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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在這些論述中，王星拱的觀點尤其應

該引起學界的關注。這是因為王星拱和蔡元培共

事多年，一起為新文化運動作出了貢獻。在北大推

動新思潮中有著共同的理念和志趣。因此，檢視王

星拱討論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這一命題更能

還原本義。（鑒於現在學界對此命題的解讀正愈

加離開原初的用義考慮）。

一、從西方科學代替宗教趨勢的立

場出發

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毫無疑問是

受了孔德實證科學思想的啟發。他在《真善美》一

文裡首先就標明：「人類探求真善美的狀態。經過

三大時期，略如孔德所說：『一、神學時期（神學與

宗教）；二、玄學時期（懸想哲學）；三、科學時期

（實證科學與哲學）』」。又在附的「同題異文」裡

強調科學無孔不入已滲透解決真善美方方面面的

問題，說道：「不但物質方面都用科學方法，而文

化方面，如社會、政治、法律、經濟、宗教、歷史、

地理等，均用比較、統計等法作主幹，就是可能的

用歸納法，不專用演繹法。最明的，如龍伯羅梭

(Cesare Lombroso)之犯罪學，完全用生理來說明
犯罪人的動機。遺傳說與淑種學，完全從家譜上求

出一族中善惡的份子。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最

著名的是精神方面，如心理學，完全用實驗方法，

因而教育學及美學都有實驗的一派。又如最近流

行之幽靈學，往往是科學家。」「文學上的寫實派，

如左拉等，完全想應用科學。美術上的印象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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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以美育代宗教」在學術界有不同理解。

大體說來，有從美的超驗性和超功利性及相關宗

教的共性出發，強調美育比宗教更具有先進性；有

從美育在人性之知、情、意中處於核心地位以說明

替代宗教的必然性；有從美育是美之科學的教化，

以孔德實證三階段之說，先是以形上學替代宗教，

再是以科學替代形上學，那麼，美之科學替代宗教

乃是歷史之必然。總之，在上述觀點的論證中，有

把宗教與美之科學對立來分析的；也有把宗教與

美學能協調作分析的。

摘  要：本文從中西文化的兩個面向對王星拱繼

承和發展蔡元培「以美育代替宗教」命題作了分

析。認為二十年代王星拱側重繼承了蔡元培受法

國孔德科學實證的影響，強調科學超越宗教的

現實；同時又發展了蔡先生未找到科學和哲學結

合點而並存的矛盾局面觀點，提出以心理科學研

究美，美學實質是美之心理科學。「以美育代宗

教」就成為「以美之科學代替宗教」。三十至四十

年代，王星拱又以傳統儒家文化分析出發，認為

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命題的積極意義是突破

了傳統只從倫理善惡之辯而未就美醜分辨作深

入剖析的缺陷，將美育提到和倫理同樣高度。

關鍵詞：王星拱；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科學；

儒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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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派等，亦以科學為根據」。「似乎真善美各種問

題，都可用科學來解決，而尚不能。所以現在是科

學與哲學互相承認、互相補助的時代」[1]。

雖然，結論是科學在今天勢不可擋，各研究

領域都結出果實。但畢竟真善美所有問題還不

能全由科學一家包辦，應輔之於哲學。有意思的

是，蔡先生從孔德神學、玄學（形上學——空指哲
學）、科學三階段談起，結果論證到最後只留下哲

學與科學。可見，在蔡元培心目中宗教已經落伍

了！

王星拱步蔡元培後塵，也將宗教遠遠抛在後

面，其理由看似簡單實不簡單：宗教不過是一種欲

望未滿足的安慰，以便忘卻苦惱。但是，誠如王星

拱指出：「至於說及如何可以暫時忘卻苦惱，我們

承認：若是我們相信一個物外的東西，固然可以有

安慰苦惱的效能，但是這個效能，是可完全自美術
[2]裡供給出來的。當我們『有求不得』的時候，若有

好的詩歌圖畫音樂風景，也可以使我們有精神的

愉快，並用不著什麼宗教的態度，把人自有知而退

於無知。但是這個美學的問題所牽涉的心理的部

分，過於精細，過於遠大，也不是我所能講的了。

總括一句話，宗教沒有崇拜，就不成其為宗教，崇

拜無論是儀式的還是心理的，都不是科學家所贊

成的。至於宗教的態度，就是不經研究不經證明而

信從的態度，卻是壞處多而好處少，而且它的好

處，也是可以用教育美術去代替的」[3]。注意，王

星拱說這番話是他和蔡元培在北大共事的時期，

題為「王星拱先生的講演」發表在《少年中國》第

2卷第8期《宗教問題（上）》，1921年2月15日少年中
國學會編輯，上海亞東圖書館印刷發行。這番話站

在科學立場是毫無疑問的，這也和蔡元培拿孔德

科學實證代替神學的「三階段說」是一致的。

當然，王星拱此時對從科學心理學看美學還

不能形成一個系統觀點，故而雖說「可以用教育美

術去代替的」，究竟這教育美術和科學是何者關係

（美的科學）？王星拱用謙虛的話「但是這個美學

的問題牽涉的心理的部分，過於精細，過於遠大，

也不是我所能講的了」遮蓋了去。然而，到了他出版

《科學概論》時，對美育和科學之關係已經非常清

楚了。他說：「美學就是研究美術的科學，換一句

話說：就是用科學的方法，去研究美術之普遍原

理、審美的根據、和美術創造者的動機。總之，它

要把美感從本能感覺的範圍之中，升到理解的水

平線上」[4]。在蔡元培保留哲學和科學並存的結論

裡，還不能找到這兩者的具體聯繫。但當王星拱將

作為哲學一個部分的美學同作為科學的心理學結

合時，這兩者的內在邏輯線索便彰顯無疑。

王星拱從科學（心理學）入徑研究，藝術的藍

圖已經構畫出來了，只不過他沒有再做深入研究，

這也許是他始終在大學領導崗位上而難得抽出時

間來做進一步研究的緣故。所幸的是他的好友朱

光潛倒是接過了這一棒，在其大著《文藝心理學》

「作者自白」中開宗明義即說：「這是一部研究文

藝理論的書籍。我對於它的名稱，曾費一番躊躇。

它可以叫做《美學》，因為它所討論的問題通常都

屬於美學範圍。美學是從哲學分支出來的，以往的

美學家大半心中先存有一種哲學系統，以它為根

據，演繹出一些美學原理來。本書所採用的是另一

種方法。它丟開一切哲學的成見，把文藝的創造和

欣賞當作心理的事實去研究，從事實中歸納的一

些可適用於文藝批評的原理。它的對象是文藝的

創造和欣賞，它的觀點大致是心理學的，所以我不

用《美學》的名目，把它叫做《文藝心理學》。這兩

個名稱在現代都有人用過，分別也並不很大，我們

可以說，『文藝心理學』是從心理學觀點研究出來

的『美學』」[5]。

不僅如此，朱光潛也認為蔡元培提出「以美育

代宗教」口號是步法國孔德派所為，不過同時也指

出其有片面性。朱光潛講這番話是在接受冬曉採

訪時談到，在談到他早年走上美學道路受到蔡元

培影響時這樣說道：「在中國，美學作為一門獨立

的科學是在鴉片戰爭後從西方介紹過來的。北大

前校長蔡元培是老一輩中較早開始研究美學的。

他是留法勤工儉學的倡導者，接觸到法國孔德實

證主義，受了些影響。從法國回來他在燈市口辦了

個孔德學校，中小學都有，還有個很好的法文圖書

館，那些書可惜後來都散失了，以後蔡先生又到德

國，讀了不少德文美學著作，當時他提了一個很重

要的口號：『以美育代宗教』。這是孔德派在法國

的口號。那當然是片面的提法，但在當時還是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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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的」[6]。

應該說，王星拱及好友朱光潛都有從科學立

場（主要是西方的）來看蔡元培先生「以美育代宗

教」的命題內涵。尤其都強調了受法國孔德實證主

義的影響。遺憾的是，在今天學界，這一基本事實

正在被掩蓋！很少有人提及。還原當初蔡先生提出

這一口號的歷史背景以及指出其思想實質責無旁

貸。

大體說來，王星拱繼承了蔡元培「美育代替

宗教」裡受孔德派影響的科學成份；同時又將這

科學和美學（哲學的一部分）結合起來，發展和豐

富了這一命題的內涵。使得科學（立於經驗）和美

學（有超越經驗）、形下和形上統一起來了。這也

為如何從中國傳統形而上文化去闡釋這一命題開

闢了理論空間。事實上，王星拱正是這樣做的，一

方面，他立於西方的科學精神對「以美育代替宗

教」做了解讀；另一方面，他又從中土傳統文化立

場對蔡元培先生的「以美育代替宗教」做了說明。

二、從中土儒家美善相兼的立場出

發

對於蔡元培「以美育代替宗教」之說的確可

以從不同的面向加以詮釋。毫無疑問，蔡元培自己

以及王星拱、朱光潛等學者是站在面向科學的價

值取向來詮釋的。由於就孔德三階段的第二階段

哲學（形上學）和第三階段科學孰輕孰重問題，蔡

元培仍然是一個調和折中的看法，他說：「似乎真

善美各種問題，都可用科學來解決，而尚不能。所

以現在是科學與哲學互相承認、互相補助的時

代」[7]。這樣，主張形上學的學者對蔡元培的這個

命題的解讀更多從美學和宗教中共有的超驗性以

及理想主義立場來說明也變得是必要的。

馮友蘭的觀點可謂這一派的代表。他在說明

「以美育代宗教」命題時指出：「一個真正能審美

的人，於欣賞一個大藝術家的作品時，會深入其

境，一切人我之分，利害之見。都消滅了，覺得天地

萬物都是渾然一體，人們稱這種經驗為神秘經驗。

這是一種最高的精神境界。一般的人固然不能得

到這種經驗，達到這種境界，但也可以於審美之中

陶冶感情，『使有高尚純潔之習慣』，這是藝術的

社會作用。所以，蔡元培主張「以美育代宗教」，這

是他的美學思想的一個重要準則」[8]。

注意，這裡馮友蘭先生在主張他對蔡元培

「以美育代宗教」命題的核心是突出「最高的精神

境界」（形上學）的同時，也不忘對從經驗立場（在

馮眼裡，王星拱、朱光潛皆屬於這一範疇）給予肯

定，他用的是為達到這種最高境界的進階中通過

審美（經驗而非形而上）陶冶情感。

當然，朱光潛、王星拱未必贊同馮友蘭藝術

天才以及「無字天書」的帶有神秘主義表述，但對

中土儒家「於審美之中陶冶感情，使有高尚純潔之

習慣」之表述應該是贊同的。王星拱在他題為

《蔡孑民先生的倫理及教育學說中之特點》一文

裡把這種觀點說得很清楚明白。王星拱指出：「蔡

先生主張以美育為教育大綱之一，推其功效，可以

美育代宗教。這種學說，從外貌看起來，似乎是越

離綱常的規範；然而詳細體認起來，實出乎人性之

自然，亦即是倫理規範中最高的標準，且和吾國傳

世立國的儒宗系統相印證，是和性善之說相符合

而且是確有根據的」[9]。

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是看到要從

人性教化說來，「美育之附麗於宗教者，常受宗教

之累，失其陶養之作用，而轉以激刺感情。蓋無論

何等宗教，無不有擴張己教，攻擊異教之條件」。

「鑒激刺感情之弊，而專尚陶養感情之術，則莫如

舍宗教而易以純粹之美育。純粹之美育，所以陶養

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純潔之習慣，而使人我之

見、利己損人之思念，以漸消沮者也」 [10]。西方

「激刺」感情而不是「陶養」感情實緣於西方「二

分法」——情感和理智的對立；主觀與客觀的對
立。往往抬高理性，貶低感情（情欲）。柏拉圖是代

表，認為情欲要不得。中土儒家在情和理上並不

執這種對立的「二分法」，而是主張情緣理有，理

依情生。一句話：情理雙融。換句話講，不是像西

方使人性的某一部分超常態發展，而另一部分則

受壓抑和摧殘。結果便是蔡先生講的宗教「激刺」

情感。反觀中土儒家則是美善相濟，注重的是從情

感陶養至理致（陶養）。關於這情和理，美與善的

關係，王星拱說的好：「美醜之辨別，其基據於理

智之分析者，必有待於知識之推進，其惡借於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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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推動者，亦必有待於歷境之培養。必有耳濡目染

的官支練習，斯有心領神會的精神感悟。所以在具

體事物之中，美術品之提倡，也是必須注重的。舉

凡音樂、繪畫、雕刻、刺繡，以及一切文學作品，對

於吾人之審美觀念，都可以啟發其端緒，陶熔其方

式，涵養其理致，培植其機靈。檢其質素，秩序諧

和，雙方兼重；列其方法，賞鑒創造，並行不悖。這

也是美育之中所不可缺的具體條件」[11]。

把情與理，美與善放在一起討論，這是王星

拱在講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命題的一個思想

發展。看似在討論蔡元培「倫理及教育學說」，但

最後卻落在美學上，為什麼？因為「美能儲善」。王

星拱認為蔡先生講美育代替宗教，突破了傳統只

講倫理（學），不講美（學）的弊端。王星拱把蔡先

生這個命題蘊藏的深義揭示出來了。「然而關於善

惡之各種判別的理論和勸誡的方法，自古以來，已

有很多的討論和記載。而注重美醜之辨別和取

捨，卻少有人研究，更少有人提倡，有之自蔡先生

始。審美的觀念及愛美的情感，也是人類的天性，

而去醜就美和去惡就善一樣，也是與人生俱來的

人類行為之自然趨向。進一層說，人類之所以去惡

就善者，是即以善為美，以惡為醜之觀念所發生的

行動。然而審美觀念，固然是人類所固有，而在複

雜環境之中，何者為美，何者為醜，亦必借知識為

之辨明。就固有之審美觀念，啟迪而訓練之，培植

而擴充之，使吾人能正確的辨別美醜，則好惡之意

念，自必油然而興，勃然而起。是真所謂如惡惡

臭，如好好色，既已好之惡之，則無有不竭盡全力

去實行的。這也就是知行合一，又就是自博學審

問，經過慎思明辨而終達到篤行的道理」[12]。這裡

有兩點值得強調和注意：一是王星拱繼承蔡元培

「以美育代宗教」是從人性本身出發來論證，並且

把美和善，美學和倫理學看作緊密不可分割的聯

繫。甚至指出過去中土傳統文化在善和倫理上較

為注重，而美和美育方面則很欠缺。蔡先生提出這

個口號實乃增進了國人對人性中生發的美育的重

要性。教育（包括美育）實際就是把人性中固有的

生發出來。朱光潛也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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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中固有的求知，想好、愛美的本能，

使它們盡量生展。中國儒家的最高的人生理想是

『盡性』。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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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二

是王星拱進一步指出「然而審美觀念，固然是人類

所固有，而在複雜環境之中，何者為美，何者為醜，

亦如借知識為之辨明」。這就需要美之科學（在王

星拱那裡主張以心理科學結合美來分析）。所以，

王星拱在堅持中土傳統文化美善秉彝的觀點同

時；並不否認吸收西方近代科學精神以補傳統在

學理上的缺陷。尤其是以知識形態的增進。

三、申論

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產物。縱觀王星拱一生對

蔡元培先生「以美育代宗教」命題詮釋都無不受

到時代的影響，也深深烙上了時代的印記。

二十年代是在蔡元培統領的北大為中心在全

國掀起新文化運動時期，科學是和民主一齊提出

的口號。倡導科學，這不僅在蔡元培那裡是如此，

在王星拱這本身就是學科學（主研化學）的學者

更是如此。所以，對「以美育代宗教」命題也更多

從科學的視角去闡釋。王星拱當然對蔡先生的這

個命題在理論上既有繼承又有發展。因為蔡先生

尚還未找到科學（在這個命題中最易和哲學的美

學結合的科學是心理學）和哲學（美學作為其中

的一部分）的結合點。所以蔡先生困惑在哲學和

科學並存兩極徘徊局面。是王星拱打破了這個僵

局：提出以心理科學去研究美，美學實質是美之心

理科學。這樣，「以美育代宗教」就成為「以美之

科學代替宗教」。這就順應了西方孔德派以科學

實證超越形上學（哲學）和神學（宗教）的發展方

向。

三十至四十年代蔣介石在全國推行「讀經運

動」，這對學術界是有影響的。這一時期的王星拱

對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命題的分析是從傳統文

化為背景的。他的題目是《蔡孑民先生的倫理及教

育學說中之特點》。但文中所論則是倡導美育。而

且大加讚揚蔡先生倡導美育是開了中國傳統文化

美善並舉的先河。因為在過去傳統文化中講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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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明辨善惡，側重倫理學，而對美醜分辨講的不

多。王星拱認為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則破了這

個難題，真正把倫理學和美學結合在一起，所謂美

善秉彝。其實這一深義的合理性蔡先生自己並沒

有論證，恰恰是王星拱做了。這一論證結論主要依

托傳統儒家文化的內在精神演繹得出的。

王星拱對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這中西文

化的兩面觀也留下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以

美育代宗教是否是一個普世命題？因為從王星拱

在這西方科學和中土傳統倫理（包括美學）之間看

似理論矛盾卻又很好地融合為一個系統來看，這

個命題是有跨文化和立足於普遍人性基礎的。這

也是為什麼我們看王星拱去論證這個命題的學理

根據總是從人性論出發（知、情、意）；從真、善、

美出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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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er itance and Development: Wang 
Xinggong’s Chinese and Western Views on Cai 
Yuanpei’s “Replacing Religion with Aesthetic 
Education”

Wan Xiaoping (Anhui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Wang Xinggong’s 

proposit ion of “replacing religion with aesthetic 
education” f rom perspectives of Chinese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 In the 1920s, Wang Xinggong 
emphasized the reality of science over religion with the 
focus on inheriting Cai Yuanpei’s influence from French 
Comte’s scientific empirical evidence; Simultaneously, 
he developed the contradictory view that Mr. Cai had 
not found the combination of science and philosophy, 
and proposed that the study of beauty by psychological 
s c i e n c e a n d t h e e s s e n c e of a e s t h e t i c s i s t h e 
psychological science of beauty. Therefore, “Replacing 
religion with aesthetic education” was changed to 
“replacing religion with the science of beauty”.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40s, Wang Xinggong considered 
that the positive impact on Cai Yuanpei’s proposition of 
“replacing religion with aesthetic education” from the 
analysis of traditional Confucian culture was to break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defect that only from the ethical 
debate of good and evil without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beauty and ugliness, and brought 
aesthetic education to the same level as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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