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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君立 ‧ 現代水墨畫大師，先後畢業於加拿大蒙特利爾康戈狄亞大學藝術學士
學位，以及澳洲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榮獲藝術碩士銜。曾獲台北市立美術館、
北京中國畫研究院、中國對外文化交流協會等頒發多個現代水墨畫創作獎項。
作品為海內外各藝術館及藝術學院所收藏。現為國際彩墨畫家聯盟諮詢委員、
香港現代水墨畫會名譽會長、丹青新塗協會顧問、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現代水墨畫課程導師。舉辦個人水墨畫展二十餘次，參與聯展一百餘次，出版
個人畫冊六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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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北地晨曦，南天彩霞

──走在中國純樸百姓中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遠看古都、愴然涕下

我11月3日抵北京，三年未回國，在空中看
到北京邊上的燕山，山勢雄偉，再睹祖國大地

之寬博，撫今追昔，不禁愴然涕下。

感念近期美歐列強在全球圍迫中國，世界

上是陰謀處處，顛倒是非，危機四伏。這三

年我在美、加電台全力揭露各種國際陰謀和謊

言，守住中華民族尊嚴，用理性和數據力抗仇

中群狼圍攻，一步不退。結果大受海外華人歡

迎，在溫哥華及三藩市電台，兩國各有十多萬

聽眾粉絲，這段日子很艱巨但又很喜樂。

今次在爆疫期來中國，在百姓中共同經歷

時代的憂患。30年前，我選擇回國貢獻，來回
於大學和農村，經歷時代發展的艱苦。然而病

疫發生近三年，不能回國看望助學的孩子，及

與各方學術朋友會面，心中記掛，故一旦知道

香港已不再隔離，即盡快回國探望，不料，卻

走進了病疫爆發之中，再次和人民同甘共苦。

到中國北京隔離十天，出來後即在黃昏和

太太到王府井走一走，秋風清寒，吃了一籠非

常美味的包子，不料第二天核酸碼彈窗，不能

入任何地方，原來是到過高危區，要三天連續

測試，我即天天去測試，到小區和拖着孩子的

百姓們一起排隊，在小街道中，觀賞秋風黃葉

飄零，很享受和純樸的人民在一起。

日出北京

住在大學區中關村，11月13日一早起來，在

酒店高層，望北京東方一片曙色，日出在城市

高樓大廈之間，一切是如此平靜。忽有無限感

懷，近三年病疫，香港暴亂到世界風雲色變，

然而中國仍是沉穩莊敬地發展。年青時在香

港，自己讀近代史，知中國人百多年被欺凌屠

戮，悲泣不止。18歲在《抗戰畫史》一書上，
用毛筆寫下志向：「不忘民族災難，當盡心盡

力報國，為中國文化奮鬥，誓終身不怠。」如

今看自己的書法水平甚低，但卻隱藏19歲年青
人內心的極大激情，願意100％獻身為中國，
重建中華民族文化，至今70歲，一生未違背這
抉擇。其後跟從唐君毅、牟宗三、成中英等大

師學習中國的優秀文化。

15歲開始自我靜修工夫，21歲時領悟人性
的惻隱仁愛與天同體，知宇宙是以慈悲仁愛為

本體，一晚在陽台觀星空，尋求天人感通，逆

覺回歸本真，以誠信心開放向最高真理，即感

通到宇宙親情大愛流入，一刻間淨化罪惡，內

在復活重生。稍後在清晨，決志向上天慈悲仁

愛之道奉獻一生，即時經歷大喜大捨大清淨。

其後流浪印度，到尼泊爾望雪山沉思空愛圓融

之道，回到印度後，在靜夜乘公車到新德里，

車中無燈，一片漆黑，靜心自省進入內在極深

處，尋索真我，在至微之點即通無限，體會親

情本體是一片澄淨靈光，是博厚悠遠，不可言

傳的純潔，是無限的仁愛親情。

於是一生立志以天為父、以民族文化為

母、以聖人為師，人生要繼往聖絕學，以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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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萬民，以美善滋潤萬物。上天賦與使命仍

是要100％獻身中國。始知自青年以來的激情
志向，原是來自上天的感召。以後一生追求

100％愛天父，100％愛中國，100%愛人類，
也100％愛父母妻兒。不求富貴名利、不向威
武屈服。

1993年放下當時百多萬港幣年薪的工作機
會，回到剛改革開放的中國，參與祖國在艱難

困苦中的發展。在大學中講學，重建仁愛和道

德，籌款推動廉政文化，與復旦大學的智庫團

隊合作，研究反腐敗之方法，這團隊是王滬寧

教授所領導，但他已赴中央出謀獻策，其上海

團隊則全力推動改革。在中國交往多了，我因

見城市農民工的艱辛，入山區農村見留守兒童

之孤苦，遂呼籲海外華人建團隊，到中國農村

關愛貧困兒童，支持教育二十多年。

那年代，中國真是貧窮落後，體制不健

全。我們回國時告訴同胞，不要自卑，不要放

棄，我們一批微小的海外華人，以無條件的愛

回來，和你們一同奮鬥。我們團隊選擇與祖國

同胞，同甘共苦，深信中華民族精神，必能重

建一富足、公平、和諧、有仁愛和寬恕的強大

民族。由93年至今2023年，已30年矣。親見中
華民族在泥濘中爬起來，生活開始富足，且不

屈於霸權威迫，走自己現代化共富之路。我親

身參與這民族文化尊嚴重建的過程，深感喜樂

欣慰。

廣州的彩霞 

──中國病疫再爆發中的反思
在北京見了老友卓新平、張志剛、單純、

羊滌生、游斌、唐曉峰和韓思藝等，也向政府

反映未來發展的意見，和各方接觸都很順利。

11月23日從北京飛廣州，應廣東科技局「海外
名師」項目邀請，到暨南大學交流。在暨南大

學有很多新發展，充滿朝氣，文學院長程國

賦，是學問高超又有遠大眼光的學者，哲學所

長高華平中國哲學造詣甚紮實，人很沉實而開

明，從前學生謝伊霖已成年青教授，由他安排

與多位暨大年青學者對話，個個學問廣博，思

想深刻，大家努力共建這南方新成立的哲學陣

營。這期間也參觀廣州以外大灣區的發展，真

是欣欣向榮，充滿機遇。

到廣州時疫情爆發，但沒有封城，只封有

疫症的小區，城中餐館禁堂食，但一般人民都

可自由出入居所。我住在中山紀念堂旁邊，房

間可遠眺孫先生銅像。初時廣州陰雨，到28日
才放晴，黃昏見一片彩霞，在祖國南方綠樹勃

鬱及高樓交錯的世界，面對巍峨古雅的紀念

館，及後面綠樹林蔭的越秀山公園，訴說着華

南的歷史，別有一番美景。每天都到廣州小區

測試，欣賞南方巨大的綠榕樹，及那些純樸人

民，也探望長輩，與多年未見的親戚團聚。

此時收到海外西方媒體說廣州及一些城市

大亂。但在廣州城內，根本什麼亂象都無。查

證一下，才知西方又在造假。原來廣州市民告

知，河南面海珠區有些城中村，住了很多農

民工，及無暫居証的黑工，封區時有些鼓噪。

香港方面消息，有些是香港曾暴動的份子去廣

州，用港式廣東話罵警察，西方記者早已在

場，拍攝和發放視頻，但見其用廣東話的口號

和香港暴動類似，衝撞方式也一樣，示威者

不識廣州地理，錯去了海珠區以外的海珠廣埸

(越秀區)，想引起事端，成為本地人的笑話，
說他們不是廣州人的表達方式。

12月中國宣佈病疫解封，廣州人興高采
烈，我和年青教授們一起到珠江的沙面，在廣

式茶樓飲茶吃點心，暢談中國文化與家國前

途，又和所有親戚聚會晚飯，文革後梁家叔輩

親人原都生活清苦，然而改革使我這代堂兄弟

姊妹們全部生活改善達到富足，其下一代全都

安定發展，有幾個也出國留學了。這小家族的

縮影代表了中國改革後的豐足成果。

12月5日出深圳，和朋友商談中港前途，見
深圳是一活力新城市。6日回香港，一個多月
故國重遊，感念中國民族文化仍是氣勢向上，

國家在病疫後仍是勇邁前進，西方打壓未動搖

祖國分毫，十分安心。我亦發奮忘食，樂以忘

憂，不知老之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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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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年出版過百期到1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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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篤敬踐行成聖之路 致中和萬物和諧共生
中華文化精神家園的建構，既需要文化的傳承、理論的思考，同樣少不了內

在的靈性修養和外在的道德實踐。既需要上下維度的天人感通，也需要平行

維度的個人與他者的交往交流，以及人與萬物之間和諧共生。下期《文化中

國》推出的中華神學與哲學論文，將探討人的成聖與神聖化問題，以及孔子

的慎畏思想與修養對於中國傳統的仁政德治的影響。此外，下期還將推出中

華民族多元文化之間的交往與交融的歷史研究，以及中西生態倫理思想的論

文。進而反思近代以來中國知識體系的建設中存在的問題，以及中國哲學研究

中所面臨的困境。

首席學術顧問
成中英(美國)

學術委員會高級顧問
安樂哲	Roger	T.	Ames(美國)

陳少明
陳衛平
馮達文

黃保羅(芬蘭)
李歐梵(美國)

李翔海
李澤厚

梁元生(中國‧香港)
林毓生(美國)

林治平(中國‧台灣)
劉小楓
劉再復

潘耀明(中國‧香港)
杜維明(美國)	
溫偉耀(加拿大)

謝文郁
徐 岱
許正林
楊國榮
楊慧林
楊劍龍
楊念群
袁偉時
張 踐
張志剛
趙馥潔
卓新平	

(以姓氏英文字母或漢語拼音為序)
全體顧問團共51人，

由於篇幅的緣故沒有盡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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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爾：人生如林中尋路

□：呂教授，多年來你研究中國哲學及人生境

界，探討哲學和宗教的邊界思想多年，你是一真誠

的思考者，不斷探索人生，海德格爾(Heidegger)在
三、四十年代思考存在之真理，沉思詩、藝術與現

代的科技，寫下一批文章，合為一書，名《林中

路》[1](Holzwege)，在書的開始時說：「樹林中有很
多小路，風隨之吹入，直至達到深厚處而突然停

止。這些叫林中路，在同一樹林中，每一小路各有

其路向，看來每條路都相似，但那只是表面看似而

已。」意指人生存在彷佛處於一密林中，只有依稀

可見的多條小徑，每一條都類似，但又不知是那一

條才是出路。人生如在林中尋路，哲學家都是林中

尋路者，你尋路多年，退休後有何領會。

■：最近很多時間在看書，都是與人生信仰或基

督教信仰有直接、間接相關的，似乎有點「探索、領會」

但未到達「敲門、門開」的境界。我以前的老上司、又是

朋友，名叫Raoul Mortley，他是澳洲人，留學法國，也
懂希臘文，最近跟我講，他父母親是悉尼英國聖公會

創辦者，有強烈的信仰傳統。讀了哲學後，離開教會很

久。有時候也重讀聖經（希臘文），想回歸，但只能恢

復到“Suspension of Disbelief”（不信的暫時懸掛）。
你看半世紀的摸索，可以走多遠，我今天要跟你談不是

完全從教義的立場來看，是真理的追求。是真誠，儒家

的「誠意、正心」，佛經的「清淨心」，還有海德格爾的

語言（思場開放給存有）之路。聖經的立場是「太初有

探索「哲學與信仰」的邊界到
「不信的暫時懸掛」（        上）

■ 呂武吉

澳洲邦德大學（退休）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專題對話

摘  要：呂武吉教授與梁燕城院長圍繞哲學與信

仰的問題，討論了「不信的暫時懸掛」與諸宗教文

化之間的對話與會通。呂武吉以哲學家的姿態，

從信仰的邊緣來看核心。他認為，哲學、宗教、信

仰需要一生的奉獻（如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林

中路》表述）。人生的信仰和真理的摸索都需要

通過對話來展開，對話能產生最純粹的思想。梁

燕城從信仰尋求理解的角度，會遇中華文化諸傳

統與基督宗教諸傳統。他沿著成中英本體詮釋學

的進路，認為宇宙本體顯現為天地人的真理，同

時也顯現為詮釋真理的方法，通過學習不同宗教

文化的理論而進入其本體境界，領悟並欣賞其價

值，在了解其限制的基礎上，從中超越出來並與

其他境界對話共融。兩位學者雖然進路不同，但

都熱切地關心著當代中國的現實社會問題，無論

是國際局勢，還是國內政治；無論是中國社會的

公平正義秩序的建立，還是中華文化的復興、中

華民族的和平崛起，兩位學者都以開放溫和的

態度進行了友好的對話。他們的對話如同海德格

爾晚年有關「林中路」的體驗一樣，有問題但沒有

特定的目標，自然地、無為地以開放心態，彼此聆

聽，相互啟迪，互相欣賞。

關鍵詞：哲學；信仰；「不信的暫時懸掛」；本體

詮釋學；會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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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其實人向「道」的開放就

是語言之路。道、言、思（想）關係密切，思不是任何形

式的思想，海德格爾認為柏拉圖（蘇格拉底）的對話是

最純粹的思想，所以他晚期的書大部分是在課堂上和

學生對話的演講稿。

你和學者朋友主要以對話的表達方式記錄於《文

化中國》專刊，難得老朋友在古稀之年有機會再一次對

話，也是人生信仰、真理摸索的總結，應該很有意義。

□：那從你最近思考些什麼？是否有關宗教、

哲學？還有你多年的學習讀書，從你思考重點那裡

開始分享吧？

哲學和宗教是艱難的路， 

需要一生的奉獻

■：我在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1967年得獎學金
到美國南伊利諾大學讀語言學，那時劉述先教授在該

大學哲學系畢業，留任教哲學，記得當時香港中文大學

陳特、李杜都在那裡，受他們的啟發我就半路改行轉

讀哲學。畢業後到新加坡大學哲學系就任，哲學成為

不歸路，但總覺得哲學、宗教、信仰不是有專業證書就

入門了。讀了馮友蘭、唐君毅、牟宗三、余英時、淨空法

師，還有梁燕城你的書，才慢慢體會到這是艱難的路，

需要一生的奉獻。

沒有人能夠代表真理

□：我多年獻身尋索領悟真理和人生境界，

修養、實踐和思考所發現的，覺得沒有人能夠代

表真理，讀哲學的人更能體會，信或不信的暫時

懸掛，是維持一種探索，並明白只有從信心才能迫

近真理。《易經》曾說：「陰陽不測之謂神」、「神

無方而易無體」，「神」的概念是終極而超越的真

理，近於「上帝」概念，其本身是不可測的奧秘。除

非終極真理有向人啟示，否則對人來說是神妙不

可測度的終極者。天啟經典提到上帝是獨一的，

但人體悟上帝的啟示，是通過父、子、靈三個性

情來認識。三位一體(Trinity)一詞，由教父特土良
(Tertullian)所創，他又提出「一實體三位格」(One 
Substance Th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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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事物後面的普遍本

性。至於「位格」原文來自拉丁文(Persona)，是「面
具」的意思。這詞也可指臉容，是指一種特性，後

來有神學家用Hypostasis一詞，指超越而隱藏的特
質，指特殊的實體，即指普遍本性中有三特殊實

體。講來講去，三位一體仍是難明的奧秘，上帝最

終的本體始終不可知，如拉納(Karl Rahner)所言，
是「可知的不可知」(the Known Unknown)。所以我
們搞哲學的人都知道，人不能知最終真理的本性，

從來沒有「真理最終本質的啟示」。實際上沒有人

能夠知道最後的真理。真理必須通過信仰、信心、

體驗來接近，也須通過修養工夫才能有更多的理

解。以理性觀點來說，任何人的理論都不是定論，

有智慧明白自己不代表真理，我們就學會對話會

聆聽別人的不同，而不會一口否定不同觀點。

人與人之間，國家民族之間，總是無端端的

從意識形態不同而產生衝突，當代西方列強可以

因原是貧弱的中國崛追上，無端嫉恨而一口否定

中國的成就，其理由是以自己價值觀作為標準，

否定不同民族文化的價值觀。西方以民主來批判

其他國家，是扭曲了民主精神，民主是尊重所不

同的，不可拿來批判人，倒應該拿來要求自己。人

類長遠的和平，應建基在一種自覺，沒有人代表真

理，必須承認，不同的民族文化都是人類一份子，

須和平共處，減少對立，學會欣賞他人的不同，這

是我對民主的基本看法。

所以我就以這個作為開始，深度體會宗教精

神，就是明白自己不是神，在真理面前謙卑，知自

己有限，才會有對話和感通，建立命運共同體。現

在就請呂教授你講講你自己的過去是怎麼走到哲

學這樣的道路上來？

■：我是上海出生，而我父母親是台灣的鄉下人。

在日本佔據時代，他們就到了上海虹口，虹口是日本佔

領時租借區，那時很多的台灣人在那邊，我在那邊出

生，然後戰後就回到台灣。基本上，我是四、五歲就回

來，可以說，基本上我是台灣人，在台灣長大，在台北建

國中學畢業後就在台灣大學讀外文系，所以，在台大我

不是讀哲學，而是讀外文系。後來拿到獎學金，我就到

南伊利諾大學去讀語言學，再輾轉修讀哲學，是因為

劉述先在那邊教哲學，還有一些香港的朋友，例如已故

的中文大學崇基學院陳特教授。後來我拿到新加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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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哲學系的聘約，便於1972年到了新加坡，在那邊住了
十七、十八年。然後就來到澳洲這裡退休，我住在黃金

海岸，在黃金海岸裡有間私人大學，叫邦德大學(Bond 
University)，就在這裡教書，但已退休多年了。

我在美國由語言學轉讀哲學的南伊利諾

（Southern Illinois）大學城 Carbondale，我台大外
文系英文老師信義會美國傳教士Miss Jones介紹我過
境舊金山時，半夜在機場附近的電話亭打電話給一基

督徒Mrs. Mather，她開車來接我回她家住了一兩天，
協助我搭隔夜灰狗巴士（Greyhound Bus)到大學城

Carbondale，經過她們（基督徒）聯絡，Rev. and Mrs. 
Hall到汽車站接我去他們家住，幫助我安頓下來。Rev. 
Hal l是退休牧師在南伊利諾大學的行政部門做事，以
社會層次來講是屬於中下階層。後來每年聖誕節總邀

請我去他們家聚餐，我與內人結婚典禮都是他們安排

主持。他們對中國學生相當照顧，沒有刻意要向我們中

國學生傳教，但卻鼓勵我們成立一個家庭中文查經班，

讓中國同學每星期五聚會，他們夫婦不懂中文，不介意

我們用中文交談具有的家鄉情。我在那邊讀書研究了

五年，這段期間之異鄉情難以忘懷，看不到所謂十九

世紀西方傳教士到中國的「帝國主義高高在上」心態，

Rev. and Mrs. Hall的相片目前還擺在我書架上。

日出日落的自然法則更有說服力

我太太屬台灣長老會，信仰是從父母而來的，所

以我也一直和教會有接觸，對基督教信仰有深切的關

懷，這幾年來我大概都是閱讀跟基督教信仰有關的書

籍，西方哲學和基督教有若即若離的密切關係。我常常

有機會和教會朋友溝通，總覺得信仰不是直接從天上

掉下來的，總是經過文化的過濾或聖經的默示，如經

過尼布爾兄弟(Richard and Reinhold Niebuhr)的著
作論點的討論。今天基督信仰的教義和耶穌、保羅後

的信仰、神學發展，三位一體的辯論，天主教大公會議

的討論都有關係。十三世紀經院哲學的哲學家、神學

家托瑪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將理性引進神學，
用理性證明上帝存在是自然神學最早的提倡者。日出日

落的自然法則，我認為比所謂的神蹟對於信仰更有說

服力，有些基督徒似乎忘記天主教徒也是基督徒，是馬

丁路德前的基督徒。據說國學家錢穆先生的「為中國招

魂」理念是受日本人「國粹」精神影響，馬丁路德的宗教

改革也受到日爾曼民族精神影響。

還有中國傳統的儒釋道生活哲學，我永遠無法忘

懷。這也是你多年來「中華神學」的研究方向。

□：你讀博士研究什麼的？

康德、牟宗三與信仰邊緣看核心

■：我的碩士論文是寫康德。康德的原善

(Summum bonum)，博士論文題目是“Language and 
Reality”（語言與真實），和是羅素(Bertrand Russell)
邏輯原子論(Logical Atomism)，以及他學生維根斯坦

(Ludwig Wittgenstein)早期的思想有關。羅素和G.E. 
Moore合寫一本書，用數理邏輯方法來組織這個宇宙，
所以有一個邏輯原子論。除了康德外，羅素跟我後來

的哲學興趣發展似乎是遙遠的往事。

牟宗三對於康德很有研究，雖然不懂德文，也間

接地翻譯康德的三大批判。他一方面從民族主義立場

認為中國人是炎黃子孫不應該信仰耶穌基督，你與他

的學生蔡仁厚及周聯華早期有一宗教傳統對話輯錄成

書《會通與轉化》，記得蔡仁厚也以民族主義觀點來

否定基督信仰。

其實牟宗三對耶穌是相當佩服的，我讀了他的自

傳《五十自述》幾遍。每次受到其生動的描述而感動，

他說：聖經「曠野之中有人聲」是人間最莊嚴最美的大

塊文章。對於牟先生大時代的客觀悲情起了精神安慰

作用，又說耶穌內心清淨、直線超越上升肯定的是他的

天父，而他所肯定的是「華族歷聖相承所表現的文化

生命」。這是牟先生以非信仰者的立場曲線傳揚的耶

穌福音。

他也引用雷南(Ernest Renan)寫的《耶穌傳》。雷
南是天主教修士。他為了寫《耶穌傳》特別跑到巴勒斯

坦，加利利去體會耶穌當時的生活環境，他比較重視

耶穌的人性，他從人文主義的立場而不是從三位一體

的立場來看耶穌。

讀哲學的人往往從信仰的邊緣來看核心（如杜

維明對於「文化中國」的詮釋是：視邊緣為核心）。燕

城，以你為例，自己是基督信仰的行道者，多年來研究

中華神學，在文化中華的地理範圍內，並在《文化中

國》學術季刊寫了那麼多文章，基本上是和非基督徒至

少是懸掛信仰的中國知識分子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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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前的對話中華神學思考

□：我多年思考、研究和對話，一面是重建中

國哲學，去回應後現代的虛無主義，使中國哲學能

解決西方文化帶來的時代問題。另一面是使基督

教能植根在中國文化和社會，成為有中國生命情

態的基督教，不是洋教。我在學術研究的奮鬥，信

念是中國哲學與基督教的會通，可解決人類文化

當前的困境。我在31歲時參與蔡仁厚教授及周聯
華牧師的對話，回答新儒學派掌門大師兄蔡仁厚

的問題（我們兩人都是牟宗三弟子），寫了一系列

基於新儒學思路的中華神學系統，並在最後提出

基督教中國化的論文，合成《會通與轉化》一書在

台灣出版。中國開放後，有人帶去中國捐給大學圖

書館。後來我遇到每一個有心研究中國文化與基

督教對話的學者，為了理解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

會通，都說年輕的時候就讀我這本書。因為當時

一些年青中國文化學者相信基督，經歷真實的上

帝來臨體會，但是如何跟中國文化融通呢？卻在

國內找不到一本相關的書，結果在圖書館發現《會

通與轉化》，想不到這書在國內算是有點名氣，當

年在台灣出版卻沒太多人注意，教會也未重視，因

神學界仍在吸收西方思想，了解中國文化的學者甚

少，只有新加坡神學院的胡問憲教授重視，拿來作

為課本。那時我有很多書在台灣出版，如《慧境神

遊》、《哲客俠情》等，都重印十多二十版，甚受年

青人歡迎，只有嚴嚴肅肅的《會通與轉化》出了兩

版就完了。想不到在國內反而得很多研究基督教

和中國文化對話的學者重視，而所提基督教中國

化的思路，得到國家的重視，發展為宗教中國化的

政策。

唐君毅、牟宗三和成中英的教導

70年代在香港中文大學新亞學院，有新儒學
派大師唐君毅和牟宗三，重建中國哲學和文化的

尊嚴，我很幸運地跟了兩個大師學習中西哲學，唐

君毅發展中國哲學的境界觀回應黑格爾的哲學，

牟宗三以宋明理學的心性本體吸納和成全康德哲

學。同期在台灣也有方東美用皇極思想及華嚴的

和諧境界重建中國哲學體系，80年代其大弟子成

中英在美國發展了本體詮釋學，回應海德格爾、伽

德默爾到德理達的思潮，他是方東美系統的繼承

者，我跟從他做博士研究，探討儒學和易學的方法

學。我是唯一跟從過三大派學習的下一代學生。那

時候海外的這幾位中國哲學家創造性地重建中國

哲學體系，跟著迎見中國本土由開放到興盛的新

時代。

我跟唐牟二師學習的時候，關鍵的思考是，深

入了解儒學和道家的境界，道家是展示宇宙整體

的規則和廣大的流化，宇宙萬有並存互動，彰顯一

種智慧與和諧。儒學思想核心就是人有共同普遍

的心性，是一切美善價值的根源，人的惻隱之心是

美善的流現，根源來自人的仁愛的本性，人可盡心

知性而知天，存心養性而事天，這個仁愛的本性來

自天，所以仁愛是宇宙的本體，人通過自省可發現

天地人同一本體。

思考和修養的過程

我小的時候，媽媽熟讀古文，是很有中國女

性特質的母親，但又喜歡西方文化，抗戰期在中山

大學讀英國文學，她和父親都能操流利英語，她對

基督教很有好感，我小時候她帶我去教會，後來

進入的小學、中學，都有基督教或天主教背景，我

聽了很多基督的故事。我中學時追問宇宙萬物的

根源，高中一自己讀哲學書，讀到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上帝論證，及亞里士多德第一因的一種
說法，我大致也信宇宙有上帝存在的機會很大。但

我也讀老莊、儒家及佛學，後來也打坐修佛，在高

中一的時候，依《因是子靜坐法》數息打坐，之後

修禪定，曾到香港藍地尋訪隱世高僧法海問法，從

15歲到21歲，經歷六重境界，一是氣感貫全身，聚
在丹田為中心。二是氣感熱能從丹田下達會陰，由

督脈上達百會，再由任脈下丹田，一片澄明，遺忘

身心。三是眉間印堂感應不同空間之起見，有靈界

存在，天魔邪靈打擾修道，心中守靜停念，身心如

透明，諸靈消解入渺冥。在淨靜裡如飄空中，見山

河大地，雪山峻嶺，在淨明中一切歸寂。四是開智

慧之眼，悟諸法緣起性空，生滅無常，此生彼生，

此滅彼滅，萬法皆空，無不變之體。五是觀山河動

植，花草鳥獸，生命各有其道，各有其性，各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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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大化流行，各物在大道中自有其所以然之道

理。六是心性為眾生之苦流出無盡惻隱慈悲，發現

人性的仁愛與宇宙同體，與天地同流，得以仰望終

極之仁愛真理及榮光，或是至高之處的上帝，但

超越終不可及。這是7年來修煉的六重神秘體驗。

仁愛、天情與罪的反省

跟從唐先生的時候，唐先生的氣態如蒼天大

海，學問包容廣大，以人生現象學描述道德自我的

開展，以心靈九境盡納所有哲學致別，他有很深的

個人修養，其人格感染力塑造了我們的品格。他對

良知的體會，及以仁愛心包容及欣賞不同的看法，

對我影響很大。從他啟發使我思考天人合一的境

界，如果天和人在宇宙本體上同一，我作為以仁愛

為本體的人，我的仁愛是連著「情」，孟子說：「乃

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順情而出即為善，人具

有情，就是有情懷和性格，即所謂Personality。如
果我的愛是連著我的Personality，天是否也應該
有Personality？有情格的天，是否即是上帝？這就
找到基督教和中國文化的結合點。

唐君毅在教倫理學時，論到基督教的倫理精

神，他提到耶穌的受苦和死亡，是要承擔和寬恕人

類的「罪」，上帝寬恕人的罪過，人要悔改己罪，也

要寬恕他人。我忽然體會人心中的罪念，確是真實

的，我是個有救國救民理想青年人，我做人也是為

此而獻身，但是我知道，我雖有向善之念，仁義之

情，但心裡還是有自我中心，有自私、貪婪和情慾，

有時力量很大。我也體會到罪在內心的威力，人性

裡面醜惡時非常醜惡，善良時會非常善良，內在有

罪的無限能力，跟善的無限能力相爭，對於我這

個青年人來說，是很困惑的一個問題，人如何可以

成為聖人？如果人性是有善，是成聖的依據，但是

為什麼人性的善不能長久在生活中體現，顏淵三

月不違仁，人能否可以三個月中每一秒鐘都流現美

善？一般善良的人只是做到一部分時間很偉大，

生活中盡可能不為惡。但動念上的罪仍是常在人

心中閃現，存天理去人欲是一艱巨過程。人生中的

罪念，是否可由上帝來寬恕和潔淨呢？

我讀《書經》第二章《舜典》，就已經講到聖

人舜帝以類祭祭祀上帝。中國古書講的上帝跟基

督教講的不完全一樣，但是可以說是非常接近的

宇宙真理理念。由於對罪的反省，我思考上帝與人

性，始閱讀新約。中國和佛教的經典我都看過不

少，我從13歲開始看到20歲，那時候已經有七年時
間讀中國古書經典，只有基督教經典沒有讀過。

我把新約聖經從《羅馬書》開始研讀，看耶穌

記載之後講什麼，在《羅馬書》發現其甚有哲學和

神學深度，開始時討論宇宙中的永能和神聖，再讀

到保羅描述內心罪的力量，他提到人內心有良知，

是道德律刻在人心中，但人不完全依從內心的天

理，他說「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

我。」人會立志為善，但行出來時，不能完全達到

善的標準，我不是壞人，且是挺好一個人，但是我

不能達到完美的善，因為真誠面對自己，心底仍有

自私貪婪驕傲情慾的閃現。保羅指出這不是他真

正的我，而是住在我裡面的罪。保羅對罪的內心

現象深切反省，人願意為善時，總有惡同在，他覺

得很痛苦。他進而說聖靈在基督裡，釋放了人內在

的罪。保羅認為人的行善不能達完滿的善，但憑

信心接受恩典，舊人與基督同釘十架，滅絕罪，新

人與基督同復活，向上帝而活，得上帝視為完滿的

義人，這成為「因信稱義」的核心教義。

研讀經典中的保羅書信，我這才明白基督教

不只是一些故事。最核心的問題是罪的處理，由信

心的開放心靈，回復與上帝的關係，這一點竟是由

儒學大師唐君毅跟我講。我研讀到啟示錄，知未

來的日子人類遭極大苦難，我為此悲痛異常，特別

為那時代人類的苦難，當時中國還在文化大革命。

在外國就是美國侵略越南，實在都是讓人擔心世

界好像沒什麼希望的，故我那時立志獻身中華民

族重建，為人類萬世開太平。

思考浩瀚宇宙的奧秘

明白了這些大義理，正好遇到一些大學生信

徒，他們大都是受香港文化影響的人，不太懂中國

歷史文化，我跟他們辯論基督教與儒道佛，用我擁

有的學問打到他們不能招架，但是他們氣質上有

一種純潔、平和與喜樂，自然流露一種仁愛美善的

靈性境界。這些年青朋友的生命感動了我，一晚深

夜我在家的陽台仰首觀夜空的繁星，沉思有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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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路可感應溝通宇宙終極真理。這陽台可看到一

大片西南天空，我自少喜歡黃昏看夕陽與彩霞，晚

上看星空，思考浩瀚宇宙的奧秘。高中到大學時我

常問上天，如果上帝你真的存在，你必知道有一位

年青人在尋求和你溝通，也希望透察人生之謎，為

何人間有如此的苦難和罪惡？我一生如何與才能

減少人類的痛苦，建立國家民族與人類的幸福？

我這是學孔子那種長久的禱告（丘之禱久矣）。在

那一晚，上帝回應了我，要到最高真理之路，須除

去內在人與上天的隔絕，徹底悔改，向罪而死，靈

性即可與基督一同復活重生，有新的生命。在那一

刻我以信心向無限開放心靈，即時體會到宇宙性

的神聖純潔流入。半年後參加一個營會，思考如何

長久感通神聖大愛，這須放下一切執著，包括放

下一切學問的傲慢及權力利益的欲求，委身真理

而活，即時體會聖靈的宇宙性慈悲仁愛，內心一刻

流現大捨棄、大喜樂，大純淨境界，此樂直從天上

來。

人生第七重領悟

21歲時，這是人生第七重領悟，開始尋索一
生的使命，不久明白天命呼召，是以上帝無條件之

愛獻給中國，獻身中華民族文化尊嚴的重建，知

道要深入研究中西文化價值，從靈性修養體會神

聖世界，在具體人間實踐仁愛。從那時候開始，我

一生的學問是從學養與人生境界的深度會通基督

信仰與中國文化，建立生根中國的中華神學。我最

早出版第一本書是25歲寫的《苦罪懸謎》，從中國
哲學、奧古斯丁及愛任紐思想探討苦難和罪惡之

謎，我們覺得一定要處理這個問題。第二本書叫做

《慧境神遊》，那一個尋道的故事，自己被智慧童

子帶領，找到孔孟老莊、釋迦牟尼龍樹等對話，去

找尋真理，而最後由信心童子帶去找基督對話而

進入終極世界，那是我27歲時的思想，對儒道佛及
基督的綜合，把人生分成不同的境界來使之共融。

在台灣宇宙光雜誌連載，及後用武俠小說形式發表

《哲客俠情》，均引起學界、教會及年青尋道者的

興趣。

那時唐君毅的心靈九境，對我影響很大了，所

以我就通過不同境界融合儒道佛和基督教，建立

一個共同的哲學系統，使中國文化和基督教各自

都可以表達其價值，各境界在不同層次，並不對立

排斥。儒道佛是人不同修養和實踐所達的幾個境

界，而信仰是由啟示和救贖展示的不同境界，有其

獨特性。那時候我將這個思想在年輕人中間作演

講或講道，也受到很大的歡迎。

成中英的本體詮釋學

之後，我到夏威夷跟成中英學習易學與儒學

方法論，成中英提出本體詮釋學去重建中國哲學，

開出廣大和諧的視野，他不同於唐牟新儒學以心

性為本的進路，是方東美思路。成中英哲學核心是

宇宙本體顯現為天、地、人的真理，同時也顯現為

詮釋真理的方法，本體顯現為人內在的惻隱、認

知、反思等能力，同時顯現為天地萬物的流化。每

當人思考，建立方法來詮釋真理，但詮釋真理的

方法原是從真理的本體而來。

所以這樣這個關鍵是存在與方法(Being and 
Method)的合一，存在本體衍生天地萬物，也衍生
詮釋萬物的方法，如易學中，太極本體衍生陰陽，

而生成天地一切事件，太極同時衍生卦象去理解

一切事件，《易經》的方法論以卦辭為本，卦辭是

從太極本體衍生，人又通過卦辭回頭來理解本體。

我的博士論文就是通過Being and Method去研究
儒家的方法論，從《易經》來理解儒學，方東美和

成中英的大和諧系統，是以易學為本，由之打開一

個中國宇宙觀，建立天、地、人整體和諧的思路。

從那時候我也很清楚任何一個方法論，任何一個

理論的思想都只是本體呈現的時候的某一種詮

釋、進路和構作，不能是全體，所以從那時候我就

沒有把一套理論形態來定死真理，我去學習一種

進到不同理論匯集的本體境界。

由此學習進出不同系統裡面去理解，進入某

一些哲學或教理觀點及其境界，去領悟並欣賞其

價值，然後超越出來了解其限制，與其他境界對話

共融。但是關鍵我還是承認，基督教是上帝啟示

的系統特性，這特性使人可以通過上帝自我呈現

而和上帝交往，但人也可以通過上帝創造的世界

來理解這個宇宙的種種人性，跟宇宙本體的真理，

故各思想的不同並不是彼此排斥的零和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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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帕拉馬斯的神聖能量

到最近我開始注意到有基督教有這樣的一

個說法，是從東正教的聖帕拉馬斯(St . Gregor y 
Palamas)而來，他特別提到就是上帝自己本身是
一個奧秘，只有通過其啟示去了解其性情，但另一

面，上帝出現時展示榮光，是一種神聖能量，是一

種非受造的能量(Uncreated Energy)，上帝本體呈
現的榮光是能量本體，這也同於萬物中所顯示的

上帝之永能和神性，這是宇宙萬有的本體，由之可

明白，中國哲學的不同境界，最後均由宇宙本體而

衍生，這本體與上帝的神聖能量，是同一的本體。

這是中國哲學和中華神學的共融基礎，由之可總

結中華神學體系的兩大概念，啟示的獨特性與神

聖能量的共融性。

深一步研究，神聖能量的理念，通於中國哲

學講的天地之氣，中國修養是通過氣來領悟真

理。所以我寫了一篇文章關於「精氣神」的神學反

省，道教談「精氣神」很深入的哲學。至今我終於

找到一個氣的神學，基礎就是Gregory Palamas的
uncreated energy，所以這些都是我多年來找尋中
國文化和基督教的通道，如儒家的仁愛，道家的

道，易學的整體和諧，還有中國哲學的本體，這些

都可以跟上帝做很多對話，從中國哲學裡面找到

一條通道來理解基督教。

佛學自性清淨心與莫特曼神學

我是最近才寫佛教，因為佛教最不容易和基

督教相通，所以最近才寫到性空學，還有如來藏

系統，這些要找尋跟基督教的通道。我從神學家

莫特曼提出受苦的基督，受苦的上帝，來回應如來

藏思想，如來藏思想認為在一切眾生的煩惱身中，

隱藏著的自性清淨的如來法身。這美善隱藏在煩

惱之中的思路。莫特曼以聖子通過極大的痛苦，

參與和承受人類與上帝撕裂的隔絕和痛苦，這是

上帝對人無條件的愛，在苦難中與人類聯結。故人

間一切的苦惱，聯結著聖子在十架的苦難，同時隱

藏著上帝無條件的慈悲仁愛，上帝的三一圓融，聖

子基督是如實之道貫通在人間的顛倒和苦惱中，

藏著上帝終極慈悲仁愛，故此可以將苦惱轉化成

終極的解脫。這個就是我最近的思考。

經典詮釋的問題

■：很少讀哲學的人像你這樣，從小就讀懂哲

學，你的書籍都在我書架上，還有你最近寄給我那個

天堂的圖畫，還有你那些奇異的異象。大部分的學者，

特別是中國文化、中國哲學的學者，大部分人讀了哲學

的以後，很難再有超越現世的特殊異象。比如說這一

兩年由於疫情的影響，我太太的華人教會都在研讀聖

經最後的一卷書啟示錄。啟示錄提到7個碗，7個號筒，
還有666等，都只能夠用象徵性地來解釋。

我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經典詮釋的問題，談基

督信仰總要回到《聖經》耶穌的話，只能夠依賴耶穌的

話，其他都是私論。但是耶穌的話呢，你是信徒也要解

釋，所以這個就是詮釋學的問題，不可能直接赤裸裸

地跟耶穌的話面對面，即時老基督徒也不可能這樣，

因為基督徒裡面有靈恩派的，也有像長老會的，他們

就是很理性，像加爾文派的。曾慶豹有一本書，他是輔

仁大學教授，是一位文化基督徒，跟劉小楓比較接近，

他的書名為《上帝、關係與言說：邁向後自由的批判神

學》。

批評儒家的內在超越

他批評儒家的內在超越，並且討論內在超越跟

外在超越是不是有很大不同，相當有深度。在香港，比

如說杜維明、余英時、劉述先都討論過內在超越的問

題，還有一位我認識的朋友馮耀明評論說：提到內在

超越，基本上就是私言私論。因為超越就是超越，那

裡有內在超越、外在超越的區別？文化基督徒劉小楓、

曾慶豹不大相信內在超越，然而主張道德形上學的當

代新儒家牟宗三可能進入「外在超越」嗎？唐君毅的進

路還比較容易跟基督教接近，當代新儒家相信主體內

在超越、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同一性，幾乎等於人跟

上帝變成合一，然後人可以通上帝，以此觀點批評耶

穌信仰相反方向的「道成肉身」。

我最近重讀雷男的《耶穌傳》，他是天主教修士

到巴基斯坦，也到耶穌的故鄉拿撒勒，他看到的故鄉

跟南部的山區有很大的不同，他是從耶穌肉身、人性的

觀點寫《耶穌傳》，不是從耶穌是「神的獨生子」觀點

來看。雷男幾乎把耶穌描寫成為一個道家，中國哲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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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跟自然接近，耶穌第一次跟施洗約翰見面的時候，

是在沙漠裡面，約翰說：「我是用水洗禮，耶穌是用聖

靈洗禮的。」

不同文化的人、異教徒都可以成為耶穌的朋友，有

一首聖歌以「耶穌是我好友」為名，若回到聖經原始的

耶穌，把所有的私論或各種神學（保守或自由）拋開，

教會裡到底有多少人可以了解你剛剛講的儒家、道家、

佛學（中華神學）？現在反而是聖經主義的人比較多，

字面了解配合一些私論、神蹟、靈恩。

啟示文學(Apocalyptic Literature)與改
革宗傳統

□：人一向對宇宙奧秘及世界未來的發展甚有

興趣，故人類文化中有一種涉及奧秘和異象的啟

示文學，《啟示錄》就是這類文本。啟示文學認為

世上的邪惡增多、時代的終結接近，上帝會展開新

的時代。《啟示錄》用奇特的象徵性異象來表達未

來世界的景象，而人的深度宗教經歷也會見一些

異象奇景。這些奧秘性的文學總引起很多人興趣，

但又很難理性判定真假。不過這正揭示人心靈有

對奧秘知識的渴求，因人心靈有無限的潛能，也有

無限的想像力。

基督教具有歷史悠久的傳統，當今西方影響

最大的是福音派和靈恩派，基本上回到聖經及大

公會議的基本教義。福音派較重理性研經，靈恩

派較重聖靈來臨的經驗。新教所謂的改革宗傳統

(Reformed Tradition)包括加爾文派，路德派。我
是屬於信義宗路德派的。當今加爾文派神學對部

份福音派有影響。當代加爾文主義的思維是依啟

蒙運動的邏輯理性方法來建立的，將聖經放入一

理性的命題系統中，其問題是將基督信仰的靈性

生命及奧秘性放在理性框架中，將靈性關在理性

的籠子裡面，就把聖經變成一套的系統，通過命

題Proposition來建立，失去了生命。這是亞里士多
德和啟蒙運動的思維來把基督教框在裡面，不是

從聖經讀出真理，卻把多姿多彩的聖經文本編成

一套無生命的邏輯系統，這條路獨斷自大，關了中

國文化對話的大門，因其系統以自己是啟示真理，

其它都不是，很自然會將中國的內在超越視為是

靠人的，自己是靠神的。兩句話把信仰講完了，變

成獨斷排他。當然另一方面，加爾文派有偉大的建

樹。因為他能夠把西方文化最厲害的理性傳統跟

基督教結合。

赤子之心與信心體驗

路德則不同，他主張「因信稱義」，信仰不是

行為也不是理性，卻是一種開放性及投身性的心

懷。我解釋信仰是回到孩子一樣的單純，《孟子·離
婁下》：「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耶穌說

上帝之道向嬰孩顯現出來，孩子的心才能夠進到

天國。赤子之心是單純清淨，虛極靜篤，是完全的

開放和信靠，才能夠遇到上帝。如此，路德神學就

可和儒、道高層面的體會可以對話。此外路德思想

很重上帝的隱藏性，留下奧秘及不可知的空間，而

可開放對話。

我覺得可以思考的人，不能用兩句話來掌握

真理，真理一定是很複雜的人生問題體驗，由體

驗來講，而不是單放在一個理性的命題系統可以

講得完的，所以我讀碩士時候，決定和儒家人生哲

學配合，研讀波納文圖拉(St. Bonaventura)，他跟
阿奎那(Thomas Aquinas)是中世紀同期的大神學
家，他有一本書叫《心靈到上帝之路》(The Mind’s 
Road to God)，我的碩士論文就是研究他，他認為
從心靈到上帝的之路，須領會和通過六重境界，才

能理解上帝的啟示。我終於體會到西方基督信仰

在中世紀有非常偉大的靈修學傳統。之後，我又發

現東正教的靈修學更深刻，和天主教有更不同的

建立，繼續探索體會到基督信仰的靈修傳統相當

豐富。

從歷史追溯，加爾文及宗教改革之前，就有

千多年的龐大思想傳統，有奧古斯丁、阿奎那、

Bonaventura，還有東正教，好像我剛才提到的帕
拉馬斯都很有深度。若再讀天主教最卓越的靈修

專家St. Teresa of Avila, St. John of the Cross，他
們那種跟上帝體會的方式極高極美，從他們的進

路來體會上帝。再遇到靈恩派，就是不屬於加爾文

派，靈恩派重視我的靈修經歷，我雖是路德的福

音派，也堅持福音派之基礎在聖經的真理，但我

也以路德的開放性去進入不同信仰傳統研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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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通與境界看內外超越

有關內在超越跟外在超越的討論，我從來不

覺得宇宙人生可以用內在或外在來區分。分內外

已經是西方文化的一種認知的假設。我還是用中

國的說法，就是人對他人、天地及天道的感通。我

所了解的超越，是跟上帝的感通，跟天道本體的感

通，無分內外。有感通即能超越，沒有感通，人從內

在外在都不能超越，是人的陷溺和隔絕。曾慶豹

的書我讀過，他用關係概念講神學，突破了改革宗

的框架，而我用的感通理念，正是用關係概念講神

學。

我曾經寫了一本書《中國哲學的重構》，今新

版改名《中國的境界哲學與神學》，是我從境界來

重建中國哲學，又從中國境界哲學系統的最高體會

來講境界神學的起點，然後從那境界的體悟，一

重一重描述不同宗教、哲學的領悟，而這個體悟的

最根本就是在我們的心靈最原初的本真，是人在

主客對立之前的覺性，在建立知識之前，是人看世

界的本真直覺，描述其開展時不同範圍的體悟，

這是超越內外的不同覺悟。如果從知識論分別主

觀客觀、內在外在，全變成私論了。我在這本書首

次嘗試用一宏大的境界哲學結合基督教與中國文

化。

社會主義與基督精神

剛才你提到耶穌可能是個道家型態，我是很

同意，但是我覺得耶穌基督的特質，既是道家，也

是儒家，同時也具有社會主義關心窮人，重視公平

公義精神，耶穌宣佈「主的靈在我身上，…叫我傳

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

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路加4:18），這
關心貧窮人、使受壓制的入得釋放和自由的激情，

成為後來社會主義者的情懷。而早期教會的生活

是「信的人都在一處，凡物公用，並且賣了田產、家

業，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使徒行傳2:44-
45）正是一種公社式的平等生活，這種團契中的平
等相親的理想，成為社會主義平等社會的最早典

範。

馬克思少時原本是受洗基督徒，爸爸是猶太

人改信基督教，然後他從小就有主日學的訓練到中

學畢業，還寫約翰福音作為他的畢業論文，1835年
17歲的馬克思寫《基督信徒們依據約翰福音15:1-
14而合一：合一的意義、必要性及其影響》( T he 
Union of Believers With Christ According to John 
15:1-14, Showing its Basis and Essence, its Absolute 
Necessity, and its Effects)，其中有這樣的話：「與
基督的合一，既在和他親密而活潑的友誼之中，又

在事實當中：他總在我們眼前和我們心裡。同時，

我們被他的大愛佔據。通過他聯合我們、犧牲了自

己，我們對弟兄們可真心相待。因此，與基督的合

一，使我們的內在升華，使考驗得到慰藉，使我們

心靈敞開關愛他人——這不是因為我們的驕傲或
對名的渴望，而是因為基督。」[2]

馬克思的女兒愛琳娜 ( E l e a n a r )在其書
Erinnerugen有一段記載，她五六歲時「有一些宗
教的疑惑」，她問馬克思，「他就這樣向我敘述那

位木匠兒子及他被有錢人害死的故事，其方式是

我從之前或之後都未聽過的。」她常聽他說：「不

論所有事情如何，我們可以原諒基督教各種事情，

因為事實上是它教導我們去關愛那些小弟兄。」[3]

所以從這一點看，即使馬克思思想走向無神論，但

其內涵也是基督教精神的某一種精神繼承。

中國實踐哲學與中國共產主義

我另外有兩篇論文，提到中國共產主義的根

源就是實踐，這裡我找到中國文化和共產主義的

通道了，從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到劉蕺山的慎獨，

是中國心性內自省的道德實踐，然後發展到王船

山，把重點心性推向歷史，對歷史實踐大勢，解

析大勢中的理，然後從王船山到孫中山革命，提出

「知難行易」，就變成是一個革命的實踐，掌握大

勢去革命，順乎天應乎人，最後毛澤東繼承了整個

中國文化的實踐系統。實踐哲學的整個精神從王

陽明到劉蕺山到王船山到孫中山，都是山，然後毛

主席在井崗山，是用實踐之靈活行動，面對比他強

大的軍隊進攻，後來到了延安，寫下了實踐論。實

踐論是毛澤東最重要的一個哲學理論，也是從馬

克思精神裡面發現。這不是教條化的共產主義，而

是一種實踐精神，不斷的改進自己，不斷靈活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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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一種哲學。而這個哲學後面還需要的是一

種對追求公義，追求良善的社會的動力。

很可惜後來文化大革命和大躍進，都不是從

實踐論出來的，變成權力的問題。但是鄧小平回到

實踐。然後胡耀邦那時候重新以實踐作為檢驗真

理的標準。這個實踐論成為共產主義的重要發展

理論。然後到現在的習近平年代，我覺得這就是

一種《易經》的實踐論，就是一個大氣魄的看著整

個宇宙人生歷史的變化，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

命，保合太和」，然後在整體互動變化中，不斷尋

找多元不同發展實踐的正路，及其各正路之間的

平衡。這是一種無論如何都希望達到和諧的建國

方略。

盼望哲學與盼望神學

從實踐思路看，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精神，我解

之為一種盼望哲學，馬克思的基源問題，是克服當

時現實資本主義極殘酷的貧富懸殊，而提出通過

革命來完成一個未來公平正義的社會。中國共產

黨的精神，不但是盼望未來的公平正義，且盼望中

國民族整體得富強和尊嚴，這是對民族及人類未

來的愛顧，並且以堅忍和犧牲來完成使命，其盼望

精神的性質，是以犧牲奮鬥為初心，以不斷接近理

想為目的，中國共產黨在歷史現實發展經過很多

曲折困難，但中國人仍相信，未來總會更好，這就

是盼望。鄧小平改革展開不斷自省和調整，包容市

場經濟，重建中國文化，到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盼

望走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建立全面視野，以

整體平衡與和諧，內外兼顧為原則。核心仍是以犧

牲來完成對民族的愛。

從中華神學反省中國馬克思主義精神，是思

考中國的盼望神學，從犧牲與無條件的愛，去實

踐神聖的國度。這是兩座山的故事，耶穌在橄欖山

決定上十字架，在加略山受苦犧牲，又在加略山復

活，最後在橄欖山升天，答應在那裡回來建立新

天新地。這故事的意義，代表了犧牲、重建、關愛

及未來的盼望。這是研究神聖國度的「既濟未濟」

(already but not yet)或「已然又未然」的神學，「既
濟」指神聖國度已在人間開始，「未濟」指神聖國

度的新天新地仍未來臨，人與終極仁愛的感通關

係已開始，但最後的完美國度仍未來到。然而相信

未來新天新地最終的來臨，人即可超越及改變現

實的不完滿，永遠奮鬥下去，為實踐無條件的愛，

作出獻身甚至犧牲，直至新天新地來臨。

以大愛投身人間，以犧牲拯救人類，以實踐建

立國度，以盼望向未來奮進，是基督信仰和中國當

今發展的共通點，中華神學不只是從理論講，且以

實踐參與共建現在中國社會的發展，和中國有一

致性及實踐的共同基礎。

團隊在中國實踐

我的團隊到中國農村服務了23年，在中國各
大學講學29年，一切為了參與國家發展未來，中國
開放時較為貧困，制度未完善，西方勢力及其利

用的華人，講很多藐視及仇恨中國的言論，但我知

道上天交托之使命，將一切能力奉獻，堅決相信天

命所指向，祖國未來一定會更好，馬丁路德金講過

「黑暗不能改變黑暗，光明才能夠改變黑暗，仇恨

不能改變仇恨，愛才可以。」文革曾帶來仇恨鬥爭

的黑暗，只有以光明和大愛的心，才可使中國改革

走向美好的前途。那些從黑暗和仇恨的心咒詛中

國的華人，將必為上天所棄，成為歷史的垃圾。

我過去在學術界，是開展原創理論的人，但實

踐有限；直至這20多年來，到中國最貧困的山區實
踐，我們團隊擁抱了很多山區流淚的留守兒童。同

時我又跟很多大學者對話，包括上層官員溝通。我

的基督信仰不是一個敵對中國、審判中國的西方

文化，而是一個帶有一種廣大心胸，參與復興中國

民族文化的信仰。多年來很多反共的勢力都希望

用利益拉我到他們的陣營，但我全都拒絕，因我深

知上天的使命。

體悟無限純潔之愛

過去我隨海外庸俗政治之風，對中國多所批

評，但自從感通終極宇宙親情，才體悟無限純潔之

愛，化去心中的毒，上天之命是不以仇恨來審判，

卻以無盡的接納和承擔進入中國，做一個真正實

踐大愛的中國信徒。我在海外認識一批大陸出來

民運的人。他們很多當了牧師，但是我覺得他們雖

是很多講愛，然而一旦講到中國就有仇恨之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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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信徒的基本品質。從基督來的愛把我心中有

的仇恨去掉了，如果耶穌教人連仇敵都要愛，自己

國家現在發展中有困難，還有很多不合理，你難道

要幫助霸權國來欺壓同胞嗎？還是理應盡可能改

善不足、建立未來？慢慢我就看到中國站起來，在

這個過程中，我終於明白，實際上，基督教不是站

在政治某一邊，從耶穌到使徒，都沒有參與猶太人

的暴力反羅馬，是明顯走政教分離之路的。

我們團隊多年看到了上帝的真實性，不是神

秘經驗，卻是在實踐裡面發現上帝跟大家一同走

過數十年奉獻之路，我和中國同走這條路，上帝也

是跟你一起走，每一次凶險，都是逢凶化吉，每一

次經濟困難，都是及時有捐助。我心裡面實在感

應上帝的心意，衪很愛共產黨9500萬人、祂很愛穆
斯林19億人、祂也很愛西藏200萬人。這些人我在
中國都遇到了，我學習去愛所認識的每一個人。基

督信仰教我們認識共產黨都是人，穆斯林都是人，

西藏佛教徒都是人，這些人都是上帝所愛，我堅持

自己信仰的核心，正是由信仰而無條件地愛不同信

念的人，這必須從宇宙的眼光看；不能從人自以為

是的觀點來看世界。所有的痛苦、衝突正是來自人

的分別心，分別心來自人與人的隔絕，罪的特性就

隔絕，隔絕使人自大自義自我心，產生自私、貪婪、

驕傲、放縱情慾等。不義的體制不單是表面的不公

平，惡的體制是任由少數人控制資源，鼓吹自我中

心的價值觀。

以寬廣博大的心接納和欣賞不同

放下分別心的自大和自我中心，人才能以寬

廣博大的心，去接納和欣賞不同的他者，人與人、

民族與民族、文化與文化得感通共融，甚至能彼此

相愛。正因此我同意中國推動的命運共同體，否定

通過民主自由價值觀去打壓不同的看法，民主自

由本是尊重不同，若利用之排斥他人，是西方人自

我否定民主自由。我也無法接受今日歐美所發展

的進步自由主義(Progressive Liberalism)，那是原
子式的自我中心主義，將個人權利提高於人性、道

德和家庭價值之上。美國政治學大師米爾斯海默

the Great Delusion指出，進步自由主義違反人性，
人有社群本性，發展成不同部落和民族。進步自由

主義一面講自由，一面卻不寬容和尊重他者的自

由，反而用政治、經濟、軍事霸權去強迫改造其它

民族文化，做成很多非西方民族文化的極大傷害。

我年青時曾嚮往西方很多價值，但如今西方國家

親自破壞其祖先建立的精神，變得十分虛偽。

政治神哲學

我的政治神哲學，是從儒家的仁義和基督無

條件的愛為基礎，以天地視野的大愛為本，這宇

宙視野使不同思想之間能互相尊重，感通共融。由

之判斷政治世界是否正義，在其是否帶來隔絕衝

突，煽動鬥爭。不義來自豪強壟斷、貪腐橫行、欺

凌弱小。世界的不義，在大國以貨幣霸權操控全球

經濟，以債務掠奪弱國資源，以軍事遍佈全球，威

脅列國，以顏色革命搗亂不被其操控的國家，為了

軍火買賣及地緣利益，煽動他國衝突。公平正義之

道，在關愛弱勢，相容並包不同觀點，重視多元的

共同利益。世界的正義，在與不同民族文化和平共

存，公平互利，協助弱國基建，寬免及延長弱國債

務，視不同民族文化為共同體。不論那一種制度，

看其成果是帶來仁愛公義和平，還是帶來仇恨欺

凌衝突。若民主自由人權制度鼓吹仇恨欺凌衝突，

就是邪惡的體制。

當深入理解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資本主義

與社會主義，我認為當前中國，當繼承改革的開放

政策，推進非壟斷性而多元的市場經濟，帶來富

足，再以社會主義制度關注弱勢公平，平衡富足，

從社會政策，帶來共富的成果。價值觀上以儒家

仁愛正義價值為運作權力之本；以基督教大愛精

神，建立社會各階層、各少數民族間的平等互愛；

以道家的無為的開放，通過少干預，使人民有自我

實現的空間；以法家的法治精神，融合西方大陸法

及普通法優點，建立法治系統，使權力用得恰當；

以《易經》的和諧要求，從基層到上層了解民意大

勢，由全面協商解決衝突，由民意決定地方官員去

留，建立全過程的民主體制。以此來建立現在的中

國。

天國不是死後的理想世界，卻是在當下的心

靈潔淨，在生活中實踐無條件的愛，對人有寬容、

欣賞、尊重，對社會有仁愛、承擔、並關愛弱勢，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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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商達至公平正義。

[1]《林中路》(Country Path Conversations)，「對
話」較正式改為「交談」，因為海德格爾認為語

言、說話的思想不是一般的思想，所以需要離開

社群到鄉下樹林中路交談，在樹林中天空若隱若

現，如同真理的揭露若隱若現。
[2]Marx/Engels Collected Works, MECW, Volume 1,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36), p.636.
[3]引述自Jose Porfirio Miranda, Marx Against the 

Marxists, The Christian Humanism of Karl Marx 
(London: SCM Press 1980), p.225.

Exploring the Boundary of “Philosophy and 
Faith” to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Part 1)

 Mar t in Lu (Ret i red , Bond Universit y, 
Australia) 

Leung In-Sing (Editor-in- Chief, Cultural 
China)

Abstract: Dr Martin Lu and Dr Thomas Leung 
held discussions around issues of philosophy and 
belief, and the subject of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vis-a-vis the inter-dialogues and communications 
between various religious cultures. Taking the 
philosopher approach, Lu observes the crux of faith 
from its periphery. He believes that philosophy, 
religion, and faith demand a lifelong dedication 
like Heidegger’s lifelong search which we have 
not fully explored in this dialogue. Faith in living 
and discovery of truth both require development 

through dialogue, as the dialogue process yields 
pristine thoughts. Leung’s perspective in seeking 
understanding from faith, in the interconnectedness 
between the various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those of Christianity. He aligns with Prof. 
Chung-Ying Cheng’s ontological hermeneutics, 
where the universe ontology is manifesting as 
truth for entire creation while also manifesting as 
methodology for interpreting truth. By learning the 
theories of different religious cultures, one enters 
the ontological realm, comprehends and appreciates 
its value, understands its fundamental limitations, 
and thus enables transcendence through dialogue 
and communion with other realms. Despite their 
different approaches, the two scholars share deep 
concern on contemporary China’s current social 
issues regardless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or domestic politics. Whether in Chinese social 
justice and order establishment, in Chinese cultural 
renaissance, in Chinese national peaceful rise, 
the scholars conducted their dialogue in an open, 
moderate, and fr iendly manner, much akin to 
Heidegger’s later life experience in his “Holzwege”. 
There were quest ions but no specif ic goals, 
naturally non-activist, mentally open. They listened 
to each other, and inspired one another showing 
mutual appreciation.

Key Words: philosophy, faith, “Temporary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ontological hermeneutics, 
interconnected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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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醫學在內的其他傳統文化及學科幾乎均為大道

之根上蔓生出的枝葉。

理解「大道」理數才能很好地理解古代傳統

文化。中華文化哲學本源及核心應為老子所概括

「道」或「大道」。大道生成演化史亦為中華文明

史。[4]

道為醫根，德為醫

本，醫不離道，離道非醫。

中國醫學延續有十道九醫

傳統。《黃帝內經》內含非

常豐富「大道」理數及古

代天文曆法知識。應以空

天思維方能徹悟大道，不

弄通「大道」與古代天文

曆法的密切關係就很難真

正讀懂《黃帝內經》。

《素問.上古天真論》
「法於陰陽，和於術數」。

真正激活《黃帝內經》等

古代文化必須先要「入

局」至簡大道中陽陰五行

等理數，才能真正認知、

弄懂、弄清《黃帝內經》

等古代文化，否則只會平

添困惑與費解。

一、科學認知老子《道德經》 

所定名之「大道」

「大道」肇始於「一畫開天」，迄今至少已上

萬年。大道之學（道學）至少在商代以前已形成完

「大道」理數與《黃帝內經》研究
■  凌德祥

滇西應用技術大學

上海交通大學

《黃帝內經》是中國現存成書最早的一部醫

學典籍。今天人們讀《黃帝內經》和《易經》、《山

海經》和《道德經》等古代所謂玄秘奇書，看似非

常難，其實，當時這些書恐也均為相對較為通俗的

文本。[1]

《易傳·繫辭上》「乾

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

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

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

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

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

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

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

位乎其中矣。」即所謂「大

道至簡」。[2]

古代奇書今天極難

解讀，難在數千年來繁多

曲解誤傳，難在未能獲得

「至簡大道」之關鍵。難

解讀更重要原因還源於

時代或社會文化的演變，

用「局外」的文化視角試

圖認知解讀「局內」的概

念體系。

任何學科和文化都

有其自身的概念體系和識讀規則。[3]

如何讀懂並激活《黃帝內經》及傳統中醫學，

講好中醫故事？惟有端正視角、溯源關鍵。

中國古代所有文化或「學科」的理論基礎都

源自「大道」這個主根，包括《黃帝內經》和中國傳

摘  要：世界文明均源於天文曆法，古代學術理

論也均基於天文曆法之理數。本文通過對華夏文

明之源「大道」理數及其歷史演變的縷析，深入

詮釋了《黃帝內經》大道陽陰為綱、大道五行為

目及干支節氣理數為序的醫道體系，重點論述了

《黃帝內經》自然及人體的陽陰五運的取法依據

及陽陰的相對性、層次性及辯證統一性。同時，

論證了《黃帝內經》所依據的大道陽陰五運等

理數，而非後世流行的陰陽五行學說。以更貼近

《黃帝內經》成書時期的文化學術視角，擦亮、激

活《黃帝內經》及傳統中醫學在內的醫學文化語

義，彰顯《黃帝內經》極為重要的理論與實踐價

值。

關鍵詞：大道；理數；《黃帝內經》；陽陰；五運

體系

經典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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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的體系並曾作為中國最早的學問流派，盛行並

影響了華夏古代文明數千年。

但幾千年來因道圖的變易、旋轉以及道學的

泛化、俗化和宗教化，加劇了大道的玄妙怪誕，加

之儒家刪改編釋，僅保留的部分大道內容，又因儒

家並不太通天文、理數，刪編釋解多有丟失曲解。

春秋時「大道」即已基本失傳，即所謂「大道廢」，

大道及其理數概念已十分混亂費解，道及陰陽五

行也幾成神秘玄學的代名詞。「大道」正式清晰的

定名應始自春秋時期老子《道德經》。[5]

《道德經》第二十五章言簡意賅說清了「道」

的精髓，清晰明確給「道」及「萬物」命名（賦名）

並簡明扼要給出定義。[6]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

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

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

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

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宇宙混成時期，先民最先分出天地及日（太

陽）周行（一年日出點的南北回歸），（可以為天地

母）但不知如何概括命名，勉強字「道」、名「大」，

「大」逝去、遠去又返回。人效法地理「辟地」（方

域、方位、地域劃分），地理效法開天之規（曆法，

天曆之法），天規效法於畫天地之「道」（劃分天

地之「道線」、網格、經緯），道遵從、依據、效法自

然本源。這裡的「法」並非指單向，而是多重雙向

的，即人法地，也法天、法道和法自然。而天空星圖

亦效地之分野。

同時《道德經》第四十二章非常明晰、高度概

括「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

而抱陽。」即「道」產生於「一」，且由一產生二，二

產生三，三再產生天地陰陽之「萬物」，簡要介紹了

「大道」形成與發展。

這段話歷來被人們作太過高深或玄虛化解讀

了。據傳老子曾說，「萬物之始，大道至簡，衍化至

繁」。概括得非常準確。俗話說「真傳一句話，假

傳萬卷書」，那麼至簡之「道」或真傳那一句話到

底是什麼呢？

老子將大道萬物本原概括為「一二三」及陽陰

諸理數。[7]無獨有偶，2500年前古希臘哲學家畢達

哥拉斯（前570-前495年）也認為「萬物皆數」，數
是宇宙萬物本原。[8]而大道天文曆法（道曆）則為

數之根。

二、「大道」陰陽五行等 

理數的形成與發展

讓我們儘量淡化已知，以最平常心來理解「大

道」及相關理數文化。

人類文明開始於農業文明，而曆法是農業文

明的前提，華夏文明的形成源自上古的天文曆法。

「易」一解為「日月」，《易》亦即揭示日月運行之

道。

1、大道「一畫開天」及陽陰諸數理

「大道」源自「一畫開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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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際線），於天地間畫出第一

「道」線（地維），即「道生一」。這一畫或一「道」

亦為最本初的「經線」（本初子午線）。「中為

道」，一畫開天之中道，道之始，即「中為道始」。

一畫開天產生的陽陰諸理數，即「一生二」。（見圖

1）

自此，華夏先民區分了上下、天地、乾坤、陽

陰、東西、木土、春秋、前後、黃玄和荒洪等「兩

儀」之理數，陽陰等成對系列概念均為「一畫開

天」體系不同角度的表述。此即所謂「道生一，一

生二」。

特別注意「一畫開天」體系命名的語義邏輯。

扶桑冠頂朝東，一畫線上均為陽，光亮，用陽（實）

線和表太陽的白圈標示；下均為陰，陰暗，虛或折

線和表太陽落山後的黑圈標示。由圖很易理解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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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名稱、概念所指及與客觀事物間很強的邏輯語

義對應和理據關係。

「一畫開天」這華夏文明的「第一道畫」，確

立大道一畫線上概念均為陽，線下概念均為陰的

基礎。這一畫即「大一」「太一」，後曲變稱為「大

乙」「太乙」，即後世「四極」中的「大極」「太極」。

「太極生兩儀」，即一畫開天這「大一」生出的陽

陰等兩儀。

《黃帝內經》及傳統中醫學陽陰諸數理所有

「兩儀」理數概念均基於此邏輯語義。

後「春秋」仍表「一年」或時間，「東西」表

「萬物」，其他理數概念仍含有「萬事、萬物」之

意，均留有此概念體系的印記。

大道不斷等分發展演變即為華夏民族「格物

致知」的認知世界過程。

2、大道「三星曜日」與「盤古開天」
（1）大道「三星曜日」與四極、四方

大約距今約9000-8000年，華夏先民在「一畫
開天」地平線上再加一豎「道」（天柱），二道「十」

字「開天闢地」劃分出（兩）至、（兩）立、（兩）分

三日點的「三星曜日」，即所謂「二生三」，增加了宇

宙（上下盤形。漢·揚雄《太玄·玄摛[chī]》「闔天謂
之宇，辟宇謂之宙」）、南北、秋冬、右左、離坎等兩

儀，形成了四季、（天柱與大極、太極構成的）四

極、四方（五方）等概念。即所謂「兩儀生四象」

（《易傳·繫辭上傳》）。[9]

此時「道」引入了「四神獸」標記，初為龍鳳

麟龜。《禮記·禮運第九》：「麟、鳳、龜、龍，謂之四
靈。」上古圖形標記應繁雜多樣，四瑞獸亦為猰貐

（yà yǔ蛇首人身或蛇身人臉）、居、貔（白羆）、狻
猊（suān ní金猊，獅子別名）。這一時期鳥獸圖形
標記一定經過逐步規範統一過程，上古神話諸多

神怪鳥獸甚至如人蛇（猰貐）、龜蛇（玄武）等組

合圖形多與此相關。這時陽陰刻契符號根據需要

增為兩道（爻），黑白圈也相應增為兩圈點組合。

（見圖2）
由圖2同樣也很易理解各名稱、概念所指及與

客觀事物間的邏輯語義關係。古命理遵物候「夏

不離水、冬不離火」也明確反映火（離）冬至，水

（坎）夏至。天本為黃，故「黃天」，左（北）龍、右

（南）麟，前（東）鳳、後（西）龜（土地），故有「黃

天後(后)土」之說，後皇權思想為「皇天后土」。

所謂「天門不燒火，地戶不種樹」，皆因立西

面東測日觀察，測日台壇東天門為日出之處，測日

台壇西地戶為觀察視角，主要還是為便於清晰觀

察日出。後世成堪輿風水意義。

「皇」之甲骨文 即為形似扶桑上日曜形。因

測日扶桑「三星曜日」，加之道分天道、地道和人

道，故測日扶桑上三星（日點）標記分別名為「天

皇、地皇和人皇」。後附為人神或氏族神。「三皇」

一說為伏羲、女媧和神農。故古之「三皇」和道家

「一氣（炁）化三清」中「頭頂日曜（皇）」的三清

均應源於「三星曜日」。[10]（見圖3）

（2）「盤古開天」與「大道五行」

三星曜日扶桑盤化，即後世所傳之「盤古」。

因上古漢語「大名冠小名」雙音節詞序與後世不

同，實即指此「古盤」。[11]古盤「開天」，將「天」開

畫出若干等分，形成為四時曆法；「辟地」，將大地

辟畫等分為四極、四方及「大道五行」（五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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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五行後世衍化為現在仍通行的「易變五行」。

（見圖4）
記，五指正面向扶桑等分甲乙丙丁戊，反面向等分

己庚辛壬癸為標記，分割出「十日（八分月）太陽

曆」，確定了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立春、立冬、

立秋、立夏等八個節氣。中間兩分，兩極為至，兩邊

為立。因十日點標記兩兩並出扶桑，故為「十日並

出」。（見圖6）漢瓦當扶桑及今道觀牌樓仍保留有
此痕跡。（見圖7）

大道五行陽陰系統因南陽始生，北陰轉長，故

其概念系統均為上陽下陰，右陽左陰。

上古「天」「乾」音近義同，乾」與阿爾泰語

系中的「祁連」「赫連」「虛連」有著共同語源，中

古以後兩字語音才分化。故「乾卦」本質也就是

「天卦」。而「坤」跟「崑崙」同源。古天方地圓，故

「乾」即「天」；「坤」，「崑崙」，即圓丘。祁連山則

原義為天山，崑崙山原義為地山或土山。（見圖5）

3、大道十日扶桑曆法與天干、八卦諸數理

大道扶桑測日在「二生三」基礎上「三生萬

物」，一直不斷發展演變，推動華夏文明、文化的

繁榮發展。自此，大道歷經「十日並出」扶桑（十天

干）、七日扶桑（十二地支）及節氣扶桑（二十四節

氣）等主要曆法體系的發展演變。

（1）大道「十日並出」與十天干

距今約8000-7500年，華夏先民在「二生三」
基礎上，「遠取諸物」，借助自然界的「扶桑」樹，

觀測一年中太陽日出點由南到北再由北到南位移

的周期變化，並「近取諸身」用伸開的五指為標

《山海經.海外西經》「女丑之屍，生而十日炙
殺之。在丈夫北，以右手障其面。十日居上，女丑居

山之上」。「女丑」，義同「女乙」，非指（簡體「丑」

之）醜陋之女，而是指測日職司；古「尸」非「屍」，

指神主及活人。《山海經》這段文字恰是記載女丑

借助手掌測日的情景。[12]

北緯30度，可借助標尺簡單直觀地畫分出扶
桑測日的視距，並準確定位出觀察點。伏羲女媧交

尾圖中伏羲手持角尺、女媧手持圓規以及圖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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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圖形都與扶桑測日觀天有關，因測日畫天需要

標尺測角畫圓。（見圖8）
桑中不作分月標記的己、癸（「易」學列為己、戊）

兩「虛日」點（虛月）演變成所謂陰陽魚眼，即為後

世流傳的陰陽太極圖。

「道」之所謂「生數（先天數）」即一二三四五

和「成數（後天數）」六七八九十，即分別指（十日

扶桑測日「周天」的先、生之半年）「甲乙丙丁戊」

之數、（十日扶桑測日「周天」的後、成之半年）「己

庚辛壬癸」之數。先秦時一天劃分為十個時辰，

晝夜五分，一夜分五更，亦源自十日扶桑（先後天

數）的十天干計時。

人類文明的第一階段為農業文明。農業文明

的先決條件是曆法的產生。肇始一畫開天之「道」

的「十日扶桑測日」形成了較為完善的曆法，（見

圖3）標誌華夏民族正式、全面步入文明，進入農
業社會。自此，大道扶桑測日在「二生三」基礎上

「三生萬物」，一直不斷發展演變，推動華夏文明、

文化的繁榮發展。「日曆」「農曆」均非常準確點明

了中國古代測日曆法服務農業的本質。

（2）大道十日扶桑盤化及諸理數

大約距今約7000年，大道十日扶桑測日圓丘、
圓壇及盤符化。「十日」扶桑由樹冠「癸至己」半圓

弧下拉演變為扶桑圓盤（見圖9）。十日扶桑盤中
原表分割陽陰的地維線曲變成陰陽魚形，十日扶

原測日扶桑盤中橫平豎直十字的四極圖形

演變為曲線形陰陽魚，因源於扶桑盤中心天柱地

維構成的十字「四極」，變形後其形似「乙」字，道

又名為「大」，故名為「大極」、「大乙」。「太」古同

「大」，故又稱為「太乙」或「太極」（見圖10）。太
極「乙」形線，右上白區概念皆為陽，左下黑區概念

均為陰。

因扶桑盤上甲乙丙丁戊（一至五）代表一年

中先、前的半年，為陽，甲至乙和一至五為先數或

生數，又因居一畫開天的大一（太乙、太極）之上

天，故又為天數；己庚辛壬癸（六至十）代表一年

中後、成的半年，為陰，己至癸合六至十為後數或

成數，又因居大一（太乙、太極）之下地，故又為地

數。

十日扶桑盤化，仍白圈點為陽，黑圈點為陰，

以三個白黑陽陰圈點標示八卦，對應的刻契符號

亦標記八卦。《周易》以實虛刻契線的三爻、清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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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筮法》以陽爻實線陰爻折線三爻標示八卦（楊

雄《太玄經》四爻的「圖畫四重」，即實線陽爻、二

斷虛線為少陰爻和三斷虛線為太陰爻）。繩結符

號標記對應於八卦為河圖。此即所謂「兩儀生四

象，四象生八卦」（《易傳·繫辭上傳》）。（見圖11）

復」），間隔「一日」（30度）即一個月約30-31天。
[13]大道七日扶桑盤化圖。（見圖13）

河圖白圈結表四極，黑圈結表四隅，後則被曲

解為白點奇數為陽、為天數，黑圈偶數為陰、為地

數。又因玄變或錯訛，現存八卦圖形版本繁多，主

要依「乾」天居八卦盤中（上）先、前、天數位置為

「先天（天先，天在先）」八卦，「乾」居盤中（下）

後、成、地數位置為「後天（天後，天在後）」八卦。

（見圖12）

陰陽本源於太陽或日照，後華夏十月太陽曆

退出實用幾近失傳，陰陽及五行就成了神秘很難

重複實證的玄虛之學。

4、大道七日扶桑與十二地支

由於十日扶桑測日在運用中有諸多不便，可

能人們也發現了「月」與「日」運行周期之間的關

聯性。大約距今7500年，對十日及五曜扶桑測日進
行徹底變革，形成七日扶桑測日體系，改變了十日

扶桑系統「十日並出」現象，七日點不再兩兩並出

（以故不並），「日」往復運行一個周期為一年十二

個月，並採用十二地支和屬相圖形標記。這時，「一

周/一星期」的「七日」為一年（即《易》之「七日來

大約距今約5000年，在七日十二月扶桑基礎
上，通過進一步等分，產生大道二十四節氣測日扶

桑，形成了現代意義上的曆法。（見圖14）

三、《黃帝內經》中陽陰等 

理數釋解

《黃帝內經》分《素問》和《靈樞》兩部分，

是中國古代醫藥學第一部全面系統介紹中國醫藥

學的專著。2011年《黃帝內經》入選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世界記憶遺產名錄》。

《黃帝內經》一般認為正式成書在西漢（最

早見於《漢書·藝文志》）或戰國時期。其實這些判
斷主要依據現存史料中已有的引用或摘錄年代，

而非真正的成書年代。根據此一時期大多留存經

典曾較長時期口頭留傳於世再經後世文字記錄

保存下來的特徵來判斷，《黃帝內經》真正的「成

書」年代應遠遠早於現存史料記錄或摘錄年代。因

此，《黃帝內經》的成書應為先秦前。

現在多依據碳14檢測對出土文物作文化年代
判定。其實這最多只能證明該文物所處文化階段可

能不晚於其埋藏於地下的年代。即便出土文物上

有文字，往往大多也只能證明器物製作的年代，而

非現在誤當作該文化階段最早出現的年代。如三

星堆出土文物據測約為至今5000至3000年前，但



二○

二
二
年
第
四
期
（
總
第
一
一
三
期
）

文
化
中
國

２２

其實際承載留存的則為更久遠的文明或文化。[14]

《黃帝內經》雖托說是黃帝所著，應不同時

間，不同人物共同撰寫完成的。撰寫形式為上古

黃帝問，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師和鬼臾區[guǐ 
yú qū]（一說「仲文」）等「醫學六臣」作答論醫。加
上敘事者為八人視角。

《黃帝內經》大部分是黃帝與岐伯的問答，

故又稱岐黃之術。天師岐伯解答了一千零八十個難

題。伯高擅長經脈理論和針灸臨床、熨法外治等；

少俞擅長外科；少師專於人體體質（養生）；雷公

長於醫道色脈診斷；鬼叟區則擅長古代天文（氣象

醫學）。

商代容成公（距今約3300多年）《玄隱遺密》
中「太乙版《黃帝內經》72卷，其中
《典錄》「二王古，歧轅遠。經冊亡，

方生獨，方士嗇，憂生憐。執所密，莫

外傳。」指出早在商代，「內經」已消

亡。方士們獨據這秘本營利。容成公

憂其失傳，故執藏秘本，不作外傳。

說明早在商代，很多人為了獨享獲利，將《黃

帝內經》私藏不傳。這是中國很多古籍失傳的一

大重要原因。

西方工業文明有對古老文明的所謂「路徑依

賴」，如現代火箭推進器直徑源自兩匹馬屁股的

寬度，即兩匹馬屁股的寬度—馬車車廂及座位安
排—汽車、火車車廂及飛機機艙座位及寬度—現
代火箭推進器直徑。

華夏文明的「路徑依賴」或肇始無疑

就是「大道」，而大道之源點無疑為一畫

開天道畫出的陽陰。《黃帝內經》和中華

傳統醫學亦不例外。

只有回歸大道，重新審視傳統中醫

學，才能真正擦亮、激活中醫學。而用現

代西醫認知圖式來解析中醫學，只會是雞

同鴨講。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黃帝曰：陰
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

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於本。」

《素問.寶命全角論》說：「人生有形，不離陰
陽。」

《素問·陰陽離合論》「陰陽者，數之可十，推
之可百。數之可千，推之可萬，萬之大，不可勝數，

然其要一也。」

《黃帝內經》以大道陽陰為綱一以貫之、大

道五行為目、干支節氣理數為序(次序)，基本依大
道(正道)理數，即一畫線（大一、地維、子午線）的
上陽下陰及曲變的太極線右陽左陰原則，根據人

體結構相對位置的上下、右左、外內、前後、氣血

和臟腑等來分陽陰。經絡系統亦據此冠以陽陰屬

性。由於古今詞序有異，加之不同時代傳抄增補，

相關術語對應錯亂，為便於理解記憶，現據大道統

一捋順《黃帝內經》中自然及人體陽陰屬性關係。

（見表1）

表1《黃帝內經》自然及人體陽陰對應表

四、《黃帝內經》中大道五行等 

理數釋解

《黃帝內經》將陽陰進一步細化，以大道五行

為目，將當時豐富醫理及中醫科學知識納入大道

陽陰五行概念的框架系統，進一步深入闡釋自然

和人體的陽陰屬性。（見表2）

表2《黃帝內經》大道五行與自然及人體陽陰屬性對應表

應辯證看待《黃帝內經》中依大道五行理數

劃分的各類五數，如一年春夏秋冬四季加「長夏」

一季，就是為了仿大道五行中四方加一「中」方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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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調整，其他「五」之理數也根據五行及醫理作

了相對應的調整。《黃帝內經》五行，重在反映陽

陰的「太陽、少陽、半陰半陽、少陰、太陰」的漸變

性及其相互的轉化與平衡。

實際應用中也不可太刻意精確化，得因時、

地、氣、候、情、境及具體人等而有所調整。如「五

季」分界南北方應有較大差異。

《黃帝內經》借助大道五行理論，但並非簡

單將陽陰看作是非陽即陰或非陰即陽的二元對立

現象，而是創造性地在陽陰中進一步劃出少陽、半

陽半陰及少陰等「灰色現象」（時下流行的「灰度

/灰色理論」，與非黑即白二元對立論相對），同時
揭示了陽陰兩極呈現出「太陽、少陽、半陰半陽、

少陰、太陰」的漸變性及其相互轉化與平衡現象。

五、如何科學看待《黃帝內經》 

大道陽陰五運理論體系

1、《黃帝內經》理論基礎與核心是大道陽陰五運

《黃帝內經》作為中醫理論百科全書，不僅

全面系統展示了中醫的基礎理論知識、基本構成

要素和思辨模式，更重要的是提出了如何看待人

體常態和病態的觀察視角及獨特的「三級辯證」

思維與實證方法。

臟腑辯證、經絡辯證及氣血辯證等為基礎的

第三級辯證。其上概括為第二級的「八綱辯證」，

即通過「陽、陰，表、裡，熱、寒，實、虛」八個方

面，形成「陽陰、表裡、熱寒和實虛」四組辯證形

式與方法。

而「陽陰」作為第一級辯證又為八綱之總綱。

即八綱中表裡、熱寒、實虛等一般均再以陽陰兩綱

總概括。凡符合「陽」的一般屬性的「證」被稱為

「陽證」，凡符合「陰」的一般屬性的「證」被稱為

「陰證」。總之一切病的「證」，均可歸納為陽陰兩

大類，即表、熱、實屬陽證；裡、寒、虛屬陰證。

其中可見大道一畫開天之「一」（中道，中庸

之道）在中醫理論架構中具有極為重要的核心地

位。萬物歸一（平衡、中正、中道、中庸）則正常，過

（多或少）猶不及。如實症，即不該有或多；虛症，

該有的無或少。唯歸中道之「一」即為養生、治病

至簡之大道。

大道之醫在於平衡陽陰，調和五運。《黃帝

內經》中陽陰五運醫理、《易經》和陰陽學中陰陽

五行學說都源自大道，但由於應用範圍不同，因此

理論方法及發展方向也不同。大道自《道德經》和

《易經》由天文泛化轉向人文，即老子所說的「大

道廢，有仁義」（《道德經》第十八章）。大道理數

泛化為醫學及各科等所依所本。《黃帝內經》醫

理核心是大道陽陰，其中五運等理數也為大道陽

陰的細化，與其後世流行的陰陽五行學說本質不

同。

《黃帝內經》為便於框架釋解醫理，其陽陰

五運源於大道(正道、中正之道、中庸之道，原道）
之理數，陽陰為綱，五運等理數均充分依據陽陰體

現相互漸變、轉化與平衡。

《素問·陰陽離合論》「陰陽者，數之可十，推
之可百。數之可千，推之可萬，萬之大，不可勝數，

然其要一也。」即「陽陰要一，推及萬千」，陽陰為

一統，一以貫之。《黃帝內經》無論是大道五行、

（太、少、明）三陽（太、少、厥）三陰，還是十二經

絡等等理數，均統一納入到陽陰的平衡與轉化體

系，而非著意易學及陰陽學說五行間的所謂「生

生克克」，更不依其後世泛化、神化、宗教化及民

俗化望圖形文生衍繁雜之義的陰陽五行學說作醫

理。

《素問.藏象論》「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於
陰陽」「五運之始，如環無端，五氣更立，各有所

勝」如「春勝長夏，長夏勝冬，冬勝夏，夏勝秋，秋

勝春，所謂得五行時之勝」。

《黃帝內經》大道循環無端的「五運之勝」，

而非陰陽學說「生克」。且大道五行、五運、五氣等

本質還是「陰陽」。

《靈樞.壽夭剛柔》「黃帝曰：形氣之相勝，
以立壽夭奈何？伯高答曰：平人而氣勝形者壽；病

而形肉脫，氣勝形者死，形勝氣者危矣」。論述了

「勝」因人而異的辨證關係。

《黃帝內經》陽陰五運等理數比《易經》等

更直接貼近大道（正道）。如《黃帝內經》所有陽

陰五運等等理數均可以非常清晰對應大道陽陰五

行，同時也很容易理解。其春勝長夏、長夏勝冬、

冬勝夏、夏勝秋、秋勝春的五勝學說也即源於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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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而非易變後通行的陰陽五行學說。以大道之

理釋解《黃帝內經》陽陰五運理數似乎一通百通，

而試圖以《易》及陰陽學等為基礎的易變陰陽五行

學說來解讀《黃帝內經》，似通非通，甚或一團漿

糊。大道五行及易變五行的比較。（見圖19）

督脈行於背，總督一身之陽經故為「陽脈之海」；

任脈行於腹，總任一身之陰經，故為「陰脈之海」。

十二經絡（正經），即手、足三大陽經和三大陰經

的陽陰劃分也是取法手腿外內側。[15]（見圖16）

若恣意以易變的陰陽五行學說縱論或生發中

醫醫理，甚至不顧客觀醫理只依繁複易變的陰陽

五行來治病養生，恐會誤入歧途。

2、注意《黃帝內經》陽陰取法角度與參照點

《黃帝內經》根據自然及人體不同屬性，陽陰

取法角度與參照點有所不同。

還有學者僅根據「氣陽血陰」誤將《黃帝內

經》和中醫陰陽歸結為「陰表有形物質（津液、血

等），陽表無形（氣）」。這過於片面。《黃帝內經》

實際取法於「氣上、液（水）下」。

絡脈中分布於體表及身體上部的稱為陽絡；

分布於內臟、肢體深層及身體下部的稱為陰絡。再

如腹部及下體背陰為陰，而「男根」本也為陰，取法

「凸凹」則稱為「陽具」。

有人未解，誤認為《黃帝內經》前後、右左陽

陰屬性矛盾。其實不然。如果不能認識到這點，識

讀《黃帝內經》必然會感到矛盾重重、產生諸多困

惑。

《黃帝內經》表方位的「前後、南北（方）」

為前陽後陰、南陽北陰。而物體、人體本身並不依

方位、方向，而是依實際朝陽背陰來定陽陰。如山

南陽，山北陰；水南陰，水北陽。人體，如手自然捲

曲，手背朝陽，手心背陰；腳背陽，腳心陰；手臂、

腿外側陽，內側陰；（後）背陽，（前）胸腹陰等。一

說以人似動物伏地取法。

督脈和任脈陽陰亦即取法於後背陽胸腹陰。

每到春季即網傳所謂「天灸」曬春陽，提出

「曬頭頂補陽氣，曬後背調氣血，曬腿腳護正氣，

曬手心促睡眠」。若按《黃帝內經》陽陰補益理

論，天灸曬陰（前胸腹、手腳心、腿臂內側等）補

陽，養生、養身效果可能會更好！

又因大道扶桑視圖面東（盤頂為東），右為陽

（少陽），左為陰（少陰）。故古人有尚右、上傳統。

後世因扶桑盤視圖面南，故又有「左陽右陰」之

說。《黃帝內經》對不同歷史階段產生的兩種陰陽

觀分別作了較為明確的解釋。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左右者，陰陽之道路
也」。即「大道」八卦「左陰右陽」。

《素問.陰陽離合論》「聖人南面而立，前曰廣
明，後曰太沖，太沖之地，名曰少陰。」

因聖人（伏羲氏）「面南而立」視讀扶桑盤，

「易變八卦」前「廣明」，南火，少陽；後「太沖」，

北水，少陰。因此，左「東木」，太陽；右「西金」，

太陰。（見圖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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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真」，大道意為「自然本原狀態」，即道

法自然。道及醫「修真」修養得真我的「真人」，實

為修煉養生自然本源狀態，即為「仙」或得以「長

生」。

人類認識人體或智慧有兩大途徑，即客觀外

觀及主觀內省（內心體驗）。西醫及現代醫學主要

（極度化）依賴外觀及借助儀器外觀認識人體，並

不太借助主觀認知的內省，似乎有些「不通人情」。

中醫，特別是經絡學則更注重主觀內省，即內心體

驗。

3、《黃帝內經》廣義陽陰的相對性、層次性及辯證
統一

《黃帝內經》中陽陰非簡單意義的陰陽概

念，而是指廣義的自然人體所有陽陰屬性的概念，

陽陰平衡也包含所有陽陰屬性的自然和人體現

象。

人體結構位置具有相對性和層次性。如體表

的組織為表，屬陽，其內則為陰。若其下一層次分

陽陰，則皮肉為陽，其中皮膚為陽中之陽，肌肉為

陽中之陰；筋骨為陰，其中筋為陰中之陽，骨為陰

中之陰；五臟為陰，其中心肺居上為陰中之陽，肝

脾腎在下為陰中之陰。

另根據人體結構的層次又可分為不同層次的

陰陽屬性。若再在其下一層次分陰陽，則心肺為

陽，其中心主溫通而為陽中之陽；肺因清肅而為陽

中之陰；肝脾腎為陰，其中肝因主升發而為陰中之

陽，腎因主閉藏而為陰中之陰，脾因主運化而為陰

中之至陰。

《黃帝內經》中「五行」、「三陽三陰（三陰三

陽）」、「三焦」及「奇恆之府」等實際也充分體現

了陽陰的相對性及層次性。

「五行」非指「五材」(木火五金水這五種物
質要素)，而主要關注的是五類物態運行和呈現方
式及五行深層蘊含的生理及病理。《黃帝內經》將

「五行」類理數均分為太陽、少陽、半陽半陰、少

陰和太陰等五個層次。同時又進一步劃分出「太

陽、陽明、少陽，太陰、厥陰、少陰」等「三陽三陰」

六個層次。

《素問·陰陽離合論》「三陽之離合也，太陽為
開，陽明為闔，少陽為樞。……三陰之離合也，太

陰為開，厥陰為闔，少陰為樞」。

「三焦」為六腑之一，是上、中、下三焦的合

稱。即將軀幹劃分為三個部位，橫膈以上內臟器官

為「上焦」（心、肺）；橫膈以下至臍內臟器官為「中

焦」（脾、胃、肝、膽）；臍以下內臟器官為「下焦」

（腎、大腸、小腸、膀胱）。（見圖18）

「三焦」上為陽，中為半陽半陰，下為陰，但

各臟腑陽陰又與三焦陽陰屬性有所不同。如肺為

太陰，小腸則為少陽。

「奇恆之府」為腦、髓、骨、脈、膽、女子胞的

總稱，因均為貯藏精氣的臟器，似髒非髒，似腑

非腑，在人體中又居不同恆常的重要地位，故稱。

《素問.五藏別論》「腦、髓、骨、脈、膽、女子胞，此
六者，地氣之所生也，皆藏於陰而象於地，故藏而

不瀉，名曰奇恆之府。」「奇恆之府」是對五體的深

化和補充，其總體屬陰，但是膽則為太陽，脈又可

再分陽陰。

4、《黃帝內經》陽陰五運等理數為醫道「法門」

何為法門？如救小孩出火海，玩具可吸引其

逃出，玩具即法門。其實所有道僧人及像殿器均為

法門，並非道佛本原。禮道佛、拜殿堂、敬神器根

本目的在於崇尚、踐行道佛。

《黃帝內經》陽陰五運是綱目，是「法門」、方

法與提供便利入門之徑（道）。既是「法門」就不

能過度解讀、超綱目應用。不能簡單硬套現存所有

陰陽五行學說及理數來代替正常醫理、醫治、醫方

及中醫實踐，更不能將《黃帝內經》及傳統中醫學

中陽陰五運等理數無限泛化，甚至玄秘化和遊戲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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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alendar Digital Truth of Dao 
and Huangdi Neijing

Ling Dexiang  (West Yunnan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bstract: All world civilizations originated from 
the astronomical calendar. Ancient academic theories 
were also based on the calendar digital truth.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lendar Digital truth about “Da-
Dao” of the origin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its historical 
evolutions. In-depth interpretation of the medical Tao 
system in the Huangdi Neijing (the Yellow Emperor’s 
Inner Classic), which takes Yang-Yin as the key link, 
Five-Running system of the main road, the number of 
Calendar Digital truth about system of 10 Heavenly-
stems, 12 Earthly-branches, and twenty-four solar 
terms as the order. And focuses on the basis of Yang-
Yin Five-Running system of nature and human body 
in Huangdi Neijing, as well as the relativity, hierarchy 
and dialectical unity of Yang-Yin. At the same time, 
it demonstrates that Huangdi Neijing i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Yang, -Yin Five-Running system, rather than 
the later popular Yin-Yang and Five -Elements Theory. 
From the cultural and academic perspective closer to 
the completion period of Huangdi Neijing,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olish up and activate the internal medical 
cultural semantics of Huangdi Neij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ighlight the extremely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of Huangdi Neijing.

Key Words: Da Dao（Dao of ast ronomy), 
Calendar Digital truth, Huangdi Neijing, Yang-Yin, 
Five-Runn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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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如果《道德經》不用於政治領域，只限

於精神遊戲，還是很有意思的。它體現了有限之人

對無限之絕對的冥想，有穿透宇宙洪荒的空靈和

高妙，極富超越性，也極

富智性，是詩思與智問的

絕妙結合，值得我們仔細

琢磨和欣賞。下面不妨賞

析之。

在談到「名可名，非

常名」之後，老子立馬提

出了兩個名：無和有。他

說，「無，名天地之始；

有，名萬物之母。」即是

說，「無」是天地之始的

名，「有」是萬物之母的

名。也即是說，天地之始

前是「無」，或者說，天地

生於「無」，那麼，到底何

謂「無」呢？老子沒有解

釋。還有，「無」是不是名

呢？顯然，「無」這個詞很

特殊，它雖然可以作名詞，但卻與名詞的本性不

同，因為名詞都是去命名一個「有」，可是如果說用

「無」去命名「有」，那不是矛盾嗎？既然是「有」，

信仰與邏輯的雙重悖論：

古今中西語境中《道德經》的內在

信仰與邏輯問題（下）
——《道德經》前八章的邏輯詮釋與信仰詰難（一）

■ 王  俊

北美宗教研究者

[續上期]

3.不可說與說之不可
既然「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那麼，整個《道德經》的

五千言當然就不是常道之

言，它所名之者，也不是

常名之名了。可是，如果

他所說的不是常道，他所

名的不是常名，那我們該

如何對待這個《道德經》

的五千言呢？這實在有點

讓我們為難了，認真也不

是，不認真也不是，我們

該怎麼辦呢？過於認真，

就被言辭給限制死了，過

於不認真，又會錯失常道

和常名，怎麼樣才拿捏得

準呢？無疑，《道德經》

的這種特點給了很多人發

揮的餘地，也給了很多人

質疑的餘地。於是乎，對

錯沒了標準，言玄說道就會落入權力的陷阱。因為

在沒有標準時，權力就會成為標準。縱觀中國的權

謀，不難看到老子辯證法的魔影。

摘  要：本文將《道德經》前八章放在古今中西

的歷史、邏輯和信仰語境中進行考察，探討其特

定背景下的邏輯與信仰問題。通過對《道德經》

的言說方式、思維方式進行考察分析，我們得出

這樣的看法：《道德經》是以宗教的方式言說非宗

教的內容，以非論證的範式揭示經驗的哲理，它

的表達方式和思維範式是非常中國式的，即經驗

的，缺乏源於希臘的先驗思維和源於希伯來的超

驗思維。借助對《道德經》的邏輯和信仰解析，

我們揭示了蘊含在文本中的邏輯與信仰悖論，指

出了經驗思維的優點與缺點及其對中國人生活方

式和中國社會現代轉型的影響。

關鍵詞：信念與邏輯；言說方式與思維方式；生

活方式與社會轉型



二○

二
二
年
第
四
期
（
總
第
一
一
三
期
）

文
化
中
國

２８

還為什麼要用「無」去命名呢？既然用「無」去命

名，那它必定不能是「有」了。因此，這個「無」所

命名的「有」不能是一般的「有」，它是對一般之

「有」的否定，是絕對的「有」。這個「有」因眼不

能見、耳不能聞、手不能摸，所以似乎是「無」，因

為一般的「有」都是眼能見、耳能聞或手能觸的。

這個「有」就是老子接下來說的「萬物之母」。萬

物就是一個個具體的存在物，它們之為「有」是看

得見、摸得著或聽得見的。在這個意義上，「無」

作為名詞所命名的「有」，不是一般的「有」，而是

絕對的「有」，套用老子自己的說法，可以稱之為

「常有」或「恆有」。這樣一來，問題就變得很有

意思了，「常道」不可道，「常名」不可名「常有」

不能有；反過來也可以說，「常道」是道之「無」，

「常名」是名之「無」，「常有」是有之「無」，而這

個「無」卻是真正的道、真正的名、真正的有。很顯

然，這就是我們上面所說的肯定的否定和否定的

肯定。當然，老子之所以要用這樣一種方式，並不

是因為要顯得自己玄妙。一切真正體悟到玄妙的

人都不需要炫耀自己的玄妙，倒是那些從來沒有

體悟到真正玄妙的人，反倒喜歡炫耀自己的玄妙，

以此體現自己的與眾不同。作為真正體悟到玄妙

的老子，他不需要也不想要顯得自己玄妙，他的

這種言說方式實在是沒有辦法。因為一說「道」、

「名」和「有」，人們就把它們和日常的、一般的東

西聯繫起來，以可見、可聞或可觸為標準。可一旦

落入這種日常的思維，所說之道、名和有，就不是

真正的道、名和有了，而是具體的道理、名稱和事

物了。在這個意義上，真正的道、名和有是不可說

的。按照人們對老子的傳說，老子本來也是不說

的，他寫《道德經》據說是被強迫的，是在一種強

迫下的說不可說，是強為之辭。

因此，老子遇到的問題是不可說卻又不可不

說，故而只能強為之辭。這種強為之辭就只能是一

種肯定的否定和否定的肯定。通過肯定常道、常名

和常有來否定日常的道、名和有，通過否定日常的

道、名和有，來肯定常道、常名和常有。因為常道、

常名和常有是超出日常的名詞言說的，因為名詞

言說首先受限於言辭，但任何言辭都是有限之人

的言辭，都受到有限之人之有限性的限制。雖然名

詞本身是普遍的、無限的，但有限之人總以有限

的方式去理解和充實它，使之變成了有限。在邏輯

上講，這是不正常的，但在日常生活中，這卻是最

正常的。反倒是，如果在某人執著於邏輯的普遍性

時，他在日常生活中反倒顯得不正常了。在這個意

義上，作為生活的邏輯和作為邏輯的邏輯是不同

的。在作為邏輯之邏輯的意義上，邏輯是普遍的，

邏輯上外延最大的，內涵最小，最大的概念無法

充實，所以，人們不可能用日常的經驗去充實最高

概念。在這個意義上，最高概念在概念之外，與其

說它是概念，不如說它是信念。也就是說，概念是

有信念前提的，在這個信念前提之下，概念才有可

能。

但是，不是任何東西都可以成為信念對象

的，信念對象只能是最高的對象，它是一切對象之

為對象的原因和前提，是一種非對象的對象，是

只能信而不能把握的對象。故而也是不可言說的，

除非祂自己啟示自己，如不是祂自己啟示自己，最

高的名就是無名、最高的道就是無道，最高的有就

是無有。在這個意義上，就這種最高的信念對象來

說，人沒法言說祂，祂是不可說。並且更進一步的

是，如果這種對象是信念對象，是最高的，那麼，

如果不是祂自己啟示自己，任何對祂的說就都是

不可達到的。因為任何有限言說都會讓祂落入有

限之中，會導致誤解和褻瀆；因為把無限和完美

的信念對象理解為有限和不完美的言說或認知對

象，無疑是誤解和褻瀆；在具體的信仰行為中就是

偶像崇拜。由此，我們就可以理解猶太─ ─基督教
傳統為什麼特別反對偶像崇拜，因為他們信奉的

上帝是自我啟示的上帝，是最高的、人的理智無法

理解、人的言語無法言說的，唯有祂自己的啟示是

合法的。除此之外，都是褻瀆和誤解。生活的邏輯

卻不是這樣，它是一種方便法門，是遷就人的有限

性的。它是用有限理解無限、用不完美理解完美。

所以，它無法理解常道、常名和常有，只能理解一

般的道、名和有，總把常道、常名和常有理解為一

般的道、名和有。但這種理解肯定是誤解，在信念

的意義上就是褻瀆。也因此，我們看到，遵循生活

邏輯的人總是不把道理講透，或者說總是落入不

講道理，並且這樣的人往往會迷信、崇拜偶像。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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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這是和他們的思維方式分不開的。

無疑，老子體悟到了常道、常名和常有。但對

他來說，常道、常名和常有只是體悟，不是啟示。

因此他只感覺到它們不是日常的道、名和有，而是

它們的否定，是「無」；所以，他用「無」來否定和區

別它們。但是，常道、常名和常有肯定不是無名，

而是有名的。只是這種名不是人可以憑體悟能體

悟得到的，它只能來自啟示。若無啟示，它就只能

被體悟為區別於日常事物的「無」。我們看到，希

伯來傳統與其他各種傳統不同，它們的傳統來自

啟示，所以，在最高存在的名稱上，他們是絕對肯

定的，是上帝自己的自我命名。在非啟示傳統中，

這一點是做不到的，中國的傳統也是如此。

4.邏輯與生活
當然，也有人提出不同的斷句法，認為應該這

樣斷：「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這樣

一來，「無」就不是名詞，而變成了形容詞，這就可

以避免用「無」命名「有」的矛盾了。但在常有無名

這一點上，它和前一種斷句卻沒有大的區別，常有

在名上依然是「無」。

無論怎樣，我們都能看到老子在命名常道、常

名和常有上的困難，這也是邏輯本身的困難。面對

這樣的困難時，是堅持邏輯的徹底性，還是讓邏

輯向生活讓步，這是困擾很多哲人或思想家的問

題。我們看到，古希臘的哲人（思想家）也面臨著

這樣的拷問，在他們思考世界的本源時，同樣遇

到了這樣的問題。從泰勒士開始，希臘哲人（思想

家）意識到了本源問題，並堅信世界有個本源。但

是，這個世界的本源是什麼呢？他們也是很茫然

的。有人說是水，有人說是氣，有人說是無限者，

有人說是火，有人說是數，可是無論這種言說是具

體還是抽象，都無法命名那種最高的存在，因為他

們都是無法符合邏輯要求的。但是，同中國的思想

家最終向生活讓步不同，古希臘的哲人（思想家）

卻堅持了邏輯的道路，通過從泰勒士到巴門尼德

的探索，他們終於找到了存在與非存在這樣的概

念，並把存在放到思想的規定中，提出「思想與存

在是同一的」論斷。這就把存在納入了邏輯思考之

中，排除了從經驗體悟上去思想存在的可能性。接

下來，經過蘇格拉底的邏輯辯難和柏拉圖的邏輯

思考，到了亞里士多德那兒，一套完整的形式邏輯

終於形成了。甚至亞里士多德最後能把最高存在

規定為神，雖然是一種理性化的神，但在邏輯上

卻達到了最高規定。與此不同的是，中國思想家走

的是另一條道路，一條非邏輯的生活道路。

我們看到，在老子體會到命名常道、常名和常

有之艱難後，他最終放棄命名的邏輯方式，返回

到了體悟的方式，所以他說，「故常無，欲以觀其

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在這裡，「無」和「有」不

再用作名詞或形容詞，而是用作動詞了。「常無」

就是經常地體悟「無」，這樣就能觀察到道的微

妙。但是，體悟是一種經驗生活的方式，雖然不

同的人體悟到的深度不同，但其在方式上卻是相

同的。深淺與否取決於不同人的資質和態度：資

質好的、執著的人，體悟深一點；資質差、不夠執

著的人，體悟淺一些。但相同的是，他們都錯失了

邏輯的思考方式，屈從了生活。如果一般人屈從生

活，那是沒有什麼可說的，因為他們就沒有多少人

想超出生活。但對於思想家來說，一種向生活的讓

步是其偉大之處還是不可原諒的錯誤呢？當然，

對於這一問題，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是「公

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但不可否認的是，這種

讓步讓我們錯失了很多東西，這些東西還可能是

本質性的。

我們知道，邏輯的最大特點是確定性，邏輯

賦予思維以確定性，讓思維有其標準。順著邏輯

去思考，各種經驗就可能被邏輯範導，形成概念、

理論，變得越來越具有確定性，甚至是可操作性。

這就是西方思想之所以能理論化、理論能夠科學

化和技術化的原因。中國由於沒有走邏輯思考的

道路，就在其開端處錯失了經驗概念化、理論化、

科學化和技術化的可能。在此意義上，中國不能

產生科學，是可想而知的。另一方面，由於沒有邏

輯化的徹底追問，中國人也與最高存在失之交臂，

不能接受啟示的絕對確定性，從而變得沒有信仰

或很難信仰，反倒是常常落入各種迷信和偶像崇

拜之中不能自拔。當然，有人說，「這也沒有什麼不

好，不走邏輯道路而走體悟道路，恰恰是中國的

特色。如果中國也走邏輯的道路，那還跟西方有

什麼區別呢？還怎麼有偉大的中華文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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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體悟是中國思維的特色，那當然是未

嘗不可的。但問題是，特色這個東西只意味著個

別性和特殊性而缺乏普遍性和標準。按照經驗的

標準，每個人都是不同的，因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

經驗，不同的處境決定了不同的經驗。這樣一來，

經驗就還總是經驗，無法提高到更高的概念層次，

獲得普遍性，除了極少數人能體悟又不可言說之

外，大多數人都落入了低層次的經驗循環中，只能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世世代代地循環往復。當

然，也有人說，這不是很好嗎？田園牧歌，多麼詩

意浪漫！但是，我們現在所說的詩意浪漫，其實是

極少數人的（士大夫階層的），並且，就是這些極

少數人，思想深處依然是虛無茫然，沒有著落的。

可能我這樣說，有人說是出自偏見。他們這樣說也

是可以的，因為經驗中並不追求普遍的東西，每

個人都落在自己的偏好之中。就是鴉片鬼，如果說

這是他的偏好，不甘別人的事，或者說，這恰是他

生活的特色，那別人也是沒有辦法的。當然，我舉

這個例子，可能很多人不喜歡，說我用極端代替正

常。我這樣舉例雖然稍有諷刺的意味，目的卻不在

於諷刺，我想說明的是，經驗體悟的東西沒有確

定標準，無法對抗詭辯，甚至是常常落入詭辯而

不自知。也正是因為如此，我們中國人通常不講道

理，也不會講道理，因為我們的言說不顧邏輯的一

致性，經常自相矛盾也不知道，反倒用詭辯加以掩

飾，且將其合理化為辯證法。殊不知，這根本不是

辯證法，而是變戲法，是不折不扣的詭辯！

如果沒有了普遍性，個別性和特色也是不成

立的，因為沒有普遍性，任何東西都可以稱之為個

別性或特色，而這恰恰就沒了個別性和特色，只能

是差異或不同。要知道只有求同才能存異，如果

連同都沒有，就沒有存異可言了。其實，在經驗思

維中，也還是求同的，只是這種求同的方式是經驗

的、相對的。因為若無同，人們就無法生活，語言

就是一種同。但要知道的是，語言本質上不是經驗

的，雖然它是一個經驗儲物倉。因為語言是一種符

號體系，而任何符號體系都是普遍的，不是特殊

的。我們很多人沒有注意到這一點，是因為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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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一直是經驗的、日常的，因而就變得「日用而

不知，熟識而無睹」了。沒有邏輯思維的地方，語言

的普遍性就是隱藏著的，視而不見的。吊詭的是，

我們每天都在使用普遍性的語言，可我們卻又總

在否定普遍性。出現這一問題的緣由何在呢？就

在於我們把對語言（邏輯）的經驗充實當作了語言

（邏輯）本身了。我們遵循的是作為生活的邏輯，

而不是作為邏輯的邏輯。

邏輯與生活之間是有著緊張和張力的。生活

的邏輯是以生活為準，在生活與邏輯之間出現衝

突的時候，生活是第一位的，邏輯應該給生活讓

路。這種選擇的好處在於，它不鑽牛角尖，容易一

團和氣；它的問題在於，它沒有標準，容易渾水摸

魚。不難看到，中國人喜歡一團和氣、靈活；不喜

歡講死理、鑽牛角尖、高標準、嚴要求；總會上有

政策、下有對策，過得去就行，以不得罪人為好；有

機會就撈點好處，有權力就為自己服務，旁邊的人

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甚至阿諛逢迎一番，也分

點殘羹冷炙；至於公共的東西，一般沒人過問，所

謂「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這就是

典型的中國人的生活。講邏輯的邏輯者則不同，

他們不以生活為準，而以邏輯為準，在生活與邏

輯發生衝突時，讓路的不是邏輯，而是生活。這種

選擇的好處是：它有標準，講道理，容易形成秩序

與紀律；它的問題在於：它有點顯得冷漠、不近人

情。我們可以看到，遵循這一方式的社會一般都是

法治社會，整齊有序，政府和民眾都講道理，紀律

和秩序感都很強，個體間都很獨立，但有點顯得人

情冷漠。在他們那兒，彌補人情冷漠的是信仰。因

為邏輯的確定性給予了他們信念的確定性，故而

他們於信仰往往很真誠、很堅定，並以此堅定其獨

立性。他們的情感交流首先是與超越者的交流，這

就使得他們不很依賴人和人之間的情感了。與此

不同的是，以經驗方式生活的人，人與人之間的依

賴度很大，人和人的情感至為重要。否則，就會感

覺人情冷漠、孤獨至死。因此，我們看到，在以經

驗生活為重的社會中，人情非常重要，原則卻不是

很重要，人和人之間相互依賴，雖然也總是嫌隙不

斷，卻總不能間斷。經驗和情感都是依賴性的，藕

斷絲連是其本質性特徵。邏輯卻不同，它除了依賴

大前提之外，彼此之間都是獨立的。所以，以邏輯

思維為主的社會，人們主要依賴上帝，彼此之間的

關係也是通過上帝來串聯的，此外的依賴度並不

是很大。

5.思維方式與現代轉型問題
以生活為中心和以邏輯為中心既是兩種不同

的思維方式，也是兩種不同的生活方式。並且，生

活方式也是由思維方式決定的，而非通常人們認

為的那樣：思維方式是由生活方式決定的。我們知

道生活是經驗的、變化的；如果生活方式決定思

維方式，那麼，任何思維都只能是經驗的，非邏輯

的。但事實卻不是這樣，我們看到了一種以邏輯為

中心的生活方式，在這種生活方式中，起決定作用

的不是經驗而是邏輯，而邏輯不是經驗的，乃是先

驗的。因此，是以生活為中心還是以邏輯為中心的

問題，並不是關涉到邏輯起源的問題，因為只有經

驗的東西才存在起源問題，先驗的邏輯不存在這

個問題，它是天賦的問題。至於人們在生活中選擇

以生活為中心還是以邏輯為中心，主要在於人們

能否穿越經驗。如果不能穿越經驗，那麼，他們就

不能看到支撐經驗的邏輯，就會選擇以經驗為中

心的生活；如果能穿越經驗，就能看到經驗之外

的邏輯，選擇以邏輯為中心的生活。

思維方式決定著生活方式。以經驗為中心的

生活一般是情感的、詩意的，過這種生活的人不喜

歡邏輯和抽象的東西，經驗的偏好對他們來說非

常重要。他們一般注重特定的時空經驗，重情義，

愛故土，安土重遷，也排斥外來經驗，固步自封，

其最合適的生活形態是農耕生活，「你耕田來我織

布；你挑水來我澆園」，具有田園牧歌風味。最理

想的，當然是老子所謂的「小國寡民」，或陶淵明

所謂的桃花源。但是，現實總不如理想，由於經驗

的偏隘性，以經驗生活為中心的生活看似詩意祥

和，實則衝突不斷，從家庭的不和到鄰里的紛爭，

再到家國的矛盾，所以，桃花源總是沒有的。當然，

由於經驗的相對性，以其為中心的生活雖然有偏

隘性，小矛盾不斷，但因其不追求絕對，不鑽牛角

尖，故而又比較寬容，不到萬不得已，不會出現大

的衝突。所以，這樣的社會一般是小矛盾不斷，大

矛盾很少，不到小矛盾積累到大矛盾時，整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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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都是很穩定的。出現了大矛盾就出現更朝換代，

換了朝代又是解決了大矛盾出現了小矛盾，如此循

環往復。與此不同的是，以邏輯為中心的生活是理

性的、規則化的，由於經驗被邏輯所範導，經驗的

歧義性就大大減少。所以，一般經驗性的小矛盾總

是不多，對於一些小矛盾，他們也總能按照規則解

決。但對於大問題，以邏輯為中心的人往往不能讓

步，因為在他們看來原則是最重要的，原則重於生

活、甚至重於生命；所以他們經常會為信仰而戰，

遇到不能解決的信念問題，就會訴諸戰爭，在他

們之中，宗教戰爭是最經常的戰爭。但過這種生

活的人，由於其理性、講規則、講道理，所以雖然

常有辯論，卻少有衝突，且能做到對事不對人。因

為他們重事，用邏輯的方式研究事理，故而能形成

科學、發展出技術。與之相反，以經驗為中心的人

一般重人更甚於事，容易對人不對事，他們關心人

超出事，重事也只限於經驗層面，不會也不能上升

到理論層面。由於以邏輯為中心的生活之邏輯特

質，他們能在生活中超出生活，用邏輯、理論範導

生活。現代生活就是典型的理論範導的生活，或者

說，現代生活就是理論範導式的。就此而言，以邏

輯思維為中心的生活進入現代生活很自然，因為

他們的生活本質上是理論範導式的。但對於以經

驗為中心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來說，進入現代

生活就顯得特別困難，因為他們的思維方式和生

活方式與現代思維和生活是格格不入的。由此，就

出現了以經驗為中心的思維和生活如何轉向現代

思維和生活的問題，也就是我們經常說的現代轉

型問題。

無疑，中國人的思維和生活都是以經驗為中

心的，他們很難適應理論範導式的生活。由於歷史

傳統悠久，中國人身體中的現代生活抗體特別強

大。這就導致了中國現代化的困難，曲折多舛，時

至今日，仍是難題。

中國現代化轉型的難題本質上是思維方式的

難題。如果沒有思維方式的轉換，我們的轉型很難

實現，可能還會出現反復。我們看到，在思維方式

沒有轉變前，現代生活對我們來說總是外在的，在

國家層面上就是富國強兵，在民眾層面上就是發

財致富。至於對現代生活來說特別重要的制度範

導、規則意識、信仰支撐及憲法政治等，都很冷淡

和漠視，因為這些都是要以邏輯思維為支撐的。

但是，如果沒有這些按照邏輯思維行事的規則和

信念，我們的現代化就只能是外在的現代化，外生

性現代化，不可能做到內在的和內生性的現代化。

當他們遭遇到傳統經驗的劇烈抵抗時，它就會回

潮，出現反復，導致社會的倒退與動蕩。百年中國

的現代化歷程，就是這麼一個歷程，至今未能完全

改觀。之所以如此，當然在於傳統思維和生活方式

的強大慣性，因為這種思維早在孔孟老莊之時就

奠定了。

我們看到，在《道德經》第一章中，老子走到

了穿越經驗的邊緣，再往前走就觸及到邏輯問題

了。但可惜的是，這時他後退了。那麼，他為什麼不

往前走呢？原因當然是多方面，主要的原因有二：

第一，他對邏輯的觸及不是希伯來先知式的，來自

最高者的直接啟示，而是體悟式的。這種體悟雖然

可以深入到極致，但它總還是經驗的，在將要脫離

經驗時，他必然不敢、也不能再往前走了。故而老

子及時地退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第二，他對邏輯

的觸及也與希臘哲人不同。希臘哲人對本源的思

考是從信念出發，為的是擺脫時間性的虛無，是反

經驗的。雖然他們用以命名本源的東西一開始是

經驗中的水、火等，但當他們找到了擺脫經驗的概

念時，他們就進入邏輯式的思維了。老子卻不是，

他是順著經驗而去，再順著經驗而回的。在老子

的言說中，對最高存在的體認是一種妙不可言的

經驗，至於如何區分不同經驗，如何用清楚的概念

去規定不同的經驗，都是老子沒有去做的事情。因

此，我們看到，在《道德經》第一章的最後，老子做

的是模糊處理，他說「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

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他不但不追求清楚界

定，反倒是欣賞那種模糊的奇妙與神秘，因為這種

模糊的東西是最適合玄想的；如果清楚了，反倒確

定了，沒有玄想的意味了。不難看出，老子之後的中

國人，大多都是這麼看問題的，他們喜歡玄妙、模

糊、詩意，認為這比清晰更好，因為這反倒可以回

味無窮，顯得莫測高深，認為只有這樣的人才是高

人，清楚了反倒是平乏、單調了。

了解黑格爾關於感性確定性理論的人，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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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理解中國人的這種莫測高深。因為黑格爾看到，

沒有邏輯規定的感性一方面可以說是無限豐富，一

方面又可以說是無限貧乏。說它無限豐富，是因為

它沒有確定性，非常神秘，讓人可以無限想像；說

它無限貧乏，是因為它沒有確定性，在邏輯的意義

上極其空乏。顯然，對於純粹感性，經驗思維的人

會認為它無限豐富和神秘，邏輯思維的人會認為

它極其貧乏，毫無確定性。兩種不同的體認，清楚

地表明瞭思維方式的差異。

當然，會有人說，如果我們的思維方式和生活

方式都變了，那我們還是中國人嗎？我們不就全盤

西化了嗎？現代化就是西方化嗎？這些問題確實

是些折磨中國人的問題，但這又是些似是而非的

問題。因為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相同，並不表明

沒有差異。西方很多國家思維方式相同、生活方式

接近，但還是不同的國家，比如有法國人、德國人、

英國人、美國人。這是不是說明，邏輯的一致性並

不排斥經驗的多樣性呢？經驗問題和邏輯問題是

兩個不同的問題，他們在思維方式上的差異在於：

是否要用邏輯範導經驗。中國人不喜歡邏輯，也

不喜歡用邏輯範導經驗，但這並不意味著經驗不

需要範導，因為沒有對經驗的範導，就沒有規則和

秩序。沒有邏輯範導的中國人，只要需要生活規則

和秩序，就需要範導。因此，在中國人的生活中，

還是存在經驗範導的，只是範導經驗的不是邏輯，

而是權力。同西方人喜歡按照邏輯規則制定生活

規則不同，中國人的生活規則仰仗的是權力意志。

也因此，我們不難看到，在西方人的生活中，權力

是受邏輯規則限制的，權力對社會和個人生活的

影響相對較小。但在中國人的生活中，權力不受邏

輯規則的限制，反倒是規則和秩序需要仰仗它，所

以，權力就會任性，對社會和個人的生活產生巨大

的、甚至是決定性的影響。

現代思維是邏輯範導式的思維，它要求限制

權力，把權力完全至於規則之下。唯有做到這一

點，一個社會才算真正進入現代社會。但在現今的

中國，這種邏輯範導的方式不僅沒有成為人們普

遍的行為方式，就是思維方式上也沒達到。因而，

在現代轉型的問題上，我們還是遠遠沒有完成的。

我們的現代化只是一種權力策動下的物欲膨脹。

由於沒有邏輯規則的範導，還具有很大的不確定

性，在各種利益的衝突中和經驗思維的慣性中，存

在著巨大的危險。因為沒有邏輯規則的利益博弈

具有風險性和偶然性，「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式

的結局難以避免。不難看到，在當今中國，經驗體

悟思維對現代經驗具有強烈的排斥性，文化排異

式話語不斷回潮，導致現代轉型的精神危機。

從思維方式的差異上看，中國的現代轉型面

臨著這樣的選擇：要麼切實地轉變思維方式和生

活方式，衝出傳統思維和生活的慣性，踏上現代化

的大道，就像日本、韓國一樣；要麼徘徊於傳統與

現代之間，在傳統與現代的張力中等待各種風險

與不測，像很多轉型失敗的國家那樣。

The double paradoxes of logic and faith: 
the inner problems of logic and faith in the text 
of Dao Te Ching under the ancient, modern, 
Chinese and western backgrounds (second half 
part）

--The logical interpretation and the ques-
tioning of faith on the chapter 1-8 of Dao Te 
Ching(part one）

Jun Wang(Theological Studies Scholar North 
American)

Abstract: By investigating Chapter1-8 of Tao Te 
Ch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istory, logic and faith, 
we discussed the paradoxes of logic and faith inside 
the text. And by analyzing the speaking style and the 
thinking style inside the text, we drew a conclusion as 
follows: disliking a priori thinking style from ancient 
Greek and a transcendental thinking style from ancient 
Hebrew, its thinking style is empirical, a typical Chi-
nese one by which the author of Tao Te Ching spoke of 
the irreligious in the way of the religious and disclosed 
his insight of life in a way of non-demonstration. And 
we disclosed the paradoxes of logic and faith by analyz-
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text of Dao Te Ching, and we 
also figured out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Chinese empirical thinking style and its influences on 
the Chinese lifestyl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from the traditional to the modern.

Key Words: Logic and faith, Speaking style and 
thinking style, Lifestyle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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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長林延續此劃分，區分「客觀存在之象」、「主觀

摹擬之象」[6]；金春峰認為「象」包括著天垂吉凶

之象以外的「導引」和「意興」之象；[7]李元駿、成

中英劃分為「卦爻之象」和「外在之象」[8]。鄭吉雄

在《周易階梯》中從心靈

活動的角度說：「『象』之

所以重要，主要是涉及

「認知」問題。」「這種能

力是綜合性的，包括我們

對外形、聲響、氣味、觸感

的認知，以及隨之而起的

情緒反應，經由思想，最

後納入我們的邏輯思維和

情感世界，亦即理性和感

性之中。『象』生於內心，

並非生於耳目感官。」「作

為主體的『我（Sel f）』不
斷理解『象』，處理『象』

和我之間關係的同時，

『象』亦不斷衝擊著我

『我』的思維，形塑著

『我』的思想，而我也會

通過接受、消融『象』，不

斷重新建構『我』。『我』

和『象』的關係是無休止的互動、糾纏。」「『我』和

『象』這種互相影響的狀態，提出了一個『感』字

來歸納一切。」[9]概而言之，象作為存在與形有別，

象包含物象和符號兩層基本含義，符號又包含卦

象、爻象、數字、圖像等；象又有象徵、模擬的方法

義。它並非純然外在也非完全內化於心，象可屬

天人之際
——論通行本《易傳》的象

■ 吳寶麟

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學院

引言與綜述

象是易學哲學的思想工具，《周易》的「形式

和內容兩方面都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1]。首先我

們大致回顧古今對象的

界定。黃宗羲《原象》從

易學符號形式的角度對

卦象、爻象進行了分類：

「聖人以象示人，有八卦

之象，六畫之象，象形之

象，爻位之象，反對之象，

方位之象，互體之象。」[2]

他又根據《繫辭傳》劃分

每一卦：「六爻必有總象

以為之綱紀，而後一爻有

一爻之分象，以為之脈

絡。」這強調了象的整體

性和內部的多樣與協同。

張岱年則從範疇的角度

指出：「《易傳》中所謂象

有兩層涵義，一指今日所

謂天象，一指今日所謂象

徵。」 [3]《易傳》中「象與

形對舉，象屬於天，形屬

於地。又以象和形對舉。器是有固定形體的，象則

有別於固定形體。又以象與法對舉。象在於天，法

在於地。……法似乎是指比較固定的模式。……象

與器都是可感知的，但象僅是視覺的對象，形不但

是視覺的對象，而且也是觸覺的對象。」[4]「象徵

即用一種事物或符號來表示某種思想或意義。」[5]

摘  要：本文從天人之際探究《易傳》之象：天

人有分際又可溝通，象是無限之天降旨意與有限

之人上達的交互之路。從存在上言，象居有無之

間，有是指有體、可見、可感、可知、可思，且包含

穩定的數理結構和整體秩序；無是無形、無體、

變易。象連接有無，故時間有序、空間有方、萬物

有類、禮制有定位，但皆處於永恆與變易的「一陰

一陽推移合一」中。象繼承天的神聖性，瀰漫在

人的生存境遇，成為言意中介，象言並行保持文

明與自然的制衡。人在象的路途中十字撐開：縱

深溝通天意，橫擴宇宙整體；從而在知性層面透

過象徵模擬、下學不怠以近天，德性上以堅定充

沛的道德意志與天象交融，進而實踐體證天，且

能進行創造，證成人「有限度自由」的秩序。

關鍵詞：天人；象；有無；觀象；三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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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可表徵道，可為人所觀所思所感。

接著看象思維特點的討論。學人在象思維的

整體性[10]、直觀或直覺式[11]、感性經驗性、關聯性
[12]、過程性[13]、變動性[14]等方面有較共識，也探討

了造就這種特質的占筮文化[15]，還注意到象數符

號的簡易性[16]。還有學者討論了與《周易》象思維

相關的模型式思維[17]和類比推理系統[18]，並分述

其中的經驗性、悟性、技巧性、規則性等。其中，有

使用易學體系固有哲學術語（有無、幾等）來研究

象思維的研究。如王樹人認為「『易道』的根本在

於觀物取象，並進而在象的流動與轉化中洞察出

卦象，由卦象以盡意。『象思維』的本質在於『非

實體性』」，「使《周易》的象思維具有『原發創

生』性」，即「無極而太極之生，是『無中生有』和

『有中見無』之生。」太極在的流動轉化中統攝萬

象。[19]以有無互生來謂述象的生生本性，深刻而獨

到。本文認為「生生之謂易」之外，「被生之象」也

值得好好討論，本源性的生與被生不相隔絕恰好

是易道優點。楊合林、張紹時進一步「幾」來闡釋

象：「象在有無之間，它雖『未形』，卻不是無，它的

確存在，可以說是『有』和『無』的統一。古人以

『顯』與『隱』、『具』與『散』來說明這種特徵」，

「像是幽明、顯隱、具散於一體的『幾』」，「『幾』

是象的動態顯現，它雖『無形』卻有『勢』」，「總是

指向形而上之道。」[20]

又如沈順福以天人關係來闡釋象：「天是本

原，像是符號，天的象徵，辭是陳述，再現符號、指

稱命運。天意經過卦象，由言辭得以彰顯。三者實

現了統一。」「是儒家人性論的一種特殊形態。」[21]

「為隱含之意、垂顯之象，以及吉凶之命運之間找

到某種關聯並加以證實便成為《易傳》的核心任

務。」[22]「性命乃言辭的內容。卦象象徵天意，目的

在於告知性命之理。」[23]這揭示了象居於形上形下

之中、出於言辭與意中間。本文認為象不僅提供了

言辭的權威基礎，不僅是次於言辭的工具，而是與

言辭相制衡關係，象對天意的傳達具有不克替代

的特殊性，這也正是《周易》的奇特之處。

可貴的是在強調關聯性、過程性的同時，有學

者一直未曾忽略象思維其實包含認知上的確定性

和推理特徵，如張豐乾認為：「《易傳》所申論的哲

理與卦象相表裡。由同一卦象可引申出有內在關

聯的多種意義。在《周易》之中，信仰、智慧、德行

是並重的。中國傳統哲學解象(含取象)、釋名、析
理的論說方式在《周易》之中體現得最為完整和

連貫。」[24]此外，象思維還包含道德價值的定向性

與恆定秩序，這是作為過程或關聯之象的固有內

涵。如金春峰認為「『觀象修省』指為政者觀上天

示警之象而對自己為政過錯的反省。而『觀象進

德』的思維方式，與曾、孟強調的個人內心反省大

不相同」[25]。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對象（數）思

維特長的自覺下，學界呈現出中西對比的態勢，一

方面通過與海德格爾現象學、胡塞爾詮釋學的對

話凸顯傳統中西各異與現傳統中學與現代西方之

融通[26]，另一方面則注重論證象數思維與邏輯思

維的共性[27]，這兩個中西對比的角度還有待深入。

綜上，本文希望：第一，立足於「天人之際」

（包括天人的永恆界限和二者的會通）來闡釋象

何以成為易學根本思想，揭示其思想動機是人性

內在張力的反思：雖自覺為有限存在，但又矢志

於無限自由，這與象處於形而上下之間是一致的。

需要說明的是，有限存在的自覺在易學中體現為

在知性上順天，道德、政治上敬畏天命、誠摯憂患

意識、恐懼修省；敬與畏皆表明天是超乎人邊界、

含有不可知、不可控內涵的存在；且「天垂象，見吉

凶」，雖未明言「天」不可知，但已經隱含了不經由

象無從直接「知天」。第二，貫徹「易有三義」即簡

易變易不易的原則，釐清象在存在、認知、道德上

的目的性、規範性、確定性與流動性、關聯性的統

一，這區別於暗昧的混沌、隨意無序的湧現。易學

的基本思想方向是追求合乎生命自由的秩序，象

在人的體證之路上起到的方向性、升華作用。

一、象系有無、道物間

（一）有象無形

象介乎有無之間，但易道於有無二端並無價

值傾斜。它是實存[28]，又適度而玄妙地與具體存有

拉開距離，同時不落絕對虛無、空無。「形而上者

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繫辭上》），以是否

有固定形體區別抽象超越的道和具體個別存在

物。象可見又非形，恰好構成了形而上下世界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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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間環節，這個中間環節被易學凸顯為「中

樞」。如果說《老子》肯認一種恍惚的「無物之

象」，那麼易學則尋找一種「有物之象」，且自覺將

變易納入哲學反思的視野，象與易道都「唯變所

適」，「不是為了抽出規定而僵化或抽象化對象，

而是訴諸不破壞對象生命活力的生動直觀」，

「『象思維』比概念思維更易於感知和領悟對象的

變化」[29]，「形器無疑要變化，也在變化，其變化

的呈現則為『象』」[30]。變易到盛大細微至極，以

至無法以固定抽象內容規固化，堪稱「神無方而易

無體」（《繫辭上》），神妙莫測並無固定的方位和

形體。「這種『無』，不是數學上化整為零的無，不

是常識中存在物消滅後的無，而是超常的具有無

限生機的『生於無』之『無』」。[31]無是對任何「有

形」「已形」有限邊界的超越，還是對「有方」「定

位」的禮制秩序的有限度承認。那個確切無疑的

「有」讓位給了有伸展或凝練空間的「無」，如此

至極的變易成就了象普遍性和層次。

「見乃謂之象」（《繫辭上》），象可見（可顯

現），彌散在生活場域，此種真實存在必成為感

官、認知、思考對象。《周易》的物象、天象、事象、

情象、心象，單個或整全都本於生活本真和宇宙真

實。某物突出特徵或某方面屬性在人心目中造成的

「印象」，這畢竟與確定邊界、體積的「形」不同，

「『形』是屬於實體的，但是我們無法直接把握到

這個客觀的『形』，必須通過『象』而在觀念中重

構造成新的『形』」[32]。心持續參與其間，象一面

朝向萬物之真實，一面又進入心。戴璉璋說象「既

比具體器物更具有概括性，但又不是概念、理

論。」[33]「我們只能在形而下之器那裡覺察到這道

的生生大用，……即用可以見體。」[34]

象無形、變易的性格被稱作「非實體性」[35]或

不可還原性，在這一點上，象與陰陽一致。陰陽是

萬象之中最高階、最具概括力的象，也是眾物向人

顯現的最穩定之「象」。《易傳》以陰陽及其對待、

相互作用來概解釋道的涵義：「一陰一陽之謂道」

「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

明之德。」易道變化的實質在於：陰陽（或剛柔）對

待雙方共存，相互作用，從而推動對待雙方組成的

共同體不斷流行、轉化、推進、更新，此過程即「合

德」。陰陽高度概括萬有對待性力量，「一陰一

陽」共居一系統才成其為道，陰陽不可被還原為

實體性的最小「單子」，獨陰獨陽無意義、不可想

像。衝破物形，但不否認和疏離萬物，而是了解

「陰陽合德」這一萬物共通的內在結構，就可以體

貼天地的實情，接通最神妙智慧。

（二）象類超形名

象居「有無之間」，有觸類旁通的整體性自

覺，這種整體性既不是無序混沌的，也不是僵化

冥頑的，而是有序、有類且流動的。《繫辭傳》說

易道「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能範圍涵蓋天地萬

物及其變化才有資格作為萬物的示範和標準，整

體性幾乎是「道」的身份認證，是一種「正在實

現」的「無」，此「無」突破固定形狀指向大全或無

限。追求整體根植於有限者突破「眼前」的嚮往
[36]，不僅是指向它物，還走出自我走向人與人之間

的倫理關係，確立人在關係中的責任，故象思維

的整體性內在包含倫理、政治秩序感。《文言傳》

闡釋乾卦九五爻辭「飛龍在天」說：「水流濕，火

就燥，雲從龍，風從虎[37]，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

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這是

借聖人眼光指代一種宇宙的秩序格局：從屬水類

的事物就會有流動性和濕潤的屬性，火類事物有

乾燥溫熱的屬性，雲氣之物類跟從在天的龍，風

類事物跟從地上百獸之王的虎，萬物都被人間至

聖之眼目胸襟觀照。萬物以類相聚合要基於認知

洞察「類萬物之情」（為「聖」所睹）。其前提是對

部分的清晰定位、觀測和對物類相聯的照察，換

言之「類」的界限雖不絕對但實存，它並不囿於一

種玄泯、神秘直覺。

萬類聯通機制為有形之外的「無」留存了空

間，也帶來了克服「名」之轄制的機會，畢竟名形

相耦[38]，名不失為內在心靈與外在名序世界最大

的「有」的桎梏。通讀《易傳》，少論「名」[39]而更

多談「類」[40]，這意味著僅僅區分綱目、劃分種屬

並非最終目的。而是在承認分類、名教禮制的合理

性的同時審慎意識到了名的邊界。《繫辭傳》認

為，體認陰陽關聯共存的整體性，就可以通達神

妙德性，因為乾坤兩卦的卦名具有正當性：「其稱

名也，雜而不越」，指稱的事物複雜多樣但不逾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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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範圍。「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

而中，其事肆而隱。」易的道理可以彰顯過往歷

史、察知未來，讓幽微的事物闡明開顯，且所選取

之物類範圍廣大，符合事物的萌芽隱微和顯著的

終端整個過程的形態，這在卦爻辭上有充分表現。

「斷辭」即卦爻辭，「開」即開釋，卦爻辭所細緻闡

釋的一卦一爻之意都與卦名（即卦的核心意義）相

匹配。孔穎達說：「辨天下之物，各以類正定言

之」[41]，以正當類別、名稱辨析事物特質，為其確

立範圍和位置。卦爻旨意深邃，語言多用類比譬喻

層次豐富而有華美之風，表達曲折多變而能與萬

物相合，其所指稱的事情顯明而道理隱微。分類是

對秩序的勘定，早期「類」有「善」之價值涵義，但

類又比「名」更活潑，它可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

之」，從個別事物引申出同類，物類可以感觸旁通，

找到共性、達成共識。象本乎淳而未裂的、合目的

的宇宙圖景，物類聯通轉換流動，共同獲得通往

無限神性的可能，也促使萬物在「象」架構中找到

與世界關聯的方式。

（三）極數定象：恆定統瞬逝

廣義的象還包括數字、數學模型。《左傳》僖

公十五年載「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

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這是傳世典籍首次象

數並舉。一方面將象、數分屬龜甲和蓍草兩種占

筮傳統而不混同；又認為象比數更原始、單純，萬

物要經過「滋」即複雜化才有數，可能因為數參入

了數學演算和理智因素，但《易傳》則以象為更高

階。「數」在《周易》經傳中一指卦爻位、數目、排

序原理、爻題、「數字卦」等；二是隱含在經傳中

的天文曆法思想，二者都反映出對宇宙萬物穩定

數理結構的追溯。學界已有討論更注重《周易》數

結構的流轉、變易和不確定性；但古代農耕社會

中根據天文天象確定曆法是有德位之君子的要務

之一，天文曆法學問最根本的衝動就是通過推算

尋求精確無誤，如革卦《象傳》說「君子以治曆明

時」。因此需要再對「大衍之數」穩定數理結構旨

趣加以說明。

首先，以象統數，將每一階段產生代表時間和

空間的數納入不同的象之下。49根蓍草「分而為二

以象兩，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

扐以象閏」（《繫辭上》），49根蓍草隨機分為兩
份，象徵天地二者；50根蓍草取出的一根，加上隨
機分成的兩份，三個部分象徵天地人三者；四次揲

蓍象徵四時推移前進，「易有四象，所以示也」，四

時、置閏也是天運之象。這是以蓍草排列、生成易

卦過程中先後出現的特殊數字及人們賦予的特殊

意義，來代表歷宇宙中的天地（最大空間）、四時

（時間的總稱）、曆法中的閏月等。這一過程「就

好比是天數和地數交替展開的過程」[42]，每一階

段的「象」，包括空間和時間兩大尺度，每階段都

以相對穩定的象「模型」為特質。

第二，彰往察來，尋求時間流行中過去未來極

致變化中的一貫之定向。「極數知來之謂占」「占

事知來」（《繫辭上》），數目演算發揮至極就可不

斷推演、構擬原本不可知的未來，拓展人類知性極

限，即所謂「知來」。「它把筮數給邏輯化了，從而，

由筮數的變化確定卦象並決定吉凶的過程，被理

解為透過了解過去事物變化的規律，來推斷未來

的過程。」[43]

第三，就四時之象而言，「變通莫大乎四時」

（《繫辭上》），其穩固信實的規律性恰恰是基於

其巨大的靈活變通。四時包含、通達各種具體時

境，時間運行是穩定結構與流動變易、永恆與瞬逝

的一體。易道所追求的人文時間，不只是充滿變

數、不可知、蒙昧幽冥的，更是被認知、被顯明、明

晰化且有方向性的。瞬息萬變並非盲流，其運行部

戲又內蘊著周流復歸，從不斷重申的「七日來復」

「復其見天地之心」（《彖傳》），就可見尋找時間

的定向、體證其確定性、希冀通達古今之一貫是易

道時論的重要面向。[44]

因此，《繫辭傳》作者雖不全然聚焦純數學，

而要將數置入人文世界[45]，但這不代表放棄追溯

時間的有序性。「太極兩儀四象八卦」的演化階梯

最後落腳「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四象（四

時）演生八卦後，確定吉凶，進入人的價值世界，

發展無窮事業。又說「參伍以變，錯綜其數[46]。通

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

（《繫辭上》）通達數的變化，就能形成日天下之

間可見可知的文理、規則；極盡、窮盡地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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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就能勘定天下的「象」，象最終被收歸在一

個包含人文價值與良好秩序的天下世界中。

二、天何言哉：象盡天意

象凝聚「天人之際」的意義：「天人之際乃是

天人的分際，此分際既是天與人之間的聯結線，

也是天與人之間的分界線，是天人之間既有連續

又有差異的具體表徵」。 [47]天道、天意經春秋孔

老、戰國諸子人文思潮理性化轉化後，天道已經很

少直接對人言說，但其神秘性、莊嚴性、超越性並

未被取消、被完全置入世俗世界之內，人文發達與

成熟，其與天道的緊張仍然存在，關聯性也仍然

保持。「天是恆、隱。它是恆常的絕對者。」[48]「天

意本身隱賾不顯，只能通過天象與卦象來表徵自

己。」[49]「作為天象之象，它是形而上的存在者。

當這個形而上的天象進入人們的經驗視野之後，

象便成了形而下者，即人們觀察到的、經驗到的現

象。」[50]像是終極天意的傳達方式，象的存在達成

了天人之間某種連續，又將天人間的「斷裂」溫和

地持存[51]。

（一）天事恆象

先秦文獻中屢見「天事」與象的恆定關聯：如

《國語‧晉語》「天事必象」。天的旨意、天要實現
的事，恆常透過「象」（主要指天文、天象）來向人

昭示，「天事恆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

有火災乎！（《左傳》昭公十七年）杜玉注：「天道

恆以象類告示人。」 [52]《說文解字》載「事」字：

「形聲。從史，之省聲。」史這一官職掌管文書記

錄，「天事」即天的事件、現象的記錄，敘事性包含

時間的連續性，且被記錄下過程與人的世界發生

關聯。「恆」字確立了天事與象之間恆定、充分

的，甚至有些排他性的對應關係，象成為強勢的、

語言之外天意另闢蹊徑的傳達方式。因此，象的神

聖性來源就是人世之上的天意，可是超越性、無限

性又必須展現在有限時空中：「天垂象，見吉凶，

聖人象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上》）天

象垂示、河圖洛書、四象，是那個終極根源的天向

人的核心昭示，是天向人的「一階」延伸，使「理

解」、產生意義（make sense）成為可能。通過了解
可見之象，體貼、效法天的精神，如《彖傳》解釋

剝卦說：「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處於陽氣剝

落殆盡之時，雖貌似窮困至極，但唯一上九陽爻一

息尚存，不至滅亡，君子就此能體貼到陰陽永久的

此消彼長、盈滿空虛的交替互動，而這就是天道

的內容。天的運行恰恰通過陰陽剛柔（之爻象）的

交互對比中呈現給人的。而在剝這一特殊時機、特

定處境中，昭示普遍法則。

（二）像：模擬無限

「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繫辭上》）

易道核心之象的內涵就是像：象徵、摹擬，《說

文》載「像，似也」[53]，即模擬、仿效、貼近所要效

法、探究的對象，朝著與之完全吻合、一致、合一

的目的推進。「象既是對天下萬物的概括，就不是

天下萬物本身。像是在『通』『類』『擬』『象』的

基礎上，提煉出來的。也就是說，象並不直接概括

萬物的形象，它是摹仿萬物的性質。譬如『神明之

德』，譬如『萬物之情』。」[54]「像」的確立，對人合

天道而言，是一種巨大的肯定，又是一種根本的否

定，既是無限接近、無限延伸，就意味著永遠不能

等同於象徵對象本身。天人可會通絕不等於二者

均質等同，人向著天翻轉自身，總是有一個大致的

方向性。「模擬」的前提是主客分立，它包含認知

過程的對象化和進德中的他律，是有限者仰朝無

限者消融對象為內在、轉他律為自律的途徑。

狹義天象不包含地形地理，而主要指天上的

星象天文，天文地形的區分也正好展現了「象」的

模擬過程不是隨意渾淪的，有內在特殊的法則。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繫辭上》）

天文與時間的變遷的規律相關；而地形地理，與空

間定位有關。一切顯著的、細微的變化就在其中展

現，與天相比，大地與人更為且近、清晰、具體；而

天則顯得比較遙遠、神秘、難以透徹。天地（乾坤）

二元共同完成了生化宇宙萬物的過程，而有不同分

工：「成象之謂乾，效法之為坤。」（《繫辭上》）純

陽無陰的乾卦象徵天，因此乾卦的意義或最大功

用就在於形成「天象」；地居其次，坤卦的意義就

在於順承和效法天道，畜養萬物。伏羲仰觀天文、

星象，俯瞰大地走勢，觀察飛禽走獸的身上文理及

物種的生存條件，再從自身實踐中汲取經驗，從外

在萬物吸取智慧養分，於是創制八卦系統，以求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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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具備神妙智慧的能力。經由認知琢磨推敲消化

無處不在的象，天人隱秘的隔膜被一點點戳破，天

的深意變得可見、可知，變得與每個生命發生切近

實在的關聯。

（三）言外之象：文明與自然的中道

《易傳》「言象意」之辨是一場對語言邊界的

深切反思，但其反思的結果並不同於老莊走向對

「名言」的懷疑乃至部分的否定，視經典為「聖人

之陳跡」，而是接續孔子「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

物生焉」（《論語·季氏》）的大問，以「象」統領「四
時之行」「百物生」，使得象成為「中間道路」，與

真理的意義世界、人工的語言世界（包括書面文字

與口頭語言）分庭抗禮，且形成一個不等邊三角

形：「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

見乎。」「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以

盡其言。」（《繫辭上》）

為了讓真理的意義充分向人呈現、讓人充分

領會真理，在書、言（以口頭或書面記錄的卦辭、

爻辭、卦名等傳達蔔筮之意的語言文字）之外，聖

人獨闢蹊徑地以象作為意義的傳達通道，具體還

包含卦爻符號來極盡一切可能展示萬物的真實情

況。跟語言文字相對照，象的優越性首先在於象最

能體現變易的要旨，因而朦朧開放：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

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

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

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

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繫辭上》）

象容納了萬物複雜多樣的整全性、相互會通、

自洽自適的個性和瞬息萬變：「語言所指向的意義

是固定而且有限的，它不如動態之象能直觀地表

現變動不居的道」。[55]如《繫辭傳》認為64卦每一
爻的言辭都是「效天下之動者也」，與卦辭明確裁

斷吉凶不同，爻象反而是要彰顯世界萬物的複雜

相關、變動不紊。言、象綜合擬議，才能完整地涵

蓋宇宙大化的訊息。

象的出場還打破了語言文字對人類精神溝通

的壟斷，開闢了與人文世界平行的、萬有自存自動

的空間，且在價值序列上不遜色於文字語言這些

人引以為傲的創造物。因此象與身俱來履行著制

衡文化陷入冥頑不化、經典走向盲目崇拜、人類文

明墮入作繭自縛的職責。象保存了人返璞歸真的可

能。總之，象一是開啟了自然之本真、藝術之空靈，

二是能跨越語言名相障礙，脫開冗餘文字繫縛，凝

練核心意旨，彙聚文化對話焦點、搭建溝通橋樑。

三、觀象之三易

（一）天人系統的「三易」之義

《周易》是「會天道人道」「推天道以明人事」

之書，象攜帶超越之天的吉凶訊息向人敞開，又帶

著人心訊息向著宇宙整體或事物本然展開。但象

並非自存、自動，天人的深切相聯有賴於人自身自

心的覺醒，此即「觀象」。戴璉章說：「所謂觀，是

心智的作用。不同的心智，表現不同的觀，觀之所

得也隨之而異。認知心的觀，可以形成知識；藝術

心的觀，可以形成美感；宗教心的觀，則可以見神

跡。……製作卦爻的聖人在萬物及人事那裡所觀

的焦點是『天下之賾』與『天下之動』，即萬事萬

物的複雜性與變動性。……天地間事物雖然複

雜，總不外對偶性因素的相互配合；事物的變動對

染多彩多姿，但察其所以，也不外乎對偶然性因素

的相互感應。……這已不屬於經驗知識，也不屬於

藝術、宗教；它具有宇宙論、本體論的色彩，是儒

家道德哲學中所謂『下學而上達』所獲致的、屬於

道德形而上學的一些觀念及其相關的詞語。」[56]觀

象不僅包含感覺經驗，藝術感悟，還滲透理性思

維、宗教心領會、道德心確證與覺。

觀象不僅有「變易」的複雜性和變動性，更有

對「易簡」的回歸（復歸不是還原）、對「不易」的

堅守。面對萬象，人將所見、所聽、所感、所思、自

我存在經驗、實踐與象的世界不斷深入碰撞，拓

展人的極限。這種亙古以恆的努力是基於一種相

信天人一貫、相信人可上達通曉天意的信念。雖然

「易有三義」在漢代才有經學家提出，但《國語‧周
語上》所載西周晚期幽王二年伯陽父論「三川皆

震」，已能體現天人一體中的三易精神之義：

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

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

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

必塞；源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無所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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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

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

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

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

天地秩序以陰陽二者的整體狀態來判定，天

地正常秩序中，陰陽皆出於動態中，只有一個大致

的位置分布（陽氣上行而陰氣下行），但並非靜止

不動。所謂失序，是陰陽二者皆被壓迫，失去動態

活性，導致山河源頭被阻塞，才引發紊亂和災難。

因此，除了整體兼照陰陽，還要把二者相互作用、

時間與空間變遷納入考察範圍。將複雜的地震現

象簡化為陰陽之氣運行狀態、將治國理政得失歸

為陰陽失序（天）和周德敗壞（人），是「易簡」的

運用；失序肯定了不移「不易」之序的價值；「出」、

「烝」表明了「變易」。

（二）不易：觀象進德的緻密操持

從個體而言，觀象以戒慎修德，並非《易傳》

始創，《論語》記載孔子「迅雷風烈必變」（《論語‧
鄉黨》），就是儒者內心與天象敏銳交接的莊嚴寫

照。莊嚴感來自時時提持的道德使命感，內省自

戒。道德之觀，樹立了價值與修持的「不易」，是將

心中體認到的恆常價值深植於天象所表徵的天意

中，建立了道德價值穩固的宇宙根基，使不蕩入虛

無，使主體道德踐履「全身心滲透著一種深沉的

宇宙意識」[57]。因此，象的彌漫性並非散漫，「當

下即是」的修持並不減弱道德努力，反而相反，是

將緻密的終極源頭灌注到平常，實際上更需要深

度功夫，才能實現孔子所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

如承大祭」。如震卦《彖傳》：「震來虩虩，恐致福

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

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象傳》

「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上六《象傳》「震

索索，中未得也。雖凶無咎，畏鄰戒也。」《繫辭

傳》「二多譽，四多懼。」凡此皆反復申明由雷震之

劇烈驚悚的自然現象觸發的內省修德、戒慎恐懼

精神，戒懼敬畏中有對不可全知的道德源泉的恐

懼和他律約束力，內省則是自律和人格自立。

從整體社會而言，觀照卦爻中的「定位」之

象，便是作為「類存在」的人召喚對禮樂世界穩定

秩序[58]。《繫辭傳》開篇坦言：「天尊地卑，乾坤定

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

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天居上地居下的

自然地勢差異，成為倫理世界「常道」的象徵，名

分之尊卑被確立，宇宙萬物也在天地之間找到自

身排序、位分。又「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月高

懸，其顯著特徵是物理亮度無物可比，因此象徵

光明，而光明又包含理性、開蒙、聰明聖智等觀念

意義。「象」與價值觀念之網疊加，編織了一個廣

大意義系統。意義是對宇宙實然的裁斷，「彖者，

材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宏觀宇宙充

滿不確定性，才必然產生對吉凶確定性或其背後

根源的追問。追問是為了抉擇、參與，使原來隱微

的吉凶趨勢變顯著，造成利弊後果，進一步在內

心留下遺恨、過失。象不僅是天意的開顯，也是人

面向天和世界的自我開放[59]，是自上而下、自下而

上的雙向道路。

人洞察自我有限性，覺知天和外在世界無限，

不僅是消極限定，也促成積極的道德意識。例如

「敬」的德目——敬總是朝向一個比自己更巨大、
或者超出自我掌控的對象。《文言傳》說「君子敬

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內心樹立

敬德意識與外在的道德剛毅的道德規範相配，能

使人格挺立，生命獲得一種莊嚴深穆氣象，孤獨

感在此開闊的道德生命中得以開解消融。《小象

傳》亦屢言敬，如需卦九三爻《象傳》：「需於泥，

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要檢審警惕

自身原因招致禍患才能立乎不敗；上六爻辭及《象

傳》：「上六：入於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

吉。」「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

也。」敬之終吉，於偶然境遇之上毫無懈怠地確立

了一恆定原則：心中存有敬畏，則自始至終會吉

祥。還有從反面言之如訟卦上九爻《象傳》「以訟

受服，亦不足敬也」，因為處理訟獄事務得當而得

賞賜是不足為敬的，反應儒家重德禮輕刑法的政

治觀念。離卦初九爻辭「履錯然，敬之無咎」，《象

傳》說「履錯之敬，以辟咎也」，則更反復勸誡提

持敬德的免除禍患之利益。

正因內心先在的道德理性自覺與象交接想

感，象的普遍和深邃不斷被強化。如《彖傳》在解

釋剝卦時說：「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



經
典
詮
釋

吳
寶
麟
：
天
人
之
際

４１

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這是說剝落的意

思就是陰柔的力量（爻畫）改變了陽剛的力量（爻

畫），這是對應著剝卦初爻至五爻皆為陰爻，僅

存上爻唯一的陽爻而言的。處於剝落之時，象徵

小人勢力滋長而君子正道衰微。君子觀察剝卦的

卦象——陰陽消長的勢力對比，不僅僅得到純粹
客觀知識性的了解，而是蘊含著價值判斷——這
裡隱含著以陽代表君子之道的尚陽的文化觀念。

認識到客觀處境後，還要用以指導道德生活實

踐——「順而止之」。剝卦艮上象徵著止，地下象
徵順承，順而止之就是既要順從時局，不強硬對

抗，又要保存自身，不放棄主觀努力，在條件允許

時最終扭轉局面，再度張揚君子之道。在「剝」的

客觀境遇中，觀象不僅需要靜定不亂的澄澈心境

進行知性觀察，還需專一誠摯的道德心，以靜定之

心觀復蘇之動象，再進而轉化為實踐之原則。

（三）精純易簡

觀象是以「設卦」及確立卦型為前提的。「八

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繫辭下》），通過觀察分析思考陰陽爻交雜排

列的三位八卦系統及其代表的八種物象、六位

六十四卦系統、和卦爻辭揭示的物象實情得知吉

凶判斷。「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

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上》），八

卦排列組合最多得到六十四種可能，加之每一爻
[60]，極大拓展了原本的八類物象外延，這是「繁

化」[61]、演進。然而不論如何繁複，都可以將變化

原因推本於陰陽爻的相互推動，對「剛柔雜居」的

爻象基本情狀的覺察本身就是一個思維的簡化。

繁化和簡化，分別是卦象的動態衍生、增益和觀象

活動中的思維抽象與還原。

凝練簡化不等於還原到某種靜態本質。「陰

陽爻是被還原到近乎空白的至簡的意象符號，但

是這種不立文字的簡易卻不意味著貶義的貧乏，

反而恰恰避免了思維抽象對變易本身的僵化，能

夠顯示出在根基處維持世界生生運作的相摩相

蕩，並引導人們擺脫一切現成的思維方式和非本

真的附加之物的束縛，進入這種虛靈空蕩的純發

生境域。」[62]。易簡有時與純粹無雜相關，如《說

卦傳》「乾坤父母」思想，以純粹無雜質、內部高度

一致的乾坤二者為世界的基礎（父母），而駁雜的

事物（六子）則不足媲美之。需要說明的是，乾坤

二者的內部一致恰好沒有導致絕對同質的「一」，

而是兩個精純且對反的「一」之間「合德」。《文言

傳》在解釋乾卦卦辭「元亨利貞」時說：《乾》

「『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

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

也。」「元」代表萬物初始，而能亨通舒展。乾有生

發萬物，故其乃本原性存在；以美好性質利益天下

又不自我張揚，可謂真正的偉大，此乃「利貞」。其

剛強、健動、有道德承擔、利他、堅守正道、持重，

具備純淨、精純的品性。以性質精純者作為萬物的

本原和是繁複駁雜的基質，跟稷下道家的「精氣

說」有關，而其六條陽爻、陰爻，則是這一純粹本

體的衍生發揮，而能與萬物的實情相貫通，發揮功

效。

回歸易簡也建立了道德主體的創造性。例如

乾坤，「法象莫大乎天地」（《繫辭上》），天地乃有

形中至偉，天是最偉大的象，地順承天，是最偉大

的效法者。精純的乾坤因此深刻、悠遠、有力、涵

容廣大，擅長將萬物的複雜多樣狀態進行簡化、

抽象：「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

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繫

辭上》）乾坤至為易簡，平易切近而不玄遠縹緲，

與萬物親近不疏，最大限度爭取被人解讀、領會，

充分考慮了「接受者視角」。《繫辭傳》認為每一

卦象、爻象，所效法的正是這種易簡切近的精神，

這是孔子「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論語‧雍
也》）的延續。乾卦是「天下之至健」，極為健動不

息，坤卦是「天下之至順」，最為順和，二者德行能

夠「恆易以知險」、「恆簡以知阻」（《繫辭下》），

恆常保持簡易平實，反而更能夠洞察道艱難險阻。

即以平常鎮定心境應對複雜與險惡，這也為儒者

恆定不變的道德品格的持守提供了堅實的形上依

據。

（四）觀法與創造

如引言中張岱年先生所指出的，「仰則觀象於

天，俯則觀法於地」（《繫辭下》），象有法則之義，

為創造提供了精神指引和樞紐：創造並不總是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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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無限度的繁複增益，也是簡明化、抽象化。聖

人目睹天下萬事萬物的豐富與複雜，才使用卦象

「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繫辭

上》），模擬萬物的形狀、容貌，確定每個事物具體

適宜的標準。從萬物本身無限的存在到符號性的

象，簡化而便推廣，「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可成為

普遍之法則、標準[63]。這種簡易切近精能夠催生

創造力，也使得事務變得可操作。

觀象制器是「聖人之道」的內容之一，《繫辭

傳》記載包犧氏觀離卦而發明網罟、聖人取夬卦

之靈感發明文字典籍等宏大敘事，都是效法卦象

從而變通衍生新器、以卦象作為認識中介[64]，進行

製造。《繫辭傳》肯定創新和進步，依據在於制器

乃為天下大公，「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

物資完備，確立形器，利益民生，而非機巧偏私。
[65]觀象制器活動中，像是方法論和標準，「象事知

器」，對易卦的象徵、法則作用的剖析，能使人明白

器物的原理，簡而言之即樸素的象之中能給人萬

物規律的啟發。「制而用之，謂之法」，制定一套可

操作的方法、規範，並進而加以利用，進一步，「利

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這種利用不僅限於王

官或精英，而是要拓展到更廣大社會中，追求「百

姓與能」，經過大眾普遍參與、接受、使用、檢驗，

才稱得上是神妙。觀象制器以致用，涵蓋了分析簡

化、綜合領悟、實踐製造、社會功效全過程。

結語：道與路

與象介乎有無之間存在，會通天人的性質相

應，觀象是動態、靜態交織的存在體驗，包含感官

經驗和靜觀審查、動態綜觀、整體全觀、形上玄

觀、抽象分析與簡化等多方面思維和心識活動以

及道德實踐。「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

觀其變，而玩其占」（《繫辭上》），君子靜居時審

觀靜態卦象，有所行動時則要審查卦象的變動，

玩味占筮一步步展開和推導的過程。「吉凶者，失

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

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

也」（《繫辭上》）吉凶是利弊得失的訊號，悔吝是

應對吉凶處境而生出的心象與意象，卦爻的變化

是人生一世出處進退之跡象，陰陽剛柔則寓示著

晝夜永恆交替。象彌散地遍存於人的生存境遇與

在世「路途」中，它不絕對內在化於心，也並不等

同於高度抽象無形無言的「道」；它不先天地排

除「名言」而是與之並行，它容納更多經驗性和具

象、情感、心理體驗的存有。路是一個敞開的活動

場域，但其方向性又是至關重要的，路上的人並不

宣稱自己已經到達終點——其精瘁之努力也許就
在於：保留知性意義上天道知識的極限；堅定確切

地築造道德理性；但人不至於成為象的奴隸，因為

象有在心中熔化醞釀創造，不過「藝術之象」就要

交給另一篇文章專予討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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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參氏著：《周易》的「象思維」及其

現代意義，載《周易研究》，1998(1)，第6頁。
[37]此思想與天文有關。
[38]鄭開：《道家政治哲學發微》（北京：北京大

學出版社，2019年），第76-77頁。
[39]《繫辭下》「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和「善

不積，不足以成名」兩處，皆指君子之名譽。
[40]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

名生為信，以德名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

為假，取於父為類。（《左傳》桓公六年）
[41][魏]王弼注，[唐]孔穎達疏，盧光明、李申整
理，呂紹剛審定：《周易正義》（十三經注

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
367頁。

[42]王博：《易傳通論》（台北：台北大展出版社

有限公司，2004年），第154頁。
[43]同上，第150頁。
[44]沈順福認為：「便是自然目的性，即天地不僅

具有生命，而且有自己的章法和必然規則，這

種章法或規則指定了世界存在的秩序性、方向

性和目的。它如同生靈一般有自己的思想或意

志。這便是天地之志。」，參氏著：〈天、

象、辭與《易傳》哲學基本問題〉，載《周易

研究》，2012(2)，第56頁。
[45]學人有強調象數思想感性、經驗性、注重流變

的特點，如劉穎：認為「在展現時間所具有的

靜態的秩序性與動態性的生成性的同時，強調

時間動的一面，因此讓時間不流於抽象化和物

理化，而是呈現出一種具有生動的原發狀

態」，參氏著：論《周易》時間觀念的審美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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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載《天水師範學院學報》，2021(9)，第1
頁。

[46]何澤恆：《易傳》「參伍錯綜」義解商兌，中

國經學第十二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

社，2014年），第52頁。
[47]趙法生：《儒家超越思想的起源》（北京：中

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第14頁。
[48]沈順福：〈天、象、辭與《易傳》哲學基本問

題〉，載《周易研究》，2012(2)，第54頁。
[49]同上，第55頁。
[50]同注[48]，第52-53頁。
[51]如順時觀念：「尊天意味著順天」，見沈順

福：〈天、象、辭與《易傳》哲學基本問

題〉，《周易研究》，2012(2)，第55頁；「萬
物演進的自然時間之流，是卦象系統變化的根

據和準繩」，見劉長林：〈《周易》與中國象

科學〉，載《周易研究》，2003(1)，第49頁。
[52]《國語·周語上》也有：「夫天事恆象，任重享
大者必速及，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

[53]段注：「然韓非之前只有象字，無像字。韓非

以後小篆即作像。許斷不以象釋似，復以象釋

像矣。《繫辭》曰，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

者，像此者也。又曰，象也者，像也。……蓋

象為古文，聖人以像釋之。雖他本像亦作象。

然鄭康成、王輔本非不可信也。凡形像、圖

像、想像字皆當從人，而學者多作象，象行而

像廢矣。
[54]同注[42]，第156頁。
[55]合林、張紹時：〈論《周易》之「象」〉，載

《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5(2)，第37頁。
[56]同注[33]，第152-156頁。
[57]余敦康：《易學今昔》（北京：中國書籍出版

社，2015年），第48頁。
[58]黃宗羲「爻位」為「定位」。
[59]黃裕生說：「真正的自由恰恰就在於推因果的

必然性，突破外在的決定。」參氏著：《權利

的形而上學》（北京：商務印書館， 2 0 1 9
年），第18頁。

[60]三位卦是否記爻需要另外討論。
[61]關於象思維的「複雜性」特徵，可參考黃意

明：〈《易傳》象徵思維與審美意象論〉，載

《文化中國》，2020(2)，第49頁。
[62]張曉華、王貽社：〈陰陽變易與境域生成——
從區別特徵看《周易》象數〉，載《周易研

究》，2003(5)，第20頁。
[63]標準的變易性，還強調流動性，與墨子立不變

固定之「法儀」思想取向十分不同。
[64]黃意明認為：「人們認識本質必須通過形象或

類型進入，人無法離開現象直接把握本質。」

參氏著：黃意明：〈《易傳》象徵思維與審美

意象論〉，載《文化中國》，2020(2)，第48
頁。王樹人、喻柏林認為：「『象思維』最重

要的優越性，恰恰在於它最富於啟動聯想，從

而最能促成發明與創造」，參氏著：〈《周

易》的「象思維」及其現代意義》〉，載《周

易研究》，1998(1)，第7頁。
[65]如莊子對「機心」的批評。

In Between Heaven and Man-on the 
Imagery Existence and Thinking in Yi Zhuan

Wu Bao-lin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Image-Symbol (Xiang) in Yi Zhu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ven 
and man: heaven and man are separated and related. 
Image-Symbol paves an interactive path between 
infinite heaven’s descent and finite man’s ascent. The 
Image-Symbol exists between being and none-being. 
Being refers to visible, perceptible, knowable and 
thinkable, including a stable mathematical structure 
and overall order. None-being refers to formless, 
insubstantial, becoming. Due to Image-Symbol’s 
linking role between being and none-being, time and 
space being orderly, all things having classes, rituals 
having fixed rules, but they still can dwell in the unity of 
eternity and changes as “Yin and Yang mutually moving 
in a whole”. Image-Symbol inherits the sacredness of 
heaven, and pervades the living situation of human 
beings. It becomes the medium of speech and meaning, 
maintaining the balance between civilization and nature. 
Man’s life journey along Image-Symbol can make a 
cross-shape stretch: deep and continual communication 
with Heaven, expanding his limitation as to understand 
the universe as a whole. Thus, on the intellectual level, 
man’s learning through Imagery and Symbolic thinking 
is the access to Heaven; on the moral level, man’s firm, 
pure and strong moral will and practice can have real 
interactions with Image-Symbol so as to manifest or 
prove the infinite Heaven within one’s life. Furthermore, 
man is able to innovate. This is the basis of human’s 
“limited freedom” under-with Heaven.

Key Words: Heaven and Man, Image-Symbol, 
Being and None-being, Imagery /Symbolic Observation, 
Threefold meaning of 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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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與孔子之言天道之見於『四時行百物生』之

旨。」[1]明末清初，實學思潮時代，陸世儀最為膺服

朱子之學，此文所論陸世

儀之天道論，即是儒家宇

宙論，接續北宋以降理學

之宇宙生成論模式。

陸世儀繼承了朱熹

「太極」宇宙論之框架，

並對統體太極、物物太極

做出更深層之解讀。本文

首論《太極圖》之淵源、太

極為儒門正傳，以確定儒

家理學以「太極」為中心

之宇宙論；次論，在太極

之理本論為核心下之理氣

關係，探討太極之理與陰

陽之氣之互動性；後論，

「理一分殊」之要旨，其旨

趣在於一窺太極與萬物

之交互，呈現儒家天道與

性命相貫通、與萬物相貫

通之意義。

一、論太極為儒門正傳

陸世儀從《太極圖》入手，首先為其正本清

源。他說：「周子《太極圖》全從《繫辭》出，不曾

造作一毫。不知者，誣之謗之，或謂得之陳摶、種

放、穆修，或謂師事鶴林寺僧壽涯。此二氏無稽之

言，謬欲引為已重，如謂孔子為釋迦弟子也。至朱

子序《通書》，亦謂莫知師傳之所自。夫《繫辭》即

儒家天道觀
——以陸世儀「太極理氣觀」為中心

■ 趙化雨

蘇州大學哲學系

追尋天地萬物之來源性問題，為歷代哲學家

所重視。人與萬物在生生不息之大化流行之中，經

歷春夏秋冬、生住異滅、

成住壞空，故而激發先哲

對本原性問題孜孜不倦

之探究。追溯太極原始

之觀念，帶有一具體之物

或人格神之觀念，將北極

視為「北辰」或「太一之

神」；而老子在中國哲學

傳統中，首先將宇宙論進

行哲學化討論，以「道」

來作為宇宙之本體，統一

宇宙萬物之普遍性法則，

一切事物皆憑藉「道」

之規律生生不已、周流不

息，但此「道」之運行方

式和活動規則，則是對萬

物無干涉、無控制，任萬

物自由自在按照自身本性

發展演變，而見其周流運

行、生生不息。

自周濂溪著作《太極

圖說》、開闢儒家理學之新天地以來，儒學逐漸確

定了以「太極」為中心的宇宙論框架模式。唐君毅

先生指出「中國哲學家中，最重生生之道之理，而

視之為萬物之一原所在，而祥發其蘊者，則為宋儒

之朱子。朱子之所論，既近承周張二程之言生生之

理生生之道，遠本於易傳之言生生之易，與中庸之

言天之生物之道，而亦遙契孟子之言『生則惡可

摘  要：陸世儀是朱子學的復興者，儒家道統的

推動者、宣導者。他繼承發展了朱熹「太極」「理

氣」之理念，反對將儒學禪學化、虛無化之思

想。陸氏首先為《太極圖》來源辨析，認為周敦頤

之太極圖源自《易》；其次陸世儀服膺於朱子的

理氣四句教，爬梳了理先氣後、理氣不離、氣同理

異、理同氣異之思想，辨析了羅整庵、陳白沙等部

分不合於儒家核心精神的觀念。再者，陸世儀重

視闡揚統體太極與物物太極之互動性，論證了太

極之形而上先在性和邏輯先在性；最後，因陸世

儀對理一分殊之思想體悟較深，故亦濃墨重彩地

闡揚理一分殊之要旨，並按照理一分殊的模式來

分解太極理氣，指出理氣是「一而二，二而一」之

關係。他從實學精神之角度，提出在「分殊」中體

會「理一」之重要性。

關鍵詞：陸世儀；太極；理氣；理一分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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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傳也，何必舍是而更問哉？」[2]陸世儀認為，周敦

頤之《太極圖》，是從《周易·繫辭》中獲得智慧靈
感，純是儒家思想一脈相承，若被說成源自佛老，

則是無稽之談。陸氏當是繼承了朱熹的觀點。朱子

認為《太極圖》是周敦頤學術思想的總綱領，應當

為周子所獨造，非由陳摶、種放、穆修傳承而來。[3]

之所以有以上立論，陸氏認為原因有二。一方

面，大眾對於周易思想和周敦頤太極思想體會不

足。「《太極圖》甚平易，人都看得鶻突，其實極易

曉。中間一圈，即《易經》上太極一○。旁邊兩抱，

即《易經》上兩儀二畫。但伏羲在太極上面直畫兩

畫，濓溪先生便把伏羲二畫彎轉抱在太極兩傍，

是恐人把太極、兩儀看作二物。故創作此圖，以明

『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之旨耳。」[4]《太

極圖》前無人作，後亦無人作得出，太極之思想是

對周易之天道思想之繼承，不可因為周子提到了

「無極」，就誤認為此《太極圖》源自道家。故陸世

儀表達了對前賢陸象山之不滿：「凡讀人製作，須

是徹首徹尾看他意思所在，然後方可立論。如周子

《太極圖說》，若不看他通篇，則以首句為二氏，

亦不為過。今其書具在，學者試徹首徹尾讀之，有

一語涉二氏、一字涉二氏否？象山以客氣待人，遇

前人製作，不論全篇，只摘一二字詆排呵叱，此豈

聖賢平心之論？」[5]由此而知，陸世儀指責象山的

主要理由，在於象山質疑《太極圖》的來源。而朱

熹和陸象山之無極太極之辯的主要問題，正是《太

極圖》的淵源問題，象山兄弟受到朱震之說的影

響，否認了《太極圖》為周敦頤所作。[6]陸世儀正

本清源，從義理連貫性角度論證《太極圖》為周子

獨造。

就太極一詞而言，《易傳》和《莊子·大宗師》
中，皆有提及，自無異議。然無極一詞，象山頗有

反感。象山認為「無極」來源於老子。[7]在「無極」

一詞概念上，朱子雖與象山針鋒相對，但朱子更重

視將「無極而太極」之解析，注入自家的理學思

想，將其納入宏大理學體系中，建構儒家宇宙本體

論心性論，而言先儒所未言，並與先儒聖賢一脈相

承。由此推想，朱子之會通無極之思想入理學架構

之行為，早可溯源於周敦頤。唐君毅先生盛讚周敦

頤之「無極而太極」思想具有一劃時代意義，在於

周子將太極與無極概念分開又相合而言；這種看

待宇宙萬物根原的新觀點、新態度，兼論無、有、

有無相通之意義，不同於漢儒重氣並以氣為萬物

之本根之思想，亦不同於魏晉名家以無視為萬物

之本源，將太極視為空靈之狀態。[8]

雖然無極思想源自道家，但太極一詞最早出自

《周易》無疑。核心處在於，《太極圖說》通篇所

闡揚之義理思想，乃是儒家宇宙本體論與心性論

合一之思想，正如陸世儀所說，「一篇《太極圖說》

只說得天命之謂性三句」[9]。此三句源自《中庸》，

開篇即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

教。」朱子的解讀為：

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

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

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

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

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

修，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

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

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之所以

為人，道之所以為道，聖人之所以為教，原其所自，無一

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

自不能已矣。故子思於此乎發明之，讀者所宜深體而默

識也。[10]

另一方面，陸世儀認為，大眾對於《太極圖》

的質疑，還可能與此圖的位置有關。他在整全梳解

《通書》《太極圖說》義理，以及理解朱子太極思

想之基礎上，提出了獨特見解：「朱子謂周子《太

極圖》當在《通書》之首。先生既手授二程，本因附

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為卒章，不復厘

正。愚謂周子《通書》本名《易通》。山陽度氏載，

傅伯成未第時，嘗得周子所寄《姤說》《同人說》，

今其書獨有乾、損、益、家人、暌、復、無妄、蒙、艮

等說，而無所謂《姤說》《同人說》。則知《易通》

之為書，六十四卦皆有說，特散逸不全耳。其間議

論次第，當悉依《周易》，非自立體格，別為一書

也。《太極圖》之在後，實以《繫辭》在六十四卦後

故耳。朱子取以貫《通書》，於義無不可，然《太極

圖》所以為通書之卒章，則實因此，故特記之。」[11]

《太極圖》位於《通書》之後，原因是遵循《繫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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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六十四卦之後的邏輯順序。

太極之思想，源自孔子注《易》。陸世儀特別

重視儒家道統思想的純粹性，同時重視義理思想

之內在一貫傳承性。陸氏道：「文、周繫辭，辭而

已，亦未有所謂太極也。至孔子贊《易》，而曰『易

有太極』，始發出一太極之名，此是為萬世特開生

面，學者須是要認得太極，別人說不濟事，須是自

己真正認得也。」[12]孔子提出「太極」二字，有開創

之功，但並未展開說，學者體會此圓潤渾厚之義理

思想尚有難度。陸氏認為，「『太極』二字自周、朱

發明之後，後人更不疑惑。若自宋以前，則《老子》

道生一而後生二，《莊子》道在太極之前，《列子》

有物渾成，先天地生，《漢志》『函三為一』，其說

紛紛，是否莫辨，以此知周、朱發明『太極』之功，

真在萬世。」 [13]宋代以降，周濂溪、朱熹發明「太

極」內在義理架構，一方面形成了完整的宇宙本體

論體系，另一方面開創了天道性命相貫通之理路，

消除了對太極思想之眾多議論，並與佛、老形成三

足對立之勢。故而陸世儀認為周、朱之太極思想

與孔子思想一以貫之，居功甚偉。

二、析理氣之四層關係

對於理氣論之框架，陸世儀尤其服膺朱子論

理氣之四句教，陸氏說：

朱子論理氣之言，最精當者，有曰「必先有是理，

然後有是氣」，「既有是氣，即有是理」，又曰「論萬物之

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論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似而

理絕不同」，此四言皆論理氣之的。學者宜將四言參伍

錯綜、尋求玩味，使其貫串通徹於胸中，全無一毫疑

惑，則天地萬物性命之理，了然若揭矣。[14]

陸子繼承了朱子理氣不離不雜之思想，認為

理氣是「一而二，二而一」之關係。其終極目的，是

想借助宇宙理氣觀之框架凸顯超道德之價值本

體，賦予心性價值本體以規律性、必然性。宇宙理

氣論與性命價值論是一體兩面，建構理氣論都是

為後面大量篇幅講工夫論、心性論做鋪墊。

（一）、理先氣後

當陸世儀建立完整的宇宙太極論框架之後，

便開始對理氣爬梳辯析。一方面陸氏認同魏莊渠、

胡敬齋所講的理氣思想，另一方面展開對張載、羅

整庵、陳白沙等理氣太極理念之批判。

胡敬齋「氣乃理之所為」，及「所以為是太和者

道」，與「有理而後有氣」三語，皆無可疑。[15]

理先於氣一語，明儒中惟昆山魏莊渠見到，餘則

多有未曾論及者。或有論及而終於格格者。[16]

結合以上兩條可知，陸世儀與胡氏、魏氏二

者在理先氣後、理主氣從、理生氣、理氣不離不雜

等方面旨趣相同，皆是對朱子之理的繼承和完善。

既承認太極之理、生生之理形而上之超越性存在，

又認可理氣關係緊密、不相分離。這也再次證實，

陸世儀除了把統體之理和物物之理納入「一而二，

二而一」思維模式進行分析外，亦將理氣放入同等

架構中進行闡揚，無疑對於把握宇宙本體論更進

了一步，同時對於性命心性論之理解更近一層。

（二）、理氣不離

陸世儀對羅整庵的追責，主要如下：

理只是氣的源頭。整庵不識伊川「所以」二字之

妙，便終身疑惑到底。整庵最愛程伯子「原來只此是

道」一語。予謂即此便可見理氣是二物，蓋只此是道，

所謂即氣是理也。妙在「原來」二字，煞有深意，未嘗言

此便是道。假如有一器於此，指謂人曰「此中有道」，

便說得去，若謂「此就是道」，便說不去矣。整庵認真

「道即器、器即道」之說，以為其中更不容著一語，未

免反生鶻突。[17]

整庵云：「氣之聚，便是聚之理；氣之散，便是散

之理。惟其有聚、有散，是乃所謂理也。」是即就聚散

上觀理，而不知所以為聚散者理也。宜其於程朱之言，

多所未合矣。看來整庵只未會理先於氣之旨，便有許多

不合處。予庚辰春初偶見到此，後來觸處俱無疑礙。

[18]

羅整庵所云之意，是僅從氣聚和氣散角度上

看理，而形而上生生之理之創生作用不顯著，反而

是氣之創生發育作用佔據主導。這容易滑向氣一

本論，而理成為了附屬。陸氏批評整庵，不知其所

以然之理，應是批評其不知生生之理貫徹其中。

陸世儀認為，應當是先有聚散之理，才有氣聚與散

之運行。此批評不無道理。羅整庵在《困知記》中

云：

自夫子贊《易》，始以窮理為言。理果何物也哉？

蓋通天地，亙古今，無非一氣而已。氣本一也，而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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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靜，一往一來，一闔一辟，一升一降，循環無已。積微

而著，由著復微，為四時之溫涼寒暑，為萬物之生長收

藏，為斯民之日用彝倫，為人事之成敗得失。千條萬

緒，紛紜膠幅而卒不可亂，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

所謂理也。初非別有一物，依於氣而立，附於氣以行

也。或者因「《易》有太極」一言，乃疑陰陽之變易，類有

一物主宰乎其間者，是不然。夫《易》乃兩儀、四象、八

卦之總名，太極則眾理之總名也。[19]

理只是氣之理，當於氣之轉折處觀之。往而來，

來而往，便是轉折處也。夫往而不能不來，來而不能不

往，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若有一物主宰乎其間而使之

然者，此理之所以名也。[20]

很明顯，羅整庵是一種理氣二元論思想，而且

在他的理論架構中，理之主動創生性功能被消除

了，理可以被視為孤立地形而上存在形式，受到氣

之支配。這與朱子賦予理以超越性、內在性含義，

視理為萬物生生之理、理氣不離不雜等觀念，有

很大差別。故可知，陸世儀批評羅整庵的核心在

於，羅氏乃氣本論說。

陸世儀提出，「朱子『理與氣，決是二物』一

語，煞是下得倒斷，無本領漢決說不出。就不雜陰

陽之太極言，理氣是二物；就不離太極之陰陽言，

理氣亦是二物。此處看得明白，方是學問。」[21]陸世

儀思維縝密、思辨性強，朱子只說了一句，他則體

會到，從不雜角度講，理是形而上之理，氣是生生

之氣，理氣各有所指；從不離角度講，理是形式之

理，是氣物之依據，也可以是生生之理，理在氣

中，有乘妙之特徵。否認了理作為物之所以然之

理，則否認了統體太極之意義。陸氏說：「凡事凡

物，莫不各有當然之理，所謂即氣是理也。至事物

所以當然之故，微乎微乎！非明乎理先於氣之說，

其孰能知之？」 [22]此處，陸世儀再次將理氣之關

係，歸宗到「一而二，二而一」思維模式之下，保證

了對太極理氣之整全性、靈活性之深刻解析。

（三）、氣同理異

陸世儀對陳獻章之批評，則更加地徹底，他

指出「陳白沙學問，以自然為宗，最近於天。然卻

又是曾點一家，只是天機動盪，非性與天道全體太

極之天。」[23]

陳白沙有云：

人與天地同體，四時以行，百物以生，若滯在一

處，安能為造化之主耶？古之善為學者，常令此心在無

物處，便運用得轉耳。學者以自然為宗，不可不著意理

會。俟面盡之。[24]

白沙以自然為宗，容易導向無理僅氣之自然

觀。白沙思想貼近禪家、莊子之說，天道性理合一

思想比較淡化，只突出講心自由之狀態，而儒家所

謂的性理天道相貫通，性體之嚴謹肅靜，難以體

現。

再如，陳獻章云：

悠遊自足無外慕，嗒乎若忘，在身忘身，在事忘

事，在家忘家，在天下忘天下。[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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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之學與儒家修身齊家、治世為人之宗旨，

入世平天下之意願是相違背的，故陸世儀看到了

其思想中倫理精神淡薄的缺陷，性與天道相貫通

之觀念較弱，則不可能有儒家之責任擔當精神。

正如《宋明理學史》中所說，「陳獻章『以自

然為宗』或『浩然自得』的修養目標，實際上乃是

企圖從自然（如生死）和社會（如得失）的束縛中

超脫出來。它不是指為了某個崇高的目的而置生

死得失於度外的那種道德境界，而是指達到泯除

生死得失界限的那種心理狀態。這種心理狀態，

當然不是踐履道德的結果，而只能是充分擴充主

觀自我的結果，因為主觀自我意識的充分擴張，必

然由重我輕物，到有我遺物，最後到有心而無

物。」[26]由此而知，陸世儀批判陳白沙和羅整庵，

在於兩者之失誤同出一源，皆在於忽視統體太極

之理之創生發動意義。

對於氣同理異之辨析，一方面陸世儀和白沙

劃清界限，另一方面，還要說清儒家之理之獨特

性。言宇宙論，是為發明心性論，而陸氏便從心性

論角度論氣同理異。在《思辨錄輯要》有云：

論性，只有程、朱二處說得全備。程子曰：「論性

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二

之則不是」者，謂性只在氣中也。朱子曰：「論萬物之一

原，則理同而氣異；論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

不同。」「理絕不同」者，謂人為萬物之靈，獨能具眾理

而稱性善也。[27]

陸世儀順朱子理氣觀，而言萬物之本源來自

一生生之理。因世界萬物所稟受之氣不同，產生宇

宙品類之萬象差異，正所謂「天下沒有一片相同的

樹葉」是也。換一個角度觀察，從萬物之個體差異

視角來看，則都是稟受一生生化化之氣，所以可言

萬物皆源自一氣，但所呈現之理各有差異。人為天

地間最有靈之物，體現所具之理與萬物之巨大差

異。陸氏指出只有人有此氣質能稟受天命之理而

為性，此說明人之性理與萬物不可混而論之。唐君

毅先生指出，「朱子之觀『萬物之一原』，亦須兼觀

其『理同而氣異』之處；而觀『萬物之異體』，更重

觀其氣之清濁通塞，而所表現之『理絕不同』之

處。由朱子必透過氣，以說人所受之天命之全，而

程子純就性理與天理天道之直貫，以言天命之謂

性之義，在朱子系統中，亦反因之而不顯矣。」[28]

由此而知，陸世儀接續朱子思想，借氣而說理之不

同。

（四）、理同氣異

陸世儀對朱子理氣思想感悟極深、體悟有

得。陸氏道：

於是得力於「理先於氣」一言，於理氣之間盡心

體驗。始知太極為理，兩儀為氣，人之義理本於太極，

人之氣質本於兩儀。理居先，氣居後，理為主，氣為

輔。條理劃然，然終覺得性分理氣，究未合一。既而悟

「理一分殊」之旨，恰與羅整庵先生暗合，便灑然覺得

理氣融洽、性原無二，然未察到人與物性同異處也。

既而知人與萬物之所以同，又知人與萬物之所以異，

於禽獸草木上，皆細細察其義理、氣質。於朱子「論萬

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論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

而理絕不同」二語，大有契入。於是又識得天地萬物本

同一體處。[29]

陸子之描述，恰好經歷了一正反合邏輯順序。

先是對理主氣從、理先氣後、理氣不雜有所悟；

然未能體會太極之理之意義，在理氣融合上體會

不足。待理氣之間隔膜打破之後，方悟得「理一分

殊」、理氣不離之宗旨；然此階段，尚未對人與萬

物性之性同異處有把握。當陸氏契入朱子理同氣

異、氣同理異之思想後，便對儒家宇宙理氣觀有更

為深刻之認知，進入天地間理同氣同之圓熟宇宙

論境界。

陸世儀對理氣之認識順序，是從理氣不

雜——理氣不離——理同氣異——氣同理異，最
後至理同氣同之圓融境界。

同時，陸氏將理同氣異與理一分殊思想對比

分析，特別強調其包含的不同深奧妙義，並要劃清

思想範疇界限。《思辨錄輯要》有云：

王男偉問：理一分殊，即理同氣異否？曰：理同氣

異在物上看，理一分殊在事上看。知理同氣異則觀物

不勞，知理一分殊則應事不爽。[30]

沈孝恭問：理一分殊，即一本萬殊否？曰：不同。

一本萬殊，猶言有一本然後有萬殊，是一串說下；理一

分殊，猶言理雖一而分則殊，是分別說開。譬之於水，

一本萬殊者，如黃河之水出於一源，而分出千條萬派，

皆河水也。理一分殊者，如止是一個水，而江、河、湖、



二○

二
二
年
第
四
期
（
總
第
一
一
三
期
）

文
化
中
國

５０

海各自不同也。又譬之樹，一本萬殊者，如庭前之梅，

只有一根而長出千枝萬葉，皆此根也；理一分殊者，如

同是一梅，而幹葉、單葉、綠萼、紅葩各自不同也。從此

處體認，自然有得。[31]

陸世儀辨析了理一分殊與一本萬殊、理同氣

異之間的區別。從萬物生成角度上看，皆依據生生

之理；從品類之差異上看，則因為稟氣之不同而紛

繁萬象。理一分殊則從格物窮理、理在物中的角度

講，理一猶如定盤針，面對事物之萬化，而知其根

源。一本萬殊與理一分殊似乎是同一思想，但前者

呈現一本之重要，強調根源之絕對性，無上性；後

者闡明於分殊中體認理一，貫通理一，才能真正悟

到「一貫」之精神。總之，一本萬殊、理同氣異有宇

宙論的味道，而理一分殊則是形上學之內核。

三、論理一分殊之要旨

（一）、統體太極與物物太極

陸世儀對太極思想的辨析，是建立在對朱熹

《太極圖說》的了解之上。陸氏云：「朱子論《太

極圖》有『統體之太極』、『物物之太極』，二語甚

妙。統體，即大德之敦化；物物，即小德之川流。二

太極似無不同，然而有不同者。統體太極是就物物

之前而推其所以然，朱子所謂『必先有是理，然後

有是氣，理先於氣也』。物物太極是就物物之中而

指其所當然，朱子所謂『既有是氣，即有是理，理

在氣中也』。二太極煞有不同，須要細心體認。」[32]

分別而言，統體之太極即是太極之理，即是統體之

理；物物之太極，即是物物之理，即是形式之理。從

二者關係而言，統體太極之理，作為形式之理之存

在性依據，並統攝物物形式之理，它超越性存在於

萬物之上，又存在於生生之氣化流行之中，生化萬

物周流廣大；物物形式之理，展示萬物存在之當然

之理，呈現宇宙品類之多樣精彩，自與統體之理有

差異。如唐君毅先生所言：「此統體之理所統攝者

雖至廣，而其自身則至為單純。即此理雖為真正之

內在於氣之流行之理，而其自身實又不同於其所統

攝之理之多姿多采；而又遍在於一切氣之流行中，

非如其所統攝之形式之理，不斷為物所體現，不斷

離之而去，可有時而不在者也。」[33]

陸世儀對《太極圖》中涉及的太極生化之理

之解讀十分細緻，且具有個人之特色。他說：

粗看《太極圖》，若頂上一圈，便是「統體之太

極」，陰陽中間一圈，便是「物物之太極」。若細看，則

有數層。頂上一圈，是生陰生陽之所以然也，「統體之

太極」也。陰陽中間之一圈，是陰陽各有一所當然也，

「物物之太極」也。若以陰陽對五行而看，則陰陽一圈

是五行之所以然，「統體之太極」也；五行各一圈，是又

五行各有一所當然，「物物之太極」也。下面妙合而凝

之一圈，是成男成女之所以然，「統體之太極」也。成男

成女之一圈，是男女各有一所當然，「物物之太極」也。

以男女對萬物而觀，則男女一圈是人生人、物生物，萬

物之所以然，「統體之太極」也。萬物一圈是既生人、既

生物而萬物各有一所當然，「物物之太極」也。須要細

細認得、細細分別，得一而二、二而一才妙。[34]

陸世儀從整體與部分兩個角度，解讀統體太

極與物物太極是「一而二、二而一」之關係。從整體

角度看，無極而太極，便是統體之太極，太極生陰

陽，陰陽中便有物物之太極。需要指出，生不是客

觀地生成陰陽之氣。而是指陰陽二氣發動的憑藉、

根據。太極本身是無聲無臭，非客觀之物，乃是至

極之理。此統體之理，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動而

無動，指太極非特定形象之動，卻可以是氣動之

理。靜而無靜，指無寂靜不動之形象，卻含有氣靜

之理。

向外拓展開來，從部分角度看，每一層都可有

物物之太極，同時此物物之太極，又可作為下一次

層統體之太極。如此邏輯推論下去，整理就是部分

之整體，部分乃是整體中之部分。整體與部分，統

體太極與物物太極是「一而二、二而一」之關係。

由此可以看出，陸氏又傳承了朱子的太極思

想，將太極之理的邏輯在先性、形而上在先性、太

極與萬物不離不雜之關係，同時發揮了出來。

太極在陰陽之先，在陰陽之中，只不在陰陽之外。

在陰陽之先者，統體之太極也，不雜之太極也，「必先

有是理，然後有是氣」也，所以然之理也。在陰陽之中

者，「物物之太極」也，不離之太極也，「既有是氣，即

有是理」也，所當然之理也。若陰陽之外，則無太極，

所謂除卻陰陽不是道。惟二氏則外陰陽而言太極，故老

氏曰「無名天地之始」，釋氏曰「空劫以前真已」。[35]

首先，儒家之統體太極，乃宇宙萬物生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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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之理，同時下落在人，為人必然所內具之性理。

天之德性，下貫就是人人秉持此德性，此德性就是

人之道德本性。廣義講，天命包含理命和氣命。理

命如上言之。人的氣質也是天命，是天的氣命。太

極之理遍在性，與二氣五行生化萬物。太極是隱，

生生之氣是顯。人稟氣而有形質，物質上講，是氣

化所成，但生生之氣背後是生生之理，太極之理，

自然存在於人之身上，本來合一，成為隱在的道德

本性。人的最高境界是與天相合。而統體太極之隱

顯關鍵，在於心的覺。自覺貞定，就是顯。不自覺

貞定，就是隱。天人本來合一，關鍵是自覺到此合

一。周子言「立人極以合太極」之境界也是天人合

一的境界了。此不同於佛老所言之道。

再者，統體太極之理與氣，是不離不雜之關

係，不離主要體現在理在陰陽二氣之中，不雜主要

體現在理對於氣而言，有邏輯和形而上之兩種先

在性。陸子對理之規定性，完全繼承了朱子對理之

論斷。正如，牟宗三在評價朱子之理時，指出：「理

先氣後，此無問題。『先』只是本義。本當該先在。

此先在不只是邏輯的先在，而且是形而上的先

在。」[36]唐君毅與牟先生不謀而合，唐氏分別對朱

子理先於氣之兩個先在性進行闡述。「朱子所謂

理先氣後，初唯是形而上之先後，非邏輯上之先

後；而吾人亦復當首在道德生活中，人之志氣，隨

其所知之當然之理而起處，先有所取證，進以觀彼

萬物之生生，皆是以上一層次之生生之理為導於

先，生生之事、生生之氣隨之於後。而此理之恒居

上為導，即由吾人上段所謂由理之動而有氣之動，

由理之靜而有氣之靜。」[37]

唐君毅亦認同寬泛意義上的「理」之邏輯在

先性。他指出：「謂理先氣後，是乃指邏輯之先後

者，其大意不外謂：物有理，即物之概念中涵有理

之概念，亦預設理之概念，故必有理乃能有是物。

物之概念亦連於氣者，則理之概念，在邏輯上先

於物，亦即先於氣。」[38]從寬泛意義上講，「因吾人

可以氣專指已表現之氣，已表現之氣，即為理之表

現之氣；則此為『理之表現之氣』之內涵，既包括

此理，即預設此理，故可說理在邏輯上先於此

氣。」[39]

在《思辨錄輯要》中，有對太極之理之邏輯內

在性之論述。「問：萬事萬物根本於太極，太極卻

歸何處？曰：太極即散見於萬事萬物。」[40]陸世儀

此言表明，太極之理與萬物是不離不雜之關係，太

極之理在萬物之中，見萬物生生不息之流行，即見

太極之理。

（二）、理一分殊

陸世儀在批評蔡虛齋之理氣思想時，引出了

其理一分殊之觀點。陸氏云：

蔡虛齋謂「理全而氣分」，似亦未妥。夫理有全、

有分，氣亦有全、有分。天地，氣之全者也；萬物，氣之

分者也。「統體一太極」，理之全者也；「物物一太極」，

理之分者也。[41]

如前文所言，物物之理是當然之理，統體太

極之理，是所以當然之理。再結合陸氏所言「知當

然之理者可與立，知所以然之故者可與權。」[42]可

知，陸世儀分辨理氣，並非使用孤立靜止的思維模

式，而是靈活變通地使用整體部分、當然所以然、

「一而二、二而一」之思維模式。這種思維的另一呈

現，在於陸世儀按照理一分殊的模式來分解太極

理氣。

山性靜，水性動，此「統體之太極」也；山、水性

各不同，此「物物之太極」也。統體太極即理一，物物

太極即分殊。[43]

山水靜動之性，皆是統體太極之體現，生生

之理之呈現。山水各有其性，乃形式之理各不相

同，是為物物太極之不同。理一分殊之形式存在

於宇宙萬物之中。如陸氏所言，「以『理一分殊』觀

天地間萬物，真是千奇百怪，又卻是一理渾然。」
[44]「問：潮汐應月，昔人論之詳矣。然聞番禺有遝

潮，又不盡應月，如何？曰：此即所謂『分殊』也，

即所謂『一物一太極』也。要之，理一與統體太極

自在。」[45]理一與分殊，不離不雜。陸世儀對分殊

進一步分析，指出分殊與物物形式之理還有可辨

析處，分殊可分化至無限。

予嘗有言，「分殊」之極，有與「理一」極相反者。

地所以載物而有流沙，水所以浮物而有弱水，天地間何

所不有，然而「物物之太極」自在。[46]

問：潮汐分殊與物物太極處，亦有實際可言乎？

曰：有。譬如人之呼吸，一氣也，而亦有噫、噯、吹、呵、

之不同，然其為氣則一也。[47]



二○

二
二
年
第
四
期
（
總
第
一
一
三
期
）

文
化
中
國

５２

天地間之品類豐富、紛繁複雜，皆可視為「分

殊」，即便分殊至極，達到統體之理相對反之狀

況，仍有形式之理存在其中，生生之理存在其中。

反推過來，亦可說統體之理、形式之理俱在，而分

殊可至無窮。由此而知，陸氏對『分殊』思想頗為

在意，他曾云：

識得理一，未是一貫，識得分殊，方是一貫。今人

才望見理一門面，即以為一貫，此淺陋之甚者也。須於

分殊中識得理一，始可到一貫地位。一貫「貫」字，只

「透徹」二字。如天下之理十重，九重皆透，只一重未

透，亦叫不得一貫。予嘗登高山，至一峰則有一峰之勝，

然未至絕頂，此心終以為歉。乃強步而上，未至山頂數

步，四顧諸峰，雖境界已自殊絕，而此身站立終未得

安，眼界心胸終未洞徹。一至山頂，則身心眼界一時俱

豁，不惟此山前後左右俱入襟懷，即四面群山皆得指

點。自念一貫境界，即是如此。然非歷盡群峰、遍觀諸

勝，則絕頂終未可遽到。即由小徑偶到，而一山之勝，

與心目亦絕不相關，虛與實異也。[48]

陸氏更強調分殊之多樣性，並以自身登高凌

絕頂之體會論分殊之艱難曲折。從分殊中，才見儒

家工夫論之價值。陸世儀指出的漸修法門當是繼

承了朱子的格物窮理精神，非要一番寒徹骨，才得

梅花撲鼻香。

若要論朱熹與陸世儀之間的一點不同，在於

朱子傾向於將理一貫注在分殊上，注重全盤性，

「事是多而理是一。猶如月印萬川，萬川之月只是

天上之月，而川月之多則是權說之假像。至於仁、

義、禮、智、信等等，雖是實理，但此等等實理仍

然是落在事行上而為多。吾人亦可忘掉這些名目，

而只肯定一個理。」[49]形式之理還要歸宗於統體之

理，總持之理。《朱子語類》云：

問：「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天之道」便

是「民之故」否？曰：論得到極處，固只是一箇道理；看

時，須做兩處看，方看得周匝無虧欠處。問：天之道，只

是福善禍淫之類否？曰：如陰陽變化，春何為而生？秋

何為而殺？夏何為而暑？冬何為而寒？皆要理會得。問：

民之故，如君臣父子之類是否？曰：凡民生日用皆是。若

只理會得民之故，卻理會不得天之道，便即民之故亦未

是在。到得極時，固只是一理。要之，須是都看得周匝，

始得。[50]

由朱子之言可知，春夏秋冬、陰陽變化之理，

民生日用、君臣父子之理，皆不同，但民之理與天

之道一體兩面，密不可分。須全盤理會，不偏滯一

處，方真正理解「理」有總持和分別之義。陳來先

生說，「分殊決定了積累的必要性，理一決定了貫

通的可能性。理會分殊是貫通一理的基礎和前提，

貫通一理是理會分殊的目的和結果。」[51]兼論理之

二義，方是朱子所論之「理一分殊」全面之意圖。

陸世儀則從另一端來分解理一分殊，他說：

論一貫，最要實，凡下一截工夫，都要做到。譬如

登塔，一層進一層，俱要實曆，然後登峰造極。顏子高

堅前後、仰鑽瞻忽，正是理會分殊工夫也。到得卓爾見

前，欲從末由，與一貫只隔一些子，水到渠成，瓜熟蒂

落，此後只是涵養從容，俟其自化耳。曾子隨事精察，

顏子仰鑽瞻忽，同是理會分殊，同是研求一貫。只是顏

子說得虗圓活潑，後人想不到，都把來另作一義看，此

未嘗實實體驗故也。聖賢言語，不能實實體驗，只是尋

求文義，安得不毫釐千里？[52]

由此可見，理一分殊之思想，重視的是理一貫

注在分殊上，或者理一與分殊的互動性。而在明末

清初實學思潮之背景下，陸世儀更重視在分殊中

如何呈現理一，在多樣性形式之理中，如何把握超

越性又內在性之統體太極之理。在事上磨練，以理

之「一貫」為目標，腳踏實地用工夫，正是實學精神

之體現，正是性命與天道思想相貫通之體現，亦是

儒家宇宙心性論之核心精神之所在。正如陸世儀

所云：

一貫是格致之極功。朱子《補格致傳》云：「至於

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裡精粗無不

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是說這個境界。[53]

陸世儀又道：

「理一分殊」四字最好，學者不識此意，終被異端

惑過。分殊之極，有與理一極相反者。「理一分殊」四

字最妙，窮天地，亙古今，總不出此四字。會得此四字，

然後知當然，所以然之理，然後可與立，亦可與權，千

變萬化，不離規矩。予自庚辰夏，始會得此四字，嘗以

之曠觀天地、古今，無有不貫。[54]

由此而知，陸世儀對理一分殊之思想體會十

分深刻，並依此之體會洞察天地萬物、古往今來之

事，而能真正做到天道與性命相貫通，做到「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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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欲不逾矩」之境界。毫不誇張地說，顧炎武稱陸

世儀為「一代真儒」，並非虛名。

四、結語

明末清初之際，江南儒者陸世儀，是一位重

視儒學正統傳承的哲學家，又是將理學實學化的

重要人物。太極理氣觀，體現了符合儒家價值觀念

的宇宙論模式。

陸氏的太極理氣觀在於發揮太極作為宇宙本

體所內在具有的創生功能，既可以呈現化生萬物

的動態過程，又可以溝通天人關係，呈現天道與性

命相溝通、相連接之過程。

陸世儀接受了周濂溪借助《周易》中以易象建

構世界生成之架構，認定《太極圖》源自周敦頤獨

作，義理思想源自《周易·繫辭》。說明陸世儀極其
重視儒學正統地位，鞏固了周濂溪開創理學先河

之正統地位。研究陸世儀之天道論，有益於把握

先秦時代之宇宙觀、孔子解《易》之價值，有助於

把握周子以《中庸》解《易》、朱子太極之理之框

架、陸氏實學之理之呈現，由此而窺見儒家宇宙論

終極關懷之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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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書局，1990年），第4-5頁。
[20]同注[19]，第68頁。
[21]同注[2]，第284頁。
[22]同注[2]，第285頁。
[23]同注[2]，第285頁。
[24]陳獻章：《白沙子全集》，《儒藏》精華編第

252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
277頁。

[25]同注[24]，第109頁。
[26]侯外廬等主編：《宋明理學史》下（北京：人

民出版社，1997年），第165-166頁。
[27]陸世儀：《思辨錄輯要》後集卷4，《儒藏》精
華編第19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年)，第327頁。

[28]同注[1]，第491頁。
[29]陸世儀：《思辨錄輯要》後集卷5，《儒藏》精
華編第19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年），第343頁。

[30]陸世儀：《思辨錄輯要》後集卷6，《儒藏》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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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編第19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年），第357頁。

[31]同上，第357頁。
[32]同注[2]，第278頁。
[33]同注[1]，第371-372頁。
[34]同注[2]，第279頁。
[35]同注[2]，第279頁。
[36]牟宗三：《心體與性體》全三冊下（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61頁。
[37]同注[1]，第383頁。
[38]同注[1]，第382頁。
[39]同注[1]，第383頁。
[40]同注[2]，第281頁。
[41]同注[2]，第285頁。
[42]同注[2]，第285頁。
[43]陸世儀：《思辨錄輯要》後集卷3，《儒藏》精
華編第19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年)，第306頁。

[44]同上，第306頁。
[45]同注[43]，第307頁。
[46]同注[43]，第306頁。
[47]同注[43]，第307頁。
[48]同注[30]，第358頁。
[49]蔡仁厚：《宋明理學·南宋篇》（吉林：吉林出
版集團，2009年），第130頁。

[50]黎靖德編：《朱子語類》，王星賢點校（北

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927-1928頁。
[51]陳來：《朱子哲學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

學出版社，2000年），第122頁。
[52]同注[30]，第358-359頁。
[53]同注[30]，第359頁。
[54]同注[30]，第358頁。

Research on Lu Shiyi’s Theory of Tai Chi , 
Li and Qi

Zhao Huayu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Soochow University)

Abstract: Lu Shiyi is not only the revivalist of 
the study of Zhu Xi , but also the promoter and advocate 
of Confucian doctrine. He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Zhu 
Xi’s idea of “Tai Chi” and “Li Qi”, and opposed the idea 
of turning Confucianism into Zen and nihilism. Lu first 
discriminated the origin of Tai Chi Tu, and believed that 
Zhou Dunyi’s Tai Chi Tu originated from Yi. Secondly, 
Lu Shiyi obeyed Zhu Xi's four sentence teaching of 
regulating “Li Qi”, and expressed the ideas of that Li 
comes before Qi, that Li and Qi are not separated, that 
Qi is the same, but Li is different and that Li is the same, 
but Qi is totally different. He also discriminated and 
analyzed the concepts of Luo Zheng’an and Chen Baisha 
that were not part of the core spirit of Confucianism. 
Furthermore, Lu Shiyi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Metaphysical Tai Chi and the 
Physical Tai Chi, and demonstrated the metaphysical 
and logical pre-existence of Tai Chi. Finally, because Lu 
Shiyi had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idea of “Li Yi Fen 
Shu”, he also highlighted the essence of “Li Yi Fen Shu”, 
and decomposed Tai Chi Li Qi according to the model 
of “Li Yi Fen Shu”, pointing out that Li and Qi are the 
relationship of “two aspects of one re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al learning spirit, he put forward 
the importance of realizing “Li Yi” in “Fen Shu”.

Key Words: Lu Shiyi, Tai Chi, Li and Qi, Li Yi 
Fen 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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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的基源問題：成仙如何可能

道家思想到漢末發展為道教，道教與先秦道

家的分別，是提出了「神仙」作為人生最理想的完

成。儒家十三經及老子都無「仙」字，莊子提過「千

歲厭世，去而上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1]

「帝鄉」指上帝的世界，即永生不死的領域，此為

成仙之境。戰國末年，人開始討論「不死」的問題，

《韓非子》記載「客有教燕王不死之道者。」[2]尋

求成仙，即尋求長生，甚至是永生不死的可能性。

「仙」早期用「僊」字，《說文》：「僊，長生僊

去。」 [3]即指長生。《釋名》曰：「老而不死曰仙。

仙，遷也。遷入山也。」[4]這裡也指不死，但也有具

體行動，即入深山，遠離俗世之意。《詩經》：「屢

舞僊僊。」指跳舞時衣袖飛揚，也代表自由飛翔的

精、氣(炁)、神與靈、魂、體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中華神學

摘 要：道教哲學的基源問題是得道成仙。道教通過哲學反省，追尋成仙的人性基礎—人內在的「神」性，使
具體人身心活動中的精和氣與人的「神性」結合，而成「精氣神」的三一結構。道是元首，即一切的最初起源。

在宇宙論上，「道」生元神，元神生元氣。在人性論上，元氣生人的元神、元氣、元精。若從神學反省，道生精、

氣、神的三一架構，是純哲學。元精、元氣、元神的理念是哲學義的，不具有性情位格。道教的三一哲學具有一

種天人合一的特性，元精、元氣、元神根源於道，又運作於宇宙萬物和人心性中，是一本體化為三形態，再化

為多元。基督教的三位一體與中國道教哲學的三一理論，共通之處在於從宇宙和人心性中的三一結構，去說明

宇宙和人生中的三一本體特性。兩者不同之處是基督教三位一體的上帝具有性情位格，道教三一並非有性情

位格，只是隱含位格的可能性，具有泛神論的特質，在民間變成多神論。中華神學提出人的靈、魂、體，與精、

氣、神哲學可融通，由兩者共通的靈性、心魂、體魄的結構，建立神學和中國哲學對人心性觀的共同結構，重

建上帝和人靈性的感通，使人可復通於永恆，人由此進入從稱義到成聖之路。

關鍵詞：精，氣，神，靈，魂，體，三一論

自在，這是仙人的形態。

到《列子》一書才有「神仙」兩字同時出現：

「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

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偎不愛，仙

聖為之臣；不畏不怒，願愨為之使；不施不惠，而

物自足；不聚不歛，而己無愆。陰陽常調，日月常

明，四時常若。」[5]這神人有仙聖為臣，是神仙兩字

一起出現，而其內容也與神仙的理想生命相同，自

由自足，不依於物欲，與天地調和。大部份學者都

認為《列子》一書寫於漢魏或東晉年代[6]，正好是

神仙思想開始的年代。這思想成為道教的根源。

道教哲學的基源問題，是長生如何可能？進

一步是成仙如何可能？實質是問永生不死如何可

能？人能憑修養達至永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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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初期認為找到仙山中的不死藥，或用自

然界一些長久不滅的元素，煉成不死丹藥，即可成

仙，但並不成功。之後道教進入哲學思想反省，追

尋成為神仙的人性基礎，是在人心性中找出神仙

的根源本性，即人內在的「神」性，及這神性在具體

人身心活動中的展示，這身心活動用中國概念就

是精和氣的運作，可稱之為人的「精氣性」，與人的

「神性」結合，而成「精氣神性」的三一結構。

漢末道教興起時，對人的內在心性作出描述，

提出精、氣、神的基本結構，而精、氣、神是人與宇

宙相通的本性，且是三而一的。這思想源自追問人

心性中能成仙的可能基礎，建立了道教的人觀，結

果其影響發展為養生、醫學、武術等文化領域。

《太平經》精、氣、神的三一結構

道教最早期的經典《太平經》提出精、氣、神

三一之說。《太平經》是東漢末年道教集大成作

品，將兩漢的道家思想與民間仙鬼信仰及修治身

心方法綜合，在社會慌亂衝突的年代，提出治身和

治國之道，認為有「天師」下凡，傳授「真人」道法，

真人得道後，教育修道者和有德之君，主張帝王以

道術治國，使天地人和順，天下太平，人民得健康

長壽、及人內在可以通宇宙，成仙成真人。

《太平經》核心的宇宙人生哲學，是提出精、

氣、神三一結構的描述：「三氣共一，為神根也。一

為精，一為神，一為氣。此三者，共一位也，本天地

人之氣。神者受之於天，精者受之於地，氣者受之

於中和，相與共為一道。故神者乘氣而行，精者居

其中也。三者相助為治。故欲壽者，乃當愛氣尊神

重精也。」[7]

在這裡排列為精、神、氣，和精、氣、神的排列

沒有分別，故為方便計，本文仍依精、氣、神的排列

來論述。這三者重心在講宇宙與人的本質相通，所

謂「神根」指人內在的「神」之根源，這根源是一

氣，此氣分為三，即精、神、氣。三者同為一位，

「位」是什麼意思，《說文解字》說：「列中庭之左

右謂之位。」，「庭」字同「廷」，即朝廷，段玉裁解

曰「左傳云：有位於朝是也。引伸之凡人所處皆曰

位。」[8]那是指朝廷中所處之尊貴地位，進一步可

引申為宇宙之尊位。故「此三者，同為一位」，指

精、氣、神三者是宇宙尊貴地位，來自同一本體。

進一步將精、氣、神三者與天地人之氣結合，

指「神」受之於天、「精」受之於地、兩者的中和

是「氣」，氣的運作是天地之中和，而三者共同來

自獨一之「道」，故道體為最終極之一體。而道的

具體運作是「神」乘「氣」而運行發展，「精」居神

氣運行之中，三者互助而使天地治理妥當。人的

修養，須愛氣尊神重精，才得長壽。漢末以後的

思想，不單講宇宙，也講具體的人生需要，就是長

壽，後來更發展為成仙之道。

這是中國道家思維的三一論述，本體上的終

極一體是道，具體實現是一體之氣，三者共同因一

體之氣而得「尊位」，在三一運行中，三者相助而

運作，天地即得治理。人在其中修養，能愛氣尊神

重精，即得長壽。

元精、元氣、元神

《道藏》有一小書名《太平經聖君秘旨》原名

是《上相青童君受》，可能是《太平經》佚文，其內

容重視守一之法，一開始就對精、氣、神有所探

討，大致與《太平經》相同，但卻多了一段生於混沌

及生成過程之說：「聖君曰：三氣共一，一為精，一

為神，一為氣。此三者共一位，本天地人之氣根。神

者受之於天，精者受之於地，氣者受之中和，相與

共為一。故神者乘氣而行，精者居其中，三者相助

為理。欲壽者當愛氣、尊神、重精。夫人本生混沌

之氣，氣生精，精生神，神生明。本於陰陽之氣，氣

轉為精，精轉為神，神轉為明。欲壽者當守氣而合

神，精不去其形，念此三合以為一。」[9]

這《太平經聖君秘旨》特別提出精、氣、神作

為宇宙和人性的生成過程。提出「夫人本生混沌之

氣」，指人之本源生自混沌之氣，這陰陽之氣，生

化為精、神、明，而仍是「三合為一」，即以一體為

本。但終極之一是甚麼呢？這段似是氣本體論，沒

有提「道」，但《太平經》明確以道為本體：「夫道

何等也，萬物之元首，……天地大小，無不由道而

生者也。」[10]道是元首，即一切的最初起源。

由道為元首生神，而有「元神」，王重陽在

《五篇靈文注》裡說：「元神者，乃不生不滅，無朽

無壞之真靈，非思慮妄想之心。」 [11]元神以道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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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故永恆不滅，陸西星說：「元神為性，精氣之主

也。」[12]元神是氣和精之主。同時道為元首，道生

氣，乃有「元氣」理念，氣亦根源於終極之「道」，

《太平經》說：「元氣行道，以生萬物。」[13]元氣是

依道而行，由之生出萬物，明顯是道先於氣，道才

是本體。南北朝時道教思想家陶弘景也說明：「道

者混然，是生元炁(氣)，元炁成然後有太極，太極
則天地之父母，道之奧也。」[14]故道仍是本，氣由

道所生，再依道而運行，生成萬物。

此中三一的一，終極就是道，由道體生不滅的

元神，是萬物之性，也生原始混沌之氣，是為「元

氣」，這元氣依道而運作，按元神之性，生太極，而

為天地人萬物之根源。道生元氣是道教宇宙生成

觀之本，由元氣而三分為元精、元氣、元神，應指

人心性中的元精、元氣、元神。這三一結構特色，

與太極生天、地、人三才，是相通為同一種架構。

由一分三。在宇宙言之，是道生元神，元神生元

氣。在人心性言之，是元氣生人心性的元神、元氣、

元精。

北宋內丹學說興起時，就清楚論述元精、元

氣、元神。如張伯端的《金丹四百字》，其序文強調

「煉精者煉元精，非淫佚所感之精；煉氣者煉元

氣，非口鼻呼吸之氣；煉神者煉元神，非心意念慮

之神。故此神氣精者，與天地同其根，與萬物同其

體，得之者生，失之者死。」[15]

對精、氣、神三者加上「元」的理念，《說文解

字》論「元」指「始也。……徐鍇曰：元者，善之長

也，故從一。」「元」是獨一性的，根源的善，元字

通「原」字，指根源，通「玄」字，指宇宙終極的奧

秘。就是說明這三者作為的一切之起始，其本身源

自終極之道。一般精、氣、神的理念，可用在描述

宇宙的運作，也可用在人內在心性，如淫佚所感之

精、口鼻呼吸之氣、心意念慮之神等。但加「元」

字在前，就有深度的哲學本體論意味，指作為本

體根源的精、氣、神。

故元精、元氣、元神三者根源「一」，即一體之

道，故說：「神氣精者，與天地同其根，與萬物同其

體」，根於一體之道，道分化為三，三者都是道的

表現，是道的三個形態，生成及運作天地萬物。

從神學反省精、氣、神的三一架構

若從神學反省，道生精、氣、神的三一架構，

是純哲學的，道和元精、元氣、元神都不具性情位

格，是形而上學的三一論。在此中元精、元氣、元

神是「道」所展示的三「形態」。這種三一論，在

神學上稱為「形態論」(modalism)。西方「形態論」
認為父、子與靈不是三個不同的性情位格，而是

上帝彰顯自己三種行動的「形態」，只是上帝外在

顯現的方式，而與內在性質沒有關係。不同之處

是，神學上的上帝是有性情位格的，形態論中的父

子靈是一個性情位格的三個形式，是神學義的。

而「道」的理念是哲學義的，不具有明顯的性情位

格，元精、元氣、元神亦不具性情位格，道教是由

道家哲學發展成宗教，不同於基督教由啟示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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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文本，吸納希臘哲學而成神學。

道教的三一哲學具有一種天人合一的特性，

元精、元氣、元神根源於道，又運作於宇宙萬物和

人心性中。是一本體化為三形態，再化為多元，一

多相融，本體同一而又在生成中形成萬千差異。這

三一哲學和基督教神學相似之處，為以終極一體

為真理之本，不同之處為神學的父、子、靈具性情

位格，三位感通相攝，而又不離不雜，不同精、氣、

神為道體生化的三個形態。

中華神學是要思考，面對道教以哲學為本的

宗教，若以《聖經》為啟示文本，如可參照中國哲

學來思考神學呢？

精、氣、神分論

將精、氣、神分別了解，《太平經》有一描述：

「神者主生，精者主養，形者主成。此三者，乃成一

神器」[16]，這是從宇宙生成論，來說生、養、成的

過程。「神」是根源，創生一切，「精」是發展力量，

養育一切，「形」是最後的完成，「形」指可見之形

相，與「氣」同，唐代孟安排編集的《道教義樞》：

「氣者，方所形相之法也。」[17]氣是空間方所及一

切形相之規則，「氣」所完成的就是可見之「形」。

故「神」是創生的本體，「精」是養育一切之力量，

「氣」是具體事物的形相完成。「神器」一理念來

自老子「天下神器」 [18]，意謂天下是一神聖的器

皿、神聖的場所，宇宙及人心性，乃由精、氣、神所

生成的神聖場所。

由於《太平經》是最早道教典籍，其在本體

論和宇宙論對精、氣、神的分別定義，是最早的規

定。後代有很多不同的講法，今以《太平經》這框

架為本去了解。

道教哲學論心性中的「神」

我在探討「人為萬物之靈」時，已研究過先秦

到漢初有關靈與神的內容及其神學意義。今再探

討漢魏到宋明以後，在道教中「神」理念的發展，

有以下各點：

1.「神」是創生的本體

《淮南子．原道訓》說：「神者，生之制也。」
[19]《說文》：「天神，引出萬物者也。」[20]指創生宇

宙的本體根源。《性命圭旨》說：「生之理，具於

命，覺之靈，本於性，性成命立，其中有神。」 [21]

「神」運行在生之理與覺之靈中，是在宇宙本性中

的靈，具體事物之命中的理。

2.道是「神」之主

《性命圭旨》說：「道者，神之主，神者，氣之

主；氣者，形之主，形者，生之主。」[22]這裡說明，

道是終極本體，「道」主宰「神」，「神」主宰「氣」，

「氣」主宰「形」，「形」主宰「生」。即事物生成的

根源，是在「神」，神的根源在道。又說：「世界萬物

本一神也，神本至靈，道本至無，易在其中矣。」[23]

神根於道之至無，世界萬物本於神，神是獨一無限

的，一切事物的變易和不易規律命都在神之中。

3.神是妙用

《尚書正義》注《大禹謨》：「乃聖乃神」一句

說：「聖無所不通，神妙無方」[24]又王弼注《易．繫

辭》「陰陽不測之謂神。」一句說：「神也者，變化

之極，妙萬物而為言，不可以形詰」[25]。「神」是指

妙用，在萬物背後奧妙地運作，不能以形相去追問

的力量。王陽明說：「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

謂之神，以其流行而吾謂之氣，以其凝聚而言謂之

神。」[26]這裡作為儒家的王陽明，提出「良知」取代

「道」，但他仍是以精、氣、神作為心性結構，他認

為「神」是妙用，指奧妙的運作，「氣」是流行，指

發展之具體狀況，「精」是凝聚，指事物成形的結

合力。良知的核心作用是「神」，而後具體展示為

氣和精。

4.神是永恆而超越

慧遠說：「神也者圓應無生，妙盡無名。感物

而動，假數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滅；假

數而非數，故數盡而不窮。」[27]「神」是「無生」，即

是「不滅」的，指永恆、無始無終，也超越語言，與

萬物完滿感應而互動。「數」指宇宙規律，「神」依

規律活動，須借助於某種規律。神感通萬物，但本

身並不是物，所以萬物雖然不存在了，「神」仍然存

在。「神」假借某種規律，但本身不是規律，所以規

律雖然完了，「神」還是無窮盡地存在。

5.神是人的靈

自古下來，「神」的理念與「靈」的理念是相通

互用。《廣韻》：「神，靈也。」[28]孔安國傳的《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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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中注「惟人，萬物之靈」一段說：「靈，神也。

天地所生，惟人為貴」。這是對靈的明確定義，就

是「靈，神也」。孔穎達注疏這句：「靈、神是一，

故靈為神也。」[29]說明靈和神是同一的。又《性命

圭旨》記：「神本至靈。」[30]慧遠說：「夫神者何耶，

精極而為靈者也。」[31]王重陽在《五篇靈文注》裡

說：「元神者，乃不生不滅，無朽無壞之真靈，非思

慮妄想之心。」 [32]又說：「作伴雲和水，為鄰虛與

空。一靈真性在，不與眾心同。」[33]元神是真靈，不

生不滅、不朽無壞，是永恆的一靈真性。「一靈真

性」不同眾人的心，是獨一而永恆的，又是所有人

共同的真實靈性。

6.神使人得生命

《黃帝內經》說：「得神者昌。失神者亡。」[34]

《黃帝內經》是針對人體而論，「神」是生存之基

礎，存之昌，失者死。金朝王重陽創全真道，重修內

丹，存養神在身體之中，《長生胎元神用經》「一

心存神，速成長生至矣。」[35]又說：「黃帝得此訣，

內視三月而神全，則乃生天矣。」[36]王重陽以存神

可長生，而經修養內視，即可神全，乃得生天，即達

永生了。王重陽弟子劉處玄說：「萬物至其深秋則

形死，其根不死也；萬形至其百年則身死，其性不

死也。……神者性也，性者神也。」[37]萬物萬形有

生滅，其性無生滅，即永恆存在，性為形之根，而

「神者性也」，只有修神或修性，才能獲得長生。

長生的目標即是成為「死而無死者」 [38]，一般

「死」指的是肉體之死，而「無死」指的是神性之

不滅。神使人得生命，甚至可得永生。

總結道教「神」的理念，是宇宙創生的本體力

量，以道為根源及主宰，在萬物背後奧妙地運作，

永恆不滅、無始無終，也超越語言，與萬物完滿感

應互動。「神」和靈是同一的，元神是真靈，在人心

中是永恆不朽的真實靈性。唐宋道教以「神」是人

獲得長生或永生的靈性基礎。這就是道教所言，

成仙的根據。

氣的理念

道教中氣的理念，可有以下各點

1.「神」之盛為「氣」

可見於《禮記》「氣也者，神之盛也。」[39]神是

氣之本，其盛大發展就成為氣，可見神和氣有共同

本質。其根源是由道所生，《太平經》：「天地大

小，無不由道而生」[40]，而萬物那微妙玄奧的安排

就是「神」，所謂「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也」，又

「道者，神之主」[41]，道主宰「神」的運作。道本於

神而生萬物，故說：「世界萬物本一神也」[42]，即

萬物以神為本，神貫乎萬物之中，氣是由神的盛大

發展而成。再由氣生萬物，故河上公說：「元氣生

萬物而不有」。[43]

2.道生神，神生氣，氣生萬物

《太平經》說：「夫物，始於元氣。」[44]萬物從

元氣而生，因為神之盛即成氣。道作為本體根源，

道生神安排萬物，神的盛大發展而為氣，由元氣

生萬物。如此即可明白道教本體論的邏輯，是道

生神，神生氣，氣生萬物的邏輯關係。

3.氣是生化中陰陽的互補調和過程

老子論道創生萬物，而後才是氣的調和。他

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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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道是創生的本體，氣

是生化中陰陽的互補調和過程。河上公注這章說：

「萬物中皆有元氣。」[46]《太平經》說：「夫物，始

於元氣。」 [47]由此提出元氣的理念，元氣本是無

形，又內貫於有形的萬物中，成為後來道教元氣思

想的根源。但須清楚，元氣根於神，本於道。

4.氣生人的心身

氣不單在宇宙初創時，也在人的身心中，莊

子說：「人之生，氣之聚也。」[48]《黃帝內經》說：

「人以天地之氣生。」[49]人由氣所生，老子強調人

可調節內氣，說「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

柔，能嬰兒乎？」[50]「營」指「魂」，人心的內在魂魄

合一不分散，使氣專一收斂，柔和得像嬰兒的先天

平和狀態。這是人的修養工夫。河上公注這章，說：

「一者，道始所生，太和之精氣。」說明了人內在的

合一，就是「太和之精氣」，到宋代全真內丹學興

起，就很重回歸嬰兒之純，內丹結金丹，養成聖胎

而成仙。

總結道教「氣」的理念，道生神，神之盛大為

氣，元氣再生萬物，氣分陰陽，陰陽互補調和，而

成萬物。人是氣之聚，人以修養將氣專一收斂，回

歸嬰孩柔和，而可轉化為更高的存在，使成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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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可能。

「精」的理念

道教有關「精」的理念，可綜合為以下各點：

1.精是物之至純至微本質

《增韻》：「凡物之純至者皆曰精。」[51]王弼注

《易·繫辭》「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曰：「精義，物

理之微述也。」[52]可見精是指物之至純至微處，是

物質之真純微細本質。

2.精是人身之本

醫書《黃帝內經》：「精者，身之本也。」[53]也

是從身體去論說，精是身體的根本，是肉身的本

質。故「精」是物質與身體的至純至微的本質。醫

書對「精」在人身體中，有更具體描述：「精有四：

曰精也，曰血也，曰津也，曰液也」 [54]又說：「精

者，血之精微所成，生氣之所根據也。」[55]在人身

體中，血的精微就成為精，這精是人生命力(生氣)
的根據。故「精」泛指構成人體和生命活動的微細

純正生命力。《重陽真人金關玉鎖訣》：「精血者，

是肉身之根本。」[56]

3.真精是萬物之定性

老子：「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

有信。」王弼注：「窈、冥，深遠之歎。深遠不可得而

見。然而萬物由之，其可得見，以定其真。……信，

信驗也。物反窈冥，則真精之極得，萬物之性定。」
[57]精就是有形可見萬物的真，真精是萬物之定性。

《黃帝內經》說：「人始生，先成精」[58]由於真精是

萬物的定性，則人出生時，其身體之定性即為真

精。

4.精靈之氣產生萬物

《易·繫辭》：「精氣為物。」孔穎達注疏：「陰
陽精靈之氣，氤氳積聚而為萬物也。」「氤氳」指

宇宙始初陰陽二氣交攝和合未成形的狀態，氣的

積聚即使萬物具體成形，而「精」就是陰陽精靈之

氣，而存在於具體萬物的結構中。

5.氣的精華就是「精」

《廣韻》定義「精」說：「熟也，細也，專一

也。」[59]氣的成熟、微細、專一而成為精。管子說：

「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道乃生。」[60]氣的精華

就是「精」，精氣順通於道就可產生生命。又說：

「凡物之精，此則為生。」[61]物之精氣就可生萬物。

這精氣在人就是精心，《書∙大禹謨》：「惟精惟
一。」孔穎達注疏「汝當精心，惟當一意。」[62]「精

心」指心靈在最微細純淨處專注，舜帝教大禹「惟

精惟一」，就是精純之心，一意專注，使心合道。

總結道教「精」的理念，是陰陽至靈之氣的積

聚，成為萬物之定性，存在於萬物結構之中，是生

命與心身活動的純淨微細生命力根源。

道教三一心性論結構： 

靈性、心魂、體魄

中國哲學自古心性學的核心理念「性命」，與

精、氣、神相關。道教探討性與命，認為就是精、

氣、神的三一結構。白玉蟾的再傳弟子李道純《中

和集》「夫性者，先天至神一靈之謂也，夫命者，

先天至精一氣之謂也。」[63]這段說明性命是精氣

神的結合，性指人的本體真性，命指人性落實在現

實世界的生活行為。道教認為「性」是「先天至神

一靈」，可見「神」等同於心性，指人的終極靈性，

「命」是「先天至精一氣」，至精一氣指氣的至純

至微的表現，《廣韻》定義「精」說：「熟也，細也，

專一也。」[64]則「至精一氣」是氣的成熟、微細、專

一表現。而據《黃帝內經》：「精者，身之本也。」[65]

身之本就是精。故精氣不但是氣，同時形成人的

「身」。

《性命圭旨》說：「立性立命，神在其中矣。命

繫乎氣，性繫乎神，潛神於心，聚氣於身，道在其

中矣。」[66]人能立性命，因神潛存在「性」中，「命」

是具體生命的運作，連繫於氣，氣聚而成具體的生

命，具體生命即人現實的身心。故精、氣、神即是人

身、心、靈的表現。

終極的精氣，之所以是人的「命」，可理解為

是具體的心和身現像，用中國常用之理念就是魂

魄。何謂魂魄？根據《春秋左傳》：「心之精爽，是

謂魂魄。」[67]「心的精爽」指心的精純清明狀態，

這稱為魂魄。《春秋左傳》又說：「人生始化曰魄，

既生魄，陽曰魂。」這裡有魂魄的區分，據孔穎達

疏：「魂魄，神靈之名，本從形氣而有；形氣既殊，

魂魄各異。附形之靈為魄，附氣之神為魂也。附形

之靈者，謂初生之時，耳目心識、手足運動、啼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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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聲，此則魄之靈也；附所氣之神者，謂精神性識

漸有所知，此則附氣之神。」[68]「魂」指附氣之神

的「精神性識」，即人的精神及人性的識別性。

「魄」是附形之靈，即人的耳、目、心、手足、發聲

等，指身體活動的能力。

「魂」是指人的心思、意念、感情回憶等，用

現代語句清晰一點表達，我稱為「心魂」，「魄」

是指人的身體、臟腑、血脈、津液等運作，我稱之

為「體魄」。在「命」的具體人心身運作，可界定氣

是「心魂」，精是「體魄」的表現，是為「先天至精

一氣」。「心魂」和「體魄」這兩理念，可用來解釋

「精氣」在人身心的具體表現。

至於「神」，所謂「先天至神一靈」，是人的神

性和靈性，乃「心魂」和「體魄」的根源，用現代語

句清晰一點表達，可稱之為「靈性」，這是人生存

在的最高層次，是人性和宇宙相通的本體。靈神性

生至精之氣，其具體落實為「命」，而生成「心魂」

和「體魄」，心魂是氣，是人性的第二層次，包括人

生一切心思、意志、直覺、感受等。體魄是精，是人

性第三層次，包括身體、臟腑、血脈、情欲等。如此

可界定人性中的精、氣、神，「神」是由道所生成和

主宰，在人成為「靈性」的根源，具永恆性。神之

盛大發展生成氣，在人是「心魂」和「體魄」，其中

「陰陽精靈之氣」就是「精」，成為有形「體魄」的

結構。

這精、氣、神的三一結構，可理解為在人性中

的「靈性、心魂、體魄」的三一關係。三者為道所統

一，是道在人的彰顯，此所謂「道在其中矣」。

而這三方面可理解為人性的三層次，「體魄」

是人具體身體的各種運作，即所謂「精」，「心魂」

是人性的第二層次，包括人生一切心思、意志、直

覺、感受等，即所謂「氣」。「靈性」是最高的第一

層次，是人的靈神，通於永恆之道，這是道教人觀

的核心。

道教的人觀，是以道為宇宙的根源本體，道

永不息地變動創生，創生之理是「神」，「神」乃道

在萬物背後奧妙地運作的靈妙力量，神的盛大發

展而成「氣」，「氣」是彌漫宇宙的生命能力。由元

氣生萬物，氣在陰陽中調和，太和之精氣聚而生

人，氣之至純至微處是「精」，成為人的身體。人性

是「神」，乃是人的「靈性」，人的「命」是氣，是人

的「心魂」，人的身是「精」，是人的「體魄」。

基於這架構，人的「靈性」或「靈神」，是永恆

的道在人心性中的根本，道教認為人若能回歸於

道的永恆性，即可得永生，而得成仙。乃有修煉「體

魄」(精)、「心魂」(氣)、「靈性」(神)以成仙之道，
在全真道內丹學統合修煉工夫提出所謂「三花聚

頂」，蕭廷芝說：「問三花聚頂。答曰：神氣精混而

為一也。」[69]就是精、氣、神聚合化入大道之虛，可

以萬劫不侵。張伯端說：「以精化為氣，以氣化為

神，以神化為虛，故名曰三花聚頂。」[70]修煉是由

身到魂到神到回歸於永恆之道，而人即得融入永

恆，而達成仙之境。本文不再深入探討其詳細實踐

過程了，另文再研究。

西方神學論宇宙與 

人心性的三一結構

中國道教三一哲學，由道的存在本體，生出

元神、元氣、元精，是原初的宇宙本體三一性，展

開宇宙萬物。再落到人的性命上，三一性以元神為

本，展現「精」(體魄)、「氣」(心魂)、「神」(靈性)，
是道本體在宇宙和人性命中的三一表現。本質上

是人與道合一的思想，在神學上如何了解？

西方新柏拉圖主義哲學提出「明晰的三一

論」(Intelligible Triad)，以本體存在(Being)、生命
(Life)、智思(Intellect)為宇宙三種不可分的基本性
質，來解釋繁多的萬物。如普羅提諾(Plotinus)說：
「原初而永恆的存在，不是無生命的，像石頭或橫

樑一樣，存在具有生命和智思，故是不會死的。」
[71]

這理念後來進入神學，第四世紀馬呂斯．維

克托利努斯(Marius Victor inus)用「明晰的三一
論」來解釋三位一體，以對付亞流主義(阿里烏斯
主義Arianism)的神學，反對聖子是受造物之首，
基督不是神，他主張「本體存在」是父、「生命」是

子、「智思」是靈[72]。

隨後懺悔者聖馬克西穆斯(St. Maximus the 
Confessor)，將這三一神哲學應用到解釋萬物的性
質和規律，視萬物內涵三位一體的特性，他說：

「聖人們將事物運動的傾向，及事物差異性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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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而將宇宙的統一本性區分為『本質』(Essence)、
『差異』(Difference)、和『運動』(Movement)。進一
步，注意到通過仔細而理性的鑽研，可以多方面沉

思『宇宙總原因』運作的效果，而虔誠地得到理

解，這『總原因』是『存在』(Ex is t s)、有『智慧』
(Wise)及有『生命』(Living)的。由於此，他們學會
有關『聖父』、『聖子』、『聖靈』的神聖有效教義，

得明悟奧秘的總原因存在的原則，而初步理解存

在的形式。」[73]

所謂「本質」，即指存在本體，「差異」指不同

事物存在的秩序，「運動」指生物的活動，聖馬克

西穆斯轉而用「存在」、「智慧」及「生命」描述這

三一關係，指出自然萬物的存在反映聖父、萬物差

別存在秩序的智慧反映聖子、萬物中的生命反映

聖靈。

懺悔者聖馬克西穆斯進而論人性的三一結

構，而指出人的心靈、理性、靈性運作，其原型是宇

宙大心、道(Logos)、靈，即上帝的三性情位格。這
三一結構是人內在的三位一體形像，三者統一為

單純的人心性，而反映神聖的純一性和美善性，顯

為上帝之一體性[74]。

從人心性看三位一體的形像，最有名的神學

理論來自奧古斯丁，他在《論三位一體》中，指出

人對上帝知識是通過理解真理和美善，但更重要

的是通過愛。由愛他又推出一種三一性，他認為愛

的對像是美善，他說：「甚麼是愛和仁慈，這是神

聖經典麼？稱讚和宣告的，除了對美善的愛，還有

甚麼？愛一定包括付出愛者及被愛者，看哪，這就

有三者，付出愛者、被愛者、及愛本身。……由此

向上追溯，尋索超越在上的事物，盡由上面賦與給

人。」[75]

他稍後又說：「正因如此，讓我們引導注意我

們設想找到的這三者，我們仍未論到天上的事，仍

未論到上帝作為聖父、聖子、聖靈，只論到不完備

的形像，但人的形像，因我們無力的心靈或許能較

親切及容易去凝視這些道理。」[76]他遂由心性中各

種不同的三一結構，去說明三位一體的形像在人

心中。

三位一體和一炁化三清之別

在西方神學對三位一體的討論中，和中國道

教哲學的三一理論，有一共通主題，就是從宇宙和

人心性中的三一結構，去說明宇宙和人生中的三一

本體特性。可以說兩者的思維框架是十分近似

的。

兩者不同之處是基督教三位一體的上帝具有

性情位格，道教三一並不直接有性情位格，只是隱

含位格的可能性，具有泛神論的特質，也在民間變

成多神論。

道教發展到到民間產生了具三位格的最高

神，就是三清的系統，是一炁化出三位最高神：即

玉清元始天尊、上清靈寶天尊、太清道德天尊。《雲

笈七籤》說：「三清之上即是大羅天，元始天尊居

其中，施化敷教。天寶君治在玉清境，清微天也。

靈寶君治在上清境，即禹餘天也，神寶尊治在太清

境，即大赤天也。」[77]三清雖由一炁所化，雖各有

性情，但據陶弘景《真靈位業圖》，是有高低之

分，而且各自有其有限的形體樣貌。

三清分為三層天境，以中位的元始天尊最高，

三清又各有其仙身形體特徵，這可稱為三身一炁，

有點像神學中的亞流主義，有上下等級。不同正統

神學三位一體之同榮同尊，一本體具三性情，相攝

相入而又不離不雜。三清之下還有諸神仙，形成諸

神仙管理天地人的行政系統。故成為一民間多神

仙的宗教系統，是多神主義的特徵，三位一體則是

一神論的信仰，兩者的三一是大有不同。

中華性命神學論人的 

靈性、心魂、體魄三一結構

從精、氣、神的人心性哲學看，基督教神學如

何消化之，而建立中華神學論人的心性神學呢？

基督教的心性神學，最重要文本來自《創世

記》：「耶和華上帝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吹

在他鼻孔裡，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名叫亞當。耶

和華上帝在東方的伊甸立了一個園子，把所造的人

安置在那裡。」[78]依據這文本，人是有靈的活人，且

住在伊甸園，一個滋潤的大地，美麗花園之中。人

有靈性，又與自然連合，可管理大地，修理園子。

人的身體原是無生命的塵土，上帝吹給人的

「生氣」，希伯來原文是Neshamah(靈氣)和ḥa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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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生命)，指生命的靈氣，是上帝放在人身體中神
聖的「靈」性，成為作用於身體上的與上帝相關的

氣息，這使人有生命。但這氣息在聖經也可泛指人

和動物的生命[79]，有時卻專指人特有之神聖的靈

性，如《箴言》20:27說：「人的靈(Neshamah)是耶
和華的燈，鑒察人的心腹。」[80]這明顯是上帝放在

人內在的靈性，可鑒察人內心。又約伯說：「你向誰

發出言語來？誰的靈(Neshamah)從你而出？」[81]上

帝發出言語，是向那擁有上帝創造之靈性的人而

發，這說明人有靈性，可明白上帝的言語，這是動

物所無的特性。

Ne sha mah具有不同層次，最高層次是上帝
賦與人的「靈性」，乃由神創造的心性中以屬靈部

份，今用中國詞，可譯為「靈性」或也可稱「靈神」，

這「靈性」是人能感通上帝的最高層次，是人性中

的本體心性。但也有與動物共有的心思和生命，這

是第二層次，這些「靈」以外心思和生命因素，可

稱之為「心魂」，這是由Neshamah所產生的，使人
成為有靈(nephesh)的活人，nephesh一字很多時在
中英文翻譯為「靈魂」(soul)，其實準確一點是「心
魂」，因為其「靈」的部份，是Neshamah中的，Ne-
shamah才是靈魂的整體，「靈性」與「心魂」可合稱
之為「靈魂」，nephesh是其心魂部份。Neshamah
就是指人的「靈魂」，包括與上帝相通的「靈性」，

也包括人心靈的思想、意志和感受的「心魂性」

(nephesh)，另外還有動物相同的生物和身體因素，
這第三層次可稱為「體魄」。

靈魂(Neshamah)來自上帝神聖之風，是創造
生命之靈氣，將塵土造為整體的人，由Neshamah
創造的人，整體既具有和上帝相逼的靈神性，同時

有心魂性和體魄性。從《聖經》用這理念的希伯來

文法和歷史看，人存在是一整體，靈、魂、體並無分

為三個相離的實體，不同希臘哲學將靈魂和身體

分開[82]。

這Neshamah理念和中國哲學「先天至神一
靈」的理念相通[83]，是人之本體靈性，近於中國哲

學的「元神」意思，而其整體落實在具體世界中，

則成人的心魂和體魄，這上帝神聖之風創造的人，

是心魂和體魄之根源。和中國哲學「先天至精一

氣」相通，其希伯來原文是氣息，近於「元氣」的

意思。故依中華神學的思路，Neshamah原有上帝
神聖之氣的意思，和中國「元神」、「元氣」的理

念，在哲學上可相通對話，神學上Neshamah就是
人的性命本體，使塵土被創造成為靈、魂、體。通

於中國精、氣，神的三一結構。從神學上言，這是

上帝三位一體在人心性本體上的彰顯，靈、魂、體

三者相攝相入，不離不雜。

上帝的聖靈和人的靈

《創世記》在一開始時，提到「地是空虛混

沌，淵面黑暗，上帝的靈運行在水面上」[84]上帝創

造天地時，「上帝的靈」(Ruach Elohim)即聖靈，
「靈」(Ruach)字原意是風、氣、靈等。Ruach Elohim
是上帝的靈、或上帝的風、上帝的氣等。《聖經》一

開始就說「上帝的靈」在運行，展開創造工程。「混

沌」(tohu)指未成形的、荒涼的，「深淵」(tehom)語
源上與蘇米爾(Sumerian)和亞喀得(Akkadian)文化
的原始怪物t ihamat相關，指狂暴的，混亂的。上帝
的靈在宇宙荒涼和狂亂之上運行，創造出光明和

秩序，之後又創造人類。「運行」(rachaph)一詞在
舊約時代，形容母鷹在她的雛鳥之上展翅盤旋，

這在《申命記》形容老鷹在雛鷹以上兩翅搧展，教

雛鷹學習飛翔[85]。

從形像上思考，是起初上帝的靈鼓翼飛翔在

大地原始的荒涼與狂亂之上，有理性和秩序地創

造萬物，最後創造了人。這說明「上帝的靈」是創造

的能力、理性秩序的根源、也在扶持保育萬物，對

天地萬物有父母般的親密關愛。這「靈氣」是有性

情位格的，到新約就稱為聖靈。

上帝創造萬物和人，「將生氣吹在人的鼻孔

裡，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這應理解為是「上帝

的靈」(Ruach Elohim)吹生氣(Neshamah)到人鼻孔
裡，使人有靈魂，而具有和上帝溝通的「靈性」。

約伯說：「我的生命(Neshamah)尚在我裡面；
神所賜呼吸之氣(Ruach)仍在我的鼻孔內。」[86]明

顯說明人的「靈魂」(Neshamah)之中包括有「上帝
的靈」所賦與的「靈氣」(Ruach)，這特性就正具有
可和上帝感通的本性。約伯又說：「凡活物的生命

和人類的氣息(Ruach)都在他手中。」[87]這裡也明

確人類具上帝所賦與的「靈氣」，這是人「靈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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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通上帝的「靈性」部份。

上帝的「靈氣」也能救贖和更新人，賜人新

心，先知以西結引上帝啟示之言：「我要使他們有

合一的心，也要將新靈(Ruach)放在他們裡面，又從
他們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他們肉心。」 [88]又說

「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將新靈(Ruach)放在
你們裡面，又從你們的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你們

肉心。我必將我的靈(Ruach)放在你們裡面，使你
們順從我的律例，謹守遵行我的典章。」[89]這聖靈

是從上帝放入人裡面的，故不等同人的「靈魂」，

卻是聖靈進入人的靈魂，和靈魂中的靈性感通共

融，帶來人靈魂的更新。這上帝的靈與人的靈魂

是有區分的，但可不離不雜，相融互攝，而形成人

的新生命。

上帝的靈在人心中，死後回到上帝，如所羅門

說：「塵土仍歸於地，靈(ruach)仍歸於賜靈(ruach)
的神。」[90]這是說人可有上帝之靈在其中，這是永

恆不死的靈，人死後靈魂隨上帝的靈回歸上帝。但

塵土造成的身體，死後則歸回塵土。

用中國哲學來了解，「上帝的靈」(ruach)是人
靈魂(Neshamah)的根源，而靈魂中的「靈性」可感
通聖靈，這在思想上相近於道教認為「道」是人元

神的根源，元神和宇宙的道本體是合一的。但不同

之處是道是哲學理念，不明顯具有上帝的性情位

格，故與神學的上帝並不等同，然而是相通的。道

教由於認為人元神的根源在道，故人可修煉而回

歸道體，這就可成為神仙。道教全真派修內丹，追

求「練神還虛」，抱元守一，返本歸根，入道之原

始虛靜。中華神學是「上帝的靈」和人「靈性」的感

通，轉化心魂，最高境界則是聖靈和人靈魂共融，

人靈魂以信心倒空，徹底進入虛心清心，像基督之

虛己，達基督教的虛靜境，而被上帝三一的圓融大

愛所充滿，而使人成聖。

中華神學論有靈的活人

人成為「有靈的活人」，這「靈」字的希伯來

原文是(nephesh)，與氣字和風字是同一字，即有
氣息的存在物。「活」原文是hayyāh，指有生命、
活著，是生物所共有的，《創世記》1:20、21中譯為
「生命」，《創世記》1:20、21譯為「活」物。

人由上帝吹的「生氣」，可譯為「靈魂」(Ne -
sha mah)，這生氣成為人的靈魂整體，因有了靈
魂，塵土就成為完整的人，有「氣息」(nephesh)及有
「生命」(hayyah)的活動。我們可理解這靈氣是由
上帝而來，成為人的「靈魂」，包括可與上帝感通

的「靈性」，其氣息(nephesh)是人一般的心靈的思
想、意志、直覺和感受，稱之為「心魂」。此外，人

身體有「生命」(hayyah)，指「活著」的，這與身體
運作相關。有關身體，希伯來文是basar一字，表
達人的「身體」，中文有時譯「肉體」，人那有生命

的，活著的肉體，可稱為人的「體魄」。

「心魂」(nephesh)常指人的生命，如耶利哥城
的喇合曾說：「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姊妹和一

切屬他們的，拯救我們性命(nephesh)不死。」[91]這

是指人活著的存在。心魂也可指惡人的心思，如箴

言說：「惡人的心(nephesh)樂人受禍。」[92]心魂也

在靈魂之中，在死後可被上帝救贖，如《詩篇》所

言：「只是神必救贖我的靈魂(nephesh)脫離陰間的
權柄，因他必收納我。」[93]意即死後人的思想、意

志、感受，死後仍存在，可以在陰間，也可以被上帝

救贖。以西結先知記述上帝所說：「看哪，世人都

是屬我的；為父的怎樣屬我，為子的也照樣屬我；

犯罪的，他必死亡。」[94]在原文是在「屬我」之後都

有「心魂」(nephesh)一字，即指心魂是屬上帝的，
既屬上帝就是不朽的。又以賽亞先知說：「賜氣息

(neshesh)給地上的眾人，又賜靈性(Ruach)給行在
其上之人的神耶和華。」[95]同樣也說明，上帝創造

人的心魂，又賜下上帝的靈性在人靈魂中。人的靈

魂中和上帝溝通的「靈神性」，而靈魂中的其他運

作則是「心魂性」。

「身體」(basar)一字，出現在《創世記》2:21-
22，上帝用男人肋骨和肉結合而造成女人。《創
世記》2:21-24說到男女結婚是「二人成為一體」
(basar)。這是指人的身體，並指出男女婚姻是身
體和心靈的合一。這肉體包括了人和動物共有的

體魄性，人的體魄包括人的感覺、欲望及生存需

要等。這字除了表達人身體外，有時是指人吃的

肉《出埃及記》16:3、有時是指生命和血脈《創世
記》9:4、有時是指有四肢和內臟的動物身體《利
末記》4:11、有時是指人體的分泌液《利末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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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有時是指有氣息的活物《創世記》6:17，最特
別是天使也有身體《以西結書》10:12從天使的身
體看，這包括靈性的身體，這身體的運作，就有生

命。

靈、魂、體和精、氣、神的 

互相參照會通

探索聖經中的靈魂和身體觀，是「上帝的靈」

(Ruach Elohim)創造了人，上帝吹給人的「生氣」
(Neshamah)，是指靈氣進入物質的塵土中，創造
有靈魂和身體的人。這「生氣」(Neshamah)是指
人靈魂的整體，包括人可和上帝的靈(Ru ach)感
通的「靈性」，及人一般心靈意識運作的「心魂」

(nephesh)，並與身體(basar)和生命(hayyah)相關，
成為有靈的活人。靈和魂是靈魂的部份，都是Ne-
shamah，不能視靈和魂分離，但上帝的靈(Ruach)
住在人心中，卻是可與靈魂和身體分開的，對接受

基督的人，是不離不雜。

故此新約聖經保羅有說到：「又願你們的靈

與魂與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穌基督降臨的時

候，完全無可指摘。」 [96]此中「靈」的希臘文是

pneuma，這字在七十士譯本，是用來譯Ruach，即
上帝的靈，「魂」是psychē，在七十士譯本，是用來
譯nephesh，即心魂，上帝的靈和人的靈魂或心魂
可分開言之。而此中「身子」希臘文是sōma，這字
在保羅的用法不等同舊約basar，basar的希臘文翻
譯是sarx，指肉身，sōma則指整全的身體，包括聖
靈所更新的身體，如身體是聖靈的殿，復活後的

屬靈身體，教會是基督的身體等。故這上帝的靈

所入住的靈魂體三者又是統合為一體的。然而舊

約用basar也有接近sōma的，如約伯提過相關課
題：「我知道我的救贖主活著，末了必站立在地

上。我這皮肉滅絕之後，我必在肉體(basar)之外得
見神。」[97]這裡basar是指死後的身體，basar一字
在此和希臘文的sōma相接近，此外，basar可指男
女婚姻的成為一體、及天使的身體，均近於sōma，
可見舊約和新約仍是相通的。

人是有靈魂的存在，靈魂包括靈神性和心魂

性，靈魂和身體構成不可分的整體。上帝的靈可和

人的靈神感通共融，這關係的斷絕就是罪，回復關

係就是重生得救。上帝的靈掌管就產生屬靈生命，

死後靈魂進入永恆，肉身(sarx)朽敗，人在新天新
地中有屬靈的新身體(sōma)。

道教哲學，經兩千年內觀反省人的身心靈，發

現人體內的不同層次，提出精、氣、神三大理念，神

是由道所生的，宇宙性的靈性，也成為人的元神，

陸西星說：「神通於無極，父母未生以前之靈真

也。」[98]所謂「無極」，即永恆終極的宇宙根源，是

人內在靈魂最高的「靈性」。神的盛大發展而為

氣，由元氣生萬物，氣在人內，生成魂魄，這在神

學是靈魂的氣息，是人的心魂，成「心魂性」，是具

體生活中人心的表現，是為第二層次。陰陽至靈之

氣的積聚稱為精，精是生命與心身活動的純淨微

細生命力根源。精氣不但是氣，同時形成人的

「身」，所謂「精者，身之本也。」[99]。這就成為人

的身體及一切活力，屬具體材質的層次，是人的

「體魄性」。

李道純將自古心性學的核心理念「性命」，與

精、氣、神的連結，說：「夫性者，先天至神一靈之

謂也，夫命者，先天至精一氣之謂也。」[100]從神學

的靈、魂、體心性學，如何看性命及精、氣、神呢？

先理解神學上的心性觀，人心性的終極來源，是上

帝的「靈氣」(Ruach)，即聖靈，聖靈是三位一體的
上帝，是宇宙終極的真理。在中國哲學理念來說，

這是「道」的本體。上帝以話語和聖靈創造人，其

生氣進入塵土，成為人的「靈魂」(Neshamah)，人
和上帝溝通的是人的「靈神性」，這成為人的

「性」，用中國哲學理念說就是「先天至神一靈」，

道教對「神」的理解，在中華神學說就是人靈魂

(Neshamah)中和上帝「靈氣」(Ruach)相感通之處，
是人的最高層次。不論神學與中國哲學都可共同

地稱之為人心性的「靈神性」。

至於人的「心魂」(nephesh)活動，在中國哲學
說是屬於「命」，性是本體，命是落實在生活上的

活動。neshesh本是上帝吹入的生氣而成有靈的活
人，這生氣在人中的氣息可理解為人的活力和心

思的根源，用中國哲學理念就是「先天至精一

氣」，這氣在人內在運作成為思想、意志、直覺和

感受，屬於中文所言的「魂」。所謂「附氣之神為

魂也。……附所氣之神者，謂精神性識漸有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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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則附氣之神。」[101]這魂是附於氣的，是人識知的

能力。neshesh與中國「氣」和「魂」的理念是相通
的，都可稱「心魂」，屬人心性的第二層次。

至於人的「體魄」(basar)，聖經中上帝吹生氣
在塵土的人形中，人成為具有靈魂和身體的有靈

活人，身體具有肉體、生命、血脈、內臟、人體分泌

及天使的靈體等意思，從中國哲學看可與「精」理

念相通。所謂「精者，身之本也。」[102]精是身體的

根本，是肉身的本質，是生命與心身活動的純淨微

細生命力根源。所謂「先天至精一氣」，精是先天

之氣而形成人具體物質的生命。「精有四：曰精

也，曰血也，曰津也，曰液也」 [103]這也與「魄」相

通，「魄」是附形之靈，即人的耳、目、心、手足、發

聲等，指身體活動的能力。精和魄均和聖經的

basar或sōma相通。可稱為「體魄」，是第三層次。
一般基督教就稱之為靈、魂、體，三者合而為

人活著的生命整體，三者是人整體的三層次，不能

分開。人自覺反省，最先覺察是人的身體是在時空

中活動，人身體和的靈魂的連結作用，在身體感覺

是氣息。人靈魂與身體交接而互相影響，可能就是

氣息的感覺，可能這是中國修養工夫中氣感的根

源。

亞當處在被造的原始純真完美，他的靈神性

與上帝溝通，其魂和身體可直接被上帝所用，由於

靈魂與身體結合，其氣息發在身體之能力十分龐

大，故可在伊甸園中，不需工具，而可指揮動植物

的發展，達到管理和修理萬物的功能。而人在伊甸

園亦不須穿衣服，其靈性之氣息作用在身體上，會

有大的能量作用，而且不會死。其實亞當夏娃即是

莊子所論的「得至美而遊乎至樂」的至人[104]。那是

人與天地和諧的境界，也是身體的完美狀態。

人犯罪後，與上帝隔絕，也與天地隔絕，失去

與上帝的溝通，其靈性隱退。人只剩下體魄與心

魂的作用，心魂作用為感覺、意識、思想、直覺、理

性、美感及良知，一切靈性能力失去。但人的靈性

仍存在，其唯一作用就是使人感到空虛。因內心有

一通永恆無限的空間，物質的享受、情緒意識的快

感，理性研究及道德行善的滿足，都不能填滿這永

恆無限的靈性空間。

古人一些智者，發現人心魂中的理性、美感與

良知等，是人特有的價值，由於人的心魂(nephesh)
原是上帝創造人的氣息，古人在某種伸展運動、寧

靜自守及細長呼吸下，體會有氣息及能量的感覺，

對身體和心靈都暢順舒適。於是提倡人去修養，

這是修煉人的「魂」，希望能由心魂的精絕而回歸

靈，乃成為氣功及修養工夫的起源，並由此而修煉

成聖成仙之道，提出精、氣、神之說。

中華神學提出人的靈、魂、體，與精、氣、神

哲學可融通，由兩者共通的靈性、心魂、體魄的結

構，建立神學和中國哲學對人心性觀的共同結構。

中華神學即可基於和中國思想的共同結構，去解

釋人的罪、上帝的救贖、耶穌基督釘十字架和復活

的意義等。救贖重建上帝和人靈性的感通，使人可

復通於永恆，人由此進入從稱義到成聖之路，達到

人與上帝的性情有份的神聖化(theosis)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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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dan, Augustine, De Trinitate VII.Ch 10,. From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First Series, Vol. 3. 
(Buffalo, NY: Christian Literature Publishing Co., 
1887.) Revised and edited for New Advent by Kev-
in Knight . <ht tp : / /www.newadvent .org/ fa -
thers/130109.htm>.

[76]Ibid IX.Ch 2
[77]《雲笈七籤．道教本始部》，卷三。
[78]《聖經》創世記2:6-8。
[79]同上，7:22提到大洪水時：「凡在旱地上、鼻孔
有氣息(Neshamah)的生靈都死了。」這裡「氣
息」一詞是包括一切「生靈」，不專指「靈

性」。
[80]《聖經》箴言20:27。
[81]《聖經》約伯記26:4。
[82]柏拉圖說：「死就是靈魂與身體的分離。」

Phaedo, 64c, Edith Hamilton ed., Plato: The Col-
lected Dialogues,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2)

[83]同注[63]。
[84]同注[78]，1:2。
[85]《聖經》．申命記32:11，「又如鷹攪動巢窩，
在雛鷹以上兩翅搧展，接取雛鷹，背在兩翼之

上。」
[86]同注[81]，27:3。
[87]同注[81]，12:10。
[88]《聖經》．以西結書11:19。
[89]同上，36:26-27。
[90]《聖經》傳道書12:7。
[91]《聖經》約書亞記2:13。
[92]同注[80]，21:10。
[93]《聖經》詩篇49:15。
[94]同注[88]，18:4。
[95]《聖經》以賽亞書42:5。
[96]《聖經》帖撒羅尼迦前書5:23。
[97]同注[81]，19:25-26。
[98]同注[12]。
[99]同注[53]，「精者，身之本也。」

[100]同注[63]。
[101]同注[68]。
[102]同注[53]。
[103]同注[54]。
[104]《莊子．田子方》。

Chinese Jing-Qi-Shen vs Christian Spirit-
Soul-Body

Leung In-sing (Editor-in-Chief, Cultural China)
Abstract: The question of the origin of Taoist 

philosophy concerns at taining Tao and becoming 
immortal. Through philosophical introspection, Taoism 
seeks the human foundation for immortality—wherein 
the shen (spirit) nature of the inner man incorporates 
physical and mental activities of jing (essence) and qi 
(energy) to form the three-in-one vitality structure— 
jing-qi-shen. Tao, as primary source of everything, 
is the paramount head. In cosmology, “Tao” begets 
the yuanshen (congenital-shen); and yuanshen then 
begets yuanqi (congenital-qi). The human nature 
theory posits that the yuanqi generates in man his 
yuanshen, yuanqi, and yuanjing (congenital-jing). Yet 
from theological reflections, Tao begetting jing, qi and 
shen pertains to pure philosophy. Concepts of yuanjing, 
yuanqi and yuanshen remain philosophical, devoid of 
distinct personality. Taoism’s three-in-one philosophy, 
is characterized by unity in heaven with man. Tao’s 
derivatives of yuanjing, yuanqi and yuanshen function 
in all things of the universe, even in man. The singular 
ontology has t ransformed into three models and 
evolving further into pluralities. Common to Taoist 
philosophical three-in-one theory and Christianity’s 
t r inity doct r ine is their th ree-in-one f ramework 
operating within the universe and human nature, and 
interpreting the universe and human life with the 
tripartite noumenon. However, disparity between them 
is seen in the Christian trinitarian God displaying 
personality, whereas the Taoist’s three-in-one edifice is 
totally bereft of such trait, although implying plausible 
personality as a pantheistic attribute that develops 
polytheism among simple folks. Chinese theology 
proposes that the human spir it-soul-body can be 
integrated with the jing-qi-shen philosophy. Reconciling 
the commonality in spirit-soul-body (three-in-one) set-
ups, will re-align theological and Chinese philosophical 
structures addressing human nature perspectives, re-
establish the rapport between God and human spirit, 
thereby restoring the path to eternity, progressing 
through justification and sanctification.

Key Words: Jing; Qi; Shen; Spirit; Soul; Body; 
Three-in-on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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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近輝對中國傳統文化

與神學之思考
■ 趙文娟

英國宗教研究者

滕博士生平與中國文化底蘊

滕博士出生於山東省濰坊，祖父曾擔任長老

會的長老。其父在奮興佈道家丁立美的呼召下獻

身事主，他曾在山東省高密縣的東魯聖經學校擔

任校長，兼任校內禮拜堂的牧師。後來，獲聘到青

島上海路的中華基督教自立會擔任牧師。[1]滕博

士自小耳濡目染，對基督教信仰有所認識。在高中

時代開始積極參與事奉，追求聖潔的生活，曾多次

帶領學生組成佈道隊前往二十里路以外的村莊招

聚村民，向其傳福音。 [2]在西北聯合大學求學期

間，他每周六步行到六十里以外的國立第七中學，

在那裡的學生團契聚會中講道。[3]其青年時代服

事的心志有增無減，後在重慶大學生基督徒學生

摘  要：滕近輝博士(1922–2013)是二十世紀華人界傑出的神學教育家與國際宣教領袖，其對於促進基督教
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以及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對話貢獻頗多。他曾讚許和支持梁燕城博士推動的「文化更新

運動」，也曾擔任《文化中國》的顧問。該期刊薈萃了老一輩傑出的儒家學者，更塑造了年輕一代的海內外華人

儒家基督徒學者，推動了中國文化的國際交流，以及中國文化與其他宗教文化的對話。今年，正值滕博士誕辰

一百周年紀念日。在這個重要的日子，探討其對中國文化之體認，以及在該文化語境下切身實踐基督信仰之意

義深遠。因為其信仰實踐反映了二十世紀一位在中國文化熏陶下的留洋學者和牧者如何切實調適基督教信仰

與中國文化之張力，並將二者的相似性結合在其神學理論與教會實踐之中。其生命本身也彰顯了一位儒者與

牧者完美結合的表現：就儒者而言，滕博士是儒家謙謙君子之代表，其溫文爾雅的儒者風範，以及信手拈來的

古詩詞妙語無一不反映其深厚的中國文化底蘊；就基督信徒而言，滕博士是耶穌基督的忠心門徒，終其一生為

福音的使命奔走四方。究其一生如何思考基督信仰與中國文化，筆者將從他的神學視角，以及他對中國傳統文

化的體認來探討其如何將兩種傳統融會貫通，卻又不失各自的獨特性，更將兩種傳統中的道德與美善價值相

結合起來指導中國信徒的實踐生活。

關鍵詞：滕近輝；中國文化；基督教；儒家；會通；補足；對話

夏令會中，在趙君影的呼召和聖靈感動下，決志奉

獻一生服事主。於是，宣教士孔教授與夫人(Paul 
A. Contento and Maida Contento)推薦和資助滕博
士前往英國愛丁堡大學深造神學。[4]這為滕博士在

後來的本土事奉與國際福音事工中奠定了堅實的

基礎。

除去早年信仰上的扎根，滕博士在中國文化

上的造詣也逐漸嶄露頭角。他對中國書法的愛好

始於小學五年級，在其父的鼓勵下，學習用寫對聯

的大毛筆在鐵質包白瓷的大盤子上練習寫字；初

中時，更得到出名的書法家指點，在書法上自成一

家。[5]多年來，滕博士對書法的愛好與興趣不減，

在青少年時期，他已經能夠為商店寫招牌；在成為



二○

二
二
年
第
四
期
（
總
第
一
一
三
期
）

文
化
中
國

７０

學者和牧者後，他曾為香港十幾間教會與基督教

中小學題字。比如，宣道會北角堂的招牌與基石、

建道神學院的禮堂與圖書館、中國神學研究院的

招牌、牧職神學院及短宣中心都留有其墨跡。他也

常獲邀請在基督教的刊物及書籍上題字或者寫對

聯。[6]對於滕博士的書法造詣，神學與藝術哲學博

士何崇謙評價道：「滕牧師的書法，自成一格，見

字如見人，磊落彬彬，意境倜儻，直達胸臆，正說

明：『法度為驅殼，功力為衣冠，學識為舉止，性靈

為生命』的書道四端。觀賞滕書，自然會被其充滿

節奏感的線條所吸引，而且滕書的造型平穩而見

險奇、安靜而感跳躍、凝重中而顯輕巧。滕牧師擅

寫行書，而隸書亦有行書意態，雍容秀勁，並廣涉

諸家，如柳公權、趙孟(頫，原文顯示空白格)、文徵
明。隸書清雅，取乙瑛碑神髓而自變體，線條有顫

抖的趣味。」[7]

從何博士的評價可見滕博士在書法上的深厚

功力，而他在詩詞方面的成就同樣不遜色，中國詩

詞的魅力在滕博士的作品中盡攬風采。加拿大中

國信徒佈道會董事會榮譽主席金新宇評價道：滕

博士「給我的印象是一位很有文學修養的學者。」
[8]滕博士在高中時代就開始寫白話詩，以細膩的筆

調描述自己的心志和對信仰的體認。其詩詞更多

表達了他對「屬靈生命的反思，對真理的堅定和對

神的信靠」；[9]正如《毛詩·大序》之描述，「詩者，
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其詩詞題材豐

富，視野廣博，大到宇宙時空的造物主，小到花草

樹木之受造物，廣到社會人生與國際世界；其詩性

語言彼此呼應，語調時而氣勢磅礡，鏗鏘有力，時

而婉轉低回，抑揚頓挫，教人仿佛置身於詩人的心

靈世界，聆聽其有聲無聲的傾訴，感動莫名。比

如，這首溫婉的白話詩就貼切地體現了他對造物

主的摯愛之情與親密關係，細讀品味，詩的典雅氣

息油然而至。

祂是園中的玫瑰花，

祂的清香滿溢了這黎明的花園，

我每日走進祂的身旁，

欣賞祂美麗的容面，

傾聽祂低沉的微語：

「折一枝，帶給園外孤獨的人們。」

祂是深夜的繁星，

萬籟寂靜時，

我向它們仰望，

它們以無聲的言語，

告訴了我許多隱藏的智慧與秘密。[10]

這首詩的意境安謐溫馨，詩人把造物主比作

為園中的玫瑰，馨香益人，詩人與造物主之互動與

對話呈現了二者之間的親密關係，即彼此喜悅與

相互信任；更啟示了造物主的奇妙作為與奧秘並

非無可測度，因祂向尋求祂的人敞開心扉。詩中描

述的園子更有特別的神學涵義，在《聖經》中，園

子象徵造物主最初安置人的伊甸園。在園中，人不

但擁有上帝賜給亞當和夏娃的美好計劃，更享有

與主同在的恬靜安寧，最初園中的神與人互動，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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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幅充滿詩意的甜蜜圖景。然而，伊甸園因始祖

犯罪墮落被毀，失去了往日的庇護與安寧。慈愛憐

憫的造物主唯有差派獨生子耶穌基督道成肉身，

與世人同行，講述救恩計劃，最後死在十字架上，

成為世人的救贖。在受難前夜，耶穌祈禱之地也是

一個園子，祂在那裡被出賣；耶穌受死也被安葬在

一個園子裡，祂也在這個園子死而復活，這預示了

伊甸樂園的重建與神人關係之修復，彰顯了造物

主無條件的慈愛與救贖。正如詩所述，從此，救贖

之園向眾人開啟，正如沒有圍牆的玫瑰園。凡尋求

上主者，便可一無掛慮的來到主前，安享主裡的豐

盛與平安。園中盛開的玫瑰猶如造物主，無比生動

地呈現了祂溫柔絢爛而富有馨香之氣的容顏，吸

引人去親近祂，聆聽祂，更一生一世追隨他。正如

詩人，常在園中與主相遇。

基督教與儒家對話： 

基督實現孔孟理想

除去在書法與詩詞上的愛好，滕博士在中學

時代就對孔孟的倫理教訓產生了濃厚興趣，對其

崇高的理想極為嚮往和佩服。他還評價道：「傳統

儒家和新儒家這兩種思想體系都具有很崇高的價

值，中國知識分子推崇這兩種思想也無可非議。」
[11]作為基督徒，他甚至發現孔孟的理想早已實現

在耶穌基督身上。因此，效法耶穌基督，同時實踐

儒家的倫理教訓並不完全相悖，這為二者的倫理

思想對話提供了基礎。他認為中國聖賢所表達的

自我不足感，可在耶穌的言傳身教中獲得答案與

終極導向。具體而論，有關這兩種類似的倫理體系

之對話，以及基督如何實現了孔孟理想，滕博士的

主要論述如下：

其一，儒家「仁者無敵」之思想與基督教「仁

愛」之教導相契合。孟子曰：「仁者無敵」，此言大

致涵蓋了三種意義：「以仁愛行事的人獲得最後勝

利；以仁愛行事的人終於化敵為友；一般人都不肯

與有仁愛的人作對。」[12]簡言之，仁愛有一種道德

力量和人格魅力，具有仁愛恕道精神者能夠消除

他者對自己的怨恨，緩和人際關係，乃至安定社會

秩序，這是儒家處理人己關係，以及人與社會關係

的一條準則。但是，由於人的罪性和局限性，人無

法在現實語境中完全實踐出這教導。較之，唯有道

成肉身的耶穌基督將儒家的倫理精神完全地實踐

在其言行之中。基督可以當「仁者」而無愧，祂的

愛在十字架上表露無疑，正因為祂的愛，數以億計

的人群追隨祂；基督用仁愛對待敵人，祂也吩咐門

徒照樣去做，唯有耶穌基督實現了「仁者無敵」之

理想。[13]

其二，關於儒家「恕道」的倫理原則。孔子強

調以推己、將心比心的恕道。其曰，「其恕乎！己所

不欲，勿施於人。」這說明孔子要求人們要以己之

心來為人處事，要求人最大限度地為他者考慮，

遵循容忍和寬容的道德準則。本著「恕道」，人需

要提升自己的道德修養，力求達致一個更高的道

德水平。因此，對「己」而言，孔子要求人們需要具

備海納百川的胸懷，更內省與自律。儘管如此，孔

子亦主張恕道是有條件的，並非對所有人，並非在

任何時候，任何事情上都施與寬恕。比如，有三種

情況不可得到寬恕，所謂「君子有三不恕：有君不

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報，有子

而求其孝，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聽

令，非恕也。」[14]簡言之，這三種類型的情形都不

能得到寬恕：自己不侍奉國君卻要求下臣侍奉自

己；自己不報答父母卻要求子孫孝順自己；自己不

敬重兄長卻要求兄弟聽自己的話。由此觀之，孔子

的恕道始終是人本主義的進路，受制於現實語

境。如果從神本主義的進路來看，孔子理解的

「恕」作為我們應該終身奉行的一項道德標準，這

標準唯有在耶穌基督身上得到了恕道的最高表

現。比如，耶穌作為無罪的罪人被眾人釘在十字架

上，但他還為那些釘死祂的人禱告，求主赦免他

們；耶穌的門徒司提反在被猶太人用石頭打死之

時，也做了同樣的禱告。耶穌基督與司提反在生命

最後時刻對仇敵的寬恕，以及他們的行為和對仇

恨的態度是人類歷史上最富意義的事件之一，為

人類開闢了新途徑和新境界。耶穌基督身體力行

的寬恕教導告訴我們，仇恨不能消滅仇恨，只會增

加仇恨。唯有基督的愛才能解開仇恨的死結。耶

穌捨身為人的愛不是懦弱的表現，而是最富智慧

的勇敢。這與「大勇若怯」的意義相似，但較之更

進一步：愛即勇，愛即智。智仁勇三字都包含在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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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面了。[15]

其三，關於孔子的「天人合一」思想。滕博士

解釋，孔子之言，「欲知人，不可以不知天。」這句

話表示，人道是以天道為本，這由此可以理解為孔

子的天人合一思想。[16]儘管孔子只講人道，不講來

生與上帝，正如其所言：「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

而遠之。」然而，孔子極其注重「天」，認為天有其

道其理，而人道是以天道為根據。天道是超人的，

是人道的本源。雖然如此，就邏輯而言，孔子是以

天道為本；就其體驗與實踐而言，孔子則是以人道

為本。如果將其天道與人道的思想綜合起來，就是

天人合一。[17]但是，天人合一的理想無法在現實的

人生命中實現，卻在耶穌基督身上得到契合。從基

督教的核心教義來理解，耶穌基督是道成肉身的

完全的人與完全的神，而信徒因信和上帝的恩典

與基督合二為一。換言之，耶穌基督與上帝合二為

一，而信徒又與基督合二為一，這正是天人合一。
[18]具體而言，「基督降世與人合一，其目的是使人

與祂聯合……基督將上帝向人類具體的表現出

來，祂是天道的最高表現—天道的化身。基督救
恩的真正和最後目的，就是把人類從罪惡裡面救

出來，又使人與上帝之間有圓滿的團契—神人合
一。」[19]總結而言，「基督教的特點是以啟示為本，

而啟示包括天道與人道在內。天道與人道合在一

起，才是完整的道理。上帝與人合在一起，才是生

存的全部意義。」[20]從滕博士的闡釋而言，孔子的

天道具有超越性的一面，它位於自然和社會之上，

似乎在人力的極限處顯示其力量，從而可以指導

人的道德實踐。但是，「天」卻本是無言的，不具有

基督教上帝道成肉身的啟示，從而無法實現真正

意義上的天人合一。

其四，孔子所倡導的「大學之道……在止於至

善」之教導也在耶穌基督的生命中得以成就。「唯

有耶穌基督表現了最完美而偉大的人格，成為人

類最崇高的榜樣。」[21]耶穌基督的完美品格佐證

在於：耶穌基督的母親瑪利亞與施洗約翰的見

證。如果耶穌基督在幼年、少年、青年和壯年時期

有任何罪過和不善之處，瑪利亞作為其母必然知

道。如果耶穌基督沒有完美的表現，瑪利亞就不會

相信祂是無罪過的主，也就不會成為耶穌的門徒

之一；施洗約翰為了真理，不畏強權，直言勸誡暴

君希律，因而喪命。他為基督作見證，稱祂為人類

的救主，約翰的品格保證了他的見證是誠實的。[22]

其五，孔子的理想「四海之內皆兄弟」與「益者

三友」同樣在耶穌基督裡得以成全。孔子的至理名

言「四海之內皆兄弟」雖然是中國文化精神史上極

為重要的一次飛躍，因其超越了血親關係，走向了

基於信仰共同體的新式兄弟關係。但是，較之耶

穌基督之愛感召下的各樣運動所宣稱的在基督裡

的人類新關係，孔子的理想仍有局限性。滕博士指

出，基督教史上的兒童福利運動、婦女解放運動、

反虐畜運動和社會福利運動等可以統稱為「兄弟

運動」。這些運動打破了世俗年齡、性別、種族與

身份的藩籬，使得凡在耶穌基督裡的人都成為兄

弟姊妹，且在基督的大家庭裡合而為一。[23]就筆者

而言，滕博士身體力行在宣道會教會的實踐教導

更進一步將教會的改革運動推向了另一個新的高

潮。在香港不同教派中對按立女性牧師各執己見，

爭論不休，但滕牧師秉著按立女性牧師同樣是為

了見證耶穌的榮美和真理，使之有權柄用真道和

聖禮服事教會而在宣道會開啟了女性牧師的先

河。此外，就孔子的「益者三友」之說，它反映了其

對好朋友的定義和闡釋。然而，從滕博士的理解而

言，由於人的罪性和不完全性，世上除了耶穌基督

沒有此類三友，耶穌基督在地上的一生正是正直

的人、誠信的人與見聞廣博的人之寫照，更需加上

一項，祂是為人犧牲生命的恩友。作為直友、諒友

與多聞友，耶穌基督以真理勸誡世人，絕不阿諛奉

承；祂富有同情心，明白世人一切的軟弱與需要；

祂不但將今生的做人之道告訴世人，更將永生之

道置入世人心裡，唯有耶穌基督是世人最好的朋

友和嚮導。[24]

其六，孟子的「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在耶穌

基督的生命中得到了最好詮釋。孟子所言意指赤

子般心地單純無偽的是大人，或理解為君子。這句

話與老子之言「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老子》

第二十章）有異曲同工之妙，老子宣揚返璞歸真，

淡泊寧靜，避免患得患失，反而能夠保持一顆童

心，有時甚至表現出來，像一個童心未泯的人。在

滕博士的觀察中，這種思想在耶穌基督的言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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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升華，耶穌常教導門徒，兒童是他們的老師，

他們應該向兒童學習，因為在神國的正是這樣的

人；《聖經》中也記載了耶穌歡迎兒童來到他面

前，耶穌為他們祝福。由此可見，耶穌基督自己的

赤子之心。按照基督的指示，若信徒的靈性愈高，

就愈像兒童；身體的年齡愈大，心靈的年齡愈小，

正如保羅所言，「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

一天。」[25]

儒家與基督教之會通與補足

以上基督實現孔孟理想的闡釋反映了滕博士

對基督教神本主義價值取向之認同，以及對儒家

人本主義價值觀的某些質疑。但是，這並不意味

著他否定中國儒家文化經典，相反，滕博士欣賞和

肯定之，且評價道：「中國古代聖賢所留下的教導，

實在是神對中國人的特殊恩典。其高超及深邃之

處，實在令人驚訝讚嘆。在自然神學及倫理領域

裡，誠屬上上乘……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中國文化

也可以有助於基督教神學重點的處理。」 [26]基於

此，他從五個方面提出了中國文化對基督教神學

建構之補足：其一，中國文化是一種關係性的系

統，有助於基督教神學的追求方向，避免西方倡導

的以理性取代靈性的主導地位。其理據在於：基督

教神學受希臘哲學與羅馬政治的影響，在神學研

討上偏重哲理與分析性的討論，直到十九世紀祁

克果的反合性的真理（Paradoxical Truth）的興起，
才開始回轉至關係性的重點（R e l a t i o n a l 
Emphasis），但哲理性仍然佔主導，忽視了靈性的
重要性；[27]其二，中國文化中的「大同社會理想」

能夠調和基督教神學傾向於教會化與個人化而導

致社會意義弱化之弊端；它能夠糾正西方神學和

教會注重個體經驗而似乎因此取代了《聖經》中的

國度觀念，從而積極促進個人倫理與社會倫理並

重的考量；其三，中國古聖先賢所教導高質素而分

析入微的倫理修養，能夠豐富基督教的倫理內容。

比如，君子之道、中庸之道、孝道、中和之道等，均

能夠發揮《聖經》真理辯證性的功效；其四，中國

式的人文主義可以抵制西方文化的人本主義，從

而提升《聖經》中某些關於人本位的教導，重新確

立人與人關係中的本位、人與物關係中的本位，以

及人與神關係中的本位；其五，中國文化中墨子的

「兼愛」之道，亦可以豐富《聖經》中關於愛的描

述。[28]

滕博士從以上五方面探討了儒家文化如何完

善西方基督教神學的欠缺之處。另一方面，他也強

調基督教的神本主義思想可以補足儒家人本主義

之不逮。以孔子為例，孔子被尊為聖人，他本人也

極力追求道德修養的至高境界，立志成為君子。然

而，他謙虛地承認自己尚未達到君子的標準，其

言，「君子之道有四，丘未能一焉」《中庸》。孔子

甚至說，人不能守住他／她自己所選擇的倫理標準

超過一個月（「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29]對

此，關於人性的弱點，同樣可以在基督教的教義上

找到相似之處，基督教強調人的罪性，認為世上

無人能夠達到完全良善的地步，人人都需要重生，

且效法耶穌基督，克服老我，方能行在成聖的旅程

上不斷完善自己的德性。[30]再者，儒家文化甚少提

及死亡與來生，孔子的名言：「未知生，焉知死」似

乎透露了孔子對死亡問題深不可測的慨嘆。孔子

的學問也可視為生命哲學，但他甚少正面談論死

亡是怎樣一回事，由此很難窺探孔子對死亡的態

度。較之，耶穌基督對此有清楚的回應，祂解釋死

亡不是生命的最後終結，而是復活的開端。因此，

耶穌告訴門徒，「在我的家裡有許多住處……我去

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

那裡去……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藉著

我，沒有人能夠到父那裡去。」（《約翰福音》14:2-
6）[31]至為重要的是，儒家學者重視天或道，對其

存有敬畏、虔誠與皈依。但是，這天或道缺乏超越

性也無位格，僅具有創造之能或道德性。然而，基

督教將這隱約的天或道位格化，成為啟示的神，

祂是創造之主、德性之源和萬有之歸宿。這啟示

更在耶穌基督的道成肉身中完全顯明出來，並完

成救贖之功，凡悔改歸向祂的都承受永生之恩，且

行出儒家所倡導的仁義禮智等德性。[32]

儒家與基督教的道德修養： 

成為有德性之人

儒家和基督教都重視道德修養與成德成聖。

於基督信徒而言，成德成聖意味著效法基督，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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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盡力盡性愛上帝亦愛人如己，並追求聖潔的生

活；於儒家君子而言，則意味著終其一生反省內

求、盡心養性，成人成德，成仁成聖。由此可見，這

兩種思想都關涉到人之為人的終極走向。不僅如

此，在踐行論上，儒家和基督教也有諸多相似之

處。比如，二者都強調良知的重要性，承認良知為

內在道德超越的實現途徑。不同之處在於，儒家

的良知，從本源上來講是對「天命」的直接覺識和

領悟，也是盡心—知性—知天和存心—養性—事
天的過程。[33]良知因此具有超然性或者先天性的

一面。但是，該觀點在王陽明的認知中賦予了新的

涵義，良知繫於人而非出於天，從而逐漸轉向主體

的德性與人格。它強調成就德性就是通過自身的

體察與踐履，使道德意識成為主體的內在德性，從

而承認良知向善的一面，以及它在德性塑造中的

角色。[34]基督教的良心觀，在滕博士的詮釋中，同

樣具有超然性或者先天性，以及道德性的一面。他

以經文為依據指出，「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聽

見後邊有聲音說，這是正路，要行在其間」（《以

賽亞書》30:21）。這說明上帝的真理透過人的良心
向人說話，為上帝的正義與真理作見證，見證祂是

有道德性的上帝，祂的道德性與人類良心的道德

性是同型的：具有正義感、慈愛感、聖潔感和真理

感。換言之，良心是人與上帝之間的共知（先天的

道德性）。[35]但是不可否認，人類的罪性蒙蔽了良

心的作用，它使良心的感覺麻木，以曲辯支持不合

良心的行動或風俗。[36]這就需要聖靈的感動和上

帝真理的介入，當真理之光一旦照入人心中的時

候，良心仍會產生某種程度的響應。[37]總結而言，

基督教的良心有三個層面的向度：與上帝同知，上

帝的律法刻在人的良心中；與人同知，人人有是非

之心；與聖靈同知，聖靈感動良心。[38]因此，若要

成為有德性與品格的信徒，則需要對上帝的話語

和聖靈的感動有敏銳的覺察。表現在：愛人是從無

虧的良心生出來的；對己常存信心和無虧的良心；

對道存有清潔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奧秘；對神要用

清潔的良心事奉祂。除此之外，還需要有敬虔的

行為。[39]基督徒有德性的品格具體體現在聖潔、端

莊、忠心、行善、簡樸，謙卑事主，不爭名利地位；

謹慎言語，只說造就人的話語，以及有良好家庭生

活的見證。[40]

從良知到德性塑造之可能性，筆者認為滕博

士對於儒家的性善論與基督教的性惡論提出了一

個折中、整全的看法，即不以二元對立的觀點來判

斷人性是絕對的善或者惡，而是肯定人性良善的

一面，也強調人性惡的一面。他因此解釋，「基督

教並非貶低人性，基督教反對人本主義的思想和

高舉人性，其實是對人性先抑後揚：先承認人性的

脆弱，否定人性的本相，看清其墮落的事實，然後

將人升到上帝兒女的地位，甚至與基督一同作王，

管理宇宙，讓人不再是罪的奴隸，反而成為基督的

朋友，達到天人合一，乃至人與人之間的合一。」
[41]這種非二元對立的進路或許能夠為學界一直以

來關注並引發自力與他力的爭議提供另一種維度

的思考。具體而言，自力與他力是儒家和基督教學

者基於性善或性惡不同觀點而提出的個體道德修

養理論前提，多數學者以人本主義與神本主義的

進路來區分自力與他力，認為儒家是倡導人本主

義的倫理體系，而基督教則是神本主義的倫理體

系。

但是，滕博士避免以二分法來分析個體在道

德修養中的努力。他指出，「基督教是他力與自力

的組合體，但以他力為主，在他力的幫助之下，自

己努力追求上進。若將一切推給神而自己置身事

外，只等神來成就一切，那是一半的真理，必然造

成軟弱無力的基督徒。」[42]其理據是，世人犯罪墮

落，虧缺了上帝的榮耀，更無力自救。然而，創始成

終的上帝施予救恩，呼召人悔改歸向祂，並幫助人

遵行祂的旨意，行在祂的道路上；聖靈更是感動和

幫助人聽道行善，活出基督的樣式。關於人在罪中

的無力感和自力感的脆弱，從而走向唯有靠主得

救的真諦在保羅的信仰經歷中體現的淋漓盡致。
[43]保羅說：「我是屬乎肉體的，是已經賣給罪了。因

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願意的，我並不

做；我所恨惡的，我倒去做；我真是苦啊！誰能救

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我願意為善的時候，便

有惡與我同在」（《羅馬書》7:14-15，24，21）。保羅
的個體掙扎解釋了自力的虛妄，他力的介入不可

或缺。由此保羅總結，正是慈愛憐憫的上帝深知人

類陷於罪中無力自拔的悲苦境地，於是賜下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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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基督，擔當眾人的罪，為眾人釘死在十字架

上。凡相信耶穌基督的救恩，眾人就能靠著基督的

血稱義，並藉著耶穌基督的死得以與神和好（《羅

馬書》5:9-10），這是人方能成德成聖的開端。
並且，得救本乎恩也因著信，更是人終其一生

求善成聖之旅程，這就揭示了自力的重要性。滕博

士解釋，經文將信徒自我努力與追求成聖的信息

清楚宣告了出來。[44]比如，彼得勉勵信徒說：「你

們當救自己脫離這彎曲的世代」（《使徒行傳》

2:40）；《希伯來書》的作者也鼓勵信徒，「務必竭
力進入那安息」。「安息」一詞意指豐盛生命，亦可

理解為成聖的生命，說明它需要信徒竭力追求才

能獲得。為此，保羅總結基督徒在世的生命就是

「向著標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

我們來得的獎賞」（《腓立比書》3:14）。由此可見，
耶穌基督的救贖與信徒的竭力追求，這所謂自力

與他力二者之張力其實是一種反合性的真理

（Paradoxical Truth）；[45]二者更似一個銅板的兩

面，觀其兩面方能領悟整全的真理。另一方面，這

也說明基督教的人生觀與道德觀是被動的主動

（Actively Passive or Active Passivity）；即，基督
徒在世立志行事—被動的主動，都是神在其心裡
運行—信徒的主動。[46]

結語

本文分析和總結了滕博士在中國文化方面的

造詣，以及在基督教與儒家不同信仰傳統會通互

鑒方面之貢獻。作為華人基督徒領袖的表表者，滕

博士對中國文化的欣賞熱愛可在其書法與詩歌上

的造詣得到明證。不僅如此，他在基督教本土化

的思考方面也值得借鑒。在其時代，基督教作為外

來宗教當如何與中國文化和諧共處，以至於在中

國文化土壤中扎根，是無法迴避之重要問題。對

此，與滕博士同時代的中國早期新教神學家，如吳

雷川與趙紫宸，都基於各自背景對此問題提出了

不同的見解。吳雷川作為進士皈信的基督徒，對儒

家文化和道德修養體悟頗深，展開了基督教在儒

學處境中的比較對談。趙紫宸作為留美歸國的神

學家，將關於上帝的言說延展至孔子與墨子身上，

嘗試汲取儒家思想精華與言辭來建構中國化的神

學。遺憾的是，這些努力因時代的巨變在二十世

紀中期中斷。可喜的是，當其時滕博士正值留學歸

來，在其事奉生涯，他一方面盡心盡力參與神學教

育與各類事工；另一方面，他亦不斷反思基督教本

色化運動的成敗得失，從而鼓勵新一代基督徒學

者在文化與信仰的衝突與融合中提出新見解。他

本人更在反思基督教在本色化過程中提倡保持信

仰的獨特性，同時兼顧基督教傳統與儒家傳統在

倫理教導上的互鑒，肯定儒家倫理對中國人德性

的塑造，以及家庭社會和睦的積極作用，並將理論

付諸於實踐。由此，筆者認為滕博士以一個整全的

視角來審視儒家和基督教傳統值得學者借鑒。當

下，華人學者們依然孜孜不倦著力在基督教本色

化的歷史敘事上，繼續立足本土文化、歷史與政治

來構建漢語神學或者中華神學。這不僅是理論上

更是實踐上的進深嘗試，它關涉到中國文化族群

如何發揚、傳承、重構以及更新自己的文化，從而

不但造福世界文明，更富有新的生命力，得以在與

基督教傳統對話中突顯出中國古典文化傳統的魅

力與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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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ucianism: Phil ip Teng’s Approach to 
Christianity with Confucian Philosophies

Zhao Wenjuan (Theological Studies Scholar 
UK)

Abstract: Teng Jinhui (滕近輝, 1922–2013) 
was one of the most distinguished Chinese theological 
educators and an international evangelical leade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e devoted his lif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ospel in China; promoted the 
growth of the church; and fur thered the dialogue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culture. To enable 
these causes, he supported the Culture Regeneration 
Movement established by Leung In-sing and also served 
as a consultant for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China” edited by Leung. This journal has gather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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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broad. It has also promoted the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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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秩序，甚至塞絕了讀書人治國理政的進仕通道。

士大夫集團裂變為在朝的投降派、保守派，或在

野的隱逸派、抗爭派。統治集團的政治鬥爭，從宮

廷擴展到朝堂，從朝堂波延到江湖，成為社會整體

動盪的惡兆。若問上層為何要殘酷鬥爭，甚至不惜

武裝決裂？精英集團為何

會從均衡聯盟轉向敵對鬥

爭？或曰，此乃經義應然

與權勢實然的矛盾不可調

和之故。用時下流行的學

術話語，即是根深蒂固的

皇權專制使然。這種解釋

如果可以適用於亂世的成

因，那麼，它就很難洞穿

盛世的神話——同樣是
皇權專制，為何結果表現

殊異？究竟是皇帝制度本

身的問題，還是支撐皇帝

制度的「正統」在結構上

出了問題？從東漢亂世的

發生來看，應是後者。在

天命觀的論證下，君主權力至高無上，外戚專政必

須制衡，於是桓帝選擇了寵信宦官，強化爪牙。恰

逢士大夫自詡清流，熱衷妄議，對君權既無支援，

反添其亂，折損其威，成為律法打擊的首選對象。

結果是：正統漂移，無法強化法律的正當性；法律

孱弱，無力匡扶正統的偏移。由此，宦官與外戚的

內廷之亂，延及朝臣（外廷）之亂，最終導致政治

系統頂層的整體混亂。

三國亂世的正統意涵
■ 廖  奕

武漢大學法學院

政治文化

一

《三國演義》的開場白頗為重要：「話說天下

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這一「金句」，實為毛氏父子補增，它似乎成了

中國歷史軌跡的形象描

繪。人們堅信，合則興，分

則亂——「由合而分」乃
紛亂禍事之由，不可不深

究，不可不謹防。但亂世

的發生學原理極為繁雜，

揣摩三國故事中的細節，

有助於我們明瞭大歷史

的規律。

比如，東漢末年的紛

亂大勢，肇端於引發正統

危機的高層政治鬥爭，其

之所以難以調和，法制不

彰算一重大因由。黃仁宇

在《赫遜河畔談中國歷

史》一書中談及，東漢與

西漢本是一脈相承，400年的法制未有大的創作，
故而承平日久亂局難收。[1]從《三國演義》開篇描

寫的桓帝崇信宦官這一「致亂之由」，我們也可看

到，法律治理與正統教義逆向而行，由此引發統治

集團的深重內亂。

引出黨錮之禍的本是執法不公之事，但這竟

成了皇帝利用宦官整治士族的藉口。[2]黨錮之禍，

動搖了儒家士大夫的政治根基，敗壞了朝政風氣

摘 要：亂世的發生學原理極為繁雜，揣摩《三
國演義》中的故事細節，有助於我們明瞭大歷史

的規律。透過分合治亂的歷史畫卷，各方在亂局

中的正統爭端和典範遷移凸顯無遺。在三國故事

中，亂世似乎是一種常態，而正統總在非均衡的

狀況下成為博弈對象。亂世的發生，與正統的運

動，構成一體二面。在《三國演義》中，激動人心

的戰役描述不一而足，但書中最精彩者，莫過於

後半部充滿法理意味的正統對決。正統之爭不斷

延續，這或許正是亂世不休的深層因由。

關鍵詞：亂世；正統；法理；《三國演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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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只是高層內部的權力之爭，通過強勢集團

的雷霆手段，假以時日，平定紛亂也並非難事。但

至為糟糕事，往往會在頂層動亂後接連發生，正所

謂「政治危機的連鎖反應」。比如，自然災害、外族

入侵、民間的抗稅和暴動，都可能成為壓垮駱駝的

最後一根稻草。此時，如果統治集團仍不能基於正

統律法，明確底線、調整規則、重新團結、有效凝

聚，機遇一旦喪失，累積的危機勢必演變為長久的

亂局。

在《三國演義》中，黃巾之亂表徵著東漢政權

正統性危機的再度加劇。「蒼天已死，黃天當立」

的說法，已危及到「德運」「天命」的統治根本。但

起義還是失敗了。因為，漢室的正統資源並未枯

竭，反而在討賊的新形勢下迴光返照。一時、局部

的人心確實重要，但它並非正統的唯一決定因素。

黃巾舉事時，「青、幽、徐、冀、荊、揚、兗、豫八州

之人，家家侍奉大賢良師張角名字」。[3]由此，張角

判斷道：「至難得者，民心也。今民心已順，若不乘

勢取天下，誠為可惜。」（第3頁）但人心終歸是易
變的，人心背後，還有道義、實力、謀略、機遇等多

種正統資源。作為政治根基的正統性，並不僅僅取

決於一時一地的人心，暫時的分合衰興也只是表

像。借用韋伯的理論術語，它是廣攝包容傳統型權

威、卡里斯瑪權威和法理型權威的綜合範疇。嚴格

意義上的正統顛覆或斷絕，不會輕易到來；在危機

中，正統具有自我修復的機能。在《三國演義》開

篇，張角的失敗或可表明這一點。

從平定黃巾之亂的過程看，東漢帝國的政令

法度並未完全紊亂。高層之亂和底層之亂，雖已出

現接續燎原之勢，但仍是可控的「亂」。並且，亂中

之機很明顯，如果頂層調控得當，可以成為治亂理

紛的大好時機。但對平亂本身，法度缺少應有的

控制，其結果是，軍功集團（軍事派系）的無序崛

起。軍功集團本身並不可怕，但可怕的是，軍權失

控，霸業取代王道，霸統壓過正統。在歷史上，漢

靈帝並非十足的昏君，至少，在軍事布局和調配上

展現了一定的政治謀略。他一方面下旨發動地方武

裝徵兵剿亂，另一方面強化禁軍力量，建立西園八

校尉之類的新軍制，避免地方諸侯坐大。在重要的

戰略要地，如幽州、荊州、益州等，他還安排了漢

室宗親直接掌控。但董卓率領的西涼軍外入，打破

了這種戰略布局，撕裂了平亂後暫定的力量均衡。

東漢征羌，羌人不服，董氏趁機擴充實力，最終問

鼎東都，掌握核心權力。有論者認為，埋葬東漢帝

國的乃是羌漢戰爭，因為東漢政府的收縮政策和

對涼州利益的漠視，引致東西部矛盾不可解決，達

到全面對立的程度。[4]此種論說，點出了後漢軍功

集團，特別是董卓集團勃興的隱秘內情。如果董卓

是一個尊奉正統的良臣善人，他或可倚仗軍威權

謀，暫時安定天下。但此論也忽略了董氏廢帝之

舉，實在過於武斷草率，此等顛覆禮法、僭越正統

之舉，為諸侯舉兵提供了再好不過的口實，也為日

後更大規模的慘烈內戰拉開了序幕。因而，漢室

正統性的真正危機，始於董卓作亂，而董卓作亂又

始於廢帝。正是董氏僭越正統的罪行，讓各方諸侯

找到了矯詔征伐的理由。而軍事派系的混戰，讓搖

搖欲墜的帝國進入最後的黃昏。

先是為爭國璽，袁術唆使劉表截擊孫堅，兩

家結仇。[5]後是為爭錢糧地盤，袁紹唆使公孫瓚出

兵冀州，兩處火拼，董卓講和。為復舊仇，孫堅起

兵討伐劉表，身亡敗北。[6]董卓自此愈加驕橫，肆

行無忌。王允用計清除董卓後，罔顧仁慈，當赦不

赦，善後不當，引發動盪。王允雖世家出身，然其行

其識皆無遠慮，對修復正統毫無規劃。在他下令處

死蔡邕後，某大臣私歎：「王公其無後乎？善人國

之紀也。製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豈能久乎？」

（第48頁）西涼軍為求自保，加以為董卓復仇為
由，進擊長安，誅殺王允，生出大亂。

二

透過三國畫卷的分合治亂，各方在亂局中的

正統爭端和典範遷移凸顯無遺。作者似乎想要告

訴世人：亂世是一種常態，而正統永遠會在非均衡

的狀況下成為博弈對象。換言之，亂世的發生，與

正統的運動，實為一體二面。猶如一條湍急的河

流，看起來危險重重，但經過探察，人們還是可以

找到類似於「流體力學」這樣的政治規律的。

比如，當亂世格局演化到正統危機的深重程

度，各方競鬥必定不斷加劇，演化為正式的爭端。

起初，軍閥只是對正統的局部資源進行爭奪，漸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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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拓展到整體改換的圖謀及實踐，亦即史家所說

的「篡奪」。當然，正統之所以存在，就在於其端緒

難絕，要想用新的東西整體更替，絕非易事。三國

演義中的正統爭端，均以改造式延續收場。值得

注意的是，這種正統的爭端過程，並不能作為混亂

加劇的原因來理解。它只是一種後果的表徵，並暗

含了均衡和治理的契機。社會衝突具有正向功能，

正統爭端也有被忽略和掩蓋的積極意義。

先說曹魏。借助西涼軍內亂和平定黃巾餘亂

的機會，曹操奉旨剿賊，招安受降，整編精銳，餘

者歸農，同時攬賢納士，自此威鎮山東。此時的曹

操，仍有無法無天的軍閥做派，為報父仇，不惜

「死者萬數，泗水為之不流」。[7]但當獻帝宣召曹

操興師護駕後，他的「正統建設」便很快提上日

程。當時，漢室氣象已窮途末路，滿目淨是衰亡命

數。與全然不顧正統的董卓不同，曹操掌權後，努

力將自己打造為匡扶漢室的頭號忠臣。[8]雖然史

書記載的曹操不信天命，不信鬼神，[9]但與董卓相

比，他是有底線的權臣，曾經深受獻帝的信賴。[10]

對內，他任用得力部屬，分司負責，健全班底；對

外，破除劉呂之盟，收攬劉備，並借袁術稱帝之

機，平袁滅呂。在此間的幾次戰役中，曹操憑藉正

統，將武功與權謀緊密結合，充分展現了卓越的法

家才幹。剿除呂布後，他威名鼎盛，權傾朝野，難

免野心膨脹，謀求僭越。敏感脆弱的天子眼裡依

然不容沙粒，於是故伎重演，用「衣帶詔」發動外

戚，啟用劉皇叔這樣的新晉宗親扳倒權臣。基於正

統性的考量，事發後，曹操克制怒氣，不廢獻帝，

殺了董承與貴妃泄憤。如其謀士程昱所言：「明公

所以能威震四方，號之天下者，以奉漢家名號故

也。今諸侯未平，遽行廢立之事，必起兵端矣。」

（第134頁）之後，劉備借助天子的衣帶詔，與袁紹
共討曹操。主簿陳琳主筆的檄文，激出了曹操一身

冷汗。令曹操緊張者，無非是「名義」之不存，「正

統」之非難。[11]

對精明的曹操而言，劉備是個顯在的威脅。

但他並沒有急於清除，反而試圖大義感化，收為己

用。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乘人之危殺害劉備會喪

失人心，於大義不合。[12]對後來的關羽，曹操也是

如此這般。這不僅僅是曹操「王霸之度」的表現，

更是基於維繫忠義正統的戰略考量。[13]

官渡之戰成就了曹操集團的絕對優勢，這一

軍事勝利，與其對正統性的長期苦心經營密不可

分。在官渡戰前，操聞孫策死訊，便欲起兵江南。

謀士諫曰：「乘人之喪而伐之，既非義舉；若其不

克，棄好成仇。不如因而善遇之。」（第166頁）操遂
罷戰，並奏封孫權為將軍。可見，曹操集團並非窮

兵黷武的勢利軍閥，「師出有名」既是戰爭獲勝的

要求，更是政治合法性的鐵律。也是因為這次罷

戰，孫權集團得以休養生息收拾民心，為江東帶

來了難得的短暫和平。官渡之戰並非單純法家路

線的勝利，因為此時曹操思想的主旨，可用「治定

禮為首，撥亂刑為先」一語概括。[14]統攝禮法之治

的樞機，正是曹操維護和依憑的正統。無論曹操內

心是否真正尊崇漢室，但從其崛起過程看，確實

是借助正統資源獲益匪淺。

再說劉漢。歐陽修對「正統」有一個經典定

義：「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

下之不一也。」在他的定義中，道義之「正」和功績

之「一」的標準並在。[15]以此觀之，正史中的劉備，

雖自稱漢室宗親，但實為鄉間商賈出身，其延續

正統的能力、功績與其志向殊難匹配。他以軍功

獲得了武裝和名位，卻屢不得志，畢生都在大義和

權謀的兩端徘徊。這種路線極易出現兩極化的矛

盾效果：若能成功則有一統天下之望，若是失敗也

可能就在談笑之間。

作為亂世梟雄，孔明出山前，劉備可謂一敗

再敗，寄人籬下，顛沛流離。衣帶詔事件後，其事

業再次陷入低谷，但他的正統性資源卻與日俱增。

在危機並生的關鍵時刻，他招募到核心謀士諸葛

亮，確定了逐鹿天下的戰略規劃，亦即著名的「隆

中對」。世人皆讚嘆孔明的謀略，而在當時，這種

鼎足格局的戰略設計既不新鮮，也不高明。在諸

葛亮之前，孫吳謀士如張昭、魯肅等，早已獻此策

略。與之前的謀略相比，孔明之計雖看似視野廣

闊、分析縝密，但方向更保守，偏離正統強調的

「中國」方位更加遙遠，且在實力懸殊的境況下分

兵進擊，無疑是軍事大忌。[16]更重要的是，霸業與

王道如何內在融合，鼎立策略與一統宏業如何銜

接為整體，仁德與權謀的關係如何協調同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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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這些難題，諸葛亮似無清晰規劃。而正是這些

問題，直接關係到正統延續的根本。天時、地利、

人和，此三才對正統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要素。[17]

其時其刻，劉備集團尚是未開弓的箭，射程遠近、

威力大小，諸葛亮也未必瞭解。他看到的劉備優

勢，或許只有帝室身份、信義名望，以及隱忍不發

的英雄豪情。

其時，曹操已平袁紹，安定遼東，天下大勢已

有由亂而治的轉機。但劉備奉衣帶詔，加上獻帝

賦予的非正式「皇叔」名頭，使其延續正統的欲望

不斷膨脹。他或許並不指望匡扶漢室，只不過要為

自己的軍戰權謀、一統大業尋找個冠冕堂皇的藉

口。但接連不斷的失敗，他發現自己的能力嚴重不

足，尤其是文臣謀士匱乏，一時間失望至極。但失

望之餘，他仍在謀劃根據地問題。如何獲取荊州，

成為當務之急。他曾對劉表酒後失語：「若有基

本，天下碌碌之輩誠不足慮也。」（第194頁）這個
「基本」，正是他意欲謀取的「戰略根據地」。於此

背景下，孔明的對策最大限度迎合了他的政治欲

望，不論這種藍圖是否現實，他都願意冒險一試、

放手一搏。

接下來的問題，用劉備自己的話說就是，「荊

州劉表、益州劉璋，皆漢室宗親，備安忍奪之？」

劉備的考慮，並非純粹的假仁假義，這事關正統性

的保有和延續。畢竟，他以漢室宗親為最大資本，

卻幹出奪親之地的醜行，豈不自絕於天下？對此

難題，孔明的回答也頗為曖昧，他說：「亮夜觀天

象，劉表不久人世；劉璋非立業之主：久後必歸將

軍。」顯然，此種讖緯之說，難以從根本上化解正

統性的難題。

事實證明，諸葛亮的戰略設計忽略了奪取荊

州的複雜性。《三國演義》中為了凸顯劉備的仁

德，多次敘及劉表主動讓賢的情節。即使這是事

實，劉備也難順理成章成為荊州之主。首先在朝廷

那一關，曹操絕對不會同意劉備接管荊州。沒有朝

廷的封任，他的地位就是非法、不受承認的。更重

要的是，荊州集團不會甘願放棄其既得權力。劉備

謀劃的理想策略是，先擁立劉琦，繼而幕後掌權，

最後利用荊州內部矛盾，完成事實佔有。但即便如

此，他仍會面臨「壞親」的罵名。

諸葛亮對自己親手設計的戰略，並無十足的

堅持。他出山不久，雖有幾場小仗的勝利，但在強

大的曹軍面前，依然無力回天。無奈之下，他提出

一個極不光明的主意：讓劉備假投孫權，唆使南北

相鬥，劉氏坐收漁翁之利。結果是，劉備開始了新

一輪逃亡。不過，劉備在危難時仍保持愛民恤民

形象，趁機將亂世梟雄收攬人心的本領大大發揮

了一番。

但有一點，孔明所言不虛。曹操代表了漢室正

統，天子號令假由其手，誰人能與抗衡？是故，劉

琮的投降，也非全是怯弱使然。正如孫權集團最大

的「投降派」張昭所言：「曹操擁百萬之眾，借天子

之名，以征四方，拒之不順。且主公大勢，可以拒操

者，長江也。今操既得荊州，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

矣，勢不可敵。以愚之計，不如納降，為萬安之

策。」（第239頁）[18]但深諳王道的魯肅，刻畫出了

大臣隱藏的本質：為求己身之利而誤君主長久之

計。這讓素有南面稱孤之心的孫權有了定準，當以

周瑜為代表的武將們表示絕對支持抵抗後，一場

大戰也就難以避免。

赤壁之戰讓劉備坐收漁利，不僅佔了荊州，還

乘勢奪取四郡，擴大了地盤。但劉備佔領荊州的合

法性問題，還是沒有得到解決。當時，他只能用

「叔侄相輔」的倫理法名義，代行權力。劉琦病亡

後，危機再度出現。這一次，又是諸葛亮的詭計權

謀，「借」取了荊州。《三國演義》這般寫道：「玄德

親筆寫成文書一紙，押了字，保人諸葛孔明也押了

字。」（第296頁）面相實誠的魯肅作第二保人，也
押了字。公地私借之約，實無效力可言。就連毛宗

崗也覺得這實在不像話，即使「借荊州」語出正

史，他還是驚呼：「豈有城池而可以契借者乎！」[19]

但不論如何，佔領之既成事實既已造就，割據格局

也算大體形成。

如果情勢真如演義所言，三足鼎立，共分天

下，此狀幾可類比國際政治的「勢力均衡」，或有

望帶來短期的和平治世。但曹操集團的絕對優勢

已難改變，而所謂孫劉聯盟只是脆弱的「權謀共

同體」，即使有聯姻關係作保也無濟於事，這種三

方博弈的結果可想而知。

再說回曹操。當他平定西涼軍，解除北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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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在必得的是孫吳之地及劉備佔據的荊州。但他

並未一鼓作氣，有些志得意滿，忽略了劉備集團更

大的圖謀。曹操之失，即為劉氏之得。廣沃險要的

益州，讓劉備集團真正擁有了鼎立的資本。與此同

時，曹操的篡奪之心也日漸昭然，首席軍師荀彧之

死即為明證。劉備趁其合法性衰微之際，借助仁

義為本的正統延續策略，大收民心。與此同時，諸

葛亮用法家之術重典治蜀，一改衰頹，氣象初具。

但很快，曹氏重返正統堅守策略，讓劉備難

題再度無解。當曹操準備南征，參軍傅幹諫言：

「今未承王命者，吳與蜀耳。吳有長江之險，蜀有

崇山之阻，難以威勝」，建議「增修文德，按甲寢

兵，息軍養士，待時而動」。（第372頁）曹操納諫。
這表明，他在戰略上做好了長期準備，也事實上接

受了相對均衡的既成格局。當曹操斬獲東川後，本

可以順勢西進，但他頂著反對，主動收兵，也與此

種長期戰略和既成緊密關聯。從實際效果看，曹

操此招貌似保守，實則起到了混淆視聽、以退為進

的作用。向來精細的孔明也做了誤判，迫於曹軍壓

力，主動割讓了三郡給孫權。後來孫權發動抗曹之

戰，最終不敵，歸降曹氏。曹氏的正統堅守政策，

在後來的對蜀戰爭中也得到了堅持。

三

不難發現，在《三國演義》中，激動人心的戰

役描述不一而足，但書中最精彩者，莫過於後半部

充滿法理意味的正統對決。話說曹操從魏公到魏

王，篡漢之心日濃，僭越之行已彰。「左慈擲杯戲

曹操」一段，無非是民意反對的藝術虛構。自此，

曹操染病，服藥無癒。為壓制眾怒杜絕事端，曹操

以平內賊案為由，株連百官，殺官吏三百餘員，完

成全新班底的改造。劉備奪取漢中後，已生稱帝

之心，但礙於正統、實力和形勢，暫稱漢中王。劉

備的諸多顧慮，說到底，是正統資源的不足。劉備

稱王，甚至不如曹操加封的形式合法性。劉備在其

奏表中坦陳：「既宗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

依假權宜，上臣為大司馬、漢中王。」[20]可見，其要

討封的不僅是漢中王的爵位，還有大司馬的官職。

鑒於劉邦做過「漢中王」，劉備之心可謂昭然若

揭。此舉讓曹操勃然大怒，準備盡傾兵眾，與劉備

決一雌雄。後在司馬懿的勸諫下，改作挑唆孫劉之

爭，借刀殺人。

《三國演義》對曹丕嗣魏王位的細節描寫，

極富法理意趣。當群臣為天子明詔未到而猶疑不

決時，華歆自許昌趕到鄴都，宣讀威逼得來的詔

書，眾才踴躍稱賀，拜舞起居。曹丕為不擔謀篡的

罵名，釋群疑而絕眾議，以禪讓之名廢帝。為了正

統性的程式化充盈，他連續表演了兩次推讓。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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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推讓後，獻帝即再度下詔，群臣亦紛紛勸進，前

後費時一個月。最終，在新建的受禪台上，獻帝手

捧玉璽，曹丕受之。台下群臣跪聽冊曰：

「咨爾魏王。昔者唐堯禪位於虞舜，舜亦以命禹。

天命不於常，惟歸有德。漢道陵遲，世失其序，降及朕

躬，大亂滋昏，群凶恣逆，宇內顛覆。賴武王神武，拯

茲難於四方，惟清區夏，以保綏我宗廟，豈予一人獲乂，

俾九服實受其賜。今王欽承前緒，光於乃德，恢文武之

大業，昭爾考之弘烈。皇靈降瑞，人神告徵，誕惟亮采，

師錫朕命。僉曰爾度克協於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遜爾

位。於戲！『天之歷數在爾躬』，君其袛順大禮，饗萬國

以肅承天命。」（第448頁）

面對漢獻帝的禪讓、眾大臣的勸進，曹丕一再

下令，先後援引《論語》六處，以表示自己辭不敢

當的真誠與堅決，並且要求將自己的話「宣之天

下，使咸聞焉」。[21]雖從實質而論，曹丕之行與謀

篡無異，但經過這樣一番程式儀禮的洗刷漂白，他

的受禪「為易姓革命創立了一個新的格局」，成為

後世效法的經典成式。[22]為了鞏固「新正統」，曹

魏政權高度重視法令改革。魏律首次將律篇結構

固定，結束了此前立法的混雜狀況，開始了「中國

嚴格意義上的法典編纂」[23]。晉律、唐律不過是其

守成和進一步完善而已。[24]

但在當時，此舉的確給了劉備以稱帝的充分

理據，正所謂「以正得國，則篡之者為逆；不以正

得國，則奪之者為非逆。」 [25]同樣是幾番推脫之

後，劉備以延續正統為名，即漢皇帝位，從法理上

否棄了曹氏大魏國的合法性。後人所謂的「蜀

漢」，不過是為了便於區分，站在曹魏政權新正統

立場上的「再正名」而已。劉備昭告天下的祭文宣

稱：

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

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殘忍，戮殺主後，罪惡

滔天。操子丕載肆凶逆，竊據神器。群下將士以為漢祀

墮廢，備宜延之，嗣武二祖，躬行天罰。備懼無德忝帝

位，詢於庶民，外及遐荒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

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

人。備畏天明命，又懼高光之業將墜於地，謹擇吉日，登

壇告祭，受皇帝璽綬，撫臨四方。惟神饗祚漢家，永綏

曆服。（第450頁）

但劉氏正統論的致命問題依舊存在。就血統

而言，裴松之認為，劉備雖自稱出自孝景，但世代

悠遠、昭穆難明，不知以何帝為元祖以立宗廟，且

相關憲章載記闕略不全，良可恨哉！ [26]就事功而

言，作為正統延續的劉備集團，在綜合實力和法

度系統方面都難與曹魏抗衡。就政治信義而言，劉

備稱帝後，便以為關某復仇為由，撕毀盟約，發動

討伐孫吳之戰。此舉之失，眾目皆見。此種「捨大義

而就小義」的征伐，既不合戰略亦不合民情，不僅

使劉備帝業的正統性遭受重創，也讓這個新生政

權初落世間就處於疲於征戰的高危狀態。

劉備亡後，諸葛亮行軍國事，相權獨大，繼續

奉行法家路線，對外不斷征戰。相反，曹魏以新正

統為戰略高地，堅守能動的休養生息之策，佔盡

天時地利人和。正統資源的激烈博弈，最後在司

馬氏的整合下，取得暫定均衡。但正統之爭仍在延

續，這正是亂世不休的深層因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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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店，1992年版），第40-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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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帝後並未急切表現，至少在當時輿論看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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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自述，直至面臨袁紹大軍壓境，他自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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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他之所以蛻變為後來的權臣，也是因為

「誠恐己離兵為人所禍也。既為子孫計，又己敗

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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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thodox Meaning of Troubled Times 
in the Three Kingdoms

Liao Yi（School of Law Wuhan University )
Abstract: The genetic principles of troubled 

times are extremely complicated. Trying to figure out 
the details of the stories in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
doms will help us understand the laws of history. The 
orthodox disputes and paradigm shifts of various parties 
in the chaotic situation are clearly highlighted through 
the historical picture of dividing chaos and uniting rule. 
In the 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troubled times 
seem to be the norm, and the orthodox becomes the ob-
ject of the game in a non-equilibrium situation. The oc-
currence of troubled times, and the orthodox movement, 
constitute two sides of one body. In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there are many descriptions of excit-
ing battles, but the most exciting thing in the book is the 
orthodox confrontation full of legal sense in the second 
half. The struggle for orthodoxy continues, which may 
be the deep-seated reason for the endless turmoil.

Key Words: Troubled times, Orthodoxy, Juris-
prudenc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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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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承與發展
──王星拱對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中西兩面觀

■ 宛小平

安徽大學

美學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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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該文是1927年蔡元培寫的手稿。引自聶振斌編：
《蔡元培卷》(浙江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
17-19頁。

[2]美術即藝術——引者注。
[3]王星拱：《科學方法論與近代中國社會——王星
拱文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72頁。

[4]王星拱：《科學概論》(商務印書館，1930年)，
第249頁。

[5]朱光潛：《文藝心理學》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6年9月)，第1頁。

[6]《朱光潛全集》第十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
年2月)，第528頁。

[7]同注[1]，第19頁。
[8]馮友蘭：《三松堂全集》第十卷(河南人民出版
社，2001年1月)，第530頁。

[9]同注[3]，第216頁。原文刊於《教育通訊》周刊

第3卷第16期，1940年4月27日在四川發表。
[10]同注[1]，第95頁。
[11]同注[3]，第219頁。
[12]同注[3]，第218-219頁。
[13]同注[6]，第四卷，第1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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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 Words: Wang Xinggong, Cai Yuanpei, 
replacing religion with aesthetic education, science, 
Confuc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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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學者認為「盛唐

時期女性以豐腴肥胖為

美，這種風氣也在雕塑、

繪畫等藝術中體現出來」
[3]。《中原文化大典》對盛

唐女俑介紹時說：「這些

大髻寬衣、豐碩華麗、神

態坦然的肥女，氣度雍容

華貴，姿態悠閒隨意，一

改前期清秀苗條的女性形

象，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大

唐的殷富與強盛。」 [4]其

實，盛唐女性也不是以胖

為美。

第一，從初唐到盛

唐，唐朝走向強盛，但王

朝的強盛與婦女的胖瘦沒有必然聯繫。不能主觀

地認為，國力強盛，人民生活充裕，唐代的婦女便

長得越來越胖。無論哪個朝代，不管昌盛還是衰

落，貴族所享有的特權始終不變，生活始終是衣食

無憂。例如晚唐時期的女性雕塑，依然是臉龐豐

滿，身材肥碩。

第二，以出土的女俑來印證唐代婦女的形象，

有地域局限性。這些女俑多出土於北方，尤其是貴

族們聚集的京都附近。地域不同，自然環境不同，

社會習俗和審美風尚也不同，西北有西北的審美

觀，東南有東南的審美觀，不能僅根據出土的盛

唐雕塑，籠統地說盛唐甚至整個唐代都是以胖為

胖與瘦
─唐代婦女「以胖為美」說的虛與實

■ 許起山、孫  哲

暨南大學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

唐代婦女以胖為美

的觀念在普通大眾中十

分風行，也得到一些學者

的認可。如馮驥才先生

《敦煌追問》一書認為

「唐代婦女以胖為美，菩

薩也明顯胖起來」，「周

昉擅長畫唐代崇尚的短

眉小口、艷麗豐肥的貴族

婦女」 [1]。陳振濂先生在

《中國書法篆刻品鑒》中

言：「花團錦簇的仕女，華

美眩目的騎從，人物都是

圓潤豐腴的特徵，頗合乎

唐代尚豐滿的審美趣

味。」 [2]這其實是自宋以

來形成的錯誤意識，唐代婦女並非以胖為美。

一、失真和片面： 

唐代雕塑、繪畫中的女子形象

人們談到唐代婦女以胖為美，多以唐朝女子

的雕像和繪畫為依據。出土的唐代婦女雕像，基

本上都是面容豐滿肥胖，很容易讓人以為唐代女

子是以胖為美。如出土的西安王家墳村唐初女坐

俑，以及右武衛大將軍鄭仁泰墓中五十多件不同

裝扮的彩繪陶女俑，基本上全是面容豐腴。但觀其

身材，皆是細腰窄身，纖瘦秀美。毋庸贅舉，從唐

朝前期的雕塑來看，唐初婦女不是以胖為美。

摘  要：在唐人的文字裡並沒有出現當時婦女

以胖為美的字句。自宋以後，世人開始認為唐代

婦女以胖為美，這種觀念影響至今。唐代女性雕

塑、繪畫作品有其特殊的藝術意義和時空限制，

不能作為婦女形態的有力論證。楊貴妃的胖瘦尚

待商榷，她顯然不是因為外貌而獲得唐玄宗的專

寵，不可作為判斷唐代女性以胖為美的依據。細

讀唐代文學作品對美麗女子外貌的描繪，顯然不

是以胖為美。後人認為唐代婦女以胖為美，實因

對史料的理解偏差和文化變革間的隔膜，是以訛

傳訛。

關鍵詞：唐代；婦女；以胖為美；虛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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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第三，中國的雕塑風格與歐洲不同，在寫實方

面無法與其相比。正如梁思成先生所言：「我國學

者及一般人，素重象徵之義，以神異玄妙為其動

機，故其去自然也日遠，而成其為一種抽象的藝術

也。」[5]佛教在隋唐時期達到鼎盛，很多婦女包括

武則天、太平公主在內，皆自稱是佛家信徒，對禮

佛之事格外用心，在各地興建寺院，塑造佛像。而

佛像往往被雕塑得豐頰方頤，身材肥碩，頭部較大

而強有力，但又寓柔秀於力量之中。為了達到超凡

脫俗、「神異玄妙」的目的，唐朝婦女雕像自然而然

地受到佛像的影響而顯得肥胖，失去了原本的真

實樣貌。

第四，豐滿的胖俑，多半是中年婦女，神態舉

止像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貴婦人。一般言之，

無論古今，婦女到了中年以後，多數難以保持年輕

時的美好身材，身體會變得肥胖一些。

所以，我們不能根據流傳至今的唐代婦女雕

塑來判斷唐代婦女或盛唐婦女是以胖為美的。

以今人眼光來看，人物的形象應該在他（她）

的畫像中表現得很真實。現存為數不多的以唐代

女性為主題的繪畫多是肥胖之身，照此看來，人們

認為唐代女子以胖為美的觀點並不錯。其實不然，

一是因為中國畫的線條粗疏，畫像朦朧，遠不及西

方人物畫的生動逼真，畫中形象與主人公有一定

的差別。二是為了突出畫中人物的貴族身份及身體

康健、家庭富裕，畫家刻意在她們的畫像中表現出

來一種富態，這幾乎成為中國古代刻畫人物形象

的一種習慣。其三，能請畫家繪像的必是經濟條件

優越者，畫家所畫的只是貴族中的幾個婦女，不能

代表舉國婦女形象。如南宋人賈似道《悅生隨抄》

引唐人著作《石渠錄》云：「八舅王彥舟侍郎，常隨

周昉、韓幹畫人馬，云：『天廄無瘠馬，宮禁無悴

容。』宜乎韓馬周人皆肥。」[6]另外，從畫中也無法

判斷女子年齡，或許多是中年婦女，她們的穿戴可

能是最時尚的，但容顏和身材已遠不及十六七歲

的花季少女。

人們往往根據周昉等人的《仕女圖》來論說

唐朝婦女的以胖為美，而宋代的《宣和畫譜》批評

了周昉繪畫的片面與失真：「世謂（周）昉畫婦女，

多為豐厚態度者，亦是一弊。此無他，昉貴遊子弟，

多見貴而美者，故以豐厚為體。而又關中婦人，纖

弱者為少。至其意穠態遠，宜覽者得之也。此與韓

幹不畫瘦馬同意。」[7]《宣和畫譜》是在宋徽宗趙

佶的主持下，由書畫大家米芾、蔡京等人共同完成

編撰的，著錄各時代畫作十分豐富，該書對周昉

畫風的評價顯然最具權威。如此看來，後人是不能

根據周昉等人的幾幅畫來判斷唐代女子以胖為

美。

從初唐到盛唐，雕塑風格和畫風或有轉變，

但婦女的體態和世人審美風尚沒有變化，皆不是

以胖為美。

二、誇大與誤讀： 

楊貴妃的「以胖為美」

不知何時，人們開始把楊貴妃作為唐代女子

以胖為美的代表，楊氏也恰好生活在盛唐時期。楊

貴妃（719-756），名玉環，文人又以玉真、太真、玉
奴等稱之。

值得一提的是，在楊貴妃進宮之前，唐玄宗寵

愛的是武惠妃，後來武惠妃死去，玄宗的感情無處

寄託，才有後來楊貴妃入宮的事情。史料中對武惠

妃的長相沒有記載，更沒有提到她的胖瘦問題，只

說她去世時已經四十多歲，死前一直得到專寵，死

後玄宗對其時常懷念。女人到此年齡，恐怕已年長

色衰，玄宗若對武惠妃沒有真感情，定不會如此哀

傷和難以忘記。而楊貴妃死時已經三十八歲，理應

是香消玉殞的年齡，卻讓宮內不乏年輕貌美女子

的玄宗難捨難棄，死後更是思念不已。因為有多年

積累的感情，惠妃、貴妃無論胖瘦，都會受寵。

五代時期的文人王仁裕在其小說《開元天寶

遺事》中言：「貴妃素有肉體，至夏苦熱，常有肺

渴，每日含一玉魚兒於口中，蓋藉其涼津沃肺

也。」又言：「貴妃每至夏月，常衣輕綃，使侍兒交

扇鼓風，猶不解其熱。每有汗出，紅膩而多香。或

拭之於巾帕之上，其色如桃紅也。」[8]人們看到「素

有肉體」、「苦熱」等詞句，容易認為楊貴妃確實比

較胖，所以才會在夏天如此怕熱。北宋早期著作

《楊太真外傳》載：「上在百花院便殿，因覽《漢成

帝內傳》，時妃子後至，以手整上衣領，曰：『看何



美
學
天
地

許
起
山
、
孫 

哲
：
胖
與
瘦─

唐
代
婦
女
「
以
胖
為
美
」
說
的
虛
與
實

９１

文書？』上笑曰：『莫問，知則又殢人。』覓去，乃是

『漢成帝獲飛燕，身輕欲不勝風。恐其飄翥，帝為

造水晶盤，令宮人掌之而歌舞。又制七寶避風台，

間以諸香，安於上，恐其四肢不禁也。』上又曰：

『爾則任風吹多少。』蓋妃微有肌也，故上有此語

戲妃。妃曰：『《霓裳羽衣》一曲，可掩前古。』上

曰：『我才弄，爾便欲嗔乎？憶有一屏風，合在，待

訪得以賜爾。』」[9]楊貴妃「微有肌」，玄宗以趙飛

燕的身輕而不經風吹向貴妃開玩笑，此則史料說

明楊貴妃微胖。

五代人說楊貴妃「素有肉體」，宋人說她「微

有肌」，但都沒有提到這些特徵是楊貴妃「三千寵

愛在一身」的資本。五代後晉編撰的《舊唐書》，記

述楊貴妃：「太真資質豐艷，善歌舞，通音律，智算

過人。每倩盼承迎，動移上意。」[10]「資質豐艷」，

不是形容身體肥胖，是說她的體態十分勻稱。此條

記載，或許受到了同時代人王仁裕所撰《開元天

寶遺事》的影響。宋人編撰的《新唐書》，沒有採

納小說家言，對楊貴妃的描述是：「善歌舞，邃曉

音律，且智算警穎，迎意輒悟。帝大悅，遂專房

宴。」[11]這裡連「豐艷」也沒提起，更進一步說明貴

妃是以綜合素質而非簡單之外貌獲得玄宗專寵

的。

以上所舉史料，皆成書於唐代以後，距楊貴妃

生活的年代已遠，不妨再看幾則與楊貴妃年代相

近的唐人記述。陳鴻《長恨歌傳》對楊貴妃有這樣

描寫：「鬢髮膩理，纖穠中度，舉止閑冶，如漢武帝

李夫人。別疏湯泉，詔賜藻瑩，既出水，體弱力微，

若不任羅綺。」又言：「非徒殊豔尤態致是，蓋才

智明慧，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者。」[12]

前一段把楊貴妃比作李夫人，而李夫人身材並不

胖，若貴妃真胖，作者以二人相比，頗顯愚拙。並

且還說貴妃「體弱力微，若不任羅綺」，描寫的顯

然不是剛出浴的胖美人形象。後一段再次佐證了

楊貴妃的性格、才藝、聰慧是其受寵的重要因素。

唐人筆記《致虛閣雜俎》記載：「玄宗與玉真

恒於皎月之下以錦帕裹目，在方丈之間互相捉戲。

玉真捉上每易，而玉真輕捷，上每失之，滿宮之人

撫掌大笑。」[13]若貴妃「素有肉體」，也不至於如此

「輕捷」了。《周秦行記》載：「見前一人纖腰修

眸，容甚麗，衣黃衣，冠玉冠，年三十來。太后曰：

『此是唐朝太真妃子。』」[14]此處「太真妃子」即指

楊貴妃。《周秦行記》的作者有爭議，但屬於唐代

作品是沒有疑問的。其中「纖腰」一詞便是唐人對

楊貴妃的描寫，與前文所舉《開元天寶遺事》所云

大相徑庭。

宋人王讜編撰《唐語林》，主要取材於唐代筆

記小說，其中有記載：「肅宗在東宮，為林甫所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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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幾危者數矣。鬢髮斑白。入朝，上見之惻然，曰：

『汝歸院，吾當幸。』及上到宮中，庭宇不灑掃，而

樂器屏棄，塵埃積其上，左右使令亦無妓女。上為

之動色……乃詔力士，令京兆尹亟選人間女子頎長

潔白者五人，將以賜太子。……而章敬吳皇后在選

中，後生代宗皇帝。」[15]給太子選妻妾，自然要選

當時的美女，玄宗令選「頎長潔白者」，當然是他

認為此類女子可作太子之妃。「頎長」，指身高而

苗條的女子。玄宗有如此審美觀，或許，楊貴妃便

是身體頎長之人。

距楊貴妃生活年代較近的唐人記述，並沒有

提到她的胖，反而直接說她「體弱」、「輕捷」、「纖

腰」等。正如日本學者內藤虎次郎提出的「唐宋變

革論」，唐、宋之間確實存在著經濟、政治、文化等

方面的深刻變革，五代、北宋的社會風氣、生活習

慣已與唐時顯著不同，時人對盛唐的審美風尚已

經陌生。部分士大夫又受到某些野史記載的片面

影響，出於獵奇的心理，開始有人提到楊貴妃稍微

胖了點。北宋後期，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民間文化的

繁榮，蘇軾對坊間流傳的楊貴妃故事又有所發揮，

他有詩：「短長肥瘠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
[16]「環肥燕瘦」的成語即源於此詩。由於蘇東坡在

當時和後世的巨大影響力，人們普遍認為楊貴妃

是以胖為美的，簡單地認為她的受寵正源於此。

故事往往愈傳愈繁愈雜，較早的唐人記載要

比五代及宋人記載更值得信賴，楊貴妃必然不是

唐朝「以胖為美」的代表。

三、細腰與輕身： 

唐代筆記小說中的女子

陳寅恪先生認為，小說雖然沒有個性的真實，

但是有通性的真實。[17]唐代小說對女子外貌的描

寫往往太粗略，如「姝艷能歌舞」（張文成《朝野

僉載》）、「容色姝麗」（沈既濟《任氏傳》）、「妖

姿麗質，妙絕無倫」（薛漁思《河東記·蘊都師》）、
「風態嬌麗」（李公佐《南柯太守傳》）、「妖姿要

妙」（白行簡《李娃傳》）、「妖姿媚態，綽有餘妍」

（孟棨《本事詩·崔護》）、「容質窈窕」（佚名《靈
應傳》）、「妖冶之姿出於世表」（谷神子《博異志·
敬元穎》）等，這樣的描寫都是總體形容，具體如

何美，給讀者留下想像的空間。

努力搜尋材料，還是發現一些對女性身材稍

有描寫的唐代筆記小說，如張文成《遊仙窟》對女

子的描繪：「華容婀娜，天上無儔；玉體逶迤，人間

少匹。輝輝面子，荏苒畏彈穿；細細腰支，參差疑

勒斷。韓娥宋玉，見則愁生；絳樹青琴，對之羞死。

千嬌百媚，造次無可比方；弱體輕身，談之不能備

盡。」又言：「向來見桂心談說十娘，天上無雙，人

間有一。依依弱柳，束作腰支；焰焰橫波，翻成眼

尾。」最後又有詩：「婀娜腰支細細許，眼子長長

馨。」「細腰偏愛轉，笑臉特宜嚬。」[18]從「細細腰

支」、「弱體輕身」、「依依弱柳」等辭彙來看，小說

中描寫的絕色女子自然是纖瘦的。張文成是唐朝

前期文人，風流倜儻，遊於各地，見多識廣，他認為

腰支纖細的女子才稱得上美。

蘇鶚《杜陽雜編》記載唐朝中期權相元載寵

妾薛瑤英，「攻詩書，善歌舞，仙姿玉質，肌香體

輕，雖旋波、搖光、飛燕、綠珠，不能過也」。又提

到她「衣龍綃之衣，一襲無一二兩，摶之不盈一握。

載以瑤英體輕不勝重衣，故於異國以求是服也」。

薛瑤英頗受元載寵愛，只有好友賈至、楊炎來訪，

才讓她出來表演歌舞。賈至有詩：「舞怯銖衣重，

笑疑桃臉開。方知漢武帝，虛築避風台。」楊炎也

作詩：「雪面蟾娥天上女，鳳簫鸞翅欲飛去。玉釵

碧翠步無塵，楚腰如柳不勝春。」[19]薛瑤英長相嬌

美，才藝出眾，體輕如趙飛燕輩，元載憐香惜玉，

特意從外國尋找輕薄衣服給她穿。當時權貴如賈

至、楊炎輩也認為體輕貌美的女子最美。

唐人小說《三水小牘·步飛煙》載：「愛妾曰飛
煙，姓步氏，容止纖麗，若不勝綺羅。」[20]說明步飛

煙容貌美麗，身材纖細，幾乎不能承受用綺羅做的

衣服。孟棨小說《本事詩·事感第二》提到白居易有
「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蠻，善舞」，白居易為她

們寫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白居易年

事已高，「而小蠻方豐艷」，白居易愛憐小蠻，不忍

分離，「因為楊柳之詞以托意，曰：『一樹春風萬萬

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坊裡東南角，盡日無人

屬阿誰？』」[21]這就是後人追捧的「小蠻腰」。可見

名動天下的白居易喜歡的是那種身材細軟的女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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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創作來源於現實生活，文學現象總是

對社會現象直接或間接地再現。」[22]唐代筆記小

說描寫的年輕貌美女子，雖然較為籠統，但無一

為身材肥胖者。從高級官員到文人雅士，都是喜歡

苗條的女子。

四、冉冉柳枝腰： 

唐代詩人的審美觀

詩歌能真實反映人的思想、感情及喜好。唐

代詩人是整個社會審美風尚的代表，上至貴族，下

至平民百姓，都會受到詩人審美觀的影響。詩人描

寫自己欣賞的女子，自然會將對方最美麗之處呈

現出來。詩歌雖偶有誇張、諷刺手法，但描寫美麗

女子時，絕不會以黑為白、以胖為瘦。《全唐詩》卷

5有徐賢妃詩《賦得北方有佳人》：
由來稱獨立，本自號傾城。柳葉眉間發，桃花臉

上生。腕搖金釧響，步轉玉環鳴。纖腰宜寶襪，紅衫艷

織成。懸如一顧重，別覺舞腰輕。

徐賢妃是唐太宗的充容，「賢妃」稱號是太

宗死後所贈。其中詩句「纖腰宜寶襪」、「別覺舞

腰輕」，便突出了宮廷女子也是以瘦為美，所謂有

「纖腰」者，方能「傾城」。徐賢妃久居宮中，其所

描繪，至少代表了唐朝前期宮中審美觀。

《全唐詩》卷45杜易簡《湘川新曲二首》：
弱腕隨橈起，纖腰向舸低。

《全唐詩》卷82劉希夷《春女行》：
纖腰弄明月，長袖舞春風。

《全唐詩》卷102武平一《妾薄命》：
綽約多逸態，輕盈不自持。

《全唐詩》卷130崔顥《盧姬篇》：
人生今日得嬌貴，誰道盧姬身細微。

《全唐詩》卷167李白《江夏行》：
憶昔嬌小姿，春心亦自持。

「纖腰」、「輕盈」、「嬌小」等詞，自然是對

當時女子體態輕盈的描寫，讀者自可領會，下不贅

言。

《全唐詩》卷199岑參《田使君美人舞如蓮花
北鋋歌》：

美人舞如蓮花旋，世人有眼應未見。

回裙轉袖若飛雪，左鋋右鋋生旋風。

《全唐詩》卷345韓愈《辭唱歌》：
幸有伶者婦，腰身如柳枝。

《全唐詩》卷354劉禹錫《觀柘枝舞二首》：
垂帶覆纖腰，安鈿當嫵眉。

體輕似無骨，觀者皆聳神。

《全唐詩》卷401元稹《寄吳士矩端公五十
韻》：

媚語嬌不聞，纖腰軟無力。

《全唐詩》卷423元稹《和樂天示楊瓊》：
腰身瘦小歌圓緊，依約年應十六七。

汝今無複小腰身，不似江陵時好女。

《全唐詩》卷449白居易《和春深二十首》：
秋千細腰女，搖曳逐風斜。

《全唐詩》卷455白居易《楊柳枝二十韻》：
身輕委回雪，羅薄透凝脂。

《全唐詩》卷462白居易《勸酒》：
昨與美人對樽酒，朱顏如花腰似柳。

《全唐詩》卷479楊敬之《客思吟》：
細腰沈趙女，高髻唱蠻姬。

《全唐詩》卷485鮑溶《霓裳羽衣歌》：
此衣春日賜何人，秦女腰肢輕若燕。

《全唐詩》卷511張祜《李家柘枝》：
紅鉛拂臉細腰人，金繡羅衫軟著身。

《全唐詩》卷522杜牧《揚州三首》：
纖腰間長袖，玉佩雜繁纓。

《全唐詩》卷540李商隱《歌舞》：
遏雲歌響清，回雪舞腰輕。

《全唐詩》卷548薛逢《夜宴觀妓》：
纖腰怕束金蟬斷，鬢髮宜簪白燕高。

《全唐詩》卷561薛能《柳枝詞五首》：
纖腰舞盡春楊柳，未有儂家一首詩。

《全唐詩》卷568李群玉《長沙九日登東樓觀
舞》：

南國有佳人，輕盈綠腰舞。

同卷李群玉《贈回雪》：

回雪舞縈盈，縈盈若回雪。

腰支一把玉，只恐風吹折。

《全唐詩》卷570李群玉《龍安寺佳人阿最歌
八首》：

團團明月面，冉冉柳枝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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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唐詩》卷576溫庭筠《江南曲》：
連娟眉繞山，依約腰如杵。

《全唐詩》卷577溫庭筠《金虎台》：
皓齒芳塵起，纖腰玉樹春。

同卷溫庭筠《陳宮詞》：

妓語細腰轉，馬嘶金面斜。

《全唐詩》卷651方幹《贈美人四首》其二：
含歌媚盼如桃葉，妙舞輕盈似柳枝。

其三：

剝蔥十指轉籌疾，舞柳細腰隨拍輕。

《全唐詩》卷680韓偓《從獵三首》：
小鐙狹鞦鞘，鞍輕妓細腰。

《全唐詩》卷683韓偓《褭娜》：
褭娜腰肢淡薄妝，六朝宮樣窄衣裳。

《全唐詩》卷798花蕊夫人徐氏《宮詞》：
殿前宮女總纖腰，初學乘騎怯又嬌。

自教宮娥學打球，玉鞍初跨柳腰柔。

《全唐詩》卷891〈詞〉溫庭筠《南歌子》：
轉盼如波眼，娉婷似柳腰。

《全唐詩》卷892〈詞〉韋莊《訴衷情》：
垂玉佩，交帶，嫋纖腰。

同卷韋莊《天仙子》：

露桃宮裡小腰肢，眉眼細，鬢雲垂。

惟有多情宋玉知。

《全唐詩》卷893〈詞〉和凝《何滿子》：
正是破瓜年幾，含情慣得人饒。

卻愛藍羅裙子，羨他長束纖腰。

《全唐詩》收錄的唐代詩人，既有皇帝、宰

相、文士，也有農夫、兵卒、歌伎，他們的詩歌是對

宮廷生活、上層交遊、民間風物、山村小景等的如

實記載，其中也包括個人對貌美女子的用心描述。

由以上所舉唐代不同時期的詩歌可知，凡是被詩

人喜愛、推崇的女子，必不是肥胖之身。【1】在閱讀

《全唐詩》過程中，本人特意找尋有關描寫女子以

胖為美的詩句，但終不可得。

結語

唐代雕塑和繪畫的失真及所描繪女子屬於唐

代婦女的冰山一角，不足以證明唐代婦女以胖為

美。據目前所見史料，沒有發現唐代或者其中某一

時期的女性尚肥胖的記載。由唐代筆記小說和詩

歌的描述可以推知，唐人喜歡的是輕柔窈窕、身

材纖細的女子。經過本人對唐代筆記、小說、詩歌

等材料的梳理與分析，世人以胖為美的傳統觀念

可以徹底破除，人們心中的疑惑可以煥然冰釋。要

之，後代人認為唐代女子是以胖為美，是以訛傳

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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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所舉唐詩及唐代筆記小說中記載的女子形象，

多是纖細之身。在沒有發現描寫唐代婦女以肥胖

為時尚的確切材料的同時，本人也注意到了所舉

材料中有數條描繪的是當時舞女。一般而言，舞

女多半是細腰，舞姿才顯得靈巧可愛。需要注

意，健碩的女子一樣能舞出美妙的舞姿。唐人尚

武，皇室又有濃厚的鮮卑族血統，一些莊重的舞

蹈，如《秦王破陣樂》，反而身體健壯的女子舞

起來更美。但在文人的筆下，卻沒有把這種健壯

的舞女描繪成美女，他們更喜歡女性柔軟的舞

姿。唐代文人並不喜歡肥胖的女子，這種審美觀

引領了當時的風尚。古人用字十分含蓄，正常情

況下不會直面描繪女子的形象，更少用「瘦」字

描繪美麗的女子，因為「瘦」字在古人意象中是

不好的字眼，往往與「骨瘦如豺」、「瘦骨零

丁」、「骨瘦形銷」、「人比黃花瘦」等聯繫起

來。用字格外講究的唐代文人，自然不會用

「瘦」字形容眼前的俊麗少女。推敲唐代文學作

品中描寫美妙女子外貌的詞句，無論如何也看不

出唐代女子的以胖為美。

Fat and Thin: The False or True of the 
Saying that Women in Tang Dynasty Regard 
Fat as Bea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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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re are no words in the Tang 
Dynasty that women regard fat as beauty. Since the 
Song Dynasty, people began to think that women in 
the Tang Dynasty were beautiful because of their 
fat, and this concept has been influential to this day. 
The female sculptures and paintings of Tang Dynasty 
have their special artistic significance and time and 
space limitation, which can not be used as a powerful 
demonstration of the female form. The fatness of 
Yang Guifei is still to be discussed. She obviously 
won the special favor of Tang Xuanzong not because 
of her appearance, so it cannot be used as the basis 
for judging the beauty of women in the Tang Dynasty. 
Peruse the depiction of beautiful women in Tang 
Dynasty literature, it is clear that fat is not beauty. 
Later generations believed that women in the Tang 
Dynasty regarded fat as beautiful, because of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historical data and the gap between 
cultural change, it was a false message.

Key Words: Tang Dynasty, Women, Regard fat 
as beauty, False or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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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巧，我對這位詩文書畫皆佳的人物較為熟

知，在自己的一些著述中對其也有所論及，針對有

些問題有些話還真是想借這次約談一吐為快。不

料，心潮澎湃與搜腸刮肚一番，竟然寫下數千文

字，自是該報所設欄目的文字容量所不允許，也因

此就只好另尋他家了。

後文，就是黃菲菲女士所問五個問題與我的

書面作答。這些問答，基本能夠串連起這位歷史

人物的幾幅人生剪影，還可管窺到歷史的某些側

面。另外，也算是對他的一個紀念吧！

具體的問題與回答，完整的文字記錄如次：

一、您如何評價趙孟頫？

答：在當下著述及業界人士心目中，趙孟頫儼

然是一位地位尊崇一呼百應的藝壇領袖，但實際

情況未必是這樣。2002年4月，我曾在杭州有幸聆
聽趙孟頫研究專家、《趙孟頫系年》著者任道斌先

生講課，他說多年前在北京看一個展覽，發現作品

標籤居然把趙孟頫的主要生活年代都寫錯了，因

此才有了撰寫衝動。(見圖1)

紀念趙孟頫逝世700周年答客問
■ 范美俊

成都錦城學院

2022年，是元代著名文士趙孟頫逝世700周
年的紀念年。這位聲名顯赫的歷史人物，無論其人

生軌跡，還是其書畫藝術，儘管輝煌照人也存在諸

多爭議而且常談常新。為此，不少刊物在今年設置

了討論趙孟頫的專題，武漢的專業報紙《書法報·
書畫天地》也策劃了相關選題，責任編輯黃菲菲

女士向筆者提了一些問題，要求以書面文字簡短作

答即可，只回答一個也可。

摘  要：今年是元代著名文士趙孟頫逝世700周
年的紀念年，這位聲名顯赫的歷史人物，無論其

人生軌跡，還是其書畫藝術，儘管輝煌照人也存

在諸多爭議。就其藝術人生該作何評價，以及「書

畫同源」、「書畫復古」等問題，本文簡要回答了武

漢黃菲菲女士的提問。

關鍵詞：趙孟頫；書畫同源；復古

圖1 趙孟頫《人騎圖》紙本設色，30×52cm，元代，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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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不妨對趙孟頫作一個最簡單通俗的介

紹。

趙孟頫（1254-1322），漢族，字子昂，號松雪
道人、水精宮道人。原籍婺州蘭溪，吳興（今浙江

湖州）人，宋太祖趙匡胤十一世孫、秦王趙德芳之

後。一生經歷南宋末年與元朝初期，曾任南宋真

州司戶參軍，宋亡後隱居。至元二十三年（1286），
經行台侍御史程鉅夫舉薦赴大都覲見元世祖，才

貌受到忽必烈讚賞，驚呼其為「神仙中人」，拜兵

部郎中，從五品官階。後歷任集賢直學士、濟南路

總管府事、江浙等處儒學提舉、翰林侍讀學士、知

制誥同修國史、翰林學士承旨等職。自元世祖至

元英宗共侍奉五朝，皆受禮遇，官居正一品。延祐

六年（1319），因夫人管道升生病而乞歸，同年五月
十日管夫人卒於臨清舟中，年五十八歲。三年後，

趙孟頫也在家鄉逝世，享年六十九歲。至順三年

（1332），元文宗追贈其榮祿大夫、江浙等處行中
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魏國公，諡「文敏」。

趙孟頫博學多才，通經濟之學，詩文書畫皆

佳，也擅金石，通律呂，解鑒賞，著有《松雪齋文

集》等。其繪畫，技法全面，山水、人物、花鳥無不

擅長，被稱「元人冠冕」，還開元代文人畫之新風。

其書法，五體皆擅，筆法精熟，遒媚秀逸，尤以楷

書、行書著稱。楷書與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並

稱四家，世稱「趙體」。

或許每一個時代都能夠挑出一些代表性文人

書畫家，如果兩晉是王羲之，隋唐是王維，兩宋是

蘇軾，明代是董其昌，那麼元代則非趙孟頫莫屬。

不過，趙孟頫以趙宋貴胄身份仕元，自然會遭到當

時及後世有遺民情結者的詬病，明人王世貞《藝苑

卮言·附錄》評「元四家」，就有其位置而且居首，
但其後漸被吳鎮取而代之。

評人論藝有很多角度，如人生際遇、書畫地

位。我比較反感的是，只論華夷之辯。這樣也並非

不可以，但不要誇大某些方面甚至另有用意，好像

在南宋覆滅之際，時年25歲的趙孟頫如能以身殉
國就完美了似的，即便其人生一事無成。在蒙漢二

元制的現實背景下，從現有史料看，他應禦史程鉅

夫的徵召入仕蒙元後，努力緩和民族矛盾，還敢和

奸臣桑哥鬥爭，似乎並沒有助紂為虐或做過什麼

特別過分的事，其一生亦官亦隱並以書畫自娛，努

力保存漢文化，自有其貢獻。當遇到明末清初那樣

民族危機凸顯的時代，就有人以字論人把他拎出

來批判一番，認為其人格卑微奴顏屈膝軟骨頭一

枚，這未必公平。從更久遠的歷史看，糾結一時一

地改朝換代帶來的家仇國恨與是非曲直，有時並

不具意義甚至犧牲得毫無價值，如倪元璐自縊、王

懿榮投井以報效朝廷，再如關涉天理人欲芳名永

傳之事，如曹娥投江、郭巨埋兒、海瑞餓死五歲小

女兒等，其實也挺悲劇。對世間的高潔人品當然要

持有敬意，極端效仿甚至綁架他人的做法則大可

不必。我贊成任道斌先生的說法，即趙孟頫如不

仕元，就沒機會看到元代內府收藏的大量書畫，也

就不可能成就後來文藝全面修為的他。(見圖2)

二、趙孟頫提出的「書畫同源」 

對後世有什麼影響？

答：關於書畫同源，我寫過長文《「書畫同

源」論的再審視》[1]。就漢字造字法看，象形字是

基礎，與繪畫有同源性，其後則發生異流及變遷。

圖2 趙孟頫《秀石疏林圖》紙本水墨27.50×62.80cm，元代，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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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理解的書畫同源，主要指寫意文人畫，

因書畫的工具材料類同，在畫中結合詩文書畫，

強調文學趣味，物象造型注入書法用筆，欣賞畫除

了作整體的造型、意境與氣韻考察，還增加了單獨

筆觸的獨立欣賞性，這為後來被中國畫奉為圭臬

的筆墨及其寫意圖式奠定了基礎。而金碧山水、工

筆人物、沒骨花鳥，可結合的地方不多，于非闇、

陳之佛的工筆花鳥，就很難套用柯九思的說法：

「畫竹，竿用篆法，枝用草書法，寫葉用八分法，或

用魯公撇筆法。」為什麼今天追求展廳效應的中國

畫很少題款，除了畫家不具有書法功底怕露餡外，

更重要的是龍飛鳳舞的行草書題跋，與偏工的畫

面效果未必協調。(見圖3)
就趙孟頫而言，其書畫同源更適合《蘭竹石

圖》《秀石疏林圖》等意筆水墨，不太適合《人騎

圖》《浴馬圖》等工筆重彩。也必須指出，基於書

畫同源理論的筆墨水準發展，是一個緩慢過程，元

代並非高峰，後面重要的里程碑有徐渭、董其昌、

四王、四僧、揚州畫派、海派、陳師曾、齊白石等，

才形成今之代表性的成熟中國畫概念與圖式。我

曾在弗利爾美術館看過趙孟頫《二羊圖》原作，這

是一張為友人仲信（顧信）的寫生，線條筆墨並不

放鬆，更看不出是哪種書體筆法，而左邊的行書

題款則異常瀟灑。書畫同源的筆墨發展之路成績

斐然，局限也明顯，必然出現筆墨集成的四王式山

水，十八描等線條總結、《芥子園畫傳》等樣板程

式，而且日漸乾枯了無生意，甚至形式大於內容。

(見圖4)
因此，石魯「一手伸向傳統，一手伸向生活」，

吳冠中「筆墨等於零」等振臂一呼也就有一定價

值。而徐冰「讀風景」(Reading Landscape)系列作
品，蹩腳地以草、木、山、石、土、水等象形漢字去

「寫」可讀的風景，看似書畫同體直接結合卻如兒

童塗鴉那樣稚拙，也一如其新英文書法幽默地說

明：兩者各自有別，無法

水乳交融。

圖3 趙孟頫《二羊圖》紙
本水墨，25.2x48.4cm，元
代，弗利爾美術館藏

圖4  徐冰《語言的風景 -
舊地重遊四》紙本水墨，

98.5×174cm，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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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趙孟頫主張書畫復古， 

對此您怎麼看？

答：蒙元統治者在勃興之初，殺戮貪暴之風盛

行，對知識份子也比較仇恨，文人們曾經的「萬般

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時代已遠去，非但仕進無

門還有「臭老九」貶稱，謝枋得《疊山集》謂：「大

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

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蒙古人還試圖把

北方遊牧方式推廣到漢地，讓其撂荒田地改建牧

場，在輔佐成吉思汗父子三十餘年的名臣耶律楚

材的制止後才稍加收斂。1279年元滅南宋統一中
國後，科舉不設，官方集教學、創作、研究、鑒藏等

功能為一體的翰林圖畫院畫院等機構也無存。因

而，元代書畫創作也算自由，文人畫上承蘇軾等人

的理論，提倡遺貌求神，以簡逸為上，追求古意士

氣，重視主觀意興，與宋代院體畫的刻意求工、細

節真實大相徑庭。(見圖5)
趙孟頫的書畫復古觀，在我看來書法是真復

古。蒙元統治者施行「內蒙外漢」的蒙漢二元制，

原南宋治下子民被稱「南人」，位列四等人的末流，

漢語及文字也不再是唯一官方，當時有八思巴文，

因此在異族統治時漢字書寫在某種意義上實乃文

化保存，能夠上升到一定水準就不錯了，非時下書

法家連睡覺都想創新。他特別強調筆法，在《蘭亭

十三跋》謂：「書法以用筆為上，而結字亦須用工。

蓋結字因時相傳，用筆千古不易。」鮮於樞跋趙孟

頫《過秦論》卷，評其書法：「子昂篆隸、正、行、顛

草，俱為當代第一，小楷又為子昂諸書第一。」其

篆書僅見大字篆額，而行書、楷書成就最大也有己

意，如楷書喜歡間雜行書筆劃。我曾臨其延祐七年

秋所書隸書《千字文》，覺得很是彆扭，和漢隸有

較大不同，字形偏方還有楷書味，雖然規範但意趣

較差，僅得隸書之形。(見圖6)
趙孟頫山水花鳥人物都會，且技法全面工寫

皆能，其繪畫「復古」，源自「作畫貴有古意」那段

著名的話。時間是一條流動的河，赫拉克利特說

「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文心雕龍》謂：

「時運交移，質文代變。」而王國維也說「一代有

一代之文學」。在我看來，其繪畫「復古」，實則托

古改制，以復古為創新。

不過，業界似乎有意無意誇大了其影響力，特

別是文人畫導向，似乎沒他就沒元代文人畫，這並

不符合事實，因為當時已有這個時代潮流。僅山水

而言，應看到宋末已有排斥狂野恣肆、面目可憎的

馬（遠）夏（圭）末流傾向。錢選、趙孟頫是同鄉，

兩人亦師亦友都主張復古。錢選主張參酌北宋、五

代及唐人之法，倡言士氣，《浮玉山居圖》實驗性

地捨棄了南宋院體山水的造型及技法，自然客觀

景致也消失殆盡，獨具幽邃古雅的韻味。元貞元年

（1295），趙孟頫回到故鄉並為同鄉周密繪製《鵲
華秋色圖》，該畫古意盎然，別具一格。董其昌的

跋肯定其變法：「吳興此圖兼右丞、北苑二家畫

法。有唐人之緻去其纖，有北宋之雄去其獷。」那

些結構複雜、用筆纖細，傅色濃豔的院體工筆花

鳥，以文人怕麻煩的清高秉性自是遠離的，頂多如

倪瓚「聊以寫胸中逸氣耳」畫畫墨竹之類，而且似

麻似蘆也無所謂。

文人畫逸筆草草、簡略荒率、以少勝多等特圖5 趙孟頫隸書《千字文》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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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也與其技法不足的缺陷有關。王維的山水如

《雪溪圖》、《江幹雪霽圖》，皆空勾無皴並加破

墨之法，形成「水墨渲淡」風格，可看出早期山水

的稚拙技法和圖式化傾向，和後來理解的那種逸

筆草草關係不大，或許正因為技法不成熟，也如小

孩子那樣樸素天真。顯然，趙孟頫未必是要復古到

過去也未必回得去，當務之急是遠離馬夏末流，而

借前朝古意說事。當然，新畫風也與材料之變有關

係，《水村圖》是生紙，而《洞庭東山圖》是熟絹，

作者同是趙孟頫，而風格迥異。

無疑，改朝換代能強烈推進畫風轉型。如果

不改朝換代，甚至還是趙佶這樣的專業搞書畫創

作業餘才當皇帝的熱心人主持翰林圖畫院，皇權

影響下的主流藝術氣味，可能僅與皇帝本人有關，

要轉型就得期待更換皇帝。比如，宋神宗喜歡郭

熙，一殿皆是其作，徽宗繼位後則易以古畫，曾大

名鼎鼎的郭熙，其畫則退入庫中甚至淪為抹桌布。

元朝以後的文人地位一落千丈，但書畫創作還有

現實需求，會按照自身邏輯發展並適應反映時代

變遷。浪跡泖湖歸隱山林的書畫家，討自己或幾

個朋友高興即可，藝術反而走向內心的真實，「閱

三四載，未得完備」的《富春山居圖》，就是黃公

望讓無用禪師高興的產物，根本沒有想到在今天

能成為國寶。因此，內外環境之變都會促進畫風之

變。藝壇領袖的引導當然有作用但不要誇大，如引

導不得人心，宣傳再多也無人理會。

四、您覺得趙孟頫的人生精彩嗎？

答：古人講修齊治平，從這樣的人生抱負看，

榮際五朝、名滿四海的趙孟頫當然算成功人士。而

且，他幸得志趣相投、才學俱佳的管夫人，一生書

畫相伴夫唱婦隨，還一門三代七畫家，頗是讓人豔

羨。但趙孟頫真實的內心如何，是海上鷗，還是籠

中鳥？就不得而知了。他留下《自警》詩一首，可大

致管窺其尷尬，詩曰：

齒豁頭童六十三，一生事事總堪慚。

唯餘筆硯情猶在，留與人間作笑談。

五、關於趙孟頫書法、繪畫， 

您認為他哪方面成就更高？

答：文無第一，武無第二，趙孟頫的詩文書畫

成就皆高，而且各有千秋，不好分出伯仲。

[1]范美俊：《「書畫同源」論的再審視》，載倪宗

新主編《四川省第二屆書法理論研討會論文集》

(中國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181-190頁。

A n s w e r i n g  G u e s t  Q u e s t i o n s  i n 
Commemoration of the 700th Anniversary of 
Zhao Mengfu’s Death

Fan Meijun(Chengdu Jincheng College)
Abstract: This year marks the 700th anniversary 

of the death of Zhao Mengfu, a famous scholar of the 
Yuan Dynasty. There are many disputes about this 
famous historical figure, whether his life path or his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rt. This paper briefly answers 
the question of Ms. Huang Feifei in Wuhan on the 
evaluation of her artistic life, as well as the problems 
of “homology of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nd “retro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Key Words: Zhao Mengf u , Homology of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Retro

圖6 趙孟頫《鵲華秋色圖》紙本設色，28.4×90.2cm，元代，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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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學交叉形成中國社區學派的研究可為這方面的

代表。社區學派從實地調查來呈現中國農村社會

現象，分析社會問題，並希望為中國內地和邊區社

會現代建設提供應對之策。社區學派的倡導者和

實踐者吳文藻在《邊政學發凡》一文提到中國人

類學研究在內地灌溉種植農村的鄉政建設和邊區

地區的牧畜社會邊政建設方面的應用價值 [1]。可

見，內地鄉村和邊區民族社會的建設是現代國家

建設的重要內容。從實際研究中，我們看到費孝通

以南方稻作村落研究為基礎所追求的鄉村經濟社

會重建[2]。李安宅的夏河地區藏族宗教研究[3]則不

僅挖掘邊區社區的知識品格，而且注重為邊區民

族團結和邊區開發服務。作為吳文藻和費孝通領

導的魁閣社會學研究室重要成員，谷苞根據社區

研究學派的傳統，從鄉政研究轉向範圍更大的農

牧交錯帶經濟社會研究。他根據甘肅農牧交錯帶

社會的特色，從經濟出發貫通原來分立的漢族鄉

村和邊區民族社會的研究。他所從事的甘肅農牧

交錯帶社會調查，不僅呈現與稻作農村不同的旱

作農業和半農半牧社會的經濟文化統一體，而且

關注農牧交錯帶漢族和少數民族地區共同存在的

經濟形態和民生問題。谷苞以多點比較的視野呈

現農牧交錯帶不同族群社會經濟形態和民生問題

背後的文化的差異。由此，谷苞的農牧交錯帶社會

研究不僅創造性地繼承社區研究的理論和方法，

而且還呈現歷史分析以及馬克思主義生產關係和

社會問題研究的特色，[4]拓展20世紀上半葉社區
研究學派和馬克思主義學派的理論內涵。

鄉村復蘇、邊區建設與族群互動：
谷苞甘肅農牧交錯帶經濟社會研究

■ 李正元

蘭州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培育基地

歷史文化學院

社會關懷

一、前言

社會科學在中國早期的發展與帝國主義侵略

所造成的社會和國家建設危機聯繫在一起，不管

是內地農村的研究，還是邊區社會的研究，都表達

出他們學術救國和改造社會的理想。社會學和人

摘 要：農牧交錯帶是我國除農區和牧區外獨
特的經濟空間，也是不同族群共生互動的密集地

帶。谷苞20世紀40年代甘肅農牧交錯帶社會研
究以經濟為主線，論述漢族鄉村復蘇和少數民

族地區社會建設背後的文化差異性和民生問題

的共性，從而呈現農牧交錯帶經濟社會類型的多

樣性以及不同經濟社會類型之間的族群互動，揭

示農牧交錯帶多元一體的社會特色。為此，谷苞

的農牧交錯帶研究突破以往將漢族和少數民族

分離研究的傳統，靈活貫通社區學派和馬克思主

義研究的理念、觀點和方法，呈現出農牧交錯帶

經濟社會研究的關係整體性的學術思想。這種思

想不僅在其個人學術研究生涯中起着承前啟後

的作用，還體現西北地區社會學、人類學早期研

究的經驗和理論特色。同樣，他的學術思想是新

時代我們思考西北社會多樣性與共同性，乃至全

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可以繼承和發揚的傳統

學術資源。

關鍵詞：鄉村復蘇；邊區建設；族群互動；農牧

交錯帶



二○

二
二
年
第
四
期
（
總
第
一
一
三
期
）

文
化
中
國

１０２

谷苞（1916-2012）是我國著名的社會學家、民
族學家和歷史學家，曾任新疆社科院院長。1941年
畢業於清華大學社會學系，他從清華大學畢業不

久後便加入到魁閣社會學研究室。在這裡，谷苞通

過對雲南呈貢縣傳統行政組織步入社會調查研究

的大門。1944年秋到1949年夏，他在蘭州大學教社
會調查課程的同時在甘肅卓尼、山丹和會寧等農

牧交錯帶[5]地區開展長期的調查研究，關注農牧交

錯帶漢族鄉村經濟發展和邊區民族社會建設。中

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主要在新疆從事民族研

究。他晚年開展對「中華民族共同性」的研究。[6]

漢族和少數民族共生互動的農牧交錯帶社會的研

究時期可說是其學術生涯承前啟後的階段。目前

學界谷苞論著的再研究主要體現在他雲南鄉村研

究和民族研究領域，[7]缺乏對谷苞甘肅農牧交錯

帶經濟社會研究價值的整體認識。為此，本文從鄉

村復蘇和邊區建設說明谷苞農牧交錯帶社會中經

濟研究的重要性，展現農牧交錯不同社會類型中

經濟文化的多樣性和關聯性。甘肅農牧交錯帶社

會這中多元一體的特色意味着需要超越內地漢族

和邊區少數民族這種二元對立思維認識農牧交錯

帶社會的關聯性特色和整體性價值。如此，鄉政和

邊政，漢族和少數民族社會的研究不再是分立的

領域，而在特定的區域的經驗挖掘和理論分析中

都彼此關聯在一起。換言之，谷苞農牧交錯帶社會

的研究對理解他的學術思想，對認識西北地區社

會學和人類學發展歷史和特色，乃至新時代農牧

交錯帶社會現代化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都有重要

的意義。

二、生態、生產結構與鄉村復蘇

農牧交錯帶是地理學和生態學上的概念。我

國農、牧分界大體以年降水量400毫米的等值線為
界，以東、以南為種植業為主的農區，以西、以北為

畜牧業為主的牧區。兩區域之間存在一條沿東北

西南向展布、空間上農牧並存、時間上農牧交替的

農牧交錯帶。一般來說，農牧交錯帶社會有農業

社會、半農半牧社會和牧區社會，三種不同的社會

在地理和生態生構成相對完整的區域。此外，這個

地帶內不同民族社會互動頻繁，文化交流密切，是

歷史形成的民族接觸地帶。谷苞20世紀40年代開
展社會調查的甘肅卓尼、會寧和山丹恰好位於北

方農牧交錯帶中，卓尼屬於半農半牧社會，會寧和

山丹屬於旱作農業社會。

谷苞對甘肅農牧交錯帶社會的研究內容和理

論方法有繼承魁閣研究傳統的地方，但也有獨創

的部分。魁閣時期，費孝通先生和張之毅先生關

注鄉村經濟，田汝康先生研究傣族宗教儀式，史國

衡先生研究工廠勞工，惟谷苞的研究是鄉村政治
[8]。在費孝通先生社區研究學派的整體觀和類型

研究影響下，谷苞雲南研究從國家中發現漢族鄉

村社會內生秩序。然而，谷苞的甘肅漢族鄉村研究

更多地從地方社會出發去分析會寧、山丹等地旱

作農業地區農家經濟類型與鄉村復蘇的問題。在

《會寧農家經濟概述》的一文中，他明確指出農村

經濟調查目的就是要弄清楚甘肅不同地域農家經

濟結構類型。因此，他和同事在甘肅隴東會寧、河

西山丹和隴南秦安三個不同的地方選點，希望調

查比較不同自然環境和社會傳統下旱作地區鄉村

經濟類型，找出農民生存面臨的問題，並為西北地

區鄉村復蘇提供學理依據。

會寧屬白銀市管轄，位於黃土高原溝壑區，境

內群山連綿，溝壑縱橫。谷苞調查的韓家集村位

於會寧縣中部偏南。韓家集是一個南北長20餘里，
東西寬約1里許的完整川道。川道的四周都是山，
從平坦完整的川道往兩邊山腳走到山頂，我們可

以看到一層層被開墾的梯田。在川道和梯田之間

20餘里的空間內分布着谷苞調查的韓家集。韓家
集下面五六十個小村落，在谷苞調查的30個小村
落中居住着142戶人家，平均每個村落居住着4.7戶
人家。顯然，這是一個地廣人稀的地方。

韓家集雖然地廣人稀，但土地生產力極低，

能養活的人口也少。在土地為主要生計來源的傳

統農村，村民為了養活家庭人口，只好最大程度地

利用不同地形開墾土地。在韓家集的142戶人家
中，從土地中獲取生計資源的共有138戶。3戶小販
和1戶醫生沒有從土地中獲取生計資源。為此，韓
家集這樣的旱作農業地區，村民將能開肯的地方

依據地形開墾為不同類型的耕地。韓家集的耕地

被分為川地、山地和塬地三種類型。「川地即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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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平的平原地，山地即山坡上的旱地，塬地即地勢

高平的高原地」[9]。

耕地類型的差異是生計方式和地形共同作用

的結果，土地佔有量的差距則每個家庭經濟社會

分化的體現。在韓家集138戶家庭中，自己不耕種
而將土地出租於他人，或者有富餘土地租於他人

的地主家庭有18戶，僅耕種自有土地的自耕農家
庭有61戶，耕種部分自有土地與部分租佃土地的半
自耕家庭有28戶，全部租種別人土地的佃戶家庭
則有16戶，靠在有土地的人家中出賣勞動力為生的
勞工家庭有15戶。這是一個自耕農家庭佔多數的
村落，比江南和華南地區中國農村地主佔有絕對

多數土地的情況不同。之所以如此，谷苞認為「因

為當地土地生產力低，土地上生產的剩餘有限，一

旦養活了佃農，便再沒多的剩餘去養活地主」[10]。

為此，谷苞認為租佃關係不是當地鄉村生產關係

的主要特徵。

儘管租佃關係不是會寧傳統鄉村生產關係的

主要特徵，但不意味着當地鄉村社會不存在家庭

貧富分化和鄉村貧困的問題，只是家庭貧富分化

沒有以地主和農民之間激烈的階級矛盾表現出

來。為此，谷苞通過分析每家生產結構以及當地

農村負債和借貸情況來呈現農村家庭分化和鄉村

貧困問題的表現。谷苞認為旱作農業地區種植農

業和畜牧維持在一定比例有利於當地社會發展。

然而，通過對當地土地經營歷史的挖掘，谷苞發

現鄉村社會分化和鄉村發展問題所在。韓家集在

清同治之亂前人口並不多，同治之亂後，隴南地區

很多貧農來會寧開墾土地。對那些無主的土地，誰

先開墾就歸誰，當時叫「腳佔田地」或「插杠為

業」[11]。當時人少地多，來開墾的人都撿最好的川

地來開墾，只開墾了少量山地。民國以後，大部分

土地都有了主，但來會寧開墾或謀生的人並沒有

斷絕。於是，這些後來的人只能在先來者或當地原

有的老戶人家家裡做佃農或農工。「在韓家集的16
戶佃農與15戶農工，除了少數是淪落了的自耕農以
外，大部分都是這種人家」[12]。於是，韓家集人口

變多的時候，人們開墾的地方逐漸從川地到山地

乃至塬地上去了。人口和耕地成比例的增加，照理

應該不會減少收益。但因耕地數量增多，從而佔

據原本用來放牛羊的荒地，導致當地生產結構的

改變。這打破了種植業和為種植耕地提供肥料的

畜牧業之間的平衡，導致土地產量減少。韓家集

遂形成人口增多便去開墾荒地，荒地減少導致牛

羊飼養減少。牛羊飼養減少導致地裡因肥料減少

而糧食產量減產，糧食減產不足養活人口。於是，

人們便將鋤頭揮向殘存的荒地。這是當地農家土

地開墾所造成的惡性循環。這種惡性循環最終導

致當地自然生態的破壞和人們生存的艱難。為此，

谷苞不僅從歷史角度分析當地生產結構失衡的形

成過程，還為我們清晰地呈現人口、農牧生計結

構與自然生態惡化的關係。換言之，會寧農村的社

會分化與移民數量增長和生產結構的失衡是一種

共生共變的關係。因此，會寧鄉村社會發展問題

不是農民與地主之間的階級鬥爭，而是人口增

加、生產結構的失衡與自然生態惡化形成的整體

問題，會寧鄉村的貧富分化和鄉村復蘇問題就蘊

含在不同要素之間的動態關聯之中。

河西走廊的山丹雖然也是旱作農業區，但當

地鄉村經濟生產結構和社會問題表現則與會寧不

同。山丹屬甘肅張掖市，跟會寧一樣地廣人稀。與

會寧不同的是，山丹地區受雨水限制，旱田的開墾

極其受限。加之當地牧場極廣，所以在農業生產

結構中，畜牧業比耕地顯得更為重要。因此，牲畜

數量和農民的生活水準密切相關。谷苞通過對山

丹兩個村落的調查發現當地農民窮苦和鄉村蕭條

的原因不是農牧生產結構的失衡，而在依附鄉村

經濟結構而發展出的各種高利貸[13]。更為嚴重的

是，山丹農村土地產出低，而政府往往按土地徵

稅，這導致當地人們有土地也不願耕種。最後，高

利貸和徵稅共同作用於當地農村經濟結構，使得

當地農民賣牲畜賣房子賣小孩，最終逃離故鄉。

於是，谷苞指出土地不是考察山丹農村生產關係

的重點，也不是理解農村貧困的主要方式[14]。當

地農民貧苦和農村蕭條的原因在與戰爭、徵稅有

關的高利貸。繁重的高利貸不僅導致農民傾家蕩

產，也是農村蕭條的根源。換言之，山丹鄉村社會

的問題也不是單方面的經濟問題，而是特定生態

基礎上所形成的農業生產結構與政治壓迫聯繫在

一起。這是鄉村復蘇面臨的最大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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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對甘肅不同地區鄉村經濟結構的調查，

谷苞發現甘肅隴東地區和河西旱作農業區傳統的

生產結構都是基於特定自然和歷史環境中形成的

農牧混合生產模式，這種生產模式與費孝通在江

南稻作農業區所發現的農工混合模式（稻作農業

加傳統工業）[15]並不相同。因此，鄰近西北民族地

區的旱作農業區與遠離邊區民族地區的稻作農業

區所面臨的鄉村社會問題有相似之處，也有差異。

雖然兩個區域鄉村社會農民都處在貧窮的狀態，

但旱作農業和稻作農業社會問題形成的原因和表

現方式都不同。甘肅傳統鄉村社會問題的表現則

是生態、經濟和政治之間的複雜聯繫造成的，江

南傳統鄉村社會的問題則是以不在地主制所體現

的資本主義工商業影響下的城鄉發展不平衡的問

題。費孝通曾經總結過他對江南鄉村和雲南鄉村

經濟的比較研究：「《江村經濟》呈現的是一個受

現代工商業影響較深的沿海農村經濟結構狀況，

雲南三村的調查是想了解受現代工商業影響較淺

的內地農村社會經濟結構」。[16]江村土地所有權和

經營之間的關係是完全分開的。江村的地主都在

城鎮，擁有村落土地所有權。留在村裡種地都是租

種地主土地的佃農，他們只有土地使用權。祿村是

一個位於雲南地區的內陸鄉村，其農田主要分布

在小土地所有者手中，大部分人都是僱工自營，少

部分人進行租用別人的土地。因此，江村和祿村在

其土地經營和使用方式都呈現不同地區農村經濟

結構差異，屬於不同的類型。同樣位於內陸農村，

同樣受現代工商業影響較淺，甘肅農村與雲南農

村呈現出不同的類型，體現出的農村問題也不同。

山丹農村因為自然和社會環境的影響，土地難以

成為收入的來源，畜牧業在農村中佔有重要地位，

但農村畸形的高利貸模式導致農村社會凋落。會

寧農村光靠土地也難以養活不斷增加的人口，因

此其經濟結構中土地耕種和牲畜飼養必須實現一

種平衡。但由於會寧農村人口增加，導致土地經營

和牲畜飼養之間的失衡，從而引發人與生態之間

的失衡。也就是說，谷苞的研究告訴我們，鄉村的

復蘇需要我們深入其中，找到每個鄉村社會問題

表現的具體形式。經濟是基礎性的，或說是首要

的，但要解決鄉村社會的經濟問題，則必須將經濟

要放在具體時代中考察特定空間鄉村社會的自然

生態、人口數量、土地經營、生產結構和地方政府

之間關係中去理解。

綜上，作為費孝通先生魁閣時期的學生，谷

苞對農村經濟類型的比較分析顯然是費孝通先生

倡導和實踐的社區類型比較研究在西北農村地區

的創造性運用，拓展了我們對西北農村經濟結構

類型和存在的問題的理解。谷苞對甘肅農家經濟

研究暗示了西北地區旱作農業社會人與自然的平

衡既需要處理人口與農牧混合生計結構的問題，

也需要應對生計結構與地方政治文化之間的關

係。換言之，谷苞的甘肅鄉村社會研究既有社區研

究學派的文化整體觀，也有馬克思主義中經濟基

礎與上層建築關係分析的理論思想。谷苞通過深

入的學理分析指出當時鄉村復蘇應該關注的問題

所在。

三、制度、經濟負擔與邊區建設

谷苞對傳統制度的研究發端於雲南鄉村傳統

政治組織的調查，這個研究為費孝通先生後來思

考鄉村基層權力結構和雙軌政治起了重要作用
[17]。然而，谷苞有自己的研究議題和關懷。在雲

南，谷苞除了對呈貢縣化城鄉稻作農村的行政組

織做了詳細研究外，還對當地鄉村保甲制度和農

民負擔進行調查研究。這些研究分析稻作鄉村社

會內生秩序以及鄉村內生秩序與國家推行的基層

制度之間的關係，詳細分析農民負擔沉重的根

源。這種對鄉政的研究思路和關懷延續到他甘肅

農牧交錯帶地區民族社會的研究中去，並讓他從

鄉政研究進入到邊政研究中。但是，谷苞的邊區

基層制度的研究並沒有停留在傳統政治文化層

面，而是更加廣泛地關注到經濟、政治和宗教之間

的整體關係。甘肅農牧交錯帶的卓尼地區的經濟、

社會和政治的社會調查論著是他在這方面耕耘的

結晶，土司制度下經濟、宗教和政治之間的關聯則

展示谷苞這方面的學術探索。

谷苞甘肅卓尼地區土司制度的研究則是用現

代科學方法對西北民族地區傳統地方制度的創造

性研究，在這之前，李安宅先生已經用人類學方法

對拉卜楞寺的宗教制度進行研究，但西北地區土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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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社會調查則從谷苞開始[18]。土司制度研究

是谷苞1946年運用調查方法對卓尼地區土司制度
調查後的結果。卓尼位於甘肅甘南州，是甘肅農牧

交錯帶的半農半牧區。卓尼藏族土司制度歷經明、

清、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存在500多年，在
甘青藏族聚居地區影響深遠。此卓尼地區實行家

族性的政教合一制度，同一家族的不同成員分別

執掌僧俗兩個系統，或一個人同時執掌僧俗系統。

總體來說，卓尼土司制度包括行政、經濟、軍事和

宗教各方面。

土司制度有兩套相互聯繫的行政區劃系統。

一套叫章尕，一套叫旗。章尕分為十二章尕和外四

章尕。十二章尕下的居民聚居在卓尼城區，外四章

尕的居民則分散居住在城區鄰近的村落中。每一

章尕，各有小頭目一人，其人選由各章尕屬民推選

年高望重者擔任。章尕是土司制度中有勢力的集

團，它擁有各種權利。章尕中的藏民可以出任各旗

中不同層級的統治者。谷苞指出「旗是對普通番民

在編制上的劃分，丈（章）尕則是對於富有統治勢

力的番民在編制上的劃分」[19]。旗管轄着土司的

大部分村落。土司下面有兩大頭目，大頭目下便是

四十八旗。旗是一個行政上與軍事編制上的單位，

每旗有旗長一人，負全旗行政、司法與軍事的責

任。每一旗管轄着總管一至三個，每一總管管理

村落數個至十數個，每一村落各有頭人一人。為

此，谷苞認為「卓尼土司形成了土司→二大頭目→
二十四旗旗長→六十九總管→五百二十頭人→一
萬多戶居民的組織結構。」[20]這套組織負責土司制

度的日常行政運作。

比較一下谷苞對雲南鄉村基層行政組織管事

者的產生方式與土司治理下的各頭領產生方式

是非常有意思的。雲南大公家是漢族農業村落自

發形成的一種社會組織，這種組織既要負責村落

內部的公共事務，也要負責政府委派給村落的公

務。同樣，土司制度既要負責轄區村落的事務，也

要對國家承擔相應的經濟和軍事義務。此外，大

公家的管事者主要通過指定和輪流選派兩種方式

產生。大公家中的大管事主要由現任和退休大管

事根據某人的學歷、經歷和年齡進行提名，實行

任期制。大管事下的大管事、小管事、小鄉約等人

則主要通過輪流選派來產生。土司制度是王朝國

家對邊區民族地區「因俗而治」和「羈縻」政治的

產物，土司需要王朝冊封，實行世襲制。土司下面

的頭領，「大頭目，旗長與總管與頭人的產生，根

據世襲，任命與輪流三種辦法。頭人的產生系純

粹根據輪流，大頭目，旗長總管的產生，或參雜有

世襲與任命的兩種成分，或同時採用着世襲與任

命的兩種辦法。」可見，稻作農業區的基層政治制

度與邊地民族地區地方政治制度之間既有相似之

處，也有差異。兩者都是同一國家內部不同區域內

基層政治組織。但因為文化背景不同，兩者管理者

的選派方式上有差異。

比較雲南漢族和邊區民族地區基層傳統的政

治制度，我們看到政治文化的差異。這種文化差異

還體現在邊區地區生態、經濟和政治之間的關係

面貌。弄清楚這些關係面貌，我們才能真正找出邊

區建設要解決的首要問題。谷苞認為邊區建設的

首要問題是經濟或民生問題。土司制度下的民生

問題主要還是糧食缺失所造成的生計問題，這個

問題跟甘肅旱作農業區百姓的貧困問題一樣，都

是民生問題。少數民族地區和鄰近的漢族地區民

生問題存在生態和文化差異，生計方式就能體現

出這種差異。「邊民的生計，以畜牧為主。」[21]畜牧

的經濟生產能力要比種植農業低，就算「農業比

較發達的邊民區域，如卓尼洮河番區，岷縣番區，

西固番區，永登番區而論，食糧依然是不足的」。
[22]即使以農業種植為主的迭部地區，其農業收成

也極其有限。「迭番所經營的農業，因限於氣候，

每年只能播種一次，作物以青稞為主要。又因氣候

與土壤的關係，收成極為有限。」[23]這裡，谷苞指

出邊地的生計方式受當地自然環境的影響。與此

同時，谷苞指出農牧交錯帶藏族社會生計方式也

存在農牧生產結合和相互依賴的情況，這一點跟

農牧交錯帶漢族鄉村社會相似。區別在於，漢族

畜牧為了生產，藏族畜牧既為了生產，也為了消費

畜產品。

此外，農牧交錯帶藏族社會的生計民生除了

自然環境影響外，還跟這個區域內特有的文化的

聯繫在一起。谷苞通過調查指出邊區地區人們的

經濟生產與土司制度中的土地分配的關係。要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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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這個關係，需要弄清楚土司制度下的耕種的土

地制度類型。卓尼境內能夠耕種的田地大致可以

分為四類，第一種是農戶家庭向土司租用的兵馬

田，這種土地所有權屬於國家，土司有管理權，農

戶只有使用權。第二種則是土司的衙門田，其所有

權歸土司，以收租的形式租給藏民耕種。第三種

是所有權屬於藏傳佛教寺院的章珠田。最後一種

是分布在卓尼城周圍，可以自由買賣的丈尕田。顯

然，土司治理下的社會，其土地制度與漢族鄉村社

會的土地制度有明顯的文化差異。

在上述四種土地使用形態中，兵馬田的數量

是最多的。兵馬田制度是卓尼藏族社會一種兵農

合一制度，谷苞認為兵馬田制度是土司制度的神

髓。耕種兵馬田的農戶，他們得為土司承擔兵役、

勞役和錢糧方面的徭役。這樣，通過兵馬田，土司

為百姓提供法律上的安全和保護，但同時獲得維

持土司制度的所需要的戰士、勞力和錢糧。因此，

兵馬田制度是土司制度形成和延續的物質和人力

基礎。

耕種兵馬田的農戶除了要承擔土司各項徭

役、勞役和兵役等官差外，還有宗教上的神差。官

差是對土司的義務，神差是對宗教的義務。谷苞

的調查告訴我們卓尼地區重要的神差有念田禾

經；祭山神、納雨糧（寺院活佛分區保險各地田禾

不遭冰雹，收穫後便須向活佛納雨糧，數量由一二

升兩三斗不等，各遂心願）和打索車等（收穫後報

達天恩的宗教儀式）。這些神差每年要消耗一個

中等以上的藏民家庭不少費用。藏民除了要給寺

院承擔神差，還要為自己家中出家的僧人提供生

活費用和對寺院的各種供養。谷苞指出藏民家庭

送一個喇嘛到寺院裡念經就相當於漢人家庭供給

一個學生讀一輩子書一樣，兩者都給家庭帶來了

沉重的經濟負擔。於是，谷苞論述了卓尼地區種植

兵馬田的藏族宗教信仰對家庭經濟負擔的影響。

從上一節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谷苞發現

農牧交錯帶漢族鄉村社會的生計問題主要在自然

環境中土地生產力弱和官府和商人施加經濟負

擔，藏族村落社會的經濟負擔主要體現在官差和

神差。這裡，谷苞特別強調宗教給藏民在物質領域

的負面作用。谷苞藏族宗教的研究確實如張亞輝

所說的跟李安宅的藏族宗教知識作用的研究不

同，[24]李安宅主要側重寺院宗教教育的研究，谷

苞關注宗教社會實踐對農戶經濟影響的研究。並

且，谷苞不僅關注經濟與宗教關係失衡問題，而且

他要從卓尼地區的政治、經濟和宗教之間的複雜

關係找到藏族農戶經濟負擔沉重的根源。他要探

尋卓尼地區生態和傳統制度實踐對邊地人們造成

的經濟社會問題。這樣，他的經濟社會的研究知識

才能為邊區建設服務。正如谷苞在土司制度一文

結語所說：「他對土司制度的研究不是基於對純知

識的興趣，而在於學術研究所揭示的文化，特別是

精神文化對邊區建設的作用」。[25]

四、生計、文化迫力與族群互動

谷苞對甘肅旱作農業社會生計結構和半農

半牧地區的研究揭示農牧交錯帶內部鄉村社會多

樣性和相似性。相似性在與兩種不同的鄉村社會

所面臨的民生問題是一樣的。漢族鄉村社會的復

蘇和邊區社會建設都需要解決兩個地方的生計問

題，但是，因為兩地生態、經濟和文化之間的複雜

關係，所以兩個地方在人們生計問題上表現的方

式和形態並不相同。換言之，谷苞農牧交錯帶社會

研究中始終在強調文化差異性和實質問題的共同

性，也意味着谷苞認為鄉村問題和邊區問題沒有

根本的差異，這種相似就在於鄉村和邊區在生計

或經濟方面問題有共通之處。正是這種對農牧交

錯帶文化差異的敏感性，谷苞發現農牧交錯帶不

同鄉村地區在生計和文化迫力下形塑的族群交往

的社會過程，呈現農牧交錯帶內部的社會關聯性

以及農牧區之間的共生互動。

谷苞在卓尼的社會調查中發現土司制度中的

經濟制度與漢藏民族交融有內在關聯性，且認為

這種關聯性依然基於經濟因素之中。對於農牧交

錯帶民族分布的歷史變動的分析時，谷苞認為漢

族在歷史上在甘肅迭部不能長久生活下去的原因

是漢族長期以來形成的種植農業生活習慣。他認

為迭部的自然環境只能生產產量極低的青稞和從

事打獵，這種經濟生活要求一種流動性，這不符合

漢族農業種植定居習慣。為此，歷史上漢族在迭

部這個地方只能屯，不能墾[26]。換言之，漢族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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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邊區地區生存下來，至少得適應當地的生產生

活。這點從漢族能在卓尼地區通過住尕房子和吃

兵馬田的方式表現的最為明顯。

谷苞在《卓尼藏區的漢番》和《漢人如何定居

於卓尼藏區》兩文中對漢族定居卓尼地區原因和

過程的分析。前已論述過，兵馬田制度是卓尼土司

制度中重要的經濟和軍事制度。在這一制度下，各

旗管轄下種植兵馬田的農戶不僅要向土司繳糧納

差，還需要向寺院交糧納差。然而，「農戶家庭只

有兵馬田地繼承權、絕戶頂替權和納稅服役義務，

沒有出賣土地的權利」[27]。因此，一旦農戶家庭有

變或另遷他處，難以承擔官差神差，就只有讓渡

出自家土地的經營權了。只要按照規定的程序，並

得到旗長和土司同意，農戶就可以出頂或讓渡自家

田地經營權。這樣一種制度設計為當地漢族進入

藏族村寨提供了空間。有清以來，因天災逃荒，逃

難變亂，謀生，罪犯流亡和民國時期壯丁的逃役和

煙民的逃禁等原因，大量漢族進入卓尼楊土司的

管轄區域。這種漢人完全是由岷縣和臨夏等農牧

交錯帶的旱作農業社會中遷移來的漢族，他們的

職業是農工和小商人。這些漢族開始只是在各旗

藏民房子旁建一兩間茅屋，這種方式叫住「尕房

子」[28]。住尕房子意味着還是藏族村落的外人，沒

有獲得土地經營權，無法參與當地藏族以家屋為

基礎開展的社會和經濟關係。因此，他們在藏族地

區或替藏民做工藝，或當佃農與僱農，或經營一點

小生意。但是，他們會尋找機會進入藏族經濟文化

體系中。於是，一旦他們知道當地藏民要出頂自家

的兵馬田，這些漢族就通過吃兵馬田的方式在藏

族村寨成家立業。楊士宏教授在研究卓尼土司的

土地制度時為我們提供一份洮州着遜簇世襲指揮

副千戶衙門發給交接兵馬田地者的文書。

著遜世襲指揮副千戶楊為發給

卓遜公署

執照事照得

本府本簇有包桃花代願歸故鄉，移交兵馬田土壹

份。有西鄉丁家堡漢民張祭瑞亞子新房成等田土窄狹，

無處耕種，央請老民再三懇求，將本簇兵馬田地壹份准

予投食。上有中堂聞門隘口把守，下有兵馬戶什襟差隨

同應當付給耕種為業。所有牛路、草山、神差公疑並承

攬，不得有誤，為此照者仰，該祭瑞等遵照。房屋許蓋

不許拆毀，田地不准典賣，倘有不法情事，向保人曹資

深等是問，資深願負完全責，所有莊寨、場園、地畝粘

單另開於後，玖千重咎，切切。

此照[29]

這份文書中提到漢族獲得當地藏族農戶的兵

馬田經營權以及承擔相應的官差神差的事佐證了

谷苞對漢族在藏族村寨吃兵馬田的調查分析。另

外，從這份文書中可以看出，漢族人獲得兵馬田地

時需要找保人，需要本村人同意。然後，他們才能

進行兵馬田的交接。谷苞在《漢人怎樣的定居於卓

尼藏區》一文中對漢族吃兵馬田的過程有生動的

描述。

「吃田地的方式是這樣的，如果有困於地布

而出讓兵馬田地的番家時，該村或者別村住尕房

子的漢人，就會出面同他接洽，商議出讓的代價，

出讓的代價由三十元至兩百元不等，代價講定後。

如出讓者村中的十人（即公共）同意時，便可以舉

行出讓的手續了，一般說來，只要吃田者沒有不好

的名譽，十人總是會同意，因為如果不同意，因負

債而陷於困苦中的村戶，在官差與神差上會帶累

十人的。十人同意後，吃田者便至土司署領取印就

之尕書，尕書大小如八開報紙，書上下端印有雲

彩，兩旁印有龍鳳，中間系空白。領尕書時，吃田

人須向土司署納謝禮，謝禮的數目在以前為製錢

兩千，在目前為硬幣五至八元。尕書領回後，吃田

者以酒食招待十人，請人當眾與尕書上寫明讓吃兩

方，均出甘願，上面並書名吃田者所出的代價數目

等。這張尕書以後便握在吃田者的手中，為永久耕

種吃來的兵馬田地的憑據。」[30]

從上面的事實，我們大致能得出這樣的看

法。甘肅農牧交錯帶的漢族進入藏族村寨是在漢

族和藏族兩種不同文化迫力的共同影響下形成

的，谷苞指出卓尼藏族人「放棄兵馬田地的原因是

宗教制度與土司制度」，漢族「取得兵馬田地的原

因則是變亂，饑餓，犯罪，禁煙以及鄰縣農村的人

口過剩等」因素。[31]正因為不同的鄉村社會文化不

同，才使得漢族在生計壓力下，通過住尕房子和吃

兵馬田，完全進入當地藏族村寨的社會體系之中。

這樣，當地出現藏族村寨變成漢族村寨和漢族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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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於藏族的族群交融情況。這個案例說明農牧交

錯帶農業社會和半農半牧社會之間的關聯性。

此外，谷苞還論述了農牧交錯帶農牧之間的

不同生計方式之間的共生和互動。谷苞在論述甘

肅境內漢族和蒙古族關係時發現漢族和蒙古族關

係一直很協調。他將漢族和蒙古族這種協調關係

的原因歸結為「一方面是農業的漢民與業牧的蒙

民，在生計的獲取彼此會有界線，無由發生爭執。

另一方面，農業的漢民與畜牧的蒙民在經濟的需

求上互有所依，蒙民將畜類及畜產品輸入漢區，漢

人則又將食糧及工藝品輸入蒙區，這種經濟上的

互依，更加深了彼此間的親密性。」[32]也就是說，

谷苞通過對農牧交錯帶不同經濟文化之間的依

存，闡述了農牧交錯帶內部不同社會和族群之間

的緊密聯繫，這種聯繫植根特定的農牧生產方式

內在的相互依賴性。

如果我們對比谷苞對會寧和山丹農村的研

究，我們發現，會寧和山丹鄉村社會也存在農牧生

產結構平衡與否的問題。可見，農牧生產結構的平

衡和相互依存是農牧交錯帶社會廣泛存在的經濟

特色，這種經濟特色因不同族群的文化差異而表

現不同。因此，甘肅農牧交錯帶的鄉村復蘇和邊區

建設自然涉及到文化差異和族群關係。文化差異

背景下的不同族群因為生計開始了密切的接觸。

於是，谷苞發現農牧交錯帶的族群互動植根在區

域內部的經濟、生態和政治之間的關聯性之中。谷

苞的這個研究完全突破吳文藻、李安宅等人將內

地或農業等同漢族社會，邊區或畜牧業等同少數

民族社會的思維慣性。[33]他的農牧交錯帶社會研

究看到半農半牧區漢藏之間的密切交往，也看到

農牧交錯帶農業和游牧社會之間的聯繫。而且，谷

苞關於農牧交錯帶族群互動的社會過程的揭示明

顯也不同於顧頡剛運用歷史文獻和田野考察靜態

地分析民族間血統混融和文化交融的思路。[34]從

這個角度上說，谷苞在甘肅農牧交錯帶族群交融

社會過程研究在事實呈現和理論分析上都有獨創

之處。

五、結論

農牧交錯帶是我國除農區和牧區以外重要的

具有獨特經濟形態的空間，也是一種具有獨特文

化形態的空間。因此，農牧交錯帶社會中經濟與文

化的關係跟稻作農區不同，也跟牧區不同。谷苞的

甘肅農牧區的調查不僅揭示了這一點，他還讓我

們看到農牧交錯帶區域內經濟文化類型的多樣性

和關聯性。因此，農牧交錯帶社會的研究不能只是

特定民族社會的研究，必然是不同民族社會共生

互動的關聯性研究，這種關聯性體現在農牧交錯

帶內部各自村落農牧生產結構的有效契合，也體

現在區域內不同社區之間的關聯性，當然也體現

在社區與外部之間的互動中。因此注重內地漢族

農村鄉政和邊區民族地區邊政的分立研究在農牧

交錯帶必然就成為一種關聯性的研究，因為兩者

在各個方面都會聯繫在一起。谷苞農牧交錯帶研

究從最基本的經濟問題入手揭示了旱作農業區的

鄉村研究和半農半牧地區鄉村社會在民生問題上

的相似性和民生問題形態上的差異性，更令人尊

敬的是，谷苞以其獨特的學術敏感性，詳細分析了

農牧交錯帶地區不同族群的人們因為生計和文化

背景的差異所導致的社會轉換進程，從而揭示了

農牧交錯帶社區和區域層面農牧族群的社會交融

微觀進程和彼此相互依存的經濟基礎。這為他學

術生涯晚期從農牧區位互動討論中華民族的共同

性提供了切實的經驗體會和分析路徑。

20世紀中國早期社會學研究中有三個影響力
較大的學派，一個是社區學派，一個是綜合學派，

一個則是馬克思主義學派。[35]谷苞對農牧交錯帶

經濟負擔、生計困境等當地的生態、制度、政治、

文化和族群互動等方面呈現當地鄉村社會面臨的

生計困境和經濟負擔。實際上，谷苞呈現經濟、生

態和文化之間的複雜聯繫，這是傳承自馬林諾夫

斯基經濟人類學思想的中國社區研究學派對經濟

研究的理論和方法。谷苞晚年也確實將自己的社

會調查方法總結為「社區調查或社區研究」。社區

研究將社區視為「一種特殊的結構，社會生活的各

方面都密切聯繫而成都一個整體」[36]。然而，社區

研究的邊界整體觀和類型比較研究往往因其較少

關注鄉村社區歷史進程和社區與外在文化力量之

間的關係而受詬病。谷苞農牧交錯帶研究可以免

受這種詬病。因為他的農牧交錯帶族群互動過程



社
會
關
懷

李
正
元
：
鄉
村
復
蘇
、
邊
區
建
設
與
族
群
互
動

１０９

的研究不僅是社區研究學派整體觀和類型研究理

念的拓展和超越，呈現特定情境中的跨體系互動，

是一種區域內多點間關聯性的比較視野。

超越的一個明顯的路徑就是谷苞從生產方式

和生產結構的分析中融入馬克思主義理論和視

角。首先，谷苞對會寧、山丹和卓尼地區階級貧富

分化、農村蕭條和農戶經濟負擔的研究明顯有馬

克思主義的生產方式理論和批判視角。馬克思主

義理論話語[37]的引入使得谷苞的農牧交錯帶研究

明顯超出了社區整體觀的範圍，關注到社區外力

量的影響，也讓谷苞農牧交錯帶研究將理論分析

和實踐運用結合在一起，甚至帶有濃厚的學術改

造社會的實踐取向。其次，谷苞對農牧交錯帶土地

所有權和使用權的呈現說明中國社會土地佔有和

耕作方式因為族群和文化的差異表現更為多樣，

這種土地關係的多樣性說明基於土地公私二元對

立思維邏輯下形成的「亞細亞生產方式」論在農

牧交錯帶社會中使用的限度。[38]最後，經濟結構與

族群互動的關係是谷苞綜合運用社區研究和馬克

思主義方法所創造的獨特的研究路徑。谷苞基於

農牧交錯帶內部不同經濟文化迫力而促動的社區

漢藏族群互動以及經濟文化內在相依形塑的區域

耕牧族群互動的分析是融會社區研究學派和馬克

思主義學派思想的經濟與社會關係的動態分析路

徑。這種路徑在20世紀40年代功能主義佔主導的
經濟人類學研究中也不多見。

在谷苞的研究中，農牧交錯帶的漢族和藏族

鄉村社會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民生問題。在一個

貧窮落後的時代，改善民生是近代中國農牧交錯

帶經濟社會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問題。因此，漢族地

區鄉村復蘇和邊區民族社會建設只是農牧交錯帶

社會現代化不同話語表述。這種話語表述背後蘊

含的就是農牧交錯帶內部文化差異性和社會發展

的共同性問題。現在，我們早已解決谷苞20世紀40
年代的所發現的鄉村貧困和生計問題。然而，隨着

中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開展，改善民生

是一個與時俱進的議題，是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活

需求的必要路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甘肅農

牧交錯帶政治經濟制度發生巨大改變，經濟社會

建設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民族關係也進入新的

發展階段。然而，舊傳統與新變化往往同時並存，

相互交織。此時，我們更加需要從生態、經濟、社

會和文化之間複雜關係中去認識和解決農牧交錯

帶的民生和社會主義全面現代化的問題，需要從

關係網絡中去把握農牧交錯帶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的新面貌。因此，我們要在繼承已有學術傳統的基

礎上解決符合時代要求的農牧交錯帶的理論和現

實問題。在此意義上講，谷苞甘肅農牧交錯帶社會

研究所蘊含的經濟文化視角，多點比較視野，關係

整體觀，共同性與差異性關係的認識和民生立場

等理論、方法和立場不僅不會過時，而且會在新時

代煥發出新意。

本文是蘭州大學中央高校項目「民國

甘肅地區人類學本土話語建構特徵和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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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 l Rev i t a l i za t i on , Remote A rea 
Development and Ethnic Interaction: Gu Bao’s 
Study on the Gansu Agro-pastoral Interlaced 
Area

Li Zhengyuan (Lanzhou University)
Abstract: Beyond the agricultural area and 

the pastoral area, there is a particular eco-economy 
and ethnic symbiosis space named the agro-pastoral 
interlaced area in China. Ethnologist Gu Bao focused 
on economy in the Gansu Agro-pastoral interlaced area 
in the 1940s , and he argued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livelihood similarity in the Han ethnic society and the 
ethnic minority society. Gu Bao’s investigation reflected 
economic-social diversity in the Gansu Agro-pastoral 
interlaced area, and also highlighted the way of ethnic 
interaction which was beneficial for understanding the 
diversity in unity among for the society in the Agro-
pastoral interlaced area. Therefore, his enlightenful 
research including relational perspective broke through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the Han ethnic group and 
the minority, and linked the community theory with 
the Marxism. His thought for investigation in the Agro-
pastoral interlaced area not only propelled his future 
study, it also ref lected the academic experience and 
theoretical style in northwest China.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remote area 
development, ethnic interaction, the agro-pastoral inter-
laced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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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長，而社會整體仍能保持穩定和諧的重要切入

點。

中國經濟持續高速

增長有著多方面的原因，

但以農民工為主體的廉

價勞動力源源不斷的供應

無疑是一個關鍵因素。農

民工一方面來源於農村這

個不斷為城市孕育輸出精

壯勞動力的儲備器、儲水

池；另一方面則來源於農

民工再生產，即第一代農

民工子女在一系列制度條

件下被再生產為新一代農

民工。在再生產機制作用

下，後者成為了農民工的

主力軍。新一代農民工雖

然地位結構仍與其父輩相

同，都處在城市社會的底

層（次級勞動力市場），但

心理結構已然發生巨變：

一則他們有著比父輩更為

強烈的「城市夢」，農村成

為了「回不去的故鄉」；二

則其對美好生活有著遠超

經濟範疇的憧憬嚮往，參

照群體也悄然從村民轉變為市民；三則制度環境

並無重大改變的前提下，新生代農民工的相對剝

奪感尤為強烈。

逆風飛揚的農民工子女：

一項質性研究
■ 閆伯漢、梁玉芯

河南財經政法大學社會學院

一、研究背景與研究問題

上世紀80、90年代，
伴隨中國社會經濟的大

轉型，發生了勞動力從農

村到城市的大規模流動，

這些農業戶籍的工人，被

稱為「農民工」。多年的

經濟束縛，生存權必然為

第一要務，這使得生長於

農村進城務工的「第一代

農民工」有著非常單純的

想法：在城市掙錢，回農

村老家蓋房娶妻生子頤

養天年。對他們而言，所

謂美好生活不過是在解

決溫飽的基礎上相較過

往自家、同村村民經濟狀

況的改善。由參照群體選

擇而引發的心理結構使

得現實與感覺相背離，即

第一代農民工雖身處嚴

重缺乏權益保護的城市，

從事著收入低、環境差、

勞動時間長強度大的工

作，面臨著住房條件差、

子女入學困難等諸多現實問題，卻沒有產生出強

烈的剝奪感，因此，對社會治理也並沒有構成大

的挑戰。這是理解近三四十年中國經濟持續高速

摘  要：農民工子女這一公認弱勢群體的前途命

運問題一直廣受關注。已有的無論是大樣本調查

研究還是選取典型樣本的個案分析都傾向於以

結構性視角探析其階層再生產命運的發生機制，

仿佛這是一個固化的、永遠沒有向上流動機會的

群體。然而，一些高學業成就的農民工子女挑戰

了這一結論，他們逆流而上、逆風飛揚，成功實

現了階層跨越，表明低階層子女的向上流動並非

全無機會。本文以自我民族誌與深度訪談相結合

的方法，圍繞這些階層跨越者「如何克服重重困

難才達至今天的成就」這一主題收集資料。發現

在艱難困苦的衝擊逼迫下，一些農民工子女淬煉

出的堅強獨立性格，堅韌不屈、發奮圖強的意志

是有助於學業成功的個人條件；家長的言語鼓

勵、行為垂範，家庭的經濟支持、較高的教育期

望、理解型親子關係是有益於學業成功的家庭條

件；對結構性因素的趨利避害是有助於學業成功

的外在條件。

關鍵詞：農民工子女；社會流動；自我民族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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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代農民工生存狀態的變化，對社會治理提

出了嚴峻挑戰。為應對這一挑戰，要重視農民工再

生產問題的研究，分析農民工階層再生產發生的

原因、機制過程，分析可能改變農民工子女重蹈父

輩覆轍的方法路徑，因此也需要將農民工研究與

農民工子女研究結合起來，在關注農民工自身勞

動力再生產的同時也重視勞動力再生產的延續，

這種研究方式屬於農民工 ∕農民工子女研究的再生
產視角。這一視角下的研究策略，既重視宏觀、中

觀的結構性力量、制度性因素分析，又注重微觀具

體的過程機制分析；既強調結構性力量、制度性因

素的形塑規製作用，又突出主體的創造性與能動

性。[1]作為對這一研究策略的回應，在實踐上，理

應既要有作為整體的農民工子女發生階層再生產

的分析研究，也要有部分農民工子女逆風飛揚，實

現向上流動的原因研究；既要有留守、流動經歷的

消極影響分析，也要有留守、流動經歷的積極效應

研究。而現實是，已有的無論是大樣本調查研究

還是選取典型樣本的個案分析，幾乎全部集中於

前一個方面，即注重留守、流動兒童重蹈父輩覆

轍，發生階層再生產的結構制度性原因分析或機

制分析，注重留守、流動經歷的負向效應分析，而

缺乏對農民工及子女抗爭努力的重視，忽視了部

分農民工及子女克服留守或流動過程中重重困

難，最終實現向上流動的事實。

鑒於此，本研究試圖以逆向分析的策略，聚焦

於一些身處困境的留守兒童、流動兒童逆流而上、

逆風飛揚的案例，注重這一群體克服留守或流動

過程中遭遇的重重困難，獲得良性發展，最終擺脫

再生產命運實現向上流動的原因與機制分析。以

期對主體的能動性進行分析的同時，在機制分析

中以逆向的角度驗證已有階層再生產研究中得出

的結構制度性因素的重要作用，從而為包括留守

與流動兒童在內的弱勢階層之發展及政府部門相

關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啟示意義。

研究對象為上述研究目的的實現提供了保

證。按第一批留守、流動兒童出現於20世紀90年代
初算，如今他 ∕她們中的大部分人也已成家立業。那
麼，他 ∕她們的現狀如何？社會地位怎樣？這是顯
而易見並且是可測量的。即使如再生產理論所預

言的那樣，他 ∕她們中的大多數人重蹈了父輩的命
運，也必然有部分擺脫再生產命運實現向上流動

者。生命歷程理論認為，個人的生命歷程嵌入了其

所經歷的事件之中，同時也被這些事件所塑造，而

且這些經歷事件的影響狀況取決於其何時發生於

這個人的生活中。[2]那麼，發生於這部分「成功者」

童年時期的流動或留守經歷對其今天的生活有著

怎樣的影響？他們又是如何通過自身的選擇與行

動，利用所擁有的機會，克服環境的制約，從而建

構自身的生命歷程的？這是本研究關注的核心問

題。

二、文獻綜述

中國社會貧困階層子弟的向上流動研究、留

守流動經歷的正向影響研究與抗逆力研究文獻為

本研究提供了借鑒。

中國社會貧困階層子弟的向上流動研究文

獻，一般將獲得優質高等教育視為成功的標誌，以

自我民族誌或深度訪談的方法收集進入精英大學

「寒門」子弟的成長敘事，聚焦其求學、階層跨越

過程的情感體驗，認為「寒門」子弟向上流動雖然

困苦艱辛，但也並非毫無出路。這些文獻及相關

主題的研究將原生家庭對底層子女階層旅行的影

響機制總結為：「寒門」家境以其特有的文化資本

形塑著子女的目標，磨礪和激發了他們的抱負水

平、成就動機與向上流動的欲望；[3]「寒門」背後

對知識改變命運的渴望，充滿愛的家庭氛圍、重要

他人的身教方式潛移默化地影響了子女對學業的

追求；[4]寒門生活的底層勞作錘煉了心志，培養了

耐受力、毅力、移情理解力等成長品質；[5]家庭資

源的匱乏、遭遇的苦難是「寒門」子弟不竭學習動

力的源泉，也塑造了其頑強的學習意志力、高度的

學習自主性和強烈的共同體意識。[6]總之，個人的

成功嵌入在多重結構因素與個人努力之中，因物質

條件的限制，「寒門」子弟的向上流動困難重重，但

「寒門」家境也會激發出努力奮鬥、頑強堅毅的品

質，最終使一些底層子弟突破了物質的局限，實現

了階層的跨越。

由於農民工子女是一個公認的弱勢群體，因

此已有的相關研究多側重探討留守、流動經歷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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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群體弱勢地位的關聯，強調留守、流動經歷的

負面影響效應。事實上，父母外出務工經商、子女

留守在家的親子分離固然會對未成年留守子女的

成長發展造成負面影響，[7]但也應看到，父母外出

工作提高了家庭的收入，收入的提高可增加教育

投資，改善教育資源，減少子女參與勞動的時間，

改善營養狀況等，這些正向效應可能抵消親子分

離的負面效應。[8]跟隨父母的鄉-城遷徙固然可能
導致流動兒童原有社會關係斷裂、傳統支持資源

減少、學業連續性中斷、入讀公辦學校不易、新環

境適應困難、遭受歧視等諸多不利影響，但也應

看到，在城鄉二元結構中發生的從鄉到城的遷移，

其實就是從貧乏到富足環境的遷移，從劣質教育

資源到優質教育資源的遷移，這無疑對流動兒童

的發展有著極為積極的意義。已有研究也證實了

鄉城流動對於兒童發展的正向效應。[9]

抗逆力（Resil ience）指個體克服困境，積極
適應的品質和能力。[10]抗逆力理論認為，在個體

發展的不同階段，常常會面臨一些對成長發展產

生消極影響的風險因素，但能夠緩解、降低風險因

素負面影響的保護因素的存在，能夠使個體在遭

遇逆境後，重新建立平衡，作出理性的選擇。[11]因

此，保護因素的構建是抗逆力理論的核心。[12]就

留守兒童與流動兒童而言，正是由於成長過程中

某些保護性因素的缺失，導致遭遇的風險因素無

法得到有效控制，才對其發展產生了負面影響。流

動兒童主要面臨社會排斥與歧視的風險，留守兒

童遭遇的風險則是更難以從家庭內部獲取保護性

因素，因此，為促進流動兒童、留守兒童的健康發

展，應從兒童自身、學校、家庭、社會及宏觀的社

會環境政策體系方面構建保護性因素，具體方式

包括制度支持、心理輔導、構建良性親子關係、改

善溝通方式、完善溝通渠道等。[13]

從上述綜述可知，與保護因素構建、留守流動

正向效應的研究對結構性因素的強調相比，貧困

階層子弟的向上流動研究更為重視個體努力對於

向上流動實現的意義。本研究則發現，底層向上流

動的實現不僅需要個體的加倍努力，也需要家長、

個人契合一般的有利於成功的結構性因素，善於

利用有助於成長發展的客觀機會條件。

三、調查對象與研究方法

1.調查對象

本研究的調查對象首先為童年時期有著留守

或流動經歷的成人，即其曾經為「留守兒童」或

「流動兒童」。已有研究表明，留守∕流動經歷對兒
童成長發展的影響與留守∕流動時長有著密切的
關係，只有那些在童年時期發生較長留守∕流動行
為的經歷才會對其成長發展產生實質性影響。[14]

因此，我們選取的調查對象都具有一年以上的留

守∕流動經歷。
在符合上述條件的基礎上，他們應該是避免

了重蹈父輩覆轍、擺脫了再生產命運、實現向上社

會流動或為向上社會流動的實現奠定了堅實基礎

的人。那麼，依據什麼標準判斷曾經的農民工子女

擺脫了再生產命運，獲得了地位的提升呢？即如

何定義「成功」呢？人生贏家？身心健康？良性發

展？學業成功？事業有成？家庭幸福？顯然，關於

何為「成功」從來眾說紛紜，很難統一。由於在社

會分層與流動研究領域，教育一直被視為獲取社

會經濟地位的關鍵因素，因此，本研究將優質高等

教育的獲得作為衡量成功與否，判斷社會地位高

低的關鍵指標，而優質高等教育指在985、211以及
公認排名靠前的二本院校的教育經歷。

2.研究方法

從2018年4月到2020年1月，圍繞「如何克服重
重困難才達至今天的成就」這一主題，課題組對

有著1年以上留守或流動經歷，年齡19歲到23歲之
間，就讀於985、211或優質二本院校的37名本科學
生進行了調查（編碼方式為L+性別+序號或M+性
別+序號，其中L為留守兒童，M為流動兒童，男性
編碼為M，女性編碼為F）。深度訪談法與自我民
族誌相結合為資料收集方法，當然，本研究所使用

經驗資料並非一次調查所得，而是突破原來提綱

多次調查逐步收集的，而且為了使資料更為詳實

細緻，也深入訪談了一些留守、流動兒童的家長。

四、逆境下的情感體驗： 

堅韌不屈、獨立自主

親子分離是留守兒童面臨的主要困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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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排斥與歧視則是流動兒童面臨的主要問題。雖

然兩者面臨的具體困難有異，但成長環境的變化、

破壞是共同的問題，而且，一般而言，作為一個公

認的弱勢群體，留守與流動兒童家庭經濟收入較

低，父母的教育程度不高，可以利用的社會網絡資

源有限。這些艱難困苦的普遍存在就是大樣本調

查研究得出農民工子女發生階層命運再生產結論

的主要依據。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其兩面性，艱難

困苦也是如此，它可能給很多人的生活發展帶來

重重障礙，甚至摧毀其努力的意志，但一些人卻在

逆境之下迸發出堅韌不屈的意志，鍛造出獨立自

主的品質。我們調查的這些階層跨越者普遍都有

著這樣的情感體驗。

因為當時家裡很窮，爸媽才迫不得已外出打工，

他們打工是很辛苦的，而且剛開始掙的錢也不多，每

年他們會給我爺我奶四百塊錢作為我和我姐的生活

費，吃穿用度都挺省的，我穿的衣服基本都是我姐穿

過的，而且每年過年也很少買衣服，身邊有些大人經常

會開玩笑說我穿的跟要飯的一樣，報補習班興趣班什

麼的更別說了，寫字用的本子也很少買，而且買的都是

那種便宜劣質的。我爺我奶年齡都大了，一般我自己能

幹的都會自己做，像疊被子啊，洗衣服，掃地什麼的都

是我做，我姐在家裡上學的那幾年，我姐也會做。而且

在我爺家，我爺種田，到農忙的時候也會幫忙幹活，平

常也會放牛。我是一個不怕苦不怕累的人，而且特別獨

立，自己能解決的（事）就會自己解決不會去依賴別人

或是怎樣，這可能與我的經歷有關吧。（L-F-12）
爸媽在外面工作很辛苦，爸爸幹建築工，媽媽做

清潔工還有其他零工，我知道他們能帶我來城市上學

已經很不容易了，我們租住在非常小的一間房子裡，爸

爸的衣服經常髒髒的，經常看著很疲憊，就是那種倒

頭就能睡著的樣子，我知道他們都很累很忙，（所以）

有什麼煩心事，受人欺負什麼的也從不給他們說，也不

和同學攀比要這要那，我知道自己能做的就是努力學

習，考上好的大學留在城市，找個好的工作才能回報他

們，讓他們享福。（M-M-34）
有時候看著城裡孩子爸媽光鮮休閑的樣子，再

看自己老爸老媽衣著土土的樣子，確實有自卑的感覺，

但除了自卑還有不服輸的勁頭，我就想，我爸媽現在不

如你爸媽，但將來我一定比你強，（所以）我就特別努

力刻苦，我相信努力能夠克服一切困難，這是當時的想

法，現在不是這樣想的，但正是當時這種想法讓我學

習一直優異。（M-M-20）
所謂「窮人的孩子早當家」，窮人的孩子如何

能夠早早當家呢？不過是艱難困苦的逼迫罷了。對

留守兒童而言，面對親子分離、家境貧困的衝擊，

必然帶來親情缺失，學習條件匱乏等挑戰，但同

時也可能淬煉出對其以後的學習、就業創業都有

幫助的堅強獨立的性格；對於流動兒童來說，面對

城鄉差異、環境適應、物質條件貧乏的衝擊，可能

會對其心理發展、學業持續構成極大的挑戰，但

同時也能夠培養其堅韌不屈、發奮圖強的意志。總

之，這些留守、流動兒童在艱難困苦的衝擊逼迫之

下，以堅韌不屈的意志、獨立自主的品質進行了行

之有效的回應。

五、重要他人的影響： 

品質塑造、教育期望、教養方式

「重要他人」指對兒童的成長發展有著重要

影響的人，父母為最常見的重要他人，除此之外，

祖父母、老師、同輩群體等也可能是兒童發展的

重要他人。重要他人對兒童的影響既包括言語的

鼓勵引導，包括行為的垂範榜樣，也包括物質資源

的支持幫助。重要他人的影響是本研究部分調查

對象總結的實現階層跨越的重要因素之一。具體

而言，重要他人的言行、教養方式對兒童的品質塑

造、融洽親子關係的建立作用重大，重要他人的教

育期望會影響兒童的教育期望進而影響其學習主

動性、學業成績。

相對於我爸，我媽對我的影響特別大，她是個很

堅韌的人，我和我哥全靠我媽拉扯長大，我爸當時屬於

特別不負責任的狀態，我們離開（返鄉）的前段時間，

我媽的手被砸斷了，骨頭碎了的那種，幹不了活。我爸

天天賭博不回家，我們放學回家，我媽用一隻手把米都

淘好，菜也洗洗等我們回來，我（們）幫著她炒菜。後

來我才知道，有一天晚上，她在天橋上想自殺，但是想

著她死了，我爸指望不上，我們就會沒人照料，所以忍

下去了。我就想，一個人能想到死又回來面對生活，到

底是有多勇敢。（M-M-21）

M-M-21還講述了更多的關於母親的故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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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出，流動中的苦難經歷，帶給他挫敗感的同

時，也磨練了其意志，特別是母親堅韌的性格，深

深地影響到他以後的學習和生活。

對於父母雙方外出務工的留守兒童而言，成

長過程中父母長時間不在場，監護任務常常由祖

父母或其他親戚代替，這時監護人的言行、教育

方式就相當重要。

我父母雖然常年不在家，但我爺爺奶奶對我的教

育沒有落下，作業指導時他們幫不上忙，但我爺爺總

是嚴格要求我，勸說我不要著急，字要寫工整，凡事要

耐心，他說學習就如種莊稼一樣，認真料理才能高產。

有時候天氣炎熱，奶奶就一直在旁邊給我扇扇子，驅

趕蚊子飛蟲。（L-F-7）

除父母外，老師也常常會對兒童的成長發展

產生重要影響。

在新疆學習時期我遇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老

師——王波（化名）老師。如果沒有她也許我就不會考
上大學，不會有正確的價值觀。她接手我們班的時候是

（小學）2年級，那時的我是一個不愛寫作業成績不好
的學生，但老師並沒有放棄我，她了解到我的父母因為

工作繁忙而無法照看我後，為我找了一個離我家近學

習好的學生監督我的學習。王老師還親自指導我的學

習，寒暑假都會讓我去她家裡補習，也交付我一些能

夠勝任的任務鍛煉我的自信心。王老師不僅在學習上

指導我，也在生活上為我引路。父母忙於工作對我的

思想等方面關注不多，（他們認為）只要成績好一切都

好，王老師卻教我為人處事的道理，甚至女生最隱私

的生理問題都是王老師教我處理的。能遇到王老師這

樣的班主任是我一輩子的幸運！（M-F-35）

可以看出，對於流動兒童M-F-35來說，王老師
的出現彌補了家長教育指導的不足，是對其成長

發展有著巨大影響的重要他人。

教育期望——讀書有用論

關於農村青少年輟學現象的研究發現，因農

民遷移流動而被強化的市場力量使得功利主義價

值觀泛濫是農村青少年輟學現象嚴重的重要原

因。[15]「讀書無用論」就是功利價值觀的一個典

型表現。但在我們調查對象的家長這裡卻是另一

番景象，他們普遍堅信「讀書有用論」。

我媽在我很小的時候就告訴我，「你管放心（方

言），家裡就是再窮，無論你上學上到哪，我砸鍋賣鐵

也供你」，這種話她說過很多次。（M-M-21）
我爸經常說的是，你只管學好習，錢的事交給我

們（爸媽），割麥勞動的事你也不用操心，把學上好了，

考個好大學，將來也就不會像我這樣幹出力的活了。

（L-M-3）

父母的諄諄教誨是殷切的期望，期望孩子考

上好的大學，期望孩子功成名就，這份期望能夠轉

化為孩子對自身的高期望，最終轉化為孩子學習

的熱情與動力，從而有利於促進學業成績。當然，

有時過高的期望也會產生壓力，不利於子女的心

理健康、學業發展，L-M-3說：「有時候沒有學習
（而是）正常的玩耍，就會有負罪的感覺，老感覺

對不起辛苦勞動的爸媽！」另外，有些家長的期望

帶有明顯的「功利」色彩，流動兒童M-F-22談到：
「記得大人經常逗我和弟弟，長大了打工掙大錢

好不好，我媽就會在旁邊教我們說『我們要好好

學習，將來考大學，掙得錢比打工多得多』」。顯

然，從M-F-22母親的話裡明顯能夠感知到「功利」
的色彩，即學習的目的是為了將來能夠掙更多的

錢，但不可否認的是，對教育外的其他途徑的否

定，無疑迎合了當前應試教育的要求，同時降低了

子女輟學的風險。除了言語上對孩子的鼓勵打氣，

這些父母們也會從行動上支持孩子的學業，具體

可歸納為幾點：

（1）「全力的」支持。在經濟方面，雖然經濟
收入有限，但有些家長還是會竭盡全力支持子女

的學業。

爸媽打工幾年後，經濟狀況好一點了，家裡也有

了電視，吃的穿的用的比之前好了很多，特別是學習方

面，買本子、買書籍的錢隨要隨給，只要我需要的學習

用品他們（爸媽）都會買給我，每年開學之際還給我買

件像樣的衣服。（L-F-12）

一些家長在有限的經濟條件下，拿出很大一

部分收入給子女報輔導班。

我家收入不高，爸媽雖然很儉省，但畢竟城市生

活開銷大，特別是我又在城裡上學，生活過得緊緊張

張，經常聽到爸媽談論又沒錢了，當時我上五年級，數

學不好，爸媽很著急，看好多城裡的孩子上輔導班，也

給我報上了，一節課七八十塊錢，一次交了很多錢，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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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時能看出我媽很心疼，但還是交了。（M-M-28）

甚至有些流動家長認識到城鄉學校教育的巨

大差異之後，想方設法讓子女在城市接受學校教

育，在經過反復打聽盤算後，認為家庭收入無力支

撐子女在大城市的教育生活費用，於是採取了折

中的策略，讓子女在距離老家較近的縣城上學。

我從老家轉到縣城上學是（小學）四年級的時

候，我爸在福州打工（收廢品），我在老家縣城上學，

我媽在縣城租了房子陪讀做飯，我媽說我家的錢幾乎

都用在我和我弟上學上了。（L-F-14）

這既表明家長對子女教育的重視，也反映了

家長經濟上對子女教育的全力支持。

（2）「有限的」幫助。調查發現，不少家長由
於自身教育水平及工作繁忙的原因，很難也很少

參與到孩子的學習過程之中，比如孩子的學業輔

導等。因此當孩子學習上遇到困難時，只能通過鼓

勵、陪伴、上輔導班等方式進行有限的幫助。

剛上學的時候，我開竅特別慢，尤其是對於數學。

那時候我晚上寫數學作業都是哭著寫的，我母親看我

哭得那麼厲害，就在旁邊給我扇扇子陪我，跟我說話

讓我別著急。（M-M-21）

這種真切卻「有限」的鼓勵是M-M-21堅持不
懈的動力，也是弱勢家庭對先天劣勢做出的力所

能及的回應。但客觀而言，這種方式存在著明顯的

不足，因為其作用的發揮主要取決於幫助對象的

自身特質，比如對於「懂事」、「堅韌」的M-M-21是
有效的，而對於他調皮的哥哥則只是「學習差」的

藉口。

（3）「堅決的」拒斥。一些農民工家庭對「學
習有用論」的篤信，除了在經濟上全力支持、學業

上有限的幫助之外，還通過堅決拒斥影響學習的

負面因素來強化。

M-F-22一家居住的城中村有來自全國各地的
打工者，人們工作之餘的娛樂活動最常見的就是

打牌、打麻將，談論話題最多的就是掙錢、發財。

M-F-22談到：「那個時候，我媽堅決不讓我倆（我
和哥哥）看大人打牌，並且還嚇我們說誰學打牌

就把誰趕出家去。」

「理解型」教養方式 ∕親子關係

拉魯在《不平等的童年》一書中指出，家庭教

養方式存在明顯的階級差異，相較底層家庭「自然

成長」的教養方式，優勢階層「協作培養」的教養

方式更有利於兒童的成長發展。[16]「協作培養」的

顯著特點之一為語言運用中的協商，也就是說，相

比簡單地對孩子發號施令，家長更傾向於和孩子

進行協商討論，孩子也可以反駁成年人的話語，表

達自己的觀點。然而，在我們調查對象的家庭中，

教養模式既不同於「自然成長」，也有別於「協作

培養」，而是類似於「協作培養」的一種「理解型」

教養方式或親子關係。之所以說是「類似」，是因

為除了協商的成分外，子女很少有類似「反駁家

長」的行為，而是很「懂事」地表達觀點，家長也因

為有「虧欠」的意識，通常也會選擇傾聽孩子的想

法，「理解型」的親子關係得以建立。

當談及「與父母關係」的話題時，M-F-22說：
「我的父母是屬於那種脾氣比較好的，從小到大

基本沒有打過我，弟弟作為比較皮的男生也是很

少（挨打）。」

M-M-21說：「我和父母的關係還好，他們沒
咋怪過我，因為我比較聽話。我哥哥就比較皮，每

次他闖禍惹我媽生氣，我媽就絮叨我們不聽話，說

她拉扯我們多不容易，甚至還哭了好多次，所以我

不敢闖禍……」

可以看出，兩位流動兒童與父母「衝突」較少

的原因除了與父母對待孩子的「好脾氣」有關外，

更重要的一點是，其父母通過日常的「訴苦」、「叮

囑」等方式向他們傳達了生活的辛苦，撫養的不

易，這種經常重複的規訓行為，使得子女內化了這

樣一種情感，即「要聽話」。

關於親子關係這一主題，也深入訪問了家長

一方。M-F-22的母親說：我和雪麗（M-F-22的小
名）她爸沒啥本事，也沒文化，人家父母給的我們

會儘量做到，雪麗本身就比較懂事，帶她上街她從

來不主動要東西，我教她不准隨便接受別人的東

西，她記得可清了，每次非得我同意了她才會伸手

……」M-M-21也提及自己的父母也時常有意無意
中流露出「虧欠」子女的情感，另外，因為父母文

化程度不高，所以在接觸新生事物尤其是電子產

品時會主動向他和哥哥詢問操作方法，他們也會

因此感到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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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到，在這些農民工家庭內部，一方面，

子女在內心建立起了對父母辛苦操勞的認同；另

一方面，父母也會基於「虧欠」心理而體諒孩子，

一種「理解型」教養方式 ∕親子關係得以建立。無
疑，這種教養方式、親子關係不同於「自然成長」

模式，也與「協作培養」模式有別，但確是現實條

件下有利於子女成長發展的一種模式。

六、外在結構性因素：趨利、避害

客觀而言，弱勢家庭子女無法僅僅憑靠堅韌

的毅力、獨立的個性實現逆天改命；重要他人的

精神感召、言語鼓勵與行為榜樣對於子女發展確

實多有助益，但也僅僅起到輔助引導作用。在擇優

錄取的績效主義原則下，要實現階層的跨越，就要

有好的學業成績，而好的學業成績的獲得並不能

與努力刻苦畫上等號。說到底，「成功」要契合「成

功」的條件。就兒童的學業成績、成長發展而言，

它受到兒童生活其中的整個社會生態系統的影

響，這個系統的一部分，是兒童直接面對的家庭、

學校等近端環境，另一部分，則是距離兒童較遠

的文化、制度等遠端環境。

上述分析主要集中於階層跨越者的個人品

質、家庭條件，顯然，還有諸多重要的結構性因素

沒有涉及。而當我們聚焦於外在的結構性因素時，

會發現一些實現了向上流動的農民工子女或在家

長的有意設計下把握住了提升學業成績的關鍵因

素，或幸運地避開了一些風險因素的干擾。

1.趨利：對優質學校的追求

前文提及的L-F-14有著長時間的留守經歷，
在她剛上小學一年級時爸媽就外出務工，留下她

和5歲的弟弟由爺爺奶奶照看。四年級時，L-F-14
轉學到縣城一所公辦學校就讀。我們就轉學的原

因問了她的母親。

剛開始我和她爸都出去（打工），什麼都幹，清潔

工、工地拉沙子石子、收破爛（廢品），淨出力了，也沒

掙上錢。有一天晚上和她爸閑聊，她爸說：咱倆到處跑

（打工）是為啥？不就是為了JC、JH（兩孩子的名字）
將來過得比咱倆好嗎！要想過好不出死力，這世道一定

要讀書，有學問，上大學。咱倆沒文化，不能幫他倆（學

業輔導），老家的學校那破爛樣也不行，你看咱旁邊

的CL小學（一所城市公辦學校）多好！這樣吧，咱掙的
這點錢也不夠把他倆接來上學，H X（L-F-14母親堂
弟的名字）不是在縣城實驗小學嗎，讓他想想辦法，讓

JC、JH進去上學，你就在縣城租個房子給他倆做飯好
了，我一個掙錢就行了。

於是，經過一番努力，L-F-14和弟弟就入讀了
縣城實驗小學。雖然家庭勉力維持，但兩個孩子

的成績相比在老家時提升明顯。

關於城鄉學校的差異，具有兩地就讀經驗的

兒童有著切身的體會。印象深刻的是，對城市農村

學校差異的描述，幾個有著兩地就讀經驗的被訪

者同時用到了「碾壓」一詞，即城市的學校無論在

教學設施、師資力量上都完勝農村的學校。家長

對於這種差異也心知肚明，對一些流動家長的深

入訪問後發現，改善子女的教育條件就是其流動

的主要動機。

我剛開始來城裡是為了掙錢啥都幹，後來我撿起

了老手藝（木工），幹這活不一定在城裡，老家（農村）

也一樣掙錢。但在老家孩子怎麼上學呢！老家的學校

給（與）城裡的學校沒法比，一個天上，一個地下，就

是城裡的最差的（學校），也比老家最好的（學校）好！

（所以）為了孩子也要（在城裡）待下去。（M-M-29的
父親）

M-M-29的父親還詳細講述了其在城裡為孩
子尋找就讀學校的曲折經歷，言語之間，盡是艱

難，但好在最終如願，以前所有的心酸，都隨著孩

子的入學而煙消雲散。

2.避害：對歧視行為的應對

制度性歧視及引發的其他歧視行為是流動兒

童面臨的一個風險因素。調查中，當被訪者在流動

城市曾經遭遇過歧視行為時，對歧視行為的應對

是一個必談的話題。M-M-21和M-F-22及其父母的
應對策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M-M-21所上的是一
所教學質量很好的公辦學校，班級裡只有少數幾

個流動兒童。他描述道：

我真正感受到歧視的情況有是有，但比較少。在

我們家住的那個地方，幾乎都是外來人口，我跟他們

接觸的時候最起碼是不會有歧視的。在學校裡面，偶

爾會有當地同學說我們『鄉巴佬』，我會很生氣跟他們

鬥嘴，但也總會有跟我一樣的同學（流動兒童）幫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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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大人一般也會告誡我別跟那些看不起人的同學交

往。

M-F-22所上學校的教學質量處於同區學校的
中下游，班級中流動兒童與本地兒童數量相當。流

動兒童與本地兒童經常發生口角，甚至肢體衝突

的現象也時有發生。

最嚴重時，班裡分為兩派，互不來往，作業也分開

交。最後鬧到老師那裡去，老師出面調解，組織大家一

起做活動，才有所緩解。

M-F-22還談到，大人們由於擔心孩子受欺負，
讓大的孩子帶著小的孩子一起上下學，讓多交一

些同為流動兒童的朋友。並且教會了孩子一些與

城裡孩子理論的話，如「你們城裡人有什麼了不起

的，沒有農民你們吃啥，再說了我們來這個地方也

是為你們搞建設」（M-F-22的母親）。
可以看出，面對歧視性行為，流動兒童與家

長的應對方法主要有：語言上的反駁、交友上的迴

避以及行動上的抱團。面對不公平的歧視，口頭上

的反對是最為直接的回應方式，M-F-22母親的話
語就屬於這類，同時，母親的意見也為孩子提供了

支持和反駁類似舉動的「權威」依據，這不僅彌補

了孩子心中的失落，也有利於維護其自身的權益。

交友上的迴避與行動上的抱團之間實際上是相通

的，按照家長「不要和看不起人的孩子交往」的吩

咐，流動兒童應儘量避免和當地孩子交往；為了確

保不受傷害，則需要儘量一起行動。我們將流動兒

童、家長應對歧視的策略稱為「基於多元地域的反

歧視文化」。這種文化實質上是一種被迫建立起

來的自我保護文化，目的是減小受到傷害的風險，

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反抗」。雖然如此，其對於

流動兒童的成長依然彌足珍貴。

七、結論與討論

農民工子女這一公認弱勢群體的前途命運問

題一直廣受關注。已有的無論是大樣本調查研究

還是選取典型樣本的個案分析都傾向於以結構性

視角探析其階層再生產命運的發生機制，仿佛這

是一個固化的、永遠沒有向上流動機會的群體。

然而，一些高學業成就的農民工子女挑戰了這一

結論，他們逆流而上、逆風飛揚，成功實現了階層

跨越。這部分成功突圍的群體如何擺脫再生產命

運實現了向上流動就是本文探討的主題。

王寧強調了階層能動性對於低階層子女向上

流動的重要性，低階層子女可以通過確立積極的

人生態度，充分利用外生資源，克服階層背景的資

源劣勢，從而實現向上流動。[17]本研究發現，在親

子分離、物質匱乏、城鄉差異等艱難困苦的衝擊

逼迫下，一些農民工子女淬煉出堅強獨立的性格，

培養出堅韌不屈、發奮圖強的意志，這些「積極的

人生態度」是有助於學業成功的個人條件。家長

通過言語激勵、行為垂範對個體能動性的發揮、學

業成績的提升多有助益；家庭的經濟支持、較高

的教育期望、理解型親子關係是有益於學業成功

的家庭條件。在個體條件一定、家庭資源比較貧乏

的情境下，對外在結構性因素的「趨利避害」對學

業的影響顯得愈發重要。一些農民工家庭努力追

求對子女學業成績有著重要影響的優質教育資

源；一些家庭幫助子女避開可能不利於子女學業

發展的風險因素，這是有助於學業成功的外在結

構性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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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ldren of Migrant Workers Flying 
Against the Wind: A Qualitative Study

Yan Bohan, Liang Yuxin(School of Sociology, 
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Abstract: The destiny of the children of migrant 
workers, a generally recognized disadvantaged group, 
has been widely concerned. Existing investigations and 
studies with large samples or case studies with typical 
samples tend to analyze the mechanism of the fate of 
its class reproduction from a structural perspective, as 
if this is a solidified group that never has opportunities 
for upward mobility. However, some children of 
migrant workers with high academic achievements and 
successful careers challenged this conclusion. They 
went up against the awkward situation, f lew against 
the wind and successfully got ahead, indicating that 
the upward mobility of lower-class children is not 
impossible. This article uses a combination of self-
ethnography and depth interviews to collect data around 
the theme of these class travellers “how to overcome 
numerous difficulties to achieve today’s achievements”. 
It is found that under the hardship, the strong and 
independent character that some migrant workers’ 
children tempered, the perseverance, and the will to 
work hard are the personal conditions that contribute 
to academic success; the parents’ encouragement, 
exemplary behavior, and family f inancial support, 
higher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an understanding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re family conditions; seeking 
advantages and avoiding disadvantages of structural 
factors are external conditions.

Key Words: migrant workers, children, social 
mobility, self-ethn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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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產生，因此中西比較詩學從一開始就具有西方

中心主義的傾向。中國學者在對比研究時容易固

執於西方標準而脫離了中國文化語境，致使「比

較」失去公平性，造成文化

「失語症」。用文化人類

學的視角反思比較詩學的

「比較」現狀，能夠為比

較詩學掃除迷障，讓跨文

化的「比較」既擁有全球

化視野，又不失民族文化

根基。

一、比較詩學與文

化「失語症」

（一）「詩學」與比較詩學

比較詩學興起於20
世紀，但「詩學」一詞的

傳統由來已久，中西方文

化中對其內涵有著不同解

析。西方文化中的「詩學」

最早見於亞里士多德《詩

學》一書，亞氏的「詩學」

指向一般的文學理論而

不僅限於詩歌理論；中世

紀時期的「詩學」以希臘悲劇為主要對象，研究範

圍包括詩歌的創作技巧和當時西方盛行的文學觀

念；20世紀以後，「詩學」內涵進一步擴大和系統
化，被用來指稱廣義的文藝理論。中國的「詩學」

人類學視域下中西比較

詩學的「比較」立場反思
■ 馬 樂
浙江師範大學

博覽群書

前言

比較文學是一門極具吸引力的學科，加拿大

著名比較文學學者多多西

曾談到：「比較文學的多

學科、對『他者』的承認

和吸納，對多種語言和文

學的深刻認識是學術研

究的基本參數，這樣的研

究可以以一種特定的、有

利的方式深化我們的知

識。我喜歡這一學科多側

面的角度。」 [1]中西比較

詩學是比較文學學科的

重要分支之一，是以跨民

族、跨語言、跨文化與跨

學科的視角進行文學理

論比較研究、進而找尋人

類文學藝術的審美本質

規律的學科。中西比較詩

學和人類學都以找到人

類文化及人的發展的性

質為終極目標，具有共通

之處。後者雖然也以文化

為中心，但人類學的知識視野範圍較前者的文學

視域更為寬廣，因此不致落入某些中心主義的圈

套。中國詩學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對經學的闡釋，

直至中國打開國門，中西比較詩學這一學科才逐

摘  要：中西比較詩學是跨文化、跨學科的文學

研究，其跨文化的視野順應了全球化大趨勢。在

中西比較詩學的發展中，部分學者機械套用西方

理論和標準，假借「比較」之名以西方立場進行

中西文學對比研究，輸出了片面、錯誤的結論，

造成了中華民族文化的「失語症」。西方中心主義

的弊端暴露之後，一些學者借助人類學的視角，

以民族自身文化背景及文學理論標準為基點，在

中、西標準並列的情況下進行「比較」，破除了這

一弊端。本文通過明晰中西比較詩學的「比較」

現狀，以中西方在「雄渾」這一概念上的不同解讀

為例證，透過文化人類學的寬闊視野與文化根

基，反思中西比較詩學的「比較」立場，為中西比

較詩學研究提供思路。

關鍵詞：中西比較詩學；西方中心主義；比較；雄

渾；人類學；文化人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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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詞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指的是被譽為「六

經」之一的《詩經》之學；唐代開始泛指一般詩歌

的創作技巧。與西方內涵不同，但一直到比較文學

學科進入中國之前，中國「詩學」的研究對象始終

是詩歌，不包括其他文學類型；中國研究所有文學

的學科並非稱作「詩學」，而是以「文論」為名，最

著名的就是劉勰的《文心雕龍》。由此可見西方詩

學的對象是所有文學，而中國詩學的對象僅僅是

詩歌；西方是詩學天堂，中國是文論天堂。

中西比較詩學建立在中西方「詩學」對象一

致的情況下，即都是以研究所有文學的本質和規

律為對象和目的的學問。「比較詩學」的概念最初

是由法國比較文學家艾田伯提出來的。1963年艾
田伯在《比較不是理由：比較文學的危機》一文中

批評把「事實聯繫」作為比較文學的根據的實證

主義觀點，認為比較文學必須擺脫實證主義造成

的「危機」，並認為從「比較文學」到「比較詩學」

的發展是拓展比較文學領域的途徑之一：「歷史

的探尋和批判的或美學的沉思，這兩種方法以為

它們自己是勢不兩立的對頭，而事實上，它們必須

互相補充；如果能將兩者結合起來，比較文學便會

不可違拗地被導向比較詩學。這種美學不再是從

形而上的原理中演繹出來，而將從具體文學的細

緻研究中歸納出來。」[2]艾田伯認為只有通過具體

作家作品比較研究才能得出真正具有指導意義的

「詩學」，這種「詩學」是文學理論的升華，「比較

詩學」則是「比較文學」的理論升華，「比較文學」

必然走向「比較詩學」。

中西比較詩學研究開始於五四前後。王國維

先生《比較意識的確立與中國詩學譜系的轉型》

一文打開了中國詩學的視野，後魯迅的《摩羅詩力

說》、梁宗岱的《詩與真》、宗白華的《美學散

步》、朱光潛的《詩論》、錢鍾書的《談藝錄》等著

作為中西比較詩學的創立奠定了理論基礎。從20
世紀60年代至今，中國比較詩學進入了學科化時
期，基本與西方比較詩學的學科化自覺同步。具體

地說，可以分為三個階段：60年代起台港學界的推
動，這一進程主要由黃維樑、葉維廉等台灣學者推

動；80年代起內地比較詩學研究復興，曹順慶的
《中西比較詩學》，劉小楓的《拯救與逍遙》，黃

藥眠、童慶炳主編的《中西比較詩學體系》等著作

相繼問世，中西比較詩學成為學術界的一股熱潮；

90年代以來比較詩學呈多元發展趨勢，劉若愚、施
友忠、張隆溪等海外漢學界為中西比較詩學做出

了巨大貢獻。[3]

（二）西化的「比較」與非西方文化「失語症」

在比較詩學研究如火如荼之時，西方中心

主義的弊端逐漸顯露。由於比較詩學最初興起於

西方後傳入中國及其他國家，隨之而來的是大量

西方術語，這導致大部分學者會利用西方術語概

念闡釋本國文藝，中國現代高校的「文學原理」和

「美學原理」兩門學科正是在大量輸入西方術語

概念的基礎上建構起來的。

就中國而言，這種西化的「比較」不僅有悖比

較詩學最初的研究設想，偏愛西方文論的做法也

導致中國古典文論遭受了冷遇和尷尬，直接造成

了以中國古典文論為根基的整個中國文論的「失

語症」。正如曹順慶所說：「我們根本沒有一套自

己的文論話語，一套自己特有的表達、溝通、解讀

的學術規則，一旦我們離開了西方的話語，我們就

沒有了自己民族的學術話語，不會說自己的話了，

以至於我們很難在世界學術領域發出自己的聲

音。」[4]機械直接地將西方理論應用於非西方作品

的閱讀闡釋，必然會造成抽象概念遮蔽鮮活歷史

的弊端，作品應有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特色被抹殺。

「中國沒有悲劇」的論斷就是簡單化地借用西方

術語裁剪中國歷史得出的錯誤論斷之一。這種「失

語症」使得中國文論不僅陷入了離開西方文論便

無法言說的窘境，同時使得中國文論家在進行研

究時無法依托自己的本土思想與西方文論進行有

效對話、難以從中國詩學的角度觀照人類普遍的

文學現象。

因此，在進行比較詩學的研究時，借用術語

的闡釋固然必要，但作品背後的特定文化、歷史內

涵更不容忽視。一味借用西方術語進行「強制闡

釋」，讓闡釋的工具變成了闡釋主體，這種「比較」

只是西方標準下披著跨文化的外殼進行抽象概念

的解釋而已，久而久之會喪失自己的本土文化，無

法長足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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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西比較詩學透視——人類學
視域下「雄渾」的不同解讀

要想避免「文化失語症」，比較詩學研究必

須根植於所研究文化的不同場域之中，即用人類

學的方法進行研究。在中西方文論領域，「雄渾」

作為一種審美範疇頻頻出現。中國以司空圖在

《二十四詩品》中的一品為基礎，後嚴羽、謝榛等

人是在其基礎上發展的；西方則以康德的界定為

主，實際上以「崇高」命名之。從學界對「雄渾」一

詞的中西比較詩學研究中，可以窺見文化人類學

的全域性視角以及文化內涵。

（一）中國古典文論來源——老莊之道

文化人類學是人類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它以

考古學、民俗學、語言學等方法、概念和資料研究

人類各民族創造的文化，揭示人類文化的本質。

「雄渾」是中國文論中涉及審美風格分類的一個

概念，從文化人類學的視野來看，其背後隱含著中

國古代深厚的思想淵源。唐代司空圖《詩品》把詩

分為二十四「品」，為首者即是「雄渾」。[5]葉維廉將

「雄渾」作為「第一品」「統領其他二十三品」。[6]

宋代嚴羽《滄浪詩話·詩辨》把詩分為九品，其中
也將「雄渾」作為一品。稍後更有人把它作為首要

的風格質量來強調。如明人謝榛在《四溟詩話》卷

三中就引用過「格貴雄渾，句宜自然」的話以為文

訓。[7]足見人們對雄渾作為一種「高格」的重視。

在眾多研究中，司空圖的《二十四品》將其作為一

種更純粹的審美範疇，為這一範疇做出了基本界

定，後人的研究多是在其基礎上進行的。

唐代司空圖在《二十四詩品》中將「雄渾」列

為首品，「雄渾」作為美學範疇被首先提出。司空

圖通過四十八字的四言韻語對其內涵和特徵進行

了闡釋說明：

大用外腓，真體內充。返虛入渾，積健為雄。

具備萬物，橫絕太空。荒荒油雲，寥寥長風。

超以象外，得其環中。持之非強，來之無窮。[8]

這四十八字背後與中國古代道家、周易等思

想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繫。「大用外腓，真體內充。

返虛入渾，積健為雄。」「大用」，無用之用，不盡

之用，此處指大境界。《莊子·人間世》中記載了櫟

樹的話：「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

為予大用。」[9]又說：「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

用之用也。」[10]《莊子·知北游》中也有記載：「天
地有大美而不言。」[11]大美、大用，語異而義同，都

是指一種含蘊天地宇宙的大境界。「腓」原指人的

小腿肚善於伸屈變化，司空圖在這裡用以比況宇

宙本體呈現出來的變化無窮的姿態。「真體」本意

為世界的至真本體，此處指詩人真素、精誠的自然

合道之心。「充」，謂充盈、厚實。《老子》五十五章

有言：「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12]赤子之心就是

「真體」，含德之厚即是「內充」。第一、二句涉及

「體」與「用」這一對哲學術語，體是內在之物，用

是外在之象，這裡借體用關係來說明「雄渾」風格

的藝術內蘊和其藝術外觀的關係。意思是說，作品

強大渾翰的藝術表現和強大的藝術功用，是由於

它充滿著真實豐厚的內涵意蘊。三、四句為如何達

到「雄渾」境界提供了一種路徑。《老子》四十五章

云：「大盈若沖。」[13]意謂至大至滿的境界仿佛是

沖虛的境界。十四章云：「復歸於無物。」 [14]「入

渾」意味著進入渾樸之境。這句話的意思是只有

擺脫外在形役束縛「沖虛」，才能進入渾樸的境

界。「積健為雄」意謂不斷積蓄剛健之氣以達到塑

造雄強人格的目的。《易傳》云：「天行健，君子以

自強不息」[15]與「積健為雄」義可相通。

「具備萬物，橫絕太空。荒荒油雲，寥寥長

風。」以闊大渾浩的境界形象地說明了「雄渾」的

風格特徵。「具備萬物，橫絕太空。」意即包羅萬

象，主體精神凌駕、超越於萬物之上，突出雄健質

量不為物羈、自由無礙的精神狀態。「荒荒」是一

種混茫無際的狀態，「油雲」即油然之雲。「寥寥」

擬高風勁疾之聲。這兩句前者意在說明「渾」的狀

態，後者意在說明「雄」的風格。「超以象外，得其

環中。持之非強，來之無窮。」「超以象外」就是要

超脫詩歌作品直接可見的藝術形象層，表現「象

外」那更深一層的意蘊與美感。「得其環中」是指

有如樞入環中，司空圖借「環中」指詩歌中含蓄有

餘的審美意味，也就是所謂的「韻外之致」、「味

外之旨」。最後兩句「持之非強，來之無窮」意味著

追求「雄渾」的藝術風格一定要真實自然，不能強

求，這樣才能吸引源源不斷的追求者，雄渾之美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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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尋繹不盡。

司空圖對「雄渾」的解析囊括了中國古代玄

妙的道家思想。嚴羽對「雄渾」範疇的發展也主要

是以他的闡釋為基礎，只不過是側重點的不同。司

空圖重以「雄」為主的壯健之美，而嚴羽則轉向以

「渾」為主的完整冥合之美。在《滄浪詩話·詩辨》
中，嚴羽將詩分為九品，「雄渾」則是其中一品。通

過蘇黃之詩與盛唐之詩的對比，他指出盛唐之詩

勝出宋詩之處正在於一個「渾」字。此外，嚴羽試

圖扭轉宋人「以文為詩」的錯誤傾向，恢復漢魏盛

唐氣象渾厚的詩歌傳統，因此在《滄浪詩話》中極

力推崇漢魏盛唐詩歌渾厚樸拙的氣象，其評詩的

一個重要標準在於氣象是否完整。從嚴羽對「雄

渾」的不同闡釋也可見出當時的文壇風氣與時代

特色。

明代謝榛在繼承嚴羽的基礎上又有所超越，

他認為詩歌有體、志、氣、韻四要素，其中的「氣」

指的就是雄渾之氣。謝榛論詩曰：「韓退之稱賈島

『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為佳句，未若『秋風

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氣象雄渾，大類盛唐。」[16]

由此可見，謝榛非常強調「氣象雄渾」，在他心中

「雄渾、氣象、盛唐」三位一體。他的「雄渾」觀多

是繼承了司空圖以來學術界的理論成果，他的「雄

渾」既是一種風格範疇，也是一種盛唐精神，一種

積極昂揚的少年意氣和生機，一種令人嚮往的詩

歌高潮、標尺，以此成為自己取法的對象，理想風

格的追求。

從中國古代「雄渾」一詞內涵的歷時性演變可

以窺見其背後蘊含的文化思想內涵。中國「雄渾」

一詞既吸收了老莊對宇宙之道的解釋，又包含《易

經》的玄妙色彩。透過對「雄渾」的不同解讀也可

窺見中國古代不同時代的時代特色與思維特徵，

既有所差異又一脈相承。凡此種種，皆需運用文化

人類學的方法深挖其核心方可得出結論，不可以

西方或某一國家、民族的定義概而論之。

（二）西方文論定義——康德式「恐怖」

「雄渾」在中國的解讀多為積極義——宇宙
的壯大、人生境界高遠、作品意境的寬闊等。但在

西方其含義卻大大相反。西方的「雄渾」實際上被

稱為「崇高」，西方對其解釋由康德到齊澤克(Sla-

voj Žižek)、利奧塔(Lyotard)等，都體現出一種消
極、恐怖意味。

康德在《判斷力批判》中提到「雄渾」這個

概念，將其和「優美」或「美麗」互相對照。他認為

「雄渾」是指對象讓心靈無法完全吸收、含納與理

解，因此對此神奇、巨大的對象無以掌握，從而產

生敬畏、恐怖的美感。相對於「雄渾」，萬物顯得微

渺。康德將這個概念與人類心靈的認知、體驗的

層面相聯結，強調唯美與感覺上的錯愕、痛苦、畏

懼和無以名狀的恐怖。康德在論及對象的「雄渾」

時，提出兩種不同的類型：「迴腸蕩氣的雄渾」和

「超乎衡量的雄渾」。「超乎衡量的雄渾」是指巨

大或在數量與尺寸上無以掌握的偉大，它包括某

種特大的對象，如海天一色的景觀，在我們的了解

中無法被衡量或評估；而另一方面，「迴腸蕩氣的

雄渾」更加具有力量和某些無法在身體中平息的

畏懼和敬畏，因此它以自然景觀如火山、暴風，或

當我們到美國的大峽谷往底下一看時的那種敬畏

和恐懼，讓我們的整個身體產生雞皮疙瘩或無法

理解的感覺，在想像力的範圍中對之無以含納，無

法以整體的方式來了解，這就是「迴腸蕩氣的雄

渾」。康德認為，我們基本上必須通過想像或觀念

來達到「迴腸蕩氣的雄渾」，也就是讓我們了解自

己的無能為力、無法通過知識的力量來掌握對象，

在這樣的情境下，我們突然之間被自然或對象所

支配，在過程中產生理性的喪失，或身體的某種無

以名狀的自由與超越。

在這個層面上，「雄渾」往往與「恐怖」或齊澤

克所說的「雄渾的客體」相關，如科幻與恐怖電影

通過內心深處無以理解的暴力再現的方式，使我

們產生莫名的恐怖。在康德之後，利奧塔對康德這

一理論進行了仔細分析。利奧塔主要主演於後現

代信息技術與新的遊戲規則的發展下，傳統的理

性、科技與邏輯與新興文化的排斥現象。在這種情

境下，「雄渾」和「恐怖」是聯結在一起的。在康德

的論述中，「雄渾」往往和身體的感官經驗有關；

而後現代的電影、音樂、舞蹈、藝術，往往將「雄

渾」放入心靈深處無以承受的經驗中，如《異形終

結者》、《黑客帝國》、《第五元素》這些電影都加

深了我們對於未來世界的敬畏，利用特殊效果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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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雄渾」感——一種對未知的敬畏與恐懼。早
期對人體的壓抑和施加的殘暴（如福柯在《規訓

與懲罰》中所描述的國王與貴族通過拷打與折磨

來呈現他的暴力與權威景觀）到了20世紀逐漸邁
向「恐怖」，也就是通過影像和多媒體的方式來呈

現，在人的普遍的肉體感官經驗上引發無以名狀

的敬畏與雄渾的感覺，和聲光的特殊效果聯結在

一起，形成特殊的解放和實驗。

綜上而言，西方意義上的「雄渾」呈現了一種

「恐怖」之感，與中國式的解讀相反。從文化人類

學的角度來說，這與西方科技發展導致的思維變

動、工業文明帶來的技術進步與資本主義之間權

力的糾纏密不可分。摒棄一方文化，將中國的「雄

渾」解釋成恐怖或將西方的「雄渾」闡釋為寬闊高

遠的人生境界，都是無的放矢，得不出正確結論。

三、回到人類學——比較詩學的真
諦

厄爾·邁納強調比較詩學應具備兩點：一是令
人滿意的概念和實實在在的比較，二是對建立在

翔實史料基礎之上的詩學（文學概念）的重視。[17]

借助西方術語和概念進行比較研究只是第一步，

更重要的是史料基礎。這也意味著「比較」不僅需

要概念基礎，更需要建立在隱含著不同國家（民

族）文化、歷史及社會內涵的史料之上，這也是

「比較」的前提和標準。人類學為公平客觀的「比

較」提供了保障與途徑，其文化人類學的分支則強

調了隱含在現象背後的本質與文化。

（一）人類學：「比較」平等性的重要保障

比較詩學的「比較」和「詩學」分別涉及了研

究方法（視野）以及研究對象。尋求比較詩學的真

諦就要從這兩方面分別入手。就研究方法（視野）

而言，比較詩學採用「比較」的方法進行跨文化研

究的前提是西方與非西方標準的並列。人類學視

野下的「比較」注意到了這一點，這種「比較」意

識到了西方和非西方不同文化和文藝標準的區

別，通過民族誌、田野調查等方式深入各個國家、

民族的社會文化圖景之中，真正意義上通過調查

報告等證據保證了研究的跨文化性、全球性。

中西方對於「雄渾」的不同闡釋恰恰說明了

「比較」需要西方──非西方標準的並列，偏執一

方只會造成邏輯混亂。在中國，比較詩學這一「舶

來品」天然的帶有西方中心主義色彩，在進行比

較研究時保持西方──非西方標準的平等並立至

關重要。部分學者借用人類學的方法，將研究對

象放置全人類文化背景而非西方語境中進行研

究，取得了不俗的成果。葉舒憲一系列解讀《詩

經》、老子、莊子的著作就借助了文學人類學的方

法，將中國傳統文藝作品和思想與全人類文化中

原型系統、神話思維模式以及宗教系統中共通之

處互相參照，以其根植的文化環境為基點擴散開

去，探尋中國傳統文化與世界文化的共時性聯繫。

張隆溪和楊乃喬的研究也說明了比較詩學借用人

類學研究的必要性。同樣是探討東西方文化，張隆

溪《道與邏各斯：東西方文學闡釋》一書創作於西

方拼音語境，楊乃喬則是在東方寫意語境下創作了

《悖立與整合：東方儒道詩學與西方詩學的本體

論、語言論比較》。比之於前者，楊氏的書理論體

系更為系統全面，人類學的整體化視角有著鮮明

的體現。楊氏在書中對張氏將「道」等同於「邏各

斯」的做法進行了直接批駁，他認為兩個範疇並

非僅僅是中西方命名差異，更是中西方不同文化

的表徵，具有本質上的不同。比較詩學不是詩學比

較，它的意義在於「把不同文化系統中的『文學理

論』置於同一平台上來完成意義的多元溝通」[18]。

在這一價值體系指導下，楊乃喬從整體的內部觀

照出發，將東方經學、理學等學術流派與西方邏

各斯中心主義進行了進行了整體性的綜合比較，

避免了一葉障目、不見森林的後果，得出的結論更

具說服力。

借用人類學的方法進行比較詩學研究所取得

的累累碩果恰恰說明了比較詩學研究中人類學方

法的適用性。人類學為「比較」的平等性提供了保

障，是比較詩學研究的方法和前提，確保這一前

提之後，方可轉入研究內容部分。

（二）文化人類學：尋找「詩學」的根植之壤

文化人類學是人類學的分支之一，人類學為

比較詩學研究破除西方中心主義提供了切入點，

文化人類學更側重於現象背後的文化因素，這為

尋找「詩學」的根植土壤提供了思路。文化人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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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源於西方，注重於研究各個民族之間不同文化

的差異，早期的文化人類學主要研究非西方社會

和地區的文化。這一學術背景使得西方──非西

方的研究視角成為文化人類學一以貫之的準則。

此外，文化人類學側重文化角度對於比較詩學的

深入研究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文化人類學」這一專業名稱於1901年美國大
學劃分學科時誕生的，僅代表狹義的文化人類學

即民族學，《菊與刀》是當時的代表作之一。20世
紀20年代以後，隨著研究範圍的深入和擴大，文化
人類學才形成包括民族學、考古學和語言學等分

支的學科，形成了廣義的文化人類學。本文所提及

的即是廣義的文化人類學。美國人類學家法蘭茲·
鮑亞士(Franz Boas)被學術界公認為人類學研究領
域文化史學派的奠基人，他的經驗主義以及方法

論上的文化相對論仍然對現今人類學家具有極大

貢獻。在上文中西方對「雄渾」的不同闡釋中，運

用這種文化史學的方法可以窺見中西方不同的文

化思維背景。中國式的「雄渾」基本成型於唐代，

廣闊無垠的宇宙天地，生機盎然、不屈不撓的人格

魅力，幽邃深遠的藝術境界，這些含義中可以窺見

盛唐的繁榮、浪漫與浩然之氣。西方的「雄渾」產

生於啟蒙時期，發展於後現代，觀看盛大視聽場面

而對大而未知的事物產生的敬畏、恐怖之情，恰恰

映射了資本主義以及工業革命繁華背後的殘酷、

冰冷。「雄渾」的中西方闡釋只有通過文化人類學

的視角挖掘中西方不同文化和思想淵源方可得出

客觀、正確的結論。

比較詩學研究過程中文化人類學方法的應用

取得了不俗的成果，但仍有學者提出了質疑。這部

分學者質疑文化人類學方法的應用使得比較文學

研究變為了比較文化的研究，這種轉變「淹沒」了

「比較」，是一種「危機」。針對這部分學者的質

疑，學界展開了討論。葉舒憲認為「比較文學研究

者的『危機』意識完全是學科本位主義的產物。

『淹沒』表像背後的實質是文學研究的深化。文化

絕不只是文學背景或『語境』，也是文學構成的整

合性要素。」 [19]以葉舒憲為代表的學者提出關注

「文化」的研究是一種「深化」和「契機」而非「危

機」，「文化」視角的引入是解放學科本位主義囚

徒的有效途徑，艾田伯所謂的「比較文學」必然走

向「比較詩學」，這種「詩學」指代的所有「文化」，

這種轉向實際上就是從「文學」走向「文化」、走向

更寬廣的研究視野，文化人類學恰恰是挖掘「文

學」背後的「文化」之壤的有力工具。這種向「文化

研究」方向的轉向也標誌著比較詩學研究方法、

研究範式的轉變。

綜括而言，文化人類學以人類學的材料突破

考據學（作品角度）和考古學（實物角度）的局限，

將西方──非`西方人類學材料進行互證互釋，拓

寬了比較詩學的理論視野。在西方──非西方標

準並立的前提下運用文化人類學進行比較研究，

既能使西學更好地化入國學，又可以為國學化入

世界學術提供通道。它標誌著具有中國特色的藝

術與人類學研究學派的崛起和比較詩學研究的進

一步發展。[20]為中西比較詩學研究以及其他文藝

理論領域的研究提供了一個絕佳思路。

結語

綜上所述，比較詩學研究中會出現西方中心

主義的現象，通過西方與非西方對「藝術」這一概

念的解釋可以見出，要解答「藝術」的謎題必須站

在不同國家、民族的文化語境中，「比較」的前提

和標準就是西方和非西方標準的並列，沒有平等

的兼顧二者也就無法進行比較，無法挖掘現象背

後的深層文化基因和人類生存的本質。文化是人

類學的研究核心，借助文化人類學的方法進行比

較詩學的研究，能夠揭開表像的面紗，探究表像

背後的文化因子，從而以更加開闊的視野探求人

類共同的文化規律和生存奧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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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 on the “Comparative” Posi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omparative Poe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thropology

Ma Yue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China West Comparative Poetics is a 

cross-cultur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literary study. Its 
cross-cultural vision conforms to the trend of global-
iz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West Comparative 
Poetics, some scholars mechanically applied western 
theories and standards to conduct comparative stud-
i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ture in the name of 
“comparison” from the western standpoint, which out-
putting one-sided and wrong conclusions, resulting in 
the “aphasia” of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After the dis-
advantages of western centralism were exposed, some 
scholars have overcome this disadvantage. They use the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to “compare”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standards in the context of juxtaposition, 
based on the national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literary 
theory standards. By clarifying the “comparison” status 
quo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omparative poetics, tak-
ing th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oncept of “force-
fulnes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s examples, and 
through the broad vision and cultural foundation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this paper reflects on the “com-
parison” posi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omparative 
poetics, so as to provide ideas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omparative poetics.

Key Words: Comparative Poetic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West centrism, Comparison, Virility, An-
thropology, Cultural Anthrop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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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後絮語
■  韓思藝 

本刊副總編輯

俗語有云：「大疫不過三」，年歲交替之際，

COVID-19在神州大地上再次展現其巨大威力，大概
它是想以這樣方式的給自己畫上一個大大的句號吧。

新冠疫情迷霧的籠罩下，似乎整個生活都變得模

糊不清、黑暗陰沉。然而，生活中總會有一些高光時

刻能衝破黑暗的羅網，如年初的北京冬奧會、年末的

卡塔爾世界杯。那一刻，不同種族、不同國籍、不同

文化的人們，在追求更快、更高、更強、更好的合作

中，彰顯著人性的美好與尊嚴，照亮了籠罩在世界各

地疾病、戰爭、貧窮、苦難、不義的陰霾。元旦前後

疫情的大爆發，周圍的親人、朋友、同事們絕大多數

都染疫變陽，然而春節來臨，大家還是義無反顧地要

回家團圓、親朋相聚。血濃於水的親情，文化傳統的

積澱，還有染疫康復後對疫情迷信的破除，都讓大家

克服恐懼、回歸理性，開始正常的思考與生活。

本期的重點欄目是經典詮釋與美學天地。經典

之為經典，是因為它是天人溝通的中介，天人之間既

有分際又可溝通，既有其神秘的一面，又有生動活潑

與具體真實的一面。吳寶麟在其〈天人之際〉中，通

過對《易傳》中的「象」的研究，既闡明了「象」的

神聖性、普在性，也論述了人的價值與使命，即以堅

定充沛的道德意志與天象交融、體證天命。凌德祥的

〈「大道」理數與《黃帝內經》研究〉將天道運行的

理數與人體內在運行的機制聯繫在一起，可以說中醫

學理也是天道的另一種表達。在這個意義上，無論是

《道德經》「以宗教的方式言說非宗教的內容，以非

論證的範式揭示經驗的哲理」〈信仰與邏輯的雙重悖

論〉，還是以對比與會通的方式，融通基督教的三位

一體與中國道教的三一理論，進而建立神學對中國哲

學心性論的共同結構，重建天人之間的靈性感通〈精

氣神與靈魂體〉，都可以說是天人感通的不同路向。

按吳寶麟的理解，「象」彌散地遍存於天人之際

的「路途」中，它可以內化於心，也可以抽象為無形

無言之「道」，還可以與「名」、「言」並行，並可

容納經驗性的具象、情感、心理體驗，形成人的道德

理性和藝術之象。「路途」是一個敞開的活動場所，

雖然方向有所不同，但不同的人卻可以在其中相遇。

本期的專題對話〈探索「哲學與信仰」的邊界到「不

信的暫時懸掛」〉，展現了從哲學探索信仰者與信仰

尋求理解者之間的相遇與交談。二者以開放的心態，

悠遊於大地之上，彼此聆聽、互相啟迪、互相欣賞，

為我們演示了漫遊中西文化諸境界的從容與豁達。

本期的美學天地專欄中有三篇文章探討了「藝術

之象」。在理性與心靈之外，人的情感、想像同樣是

上天垂象、人心醞釀創造的產物。不同的時代，人們

對於美醜有不同的想像，傳諸後世又會有不同的理解

〈再論唐代婦女的「以胖為美」〉、〈紀念趙孟頫逝

世700周年答客問〉。至於「以美育代替宗教」的思
想，也是某個時代思潮湧現的產物，它雖然促進了美

學這門學科的產生與發展，但真、善、美、聖均是人

性中所追求的永恆價值，彼此並不能相互取代〈繼承

與發展〉。

大疫已三年，大多數人都在努力逃避病疫帶來的

傷害，只有少數主動衝向疫區治病救人的醫生護士，

被稱為「最美逆行者」。在北京疫情管控最為嚴格的

時期，梁燕城博士一聽到境外低風險地區人員可以

進京，就和師母不遠萬里從溫哥華取道香港到北京、

廣州訪問交流。在7+3的隔離中，居住在條件艱苦的
隔離酒店，每天接受著鼻腔核酸測試，在解除隔離

之後還需要像北京市民一樣每天做核酸，他在深度體

驗了疫情之下內地居民的管控生活後，為能與祖國民

眾同甘共苦、見證中國的發展速度而感到欣慰。〈卷

首語〉我們的同事不禁感嘆說：這才是真愛國啊！可

見，雖然風雲詭譎、世事難料，但是永不止息的愛，

還是能夠帶給人戰勝恐懼的勇氣，激發人對未來的盼

望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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