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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內在關係，並嘗試提出「中國傳統時空觀念

中，比起時間，空間更具有主體意義」的觀點，進

而欲在中西文化的對比方面以及中國文化秩序的

研究方面有一點兒新的思考。

一

關於中國人的時空觀

（或說宇宙觀），許倬雲

先生認為始於春秋時代，

也即早在中國文化的軸心

時代既已定型。彼時人們

已將「自然崇拜和祖靈崇

拜結合為一，也就是將自

然人生合組為一個空間系

統，從上有天、地、日、月

延伸到人間，然後又深入

到人體內部，建構一個四

個層次的大網路。在時間

上，將過去和現在以及人

生的生前和死後，建構為

一個不斷流變的過程。空

間和時間配合為一個巨大

的系統，其中各個部分則

有多元性的互動，也特別標出若干因素—例如陰
陽、五行等個別的變數，將廣宇長宙看做一個各部

分和各因素互動的秩序。」[2]本文對許先生的這段

論述深以為然。對時空的認知和感受是中國傳統

文化之精義所在，也因此，我們有必要對這一問題

做進一步的探討。對此，「盤古開天闢地」、「女媧

造人補天」的神話當是繞不開的起點：

中國傳統社會的時空觀芻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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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空，是任何時代任何文化中的人們都無法

逃遁的基礎的生命坐標系。它關涉著「我從哪裡

來」、「我到哪裡去」、「我是誰」這些基本哲學問

題的解答。然而，每一種文化對自身時空座標的認

知方式卻不盡相同，有追索時間之永恆的，有固守

空間之穩定的，有將時間

囿於有限空間之內的，有

用空間去物化時間之無

限的。於是，空間、時間

呈現出了不同的樣貌：輪

回的、線性的、循環的、

層疊的、物化的、超然

的、主觀的、客觀的……

不同世界觀由此而生，

進而不同的價值觀、人生

觀（文化的本質）得以確

立。反觀之，不同的文化

樣貌與其時空觀緊密相

連。追本溯源，歷史文化

研究的首要任務之一即

在釐清人們的時空觀念。

可以說，時空觀念內

化在歷史文化之中，因為

歷史研究中，時空關照是應有之義，對此不必多

言。就目前的國內學界研究來看，以時空觀念本身

作為研究物件的課題不能說少，特別是在文學和

哲學領域多有涉及。 [1]然而，在現有的相關研究

中，有關時空與文化秩序的內在關係似乎還有深

入探討的餘地。本文擬在學界原有研究的基礎

上，進一步考察時間觀念和空間觀念於中國傳統

摘  要：中國傳統社會的時空觀決定著中國傳統

文化的根本面貌或走向。就時間而言，中國傳統

時間觀念可以分為客觀時間、主觀時間、日常時

間、生命時間等幾種類型，這幾種類型的時間又分

別呈現出了政治性、循環性、模糊性、血緣性等特

徵；就空間而言，中國傳統社會可以分為天下、國、

家、個人這樣幾個維度，從大到小的各空間維度以

「天人感應」得以融會和溝通。對於中國傳統文

化來說，比起時間，空間的影響更具有根本上的

主體性意義，並最終因重視空間而產生了先秩序

後邏輯的文化特徵，這與西方社會因重視時間而

產生了先邏輯後秩序的文化特徵形成了鮮明的對

比。亦是中國傳統文化之「大一統」的哲學根源。

關鍵詞：中國傳統社會；時空觀；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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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時期吳國徐整著《三五曆紀》載：天地渾

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闢，陽清為

天，陰濁為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

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

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後乃有三皇。數起於

一，立於三，成於五，盛於七，處於九，故天去地九萬

里。[3]

《淮南子·覽冥訓》載：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

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於是女媧煉五色石以補蒼

天，斷鼇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

水……背方州，抱圓天。[4]

在這兩個經典神話裡，天地混沌之初，生於

天地之盤古—人之先祖—用身體開天闢地，孕育
萬物；作為天地精靈之女媧煉石補天，摶土造人，

是人參與天地之再創造的行為。從這兩個創世神

話中，我們不難看出，天地與人儼然為一體，從天

地的大宇宙，到人間秩序的宇宙，再到人體內的小

宇宙，彼此之間的內在感應關係。至漢代董仲舒在

建構其「天人感應」的宇宙系統時，不知是否有來

自遠古神話的啟示。所謂三才之「天地人」統一在

同一有機的時空系統中當是無疑的。所以，鄧曉芒

在論述中國人的思維模式時提出了這樣的觀點：

中國人的思維模式歸根結底，從本質上講不是「天

人合一」。是「天人未分」。[5]即天和人本來就是空

間一體的存在。此外，由以上兩段文字我們還可以

得到另一層內涵，即，中國古代神話中的宇宙是從

空間（天地）的開闢開始的。無論是盤古，還是女

媧，在宇宙創始上，其貢獻重在實在的空間之創

造，而對於抽象時間的描述則相對模糊不清。其中

「萬八千歲」形容時間之長，「一日九變」「日長一

丈」形容時間之短，都是時間計數之語；女媧補天

中的「往古之時」也不過是對時間之久的模糊論

斷。二者均無對時間之始終及其本質的描寫。反

之，無形無色、循環往復之虛空則成為萬物的源

泉，道家名其曰「自然」。

另外，中國人關於宇宙時空的最初認知，也

集中反映在漢語言的日常表述中。古代漢語中，關

於時空的描述詞語很多，諸如宇宙、天下、四海、

天地間、乾坤、陰陽、寰宇、九州、中原、華夏、六

合、太虛、太空、四境、江山、混茫、社稷、光陰、日

月……，由以上所述不難看出，與描述宏觀空間

的詞語的豐富性相比，古代漢語中描述宏觀時間

的詞語則相對寡淡，這是否也反映出中國人對空

間的認知和重視要多於時間？另有《淮南子·原道

訓》曰：「橫四維而含陰陽，紘宇宙而章三光。」高

誘注：「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以喻天地。」

此處，四維、宇宙為表，陰陽、三光為裡，而「宇」在

「宙」前，是為「宙」之前提，「宙」由「宇」中往來

出入，此為時間觀念之產生。就此是否可以設論：

這種以空間為主的時空觀念產生了陰陽、五行等

理論體系，並最終直接決定了「中國為中心」的天

下觀之形成？

陰陽是中國古代哲學範疇最核心的理論，也

是中國人對宇宙秩序最精要的描述。所謂「一陰一

陽謂之道」。可以說，「陰陽」這一理論中體現更多

地是古人對空間層次和形象的認知。由此，古人取

類比象，將自然界中各種對立又相聯的現象，如天

地、上下、內外、生死、男女、尊卑等概念一一對應

出「陰陽」的意向，甚而將時間也做類似比附，如

晝夜、光陰、寒暑、日月等。於是，陰陽八卦、五行

生克的哲學推理最終演變為一套複雜的空間識別

的方法論，成為古人在帝王之學、政治、軍事、醫

術、建築、天文、曆法、地理、藝術等幾乎所有領域

的必修之術。以空間為本的時空認知觀念於是成

為中國文化的基本邏輯起點，並作為基本特徵在

現實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表現出來。

二

以空間為本的論斷，並非忽視時間觀念在中

國文化中的重要性。因為，在人類歷史的閾限裡，

時間和空間本來即是一體。時間的諸種屬性在一

定的空間中才能有效，也必然會在一定的空間中

通過人們的行為被物化並展示出來；另一方面，人

類所有的空間行為及其成果中，也必然會留下對

時間屬性理解的痕跡。在此只想說明：比起空間，

古代中國人的時間觀呈現出了與西方線性時間觀

明顯不同的表達方式，大體可以表現出以下內容：

客觀（自然）時間的循環性。《易經》所謂「觀

乎天文，以察時變」，即基於對天象之空間佈局的

觀察，去判斷時間的運行軌跡。古人根據四季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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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寒暑往來，日夜交替等天文現象的觀察，發現

了時間的循環性特徵，並用天干地支、陰陽八卦

表示出來，形成了六十甲子的曆法方式。這種趨於

「完足」狀態的宇宙時間循環論給人以時間相對

穩定且內化於自然中的認知，並進而使人們將認

知中心轉向了空間秩序的變動上。因為人在客觀

時間的自然循環中是無力且無為的，只能被動地

適應、遵循，也只有順應了自然的變動節奏，人才

能在時間中獲得自由，在時空合一的大自然中獲

得超脫。這似乎正是道家思想的最高境界。

主觀（社會）時間的政治性。古代帝王有頒曆

授時的職責，有聖化時間的能力。不同的年號和帝

號是時間的政治性表達。對最高統治的認可，首要

即是對其「王正月，大一統」的認可。由此，才能理

解康熙曆獄案中，楊光先所言：「寧可使中夏無好

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6]在這裡，楊光先們

所「不得已」的不是曆法準確與否，而是究竟該奉

誰的時間為「正朔」。換句話說，時間在這裡並不

具有客觀性，而是歸屬於具有空間屬性的權力。那

麼，隨著政治權力的更迭，政治上的時間又具備了

可更替、可終止的屬性。所以，古代有一朝一代，改

朝換代之說，民間對此亦稱為「變天」。這裡的

「朝」在前，「代」在後，時間的「代」隨空間的

「朝」而改變，或者說，社會時間因其明顯的政治

屬性而被寓於王朝更迭的政治空間裡。

日常（生活）時間的模糊性。日常生活中，人們

慣常的計時方式是執有觀時，即以隨時隨地的事

件去標識時間。如，燃香（幾柱香）、雞鳴（雞叫幾

遍）、城門開合、更夫打更、日影（日上幾杆）、生活

事件（打個盹兒、上趟廁所、一袋煙、吃個飯、掌燈

時分……）等，這些看似簡單、模糊的計時方式在

熟人社會中沒有使用障礙。在日復一日的生活勞

作中，民眾大多不需要過於精確的時間。這種時間

的模糊性所反映的正是相對靜態的空間社會之特

徵。人們甚至常常以表示空間秩序的「上下」來代

替表示時間邏輯的「先後」。比如，上（下）個月、上

（下）輩子、上（下）午、上（下）半夜、上（下）次、上

（下）半年……，這些不經意的空間化表達方式，

也是民眾時間觀念特徵的具體反映。在農業社會

中，對土裡求食的民眾來說，空間比時間也許更具

有根本的意義。

生命（個體）時間的血緣性。傳統中國社會

中，人們對於生命時間的理解不同於自然的時間

和社會的時間。人們將個體生命稱之為「壽命」，

「壽」是福祿的前提，人們希望小孩子長命百歲，

希望老人壽比南山，民諺「好死不如賴活著」就是

人們求「壽」觀念的直白。孟子說：「天下有達尊

三：爵一，齒一，德一」（《孟子·公孫丑下》），一
個人無官無德，僅憑壽命即可成為至尊。但是「壽

命」終究有限，於是人們不得不將個體生命的終

極關懷投射在血脈的延傳上，即「愚公」所謂的

「子子孫孫無窮匱也」。也因此，在中國文化的語

境裡，保障傳宗接代的家庭（族）比個人獲得了更

為根本的存在意義。「香火不斷」為人羡慕，「絕

戶」為人所忌諱。所謂「後繼有人」就成為上至帝

王，下至百姓的所有人在面對個體壽命（時間）有

限性時的自我安慰和追求。所以，「滿門抄斬」「誅

滅九族」就是從時間和空間兩個層面上對犯人施

行無以復加的嚴厲懲罰，被宮刑的太監—沒有辦
法承嗣的人則是不完全的人。當然，歷史中也有人

並不把個人的生命時間局限在血脈的延續上，他

們從某一姓氏的「香火」中脫俗，以「天道」為根

基，將自身的視野越過家族甚至朝代，修身成聖，

以精神立世，如孔孟老莊、屈原、司馬遷、關羽、岳

飛等，成為後世景仰的先師，獲得血緣以外的萬

世香火。這些歷史上超凡脫俗的人亦成為孟子所

謂「人皆可以成聖」的典範，得以留名於歷史。當

然，亦有放棄世俗血緣關係，試圖通過宗教信仰

或神秘巫術來掙脫時空束縛，以達到延年益壽甚

或得道成仙、與天地同壽的目的，此為道教得以形

成和傳播的重要文化根源之一。

總之，從祖先那裡來，到子孫那裡去，是中國

古代社會中大多數人們對「我從哪裡來，我到哪

裡去」這一終極生命之問的標準答案。那麼，關於

「我是誰」這一基本哲學問題的所有回答則都蘊

含在此生此世的有限時空裡。對傳統中國民眾來

說，唯有活著的身體才能承載時間，死亡意味著

生命時間的終結，意味著與此世相聯繫的另一個

空間—陰間的開啟（陰間是與陽間相對的另一空
間，那裡沒有時間）。對於死後境界的想像，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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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以活著的世界為樣本，活人和死人仍藉由血緣

關係連結在一起。許紀霖在給許倬雲先生的《中

國文化的精神》一書做導論時總結說：「一個個個

體的生命，串聯成一個群體的生命，成為成個家族

乃至整個民族的生命延續。個人的死亡，只不過是

下一代『生』的轉換。」[7]中國人的生命觀中，死生

是連在一起的，但以生為中心。可以說，後代的生

生不已為個體的有限生命帶來了必要安慰。而佛

教的生死輪回、業緣報應說亦從另一方面補足了人

們對生而有憾的認知。

與作為陰間的彼岸的超驗性相對，此岸（陽

間）的時空意味著經驗的、有限度的、可觸摸的，

其中的秩序和規範更容易傳承和仿效，因而具有

相對的穩定性。也因此，在這種經驗的社會裡，通

過立德、立言、立功來「稱王」和「成聖」均可以為

一般人想像和實踐。換句話說，當人們放棄了對終

極時間的追問後，活著的「我」在一定的空間裡就

變成了意義中心，於是「血緣」就成為人倫秩序的

根本。那麼，「我」在此世的身份便成為定義「我

是誰」的根本指標。忠、孝、節、義等道德要求即

是修飾「我」這一身份的重要標籤，是獲得他者認

可、確定空間位置的途徑。

由以上內容可以看出，在古代中國，個體的生

命與社會文化和政治體制緊密相關，由孝及忠，個

體身份與政治秩序發生牽連，人們夢想著通過提

升空間身份以名留青史。史家也極其認真地將歷

朝歷代那些具有特別身份的人們記載在史冊中。

獨具中國特色的浩瀚史籍實在是中國人努力追求

時空價值的有力證據。在史書中，個體的生命時

間、社會的政治性時間、客觀的自然時間統合為一

體，完整地體現了古代中國人對時間的所有認知。

同時，人們也認為，個體生命的運勢由其出

生的時辰（生辰八字）所決定。如前文所述，生辰

八字是人們對陰陽秩序的進一步解釋和體現。換

句話說，宇宙（天地）觀念內化於個體的生命時間

中，並通過血緣表現出來。同時，可循環的客觀時

間與被政治化的主觀時間也通過個體生命的價值

觀得以具體展示。於是，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三

位一體於中國傳統社會的時空觀之中，並以傳統

及文化的名義得到傳承與演示。而這一總的中國

文化之意義無不可以一總地納入「天長地久」的時

空觀之中。

三

通過前文論述，我們可以知道中國歷史中，時

間對民眾來說是具有多重屬性的。不同屬性的時

間觀念又被人們物化在他們多層次的生活空間

裡。如德國民俗學者赫爾曼所言：「對有約束力的

習俗而言，其空間的和社會的本質曾經與其時

間—歷史的本質同樣是根本性的。」[8]即，多屬性

的時間與多層次的空間共同構成了歷史的本質。

那麼中國歷史文化中，時間之外的空間又是以怎

樣的方式表達出來的呢？對此，我們且以「天下」、

「國」、「家」、「身」四個層次分而論之。

首先，關於天下（即空間）之形態，歷來是人

們思考的重要問題，在天文學領域大體形成兩種

看法，即空間是有限的（即蓋天說和渾天說），和

空間是無限的（即宣夜說）。[9]不過，儘管歷朝歷

代都有人主張宣夜說，以此來反思空間是有限的

這一論斷，但是不可否認，在天文學領域之外，人

們對空間的認識似乎更傾向於空間之有限性。當

然，古人對於空間本質的認知並非同質單一、枯燥

無物的存在，而更多地將其認為是無往不復、周而

復始的、有道運行於其中的、靈動的、節奏化的空

間。《易經》：「無往不復，天地際也。」精確地概括

了中國人獨特的空間意識。人們以大觀小，以小見

大，老子故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牗，見天

道。」可以說，傳統社會中，「天地為廬」的宇宙觀

進而影響了人們日常的時空認知。

古人認為天上地下，所有的一切都在天的下

面，所以謂之「天下」。人們認為，整個天下的空間

分為不同的層次，人、鬼（怪）、神（仙）分而居之，世

俗與神聖並存其中。各種不同層次的空間根據陰

陽屬性的不同，互相區別，比如陰間、陽間、仙界的

區分。但是，這些具有不同屬性的空間之間又有多

種通道得以聯繫，比如墳地、廟宇，甚至通靈的動

物，跳神的靈媒，得法的僧道等均可以在三界之中

穿行。總之，整個天下之空間歸人鬼神共同分享，

也共同建構起天下之秩序。[10]所謂天之「星象」和

地之「風水」（亦稱堪輿）是人們探索天地秩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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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成果，而所謂「神判」「福報」「刑忌」「巫蠱」

等刑罰思想[11]亦是神、鬼參與人類空間秩序締造

的反映。無疑，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下觀是以人為

中心的，人在理論上可以溝通三界，群體的人即集

體意識—所謂民意可以撼天動地。英雄人物亦可
以與天地同在、與日月同輝，恰如文天祥在其《正

氣歌》中所吟「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在地為

河嶽，在天為日星」。在宗教領域則直接表現為

「奉神為人和奉人為神，即神人一體」的特徵。[12]

此一特徵尤以本土道教為著。

古代中國人以自己的國家為天下之中心，視

其為「天朝上國」。天朝上國的真龍天子（帝王）

是被天所揀選的，有九五之尊的極陽之體，位格在

各路鬼神之上，有為天下頒正朔、封禪山川鬼神，

以規定時空秩序的最高權力。所以，葛兆光先生

說：「漢族中國……作為一個邊緣相對模糊的『中

華帝國』，它的身後又拖著漫長的『天下中央』、

『無邊大國』的影子，使它總覺得自己是一個普遍

性的大帝國。」[13]可以說，傳統天下觀是中國帝王

學說的根本，也是空間中國的最高層次，甚而由此

還形成了個體的至高無上的道德觀—「天下興亡，

匹夫有責」、「以天下為己任」。這種與大空間相匹

配的大道德—也可稱為集體主義和英雄主義道

德—意識最終成為基因，浸入骨血，流傳至今。

其次，關於「國」的空間表述。從字形的起源

上來講，「國」字即是對某一方位、領域等空間的

象形描述，最早指「城」。從字意上來說，「國」字

表述的空間範圍，是有邊界有限度的。那麼在有

限的空間內，生活於其中的人便自然會產生秩序，

進而由秩序而生等級，由等級而生權力。位於空間

內權力頂端的即為天下之主的「天子」，亦是「中

國」之「帝王」。單就字形上，也能看出「王」在

「國」中的絕對地位。有著天子身份的人間帝王不

僅是所有臣民的主人，甚至有封禪鬼神的權力。另

外，歷朝歷代的皇城建設在風水術的普遍運用上，

亦能充分反映出空間佈局的象徵意義，對此，學者

們多有關注。[14]空間佔有的範圍、方位與權力的大

小直接相關。可以說，空間不僅限定了「中國」，也

限定了中國之內的「秩序」。不同身份的人生活於

「國」這有限的空間內，居中的為天子，居邊的為

四夷，天子與四夷之間則為各等臣民。

在「中國」之內，臣民權力、身份有高低，生

活空間亦有大小。天子在名義上擁有天下的所有

空間，即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

王臣」，但在日常操作上則又為各等臣民甚或夷人

留有相對自主的空間，所謂「天子有道，守在四

夷」、「皇權不下縣」等。因此，「中國的空間雖然

邊緣比較模糊和移動，但中心始終相對清晰穩定，

中國的政治王朝雖然變更盛衰起伏，但歷史始終

有一個清晰延續的脈絡，中國的文化雖然也經受

各種外來文明的挑戰，但是始終有一個相當穩

定、層層積累的傳統。」[15]具體而言，在陰陽五行

的思維路徑下，天子與臣民的空間分配有其特定

的標誌，比如南面為王的方位設定，比如黃色為尊

的顏色設定。可以肯定的是，空間的佔有關係是隸

屬的，最後形成權力的秩序定位。這種權力的秩序

定位，不僅表現在世俗權力的等級分配上，更體現

在信仰層面，如《禮記》所說：「天子祀天地，諸侯

祀封內山川，大夫祀宗廟，士庶人祀祖禰」。[16]由

此可以說，「禮」即是中國傳統文化中關於空間秩

序進行精準表達的術語。

再次，與「國」相對應的另一個基本空間單位

是「家」，甚而「國」與「家」相連為「國家」，「家」

是「國」的最基本元素，猶如細胞之於身體。家是

以血緣關係為核心形成的同居關係，其空間特徵

尤為明顯，院牆、房屋、門窗等要素依照風水規則

共同構成實在的物化空間，即陽宅。在家的空間

裡，以血緣定親疏，父為家君，君為國父，所謂家

國一體。也即，家的空間和國的空間一樣，有其必

要遵守的內在秩序。家內空間的佔有仍以權力高

低來定，家庭權力的大小映射在家庭內部的空間

秩序中。如作為「高堂」的父母，必要居主屋，處尊

位。另外，家庭的空間秩序由神人共同建構，因

此，家有世俗性之外，還有其神聖性。可以說，家

既是家人日常生活所在，也是神靈、祖先的供奉之

所。門神、灶神、財神等各路神靈與家人一樣，依

照尊卑位序，各有安放。以家居的內外關係而言，

家居空間是相對獨立的，私密的，神聖的，是「免

遭國家干涉的神聖的保留地」[17]（這一點只能從

民眾的主觀意願上講，在皇權的無限性上來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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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效的），並為個體提供最基本的時空定位。個體

以家為基點，繼而逐步感知在家庭之外的，諸如村

落、府縣、國家等不同空間中的身份變換。即如費

孝通所論：中國人獨特的「私」的個性，造就了中

國獨特的「差序格局」。[18]

最後，中國人對身體的認知亦顯示出明顯的

空間特徵。無論盤古的身體化生萬物，還是女媧

摶土造人，圓顱方足（象徵天圓地方）的「身體」都

天然地與天地產生了感應關係，亦從根本的存在

方式上具有了空間本質。以後，陰陽理論影響下的

兩性關係中，男陽（喻天）女陰（喻地）、男尊女

卑，男女婚配乃天地（陰陽）之合；身體健康方面，

陰陽、五行、藏相、經絡這些中醫理論中的關鍵詞

均具有明顯的空間意涵，至於中醫之身體穴位系

統中的相關命名如「門」、「關」、「口」、「府」、

「庫」、「海」、「池」等，無不是對身體內部之空間

方位的表示；民間養生學裡的同類相補，吃啥補啥

更是簡單明瞭地表達了身體各部分的空間對應關

係；禮教上，「身體髮膚授之於父母」的看法與「割

骨療親」「披麻戴孝」等孝道直接相關，「三跪九

叩」「五體投地」等各種禮儀也是通過改變身體的

空間形態來表達身份的尊卑關係；刑法上，以「五

刑」為首的各種體罰，是通過對身體的不同部位用

刑，來表達對犯人的不同罪過的懲治；民眾的宗教

觀念中，身體亦分為魂魄兩部分，魄（體）為魂的

載體，魂可以離開魄，因此民間有「叫魂」習俗，亦

有巫婆神漢有能力降神，民人可能被鬼怪附身等

說法。另外，面相、手相、骨相等如同風水術一樣，

被民間術士用來算命占卜。綜上，我們不難看出在

中國文化中，作為立體空間存在的身體是空間的

又一表現層次。如果將「天下」「國」和「家」看作是

「外空間」，那麼「身體」則可以看作是「內空

間」。如許倬雲先生所論，人體本身是一個自然平

衡的小宇宙，而人之所處的外在自然環境則為大

宇宙，兩個宇宙之間互相呼應，這個形而上學的理

論，既影響中國人的身心，也影響中國人的世界

觀。[19]

根據以上論述，大體可以看出，傳統社會中

關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人生

志向四部曲，正反映了人們對自身所感的空間層次

大小的相應描述，而「修」、「齊」、「治」、「平」這

四個字則為人們指出了空間提升的合法路徑，也

是空間秩序得以穩固的要訣。這些要訣在實操上，

又具體體現為統治者通過「科舉」「選拔」「戶籍」

「重農輕商」「統一思想」等政治手段將人們固定

在相對穩定的生活空間裡，以維護皇權獨尊的空

間秩序。專制制度將那些覬覦皇權，妄圖改天換

地的行為稱為叛亂，最嚴重者要被抄家並誅滅九

族。可以說，專制制度正是身居高位的統治者為維

護自身空間安全和權力所採取的對策，而中國傳

統政治在某種意義上講也可以稱之為空間秩序的

統治術，即所謂「人君南面之術」。只是，有關各空

間維度內的秩序規則，並非變動不居，而是在責任

的約束下呈現一種相對穩定的狀態，當然也是無

自由的狀態。

另一方面，儘管個人生命時間可以在血脈延

傳上獲得安慰，個人「壽命」的有限性也終究是不

可忽視的根本問題，在壽命時間中的「無法作為」

使得人們必然會在空間的擴展中去尋求更多安全

感。所以在空間秩序的問題上，個人的行為就產生

了兩個面向：其一，人們會努力守護對自己具有保

護性的空間的安全秩序；其二，要努力打破對自己

不利的空間限制，並努力擴建更加有利的秩序。正

如費孝通先生在論述鄉土中國時所提出的兩個概

念—「差序格局」和「熟人社會」。對個人來說，
「差序格局」是客觀被動的秩序限定，而「熟人」

關係則是人們能夠跨越空間限制的有效路徑。所

以，雖然有試圖維護「龍生龍、鳳生鳳」的外在的

政治制度，但並不妨礙人們擁有「望子成龍」、「望

女成鳳」[20]的內在的人生夢想，甚至總有人冒險驗

證自己就是「真龍天子」，進而「替天行道」，打破

現有規制去實現自己的終極目標—「家天下」。歷
朝揭竿而起的農民起義即是人們不滿現有空間秩

序，而試圖取而代之的結果。

當然，探討以上問題的時候，我們決不能忽

視血緣關係在空間秩序裡的核心作用。血緣像粘

合劑抑或筋脈一樣，規定了各層次空間的秩序及

聯繫。費孝通先生在其著作《鄉土中國》中論道：

血緣是穩定的力量。在穩定的社會中，地緣不過

是血緣的投影，不分離的。「生於斯、死於斯」把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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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因緣固定了。生，也就是血，決定了他的地。世代間

人口的繁殖，像一個根上長出的樹苗，在地域上靠近在

一夥。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說是血緣上親疏的一種反

映，區位是社會化了的空間。我們在方向上分出尊卑：

左尊於右，南尊於北，這是血緣的座標。空間本身是混

然的，但是我們卻用了血緣的座標把空間劃分了方向和

位置。當我們用「地位」兩字來描寫一個人在社會中所

佔的據點時，這個原是指「空間」的名詞卻有了社會價

值的意義。[21]

如以上所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血緣是時

空秩序的核心。它既賦予時間以生命的意義，亦

給空間以穩固的秩序。離開血緣談中國文化及歷

史，無異於隔靴搔癢。反之，把握了血緣之於中國

人的時空價值，也便能對中國文化探至幽微。關於

血緣之於中國文化的根本意義，我們可以進而將

其昇華成具有普遍性的「人情」來理解也許更為透

徹，因為在血緣以外的「地緣」關係與擬人的「神

緣」[22]關係均是基於人情而存在的聯結方式。李

澤厚將這一總的人情統稱為「情感」，並認為中國

傳統文化實在是一種「情感本體論」，這裡，姑且

嘗試將其稱為「空間本體論」的話，是否更進一步

呢？因為情感似乎不過是作為空間秩序的潤滑劑

而存在的。

四

時至近代，在中西交流的背景下，「天下觀」

逐漸崩散，傳統時空觀念首先在國家層面發生了

天翻地覆的變化，完成了「天下」到「列國」的轉

變，中國不再以自己為天下之「中」國，而是認識到

自己不過是列國之中「國」。於是中國人也不再需

要作為天子的皇帝來封禪名川大山，不再需要皇

帝來祭祀天地之神、頒正朔，而是順理成章地在

時間上選用了線性的西元紀年法，對時間進行政

治去魅，將自己置身於人類歷史的長河之中，認可

了時間的客觀屬性。在空間上努力將國家權力通

過法定的民權滲透到個人，以打破通過血緣、地緣

建構起來的傳統的家—族—村的空間局限，解放
被束縛、被定義的身體，然後重新建構起公民（個

人）—國家這樣的二元勢位關係，以適應世界時
空秩序，獲得相應的世界地位。可以說，近代中國

完成對時空的客觀認知，是其後來得以接受馬克

思之唯物主義的大前提。

然而，國家尋找現代時空坐標系的努力，在社

會層面卻未必全然產生相應的效果。如前所述，

中國傳統社會中，時間有四種屬性：自然的、社會

的、日常的和生命的。現代國家在接受了西方的時

空觀念後，將自然的和社會的時間在政治性和神

聖性方面去魅，認可了時間的客觀、線性的屬性。

與此相對，在客觀無情的時空觀念裡—傳統社會
中，天人是合一的，也即個人的內在空間和天地

是相互感應而存在的—個體生命時間的有限性卻
愈發顯得突兀而孤立起來了。於是，倍加珍惜有限

的壽命，進而通過空間價值體現生命之價值就成

為當代中國人的價值觀之根本；另外，在客觀的大

歷史背景下，個人生命價值的落腳點不得不仍然

從集體主義中尋求救贖。由此，個體從集體中獲得

意義，某種情景下，個體的死亡可以上升為集體名

譽的「犧牲」，這與傳統王朝國家中的必要性「盡

忠」是同義的。總之，近代以來，比起政治時間、社

會時間，附著於生命的個體時間觀念並沒有發生

根本的變化，仍然指身體的「壽命」，而現世「壽

命」的有限性及其重要性依然是中國文化中無可

更改的最基本底色。如此，在空間上拓展個人生活

範圍也依然具有無限可能性，熟人關係仍然是跨

越空間界限的有效路徑。

因此，對一般中國人來說，在時間上，養生求

壽，同時努力延傳後代，留下身體的血脈；在空間

上，努力開拓，齊家治國仍是確證自身時空座標、

並獲得安全感的根本路徑。「當家作主」「頂天立

地」「闖天下」就成為不同朝代、不同身份的人們

實現其人生意義的共同的終極目標。也即，「家天

下」與「國天下」是內在統一的。而在一定空間內

對資源—通常以「財富」和「地位」為表徵—佔有
的多少也便成為人們證實自己人生價值的重要指

標，在精神層面，似乎也可以提煉出「唯物」的特

徵。或者說，空間觀念的本質便是物性的。

總之，從個體生命層面來說，近代中國人的

時空觀念並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人們仍然和其

先祖一樣，不相信生命以外時間的永恆，仍然相信

此生的空間才是生命價值得以實現的全部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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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即，長時段來看，政治性的時空觀還是比較容

易改變的，但是相比較而言，社會性的時空觀卻不

容易發生變化，因為民眾的時空觀是滲透在日常

生活裡的，是他們用生命感覺出來的，是受到傳統

習俗規訓的。只是，在現代文明的衝擊之下，感應

不到天地的個人越來越從家、鄉等傳統空間中疏

離出來，這些被從集體中「解放」出來的孤獨的個

人，在強大的國家面前，又該如何在此生此世得以

安身立命呢？

時空觀的不同認知，最終體現在個體的思維

方式上—邏輯產生於對時間的認知：因為時間是
順序流動的有前才有後，不可更替；[23]秩序產生

於對空間的佈局：因為空間是涵蓋的，有大有小，

可以隸屬—並最終形成不易更改的傳統。說到底，
中國文化最根本的特色即在將對時間的理解物化

於一定的空間之中，由此佈局起互有隸屬的時空

秩序。可以說，中國傳統文化中具有核心地位的儒

家文化即是以空間秩序為本的最好例證。當然，如

前文所提，在這種以空間為主軸的時空秩序裡，人

們的價值觀念更多地體現出「相對」性，這種相對

性既可以表現為同一事物在不同時代具有不同的

看法，也可以表現為主流價值，如儒家價值體系的

寬泛性和包容性。可以說，文化中的空間本位，決

定了其秩序至上，又進而促進了其群體意識和實

用觀念的產生和發展。總之，中國傳統文化重秩序

輕邏輯的特徵到底是其時空觀念最為根本的反

映，並由此和先邏輯後秩序的西方文化形成鮮明

對比。

五

尋找中國文化的精神所在，必然要立足於中

西文化的比較。有關中西文化的對比，一直是中外

學界探討的重要話題，如國內老一輩學者梁啟超、

梁漱溟、胡適、馮友蘭等均有專論，當代學者鄧曉

芒、劉小楓、徐行言等亦有深論。其中尤以梁漱溟

的中西文化的「意欲觀」影響最大。竊以為，本文

中所持的中國文化以空間意義為中心的看法，亦

是對梁先生所謂「中國文化意欲持中」這一論點的

一個論證。在此，本文不做過多論述，只是就中西

時空觀念之異同這一問題，略作涉及。與中國文化

誕生於自生自足的天下時空相比，淵源於古希臘、

羅馬的西方主流文化，則呈現出了開放的時空觀

和世界觀。希臘神話的史前時期，即認為最初的最

初沒有宇宙，意即時空沒有邊界，是開放的。在諸

神時代，混沌以後，歸屬於空間一系的大地女神、

地獄之神、天宇之神、海洋之神等，與歸屬於時間

一系的黑暗之神、黑夜之神、光明之神、白晝之神

等，以及超越時空的愛神共同建構起了諸神世

界。[24]其中的「時」「空」都是「無限」的元素之一，

諸神之間沒有分明的上下隸屬關係，但是個性（或

曰性格）卻非常鮮明突出，甚而發生矛盾和爭鬥。

如果說希臘神話裡體現出的時空觀念是開放的無

限的，神人之間的關係是對立的。那麼猶太—基督
教系統的時空觀則呈現了另一種情況，在猶太—
基督教系統中，「不可名」[25]的獨一神—耶和華—
以天、地、人的創造者之身份，更是獨立於人之生

存的時空之外。不難看出，無論是希臘神話中的時

空觀念還是猶太—基督教系統的時空觀與中國創
世神話中體現出來的「天地人」一體的時空觀均

存在根本上的差別，如《聖經·舊約》中所載：
起初上帝創造天地。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上

帝的靈運行在水面上。上帝說，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

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開了。上帝稱光為晝，稱暗為

夜。有晚上，有早晨，這是頭一日……上帝看著一切所造

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天地萬物都

造齊了。到第七日，上帝造物的工已經完畢，就在第七日

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上帝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

因為在這日神歇了他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26]

在這裡，由「起初」這一表示時間性詞彙作為

開篇，接下來，對於上帝創造天地一筆帶過，但是

再接下來卻是不厭其煩地描述了上帝按照「第一

日」到「第七日」的時間順序進行創世的情況。上

帝用光暗區分了「晝」「夜」以後，又一再強調「有

晚上，有早晨」，並特別祝聖了「第七天」，以之

為「聖日」，並「歇了他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

了」。如果說：「起初」代表時間的開始，那麼「安

息」則示意時間的結束，「聖日」最終作為上帝之日

的確立，似乎也昭示了時間遠超於空間的重要地

位。

還需要注意，上帝用精神性的「語言」來創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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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一行為，也表明上帝是外在於天地的，那麼按

上帝肖像所造之人的終極意義也要在天地之外去

尋找。與此相比，盤古用物質性的「身體」化生天

地這一舉動，則表明盤古（即人）是內在於天地

的，那麼孕育於盤古身體的人之終極意義也不可

能超越天地之外去尋得。所以，中國人的最高精神

境界便是「我心即是宇宙」、「盡心知性而知天」。

總之，與中國創世神話中明顯具有的空間意境相

比，基督教的創世故事則重在對時間意義的強調，

而空間在這裡則是模糊不清的。或者說，基督教世

界裡，「時間在宇宙觀的淵源處就已經被當成了一

種工具、方法來對待，至少是上帝為自己進一步造

物而設置出的一種方便。沒有進入宇宙生成的時

間，無疑也不可能成為人生生命的組成內容，因為

它始終不與人的生存狀態直接關涉。」[27]竊以為，

從時空觀上來說，中西文化的分別即從此凸顯，並

以此作為各自的底色，從根本上影響了東西歷史

文化的特徵和路向。至明清以來的基督宗教傳華，

中西文化發生深層碰撞，其間的諸多矛盾、糾葛以

及後來基督宗教於中國之命運等問題終究都可以

歸結到時空觀念的差異上。對此，我們可以在謝和

耐的《中國與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擊》一書

中得到詳細解釋。[28]然後我們會發現西方宗教信

仰的起點是「信不信」，而中國民眾的信仰起點則

是「靈不靈」。概因，西方文化以「神」定時間（精

神性的、超驗的）為中心，而中國文化則以「人」居

空間（物質性的、經驗的）為中心。當然，中西文化

的時空差異不僅僅體現在對信仰的影響上，還體

現在其他許多方面，如宗白華便在其《美學散步》

一書中將中西藝術精神歸結為這樣一種結構差

異：中國藝術精神是一種空間意識的時間化，西方

藝術的精神是時間意識的空間化。宗先生說：「俯

仰往還，遠近取與，是中國哲人的關照法，也是詩

人的關照法。而這關照法表現在我們的詩中畫中，

構成我們詩畫中空間意識的特質。」[29]可以說，西

方藝術的美之核心在於對永恆時間的終極追求，

而中國藝術的美之核心則在於對自然空間的終極

追求中。

關於東西方時空觀念差異的問題，是具有根

本性質的。如果就此深入下去，我們還可以將其延

伸至西方文化中的個體的、理性意識與中國文化

的集體的、感性的意識之差別上去。這是因為以

時間定位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相對獨立的而平

等的，相反，以空間定位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則必

然是互相隸屬而同時存在差異性的。或者說，不

同個體相對於無限時間來說即具有客觀的、平等

的關係屬性，而個體相對於有限空間來說則不可

避免地具有主觀的、等級的關係屬性。無限時間

裡的個人必須要找到他者即上帝才可以認識定位

自己，由此而來的個體是絕對的、唯一的，因為上

帝是唯一的。而有限空間裡的個人則需要以自己

為中心去定位自己，去尋找天道，由此而來的個體

便是相對的、之一的，並只能在空間關係裡認識自

己。

可以說，在近代西方文化以神為中心的相對

開放的時空觀念中，尋找事物在時間上的「絕對」

邏輯關係比確立事物在空間中的「相對」秩序更

能給人帶來安全感；思考人和神的關係比思考人和

人的關係更重要，因為神是終極時空的來源和歸

依，也是回答「我從哪裡來」「我到哪裡去」「我是

誰」的關鍵之關鍵。當然，基督教神學之外，西方

世俗的哲學家們也一直在努力回答「神是誰」（或

者「誰是神」）這一根本問題，有關形而上、下的哲

學解答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對東西方社會都產

生了深遠的影響，並在近代以來的東西時空觀念

之溝通和連接上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總之，中世

紀以後，以自然實在性為根據的人本主義價值觀，

顛覆了原有的人神關係，從諸多方面將西方社會

的終極意義引到了現世福利上，從此種意義上說，

東西方的世界觀才開始有了可溝通或者相似之

處。特別是馬克思在唯物論指導下的關於共產主

義的理想社會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間天國觀不

謀而合，並由此成就了中國當代歷史的革命成果。

當然，這一問題還有待深入探討。

綜上所述，本文基於時空觀決定世界觀，世界

觀決定人生觀和價值觀這一基本的邏輯關係，對

中國傳統社會的時空觀念進行了初步考察，並嘗

試探討了時空觀念與文化理路的內在邏輯關係，

以期對歷史文化研究提供一個新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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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an Wenyan(College of History, Dali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time and space in 
Chinese traditional society determines the fundamental 
appearance or trend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erms of time, the concept of it in Chinese tradi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several types, such as objective 
time, subjective time, daily time, life time, etc, which 
respectively show their political nature, circulation, 
fuzziness, consanguinity and so on. In regard of space, 
Chinese traditional society can be separated into such 
dimensions as the world, the state, the family, and the 
individual. From large to small, each dimension can 
integrate and communicate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 and heaven”. For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influence of space is of more fundamentally 
subjective significance than that of time, and finally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order before logic are 
generated due to the emphasis on space, which forms a 
sharp contrast with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logic 
before order caused by the stress on time in western 
society. It is also the philosophical root of “the Great 
Unit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Chinese traditional society, space-
time view, valu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