出秘密語，能代天，露玄話，留與凡人為卜

卦。神人交，把筏駕，假定鸞沙通上下。天機話，鸞能

吐，天鳥一飛柳筆舞。原當先，出飛鸞，凡事多端甚難

全。為國家，方可設，其餘小事怕難得。候數日，飛一

刻，天機泄下難猜白，從此後，印在人，玄機秘密在一

誠，禍與福，吉與凶，厘厘不差藏在中。漸漸的，教化

開，代天宣化度黃胎[29]。

在哀牢山區，扶乩儀式與普度儀式聯結，主

要功能也在於普度儀式將國家、地方社會聯結在

了一起，為個人訴求與自我表達搭建平台。既然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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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儀式為國家解決了麻煩，儀式的參與者自然是有

「功」的。這種功可以換取神的恩賞，也可以積累

下來成為子孫的陰騭，還可以作為通過扶乩儀式

與聖真交往路徑。儀式中的《道壇請乩狀文》，全

面呈現了這種轉化關係。

門下闡教，法職嗣教玄元大臣陳大昌瑾同證

盟檢閱文生肖知堂稽首俯拜上狀。今狀為大中華

國雲南省新平縣鳳翥鄉第五保文崗村居住求吉孝

信熊元德、吳學紀、王宗浩、楊正松、陶清榮、吳學

遙暨鎮景新薦拔和疫眾等，哀感慈造。下情伏為，

弟子等草率從風，輕易為事，道路遠則明縱難邀，

村居陋則壇場粗惡。文士之書錄不恭，表章因略；

朝規之行持未肅，琅函所簡，欲周隆而勢困。方作

便以時宜，祈洪恩不咎愚昧。赦末學多端故誤，示

孝信稟問升沉，啟下愚世運之流向，各猥事請求

開導，懇仙真垂慈昭示，希神聖播德明言。不揣愚

蒙敢陳帖款於香案，特瞻惠顧敷臨乩像於壇廬。

得聞聖訓之洋洋，利見德音之秩秩。庸言所化及

遐荒，知天家臨下有赫；玄聲教漸被郊野，戴恩光

在上無窮。風化潛移，人物默應等因。伏望聖光降

臨，化貢凡儀。右具文狀，志心端拜，上狀。演教救

劫飛鸞顯化天尊聖前，奉天行化列為侍駕天君麾

下，伏為洪慈洞回，昭格謹狀。中華民國三十七年

春王月初八日再拜上狀。

根據《文崗普度鸞章》，參會的人一同提出了

40多個問題。主要包括所薦亡人的升沉，個人的前
途和吉凶，世道文運之前途，宅居墓穴的風水等四

個與村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方面，鸞章中，「聖

真」都認真進行了回應。這些回應有些是明確的，

有些是模糊的，有些是預言式的，這決定了普度

鸞章對個體的再造是符號性的，但影響是持久性

的。以亡者升沉為例，亡者的升沉是現實世界對個

體角色期待的隱喻。身在亡冊中的亡過，曾是村落

社會活生生的社會主體。現實生活中為善為惡，在

民眾心中都有評說。借助飛鸞垂書，亡者或飛升

登仙，或被恩赦出獄，或還需要繼續在地獄中受

罪，呈現的是個人參與社會生活的業報，業報的背

後是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機制。這一社會機制，

在十四日的降鸞儀式中穩定了下來。

正月十四日戌時，關聖帝君降臨乩沙，與眾人

闡釋「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化」的思想，是整個

降鸞儀式的高潮與壓軸部分。

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化天下，善惡感應之事與

風雅訓誥相同。其間經章詩歌，勸誡規箴格言，皆

日用事物，綱常輪紀之道，欲以明誠身以正己，化

人以誠為而已……詩書禮樂皆朦朧，道德文章莫

興起。何敦王化而誰曉聖道所以？於是人人剝喪

元良，七情纏體，個個蒙蔽私慾，六塵染身。不忠

不孝，無義無仁，雖舉天地之力，無策回轉人心。

六聖保本奏玄機，藉口傳訓。三鄉跪奏付乩像，下

筆有神。鸞含桃枝生彩花，鶴舞柳筆藏大造。聖聖

繼述道統，不然而然。心心相印竅關，鬼照神照。

方方闡出玄機，處處得聞妙道……壇場並興，扶沙

齊設。知其丕振儒風，設立學校，智愚賢否氣轉

清，魯莽咩咧法式效。無忝彼我，有教斯時。舒暢

五體，活潑四肢。挽回世道，光明心地。三才圓融，

八德復還。雖有世運時移，無非人間日常。無欺無

詐，廓然浩大。雖三屬邊鄙，何異帝京之文明世界

哉[30]？

根據鸞章，飛鸞垂書，是神道傳教的方式。神

道傳教的精神，以儒家所研習的詩書禮樂、忠孝仁

義的精神是相一致的。儒家之道無法在多民族鄉

村社會的推行，是民族剝喪元良，使社會陷入絕

境和災難的原因。賦儒學以神聖性，讓民眾知信知

禮，挽回世道，光明心地，在日常生活中踐行忠孝

節義等品行，即便是「三屬地」這樣的邊鄙之地，

也可以向帝京一樣文明。許地山早已指出，飛鸞垂

書，其實質為民間卜筮之術，目的多是為了決大

事，知將來。荀子認為：「卜筮然後決大事，非以為

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為文，而百姓以為神
[31]」，地處哀牢山區，民族雜糅，民俗崇信巫鬼之

術，地方知識分子欲推行儒家倫理道德以促進社

會整合，但儒家之術以文為教，脫離百姓日用生

活，難以深入人心，於是「設乩像以請聖真，示升

沉而判劫運」，借助神道設教而樹立規矩，恢復社

區社會關係。這樣，修德應災，修德致福的精神，

遂逐漸成為地方百年風教傳統，民眾至今演其教

而受其化，從中可見民間信仰在儒術難以制度化

的地區的社會整合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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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普度儀式中的符號與轉化

哈佛大學人類學家湯姆白荷（Stanley Jeyaraja 
Tambiah）認為，儀式的本質是一種通過文化而構
建起來的象徵性交流體系，人們通過參與類似舞

台表演的表演，分享儀式的符號意義並從中生產

出新的意義[32]。在普度儀式中，一系列的人際互動

與人神互動或許不僅為了亡靈的超度而存在，而

是為了維護社會的延續及其福祉。地方文化也不

僅僅是鄉土知識分子和一般民眾之間互動性地交

織起來的符號系統，同時也是一套群體創造新關

注點和形成新情感的互動過程。普度儀式之中，人

神之間，人與人之間通過福報關係交換基本的價

值。超宗拔祖與賑孤利幽等都是為了獲取相應的

福報，扶乩儀式中，人向神明讓度恭敬虔誠，神明

回應的也是福報。有趣的是，考查1911年以來哀牢
山腹地出頭組織普度儀式家庭的生命周期，不難

發現，其經濟收入會要高於一般的家庭，才丁兩旺

的幾率也要高於一般家庭。換句話說，這些家庭

基本領受了福報的恩典。儀式舉辦與福報的關係

到底如何？神靈默佑當然不足以解釋這種福報中

的因果，儀式對地方與個人的再造也需要放置在

儀式的互動性中進行考查。

鄉土知識群體是儀式過程中最值得關注對

象。儀式的發起人，儀式的主持者，扶乩中的報鸞

者，鸞章的刊刻者，儀式文書的書寫者都屬這個群

體。一向以來，鄉土知識群體是鄉村社會建設的主

要領導者，其命運與前途也與鄉土社會的命運相

互聯繫在一起。在過去，科舉制首先給予鄉土知識

群體進入封建政府參與管理的機會，對於未能入

仕的鄉紳，國家也給予一定的地位，如不納糧、不

抓丁派款等，這實質上是由國家承認了鄉紳治理

地方社會的合法性。清朝末年科舉制度廢除後，鄉

紳階層沒有了治理鄉土社會的合法權力，從文化

話語中重新構建鄉村社會的權威，是普度儀式與

降鸞儀式的重要功能。扶鸞儀式不僅通過聖真之

口，強調社會秩序的神聖意義，同時也復活一些亡

故的地方知識分子，強調文運對於鄉土社會延續

的重要。

在飛鸞垂書儀式中，報鸞者是一個非常重要

的角色，鸞章的成書就是通過報鸞者的口述完成

的。在天華寺普度儀式中，羅為則既是普度儀式的

法師，也是報鸞之人，天華寺的普度鸞章《三才良

舟》便是康大元帥引導羅為則遊覽天堂與地獄後

所形成的。1948年的普度儀式中，報鸞者羅少清是
一個外鄉人。根據曾經參與儀式籌備的熊元華老

人的口述：

報鸞的人叫羅少清。那一年，村裏請了幾個老背背

來幫忙背石頭砌石墻，他是其中之一，自稱是避亂來到

本地的，只要給吃飽就行。人瘦瘦的，但很有力量。後

來聽說村裏要舉辦大普度儀式，還要扶乩，但是沒有報

乩的人，自告奮勇的說他以前做過這樣的事情。我們問

他需要給他準備些什麼道具，他說給一套藍色的長衫

和一雙乾淨的布鞋即可。真正扶乩中，人們只看到柳筆

在乩沙上劃過，沒有人能看出其中的究竟，只有他嘖嘖

嘖的說出來，後來不知所蹤。有知情的人說他原來在祥

雲縣政府做書辦，是感到世道要變，跑出來的[33]。

羅少清的身份對於理解文崗普度鸞章的內容

很重要。他是外人但卻能說出這個村落的故事，並

說出令村民信服的預言，是村民們信服的關鍵。這

也正印證了宗教社會學中因其神秘，人們才相信

的老話。但是，如果其曾在政府中任職的經歷可靠

的話，知悉國家和社會變遷的趨勢便也說得過去，

畢竟1948年，哀牢山腹地已經不是一個完全封閉
的系統。參與儀式並與參會者的訪談也足以讓他

掌握地方民眾的所思所想。有意思的是，1911年天
華寺普度儀式的主要參與者，不僅成為了1948年
普度儀式中被薦拔的亡人，其中一部分也作為降

臨乩沙的地方性神祗。這一方面可以看作是地方

文化傳統的延續，另一方面，也增益了民眾對鸞章

神聖性的期許與認可。在正月十四日戌時飛鸞垂

書中，柳仙判亡人升沉，言「爾亡靈，已超脫，

百二十名出網羅。又加封，神職者，也有三名在簿

冊」，其中所說的加封神職的，意指村落文士楊春

馥、羅為則，張學弟三人。楊春馥既是清朝的貢生，

也是村落社會中的重要法師，1911年天華寺的普度
儀式中，他是證盟檢閱，「景屬天華寶寺，因國運

堪憂，辦普度儀式，為證盟檢閱，請鸞垂書勸世，

名曰《三才良舟》，為校閱，捨身忘家，甫成偉業，

神人莫不欽仰[34]」，《三才良舟》中，他有一首與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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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真酬唱的詩：「良舟原來度三才，天地人民氣化

開，胎卵濕化復天命，共得此書受培栽[35]」，後來

參加了《三才良舟》的刊刻，1938年至1940年主持
了靈官廟聚仙壇《丹桂籍》的刊刻。本人於1943年
去世，也是本次普度儀式追薦的對象。在十一日戌

時的降鸞中，楊春馥降臨沙盤，並留了一首詩：「楊

枝甘露灑東林，三春花柳將心明。香飄馥中仁者

壽，道在爾中朝代興。各宜謹慎超拔會，才得臨乩

階下跪。慌忙後裔莫越禮，興隆道法才不愧。今晚

扶乩不多言，桂香殿中注錄仙。小孫好好無輟志，

爾後自然有光前[36]。」詩中至少給楊氏後人幾個信

息，第一，應該認真鞏固自己一手發展起來的文教

與道法；第二，自己已經在文昌帝君的桂香殿作了

個小執事；第三，雖然當前時運不佳，但道法會在

未來的時間有廣闊的弘揚空間。楊春馥之後，楊家

一直是本地重要的法師家族，一直到2015年12月，
他一個重孫還舉辦了奏職儀式，或許與這次降鸞

的指示有直接關係。另外，在《三才良舟》一書形

成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的羅為則，也以羅真人的身

份也降臨沙盤。留下了一首詩。「時往桂宮回故

土，四維又來把身扶，知之不知則為用，三綱五常

倫理出，吾名也得留詩中，今來乩沙把信通，怎奈

吾家難口表，多蒙各友來想從 [37]。」參與《丹桂

籍》刊刻的張學弟（貢生）、也降臨乩沙，參與了與

會文士的酬唱。

在世的文士中，肖知堂是鎮沅縣九甲鄉和平

村的文生。普度儀式中擔任證盟檢閱，《文崗大廟

普度鸞章》就是他根據報鸞者的語言寫就的。

十三日戌時的降鸞中，張仙果老來到乩壇。說：「肖

知堂，主壇生，俺家來此遇二人。俺乃是，一老叟，

白髮蒼蒼下凡遊。俺今晚，別無緣，你我作樂一小

天，結一個，老善緣，重重相會海溝邊。」然後出了

上聯「蒼松翠竹，峻嶺修崇仁者壽」，讓肖知堂來

對。肖知堂先對「白髮鶴顏，大仙教誨智其淵」，後

來，因為主壇生陳大昌一時對不上來，又補對了一

聯：「碧波游魚，大海養育聖之清」。張果老非常高

興，說：「肖知堂，對得好，奇哉妙哉有波濤」，肖知

堂見張仙果老很高興，於是發問：「時運乖舛，人事

變，地道遷，儒家之教能久遠？」張仙果老回答：

「肖知堂，問劫運，充塞宇宙難平定；人事變，地道

遷，一刻難以一齊全；儒之教，能保存，孔子之道一

字春[38]。」由此開啟了本地長達30年的儒道經典保
護行動。更重要的，在哀牢山腹地，孔子之道與耕

讀傳家總是聯繫在一起。「耕讀傳家遠，詩書性命

長」這樣的對聯常常貼在農戶的門面上。但是真正

體現鸞章對地方社會耕讀傳家理路產生構建意義

的是個人主體與社會主體相互整合，耕讀獲得神

界和周邊社會期許的過程。

對於發起儀式的信善而言，普度儀式也在人

神互動中重新塑造了自我與家族的未來。儀式前

期的達天告地環節中，給各路神仙的牒文明確了

齋主與從善的本意和願景。如齋主「熊元德為祖

父應成，祖羅氏，年邁七旬，慶衍雙輝，子孫欲報

劬勞，禮儀宜修求吉之誠，呈禱祈增壽之表，加以

龜齡鶴算，添其海籌滄桑，曰耋曰耄而康壽」。根據

《文崗大廟普度鸞章》記載，熊應成兩次被施恩，

第一次在十二日戌時，柳仙來垂書，在判完眾亡人

升沉，個人命途之後，問：「熊應成好在此？」熊應

成稟：「在！」然後柳仙垂書：「祖師有恩將爾施，

爾好好，光明心，耄耋雙輝挂門庭，垂以後，流芳

表，代代繼續翰墨交[39]。」第二次在十三日戌時，

張仙果老來垂書，在與地方文士酬答之後，對熊應

成說：「俺今晚，來結緣，只要善友心莫偏；熊應

成，聽俺言，馨香丹桂在堂前；俺賜爾，一匾額，耄

耋雙輝麟趾格[40]。」第一次施恩中「翰墨」與第二

次施恩中的「丹桂」、「麟趾」同屬文運興隆的隱

喻，對於世代對文明有嚮往但對教育風險疑慮重

重的村民而言，無疑具有極大的引導意義。熊家非

常珍視天仙的施恩，於本年末舉行懸匾祝壽禳奠

儀式。肖知堂寫的儀式意文保存在民國三十六年

《文崗薦拔意旨》中，節錄相關文段於下：

言念眾等，忝列五倫，叨沐重慶，世變風移，學從

新而未從古；聞奇見異，國事繁而弗達經，憂心孔疾，樂

善罔能。仰蒙天恩廣大，加壽賜匾於我祖；神靈昭彰，

意味文運於蓬蓽。伏思子道淺薄，祝齡祈福悅親心，

愧疚性命愚蒙，祈望文運從此鴻。今取本冬月二十一

日，仗道於家，主壇付札，拜奏發牒……雖分煙各爨，

亦襲祥以承祉春。受天仙之錫光，刊成金硃字，叩經筵

而挂門庭，增陪對聯，用昭文德。敬演祝壽文昌玄科，進

呈表文於南極西極，丹桂仙宮，祈年齡於祖父祖母，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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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松柏，福如江海；錫文運於孝子玄孫，人文蔚起，翰

墨交續。

之後，文運興隆成為熊應成之後幾代人努力

的目標。這種努力從對文字的崇拜與珍視到對子

弟的教育培養都到了不遺餘力的地步。後來，熊應

成的後人中有了高級教師，也有了博士生，這對熊

氏家族而言，也算是應了鸞章「代代繼續翰墨交」

的預言。

另外的助善中，陶清榮是儀式的發起者與重

要的出資人，作為受當地漢化的傣族人，其參與儀

式固然因為逝去的父親多次參與地方的普度儀

式，知道儀式的意義與價值，從自己情感出發，也

「傷感親恩感錫類」。飛鸞垂書中主要解決了兩個

問題。第一個是關於亡父的升沉，鐵拐李回答：

「陶清榮，之父升，還有七載赴轉輪，爾若能，積

善果，自然冥途不受磋[41]」，就是說，修德的方式可

以減免其亡父在冥府的磋磨，將他超度出幽冥之

中。第二次是問宅居風水與前途的，柳真君回答：

「墳塋事，無憂慮，家運略為不算利。但系爾，要

斟酌，運遇不濟德能通，謹修持，道義守，可得人物

坐半州[42]。」根據口述資料，陶清榮後來果然謹小

慎微，與人為善，陶家後來出了一個縣委書記，自

然也算應驗了飛鸞垂書「方得人物坐半州」的預

言。

這裏我們重點討論飛鸞垂書何以成為民眾深

信不疑並積極進行自我構建的預言。需要指出的

是，飛鸞垂書所以為當地民眾所信服，正是因為他

們生活在一個習慣以巫術和民間信仰的方式解釋

世界的傳統中。在儀式的互動中，聖真告知當事人

關於實現所欲和修德避災的出路，其實不過是某

種幻覺與自我安慰，其中寄托著強烈的祈願，這也

是一直以來人們對於飛鸞垂書持否定態度的原

因。但是，通過對飛鸞垂書中的符號互動進行分

析，不難發現，飛鸞垂書構成了一個有效的自我生

產的語言模式，當本地民眾將鸞章的語言作為家

訓、作為村落社會普遍傳播的事實、寫在家譜之

中、或者抄錄在日常所用的科書之內，鸞章構建的

文化理想便具有難以取代的真實性，人們一旦斷定

某一情境為真實，這一情境就會有非常真的結果。

值得重視的是，這一自我生產的語言模式與中國

知識分子自我修行與自我實現的語言模式基本上

疊合在了一起，比如通過修德應災的社會行動，來

調整個人與社會絕境和社會災難之間的關係，再

比如，通過廣行陰騭的方式，來積累個人在社會中

的人脈，通過組織更大的儀式，來宣揚並強化家

庭的人文理想。正如桑高仁所指出，虔誠的個人用

神明的象徵力量來在自己的生活中構建出意義的

過程，和集體自行再生產的活動，共同處在同一個

語辭中，於是使得一種生產活動的異化形式，能夠

在另一種生產形式裏被予以確認[43]，通過神明的

啟示與認可，普通的個人和家庭在其生命周期中

持續實踐一種語言性的文化理想，由是虛幻的理

想得以表達為真實的社會存在，這樣，社會存在的

命運也便落實到了普通的個體身上，在此基礎上，

地方社會不斷被生產了出來。

四、討論與結論

19至20世紀中期，大洋洲土著民族中曾普遍
地出現過「船貨崇拜」的文化復興運動，當地人認

為，在世界的盡頭，會有一個巨浪打過來，吞沒所

有的村莊，之後會有一艘載有新式物品和裝備的

巨船駛來，救贖社會絕境與災難中的人。文化人類

學者曾深入地關注過船貨崇拜的社會功能，認為

該運動帶有非常強烈的地方色彩，是一種旨在保

存文化中有價值要素的非常合理的願望，是「一種

以令人滿意的方式重建社會關係的努力[44]。」1911
年以來，哀牢山腹地關於良舟普度的觀念與實踐，

與大洋州土著居民的文化復興運動多少有些相

似。在社會面臨絕境與災難的條件下，地方知識分

子運用民間宗教神道設教的特點，通過飛鸞垂書

的方式建立社會理想及理想實現的理路與原則。

在這個意義上，普度儀式，是地方民眾應對即將發

生的急劇社會轉型的文化回應。儀式中，人鬼互動

的薦拔環節，表達了山區民眾積極轉化國家力量

在地方影響力的努力，人神互動的飛鸞垂書環節，

表達了地方有識階層審時度勢，為地方發展尋找

出路的努力。

從儀式互動的角度來看，作為儀式符號的象

徵促使社會活動，象徵就是動力，因為它決定、影

響了個人和族群的活動[45]。在山區社會處於急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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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遷的情況下，因飛鸞垂書而形成的《三才良舟》

與《文崗大普度鸞章》不僅是鄉土知識階層尋求

自我表達的腳本，同時也是地方傳統給生活予聯

繫性並形成生活的過程。文本的產生，是在一個文

化主體和社會集體互動並確立自身主體性的過程

裏發生的。在文本生產過程中，道教的儀式借助了

儒家的倫理道德而承擔了神道設教的功能。文本

生產以後，當地民眾在進行文本的印刷、傳播與闡

釋中，將已經結束的普度儀式過程捲入到日常生

活的規範。在個體的層面，個人在其生命歷程中持

續不斷的行動，由此得以將虛幻的神恩轉化為現

實的福祉。在社會的層面，普度儀式通過儀式的威

嚴與神意的幽深，重申了社會秩序的嚴正，在引導

普通民眾不要輕易觸動和冒犯社會秩序神聖性的

基礎上，保證了地方社會在急劇的變革中平穩過

度，也為劫難後社會秩序的修復提出了文化理想，

回應了民眾對劫難的擔憂與消極心態，其象徵意

義遠大於時艱應對的實際功效。

通過普度儀式和飛鸞垂書，積善修德、修德

應變、修德應災、廣行陰騭、廣結善緣的思想逐漸

與家族的長遠計議聯繫起來，因民眾的信仰而轉

化為具有實踐性的行動倫理，最終創造出山區社

會家戶結構下一般人的情感特質，這種情感特質

以家庭文化與風尚的形式，直接地影響了個體的

生產。需要指出的是，神道設教的社會動員與組

織方式，在近代的山區社會構建，是用「非理性」

的手段獲得「合理性」的目標。放在今天的社會背

景，神道設教已經沒有了行動的社會語境，新的社

會理想如何落實為普通民眾的行動力量，仍然是

一個值得思考的話題，討論的核心，似乎也還繞不

開儀式的互動機制。

本文是昆明學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重點課題

基金「哀牢山腹地民間文獻搜集整理與研究」（項目

號：XJ1604ZD）的階段性成果。
（本文曾在第十六屆中國社會思想史年會上交

流，感謝青島大學的孟天運教授、南開大學的王處輝

教授、劉集林教授提出的修改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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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儀式中必誦念的經文。亦見《道藏》第一冊

(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468頁。
[26]同注[23]。
[27]同注[23]，第25頁。
[28]同注[10]，第103頁。
[29]《三教收圓》，釋集，抄本，第25頁，藏鎮沅
縣九甲鎮熊開正家。

[30]《文崗普度鸞章》，抄本，第56頁，藏雲南省
鎮沅縣九甲鎮文崗村熊開晉家。

[31]見《荀子·天倫》。
[32]Stanley Tambiah Jeyaraja,“A performative approach 

to ritual”in Culture, Thought, and Social Action: an 
Anthropologica l Perspec t ive (Cambr idge ,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 
p.123-166.

[33]熊開萬：田野調查筆記，根據深度訪談資料整

理，2014年2月8日。
[34]〈楊品芳碑碑文〉，碑在雲南省鎮沅縣九甲鎮

文崗村寨子山後。
[35]同注[10]，第115頁。
[36]同注[30]，第23頁。
[37]同注[30]，第24頁。
[38]同注[30]，第17頁。
[39]同注[30]，第15頁。
[40]同注[30]，第27頁。
[41]同注[30]，第16頁。
[42]同注[30]，第32頁。
[43]同注[4]，第181頁。
[44][美]楊江，林小華譯：《船貨崇拜—殖民主義與
斐濟經濟的發展》，載 (民族譯叢，1990年3
月），第28-35頁。

[45]瞿明安等著：《象徵人類學理論》(北京：人民
出版社，2014年)，第159頁。

Benefiting Boats in Tumultuous Times
-By Centralizing on One Redemption 

Ceremony Held in Hinterland of Ailao Mountain 
in 1948

Xiong Kaiwan, Yang Mingshun(Kunming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Abstract: In 1948, in order to respond to the 
existing despairs and disasters occurring in the society, 
some local intellectuals and common people from 
“Three Territories”-Namely Jingdong, Zhenyuan and 
Xinping, located in the hinterland of Ailao Mountain, 
held one redemption ceremony in Fuzhu Temple placed 
at No. 5 Bao Wen Gang, Fengzhu Township, Xinping 
County. Excluding the slogan of “Giving Redemption 
to Predestined Friends and Jointly Climbing Supreme 
Ways”, it also held a ser ies of f ly ing-heron and 
dropping-book activities by means of “Setting Divining 
Statues to Please True Saints and Demonstrating Ups 
& Downs to Judge Adversit ies” in this ceremony 
and left the hand-copied? book titled as “Wen Gang 
Redemption-heron Chapter”. With the f ield-study 
method, and based on a deep analysis upon cultural 
logics in similar ceremonies, the paper presented multi-
form interactions and symbols in such ceremonies 
and associated processes. It argues that this ceremony 
has better presented cultural responses to those rapid 
society transformations which would be faced by local 
intellectuals and common peopl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ultivating virtues and benefiting boats, as well as 
give the positive significances to future local-value 
maintenances and individual productions.

Key words: Hinterland of Ailao Mountain, 
Redemption Ceremony, Flying Herons and Dropping 
Books, Social Construction 



歷
史
文
化

吳
業
國
、
陳
佩
瑜
：
南
宋
中
後
期
士
人
科
舉
危
機
及
其
出
路
研
究

９３

享有在賦稅、勞役等的豁免權；並且，在地方事務

中，享有極高的威望和名聲，這都給兩宋士人及其

家族帶來極大的榮耀感。

科舉的普及，讓大批

寒門子弟得以躋身顯貴，

同時，也讓「農、工、商」各

業百姓向士階層流動。在

南宋高官學者群體中，不

乏出身低微者，如朱熹

「生長田間，頗諳鄙事」。
[2]宋末學者黃震，自述「曾

親種田」。 [3]延宕千年的

漢唐高門大姓，到了宋代

則完全被新興的科舉家族

取代。據相關學者研究統

計：仁宗朝十三榜狀元，

有十二名出身於平民家

庭。[4]這說明，中下層士人佔重要比重。科舉制的

完善，吸引了大量青年才俊走上讀書仕進的道路；

另一方面，職位的更新速度往往跟不上行政人才

的增長速度，衍生出眾多社會難題。

兩宋時期，與社會發展和承接力相比，士人數

量呈現出非理性增長。梁庚堯曾以南宋時期蘇州、

福州、潮州三州士人數量為例，說明從高宗、孝宗

到理宗朝，與日益衰敝的國家政治經濟狀況不相

對應的是，參加科考的士子人數一直呈幾何級數

增長。[5]《宋史》這樣描繪紹定年間（1228-1233）

科舉盛況，當時場屋士子雲集，「卷軸如山，有司

不能遍睹」。[6]《宋季三朝政要》有一段寶祐元年

(1253)四月的慘劇：「士人太學補試，士人入試蹂踐

南宋中後期士人科舉
危機及其出路研究

■ 吳業國、陳佩瑜

華南理工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歷史文化

南宋中後期，國勢日危，固有的一些社會問

題，如「三冗」以及強鄰騷擾等愈益嚴重，呈爆發

之勢；原本運作良好的科

舉制度、文官制度、宰相

制度等，也呈現出重重弊

端。[1]在各種危機壓力之

下，科舉士人呈現出變

異，分化出介於仕、隱之

間的江湖文人群體。描述

這一文人群體的時代命

運、生存情態與心理狀

況，不僅是宋代科舉制度

研究應有的內容，也是全

面把握宋代士人群體的

重要切入點。茲撰此文，

敬祈教正。

一、科舉危機及其

對人心、士風的扭曲

1.科舉危機呈顯
北宋以來，科舉制度趨於完善。各種制度，諸

如彌封、謄錄、鎖院、別頭試等，保證科舉更加科

學、公平。科舉士子們，無論貴賤、年齡和地域，只

要安心閉門攻讀，都可以參加科舉考試，以博取功

名，晉身於官僚統治階層。並且，宋代科舉取士人

數較之隋唐，大幅度增加。並且，因為統治階層的

大力提倡和「宰相需用讀書人」的承諾，都給予讀

書應舉士人莫大的期望。「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

高」正是真實刻畫當時崇文的士風，社會中往往有

應考至四五十歲仍不甘休者。宋代的生員與官員

摘 要：宋代科舉制度，一直以來受到學術界的
正面評價，但也存在諸多危機。基於科舉弊端叢

生和時人的務實考量，我們從袁采、陸游等人的

家訓、詩文集中，可以窺見當時士大夫之家對科

舉的態度，透露出士子們或坦然、或憂慮的心態。

特別是南宋中後期士子職業分化嚴重，形成基礎

廣泛的介於「仕」與「隱」之間的江湖文人群體，

他們或沉跡於幕僚，或舌耕養生，或遊走於世

外，等等。這既是當時各種危機壓力之下，士人變

異與分化的必然結果，也是唐宋轉型時期士人心

態複雜化的典型呈現。

關鍵詞：南宋中後期；家訓；科舉危機；士人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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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死者眾。」[7]科舉人數之多、秩序之亂，甚而冒著

性命的危險。

士人人數的非理性增長，眾多士人參舉，錄取

人數卻變化不大，使的競爭白熱化、科場積弊重

重。《宋史‧選舉志》記南宋理宗時期的科舉之弊：

首先是科舉命題「或執偏見臆說，互相背馳，或發

策用事訛舛，故士子眩惑，莫知適從」；其次，人才

選拔上「或見遺」、或所取之士不精，導致「不學之

流，往往中第」；最終在當時社會上存在「傳義、換

卷、易號、卷子出外、謄錄滅裂」等五類舉人之弊。
[8]到了宋末理宗、度宗二朝，各種科舉積弊難返。

士人人格極端墮落，奔競、舞弊之風大盛。與此同

時，朝廷對考官約束監督機制失效，在出題、監

考、謄錄、評閱、錄取等每一個環節，都紕漏叢

生。

2.科舉對人心士風的扭曲
科舉發展到南宋中後期，考官和士子都走入

了營私舞弊的怪圈，且手段繁富多樣、防不勝防。

理宗就曾經在講筵時，告誡提領科舉官真德秀科

舉之弊，必須革除「傳義挾書」之類。[9]原本科舉

考試公平錄取的精神，比較徵辟察舉又衍生出一

番不公正，原本錄取人才反而失卻了人才。廣大士

人深受科舉不正之風的危害。劉辰翁在《送人入

燕序》中，回憶遠赴科舉的艱辛歷程，應舉者以

千百計，前後經年，「固有僥倖非常，而流落者尤

不少」，即便如此，士子們仍然趨之若鶩，在愛恨

交加中終其一生。朱熹曾喟嘆科舉對人心、士風的

扭曲：「當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10]

有幸通過科考的士子在面對科舉壅滯的同

時，還要面對同樣壅塞不堪的仕途。南宋初年，此

一矛盾便尖銳地顯現出來。如，紹興四年(1134)中

書舍人趙思誠，對名列選部的孤寒之士有言：「皆

待數年之闕，大率十年而不得一任。」[11]在南宋官

場中，大多數「寒士」往往沉淪下僚，而得不到應有

的遷升，是宋代奔競之風產生的重要現實基礎。

當時，這種虛假的人才過剩的現象的背後：一方面

是大批士子仕進無門，窮苦牢騷滿腹。另一方面則

是朝廷無良才，國計民生凋敝，對外軍事節節落

敗。

除了零星的科舉仕進的幸運兒，那些受科舉

感召、卻在漫長的科舉與仕途中被刷下來的大批

士子，由於無法擠進仕途，則最終融入了江湖之

中。在仕途上無法立足的士子，往往要面對煩瑣

的生計問題，如《癸辛雜識》別集卷上載，襄陽李

夢庚，「善文不偶，歸而治生」。士子「歸而治生」

所要面對的，是家人的生活。南宋時期，士子中極

少部分有豐厚基業，能暢心所欲的生活外，多數士

人恆產不多，一旦仕途希望破滅，便即刻面臨生存

的危機。再加上當時日益衰敝的社會現實，權臣擅

權的政治格局，普遍貧困的經濟狀況，在他們心中

投下揮之不去的陰影，加重他們生活的艱辛。

絕大多數中下層士人，均是苦寒子弟。既無背

景又無經濟基礎，其他經濟來源稀少。如，嘉定

十六年(1223)進士第一的蔣重珍自述其家，其有叔
伯父七人，或夭折或貧苦，其父親不能生存並仕進

科舉，被逼「假館於人」；而且自己十七歲即授徒，

講授小學，可謂是「有襦鶉結忍敝以待束修之

入」。[12]家中沒有田產，也沒有資助，蔣重珍父子

只能依靠教書生活來勉強養生糊口。這種背景下

的苦寒士子，赴舉做官則成為他們改善自身經濟

狀況與社會地位的唯一途徑與希望，也成為其家

庭和整個家族的希望所在。然而，每當這一希望破

滅的時候，士子們便會面臨著嚴重的生活危機。

兩宋士人，在科舉之風日炙的情形下，從小受

到的教育就是以讀書中舉為中心，並沒有習得在

社會中治生的手段。他們缺少必要的生產技能，一

旦出仕的目的受挫，將無法自存。而且，受南宋政

治經濟環境影響，一些人無法應付經濟持續蕭條

以及來自官府的侵擾，產業無以自存。與此同時，

士人有一些諸如趕考費、書具筆墨費甚至交結達

官貴人的費用等，不得不應付的支出。這對原本貧

困的家庭來說，它是一筆不小的負擔。有的士人不

得不變賣資產或借貸來應付這筆開支。一旦科舉

失利，這筆投資就無法收回，等待士人的，將是更

加貧困的生活境地。

3.士人的無奈
對於前述入不敷出的士人來說，傳統心儀的

科舉濟世這一安身立命方式，一旦出現危機，便

再也無法坦然地安坐山林；對於大多數士人來說，

「非仕則隱」的避世狀態，更是難以企及。在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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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之下，面對生活危機，士子們只能投身於江

湖，形成龐大的江湖詩人群體。

我們透過江湖詩人的詩集，科舉、下第的文字

觸目皆是，流露出江湖士人對科舉複雜、矛盾的心

態。江湖士人中有不少常常因為多年困頓場屋、無

法及第，成為場屋老人。南宋《兩宋名賢小集》中

有很多這樣的例子。黃文雷《臨行》自述：「身是江

湖老秀才」。[13]胡仲弓。赴試不售，浪跡數年，終蹇

遇合」，[14]其《宮怨》中云：「一言曾忤君王意，閉

在長門十五年。」[15]抒盡心中被科舉拒絕的無盡悲

哀。其弟胡仲參在考試後的《試後書懷》一詩中表

露心跡：「文章與時背，言語對人慚。」[16]以詩歌來

發洩自己空有才能、無法發揮的滿腔憤怒，其本人

的歸隱，其實正是時代強加給他的逼不得已罷

了。

有些士人因為反覆多年勉強及第，但是卻受

盡了科舉帶來的諸多折磨，所以在中舉之時，卻毫

無欣喜寬慰感，只是科舉壅塞下的受害者。如薛

嵎，中寶祐四年(1256)進士，他此時已經是第三次
參加考試，年近半百，哀歎：「青燈對黃冊，銷盡幾

英雄」。[17]「寸晷場中較尺尋，榮親無路淚盈襟」
[18]等詩，皆是抒發自己十年三次科舉生涯中或哀

怨、或悲憤、或後悔、或失望等種種消沉情緒。

即便如此，南宋後期身處江湖中的士人們，對

科舉也無法決絕，常常愛恨交加。前揭薛嵎儘管

對科舉猶感失望，但在督促晚輩深夜苦讀的時

候，卻又極力勸導他們，要想成為有志氣的男兒，

「慎勿忘科第，務求榮爾親」。[19]在這樣的詩歌之

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科舉社會中一代又一代的

士子前赴後繼的宿命。而張弋送友人赴考詩云：

「今年科詔下，頗亦動山情。」[20]士子們面對科舉

詔下時，難免蠢蠢欲動，欣喜之情溢於言表。無不

將山林隱逸的生活置於腦後，一心要赴瓊林之

宴。

對南宋士子來說，科舉往往是生命中的唯一

志業。那些主動放棄科舉的人，多是對科舉喪失信

心而最終走向背叛。如戴復古（1167-1248）曾述其
父親戴敏才善作詩，「不肯作舉子業，終窮而不

悔」，[21]戴復古一生以詩漫遊於江湖之上，看似與

傳統離心，但是詩歌中卻透露出諸多無奈：「功名

非我有，何處問生涯。」[22]可見，他並非沒有功名

之念，最終將自己置於兩難境地：嚴酷的現實，使

自己認識到在當時社會環境和制度中，難以獲得

功名；與此同時，被逼清醒地認識到自己在當時社

會環境和制度當中，無法正常取得功名、背離仕

途，而倍覺前途迷茫。

二、宋代《家訓》、詩文中士人階

層的分流

大批南宋中後期的士子因為科舉失利、家貧

無以自存，而被拋入仕、隱兩不類的江湖，自謀生

路。士人在走向其他謀生道路的時候，首先要做的

是轉變自己的觀念。「不失為《顏氏家訓》之亞

也」 [23]的《袁氏世範》，由袁采撰成於淳熙五年

(1178)，該書分《睦親》《處己》《治家》等三卷，內
容涉及教導子弟倫常、世故人情。試引兩段文字：

其一是《卷上‧睦親》：「人之有子，須使有業。貧

賤而有業則不至於饑寒，富貴而有業則不至於為

非」。其二《卷中‧處己》：「士大夫之子弟，苟無世

祿可守，無常產可依，而欲為仰事俯育之資，莫如

為儒」。第一段強調子弟需有業，貧寒者得溫飽，

富貴者不為非。第二段則指出，士大夫子弟擇業的

範圍，習進士業走科舉途是最佳的，卻不是唯一

的。袁采將職業擴大到了農、工、商各行業，包括

醫、卜、星相、農圃、商賈、技術等，這些可以養生

但不辱先人的職業，與《顏氏家訓》中訓誡顏氏子

弟「汝曹宜以傳業揚名為務」專事仕宦，已經大不

相同。

《袁氏世範》中包含南宋中期事功學派的思

想，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業」在當時

社會中尤具重要性，然而現實的情況是士人子弟

「本業」難求。在南宋中期，士人子弟向農、工、商

分流，說明了士人階層擇業視野的放寬，也是當時

社會現實衝擊的必然結果。劉鎮曾為《袁氏世範》

一書作序贊：「習而行之，誠可以為孝悌、為忠恕、

為善良」，可以造就一批「君子之行」的士，所以極

力推廣此書，以「垂諸後世」。[24]《袁氏世範》中的

思想，是由社會現實中產生，當時被廣泛認可。

再看，比《袁氏世範》成書時間稍晚的《放翁

家訓》，陸游在書中諄諄教導子弟，基於天分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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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然不可不使讀書」，努力做到在仕與農之間

切換，切不可「逼於衣食，為市井小人」。其中，陸

游和袁采一樣，均強調讀書的重要性。二者之間不

同的是，陸游認為，除了出仕之外，士人就只剩下

教書與務農兩種職業，而袁采贊同的醫、卜、星相、

商賈、技術等行業，在陸游眼中，袁采所述則是市

井小人之事。《放翁家訓》正是古代中國「耕讀傳

家」這一綿延不絕的傳統，反映了南宋中後期士人

分化過程中，變化與固守並存、發展與滯步同在的

局面，也生動詮釋了南宋士人艱難的轉型歷程。

在袁采和陸游的子孫告誡中，均不約而同地

提到子孫後代如若學業無成，其就業去向的問題。

這在當時社會中，具有其現實的必然性：其一，仕

途壅塞、科舉艱難，在科舉制之下，每個科舉家庭

往往都會出現士子無法走上仕途的情況。其二，逼

於生活壓力，士人有從事各行各業工作的現象，甚

至很多工作是被傳統的士階層所鄙棄的。作為關

心家族利益、前途以及地方風化的士大夫代表，他

們有必要為子孫後代指明生活道路，不過其內心

或坦然、或憂慮而已。儘管存在著觀念上的保守

與開放，但在事實上，士子流向其他行業的現象一

直存在著。隨著南宋中後期時局的進一步惡化，士

人階層自身的分化更加普遍。詳細說來，南宋中後

期的士人們職業分化有以下數端：[25]

1.清客、幕僚
南宋吳自牧《夢梁錄》卷十九《閒人》曰：「以

今時府第宅舍言之，食客者，又訓導蒙童子弟者謂

之館客」。吳自牧書中所列舉的閒人當中，除了家

庭教師館客之外，其他還包括幕僚、食客等等，這

些人從事著講古論今、圍棋撫琴、投壺打馬、吟詩

和曲、撒竹寫蘭等行當，均擁有知音識律等文化藝

術修養，皆為士子出身。

2.收徒授學、代人書簡、賣文賣字
南宋崇學風氣與私學的發展，為社會中下層

士人提供了廣泛的生存空間。收徒授學，向來是落

第士人的傳統職業，也最容易為士人所接受的方

式。南宋中後期，依靠束修維持自己生存的落第士

人不少。如黃震曾自述，在年輕的時候窮困潦倒，

靠教書得以糊口，「晚年偶竊一官」。[26]江湖詩人

許裴《孫祺卿新居》曰：「幾年銖累束脩錢，才向湖

邊置一廛」。詩歌中可以知曉，孫祺卿靠授徒收取

學費，建一新屋，可以發現士子這一授徒講學生存

方式多麼不易。魏了翁在《宣義郎致仕牟君墓誌

銘》載，牟子才的父親牟錫桂，未仕前「貧不能自

振，為後學師，歲資束脩以給」。在士人生活來源

方式中，與「束脩」相類，潤筆也是一種。為人代

筆、替人書畫，似乎成為上至士大夫、下至一般士

人的專利。陸游就曾於《排悶》中感歎「尊空問字

酒，囊罄作碑錢」，劉克莊也曾替別人撰寫行狀收

受潤筆。[27]眾多沒有陸游、劉克莊那般名聲的中下

層士人，他們往往流落到賣詩賣文的地步，成為

「賣文場屋」的老儒。

3.醫、卜、商、陰陽地理、獄訟、各色技藝人等
「不為良相，則為良醫」是傳統士人的價值追

求。謝枋得《贈儒醫陳西岩》勸導友人「莫把眼前

窮達論，要知良相即良醫」，可見當時儒醫不少。

朱熹弟子陳淳也說，當時社會中普遍存在一群「健

訟」之人，這些出身於貢士、國學生、困於場屋者等

的士人，四處包攬各類官司，他們「長於詞理」「專

教人詞訟」，以為生計。[28]《武林舊事》卷六「演

史」條中，專門記述諸色技藝人，有「喬萬卷、許貢

士、陳進士、陳三官人、林宣教、戴書生、張小娘

子、李黑子」等等諸色人等。因為講史，需要豐富

歷史知識和較強的文字組織能力，非一般人所能

勝任，士人也往往以之來謀生。

不少士人，轉為陰陽家。如，李景雷年少時勤

苦向學，知曉地理奧僻之書，後來「以一技自名，其

志將以求食」。[29]另有士人專門從事造墨業，如江

湖詩人張煒《柯山制墨胡處士求隸字》記「袖攜一

紙故友書，來求古隸銘墨模」。有不少士人轉而從

事商業，《宋史》卷一百五十六《選舉志》載，蜀士

到杭應廷試，「多引商貨」以嗜利，常常導致考試

遲到，足見當時蜀地士人重商風氣頗為興盛。

4.逃於方外
宋代儒、釋、道合流，在思想行為上有共通之

處，釋與道還擁有經濟上的便利，從現存史料來

看，南宋後期士子場屋不利時頗有一些由儒入釋入

道者。釋道璨記瑩玉澗，早年為諸學生，數次赴場

屋應舉不利，於是「以緇易儒」。[30]江湖詩人万俟

紹《送觀書記住山》云其由儒而入釋，「枝藤所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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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清幽」。詩僧紹嵩《江浙紀行集句詩跋》自述：

「況予由儒入釋也，非為釋而盜儒也」。葛起耕

《贈烏龍山圓上人》云對方：「笑把儒冠換墨衣。」

詩人李葬《寄從弟道士惟中》云：「汝昔已工敲月

句，而今惟使醮星錢」，對從弟由儒入道頗感失

落。

上述對南宋中後期失意士人的職業去向的歸

類與描述，不是非常準確全面，但是可以窺見當時

士人分化現象的普遍化。士人從事仕宦以外的其

他職業早已有之，然而在南宋中後期，則是一種普

遍現象。宋末詩人鄭思肖（1241—1318）有言：「南
人狡，北人貪，南人今無聊賴，賣智活家。」[31]描述

的正是在各種生活壓力之下，士人群體依靠自己

的知識能力，通過各種手段來謀生。他們逐漸成

為主流傳統士大夫社會的邊緣群體，成為後世各

行業的先驅。

南宋中後期，隨著處於邊緣地位士人的漸次

增多，獨立於傳統仕宦道路之外的階層逐步壯大、

蔚然成風。在此背景下，江湖文人及作品集的出

現，也正直接反映了這股潮流。「江湖」一詞，準確

定位了他們這種生活狀態。

為深入瞭解當時這一士人群體的心態與生

活，我們選取南宋後期的一個實例來加以分析。王

邁《莆陽方梅叔墓誌銘》記方梅叔，[32]刻畫了南宋

中後期一個從事「第三產業」士人的形象。他自小

讀書學舉業文章，富有志向、才華橫溢，遺憾的

是，無法見用於當世，成為百里宰、千里牧一樣的

官員；一生之中，所依靠者是人所不屑的「外學」、

「小技」，得以四方遊食。就其本人來說，收入主

要來源於受教學生們的束脩、達官貴人的饋贈；其

晚年生活較為寬裕富足。銘文末尾，方梅叔對兒子

予如下幾點叮嚀：其一，出身清寒的他，原本「無

半寂之疇，無卓錐之地」，如果現實中不能走科舉

之途，就必須轉換觀念，通過其他的方式來謀生自

足。其二，苦讀科舉卻不得志並見用於當世，歸結

於「命」，此為窮途末世中的士人，對社會現實的

體認，雖然無可奈何，但也是對命運的默默接受。

其三，通過自己的努力，雖然置有田產，生活富裕，

然而在內心深處仍然對揚名立功為正途，因此誡

勉家族子弟能夠秉承他讀書用世的志向。

可見，南宋後期從科舉求仕分化而來的江湖

士人群體的心理特徵。他們逼於現實，不得不被逼

從事社會中的各種工作，因而江湖士人的心態常

常處於彷徨糾結中。一旦他們在現實社會中能夠

側身於「仕」、「隱」兩端，他們往往會放棄這種謀

生於江湖的生活狀態，這也是轉型中士人的普遍

心理特徵。

三、唐宋轉型中江湖士人的心態

南宋中後期，是唐宋變革[33]的最後歷史時期，

滙聚了唐宋以來社會變革的所有特徵。與北宋甚

至南宋前期相比，江湖士人的出現與存在，是南宋

中後期一個重要的社會現象；如果將之放入唐宋

社會轉型的大背景中考察，抑或將之放入中國古

老的士階層向現代知識份子轉變歷程中，能給我

們提供一個全新的觀察視角。唐宋社會轉型帶來

了這一歷史時期社會各個領域的變化。其中，最為

深刻的便是人心的變化。對社會變化最敏感、受社

會的變化影響最深的，莫過於士人階層。士人心

態的變化，也是社會變化的重要表現與結果。

中國古代士人，向來最為關注國事，以積極投

身社會為己任，他們渴望能夠切實參與到國家管

理實踐當中；甚而敢於打破原有的制度和框架，進

而成為社會變革的宣導者和實踐者，前引著國家

的變革，並朝著他們理想的狀態發展。從此一方面

說，美國學者包弼德從「士之轉型」[34]來探討唐宋

思想轉型的問題，是頗有洞見的。

前揭江湖士人群體的出現，和唐宋時期社會

制度的轉變緊密關聯。科舉制最為直接的結果，

便是魏晉以來門閥政治的衰落，與兩宋文官士大

夫政治的形成。科舉制度作為一項制度，是中國古

代知識份子實現階層流動重要的里程碑；與此同

時，也帶來科舉士人數量的大量增加，士人群體

生命的固化，該群體對中央專制皇權的依附性更

加強烈。一個前所未有的龐大的士人社會逐漸形

成。

雖然，科舉制之下，社會轉型的必然結果是

寒士階層的上升、社會各階層流動性的增強，這些

都是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趨勢。社會的轉型，在

給社會上多數人帶來希望的同時，也帶來了新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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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作為官僚後備隊伍出現的士人，孜孜以求於通

過科舉考試獲得功名、踏入仕途。然而，現有官僚

體系根本無法接納和消化如此眾多的士人。傳統

的「學而優則仕」的士人仕進目標必須發生調整和

轉變，社會中眾多士子必須從對入仕的依附性中

分化出來，從傳統出路走上自行謀生的道路。

南宋中後期嚴酷的社會現實，逼迫著眾多場

屋不利的中下層士人做出艱難的抉擇。然而，士人

群體本身也沒有為此做好應有的心理準備；整個

社會並沒能為此做好輿論準備，社會中傳統職業

等級高下的觀點依然存在。江湖士人群體中真正

長期從事前文中所列的清客、陰陽地理、各色技

藝人等職業的是極少一部分，他們的內心仍然無

法完全認同這種人生道路。所以，大多士人則落入

「遊」的狀態，同時他們也努力使自己的生活與裝

束向「雅士」、「名士」靠近，企圖彌補其身份與自

身人格的失落。當然，這一普遍存在的遊士群體的

最終目標是「仕」與「隱」。他們遊蕩江湖的目的，

在於一紙敲開權貴大門的介紹信和一份足以衣食

無憂的「買山錢」。然而現實的情形卻是，因為南

宋中後期整個社會形勢的惡化，只有極少數江湖

士人能夠如願，大多數人只能「遊」以終生。

「遊」士們的心態充滿了無奈，人格上也流入

疲軟，並且要忍受著時人苛刻的眼光。但是，在用

知識才智謀生的道路上，江湖士人已經勇敢地踏

出了腳步，儘管很多人不是很情願。他們既要承受

時代衰敝帶來的各種壓力，又要忍受著社會轉型

造成的陣痛。隨著南宋中後期的時代發展，江湖士

人的無奈漸漸成為一種常態，他們經歷的彷徨、痛

苦與失落，是社會變化、觀念轉變的必然，是中國

古代知識份子發展歷程中的必然結果。科舉制度

發展到明代，四庫館臣論明代中後期士人云：「有

明中葉以後，文人墨客，標榜成風。稍能書畫詩文

者，下則廁食客之班，上則飾隱君之號，借士大夫

以為利，士大夫亦藉以為名。」[35]再回首南宋後期

的江湖士人，明末社會也開明瞭許多，士人群體在

職業分化的道路上邁得更遠，因為他們的內心已

經坦然了許多，少去了南宋中後期的失落和痛

苦。

基金項目：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宋代縣

級行政與地方社會研究」（16FZS012）；2016年度《廣
州大典》與廣州歷史文化研究專項課題「宋元之際

廣州忠義之士群體研究」（2016GZY09）。

[1]有關宋代科舉的研究，圍繞這兩個方面展開。首

先，對科舉積極作用的評價。梁庚堯《中國社會

史》（台大出版中心，2014年，第214-215頁）
指出，科舉打破門第，入仕途經寬廣，促進了社

會流動，使皇帝權力無形之中大大提高。何忠禮

《貧富無定勢：宋代科舉制度下的社會流動》

（《學術月刊》2012年第1期，第136-143頁）認
為，宋代科舉，不講門第、貧富，只問成績，為

下層平民子弟參加科舉、躋身仕途，打開了大

門。其次，科舉對世人的影響。張邦煒《論北宋

取士不問家世》（《宋代政治文化史論》(人民
出版社，2005年，第389-391頁）結論，取士不
問家世與北宋官僚政治的形成，在社會風俗上，

形成「人人尊孔孟、家家誦詩書」，「人生至

要，無如教子」的局面。陶晉生《北宋士人起家

及其家族之維持》（《興大歷史學刊》1993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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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cholars’ Imper ia l 
Examination Crisis and Its Way Out in the 
Middle and Late Southern Song Dynasty

Wu Yeguo, Chen Peiyu(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in 
the Song Dynasty has always been positively evaluated 
by the academic community, but there are also many 
crises. Based on the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of the 
limitations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and the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of the people, we can glimpse 
the attitude of the scholar-officials to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from the family training and poetry of 
Yuan Cai and Lu You, and reveal the attitude of the 
scholars or the calm or worried attitude. Especially 
in the middle and late period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 professional division of the scholars was 
serious, forming a broad-based group of literati between 
the “Shi”(仕) and the “Hidden”（隱）. They were either 
buried in the staff, or cultivated in the tongue, or swam 
away. and many more. This is not only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vari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the scholars 
under the various crisis pressures at that time, but also 
the typical presentation of the complicated mentality of 
the scholars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Key words: middle and late Southern Song 
Dynasty, family training, imperial examination crisis, 
scholars’ way out



二○

二
一
年
第
一
期
（
總
第
一○

六
期
）

文
化
中
國

１００

「唯軍興則用之」[4]，主要傳遞「事干外界或軍機

及非常盜賊文書」[5]，日行四百里。神宗熙寧年間

新置金字牌急腳遞，速度快於一般之急遞，「如古

之羽檄也。以木牌朱漆黃金字，光明眩目，過如飛

電」[6]，日行五百里。宋廷南渡後，宋高宗頗致力於

文書郵遞系統的整飭，在

各邊防要地設置「斥堠

鋪」與「擺鋪」，只許承傳

軍期緊切文書，作為急遞

鋪的延續發展。總的來

說，兩宋時期統治者為保

障急遞鋪功能的有效發

揮，制定了相關條例，對

急遞鋪各個環節以及相關

官吏的職責進行了嚴密規

定。在此期間，急遞鋪從

制度建設到職事功能等諸

多方面都得到了長足發展，並有其特殊之處。兩宋

與遼、金對峙，形成了特殊的軍事政治局面，使得

承傳文書傳遞的遞鋪功能更為凸顯。而急遞鋪不

僅是各地之間信息傳遞的最快捷渠道，更是中央

對前線戰區軍情進行管控的重要保障。所以，兩宋

的急遞鋪問題無論是在驛傳制度研究中，還是在

政治、軍事體系研究中，都顯得尤為重要。

然而，關於兩宋急遞鋪問題的研究，史學界關

注的不多，迄今為止中外學界對此問題也未進行

系統的梳理評介，本文擬以兩宋驛傳問題之研究

為中心，從驛傳制度、文書傳遞及急腳遞建構三個

角度，簡單回顧近百年來的急遞鋪的研究情況，以

供學界參考。

一、關於兩宋驛傳制度的研究

近百年來兩宋急遞鋪研究平議
■ 肖新星

揚州大學社會發展學院

在中國古代，驛傳系統的正常運轉是中央政

府能夠有效管控地方的關鍵所在。統治者要想鞏

固中央集權，就必須建立一套完善的驛傳體系，大

到一個國家，小至一州、一縣，莫不如此。「驛傳」

也稱「郵傳」，「驛」的具體職責是為往來官員以及

傳遞文書的人員提供食

宿及交通工具；而「傳」

則負責傳送文書、運送物

資。宋朝時，根據所需傳

遞文書的性質，文書傳遞

可分作不同的等級，即步

遞、馬遞、急腳遞，不同等

級須按不同的速度進行

傳遞。其中，急腳遞的速

度最快，常用來傳遞緊急

軍期文字。

急腳遞之稱最早可

以溯源於唐代中期。元和二年（807年），唐中央政

府平定李琦叛亂後，唐憲宗為處理收繳財物的問

題，下詔「付度支鹽鐵急遞以遣」[1]，將所獲財物

交還本道以奪人心。《太平廣記》亦載：楊炎被貶

時，家中妻子正病重，因擔憂家中妻子聞訊病情加

重，欲「發一急腳附書，寬兩處相憂」[2]，曾對藍田

驛主管請求用急遞傳送一封家書，但最終被拒。唐

時的急遞是為軍事服務而設，據《資治通鑒》載：

「軍期緊急，文書入遞不容積違晷刻者，謂之急

遞」[3]，可見只有軍事緊急文書才可用急遞傳送。

宋代是我國驛傳體系變革的重要時期。北宋

初年，由於其所處的特殊政治軍事局面，宋太祖將

傳遞文書、運送物資的職責從驛傳中分離出來，成

為專司文書傳遞的遞鋪。北宋時期，遞鋪多是兩

種或三種功能兼備。其中，急腳遞傳送速度最快，

摘  要：本文從近百年來史學界關於兩宋驛傳制

度、文書傳遞制度及急腳遞建制問題的研究成果

出發，對宋代急遞鋪的研究現狀展開綜合述評，

發現對急遞鋪中的某一具體問題，如建置沿革、

管轄機構及積弊等問題的研究尚顯不足，仍有繼

續探求之空間。

關鍵詞：兩宋；急遞鋪；文書傳遞；驛傳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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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研究成果發表的時間來看，早在20世紀

二三十年代，便有國內外學者開始了對兩宋郵驛制

度的研究。其中，日本學者曾我部靜雄發表的《宋

代的驛傳郵鋪》，是研究兩宋驛傳制度的首作。自

30年代後，青山定雄致力於唐宋交通史研究之中，

其研究內容涉及漕運、陸路、郵驛等多個方面，最

終將成果匯於《唐宋時代的交通與地誌地圖研

究》[7]一書之中。對驛傳之研究，主要論及了唐至

宋驛制之變化、宋代之遞鋪職能、急腳遞與金字牌

之建制及南宋斥堠鋪和擺鋪問題。此外，青山定雄

首次考察了宋代驛與遞之分立的關係、各個遞鋪

之間的弛廢，使人們對於宋代驛傳制度有了一個

較為完整的認識。但該書並不是專門研究兩宋驛

傳體系之著作，對兩宋驛傳中的諸多問題，如遞鋪

間不同性質，急腳遞、金字牌遞、斥堠鋪與擺鋪之

建制及其弛廢、文書傳遞之方式等討論均有力所

未逮之處。

40年代後，中國學者樓祖詒在《中國郵驛發

達史》[8]一書中，系統研究了中國古代驛傳建構的

歷史，其中有涉及到兩宋急遞鋪的建制情況，對兩

宋急遞鋪之司轄機構及鋪兵的法律規定進行了詳

細考證。嚴耕望從50年代起便開始關於唐代交通

史方面的研究，發表了許多有關唐代驛傳體制的

專論。《唐代交通圖考》[9]便是其彙集數十年心得

所成之作。這本著作雖是唐代交通研究著作，但

研究成果關乎前後兩朝變革，為後世研究唐宋區

域交通及唐宋驛傳制度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至上世紀70年代，中國研究者開始進入宋代

驛傳制度研究舞台的中心。台灣學者趙效宣，他於

1983年出版的《宋代驛站制度》[10]一書，深入研究

了唐至宋驛傳制度之變化，對兩宋遞鋪不同的職

能、急遞鋪的建置沿革、文書的封裝及傳遞方式、

文書種類等作了詳細考述。1988年，鄭游在《中國

的郵驛與郵政》[11]一書中，較為清晰地介紹了兩

宋的急遞鋪建制，包括其產生、分類、文書入遞方

式及金元時期對急遞鋪制度的繼承與發展等情

況。1997年，任繼愈的《中國古代驛站與郵傳》[12]

一書中也有關於兩宋急遞鋪的建制與發展情況。

同年，馬楚堅先生著《中國古代的郵驛》[13]，書中

較為簡要記載了急遞鋪在宋代建制，及在元、明、

清幾朝的演變。

1970年以後，中國學者致力於宋代驛傳制度

的研究。學者孫志平在《宋代的遞鋪》[14]一文中，

指出中國古代驛傳建制至北宋進入一個新時期，

自北宋起完善了一套較為健全的遞鋪建構，特別

是急遞鋪之建制與完善、公文傳遞之封裝與傳遞

制度，為以後各朝所繼承，一直延續到清末。1988

年，汪聖鐸發表了《宋代的遞鋪》[15]一文，文章論

證了遞鋪在宋代社會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對宋代

遞鋪的種類、職能等進行了考證，指出宋代的遞鋪

除了傳送情報外的其他職能。曹家齊在1999年發

表了《宋代的館驛和遞鋪》[16]，文中對宋代驛與遞

分立後的職能和建制等方面作了考察，指出館驛

運行的過程、其主要職能是傳遞遞角文書，除此

之外還負責傳送官物、提供馬匹給公職人員，以及

遞鋪多採用接力傳遞之方式。此外，曹先生對宋代

遞鋪和館驛設置之範圍、館驛之沿革發展及遞鋪

之基層司轄機構等方面作了一定的論述，對研究

兩宋急遞鋪問題有著參考價值。

進入二十世紀以來，對兩宋驛傳與文書傳遞

研究成就較多的是曹家齊。曹家齊先生出版的

《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17]一書中，對兩宋人

員往來制度、文書傳遞制度、物資運輸制度等方面

作出全面考察。其中關於兩宋急腳遞、金字牌急腳

遞、斥堠鋪及擺鋪之建制、沿革及文書傳遞制度方

面的論述較為詳細、清晰。而後，曹先生在《宋代

交通與政治》[18]一書中，從交通與政治之關聯角

度，論證了驛傳制度對政治統治的重要性。其中收

錄的一些關於兩宋驛傳設置與文書傳遞的文章，

有許多關於急遞鋪問題的研究。此外，曹家齊對

宋代驛傳制度之研究，主要體現在一些文章之中。

比如說《宋代遞鋪種類考辨》[19]一文中，通過對兩

宋遞鋪的類別進行考辨，如步遞、馬遞、急腳遞，

乃至後來的金字牌、斥堠鋪、擺鋪等，指出宋代以

後，我國傳統驛傳體系逐漸成熟和定型。在《唐宋

驛傳制度變跡探略》[20]一文中，指出唐宋社會變革

之際，我國驛傳制度發生重大變化。曹先生對唐宋

的驛傳制度變革，即從唐時的驛遞合一到宋時的

驛遞分立進行考述，並對兩宋時期館驛與遞鋪之

不同、驛券性質之變化作出考證。除了曹家齊對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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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驛傳制度的研究成果外，尚有魏天安、楊世利的

《宋代的驛館與郵傳》[21]以及郜耿豪的《中國歷

代驛站發展特點略論》[22]，兩文均論述了兩宋驛

站與郵遞的基本狀況及較之前代所展現出來的特

點，且前文對驛館的設置與分布作出詳細考述，指

出驛傳對穩固邊防、發展經濟的重要作用，後文提

及的兩宋急遞鋪建制及其沿革過程對兩宋急遞鋪

研究有著借鑒價值。

綜觀二十世紀及近十餘年以來關於兩宋驛傳

制度之研究成果，從整體而言，前輩學者的研究

成果較為豐富，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然就具體而

言，前輩們的成果主要集中在研究宋代總體的驛

傳制度，或是唐宋之際驛傳體系之沿革上，而非僅

僅針對兩宋某一遞鋪進行全面而系統的研究。故

而筆者認為對急遞鋪體系的建構、具體職事功能、

司轄機構及其流弊等問題進行實質性的考證尤為

必要。

二、關於兩宋文書傳遞制度的研究

綜觀前輩學者們關於兩宋文書傳遞制度的研

究，成果並不多見。70年代前後，唯見蔣淑薇《從<

慶元條法事類>看宋代的文書制度》[23]一文。《慶

元條法事類》是宋朝法典之一，其中「文書」類對

宋代公文官書制度作了詳細、具體規定。作者從法

律角度，對宋代文書之類別與格式、文書製作之相

關規定、文書之程限、文書之傳遞方式及文書之管

理與保密等方面進行考證，較為清晰地還原了兩

宋文書傳遞制度。同時，詳細而森嚴的條文也折射

出政府對官府公文之重視。

進入二十一世紀，史學界整體上受新社會、政

治、文化史的影響，史學研究逐漸轉變視野，兩宋

文書制度之研究在此影響下也展現出新的進展。

李靜、賈紅棉在《宋朝的都進奏院和進奏院狀》[24]

一文中，將宋朝的都進奏院與唐朝的進奏院相比

較，考證了兩宋進奏院之日常工作職能、傳發過程

及文書傳遞之審查制度，指出兩宋進奏院較之於

前朝不同的歷史地位與作用；而游彪的《宋朝郵政

管理體制的一個側面—以進奏院的職責與官方文

書的分類為中心》[25]一文中，對急遞鋪之司轄機

構—進奏院的基本職責、官方文書的分類及文書

往來過程中呈現出的弊端加以論證，著重指出兩

宋文書傳遞過程中的漏洞百出，給宋代社會造成

了諸多不良影響；以及戴龐海的《宋代的郵傳制

度》[26]，就兩宋郵傳制度鮮明之特點，從遞鋪的

數量、三等遞鋪間的不同性質與職能、驛傳的司

轄機構等角度進行考證，指出其較之於前代的顯

著發展；最後，趙彥昌、呂真真的《宋代公文郵驛

制度研究》[27]一文中，從組織管理、傳遞方式、傳

遞人員、傳遞過程及公文郵驛律法等方面進行全

面、系統的考證，並在此基礎上總結出宋代公文

郵驛制度的完善與複雜。2012年，田青的《宋代西

南區域文書通信系統研究》[28]一文中，通過對西

南地區文書通信之陸路、水路系統的考證，揭示

文書信息系統建構之原因與特徵。2017年，魏瑩

瑩在《宋代進奏院官吏研究》[29]中對文書傳遞系

統之管轄機構—進奏院之建制、職能、限制及其

官吏之來源與構成等角度進行考證，影射兩宋文

書傳遞過程的嚴格。

論著方面，由曹家齊、平田茂樹、鄧小南先生

主編的《文書·政令·信息溝通》[30]與《過程·空間：

宋代政治史再探研》[31]中，收錄的文章大多都是

研究唐宋文書傳遞的文章，對於兩宋急遞鋪的研

究很有幫助。

通過綜觀前輩學者對兩宋文書傳遞制度的研

究，筆者發現前人研究主要集中於某一地區文書

系統的傳遞方式、過程，或是對文書傳遞之司轄機

構─進奏院的職能進行考證，並未對兩宋郵遞系

統中文書的封裝及傳遞過程、文書種類、傳遞方

式作出系統研究。故而，筆者認為針對急腳遞的

文書傳遞這一問題，展開詳細考察尤為必要。

三、關於兩宋急腳遞建制的研究

上文論及兩宋急遞鋪問題的研究，大多學者

主要將焦點放在整個宋代驛傳制度研究上。然也

有學者針對急腳遞這一問題作出了研究。1970年

以後，學者林金樹發表《關於明代急遞鋪的幾個

問題》[32]一文。在該文中，作者認為急遞鋪作為中

國古代郵驛組織之一，溯源於宋，元朝已普遍推

廣，至明代則成為與水馬驛、遞運所並稱的郵驛

三大機構之一，其中對兩宋急遞鋪之沿革與弛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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寥寥數語。1998年曹家齊先生在《金字牌遞創設

時間小考》[33]一文中指出，金字牌遞是宋代出現

的一種由急腳遞傳送，但比普通急遞速度更快的

文書傳遞等級，因傳遞文書時附有金字檄牌標誌

而得名。然關於金字牌遞創設的時間，史書則有不

同記載。作者通過對照《續資治通鑒長編》和《宋

會要輯稿》的有關記載，對金字牌遞創設時間進行

了考證。1999年，學者吳士海發表《宋元明清急遞

鋪述略》[34]一文，指出急遞鋪作為我國古代的一種

文書傳遞機構，始於北宋，為金、元、明、清所沿

襲。作者通過對急腳遞的創制及沿襲與發展過程

展開全面考察，指出急遞鋪的建構對提高文書傳

遞效率、加強中央對地方的管控起到重要的作

用。

綜觀二十一世紀以來學者們對急腳遞問題的

研究成果，屬曹家齊先生的研究較為透徹。他在

發表的《宋代急腳遞考》[35]一文中，指出關於宋代

急腳遞的傳遞方式，有乘馬傳遞與腳走傳遞兩說。

作者經過史料對比考證，得出兩宋急腳遞實際上

是馬傳與步傳兩種方式兼用，且文書傳遞等級由

其急緩性質所決定。2002年曹先生在發表的《關

於南宋斥堠鋪、擺鋪的幾個問題》[36]一文中對南

宋擺鋪的創置時間、斥堠鋪與擺鋪之沿革與建制

及其創置弊端進行考證，指出擺鋪創置時間應以

紹興四年為宜。2003年《南宋對郵傳之整飭與更

張述論—兼談朝廷與岳飛軍前詔奏往來問題》[37]

中，作者從北宋末年由於戰亂頻發所致的郵傳混

亂問題出發，對南宋郵傳之兩次更張—斥堠鋪與

擺鋪之建制與弊端進行考證，指出南宋郵傳難治

之原因。同年，在《南宋擺鋪創置時間考辨》[38]一

文中，曹先生通過對照《續資治通鑒長編》和《宋

會要輯稿》的有關記載，對南宋擺鋪的創置時間

進行考證。2009年《威權、速度與軍政績效—宋代

金字牌遞新探》[39]一文中，作者以朝廷與岳飛軍前

文書之往來及十二道金牌的故事，探析金字牌創

設的背景、原因、文書傳遞制度及傳遞狀況。曹先

生在《兩宋朝廷與嶺南之間的文書傳遞》[40]與《南

宋朝廷與四川地區的文書傳遞》[41]兩文中，通過

考察兩宋嶺南與四川地區的文書傳遞路線、中央

與地方間遞鋪的建制情況及文書傳遞效果與積弊

貽害，揭示兩宋對文書傳遞作出的極致努力。

除了曹家齊對兩宋急腳遞的研究成果外，尚

有焦杰與張可輝論及了此問題。前者發表了《北宋

急腳遞的傳遞方式考》[42]一文，指出急腳遞原則上

應是乘馬而傳，然由於遞馬的短缺，故而出現以人

力走傳方式加以補充的情況；另有《唐宋金元急

遞制度的沿革》[43]一文，考證了急腳遞制度自唐至

元的繼承與延續。《宋代急腳遞之創設及其管理、

驛令考述》[44]一文中，作者張可輝通過考述兩宋

時期急遞鋪之建置沿革、司轄機構、管理職能及相

關律令，揭示兩宋急腳遞制度之創立，不僅順應時

代發展之要求，還促進了封建郵遞的發展。

以上文章梳理了兩宋急腳遞建制的整體狀

態，並針對急腳遞問題提出新解，如急腳遞的傳遞

方式、金字牌急遞的創置時間及急遞延續之斥堠

鋪、擺鋪的創立等。然綜觀前人研究成果，可以發

現前輩學者只是對急遞鋪、斥堠鋪及擺鋪其中某

一問題進行片面的考證。雖較前人取得了突破，但

未出現專門針對急腳遞之建制沿革、職事功能等

問題的研究成果。因此，進一步挖掘史料，對兩宋

驛傳之急遞鋪的研究還存在很大空間。

綜上所述，大多學者將研究焦點集中在整個

宋代驛傳制度研究上，只是將急遞鋪作為驛遞系

統中的一小部分加以考證，而對關於兩宋急遞鋪

的一些具體問題，比如其建置沿革、職事功能、司

轄機構及積弊貽害，以及其在整個遞鋪體系中所

具有的重要性等等，研究得並不充分，尚待進一步

的深入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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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the study of Express delivery shop 
in Song Dynasty in the past hundred years

XIAO Xin Xing (College of Social Development, 
Yangzhou University）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post 
delivery system, document delivery system and express 
delivery system in the past hundred years, this paper 
make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situation of Express delivery shop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finds that there is still space for progress in the 
research of a specific problem in the Express delivery 
shop, such as the construction history, the governing 
body and the accumulated disadvantages.

Key words: Song Dynasty, Express delivery 
shop, Document delivery, Post delivery system



歷
史
文
化

莫 

為
：
「
江
南
科
學
計
劃
」
的
歷
史
輝
映
與
範
式
轉
型

１０５

學計劃」作為切入點，通過比較研究和關聯性研

究，探討兩代來華法國耶穌會士科學活動的歷史

延續性與活動相關性，並試圖為建構「徐家匯研

究」中具有時空立體感的

精神脈絡提供些許啟發。

一、兩代來華法國

耶穌會士的斷裂與

延續

「來華耶穌會士」是

一個龐大的群體，他們抵

達中國的時間跨度長達三

個世紀，是共計1500餘名
耶穌會士的集體總稱。依

教會史的角度看，耶穌會

自羅耀拉（I g n a t i u s 
Loyola, 1491-1556）創立修
會到1773年遭遇教宗敕令
鎮壓 [6]，嚴令其在全球範

圍內停止一切活動，再至

1814年重新恢復 [7]，以這

段休止為界限，劃出世界史意義上的兩代─舊耶穌
會士（即先於1773年的耶穌會士）[8]和新耶穌會士

（即後於1814年的耶穌會士）[9]。這一分類方式已

經在西方歷史學界得到廣泛認可[10]。但若從中國

史角度切分，則呈現趨近又不盡相同的劃分結

果。

中國語境中的舊耶穌會士是指，自明末清初

「江南科學計劃」的歷史

輝映與範式轉型
■ 莫  為

上海海事大學外國語學院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

近世語境中的「徐家匯─土山灣」是上海城市
南緣一處重要的文化空間。徐家匯地帶鱗次櫛比

的科學文化機構在近代來華的法國耶穌會士主導

下紛紛建立起來，沿著肇

家濱自北向南排列延伸，

直達蒲匯塘交匯口的三

角區域土山灣。當下，對

於「徐家匯─土山灣」的
研究已經逐漸形成規模，

有較為宏大的歷史敘事

（如耶穌會在徐家匯的

選址營建[1]、空間分布規

劃、科學機構成形與分類
[2]）和相對具象的個案研

究（如徐匯公學、徐家匯

天文台[3]、徐家匯藏書樓
[4]，光啟社、土山灣孤兒

院 [5]等）。這些豐碩的研

究成果看似星羅密布，都

包含在「徐家匯研究」的

大框架之下，但是似乎缺

少一張具有引領性的全域脈絡圖將其歸納整合，

未能形成系統化的架構收編整理相關研究。本文

則著眼於此，筆者嘗試在歷史語境中梳理明清鼎

革之際來華耶穌會士中極為特殊的「法國傳教

團」所積極從事的科學活動，為近世來到上海徐

家匯的法國新耶穌會士開展的大規模科學文化事

業溯源，更進一步以徐家匯為圓心制定的「江南科

摘 要：近代上海徐家匯地區鱗次櫛比的科學
文化機構是在來華法國耶穌會士主導下營建而成

的，這處重要的文化空間絕非兀然而起。本文嘗

試在歷史語境中梳理明清鼎革之際來華耶穌會士

中極為特殊的「法國傳教團」所積極從事的科學

活動，為近世來到上海徐家匯的法國新耶穌會士

開展的大規模科學文化事業溯源，更進一步以徐

家匯為圓心制定的「江南科學計劃」作為案例，探

討兩代來華法國耶穌會士科學文化使命的歷史延

續性與活動相關性，並試圖為建構「徐家匯研究」

中具有時空立體感的精神脈絡提供些許啟發。

關鍵詞：法國耶穌會士；「國王數學家」；「江南科

學計劃」；徐家匯；科學文化



二○

二
一
年
第
一
期
（
總
第
一○

六
期
）

文
化
中
國

１０６

來華，以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成功進
入廣東肇慶並入京供職朝堂為肇始，通過西技西

藝和「上層路線」的經營，撬開中國禁閉大門[11]的

「巨人一代」[12]。由於這批耶穌會傳教士在中西文

化交流與對話的過程中貢獻卓著，對於他們的溢

美之詞逐漸將他們模糊為籠統單一的整體，被概

稱為「第一代來華耶穌會」。而他們在華使命的尾

端，則是由於清帝與教宗的「禮儀之爭」[13]和隨之

引發的「百年教禁」[14]而逐漸斷裂，加之鎮壓耶穌

會的敕令於1775年正式傳達到中國，耶穌會停止官
方活動，宣告「中國使命」中止。他們是中國史意義

上的「舊耶穌會士」（自利瑪竇入華到1775年）。而
1814年耶穌會得到教廷恢復後，由於延續的禁教
政策，並未能馬上進入中國，直到1840年鴉片戰爭
將清中葉起嚴行的教禁鬆綁後[15]，重建後的耶穌

會才獲得再次入華的機會[16]。自1841年三位法國
耶穌會士[17]來到上海，來華的第二代耶穌會士即中

國史範疇中的「新耶穌會」才真正登上舞台。因

此，就來華耶穌會歷史來看，舊新耶穌會的分界線

是以「百年教禁」區劃開來的，即清雍正朝教禁之

前的「來華舊耶穌會」和道光朝弛禁後的「來華新

耶穌會」，形成中國史語境中兩代耶穌會之分。

有意思的是，年代上的斷裂雖然成為重要的

區分界限，但歷史的演繹往往不是停留在時間這

單一向度上的。千絲萬縷的存續線索，通過中西通

信文本和使命機構建制，不停在看似中斷的兩代

來華耶穌會士之間產生勾連。其中最為重要的一

脈線索，便是兩代共有的「法國耶穌會士」這一群

體。他們的活動年譜雖不具貫連，但卻擁有群體共

同屬性，比如作為國家交往的使節、具有較高的科

學素養等。

來華舊耶穌會士中的「法國傳教團」是「巨人

一代」中一批極為特殊的法國國籍耶穌會士，他們

是太陽王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1715）[18]的使

者，被譽為「國王數學家」（法語Mathématiciens du 
Roy）[19]。這五位受世俗王權和經費支持來華的耶

穌會士是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 1643-1710）
[20]、張誠(Jean-François Gerbillon, 1654-1707)[21]、
白晉(Joachim Bouvet, 1656-1730)[22]、劉應(Claude 
d e V i s d e l o u , 1656-1737)[23]、李明( L o u i s  l e 

Comte,1655-1728)[24]。他們飽學多才，經年的籌備

幫助他們深入瞭解中國文化，同時他們來自法國著

名的耶穌會學校路易大帝公學，又是新成立法蘭

西皇家科學院的通訊院士（法語m e m b r e s 
correspondants），兼具傳教士與科學家的雙重身
份。自他們為肇始，以及日後由他們陸續折返法國

新招募的來華法國耶穌會士，形成了「法國傳教

團」。此外，他們的「獨樹一幟」還體現在多個層

面。

首先，從「保教權」角度以及所牽涉服務對

象。自大航海時代開啟，西班牙與葡萄牙依靠航海

家與新 航 線 開闢，相 互 競爭。宗 教 改革

（Reformation）又迫使羅馬教廷通過歐洲之外的
殖民地來挽救頹勢，因此教宗亞歷山大六世

（Alexander VI）借助調停西葡矛盾，與兩國訂立
《托得西拉斯條約》（Treaty of Tordesillas）劃出
東西分界線[25]，向西保教權歸西班牙，東屬葡萄牙
[26]。同時，宗教改革直接促發了耶穌會的建立，作

為一支被寄予厚望的、極具革新意識的新制修會
[27]，耶穌會的諸多鮮明特點中就包括了完全服從

教宗要求、前往海外傳教、重視科學事業和文化教

育。所有歐洲出發前往東方的傳教士（大多為耶穌

會士）都須取道里斯本，經由葡國船隻達到東方世

界。在攫取東方利益之時，葡萄牙也須承擔著招

募、運動和供養傳教士的義務[28]。但隨著國力日

衰，葡萄牙漸失往昔在東方的輝煌[29]，也無法承擔

起東方世界保教的義務，因此，百年之前教宗確立

的「保教權」反而成為天主教海外傳播的掣肘。為

繞開先前給出的「保教權」，羅馬教廷於1622年成
立傳信部（Propaganda Fide），直接對海外傳教事
業進行管理，後又設宗座代牧制度（V i c a r 
Apostolic）[30]加以完善。這一系列舉措是得到了路

易十四慷慨的資助[31]。「太陽王」看準這「漁翁得

利」的時機，他的支持確實為法國利益帶了好處，

法國人成為中國宗座代牧的主要人選。但與期盼

有所不同的是，他們須絕對遵守羅馬頒布的詔諭，

因此法國不能滿足這一途徑，計劃另謀擴大在東

方影響力的方式。於是，專事法王利益的天主教傳

教士前往東方，也自然呼之欲出。

其次，從科學素養和使命熱忱方面衡量。1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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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法蘭西皇家科學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正
式創立，它是法國科學文化事業的加速器。該機構

首要任務是提高現有地圖的精度[32]，以便於法國

勢力在世界各地展開大規模的地理科考活動。據

記載「自從國王在巴黎建立皇家科學院來完善法

國的科學與藝術以來，科學院的院士們找到的完

成使命的最好方法就是派遣一些學者到國外從事

考察，以便修正地圖，為航海提供便利並完善天文

學。出於這個目的，這個精幹團體中一些最博學的

人奉國王的命令被派往不同的國家……另外一些

人留在巴黎天文台，共同協作，和他們保持必要的

通信來往，並伺機派遣人員前往歐洲的不同地方，

前往被定為本初子午線的東印度，特別是中國。」
[33]但是這些學者的科學熱情不足以讓他們克服對

前來東方陌生世界的恐懼，而相反耶穌會士們對

宗教的熱情以及他們本身極高的科學素養，則成

為這趟征程的最佳人選[34]。

最後，從中國早期現代化的歷史所起到的承

接作用。從繼往承前的角度來看，「國王數學家」

是來華第一代耶穌會士智慧的集大成者和策略的

實踐者。隨著來華耶穌會士逐漸打開傳教局面，諸

多任務需要迫切更為年輕精幹的人力來完成，且

這批法國耶穌會士所具備的科學素養足以肩負重

大的科學傳教使命，即使他們雖然不受葡萄牙「保

教權」庇護，但來華的過程中也充分體現了第一

代耶穌會士通力協作。由於法國耶穌會士需要攜

帶數量巨大、體積龐然的珍貴設備進入中國，陸路

交通的顛簸無法保證儀器的完整，故他們只得擇

海路入華。這中間必然繞不開葡萄牙勢力的阻擾，

前期來華的其他法國傳教士們[35]常常會被澳門方

面攔截。此時，耶穌會一貫奉行的「上層路線」成

為解決困局的重要途徑。法國耶穌會士為避開澳

門，決定從寧波登岸，但浙江官員無法直接答覆，

懇請朝廷作出旨意 [36]。透過在杭州的殷鐸澤

（Prospero Intorcetta, 1626-1696）[37]和在北京的南

懷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的費力周旋，
最終得到康熙帝指令，允准一行五人進京[38]。五名

「國王數學家」成功來華的歷程本身即已驗證了

「上層路線」以及「西學開教」策略的正確性。從

對近世歷史接續的啟發來說，「法國傳教團」是一

批純粹代表法王的耶穌會士，但深得清帝信任，乃

至成為近臣[39]，逐漸取代「保教權」蔭蔽下的「第

一代來華耶穌會士」成為歷史描述的主體。當耶

穌會遭遇全球鎮壓，無人後繼在華使命之時，「法

國傳教團」協調法國其他天主教修會（此處指遣

使會[40]）接管天主教在華事業。他們雖為「第一代

來華耶穌會士」中的重要群體，但其在中國的經驗

與遭遇是歷史的接續的重要鋪墊，為連接和啟發

「第二代來華耶穌會士」起到橋梁作用。進入近

代，法國在華率先同中國政府訂立國家政府之間

的「保教權」（the French Protectorate）[41]是新耶

穌會來華的強勢保障。

近世語境中由於天主教事業在華悉數由法國

方面負責「保教」，故抵華的新耶穌會士率先由耶

穌會巴黎會省遣出。他們停留在江南地區，起初偏

居於青浦橫塘，建造最早的會院（即教務中心）。

由於新耶穌會已入華，之前轉托給法國遣使會的

江南事業（涵蓋江蘇、安徽）和直隸東南的傳教事

業，便重新歸還給耶穌會 [42]。新耶穌會據《黃埔

條約》相關條款，在上海城外西南的徐家匯區域

置地，將原本處在偏鄉地帶的會院轉移到毗鄰法

租界、河渠縱橫的徐家匯。「徐家匯」之得名有其

歷史和地理原因：首先，晚明重臣、中國第一位天

主教徒、中西文化交流先驅徐光啟落葬於此，徐氏

子孫在此結廬守墓，形成堅實的信仰人群。其次，

徐家匯地帶自然河流分布密集，肇家濱、蒲匯塘、

法華涇在此交匯，通過這些河流能夠很快進入市

中心和法租界。再者，徐光啟熱衷於農政實驗，在

和利瑪竇編譯《農政全書》之時已經開始利用這

塊土地進行有關試驗，該地區具有科學實踐之經

驗，也有利於新耶穌會延續科學事業（即「江南科

學計劃」）。最後，由於徐家匯尚且不屬於上海市

境，土地價格相對低廉，加之有教友捐贈，因此徐

家匯─作為教務中心和科學實踐場所─所具有潛
在的擴張可能性。凡此種種，徐家匯成為來華新

耶穌會展開傳教事業與科學活動最為理想的場

所。1847年以後的近一個世紀裏，徐家匯逐漸成為
耶穌會在遠東地區的中轉站，是第二代來華耶穌

會士[43]在華活動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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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王數學家」的科學示範與

分工

盛清之際，抵華的五位法國耶穌會士組成了

「國王數學家」。他們既是虔誠的傳教士，又是精

幹的科學家。他們在法國等待啟程前的準備工作

細緻周詳，入京前，他們已經根據各自的興趣和能

力，加之過往的科學研究鍛煉，做好細緻周詳的

科學分工計劃，以便於高效地完成「科學傳教」的

任務。經過南懷仁等周旋後，當他們獲知可以入京

時，洪若翰便給法蘭西科學院的院士們寫信並介

紹了他們的科學分工，洪若翰單獨負責天文觀測以

及中國天文學和地理學史，劉應負責古今通史及

漢字的起源；白晉負責中國的動植物和醫學等自

然科學史；李明負責中國各門藝術的歷史；張誠負

責中國的現狀、國家治安、政局和習俗、礦藏和物

產等[44]。

待五位「國王數學家」正式入宮已經是次年

1688年，在得到康熙帝召見之後，張誠和白晉被欽
點入宮，洪若翰、李明和劉應則被派往外省傳教，

他們一同到山西，隨後在那裏分道，前往各地。有

一種說法認為，張誠和白晉之所以能留在宮廷服

務，主要是因為葡國「保教權」下的一部分耶穌會

士認為相比洪若翰等其他三位，張、白在科學研究

的水平上略遜一籌，若將他們留在帝王身邊，想必

日後擔不起科學大業，那麼康熙便不會再允准更

多的法國耶穌會士來華服務了[45]。還有一種說法

認為，由於當時的葡萄牙「保教權」的制約，規定

了前來東方世界的傳教士只能向葡萄牙效忠，但

未規定不能派遣學者和科學家，因此路易十四欽

此的所謂「國王數學家」只是這批法國耶穌會士

的保護色，並不能代表他們真正的科學素養，是一

場權宜之計。而歷史已然為這五位「國王數學家」

憑藉卓越的才智和嚴謹的科學精神正名。

張誠負責的是中國政治體制、軍隊以及地方

風俗研究。他主要的研究地域在韃靼地區[46]，這

是一個泛指，大體相當於亞洲北部的廣大地區。張

誠前後八次通過不同的路線，前往韃靼，實際經驗

助益他訂立中俄《尼布楚條約》的諸多細則。他將

自己的遊歷過程著書，一本相對客觀的《對大韃

靼地區的歷史考察概述》（O b s e r v a t i o n s 
Historiques sur la Grande Tartarie）[47]和另一部

《張誠日記》（Relations du hui Voyages dan la 
Grande Tartarie)[48]。他以科學家的專業視角幫助

的該地區進行測繪，為清朝版圖的精度（特別是邊

陲地區）提高做出巨大貢獻。同時作為歐洲人，張

誠對於韃靼地區風土人情的瞭解是直觀的，不必

再假於二手文獻瞭解這一「陌生」地區，促進西方

社會加深瞭解中國的多民族性。作為清史寫作和

研究的重要補充，尤其是康熙時期邊境形勢以及

民族關係等方面，助益良多。杜赫德（Jean Baptiste 
d u H a l d e , 1674-1743）的《大中華帝國全誌》
（D e s c r i p t i o n g é o g r a p h i q u e , h i s t o r i q u e ,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1735）收錄上述
兩部作品，法國人也因此記住了張誠，甚至以他的

名字命名了巴黎街道。

白晉為康熙授西學，也是皇帝指定的《周易》

講授者之一。白晉研《易》的特殊視角，是預設中

國人已在更早時代接受了基督宗教思想，但逐漸

遺忘，後再據留存的典籍試圖尋回信仰記憶，因此

這門特殊的方法論，被稱作為「索隱」（Figurism）
─即通過中國上古經典和《聖經》的比較來尋找相
似的神啟。「索隱」成為串聯和深入白晉的多部代

表作的主要線索，內容涉獵廣泛，對於中國歷史的

研究 [49]、對四書五經的研讀 [50]、對社會道德文明

的研究、對中西形而上學的闡釋[51]等，都體現了對

於異教和異質文化的尊重和包容。白晉也透過伏

羲八卦圖向歐洲傳回這種「二進制」的思維路徑，

他同萊布尼茲（Gottfried W. Leibniz, 1646-1716）
探討與論辯也給啟蒙思想帶來了諸多啟發。

洪若翰的研究主要是天文學方面，來華前他

已在巴黎享有一定的科學聲譽。前來中國的路上，

洪若翰向同伴會士們普及天文學的知識，在船行

時也利用自然條件帶領觀測活動，比如矯正好望

角的經度等，可以說張誠、白晉後來為宮廷服務運

用到的天文地理只是很大一部分是洪若翰傳授

的。公允地說來，洪若翰的天文觀測活動，應是

「國王數學家」中最為艱難複雜的任務[52]，他也是

整個來華科學考察團的負責人，是科研能力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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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的。洪若翰幫助法國耶穌會記錄日食月食等天

象、教導張誠記錄韃靼地區的經緯，是《皇輿全覽

圖》這一巨制的幕後功臣。

李明的《中國近事報道》（N o u v e a u x 
mémoires sur l’état present de la Chine）是他與法
國政界、宗教界以及知識分子交流中國內容的

十四份書信[53]匯總，後在巴黎出版引發巨大的反

響。書名是後來集結出版時取定的，在編訂上頗具

心思，每一封信介紹中國的幾個方面，內容互不重

複，可見作者的用心─希望法國「上層路線」中的各
界人士能夠支持法國耶穌會士在華的事業。《中國

近事報道》以書信體的形式全面呈現中國，促進西

方人以親切的姿態來瞭解中國。更為重要的是，李

明的作品被譯為多種歐洲語（英語、德語和意大

利語等），在歐洲帶來了巨大的影響，甚至影響了

諸多啟蒙思想家，如伏爾泰（Vo l t a i r e ,  1694-
1778）、魁奈（François Quesnay, 1694-1774））、孟
德斯鳩（Charles de Secondat Montesquieu, 1689-
1755）、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赫爾德（Johann Grottfired Herder, 1744-1803）等
等。他們腦海中的「中國形象」極大程度上是根據

該作品建構起來的，不論是對之的批判或是讚

譽，這些對中國政治、地理、歷史、思想、文化和宗

教的書寫都成為重要的佐證，因此李明帶回法國

的「中國報道」本身是靈動而全面的。

劉應的關注點在中國語言、文字和古代文學

上。他的作品《大韃靼史》（Historire Abrégée de 
l a Ta r t a r i e）在《東方叢集》（Bi l b l i o t h è q u e 
Orientale）發布。他筆下的韃靼相對更寬泛，而他
的寫作範式是基於民族史，按照民族政權建立的

先後來對少數民族進行系統梳理[54]。張誠也寫過

相關歷史，但多限於蒙古和滿族，劉應的研究則

較為系統地梳理了匈奴、鮮卑、烏桓、柔然、突厥、

回鶻、契丹、蒙古、滿族等民族的起源、發展和衰

落的變遷。法國漢學家雷慕沙（Jean-Pierre Abel-
Rémusat, 1788-1832）站在「專業漢學」的方法論上
對劉應的研究做出很高的評價[55]。且從劉應的諸

多拉丁文手稿更可見他的研究涉及中國文物收藏
[56]，與同期歐洲大陸的「中國熱」形成輝映。

這五位先行抵華的法國耶穌會士在華科學研

究的先鋒，他們身後是整個法國科學研究界在器

物與智慧層面的支持。他們帶來的共計30餘件最
新式的大型觀測儀器，是由法國國庫專門撥款為

赴華傳教團訂造的，其中就有用於製造望遠鏡的

巨型光學鏡片、便攜式八分儀等[57]，這些儀器精

度極高，甚至稍加改造後可測量行星運動和日月

食[58]。此外，在這批法國耶穌會士來華之前，科學

院已經為他們制定了相應的調查表格，這些內容

涉及中國天文、地理、哲學、醫學、風俗、宗教、建

築、政府、港口、城市、法律、動植物等等方面，而

這些表格制定者為另一位法國耶穌會士，被譽為

「西來孔子」的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 1623-
1693）。因此，整個法國傳教團的「台前」與「幕
後」相互配合，形成一整套縝密的研究計劃，並將

之付諸實踐。

再回顧「國王數學家」在華科學事業的分工，

就如李明在《中國近事報道》中的最後一份通信

所言：「我們商定一部分人從事天文觀察、地理和

機械工藝研究，而另外一些人則主要研究與解剖

學、藥草知識、動物學和物理學等其他相關的學

科，大家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選擇科目，以便於他

們研究的深入，如時間、地點和任務給他們創造某

個新發現的機會時，他們也不會忽略其他科目。我

們還約定彼此交流見解，讓每個人都能借助集體

的智慧，如果可能的話，任何事物都會成為我們

研究的對象。」[59]因此，他們對華的科學研究既是

一個個相對獨立的領域，但又是緊緊結合在一起

的，不能將他們割裂看待。對照他們之前的研究計

劃與成果，回顧這五位法國耶穌會士科學分工的

執行情況。有學者認為，如果以是否留京作為分

類標準，那麼一類以洪若翰、劉應和李明，他們沒

有留在朝廷工作，多半在外省展開活動，他們較為

自由，能夠按原先的分工完成。另一類，主要以張

誠和白晉為代表，他們的研究偏離了最初的計劃，

但也帶了新的驚喜和突破[60]。洪若翰對應負責並

實際專注的是天文和地理研究，他將科學院寄回

了大量詳實的科學觀測報告。劉應負責了中國歷

史、漢字和漢語以及文物研究，以手稿形式留存。

李明負責的藝術史和工藝史，向歐洲傳回了中國

的紡織、制瓷、印刷等技術，同時也關注到了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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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造船與航運技術。可以說，他們比較出色地完成

了最初分派的任務。而留任宮廷的白晉原負責自然

歷史和中國醫學研究，但作為康熙帝的《易經》教

師，他對《易經》研究與闡釋貫穿其在華歷程。他

對《易經》中的數學奧義和與之形成的西學中源

說，為「禮儀之爭」帶來對策。張誠計劃負責對中

國政體、軍事和風俗展開研究，而實際上，他八次

前往韃靼地區，更加入議政大臣索額圖的代表團，

與俄方談判，並簽訂定《尼布楚條約》。他們雖然

轉移了研究的重點，也嘗試根據各自在華的經歷

展開深入的研究。

筆者認為，與「國王數學家」來華幾乎同期的

「啟蒙」時代中初步形成的學科類目，其實並不存

在涇渭分明的學科邊界，各大類學科研究相對有

側重，但彼此之間的混融交叉在漢學研究的運用，

則顯得更為立體生動。此外，耶穌會士歷來重視學

術交流與互助，他們之間的書信也使得彼此間的

研究更好地發揮互補的功效。日後抵華的法國耶

穌會士逐漸擴充了他們的隊伍，繼續深入已有的

研究，在路線上也基本秉承外省活動與宮廷服務

這兩類。正是這「上下兼顧」的傳教路線，為江南

地區教務之繁盛奠定了信仰基礎，是近世傳教事

業順利接續的重要伏筆。

以「國王數學家」為先驅的法國耶穌會士們

來華的任務本就是雙重合一的，即傳布天主教信

仰的同時，完成法蘭西科學院對中國的考察和研

究任務。南懷仁曾經在對耶穌會「西學開教」策略

做出明確地闡釋「我們神聖的宗教，披著天文學的

外衣，往往很容易就可以被親王或者巡撫接納，獲

得他們的支持，從而使我們的教堂和傳教士得到

保護。」作為法國當時最為出色的科學家、法國最

高科研機構的成員，他們的才華飲譽歐洲，也正因

為「憑藉科學華麗的外衣」，這批法國耶穌會士得

到清最高統治者的信任和庇護。其後數年間抵華

的法國耶穌會士如韓國英（Pierre-Martial Cibot, 
1727-1780）、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nin, 1665-
1741）、湯執中（Pierre d` Incarville, 1706-1757）、
錢德明（Joseph-Marie Amiot, 1718-1793）在中國繼
續科學文化事業，留下影響巨大作品，如《中國雜

纂》[61]等。可以說，正是「國王數學家」與其後繼

者，注重一手資料的趨勢，積累大量真實的時代信

息，為日後法國「專業漢學」做出貢獻。他們科學

活動的範式與經驗可以說是「成功」的，為近現代

耶穌會士來華，特別是法國耶穌會士為開局者，奠

定了夯實的基礎。

三、「江南科學計劃」的實踐接續

作為新耶穌會在華的活動圓心，徐家匯事業

本身具有高度凝練性─將法國傳統科學優勢、宗
教慈善體系同中國悠久文明、江南傳統文化、上海

地方文脈有機地凝為一體，使徐家匯成為匯通古

今、溝通中西的鮮活案例。近世巴黎會省來華的法

國新耶穌會士以科學系統的研究方法整理江南地

域文明，既為以法國為主陣地的歐洲漢學研究注

入生命力，又促使西學與東學形成交織領域，更將

中國的、江南的、上海的諸多知識與文化直接納入

到世界文明的體系中去。近世概念中的徐家匯與

今時作為上海城市副中心的徐家匯在歷史的範疇

中存在極大一部分重疊，但也具有重大的差異。

從歷史脈絡看，來自法國的新耶穌會重返中華，迫

於修會撤廢與「百年教禁」中斷的脫節，造成了耶

穌會同遣使會之間的利益糾葛。同時，伴隨著政權

的動蕩與更迭，使得無法留駐京城的新耶穌會輾

轉至江南地區傳教。耶穌會奉行「上層路線」，他

們不滿足偏居江南，希望通過他們擅長的科學文

化和教育事業，重新走回第一代耶穌會士的策略，

打開傳教局面。於是，他們因地制宜籌劃著一場重

大的綜合性科學文化事業─「江南科學計劃」。
法國耶穌會士劉德耀（Henr i le Lec, 1832-

1882）是「江南科學計劃」的構想者，他原計劃在
兩江總督所在地南京展開這項計劃。正當耶穌會

士們著手準備籌建天文台和整理翻譯書籍時，南

京發生了重大教案，他們只能折回上海。在徐家

匯，耶穌會具有良好的信眾基礎（為徐光啟結廬守

墓的徐氏子孫）、通往上海城區和法租界的交通

地理優勢（肇嘉濱、蒲匯塘和法華涇的河流便

利）、富庶的經濟保障（大量的優質農田），以及法

國軍事勢力在動亂年間守衛天主教難能可貴的安

全感[62]。於是，位於上海南緣但尚不屬於上海市境

的徐家匯成為19世紀中葉折回中國的新耶穌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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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地區的教務中心，正如第一代抵華耶穌會士

營造的果阿和澳門之於彼時整個遠東使命的地位

一般。

營建整個「以徐家匯為圓心的江南事業」自

1847年耶穌會總院落成為肇始，歷經二十年，完成
了初步的硬件建設。對於首批來滬新耶穌會士來

說，最迫在眉睫的問題是如何扎下根來。耶穌會總

會長羅璫（Jan Roothaan, 1785-1853）希望他們能
夠重振舊耶穌會士的科學文化事業，但由於多重

限制，草創時期的「江南科學計劃」僅僅是個別耶

穌會士的個人科學活動。新抵華的新耶穌會士在

中西學術上的掌握和理解，遠不足以應對「科學開

局」的重任[63]。真正訓練有素並專職從事科學文化

事業的耶穌會士，於19世紀60年代才最終抵達徐
家匯，他們是高龍鞶（Augustinus Colombel, 1833-
1905）[64]、韓伯祿（Pierre Heude, 1836-1902）[65]、

費賴之( L ou i s P f i s t e r, 1833-1891)[66]、晁德蒞

（Angelo Zottoli, 1826-1920）[67]等，也正是他們培

養出影響了整個近代中國的中國籍耶穌會士馬相

伯、馬建忠、李問漁等。

人力到位後，「江南科學計劃」便在1872年
8月新耶穌會舉辦的「徐家匯會議」上正式提出。
在江南教區主教郎懷仁（Adrian Languillat, 1808-
1878）和會長谷振聲（Agnellus della Corte, 1819-
1896）的主持下，「徐家匯會議」最核心的議題，便
是成立「江南科學委員會」（法語Comité scientique 
de Kiang-nan），制定了以四項主要工作為核心的
「江南科學計劃」，概括起來為：開展天文氣象的

科學研究和觀察實踐；落實動植物的生物學科學

研究並建立相關機構；深入中國歷史地理和國情

方面的系統研究；創辦以教外受眾為對象的介紹

中國文化、宣傳科學以及天主教信仰的雜誌，做

到文理並重。這些設想在耶穌會士們的多方努力

下最終成為現實：徐家匯觀象台、徐家匯博物院、

《中國文化教程》、《漢學叢刊》、《益聞錄》等成

果悉數成為新耶穌會在徐家匯重要的文化標識。

自「江南科學委員會」成立，大量捐款便從歐洲輸

入上海，不少科學家來到徐家匯推動科學文化建

設。日趨完備的設施、具有較高科學素養的會士以

及他們具有的學術社交關係、豐沛的人力輔助資

源等，使得徐家匯不再是單一的天主教教務中心，

更成為近代中國乃至遠東地區的科學文化重鎮。

這一規劃和具體實施的背後是兩代耶穌會（「百

年教禁」前後的所謂舊、新耶穌會），特別是法國

耶穌會士，在文化研究與科學實踐的歷史傳統上

一貫接續的生動體現。

首項計劃，是開展天文觀測與氣象服務事

業。受「國王數學家」天文事業的激勵，新耶穌會

仍然將天文置於眾科學事業之首。1865年，「江南
科學計劃」的締造者劉德耀在實施專門培訓之後

攜帶大量天文儀器抵華，其中包含寒暑表、氣壓

錶、氣象記錄儀、風速儀等等。高龍鞶專門負責籌

建徐家匯天文台，也是中國近代天文學的奠基人。

1868年來華後，他積極籌建，1872年便開始首次天
文觀察，次年建成永久性的徐家匯天文台。1873
年，《天文月報》正式發行，1874年上海報紙就開
始每天刊登天文台的氣象預報。作為一項修會社

會服務事業，天文台的氣象工作成為打開傳教局

面的第一步。隨後，在中國海關、電報局和法租界

公董局和外商洋行的贊助下，徐家匯天文台氣象

部門開始為各地航海提供天氣服務。各地的氣候

站也開始輻射性地興建起來。天文台為天文演算

提供基準，設置在徐家匯天文台門口的基準坐標，

成為世界三個基本測時的重要基點。1877年開始
研究工作的地磁研究部，也是遠東第一個類似的

研究機構。作為徐家匯天文台創建者的高龍鞶，

除了科學家的身份，同時還是近代中國天主教會

史的重要書寫者，他撰寫的名著《江南傳教史》，

梳理了自明清以降江南地區所涉天主教事務，並

交付給土山灣印書館石印部門印製出版。

同為1868年到達的韓伯祿，是法國耶穌會士
也是生物學家。他被譽為中國近現代生物學的創

始人，也是「江南科學計劃」第二項工作─動植物
自然科學研究─的重要推手。韓伯祿神父曾經先
後五次前往華中地區考察生物，採樣了大量長江

流域的動植物，最終製成各類標本，並彙集在後

來建立的「徐家匯自然博物院」（也叫韓伯祿博物

館）中國歷史上最早的生物學博物館。韓伯祿的

《中華帝國自然歷史錄叢》（Me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naturelle del`empire chinois）是研究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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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植物方面的權威著作。同時，在該項事業的引

領下，輔助自然歷史收藏、書寫與研究的諸多領域

也得到開拓，諸如對於動植物的科學繪畫技能培

養，一改明清之際「鳥獸來朝」的寫意，進入精細

規整的生物科學配圖階段。又如，博物館培養了動

物標本採集與製作師這一全新的職業，將自然歷

史的精彩瞬間定格留存。從徐家匯自然博物院出

師的不少匠人，也為同期上海公共租界中的亞洲

文薈北華支會博物館提供了重要的支持，進一步

促進城市科學事業的交流與發展。

第三項工作，即漢學研究，涉及中國歷史地

理、文化習俗和國情研究三者且相互交織。作為

耶穌會「江南科學計劃」的重要主持者之一，費賴

之偏重於史地研究，特別是耶穌會歷史和中西文

化交流史（主要是來華第一代耶穌會士）的研究。

1869年費賴之完成了《江南教會紀實》（Relat ion 
sur la Mission de Kiang-Nan），但是，這部花費
二十餘載心血寫成的《江南新教會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Mouvelle mission du Kiang-Nan）卻
在蕪湖的一場大火中湮沒，費賴之也於火災後幾

日抱撼故世。現存的高龍鞶和史式徽分著的同名

著作《江南傳教史》被稱為其補著。費賴之另外的

重要研究成果，還有《在華耶穌會士略傳及書目提

要》（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e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
1773）。

文化風俗方面，研究近現代史的學者們常以

徐匯公學理學（即教務長）耶穌會士晁德蒞所作的

《中國文化教程》（Cursus litteraturæs inicæ）為新
耶穌會漢學研究的重大成果。這五卷本以拉丁文

撰寫的教材，為新抵華耶穌會士學習中國文化提

供了全程的指導，貢獻重大。由於第一代耶穌會士

來華之前都做了經年的細緻籌備，因此他們通常

已經較為熟練地掌握了文言，並能夠契合儒家文

化，走入文人士大夫的圈子，這為第一代耶穌會士

通過「上層路線」在華開教提供了重大便利。然

而，19世紀中葉在列強的船堅炮利下解除的教禁，
迫使天主教傳教局面在與新教差會的競爭中必須

馬上打開，刻不容緩。近代抵華的天主教傳教士，

哪怕是學識高人一等的新耶穌會士，在漢語造詣

上都遠不及「巨人一代」。給予他們籌備入華的過

程是匆忙的，《中國文化教程》恰好銜接了這段空

白。由於尚未接觸儒家經典，新耶穌會士難以直接

繼承第一代耶穌會士對中國儒家文化文學經典的

研究使命。《中國文化教程》依照中國孩童學習中

國典籍的習慣，先從蒙學入手，逐漸深入，過渡到

《四書》，再學《五經》，最後掌握作文之術。科學

規整、循序漸進地幫助新耶穌會士們繼續漢學研

究上秉承修會使命傳統。耶穌會儘管在來華歷史

和世界語境中都遭遇過阻斷，但對於中國文化的

研究和熱忱依舊成為修會一道重要的標誌。其後

土山灣整理出版逐漸形成的《漢學叢刊》

（Variétés Sinologiques）[68]系列成為徐家匯的文

化品牌。費正清在《劍橋中國晚清史》中特別提及

這套叢書：「徐家匯出版的《漢學叢刊》，更適合

於使歐洲人進一步瞭解中國，而不是促使中國人

接受基督教。」 [69]《漢學叢刊》陸續推出66部作
品，且每個號碼對應一部專門的漢學研究作品，且

全部以西文著成，配上土山灣印書館最先進的印

刷工藝，如窗玻璃彩色畫片技術、照相製版等，成

為一種文化品牌。該系列的多部作品中獲得漢學

研究的桂冠「儒蓮獎」（Prix Stanislas Julien），如
祿是遒（Henri Doré, 1859-1931）的《中國迷信研
究》（Recherches sur les superstitions en Chine）。
祿是遒自1884年抵華以來，便在江南傳教區的江蘇
（上海當時所屬）、安徽傳教，長達三十餘年之久。

傳教的同時，他細心收集中國民間信仰習俗，包括

江南的年畫、符咒、神像、廟宇建築布局以及民間

敬拜場景圖等。後因患病回到徐家匯總院休養，

遂利用徐家匯藏書樓的館藏數據，進行研究和教

學工作。他旁徵大量中國古代相關文獻進行左證，

將自己的見聞描述、分析、歸納和批評。龐大的文

獻數據，使得這部作品被稱為「中國民間宗教的資

料大全」。該作品出版之後的近百年裏，此書始終

是研究中國民間風俗與信仰的西方學者必讀的重

要著作。一方面，祿是遒努力在書中既體現法國學

院派漢學研究「理性與科學」的風格，又有耶穌會

士對中國傳統文化深入認知的傳統；另一方面，他

有三十餘年在江蘇、安徽等地農村進行「田野考

察」所積累的豐富第一手材料，並用十餘年時間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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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打磨。同時，主要目的之一乃是「幫助在鄉間的

同事們，那些剛從西方到達，還不瞭解中國人宗教

狀況的傳教士們認識一個真正的中國。」[70]《中國

迷信研究》正是一部科學書寫的江南民間信仰與

風俗的百科全書。

「江南科學計劃」的前三項工作，從天文氣

象、博物收藏，到歷史文化為主要的漢學研究都承

接著舊耶穌會事業，而「江南科學計劃」中的第四

項工作─創辦中文報刊雜誌，則屬創舉。主要成果
是作為「科學公告欄」的《益聞錄》，以及以宗教

性內容為主的《聖心報》、《聖教雜誌》。三者相互

有所交叉，但各有側重。《益聞錄》是幾經變化的

刊物的概稱 [71]，包括了試刊期間的《益聞錄》與

《格致新報》合並後的《格致益聞彙報》和後期的

《彙報》，三者刊號相連以示承續。《彙報》時期

嘗試分刊，闢出《彙報/時事匯錄》和《彙報/科學
雜誌》，後者更專設「科學雜誌」與「修生西學」兩

個專欄，主要以科學內容為主，通過談論科學文化

與社會問題，以正道。《益聞錄》系列初由馬相伯

和馬建忠兄弟二人負責籌建，後轉由李問漁接任

主編，其最重要的貢獻不在於爬梳科學新聞內容，

而在於闡述一種科學的新聞觀。新聞是一種外來

文化書寫方式引入的文學體裁，主要是由傳教士

引領的創建報刊之風所引領，因此對於早期報人

們而言，習慣性以傳統的中國文化方式來處理新

聞，於是新聞常常被處理為市井風聞、誌異稗史

等。而《益聞錄》的辦刊思想則明確提出要迎合中

國的變革思潮，引入國際新聞和理性思潮。同時嘗

試以「司馬遷治史」的風格來對待新聞，誠如創刊

詞所言「詳前人所未詳細，明後人欲所明。是書

者，益於性命，益於邦家，推廣萬事萬理，無不於

此大有賴焉。故是錄之名以『新聞』者，亦願參司

馬公之意義，而效太史氏之闡發也。」[72]這種新聞

立場和價值取向通過《益聞錄》系列的改版、合

刊、分刊等方式，以及大幅加入的科技內容，使得

正逢洋務運動時期的《益聞錄》系列借西方科技

文化，補充格致等西學，幫助該系列向綜合性、多

刊種演變，呈現「西學之外兼中西要聞，便士林起

見。」[73]此外，《益聞錄》系列採用該圖文並茂的

方式，土山灣畫館為該報附上一系列插圖，借助視

覺傳播強化讀者對於西學新聞的印象。《益聞錄》

系列涵蓋的科技、人文、宗教等內容以及對之的精

彩評述，和所體現的新聞觀使得該報成為近代天

主教在華最具有影響力的報刊。

從大致分類來看，「江南科學計劃」與「國王

數學家」擬定的科學分工存在極大的相似性，在自

然科學的分工和人文科學的拓展上具有歷史延續

性。具體落實使命的新耶穌會士對於先前第一代

來華耶穌會士中的經驗，也可以採納借鑒，並在實

際過程中匯入自身新的思考。可以說，儘管「清朝

教禁」阻斷了耶穌會在華科學傳教的使命，但是

他們所留下的諸多範式在近世語境中又萌發出了

新的生命力。

四、跨時空的範式轉型

制定並實施「江南科學計劃」的近世來華新

耶穌會與清代初葉的「國王數學家」同為法國耶穌

會士，他們的科學活動具有一脈相承的傳統。這個

傳統既有修會共性（作為教廷的先驅部隊以科學

和文化開展教牧活動），也有國別特徵（帶有比較

鮮明的法國學術規範、慈善方式，為法國在遠東的

形象和利益服務）。由此傳統，形成科學考察的範

式也在時代的演進中產生了重大的轉型。筆者大

致將兩代法國會士之間的跨時空轉型分為三個主

要方面，即從漢學研究的學科史來審視具有階段

過渡性、從科學書寫的側重則帶上鮮明的江南地

域性、從修會使命屬性觀之則體現引領社會服務

的前瞻性。

「江南科學計劃」是漢學轉型步入到「專業」

中國研究的一個重要案例，是呈現漢學「之間性」

（in-betweeness）[74]的典型例證。當下作為一門顯

學的漢學研究，從學科發展史的歷程來看，經過

「遊記漢學」、「傳教士漢學」和「專業漢學」[75]。

對於「傳教士漢學」的界定，若從研究者主體身份

來看，主要指自明清之即來華的耶穌會開始，第一

目標和宗旨為傳布福音以歸化中國人的傳教士為

研究人員主體，在傳教活動開展的同時，不由自主

地站在中西文化的交匯處，他們自身已獲得的教

化文明與中國思想文化形成一種雙向互動。他們

身兼傳教士和漢學家的雙重身份，對於中國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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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化展開的深入研究，因為這樣的身份和視角，

呈現出生動與深刻的中國圖景。而由於「國王數學

家」進一步擴大了「傳教士漢學」的研究範疇，如

強化漢語言等研究傳統，以及開拓新的研究方法

和領域，如地理歷史研究、中西交通研究、宗教研

究等，使得「傳教士漢學」的內涵進一步豐富起

來。而後「專業漢學」則是以1814年法蘭西學院首
設漢學講座[76]，雷慕沙出任教授為劃時代的標誌

算起[77]。若以法國「專業漢學」為例，在器物層面

則需要彙集漢學知識的圖書館、漢學教學與科研

機構、相應的刊物和學術交流的平台；在方法論

上，能夠將運用在自然科學中的觀察實驗、田野調

查等方法拓展深入並積極化用到人文領域，並且

對於跨學科的研究表示包容和鼓勵。通過明確漢

學研究中的這兩端，筆者認為「江南科學計劃」的

「之間性」體現在作為主體的法國新耶穌會在徐

家匯建立了數量繁多、功能齊全的漢學機構。「江

南科學計劃」並非一個浩繁懸空的科學構想，它

具有多個實際的運作主體。這些主體，在人力層面

上，是主要來自法國的新耶穌會士，他們經過相當

長時間的科學研究和學術鍛煉（這與耶穌會士陶

成方式是具有密切關係）；在物質層面，建立了分

工明確、功能齊全、設備先進的諸多文化機構。依

靠「江南科學計劃」所孵化出的科學人才，和他們

所運作的各個文化機構，以及這些人員的研究成

果和出版物形成的漢學研究新路徑，搭建起近世

徐家匯「知識生產」活動的宏大圖景。據此，基於

近世徐家匯地區為圓心的「江南科學計劃」既有

「傳教士漢學」的主題傳統，又具備「專業漢學」

機構化建制。

審視「江南科學計劃」的活動範式，必須還原

到近世時代語境中去。1870年，歐洲大陸風雲迭
起，普法戰爭爆發。次年法國戰敗，德意志統一。

幾乎同時，意大利完成統一，羅馬成為新生國家的

首都，曾受法國保護的教宗國（Papal States）名存
實亡。羅馬在神聖與世俗之間的歸屬，牽一髮而動

全身，始終懸而未決成為歐洲極為敏感的「羅馬問

題」（the Roman Question）。自1870年代以來，法
蘭西文明式微的潮流在歐洲大陸流動蔓延，而在

亞洲，法國希望能夠通過建立起較為強勢的法國

形象與文化屬性來挽回頹敗的局面。然而也是在

1870年，震動中外的「天津教案」再次為法國在遠
東地區的激進宗教文化策略拉響了警鐘。於是，法

國耶穌會士憑藉修會擅長文化教育與科學活動的

傳統，希望幫助母國盡可能通過在東方世界建立

「功業」來彌補他們在歐洲主場的失利。這個過程

中帶有的「殖民現代性」也是一個極為深刻纏繞

的話題。1872年的「徐家匯會議」上，巴黎會省的
新耶穌會士兼科學家們，提出了聲勢浩大卻詳實

可行的「江南科學計劃」。

正如名稱中所點明的，「江南科學計劃」的地

域性是十分明確的，研究和服務的範圍基於徐家

匯為圓心，輻射到周邊整個江南地區。因此，幾乎

所有的核心科學機構都設在徐家匯地區，涵蓋人

員培訓以及研究匯總、出版發表等方面。就具體研

究而言，雖然人員主要基本是傳教士，但方法論上

漸趨「專業漢學」。由於新耶穌會士來到江南地區

時天災人禍橫行，他們面對的是數量龐大的需要

得到救濟的人群，拯救陷於危難的生靈成為第一

要務。在這個深入人群的過程中，耶穌會士們在扶

靈救危的同時，有意識地結合對象進行原始資料

的收集，整理了更為貼近江南生活的諸多知識。

這些資料以教務報告的形式傳回徐家匯，比如江

南的民間宗教信仰，將帶有鮮明地域特色的敬神

祭祀現象記錄下來，這些寶貴的素材一旦被經過

專業漢學訓練的研究人員加以利用起來，將它們

收入研究範疇，那麼活靈活現的江南場景又再次

以科學規整的文化模式與規律呈現，「書寫江南」

的途徑為漢學界驚喜。江南地域特色，是「江南科

學計劃」的主色調，也是近世時代背景下的重要

策略，如同第一代耶穌會士的「上層路線」，「地

域性」的實踐途徑成為新耶穌會活動的主要線

索，是並在一定程度上幫助體現宗教信仰的「普世

性」，成為跨時空範式接續的重要方式。

修會使命屬性的變遷是重大典範。法國耶

穌會士的科學實踐活動從清朝時期的宮廷服務，

到初近世抵江南時期的慈善救濟性質，再到基於

「江南科學計劃」的成功推行，耶穌會的科學文化

事業為近代江南提供了社會服務。歷史上，天主

教各傳教修會使命中帶有或多或少的社會服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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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但是以機構化形式明確社會服務屬性，並將之

合理整編於牧靈活動與科學實踐中的首創，在近

世中國，非「江南科學計劃」莫屬了。徐家匯的文

化機構中，比如進行氣象觀測的徐家匯天文台的

建設堪稱最迎合修會的學術強勢，徐家匯天文台

除了觀測記錄天文數據測定經緯之外，更為黃浦

江流域的船隻提供航運氣象服務，甚至為遠東的

海運航線提供有關氣象數據，標誌修會氣象事業

進入社會服務層面。又如，韓伯祿博物館所藏的動

植物標本皆是由韓伯祿在經年的實地調查走訪中

收集製作。每製作一個標本都付出巨大的心力，但

是韓伯祿每周固定時間將博物館開放給社會，分

文不取，堪稱近世中國科普教育之先驅。再如土山

灣孤兒院，從最初接收江南水患的棄嬰「衣之食

之」，在提供溫飽之外，逐漸開始展開教育，根據

孩童的特長進入各個工作坊進行手藝學習，做到

「養教並重」。同時，土山灣其下的部門也是「江

南科學計劃」的重要支撐機構，幾乎所有的科學

文化作品都是在土山灣印書館完成印刷，同上畫

館為書籍進行配圖與裝幀設計，印刷品從直觀感

受和閱讀體會都呈現出極為特殊的吸引力，再面

向世界發布，獲得重大反響。歷史圖片中的土山灣

孤兒總是挂著燦爛的笑容，他們接受的文化知識

和工藝技能，一方面為「江南科學計劃」擴大學術

影響力做出貢獻，更深一方面，「救孤」的「事工」

不再是單一維度的慈善行為，而是為這些孩童樹

立了「授之以漁」的重要人生觀。

筆者著眼於兩代來華耶穌會士中的「法國」

團體，對於他們抵華初步階段中的科學文化活動

的分工實踐進行比較研究。上溯明清下迄近世的耶

穌會在華使命，總是呈現出厚重的立體感。兼具科

學啟蒙與人性關懷的「江南科學計劃」雖未如「國

王數學家」一般在歷史章節中留下濃墨的筆跡，但

彼此間遙相輝映人性啟蒙、嚴謹傳承的科學規範、

大膽轉型的使命性質為近代抵華的新耶穌會的事

業注入更多「生命意識」，展現出「宗教理想」─不
是一種超越時間的、靜止的完美崇拜，而是一種奮

力使自身融入人心並改變世界的精神[78]。

法國新耶穌會士以一場科學文化實踐─「江
南科學計劃」嘗試接近「宗教理想」，這個宏大的

願景，既有生動的歷史淵源，又有深切的現實意

義。在時代的演進中，「江南科學計劃」凝結為物

質層面徐家匯林立的科學文化機構、土山灣整理

發布的專業漢學出版物等，在非物質層面繪就一

幅詳盡細緻、踏實可行的「知識生產結構圖」、搭

起了「徐家匯─土山灣」一處充滿生氣的「文化空
間」，至今生生不息。

基金項目：本文系上海市社科規劃青年課題

「近代徐家匯的知識生產與傳播（1847-1953）」（項
目號：2020ELS003）階段性成果。

[1]關於徐家匯的選址營建可見史式徽，天主教上海

教區史料譯寫組：《江南傳教史》 (上海：上海
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法]高龍鞶，周士良等
譯：《江南傳教史》（共五卷） (台北：輔仁大
學出版社，2013年版)。

[2]關於徐家匯文化空間營造與科學機構的形成分類

研究，可參考李天綱：〈新耶穌會與徐家匯文化

事業〉，載《文化上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
社，1998年版)。

[3]關於徐家匯天文台和徐家匯氣象事業的研究，可

參考王皓：〈徐家匯觀象台與近代中國氣象

學〉，載《學術月刊》，2017（9）；吳燕：
〈法國《自然》雜誌上的徐家匯觀象台─作為人
類福祉和國家榮譽的海外科學活動〉，載《自然

科學史研究》，2019（2）；閻林山、馬宗良：
〈徐家匯天文台的建立與發展(1872-1950)〉載
《中國科技史料》，1984（2）。

[4]關於徐家匯藏書樓的相關研究已成為學界的熱

門，並取得令人矚目的成果，如陶飛亞主持並完

成的重大項目《漢語基督教珍稀文獻》的整理研

究，鍾鳴旦（N i c o l a s S t a n d e r t z）、杜鼎克
（Adrian Dudink）主編的《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
主教文獻彙編》共十餘卷。

[5]土山灣孤兒院本身是一個綜合體，下設畫館、印

書館、木器部、五金部等多個部門，關於土山灣

的研究非常豐富，較為總體的研究如徐華博：

〈授之以漁：土山灣孤兒院與近代上海孤兒救

濟〉，載《史林》，2018（12）；涉及畫館與美
術可參考李超：〈馬義穀和劉德齋─土山灣畫館
油畫的樣式之變〉載《油畫藝術》，2019 （1）
涉及印書館與出版物可參考鄒振環：〈土山灣印

書館與上海印刷出版文化的發展〉，載《安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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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3）。
[6]解散耶穌會：由於耶穌會滲入歐洲各宮廷，權力

日盛，波旁王朝聯合各宮向教宗克萊芒十三世

（Clement XIII）施加壓力要求對耶穌會進行鎮
壓，皆遭遇拒絕。年邁的教宗中風驟然離世，新

教宗克萊芒十四世（Clement XIV）性格優柔寡
斷，最終被迫妥協。最終於1773年7月21日，通
過敕令「吾主救世主」（D o m i n u s  a c 
R e d e m p t o r）宣布鎮壓耶穌會。參見T h o m a s 
Worcester ed.,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the 
Jesui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7]1814年，庇護七世（Pius VII）恢復耶穌會建制，
新耶穌會（restored Jesuits）成立。

[8]通常在有關於耶穌會的研究中，早於鎮壓之前的

耶穌會士叫做Pre-suppressed Jesuits，若是按照年
份來分則為Pre-1773 Jesuits。

[9]同理與上，重新恢復後的耶穌會士叫做Restored-
Jesuits，或是Post-1814 Jesuits。

[10]可以參考Jonathan Wright, “The Suppression and 
Restoration.”, in Thomas Worcester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Jesui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263-277. 以
及S. Brown and T. Tackett, eds., Reawakening 
Revolution, 1660-181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11]明朝海禁，以明代嘉靖年為極端時期，為防邊

陲倭寇侵擾，中斷海路上所有的貿易。
[12][美]鄧恩（George H.Dunne），余三樂、石蓉
譯：《一代巨人：明末耶穌會士在中國的故

事》，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
版)。

[13]關於中國禮儀的爭論主要是兩個方面，一為關

於God的命名，另一為以祭孔祭祖為名的祭拜禮
儀。具體可參考鍾鳴旦：《禮儀之爭中的中國

聲音：遊記、社會網絡、跨文化爭論》

（Chinese Voices in the Rites Controversy: 
Travelling Books, Community Networks, Inter-
cultural Arguments）(Rome：Bibliotheca Instituti 
Historici S.I.75, 2012) 和李天綱：《中國禮儀之
爭：歷史、文獻和意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出版社，2019年版)。

[14]「百年教禁」，也稱為「清朝教禁」。中國禮

儀之爭後，由於1719年教宗克雷芒十一世的
《禁約》，1742年教宗本篤十四世發布「絕對
禁止祭祖祀孔」的通諭，最終導致康熙皇帝嚴

禁傳教的意向。清雍正二年（1724年）下令關
閉教堂，除了在內廷服務的20多位「有技藝之
人」外的其餘傳教士只能留在廣東。當時全國

境內300餘間教堂被改做公廨或倉庫。三年後，
雍正下諭明確「西洋之教不必行於中國」。後

乾隆年間，傳教也並不寬容。直至鴉片戰爭

後，教禁漸弛。
[15]1846年，道光帝頒布上諭，免查天主教，歸還
部分教產，標誌「百年教禁」結束。

[16]1839年，江南教徒九十八人聯名上書教宗格里
高利十六世，要求耶穌會重返江南。當年，羅

伯濟（Mgr de Besi）主教被任命山東代牧，兼理
江南教務，為順應教徒願望，積極參與斡旋。

經過耶穌會總會長的調遣，三名耶穌會士次年

抵華。[法]史式徽，天主教上海教區史料譯寫
組：《江南傳教史》 (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1983年版)，第1頁。

[17]南格祿（Claude Gotteland, 1803-1856）、艾方濟
（F r a n c o i s E s t e v e , 1807-1848）、李秀芳
（Benjamin Brueyre，1810-1859）三位法國耶穌
會士抵達江南。

[18]路易十四，法國國王（1643-1715年在位），即
位初期由母后安娜攝政，首相紅衣主教馬薩林

掌權。1661年親政後，稱自己為上帝在人間的
代表，使得法國封建專制走向極盛。在宗教政

策上，主張主教會議高於教宗，法國教會在世

俗事務中不受教宗約束。這也就為法國耶穌會

繞開宗座傳信部來華提供了一個政治背景。參

見丁光訓、金魯賢：《基督宗教大辭典》(上
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年)，第382頁。

[19]相關研究參考Virg i l e P ino t , La Ch ine e t l a 
formation de l`esprit philosophique en France, 
Paris: Paul Geuthner, 1932.; David Mungello,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a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Stuttgart: Steiner, 1985; Louis Pfister, 
Notices b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1552-1773) (Shanghai: Mission 
Catholique, 1934).

[20]洪若翰，字時登，法國天主教耶穌會士，1658
年入耶穌會，曾在法國路易大帝公學教授數學

和天文學。1687年（清康熙二十六年）來到中
國，先抵達寧波，再至南京傳教。多次往返中

法之間，曾出任路易大帝公學校長。
[21]張誠，字實齋，法國耶穌會士。1670年入耶穌
會，1687年來到中國，次年朝廷供職。1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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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擔任《中俄尼布楚條約》簽訂的翻譯官。

返京後，為康熙皇帝講授西方科學。1692年，
上諭奏請廢除傳教禁令，獲准。多次隨康熙原

價塞外。1699年，出人法國在華傳教區首任會
長，建造北堂。代表作《幾何原理》《哲學要

略》《1688-1699年八次塞外行記》等。
[22]白晉，字明遠，法國耶穌會士。1687年，受法
國國王派遣，攜帶天文儀器來到中國。先到寧

波，後入宮為康熙講授西方科學。康熙三十二

年（1693年），奉康熙之命，攜帶贈於法王禮
物返回翻過，並聘請法國傳教士來華。六年

後，率十名傳教士返回。康熙四十五年，出任

清廷出使羅馬教廷的欽差大臣，到廣州後因故

未能成行。康熙四十七年，奉命參與測量繪製

《皇輿全覽圖》。主要著作《天學本義》、

《古今敬天監》、《易經釋義》等。
[23]劉應，字聲聞，法國耶穌會士。1673年入耶穌
會，1687年來到中國，先後在山西、南京等地
傳教，再入京，後返回法國。代表作有《韃靼

史》等。
[24]李明，字複初，法國耶穌會士。1671年入耶穌
會，1687年來到中國，先後在寧波、北京以及
山西、陝西等地傳教。1692年奉命返回法國，
彙報法國傳教團經費拮据等困境，後又赴羅馬

報告教務。因其精通天文地理，在華期間曾經

對地形水道進行考察並繪製地圖。主要著作有

《中國現勢新誌》、《中國禮儀論》等。
[25]以亞速爾群島以西370英里的子午線為分界，史
稱「教皇子午線」。線東新「發現」的土地屬

於葡萄牙，線西劃歸西班牙。
[26]保教權各具其名，西班牙P a t r o n a t o葡萄牙

Padroado。具體內容可參見Thomas Worcester ed.,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the Jesui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594.

[27]新制修會：天主教修會從隱修院修會發展到托

缽修會，再到熱衷於傳教的新制修會經歷了多

個發展階段。但是耶穌會是一支不同以往的修

會，過往的修會通常採用共同生活的方式，其

基本特徵為：統一服裝的集體生活；共同參加

日課；留住在某個固定的會院中等。耶穌會則

放棄了諸多此類形式，他們的目標並不在固定

的修院過集體生活，而是將傳教士派往四面八

方，修會可以有效派遣會士擔任各項工作，比

如中學老師、大學教師、科學家、國王的懺悔

神父等。修會在分配工作時，還充分重視人的

個性，做到人盡其才，靈活機動的特性為修會

帶來強大的生命力。參見Thomas Worcester ed.,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the Jesui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5.

[28]在遠東事務中的裁決大權都交給作為首席主教

的果阿大主教預計分布於印度各地的副主教。
[29]葡萄牙海上優勢逐漸受到法國、英國、荷蘭等

國的挑戰，加上本身國家實力並不強大，葡萄

牙甚至於1580年至1640年淪為西班牙的藩屬領
地。

[30]宗座代牧制的目的是為打破葡萄牙在東方世界

的宗教壟斷，建立一個獨立於各個天主教國家

的教士品級，通過統一誓詞，使得不同國家不

同修會的會士都能夠服從於宗座代牧，最終服

從於羅馬教廷。因此，如果參加了這種宣誓，

便承認了教宗向遠東派遣的宗座代牧主教的權

威，便意味著繞開了葡萄牙的保護。教會內部

也稱「代牧主教」。
[31]法國在保教權和宗座代牧的鬥爭過程中，與羅

馬教廷之間的合作也是極其複雜的問題，彼此

之間心存芥蒂，具體的研究可以參見畢諾的相

關著作Virgile Pinot, La Chine et la formation de 
l`esprit philosophique en France (Quebec, 2006).

[32]法國著名天文學家卡西尼（Jean -Domin ique 
Cassini）通過對伽利略「木星衛星法」的演繹，
進一步確定地圖精度。參考呂穎，閻國棟：

〈路易十四派遣「皇家數學家」傳教士來華的

背景〉，載《史學集刊》，2012（2）。
[33]Guy Tachard, Voyage de Siam des Père Jésuites 

envoyés par le Roi aux Indes & à la Chines (Paris, 
1686), pp.1-2.

[34]據杜赫德所載財政大臣科爾伯（Jean-Baptiste 
Colbert）曾對即將前往中國的洪若翰說：「我
的神父，科學不足以驅使你們遠渡重洋，離祖

國、別故友，而徙居別一世界。然而，勸化異

教徒改宗以及把他們的靈魂爭取到耶穌基督這

方面來，常使你們的神父做此遠行。我希望，

諸神父利用這一機會，在傳播福音之暇在當地

進行種種觀測，使我們能夠完善都中科學與技

術。」載杜赫德編：《耶穌會士中國書簡

集》，上卷(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
251頁。

[35]以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傳教士為主，如陸方濟

等。
[36]據載「浙江巡撫金鋐懼於處分，即據實奏聞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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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請旨處斷。當時在朝諸臣，忌西士者尚

多，謂宜驅逐回國，不令登岸。」方豪：《中

國天主教史人物傳》(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7年)，第411頁。

[37]殷鐸澤，字覺斯，1642年入耶穌會，順治十六
年（1659年）入華，後再江西地區傳教，後奉
康熙之命，赴羅馬彙報教務。康熙十三年

（1674年）返華後繼續主持杭州教務，後任中
國耶穌會副省會長，曾與恩里格、柏應理、魯

日滿共同將《大學》、《中庸》、《論語》、

《孟子》譯成拉丁文。主要著作還有《耶穌會

例》、《中國禮儀正信》、《古代生活》等。
[38]據《康熙定案》載：「洪若（筆者注─洪若翰）
等五人，內有同立法者亦未可定，著起送來京

候用。」見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北
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411頁。

[39]在康熙和羅馬教廷的「禮儀之爭」中，所有在

華傳教士被勒令要領取內務府的「紅票」，發

誓永遠效忠清帝，永不回國。領取「紅票」獲

准留居廣東。自乾隆朝以來，教禁措施越加嚴

厲，只有被皇帝認為是「有用之人」才可留在

紫禁城之內。因此，只有皇帝的近臣才可留

駐。
[40]法國遣使會（Congregation of the Priests of the 

Miss ion），1625年由法國人味增爵（聖文森
特，Saint Vincent de Paul）創建於巴黎，也稱
「味增爵會」。1773年，耶穌會被迫解散。
1783年，遣使會收到羅馬教廷和法王委托，抵
華接替耶穌會在華一切傳教事務與產業，於

1785年首次抵達北京。參見丁光訓、金魯賢：
《基督宗教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2010年)，第52頁。

[41]1840年（清道光三十二年）爆發鴉片戰爭，標
誌中國近代史拉開序幕。1844年，中法簽訂
《黃埔條約》其中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款

明確規定，傳教士可以以普通僑民身份，建造

教堂、教會醫院和周濟院，可延請中國人教習

中國語言文字。此後法國訂約大使刺萼尼

（Theodose Marie Mechior Joseph de Largrene, 
1800-1862）兩度要求道光皇帝弛禁天主教。
1858年（清咸豐八年）和1860年，法國迫使清
政府簽訂中法《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

（其中《天津條約》第十三款和《北京條約》

第六款涉及天主教傳教事務）。據此，法國政

府宣稱在華擁有天主教「保教權」─舉凡發生教

案，法國政府必出面干涉。這同西班牙和葡萄

牙享有的羅馬教廷授予的「保教權」不同，實

則是國與國之間訂立的，是治外法權的一部

分。具體可參見莫為：〈從「保教權」兩代來

華耶穌會士的歷史勾連與世界原因〉，載《新

史學》(鄭州：大象出版社，2018年)，第156-
171頁。

[42]當然這中間的種種協商和周折，遠非一朝一

夕，具體研究可以參見遣使會士的有關記載，

法國漢學家高迪愛有相關著作，參見Cord ie r, 
Henri，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Chine avec les 
puissances occidentales, 3 vols (Paris, 1901-1902); 
Cordier, Henri,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et de 
ses relations avec les pays étrangères depuis les 
temps les plus anciens jusqu’a la chute de la 
dynastie manchoue; 4 vols (Paris 1920); Cordier, 
Henri, La Chine en France au XVIIIe siecle (Paris, 
1910).

[43]第二代來華耶穌會士人員眾多，新耶穌會士最

終在華的九個不同區域建立了教務中心。每個

區域都由中國籍耶穌會士與來自於特定省會的

新耶穌會會士通力合作。這九個區域是：上

海，屬於法國耶穌會巴黎省（該地的第一位耶

穌會士於1842年抵達）；獻縣，屬於法國耶穌
會香檳省（該地的第一位耶穌會士於1853年抵
達）；蕪湖：屬於西班牙耶穌會卡斯提爾省

（該地的第一位耶穌會士於1913年抵達）；安
慶：屬於西班牙耶穌會列昂省（該地的第一位

耶穌會士於1913年抵達）；蚌埠：屬於意大利
耶穌會圖靈省（該地的第一位耶穌會士於1929
年抵達）；徐州：屬於法屬加拿大耶穌會下的

加拿大省（該地的第一位耶穌會士於1931年抵
達）；大名：屬於匈牙利耶穌會省（該地的第

一位耶穌會士於1935年抵達）；景縣：屬於奧
地利耶穌會省（該地的第一位耶穌會士於1939
年抵達）；揚州：屬於美國耶穌會加利福尼亞

省（該地的第一位耶穌會士於1928年抵達）。
參考鍾鳴旦，莫為譯：〈耶穌會進入中國的歷

史〉，載《上海文化》，2019（1）。
[44]「首先我們將奉皇帝之命前往北京。……因為

我們終於可以執行你們交給我們完善科學的任

務了。……在初期，處於謹慎考慮，我們沒有

做大量的觀測活動，但是作為彌補。我們將所

有研究的內容做了分類，分成五個部分：第一

部分包括中國的天文和地理以及對天空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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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測，就像在巴黎天文台在所作的一樣。第二

部分是中國從古至今的歷史，漢字起源以及與

漢字、漢語相關的內容。第三部分是動植物自

然史和醫學。第四部分是藝術史和工藝史。第

五部分是中國政體，政府軍隊和風俗，還有第

三部分沒有包含的物理學的其他分支。……」

據榮振華（Henri Bernard）考證，信中明確表
示，洪若翰負責第一部分，劉應負責第二部

分，白晉負責第三部分，李明負責第四部分，

張誠負責第五部分。Florence C．Hsia,“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Observations the decline of the 
French Jesuit scientific mission in China”, Revue de 
synthèse,  vol. 120, no.2-3, p.314.

[45]呂穎：〈清代來華「皇家數學家」傳教士洪若

翰研究〉，載《清史研究》，2012（3）。
[46]「韃靼」這一名稱所指代的範圍和內涵有所不

同。張誠對他所介紹的韃靼是這樣定義的：

「大韃靼這個名稱，我指的是亞洲位於日本北

部的東洋、冰海（Frozen sea）、俄羅斯、里
海、波斯、蒙兀兒Mogol）、孟加拉附近的阿拉
干（Arracan）王國、阿瓦（Ava）王國、中華帝
國，與高麗王國之間的整個地區。所以大韃靼

西部以俄羅斯、里海和波斯的一隅為界；南部

仍以波斯的那一部分、蒙兀兒、阿拉干和阿瓦

兩個王國、中國和高麗為界；東部以東洋為

界；北部則以冰海為界。參考張誠，陳增輝

譯：〈對大韃靼的歷史考察概述〉，載杜文凱

編《清代西人見聞錄》(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
版社，1985年)，第86頁。

[47]該書主要介紹了韃靼地區滿、蒙、回和通古斯

族的歷史、風俗、宗教信仰等，還記載了蒙古

部落之間的戰爭。
[48]該書以日記從事記載了八次旅行中對韃靼地區

地理景觀、風土人情和政治時局的認識。
[49]特別是遠古史，比如中國古籍中的洪水，當

然，白晉的相關研究是為了說明中國古籍中的

洪水和《聖經》中的洪水是同一時間，因此洪

水之前的事件正是《聖經》中發生在先祖時代

的故事。
[50]據柯蘭霓考據認為《易經》描述的是「聖人中

的聖人」；《春秋》是聖人們的至理名言；

《書經》和《禮記》講的則是世人對上主的祭

祀禮儀；《詩經》是對聖人思想和行為的記

述；已經失傳了的《樂經》描繪的是各種道德

行為的和諧之聲。相關研究參考柯蘭霓，李岩

譯：《耶穌會士白晉的生平與著作》 (鄭州：大
象出版社，2009年)。

[51]《天學本義》（Observata de vocibus Sinicis Tien 
et Chang-ti）等，以手稿形式存於歐洲各地。

[52]「耶穌會的出版物趨向於抹掉洪若翰作為法國

耶穌會士在中國科學項目中的關鍵人角色。但

是他同科學院院士們的友誼是非常關鍵的，正

因為此，他們才獲得了卡西尼的木星衛星表。

這個表當時還處於手稿修改階段，直到1693年
才最終出版。而卡西尼在他對耶穌會士觀測的

評論中，也傾向於將洪若翰作為他的同事以及

對話者。」參考F l o r e n c e C . H s i a ,  “ S o m e 
observations on the Observations: the decline of the 
French Jesuit scientific mission in China,” Revue de 
synthèse 120. 2-3 (1999): 314.

[53]第一封信，致蓬查特蘭大臣（de Pontchartrain, 
1643-1727）暨國務秘書，介紹了傳教團來華的
背景、過程以及中國的地理概況及清軍入關的

情況。第二封信，致德·內穆爾公爵夫人（ l a 
duchesse de Nemours, 1625-1707），介紹了傳教
團拜見康熙皇帝的始末，並對皇宮以及南懷仁

的葬禮進行了描述。第三封信，致富爾斯登堡

主教（le cardinal de Furstemberg, 1629-1704），
介紹了中國的城市、建築物以及中國最巨大浩

繁的長城工程。第四封信，致克萊西伯爵（l e 
comte de Crecy, 1629-1709），介紹了中國的氣
候、土地、運河、河流和水果等。第五封信，

致外交國務秘書德·托爾西侯爵（le marquis de 
Torsi, 1665-1746），介紹了中華民族的特點，其
悠久、傑出之處及優缺點。第六封信，致德布

永公爵夫人（la duchesse de Bouil lon, 1649-
1714），介紹了中國人生活的清潔衛生和雅致
奢華，具體包括中國人的住房、待客、出行、

節日等。第七封信，致法國第一重臣、大主教

蘭斯公爵（l’archevêque de Reims, 1642-1710），
介紹了中國的語言、文字、書籍和道德。第八

封信，致國務秘書德菲利波（de Phe l ipeaux , 
1643-1727），介紹了中國人思想的特點以及中
國的科學、醫學、茶、藝術等。第九封信，致

紅衣主教德斯泰（le cardinal d’Estrées, 1628-
1714），介紹了中國的政治及政府。第十封
信，致紅衣主教布榮（le cardinal de Bouillon, 
1643-1715），介紹了中國古今的宗教，涉及了
中國人的宗教精神以及對佛教、道教的批判

等。第十一封信，致國務參事德胡耶（Rouill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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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5-1698），介紹了基督教在中國的扎根以及
發展。第十二封信，致國王的懺悔神父拉雪茲

（R. P. de la Chaize, 1624-1709），介紹了傳教士
在中國宣講基督教義的方式以及新基督徒們的

虔誠。十三封信，致讓松紅衣主教（le cardinal 
de Janson, 1631-1713），介紹了基督教新近在中
華帝國全境得到皇帝詔書首肯的始末。第十四

封信，致比尼翁院長（l ’ abbé Bignon , 1662-
1743），介紹了傳教團在印度和中國所做的科
學觀測。參見李明，郭強、龍雲、李偉譯：

《中國近事報道（1687-1692）》 (鄭州：大象出
版社，2004年)。

[54]漢朝的匈奴、西晉後期五胡十六國時期出現的

北魏鮮卑拓跋氏、前燕後燕的鮮卑慕容氏以及

從拓跋鮮卑部落聯盟中分離出來的柔然、隋唐

時期的突厥、唐朝中後期的回鶻、五代十國後

期和北宋初期的遼、北宋末期南宋時期的金、

元朝以及後來的清朝。
[55]「劉應致力於研究並傳播中北亞地區的民族信

息。在他之前，歐洲人對這些民族知之甚微。

在古代，只有在希臘地理學家的著作中零散地

記載著一些不相關聯的傳說；之後，只有關於

那些與羅馬帝國有聯繫的東亞人民的少量記

載；中世紀時，只有旅行家關於成吉思汗及其

後人征戰情況的記錄。這些不完備的材料，沒

有條理性，也沒有聯繫性，不足以重構這麼多

丟失了其編年史的民族（如果他們曾經有的

話）的歷史。真正的原始資料尚未為人所識。

劉應是發現並利用這種史料的第一人。」Jean-
Pier re Abel -Rémusat , Nouveaux mélanges 
asiatiques, ou Recueil de morceaux de critique et de 
mémoires, relatifs aux religions, aux sciences, aux 
coutumes, à l’histoire et la géographie des nations 
orientales.  Tome 2 (Paris: Schubart et Heideloff, 
1829), pp. 245-246.

[56]如《中國與世界其他各國之文物》（D e s 
ant iqui tés de la Chine & aut res par t ies du 
monde），參考Le R. P. Norber t , Mémoires 
historiques présentés au Souverain Pontife Benoît 
XIV, sur les missions des Indes orientales. Tome 2, 
Partie 2-3 (Avignon: Luques, 1744), pp. 145-146.

[57]還有三隻計秒掛鐘、測定星體的赤經和赤緯的

儀器、日晷、大水平儀、三個量角器、報時

鐘、凹鏡、溫度氣壓計、真空測量儀、面座鐘

等等。參考I s a b e l l e L a n d r y - D e r o n ,  “ L e s 

Mathématiciens envoyés en Chine par Louis XIV en 
1685,”Archive for History of Exact Sciences 55. 5 
(2001): 433-434.

[58] Guy Tachard, Voyage de Siam des Pères Jésuites 
envoyés par le Roi aux Indes & à la Chine (Paris: A. 
Seneuze et D. Horthemels, 1686), pp. 10-11.

[59]李明，郭強、龍雲、李偉譯：《中國近事報道

（1687-1692）》 (鄭州：大象出版社，2004
年)，第367頁。

[60]呂穎，〈法國「國王數學家」科學分工與中國

考察的對比研究〉，載《國際漢學》，2019
（2）。

[61]又名《耶穌會士北京論集》，（法文名

Mémoiresconcernantl’ 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 
Arts, les Moeurs, les Usages etc. des Chinois)是一
部四開本十六冊的大論叢，內容包羅萬象，涉

及中國的政治、歷史、文學、天文、醫藥、百

科等領域。該叢書注重呈現來華法國耶穌會傳

教士論文的原始面貌，且忠於原稿未經過多編

輯。
[62]小刀會、太平天國期間，英法聯軍使得上海幾

次免於戰禍。同時周圍數府的天主教民和難民

湧入上海避難，徐家匯從一個十幾戶人家的農

莊，變為江南一帶最大的天主教社區。
[63]新耶穌會士的負責人南格祿神父曾經是耶穌會

初學院教授物理和數學，他雖然在出發之前還

特意在巴黎天文台跟從天文學家，進行了一段

時間的天文知識學習，並且攜帶了重要的儀

器。然而，由於入定上海後，繁重的初期工作

致使科學事業無法展開。
[64][法國]高龍鞶，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字鎬鼎。

1851年進耶穌會。曾在斯通赫斯特天文台學習
天文與氣象學。清同治八年（1869年）到上
海，被教會派往南京，準備建立一座天文台，

由於條件不具備，重回上海。同治十一年八

月，籌建徐家匯天文台，同年底建成。
[65][法國]韓伯祿，字石貞，中國最早的自然博物館
創始人。1856年進入耶穌會，在1867年祝聖為
神職人員。他於清同治六年（1867年）來滬，
在徐家匯聖依納爵堂（後稱舊堂或老堂）任司

鐸。他精通物理、動植物諸學科。次年，在天

主堂東南隅創建徐家匯博物院，任主任。在以

後長達30多年的時間內，即以此為基地，赴國
內和遠東各地，搜集動植物製成大量標本。在

他的經營下，徐家匯博物館收藏動植物標本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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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之最。
[66][法國]費賴之，字福民。1852年進耶穌會。清同
治六年（1867年）來華，曾在崇明、海門短期
傳教，長期在徐家匯負責藏書樓，研究中國史

地以及天主教傳入中國歷史，編寫出版與歐洲

及各堂口通訊的雙月刊，繪製江南教區地圖

等。費賴之（平生著述甚多，《通報》

（1891）曾載其著作目錄。主要著作有《自聖
方濟各沙勿略逝世至1872年在華耶穌會司鐸、
修士名錄》（1873年土山灣印書館出版）和
《1552年至1773年在華耶穌會士列傳與著述》
（1897年出版石印本，1932年和1934年出版鉛
印本上、下兩冊），1938年商務印書館出版
《入華耶穌會士列傳》摘譯本。1997年天主教
上海教區光啟社出版全譯本，書名為《明清間

在華耶穌會士列傳》。
[67]晁德蒞，意大利耶穌會士。1846年來華，在上
海徐家匯傳教，並創徐匯公學。次年徐匯公學

正式建校，任院長。後升為司鐸，任教十餘

年。鑽研漢語，熟讀儒家經典，人稱「漢學

家」。用拉丁文編譯有《中國文學讀本》，著

有《中國文化教程》。
[68]關於《漢學叢刊》的研究，國內已經有不少學

者開始關注，如王國強、李強等關注其中的華

人作者。參見王國強：〈黃伯祿和徐伯愚—最
早獲得儒蓮獎的中國人〉，載《國家漢學》

2017（4）。
[69]費正清：《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第540頁。

[70]李天綱：〈祿是遒和傳教士的「中國迷信研

究」〉，載黎志添主編：《華人學術處境中的

宗教研究─本土方法的探索》 (香港：三聯書
店，2012年)。

[71]葛伯熙：〈益聞錄·格致益聞彙報·彙報〉，載
《新聞資料研究》第三十九輯(北京：中國社會
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

[72]《益聞錄》第一號，1879年3月16日。
[73]同上，第一千八百號，1898年8月13日。
[74]關於漢學「之間性」的有關探討，是由鍾鳴旦

教授正式提出的，在漢學研究、中國研究中也

獲得認同，如梁元生教授等都對此進行過一定

探討。

[75]張西平：《傳教士漢學研究》(鄭州：大象出版
社，2005年版)。

[76]法蘭西學院開設的「漢、韃靼─滿語言與文學講
座」（Chaire de langues et littératures chinoises et 
tartares-andchoues）。

[77]其後，法國很多教學機構也相繼開設了漢語課

程，如1844年巴黎東方語言學校（É c o l e d e 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開設漢語課程；1888
年，遠東法蘭西學院（É c o l e  F r a n ç a i s e 
d’Extrême-Orient）創立；1900年，里昂大學開
設漢語課程。

[78]Christopher Dawson，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Western World (NY: Doubleday, 1948), p.9.

Histor ical Connect ion and Pract ical 
Paradigm of Kiang-nan Scientific Plan

Mo Wei (Depar tment of Foreign St udies , 
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History, 
Fud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Zi-ka-wei compound, with great 
numbers of scientific institutions and of marvelous 
scale, was established and managed by the French 
Jesuits during the modern period of Shanghai. Such 
a highly-civilized core site was gradually emerging 
based on Jesuit accumulative plans and experiences 
for centuries. This paper firstly attempts to sort out the 
divisions of science activities of the Mathématiciens 
du Roy whose special identities helped to stand out 
from the first waves of the Jesuits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therefore the origins of the mission by 
the restored Jesuits from France in modern Shanghai 
will be clearly traced and illustrated. Furthermore, the 
discussion between the connection and relation in terms 
of their scientific practice between the two generations 
of the French Jesuits will be penetrated on the case study 
of Kiang-nan Scientific Plan centered by the Zi-ka-wei 
compound. Both will be of magnificent inspiration to 
construct the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Zi-ka-wei. 

Key Words：French Jesuits, Mathématiciens du 
Roy, Kiang-nan Scientific Plan, Zi-ka-wei, mission of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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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肺炎；國家國新辦舉行新聞發布會，中央

指導組成員、國家衛生健康委黨組成員、中醫藥

局黨組書記余艷紅介紹中醫藥參與疫情防控救治

情況；廣東省和全國許多省份和醫院也紛紛介入

中醫治療，並且公布了中醫治療新冠病毒肺炎的

方案和驗方。其中，根據

余艷紅介紹，在治療方案

中，中醫有比較重要的地

位，首先，中醫藥防治瘟

疫有著獨特的理論和實

踐。鑒於早期防治新冠肺

炎沒有特效藥和疫苗，運

用中醫藥防治瘟疫的實踐

經驗和技術方法，發揮中

醫藥整體調節、提高免疫

的作用，激發自身的抗病

能力和康復能力，是一種

有效的治療方法，在近年的抗擊SARS、甲流中，
都已經證明了中醫藥的作用。第二，大量病人治癒

出院的事實充分證明，中西醫結合效果顯著。在最

初出院的5萬餘名確診患者中，大多數患者使用了
中醫藥，在已經出院的近百例中醫藥治療的病人，

其中有不少病人都是重症，他們都是運用中藥為

主的治療。

隨著中醫對治療新冠病毒的普遍介入，國家

媒體和地方媒體以及自媒體紛紛宣傳中醫對治療

新冠病毒肺炎的重要性，極大地推動了全國用中

醫治療新冠病毒肺炎經驗的傳播，讓傳統的中醫

文化絕境逢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

對中國未來的多維影響
■ 薛永武

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疫下世情

肇始於2019年的新冠病毒肺炎在世界各國蔓
延，引起各國的高度重視，也對中國未來產生了多

維影響。

一、傳統的中醫文化絕境逢生

這次新冠病毒不同

於以往的病毒，迄今為止

沒有針對性的特效藥，我

國許多醫院最初大多使

用西醫的治療方式，但結

果並不理想。隨著新冠病

毒疫情的蔓延，中醫逐漸

介入治療，許多醫院開始

嘗試中西醫結合治療新

冠病毒肺炎，有的醫院以

中醫為主治療，取得了比

較理想的結果。

在中醫治療新冠病毒肺炎的過程中，中國政

府積極組織中醫專家和醫護人員多次奔赴武漢投

身到各重點醫院參與治療，取得可喜的成就。2020
年1月22日，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成立應對新型冠狀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領導小組召開第一

次會議，研究部署工作。國家衛生健康委辦公廳、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辦公室1月22日印發了新型冠狀
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三版)，3月20日
又頒布了《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

七版）中醫方案部分》，逐漸完善中醫治療新冠病

毒肺炎的治療方案。

在這期間，鍾南山院士大力提倡用中醫治療

摘  要：本文基於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對未來產生

的多維影響，探析了傳統的中醫文化絕境逢生；不

斷完善和優化社會治理體系；增強人類命運共同

體的共識；疫情對情商的檢驗；疫情後的宅文化

與宅經濟；疫情對文學創作的影響。

關鍵詞：新冠病毒；中醫文化；治理體系；命運共

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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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中央指導組組長孫春蘭在《求是》雜誌撰文強

調了優化中醫藥服務：「推動中醫藥全程深度介入

治療，篩選出『三方三藥』，形成覆蓋預防、治療和

康復全過程診療方案。指定湖北省42家中醫院作
為定點醫院，中醫醫療隊整建制接管8個重症病區
和江夏方艙醫院，其他方艙醫院都派駐4-8名中醫
專家。督促各定點醫院把中醫藥納入使用範圍，對

輕症患者，中醫藥早介入早使用；對重症和危重症

患者，中醫醫師全程參與救治方案制定、病例討論

和查房；對醫學觀察的發熱病人和密切接觸者，主

動送藥上門；對出院患者，實施中醫康復方案。湖

北省中醫藥使用率、臨床治療總有效率都超過

90%。」[1]孫春蘭副總理充分肯定了中醫對新冠病

毒的重要療效，為振興中醫將會發揮重要的積極

作用。

我們需要反思的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傳統

的中醫受到嚴峻挑戰，在西醫佔有絕對地位的同

時，中醫的發展步履維艱，日益萎縮。與西醫相

比，中醫院校培養人才數量較少，中醫在職稱晉升

和評選院士等諸多方面，都受到影響。有些人認

為，中醫的療效不夠精確，也難以量化，甚至沒有

經過雙盲實驗。但實際上，許多中藥不但經過了雙

盲實驗，而且獲得很好的臨床療效。中國工程院院

士、中國中醫科學院院長黃璐琦認為「臨床療效

是評價中醫優勢的金標準」。[2]中國工程院院士、

北京中醫藥大學終身教授王琦認為「在抗擊新冠

肺炎疫情中，中醫藥在疫情防控和醫療救治中取

得了積極成效，提高了治癒率、降低了病亡率。完

善疾病防控體系，應充分重視中醫藥價值，利用好

中醫藥這一獨特資源，形成中國特色疾病防控體

系。」[3]從中醫理論來看，中醫的辯證思維是整體

性思維和系統思維，不治已病治未病，注重防患於

未然，對於強身健體，增強疾病抵抗力，都是非常

有效的。

根據醫學未來發展的要求，中醫現代化是未

來發展的必由之路。據報道，科技部已經完成2019
年度國家重點研發計劃「中醫藥現代化研究」重

點專項立項工作，此次共立43項，中央財政投入經
費4.27億元。這是我國「十三五」期間中醫藥唯一
的重點研發計劃重點專項，充分體現了黨中央、

國務院對中醫藥科技工作的高度重視和大力支

持。該重點專項以中醫藥防治重大疾病、中醫「治

未病」、中藥開發及質量控制三大領域為重點，從

基礎、臨床、產業三個環節進行全鏈條、一體化設

計，將專項研究任務分解為中醫藥理論傳承與創

新、中醫藥防治重大疾病、中藥資源保障、中醫藥

大健康產業科技示範、中醫藥國際化和民族醫藥

傳承與創新等六大任務，旨在制定一批中醫藥防治

重大疾病和疑難疾病的臨床方案，開發一批中醫

藥健康產品，提升中醫藥國際科技合作層次，加快

中醫藥服務的現代提升和中醫藥大健康產業的發

展，為中醫藥現代化提供助力。

以筆者愚見，中醫未來的發展需要抓住三點：

第一，對各種中藥材的成分、藥理進行科學的定量

分析；第二，對各種中藥材、藥方成分之間的相互

作用進行化合反應和化學反應的雙重定量分析；

第三，運用各種中藥、針灸、拔罐、推拿等中醫手

段對人的肌體醫療作用和保健作用進行科學的定

量分析。把傳統中醫精華與現代醫學科技有機結

合，能夠促進中醫的現代化。

二、不斷完善和優化社會治理體系

這次新冠病毒肺炎以人際傳播為主，涉及多

種傳播方式，蔓延迅速，致死率較高，客觀上檢驗

了世界各國應對疫情的能力，只有不斷完善和優

化社會治理體系，才能做到有備無患，減少病毒對

人類造成的傷害。

首先，建立完善高效的疾病防控體系，這是

優化社會治理體系的重要內涵。從社會發展進步

的角度來看，要從根本上防患疫情，必須不斷完善

和優化社會治理體系。根據《光明日報》的報道，

早在2002年，我國已建立起中央—省—地—縣四
級疾病預防控制體系。[4]國家衛生部第40號《關於
疾病預防控制體系建設的若干規定》2004年12月9
日發布施行。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梁曉

峰2018年1月9日在國家衛生計生委例行發布會上
介紹「中國傳染病防控體系因此得到提升，實現了

中國能在72小時內鑒定300種已知和未知病原。」
我們應該看到，「經過60多年發展與改革，中國疾
病預防控制體系逐步健全發展，為中國衛生與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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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但自2009年至今，中國疾
病預防控制體系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改革並未

取得實質性進展。」[5]我們對新冠病毒人傳人的現

象認識滯後，防控措施還不及時，需要引起深刻

反思和總結。從預防疫情傳播的角度來看，在應

對未來疫情時，政府職能部門應該及時、透明、客

觀地公開相關信息，讓每個人都有知情權，力求做

到有備無患，防患於未然。

其次，完善和優化社會治理體系，還需要統

籌協調社會治理能力，既能完成局部的攻堅克難，

又能打贏全域性大規模的抗疫戰爭。辯證思維

啟示我們，解決問題有三種思維方式：第一，防患

於未然；第二，把問題解決於萌芽狀態；第三，問

題嚴重，矛盾激化，冷靜化解。從樂觀主義和增強

自信心的角度來看，雖然可以說這次疫情可防可

控，但鑒於既無特效藥，又存在人傳人的危害性，

實際上是難防難控，我們很難做到防患於未然；

就武漢疫情來看，我們也沒有把疫情防控於萌芽

狀態，失去防控的最佳機遇；就全國疫情來看，全

國各省市通過封閉居民小區和停工停產等方式，

春節後又通過延遲開學和延遲開工的方式，努力

做到把疫情防控於萌芽狀態，切斷病毒人際傳播

的途徑，基本控制住了疫情。通過這次疫情的考

驗，我們在完善和優化社會治理體系方面，應該居

安思危，具有憂患意識，做到防患於未然，或者把

疫情防控於萌芽狀態，從根本上杜絕疫情的快速

蔓延。因此，我們應該落實防控措施，做好醫護人

員、醫療設備和疫苗研發等諸多方面的預案，力求

做到有條不紊，以變應變，以動制動，有備無患。

此外，這次疫情給我們城市建設和人口規劃

也有重要啟示。一方面我們的城市建設規模要科

學規劃，規模要適度，不能一味地講究擴大規模；

另一方面，城市發展要控制人口的密度。這次疫情

具有傳染性，人口密度很高，客觀上難以預防人際

傳播。另外，在小區隔離以及村莊隔離過程中，有

的在嚴防死守中矯枉過正，隨意挖路斷路；有的

防控人員方法簡單粗暴，激化矛盾；有的居民缺乏

自律，不遵守防控規定等，不利於防控疫情。

建立完善高效的疾病防控體系，優化社會治

理體系，是一項關涉全域的系統工程。為此，政府

要提高綜合治理和應急處理的能力，每個人都要

增強全域意識，提高法律修養和道德自律意識。

三、增強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共識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倡導
「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習近平總書記後來多次

在講話中強調「人類命運共同體」；2019年10月，中
國共產黨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和完善獨立

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全球價值觀包含相互依存的

國際權力觀、共同利益觀、可持續發展觀和全球

治理觀。從這次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蔓延到全球

防控來看，客觀上恰恰證明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

本質內涵。

在經濟全球化的現代世界，世界各國之間的

經濟文化交流日益頻繁，聯繫越來越密切，客觀上

已經形成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發展走向。在疫情

蔓延的前提下，病毒不分國界和地域，已經蔓延

到世界各地，截止到2020年4月4日，我國確診病例
82,930人，累計治癒77,210人，累計死亡3,338人；其
他國家確診病例1,113,035人，累計治癒169,046人，
累計死亡61,110人，其中美國確診308,533人。世界
各國新冠病毒肺炎迅速蔓延，給世界人民造成嚴

重的生命威脅，已經有多個國家封城，實行封閉式

管理。

疫情是人類共同的敵人。我國疫情暴發後，中

國本著公開透明原則，及時向世衛組織及有關國

家和地區通報疫情信息，分享病毒基因序列，邀請

國際專家一起工作，積極開展抗疫國際合作，全力

維護中國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為各國抗疫

爭取了寶貴時間。隨著我國抗疫初戰告捷，我國

積極支援各國抗疫，新華社北京3月26日電，我國
目前已分4批組織實施對89個國家和4個國際組織
的抗疫援助，現正在制訂第5批援助實施方案。根
據央視網2020年3月26日國家衛健委的報道：中國
的防控策略、方法、技術、標準和案例都經受了實

戰的檢驗，這也是我們在不斷實踐中探索、分析、

總結出來的，這些經驗非常珍貴。中方根據不同

國家的需求，積極與國際社會分享，國家衛生健康

委彙編了最新的診療方案、防控方案等一整套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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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文件，及時分享給了全球180個國家、10多個國際
和地區組織，助力維護全球衛生安全。

疫情客觀上加深了人們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

認識，將會促進各國重新思考和重建國際合作關

係。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博士2020年3月20日在
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疫情媒體通報會上的
講話中呼籲：「團結是戰勝COVID-19的關鍵，其
中包括國家之間的團結，也包括不同年齡組之間

的團結。……感謝你們聆聽我們的呼籲：團結、團
結、再團結！……COVID-19剝奪了我們太多的東
西。但它也帶給我們一些特別的東西，這就是萬眾

一心，共克時艱的機會，讓我們一起工作，一起學

習，一起成長。」新華社聯合國3月25日電，聯合國
秘書長古特雷斯25日通過視頻會議發起新冠肺炎
全球響應計劃，認為新冠肺炎威脅到整個人類，

因此整個人類必須發起反擊，單個國家的響應是

不夠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經覆蓋全球，發達國家的

醫療體系尚且不支，脆弱國家更加困難，幫助這些

國家抗擊疫情，有助於在全球範圍內阻斷病毒傳

播。習近平主席3月26日在北京出席二十國集團領
導人應對新冠肺炎特別峰會並發表題為《攜手抗

疫‧共克時艱》的重要講話。他強調，「當前，疫情
正在全球蔓延，國際社會最需要的是堅定信心、齊

心協力、團結應對，攜手贏得這場人類同重大傳染

性疾病的鬥爭。中方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願

向其他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為世界經濟穩

定作出貢獻。」習近平主席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

進一步彰顯了中國作為大國的責任擔當意識，抒

發了中國與世界休戚與共的寬廣情懷。4月2日，國
際知名期刊《外交學人》刊發了100名中國學者聯
名致美國社會各界的公開信，從人類命運共同體

的角度，呼籲全球團結合作，得到了世界許多學者

和媒體的積極響應。

至於這次新冠病毒感染的最初來源究竟在哪

裏，見仁見智，目前世衛組織尚未得出官方結論，

但為了正本清源，沿波討源，應該徹查病毒來源，

力求做到防治過程中更好地有的放矢，增加防治

的針對性。對於新冠病毒來源的探究，應該超越國

別和意識形態的差異和對立，從科學角度進行學

理探幽，但目前當務之急仍然是全球範圍內的防

控和治療，客觀上要求世界各國形成抗疫共識，構

建嚴密的國際防控網絡，協同作戰，共同抗疫。

四、疫情對情商的檢驗

情商包括自我認知能力、自我調控能力、自我

激勵能力、移情能力和人際交往能力五個要素。新

冠病毒是全人類的敵人，迅速蔓延的疫情客觀上

檢驗著世界各國的應對之策，也檢驗著人類的情

商。

從政府決策的角度來看，面對快速蔓延的疫

情，政府是積極防控，還是夜郎自大，心存僥倖，

熟視無睹，貽誤戰機，任憑疫情蔓延？這是判斷政

府執政能力的重要標準，也是檢驗執政者情商高

低的重要尺度。從我國政府對這次疫情的應對來

看，總體而言，在瞭解病毒人傳人的現象以後，果

斷採取封城和有效的隔離措施，反映了我國有效

防控疫情的能力，這種調控一方面是對我國經濟

發展和社會穩定的一種文化自信；另一方面也反映

了中華民族具有自我激勵和自強不息的精神，體

現了社會主義制度具有戰勝重大危難的優越性。

基於我國防控疫情的經驗和教訓，其他的國家本

來可以避免人傳人的風險，早一點做好防控預案，

但很遺憾的是，有的國家卻盲目樂觀，麻木不仁，

在疫情迅速蔓延時，沒有積極防控疫情，仍然舉

行體育比賽和節日慶祝活動，造成疫情大面積擴

散，給人民的生命和社會經濟造成很大損害。政府

應該在自我認知的前提下，做好防控疫情的物資

儲備和醫護人員儲備，應該及時疏導民眾的恐慌

情緒，提高國民戰勝疫情的自我激勵能力，決不能

心存僥倖，貽誤抗疫戰機。

這次疫情也檢驗了每一個人的情商，在疫情

面前，每個人都要具有大局意識，自覺服從防控管

理，不給國家添亂。從領導者個體的角度來看，每

個領導幹部應該自我激勵，處變不驚，理解群眾的

恐慌情緒和壓抑心理，積極引導群眾戰勝疫情。從

廣大群眾的角度來看，面對封城、封小區和村莊的

措施，應該認識到這些措施是短暫的，雖然給生

活帶來一些不便，但有利於全社會防控疫情，任何

人都不能以追求自由和人權為由，特立獨行，我行

我素。對於隔離期間可能產生的恐懼、抑鬱和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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惱等負面情緒，需要用情商理論學會自我認知、自

我調控和自我激勵，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和

全域意識出發，提升理性的自覺。

在這次疫情檢驗情商方面，我們需要特別注

意三類群體：第一類是全世界目前已經感染的110
多萬人，他們無論是輕症患者還是重度患者，都要

面臨著生與死的考驗，需要喚醒內在的自我激勵

能力，克服消極情緒，增強生命的抵抗力。第二類

是衝在一線的醫護人員，都冒著被傳染的風險，盡

職盡責地救治患者，表現出了高尚的職業精神，也

彰顯了極高的情商。當醫護人員冒著被傳染可能

致死的風險，毅然決然衝鋒陷陣，救死扶傷，無私

忘我，這需要多高的情商！第三類是少年兒童群

體，因為疫情而停課以後，長時間封閉在家裏，開

學後還要在家網上學習，如果沒有較高的情商，就

難以正常的學習和生活。

五、疫情後的宅文化與宅經濟

這次新冠病毒疫情客觀上對全球經濟帶來全

面的衝擊，大範圍的停工停產必然影響正常的生

產、消費和就業乃至失業。因此，我們在關注疫情

對全球經濟影響的同時，也要關注和研究疫情對

宅文化和宅經濟產生的重要影響。

宅文化來源於日本的「御宅族」，是一種在全

球化背景下出現的亞文化現象，其特徵是青年人

喜歡宅在家裏，不喜歡社交，沉溺於網絡，追求個

人感受和獨立。甚至大學也「出現很多御宅族，他

們高舉『新新人類』大旗，卻終日大門不出，二門

不邁。」 [6]但是，這次疫情引發的宅文化與此不

同，新的宅文化在世界上正悄然成為一種時尚，我

們應該「通過對宅現象及其文化進行探尋，客觀

理性地看待宅文化，積極營造健康的宅文化。」[7]

特別是這次受疫情的影響，更多的人不得已宅在

家裏，但居家的文化活動不是過去所說的「宅文

化」，而是全家性甚至是全民性的宅文化。這種新

的宅文化具有文化消費的全民性和文化創造的全

民性的特點，即每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年齡、興

趣和愛好，宅在家裏欣賞文學藝術，包括看電視

直播節目或者下載影視節目，從手機和電腦中下

載影視節目和音樂歌曲；可以參加網上各種文化

閱讀和文化消費，參加網上各種學術活動，聽網課

和參加網絡會議等。與此同時，全民宅在家裏，還

可以進行文化創意設計、創意寫作、手工製作、科

研創新等；還可以增進家庭成員的感情溝通，更好

地瞭解孩子，增加親子感情，指導孩子學習等。特

別是「現代社會要求青年人不斷追求進步，保持拼

搏，這種功利性的奮鬥會使青年人的精神過於緊

繃，如果整個社會只有這種無休止的競爭，而缺乏

超越世俗功利性的精神予以平衡，人們的精神便

會崩塌……，『肥宅文化』為焦慮的青年群體提供
了調節身心的方式。」[8]作者這裏所說的「肥宅文

化」雖然是指過去的「宅文化」，但對我們理解新

的宅文化也有參考價值。受疫情影響，很多人宅在

家裏，暫時減緩工作壓力，心靈暫時得到休憩，有

助於身心健康和心理平衡。

科學利用宅文化，有利於提高學習效率。國

家教育部近年特別重視在線課程建設，要求建設

網絡優質課程，讓不同學校的學生充分享受新媒

體資源共享優質課程。從促進人才發展和文化消

費的角度來看，利用便捷的互聯網，實現網上課

程、圖書資源以及實驗室資源等信息的共享，能

夠充分釋放人才的智慧和創造力，促進人才資

本、學術信息與信息技術相互耦合的創新要素活

力，減少疫情對工作的影響。

這次新冠病毒疫情也深刻影響了「宅經濟」

的發展。「宅經濟」是指以電子商務、在線娛樂、在

線教育、網絡辦公等網上經濟及產業鏈上的關聯

行業，具有低成本、高效率等特點，是基於互聯網

發展應用的成長中的新經濟形態。2003年春，我國
政府為預防SARS傳染，嚴格控制人口流動，一些
企業開始探索「宅經濟」。其中，山東省煙台一家

企業充分發揮互聯網的優勢，通過網絡開展業務

合作，促進了業務拓展。實際上，「利用即時通網

絡業務，可以輕鬆實現網上對話、視頻聊天、文件

傳輸，獲取資訊等網絡業務。」[9]近些年來，電腦

和手機上的博客、微博、QQ、手機短信、微信、微
信群、微信公眾號、短視頻、抖音等，都為宅經濟

提供了條件。以動漫遊戲、網絡文化和創意設計等

ACG產業已經成為歐美和日本等國家地區的支柱
產業，「創造出巨大的產值和利潤，對國家經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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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重大的影響。」[10]

實際上，宅在家裏利用新媒體提高工作效率，

這是未來社會發展進步一項重要的標誌。隨著閑

暇時間的增多，人們宅在家裏，可以利用ZOOM軟
件和騰訊會議等軟件開展網上工作。醫學專家可

以在家裏開展遠程醫療，包括遠程影像學、遠程

診斷及會診、遠程護理等醫療活動，在最大範圍內

實現全國乃至全世界的優秀醫療資源的共享。近

些年來，西班牙加泰羅尼亞區政府利用新媒體優

化公務員的上班制度，規定員工在每周二至周四

期間，可以申請任何一天在家裏上班。在新媒體時

代，很多人與其到單位在電腦前工作，倒不如在家

裏工作更高效。宅在家裏可以節省上下班的往返

時間，提高工作效率，節約能源，減少交通堵塞和

汽車尾氣污染。

隨著互聯網和電子商務的興起，網購網銷已

經成為經濟新常態，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更是在

改變人們日常生活習慣的同時，使『宅經濟』變成

了當下主流的消費熱潮。」[11]據報道，就在疫情防

控期間，不少在線平台因為用戶過載導致崩潰。有

數字化平台在開工第一天就緊急擴容，滿足超過

1000萬家企業近2億上班族的需求；一些新企業浴
火重生，一些新行業破繭化蝶。遠程協同辦公軟件

迎來新機遇、5G商用加速推進、AI等數字技術進
入大規模應用階段、網絡視頻步入發展黃金時期，

等等。[12]

疫情給人們的生活和消費習慣帶來的影響將

是深遠的，「隨著雲計算、物聯網、機器人、人工智

能等技術應用日趨成熟，效率制約因素逐步消減，

『宅經濟』的發展前景將會更加廣闊，由其催生的

經濟新業態也會越來越豐富。只要深度挖掘，『宅

經濟』就能更好地拉動消費，助推經濟社會發

展。」[13]可以預見，隨著電子商務和新媒體技術的

發展，人們將會逐漸走出以往「宅文化」和「宅經

濟」的誤區，促進宅文化和宅經濟的轉型升級，彰

顯新的時代特色。

六、疫情對文學的影響

文學是特定社會生活的藝術反映，是時代忠

實的記錄者，是對人生酸甜苦辣、喜怒哀樂各種情

感的抒發，是對生命和死亡的藝術叩問，也是對社

會現實的審美超越。這次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對文

學產生了深刻影響。

文學在遵循藝術發展規律的同時，還會直接

受到特定時代重大事件的特殊影響。這次新冠病

毒肺炎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當代文學的

發展，在不久的將來，我國文學創作將會出現如下

幾種文學樣態：

第一，新英雄文學。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既

有戰爭年代保家衛國、浴血疆城的英雄人物，也

有和平時期為新中國建設做出貢獻的各類英雄人

物。本文所說的新英雄文學是指歌頌參加抗疫的

醫護人員和各個行業英雄人物的文學作品。在這

次抗疫中，湧現出許多可歌可泣的平凡而又偉大

的英雄人物，他們救死扶傷，不畏傳染，積極救治

患者，顯現了人類最優秀的品質，展現了人性的光

輝和真善美的能量，文學家應該潑墨揮筆，大寫特

寫。

第二，新反思文學。反思文學是20世紀80年代
初期在中國出現的一種文學形態。十一屆三中全

會後，作家創作了一批具有思想深度的反思文學。

新反思文學是指這次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以後，作

家應該對這次新冠病毒的產生、蔓延及其給人類

造成的嚴重損害進行文學反思，以藝術的方式揭

示造成這次疫情損害的主客觀原因，反思防控疫

情過程中的得與失，前車之鑒，後車之師，珍重生

命，防患於未來或把疫情防控於萌芽狀態。

第三，新傷痕文學。傷痕文學是20世紀70年
代末到80年代初在中國文壇佔據主導地位的一種
文學形態。新傷痕文學是指文學反映新冠病毒肺

炎疫情給人類帶來巨大傷害的悲痛遭遇以及人們

恐懼、焦慮和抑鬱的心理狀態。新傷痕文學一方面

應該反映疫情給患者造成的心靈和肉體上的雙重

痛苦；另一方面，也要反映廣大醫護人員巨大的心

理壓力，反映被隔離者內心的緊張和抑鬱等心靈

的痛苦，以此引起療救的注意。

第四，抗疫文學。文藝家可以根據文藝的醫

療作用和激勵作用，有針對性的創造有利於讀者

增強抗疫信心和抗疫能力的文藝作品。在抗疫期

間，患者或隔離者無法外出欣賞自然美和其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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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但可以欣賞文學藝術美，讓藝術美撫平孤獨

痛苦乃至受傷的心靈，恢復心理和情感的平衡，促

進身心健康。

綜上可見，這次新冠病毒作為全人類共同的

敵人，已經對人類構成了嚴重威脅，客觀上還會對

未來產生多種影響。我們在認識新冠病毒疫情嚴

重危害性的同時，需要加深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

共識，不斷完善和優化社會治理體系，全面調整

我們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未雨綢繆，以變應變，與

時俱進，科學抗疫，積極應對疫情可能對未來產

生的重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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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dimensional impact of the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epidemic on China’s 
future

X U E Yo n g - w u (O c e a n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China, College of Liberal Ar ts,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bstract: Based on the mult i-dimensional 
impact of the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epidemic 
on the future,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plays vital roles in the hard 
fight against this severe diseases, proposes solutions to 
improve and optimize the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describes the necessity to raise awareness about human 
beings sharing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It also 
analyzes the inspection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by the 
epidemic situ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in-house culture 
and in house economy after the epidemic and the impact 
of the epidemic situation on literary writing.

Key words: Novel coronavirus, TCM culture, 
Governing system, Common destiny



編後絮語
■  韓思藝 

本刊副總編輯

冬去春來，雖然春寒料峭，甚至偶爾還會雪

花紛飛，但迎春花已在枝頭綻放，萬物復蘇、生機

勃勃的景象給我們帶來新的盼望。新冠疫情的起源

雖然還未探明，新冠疫苗的研發已經讓人看到了希

望，人們已經在新常態中漸漸走出恐懼，希望再回

復至從前。當然，從前已經回不去了，大國的衝突

已經侵入到百姓的生活。當文明從對話走向衝突，

傲慢和偏見就在烏合之眾中彌漫開來，唯有打破人

為的隔離和思想的壁壘，才有望解開當下的困局。

「對話」是這一期的主旋律。在地球村的當

代世界，無論是在經濟方面的合作還是文化領域的

交流，早已突破了楚河漢界的壁壘，變成了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內在對話。蘇紅與梁燕城的專題對

話，討論了北美華人一百多年來融匯中西文化的歷

史進程，從早期勞工為北美建設貢獻力量，賺錢養

育故國親友；到中期培養子女，融入主流社會；再

到近期吸納西方文化，分享亞洲價值，創造新海外

華人文化，並回饋祖國的經歷，說明幾代北美華人

持守的中國文化精神和愛國魂。如今，海外華人如

何吸納當代中華主流文化精神，海內國人如何引進

先進技術與文化，共同參與到中華文化的繼往開來

中，是天下華人的共同使命。華人移民西方不離中

國文化，西方佛國文化進入中國，在本土化過程中

甘願入鄉隨俗，雖然不惜主動改變自己以迎合中國

文化的需要，但是同樣萬變不離其宗。陳堅的文章

「所言法者，謂眾生心」指出，佛教中國化的根本

動力還在於大乘佛教一切以眾生為中心的思想，此

即《大乘起信論》中「所言佛法者，謂眾生心」，

《法華經》中以「眾生心」為導向的方便法門，展

現了世界性宗教內在且超越的特性。

相比佛教的中國化的成功，基督宗教的中國

化仍然任重而道遠。基督宗教的中國化需要的從其

大公信仰傳統出發，進入中國文化傳統中，並再

返回基督宗教信仰，發展出新的神學。本期的兩篇

中華神學方面的論文，正是沿著這樣的思路在與中

國文化的對話中雙向豐富發展各自的文化。梁燕城

基督教神學是對信仰的理性反省，其研究的起點是

《聖經》。從中國哲學的角度來理解「啟示」，就

是造物者主動與人往來、與人溝通，就是莊子所說

的「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

友」的彼此感通、彼此交往的關係。中華神學強調

人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上帝，建立親情的關係，而這

關係是上帝與人的感通，其基本神學範疇是「關

係」與「感通」。當我們在生活的「關係」中，與

他者「感通」，共同見證上帝呈現，並對此作理論

反省，就會有中華神學的產生。瞿旭彤的「天下、

三重世界與上帝國」，以中國傳統的政教關係演變

為研究對象，歷時性地梳理和考察中國社會、思想

與文化發生轉折與嬗變的一些重要節點：「絕地天

通」和「商周之變」，然後再以上帝國為視野和框

架，針對基督宗教在當代中國社會、思想和文化處

境中的挑戰與回應，所作出具體的觀察與反思，正

是在建構當代的中國化神學。

本期的經典詮釋還有一篇文章也值得重點推

介，張豐乾的「鼎革相繼」將我們帶到古老的《易

經》卦象之中。無論是「否極泰來」還是「鼎革相

繼」，中華聖人在「仰觀俯察」、「近取諸身，遠

取諸物」中，已經發現天地萬物以及其中的變化發

展都處於相互關聯的命運共同體之中，《易經》和

《道德經》、《黃帝內經》、《論語》、《孫子兵

法》等經典也存在著內在的關聯，經典系統的變革

與價值觀念的鼎立中，先聖先賢「正位凝命」，皆

以自己方式參與革故鼎新。

雖然大國關係時有起伏，但人類文明的歷程

終究還是呈現出開放衝破隔離、對話戰勝拳頭的大

勢。莊子曰：「上與造物者遊」，佛經有云：「所

言佛法者，謂眾生心」，在天下世界之中，上帝國

同樣既濟而未濟。身處古今中西的文明之中，《文

化中國》同仁，以感通為念，心懷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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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君立‧現代水墨畫大師，先後畢業於加拿大

蒙特利爾康戈狄亞大學藝術學士學位，以及澳

洲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榮獲藝術碩士銜。曾獲

台北市立美術館、北京中國畫研究院、中國對

外文化交流協會等頒發多個現代水墨畫創作獎

項。作品為海內外各藝術館及藝術學院所收藏。

現為國際彩墨畫家聯盟諮詢委員、香港現代水

墨畫會名譽會長、丹青新塗協會顧問、香港中

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現代水墨畫課程導師。舉

辦個人水墨畫展二十餘次，參與聯展一百餘次，

出版個人畫冊六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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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湖靈語 ( 一 )   作者：陳君立

香港藝術館收藏 ( 現代藝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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