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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融和為美」：歷史上的中印

文化交流

羅素指出，「不同文

明之間的交流過去已經多

次證明是人類文明發展的

里程碑。」[1]在中國歷史上

曾發生兩次大規模的中外

文化交流，一次是中印文

化交流，一次是近代以來

中西文化交流。這兩次中

外文化交流都對中國文化

的發展，產生了極其深遠

的影響。由於中西文化交

流尚處在當下狀態，而中

印文化交流則已經成為歷

史，因此，回溯中印文化交

流的經驗教訓和思想成

果，對我們認識和把握中

外文化交流中的一般規律

和特點，就有一定的借鑒

意義。中印文化交流主要

是佛教的傳入中國，發生

於東漢初年，盛行於魏晉

南北朝，在隋唐臻入鼎盛時期。中印文化交流的發

生，首先是因為傳入中國的印度佛教和中國傳統文

化都是一種高度發展的文化。中國本土文化與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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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來中西文化的會遇，開啟了中國文化

從傳統型態向現代型態轉折的歷史進程。中國文

化進入了又一個大的歷

史轉型期。中西文化之間

的碰撞與會通、衝突與融

合，貫穿於這一歷史進程

的始終。毋庸置疑，基督

教在這一輪中西文化交

流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

角色。在特殊的歷史條件

下，中國知識界對基督教

入華傳播表現出激烈的

拒斥、對抗的趨向，但也

不乏兼融、調和的努力。

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會遇

中存在這種衝突與融合

並行不悖的情形，其實並

不奇怪，它是文化交流中

雙向的選擇和詮釋的結

果。在這一過程中，中國

知識界得以突破以往凝

固化的單元文化心態，樹

立一種雙向式的、多元化

的文化心態，從而加深對

基督教和自身文化的認識，推動中國文化的現代

化世界化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進程不斷深入和

發展。

摘  要：中國近現代知識界對基督教的認識和

反應，是一個由跨文化傳播引發的人文社會課

題。迄至近代，中國知識界對基督教的輸入在總

體上表現出拒斥、對抗與兼融、調和兩種相互矛

盾、對立的心態。中西文化會遇中存在衝突與融

合這兩種並行不悖的趨勢，乃是由異質性文化之

間雙向選擇和詮釋的結果。可以說，在跨文化境

域下異質性文化之間發生的文化認同與文化拒異

都是自然的現象，它們之間具有一種相互依存、

辯證統一的關係。這種基於人類文化根源性的

同一性的理解，為中西文化的深度融合提供了新

的理論依據。要而言之，中國知識界通過對基督

教詮釋的思潮，得以突破既定的單元文化心態和

「大一統」的思想模式，從而樹立一種開放的文化

心態和雙向式的、多元化的思想模式，進而為推

動中國文化的現代化世界化和中西文化進一步交

流的歷史進程，奠立新的思想文化的根基。

關鍵詞：文化認同；文化拒異；基督教；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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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印度文化在當時處於平等交流的態勢。而且，

由於中國本位文化的儒家傳統在漢代經過「罷黜

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出現了思想禁錮和僵化的

危機。中國傳統文化因而產生了引進外來文化的

迫切需要。印度佛教正是在這種有利的歷史條件

下趁虛而入，並得以順利地傳播，終於在中國文化

土壤中扎下根來，乃至與中國傳統文化水乳交融地

融為一體。在這一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中印文化經

過了一個雙向的揚棄、選擇和詮釋的過程，兩種異

質性文化成功地融合，最終誕生了具有創發性的

中國化佛教。[2]可見，這一輪中印文化交流體現出

一般的異質性文化之間交互的、雙向的文化互動、

交流的共性特徵，但也體現出以中國文化為主體來

理解、詮釋和消化印度佛教的特點。

佛教的傳播是通過和平的方式來進行的。中

印高僧傳譯、宣講在前，一般社會大眾效法、呼應

於後，佛教乃得以順暢地在中土傳揚開來。但是，

佛教作為一種外來的異質性文化，它所宣揚的主

要是一套「苦空」、「寂滅」的理論和「出世」、「解

脫」的思想，與中土文化產生矛盾和衝突，幾乎是

不可避免的。而作為中國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對

於外來文化的態度既有汲納、包容的一面，又有排

拒、拒斥的一面。孔子在對待外來文化時提出，

「禮失，則求諸野」[3]，「夷進於夏，則中國之」[4]。

他以文明的精神和成就作為文化交往的準則，表

現出一種相當開放的胸襟和氣度。而孟子則提出

「夷夏之辯」，強調「嚴夷夏之防」。[5]後世儒家據

此發展為宋明儒學的「道統說」，成為傳統儒教抵

禦外來文化最重要的思想武器。可見，中國本土的

儒道文化對待外來文化，是有一定的範矩和原則

的。一方面，它出於豐富和發展自身文化的目的，對

外來文化抱持歡迎和學習的態度，這是對外來文

化的「認同」；另一方面，它出於維護本土文化核心

的價值系統穩定的目的，又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對

外來文化排拒的傾向，這是對外來文化的「拒

異」。這兩種不同的傾向和趨勢，始終貫穿在中印

文化交流的過程之中。也可以說，佛教的傳播正是

在這兩種並行不悖的趨勢推排下進行的。就中印

文化交流的全體進程來看，融合與會通確實是主

要的趨勢和方向，但這個過程卻並不是風平浪靜

的，而是充滿了矛盾和衝突。有的時候，這種矛盾

和衝突藉助經濟的、政治的外緣表現得還很嚴重，

歷史上有名的「三武一宗」的「法難」就是顯明的

例證。[6]

印度佛教與中國本土儒道文化的融合、會通，

其實經歷了一個相當漫長的歷程。而且，由於這

一歷史進程已經「完成」，並成為一個歷史的事

實，中印文化融合、會通的機理尤其值得總結和探

討。畢竟，印度佛教是一套以「苦空」理論為核心的

「出世」、「菩提」之道，而中國本土文化無論是儒

家的「仁義」、「人倫」之道，還是道家的「自然」、

「無為」之道，它們都是一種以「入世」、「遊世」為

旨歸的「為人處世」的理論學說和教導。二者之間

文化差異的鴻溝是很大的。要使印度佛教為中土

文化所接納和理解，中間還必須經過一個轉譯和

詮釋的程序。事實上，中印文化的融合是循著兩條

並行不悖的路線進行的。一方面，印度佛教按照其

固有的面貌被傳入中國，如三論宗、法相唯識宗，

還有律宗、俱舍宗等，就是較多地保留了印度佛教

的原貌。另一方面，中國人從本位的儒道文化的思

想來理解和詮釋印度佛教，形成了一些新的佛教

流派即所謂「中國化佛教」，天台宗、華嚴宗、禪宗

乃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在這個問題上，一直以來

學術界存在著嚴重的分歧，爭論很大。一些西方學

者認為，中國佛教就是印度佛教。還有一些中國學

者特別是現代新儒家的人物，堅持認為中國佛教

乃是一種「中國化的佛教」。看來這兩種觀點都不

夠全面，需要將這兩方面的觀點予以整合與綜合，

才可能形成一個更接近歷史真實和原貌的觀點。

外來佛教與中國本土文化之間的融合、會通，其實

是一個雙向詮釋的過程。中國文化先是虛心地學

習外來的印度佛教，將印度佛教原原本本地接受

下來。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文化經過印度佛教的揚

棄和同化，自身的境界也得到充實和提升。這個過

程主要是從印度佛教的立場來批判、詮釋和轉化

中國文化，可以稱之為「中國文化的佛教化」。而同

時，中國人按照固有的儒道文化的高度精神來詮

釋和理解外來的佛教。在這個過程中，印度佛教經

過中國文化的揚棄和同化，反過來也豐富和提高

了自身的精神內涵和思想品質。這個過程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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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國本位文化的立場來詮釋和理解印度佛教，

可以稱之為「佛教的中國化」。可見，「中國文化的

佛教化」與「佛教的中國化」乃是一個雙向式的、

並行不悖的過程，二者始終貫穿於中印文化交流的

全程。

在固有的印度佛教傳播的過程中，須要注意

的事實有二：其一是佛經的翻譯，其二是固有的印

度佛學的傳譯。中國古代的佛經翻譯事業，幾乎與

佛教在中國的傳播相始終，從東漢初年經過魏晉

南北朝和隋唐以至宋朝中期，持續了約七八百年

乃至上千年，乃將浩如煙海的佛教典籍譯為中文。

這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是一個無與倫比的偉大工

程。佛經的翻譯初期是由西域或印度來的僧人主

持其事，後來大多數的翻譯活動其實是中外僧人

合作進行，往往是經過譯經團體集體努力的成

果。也正是無數中外高僧通力協作和集體努力，才

源源不斷地將印度佛教的經典譯為中文。而完備

的、高水平的佛經翻譯，為佛教各宗派的成立和發

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7]在印度佛教來華傳播的

過程中，佛學的傳譯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環節。圍

繞著佛學的傳譯和講論，一些大的佛教流派次第

成立。其中一大部分都保留了印度佛學的原貌。傳

到漢地的小乘佛學有俱舍宗、成實宗和專講小乘

禪法的阿毗曇學。但是，由於小乘佛學的理論水

平不高，在漢地流傳不廣，產生的社會影響也有

限。真正流傳較廣並產生較大影響的是一些大乘

佛學的流派，如律宗以及三論宗和法相唯識宗。

印度佛教在傳入中土被中國人接受後，它與中

國文化之間產生了一個大的融合、化合的作用和過

程。因為中國本有高度的文化，故而對印度佛教並

不是甘於處在完全被動接納的地位，而是要以中國

固有的、高度的文化精神為基礎，對印度佛教作一

番創造性的詮釋、闡發的工作。這也就是通常所

說的「佛教中國化」的過程。而所謂「佛教中國

化」，究其實而言之，也就是外來佛教與中國本土

文化的相結合、相融合。具體來說，外來佛教先是

與中國本土的道家相結合，然後再與儒家相結合。

在「中國化佛教」建立的過程中，須要注意的事實

有：六家七宗，僧肇、道生的佛學，以及隋唐時期

中國大乘佛學的有關宗派。佛教在初期的傳播受

到當時中土正在興起的道家即「清談」、「玄風」

的接引，這樣玄學與般若學相互推排，遂產生玄

學化色彩的「格義佛教」。「格義佛教」採用當時

盛行的道家玄學來闡釋佛教，用老莊哲學的概念

和思想來詮釋佛教般若學，將佛教般若學的「性

空」之理與道家的「虛」、「無」思想類比、比附，借

以闡揚佛教般若學的思想。而用這種「格義」的辦

法來詮釋佛教般若學的論旨，究竟只能近似而不

能等同。這種情況要等到僧肇的《肇論》出現，才

根本改觀。僧肇借鑒莊子的「忘我」、「無心」的逍

遙玄旨，發揮般若哲學的妙諦。《肇論》可謂玄學

化的佛教般若學肇興的標誌。竺道生也是以佛教

哲學與道家哲學相接納、相會合，但他首倡佛性圓

滿自足，人人本具。道生的佛性論無疑受到儒家人

性本善思想的很大影響。他實際上啟發了一條佛

學與儒學相結合的思想路線。真正將「佛教中國

化」的思想路線推進至於巔峰和鼎盛階段的，乃

是隋唐佛教的諸大宗派即天台宗、華嚴宗、禪宗

等中國化佛教流派的次第建立。它們的出現，代表

了中印文化交流的最高成就和創造的巔峰。[8]可

以說，中印文化交流的巨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也

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值得一再總結和檢討的一大

事端。

二、「打成交道」：近代以來中西

文化會遇中的窘境和難題

近代以來中西文化的會遇和交往的歷史，掀

開了人類文明發展史新的一頁。用中國人的一句

俗諺來刻畫和概括這個過程，可以說是「不打不成

交」。而這種「打成交道」的歷史進程，注定是不

尋常的。在近代，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了「閉

關鎖國」而自詡為「天朝上國」的中國大門。中西

文化在這種特殊的歷史境域下又一次會遇了，開始

了新一輪中西文化之間充斥著劇烈的碰撞、對立

和衝突的歷程，由此也開啟了它們之間深刻的融

合、會通和對話的歷程。中西文化交流的歷程，是

一個兩種異質性文化之間衝突、鬥爭與融合、會

通兩種並行不悖的趨勢相互交織的、錯綜複雜的

局面。其實，這種現象在中外文化交往的歷史上並

不是罕見的。可以說，中西文化之間的衝突與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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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是不同文明交往過程中習以為常的主題。在我

們看來，所謂文化之間的衝突，是指兩種文化在其

交流過程中由於它們之間的異質性乃至時代性落

差，表現出相互排斥、拒斥的「拒異」趨勢和現

象；而所謂文化之間的融合，乃是指兩種文化之間

由於趨近或趨同的趨勢，表現出相互接納、接受的

「認同」現象。可見，文化的衝突與文化的融合，是

兩種異質性文化在交流過程中出現的正常的現象，

二者乃是相互對立，又是相反相成的關係。在近代

以來中西文化交流的歷程中，文化的衝突與文化的

融合這兩種相反的趨勢和現象，都是很突出的。一

方面，由於中西文化之間巨大的異質性和時代性

落差，中西文化交流的歷程中始終貫穿著兩種文

化之間的矛盾、衝突和鬥爭；另一方面，也由於中

西文化之間的異質性和時代性落差，它們之間產

生了相互借鑒、學習的需要和相互吸收、接納的趨

向。在近代以來中西文化交流的歷程中，矛盾和衝

突甚至是主要的趨勢，這是一個顯見的事實。但

是，矛盾和衝突也是融合與對話的起點和開端。正

是不同文化之間劇烈的矛盾和衝突，為它們之間走

向進一步的融合、會通，創造了條件，鋪墊了道路。

可以說，沒有文化的衝突，也就沒有文化的融合。

從實際的歷史進程來看，文化的衝突有多深刻，文

化的融合也就有多深廣。[9]

歷史上中西文化交流發生過多次。第一次發

生在唐朝貞觀年間。當時傳入的基督教名「大秦景

教」，屬東羅馬帝國基督教的聶斯脫利教派，曾派

遣教士阿羅本來華傳教，頗受唐廷優寵，後受「會

昌法難」連累，遂至湮沒無聞。第二次發生在元

朝，傳入的基督教時稱「也里可溫教」，也很受元

王朝禮遇，後因元朝滅亡，其在華傳播隨之中絕。

第三次發生在明清之際，來華傳教士利瑪竇等以

「附儒」、「補儒」的辦法來傳播基督教，撰寫了

《天主實義》，還與中土士人合作譯出《幾何原

本》、《名理探》等，對中西文化交流發揮了積極

的推動作用，後因在康熙朝發生「禮儀之爭」，基

督教被禁止在華傳播。以上三次的中西文化交流，

或因年代久遠而中絕，或因規模有限，對中西文化

交流沒有產生實質性的影響或影響不是很大。[10]

第四次中西文化交流發生在十九世紀中期以來，也

就是中國學術界通常所說的「近代以來」的一段歷

史時期。時間上大約從第一次中英鴉片戰爭開始，

迄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延續了約一百餘年。[11]

在這一段歷史時期，基督教和西方思想文化在華

得以迅猛傳播。但在此期間，中西文化之間產生的

碰撞和衝突也很激烈。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輪中

西文化交流中，西方傳教士與西方殖民主義幾乎

是同船而至，或者說，西方文化的傳播是以武力為

後盾的。但隨著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和整個西方

殖民主義體系的瓦解，西方傳教士和西方帝國主

義勢力也隨之一起被逐出中國。可以說，這一歷史

時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始於武力，亦終於武力，也

是一個以衝突、鬥爭佔據上風的時期。[12]最近的、

新一輪中西文化交流開始於上世紀70年代。西方
世界悄然掀起了一股對中國文化學習的熱潮；而幾

乎與此同時，中國開啟了劃時代的改革開放的歷

史進程，掀起了新一輪向西方學習的熱潮。中西文

化交流由此進入了一個以融合、會通為主要趨勢

的歷史新階段。

我們看到，近代以來中西文化交流出現了從

上一輪以衝突為主的趨勢，轉向最近一輪以融合

為主的趨勢的轉向和變化。為什麼會發生這種轉

向和變化呢？看來這主要可以從中西文化的異質

性與時代性落差以及中西文化交流所處特殊的時

代背景來考察和理解。在現有的世界文明體系中，

中西文明既是兩種具有深刻異質性的文明型態，

又是兩種發展到高度成熟型態的文化。中西文化

的異質性體現在，西方文化的核心是一種以「主客

對立」、「神人相分」為基本特徵的「二分法」或「分

離型」的思想型態，而華夏文化的核心則是一種以

「天人合一」、「天地人一體」為基本特徵的「融合

型」、「融貫型」的思想型態。[13]在這兩種異質性

文明會遇之前，它們各自在與其它文明交往的過

程中，在文化上都處於一種優越的地位，習慣於將

自身的文明作為文明的典範來看待。因此，在中西

文化的深處，存在一種根深蒂固的「我族中心主

義」的偏執心態，也是不難理解的。「西方中心

論」和「華夏中心論」猶如一個對子，是中西文化

交往中發生衝突、對立的心理和思想文化上的根

源。但另一方面，中西文明還有一種善於向其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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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虛心學習，博采眾長的趨勢。這既是中西文明之

所以達到高度成就的思想根源，也是中西文化在

交往過程中趨向融合、會通的心理和思想文化上

的根源。中西文化在明清之際的會遇中，就因「禮

儀之爭」表現出這兩種異質性文化在面對其它文

化時相互之間的排他性、斥異性的特徵。而在近代

中西文明經過「百年禁教」的隔絕而再次會遇時，

西方列強早已風馳電掣般地駛入了現代性的工商

業文明型態，而華夏文明依舊原地踏步地停滯於

中古的農業文明型態。這使中西文化再次會遇時

產生衝突不僅不可避免，而且呈現為一邊倒的、不

對等的態勢。這種態勢由於近代以來特殊的時代

條件，尤其顯得激烈和突出，時人乃稱之為「三千

年未有之大變局」。[14]

應該看到，正是中西文化深刻的異質性，造成

了二者之間相反相須、相互需求的態勢。學術界普

遍承認，西方「二分法」思想開拓出現代性的科學

與民主思想，凸顯出一種一往無前、涵蓋古今的氣

概和優勢，但也愈來愈顯著地表現出其「知分而不

知合」的缺點；而中國「融貫型」思想具有整體性、

綜合性思維的優勢，但也明顯地表現出缺少分析

和理性思維的缺失。[15]中西思想由此表現出相反

相成的互補性，這是它們走向深度融合、會通的出

發點和理論基礎。事實上，文明之間的衝突與融合

的趨勢，從來都是並行不悖、相伴相生的現象。上

一輪中西文化交流的過程，固然充斥著各種矛盾、

對立、鬥爭和衝突，甚至於可以說，一部中國近代

史就是中西文明的鬥爭、衝突史。但也應該看到，

即使在這一輪中西文化交往中出現了以衝突、對

立為主的趨勢，也不可否認其中仍然存在融合、

會通的趨勢。其實，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文化轉向

艱難的近代化、現代化轉型，這本身就是中西文化

融合、會通的一個有力證明。而中西文化之間的時

代性落差，反而增加了中國人向西方學習、推進現

代化進程的決心。同樣，在最近一輪中西文化交流

中，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出現了從以衝突、鬥爭

為主的趨勢轉向以融合、對話為主的趨勢。[16]但

即使最近一輪中西文化交流是以融合、對話為主

的趨勢，也不排除其存在衝突、鬥爭的趨向；相

反，有的時候衝突和鬥爭還是很激烈的。而所謂中

西文化交流的格局出現從以衝突、鬥爭為主的趨

勢轉向以融合、對話為主的趨勢的轉向，正說明了

東西方文明之間的矛盾和鬥爭是客觀存在的，但

也不是不可化解的。借用馮友蘭先生的一句話來

說就是：不是「仇必仇到底」，而是「仇必和而

解」。[17]歷史上東西方文明之間的交通，既有以和

平的方式，也有以武力的方式來開闢道路的。古代

的蒙古鐵騎西征和近代以來西方文明的東漸之

路，都充滿了暴力的色彩，但最終的結果卻是走向

東西方文明的大融合、大會通的局面。古今中外文

明之間交往的歷史經驗證明，既然「打成交道」，

其最終的結局往往是「和合起來」。[18]

中西文化交流對人類文明的前途和命運，影

響至為深遠。我們需要從一種高度的哲學智慧的

眼光，來重新認識和審理中西文化交流歷史進程

中出現的文明之間的衝突和融合的現象及其關

係。我們只有深刻地認識和領會到，人類文化之間

存在根源性、本源性的同一性、普遍性，也才能由

此真正洞悉人類文化之間的異質性、歧異性的內

涵。可以說，人類文化之間的同一性與異質性，猶

如一體之兩面，乃是一種相反相成的關係，不能將

其割裂開來作機械的理解。由此可知，中西文化在

會遇和交往過程中所發生的文化的「認同」和「拒

異」，都是自然的現象，它們之間具有一種相互依

存、辯證統一的關係。基於這種理解，人類文明之

間的衝突與融合，也是一種相互依存、辯證統一

的關係。也只有在這種根源性、本源性的意義上

來理解人類文化的同一性與異質性，以及由此派

生的文明的衝突與融合的關係，才能將對人類文

化交流過程中的問題及其規律的認識，提升到一

個新的水平。一直以來，國際學術界存在「文明衝

突論」與「文明融合論」各執一詞的激烈爭論。亨

廷頓的「文明衝突論」至今仍有很大的市場，它在

世界各國激起的反響和回應的聲浪不絕如縷。[19]

而文明的對話、融合論由中西學者相互唱和、推

排，儼然成為當代國際學術界的一股主流思潮。[20]

其實，無論是「文明衝突論」，還是「文明融合

論」，都具有各自充足的理論和現實的依據。但

是，如果我們能從一種同構源生的觀點來理解世

界文化交流中的「認同」與「拒異」現象，或從「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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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為一」的視域將人類文明作為「和而不同」、「一

體貫通」的境域，東西方文化的交流和發展有可能

臻至新的歷史局面。歷史的事實證明，文明的衝突

為文明的融合提供了條件，而文明的融合昭示了文

明發展的目標和方向。以此而論，文明之間的衝突

和融合，是相互依存、結為一體的，二者之間存在

一種辯證統一的關係。在一種根源性的、本源性的

意義上，我們肯定文明的融合，乃是代表了人類文

明發展的方向之所在，而文明的衝突則只是暫時

的、表面的現象，它是文明之間的交流和發展不充

分、不完善的表現。[21]

三、「欲拒還迎」：中國近現代知

識界對待基督教來華傳播的複

雜心態

蔣夢麟有一句名言：「如來佛是騎著六牙白象

來到中國的，而耶穌基督是騎著炮彈飛過來的」。
[22]這是說，近代以來基督教來華傳播，並不是倚靠

一種和平的方式來傳教，而是有著一個不尋常的

背景。西方傳教士蹈海東來，其主要的使命當然是

傳教。可是，要在中國這個具有深厚傳統文化積澱

的國土上傳教，就涉及到與中土文化的關係問題。

明清之際，來華傳教士利瑪竇等為了實現傳教的

目的，發明了一種「附儒」、「合儒」的策略，即附

會、附合儒家的思想，來闡釋和發揮基督教的思想

觀念。這實際上是一種文化調和、適應的傳教策

略。利瑪竇用這種策略打開了在中國傳教的局面。

可惜，他的這一策略不能為當時羅馬教廷所理解

和接受，轉而發出將中國傳統文化作為「異教」和

「偶像崇拜」的裁決和諭令，致使中西文化交流的

歷史進程受挫。而在中土士林，對於傳教士傳入的

「西教」、「西學」，一開始就遇到很大爭議。以沈

㴶、楊光先為代表的士大夫以「道統論」、「夷夏

論」為憑藉，以「護教」、「攘夷」相標榜，力主將西

教士傳入的「西教」、「西學」連同西洋人驅除出中

國。這是中國近代史上「排外論」、「國粹論」的先

聲。而以方以智、徐光啟為代表的士林人物，主張

引進和學習比較先進的西方科學、文化乃至宗教。

顯然，這是兩種對立的、根本不同的對待外來文化

的思想路線。值得注意的是，方以智還看到「西

教」與「西學」的區別，他不僅主張會通中西之學，

還堅持中國文化的本位立場；可以說，方以智是持

守中國本位文化的立場來詮釋和理解西方文化

的，這是「會通論」、「融合論」的先河。而徐光啟

則主張全面地引進和學習「西學」、「西教」，以從

整體上改造和提升中國文化的水平；可以說，徐光

啟已經開始從西方文化的觀點來批判和詮釋中國

文化，他還是一位最早的皈信、承領基督教信仰的

中土儒士，是最早的認信派、皈信派的代表。可

見，在對待西方文化的態度和立場上，中國思想史

上幾種著名的觀點在當時已經初步具備了其雛

形。[23]

我們看到，基督教第四次來華傳播與上一次

相比，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因此，中國知識界

在對待基督教的態度上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

是，這並不是說，中國知識界在對待基督教的問

題上，與以往已經不存在任何聯繫了。事實上，兩

者之間還是存在某種連續性的。我們循著「拒斥

論」、「會通論」和「認信論」的基本線索，仍然可

以梳理和釐清近代以來中國知識界在對待基督教

問題上的大致輪廓。首先，近代以來中國知識界

對基督教入華傳教，持「排拒論」、「拒斥論」的立

場，不絕如縷，屢見不鮮。只是有所不同的是，中

土士人在前期沿用「道統論」、「夷夏論」作為「攘

夷」、「排教」的理論憑藉和思想武器，而在「庚子

事變」之後，持守儒家「道統論」的正統派的頑固

排外立場遭受嚴重挫折和失敗。在之後的新文化

運動和「非基督教運動」中，新式知識分子轉而運

用從西方傳入的馬克思主義和其它的理論學說來

作為批判、排擊基督教的理論武器。這是新式知

識分子在「排教」問題上與以往很大的變化。但貫

穿始終的是，其民族主義的立場並沒有改變。其

次，中土士人從本位文化的立場，試圖在基督教和

中國文化之間探索和尋求一條「會通」、「調和」

之路的努力，一直沒有間斷。從洋務派、維新派到

現代新儒家，他們會通中西的理論和實踐，有深有

淺，各有側重。在對待基督教的態度上，情況也比

較複雜，但他們大體上都屬於「會通派」，而不是

「排外派」。或者說，「會通論」、「調和論」的趨勢

在他們的思想中居於主流的地位，還是明顯的。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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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中國知識界對基督教的認信和皈依，在近現代

特殊的歷史條件下是一個相當突出的現象。太平

天國運動、民國時代的知識精英，都與基督教有

著甚深的淵源。而一些中土的神學家在天主教、新

教神學建構上作出的巨大努力和理論貢獻，這在

中國現代思想史上也具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中國人常說：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為什麼在

經過明清之際和近現代中國歷史演化的巨大變

遷，中國知識界在對待基督教入華傳播問題的態

度上還存在著一種大的連續性？如何理解和認識

這個問題，關涉到中外文化交流的規律和深層底

蘊。不難發現，中國近現代知識界在對待基督教

入華傳教的問題上，存在「拒斥論」、「會通論」和

「認信論」等幾種主要的觀點。其實，在這幾種主

要的觀點之下還含括了其它多樣化的觀點。顯見，

這幾種主要的觀點既是相互對立的，又都是不可

或缺的。在中外兩種異質性文化交流的開始階段，

因為不同文化間巨大的異質性而產生的不適和碰

撞幾乎是難以避免的。實際上，「拒斥論」主要是

本位文化的主流或正統派對外來宗教的批判性觀

點。經過這種批判，儒教與基督教之間的異質性

得以清晰地呈現出來。而在新文化運動之後，儒教

在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地位受到挑戰和動搖。但

基督教在當時仍然遭到來自馬克思主義和西化論

的激烈批判。這恰恰說明，中外文化的交流首先是

一個雙向的詮釋、批判的過程。那種忽視本位文

化的主體地位而妄圖取而代之的想法，是行不通

的。我們看到，文化的交流是與文化之間雙向的批

判密切聯繫的。但如果這種批判過了頭，則可能

走向頑固排外或崇洋媚外的立場。「會通論」則主

要是站在中國本位文化的立場，力圖吸收和汲取

外來文化的一種思想觀點。「會通派」在不同的歷

史時期有不同的表現形態，正說明中西文化的會

通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個不斷深化和發展的

歷史進程。隨著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交流、會通

的深入，出現一些本土的基督教神學的學派及其

代表人物是自然的，也是中西文化交流成果的具

體展現。因此，「認信論」特別是一些本土的神學

理論的出現，乃是代表了中國知識界對外來基督

教的理解在經過批判、消化的基礎上，已達至綜

合創新的境界和水平。由此可見，「排拒論」、「會

通論」、「認信論」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都有其存

在的合理性，不可一概而論。但如何將這些對立

的觀點整合起來，形成一個整體性的、多元統一

的觀點，在當下尚為一個不小的挑戰和考驗。

實際上，近代以來中國知識界對西方文明的

輸入表現出雙重的、矛盾的心態，即一方面是激烈

地排拒、反對的態度，另一方面又是熱烈地擁抱、

學習的態度，可謂是一種愛恨交加的混合心態。這

兩種心態在中國知識分子身上都有突出的表現。

李澤厚將中國知識界對待西方的複雜心態，概之

為「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就是說，中國知識

界一面要學習西方現代性的知識和思想文化，一

面要反抗西方殖民主義的侵略。而學習西方的目

的，是為了抵抗西方的侵略；也只有學習西方，才

可以有效地抵抗西方的侵略。在相當長的一段歷

史時期甚至是在整個第四輪中西文化交流的過程

中，中國知識界面臨西方入侵即「救亡」的壓力是

很大的，因此才有所謂「救亡壓倒啟蒙」之說。[24]

事實上，面對西方的入侵，中國從未停止反抗。中

國知識界也從未忘記所擔負的「救亡圖存」的歷史

使命。可以說，中國知識界從來都是反抗西方侵略

最徹底、最激烈的一群人。不管是早期的中國知識

界服膺儒家「道統論」、「夷夏論」，還是後來轉向

馬克思主義或其它西方的理論學說，他們在反抗

西方殖民主義侵略問題上，總是堅定不移的。吊詭

的是，中國知識界也一直是鼓吹和推動輸入、學習

西方文明的先行者。在近代以來中國知識界推動

和學習西方文明的歷史進程中，洪秀全領導的太

平天國運動，企圖引進西方的基督教作為他們改

造中國的思想利器；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等洋

務派則冀望於引進西方的科學技術以改進中國的

器物文明，最終達到其富國強兵、抗衡西方的目

的。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則試圖引

進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以改良中國的制度文明，

即通過「維新」、「變法」以實現「自新」、「自強」

的目標。而陳獨秀、胡適、魯迅等發起和領導的新

文化運動，則將學習西方的思潮推向一個前所未

有的境界。他們主張引進和學習西方的思想文化，

以革新和再造中國的文化。據此可見，近代以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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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知識界持續不斷地掀起了學習西方的熱潮和社

會運動，他們企圖將西方的器物文明、制度文明乃

至觀念形態的精神文明整體上輸入中國。改革開

放以後，這種情況得以復現，不過在規模上和深度

上更超邁既往。

概而觀之，中國近現代知識界對待基督教的

態度經歷了一個從排拒、對抗到融合、會通的轉變

過程。這既是中西文化交流規律和本質性要求的

體現，也是近現代世界格局的變化和歷史發展大

勢所趨的反映。中外文化交流的歷程，總是貫穿著

衝突與融合、碰撞與對話兩種相反相成的趨勢。

這是異質性文化交流歷史進程中的一個常見的現

象和主題。而由於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之間存在著

巨大的異質性和時代性落差，加上基督教近代入

華傳教是藉助列強武力強行輸入的結果，在整個

「第四次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進程中，基督教始

終遭到中國知識界強烈的拒斥和抵制。即使在被

西方傳教士視為傳教的最大障礙的儒教已經瀕臨

崩潰的歷史條件下，基本情況仍然沒有改觀。但與

此同時，中國知識界掀起了對西方文化包括基督

教學習的浪潮，一浪接一浪，從沒有停止，表現出

對西方文明學習與求索的熱情和決心，與時俱增。

而且，這種中西會通、融合的趨勢，已然匯成時代

的洪波巨瀾，勢不可當。從一個宏觀的歷史視野來

看，近代西方傳教運動可以視作新一輪中西文化

交流的序曲和前奏。迄至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又

一輪中西文化交流的大幕已然拉開，而其主題也

悄然從對抗、衝突轉向對話、融合。這種至為深沉

的時代精神和主題的轉換，在中國知識界的主流

也有所反映，以致於「宗教中國化」代替上世紀風

行一時的「文化侵略論」，成為當世最醒目的折射

和體現時代精神氣息的命題。[25]「基督教中國化」

當然是「宗教中國化」的題中應有之義。這個命題

的真實內涵和義理結構，固然可以持續地探討，但

它所昭示的時代進步意義和人類文明發展的方

向，是確定無疑的。[26]

四、「拒斥」與「兼融」：幾種模

式的考察與檢視

在近代以來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進程中，存

在著衝突與融合、碰撞與融通這兩種對立卻相反

相成的趨勢。中國知識界在對待基督教入華傳教

問題上，從一開始就交織著排拒與吸納、反抗與

調和兩種尖銳對立和矛盾的心態。迄至近代，在極

其特殊、複雜的歷史條件下，中國知識界對基督教

傳播在總體上表現出更趨激烈的、徹底的排拒和

反抗的趨勢，但也不乏尋求兼融和會通的努力。可

見，中國知識界對基督教和西方近代傳教運動的

認識和反應，是一個由跨文化傳播引發的人文社

會課題。它不僅關涉中西文化交流的一段重要的

歷史進程的史實，也指涉一段重要的思想史、文化

史的題材，亟待著力發掘與總結。基於歷史與邏輯

相一致的原則和理解，我們以中國近現代思想發

展和歷史演進為脈絡，綜合運用多重的理論方法

和視域，力圖對中國知識界對基督教的思想認識

以及對傳教運動的反應模式，作一全景式的鳥瞰

和理論透視。我們在研究中注重從跨文化的視域

和多重理論視域的融合，以中國近現代歷史運動

和思想演進為脈絡，以近代以來中國知識界對基

督教的理解與認識和現實反應為主題，比較全面、

系統地對近代以來中國知識界對基督教的思想認

識和反應模式，作出宏觀論述與整體性把握，進

而從文化機理的層面予以深度闡釋和解析，由此

引發對中西宗教與文化會通乃至中國社會文化現

代化世界化以及構建人類文明共同體的理論探討

和思考。

對基督教的排拒、反對的「排拒論」、「拒斥

論」，在中國知識界一直是一個相當強勢、主流的

觀點。在晚清時代，地主階級頑固派藉助中國傳統

文化的道統論，與西方文化和基督教對抗。頑固派

其實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正統派，他們以封建時

代奉為正統的程朱理學為憑借，頑固地堅持中國

傳統文化的神聖道統不可侵犯。他們認為，中國的

聖傳祖訓、典章文物，已發展至完美無缺的境地，

根本不需要改革。他們由此反對所有的改革，也拒

斥西學、西教在內所有的西方事物。頑固派的前身

可以追溯到明末的沈㴶、清初的楊光先，在晚清的

代表人物有倭仁。道統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擁有

源遠流長的歷史傳承，其源頭可以追溯至孟子「祖

述仲尼，憲章文武」；在中唐時代，韓愈盛張「道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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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聲稱儒家的仁義道德和綱常名教是亙古不變

的「聖人之道」。韓愈的論說經後世儒家發揮，成

為宋明儒學中「道統論」的核心內容。[27]傳統儒生

在構築道統說時，本來就是為了排斥佛、老，以確

立儒家學說和思想在傳統文化中的主流和正統地

位。近代封建士大夫從傳統文化的思想武庫中，找

來「道統說」並運用和發揮其思想內涵，以排擊入

侵的基督教和西方文化，是很自然的。他們在處理

中外關係時，強調「夷夏之辯」，也可以說是「道統

論」的衍申和展開。夷夏論者將中國視為世界文明

的中心和典範，其實是一種「華夏中心論」。[28]因

為程朱理學和儒家道統論、夷夏論的思想，乃是清

王朝乃至歷代封建王朝的主流思想，它已深入帝

國臣民的頭腦深處，根深蒂固，不易撼動。這才是

晚清教案頻發，也是義和團運動發生最深刻的思

想根源。

五四時期由知識界發起的「非基督教運動」或

「非宗教運動」，是一場以反對基督教為主題的思

想文化論戰和群眾性運動。它對於現代主義與民

族主義思潮的興起頗有推波助瀾之功。五四新知

識分子運用近現代西方文化的學理學說，對基督

教和所有宗教展開批判，使非宗教思潮具有理性

批判的精神和色彩。由於他們用以「非宗教」的思

想武器，主要是源於近現代西方文化的各種學理

學說，而不再是傳統文化的「夷夏之辯」和捍衛

「道統」的本位文化立場，這使五四學人所發起的

「非宗教」運動，與晚清士紳所發起的「排教」運

動，有了顯著的不同。新思想家主要是運用現代性

的思想理論，對基督教展開學術文化的批判，在現

實的鬥爭中因而也展示出強大的威力。一批左翼

思想家受到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及其思潮的啟發和

影響，還積極輸入馬列主義的革命理論，成為非基

督教運動中批判帝國主義利用基督教作為文化侵

略的工具的最重要的思想武器。[29]可以說，五四學

人從現代性精神出發，對宗教和基督教展開學術

文化的批判，得出了否定、反對一切宗教和基督教

的結論，這其實是他們對現代性精神作為工具理

性理解的一種誤讀。

洋務派、維新派和現代新儒家，在對待基督

教的態度上不盡一致，但他們都持守中國本位文

化的立場，對外來文化抱持會通、融合的觀點，大

體上屬於文化上的「會通論」、「融合論」。洋務派

在與西方打交道的過程中，認識到「夷之長技」在

於其先進的科學、技術即器物文明。他們利用傳統

哲學的「本末」、「體用」思維，發明了一套「中體

西用」論，作為他們學習西方的器物文明的理論

依據。洋務派這一套理論和實踐畢竟在茂密的封

建主義體系中打開了一個缺口，為中西會通開闢出

一條狹窄的通道。 [30]他們在處理與西方的關係

時，往往還能從實際的情勢出發，對基督教抱持一

定的寬容和理性的態度，與晚清一般士民盲目地

仇洋、仇教的態度不可同日而語。傳教士與維新家

在清末維新運動中的協作，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史上少見的一次比較愉快的會遇。在維新運動中，

維新派知識分子對傳教士和基督教表現出前所未

有的讚賞和寬容的態度。這在中國傳統文化內部，

無疑是一個歷史性的進步。它不僅衝破了頑固派

盲目排外的樊籬，甚至也突破了洋務派「中體西

用」論的禁錮。它推動了晚清維新變法思潮，開一

代風氣。

儒家傳統與基督教在現代中國場域中的會

遇，注定了是一個充滿衝突與碰撞的艱難曲折的

歷史進程。由於各自對現代性和傳統文化精神所

體認和回應的懸殊，使現代新儒家的不同流派和

人物，對基督教的立場和態度，或排拒、反對，或

涵容、吸納，差異互見。面對以「科學」和「民主」

為主題的啟蒙話語和現代性價值的挑戰，早期現

代新儒家致力於用現代哲學方法重建儒家形而上

學，實現儒家傳統的現代轉折，而在學理上有高度

的建樹和發展。他們大都採取認可世俗性的現代

性價值並與之調和而拒斥基督教的策略。港台新

儒家有見於民國時代的學術界激進反傳統、反宗

教的時風士習，對於宗教問題多有高度關注和回

應，他們集中於對儒家宗教性以及儒家與基督教

的關係等問題的討論其思想觀點與前期相比，既

有繼承，又有發展。在理論的深度和體系的嚴整上

有突出的進步。其代表人物有方東美、徐復觀、牟

宗三、唐君毅等。當代新儒家接續和致力於儒家宗

教性以及「內在超越」與「外在超越」等理論課題

的探討，他們大都活躍於當代國際學術前沿的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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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在全球化的境域下闡發其儒家本位文化的立

場和觀點，積極投身儒家傳統和基督教之間的比

較和跨文化對話的理論建構和實踐，表現出更加

開放的精神，其代表人物有成中英、劉述先、杜維

明等。[31]

基督教入華傳播的一個結果，就是一部分中

國人認信、皈信了基督教信仰，我們且稱之為「認

信派」。其中的情況也相當複雜。洪秀全和他領導

的太平天國革命處於近代中國學習西方的起點

上。農民起義領袖以其固有的知識背景來改造和

利用基督教，使其蛻變為替天國革命事業服務的

一種政治化的意識形態。由於太平天國的拜上帝

教採納基督教的一些教義、教規和經典乃至一些

重要的思想觀念，使兩者確實存在不少相像，也容

易使人誤解兩者是一回事。實際上，拜上帝教只是

洪秀全等天國領袖用以發動起義，舉行反清革命

的思想武器。太平天國利用基督教的變體形式即

拜上帝教發動起義，與歷史上黃巾起義利用道教，

白蓮教起義利用佛教這般傳統社會的異端思想，

在本質上其實沒有什麼兩樣。洪秀全試圖以拜上

帝教這種改造了的基督教，來作為全社會的指導

思想，並以此來徹底代替儒家道統在中國傳統社

會中正統文化的地位，從而構建一種新的文化道

統，但實踐證明這是一條根本行不通的道路。[32]

無獨有偶，在民國時期的政治舞台上，湧現了一批

煊赫一時的基督徒政治家。孫中山、馮玉祥、蔣介

石等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們的出現，極大地改變了

中國民眾對基督教的觀感和基督教在現代中國的

文化生態。然而，仔細探究民國時期這些基督徒人

物的信仰和他們對基督教的理解，其深層底蘊仍

然難以擺脫傳統文化的濃厚背景，甚至帶有利用

基督教為其現實政治服務的色彩。[33]大致來說，

民國時期這種將政治化的「主義」與宗教性的信

仰相結合的作法，可以看作中國傳統文化「一元正

統論」的意識形態在崩潰後另一種形式的延續，

也是中西文化交流初始階段出現的將兩種文化相

嫁接的現象和結果。

20世紀上半葉是中國新教神學的創發期，為
了回應當時「非基督教運動」中日益高漲的民族主

義思潮，中國基督教會走上了本色化的道路。可以

說，20世紀上半葉中國新教神學便是這一運動的
思想成果。其主要的代表人物有趙紫宸、吳雷川、

謝扶雅等。本色神學實際上是用中國本位文化主

要是儒家文化的一套話語和思路，來詮釋和理解

基督教神學。本色神學的理論建構體現出從西方

神學以「神人二分」、「神人對立」為根本精神和外

在超越的思想型態向以「神人合一」、「神人和合」

為根本精神和內在超越的思想型態的嬗變和轉

換。總體上看，二十世紀中國新教神學在不同時期

及兩岸三地的理論發展，在思想進路、理論形態乃

至話語方式上都有顯著的差別，呈現出多樣化的

特徵。但是，它們在思想主旨上謀求建構本土化、

本色化的中國神學，是一致的。[34]與基督新教的本

色化神學相比，中國天主教神學表現出顯著的神

學本位的立場。雖然它在一定的範圍內並不拒絕

用中國哲學的範疇和語彙來闡發天主教神學的理

論，但卻不放棄天主教神學的思想原則。說到底它

是以天主教的神學信仰來統攝和範導中國文化，

是一套以天主教神學為範矩來界說和詮釋中國思

想文化的言說系統。天主教神學在因應現代性思

潮時堅持一套信仰至上的原則，以此來調整與處

理其與科學以及其它人文社會思潮的關係。中國

天主教神學以此吸納中西兩大傳統的睿識並與現

代性思潮進行整合。[35]表面上看來，基督教神學的

「本色化」與天主教神學的「中國化」，是一致的。

但是，它們的神學實踐在實質上還是存在某種微

妙的區別。可見，基督教的「本色化」和天主教的

「中國化」，實際上代表了外來宗教與本土文化相

結合的兩種不同的文化融入方式。

五、「古今中西的會通」：一種開

放性的觀點

中西文化在其會遇、會面的起步階段，往往習

慣於沿襲既定的心理定式和思維模式，來看待和

處理其與「他者」的關係，以致於「西方中心論」或

「華夏中心論」的「我族中心主義」在中西文化中

都有突出的表現。在這種「單元簡易心態」[36]和獨

斷論的思想模式下，本位文化被確立為唯一的典

範和準則，而作為「他者」的異質性文化則淪為

「異教」、「異類」的存在；而在實際的文化交流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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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中，則企圖以一種文化主體取代另一種文化主體

的地位。可見，這種單向度的「以西釋中」或「以中

釋西」，是中西文化交流中排他性的文化衝突或

「拒異」現象不可避免的一個深層的原因。但是，

中西文化交流還存在相互融合或「認同」的趨勢。

而即使在現有的「文化融通論」的中西比較研究

中，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是，片面地強調本位文化

的主體性，而將其它文化作為一種次要的或陪襯

的存在。顯然，這種觀點與一種對等的、雙向的互

詮互釋的比較視域，尚存在一段距離。當代中西文

化交流理論和實踐的發展，亟需構建一種雙向的、

對等的互詮互釋的理論觀點和模式。[37]事實上，在

一種對等的、交互性的比較視域下，西方文化的

「分離型」思想與中國文化的「融貫型」思想恰好

構成了一個相反相成、互補統一的整體性系統。同

樣，基督教的「外在超越」型態與中國儒家的「內

在超越」型態，也可以匯合成一個相互涵容、一體

貫通的理論視域。由此中西文化的比較，乃得以克

服和摒棄固有的「單元文化心態」或「一元正統

論」的思維定式，揚棄和超越流行的體用論、主賓

式的思想模式，從而導向一種中西之間雙向的互

詮互釋的理論境域。可見，中西文化交流的理論和

實踐的拓展，其要在於一種思維方式或思想模式

的突破。[38]其實質是基於一種雙向的揚棄、選擇、

詮釋和綜合創新的理解，進而為中西會通和深度

的中西文化交流奠定理論基礎。

中西之爭，究其實而論，關涉古今之爭。它是

現代化運動在世界範圍內推進和擴展中衍生的問

題，也是世界各大主要文化傳統共同面對的課題。

從人類文明發展全整的、宏觀的視野來看，傳統文

化與現代化之間呈現為一個雙向的、對返式的矛

盾運動的歷史進程。傳統與現代之間這種複雜的

矛盾運動，在西方文化從中古到近代的演變中得

到清楚的演示。我們看到，西方中世紀神學是以神

學信仰來統攝、涵蓋理性的精神，而近代哲學的主

流思想則是以理性來界定和理解超越性的信仰，

兩者趨向一個雙向詮釋和並建共構的歷史進程。

當代世界文化思潮的演進也透顯出這種趨勢。這

種傳統與現代之間雙向的互動與對流的運動，乃

是由人類文化理想與現實之間深刻的矛盾運動的

機制所決定與引發的。人類文化發展的歷史證明，

傳統主義與現代主義的單向發展，都可能帶來人

類文化的封閉以及由此造成的宰製或停滯。中西

文化發展中的這些理論和實踐，亟需從新的理論

高度予以整合和會通，進而開拓新的思想境界。因

此，融攝、涵括東西方這些相反的、對返的思想運

動於一體，匯合為一種傳統與現代相涵互動、並建

共構的理論視域，進而開闢和創構一個開放的、整

全的現代人文主義的理論體系。它既不是局限於

傳統的立場以判釋現代，也不是局限於現代的觀

點來詮論傳統，而是要將這兩個方面融合、綜合起

來，成為一個整體的理論視域。

開放的現代人文主義可謂一種多元的現代性

與傳統交匯、匯合的理論觀點，其思想源於傳統與

現代之間雙向的詮釋與建構，表現出對傳統與現

代之間交互的、對返式運動的體認與涵容並蓄的

立場。可見，開放的現代人文主義既是現代的，又

是傳統的，是一種現代思想與傳統精神相匯合、相

融通的觀點。不僅如此，開放的現代人文主義對現

代性的認識是多元的，對於傳統精神的認同也是

多元的，在總體的精神取向上表現出廣大涵容的、

開放性的特徵。由於開放的現代人文主義對傳統

精神的認同，不是僅局限於儒家傳統，還涵括儒道

釋乃至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多元性的文化傳統，所

以它其實是一種廣義的、開放的現代人文主義。它

由傳統與現代交匯、匯合的理論視域，涵攝了傳統

的多元性與多元現代性的觀點，進而拓展出一種

多層面的、多元統合的整體觀。顯見，它不是一個

凝固的、封閉的觀點或思想系統，而是一個發展

的、開放的理論視域。具體地說，它一方面展現為

從傳統的立場對現代性精神的界定、批評和涵攝，

另一方面又展現為從現代性的立場來界定、批評

和接納傳統，此兩者構成一個雙向並建的過程和

結構。也可以說，傳統與現代之間經過相互詮釋與

界定，趨向一個雙向的互動和並建共構的思想歷

程。借用一個詮釋學的話語來說，從傳統到現代和

從現代到傳統，構成了一個完整的「詮釋學的循環

或圓圈」，兩者皆為不可或缺的過程和環節。[39]以

此而論，以現代性的理論觀點判釋傳統和從傳統

的觀點來詮論現代性思想，這兩個方面作為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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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代人文主義思想發展的兩翼，兩者並行不悖，

共同匯合成一個整全性的現代人文主義運動。歸

結起來，開放的現代人文主義就是基於對中西文

化之間雙向的詮釋以及傳統與現代之間並建共構

和融合、會通的理解，由此會合、凝合為一個一體

貫通、多元統一的理論視域，其實質是「古今中西

的會通」或中西互釋和傳統與現代雙向並建的多

元統合的觀點。

開放的現代人文主義說到底是現代文化思潮

中一種具有創發性的、開放性的思想觀點，它對

於當代中西文化交流具有多方面的理論和實踐的

意義，這是不言而喻的。近代西方對華傳教運動，

引發中國知識界多重的思想反應和社會思潮的運

動，釀成中國社會文化近代化、現代化轉型的史無

前例的歷史變遷。而中國社會文化的近代化、現代

化轉型，可以溯源於由基督教入侵而開始的中西

文化交流的歷程。可見，中國知識界對基督教的詮

釋，與中國社會文化的近代化、現代化同步。可以

說，中國知識界在對基督教的詮釋中形成的多重

的理論進路和社會文化思潮的演進，與中國社會

文化近代化、現代化轉型息息相關。中國知識界對

基督教詮釋的思潮，十分複雜。它們都是在某種

思想模式下進行的，受到中西哲學以及傳統與現

代各種思潮和思想觀點的制約。開放的現代人文

主義從中西哲學以及傳統與現代的會通中，開拓

出一種多元統合的整體觀，因而是對既往的單一

化的理論模式的揚棄和超越。這種具有廣大涵容

性、融攝性的思維模式固然對既往的固定的、凝

固化的思想觀點是一種破斥和否定，但它又是一

種批判的揚棄和否定。毋寧說，它是在新的理論基

點上的一種創發性的整合與綜合。總之，開放的現

代人文主義對中國知識界在近代以來中西文化交

流中源於基督教詮釋思潮而形成的多重的理論觀

點，既是一種揚棄和超越，又是一種綜合和整合，

從而在整體上為中西文化交流提供新的理論基點

和思想動源。事實上，開放的現代人文主義正是基

於對中西文化交流中湧現的各種思潮和觀點的充

分汲取和整合，進而達至一種融會貫通、綜合創新

的理論境界。據此而論，開放的現代人文主義對於

當代中國文化與基督教的融合、會通乃至中西文

化的交流，具有拓展新思路，開闢新方向的作用。

六、「兩全其美」：基督教的融入

與中國文化的現代化世界化

近代以來以基督教入華傳教為開端和契機，

中國開啟了大規模學習西方的浪潮。中西文化交

流掀開了新的歷史篇章。西學、西教的東漸，成為

一股不可阻遏的時代洪流。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

裡，中國知識界持續不斷地將西方文明的全體包

括器物文明、制度文明乃至觀念形態的精神文明

引進、輸入中國，中國文明進入了一個新的大轉

型、大轉折的時期。西學（包括西教）東漸的進程，

引發了中國文明型態巨大而深刻的歷史變遷。這

種變遷幾乎是史無前例的，歷史上只有印度佛教

入華差堪比擬。西學東漸的歷史進程，我們可以稱

之為「中國文明的西方化」。因為廣義上的基督教

文明就是西方文明，又可以稱之為「中國文明的基

督化」。狹義上的「中國文明的基督化」，就是將

基督教的一套以上帝信仰為中心的思想文化和觀

念體系系統地引進和輸入中國，對中國文明產生了

持久而深刻的影響。在知識界輸入、引進西學、西

教的同時，也就開始了對西學、西教的學習、理解

和消化的歷程。根據詮釋學的觀點，本土文化在輸

入和接納外來文化時，其實是以本土文化為「前

見」來理解和闡釋外來文化的。換言之，中土士人

是以中國傳統文化的「前見」來闡發和接納外來文

化的。[40]因此，廣義上中國知識界對西方文化包括

基督教的接納和理解的過程，就是西方文化或基

督教的「中國化」。而狹義上的「基督教的中國

化」，則是專指中國知識界或本土神學家以中國傳

統文化為背景來理解和闡發基督教的思想和要

義。可見，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始於西學、西教的

東漸。而有了西學、西教的輸入、引進中國，也就產

生了中國人對西學、西教的學習和理解的問題。可

以說，中國文化的「西方化」、「基督化」與西方文

化、基督教的「中國化」乃是一體之兩面，是一個

整體性中西文化交流運動的兩個方面。[41]從中西

文化交流的歷史進程來看，這兩者是緊密地聯繫

在一起的。因此，必須將這兩個方面有機地、辯證

地統一起來，藉以形成一個中西會通的整體視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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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進一步的中西文化交流開闢新的理論徑路。

在特定的意義上，中國近現代文化發展的歷

史進程，是與中國知識界引進、輸入西學、西教密

切聯繫在一起的。與西學、西教的東漸的同時，產

生了對西學、西教的詮釋、理解問題。中國知識界

對基督教的詮釋思潮，體現了中西文化之間雙向

的批判、揚棄、選擇和詮釋以及並建共構、綜合創

新的歷程。但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個不斷

拓展和深化的過程。從一個長遠的、宏闊的歷史

視野觀之，中國知識界對基督教的排拒、拒斥與

兼融、會通，始終相偕並行，相互推排，構築成一

個大的思想運動和社會思潮的全幅景觀。中西文

化的會通，始於對作為「他者」的異質性文化的批

判性解讀。在中西文化會遇的初始階段，兩者都受

到一種「我族中心主義」的單元簡易文化心態的制

約，「西方中心論」或「華夏中心論」習慣於將固有

的本位文化作為「正統」、「正宗」的標準和準則來

判釋、衡論其它文化，而其它文化則成為「異教」、

「異類」的存在。從儒家文化的本位立場來說，儒

家「正統論」、「道統論」是晚清時代中土士人在

抵抗和反對基督教入侵時主要的思想武器，也是

他們一度據以批判、評判作為外來文化的基督教

的思想準則、準繩。本來，這種本位文化立場的文

化批判，可以達到將文化之間的異質性呈現出來

的作用，因而也是中西文化交流過程中的一個必

要環節。而儒家「道統論」、「正統論」則容易走向

極端民族主義的思想誤區，造成盲目排外、排教的

嚴重後果。在後續的「非宗教」、「非基督教」運動

中，新式知識分子憑藉近現代西方文化的學理學

說批判外來的基督教，具有一定的時代進步意義。

現代主義的「反傳統」、「反宗教」在中國現代文化

語境中，曾經是一個代表了時代精神發展方向的

主題。但他們將傳統與現代截然對立起來，則容易

造成傳統與現代之間的一種偏見和文化發展的一

種斷裂局面，乃至形成一種新的文化閉鎖心態。對

此，需要我們進一步地反省和檢討。

除了「排拒論」、「拒斥論」的觀點，中國知識

界對基督教詮釋思潮中還有「會通論」乃至「認信

論」的觀點。以現代新儒家為例，他們在不同的歷

史時期圍繞著中西文化的宗教性、超越性等問題

的討論，將兩大文化的共性與殊性，普遍性與特

殊性深刻地揭示出來；同時，他們對基督教的態度

也發生了從排拒，貶抑到對話的轉變，表現出他們

對外來的基督教的理解不斷深入。早期現代新儒

家大都傾向於否認儒家傳統為宗教或具有宗教性

的觀點，其實是延續了一種固有的本位文化對基

督教排斥的立場和態度。隨著比較研究的深入，現

代新儒家轉而將儒家傳統的「內在超越」與基督

教的「外在超越」作為兩種不同的超越類型或型

態來看待。當代新儒家在比較研究中表現出更加

開放的態度，有的甚至開始探討儒家可以從基督教

「外在超越」型態的思想中學習什麼的問題，更加

活躍地投入和推動當代多元文化和宗教之間的對

話運動。[42]隨著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入，中國人對基

督教的理解和認識也得以不斷深入，因此，產生了

創建本土神學的需要。在基督教傳播過程中，大量

的基督教的經籍和西方神學的思想流派被譯介、

輸入中國，這為創發性的神學建構做好了鋪墊。可

以說，中國本土神學乃是中國文化與基督教在新

的時代背景下相融合、相結合的理論結晶。基督

教的傳入，表明中國文化對於宗教文化的超越性

意識開始認同和接納。而只有中國本土神學的建

構，才標誌著基督教真正融入中國文化的土壤之

中。實際上，基督教（新教）的本色化和天主教的

中國化，代表了兩種不同的文化融入方式。在當代

儒學和神學的互動和相互推排的過程中，正在形

成中國文化與基督教之間一種雙向式的互詮互釋

和交互性的並建共構的模式，為進一步的中西文

化的會通奠定了基本的模型和規模。

舉要而論，近代以來中國知識界對基督教的

詮釋思潮，在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進程中據有十

分突出的地位。中國知識界通過對基督教的詮釋，

為中國現代文化發展確立了新的理論模式和範

型，它本身也可以視為中國文化近代化現代化的

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其主要的思想特徵表現出由

傳統的單元文化心態和單一化的「大一統」的理論

模式，趨向於多樣化、多元化的分途發展的態勢，

其核心的思想內涵乃是對西方理性化的思維方式

以及「外在超越」的思想型態的涵容和汲取的不

斷深化和拓展，實質上是對傳統的單元簡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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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態和僵化單一的思維方式的揚棄和突破，進而

樹立一種新的多元開放的理論範式。中國知識界

在對基督教的詮釋思潮中，沿承歷史上「拒斥論」、

「會通論」和「認信論」等幾個主要的詮釋脈絡，

形成了多重的理論進路和複雜多樣的學術思潮。

可見，中國近現代知識界對基督教的詮釋思潮，乃

是一個多元複合性的思潮，其中涵括了多重的、多

元化的思想徑路和觀點。它們之間構成一種多元

並存、彼此競立的關係，而完全不復中國傳統哲學

「大一統」的單一化的格局和模式。中國哲學文化

藉助對基督教的詮釋，乃得以從傳統的思想模式

的羈絆中解放出來。因此，中國近現代知識界對基

督教的詮釋思潮，可謂中國文化構建多元現代性

的起點，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個要件，其根本精

神和方向即中國文化的現代化世界化。正是在既有

的思想運動的基礎上，產生了將多元化的觀點整

合、匯合起來的覺解和理論需要。而所謂「開放的

現代人文主義」，乃是建基於中國文化與基督教的

互詮互釋以及傳統與現代雙向並建的一種多元統

合的理論觀點。簡言之，即「中西古今會通」的觀

點。藉此，中國近現代知識界對基督教的詮釋思潮

乃得以被整合為一個多元統一的一體化的思想運

動。可以肯定，它的成立既是對中國近現代知識界

對基督教詮釋思潮的一種創造性的綜合和整合，

又為進一步的中西文化交流提供新的理論憑藉，

對推動當代中國文化轉型乃至世界文明的重建，

樹立根基，具有至為深遠的文化意涵。

拙文是本人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

目：「西方上帝與中國思想——中國近現代知識界
對基督教的詮釋模式研究」（項目號：18FZX063）階
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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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nderstanding and response of 

Chinese modern intellectual circles to Christianity 
spread in China is a humanistic and social issue trig-
gered by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Up to the 
modern time,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 circles generally 
showed the contradictory and antagonistic attitudes 
towards the spread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fierce rejec-
tion and modest acceptance. The parallel trend of con-
flict and integration in the meeting of Chinese and West-
ern cultures is the result of the two-way sele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between heterogeneous cultures. So to 
speak, the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cultural “rejection” 
i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s a natural phenomenon, as there is an recip-
rocally reliant and dialectically unitary relationship be-
tween them. This understanding of identity based on the 
root of human culture provides a new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heterogeneous cultures. To sum up, 
in the ideological trend of Christian interpretation,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 community has been able to break 
through the outdated unitary cultural mentality and the 
ideological mode of “grand unity”, establishing an open 
cultural mentality and a two-way and diversified ideo-
logical mode, so as to lay a new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promot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s well a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cul-
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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