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病疫期的奮鬥和沉思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新冠病疫突然成為全球性災難，各國都措

手不及，先進國家更應付失策，蔓延迅速。但

災難使人從繁忙中靜下來思考一些問題，現代

人長期視以為理所當然的生活方式，或對人生

的態度，是否有偏差？是否悖離人性和宇宙的

天理？

一個世紀以來西方推進的社會文化，社會

的核心趨向，是以擁有金錢和名貴商品為價值

標準，21世紀的後現代文化，基本上是以自我
中心主義，以個人權利凌駕於仁愛、美善、和

諧的共通價值，否定宇宙人生有真理，現今西

方社會是信相對主義，其實背後的宗教，是一

種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拜物教
指古人拜物質雕成的偶像，今人則拜商品或貨

幣，富人追逐各種名利及名牌商品，以社會地

位及商品為偶像，醉生夢死，窮人用艱苦勞力

工作糊口，其生存價值變成工具和商品，只有

利用價值，並無個人尊嚴，其人生被壓碎，其

憤怒變成暴力。

病疫衝擊了人的傲慢，原來人類科學科技

所知和所控制的如此有限，連一小小的病毒都

無良法處理好。病疫警告人，覺醒到人若賺得

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故

在病疫中人應多思考生命的價值，對付內在的

自私貪婪，使心靈從物欲中回歸美善，敬畏上

天，尊敬他人和萬物。

我們「文化更新」機構，資助農村貧困學

生教育已有21年，在廣西田東一位漸脫貧的高
中畢業生衛同學，已入大學三年，他來信反省

病疫說：「通過這次疫情，我學到了關於生命

的問題。在天災人禍中應以何種原則作為行動

的第一指向？是生命還是自由？這個問題給我

的思考是挺深刻的……如果在疫情中，每個人

都追求和強調無條件的自由，脫離的實際和感

性的需要，……那麼這種自由本身是否還有意

義呢？或者說它是否有價值可言？我覺得是沒

有的，它根本都沒有一個感性的、真實的生命

實踐作為基礎，反而以危害生命實踐和生命本

身作為獲取此種空洞自由為代價。」這位年青

人思想很深入，探索生命、死亡、自由等重大

問題。

2020年1月中國因病疫而封城，想起《易
傳》復卦象傳講的「先王閉關」：「先王以至

日閉關，商旅不行，後不省方。」(古聖王在冬

至之日關閉城門，不接納商旅，君王也不巡視

邦國。)冬至是最寒冷和黑暗的一天，冬至後就

一天天走向溫暖和光明。冬至閉關，是關閉城

門，停止貿易，停止政治巡視。那是使人得安

息，停下政治權力運作，停下經濟逐利，不再

干預萬物，也不干預他人。安息使人自省，也

使萬物自身生長。由此可帶出「一元復始」的

新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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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封城閉關的日子，使人反省自己，

一位畢業生董同學，現讀廣西大學，她來信

說：「心裏壓力好大，一直悶在家裏，都懷疑

自己心理有問題，就像有抑鬱症一樣，又不敢

跟家人和朋友說。我們沒有患病都心理壓力這

麼大，承擔家庭責任的家人、病患、醫生、國

家的壓力可想而知還要大，但是我們都沒有放

棄，樂觀的面對疫情，一起走了過來。我一直

有關注疫情：患病的病人，他們治療出院後，

也有出現抑鬱症和不同的疾病，身體機能都不

如從前的情況。口罩處理不當，造成環境污

染和海洋的污染，導致生物的死亡。在同一大

自然下，我們應該和諧共生，共同保護地球，

普及保護地球知識，疫情防控知識等。」這位

年青人在封城中能推己及人，思考到病者的苦

難，自然的破壞。

猶太文化甚至建立類似閉關的文化，那

是守安息日，他們描述上帝創造天地，第七日

安息，停止一切忙碌工作。上帝休息是很深刻

的，祂不再干預，萬物的創生不息即可展開，

上帝交給人去管理和修理大地，人即可贊天地

之化育，使萬物整體相關的系統，得平衡而和

諧發展，易學稱之為「保合太和」。同時，人

也要在第7日安息，因為人也要留空間給他人和
天地萬物。

更重要的是心靈的安息，猶太先知說:「你

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

穩。」今日是紛亂的時代，當大國以霸權欺凌

時，人堅持的真理是什麼？所謂歸回安息，猶

太智者用歸回一詞，指人民被外國擄掠後，仍

歸回故土，在祖國泥土上重建尊嚴。但歸回有

更深刻的意思，是歸回永恆美善價值中，靈性

得安息。

大學畢業多年的美玲同學，已成縣城的

兒科專家，也是防疫專家組醫生，她反省說：

「在疫情防控方面，我們投入了大量的人力、

物力，但大家毫無怨言，並為國家取得的防控

成果感到自豪、驕傲。疫情中最深的感觸是：

除了生死都是小事。

除了信仰都是小事。」

美玲醫生的思考，是病疫使人面對生命

的重要，人生須有對美善的信仰。在封城時停

止了各種忙碌，須安定身心，尋求生命裏面的

平靜、安穩、喜樂。一年多來全球面對一波未

平，一波又起的變種病毒，西方列強不肯團結

禦疫，反而顯出霸權主義，在這風雨飄搖的年

代，中國人須以最深的平靜安穩，最大的自信

以克服危險和困難。

這一年多，我們「文化更新」未停止過服

侍中國，病疫初期，中國缺乏醫療物資，十分

艱難的時期，我們在北美的醫護人員義工，自

費購買大批醫療物資，由我帶回香港並寄往中

國醫療機構，又在香港街頭關懷露宿者，派飯

盒與口罩，也在地鐵站派口罩，關愛困苦人。

之後中國的防控病疫安定了，北美有危難，我

們又由中港寄口罩，供美加需要，通過我們機

構，特別關顧被西方欺凌四百多年的原住民群

體。之後與中國曾獲資助的同學，多方用Zoom
或視頻聯繫，彼此鼓勵。我在閉關期仍然用

Zoom講學或分享人生，並寫下8篇論文。又堅
持以愛待中國的初心，以僕人的心，用無條件

的愛服侍人民，才可使中國發展得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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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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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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疫情反省人性天理  頒布民法維護公序良俗

疫情未去，各種併發性災難還在接踵而來。在全球範圍內，無論是衛生醫

療體系，還是經濟政治前景，都受到了極大的挑戰。許多學者站在文明對話

的高度，從天理人心、法律制度、國家治理、文明形態等方面，反省現代以來

的價值理念與生活方式。這是下期的主題之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是「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是市場經濟的基本

法。它的公布對於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將帶來全面的影響，本刊下

一期將圍繞《民法典》的頒布施行及其對中國社會經濟、文化、生活的影響，

邀請相關學者撰文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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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和河流地帶的國家，建有城牆的城市和農耕系

統。大地上有不同氏族建立國家，經過戰爭兼併，

或文化融合，漸形成帝國，歷史上的中國、波斯、

羅馬、奧斯曼、俄羅斯等

都是大陸形態國家，其文

化和管治系統和海洋形態

帝國不一樣。

大陸形態和海洋形

態的法系

在法律運作上，大陸

形態和海洋形態的法系很

不同，海洋形態的希臘，

以城邦為主，所以它們建

立的法律都是按城邦的

需要，非常自由地定按處

境來對事情判斷，其傾向

是不成文的法律。但是當

大陸大帝國起來了，比如

說羅馬帝國，羅馬帝國立

十二銅表法，羅馬法用在

大帝國體系，為龐大的管

治系統制定法律，它的法

系依靠國家定的規律來慢

慢發展，所以它是成文法

律，能夠寫下來的法律。

英國不成文法，是根據案例一步一步按情況

來做決定的。從羅馬帝國到法國拿破崙的法典，這

中西法律比較
■ 陳弘毅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專題對話

海洋文化與大陸文化的不同特性

□：我們今天的討論有關法律的問題，陳弘
毅教授是香港大學法律

系的教授，對香港和中國

的法律都有很多的研究。

我們先討論文化和法律

關係的問題，在世界的歷

史來說以海洋建立的國

家和以大陸建立的國家

是有不一樣的文化的發

展。海洋的建立譬如說

希臘、迦太基、英國、美

國都屬於海洋形態的，它

們強大時屬於海洋霸權，

通過海洋進行貿易或侵

略，它們都有龐大的商人

團隊；到現代則建跨國公

司，通過海洋貿易交流變

成財富，同時建立強大武

力、軍團、艦隊、到現代發

展先進武器，通過軍隊侵

佔或壓伏其他的地區，掠

奪或操控他國資源，累積

財富而成為一些大帝國。

到近代一般稱之為帝國

主義，它們的帝國屬於海洋形態的。

而另外一種是大陸形態的國家，是建立在平

摘 要：當今世界的法律體系可以分成三大類：
大陸法系、普通法系、社會主義法系。中國古代法

律以儒家的道德仁愛為大原則，以法家嚴刻的刑

法維持管治秩序，稱為陽儒陰法。民國時期，中華

法系經歷了中國法律傳統的斷層，傳統的東西基

本被拋棄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廢除了民國

的法律，法律體系經過兩個斷層—清朝的斷層和
民國的斷層。改革開放引進的法律既包括西方的

傳統，也包括民國時代的傳統，發展出一種綜合

儒家的家庭親情、法家的嚴厲執法、社會主義的

公平和市場經濟的法律制度體系。它既不是獨裁

政治，也不是西方的民主政治，卻是參照民意及

專家研究的，以民為本的精英協商政治。中國當代

的法律體系的優點是訴訟成本較低，法院的運作

效率也比較高，是一個與西方不同的有待完善的

法律體系。

關鍵詞：法律體系；陽儒陰法；政治協商；一國兩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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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大陸法的建立基本是按成文法的路線成為帝國

統治的基本規律，拿破崙法律以後成為民主自由

的法律基礎。英國不成文法，也是慢慢發展成民

主自由的基本方向，而且人人平等精神，從近代到

現代開始發展出來。

而海洋形的國家和大陸形的國家，在歷史上

也是常常爭霸的，爭霸的最主要好像法國跟英國

爭霸，羅馬跟迦太基也曾經爭霸，迦太基屬於腓尼

基人建的帝國，也是海洋形態的。希臘是海洋形的

國家，強大時亞歷山大大帝的馬其頓帝國控制愛

琴海，在分裂以後，與羅抗衡，被羅馬所滅，羅馬

成為大陸形國。

海洋形國家的爭霸戰略

到現在我們發現中美種種爭鬥和衝突，也是

海洋和大陸文化的不同，海洋霸權主要來源於英

國，也是在第一次大戰以後，英國地緣政治家哈

爾福德．麥金德（Sir Halford Mackinder，1861－
1947），對全球地緣政治有一個看法，地球陸地中
有一個大的世界島，從東歐一直延續到中國這塊

大陸，這塊大陸是地緣樞紐地帶，英國海洋霸權是

不能進去操控的，裏面有中國和俄羅斯兩大國，也

有中東如伊朗等，所以當時麥金德提出，誰控制歐

亞大陸世界島，等於控制世界，所以他堅持要把俄

羅斯和中國分開，他們兩國結合以後就很強大，他

們土地又大人又多，海洋國家打不進去，如果他們

建立強大海軍，就會比海洋國家更厲害。過去英國

已經把中歐、俄羅斯、中國全部分化，而且它要控

制西藏、印度，在中間能夠打斷中國和俄羅斯和中

亞洲的關係，但是後來第二次大戰時候蘇聯建立

了一個橫跨歐亞的大國，中國那個時候還落後，有

很多動亂，未有影響。戰後美國取代英國，建立更

多航空母艦戰鬥群，控制全球海洋，可以最快打到

海洋任何地方，但是它沒有辦法對付中國和俄羅

斯的歐亞大陸。

英國一向有分化中俄的戰略，冷戰以後美國

已經是全球最強國家，也曾聯中抗蘇，但美國奧巴

馬大概不太懂地緣全域，反而把中俄推在一起，首

先是對民主化的俄羅斯打壓，通過烏克蘭、格魯吉

亞這些原本是蘇聯的地方，用顏色革命來奪走，變

成親西方，用來圍堵俄羅斯。俄羅斯發現它的民主

化沒有討好西方，反而弱了後被欺壓，俄羅斯唯有

往東靠向新興的中國，那時中國在改革以後，國力

越來越強，而中國本來也跟美國友好，希望跟美國

多學習，吸收美國的科技科學。不料美國到奧巴

馬時，建立島鏈從日本、韓國、台灣、菲律賓、到越

南，形成海上包圍中國態勢，讓它不能出太平洋，

並侵擾南海，是海洋霸權的做法。這樣中國唯有往

西邊靠過去，就是俄羅斯，還有結合整個中亞洲，

所以走出「一帶一路」的戰略。結果過去麥金德所

講的世界島真的出現了，從俄羅斯到中國包括中亞

洲，是美國、英國的海洋國家進不去的。

過去美國要包圍蘇聯的時候也利用中國來包

圍蘇聯，後來它要包圍中國，但是同樣也要包圍俄

羅斯，結果把他們兩個推在一起了，變成統合歐亞

的世界島，而且特別是中國實力非常強大，俄羅斯

也發展不錯，當中國也成功建立強大海軍，在這個

過程中美國自然懼怕中國了。

從國際來說，大陸國跟海洋國之間的歷史地

緣種種爭霸，他們有不同的法律設計，從英美的普

通法，對中國、俄羅斯的大陸法有很多批評。但是

很奇怪，法國和德國對中國比較好一點，因為他們

基本上是用接近的法律體制，也同是文明古國，所

以由於海洋國的普通法跟大陸法基本上的分別，

其背後的文化有沒有不同？有沒有特殊的意義？

將來他們之間的對話應該如何做呢？我想請教一

下法律方面對大陸法跟海洋法、普通法的區分，

然後再看看它們之間的對話和互相學習的可能性

和它帶來文化政治、地緣政治等等的影響會怎麼

樣？

三大法律體系：大陸法系、普通法

系與社會主義法系

■：你剛才提到海洋文化的法系，後來你也提到普

通法，其實在我們研究比較法學的學界來說一般至少在

最近幾十年把世界各國的法律體系分成三大類，一類

所謂大陸法系；第二類是普通法系；第三個是社會主義

法系，社會主義法系是源自蘇聯的，後來東歐國家、中

華人民共和國也成為社會主義法系的一部分，這個是

戰後情況。當然如果回到1000年前就不是這樣，1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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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國的中華法系是非常發達的，在唐、宋的時候當時

中華法系在全世界來說以法律制度發達的水平是佔領

先地位的，在1000年前已經十分發達的中華法系其實一
直延續到晚清，在清末的時候開始有法制現代化的這

些作為了，清末的時候有一個很有名的法學家叫做沈家

本，現在也有很多人研究他，他開始提倡法制現代化，

主要是吸收西方國家法律尤其是大陸法系的經驗，也

包括日本，因為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也是模仿西方建立

了西方式的現代法律制度。所以中華法系延綿幾千年，

但是到了清末民國初期就由西方來的所謂現代法制逐

步取代了，在清末和民國初年的時候已經開始起草一些

以西方大陸法系和日本法典為基礎或者為典範或者模

型的新法律。這是民國時期的情況，而中華人民共和國

則主要是引用蘇聯社會主義法系的做法，這便是現今中

國法制的基礎。

剛才說的所謂三個法系之一的社會主義法系是指

在20世紀蘇聯、東歐國家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的
法制，現在蘇聯解體了，俄國替代，東歐和俄國現在都

不自稱自己是社會主義法系了，所以現在情況有點改變

了。蘇聯的社會主義法系也是受到大陸法系影響的，因

為1917年十月革命以前，俄國也是引進了歐洲大陸的法
律制度，德國、法國、意大利、西班牙這些都是歐洲大陸

法系的一些核心的成員，所以我們說大陸法系主要指歐

洲大陸，英國不算是歐洲大陸，因為它是一個島國，不

認為自己是歐洲大陸的一部分。所以英國發展出它自己

的一套普通法系，通過大英帝國，英倫普通法傳遍世界

各地，包括美國，美國在獨立之前是英國的殖民地，還

有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還有一些非洲國家，還有

亞洲的像印度，或者巴基斯坦、馬來西亞、新加坡，現在

都屬於普通法系國家。為什麼他們屬於普通法系？因為

他們的法律制度源自英國的普通法，但是英國的普通法

也不是整個英國的普通法，它指的是英格蘭的普通法，

因為英國分成英格蘭、蘇格蘭，還有愛爾蘭，現在北愛

爾蘭還是英國的一部分。這個普通法不是從蘇格蘭發

展出來的，也不是在愛爾蘭發展出來的，它只是在英格

蘭發展出來的，它是什麼時候發展出來的呢？1066年，
當時從法國諾曼弟的威廉一世征服了英格蘭，在英格蘭

建立了一個新的王國，英格蘭這個新的王國逐漸發展出

來的法律就是所謂普通法，它是怎樣發展出來？英格

蘭這個王國建立一些法院，法院通過它的判例累積計形

成了很多法律原則，這些法律原則就是我們現在說的普

通法。

論普通法

為什麼叫做普通法？普通法指它是普遍適用於英

格蘭的不同地方，因為在1066年新的王國建立之前，英
格蘭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法律，地區之間的法律差別是

比較大的。後來新的王國建立了所謂普通法，這套法律

規則是適用於整個英格蘭，替代了不同地方，不同地區

的法律，所以英文它叫common，就是說共通於英格蘭
不同的地方，是在英格蘭普遍適用的法律規則，叫做普

通法，所以普通法也有它這一段的歷史。普通法沒有什

麼神秘的，它就是1066年以後在英格蘭新建立的王國
的法院，通過它的判例逐步累積產生的一些法律原則，

以及相關的一個法律傳統。這個法律傳統也包括國會

的一些立法，它不是判例法，它是國會的立法，因為新

的王國建立之後很快出現了一個國會，這個國會後來分

成兩部分，上議院和下議院，我們現在到了差不多1000
年之後，英國現在國會還是分成上議院和下議院的。國

會也有它的立法，但是在初期，國會立法是很少的，大

部分的法律來自於法院判例，就是所謂普通法。

論大陸法

普通法有它的一些特點同歐洲大陸法不同，當然

普通法發展的初期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歐洲大陸法的

影響，因為歐洲大陸法歷史可以追溯到羅馬的時代，普

通法是13世紀之後開始發展的，羅馬最初是共和國後
來變成帝國，它是超過2000年了，甚至2500年前已經
存在了，所以在耶穌的時代，2000年前就是羅馬帝國統
治，當時已經實行羅馬法了，羅馬法也是普遍適用於羅

馬帝國的，你看《聖經》裏面講到「保羅」，他是羅馬公

民，所以他是根據羅馬法享有一些權利的。羅馬最初是

共和國後來成為帝國，後來在東羅馬帝國時期的查士

丁尼大帝（Justinian I），他就決定將當時適用的羅馬法
律編出來，編成一套法典，所以這一套在東羅馬帝國時

期制定的法典對於後來歐洲大陸的法律發展有很大的

影響。在中世紀的時候已經有很多學者是研究古羅馬法

的，中世紀的時候當時歐洲大陸四分五裂，當時也沒有

現代的德國，也沒有現在統一的意大利，但是意大利有

很多城邦，現在的德國當時又分成很多不同的王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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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有不同的貴族，甚至主教統治小的國家，他們的學者

都研究羅馬法，甚至當時的天主教會發展出一套教會

法，教會法也是受到羅馬法影響。以羅馬為首都的西羅

馬帝國覆亡了，在公元5世紀，但之後東羅馬帝國還存
在，它的首都是君士坦丁堡，我剛才說的這個法典便是

在東羅馬制定的。

雖然西羅馬帝國覆亡了，但是天主教會還存在，所

以它也把一些西羅馬帝國時代的一些文化保存下來了，

教會法是根據羅馬法作為來參考發展出來的，歐洲大

陸中世紀之後便是近代、現代，在現代就有一些新的國

家，除了原來的法國、西班牙、葡萄牙外，還有新興的意

大利、德國，德國和意大利19世紀後半才統一的。

德意兩國獨立與大陸法

□：1870年普魯士擊敗法國，德意兩國即獨
立，改變歐洲的勢力版圖，歐洲在拿破崙後，本來

由奧地利領頭開維也納會議，建立了均衡，大陸法

的奧國和法國為歐陸霸主，與普通法的英國鼎足

為三，但以大陸法為主的德意兩國興起後，大陸法

在歐洲更為穩固。

■：對，他們這些國家建立之後制定新的法律，新

的法典受到羅馬法的影響比較深，英國的普通法受羅

馬法的影響比較少，所以主要是大陸法和普通法兩個

法系。

你剛才說拿破崙，拿破崙制定拿破崙法典，法國

民法典在當時歐洲來說影響力非常大的，當然它也吸收

了不少羅馬法的東西，這個就是從比較法來說這段歷

史。

中國近代的法律發展

中國是怎樣呢？中國是受歐洲大陸法的影響，而

不是受到英美普通法影響的，清末的時候他們搞法制

現代化，他們聘請了一些日本的專家來中國在一些新建

立的法學院當老師，清末的時候日本專家也幫助中國起

草一些法典，民國時代也是以清末起草的東西為基礎做

下去。到了1928年蔣介石在南京建立國民政府，他們在

20年代後期和30年代初期制定了一大套法律，即所謂
法典，統稱為六法全書，你現在去台北可以找到，我第

一次去台灣是80年代，去書店看到很多六法全書的書，
所謂六法全書是民國時代的法典。

有一個研究民國時代法律的專家曾說，看民國時

代制定的中國民法典，絕大部分的內容差不多照搬自德

國、瑞士的民法典，德國和法國的民法典在世界範圍內

影響特別大，現在東亞、東南亞屬於大陸法系的國家，

除了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之外，還有日本、韓國。屬於

普通法系的國家有菲律賓，因為它以前曾經是美國殖民

地，也有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等。

美國法律的建立

□：美國立國時，也是繼承英國的法律，是否
要重新用適合本國的案例呢？

■：美國的法律在自己獨立之後自己發展了，後來

不再常用英國的判例，我們香港終審法院有所謂非常任

法官是從普通法地區聘請過來，參與個別案件審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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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於是一些兼職的法官，他們絕大部分來自於英國，也

有來自澳大利亞、紐西蘭，還有一個來自加拿大，但是

沒有美國的，為什麼呢？因為美國的法律或者所謂美國

的普通法，其實和英國法律相差比較遠，自從18世紀後
期美國獨立後，它的法律和英國分道揚鑣了，它發展出

自己的一套判例法還有成文法，不用英國這一套。

□：美國有聯邦法，又每個州都有不同的法律
體系，其多元性和一體性常有緊張關係。

■：美國法分兩個層次，美國作為聯邦有自己一套

法律，每一個州也有自己的法律，但是無論是聯邦或州

的法律，都受到原來英國普通法的影響。

□：基本上美國也有憲法，和不成文法共同存

在，在美國有爭論時，都會引用一些憲法條文或憲

法修正案來作為原則，故憲法和不成文法間要有

平衡。

■：美國也是屬於普通法系，普通法作為一個法

律體系，它的法律來源既包括案例法，也包括成文法，

案例法即從13世紀以來英格蘭發展出來的判例法，它
就是狹義的普通法，廣義的普通法也包括成文法，是立

法機關制定的。英國是沒有所謂成文憲法的東西，美國

因為它脫離英國獨立時要建立一套新的法律制度，所以

它制定一部憲法。這部憲法當時在世界範圍內算是比較

創新性的東西，美國在1787年制定了這部憲法，後來在

1791年把憲法修訂了，把一套所謂人權法案以憲法修正
案的形式加進這部憲法。人權這個東西主要是來自美國

憲法和法國大革命，因為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時候通過
了一個叫做《人與公民權利的宣言》，這便是在世界範

圍內第一部人權宣言。

英國與人權法

但是說到人權，有些學者把它追溯到英國，英國

在1215年制定一部《大憲章》，被認為是關於人們的權
利的比較早期的一部法典，主要是用來限制國王的權

力，保障當時的教會和貴族的權利。

□：那是英王約翰的時候，由於約翰兄長獅
心英王理查去世，約翰用強權囚禁理查的侄子亞

瑟，奪得王位，其手法遭主教及貴族非議，又在布

汶戰役The Battle of Bouvines失敗，貴族在倫敦
聚集，挾持英王約翰，英王被貴族所迫，簽《大憲

章》，接受王權受法律的限制，王室放棄部分權力

給貴族，保護教會的權力，並尊重司法過程。《大

憲章》重要的是，英格蘭議會參與行使國王的立

法權。

■：對。所以普通法的傳統第一是比較重視個人

權利，個人權利可追溯到《大憲章》，其實當時的《大

憲章》不是保障一般人的權利，它只是限制國王的權力

來保障教會和貴族的權利。但是後來因為它限制政府

和國王的權力，所以被定義為很重要的法治里程碑。

法治基本的構想是通過法律來限制國家或者政府的權

力，所以有人把法治和人權追溯到《大憲章》。

□：英國自建立《大憲章》後，最早將法律獨

立於王權之外，然而其重要性是，突破過去法律

只保障無限王權的體制，如今法律限制了王權，保

障王權以外的多元勢力群體，這是司法獨立之始，

但未對平民權利保障。到光榮革命，到1689年頒佈
《權利法案》(Bill of Rights)之後，傾向民主的法
律開始建立，但那時的民主，仍不包括平民，只是

擴大到有資產的人。那是只有擁有土地的人，才可

投票。

■：當時所謂君主立憲，也不是很民主，因為你看

在18世紀，當時享有選舉權的英國人是很少的，100個
人可能只有幾個人有選舉權，選舉英國國會下議院議

員，所以當時君主立憲不是現代意義的民主，但是它是

通過法律來限制國王的權力，限制政府或者國家的權

力，所以有保障某一些人權和自由的作用，因為國王不

能隨意逮捕他不喜歡的人，逮捕要經過法律的程序。

□：英國1832年改革法案（Reform Act 1832）
擴大下議院選民基礎，加入了中產階級的勢力，

1867年改革法案（Reform Act 1867），加入了工人
的代表，使平民才能有權參政，但不包括婦女。要

到1928年，對女性投票的年齡和財產限制才取消，
全體婦女的政治權利才得到保護，英國才達到全

民普選的民主，這是很後期的，從1215年大憲章到
1928年全民權利保障，經過713年。法律保障全民
權利是經過漫長的循序漸進過程，但這也是普通

法下不斷改進而發生。大陸法又如何發展呢？

■：個人權利的保障是普通法傳統中比較重要的

一個元素，相比之下，大陸法系比較重視國家的權力，

而不這麼重視個人權利保障，羅馬帝國時期已經是這

樣了，帝國羅馬皇帝的權力是至高無上的。後來歐洲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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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吸收了羅馬法，羅馬法在民法方面是比較發達的，關

於合同，關於財產的保護和繼承，關於商業貿易等等，

它是比較發達，所以歐洲大陸繼承了羅馬法。但是就國

家權力來說，大陸法相對於普通法，是給國家更多的權

力。以德國為例，德國在1871年統一之後是君主立憲的
國家，國王還是享有很大權力，後來更出現希特勒這個

納粹政權。

中國法家到當代法律的變革

□：國家權力更高了。所以這裏我想到了中國

古代法律還是沿著法家系統承傳下來，漢代儒家

道德統治的時候，以儒家的道德仁愛統治為大原

則，但以法家嚴刻的刑法維持管治秩序，稱為陽

儒陰法。法家法系以保護君王及統治階層的權力

為主，維繫秩序，也重法律的平等，一直到大清律

例還是這樣。到民國之後中國儒法兩家的法系終

結，才開始有保障人民的現代法律出現，到中華人

民共和國是怎麼綜合社會主義和從前民國下來的

法律，來建立新國家，其中大陸法的發展，成為什

麼形態的法律呢？

■：這個也是有一段歷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

立的時候，它廢除了所有以前國民黨統治時期的法律，

所以它基本上從頭來過，一張白紙從頭來過。怎麼樣

從頭來過？我剛才說過，中國傳統幾千年的中華法系已

經被從西方引進的現代法取代了，在民國的時候中華法

系經歷了中國法律傳統的斷層，傳統的東西基本被拋棄

了，不像英國普通法，英國普通法在13世紀開始發展，
到現在還是一個連綿不斷的傳統，英國的國會在13世
紀已經存在，今天還在，所以英國普通法的發展沒有斷

裂過，沒有斷層，中華法系基本上被拋棄了，其實被拋棄

了的不只是中華法系，你看儒家一段時間也被拋棄了。

□：所以中國經過兩個斷層，一個清朝的斷

層，一個是民國斷層，一直未能有建立法律傳統。

■：清朝末年是開始引進西方政法的東西，但是它

開始引進也是1900年之後，因為大家知道1898年百日維
新失敗了，慈禧太后奪回她的權力了。但是在1900年八
國聯軍入侵之後，她也開始改變了主意，她也認為中國

需要改革，所以1900年之後他們開始找沈家本，開始引
進西方也包括日本的這些新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認為國民黨時期的法律

都是反動的，是支持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資本主義

的，也有封建主義殘留，所以它全盤否定了民國時代的

東西，重新建立一個法律體系，模仿蘇聯。因為在20世
紀50年代，我們中國認為蘇聯是最進步的社會主義國
家，所以大量引進蘇聯的東西。在50年代中國大陸建立
一些法學院，他們請了一些蘇聯專家來講學，把一些蘇

聯法學的教材翻譯成中文，甚至也有一些留學生派到

蘇聯學習的。你看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
法》，它建立的國家架構基本上是和當時蘇聯1936年
《憲法》非常相似的，中國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它相

當於蘇聯最高蘇維埃，人民代表大會等於是蘇聯的蘇

維埃，還有一個機構，是中國的人民檢察院，檢察院這

個東西也是來自蘇聯的，因為普通法裏面沒有檢察院這

個概念，大陸法系也沒有像蘇聯這麼重視檢察院地位，

所以基本上是蘇聯的模式。

毛澤東過了幾年便不再重視所謂社會主義法制建

設了，在1956年黨代表大會開會的時候，還是強調建立
社會主義法制的，但是1957年開始有反右運動了，反右
運動中的一些受害人包括不少法學界或者司法界的人，

所以法制建設在反右之後已經受到很大打擊，後來到

了文革當然也沒有法制，所謂「無法無天」。中國法制的

重建要等到1978年改革開放時代，鄧小平不但是搞經
濟上的改革開放，他也非常重視社會主義法制，他當時

提倡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建設。所以現在我們中國

的法律制度的基本模式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從蘇聯引
進的這一套，現時中國法制的絕大部分的內容和制度，

都是在改革開放的過去這40年逐步發展出來的。

改革開放後的法律

改革開放時代引進的法律包括西方的，也包括民

國時代的，你看台灣一些法學家的著作在中國大陸現在

也很流行，也重新找到或者利用民國時代已經建立的

一些資源，當然也引進西方普通法、大陸法很多東西。

□：1992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
在中共十四大上宣布，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

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所謂市場經濟

體制，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運作，而這運作需要有一

個法律來處理市場經濟的問題，改革之前中國是

沒有太多這樣的法律，面對開放市場的很多問題，

所以中國的法律需不斷改革，來處理市場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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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中國的發展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結合，

資本主義是完全西方的，西方希望通過這經濟發

展，來慢慢把中國改成西方的政治體制。結果它們

很失望，中國沒有變成西方希望的那種體制，中國

發展另外一種體制，既不是蘇聯的斯大林共產主

義公有制，也不是中國古代那種儒法體制，卻是綜

合儒家的家庭親情、法家的嚴厲執法、社會主義的

公平和資本市場的自由，融會各方精神，是人類一

個新的制度嘗試，不是西方民主自由人權形態，但

也重視人民意願、人民權利、法律管治。但是中國

用另外一種方式來表達，就是基於在人民中提拔

精英，了解人民的需要而有優秀工作的，經內部集

體協商而一步步進升，一級級到中央，高層都要參

考低層意見，及智庫給的建議，集體作出決策的管

治。

中國現在推出的制度，運作是成功的，很新

的一種體制，既不是獨裁政治，也不是西方選舉為

本的民主政治，卻是參照民意及專家研究的，以民

為本的精英協商政治，其體制比較像羅馬共和國

制度，屬於集體精英統治，中國慢慢發展的體制，

效率很好，也能夠動員人民，把人心激發起來，它

也可以聽取民意，聽取民意通過很多專家智庫來

慢慢提出一些改善的一些計劃。它總是有五年計

劃，每個五年計劃聽取很多專家、專業人士及資深

行政人員意見以後綜合起來的，其中它對人民想

要什麼大概有個掌握，所以它發展出來的政策，人

民大都接受了。比如說中國大力對付貪污，比從前

的對付更深入廣泛，另外它對付了黑社會，也對付

了資本主義寡頭的壟斷，擊破權貴資本家集團，

這些很多其他非民主國家都沒有這樣做，但是中

國卻做到。所以中國現在的體制有不同形態，這些

形態要改進自己的一些要求和能力，它是整體統

治裏面，在不同部分聽取民意，各部分通過不同專

家組討論，然後一層一層到最高的政治局做決定

的時候經過很多消化而產生一些新的可能政策方

向，而且這些方向推出來時，還是很有計劃步驟

把目標完成。西方民主體制則政客以選舉勝利為

目標，美國每四年兩黨大吵大鬥一次，進行選舉，

中國不需要搞這一套，但是這個政權認受性如何

給人民同意而且認為是合法的？這個非常不容易

的，但是它還是人民認受，因為它做了人民想的東

西，它自然知道人民需要這個？不只是為了權貴的

利益，而更多為了人民的利益，這點我倒是覺得很

奇特的一種新的體制。

在未來的發展各方面有什麼方向可以保障它

持續這樣做，而不是有了權和錢以後有腐敗，對中

國現在的體制，你有什麼看法？

■：我看它改革開放以來在法制建設上也有很多

新的發展，新的情況。你剛才說的市場經濟和法律的關

係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在90年代中國開始建立
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當時已經有不少法學的學者

提出說，市場經濟就是法制經濟或法治經濟。因為和

計劃經濟不同，市場經濟更加需要有法律來保障合同的

執行或者提供財產權的保障等等，在計劃經濟裏反而

這些《合同法》《財產法》不那麼重要。蘇聯社會主義

法制是以計劃經濟為基礎的，中國從計劃經濟邁向市

場經濟，表示它需要在法律制度上有很大的改變，有許

多新的法律制度都需要建立起來，這個從90年代開始
已經做了。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它們
也要求，國際上也要求中國要改革它的法律制度，至少

在商業貿易方面的法律要符合國際的水平，所以市場經

濟的建立和加入WTO都有推動法制發展的作用。
中國共產黨從90年代以來也很重視法制的建設，

例如在1999年《憲法》修改了，把「依法治國、建設社會
主義法治國家」這個條文寫進《憲法》裏面了，顯示領

導層重視法制的建設。甚至人權的概念也寫進《憲法》

了，在2004年修憲的時候便把國家保障人權這個條款
寫進《憲法》。在改革開放之前甚至90年代之前，人權
這個概念被認為是西方資本主義的概念，但90年代之
後，中國政府和法學界接受了人權概念，同意它有它的

普遍性，不同國家和民族其實也是想追求人權的實現

或者保護的。

但對於人權某些方面大家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因

為中國比較重視經濟和社會的權利，西方國家可能比

較重視某些政治權利，比如說言論自由、集會遊行或者

結社自由等等，但是在需要通過法律來調控個人權利

這一方面，其實中國和西方是沒有根本分別的，至少在

90年代以來，中國已經形成一種制度，使國家的權力要
通過法律來行使，任何國家權力的行使都需要有法律

的依據，這也是現代法制的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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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習近平時代，他還是很強調依法治國，建設

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所以依法治國的政策是沒有改變

的，90年代到現在基本沒有改變的。當然現在的中國的
法律文化不完全是現代西方或蘇聯引進的，我們還保

留一些傳統的東西，例如調解，中國的法律制度特別重

視調解作為解決民間糾紛的一種途徑，調解的傳統可

以追溯到幾千年前，儒家也是非常重視調解，儒家是反

對訴訟的，它認為通過調解來解決爭端比通過訴訟或

通過法院來解決更好。糾紛的雙方談判協商，調解還

有第三方，中國有很多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員，甚至案

件訴訟到法院去，法院也可以進行調解，調解是孔子的

思想，孔子也是認為訴訟不是值得鼓勵的，所以傳統的

東西還是有一些。還有所謂社會主義法制，這與西方的

分別比較大了，社會主義法制強調黨的領導，立法方面

黨有它的領導權，司法方面，黨發出文件關於一些司法

政策方面的，法院也要遵守的，西方不是這樣的，西方

是司法獨立。中國《憲法》也有保障法院獨立行使審判

權，但法院在政治上來說還是需要接受黨的領導的，

和西方不同。

□：所以這個跟羅馬法有點接近，羅馬帝國時

代，仍有一個最後的權力，那是皇帝。

■：這個也有不同，因為羅馬，沒有所謂黨這個

東西，黨的領導是源自蘇聯的，列寧提出共產黨這個概

念，共產黨要領導人民，領導社會來建設社會主義，最

後實現共產主義，所以這個東西是新的，不是羅馬時代

所有的。

□：一黨政治，一個著名的經濟學家米蘭諾

維奇(Milanovic)指出，中國之外，一黨獨大政治如
新加坡，馬來西亞，一黨專政如越南等國家，這在

亞洲政治都有點類似的方向，這些國家發展有一

定成果，靠這種體制擺脫殖民地，爭取到獨立和團

結，且發展經濟成功，其人均成長在25年內都高於
全球，而中國的成功更是空前，已直追美國。這種

制度有一定的成功，其本質是執政須參考民意，同

時以智庫觀察國際大方向，而判定對全體有利的

策略。但是美國和中國現在體制基本的差異，你覺

得怎麼樣的？有調解的可能性嗎？

雙贏或是雙輸

■：我覺得雙方還有一些合作空間的，合作是雙

贏，如果做某些事情對於雙方有利的便是雙贏，但是也

有可能某一方面做出事情導致雙輸的局面，對大家都

沒有好處，對大家都是壞處。所以我覺得理想的發展方

向是找一些可以使大家雙贏的一些做法，或者相互關係

的發展應以實現雙贏為目標，避免出現雙輸的局面。

□：中國是願意雙贏的，很可惜特朗普屬於

不肯雙贏的，只容許他自己贏，拜登同樣要不留餘

地，所以才產生最近很多衝突困難。

■：最壞的情況是他要打擊對方，甚至自己受到損

失也在所不惜，這是最壞的局面。

政協論政系統的作用

□：問一下政協系統，在歷史上有沒有這種的

論政體制系統？社會主義的蘇聯有沒有？

■：政協是統一戰線的實踐，因為在中華人民共和

國建立之前，中國共產黨已經有統戰的工作，統戰的工

作是要聯合非共產黨的人士，大家合作來實現一個共同

的目標，有一個目標大家認為是好的，共產黨要實現這

個目標，還有一些非共產黨的人士，包括民主黨派或者

無黨派人士，共產黨想爭取他們同共產黨合作，為大家

都認同的目標來努力。

最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時的臨時憲法，便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在1949年制定
的。

□：當時還沒有人大，政協變成國會一樣。

■：政協是相當於臨時國會，它制定的《共同綱

領》相當於臨時的《憲法》，正式制定《憲法》是1954
年，當時選了人大，人大通過了第一部《憲法》。《共同

綱領》作為臨時憲法的通過，體現了政協裏面共產黨同

一些民主黨派人士、還有無黨派人士的合作，大家一起

推出這個《共同綱領》。其實國民黨時代也有一個政協，

1946年的時候成立的，我們說舊政協和新政協，國民黨
時期1946年已有一個政協，當時共產黨最初也有參加
的，然後才退出的。1946年底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
它其實也是接受了很多當時舊的政協提出的原則，這部

「憲法」大家知道現在在台灣地區還是在用的。

中國有統戰這段歷史，有其他民主黨和中國共產

黨的合作這段歷史。

香港一國兩制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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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說一說香港，香港實行的是普

通法，但是它後面有人大解釋權，還是大陸法形

態，這中間的調和如何建立起來？所謂一國兩制，

兩制行使的法律不同，但普通法運作的最後主權

和解釋權是在大陸法，這不同如何處理呢？

■：其實從1997年到現在，內地和香港已經建立一
些實踐的經驗和做法，來保障一國兩制的兩制之間怎

麼樣互動，這是通過實踐逐步發展出來的。基本上香港

法律制度可以根據原來的普通法原則，一切根據原本

制度運作，99%以上的情況是沒有受到所謂兩制互動
的影響，一般來說市民需要解決法律問題便要見律師，

或者有訴訟時他要找大律師，所有這些活動都沒有受

到中國內地法律制度影響，只是用香港自己的法律就可

以解決，無論是房地產交易或者公司證券活動，甚至一

般的刑事案件都是這樣的，香港的法律可以自行運作，

沒有受到中國大陸法律制度的影響。

但是在某一些涉及到政治體制發展的問題，或者

最近國家安全的保障的問題，這便產生兩制互動的需

要，兩制互動現在主要通過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

它的常務委員會，頒布某一些對《基本法》的解釋，或

者頒布某一些決定，或者立法來處理兩制之間互動的一

些問題。這些解釋或者決定或者立法都是香港特別行

政區法律的一部分，所以當人大或其常委會頒布了這些

東西之後，香港政府便要根據這些規範來處理有關的

問題，法院也需要應用有關的規範來審判案件。但是只

有很少比例的案件或者活動是受到這些人大頒布的規

範影響的。

□：最後你看未來中國跟香港的法律有沒有

什麼方向？特別是中國的法治方向，其次香港還是

用普通法，它是按照情況不斷做的，但是有了法典

形態的大陸法或者社會主義法律結合產生的，未

來如果在法律改革上，有沒有什麼方向應該注意

的？

■：中國的法律發展在過去40年速度是很快的，
有點像經濟發展的速度那麼快，法學院的數目，法學教

師數目，法學學生的數目增加很快。現在中國法學院學

生的數目是全世界第一的，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有

中國這麼多的正在學法律的學生或者畢業生。中國的法

律制度還在發展過程之中，例如《民法典》剛剛出來，

2020年才通過，在西方一些國家在建國的時候就要通過
《民法典》。中國為什麼這麼遲才通過《民法典》，因為

它要通過實踐獲取經驗，《民法典》需要處理不同的法

律部門，例如合同或者是財產、侵權、婚姻等等很多不

同領域的法律，這些法律慢慢發展出來，才把它綜合成

一個《民法典》。

所以現在來說相對於西方國家，例如英國，它有

幾百年普通法的傳統，中國只有幾十年法制的建設，所

以它有一些方面還是沒有西方這麼發達，所以我會把它

形容為一個正在發展中的法律制度，等於有人說有些國

家是發展中國家，有些國家是已經非常發達的國家，以中

國的法律制度來說，它還是一個發展中的法制，還是有

很多需要進一步去完善的東西。

但是基本的方向是依法治國，建立社會主義法治

國家，這個基本方向相信大家都可以認同的，但是就個

別法律的內容或者個別制度的運作來說，可能也可以有

不同的意見，有一些改善的空間。

人權法須落實到執法人員的執行

□：中國改革後立了不少法，如中國人權已

經立了法，人權問題總是外國批評的藉口，如今已

立了法，關鍵只是執法人員如何按《人權法》來執

法，比如說城管、公安去抓一些人的時候，如何能

保障他的權利及重視其尊嚴呢？執法若用了過度

暴力，或喝罵人民，都會侵害他的權利和尊嚴。若

遇到惡人用暴力反抗時，執法人員用暴力制服時，

必須不要傷人，非到必要時須抑制。這裏美國至今

都做得不好，美國警察用膝蓋把黑人壓死，就是

過份執法，結果引起全國暴動。中國必須小心，培

訓優良的執法者。故人權立了法以後，須有好的培

訓機制，對執法者有一個教育，讓執法人員專業地

限制自己，用適度的暴力及有禮貌地執法。我覺得

中國在這方面有改善空間，最好出一本人權手冊，

指引如何以尊重的態度去用適度暴力，去達至成

功執法。

■：其實有一些研究人員指出，因刑事犯罪被判

有罪坐牢的人來說，美國以它的人口比例來說坐牢的人

絕對是比中國人的多，我自己沒有研究，但是我看一些

文章有這樣的說法，你可以再研究一下，以人口比例來

說，美國是比較高比例的人口因為犯罪而被判坐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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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反而比較低，相對於人口比例來說。另外有一些問

題，在大部分國家都存在，例如貪污的問題，在世界大

部分國家，尤其是所謂發展中國家，都有比較嚴重的貪

污問題，中國最近幾年打貪也是相當的積極的。至於有

法不依，這個現象在世界上很多國家都存在，法律社會

學通常指出，在文字上、書本上的法律和在現實生活中

的法律實踐有很大的距離，不但在中國，在世界很多其

他地方也是有這樣的情況。

脫貧法律落實的問題

□：法律落實也須了解基層的群體反映處境，

我們在中國有20多年在農村幫助貧困的人，關愛
一些青少年的時候，發覺留守兒童，山區的孩子營

養不足，居住環境很差，心靈有憂傷。當時官方沒

有注意，我們發現便告訴官員，官方原已建立了脫

貧法制，去處理改善他們的環境。政府關顧貧困的

法律有了，錢也有了，只是不知道偏遠之處的具體

狀況。官方不知道一些貧困家庭的具體處境，貧困

家庭也不知道他可以拿到政府資助。反而因為我

們資助孩子讀書時，到家裏探訪，官員陪同我們去

看，原來知道這個問題，馬上幫助他們解決，通過

現有的體制原來可以撥款，比如說把一個很貧困

的房子改善。

所以我們作為一般平民志工群體，或者海

外華人去關愛祖國，是在某些情況我們可以盡上

某種責任，把已經有的好法律運用在需要人的身

上。

■：中國的法制在某些方面來說也有它的優點，比

如說訴訟的費用在中國大陸比香港低很多，打官司在中

國是比較不昂貴的，在香港除非拿到政府的法律援助，

否則律師費是非常高的。中國和印度比較，有一些研究

指出，印度的訴訟的效益很低，有一些案件拖了10年、8
年還沒有得到解決，但是中國法院運作的效率是比較高

的，所以中國法律制度與世界不少其他國家比較，也不

是特別差或者特別落後的法律制度。

□：全世界不同地方在歷史上發展不同法律

系統，我們做了宏觀的比較，西方的法律體系和中

國的法律體系有一些不同，西方不滿意中國沒有

走他們的路，但中國處理問題仍處理的很好。我有

一個好朋友徐樹荃博士，他是香港人，在中國的大

學教經濟和管理，他提出一個名詞「一個世界兩個

制度」，類比於一國兩制，但是中國的制度仍然在

完善中，還沒有到一個很成熟的地步，因此，中國

仍然有空間可以發展出對等西方，而又更健康的

制度，中國在未來需要有更多反省和發展，讓它完

善體制，成為一個世界認為是一個王道、善意、對

全球有利的強大國家。

Compar ison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Laws

Albert Chen Hung-yee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aculty of Law)

Leung In-sing (Editor-in-Chief, Cultural China)
Abstract: The legal systems in today’s world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the continental law 
system, the common law system and the socialist law 
system. Ancient Chinese laws adopted Confucianist 
morality and benevolence as their main principle, 
while maintaining the draconian legalist penal code 
for orderly governance, hence the yin-yang practice in 
“actively Confucianistic, passively Legalistic”. In the 
Nationalist period, China abandoned the traditional 
legal system by basically adopting Westernization. 
With the PRC founding and abolition of the Nationalist 
laws, the legal system has evolved from two fractures, 
first with the Qing, next with the Nationalist. Now, 
the laws introduced by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include both Western laws and those of the Nationalist 
era. The resultant developed PRC legal system, 
integrates Confucian family values, harsh Legalist law 
enforcement, socialist equity, and market economy. 
Neither a dictatorship nor a Westernized democracy, 
PRC is a polity that incorporates popular opinion and 
expert research, a people-oriented meritocracy. Unlike 
the West, Chinese contemporary legal system has 
advantages in relatively lower litigation costs and higher 
court operational efficiency, and is in the process of 
improvement. 

KeyWords: Legal systems, “yin-yang praxis of 
Legalist-Confucianist values”, political consultations, 
one country-two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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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的數量急劇下降，特別是與我們的近親猴子相

比。……人類是與猴子生存競爭失敗者的後裔。

……人性的各個精神方面將永遠超越達爾文進化

論學說所能做出的科學解釋。」[1]一百年多前，恩

格斯提出：「勞動創造了人

本身」[2]，遠見卓識。作為

一種動物的人類永遠不會

通過生物進化途徑而直

接轉變區別於動物的人，

人只能創生於自己的創造

性活動。當代人類學在研

究中發現，在人類從動物

轉變為人的過程中，存在

著一個非自然的決定性因

素—文化。美國人類學家
格爾茲指出：「文化不是

被附加在完善的或者實

際上完善的動物身上，而

是那個動物本身的生產過

程的構成因素，是核心構

成因素。……人類的神經

系統不僅使他們能夠習得

文化，而且，如果神經系

統要發生任何作用的話，

還可能要求他們去習得文

化。與其說文化的作用僅僅在於補充、發展和延伸

在邏輯和遺傳上先於它的以生物體為基礎的能

力，不如說它更像是這些能力本身的組成部分。事

實會證明，沒有文化的人類將可能不是內秀但未

完善的猿，而是完全無智力從而不中用的畸形。」
[3]因此，我們有必要在恩格斯有關思想基礎上再前

儒學復興的若干問題
■ 呂 嘉

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一

文化的本體是一種特殊的主觀觀念—精神勞
動者在認知自我的精神探索中發現的真實的我，

或者說，必須能顯現為人

的生命存在的我的真理。

中國先哲在認知自我的

精神探索中發現真實的

我就是君子，由此奠定中

國文明的非宗教性。儒學

繼承並弘揚先哲創立的、

君子即我作為人而成為

人的真理的人格化形態

的傳統，因此成為承載中

國文化的主流學說。《論

語》、《孟子》等儒學經

典是中國文明的經典，也

是千百年來中國人滿足自

己精神需要的主要「精神

食糧」。對於中國人，復興

儒學，不僅是復興中國文

化，更是復興生產滿足自

己精神需要的精神產品

的精神生產，追求自己的

美好生活。

人創造了文化，也因此創造了人本身。進化論

揭示：人類起源於生物進化。然而作為一種動物的

人類，如何成為區別於完全為本能所支配的動物

的人？進化論又不能合理解釋。有關靈長目動物的

研究發現：「人類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個在進化上有

最多失敗的物種：在過去的600萬年間，猿這個物

摘 要：文化的本體是一種特殊的主觀觀念—先
哲在為滿足自身精神需要而從事認知自我的精神

探索中發現的真實的我，或者說，必須能顯現為

人的生命存在的我的真理。中國文明是世界諸偉

大文明中唯一的非宗教性文明，因為中國先哲發

現真實的我就是君子，君子就是人的真理的人格

化形態。對於中國人，復興儒學，就是復興生產滿

足自己精神需要的精神產品的精神生產，追求自

己的美好生活。但儒學復興任重道遠，因為制約

儒學復興的瓶頸就是中國人頭腦裏的思想觀念。

這些思想觀念有利於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卻阻礙

著中國文化的繼承與發展。突破制約儒學復興的

瓶頸，唯有解放思想，文化自覺，回到自己文明的

源頭，從那裏汲取走向未來所必需的精神力量，

重新領悟先哲智慧，重新認識真實的自己。

關鍵詞：人；自我；精神需要；文化；儒學

哲思慧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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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創造人本身的勞動包括物質勞動與精神

勞動，而創造出文化的精神勞動，則在人本身的創

造中發揮著更為關鍵性和決定性的作用。

人類神經系統有什麼特殊性，為什麼必須習

得文化才能發揮作用？遠古時期，物質生活資料極

其匱乏，人類為什麼要去創造不能吃也不能穿的文

化？究其根源，人類神經系統在進化中獲得飛躍性

發展，萌生了精神的需要。美國哲學家塞爾認為：

「人類和較高等的動物顯然是有意識的，但我們

不知道在種系發生尺度上意識延伸到多遠。」[4]目

前已知，動物有意識卻還沒有自我意識，不能從

「我」的角度看待世界，也不會犯主觀主義的錯

誤。諾貝爾獎獲得者、澳大利亞神經生理學家埃克

爾斯推測：「在極為漫長的生物進化過程中，一扇

通向未來的窗戶只開啟了很短的一段時間，其間原

始人類這一分支從人科動物的進化路線分離了出

來。……原始人不僅有意識，而且萌生了人類的自

我意識。……自知是人類的根本特徵之一，可能是

最根本的特徵。……迄今為止找不到高等動物具

有內省或自我意識的證據。」 [5]人類萌生自我意

識，意味著意識從動物意識即束縛於本能的意識

發展為真正的意識，即可以同物質構成對立統一

關係的意識，也就是發展成為了精神—以作為意
識的我為意識立場的意識。從此，人類神經系統出

現了兩個信息整合中心，一是人類與動物共有的、

本能支配的信息整合中心，一是人類特有的、我所

主導的信息整合中心，人類生活中因而出現同意

義有關的、動物不會遇到的現象：我若心不在焉，

事物就在眼前也會熟視而無睹，聲音震耳欲聾也

會充耳而未聞。更重要的是，人類可以意識到自

己，稱自己為「我」，也產生出其特有的需要—精
神需要，即每一個人類生命個體對於有關真實的

自己、真實的我的思想觀念的需要：人的自覺生命

活動決定於自己，所以必須知道真實的自己，否則

生命就沒有意義，精神就會空虛、迷茫、困惑、苦

惱、焦慮、煩悶、抑鬱……，即便衣食無憂也還是

了無生趣，毫無人生幸福可言。所以，人類萌生自

我意識，就必須從事精神勞動，生產出滿足自己精

神需要的精神產品。

物質勞動艱苦，精神勞動艱難。嚴格說，認識

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悖論：自己困惑於自己，所以要

認識自己；誰能認識自己，只有自己能夠真正認識

自己；不知道自己的自己去認識自己，恰如「莊生

夢蝶」，清醒、理性地追問可能只是虛幻的夢境。

人通過自己的思想去追求「我」，但人的思想卻永

遠是某個「我」的思想，人們追問「我」的思想也還

是某個「我」的思想；人永遠通過「我」的思想追問

「我是誰」，也就永遠是「我」在追問「我是誰」，

追問永無止境。人的認知自我的精神探索仿佛闖入

了專門吞噬意識的「意識黑洞」，再多聰明才智也

似乎難逃毀滅的厄運。相傳有人問古希臘哲人泰

勒斯：「何事最難為？」他答道：「認識你自己」。現

代德國哲學家尼采則明言：「我們無可避免跟自己

保持陌生，我們不明白自己，我們搞不清楚自己，

我們的永恒判詞是：『離每個人最遠的，就是他自

己。』—對於我們自己，我們不是『知者』。」[6]

人類通過科學研究日益深入物質運動的本

質，發現萬物運動的規律，卻無法獲得對自己的正

確認識，因為科學觀點是「從『他』的角度得到的

觀點—是那些能被其他人證實或能為每一個人認
同（或推翻）的事情」[7]，而我一旦成為「他」的認

識對象，也就不再是我，而只是他、她或它—某種
腦細胞運動。我是唯一的。佛陀說：「天上天下，

唯我獨尊」（《大唐西域記》）。然而人類大腦的物

理過程如何引發宇宙間唯一的主觀性體驗？當代

心靈哲學家普遍認為這是困惑整個心靈哲學學科

的「難題」。科學則這樣解釋：「人的全部行為從因

果關係上說根源於他的中樞神經系統中的物理過

程，但也可以說：那些物理過程中至少有一些是那

種不能根據物理和化學規律予以解釋的東西。」[8]

有學者倡言創建「第一人稱科學」。[9]然而從「我」

的角度認識我，成果如何具有客觀真理性？顯然，

由此帶來的問題同樣難以解決。近年人工智能發

展迅速，但「所有元數學和計算機理論的限制性定

理都說明。你永遠不能完整地表示自己。……尋找

關於自我的知識就像踏上了這樣一條路途。它永

無盡頭，它不可描述。」[10]

文化的本體是一種主觀觀念—精神勞動者在
認知自我的精神探索中發現的真實的我，或者說，

必須能夠顯現為人的生命存在的我的真理。「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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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為己」（《論語》）。真正的精神勞動者不同於

為解釋世界而追問世界萬物之究竟的哲學家，他

們因自身精神的饑渴、苦悶而從事追問自我的精

神探索，思想自由無羈，不為任何教條所束縛，同

時也有著明確的目標與界限，不會為知識而知識

地沒完沒了地追問。他們是真實的我的真理的探

索者，也是自己所追求真理的身體力行者。「朝聞

道，夕死可矣」（《論語》）。他們擁有真正的智慧，

洞悉自我蘊含著自己生命所擁有的最高能力，追問

自我卻不以自我為單純的認識對象，從而沒有將

生命荒廢於沒有止境的追問之中；而是一旦認定自

己在精神探索中發現了真實的自己，就立即以自己

的精神發現定義自己，以自己的生命踐行自己的精

神發現，讓真實的自己展現於自己的生命，因此他

們也就超越了「認識自己」的悖論，成為歷史上最

先實現從動物到人的轉化的人—當代人類學認
為：人是「自我實現的行為主體」，「自我完善的動

物」。[11]人以「我」指稱自己，我的真理、自己的真

理也就是人的真理。人之所以區別動物，就在於有

本能卻不屈從於本能，而是以自己發現的、自己的

真理為自己生命的準繩，自我實現，自我完善。經

驗科學或許永遠無法確證文化的創生。孟子說：

「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

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孟

子》）。文化創造者或許就是這樣的聖人。他們是

文化的創造者，也是最先實現從動物轉化為人的

人，作為後人的人的典範的人。他們憂慮還在困惑

於自己的族群同胞，言傳身教，以身作則，以自己

發現的真理引導族群同胞的自我認知，引導他們

成長成人。精神勞動者為滿足自己精神需要而生

產出來的精神產品，演化為培育人類成長成人的

文化。人以生命承載文化，人類生活就實際實現著

文化的發展、創造，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演化為

具有獨特個性的文化：宗教、哲學、服裝、建築、飲

食、詩歌、音樂、繪畫、娛樂……。文化發展成為文

明—「最廣泛的文化實體」[12]。人類族群世世代代

在人的真理引導下成長成人，文明發展形成綿延

不絕的文明歷史。

多樣性是人類文化的現實形態，也體現了人

類文化的本質特徵。人是文化的創造者。文化的個

性源於人的個性。人類文化包括多種具有獨特個

性的文化，因此表現出文化的多樣性。在很多哲學

辭典中，個性都被等同於特殊性，其實兩者並不相

同。特殊性是物的屬性，並且是物的非本質屬性。

這片樹葉之為這片樹葉的特殊性被改變了，被另

一種特殊性取代了，這片樹葉仍是樹葉，樹葉的本

質沒有改變。人的個性卻是人的本質屬性。每個人

都有自己的獨特個性，即我之為我的獨特屬性。一

個人如果喪失了自己的個性，他就不再是他自己，

他的生命就不屬於他自己，他就不再是一個名副

其實的人，只是一個從屬於其他存在的存在，所以

馬克思說：「無產者，為了實現自己的個性，就應當

消滅他們迄今面臨的生存條件。」[13]文化的個性源

於文化創造者的個性。文化創造者們對真實的我

或人的真理的認知在本質上是一致的，但他們所

發現的真實的自己，他們以思想言行乃至全部生

命所彰顯的人的真理，又體現著自己的鮮明個性，

因為他們發現的真理是人格化的真理，是必須顯

現為具有個性的人的真實生命的真理，並非抽象

的觀念、原則、準則或其他什麼規範。所以，他們

「實現了人類終極的各種可能性，但在內容上並不

一致」。[14]一定人類族群世代在一種人格化的人

的真理引導下認識自我，以這種人的真理規範自

己思想言行，記述這種人的真理的文本也就成為

族群永遠的經典。一定人類族群在一種文化中成

長成人，他們的文化也就成為他們共有的精神家

園，他們也就擁有只有自己才能夠理解與體會的

苦難與夢想、屈辱與輝煌、挫折與追求，因此他們

也就成為人類中不同的「我們」，擁有自己獨特的

精神氣質。「我們」置身多元文化並存、矛盾錯綜

複雜的人類世界，也就面對形形色色的「他們」，

因此生死與共，同仇敵愾，萬眾一心。人以生命承

載文化，文化亦以個性為生命的本質屬性。每一種

文化都是一個獨立的「我」，擁有自己的獨特個

性，因此也擁有一次不可再生的生命。一種文化的

個性喪失了，這種文化的生命也就終結了，永遠不

會再產生出來。文化的生命承載於人的生命。一種

文化，無論多麼優秀，多麼歷史悠久，一旦失去人

的生命的承載，就難免歷史終結。英國歷史學家

湯因比在《歷史研究》指出，人類文明歷史上曾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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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很多種文化，其中多數都已經滅亡，只留下散

落於荒野的古跡與陳列在博物館中的古籍、文物。

反之，人類若世世代代以自己生命承載其文化，這

種文化也就生生不息，綿延不絕。人類文明歷史顯

示：任何一種生產關係、生產方式、政治制度、社

會意識形態乃至社會形態的歷史都僅僅屬於一定

歷史階段，文化的生命卻可以超越多種社會形態

的變革，如天地運行般強健。公元前三千年的猶太

文化是猶太教文化，當代的猶太文化仍然是猶太

教文化，並非僅僅從屬於某種特定社會形態的文

化。在決定文化生命的諸多因素中，那種承載著文

化個性的信念，即特定人類群體對於自己文化的自

信，從「我」的角度認同「我們」之為「我們」的主

觀確信，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公元一世紀猶太民族

失國於羅馬人，20世紀中葉重建以色列國。近兩千
年中，猶太人民散居世界各地，猶太文化沒有自己

的經濟基礎與政治建構，唯有猶太人民始終不渝

的猶太教信仰，但猶太文化卻得以生命延續，憑藉

猶太教信仰而傳承於人類生命繁衍，猶太民族也

終有機會重新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奠定當代文明格局的三種原創文明—中華文
明、西方文明、印度文明—都孕育、形成於雅斯貝
爾斯提出的軸心時代（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
期間）。作為原始文明的本體的人的真理承載於

圖騰信仰。人們生而為氏族部落成員，無條件地接

受氏族部落的圖騰信仰，隨生命成長而完成從一

個本能支配的自然個體到一個合格的氏族部落成

員即一個以生命踐行自己信仰的人的轉變，人人以

為天經地義，毋庸置疑。另一方面，承載於圖騰信

仰的人的理念還是狹隘的，受到人類脫胎而出的

動物屬性的局限，部落、族群、地域都可以成為人

與非人的界限標誌。人類學家在考察爪哇文化時

發現，「當地人非常坦率地說：『做一個人就是做

一個爪哇人』。」[15]因此，文明發展啟蒙了理性，促

進了不同文明間的交流，也孕育了文明的危機。氏

族部落制度後期，人類從漁獵時代進入農業時代，

已經掌握農耕、畜牧、建築、冶金、造船、航海等方

面的複雜技能。人們從實踐中感受到理性與知識

的力量，開始自覺追求真理，追問萬事萬物之究

竟，也包括追問自己，追問人是什麼。然而氏族部

落制度已經解體，世間沒有了天經地義的人的真

理。人們越是追問自己，就越是困惑。古希臘的智

者發現，一切都是相對的，包括人之為人的生命準

則。「聰明人顛來倒去得倒騰每一件事情，老實人

則感到他們自己已變得跟不上時代了。論及美德會

招致這樣的回答，『一切都基於你對美德的定

義』，沒有人知道美德的真正含義。」[16]人類生活

中的道德危機日益嚴重。希臘城邦末年，「城邦已

不再按照祖先制定的原則和制度來統治，成文法

和習慣皆被破壞，世風急轉直下。所有現在的城邦

都處於極壞的統治之下，它們的法律已經敗壞到

無可救藥的地步，除非來一場劇烈的變動和極大

的運氣」，[17]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世

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18]「爭地以戰，殺人盈

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孟子》）。人類如何才

能擺脫危機？老子斷言，「智慧出，有大偽」（《老

子》），惟有「絕聖棄智」（《老子》），返回遠古時

代，「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者死，不相往

來」（《老子》）。然而理性已經覺醒，覆水難收。何

以人們越是探究人的真理卻越是讓自己陷入危

機？在於人的真理是形成於人的自我認知的主觀

真理，而人們所追求的真理即賦予人們變革物質世

界力量的真理，卻是客觀真理。前者只為人擁有，

只對人成立，其真理性也只顯現於人的生命；後者

則屬於宇宙間一切智能生命，其真理性必須得到

客觀驗證，即得到所有人—包括未知的「外星
人」—基於「他」的角度的觀察、判斷與認可。追根
溯源，文明危機的根源就在人自己的頭腦裏。「在

思維之中我們人類獲得了我們最高的可能性，同

樣通過思維我們也可能陷入毀滅的境地。」[19]雅斯

貝爾斯提出的人類精神在軸心時代所取得的重大

突破，就是指以蘇格拉底、耶穌、孔子、佛陀等為

代表的思想家，突破當時人類因囿於有關真理的

片面認識而陷入的精神困境，在認知自我的精神

探索中發現了真實的我，並以自己生命確證了新的

思想範式—規範作為一切思想源泉的我的思想的
真理性，從而形成適用於所有人類成員的「人」的

觀念，確立從那以後的人類文明的精神核心。

世界諸文化大都孕育、成型、維繫於某種宗

教，以這種宗教標誌文化的個性，如猶太文化與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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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教、西方文化與基督教、俄羅斯文化與東正教、

伊斯蘭文化與伊斯蘭教等，並非偶然。宗教信條是

承載人的真理的天然形式，也是敘述承載著文化

個性的知識的天然形式，猶如黃金是貨幣的天然

形式。人的真理只是人的真理，只為人擁有，只對

人成立，其客觀真理性也只顯現於人的生命，因此

也是人的終極真理。人作為人而成為人，就在於人

的生命不為本能所主宰而以人的真理為準繩。假

如宇宙間還存在人類之外的高等智能生命，一定

強調人的真理並非宇宙所有智能生命的普遍真

理，同時也一定以自己的真理為自己生命的準繩。

生命有限。任何人都需要在自己生命的某一時刻

領悟人的真理並以為生命準繩。人若都像追求解

釋世界的哲學家那樣沒完沒了地追問，似乎是追

求真理，拒絕迷信，其實卻極端狂妄，恰如動物堅

持驗證本能合理之後才肯服從本能。宗教孕育於

苦難。宗教現象學認為，「對宗教的任何學術研究

都應該探討拯救問題，……因為它定義了宗教自

身的目的。」[20]宗教社會學認為：「宗教植根於一

個基本的人類學事實：人類有機體對生物本能的

超越。」[21]按基督教的理解，宗教起源於上帝，目

的是拯救。《聖經》說：上帝按自己的形像創造了

人。「耶穌說，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聖經》）。

宗教信仰者所信仰的上帝，並非以無限力量主宰

萬物而讓人類不能不匍匐於其腳下的神靈，而是

人本應如此、集一切美德於一身的人的典範，即形

象化的人的真理。人皈依宗教信仰，就直接領悟人

的真理，滿足認知自我的精神需要，獲得超越本能

的生命準繩，即德國哲學家西美爾所說：「我信仰

上帝，那麼，這就意味著，這種信仰與我堅信存在

著以太、月球能夠住人、人的本質永遠不變等完全

是兩回事。這不僅是說，上帝的此在雖然不可確

證，但我依然深信不疑；同時，也意味著……我把

上帝當做生活的準繩。」[22]《聖經》是基督教的經

典，也是西方文化、西方人民的經典。尼采宣告「上

帝死了」，西方人的世界也就陷入最深刻的危機。

所以，當代西方國家擁有目前最發達的科學技術，

西方文化仍是基督教文化，而非以特定社會形態

為本質特徵的文化；承載基督教文化的知識在西

方知識體系中佔據重要位置，作為神聖與拯救的

知識而與效能知識（作為科技知識的實證知識）、

教養知識（文史哲知識）鼎足而立。[23]西方國家的

核心價值—自由、人權、民主等—仍然根植於西方
人民的宗教信仰：「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

的：人人生而平等，他們都從他們的造物主那邊被

賦予了某些不可轉讓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

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所以

才在人們中間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當權力，則系

得自被統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種形式的

政府變成損害這些目的，那麼，人民就有權利來改

變它或廢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24]「美國道

德價值觀念源於基督教教義，宗教對青少年道德

品質的形成起著不可低估的作用。」 [25]英國、瑞

典、新西蘭等國家的公立學校中仍然開設宗教課，

法國、瑞士等國家的公立學校雖不開設宗教課，公

民教育亦滲透宗教精神，以教義為依據。[26]另一方

面，現代化進程以來，思想啟蒙與社會的世俗化強

烈衝擊西方基督教信仰傳統，西方國家的道德教

育也受到嚴重影響，很多青少年慢慢脫離傳統的

基督教信仰，失去生活的目標和意義，吸毒、犯罪

等現象日益嚴重。說到底，「十誡是西方社會基本

道德規範全部或部分的來源」，[27]社會建構根植

於基督教文化，維繫於文化的有效傳承；文化傳承

出現問題，必然影響文明社會的秩序與穩定。

中國文明是世界諸偉大文明中唯一的非宗教

性文明，已故以色列學者艾森斯塔特稱其為「專

注於現世的文明」。[28]從古至今，多數中國人沒有

任何宗教信仰，因為中國先哲發現真實的我就是

君子，君子就是人的真理的人格化形態。「天行

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易經》），清晰而經典地表達了先哲對於人與

物、自我與世界、文明與自然的深刻認識：萬物遵

循自然法則，自然運動具有任何力量都不可改變

的必然性；我以君子為人生準繩，我作為人的生命

亦如天地運行般剛勁強健，所承載文明亦生生不

息。這種思想傳承於族群繁衍，中國人確信君子準

則即人之為人的真理，「天不變，道亦不變」，[29]從

而無需崇拜、信仰任何外在於自己的神靈即獲得

超越本能的生命準繩，中國文化因此也形成其獨

特的非宗教性特徵。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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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家們從各自角度發展著中國先哲的自我界定，亂

世中君子形態形成不同異變。道家的「君子」超然

物外，自然遂性，獨善其身。墨家的「君子」勇武、

俠義、實幹、有為。法家的「君子」抱法處世而治。

儒家學者繼承並弘揚以君子準則為人生真理的精

神傳統，《論語》以高度抽象的形而上範疇—
「仁」—概括君子的精神本質：「為仁由己」，「仁
以為己任」。先哲智慧，洞悉中國人的精神世界：

人在文明中成長成人，君子是每個人內心中的真實

的我，無須解釋，無須論證，人亦不會質疑，只需要

啟發、培育、鞏固、強化，使之成為人們時刻審視

自己思想言行的生命準繩。《論語》只討論何謂君

子，何謂小人，如何成為一個君子，並不探討人何

以一定要成為君子，不論證人為什麼一定不能做

小人。《孟子》以心、性等形而上範疇闡發「仁」的

思想內涵，進一步發展、完善了儒學理論，同時以

盡心、知性為本，奠定了融知識學習、世界觀教

育、文化傳承於一體的中國教育模式。儒學也因此

成為中國諸思想流派中的主流學派，承載中國文

化的主體學說。

兩千年來，歷代儒學思想家繼承並發展先哲

創立的、以君子即人的真理的人格化形態的思想

傳統，確立並不斷發展從君子的角度看待世界的

世界觀理論即中國哲學。中國人通過學習中國哲

學的經典來滿足認知自己的精神需要，在君子準

則引導下成長成人，人人以為天經地義，毋庸置

疑。億萬同胞通過學習中國哲學經典滿足認知自

己的精神需要，中國文化隨族群繁衍而世代傳承，

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當然，哲學作為探究萬物本原

以解釋世界的學問，起源於古希臘，在西方文化中

佔有重要位置，中國歷史上並沒有哲學這樣一門

學問。在歷史上，承載中國文化的知識體系按「經

史子集」分類，《論語》、《孟子》等即「經史子集」

中的「經」，既闡述中國人以君子準則為人之為人

的絕對真理，也闡述了中國人從君子的角度看待

世界的世界觀理論。以現代知識觀念看待《論

語》、《孟子》等儒學經典及其所闡述的中國人的

世界觀理論，文明教化功能及其在文化中的地位

都近似其他文化中的宗教——記述先哲認識、界
定自己的絕對真理，滿足人類認識自己的精神需

要。因此，辜鴻銘先生說：「儒學不是宗教卻能取

代宗教，使人們不再需要宗教」，[30]目前國內外學

術界也還有學者稱儒學為儒教，中華文明為儒教

文明。就理論形態、傳承形式等而言，《論語》、

《孟子》及其所闡述的世界觀理論又近似哲學—
建構於高度抽象的形而上範疇，傳承於訴諸理性

的知識學習。所以，美國學者古德諾認為：「中國

人與其說是一個宗教的，不如說是一個哲學的種

族。他們很少意識到自己與創世者的關係（中國人

以一種被稱之為哲學的思想體系來規範人們的日

常行為，調節人與人的關係）。」[31]金岳霖先生強

調：在中國，「哲學從來不單是一個提供人們理解

的觀念模式，它同時是哲學家內心中的一個信條

體系」；對於中國哲學家，「他的哲學要求他身體

力行，他本人是實行他的哲學的工具。按照自己的

哲學信念生活，是他的哲學的一部分。」[32]馮友蘭

先生指出：「哲學在中國文化中所佔的地位，歷來

可以與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照中國

的傳統，研究哲學不是一種職業，每個人都要學習

哲學，正像西方人都要進教堂。學哲學的目的，是

使人作為人而能夠成為人，而不是成為某種人。」
[33]在中國歷史上，以儒學思想家為代表的中國哲

學家，大都同時也是從事教書育人工作的教師。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師者。」[34]他們言傳

身教，以身作則，「按照自己的哲學信念生活，是他

的哲學的一部分」，也是他們作為教師的職責。另

一方面，《論語》、《孟子》所闡述的世界觀理論，

立足於君子的自知之明而非任何世界萬物的本

體、本原，因此作為哲學即作為中國人的世界觀理

論，也相應缺少對世界萬物之根本的系統探究，沒

有成為科學的搖籃，沒有形成本體論、認識論、價

值論等認識方向，沒有唯物與唯心的劃分。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為追求現代化，付出了

巨大代價：解構承載中國文化的知識體系—「經
史子集」，依據西方的哲學範式改造中國人的世

界觀理論即中國哲學，按照西方現代學科制度重

建中國知識體系等，從而在學習、發展有利於中國

現代化建設的知識的同時，也無形中阻礙了中國

文化的傳承，遮蔽了中國人的文化意識，使中國人

逐漸喪失對自己文化的自覺與自信。放眼當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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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無疑是世界上最缺乏文化自覺的人民。西方

人可以說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阿拉伯人可以說

伊斯蘭文化是伊斯蘭教文化，猶太人可以說猶太

文化就是猶太教文化，俄羅斯人可以說俄羅斯文

化是東正教文化……，中國人說起中國文化，卻只

能泛論其歷史悠久、博大精深、典籍豐富……，但

凡討論中國文化是什麼文化，何謂中國文化的精

華，如何才能有效地繼承、弘揚中國文化的優秀

傳統，必然陷入無盡無休的爭論。撫今追昔，百年

來中國精神文化建設中的得失成敗，是非功過，可

謂一言難盡。今天，中國在國家治理、軍事國防、

經濟生產、科學技術、醫療衛生等方面的建設已日

益現代化，中華民族的現代化進程卻為精神文明

建設所遲滯。人們的思想觀念越來越現代化，但其

中越來越多的外來文化因素也正在挑戰國家文化

安全。人民的精神需要難以滿足，社會為信仰危機

所困擾，外來宗教流行，邪教悄然蔓延，社會整體

道德素質明顯下滑，精英群體的墮落更是令人觸

目驚心。「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中國人要追

求自己的美好生活，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

必須復興承載中國文化本體的儒學以復興中國文

化，就必須重建中國人自己的世界觀理論與知識

體系，重建屬於中國人自己的精神家園。

二

改革開放，百廢待興，人民精神渴求催生的傳

統文化熱與黨中央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高度肯

定，使儒學復興重新成為國內學界的熱點。儒學復

興卻任重道遠。因為制約儒學復興的瓶頸就是中

國人頭腦裏的思想觀念。這些思想觀念雖阻礙中

國文化的繼承與發展，卻有利於中國的現代化建

設，因此也在百年來中國現代化建設中得以逐步

鞏固、完善，並最終定型為國內學術界普遍認同的

世界觀理論及知識體系—唯物主義哲學及相應知
識體系。

多數中國人沒有任何宗教信仰，以西方的哲

學為範式構建中國的哲學學科，進而認同唯物主

義哲學，以唯物主義哲學為自己的世界觀理論，幾

乎是歷史的必然。唯物主義是科學賴以形成、發

展的哲學基礎，我們今天發展自然科學、社會科學

與思維科學，仍然需要唯物主義哲學的思想支

持。然而唯物主義哲學並非人的正確的世界觀理

論。人類起源於生物進化，「永遠不能完全擺脫獸

性」。[35]人之所以區別於為本能所支配的動物，在

於人是「自我完善的行為主體」：自己定義自己，自

己以自己生命踐行自己對自己的定義，以自己生命

確證自己對自己定義的真理性；而自己定義自己的

真理是主觀真理，形成於人的自知之明—自己對
自己的正確認識。這就決定了唯物主義哲學合理

性的界限。人面對物質世界，作為認識世界、改造

世界的主體，必須堅持唯物主義哲學，明確世界萬

物都是物質運動的不同形態，按其固有本質、規律

的運動具有不可改變的必然性，由此必須堅持客

觀認識事物的原則，堅持「真理是標誌主觀同客

觀相符合的範疇」，[36]才能正確認識世界，改造世

界。人面對自己，則不能被唯物主義哲學所束縛，

必須明確：人不是物，人的自然生命決定於物質運

動的必然法則，人之為人的一生則決定於自己；人

可以意識到自己，是人類從生物進化中獲得的、最

寶貴的能力，即通過自我完善而實現從動物即本

能支配的存在轉化為人—自己決定自己的存在—
的能力；如果囿於唯物主義哲學，將自己也歸結為

某種必然法則所決定的物，認定作為人生準則的

真理也是某種客觀真理，也就從根本上忽視、限

制了人的原創能力，從根本上抑制了文明的發展。

歸根結底，人在文明中成長成人，文明存在於物質

法則主宰的宇宙之中；人需要唯物主義哲學與科

學以應對物質世界，構建文明賴以存在的物質條

件；人也必須從自己的角度看待自己生活於其中的

文明世界，形成正確的世界觀，奠定文明賴以存在

的思想基礎；唯物主義哲學是人應對世界萬物的

重要工具，並非人的正確的世界觀理論。

世界觀以及相應的人生觀、價值觀、信仰、信

念等都是人所特有的觀念，形成於主觀認識即人

從「我」的角度的認識。人是精神與物質的辯證統

一體，精神成長與身體成長大體同步，都要14年
~18年甚至更長時間，世界各國有關成年人年齡的
法律規定大同小異。從一定意義上說，人的精神成

長過程就是「我」的意識從萌生、發育到成熟的過

程，其成熟的標誌是形成自己的世界觀、人生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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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觀等，即人從「我」的角度看待自己生活於其

中的世界的根本觀點，人從「我」的角度看待自己

人生的根本觀點，人從自己角度看待一切存在之

價值的根本觀點等。無論什麼人，即便沒有上過

學，即便沒有什麼科學知識，只要在一定文化中長

大成人，理智正常，都會隨生命成長而逐漸形成屬

於自己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都可以自信地

說：我對世界的根本觀點是這樣的，這就是我的

人生觀，我認為只有這樣的人生才是最有意義的。

當然，自發形成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信仰、

信念等都難免狹隘、功利、庸俗、偏私，不能明辨

文明世界的大是大非，不能引導正確的人生。古往

今來，任何民族、國家都要對其人民進行世界觀、

人生觀、價值觀等的教育。在古代中國，人們學習

《論語》、《孟子》等儒學經典，即接受中國的世

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教育，確立成為一個君子

的人生信念，形成從君子的角度看待自己生活於其

中的世界的世界觀，從君子的角度看待人生意義

的人生觀，從君子的角度看待一切世間存在的價

值的價值觀。在中國，學習《論語》、《孟子》等儒

學經典，並非只是學生的事情，而是健康人生的重

要組成部分，正所謂「一等人忠臣孝子，兩件事讀

書耕田」。對於西方文明等以宗教為個性標誌的文

明，世界觀理論記敘於其宗教經典，以宗教經典學

習為主要內容的宗教教育就是對於人的世界觀、

人生觀、價值觀的教育，人們繼承先人世代宗教傳

統，通過宗教經典的反復學習逐步確立自己的宗

教信仰，成為虔誠的宗教信仰者，也就確立了從宗

教信仰者的角度看待自己生活於其中的世界的根

本觀點以及一個宗教信仰者的人生觀、價值觀。

正確的世界觀形成於人對自己的正確認識。

世界觀形成於從自己的角度看待自己生活於其中

的世界。人對自己的認識是錯誤的，對世界及其意

義的認識也一定是錯誤的，對待世界的原則、方

法就必然是錯誤的。「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老

子》）。人之患在不自知。人無自知，自信就等於自

欺，自尊就是自負，自豪就只是自傲，自珍自重就

變為自高自大，堅持自我就意味著固步自封，自由

自在就是在自我放縱，自強不息就等於在自取滅亡

……。一念之差，天上地下。一個國家、一個民族，

同樣如此。中國百年現代化追求的經驗與教訓告

訴我們：從中國人自己的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我

們就可以找到適合中國的發展道路，國家就會不

斷發展、進步；脫離中國人自己的實際，迷信他人

的理論，盲從或照搬他人的經驗，國家發展就必然

誤入歧途，人民就要付出沉重代價。

國內哲學界多年流行的「科學世界觀」、「科

學的世界觀」等提法，既背離世界觀的本意，也並

不符合科學的原則，因為科學觀念必須是客觀觀

念，必須形成於從「他」的角度的認識。人們崇尚

科學，希望自己的世界觀是科學觀念，願望美好，

卻誤人誤己。人與世界的關係永遠是對立統一的

辯證關係：世界萬物按其固有規律而運動，不會自

動滿足人的需要；人必須根據自己的需要去變革

和改造世界。所以，人永遠需要發展科學作為變革

世界的工具，也永遠需要確立正確的世界觀，確

立正確變革世界的目標與原則；因為科學作為人

的工具，其實是一把雙刃劍，既可造福於人，也可

反過來毀滅人類及其文明，具體怎樣，完全取決

於人的世界觀是否正確。所以，人永遠都要從自己

即「我」的角度看待自己生活於其中的世界，形成

關於自己生活於其中的世界的根本觀點，當然也

就永遠都會犯這樣或那樣的主觀主義的錯誤。如

果未來某一天，人的世界觀真成了科學世界觀—
從「他」的角度看待自己生活於其中世界的根本觀

點，人類文明也就終結了。因為那意味著，人類已

失去保持自我的精神能力，在精神上為某種更高

級智能生命所奴役，觀察、看待事物的角度都是其

設定的「他」，不會再犯主觀主義的錯誤，也沒有

能力再在物質運動法則主宰的宇宙中保持人類文

明及人作為人的存在。

人類如何才能正確認識自己？哲學史留下的

重要教訓就是人將自己當作單純的認識對象，進

而當作物，以為我的真理就是對我的本質與規律

的正確認識。其實，人類萌生自我意識，可以意識

到自己，並非獲得了一種動物所沒有的、可以感知

到某種特殊存在的特異功能，而意味著人類從生

物進化中獲得了一種最重要的能力，即從動物轉

變為人—當代人類學所說的「自我實現的行為主
體」[37]—的能力。「自我意識不僅僅只是有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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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知道你自己知道。」[38]我指自己。自己形成於

自指—自己指稱自己。無論何時，人只要意識到自
己，就必定是他意識中的自己意識到了自己，並非

他的感官或大腦反映到了自己—如果人的意識處
於忘我狀態，即他意識中的自己忘記了自己存在

的意識狀態，他也就意識不到自己，這同他的感官

是否正常、大腦是否清醒都沒有絲毫關係。我是鏡

像形態的存在：我存在，就一定有一個作為我的鏡

像的「我」也存在；我知道，就一定有一個作為我

的鏡像的「我」知道我知道……。說到底，我、自己

標誌著一種能力，人類從生命活動決定於本能的

動物轉變為人—「自我實現的行為主體」—的能
力：自己形成於自指，人類可以意識到自己，在於

意識中存在著作為自己的鏡像的「自己」；自己是

什麼？只有「自己」可以知道；只有自己願意，自己

就可以「自己」定義自己，自己決定以自己生命踐行

自己對自己的定義，從而成為「自我實現的主體」。

無疑，正確運用這種能力進而正確定義自己，極其

艱難，所涉及的哲學問題也是笛卡爾、胡塞爾、薩

特、海德格爾等近現代哲學家所力圖解決而沒有

解決的問題。但更重要的是，這種能力不同於憑

本能就可正確發揮的、人類神經系統的其他能

力—感覺能力、反應能力等，離開了人類的自覺運
用就等於不存在。所以，哲學史上那些才智過人的

思想家像追問萬物究竟那樣沒有止境地追問自

我，其實等於擱置、荒廢了人類最寶貴的能力。反

之，那些對文化、文明做出重大貢獻卻往往為哲學

家們所輕視的思想家們卻擁有真正的智慧：追問

自我，但知道理性的界限，知道自我蘊含著自身身

生命最重要的能力，從而自覺且正確地運用了這

種能力，讓自己成為「自我實現的行為主體」。在

這意義上，那些偉大思想家精神探索的最終成果

其實就是他們自己作為真正的人的生命存在，所

以雅斯貝爾斯在論述孔子等先哲時強調：「最為關

鍵的東西並非這四位大師的著作或內容，而是他

們生命的真實性，這是人類在世間轉化的起點。」
[39]

在認識自己的問題上，主導國內哲學界的唯

物主義哲學並沒有走出前人的誤區。唯物主義哲

學認為：「意識是對物質世界的主觀映像。……意

識就其反映形式來說是主觀的，就其反映的對象

和內容來說則是客觀的」，「真理是標誌主觀同客

觀相符合的範疇。」[40]這些原則為人類正確認識

物質運動規律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礎，卻不能用來

指導人類認識自己。自己指我。我是人腦中的意

識，卻並非「物質世界在人腦中的主觀映像」，[41]

而是形成於人類所特有的自我意識的意識、永遠

都是主觀意識的意識。人以我為主，以他為客。主

觀即人從「我」的角度看待一切。人腦中有「我」的

意識，人才能主觀，才能從「我」的角度看待一

切—包括看待自己。我就是人從自己角度意識到
的自己。在現實生活中，對於那個人人自稱為「我」

的人類個體，他人都稱其為他、她或其他什麼，唯

有人自己稱之為「我」。所以，人對自己的正確認識

永遠是自知之明—內容與形式都是我的真理，而非
「主觀與客觀相符合的真理」。一句話，人不是物，

人是「自我實現的行為主體」。所以，人在若認識自

己時仍然堅持唯物主義哲學原則，也就等於將自

己歸結為物，也意味著緣木求魚。

當代世界哲學已經在發展中否定了西方哲學

的傳統範式—把世界萬物歸結為某種本原、本體
以解釋世界的哲學範式。「由若干思潮匯合而成的

後現代主義的思想的最突出的哲學成果是對自柏

拉圖以來西方的主要哲學傳統展開多方面的重大

的抨擊。該傳統的整體計劃是理解和闡述基本的

實在，如今它被指責為一場徒勞無益的語言游戲、

一種持久的卻注定要失敗的逾越其置身創造的精

心虛構的努力。更尖銳的是，人們指責這樣的計劃

是內在異化和等級壓迫的──思想上的專橫的做
法，這種做法造成了存在的和文化的貧乏，並且最

終導致對自然的技術專家政治論的統治以及對他

人的社會—政治的統治。」[42]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

強調：「傳統的今天的存在論的根本缺陷是雙重

的：1.從一開始，它的主題就是對象的存在：即：一
定對象的對象性和無差別的理論意義的對象，或

與確定的自然科學和文化科學相關的物質對象，

而且通過這些對象領域涵蓋世界。……2.由此而導
致的後果是：在哲學問題中，它阻斷了走向這樣一

個決定性的在者，即此在的通道，而哲學就『是』

來自於此在和為了此在的。」[43]就是說，存在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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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第一哲學，將人與物都歸結於統一的存在，以

為發現了存在的秘密也就揭開了宇宙間一切存在

之謎，因此也阻斷了知人的通道，因為哲學是產生

於人也為了人而存在的。當然，西方文化根植於西

方人民世代傳延的基督教信仰，在西方文明中，哲

學作為形成於理性探索的知識體系，沒有解決如

何正確認識我的問題，也就不能解決西方人的信

仰問題，因此海德格爾晚年對哲學深感失望而寄

希望於宗教：「哲學到此結束」，「只還有一個上帝

能救渡我們。」[44]

當代中國哲學的發展受多方面因素影響而落

後於世界哲學的發展，目前「中國哲學界的整體水

平尚缺乏與世界哲學對話的能力，在整個世界哲

學格局中還處於邊陲地位」，[45]仍然囿於已被世界

哲學所否定的西方哲學範式—將世界萬物歸結為
某種本體以解釋世界的哲學範式，唯物主義哲學

不僅是國內哲學的主流形態，而且是國內學界公

認的中國人的世界觀理論。

作為一個哲學學派，唯物主義哲學不能正確

認識我，可以永遠探索下去，可唯物主義哲學作為

中國人的世界觀理論，不能正確認識我，就不能不

造成中國人的自我的喪失。如前所述，文化的本體

是主觀真理，文化得以傳承於人類族群繁衍的關

鍵，是人類世代以為這種主觀真理是天經地義、

毋庸置疑的絕對真理，所以當代西方文化仍是基

督教文化，基督教知識作為神聖與拯救的知識而

與效能知識、教養知識鼎足而立，西方人的核心價

值仍然根植於西方人民的基督教信仰。中國文化

數千年生生不息，綿延不絕，關鍵在於文化承載於

知識，通過知識傳授而傳承於族群繁衍：無論由誰

執掌國家政權，「經史子集」都是社會公認的知識

體系，都是全國學術與教育的基礎與內容。目前中

國知識體系是以唯物主義世界觀為基礎的學科知

識體系。學科形成於科學的門類劃分，指科學知

識的分支—「學科是相對獨立的知識體系。」[46]學

科體系由理、工、農、醫、文、史、哲、經、法、教育、

管理、軍事、藝術等十三個門類構成，其中所有學

科的知識都是屬於全人類的知識—自然科學知
識、社會科學知識與作為自然科學知識與社會科

學知識的概括與總結的哲學知識；承載數千年中

國文化的知識散存於文、史、哲等不同學科門類

中，不僅喪失了敘述中國人以為天經地義的人的

真理的知識功能，而且還要為新的知識標準重新

評價其作為知識的意義。因此，我們自己建立的知

識體系，其中卻沒有承載中國文化的獨立知識體

系的位置；我們的教育體系堪稱完善，我們的教育

卻只傳授知識而不傳承文化；中國人都希望中國文

化繁榮昌盛，卻又眼看著中國文化日益衰落。說到

底，文化傳承不同於科學知識傳授。科學知識是人

的工具，是否使用，怎麼使用，只是人自己的事情，

與科學知識本身無關。文化傳承卻是人之為人的

真理的世代傳遞，不僅教育者必須言傳身教，以身

作則，受教育者也必須學而時習，知行合一。如果

文化傳承變成了科學知識傳授，人之為人的真理

成為了科學知識，不僅人人都可以質疑，而且可以

根據自己需要決定是否運用以及怎樣運用，文化

也就不再傳承了，我們有關人的教育—有關世界
觀、人生觀、價值觀、理想、信念、道德等的教育—
也就必然軟弱無力，缺乏實效，從而不能不導致物

欲橫流、個人至上、誠信缺失等社會亂象，正所謂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苟不教，性乃

遷」（《三字經》）。更重要的是，世界觀形成於人

從自己即「我」的角度看待自己生活於其中的世

界，中國人以唯物主義哲學為自己的世界觀理論，

也就難以擁有屬於自己的世界觀理論。唯物主義

哲學認為，正確的世界觀即科學的世界觀，必須

「建立在對客觀世界發展規律正確認識基礎之

上。」[47]這樣，《論語》等儒學經典所敘述的世界

觀理論—君子從自己角度看待自己生活於其中的
世界的世界觀理論，就是錯誤的、主觀唯心主義

的，不能再作為中國人的世界觀理論。可建構屬於

中國人自己的科學世界觀理論，卻又在理論上完

全不可能—科學是屬於全人類的事業，中國人的
世界觀理論怎麼可能是屬於全人類的科學理論？

冷戰結束，人類進入多元文明並存的新時代，中國

人以唯物主義哲學為自己世界觀理論所帶來的問

題也日益凸顯。「『文化自覺』是當今時代的要

求。」[48]在不同文化中生活的人民，都應擁有屬於

自己的世界觀理論。中國是以文化立國的文明古

國，也是當今的世界大國，但因為自己的原因，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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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億中國人卻尚未形成屬於自己的世界觀理論。

高清海先生生前最後一篇論文指出：「中華民族的

生命歷程、生存命運和生存境遇具有我們的特殊

性，我們的苦難和希望、傷痛和追求、挫折和夢想

只有我們自己體會得最深，它是西方人難以領會

的。我們以馬克思的哲學為指導，對於這類具體問

題也仍然需要有我們自己的理論去回答和解

決。」[49]高先生的倡議得到國內學界的普遍認同。

2004年「中國哲學大會」明確提出「構建中國哲
學」的理論目標，強調「構建中國哲學，在於重鑄

我們走向未來的民族思想文化的基礎和靈魂。」[50]

然而國內哲學界仍然普遍認同唯物主義哲學，構

建屬於中國人自己的世界觀理論的工作自然難以

展開，曾經得到學界一致認同的理論目標，也就一

直停留在紙上，漸漸被學界自己所遺忘。

三

如何突破制約儒學復興的瓶頸？唯有解放思

想，文化自覺，回到自己文明的源頭，從那裏汲取

走向未來所必需的精神力量，重新領悟先哲的智

慧，重新認識真實的自己。「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老子》）。

解放思想，我們才可能正確理解文化自覺的

內涵。「文化自覺」概念由費孝通先生提出，指「生

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51]蘊

含著一種對於文化的、更全面也更深刻的全新認

識。目前人類有關文化的正確認識可分為兩類：一

是科學認識，即形成於從「他」的角度的認識；一

是文化自覺，即形成於人從自己角度對自己文化的

認識。前者是客觀的，是關於文化或某種文化的一

般性質、規律、特點、長處等的認識，表現為某學

科的專業知識—文化學、宗教學、漢學、中國學等
學科的學科知識。後者是主觀的，是生活在一定文

化中的人對自己文化的自知之明。美國人、日本人、

俄羅斯人等生活在其他文化中的人們，也可以客觀

研究即從「他」角度研究中國文化，成為國際學術

界公認的漢學家、中國學家，但他們不會擁有對中

國文化的自知之明，因為他們不是生活在中國文化

中的人，不可能從中國人自己的角度認識中國文

化。同樣，我們作為在中國文化中成長成人的中國

人，如果也像美國人、日本人、俄羅斯人那樣，也是

客觀研究即從「他」角度認識中國文化，結果也只

能和他們一樣，可以成為系統掌握中國文化知識

的專家，卻不會擁有對於自己文化的自知之明。區

別這兩種關於文化的正確認識，具有重要意義：一

種文化的精髓是什麼？人們如何才能繼承、弘揚自

己文化的優秀傳統？不同文化各不相同，沒有統一

標準，同經濟、政治制度也沒有什麼必然聯繫，國

際學術界更不會給出唯一正確的科學答案，唯有

生活在這種文化中的人們自己能夠知道。冷戰結

束，世界進入新的歷史時代，美國學者亨廷頓強

調：「在這個新的世界裏，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

險的衝突不是社會階級之間、富人和窮人之間，或

其他以經濟來劃分的集團之間的衝突，而是屬於

不同文化實體的人民之間的衝突。」[52]滄海桑田。

冷戰時期的階級認同、階級覺悟為新世界的文化

認同、文化自覺所取代。置身多元文化並存的當代

世界，不僅中國人要自覺自己的文化，其他國家的

人民也要自覺自己的文化。世界潮流，浩浩蕩蕩，

順之者昌，逆之者亡。費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

覺」概念，凝聚對百年來中國文化研究的深刻反思

與對當今世界格局的透徹認識，也得到黨中央的

高度認同與充分肯定。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強調：

「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文化

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顯，維護

國家文化安全任務更加艱巨，增強國家文化軟實

力、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要求更加緊迫」；我們要

「培養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

明素質，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弘揚中華文化，努

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中共十七屆六中全

會公報》）。為此，我們必須解放思想，擺脫唯物主

義哲學思想的束縛，從自己即「我」的角度認識自

己的文化，真正擁有對於自己文化的自知之明。

正確理解文化自覺的內涵，我們才能正確判

斷儒學乃至中國傳統文化的當代意義，真正做到

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使儒學復興真正成為中國文

化優秀傳統的繼承與弘揚。儒學、中國傳統文化都

是在農業文明中形成、發展起來的，在當今時代復

興儒學，復興中國文化，必須取其精華，去其糟

粕，否則過時的封建綱常、父權主義、繁瑣禮儀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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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沉渣泛起。然而這也是百年來中國文化研究始

終沒有解決的問題，至今中國文化研究中仍然普

遍存在著一種觀念，認為我們必須「堅持科學對

待中國傳統文化」，「客觀辨證地看待中國傳統文

化的歷史作用和時代價值。」[53]現在看，中國人都

希望中國文化繁榮昌盛，卻又眼看著中國文化日益

衰落，同這種觀念有很大關係。究其根源，中國文

化的本體是一種特殊的主觀觀念—中國先哲在認
知自我的精神探索中發現的真實的我，或者說，以

「君子即真正的人」為思想內涵的主觀真理。因

此，中國人唯有從自己即「我」的角度認識自己的

文化，才可能認識其精髓—先哲發現的真實的我，
才可能擁有文化自覺—在中國文化中成長成人的
中國人對自己文化的自知之明。

真正擁有文化自覺，我們需要回到自己文明

的源頭，重新領悟先哲的智慧。中國人來自五湖四

海，有著各自的文化背景、社會地位與相關利益。

人們從自己即「我」的角度認識中國文化，難免受

自身文化背景、社會地位與相關利益的影響，「公

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主觀認識的確往往形成

偏見。另一方面，人類有自我意識，人人可以意識到

自己，都難免困惑於自己，都有認識自己的精神需

要，頭腦中也都有著相同的真實的自己與共同的

心靈。孟子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

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

之」（《孟子》）。當代英國哲學與心理學家亨弗瑞

則稱人是「天生的心理學家」，[54]相互間可以感同

身受。因此，我們要超越主觀意識的局限，就需要

回到自己文明的源頭，拋開歷史加諸於我們身上

的文化背景、社會地位與相關利益，讓我們僅僅作

為一個可以意識到自己因此也困惑於自己迫切需

要認識真實的自己的人；讓自己作為這樣一個人從

自己即「我」的角度面對中國文化，讓作為這樣一

個人的「我」面對先哲所發現的真實的我，從而領

悟先哲的智慧，獲得對真實的自己的認識，獲得對

自己文化的自知之明。正如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

所強調的：「人類一直靠軸心時代所產生的思考和

創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飛躍都回顧這一

時期，並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自此以後，情況就是

這樣，軸心期潛力的蘇醒和對軸心期潛力的回憶，

或曰復興，總是提供了精神力量。」[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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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o m e p r o b l e m s i n t h e r e v i v a l  o f 
Confucianism

Lu Jia(School of Marxism, Tsinghua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noumenon of culture is a special 

subjective concept -- the true self discovered by the 
sages in their spiritual exploration of self cognition 
in order to meet their spiritual needs, or the truth that 
must be able to manifest the existence of human life.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the only non religious civilization 
among the great civilizations in the world, because the 
Chinese sages found that the real me is a gentleman, 
and a gentleman is the personif ied form of human 
truth. For the Chinese, the revival of Confucianism is 
to revive the spiritual production of spiritual products 
to meet their spiritual needs and pursue their own 
good life. However, the revival of Confucianism has 
a long way to go, because the bottleneck restricting 
the revival of Confucianism is the ideas in the minds 
of Chinese people. These ideas are conducive to 
China’s modernization, but hinder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The only way to 
break through the bottleneck restricting the revival of 
Confucianism is to emancipate the mind, realize th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return to the source of one’s 
own civilization, draw the necessary spiritual strength 
for the future, re understand the wisdom of the sages, 
and re recognize the real self.

Key words: human, self, spiritual need, cul-
ture, Confuc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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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前者的發創之功就不會有

後者葷葷之大觀；但是，比之

《紅樓夢》貴族式的豪華典雅、

脂粉氣撲面的纖巧哀怨，《金瓶

梅》則多了一分平民化的質樸真

實、狼氣十足的殘酷恐怖，二者

是比肩而立、相映成趣，由此便

有了與「紅學」相對的「金學」一

說。因此，如果不獵奇式囿於感

性的觀瞻，不道德性局於成說

的討伐，不文學性限於人物或考

據，而是從哲學的前形而上學的

視域來解讀審視《金瓶梅》這一

奇書，必定十分有趣。

一、人作為靈肉矛盾體

的性、慾、情、愛

的分析批判

《金瓶梅》兩類版本中，具

有詩詞相配的版本謂之《金瓶

梅詞話》 [1]，它更具藝術觀賞

性。無論從文學的還是從哲學方

面言，比之西方的名著，絲毫不

遜色於薄伽丘的《十日談》、司

湯達的《紅與黑》、勞倫斯的

《查泰萊夫人的情人》。而今人

所著的《廢都》可明顯看到《金

瓶梅》的痕跡。如果超越了簡單

的道德善惡評判，它講述了一定

歷史情境中人的慾望及其實現

的故事—使慾望的膨脹、擴張
直至毀滅具象生動地用文字展

現出來。上世紀80年代民間傳播
甚廣的香港三級電視劇《金瓶

梅》，則比文字更具象生動地展

現了人性對於色慾的幻想、痴迷

與貪婪，後來者大約無出其右。

只是相比之於原著，所杜撰的

武松與潘金蓮的愛情，與原著

大異其趣，削去了原著的批判鋒

摘  要：明人小說《金瓶梅》是第

一部文人獨創的非歷史演繹的話本

小說。從哲學的「前形而上學」視域

來解讀審視《金瓶梅》這一奇書，

它生動地講述了特定歷史條件下一

個關於人的性、慾、情、愛的故事。

肉體獲得靈性才會有人性，只有讓

靈與肉獲得和諧統一、以靈去統御

肉，自然之性慾才會成長為人性之

情愛，它才通之乎美達之乎善。該

書作為活的社會存在的標本，反映

了中國傳統社會作為「君主集權的

等級制的男權宗法社會」的鮮明特

徵，讓人看到權力崇拜與暴力崇拜

所構成的中國傳統社會的文化底

色。它預示了野蠻的不平等的反人

性的權力結構及其社會制度必然會

腐敗、必然要滅亡的命運。

關鍵詞：《金瓶梅》；人的自然性；

人的社會性；社會存在

在有點文化的常人的印象

中蘭陵笑笑生的《金瓶梅》是一

部淫書，但稍認真閱讀過、真正

有文化的成年人則早已達成共

識：它絕不是一部簡單的淫書。

魯迅早就認為，它是一部「世

情小說」，對其人情世俗的洞察

評價頗高；毛澤東曾五評其書，

把它當封建政治的反面教材來

讀。從文學而言，它是第一部文

人獨創的非歷史演繹的話本小

說。如果說一部好的小說蘊藏

了一個民族的秘史，就它所蘊藏

的豐富的民族心理的、政治的、

文化的、社會的密碼而言，那麼

它是被譽為封建社會百科全書

《紅樓夢》的前奏，是可與曹雪

芹《紅樓夢》比肩的「小紅樓」，

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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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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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迎合了常人自然感性的色情觀瞻、性幻想慾

求，體現了港派風格，卻也過於離奇了。

人是生物進化到一定階段的個體生命，就像

化石級的植物銀杏分為雌雄，就像大多數的開花

結實類植物的花分為雌雄蕊，就像諸多哺乳類動

物分為雌雄個體，人有男女個體之分。因此，一陰

一陽之謂道，飲食男女成為自然之性。這種自然性

是由自然進化造成，人類在自己的生存繁衍過程中

難以擺脫的宿命。所有的宗教戒條—基督教與佛
教，其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禁慾主義的傾向被證明

是違反人的自然性的。人類不可能戒除肉慾成為

純粹的靈魂，人人不可能根除肉慾修成佛陀。如果

根除了肉慾，將會導致人類自身的毀滅。世界三大

宗教原初之戒條，如佛教「五戒」—戒殺、盜、淫、
妄語、飲酒，如基督教的「摩西十誡」中的「不准姦

淫」，並非要根除男女自然之慾，而是要防止肉慾

的放縱無度；而伊斯蘭教則明確鼓勵成年男女婚

嫁，並做出了諸多有益的限制。現代西方哲學中，

佛洛伊德首創性發明「里比多」一詞，提出了本我、

自我、超我的人格理論。其作為「里比多」的性力一

詞，成為解釋人及其文化的原始性創造性力量。[2]
拉康的「鏡像理論」儘管解構了主體自我，認為主

體是被建構起來的，但卻強調真正的心理學發端

於「慾望」的揭示，「慾望」揭示了人真正的內在心

裏本質。[3]

反觀《金瓶梅》一書，它生動地講述、思考了

特定歷史條件下一個關於人的性、慾、情、愛的故

事。它通過典型人物將基於性的快樂慾望的無限

擴張予以表現—這個慾望不僅指性慾，還有與此
相關的物慾、權勢慾。西門慶是一個青春年富、

精力旺盛、體格強健、有錢有勢的男人，是一個基

於性、貪於淫、爛於情、不乏愛、毀於慾的男人，集

「酒、色、財、氣」於一身。作為故事演繹的主角，

西門慶是男一號，參與演繹的還有諸多的男男女

女，作為一群與男一號相對的女人中難分伯仲的

則是吳月娘、潘金蓮、李瓶兒、龐春梅。書名簡約為

《金瓶梅》既反映了女性人物著力描繪的重點也

反映了作者的道德評判，正是以這三個女人為代

表的紅顏靚女與西門慶為代表的淫慾色魔相互為

用，最終善惡有報、均不得善終。吳月娘則是淑女

賢妻的典範，崇奉佛法的代表，得以善終善報。西

門慶作為男權社會的典型，其表現的是基於「性」

的「慾」的追求與擴張，凡一切有姿色的女人與年

少的美男都成為其性慾的對象，妻、妾、僕、婢、

妓、偷，全部得以窮形盡相的表現。

西門慶的慾望是基於自然的—青春年富、精
力旺盛、體格強健，他像諸多男人一樣具有強大的

「里比多」，其性慾擴張具有自然的基礎與力量；

它又是社會的—本來有錢有勢、通過巧取豪奪、
越來越有錢有勢，其慾望滿足具有社會的基礎與

能力；其父母早亡，沒有受到聖賢之書的教導與規

約，而明後期本身傳統禮教遭受衝擊、並瓦解漸

成時代潮流，人慾橫流、物慾橫流，社會大環境如

此；因而造就出一個基於性、貪於淫、爛於情、毀

於慾的市井男人典型—西門慶，實屬必然。而書中
出現的諸多男人只是西門慶大大小小的影子。人

必然是有慾望的，男女均有性慾望，但它的滿足與

實現是在一定社會條件的基礎上進行的。拉康說

得對，主體是被建構的。西門慶病態的畸形的瘋狂

的慾望追求與擴張，是被病態的社會所建構起來

的，人物的病態性格與行為反映的是社會體制的

悖謬與乖張。從佛洛伊德人格理論看，西門慶的人

格與行為還僅僅出於本我，停留於自我，而沒有升

華到超我。他僅僅受快樂主義的本我所驅使，那個

特定社會使其瘋狂也使其滅亡。他也讓人看到，人

自然的慾望如果在特定的社會之中不受節制、而

是提供條件、得以鼓勵與放縱，其慾望會瘋狂到

何種程度，最終如何被慾望自身毀滅。

《金瓶梅》中的性、慾、情、愛，通過西門慶

映現於諸男女身上，但其表現又具有鮮明的差別。

在西門慶男權不受約束的前提下，西門慶之於吳

月娘情愛為主、性慾居次，因此全書二人的赤裸的

性描寫最少，一方面因其作為正室還具有家的觀

念，一方面她篤信佛法還受因果報應等觀念的規

約；其與李瓶兒起於性慾、達於情愛，特別是李瓶

兒死後的厚葬及其愛屋及烏的表現可見一斑，一

方面因其帶來了豐厚的家財，使其財勢大增，一方

面則因其「好性兒」，不似潘六兒之心機多、歹毒

苛刻，還因產子嗣為其脈續添希望，在這裏西門

慶也閃現出更豐富的人性情愛的微光；其與潘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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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則始終是性慾與性慾的交鋒、碰撞、游戲，春梅

則是「小金蓮」，其不同之處多了一份情。西門慶與

潘金蓮的性描寫花樣翻新、窮形盡相、著墨最多，

「醉鬧葡萄架」一節最具代表性。從性慾的擴張

與滿足而言，西門慶殺夫奪妻為主動方，之後則潘

金蓮為主動方，她可謂「女西門慶」，反映了女人

對於性的病態慾求與無限擴張的願望與幻想，儘

管西門慶與其性事頻度最高、烈度最強，她還屢屢

勾搭僕人與女婿陳經濟，只是在男權社會中其慾

望受到限制不能無限伸張罷了。她與西門慶的性

交鋒中，最終殺死了他，在性慾望的較量中獲得勝

利。單從性慾望而言，潘金蓮最盛，李瓶兒次之，

吳月娘居後。孟玉樓、李嬌兒、孫雪娥、王六兒、書

童、諸多妓女等，則是男權社會中西門慶這個有權

勢的男人獵奇尋艷滿足其佔有慾、性幻想的性慾

的調味品。它也印證了男權社會，女性對於男性必

然的依賴性，女性作為可慾性對象則是其身體、性

與生殖。西門慶死後，樹倒猢猻散，她們不得不尋

找新的男人作為依靠。

柏拉圖的諸多對話，具有前形而上的鮮明特

徵，它是文學的也是哲學的。在著名的《會飲》篇

中，他借鮑薩尼亞之口表達了關於愛的善惡評判。

鮑薩尼亞不同意將「情愛」「愛慾」一概加以讚美，

而必須予以區分，即將「情愛」與「慾愛」、「愛與

慾」加以區分。「情愛」是天上的愛神，「慾愛」是

地上的愛神。在不同愛神的引導下，後者會導致荒

淫、邪惡與肉體的享樂，他統治著下等人的情慾；

前者則會導致陽剛、節制、純情、智慧、良善，她是

高尚的人所追求的神。我們從一個人所追求的表

現的行為的指向中，才能區分愛的善惡—情愛是
善、慾愛則是惡。[4]《金瓶梅》具有自然主義的敘

事風格，性描寫成為該書的重要組成部分與鮮明

特色，也成為表現人物、傳達思想的介質，其性描

寫時而赤裸時而還較為唯美，它既表現、確證了佛

洛伊德理論，也體現了最自然的人慾的不自然性

與文化性，即人在出於自然的性行為中能夠翻出如

此多之花樣，在不同情境在不同對象身上表現出

如此多之形態，真令別類高等動物應嘆其弗如！它

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各色男女感性的性觀瞻、性

幻想的自然慾求。這也是儘管人們皆斥其為「淫

書」，但卻即使具有性經歷的成年人皆欲觀之的秘

密所在。而各色從其改編的影視劇之所以隱秘而

廣泛得以流傳，其原因也在此。因而，人的性行為

不僅具有生產自身的慾求，而且具有滿足快樂的

體驗慾求，這種快樂的體驗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

是間接的。生產自身原出於自然，但最終卻只成為

性快樂的副產品。人即使再進化、再文明，其基底

卻具有動物性、自然性，具有追求性快樂的慾求、

願望。按佛洛伊德之說，它甚至發端於於嬰兒期，

是一種生命力的體現。成年人的性行為也是高等

動物中不受時令等的限制，具有即時性。

但從其傾向而言，《金瓶梅》對於以西門慶與

潘金蓮為代表的性慾望的無限追求與擴張、對人

倫道德的敗壞，對於赤裸裸的快樂到死的行為，

是批判否定的，對於情愛則是肯定的。二人的悲慘

結局便是明證。二人均在年富之時暴亡，一為精盡

衰竭痛苦而斃，一為武松殺仇剖腹挖心而暴屍街

頭，其結局均不得善終。李瓶兒青春病亡，儘管不

得善終，但卻喪葬極盛並被西門慶追懷，最終脫

生豪門，也算是得以善終。春梅在西門慶死後做

了守備夫人，她也分享了人生的富貴榮華，但在青

春之時得「骨蒸」之疾而亡，不得善終但還不算悲

慘。相反，吳月娘在西門慶死後經歷劫難卻得以善

終。因此，人物結局作者都做了相差殊異、程度不

同的描述，既反映了作者處理人物的一貫與仔細，

也反映了作者的價值評判。儘管它具有佛教色空

理論與因果報應說的色彩，但善惡評判卻表現出

與柏拉圖的一致性。其關於性、慾、情、愛的價值

評價，態度是鮮明的。如果有人大讚《金瓶梅》寫

出「成人之美」或「人性之美」，片面稱道其性慾的

病態表現，則是一葉障目、走火入魔，其還需仔細

進化方可達致人性之文明境地。

瓦西列夫說得不錯：「在我們這個時代，認為

肉體仿佛有罪的思想已經被人們永遠拋棄了。人

的精神是同肉體作為統一物而存在的，它並不是

感到有什麼罪過的綜合體。這種對立面的統一產

生了和諧。」[5]肉體獲得靈性才會有人性，只有讓

靈與肉獲得和諧統一、以靈去統御肉，才會有真性

情，自然之性慾才會成長為人性之情愛，它才通之

乎美達之乎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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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為野蠻的反人性的「社會存

在」活標本的分析批判

「社會存在」就是人們的「社會生活」，它是

隨著人們的生生死死在時間之流中的生存歷史。

我們可以如歷史學家從器物、制度、風俗、理念去

描述一個特定的社會歷史的時間性之在，我們可

以如海德格爾抽象地描畫社會存在如何在時間之

中「在起來」並成為「此在」，我們可以像馬克思那

樣揭示社會存在的法則並將其劃分為不同的社會

形態。這些方式具有傳統的形而上的特徵。文學具

有「前形而上學」的「思」的特徵，一部傑出的小說

常常拋去了形而上的抽象性，讓人們如此真切經

驗地感知、思考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社會生活」，

它是活的「社會存在」的標本。通過對它的具象的

感知與思索，我們可以獲得傳統形而上學所不具

備的「前形而上學」的哲學之思。

《金瓶梅》成書於明代隆慶二年至萬曆三十

年，即公元1568—1602年。它從《水滸》中的一個
片段—武松景陽岡打虎寫起，進行獨立的演繹，似
乎寫的是宋代的事，實際寫的是明代的社會生活。

「作者通過西門慶這樣一個典型人物在社會上活

動的脈絡，描寫了上自宮廷間皇帝身邊的為非作歹

的宦官和朝廷上擅權專政的太師，下至在市井間

招搖撞騙、蠻橫狡詐的幫閑篾片和地痞流氓等形

形色色的人物的精神狀態。通過這些人物的卑鄙

行為和罪惡活動，作者細緻地勾勒出來一副陰森

殘酷的鬼域世界的輪廓。」[6]這個世界—這個社會
存在既是正德以後至萬曆中期明代社會的生動寫

照，也是君主集權的等級社會腐朽之後活的人們

社會生活的標本。

中國傳統社會作為「君主集權的等級制的男

權宗法社會」，是其鮮明的特徵。它是君主集權專

治的，名義上在君主之上還有一個「天」或「天帝」

「天命」，但實際上君主男權在國家治理中具有至

高無上的權威，即使是那些逆臣叛黨也需借助的

權威，否則謂之「變天」。他不僅處於世俗權力的

最高等級，也是宗教的具有代天帝治理天下、奉天

承運、教化萬民、作為道德典範的被神聖化的天帝

之子，是人世間集世俗權力與神聖權力於一身的

無上權威。他是最有權力的男人。傳統社會是等級

制的，君與臣、父與子、夫與妻權力不平等，此「三

綱」之謂，前者為「乾」後者為「坤」，因而「乾綱獨

斷」。其生享獨斷之權，死而祭之於宗廟，書之於

史人們還必須對其行為「諱」，所謂「為尊者諱、為

賢者諱」。父權制宗法社會本身等級分明，其等級

次序不容逾越。其延伸於女人，在家國之體制中也

等級分明。它與官僚等級的制度相混合，形成「君

主集權的等級制的男權宗法社會」，它成為家國統

一體的秩序模型。傳統社會作為集權社會的家國

統一體，是一個怪異的集合體。其生成於男權宗法

的家庭，完善於官僚等級的國家。

因此，在傳統社會中，在家庭中男子渴望成長

為父親，擁有乾綱獨斷的權力，以無限擴張其慾

望；在社會中男人們則渴望上升到官僚等級制的

更高等級、以至最高等級—天子，才真正具有縱橫
天下、為所欲為的權力。在家庭中女子成為道具與

陪襯—但也等級分明，成為男權得以確證的對象，
妻妾成群是一種榮耀與權力的象徵。反過來，妻

妾爭寵、爭奪交配權、獲得子嗣則成為女性權力爭

鬥與權利獲得的中心。前者是正劇，後者則是與之

相交織的副劇，但同樣充滿機謀盤算、刀光血影。

權力的等級與權利的獲得在國與家之中是相匹配

的，更高等級的權力意味著更大權利的獲得。因

此，吳思在金庸武俠小說中讀出了作為男人童話—
「中國男人的改良皇帝夢」，讀出了「暴力的幻

想」。[7]因此，權力崇拜與暴力崇拜構成中國社會

傳統文化的底色。男人們崇拜權力、渴望獲得社會

權力的更高等級、成為俗語所言的「人上人」，其

常態的吃苦耐勞「吃得苦中苦」（科舉）、其非常態

的通過暴力（戰功），便成為獲得權力、晉身更高

權力等級的階梯。其副產品則是「黃金屋」（財貨）

「顏如玉」（美色）。而在家中，女人依附於更有權

勢的男人、妾成為正室、婢成為妾則視為一種榮

耀，也更有權力與權利。傳統社會的鮮明特徵與文

化底色，通過《金瓶梅》一書可得到具體生動豐富

的感知。

西門慶一出場在家庭中，已經成為父親與一

家之主的男人，在家中具有了乾綱獨斷的權力，其

權力的表現與權利的獲得，體現在對於女人的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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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及其性幻想慾望的擴張與滿足，體現在可以不

受約束地對於財富的支配與揮霍。儘管已有三房

女人—吳月娘、李嬌兒、孫雪娥，他依然可以巧取
孟玉樓、殺奪潘金蓮，並行走於青樓妓院。但是，

在社會權力等級的結構中他最初是一個依靠資財

與地方官僚相勾結、依靠社會黑惡勢力、處於權力

邊緣的角色，他只是間接地通過兒女親家與官僚

階層相勾結；隨著他的苦心經營與投機、賄結蔡太

師與社會高層的政治權力掛上鈎，由「白身」布衣

升為清河縣副提刑官、再升為正提刑官，晉身於官

僚權力更高的等級之中，隨著他在權力體系中不

斷擴大聯絡、廣通人脈，他不但讓移情別戀蔣竹山

的李瓶兒主動投入其懷抱，而且其財富也得以在

官商勾結中迅速擴張，在作為官僚一份子所具有

的「合法的傷害權」[8]中獲得財富與尊榮，並為所

慾為地擴展、滿足對於各色女人的慾望與幻想。

「淫器包」與「胡僧藥」均為增強其性慾望滿足的

手段，可以看作是寫實的。但是，它也可以看作是

具有象徵意味的。前者是男權社會中男性權力對

於女性具有的威權象徵，以此才能夠支配、駕馭、

征服女性，使其臣服於男性的威權之下。「胡僧

藥」則是在西門慶獲得等級制的權力之後所獲得

的性藥。胡僧不僅告知其用藥之法，且告誡其不可

多用、濫用。因此，它具有社會政治權力象徵之意

味。權力是一種社會性的支配力，無論對於個人與

社會整體，運用適當加以節制則有益，濫用、無節

制「私用」則貽害無窮。但是，專制的等級的權力

必然導致其不受節制的濫用、「私用」。西門慶將

其無節制地濫用於各色女人以滿足其「私慾」，最

終潘金蓮在其醉夢之中使其最徹底加以濫用，在

其醉夢之中—在其沉迷於權力的濫用與追求之
中、在其沉迷於征服女人的幻想之中，導致其最

終的滅亡。

因此，「淫器包」與「胡僧藥」就不是作者實

寫的簡單的性慾望滿足的增大器與增強劑，在其

背後有其深刻的象徵意味。如果將西門慶這個人

物與明代正德皇帝朱厚照相聯繫，認為其暗寫的

是這個站在等級權力的頂峰、濫用權力、荒淫無

度的皇帝，則對於專制的等級的權力的象徵與批

判的意味更明確、更深刻，這個專制的遭濫用的

權力—專治等級制的最高男權，像西門慶這個人
物壯年而亡一樣，必然要被自身所毀滅。野蠻的

不平等的反人性的權力結構及其社會制度必然會

腐敗、必然要滅亡。是否我們對《金瓶梅》相關描

述，進行了過渡的詮釋？只要讀一讀黃宗羲的《明

夷待訪錄》中的《原君》一文，對於專治等級的君

主制激烈批判的文字，就會知道明代先進知識分

子對中國傳統社會認知的高度與深度，就會知道

《金瓶梅》的作者與黃宗羲的批判具有異曲同工

之妙。

關於中國傳統社會歷史，魯迅曾在《燈下漫

筆》文中一針見血指出，「中國人向來就沒有掙到

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

此」。所謂天下太平，便是「釐定規則：怎樣服役，

怎樣納糧，怎樣磕頭，怎樣頌聖」。任憑學者如何

鋪張，真實的歷史「有其更直截了當的說法在這

裏：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暫時做穩了

奴隸的時代。」這就是人們所說的歷史的一治一

亂。[9]這是一個集權專治等級的人與人相殘食的

社會，其綱常禮教使其獲得超穩定性。其中不乏改

朝換代，但社會制度卻如車輪一般周而復始，並

無革命性改變。這種通過暴力獲得的權力，在其

獲得的過程中是至上而下的軍事組織與命令方

式，在其獲得之後便按照至上而下的命令方式組

織分配權力，從而形成金字塔的權力模式。其獲

得權力通過暴力，其維護權力也依憑暴力，並將金

字塔式的等級模式轉化為權力統治模式與權利的

分享模式。當王朝初建之時，統治者還對前代統治

覆亡的鑒戒記憶猶新，還能夠勵精圖治、以保障

「民」的基本生存；隨時間的推移，後代統治者模

糊遺忘了前車之鑒，其集權等級的權力集團必借

助暴力無限擴張其權利與權力，為追求私利、滿足

私慾、而上下勾結、濫用權力、終於形成牢固的利

益鏈，最終導致人民至下而上的揭竿而起、重新

改朝換代。這就是中國社會歷史「一治一亂」「分

而合、合而分」的面相與表像。它背後起支配作用

的是作為體制的權力模式。

因此，在中國傳統社會歷史中，「民為邦本」

「民貴君輕」是一個擺在桌面的明規則，其真實的

運行則按照一套「潛規則」行事：「在中國歷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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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帝國時代，管理集團極為引人注目。這個社會集

團壟斷了暴力，掌握著法律，控制了巨額的人力物

力，它的所作所為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社會的命

運。」[10]作為統治者的官僚等級集團，當欲獲取權

力之時，人民被抬高與驅使，當權力獲得之時，分

配權力、分享權利之時，人民則重新落入權力與權

利等級的底層，其權力被有組織的以暴力為後盾

的官僚集團支配、剝奪，其權利任處於上層官僚等

級集團剝奪與踐踏，人民永遠處於魯迅所言的被

奴役的奴隸地位，從未獲得做人的權力與自由平

等的權利。如幾千年前老子所言，人民是「芻狗」，

這用草扎成的狗先貢之於祭壇、完事後則被隨意

踐踏。這一被吳思稱為「官家社會」「官家主義」的

中國傳統社會，就是「君主集權的等級制的男權宗

法社會」。所有男人在君主面前均是奴才，在等級

制的層層等級中，低位的男人則是高位男人的奴

才，女人則是受男人慾望支配的奴隸。普通勞動大

眾的「民」，既沒有獲得平等的權力也沒有享受平

等的權利，卻被「民為邦本」「民貴君輕」的民本

謊言所欺騙，實際上則是「君貴民輕」「官為邦本」

「官貴民輕」。當「草民」正當的權力與權利受到

侵害試圖得以伸張，並觸犯了官家的權力與利益，

輕則當作玩虐刁民予以刑罰，重則當作亂臣賊子予

以剿滅。因此，不要不學無術廉價禮讚「民本」，如

何實現民主，人民—特別是中下層勞動者真正成
為國家的主人，男人與女人平等地擁有權力、享受

權利，創建出一套從下而上的制度體系以保障落

實民主，舊歷史的悲劇才不會在「一治一亂」中一

再重演。

三、餘論

我們從人的性、慾、情、愛與社會存在活的標

本雙向度，對《金瓶梅》予以思考、剖析與批判。

作為一定時代的人性與社會體制是相互支撐匹配

的。它可感知與思考的內容還很多，如從文化上而

言中國文化深層具有的「身體化、口腔化」傾向，

從人際關係而言情感主導的「講情而不講理」的

傾向。如果將古人所寫的《金瓶梅》與今人所寫的

《廢都》進行比照閱讀，會發現更為瞠目的內容，

也更發人深省、令人深思。諸多人當代對傳統文化

予以激情的頌揚，但從《金瓶梅》的解讀與反思之

中，我們是否多了一個維度—一個真正冷靜的批
判的前形而上學的哲思之維。

從《金瓶梅》成書到現在約400年多一點，那
個時代離我們並不遙遠。從帝制覆亡距今也就100
年多一點。而我們傳統的民族性及其社會歷史，

如果從孔夫子算起有2500年之多。1919年以《新青
年》為代表的新文化運動興起之時，救亡圖存還

是民族的第一要務。國民性及其文化改造的任務

也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而那位人所熟知的新中

國的締造者不惜年邁與眾人反對，要讓文化來一

個徹底的革命，要從民族的文化深處來一場徹底

的變革，讓中國真正「新」起來，其具體的展開可

圈點之處甚多，但作為深通中國傳統文化歷史、對

明史有深入研究的思想家，其中是否蘊藏著其常

人所看不透的玄機，也大可值得深思。有一點可肯

定，一旦《金瓶梅》中的人物與故事在現實中復活，

則說明傳統文化不僅源遠流長，且傳統社會的權

力結構與觀念根深蒂固，我們不可不慎思之也。黃

炎培當年在延安窯洞論及的「歷史周期率」，既如

黃鐘大呂重新響起，也依然是一道需待破解的謎

題。否則，無論我們的物質如何發達，GDP排序如
何突飛猛進，我們的社會依然可能會陷於歷史周

期率的惡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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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ing and Reflecting for The Golden 
Lotus In the Perspective of “Pre-Metaphysics” 
of Philosophy

Zhang Bo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Depar tment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bstract: The Golden Lotus, which was written 
in The Ming Dynasty, is the f i rst non-histor ical 
interpretation, story-telling and scholars’ original 
creation novel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According to the v iew of “pre-metaphysics” of 
philosophical, The Golden Lotus shows us vividly that 
it was a masterpiece which was combined with human’s 
sex, desire, emotion and love in a specific historical 
conditions. The body will become humanity after 
achieving spiritually, using the way to combine with the 
spirituality and the body harmoniously, and allowing 
the spirituality to get the leadership of the body, then 
the desire of the sex will change into the love of human 
nature and finally turn to be perfect and goodness. 
As a specimen of living social existence, The Golden 
Lotus not only reflects the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le-dominated patriarchal society of social 
hierarchy in the monarchy of ancient China”, but also 
shows the background of Chinese traditional society 
which was composed by the worship of power and 
violence. Furthermore, it indicates that the destiny of 
power structure and social system which was barbarous, 
unequal and anti-human, has an inevitable outcome to 
corruption and perdition.

Key Words: the Golden Lotus, Human nature, 
human sociality, Social exis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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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後以財成天地之道」[4]（這「財」字與「裁」

字通）。才(裁)字指變化是來自分開，所謂「分陰分
陽」。天地人之道是由一體中分開而產生的，意即

天地原是來自一體，後再分開。宇宙來是一體，所

謂「天地之道，貞夫一者

也」 [5]。「貞」是指「正」、

「常」，即天和地是以

「一」為「正」，為「常」，後

來因「化而裁之」，即由一

分而成三。

這一而三，三而一的

架構，在宇宙結構中是天

地人，在詮釋系統中是卦

的三 畫，重 疊 之而成

六十四卦。這宇宙系統與

詮釋系統均由一而生，成

中英教授稱之為「本體詮

釋學」[6]。

太極與三極

三才原是由一分而為

三，這「一」是甚麼呢？在

易學即為「太極」。

三才之道又稱為「三

極之道」，所謂「六爻之

動，三極之道」 [7]。這與

「兼三才而兩之，故六」[8]

意思是一樣的，故三才即三極。何謂三極？《逸周

書》也曾提到「三極」：「三極：一天有九列，別時陰

陽，二地有九州，別處五行，三人有四佐，佐官維

中華三一圓教思路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中華神學

中國哲學的三一思維：天、地、人

作為中國最早期的經典《易經》，及戰國期寫

成的《易傳》，構作了中國哲學基本的宇宙人生結

構，易學的思維結構，是

按天、地、人框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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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

而成卦」 [1]。《繫辭下

傳》：「易之為書也，廣大

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

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

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

三才之道也」[2]。

這兩章均論易書的

寫成，根據天道、地道、

人道三範疇，由之以構

成卦的三畫，兼三畫而

重疊之，成為六畫，演成

六十四卦，這詮釋系統與

宇宙的天地人結構相對

應，稱之為「三才」。

所謂「才」，可以

「裁」的意思解之，「裁」的意思，可以指「分」，

《易傳》本身有用過「裁」字，如《繫辭上傳》：「化

而裁之謂之變」或「化而裁之存乎變」[3]。《象辭上

摘  要：中國最早的經典《易經》認為宇宙之多

元來自天、地、人三極，而三極又是一體的太極，

這一而三，三而一的架構，是中國人詮釋宇宙萬

物基本框架。「人」是有心靈覺性的存在者，有語

言及自發的行為，並可以進行思想和自我反省。

天、地、人的互動框架，是宇宙人生共融感通的整

體。達至高境界的人，其生命與天地的本性共同

流化，這是天、地、人合一的境界。天、地、人三極

以太極一體為本，是一體的，三極之間是「相即相

入」、「不離不雜」的關係。上帝父、子、靈三個性

情位格基於一永恆無限的性情本體；在永恆無限

之一體中，父、子、靈「相即相入」又「不離不雜」，

彰顯上帝的本性—關係性與感通性。大馬色的約

翰用三位格互相貫通穿越來形容上帝三位一體之

間的關係，與中華神學所講的「一體無極無礙，

三性融攝感通」很接近，是中西方哲學相近的境

界。

關鍵詞：三極；「相即相入」；「不離不雜」；相融

相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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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9]認為一是天的九列、二是地的九州，三是人

的四佐，可見三極即天、地、人。

三極來自一極，當即是「太極」。《繫辭上

傳》：「易有太極」。《說文》本部：「極，棟也」。棟

是指房屋最高正中之棟樑，即最高。太是最終，最

後，極至，廣大，太極即是最終極廣大最高的原

理。太極又通於太一或大一，虞翻注：「太極，大一

也」。《禮運》：「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為天地」
[10]。莊子：「主之以太一」（天下篇）。成玄英疏：

「太者，廣大之名。以不二為稱，言大道曠盪，無不

制圍，括囊萬有，通而為一，故謂之太一也」[11]。

成玄英所言的太一，即無限的，包涵一切萬物，而

又使萬物通為一體的獨一本體，而這在易經即為

太極。

《說文》一部：「一，惟初太始，道立於一，造

分天地，化成萬物」[12]。這太始就是宇宙終極的始

源，徐鍇本說文中的「太始」，就用太極一辭。這太

極是一，但卻會造分天地，即太極分成天與地，天

與地是太極分而成的兩極，可說是一體之兩極。

由此了解三極，為何天、地、人「三才」又稱為

「三極」？用「極」這理念，是指天地人之三，同時

是太極之一，具有太極那最高正中之棟樑、終極廣

大的本質，雖分為三，卻仍同是一體。這是一體三

極，三極一體的三一思維。

中國哲學由此而處理一與多問題。宇宙之多

元來自天地人三極，而三極又是一體的太極。這一

與三是宇宙萬物基本的本體和根源。

三一思想是戰國時代的中國思想方向，老子

也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

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13]這「道」理念與「太一」

或「太極」同屬本體層次，是獨一而無限的，道從

無形象到生出宇宙整體，即為一，由之而生陰陽，

即為二，氣是萬物之基本質地，陰陽代表氣之兩個

極端的基本面向，氣兩端的互相沖激，而生萬物，

萬物即為三。這亦是一分為三，三合為一的架構。

天、地、人之道

《說卦傳》指出聖人順性命之理，立天、地、

人之道。何謂「性命之理」，「性」是指各事物的本

性，「命」則是一切事物的既定限制及分際，即其

不同性，特殊性。所謂「理」。說文：「理、治也。順

玉之文而剖析之。」理字是指通過剖析去治玉，而

將玉石原本之紋理琢磨出來以成器。段玉裁注：

「是理為剖析也。玉雖至堅，而治之得其鰓理，以

成器不難，謂之理」。「鰓」字通「事」字，即事物。

事物中有理，人可剖析事物之理，而將事物隱藏規

則疏理出來。

聖人「順性命之理」，是指聖人掌握事物之本

性(性)，就可達至對其不同特性(命)的理解，明白
事物的法規(理)。聖人的實踐，是順著這些法則而
行，符合宇宙整體之道，就是所謂「順性命之理」。

而聖人對事物之本性、特性及法則，而用天、地、

人來表達三個基本區分，來掌握宇宙終極一體的

三分。

首先是描述天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所

謂「一陰一陽之謂道」[14]。這陰陽之道即「乾道變

化」的「乾道」。乾道作為宇宙創造性的本體，在

發展變化中有兩極限，就是陰與陽，在卦辭的表

現，則為乾與坤。陰與陽是本體之兩性，而這兩性

為一體之兩面。陽為乾之本性，即「天下之至健

也」[15]。即其創造性最高的剛健表現。陰為坤之本

性，即「天下之至順也」。為創造性最低的承受和

柔性表現。所謂「天之道」，即創造性的本體。

然後是描述地道，「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剛

和柔是陰與陽的最具體表現，所謂地道，就是宇宙

萬物的多元發展，為大自然萬物的具體本性。

再而是描述人道，「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

義一辭在易經鮮見連用，但在儒家孔孟的思想，就

是指人之所以成為人的本性，這本性由天所命，是

道德與善的基礎，這是所謂「人極」或「人之道」。

周濂溪太極圖說：「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

立人極焉」。這是指人的積極觀察天與地之道，再

以仁義之心去回應，參與在天地之中，達至天地和

諧的發展，此為人極，即人的終極價值和責任之表

現。

這一世界展示為一整體，而這整體可歸為

三個最基本的終極特性去了解，就是天、地、人。

「人」是有心靈覺性的存在者統稱，其特色是有語

言及自發的行為，可推想其同樣具有心靈的覺性，

且也見到生活世界的呈現，而對之作出思想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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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的心靈覺性，反省宇宙萬化，統稱為終極本

體真理的三極，天、地及這能覺察和反省的存在自

身：人。

「地」是心靈所覺察的另一種存在的統稱，

是具心靈的人以外的一切萬物，包括有生長和有

活動的各種動物、能生長而不能活動的植物、不

能生長也不能活動的死物。此即所謂大自然的一

切，即中國古人所謂「飛潛動植」、「山河大地」、

「草木鳥獸」，可總結為易傳中一句：「雲行雨施，

品物流形」[16]。

「天」是人心靈思考所見的蒼天，籠罩一切，

而用這辭意指一切存在整體的統稱。而天地人三

極，統一為一個存在本體的終極根源，稱為「太

極」。太極統一一切萬化萬物，是無限的本體。無

限不能有兩個，故必是獨一的，故可稱之為「太

一」。由這太極本體生陰陽兩極，再生萬物。由於

其統一性，使一切在一體中並存，在一體中和諧，

可稱之為「太和」。

由於「太極」組構一切存在的變化和發展的

道路，可稱之為「道」。這是中國哲學的終極真理

觀。在終極本體層次是「太極」和「道」，其化分為

天、地、人三極，形成基本宇宙的框架，經陰陽增

長或消減的運動變化，即創造地生成為具體千變

萬化，生生不息的世界。

贊天地之化育：人與天地參

中國哲學的天、地、人互動框架，是宇宙人生

共融感通的整體，此中最深的境界，是天、地、人

的融合。孟子：「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

與天地同流。」[17]即達至高境界的人，其生命與天

地的本性共同流化，故所到之處，均成教化，所存

留的是神妙奧秘的宇宙真理。這是天、地、人合一

的境界。

天地備於人之內，核心就是「誠」，孟子說：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18]這

裏的「萬物」，一是朱熹所解的「理之本然」，一是

解天地萬物。作為天理，是人心之本性，人心性共

融感通萬物，而領悟天地萬物之本體，與人心性同

為一體，則人以真誠反省自己心性，即具備天地萬

物本體，而人性實現即與宇宙的創造性共同呈

現。

「誠」作為天地人融合之本體，在《中庸》有

更明顯的描述。中庸：「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

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

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

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19]「誠」的概

念，朱熹解說：「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

也。」[20]這真實無妄之天理，是人心之理，同時中

庸又說：「誠者，是天之道也。」[21]，誠也是宇宙之

創生萬物的本體。中庸將宇宙本體與人心本體結

合，用誠的理念貫通為一，指出宇宙終極真實與人

性本真是同為一體。

周敦頤說：「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

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

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大哉易也，性命

之源乎。」 [22]這是從易傳之宇宙本體來論說《中

庸》的「誠體」，以創生萬物之乾道，宇宙性命之

源，為人性之誠體，是聖人之本。

所謂「至誠」，即終極的宇宙真實，「盡人之

性」是宇宙真實通過人性來實現自身，人的宇宙本

體真性全面實現時，是同時要「盡物之性」，用人

的努力將萬物之真實本性實現出來，而後可以與

天地創生性力量共同創造前進，人性的全面實現，

即可參與協助萬物的生育發展，而得與天地並立。

天地人合為三極，是為「與天地參」，這是天人合

一的最高境界，一方面是天人同體，另一方面是天

人共同化育萬物。

此天、地、人三極共同創造地發展，是中國文

化最高的天人合一思想，這三一結構在道家哲學，

就是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

過程，到後來道教也用「一氣化三清」來描述宇

宙。

此外莊子的天入合一境界，在《天下篇》描述

莊子「獨與天地精神往來，……上與造物者遊，下

與外生死無終始者為友。」[23]即人生命與天地的最

深靈性連結，與創造萬物的力量自由飛翔，與永生

永恆者共融的境界。

莊子亦描述「至人」、「神人」、「聖人」的生

命能無待而遊無窮，所謂「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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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 [24]所謂「無

待」是完全的自由，當心靈參與天地之真精神，駕

御氣之變化，在無限中飛翔奔放，而達人生命的徹

底自由，此為道家的天人合一境界。

這都是中國人最深的屬靈境界，基督信仰如

何在神學反省上，適切地回應這種高尚屬靈境界

呢？

一與三的吊詭統一

中國哲學的天、地、人思想框架，具有一種吊

詭，就是三極同時是一極。一方面，天、地、人三極

來自一極，就是太極，《中庸》特別指出：「天地之

道，可壹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這「天地之道」亦即「誠體」，是獨一的，不貳的本

體。而道家遊於無窮的境界，是因「道通為一」，

道是無限的獨一本體。這終極真實是無限的，無限

就不能有二，必然是一。

然而這本體又可分為三，一極化為三極，而成

天、地、人三個基本範疇。這一體中本已有三，故

可創生為天、地、人，故作為太極、天或道的終極本

體，本就含有三，而可成三極，三極中含有多，而可

創生萬物。這萬物由一而生，故萬物彼此相關。三

極又相關共融為一，因三本是一體。這三同時是

一，一中就涵三，此中的一、三、多彼此相關，是一

關係本體論。這是吊詭，三與一吊詭地結合，著名

學者龐樸指出，這是中國哲學辯証思維特色。

龐樸寫了很有洞見的一本書《一分為三》，指

出「西方哲學習慣以二分方法說世界，……中國哲

學則相信宇宙本係一體，兩分只是認識的一種方

便法門，一個剖析手段和中間過程，即將事物包含

的不同因素和變化可能推至極端，極而言之以顯

同中之異，並反証著事物本為合異之同。於是，西

方文化所見的無不是一分為二和兩極對立；而中

國文化所見的則是含二之一，而這個一，既經分析

而知其包含二端且不落二端，那末它就不是二，也

已不是未經理解的一，而成了超乎二端也容有二

端的第三者，或者叫已徑理解了的一。簡單點說，

西方的辯証法是一分為二的，中國辯証法是一分

為三的。」[25]

中國哲學以宇宙本為一體，所謂太極或天道，

這一體不是鐵板一塊，卻是一動態變化之中，因動

態變化故可剖析而成二極，所謂陰與陽，代表一體

的發展中之兩極，當發展而推向到一極，又反回來

到另一極，在反覆變化之間有一均衡，兩極間的均

衡是為中，這中就稱為「參」。

《說文解字》說：「參，商星也。」參星與商星

代表西與東之星，參星在西，商星在東，此出則彼

沒，兩不相見。段玉裁注：「唐風傳曰。三星、參也。

天官書、天文志皆云。參為白虎三星。直者是為衡

石。葢彡者、象三星。其外則象其畛域與。」即西方

古天文學上獵戶座的腰帶參星是三星並立，「參」

意即是「三」，因三就可有變化。

管子說：「凡萬物，陰陽兩生而參視，先王因

其參而慎所入所出。」[26]「參」字指三，「視」字意

為「示」[27]，「參視」指由三所顯示的世界。管子之

意為陰陽兩極互動相生，兩極之間的第三種情況

就顯示出來，先王根據這合成的第三種情況，而慎

重考慮兩極互動產生的狀況，或出或入，而抉擇行

動。

「參」的出現，才使兩極不陷入對立，卻形成

兩極變化間的各種均衡，產生無限可能性，而得化

生萬物。作為「參」的萬物，其中衍生了人，人能主

動參與天地的化育，可以均衡萬物，至此人代表了

「參」的特性，成為第三極，就是人極。

中國哲學對宇宙人生的圖畫，是萬物根於一

無限的太極或天道或誠的本體，此一本體是動態

的，衍生為兩極，即由一生二，兩極可以是天、地，

也可以是陰、陽。由兩極互動變化而生參，參是第

三極，參的意思是兩極間變化中的無限可能性，由

之創生萬物。《中庸》提出人在萬物中，可參與贊

天地之化育，這是人在天地兩極間，擔當了中位，

而人就是第三極，調協萬物。人在「乾道變化」的

創造性發展中，使一切「各正性命，保太和。」[28]因

而使終極的和諧得以實現。

綜合而言，易學的天、地、人三極；儒學《中

庸》的人參贊天地化育；道學之道生一生二生三，

可見儒、道、易都是同樣的具有三一思維架構。

中國哲學的關係本體及天地人三一

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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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哲學對宇宙萬物的描述，提出基本的

三一結構。宇宙既以太極、道或誠為本體，為何在

宇宙一體的真理，還要提出三(參)？因為要處理萬
物生成的問題。

人經驗的萬物，是多元的，多元如何來自一

體？一個可能解釋，是來自泛神論，宇宙只有無

限之神，從其心識所生之諸境像，多元萬物只是

其心所生的境像。這是古代印度文化《奧義書》

（Upaniṣads）關乎梵天(Brahma)與真我(Atman)的
理論。佛教唯識宗到《大乘起信論》的思路，都是

類似思維。

但中國文化起源時重生活世界中的關係，而

不會像印度文化般視萬物為心生之境。卻是在萬

物彼此相關中，了解宇宙全體。人所見的宇宙萬物

在彼此相關互動，可歸為三大基本理念之中，就

天、地，及觀察和反省天地萬物的「人」。這三大理

念不只是在思想上講，而是展現在人所見的事實。

人可見的事實，是萬物在兩個基本場所(field)
中相關互動，就是「天」和「地」，第三是人的心

靈去覺察和反省天地，這人的心靈是「思想的場

所」，可稱之為心靈的眼界(horizon of heart-mind-
spir it)。宇宙萬象之所以可能運作及被認知，是在
天、地、人的三大場所中呈現。

這天、地、人三者在關係中互為相關連結，在

宇宙全面的眼界看，三者連結的關係，顯示有一共

同的本體，由此即依一本體而統一可統一天地人

及萬物，此一終極無限之本體古哲人稱為太極、天

或道，此本體是萬物生生不息的根源，一切的基

礎。

中國哲學的三一思想，是綜合宇宙一體性與

多樣性，及打通永恆本體與具體時空萬事的關係。

由太極之一，化而為天、地、人三極，這形成永恆的

一體所以能生成時空萬物的條件，由之而可以三

生萬物。

三極的關係：「相即相入」與「不

離不雜」

此中天、地、人三極是以太極一體為本，是一

體的，但三極間的不同及關係，如何去了解呢？我

想用兩個中國哲學名詞描述，一是華嚴哲學的「相

即相入」，一是朱熹哲學的「不離不雜」。

1.「相即相入」( i n t e r - c o m m u n i n g a n d 
inter-penetrating或譯perichoresis)，來自華嚴哲
學，在其法界緣起的哲學，在佛入海印三昧，見宇

宙總體真相，所謂海印三昧，法藏大師《妄盡還源

觀》說︰「海印者，真如本覺也，妄盡心澄，萬象齊

現，猶如大海因風起浪，若風止息，海水澄清無象

不現。」[29]指覺者入最高境界，是宇宙真如本體自

身起覺，即時虛妄盡去，心靜澄明，有如大海風

止，波靜水清，天上萬象，列宿星月炳然印現海

面，在覺者心中一片明靜，宇宙森羅萬象印現。這

是見宇宙整體在境界中呈現，一切事物顯為同體

且相互包含的關係。

這同體關係稱為「相即」，相互包含的關係稱

為「相入」。

華嚴哲學論「相即」，是彼此不相異，密切不

可分離，是指對一切萬事之本體，在本體是空，從

現象看是有，同時完全空或完全有是矛盾不能成

立的，但空和有兩者互相交接，不相異也不相離。

「即」是一方的否定構成為他方的肯定的必要條

件，「相即」就是以否定肯定兩者構成為同一的必

要條件。空與有並存互相融為一體。

論到「相入」，「入」指事物之間相互的作用，

相入就是互相攝入、互相融合。萬物依因緣之作用

不同，在一方為「有」而有力，在他方則是「空」而

無力。有力的發揮主導作用，無力的則隨順主導

因素。無力者隨順有力者，以有力者的力為自身的

力，這就是「入」。同時完全有力或完全無力並不

存在，但兩者之作用互相融合而無礙。萬物雖然彼

此差別，然而均由平等無差別之因緣而起，本性皆

空，故空性與萬法互融，空性之外別無萬法，萬法

之外亦無空性，故一切差別之事物蘊含著平等無

差別之理。

因此相即相入是指彼此事物，互不分離，互相

融入，而無隔礙，華嚴宗舉例是一室千燈，光光相

攝。一中有多，多中有一，燈光相攝相入，互融無

隔[30]。

2.「不離不雜」（distinct but not separated）是
宋明理學論理與氣的關係，這思想來自程伊川與

朱熹，理是創生之理（本體的實現原理），氣是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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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變化(具體萬事的原質)；氣化的陽動陰靜而創生
萬物，體現了創生之理作用於其中。

朱熹以理是指萬物共同的普遍法則，是形而

上的，即無形體的（不同西方那種實體形而上學），

「無情意，無計度，無造作」，「是個淨潔空闊底世

界，無形跡」[31]。從形而上來說是「先」是「本」，

又是所謂太極，是一切之「極盡」[32]，是「極好至

善底道理」[33]，由之而生陰陽之氣，在人心中則為

人性。

所謂氣，則是萬有的具體性原質，是「無始無

終」 [34]「能醞釀凝聚生物」 [35]，是萬有的聚散分

殊，生化流行的原質，此實質之氣「依傍這理行」
[36]所謂「天地間有箇定局底，如四方是也，有箇推

行底，如四時是也。理都如此。」[37]此即為氣。

這普遍法則與具體性原則之關係是如何呢？

朱熹說：「理未嘗離乎氣。」[38]他又說：「天下未有

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39]所謂「不離」，是

指理必須在具體之世界中才可有所「掛搭」，所謂

「存乎是氣之中」[40]他亦認識到凡人與物之所以

生，「理與氣合而已」。

但理同時又非等同於氣，因形而上下之不同。

人性屬乎理，這性理沒有氣也在本體常存。故他

說：「氣有不存，性卻常在。雖其方在氣中，然氣自

氣，性自性，亦自不相夾雜。」 [41]故「其名不可相

雜」[42]。他似乎更強調理與氣的不雜（不雜即表示

二者不能等同；理不可化歸為氣，反之亦然）。

朱熹這理論，主要在指出，宇宙本體是一，以

理為先，由之生氣，而成具體可見的世界。現實宇

宙的大化流行中，理氣並存不能分離，但由於形上

與形下的性質不同，故其並存一體而又性質不相

混雜。這是不離不雜的核心意義，一體所生而又有

所不同。

由以上兩理念，「相即相入」與「不理不雜」，

應用去解釋儒、道、易中的天、地、人三極，三極來

自一體，即太極、或天道，但三者是「相即相入」，

即互不分離，互相融入，而無隔礙。同時又「不離

不雜」，並存一體而又性質不相混雜，各自不同。

從神學反省，參考中國「一極生三極」的哲

學，可以尋索一種中華神學三位一體的思路。中國

哲學和基督教神學有別，中國哲學中太極是本體，

不等同有性情位格的上帝。三極是宇宙的天、地、

人，不等同父、子、靈。但中國哲學處理一極三極的

方法可以參考，用中國思路的方法，去建立或解釋

三位一體這特殊神學理念。

中華神學的三位一體
三位一體的問題

三位一體理念之所以提出，就是要處理上帝

如何在永恆中存在，又同時在具體時空中出現的

問題。希臘柏拉圖(Plato)提出理型(idea)存在於永
恆中，是超時間的形式世界，是絕對而又不變的，

是一切的本質，不同於經驗世界的在時間中變化。

這希臘的思路是永恆(不變)與時間(變)二分，故此
永恆不變的上帝如何在變幻的時空經驗世界同時

出現運作，就成為一個問題。

神學家狄彼得(Ted Peter)簡要地說明三位一
體問題如下：「我們永恆的上帝如何與我們時間中

世界相關呢？……如果上帝被定義為純粹超時間

的，那麼當然上帝不能與我們在時間中變幻無常

的世界有任何相關。……然而如果我們從聖經記

載上帝在歷史中的行動開始，會發現希伯來和基

督教體驗到那以色列的上帝，是時空中的經驗。上

帝是在時間中行動。我主張的是，如果我們適當地

移向三位一體，發現上帝道成肉身為基督，以聖靈

向我們呈現，即可把上帝放在我們經驗的時空世

界中。三位一體的動力，使上帝同時跨過永恆與時

間隔籬的兩端。」[43]

中華神學基於生活世界的反省，從關係與感

通開始，就正正和狄彼得所講的一致，是永恆的上

帝在時空中向人呈現，如舊約時上帝與人說話，新

約時耶穌基督在人間行走，帶來的救贖，之後聖靈

在人心靈中的溝通，均是在經驗時空中出現，人是

由這關係體認到永恆的上帝。從中國文化的進路，

正是從時空中人體會上帝感應溝通的三個獨特性

情，三者都是永恆，三者來自一個永恆本性。此中

一與三是可以由永恆貫通時空的。

三位一體的理念在《聖經》並不存在，但這

三一的思想在《聖經》一開始可見，《創世記》一

開始：「起初上帝（Elohim，眾數式，字尾為im）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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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bara’，單數式動詞）天地，地是空虛混沌……上
帝的靈運行在水面上（表示在創造之時，作為上帝

的聖靈參與其事）。上帝（Elohim)說，要有光，就
有了光。」[44]這裏一開始已顯示上帝是複數名詞，

但其動詞、形容詞及代名詞，均用單數。複數之

Elohim一字在舊約就出現過2607次，在猶太傳統，
那是指獨一的真神。但何以是複數呢？這是暗示

上帝是一而又是多，即三位一體。

《創世記》一開始展示上帝的三而一特性，

起初上帝創造萬物，上帝的靈運行，而後上帝由說

話創造萬物，這「創造的聖言」和新約裏的「道」

（logos；約一3）是一樣的。由此看到是一而又是
三：上帝本身、上帝的道(聖言)及上帝的靈(能力)，
三者都是一體的上帝，然而三者各有三個主導的，

獨特的作為。

舊約說明上帝是獨一的，如先知《撒迦利亞

書》第14章9節：「耶和華必作全地的王。那日耶和
華必為獨一無二的，他的名也是獨一無二的。」[45]

但新約卻記載了耶穌基督在歷史上的出現，

其根源就是「道」(上帝的聖言)：「太初有道，道與

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這道太初與上帝同在。萬

物是藉著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

造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

地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

獨生子的榮光。」[46]

道成肉身是指超越的上帝，來到人間，在人

的生活世界出現。於一特定時空中，人見到耶穌基

督的活動，似是上帝來到人間，而最後見他釘死十

架，而後復活升天。根據目擊者記載，他曾說過：

「我與父原為一。」[47]又說：「人看見了我，就是看

見了父，……我在父裏面，父在我裏面……。」[48]

根據馬太福音記載：「耶穌受了洗，隨即從水

裏上來。天忽然為他開了，他就看見神的靈仿佛鴿

子降下，落在他身上。從天上有聲音說：這是我的

愛子，我所喜悅的。」[49]在這裏不但說耶穌是聖子

的身份，而且是聖靈也出場，在基督開展人間行動

之起始點，宣佈他是上帝親情關係的同等地位。

耶穌復活後，向門徒宣佈大使命，「所以，你

們要去，使萬民做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

給他們施洗（或作：給他們施洗，歸於父、子、聖靈

的名）。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

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50]他將父、

子、靈平等並稱，說明瞭三者的關係。

耶穌又說：「我將真情告訴你們，我去是與你

們有益的。若不去，保惠師就不到你們這裏來；我

若去，就差他來。……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他要

引導你們明白（原文作：進入）一切的真理；因為

他不是憑自己說的，乃是把他所聽見的都說出來，

並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51]他離開門徒後，真

理的聖靈保惠師就來，將更多真理的奧秘告訴信

徒。

根據門徒載，聖靈真的來了：「五旬節到了，門

徒都聚集在一處。忽然，從天上有響聲下來，好像

一陣大風吹過，充滿了他們所坐的屋子，又有舌頭

如火焰顯現出來，分開落在他們各人頭上。他們就

都被聖靈充滿，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

話來。」[52]

新約也描述聖靈感動人寫了聖經（林前二

13；彼後一21）、人類藉著聖靈的恩典重生得救
（約三5、6）、聖靈使信徒成聖，並將他們聯絡在
一起，成為主耶穌的真聖殿（弗二18-22）；聖靈亦
分別賜下不同的恩賜與能力給眾信徒，使信徒藉

著恩賜與能力來建立教會（林前十二7-11）等等。
各類相關經文很多，不再引述了，關鍵是上帝

本是無限而獨一的在超越的世界，但又在人間生

活世界中出現為耶穌基督，死而復活升天，完成

救贖，之後又以聖靈身份在人心中感通，建立天國

的美善在地上。

對相信的人，天父是上帝、耶穌基督是上帝、

聖靈也是上帝，三者都是上帝與人的感通，但又各

自有不同的獨特行動，甚至不同的性情。這如何了

解？這就是三位一體問題的來源。

三位一體在早期希臘羅馬思想的處

理

三位一體(Tr inity)一詞，由教父特土良(Ter-
tul l ian)所創，他又創「一實體三位格」(one sub -
stance th ree persons)來解釋其意義，實體來自
substant ia，是亞里士多德的哲學用詞，指「在底
下者」（the underlying）或「托體」（substra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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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事物後面的普遍本性。後來神學家用ousia
一詞，具有本質之義。至於「位格」原文來自拉丁

文persona，是「面具」的意思。羅馬劇場的演員，
一個人扮演不同角色時就帶上不同的面具，面具

底下是同一個人，但表現出來卻是不同角色。這詞

也可指臉容，是指一種特性，每一位格均像臉容，

有獨特的主動性品質。後來有神學家用hypostasis
一詞，指深邃、超越而隱藏的特質，具特殊的實體

義，不只是面具的意思。

特土良認為上帝是獨一的本體，有三不可分

割(separatio)的位格，三者祗是「區分」(disposito)而
未分割，「位格」「猶如植物的根產生莖，泉源伸展

至河流，太陽產生光線。……均不能與根源分割，

從根源那裏，取得自己的屬性。」[53]

特土良指出，上帝自己衍生(Protulit)而為祂的
言語(Sermonem)，他說：「上帝是有理性的，理性
(Ratio)太初與初同在，並從祂延伸至萬事萬物。理
性是祂對自己的自我認識。希臘人稱為Logos，這
辭常用於說出來的話(Sermonem)……說出來的話
是在你之內但又與你自己不同，透過對話，你在思

考中說話，在說話中思考。」[54]

至於第三位格的聖靈，原文是上帝「氣息」之

意，愛任紐認為是上帝的智慧，也是上帝感動先知

的精神力量。特土良譬喻之為由莖所生的果子，為

河所出的川流，也像太陽光線所出的聚光點。

這是最早從希臘哲學實體是一事物最基本的

共同托體，位格乃是具有理性的個別體，事物存在

及其活動與關係的最後主體。

西方基督教教父們多方提出不同理論來解

釋，到亞他那修(Athanasius)之後，正統觀念確定。
基本上否定了幾個異端，一是三神論(Tri-thiesm)、
二是神格惟一論(Monarchianism)，以上帝只有一
體，父、子、聖靈不過是一位上帝的三種存在形

態，又稱撒伯流主義(Sabellianism)或形態論(Mo-
dalism)，三是視基督為二級神的亞流主義(Arian-
ism或稱阿里烏派))。

325年的尼西亞會議（Council of Nicea）到381
年君士坦丁堡第二次大公會議（Council of Con-
stantinople），正統教義確立，主要有《使徒信經》、
《尼西亞信經》、《阿他拿修信經》及稍後的《迦

克墩信經》等。相信三個位格中的一位上帝和在

一位上帝中的三個位格，上帝的位格不混亂；衪的

本體也不分割。聖父是一個位格，聖子是另一個

位格，聖靈是一個位格。獨一上帝的三位是合而為

一的，聖父與聖子和聖靈是同一的，是上帝的本

質，在基本的神性上是沒有區分的。三位彼此間不

混亂，其本質也不分開。神性中的三個不同位格，

是上帝的合一性與在祂本體性(Being)中的區分，
是本質上的一體(oneness of essence)。到大馬色的
約翰(John of Damascus)確立：聖父的特性是「非
生的」(non-generation)，聖子的特性是「生出的」
(generation)，聖靈的特性則是「發出的」(proces-
sion)。

到奧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通過人靈魂
的結構，來說明三位一體，提出人心靈有三組三而

一的存在，由此以類比於上帝的三位一體。其中較

有名的是記憶、理解、意志是三而一的關係。人靈

魂是一個生命、心靈及存在本體。而內心的記憶、

理解、意志三者，來自同一個生命、心靈和存在本

體，不是三個生命，三個心靈，三個存在本體。但

記憶、理解和意志又是三個真實因素，彼此相關。

他說：「記憶，之所以被稱作生命、心靈及存在本

體，是就其自身而言；它之被稱作記憶則是相對於

其他東西而言。照此我也可同樣說，理解和意志之

被稱為理解和意志是對於別的東西而言的；就其

本身來說，則都是生命、心靈與存在本體。」[55]奧

氏指出靈魂中這三因素，同時又是一體，由此三與

一的同時並存，可類比上帝的三位一體，因人的靈

魂是上帝的形像。

從關係與感通了解三一的「位」與

「體」

中華神學以關係和感通為始點，是上帝在人

生活世界中臨在，建立「感通的親情關係」。人因

聖靈感動，產生信心，心靈從隔絕的罪中開放向上

帝，在生活中體驗基督的救贖，聖靈臨在入住，而

和天父上帝建立感通的關係。從生活中體認到上

帝而來的三種感通，發現這是同一個上帝，但有三

個性情，與人感通，是三位一體的經歷。這是中華

神學思考三位一體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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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思想中，如何了解「位格」？中文沒有

這名詞，person一詞一般譯「人」、「個人」，person-
ality譯人格或個性，均是描述人的，與上帝無關。
這些詞在中文完全沒有面具、角色、臉容或「特殊

的實體」意義。故把persona或hypostasis譯成「位
格」，在中文是無甚意思的，中國人無法從其文化

和語言了解「位格」及「三位一體」是甚麼。

在中國思想名詞中，須找尋一個具有本體本

性意義，又可表達上帝的慈愛、思想和情感的詞，

我相信較接近的應是「性情」一詞，性具本體義，

情表達慈愛、思想和情感，如此可接近「特殊的

實體」意義，也和臉容相通。由於「位格」一詞已

在神學常用，為表達中華神學，今用此詞時在「位

格」之前加「性情」，稱為「性情位格」，而可說明

是用在上帝的神聖本體上，而不同於人的性情。

至於上帝神聖本體也是有性情的，今稱之為

「性情本體」。三位一體即「一性情本體，三性情位

格」。

至於「性情」一詞，在中文很多時是指人的性

情，因「情」與人的氣性關，如《說文》：「情，人之

陰氣有欲者也。」[56]《禮記．禮運》「何謂人情？喜

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 [57]這些有欲之

情，是屬有限的人，與上帝無關。

然而中文「性情」一詞也有用於宇宙原初狀態

或本體的，《易·乾文言》：「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利貞者，性情也。」清儒陳夢雷解說：「元亨時，乾

之發見，利貞則各有成就。如草木之種，春時發

芽，夏則千枝萬葉。至秋漸收斂，冬乃堅實。前此發

見時，共一性情。至此則各一性情，猶前言各正性

命也。遡性之本言之，則曰性命。推性之用言之，則

曰性情。」[58]

易學中的「乾」是天，指宇宙起始的創造性

本體，其特性是「元、亨、利、貞」，「元」是大始，

「亨」是通順，「利」是利物，「貞」是正。陳夢雷以

「乾」作為創始本體的起始是「元、亨」，其所成的

是「利、貞」，是一過程，的如草木由種子發芽，成

千枝萬葉，到結出果實。初發是「共一性情」，出果

實時是「各一性情」。性情是「共一」又同時是「各

一」。從本體看是「性命」，推而為現世之用則是

「性情」。此中「共一性情」之本體是「性命」，「各

一性情」之在具體世界是「性情」。

將這理念用在神學上的「三位一體」，上帝本

體自身是「共一性情」，是一體的，父、子、靈三性

情是「各一性情」，是三位的。三位「各有性情」，其

共同本體是「共一性情」。獨一的上帝是「性情本

體」，父在永恆中生子出靈，父、子、靈三位即同時

各具一性情，是「性情位格」。三位格各具不同性

情，三性情位格在一體中互相感通共融，構成「感

通關係本體論」。

陳德述教授對乾文言有關性情提出其解釋：

「性，性質、本質，事物之本然，規定事物之為這一

事物的內在特質。情，本性，表現事物之內在本質、

本性的規定。性為事物內在之本質，情為本質的表

現。」[59]

他將「性」定義為「本質」，是事物的內在特

質，「情」定義為「本性」，是事物本質之表現。若

將這些理念用於神學「三位一體」，性情可分「本

質」與「本性」，前者是內在特質，後者是本質在實

際世界的表現，表現為本性。如此亦可稱「本質」是

「性情本體」，「本性」是「性情位格」。上帝在其自

己，是無限的終極性情本體，父、子、靈是上帝「本

性」的「性情位格」。

其實中文《聖經》也有用「性情」一詞，來自使

徒彼得書信：「他已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

們，叫我們既脫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就得與上

帝的性情有份。」 [60]這裏「與上帝的性情有份」中

「性情」的希臘文是theias phusis, theias的字根是
theós，指上帝、神、至上神，今指神聖的，是形容
詞，英文譯divine，是上帝本性及特質的彰顯。至
於phusis一詞，字根是phuó，指產生，引致，引申為
內在本性，組成人或物的根本結構，且具有獨特性

之意[61]。故中譯「上帝的性情」，指神聖的內在本

性。今中文性情一詞，在聖經翻譯上也可指上帝神

聖的內在本性。

如此，用中文「性情」這理念，描述三位一體，

具有奇特而準確的果效。人從啟示和救贖中，建立

和上帝的感通關係，體悟上帝父、子、靈三個性情

位格，三性情基於一永恆無限的性情本體，在永恆

無限之一體中，父、子、靈相即相入，又不離不雜，

彰顯上帝的本性，是關係性與感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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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神學的三一圓教思路

中國哲學和希臘哲學的基本思路是基本不

同。

西方自希臘時代，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在其
《形而上學》中有云：「說出甚麼是甚麼，不是甚

麼就不是甚麼，就是真理。」又云：「擁有真理的

人，他思想認為是分開的，確是分開；結合的，確

是結合。錯誤的人則所思一切與客體對反。」[62]基

本上認為一切事物有實體的本性，而語言、邏輯和

範疇可對應事物之不變或超越的本性。亞里士多

德提出「說」和「思想」的概念，對真理不單要「知

道」，還要有合乎真理的「語言」，及合乎真理的

「思想」。所以真理又連結於語言和思想。

這成為西方真理觀的標準，即任何語言和思

想若能對應真相，就是對真理的掌握。意指一切萬

物有其真相，人對之有正確認識，其語言和思想能

與之對應，那就是掌握真理。這基本上把真理放

在一靜態的語言邏輯的框架中來說明。神學早期

在西方發展，基本上採用了希臘哲學的思維方式，

以靜態和實體的概念來討論上帝。

當代的邏輯原子論、邏輯實證論，從羅素到

早期維根斯坦，均執著於語言及邏輯對應於事物。

到後期維根斯坦才破掉這對應說，而以語言為遊

戲。當然還有詹姆士（Will iam James）提出實用
主義方法的真理觀，到哈貝瑪斯的（Habermas）的
「普遍實用」（Universal pragmatics）思想，及後現
代主義提出無後設傳述(meta-narrative)的無真理

判準觀等，使二十至二十一世紀的真理論述十分

混雜。

而神學上各大師如巴特(Karl Barth)、莫特曼
(Juren Moltmann)、拉納(Karl Rahner)、斯斯奧拿
(John Zizioulas)等亦各有深刻新論述，漸擺脫希臘
的思維。但至今仍是缺乏對中國哲學和文化智慧

的對話及會通。

中國哲學的特色，從易經看就是太極生三極，

三極一體。天、地、人三極，是在太極一體中相關

中不斷互動變化，互相感通，而不是靜態不變的一

塊實體。天、地、人的三一感通關係，是一種「感通

關係的本體論」，但其與基督教神學的分別，在其

不是性情本體論。天、地、人中只有人具性情，天和

地沒有性情的主動表現，是一能產生性情的本體，

只是隱藏性情潛質，這是人與天地合一的三一關

係，是哲學的。不同神學所講的，終極是一本體性

情，是上帝，同時具三位格性情，是性情的三位一

體真神。

用中國哲學理念看神學，三位一體的特性，是

「感通關係的性情本體論」，三位格性情的關係是

相互完全的親愛，形成一體無限的親情，我們由此

定義上帝的本質，是親情之愛，故上帝本身，是一

「親情關係本體」，上帝是一親情的真理。而這愛

也對人與萬物有完全的恩典慈愛，故上帝對人和

萬物的關係，是一「恩情關係」。上帝對人與萬物，

是一「恩情關係的上帝」。

但作為「親情關係本體」的三一上帝，在其最

深的一體自身，我們從啟示仍未全知，上帝仍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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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思議性(incomprehensiblity)，上帝在其自己仍
是一奧秘。這我稱之為上帝的「無極性」。在上帝

自身的無極性看，上帝自身超越神學和哲學及所有

邏輯思想，如保羅所說：「深哉，神豐富的智慧和

知識。他的判斷，何其難測，他的蹤跡何其難

尋。」 [63]在這超越的無極性中，一切分際界限化

解，因此「三」和「一」在無分際界限中沒有分別。

上帝不可思議的奧秘，今可借用中國華嚴哲

學的「圓融」與「無礙」兩理念了解，所謂「圓融」，

《佛學大辭典》定義：「圓者周遍之義，融者融通

融和之義，若就分別妄執之見言之，則萬差之諸法

盡事事差別，就諸法本具之理性言之，則事理之萬

法遍為融通無礙，無二無別，猶如水波，謂為圓

融。」[64]意指事物最終極之理和性，是融通無礙。

所謂「無礙」，是指在超越理論所形成的分際界限

世界，在不可思議的無極中，一切是通達而無阻

礙。

故上帝在其自身，不可思議的無極奧秘，

「三」和「一」是融通無礙的。但在可思議的理論世

界中，「性情本體」的一與「性情位格」的三，是相

融互攝，三一上帝的本性是三位感通關係的無條

件親情大愛。三位格性情的關係，可用中國哲學的

「相即相入」及「不離不雜」來了解。

三性情位格「相即相入」，互不分離，互相融

入，互無隔礙，故是「三性一體無礙」。但在無礙中

是「不離不雜」，三性情位格並存不能分離，但由

於三性情位格性質不同，故其並存一體而又性質

不相混雜，是「三性各為自在」。在一性情本體中互

相融攝而又有所不同。

從中華神學看，這「感通關係的性情本體」之

三位一體理論，核心觀念是上帝為一親情關係本

體，三性情位格互相在一體之親愛中感通，互攝互

入。「三性一體無礙」而「三性各為自在」，合而言

之，是「一體無極無礙，三性融攝感通」。

上帝真正自身是無限奧秘，超乎哲學神學及

邏輯，稱為「上帝之無極性」，無極奧秘不可思議，

但又通過啟示而顯無盡慈愛的性情，故上帝為至

高無限之終極親情真理。此慈愛性情之本體，在永

恆中生子出靈，詭譎地在永恆中顯為父、子、靈三

性情，而父、子、靈三性情是在互相親愛感通的關

係中。

在無極奧秘中一和三是圓融無礙，詭譎地一

中有三，三中有一，一即是三，三即是一。由於一

體是無極奧秘，故一同時可以是三，一三無礙，而

三性在一性情本體中，各有其自在性，互不混雜，

但又圓融地融攝感通，互為內在。這是基督教的圓

教性。

綜合中華神學的三位一體觀，是「一體無極無

礙，三性融攝感通」簡稱「一體三性圓融神學，這

是基督教的圓教系統的神學。

Perichoresis與東方希臘神學與中華神
學

中華的「一體三性圓融神學」，可與東方希臘

神學理念「相融互攝」(perichoresis)來互相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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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倫斯
(T.F.Tor rance)定義為coinherence及coindwell-
ing[65]，我譯為「互為共生」與「互為內在」。

學者 C.A.Disandro指出，在希臘史詩、柏拉圖
及亞里士多德都未用此詞，而是在早期哲學家安

那克薩哥拉(Anaxagoras)用過，是描述Nous(終極
理性、終極精神)和cosmos(宇宙秩序)之常恆而有
動力的溝通[66]。終極精神是最高的本體真理，其可

以與宇宙秩序溝通，這是指真理層次的不同範圍

關聯互通。

十二世紀時Burgundio of Pisa翻譯為拉丁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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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這觀念在中世紀有表達

為「神聖起舞」(d i v i n e  d a n c e)，原因是希臘 

文chorein一詞，原意是空間、包容，與希臘choreuo
一詞相近，意指跳舞，如此perichoreuo一詞指環繞
而起舞。由此看三位一體的特性，三性情位格是互

融互攝互動，互為內在，又互相貫穿，構成一宇宙

終極美善的圖畫：三位一體的上帝在永恆神聖的

愛中起舞。

第八世紀大馬色約翰(John of Damascus)用這
理念描述三位一體，他用這理念去表達三位格互

相貫通穿越(cleaving together)，他指出，三性情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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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不能分離，不能各自分開，但又保持各自不同

路向，不是聯合或混雜，卻又互相貫通穿越(cleav-
ing to each other)，因為子是在父與靈之中，靈是在
父與子之中，父在子與靈之中。但又不是聯合、摻

和或混亂。」[68]大馬色約翰的三位一體觀，符合中

華神學所講的「一體無極無礙，三性融攝感通」。

關鍵就是用「相融互攝」(perichoresis)理念，三性
情位格是互為內在、互相包容，親愛互攝而為一

體。

特別互相貫通穿越(cleaving to each other)一
理念，與中國的「相攝」理念很接近。上帝的三位格

互相貫通穿越，可形成圓融無礙的特質，是中西方

哲學精彩相近的境界。而西方中世紀的三位一體

神聖起舞神學，又別創一境界，可與莊子與造物者

遊，及舊約太初智慧的踴躍比較研究。

[1]《易經．說卦傳》。
[2]《易經．繫辭下傳》。
[3]《易經．繫辭上傳》。
[4]《易經．象傳．泰卦》。
[5]同注[2]。
[6]成中英，從真理與方法到本體與詮譯，成中英主

編，《本體與詮釋》，(北京：三聯，2000年)，
其中對本體詮釋學有清楚描述，指出本體是「包

含一切事物及其發生的宇宙系統，更體現在事物

發生轉化的整體過程中……道是本體概念，但道

也可以是方法概念。就事物與宇宙整體言，道是

本體，但就個別事物與目標言道卻可以是方法、

途徑與工夫。」見頁5。至於詮釋，成中英說：
「詮釋自身即可被看為宇宙不息創造的實現。

……詮釋可以是對本體之道的詮釋，也可以是自

本體的理解中進行詮釋。無論「對本體」或「自

本體」的詮釋都可說是「在本體」之中。對本體

與自本體基於在本體形成了一個「本體詮釋圓

環」。詮釋是語言的道的活動，因而「本體詮釋

學」也可以看成是「道的語言學」或「道的道說

學」，第6頁。
[7]同上。
[8]同注[6]。
[9]《逸周書．成開》。
[10]《禮記．禮運》。
[11]《莊子集釋》，郭象注，成玄英疏，郭慶藩集

解（台北：廣文書局，1971）。

[12]《說文解字．一部》。
[13]《老子．四十二章》。
[14]同注[3]。
[15]《繫辭下》十二章。
[16]《易經．乾卦．彖傳》。
[17]《孟子．盡心上》。
[18]同上。
[19]《中庸．二十二章》。
[20]朱熹：《中庸章句》，二十章注。
[21]同上，二十章。
[22]周敦頤：《通書．誠上》。
[23]《莊子．天下》。
[24]《莊子．逍遙遊》。
[25]龐樸：《一分為三》(深圳：海天，1998年)第2
頁。

[26]《管子．樞言》。
[27]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解釋視字：「凡我所

為使人見之亦曰視。士昏禮。視諸衿鞶。注

曰。視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曲禮。

童子常視母誑。注曰。視今之示字。小雅。視

民不恌。箋雲。視古示字也。」
[28]同注[16]。
[29]「如同大海，無風之時，澄波萬頃，晴天無

雲，列宿星月炳然印現。無去無來，不一不

異，非有非無。如來之智慧海，識浪不生，澄

停清淨，至明至靜，頓現一切眾生之心念，同

時亦現三世一切法門，應度之眾生和應說之法

門一時出現，無前無後，如大海之映現列宿星

月，故稱海印三昧。」法藏，《妄盡還源

觀》，《大正藏》，45冊，637b。
[30]法藏：《華嚴經探玄記》卷一，《大正藏》35
冊，1733。

[31]《朱子語類》卷一。
[32]同上，卷九八。
[33]同注[31]，卷九四。
[34]同注[31]，卷六八。
[35]同注[31]，卷一。
[36]同注[31]，卷一。
[37]同注[31]，卷六八。
[38]同注[31]，卷一。
[39]同注[31]，卷一。
[40]同注[31]，卷一。
[41]《朱子公文集》卷四十六。
[42]同上，卷三十七。
[43]Ted Peter, God as Trinity, Relationality and Temp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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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ty in Divine Life (Louisville, Kentucky: West-
minster/John Knox press, 1993)pp.14-15.

[44]《聖經．創世記》1:1-3。
[45]《聖經．撒迦利亞書》14:9。
[46]《聖經．約翰福音》1:1-3，14。
[47]同上，10:30。
[48]同注[46]，14:9-10。
[49]《聖經．馬太福音》3:16-17。
[50]同上，28:19-20。
[51]同注[46] ，16:7,13。
[52]《聖經．使徒行傳》2:1-4。
[53]Tertullian, Adversus Praxean, 8.
[54]同上，5。
[55]Aurelius Augustine, translated by Stephen Mc-

Kenna, The Trinity, Fathers of the Church: A New 
Translation, vol. 45.( Washington, DC: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63. 10:11:18.

[56]《說文解字．心部》，情。
[57]同注[10]。
[58]陳夢雷：《周易淺述．乾文言》(北京：九州出
版社，2004年)。

[59]陳德述：《周易正本解》(成都：巴蜀書社，
2012年)，第10頁。

[60]《聖經．彼得後書》1:4。
[61]參考New Testament Greek Lexicon - New Amer-

ican Standard, 2 Peter 1:4 https://biblehub.com/lexi-
con/2_peter/1-4.htm

[62]Aristotle, Metaphysics, The Basic Works of Aris-
totle,  ed. Richard McKeon (NY:Modern Library 
Classics, 2001) 10116 and 10516.

[63]《聖經．羅馬書》11:3。
[64]丁福保：《佛學大辭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
社，2015年)，圓融條。

[65]T.F. Torrance, Christian Doctrine of God, One Be-
ing Three Persons, (Edinbough:T&T Clark, 1966), 
p.102.

[66]C. A. Disandro, “Historia semantica de perikhor-
esis”, Studia Patristica 15(1984), no. 1, pp. 442-447. 
引述自Danut Manastireanu, Perichoresis And The 
Early Christian Doctrine Of God, Stvdistvdia, 
ARCHÆVS XI-XII (2007-2008,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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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
ligions www.ihr-acad.ro 

[67]引述自Danut Manastireanu, Perichoresis And The 
Early Christian Doctrine Of God, Stvdistvdia 
ARCHÆVS XI-XII (2007-20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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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
ligions www.ihr-acad.ro  

[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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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hinese Perfect Teaching of Three-in-
One Thinking 

Dr Leung In-sing (Editor-in-Chief, Cultural 
China)

Abstract: Yijing (the Book of Changes), the ear-
liest Chinese classic, posits the trio of heaven-earth-
man forces governing our universe. Yet this trio is 
embodied in Taiji  (the Great Ultimate), the epitome that 
accrues the three ultimate polar forces. The “one-in-
three” or “three-in-one” format has become the Chinese 
basic interpretive framework for the universe. “Man”, 
a spiritually conscious being, possesses speech and 
spontaneity, articulates in reasoning and self-reflection. 
Interactions within heaven-earth-man framework mani-
fest as rapport and communion for integrated universal 
living. Man’s ascended life f lows harmoniously with 
heaven and earth’s nature when acceding the unified 
realm of heaven-earth-man.  Again, Taiji  remains a sin-
gular body, incorporated by the three polar constituents 
of heaven, earth and man. The trio shares a relationship 
of perichoresis with distinct but inseparable constitu-
ents. Analogous is the Christian Trinity of Father-Son-
Holy Spirit, or three persons in one triune Godhead, an 
eternal and infinite ontology. Within the eternal infinite 
Oneness, a loving relationship and rapport binds the 
Father, Son and Holy Spirit together in perichoresis , 
distinct and inseparable from each other. John Damas-
cene used the three inter-penetrating personalities to 
describe the mutual relationship within the Trinity God. 
This closely corresponds to Chinese theological descrip-
tion of “an unlimited non-polar Oneness; with three 
inter-fusing personalities in rapport”, a realm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ies find contiguity.

Keywords:The three ultimate poles; perichoresis; 
distinct but inseparable; mutual fusion and assimi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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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的生生不息，通過聖靈與一切受造物的感通而

實現出來。聖靈感通天下的有形途徑和場所，就

是她在五旬節降臨而建立的教會。我們生於上帝，

在教會裏經過基督和聖靈的工作，而歸於他們愛

與生命的神性團契。以中國化的神學術語將其加

以概括，上帝經營世界的這個總體圖景包含：團契

三一論、生生基督論、感通聖靈論與天下教會論。

貫穿於其中的一個基本主題是上帝通過他的創造

與拯救工程，將一切受造物引領至三一上帝愛的

團契之中，使他自己成為「萬物之中的萬有」（林前

15:28）。

一、團契三一論

使徒信經總共十二句，分別位於聖父、聖子與

聖靈的條目之下，向我們呈現出基督信仰的三一論

結構。它由宣信創造天地的上帝開始，結束於對永

生的盼望。它向一位上帝宣認信仰，卻又分別地指

向他的三個位格：聖父、聖子、聖靈。他們彼此內

成為萬物中的萬有
──基於《使徒信經》的一個中國化神學綱要

■ 游  斌

中央民族大學

從基督教中國化的視角，對教會傳統中的那

些基礎性文本做出中國化的詮釋，是當代基督教

神學思想建設中的重要內容。無論是就其歷史悠

久性，還是就其在教會禮儀崇拜中運用的廣泛性

而言，《使徒信經》都是這些基礎性文本的傑出代

表。它如同上帝賜給教會的一顆珍珠，需要我們以

中國文化浸潤它、擦亮它，使之晶瑩光華。本文將

基於《使徒信經》的基本信仰架構，以若干中國文

化的核心概念對其進行詮釋，從而提出一個綱要

性的中國化神學梳理，以求教於各位先進。

《使徒信經》向我們描述了上帝經營世界的

總體圖景，全文如同一句優美的讚美詩：上主，我

們由偉大的你而生，我們又經過偉大的你，而歸於

你的懷抱。具體來說，基督信仰的上帝是一個在愛

中互寓相攝的神性生命團契，聖父生出聖子，呼出

聖靈。上帝出於愛與智慧，創生人與一切受造物，

又在降生為人的耶穌基督裏實現一切生命的救贖

與更新，使受造的人與萬物得以生生不息。在基督

摘  要：本文從基督教中國化的視角，以中國本土的哲學理念對《使徒信經》中描述的上帝經營世界

的總體圖景提出一個綱要性的神學解說。按照三一上帝及其愛的工程即教會的基本架構，本文分成團

契三一論、生生基督論、感通聖靈論和天下教會論等四大塊進行闡述。其基本邏輯是，三一上帝是一

個在愛中互寓相攝的神性生命團契，聖父生出聖子，呼出聖靈。上帝出於愛與智慧，創生人與一切受造

物，又在降生為人的耶穌基督裏實現一切生命的救贖與更新，使受造的人與萬物得以生生不息。在基

督裏的生生不息，通過聖靈與一切受造物的感通而實現出來。聖靈感通天下的有形途徑和場所，就是

她在五旬節降臨而建立的教會。我們創生於上帝，在教會裏經過基督和聖靈的工作，而歸於他們愛與

生命的神性團契。貫穿於這個綱要的主題就是上帝通過他的創造與拯救工程，將一切受造物引領至

三一上帝愛的團契之中，使他自己成為「萬物之中的萬有」（林前15:28）。
關鍵詞：團契三一論；生生基督論；感通聖靈論；天下教會論；萬物之中的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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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相互之間絕對給予，是一個愛的團契。

1.互寓相攝的三一上帝
基督徒所信的是「一而三，三而一」的上帝，

他是一個上帝，卻又是一個在其內部的不同位格

之間進行愛的交流的團契。三個位格，強調的是一

體內分別的位格性；一個本體，強調的是三個位格

在關係中的一體性。上帝的三個位格即聖父、聖子

與聖靈，是一個在「互寓相攝」（per ichoresis）之
中的愛的團契。「互寓相攝」指的是兩個或更多的

不同實體進入彼此裏面，從而成為一體，它們不是

混合，不是摻和，而是彼此保留其所是，卻又在同

時，完全地參與在對方裏面。換句話說，互寓相攝

是指相異位格的合一，它們的差異完全保存著，卻

又彼此互滲互透，相互交流。

互寓相攝的前提是承認每一個位格的獨立

性。作為聖子的聖言（或道）不是上帝說話的一個

行動、一個能力，而是上帝的另一個位格；聖靈也

不是上帝呼吸的一個動作、一個能力，而是上帝的

另一個獨立位格。就經世三一而言，上帝的三個位

格以不同的方式實現對於世界的經營。是聖父創

造，雖然聖子與聖靈也參與其中；是聖子救贖，雖

然聖父與聖靈也參與其中；是聖靈聖化，雖然聖父

與聖子也參與其中。但是，「互寓相攝」又意味著

他們彼此內住（indwell）在對方的裏面。其希臘文
詞根per i意為「環抱」、「周圍」，表明三者的完全
重合；choresis的基本含義既指走進、進入、佔據，
又指讓出、騰空。[1]《約翰福音》14章11節所說「我
在父裏面，父在我裏面」，指的就是父與子之間互

寓相攝的關係。阿奎那在解釋父與子之間的這種

關係時，就認為：按照本體，聖父是在聖子內，因

為聖父是自己的本體，並將自己的本體，不藉任何

轉變，通傳給聖子；進一步而言，既然聖父的本體

在聖子內，那麼聖父就在聖子內。同樣地，既然聖

子是聖父的本體，那麼，聖子就在聖父內。[2]

聖三上帝的互寓相攝，深化並豐富了我們對

於上帝作為一個愛的團契的領悟。首先，上帝就是

愛，是愛使上帝的三個位格永恆地處於互寓互攝

之中。三位一體，就是上帝的三個位格在愛中的合

一。上帝有三個位格，因為愛要求他們在位格上的

差異；上帝的本體只有一個，因為三個上帝在愛中

完全合一。愛是上帝創造、拯救與聖化世界的最

深層動力。基督信仰的一切理論與行動，無不只以

愛為起點，亦無不只以愛為終點。

其次，基督教信仰的上帝，並不是一個孤獨的

上帝。毫無疑問，基督教是一神論信仰，但更準確

地說，基督教是三一神（Triune God）信仰，是對一
個愛的團契的信仰。上帝的三個位格始終處於互

寓相攝之中，意味著三個位格中的任何一位，總是

共同地分享其他二位完全的生命，他們中的任何

一個都不能與其他二位的行動相分離或孤立。正

如普瓦提斯的希拉利（Hilary of Poitiers，310-367）
所說：「上帝是聖父，上帝也是聖子。如果你在他們

中認出一個上帝，而不是一個孤獨的上帝，你就是

在宣認教會的信仰，即聖父在聖子裏面。但是，如

果你不顧這天上的奧秘，你用那一個孤獨的上帝

的概念來取代這個真正的一位上帝，那麼，你就仍

然沒有認識上帝，因為你沒有承認上帝在上帝裏

面。」[3]

最後，互寓相攝還意味著上帝的每一個位格

都在愛中為另外二位「虛己」或「自隱」，他們以

隱蔽自己、成全對方的方式成為一體。Perichoresis
（互寓相攝）一詞中，choresis的另一個意義就是
「為對方騰出、割讓」。因此，互寓相攝既有主動，

又有被動；它既是伸展，又是接受；它既是佔有，

也是讓位。它意味著三一的另外兩位都出於本性

之愛，以其虛、隱、捨，成就其中的一位。愛的本

性，使他們成為虛己、自隱與捨己的主體。勿寧說，

虛、隱、捨就是愛。三一團契之所以能夠既保持位

格性的差異，又能保持共融的合一，就在於「顯」

與「隱」、「施」與「受」之間的統一性。當一方主動

地內住於另兩位時，他將自己的本性及屬性通傳

給另一方，而另一方也在「虛己」之中，完全地接受

通傳而來的本體與屬性，從而完全與對方相合一。

無論是在上帝三個位格的永恆交流還是經世行動

中，當其中一個位格顯現時，另外兩位都位格性地

「自隱」，將自己的本性、能力與屬性完全地通傳

給顯現的那一位。這也是三位上帝始終同一本體、

同一能力、同一行動的原因。

2.三一上帝對世界愛的護佑
如同聖經的開篇「起初，上帝創造天地」（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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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一樣，《使徒信經》也是由天地的創造開始。
信經與聖經都是告訴我們上帝經營世界的總體

框架：聖父創造，聖子拯救，聖靈聖化。「起初」一

詞，告訴我們世界有一個開端，有一個過程，也有

一個結束。上帝創造世界之後，並沒有離開世界。

他不僅以他的智慧和法則維持並護佑這個世界，

還不斷地進入世界之中，以他的話語與行動來引

領世界邁向最終的圓滿。這樣，「起初」一詞將上

帝的奧秘分成兩個部分，一是在世界未有之先，上

帝內部的神性生命，二是在萬物受造之後，上帝對

世界和人的經營。

《約翰福音》以其啟示的話語，使人一瞥上帝

在起初之前的奧秘。「太初有道，道與上帝同在，

道就是上帝。這道太初與上帝同在。萬物是藉著

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造的。生

命在他裏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約1:1-4）不僅
上帝超越於世界之上，在世界之前就存在，而且上

帝不是孤獨的，在他的內部有神性生命的交流。道

（聖言）與上帝同在。他不是上帝的一個屬性，或

一個行動，而是一個獨立的神聖主體。上帝在聖

言裏面，並藉著聖言將萬物創造出來。同時，聖言

又是生命的源泉，在他裏面隱含著賜生命之主聖

靈。使徒約翰以啟示的方式告訴我們，「上帝就是

愛」（約壹4:16）。創造世界的上帝是一個愛的團
契。

聖經向人啟示出上帝對世界的整個經營。按

舊約啟示，上帝以他的話語創造世界，並以話語和

行動介入、維持世界，與他的子民以色列人立約。

按新約啟示，他派遣神聖實在的第二位、作為子

的聖言，成為肉身，以他的受死復活戰勝死亡和苦

難，使世界復歸以上帝為元首的治理之下；在聖子

完成救世計劃而升天之後，聖父又呼出聖靈降臨

在地上建立教會，使聖子實現的救恩可以進入每

一個人的生命裏面。

一個上帝，以他的三個位格實現他對於世界

的經營和拯救。這三個位格各自以不同的方式與

這個世界相關聯，實現上帝對世界的計劃，但在

他們的每一個行動中，上帝的三個位格又共同地

參與其中。首先，創造世界是由聖父上帝來實現，

但是，聖父是通過聖言並在聖言內創造萬物。當

他以說話的方式創造萬物時，也呼出他的氣息在

萬物之上，賦予它們生命，他的氣息就是聖靈。其

次，拯救世界是由聖子上帝來實現，但是，聖子接

受的是聖父的差遣，承行的是聖父的旨意。聖言

道成肉身，是在聖靈的大能之下，孕育在馬利亞

的腹中。耶穌基督在地上的救恩工程始終由聖靈

相伴隨，他說的話是因為聖靈在人裏面感動而相

信接受，他的行動由聖靈賦能而為神跡。最後，

聖化世界是由聖靈上帝來實現，但聖靈不過是將

聖子實現的救贖工程，按著聖父的旨意，分施在

人的生命中。聖靈在教會內引領人們走向成聖之

路，使世界邁向最後的圓滿。聖靈進入人心之中，

是由聖子請求聖父差遣，聖父呼出「子的靈」進入

人心，使人稱呼父為「阿爸」（太4:6）。聖靈在地
上建立教會，而教會卻是屬於聖子基督，是「基督

的教會」。人們從聖靈那裏領受的，也無非是聖子

在他道成肉身、受死復活中實現的救恩。三一上帝

以「其位不紊，其體不分」的方式，進行他們經營

世界的工程。

上帝通過這些外在的經世工程，向我們啟示

出他內在生命的位格性和一體性。在萬物受造的

「起初」之前，一個上帝即以他們相互區別的位格

性保持著三位，又在他們的愛的團契關係中始終

是一個本體。一個上帝，並不意味著他是孤獨的

單一。在人所能想像的時間之前，無根無源、無始

無終的上帝就「生出」同性同體的另一位：聖子，

並「呼出」同性同體的另一位：聖靈。他們的位格

使他們彼此相別，成為一個關係的團契；同時，他

們處於關係之中，又使他們的位格得以彰顯。子在

與父的關係中被稱為「子」，父也是在與子的關係

被稱為「父」，而將父與子貫通起來的那一位，就是

「靈」。

三一上帝的內在生命與他們的外在工程，彼

此光照，相互說明。在內在生命中，聖子在永恆中

第一次生出，成為與上帝同性同體的聖言，在外在

工程中，聖子在歷史中第二次被生出，通過馬利亞

而降生為拿撒勒人耶穌。在內在生命中，聖靈被第

一次呼出，成為與上帝同性同體的生命之主，在外

在工程中，聖靈被第二次呼出，在地上建立教會，

將三一上帝的永恆生命傳遞給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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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帝「互寓相攝」的經世之道
上帝的三個位格在互寓相攝中成為一個愛的

團契，是世界的原型、源泉與動力。基督信仰的其

他教義或實踐，亦維繫於這一基本信條。上帝對世

界的經營的各個階段、各種方式，都反映著這個原

始團契互寓相攝的內在特性。

在上帝經營世界的最高峰：聖子道成肉身，攝

取人性這一事件中，聖言的完全神性與拿撒勒人

耶穌的完全人性之間，也是一個互寓相攝的關係，

即在耶穌這一個位格上面，神性與人性「不相混

亂、不相交換、不能分開、不能離散」。在上帝以聖

靈聖化世界的整個過程中，上帝以互寓相攝的方式

內在於萬物之中，維持並引領它們走向最後的新

創造，直至成為「萬物之中的萬有」。

與此同時，人與萬物作為三一上帝的受造物，

也分有這個愛的團契的互寓相攝的印記。全體的

受造物既保持著各自的獨特性，又彼此相聯相通

地結合為一個整體。在一切受造物中，人是按照上

帝的形象與樣式所造，人性從最深層次上反映出

三一上帝的互寓相攝。受造的人既是身體，也是靈

魂。身體與靈魂這兩種不同的存在，在互寓相攝中

結合為一個整體的人。每一個人都擁有自己獨特

的位格，但每個人又都是一個關係性的存在，在與

他人的互寓相攝中成為他自己。被造的第一人亞

當，是在上帝從他裏面創造出的另一個人的關係

中才認出自己，表達出自己。男人與女人這兩個不

同的位格性存在，通過愛情與婚姻，在互寓相攝中

成為一個整體。

在罪的污染之下，人從上帝的創造中稟受的互

寓相攝受到破壞與污損，人際間的關係開始由推

諉、謊言和統治所主宰。藉著聖靈的感通，基督復

活的生命得以通傳給人，使人恢復與上帝之間既

保持位格、又彼此共融的互寓相攝的關係。甚至，

因著人神之間這一重關係的建立，人與人之間的互

寓共攝的團契關係也能建立起來。神人之間、人人

之間這樣的團契，也就是教會。

二、生生基督論

《使徒信經》十二句，有六句是在講耶穌基

督。基督的一生，尤其是其五個片斷即降生、受

難、復活、升天與再來，構成整個《使徒信經》的核

心。就《使徒信經》這一特點而言，我們可以說，基

督信仰不是相信一套教義或思想學說，而是與一

個人的相遇，與那個在歷史中生活過的拿撒勒人

耶穌進入「互寓相攝」的生命狀態：我們生活在基

督裏面，基督生活在我們裏面，是基督在我們裏面

活出他的生命。對基督徒來說，我們在信心中紀念

耶穌基督在歷史中的言行，在當下的每一場禮儀

中分享臨在於餅和酒中的耶穌基督，也盼望他未

來的二次來臨帶來的新天新地。由過去、現在與將

來所組成的整個人類歷史，都在耶穌基督裏面得

到了整合。

我們甚至可以說，六條關於耶穌基督的信條

就是整個使徒信經的概括。它起於基督之為「上帝

獨生的子」，然後是他在地上的生平，核心是他的

受死復活，最後是他的再來，審判活人死人。簡言

之，《使徒信經》既包括了耶穌的歷史性生平，即

從他的降生到升天；也包括了耶穌的宇宙性生平，

即從他在永恆中生於聖父，到他進入世界帶來宇

宙的終結。就後者而言，宇宙的起源及其終結都在

耶穌基督裏。進一步而言，他的歷史性生平與宇宙

性生平相互光照。信經中耶穌的生平六句，便與從

「上帝創造」到「我信永生」的信經十二句，共振闡

明。

由於《使徒信經》保持簡潔精練的特點，對於

基督在永恆中的生出幾乎沒有著墨，故此，我們需

要結合更加嚴謹、正式的《尼西亞信經》，尤其是

其對聖子之生於聖父的表述，才能更加深入地理

解基督兩次受生之意義所在。它包括：第一，聖父

在永恆中生出聖子，將生命之本體完全地通傳給

他，他們結成的團契就是一個永恆的生命流動。第

二，在聖靈的大能之下，聖子由馬利亞而生，創造

主取了受造物的樣式，使人與萬物可以在他裏面，

與上帝相聯合；他在十字架上受難，救贖人罪，將

神性生命傾倒在世間；他以復活戰勝死亡，顯示神

性生命的大能。第三，聖靈將基督的復活生命實現

在相信他的人裏面，使基督在每個信徒的人心裏

誕生出來；聖靈還以其大能，將我們與復活的基督

相連接，使基督在我們裏面活出他的生命。基督就

是那生生不息、永恆流動的神性生命，他還出於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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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將這樣的神性生命藉著信心通傳到我們裏面，

並持續地內住在我們裏面，引領我們效法他，在生

活中生出他的樣式。這些構成「生生基督論」的完

整含義。

1.基督受生於父
成熟的《尼西亞信經》對聖父生出聖子有精

緻而準確的描述：「上帝的獨生子，在萬世之前，為

父所生，從上帝出來的上帝，從光出來的光，從真

上帝出來的真上帝，受生的，不是被造的，與父一

體的。」聖子由聖父所生，是在萬世之前，也就是

說，是在時間與空間之外，也在邏輯之外。聖父是

純粹的一、全然的一，就是神性生命自身，是一切

生命的根源。如果聖父只是善的上帝，他可以只有

一位。但是，因為上帝是愛的、全然的、至一的上

帝，就意味著他在超越時間的「萬世之前」，生出

另一個完全擁有獨立位格的神位，與他相愛。純

粹的、全能的上帝所生出的，就是他自己。因此，

所生出的聖子是「從上帝而出的上帝，從光出來的

光」。因為愛，上帝在自己之外，生出與自己同性同

體的另一位，這也意味著上帝突破了自己，否定了

自我的絕對同一性。以互寓相攝的話來說，聖子的

受生，是聖父出於愛的自我否定，是聖父的虛、隱

和捨。聖父為聖子「讓渡出」自己的本性，為聖子

「騰出了」自己。

聖子是聖父在永恆中的「生生」。當聖經用

「聖言」（或譯為「道」）來稱呼聖子時，就是說，

聖子是聖父的話，在他的話裏，聖父完全地傾吐

出他自己。當我們不得不用人的語言來描述聖父

與聖子之間同性同體、卻又處於位格性的愛的關

係之中的狀態時，「生」成為一個最恰當的詞匯了。

「生者」聖父與「受生者」聖子，他們不僅分享愛，

而且要分享無上的喜樂與至福，而這意味著聖父

與聖子還在一個神性的「第三位格」裏分享著他

們共同的喜樂。聖父完全地愛著聖子，聖子也完

全地愛著聖父，他們在彼此完全的投入與承擔中

進入一個「更新」的自我，互為唯一地共在中的自

己。這個第三位格既不是聖父，也不是聖子，卻又

是與他們完全同性同體。這個神性的「第三位格」

是賜生命之主聖靈。[5]這樣，三一上帝就是一個永

恆的在愛中流動著生命的共同體。

2.基督為地上的生命而降生
當聖父上帝從虛無中創造萬物時，他是通過

聖子與聖靈將存在給予萬物。所以，《尼西亞信

經》強調說：「萬物都是藉著聖子受造的」，因為

他就是由上帝而生的完全的上帝。最初被造的事

物，都帶著三一上帝這個生命團契的印記，並與這

個神性團契內部永恆的生命交流保持著某種程度

的聯繫，這樣，受造界才能呈現出大化流行、生生

不息的生命活力。為表示萬物與三一上帝之間的

生命聯結，聖經作者甚至用隱約地以「生出」的方

式來描寫世界的來歷。《創世記》2章4節說「創造
天地的來歷」時，「來歷」一詞的希伯來原文就是

「家譜」，其動詞詞根意為「生出」，換言之，就是

「天地之被創造的出生故事」。

即使在罪由一人進入世界，苦與死亡臨到眾

人之後，上帝仍然以多種方式啟示他自己，進入這

個世界，使人能夠回歸到神性生命的團契之中。

一方面，他在歷史中行動，通過先知向他的子民說

話，使他們能夠遵行他所啟示的律法而保守他們

的生命，維持世界的生機。因為律法就是上帝的

智慧，就是上帝運行和維持世界的基本法則。謹

守遵行律法的話，不是虛空的事，而就是「你們的

生命」（申32:47）。另一方面，他又通過一些神聖
家族如亞伯拉罕與大衛家，應許他們如「眾星」一

般的後裔。他將在這些家族中「生出」彌賽亞君王

（詩2:7），維持著世界的公義與和平。聖經中數
量眾多的家譜，表明上帝在這一代代人的繁衍生

息中，保持著他與受造人類與萬物之間的生命聯

繫。這些都隱約地指向以賽亞先知的預言：「有一

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

的肩頭上。他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

的父、和平的君」（賽9:6）。當時期滿足時，上帝自
身將以成為受造世界一部分的方式，以人的樣式

降生，來圓滿地實現他創造世界的原初計劃。

在聖靈的大能之下，聖子在馬利亞的腹中取

得了肉身，降生於世，被稱為拿撒勒人耶穌。耶穌

降生為人，生於以色列和人類歷史之中，顯明瞭聖

子在永恆中的受生。聖子第一次在永恆中的受生，

預示著上帝要降生成人，以拯救眾生；聖子第二次

在歷史中的降生，顯明瞭它第一次在永恆中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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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基督是眾生之根源。聖子第一次在永恆中的生

出，是耶穌降生為人，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

能在他裏面同歸於一、與三一神性生命共融的根

源與保證。聖子第二次在歷史中的降生，使上帝在

他身上預定的將生命通傳於人與萬物的拯救計劃

實現出來。聖子在歷史中的降生成人，與他在永恆

中的生出，相互呼應，以實現上帝經營世界的奧秘

計劃。

因此，耶穌的降生，使得這個受造的、被罪傷

害的、被死亡轄制的世界，能進入與聖父和聖子之

間始終交流著的永恆生命的共融聯接之中。拿撒

勒人耶穌是成了肉身的聖言，他是人及萬物進入

與上帝生命共融的唯一希望。聖子成為與我們一

樣具有身體和靈魂的人，使我們通過他與上帝聯

合。同時，一切受造物也都能在降生成人的聖子

中，進入與上帝的融通之中，因為上帝聖子通過他

的肉身而與部分的物質世界相聯接，在這個世界

裏播下了一粒徹底轉化世界的種子。那位降生在

伯利恆的嬰兒，就是人與宇宙萬物的生機與活力。

拿撒勒人耶穌裏面有完全的神性，他的使命

就是從上帝那裏出來，承擔父所交在他手裏的萬

有，使他們能歸到上帝那裏去（約13:3）。但他降生
為人，將神性隱藏在軟弱肉身的裏面，是他對聖父

在虛、隱與捨之中將聖子生出的效法。為使他裏面

的神性生命完全地通傳給人，他還走上十字架，接

受死亡，在徹底的虛己、傾空、捨己中，將他生命的

「血和水」傾倒在人類和世界裏面。在十字架上，

他完成了一個「偉大的交換」：他將人的苦難與死

亡承擔在自己身上，卻將自己裏面的永恆神性生命

通傳給人。

聖子的神性生命不能被死亡所禁錮，他以復

活向人展現神性生命的光輝。復活與光榮的基督，

呈現在整個萬物之中。基督肩負起整個的人類及

受造界，親密地居住在世界之中，以他的愛環繞萬

有，以他神聖的光輝滲透著它們。復活的基督以一

種奧妙的方式將人與萬有環抱在懷中，引導他們

榮上加榮、恩上加恩，奔向最後的圓滿。[6]基督的

復活生命是人的生命之根，是世界的生機之源。

在與弟子們度過一段時間，向他們展現復活

的樣式，並講解在自己身上啟示出的上帝奧秘之

後，復活的基督完成他在地上的工作，升天到天父

上帝的右邊。他將人性的經驗帶到聖父聖子的神

性團契之中，將世間的一切祈求轉告於父。並且，

父與子聯合派下聖靈，在教會內源源不斷地將他

的復活生命注入人間。

可見，《使徒信經》以五個事件來表示耶穌基

督的整個生平。這使人明白，拿撒勒人耶穌在地上

的一生，就是要完成聖父與聖子將人與萬物引領

到與神性生命的團契之中，使得被罪與死亡轄制

的人與世界，重新進入生生不息的軌道。通過出於

愛的自我否定，上帝的神性生命才能以恩典的形

式被人與萬物所分享。他從天降下，並且死在十字

架上，是為了將人帶到天上。基督在地上所有的工

作，都是為了成全這個世界的生命。

3.基督與我們的「互生」
基督升天，坐在父的右邊。他們聯合派出聖

靈，也就是將他們共同分享的生命呼出到世間。聖

靈被呼出，在地上取得了有形可見的形體，也就是

教會。在聖靈降臨的五旬節之後，基督生生世界的

計劃就完全通過教會來實現，因為教會就是基督

的身體。

教會是基督在地上的身體，通過這個途徑和

場所，基督不斷地生養我們和世界。這可從三個方

面來理解。第一，從無形與有形之間的結合來說。

基督以他靈性的身體坐在聖父的右邊，但他同時

與地上的教會相連接。在地上，教會以物理建築、

社會人群、制度體系、有形禮儀、倫理共同體等有

形可感的樣式存在。這些事物與居於天父右邊的

基督聯結為一體，成為一個單一的位格主體，就像

身體與靈魂結合為一個整體的人一樣。第二，從夫

妻婚姻之間的結合來看。婚姻是「人要離開父母，

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創2:24），這也正是
基督與教會的關係。基督是新郎，教會是新娘，他

們結合在一起，成為「一體」。第三，從頭與身體之

間的結合來看待。在天上的基督是頭，在地上分

散的教會、不同的教會職分如同人的不同肢體。頭

與肢體結合在一起，成為一個完整的身體。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意味著教會永遠與基督

聯合在一起。他們之間的聯合，分享著耶穌基督將

完全的神性與完全的人性結合於一個位格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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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寓相攝，不相混合、不相交換、不能分開、不能

離散。教會就是基督「神性生命的承載者」，將世

界與三一上帝的神性生命連接在一起，使人獲得

生命，使世界充滿生機。教會既是基督將生命傾注

於受造界，使其保持生生不息的工具與途徑，本身

又是受造界所邁向的目標。

具體而言，教會通過宣講聖言、實行聖禮而

將神性生命傾注於世界之中。甚至可以說，宣講聖

言本身就具有聖禮的特性，是通過嘴可說、耳可

聽的人類言語來傳遞上帝的無形恩典；實行聖禮

也不可離開聖言，因為離開上帝的話語，聖禮就沒

有效力。當聖靈一方面賦能於人所傳講的上帝話

語，另一方面感動以耳傾聽的人心，從而使人產生

信心之時，基督就在教會裏誕生在那個人的心中，

從天而來的神性生命就進入了這個世界。教會的

一切聖禮都指向感恩禮（聖餐禮），並從感恩禮中

獲得力量。在感恩禮中，通過呼求聖靈，在教會獻

上的餅與酒之內，基督的血與肉再次進入受造界。

通過物質的碎片即餅與酒，神性生命抵達我們的

存在深入，也抵達我們所在的整個受造界。在感恩

禮中，天地萬物同受神恩、同頌禮贊。教會的感恩

禮貫通「天」與「地」，擁抱並滲透一切受造物。世

界本來就出於上帝造化之雙手，在感恩禮中，又通

過基督與聖靈這雙手，而歡喜踴躍並充滿崇敬之

情回到上帝那裏。在以餅酒為中心的感恩禮中，整

個的受造界接受上帝的神性生命，進入神聖的婚

宴，邁向與造物主結合為一的狀態。總而言之，在

教會的聖道與聖禮中，人與萬物進入與神性生命

交流的狀態之中。教會成為基督使萬物在他裏面

回歸上帝的場所和途徑。

人是上帝按照他們的形象與樣式所造的，上

帝以一種我們與基督互生的方式，實現我們與神

性生命的永遠交流。我們每個人與基督之間互生

的所在，就是那貫通神人的教會。基督道成肉身，

成為我們的樣式，為的是使我們能在他裏面獲得

新生，分享上帝的神性生命。聖靈進入我們裏面，

使我們在信心中接受基督在十字架上傾流而出的

生命，重生在基督的裏面。我們被恩典釋放，享有

在基督裏面的真自由。同樣，在教會的宣講與聖禮

中，聖靈引領我們效法耶穌的樣式，邀請基督在我

們裏面活出他自己的生命。這就是說，在我們裏面

生出基督。聖子在永恆中的生出，在歷史中的降生

為人，其著眼點都在於我們與基督之間的互生。

「道成肉身，是為了使我們肉身成道」，所謂「肉身

成道」，就是讓基督生在我們的生命之中。正如安

布羅修所說：「在某種意義上，每個基督徒都懷孕

和生產上帝之道。雖然按人性而言，只有馬利亞這

一位基督之母；但按信心而言，基督卻是我們眾人

的後裔。」[7]故此，所謂「互生」，就是我們與基督

的互寓相攝，即我們活在基督裏面，基督活在我們

裏面，基督在我們裏面活出他自己的生命。

三、感通聖靈論

《使徒信經》的最後五條，都是屬於聖靈的

工作。聖靈在地上建立教會，使聖徒相通為一，赦

免人的罪過，並在末世使人的肉身復活。聖靈貫

注人心，使人獲得新生，這新的生命一直持續到未

來的新天新地，也就是永生。聖靈、聖言結合在一

起，正讓我們看見天父上帝以他的「兩隻手」，一

開一合地創造、拯救和聖化他的受造界，將它們擁

抱進入他們的神性生命之中。

在上帝的三個位格之中，聖靈是被啟示、被

恩賜的最後一位，但對人來說，卻是所遇見、所承

認、所接納的最先一位。人與萬物本來皆在聖言裏

受造，聖靈從天而降進入受造世界，將人與萬物在

聖言之理中引領到上帝的面前，使一切受造物與

其創造主相感相通，同歸於一。聖靈之感通，總不

離聖言之理（彼後1:21），亦始終指向三一上帝互寓
相攝的團契。由此，對於聖靈在內在生命與外在工

程中的角色，我們以「感通聖靈論」來論述之。[8]

1.父與子在靈裏的感通
在「起初」之前，上帝就是一個愛的神性生命

共同體。無根無源的聖父出於他的愛，走出他自

身，以自我否定的虛、隱及捨的方式「生出」聖子

（聖言）。聖子從聖父那裏接受完全的愛，受聖父

之感，把自己完全的愛返回於父。父是愛的本原，

子實現父的愛，他們之間的愛要達到完全，就要有

一個「共同之所愛」。使父與子完全相通的「共同

之所愛」，就是聖靈。聖靈共居於父與子之中，當

聖父將他的生命以話語的方式傾吐在聖子（聖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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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時，也必須呼出他的聖靈（氣）。以生命而言，

父是生命之源，子是生命的實現，靈是生命的圓

滿。言中含氣，無氣不成言。靈在子裏面，也在父

裏面。故此，靈總是透過子而發自父。

聖靈有著獨立的位格，是賜人生命的主。勿

寧說，與父與子一樣，他是在與父、子的關係中顯

示為一個位格。因為他們處於愛的關係之中，所

以他們有三位；同樣，也因為他們三個位格各自區

分，父是一切本原的本原，子是受生者，靈是呼出

者，所以，他們能形成愛的關係。他們相互區別，

故能以彼此服務的方式顯示對方，不可見的聖靈

顯示可見的聖子，可見的聖子顯示不可見的聖父。

在愛的服務中，他們處於共融或者完美的互寓相

攝之中，內住於彼此之內。三一上帝是一個和平的

海洋，他們彼此臨在、相互參與、互滲互透，卻絲

毫沒有導致其中一位被另一位所吞併、消失或傷

害。在「共同之所愛」聖靈的感通之中，父與子之

間的愛充滿了無上的喜悅與歡愉。

要實現這一點，聖靈尤其突出地展現出神性

生命的內在特性：虛、隱與捨，他常以自隱、虛己的

方式存在於父、子或者他們之中。[9]因此，他總被

稱為「父的靈」或「子的靈」，或者「父和子共發

的」靈。在聖三上帝的經世工程中，為著彰顯父與

子，聖靈總是隱身於他們的工作之中。在創造之

時，似乎只是聖父在聖言內創造萬物，但聖靈是生

命的孕育者，本身又是上帝的慷慨恩惠。受造物在

父與子的自由行動中出現並接受這恩惠，這恩惠

就成為它們實在的生命。在上帝經營世界的工程

中，聖靈感動舊約時代的先知們，使人聽到聖父

的話，但卻聽不到聖靈自己。在耶穌的生平中，聖

靈既顯示他獨立的位格性，又將自己隱藏在聖子

的工作中。在聖言降生為人，實現上帝預定的拯救

計劃時，是聖靈以其大能在馬利亞的腹中孕育耶

穌的身體。是聖靈使聖子的神性與他所攝取的人

性始終結合於拿撒勒人耶穌這一個位格之中。在

耶穌接受洗禮時，聖靈被差遣降臨在耶穌身上。在

耶穌的公開行動中，是聖靈在耶穌說話時預備人

心接受他的話，同樣，是聖靈賦能與他，顯露出他

的神跡。耶穌的死裏復活，也是聖靈這位賦予生命

者的卓越行動（羅8:11）。即使聖靈獨立的位格在

五旬節降臨中完全向世界顯現出來之後，他的行

動仍然帶著虛、隱、捨的標記。他建立的教會是

「基督的教會」，他使人認識的是耶穌基督和差遣

他來的父（約17:3）。因為聖靈是父與子之間的感
通者，他也是上帝與人之間的感通者。越是完美的

感通者，越是似乎不在場，但正是他才使父與子、

神與人之間的感通與交流成為可能。

2.上帝和人在聖靈裏的感通
在基督受死復活後的第五十天，「從天上有響

聲下來，好像一陣大風吹過，充滿了他們所坐的屋

子，又有舌頭如火焰顯現出來，分開落在他們各人

頭上」（徒2:2-3）。五旬節後，聖靈顯明獨立的神性
位格，降臨世間，建立教會，成為受造物得以與神

性生命交流融通的所在。

聖靈是神人之間的感通者，表現在他是三一

上帝中進入人心裏面的第一位。聖靈在人裏面生

發信心，使人認識復活的基督和聖父。按保羅的

解釋，信心就是人新生命的開始。按由神而人的

路向來說，是由天父差他兒子的靈進入我們的心，

呼叫「阿爸！父！」（加4:6），按由人而神的路向來
說，人被聖靈感動並接受他的引導，領受「兒子的

心」，成為上帝的兒女，與基督同為後嗣（羅8:14-
17）。無論何種路向，聖靈都是人與三一上帝之間
的感通者。

聖靈不只是一時一刻的感動者，他還將人引

入與三一上帝感通的生命共同體之中。因此，基督

徒的整個信仰生活狀態都是在聖靈裏面，接受基

督的恩典，分享上帝的神性生命。聖靈始終是耶

穌基督的聖靈。他感動人心，使人宣認耶穌為主，

「若不是被聖靈感動的，也沒有能說『耶穌是主』

的」（林前12:3）。他把人從死亡的命運中解放出
來，使人得自由，「主就是那靈，主的靈在哪裏，那

裏就得以自由」（林後3:17）。人接受聖靈的引領，
就是進入「生命、平安」裏面（羅8:6）。聖靈在信心
中把新生命通傳給人，還以真理之光照耀人心，使

人知道過錯。其後，護慰之聖靈又引領人在悔罪

中領受基督的赦罪之恩，實現生命的更新。聖靈還

臨在於聖事之中，使人在教會的神聖禮儀中紀念

基督，在餅和酒中分享基督的血與肉。聖靈還把

耶穌的形像「寫」在人心之上，使人整個的生活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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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聖化（林後3:3）。人在道德生活中的各種德性，
是聖靈將神性生命接引到我們生活之中而結出的

果實（加5:22-23）。就上帝而言，聖靈是我們生命
的「訪客」，但就人而言，聖靈卻是人祈禱的導師，

是他在我們裏面「親自用說不出來的嘆息替我們

禱告」，使我們認清上帝在我們生活中的旨意（羅

8:26-27）。
聖父上帝將聖靈澆灌在我們裏面作為「抵押」

（林後1:22），使我們與神性生命能處於永恆的感
通之中。這種生命的交流是愛的感通，因為上帝就

是愛，他恩賜給我們聖靈時，也就是將上帝的愛澆

灌在我們心裏（羅5:5）。總此而言，聖靈感通神人，
使人在三一上帝裏結成一個愛的生命團契。

3.人與萬物在聖靈裏的感通
在一個被罪與死亡主宰的世界裏，人總意圖

為他人的主宰，陷入彼此為敵的狀態之中。但是，

由於聖靈的感通，人進入三一上帝的聯合之中。進

而，眾人也由於領受這唯一的、同樣的、不可分的

聖靈，便在與唯一的生命根源的聯結中，彼此聯結

在一起。用人身體的比喻來說，就是每一個人都在

聖靈裏「與元首基督相連，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

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身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

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弗4:15-16）。
在聖靈裏，尤其是在他與基督共同建立的教會裏，

人與人得以感通為一。

聖靈伴隨著成為肉身的聖言在這個世界裏展

開救贖的工作，他的愛也延伸到一切有形可見的

受造萬物。上帝創造的是一體的宇宙，人與萬物本

來就處於緊密的聯結之中。一切受造之物，受到人

罪的污染與傷害，處於嘆息與勞苦之中，它們同樣

指望脫離敗壞的轄制。聖靈不僅激發人為受苦的

萬物代求，而且他自己就在萬物裏面，用他說不出

來的嘆息為它們祈禱，帶領它們邁向最終的轉化

與解放（羅8:14-30）。在聖靈的感通之中，萬物都
建立起它們與上帝的獨特關係。每一件事物都是

上帝所憐愛的，每一件事物也都以自己的方式向

上帝發出讚美。喜樂地生活在三一上帝的愛和希望

內，每一件事物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首讚主曲。同

時，因著聖靈臨在於萬物中的愛，萬物也能在它們

的關係中實現彼此間的服務。每一事物所缺乏的，

都從別的事物得到補足。事實上，人與上帝之間的

內在聯繫，與萬物與上帝之間的內在聯繫，有著深

刻的同一性：當我講述這世界時，我表達我自己；

我努力解讀世界的神聖時，我探究我自己的神聖。
[10]在聖靈的感通裏，人神通、人人通、人物通、物物

通，一切受造物都是弟兄姊妹。

四、天下教會論

無論是團契的三一上帝對世界的造化與護

佑，還是基督對世界的「生生」經營，以及聖靈感

通人與萬物將世界塑造為一個生命共同體，都需

要有一個工程將他們的愛在地上實現出來。這個

工程要將創造主與受造物、超越之天與此世之

人及萬物融通在一起。耶穌將之名為「教會」（太

16:18）。關於教會的信仰，乃由人對於三一上帝的
信仰衍生而來。教會始終具有二重性：她承載三一

上帝的無形恩典，卻由地上可見之物組成；她既

超越歷史，又在歷史之中；她既擁有永恆的神性

生命，又懷抱著死亡陰影下的罪人。她存在於此

世，卻始終與超越之上帝相聯結。教會是上帝的

奧秘在此世上烙下的印跡，以中國文化自身的術

語來說，教會是天上的三一上帝所經營的普世「天

下」。

1.教會是三一上帝的「新創造」
起初，當上帝出於他的愛與智慧，藉著聖言與

聖靈，將世界從虛無創造出來之時，他的心中就隱

藏著一個奧秘，就是將來聖言要降生成人，進入受

造界裏面，使受造的一切都在聖言裏「同歸於一」

（弗1:10）。聖言以他屬人的工作，在地上要建立起
教會，一個整體的「天下」。可以說，原初的創造與

未來的教會兩相呼應，正如果實與蘊於其中的種

子。創造是果實，教會是種子。原初的創造，顯現

出未來教會的模樣；未來的教會，使原初的創造在

她裏面復原，煥然更新。

在世界受罪的污染，人與萬物都開始受到敗

壞與死亡之時，上帝就進入世間施行拯救的工作。

他向人發出「你在哪裏？」的呼喊，用他的話語將

人召集到他裏面。這最初的召集，是他要在地上

建立他的國度的原始影像。大洪水的審判之後，通

過挪亞，上帝與天下「一切有血肉之物」訂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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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的盟約。通過與亞伯拉罕的立約，上帝在地上

選立一個家族來實現他對世界的拯救計劃。亞伯

拉罕、以撒與雅各的家族成長為一個民族時，上帝

又揀選摩西，將他們從埃及為奴之地領出來。在

過紅海（大水）的戰鬥中，上帝不僅戰勝埃及的軍

兵，而且戰勝破壞世界的混沌力量，使以色列成為

自由之民，成為具有宇宙論意義的「新人」。在西

奈山前，他們被上帝的話語召集，接受上帝通過摩

西所頒布的誡命，成為「祭司的國度，聖潔的子民」

（出19:3-6）。使他們成為上帝子民的，不是他們的
血統身份，而是他們接受的上帝話語，因為其中蘊

含著人生的智慧、社會的正義、世界的法則，使人

和世界能回歸到上帝那裏去。生活在上帝話語裏

的以色列民，是上帝在歷史和世界中「新創造」的

原型人群。

人們不是按照血統，而是按照心靈和生活的

皈依，成為以色列人。耶和華不只是以色列人的上

帝，他也是古實人、迦斐托人、亞蘭人的上帝（摩

9:7），是「天下」人的上帝。他垂聽天下所有人向他
發出的祈禱，「論到不屬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為

你名從遠方而來，向這殿禱告，求你在天上你的居

所垂聽，照著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使天下萬民都

認識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民以色列一樣」（王上

8:41-43）。受到耶和華話語的吸引，天下各地的國
民都將來朝拜耶和華，「萬民都要流歸這山，必有

許多國的民前往，說：『來吧，我們登耶和華的山，

奔雅各上帝的殿。主必將他的道教訓我們；我們也

要行他的路。因為訓誨必出於錫安；耶和華的言語

必出於耶路撒冷。』」（賽2:2-3）通過與以色列民之
間的立約，上帝的救恩不僅向一切人開放，就是地

上的一切生命甚至是走獸、飛鳥、昆蟲和植物，也

都是裏面得到更新，煥發生機（何2:16-23）。
一方面，以色列人不是眾多民族中的一個，她

是上帝在人類和世界中種植的「葡萄園」，是與上

帝訂立盟約的聖民，其使命是實現上帝在創世時

為人類和世界預定的計劃：向世界宣告上帝的旨

意，揭示生活的真理，使人與萬物藉著以色列民

與上帝所立之約而享有正義、和平與幸福。另一

方面，以色列人的身份並不由血緣來限定，它向普

天下的人開放。通過在「心裏寫上耶和華的律法」

（耶31:33），人皆可與耶和華訂立新的盟約，成為
他的子民。以色列民是上帝揀選的選民，但她存在

的意義卻是為了使萬民能夠進入與上帝的聯結之

中。

以色列民是教會的預表，她以類型上的相似

顯示出上帝在教會中的作為。只有當上帝通過聖

言降生與聖靈降臨而在地上建立教會之後，我們

才能明白以色列民之為預表的含義。以色列民是

上帝以他的話語呼召出來的，因聽從上帝的誡命

而成為「大國的人」（申4:6）；教會是由降生成人的
聖言，在他捨棄自己的十字架受釘中而建立起來

的。以色列民從先知那裏得到聖靈的啟示，聽到上

帝的話；在教會裏，聖靈進入每一個人的心中，使

他們認識聖子基督，並在他裏面稱上帝為「阿爸，

父」。

在舊約時代，上帝通過以色列民來經營世界，

使萬民通過以色列被召集到上帝面前。在新約時

代，上帝自己進入世界。他派遣神性的第二位聖子

成為受造物的一分子，成為他要拯救的人的樣式

進入世間，並在虛己的十字架上將他的神性生命

傾注於世間。在他升天之後，上帝又派遣神性的第

三位聖靈降臨於世。聖靈在人心裏運作，使他們能

明白使徒們所宣講的聖道，認識耶穌基督和他的

父。聖靈也在聖禮中行動。在洗禮中，他使人在水

中分享耶穌的受死復活，在他們裏面孕育復活基

督的生命。在聖餐禮中，聖靈在餅酒的「拿起，祝

謝，擘開，遞給」中，重現耶穌的受難復活，使基督

的血與肉臨在於其中，使信徒的生命受到基督的

滋養和維持，分享上帝的神性生命。

聖言以肉身、聖靈以教會的可見方式進入世

間，或者說，教會作為「基督的身體」，本身就是

聖言與聖靈在地間共同的工作。通過教會，基督

源源不斷地實現他對世界的「生生」；在教會裏，

聖靈無中介、無止休地與人相「感通」。在聖靈建

立的「基督的教會」裏，上帝的「以馬內利」直接、

徹底而完全地向所有人開放。聖靈以帕提亞人、瑪

代人、以拉人、美索不達米亞人、猶太人、加帕多家

人、本都人、亞細亞人、弗呂家人、旁非利亞人、埃及

人、利比亞人、羅馬人、克裏特人、阿拉伯人的語言

講述「上帝的大作為」（徒2:9-11）。所有的人，無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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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什麼民族，是什麼身份，是什麼性別，都可以

被接納到教會裏面，如保羅所說：「我們不拘是猶

太人，是希臘人，是為奴的，是自主的，都從一位

聖靈受洗，成了一個身體，飲於一位聖靈。」（林前

12:13）教會是上帝在創造裏建立的「新創造」，是
天國在地上的開端，就是「天下」。

2.「萬殊而一本」的天下：教會的至公性
教會是上帝經營世界的「愛的工程」。這使得

她天然地具有二重性。她本於唯一的上帝，卻要

顯現在萬民之中。通過唯一的教會，上帝要實現對

天下萬民、世間萬物的擁抱，將他們納入他的團契

裏面。萬民和萬物在教會裏實現與上帝「同歸於

一」。就人類經驗的層面而言，教會是「萬殊的」；

但就她的內在性質及朝向的目的而言，教會是「一

本的」。「一本」與「萬殊」在教會身上的結合，就

表現為教會的至公性。

為什麼說教會是「一本的」呢？首先，教會所

本的上帝是至一的。上帝是「一」，意味著他不是

多個中的一個，而是全然的、純粹的、無所不包的

「一」。上帝的三個位格，使他成為一個愛的團契。

聖父從他裏面生出聖子、呼出聖靈，既出於他愛的

本性，也是使人與萬物能藉著他們而進入這個團

契之中。通過教會，人們進入同一個聖靈的感通之

中，在基督裏得以生生，進而稱上帝為父，進入聖

三上帝愛的合一之中。

其次，教會本身是一件聖事。教會是「天下」，

身處於此時此地，但她的根源卻是在天上。她與

三一上帝相連，將他們的神性生命與愛澆灌到這

個世界上。她是上帝之愛的工具與管道，是有形

可見之「事」，但她又屬乎天，與世界有別，是「聖

的」。教會本身就是一件聖事，是一切具體聖事的

源泉與力量。就教會作為至一上帝經營世界的聖

事而言，她也是唯一的。

最後，教會因其「所說的」與「所行的」而成

為唯一的。教會是上帝聖化人類和世界的工具，是

基督和聖靈在她裏面行動。教會的本質不在於她

是一個世間的團體，而是在於她在「所說的」聖道

和「所行的」聖禮之中傳遞的愛與生命。在聖經的

宣講中，聖靈使聽者認識基督；在餅與酒的聖禮

中，聖靈將餅酒作成基督的身體，使吃的人分享

基督。各個具體的禮儀聖事也推動教會成為一個

靈、一個身體，教會因「禮」而為一。

正是由於上帝通過唯一的教會在地上行動，

教會要進入世界裏面才能聖化這個世界，所以，教

會又因著世界的多樣性而顯現為「萬殊的」地方教

會。首先，上帝創造的世界是多樣的。上帝以智慧創

造萬物，他的智慧就反映在受造物之間存在的秩

序上。每一件事物都是由上帝所意願，有其自身的

價值；秩序又意味著它們彼此相異，並在互補中形

成一個整體的世界。不同的生態空間影響人們按

不同的方式生活，身處其中的教會也呈現出複雜

的多樣性。其次，上帝創造及引領的人類歷史文化

更是多樣的。人類社會更具複雜的多樣性。人類按

照生活的區域、不同的祖先、不同的語言和歷史文

化，而分成多樣的民族。每一個民族的文化裏，都

蘊含著上帝智慧的一線光芒。因此，教會總與不同

民族的語言、文化和歷史相結合，呈現出動態的多

樣性。最後，上帝為人預備的領受恩典的通道也是

多樣的。為了有效傳遞上帝的愛，教會在內部設立

多樣的職務。對於教會共有的聖化、教導和服務

職份，人們有不同的側重，便形成了多樣的傳統。上

帝願意地方教會呈現出這樣的多樣性，使他的救

贖與創造交相輝映。同時，多樣性的教會能因此相

互服侍，操練愛的德性。

教會內在的「唯一性」，推動她在世界中呈現

出「多樣性」；她外在的「多樣性」，又內在地聚合

於「唯一性」。這種「一」與「多」的結合，正是教會

的「至公性」。每一個地方教會，既是唯一教會的

實現，又是唯一教會的縮影。唯一教會存在於多樣

的地方教會之中，又由這些眾多的地方教會集合而

成。

3.旅途中的教會：未完成的「天下」
教會是聖靈與人相感通之所在，是基督實現

他「生生」萬物的工程，是三一上帝神性團契在地

上的預像。但是，她本身還不是天國。在她身上，

天與地、此世與永恆等因素悖論性地彙聚在一起。

就其現實性而言，教會仍然是處於旅途中的「天

下」。她屬天的面貌常隱沒在屬地的面貌之中。一

方面，由於撒旦及其差役仍在地上擁有權勢，教會

及其所擁抱的上帝兒女仍常受其傷害；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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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人仍受罪惡的引誘，即使在接受救恩之後，軟

弱的人性仍將驕傲和紛爭帶入到教會之中，唯一

的教會被分裂所擾，聖潔的教會常被罪惡所玷污。

上帝賦予教會的將一切受造物帶入神性團契之中

的使命，遠未完成。

但教會確為「天下」得以實現的希望。只有在

教會裏，人才能實現與上帝的結合，進入三一上帝

的團契裏面。以人與上帝的結合為基礎，人與人才

能跨越地域、民族、語言文化的分隔，結合為一個

整體。教會以她尚不完滿的形象，標記著人類的四

海一家、天下一體。同時，她又是四海得以一家、

天下得以一體的工具、途徑和場所。通過教會的宣

講，上帝從萬民中召集出他的兒女，以耶穌基督這

位「首生的像」作為兄長。教會就是上帝的家。普

天之下的人，皆為上帝的兒女，互為弟兄姊妹。在

教會裏，人與聖靈相感通，共享一個心靈。在分享

基督的血與肉之後，共同成為基督的身體。「一心

一體」的上帝新民，就在教會裏得以生養。

因此，教會裏面蘊含的「天下」無聲地向人發

出呼喚。只有教會向每一個地方、每一個人開放

時，她才能成為真正的「天下」。上帝也永不止息地

將他的恩典澆灌在世間，引領和推動著教會邁向

最後的圓滿。福音的宣講與實踐，就是上帝將恩典

澆灌於世間的路徑。這將在兩個方面持續地展開：

在個人的生命中，福音生活化；在教會的群體生

活中，福音本地化。就前者而言，福音使人在聖靈

的感通中接受信仰，在基督裏得生命，被擁抱進入

三一上帝的團契之中。福音將人引入按時舉行的公

共禮儀中，接受聖道的光照，在基督身體和寶血的

滋養中，維持並更新他整全的生命。福音還推動人

在內心不住地與上帝交談，在祈禱中變化氣質，心

意更新。最後，這些都轉化為人的聖潔而德性的生

活。將福音在我們的生活中全方面實現出來，就是

「以己身為天下」。在群體生活中，教會及其成員

效法耶穌的服務精神，融入到地方性的社會生活

之中，成為地方經濟社會的參與者和建設者。在更

長遠的意義上，教會在各地的民族文化中看到上

帝智慧的一線光芒，並積極與其展開對話，使福音

精神以民族語言文化的方式表達出來，建設本地

化的基督文化傳統。將福音光照在我們身邊的每

一個地方，就是「以天下為己身」。在這整個的過

程中，教會及其成員都要為互寓相攝的三一上帝做

見證，在虛、隱、捨的行動中成就他人，才是活出真

正的自己。

教會自身並不具備將「天下」實現出來的能

力。在上帝恩典的澆灌之下，教會才能建立和發

展。上帝在恩典中所能給的，始終是他自己。教會，

這個未完成的「天下」，總應在信心、盼望和愛慕

之中，呼喊、期盼著上帝恩典更加豐沛地降臨於

世。在「最後的日子」，基督自己將再次降臨於世，

以他的大能與公義治理這個國度，並將它轉交於

天父上帝之手。只有在終末的那個時候，教會才

成為完成的「天下」，與「天上」的上帝之國共融為

一，上帝自己成為在萬物之中的萬有。

結語

「上帝就是愛」（約壹4:16），在神性生命的最
深處，就是一個愛的團契，一個彼此互住、絕對給

予的共同體。在這個愛的奧秘中，父永恆地在聖靈

內生出他的聖子：聖言。他在聖言內創生萬物，將

生命通傳給萬物與人。他又差遣聖言降生成人，使

一切受造物都能在耶穌基督裏面生生不息，氣象

更新。基督就是生命，而聖靈是賦予生命者。不可

見的聖靈感通人心，使人認識耶穌基督及差他來

的父，進入三一上帝的愛與永生之中。在聖靈這樣

的感通之中，上帝在創世時的計劃得以實現出來：

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聖言裏，同歸於一。

受造萬物在三一上帝裏的一體性，就實現在教會

裏面。當教會以有形可見的方式顯於世間之時，與

受造界多樣性的生態、族群、語言與文化相結合，

便呈現為萬殊各異的地方教會。她們外顯為多，

但本質為一，共同構成聖而公教會，並將整個世界

聯結為一個「天下」，與天上的三一上帝緊密聯結，

成為上帝源源不斷地將其恩典通傳於世間的途徑

與場所。對每一個人來說，成為這個「天下」教會

的一員，領受聖靈的感通，生命就能在基督裏生生

不息，被擁抱進入三一上帝這個永生和愛的團契。

上帝在萬物之上，為萬物之主，成為在「萬物中的

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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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基督教中國

化的經典、禮儀與思想研究」（19ZDA241）的階段

性成果。

[1]關於互寓相攝的詞源學考察及其在教父中的意

涵，參見Slobodan Stamatovic, “The Meaning of 
Perichoresis”, Open Theology, 2016, 2, pp. 303-323.

[2]見《神學大全》第一冊，第四十二題，第五節。

參聖多瑪斯，周克勤等譯：《神學大全》(台
灣：碧岳學社，中華道明會，2008年)。

[3]見On the Trinity: St. Hilary of Poiters (Pickerington, 
Ohio: Beloved Publishing LLC, 2014), vol. V, 39.

[4]關於聖子的兩次生出、聖靈的兩次呼出，見St . 
Augustine, Sermons 184-229Z, trans. Edmund Hill 
and John E. Rotelle, The Works of Saint Augustine 
(New Rockelle, NY: New City Press, 1993), part III, 
vol. 6, p. 39.

[5]對上帝三一論這樣的表述，尤見12世紀的中世紀
神學家Richard of St. Victor (1123–1173 CE), Ri-
chard of St. Victor: The Twelve Patriarchs; The Mys-
tical Ark; Book Three of the Trinity,  trans. Grover A. 
Zinn (Mahwah, NJ: Paulist Press: 1979), pp. 387-
389.

[6]Pope Francis, Laudato Si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Conference of Catholic Bishops, 2015), p.236.

[7]St. Ambrose, “Expositio Evangelii secundum 
Lucam”, 2.19, Patrologia Latina, vol. 15, pp. 1559-
1560.

[8]這裏借用中國語言文化傳統中的感、通二字，

「感」的基本意思有兩個：第一，它從咸從心，

上部「咸」表示全、都，下部為「心」，意為整

個心參與其中，受到震動；第二，它來自於《易

經》的「咸」卦，咸卦由上兌下艮組成，意為山

澤通氣，《彖傳》解釋說：「柔上而剛下，二氣

感應以相與，止而說」。而「通」的意思，來自

於《易傳》之繫辭「往來不窮謂之通」。在進入

基督信仰的體系之後，在三一上帝的內在生命和

外在工程中，感、通之義獲得新的內涵，「感」

是聖靈在聖言之理、上帝話語裏震動人心，

「通」是使具有位格性相異的存在和諧相處，成

為一個生命的共同體，涵蓋神人通、人人通、人

物通。

[9]正因為聖靈的自隱特性，一些神學思想常陷於聖

言（聖子）一元論，單向地強調基督及其工作，

聖靈被聖子所淹沒。見Y. Congar, I Believe in the 
Holy Spirit , trans. D. Smith, Vol. 1 (London: Geof-
frey Chapman, 1983), pp. 157, 159-160。另可參看
孔加爾，陳開華譯：《人的神，天主之神》(台
北：輔大書坊，2016年)。

[10]Pope Francis, Laudato Si, p.85.

A Chinese Theology of “Al l in Al l ”: A 
Proposal for a Chinese Theological Framework 
Based on The Apostles’ Cr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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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is paper is to propose a theological 
framework in interpreting the theological structure and 
themes of The Apostles’ Creed with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ical terms. Centered on the fundamental idea 
that God would be “all in all” of his creatures, the theo-
logical framework is basically consisted of a perichor-
esis Trinitarian explanations with the Church as the div-
ine economy of salvation. Four theological parts are pro-
posed then, namely, a perichoresis communion (tuanqi) 
Trinity, an eternal birthing (shengsheng) Christology, 
a communicative (gantong) Pneumatology and then an 
“under the heaven” (tianxia, ecumenical) Ecclesiology. 
The eternal trinity is a divine community of emptying 
themselves in loving each other. God created all the 
creatures in his love and wisdom, then he redeemed and 
renewed all the things in Jesus Christ, the incarnated 
Son, to keep all the human beings and creatures in an 
everlasting life. The birthing salvation achieved in Jesus 
Christ is actualized through the communicative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among all things. Church is both the vis-
ible place where, and the instrument by which, the Holy 
Spirit brings all the creatures into a loving communion 
with the Trinitarian God. The Church reaches to all the 
places “under the heaven”, and brings all things in union 
with its heavenly Lord, so then the Lord himself finally 
becomes “all in all” in the Church. 

Key Words: a perichoresis communion, eternal 
birthing in Christ, a communicative Holy Spirit, Church 
as Tianxia, all in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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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主旨就是要傳播基督教福音，培養教會人才，

故此宗教教育是第一要務；此外還要兼顧其它實

用科目的教育，於是如何處理宗教教育與實用教

育的關係，這就關係到了一個大學校長在履行「天

職」時候如何秉承教會大

學的宗旨；最後，作為「基

督教大學校長」，有很多

人是自身是基督徒，而

「基督徒」最大的「天職」

就是承擔其主耶穌所交托

的「大使命」：「你們要去，

使萬民做我的門徒……」

（太28:19），即傳播耶穌

基督的福音（或稱宣教）。

本文擬以嶺南大學首任華

人基督徒校長鍾榮光先生

（1866-1942）為例，探討

其在收回教育權運動、興

辦實業教育以及海外籌款

這人生三大功績中，如何正確處理自主辦學與海

外籌款，實業教育與宗教教育、愛國主義情感與個

人信仰之間的關係，從而完滿地踐行自己的「天職

觀」。

一、鍾榮光與基督教

鍾榮光（1866-1942）年，原名惺可，嶺南大學
第一任華人校長，後被譽為「嶺南之父」。1866年
生於廣東省香山縣（今中山市），與孫中山同齡且

同鄉，故與孫中山一生交情篤厚。同時他也是我們

著名的教育家，與北大校長蔡元培齊名，享有「北

論嶺南大學鍾榮光校長的「天職觀」
■ 孫清海

山東師範大學齊魯文化研究院

「天職」（cal l ing）一詞，源於基督新教教義

中的「呼召」或「呼喚」，指的是上帝授予信徒的

職分。馬克斯·韋伯在其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

義精神》曾這樣解釋到：「在『天職』的概念裏表

達出了所有基督新教教

派的中心教義，那就是

……經營為神所喜悅的生

活的唯一手段……是端

賴切實履行各人生活崗

位所帶來的俗世義務」。
[1]換句話說，在信徒眼中，

他們在塵世所從事的職

業實際上就是上帝頒發

的如何在塵世上生存的

命令，是要信徒完成個人

在現世裏所擁有的與其

角色和地位相適應的責

任和義務。故此，天職觀

讓信徒可以帶著神聖感、

使命感去從事世俗的工作，從而把自己的職業視為

上帝所賦予的不可推卸的神聖天職。應該說，天職

觀對於每一個基督徒來說都是非常重要，因為他

們堅信自己所從事的工作是上帝所賦予的，故要

盡心盡意去做。但對於「基督教大學的校長」這個

特殊的群體來說，他們的「天職觀」又多了幾重含

義：一方面他們具有「大學校長」這個公職身份，所

以他們要做好大學管理、學科建設、師資引進、校

舍擴建以及資金籌款等這些校務、科研和行政的

工作，這是最基本的「天職」；另一方面，他們所管

理的學校是「基督教大學」，或稱「教會大學」，其

摘 要：基督新教的「天職觀」要求信徒以神聖
感和使命感來履行上帝所賦予的職責。這一點在

「基督教大學華人校長」這個特殊群體中得到了

淋漓盡致的反映。嶺南大學首任華人校長鍾榮光

先生一生有三大功績：收回教育權、施行實業教

育、海外募捐。但這其中交織著他如何處理自主

辦學與海外募捐、宗教教育與實業教育、愛國熱情

與個人信仰之間的關係，這也正是我們理解他的

「天職觀」的關鍵所在。

關鍵詞：嶺南大學；華人校長；天職觀；鍾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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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蔡元培，南有鍾榮光」的讚譽。鍾榮光自小就天

資聰慧，勤奮好學，17歲即中秀才，師從於當時的
嶺南國學名家吳道熔舉人，24歲中副榜，在廣州開
設「大館」授徒。28歲（1894年）中舉人。當時已經
在文壇頗有文氣，擅長做八股文章，時常在當時

頗為流行的刊物《課藝日新》、《文壇幟》上發表

文章。然而，不久，甲午中日海戰爆發，中方戰敗。

鍾有感於國家內外之憂患，不滿時局，且自己報國

無門，於是意志消沉。他的老友胡繼賢在《我記憶

中的鍾榮光先生》中說，鍾榮光中舉後終日花天

酒地、放浪形骸，嫖、賭、飲、吹，無所不會，做槍

手、收賭規是他的生涯。[2]但1896年，加入孫中山
所創立的「興中會」卻的確成為了他生命的轉折

點。從此洗心革面，浪子回頭，開始了嶄新的人生

履歷。有史料描繪他前後期的變化：「鼓吹反清，

提倡剪髮易服，解放婦婢，破除迷信，學習外國語

言文字，希圖改革風俗，以致改革國家、社會、改革

家庭、個人，言論激烈。」[3]還有資料說，他當時染

上了吸食鴉片的惡習，但歸信基督後，在教會的幫

助下戒除了鴉片。[4]

這是一個典型的「浪子回頭」的故事。常常會

讓人想起西方基督教的巨擘奧古斯丁的年輕時

代，此時的鍾榮光似乎就是青年奧古斯丁的翻版。

雖然鍾榮光並沒有奧氏「花園光照」的屬靈經歷，

我們也沒有更多資料去了解此時的鍾榮光的心理

或信仰狀況，但是有兩個史實是我們不可忽視的：

第一，孫中山創立的「興中會」，其成員有一部分人

是基督徒，比如孫中山、鄭士良、陸皓東、陳少白、

區鳳墀等，他們大都受過良好的教育，在組織活動

中處於領導和骨幹的地位。[5]特別是，1895年，香

港興中會總會在成立之時，「凡入會者，……舉右

手向天宣誓：『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

府，倘有二心，神明鑒察』」[6]，其中的神明就是指

基督教的上帝，因為這次香港興中會最初參加的

人，基督徒佔大多數，較檀香山的更高。依照這樣

的說法，鍾榮光在不久之後即加入興中會，而後又

跟孫中山等基督徒建立起了一生偉大的「革命友

誼」，我們完全可以推斷，此時的鍾榮光顯然已經

接觸到了基督教，或者開始受基督教的影響。第

二，1899年，鍾榮光受洗歸信基督，深信「耶穌基

督乃世之光」，於是，改名榮光，是為世界之光以

榮耀基督之意。一個人改名字是一件很重大的事

情，因為這個名字會伴隨他一生，而「榮光」這個

名字顯然具有特殊的基督教意味，也表明鍾榮光

已經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活在塵世上的目的，也就

是他的「天職」，就是完成上帝所賦予他的職業：

辦好教會大學。於是受洗不久，他就入職格致書

院，任漢文總教習，從此就與嶺南大學結緣。

二、鍾榮光的三大功績

從1899年到1942年，鍾榮光的下半生都奉獻
給了嶺南大學。縱觀他對嶺南大學的貢獻，筆者認

為，其最大功績有三點：第一，從美國教會手裏收

回嶺大的教育權，第二全面擴展嶺大的學科建設；

第三，為嶺大全球募捐。

1.收回教育權，淡化學校宗教色彩
首先，我們來看「收回教育自主權」發生的背

景。嶺南大學是本著基督精神立校的，以宣教為自

己的使命。這在建校之初的外國傳教士身上體現

的淋漓盡致。本來由於教會學校擁有自己獨立的

辦學權，完全獨立於中國的教育體制之外，故與中

國教育界關係較為疏遠，且隱含著某種競爭和對

立。然而，隨著一戰的結束，中國面臨不公正待遇，

於是國內的局勢也開始風雲突變。「五四運動」更

是民族積怨的大爆發。鬥爭的矛頭直接指向了與

外國勢力有著千絲萬縷的教會學校。民族主義情

緒，加上教育主權，問題就變得很嚴重了：外國人

在中國的土地上開辦學校，教育的對象是中國的

青年人，但是教育主權卻不歸屬於政府，而且教會

學校開展的是宗教教育，蔑視國文教育，培養國人

媚外的習性，而且其教育規模還在不斷地擴大，發

展極為迅速，這不簡直就是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

嗎？就嶺南大學的實際情況而言，它在1888年開辦
前，便先在紐約州註冊；及至1917年該校正式升格
為大學時，再向紐約大學評議會(Regents)提出申
請批准頒授學位。這種做法的目的是為了使學校

取得國際上被認可的地位，以方便學生將來出洋

升學。但問題是，傳教學校的校董會在外國、校長

是外國人、學制是外國的，連學校也在外國註冊，

那它不僅是外國人在華開設的學校，從法理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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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直就是在華的外國學校了。於是，教會大學的最

嚴重的「罪名」就集中在了這三點之上：教育權歸

屬外國勢力、宗教教育對青年人的洗腦，灌輸崇洋

媚外數典忘祖的思想。這使得國人普遍深信「基督

教由教會而學校，而醫院，而青年會，而社會服務

團，而童子軍，而平民教育，日益遮掩其布教面目，

日益深入社會，迷惑無量青年。」[7]而解決這一切

的關鍵就在於第一條：收回教育權即可。1922年爆
發的「非基運動」最終成為了「駱駝身上的最後一

根稻草」，形勢的發展使得教會學校開始承受越來

越大的壓力，於是「收回教育權」成為了不可逆轉

的潮流。

面對複雜多變的形勢，鍾榮光有著自己敏銳

的觀察力和預見性。第一，外國捐款會隨時中斷。

自從他剛被聘入嶺南大學監督（1917），即在「一
戰」期間，由於西方國家忙於戰爭，使得靠外國捐

款才能得以運轉的嶺南大學就已經「捉襟見肘」

了。故此他曾經說過：「中國的教育並不發達，不能

不借助國外力量辦學，但一味依賴，終非長久之

計，應把握時機收回自辦。」第二，更為重要的是，

作為中國人，他能直接體會到國人「排外」的民族

主義情緒的實質，而且也深深感受到這種情緒對

教會學校的衝擊和壓力。故他提出教育有收回自

辦的必要，並認為，與其說是「收歸中國人自辦」，

倒不如說是「承擔教育的責任」。[8]隨著形勢的發

展，他意識到，收回教育權乃是大勢所趨，而且更

為重要的是，可以順應當時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

情緒。

而且，他的這一主張也成為他海外募捐之所

以成功的一大「法寶」。由此，我們就不難理解他

在海外籌款時，為什麼反復提到「興辦學校，實為

現在救鄉救國之事」，「嶺南為中西合辦，但靠人

終非久計，應當儘量發達，以得將來接收華人自

辦。」以及，「中國教育何以免外人管轄？外國政府

及教會在中國所辦學校，如與國際條約無背，不容

易收歸吾人自辦，吾政府但按教育部章取締之足

矣」。[9]他的這些主張順應了國人，尤其是海外華

僑的民族主義情緒，激發了其愛國熱情。而且，他

對於收回教育權也有自己獨特的思路，認為，應該

分三個階段進行：「其過程可分為三期，第一期，國

人參與校務；第二期，國人應擔負一定管理職責，

籌措一部分經費；第三期，主權收歸國人。」[10]而

且，對收回嶺南學校的具體步驟，他認為，收回嶺

南之第一步，即今嶺南農科大學，再進而收回嶺南

之教育科、商科，更進而收回嶺南全校。功夫不負

有心人。1926年，嶺南大學終於從美國紐約董事局
手中收回中國人自辦，也是第一個從外國教會中

「收回教育權」的教會大學。1927年，由清一色的
中國人組成的嶺南大學校董會正式成立，選舉鍾

榮光為校長。3月，校董會遵照當時的國民政府教
育行政委員會公布的《私立學校校董會設立規

程》，呈請廣東省教育廳轉呈國民政府教育行政

委員會核實，隨後成功立案。[11]

然而，嶺南大學雖然收回了教育權，但是鍾

榮光卻要面對諸多的問題：其一，是教會接下來

的辦學宗旨是不是要改變。鍾榮光是基督徒，他

改名字為「榮光」也顯示出了他的信仰的虔誠度，

有資料表明他經常讀經，尤其是遇到困難的時

候，經常「向基督祈禱」[12]。然而，嶺南大學建校

之初就是要傳播基督福音，培養教會人才。但現在

收回了教育權，自己當了校長，這個宗旨是不是就

要改變呢？在這個問題上，他與美國傳教士香雅

各的「矛盾」正反映出了這一點。香雅各是美國傳

教士兼嶺南第二任校董香便文（Benjamin Henry）
的兒子，先後在廣東培英學校和廣州協和神學院

教書近10年，精通漢語和廣東話，善於國人交往。
後來與1919年進入嶺南大學，先任執行秘書，不久
就升任副校長。在收回教育權之前，學校的管理

實權，其實一直操縱在美國人香雅各手裏。 [13]所

以，鍾榮光與香雅各之間素有摩擦。根據黃素蓮

女士的回憶，他們之間的矛盾在擴辦農學院、聘請

教授等諸多方面，「總之，他是處處作梗，使鍾榮

光的主張不能實現。鍾榮光本來已盡最大容忍，

但遭受香的阻撓太多，有時回到家裏，也流露出

做嶺大校長徒有其名而無實權的感慨。」[14]而根

據後來嶺大校長陳序經的說法，「鍾榮光和美國

人之間早就有矛盾，有磨擦，一九二六年收回教育

權以後，鍾榮光當了嶺南的校長，磨擦進一步表面

化了。最尖銳的時期是一九二七年。」而且，「鍾榮

光和美國人之間的主要矛盾是：香雅各性格粗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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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在廣州出生的，廣州話說得很好，他背著鍾

榮光講到鍾夫人鍾芬庭，甚至用廣州俚語罵她。

一九四四到一九四五年間，我在耶魯大學時，那段

期間和香雅各見過幾次面，談過嶺南的事情。我所

得到的印象是：香雅各根本不懂得辦教育，他甚至

連美國教育也並不了解。如果說他腦子裏有什麼

辦大學的計劃，是一個教育家，這是對他估計過高

了。」[15]鍾榮光和香雅各之間的矛盾，原因是多方

面的，表面上看來是為了爭奪學校管理實權，但更

深層次說，是二人的辦學理念的衝突。香作為美國

傳教士，秉承其父親的遺願，仍然要堅持傳教為

宗旨，可以說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而鍾則清

楚地看到，在中國民族情緒日益高漲的情況下，學

校的辦學方向應該轉向實用為主，故他算是一個

「現實主義者」。最終現實戰勝理想，在1927年收
回教育權之後，香雅各明確表示他支持嶺大由國

人自辦。「他說：他一生中最高興的一天是中國決

定對自己境內的學校加以管理。他表示將儘力使

嶺南向中國政府註冊，而且隨時準備辭去校長職

務以便使中國人能擔任此職。」[16]雖然，我們沒有

資料表明香雅各是不是為了保住自己的職位，主動

或被迫說的這些話，但此時鍾榮光當上了校長，具

有學校管理實權，於是他可以直接了當地說：我是

校長，我說了算。於是，在鍾的倡導下，嶺大的宗

教色彩逐步淡化，而轉向了實業教育。

2.興辦實業教育，兼顧宗教教育
這裏還需要交代一個背景，那就是廣東國民

政府的《私立學校校規》。1926年廣東國民政府正
式設立教育行政委員會，公布了《私立學校規

程》，要求「私立學校須受教育行政機關之監督及

指導，不得以外國人為校長，不得以宗教科目為必

修科，不得在課內作宗教宣傳或強迫學生參加宗

教儀式。」那麼，作為一個宗教色彩鮮明的學校，

如果仍然旗幟鮮明地說自己的辦學宗旨就是為了

宣揚基督精神，這無異於雞蛋碰石頭。這時候我

們就可以看出鍾榮光作為教育家和管理者高瞻遠

矚的戰略眼光了：他一方面積極宣傳嶺大辦學要學

以致用，以實用為主，儘量淡化人們對嶺大「宗

教」精神的排斥感，另一方面是要堅持宗教信仰自

由政策，儘可能地保存嶺大所秉承的宗教精神。

於是他的辦學目的自然就是實用為主、宗教為輔

了：「欲以世界實用之科學，造成中國領袖之人才，

加以幾分基督犧牲為人之精神，使學成不至自私

自利，出則為社會國家儘力，入則負起嶺南母校之

責任。」 [17]而他在就任新校董會兼校長時候講到

「接收後之方針：（一）最低限度要維持現在之成

績；（二）保存基督教犧牲服務精神；（三）一切科

學注重實用；（四）實行學生工讀制度；（五）施行

農村教育，以加慧農民。」鍾做出這樣講話，應該

說是應對當時時局最佳的方案，正如他在同樣的

講稿中所指出的「接收本校的原因」是「（一）尊重

本國政府教育法令；（二）順應中國民族運動潮

流」。[18]

在當時的時局之下，鍾榮光審時度勢，堅持推

行實業教育，認為教育的目的就是學以致用，服務

於社會。故此他先後開設了農學院、工學院和醫院

學，的確為嶺大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首先，他

清楚地看到中國是以農立國的國家，農業是根本，

民以食為天。但是，中國農業技術卻遠遠落後，人

才奇缺。加上戰爭、內亂等各種因素，糧食尚不夠

國人自食其用。故他決心設立嶺南農科大學，以培

養農業人才。早在1916年，他當副校長期間，他就
力主開設農業部，後來又購地開設農牧科，隨後

1920年又正式成立了農學院。1921年，鍾榮光向廣
東省政府申請成立嶺南農科大學。這是中國南方

第一所培養高級農業科技專門人才的學校。其次，

他創立了工學院。鍾榮光在這件事上走了「上層」

路線。憑著跟孫中山的良好關係，他直接找到了

時任鐵道部長的孫科，並通過其搞到了一大筆款

籌辦工學院。[19]工學院最初僅有一個土木系，學生

僅有幾個人，但後來逐步發展起來，並先後在上

海、香港等地設立分校，由宋慶齡擔任上海嶺南分

校校董。工學院所聘師資均為當時交通界名宿，所

設科目也以電工、熱力、橋梁等實用科目為主。學

生雖不多，但畢業後即被重用。[20]之後，鍾榮光又

創辦了醫學院。1930年，嶺南大學接收了長堤外國
教會創辦的博濟醫院，為紀念孫中山，他積極籌辦

了孫逸仙博士紀念醫學院。1935年，這個計劃終於
實現，南京政府撥款50萬元，批准建院。從此，這
樣經過十多年的苦心經營，嶺南大學終於發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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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具有文理學院，商學院，農學院，工學院和醫學

院的多學科綜合性大學，成為中國南方最重要的

人才培養基地。

但是，鍾榮光畢竟還是一個基督徒。根據基

督教教義，人活著的目的就是要榮神益人。如果

說，辦實業教育是為了「益人」的話，那麼，如何才

能「榮神」呢？這就涉及到他對嶺南大學宗教教育

的定位了。他深知宗教教育是嶺大的靈魂。而且，

他也明白，基督教之所以會造成國人的排斥，不是

基督教的錯，而是對不平等條約的不滿造成的。

他在1926年6月剛從國外回來的一次講話中就明確
提出來：「實非因基督教，而因西人夾不平等條約

而來。」

有資料記載，鍾榮光曾經教育學生說：「正是

基督教的精神，基督教是注重精神靈魂的生長，

苟失此種精神，便不單是靈魂不得救，不能做大

事，就算是個人的生活，也不能解決，尚還說到救

國，救世界去嗎？」[21]但當時國民政府禁止在私立

學校進行宗教教育的政策出台後，於是他採取了

「靈巧像蛇，馴良如鴿子」的辦學措施。一方面，他

提倡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事實上，在他當嶺大監察

（副校長）時，他就做出這一主張，學校裏既有基

督徒牧師，也有天主教神父。不強求教師、學生入

基督教，大多數教師和學生也是不信教的。與一般

的教會學校不同，他還採取了類似於「天下大同」

的政策。比如，根據相關資料記載，他曾經說過：

「凡所有宗教大旨，不外愛與真而已。」「凡是圓顱

方趾，都是天父兒女，亦即天下一家的大同主

義。」他曾撰寫對聯說：「孔佛耶回，有教無類；亞

歐非美，天下一家。」他提出的嶺南校訓：「今之學

者為人。」亦與基督教的「非以役人，乃役與人」相

類通。[22]而且對於教職員工的聘任，他也堅持「兼

容並包」的政策。他說「本大學是基督教的、國際

的，已如上述，故樂意接受外國教育與學術團體之

熱誠扶助，英之倫敦會，循道會，美之長老會，同

寅會，現均資送有教授或醫師為其代表，長年駐

校，擔任義務。日本去年曾一度派茂雄博士來校演

講數星期，此外，無論何國人士，凡抱世界學才之

宏願，認本大學可與合作者均所歡迎。」[23]另一方

面，他又儘可能地在自己的能力和權限（包括晚年

聲望）允許的範圍內，儘可能地做一些基督徒應盡

的責任。這體現在幾個方面：第一，他在進入嶺南

大學不久，（即1902年）創立了基督教「談道會」，
1905年改名為廣州基督教青年會，並且擔任會長。
廣州基督教青年會是世界基督教青年會的分支，

其主要宗旨是在學生中傳播基督教福音。第二，他

在主政嶺大之後，曾經力主與廣州協和神學校的

合併工作。廣東基督教高等協和神道學院（即現在

的廣州協和神學院），成立於1913年。其最初規模
很小，發展很受障礙。由於嶺南大學和協和神學校

都與美國差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且嶺大的監

督香雅各曾經任教與協和，而協和校長龔約翰夫

婦也曾經是嶺大教授。故此，1918年兩校曾經簽訂
了合作協議，互認課程和成績，學生可以互選課

程。後來到1929年，協和神學遷出原校址白鶴洞，
併入嶺南大學校園內，作為「嶺南大學之一院」，但

保留其獨立的組織、財政和行政權，（這種情況一

直持續到抗戰之後。）1926年國民政府立案禁止學
校以宗教科目為必修課，協和神學院實際上已經

沒有權利在教育部登記註冊，而1929年以低調的
姿態併入嶺大之後，卻可以得以繼續進行其神學

教育。可以說，嶺大為其撐起了一個「保護傘」，而

這其中顯然鍾榮光功不可沒。第三，在鍾榮光晚

年，曾經力主把梁發墓遷回到嶺南校園裏面，而且

生前曾有遺願，要求死後葬於梁發墳墓之旁，與之

結伴為鄰。陳序經校長在《有關鍾榮光校長的幾

點回憶》曾經說到：「他對宗教很重視則是事實，

他主張和神學院合作，甚至把梁發墓遷到嶺南校

園裏面，想使嶺南變成「基督教聖地」，以嶺南來

號召基督教人士。他這些做法，是否想使嶺南成

為宣傳基督教的大本營，這一點還難作出判斷。」
[24]鍾為何如此尊重梁發？很顯然與梁發的身份有

關：他是近代新教第一位牧師。敬重這樣一位近

代中國基督教的「巨擘」，也從一個側面顯示出鍾

榮光內心深處的宗教情結。

3.海外籌款：愛國與自律
然而，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無論擴展校舍，還

是開展教務活動，沒有資金，寸步難行。鍾榮光之

所以被稱為「嶺大之父」，並不僅僅是一種榮譽性

的稱呼，而是實實在在為嶺大在各個時期的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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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付出了艱苦的努力。從1888年到1904年，嶺大建
校之初，哈巴、香便文和尹士嘉等傳教士主要從美

國母會那裏籌款，雖然數額並不是太大，但那時候

學校規模小，學生少等，而教職員工的薪資也較

少，甚至有義務性的教師，故花費開支並不是太

大，「入大於出」。所以，「學校早期的籌款雖然沒

有達到預期的目標，但仍能以最初籌集的款項應

付學校初創時期各項常費支出。」[25]但1904-1927
年，這時候是學校突飛猛進的發展時期，校舍、教

學樓、學生宿舍、食堂、實驗設備等都需要巨額資

金。而這段時期正是一戰前後，加上五四運動、非

基運動和收回教育權等社會活動的影響，外國的

資助常常入不敷出，學校多次面臨資金周轉困難。

時勢造英雄，這時候就顯示出鍾榮光卓越的交際

和勸捐能力。他根據當時的形勢，已經很清楚地

看到，嶺大如果要脫離與外國教會的聯繫，走國人

自辦的道路，那麼，在經濟上就不能受制於他人。

故此，他在1909年，1914年，1917年，1924-1926年
間多次赴海外募捐籌款，足跡遍布全球。但他主要

的籌款對象不是外國教會或宗教機構，而是華僑

聚居的地方。事實證明，他的這一措施是極為成功

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根據當時國弱受欺的

時局和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鍾榮光打出了「愛國

主義」這張王牌，極大地迎合了海外華僑心繫中國

的情感；第二，他在各地成立的「嶺南共進會」（包

括前身「嶺南學校共進會」），作為常設的募捐機

構，採取靈活多變的募捐方法，取得了良好效果，

第三，嶺南大學開辦華僑子弟學校，動員華僑遣送

子弟回國升學，同時鼓勵僑生與家長的溝通交流，

也為學校贏得了捐款。第四，更為打動華僑人心的

是，他採取了認捐留名的紀念制度，也就是說，只

要捐出一定數額的資金，那麼，將來建起來的教學

樓或實驗樓宿舍樓就可以以捐款人命名、或者鑲

玉照，立銅像等。這也完全迎合了海外華僑葉落歸

根、「青史留名」的情感。

鍾榮光一生雖然募捐數額過千萬，但他自身

卻牢記《聖經》「人不能又侍奉主，又侍奉瑪門（錢

財）」的原則，所以，潔身自好，嚴於律己，生活簡

1928年12月1日，由鍾榮光校長籌集資金的嶺南大學農業教學樓（即十友樓）開建了，圖為破土動工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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樸，從多位好友的回憶錄中都能夠體現出來他們

對鍾榮光個人魅力的敬仰：「鍾先生才智過人，資

格最深，辦學成績斐然！但只名聞於鄉，不聞於

國，殆亦只求集中，不事他騖之故。」[26]（孫科，孫

中山之子）「鍾師為人師表，事事以身作則，大的不

用說了，就算郵票紙張文具等，也從不挪作私用，

為嶺南大學辦公人員作出廉潔自愛，公私分明的

好榜樣。」[27]（廖奉靈）「鍾榮光對於嶺南的發展

做了很多的工作，他在嶺南的聲譽、影響，在「嶺

南人」中，不是任何人能取而代之的。」[28]（陳序

經）這也體現出他作為一個基督徒為基督做光做

鹽的品格。

三、評價

鍾榮光有多重身份，首先他是一個基督徒，

任教於一所基督教大學，故他深明白教會大學的

最高宗旨就是要傳播基督福音；其次他是一個大

學校長，致力於學校的教務、行政和校務的管理，

而這一切需要不斷地海外勸捐；第三他是一個中

國人，深諳社會時局和中國民眾的愛國熱情和民

族情緒；第四，他是一個現實主義者，深深明白中

國歷史的變革期中國民族實際上的需求。故他的

「天職觀」就是在中國風起雲湧，民族情緒持續高

漲，各種革命、運動頻發的時期，如何以敏銳的眼

光，審時度勢，正確處理好作為校長的個人公職

身份與作為基督徒的個人信仰身份之間的關係，

在自己的職責、權限和能力的範圍內，既能順應時

代的發展和民心所向，又能堅持自己的宗教立場。

故在他一生的三大功績中，他能較好地處理好自

主辦學與海外募捐、宗教教育與實業教育、愛國

熱情與個人信仰之間的關係，應該說比較出色地

完成了作為一個教會大學校長的身份，作為一個

基督徒的信仰身份和作為一個愛國者的公民身份

三者的統一。

鍾榮光有過很多日記和書稿，但由於戰爭年

月不幸遺失。至今為人所津津樂道的，是他的一副

自勉聯：「三十年科舉沉迷，自從知錯悔改以來，

革過命，無黨勛，做過官，無政績，留過學，無文

憑，才力總後人，惟一事工，盡瘁嶺南至死；兩半球

舟車習慣，但以任務完成為樂，不私財，有日用，不

養子，有眾徒，不求名，有記述，靈魂乃真我，幾多

磨煉，榮歸基督永生。」我們認為，這幅對聯既是

鍾榮光先生對自己一生的評價和總結，也是我們

這些後人對其敬佩和愛戴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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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nan Universi ty and i ts Pr inc ipal 
ZHONG Rongguang’s View of Calling

SUN Qinghai（Qilu Cultural Institut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View of Calling in Christian 
protestant requires its disciples to fulf ill his job 
with sense of holiness and mission. This is deeply 
ref lected in a particular group-Chinese principal of 
Christianity University. ZHONG Rongguang, the first 
Chinese Principal of Lingnan University, boasts three 
great achievements in his whole life: namely, taking 
over the rights of education, carrying out industrial 
education, and raising funds aboard. These three great 
achievements were interwoven with how he dealt with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running school independently 
and raising funds aboard, religious education and 
indust r ial educat ion, pat r iot ism and individual 
faith. And all these relationships is the key for us to 
understand his view of calling.

Key Words: Lingnan University, Chinese 
principal, view of calling, ZHONG Rongg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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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一體化的格局，維持國家的長治久安，無

疑具有深刻的理論借鑒意義。

一、同化主義、多元文化主義到新

同化主義的歷史進路

同化主義(assimila-
tionism)，通常意義上是指
一個國家的主體民族或者

主要民族利用其優勢和強

勢的文化地位，強制弱勢

民族接受其傳統、文化、

語言、宗教的思想或理

念。[1]

20世紀90年代中期，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曾公布

一份題為《多元主義——
應對多樣性的新政策》的

文件。該組織稱，「文化多

元主義是一種應對文化與

社會多樣性的民主的政策

反應」，它系統而全面地

應對文化與族群多樣性，

包含教育、語言、經濟、社會等方面的政策，以及特

定的制度安排。

長期以來，很多學者將多元文化主義和同化

主義當作是截然對立的兩種思想，但從二者實施

的效果來看，二者的關係極為複雜和多樣。同化主

從同化主義到多元文化主義再到

新同化主義：反思及啟示
■ 王紀芒

中央民族大學管理學院

民族宗教

20世紀90年代以來，包括美國、荷蘭、法國、
德國、英國等很多西方國家都紛紛宣告其多元文

化主義的失敗，轉而走向一種以倡導少數族群融

入主流民族的同化主義模式，這給盛極一時的多

元文化主義蒙上了陰影。不同於種族主義，多元文

化主義和同化主義並沒

有絕對的對與錯之分，只

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和

歷史條件下的適應性選

擇，都有自身的優勢及不

足。一個國家的民族政策

並不完全等同於某種主

義，而只是以這種理論導

向為核心的適應性表達。

隨著世界政治、經濟與文

化環境的日趨複雜，以及

民族主義思潮的再一次

興起，我國也受到了世界

範圍內民族主義思潮的

影響，使得民族間的矛盾

有進一步激化的可能性。

長期以來，中國的民族政

策基本上是以多元文化主義為其理論導向，在世

界範圍內發達國家紛紛宣告其多元文化主義失敗

的背景下，辨析清楚到底什麼是多元文化主義和

同化主義，在理論層面多元文化主義面臨著什麼

困境，進而尋求其改良的方向和策略，對真正實現

摘 要：從世界範圍來看，在如何對待國家內部
不同族群所表現出的文化多元性的問題上，大致

經歷了同化主義到多元文化主義再到新同化主

義三個歷史階段。西方國家總體來看在歷史上缺

乏應對多族群的民族國家的經驗。中國的民族政

策兼顧了文化多元和政治一體；而未來促進中華

民族共同體格局實現的進路應在兩個方面入手：

重塑中國的傳統文化，復興中國關於國家觀的認

知；重塑公民與國家的關係，重建國家和公民之

間的社會整合性。

關鍵詞：同化主義；多元文化主義；新同化主義；

反思與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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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雖然主張消弭差異，但是歷史證明，民族同化可

能還存在一個適得其反的結果，越同化，反而越趨

向於多元。[2]比如殖民者在東南亞殖民國家推行

同化教育，教育出的精通母國語言的本地精英人

才卻在不斷朝聖中增強了自身的民族意識。多元

文化主義雖然強調多元和多樣化，主張保留族群

之間的文化差異，寄希望於少數族群在主流文化

的影響下，既可以實現少數族群的自我發展，同時

又保證國家的統一和社會的完整性。然而現實證

明，當今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多元文化政策都沒有

能夠在一體的框架下實現多元，反而形成了柱狀的

（平行的）社會結構，甚至強化了族群間的差異、

激化了族群衝突、引致國家的分裂。在某種意義上

講，多元文化主義不過是一種烏托邦，因為它一味

地倡導文化的多元，忘記了自由民主社會需要共

享的文化基礎，忘記了自由民主生活需要一種「共

同公共空間」(common public space)的構建，或者，
毋寧說，多元文化主義恰恰阻止這種共同空間的

建設。[3]因此，正確看待多元文化主義和同化主義

的辯證關係，是提出行之有效的族群政策的關

鍵。

從兩種理論正式確立以來，圍繞兩種理論取

向的爭論就從未停止，並且兩種理論都在爭論中

不斷完善自身，以更好地適應時代的發展。從世界

範圍來看，在如何對待國家內部不同族群所表現

出的文化多元性的問題上，大致經歷了同化主義

到多元文化主義再到新同化主義三個歷史階段。

第一，1940年之前，同化主義佔據主導地位。
同化現象由來已久，可以說從民族產生的那一天

起，民族同化現象就從來沒有停止過。同化主義有

自然同化和強制同化兩種表現形式。自然同化是

不以政治、戰爭等強制形式推行的，而是一個民

族在長期的自然演進中，逐漸接受另一個民族的

語言、風俗、宗教信仰等，從而逐步喪失其原本的

民族特徵的過程。自然同化通常是強勢民族在長

期的自然演進中同化了弱勢民族。當然也存在相

反的情況，比如少部分文化較為先進的民族由於

長期居住於邊疆等文化相對落後的少數民族聚居

區，從而逐漸認同了對方的文化。而強制同化是指

通過強制的手段來迫使一個民族接收另一個民族

特性的過程。在歷史的現實中，大部分的同化的發

生都是在自然同化和強制同化不斷的交替中實現

的。

同化主義論可以說來自於熔爐論。早在1792
年，美國學者艾托克‧聖約翰‧克雷夫科爾(Hector 
St. John Crevecoeur)在研究美國移民協調和融合
的基礎上提出了「熔爐說」。他認為美國將來自

各國各地區的人民熔合成「美國人」，並且這個過

程還在繼續。這種理論的思路是鼓勵湧入美國的

移民把自己作為美國人來思考和行動，最終放棄

自己的源文化，成為一個新的擁有共同文化的民

族—美利堅人民。這個過程就好像各種金屬在一
個大熔爐裏面冶煉一樣，最終形成一種新的合金，

而每個外來民族都成為合金的一部分。同化論(as-
similationism)實際上是對「熔爐說」的一種修正。
跟同化論相對應的就是同化政策，對內體現為相

關國家或政府要求移民放棄自己的文化而接受主

流的文化，對外則是進行「文明輸出」。

第二階段，1940年代-20世紀末，同化主義理
論向多元文化主義變遷，多元文化主義政策漸成

世界主流。隨著20世紀40年代美國人正式創造出
「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這種新理論，
同化主義開始受到批判，被認為是具有「否定其他

一切文化價值」的野蠻特性。多元主義指的是多種

文化的交互與文化的共存。尤其在1960年之後，隨
著美國民權運動的廣泛興起以及少數族群要求平

等的呼聲日益高漲，多元文化主義得到了廣泛的

重視，並很快超過政策領域，成為一種用於處理多

民族、多文化之間關係的政治思想和哲學。

由於多元文化主義倡導少數族群或者邊緣化

群體在語言、宗教以及文化傳統等方面的獨特性

和多樣性，強調主流群體與邊緣化群體之間的壓

迫與被壓迫關係，因此不可避免地會造成離心傾

向，甚至會造成不同族群之間的相互仇視，從而導

致邊緣化群體與主流群體之間的分裂和衝突，而

且也會導致邊緣化群體之間的分裂和衝突。多元

文化主義理論傾向中開始就注定了其分離主義的

面向。

第三階段：21世紀初至今，新同化主義
(neo-assimilationism)開始對多元文化主義進行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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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隨著西方主要是歐洲多元文化主義政策的失

敗【1】，同化主義又得到了眾多學者的重視，並通

過不斷的改良，發展出了一種較之前的同化主義

更適合歐洲國家國情的新同化主義，其主旨是倡導

「公民融入」(integration)，雖承認少數民族的存
在及少數族群的文化價值，但是拒絕在制度上做

出保護他們各種權利的安排。以荷蘭為例，長期以

來，荷蘭相對寬容的移民政策在歐洲被視為來自

不同背景和宗教背景的人們和平共處的典範，但

是在2004年荷蘭導演奧•梵高(Theo van Gogh)被
一個穆斯林原教旨主義青年謀殺後，荷蘭的情況

開始發生急劇變化，政府官員和學者開始反思以

往荷蘭實施的以多元文化主義為其價值內核的移

民政策的弊端，他們認為，通過特別的政策來支

持和發展少數族裔的理念實際上產生了反面的效

果，如果這些移民被認為是特別貧困或者是技能

低下的，他們是無法被當成平等的同伴來對待的；

多元文化主義長此以往會導致社會嚴重的條塊分

割；移民在國際大環境的影響下並沒有實現去政

治化，反而變得極端政治化。因此，21世紀之初，
荷蘭就已經逐步拋棄了原本的多元文化主義政

策，轉而開闢了新的融合政策模式( I nteg ra t ion 
Policy)的發展路徑，這種路徑就是新同化主義，並
且在歐洲得到了越來越多國家的認同。反觀中國

亦有學者持類似的觀點。如隨著我國民族分裂問

題的日益突出，以馬戎[4]、胡鞍鋼[5]等學者為代表

的一批民族學的研究者們也開始探討以「族群融

合」為導向的所謂「第二代」民族政策。

二、中國民族政策的理論與實踐：

政治一體前提下的文化多元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同樣面對著如何處

理族群多樣性與國家統一性的問題。中國的理論

與實踐基本上遵循了費孝通先生設計的「多元一

體」的路徑。

（一）以民族國家政治一體和文化多元為導向

的民族政策

我國現行的民族政策沿襲自蘇聯，以多元文

化主義為主要思想內核，基本上是一種「政治化」

的民族政策模式，即將民族看作是一種既定的政

治事實，一種重要的政治資源，在某些特定條件

下，民族內部因素甚至能成為構成政治的決定性

力量；同時，民族關係是一種顯而易見的政治關

係，而民族問題也是一種不言而喻的政治問題。[6]

這種做法實際上認為通過政治設計來解決多民族

國家的民族問題是最核心的方法。此種政策具有

如下特徵：

首先，堅持族際政治共治論和族群文化保

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規定：「中華人民共

和國各民族一律平等。國家保障各少數民族的合

法權利和利益，維護和發展各民族的平等、團結、

互助關係。」《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

及《教育法》中明確指出支持雙語教育，國家還通

過其他的法律、法規、政策來保障少數民族幹部

的合法權益，積極發展少數民族教育文化事業，

保障各民族使用發展語言文字，尊重少數民族風

俗習慣、尊重少數民族宗教信仰。通過以上政策

的落實，促進了我國民族文化的多元發展，對保護

少數民族的珍貴文化遺產起到了重要作用。這些

政策長時間以來，對維護我國邊疆的穩定，促進少

數民族地區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其次，在實現文化多元化發展的基礎上，我國

現行的民族政策也注重族際政治整合的重要價

值，努力進行中華民族的「一體化」構建，具體的

政策規定諸如，制定少數民族上層愛國人士建立

統一戰線的政策，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和民主改革

的政策。但是從實施的效果上來看，目前我國「一

體化」建設的效果不盡理想。這突出體現在：在思

想上，一些少數民族群眾受民族主義思潮的影

響，對於本民族的認同強於對國家的認同；在社會

結構上，中國在許多社會領域中存在漢族與少數

民族之間的系統性的制度化區隔，馬戎將其稱之

為「中國社會的另一類二元結構」[7]。在當今國際

大環境動蕩、西方反華勢力伺機而動、極端組織

「伊斯蘭國」極端思想的快速傳播的大背景下，如

果放任這種情況不管，長此以往，將會助長國家分

裂的因素。而西藏的3.14事件，新疆的7.5事件以及
其他極端民族分裂分子製造的暴恐事件也無不證

明我們並非多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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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族群融合：「共同文化的」、「公民的」民族

政策

當前，已有一些學者針對我國目前民族政策

的經驗和問題進行了深刻反思，並結合公民國家

理論，嘗試以「新思路」來對我國民族政策進行重

構。他們主張用族群(ethnic group)來代替傳統的
民族(nat ion)話語，以「好公民」以及「公民融入」
來建立現代國家的認同，並通過「核心文化」、「共

同文化」[8]來塑造對中華民族的認同，進而塑造中

華民族的一體格局，這也體現了新同化主義的核

心價值。

民族和族群之爭由來已久，可以肯定的是，民

族和族群的確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正如安東

尼‧史密斯在其著作《民族主義》一書中所辨析

的，與「民族」相對應的“nation”一詞帶有強烈的
政治意味，它體現在民族通常具有政治目標，而這

是族群所不具有的；並且民族要求有一定的歷史

疆域或者祖地(homeland)，但是族群卻沒有其疆域
空間。[9]因此，「民族」的這些特性意味著它具有

民族的利益訴求，並通常表現為民族自治、民族統

一、民族認同，進一步的發展就是民族國家的政治

建構。近代以來，「民族」在實現自身訴求的過程

中構建了民族主義，並建立了以一個民族構成政

體，或者由數個民族經同一共享的政體構成的國

族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在西方民族主義的話
語體系中，每個民族都應該具有民族自決和自治

的權力，有權力建立自己的國家。因此當民族的概

念與國家的概念相通時，會對於一個多民族國家

的合法性構成很大的威脅。事實上，世界上接近百

分之九十的民族國家是多族群的民族國家，並且他

們中的半數存在著嚴重的族群分裂問題，例如蘇

聯以及南斯拉夫等國家都最終以民族分散解體，

各少數族群建立起民族國家為終局，不由得令人

唏噓和感嘆。因此以馬戎為代表的一批學者主張

在國家的民族政策以及話語體系中，以族群(eth-
nic group)代替民族(nation)比如將「漢民族」稱作
「漢族群」，將「蒙古民族」稱為「蒙古族群」，將

民族文化化，換言之，即「去政治化」。[10]

有關新一代的民族政策的構建中，學者們主

張把族群視為一種文化群體，強調其文化特點的

同時淡化其政治利益，放開並鼓勵人口的遷徙，在

流動過程中淡化少數族群與其祖地之間的歷史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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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強調對於國家的認同，倡導建立一種「國族」

的概念，增加族群對國家的認同，構建「中國價值

觀」，建立具有合力的中華文化的向心力。這並非

一紙空想，當前我國政府已經對民族政治的轉型

進行積極的探索。表現在文化層面，如近些年「核

心價值觀」的提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以及中華傳統文化的復興運動，建立對「中華民族

的認同」等都是在對建立一種社會主義的、新時

代的，同時也是具有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內核

的「共同文化」的嘗試和努力。表現在社會結構層

面，如致力於消除社會結構的區隔，促進「社會整

合」或「社會一體化」，2014年5月26日在中共中央
政治局會議明確指出要建立各民族相互切入的社

會結構和社區環境，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2014年9月的繼續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指出，互嵌
式社區已經不再只是針對新疆地區，而是成為全

域性的民族工作方針。表現在經濟層面，就是要加

強各民族經濟聯繫的紐帶，如2010年喀什成為了
中國第六個經濟特區，並且是中國內陸第一個經

濟特區，這對於新疆的經濟發展具有很大的利好

作用。當然這只是開始，如何構建其餘中國其他區

域的經濟聯繫，建立緊密的一體化格局，還在積

極的探索之中。

除此之外，一些學者也看到了當前一些容易

被忽視且改革困難，但卻是加強國家認同的關鍵

領域，比如胡鞍鋼和胡聯合提出還要注重從政治

方面促進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一體，他認為要把國

內的族群（民族）問題作為社會問題來統一處理，

不論何種族群都是中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

等，具有同樣的權利和義務，要防止把族群（民

族）問題做政治化的特殊處理；同時對於公民的在

全國範圍內自由流動、遷徙、生活、工作權利要放

開；以及重新科學劃分省級行政區管轄面積和人

口等建議。[11]

三、中國加強國家內部族群整合的

進路

民族以及族群的觀念都起源於西方，並且都

是近代民族國家誕生以來構建起來的產物，是一

個新概念，至今也不過200年左右。而19世紀以前

西方國家尚未產生完整的現代民族概念，18世紀
歐洲的傳統帝國或王國合法性的維繫並非來自於

屬於同一民族的認同感，而是以宗教、文化和語言

維繫在一起的；甚至可以說19世紀以前的歐洲比
現在的歐洲一體化程度更高。而在民族意識迸發

以後，歐洲被種種構建出來的共同的民族歷史傳

統的想像、祖地，尤其是語言，分裂成了許多的以

單一民族為主的民族國家。在20世紀中葉，由於歐
洲人口結構的變化，外來移民的增加，文化多元化

出現，歐洲開始了以多元文化主義來形塑及爭取國

內民眾以及國際社會對其體制的認同。歐洲的國

家形態經歷了上帝引導下的國家到單一民族的民

族國家再到多個族群的民族國家，可以看到西方

國家基本沒有管理眾多少數族群把他們整合到統

一的國家之中的經驗。因此無論是「民族」和「族

群」的概念，還是「多元文化主義」和「同化主義」

的理論等；無不是西方中心主義的、還未經過足夠

長時間的歷史和經驗檢驗的尚有待完善的理論。

因此，面對西方處理民族問題的經驗和理論，不

論是以英國、荷蘭為代表的多元文化主義取向，

還是法國為代表的共和主義取向，既無需盲目遵

從，亦不能一味否定，而應該在仔細審視自身民族

和國家現實的基本前提下，從傳統文化中汲取經

驗，開拓進取，從新的理論方法中尋求改良之道。

（一）重塑國家的文化屬性

錢穆先生認為：「中國人常把民族觀念消融

在人類觀念裏，也常把國家觀念消融在天下或者

世界的觀念裏，他們只把民族和國家當作一個文

化機體，並不存有狹義的民族觀與狹義的國家觀，

民族與國家都只是為文化而存在。」[12]傳統中國人

的這種心態與現代民族主義看似有相似之處，但

是卻是有很大差異的，因為民族主義是競爭精神

和危機感的一種表現，而中國自古以來從未感到

在文化上低人一等，他們也許擔心被異族政府統

治，但是卻從未想過自己的文化會消失或者會被

異族同化。從這一點看，傳統中國的民族主義是一

種文化中心主義，我們素來以「華夷之辨」和「華

夷之防」來區分「我（華夏）」和「他者（外化之

民）」，也就是說我們是以華夏禮儀為標準來進行

族群分辨，而不以種族。因此，我們必須構建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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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優秀的禮樂文明為核心的，並且結合當代的

先進文化的優勢文化，使之具有強烈的凝聚力和

向心力，使之成為全國各族人民乃至於世界人民

能夠心嚮往之的「魅力型文化」。

（二）重塑國家和公民之間的關係

社會，是人與人形成的關係的綜合，是共同生

活的個體通過各種各樣關係聯合起來的集合，是

人們生活的重要空間；按照帕森斯結構功能主義

的觀點，社會的各個系統有機地整合在一起，但這

種整合並不能自動完成。[13]要促進各民族一體化

格局的形成就必須充分加強社會的粘合作用。這

個粘合的紐帶是什麼？

新中國成立以來，由於國家政治力量和政府

行政權力大量進入原本屬於社會的領域，我國的

社會空間被大量壓縮；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公共權

力從社會退縮，又釋放出了一些社會空間，但是由

於之前的社會組織消失，我國社會空間原本的力

量難以得到恢復，新的社會組織關係建立不完善，

又導致許多社會空白領域的出現，這不僅影響我

國基礎治理的有序性，也導致各族群個體和族群

之間，族群個體和國家之間的關係難以通過社會

關係的調節到達一個平衡點，因此必須要重塑國

家和公民之間的社會整合性。

從宏觀的、理論層面來看，國家建構所需的社

會團結紐帶就是國家認同得以建立的思想和文化

資源。目前來看，從歷史文化當中尋找認同的資源

顯得困難重重。一方面，中國傳統的主流文化以儒

家文化為核心，但是並非中國所有族群的歷史記

憶都共享儒家文化；另一方面，儒家傳統與民族國

家的現代性之間有諸多的不兼容。因此，公民愛國

主義或許是一個最好的社會團結紐帶，即把民族

國家中的每一個公民看做是權利相同的個體，國

家越過橫亙在公民與國家之間的族群而與公民直

接發生關聯。

而從微觀的、現實的操作層面來看，社會團結

可以在微觀的社區空間得以實現，這就是在全國

各地支持互嵌式社區的建立，同時要鼓勵小至一

個社區，大至一個城市、地區乃至於國家級的科

技、文化、藝術、慈善等以共同的興趣愛好為目標

的社會團體的建設，在整個社會中構建一個跨族

群的、跨地域的社會關係的網絡；鼓勵各族群在社

區各項建設以及社會團體建設中的民主參與，共

建共享，以提高其認同感以及歸屬感。在政府政

策的構建過程中，以及重大事項的決定中，也應該

充分引入公民的力量，通過聽證會以及利用媒體

等手段來提高公民參與，切身感受其所具有的公

民權利以及享受公民參與的成果，以提高各族群

對其公民身份的普遍認同。[14]

結論

多元文化主義和同化主義都源起與西方，多

元文化主義要面對的主要現實是民族國家內部擁

有多種文化的族群（主要是移民）如何進行社會融

入和文化保護，這種做法一方面在實踐中遇到了

很多的問題，實行多元文化主義的國家紛紛宣告

其失敗；另一方面，對於民族國家內部的原生少數

族群，多元文化主義也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同

化主義雖然在西方早已有之，但是真正成為一個

普遍的理論加以運用還是在殖民時代，並普遍運

用於殖民地人們，其施行效果也可圈可點，即使是

現代改良的新同化主義，即「大熔爐」思想也並非

適用於全球各種情況的族群問題。因此，面對現今

我國複雜的民族局勢，我們必須通過改革力求突

破，不僅要突破西方話語體系的禁錮，注重我國文

化的特殊性以及民族問題的特殊歷史背景，而且

須汲取先進的治理理念和民主參與的思想，具體

問題具體分析，以構建中華民族的一體化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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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的國家，德國在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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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Introspection and Enlighten of Assimilation, 
Multi-culturalism, Neo-assimilation

Wang Jimang (School of Management,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three theories on how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of multi-ethnic groups within 
a nation-state: assimilationism, multi-culturalism and 
neo-assimilationism. In general, the west countries lack 
experience; on the other hand, Chinese ethnic policies 
gave consideration both on the political integration and 
culture diversification. In the future, two ways should 
be taken to promote the Chinese political integration, 
one is re-shaped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renewal the recognition about country; and another is 
to reshaped the relationship and rebuild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citizen and nation-state.

Key Words: assimilationism, multi-culturalism, 
neo-assimilationism, enlightenment to the ethnic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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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春秋時的杞城，所以他說哭崩的是杞城也講得

通。

幾乎與王充同時的邯鄲淳，在其所作《曹娥

碑》中便出現了「杞崩城

隅」一語[5]，可與王充之說

相佐證。這說明王充的哭

崩杞城說並不是他憑空捏

造出來的，此說在當時是

很有影響的。到了西晉時

期，哭崩杞城說依然佔主

導地位，在崔豹所著《古今

注》中就有杞梁妻「抗聲

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頹」

一語[6]。

以上幾種哭崩杞城的

記載，所言杞城皆是指春

秋時已經移至山東的杞城，非原先在雍丘的杞城。

或許是「名人效應」，又或許是家鄉人談身邊事才

有興趣，後來的杞縣（今屬河南開封）人沒有注意

到空間的變化，認為杞梁妻哭崩的就是雍丘城。

從范郎廟到孟姜女廟

南宋人周輝所著《北轅錄》，記錄了其出使金

朝往返途中所見所聞，其中有這樣的記載：

八日，至雍丘縣，縣故杞國，武王封禹後東樓公。

……次過范郎廟，其地名孟莊，廟塑孟姜女偶坐，配享

者蒙恬將軍也。[7]

孟莊的范郎廟，其實就是孟姜女廟，雖然周

輝是南宋初人，也可推測此廟在北宋時便已建造，

不應是金朝剛剛統治時的紛亂形勢下建的。而孟

孟姜女故事在杞地的流變
■ 許起山

暨南大學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

1924年，顧頡剛先生在《歌謠周刊》發表《孟
姜女故事的轉變》一文，此後又發表多篇關於孟姜

女的文章，掀起了學術界對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熱

潮。顧先生的一系列文章，

「開闢了一條新的學術道

路，形成了一種新的學術

風氣。」[1]

顧先生感歎「苦於事

忙，不能用全副的精力做

這項研究」 [2]，所以在某

些方面顯得心有餘而力不

足，在相關資料的獲取方

面也沒有做到竭澤而漁，

如他對《杞縣志》中有關

孟姜女的材料注意不夠。

孟姜女與杞地的淵源

據顧先生研究，孟姜女在宋以前一般被稱為

杞梁妻，在唐以前所哭倒的城也不是秦始皇時的

長城。

最早記載孟姜女與杞地有關的史料，是東漢

末年的思想家王充所著《論衡·變動篇》：
或時杞城且圮，而杞梁之妻，適哭城下，猶燕國適

寒，而鄒衍偶呼也。又城老牆朽，猶有崩壞。一婦之哭，

崩五丈之城[3]，是城則一指摧三仞之楹也。[4]

因為杞梁的「杞」與杞國的「杞」是同一字，人

們便把二者連接在一起。就目前所見，王充以前，

沒有人明確記述杞梁妻所哭崩城的具體位置，只

言發生在今天的山東境內。杞國在春秋時已由原

來的雍丘（今杞縣）東移至山東，王充所說的杞城

摘 要：孟姜女的故事源於山東，已經流傳了兩
千多年，在中國的很多地方都有廣泛的傳播，但不

同地區孟姜女故事流傳的具體內容是有差別的。

顧頡剛先生曾對孟姜女故事的流傳作過精湛的論

述，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他對孟姜女故事在杞

縣的流傳，敘述不夠詳備。《杞縣志》中的一些記

載，可以考察孟姜女故事在杞縣的流傳情況以及

孟姜女與杞縣的關係，對研究孟姜女故事來說，

是十分有價值的。

關鍵詞：孟姜女，孟姜女廟，《杞縣志》，顧頡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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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女廟在各地的興起則是明代中葉以後的事[8]。

顧頡剛先生沒有解釋此廟為何不叫孟姜女

廟而是叫范郎廟，但他對范郎一詞的轉變做了研

究：

至於杞梁的變為范郎用是形諉（「杞」字一變而為

文選集注中的「杞」，再變而為敦煌小曲的「犯」，三變

而為與犯同音的「范」）而兼音變。[9]

而在乾隆《杞縣志》中卻有另外一種解釋：

孟莊，舊志在縣西二十里，宋《北轅錄》云：「過范

郎廟，其地名孟莊，廟塑孟姜女。」或曰：孟姜，秦始皇

時豐人，范郎妻也，姓姜行一，故曰孟，非以孟為姓也。

因事與杞梁相類，故人以為范杞郎呼之，遂訛以為杞人

也。[10]

「豐」，指的是秦朝的豐邑，即今江蘇省徐州

市豐縣。志中未言范郎是何地人，只說杞縣有關范

郎的故事，與杞梁相近，人們便稱其為「范杞郎」

了，因帶有「杞」字，久而久之，就把范郎當作了杞

人。從乾隆《杞縣志》對「孟姜」、「范郎」的解釋可

知，杞人並不認為孟姜即是杞梁妻，范郎也不是杞

梁，只是說二者故事相近，杞人把他們混淆了。或

者，杞縣本有范郎的故事，因為後來受到其他地區

杞梁妻故事的影響，杞人將二者不自覺的揉和在了

一起，增加了故事的趣味與曲折。而具體哪些屬於

杞梁的故事，哪些屬於范郎的故事，便再也分不清

楚。

本人認為，取名為范郎廟，還有其他原因。一

是因為孟姜女的故事還未深入人心，故事的版本

更沒有統一，由原先范郎作主角的故事，正在向由

孟姜女作主角的方向轉化。二是宋代理學興盛，這

樣設置，多少有些「夫為妻綱」的味道。

嘉靖《杞縣志》有如下記載：

孟姜女廟，在西灘堡，毀於金末。弘治五年，指揮

張廷思仍故址復建。[11]

此外，順治《河南通志》和康熙《河南通志》

皆記載孟姜女廟在杞縣西灘堡，明弘治五年

（1492）建。[12]顧頡剛先生根據《古今圖書集成·職
方典·三七八》[13]的記述，認為「杞縣西灘堡建孟姜

女廟，在周輝所見之外又多了一處。」[14]

周輝見到的供奉孟姜女的范郎廟在孟莊，明

代至清初的文獻又說在杞縣的西灘堡也有一處孟

姜女廟，這樣看來，杞縣有兩處孟姜女廟。

但乾隆《杞縣志》卻記載：

孟姜女廟，在孟莊，燹於金末。弘治五年，邑人張

廷思仍於故址復建。[15]

與前文所引嘉靖《杞縣志》對比，不難發現，

兩條史料記載的是同一件事。但是，嘉靖《杞縣

志》言廟在西灘堡，乾隆《杞縣志》說廟在孟莊。

再聯繫周輝《北轅錄》所述，便可得出如下結論：

宋時在孟莊建了孟姜女廟，毀於金末，明中葉

的弘治五年（1492），又在原來的廟址上建了新廟，
但廟的名字就不叫原來的范郎廟了，而是改作了

孟姜女廟。這時，正是孟姜女的故事在各地迅速傳

播的時期，也是杞地人對原先的范郎廟漸漸遺忘

的時期。在杞人的意識裏，本來就對范郎與孟姜、

杞梁與孟姜女的故事混淆不清，時間一長，便索性

把在原先范郎廟舊址上重建的新廟改作了孟姜女

廟。這一改也確合時宜。但此時的孟莊已改名為西

灘堡，並且一直延續到了清初順治、康熙年間，到

了乾隆時，西灘堡才復名為孟莊。

雖然前文中列舉的幾種史料，都記載了杞縣

有孟姜女廟，但在同一種史料中，記載孟姜女廟的

數量只有一座，要麼在孟莊，要麼在西灘堡，從未

發現有記載孟莊和西灘堡各有一座，且都在弘治

五年（1492）重建。所以，孟莊、西灘堡本為一地，只
有一座孟姜女廟。

《杞縣志》中孟姜女故事的特殊性

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有專門對杞梁妻的辯

析[16]，這一點顧頡剛先生在考論孟姜女故事演變

的時候也提到了。而《河南通志》卷五十《雜辯》

中對杞梁妻的辨析甚見功底，語句雖不多，但引用

史料十分豐富，顧先生用到的重要史料，在《雜

辯》中多有體現。

至於《杞縣志》，也會散見一些對孟姜女故事

的辨析，有的與顧先生的推論並不一致。顧先生

根據杞縣孟莊有孟姜女廟的記載，聯想到孟莊的

「孟」字與孟姜女的「孟」字相同，得到下面的推

論：

從《北轅錄》中，知道宋代雍丘的孟莊有范郎廟，

並以蒙恬配享，表示她哭崩的是秦的長城。雍丘即今記



民
族
宗
教

許
起
山
：
孟
姜
女
故
事
在
杞
地
的
流
變

７７

縣，在河南東部；孟莊在縣治西二十里。這個孟莊後來

就成為唱本、劇本中的孟家莊。當時所以在此立廟，或

者因孟姜的「孟」字和莊有些關係而來。如果確是如此，

那麼，那個地方的人一定說孟姜是生長在杞縣的了。[17]

而杞縣的孟姜女故事具有特殊性。一是顧先

生提到了《北轅錄》記述的范郎廟，也應該注意到

其名稱與孟莊的「孟」字是毫無聯繫的。若范郎非

孟莊人，孟姜女是孟莊人，鄉人建廟，直接叫孟姜

女廟就是了，何必叫作范郎廟？二是從《杞縣志》

中可知，杞地人並沒有把孟姜女當作是生長在杞

縣的人。在嘉靖《杞縣志》中說到「孟姜女，雍丘人

范杞梁之妻」，也沒把她當作杞縣人，只說范杞梁

是杞縣人，而孟姜女只能算是嫁到杞縣的媳婦。而

在乾隆《杞縣志》中，明言孟姜女是「秦始皇時豐

人」，不是杞縣人。

顧先生在描述孟姜女故事在河南的流傳情況

時是這樣說的：

現在河南流行的孟姜女唱本有一種是極有勢力

的，東自開封，中經許昌，西至南陽，一律通行，不但有

刻本，且有賣歌的乞丐歌唱著，民眾口中成誦的也不少。

這可以說是統一河南全境的唱本。其中事實的大概是：

江寧縣富翁許員外，無子，晚得一女，因爺姓許，娘姓

孟，認的乾娘姓姜，故叫許孟姜。她十六歲時，配給城

南同庚的范希郎。過門後不到一個月，秦始皇點民夫修

邊牆，就把他點了去。她有一天夢見丈夫，恐其苦寒，就

辭別翁姑前往送衣。途中艱苦難行，為觀音所救，送至

邊牆。她詢問土夫，才知道丈夫不能受苦，給他們處

死，葬在邊牆裏了。一時昏暈過去；關王不收，又醒了過

來。她望城痛哭，驚動了上天張玉皇，傳旨打倒邊牆，讓

她領取屍首。一霎時，龍王雷公將邊牆打倒了二三。她

滴血認屍後，正包裹欲走，忽然秦始皇來了；他見她美

貌，要封她在昭陽。她要求四件事：（1）銀頂金棺成
殮，（2）文武百官穿孝，（3）昏君隨後拄哀杖，（4）埋到
東海岸上：他件件依了。工畢時，就拉了羅裙蒙面，跳入

江心。龍王把她救回龍宮，認作乾女兒。[18]

這段話把孟姜女故事描寫得尤為複雜，顧先

生懷疑「這是江蘇北部的故事而流入河南的」[19]。

這的確不是河南民間故事的風格，不管是河南的

民間傳說還是戲曲小調，其風格一向比較簡單明

瞭，這也是受當地民風的影響。孟姜女故事在河

南的流行雖然受到江蘇方面的很大影響，但裏面

的故事情結不是像顧先生所說的那樣「統一河南

全境的唱本」。至少很早便與該故事有所牽連的

杞縣不是這樣的：

孟姜女，雍丘縣人范杞梁之妻。秦始皇時，杞梁克

築長城，後以疾卒。姜女循城而哭，聞者莫不撣涕，城

為之崩。遂得夫遺骸自負而歸。尋死於家，鄰人憐其

義，立廟祀之。[20]

上面是明嘉靖時所修《杞縣志》的記載，應

是明朝在杞縣流傳的孟姜女故事的樣貌。可以看

出，流行在杞縣的孟姜女故事與別處有很大的不

同：一是這則故事總體上比較簡單，沒有送寒衣、

築屍於城、滴血認屍、被秦始皇看中、跳水自盡等

情節。二是杞梁是病死的，不是被打死的，也不是

累死的。三是「城為之崩」的原因不是什麼龍王雷

公的功勞。「循城而哭，聞者莫不撣涕」，應該是

沿襲了流傳較早的杞梁妻故事的一些原素，例如

《檀弓》裏就提到她「哭之哀」，《孟子》中便說她

「善哭」，所以大家都被她的哀哭感染而「莫不撣

涕」，結果大家合力把長城哭崩了。最後一點就是

孟姜女是死在家中的，而不是跳水而死的。

到了乾隆年間修《杞縣志》時，孟姜女的故事

變化了不少：

孟姜，秦始皇時豐人，范郎妻也，姓姜行一，故曰

孟，非以孟為姓也。因事與杞梁相類，故人以為范杞郎

呼之，遂訛以為杞人也。[21]

孟姜女，范杞梁妻。秦始皇築長城，范役焉。姜女

制寒衣親送至邊，范已死矣。女循城號泣，城為之崩。

夫骸遂出，自負而歸。杞人憐之，為立廟祀，至今尚存。

[22]

因為杞人誤把范杞郎當作鄉裏人，孟姜女是

范杞郎的妻子，杞人被她送衣哭城的故事感動，所

以為她立了廟。所述已與明朝時有明顯差別了，一

是增加了送寒衣環節，二是哭崩長城成了孟姜女一

個人的事，三是沒說明她是怎麼死的，又是死在何

地。由此可知，到了清朝中期，孟姜女故事在杞地

的流傳逐漸與外地的傳說整合，但還保留了一定

的特殊性。

《杞縣志》中的孟姜女故事，與其他地方包

括在河南省大多數地區流行的故事情節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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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又受外地的影響，從宋朝到明清，再到民國，

孟姜女故事在杞縣的傳播是在不斷變化著的，但

始終有其特色所在。顧頡剛先生當年研究孟姜女

故事，因為條件限制，沒有看到《杞縣志》中有關

孟姜女故事的材料，殊為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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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of Meng Jiangnv’s Story in 
Qidi

Xu Qishan(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Jin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story of Meng Jiangnv originated 
in Shandong Province and has been circulated for more 
than two thousand years. It has been widely spread in 
many places in China, but the specific content of the 
story spread in different regions is different. Gu Jiegang 
had made a superb discussion on the spread of the story 
of Meng Jiangnv.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objective 
conditions, his description of the story of Meng Jiangnv 
spread in Qi County is not detailed enough. Some 
records in Qi County Annals can b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spread of the story of Meng Jiangnv in Qi Count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g Jiangnv and Qi 
County, which is very valuable for the study of the story 
of Meng Jiangnv.

Key words: Meng Jiangnv, Meng Jiangnv 
Temple, Qi County Annals, Gu Jieg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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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其間的關聯。

饒宗頤認為「賈湖刻符對漢字來源的關鍵性

問題提供了嶄新的資料」。葛英會認為「這些符號

是一種文字，賈湖契刻的發現，為商代甲骨文的歷

史源頭探索提供了最直接

可靠的證據鏈條，是中國

漢字久遠流傳的重要證據

之一！」 [1]蔡運章、張居中

（2003）將賈湖21個刻符
與與商周甲骨金文進行比

對，認為二者構型相似，且

已認識的11個字分屬反映
易學裏離、坤兩卦之象的

卦象漢字。[2] [3]

學界普遍觀點：一是

看重西方學界認為華夏形

成比較完整的文字體系不

應該早於4000年前的結
論；二是認為目前還缺乏

足夠、令人信服的證據和

分析研究。「新發現的我

國年代最早的文字或文字

前形式甲骨契刻符號，用漢古文字與之比較進行

探討，目前尚未能得到完整而令人信服的結果。」
[4]劉志一則通過將賈符與古彝文逐一對應釋讀，認

為賈湖刻符不是漢字濫觴，而是路南古彝文，並認

為古彝文保留了原始漢字的系統。[5]朱琚元還認

為，賈湖刻符能用彝文釋讀出「雷天門閉」四字。[6]

如孤立地用原子主義眼光看待每一賈符，一

些非常明顯的語義關聯性往往很容易被完全忽略

賈湖「刻文」與
「十日並目」釋證

■ 凌德祥

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

一、賈湖「刻符」之謎及相關研究

河南省舞陽縣賈湖村的賈湖遺址是淮河流域

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遺存，經C14、釋
光測年顯示距今約9000-
7500年。賈湖遺址最早發
現於上個世紀60年代初。
1978年秋，賈湖村民取土
築堤，因挖深1米、寬26
至42米取土坑導致坑內
文化層被毀盡。1980年，
河南省博物館考古隊舞

陽調查後確認賈湖遺址

為新石器早期文化遺存。

1983年到2001年，考古隊
先後進行了7次發掘，發
現房址、窯穴、陶窯、墓

葬、獸坑、壕溝等遺跡近

千處，陶、石、骨器等質料

遺物數千件，紅燒土上還

發現有稻殼印痕。2001年
6月，國務院將遺址確定
為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並將其確定為20
世紀全國100項重大考古發現之一。

賈湖遺址出土契刻符號21例，分別刻在甲、
骨、石、陶器上。因普遍認為無法斷定其文字性質

故稱之為「賈湖刻符」（以下簡稱「賈符」）。圍繞

賈符研究，一種觀點認為，賈符應為文字或具有文

字性質；另一種觀點認為只是刻符並不具有文字

性質，還有人通過比對彝文等其他民族文字，推

摘 要：本文從文化、語義及語法多維度釋讀了

21個「賈湖刻符」，同時著重將刻在龜甲上的「十」、
「日」、「並」、「目」與刻在陶文上的「甲」、「日」、

「並」等刻符作互證對應分析，在上古「十日並

出」扶桑測日曆法文化傳續系統中考證其文字性質

和重要的語言文化價值和意義，並認為賈湖刻符

已完全具備了文字性質且應為漢字的濫觴。同時，

依據賈湖「刻文」所能確定的年代，探討了漢字的

起源，推前了華夏文明及甲骨文字產生的文化階

段，廓清了「扶桑測日」及其標記符號演變歷程，

嘗試標注了扶桑測日各文化階段大致時間及文化

年輪。

關鍵詞：賈湖刻文；扶桑測日；日出點標記符號體

系；文化階段；文化年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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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再加上幾千年以來對華夏上古文明、文化誤入

歧途的疊加解讀，往往也會加大認清這些刻符所

承載的極為重要的文化語義及價值。

世界上最早、最核心、最常用符號，因

大多對自然實物描摹，因此都會有很

多相似性。不能簡單根據其形體就斷

定與某種文字類同。同時，也不能過

於依賴看重西方學界的確認，得靠本

土學者深入研究、不懈努力，用更加可

信的證據說服國際學界。應在特定

「文化、文明階段」及文化傳續語義中

靶向聚焦加以判定。 [7]雖若能發現集

於一片構成語段意義的刻符固然好，

但僅就這發現集聚一處且僅有的21個
賈符，即便如嫌犯家中棄於字紙簍幾

片字紙，理應也具有非常高的「破案」

及判定價值！目前基本可確認的11個
賈符：符1為「十」、符 2「日」、符 4
「目」、符5「乙」、符6「八」、符7「二」、
符8「一」、符9「己」、符10「永」、符13
「甲」和符14「日」。見下圖：

疑」。詳見下表：

賈湖刻符比對釋讀表
賈賈湖湖刻刻符符比比對對釋釋讀讀表表  

 類型 

序號 

賈符 比對 現代漢字 

刻符 材質 甲骨文 圖形 確認 存疑 

1 龜甲 十 

2 龜甲 日 

3 龜甲 戰國 門、並 

4 龜甲 目 見（現） 

5 龜甲 乙 

6 龜甲 八 

7 龜甲 二 

8 龜甲 一 

9 卵石 己 

10 骨質 永 

11 骨質 丙 

12 龜甲 九、王 

13 陶器 甲 

14 陶器 日 

15 陶器 
戰

國 
心、並 

16 片岩 西周 示、工、壬、萬、雨 

17 龜甲 西周 酉、甕 

18 龜甲 西周 小篆 酉、卣 

19 骨質 永 

也有人認為符12 為 「九」、符6「門」、符
15「心」。[8]但細細同甲骨文比對及直接觀看其形

體示意，筆者認為符12可能更接近 「王」；符3
和符15均為雙手並攏示意「並攏」、「並合」，其會
意之形最接近漢字「並」，然古字本就多異體，或

即為「並」之異體；符10或亦為「永」；符13或為
「丙」；符17、18似瓮形，或為「酉」，或分別為
「瓮」和「卣」，刻於絹雲母片岩上的符16一組，或
可釋為「示、工、壬、萬、雨」等。一並列出，「存

刻於龜甲上的10個刻符（以下簡稱「甲符」）
和刻於陶器上的3個刻符（以下簡稱「陶符」）刻記
均清晰工整，幾乎都可較易清晰比對解讀，只是陶

符相對要工藝化、藝術化些。刻符且多集中出現於

範圍較小的墓葬中，龜符多載於隨葬佩飾的帶孔

龜甲板上。如此集中小範圍遺存中的這21個刻符，
特別再進一步縮小範圍，聚焦到龜符1-8及12和陶
符13-15，展現的意義應該就非常不同尋常了。最最
重要的是，這些已確認的刻符，「龜符」為「一、二、

八、十」、「乙」、「日」和「目」，「陶符」也有與此相

類的「甲」和對應的「日」。其語義所指高度集中。

從語法意義上講，賈符已有十以內的「（基）數詞」

和專用於標注十天干的「序數詞」兩個語法類別。

雖然這些有限刻符並不是全部完美地體現於一片

甲或陶上，但其極其密切的字元語義關聯、限定的

指向，均高度靶向聚焦「十日」和「甲日」的「十天

干」。且「龜符」和「陶符」尚有完全對應的互補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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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其實證價值就遠遠高於「隻言片語」了！同時，

也非常有必要，將這些刻符放在與此大致相同的

「文化」或「文明」階段，在歷史文化的傳續語義

「十日扶桑測日曆法」的「十天干」扶桑測日標記

系統中去加以深入考察，才可更為清晰地看出這

些賈符的真實意義和重要價值。

二、「十日並出」視閾下賈符的分

析研究

世界各個民族都有豐富的太陽和月亮神話，

這也許是日月在浩瀚天空中目標特別顯著的緣故，

正如《周易．繫辭上》所說：「懸象著明，莫大於日

月」。鄭玄在《禮記》注中說：「天之神，日為尊」

（《郊特牲》注），「日為百神之王」（《祭義》注）。

由此可見，華夏遠古文化是以太陽為核心的，而所

有關於太陽的神話似乎都與「扶桑」有關。

逮至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民無所

食，猰貐、鑿齒、九嬰、大風、封豨、修蛇皆為民害。堯

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

風於青丘之澤，上射十日而下殺猰貐……。《淮南子．

本經篇》

「十日並出」或「射十日」傳說發生於堯或女

媧時。神話總是能曲折地反映出特定現實的。但自

古以來大家都知道「天無二日，國無二君」的道

理。歷代許多學者曾試圖解釋神話中的「十日」和

現實的「一日」之間的矛盾並曾提出過以下幾方面

的假設：[9] [10] 

1、「諸日」部族同時稱王；2、酷熱與大旱等災
變的折射；3、曆法改革；4、日暈折射形成若干假
日；5、隕石；6、飛碟。

如果孤立地與古籍中某一條神話記載相比

照，這些假設似乎都有一定的可解釋性，但綜合來

看，諸侯稱王、熱旱災害、日暈、隕石甚至飛碟等

特徵與華夏射日神話的內涵很難完全契合，顯得

有些附會牽強。雖有人曾猜測「十日」可能與曆法

有關，但究竟同曆法甚至「十日」是何關係，則語

焉不詳。[11]

根據筆者所作的長期研究，由於黃赤交角的

存在，使天球上的太陽不斷相對於天赤道作回歸

運動，表現在地面上便是太陽直射點的南北位移，

地面觀察者肉眼可見一年中東方的日出點每天會

漸漸由南往北偏移，而後再由北往南地回歸。

《左傳．昭公七年》載楚芋尹無宇曰：「天有

十日，人有十等」，杜預注曰：「甲至癸」。杜注十分

精當，惜乎過於簡約。但我們仍不難看出，這裏所

說的「十日」與「十等」並提，都非常明確指出「十

日」就是指從「甲」至「癸」的十等分日（月）。

華夏遠古先民「近取諸物」非常智巧地利用

了自然界的「扶桑」樹為標誌物，觀測一年日出點

在天空中位移周期，並利用手的五指作為扶桑測

日最初一種非常簡便的輔助尺規，標注一年中日

出點的變化。《山海經．海外西經》記載：

女醜之尸，生而十日炙殺之，在丈夫北，以手障其

面。十日居上，女醜居山之上。

即說的是：「女醜」（古天象家）在一個特定

高坡，面向東南方扶桑樹冠，伸出手掌（以手障其

面），用五指尖作為「日」出標誌點，觀察日出點。

測日出點時，掌心向外或掌心向內對準扶桑

樹冠，分別用來測定一年中日出點由南往北或由

北往南的位移變化。上半年，掌心向外五指標誌扶

桑樹冠五個日點，因看到指「甲」，故名「甲」領之，

逐次標記為「乙、丙、丁、戊」五個日點；下半年，掌

心向內五指標誌扶桑樹冠五個日點，因手指肚指

向自己，則名「己」領之，逐次標記為「庚、辛、壬、

癸」，形成十天干。

每年上半年，每天日出點漸漸由南向北位移，

掌心向外五指標誌扶桑樹冠五個日點，太陽在姆

指標誌點（甲）升起為一年中「冬至」日；太陽在食

指標誌點（乙）處升起為「立春」日；太陽在中指標

誌點（丙）處升起為「春分」日；太陽在無名指標誌

點（丁）處升起為「立夏」日；太陽在小指尖標誌點

（戊）處升起為「夏至」日。

下半年，日出點逐漸由北向南位移，掌心向內

五指標誌扶桑樹冠五個日點。太陽在姆指尖（己）

處升起為「夏至」日；太陽在食指尖（庚）處升起為

「立秋」日；太陽在中指尖（辛）處升起為「秋分」

日；太陽在無名指尖（壬）處升起為「立冬」日；太

陽在小指尖（癸）處升起為「冬至」日。

因春分日和秋分日均居扶桑中央樹幹位置，

古時有春分、秋分祭日傳統。今「丙」與「辛」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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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柄」、「柴薪」之初義仍與所處扶桑數相關，且

兩字均為對稱形，非常形象標誌其在十天干扶桑

上的位置關係。早期扶桑日點標記主要為太陽、圓

或日烏（玄鳥）圖形。這也正是烏鴉和玄鳥被認作

太陽神鳥的來源。見圖1、圖2：

異體。「 」實則為「甲日並出」，但後世

很易把它與「 」都看成為「十日並出」。由

此也可知，「十日並出」實同「甲日並出」。由此我

們再將賈符中4個甲符和3個陶符連起來進一步比
對：

刻符記載的是上古文化的「十日扶桑測日」，

且龜甲上「十日」一組刻符與陶器上「甲日」一組刻

符互為映證支撐，為「十日並出」釋證提供了非常

好的證據鏈，證明古之「十日並出」也即「甲日並

出」，為解開華夏千古謎案也提供了非常好解答。

因此，這就很難再否認賈湖刻符的文字性質，應

該與甲骨文、金文同樣，將其賈湖刻符認定為「刻

文」。

三、扶桑測日標記語義傳續及「刻

文」在「文化年輪」中的重要

價值

傳說伏羲「一畫開天」，實為華夏先民最早通

過長期對自然界的觀察，發現了地平線，於天地間

畫出一「道」，即所謂「道生一」，區分了天地／乾

坤、春秋和東西等「兩儀」，即所謂「一生二」，肇始

「扶桑測日」，標誌華夏民族正式步入文明、進入

農業社會。繼而，在地平線上再加一橫豎「道」成

十字，二道呈三日點，即所謂「二生三」，分出四季、

四方（五方）。接著，扶桑測日經「羿射十日」變革

為「七日扶桑」，「射日」後七日扶桑上日點不再兩

兩並立（「以故不並」），「一星期」歷經「七日」點，

實指「一年」(見圖3）。後受「十日扶桑」與「七日扶
桑」重疊的「立」點分割啟發 [13]，均衡劃分形成

「二十四節氣扶桑」(見圖4)。

五對十日標記兩兩並出於扶桑，形成了甲至

癸十天干的所謂「十日並出」扶桑測日法。後人算

命喜掐指一算，也可顯手指標記之遺風。很多研究

者猜測仰韶廟底溝彩陶日烏（圖2）上兩個黑點為
遠古記錄的太陽黑子，有些牽強。對照圖1可發現，
該日烏為「十日扶桑」測日圖形標記。兩黑圓點代

表「兩兩並出」於扶桑的日點標記。該圖鳥背上和

腹下各有一「日」即表示兩兩並出的「日點」。如背

上日點可表「春分」，腹下日點可表「秋分」等。

而「並」之初文也正是為(兩人)並立之圖形

「 」，因此，華夏神話中「十日並出」並非千百年

來一直誤解的「十日皆（齊、全部）出」，如《尚書‧
湯誓》云：「時日曷喪，予及汝皆（偕）亡」，用「皆」

不用「並」。「十日並出」實指兩兩「並出」於扶桑

上的「十日標記點」。[12]

另「甲」在甲骨文中本就有「 」和「 」兩

圖1	 十日並出扶桑

圖2	 仰韶日鳥

圖3	 七日與十日重合的九陽扶桑

東方日出點

十日並目(見)

甲日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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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轉為日常配飾來看，十日八節（八分月）扶桑

測日的契刻標記轉化為盤符化太極八卦、繩結標

記轉化為河圖洛書應不晚於6000年前。
「羿射十日」據稱發生於堯時（距今約4200

年）因此，變革後的十二地支標記的「七日扶桑」

應不晚於4200年前。甲骨文記載的比較可信的歷
史史實最早雖只到商晚期（距今約3300多年），但
其所記載的扶桑測日干支節氣曆法及複雜的語

言、語法體系已處於非常高的文字和文化階段，而

夏朝後期（距今約3700年）十二地支則已從專用
於曆法標序完全泛化為序數詞而用於人名(如，夏
桀，名「癸」，又「履癸」)，因此大致可判定甲骨文
字體系正式形成應不晚於距今約4000-4500年。

非常值得人們關注的是，世界文明發源地(古
埃及、巴比倫和瑪雅)大多都位於北緯30度沿線。
凡發現有遠古曆法文明遺存的文化遺址(賈湖、三
星堆、良渚、凌家灘)也基本位於這一線。因為曆法
是人類進入文明最最重要的標誌之一。觀察標記

日出點變化的扶桑時，樹冠展長度構成直角三角

形的「對邊」與觀察點視點間距離形成直角三角

形的「直邊」和「斜邊」，北緯30度位置觀察一年
日出點在扶桑冠展位移夾角即為30度。視點30度
夾角對邊(冠展)等於視點到冠右沿構成斜邊的一
半，這一比例關係最便於直觀觀測並可比較容易

大致一半一半地不斷畫「道」以作更細分割，從而

形成更為精確細緻的曆法。

扶桑測日最早取法於自然界的扶桑樹（近取

諸物、道法自然），後仿建為台壇或牌坊。二畫三

日扶桑後，每次測日變革，測日扶桑即虛化為盤

符。尤其是「羿射十日」後，十日扶桑盤符化（見

圖5）並由此產生了很多後世難以理解的神秘文化
（容另文詳談）。如刻契符號標記的扶桑盤中黑白

魚形曲線表示一年中「日」的往復，「己」「癸」日點

已成無標記「月份」作用的「虛日」，形成魚眼狀太

極八卦盤（見圖6）。繩結符號的扶桑盤形成了所
謂的河圖、洛書，一說圓形為圖（見圖7），方形為書
（見圖8）。

後再配之月的盈虧產生了「夏小正」為代表的

「陰陽合曆」，形成了華夏現代「農曆」的基本框

架，並實現了曆法、地理及科技文化的不斷進步與

發展，即所謂「三生萬物」。《道德經》第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

抱陽，沖氣以為和。」高度概括了華夏文化、文明這

一發展歷程，同時也較為清楚說明「萬物」內涵即

為取法於自然的扶桑測日所演化出的天地陰陽及

卦氣等等。

曆法產生是農業文明的必然前提，十日扶桑

測日產生了華夏遠古第一個完全意義上的曆法，

標誌華夏民族已完全進入農業文明階段。賈湖刻

文正好記載這一文化階段，同時，賈湖遺址發現

的植物果核有碳化的人工栽培稻也很好印證了這

一點。這也更凸顯賈湖「刻文」在華夏文明發展歷

程中極為重要的標誌意義和價值。由於賈湖遺址

刻文經經年代測定可確定距今約9000-7500年，因
此，可以推定「十日扶桑」曆法形成應不晚於7500
年前，同時也可將「一畫開天」及「甲骨文」的形成

歷史大大推前。

現在學界多認同伏羲或華胥氏族系統生活

的年代大約距今9000-7000年。據傳伏羲「一畫開
天」、發明了八卦，創造文字，結束了「結繩記事」

歷史。

僅就創造的如賈湖「刻文」文字來算，當於

7500年前，而「一畫開天」及扶桑中「日」和日烏、
瑞獸等圖形標記符號出現也應不晚於9000-8000
年前。十日扶桑測日的契刻標記及繩結標記形

成也應不晚於8000年前。從凌家灘遺址（距今約
5300年）墓葬中發現的八卦玉版已完全脫離測日

東方日出點

圖4	 二十四節氣扶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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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桑測日體系及其標記符號的演變歷程或文

化階段，簡要概括如下：

一畫開天標記：「道」線（地平線）

三日扶桑標記：道線，圖形（日、日烏、瑞獸），

刻契，繩結十日扶桑標記：圖形（日烏等），太極八

卦（日、刻契），河圖洛書（繩結），文字（十天干）

七日扶桑標記：圖形（日烏等），文字（十二地

支）

節氣扶桑標記：圖形（十二屬相），文字（十二

地支、節氣詞語）

扶桑測日體系及其標記符號的演變歷程及

文化發展階段，如同「文化年輪」或地質斷層，非

常全面直觀地體現在後世的「干支太極卦氣盤」中

（見圖9）。由裏而外，中間圈層太極「眼」為日點
標記，八卦為契刻符號，八卦辭為文字標記，接著

十天干、地支的文字標記，最外圈二十四節氣文字

的詞語標記。非常像樹之年輪或地殼斷層顯現的

地質年代，充分體現了扶桑文化語義古今傳續的

階段性及「文化年輪」。

圖5	 十日扶桑盤

東方日出點

圖6 太極八卦盤

圖7 古河圖

圖8 古洛書

圖9 千支太極卦氣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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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文化考古過度依賴儀器作年代測定，且

重年輕代。其實，年代測定配合器物語符、文化傳

續語義的文化階段、文化年輪[14]等綜合考察，必會

得到更加可信的釋讀，文化研究也定會有別開生

面的新發見。

[1]賈湖文化《新石器時代早期的重要文化類型》

（國搜百科baike.chinaso.com）
[2]蔡運章：《中國文字起源與遠古刻畫符號—中國
古代卦象文字簡論》（中原文物，2004年第4
期），第2-42頁。

[3]張居中：《賈湖刻劃符號的發現與漢字的起源》

（中國文物報，2004年12月）第7版。
[4]唐建：《賈湖遺址新時期時代甲骨契刻符號的發

現及其重大考古理論意義》（復旦學報.社會科
學版，1992年第3期），第75-89頁。

[5]劉志一：《賈湖龜甲刻符考釋及其他》(中原文
物，2003年第2期)，第10-14頁。

[6]朱琚元：《中華萬年文明的曙光—古彝文破譯賈
湖刻符、彝器辨明文物》（雲南人民出版社，

2003年），第128-132頁。
[7]凌德祥：《歷史文化的傳續語義—「巨石陣」與
「扶桑」的比較研究》（文化中國，2014年第4
期），第83-89頁。

[8]賈湖刻符轉載《從刻符陶文到甲骨文，最早的文

字是什麼？中華文明有沒有五千年？》（個人圖

書館.360doc.com）
[9]何星亮：《中國自然神崇拜與自然崇拜》（上海

三聯書店，1992年），第36-38頁。
[10]董楚平：《中國上古創世神話鉤沉》（中國社

會科學，2002年第3期），第151-163頁。
[11]何新：《諸神的起源》（光明日報出版社，

1996年），第23-24頁。
[12]凌德祥：《「十日並出」與扶桑測日—華夏民
族遠古曆法演變》（文化中國2013年第3期），
第80-88頁。

[13]凌德祥：《扶桑測日與十日九陽十二月—揭開
華夏古文化的謎鏈》（南京社會科學，1998年
第6期），第24-31頁。

[14]Ling Dexiang, Comparative Study of “Stone 
Mound” Culture and the Heritage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 Semantics（「堆石」文化及東西
方文化語義傳續比較研究） ,  S J T U - K C L 
workshop First Session SJTU-KCL Workshop, 
King’s University Press, 2018，p156.

Research on J iahu Car ved Chinese 
character and “ten, sun, side by side, raise”

Ling Dexi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Jiao To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research on 21 Jiahu Carved 
Chinese character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ulture, 
semantics and gramma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ten, sun, side by side, 
raise” carved on the tortoise shell and the "Jia, sun" 
carved on the pottery. In the cultural inheritance system 
of Fusang calendar of “Ten suns rise side by side” in 
ancient times. Research on the character nature and the 
important value of language culture and believed that 
“Jiahu character” has the character nature completely 
and should be the or igin of Chinese characters. 
According to the determined era by Jiahu's character 
studied the origin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pushes 
forward the cultural stag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Oracle Bone writing. And the paper clarifies the 
evolution of "Surveys Solar with Fusang-tree" and its 
symbols, and attempts to mark the approximate time 
and cultural tree rings of each cultural stage of Fusang 
calendar.

Key words: Jiahu Carved Chinese character, 
Surveys solar with Fusang-tree, Sunrise point sign 
system, Cultural stage, Cultural tree r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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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學生做君子首當秉持知行合

一原則

在《序》一文裏，朱光潛申明了現代青年，尤

其針對大學生君子人格的

養成需要著手「知行合

一」這一大的原則。然而，

「致知」應作何解？依先

生之意，「致知」一大功

效在於「祛私去蔽。」也

就是西方學者講的「啟

蒙」。這當然也就必須和

「思想自由」相聯繫。由

此想到先生在留學西方

前就曾和葉聖陶在上海

辦「立達」學園（「己欲立

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論語·雍也》）和創辦開
明書店（「開明」即「啟

蒙」之義），這都是宣稱

教育獨立自由的口號。可

見，先生初心未改，所以，

此《序》便稱：「祛私莫如去蔽，防惡莫如致知。文

藝復興以來，學術運動均以心靈之解放與思想之

自由為依歸者。非謂破繩墨以求恣意放肆為所欲

為也，蓋以見之不周，知之不徹，則終不脫黑暗與

固蔽，而社會中種種惡濁腐敗之現象即於愚昧之

中滋生蕃衍焉。惟思想自由其義有二。一則外無箝

從新發現朱光潛一篇佚文
──談大學生君子人格養成要素

■ 宛小平

安徽大學哲學系

道德文明

在整理中華書局新編增訂本《朱光潛全集》

過程中，偶然發現一篇安徽教育出版社《朱光潛全

集》未收入的佚文。這篇短文是給《國立武漢大學

民三五級畢業同學錄》寫的《序》。署時間為「中

華民國三十五年夏」。

也就是抗戰剛剛結束，

如果把這篇文字和民國

三十一年寫的《談修養》

裏《談美感教育》一篇聯

繫起來，應該可以見出

其思想脈絡是基本一致

的。在我看來，這代表著

先生對現代青年，尤其是

大學生的殷切屬望；當然

也代表著自己對現代大

學生究竟應塑造成什麼

樣的理想人格（君子）？

大學教育究竟應該承擔

什麼使命？提出了自己的

看法。

在這之後，由於國

共兩黨的黨爭，青年已

被捲入政治漩渦，先生以後的觀點呈現了焦慮、擔

心，已不足以代表他長期作為自由心靈的知識分

子的常態觀點。恰恰是基於此，我認為這篇新發

現的《序》非常重要。我將結合著《談美感教育》

一文來說明在先生心目中：大學生君子人格養成要

具備哪些要素。

摘  要：從新發現朱光潛給《國立武漢大學民

三五級畢業同學錄》寫的《序》的佚文談起，認為

這篇文章代表朱光潛作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

青年君子人格塑造的經典觀點。其論證是從人性

教育的自然本性為基礎，具有超越時代的永恆特

性，因此同樣適合今天的大學生教育。論文從知

行合一和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統一原則規範現

代大學生如何培養君子人格。同時提出一個值得

深思的問題：君子人格培養是建立在「禮俗的道

德」還是「反省的道德」之上？作者認為只有獨立

的人格的反思道德才是君子養成的基礎。

關鍵詞：朱光潛；大學生；君子人格；知行合一；

人文和科學的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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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此世人之所共知，無庸詳說者也。一則內無固

蔽，此則文藝復興與啟明（即啟蒙—引者按）運動
諸先哲所特重視而為今日言思想自由者之所忽視，

急待闡明者也。吾之所謂祛私去蔽防惡致知者，闡

思想自由之最要義也。」[1]

那麼，何以我們要以心靈解放和思想自由為

歸依呢？這在先生同一時期寫的《談美感教育》一

文裏講得很清楚：簡單說，真善美是人性知情意三

種不同活動的結果，是天性！因此，教育的功用不

過是「順應人類求知、想好、愛美的天性，使一個

人在這三方面得到最大限度的調和的發展，以達

到完美的生活。『教育』一詞在西文為education，
是從拉丁動詞educare來的，原義是『抽出』，所謂
『抽出』就是『啟發』。教育的目的在『啟發』人性

中所固有的求知、想好、愛美的本能，使它們儘量

生展。」[2]其實，我們也可以說「盡心性」即是教育

的目的，也是達成君子的必由之路。

以上是就「致知」聊陳先生之大義。現就

「行」之如何略敘如下：

先生們然尋知、情、意三分法，以知支配意識；意

識支配行動的路線，認為：「嘗謂道德行為必出於意

志，其不出於意志者，木石之機械動作也；意志必出於

知識，其不出於知識者，禽獸之本能衝動也。萬物之靈

莫不本其所知以為行為之準，而其所由之徑則有大小

之殊焉。執一家之言而篤信以為是，慕二三賢哲風範而

虔奉以為圭臬，兢兢業業，跬步弗遠，言之與此不相符，

行之與此不相類者，舉鄙而棄之，此宗教信仰與英雄崇

拜之道也。慎思明辨，表裏精粗無不到，然後一旦豁然

貫通，大徹大悟，知此時此境唯一之正當途徑捨此莫

由，於是本大無畏之精神，毅然決然以赴之，此孔子明

辨篤行之義而大乘佛學之第一義諦也。在民智未啟之時

代，宗教信仰與英雄崇拜原有其教化之功用，惟由之者

未必知之，知其然者未必知其所以然，執一成未必可以

應萬變，其流弊也仍不免拘墟固蔽，守枯骸而遺其生

命，如輪扁之所譏。孟子有言：『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

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

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揆諸深造自得之義，宗教信仰與

英雄崇拜之道蓋猶有未足，有放而皆準者其唯明辨篤行

之第一義諦乎。」[3]

這裏，先生言「行」特別分了幾個層次：宗教信

仰者；英雄崇拜者；明辨篤行者。而借孟子對君子

之道的「自得」義，認為與明辨篤行相同，高於宗

教信仰和英雄崇拜，因為是「知其所以然」。而宗

教信仰和英雄崇拜「未必知之」。注意，這反映了先

生思想比較起早些時候寫的《談英雄崇拜》裏的

內容意義有所升華，或許那時抗戰未結束，英雄

崇拜是需要的，所以在那篇文章裏先生還是給英

雄崇拜予肯定，說：「所以從教育觀點看，我們主

張維持一般人所認為過時的英雄崇拜。尤其在青

年時代，意象的力量大於概念，與其向他們說仁義

道德，不如指點幾個有血有肉的具有仁義道德的

人給他們看。教育重人格感化，必須是一個具體的

人格才真正有感化力。」[4]如果我們簡略地說，這

「英雄崇拜」相當孔子稱的「勇」（君子人格要素之

一），現在朱光潛是把「明辨篤行」更傾向「智」

（君子人格要素之一）看得更高。這在當時抗戰結

束特別與大學生強調指出，其意涵是深刻的。

二、大學生做君子還須堅持人文與

科學精神的統一

朱光潛這篇《序》是他在1942-1946間任武漢
大學教務長發表的。這和他之前在四川大學任人

文學院院長以及之後在北京大學代理人文學院院

長（1948-1949初）不同，因為在四川大學那時，先
生捲入「易長風潮」；而在北京大學時則已瀕臨解

放前夕。因此，對於大學生應該如何塑造成君子人

格，這篇《序》代表著先生的長期思考的結論。先

生在留學歐洲前曾在香港大學受到「淺薄的科學

訓練」。而對當時國內新文化運動開始是心存疑慮

的，之後放棄文言寫作轉向白話文寫作。雖不贊同

胡適「作詩如說白話」之說，但基本傾向和陳營歸

屬應當屬於科學派的。然而，幼年時受到的私塾教

育以及在桐城中學打下的「桐城派古文」的很好

基礎，先生其對傳統文化也不如科學派那樣極端

態度。大體是「內中外西」。所謂「內中」，即儘管

先生後來用了許多篇幅大量引進和介紹、闡釋西

方文藝心理學等學說。但其思維運作方式很受桐

城古文、尤其是清末盛行的「時文」的影響。這種

「桐城八股」強調破、承、起講，提比，後比的所謂

「八股」。作為一種文論有其合理性，也不是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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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可以一棍子打死的。先生對此也曾說過：桐城派

文論並無大的紕漏，因為講詞章、義理、考據這並

沒錯，如果說毛病就在於「雅潔」雅的過頭了，不

免有些形式化的呆板。明此道理，就不難見出先生

在《文藝心理學》以及其它著作的寫作裏常常對

於各種不同流派的觀點是「調和折中」。當他批評

立普斯移情時，他可能拿谷魯斯內模仿的移情來

糾正和補充；而當他說明谷魯斯內模仿過於注重

「由外及內」時，他又常常拿立普斯「由內及外」的

移情來糾正谷魯斯的生理而非心理的偏差。這其

實滲透著「桐城古文」的寫作模式。

所謂「外西」，這無須贅言，先生是以系統介

紹西方美學理論聞名於學術界的。

這樣看來，朱光潛的學術理念是傳統與現

代，中土與外來融合貫通的。這種人文和科學結合

的精神在《序》裏借教導大學生如何「學以成人」

（君子）再清楚不過顯示出來了，不妨引段話以說

明：

「文化日進，知識日繁，盡一人畢生之力不足以望

其涯矣。吾所謂致知祛蔽，非以為一事不知，儒者之

恥，必廣馳博騖以為能也。阿難多聞，不免有漏，積混亂

無條理之知識而不知所以駕馭之，不特徒為糟粕，反足

以汩沒性靈，為理智之障焉。吾所謂致知祛蔽者其道有

二。其一為致力於西人之所謂「普遍文化修養」

（general culture），對現文化階段之各科重要學問皆
稍涉其藩籬，明其精神，通其門徑，了然於其間相互關

係，於是憑高遠視，見現文化階段之全域焉。宇宙萬象

本為整一之有機體，各科學問之分野原為研究方便，究

其實則皆息息相通，不博學無以守約。且治學為遊歷，多

覽名山大川人情物態可以擴胸襟，長見聞，知事事物物

可以從無數觀點觀之，而不至於固陋。古人所謂「器

識」，其義在此。吾國今日大學教育競尚專門，院分壁壘

過嚴。入理工學者之室視其架上無一部關於文法之書

籍焉，入文法學者之室視其架上無一部關於理工之書

籍焉，斯固無論已，即習文史者對於哲學藝術宗教政治

諸大端亦往往茫無所知。於其所不知，闕如可也，而專

治儒佛者乃侈談西方文化，徒習理工者乃妄譏文哲教育

之迂闊而遠於事情，此皆缺乏普通文化修養以至於固

陋之過也。」[5]

不難見出，先生在上述一段話裏講了兩個現

代大學生「學以成人」（君子）當注意的兩個方面：

一是博而守約，用晚年先生《怎樣學美學》打油詩

裏的話講，叫做「先打游擊後攻城」。不管你最終

是治理工還是文史哲，先「博」是必須的，了解各

科情況（「器識」）。二是做一個現代學者或者青

年，「普遍文化修養」（general culture）是必不可
少的，用我們今天的話叫做「通識教育」。這也是

現代大學生的一般修養。為了達成這個目標，打破

學科之間的壁壘，使人文和科學精神貫通起來，

「有普遍文化修養則見界廣，有科學精神則方法

嚴。」[6]

三、由朱光潛談大學生學以成人

（君子）所想到的幾點感想

時隔七十多年，朱先生這個《序》對今天大

學生修養還起作用嗎？這個問題會很自然被問到

的。然而，當你仔細檢查朱先生在講「知行合一」

以及博學守約的道理時，你會發現他是從人的天

性出發來講的，既然是人的天性，那就是超越時

代性的，只要是人所創造的歷史，這個歷史也必然

印著人性的烙印。這應驗了康德所講的形上學產

生於人類理性，是人類理性的宿命。康德那句著

名的話是這樣講的：「我們的理性，像生了自己的

珍愛的子女一樣，生了形而上學；而形而上學的產

生，同世界上其他任何東西一樣，不應該看做是出

於偶然，而應該看做是為了重大目的而明智地組

織出來的一個原始萌芽。」[7]

朱光潛談真善美就是從人性本能的立場出發

的，因此可以說是永恆的話題，它並不因歷史的情

境變化而失去意義。

其次，朱先生把孟子言君子之道的「自得」和

朱熹講的「格物致知」[8]聯繫起來，這實際上是肯

定了對君子人格的塑造並無何神秘之處，無非是

把人性的潛能發揮出來，人性有求知、想好、愛美

的天性，教育的功能就是「抽出」（拉丁動詞

educare）和「啟發」出來而已。粗略地講，「自得」
也可以稱作審美的「直覺」，但這個「直覺」是在

「表裏精粗無不到」（歸納與演繹方法的結合）之

後的「豁然貫通」。朱先生把它稱作「唯明辨篤行

之第一義諦乎」。這等於說，知行合一的核心與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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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是審美。這顯然和王陽明的說法並不相佐，反倒

加深了學以成人的路徑的真實理解。故而，先生

說：「中國儒學的最高的人生理想是『盡性』。他

還說：『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

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教育的目的可以說就是使人

『盡性』，『發揮性之所固有』。」[9]

再次，先生在《序》裏指出致知祛蔽之道的要

義在致力於普遍文化修養和培養科學精神。「普

遍文化修養」(general culture)用我們今天的流行說
法即所謂「通識教育」。而尤其把科學從中抽出特

別加以標明，這說明先生和舊的冬烘學究不同，是

站在時代前沿的。他主張理工和文史哲的打通；

強調人文和科學精神的統一。這些思想至今仍

是我們大學生學以成人（君子）的正道。豈能說過

時？甚至我們可以說先生所指出的這一點恰恰有

針砭時弊之功效。請想一想，我們今天的大學教育

是不是在人文和科學、博學與守約之間劃了一道

鴻溝？

最後，我要借先生這篇《序》提出一個進一步

有待各位同仁探討的問題：學以成人究竟是在杜

威[10]講的「禮俗的道德」還是「反省的道德」中產

生？

照理說，人本主義自孟子特別標明以來也有

二千多年，十三經教人至善成人耗盡了中國第一

流人的頭腦。然而，現實的情況是不是道德進步了

呢？是不是人格（包括大學生）更完善呢？恐怕在

座各位自會判斷。那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這

使我想起學界老前輩陳康的一句話：「理性是人

的一種高級認識能力。由於邏輯思考，人可達到關

於善惡的認識。然而人獲知善惡並不一定只是由

於理性。如若一種行為規則在社會上是已經被公

認的，一人獲知這規則可以由傳說、可以由教育的

灌注得來，並且還可以人云亦云地稱道這規則的

內容。由這些方式獲知的善惡標準，毫未經過邏

輯的論證。它在這人的理性方面沒有基礎，它和這

人的理性也根本毫無聯繫。……因此在緊要關頭，

當一人為強烈的欲望引誘去違背道德規則行事

時，這規則得不到理性的贊助，人不能用邏輯的論

證說服他自己，以致將這規則拋棄，毫不一顧。但

是同一規則如若是經過一人自己的分析、批評，依

照邏輯的程序所達到的結論，它即獲得理性的認

可，即和這人的內心發生不可離解的關係，成為這

人的一部分。在緊要關頭雖有強烈的欲望引誘，

這人也不會稍稍違背他的理性所認可的行為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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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11]

顯然，陳康講的由「傳說」、由教育的「灌注」

而非經邏輯論證的道德行為是屬於「禮俗的道

德」；而講的經邏輯論證、分析、批評得來的道德

行為則屬於「反省的道德」。這使我聯想到為什麼

蘇格拉底說出：未經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活著的

這句名言。如果我們仔細品味朱光潛這篇《序》，

就會發現君子人格的塑造在先生看來是要以反省

的理性（也是天性）為依托的。所以他在另一篇

《蘇格拉底在中國（對話）—談中國民族性和中
國文化的弱點》一文裏借「蘇格拉底」之口說出：

「總之，你們的病症在力量的貧乏，行為的苟且，

你們的病源在思想的不縝密，知識的不周全，你們

所患的是半愚昧症。」[12]因此，只有獨立的理性反

思產生的道德才是我們青年養成君子人格的必由

之路。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朱光潛、宗白華、方東

美美學思想形成與桐城文化關係研究」階段性成果

（批准號17ZDA018）

附：

《國立武漢大學民三五級同學錄》序

國立武漢大學西遷四川嘉定之第八年，第二次世

界大戰方結束，珞珈山舊址於敵氛肆毒之餘得重睹天

日，校乃謀復原，民三五級同學適以此時卒業。諸君在

校，既身經吾國曠古未有之厄運，復親臨吾國曠古未有

之轉機；其始也怵焉焦心於國勢之阽危，甘患難，忍饑

寒，孳孳不輟以求學業之底於成；其卒也抗戰勝矣，而

戰後民生凋零，百孔千創，累累畢露，學成矣，而自問舉

四年之所學，果足以立身濟世與否，或仍不免茫然。吾

知諸君今日相慶畢業，其百感交集之心情蓋有難以言語

形容者矣。

畢業例有同學錄，司其事者問序於予。予前為民

三一級畢業同學錄序，於今日大學畢業生之心所謂危

者既已泣涕而道之矣。諸君若以此猶為未足，則請陳一

義，以當臨別贈言。

人之大患在於私，執私見於是矜己傲物，黨同伐

異；逞私欲於是失德敗行，寡廉鮮恥。人與人，國與國

之欺詐凌虐，莫不誤於私。私由於蔽，囿於一隅而昧於

全域，憑短見以爭是非，計利害，其在一隅為是而在全

域為非，弗察也；在一隅為利而在全域為害，弗計也。

各持其所是，各趨其所利，而是非淆亂矣，利害衝突

矣；其結果也全域混亂而一隅是非利害之爭亦徒費心

力，營私而反足以敗私，其恃奸巧黠慧自視以為得計者

冥頑不靈之尤者也。人鮮有自甘為惡者，其自甘為惡者

見之不周，察之不明也。古希臘哲人之所深惡痛疾者不

在罪惡而在愚昧，蘇格拉底至謂知識即德行，良以愚昧

為罪惡之源而知為行之本，行為知之用也。

祛私莫如去蔽，防惡莫如致知。文藝復興以來，學

術運動均以心靈之解放與思想之自由為依歸者。非謂

破繩墨以求恣意放肆為所欲為也，蓋以見之不周，知之

不徹，則終不脫黑暗與固蔽，而社會中種種惡濁腐敗之

現象即於愚昧之中滋生蕃衍焉。惟思想自由其義有二。

一則外無箝制，此世人之所共知，無庸詳說者也。一則

內無固蔽，此則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諸先哲所特重視

而為今日言思想自由者之所忽視，急待闡明者也。吾之

所謂祛私去蔽防惡致知者，闡思想自由之最要義也。嘗

謂道德行為必出於意志，其不出於意志者，木石之機械

動作也；意志必出於知識，其不出於知識者，禽獸之本

能衝動也。萬物之靈莫不本其所知以為行為之準，而

其所由之徑則有大小之殊焉。執一家之言而篤信以為

是，慕二三賢哲風範而虔奉以為圭臬，兢兢業業，跬步

弗遠，言之與此不相符，行之與此不相類者，舉鄙而棄

之，此宗教信仰與英雄崇拜之道也。慎思明辨，表裏精

粗無不到，然後一旦豁然貫通，大徹大悟，知此時此境

唯一之正當途徑捨此莫由，於是本大無畏之精神，毅然

決然以赴之，此孔子明辨篤行之義而大乘佛學之第一義

諦也。在民智未啟之時代，宗教信仰與英雄崇拜原有其

教化之功用，惟由之者未必知之，知其然者未必知其所

以然，執一成未必可以應萬變，其流弊也仍不免拘墟固

蔽，守枯骸而遺其生命，如輪扁之所譏。孟子有言：「君

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

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揆諸深造自

得之義，宗教信仰與英雄崇拜之道蓋猶有未足，有放而

皆準者其唯明辨篤行之第一義諦乎。

文化日進，知識日繁，盡一人畢生之力不足以望

其涯矣。吾所謂致知祛蔽，非以為一事不知，儒者之

恥，必廣馳博騖以為能也。阿難多聞，不免有漏，積混

亂無條理之知識而不知所以駕馭之，不特徒為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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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足以汩沒性靈，為理智之障焉。吾所謂致知祛蔽者

其道有二。其一為致力於西人之所謂「普遍文化修養」

（general culture），對現文化階段之各科重要學問皆
稍涉其藩籬，明其精神，通其門徑，了然於其間相互關

係，於是憑高遠視，見現文化階段之全域焉。宇宙萬象

本為整一之有機體，各科學問之分野原為研究方便，究

其實則皆息息相通，不博學無以守約。且治學為遊歷，

多覽名山大川人情物態可以擴胸襟，長見聞，知事事物

物可以從無數觀點觀之，而不至於固陋。古人所謂「器

識」，其義在此。吾國今日大學教育競尚專門，院分壁壘

過嚴。入理工學者之室視其架上無一部關於文法之書

籍焉，入文法學者之室視其架上無一部關於理工之書

籍焉，斯固無論已，即習文史者對於哲學藝術宗教政治

諸大端亦往往茫無所知。於其所不知，闕如可也，而專

治儒佛者乃侈談西方文化，徒習理工者乃妄譏文哲教育

之迂闊而遠於事情，此皆缺乏普通文化修養以至於固

陋之過也。

致知祛蔽之道，致力於普遍文化修養之外，則為

培養科學精神。有普遍文化修養則見界廣，有科學精

神則方法嚴。學問無窮，知識不可畢萃於一人之身，惟

握其鑰則一切秘奧可以啟，科學精神者學問知識之鑰

也。其要義在冷靜謹嚴，持客觀，尊事實，重條理系統，

喜立說而不執以為成見，不恥言有所不知而謙虛勤勉以

求其所未知。吾人所應獲益於西方科學者，惟此治學

之精神為可貴，至於某科研究已有若何成績，某種發明

可應用於某種範圍，仍在其次。如遺其精神而固執教科

書之所陳述者以為記誦之資，則科學固無以異於八股

時文也。科學精神不僅可以治學，日持弗墜，習以為常，

則清明在躬，心和氣平，廓然大公，物來順應，立身處

世，無施而不可矣。

諸君既卒業於最高學府，其所負發揚文化學術之

責至重且大，吾之所不敢望於世俗者不能不望於諸君。

吾亦不能盡吾所欲言，擇吾所認為最重要者為諸君言

之，語重心長，惟諸君勉之。

朱光潛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夏
（收入《國立武漢大學民三五級畢業同學錄》，

1946年編印）

[1]《國立武漢大學民三五級畢業同學錄》，1946年
編印。

[2]《朱光潛全集（新編增訂本）》第一卷(中華書
局，2012年9月第一版)，第226-227頁。

[3]同注[1]。
[4]同注[2]，第182頁。
[5]同注[1]。
[6]同注[1]。
[7]康德，龐景仁譯：《任何一種能夠作為科學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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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ltivation Elements of Gentleman 
Person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e 
Newly Discovered Lost Work Written by Zhu 
Guangqian

WAN Xiaoping(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n-
hui University, China）

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newly discovered lost 
work Preface written by Zhu Guangqian to Graduation 
Classmate Alumni of Grade 1946 National Wuhan Uni-
versity, my thesis holds that this work represents Zhu 
Guangqian, as a liberal intellectual, his classic view on 
the shaping of the personality of young gentlemen. Zhu 
Guangqian’s argument is based on the natural nature of 
humanistic education and has an eternal attribute that 
transcend the times, so it is also suitable for today’s col-
lege student education. My thesis aims to standardize 
how modern college students cultivate the personality of 
a gentleman from the principle of the unities of know-
ledge and action, the humanities and science. Besides, I 
also raise a question worth pondering: Is the cultivation 
of the gentleman personality based on “ethics of eti-
quette and custom” or “morality of reflection”? What I 
think is that only the latter as an independent personal-
ity is the basi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a gentleman.

Key Words: Zhu Guangqian, college students, 
gentleman personality,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unity of the humanities and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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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文學中，哀不僅為悲，而且為

化，尤其為超。歸藏文學的大臧精

神奠定了倫理的基調，凸顯出宇宙

的襟抱。」[1]何光順指出：「中國哀

感美學在萬物相化和想感中發展

處了植根於時空場域的禪意和諧

論（和而不同）與宇宙一體感（萬

物一體）。」[2]本文限於篇幅，將不

展開中日文學美學的比較研究，但

在既有中日哀感美學研究基礎

上，著重探討王國維《人間詞》中

「人間」這一意象的悲情意蘊，以

望引起學界對於該問題的更進一

步的深入思考。

一、「人間」問題的起

源與提出

1903年至1908年之間，王國
維學術研究從哲學轉向文學，先

後創作了《人間詞》和《人間詞

話》，以期對詞的創作和詞話理論

有所探索和成就。《人間詞》有116
闋，以小令為主，長調較少，是王

國維悲情哀感的思想情緒不斷變

化的文學寫照。王國維對《人間

詞》非常自信，「余之於詞，雖所作

不及百闋，然自南宋以後，除一二

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則平日之

所自信也。雖比之五代、北宋之大

詞人，余愧有所不如，然此等詞人

亦未始無不及余之處。」[3]《人間

詞》延續了五代、北宋詞以來的傷

感哀婉的風格，中間融匯西學哲

理思考，也是對當時晚清詞壇的

反撥，跳脫晚清詞壇崇尚南宋詞

典故堆砌、意向重疊之弊端，還原

五代、北宋詞之清新洗練、婉約自

然的風格。王國維訴諸筆端的是

追尋形而上之意義，飽含心中關切

人生，叩問人間冷暖的一往情深才

摘 要：王國維在《人間詞話》提出
「境界」論、「真景物真感情」、「主觀

之詩人」、「客觀之詩人」等說法，已

經成為中國現代美學的重要起點。但

是《人間詞》作為踐行王國維美學思

想的創作實踐，卻還未曾引起學界的

充分關注。王國維在《人間詞》以「人

間」為線索表達的悲情意蘊，可以闡釋

為行為主體與自然環境、個體人生、

紅塵人世和整個世界（社會）等多個

維度相互交叉關聯的美學精神。「人

間」的悲情意蘊，是王國維將其所體

驗的本真生命寓於人間世情之中，是

大道寓於生活器用的文學歸藏，對當

下中國文學的創作實踐和理論思考仍

舊有很強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王國維；《人間詞》；人間；悲

情意蘊；美學精神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提出

「詞以境界為最上」，又將境界分為

「造境」和「寫境」，也即「理想」

與「寫實」的區分，又探討了「有我

之境」和「無我之境」之別，以及

「客觀之詩人」與「主觀之詩人」

的差異，尤其贊同尼采所說「一切

文學余愛以血書者」而提出「後主

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這都

表明了他在指出文學的多種寫作

傾向中，而又以偏於李後主那種極

盡「悲情」的血書式寫作為其宗趣

所在。這種悲情受到中國相對重視

倫理化與情感化平衡的中國哀感

美學文學傳統的制約，並從而在融

合中國古典、汲取德國近代尼采美

學、借鑒日本美學中別創文學新境

和美學新命題，這都是值得學界關

注的。關於中國文學的悲情哀感問

題，目前主要有欒棟、何光順等學

者論及，如欒棟先生指出：「在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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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形象。欒棟認為：「中國哀感文學之母是歸藏文

化，歸藏之哀感近似釋教悲心，其悲是慈悲為懷，

其憫是憂天憫人。然而歸藏之哀感比釋教的青燈

黃卷之悲憫更有淵深之處，那便是文學中的詩意

浪漫，思想中的去己精神，倫理中的大道大德。大

藏之犧而可祭，那是文化中的憂患意識，以及敞開

在宇宙和人生中的我與天地合一的襟抱。」[4]上古

《易傳》內含豐富的歸藏思想，源自姬軒轅，上連

《連山》、下接《周易》，此為中國人文大端之發

源，既有悲天憫人的人文關懷，又有與道俱化的空

靈詩意，以及堅持積善有餘的正義倫理。用人文學

的歸藏思想來闡釋王國維詩詞的悲情意蘊，明確

指向文學創作中真善美的統一，彰顯高尚文品與

高尚人品合一的境界格局，在文學化感通變、融匯

中西之中追尋文學的終極意義。

周策縱先生認為：「王國維詞令人讀之有『無

可奈何』，『似曾相識』之感。古今大悲劇詩人無不

使人有此感也。」[5]他認為，王國維詞多為悲劇之

作，以悲劇之眼觀物看人生。錢鷗、蔣寅認為「人

間」來源於日語。「如果考慮到王國維學過日語，

那麼我們就有理由認為他從日語『人間』一詞的含

義中擷取了『人生』和『人』的義項。」[6]佛雛亦認

為王國維以叔本華悲觀主義哲學，（認為人生的本

質即苦痛）與其美學觀點（詩再現人生的「理

念」），為其填詞的創作原則。[7]王葉遲認為《人間

詞》中表現出了王國維對「人間」和夢的糾結，並

表達了濃郁的悲情意識。[8]

王國維的詩詞創作可視為其詞學理論的創作

實踐，1908年後發表的《人間詞話》則是其文學美
學理論的結晶。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可以理解為

文學創作和理論建構的化感通變、通和致化的圓

通之作。《人間詞》集中出現了39次「人間」，在其
他詩稿中也使用多次。王國維認為，詩歌者，「描寫

人生者也」，藝術的任務「在描寫人生之苦痛，與

其解脫之道。」[9]《人間詞》不是為了應酬而作的

「羔雁之具」，而是王國維個體生命本真流露，包

涵著詞人在紅塵之中傷春悲秋、離愁別恨、閨怨思

婦、相思悼亡等哀怨情感。王國維在《紅樓夢評

論》中「宇宙人生」高遠的思考延續於此，同時將

人生慾望幻滅和悲情哀抒發感以「詞」的形式貫

穿始終。

二、《人間詞》創作分段和哲學思

想來源

王國維詞的創作分為三個階段。第一二階段是

《人間詞·甲稿》和《人間詞·乙稿》，《甲稿》寫於
1904年春至1906年暮春，有61首；《乙稿》寫於
1906年春夏至1907年，有43首；第三階段是詞創作
的餘響，是在1908年至1910,1919-1921年之間創作
的11首詞。[10]後人將靜安先生所作115首詞統稱為
《人間詞》並編訂出版。浙江教育出版社的《王國

維全集》第8卷《觀堂集林》收有23首，第14卷《詩
文》收有93首，一共收有116首詞，本文論述亦以全
集為準。

1903年至1908年之間，王國維廣泛閱讀叔本
華、康德哲學著作後，內心疑惑並沒有解除。他在

《三十自序》寫到：「余疲於哲學有日矣。哲學上之

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余知真理，

而余又愛其謬誤。」[11]哲學可信不可愛，無法解決

王國維的人生困惑，人生的慾望與解脫問題如此

直接橫亙於心中，百思不得其解，心累疲乏。王國

維轉而借助文學審美的力量，來排解內心的苦悶。

叔本華的悲觀主義哲學思想對王國維影響頗深，

「公雖云亡，公書則存。願言千復，奉以終身。」[12]

進而影響他的詩詞創作。

叔本華認為慾望是人生痛苦的源頭，如果沒

有慾望，人生就不會有那麼多的痛苦。所以王國維

非常認同叔本華的觀點，人生的本質就是慾望，痛

苦的來源是慾望無法得到滿足。即使得到滿足，人

還是會產生厭倦，厭倦之後又產生新的慾望，如此

循環不斷，生生不息。因此，人生的痛苦和慾望猶

如鐘擺一樣來回擺動，無法停止。王國維認為知識

的存在是為了人類與外在世界相聯繫，與個人的

生活、利害關係相聯繫。純粹的理性實踐，純粹的

知識積累，與生活相關聯，亦與痛苦相聯繫。有慾

望就會有滿足，滿足不了就會有缺失，有缺失就會

有痛苦，人生就是這樣一個循環往復的過程。王國

維認為人生的苦痛是對人的慾望造成的惡果的懲

罰，人世間的真理法則就是人的慾望越多，苦痛越

多，越容易被懲罰。若是人能自己清醒意識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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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懺悔，於是能得到拯救和解脫。「美術之務，在

描寫人生之苦痛與其解脫之道，而使吾儕馮生之

徒，於此桎梏之世界中，離此生活之慾之鬥爭，而

得起暫時之平和，此一切美術之目的也。」[13]在這

種人生-慾望-解脫的邏輯結構之中，藝術有著獨
特超然的意義，藝術的目的是讓人在苦痛人生中

遠離了生活之慾的鬥爭，得到了短暫平和的解

脫。

王國維認為只有藝術審美才能真正超越物質

利害關係。「故美術之為何物，欲者不觀，觀者不

欲。而藝術之美所以優於自然之美者，全存於使人

易忘物我之關係也。」[14]審美的過程中，只有超越

現實的利益衝突關係，物我兩忘，才能真正進入審

美的愉悅狀態。所以，王國維認同叔本華美學理

論，認為只有審美才能在生活之慾和苦痛之間找

到短暫的解脫，進入了寧靜祥和的理想狀態。

王國維悲情文學觀一方面受到叔本華、康德、

尼采等西方哲學家的影響，另一方面又植根於中

國古典文學，行文中易老孔孟莊禪思想隨處可見。

《人間詞》的創作既有老莊底蘊，又具有佛學氣

質，這已經成為品讀詞作的鑒賞者和研究者的共

識。「人間」源於莊子「人間世」，[15]白居易《長恨

歌》「但教心思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李後

主詞《浪淘沙》「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蘇

軾詞《水調歌頭》「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此三處「人間」指的是與「天上」相對的「地下」，

泛指俗世人間。彭玉平認為「人間」具有「人世」和

「人生」兩重意義，王國維頻繁使用「人間」，乃是

其深沉體驗人生的價值和意義，具有強烈的人文

和生命關懷。[16]寇鵬程認為王國維創作的詞具有

「人間性」，哲學時期的文論則較少「人間性」。其

《人間詞話》的「人間性」內涵是血性真感情、人

類意識、崇高美、啟蒙意識與文學革命。[17]筆者認

為，王國維詞中出現39次的「人間」內涵非常複雜，
涉及到行為主體、自然環境、個體人生、紅塵人世

和整個世界等五種形態。

三、《人間詞》的「人間」五個審

美維度

（一）「人間」首先指的是行為的主體，在詞中可

以用「人們」來指代群體。在以下8首詞中，「人間」
以一個主語的形態出現，換句話說，就是與自然相

區別的主體的形式出現，關注的人作為主體的本

身存在意義。人們在傷春悲秋，感喟青春易逝，辜

負良辰美景，體驗人世的悲歡離合。王國維在總

體書寫的「人間」，並不是一片寧靜祥和，作為行

為主體的人總在辛苦趕路，「多少人間行役」，長

夜漫漫，「人間爭度漸長宵」，四季更替，人生無所

依托，生命飄零之感油然而生。王國維懷有佛家慈

悲之心，感嘆眾生之苦，因此，對於廣泛的「人們」

的生存境遇的關注和悲憫成為了所表達的行為主

體。

1.《好事近》人間何苦又悲秋，正是傷春罷。
（1904年秋）

2.《摸魚兒》金城路，多少人間行役？（1904年
秋）

3.《踏莎行》天公倍放月嬋娟，人間解與春遊
冶。（1906年2月8日）

4.《蝶戀花》開盡隔牆桃與杏，人間望眼何由
騁？（1906年春）

5.《蝶戀花》此景人間殊不負，檐前凍雀還知
否？（1907年初冬）

6.《鷓鴣天》不緣此夜金閨夢，那信人間尚少
年！（1907年秋）

7.《蝶戀花》總為自家生意遂，人間愛道為渠
媚。（1908年）

8.《浣溪沙》坐覺清秋歸蕩蕩，眼看白日去昭
昭。人間爭度漸長宵。（1908年）

（二）「人間」指的是自然環境。王國維將「人

間」指代詞中所寫之景，所造之境。秋色、夜色、蒼

煙、嚴霜、落月皆是一片朦朧迷惘之景，人生悲

情皆在此景之中。靜安自云「一切景語皆情語」，

此處「人間」即人存在的具體環境，在此環境中的

人尚且悲從中來。所寫之景與所造之境均是在人

間，人間「秋已盡」，「還如許」、「尚蒼蒼」、「有嚴

霜」諸如此類景語的烘托出了人的生存環境和情

感體驗。山川河流，衰柳蒼煙，西風綠霧，素月花

枝，皆自然人化為有生命之物。王國維關懷的不僅

是人本身，還有環境，景物等所有的存在。他的詩

歌寓理於事，哲理互通，但是《人間詞》大部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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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旨在純粹抒情，說理較少。王國維強調「詞之為

體，要眇宜修」，就是要求詞在整體上呈現出來精

緻細微，表達得體適宜，從內到外都煥發韻味的

美。因此，王國維對於自然「人間」，其景色的描摹

烘托準確到位，回歸到文學的本真體驗，與自然

環境相得益彰，融合共處，形成詞作中人化自然的

「有我之境」。

9.《蝶戀花》誰道人間秋已盡？衰柳毿毿，尚
弄鵝黃影。（1904年秋暮）

10.《蝶戀花》閉置小窗真自誤，人間夜色還如
許。（1905年春）

11.《點絳唇》嶺上金光，嶺下蒼煙冱。人間
曙，疏林平楚，歷歷來時路。（1905年）

12.《蝶戀花》懶祝西風，再使人間熱。（1906
年）

13.《浣溪沙》旋解凍痕生綠霧，倒涵高樹作金
光。人間夜色尚蒼蒼。（1906年秋）

14.《浣溪沙》盡撤華燈招素月，更緣人面發花
光。人間何處有嚴霜？（1906年）

15.《虞美人》西窗落月蕩花枝，又是人間酒醒
夢回時。（1907年）

（三）「人間」指的是個體人生，可以用「人生」

來替代。個體人生的維度是縱向的時間維度，可以

在更長的時間維度去感受人生的悲情，並貫注了

詞的生命意義，使得詞有著形而上了敞亮和寬度。

時空維度的化感通變決定了中國人的生存是過

程化、實踐化的，不是西方朝向彼岸天國的文化，

也不是古埃及專注於地下木乃伊的死的文化，而

是注重人間倫理的厚生愛生的在世生存的文化。

筆者注意到這7首詞皆創作與1906至1907年之間。
1906年8月，王國維父親王乃譽逝世，王國維從北
京返回故里奔喪。1907年夏，其妻莫氏因產褥熱逝
去，雙胞胎女嬰亦未能成活，留下年幼三子。此時

悼亡詞如實記錄當日之淒涼境況，「自是精魂先魄

去，淒涼病榻無多語」。王國維而立之年接二連三

痛失至親之人的悲痛是「有恨無啼處」，內心的痛

苦無處訴說，「別離」「相思」亦即在目前。即使有

短暫的歡愉，也如同夢幻一般轉瞬即逝。人間思量

誤，人間無憑據，人間渾如夢，凡此種種皆是人生

幻滅痛苦之感。「人生過處惟存悔，知識增時只益

疑。」隨著知識的增加和閱歷的豐富，這種人生的

痛苦之感並沒有減少反而日益增加。

人生自古傷別離，別離苦痛指向人的內心世

界無奈惆悵，也突出了人在困境之中的擔當精神。

王國維用「人間」來表達人生的困境苦痛，是具有

普遍的意義，關注了人的內心，而且「要眇宜修」地

將這種痛苦的微妙的細節以得體精巧的方式表達

出來。他所寫的悲情，繼承了李後主的負擔重荷

之血書的精髓與神韻。「睡也還醒，醉也還醒，忽

聽孤鴻三兩聲。人生只似風前絮，歡也零星，悲也

零星。都做連江點點萍。」人生如同柳絮浮萍般的

漂泊不定，乃是靜安先生內心執著的苦痛無法排

解。「昨夜夢中多少恨，細馬香車，兩兩行相近」，

是詞人造境之語，夢中所遇相知相愛之人，仿佛昨

日重現就在眼前，車馬相近卻又漸行漸遠，夢裏難

尋，醒來才發現「蠟淚窗前堆一寸，人間只有相思

分。」夢中之境與相思之情自然融合，體現王國維

悲情人生寓於人間世情的美學。

16.《浣溪沙》誰家紅袖不相憐？人間那信有
華顛。（1906年）

17.《鵲橋仙》人間幾歲似今宵，便勝卻貂蟬無
數。（1906年2月北上途中）

18.《蝶戀花》昨夜夢中多少恨，細馬香車，兩
兩行相近。對面似憐人瘦損，眾中不惜搴

帷問。陌上輕雷聽漸隱，夢裏難從，覺後

那堪訊。蠟淚窗前堆一寸，人間只有相思

分。（1906年）
19.《蝶戀花》自是浮生無可說，人間第一耽離
別。（1906年秋）

20.《蝶戀花》小立西風吹素幘，人間幾度生華
髮。（1907年秋）

21.《祝英台近》思量只有人間，年年征路，縱
有恨都無啼處。（1907年春）

22.《蝶戀花》一霎新歡千萬種，人間今夜渾如
夢。（1907年）

23.《蝶戀花》自是思量渠不與，人間總被思量
誤。（1907年春）

（四）「人間」是指塵世之中，人世間。這是與自

然相對應的紅塵人世，詞人表達對人世間痛苦的

關懷。因為胸中對紅塵人世的包容和關懷，所以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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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維詞體現出了極高的人生境界和思想格局。此

時的王國維奔波往來於北京與浙江老家，其中路

途遙遠艱辛，在外接觸不同人物，交往之中的虛偽

狡詐頗令其感到人生險惡。「故鄉罕樂況他鄉。人

間何地著疏狂」，即使他鄉遇故知，時過境遷，亦

感到天地之間無法容納這疏狂之人，這可見靜安

先生內心矛盾。偏偏他又是一個以「天才」自居的

極其敏感聰慧之人，「薄晚西風吹雨到，明朝又是

傷流潦。」即使有風吹雨打，明天的積水都會傷人，

如此感傷純真的詩人非靜安先生莫屬。《浣溪沙·
天末彤雲》「天末彤雲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風飛，

江湖寥落爾安歸？陌上金丸看落羽，閨中素手試

調醯，今宵歡宴勝平時。」上闋以失行孤雁自喻，

江湖中險惡和人性無法預測。下闋想像孤雁任人

宰割，烹飪成美食，宴會歡樂遠勝往日的情景。總

體而言，這闋詞是造境為主，達到物我一體的境

界。生動形象揭示了孤雁悲慘的命運、生存的血

腥競爭以及包含著對不可預測命運的惻隱之心。

這是對時局、對個體、對世間的懷疑，未可知也？

但是可以想像國家風雨飄搖之中，時局不穩，顛簸

流離於京滬之間的王國維，人生尚且有許多痛苦

和別離，深陷悲觀之中的他怎能不將詞作為傾訴

的形式和對象呢？

因此，王國維對浮生幻世的虛幻懷疑，紅塵

之中個人寄托有如李後主之表達，境界始大。「一

縷新歡，舊恨千千縷。最是人間留不住，朱顏辭鏡

花辭樹」。詞人清醒意識到光陰流逝，鏡中紅顏易

老，如同花朵般凋零辭樹，卻無力改變這種境況，

只能等待離別，慨嘆人生如夢。王國維以博大悲

憫之心去關注人類的生存，有普世的意義存在其

中。周策縱先生云：「則擴而有感於時間之殘酷

矣。因個人之身世而及於普遍的人生，因一時之感

而及於永恆之憂，此種手法，為南唐李煜為能

事。」[18]王國維詩詞境界之大，慈悲之心可以拯救

人的悲痛絕望的心靈。紅塵之中的紛擾複雜，虛假

險惡曾令他感到受傷，親人的離別逝去曾讓他飽

嘗生命的苦痛，正是這些痛苦的人生經歷令他的

詞有著人生的幻滅感，又有著悲天憫人的歸藏意

義。

24.《好事近》不辨墜歡新恨，是人間滋味。

（1904年秋）
25.《水龍吟》人間哀樂，者般零碎。一樣飄
零，寧為塵土，勿隨流水。（1905年春）

26.《踏莎行》朝朝含笑復含顰，人間相媚爭
如許。（1905年）

27.《蝶戀花》最是人間留不住，朱顏辭鏡花
辭樹。（1905年夏）

28.《鵲橋仙》人間事事不堪憑，但除卻無憑
兩字。（1906年2月）

29.《浣溪沙》今雨相看非舊雨，故鄉罕樂況他
鄉。人間何地著疏狂。（1906年）

30.《蝶戀花》幾度燭花開又落，人間須信思量
錯。（1906年秋）

31.《蝶戀花》眾裏嫣然通一顧，人間顏色如塵
土。（1906年）

32.《蘇幕遮》昨夜西窗殘夢裏，一霎幽歡，不
似人間世。（1907年）

33.《虞美人》人間孤憤最難平，消得幾回潮落
又潮生。（1908年春）

（五）「人間」指整個世界，整個社會。文學的

歸潛歸化除了文學的情感表現之外，更是其文學

隱秀之間的把握。雖然此處「人間」有所泛指，但

是王國維表達對浮生幻世的痛苦。整個世界尚且

「紛濁」、「堪疑」「艱復艱」，人如同滄海一粟，微

不足道，世界之虛幻唯有懷疑不容置疑。因此，王

國維的世界觀中還是處於抑鬱悲情之中，他對整

個世界、整個社會的懷疑就沒有停止過。「人間總

是堪疑處，唯有茲疑不可疑」頗有哲學意味。王國

維在《人間詞》中有西方哲學的詞與其詩歌相比，

數量較少。詞唯寫情之功能發揮淋漓盡致，與詩人

的身世命運、遭遇經歷緊密相連。通過他整體的

世界的認知，還是可以看出王國維悲情抑鬱的情

思並未褪去，反而從事文學研究這幾年反而觸動

了內心微妙的感覺，本質上而言，王國維還是一個

詩人、詞人，有著最為徹底的詩人的浪漫和感傷，

對世界的反映還是比較符合他當時的心境。另一

方面，對人間世界與社會的關注，又體現了他對人

世的關懷。「千載荒台麋鹿死，靈胥抱憤終何是。」

來源於現實生活中的痛苦與掙扎，如同「荒台麋

鹿」、「靈胥抱憤」的懷才不遇是江湖常態，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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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落，歷經風雨的又何曾是個人，更何況是幾個人

世輪迴？王國維詩詞的境界不在停留在個人的憂

傷，在更廣闊的宇宙世界展現個人的深邃的哲思，

抒發人類普遍的悲情哀感，有著普世的價值和意

義。因此，「人間」的世界，「人間」的社會是王國維

有著普遍意義的哲理性和審美性的統一。

34.《蝶戀花》說與江潮應不至，潮落潮生，幾
換人間世。千載荒台麋鹿死，靈胥抱憤終

何是。（1905年）
35.《賀新郎》似訴盡、人間紛濁。（1906年1
月）

36.《減字木蘭花》依舊人間，一夢鈞天只惘
然。（1906年）

37.《蝶戀花》只恐飛塵滄海滿，人間精衛知何
限。（1907年）

38.《鷓鴣天》人間總是堪疑處，唯有茲疑不
可疑。（1906年春）

39.《阮郎歸》只餘眉樣在人間，相逢艱復艱。
（1906年春）

綜上所述，王國維《人間詞》從行為主體、自

然環境、個體人生、紅塵人世和整個世界等五個

維度的「人間」訴盡苦痛悲情，包括與人生在世的

兒女情長分離之苦，失去親人之苦，對自然萬物的

感傷之苦，對紅塵人世的失望幻滅之苦，對人生和

世界的懷疑沉淪之苦，皆構成了對人間悲情關懷

和包容。王春翔認為王國維「憂生憂世」是痛苦

的，在解脫途徑上並沒有個人的超越實現，《人間

詞》中的「憂生憂世」主體膨脹與幻滅，最終從哲

學、美學和文學轉向了史學、古文字學和考古學。
[19]「憂生憂世」對於「人間」的概括不失為是一種

普遍認同的形式。上文所分析的「人間」五種維度

的悲情意蘊，可以看出王國維的心路彷徨躊躇於

苦痛與哀傷之中，「憂生憂世」之中未能找到解脫

之道，也促使他實現《人間詞話》的理論創新。

《人間詞話》第25則：「『我瞻四方，蹙蹙靡所
騁。』詩人之憂生也。『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

樓，望盡天涯路』似之。『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

津。』詩人之憂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車系在

誰家樹』似之。」[20]「憂生憂世」是既關注個體自

身，又悲憫天下蒼生的歸藏精神，有著濃厚的人文

關懷。王國維自身所受傳統文化的正統教育和接

受西方哲學思想形成的兩種理念在內心劇烈衝突

造成的思想矛盾無法調解。人生固有的悲哀正式

如此，這兩種理念時刻交鋒，所呈現出來的詩文有

著哲理和傳統的交匯熔鑄，其內涵正是王國維內

心的焦慮、無奈和悲哀，呈現出人文歸化的文學詩

意。個體無法解決的矛盾，特別是在新舊文化之

間、傳統與現代社會轉型之際，這種焦慮和哀感

尤為突出明顯。王國維悲情文學的哀感美學精神，

是從行為主體、周遭的自然環境、個人悲情的人

生、紅塵悲哀的體驗、關注整個社會與世界的價值

與意義五個維度系統的表達，不僅是個體哀感情

緒的抒發，更是對轉型期國家、社會和文化焦慮的

擔當。以天才自居自信的王國維，責無旁貸擔負天

下蒼生之文化重任，對於傳統文化的關注始終如

一追求文學歸藏的終極意義。這種悲情意蘊和哀

感美學精神，是王國維將其所體驗的本真生命寓

於人間世情之中，是大道寓於生活器用的文學歸

藏，其對於當今中國文學創作實踐和理論思考仍

舊有很強的借鑒意義。

我們意識到，王國維對於文學的關注，始終目

光聚焦在中國古典文學，尤其是詩詞和戲曲，晚清

至民國的流行文學並未有太多的關注。在民國革

命爆發的前夜，社會各種思潮湧動，有著傳統與

現代焦慮的王國維對於社會、民族國家的憂慮，追

求審美對人性的改造，提倡「無用之用」，多次上

書朝廷改造國民教育，改造社會之普遍觀念。比起

那些奪取政治權力為目的的改革和革命，王國維

顯得書生氣，沒有任何的物質利益充斥其中，可謂

純粹之憂世。王國維將悲情哀感訴諸於筆端，《人

間詞》亦是其心路歷程的寫照。正是有了文學之

上的「要眇宜修」的傾訴和表達，王國維對於後續

的《人間詞話》關於理論的凝練才有進一步的提

升。

基金項目：本論文受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

項目「從物化到物感的中華美學時空思維結構演進

（18BZX136）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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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Tragic Implications and Aigan 
Aesthetic Spirit of 

“Jen-Chien” in Wang Guowei’s Poetry of 
the Human World - Jen-Chien Tz’u

Shen Yongying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
eign Studies)

Abstract: Wang Guowei’s Poetic Remarks in 
the Human World - Jen-Chien Tz’u-Hua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outset of modern Chinese aesthetics for 
putting forward many ideas such as the theory of realm, 
real scenery and real emotion, poets of subjectivity, and 
poets of objectivity. However, his Poetry of the Human 
World - Jen-Chien Tz’u, though putting his thoughts of 
aesthetics into practice, has not received due attention 
from the academic circle. There can be found in Wang’s 
Poetry of the Human World - Jen-Chien Tz’u that he 
used “Jen-Chien” (meaning the human world) as a clue 
or a classical image to convey a kind of tragic realm he 
admired. Such tragic realm can also be interpreted as 
aesthetic spirit that enjoys an intertwin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gent of an action and different dimensions 
including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he individual’s life, 
the world of mortals, and the whole world (society) in 
Chinese aesthetics. The tragic implications and aesthet-
ic spirit are the reflection of the poets’ life experiences 
in the human world and of Guizang literature that con-
tains great Tao (the changes of things) in every aspects 
of life, which can still be learnt from by Chinese litera-
ture an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esthetics of today.

Key Words: Wang Guowei, Poetry of the Human 
World- Jen-Chien Tz’u, Jen-Chien, the tragic implica-
tions, aesthetic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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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突如其來的疫情導致了全球特大公共衛生危機，世界經濟因疫情造成的暫停和重啟受到巨大損失，並

演變為全球政治危機，衝擊著世界秩序。反思防疫應急危機的全球治理，由於各國體制、商業、文明之間差別

性，疫情防疫抗疫選擇方式不同。人類文明與災難史表明人與自然發展呈現人口和生產力之間的變化規律，科

技相對論揭示當下科技、制度不能令人類免疫，對抗、脫鈎將導致戰爭。人類文明需要精神文化指引啟蒙，中華

傳統文化提供了天地萬物一體智慧力量，體育健康向上和奧林匹克具有團結、和平、人文、持續的力量。2022北
京冬奧會時間節點是全球共渡難關、經濟復蘇、文明重塑的最好詮釋與貢獻，我國將搶佔科技、道義、文化制高

點，貢獻中國和諧共生的世界方案，共同重構全球寬鬆彈性供應鏈，重塑更健康全球化，在互學互鑒互諒中消除

隔閡、重新相連、合作包容、多元共治，共生融合滿足多邊利益訴求，實現人類文化、文明、命運共同體合作共贏

之路。

關鍵詞：疫情危機；全球治理；冬奧會；共生融合；文明共贏

匹克運動倡導的團結、和平、尊重精神，擁有包容

和融合經濟、文化、社會和政治方面功能將得到凸

顯[2]，成為解決這場危機和分化嚴重社會的粘合

劑、有力手段和整合工具，具有獨特平衡和緩衝作

用，這使得行走在疫情和復工復產復商復市復賽

之間的2022北京冬奧會時間節點，將會成為世界
各國展現疫情後國家復興能力、國運昌盛的舞台，

這使得各項冬奧會承辦工作具有非比尋常的意

義。

一、生命、家國、關懷： 

彰顯天地萬物一體的中國智慧

疫情挑戰著、考驗著中國智慧和胸懷，也把

整個中國社會真實狀態在一定意義上呈現出來。

防疫過程體現了傳統文化的民本思想、天下理念、

應時而變、勉力擔當的智慧價值，滲透著國家抗疫

決策、綜合實力和高度理性自覺行動的大國智慧

和擔當。領悟先賢智慧，觀察疫情世情，通過國際

間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鑒，達成道德踐行建構與和

危機、共生、重塑
──疫情危機思辨與冬奧文明交融

■ 唐雲松

黑龍江大學

疫下世情

前  言

特大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在全球多點
爆發，其傳染性、蔓延速度、覆蓋範圍及嚴重程

度，是人類百年一遇的公共衛生危機事件，給世界

帶來前所未有的變化，引發人類從健康權到生命

權，從生產方式到生活方式，從產業鏈到國際經

濟關係等多重危機 [1]，世界歷史會因疫情重新書

寫。防疫凸顯了中西文化與社會對疫情的不同看

法，中西制度的做法不同，人民想法的不同，防疫

政策不同，效果不同，疫情防疫常態化使人們的生

活方式、消費方式、消費心理發生巨大變化，全球

又一次站在了開放與合作，封閉與脫鈎選擇的歷

史十字路口。如何消除因疫情帶來世界隔斷危機，

使世界重新相連，滿足全球公共安全、協同治理和

多邊合作需求，防止全球極端民族化衝突風險，世

界因疫情而重塑。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國際奧

委會等各類國際組織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獲得更大

的發展空間，體育具有改變世界的力量，以及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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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世界成長[3]，解決關係人類面對災難的生存危機

和難題。疫情只是世界一體性、連續性、萬物相互

作用與影響的一個交叉點，提高認知智慧，拓展生

命維度，發現疫情病毒將於人類長期共存、共融萬

物一體的新常態，世界互聯互通、萬有相通，疫情

傷害人類生命安全，任何國家不能獨善其身，以此

類推以至無窮[4]。回望我國五千年文明史經歷過

無數的磨難和危機，中國傳統文化就是融匯的天

地萬物一體之仁歷史智慧，成功化解危機實現超

越艱難的歷程，致良知從百事艱難中來，面對全球

公共衛生危機，中國智慧為世界提供解決公共危

機化解危機、解決問題、走出困境的借鑒方法。

我國從防疫抗疫到復產復工體現了傳統文化

深層精髓，以家國同構的治理模式，體現了關愛生

命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倡導的道德規範和行為準

則，天地之大德曰生，深刻闡釋尊重人權，人民生

命和身體健康重於泰山，憑藉著世所罕見的周密

布置防控力度和救治速度，挽救生命，不計成本，

堅決採取隔離、封鎖、限制遏制了疫情蔓延，彰顯

了生命無價情懷；體現了注重家國情懷、守望相

助，上下同欲者勝，社會各階層、各行各業迅速投

身防疫行動，擴大衛生保健領域的安全網，加大醫

療保健服務，眾志成城、敢於擔當、團結奉獻、同

心協力、共克時艱；體現了自強不息具有極強的自

我修復和自力更生能力，自助者天助之，人本善念

天必佑之，倡導人民心中有良知，行為有擔當，人

心是價值選擇，價值觀念是道路選擇，按天理特

性塑造人性，向內心學，德行善行，使心靈找到安

頓之法，向外天命天理，道心化解世道人心[5]，呈

現出變通達久的智慧和自強不息的活力，創造了令

世界驚嘆的中國速度、中國效率和中國奇蹟；體現

了協和萬邦、山川異域，日月同天的人文關懷，疫

情病毒是全人類的敵人，在做好本國疫情防控的

同時，為全球構築更好的醫療保健系統，分享防疫

資訊和提供人道援助，為全球抗擊疫情貢獻智慧

和力量，肩負起了一個負責任大國的擔當[6]。我國

在防疫中注重防疫常態化與生產正常化均衡，穩

定恢復經濟，宏觀定向免徵增值稅、定向財政補

助、投放流動性的有效性，構建以民生為導向、科

技創新的內循環基礎，逆周期調節外循環，依托經

濟中國文化包容並蓄龐大綜合體，世界看出中國的

氣質和力量，國人找到極具歸宿感的文化自信。

二、危機、破壞、影響： 

衝擊原有世界秩序的合作模式

疫情病毒本身所具有人際的傳染性，人類生

命安全和健康面臨威脅，為遏制疫情擴散而採取

人流、物流的限制，引發世界社會運行多次隔斷、

暫停和重啟，重創生產供給和消費需求，影響著人

們的健康生活習慣、消費習慣和生活方式，經濟社

會遭遇供給和需求兩側衝擊，居民消費下降，生

產與商業出現嚴重下滑，對交通運輸、餐飲、旅遊

住宿、文體娛樂等以基於人流為商業模式的服務

行業的就業形勢造成嚴重影響[7]，就業和收入持

續遭遇嚴重衝擊，需求波動使經濟萎縮衰退，導

致財政赤字擴大和財政收入銳減，投入產出CGE
模型顯示衝擊GDP[8]，國際投資與貿易大幅萎縮、

國際金融市場動蕩、國際交往受限、世界經濟深度

衰退，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產業鏈中斷和

轉移，封鎖使供應鏈和價值鏈遭遇挑戰[9]，全球的

生產與交換因疫情暫停和重啟的破壞面與破壞力

相當於一次世界大戰，從自由分工與交換模式，退

化與分割地區經濟模式。疫情對世界經濟產生重

大影響，並從實體經濟、貿易上摩擦傳導至金融領

域，經濟周期衰退規律若隱若現，利益再平衡不穩

定不確定性明顯增加。

疫情引發問題有時比疫情本身影響還大，是

對人類社會一次嚴重損傷，也是對各種資源的一

次大消耗。誘發、引發政治、經濟和社會諸多問

題，一些國家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盛行、地緣政治

風險上升。新冠疫情由公共衛生事件上升到貨幣

和商品流動循環受到嚴重阻礙的經濟事件，上升

到防疫和經濟平衡的政治問題，加速當前國際關

係格局的重大重塑，衝擊西方資本主義體系、價值

觀以及國際政治經濟安全體系，美國和歐洲原有

國際秩序轉型的權力轉移和快速的技術變革導致

的實力受到挑戰的焦慮和不穩定因疫情引爆。歐

盟因英國脫歐、歐俄對立、難民政策以及各自為政

抗疫加劇內部矛盾；美國優先利益至上的單邊主

義、強制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的策略衝擊下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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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危機和大國競爭加劇[10]，全球呈現出發達

國家、新興國家、中俄的權力結構和競爭風險加

大，地區制度博弈日趨激烈、國際制度體系動蕩，

全球化與逆全球化觀念、自由主義價值理念陷入

危機，暴露美國主導下的自由國際秩序的弱點及

其治理能力的局限性。

三、競合、秩序、重塑： 

凸顯中美大國博弈的國際格局

隨著中國崛起，美國為了維持霸權，將疫情政

治化[11]，激起大國間權力競爭回潮，使國際秩序

和世界和平穩定受到影響，中美關係已成為大國

關係中最為重要也最為複雜的雙邊關係，表面是

貿易、中層是領導權、深層是體制競爭。體制中的

決策機制、糾錯機制、信息機制和效率將決定雙方

走向，直接影響國際關係的未來發展方向。這加劇

大國戰略競爭演變呈現複雜化與常態化，2020年
成為中美兩個大國的博弈新冷戰時段，這年是我

國一帶一路執行第五年的國家影響力快速上升，

建黨一百年進入小康社會的收尾階段，也是美國

大選之年，涉及到經濟成果和政治成果保留問題。

美國把中國作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全力遏制中

國，逆全球化和去中國化持續發酵[12]，金融上股、

債、匯、房多殺巨震，在意識形態上展示不理性言

論，太多詭異元素，只是為了轉移視線，挽留政治

上的損失和文明中心轉到東方的心理失衡，從個

別領域的脫鈎到大脫鈎曠日持久、痛苦危險，脫鈎

速度和強度超出想像，涵蓋前沿科技創新和關鍵

經濟驅動機制、世界經貿出入接口線路，涉及一帶

一路、生存資源、網絡安全以及領海領土等核心問

題。中美大國碰撞、競合、博弈，受大變局時代背

景、新政治樣態、對華政策轉變、大國競爭等內外

因素的影響，具有長期性、不對等性。保持大國衝

突的適度性，維持大國秩序的開放性，倡導大國關

係的公平性，在全面競爭的時代保持和平、穩定和

長期的發展 [13]，保持改革開放人口紅利、改革紅

利、和平紅利成果，避免全面脫鈎導致的戰爭。

疫情是一個全球問題，跨越國界，需要中美

兩個大國協作引領，與國際組織一道，中美共治全

球疫情控制，促進人類命運共同體與全球現代化

治理，攜手為健康明天塑造全球衛生的共同安

全，團結合作各國人民合作抗疫是戰勝疫情最有

力武器和人間正道。在防控本國疫情的同時，推

動全球努力共同遏制新冠病毒傳播，拋開過去因

貿易糾紛以及近期因新冠疫情產生的分歧，摒棄

對立、對壘、對峙，推責和脫鈎只會破壞全球合作

抗疫的努力，破壞命運與共的共識，破壞守望相助

的家園[14]。防疫與合作力度考驗著人類對歷史、

對生命、對未來的道德和良心，偉大的國家成就

偉大的事業，兩國攜手合作可實現在科學和公共

衛生、信息共享、公私部門倡議等多個領域開展合

作。

四、差異、比較、變革： 

互鑒中西防疫危機的全球治理

反思世界從未經歷過由全球疫情大流行引發

的經濟政治危機，全球化一直注重經濟增長速度，

忽視質量，人與自然不和諧引發環境問題、氣候變

化甚至公共衛生危機以及人類文明內在的、智力

的、意識形態的疾病、社會的分裂。新冠疫情在全

球肆虐的事實提醒人類儘管在經濟、科技方面取

得了巨大進步，但仍無力對突發的傳染性疾病或

全球危機免疫；人類的理性和先進技術不足以保

證實現幸福，人類文明需要精神層面的指引和啟

迪，也需要在人與人之間建立伙伴關係，凝聚和

融合社會力量。

全球化時代各國疫情防疫的多樣性差異選

擇，涉及到重要問題就是文化誘因，而文化影響政

策和施政。人類歷史印證文明發展並非只有一種

或一個模式，在文明之間、國家之間、商業之間，

思想觀念的不同、價值觀念的不同、文化底蘊的不

同、認知文明的不同，其呈現人口和生產力V字形
上升和前進曲線，人類與馬爾薩斯陷阱之間的人

口和生產力失衡的邊緣會因戰爭和瘟疫而修正的

循環怪圈。科技相對論揭示不同防疫應對只是代

價不同而已，代價是綜合內容，不能用一種單一指

標去簡單衡量。追溯到人類文化文明和災難史，中

國農耕文明的水患災難危機，應對就是面對大災

大難大禹治水體現集體主義、集體力量和群體智

慧，文化體現出緊文化特徵，現實就是全社會能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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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配合政府的治理應對模式，中國政府符合民族

性格的施政方法，民眾的文化基因，與政府防疫抗

疫良好互動和效果。中國的舉國體制在疫情防控

中既展示了特色，又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各國國

情不同，不可能按中國模式「抄作業」。歐美文明

是小國寡民城邦文明，對災難的表現心裏鞭策和

贖罪，行為表現為自然災難躲避，文化體現自由鬆

散特徵，各國文化與國情不同現實防疫不同。歐洲

歷史上人口激增和經濟繁榮期經歷了安東尼瘟疫

結束了古羅馬帝國黃金時代，但為塞維魯王朝種

下開啟軍事立國基因的嶄新局面；查士丁尼瘟疫

毀滅了拜占庭帝國的中興盛世，卻為阿拉伯征服

地中海創造奇蹟，黑死病大災難使人口減少1/3，
帶來整個歐洲文藝復興、工業革命和500年的社會
輝煌，災難過後是人類高光時刻大的反彈，這時民

眾開智開始求真探索、人文主義、社會階層重新分

配、勞動生產率提高、降低資本利率刺激了技術和

科技創新，帶來社會結構發生了變化。疫情就像一

場森林大火，它既是災難也是機遇，它既有毀滅也

有催生，不同的應對之間孰優孰劣也並不是我們可

以一目了然的事。經濟全球化也並非傳統文明跟

上或者加入現代文明的過程，而是一個不同文明

在各自現代化發展路徑上交匯互動的過程，各種

交匯互動需要各種文明在保持自身特性的基礎上

互相尊重，互相借鑒，認識現實既要遵循疫情防控

的普遍性，也要尊重各國的差別性。但科技革命、

經濟全球化、國際產業鏈，這些都是人類文明的

進步結晶，疫情會影響發展節奏、調整形式或有

新變化，合作與發展、維護正常公平的國際秩序仍

是世界發展的大方向[15]。

五、和平、人文、持續： 

蘊含奧林匹克精神的核心價值

世界處於一個充滿不確定的特殊時期，存在

改變或被改變，體育被視為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推

動者，成為人類面對疫情危機的世界希望的燈塔

和隧道盡頭的明燈，國際奧委會與世界衛生組織

剛締結諒解備忘錄，將發揮國際組織協同合作，激

活世界交織中奧林匹克獨特可持續發展、廣泛與

團結、整合與多元和自治與善治的組織價值使命，

把和平友誼作為基礎，以人為本倡導人類熱愛生

命、信心勇氣、尊重友誼、和平美好、團結協作、公

平競爭、反對戰爭、反對無秩序和非理性力量的奧

林匹克精神[16]，促進人的身心社會道德全面發展，

促進容忍和尊重，並對健康、保健、教育和社會包

容等目標作出貢獻[17]。

國際奧委會利用因疫情延期的東京奧運會、

許多賽事暫停時段，面對疫情之後衝突和變革的

不斷升級，聯合國、國際奧委會積極推動奧運會的

相關改革內部治理危機，將「可持續」正式納入全

球體育政策框架，提高公信力、發展可持續和培養

青少年 [18]，逐步降低辦賽難度，注重節省辦賽成

本，減少奧運會超大規模給主辦城市生態環境負

擔[19]，讓奧運會瘦身龐雜與複雜的結構屬性，增

強奧運會存在度，降低生存危機。奧委會實施人文

奧運會作為一項全球性的社會文化活動，解決這

場危機的有力手段，可持續性加強與各種體育運

營組織的互動合作、增進奧林匹克運動與社會的

溝通動力與保障，增強人們信心，體現人類自然和

本質的共同語言、行為準則，相互理解、相互包容、

相互促進的價值觀念與話語體系得到廣泛認同
[20]，超越了民族、文化、宗教和政治的最恰當的媒

介，促進人類健康快樂、文明進步、文化繁榮、科

技創新、經濟騰飛、社會發展、世界穩定的重要元

素[21]，在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今天是最具集合

性的可持續發展體現平台，這種作用在原本已經

分化嚴重的社會中將顯得更為重要。

現代奧運會發展歷程曾遭遇多次突發大事件

危機，1940奧運會和1944奧運會兩次因戰爭而取
消；1964年東京奧運會開幕前出現的霍亂病毒疫
情、1998年長野冬奧會期間爆發的流感疫情、2010
年溫哥華冬奧會期間的甲型H1N1流感病毒疫情及
2016年里約奧運會期間的寨卡病毒疫情曾影響奧
運會舉辦[22]，2020年東京奧運會首次因疫情而推
遲舉辦。每次危機都通過革故鼎新成為國際奧委

會成長的新起點，經過奧林匹克營銷使瀕臨破產

奧運會富可敵國，最近奧林匹克2020議程的最新
治理，在日益開放的世界體育新格局中，位於社會

網絡中心地帶的國際奧委會，實施開放創新自治，

營造多元主體協同共治，發揮奧林匹克運動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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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帶的功能，懷揣著包容人類多元性美好的願

景，搭建聯結世界的舞台，成為疫情危機中保持

希望、樂觀、團結和所有多樣性融匯在一起的偉大

象徵[23]。促進進一步溝通各國人民相互理解、維

護世界和平發展，爭取不同社會、政治、宗教或文

化背景的參與，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國際社會運

動，促進對自然環境的保護、科技進步，超越政治

以及其他不利外在因素範疇，消除歧視敵意。

六、標誌、融合、創新： 

呈現北京冬奧盛會的文明成就

全球正在集中科技力量全力衝刺新冠肺炎疫

苗研製與疫情控制進行時間賽跑，搶佔科技制高

點和道義制高點，2022北京冬奧會面臨著世界能
否控制住疫情病毒繼續蔓延，還有國際政治環

境、國內外經濟狀況與國際奧委會及其他利益相

關者之間的關係[24]，這使防疫常態化下的冬奧承

辦工作面臨著巨大挑戰。北京冬奧組委會密切關

注東京奧運會延期等對承辦造成的不確定性、不

利影響，及時綜合評估疫情對北京冬奧會帶來的

影響，建立面向冬奧會的重大突發公共衛生應急

響應體系，持續與國家衛生主管部門合作，制定疫

情防控計劃和應急預案，做好試驗事件的準備，

同時嚴格落實經常性的疫情防控措施，繼續加強

與IOC、IPC和IFS的溝通，討論各種可能的場景，
制定替代方案，進行所有必要的測試。考量因疫情

後如何兌現申辦承諾關鍵領域、評估城市能力標

尺、履行主辦合同賽事交付的籌備進展、組織運

行、預定安排、順利辦理、成本管理、贊助商權益、

大眾關注度[25]，統籌規劃、確保賽事交付任務的

完成，營造良好的國內國際冬奧會形象與氛圍[26]。

冬奧可持續與遺產涵蓋了城鄉環境建設、大氣污

染治理、生態保護，創造豐厚的冬奧遺產，讓冬奧

籌辦融入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籌辦成果造福民

生。

北京冬奧會也將作為一張新名片，是世界各

國展現疫情後國家復興能力、國運昌盛、東西方文

明融合的重要舞台，是全球走向恢復和振興的最

好詮釋與貢獻的標誌性歷史節點活動，成為推動

作為溝通各國、尊重多元、交融互鑒的人類命運共

同體重要載體，促進世界團結合作、共渡難關、擺

脫災難、經濟恢復、相互諒解、文明互學互鑒，體

現我國全面參與全球治理的全球視野與歷史擔當
[27]。在獨特的中共建黨百年、全面小康收官之年的

時間節點，傳播中華優秀文化重要契機，滿足人

民對冰雪美好生活嚮往的強力助推器，也將成為

世界觀察中國窗口、研讀中國良機，才是北京冬奧

會的核心追求和核心價值。

2022北京冬奧會在跨界整合思維模式下發
展，展現奧林匹克治理、全球治理與我國經濟發

展、社會穩定、生態環境、制度治理、文化文明的

目標高度契合。舉辦一屆精彩、非凡、卓越的北京

冬奧會，冬奧是綜合系統工程，將使我國奧林匹克

運動從2008年夏奧會到2022年冬奧會的雙奧之城
延續傳承和冰雪運動全方位科學化、標準化、規

範化系統提升過程。冬奧會將成為美輪美奐的中

華民族民俗文化節慶與冬奧會冰雪文化人類文明

相聚的盛會[28]，北京作為雙奧之城將展現百年冬

奧文化與長城文化、春節文化、民族冰雪文化多維

度深度融合的中國畫卷，通過冬奧會文化中最有

效、最經濟方式、最引人注目部分儀式，通過冬奧

會講述悠久歷史文化衝突、融合、共生的中國故

事，通過冰絲帶、雪如意等冰雪場館建設來傳遞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通過首鋼工業園區改造，貢獻

奧林匹克對城市的工業遺存改造，通過水立方到

冰立方、鳥巢冰雪開幕等體現奧運遺產的借鑒利

用，貢獻給當今世界的民族冰雪文明繁榮、中國治

理模式和中國共生智慧集中展示舞台，傳遞著中

國人民對世界文明和奧運文化的理解，促進我國

與世界更緊密地協同創新融合[29]。同時弘揚奧林

匹克的人文精神和平思想，融合我國傳統文化中

以人為本的和諧發展價值取向[30]，共同面對處理

現代社會發展的自然生態環境、人文社會環境和

人類發展所面臨的多種災難困難問題，以中國文

化與奧林匹克文化獨特方式提供解決人與自然因

不斷超越引發的人文危機[31]。把因疫情帶來危機

暫停的世界重新相連，消除隔閡，合作對抗人類共

同疫情敵人，塑造更健康全球化，防止全球產業鏈

去中國化的風險。貢獻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為發展理念，以「一帶一路」建設為實踐基礎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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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方案，積極維護世界政治經濟的穩定運行，通過

治理改革推動國際經濟秩序向文明進步合作共贏

升級[32]。

結束語

疫情過後帶來新平衡機遇和新挑戰，依仗世

界穩定和向上經濟環境，只有知行合一，而天地萬

物一體之仁與奧林匹克人文精神將是使人堅定、

智慧、更加勇敢走向文明最好途徑的箴言，運用中

國智慧、中國方案、體育力量、奧林匹克精神連接

一切進步和平力量，重建一條絲路、兩個通道，佔

領利益、道義、文化、科技智慧和實體經濟的制高

點，螺旋向上，才能獲得良性持續發展。還需在這

個非我所願的複雜混沌的危機時刻，考驗超脫於

自我的善良和慷慨，展示自己最好的品格和行為，

與健康智慧和風度同行，在災難和危機下的戮力

同心，轉變人間心境，洞察和覺醒，在經濟發展不

斷探索、奮進和血汗，在資本市場暗潮湧動中的運

籌帷幄，在經濟和外交的縱橫捭闔和勾心鬥角，持

續神州華胄的艱苦奮鬥，對外貿易和中國製造的銖

積寸累，更需各行各業爝火微光的勤奮奉獻。才能

真正應對世界危機，實現不同文明平等對話、和諧

共生、合作共贏、協同創新、面向未來、和平發展的

人類命運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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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 is is, Symbiosis and Remodel l ing: 
Re f l ec t i on on t he COVID -19 Ep idemic 
Crisi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Winter Olympic 
Civilization

Tang Yunsong(Depar 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diverse choices of countries 
as to what means and approach to adopt to prevent 
and fight the COVID-19 epidemic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obtaining tremendous public health crisis. 
The world economy has suffered massive losses 
as economic activities were largely put on hold 
before being resumed on a generally limited basis. 
Furthermore, the pandemic has expanded into a 
global political crisis, impacting the cooperation 
model of the globalized liberal order. By reflecting 
on the global governance of coping with this 
crisis, one can see the importance of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universality of and respect for 
the differences among countries, businesses and 
civilizations. The history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disaster show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and productivity creates a V-shaped 
curve as a fun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s 
and nature. The fact of the relativ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veals that human beings are not 
immune from the ill effects of technologies and 
systems, as is true today, and that confrontation 
a n d d e c o u p l i n g w i l l l e a d t o w a r. Hu m a n 
civilizations need spiritual and cultural guidance 
and enlightenment,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tegrates everything in heaven and on ear th. 
Sports foster healthy and energetic individuals, and 
the Olympic Games are endowed with the power 
to forge unity, peace, humanity and sustainability. 
The 2022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promises to 
be China’s best contribution for the world to help 
tide over pandemic-related difficulties, intensify 
economic recovery and reshape civilizations and 
should thus occupy the high ground in term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moral ity. We 
should commit to proposing this harmonious 
and symbiotic global scheme as a way of jointly 
rebuilding the loose and f lexible global supply 
chains and reshaping globalization to bring it to 
a healthier state. Moreover, we should eliminate 
misunderstanding, resume connectivity, pursue 
cooperation and inclusiveness, exercise pluralistic 
joint governance, as well as promote symbiosis and 
integration in mutual learning and understanding 
so as to address the appeals of multilateral interests 
and achieve the aspired-for win–win result in 
human cultures, civilizations and community-
building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

Key Wo r ds : e p i d e m i c c r i s i s , g l o b a l 
governance, Winter Olympics, symbiosis and 
integration, civilization and win–win 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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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存活，如果觸摸帶病毒的物體表面也會被感

染；該病毒存在人傳人現象，擴散得很快，不到一

個月就傳遍中國，各省市自治區的感染者數量逐

日攀升，不到兩個月就傳遍全球，各國感染者數據

也逐日攀升。筆者所在的

重慶鄰近武漢，所以被列

為重點防疫城市，官媒報

道了一名武漢返鄉的農民

工感染者乘坐了公交車，

這名農民工被醫院隔離，

他所乘坐的那趟車上所有

乘客被禁足家中觀察兩

周。謠言開始在微信群裏

飄蕩，有人說重慶醫科大

學附屬永川醫院已經關了

將近20名感染者，有人說
某鄉鎮有近百名在武漢打

工的人全被感染，地方官

員緊張起來，感到自媒體

洪水般的消極恐慌言論

會淹沒他們的抗疫政績，於是學習武漢封城，嚴防

死守，設卡盤查，筆者所在的學校也封鎖了六個校

門，出入口各留一個，還製作了出入證，留校員工

兩天出一次校門，每天上報體溫，外來人員一律隔

離兩周，去外地的人必須登記報備。

中國全面啟動公共衛生突發事件一級響應，

工廠全面停工，學校全面停課，商店全部停業，無

論是農村還是城鎮，所有人居家隔離，進出測量

新型冠狀病毒和大數據信息

傳播演繹社會奇觀
■ 米麗娟

重慶文理學院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

一、新型冠狀病毒擴散及大數據信

息傳播過程解析

2019年12月以來，中國發現並公佈一種新型
肺炎自武漢市出現，推測

可能來自華南海鮮城經

營戶。2020年1月7日，實驗
室獲得該病毒的全基因

組序列，並根據電鏡下呈

現的典型冠狀病毒形態

將其命名為新型冠狀病

毒（New coronavirus）。
同月20日，習近平指示堅
決遏制新型冠狀病毒肺

炎疫情；24日，北京啟動
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一級響應；27日，李克強
到武漢指導抗疫工作；29
日，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

譚德塞到達北京；30日，
世衛組織將新冠疫情列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

生事件；3月11日確認其已經構成全球性大流行；6
月7日，國務院新聞辦發布《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
中國行動》白皮書。

（一）新型冠狀病毒擴散過程

這種病毒與其他呼吸道病毒有相似之處：通

過空氣傳播，距離病毒攜帶者的噴嚏20米之內的
人畜都容易被感染；該病毒的活性極強，能在物體

摘  要：如果沒有當今發達的大數據信息傳播媒

介，新型冠狀病毒再怎麼擴散也不至於帶給人們

如此深沉、如此廣泛的恐慌。如果沒有臨危不亂

的醫務工作者和指揮若定的高層領導，民眾的恐

慌還會持續蔓延。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播和大數據

信息的傳播有著相同的機理和不同的路徑，前者

毀壞人的身體，後者則作用於人的心理。信息傳

播和病毒傳播如同身心般相生相剋，共同演繹著

社會奇觀。

關鍵詞：新型冠狀病毒；大數據信息傳播；社會

奇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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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溫，戴口罩、勤洗手成為全民衛生習慣。2020年3
月，管控措施終於生效，治癒率開始上升，死亡率

終於下降。

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播方式決定了「這是傳播

速度最快、傳播範圍最廣、影響也最大的疫情。」

因為現時交通和通訊工具的發達是以往任何時候

都無法比擬的，交通工具快速擴散病毒，通訊技

術則秒傳人們對病毒的恐懼，而比病毒本身更讓

人恐懼的是人們對病毒的恐懼，徹底戰勝內心的

恐懼只能靠自身的定力。一些人因此影響到自己

的生活和人際交往，紛紛求助於心理輔導[1]。針對

患者的恐懼、焦慮、急躁、孤獨[2]等負面情緒，及時

有效地進行心理干預，是治療方案的重要組成部

分。病毒的擴散和大數據信息的傳播演繹著社會

奇觀，也使全人類面臨空前的考驗，2020年成為不
平凡的一年。

（二）關於新型冠狀病毒的大數據信息傳播

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用戶生成內容）
已成為時下大數據信息傳播的主流，用戶數據被各

大應用軟件彙集後，被整合成新的信息（數據新

聞），軟件運營者再根據用戶IP地址和需求精準推
送，這樣生產的新信息不但成本低、涵蓋面廣，而

且核查方便。於是，數據編輯、數據記者應運而

生，許多傳播機構像《紐約時報》一樣推倒了新聞

編輯室的牆[3]，在互聯網這個全球共享的平台上

長袖善舞。

大數據信息傳播的容量為新型冠狀病毒這一

威脅全人類生存的殺手提供了無與倫比的虛擬生

存空間，密切關注事態的網民心中的病毒擴散速

度和危害程度遠遠大於病毒擴散的客觀速度和危

害程度。這種以「快速存取數據為主要特徵的數

據集合技術」[4]在為新冠病毒防治提供方便的同

時也動搖著醫者的信心，干擾著社會管理者的心

智，別有用心的網絡運營者在加劇網民對病毒的

恐慌，以達到商業和政治目的。製造虛假信息比採

集真實信息向來就要容易得多，大數據傳播時代

更是如此，甚至有人打著權威媒體的招牌在微信

群裏招搖過市。

網上鋪天蓋地的信息一方面把「新型冠狀病

毒」炒成了熱詞，另一方面卻使神州大地萬人空

巷，商店關門、工廠停工、學校延期開學，網絡教

育、網絡購物、網絡問診盛行。31個省市自治區無
一倖免，直到2020年2月11日，感染人數還在攀升，
不過央視公布的感染者治癒率在增加，死亡率在

降低，復工復產的措施也在逐步推行。

仔細搜尋，筆者卻很難找到第一條信息來自

何處，始作俑者到底是誰，網絡的傳播功能和藏匿

功能一樣強大。

個別學者打著思想自由的旗幟，對病毒背後

的中美對抗妄加評論。不過，有的學者泰然自若的

鎮定值得一提，在列舉了非典、SARS、H1N1、地中
海熱病、墨西哥禽流感等疫情的肆虐之後，還公布

了美國「友人」的提醒：指出這不過是一場普通的

流感。美國人還說：「媒體在對武漢及中國進行天

花亂墜的宣傳。」

如果把那些被這種病毒感染的人當作普通流

感患者來醫治，顯然是不對的，病毒和生命一樣瞬

息萬變，醫務工作者和醫學科研人員時刻面臨新

課題。

關於新型冠狀病毒的海量信息繼續在互聯網

肆意流淌，網上眾說紛紜，有人說是美國在打生物

戰，內蒙古電視台播出的新聞表明：「傳謠者」被

逮捕；還有反美學者此間被學生攻擊；有高中學生

發文攻擊政府，通篇歷數官員貪腐、民眾麻木、政

紀鬆弛、人心不古，文章被微信群瘋傳；個別基層

幹部危言聳聽，喪失理性，誇大疫情，製造恐慌，

並通過微信群擴散恐慌。微信再次彰顯它在突發

公共災難性事件中的傳播力。

美國打生物戰的可能性是有的。贊同這種觀

點的人說美國派團參加武漢軍運會，美國不以獲

獎牌為目的，而是以傳播病毒為目的，零號病毒攜

帶者是美國女軍人，兩個月後，新型冠狀病毒在武

漢肆虐，召開軍運會後的武漢流行這種病毒，不

是巧合，是人為。這種觀點加快了我國《生物安全

法》的立法進程。此間，習近平在談到總體國家安

全時，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2019年，中
美貿易戰已經進入白熱化的狀態，美國對華為等

中國企業的打壓已經激起全球華人公憤，美國交

通部不顧聯合國官員譚德塞的呼籲，還是發布了

「禁飛令」：暫停往返中美的中國民航航班，並於



二○

二
一
年
第
二
期
（
總
第
一○

七
期
）

文
化
中
國

１０８

2020年6月16日開始執行。這使得中美關係雪上加
霜。南海安全問題始終存在，新疆、西藏、台灣、香

港的隱憂也沒有排除，美國獨霸全球的野心一刻

也未停止，中國的富強不可能不引起排華者的羡

慕、嫉妒和恨。這些排華者忽略了一個常識：病毒

無國界，在戰「疫」過程中，人類是一個命運共同

體；科學無國界，先進的生物技術應該造福於全

人類。習近平在疫情期間、視察企業時反復強調核

心技術和自主品牌的重要性，同時支持醫務人員、

抗疫物資流向其他需要幫助的國家，讓中華文化

的核心價值發揚光大。

還有人說病毒是在華南海鮮市場的野生動物

身上發現的，最初的患者都來自華南海鮮市場。這

種說法刺激了人們的環保意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遏制人類的自私、貪婪和殘忍，向野生動物開殺戒

的人一定會減少。

個人隨意製作的小道信息在微信群、QQ群不
脛而走，速成視頻音頻在抖音、快手等APP播放、
轉發，造謠生事者唯恐天下不亂，甚至欲置百姓

於倒懸。

筆者一直納悶：這次病毒為何在中國的幾何

中心武漢爆發？筆者還擔憂：病毒是不是只針對

黃種人基因？筆者在敘事學群裏剛剛提出這兩個

問題，就看到美國23個州發現此病毒的信息，還看

到《時代周刊》文章標題：警惕疫情中的種族主

義；詩詞楹聯學會群裏有人發布信息：「譚德塞奉

勸英美不要與中國斷航」，隔天看到國家決策：把

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儘快出台「生物安

全法」。互聯網的前身是美軍情報網，這次抗疫大

戰已經演變為一場信息戰、傳播戰。

從官方公布的數據看，與以往每個「乍暖還

寒、最難將息」的時節相比，情況似乎沒嚴重多

少。接著，本科同學群裏有人提供了《湖北日報》

的數據差錯。高中同學群裏有人說是「算法」不

同，結果就不一樣。

高中同學群、本科同學群裏更是五花八門，

有的甚至趁此傳播低級、庸俗的內容，還有人趁

此散布國家戰爭的消息，唯恐天下不亂者，大有人

在。

人心騷亂真的很可怕，疫情引發的恐慌讓許

多人失眠了，衝動的人多了，社會就容易出亂子。

如果不被虛假信息操控，必須得有強大的信

息過濾機制。如果想睡個安穩覺，就必須關掉手

機、電腦和電視機。

病毒感染者及其家屬承受的心理壓力最大，

其次是武漢疫區的醫務工作者。重慶文理學院的

教師、心理學博士肖前國在疫情期間發動學生為

疫區的醫務工作者錄製了催眠音頻，他把那段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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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冥想命名為：照顧好你自己就是對世界最大的

貢獻。舒緩的音樂、溫和的語音的確很助眠，筆

者把這段音頻分享給所有的微信群，還對群裏闢

謠，糾正那些誇大其詞的驚悚言論和詆毀制度的

反動說辭。

網上公布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實時大數

據報告在不斷更新，2020年9月15日15點52分的數
據表明：國內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現有疑似病例

和重症病例呈現零增長；現有確診病例和無症狀

感染人數有少量增加；累計確診90,722人，比前一
天增加23人；累計治癒85,587人，比前一天增加17
人；累計死亡4,742人，比前一天增加1人；福建、山
東、重慶、西藏等27個省市自治區新增病例為零。
國外現有確診病例7,249,884人，比前一天增加
31,728人；累計確診29,359,551人，比前一天增加
248,419人；累計治癒21,181,594人，比前一天增加
212,573人；累計死亡928,073人，比前一天增加4,118
人；死亡人數最多的是美國（199,000人），其次是
巴西（132,117人）和印度（80,808人），然後是墨西
哥（71,049人）和英國（41,637人）[5]。大數據信息傳

播的時效性和精準度讓人們切實看到了中國抗疫

的成果，看到人類公共衛生事業和醫療領域的短

板，與疫情初起時相比，此時大數據信息傳遞的信

心多於恐慌，辦法多於感傷，鎮靜多於緊張；在比

特構成的虛擬空間，新冠病毒引起的騷亂漸漸平

息，網上彌漫的死亡威脅終於讓位給科學的力量

和生存的希望，人類取得了抗疫大戰和信息大戰

的雙重勝利，經歷此役的人們意識到：戰勝負面信

息帶來的恐慌和戰勝身體裏的病毒同樣重要，因

為很多人是被嚇死的，而不是病死的，消極言論摧

毀人的心智，擊垮生存的勇氣，比病毒更可惡。在

大數據信息傳播製造的媒介奇觀中，新型冠狀病

毒的影響被放大了若干倍。

二、作為媒介奇觀的新型冠狀病毒

鮑德里亞對媒介奇觀曾經做過深刻的闡述，

他認為從來就沒有海灣戰爭，是媒介在製造視聽

奇觀。乍聽好像痴人說夢，但細想卻不無道理。作

為學者的鮑德里亞沒有親自參與海灣戰爭，只是

通過傳播媒介瞭解海灣戰爭，他頭腦中的海灣戰

爭其實是圖像、文字等符號建構的結果。這次新型

冠狀病毒能持續發酵這麼久，確實讓人驚嘆現代

網絡傳播的生命力，真的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

又生。」

經過大數據傳播持續發酵的新型冠狀病毒已

然成為媒介奇觀，它比客觀世界中的病毒要可怕

得多，生命力和影響力也要強大得多。大多數人沒

有親自體驗過病毒的危害，他們對病毒的認識都

是來自大數據信息，這種二手體驗是虛擬的，是視

聽符號建構的，其真實性與客觀世界中的新型冠

狀病毒也是有差距的。

三、媒介奇觀引發的連鎖反應

從某種意義上說，新型冠狀病毒是對社會的

肅清，它促進社會治理方式的革新，推動產業形態

的升級，改變了人們的思想觀念、生活方式、生產

方式和教育模式，演繹種種社會奇觀。

（一）社會治理方式的變革

新型冠狀病毒襲擊人類，它和瘧疾、霍亂、鼠

疫、流感、AIDS、SARS、登革熱、地中海熱病、墨
西哥流感等傳染病一樣，讓人類深刻反思自身的

生活，重構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係，糾正不良的行

為和習慣。病毒、細菌等微生物作為病原體原本

存在於動物和環境中，隨時可能感染人類；病原體

在與人體免疫系統和藥劑的長期鬥爭中，適者生

存，發生變異和進化，還可能引起比新型冠狀病毒

肺炎更可怕的新疾病，人類與病魔的較量永無止

境，與死神的賽跑沒有終點。有的病原體與野生動

物相安無事，對人類確是致命的威脅，「新發傳染

病中有四分之三與野生動物有關」[6]。新冠病毒初

起海鮮市場，過度捕殺獵食者頭頂利劍，恐懼之

餘想起了《野生動物保護法》，死神的降臨止住了

倖存者的欲望，善念代替了貪婪，以後人們會與其

他物種和諧相處，生態文明更上層樓。

人員管理空前嚴格，病毒篩查精準到戶。作

為個體的人更加獨立，人與人之間的物理距離拉

大了，心理距離卻在縮短。人們不再如以往那般親

密接觸，頻繁聚會，酷愛扎堆，但以互聯網為平台

的文字、聲像交流越來越普及，語音留言、文字表

白、視頻電話、視頻會議、網絡教育等等流行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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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社區：挨家挨戶逐一摸排，想亂來的人員都不

能亂來。每個社區對進出人員測量體溫、消毒，並

做好記錄，限制人員外出。

企業：餐飲、酒店、商店全部歇業消毒，銀

行、超市等縮短營業時間。

產業形態：實體經濟格局迅速變化，農業向

好，工業受影響，商業受阻，個體商店大都關門，

發布旅遊禁令，旅遊業遭受重挫，信息業和傳播

業空前活躍，教育產業面臨新問題—虛擬校園的
出現，校園經濟圈瞬間消失，網課的挑戰性一時凸

顯，教學方式、內容和效果成為熱點，網紅與大師

出現。與醫藥衛生相關的產業成為朝陽產業，測溫

儀、酒精、口罩銷量陡增。

（二）思想觀念的進步

1.公民法紀觀念加強

公民是一個法律概念，與法律是一體的，經

歷了新型冠狀病毒的肆虐，公民加深了對野生動

物保護法、生物安全法、國家安全法、衛生防疫

法、疾病防控法、動植物檢驗檢疫法等相關法律

法規的認識，明白了強化和嚴格執行這些法規的

重要性。

2.公共衛生安全意識得以強化

新型冠狀病毒肆虐是對公共衛生安全防護體

系的重大考驗，個人、家庭、單位、公共場所都無

一倖免地經受了這次考驗，公共衛生安全意識得

以強化，這對人類健康水準的提升將起到促進作

用。

意識到位是行動到位的前提，但是，對於公

共衛生安全問題，僅僅意識到位是不夠的。「只有

構建起強大的公共衛生體系，健全預警響應機

制，全面提升防控和救治能力，織密防護網、築牢

築實隔離牆，才能切實為維護人民健康提供有力

保障。」把公共衛生安全的到位意識付諸行動，涉

及到一系列切實可行的有效措施，包括「改革完

善疾病預防控制體系」,「加強監測預警和應急反
應能力」，「健全重大疫情救治體系」，「深入開展

愛國衛生運動」，「發揮中醫藥在重大疫病防治中

的作用」，「完善公共衛生法律法規」，「發揮科技

在重大疫情防控中的支撐作用」，「加強國際衛生

交流合作」[7]。這些措施以人類健康為目標，規範

所有個體活動，協調醫患行為，把環境保護和健康

管理融為一體，覆蓋生產生活的所有領域。

媒體在對新冠病毒相關信息的傳播過程中，

普及了醫療防疫知識，豐富了人們對病毒性肺炎

的認識，提高了大眾的自我救治能力。病毒性肺

炎主要影響兒童，但新型流感病毒也感染成人，比

如：2002年的SA RS，2009年H1N1流感，2013年
H7N9禽流感，2019年底的新冠肺炎。感染者起病
急、病情重，常引起呼吸窘迫、心肺功能衰竭而導

致死亡。臨床診治表明：「虎杖可用於各種肺炎的

治療，是較理想的一味藥。」[8]如果社區醫院能把

這些診療知識普及給每位居民，新型急性病毒性

肺炎就不可怕，患者能及時進行院前自我救治，及

時把病毒消滅在家裏，有效阻斷傳染源，醫院的

救治負擔也不會那麼重。

3.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在病毒面前，人類真的成為了命運共同體。制

度鴻溝、種族差別、地緣政治等問題被暫時擱置，

攜手應對人類共同的敵人—新型冠狀病毒。柬埔
寨洪森最先到來，世界衛生組織譚德塞來華，美

國主動提出派專家並且捐贈物資，俄羅斯也積極

支持中國抗疫，蒙古國還捐贈三萬隻羊……

新冠病毒來襲，刺激了網絡言論，各種新思

潮異軍突起，製造出後現代思想奇觀，人類命運共

同體理念成為挺立其中的一面鮮艷的旗幟，在病

毒面前，人類必須齊心協力，以科學為武器，共同

進退。當科學無能為力的時候，死亡必然來臨，此

時，宗教能發揮臨終關懷的作用，讓人們減少對死

亡的恐懼。科學和宗教提出的宏大言論關乎生

死，科學給人生的力量，宗教讓人死得坦然。「這

兩個信仰系統的崩潰會立即導致普遍的虛無主

義、絕望以及文明世界的崩潰。」[9]科學的任務在

於探索人類的生存之道，戰勝病毒是其中重要的

組成部分，宗教的目的在於闡明生死大義，在虛構

的另一個世界中安排死後的人。這兩大系統讓人

無懼生死，在對抗新冠病毒的過程中各司其職。

（三）社會文明水準提高

人類歷史是人類與病毒的鬥爭史，在鬥爭的

過程中，人類健康水準不斷提高，社會文明持續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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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流行性感冒催生了醫聖張仲景及其《傷寒雜病

論》，因氣候變冷，複雜多變的人流感和禽流感病

毒危害中原，加速東漢的終結和三足鼎立之勢的

形成；登革熱奪去了年僅38歲的民族英雄鄭成功
的生命，泯滅了一度稱雄東南亞的海上勁旅的榮

耀；鼠疫幫助李自成打敗明軍，入主京城，也讓他

的大順雄師成為強弩之末，僅四十天後便倉皇出

逃；流行性斑疹傷寒拖垮了拿破崙侵俄的60萬大
軍，攜帶普氏立克次體的小小虱子代替槍炮消滅

了這支曾經橫掃歐洲的強大部隊；發端於美國堪

薩斯州芬斯頓軍營的西班牙流感使50萬美國人喪
命，隨著美軍加入歐洲戰場，導致800萬西班牙人
染病，疫情向其他國家蔓延，最終止息了第一次世

界大戰的硝煙，「士兵們的槍械已經成了拐杖」
[10]，流行病作為「上帝之鞭」懲罰了因貪婪而掠奪

的人們。

在與病毒較量之後，人類顯然比以前要謹慎

得多、乾淨得多、有序得多，總而言之，社會要文

明得多，運行要規範得多。為了提取病毒樣本，研

製疫苗，科研工作者反復對動物進行實驗，有的甚

至冒著生命危險進行自體實驗，把病毒注入自己

體內，觀察症狀和檢驗藥物效果。正是這樣的大

愛和犧牲在改善人類的醫藥衛生條件，提高人類

與病毒對抗的能力，推動人類社會向前發展。

（四）政府行為更加規範、透明

七天修建了火神山醫院、雷神山醫院和方艙

醫院，國家干預城市系統取得很大的成功，武漢創

造了飛速建造的神話，運作的若干細節被公布，甚

至被放大，貓膩難以遁形，暗箱無法操作。吉登斯

認為，城市決定著特定社會體系中所存在的「距離

化」程度。這是由於城市通過監視和信息收集—
在當代社會中曾經由國家承擔的功能—而具有的
控制力量[11]。國家干預和城市控制雙軌並行，相得

益彰，中央和地方各司其職，宏觀和微觀均不偏

廢，政府行為得當，社會井然有序。

這場抗病毒戰從某種意義上說更是信息戰、

傳播戰，網絡推手控制著公眾的情緒，影響著人們

抗疫的信心和決心，左右著疫情變化的局勢。

四、痛定思痛後的經驗教訓

2019年底，病毒為人類的健康再次敲響警
鐘，這次人類遭遇的是一種全新的病毒：新型冠

狀病毒。它給全人類出了難題、帶來災難，在攻克

難題、化解災難的過程中，人們在不斷吸取教訓，

總結經驗。

新冠疫情初起之時，政府迅速而有效的處

理，不過亦有人為造成的不完善情況需要檢討，例

如筆者就經歷了失去母親的痛苦，耳聞目睹了公立

醫療機構的運作，親歷了大檢查、大處方和創傷性

治療的濫用和一些醫務工作者的玩忽職守、消極

怠惰和唯利是圖，也見證了網上誤導醫療消費，私

立醫療機構坑蒙欺詐、收取醫保之外的高額費用。

面對這些不合理和不合法的現象，受害者在扼腕

之餘會痛苦、會吶喊，也會行動。改變，從自身開

始，因為人的健康程度和壽命長短取決於自身的

生活習慣。

（一）國民良好生活習慣的養成

疫情期間的嚴格管理使人們初步養成了戴口

罩、勤洗手、測體溫等好習慣，無論是城市還是鄉

村，無論是小區還是商場，無論是廠礦還是學校，

都把「防疫」當作頭等大事，切實推行全員疾病篩

查，掌控每個人的健康信息，落實病毒預防措施。

隨著疫情的好轉，戴口罩的人少了，出入公共

場所也不用消毒了，電梯裏供人們觸控按鈕時使用

的小紙巾也沒有了，有人用傘柄或鑰匙戳電梯按

鈕，一看就知道是不想勤洗手了，好不容易養成的

全民衛生習慣又被一些人拋之腦後了。

勤洗手尚且如此難以堅持，抽煙、酗酒、賭博

等損壞健康的惡習就更難革除了。按時就寢和就

餐，每天進行體育鍛煉、葷素搭配科學合理等有

利於健康的生活習慣就更難推廣和普及了。

如果禁煙，空氣質量肯定會好轉，呼吸道疾

病肯定減少。中國是世界上煙民最多的國家，從這

個意義上講，中國人最不健康，還污染全球空氣，

影響他國健康質量。

如果禁酒，肯定會降低神經系統疾病發生率，

預防酒後暴力事件，促進家庭和諧和社會治安的

好轉。

如果禁賭，肯定能有效預防頸椎、腰椎疾病

和心腦血管疾病，禁絕這一違法活動，可以減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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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引發的死亡現象。

禁煙、禁酒、禁賭不但不會讓經濟總量受到

影響，反而會刺激有利於人類健康的相關產業。

好的生活習慣就是疾病預防的長效機制，它

須臾不停地呵護著人的健康。良好的行為之所以

能成為習慣，關鍵在於行為者的持之以恆。

（二）增強醫患命運共同體意識

正如大氣和水的循環全球一體，人類生死與

共，同氣連枝，病毒會因為空氣和水的全球流動

以及發達的現代化交通工具傳遍全球。

醫生和患者是命運共同體。醫患命運共同體

意識增強了，醫患糾紛就會減少。醫務工作者的

懈怠和麻痹很可能害的就是自己，對他人負責就

是對自己負責；如果只盯著眼前經濟利益而忽視

病毒的存在，那是捨本逐末。因為除了病患家屬，

醫務工作者就是病患的密切接觸者，如果不及時

控制，醫務工作者的感染風險很高。先救治、再收

錢，這不但符合市場規則，更重要的是它符合生命

規律。生命個體之間相互聯繫，病毒傳播速度驚

人，及時救治一個病患，就切斷一個傳播源，救治

的實際上是一大片。

病毒攜帶者應自我隔離、及時就診，對自己負

責就是對他人負責。

未被感染的非病毒攜帶者應隨時關注疫情信

息，做好自我防護，不要隨意流動，避免感染和進

一步擴散病毒。

（三）普及醫學知識

教育和傳播機構普及醫學知識，防止「誤信

庸醫」和「迷信神靈」。

1.誤信庸醫：「白色向來被看作純淨的美的化
身，反映了物體的優秀品質」，無知者對凡是穿著

白大褂的人都相信，這卻是一種錯誤。「白色一旦

脫離了那些善良的聯想而和任何本身就是可怕的

東西相結合時，便會將恐怖提升到極限。」[12]身著

白大褂的庸醫猶如白鯊魚一般吞噬無辜的生命和

枉費的錢財。醫術和醫德都有高低之別，那些醫

術和醫德都低劣的醫務人員，就是身穿白大褂謀

財害命的庸醫。庸醫之所以會誤人，首先是因為被

誤的人輕信，其次是因為庸醫有主觀故意，騙錢是

庸醫故意誤認的最大動機，誤人最普遍的原因是

醫術不精，這種情況病人和家屬很難認定，表現為

醫療事故。白岩松的著作《你幸福了嗎？》敘述了

他採訪的兩次發生在煙台的醫療事故：一次是醫

務工作者把兩名患者的手術弄反了，把該切除扁

桃的病人做了心臟手術，把該做心臟手術的病人

的扁桃切除了。另一次是給病人輸入的血液裏含有

乙肝病毒。筆者也耳聞目睹了一些醫療事故，其中

最讓人揪心的是術後棉簽遺落在患者腹腔，患者

被迫再忍受一次開腹手術。醫療事故一般都是由

醫療界人士認定，患者和家屬是沒有發言權的，既

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所以，醫療事故的責任是很

難追究的。在醫患關係中，患者是弱勢群體，醫者

掌握知識、技術和設備，壟斷了資源，如果沒有道

德和良知，那手術刀和殺豬刀就沒有區別了。如果

患者和家屬對那種把手術刀當作殺豬刀用的醫者

還深信不疑的話，那患者就得忍受各種由市場經

濟催生的、技術不成熟的藥物和醫療器械的折磨

了，那真是花錢買罪受，過程比自殺還痛苦。

市場經濟下的醫院盈利機制與其他企業一

樣，不少醫院給醫生下達了創收指標，很多醫生迫

於創收的壓力，經常大劑量地開藥，而醫生開的往

往是那些對他有「好處」的藥企生產和推銷的藥，

這些藥到底對病人有多大的作用，他們自己也不清

楚。職業道德高點兒的醫生會觀察病人的反應，

並根據病人的症狀和要求調整用藥，「臨床醫學」

永遠在「臨床」，如果醫生不仔細觀察病患的個

體反應，並根據反應及時更改治療方案，必定加

快個體的死亡。有的醫生為了獲取高額回報，病人

明明出現過敏反應：全身紅疹、噁心嘔吐、腹瀉脫

髮、出血不止……還叫病人大劑量地用那種藥，直
到把病人治死。之所以出現這種醫生謀財害命、不

負法律責任的現象，主要是因為大多數病患不懂

醫學，不明藥理，把人「治」死了的醫生大不了擔個

「庸醫」的罵名。

醫療衛生體制的改革任重道遠。公立醫院不

應該把創收額度作為考評指標，而應該用治癒率

來衡量醫務工作質量的優劣，把患者及其家屬的

評價作為考核醫務人員的重要依據。醫療事故也

應該引入第三方進行公平鑒定，以避免醫者和患

者各執一端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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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迷信神靈：那些沒有受過唯物主義思想熏
陶的農村老太太在束手無策之際往往求助於神

靈，在潛心拜神的時候，的確能轉移注意力，緩解

身體的疼痛。但只靠唸「阿彌陀佛」是延長不了

壽命的，人體是物質構成的，它的運行有其內在規

律，當攝入的物質和排除的物質保持平衡的時候，

當各種物質在人體內經過複雜的生化反應讓人感

覺舒暢的時候，人體就是健康的。一種物質對人體

的副作用必須用另一種與它性能相反的物質來平

衡，醫學家和藥物學家就是研究各種物質對人體

的作用。當然同一種物質對不同個體的作用是不

同的，因此，許多民間偏方對甲有用，對乙不一定

有用。當藥物產生有毒副作用的時候，可以飲用純

淨的水來代謝毒物，所以美國醫生認為「水是最好

的藥」。

科學比神靈更可信，知識比愚昧更能讓人長

壽。

（四）健康中國：信息傳播媒介與醫療機構同

行

雖然疾病和死亡是人類永遠也破解不了的難

題，但人們仍存「健康中國」的美好夢想，人類追

求健康長壽的腳步永遠不會停止，「健康中國」永

遠在路上，在這條路上，信息傳播媒介和醫療機構

應該攜手同行。

民眾不健康的生活習慣要靠醫療機構和信息

傳播媒介共同糾正。醫務工作者和信息傳播者應

積極主動利用傳播媒介幫助和督促民眾養成健康

的生活習慣，防止不良行為習慣引發疾病、導致死

亡。

醫藥知識的普及要靠醫務工作者和信息傳播

者的共同努力。醫務和傳媒人員應把普及醫藥衛

生知識當作自己的職責和義務，把各種疾病的預

防措施和院前救治辦法告訴民眾；大眾傳媒應闢

出更多的平台和時段供醫務工作者使用，同時杜

絕偽醫劣藥坑蒙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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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Coronaviruses and Big Data Deduces 
Social Wonders

Lijuan Mi(Chongqing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Abstract: If there isn’t developed big data 
infor mat ion media now, no mat ter how the new 
coronavirus spreads, it will not cause such a deep and 
widespread panic. If there isn’t medical workers at risk 
and commanding top leaders, panic will continue to 
spread. The transmission of new coronavirus and big 
data information have the same mechanism and different 
paths, the former destroys the body, while the latter acts 
on the mind. The spread of information and virus, like 
the body and mind, together with the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wonders.

Key words: New c oron av i r u s , b ig d a t a 
information media, social won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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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剖析，並沒有從哲學和美學角度將中國古代冷

兵器設計研究上升到一個完整的理論層面。中國

古代冷兵器意匠遵循著古人傳統的造物理念和造

物審美思想，體現觀象制器，物以載道，物以致

用，重己役物四個典型特

徵 [1]。隨著歷史發展和朝

代更迭，兵器的設計水平

越來越高，機械結構越來

越複雜，產品質量越來越

好，性能威力越來越強。

從設計到製作，從使用到

維護，有相對嚴格完整的

程序體制[2]。

第三，兵器作為歷史

時期人地關係中軍事衝

突的物證，戰爭遺址的見

證等，以往被物化為考古

資料、靜態物證等。但是

兵器本身附著了歷史信

息、地理信息與對應時空

的物理化學、機械學科技

含量，是認識使用兵器階

段的人地關係重要視角。

從冷兵器時代向冷火交替

使用時代，再到火兵器時

代，兵器演化是時空信息和科技痕跡的躍遷，是

時代文明的「傷痕」與時空見證。無論冷兵器，還

是現代兵器，從現代文化遺產視角，都可以歸類到

某種軍事文化遺產類型之中。識別軍事地理、文化

近現代中國軍事文化的景觀
■ 張祖群、楊建明

北京理工大學設計與藝術學院

神州風采

一、軍事文化遺產與軍事文化景觀

研究

在軍事文化遺產與軍事文化景觀研究中，目

前學術界存在如下研究

短板：

第一，資料收集不足

與設計聯繫不緊密問題。

關於中國古代冷兵器設

計、軍事地理的研究，從

時間線上縱向分析，按時

間順序從原始兵器到冷

兵器再到熱兵器的藝術

設計研究，各個朝代時期

均有一定量的研究，但均

為點狀研究。但絕大部分

研究沒有過多考慮軍事

地理，只有少部分研究論

文涉及冷兵器的使用方式

或紋飾紋樣等。還有部分

研究成果涉及冷兵器對

戰爭的影響、對歷史進程

的影響，以及中國古代兵

器冷火交替變更等方面。

第二，中國古代冷兵

器設計理論與軍事地理提升不夠。中國古代冷兵

器設計與軍事地理的研究存在理論提升不夠的問

題，現有的研究大多止步於紋飾、紋樣、器型和使

用方式的歸納與總結。並沒有對其內涵進行深入

摘  要：目前學術界對於軍事文化景觀研究存在

資料收集不足與設計聯繫不緊密、中國古代冷兵

器設計理論與軍事地理提升不夠等短板。基於

上述研究短板，需要重新認知兵器、軍事文化遺

產與軍事文化景觀之間的關係。文章以文化地理

為核心，發揮多學科優勢，綜合運用多種研究方

法，在不同時空場景中呈現軍事文化景觀的人地

關係博弈。從軍事文化遺產（兵器）向軍事文化景

觀的生成出發，文章分析軍事文化景觀（冷兵器）

與軍事文化景觀（現代兵器）的生成機制，同時提

煉軍事文化景觀（冷兵器）與軍事文化景觀（現代

兵器）的活化探析路徑。最後討論認為：研究軍

事文化景觀生成機制與活化機理，需要聚焦現代

軍事變革的兩個關鍵點，關注軍事文化景觀的時

段性與時空場景，體現多學科融貫綜合研究之特

點。

關鍵詞：軍事文化景觀；生成機制；活化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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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中的有效文化因子為軍器（兵器）、軍制與軍

術，以兵器為核心，復原使用兵器時代的歷史地理

場景，進行多個剖面的人地關係對比分析，可以構

築與生成地理學意義上的典型軍事文化景觀。將

零散兵器、遺址等資料進行地理信息編碼後，形

成統一標準的時空信息。以文化地理為核心，發揮

多學科優勢，綜合運用多種研究方法，在不同時空

場景中呈現軍事文化景觀的人地關係博弈，以凸

顯軍事文化景觀的生成機制。

基於上述研究短板，需要重新認知兵器、軍事

文化遺產與軍事文化景觀之間的關係。

二、軍事文化景觀的生成機制與活化

機理

（一）軍事文化景觀的生成機制

（1）從軍事文化遺產（兵器）向軍事文化景觀的生
成

抽象提取軍事文化遺產最為重要的軍事地

理、文化地理因子，以軍器（兵器）、軍制、軍術為

核心因子，加上外圍軍事輔助因子，在地理環境與

歷史縱深中，逐漸演化與疊加文化層，促進軍事

文化景觀生成。軍器（兵器）作為最重要的軍事地

理、文化地理因子，人類不斷繼承、更新與應用最

新技術經驗，將人類設計美學、工藝製造等核心創

造力應用在兵器製造上。歷史地理上的軍事參與

者、軍事見證者、軍事影響者等以軍器（兵器）為

核心，在歷史時空場景中構成一種複雜的人地關

係博弈。隨著戰爭逝去，社會文化變遷，古戰場重

新考古發掘，軍器（兵器）考古出土與復原，歷史

戰爭場景的重新復原，軍事戰爭影響的重新審視，

重新在新的時空場景中構成新的人地關係博弈。

古代冷兵器在現代的應用十分廣泛，大部分

的現代應用都是在原有的冷兵器基礎上進行造型

美化，做一些精細的調整。然而傳統設計美學才耐

看，才有韻味。正是這些中華的傳統文化在滋養著

我們。無論哪個時代冷兵器設計總是體現一個（或

一種類型）冷兵器的外觀與結構、製造和工藝、操

作與交互、性能與威力的四個對立統一文化範疇。

原始社會石質兵器也體現歷史進步，往往將

打擊，截斷，切割，雕琢，砥磨，鑽孔等最新的製作

技術與工藝的進步植入石質兵器中。並且，人們把

木頭和石球兩種材質的優點結合起來，取長補短，

發明與使用投擲投石索，投石器等石球木石複合

工具，發揮更大的效能與戰鬥力。

青銅時代的軍事文化遺產（冷兵器）往往依

據「氣序」規範、造物規範、考核規範等「百工」制

度；以《考工記》標準體現冷兵器設計的造物規

範、設計分工、材料和技術標準等；以《周易》為文

化原形注重對冷兵器設計的思維指導，強調了形

而上的道與形而下的術兩者的有效融合。以師法

自然的哲學思想與度數之學的科學方法，互為補

充，互為融合，形成青銅冷兵器設計的重要思維特

點。尤其是在先秦時代，造物（冷兵器）設計體現

「以利為本」、「物以致用」、「體用觀」等哲學思

維原形。

秦漢時期軍事文化遺產（冷兵器）強調統一

標準，兼容並蓄，「文」「質」結合，體現天人合一。

在這樣中國第一個大一統的鼎盛時期，官私政策、

標準化運動、賦稅制度等都對冷兵器設計產生重

要影響。

魏晉南北朝時期，戰爭頻仍，社會大發展大融

合。在這個時代，以多元與融合的兵器設計思想，

設計與製造了諸多里程碑式的兵器。例如兩漢使

用駑比較普遍，進入到了一個新水準。漢代是駑的

鼎盛時期，漢代制駑技術已經達到了很高水平，

駑機望山的改進、望山上增設刻度、改進駑型、改

進三角棱形箭矢等設計美學均有可圈可點之處。

漢代末年，三國時期三國弩設計重點改進了連發、

瞄準、輕便易攜等工藝，使之在戰鬥力上進一步增

強。如果拉開歷史的縱深，較之於魏晉南北朝時

期，唐代的駑在軍隊中的地位不高，唐駑基本上沿

襲漢駑舊制，種類不多。唐朝將領一般以騎戰聞

名，很少駑戰。宋駑則在類型、性能、工藝水平上均

大幅度提升，宋朝軍隊形成以弩兵為核心的戰術

打法，弩兵專職化日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另外一

個典型「木牛流馬」則疊加機械傳動裝置進行仿生

設計，載重量大，靈活方便，成為軍事後勤的重要

保障。

宋、遼、金、元時期是中國第二個民族文化大

起大合的時代，軍事對峙，文化多元疊加，冷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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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走向成熟，也產生了具有標誌性意義的兵器。

蒙古軍的兵器裝備較為完善，據《黑勒事略》載，

有甲、弓、箭、環刀、長短槍、盾牌令旗炮等軍事器

械。元代蒙古軍以騎兵為主，步兵為輔，騎兵、步

兵射術皆精，均有弓箭，另有劍、鐮刀、斧、錘等短

兵器，少用長兵器。蒙古輕騎兵攜帶蒙古彎刀與弓

箭，靈活機動，橫掃歐亞，將冷兵器時代的戰鬥力

發揮到極致。拋石機是古代一種威力巨大的遠射

兵器，攻城與防守兼備。元代的火藥火器，可以分

為燃燒性火器、爆炸性火器和管形火器三種，用來

攻城或焚燒敵人輜重。蒙哥汗率主力攻打巴蜀時

候，南宋軍隊即在釣魚

城以火藥、拋石機等有

效對抗遠道而來的蒙

古軍，甚至炮打蒙哥，

使其落馬中炮而亡。釣

魚城在世界軍事戰爭

史上被稱為「上帝折鞭

之處」，改寫東亞史與

世界史。因為中亞穆斯

林工匠等遷入東亞，

回回工匠與漢族工匠

等設計改進，元朝製造

了配重式拋石機（回回

炮），在襄陽之戰中蒙古

軍隊以回回炮威震南宋

守軍。

明清時期系兵器設

計東方與西方對峙、融

合、多元混雜時期。以明

末清初遼東防線火器與

冷兵器的對決為例，它

成為冷兵器和火器並用

期間戰爭經典案例。隨

著西方火槍在填充和點

火方法等方面，較之中國

傳統火銃都有極大設計

改進，戰鬥力大大增強，

兵器發展的大趨勢大浪

潮（火器的逐步向前，以

及冷兵器的逐漸衰落）以及勢不可擋。

（2）分析軍事文化景觀（冷兵器）的生成機制

第一，軍事文化景觀（冷兵器）的典型博弈。

以布羅代爾的時段理論進行時間刻度分析，在冷

兵器演化的短時段內，在兩個相互對立的政治經

濟軍事集團裏，容易出現兩種互相克制的兵器，

抵消互相彼此之長短。在中國歷史軍事地理中，有

四個冷兵器軍事文化景觀的博弈案例：匈奴 — 西
漢（李陵）之間浚稽山之戰中騎兵 — 漢弩、金 — 
北宋之間大散關對峙時鐵浮屠 — 僕刀、元 — 南
宋之間的釣魚城對峙時蒙古彎弓 — 中原火藥、遼 

圖1軍事文化景觀的生成機理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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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之間的白溝（華北平原）對峙時騎兵 — 床
弩互相克制、互相抵消優勢。

第二，冷兵器軍事文化景觀博弈分析切入點。

縱向：在時間刻度上梳理兵器沿革與演化，重點考

慮冷火兵器交替演化史、兵器藝術史、兵器工藝史

等框架。橫向：重點分析單個、單種兵器與典型戰

役、軍事地理區位之間關

係；歷史軍事地理中兵器 

— 人 — 地理環境之間的

三維關係；兵器與軍事、

戰爭遺址之間的微觀 — 
宏觀關係；兵器與人類軍

事征服、文明演替之間關

係；兵器與人類藝術思維

之間關係。冷火兵器並用

時期軍事文化景觀分析最

為精彩。

第三，注重從冷兵器

向冷火兵器並用時期過

渡。在上個世紀的1960 - 
1970年代，蘭州軍區司令

員皮定均請陝西師範大學

史念海教授、西北大學李

健超教授等進行西北、西

南山川關隘之歷史軍事地

理考察，形成大量的軍事

地理成果。火兵器（現代

軍事兵器）時代注重對於

冷兵器使用、歷史戰爭、軍

事區位的有效總結，冷兵

器與火兵器（現代軍事兵

器）、歷史軍事地理與現

代軍事地理之間是根源與

分流之間關係。基於軍事

史料、諸多兵器史比較、長

期人類演化之後的慎重考

慮，聚焦於以中國共產黨

延安時期前後為時間軸的

冷火兵器並用時期，作為

軍事歷史地理、軍事文化

地理分析的重要攻關目標。在冷火交替階段軍事

文化景觀研究最具有科學與藝術生長點。冷火交

替時期的兵器設計是「中國傳統設計美學和歐美

設計美學和蘇聯設計美學」三種交織產物；需要

重點解析冷火交替階段的兵器利用、改進對戰爭

影響，軍事區位對戰爭影響，戰爭結果對敵我雙



二○

二
一
年
第
二
期
（
總
第
一○

七
期
）

文
化
中
國

１１８

方政治經濟影響，軍事戰爭對社會經濟地理的正

向（或負向）作用等。

（3）分析軍事文化景觀（現代兵器）的生成機制

重點個案分析有：北京理工大學校園內軍工

雕塑與校園文化建設，形成國防科技校園軍事文

化景觀；北京理工大學校史館的兵器展陳，形成

「校史館藏」的軍事育人文化景觀；中國人民解放

軍軍事博物館中現代兵器的室外展陳、市內展陳、

古代戰爭與兵器的簡史展陳等，形成「強大國防

（保家衛國）」的軍事博物館文化景觀；北京香山

革命紀念地，2019年課題申請人參加了本項目的軍

事展陳工程評審，現該紀念地八處革命舊址整體

對外開放，形成「紅色北京」的軍事文化景觀。

冷兵器與現代兵器相比，軍事文化景觀（冷

兵器）的生成機制是重點。

（二）軍事文化景觀的活化機理

（1）軍事文化景觀（冷兵器）的活化探析路

徑。對於軍事文化景觀石木兵器（飛去來器等）研

究，以人類學、考古學見長；對於軍事文化景觀銅

鐵兵器研究，則以歷史學文獻、考古學（器型學）

見長；對於軍事文化景觀火兵器研究而言，以機械

力學、爆炸力學見長；對於軍事文化景觀原子兵器

研究而言，以核物理、倫理學見長。以文化地理、

歷史地理、軍事地理、政治地理等為基礎，揚綜合

研究之長，避單一學科之短。結合地理學、歷史

學、美術學、設計藝術學，發揮綜合研究的長處，

從細微問題入手，探求軍事文化景觀（冷兵器）活

化機理。

（2）軍事文化景觀（現代兵器）的活化探析

路徑。現代兵器研究更多的基於物理、化學、工程

原理，兵器的戰鬥力即將突破理化極限。暴力美學

往往上升到凝聚國民意志與向心力。與現代兵器、

戰爭相關軍事要素形成的軍事文化景觀，主要地

理承載是工業（軍事）文化遺產。活化與保護軍事

文化景觀（冷兵器）關鍵在於重新深刻認定其獨特

性和普遍性的價值表徵。從人文社會、歷史文化研

究層面，抑或從工藝審美、經濟實用抑或教育宣傳

角度，軍事文化景觀（冷兵器）對人類社會而言都

蘊孕著重要的價值功能，成為體現人類主體價值

觀及文明理念最豐富的載體、最具象的文化符號

[3]。活化與保護工業（軍事）文化遺產關鍵在於重

新深刻認定其獨特性和普遍性的價值表徵。軍事

文化景觀（現代兵器）的保護與利用，價值闡釋可

以分解為三個層次：向公共文化服務層面躍進、高

舉城市文化復興大旗、銘刻大國復興與國家安全

的永恆印記。1.第一層次是向公共文化服務層面躍

進。將藝術教育、藝術實踐、展陳研究、藝術市場

等聚合在一起，以科學的社會治理方式，驅動文化

變革，熔鑄其在文化重塑中的作用和地位。2.第二

層次是高舉文化復興大旗。工業遺產作為一個國

家或地區工業文明的物質載體，以無錫、南通、南

京、瀋陽、撫順等城市軍事遺產保護與再利用經

典案例，構成了文化遺產對城市記憶獨特的文化

積澱、托舉起城市文化復興的大旗[4]。3.第三層次

是銘刻大國復興與國家安全的永恆印記。全球化

背景下的中華文明復興，重塑中華民族的價值認

同，首要關鍵在於根植於中國發展獨特實踐與工

業化追趕歷程。

中國有一萬年的農業文明史，歷史之厚重與

文化之沉積，令人嘆為觀止；在近現代，中國卻落

後於歐美國家工業革命幾個節拍。儘管中國在軍

事兵器、工業生產能力等器物層面遠遠落後於西

方列強，但是為了民族獨立與國民尊嚴，為了不受

外國支配的自由，一代代中國人在追趕西方工業

革命浪潮中付出了慘重代價。從晚清洋務運動，

到民國初期的實業救國，從國民黨時期的民族工

業，到共產黨的邊區生產與實業，從大躍進到人

民公社和「文化革命」，從建國初期前蘇聯援建的

156個重點項目，到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國防（軍

工）工業系統……全世界只有中國可以在美蘇全

面封鎖前提下優先發展重工業、軍事工業和「三

線」建設等。當年中國在極其困難與艱苦條件下，

開展了大量與國家戰略、國家安全密切相關的戰

略戰術舉措。今天，中國成為全世界所有國家中工

業門類最為齊全的國家，建立起領先於全世界相

對完備的工業製造體系與國防（軍工）工業體系。

講好中國的軍事文化景觀（冷兵器）故事，活化軍

事文化景觀（冷兵器），能夠最大程度鼓舞民族復

興的精神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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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總結

第一，本研究的關鍵技術支支撐。將零散兵

器、軍事遺址等資料進行軍事地理信息編碼後，形

成統一時空信息。以軍事地理、文化地理為核心，

綜合運用多種方法，在不同時空場景中呈現軍事

文化景觀的人地關係博弈，以凸顯軍事文化景觀

的生長機制。

化景觀的生成。從人地關係博弈考慮，劃分過去與

現在兩個時段剖面，分析歷史時空場景中構成的

複雜人地關係博弈和現在時空場景中新的人地關

係博弈。2.將軍事文化景觀研究劃分為信息編碼、

生成機制與活化利用前後三個內在邏輯鏈。中國

軍事文化景觀從冷兵器時代向冷火兵器交替使用

時代，再到火兵器時代躍遷，回應與補充東西方

之間的「軍事地理大分流」理論，進而闡述新時代

新技術新文明的文化躍遷與

轉折。3.將軍事文化景觀切入

「軍事地理大分流」分析中。

火藥技術自中國傳入中亞、西

亞、歐洲，西方人加以改進與

利用，徹底改變了世界軍事地

理格局。隨著1759年清朝平定

新疆叛亂，中國進入「平靖時

期」，中國歷史地理疆域版圖

得以最終形成與穩固。中國和

西方的軍事發展模式從而分

道揚鑣，出現東方與西方之間

的「軍事地理大分流」。

第三，本研究主要體現三

個特色。1.聚焦現代軍事變革

的兩個關鍵點。現代軍事變革

向現代智能化、數字化、無人

化發展同時，也向傳統地方性

知識與智慧學習，從歷史經典

戰役吸取營養，模仿生物學研

發新式兵器等。兩者的耦合機

制是當代軍事文化地理應用

之立論基礎和根本前提。2.體
現多學科融貫綜合研究特點。

從歷史軍事地理、文化地理、

政治地理、軍事文化遺產等入

手，將軍事文化景觀研究劃分

為信息編碼、生成機制與活化利用三個內在邏輯

鏈條，體現軍事文化景觀研究的獨特性、綜合性

與應用性，具有重要學科價值與廣泛應用前景。

3.關注軍事文化景觀的時段性與時空場景。在歷

史縱深中，隨著時間從過去到現代，兵器的功能

第二，本研究主要涉及三個關鍵科學問題。

1.將軍事文化遺產最為重要的軍事地理、文化地

理因子概括為軍器（兵器）、軍制、軍術，核心軍事

要素與外圍軍事輔助因素在地理環境與歷史縱深

中，如何逐漸演化與文化層疊加，最終促進軍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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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意義越來越強，造型意義越來越弱，兩者交叉

點應該在冷熱交替兵器時代。軍事文化景觀（兵

器）的暴力美學研究和傳統美學有根本區別。古

代兵器是實用性與象徵性的結合體，包涵寓意文

化，發展過程可以歸納為：實用大於審美 — 實用

與審美共存 — 審美大於實用 — 實用大於審美，

當代兵器在軍事地理實用的基礎上，文化審美同

樣是不可忽略的軟實力。實用性（小到大）與象徵

性（大到小）的轉變在於軍事文化遺產（兵器）演

化序列中的冷火交替階段，布羅代爾的長時段歷

史有很強解釋生命力。兵器作為人類一定時空最

高生產力與智慧的體現，具有長「時間」的累積效

應。兵器的應用在毀傷敵人同時，也帶來廣泛的技

術傳播與技術革新。新的技術不斷疊加在已有兵

器製造技術上，也反作用於一定的社會結構。從兵

器古今對比，找出軍事文化遺產與景觀生成機制

異同，多方面找出分析點，才能得出結論。

基金項目：工業和信息化部工業文化發展中心

課題研究項目《人類技術發展與文化演進研究》，

（合同編號202022541008A）；2019年度北京理工
大學教育教學改革專項—「以學生為中心」專業建
設與培養模式改革項目《基於學生主體的精益課

堂理論建設與實踐探索—以環境設計（文化遺產
與現代設計方向）本科專業為例》；2020年北京理
工大學研究生教育培養綜合改革項目《以學生為導

向的研究生培養模式：精益課程、理論素養與綜合

實踐—以設計藝術學(文化遺產與藝術創新方向)為
例》；2020年度北京理工大學研究生教育實踐改革
重點項目《設計藝術學(文化遺產與藝術創新方向)
碩士生教育「三位一體」綜合改革探索》（項目編號

2020SJJG005，2020.7-2022.7）；國家自然科學基金
《軍事文化景觀研究：信息編碼、生成機制與活化利

用》申報前期成果之一。

[1]魏蓉：《中國古代冷兵器意匠中的傳統造物美學

思想》，載《中國文學批評》，2017年（4），

第90-97頁。
[2]李垌燁：《談中國古代冷兵器的文化意蘊》，載

《明日風尚》，2019年（4），第167-167頁。
[3]呂正春：《在城市化進程中加強工業文脈保護與

傳承》，載《黨政幹部學刊》，2015年（6），
第18-21頁。

[4]張希晨，郝靖欣：《從無錫工業遺產再利用看城

市文化的復興》，載《工業建築》，2010年
（1），第31-34，20頁。

The Landscape of Modern Chinese Military 
Culture 

Zhang Zuqun, Yang Jianming（Departm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School of Design and Art,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 b s t r a c t : A t p r e s e n t ,  t h e r e a r e s o m e 
shor tcomings in the research of military cultural 
landscape, such as insufficient data collection and 
design, insufficient promotion of ancient Chinese cold 
weapon design theory and military geography. Based on 
the above research shortcomings, it is of great necessity 
to recogni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eapons, military 
cultural heritage and military cultural landscape. 
The paper researches on the man-land relationship 
of military cultural landscape from different time-
space scenes by taking cultural geography as its 
core, combining advantages of multi-disciplines, and 
using a variety of research methods comprehensively, 
to reveal the generat ion mechanism of mil ita r y 
cultural landscape. The paper analyzes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military cultural landscape (both 
cold weapons and modern weapons) and refines the 
activation path of military cultural landscape (both cold 
weapons and modern weapons) through the standpoint 
of generation from military cultural heritage (weapons) 
to military cultural landscape. Finally, both temporality 
and spatio-temporal scene of military cultural landscape 
are two key points of modern military reform needed 
to be focused on in order to research o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activation mechanism of military 
cultural landscape, so as to refle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disciplinary comprehensive research. 

Key Words: Military Cultural Landscape, 
Generation Mechanism, Activa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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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粵港澳傳統醒獅同源同根

粵港澳處於珠江三角洲文化圈，自古同屬於

百越之地，歷史上長時段

屬於同一個文化體系，在

歷史、語言、人口、文化等

方面高度同一，具有鮮明

的嶺南文化特徵。分布於

粵港澳地區的傳統醒獅同

源同根，關於醒獅的起

源，民間一般都將其追溯

至古佛山鄉民驅趕「年

獸」的傳說。其實它在北

獅南傳及本土化的基礎上

發展而來，源發於明代廣

東佛山並傳承至今。漢

時，西域獅舞伴隨佛教傳

入而進入中土。南北朝、

隋朝時期，獅舞不僅出現

於佛事場合，還融入元宵

節會。唐代宮廷獅舞趨於

成熟，出現「五方獅子」，

表現「俛仰馴狎」等形態。入宋後民間舞獅興盛，

南宋《武林舊事》中記有與武術結合的「獅豹蠻

牌」節目，「其品甚夥，不可悉數」 [3]。該舞原由

「諸軍」表演，從軍中流出後流行於南方。金滅北

宋，虜獲各式藝人，將「獅豹」等百戲引入宴飲場

合。約在宋金時期，彰顯武技的獅舞隨移民南遷，

粵港澳傳統醒獅的文化藝術特色

及其數字化保護芻論
■ 謝中元

佛山科學技術學院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2019年2月18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首次從國家戰略高度提
出：「支持弘揚以粵劇、龍舟、武術、醒獅等為代表

的嶺南文化，彰顯獨特文

化魅力。」 [1]醒獅是一種

脫胎於北獅、源發於廣東

佛山並主要傳布於粵港

澳及海外華人社區的南

派獅舞。如民俗學家葉春

生所言：「南派獅子舞又

以嶺南最有特色，稱為

『醒獅』。」[2]醒獅於2006
年入選首批國家級非遺

代表性名錄，內蘊著中古

獅舞的文化藝術基因，也

體現了嶺南民眾的文化傳

承力和創造力；既包括凝

聚粵港澳民俗認同的傳

統醒獅，也發展出了標準

化、國際化的高樁南獅，

其中以前者最具嶺南文化

特色。近年來筆者搜集了

大量涉及醒獅記載的古代史志、晚清民國報刊等

文獻資料，深入廣東佛山、廣州城鄉以及香港、澳

門街區，對傳統醒獅存續狀況進行田野調查，訪

談醒獅傳承人、龍獅團負責人等60多名。基於此，
對粵港澳傳統醒獅的內涵特色及其數字化保護進

行探討。

摘  要：醒獅是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
綱要》提出重點弘揚的嶺南文化之一，以粵港澳

傳統醒獅最具特色。它在北獅南傳及其本土化

基礎上發展而來，以傳統的佛裝獅、鶴裝獅等為

主體，糅合英雄崇拜和南派武術。其核心的採青

程式匯融沿門逐疫、採青祈福等古俗，延續了中

華民族「咬春」習俗與民間儺儀，並形成「英雄崇

拜，各舞其型」、「演繹程式，融趣炫技」、「鼓樂

相諧，自成體系」等特色。在粵港澳「人文灣區」建

設背景下，亟待對其傳統進行搶救性挖掘調查，

進而實施數字化保護，以促進其可持續傳承和傳

播。

關鍵詞：粵港澳；傳統醒獅；採青；搶救性挖掘調

查；數字化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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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產生南獅、北獅之分。

明代中後期，南獅承襲獅舞蘊武傳統，進一

步融入南拳功架，也以武術組織為紐帶遍及粵港

澳地區。入清以後，嶺南民間依托小刀會、三合會、

天地會等組織練拳抗清。清廷禁教抑武，習武者

則以「寓武於舞」方式延續尚武傳統，進一步融南

派武術於舞獅身法之中，促成「獅武合一」。晚清

民國時期，拳師在粵港澳各處聚集，既習拳又舞獅

尤為普遍。如1895年澳門《鏡海叢報》載：「連日澳
地華人則迎請包廂，巡行街道，並有獅子一頭，隨

處戲耍。」[4]他們借助工會機構、行業組織、武館

團體等中介吸納大量門徒，構建了一個五光十色的

「武林」世界。南獅具有求吉辟邪功用，最初被稱為

「瑞獅」。1893年《點石齋畫報》記有「廣幫瑞
獅」，其曰：「後隨軍士三十餘名，均穿紅馬甲或執

籐牌，或持木棍。繼以寶蓋一頂，上書『廣幫瑞獅』

四字及『魚兆年豐』燈牌，隨有一獅，頭巨如圓桌，

沿途跳舞，鑼鼓聲喧。」[5]「瑞獅」還是清末官窯生

菜會的「迎祥之景」之一。「瑞獅」在粵語中與「睡

獅」諧音，隨著1900年後「中國先睡後醒論」的廣
泛傳播，逐漸被置換為「醒獅」。據《申報》載，

1917年女子工藝學校籌款會引入「廣幫北城候醒獅
會」，目的是通過表演「睡獅猛醒」來「喚起同胞」
[6]。此後，廣東的醒獅團陸續在1919年至1925年期
間上海的「放汽球展期」「精武體育會十周年紀

念」「救濟工遊藝會」等展會慶典上出現，被賦予

喚醒中國、喚起同胞的使命。「醒獅」之名一直沿

用至今。

粵港澳傳統醒獅在獅頭造型、表演形態、技

藝風格等方面同中有異，各顯特色。佛裝獅虎眼

闊嘴，源於佛山，以南派武術為功底，舞法大開大

合，步形步法、身形手法多從南拳功架演變而來。

鶴裝獅鶴眼長嘴，脫胎自佛裝獅，生成並主要流傳

於鶴山，以貓步、獅型和獅性進行演繹，因便於上

樁舞動，盛行於港澳並傳至東南亞，後被馬來西亞

藝人創改成競技鶴裝獅，上世紀80年代末「回傳」
至粵港澳。南海藝人研製出兼具佛裝獅和鶴裝獅

特點的佛鶴獅，促進了舞法融合。從傳統佛裝獅

中，還衍生出了小而輕的競技佛裝獅。各類獅型舞

法在粵港澳均有分布。此外，香港積極編創、演出

獅劇，澳門以羅梁體育總會等為代表較早推行南

獅北舞，創新性發展了傳統醒獅。清末民初以來，

粵港澳民間醒獅文化交流綿延持續。有著近百年

歷史的香港夏國璋醒獅團就發源自佛山高明明

城鎮。民國初年，黃飛鴻多次帶徒弟赴香港表演，

曾以飛鉈採高青轟動香港，其徒弟林世榮後來到

香港開館傳授洪拳獅藝。南海疊滘鄉比麟堂於上

世紀40年代隨鄉民移至香港，後變身為禪港比麟
體育會，2008年比麟堂龍獅團總館在南海疊滘重
建。

自1995年國際龍獅運動協會在香港成立後，
也加快了粵港澳醒獅交流與合作，也推動傳統醒

獅傳承、傳播至海外各地。其獅藝、技術要麼直接

被借鑒汲取，要麼與其他舞獅文化相雜糅融合，都

深深影響了所傳之地的舞獅群體、技藝和文化。比

如，「東盟國家的龍獅運動起源於中國。東盟國家

通過龍獅運動塑造自身國家特有的文化身份和表

達其自身國家的文化認同。」[7]醒獅文化從粵港澳

地區開枝散葉、傳至海外，喚起了嶺南民眾對醒獅

文化的再認同與新發展，促使他們生發了文化自

覺、自珍意識。

二、粵港澳傳統醒獅的內涵特色

（一）粵港澳傳統醒獅的文化內涵

採青是粵港澳傳統醒獅的核心程式，所採之

「青」主要是生菜。南朝梁《荊楚歲時記》記有

「啖生菜」之俗：「（正月)『立春』，親朋會宴，啖

春餅、生菜，貼宜春字，剪彩為燕戴之。」[8]至遲至

明代前期，粵中地區亦流行辦生菜會、食生菜。明

嘉靖《廣東通志初稿》云：「迎春日競看土牛，老

少奔走盈路，啖春餅生菜。」[9]清以後，民間的生菜

會、偷青（雅稱「採青」）習俗與觀音信仰相融合，

使採青在「求生氣」基礎上疊合了求財、求子之

義。從本源上說，醒獅採青混合了古代沿門逐疫、

偷青求丁、採青祈福等諸多古俗特徵，遺留著交感

巫術印痕，是對中華民族傳統「咬春」習俗、民間

儺儀的一種延續，表現了嶺南人祈吉利、討好彩、

求意頭的文化心理。以此為基礎，在醒獅點睛、起

舞、出巡、入屋、入廟、會獅、迎賓等方面形成了特

定禮儀。醒獅表演中常現「大頭佛」。該角色頭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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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首面具，身穿長袍，腰束彩帶，手握葵扇，用以

逗引獅子。這與佛教的傳入和盛行有關，自東晉隆

安年間曇摩耶舍到南海佛山傳經以後，佛教逐漸

傳播開來。伴隨著民間崇佛意識的興盛，「大頭

佛」逐漸植入醒獅表演。南宋吳自牧《夢梁錄》、周

密《武林舊事》等均記有「跳鮑老」。清《點石齋

畫報》載：「跳鮑老戲，通俗稱大頭和尚，事見《說

鈴》。……俗傳演此可免一歲祝融之患。」[10]大頭

佛表演意在避逐火患，加之其外形滑稽，與醒獅相

疊合就增添了詼諧氣氛。

粵港澳傳統醒獅最根本的文化內涵在於體現

了中華民族精神。1900年後中國「先睡後醒論」廣
泛傳播，醒獅被賦予喚醒國家國民的使命；1930年
《中國大觀圖畫年鑒》用英文介紹醒獅：(This is 
the most popular sport in China.)[11]抗日戰爭前後，

醒獅又發揮了振奮民眾精神的作用。上世紀80年
代以後，醒獅逐漸從一項民俗表演文化發展為標

準化、競技化的民族傳統體育運動。它融合了英雄

崇拜和尚武品格，以立於健身、載於獅技、歸於武

德的方式，將納瑞祈福、吉慶娛樂、昂揚進取相聯

結，通過模仿獅子神態情韻、展示武術步形步法、

演繹高難技巧動作，表現獅子不畏艱險、迎難而

上的拼搏姿態，折射出崇正義、守禮儀、尚和合等

正能量價值，展示了中華民族的自強不息、厚德奮

進、智慧勇敢等精神。作為民族精神的象徵，醒獅

承載愛國主義精神以及民族文化自覺和自信，既

是助力粵港澳人文增值的特色文化資源，又是促

進粵港澳民心相通的重要文化媒介。

（二）粵港澳傳統醒獅的藝術特色

1.英雄崇拜，各舞其型
粵港澳傳統醒獅以佛山大頭獅為代表，其外

形與唐初神陵的石獅相像，額高角直，眼大眉精，

杏鼻粉腮，口寬帶笑，明牙震脷。臉譜特色在於，

以粵劇中三國英雄人物的開面為基礎，主用黃、

紅、黑、白等色。按角色分文獅和武獅，分別以劉備

獅以及關公獅、張飛獅為代表，顯示出一種英雄

崇拜色彩。劉備獅又稱白須黃獅、彩獅，扮黃臉、

白臉或粉紅臉，腦後設三個金錢，有智、仁、勇之

意。獅角似拳頭，寓意有權有勢。雙腮上飾有一個

可震動「帽球」，獅額正中裝飾一塊明鏡，以表現

威猛正氣。舞動幅度相對不大，但沉著剛健、威嚴

有力，呈現氣宇軒昂的王者之氣。關公獅又稱黑須

獅，扮紅臉，配以大紅彩球、丹鳳眼、平口唇、梳仔

眉、金鼻金角等，額上飾如意紋及三條額紋，以表

現仁義忠勇、成熟穩重。腦後設兩金錢，有智、勇

雙全之意。獅被為金錢袍，寓意錢財廣積。包括紅

白獅和紅黑獅，舞姿勇猛雄偉，具有重信講義的

大將氣度。張飛獅主黑色，配以青鼻、灰白花紋、

黑色絨球，設短須，又稱「牙擦須」，獅被白毛黑

底。外形看似驍勇凶悍，腦後設一金錢，代表勇。

其舞動粗獷，具有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的先鋒氣

勢。

2.演繹程式，融趣炫技
粵港澳傳統醒獅運用南派武術的步形步法、

身形動作，以演繹「採青」程式為要，呈現出戲劇

性、趣味性和技巧性。採低（地）青、中青在平地

上進行，借助常用物品、農具等，設置山、嶺、岩、

谷、溪、澗、洞、水、橋等虛擬場景，舞獅者按傳統

規範表現獅子的尋、見、喜、疑、探、驚、採、戲、

食、醉以及吐青等過程。迄今衍生出了盆青、凳

青、蟹青、蛇青以及獅子出洞、八仙賀壽、七星伴

月等百餘種套路程式。採青如同起、承、轉、合的

戲劇故事，又稱「穿上獅服演大戲」。其要訣在於，

以翻滾、撲閃、跳躍、戲耍、旋挪等動作，充分演繹

喜、怒、哀、樂、動、靜、驚、疑等「獅之百態」，以

臻於形具神生、形神兼備的狀態。傳統醒獅有「吐

球」等絕技，現代醒獅則增加了上腿、站肩、鉗腰、

坐頭等難度技巧。

採高青呈炫技化色彩，主要有上樓台、疊羅

漢、爬杆爬梯、飛鉈採青、樁上採高青等。其中，飛

鉈採高青是晚清民國拳師黃飛鴻所擅長的技藝，

1933年《黃飛鴻江湖別紀》對此有詳載。樁上採
高青在中青基礎上發展而來。1988年南海縣平洲
電鍍廠醒獅隊以「巧奪蓮花青」在縣職工醒獅武

術大賽中奪魁，其樁陣由鐵架蓮花樁、18支木樁
構成。1990年7月，南海縣醒獅隊首次赴馬來西亞
參賽，回國後引入「組合式大鐵架」高樁獅。高樁

獅既有標準化、驚險性等特徵，又吸收了傳統醒獅

藝術。隨著競技化的普及擴展，吸納了傳統醒獅

形神藝術的國際高樁獅呈高難度化發展趨勢，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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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樁上飛躍及連續飛躍接佔位、轉體、推進、掛

踏、鉗樁、坐頭、反身，獅尾凌空磨轉等精細、奇

絕的雜技化的炫技動作，顯現出糅合獅之形、技

之難、力之美的審美風格。

3.鼓樂相諧，自成體系
傳統醒獅鼓樂有三星鼓、七星鼓等之分，樂

器有大鼓、鑼、鈸。鑼鼓樂配置可大可小，小型的

由一面鼓、四副鈸、一個鑼組成，大型的配置多達

幾十人甚至上百人。三種樂器合奏，對應舞獅主題

並緊隨故事情節和獅子動作的變化而變化，敲擊

出快慢交替、輕重相間、緩急起伏、變化有序的鼓

樂。鼓韻時而雄壯激昂，形成萬馬奔騰、排山倒海

之勢，時而舒緩低沉，顯露生動詼諧、輕鬆悠閑之

趣。鼓樂演奏烘托場面氣氛，是醒獅表演不可分割

的組成部分。其風格類型、表現形式多元，不僅包

括佛山派獅鼓樂、鶴山派獅鼓樂、大頭佛獅鼓樂、

「金鼓齊鳴」群鼓等，以及擂鼓鼓樂、高獅鼓樂、

中獅和下獅鼓樂、拋獅鼓樂、嬉戲鼓樂、七聲鼓樂

等基本鼓樂，還演繹出了站樂、行樂、舞樂等演奏

形式。粵港澳民間醒獅界有獅隨鼓之說，又有把鼓

手稱為「鼓司令」的說法，無疑強化了鼓樂對於醒

獅的重要性。每個鼓樂手要根據套路程式和舞獅

動作變化，靈活轉換敲擊方法並使鼓樂形成輕、

重、緩、急等不同變化。反之舞獅者要在鼓樂伴奏

下，淋漓盡致地演繹獅子的形神情態。由於鼓樂

沒有固定的曲牌，掌握醒獅鼓樂不僅需要相應天

賦，更需要長年累月的實踐訓練，才能達到變幻多

奇、神乎其技的境界。每個鼓手擊鼓的動作技法不

同，具有各顯特色的個人化風格。

三、粵港澳傳統醒獅數字化保護的

基礎

在粵港澳快速的城市化發展中，這種獨具嶺

南地域特色的傳統醒獅漸趨式微，部分傳統儀

式、套路、鼓樂等陷於瀕危，面臨著人亡藝絕的窘

況。而且，經過從傳統向現代的發展，醒獅越來越

標準化和競技化，成為一個既歸屬於傳統舞蹈又

被納入體育競技範疇的交叉性研究對象。粵港澳

傳統醒獅因泛競技化被放在一個與地域空間分置

的語境下觀照，變成體育屬性被放大、民俗特質

被抽離的項目。當然，嶺南鄉愁的被喚起，開始引

導學界從競技發展轉向非遺保護，回歸到民俗文

化本身來思考傳統醒獅的可持續傳承。

但迄今為止，粵港澳傳統醒獅仍缺乏整體觀

照，即便時有所察，卻探而未詳、深細不足，其文化

特質和瀕危現實也被忽略。隨著非遺保護的深入

推進，近年來學界借鑒文化人類學理論並將其本

土化運用，以文化生態整體觀照的方法搶救性挖

掘、整理與保護非遺，如汶川震後羌族傳統體育搶

救保護、烏江流域非遺搶救、蒙古族非遺搶救與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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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3.粵港澳傳統醒獅的活態傳承狀況評估。從傳
承、市場、社會、生命力、文化變遷、知名度等因素

切入，評估粵港澳傳統醒獅的活態傳承狀況，據此

對瀕危內容及其瀕危程度進行評定，為實施數字

化保護提供相對確定的對象。

（三）調查研究競技化對粵港澳傳統醒獅的作用

尺度和邊界

在當下實踐中，粵港澳部分區域的醒獅保護

思路出現了泛競技化傾向。受競技運動本位主義

影響，競技對於傳統醒獅的創新改造，是以國際

化、標準化的方式契入的，並沒有與地域空間、文

化多樣性目標充分結合，這在很大程度上給傳統

醒獅的可持續傳承帶來了負效應。競技因素相對

傳統醒獅內在的發展邏輯而言，具有外來性和異

質性。如果過於依賴競技化，任由傳統醒獅向現

代醒獅轉化和發展，讓競技化對傳統醒獅的滲入

過猛、過寬，將在很大程度上破壞傳統醒獅的本

然傳統和原生形態，進而使傳統醒獅出現「去地方

化」和「去多樣化」的態勢，導致其失去地域獨特

掘、中國宣紙傳統製作技藝搶救性挖掘整理等，都

提供了較成熟的經驗借鑒。因此亟需對粵港澳傳

統醒獅實施最迫切、最基礎的搶救性調查記錄，

夯實傳統醒獅數字化保護的前置基礎。

（一）調查研究粵港澳傳統醒獅的本生態傳統

具體包括：1.粵港澳醒獅的武術性和戲劇性
表演傳統。追溯醒獅的獅、武一體化源流與戲劇性

表演傳統，挖掘搜集傳統獅劇，記錄整理趨於瀕

危的傳統醒獅的採青套路、動作程式、鼓樂曲譜以

及形神藝術等，闡述其民俗文化內涵和審美價值。

並對粵港澳三地傳統醒獅表演的細節差異進行標

注、解析；2.粵港澳醒獅的「儀式性饋贈」傳統。以
馬塞爾·莫斯的禮物交換理論為參照，考察粵港澳
傳統醒獅作為城鄉結盟、交往媒介的角色與作用，

及其作為「儀式性饋贈」的流動過程及規律；3.師
徒授受中學獅先學拳的傳承傳統。通過文獻考察

與口述訪談，深描粵港澳傳統醒獅傳承中習練洪

拳、蔡李佛拳、龍形拳等南派武術的集體記憶與

個人生活史，記錄學獅與學拳並置的傳承傳統；

4.神聖與禮儀並重的觀念傳統。考察粵港澳傳統
醒獅所蘊含的民族精神與民間信仰觀念，詳細記

錄其神聖化儀式流程、表演禁忌、禮儀規範等，並

對三地醒獅蘊含的觀念傳統異同予以考察。其中，

重點是對粵港澳地區傳統佛裝獅、鶴裝獅的採青

套路、動作程式、鼓樂曲譜、禮儀儀式等進行搶救

性調查記錄。

（二）調查研究粵港澳傳統醒獅的傳承歷史和現

狀

具體包括：1.對宋金以來粵港澳等地區所存
方志、筆記、舊報刊等典籍資料中涉及醒獅的記

載進行全面搜尋輯錄，也廣泛搜求民間流傳的涉

及醒獅記載的秘籍、文冊資料，進而對歷代醒獅傳

承人以及兼通醒獅的拳師進行調查，搶救性整理

醒獅傳承人口述史，梳理粵港澳傳統醒獅的主要

傳承譜系及其海外傳承傳播線路；2.粵港澳傳統
醒獅的分布考察與民俗地圖繪製。重點考察傳統

醒獅在廣東廣州、佛山、江門等粵中地區以及在香

港、澳門的分布情況，並繪製傳統醒獅的「資料型

民俗地圖」。通過對田野資料的敘述分析，顯示傳

統醒獅嵌入粵港澳當代都市環境的創新性發展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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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相對於本生態傳統的持續傳承，外部因素的借

用導入固然相對便捷，也產生了一定效果，但文化

創新的前提在於「守正」和「固本」。這就需要考

察競技化對於傳統醒獅傳承的作用與負效應，即

從正反兩方面考察競技化對於粵港澳傳統醒獅傳

承的影響，並對這種影響的利弊大小進行評價，對

傳統醒獅的競技化尺度與邊界進行界定。

四、粵港澳傳統醒獅數字化保護的

實施

「後申遺時期」的非遺保護正在步入精細化

階段，國內外已啟動非遺數字化保護和應用。傳統

的數字化技術只能從有限的二維角度對非遺進行

採集記錄，並依托圖片、視頻等介質進行存儲。而

粵港澳傳統醒獅中蘊含著大量的「隱性知識」，包

括豐富的歷史文化知識和身體技藝知識，依托圖

片、文字和視頻難以將其全面、原態地可視化。近

年來，通過動作捕捉技術、多種展現手段、友好的

人機交互界面開發的三維數字化產品，可利用網

絡供受眾瀏覽、學習和研究，是非遺數字化保護的

技術發展方向。「數字化技術的普及運用為體育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創設了快捷、智能、交互、

大容量的載體和平台」[12]，這為傳統醒獅的數字

化保護提供了新可能。

動作捕捉技術已發展出成本較低、操作簡便

的光學動作捕捉方式，正被廣泛運用於人工智能、

三維電影特效、遊戲產業和動畫製作等各方面。

這種技術對粵港澳傳統醒獅數字化保護的意義在

於，通過動作捕捉系統捕捉傳統醒獅動作三維軌

跡，並把動作信息錄入動作數據庫，不僅可以記錄

傳統醒獅而且可以將其運用於各種三維角色，促

進傳統醒獅在三維動畫、新興媒介以及人機交互

中的應用。筆者所在單位建設有動作捕捉實驗室。

目前團隊運用被動光學式動作捕捉技術，對佛山

蔡李佛拳、楊式太極拳、詠春拳葉問宗支木人樁

等進行動作捕捉並建立了相應的數據模型，正在

嘗試針對佛山本土功夫製作AR教學演示軟件，基
於AR功夫教學項目開發精品課程，為功夫專業人
才培養提供技術助力。已有實踐為傳統醒獅的動

作捕捉及其運用奠定了技術保障和資源基礎。結

合現有技術，擬對粵港澳傳統醒獅數字化保護的

實施作如下設計：

（一）傳統醒獅的知識編碼

基於前文考察可見，傳統醒獅在粵港澳不

同區域和特定時間內有著不同的表現形式。對其

實施知識編碼，需要納入醒獅之舞和道具的分類

（傳統佛裝獅、鶴裝獅）、歷史記錄、分布地域、醒

獅技藝、口頭經驗、醒獅論著、代表性傳承人口述

史等，進而對編碼中的各種醒獅知識予以提取、簡

化。此外構建有關傳統醒獅知識的語義本體架構，

直觀展示傳統醒獅知識及其關係。抽象的過程應

與真實環境相匹配，即利用真實感人體生成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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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原傳統醒獅的原生形態。

（二）傳統醒獅的動作捕捉

主要借助動作捕捉系統和技術，對傳統醒獅

傳承人現場表演的舞獅動作進行三維採集，後期

通過與真實感角色的綁定，對傳統醒獅表演進行

真實動態再現。這主要包括：

（1）傳統醒獅傳承人數字化。在對醒獅傳承
人數字化之前，按照三維模型的數字化採集規範

和元數據規範，使用高端單反相機獲取醒獅傳承

人正面人臉照片，並使用三維掃描儀掃描傳承人

三維頭部模型，經過特徵點標定等預處理後，存

入三維模型庫。採用傳承人真實感角色生成技術，

構建傳承人頭部及身體模型。先根據二維照片快

速生成三維頭部模型，對其進行交互調節後，生

成效果圖；然後對傳承人所戴獅頭、獅被等物品進

行數字化建模，並存入資源庫中，利用真實感角色

生成技術進行身體構建。

（2）傳統醒獅表演動作和鼓樂數字化。一是

在動作獲取方面，按動作數字化的技術規範對傳

統醒獅的典型套路動作進行三維捕捉。首先，對醒

獅傳承人的表演動作進行錄製；其次，將動作數

據與傳承人匹配，對動作進行調節；最後，將調節

好的動作與真實感傳承人模型綁定，完成醒獅表

演動作的數字化。關鍵在於，要按照動作元數據

規範將捕獲的表演動作保存入庫，同時根據傳統

醒獅表演特點對步形步法、形神情態等基本動作

進行分解，再將分解後的動作片段分別進行數字

化入庫。二是在醒獅鼓樂的數字化採集方面，可考

慮採用兩種方式：室內通過專業錄音棚錄製，室

外採用外接話筒錄製。在錄音棚錄製時，採用數

字調音台、音頻工作站、專業電容話筒和音頻編

輯軟件，在捕捉醒獅表演動作時對鼓樂進行同步

數字採集。室外鼓樂採集和視頻錄製，即採用專

業攝像機和機載話筒，運用較為主流的三機位方

式，從多角度對醒獅表演進行再現。綜合醒獅數

字化後的模型、動作、鼓樂等元素，將綁定好動作

的傳承人模型導入到非線性編輯系統中，將鼓樂

與動作合成，對傳統醒獅表演進行數字化呈現。

（三）後續的傳播應用

在擴散傳播方面需要對傳統醒獅進行全方

位、立體化的呈現與展示，以共享和傳播實現傳

統醒獅知識的可視化。採取二維、三維、人機交互

等形式對醒獅數字化展示的產品進行搜集整理，

並建立知識庫，講解傳統醒獅關聯知識。一般通

過Flash軟件開發集成展示平台，對技術成果進行
集成展示。其中，著重重構傳統醒獅表演場所，依

托人機交互實現傳統醒獅表現形式、表演空間的

仿真再現。借助終端顯示設備和網絡，針對博物

館、文化館、圖書館、非遺研究機構、開設龍獅專

業的大專院校等目標單位及其科研人員進行傳播

推廣。這需要採用多媒體集成展示平台進行推廣，

以及借助多媒體人機交互終端探索應用，讓受眾

多方位認知、體驗粵港澳傳統醒獅，通過互動激發

參與實踐的動機。

五、結語

綜上所述，粵港澳傳統醒獅是一種集舞蹈、

武術、音樂、民俗等於一體的綜合文化藝術，以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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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的佛裝獅、鶴裝獅等為主體，以三星鼓、七星鼓

為配合鼓樂，糅合英雄崇拜和南派武術，其核心

的採青程式則匯合積澱了沿門逐疫、採青祈福等

古俗，延續了中華民族傳統「咬春」習俗與民間儺

儀。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背景下，有必要對最具

嶺南文化藝術特色的粵港澳傳統醒獅進行搶救性

調查記錄，以此為基礎實施數字化保護。其重點

在於：對醒獅數字化模型、動作、聲音進行規範採

集；利用數字化技術，對醒獅表演進行數字化展

示，並實現醒獅文化空間知識的形式化呈現；依托

多媒體展示平台集成傳統醒獅數字化技術成果。

從長遠來說，這種保護方式有助於促進粵港

澳傳統醒獅更廣泛、持續的傳承與傳播，也是夯實

「美美與共」的粵港澳人文灣區建設、增進海上絲

綢之路沿線地區文化互鑒共享的切實措施之一。

需要注意的是，在實施時，一方面要讓傳統醒獅傳

承人掌握充分的話語權，在專業指導下以主體身

份參與傳統醒獅數字化保護全過程，切實發揮其

鏈接身體技藝與數字技術的作用；另一方面通過

創新、升級數字化技術，增強用戶在虛擬的傳統醒

獅表演環境中的「沉浸感」，讓數字化技術儘量真

正內化成傳統醒獅的展示和存續方式。如此，則有

利於最大程度上激活數字化技術的優勢，消解技

術宰製所可能生成的文化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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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Lion Dance i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u

Xie Zhong Yuan（Fosh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lion dance is one of the Lingnan 

cultures to be promoted in the 2019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Development Plan 
Outline. The most distinctive traditional lion dance i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is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the spread of the northern lion to the south and 
its localization. It takes traditional Buddha-mounted 
lions and crane-mounted lions as the main body, and 
combines hero worship and southern martial arts. The 
Cai Qing program integrates ancient customs such as 
chasing epidemics along the door and picking the green 
to pray for blessings. It continues the Chinese custom of 
“biting the spring” and the folk Nuo ceremony, and has 
formed many featur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t is urgent to conduct rescue investigation and record 
of its tradition, and then implement digital protection to 
promote its continuous inheritance and dissemination.

Key Words: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u, 
Traditional Lion Dance, Cai Qing, Rescue Investigations 
and Records, Digit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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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副總編輯

日月穿梭，春去夏至。本期刊物在諸位編輯與諸

位作者多次的溝通交流，認真的編輯校對中，總算編

輯完畢，可以付梓出版了。

本期所關注的中心話題是，在命運共同體的構

建中所需要的秩序、價值觀念和文化涵養。雖然相關

的論文屬於不同的學科，發表在不同欄目，但這卻是

當前許多學者對此時代精神共同的體察。「共同體」

的形成，既需要有制度層面的保障，也需要哲學與文

化層面內在的涵養，還需要在社會實踐層面的通過踐

履培養群體德行與文化傳統。〈中西法律比較〉從文

明對話的角度，指出當代中國的法律體系，是在改革

開放中引進西方的法律傳統，接續民國的法律傳統，

而發展出的一種綜合儒家的家庭親情、法家的嚴厲執

法、社會主義的公平和市場經濟的法律制度體系。它

既不是獨裁政治，也不是西方的民主政治，而是以民

為本的精英協商政治，這是一個與西方不同的有自身

優點也有待完善的法律體系。編者認為，每一種法律

體系的形成，皆有其獨特的歷史邏輯和文化的淵源，

雖然彼此不同，但是在人類命運的共同體中，需要的

是在對話中互相理解，而不是在對抗中彼此污化。關

於這一點，卷首論語〈病疫期的奮鬥與沉思〉一文，

直面已經成為全球性災難的新冠疫情，反省現代人長

期以來視為理所當然的生活方式已經背離了人性天

理，指出病疫正在擊碎人的傲慢，引導心靈從物欲中

回歸美善，回歸安息，重拾敬畏上天、尊敬他人與萬

物之心。

人類社會之所以是一個命運的共同體，從中華

神學的視角來看，是因為天、地、人的互動框架是宇

宙人生共融感通的整體，天、地、人三極以太極一體

為本，三極之間「相即相入」、「不離不雜」，與

基督教的上帝三位一體的「相即相入」又「不離不

雜」，共同彰顯本體的關係性與感通性。這項研究為

中西方哲學的會通、命運共同的構建，提供了本體論

的基礎。（〈中華三一圓教思路〉）從基督教中國化

的視角來看，三一上帝是一個在愛中互寓相攝的神性

生命團契。上帝出於愛與智慧，創生人與一切受造

物，又在降生為人的耶穌基督裏實現一切生命的救贖

與更新，使受造的人與萬物得以生生不息，並在基督

裏，通過聖靈與一切受造物的感通而實現出來。貫穿

於這個綱要的主題就是上帝通過他的創造與拯救工

程，將一切受造物引領至三一上帝愛的團契之中，使

他自己成為「萬物之中的萬有」。（〈成為萬物中的

萬有〉）從儒學的視角來看，儒學的復興需要真正擁

有文化自覺，但是，從自己的角度認識中國文化，難

免受自身文化背景、社會地位與相關利益的影響。人

類都有自我意識，人人可以意識到自己，也都難免困

惑於自己。不過，人是天生的心理學家，相互間可以

感同身受。因此，儒學的復興既需要追根溯源，也需

要解放思想，與他者會通。（〈儒學復興的若干問

題〉）

從現實的多元民族文化的視角來看，人類命運的

共同體的建構落實在如何處理國家內部不同族群所表

現出的文化多元性問題上。中國的民族政策兼顧了文

化多元和政治一體兩個方面：重塑中國的傳統文化，

復興中國關於國家觀的認知；重塑公民與國家的關

係，重建國家和公民之間的社會整合性。（〈從同化

主義到多元文化主義再到新同化主義〉）

在疫情導致的全球特大公共衛生危機面前，世界

經濟受到巨大損失，全球政治危機衝擊著世界秩序。

2022北京冬奧會希望借此契機，秉承奧林匹克的團

結、和平、人文、持續的體育精神，合作包容、多元

共治，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合作共贏的精神。（〈危

機、共生、重塑〉）

本刊一期又一期地按時出版，雖然內容各異，初

心卻始終不渝。我們希冀站在東西方文化的交匯處、

古今變幻的潮流中，招呼同道，廣邀學者，以文會

友，尋覓知音，以使我們文化中國的精神家園欣欣向

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