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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卮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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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的 分“”、合”、

“ 一“”、多”与文化包容意识

〔 提要〕综观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发展，可以发现，

合分与分合，是互涵递进的。合中有分，分久必合，这

乃是中华文化持续发展的内在机制与客观法则。如果从

中国文化逐步走向世界这个广阔的视角看，“ 文化中国”

的范围可以概括为五个层面。“ 文化中国”这一范畴既

涵摄世界华人文化这一综合性概念在内，又包容了世界

各国学者、作家和友好人士对中华文化的研究成果。就

其对中华文化的保存、弘扬和认同而言，是一脉相通

的，具有统一性；而就其各自对中华文化的取舍、丰

富、发展而言，则又各有成就，各具特色，展现为杂多

性。由一趋多，多中显一，同归殊途，一致百虑。在中

国文化走向２１世纪之际，我们应该以一种多元开放的

文化心态和文化包容意识来回顾过去，疏观现在，展望

未来，以实现中华文化的自我振兴和中西文化的交融互

补，为人类文化的新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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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的“ 合”与“ 分”

“ 文化中国”这一概念的提出，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１９８７年春，美国天普大学傅伟勋教授来信，热情洋溢地谈

到他在海外、大陆和台湾宣扬“ 文化中国”观念曾得到广泛共

鸣，我在回应他时，曾有小诗一首纪怀：

文化中华不可分，

血浓于水古今情。

百年风雨嗟回首，

同赋（ 无衣）盼好春。

因触感于伟勋教授的热情来信，我的小诗虽从文化说起，而更多

地牵情于政局，想到了鸦片战争以来，我们民族经受的苦难和风

雨，想到了（ 诗经·秦风·无衣）作者的深情呼唤：“ 岂曰无衣，

与子同袍“”，修尔戈矛，与子同仇”！更想到今天海峡两岸的炎

黄子孙对祖国统一和中华腾飞的共同向往。诗可以情绪化地表达

“ 不可分”的愿望，而从客观史实和理论分析的角度，则只能说

中华文化曾经“ 有分有合”、“ 合中有分”、“ 分久必合”。由此，

促使我一再思索中华学术文化历史发展中的“ 分、合”问题。

田野考古的丰富成果证明：我古先民在亚洲东部广阔平原上

创建自己的文化，从来就是多源发生，多元并存，多维发展的。

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已发现一千余个，遍布黄河、长江南北以

及云、贵高原；新石器文化遗址已发现七千多个，更是布满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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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经过长期交流、融合，早形成海岱、河洛、江汉等史前文化

区；又经过夏、殷、周三代的统合、发展，形成了华夏文化共同

体，更辐射为燕齐、邹鲁、三晋、秦陇、荆楚、巴蜀、吴越以及

辽沈、西域等地区性文化；晚周政局分裂，却蔚为学术上的诸子

蜂起，学派林立的奇观。在百家争鸣中，显学崛起而又不断分

化，儒分为八（ 还有子夏在西河、曾子在武城，各树一帜），墨

离为三（ 还有苦荻、已齿等南方之墨者，相谓“ 别墨”），相反相

因，盛极一时。汉、唐、宋、明相对统一，似乎政局统一，也必

然学术一统，韩非、董仲舒均有“ 贵一贱二”之说，“ 罢黜百家”

之议；而事实上，经分今古，义旨歧出，理趣学风，南北迥异。

佛学东渐，与儒、道鼎立而三，长期对立；迨融为宋明道学，虽

有胡广之流编所“谓 大全（”《 五经大全》《、 四书大全》《。 性理大

全》），企求“ 合众途于一轨，会万理于一原”，实际上，北宋新

儒学一产生，就有范仲淹等凸显“ 易庸之学”，王安石父子又独

创“ 荆州新学”，周敦颐创“ 濂学”，张载创“ 关学”，司马光创

“ 朔学”，二程创“ 洛学”，三苏创“ 蜀学”，他们之间的各种观

点，复杂对立；到南宋，既有朱熹、陆九渊、吕祖谦之间的激烈

论争，又有陈亮、叶适别倡经世事功之学；郑樵、马端临更首辟

文化史研究新风，一反“ 欺天欺人”的心性空谈，而独步当时。

明代王阳明以对朱、陆的双向扬弃而另立宗旨，王学又以良知说

的内在矛盾而导致王门各派的多向展开；通过泰州学派的分化而

由何心隐、李贽引向“ 异端”，而通过东林师友的“ 冷风热血，

洗涤乾坤”的实践工夫，而由刘宗周、黄宗羲完成对王学的自我

否定，终于在明清之际的新思潮中，孕育出新的整合。

曾经有一种违反客观史实的流行偏见，夸张政治风云，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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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生命，以为政治第一，决定一切，文化只能隶属于政治；又

总以为“ 合”比“ 分”好，贵一而贱多，党同而伐异。如果深观

文化生命和民族智慧的动态发展，就会发现，合分——分合，是

互涵递进的。真正的新的整合，必以分殊为前提，苟无分殊，何

——分合，合中有分来整合？合分 ，分久必合，乃是中华文化慧

命持续发展的内在生机和客观法则。

分则为殊、为异、为多，合则可统、可同、可一。就“ 文化

中国”所摄地区、层面之广，则必须进而思考“ 文化中国”内涵

的“ 一、多”问题。

“ 文化中国”的范围及其内涵的“ 一”与“ 多”

８０年代初，中国哲学史学会首次举行国际性的宋明理学讨

论会于杭州。冯友兰先生在会上特讲到哲学与文化的民族性问

题。认为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包容性最具有民族的凝聚力。陈荣捷

先生在会上概述在美国开拓中国学的研究、译介中国哲学文献的

甘苦，并深情地谈到数十年来飘泊异邦，仍与祖国人民忧乐同

怀。会后陈荣捷先生寄来诗笺，其一云：“ 廿载孤鸣沙漠中，谁

知理学忽然红。义国恩荣固可重，故乡苦乐恨难同。”眷怀乡国

之情，溢于言表。景仰高风，步韵敬和：

盈盈春气遍寰中，

梅萼天心几处红。

莫道海山多阻隔，

炎黄遗裔此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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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中所说“ 炎黄遗裔此心同”，乃指民族传统形成的文化心理素

质的某些共性。这种共性，可以超越一定时期内政治、经济格局

所造成的民族的分离、隔阂和差距。“ 文化中国”这一概念的提

出，最初正在于以中华文化精神的共性，来唤起认同感，促进统

一的进程。但如果着眼于世界华人文化这一视角，则不能仅局限

于中国本土文化学术的“ 分——合”运动，仅局限于文化认同的

政治功能意义，而应当从更广阔的视角，来观察世界华人文化这

一历史现象的形成，观察世界华人文化的若干类别及其共殊关

系，观察中国哲学文化走向世界的契机和历程。即是说，作为

“ 炎黄遗裔”的华人，且不说箕子入朝鲜、徐福客日本、慧深远

赴美洲、李白生于碎叶等，单就１７世纪以来，大批华人的移民

海外，散居各国，已达５０００多万人，他们作为移民群体，大都

成为所侨居国的一个民族单位，保持着中华民族的血统和中华文

化的传统，由于所侨居国的文化背景和生活条件不同，他们所能

保持和发扬的中华文化的内涵必然发生各种变异，这就使“ 文化

中国”这一概念的范围大为扩展，而其内涵也变得极为繁富。

仅就世界华人文化的地区性的分化发展而言，当今已形成的

格局，似有若干层次可以分疏：

（ 一）大陆母体的中华文化，源远而流长，虽屡经沧桑，公

元１至１０世纪曾有中印文化交流的激荡，近四百年更有中西文

化汇合、欧风美雨冲击的影响，古老的中国已日易故常，变革多

有；但在大陆母体，历史的积淀毕竟最沉厚，考古文物与传世文

献毕竟最丰富，在人们思想和生活各个侧面所体现的传统精神也

最强固、最活跃，因而，自然成为“ 文化中国”的主干和本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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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因为中华文化自本自根，自有其涵化外来文化的自主性与自

足性，因而也容易成为文化保守主义的温床。

（ 二）台、港地区的中华文化。近数十年政治经济格局所造

成的隔离，台港地区中华文化在某种独特条件下自己发展，其特

点是既特别尊重民族性的传统，又比较注意吸纳西方现代化的成

果，数十年来，不断更新，多维互补，时有创获，成为中华传统

文化向现代化转化的一种模型。

（ 三）东南亚以及东北亚各国华人聚居地区的中华文化。１７

世纪以来，长期持续的移民开发，使东南亚各国聚居的华人群

体，已成为各国的民族构成的重要部分，既对各国社会经济发展

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又使华人移民群体始终保持着中华民族的优

秀文化传统，并善于不断地吸收、消化各国各地的先进文化，从

而使中华文化不断地吐故纳新而具有新的特色。

（ 四）散居世界各国的华人所拥有的中华文化。一般说，散

居欧、美、澳各国的华人及华人群，侨居异乡，入境随俗，对所

侨居国的文化耳濡目染，涵泳其中，往往有较深切的理解；同时

对远离的祖国及本土文化怀有更深沉的依恋和文化认同感。他们

在融通中西，即把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与所在国的先进文化相融

合贯通而别有创新方面，往往作出了突出贡献。

（ 五）外国朋友的汉学研究中所弘扬的中华文化。自从汉唐

以来，中华文化向东亚各国的辐射、移植，早引起东亚各国学者

的研究兴趣，形成环太平洋的“ 儒家文化圈”或“ 汉字文化圈”。

而经过耶稣会士的译介，中学西传以来，在欧美各国传播、研究

中国学的学者也日益增多，特别是西欧的德、法、英、荷等国的

学界，有着深厚的汉学研究传统。他们以自己的历史文化背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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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的视角，从不同侧面探测中华文化，并以独特方式加以弘

扬，往往取得别开生面的成就。

以上五个地区化的分疏，跨越人文地理以及社会、政治、经

济等的距离，也超出了民族、语言、学派等的歧异，而就其对中

华文化的保存、弘扬和认同感而言，是一脉相通的，具有统一

性；而就其各自对中华文化的挹注、取舍、丰富、发展而言，而

又各有成就，各具特色，展现为杂多性。由一趋多，多中显一；

同归殊途，一致百虑。“ 文化中国”这一范畴，既涵摄世界华人

文化这一综合性概念在内，又包容了世界各国学者、作者和友好

人士对中华文化日益扩大和深化的多种研究成果，这就使其内涵

广阔而生动，富有而日新。

“ 文化中国”的未来与文化包容意识

“ 文化中国”的地区范围涵盖如此之广，其思想内容自然杂

而多端。在价值取向、观测角度、重心选择乃至文义诠释上，都

会表现出许多歧异。这就需要以一种多元开放的文化心态和文化

包容意识来回顾过去，疏观现状和展望未来。同是炎黄子孙，虽

曾海山阻隔，仍然心同理同。但这个“ 同”是以“ 异”为基础的

“ 同”。如王船山所云“：杂统于纯”“，异以贞同”“。理惟其一，

道之所以统于同；分惟其殊，人之所以必珍其独”。正因在分殊

中能“ 珍其独”，才有可能在总体上“ 统于同”。“ 文化中国”在

过去经历了一段必要的分殊发展，在未来必将进入一个兼综并育

的融合期。

“ 文化中国”的分殊发展，在于不同地区的华人，散居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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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生活在不同国家的异质文化的氛围中，而近世以来又长期处

于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劣势。虽然今天时移势异，某些敏

感的观察家已在纷纷评论２１世纪将是“ 华人的世纪”。华人“ 正

作为一个遍布世界各国的各地区以及各城市的民族，一个全球部

落而崛起“”。由于彼此大规模的投资使他们凝聚在一个‘经济联

邦’之中，并由于久远的家族、文化和语言的关系，使他们的关

系得到加强。”这是着眼于经济前景的乐观估计。而从文化的角

度看，世界华人过去和现在始终面临着东西（ 东方文化和西方文

化）、古今（ 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之间文化思潮的矛盾冲突，

面临着如何正确解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的难题和中国

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互补交融的难题。正是这样共同的时代课题，

吸引着世界华人有可能同心协力促进中华文化的自我振兴及其各

个部分的互相整合，也激励着东西方中华文化的珍爱者和研究

者，奋起探讨中西文化精华可能交融互补的前景。可以相信，中

华文化的自我振兴和中西文化的互补交融，二者将互为条件，同

步进行。经过这番历史的熔铸，“ 文化中国”将闪耀出新的光华，

必将对人类文化的新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前年访德，因有感于德国汉学研究的丰美成果，为数不少的

德国青年对中华文化的衷心向往，我曾浮想联翩，在纪行杂诗中

表达了对莱布尼兹等文化先驱的怀念和对未来的企望：

雄鸡唱晓破霾天，

史路崎岖三百年。

唤起莱翁共商酌，

东西慧梦几时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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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小诗所寄托的历史感情，把象征法国革命启蒙的高卢雄

鸡看作欧洲近代文明的开端，而从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角度看，历

史道路却在坎坷曲折中蹒跚了三百多年。１７世纪时莱布尼兹因

为白晋的介绍《 周易》等而首次论到中国哲学，当时中西文化的

平等交流，曾促使莱布尼兹满怀希望，梦想到中国来协助康熙以

法兰西科学院为模式设计和建立起中国的皇家科学院。历史的曲

折，使这一美好的愿望全盘落了空。今天，人们比康熙、白晋、

莱布尼兹更有条件作广阔的思考和幻想。历史似乎又开始孕育着

中西文化汇合交融的新的希望。

希望，总给人类的历史实践及文化创造，注入生生不已的活

力。

一九九二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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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改革的历史反思

（ 一）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要求我们：观察现实，应当有历史

感；研究历史，应当有现实感。为了理解现实，必要追溯它的历

史；而我们清理过去，又总是为了开拓未来。对于当前的改革，

也应作如是观。

当前，当你站在珞珈山上，抬头四望，你所看到的再不是

“ 烟雨莽苍苍”的景色，而是神州大地一派生机，全中国热气腾

腾。席卷全国的改革浪潮，正冲击着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工厂、

每一个课堂、每一个人的灵魂。这次改革浪潮，是从农村掀起

的，人们不确切地比作“ 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其实不如说这

股冲击波是从我们民族最深厚、最广阔的底层迸发出的。王兆军

的报告文学（叫 原野在呼唤》，蒋子龙的小说叫《 燕赵悲歌》，命

题都很有深意。短短几年来，农村的巨大变化，出现了许多奇

＊此文据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１９日在武汉大学学生会组织的报告会上的讲话记录稿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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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普遍巩固，农产品商品率的大幅度提高，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多极扩张，促使商品生产冲破各种束缚而迅猛

发展。中央一九八四年一号文件及时地肯定“ 由自给半自给经济

向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转化，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不可逾越

的必然过程”。这句话可说是字字千钧。在党的引导下，八亿农

民起来改变经营方式，改革经济体制，卓有成效地探索着、创造

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发展的特殊道路。这是中国历史上一

次空前伟大的创举。这一改革浪潮既来自我们民族最深广的底

层，因而是不可抗拒的，并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另一方面，从国外也袭来一股冲击波，即八十年代以来在世

界范围已经兴起的以新技术革命为先导的新产业革命的巨大浪

潮。这已反映在许多西方学者的论著中，诸如托夫勒的《 未来的

震荡》（ 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的《 大趋势》，西德的弗里德里

希斯和波兰的沙夫合写的（ 微电子学与社会）等等，对这次产业

革命的性质、内容和特点都各有分析和说明，大体上都肯定了微

电子技术和航天工程，海洋工程、遗传工程等等组成的新技术群

的蓬勃兴起，将会引起一次新的产业革命，这又势必对人类社会

的未来产生巨大影响。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者所极端重视的科学技

术的大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的质变和飞跃。马克思在１８５６年

就曾欢呼过：“ 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

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当前的新技术革

命，给我们提供了机会，也提出了严重挑战。党中央及时传播了

这个信息，大大促进了城市大型工业企业的改革要求。在国民经

济中举足轻重的城市大型工业企业的改革，既与整个国家经济体

制、管理体制的改革紧密相关，又与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联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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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因而将是更为强大的冲击波。毫无疑问，城市工业改革的

全面展开，农村经济改革的继续深入，两者互相配合促进，必将

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从物质技术基础到生产关系的诸方面，再

到上层建筑的诸领域，都将发生重大的变化。通过这样的改革，

大幅度地提高社会生产力，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将使我们这个

民族真正振兴起来，对人类的进步作出新的贡献。

当前的改革，我体会带有全局性的指导方针有两个大的方

面，一个是对内搞活，另一个是对外开放。这两者是互相促进

的，实质都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国家的经济面貌，从根本上摧

毁我国几千年来形成的自然经济基础。两者比较之下，对内搞活

比较容易接受，因为直接经济效果较显著。当然在怎样搞活这方

面还大有文章，而从根本上说，就是要遵循客观经济规律，时时

不忘生产关系、管理体制、规章制度等是否先进的唯一检验标

准，就是看它能不能解放生产力，能不能真正促进广大群众的社

会主义积极性。在这方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但较容易接受。对

外开放，我理解不仅是个经济政策，应包括很多方面，特别是就

指导思想来说，必须从长期形成的封闭型思维方式跃进到新的开

放型思维方式，这是根本性的转折，不是很容易的，而且还会产

生一些盲目的耽心。这里有各种历史形成的心理因素及一些传统

观念在起作用，思想障碍不是很小的，何况在对外开放过程中，

不一定能马上看得见效果，而且有些直接效果还明显地具有二重

性，即有好的一面，同时也有一些消极现象。由一种狭隘的历史

经验所产生的闭关自守思想，加上小农经济必然分泌的那种落后

的、近视的、愚昧的观念，两者搅在一起，就会更加感到不容易

真正从心坎里接受中央这个决策。什么是真正的民族自尊心，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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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有时我们脑子里并不怎么清楚。当前整个

改革与对外开放密切联系在一起。为了加深对中央这一重大决策

的理解，为了真正了解我们民族当前所面临的历史任务，我感到

需要站在一个新的思想高度，来进行一番严肃的历史反思。

（ 二）

古老的民族，悠久的历史，光辉灿烂的文化创造，从未中断

的独立发展，使我们经常引以自豪，是我们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

信心的深厚源泉。但是，独立发展绝不等于孤立发展。恰好相

反，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能在地球上独立发展这么多年，恰好是

我们乐于接受外来文化，并且通过学习消化，勇于创新。回顾民

族的历史，每当我们打开大门，欢迎外来文化，乐于引进，善于

消化，又勇于创新的时候，也正是我们民族生命力蓬勃向上的时

候。而每当我们民族由于各种原因搞闭关自守，固步自封，中断

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民族和民族文化处于衰败时

期。回顾一下，非常明显。

我们的祖先在亚洲东部这块平原上进行文化创造活动，说起

来是一百多万年的事情了。远古时期，我们民族文化的发展是多

元化的、多根系的。解放后的考古新发现，旧石器时代的遗址遍

布二十四个省市；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七千多个，遍布全国。经过

长期的斗争、融合，形成了“ 海岱“”、河洛“”、江汉”三个历史

文化区，最后凝结成统一的华夏文化。华夏文化形成后，经历了

尧、舜、禹时代，完成了治理洪水和南征“ 三苗”两大任务，终

于通过分散的奴隶制部落王国而形成了统一的奴隶制大帝国——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6

夏、殷、周三代。周代末叶，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从奴隶制向封

建制过渡。在这个过程中，在统一的华夏文化指导下，又发展了

地区性文化，诸如邹鲁文化，三晋文化，燕齐文化、荆楚文化、

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关陇文化。当时因关中的秦国封建化改革

较彻底，后来居上，统一了全国，形成秦汉统一的封建大帝国，

统一了全国的驰道、文字、度量衡等。这个统一是了不起的，使

我们这个民族凝聚起来，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这样，我国就以

统一大帝国的形式形成了发达的封建制度和高度发展的封建文

化，对人类文化曾经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纵观历史，我国文化独立发展的过程中，曾经接受外来文

化，比较大规模地引进、消化外来文化有两次。

第一次是公元一世纪到八世纪，正当我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时

期，即汉唐盛世，我国迎来和消化了印度文化。以佛教为中心的

印度文化系统，经过引进、翻译、学习、消化，一共花了七、八

百年时间，终于使其融入我们民族精神生活的很多方面，经过消

化后进一步再创造，反过来又丰富了人类文化。

我们民族在一至八世纪干了这么一件大事，其中有许多精彩

场面，举一两个为例吧！公元４０１年鸠摩罗什被抢到中国。鸠摩

罗什是印度人，跟其母流落到中亚一带。他从小就学习佛法，学

得很好，读了很多书，在西域成了一位知名学者。当时我国北方

正当所谓“ 五胡十六国”时期，氏族首领符坚建立了前秦政权，

他曾派三十万大军进攻西域，重要目的之一是把鸠摩罗什抢到中

国来。这样“ 聘请专家”。他派去的大将军到西域后闹独立，抢

到鸠摩罗什却没有送回内地。后来羌族建立了后秦政权，它的领

袖姚兴又派大军去西域抢鸠摩罗什，这一次达到目的。公元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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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为年鸠摩罗什被送到长安， 国师。鸠摩罗什在长安郊区大开译

场，门下聚集了三千人，其中培养出优秀学者僧肇、竺道生等。

在他领导下精确地把印度大乘佛学中最精华的部分翻译过来，特

别是传入了龙树、提婆之学。短短十二年间，他主持译出９８部、

４００多卷佛学著作，高质量，高速度，出成果、出人才。真了不

起！

到了唐代，我国更强盛，派了好多留学生去印度，其中成绩

最大者是玄奘。他留学十六年，精通印度各派学术，满载国际声

誉回到长安，唐太宗让全朝文武到郊外迎接他。玄奘带回大批印

度书籍器物，除佛经外还有药物、乐器等等。他在长安办了大型

展览会，参观的人排了几里长，这说明当时我国对外来文化是敞

开大门表示欢迎的。玄奘回来后，唐太宗接见了他，劝他还俗当

官，玄奘拒绝了，立即着手翻译佛经，共译出了一千三百多卷。

应该看到，当时传入的印度文化不仅是佛教。佛教是一种特殊形

态的思辨哲学，它的系统传入对中国整个哲学界起了巨大的启迪

作用。我国封建时代哲学在全世界达到了很高水平，与佛教传入

有关。此外，印度的逻辑学、文法学，声韵学、医药学、天文

学、数学、历法学以及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等都带进来

了。同志们看刘禹锡诗集，刘禹锡患了白内障到处求医无效，后

来请了个印度僧人用特殊方法才治好了。“ 反弹琵琶”等舞蹈、

喇叭裤等装束，都是从印度传进来的，你到敦煌去看看壁画就知

道了。八到十世纪后，印度佛教开始衰微，十三世纪回教入侵

时，印度佛教文化就全部被消灭了。但我国恰好在七、八世纪佛

教得到了大发展，创立了许多中国式的佛教宗派。智顗创立了

“ 天台宗”，法藏创立了“ 华严宗”，玄奘回国后创立了中国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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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识宗”，善导创立了“ 净土宗”，弘忍及其弟子神秀、惠能创

立了“ 禅宗”。“ 禅宗”纯粹是中国化了的佛教哲学，在思想界影

响尤其深广。举两个数字，唐代末年在民间流传的佛教经论达八

千四百四十余卷，超过了儒家经传许多倍。一九二一年即日本大

正十年，日本开始出版《 大正大藏》，把中外所有的佛教著作搜

集起来，编成一部大书，共有二万三千九百多卷，其中大部分是

中国学者的译著和专著，也有少量是日本、朝鲜学者的译、著。

这些著作表明中国学者经过译介、消化和再创造，反过来又输出

到东北亚、东南亚，现已普及到全世界，使佛教成为世界三大宗

教之一，而且被称为具有很高思辨水平的特殊形态的宗教哲学。

这说明佛教曾被我们消化以后，反过来又充实了世界文化。受我

们这方面影响最大的是日本。日本现有佛教大学十余所，佛教学

会五十多个，专门佛教刊物二十几种。日本学者编写了许多研究

中国佛教的著作。再说德国，德国有位学者叫科本，是马、恩一

生的好友，激进民主主义者，他写了部书叫《 佛陀及其宗教》，

成为西方研究佛教的早期重要著作之一。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

提到过科本，马、恩通信中也经常提到他。马克思曾在信中对恩

格斯说，我现在读了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就是科本的著作，把

它介绍给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有段话说：“ 辩证思维只有在高

级发展的人类才有可能”。在“ 高级发展的人类”后有个括号注

明：“ 例如佛教徒和希腊人”。表明恩格斯肯定佛教徒有较高级的

理论思维。恩格斯根据什么作出这个判断呢？据一位印度学者考

证，恩格斯正是从科本的著作中了解到佛教哲学的思辨水平。再

说苏联，有位沙俄时代的院士谢尔巴茨基，十月革命后继续聘请

他当科学院院士，他是世界有名的佛教学者，同欧洲的一些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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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合编一部大型的（ 佛教丛刊》，已刊出二十多卷，全世界都

很尊重；谢尔巴茨基写过不少著作，能够用一些近代方法分析佛

教哲学问题，写得很好。至于美国，对东方的研究本来是落后

的，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一个大发展，佛教，中国化了的

佛教受到广泛重视。日本学者铃木大拙到美国去宣扬中国的“ 禅

宗”，使“ 禅宗”在美国风行一时，据说美国现有“ 禅宗”研究

中心好几十个，关于中国“ 禅宗”的专著有好几十种，他们把

“ 禅宗”与存在主义相结合。印度本来是佛教的策源地，可现在

搞反翻译，即把中国过去译的梵文佛经而梵本早已亡佚的，现再

从中文倒译为梵文。至于《 丝路花雨》的演出轰动了意大利，不

过是我们过去消化了印度文化后的一点再创造留在敦煌壁画上，

现在摹了下来，搞成一幕歌舞剧，就丰富了世界的歌舞文化。

以上是说，我们民族在历史上曾经成功地完成了第一次消化

外来文化的任务，并经过咀嚼和再创造，反过来又丰富了人类文

化。这基本是十世纪以前的事，现已过去一千年了，给我们留下

的是保存在《 大藏经》中的一份丰富的学术遗产，和保留在各地

的石窟、名山古刹中的文化遗迹。赵朴初同志在外事活动中常即

席赋诗，回顾和歌颂古代中印、中日、中朝之间学术文化交流的

盛况。

我们民族第二次接受外来文化，从十七世纪开始，直到现在

还远未完成。十七世纪起我们开始接受西方文化，中西文化在我

国开始汇合，三百多年来的历史走过一条坎坷曲折的道路。直到

“ 五四”时期，通过十月革命的炮声，我们还接受了作为西方文

化最高成就的马列主义。三百多年来，我国先进人物一直在吸

收、消化、咀嚼西方文化及其最高成就包括马列主义在内，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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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继续进行，还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完成我们民族历史地承

担着的这一时代任务。

关于中西交通，很早就有历史记载。例如三国时，有一个罗

马帝国的商人叫秦伦，飘洋过海到了中国，当时孙权在武昌接待

了他，跟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孙权问他，你的国家在哪里，有

什么物产，他一一作了介绍。孙权很高兴，把他留在中国住了八

个月，然后礼送他回国。这是三世纪的事情。到了十三世纪，元

代形成了地跨欧亚的大帝国，东西交通往来更频繁，突出的有意

大利人马可·波罗通过“ 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忽必烈友好地接

见了他，请他在朝廷供职，经常奉命巡视各省，还任过扬州总督

三年。马可·波罗在中国作了十七年官才回国，后写了《 马可·波

罗游记》盛赞中国的文明。在元代，还有位蒙古族学者曾把欧几

里德几何学原本翻译成蒙文，可惜没有流传下来。一般说，尽管

有这些来往，由于中国封建经济、文化水平高于西方，没有引进

西方文化的需要，因而还说不上中西文化交流。直到十七世纪情

况变化了，西方经历了文艺复兴，我国元明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

也促成了明中叶以后社会经济的变动，开始出现一个新局面。我

国漫长的封建社会走向末期。封建社会的母体内已经孕育着资本

主义的萌芽。据《 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年间，大批破产农民

涌入城市，成为“ 浮食奇民”，在苏州的桥头上，这样的人什百

成群，延颈待雇，他们“ 得业则生，失业则死”。这样的人万历

年间在苏州等地以万计，长江三角州一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

芽开始出现。古书上记载，所谓“ 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

命”，正典型地反映了早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在“ 三言”、

“ 二拍”等小说中都有反映。类似这种现象，在两广的铁厂，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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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的矿山，北京门头沟的炭窑，都同时出现了。伴随资本主义萌

芽出现，早期市民运动兴起。一六○○年，武昌市民暴动，把皇

帝派来的税使陈奉捆起来丢进了长江。一六○一年，苏州爆发了

织工大暴动，为首的叫葛贤，明朝政府派兵镇压，葛贤挺身而

出，英勇牺牲。一六○六年，云南发生上万人的矿工大暴动。但

这些早期市民斗争都失败了，后来这些人都汇集到李自成、张献

忠的农民起义队伍里去了。所以明末农民义军的组织性、觉悟性

都比以往的农民起义高得多。伴随资本主义萌芽还兴起了自然科

学的研究热潮，被称为自然科学巨著、自然科学的巨人都出在十

六、七世纪。湖北的李时珍，他的《 本草纲目》是世界上第一部

系统的药典，早有多种外文译本。徐宏祖写《 霞客游记》，第一

个研究了地貌学，勘测了黄河的源头。徐光启是中国科学史上重

要人物，被竺可桢称为“ 中国的培根”，他主编《 崇祯历书》一

百卷，可说是当时一部世界性的天文历法百科全书。另外还出了

一批兼有哲学修养和科学头脑的思想家，诸如宋应星、方以智、

梅文鼎、王锡阐等人，都是同一时期涌现的。郑和等下西洋开始

开辟了外贸市场。万历到崇祯七十年间，外国银元输入达一亿

清初资本主义萌芽又复苏，商品生产发展起来，又占有元； 了国

际市场，从康熙到乾隆一百年间，外国银元的输入达三亿五千万

元。外贸水平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低的。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假

如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干扰，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也会发展为资

本主义社会。这里只是从分析文化背景的角度来说的，中国当时

有了接受西方文化的可能和需要，而这时，首批西方学者也就合

乎历史规律地来了。

第一个到中国来的是利玛窦，一五八二年到中国，先到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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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后到南京。一六○一年进入北京，结交了当时上层学术界。

前年是他来华的四百周年纪念，北京出版了利玛窦写的（ 中国札

记》。一六○二年，随利玛窦之后，汤若望，傅汎际等带着七千

卷书来华，有宗教书，也有西方的科学书，如欧几里德的几何学

等等。他们来后与中国当时的知名学者，如李贽、徐光启、李之

藻、王澂、方以智等交朋友，并译介了不少西方学术著作，如

《 几何原本》《、 西学凡》《、 名理探》等，从此开始“了 西学东渐”

的历史。

当时我国学者热情欢迎西方文化的传入，抱着平等交流、互

相学习的态度。徐光启有句名言；“ 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

之前，必须翻译。”因此，徐光启亲自翻译了《 几何原本》，并领

导汤若望等编著了《 崇祯历书》，吸取了西方天文历法的重要成

果。徐光启非常敏锐，西方的望远镜出现不久，他就想办法把它

引进来了。利玛窦等传教士把一些科技知识作为宣传天主教的敲

门砖，而我们的学者却把它们当作人类文化创造的成果来看的。

有些学者如梅文鼎，他是十七世纪中国大数学家，即说过应当

“ 深入西学之堂奥，而规其缺漏”，他的一部数学名著就叫（ 中西

算学通》。又如方以智也是当时著名学者，曾明确指出，“ 泰西质

测颇精，通几未举”，这是说西方的科学技术相当精致，而哲学

世界观则说不上。这都表明我国当时的学者不仅思想敏锐而且有

很大气魄。方以智设想能够召集全国专家编一部百科全书，这部

书要包括各门学术，“ 编其要而详其事，百卷可举”，即可达一百

卷。由于明清之际的变局，方以智当了和尚，满清政府逮捕了

他，他自杀了。但这一历史要求在清代初年以另一形式实现了，

乾隆时编出了当时世界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 古今图书集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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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卷。以上是学者的态度。

至于政府的态度，明朝末年政治相当糟糕，但对于外国传教

士到中国来却放任不管。利玛窦把汤若望介绍给徐光启，被任命

为钦天监的官员。到清初，以康熙为代表的革新势力相当开明。

康熙这个人有些方面确实需要重新评价。我举几个例子。康熙曾

经与莱布尼茨有过通信。莱布尼茨是德国的大哲学家，二进位制

的发明者。莱布尼茨给康熙写过一封信，表示他愿意到中国来，

帮助中国建立科学院。关于这封信我国有记载。据说康熙回了一

封信，但德国却未查到。在德国的传说是莱布尼茨送过康熙一台

计算机，到故宫查，结果清出十部计算机，当然不是现在的微型

电子计算机，而是手摇计算机，但不知哪一台是莱布尼茨送的。

康熙对国外的科技成就非常重视。一六九三年，康熙在畅春园中

的蒙养斋里果然建立了一个算学馆。这个皇家科学院聘请了法国

传教士白晋、张诚等每天去讲学。这个白晋回国后给路易十四写

了个报告，介绍康熙，建议路易十四向康熙学习。白晋回国后与

莱布尼茨通信，使莱布尼茨注意到中国的《 易经》。这说明十七

世纪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是较正常的。再举一个例子。康熙南巡的

时候，通过李光地读到梅文鼎的《 历学疑问）一书，亲自加批

注，给予很高评价；以后在南巡的舟中会见了梅文鼎，写了“ 绩

学参微”四个大字相赠。康熙曾把他主编的《 律吕正义》派人送

给梅文鼎，请其指正书中“ 错处”。梅文鼎的孙子梅瑴成后到康

熙的蒙养斋肄业，康熙亲自教他代数学。因而梅瑴成在数学、物

理学方面都有很大成就，曾主持了三十二种物质比重的测量，并

参加编写《 历象考成》、《 数理精蕴》等书，把当时传入的西方自

然科学知识条理化。还有一个有名的蒙古族青年叫明安图，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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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数、解析几何方面都达到很高的成就，也是在康熙的算学馆中

培养出来的。康熙个人写了近九十篇自然科学方面的论文，还学

了几种文字，这在中国皇帝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这些例子说

明，十七世纪中国连封建皇帝也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地反映了他

所处的时代的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这样在明清之际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一代新思潮，新

学风。从南到北涌现了一大批具有启蒙思想的哲学家、文学家、

科学家，群星灿烂。诸如顾炎武、傅山、黄宗羲、王夫之、方以

智等完全够得上恩格斯所说的文艺复兴时期的“ 思想巨人”。在

文艺领域更加敏感，诸如“ 公安三袁“”、扬州八怪“”、三言”、

“ 二拍“”、临川四梦”等等，都反映了当时启蒙思潮中人文主义

的觉醒。这就是十七世纪的中国，开始接触西方文化，开始自己

的民族觉醒和哲学启蒙，可以说有一个好的开端。

可是，历史车轮转到十八世纪，即雍正时期，人为地中断了

中西文化交流，由于宫廷里争权夺利而有外国传教士卷入，雍正

为了防止政敌，一刀切地把外国传教士全部赶走，从此闭关自

守。这一转折看起来是由于偶然的原因，其实有深厚的历史根

源。按侯外庐同志的概括，雍正时期对外关闭封锁，对内钦定封

锁，两相配合，促成了所谓乾嘉时代的学术潮流，实际是大兴文

字狱，强化封建文化专制，恢复宋明理学的权威，不允许民间有

任何自由思想。所谓的“ 乾嘉盛世”，实际是个自我封闭的木乃

伊，如果一开放，就会立即朽化。十七世纪启蒙思想的火花，到

这时候几乎都熄灭了。中国历史经历了一次大的旋涡、洄流。整

个十八世纪就是这个状态，几乎停滞了一百年。而恰好在这个时

候，是西方近代飞速发展的一百年，十七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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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英国转移到法国，法国大革命前后的近代启蒙运动，从思想准

备、理论准备、科学准备到实际政治斗争，蓬蓬勃勃地展开。就

是在这一百年间，我们在闭关自守中垮了下来，迅速落后于世界

形势，一落千丈。历史的教训是极其惨痛、深刻的。我们是不是

没有人才呢？不是！就在当时“ 避席畏闻文字狱”的封建文化专

制的残酷统治下，十八世纪也曾有不少的科学家、思想家，例如

戴震敢于抨击理学是“ 以理杀人”，痛斥封建纲常伦理是用软刀

子杀人。戴震还是一位科学家，提出重视“ 分理”的近代科学方

法，在他的影响下，焦循、汪莱、李锐等数学家都卓有成就。直

到十九世纪初叶，有个戴煦（ 锷士），曾写过一篇《 求表捷术》

关于球面几何的论文，传到英国，“ 彼邦之士，叹为绝业”，把它

发表在英国皇家学会的数学杂志上，这或许是中国人在外国科学

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又如一八二○年一位广东的女科学家

叫黄履，自造了千里镜、寒暑表、照相机。一八三○年一位医生

叫王清任，亲自跑到刑场，偷偷地解剖了四十二具死尸，重新绘

制了腑脏图，明确指出脑髓是思维器官，写成了《 医林改错》一

书。一八三五年一位物理学家郑浣香还写成了一部光学专著《 镜

镜泠痴》。但这些事情都被历史回流所淹没。清王朝对内镇压，

对外封锁的政策，造成了极其可悲的后果。一七六○年（ 乾隆二

十五年）法国传教士蒋友仁来华写出《 地图新说》一书，正式介

绍哥白尼的日心说和开卜勒的行星运动三规律，却被中国官员们

斥为“ 异端邪说”。

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前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破关入侵，打

断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我们民族堕入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

悲惨境地。从鸦片战争起，我国以深重的民族苦难而转入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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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说是血泪斑斑。但是，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看，先进的中国人

这时开始认真地学习西方。如果说十七世纪是别人送上门来，平

等交流；十八世纪是我们关起门来，故步自封；那么十九世纪中

叶以后，则是别人破关入侵，我们被动接受所谓“ 欧风美雨”，

以救亡图存的紧迫感，急忙派人出国去向西方学习，开始了千辛

万苦，前赴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这样一个历程。这时，是

个什么心理状态呢？从魏源、郑观应，王韬、严复、康有为、谭

嗣同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思想脉搏，似乎猛然从睡

梦中醒来，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已经高度发展起来，而自己一下子

落后这么多年，怎么办呢？只能为救亡图存而急起直追。从鸦片

战争到“ 五四”运动，在短短八十年间，我们想跑过别人之三、

四百年的历史。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八十年历史，一方面我们民族

灾难深重，许多觉醒、奋起的先进人物，前赴后继，奋斗牺牲，

可歌可泣。另一方面，他们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饥不择食，

食而不化，芜杂肤浅。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了，而同时我国戊戌变

法却失败了。这里面当然有经济、政治的原因，也反映了戊戌变

法运动的指导者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学习西方，食而不化，自己

缺乏必要的思想理论武器就匆匆上阵，结果无力战胜封建主义及

其与帝国主义的文化同盟。中国的近代及其哲学启蒙长期处在难

产之中。“ 难产”，成了我国近代史的一个突出现象。所谓“ 难

产”，就是指社会运动和思想运动的新旧交替中出现的新旧纠缠，

新的在突破旧的，而死的又拖住活的这种矛盾状态。旧民主主义

革命是不是新的在突破旧的呢？当然是，但革命一再失败，几起

几落，表明死的又拖住了活的。整个社会生活、文化生活都是新

旧杂陈，矛盾交错，方生未死。比俄国的启蒙运动所走的历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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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更加艰难曲折。一九○五年列宁回顾俄国近代革命经历了三

代，而我们可说是经历了五代。从万历到“ 五四”，三百多年的

坎坷道路。在这个过程中间，中国资产阶级晚生、软弱，而又早

熟。早熟就是尚未成熟而过早地登上了政治舞台，变法维新，救

亡图存，直到辛亥革命，中国资产阶级在思想准备、理论准备、

政治准备都不够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地上台了。这样中国反封建的

社会革命和哲学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完成的任务却没有能够完

成。这给无产阶级留下了难题。怎么办呢？只有双肩挑，一头把

资产阶级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任务由我们来完成。另一头还要完

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任务。正当中国近代历史处在难产之

中，十月革命的炮声送来了马列主义。首先从文化思想上开始了

真正的革命，开始消化西方文化的最高成就马列主义，终于指导

我们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

解放以来的三十五年，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我国社会不断向

前发展。由于我们在特殊的国际环境中进行建设，先是美国的经

济封锁，然后是苏联的毁约、逼债，我们不能不关门建设，也取

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方面曾有不少失误和

教训。至于思想文化战线的改革和建设的指导思想方面，也出现

了不少偏差，如何正视历史形成的国情，勇于摆脱传统的束缚？

如何放眼世界，面向未来，密切注视现代社会生活和科学技术的

新发展？如何在新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所有这些方面

都有不少具体的思想教训值得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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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过以上的历史反思，可以得到一些什么启示呢？我想至少

有这么三点：

第一，关于摆脱历史惰力的问题。历史的惰力曾象梦魇一样

纠缠着人们的头脑。我国近代史上不少立志改革的先进人物曾经

演出过不少思想悲剧，这个历史教训应当认真吸取。由于十七世

纪以来我国的哲学启蒙道路坎坷，近代意义的哲学革命长期难

产，所以沉重的历史包袱、强大的历史惰力，使得一些改革思想

家曾经勇敢地奋起冲决封建网罗，而最后又怯儒地自陷于网罗，

在历史上演出了一幕幕思想悲剧。龚自珍、魏源是我国第一代放

开眼界看世界的人，魏源写了《 海国图志》，现在读起来也是生

气勃勃的。龚自珍是唤起一代风雷的人物，毛主席曾经引用过他

的诗：“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空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但龚自珍、魏源的晚年都转而相信佛教。“ 忽

然搁笔无言说，重礼天台七卷经”。从呼唤风雷到重礼佛经，这

不是一幕思想悲剧么？他们代表了一代人。谭嗣同慷慨激昂地走

上了变法的最前列，“ 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

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果然悲壮地牺牲了，最后

临终绝笔：“ 有 快哉快哉！“”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

心杀贼”，他有心要冲决封建网罗，但是没有办法，只好自己牺

牲算了。康有为曾是叱咤风云的人物，维新运动的领袖，风云一

时，可是几年之间，一变而为保皇派，再变而为帝制复辟派。章

太炎是辛亥革命的思想旗帜，笔锋所向无敌，但是，到后来“ 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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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成为儒宗”；这样的悲剧在“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也有人重演

过，曾经是激进的革命派、改革派，而曾几何时就偃旗息鼓，落

荒而逃了。这是“ 五四”以前的情况。“ 五四”以后，真正革命

者经得起各种考验，千辛万苦，百折不回。但确实也有人以各种

形式由趋新向复旧转化。在当前改革浪潮的冲击和考验下，恐怕

也会有这种情况。这里充满着令人深思的历史教训。关于这个问

题，鲁迅眼光敏锐，观察很深，他看到我们民族有多么沉重的因

袭负担，有多么可怕的祖传老病，他提出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所

谓国民性的问题，就是长期的封建社会及其自然经济基础所形成

的愚昧、保守、近视的落后意识，要改造起来相当困难。这个问

题的马列主义分析，不能仅从民族心理、性格、品德等方面去找

原因，而首先要剖视它得以产生的深刻的经济基础，应该说那就

是自给半自给的小农经济。它必然分泌狭隘、保守观念，必然使

封建传统意识得以寄生、蔓延，所以中央一号民文件深刻指出要

把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转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商品生产

的大发展乃是“ 不可逾越的必经过程”。因此，大力发展社会主

义商品生产，从根本上摧毁自然经济基础，从而扫荡依存于其上

的一切封建残余阴影和小生产意识，这是当前的迫切任务。

第二，关于树立正确的主体思想问题。通过历史反思，应该

提高这一种历史自觉，认识到当前的改革是我们三十几年来革命

和建设发展的必然结果。改革所包涵的内容是我们的民族几百年

来所走过的曲折道路的历史总结。特别是对外开放，既要摆脱

“ 中体西用”的老框框，又要反对失去主体的自卑思想，敢于引

进国外的一切先进科学文化成果，善于消化，又敢于创新，这是

我们民族发展到今天所应当承担的历史任务。反思历史，预测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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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应该提高这方面的自觉性。十七世纪开始，我们接触、消化

西方文化，经过三、四百年来的坎坷历程，到现在我们完全有条

件树立正确的主体思想，完全有条件实现对外开放。

纵观当今世界，只有我们这个民族，既有自己源远流长的文

化传统，又在历史上曾经成功地消化了印度文化。现在我们继续

着十七世纪以来的历史行程，正在吸取、消化西方文化。如果我

们能够把它们融会贯通，让整个人类创造的文化信息在中国“ 聚

宝”，然后反馈出去，那一定会对人类文化的新发展作出贡献。

在现代世界史上用吸取外来文化的“ 聚宝”的方法来振兴自己民

族的，还有美国和日本。他们的经验和长处，毫无疑问，应当学

习。但我们更应当意识到历史赋予我们民族的特定责任，需要我

们一代代付出艰苦努力。应当有这样的历史自觉，应当从这个高

度来理解当前对外开放的决策，理解这个决策所具有的极其深远

的意义。

第三，有了这样的历史责任感，就需要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

弱点。由于中国哲学启蒙道路坎坷，近代资产阶级哲学革命难

产，这一文化发展的历史特点给现实的投影是双重的，一方面，

资产阶级文化上落后，哲学世界观的匆促形成和急剧衰落，为马

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胜利提供了顺利条件。但另一方面，由于中

国资产阶级的理论建树少，远未完成其批判封建传统意识、译介

西方近代文化成果等方面的历史任务，这又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的发展带来了思想土壤不够丰厚的困难和局限。许多事实表明，

我们正面临着许多历史遗留下来的“ 补课”任务。十月革命后，

列宁曾经向苏联广大青年和学术界提出过文化思想上的“ 补课”

任务，他强调：“ 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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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方能建设无产阶级文化。”他

号召大规模地翻译和广泛宣传十八世纪法国唯物论的战斗无神论

文献，建议系统地研究黑格尔辩证法并成立黑格尔哲学的唯物主

义之友协会。因为根据人类认识史的逻辑，马克思主义只有在一

定思想土壤中才能得到健康的发育成长。

近代各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各有自己的历史特点和历史留下的

“ 补课”任务。中央一号文件和一系列关于改革的重大决策，实

际上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生产的大发展和价值规律作用的扩大，

必然引起文化思想上层建筑的相应变化。当前我们一定要响应中

央的号召，迎头赶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浪潮，要奋力吸收、消化

西方科学文化的先进成果，向愚昧作斗争。

总起来说，通过历史的反思，应当提高历史的自觉，一方面

自觉地清除封建阴影，摆脱传统束缚，大破小生产意识，抵制西

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另一方面，要坚持开放型的指导思

想，敢于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成果，大大提高我们的科学文

化和理论思维水平，勇攀现代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峰，

努力培育更丰厚的思想文化土壤，使马克思主义这一发展着的真

理体系在我国扎下更深的根，开放更鲜的花，结出更新的果！

我想这应是我们共同的历史责任。

一九八四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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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立异·会通

近代中国的历史大幕，是在西方列强炮舰的敲击下拉开的。

延续了３千年之久的中华文明，如何对待西方文明，始终是中国

走向近代的文化历程中困扰着中国知识分子的 对于这严峻课题。

个过程，目前有许多种说法，例如，毛泽东的“ 斗争、失败，再

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说；费正清的“ 冲击，反

应，再冲击，再反应，直到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说；李泽厚的

“ 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说，等等。还有人说，中国近代知识分

子的灵魂是分裂的，他们理智上是向前的，感情上是向后的；政

治上趋新，而文化上恋旧。我认为，中国人对于中西方文化的认

识，有一个由肤浅的认同到笼统的立异，然后察异观同，求其会

通的过程。

中国文化走向近代，自中国人接触西学始，早在１７世纪，

帷幕就拉开了。但是，那时并没有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逼迫，

拉拉停停，到满清入关，又关闭了。百年闭关，造成了列强破关

入侵，大清帝国迅速衰落，举国上下，不得不仓皇奋起。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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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上经历了第一阶段。他们或是从

天朝上国的心态出发，或是为了满足与西学认同的需要，发明了

“ 西学中源论”。有人从《 易经》《、 墨子》《、 淮南》《、 素问》找到

了声、光、电、化的中源；有人在《 周礼》、《 洪范）乃至孟子的

微言大义中考出西方政教体制、民约思想。这些附会的类比虽然

透露出在西方文化冲击下人们意识中的某种畸形的民族情感，但

也隐示着异质的西方近代文化一传入就产生了如何使之与中国传

统文化相接合的历史课题。

第二阶段是五四时期。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连遭失败的痛

苦，使人们省悟到把西方表层物质技术、中层政法体制与传统文

化深层意识结构的嫁接，只能“ 淮桔为枳”。于是分化出主张中

国文化自有其主体精神和发展走向的“ 国粹派”，和认为“ 百事

不如人”的“ 全盘西化派”。对立双方，无不认为中西文化是根

本不能结合的两种异质文化。

第三阶段是五四以后至抗战后期。人们进而发现中西文化除

了民族性的差别还有时代性的差别。经过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历

史实践，在对东西方文化察异观同、求其会通的基础上，同时产

生了一批以“ 新”字为特点的、能反映时代要求的、有代表性的

理论体系。如金岳霖先生的新玄学体系；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体

系；贺麟先生的新心学体系；熊十力先生的新佛学体系；朱谦之

先生的新文化哲学体系；朱光潜先生的新美学体系；以顾颉刚等

一批史学家著作为代表的新史学体系，以及把西方的马克思主义

学说与中国革命相结合产生的毛泽东的“ 新民主主义”理论体

系。

为什么近代中国的志士仁人要如此艰难地探“ 中源”，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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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体”？无非是想找到一个可以在中国古老的树蔸上长出现代化

的根芽，找到现代化的历史内在根据。

一九八七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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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与启蒙思潮
——答《 中国社会科学·未定稿》记者问

近几年来，在我国文、史、哲三界，出现了一个重视研究中

国传统文化的思潮。随着研究的日益深入，学者们的目光逐渐集

中到几个根本性的问题上，诸如：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和主体精

神是什么？怎样认识传统文化在近代以来的作用？等等。最近，

就此类问题与《 未定稿》记者有如下的对话。

问：“ 萧老师，自‘文化热’兴起以来，关于什么是中国文

化的核心内容和主体精神，学者们提出了种种不同的看法，有人

认为是‘人文主义精神’，有人认为是‘人本主义’，有人认为是

‘礼’或‘礼治’，有人认为是‘实用理性’。此外，还有‘伦理

本位主义’、‘求统合的思维方式’、‘天人合一’等许多不同说

法。请谈谈您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答：“ 究竟中国文化有没有一个统一的、待续的、一贯的主

体精神？我认为很难说。因此，我同意周谷老和谭其骧先生的看

法，即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时代的、地区的、学派的种种差异，而

并不存在一个贯穿始终的、一成不变的传统文化主体精神。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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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不同意用‘主体精神’、‘基本特质，一类的提法，不如用

‘文化传统’来归纳，倒更为确切一些。而说到文化传统，正象

人们说的那样：有两种文化，甚至有多种文化。

就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而言，用人文主义、人本主义、民本

主义、伦理本位等诸种说法来概括，我感觉都不够恰当。原因有

两个：

第一，与西方比较而言，很难说西方没有这些‘主义’。实

际上，从古希腊时候起就有大量类似的著作。但西方的历史学家

经过了很认真的筛选，形成了独立的政治思想史、美学思想史、

伦理思想史等等，而不象我们的传统文化这样包罗万象，混然一

体。所以，不能把讲求人际关系仅仅归结为东方文化的传统。只

是由于西方早已把这些思想分门别类地筛选出去、使之成为了独

立的学科，而近代的西方哲学家又有一种实证主义的倾向和方

法，把哲学、文化等问题归结为认识论的问题，这就给我们造成

一种印象，似乎西方只注重研究人对自然的关系，其实这是一种

误会。实际上，西方探讨人际关系的著作多得很，只是由于经过

了一个学术分化的历史前提，把这些成份从哲学中排除出去了。

第二，人与自然的对立，开始了人类文明史（ 野蛮人是与自

然混为一体的）。以后，由于种种原因（ 如地理、气候、向文明

社会过渡的特殊途径等），造成了几大文明发展的差异。但这几

大文明都在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只不过有些具体区别。如印度

文明，有人屈从于自然的倾向，由此而形成因果报应等佛教思

想。西方希腊罗马文明的基础是商业发达，因而在处理人与自然

的关系中，人征服自然的倾向较强，这是与航海经商的冒险精神

所形成的技术拜物教思想分不开的。我们中国，从好的传统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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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也是注重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并非像有的学者所讲的

那样只注重人际关系。不过中国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

既对立又结合的关系，而结合的主要依据则是认为人可以‘参天

地之化育’，即人可以适应和改造自然，调节与自然的关系。

关于天人关系，中国人从很早起就有了丰富的认识。最早的

认识是天与人等于自然与人，然后发展为认识自然与社会的关

系，再进而发展到认识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食色性也’，这是

人的自然性；而道德规范则表现了人的社会性。再往后到明清时

代，有些学者看到不但有自然人，有社会人，还在历史人，即从

历史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因此，中国古代很早就探讨‘天命’

和‘人力’的关系，以后又探讨‘天道’与‘人道’、‘天理’和

‘人欲’。这一系列的认识不断深化，形成了一个比较优良的传

统。孔子说‘人能弘道’，而不是道能弘人。（ 易传）和《 中庸》

都体现了这种‘官天府地，裁成万物’的优良传统。荀子提出

‘天人相分’，即将自然与社会、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区别开来。

强调‘不与天争职’，又强调‘天道’可知，‘天命’可制。在人

的自然性和社会性问题上，提倡‘化性起伪’，即将人的自然性

提高到社会性上来。这一好传统发展下来，就形成了中国化的佛

教。吕徵说过，印度佛教归结为涅槃，即超脱、寂灭。而中国佛

教归结为菩提，即智慧，强调个人努力可以成佛。再如道教，强

调‘顺天则死，逆天则生’，人逆天则能长生，如道教的练功、

服药，都是逆天以求长生，这也是在处理人与自然的主客观关系

上强调主体的作用。发展到刘禹锡，说天与人是‘交相胜，还相

用’，即人与自然交互取胜。他说：“ 人之所以能胜天，法也。”

即社会法治搞好了，人就可以战胜自然。又发展到王夫之，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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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人建极’、‘即民见天’、‘以人造天’等思想，即根据人道率

要来把握客观世界的规律，从人理来看天心，主张以人可以天

道。强调‘竭天成能’，即人的主观努力可以补天之所无，超越

天的限制。并说‘天理寓于人欲之中’，实现了人欲，也就符合

了天理。这就是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既看到对立的一面，

又看到统一的一面。这种思想，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

凡是游离或背离了这种思想的，就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支流和糟

粕，在有的时代则成为文化发展的逆流。这种糟粕在儒、释、道

各家的思想中都有，而不是为哪一家所专有。

文化思想是客观的存在，而对待这种客观存在的态度，即学

术史观也有两种。好的一面是‘兼容并包’的传统，也就是《 易

经》所说的‘道并行而不相悖’、‘殊途而同归’。表现在《 庄子·

天下篇》里，指出各家各派的优劣得失，乃至包括自己。往后发

展，唐朝佛教有个叫宗密的僧人，写《 原人论》，把儒、道、以

及佛教各派一一评论，认为只有他所主张的华严宗才是最高的真

理。但最后又加上一章，叫《 会通本末》，却提出其它各家均有

长处，均有真理。稍后的柳宗元，谈到了‘诸子合观’问题，说

包括先秦各家乃至后来的佛教在内，都可以合观，都各有真理的

成份。后来发展到黄宗羲，写《 明儒学案》，提出自己的书要遵

循尊重‘相反之论，一偏之见’的原则，因为这些相反之论、一

偏之见都可以促进真理的发展。认为“ 以水济水，岂是学问’！

这些都是学术传统中兼容并包的好传统。与此相反的，则是独尊

一家的文化专制。从‘独尊儒术’直到宋明理学讲“ 道统”，这

是消极的一面，糟粕的一面。”

问：“ 近年来，历史比较学逐渐受到重视，有的学者专门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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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比较了东西方古典文化在近代社会发展中的不同作用。提出：

中国传统文化同西方古典文化不但形态不一样，具体历史命运也

不相同。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封闭性的自足系统。

正如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无论怎么发展，也摆脱不了自然经济

的脐带而步入资本主义一样，传统文化也不可能靠自我批判来达

到自我更新。因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只能做为封建社

会内部调整社会关系、进行思想批判的武器，而不可能成为人们

求得从中世纪解放出来的途径。请您就这种观点，谈谈对中国传

统文化在明清以来的作用的看法。”

答：“ 研究历史要有现实感，研究现实要有历史感。事实是，

在民族的文化和心理中，既有传统文化的好的积淀，也有坏的积

淀。从这一点来说，你提到的那种看法，可以说是对现实社会中

封建主义阴影的沉重感受而发的。但我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

一方面要从西方文化中吸取营养，另一方面也要从自己民族的文

化中找到根芽。杜维明有一句话：要在自己的民族文化中找到源

头活水。我同意他这句话，当然实际的理解有所不同。我认为，

我们国家从十七世纪起已经出现了想要冲破封建文化牢笼的启蒙

思潮。第一，何谓启蒙？我认为它应该是既区别于中世纪的异

端，又区别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理论。因为中世纪异端并未提

出超越封建樊篱的思想，而明清之际的启蒙运动则出现了。例

如：中世纪异端可以骂昏君，但不能骂‘世之为君者’。而唐甄

则说‘古今凡为帝王者，皆贼也’。一个‘凡’字，就与中世纪

异端完全不同了。另一方面，它又还远没有达到资产阶级革命时

期对封建主义批判的水平。严格意义上说，这种启蒙运动仅仅是

特定条件下封建主义的自我批判，仅仅与资本主义萌芽经济相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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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只是表现旧思想要崩溃的征兆，新思想快出现之前的先声。

第二，我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有共同规律，但实现的途径则

是千差万别，这就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人类总要走出封建社

会，但走出的途径各不相同。如果对比西方，我国与意大利、法

国、英国、荷兰等国走出中世纪的办法迥然不同，却近似于德意

志和俄罗斯。这三国的情况至少有三点相似之处：①封建制度都

比较强固，资本主义的发展都是缓慢而不充分。②都爆发过大规

模的农民战争。农民战争有巨大的反封建威力，但却不能推翻封

建制度。③三国的资产阶级，都是晚生而早熟的。早熟，即尚未

真正成熟就过早地被推上了政治舞台，因此都不能完成自己的革

命任务。这里德国的情况比较复杂，我不能贸然多说，但俄中两

国都是如此。

当恩格斯回顾德国的发展史时，他从闵采尔的起义说起，回

顾了三百年。当列宁回顾俄国的发展历史时，他从十八世纪中叶

十二月革命党人的启蒙思潮回顾起。如果这样来回顾的话，我们

就应该从十七世纪回顾起。这是中国资本主义从萌芽到挫折到复

苏到发展到没落的过程，其间的文化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就是

启蒙思潮的全过程。具体说，就是从万历到‘五四’，经过了一

个马鞍形发展的曲折道路。我认为我们的启蒙运动是遭到了挫折

的，其原因主要是强固的农业自然经济基础的阻碍作用，其次，

再加上满清入关以后本身的封建化，又延缓了这一进程。而在

１９世纪之后的短短八十年时间里，我们就走过了西方三四百年

的历史。这期间大量吸收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结果是‘饥不择

食，食而不化’，使资产阶级哲学革命处于难产之中。在这样一

个特定的条件下，传来了马克思主义，从而使‘五四’以后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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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运动有了一个二重性的投影。即：①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缺乏

自己成熟的思想体系，因此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速胜创造了条

件。 由于资产阶级没有完成它的清算古代、译介西学的任务，

所以又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土壤稀薄的困

难，因此，历史给我们留下了补课的任务。如果我们这样来回顾

和总结历史，就可以更清醒地看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胜

利和发展的土壤，以往历史所作的准备是不够的，因此我们应当

自觉地培育这种土壤。同时，我们也应该自觉地避免一些历史的

洄流，如人为的闭关自守，等等。”

一九八六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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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与

西方先进文化的中国化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答广东《 学术研究》编辑问

问：萧先生，你今春南来广州，有些什么新的文化感受？近

些年，你思考过哪些新的文化问题？如蒙赐教，我们将以“ 学者

专访”形式公诸同好。

萧：最近学术界有一种新气象，就是高品位的民办学术刊物

比较活跃。像北京刘梦溪主编的（ 中国文化），出版了好几年，

全靠自己向社会募捐。四川的《 中国文化论坛》，也是企业界支

持。你们广东有个《 现代与传统》，听说是由霍英东基金会资助

的。北京还办了《 学人》《、 原学》《、 原道》，诸如此类。学术这

个事情，我个人感觉，采取简单的一元化的方式处理，恐怕是一

个教训。１９５６年毛主席针对苏联的教训提出“ 百花齐放，百家

争鸣”，虽然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很好执行，但他这个思想是

很了不起的。这是我们社会主义文化向开放、多元化发展的根本

指导思想。近几年我常想这个问题，所谓“ 君子和而不同”，学

术探讨最好不要“ 以水济水”，正如黄宗羲讲的：“ 圣贤之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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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殊于百家。”真理的发展是多元的，本来辩证法就讲到这个问

题，就不承认真理与错误的对立是绝对的，我们把它形而上学地

对立起来，是一种偏见。其实真理的发展过程是多元的、多维

的、多根系的，是在对立中互相渗透、互相融合而发展的。我们

中国的文化、哲学也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我称之为多维两分或多

维互动的发展格局。有不同时代的两分，有不同学派的两分，也

有哲学基本问题上唯物唯心的两分，可以说其中有正确和错误的

两分。但更多还不是这样，例如齐、鲁两派的学风，道家与儒家

的学问，不能说哪个错，都有正确的一面。又如庙堂文化和山林

文化，古典文化和民间文化，这样的两分往往是互补的，互相转

化的。我们历代的诗人，都是从民间文化中吸取养料，转化为古

典的东西。从这里就可以看到文化多元化的好处。我们过去的教

训是搞简单的一元化，从苏联学来的，苏联科学院曾经靠通过决

议来把多种学派取消掉，日丹诺夫主持苏共中央的意识形态工

作，什么出来就批什么，系统论出来批系统论，共振论出来批共

振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出来又批相对论，闹了不少笑话，这是

糟蹋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在人类文明大道上吞吐

百家而发展起来的，对人类文明最没有宗派性，最没有封闭性，

是最开放的体系。毛泽东说过，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

是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而已。前一段在成都开了一个道家

和道教的会议，在会上我有个发言，说这几年有一种流行的偏

见，就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单一化，凝固化，儒家化，乃至于按少

数儒家所讲的样子道统化。我支持对新儒家要作研究，但不应强

调中国文化传统只是儒家，不管你赞成还是反对，应该承认还有

其他几家学说。我近年写了几篇道家的文章，似有提倡道家的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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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我欣赏道家的风骨、道家的人格，它坚持道法自然的观点，

反抗人性的异化，用我的说法即“ 伦理的异化”。黑格尔、费尔

巴哈、马克思讲宗教异化、政治异化、劳动异化，我提出还有与

宗教异化相类似的伦理异化，在中国传统研究中应注意这个问

题。伦理异化，在后期儒家那里是加以辩护的，而道家是反抗

的。在这点上，我赞成道家。道家还注重生命哲学，注重人和自

然的协调关系，有现代意义。我在会上还讲了一个问题，中国知

识分子有两个优秀传统，一个是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另一个是学

而优却不仕的传统。不少人真正学而优则仕，为国家政治经济文

化的发展作出过贡献，当然其中有的脱离了人民，走到官僚的道

路上去了。也有不少人发扬了学而优却不仕的传统，退隐山林，

和政治权力保持一定的距离，好象在冷眼旁观，其实是采取另一

种形式，承担着民族忧患意识、社会批判意识，用来进行学术批

判和创新开拓。他们往往少一些传统教条，思想比较解放，这一

部分人中道家占大多数。当然山林、民间文化与庙堂文化，彼此

是互相渗透，互相转化，不是截然分割的。隐渊明不为五斗米折

腰，他从官场退下来，诗风就为之一变。柳宗元、刘禹锡，乃至

韩愈、苏东坡、杨慎，在被贬后，在民间文化的陶冶下，思想、

创作，在各方面都有新的开拓。在海南有个五公祠，五公其实是

唐朝以来被流放到那里的五个“ 罪犯”。苏东坡也是一个“ 罪

犯”，他流放到海南后，提倡教育，把海南的整个文化变了个样。

在学而优却不仕这个传统上，中国知识分子有的是自觉的，有的

是被迫的，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跟政治权力疏远之后，反而

在文化上、学术上有所创造，有所贡献。历代比较开明的统治者

对这一部分人采取比较宽容、敬重的态度，或者是朝廷旌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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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使臣用安车蒲轮去招请礼聘；乃至皇帝亲自出马去拜见、访

问。从《 后汉书》开始立“ 隐逸传”，专门记述这一部分人的言

行，对于这部分人的历史作用是值得研究的。我讲的另一个意思

是，道家比儒家不同的，就是文化心态比较开放。从老子起，就

提倡“ 知常、 ⋯⋯公、乃大”，懂得宽容，出以容，容、乃公，

公心，局面就大。宋研、尹文、庄子都主张去掉偏见，强调要用

和解、宽容的态度对待百家争鸣。对这一点，孔孟却表现狭隘，

他们认为“ 处士横议”是世衰道微的表现。韩非更厉害，要“ 禁

杂反之学”，甚至主张烧书、杀人，比较独断专横。庄子不同，

例如在（ 秋水篇）里描写一个人不断地自我超越，不断开拓广阔

的视野。从井蛙到河伯到海若，从井底到大江，再到大海，一望

无涯，不断扩大境界。庄子所谓“ 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

谓两行。”“ 两行”这个说法，是庄子最先提出来的，以后儒家的

《 中庸》里说“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

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这其实是庄子的思想在《 中

庸》里体现出来。我对这方面比较强调，象《 易传》所讲的“ 殊

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要讲“ 殊途百虑”之学，不要专横独

断之学。道家就有这个好传统。孔子在《 论语》里讲过：“ 朝闻

道，夕死可矣。”他的道是静止的。庄子不同，他说：“ 送君者自

其涯而返，君自此远矣。”把学生送到海边，你自己去发展吧，

我就到此为止了。气象境界都不相同。“ 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 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认识到真理是个过程，是个

无限的发展，是变动不居的。这是道家的精神。

问：对于文化来说，哲学问题带有根本性。先生从传统文化

出发对儒、道两家所作的剖判，可谓震聋发聩！９０年代以来，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46

哲学界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出现了一些新提法，概括地说，

是认为中国哲学应该以传统为本位，或者说回到传统的本位。主

张以“ 天人“”、心性“”、形神”等中国哲学的传统命题作为基本

命题，批判吸收一切外来哲学思想，去加以发展，乃是今后中国

哲学的路向。先生想必也注意到了这一动向，可否谈谈你的看

法？

萧：你们提的是个很尖端的问题。对中国哲学今后怎么发

展，学术界有争论，似乎是从所谓“ 国学热”引起的。据闻张岱

年先生等在北大作过报告，主张研究国学，颇受学生欢迎。《 中

国青年报）报道说“ 有一股国学热悄悄兴起”。针对此，有不同

看法，有人写文章，提得很尖锐。据我所知张岱年先生一贯主张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国文化进行综合创造。这里有一个文化

创造的主体问题，能否以中国传统哲学为主体？洋为中用，是否

以“ 中”为主体？我觉得讨论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事情。以中国

哲学为主体，那么马克思主义又怎样摆法呢？照我看，马克思主

义自上个世纪末传入中国，已经有一百多年。在这个意义上说，

传统文化已经包括了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当然，其

中有不少经验教训还有待清理。毛主席本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修

养很高，也正因此，他才能够把马克思主义成功地运用到中国革

命的实践中，有那样伟大的创造，形成了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这样看，中国文化主体本身就早已渗进了马克

思主义精神。如果就这个问题上进行心平气和的讨论，是改革开

放的一个很好的现象，不象过去一讨论，帽子、棍子都来了。对

这个问题本身，百年来，我们实际上面对着“ 两化”的任务，即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西方先进文化的中国化，其中包括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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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的中国化。这“ 两化”是互相交错的，不留心，也不易兼

顾，但是，如果调节得好，这“ 两化”都实现得好，可能在我们

这一代或下一代，对我国的文化，甚至对世界的文化发展，都会

有贡献。我认为这“ 两化”首先是互相联系着的双重过程，要使

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必须要吸收西方的先进文化，其中包括西

方文化发展的重大成果马克思主义在内。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认

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不认真研究中国文化，如何使之现代化？

那样，西方文化的传统，乃至马克思主义，也就都缺乏在中国本

土生根的地方，使它中国化也不能完成。外来文化，再好的东

西，如果不和我们民族的特点相结合，不经过民族文化的涵化，

都是不能起作用的。只有充分重视中国民族文化，才能实现西方

文化的中国化。总之，这“ 两化”的任务是交缠在一起的，怎样

做得更好，是我们面临的工作。

问：“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西方先进文化的中国化”这

个提法很好，把中国文化在当代的转型问题作了高度概括。自从

近代西风东渐以后，中国学界就有所谓“ 体用”之辩。当然，

“ 体”和“ 用”的具体内容，百余年来与时俱变，不应拘守。但

是，“ 体用”作为一个形上的命题，至今并未失去它的意义，尤

其对于中国新文化建设而言。上面其实已对此有所涉及，请先生

就此再发挥一下如何？

萧：对于“ 中体西用”这个问题是要重新考虑。已有同志提

出“ 西体中用”，也有提出“ 中西互为体用”等等，过去的人例

如张之洞对这问题有片面性的理解，同样我们也有很多片面性的

理解。我认为对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过去理解得比较肤浅。如

当时提出的“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三个概念，过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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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的”是形式，“ 科学的”是内容，“ 大众的”是方向。这不

知是谁作的注解，这就有很大问题。“ 民族”是指形式，属于外

部的东西，这就不对。所以当时，１９４７年的时候冯契同志写了

一篇短文，说“ 民族”不仅是形式，而应该有它的内容，但没有

受重视。所以，就是“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几个概念，

都应该重新理解，后来毛主席所讲的“ 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

我认为“ 洋为中用”这里面也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在内，假如承认

也包括马克思主义，那么“ 洋为中用”就有它的深刻内在含义。

对于发展着的西方各派马克思主义，也有一个洋为中用的问题。

我常向研究生们强调，要读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象马克思那样博

学，要象马克思那样深思，我举了很多例子，本世纪能在文化史

上、思想史上站得起来的人，没有一个不认真研究过马克思主

义，他们都把马克思主义看作１９世纪中叶所出现的人类非常重

要的思潮，非常宝贵的思潮，比如萨特、海德格尔、容格、斯特

劳斯等都认真研究过马克思主义，有的还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

当然他们在思想上、理论上都各有自己的发挥。还有个法兰克福

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的研究也是有贡献的，不可

忽视，更不应给以简单否定。我前年春天在德国的特里尔大学讲

学，他们来邀请时对我讲特里尔是马克思的故乡，设有马克思的

故居，我去参观了，它的旁边就是马克思研究中心，故居里展出

的东西很有意思，是按照西方社会民主党的观点搞出来的。对他

们的观点，过去我们都是作为修正主义来批，批得很厉害，实际

上有些方面也要重新考虑，究竟伯恩斯坦、考茨基、卢森堡、李

卜克内西等人在历史上作过什么贡献，要实事求是予以评价。我

认为他们有他们的缺陷，但他们的缺陷比斯大林要少。特里尔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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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改成展览馆，第一层是关于马克思和燕妮两个家族的情况；第

二层摆放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活动情况、著作情况；第三层是

摆马克思主义的分化和发展情况。我特别注意第三层，主要是把

考茨基、伯恩斯坦的大的像片、小传和著作摆起来，在马克思主

义的分化和发展这一栏里，也有列宁的像片，比伯恩斯坦的小一

些，列宁像旁边是托洛茨基的像，他的旁边还有一大串，都是西

方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他们对马克思也很尊重，从另一个角度，

静下来想一想的话，你不能排斥人家的安排也有理，不能一棍子

打死。我认为，包括马克思主义这个旗帜下各家各派在内，都应

该认真研究，要消化别人，吸收别人，过去我们学斯大林，就把

人家全骂成是修正主义分子，那么反过来人家也会骂我们是修正

主义。恐怕未来的世纪是一个阻挡不了的多元开放的时代，这里

面能不能出现真正的思想家，真正的理论家，能够总结过去的经

验教训，重新开拓，起到一个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能否

出现这样的人，谁也难讲，也有可能出现在中国，也有可能出现

在俄国，甚至也可能出现在欧洲。

问：在西方传入中国的各种学说之中，结果是马克思主义成

为“ 显学”，决非偶然。这与马克思学说在一些根本问题的取向

上和中国传统思想比较地一致有关，例如辩证的思维方法和注重

实践的思想，还有历史主义（ 唯物史观）等等，这些特色颇能产

生“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效果。与那些非历史主义的，过于

逻辑化的，或者宗教化的学说大不一样。当然２０世纪的世界性

的革命背景也起了巨大作用，但不能忽略文化这个更深的根子。

另外，“ 经世致用”的传统，似乎更是个联结革命与文化两大背

景的因素，而且这也是与马克思的实践观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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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对经世致用这个传统，我们过去一贯都是肯定的。特别

是宋明以后，讲性理之学，空谈心性，对国计民生都不太过问，

这一点我们是批评的，更早的有陈亮已经在纠正朱熹的偏向。我

指导一个研究生写论文，把明清两代的经世致用思潮分成三个阶

段。我就意识到，有一种简单的经世致用，容易被一定时期的政

治所左右。我们搞“ 为政治服务”就是这一传统，学说就没有什

么独立性了，那就随波逐流了。因为有这个局限性，在最近一个

时期以来，有的学者强调，学术决不能过于功利化，过于实用

性，而应保持学术的独立性。这个也不无道理。但是我发现了一

个问题，在当前两个方面都不能偏。现在有些青年人认为，“ 以

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政治服务”，全搞糟

了，现在要跳出来，学术就是学术，没有任何实用的目的，不去

考虑社会效益。他们给了一个新名词，叫“ 知识分子边缘化”，

即不要以为自己可以演个什么角色，百无一用是书生啊！这个我

也不同意。我想经世致用恐怕要有层次之分。低层次的，为当前

社会政治需要服务，也有点意义；有些感性的启蒙运动，就是针

对当时的情况，呼口号，上街游行，这从五四以来我们搞过很

多，当然对唤起人民群众有一定的作用。但深层次的启蒙，应该

是理性的。我们民族要真正觉醒和腾飞，更需要的是深层次的理

性启蒙。

问：的确应该站在这种“ 理性启蒙”的高度上，以宽广的视

界、远大的抱负来对待中国新文化的建设。只有这样，我们才有

希望脚踏实地，开创未来。

萧：关于中国消化佛学的问题，从引进、翻译、注释、理

解，通过格义阶段，比附老庄，真正理解，到自己再创造一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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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的佛学，花了足足八个世纪，这八百年值得研究。印度

佛教传来以后，如何消化，拿过来与传统互相结合，层层结合，

有本体论的结合，如僧肇；有心性论的结合，形成《 大乘起信

论》；以后更进一步和中国的日常生活实践、生活智慧相结合，

产生以后的禅宗。我认为《 肇论》《、 大乘起信论》《、 坛经》三本

书，是佛学中国化的三个里程碑。这是我们民族第一次引进和消

化外来文化，不仅佛学，当时还有印度的建筑、音乐、美术、医

药、历法，还有舞蹈、妇女的装束，都从西域引进来了。那一次

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我们算是胜利完成了。现在我们又面临第二

次外来文化的引进，从１７世纪，从利马窦到中国，１６０１年他进

北京，到现在也就是三百多年时间，到现在还没有完成这次引

进、消化西方文化的任务。如果这第二次引进完成了，那么我们

中华民族确实很了不起！我们既能消化印度文化，又能消化西方

文化（ 包括希腊和希伯来两个传统）。在我们这个国度里加以文

化聚宝，加以重新熔铸，我们也许对全人类会有新的贡献。我

想，我们为什么能够有比较宽容的态度对待各种文化？世界各种

宗教都来到中国，都不被歧视，都受欢迎，这样一种精神状态，

可以叫做“ 文化包容意识”。首先是包容，“ 道并行而不相悖，物

并育而不相害”，“ 殊途同归，一致百虑”。本来三教之间也争得

很厉害。但后来三教同归，唐以后全都讲三教合一。这有好处，

不象西方搞宗教战争，如俄罗斯的车臣战争，是伊斯兰教和东正

教之间的矛盾。我们就好一些，我们应该有文化包容意识。孔夫

子有两句话：“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这里，“ 和”

跟“ 同”成了一对范畴，这是中国古代一对非常重要的范畴。

“ 和”是对立统一，“ 同”是简单同一。最近亨廷顿发表文章，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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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文化冲突，文明冲突，不可调和。用我们这个观点来看，恐怕

是刚好反过来：正因为有冲突，才可能进行调和。“ 一阴一阳之

谓道”，正是在矛盾中观其会通，从杂多中求其统一。王夫之讲

得好：“ 异以贞同。”五音不同，恰好可以构成一篇美妙的乐章；

五味不同，恰好可以组成一席丰盛的筵席。把杂多看成是统一的

前提，这跟西方的思路不太一样。我们认为，正是矛盾、杂多的

统一，才是“ 和”。“ 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

才是最高的价值理想。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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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桥头的一些浮想

２０世纪行将落幕。当我们伫立在跨世纪的桥头，回首近百

年来中国所经历的风雨征程，中国文化所走过的曲折道路，总会

浮想联翩，难以平静。

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

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

谢朝花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

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

陆机《 文赋》中的这些名句，颇能反映出人们在特定历史转

折关头顾后瞻前、悲喜交集的文化心态。

一

为了迎接未来，势必回顾过去；而认真反思历史，也正是为

了开创明天。

历史虽是“ 全牛”，人们却可以从不同角度就不同层面去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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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剖视，且会得出不同的评判。历史中的现象是极复杂的，社会

和文化结构中的诸层面的发展，也是极不平衡的。因此，回顾历

史，应当允许见仁见智、方式多元。

例如，从科技生产发展史的角度看，百年来中国有了很大的

进步。原来的“ 一穷二白”的基础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半殖民地旧中国，连日常生活用品都不能制造，洋布、洋伞、

洋蜡、洋油、洋碱等等洋货充斥市场；而今，我们有了大体完备

的工业生产体系。尽管在某些时期由于各种因素的干扰，限制了

生产和科技的大发展，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获得飞

速的进步。我国的一些高新科技产品，逐步涌向国际市场。当我

们炎黄子孙在欧美商场看到不少“ Ｍａｄ　ｅｉｎ　Ｃｈｉｎａ”的畅销电子产

品时，总不免感到一种特殊的慰藉。

如果换一个视角，考察一下中国的社会发展史，则百年来整

个中国社会似乎一直处在风雷激荡的大变革中。政局大动荡，使

社会性质似乎也经历着急剧的变化。百年历史，大致可分为两

段：前一段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历着一再兴起又一再失败

的民主革命，突出地表现为一系列的政治冲突所引起的战争。后

一段就社会性质而言属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历了

一系列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尤其这一阶段的前３０年，以阶级

斗争为纲所掀起的政治风暴，严重的阻滞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

展。如果着眼于社会的基本结构，则有如某些研究中国乡镇企业

的外国社会学家所言，百年来中国政治上的风云变幻，革命频

繁，而社会基本结构特别是农村社会结构可以说没有什么变动；

直至近十多年，市场经济所促动的各地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中

国社会的基本结构才开始发生质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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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就文学艺术史而言，百年来的民族苦难、社会危机和时

代悲剧，哺育出许多作家、诗人和艺术家，产生了不少优秀作

品。所谓“ 国家不幸诗人幸，话到沧桑句更工。”且不说“ 五四”

以来新文艺的辉煌成就，单就“ 文革”十年而言，空前的浩劫，

却空前地孕育出了一大批写伤痕、说真话、张个性、立人极的优

秀文艺作品。仅就不受重视的旧体诗词创作而言，就一时出了

《 中华诗词》、《 岷峨诗稿》等数十种诗词专刊，涌现出了《 片石

集》《、 纸壁斋诗》《、 天问楼诗》《、 六步廊韵语》《、 钵水斋诗词》、

《 龙胆汁集》（、银翘集》《、 散宜生诗》等等，构成了中国诗歌史

上闪光的一页。

如果把视角转到哲学思想史或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史，则可

说是别具一番景象。从上个世纪中叶开始，西方各种思潮纷至沓

来，中西古今汇合激荡，蔚为奇观。１９４９年以前，虽然各种学

术思想的派别分疏、发展轨迹，历来各有说法，殊难统一，但大

致可以说学派林立，各领风骚。马克思主义也在中国胜利传播，

并在与各思潮学派论争、与优秀传统涵融中逐步脱颖而出，成为

中国新思潮的主流。同时，晚清以来，在中国果能生根的学术思

想的发展，几乎都与明末清初早期启蒙学术传统血脉相连。从鸦

片战争到“ 五四”新文化运动，无论是洋务派、维新派、革命

派、还是“ 五四”学者，都从不同的层面对明清早期启蒙学术表

示过文化认同，或直接将早期启蒙学者视为自己的思想先驱。宋

元以来，相继衰落的中国佛教各宗，也在中西文化汇合激荡中得

以复兴，并以新的理论形态和研究成果参与了近代中国的思想解

放运动。道教文化传统也在近代化的学术潮流中得到新的研究和

评价，刘鉴泉、蒙文通、陈国符、王明、陈垣、陈寅恪等从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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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不同层面都有所开发和弘扬。陈寅恪盛赞中国道教的发

展，善于吸收外来思想而又不忘其民族本位，并由此申论：“ 窃

疑中国自今日以后，⋯⋯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

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此

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

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这一切，

都表明近代中国的学术文化并非单向地输入西方思潮，也不是被

动地回应西学的挑战。西方某些学者曾把中国近代文化史仅看作

是中西文化的冲突史，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进步只能是西方文化冲

击之下的反应，即中国只能被欧风美雨所同化。这种“ 冲击——

反应”模式，显然是一种简单化的浮浅论断。

事实上，人类文化从来就是多元发生，多维进化，而又在一

定条件下普遍趋同的，不可能有单一的进化模式。特别是各民族

各地区文化间的相互传播、交流和涵化，也必然会出现多样化的

发展道路。１９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社会与思想文化，不仅表现

为中西的冲突与融合，也表现为古今的矛盾与贯通。近百年中国

社会的转型与文化的变迁，从总体上说，正是处于中西古今错综

的矛盾汇合之中，处于新旧文化复杂的推陈出新的代谢过程之

中，而并非只是中国文化被西方化的单向过程。所谓中西文化的

冲突，只不过是中西古今文化矛盾汇合、新陈代谢中的一个中介

环节而已。

《 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３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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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如果深一步考察近百年中国文化发展的历程，似乎从总体上

可以看到中国主流文化在中西文化的矛盾汇合中往往经历了“ 认

—同” —“ 辨异”——“ 求其会通”这样三段式的曲折道路和认

识循环。

“ 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 甲午战败所

导致的上一个世纪之交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觉醒和学风转变，可

以看作是近百年中国学术文化变迁史的真正开端。

２０世纪的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深处，都激动着甲午战

后的民族忧患情结。“ 收拾琴书辞旧岁，安排险阻著孤身”，“ 西

风一掬哀时泪，流向秋江作怒涛”，这些悲愤的诗句，无法挽救

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失败；“ 愿将热血浇黄土，化作啼鹃唤国

魂”，“ 半壁河山沉血海，几多知己化虫沙”，无数的烈士血所铸

成的民族危机感，又成为一系列狂飙式救亡革命运动的历史驱动

力。

上一个世纪之交的晚清时期，在西方列强破关入侵和清王朝

摇摇欲坠的情势下，为了救亡图存，许多先进分子自觉向西方学

习新政、新艺和新学。但是，他们与那些不同程度地抵制西学的

守旧派都一致地从“ 西学中源”的认知模式出发，去“ 援外以入

中”，浮浅地认同西学。一些博雅之士还进行了大量的考证，不

仅“ 考证”出了声、光、电、化等西洋格致诸学，在《 周易》、

梁启超：《 戊戌政变记》，中华书局１９５４年版，第１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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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子》《、 淮南子》《、 素问》和《 考工记》等古书中全有“其 中

源”，而且，在《 周礼》《、 洪范》《、 礼运大同》以及孔孟的微言

大义之中也“ 发现”了许多与西方近代相一致的政教体制和民约

思想。这种附会和类比，对于当时许多不了解西方文化、把西方

文化当作异物的人们来说，无疑是有所启迪；同时它也透露出在

西方文化冲击下人们意识中的某种民族情感与时代理性的奇特矛

盾，隐示着异质的西方近代文化一传入就产生了如何使之与中国

传统互相融合的历史课题。

“ 五四”时期，中国近代文化发展进入到第二个重要阶段。

如果说“ 戊戌——辛亥”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尚局限于政制的改

革，那么，随着民初帝制复辟的一幕幕历史丑剧的展现，人们逐

渐在辛亥革命失败的迷惘和痛苦中重新觉醒，发现自由、民主、

科学等西方近代文化精神与中国传统的基本观念存在着巨大的差

异，于是掀起了触及思想、价值等文化深层结构的中西文化的比

较和论争。在论争中，并产生了西化派和国粹派这样各执一端的

两极分化。陈独秀曾明确指出：“ 欧洲输入之文化，与吾华固有

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数百年来，吾国扰攘不安之象，

其由此两种文化相触接相冲突者，盖十居八九。” 因此，他强

调“ 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李大钊亦继之阐发《 东西文明

根本之异点》。

与此相对照，梁启超此时一改以前的中西文化观，但他也不

同意陈独秀等人的西方思想，在他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布

了西方近代物质文明的破产，而这正需要中华精神文明去补救。

《 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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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等人更明确地主张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优越于西

方近代的物质文化，认为现实的需要就是努力发扬儒家文化传

统。不难看出，西化派和国粹派双方意见对立，但有一共同点，

即都以中西文化的笼统的辨异为前提。中西文化问题上这一两极

分化，就问题研讨的逐次深化而言，是一次有意义的思想裂变和

认识跃进。

本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也就是所谓的“ 后五四时期”。人们

对中西学术文化的研究水平大有提高，普遍倾向于察异观同、求

其会通。这一时期，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分殊发展的大好形势。

各种思潮大量引进，各派学术分道扬镳，成就辉煌。人们都不同

程度地力求会通中西，产生了各种以“ 新”为特点而多少能反映

时代精神的理论体系，如金岳霖的“ 新道论”体系，冯友兰的

“ 新理学”体系，贺麟的“ 新心学”体系，熊十力的“ 新唯识论”

体系，朱光潜的新美学体系，以及顾颉刚、陈寅恪、何炳松、郭

沫若等各自建立的新史学体系。特别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

产党人以其对中西古今文化论争的批判总结而创立了新民主主义

的理论体系及其哲学基础。这些体系，各抒己见，互相争鸣。中

国的马克思 新民主主义理论，以其政治上理论上的明显主义——

优势，在平等竞争中独领风骚，既吸纳了广阔的精神资源，更赢

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对于这一历史状况，我曾用四句话来形

容：“ 风雨鸡鸣，破壁腾飞，吞吐百家，迎来解放。”

应该说，２０世纪的前５０年，中国社会虽然风雷激荡，历尽

坎坷，但最终迎来了民族的独立解放。与此相适应，５０年来的

中国文化，也经历了曲折的探索，逐步贴近时代的脉博，不断地

更新历史的观念，初步实现了明末以来多少仁人志士所努力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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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扬榷古今、会通中西而别启新途的伟大理想。

三

新中国成立以后至今，近半个世纪的文化发展，总的特点是

由分殊趋向统合。马克思主义确立了它在中国思想文化中的主导

地位。

为此，在“ 文革”以前，虽已相继开展了全国范围的批判胡

适、胡风、俞平伯、马寅初等人的思想运动，但是，在毛泽东新

民主主义文化战略和“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影响下，这

一时期在某些学术文化领域仍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如陈垣、陈寅

恪、熊十力、马一浮、蒙文通等一批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大师尚

能继续其未竞之业，在晚年仍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史学、哲学、

美学、经济学、文艺学等许多领域，都相继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学

术讨论和争鸣，在正常的争论中许多学术问题的研究都得到了进

一步的展开和深化。在文学艺术领域和科学技术领域，也都取得

了一些重要成绩，反映出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

的时代特征。

即使在“ 文革”十年中，由于某些特殊的机缘，极少数学术

领域的研究工作，仍在极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一些重要成绩。如

像郭沫若主持编纂了《 甲骨文合集》，谭其骧主持绘制了（ 中国

历史地图集》，唐长孺主持整理了《 吐鲁番文书》，顾颉刚主持校

点了“ 二十四史”⋯⋯科学技术领域也成功地研制了氢弹和人造

地球卫星，成功地人工合成了牛胰岛素，成功地完成了第一次远

洋科学考查⋯⋯等。但是，这十年中，广大学术文化领域却是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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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墨面、万马齐喑，万花纷谢。⋯⋯多数知识分子被剥夺了研究

和创作的自由权。十年浩劫，人妖颠倒。由于“ 左”祸作祟，

“ 左”道乱真，在许多学术理论问题上陷入是非颠倒、真伪颠倒、

功过颠倒的混乱局面，黄钟毁弃、瓦缶雷鸣，其所造成的文化灾

难和思想混乱，可说是史无前例。

改革开放以来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学术文化发展的第三个阶

段。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国范围的蓬勃展开，结束了哲学贫

困的局面，人们逐渐从十年浩劫的“ 噩梦”中醒过来，砸碎枷

锁，打破禁区，开辟草莱；从科学技术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

文艺创作，都出现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８０年代以来，继“ 文化热”之后，学术界出现的一些新气

象，令人瞩目。例如，各种高品位的学术书刊的大量涌现，许多

中青年作者的好学深思，许多重大学术问题的提出、探讨和争

论，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商潮冲击之下，人文并不淡泊，学

苑并不荒凉。相反，深造有得、卓立不苟的严肃学风正在形成一

个新的学术繁荣局面。这是令人欣喜的。

又如，近十年来，对“ 五四”以来各派学术的重新评价，摆

脱了简单化的两军对战的评价模式。对科学与玄学的论战，问题

与主义的论战、东西文化问题的论战以及对近代史上激进与保守

两种思潮的评判等，正作出更全面的清理和更深入的论析。有人

提“出 重估学衡”，出版了《 杜亚泉文集》，认为不能抹煞《 国粹

学报》《、 学衡》及《 东方杂志》等的特定文化贡献。另外，学术

界对多年来所产生的一些人为的冤假错案，也开始进行了认真的

清理和深入的平反。如对辜鸿铭、梁启超、杨度、近代佛学运动

以及吴宓、陈寅恪、邓拓、胡风、胡适等的平反和公正评价。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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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 顾准文集》的出版，振聋发聩，促使思想文化领域中的一

些复杂的深层次的理论是非问题得以进一步思考；使许多因素形

成的历史偏见和长期误断，得以拨乱反正。

又如，８０年代兴起的“ 文化热”论争，到近年北京等地出

现的“ 国学热”论争，实质上涉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

题，涉及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以及新文化建设的战略问题。争论

各方果能以理为据、以理服人、心平气和地正常争论下去，对于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诸层面的研讨定会逐步引向深入。

这一切，既标志着改革开放以来新的学术繁荣局面正在形成，又

预示着未来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的基本走势。

四

为了展望２１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我们既要充分地估

计２０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的巨大成就，也要清醒地总结和反思百

年来、尤其是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教训，只有牢记历

史的教训，才能避免重蹈覆辙，更好地走向未来、走向世界。

１９４９年前，影响学术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半封建半殖

民地的社会结构和封建腐朽势力的强权统治。西方列强的入侵、

战乱频繁和南北军阀的割据，内忧外患，广大知识分子颠沛流

离。晚清、北洋和蒋介石政府的文化专制主义，使新思潮、新文

化常常受到遏制。大批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得不到发挥。

新中国成立以后，结束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人民获得

了新生，广大知识分子终于迎来了民族独立自强和文化复兴的新

前景。许多人历尽险阻，纷纷从国外回来，为的就是发挥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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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才智，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繁荣与经济腾飞。

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确立了它在思想文化中的主导地

位，实现了新的文化整合，曾有利于学术文化的发展，在一些研

究领域确有某些新的进展和开拓。但是，由于指导思想日趋僵

化，一系列破字当头的学术批判，往往学术与政治的界限混淆不

清，导致了不少学术冤案。尽管毛泽东曾针对斯大林一日丹诺夫

文化模式的教训，提出了“ 双百”方针，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没

有得到贯彻落实，对此，１９５７年赵朴初曾有诗感叹：“ 方欣甘雨

润，剧痛百花残。”１９５６年大力提倡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 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

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展自己的意见、坚待自

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时隔仅一年，反击“ 右派”

的风暴便席卷神州大地。新中国成立后初步繁荣的学术文化竟遭

受如此沉重的打击。

此后，政治运动不断。特别是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以后，清算

封资修、打倒名洋古的文化批判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正如周恩来

１９６１年曾经指出的：“ 几年来有一种做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

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 有了一个主观

的框子，就据以去抓辫子，一切从他的主观主义、片面性、形而

上学出发，也不经过调查，他主观上以为‘右倾’，就断定是

‘右倾’。”但无法遏止所谓“ 狠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的

极“ 左”思潮的发展，从《 早春二月》、《 林家铺子》到《 李慧

娘》《、 刘志丹》《、 怒潮》《、 红日》等优秀文艺作品通通被定为

“ 毒草”，遭致批判。１９６４年在所谓“ 反对修正主义”的名义下，

把这种批判迅速扩大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各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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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领域，直到“ 文化大革命”的“ 横扫一切”⋯⋯

１９８６年纪念“ 双百”方针提出３０周年时，我曾有小诗一首

志感：“ 北国冰封诩一家，堂堂‘二百’出中华。可堪卅载风兼

雨，忙煞园丁扫落花。”这些虽然已成为过去，但是，要开拓未

来，就必须牢记历史的教训。

回顾建国３０余年学术文化所走过的坎坷历程，留给我们的

最主要的教训就是把学术文化简单地、直接地、草率地政治化，

用政治标准代替其他一切标准，抹煞学术文化的固有特点和功

能，因而，往往用一元化的简单方法来处理学术文化领域的所有

问题。现在看来，这主要还是照搬前苏联斯大林一日丹诺夫文化

模式后长期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影响。当年日丹诺夫任苏共中央书

记处书记，主持意识形态工作，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党性和批判

性为名，对国内外的各种科学理论与文化思潮，都进行了独断的

批判。系统论出来了批系统论，共振论出来了批共振论，爱因斯

坦相对论出来了批相对论。前苏联科学院曾经用通过决议的办法

来把一些学说、学派取消掉，闹了不少笑话。针对前苏联的教

训，毛泽东提出了“ 双百”方针。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思想，是社

会主义学术文化向开放、多元化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可惜的是

由于种种干扰，并没能真正贯彻执行。

不过，我们还应当看到，把学术文化简单地政治化，在中国

历史上有传统，可谓源远流长。儒家道统认为“ 诵诗”就是为了

“ 从政”，为了“ 事父事君”。汉代董仲舒的“ 天人三策”，就是提

倡独尊儒术，以维护政治统一。儒家的这种“ 经世致用”思想，

确曾起过历史的进步作用。然而，到现代，因前苏联文化模式而

被强化到极端，必然造成许多难以估量的严重后果。各种人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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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和社会科学全都服务于和服从于政治而变成政治的工具、政治

的附庸和政治的奴婢，用政治意识形态来排斥、取消了其他意识

形态（ 多门学术文化）各自固有的价值与功能。这样的学术文化

研究，往往为了迁就、迎合某种政治需要，而不顾事实、违反规

范，歪曲历史。

那种不顾事实而迁就迎合政治需要的学术文化研究，是从根

本上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原则和意识形态理论的。用政治决定

一切来代替诸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用真理的单向运动代替真理

的螺旋发展，显然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真理的发展，从

来就是多元、多维、多根系、多向度的。在差异、矛盾、对立和

竞争中互动互补，互相采摘吸纳、渗透融合，这是真理发展的必

由之路。古今中外莫不如此。这种情形可称为学术文化发展的多

维、两分格局。有各式各样的矛盾两分。如不同时代的两分，不

同学派的两分，哲学基本问题上唯理论与经验论的两分、唯物论

与唯心论的两分，等等。尽管其中有正确与错误的两分，但大多

数并非截然对立。即使是有是非之分，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观点

看，也不能把它们形而上学地绝对对立起来。例如，齐鲁两派的

学风，道家与儒家的学说，不能说哪个错、哪个对，应该说都有

其正确的与不足的方面。又如庙堂文化与山林文化，高雅文化与

民间文化，这样的两分，往往是互补的，互相转化的。从这里可

以看到文化多元的优越，而把学术文化单一政治化，则只能产生

相反的负面效果。

面向未来，中国学术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任重而道远。只要我

们充分汲取历史的教训，未来是充满希望的。

一方面，消极地说，中国学术文化必然从根本上走出单一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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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化的旧格局，而更好的恢复和实现其固有的价值和功能；同

时，又必然由统合走向分殊，摆脱过去“ 统比分好”，“ 贵一贱

多”的偏见，而走向多元化的发展方向。殊途百虑，并行不悖。

美国学者亨廷顿所谓的未来世纪“ 文明冲突论”是极为浮浅的。

我们说：“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实生物，同则不

继，以他平他之谓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

矣。”因为有冲突，才可能进行调和。所谓“ 一阴一阳谓之道”，

正是在矛盾中观其会通，从杂多中求其统一。王夫之以“ 杂以成

纯，、“ 异以贞同”来表达矛盾两分的会通，主张“ 乐观其杂”，

“ 乐观其反“”，善其交而不畏其争”。须知五音不同，恰好构成美

妙的乐章；五味不同，正好组成丰盛的宴席。因此，我们把矛

盾、杂多看作是统一、和谐的前提，这样一种文化包容意识更符

合人类“ 和平与发展”的大势。

另一方面，积极地说，中国学术文化的未来发展应当更好的

实现“ 两化”，即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西方先进文化的中国

化。“ 两化”是一个互相区别而又互相联系着的同一文化过程，

具体处理时不能顾此失彼，即使有时可能有所偏重，但必须善于

兼顾。要使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必须吸收西方的先进文化，其

中当然包括西方文化发展的重大成果马克思主义在内。这里所谓

的西方先进文化，也不会限于欧美地区，实际上包括所有外国优

秀文明成果。但是，再好的外来文化，如果不与我们的民族特点

和现实需要相结合，不经过民族文化的涵化与现时代的选择，都

不可能真正发生作用。只有充分重视中国民族传统文化，才能实

现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因此，我们要把“ 全球意识”与“ 寻根意

识”结合起来，通过“ 两化”，实现中国文化的新陈代谢、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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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作出新的综合和理论创造，从而有充分准备地去参与世界

性的“ 百家争鸣”，也才有资格去与世界学术文化多方面接轨、

多渠道对话，从而对人类文化的新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九九六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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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统 反 刍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70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71

人文易与民族魂

八十年代中国出现的《 周易》研究热潮中，象数易的复苏，

科学易的崛起，考古易的开拓，均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新进展和新

成果；同时，作为周易热的一股支流，反映社会机遇心理的滋

长 占卜易也一度流行。相形之下，人文易的研究反而显得薄弱

了。而人文易，凝结在易学传统中的人文意识和价值理想，似乎

应当成为易学和易学史研究的主干和灵魂。

一、《 易》之为书与易学分派

（ 易》，既被儒门列为“ 六经之首”，又被道家尊为“ 三玄之

一”，以其历史形成的理论优势和特殊地位，被赞为“ 大道之

源”，“ 圣人之蕴”，成为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和哲学智慧的主

要的“ 活水源头”。

关于《 易》之为书，从《 易传）作者起，历代相沿，已有各

种说法。如《 易传）中确有一种说法：“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

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

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又说：“ 探赜索隐，钩深致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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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 龟。是故，天生神物，亹亹者，莫大乎 圣人则之，

⋯⋯” 这些话，可以被理解为《 易》乃巫觋所用的占卜之书，

不过是古代宗教巫术文化的残留；作为占卜用的“ 龟 ”，是

“ 天生神物”，比圣人还具有更大的权威。

但（ 易传）中更别有其他富于理性的说法，如认为：“《 易》

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下之道（“ 天下”今本作“ 天地”，据陆德

明（ 经典释文）与李鼎祚《 周易集解》校改）。仰以观于天文，

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

“《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

焉。”“ 昔者圣人之作《 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

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还说：

“《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

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 这是说《， 易》

是圣人仰观俯察的结果，其所反映的是天地人三才之道，即自然

运行和人类活动的普遍法则，而这些法则，作为阴阳（ 刚柔、仁

义）的交错变化，并非死板固定的而是“ 变动不居”的。这里的

“ 幽明之故“”、死生之说“”、性命之理”等，并无神秘意味，不

过是对客观事物矛盾运动的朴素的概括和说明。一方面，强调了

这些天地人物的矛盾运动法则是客观的、普遍的，“ 范围天地之

① 《 易传·系辞上传》。

《 易传·系辞上传》。

（ 易传·系辞下传》。

④ 《 易传·说卦传》。

《 易传·系辞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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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 ，乃至具有不可违抗的神圣性。

另一方面，更强调了（ 易》所揭示的“ 圣人之道”，乃是对这些

天地人物矛盾运动法则的模拟、掌握和运用，是一种“ 极深研

几”的哲学智慧。所以说：“ 夫《 易》，圣人所以极深而研几也。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 化而裁

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苟非其

这就充分人，道不虚行”“。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肯定了

人道的意义，肯定了人的自觉能动作用。人文化成天下的思想，

成为“ 易道”的中心与归宿。《 易传》作者如此诠释“ 易道”，实

际上是对《 易》的原始象数系统以及流为占卜书之后的卦象、筮

数等，进行了哲学理性的加工，对“ 天地自然之易”（ 朱熹语）

贯注以人文价值理想。遂使由《 经》到《 传》的“ 易学”，固有

地就兼涵了“ 明于天之道”的科学理性，“ 察于民之故”的价值

理想，“ 是兴神物以前民用”的占卜信仰这三方面的内容，在不

同的条件下发挥着“ 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

。因此，合下之疑”的社会作用 《 经》（ 传）为一体的“ 易

学”，摆脱了原始巫术形态，容纳和体现了古先民的科学智慧、

人文理想与神道意识，三者既相区别，又相联系，且互为消长，

在不同历史时期与不同学术思潮相激荡而发挥其不同的文化功

能。《 四库总目提要）所说：“ 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

《 易传·系辞上传》。

《 易传·系辞上传》。

《 易传·系辞下传》。

《 贲卦·彖辞》。

《 易传·系辞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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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

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之以入易，故易说至繁。”实指历史上“ 易

学”与各门学术的双向交流和互相渗透，使“ 易学”容纳了各种

学术成果，有着繁杂的内容。所以，对于（ 易）之为书，殊难一

语中的，所谓“ 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

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允许见仁见智，各引一端。一部易学

史，正是在今、古、汉、宋，各家各派的聚讼纷纭的多维格局中

得到发展的。

关于易学分派，初无定说，各自立论大都有其历史依据。先

秦的“ 三易”、“ 九筮”之说，已不传。从西汉起，有传（ 易）的

专门之学，初诸家皆祖田何；其后，施讎、孟喜、梁丘贺及京房

诸家今文易，得立学官，孟喜、京房吸取当时天文、历法等科学

成果所阐发的“ 卦气”说，影响深远。民间还有费直传古文易，

专以《 易传》解经，既长筮占，又颇重义理。同时，司马谈、

《 淮南子》作者、严君平、扬雄等，又多援道家言以解《 易》，尤

重义理；而扬雄撰《 太玄》，又颇受孟、京一派易学的影响。到

东汉，谶纬思潮中神学与科学并存，促使郑玄、荀爽、虞翻、魏

伯阳等均重视并发挥了《 易》象数学的成果；唯有王肃解《 易》，

又独重义理，排斥象数，成为王弼易学的先驱。足见，汉代易

学，并非全主象数；且《 易》象数学中，也派别各异，精糟可

分。如京房易学中有些内容，以其与当时天文、历候等科学成果

相联系而形成的象数思维模式，有其合理成份，对当时和以后的

哲学和科学思想的发展都产生过积极影响。故将历史上的易学流

《 易传·系辞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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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粗分为象数与义理两大派，自无不可，但尚需进一步规定。

李鼎作在（ 周易集解·序）中曾认为：“ 自卜商入室，亲授微言，

传注百家，绵历千古，虽竞有穿凿，犹未测渊深。”他举出郑玄、

王弼为代表，指斥“ 唯王、郑相沿，颇行于代，郑则多参天象，

王乃全释人事，且（ 易）之为道，岂偏滞于天、人者哉？”李鼎

祚似乎把唐以前的易学又区分为“ 天象易”与“ 人事易”，虽不

准，亦有据，且试图超越两派的“ 偏滞”。

宋代易学有新发展，范仲淹、胡瑗、程颐、张载等吞吐佛

老，回归《 易》《 庸》，使之哲理化，把天道与人事统一起来，推

进了（ 易）义理学的发展。而陈传、刘牧等则提倡《 河图》《 洛

书》之学，提出“ 先天易”与“ 后天易”的划分；周敦颐、邵雍

进而发挥传统的（ 易）象数学中的哲理与数理；朱熹、蔡元定等

继之对陈传的先天易图认真研究，并溯源于《 周易参同契》，使

《 易》象数学中的一些智慧成果得以流传下来并得到一定的理性

疏解。这样历史地形成一个条件，易学中象数学和义理学有可能

达到一种新的综合，在此基础上孕育着新的易学分派。如王夫之

在十七世纪中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总结、继承了宋代易学的诸

方面成就，既深刻批判了传统的《 易》象数学中某些神秘主义和

形式主义；又同时重视《 易图》的研究，强调象数学与义理学在

新易学体系中的统一；在“ 易为君子谋”的前提下不废占易，认

为“ 学易”与“ 占易”可以并存 。王夫之在“ 学易”方面的重

大贡献，在于全面而系统地发挥了《 易》义理学中的“ 人文化

成”思想，利用传统易学的范畴和理论框架，展开了他的具有早

王夫之《： 周易内传发例》。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76

期启蒙性质的人文哲学体系。王夫之的“ 尊生“”、主动“”、贞生

死以尽人道”的易学思想，可说是走出中世纪的近代“ 人文易”

的雏型。与之同时代的方以智父子，从“ 质测即 通几”的观点

出发，把律历、象数、医药、占候⋯⋯等都看作是“ 圣人通神

①明，类万物，藏之于《 易》”的“ 物理“”、数理”” 其“ 核物究

理”、“ 深求其故”的易学思想，也可说是走出中世纪的近代“ 科

学易”的先声。

二“、科学易”与“ 人文易”

“ 科学易”与“ 人文易”，可说是相对待而形成的名称；用

“ 科学易”与“ 人文易”来划分易学流派，似乎有其现实的客观

依据“。科学易”与“ 人文易”，虽也有其历史渊源，但就其思想

内容和研究方法的特征而言，都属于近现代的易学流派，对于传

统的易学诸流派都有所扬弃和超越。

“ 科学易”，被有的同志界说为“ 现代易的别名”或“ 现代易

学新流派”，但也可以更具体地表述为对于《 易》象、数、图中

的数理、物理等给以现代科学的透视和诠释，从而使一些曾被神

秘化了的图式、数列及原理，得到一定的科学化的说明；这样被

现代科学眼光照亮和说明了的易学中的象数模式和推理方法，还

可以反过来应用于现代科学研究的某些领域，并得到一定的验

证。在中国，古老的易学及其象数思维模式与西方传入的新兴质

测之学相结合，在十七世纪就开始了。当时涌现的具有典型意义

①方以智：《 通雅·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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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桐城方氏易学学派，可以说是“ 科学易”的早期形态。方以智

自觉地意识到，他以易学为根基的自然哲学体系的建立，是“ 因

邵、蔡为嚆矢，征《 河》《 洛》之通符”，“ 借泰西为剡子，申禹、

，即是说，一方面继承邵雍、蔡元定等所提周之矩积” 倡的象

数图书之学的易学原理，另方面引进西方新兴质测之学，并借以

发扬祖国科学思想的优秀传统。这正是“ 科学易”的基本思想特

征。十八世纪，戴震、焦循等沿着这一思路，继续推进“ 科学

易”的发展。此后，中国文化的近代化的正常历程被打断，我们

民族在深重的苦难中步入近代，人们迫于救亡图存的政治形势，

忙于日新月异的西学引进，来不及去清理易学遗产，“ 科学易”

的研究濒于中断；而在西方，从莱布尼兹到爱因斯坦、玻尔、李

约瑟等，把中国易学中某些象数结构纳入现代科学的语境和视

野，对“ 科学易”不断地有所探测。二十世纪中西文化的汇聚、

交融中，一些学有专精的自然科学家，转向传统易学与科学思想

遗产的研究而时有新的创获：八十年代伴随改革开放而兴起的文

化研究热潮中，由于《 易》象、数、图中数理、物理、生理及哲

理的被重视，由于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的被应用，由于东西方学

术思想某些层面的重新被整合，“ 科学易”的研究得到长足的进

展，并有方兴未艾之势，成为当代易学的一项特殊成就。

当然，“ 科学易”的研究有一个理论和方法的导向问题。首

先，在理论原则上，应当承认《 易》之为书的原始形态，虽是人

类智慧创造的一株奇葩，但毕竟是古老中华文化发轫时期的产

物。它本身必然是在科学思维的萌芽中充斥着宗教巫术的迷信，

方以智：《 物理小识·编录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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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经过晚周时期《 易传》作者们的哲学加工，改变着其中科学

思维、人文意识与神物迷信的比重成份，但仍然是原始科学与神

物迷信的某种结合。因而，“ 科学易”作为现代形态的知识体系，

必须将这种固有的科学与迷信的结合加以剥离，必须将传统易学

中某些固有的神秘性（ 各种拜物教意识、神物迷信等等）加以扬

弃。这是十分繁难的任务。因为，历史地把握科学与迷信二者的

区别和联系，了解二者既互相对立、排斥，又互相寄生、转化的

机制，以及二者能够共生或实现转化的思想文化条件和社会经济

根源，并非易事，且在实证科学所凭依的工具理性范围内得不到

解决。其次，在文化心态上，应当看到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苦难

和中西古今文化的激烈冲突，在人们思想上曾造成各种困惑和畸

变心理。诸如，面对西方科技新成就，希望“ 古已有之”的“ 西

学中源”说，幻想“ 移花接木”的“ 中体西用”说，都是曾经流

行过的思想范式，并在中国文化走向近代化的历程中一再把人们

引向歧途。显然，“ 科学易”的研究，应当避免再陷入这样的思

想范式及其种种变形，应当跳出中西文化观中的“ 西方中心”、

“ 华夏优越”、或“ 浮浅认同”、或“ 笼统立异”、或“ 拉杂比附”

等等误区，而在传统易学与现代科学之间发现真正的历史接合

点，从中国“ 科学易”三百年来具体的历史发展中去总结经验教

训，提炼研究方法，开拓未来的前景。

这一未来前景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 科学易”与“ 人文

易”必须相辅而行，成为易学研究中互补的两个主流学派。

与“ 科学易”相并列的“ 人文易”。也属现代易学的新流派，

而又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 易传）作者以其对易道的深刻理解，

明确意识到“ 天道”与“ 人道”、“ 天文”与“ 人文”的联系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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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而强调“ 人道“”、人文”的意义《。 贲卦·彖辞》指出“：〔 刚

柔交错〕（ 据孔颖达《 正义》补四字），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

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刚柔交

错”所展示的“ 天文”，是人们的工具理性所掌握的自然知识，

属“ 科学易”所探究的内容；而人按一定的社会需要和价值理想

去“ 观天文以察时变”，这一实践活动的意义已属于“ 人文易”

的研究范围；至于作为人类文明的标志，“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更是“ 易道”的主旨而构成“ 人文易”的主要内容。足见

“ 人文易”在易学体系中固有其优越的地位。“ 人文易”所注视的

是《 易》象、数、图和义理中内蕴的人文精神。它研究的不是

数而是“ 之德”，不是卦象而是“ 卦之德”，不是爻变而是“ 爻

之义”，是“ 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 的价

值理想。所以，“ 人文易”并非对传统的晋易、宋易中义理内容

的简单继续，而是对传统易学中“ 象数”和“ 义理”的双向扬弃

和新的整合。“ 人文易”的新整合，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历

史过程，反映着永恒跳动的时代脉搏。作为走出中世纪的人文意

识觉醒的反映，中国“ 人文易”的发展，也已有三百多年的历

史。王夫之以他的易学体系，“ 其明有、尊生、主动等大义，是

为近代思想开一路向”， 为近代“ 人文易”奠定了理论根基。

此后，许多论者，继续开拓。或以“ 体用不二”、“ 翕辟成变”、

生生不已、自强不息、“ 不为物化”的“ 人道之尊”等，来阐扬

“ 大易”的“ 义蕴”。或据《 乾》、《 坤》两卦的“ 象辞“”：天行

① 《 易传·系辞上传》。

熊十力《： 谈经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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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来论证中

华传统文化中源于“ 易道”的民族精神。这些先行者的研究与发

掘，推进了“ 人文易”的发展，也启迪着后继者的继续开拓。

三、“ 人文易”内蕴之民族魂

“ 人文易”的内容极为丰富，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去加以考察。

如果就“ 人文易”中的价值理想内蕴于民族文化深层中、长期塑

造而成的精神因素而言，可称作民族文化之魂，至少有以下几个

层面，昭然可述：

（ 一）时代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一个

特有的道德价值概念，标志着一种根源于高度历史自觉的社会责

任感和敢于承担人间忧患的悲悯情怀。这样一种人文价值理想或

精神境界，最早、最鲜明、也最集中地体现在《 周易》之中。

《 易传》作者对于《 易》的产生并未作神秘的夸张，相反地，把

“《 易》之兴也”平实地归结为在特定的艰危处境中人的忧患意识

的产物，“《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 易》者其有忧患乎？”

进一步再具体化，作（ 易》的时代环境，乃是殷、周之际的政治

变革，“《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

①之事邪？” 作（ 易）者（ 周初统治集团、文王、周公等）的忧

患，就在于“ 小邦周”要战胜、取代“ 大国殷”所面对的重重困

难和艰危处境。文王因之而曾被囚于羑里，周公等更面临各种矛

盾而怀着无穷忧虑，谦慎自持，始得以转危为安。《 易传》作者

《 易传·系辞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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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肯定了作《 易》者的忧患之后，又从总体上论断（ 周易》一

书：“ 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

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 易）之道也。” 整个“ 易道”

所凸显的，正是“ 朝乾夕惕“”、居安思危“”、外内使惧“”，困穷

而通”的忧患意识；并强调地指出：天道自然“ 鼓万物而不与圣

人同忧”；而圣人则必须“ 吉凶与民同患”，并“ 明于忧患与

故”。

“ 吉凶与民同患“”，明于忧患与故”，（是 易传）阐发“ 忧患

意识”所提出的极为光辉的命题。所谓时代忧患，远非个人祸

福，而是一种洞察时艰、深体民瘼的群体意识，不仅要求“ 与民

同患”，而且要求深知忧患的本质及其根源，旨在为消除群体忧

患而“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群体忧患。

“ 人文易”中这一深蕴的“ 吉凶与民同患”的忧患意识，在传统

文化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历代献身正义事业的志士仁人，先进

思潮的号角和旗手，往往也是时代忧患意识的承担者。他们“ 先

天下之忧而忧”“，忧道“”、忧时“”、忧国“”、忧民”，总是怀着

“ 殷忧启圣，多难兴邦”、“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信念，不顾

艰难困苦，奋斗不息。

这种忧患意识，具有深沉的历史感，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感，

它区别于印度佛教的悲愿思想，也不同于西方美学的悲剧意识，

而是中华传统文化所特有的人文精神，是我们民族经受各种苦难

而仍然得以发展的内在动力，是“ 人文易”中跳动着的最值得珍

① （ 易传·系辞下传》。

《 易传·系辞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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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的民族魂。

（ 二）社会改革意识　　　　　　客观的自然和社会的变革，不可违

阻；而反映为主观上的改革意识特别是社会改革意识，却需要自

觉树立。《 周易》本是讲“ 变易”的书；六十四卦的卦序序列，

即含有不断改革、永无止境的义蕴；而其中，专立一个《 革》

卦，更是集中地自觉地树立一种社会改革意识。“ 天地革而四时

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 《易传》人。革之时义大矣哉！”

“ 革去 “ 穷则变，变则通”，作者把社会变革—— 故，鼎取新”

视为客观必然规律；但适应客观规律，怎样实行变革或改革，则

必须创造条件，注意过程，掌握时机，做到措施适当，“ 应乎天

而顺乎人”，而关键在于取得民众的信任。

整个《 革》卦的卦爻辞，经过《 易传》作者的理论加工，展

示为一种从汤、武革命等社会改革实践中总结出的严肃而慎重的

社会改革思想，富有深意。首先，认定某项社会改革，必经一个

过程，取得民众对改革的信任（“ 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才能

顺利成功（“ 文明以说，大亨以正”）。其次，强调改革过程的开

始，切忌妄动，“ 不可以有为”。经过一段时间，可以开始发动；

但也需要“ 革言三就”，反复宣传；直到取得民众信任，“ 有孚，

改命吉”。再次，指出到了改革时机成熟，“ 大人虎变，其文炳

也”；再到改革初成，正当“ 君子豹变，小人革面”之时，又不

宜妄动，“ 征凶，居贞吉”，力求稳定一段以巩固改革的成果。

① 《 革卦·彖辞》。

②（ 易传·说卦传）。

③ 《 易传·系辞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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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卦内蕴 “ 革的社会改革意识，既强调“ 革之时义大矣哉！”

而当，其悔乃亡”；又充分注意到在改革过程中“ 有孚”“ 乃孚”

即取得民众对改革的信任的极端重要性。如果郑重总结历史上某

些改革失败的教训，（ 革）卦所展示的改革理想模式不是值得再

咀嚼么？

（ 三）德、业日新意识《 易传·乾坤文言》及《 系辞上下

传》关于人文化成思想的大量论述中，把“ 德”和“ 业”作为对

举的范畴，认定“ 易道”所追求的人文价值的最高理想，就是

“ 盛德”和“ 大业”。“ 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

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 易》。”又说：“《 易》，其至矣夫！夫

《 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 《 易》的伟大社会作用就在于

“ 崇德而广业”。《 易》的思想特点，首先是德、业并举，正如整

个六十四卦体系是“ 乾坤并建”一样，《 系辞上传》开宗明义即

由“ 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推衍开，“ 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

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

。“ 德”和“ 业”，成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 人类“ 可久”、

“ 可大”的追求目标，“ 德”是内在的道德修养，“ 业”是外在的

功业创建，前属内圣，后属外王，两者不可偏废，必须互相结

合。而（ 易传）的人文思想，更偏重于以德创业，以德守业；由

六十四卦卦象引出的《 大象辞》，强调的是“ 君子以果行育德”、

“ 以振民育德“”，以反身修德 表“”，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①（ 易传·系辞上传》。

② 《 易传·系辞上传》。

③（ 蒙卦、盅卦、蹇卦、大畜卦》《： 大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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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这一倾向。

其次，《 易传》从“ 天地之大德曰生”，“ 生生之谓易”的大

原则出发，提出了德业日新思想，“ 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

德 。“ 富有”也有赖于“ 日新”。不断地开拓创新，不断地推

陈出新，是最高的品德。无论事业的创建，人格的修养，皆是如

此。尊生、主动、尚变、日新，是“ 人文易”的哲学核心。张

载、王夫之、谭嗣同、熊十力，对此均有慧命相续的深刻阐明。

（ 四）文化包容意识“《 易》之为书，广大悉备”，就在

兼三才之道，把“ 天道”与“ 人道”、“ 天文”与“ 人文”贯通起

来考察，依据“ 天道”来阐述“ 人道”，参照“ 天文”来观察

“ 人文”，因而形成“ 人文易”中的文化包容意识。其主要思想特

征是：尚杂，兼两和主和。

首先，《 易》把人类文明、文化的原生形态和基本构成，规

定为“ 物相杂，故曰文 ；“ 龙战于野，其血玄黄”所构成的”

“ 天地之杂”，正是“ 文”的发端。尚杂，是人类文化创造的根

本特征。

“，一阴一阳之谓道”其次“，兼三才而两之” ，是“ 易道”

的思维模式。借以考察人文现象，也就承认各种矛盾和对立。

“ 一阖一辟之谓变”。“ 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

① 《 易传·系辞上传》。

《 易传·系辞下传》。

《 坤卦·文言》。

《 易传·说卦传》。

《 易传·系辞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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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兼两，是考察文化现象变动的致思途径。

再次，“ 易道”用以考察人文化成的基本文化心态，是主和。

“ 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

这个“ 和”范畴宁。” ，经过史伯、晏婴、孔子等的琢磨，旨

在反对专同，而是能够容纳杂多和对立的更高层次的范畴，成为

文化包容意识的理论支柱。

以尚杂、兼两、主和的文化观及文化史观，明确认定“ 天下

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是人文发展的客观自然进程，只能

“ 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 ，才有可能察异

观同，求其会通。这是人文化成的必由之路。司马谈衡论六家要

，黄宗羲提倡“ 殊途百虑之学” ，王夫之作出“ 杂以成旨 纯”、

“ 异以 ，都是“ 人文易”中文化包容意识的贞同”的哲学概括

继承和发挥，“ 含弘光大”，至今具有生命力。

以上仅从“ 时代忧患意识“”、社会改革意识“”、德业日新意

识 酌”、“ 文化包容意识”四个侧面揭示了“ 人文易”的内蕴，蠡

管窥，聊举一隅，亦足以证明“ 人文易”确有丰富内容，值得认

真发掘。

一九九一年五月

《 易传·系辞上传》。

《 易卦·彖辞》。

《 易传·系辞下传》。

《 乾卦·文言》。

《 史记·太史公自序》。

黄宗羲《： 明儒学案·序》。

王夫之《： 周易外传》《： 杂卦传》《、 未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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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哲学概观

一、文化与哲学

何谓“ 文化”？定义繁多，可以约化为两字，即“ 人化”。

《 易·贲卦·彖辞》：“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

成天下”，均指“ 自然的人化”。

文化有广狭义，广义文化可分三层次：表层的器物文化；中

层的制度文化；深层的精神文化，乃文化的狭义，专指人类实践

中的精神创造活动长期积淀而成的社会心理、价值体系、思维方

式、人伦观念、审美情趣等。

人类的精神文化创造经过系统化而形成社会意识的诸形态，

如政治、法律、伦理、民俗、文艺、科学、宗教、哲学等；哲学

是诸意识形态的理论结晶，对文化各层次都起着世界观、方法论

的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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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哲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哲学一旦形成就成为文

化的活的灵魂。

文化作为一个系统，表层日变，中层易改，深层则具有一定

的惰性。一个文化系统中的哲学灵魂及其传统，在文化代谢发展

中，既有其历史稳固性，往往起着重大的制约作用。因而，面对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换和建设任务，有必要认真清理中国传统哲

学及其发展的轨迹和趋势。

二、中国传统哲学概观

（ 一）文明途径的特殊性，制约着哲学运动的取向。

“ 早熟的儿童（”以及“ 正常的儿童“”，粗野的儿童”，系马

克思用以区分人类童年文明不同类型的用语），可用以指明中国

的古代，区别于希腊罗马和日尔曼，在铁器未发明、商业未发

展、血缘氏族关系未瓦解的条件下，由父权家长制蜕化为宗族奴

隶制而进入了文明时代，相沿发展为长期的宗法封建制。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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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哲学智慧的特点：

１．宗法沉淀与“ 究天人之际”：天，作为人的外部压迫力量

的象征，无论是指神秘主宰、义理原则或自然规律，都是哲学加

——“ 天志”—工的重要对象。“ 天神”——“ 天命” —“ 天

道”——“ 天行”——“ 天理”等，成为发展着的中心范畴；天

人关系问题，成为历代哲学论争的重点。在先秦，荀况总其成；

在汉唐，刘禹锡总其成；在宋明，王夫之总其成，成为中国传统

哲学的一条主线。

２．维新道路与“ 通古今之变”：“ 人惟求旧，器非求旧维

新”。氏族内部分化，公仆变为主人，保存公社外壳而演化为国

家机器。维新道路使社会矛盾复杂化；历史转型过渡，长期处于

新旧杂陈、方生未死之中。迫使思想家重视社会矛盾运动，着力

研究“ 否泰“”、剥复“”、因革“”、变化“”、和同“”、一两”等范

畴，形成历史辩证法的优秀传统。

３．伦理至上与“ 穷性命之原”：宗法制下的家庭本位，普遍

重视血亲意识和人伦关系，而人伦关系的复杂（ 既有互尽义务的

关系，又有单向隶属的关系，隶属关系又有不同的名分、等差

⋯⋯），要求每个人尽其在己，把伦理规范的实践内化为道德自

觉。在哲学上，展开了人性善恶、道德标准、“ 心性”关系、“ 性

命”关系、“ 性情”关系、“ 理欲”关系以及人格理想、人生境界

等的认真讨论，涉及到人的本质，人性的异化等问题。无论儒、

道、佛各家，都在探讨“ 性命之原”。

以上主要特点，使中国传统哲学在总体上趋于人本化、伦理

化、政治化；轻自然，重人伦。既富于人生哲学的智慧，也富于

政治权谋的机智；既是传统优势，也具严重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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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传统哲学的绵延性及其发展的四个螺旋

包容性与绵延性。反对把传统哲学单一化、凝固化。就其多

维发展、富有日新、从未中断而言，举世无双：

１．从远古到秦统一——奠基时期

古史祛疑，文物可征。五行、阴阳、八卦探源。周秦之际的

社会变革，促使文化大发展，思想大解放，诸子蜂起，百家争

鸣，孕育着后世各种哲学的胚芽。

从宗教、科学、哲学的混合产生与逐步分化，经过春秋时

期“，天人“”、常变“”、和同“”、一两”等范畴的初步展开，《 老

子》一书作了小结。孔、墨、老各派分立，再经过战国百家争

鸣，哲学认识在矛盾中反复加深。稷下道家提出精气论，静因

说，孟、庄分别继承而又扬弃之，惠施“ 合同异”，公孙龙“ 离

坚白”，庄周“ 齐是非”，后期墨家“ 辨知行”，《 易传》“ 兼天

人”，荀况以对诸家“ 解蔽”，从理论上作了总结，成为先秦哲学

螺旋发展的逻辑终点。

拓２．从秦汉到唐宋—— 展时期

两汉经学、魏晋玄学中的哲学矛盾，围绕“ 天人”、“ 体用”、

“ 常变”、“ 言意”之辨深入展开；而大规模引进佛教哲学，大大

加深和拓展了中国哲学思想的深、广度。

汉唐儒、道由互黜而互补，新来佛法，三家鼎立，在冲突中

趋向融合。旨在论证“ 三纲可求于天“”，名教本之自然“”，富贵

贫贱取决于神秘因果”，为伦理政治异化及神权与特权的结合辩

护。与之相对峙，则有王充、杨泉、鲍敬言、范缜等对神权及特

权的批判、直至柳宗元、刘禹锡总其成，达到汉唐哲学螺旋发展

的逻辑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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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从宋至明清之际——成熟时期

宋初儒学复兴，融摄佛、道，归本《 易》《 庸》，由周敦颐启

其端，形成新哲学形态（ 道学），分化发展为“ 气本论”（ 张载、

王廷相等“）、理本论（”程颐、朱熹等“）、心本论（”陆九渊、王

守仁等），各有建树，又互相抵牾。同时王安石创新学、三苏创

蜀学、陈亮、叶适别倡经世之学，郑樵、马端临独辟文化史研究

新风，又都有批评道学的倾向。

宋明哲学，通过“ 理气”“、心物”“、性命”“、理欲”“、知

行，、“ 动静”、“ 一两”⋯⋯诸范畴展开不同学派间的分合与论

争、其逻辑进程大体是由论“ 气”而论“ 理”，由论“ 理”而论

“ 　心”，又由心学的分化而进到自我否定，终在明清之际的启蒙思

潮中，由王夫之的总结性批判，扬弃程、朱、陆、王，复归张

载，而达到宋明哲学螺旋发展的逻辑终点。

４．晚清至今——转变时期

中国的近代及其哲学革命是畸形的。近代中国的哲学矛盾运

动，是在中西、古今、新旧文化冲突和论争中展开的，始终面对

着继承中国古代哲学遗产并使之现代化和引进西方哲学精华并使

之中国化这样互相交错的双重繁难任务，至今远未完成。仅就中

西哲学异同之辨而言，似已经历了晚清时期的浮浅认同，到五四

时期的笼统辨异，再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察异观同，求其会通，而

形成一系列体系化的理论成果，标志着中国近代哲学诸形态的初

步成型。而《 新民主主义论》的文化战略思想，对晚清以来的长

期文化论争从方法论上作了历史性的总结，从而为树立古为今

用、洋为中用的文化主体思想，吞吐百家、综合创造，开辟了光

辉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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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转换

——历史接合点问题的思考

中国的现代化，特别是文化深层的人的精神（ 价值取向、思

维方式、行为方式等）的现代化，决非西方文化的“ 冲击反应”

（ 即“ 被西化”），而必有其根本的内在的历史根芽或活水源头。

只有树立起“ 以我为主”的文化主体意识，才能善于吸纳西方先

进思想及其最新成果，并使之中国化，从而促成中国传统哲学的

现代化。故必须探讨传统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问题。

科学的思维务必排除两极的干扰。

应当肯定，十七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已准备了走出中世纪、迈

向近代化的历史根据，涌现出的中国式的启蒙思潮，在政治、科

技、文艺以及哲学各领域都有了典型代表。这一启蒙思潮虽经十

八世纪的历史洄流，仍以掩埋不了的光芒在十九世纪末到廿世纪

初的变法维新、排满革命、思想启蒙运动中显示了它的活力，事

实上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内在的文化基因和历史动力。但由万历到

五四，中国启蒙运动的坎坷，中国近代哲学的难产，人们迫于救

亡图存的政治形势，忙于日新月异的西学引进，未能自觉地去清

理、总结自己的民族哲学遗产，也未能独立地去探索中国思想启

蒙的特殊道路；长期陷入中西分途、古今对立、体用割裂的思维

模式之中，未能注意发掘传统哲学中真能滋生现代化意识的活水

源头，未能认真把握传统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这是历史留下的

文化心理失衡的教训。

反思历史，提高自觉。资源丰厚，传统多元，应当通观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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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尤应重视作为近代化基因的启蒙思想。至于传统哲学的现代

化转换，首应着力于价值取向，为把传统哲学中伦理价值至上的

取向，改造为人的全面发展，使人的主体性和人生价值在科学认

知、艺术审美、宗教实践，以及经济活动、行政管理与现代各种

职业等各个方面都得以平等实现。其次重视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的改造，把传统哲学中偏重整体综合、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改

造为以实证分析为基础，善于把感性的具体，知性的分析与理性

的综合三者统一起来；把传统哲学中公私、群己、义利观中的贡

献和局限慎加分疏，注意发掘其中的现代性和有助于救治西方现

代社会中人性异化、价值迷失的诸因素。经过跨世纪年代的集体

严肃思考，我们一定能够把融合中西古今以实现传统文化及其哲

学灵魂的现代化的事业推向前进。

“ 漫汗通观儒、释、道，从容涵化印、中、西。

神州慧命应无尽，世纪桥头有所思。”

一九九四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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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上学（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其要旨体现在《 易传》《 中庸》之中。

一

《 易传》《、 中庸》，是儒学发展的衍生阶段初期，与战国诸子

并行而互相采获时所迸发出的智慧之光。作者气度恢宏，目光远

大，“ 溥博如天，渊泉如渊” ，面对着“ 今天下车同轨，书同

的历史大趋势，预期有大人物出来顺天文，行同伦” 应人，革

天地革而四时成故鼎新， ，圣人革人心而天下和平”，“ 革之时

① 《 中庸》第一章。

（ 中庸）第三十一章。

③（ 中庸）第二十八章。

儒门《易》、《庸》之学片论

儒门有《 易》《 庸》之学，乃战国末至秦汉之际的儒生们，

在被坑、被黜的逆境中仍然自强不息，“ 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

乎其 认真吸取道家、阴阳家思想而努力营建的儒家的所不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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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矣哉！”，“ 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 乃至“ 声

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

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 ，对于

历史的未来充满乐观的信心。

秦汉之际儒学发展的衍生阶段，儒门各派分别形成了许多富

有新意的学说，诸如：子游之徒摄取墨“家 尚同”精义而创发“的《 礼

运》大同”之学，孟轲之徒摄取稷下道家“的 气论”思想而发展“的 尽

性知天”之学，汉初辕固生所传齐诗说“的 革命改制”之学，申培公

所传鲁诗说“的 明堂议政”之学，韩婴所传韩诗说“的 人性可革”理

论等等，皆属儒学传统中的精华；而子弓、子思善于摄取道家及阴

阳家的慧解而分别涵化为《 易》《 庸》统贯天人的博通思想，尤为可

贵。至于汉初公孙弘、董仲舒之流曲学阿世而独得尊宠的“ 公羊春

秋大一统”之学，主要阴袭法家，隆君权，严等级，酷政虐民而文饰

以儒术，乃儒门之糟粕耳。

汉代儒林博士大都沉溺于章句，醉心于利禄，不辨精糟。如顾

炎武所讥：“ 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

不仅《 易》《 庸》之学为拘于家法、锢于章句的博士们难于觉识，而且

其他儒学精华，也几乎全被漠视。馯臂子弓所传之《 易》，流行民

间，反被道家所容，成“为 三玄”之一；严君平、扬雄等皆《 易》《 老》并

重，王弼、韩康伯、孔颖达等皆以《 老》注《 易》，时有灼见。而《 中庸）

被纳入《 小戴记》，湮没无闻，反为佛徒所重视，梁武帝萧衍注之于

①（ 易传·革卦彖辞》。

《 易传·乾文言》。

《 中庸》第三十一章。

④ 《 日知录》卷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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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尔后佛徒注之者颇多。经过这一番玄、佛思辨的浸润陶冶，唐、

宋间儒者乃觉识到《 易传》《 中庸》的理论价值。陆贽、柳宗元皆以

儒融佛而盛“倡 中道”“或 大中之道”，又以是否合乎《 易》理来评判

诸子之学。至宋初，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开创一代学风，本人博

通经史，尤精《 易》《 庸》，适应宋初佛、道被儒化的理论需要，自觉提

倡《 易》《 庸》之学，张载等均直接受其影响。张载受学于范仲淹而

研读《 中庸》，后再出入佛老，又精研《 易》理，终于自为经纬，成一家

言《。 宋史·张载传》“称 其学尊礼贵德，乐天安命，以《 易》为宗，以

《 中庸》为体，⋯⋯”言之凿凿。儒门早有《 易》《 庸》之学，到范仲淹、

张载才逐步意识到其重要意义。但他们仍局限于自我虚构的道

统，不承认《 易》《 庸》之学的理论内容多采自《 老》《 庄》，其义解诠释

更融入了佛理；而他们所重视的也是按他们自己的诠释所择取的

部分观点，至于《 易》《 庸》之学中有关人文化成思想、多元文化史观

等，则长期被漠视了。

二

《 易传》与《 中庸》，义理互通《。易传》强调道兼三才，“由 弥纶

天地之道”推及于人事“之 崇德广业”《； 中庸》则强“调 道不远人”，

“由 庸德庸言”之具体实践出发而上达“于 无声无臭”的天道，二者

致思的侧重点稍异。而二者一些立论的基本点采自道家的形而上

学义蕴，则洽然自相会通。诸如：

基于《 老子》提出 “，道、“的 道常无名、朴“”，朴散、则为器”

《 老子》第三十二章、第二十八章。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96

器”作为对峙的范畴，分别以“ 常、无名、朴”“和 朴散（、变、有名）”加

以规定；《 易传》因之，“也 道、器”对举，凝成“了 形而上之谓之道，形

而下之谓之器“”，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 等重要命题《； 中

庸》则切合人事，引而伸之“，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 君子之道费而隐“”，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按形而上与形而下

所区分“的 道器“”、常变“”、费隐“”、显微”及其所推衍出“的 体用”、

“ 本末”等，成为儒家构建形上学的基本范畴。

（ 老子》提出的宇宙生成论“：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

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

和。” 《 易传》摄取这些思想而有所涵化，故称“：易有太极，是生

两仪，⋯⋯“”　太极”一词出于《 庄子·大宗师》《，庄子》“把 道”规定为

“ 在太极之先”；而《 易传》则“把 太极”看作是阴阳浑合未分之始，道

寓其中“，太极”的展开就是道“，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而生

变化“”，天地感而万物化生”《。 中庸》以同样思路，衍为“：君子

。
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 老》《 庄》都主张人效法天地，如《 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

天法道，道法自然”，但更强调“道 生天生地”，长养万物“，长之育

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 夫道，覆载万物者也，洋洋乎大

《 易传·系辞上》。

（ 中庸》第一章，第十二章。

③ 《 老子》第四十章，第四十二章。

④ 《 易传·系辞上》《、咸卦·彖辞》。

（ 中庸》第十二章。

（ 老子》第二十五章。

《 老子》第五十一章。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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哉！”《。 易传》也承认“道 范围天地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但

更注意人的作用“，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所谓“ 天行健，君子以

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乃指君子效法天地所起

的作用《。 中庸》也“以 至诚无息“”，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

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等，来赞

。“扬 文王之德之纯”

此外，有“关 精、气、形、神”之别“，知能“”、言意”之辨“，物极则

反”之理“，中和“”时中”之义等以及一些用语、范畴，不仅《 易》《 庸》

互通，且明显地有所承袭于道家思想。这方面，前人已多有论述。

冯友兰在其《 新原道》中特立《 易、庸》一章，后撰《 中国哲学简史》又

改题此章“为 儒家的形上学”，其立论颇符合史实。

三

《 易》《 庸》之学作为儒家的形上学，其主要的理论贡献是：善于

有选择地吸取了道家思想，新建构了儒家的天道观和人道观。

为了新建儒家的天道观而突出了普遍的“ 道”范畴，摆脱传统

“的 天神“”、天命”等宗教意识观念，超越原始儒家仅赋“予 道”以主

体行为价值的涵义，而对“于 道”范畴给以新的哲学规定，诸如“：形

而上之谓之道“”，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天地之道，

《 庄子·天道》。

《 易传·系辞上》。

③（ 易传》《：乾》《、坤》象辞。

④ 《 中庸》第二十六章。

《 易传·系辞上》。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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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大哉圣人之道，洋洋

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 等，使“ 道”具有了本体、本原或本根

的涵义。由此，展开其“由 太极”“而 阴阳”“— 四象”—“ 八卦”⋯⋯

“而 万物化生”的宇宙生成论，概括“出 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

推而生变化“”，天地之大德日生“”，生生之谓易” 以“及 天道好

还“”，无往不复”等命题，大体形成了儒家天道观的基本构架。

其次，由天道观转入人道观而突出“了 诚”范畴，“把 诚”看作是

人的认知活动和道德实践的基础和终极目标，认为“ 自诚明，谓之

性；自明诚，谓之教”，由诚而明，是人性的实现，而由明到诚，乃

是教化的功能；进而，“以 道不远人”的人本论原则，强调“了 至诚无

息”“的 天地之道”，就存在“于 居易以俟命“”、素其位而行”的社会

伦理实践之中“；峻极于天”“的 圣人之道”，就存在“于 庸德之行，庸

。所谓“ 至言之谨”之中“；至道”，就凝于“ 至德”之中 德”，并非

“ 索隐行怪”，而只是要求在日常的社会伦理实践中坚持“ 中和”、

“ 中庸”的原则，无过不及，从容中道；这样，在实践中“，成己“”成

人“”，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就可以达“到 赞天地之化育”的最高

境界 。重主体，尊德行，合内外，儒家的人道观体系也大体形成。

再次，儒家人道观中具有丰富涵蕴“的 中和“”、中庸“”、时中”

等思想原则，并非仅用于规范个体的道德行为，且作为一种普遍的

价值尺度，用以观察一切人文现象和文化创造活动。“ 观乎天文，

《 中庸》二十六、二十七章。

《 易传·系辞上》。

《 中庸》第二十一章。

《 中庸》第十三章、十四章、二十七章。

《 中庸》第十一章、二十五章、二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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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 ，把“ 天道”与“ 人道“”、天文”下”

“与 人文”相提并论，贯通起来考察，是《 易》《 庸》之学的一个重要思

路，依“据 天道”来阐“述 人道”，参“照 天文”来观“察 人文”，因而有

“ 龙血玄黄“”，天地之杂“”，物相杂，故曰文“”，通其变遂成天下之

之说。既“文” 云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则必有其人文发展观

以及基于这种发展观所形成的文化心态。如《 易传》所云“：乾道变

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中

庸》也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

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此中，实涵有儒家形上学原本固有的

多元文化史观，精义时出，但被长期湮没，未得彰显。盖儒学被独

尊以后，一般儒者的思想日趋褊狭和专断，好同恶异，“ 愚而好自

用”，尸居正宗，虐杀异端，自己抛弃了原有的开放文化心态和多元

学术史观。

四

《 易》《 庸》之学所涵有的文化学术史观，“以 中和”原理为其理

论基石。就人性而言，“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

和”；推而广之，无所偏倚“的 中”，是“ 天下之大本”，是根本的价值

标准，且兼有“ 时中“”、用中”等义；发而中节的“ 和”，“是 天下之达

①《 易传·贲卦彖辞》。

《 易传》《：坤卦文言》《、系辞》上、下。

《 乾卦·彖辞》。

④（ 中庸》第一章。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00

道”。这一经过琢磨的“ 和”范畴，乃继承史伯、晏婴、孔子所讲

“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与同异“”，以它平它之谓和“”，君子和

而不同”而来，也有取于《 老》《 庄“》 知常、容，容、乃公“”，和之以是

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之旨，故强调“ 和而不流，中立而不

倚“”，宽裕温柔，足以有容“”，溥博如天，渊泉如渊”，具有无比深

广的包容性；有此宽容广博的胸怀，才“能 含弘光大“”，富有”“而 日

新”，具有不息的生命力。

这种基“于 中和”之理的发展观《， 易传》《 中庸》的作者们认为

是仰观俯察“，上律天时，下袭水土”所得的结论。从客观方面说，

“ 辟〔 譬〕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 譬〕如四时之错行，如日

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

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这是说，客观自然界是一个和谐的

整体，而其中正充满着杂多、差异和矛盾；但从总体发展来看“，万

物并育”而并不相害，多层面“的 道”可以并行不悖；既有“ 小德川

流”的各行其是，又“有 大德敦化”的总体整合。天文、人文，皆是如

此。这是多元文化学术史观的客观依据。再从主观方面说，觉识

到上述客观真理，就应当克“服 憧憧往来，朋从尔思”的小圈子狭隘

，眼界，抛弃“ 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的主观自大的愚妄心理

，承“认 天下同归而殊途，一通“过 极深而研几“”，以通天下之志”

① 《 中庸》第一、二、六章。

《 中庸》第十、三十一章。

《 易传》《：坤卦彖辞》《、系辞上》。

④ 《 中庸》第三十章。

《 易传·系辞下》。

（ 中庸》第二十八章。

《 易传·系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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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而百虑” 是人文发展的客观自然进程，只能“ 学以聚之，问以

辨之，宽以居之”。客观上文化学术思潮的多元并存，多维发展，

要求主观上必须克服偏私、狭隘和愚昧，只“有 博学之，审问之，慎

思之，明辨之”，真正懂“得 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思想运动

的历史辩证法，而又能“够 宽以居之”，容纳众流，察异观同，吞吐百

家，才有可能从杂多中求得统一，从矛盾中观其会通。“ 化而裁之

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惟深也，故能

，通天下之志” 这“是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必由之路。

五

《 易》《 庸》之学所涵的上述多元开放的文化学术史观，是周秦

之际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文化局面的理论升华。其所表现的如

此开朗的文化心态，其所揭示的多维并行的文化发展规律，无疑在

我国文化史观中是极为珍贵的思想遗产。这一珍贵的思想遗产，

虽被儒法合流以来力主“ 罢黜百家”的儒门正宗所背弃，但为历代

被斥为“ 异端”的先进学者所认同。司马谈是汉初最渊博的学者，

其所撰《 论六家要旨》是我国最优秀的学术史论之一，开宗明义就

引证《 易传“》 一致百虑，同归殊途”之旨，并据以衡论六家思想的短

长，而特别赞扬道家博采诸家、应物变化的良好学风。王充直斥儒

术独尊以后的儒林博士们“ 守信一学，不好广观，无温故知新之明，

① 《 易传·系辞下》。

② 《 易传·乾卦文言》。

③ （ 中庸》第二十章。

④（ 易传·系辞上》。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02

而有守愚不览之闇”，因而“倡 通明“”博见”、吞“吐 百家之言”“的 通

人之学”。

在唐代，经过南北朝时期佛、道二教的蓬勃兴起，儒学也有新

的发展。唐王朝基本实行文化开放政策，儒、佛、道三教并用、三教

平衡，曾组织多次三教代表公开辩论，使各派学术都得到发展，且

通过斗争、融合“，初若矛盾相向，后类江海同归”，终于汇合成宋明

时期新兴的各派学术思潮。其间，远继《 易》《 庸》之学的文化史观，

又能反映当时的时代精神的先进学者，如柳宗元以儒融佛，而有

“ 诸子合观”之论；圭峰宗密出入孔老，又“倡 会通本末”之说。他们

这种开放的文化心态和博通思想，与同辈学者如韩愈辟佛卫道的

偏心浮气一比较，就显然可以看出其间的高下之别。

直至十七世纪，在时代风涛里涌现出一批敢于冲“决 囚缚”、吞

吐百家的思想家。其中，观点最鲜明、成绩最卓著者如黄宗羲，他

明确论定“： 认为盖道，非一家之私，圣贤之血路，散殊于百家。”

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应当深刻体“会 一本万殊”之理，尊“重 一偏之

见”，承“认 相反之论”，坚决反“对 必欲出于一途，剿其成说以衡量

古今”的专断和狭隘，自觉提“倡 殊途百虑之学”。 王夫之更从哲

学方法论上作出“了 杂以成纯“”、异以贞同”的概括，肯“定 杂因纯

起，即杂以成纯，则相反而固会通”“ 同者所以统异，异者所以贞

同 。因此，强调对待各种矛盾，包，是以君善其交而不畏其争”

括“ 道因时而万殊”的学术思想矛盾，不应当“ 惊于相反 而

① 《 南雷文定·清溪钱先生墓志铭》。

《 明儒学案·自序》《、明儒学案·发凡》。

《 周易外传·杂卦传》。

④ 《 周易外传·未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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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 乐观其反”，“ 听道之运行不滞者以各极其致，而不忧其终

相背而不相通”。这是（ 易》《 庸》之学的多元文化史观的优秀

传统，在明清之际所引发的学术思想变化中的新的整合；也可以

说是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者冲破了儒家道统一尊的囚缚，在学术

文化史观上向《 易》《 庸》之学的复归。

一九九○年一月

《 周易外传·杂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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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学研究的现代意义
——１９９０年８月庐山“《 周易》与中国文化”学

术讨论会开幕词

这次会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中国《 周易》研究会、武汉荆

楚书院、九江市社联、桂林市道家文化研究会、庐山白鹿洞书院

等单位联合发起，经过近半年的筹备，现在顺利开幕了。

关于这次会议的宗旨，我们在会议的“ 预约通知”中曾指

明：“《 周易》这部古代的珍贵文献，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几

千年来，它对我国哲学、史学、文学、民俗、宗教以及天文、历

法、数学、乐律、医学、气功等自然科学的发展都产生过重大影

响。近年来，随着当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国际上出现了东方文化

热。《 周易）的义理及其象数思维模式，成为引人注目的议题。

为了弘扬传统文化，批判民族虚无主义，振奋民族精神，我们决

定今年八月在江西庐山举办‘《 周易》与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

⋯⋯。”许多同志，是看到这个预约通知“ 闻风坐相悦”而来与

会的。我们约请的十几位专家、学者，为了研讨易理，也不避跋

涉之劳，前来讲学。我谨代表筹办单位向与会的同志们，向应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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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讲学的老师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

不言而喻，这次庐山论易之会与１９８４年５月东湖论易之会

１９８７年１２月济南论易之会，有着某种学脉继承关系；又是中国

《 周易》研究会去年正式成立以来组织的首次学术活动。

“ 开物成务”，有必要“ 彰往察来”。回顾一下过去，正是为

了把握现在这个转换的中介，便于迎接未来。

八十年代的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易学

研究的热潮也在全国兴起。不期而然，但决非偶合。其缘由枢

机，可作多层次的分析和不同角度的理解。或以《 易》本为占卜

之书或占卜书之源，而当前社会流行的占卜热等乃反映了商品经

济所激起的贪求和机遇心理的滋长；这种看法似有所据，而失之

狭浅。或以为人们对《 易》学及整个辩证法思想传统的研究热

忱，乃是为了反思十年浩劫中形而上学猖獗、斗争哲学横行的思

维教训；这种看法，表达了不少同志确有的直接感受。或以人们

对《 易》象数学的重新评价和刮目相看，乃是在改革开放新形势

下对西方传来的“ 东方文化热”的一种回应，表现了一种民族自

豪感的激情。还有一种看法，认为《 周易》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

活水源头之一，八十年代中国传统文化热和《 周易》热，乃表现

了一种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时代性的深层人文意识的觉醒，也

就是《 易》文化所内蕴的在忧患中自强不息，在改革中通变腾飞

的民族意识的觉醒。促成这番《 周易》热的因缘客观上是多方面

的。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我愿意倾向于后一种看法。

几年来易学研究的新进展，不仅表现在形式上：学术交流，

十分活跃：１９８４年东湖之会以后，连年举行的大型和中型、通

论和专题的学术讨论会达十余次之多，其中１９８７年在济南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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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国际《 周易》学术讨论会”，展示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起到

了海内外交流重要作用；而许多专题性的学术讨论会，如以“ 医

易会通”为题的会就举行过四次，把研究引向具体和深入。研究

队伍，不断扩大，研究机构，纷纷成立：除全国性的“ 中国《 周

易》研究会”于去年正式成立外，省、市级的研究机构已成立十

余个。其中，１９８５年在四川成都市成立的“《 周易》地质学方面

应用的研究组”。１９８７年在山东淄博市成立的“ 华夏易学工程研

究会”等，尤具特色；山东大学“ 周易研究中心”更于１９８８年

开始出版《 周易研究》专门刊物，已出版五期，流誉海内外，至

于全国各地（ 包括台湾、香港）近几年出版的易学古籍和新撰专

著，各报刊发表论文，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可说是五四以来前

所未有。

从上述大量研究成果的趋向看，更表现出学术上某些值得注

意的新动向、新特点。

首先，一个引人注目的新动向是《 易》象数学（ 包括河、洛

之学）得以复苏。长期被冷落、被荒芜，乃至斥为糟粕的《 易》

象、数、图学，重新得到广泛重视。不仅对汉易诸家象数，而且

邵雍、朱震、蔡元定等所传的对魏伯阳、陈传、 先天图书之学，

以至方以智父子、戴震、焦循的数理哲学，都引起研究者的浓厚

兴趣，分别给予了文献学的考订和科学史的疏理；而且，由于现

代科学视野和方法的引进，使整个《 易》象数学似已获得再生的

活力。尚秉和先生的专著《 周易尚氏学》经名家推荐，在文革前

已排版付型，仍未得出书；而到１９８０年应运而出，宛如一阳来

复，数点梅花，接着一大批关于《 易》象数图的论著，便联翩问

世。特别是一些学有专精的自然科学专家，转而研讨（ 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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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易》象数图中蕴含的数理、物理、哲理或给以科学史的论

证，或给以现代科学理论的诠释，澄清了不少问题。对于《 易》

象数学的历史还原及其中合理成份的科学解释，作出了重要的贡

献。

其次，与《 易》象数学的复苏相联系，八十年代中国易学研

究的新动向，突出地表现为“ 科学易”的兴起。对《 易》象、

数、图中的数理、物理、哲理的研究，有的同志将其纳入现代科

学的语境和视野，引进现代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给以现代科学的

透视和诠释。从而使一些曾被神秘化了的数理或原理，矩阵或图

式，得到一定的科学化的说明，古老文献焕发出青春的光辉；这

样被现代科学眼光照亮和说明了的《 易》象数模式和推理方法，

还可以反过来应用于现代科学研究的某些领域，并使之得到一定

的证验和丰富化。这 “ 科样生长出易学研究中一个新的学派——

学易”，可说是当代易学发展中一项特殊成就。

“ 科学易”一词取自潘雨廷、赵定理二同志分别两篇论文的

同一标题。他们的论文都各有严肃的论证，论证“ 科学易”是时

代的产物，是超越传统象数派和义理派的现代易学新流派。从西

方莱布尼兹到爱因斯坦、玻尔、李约瑟等曾有所探测；从四、五

十年代刘子华、蔡福裔等更有所实证；而八十年代，《 易》象数

图的被珍视，多学科研究交叉方法的被应用，吸引了更多作者

（ 如赵庄愚、邹学熹⋯⋯等等）以自己的研究成果来扩充了“ 科

学易”的阵营；而近年来，我们更读到王赣、牛力达、刘兆玖三

同志合著的《 古易新编》上下卷和江国梁新出版的《 周易原理与

古代科技》等专著。刘惠荪教授在江书卷前所题《 贺新郎》词后

半阕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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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南自启先天窍。

探魔方，左三右七，洛书义窅。

西哲东贤无二理，谁果先窥秘要？

说到头，无非符号。

数、理、化、生、文、史、哲，满园春，到处花枝俏。

阐绝学，看今朝。”

颇能反映当前“ 科学易”蓬勃兴起的盛况。

再次，“ 考古易”的研究，是七十年代以来地下考古新发现

提出的新课题。１９８４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 帛书周易》的公布

和于豪亮、张政烺先生专论的发表，周原甲骨上数字卦的发现和

徐锡台等先生的初步研究。可说是对易学考古新发现的研究的开

端。这些年，研究成果大为增加，主要是研究质量有所提高。例

如，有的研究者从《 帛书周易》的排列及卦名的特点发现其与

《 归藏》有关，而卦序更与《 先天六十四位卦方位图》暗合；又

从阜阳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 太乙九宫占盘》上小圆盘的刻画，

发现其与朱熹《 周易本义》所载《 洛书》完全相符，仅此二证，

似已足以核定《 河图》、《 洛书》及《 先天图》等在汉初乃至更早

实已有之（ 见《 大易探微》刘大钧序）。“ 考古易”的成果，如此

巧妙地了结了易学史上一大公案。

最后，近几年易学研究的新进展，也表现在与“ 科学易”相

对应的“ 人文易”，通过易学哲学史的研究而受到重视，并自觉

到“ 人文易”并非晋易，宋易中义理内容的重复，而应是对义理

派、象数派的双向超越。“ 人文易”也是时代的产物，是现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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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意识对易理的渗透和诠释。“ 人文易”的研究，旨在古今贯通

地展示易学中构成传统文化心理、深层的人文意识、价值理想、

精神追求等。近些年，传统文化的讨论中，不少作者涉及易学中

的人文意识。苏渊雷先生重版的《 易通》，提出“ 生、感、变、

反、成、时、中、通、进、忧患”等十个范畴作为论纲，对“ 人

文易”的探究，有开拓之功。张岱年先生一再强调：“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渗透在中华

传统文化中的基本精神，是我们民族经受各种苦难而得以发展的

伟大的内在动力。

“ 人文易”在表述形式上还出现了“ 诗化易”的创作。近几

年除易学会议中常有不少唱和的诗词外，还出现了以大型组诗表

述易理的专门诗卷，如金文杰的《 大易探微》与杨炼《 自在者

说》，一老一青、一古一新、堪称典型。

以上概述，极不全面，仅系例举。

回顾为了展望，展望这次会议主题和今后研究的趋势。这次

会预定的主题——“ 周易与中国文化”，据我的理解，侧重点并

非历史的探索，而是现实的审度，重在探讨易学的现代意义，易

学（ 无论是科学易、人文易或占卜易）对现代中国的文化建设、

文化更新、文化重构的正面、反面的意义，题目大，可以多向交

流，自由驰聘。但看来，“ 科学易”作为新事物，可能是引人注

目的议题。

首先“ 科学易”一词能否成立？如何界说？值得慎重思考和

深入讨论。其次，如果能够成立，能够界定，又如何使其得到正

常、健康地发展，而不致陷入迷途和歧途。

《 周易》是我们民族智慧的结晶，但毕竟是我们民族文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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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时期的产物。按人类认识史的逻辑进程，按文化人类学的实证

分析，它本身不能不是原始科学与神物迷信（ 宗教巫术）的结合

（ 即使是“ 奇妙的结合”）。列宁曾依黑格尔对毕达哥拉斯哲学的

论析指出：科学思维的萌芽同宗教、神话之类的幻想是联系、结

合在一起的，今天同样还有那种联系，只不过科学和神话之间的

比例不同罢了。 如果有“ 科学易”，它作为现代形态的知识体

系，其建立和发展只可能是尽可能将《 周易》中固有的科学与迷

信的结合加以剥离。所谓剥离，并非外在地剖分为二，而是将其

内在神秘性（ 各种拜物教、神物迷信、神秘幻想等）加以扬弃。

这是一个复杂的艰巨的过程。丹皮尔在其《 科学史》中曾论到：

“ 科学 上发并不是在一片有益于健康的草原——愚昧的草原——

芽生长的，而是在一片有害的丛林——巫术和迷信的丛林—— 中

发芽成长的，这片丛林一再地对知识幼芽加以摧残，不让它成

长。”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历史上科学和巫术是孪生的，不仅互

相摧残，而且互相寄生，一同成长，俱分进化，科学与迷信作为

对立物，在一定条件下又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科学说过了头会

变成迷信，迷信被解释了又会变成科学，真理多跨出半步也会变

成谬论。因而“ 科学易”所必须进行的剥离、扬弃工作，又必须

十分严肃和慎重。科学和迷信二者的区别和联系，二者转化的机

制、条件以及二者转化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等等，这不仅

难于准确掌握，并且在工具理性范围内无从解决，而只能诉诸人

文意识和价值理性。

《 列宁全集》三十八卷，２７５页。

丹皮尔：《 科学史》中译本，第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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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易学研究领域而言，似乎探讨“ 科学易”之余更应着力于

探讨“ 人文易”。我们提出“ 人文易”问题，并强调“ 人文易”

是易学和易学史研究的主杆和灵魂。

《 易传》作者以其对《 易经》的深刻理解，明确意识到“ 天

文”与“ 人文”的联系和区别，而强调“ 人文”的意义。《 贲》

彖云：“ ［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

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前者为工具理性所掌握的

自然知识，后者为价值理性所追求的人文理想。《 易》象数、义

理中都有其内蕴的人文理想。而“ 人文易”并非对传统的“ 义理

易”的简单继续。而是对“ 象数易”和“ 义理易”的双重超越。

与“ 科学易”相并列的“ 人文易”，理应成为我们研究、发掘的

一个重点。

同志们，我们这次会有幸在庐山召开，庐山是人文荟萃之

地。庐山论易，不能不想起易学史中开拓性人物周敦颐。这位濂

溪先生，一生只作过州县小吏，基本上是民间学者。而他之所以

被人们怀念和敬仰，乃在于他１０６１年作虔州通判时道出江州，

即在庐山脚下筑“ 濂溪书堂”，讲易其中。１０６３年在书堂写了千

古名文《 爱莲说》，因改名“ 爱莲书堂”。缅怀先贤，确有可资继

承和发扬的人文理想。

首先是濂溪先生作人的人风——人的精神风貌，当时学者赞

扬他“ 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一篇《 爱莲说》，仅１２０字，

“ 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

清，亭亭净植，⋯⋯。”其所反映的不慕荣利、洁身自好的人格

美、流芳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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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濂溪治学的学风，堂庑甚广而融炼甚精，所著《 太极

图说》２５０字，《 易通》２６０１字以及《 姤说》、《 同人说）等全阐

易理，而其学风特点：敢于吞吐道、佛各家而归宗于《 易》、

《 庸》，“其 无极“”、太极，，等范畴，来自《 老》《、 庄》《、 肇论》、

《 华严法界观》等。“ 太极图”则来自陈抟，自认不讳：“ 始观丹

诀售希夷，盖得阴阳造化机”。从而，以极精炼的论著，开辟了

笼罩六百年的一代新学风，更琢磨出一整套哲学范畴，把我们民

族的理论思维水平和人文价值理想，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这样的人风和学风，可说是易学传统中的精髓。发扬这样的

人风和学风。我们这次庐山论易之会，一定开得“ 明通公博”，

生动活泼，取得“ 富有日新”的学术成果；一定能够把马克思主

义指导下的《 周易》研究往前推进一步。

一九九○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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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蕴管窥

《 周易》，堪称一部奇书。它作为东方文化最古老的一本原

典，却广泛激起现代人的研究兴趣；它基于奇偶错综形成的简单

符号系统，却可容纳巨量的文化信息；它原是一本占卜书，一经

理论加工，竟被儒门列为“ 五经之首”，道家尊为“ 三玄之一”，

成为儒道两家独一无二的共同经典，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及哲

学智慧的主要的活水源头。

《 周易》，合经传于一体，内容繁富，涉面甚广，而又浑沦不

分。不仅如《 易传》所云：“《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

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 易》兼三才之道，而人道居中。天

地自然之道，成为人道的依据，又是人仰观俯察、极深研几的对

象化的认识成果。而且，从另一视角，易道又似可三分：既有

“ 明于天之道”、“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的工具理性所掌握的科

学知识；更有“ 察于民之故”、“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价值

理性所追求的人文理想；还有“ 神以知来”、“ 是兴神物以前民

用”的非理性、超经验的神道意识。易道乃是科学智慧、人文价

值理想与神物崇拜意识三者的奇妙结合，三者既相区别，又相联

系，且互为消长，在不同历史时期，与不同社会思潮相涵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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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着不同的文化社会功能。所谓“ 易道广大，无所不包”（《 四

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谓“ 易如一个镜相似，看甚么物来都能照

得”（ 朱熹语），实指易道的包容性，被多种理解和诠释的可能

性，并表明历史上易学实与各门学术进行着双向交流与相互采

获，使发展着的易学，得以涵容各种学术成果。易之为书的庞杂

内容和立论宗旨，又可以任人择取，“ 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

之谓之智”，允许见仁见智，各引一端，甚至“ 百姓日用而不知”

的许多潜存的义理，也可以因人而异，不断地被发掘和阐释出

来。

一部易学史，今、古、汉、宋、象数、义理，各家各派，聚

讼纷纭。通过历史的考察，可以发现古代易学的多维发展的格

局，更可以看出十七世纪以来近代易学的分化发展的大趋势，即

“ 科学易”与“ 人文易”这两大趋势。

关于“ 科学易”与“ 人文易”的划分，可以说，既有深远的

历史渊源，又有现实的客观依据，还有近现代人类哲学思潮的分

化大势（ 即分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趋势）作为参照系，因

而是可行的。至于“ 神道易”（ 含“ 占卜易”），曾在易学中占了

不小的分量。经过汉、晋、南北朝，易学中象数与义理的科学内

容与哲学思辩均有大的发展，而邵雍、朱熹仍特别重视占易，王

夫之在坚持“ 易为君子谋”的前提下也主张不废占易，但作为筮

龟拜物教的占卜迷信，到近现代文化代谢中毕竟逐步衰落，往往

只能依附于“ 科学易”或假科学之名才得以流行一时。而超越占

卜迷信之外的神道意识，对宇宙人生终极意义的追求，“ 阴阳不

测之谓神“”、神无方而易无体“”、穷理尽性“”、原始反终”，圣

人以此“ 斋戒“”、洗心“”、退藏于密”的精神家园，在易学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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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有的，就其深度说，在古文献中也是仅有的，往往涵蕴于“ 人

文易”的深层义理之中，诸如宇宙既济而未济，大化生生而不

息，“ 乾道变化，各正性命”⋯⋯等等，莫不言简意深，值得珍

视。

“ 科学易”作为近现代易学流派，乃是近代科学思潮冲荡的

产物。在中国，十七世纪崛起的桐城方氏易学学派，可说是“ 科

学易”的雏型。方孔炤、方以智、方中通等，三代相承，精研易

理，著述很多，自成体系，其根本趋向在于将传统易学的象数思

维模式与西方传入的新兴质测之学相结合。如方以智所明确主张

的：“ 因邵、蔡为嚆矢，征河、洛之通符”，“ 借泰西为剡子、申

禹、周之矩积”，即是说，把邵雍、蔡元定等的“ 象数易”视为

前驱，会通“ 河图、洛书”之学的原理，引进西方新兴质测之

学，用以论证和发挥中华科学思想的优秀传统。这正是近代“ 科

学易”的致思趋向。戴震、焦循等继续沿着这一思路，推进着

“ 科学易”的发展。由于三百年来历史道路的曲折坎坷，中国文

化的近代化历程的畸形和中断，“ 科学易”的研究曾被冷落，直

到二十世纪中西文化的汇聚、交融中，一些学有专精的自然科学

家，转向“ 科学易”的研究而时有创获；近些年兴起的文化研究

热潮中，由于易学中某些象数结构被中外学者纳入现代科学的语

境与视野而给以新的诠释，由于东西方学术思想的某些层面的重

新被整合，“ 科学易”的研究取得很大的进展，成为当代易学最

富有成果、也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学术分支。

一九九○年庐山论易之会中，我提出“ 人文易”的概念，用

以突出与“ 科学易”相对应、相并列的易学研究中另一学术分

支，即发展着的易学中所固有的人文价值理想。人所面对的理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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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既有理性（ 工具理性）所认知的实然之理，也有心灵（ 价值

意识）所感悟的应然之理。两者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但却永

远不能互相代替。《 易传）作者似乎意识到这种区分，《 贲卦·彖

辞》指出：“〔 刚柔相错〕（ 今本夺此四字，依孔颖达《 正义》

补），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

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 人文”一词，与今语涵义近似。

刚柔相错”所展示的“ 天文”，属于工具理性所认知的客观物象

及自然知识的实然之理，但人总是按一定的社会需要和价值理想

去“ 观天文、察时变”，其目的和意义便离不开人文意识中应然

之理的指向；而作为人类文明的根本标志，“ 观乎人文，以化成

天下”，更是易道的主旨和理论重心，构成“ 人文易”的丰富内

涵。

《 周易》中的人文价值理想的积淀，可以推源到远古。而作

为近代易学流派的“ 人文易”，则反映了近代人文意识的觉醒，

其发展也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王夫之全面发挥了易学中的“ 人

文化成”思想，充分利用了传统易学的范畴和理论框架，展开了

他的人文哲学体系。王夫之的哲学，立足于“ 乾坤并建”、“ 絪缊

化生”、“ 日新富有”的天道自然观；通过“ 继善成性“”、理欲同

行”的人性分析，“ 明有、尊生、主动”、“ 贞生死以尽人道”而

确立“ 人道之尊”；最后落实到发扬张载以气本论诠释易学主旨

的人文化成思想。这一系统，正是走出中世纪的近代“ 人文易”

的模型。此后，许多论者，继续拓展，使易学中深深蕴涵着的人

文意识和价值理想得到不断地发掘和阐扬。

我由近及远地思考易学传统，总感到“ 人文易”的研究应当

受到更多地重视。因为，内蕴于民族文化深层中的价值取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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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动力，是民族传统中最有活力的文化基因，可以长期影响乃至

支配一个民族的普遍心理素质和文化走向。因而，“ 人文易”，内

蕴于易学传统中的人文意识和价值理想，应当成为易学和易学史

研究的主线和灵魂。

在“ 人文易”价值概念系统中，忧患，成为一个特殊的范

畴。以后形成“ 忧患意识”这一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特有的道德

价值概念，影响极为深远。“ 文王拘羑里而演周易”，“ 作易者其

有忧患乎”，《 易传》把“ 易之兴也”平实地归结为周初文王、周

公等在特定艰危处境中忧患意识的产物，并因而从总体上论定

《 周易》一书：“ 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

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 易》之道也。”整个

易道所凸显的，乃是“ 朝乾夕惕”、“ 居安思危”、“ 外内使惧”、

“ 困穷而通”的忧患意识，并强调指出：天道虽“ 鼓万物而不与

圣人同忧”，而圣人必须“ 吉凶与民同患”，这正是“ 圣人以此洗

心而退藏于密”的安心立命之所在。“ 人文易”中这一特具深意

的“ 吉凶与民同患”的忧患意识，在传统文化中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时代忧患意识与社会批判意识往往结合在一起，“ 先天下之

忧而忧“”、位卑未敢忘忧国“”、身无半文、心忧天下”。历代献

身正义事业的志士仁人，先进思潮的号角和旗手，无不是时代忧

患意识的承担者。这种既具有深沉历史感、又具有强烈现实感的

时代忧患意识，区别于印度佛教的悲愿情怀，也不同于西方美学

的悲剧意识，而是中华传统文化深层所特有的人文精神，是“ 人

文易”中跳动着的最值得珍视的民族魂。当我们立在跨世纪的桥

头上作展望未来的哲学思考时，“ 人文易”中这一深蕴的灵魂是

值得招唤的。曾为《 羑里易学》创刊题过四句，略表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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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忧患从来启圣知，当年羑里衍危辞。

神州慧命应无尽，世纪桥头有所思。”

一九九二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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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的《 封建论》及其历史观

柳宗元，是我国中唐时期革新派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政治活

动家。他所写的《 封建论》，是一篇厚今薄古的好文章。在这篇

文章中，柳宗元敢于打破传统，通过对周、秦、汉、唐四代政治

制度的历史分析，论证了中央集权“ 郡县制”的优越性，系统驳

斥了历代鼓吹“ 封建制”的各种复古谬论，坚持了政治上的革新

路线，表现了一个进步思想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反潮流精神。

《 封建论》产生的历史条件

关于“ 封建制”（ 即奴隶社会遗留下的“ 封国土、建诸侯”

的贵族世袭分封制）和“ 郡县制”（ 即秦统一后全面实行的由封

建国家统一政令、直接任免地方官吏的中央集权制）的优劣问

题，从秦以来，有过多次争论，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中要求革新

的进步势力和主张倒退的保守势力进行政治论战的一个焦点。柳

宗元的《 封建论》，正是他所参加的革新派反对保守、反动势力

的一场激烈政治斗争的产物，也是他对前期封建社会中关于分封

制和“ 郡县制”的多次争论的一个理论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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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统一中国，完成了变奴隶社会为封建社会的历史大飞

跃。但在前期封建社会中，由于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的长期存

在，秦汉之际六国旧贵族的残留势力，汉代盘据各地的“ 强宗豪

右”，发展到魏晋以来的门阀豪族大地主，就是复辟势力的社会

基础。他们的政治代表和思想代表，总是宣扬向后看的历史观，

美化“ 三代”，攻击秦政，竭力鼓吹世袭分封制。他们一再挑起

关于分封制和郡县制的争论，制造什么“ 夏、商、周、汉封建而

延，秦郡县而促”之类的舆论。在这种政治鼓动下，汉初利用分

封制而享有世袭特权的诸王侯，一再叛乱，这种叛乱，实质上是

奴隶主的复辟活动。而班固之流也竭力鼓吹只有实行分封制，才

能“ 枝叶相扶”。魏晋以来的门阀豪族大农奴主们，大搞裂土分

封，实行封建割据；或是凭仗身份特权，兼并土地，荫庇人口，

扩展坞堡田园，役使大量奴婢，成为称霸一方、鱼肉人民的大土

豪，成为阻碍社会前进的严重阻力。而充当他们代言人的曹冏之

流，大肆叫嚷必须实行分封制，否则就是“ 私天下”，并恶毒攻

击“ 秦王独制其民，故倾危而莫救”。 到唐代，唐太宗在萧瑀

颜师古等的鼓动下，也曾想复辟分封制，经魏征，李百药等劝阻

未搞成。中唐以后，藩镇军阀势力日益扩张，实际形成分裂割据

的世袭小王国，鼓吹分封制的复辟声浪，又甚嚣尘上。

柳宗元生活在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中唐时期，面对

着门阀豪族的特权统治和藩镇军阀的分裂混战所造成的严重社会

危机，他出于庶族地主阶层革新派的政治要求，对现实社会危机

和反动复古思潮的根源，进行了一番认真的历史清算，从而写出

①曹冏：《 六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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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封建论》这一著作。

柳宗元写《 封建论》，既有他从事政治革新运动的实践基础，

又有他从事哲学批判活动的理论基础。

公元八○五年，以王叔文，王伾为首的一批庶族地主阶层的

代表，争得唐顺宗的任用，发动了一次政治改革运动。柳宗元及

其好友刘禹锡等积极投身这次改革运动并成为核心人物，时称

“ 二王、刘、柳”。这标志着初唐以来日益抬头的庶族地主势力，

已开始形成自己的政治集团，并开始向门阀豪族集团展开夺权斗

争。在他们初步掌权的短短六个月中，他们生气勃勃地实行了一

系列具有进步意义的改革措施。他们想通过这些改革，打击门阀

豪族集团及其所支持的宦官、藩镇等腐朽势力，而形成一个中央

集权的新的政治局面。他们的改革，遭到宦官、权贵和藩镇等反

动势力的联合反扑，宣告失败。王叔文、王伾被处死，柳宗元、

刘禹锡等八个革新派被一贬再贬为远州司马，受到残酷的政治迫

害。这就是中国史上有名的“ 八司马之狱”。

柳宗元在后半生长期贬谪生活中，有机会接触下层人民，了

解社会实际，使他在政治上更加坚定了革新派的立场，在思想上

更加明确地走上“ 异端”思想家的道路，对封建正宗思想采取了

怀疑、批判的态度。作为政治斗争的继续，柳宗元这时除写了不

少揭露社会黑暗的文艺作品外，还写了《 天说》《、 天对》《、 非国

语》、《 贞符》等无神论的哲学论著，主要针对从孟子到韩愈的儒

学正宗，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直接批判了孟子用神秘的“ 天

爵”来论证贵贱等级 揭露《 左传》《 国语》的“ 人爵”的谬论

《 天爵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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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儒家典籍，“ 其说多诬淫”。并总结性地指判了董仲舒以来一

大批正统派儒生所宣扬的帝王“ 受命之符”的神学史观，指出

“ 其言类淫巫瞽史，诳乱后代”。柳宗元对依附当朝权贵的韩愈

的神学挑战，更给予了毫不留情的还击，指斥韩愈鼓吹儒家“ 道

统”，宣扬“ 天命“”鬼神”，是“ 大惑“”、大谬”

通过这样“ 踔厉风发”的批判，同时又吸取了当时自然科学

的新成就，柳宗元捍卫和发展了从荀子到王充的唯物主义路线，

创立了自己“ 元气自动、自斗”的朴素唯物论的宇宙观。他力图

把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运用于考察社会历史，对历代反动势力为

了复辟分封制而鼓吹的倒退复古的历史观，进行了系统的清算。

以无神论历史观为基础的《 封建论》，由评史而论政，把历史批

判与现实批判紧密结合起来，在思想史上作出了具有独创性的理

论贡献。

《 封建论》的主要理论贡献

《 封建论》首先提出“ ‘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的基本

观点，论证人类文明史的发展取决于客观的“ 势”；认为分封制

的起源及其被“ 郡县制”所代替，都是历史的必然。

从孔孟到韩愈的儒家传统，一贯宣扬人类文明史是由古代几

个“ 圣人”禀承“ 天命”创造的。韩愈公然宣称：全靠古代出了

《 非国语》。

《贞符》。

《 天说》《、与韩愈论史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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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人”，发明了一套“ 相生相养”的道理，创立了一套“ 礼乐刑

政”的制度，人类才活了下来，“ 若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

矣 柳宗元针锋相对地驳斥了这种“ 圣人”创造历史的谬论。！”

他在《 封建论》、《 贞符》等论著中，继承和发展了荀子的思想，

认为原始人类“ 与万物皆（ 偕）生”，在当时草木茂长、野兽往

来的环境中，人本身的生理条件不能“ 自奉自卫”，必须进行集

体活动（“ 近者聚而为群”），改造和利用自然以获取生活资料

（“ 必将假物以为用”）。在群体中，不免争夺“。争而不已”，自然

会找“ 能断曲直”的人来处理纷争，于是在原始人群中就出现了

，最早的部落首领，“ 强有力者出而治”，“ 而君臣什伍之法立”

这就会产生“ 君长刑政”等等最初的社会立法和制度。群与群之

间还会产生争执，又会出现“ 有兵有德”的“ 众群之长”来“ 安

其属”。随着人群争斗的扩大，联合也不断扩大，就自下而上地

相继产生了诸侯、方伯、连帅、天子。“ 其德在人”而享有威信

的诸侯、天子，人们就会“ 求其嗣而奉之”。柳宗元认为，这就

是世袭分封制的最初起源。

柳宗元把人类文明社会的发生发展史，看作是自然史的继

续，认为这个过程，有其客观必须性（“ 势”）。人类社会和政治

制度的出现，既没有什么“ 天命”、“ 神意”在起作用，也不是任

何个别“ 圣人”的主观意志所能支配，而是原始人类生存竞争的

必然结果。所谓君权，是由人民自下而上选择“ 智而明”的首领

所逐步形成。这对于儒家正统宣扬的“ 君权神授”的神学史观，

① 《 原道》。

《 贞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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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力的批判。

柳宗元提出与“ 圣人之意”相对立的历史之“ 势”，用以解

释世袭分封制的起源，目的在于论证这种分封制只是一定历史条

件下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过时的分封制被新兴的郡县

制所代替，也是历史之“ 势”所决定。

所谓历史之“ 势”的内容是什么？他的回答是：人类社会的

产生、发展和政治制度的建立、改革，决定的力量，不是“ 天”，

而是民；不是“ 圣人之意”，而是“ 生人（ 民）之意”。他认为

殷、周时代推行世袭分封制，是由于殷灭夏时有三千诸侯支持；

周灭殷时有八百诸侯会盟。殷、周统治者，迫于形势，“ 不得而

易”。而秦汉以来，废除分封制，符合历史之“ 势”；谁要再想恢

复世袭的分封制，就与历史之“ 势”背道而驰，也就从根本上违

反了“ 生人之意”。唐王朝之所以能建立，就在于结束了魏晋以

来因恢复分封制而造成的长期分裂混乱局面，实行了郡县制，符

合了“ 生人之意”。 从历史发展的趋势看，总是这样，由分封

制到郡县制，由分裂到统一，不断进化。符合“ 生人之意”的历

史进步，就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任何统治者也改变不了这一

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

当然，柳宗元用生存竞争来解释社会国家的起源，不是科学

的说明。正如恩格斯指出的：“ 想把历史的发展及其错综性之全

部多种多样的内容都总括在贫乏而片面的公式‘生存斗争’中，

这是十足的幼稚。” 柳宗元不能避免这种“ 幼稚”。柳宗元在中

“ 唐家正德，受命于生人之意（”《 贞符》）。

《 自然辩证法》《：札记和片断·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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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的条件下，力图清除神学史观，断然否定了帝王“ 受命于

天”和“ 圣人”创制立法的权威；并从历史事变中，看到了历史

发展趋势的某些侧面，用以论证郡县制取代分封制的客观必然

性。应该说，这在当时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创见。

《 封建论》对比分析不同制度的周、秦两代，作出了“ 公天

下之端自秦始”的重要论断，充分肯定了秦始皇改分封制为“ 郡

县制”这一制度变革的重大历史意义，严正驳斥了美化“ 三代”，

攻击秦政的各种复古谬论。

自从孔、孟提出“ 吾从周”、“ 法先王”的口号以后，历代儒

家正统都把它奉为纲领，大肆制造对“ 三代”古史的迷信，把西

周分封制吹捧为“ 万世不易之法”。特别是孔孟宣扬“ 亲亲为仁”

的思想，把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分封制说成是美妙和谐的

“ 王道“”、仁政”，给野蛮残酷的奴隶制蒙上一层“ 亲亲相维”的

面纱。柳宗元摆出大量史实，撕破这一袭面纱，揭露周代实行宗

法分封制的结果，并不是什么长治久安，而是“ 乱国多，理国

寡”，封君们骄横跋扈，贪得无厌，互相攻杀，造成“ 天下乖

戾”、“ 末大不掉”的局面，早已伏下了“ 败端”；到了东周以后，

群雄割据，周王朝早已丧权，成了一个空架子，“ 徒建空名于公

侯之上”。这就如实地揭穿了所谓周代“ 封建而延”的谎言。

针对所谓“ 秦私天下，故传代促”等具有蛊惑性的谬论，柳

宗元作了深入批判。他热烈赞扬秦始皇“ 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

侯卫而为之守宰”这一制度变革的巨大历史功绩。认为夏、殷、

周搞宗法世袭的分封制，实际上都是从一姓之私出发，而秦改分

封为郡县，废除了宗法世袭分封制，坚决实行中央集权制，符合

了“ 天下会于一”的历史总趋势，“ 其为制，公之大者也”。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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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能够“ 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

内，此其所 秦始皇变革了旧制度，统一了全中国，以为得也！”

“ 公天下之端正秦始”，这是历史的跃进。汉继秦制，证明了“ 秦

制之得”。此后，百代都行秦政制。“ 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

也”。柳宗元的这一论断，如此鲜明地与孔子的“ 其或继周者，

虽百世可知也”的论断针锋相对，充分表现了他坚持的进步思想

路线和反潮流精神。至于秦为什么二世而亡的问题，柳宗元毫不

躲闪地回答：“ 失在于政，不在于制”。他具体分析秦亡的原因，

恰好是由于没有充分发挥郡县制的作用，“ 郡邑不得正其制，守

宰不得行其理”，以致“ 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过严的刑罚和

过重的徭役，引起了广大人民的怨怒。这是“ 咎在人怨”，根本

不是实行郡县制的过失。这些分析，显示出柳宗元的历史观中具

有一定的辩证法因素。

《 封建论》对比分析了情况类似的汉、唐两代，着重解剖汉

代由于部分复辟分封制所造成的恶果；并引为鉴戒，指出了唐代

的严重问题是藩镇割据将导致国家分裂和历史倒退的危机；表现

了作者要求统一、反对分裂的强烈愿望。

汉、唐两代，基本实行“ 郡县制”，曾出现过统一、强盛的

封建大帝国。柳宗元指出，由于汉代错误地总结秦亡教训，部分

复辟了分封制，“ 矫秦之枉，循周之制”，结果造成汉初“ 数年之

间，奔命扶伤而不暇”的混乱局面；先是韩信等野心家割地称

王，随即叛乱；接着又是一批同姓王，“ 怙势作威，大刻于民”。

当晁错等策划削藩时，立即爆发了“ 吴楚七国之乱”。东汉以后，

地方豪强和门阀士族的恶性发展，造成长期分裂混战局面，形成

历史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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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取历史的教训，看看唐代的现实，柳宗元一方面充分肯定

唐初“ 制州邑，立守宰”，结束了汉末以来的豪强割据的局面，

维护了国家的统一，这是历史的进步。另一方面，他又敏锐地看

到，唐代门阀豪族的势力仍然不小，中唐以后更出现了军阀世袭

割据的藩镇之祸。这些藩镇军阀，本身就是豪族大地主，现在更

“ 私其土地甲兵，而世守之，同于列国” ，形成一个个独立小王

国。柳宗元看到这一股复辟势力势必造成严重恶果，因而强调指

出：当时政治上的严重问题就是藩镇拥兵。他认为必须“ 善制

兵，谨择守”，否则政局会恶化。他参加王叔文政治改革运动的

主要目标，就是要“ 内抑宦官，外制方镇，摄天下财富兵力而归

之朝廷” ，借以形成中央集权的新局面，巩固“ 郡县制”，克服

搞分裂割据的复辟势力。《 封建论》总结历史经验，为这条政治

革新路线提供了具有远见卓识的理论说明。

《 封建论》强调“ 继世而理（ 治）”的世袭等级制的极端不合

理，指出复辟势力鼓吹分封制的要害在于维护世袭等级制，而儒

家传统的任人唯亲路线正是为世袭等级制服务的。

从历史批判导出对现实的批判，柳宗元还着重揭露了由分封

所产生的贵族世袭等级制的反动性和腐朽性。他认为，殷、周

（ 奴隶主贵族）私天下的具体表现，就是搞宗法等级的世袭特权。

这一世袭特权制度一直遗留下来，成为阻碍社会前进的桎梏。他

强调指出：正是世袭等级特权造成了“ 不肖者居上，贤者居下”

的极不合理的政治局面；复辟势力鼓吹分封制的目的，就在于让

《 文献通考》卷二十六。

王鸣盛：《 十七史商榷》卷七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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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伙世袭贵族“ 继世而理”，世世代代地坐享高官厚禄，“ 世食禄

邑，以尽其封略”。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即使“ 圣贤生于其

时”，也不会被任用“，亦无以立于天下”。

柳宗元写了专文《 六逆论》，抓住儒家经典《 春秋左传》所

标榜的“ 六逆”（ 六种大逆不道），进一步批判了儒家一贯宣扬的

任人唯亲的政治原则和组织路线。他指出，儒家所谓“ 六逆”中

的“ 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不但不是什么“ 乱之本”，相反

地，这正是“ 理（ 治）之本”。因为，就“ 择嗣”来说，出身高

贵者愚蠢，而出身卑贱者聪明，那就可以而且应该“ 贱妨贵”，

让卑贱者取高贵者而代之。再就“ 任用”来说，疏远者和新生力

量的品德才能胜过了亲近旧人，当然可以而且应该“ 远间亲”、

“ 新间旧”，即把疏远者和新生力量大力提拔上来。一句话，任人

唯贤的路线，才是正确的，是治道之本；与之相反，任人唯亲的

路线，是错误的，只会导致“ 败乱”。柳宗元认为，“ 郡县制”所

具有的“ 公天下”的优越性，就在于“ 郡县制”能保证执行任人

唯贤的路线，官吏由中央任免，“ 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

“ 郡县制”所以是“ 公”，就“ 公”在能任贤使能。当然，柳宗元

所谓的“ 公”，只是地主阶级的“ 公”，只是反对享有特权的世袭

贵族垄断政权，而要求非特权阶层的庶族地主也能凭所谓“ 贤

能”参加政权。他总结自己参加革新运动的政治实践，坚定地认

为，面对腐朽的门阀豪族的特权统治，卑践者、疏远者和新兴势

力起来反抗斗争，是完全合理的，是合乎“ 生人之意”所决定的

历史之“ 势”的。《 封建论》，可说是代表庶族地主革新派发出的

一篇反“ 封建”（ 实指世袭等级制度及为之服务的任人唯亲路线）

的政治宣言。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29

《 封建论》的历史意义

柳宗元在《 封建论》中阐述的无神论历史观，对历代儒家所

宣扬的神学史观以及他们美化“ 三代”古史的谬论，是一个沉重

打击。尽管柳宗元仍然只能用“ 生存斗争”的“ 幼稚”观念和

“ 生人之意”的抽象人性来说明社会发展而陷入唯心史观，但是

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毕竟是一种前进的努力。

《 封建论》对秦以来关于“ 郡县制”和分封制的争论，坚持

了革新进步的思想路线，对历代主张恢复分封制的复古谬论，进

行了总结性的批判。宋代马端临曾分析：自秦统一后王绾和李斯

之间的一场大争论起，“ 历千百年而未有定说”，主要是两派，一

派以陆机、曹冏为代表，“ 主绾者也”，即支持王绾路线的复古

派；另一派以李百药、柳宗元为代表，“ 主斯者也”，即属于肯定

秦始皇施行郡县制的革新派。柳宗元明确肯定分封制是“ 私”而

柳宗元的“ 公天下之“ 郡县制”是“ 公”。 端自秦始”的论断，

曾被评为“ 石破天惊，小儒咋舌”，足见他对秦始皇和秦政制的

充分肯定，极其有力地打中了一切复古派的要害。所以宋、明以

来不断有人赞扬：“ 柳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 千古绝

作，无人与之抗手”。事实证明，《 封建论》在政治上思想上的路

线正确，因而在理论斗争中就能高屋建瓴，势如破竹。

《 封建论》不是本本主义的产物，而是政治斗争的产物。柳

宗元为总结自己的政治斗争实践并服务于这种实践而写作，所以

《 文献通考》卷三六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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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破敢立，无所畏惧，观点鲜明，文风泼辣。他曾向论敌表态：

“ 道苟直 《 封建论》中表现的这种坚持真，虽死，不可回也！”

理的勇气和反潮流精神，使它在当时和以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宋代进步思想家王安石盛赞：“ 余观八司马，皆天下之奇材

也！”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既从政治上肯定“ 二王、刘、柳”的

改革运 ，更从学术上继承《 封建论》的动“ 快人心，清国纪”

好传统，《 读通鉴论》的第一篇论秦始皇，就明显地发挥着《 封

建论》的基本思想。鸦片战争时期的启蒙学者魏源，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对《 封建论》的重要观点，继续作了新的阐发，指出：

“ 封建之世，喜分而恶合；郡县之世，喜合而恶分；二者⋯⋯又

皆以用贤、用亲为得失“。”柳子非‘封建’，盖三代私而后代公

也。” 可见，《 封建论》的进步历史观，对历史上的进步思想长

期保持着它的积极影响。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

① 《 答韩愈论史官书》。

《 读柳宗元传》。

《 读通鉴论》卷二十六。

《 古微堂内集、治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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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学小议
——序王心田《 陆九渊著作注评》

陆九渊（１１３９—１１９３）是十二世纪中国南宋时富有平民意

识、独立不苟的思想家。他虽经科举考试，历任过县主簿，敕局

删写、将作监丞，知荆门军等低微官职，而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

都在民间讲学，自办书院，创立学派，从事传道授业活动，受教

学生多达数千人。他以“ 心即理”为核心所建构的心学思想体

系，勇于独树一帜，与当时以朱熹为代表并集其大成的正宗理学

相抗衡，在与朱熹等直接交锋的多次论辩中逐步达到理论上的成

熟；此后，经杨简及陈献章等的学脉继承，再由王守仁进一步充

实，发挥，蔚为明清以来的主流哲学思潮，一直影响到近现代中

国的思想界。后“ 五四”时期，陆九渊的学术思想对熊十力、郭

沫若、蒙文通等仍保持着特殊的吸引力。足见，陆九渊在中国思

想史上所据有的独特地位。

陆九渊所创立的心学，其最主要的理论特点是昂扬人的主体

意识，典型地抽象发展了人的自觉能动性。他以“ 人皆具是心，

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为立论的基点，认定“ 盖心、一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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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

“ 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由此

推论出：“ 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这些论断，似乎可以

诠释为主观唯心主义的呓语，但如果联系陆九渊从童年起就开始

探索客观宇宙问题的心路历程，就其深层的哲学涵义而言，则可

如实地理解为：当万物森然呈现于吾心，人所面对的世界才由

“ 自在之物”转化为“ 为我之物”，这是靠人所独具的主体意识及

其“ 满心而发”的活动，从而实现宇宙万物之理与吾心之理的交

融契合，“ 至当归一”“ 不容有二”。他强调的是“ 道在天下，加

之不可，损之不可，取之不可，舍之不可，要人自理会。”“ 宇宙

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所以，人应当着力的是：“ 收拾精

神。自作主宰！”就这个意义上凸显人的“ 本心”（ 精神）的能动

发用，理所当然。所以，有的学者褒称陆九渊为一代“ 精神哲学

大师”，信然。

陆九渊心学的另一特点，是以“ 尊德性”为宗，在鹅湖会中

与主张“ 道问学”的朱熹激烈交锋，因而更加自觉地坚持价值理

性对理论理性的优先地位；强调“ 先立乎其大者”，就是要把做

人的德行践履、人格修养置于首位。在德育与智育的关系上，明

确地把德育放在第一。他所主张的德育，并非纲常伦理规范的外

在强制灌输，如正宗理学所坚持的以道心钳制人心，用天理窒息

人欲，而是相反，强调“ 发明本心”，即把普通人的“ 人同此心”

的“ 心”作为人生价值和意义之源，通过“ 存心”“ 养心”、“ 求

放心”的修养，高扬价值理想，挺立起道德自我，立志“ 堂堂地

他说：“ 上是天，下做个人”！ 是地，人居其间，须是做得人，方

不枉“。”天地人之才等耳，人岂可轻？‘人’字又岂可轻？”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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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诗：“ 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

这都表明，陆九渊的心学，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现实的“ 人”，

实可称之为“ 人学”或“ 人的哲学”。

陆九渊展开他的“ 人学”理论，触及到一个重要课题，即他

对正宗理学所维护的伦理异化和文化专制，进行了具体的揭露，

表示过深沉的抗议。他所谓“ 堂堂地做个人”的价值标准，首要

的就是“ 公私义利之辩”。从原则上看似乎与传统道德观相类，

但当他联系现实作出具体剖析，就显示出它的批判锋芒。例如，

淳熙八年他应朱熹邀请，在白鹿洞院一次讲课中，以当时的科举

取士的积弊为例，痛切揭露：“ 今人只读书便是利，如取解后，

又要得官，得官后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颠至踵，无非为利。”

一针见血地指出：“ 学而优则仕”的流行观念，实际是引导人们

追逐名利，“ 如锦覆陷阱，使人贪而堕其中”。由于他在白鹿洞书

院的公开揭露“ 利欲之习”，朱熹也承认陆九渊讲得“ 恳到明

白“”，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听众“ 至有流涕者”；朱熹自己

也“ 深感动。天气微冷，而汗出挥扇。”《 全集·年谱》中这一实

录，生动地展示了陆九渊这次“ 决破罗网”的讲演的震憾力。

陆九渊指出，“ 还我堂堂地做个人”，必须警惕依附、盲从和

奴化。他痛斥一切依附别人，依附权势、随波逐流或甘当“ 声、

色、利、达”的奴隶的人，统称之为“ 附物”。他说“ 今人略有

些气焰者，多只是‘附物’，元非自立。”因而强调人要有独立自

主精神，不盲从，不迷信，不随风倒，“ 不随人脚跟，学人语

言”，而要“ 自立”、“ 自重”。在治学学风上更力主“ 自得、自

成、自道、不倚师友载籍”。针对当时社会的堕落风气，一些人

“ 奔名逐利”，一些人“ 卑陋凡下”，一些人自陷于伦理异化的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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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而不能自拔，陆九渊大声疾呼：“ 要当轩昂奋发，莫恁地沉

埋在卑陋凡下处”“ 此理在宇宙间，何尝有所碍？是你自沉埋，

自蒙蔽，阴阴地在个陷阱中，更不知所谓高远底。要诀裂破陷

阱，窥测破罗网！”“ 激厉奋迅，决破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

泽！”这类激烈言词，散见于他的语录中，近乎冲决网罗的愤怒

呐喊，是陆九渊的“ 理性的激情”的一面；另一方面，他又以冷

静的钻研，反对“ 泛观”、“ 泛从”，而提倡一种怀疑精神，他说：

“ 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他从教

学实践中总结出一个“ 疑”字，批评孔门的子贡虽然好学但不疑

不辨，所以成就不大。同时，更把慎思明辨的怀疑精神直指向经

典权威，大胆声称“：《 春秋》之谬，尤甚于诸经”《； 易传》“ 系

辞首篇二句可疑，近于推测之辞”；“《 论语》中多有无头炳的说

话”。对当时学术潮流更敢于藐视权威，抨击司马光《 资治通鉴》

开宗明义的《 名分论》为思想僵化的谬论；又一反时论，赞扬王

安石的品德，并肯定其“ 祖宗不足法”的观点。甚至怀疑到君权

私有的合理性，声称：“ 后世人主不知学，人欲横流，安知天位

非人君所可得而私。”进而导出一个更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 学

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 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这类贬抑儒

经的议论和冲决囚缚的思想闪光，不仅当时惊世骇俗，被朱熹等

目为“ 狂”、“ 怪”；而且至今还具有启发作用，可以视作传统文

化中稀有的现代性的文化基因。

陆九渊的哲学思想及其历史定位，近些年超越两军对战的模

式后，有所清理和重新评价，但尚有待详据史料，顾及全人，作

出具体深入的剖判研究。所幸者，陆九渊晚年（ １１８９—１１９３）思

想趋于成熟时期，任知荆门军，得以在荆门留下他的光辉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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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夫子祠便是近年重修的文化名胜。更有幸者，王心田同志立足

荆门，神交往哲，公务之余，深研陆九渊著作，从陆九渊知荆门

军时期入手，对其这一时期的全部著作一一予以编年、考订、注

释、解评，撰成《 陆九渊著作注评》一书，期能深入浅出，古为

今用，将陆九渊晚年知军形象，为政实践和学术思想，清晰地展

现在读者面前。这无论是对陆九渊学说的研究，还是对荆门地方

文化的资源开发和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作出了可贵的贡

献。

本书作者摒弃过去用预先设置的框架来割取前人学术资料的

做法，以历史唯物主义导向，坚持从当时当地的历史背景出发，

坚持从陆九渊社会实践活动出发，坚持从每篇作品所反映的思想

内容出发，逐篇对陆九渊著作进行具体的分析论述，重在探讨陆

九渊学术思想的精神实质及其历史与现实的价值。如在《 送宜黄

何尉序》解评中，本书作者赞赏陆九渊以人民群众的毁誉为标

准，为被免职县尉何坦鸣不平和多方慰勉的义气，进而对陆九渊

个人的情操、修养、胆识进行评介。这样，就使得注与评做到了

有根有据，实事求是。本书作者不满足于已往著作对陆九渊学术

思想作哲学路线上的简单定性和归类，而是努力突出陆九渊所创

立的心学的特点和陆九渊其人的个性。在肯定陆九渊的哲学思想

体系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同时，也指出心学的辩证法的积极方面，

即心学能激发人的主体意识和创造精神。

凡此，均表明本书作 七年，已卓然有成，者发愿以来，矻矻

书将出版，谨为之序。

一九九六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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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纪中国学人对

西方文化传入的态度

［提要］本文是作者在纽约“ 第四次国际中国哲

学会”上的发言。文章认为，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之所

以能在地球上独立发展这么多年，一个重要因缘，正在

于它乐意接受并善于消化外来文化成果。但是，由于历

史的惰力和种种因袭重担，“ 五四”以后的文化运动却

一再出现开放与封闭、趋新与复旧的思潮反复，从而给

我们遗留下许多“ 补课”的任务。

古老的民族，悠久的历史，璀璨绵延的文化传统，独立发

展，从未中断，足以自豪。但独立发展绝不等于孤立发展。恰好

相反，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在地球上独立发展这么多

年，一个重要因缘，正在于它乐于接受并善于消化外来文化成

果。

纵观历史，中华民族在其独立发展过程中，大规模地引进、

消化外来文化，曾有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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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公元一至八世纪，正当汉唐盛世，我们迎来了以佛

教为中心的印度文化。永明求法，白马驮经，罗什、达摩西来，

法显、玄奘西访，⋯⋯其间经过无数高僧、学者付出艰苦劳作：

取经、翻译、研究、消化，花了七、八百年，终于使佛教文化融

入我们民族精神生活的许多方面；而经过消化以后的再创造（ 例

如从僧肇到惠能的独创性发挥），既使佛教哲学思想系统地中国

化而得到大发展，又使中国原有的哲学思维水平因吸取佛学而得

到大提高。且不说，由佛教传入的刺激而产生了道教，由融合

儒、佛、道而产生了宋明新儒学，单就中国化了佛教哲学，以其

新的理论成就和思想风貌，反回去就大大丰富了人类文化。

第二次，十七世纪以来，我们开始接触西方学术文化。文艺

复兴之后易比河以西经济文化繁荣中兴起的近代“ 西学”，逐步

东渐，直达中国。中西文化思想开始在中国汇合，四百年来历史

走过了坎坷曲折的道路，至今仍在继续进行着这一艰巨而复杂的

文化移植和溶化工作。

值得咀嚼的是，坎坷曲折的历史道路留下的现实投影和经验

教训是什么？从万历到“ 五四”，跨越三个世纪和两个朝代，如

果把这一历史阶段视为中国走出中世纪而迈向近代的思想行程，

并采取把西学东渐视为中国近代文化代谢发展的杠杆的视角，则

可看到这三百年的文化运动经历了许多曲折而呈现为一个大“ 马

鞍形”。

十七世纪的中国，封建制衰落，商品经济发展，一些地区新

的经济关系萌芽，随之自然科学研究热潮蓬勃兴起，以利玛窦等

耶稣会士为媒介的西方学术文化，适时地传入中国。之后，西方

教士成批来华，仅一六二○年金尼阁、傅汛际、汤若望等一次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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赍来西书七千余部，被李之藻赞为“ 异国异书，梯航九万里而

来，盖旷古于今为烈 。”利玛窦等的这种“ 学术传教”活动，

受到当时中国政府的礼遇和学术界的热忱欢迎。

当时中国先进学者对于西方文化传入的欢迎态度，显示了一

种历史自觉。如徐光启意识到引进西方科学文化，“ 虚心扬榷，

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 ，是大好事，

“ 有利于国，何论远近”。方以智明确主张“ 借远西为剡子，申

禹、周之矩积”，借西学东渐来发展中国固有的科学技术；并

深刻地评判当时传入的西学，“ 质测颇精，通几未举” 。梅文鼎

力主会 。这些通中西，更强调“ 深入西法之堂奥而规其缺漏”

绝非偶发的谠论和他们的实际学术成就，代表了当时学术界价值

取向和思想水平。康熙帝玄烨的某些开明的学术活动，诸如与莱

布尼兹通信、聘请白晋、张诚等到畅春园蒙养斋中他新建的算学

馆讲学，敕编《 历象考成》《 数理精蕴》等书，培养出如梅珏成、

明安图等汉蒙优秀青年科学家，并自动撰写了数十篇自然科学论

文，⋯⋯等，表明在十七世纪中国，连封建皇帝也不以主观意志

为转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至于明清之际南北崛

起了一代思想家，顾炎武、傅山、黄宗羲、王夫之、方以智、陈

确、唐甄、李颙等，更以对宋明道学的批判、总结和扬弃，而掀

起一代新思潮、新学风，宛似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 思想巨人”。

①李之藻：《 刻缄方外纪序》。

徐光启《： 简平仪说序》。

方以智《： 物理小记》。

《 通雅》卷首二、卷首一。

阮元：《 畴人传》三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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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学术上各有所宗，但对当时传入的西学都表示浓厚兴趣和

不同程度的赞扬，并具“有 欲求超胜，必先会通“”，坐集千古之智，

折中其间” 的觉解和胆识。方以智曾立志邀集专家先编一部

“ 总为物理”的《 格致全书》 再进一步扩充，贯“通 天道、人事”，分

“为 性理、物理“”，删古今之书而类统之”，合编为一部大型百科全

书“，编其要而详其事， 。方以智的这一宏愿，由于他百卷可举”

被明清之际政治变局逼进空门而无法实现，可是，在他死后三十五

年，却在康熙时陈梦雷等奉命编成的《 古今图书集成》中奇迹般地

实现了。十七世纪中国，借助于中西文化的汇合，开始了自己走向

近代的民族觉醒和哲学启蒙。

历史车轮转到十八世纪，雍正乾隆时期，人为地中断了中西文

化交流，中止了上述趋向近代的文化历程。当时清廷凭藉封建制

回光反照的余威，以对外闭关封锁和对内钦定封锁来强化文化专

制，大兴窒息自由思想的文字狱，把上一世纪启蒙思潮的火花几乎

全部扑灭。历史在洄流中旋转、停滞了一百年。而这时正是西方

近代启蒙运动飞跃进展的时期。中国在闭关自守中迅速落后了。

“ 将萎之花，惨于槁木”。一个失去了代谢机制的文化系统，好似自

我封闭的木乃伊，一旦被动开放就会由僵化而朽化。这是历史留

给我们的沉痛教训。

十九世纪以来，统一的世界市场正在形成。西方资本主义破

关入侵，中国以深重的民族苦难和民族危机而转入近代。在苦难

① 《 通雅》卷首二、卷首一。

《 通雅》卷首二。

《 寓膝信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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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觉醒的先进的中国人，为救亡图存而急起直追，开始认真地学

习西方，掀起了以“ 新学”反对“ 旧学”、以“ 西学”剖判“ 中

学”为主潮的文化运动。他们也曾以一种朦胧的历史自觉，把十

七世纪明末清初的早期启蒙学者看作自己的思想先驱，希图继其

未竟之业，但以忙于引进日新月异的“ 西学”而来不及剖判遗

产、推陈出新；他们也曾在博涉“ 西学”中把西方哲学与科学诸

流派的新概念尽力纳入自己急忙形成的体系，但不免耳食肤受或

囫囵吞枣，以至他们在哲学上所谓“ 会通中西、 的平章华梵”

理论创造，往往流于芜浅或自陷迷途。这一切，表明中国的近代

及其相应的哲学革命长期处于难产之中“。难产”，指社会运动和

思想运动中“ 新的在突破旧的，死的却拖住活的”这样一种新旧

纠缠、方生未死的矛盾交错状态，是中国近代史中一个特殊的文

化现象。

中国十七世纪以来哲学启蒙道路的坎坷，十九世纪以来哲学

革命的难产，对于“ 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产生了复杂的影

响，其历史投影是双重的。一方面，在中国承担民主革命的阶级

晚生而早熟，其哲学世界观在革命激流中匆促形成、跳跃发展和

急剧衰落，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速胜提供了客观条件；

另一方面，这个阶级政治上软弱、文化上落后，远未完成其社会

革命和哲学革命、完成其批判封建传统意识和译介西方文化成果

的历史任务，这又为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科学思想在中国的发展带

来了某些局限和困难。历史给我们遗留下许多“ 补课”的任务。

回顾“ 五四”以来的文化史从总体上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

①章太炎：《 菿汉微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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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说是按新的时代要求，从更深广的范围去吸取和消化西方文化

及其发展的最新成就，继续十七世纪以来的历史行程而取得巨大

进展。但是，由于历史的惰力和种种因袭重担，“ 五四”以后的

文化运动仍然一再出现开放与封闭、趋新与复旧的思潮反复。鸟

瞰这一段历史，似乎又可以看到一个形成中的“ 马鞍形”。“ 五

四”以来的前三十年，我们在辛亥革命失败的痛苦中觉悟、奋

起，风雨鸡鸣，破壁腾飞，吞吐百家，迎来解放；后三十年，由

于客观的和主观的原因，又曾逐步陷于思想上作茧自缚、故步自

封、夜郎自大的封闭状态。近几年，通过真理标准、创作自由和

知识价值等问题的热烈争论，迎来了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的春

天。我相信，一个新的觉醒必将诞生在敢于正视现实、善于反思

历史、勇于开拓未来的一代新人之中。

一九八五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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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睨神州有所思”
——喜读《 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

近年，对康有为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黄明同和吴熙钊

二同志主编的（ 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又粲然问世（ 中山大学出

版社１９８８年５月出版），这是一部兼有学术价值与史料价值的著

作。

《 述评》一书很有特色。它把评述、考辨和资料集于一身，

多侧面、多角度地再现了康有为思想的原貌。编者认为，历史几

乎跨过整整一个世纪，但是盖棺仍未论定，康有为还没得到公允

的评价。这固然与多年的“ 左”的思潮有关，同时也与康氏的某

些论著仍被尘封不无关系。因而，康有为早期遗稿的刊布，为研

究者开拓了一个新的园地；而编者富有启发性的论述，也将成为

甄微发覆的先声。这是一个充满凝重历史感的问题。有一位外国

著名汉学家认为，从根本上说，中国近代史“ 是一场最广义的文

化冲突”。无疑，康有为是这场冲突中引人瞩目的人物。“ 山河

费正清编：《 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２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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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堪伤痛”，一代哲人的忧思在民族危亡的悲歌中展开。康有

为不是目光短浅的思想家，他把现实社会的剖析与理想社会的追

求结合起来，思考更为深邃的问题，这就是带有儒家色彩的世界

大同的构想。虽身为海外通客，心亦孜孜求之。这些构成了康有

为思想发展的主线。康有为的思想吸吮了传统文化中“ 经世致

用”的积极成果，但又不单纯仰赖于传统文化的哺养。在中西文

化的纷争中，他自觉地转向西方，吸收代表西方文化精华的自然

科学与人文理想。在这一基础上，他试图融汇中西文化，构筑新

的思想体系，这是文化上虽属幼稚却难能可贵的超越，不同于泥

古不化的“ 西学中源”与“ 中体西用”说。这种初步的“ 视界融

合”，表明新的思维与思维方式的出现。因此，只有把康有为的

思想置于特定的文化氛围，它才能得以烘托和展现。《 述评》一

书正是从文化的角度，对康有为的思想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它所

收录的康有为四篇早期遗著，集中体现了上述试图融汇中西的早

期心态，从中可以寻踪康有为思想的发展脉络。

《 康子内外篇》是康有为早年凝神思玄的结晶。他自称“《 内

篇》言天地人物之理，《 外篇》言政教艺乐之事”，它的显著特点

是“ 兼涉西学”。编者对《 内外篇》的著述年代、方法内容和历

史地位作了中肯的考订和分析，认为：康氏以“ 实测”代替“ 虚

测”，开始摆脱中国古代哲学的抽象思辨方法，初步把理论立足

于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上，使中国哲学从古代形态过渡到

近代形态。康有为抛弃了几成惯性的“ 注疏”方式，以新的思维

内容填充旧的理论框架，使“ 阴阳仁义”等古老的中学范畴带上

了近代实证科学的特征，呈现了康有为哲学的雏形。他依据西方

近代科学论证“ 天地之理”，用“ 阴阳湿热”说明天地的生成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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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他用“ 爱恶仁义”说明“ 人物之理”，认为人与禽兽“ 异于

其智”，智与爱恶同为一物，人能以智来“ 充仁制义”；他强调人

的“ 不忍之心”，认为义理应“ 与时推移”，不合时宜的封建纲常

伦理应加以改变。在此基础上，他首创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人性及

人道理论。他试图“ 挟独尊之权”，用“ 阖辟之术”，使“ 中国治

强”，这些都成了维新变法的指导思想。上述种种，都体现了康

有为融汇中西、建构体系的哲思。康有为在西樵山白云洞曾经面

壁独思，精研儒佛，但是，“ 漆室幽人泣六经”“ 忧患百经未闻

道”。事实表明，单纯在儒佛的奥言微旨中绝找不到救国救民的

“ 神方大药”。

《 实理公法全书》是一篇饶有意味的文章。它清晰地体现了

康氏思维方式的转变，这是一种笛卡儿式的几何思维方法在社会

领域的引用。编者认为，从思维方式变更的角度来评价《， 全书》

有着《 新学伪经考》和《 孔子改制考》两书所没有的意义。它脱

离了笺注主义的窠臼，打破了经学一统的局面。康氏以“ 实理”

“ 公法”“ 比例”为思维框架，层层推演，用“ 按语”加以评论。

他以“ 实理”为公，作为评判是非虚实的标准，认为“ 天地生

人，本来平等”，这是千古不移的“ 人类公理”。以此出发，他对

不平等的封建伦理纲常进行批判，明确提出改革政治体制的资产

阶级政纲“，立一议院以行政”，使“ 法归于众”，在社会中建立

新的人际关系。这已超越了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的启蒙思想。

《 全书》的理论意义在于，它把儒家中关于人的价值学说及佛学

“ 超度众生”的平等观念与资产阶级的社会契约论揉合在一起，

建构成以“ 平等”为主题的人类公理，开拓了人性论研究的新领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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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体现康有为政治主张的是《 日本变政考》一书。编者对

这一书进行考证，认为该书与其说是叙述日本明治变政的历史，

倒不如说是康氏变法的纲领。它表明中国要采鉴日本，走明治维

新的道路，说明康氏已从“ 托古改制”走向“ 托洋改制”。他认

为，“ 国体宜变，而旧法全除”，关键在于“ 定三权”，实行君主

立宪制。为此，他分析了“ 变器”“ 变事”“ 变政”与“ 变法”的

关系，认为只有变法才是全变。这种“ 全变之道”，是建立在中

国传统“ 变易”观与西方进化论相结合的基础上的，突破了传统

的“ 渐变”观念。这是维新变法与洋务变法的分界所在。

《 杰士上书汇录》是近年发现的珍贵史料，国内学者已作过

研究。编者以《 汇录》为底本，花了大量篇幅，考辨厘析了《 汇

录》与《 戊戌奏稿在文字或内容上的异同。通过比较，编者认

为，《 汇录》的主要特点是：对时局的分析更为详细，对变法的

论证更为透彻，对变法的步骤、方案建议更为具体，对顽固势力

的抨击更为激烈。其爱国激情，跃然纸上。

在大跨度而急遽的转向中，康有为融汇中西而构筑的思想体

系，不免是幼稚而粗糙的，因而也留下了扑朔迷离的疑点和难

点，这就是“ 中学”和“ 西学”在康有为思想中的作用问题。

《 新学伪经考》和《 孔子改制考》这两部被梁启超誉为“ 火山大

喷火、大地震”的著作，在康氏变法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

与此相关的是，“ 托古改制”和“ 托洋改制”的关系问题，乃至

牵涉到整个戊戌运动的性质问题。这些还留待我们思索。前人以

及编者的观点并非定论，而只是继续探讨的“ 引言”。

沉重的序幕，百年的坎坷。历史还没走出它的困惑。由中西

文化碰撞而引起的历史反思，使我们又回头去反刍和咀嚼先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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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思，这对于当今的文化体认，无疑是有益的。

“ 华严国土吾能现，独睨神州有所思。”这是１８９９年戊戌变

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日本时留下的诗句。９０年过去了，康氏当

年凝眸所思，不是也值得今天苦恋神州的人们继续思索么？！

一九九○年三月（ 与郑朝波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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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重视辩证思维的民族特点
——《 中国辩证法史》（ 简编）序

武汉大学中国哲学学科点，曾较长期地坚持以“ 中国辩证法

史”作为集体科研的一个重点课题。最初的动念，是基于对“ 文

革”１０年中形而上学猖獗、斗争哲学横行这一理论思维教训的

反思，试图通过历史和现实的思想矛盾运动的深入总结，重新发

掘民族传统中的哲学智慧资源。为此，我们依靠集体的持续努

力，在８０年代中多少取得一些进展。首先，系统整理了有关古

代及近代辩证法史的文献资料，奠下一定的史料基础；其次，就

辩证法史研究中一些特殊的方法论问题进行了探讨，取得一些共

识；同时，以此为专业方向培养了多批研究生，指导他们完成了

多篇学位论文，积累了一些专人、专题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

上，逐步形成了三卷本的《 中国辩证法史稿》的总体设计和基本

框架。（ 第一卷“ 远古至秦统一”，约４２万字，已于１９８９年由武

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二卷“ 秦汉至明中叶”、第三卷“ 晚明至

，尚在‘五四’” 整理中）。这三卷本的《 中国辩证法史稿》，属草

创立论，枝叶扶疏，不免支离；每编中的各个论题，繁简、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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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均不拘一格；多人执笔，思路文风，也难求一致。故《 史

稿》一书，属研究性论著，体例参差，未便初学。

９０年代初，田文军、吴根友同志应河南人民出版社之约，

在学科点已有研究水平的基础上，挥笔撰写了这部《 中国辩证法

史》（ 简编），化繁为简，推陈出新，在研究的深、广度上，显示

了某些特色：首先，全书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导向，把思想史研

究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按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人体解剖是猴体

解剖的钥匙等观点，剖判中国历史上辩证思想的成果，注意到以

唯物辩证法理论体系为圭臬。借鉴、综合已有的研究论著而不盲

从，自立权衡，取舍有方，在宏观立论和微观考史两个方面，都

务求言之有据，力戒浮明。其次，这部《 辩证法史》善于举纲张

目，突出主干，由博反约，力避枝蔓。全书按历史进程共分六编

４３章，体系结构与表述方法都力求简明扼要，便于读者一编在

手，对中国辩证思维的重要成果和基本线索有一个轮廓的了解。

再次，全书古今贯通，把中华民族辩证思维传统的史的发展，从

远古一直叙述到现代。“ 五四”以后中西哲学的交融中，一些卓

有建树的学者诸如金岳霖、冯友兰、熊十力等的思想轨迹，马克

思主义辩证法在中国的胜利传播和毛泽东辩证矛盾观体系的形成

与伟大贡献，都作为中国辩证法史的发展进程和理论成果给以专

章论述。这就历史地表明了中国辩证思维传统的发展，既是古今

慧命相续，又是中西文化接轨，这也正是２１世纪中国哲学所面

临的历史使命和光辉前景。

为了迎接未来的发展前景，中国哲学史、特别是中国辩证法

史的研究，我想，除了继续注意人类文化有其普遍的趋同性、中

西哲学思想必有其本质的共性以外，似乎更应着眼于中华民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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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思维在历史形成的某些定势中所表现的特殊性或变异性。过

去，长期流行的“ 西方中心论”、“ 西方典型论”等时代偏见，以

及视作教条的单维进化的历史观，都阻碍着人们对民族思维传统

固有的特点、特异性或特殊贡献作深入地探究。这也许是以往中

国辩证法史的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弱点。按西方价值系统所肯定的

西方思想史的积极成果，作为人类智慧创造的一支，无疑在当代

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和不可取代的价值。但是，这一点不能被夸

大，不能把西方思想的积极成果说成是唯一的、至上的，是古今

中西都必须遵循的普遍真理。事实上，西方各国多维发展的哲学

创造，无论哪一家，都只能是人类智慧“ 殊途百虑”之一环，即

使是精美的一环。东方各族人民的哲学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民族

的辩证思维传统尤为丰美，其中既有与人类哲学认识先后趋同的

许多基本观点，更有中华哲人极深研几、孤先发明的独特理论贡

献。这些具有民族特异性的思想成果和智慧创造，本是我们民族

对人类精神文明的独特贡献，最值得珍视和发扬。但在过去，由

于夸张西方思想模式的普遍性，中国辩证思维传统中一些独特贡

献，反而被漠视、被贬斥，乃至被视为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诸

如，把“ 中庸”斥为折衷主义，把“ 合二以一”斥为否定矛盾斗

争的形而上学，等等。

８０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

觉醒。民族正气与民族智慧都得到新的发扬。许多学者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辩证思维的传统，进行

了前所未有的深沉反思，提出了不少饶有新意的思路和慧解。例

如，不少学者对“ 中庸“”、中和“”、中道“”、中行”等的精义，

作了多方面的新诠释；有的追溯“ 和”范畴的衍化，从先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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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实生物“”、和与同异“”、以它平它之谓和”，直讲到宋明张载

的“ 仇必和而解”以及王夫之的注解：“ 阴阳异用，恶不容己；

阴得阳，阳得阴，爱不容己；太虚一实之气所必有之几”，认定

“ 和而解则爱”是事物矛盾发展的必然归宿，而“ 和”或“ 太和”

乃是中国传统辩证法的最高范畴。有的则明确宣称：西方辩证法

主“ 一分为二”，中国辩证法则重“ 一分为三”，并进而分析了

“ 两”“、贰”“、匹”“、偶”“、反”“、复”和“ 参（”以及荀子的

“ 能参“”、所参“”、所以参”）等范畴的内涵，阐发了“ 人有中曰

参，无中曰两，两争曰弱，参和曰强” ，“ 两生而参视”“， 赞

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 等命题的深意，由此得出了“ 三

极之道”的相克相生的互补性。至于庄子的“ 两行”、“ 两忘”之

道，《 中庸》的“ 并育”、“ 并行”之理，朱熹易学中“ 对待”、

“ 流行”之旨，道教理论中的“ 三一”、“ 重玄”之说，也有一些

新的考辨和诠释。凡此之类，虽尚属少数学者对个别或部分问题

所发表的独得之见，尚未经过全面综合而形成关于中国辩证法史

的系统观点，但已足够引起人们的重视，促动人们去作深入的思

考和推敲。

中国辩证法史的研究，尚处于草创阶段，许多理论和方法问

题，特别是中西思想比较中如何辨同异、别共殊的问题，尚待进

一步探索。田文军、吴根友同志合撰的这部《 中国辩证法史》，

承先以启后，有所开拓和创新，但仍只是通向未来的一座桥梁。

《 逸周书》。

《管子》。

《 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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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研究，应当结合更丰富的成果，发掘更广阔的资料，更充

分地体现出我们民族智慧中的辩证思维所具有的历史特点和已作

出的独特贡献。伟大的社会转型，必然导致文化思想的“ 推故而

别致其新”。汲取诗情，企望未来。是为序。

一九九七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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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情结话启蒙
——《 明清启蒙学术流变》一书的跋语

校完本书清样，凝望窗外，浮想直飞到记忆中的童年。童年

是孤寂的，我出生时父母均是中、小学教员，家住成都城西一座

废桑园里，有几间木屋，内墙有门，上题“ 常关”二字（ 意取陶

渊明《 归去来辞》“ 门虽设而常关”）。我的童年就生活“在 常关”

之内，由父母教读，直到１２岁才入小学。童年时，我常钻在屋

角几堆旧杂书中去乱翻，一次翻出了清末同盟会印作革命宣传品

的小册子，除邹容、章太炎论著外，还有黄宗羲的《 明夷待访

录》、王夫之《 黄书》、王秀楚的《 扬州十日记》等。书的内容当

时看不懂，书的封面写着“ 黄帝纪元”或“ 共和纪元”，颇引起

好奇，而这一事实（ 加上常听父辈谈起明清史事总是感慨万端以

及他们像对老友一样对“ 棃洲”、“ 亭林”、“ 船山”等的亲切称

呼），却在童心中留下深深印痕。为什么明末清初这批学者在

３００年前写的书会对辛亥革命起到鼓动作用？这个问题，随着年

龄和知识的增长也在不断扩展，并衍生出更多的问题。诸如：何

谓近代？东方各国的近代起于何时？中国有过自己的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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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百年来中国的败辱源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的振兴能靠欧

风美雨么？问题交加，无以自解，织成心中一个历史情结，长期

纠缠着自己的灵魂。

中学时，最敬重的历史老师罗孟桢先生一次讲课，热情介绍

了在“ 五四”运动高潮中蒋方震如何奋笔写成《 欧洲文艺复兴

史》一书，请梁启超为之序，梁氏取中国史中类似时代的思潮相

印证、比较，结果“ 下笔不能自休”，遂一气写成《 清代学术概

论》一书，只好另行出版。两书均成为当时名著，风行海内。罗

老师所讲的这一“ 五四”学坛佳话，激起我极大兴趣，随即从中

学图书馆里借得蒋、梁的这两本书，一气读完。这是我为了消解

心中历史情结而作的历史探索的开始。从中学到大学的泛览中，

我特别注意到，除《 清代学术概论》一书外，梁启超还写有一部

《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而同一个主题，３０年代还有蒋维乔、

钱穆等各自的撰述；更有杜国庠、嵇文甫、容肇祖、谢国桢等都

着重研究了晚明到清初学术思潮的变动，各有灼见；到４０年代，

侯外庐推出《 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上下卷，似拟扬榷诸家而总

其成。但上述多种“ 近三百年”学术史，不仅详略不同，取舍各

异，而且立论宗旨与褒贬取向亦迥然有别。这就在许多学术问题

的歧解之上，又蒙上了一层历史观和方法论的迷雾。

５０、　６０年代，在从哲学到哲学史的专业转向中，我较认真

琢磨的是黑格尔— 马克思的哲学史观及其一系列方法论原则；—

同时，也努力挹注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使我深受启发的是：关

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分析方法，以及历史的发展只有到特定阶

段才能进行自我批判和总结性反思的提示，关于中国史中两个

“ 之际”——即把“ 周秦之际”与“ 明清之际”视为中国思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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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史上两个重大转变时期的提法，关于王夫之哲学标志着传统理

学的终结和近代思维活动的开端的论断，关于晚明到清初崛起的

批判思潮中的启蒙因素的发掘⋯⋯等等。这些自然促进了对问题

的进一步思考，并在教学体系上作了重要改革，将明清之际（ 即

明嘉、万时期至清乾、嘉时期）作为中国思想发展的一个特殊阶

段而独立成编，提出这一编的教学，旨有“ 推程、朱、陆、王之

‘陈’，出顾、黄、王、方之‘新’”，即重点表彰能够冲决思想

“ 囚缚”的“ 破块启蒙”的思想家们。在此基础上，６０年代初，

遂有为纪念王船山逝世２７０周年的几篇论文习作。该文中所引述

的谭嗣同、章太炎、赵纪彬等对船山哲学赞誉之词及我的申论，

乃是自己对童年时就留在心中的历史情结的初步解读。

十年浩劫的困境中，有时想起明清之际学者们“ 锋镝牢囚取

次过，依然不废我弦歌”的坚贞风范，也是一种无形的精神激

励。“ 文化大革命”后期，囚居野寺，我曾一冬奋笔写成《 船山

年谱》稿２０万言，继又草成《 船山哲学》稿１０余万言，调不入

时，俱成废稿；又１０年后，为纪念船山逝世２９０周年，始得从

容撰成《 王夫之辩证法思想引论》一书，书中较明确地肯定了明

清之际反理学思潮的启蒙性质，判定王夫之是１７世纪早期启蒙

思潮中的哲学代表，并对王夫之辩证法思想首尾玄合的范畴体系

作了多层面的剖析，揭示隐涵其中的人文主义精神及其历史形成

的特点。继而遍览同时诸家，着眼全书全人，愈来愈清晰地看

出：同一时代的思潮自有其共通特征（ 共性），而同一时代思潮

发展的不同阶段又各有其阶段性的特点（ 殊性），同一阶段中各

个思想家因个人经历、学脉乃至性格的不同而又各具特色（ 个

性）。在思想史的研究中，必须注意这共性、殊性和个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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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洞察这三者固有的辩证联结，既见“ 枝叶”，又见“ 树木”，

又见“ 森林”，而不应把三者加以任意割裂。１９８２年衡阳王船山

学术会中，针对王船山思想是否具有启蒙性质的争论，我曾以

“ 历史研究中的普遍、特殊和个别”为题作过一次发言；１９８４年

太原纪念傅山学术会中，我曾有小诗一首：“ 船山青竹郁苍苍，

更有方、颜、顾、李、黄。历史乐章凭合奏，见林见树费商量。”

（ 附注：“ 傅山又号青竹。他与王夫之、方以智、颜元、顾炎武、

李颙、黄宗羲以及同时崛起的许多学者、诗人，确乎都在明清之

际的时代潮流中各有创建而又合奏了一曲中国式的启蒙者之歌的

第一乐章。他们既有同中之异，又有异中之同，果能同异交得，

见树又见林，庶几乎可免夫黑格尔所谓只听见音调而不闻乐章之

讥。”）我深信，历史乐章，合奏而成，只有同异交得，林树并

见，才有可能重现中国式的启蒙者之歌的壮丽乐章。这样方法论

上的宏观立论，需要与文献学上的微观考史相辅而行，同时，还

需要基于深沉历史感的文化参与意识作为内在驱动力，才可能促

进真正研究的切实开展。

８０年代文化问题讨论热潮中，普遍提出文化寻根或传统与

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中国走出中世纪的文化历程起步于何时？明

清之际文化思潮的异动是否具有启蒙性质？中国式的启蒙道路经

过什么曲折？具有什么特点？留下什么教训？这一系列问题及其

争论中的异说纷纭，提供了强大的驱动力，促使我严肃思考，参

与争鸣，遂有《 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 略论晚明学风的变

异》《、 文化反思答客问》《、 活水源头何处寻》等文之作，系统表

达了我的观点，但仍以语焉不详、尚缺乏系统史实印证为憾。

许君苏民，英年笃学，曾耕读于樊城，复采珠于汉上，殷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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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靡，卓然有成。这时期他也多有论著，于明清学术思潮尤为着

力。在一系列重要观点和评断上，我们时有唱和，嘤鸣相应，闻

风相悦，颇得濠上之乐。１９９２年冬张岱年先生手书至，以他所

主编之《 国学丛书》中明清卷相属，我约许君合力承担此书，欣

得同意，遂复书张老，慨然应命。是年冬，我们着手全书的总体

设计和拟定撰写大纲，很快取得共识。

首先，确定本书的主题，以凸显明清启蒙学术思潮及其流

向、变异为宗旨，着眼于中国开始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化的文

化进程，确立主潮，观其流变，正面论述，彻底跳出所谓“ 两军

对战“”、汉宋纷争“”、朱陆异同”之类的陈旧模式。

其次，确定本书的历史跨度，大体以明代嘉靖——万历时期

到清代乾隆——嘉庆时期为起迄范围；历史不能一刀切，往往略

有参差，思想史尤其如此。以明清启蒙学术为主潮，则依据晚明

到清初的经济政治形势的变迁，似乎可以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而

各有其思想动态的特点：

第一阶段：晚明时期（ 即从嘉靖至崇祯，约１６世纪３０年代

至１７世纪４０年代）。其思想动态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抗议权

威，冲破囚缚，立论尖新而不够成熟。其思想旗帜，可以李贽为

代表。

第二阶段：明末清初时期（ 即从南明至清康熙、雍正，约

１７世纪４０年代至１８世纪２０年代）。其思想动态的特点，可以

概括为：深沉反思，推陈出新，致思周全而衡虑较多。其思想旗

帜，可以王夫之为代表。

第三阶段：清中叶时期（ 即从乾隆至道光二十年，约１８世

纪３０年代至１９世纪３０年代）。其思想动态的特点，可以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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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执著追求，潜心开拓，身处洄流而心游未来。其思想旗帜，

可以戴震为代表。

按此分期，故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编。每编之中，再依思

想内容分为若干章、节。

再次，确定本书的叙述方法，除每编首章略述时代背景与思

想线索以外，基本上以问题为经，以各家论点为纬，以类相从，

分层论述，人物副之。至于问题，则着眼于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

现代化的前进运动所提出的历史课题，大体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 一）个性解放思想，以自然人性论为出发点的新理欲观、新情

理观、新义利观、新群己观等，以及对传统社会中各种异化现象

的揭露批判；（ 二）初步民主思想，以五伦关系的重新解释为基

础的各种“ 公天下”的政治设计，以及对君主专制制度等的否定

性批判；（ 三）近代科学精神。新人性论及其哲学基础，新社会

理想及对“ 众治”、“ 天公”等的向往，新思维模式及对科学方法

的探索，依次递进，大体构成每编的逻辑。

１９９３年春我赴德讲学，漫汗欧游，半年始归，本书撰稿任

务全委诸许君苏民独力承担。许君以惊人的毅力和效率，在短时

期内，举纲张目，采山之铜，遍查原始文献，力求竭泽而渔；在

发掘和掌握第一手资料方面，度越前人，确有拓展，一些诠释，

尤多新意。在此基础上，他又矻矻奋笔，日夜不休，到１９９４年

春已撰成全书书稿，近５０万言。其中，除少数章节系择取愚作

加以熔裁铸成以外，其余全书各章节皆是许君之心血所凝成。最

后虽由我通读定稿，而改易补苴实甚少。如此胜缘，乐观其成，

无任法喜！

作为《 国学从书》之一， 这本断代学术史论，只求对明清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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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学术思潮及其流变，提供一些基本的史实与学术思想资料；同

时，也为作者所坚持的明清之际思想启蒙说，提供一些必要的历

史注释。至于本书宏观立论是否有仪，微观考史是否可征，史料

筛选是否恰当，文字诠释是否合度，凡此，都衷心盼望读者、方

家惠予指示、批评。

校完书稿，念及童年时心中的历史情结。念如瀑流，继之则

善；学成于聚，新故相资。船山之言，深矣！故跋此数语，聊纪

程。心

一九九五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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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风 遗 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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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风骨略论

提要　　本文阐述道家有其独特的思想风骨，即其思

想和学风中涵有的某种内在精神气质，并分析道家风骨

的形成，有其深远的社会根基。文章概述了道家风骨内

涵的三个层面：（ 一）“ 被褐怀玉”的异端性格，是道家

风骨的重要特征。（ 二）“ 道法自然”的客观视角，是道

家思想的理论重心，与儒家把“ 道”局限于伦理纲常相

比，更具有理性价值，更接近于科学智慧。（ 三）物论

可齐的包容精神，这是道家特有的文化心态和学风，具

体论证了道家学风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前瞻性，并认定

这是值得珍视的思想遗产。

一

道家，远慕巢、许，近宗老聃，独阐道论。虽然老聃被司马

迁称为“ 隐君子也“”，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先秦无

“ 道家”之名，亦无人以道家学者自命），而道论——老学的研

究，却流播民间，蔚为思潮，不仅与儒、墨、名、法等显学相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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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积极参与了先秦诸子的学术争鸣；而且，以其理论优势，漫

汗南北，学派纷立，高人辈出，论著最丰 。到秦汉之际，融摄

各家思想而发展为新道家，对汉初新制度的巩固和社会经济的繁

荣发挥过独特的导向作用；汉初最博学的司马谈《 论六家要旨》，

通观当代学术思潮，总结各家理论贡献，独对道家的成就及其学

风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法度确立之后，在儒法

合流、儒道互黜中，道家虽长期被斥为“ 异端”，但仍然以茁壮

的学术生命力和广泛的思想影响，渗入民族文化意识深层，成为

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学派之一，并具有其独特的思想风骨。

“ 风骨”二字借自刘彦和《 文心雕龙·风骨篇》，原意指文艺

创作中的风力和骨髓所构成的气势，亦即文艺家在创作时潜在的

倾向激情或作品中内在的精神力量。彦和所谓“ 辞之待‘骨’，

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 风骨不飞，则振彩

失鲜，负气无力”。其引伸义，可以涵摄更广。如陈子昂所说：

“ 汉魏风骨，晋宋莫传” ，乃泛指汉魏文风的恢弘气象。又如钟

嵘《 诗品》曾称赞刘桢的诗达到了“ 真骨凌霜，高风跨俗”的境

界；而李白在《 大鹏赋·序》中称：“ 余昔于江陵见天台司马子

微，谓余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 真骨高风”，

“ 仙风道骨”，这类颇具质感的表述，似乎更能道出道家的思想和

学风所涵有的某种内在精神气质的特征。

曾有论者从儒道对立互补的总格局着眼，认为儒家的精神气

关于道家的分派和《 汉书·艺文志》所反映的诸子九流① 、十家的论著以道家

我在《 道家·隐者·思想异端》一文中略有论述，参拙为最多， 著《 吹沙集》第１４５

页。

陈子昂《： 修竹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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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趋向于“ 贤人作风”，道家则表现了“ 智者气象”，这一分疏，

似也近理。但由于“ 贤人作风”与“ 智者气象”等词，经赵纪

彬、侯外庐等的提倡、论证，原是用以区分古代中国与西方（ 尤

其指古希腊）的哲学思想特质的。“ 薰然慈仁”的儒家，确具有

“ 贤人作风 而把“ 绝圣弃智”的道家比作古希腊智者（ 以外向”；

自然、追求知识为务），则显然不类。仅就先秦诸子而论，被道

家斥为“ 其道舛驳”，“ 逐万物而不反”的名家，或宜归于“ 智者

气象”；类推之，则墨家近于工匠意识，法家近于廉吏法度，而

道家，则似可说是表现了隐者风骨。

二

道家风骨的形成，有其深远的社会根基。

中国作为东方大国，古先民在亚洲东部广阔土地上缔造文明

时，走着一条特殊的途径。依靠原始共同体的分工合力，早已创

造了河洛、海岱、江汉⋯·⋯等史前文化区，原始氏族公社及其向

文明社会的过渡、经历了曲折漫长的岁月（ 从黄帝、炎帝时代

起，经过颛顼、尧、舜，到夏王朝的建立，共经历了二十个世

纪），而且氏族公社的一些遗制和遗风始终被保留下来。因而，

我国文化的黎明期，氏族制开始瓦解的社会蜕变过程中，已出现

了一批抵制阶级分化，对奴隶制文明抱着怀疑、批判态度乃至强

烈反抗的公社成员，他们向往氏族制下原有的纯朴道德和原始民

主，反对文明社会必将带来的矛盾冲突和贪残罪恶⋯⋯，乃至在

国家机器形成中自己可能被推上首领地位，由公仆转化为主人而

享有的各种特权，也表示鄙弃、拒绝和逃避。这就是最早的“ 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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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之士”。他们的独特言行，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超越态度，被

人们传为美谈。“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这首古《 击壤歌》所表达的，正是这类独特

人物的心态。《 庄子》书中有《 让王》等篇，专述这类人物“ 鄙

弃名位如弊屣”的故事。其中除了“ 尧以天下让许由，许由不

受”的著名传说外 ，还有一则云：“ 舜以天下让善卷，善卷曰：

‘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种，形足以

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

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

不受，于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处。”类似的许多故事，正是这

类人物行迹的史影。善卷的言论，与古《 击壤歌》类似，反映了

氏族公社分化中另一种价值取向。

在氏族社会末期，已有这样一批鄙弃权位、轻物重生的特殊

人物，并成为人们仰慕的对象 。往后，在以贪欲为动力的阶级

社会中，仍不断地涌现出辞让权位爵禄、甘心退隐山林的高士、

逸民，继承这一古老传统，诸如殷初的卞随、务光，周初的伯

夷、叔齐等，皆名彪史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变革中

的贵贱易位与“ 士”阶层的沉浮分化，更出现大批隐者。《 论

①依皇甫谧《 高士传》的综述，略谓：许由，尧时高士，隐于沛泽，尧以天下

让之，逃隐箕山。尧又召为九州长，许由闻之，乃洗耳于颍水之滨。时其友巢父，

牵犊欲饮，见由洗耳，问其故，许由告之，巢父急牵牛赴上流饮之，曰：勿污吾犊。

（《 史记·伯夷列传》正义引《 高士传》）

司马迁称：“ 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塚。”鄙道元《 水经·颍水注》：“ 山下

又有许由庙，碑阙尚在。”《 太平御览》卷一七七引戴延之《 西征记》云：“ 许昌城有

许由台，高六丈、广三十步、长六十步，由耻闻仰让，而登此山，邑人慕德，故立

此台。”足见许由一直为人们所崇敬和仰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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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史记》等实录了他们中许多人的名号、言论和时人对他们

的赞扬，《 庄子》、《 列子》等书中更夸张地赞述了许多隐者的行

迹和精神风貌。这些隐者，“ 游方之外”，避世、遁世却并非出于

厌世，而是由于愤世嫉俗，洁身自好，所谓“ 欲洁其身而乱大

伦”，由反抗伦理异化到反对政治异化：试图以德抗权，以道

抑尊，蔑弃礼法权势，傲视王公贵族，所谓“ 志意修则骄富贵，

。道义重则轻王公” 。以至“ 天子所不得臣，诸侯所不得友”

他们往往主动从统治层的权力斗争漩涡中跳出来，与权力结构保

持一定的距离和独立不阿的批判态度，所谓“ 在布衣之位，荡然

肆态，不诎于诸侯，谈论于当 。甚或“ 羞与世，折卿相之权”

。他们自愿退隐在野，较多接卿相等列，至乃抗愤而不顾” 触

社会现实，深观社会矛盾，了解民间疾苦，从而有可能成为时代

忧患意识和社会批判意识的承担者。他们为了贵己养生，遁居山

林，注意人体节律与自然生态的观察和探究，强调个体小宇宙与

自然大宇宙之间的同构与互动的关系，从而有可能成为民间山林

文化和道术科学的开拓者。这样的隐者群，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是

一个特殊阶层。他们的生活实践，乃是道家风骨得以形成和滋长

的主要社会根基。

道家风骨的形成，自当有其思想文化条件。《 老子》一书反

映了道家思想的成熟体系。它熔铸了大量的先行思想资料、既有

《 论语·微子》。

（ 荀子·修身》。

③ 《 后汉书·逸民列传》。

④ 《 史记·鲁仲连列传》。

《 后汉书·逸民列传》。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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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最先进科学技术知识的总结（ 诸如天体“ 周行”的规律、冶

铸用的‘橐籥’的功能等），也有个人立身处世经验的总结，而

更主要的是富有历史感地对“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

伪”的文明社会的深层矛盾进行了透视和总结。班固称“ 道家者

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清虚以自

守、卑弱以自持。”此所谓“ 出于史官”非仅实指作为道家创始

人之老聃作过“ 周守藏史”，而是泛指道家思想的重心乃渊源于

对以往“ 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的研究和总结。《 庄子》

有“ 参万岁而一成纯”一语，王夫之曾给以深刻阐释：“ 言万岁，

亦荒远矣，虽圣人有所不知，而何以参之？乃数千年以内见闻可

及者，天运之变，物理之不齐，升降、隆污、治乱之敉，质文风

尚之殊，自当参其变而知其常，以立一成纯之局，而酌所以自处

者，历乎无穷之险阻而皆不丧其所依，则不为世所颠倒而可与立

矣 ！”这正是依赖于历史教养而形成的道家风骨的最好说明。

当然，道家风骨的形成，还有更广阔的思想土壤与理论源

泉。不仅《 老子》一书以其理论思维水平，对远古至旧制崩解的

春秋时期哲学发展的积极成果作了一个划时代的总结。“ 道”概

念的凝成，及“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

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一命题的提出，就已涵摄了以往大量的

哲学思辨成果，并使之整合为新的范畴系统；“ 有无相生⋯⋯”、

“ 反者道之动”等哲学概括，综合了古代辩证智慧的丰富成果而

标志着我国朴素矛盾观的历史形成。而且，古代气功养生等方术

科学和神仙境界的自由向往，原始朴素的非功利的审美观、道德

王夫之《： 俟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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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等，也都被纳入思想体系，成为道家风骨的重要文化基因。

三

道家风骨的内涵，具有模糊性而又包容甚宽，仅就其在思想

和学风上表现的普遍特征而言，至少有以下几个层面，灼然可

见：

（ 一）“ 被褐怀玉”的异端性格，这是道家风骨的重要特征。

圣人“ 被褐而怀玉”，是《 老子》书中对理想人格美的一句赞词，

乃指布衣隐者中怀抱崇高理想而蔑视世俗荣利的道家学者形象。

他们在等级森严的社会中，自愿处于“ 被褐”的卑贱者地位，对

世俗价值抱着强烈的离弃感，对现实政治力图保持着远距离和冷

眼旁观的批判态度，从而在学术思想上往往表现出与正宗官学相

对峙的异端性格。在西方，针对天主教会的神权统治和宗教异

化，而有活跃于整个中世纪的神学异端；在中国，针对秦汉以来

儒法合流所营建的以皇权专制与伦理异化为核心的封建正宗，道

家便被作为思想异端而出现。秦皇、汉武为巩固专制皇权，百年

中曾兴两次大狱，一诛吕不韦集团（ 包括《 吕氏春秋》作者群），

一诛刘安集团（ 包括《 淮南鸿烈》作者群），除了政治诛杀以外，

主 黜，要打击对象乃是大批道家学者。司马迁曾指出：儒、道互

表现了“ 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思想路线的对立，也就是正宗和异

端的对立。汉代，自武帝接受董仲舒“ 独尊儒术”的献策之后，

大批儒林博士，由于奔竞利禄而使儒学日趋僵化和衰微。这时，

正是处于异端地位的道家，虽屡遭打击而仍固守自己的学术路

线，坚持天道自然，反抗伦理异化，揭露社会矛盾，关怀生命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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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崛强地从事于学术文化的创造活动和批判活动，形成了特异

传统，凸显了道家风骨。如司马迁，被斥为“ 论大道则先黄老而

后六经”，在身受腐刑，打入蚕室的困顿处境中，奋力写成了

《 史记》这部光辉巨著；此外，隐姓埋名的“ 河上公”，卖卜为生

的严君平，投阁几死的扬雄，直言遭贬的桓谭，废退穷居的王充

等卓立不苟的道家学者，正因为他们被斥为异端而他们也慨然以

异端自居，故能在各自的学术领域自由创造，取得辉煌成就。以

王充为例，正当汉章帝主持盛大的谶纬神学会议，儒林博士们

“ 高论白虎，深言日食”的喧嚣气氛中，勇于举起“ 疾虚妄”的

批判旗帜，自觉地“ 依道家”立论，“ 伐孔子之说”“，奋其笔

端以与圣贤相轧”，千多年后还被清乾隆帝判为“：背经离道”，

“ 己犯非圣无法之诛”。足见《 论衡》一书的思想锋芒确乎表现

了一个异端思想家的品格。此后，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凡真具有

道家风骨的民间学者，无不表现这种可贵的品格。

（ 二“）道法自然”的客观视角“。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

道法自然”，这是道家思想的理论重心，决定了道家对社会和自

然的观察、研究，都力图采取客观的视角和冷静的态度。这与儒

家把“ 道”局限于伦理纲常的伦文至上乃道统心传观念等相比，

显然更具有理性价值，更接近于科学智慧。道家超越伦理纲常的

狭隘眼界，首先，力图探究宇宙万物的本原（“ 道”是“ 天地之

根”“、万物之母”，“ 道”被规定为：“ 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

① 《 论衡·问孔》。

纪昀：《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 读〈论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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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鬼神帝，生天生地⋯⋯”，这样的理论思维，对宗教意识和实

践理性的超越和突破，标志着我们民族的哲学智慧的历史形成！

其次，力图通观人类社会由公有制向私有制、由氏族制向奴隶制

的过渡及其二重性（ 道家着力研究原始公社“ 自然无为”原则被

阶级压迫原则所破坏以后的社会矛盾，出现了战争、祸乱、虚

伪，出现了“ 损不足以奉有余”的残酷剥削，出现了“ 危生弃生

以殉物”、“ 以仁义易其性”的人的异化，从而富有历史感地提出

了救治之方及“ 无为而治”的理想社会的设计）。由“ 道法自然”

的客观视角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与对社会矛盾的揭露，从老庄开其

端，在王充、嵇康、阮籍、陶渊明、鲍敬言、刘蜕、邓牧等的论

著中，得到鲜明的反映，表现了道家由自然哲学转向社会哲学的

研究成果及其价值取向（ 反抗伦理、政治的异化现象、提倡否定

神权、皇权的无神论、无君论等）。至于“ 道法自然”的思想定

势，更主要唤起道家学者大都热爱自然、重视“ 天地与我并生，

万物与我为一”的自然生态，尊重客观自然规律，因而极大地影

响和推动了我国古代各门自然科学的发展，从贵己养生，全性葆

真出发，道家更强调了自然和人之间、宇宙大生命与个体小生命

之间的同构与互动的关系，诱导人们从自然哲学转到生命哲学，

更具体化到人体功能和自然节律的深入研究，大大促进了中国特

有的医药气功理论及养生妙术。中国民间道术科学的发展，许多

科技成果及自然和生命奥秘的静心探研，首应归功于道家；而许

多卓有成就的科学家，如扬雄、张衡、葛洪、陶弘景、孙思邈、

司马承祯、陈抟等，都是道家人物并具有道家特有的思想风骨。

（ 三）物论可齐的包容精神，这是道家学风的特点。由于长

期处于被黜的地位，与山林民间文化息息相通，道家的学风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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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心态，与儒家的“ 攻乎异端“”、力辟扬墨”和法家的“ 燔诗

书”、“ 禁杂反之学”等文化心态的褊狭和专断相比，大异其趣，

而别具一种超越意识和包容精神。他们对于“ 万物并作”、百家

蜂起的学术争鸣局面，虽也曾担心“ 智慧出，有大伪” “， 百 家

往而不返，道术将为天下裂”，但他们基本上抱着宽容、超脱

的态度。如《 老子》提出“ 知常、容，容、乃公”的原则，主张

。稍后，北方道家宋 、尹“ 挫锐“”、解纷“”、玄同“”、不争” 钘

文等强调“ 别囿”，主张“ 不苛于人，不忮于众”、“ 以腼合欢，

以调海内”；田骈、慎到也提倡“ 公而不党，易而无 ，在他私”

们的带动下，所形成的齐稷下学风，在学宫中各家各派并行不

悖，自由论辩，兼容并包，互有采获，成为古代学术繁荣最光辉

的一页。南方崛起的荆楚道家，以庄子为代表，更为道家学风的

开放性，包容性和前瞻性作了理论论证，提出“ 物论”可齐，

“ 成心”必去，分析学派的形成和争论的发生，学术观点的多样

化，是不可避免的“ 吹万不同，咸其自取”。因而，基于“ 道隐

于小成，言隐于荣华”而产生的儒墨之是非，只能任其“ 两

——“ 和之行” 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 《。 秋水》

等名篇，深刻揭示了真理的相对性、层次性和人们对于真理的认

识的不同层次都有的局限性；“ 井蛙、河伯、海若”的生动对话

的寓言，既指出：“ 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

《 老子·第十六章》。

《 庄子·天下》。

《 老子·第四章·第二十二章》。

《 庄子·天下》。

《 庄子·齐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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贱”；又通过认识的不同层次，把人们引向开阔的视野，引向一

种不断追求、不断拓展、不断超越自我局限的精神境界。这是庄

子对道家思想风骨的独特体现。儒、法两家，都有把“ 道”凝固

化、单一化的倾向。如孔子说：“ 朝闻道，夕死可矣” 。韩非

。说：“ 道无双，故曰一，是故明君贵独道之容” 而庄子却说：

道 《。 庄子》上“ 无所不在” ；“ 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

记载颜回对孔子毕恭且敬，亦步亦趋，但仍然跟不上，称“ 夫子

⑤奔逸绝尘，则回瞠若乎后矣 ！”庄子却对后学说：“ 送君者自其

涯而返，君自此远矣 ”！这显然是两种学风，两种文化心态。

道家以开放的心态，对待百家争鸣，在学术文化上善于学诸家之

长，走自己的路。司马谈总结先秦诸家学术时，正是从学风角度

赞扬道家能够博采众长，取精用宏，“ 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

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 以虚无为本，以因循

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物之情。”这一兼容博通的学风，

影响深远。唐宋以降的道家及道教理论家，大都善于继承老、庄

学脉，大量摄取儒、佛各家思想，尤其大乘佛学的理论思辨，诸

如：李荣、成玄英之论“ 重玄”有取于三论宗的“ 二谛义”，司

马承祯的坐忘论有取于天台宗的“ 止观”说，而全真道派袭山林

隐逸之风，更倾心吸取禅宗的慧解，并非舍己耘人，食而不化，

① 《 论语·里仁》。

《 韩非子·扬权》。

③ 《 庄子·知北游》。

《 庄子·养生主》。

《 庄子·田子方》。

《 庄子·山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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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有所涵化和发展。马端临在《 文献通考》中评定：“ 道家之

术，杂而多端”，此语可从褒义理解，正反映出道家学风的开放

性和博通兼容精神，这是值得珍视的思想遗产。

以上对道家风骨的内涵的概述，仅系例举一斑，远非全豹。

但已足以表明，道家思想风骨在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中，据有重

要的地位，发挥过独特的文化功能。它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尽

管由于本身的局限或被歪曲利用而存在着消极面，但从中华文化

的总体发展上看，是积极的，是促进的因素。至于道家思想风骨

的现代意义，能否实现其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则是有待探究的

重要课题。

一九九二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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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老帛书》哲学浅议

汉代学者已有定称（“ 黄老之家”、“ 黄老之义”、“ 黄老之

术”）的黄老学，其传世经典为《 老子》及渊源于老学而后出的

《 黄帝书》。司马迁称：汉初，由于窦太后好《 黄帝》、《 老子》

。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 黄帝》《、 老子》，尊其术”

关于《 黄帝书》，据《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在“ 道家类”著录

了五种：《 黄帝四经》四篇、《 黄帝铭》六篇，《 黄帝君臣》十篇、

《 杂黄帝》五十八篇、《 力牧》二十二篇；此外，在“ 阴阳家类”、

“ 兵阴阳类“”、小说家类“”、天文类“”、五行类“”、医经类”、

“ 经方类”、“ 神仙类”等托名黄帝的论著尚有二十一种，除“ 医

经类”中的《 黄帝内经》一种尚存外，其余全都在东汉以后陆续

亡佚。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与《 老》乙本合

卷的帛书《 经法》等四篇古佚书，据考，正是晚周至秦汉流行的

《 黄帝书》的重要部分 ，补足了这一时期哲学史料的重要环节。

《 史记·外戚世家》。

唐兰等考订这四篇即《 汉书·艺文志》所载的《 黄帝四经》。这四篇帛书，出

土时仅有篇名及字数而无统一书名，现姑名为《 黄老帛书》，待后确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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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经法》等四篇的主要内容看，与司马谈在《 论六家要旨》中

对道家思想的概要，正相契合， ，时变是守”所引“ 圣人不巧

一语，正出于《 十大经·观》。

这四篇佚书 ——《 经法》《、十大经》 《、 称》《、 道原》，其

思想内容和文字结构，都首尾一贯，自成体系，因而可以作为一

个整体来加以研究。本文即想探讨一下《 黄老帛书》的哲学思

想。

《 黄老帛书》对老子哲学的“ 道”范畴，特别是包容于其中

的关于“ 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客观规律性的涵义，给予

了进一步的发挥，把“ 道”看作是客观存在的天地万物的总规

律。

首先，帛书论述了“ 道”的根本性质是“ 虚同为一，恒一而

止“”，人皆用之，莫见其刑［形］。“ 道”作为规律，是看不见

的，寓于虚而普遍起作用，守恒而稳定。

虚无刑［形］其裻［督］（ 人体八脉，督脉居脊中）

，

。冥冥，万物之所从生。

恒无之初，迥［洞、通］同太虚。虚同为一，恒一

而止。湿湿梦梦，未有明晦。⋯⋯古［故］无有刑

［形］，大迥无名。天弗能复［覆］，地弗能载，小以成

小，大以成大，盈四海之内，又包其外。在阴不腐，在

① 按《 史记·自序》 ，据《 汉书·司马迁传》校改。作“ 朽

此据唐兰等释本。另张政烺、裘锡圭对比帛书中的“ 六“、 大”二字，认为

应作《 十六经》。

③ 《 道原》。

《 经法·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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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不焦，一度不变，能适规［蚑］侥［蛲 鸟得而蜚，］，

鱼得而流［游］，兽得而走，万物得 百事得之之以生，

以成。人 莫见其刑皆以之，莫知其名，人皆用之，

。［形］

起着作用，是万物所以生长、百事所以能成的总根据。这个

“ 道”，又可称为“ 一”；

⋯⋯夫为“ 一“ 一”者，其号也· ”而不化，得道之

。本，握少以知多

“ 一”者，道其本也。⋯⋯“ 一”之解，察于天地；

“ 一”之理，施于四海。⋯⋯夫唯“ 一”不失，“ 一”以

驺［趣］化，少以知多。夫达望四海，困极上下，四乡

［向］相枹［抱］，各以其道。夫百言有本，千言有要，

。万言有蔥［总］，万物虽多，皆阅一空［孔］

①（ 道原》；

②（ 称》。

③ 《道原》。

④ 《道原》。

（ 十大经·成法》。

这是对作为普遍规律的“ 道”的一些朴素说明，从“ 恒无之初”

，以来，“ 道”就贯通于整个宇宙的发展之中，“ 道无始而有应”

，在一切大小事“ 通同而无间，周袭而不盈” 物中普遍而恒常地

这是说，杂多事物中有根本之道，即“ 一”；万物都受一个总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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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支配，如出一孔。把握了它，就可以“ 握少以知多”。

其次，帛书还反复强调了“ 道”的客观必然性，认为：“ 道

之行也，繇［由 。规律是事物之间的客观必然联系，］不得已”

帛书显然吸取了当时的天文、历算的科学成就，指出：

天执一以明三：日信出信入，南北有极，［度之稽

也。月信生信］死，进退有常，数之稽也。列星有数，

。而不失其行，信之稽也

四时有度，天地之李［理］也。日月星晨［辰］有

数，天地之纪也。三时成功，一时刑杀，天地之道也。

，
四时时而定，不爽不代［忒］，常有法式，

。一立一废，一生一杀，四时代正，冬［终］而复始

这些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可从它们有“ 度”“ 数”可考，

有“ 法式”可循而得到证明。它们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 独立

夫偶，万物莫之能令

至于社会生活，同样有其客观规律。按帛书的观点：“ 极而

反者，天之性也”。“ 极而反，盛而衰，天地之道也，人之李

［理］也”。物极必反，初看作是天道、人事共同的最根本的规

《 十大经·本伐》。

《 经法·论》。

《 经法·论约》。

《 道原》。

《 经法·论》。

《 经法·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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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尽管“ 极而反”的客观规律是同一的，但“ 人之理”有一个

“ 审知顺逆”的问题。这又是“ 天道”和“ 人道”的重要区别。

《 经法》首篇指出：

天地有恒常，万民有恒事，贵贱有恒立［位］，畜

臣有恒道，使民有恒度。天地之恒常：四时、晦明、生

杀、輮［柔］刚。万民之恒事：男农、女工。贵贱之恒

立［位］：贤不宵［肖］不相放。畜臣之恒道：任能毋

过其所长。使民之恒度：去私而立公。

这是说，除自然有其“ 恒常”规律外，人类社会诸方面还有特定

的“ 恒事“”、恒位“”、恒道“”、恒度”。这里，把男耕女织的自

然经济的基础上建立的封建等级制以及所谓“ 畜臣”、“ 使民”的

一些重要规范，都看作具有客观规律的性质，认为这些“ 人事之

理”，也是“ 顺则生，理则成，逆则死”。如果违背这些规律，就

会“ 乱生国亡” 。但是，这些社会规律的表现是极其复杂的，

“ 或以死，或以生，或以败，或以成，祸福同道，莫知其所从

；“生 绝而复属，亡而复存，孰知其神？死而复生，以祸为福，

孰知其极？”因而，凭主观，看表面，是找不出规律性的。必须

认真清除各种主观偏见，即所谓“ 见知之道，唯虚无有”，做到

“ 无执“”、无处“”、无为“”、无私”，彻底虚心地体察情况，才能

认识客观规律。同时，还要认真发挥认识的能动性，所谓“ 反索

《 经法·论约》。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78

之无刑（ 形），故知祸福之所从生” 。即运用抽象思维能力，探

索事物的内在规律性。

由此，《 黄老帛书》系统提出了“ 执道”“、循理”“、审时”、

“ 守度”的思想。

所谓“ 执道”，即认识和掌握客观事物的普遍规律。帛书反

复强调“ 执道”的重要性，如说：

故唯执道者，能上明于天之反，而中达君臣之半

［畔］， 密察于万物之所终始，而弗为主，故能至素至

。精。悎［浩］弥无刑［形］，然后可以为天下正

“ 执道者”才能明白天道“ 极而反”的法则，了解社会生活中君

道和臣道的区分，周密观察各种事物的变化过程，而不抱先入为

主的成见。这样，就能认识精深，思路开阔，成为天下是非的准

绳。“ 执 。“ 执道”要从根本上着眼，“ 执道循理，必从本始”

道”的关键一环，在审定“ 形名”，“ 刑［形］名已定，逆顺有立

［位］，死生有分，存亡兴坏有处；然后参之于天地之恒道，乃定

祸福、死生、存亡、兴坏之所在。是故万举不失理，论天下而无

。这个“ 天地之恒道”，也遗策” 就是“ 极而反”——任何事物

都依一定条件而向相反方向转化的辩证法则。帛书试图用“ 天稽

① 《 经法·道法》。

《 经法·道法》。

（ 经法·四度》。

④（ 经法·论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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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周“”、时反以为几“”、嬴绌变化，后将反施”等来表达这一辩

证法则的内容。

所谓“ 循理”就是具体地“ 审知顺逆”。“ 物各合于道者。胃

［谓］之理；理之所在，胃［谓］之顺。物有不合于道者，胃

［谓］之失理；失理之所在，胃［谓］之逆。顺逆各自命也，则

存亡兴坏可知”。可见，理是道的具体化。这和韩非的“ 万物

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 的观点是一致的。帛书强调社会政

治争斗中的各种顺逆问题的复杂性，提出“ 顺逆同道而异理，审

知顺逆，是胃［谓］道纪”，也就是要求根据道的原则来具体研

究和处理这些复杂的顺逆关系。它分析当时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

顺逆，是所谓“ 四度”问题，即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君臣、贤不

肖、动静、生杀四者的顺逆关系。“ 审知四度，可以定天下，可

安一国”；如果处理不当，造成“ 君臣易位”，“ 贤不肖并立”、

“ 动静不时“”，生杀不当”，就会招致“ 身危为谬“”、国危破亡”

的“ 重殃”。帛书作者认为，“ 四度”等社会生活之理，表现为

“ 法”。“ 法”是道所派生，是道和理的社会表现；执道循理，就

必须立法。帛书开宗明义就提出了“ 道生法”的命题：

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

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 能自引以

。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

① 《 经法·论》。

② 《 解老》。

《 经法·四度》。

《 经法·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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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下学者曾提出过“ 法出乎权，权出乎道” 的观点，韩非也提

，但到“ 以道为常，以法为本” 韩非更重视法术势三结合的君

主权力；而帛书则强调“ 道生法”，“ 法”是社会规律的客观表

现，立法者也必须“ 自引以绳“”，生法而弗敢犯“”，法立而弗敢

废”，帛书并概括出了“ 法度”这一范畴，用以指新的政治法权

原则：

法度者，正［政］之至也。而［能］以法度治者，

不可乱也。而［能］生法度者，不可乱也。精公无私而

。赏罚信，所以治也

建立统一的法度，“ 精公无私”地遵守执行，这是帛书为统治者

提供的国策。

所谓“ 审时”，即处理各种顺逆矛盾必须掌握事物变化发展

的转折点，做到“ 静作得时”。帛书一再强调“：圣人不巧，时反

“是守”； 圣人之功，时为之庸”。善于掌握和利用时机，是圣人

成功的关键。但时机是客观地存在于事物的变化之中“，其未来

也，无之；其已来，如之”。不能靠主观的臆测或侥幸去掌握，

而只能“ 不 ［专］己，不豫谋，不为得，不辞福，因天之

① 《 管子·心术上》。

《 韩非子·饰邪》。

《 经法·君正》。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81

则”。所以说：“ 王者不以幸［倖］ 。这治国，治国固有前道”

个“ 前道”，就是全面了解天时、地利、人事，“ 当天时，与之皆

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 时若可行，亟应勿言。时若未

可，涂其门，勿见其端” 。应当审时而动，见几而作，果断行

事。帛书更进一步指出：

明明至微，时反以为几。 ，于人反为之天道环

客。争［静］作得时，天地与之。争不衰，时静不静，

国家不定。可作不作，天稽环周，人反为之 。静作得

。时，天地与之；静作失时，天地夺之

这里的“ 几”，指事物在发展中转折的契机。这种契机或矛盾转

化中的关键时刻，是“ 明明致微”，即极不明显，却又明显地存

在着。“ 天道”独立地不断地运行，但是人们如果按照天道运行

的规律，“ 静作得时”，掌握了时机，就可以使客观的天道为人所

利用，变为人所支配的“ 客”（ 即认识和改造的客体）。反之，如

果争夺不止，时当静不静，事可作不作，人们在“ 天道环周”面

前，“ 静作失时”，不善于掌握时机，人就会反而成为“ 天道”所

支配的客体，处于被动地位。动静“ 得时”或者“ 失时”，是人

能够在客观规律面前发挥能动性、获得主动权的关键。

《称》。

《 十大经·前道》。

③ 《 十大经·观》。

④ 《 称》。

《 十大经·姓争》。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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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 守度”，是观察变化、掌握时机中的重要一环，即注

意事物变化中的数量关系及其一定的限度。帛书突出地阐述了

“ 度”的概念，强调了“ 守度”或“ 处于度之内”的重要性，得

出了“ 过极失当，天将降殃”的重要论断。它指出，任何“ 动于

度之外”而希图侥幸成功的事，都必然失败，“ 功必不成，祸必

反自及也”。只有“ 处于度之内”“ 静而不移”，才能“ 已诺必

信”。所谓“ 度”，也是一定的数量标准。因而统一度量衡标

准，是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帛书强调：“ 八度者，

用之稽也”。即规、矩、曲、直、水平、尺寸、权衡、斗石等，

都要确立统一的“ 度”，做到“ 轻重不爽“”，少多有数”，就可以

“ 度量已具，则治而制之矣”。推而广之，自然事物和社会生活

的各方面，都有其特定的“ 度”，特别是使民要有“ 恒度”，赋敛

更要“ 有度”，如果“ 变恒过度“”、过极失当”，就会使事情走向

反面，造成严重后果。它警告说：

黄金珠玉臧［藏］积，怨之本也。女乐玩好燔材

［疑为蕃财］，乱之基也。守怨之本，养乱之基，虽有圣

。人，不能为谋

以上几个环节，表明《 黄老帛书》对规律的客观性和必然性

以及人对客观规律的掌握和利用问题，作了较切实的论述。

① 《 经法·名理》。

《 经法·四度》。

③ 《 经法·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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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纲此外，《 黄老帛书》还以“ 凡论必以阴阳明大义” ，

阐述了朴素辩证法的矛盾观，并富有特色地提出了以柔克刚的

“ 守雌节”思想。

“ 凡论必以阴阳明大义”，是帛书广泛论及自然和社会各个领

域大量的阴阳对立事象所概括出的思想原则，即是说，客观事物

无不具有阴阳对立的两个方面，因而，我们观察事物也必须坚持

阴阳对立的观点。帛书明确指出：

观天于上，视地于下，而稽之男女。夫天有［恒］

干，地有恒 □（ 疑夺“ 两”“ 曰”二字）常，常，合□

是以有晦有明，有阴有阳。夫地有山有泽，有黑有白，

有美有亚［恶］。地俗［育］德以静，而天正名以作。

［虐］相成静作相养，德瘧 ，两若有名，相与则成，阴

阳备物，化变乃生

这是说，远观天地，近察男女，看出一个普遍永恒的法则，

即“ 合两曰常”，矛盾着的对立面是永远结合着的“，两相养，时

相成”，是相养相成的。正因为阴阳备于一物，所以“ 化变乃

生”。以“ 阴阳备物”为内因的一切事物的“ 化变”，表现为新陈

代谢的客观法则。因而，帛书作者认为，对待新旧事物的矛盾转

化的正确态度应当是：“ 不臧［藏］故，不挟陈。乡［响］者已

① 《 称》。

《 十大经·果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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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至者乃新，新故不翏［摎纠］，我有所周” 。这是说，对新

旧事物的代谢，不应当去保留旧事物，陈旧的东西已经过去，新

生的事物就会到来，旧东西和新事物不会老是纠缠在一起，所以

应当舍故趋新，欢迎变化，周流不息。

既然新旧事物的转化是必然的，因而帛书作者在考察社会矛

盾运动时作出了两方面的结论。

一方面，肯定了矛盾对立的必然性，明确指出：自然界和人

类社会本来充满着“ 谋相覆倾”的冲突，这是“ 天制固然”，无

可忧患。“ 天地已定，规［蚑］侥［蛲］毕挣［争］。作争者凶，

不争亦毋以成功”。这是自然界的生存斗争。至于人人类社会，

“ 天地已成，黔首乃生。胜［姓］生已定，敌者 生争，不谌

［戡］不定” 。只能用正义斗争去战胜非正义斗争。因而，正义

战争，特别像黄帝征蚩尤之类的“ 伐乱禁暴”的战争，是必要

的。

另一方面，又肯定了在促进矛盾转化的过程中，新生的一方

必须以弱胜强，因而取胜的策略应当以“ 雌节”为主。老聃贵

柔，基于“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观点，提出了“ 知其

雄，守其雌”的原则。帛书发挥了这一思想，制定了“ 雄节”和

“ 雌节”这一对特殊范畴，用以区分两种斗争的策略和方式。凡

盛气凌人，骄横自恃的，称为“ 雄节”；凡外示柔弱，谦慎自恃

的，称为“ 雌节”，帛书分析“：夫雄节者，涅［满］之徒也；雌

① 《 十大经》结语。

《 十大经·姓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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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者，兼［谦］之徒也” 。认定凭雄节取胜，并非是福，取胜

的次数愈多，招致的祸殃愈大，“ 凶忧重至，几于死亡”；反之，

据雌节而暂时失败，必将受赏，失败的次数越多，越是积德。

“ 凡人好用雄节，是胃［谓］方［妨］生”，雄节实是“ 凶节”；

“ 凡人好用雌节，是胃［谓］承禄”，雌节乃 。例如，是“ 吉节”

“ 大 ［庭］之有天下也，安徐正静，柔节先定”，结果是“ 单

［战］朕［胜］于外，福生于内，用力甚少，名殸［声］章明，

顺之至也” 。所以说：“ 辩［辨］雌雄之节，乃分祸福之乡

［向］”。“ 以刚为柔者栝［活］，以柔为刚者伐。重柔者吉，重

。刚者灭

帛书这一雌雄、柔刚之辨的思想，源于老子。由于估计到了

新旧事物的矛盾转化总是遵循着“ 极而反，盛而衰”的客观规

律，而新事物由弱小到强大的发展又总是经历着迂回曲折的道

路，所以帛书把守雌节的主要原则看作是“ 卑弱主柔，常后而不

失［先］”，强调“ 圣人不为始”，“ 短者长，弱者强，赢绌变

化，后将反也［施］”，即是说，不应当去先发首创，而应当利

用强弱转化的客观法则，后发制人。以军事斗争为例，帛书反复

。指出：“ 以有余守，不可拔也；以不足功［攻］，反自伐也”

《 十大经·雌雄节》。

《 十大经·雌雄节》。

《 十大经·顺道》。

《 十大经·雌雄节》。

《 经法·名理》。

《 十大经·顺道》。

《称》。

《 经法·君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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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的策略上，更要“ 立于不敢，行于不能，单［战］视

［示］不敢明执不能。守弱节而坚之，胥雄节之穷而因之 所”

谓“ 不敢”、“ 不能”，一方面是使自己永远处于不自满状态，坚

持雌节，谦虚谨慎，留有余地；另一方面是向敌人示之以弱，助

长其骄横自满，使之由强变弱，自取败亡。

总起来，《 黄老帛书》把朴素辩证法的矛盾转化观运用于社

会现实的观察，即肯定“ 今天下大争”，“ 不争亦无以成功”，要

当机立断，敢于斗争；又强调坚守“ 雌节”，“ 弗敢以先人”，留

有余地，后发制人，即要注意策略，善于斗争。这两方面的结

合，就理论思维水平来说，继承老子而高于老子。就其现实意义

来说，实际指导了汉初几十年“ 清静无为”的政治而发挥了巩固

新兴封建政权的历史作用。

一九九五年十月

《 十大经·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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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学风述要

提要　　　　道家学风的首要特点是以“ 尊道贵德”为理

论重心，力图超越可名言世界的局限，探究宇宙万物的

终极本原。道家学风在方法论上的重要贡献，可概括为

通过相对主义而导向辨证智慧。承认事物普遍的相对

性，避免认识上的片面、绝对和独断，是道家坚持的慧

解。

道家之学，源于柱下，依附隐者，流播民间。

在先秦，虽尚无道家或道德家之名，而论道各家，已蔚为南

北诸流派，旨趣不全相同。但道家诸派，都无例外地祖述老聃，

阐扬道论，以其特有的思想风骨和理论趋向，轻物重生，反抗异

化，贬斥礼法名教，主张反朴归真，追求精神自由，从而形成了

道家独特的共同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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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道家学风的首要特点，是以“ 尊道贵德”为理论重心，力图

超越可名言世界的局限，探究宇宙万物的终极本原。道家独创的

形而上学及其精神语言体系中，“ 道”成为超乎天地、万物、五

行、阴阳之上，而又与“ 气“”、朴“”、大“”、一”等抽象处于不

同层次的最高范畴。“ 道”被规定为：“ 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

是“ 天地之始“”、天地之根“”、万物之母“”、万物之宗”，具有

终极的根源性“；道通为一“”、道无终始“”、道未始有封”，即具

有无限的普存性和永恒性；“ 道常无名”，“ 可传而不可受，可得

而不可见”，即“ 道”属超名言之域，非通常的理智和感觉所能

认知，而只能通过“ 徇耳目内通而外于心智”的特殊方式去体

知。“ 。“ 道”并非不可知，而夫体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系焉”

是“ 可传“”、可得“”、可知”的，只是需要人们在特定的实践中

去体知。道家在理论上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提出了区别于“ 认

知”（ 依靠名言）的“ 体知”（ 超越名言），并论证了这种“ 外于

心智”、超越名言的对“ 道”的体知，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认识

机制。

道家从两个方面展开它的论证：一方面，由自然哲学引向社

会哲学，从“ 道法自然”的原则引出社会批判的原则。道家力图

通观人类社会由原始公社向奴隶制文明社会过渡的二重性，并着

重揭露了文明社会所出现的争夺、祸乱、欺诈、罪恶以及种种违

《 庄子·知北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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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人性的异化现象，“ ，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

们“ 以仁义易其性”，“ 危身弃生以殉物”，乃至“ 与物相刃相靡，

其行进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夫！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

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

②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 ！”道家认为人与天地自然本是浑

然一体的，人的本性与自然无为的天道也应是和谐一致的，而文

明社会中的现实人类，却由“ 形（ 体）”到“ 心（ 灵）”都可悲地

被异化、被扭曲了，“ 。因而，人不但不丧己于物，失性于俗”

能体道，并且日益迷失本性，与道疏离，背道而驰，陷入了“ 不

知其所归”的最大悲哀。为了克服和扬弃这一切伦理的、政治的

以及人性的异化现象，道家提出可以从个人修养和社会改革两方

面采取一系列措施，诸如个人修养方面：“ 见素抱朴”、“ 少私寡

欲“”、专气致柔“”、涤除玄鉴”等，和社会改革方面“：绝圣弃

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爱民治国，能为无为”等，都

旨在否定和消解异化，以求得人性的复归——“ 复归于婴儿”、

“ 复归于朴“”，常德不离，民复孝慈”。道家认为，不被现实社会

的权威、传统及流行的价值观所迷惑、所拘限，而能够自觉地超

脱出来，按自然无为的原则处理一切，“ 孔德之容，惟道是

从”，乃是人能体道，自同于道的具体途径。庖丁解牛，轮扁

所轮等故事，更生动说明“ 以神遇而不以目视”之类的“ 体知”，

“ 大并非虚无缥缈、高不可攀，而是 道甚夷”，在日常的生活、

①（ 老子·第十八章》。

② 《 庄子·齐物论》。

③ 《 庄子·缮性》。

④ 《 老子·第二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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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实践中都可能实现。

另一方面，道家以贵己养生为立论基点，由自然哲学更深入

到生命哲学，取得重要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不仅对中国传统的

医药学、养生学、气功学等应用人体科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为

中国道教的教义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南；而且更重要的是道家对生

命的深入探究，并非仅限于人体内部结构与功能的实测与开发，

而是旨在同时探究哲学意义上的“ 真人”与“ 真知”。道家认为，

通过“ 致虚极，守静笃”的特殊途径，在“ 微妙玄通”的自我生

命体验中，“ 收视反听”、“ 耳目内通”，可以达到对“ 道”的体

悟。这是道家所独有的内省方法。道家所谓“ 真人”与“ 真知”，

即摆脱了异化枷锁、归真反朴的人所特有的对人天合和境界的体

知。所谓“ 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 ，“ 不出户，知天下；不

牖，见天道”，并非神秘直觉窥 ，而是经过长期的修炼，逐步

地意识到“ 人”（ 小宇宙）与“ 天”（ 大宇宙）、个体小生命与自

然大生命乃是同质同构、互涵互动的，“ 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

我为一”，“ 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因而通过个体生

命律动的探求“，载营魄抱一“”，心斋“”、坐忘”等内在的体验

自证，可以达到自我净化，“ 与天为徒”，乃至逐步由“ 外天下”、

“ 外物“”、外生”到“ 朝彻“”、见独“”、无古今”而“ 入于不死

不生”的自由境界，也就是人天、物我被整合为一的悟道、体

道、与道冥合的精神境界。

① 《 庄子·大宗师》。

老子·第四十七章》。

（ 庄子·齐物论》。

④ 《 庄子·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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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关于道论体系的建构和对于“ 道”的体知途径的探索，

可以说触及到了真正的哲学本体论问题，其所达到的理论深度，

对现代人的哲学思考无疑具有启发性。

二

道家学风在方法论上的重要贡献，似可概括为通过相对主义

而导向辨证智慧，由齐物论、齐是非、齐美丑、齐生死、齐寿夭

等破对待的追求，而昂扬一种可贵的超越精神。

承认事物普遍的相对性，避免认识上的片面、绝对和独断、

是道家坚持的慧解。“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

善，斯不善矣。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

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 。坚持矛盾两分的观点，并认定

作为矛盾的对立双方，“ 知东西之相反 。矛盾互而不可以相无”

相依存、转化，乃是恒道。这是道家由相对论导向辨证法而达到

的对一般单向度、直线性认识的谬误的超越。至于道家思想家

中，有的因“ 贵齐”而陷于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折衷主义，则

是理论思想顾此失彼的个别教训。

进一步，道家强调“ 别囿“”、去私”“，明白四达”，破除各

种条件造成的思想局限性。“ 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

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

① 《 老子·第二章》。

《 庄子·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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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拘于虚“”，笃于时“”，束于教”，即自陷于狭隘眼界和

束缚于僵化教条，是各种思想局限产生的认识根源。故道家主张

“ 贵因”“，因时为业”，“ 因物与合“”，舍己而以物为法”，即舍弃

“ 建己之患“”、用知之累”，而坚持认识的客观性；进而强调“ 贵

公“”，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即否定党同伐异的“ 私心“”、私

②虑”，而坚持“ 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泠汰于物，以为道理” 。

这样“ 以因循为用”，让黑白自分，并非消极无为，而是对师心

自用所产生的各种狭隘偏见的积极的超越。

再进一层，道家注意到人类的理性能力及认知活动与名言工

具等，有其固有的根本局限。所谓“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

非常名”，“ 道”无形无名，不可道，不可名，即非一般理性和感

性以及名言工具所能把握和表达的。必须进一步对整个认识的局

限有所突破，才能达到“ 从事于道者，同于道”。道家深刻地揭

示：人所面临的认识对象，既有可道可名的“ 有”世界（“ 天地

万物生于有”），又有不可道不可名的“ 无”即“ 道”世界（“ 有

。这两个世界，都是作为认识对象而生于无”） 存在，都是可知

的，但两者的界限在于“ 有”世界的被认识靠主客两分，而

“ 无”世界即“ 道”的被认识靠对主客两分模式的超越。所谓

“ 　心有天游”，在“ 吾丧我”的“ 坐忘”中，“ 堕肢体，黜聪

明” ；“ 忘年忘义，振 等，都表明超越了于无竟而寓诸无竟”

主客两分的局限，就能够置身于“ 道”之中，“ 与道徘徊”，自同

《 庄子·秋水》。

《 庄子·天下》。

《 庄子·大宗师》。

《 庄子·齐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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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道。道家认为，经过长期的自我修炼，这是能够实现的一种精

神超越。

不自陷于各种片面的局限，而能不断地开拓视野，不断地自

我超越，这是道家学风的重要特征，似有助于突破现代哲学的某

些困境。

三

道家学风体现在学术史观与文化心态上，更有一种恢宏气

象。从总体上与儒、墨、法诸家的拘迂、褊狭和专断相较而言，

道家别具一种包容和开放的精神。

早期道家对于“ 万物并作”、百家蜂起的学术争鸣局面，并

非都很理解和乐观，甚至担心“ 百家往而不反，道术将为天下

裂”。但他们基本上抱着宽容、超脱的态度。如老子提出“ 知常

容，容乃公”的原则，主张 宋钘、“ 和光、同尘、挫锐、解纷”；

尹文提出“ 别囿”，主张“ 不苛于人，不忮于众”，“ 以聏合欢，

以调海内”。彭蒙、田骈强调“ 静因之道”，主张“ 去智与故”，

“ 与物宛转”。庄子继之，提出齐“ 物论”、去“ 成心”，更从理论

上论证“ 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而主张

“ 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 。《 秋水》篇等深刻

揭示真理的相对性、层次性和人们对真理的认识的不同层次都有

的局限性，把人们引向日趋广阔的视野，引向一种不断追求、不

① 《 庄子·天下》。

《 庄子·齐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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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拓展、不断超越自我局限的精神境界。这是庄子对道家学风的

独特贡献。儒、法两家都倾向于把“ 道”单一化、绝对化、凝固

化。故韩非曰“： 。孔子道无双，故曰一“”，明君贵独道之容”

称“：朝闻道，夕死可矣。” 庄子却说“ 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 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 《 庄子》上记载颜回对孔子

毕恭且敬，称“ 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子奔逸绝尘，则回

也瞠乎其后矣！” 而庄子却对后学说：“ 送君者自其涯而返，君

自此远矣！” 这显然是两种真理观、两种学风、两种文化心态。

司马谈总结先秦学术时，正是从学风的角度赞扬道家能够

“ 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

化”，“ 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

之情”。 王充所坚持的“ 虽违儒家之说，但合黄老之义”的学

术路线和学风，也主张要像“ 海纳百川”一样“ 胸怀百家之言”，

才能成为知今知古的“ 通人”。唐宋以来的道教理论家，在为道

教的系统理论化建设中，更是依托老、庄学派，阐发“ 重玄”之

旨，大量地摄取儒、佛各家思想，尤其大乘佛法的理论思辨。诸

如“ 重玄论”之有取于三论宗的“ 二谛义”，“ 坐忘”论之有取于

天台宗的“ 止观”说，而全真道派更直袭禅宗学风，创始人王喆

自称道教的最高境界也是“ 语默动静，无时非禅”。马端临在

① 《 韩非子·杨权》。

② 《 论语·里仁》。

③ 《 庄子·养生主》。

④（ 庄子·田子方）。

（ 庄子·山木》。

《 论六家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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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通考》中称：“ 道家之术，杂而多端”，而《 道藏》的编者

确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道教理论和学风的宏肆和兼容的性格。总

之，无论是前期的道家或是后期的道教的学风及其对异己学术的

文化心态，都是较为宽容、开放而具有广阔的胸怀的。这在中国

传统文化中是很值得发掘的优秀思想遗产，是具有现代意义的文

化基因。

一九九五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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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道教的理论化建设

此题涉及面广，思想跨度较大，这里只能略述其梗概，提供

一些研究此课题的新的视角。

一

首先，需要辨析的是道教与道家的关系。自韩愈《 原道》并

斥老、佛，宋明儒亦多言辟释、老，把道教与老庄道家混为一

谈。考之史实，就道教的起源说，与先秦老庄道家乃至秦汉之际

的新道家并无多大关系。

关于道教起源的间题，众说纷纭。或认为源于原始巫术（ 如

许地山谓易、史、巫三系神秘传说长期形成），或以为源于燕齐

海上方士（ 如陈寅恪《 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所论），或以

为源于墨家（ 如章太炎《 检论·学变》附《 黄巾道士缘起说》所

论），或以为源于汉代儒家，特指今文经师甘忠可，夏贺良之流

所造《 包元太平经》，即道教早期经典《 太平经》之权与（ 如蒙

文通《 道教史琐谈》所论），又说太平道似与墨家有关，而天师

道盖原为西南少数民族之宗教，张道陵所画符箓，乃西南少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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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原始文字演变而来。蒙先生又据《 抱朴子内篇·微旨》把先秦

神仙家分为“ 行气“”、房中“”、服食”三类，至于“ 导引”可归

入“ 行气”一类，皆属卫生、医药、营养、气功等学术范围。以

上种种，可视为道教产生的综合因素，但都未涉及道家。原始道

教与古神仙家关系颇密，《 庄子》与屈原《 远游》等皆述及神仙

事，而刘向《 七略》到班固《 汉书·艺文志）所述神仙家属方技

略，皆与诸子略的道家截然分开。这也表明，道教的起源，道家

思想并没有起到多少作用。且原始道教经典中有些思想，是和

老、庄思想相对立的。老、庄基本上是无神论，他们提出道作为

最高范畴，超越于鬼神、天地、阴阳之上。《 老子》说：道“ 象

帝之先”，《 庄子》也说：道“ 神鬼 道教则主神帝，生天生地，

张粗糙的有神论；另外，老庄思想作为自然哲学，把天、地、

人、物的生死成毁都看作是自然的气化过程，反对长生；道教则

以长生不死作为基本信念。二者旨趣迥然不同。因此，道教兴起

之后，有一个如何对待道家思想的问题。

汉末宫廷中已祭祀老子，把他神化。张道陵结合西南少数民

族宗教，创立五斗米道，曾崇奉老子，每日诵五千言，但并未附

会教义加以解释。至于于吉、孙恩、卢循等在南方的道教活动，

也查不出与老庄有关。总之，从民间兴起的符水道教，到逐步变

为上层的金丹道教，均与老庄思想没有直接关系。

道教兴起之后，尊老、注老，以老、庄、列、文作为道经，

对它们进行宗教性的诠释，作为建构自身理论的材料，这是隋唐

以后的事。“ 我注老、庄”，也就是“ 老、庄注我”，正是在这互

注过程中建构了道教的思想体系。传为汉代的河上公《 老子章

句》、尹喜《 老子内节解》、及传为张陵著的《 老子想尔注》，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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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修炼事，可视为神仙家对（ 老子）的诠释、渗入，是（ 老子）

道教化的先声。

但南朝时期道教诸流派，如刘勰划为三派：“ 按道家立法，

厥品有三：上标老子，次述神仙、下袭张陵”（《 弘明集》卷八

《 灭惑论》）。释道安的《 二教论》也分道教为三：一者老子无为，

二者神仙饵服，三者符箓禁厌（《 弘明集》卷八）。马端临在《 文

献通考·经籍考》五十二卷中称“ 道家之术，杂而多端，⋯⋯盖

清净一说也，炼养一说也，服食又一说也，符箓又一说也，经典

科教又一说也。黄帝、老子、列御寇、庄周之书所言者，清净无

为而已，而略及炼养之事，服食以下所不道也。至赤松子、魏伯

阳之徒，则言炼养而不言清静。卢生、李少君、栾大之徒，则言

服食而不言炼养。张道陵、寇谦之之徒，则言符箓而俱不言炼养

服食。至杜光庭而下，以及近世黄寇师之徒，则专言经典科教，

所谓符箓者特其教中一事。⋯⋯”此说虽不尽然，但五派互相排

斥，其中只一派欣赏老庄。又一般道教史家，把南北朝道教分为

四派：

（ 一）太平派，早期道派，于吉、宫崇等奉《 太平经》，后张

角颇有其书，利用之组织了农民大起义。

（ 二）正一派，原为张陵所创五斗米道 ，奉《 老子五千

文》，称老子“为 太上老君”，但又创《 太清》《、 太玄》《、 正一》

蒙文通先生论及《 老子河上公章句》时谓”《 老子》之合于神仙，此书当为

之首，后世羽流皆宗之，所谓《 老子想尔注》、《 老子内节解》之流，皆出于此。”

（《 古学甄微·道教史琐谈》）。

关于五斗米道的命名，或以为与崇拜五方星斗、张陵自造《 五斗经》有关，

卿希泰有考辨，见《 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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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四代孙张盛移居江西龙虎山称“ 正一道”，主要奉《 正一

经》，以后传播甚广。

（ 三）灵宝派，葛玄、郑隐、葛洪等奉《 灵宝经》，关于《 灵

宝经》的繁衍及灵宝派的形成，陈国符、卿希泰均有详考，兹不

赘。

（ 四）上清派，由东晋时杨羲、许谧等相传至陆修静，奉

《 上清经》。陆修静又得《 灵宝经》、《 三皇经》，遂总括为《 三

洞》，始著道书目录，称有一千余卷。

此外，尚有（ 五）楼观派，北朝道士所倡，奉《 老子化胡

经》，特尊关尹。又早期道教也尊墨子、鬼谷子、邹衍为仙人。

足见，南北朝各道派，自造道书，尊奉老子的只其中一派，且全

未涉及庄、列等。

到隋唐时期，道教面临理论化建设任务，因而产生了对老、

庄玄言的吸取和选择问题，标志着道教发展的重要阶段。在理论

建构中，既吸取了儒、佛，更依托道家，使道教从低层次的粗俗

的宗教形态发展为高层次、有教养的系统理论形态。

二

隋唐道教的兴盛及其原因。

按道教自身的发展说，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已具备了

组织、教派、道书、斋仪等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条件，已势必进入

理论化建设的新的大发展阶段。而从客观社会条件看，隋、唐相

继统一，封建经济、文化有了高度的发展，封建品级结构的相对

调整，经济繁荣，财富增加，世俗浮华享乐生活的扩展，也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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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理想追求和现实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其次，佛、道二教从汉魏以来基本上是并行发展的，而南北

朝佛教势力的恶性膨胀，已引起统治者的不安，激起了反佛思潮

和灭佛活动，如北魏太武帝拓拔焘于４４４年下诏禁佛，北周武帝

宇文邕于５９４年下令禁佛，这为道教的乘机发展也创造了条件。

北周武帝曾倡立“ 通玄观”，隋文帝继之尊崇道教，“ 开皇”年

号，即采自道书。隋文帝即位前与道教徒张宾、焦子顺等往来密

切，践祚后于开皇二十年（ ６００年）下诏曰：“ 佛法深妙，道教

虚融，咸降大德，济度群品，凡在含识，皆蒙爱护”。表示并重

二教。隋炀帝与道教徒更深相结纳，任晋王镇扬州时，即与道教

徒徐则要好，曾手书召之曰：“ 夫道得众妙，法本自然”，表白自

己“ 钦承素道，久积虚襟，侧席幽入，梦想岩穴”。恳望徐则辅

佐他夺取王位，“ 昔商山四皓，轻举汉廷，淮南八公，来仪藩

邸” 此外，还有道士王远和“，导凡述圣，非先生而谁！” ，亦

为炀帝所重，曾“ 亲执弟子之礼” 。周、隋之际，隋、唐之际，

都出现了一批有政治嗅觉的道教徒，可称为政治道士，如魏征，

出家为道士，曾投瓦岗军，向李密献策，不用，后归唐，成为太

宗名臣。又如楼观台道士岐晖，预言“ 天道将改”，“ 将有老君子

孙治世，此后吾教大兴”。他原本投靠隋朝，看到形势大变，立

即向李渊“ 密告符命”，“ 尽以观中资粮给其军”，并改名“ 平

定”，这批政治道士（ 还有王远知、薛颐等等）在唐初都甚得

① 《 隋书》卷七十七《 徐则传》。

《 旧唐书》一七二卷《 王远和传》。

③ 见《 混元圣纪》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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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这对道教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再次，李渊起兵陇西，出身于关陇集团的武人世家，门弟不

高，虽然当了皇帝，仍被中原地区的门阀士族（ 如山东的王、

崔、卢、李、郑，江左的王、谢、袁、萧，东南的朱、张、顾、

陆⋯⋯等大姓）所轻视。唐太宗一方面命高士廉等人重修《 氏族

志》，列皇族李姓为第一等；另一方面，制造神话，夸称李家为

老子的后代，力倡道教，并使道教与老、庄思想挂上勾。唐高祖

时，就依托吉州人吉善行于羊角山途遇老君，因使人致祭立庙，

封老子为“ 太上玄元皇帝”（ 事详《 封氏闻见记》）。太宗贞观十

一年下诏：“ 老子是朕祖宗，名位称号宜在佛前”。唐玄宗更亲注

《 老子》，令士子习之；下令全国修建玄元皇帝庙，规定明经考试

以三书为准《： 老子》《、 孝经》《、 论语》，而以《 老子》为上经。

玄宗尊老崇道颇为狂热，天宝二年至十三年中再三给老子加尊

阙玄元天皇大帝”，还封老子号，最后封为“ 大圣祖高上大道金

父母为“ 先天太上皇”与“ 先天太后”；并诏吴道子等为老子画

像，分布天下。天宝元年（ ２４２年），尊庄子等为四 庄真人——

子为南华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庚桑子为洞

虚真人，连同孔子，都陪祭老子；有意提高道士地位，开元九年

召见司马承祯，亲受法箓，赏赐甚厚，赋诗送行；继又召见王希

夷、张果老等；开元二十年（ ７３２年）设“ 崇玄馆”，置“ 玄学

博士”，每年以“ 四子真经”取士，名曰“ 道举”。同时，命太清

观主史崇玄、崇文馆学士崔湜、卢藏用等修《 一切道经音义》、

《 妙门由起》等１５０卷，并搜求道经，纂成《 三洞琼纲》，共

３７４４卷。

唐代，崇道之风，席卷朝野。据《 唐会要》，单是长安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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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观，就有三十多所，备极华丽。许多公主、妃嫔借口信道，

出家当女冠，过着荒淫生活。杨贵妃曾是女道士，道名“ 太真”。

唐玄宗还创作了道教乐舞《： 霓裳羽衣曲》《、 紫微八卦舞》。太子

宾客、著名诗人贺知章，弃官愿为道士，玄宗批准，不少道士因

出入官廷而得官爵，称为“ 终南捷经”。不少名人被录入“ 神仙

传”。诗人李白二十五岁出川之前，已与赵蕤交往，赵是著名道

士，著有《 长短篇》。出蜀后又结识司马承祯；司马承祯的“ 仙

宗十友”都是当时文坛名人，如陈子昂、卢藏用、宋之问、孟浩

然、王维、李白、贺知章等；李白还与道士元丹丘、吴筠等交

往，经吴筠推荐去长安，又经玄宗之妹女道士玉真公主推荐给朝

廷，被视为“ 异人”。李白自称“ 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

山游”，其夫人也笃信道教，李白有《 送内寻庐山女道士李腾空》

诗云：“ 君寻腾空子，应到碧山家，水春云母碓，风扫石楠花，

若恋幽居好，相邀弄紫霞”。此外，画家吴道子，书法家颜真卿、

张旭，都是信仰道教的，而著名道教人物如“ 八仙”：韩湘子、

何仙姑、张果老、吕洞宾等。吕有诗：“ 黄鹤楼前吹笛时，白萍

红蓼满江湄，衷情欲诉谁能会，惟有清风明月知”。又有“ 三醉

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一生辟佛、老的韩愈，偏有一

位仙人侄子韩湘子，留下不少仙迹的传闻。

正是在上述这样的政治背景和文化背景下，道教兴盛起来，

开始从事和儒、佛对峙的理论建设。

三

隋唐时期，儒、释、道三教斗争与融合中道教的理论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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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隋唐统治者虽个人各有偏好，但基本上实行的是“ 三教”并

用、“ 三教”平衡的政策，因而使三教都得到发展，并通过斗争

而走向互相融合。

在隋代，兼重佛、道，经视儒学，几次佛、道之间的冲突，

都以佛教徒的胜利告终；而“ 三教”调和的论调，已由颜之推、

王通等人发出篙矢。

到唐代，继行“ 三教”并用政策，而重点扶持道教，并明确

尊崇儒学，对佛教既有扶植又稍有抑制。这激起“ 三教”之间的

激烈斗争，并大体形成儒、道联合，共同反佛的形势。突出的有

高祖武德四年（ ６２１年）开始的傅奕反佛与释法琳等的反驳，这

场大辩论，持续到贞观十三年（ ６３９年），始由唐太宗强制裁决

才告一段落。此外，在这一时期还发生过多次佛、道之间的矛盾

和斗争，如唐高宗时，即发生了佛教徒要求皇帝下令焚毁《 老子

化胡经》的斗争，到唐中宗时竟明令“ 废此伪经”而宣告了佛教

的胜利。但初唐以来，唐王朝为贯彻其“ 三教”平衡的政策，更

这一思想斗多次组织“ 三教”的代表公开辩论 争的形式，大

有助于道教的理论化建设。隋唐时期，如果说佛教进入了系统地

中国化时期，则道教开始了系统地理论化过程。

道教的理论化，概略地说，有三个方面：

首先，道教开始占领老庄玄学阵地，大兴注老解庄之风。单

如贞元十二年（ ７９６年），唐德宗生日，令儒官与佛、道代表讲论，“ 初若矛

盾相向，后类江海同归”（ 见《 南部新书》）；迎合朝廷需要、调合三教的人，如太常

卿韦渠牟，初读儒书，后做道士，又当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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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注老诸家来看，唐末五代道教学者杜光庭（ ８５０—９３３）曾作过

一番清理和总结，著《 道德真经广圣义》五十卷，发现历代注

《 老子》者有六十余家，可归纳为五种指意：（１）河上公、严君

平为代表，明理国之道，（２）陶弘景、顾欢为代表，明理身之

道；（３）鸠摩罗什，佛图澄为代表，明事理因果之道；（４）以刘

进喜、成玄英、李荣等十一家为代表，明重玄之道；（５）以何

晏、王弼、钟会、羊祜等为代表，皆明虚极无为、理家理国之

道。而各家宗旨也不相同：严君平以“ 虚玄”为宗，顾欢以“ 无

为”为宗，孟智周、藏玄静以“ 道德”为宗，梁武帝以“ 非有非

无”为宗，孙登从“ 重玄”为宗。此处孙登，并非与竹林七贤交

往的隐士孙登，乃东晋时人，孙盛之侄，是发明“ 重玄”之旨的

人。杜光庭判断说：“ 宗旨之中，孙氏为妙矣”。表明“ 重玄”之

旨，是道教建构自己理论中的突出贡献。杜光庭在《 道德真经广

圣义》一书中也贯彻了“ 不滞有无，不执中道”的“ 重玄之道”，

用以阐释“ 玄之又玄”。此乃隋唐道士注老的主流思想。

杜光庭又著《 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注》，谈到道教的气化宇

宙观，道教的成仙之术，认为修道成仙，“ 非一途所限，非一法

所拘”，约有四种：（１）飞升，（２）隐化，（３）尸解，（４）鬼仙，

前三者都事属渺茫；唯（ ４）即生前行善，死后成仙，这已完全

脱离了道教的原始教义。

其次，道教着力于融摄佛教的思辨成果，用以建构自身的理

论体系。在这方面，除了一些表层的宗教仪注、名词术语的模

仿、引用之外，还在深层的思辩结构和理论内容上有所吸取，主

要表现为以下三环：

（１）重玄理论，作为隋唐道教理论建构中的主干思想，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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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是吸收了佛学中观般若的精华，特别是通过三论宗的介绍，得

以融会龙树、提婆的中道观方法论，直接吸取吉藏的“ 二谛义”，

用以诠释《 老子》的“ 玄之又玄”。所谓“ 重玄”，即“ 又玄”之

义。据成玄英《 老子义疏》第一章云：

“ 玄者，深远之义，亦是不滞之名。有无二心，微

妙两观，源乎一道，同出异名。异名一道，谓之深远，

深远之玄，理归无滞。既不滞有，亦不滞无，二俱不

滞，故谓之玄。”

“ 有欲之人，唯滞于有，无欲之士，又滞于无，故

说一玄，以遣双执。又恐行者滞于此玄，今说又玄，更

祛后病；既而非但不滞于滞，亦乃不滞于不滞，此则遣

之又遣，故曰玄之又玄。”

“ 妙，要妙也。门、法门也。前以一中之玄，遣二

偏之执；二偏之病既除，一中之药还遣，唯药与病，一

时俱消。此乃妙极精微，穷理尽性，岂独群圣之户牖，

抑亦众妙之法门。”

又李荣《 道德经注》第一章云：

“ 道德杳冥，理超于言象；真宗虚湛，事绝于有无。

寄言象之外，论有无之表，以通幽路，故曰玄之。犹恐

违方者胶柱，失理者守株，即滞此玄，以为真道，故极

言之，非有无之表，定名曰玄。借玄以遣有无，有无既

遣，玄亦自丧。故曰又玄。又玄者，三翻不足言其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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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句未可致其源，寥廓无端，虚通不碍；总万象之枢

要，开百灵之户牖，达斯趣者，众妙之门。”

这种双遣二边之论，显然来自鸠摩罗什所传龙树之学以及罗

什注《 老》对“ 损之又损”的诠解，而以道融佛，颇与中国化的

佛教如吉藏的四重二谛义相近，而又别有进境，如所谓“ 以重玄

为道，以三一为归”等。蒙文通先生《 校理老子成玄英疏叙录》

等文中曾详论之。

（ ２）坐忘理论，源于《 庄子》，而显然吸取了中国化佛教的

最初体系天台宗的止观论。《 玉简杂书》言：“ 道释二氏，本相矛

盾，子微《 司马承祯》乃全本于释氏，观七篇叙可见。而《 枢》

一篇尤简径明白，略谓夫欲修道，先去邪僻，端坐内观，但灭动

心，不灭照心，定而慧生，此真慧也。此言与智者（ 智顗）所论

实相表里。子微隐天台玉霄峰，盖智者所居，知其源流有自。”

蒙先生再进而考订《 坐忘论》有三家，其中司马子微与赵志坚均

有 三观之说，而述及张耒称所谓“ 有观“”、空观“”、真观”

引张至柔之言曰：“ 大道甚简，守心而已，守心无他，守一而已。

⋯⋯是道也，智者得之为‘止观’，司马子微得之为‘坐忘’，皆

一道也。⋯⋯今人忽之，乃若其形骸，妄想变怪，吞饵金石，去

道远矣！”足见，坐忘理论与天台宗的止观、定慧，确实“ 其道

不二”。司马承祯的《 坐忘论》、《 天隐子》中以道融佛，强调了

所谓成仙，并非肉体飞升等，而认定“ 收心离境”，“ 守静去欲”，

便会“ 自入虚无”，“ 与道冥一”，达到这种精神境界，就是“ 神

①转引自蒙文通《 道教史琐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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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就是《 庄子·大宗师》所说的“ 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

知，同于大通”的“ 坐忘”境界。

这里显示出道教发展到唐代，吸取、融摄了儒、佛、老庄各

家思想而系统地理论化之后，在所谓“ 长生”、“ 成仙”问题上发

生了重大转变。即不再言“ 白日飞升”之类，一般不再讲外丹

（ 炼丹服药，长期无效，且多人中毒身死），而重言内丹，指斥外

丹是“ 舍本逐末”，而强调内在修养，“ 安心坐忘之法”，所谓

“ 神不出身，与道同久，且身与道同，则无时而不存，心与道同，

则无法而不通。”司马承祯认为，达到这样的形神合一，“ 虽未升

腾，挥翼丹霄之上矣”。刘鉴泉先生在《 道教徵略》中曾论断：

“ 唐以还，道教诸名师皆明药之非草，长生之非形骸，不言白日

升天矣。”这是道教理论发展史的一大变化，自当重视。

（３）宋元以来，南北教派林立，而以北方的全真道为主流。

陈垣先生在《 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一书中，曾据大量碑记以及

通行道教史文献《 甘水仙源录》、《 祖庭内传》、近人陈友珊《 长

春道教源流》等资料，详述了全真道派的发展，认为“ 全真之初

兴，⋯⋯也以其非儒非释，漫以道教目之，其实彼固名全真也。

若必以为道教，亦道教中的改革派耳”。全真教派创始者王喆

（ 字知明，号重阳，１１１２—１１７０）及弟子谭处端、刘处元、崔钰、

丘处机等，其立教思想的最主要特点，就是吸取中国化了的佛教

禅宗思想，自称：“ 禅为宗，道为祖”；清初全真道士柳守元《 玄

宗正旨序》中说：玄宗“ 与禅宗实为相近”。《 弇州续稿·书〈中

和集〉后》云：“ 究其大旨，多出禅门”。王喆在《 立教十五论》

中明确主张修行应从“ 打坐”入手而达到“ 语默动静，无时非

禅”的最高境界。禅宗与山林隐逸的结合，成为金、元一代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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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王恽《 秋涧集》卷五八《 奉圣州永昌观碑》云：

“ 后世所谓道家者流，盖古隐逸清洁之士，岩居涧

饮，草衣木食，不为轩裳所羁，不为荣利所怵，自放于

方之外，其高情远韵，凌烟霞而薄云月，诚有不可及

者，自汉以降，处士素隐，方士诞夸，飞升炼化之术，

祭醮酿禁之科，皆属之道家，稽之于古，事亦多矣，徇

末以遗本，凌迟至于宣和极矣。弊极则变，于是全真之

教兴焉。渊静以明志，德修而道行，翕然从之，实繁有

徒。其特达者各潜户牖，自名其家，耕田凿井，自食其

力，垂慈接物，以期善俗，不知诞化之说为何事，敦纯

朴素，有古逸民之遗风焉”。

陈垣先生认为“ 以 。又逸民名初期之全真，诚得全真之真相”

全真派思想的另一特点，已显示“ 三教合一”的倾向，王喆在各

地传教，先授《 孝经》、《 道德经》，然后再授《 般若心经》与

《 常清净经》，其弟子一再宣“扬 天下无二道，圣人不两心“”，教

虽分三，道则唯一。”

最后，道教理论化的后期发展，日益趋向于、并包容在三教

融合的思潮之中。整个隋唐时期，三教由对立斗争而趋向融合，

乃是思想主潮。

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既容纳儒家“ 忠孝”等伦理规范，更

由禅宗大量吸取孟、庄思想。

以上均见陈垣《； 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卷一《 全真教之起源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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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佛入儒也成为时代思潮，韩愈、李翱已多方吸取佛、道，

而柳宗元、刘禹锡、王维、李贺、白居易、梁肃等更自觉地消化

佛理。

唐文宗太和元年（ ８２７年）曾举行一次三教讲论会，参加者

有安国寺僧义林、太清宫道士杨弘元等，秘书监白居易代表儒

从教，并作记录，后整理成《 三教论衡》一书 该记录问答中

可以看出，已是一次非常和谐的学术讨论，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互

诤。又韩愈、柳宗元、刘禹锡之间的一次天人问题的争论（ 实质

上也表现出儒、佛、道的观点分岐），宗密参加了，而所写《 原

人论》，主张“ 会通”，认为“ 孔、老、释迦，皆是至圣，随时应

物，设教殊途”。

至于晚唐道士，如陈传、谭峭、张无梦、陈景元等，都是兼

通《 老》、《 易》及经史百家之言，都起了会通三教的作用。

北宋初年，道教理论家张伯端著《 悟真篇》，也是兼通易、

老，并明确肯定“ 教虽分三，道乃归一”。而陈景元（ 碧虚）在

其《 道德真经藏宝纂微篇》、《 南华真经章句音义》中所用概念，

多为二程所袭用。蒙文通先生云：“ 余校碧虚《 老子注》，观其所

常用之词语，所常用之经传文句，及其思想旨要，则全同于二

程，乃与周、邵之文不类。由碧虚之书，然后知二程之学实为希

夷（ 陈传）之传。”又云：“ 北宋儒学，显有三派，为洛学、新

学、蜀学，皆于六经有解，各自得立。洛派唯司马光注《 老子》，

二程理学一派则排斥佛、老，至荆公新学，东坡蜀学，皆深入于

①见《 白氏长庆集》卷五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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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老，虽不属于道教，而实为道家之学。” 至于朱熹，虽未

注老，而于《 阴符经》、《 周易参同契》均有述作。足见，晚唐五

代之道教，对于宋代理学之兴起实有不可忽视之影响。

一九九○年九月

见《 古学甄微·道教史琐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11

蒙文通与道家

一

蒙文通先生（ １８９４—１９６８），讳尔达，四川盐亭人。二十世

纪中国卓尔不群的国学大师、国史专家。淹贯经传，博综子史，

出入佛典，挹注西学，超越今、古、汉、宋之藩篱，融会考据、

义理于一轨，在蜀学渊渊传统中成为自觉承启者的一员，通观以

明变，富有而日新，在众多学术领域皆有创获，抉原甄微，发覆

有功；而对南北道家的思想分疏和对重玄道论的历史发掘，更是

独具慧眼，别开生面，作出了划时代的重大贡献。

一九九四年十月，蒙先生百年诞辰，蜀中师友集会纪念，道

远不能赴会，谨电去八句祝词：“ 儒申五际，道阐重玄。古族三

分，越史千年。掀髯大笑，川上观澜。缅怀仪型，孺慕拳拳。”

以蠡测海，自难达意，复寄蒙默世兄一信，并颂诗一律：

存古尊经学脉醇，

观澜明变见精神。

弘通汉、宋堂庑广，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12

涵化中、西视角新。

秘阐齐、韩昭大义，

疏还成、李入玄莹。

桐花细雨京郊路，

钵水投针笑语亲。

诗末附一《 后记》，概略地赞述了文通先生的学术成就及其

思想渊源。盖自晚清以来，蜀学昌明，继张之洞、王闿运等在蜀

中创办“ 尊经书院”之后，赵启霖仿张之洞在湖北的学政又继立

“ 存古学堂（”　后改“名 四川国学院”），乃当时蔚然兴起的蜀学中

心。文通先生于民初被荐选入“ 存古学堂”，得受教于廖平、刘

师培、吴文英诸大师之门，师说各异，饫闻各种争论，启迪实

多。廖平从平分今古到尊今抑古所展开的今古、大小、人天六变

之说，尤为恢奇。文通先生独能深入堂奥、心知其意，而又自立

权衡，蜕出师门。特赏孟子“ 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一语，引而

申之，别创通观达识，明其流变的史学新风，为蜀学的发展开辟

出新的境界。

文通先生治学，特重独立思考，不拘成说，不苟附和。由通

经入手，以究史为归，贯通传记诸子，驰骋古今，期于明道。常

谓：通经必须明体达用，为推本礼数，考镜源流，当明其家法；

同时，为深察微言，较论诸家，则当跳出家法，重视学脉渊流，

把握时代变化。又谓：究史必须虚实结合，“ 以虚带实”，“ 史料

是实，思维是虚，有实无虚，便是死蛇” 。唐君毅，丁山等无

蒙默编：《 蒙文通学记·治学杂语》，第１页，三联书店，１９９３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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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称道其“ 每篇文章背后，都另有一个道理”，“ 每篇考据文章，

都在讲论哲学” 。这样寓论于史，就实论虚，史与论、变与常、

实与虚的深相结合，体现了蒙先生治学在方法论上的深蕴自觉；

故能汇历史地理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等于古史研究而创为中

华远古民族文化的三系之说，即通过绵密考订，将中国古代民族

分为“ 海岱“”、河洛“”、江汉”三大民族集团，由于民族传统不

同而形成中国“ 东、北、南”三大文化系统。这一创见，不仅验

之于古文献记载的史迹与传说信而有征，而且为此后地下考古的

大量重要发现所粲然证明，因而影响极为广远，超出了历史学、

民族学的领域，对于文化传统和哲学流派的史的溯源也具有重要

意义。故蒙先生二十年代于（ 古史甄微）中首先提出的古史三系

说，并由此出发而论及齐鲁、三晋、荆楚三方说史之互异及其思

想文化传统之各殊，立论铮铮有据，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尊重和认

同。

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艰苦岁月，蒙师北游返川后任教于川大

等校，本通经致用之微旨，奋力撰写出《 儒家政治思想的发展》

与《 儒家哲学思想的发展》等名文，引古筹今，发人深省。其解

经说儒，力排流行的浮浅之论，而认为儒学发展乃吸纳九流百家

之学，秦汉经师所撰传记乃承继诸子菁华而别有创新。西周典礼

乃国野异制，贵贱等级不可逾越；而秦依法治，反世卿，行君主

专制而奖兼并，贫富悬绝。儒学发展到秦汉之际的今文经师，则

惩周、秦两制之弊而并绝之，其所提出的一套理想制度，乃是齐

诗说、京房易所述之“ 五际”“ 四始”之说，以“ 素王”、“ 革

同上，第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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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 民主”“ 平等”为依归。强调汉初今文师说，区别于孔孟

而吸取了诸子特别是墨家之学，其精义在“ 井田以均贫富，辟雍

。以排世族，封禅以选天子，巡狩以废诸侯，明堂以议时政”

这才是儒家真正的“ 微言大义”，而浮丘伯、申培公、辕固生、

赵绾、王臧、眭孟、盖宽饶等乃是儒学的真正 又进而以传人。

人性论为中轴，认真清理了从子思、公孙尼子和孟荀以来的儒家

哲学，而别有会心地突出（ 韩诗外传）所阐述的人性发展理论；

尔后，精研宋明理学，扬弃程、朱、陆、王，而最后归宿到陈乾

初、王船山的“ 以日生日成言性”的“ 发展论”。其《 儒学五论》

等对先秦两汉整个学术流变及儒家思想的发展轨迹所作的独立清

理，浚求博证，发微钩沉，往往详人之所略，发人之所未发，推

陈出新，贡献极大。其博学锐识，慎思明辨，深获当时一流学

者、一代大师廖平、欧阳竟无诸先生的嘉许并寄以厚望，“ 文通

文如桶底脱落，佩服佩服，将来必成大家。”（ 廖平）。“ 孔佛通，

⋯⋯唯我文通，始足与谈。”“ 何时西窗烛，共作刻入谈”（ 欧阳

，继志竟无） 述事，期望何殷！

蒙先生坚持学贵自得、学以美身的传统价值观，把德养放在

一切的首位，一再强调做学问必先堂堂正正做个人，“ 若不知人

之所以为人，而与人论学，是遗其大而言其细。” 钱穆在《 师

友杂忆》中忆及他与青年蒙文通初晤于苏州，同游灵岩，赏梅邓

尉，“ 俯仰湖山，纵谈今古”，以及三十年代初他们同任教北大

《 蒙文通学记·蒙文通先生传略》，第１８８页。

蒙文通：《 古学甄微·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第１６５—２００页。

《 蒙文通学记》，第１８６页；

《 蒙文通学记》，第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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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与熊十力、汤用彤等时时交往，相聚辩学论道的情景，宛如

竹林濠上，其俊朗风神，跃然纸上。蒙先生早年游南北，既问佛

学于欧阳竟无，复询国故于余杭章氏，又纳交于海内硕学，了无

门户之见。蒙先生讲儒学，大异于流俗，以汉今文经师为归依，

同时特重《 儒行》，高扬漆雕氏之儒的“ 儒侠”学风。他择善固

执，耿介不阿，藐视权贵，白眼官绅，一生不离教席，而每与师

友论学，意气风发，往复辩难，强聒而不舍；他生性旷达，乐道

安贫，待人率真，蔑弃荣利，颇有道家风骨。早在京津任教时，

生计困难，却严词拒绝了亲日伪者之重金诱聘，大义懔然！三十

年代先在北大，后在川大，曾两次被无理解聘，掀髯一笑，处之

泰然。四十年代长四川省图书馆期间，条件十分艰苦，而醉心于

辑校古籍，其中成玄英《 老子义疏》之辑为完璧，更是度越清代

二、三百年辑佚之重大成果。１９４５年书成由蒙老先生以楷书写

定后，文通先生除撰写长篇《 叙录》外，特请人摩绘李公麟《 九

歌图》中的（ 国殇）一图，置于卷首，并深情篆题云：“ 佳兵不

祥，群 甲兵，天下生刍狗，奉愿国殇毅魄，早证三清！并祷永

安泰。”慨然以自己辑校的精品，奉献给抗日国殇，祝祷烈士英

魂，早证三清。情系国殇，足见高怀。至于五十年代以后所写

《 理学札记》，乃专门哲学论著，含英咀华，别具慧解；而考史之

作则转为较重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立论有本，考辨綦详，表明其

敏求新知，学有进境。特别是在文革中横遭凌辱迫害的条件下，

苦心孤诣，奋力撰成其绝笔之作《 越史丛考》，针对越南扩张主

义者的谬说，予以系统驳正，成为经世史学的当代名作。当其昼

系“ 牛棚”，夜归奋笔，完全置个人荣辱安危于不顾，正是“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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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岁而一成纯”（ 庄子“），历乎无穷之险阻而皆不丧其所依”

（ 王船山）的道家学者的崇高风范！十八万字的《 越史丛考》写

完后仅一月，蒙先生即翛然辞世，其爱国赤忱，贞风亮节，光耀

学林！

二

。这是老子、先秦是中国历史上的“ 轴心时代” 孔子和墨

子以及其它诸子蜂起争鸣的时代。而儒家道统，一贯贬斥诸子之

学。蒙先生一扫传统偏见，以平等心衡视九流百家；尤其对儒墨

道法诸家思想在发展中的分合出入，注意其相互影响，力求予以

动态地把握。基于“ 古族三分“”、文化三系“”、古史三说”的理

路，蒙先生将先秦诸子主流学派归结为三系：东方儒、墨（ 阴

阳、名辩可统于墨），皆“ 法先王、道仁义，诵《 诗》《 书》”，

“ 大同而小异”，同出于邹鲁；西北法家（ 兵、农、纵横属之）乃

出于三晋而终显于秦；北方道家出于燕齐，而南方道家则兴于荆

楚。这三系各派之间，既矛盾互攻，又互为采获，彼此融会。如

“ 孔孟之道，以惩于墨家，而后脱落于陈言；以困于道家，而后

推致于精眇”。“ 百家横议，错互其间，以击以守，相荡相激，有

所辩必有所惩，有所变必有所困，阐发既宏，波澜壮阔”。 今

。《 庄子·齐物论》。

王船山《： 俟解》。

雅斯贝尔士：《 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人的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

年版，第３９页。

《 古学甄微·儒家哲学思想之发展》，第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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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原儒家之发展，孔门文经学的理论，则有取于墨家者较多。

之教，作始也简；八儒之分，端赖诸子思想之激荡，如仲梁氏之

儒杂于道家，乐正氏之儒杂于墨家，子思氏之儒则杂于法家等

等；至秦汉今文经师传记，乃诸子思想著华的总结。把杂而多端

的诸子学说视为汉代新儒学之所由来的必经环节，从而揭示出从

先秦到秦汉诸子思想由分而合的演进逻辑。诸多创见，出人意

表，然而其绵密的考订，深刻的洞见，又足以令人折服。

蒙先生对于先秦道家思想的研究，着力尤深。《 杨朱学派考》

一文，破旧立新，震动学林。其中特有创见的研究成果就是把道

家区分为南北两派，明确提出“ 北方道家说”，并对其学脉源流

作了细致的分疏。

一般论道家仅言老、庄，无论褒之贬之，皆蔽于一曲。蒙先

生却认为先秦时期的道家实以北方杨朱之学为主流，而南方庄、

老之学实为支流；以老、庄指称道家，是后来玄学清谈崇尚“ 虚

无”之偏辞所致。单从人数讲，道家要以北人为多。针对疑古派

的某学者论定杨朱即庄周一说，蒙先生特从学理上杨、庄异旨给

予了系统的驳正。杨朱、庄周一北一南，思想旨趣相去甚远。北

方道家杨朱之徒，不废仁义，而南方道家非薄仁义。“ 杨言尊生、

，

言仁 蒙先生认为北方道义，庄皆反之，此其不同之彰彰者！

家学派、远源于列御寇，创始于杨朱，发挥于田骈、慎到，而下

开稷下及秦汉之际的黄老之学，并从杨朱思想核心“ 贵己”、“ 尊

生”出发，进而广论詹何、子华、它嚣、魏牟、陈仲、史鱿、田

《 古学甄微·论墨学源流与儒墨汇合》，第２１１—２２６页。

《 古学甄微·杨朱学派考》，第２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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骈、慎到等皆属杨朱学派。蒙先生认为，杨朱之学在衍扬流播中

又各有所重。如它嚣、魏牟重生轻利，因偏于“ 纵情性、安恣

唯”，成为杨朱之学的末流，属“ 纵情派”；而陈仲、史鱿承杨朱

“ 自贵”之旨“、轻爵禄而贱有司”，退隐山林，属“ 忍情派”；齐

人田骈、慎到贵“ 静因之义”，“ 因性任物”，“ 变化应求”，以

“ 因循”为本，是对杨朱之学的精到发展。蒙先生进而对接予

“ 或使”之说，别出新解。认为“ 宇宙万象、皆若或使”，人们对

之既不必损益，也难以损益，由此推论出“ 或使”之说与田骈

“ 因性任物”之义大同。

蒙先生博涉《 吕览》《、 淮南》《、 管书）以及《 孟子》《、 荀

子》、《 庄子》与《 群书治要》等，突出辩明田骈、慎到北方道家

中的重要地位，特别揭示其“ 贵因“”、贵公“”、贵齐”学说之深

义。所谓“ 贵因”，即“ 因人之情”，因物之理；使天与圣人各行

其行，使万物、百姓各被其利；杨朱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

“ 我”即主观，才加主观一毛，即足以害天下，正是反对以一毛

之私去扰乱天下。“ 贵因”之说实为道家之大用，“ 舍己而以物为

法”，其深旨正与尊重客观规律之义相合。因而肯定“ 静因之旨，

诚田骈、慎到言学之根荄，于义为最精”。“ 贵公”，即强调一切

都必须处以公心，行以公道，反对“ 私视”、“ 私听”、“ 私虑”、

“ 私情”，因为’私设则智无由公”。故田骈、慎到“ 公而不党，

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趣物而不两”的主张，就是要公天下，反

对以天下私一人的专制体制。而“ 贵齐”之说，认为天能覆而不

能载，地能载而不能覆，“ 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 。因此，

《 庄子·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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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应“ 使贤愚不相弃，能鄙不相遗” 在社会政治观上，就是

主张“ 漫差等”，反对君主百官的等级特权。田、慎等人的“ 贵

齐”，“ 贵公”之说，以因循为宗的“ 静因之道”，其陈义既高于

庄周，又大大地拓展了杨朱之说。“ 杨子之说，得心术、白心之

言而义益彰。杨子言不可见，慎到、田骈之徒，引而伸之，推致

于极精。”

蒙先生特别论定《 管子》中的《 白心》《、 心术》《、 内业）诸

篇为慎到之书，《 管子》有取于慎子，而宋钘、尹文本之墨翟，

③乃“为 逃归于杨的墨学者” 。这一观点迥异于当时的刘节、郭

沫若等指认此四篇为宋钘、尹文之作。比观两说，蒙先生的论证

更为翔实可信。嗣后许多学者，结合《 庄子·天下》篇的提示，

从思想主旨、文体风格以及出土的古文献资料等方面进一步补证

了蒙先生之说，更足以表明其率先发覆之功。

田骈、慎到、尹文、宋钘 、接子、环渊等，皆聚游稷下，贵

公、贵齐之论，静因之道，清虚之旨，彼此融会，于是黄老之学

乃兴。田、慎以后，黄老始兴，何以人们又称田、慎之学本于黄

老？蒙先生深刻地指出：“ 凡称黄老，皆出汉人书，晚周无言黄

老者。盖黄帝、老子之书皆晚出，以稷下此诸家者，皆合黄老

意，遂以黄老后来之名，被之前人。非此诸家之学出于黄老

也。”这实际上是揭示了学术史、思想史上经常出现而又使人易

于迷惑的现象，即研究者在整理前人的思想时，往往以后设的理

论框架被之前人、古人，而又误以为那个框架就是客观实际或历

《 尹文子·大道上》。

② 《 古学甄微·杨朱学派考》第２４３—２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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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真实。蒙先生还指出：田骈、慎到因循之说，有法无法之

义，衍为申、韩之术，由此推知法家实源于道家，黄老邻于法。

这一溯源之论，经由马王堆出土帛书之佐证，实为确解。

较之于对北方道家的推重与肯定，蒙先生对以老、庄为代表

的南方道家则有所疵评。就庄、老关系言，老聃其人古已有之，

庄子屡称之，老学的师承授受，于《 史记·乐毅传》可详。而老

子《 道德经》一书则晚于《 庄子》。黄帝、老子之书，殆皆成书

于战国晚期，老子一书盖取道家言之精要而为篇，言多浑沦，含

义深富。蒙先生持论的根据有二：一是凡作“ 经”皆战国晚期

事，即当一学派学说已臻于完满成熟，在此基础上撷取精要而始

为“ 经”。如《 韩非》、《 管子》中有“ 法经”，墨家有“ 墨经”，

老子《 道德经》一书不外于此；二是庄书言老子凡十七章，其言

皆不见于《 道德经》，庄书同于《 道德经》者十五处，其中不为

老子语有十三见，足见老书取于庄书；而老子《 道德经》一书内

容精富，可证其为周秦学术成果之总结。通观道家思想之流变，

蒙先生认为从杨朱到田、慎，尊生重己、贵齐贵公、“ 义益邃而

用益宏”，清虚无为、名正法备，实得道家之正。庄周一流之思

想，总是以不屑之意待人，“ 轻世绝俗”，灭裂仁义，使人与人

“ 相轻”；而申、韩之流尚刑名、任法术，使人与人“ 相贼”。故

庄、老、申、韩张极端之论，废道术之全，实为道家之偏。田、

慎静因之道远比庄、荀之说深广。蒙先生的这些创见，言似奇

诡，但其辨析南北道家学脉宗旨之不同，实不可易；而推尊齐

学、表扬稷下，则尤为卓识。其斥庄生“ 轻世绝俗、矜己卑人”，

自视过高，实对当世某些知识分子有所针砭，引古筹今，不无深

意。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21

三

蒙先生在疏释先秦诸家思想的基础上，转向道教源流及其理

论创造的研究，成果丰硕、贡献极大。

道家、道教，原本殊途，后乃同归，嬗变之迹，有史可寻。

蒙先生指出：道家之学盛于晚周，而道教则起于汉末，两者初无

大关系，如构成道教重要内容之一的神仙思想在先秦时期早已流

行，且与道家大不类。但当后世道教徒奉老子为神人，尊《 老》、

《 庄》为经典，则道家、道教便不可复分。既注意到道教产生的

多根系、多源头，更注意历代道教徒注《 老》解《 庄》实为道教

的理论化建设，故从宗教哲学的维度来清理道教思想史，着力于

思想的逻辑进程，而不单是史实的陈述。

蒙先生明确提出“ 道教三源说”，即太平道、天师道和神仙

家共同构成道教的源头。神仙始于晚周，太平道似出自儒、墨及

西汉今文经师之说，而天师道则出自西南少数民族，賨、僚等族

的巫觋之道。这一见解，尤具卓识。唐长孺、饶宗颐均对此事有

所申论。唐在《 范长生与巴氏据蜀的关系》一文中曾考论：“ 范

长生是道教徒“”。巴蛮即賨人“”。范氏即于賨人部落”，饶在说

鄋人自来有密“ 五斗叟”中指出“ 五斗米道与氏人、 切关系”，即

指天师道浓厚的巫术色彩与巴蛮敬信巫觋之风的一致性。 《华

阳国志》称：賨“人 俗好鬼巫”，故五斗米道亦被称为“ 米巫”，

①饶宗颐：《 老子想尔注校证》，第１５２—１５３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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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道”。西南少数民族賨、僚的巫觋之风，乃是天师道的兴起与

发展的文化土壤。道教三源，入晋以后，渐合而为一，至寇谦之

则道教之组织、教仪、经典始备。魏晋间学术的一大变局，即玄

风昌炽，老学极一时之盛，道教徒莫不注老、解庄，奉老、庄之

书为经典，并以之为道教的理论建设。最具代表性的有托名为

《 河上公》及《 尹喜》、《 想尔》三家注，诸书多言修炼事，均为

后世道教徒所尊奉。隋、唐以降，则重玄宗、坐忘论流行，尤以

重玄宗为最著。刘鉴泉先生在《 道教征略》中曾言：“ 唐以还，

道教诸名师皆明药之非草，长生之非形躯，不言白日升天矣。”

蒙先生吸取刘氏的研究成果，更突出辩明道教成仙理论在唐代的

重大转变，即内丹事盛，外丹日衰。到了宋代，所谓钟（ 离权）

吕（ 岩）之传，实近于陈传（ 图南）之传，远绍司马子微，此一

时期经箓外丹之说更衰落。此后，北方全真道教称为北宗，南方

道教称为南宗，南方言修命，北宗言修性。独以全精、全气、全

神即全其本真为追求的全真道教，指认一切内外丹药吐纳伸经之

术，如“ 黄庭“”、参同“”、悟真”皆为傍门小道。金、元道教与

宋相异，属茅山正一之流。明代全真道教传入南方，为武当一

派，自张道贵、张守清后，武当一派遂流行于两浙、滇、蜀等

地，兼修清微、正一之法，南北二宗又混而为一。道教思想在多

个源头的基础上，分合合分，相互取益，彼此融合，不断地向前

发展。汉、唐以来，道教徒的理论与实践的创造，吸纳儒、佛两

家的心性学说，兼采海上燕齐方士、神仙家、医家言，可谓杂而

多端。面对这一复杂而又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存，以往学者治道教

①刘鉴泉：《 道教征略》，转引自《 古学甄微·道教史琐谈》第３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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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多注目于教仪、法事、丹鼎、符箓以及茅山、武当、南、北二

宗等等。而蒙先生则认为所谓丹鼎、符箓、斋醮、章咒、导引、

房中，这些皆与学说思想之变少所关系，故作道教史“ 仅可涉

及，无庸缕陈”，应当从宗教哲学的高度来把握道教的历史发展。

因而蒙先生的道教史研究实为道教哲学思想史之研究，这无疑具

有开风气之先的重要作用。

蒙先生把道教哲学的研究置之于传统文化的洪波浩瀚中，既

看到道教哲学在其理论形成与创建中借鉴和兼融儒、佛的一面，

更论及道教哲学对其它主流学派的重要影响。如晋、唐时期，道

教哲学以“ 重玄”论为盛，而重玄论多撷取中观之义；唐、宋时

期，“ 坐忘”论流行，实有取于天台宗；而宋、元全真道教之兴

盛，亦有取于禅宗。不仅如此，道教亦借鉴儒家，如南宋道士就

多取荆公及朱子学说。另一方面，蒙先生在对陈传学派的研究

中，发现陈景元（ 碧虚）之学来自张无梦，而张无梦师事陈传，

“ 多得微旨”，再深考陈景元《 老子注》中所常用之词语，常引之

经典文句以及思想旨要，竟全同于程颢、程颐，“ 由碧虚之书，

然后知二程之学实为希夷之传”，也就是说不仅周（ 敦颐）、邵

（ 雍）之象数学，而且二程之理学都源自陈传。这无疑是学术史

上的一大发现 。叶适在（ 习学记言序目）中就曾指出“ 程张攻

斥老佛至深，然尽用其学而不自知者。”无论自觉与否，陈传学

术经由陈碧虚这一中间环节而下启二程，殆无疑义。

蒙先生对道教哲学史研究的最突出贡献是对“ 重玄”学派的

《 古史甄微·道教史琐谈》，第３１５—３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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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发掘，开重玄学研究之先河。近年来随着道家道教文化热的

兴起，晋唐时期的重玄思潮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之一，但究竟

如何认识、界定这一思潮，却是众说纷纭、难得共识。蒙先生以

“ 道家重玄学派”来指称这一思潮，颇为精当。因为重玄学不单

是道教理论之一环，而且也是晋唐间道家既吸纳儒、释又保持本

身特色，以抗衡儒、释的理论创造。经由蒙先生之疏证史实，晋

唐间确有一学脉相承的重玄学派，此学脉可溯源孙盛，而学派则

创立于孙登，完善化于成玄英、李荣。“ 以重玄为道，以三一为

归”是其共同的宗旨；这一学派既上承魏、晋之玄风，又远超胜

于何、王；既承继老、庄，又拓展了老、庄的思辩，既吸纳佛学

双遣两非的中道观，又保持本土的道家文化特色，这使得其影响

越出道教范围，而蔚为一股时代思潮。蒙先生的指称正是就重玄

道论这一时代思潮的哲学本旨立论的。

“ 重玄”一词源出《 老子》“ 玄之又玄”一语，“ 道家重玄学

派”，以“ 重玄”为宗本，以“ 重玄”来诠释“ 道”。成玄英

《 疏》“ 重玄”谓“：有欲之人，唯滞于有，无欲之人，又滞于无，

故说一玄，以遣双执。又恐学者滞于此玄，今说又玄，更祛后

病。既而非但不滞于滞，亦乃不滞于不滞，此则遣之又遣，故曰

玄之又玄。”李荣《 注》说：“ 定名曰玄，借玄以遣有无，有无既

遣，玄亦自丧，故曰又玄。又玄者，三翻不足以言其教，四句未

可致其源，寥廓无端，虚通不碍。成、李之“ 重玄”论，是即

本体即方法的：就本体论，道即重玄之道；就方法言，即指通过

双遣有无、是非、滞与不滞的方法达到寥廓虚通之境界。这种融

本体论、方法论于一炉，极富思辨水平的“ 重玄”学说，确使孙

登“ 以重玄为宗”之妙旨得到很好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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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先生更对“ 重玄学”之流变作推本溯源的研究。魏、晋

间，自王弼、何晏崇尚虚无，大扇玄风，而清谈放诞渐入末流。

在此情势下，裴頠著崇有之论，以攻王、何；而其时孙盛更作

《 老聃非大贤论》《、 老子疑问反讯（》 皆存《 广弘明集》），批判的

矛头直指《 老子》。孙盛据老书“ 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

反驳王弼的贵无说。指出“ 宜有欲俱出妙门，同谓之玄，若然，

以往复何独贵于无欲乎？”同时，又指出：“ 尚无既失之矣，崇有

亦未为得。”这一批判，超越当时的有无之争，可谓深中肯要。

孙登正是从其叔父的高论中受到启发，并依托支道林“ 重玄”观

点而创“ 重玄宗”。孙登以下，般若之学广为重玄学所吸纳，如

蒙先生所指出的重玄学派“ 双遣二边而取中道，与释氏中观之义

若合符契。”由于般若学的引入，此派哲学义益圆满，冠绝群伦。

例如，此派解“ 希、夷、微”之说为三一诀。成玄英疏“ 希、

夷、微”举臧公（ 玄靖）《 三一解》云：“ 夫言希、夷、微者，所

谓精、神、气也。精者，尽智之名；神者，不测之用；气者，形

相之目。总此三法，为一圣人。不见是精，不闻是神，不得是

气。既不见、不闻、不得，即应云无色、无声、无形，何为乃言

希、夷、微耶？明至道虽言无色，不遂绝无，若绝无者，遂同太

虚，即成断见。今明不色而色，不声而声，不形而形，故云希、

夷、微也。所谓三一者也。”又云：“ 真而应，即散一以为三；应

而真，即混三以为一，一三三一，不一不异，故不可致诘也。”

《 三一诀》把希、夷、微，精、气、神，形、声、色，闻、见、

得等都揉合在一起，颇富于理论思辨，使老学之义更进。且后来

道教徒，为合重玄之致，广辩三一，更衍为“ 三一九宫法”，“ 三

一服食法”等等。重玄宗就其理论之精致、深刻，影响之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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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为道教哲学之冠，且常常是与佛教进行理论交锋的主要代表。

蒙先生曾肯定：“ 重玄一倡，卑视魏、晋。何公、辅嗣，并遭讥

。弹”，重玄学起，清谈声息，两者不无关系。

通观蒙先生的道教哲学史研究，深入堂奥，属意于理论思

维，究心于思潮演变，微观考史，批却导窽，游刃有余；宏观立

论，举纲张目，得其环中。蒙先生在道教史研究中的许多论断、

质疑和提示，总给人们以多方面的深蕴的启发。

四

蒙先生在辑校道书方面，硕果累累，嘉惠学林，功在不朽。

他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上许多创见，正得益于对道书的求全、

求善、求精的辑校、整理上，因而其理论创见信而有征。

蒙先生在长四川省图书馆期间，面对“ 多以收藏善本为询

者”，蒙先生笑答：“ 善本岂易得哉，余惟日坐其间，新勘善本

耳。”蒙先生之答语实反映了他瘁力于整理祖国文化遗产的创新

精神，并体现了他求精、求善、求全的笃实学风。他任图书馆长

数年之间，辑校精善之古代典籍达二十余种，其中道书达十多

种。如《 老子成玄英疏》六卷，《 老子李荣注》四卷，《 老子古注

补》八卷，老子指归拾遗》二卷，《 老子河上公章句校本》四

卷，《 老子王弼注附音义校正》二卷，《 遂州本老子校文》一卷，

《 老子章门》一卷，陈景元《 老子注》《、 庄子注》两种等等。在

《 古学甄微》中《 校理成玄英老子疏叙录》《、 坐忘论考》《、 陈碧虚与陈传学

派》，第３４３—３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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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校过程中，每迂疑缺讹误，详加考索，多所是正。例如杜光庭

误认为创重玄宗之孙登即魏人苏门山隐士之孙登，蒙先生指出

“ 此大谬也”。隐士孙登未曾注《 老子》，隋唐志皆不见著录《， 晋

书·隐逸列传》说隐士孙登只好《 易》，且隐居不出，“ 不知所

终”。而《 隋书·经籍志》，两《 唐志》及《 经典释文》皆著录

“ 晋尚书郎孙登注”《 老子道德经》二卷。又如罗振玉影印《 鸣沙

石室古籍丛残》中收有《 老子义疏》残卷，罗氏却误以为是梁道

士孟智周之作，蒙先生对此予以订正，论定是成玄英之作。

在蒙先生辑校之道书中，堪称奇迹者当数《 老子成玄英疏》

和《 老子李荣注》两种。成玄英并疏老、庄，庄疏存于《 道藏》

中，《 古逸丛书》有庄疏残帙，与《 道藏》相补，可得全本。而

老疏却散佚已久，据彭鹤林《 道德经集注·杂说》论成氏老子疏

“ 于宋已无存”。蒙先生于《 道藏》中搜求到老子旧纂疏有二：即

强思齐《 道德真经玄德纂疏》和顾欢《 道德真经注疏》集注本。

两者皆录有成疏，且两书于采掇之际，各有取舍，互补性很强。

蒙先生以强、顾之注疏为本，又参校宋李霖《 道德真经取善集》，

范应元《 道德经集注》以及鸣沙山出土之《 老子义疏》残卷，正

其误夺，缀其断引，使成玄英《 老子义疏》辑成完璧。进而蒙先

生考察成疏所用之经文，与诸家传本相校，然后知其为唐遂州

碑、易州碑本。老子成玄英疏之辑成，使散佚千年之要籍重见天

日，为研究道家重玄学派提供了极宝贵的思想资料。蒙先生还特

别辨明成疏所疏何注的问题。成玄英《 老疏》究竟依何注为疏，

成氏没有明言。蒙先生深考细辨之后指出：六代注《 老》，显有

王弼、河上公两大派，王弼专研玄理，河上备言仙道，《 成疏》

既多违《 河上》义，又不曲从王弼说，而是“ 总此二派，不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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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兼举内外”。成氏这种不牒一家之注的独特之处，正体现了

他兼采诸家而又力求超胜的理论特色。蒙先生这一见解，实为如

何探究隋唐道教理论的发展、如何阅读成氏《 老疏》，提供了重

要的启示。

清末阮元已经注意到强、顾二书大量征引成说，但因对成疏

之意义未予重视而没有辑校。蒙先生别具慧眼，赤水得珠，辑成

完书，实因缘于先生对道教典籍的精熟和博学锐识。钱穆先生曾

感叹：“ 有清二、三百年间，所辑佚书率多残帙，何意今日竟得

全编，非治学精勤者焉能获此！”仅此一项发现和贡献，就足以

享誉学林，而蒙先生精进不已，在辑校成疏的过程中，发现凡引

成说之诸籍皆引李荣《 老子注》，故一并辑之。李荣《 老子注》，

唐、宋志皆著录，但仅存《 道经》残卷于正统《 道藏》中，蒙先

生以此残卷为基础，又搜得敦煌卷子，使李荣《 老子注》几成全

本。总之，蒙先生在整理道家、道教典籍上贡献了一系列重要成

果，并且对进一步整理道家、道教文化思想资料，提出了一系列

的饶有深意的具体建议，诸如仿朱彝尊《 经义考》作《 道德经

考》，仿《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 道藏典籍提要》等等，有的

不久前已经部分得到实现。

“ 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关于道教史的研

究，无论是思想疏释或文献辑校，蒙先生都荜路兰缕，导乎先

路，有开拓之功；而后继者踵事增华，有所进展完善，自是理所

当然。如重玄道论与重玄学派，经蒙先生清理出后，已引起海内

外学界的注视并成为道教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论著多篇，不乏

佳作。又如成玄英老《 子义疏》的辑校本，继蒙先生首辑《 道德

经义疏》六卷本之后，又有台湾严灵峰先生所辑《 道德经开题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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诀义疏》五卷本和日本籐原高男先生所辑《 辑校赞道德经义疏》

本，拾遗钩沉，当有所补苴。这正足以证明，真正的学术事业必

然是许多人的持续努力，承先以显其富有，启后以见其日新，开

拓者燃心为炬，后起者继志为薪，因此，神州慧命，於穆不已。

一九九六年七月（ 此文与朱哲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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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道学》创刊号题辞

笔谈多浮想，非的见。先对刊名略表异议。《 宋史》有《 道

学传》，专录宋代新儒家学者；“ 宋明道学”这一共名，兼含“ 理

学”和“ 心学”，已为学界所通用；“ 道学夫子”、“ 道学面孔”、

“ 假道学”等，已成民间口语。刊名“ 道学”，而实论道家之学，

名实相怨，不如易为《 中华道论》。

道家与道教，原本殊途，后乃同归，嬗变之迹，有史可寻。

故道家之学，除祖述老、庄，阐扬道论的南北诸流派的哲学、政

论以外，汉唐以来道教徒的理论与实践的创造，吸纳儒佛两家的

心性之说，又兼采海上燕齐方士、神仙家、医家言，杂而多端，

不容忽视。

道家之学的思想积淀，可溯之远古。母系氏族社会中的原始

平等意识、母姓崇拜意识、以及人天合德、物我一体的自然生态

意识，特别是原始社会末期公社成员中产生的一部分“ 避世之

士”所坚持的自由精神与对阶级分化、权力异化的自发反抗意识

等，都是道家思想赖以发育的根基，也不容忽视。

道家特重宇宙万物的终极本源的探求，提出“ 道常无名”，

区别“ 有名”与“ 无名”、“ 认知”与“ 体知，”是其重要哲学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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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且，从自然哲学引向社会哲学，由“ 道法自然”引出反抗政

治伦理异化的社会批判，至今锋芒不减。又从自然哲学内化为生

命哲学，揭示了人与天、个体小生命与自然大生命同质同构、互

涵互动的关系，探究了挣脱异化枷锁的人有可能自我净化、达到

天人、物我被整合为一的精神境界。由此，展开其认识论、方法

论上的一系列如何突破片面、局限的自我超越；展开其美学上的

一系列由“ 技”进乎“ 道”、由工具理性进到价值理性、实现求

真与审美统一的自由理想；展开其文化心态和学风上一系列“ 别

囿“”、去私“”、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两行而化其道”的包

容、涵化和开放的精神。这一切，以其对文明社会中异化现象的

警省，以其对工具理性的局限性的敏感，以其对形而上的终极价

值的关怀和对人类寻回精神家园的渴望，都有助于现代人走出自

己的哲学困境，都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最富有现代性的文化基因。

一九九六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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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与民族性格》序

道家学脉，源远而流长。其思想积淀，可溯源到远古时代，

母系氏族社会中的原始平等意识、母性崇拜意识，以及物我一

体、人天同构的自然生态意识，尤其是原始社会末期公社成员中

产生一部分“ 避世之士”所坚持的自由精神和对阶级分化与权力

异化的自发反抗意识等，凡此，都为道家思想奠下了原发性的文

化基因。至于以后道家的文化积累与理论升华，由古代论道诸家

的个别观点到《 老子》一书的集其大成，由祖述老聃，阐扬道

论，南北道家各派的分流到黄老治术思潮的形成，在汉初一度用

世并取得文景之治的效益而又迅速被罢黜。经过这一类起落和发

展，道家思想大体被定位为与儒学正宗相对立的“ 异端”，依附

于隐者，流布于民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别树一帜，不仅勇于参

与历代的学术争鸣，并广泛渗透到中华民族精神生活的各个层

面，浸入无意识深层，化为民族性格。这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容忍一种流行的模糊观念，似乎儒家

文化即可以代替或代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把中国传统文化单一

化、凝固化、儒家化。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与此相关，

即使承认道家文化的存在，而囿于传统偏见，也对道家思想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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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作用贬斥居多。这也显然不是历史的公论。八十年代以来，情

况有了一些变化，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文化问题讨论

的日益深入，文化视野的不断扩大，道家文化的研究也有了多方

面的新进展。一些历史形成的文化偏见，由于研究领域的纵向和

横向的扩展，研究方法与诠释角度的转换和更新而得以逐步克

服。因而，近几年涌现了一批卓有新意的关于道家思想的研究论

著。吕锡琛同志继《 道家方士与王朝政治》一书之后，又推出了

《 道家与民族性格》一书，正是这批脱颖而出的优秀论著之一。

吕锡琛同志，执教湘南，神游柱下，潜心研究道家思想文化

多年，其《 道家方士与王朝政治》一书，着重研究了道家和道教

以及方士在中国古代政治舞台上的角色和巨大影响，从文化功能

的角度突出了道家的政治关怀。现在新完成的《 道家与民族性

格》一书，则从更广阔的视野，通观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生活现

实，试图揭示道家思想在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中留下的深刻烙印。

这一研究的目的性非常明确，旨在披纱拣金，去谬存真，以促进

民族性格的改善和更新。

吕锡琛同志的这本新著，围绕着“ 道家思想与民族性格的互

动关系”这一主题，展开了多视角、多层面的系统论述。注意到

小农经济与君主专制及等级结构是道家思想依存的社会基础；分

析了道家思想影响民族性格的具体途径和方法；强调了道家思想

是民族性格的理性反映，又反过来多方陶冶着民族性格；并由此

引出前瞻性的结论：肯定道家提出的顺应自然、兼收并蓄、抱朴

守真、崇俭抑奢、柔弱不争、不与物迁等行为原则和道德要求，

不仅在历史上发挥着指导人生，净化风俗、稳定社会秩序的积极

作用，而且，时至今日，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改善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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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促进人类进化等方面，仍将发挥其特有的功能。作者这种论

与史相结合、古与今相贯通的论证分析，把道家思想文化的研究

引向现实、具体和深化，令人耳目一新。

民族性格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内涵丰富，歧解很多。中

华民族的性格特征，则更是一个繁难问题，由于中国是在空前的

民族危机中步入近代，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在激烈的冲突中进行对

比，民族性格或国民性问题成为文化论争中的一个焦点，成为各

种观点中分歧最大的一个论题。作者在本书中对于各种观点详加

论列，慎予综合，尊重前修，而不苟同，特别是对于前人论述不

多的道家思想对民族性格的渗透和影响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独

立探讨，所作出的一系列论证和结论，虽尚有某些可商酌之处，

但大都持论有据，言之成理，自为经纬，成一家言。

作者在本书中力图贯彻多维发展的文化史观和矛盾两分的评

价原则。书中在评述道家思想对民族性格的影响时，往往引述儒

家思想的影响作对比分析；肯定传统文化中多元并存、多维发展

的格局，注意揭示儒、道两家作为两大文化主潮的互补机制和协

调作用。书中在评价道家思想对民族性格的历史铸造和现实投影

时，往往注意到它的正、负面作用及其复杂的二重性，力求作出

具体的矛盾分析。如书中论析“ 柔弱不争之德”主要体现了人们

对封建专制制度的适应和屈从，同时也发挥了调节人际关系的功

能；至于道家“ 抱朴守真”的思想原则可以发展为对扭曲人性的

封建专制主义及其虚伪道德的抨击和抗议，在其影响下生发的

“ 童心说”、性灵说”等则更起着振聋发瞔的启蒙作用，但同时也

给处在封建政治高压之下的中国人一席退避和喘息之地。这样的

具体分析，较能避免形而上学直线性思维的片面性和绝对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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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求做到论述全面，评判公允。

本书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坚持历史科学的现实性和前瞻

性，清理过去是为了开拓未来。作者强调，一方面要如实探讨在

民族性格的形成过程中，道家曾产生过哪些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另方面更要努力弘扬道家思想中的优秀传统，开掘其中蕴藏的有

利于民族性格优化、有助于人类全面发展的精华，摒弃其消极因

素，进而，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全面清理和重新整合，使之形成

新的民族性格，籍以强化中华民族对外来文化的消化力与鉴别力

以及拒腐抗病的免疫力，促使民族性格的优化发展，昂首挺胸地

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者的这些论述中，跳动着强劲的时代脉

搏，必然会在广大读者的心灵中激起深沉的共鸣。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多维发展的浩瀚洪流中，道家思想文化的

研究急待扩大和加深。吕锡琛同志有志于此，勤读道书，扬榷古

今，笔耕不辍；撰成此书书稿后，曾由湘江远寄汉皋，虚怀下

问，乐予切磋。今书将出版，喜为之序。

一九九六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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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家思想的历史转折》序

道家和道教的思想学脉在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洪波浩瀚中，

据有重要地位，发挥过独特的作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发

展中外文化交流的视野扩大，道家和道教思想文化的理论价值和

现实意义，已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关于这方面的论著，也

逐年增多。长期以来因传统偏见所形成的“ 儒热道冷”局面，正

发生着某种程度的变化。应该说，这是当代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学术正逐步摆脱

“ 贵一而贱多”的传统格局而走向多元化的合理发展趋势。

道家与道教，原本殊途，后乃同归。在唐代，老子被神化为

李氏先祖，道家的地位因此得到显著的提升。李氏王朝多次尊封

老子和庄子等道家人物，并将《 老》《、 庄》《、 列》《、 文》等道家

著作升格为“ 经”，颁令天下士子研习。原来就很注重吸取道家

思想的道教，为加强理论化建设而进一步依托于《 老子》和道家

的哲学思辨，乃至内化为道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许多重要的

道教人物，都以不同的形式注老解庄来发展道教理论。在“ 三

教”融合总趋势的影响之下，一方面有成玄英等学术精英，吸纳

儒、佛，阐扬道论；另一方面又有唐玄宗等帝王将相，崇道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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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推波助澜，遂使唐代的道家思想文化在各方面得到丰富发

展，进入空前繁荣的境地，因此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个重要的学术

研究领域。

学术研究不仅需要论著在量上的增加，而且更需要在质上的

提高。近些年来，我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道家和道教思想文

化的学术研究，不仅需要着眼于宏观的通史、通论，而且更要注

意从微观着手，开展断代的、专题性的研讨。只有通过对某些重

要时期的重要专题的深入研讨，才能真正促进通史、通论性宏观

研究水平的提高。这就很需要有脚踏实地、知难而进的精神。掘

井必须及泉，吹沙才能见金。已故前辈学者陈寅恪、陈垣、蒙文

通等，都很注重专题性研究。陈垣先生甚至多次劝导青年学者应

当注意“ 缩短战线，专精一二类或一二朝代”，以免“ 空泛而弘

廓”。 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的。

何君建明，英年好学，在风雨声中勤读于珞珈与桂子山间，

博涉敏求，孜孜不倦。近些年，他有志于道家和佛教思想文化的

研究。这部《 道家思想的历史转折——唐代道家思想研究》，是

他以断代、专题为基点，几年来潜心研究道家思想文化的一个阶

段性成果，是一部深入剖析道家思想历史性变化的论著。他针对

长期以来因各种原因造成对唐代道家思想文化缺乏深入、系统研

究的状况，以此作为其研究道家思想的突破口，没有采取沿袭成

说、排比史料，铺叙出一部“ 唐代道家思想史”的捷径，而是决

心下笨工夫，采山之铜，力求系统、直接地占有《 道藏》等有关

原始资料，在此基础上，慎选某些代表人物和重要思潮作为个

陈智超编注《 陈垣来往书信集》，第３５５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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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进行了较为周密的专题研究；同时，认真吸取了海内外诸家

的研究成果，敬重前修，择善而从，扬榷诸家，敢标新意，从而

使本书对唐代道家和道教的理论发展的研究，有所突破，具有补

白、拓新的意义。

作者自觉地把唐代道家思想放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政治、

文化在唐中叶的历史性转型和道家思想历时性发展的总态势之中

来加以考察，力求宏观立论、微观考史，史论结合。独有会心地

引申王明先生“ 老学三变”之说，指出道家思想的逻辑结构，主

要包含着哲学思辨、政治关怀、修炼养生之道这三个主要层面，

中国道家思想的历史发展，也主要是这三个层面的历时性展开与

深化。通过对唐代道家和道教思想的深入研究，揭示出道家思想

在唐代（ 尤其是中后期）自觉适应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历史过

程中也实现着从重玄思辨走向现实关怀、从炼气存神及外丹学走

向性命双修的内丹学、从“ 道本儒末”走向“ 儒最尊”的历史性

转变，分析了唐代道家和道教在哲学思辨、心性修养、养生学和

社会政治关怀等方面的独特贡献及其在中国后期宗法社会思想文

化传统形成中的特殊地位。

对于学林前辈的学术观点，作者认真消化，但不苟从，在占

有原始资料、进行合理分疏的基础之上，对某些流行的学术观点

提出了较有说服力的补充、修改和驳正。比如，关于“ 重玄”思

潮，国内外学者多有涉及，但众说纷纭，难求共识。作者通过较

细致的考察和分析，力排众议，指出中国历史上以“ 重玄”思辨

发挥老庄哲学的学术思潮，可以界定为“ 道家重玄学”；它的真

正宗源，可以追溯到庄子；它的理论内涵可以概括为道体重玄

论、道性自然论、修心复性论和重玄境界论及重玄思辨方法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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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这样的理论分疏，揭示了隋唐哲学思辨和道家心性之学的

丰富内容。又如澳籍华人学者柳存仁先生曾对唐玄宗自行改易

《 道德经》文字的问题，进行过专门研究，发表了多种重要论著。

但是，本书作者认为，柳先生虽考辨深细，仍难免有所疏漏，如

没有注意到唐玄宗将“ 清静为天下正”改易为“ 清净为天下正”

的重要性。本书强调，唐玄宗这种改易，并不是以“ 清净”否定

“ 清静”，而是通过佛道融合，使“ 道”同时具有“ 清静”和“ 清

净”的双重特性，从而丰富了道家的道性论。

本书还有一个致思的特点，就是力图将历史与现实、鉴古与

筹今结合起来，深入开掘道家思想的优良传统和现代意义。如有

的论者曾论断王真的《 道德经论兵要义述》“ 迂腐不堪，实不足

观。”本书作者通过古今贯通的深入考察，指出王真所提出的

“ 用其所不用”、“ 权与道合”等“ 理兵”观念，深入到对人性的

研究与调适之中，并非简单的否定兵战，而是强调兵战不是目

的，只是手段；解决天下、国家的争端，不能一味地诉诸武力，

而应当尽可能地采取和平的政治方式。这些观念，在今天仍具有

重要的实现意义。针对近些年来各种迷信方术以种种方式死灰复

燃，作者在充分肯定唐代道家和道教关于修炼养生等道术中的合

理思想的同时，着力弘扬了作为道家和道教精神传统的真正维护

者成玄英、张志和、司马承祯、吴筠和罗隐等人对于各种迷信方

术的揭露和批判精神，指出“ 神仙”只是人们追求自由的一种美

好的理想境界。作者还对唐代道家关切现实人生，批评积弊和时

病，追求精神自由，祈望政通人和、五谷丰登、延年益寿和文化

心态上兼容并包、虚怀若谷等方面的宝贵精神资源及其现代意义

进行了积极的发掘和合理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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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正如作者在“ 后记”中的自白，由于汲绠尚浅，涵泳

不深，本书不免存在未洽人意之处，有些观点还有待进一步深化

和周密论证。黄宗羲有云：“ 盖道，非一家之私，圣贤之血路，

散殊于百家。求之愈艰，则得之愈真” 。我希望作者继续努力，

不畏艰难，勇攀高峰，进一步取得新的成果。是为序。

一九九六年元月

《 清溪钱先生墓志铭》，《 南雷文集》三集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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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慧 浅 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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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佛教哲学的一般思辨结构

关于佛教，从哲学史的角度去把握，似乎可以这样简单地概

括：它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本体论以及对于本体的证悟论。这有两

个侧面，可以说是佛教哲学试图回答的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

是本体和现象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涉及或实际包含一系列重要

的哲学问题，诸如本质、现象和假象之间的关系问题，还有一般

和个别的关系问题，普遍和特殊的关系问题，整体和局部的关系

问题，统一性和差别性的关系问题，依存性和独立性的关系问

题，等等。佛教提出一系列的观点，制定一大堆范畴，试图按照

它的唯心主义世界观来回答这些问题。至于证悟论这个侧面，它

试图回答主体和本体的关系问题。当然，它所谓“ 本体”有其特

殊的含义。回答这个问题，就涉及到一系列认识论、真理论中的

问题。比如：认识的有限性和无限性的问题，感觉的主观性和客

观性的问题，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的问题，语言、概念等的局

限性问题，认识过程中各种形式的飞跃问题，逻辑思维和形象思

维的关系问题，等等。佛教徒在探索主体和本体间的关系时，涉

及到这一系列问题。

关于唯心主义本体论的思想实质，马克思就西方哲学范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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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深刻剖析，指出唯心主义的思辨哲学总是经历着一个自我意识

的循环。唯心主义者所设想的本体，实质上是“ 自我意识的外

化”，是人的理性从自身中分离出来，变成了一个“ 无人身的理

性”。它所展开的思辨循环，大体是：从作为主体的人的自我

意识出发，首先“ 从人的属性变成了独立的主体”；再从独立的

主体“ 神秘地变成了想象的无限的自我意识”，即客观的绝对本

体；然后，人的自我意识这个主体与绝对本体互相对置起来而又

通过某种神秘的认识途径达到互相冥合，实际是在幻想中实现异

化的扬弃而达到人性的复归。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揭示唯心主

义的思辨哲学的本质时指出的：“ 这是一幅讽刺人脱离自然的形

而上学的神学漫画“”。自我意识也通过这种运动首次把自己制造

成绝对的东西，因为绝对的唯心主义者要想成为绝对的唯心主义

者，就必须经常地完成一种诡辩过程，就是说，他先要把他身外

的世界变成幻觉，变成自己头脑的单纯的突发之念，然后再宣布

这种幻影是真正的幻影——是纯粹的幻想，而最后便宣告它是唯

一的、至高无上的、甚至不再为外部世界的假象所限制的存

。佛教哲学的在” 一般思辨，本质上也属于这一类。佛教哲学

和一般唯心主义本体论一样，利用形而上学的抽象，在相对的现

实的现象界背后去设置一个绝对的超现实的“ 本体”。这个形而

上的 “ 法“ 本体”，被赋予某种宗教异化的神圣性质，给它取上

性“”、佛性“”、真如本体”、“ 圆成实性“”、不思议界”等等名

参见马克思《 哲学的贫困》第２章第１节《 方法·第一个说明》。

参见（ 神圣家族）第６章第３节（ ｆ）《 绝对批判的思辨循环和自我意识的哲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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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把它规定为绝对的、无限的、唯一真实的、永恒不变的、至

高无上的存在。于是，“ 非有非无、非常非断”、“ 不生不灭、不

一不异”，“ 言语道断、心行路绝”等等“ 关于绝对的呓语”，便

构成佛教哲学思辨的重要内容。而最后的宗教目的在所谓“ 证真

如”、“ 入涅槃”，即通过特殊的“ 证悟”途径以达到主体的自我

与绝对的本体互相冥合，实现幻想中的人性的复归。这种复归，

表现在佛教哲学中大体有两条途径：一是使主体融入“ 本体”之

中，如华严宗等近似客观唯心主义思路，叫做“ 流入大涅槃海”；

另一条是把本体纳入主体之内，如禅宗等近似主观唯心主义思

路，叫做“ 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两者最后都归宿到宗教神秘

主义。

佛教哲学之所以精巧，更由于它有一套以相对主义为特征的

思辨方法。但其中确又蕴涵着、酝酿着某些认识运动的辩证法。

关于佛教哲学中这一套思维模式和思辨方法，大体上可以归纳为

以下四个方面：

（ 一）缘起说

缘起说是佛教从小乘到大乘的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石。小乘佛

教一开始从印度其他宗教中区别出来的时候，主要就是讲缘起

说。小乘的缘起说，以“ 十二因缘”为中心，着眼于人生过程，

以缘起说来论证“ 人无我”；而大乘则发展为讲“ 法无我”，即认

为：任何事物和现象（ 即“ 法“”：心法“”、色法”，即精神现象

，在佛和物质现象，都叫“ 法”） 教看来，都不是单一的、孤立的

存在，而是因缘所生。也就是说，它们的存在和变化，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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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灭，都与其他的事物处在一个普遍联系的关系之网当中，牵

一发而动全身，一变一切变。所以任何事物、任何现象都不能够

自主，不能自己主宰自己，即没有独立性。任何事物也都不能够

常住，因为它处在互相制约的关系之中。它不能自主，没有独立

性，又不能常住，因而它没有质的规定性。佛教得出的结论是：

诸法无自性。不能自主，就是无我；不能常住，就是无常。这就

是佛教所说的“ 三法印”，即三个最高原则：“ 诸行无常，诸法无

我，涅槃寂静”。这个“ 涅槃寂静”是整个佛教教义的归宿，即

达到“ 涅槃寂静”的境界而得到“ 解脱”，属于宗教幻想，但它

的哲学理论根据就在这里：诸法缘起无自性，就是说任何事物都

是诸缘会合，并没有一个自主的、常住的质的规定性，所以，都

是不真实、不可靠的。由此也逻辑地导向所谓“ 缘起性空”或

“ 唯识无境”的结论。佛教的缘起说，强调了事物的普遍联系和

多重关系的综合，它并非全是胡说而包含了某些真理的颗粒。因

为，任何人的本质，只能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任何一个现

实事物之所以存在并具有特定的性质，也只能是由他物所规定，

是许多规定的综合。佛教的缘起说，似乎从反面承认了这一事

实，只是它的论证反而从诸多关系的规定中抽空了这种本质，把

事物的本质归结为无任何规定性的“ 空”。龙树的《 中论》里有

一段典型的论述：“ 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何以故？众缘具

足，和合而物生。是物属众因缘，故无自性；无自性，故空。”

《 中论·观四谛品》第二十四。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47

还有一段话：“ 以因缘，诸法 这是生，无我、无造、无受者。”

说，任何法都是依靠众多因缘而生成，凡是因缘所生的法，“ 我

说即是空”，“ 何以故”呢？众缘凑在一起，具足了，和合而物

生。所以，人们所说的物实际属于众因缘，为诸关系所规定。

“ 故无自性”，没有独立的自主的质的规定性“。无自性故空”，没

有自性就叫“ 空”；“ 空”，并不是说它不存在，而只是说它是因

缘所生，因而“ 无我、无造、无受者”，即没有自性、没有造作

什么、也没有承担者，所以说是“ 空”。这是般若空宗的基本观

点。稍后，无著、世亲创立瑜伽有宗，继续发展了这个“ 缘起”

思想，从认识论角度提出“ 三性”论，即认为宇宙万有应分析为

“ 三性”，即“ 遍计所执性”，指人们所见的妄有，如见绳为蛇；

“ 依他起性”，指这种妄有也有所依，依靠因缘条件所起，如见绳

为蛇即由主观的能缘的识作用于绳等所缘的境上而造成，这就是

缘起。这是对小乘和大乘空宗的缘起说的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改

造。至于“ 三性”中的“ 圆成实性”，则是“ 转识成智”以后不

靠因缘条件而凭神秘直觉所达到的绝对真实 。有宗对缘起的

“ 缘”还细分为四：

第一个叫“ 因缘”，是作为“ 因”的缘，即条件中的主要条

件，近似我们所说的根据。

第二个叫“ 次第缘”，又叫“ 等无间缘“”，次第”是紧接着

的意思，是说缘具而产生事物，由此事物又产生另外的事物，是

《 维摩经·佛国品》第一。僧肇对此句的注解说：“ 法从因缘故不有，缘起故

不无，诸法皆从缘生耳，无别有真主宰之者，故无有也。夫以有我，故能造善恶、

受祸福；法既无我，故无造、无受者也。”

参见《 成唯识论》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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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相继的，就事物（ 无论“ 心法”或“ 色法”）的普遍联系说，

经过无数的中介而互相联系，一环扣一环，没有间断，叫等无间

缘。

第三个叫“ 所缘缘”，从认识论角度更进一步指出，任何事

物的产生，要有个所缘的那个缘。既要有个能缘，心是能缘，能

缘又要有个对象，对象就是所缘的缘。“ 所缘缘”还被分析为

“ 亲所缘缘”“和 疏所缘缘”。有宗大师陈那著有《 观所缘缘论》，

讲得非常复杂。

第四个叫“ 增上缘”，是说除了有“ 因缘“”、次第缘“”、所

缘缘”之外，还要有增加、扶助的缘。增上缘又叫“ 助缘”，近

似我们所说的诸条件。对增上缘又有很多解释，如“ 增上缘”的

范围有大有小，大到可以说任何一件事都以全宇宙为增上缘，但

显然不必这样追究而需确定起作用的条件的范围；又“ 增上缘”

①的作用，有顺有逆，也要分析 。佛教哲学的思辨方法颇为细

密，也可说极端烦琐。要研究它，需要层层分析。以上简述，至

少可以看出佛教对这个问题是进行了一番探讨的。

佛教缘起说的这种思路，基本上是歪曲地反映了客观事物的

普遍联系。尽管我们承认，任何事物对其他事物的多种多样的关

系的总和，规定了这一事物的内在性质。但这个普遍联系长期以

来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列宁在《 谈谈辩证法向题》一文中谈

到：辩证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 方面的数目永远增加着的）

这么一种联系的认识。这个认识论的辩证法原理也没有很好的展

开研究。大体上，我们曾经肯定：关于事物的普遍联系，需要区

①参见《 成唯识论》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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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本质联系和非本质联系、直接联系和间接联系、因果关系的联

系和函数关系的联系、还有矛盾着的东西在斗争中的相互联系，

等等。这已有很多层次。一个普遍联系，结构也非常复杂。客观

事物的联系，有些是函数关系，同步增长；有的是因果关系，由

此生彼；有的是矛盾关系。这个矛盾关系又非常复杂，矛盾的联

系中有斗争性的联系和同一性的联系；而同一性的联系中，又有

直接同一性和间接同一性的联系，矛盾的同一性这个概念中还包

含着多方面的问题。至于认识论的辩证法，关于真理的具体性在

于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而人的认识是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

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的无限过程，也包含着许多复杂

问题。佛教就是在这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上进行了曲解，它的缘起

论就是用貌似辩证法的唯心主义思辨，把事物的普遍联系的复杂

关系同这些关系所规定的事物的内在本质割裂为二，使两者彻底

对立；认为事物既是缘起，就不能再有自性即内在的质的规定

性。通过这样一种思辨分析，来抽空事物的内在的质的规定性，

从而彻底否认其客观实在性。龙树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缘具而

生，并无自性，所以叫“ 空“”。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

一切法，无不是空者” 。“ 空”是一个特殊的范畴。苏联学者谢

尔巴茨基曾把“ 空”翻译成“ 普遍的相对性”，颇有点哲学意味。

所以“ 空”不是虚无，至少龙树讲的这个“ 空”不是虚无，而是

讲的诸法都是缘起而无自性。僧肇被赞为“ 解空第一”，他在

《 不真空论》中作了一个最简要的规定：不真，故空。空不是在

“ 有”之外的东西，而任何“ 有”都因是缘起而有，所以不是真

《 中论·观四谛品》第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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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所以叫“ 空”。僧肇强调佛教的空观是“ 即万物之自虚，

不假虚而虚物”。他引《 维摩经》说：“ 色之性空，非色败空”。

意思是说，“ 色”本身是因缘法，无自性故空，并不是说“ 色”

消失了才出现空。佛教反复强调这点。这套理论贯串到佛教的各

个经典，归根到底，它的目的是为了否定现实世界的质的规定性

以及它的客观实在性。这种方法，具有相当高的思辨水平。

（ 二）中道观

从缘起说推出的中道观，是大乘佛学的又一理论基石。龙树

有一个著名的偈：“ 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

是中道义。”

这个偈，是龙树空宗的全部理论基础，被称为“ 三是偈”或

“ 三谛偈”。这里面出现了“ 空“”、假“”、中”三个范畴。这首偈

的前两句讲的是缘起论，即诸法由众因缘和合而生，所以我说它

就是“ 空”，对它进行一个“ 空”的规定。后两句：强调我说的

这个“ 空”本身也仅是一个假名。意思是说，为了启发人们领

悟，用“ 空”这个名言概念来破除“ 执有”的观点。“ 我说即是

空”，即是说“，空”也是一个假名，是假借名言来表达诸法缘起

无自性这个意思。所以，应当领悟的道理是：既不能执“ 有”，

不能说一切事物有自性，也不能执“ 空”，不能说是什么都没有，

那会堕入“ 断灭空”的邪见“。遮破二边”，即把“ 执有”和“ 执

空”两边都否定掉，是为“ 中道”。凡是执着二边的都叫“ 边

① 同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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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即偏见，也就是片面性。去掉“ 边见”，既破“ 执有”，也

破“ 执空”。通过否定来达到肯定，这就是龙树《 中论》所讲的

“ 中道”。

上引《 中论》：“ 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何以故？众缘具

足，和合而物生。是物属众因缘，故无自性，无自性，故空。”

紧接着又说：“ 空亦复空，但为引导众生故，以假名说；离有无

二边故，名为中道。”

“ 空亦复空”，意思是说，这个“ 空”本身也不能执着，“ 空”

也要去掉。按护法的解释：“ 又此空言，是遮非表，非唯空有，

亦 “ 复空”的“ 空”是否定的意思。为什么“ 空”也复空空。”

要否定掉？这是因为，龙树认为“ 空”也是一个“ 假名”，并不

能反映诸法实相；而且，如果把“ 空”误解为“ 虚无”，那更要

破掉。按僧肇对龙树思想的概括：“ 物从因缘，故不有；缘起，

故不无”，“ 万物若无，则不应起，起则非无，以明缘起，故不

。所以“ 离有无二边”，才是无” “ 中道”；“ 中道”；是破掉各

种“ 边见”的认识，也就是佛教所谓真理的认识。

这样的“ 中道观”，是由“ 空观”发展来的，是对“ 缘起性

空”的认识的深化，由于承认了“ 假有”，并承认了“ 空”也是

假名，故可以说龙树是综合“ 空”、“ 假”而成立了“ 中”。上述

——空、假、中偈文中三个范畴 ，似有其固有的逻辑进展。

龙树由此讲了一大套“ 八不中道”。他举了四对范畴来展开：

生灭、常断、一异、来出。他认为，用中道观观察事物，就明白

《 广百论释论》卷六。

参见僧肇《 不真空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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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事物都是“ 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

不出”的；懂得这个道理，就可以破除各式各样的错误和肤浅的

理论，既不会执有，也不会执无，这样就破了二边。懂得了“ 八

①不中道“”，能说是因缘”，就能“ 善灭诸戏论”。

关于“ 八不中道”，佛教中广泛采用，分析任何问题都采取

这一思维模式。龙树的《 中论》发表后，引起很大的震动，有七

十家为之作注。其中青目论师的注最好，鸠摩罗什翻译《 中论》

连青目的注也一起译出来了。青目注释“ 八不中道”时举例说：

谷生芽，这件事是缘起，本来就没有这个谷芽。之所以有谷芽，

是因为空气、阳光、水、劳动等等诸缘共生，谷就发芽了。本来

就没有芽，这个芽不是生出来的，是诸缘凑成的，所以说是不

生。那么，不生就应该灭，但它又不灭。因为既然是缘起，它就

必然会生芽，所以谷芽的生长是不中断的。那么，不灭就应该

常，保持一个常态，但是不常。因为它是依他而起的，是依靠诸

缘而起的，所以芽出后，种子就坏了，所以不常，不是永远是谷

种，而是变成谷芽了。不常就应该断，但是不断。因为芽毕竟是

谷种里长出来的，它是等无间缘，从谷种到谷芽是不间断的。不

断就应该同一，谷种跟谷芽应是一个东西，但又不一，不是一个

东西。因为缘生之物各异，新谷芽毕竟不是旧谷种。那么，不一

就应该异，就应该不同，但又不异，不是不同。因为它们是同体

而变，毕竟芽是谷之芽。既然是谷之芽，那么就有来，芽从谷

来。但又不来，不是从谷种中来。因为谷种不可能自己生芽。那

么应该来自外面，外面加一个谷芽。但又不是，它毕竟是谷子本

《 中论·观因缘品》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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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发生的芽，所以它是不来，不是外部来的。那么应该是从内部

钻出来的，但又不出，不是从内部钻出来的，因为谷子之所以发

。青目的解释，用最现实的芽，是诸缘凑合才发芽 “ 谷生芽”

这个例子讲出一大堆既不生又不灭，既不常又不断，既不一又不

异，既不来又不出的道理。这就是所谓“ 双遣两非”、“ 以遮为

表”的“ 八不中道”。这样来观察事物，就达到“ 中道”的境界

了。

这些思辨，具有辩证法的外貌，颇能鱼目混珠。我们用辩证

唯物主义观察某些问题，似乎也运用否定性，要求扬弃矛盾而达

到更高的综合、统一。例如，什么叫时间？时间是点截性和绵延

性的统一。只抓住点截性的时间观，错了；只抓住绵延性的时间

观，也错了。运动是动和静的统一，只讲任何一面都错了。辩证

地观察事物应该这样。龙树讲的“ 八不”，多少利用了人们认识

过程中的矛盾问题，但问题在于：它是在一些对象上去设置了一

些虚构的矛盾，然后再来个“ 双遣两非”，通过一系列的否定来

显示所谓“ 中道”。它用的方法是“ 以遮为表”，遮就是遮破，如

画月亮，只画周围的云雾，月就显示出来了。它是用否定的方法

来显示它所谓的“ 绝对真理”，借以论证佛教所探讨的真如本体

是超绝一切名相的绝对。如龙树所说：“ 非有亦非无，亦复非有

无，此语亦不受，如是名中道。”“ 非有非无“”，非非有，非非

无，，“ 非亦有亦无，非非有非无”。这样的否定法，可以“ 非”

很多层。这就是所谓“ 想入非非”。

①参见《 中论·观因缘品》第一，青目释。

《 大智度论》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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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讲过：郑重的科学抽象，可以正确地反映事物的本质；

形而上学的非科学的抽象，则会搞出一个“ 神化了的绝对”

来。 佛教的思辨正是陷入了非科学的抽象，所谓“ 八不中道”，

层层抽象上去，所谓双遣两非，破除边见，貌似辩证法，也可以

说是含蕴着某些辩证法的因素；但其方法论的实质，不是去分析

事物固有的矛盾，而是在事物之外去设置矛盾，然后作为“ 二

边”加以排除，最后达到抽空事物的一切规定性，而导致一个

“ 神化了的绝对”。它把认识过程中的相对和绝对、有限和无限这

一类辩证关系进行割裂，引向了反辩证法的思维途径。对于佛教

哲学的这种思维途径及其教训，通过剖判，有其可资借鉴的意

义。

（ 三）二谛义

什么叫二谛义？佛教认为，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认识的

结果有二重：一重叫俗谛，又叫世俗谛；一重叫真谛，又叫胜义

谛。谛就是道理，俗谛和真谛两重道理，都有意义。什么叫俗

谛？俗谛可说是一般人看事物的方法以及所看到的结果，简单

说，就是看问题从现象上来看，而看到的结果按照佛教观点都是

“ 假象”。什么叫真谛？就是按照佛教世界观来观察世界，即从本

质上看，这样观察的结果，看到的都是“ 实相”或“ 真相”。佛

经中也常用俗谛，是为了方便说法，它的目的是为了引导人们进

入佛教真理的认识，即真谛。这二谛义贯穿于一切经论。可以看

参见《 列宁全集》第３８卷，第１８　１，４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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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佛教试图解决它所说的“ 真理”和常识之间的矛盾。佛教所

讲的“ 真理”和常识，距离很远，矛盾很大。但是，发明一个

“ 二谛义”，就是为了缩短这个距离，调和并解决这个矛盾。这个

问题不能说它讲的内容全部是谬论，因为在实际生活中确有真象

和假象的问题。唯物辩证法对这个问题也要认真地回答。太阳从

东方升起，这明明是个假象，而地球围绕着太阳转，整个太阳系

又围绕银河系旋转，那才是真象。银河系究竟围绕着什么旋转，

现代宇宙学还在不断地扩大，以后究竟什么是真象，还有待探

索。客观现象中真象和假象往往交错在一起，是极为复杂而难以

分清的。我们自有一套办法去解决，如用本质、现象、假象，主

流、支流、逆流等这样一些范畴来分析客观现实；在认识路线上

坚持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健全民主集中制，等

等，力图接近事情的真象。佛教也有他们的一套办法。佛教的办

法，也并不是简单地宣布：常识就是谬误，佛教讲的就是真理。

它的讲法似乎不那么简单，而是运用“ 二谛义”把人的认识进行

了一番多层次的分析。当然，它分析的结果是要剥夺人的认识能

力，取消人的认识能力。但它既对认识能力及其结果进行多层次

的分析，也就接触到了认识过程中的本质和现象，由现象到本

质，通过现象、排除假象而接近本质，由一级本质到二级本质

⋯⋯等认识无穷深化的问题。

在龙树的中观理论中，所谓“ 离是二边行中道，是为般若波

罗密” ，实已区分任何“ 二边”之见，都是“ 俗谛”，所观察的

仅是相对的现象世界；而“ 离是二边”的中道，才是“ 真谛”，

①《 大智度论》卷四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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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把握的乃是绝对的本体世界。但是，“ 俗谛”和“ 真谛”、现象

界和本体界，也是相对待的，如果加以区别而执着某一边，也还

是堕入了“ 边见”而成为“ 俗谛”。因而真正的“ 中道”、最后的

“ 真谛”，只能是泯去一切差别的“ 究竟无得“”、言忘虑绝”，引

入神秘主义。

专扬龙树之学的三论宗创始人吉藏，写了（ 二谛义）一书，

提出四重二谛义说，比较典型地代表了佛教运用二谛义的分析方

法，表达了他的真理层次论。他把佛教的真理当作认识的客观对

象来探讨，分成四层阶梯：第一层，按照一般人的常识，即坚执

现象都是实有的，都是有自性的，有质的规定，有独立的实体，

这种看法是俗谛，是常人的“ 迷见”。小乘佛教因而主张“ 诸法

无我，诸行无常”，一切存在物都无自性，都是因缘生法。这种

看法就把一切事物的常住性、自主性空掉了，看作是一切皆空。

这种看法当然比常识深入，故是真谛。紧接着第二层，第一层中

小乘佛教所讲的那个空，它还停留在要区别有自性还是无自性这

个问题上，对待有而言，说它是无。有是一边，无又是一边，分

别了有和无，仍然是一种对待的知识，因此从这个侧面看，小乘

佛教又是俗谛。而大乘佛教如龙树空宗认为，事物的本质是非有

非无，叫“ 不二中道”，非有非无的“ 不二中道”，才是真谛。进

一步第三层，大乘佛教中讲“ 不二中道”，固是真谛。但它讲

“ 不二”是对于“ 二”而言，讲“ 中道”又是对于“ 边见”而言，

就这个意义上来说，它还是俗谛，因为它还在区别，还是对待的

知识，只有更进一步，认识到这两者是“ 非二，非不二”，这才

达到更高的境界，才是真谛。所以，非二非不二，非中非偏，能

够认识到这一点，表明认识更进一步了，这是第三层。最后，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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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第四层。所谓“ 非二非不二”，还是在勉强地对于真如本体进

行说明，企图用名言、概念等来对它进行规定，还是用的一种

“ 分别智”，用一种对待客观事物进行分析、分解的办法，这还是

俗谛。事实上，真如本体是不可名相的，是不能用“ 分别智”来

说明的。只有用“ 无分别智”对待这个不可名相的对象，而且把

握它时不能够作任何说明。前面三重真谛，都因为还停留在“ 分

别智”上，所以在不同层次上一重一重都陷入了片面。可见只有

“ 无分别智”才能达到最高的真谛。这个最高的真谛，就是“ 言

忘虑绝”。这时，一般人所用的语言、文字、概念都不适用了，

“ 无分别智”排斥掉了“ 分别智”，达到“ 究竟无得”，“ 言忘虑

绝”，“ 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把正常人的认识能力加以彻底否

定，这样才达到所谓最高的智慧、最高的真理认识 。这就是它

说的最高的真谛。

说到这个地方，本已由思辨哲学进入了宗教神秘主义。但

是，吉藏并未就此止步，他又倒转过来，说一旦达到了这样一个

最高真谛的时候，反过来再看那前三重俗谛，也都不同层次地说

到了一部分真理。因为，真正讲真谛的人讲到最高真谛时，是不

废俗谛的。因为俗谛既是方便说法的需要，又是达到最高真谛的

一层层阶梯。即所谓“ 不坏假名，说诸法实相；不动等觉，建立

诸法 。所以它不能废。而且，吉藏认为，俗谛和真谛这两重”

认识，是相反相成的。两者看来绝对相反，实际并不互相排斥，

而是互相依存的。“ 俗非真则不俗，真非俗则不真，非真则不俗，

①参吉藏：《 大乘玄论》卷一。

吉藏：《 二谛义》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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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 非俗则不真，真不碍俗”不碍真； 这是吉藏的一段结论。这

最后的结论，又把真俗都统一起来了。就是说，在达到最高真谛

之后，又反过来对于过去讲过的俗谛全都重新肯定下来，认为

“ 俗非真则不俗，真非俗则不真”，即是说俗谛如果不是相对于真

谛来说的话，也说不上它是俗谛。比方上述第三层二谛中，在佛

教认为是很高明的龙树菩萨的理论，相对于更高的真谛而言，竟

变成俗谛了。小乘佛教，佛最初讲的一切皆空，这也是对的，但

相对于龙树空宗来说，它又变成了俗谛。所以，俗谛是真谛发展

的一个层次或阶梯，到了最高真谛后，反过头来，则会看到“ 真

非俗则不真”，真谛相对于俗谛而言才说得上是真谛。俗和真两

者是相对的“。非真则不俗”，所以“ 俗不碍真”，即使讲俗谛也

并不妨碍真谛；那么“ 非俗则不真”，所以“ 真不碍俗”，讲真谛

时也不要排除俗谛。这样“ 不坏假名，而说实相；虽曰假名，宛

然实相” 。佛教的真理和常识的矛盾似乎得到消除。

“ 俗不碍真“”，真不碍俗”，按照这个思辨途径，大乘佛教扩

展为一系列的结论。比方说，佛教原本认为，世界是一个苦海，

在这个苦海里充满烦恼，最重是的烦恼就是生死烦恼；所以要从

生死轮回中解放出来，进入涅槃。但是，按照“ 俗不碍真，真

不碍俗”这样的观点来看，生死就是涅槃，就在生死流转中悟入

涅槃；烦恼就是菩提，就在烦恼中间得到菩提。佛教本来追求出

世，但达到最高的真谛认识之后，即世间就是出世间。这是大乘

佛教和小乘佛教的不同之点。

① 吉藏：《 二谛义》卷中。

吉藏：《 大乘玄论》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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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就认识论意义上说，吉藏的四重二谛义，从宗教唯心主义

的思辨上触及到了真象与假象的关系问题，真理认识的多层次性

问题；它以歪曲的形式所提出来的问题，在认识史上是有意义

的。至于吉藏的理论最后落足到“ 俗不碍真”、“ 即俗而真”，即

达到最高的真谛（ 由“ 分别智”达到“ 无分别智”）之后，就可

以“ 不废假名，而说实相”，在俗谛中悟到真谛。但这里有个先

决条件，就是必须“ 由迷转悟”。

佛教所谓由迷转悟，由俗谛进到真谛，必须经过一次认识能

力的突变。这就转入到它的哲学思辨的另一环，即佛教各宗都一

致宣扬的证悟论。

（ 四）证悟论

“ 证悟”，作为佛教所谓“ 成佛”的关键，是宗教修炼实践中

一种自我亲证的神秘体验。但佛教特有的关于“ 证悟”的一套理

论，则以夸张的形式较深刻地触及到了一些认识论的复杂问题。

佛教的“ 证悟论”的一个理论基石，是它抓住了人类认识及

其媒介手段的局限性，加以尽量夸大，认为人类的认识能力、认

识活动、一切“ 见闻觉知”及语言文字等表达工具，由于全都具

有相对性、有限性，因而全都是障碍“ 真理”的偏见、“ 边见”，

都是产生“ 颠倒迷误”的根源。因为，人们正常认识所固有的相

对性和佛教所谓“ 真如本体”的绝对性是绝对对立、绝不相容

的。佛教看来，正常人的认识，根源于原始“ 无明”，通过受、

想、行、识，形成各种“ 迷执”、“ 边见”，只能是以“ 分别智”

为基础的“ 俗谛”。所以，需要从根本上否定人们现有的认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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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剥夺人们自身的认识能力。然后，在人们正常认识能力之外

去发挥另一种真正的智慧，寻找另一条神秘的认识途径，才能领

悟佛教的最高真理，才能使主体与本体直接冥合。这就是所谓

“ 转识成智“”、由迷到悟”，通过“ 证悟”这个契机，实现精神状

态的突变和认识能力的飞跃。

佛教内部围绕这个“ 证悟”问题曾展开烦琐的讨论和争论。

除了宗教神秘主义的呓语之外，从哲学思辨上，它们曾区别“ 信

解”和“ 证悟”的不同，认为前者不仅包括一般人的“ 迷执”，

即使对佛教教义的信解，也属于“ 见闻觉知”的认识活动，只能

得到间接性知识；而后者不属于“ 见闻觉知”，是一种通过自我

亲证而得到的直接性的觉悟。其次，对所谓“ 证悟”的途径和方

式，它们又区别有所谓“ 渐“”、顿”之分。或主张“ 渐修”，即

认为“ 证悟”的获得要经过长期的修养和锻炼；如唯识宗认为，

虽然人都具有“ 证悟”的可能，但需要在宗教实践中经过很长时

间（“ 三大阿僧祗劫”）、很多步骤（ 如所谓“ 五位“”：资粮位”、

“ 加行位“”、通达位“”、修习位“”、究竟位”等等复杂的修炼的

阶段），才可能逐步达到“ 转识成智”，实现精神上的突变。或主

张“ 顿悟”，即认为对佛教的信解可以有一个积累过程，但真正

的领会却必须而且只能是“ 亲证“”、顿悟”；如中国化了的佛教

禅宗慧能一派，更是强调对于佛教最高真理的把握，实现“ 证

悟”这一认识上的飞跃，任何修炼都是无用的，只能通过某种契

机，直接顿悟，一次完成，即所谓“ 一念相应，便成正觉“”，一

。刹那间，妄念俱灭” 禅宗沿着这一思辨途径，更明确地否定

《 神会语录》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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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思维的意义，认为“ 亲证“”、顿悟”所领会的佛教最高真谛

的内容，不属于逻辑思维所把握的间接性知识，而只能是一种神

秘直觉所默契的直接性知识，因而不可能用逻辑思维的语言文字

来表达、交换，而只能借助于形象思维，禅师们“ 应机接化”，

往往用故事、譬喻或一些诗句来象征说明。

佛教哲学中关于“ 证悟论”的这些思辨，似乎不能简单地斥

为全是神学诡辩或宗教呓语。它以夸张的扭曲的形式提出并展开

了认识论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例如，认识过程中的飞跃问题，佛

教赋予它以神学的夸张，视为“ 顿悟成佛”或“ 转识成智”的一

个关键。而客观上人类认识的辩证法存在着各种飞跃形式，有待

辩证唯物主义给予科学的说明。一般肯定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

是一个飞跃，从理性认识到实践是又一个飞跃；两者循环往复，

不断加深，一个人的认识水平可以出现大的飞跃。单就认识过程

又可分为感性、知性、理性三阶段，各有其飞跃的形式；马克

思、列宁对黑格尔认识论的批判改造，强调了从具体到抽象的飞

跃之外，还有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飞跃，把感性的具体，经过知

性阶段的分析给予抽象的规定，再综合多方面规定而达到理性的

具体。这也是个反复加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科学的思想体

系的形成和发展也可以表现为精神上的突变或理论思维水平上破

旧立新的大突破。又如，佛教有意夸大“ 信解”和“ 证悟”，即

认识和觉悟的迥然不同，把两者说成是绝不相容的两种认识能

力，只能灭此生彼，不破不立，这是荒谬的。但现实的人的认识

活动中，确也存在着认识、理解和觉悟、领会两者的区别。我们

常说的认识水平和思想觉悟水平，并非一回事，后者还有其他精

神因素起作用；而对于任何理论，理解文字、背诵公式乃至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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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与领会其精神实质也大有区别，这涉及精神领域中的一些复

杂现象，从认识到领会、从理解到觉悟，人的思想水平或精神境

界的从低到高的发展，其中显然还有一些特殊的飞跃，需要加以

科学的阐明。至于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关系问题，也具有认识

论的意义。佛教，特别是中国的禅宗，尽力夸大逻辑思维的局限

性，甚至把佛教经论所阐述的系统理论，也称之为“ 粗言”、“ 死

语”、“ 戏论之粪”，而为了解除它所谓“ 第一义谛不可说”而又

不能不说的矛盾，后期禅宗强调形象思维的作用，用诗的语言来

表达所谓佛教的真理，似乎形象思维可以补充逻辑思维的不足，

可以克服逻辑思维的局限，可以给人以一种特殊的启发。在真、

善、美的意识之间的相互作用问题，在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之间

的互补关系问题，一些佛教徒似乎抓住了某些认识环节。就这方

面说，佛教神秘主义的证悟论，也有其产生的认识论根源。

以上简述的四个方面：缘起说、中道观、二谛义、证悟论，

可说是佛教各宗普遍采用的主要哲学思辨的模式和方法。尽管佛

教内部各宗派纷争甚多，对这些思辨原则的解释、应用范围以及

侧重方面都各不相同，形成五光十色的体系；但从总体上，这些

模式和方法贯串于佛教的各宗，形成其哲学思辨的一般结构和共

同倾向，在逻辑意义上具有共性。

尽管佛教尤其大乘各宗富有哲学的思辨性，但仍然是一种宗

教；尽管佛教哲学的思辨内容具有某些积极成果，但基本上属于

貌似辩证法的相对主义思辨。它主要以缘起说、中道观、二谛义

等为理论基 ——方法论体系，一方面抽空石来构建自己的世界观

客观物质世界的实在性，论证所谓“ 诸法缘起性空”，并颠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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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现实世界的彻底虚幻性来反证彼岸世界的绝对真实性，把世界

二重化；另一方面否定人的正常认识能力的可靠性，强调必须彻

底地自我空虚，才能找到另外一条把握真理的“ 证悟”途径，把

认识神秘化。这两个方面，正是宗教意识的本质特征。佛教强调

必须彻底自我否定，既空“ 我执”，又空“ 法执“”，究竟无得”，

才能得到所谓“ 般若波罗密”，即渡到彼岸世界去的“ 智慧”，最

后还是依靠“ 彼岸之神大发慈悲”而得到所谓“ 解脱”。由“ 自

我空虚”到信仰“ 彼岸幻影”，这恰好是宗教意识中人的异化的

根本标志。佛教哲学思辩其所以能给人们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

也正在于佛教还典型地表现了对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并为人们设

计了一条在幻想中脱离一切苦难、扬弃一切异化的神学道路。就

这个意义上说，佛教哲学思辨，并非全是“ 不结果实的空花”。

一九八四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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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乘起信论》的思想源流

《 大乘起信论》产生于中国南北朝后期，绝非偶然，有其深

厚的思想渊源和具体的文化背景。

两汉之际传入的印度佛学，初以小乘教义为主，所讲禅法神

通，往往与神仙道术思想相附会，因而得以立足中土。魏晋以

来，大乘教义的般若空宗传入中国，佛学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开始

与中国传统哲学相汇合，主要表现为般若学与老、庄玄学，通过

格义互释而逐步融通。般若学的中国化过程中，出现了对般若空

观的所谓“ 六家七宗”的歧解和论争，而由“ 解空第一”的僧肇

给以批判的全面总结。《 肇论》一书，以其超越旧有的比附格义

的方法，着重从思想内涵上融通般若中观缘起性空之义与老、庄

玄学有无动静体用之辨，从而完成了印度佛学中国化的第一座纪

程的丰碑。

与般若中观在中国的传播并逐步与玄学合流而中国化的同

时，印度大乘佛学的另一系即唯识法相学也在译介传播。北魏菩

提流支等所形成发展的“ 地论学”，成为北朝佛教显学。稍后梁、

陈之际在广州的真谛等所发展的“ 摄论学”（ 以阐扬《 摄大乘论》

为中心），逐步推向全国，直到唐初玄奘从印度留学归国，把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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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法相学的传播推向高潮。但唯识法相学以其固守印度佛教义理

而缺乏中国化的创造性发展，流行不久即中衰。

在上述两大系之外，另有一些经论在印度佛教发展中几乎无

甚影响，而译介到中国却引起巨大反响。这就是涅槃佛性学一

系。先是法显译出《 大般泥洹经》（ 即《 大涅槃经》之前部），已

不灭引起僧肇的高度重视，对经中所云“ 泥 ，佛有真我，一切

众生，皆有佛性”等，特加表彰。

北凉昙无识于公元四二一年将四十卷《 大涅槃经》译出，立

即风靡全国。接着，永嘉年间（ 公元 四五二年）在南四二四——

方陆续译出与《 涅槃经》同类的经籍，如《 胜鬘经》、《 楞伽经》、

《 央掘魔罗经》《、 大法鼓经》等《。 胜鬘经》即指出人人具“有 自

性清净心”，此心“ 含藏如来一切功德”，亦名“ 如来藏”《； 楞伽

经》明言“ 如来之藏，是善不善因，能遍兴造一切趣生”。《 大法

鼓经》更肯定众生“ 有常“”、有我”，此“ 我”又名“ 真我”，即

是“ 佛性”、“ 如来性”。这些新鲜观点，启发促进了《 涅槃经》

重点所讲的佛性问题以及如来藏问题的广泛研究，并出现了各有

师承、互相歧异的涅槃师说。据隋吉藏在《 大乘玄义》中记载，

这些师说，共有十二家之多。吉藏同门的惠均的《 四论玄义》

（ 现存残本）则认为“ 根本之说”有三家，“ 枝末之说”有十家，

共十三家，与吉藏所说大同小异。

各家师说，围绕佛性问题——关于“ 正因佛性”，关于“ 佛

性当、现”（ 即“ 本有”或“ 始有”），关于佛性与众生心识的关

系等问题，展开了复杂而曲折的争论。如众生皆有佛性，但佛性

是在众生心识之中还是在心识之外，亦即在心识之外是否有一

“ 清净 由于《 涅槃》等经讲得含糊，如《 涅槃经》中一方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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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讲“ 净谓如来性善，纯清无染”，请净佛性似存在于生灭心识

之外；另一方面，又讲五阴佛性，主张“ 因色、因明、因心”见

佛性，则佛性又似在生灭心识之中。至于《 胜鬘》、《 楞伽》等则

又肯定“ 如来法身不离烦恼藏”，常说“ 如来藏亦名藏识”，乃至

合称之为“ 如来藏藏识”，似乎又主张“ 净、染一处”。但言之不

详。

关于佛性当、现问题，即众生皆有佛性的“ 有”，是“ 当有”

是“ 本有”还是“ 后有”、“ 始有还“是 现有”？ ”？《 涅槃经》似

曾暗示众生之有佛性，犹如“ 贫女宝藏”、“ 力士额珠”，似说佛

但又以乳酪为“性 本有”； 喻，谓乳中无酪，但酪从乳生，在于

未来，似又主张非“ 本有”而是“ 后有”、“ 始有”。经文本有不

同说法，故以后地论师的分为南北二道，正是把“ 本有”、始有”

二说对立起来，争论不休。

地论师所据《 十地经》（ 乃《 华严经·十地品》的单行本）与

《 十地经论》，主要思想即“ 三界虚妄，但是一心作”，并把“ 心”

具体规定为阿赖耶识。但《 十地经论》对“ 心”的规定并不明

确，有时指为“ 染依止”，是“ 杂染心”，有时又讲心中有一“ 自

性清净心”，“ 自性不染相”。至于阿赖耶识，既是缘生万法的本

体，本身性质如何？其中是否有佛性？也未作具体分疏。

由此引起地论师南、北二道的分歧，主要在于当、现二说的

佛性论问题。并直接涉及阿赖耶识的染净问题。南道讲染净缘起

是以真如法性为依持，故与佛性“ 本有”说相关；北道讲染净缘

起以阿赖耶识为依持，同南方摄论师相近，认为通过修行，无漏

种子新熏，故与佛性“ 始有”说相关。北道以阿赖耶识为杂染

识，法性在识外，故讲转识成智、破识显性的“ 当果”说，较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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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印度唯识法相学原意。而南道以第八识本性为清净阿赖耶，以

第七识为杂染，修习是使本有佛性重新彰显，故主佛性不离心识

的“ 现果”说。法上在其《 十地论义疏》卷二中，已讲到佛性与

诸心识“ 终日同处，染净常别”，已孕育着心真如与心生灭不一

不异的思想萌芽。

《 摄论》的传承晚于《 地论》。真谛译出的《 摄大乘论》与

《 摄大乘论释》，流行南方，对唯识学体系别出新解，形成摄论学

派，在南北朝佛学发展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真谛所译传的《 摄

论》，其说心识，与《 地论》大异，与以后玄奘新译所传也不相

同，其主要分歧在于杂染“ 阿赖耶识”（ 第八识）之上，是否还

有一个清净“ 阿摩罗识（”第九识），即认阿赖耶识为妄识，与如

来藏明示区别。

摄论派其所以在阿赖耶识之上再立纯净无染的第九识，旨在

沟通中、印心性学，坚持真心一元论的思想取向，可以说属真心

系；而玄奘所传属妄心系，主赖耶杂染义，故真如佛性在众生心

识之外，佛性与阿赖耶识是异体和合的矛盾关系，转依的根本靠

外缘后得的“ 正闻薰习”以及六度修行等。这更符合唯识学原

义。

真谛的立异，引起《 地论》的南、北二道以及《 摄论》的新

旧译传之间、唯识学系与如来藏系之间的激烈互诤。但真谛试图

调和沟通之论并未达到成熟，他一方面另立一纯净无垢、真如为

体的第九识，似乎肯定阿赖耶识为杂染识；另一方面又讲第八阿

赖耶识既是杂染流转之因，又是还灭的“ 解性赖耶”，具有二重

性，似乎主张赖耶中固有清净种子，只要清除本识中的不净种

子，解性赖耶就可增长以至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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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藏《 中观论疏》卷七中曾概述当时真谛为代表的摄论家以

八识为妄，九识为真实。又云：八识有二义：一妄、一真。有解

性义是真，有果报义是妄用。这就使《 摄论》的传承中内部也异

说纷出，歧解多端。正是这些矛盾两难的异解中，预示着推陈出

新的思想契机，预示着更加成熟、更加圆通的理论必将出现。正

如有的论者所概述的：“ 其在印度，龙树、无著，双峰对耸。

⋯⋯延及末流，护法、清辨，互诤空有，法海扬澜。《 起信论》

以众生心为大乘法体，而众生心一面涵真如相，一面涵生灭因缘

相，生灭又以真如为依体，而真如又具空、不空二义。

“ 于是般若、法相两家宗要摄无不尽，而其矛盾可以调和。

其在中国，地论、摄论诸师，关于佛身、如来藏、阿赖耶诸问

题，多尊所闻，閧成水火。《 起信论》会通众说，平予折衷。言

佛身则应真双开，言藏识则净妄同体。于是南北各派之说据无不

尽，而聚讼得有所定。”（ 梁启超《 大乘起信论考证》）这一概述，

大体如实。

《 起信论》适应佛学进一步中国化的历史要求，应运而生，

既有其产生所必备的思想渊源、理论准备和文化氛围，更有其使

大乘佛学在中国化中得到发展所需要的善于融会中国传统哲学精

神的必要条件。这在《 起信论》理论体系的一些重要环节中，可

以清楚地看出来。例举如下：

《 起信论》关于“ 一心开二门”的理论建构，是其整个体系

的核心，由此出发，展开了一系列饶有新意的佛学思辨。一心所

开真如、生灭二门，互不相离：“ 依如来藏故有生灭性。所谓不

生不灭与生灭和合，非一非异，名为阿赖耶识”。这就明确地总

结和回答了南北朝以来开展的佛性问题的各种论争。自《 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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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鬘》、《 楞伽》以及地、摄诸师，在争论如来藏与阿赖耶识是

同是异，以及阿赖耶识是染是净等问题时，都陷入真（ 不生不灭

的真体）妄（ 生灭的妄相）、净染等二元对立、体用割裂的思维

模式，而校论一异，互诤不休。

《 起信论》以更高的思维水平，创建了一心二门、真妄同体、

净染同依的一元思路；而且坚持真如缘起的思想，肯定一切生灭

法（ 染、妄）皆无自性，皆依真如而起，皆以真如为本体，克服

了以往如来藏系也讲染、净和合的二分、二元的倾向，而突出了

染无自性、性识不二的一元论。从而为大乘佛法的缘起论和解脱

论，提供了更圆满的论证。

而“ 一心二门”的理论架构，虽从佛性与心识、如来藏与阿

赖耶识的异同问题的两难论辩中来，但显然是吸取、融摄了中国

传统 、兼哲学的智慧。如《 周易》有尚杂（“ 物相杂，故曰文”）

之义（两“ 兼三才而两之”） ；《 老子》标出“ 常有、常无”的对

立范畴，而作出“ 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的论断；《 庄子》

有“ 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的提示；《 中庸》分

“ 未发”与“ 已发”，《 易传》分“ 寂”与“ 感”，《 乐记》分“ 天

性”与“ 物欲”，⋯⋯等。这些思路，自可作为《 起信论》由

“ 一心二门”开展出的真妄、净染、性识等一系列“ 二而不二”

构想的活水源头。

＂心性本觉”，是《 起信论》与印度佛学传说的“ 心性本寂”

卓然立异的根本观点。攻《 起信论》者都抓住此点，视“ 性觉”

说与印度佛学传统的“ 性寂”说乃“ 根本相反”，指斥《 起信论》

讲“ 心性本觉”、“ 众生佛性，即是真觉”，乃是违反“ 圣教”，

“ 混同能所“”，流毒所至，致趋净而无门”。事实上《， 起信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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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真如法性规定为“ 本觉”，并对由觉到不觉的流转与由不觉到

觉的还灭所作的详尽剖析，恰好是《 起信论》 在佛学中国化中的

突出贡献。

佛教东传及其在中国化过程中，长期沿袭印度传统讲“ 性

寂“ 性静”、“ 性空”，或以儒家伦理化的人性论来格义而讲

“ 性仁”，到《 起信论》一变而讲“ 性觉”，把众生自觉修行证悟

成佛，看作是众生自信心中有佛性，靠自心由“ 始觉”向“ 本

觉”复归，不假外求。这是佛学的心性论、解脱论，由于理论上

的中国化而得到的新发展。

《 起信论）对“ 性觉”义的阐释，显然受到了《 中庸》、《 孟

子》的思想影响。《 孟子》主张“ 性善”，而必须“ 尽性”、“ 尽

心”，“ 心之官则思，不思则不得”，强调“ 思”的作用；所谓

“ 以先觉觉后觉”，“ 以斯道觉斯民”，更突出了“ 觉”的意义。

《 中庸》讲“ 自诚明”与“ 自明诚”相结合的觉性，又强调“ 极

高明而道中庸”。《 起信论》善于吸纳、消化这些思想资源，故敢

于以“ 不觉”说无明，以“ 觉”表佛慧，辨诸“ 觉”义而把中国

化的佛学思辨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

至于《 起信论》贯注整个体系、消解各种对立的“ 不一不

异”、“ 二而不二”的灵动方法，深刻地发展了佛学思辨中的二谛

义、双遣法，确乎使当时佛学界各家互诤、悬而未决的一些繁难

问题，诸如阿赖耶识与如来藏的一异问题、佛性与众生心识的关

系问题（ 佛性“ 本有”与“ 始有”之争）、染净互薰何以可能等

等，都因善于从中国传统哲学的“ 物生有两“”、和而不同“”、相

灭相生”、“ 相反相成”以及体用相涵、本末一贯等思想中吸取智

慧，而得以较好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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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起信论》是佛学中国化的历史和逻辑发展到特定阶

段的必然产物。它对南北朝以来中国佛学的各种论争，在一定意

义上作了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并对隋唐中国化佛学的创宗立义，

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资源，与《 肇论》遥相辉映，完成了佛学中国

化的第二座纪程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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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乘起信论》的历史定位

一　　一部奇书

现存汉文佛教典籍中，《 大乘起信论》堪称是一部奇书。

这部仅有一万一千余字的中文论著，旧题“ 马鸣菩萨造、梁

，在周、隋之际出现以真谛译（”称为“ 梁译本”） 来，即受到中

国及朝鲜、日本佛学界的极大重视，广为流传。奇特的是，到唐

代，似乎梵本已失，玄奘法师应印度僧众的请求，曾将中文本

《 起信论》反译成梵文，“ 译唐为梵，通布五天”，并被赞为“ 法

化之缘，东西互举”；而稍后，著名翻译家实叉难陀又将玄奘

译本再译为汉文（ 称为“ 唐译本”）。隋及唐初，梁译本《 起信

论》已有净影寺慧远、海东新罗元晓、贤首法藏所撰的注释（ 被

称“为《 起信》三疏”），流行于中、朝佛门；此后，历代注家络

据道宣：《 续高僧传·玄奘传》。道宣曾参加玄奘译场，所记当非妄语。

此据日本学者笠置贞庆（ 公元１１５５～１２１３年）等人所撰《 唯识论同学钞》。

另智升《 开元释教录》卷九记为“ 与真谛出者同本”；“ 唐译本”前无名氏序则又说

新译所据梵本系实叉难陀从于阗携来，“ 并与恩慈塔中旧梵本对照⋯⋯译出”，所谓

“ 恩慈塔中旧梵本”，是否即玄奘反译的梵本，语意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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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不绝（ 据日本学者统计：对这一卷论著的注释者竟有一百七十

余家，为书不下一千卷 ），而中国佛教各宗几乎都从《 起信论》

义理中有所吸取，其思想影响之深广，在佛典的中文论著中堪称

独步，至今仍普遍地视为大乘佛法的首要入门书。但同时，关于

此书著、译者的真伪问题，关于此书义理内容的是非问题，关于

此书在中国佛学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问题等，却很早就疑议丛

生，而到 。而本近世，中、日佛学界更展开了长期热烈的论争

世纪初，《 起信论》又被日本学者铃木大 拙（ Ｄ．　Ｔ．Ｓｕｚｕｋｉ）译

为英文，传入西方，很快就出现若干种不同的西方文字的译、注

本，显然引起了西方学者的研究兴趣。在长期争论中，众说纷

纭，莫衷一是，至今余波未息，并普遍地认为一些史事已无法考

订，既难于证实，也难于证伪，只有作为悬案存疑。《 大乘起信

论》竟是这样一部华梵互译、影响极大，而诸家互诤、争义特多

的论著。

疑议和争论，自有其客观意义，不一定因之而有损于某一论

著的真正理论价值及其历史定位。事实上，学术上的真理往往是

在各执一端的争论中得以确立的，历史的事实也往往是在矛盾的

陈述中清理出来的。关于《 起信论》一书的真伪、是非之争，正

可作如是观。正因为展开了严肃的争论，争论各方，各有见解，

①据日本学者望月信亨：《 大乘起信论之研究》书中《 大乘起信论注释书解题》

所统计，此处转引自梁启超：《 大乘起信论考证·序》。

关于中、日学术界围绕《 大乘起信论》所展开的争论概况，可参梁启超《 大

乘起信论考证》一书（ １９２４年）、武昌印经处编辑的《 大乘起信论研究》（１９３２年）

和最近台湾大乘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张曼涛主编的《 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三十五

卷《 大乘起信论与楞严经考辨》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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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可、是否、是褒、是贬的各种意见，往往相反相因、互斥

互补，总给后来的研究者留下多方面的启发。

二　　著译者的真伪之辨

佛教典籍，本多假托，一般的信徒，很少予以深究。《 起信

论》一书可信的最早记载，分别见于隋初昙延与同时代的慧远所

撰《 义疏》。这些早期文献，只提到《 起信论》的作者是马鸣，

并未涉及译者。到隋开皇十七年（ 公元五九七年）费长房所编

《 历代三宝记》始标出译者为真谛，并记为“ 梁太清四年在富春

陆元哲宅出”，随后仁寿二年（ 公元六○二年）彦琮等重订开皇

《 众经目录》时，再次肯定真谛是《 起信论》译者，不过将译出

时间改为陈代。唐麟德元年（ 公元六六四年）道宣编的《 大唐内

典录》卷四“ 真谛”条中，认定《 起信论》于“ 大同四年在陆元

哲宅出”。唐开元十八年（ 公元七三○年）智升编《 开元释教录》

卷六“ 真谛”条中又提出真谛于“ 承圣二年癸酉二年九月十日于

衡州始兴郡建兴寺”译出《 起信论》，译时译地都与《 长房录》

《 内典录》有出入，且增加了月婆首那为传语、沙门智恺执笔作

序的记载。又实叉难陀译本最早的记载，亦见于该录。

由于上述这些经录的记载，说法不一、错讹实多，如《 长房

录》称“ 梁太清四年”译出，而梁代并无 又《 内“ 太清四年”；

典录》改为“ 大同四年译出”，而大同四年真谛尚未来华。凡此

种种，都容易使人对《 起信论》产生怀疑。

最早对《 起信论》提出质疑的，是隋开皇十四年（ 公元五九

四年）法经等编《 众经目录》，该录即将此论列入“ 众经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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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其卷五有云：“《 大乘起信论》一卷，人云真谛译。勘真谛

录无此论，故入疑。”到唐初（ 公元六一八）吉藏的弟子惠均僧

正撰《 四论玄义》，首次对《 起信论》的作者提出疑问，认为是

中国地论师借马鸣之名所造，其卷五有云：“《 起信》是虏鲁人

作，借马鸣菩萨名。”卷十又云：“《 起信论》一卷，人云马鸣菩

萨造，北地诸论师云，非马鸣造论，昔日地论师造论，借菩萨名

目之，故寻觅翻经论目录中无有也，未知定是否？”再到晚唐

（ 约公元八六○～九○六年），新罗珍嵩作《 华严经探玄记私记》，

更提出《 起信论》是依据伪《 渐刹经》而伪造的。其记云；“ 马

鸣《 起信论》一卷，依《 渐刹经》二卷造此论。而道宣师目录中

云：此经是伪经，故依此经之《 起信论》，是伪论也。”后来日本

另一学僧快道在其《 起信论义记悬谈》中，推测《 渐刹经》乃

《 占察经》之误。且查《 占察经》下卷所言大乘实义，大部分论

点与《 起信论》雷同。故日本学者望月信亨等，据此认定《 起信

论》乃抄袭《 占察经》之伪作。

至于唐实叉难陀的新译本，虽《 开元录》卷九‘实叉难陀’

条记作：“《 大乘起信论》二卷，第二出，与真谛出者同本。”而

现存“ 唐译本”的无名氏《 序》中也说新译所据梵本，由实叉难

陀从于阗携来，并与恩慈塔中旧梵本对照，由实叉难陀与弘景、

法藏于大周（ 武则天）圣历三年（ 公元七○○年），岁次癸亥，

与《 华严经》次第译出。可是，法藏所著《 起信论义记》、《 起信

论别记》，都以梁译本为据，从未提到自己参与过新译本；且

《 宋高僧传·实叉难陀传》中也没有记载他曾新译《 起信论》一

事。所以，近代以来学者，也都对新本持怀疑或否定的态度。

关于《 起信论》作者译者的真为问题，唐以后中国佛学界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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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再引起注意。而惠均僧正《 四论玄义》中两段怀疑《 起信论》

的文字都分别收在十二世纪日人珍海所撰《 三论玄义疏文义要》

卷二、贤宝的《 宝册钞》卷八及湛睿的《 起信论决疑钞》之中，

而中国现存《 续藏经》中的《 大乘四论玄义》卷五与卷十中反倒

没有。所以对《 起信论》的怀疑在日本容易引起注意。近代以

来，在日本，就《 起信论》究竟是印度撰著或是中国撰著的问

题，曾展开两次热烈的论战。

第一次论战中，提出并坚持《 起信论》为中国撰著的主要学

者有舟桥一哉、望月信亨与村上专精。舟桥一哉于一九○六年发

表《 俱舍论哲学》，率先提出《 起信论》为中国撰著说，当时尚

未引起重视。后来，望月信亨于一九一九年再次发表《 起信论》

为中国撰著的意见，于一九二二年出版大乘《 起信论之所究》一

书，把已发表的观点予以综合修正，一九三八年出版《 讲述大乘

起信论》，再加订补，系统地论证了《 起信论》乃中国人的撰著，

不是印度作品，并推断《 起信论》的作者应是梁陈之际北方地论

师昙遵口授、昙迁笔录而成。至于传说由实叉难陀重译的新本，

乃是为了应付法相宗针对《 起信论》所提疑难而试作成的改本。

望月此论一出，引起强烈反响。先是羽溪了义反对此说，认为

《 起信论》与印度《 奥义书》思想相通，应出自印度人之手。常

盘大定加入争论，驳斥望月观点，而认为《 起信论》与《 楞伽

经》思想一致，不能是伪论。村上专精则支持望月之说，在其关

于《 大乘起信论》的历史研究的论文中，考订《 起信论》与真谛

所译《 摄大乘论》在许多概念用法上不同，从而断定《 起信论》

非真谛译。村上进一步指出《 起信论》在内涵上区别于《 摄论》

等在第八识之上讲种子熏习，都在真如与无明之间讲染净互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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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形成不同于阿赖耶识缘起的真如缘起论。他认定由《 起信

论》开始成立的真如缘起论，继承并发展了《 胜鬘经》等的如来

藏说，并以《 华严经》立场为主调和了印度佛学中的中观、瑜珈

二系，而这不可能在印度找到依据。第二次论战，起于一九二六

年，由于松本文三郎发表了《 关于起信论之中国撰述说》一文，

批评望月信亨的中国撰述说太支离，证据不充分，认为《 法经

录》把《 起信论》列入疑惑部，只是对译者有疑问，不能据以断

定为中国撰述。至于唐译本，则认为智升与实叉难陀相距不远，

《 开元录》记载可靠。针对松本的批评，望月发表《 读松本博士

之起信论中国撰述说批评》一文，着重对唐译本的真伪问题进行

辩驳。接着林屋友次郎又发表了反驳望月的文章，从文献和思想

两方面，论定《 起信论》为印度撰述。稍后，铃木宗忠发表了

《 就起信论成立的有关史料》一文，以批判史料的方法，对各家

绝非真谛所译，是否之说详加考订、最后认定《 起信论》 马鸣所

造尚待进一步考证，但应是印度撰述。这场关于《 起信论》的

作、译者的真伪之争，除望月信亨支持中国撰著外，其余大都认

为是印度撰述，虽多数否定真谛是《 起信论》的译者，但也未能

有说服力地考定出其他译者。直到现代的宇井伯寿、平川彰、柏

林弘雄等大多数日本学者，仍坚持《 起信论》为印度撰述说，只

是撰出的时代大都倾向于应在无著、世亲之后，作者当然不能再

归之马鸣，而是《 宝性论》《 楞伽经》出现之后的一位印度大乘

佛教学者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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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义理是非之争

日本学者关于《 起信论》的争论，主要涉及著、译者的真伪

问题。由于《 起信论》在中国佛学中的崇高地位，故这一争论自

然引起中国佛学界的极大注意。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中国佛学

界对于《 起信论》，也展开了深入研究和热烈论辩。论辩各方没

有停留在真伪之辨的文献考订上，而是有所拓展，更多触及到义

理内容的是非问题，广泛涉及《 起信论》思想与印、中佛学发展

史的关系，判教理论以及佛学研究方法等领域，从而提高了研究

和论辩的水平。

首先欧阳竟无作《 抉择五法谈正智》一文，认为《 起信论》

虽是马鸣所造，但细考马鸣经历，推断此论乃是马鸣思想由小乘

向大乘“ 过渡”时期不成熟的作品，故“ 立论粗疏”，不立种子

义，混淆体用，与唯识学不合；据此，对《 起信论》净、染互熏

的真如缘起论，颇多贬斥。

太虚作《 佛法总抉择谈》、《 大乘起信论别说》、《 缘起抉择

谈》等文，反驳欧阳竟无观点，一再申述真如缘起论的合理性。

他仍坚持《 起信论》是龙树之前的马鸣所作，只是法不当机，故

未多弘扬，影响不大。他力图从义理上融通《 起信论》与唯识

学，认为《 起信论》所讲“ 真如”、“ 阿赖耶识”与唯识学的差

异，仅是广狭义之殊，并非根本不同。又以《 起信论》是依“ 等

无间缘”来说熏习，是菩萨心境。他认为，凡夫是有漏生有漏，

佛是无漏生无漏，而只有菩萨能够有漏、无漏展转相生，把有

漏、无漏打成一片，归于一心，这与唯识之义并不矛盾。太虚如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79

此维护《 起信论》，在于他意识到《 起信论》与中国佛学的密切

关系，故他与欧阳竟无的论争，实涉及到拘守印度化佛学的唯识

学或是承认佛学中国化的发展这一根本义理问题。

章太炎曾撰《 大乘起信论辨》，主张此论确系龙树之前的马

鸣所作，但他对《 起信论》的义理却多贬评。认为论中“ 将海喻

真心，风喻无明，浪喻妄心”，是主张心外另有“ 无明”存在，

同数论“ 分神我与自性为二的见解，没有区别”。章氏此说，在

当时并未引起注意。

一九二二年左右，梁启超概括日本学界的争论，接受望月信

亨、村上专精的论点，作《 大乘起信论考证》一文，主张“ 以历

史的眼光谈佛教”，从佛教义理发展史的角度，断定《 起信论》

旨在调和折衷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国佛学的各家异说，故判定其绝

非真谛所译、马鸣所造而实为梁、陈间一位中国学者之撰著，并

为此而“ 欢喜踊跃”。他虽定《 起信论》为伪书，却从义理上极

其推崇《 起信论》的价值，肯定其“ 在各派佛学中能撷其著英而

调和之，以完成佛教教理最高的发展”；“ 无论此书作者为谁，曾

不足以稍损其价值。此书实人类最高智慧之产物；实中国、印度

两种文化结合之晶体”。这一评断，超越真伪争执，与章太炎的

观点正好相反。非心作《 评〈大乘起信论考证〉》，对梁氏论断一

一加以批驳，仍坚持《 起信论》出于印度马鸣之手。

随后，王恩洋作《 大乘起信论料简》长文，一方面同意梁启

超援引日本学者考订而倡言的“ 伪书”说；另一方面，则把欧阳

竟无、章太炎从教理上贬评《 起信论》的观点，推向极端。引起

陈维东、唐大圆、常惺等人的强烈反驳，从而形成南京内学院与

武昌佛学院之间的一场大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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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恩洋以唯识学原理为唯一准绳，以因明学三支逻辑为论证

方法，着重从义理上猛烈批评《 起信论》。首先，他反对《 起信

论》的真如缘起说，认为有漏和无漏，染和净，乃性质相反，不

可能同处于赖耶识中，“ 善、染不并存，漏、不漏不两立”，因而

“ 真如”与“ 无明”绝不可能互相熏习。“ 染、净互熏”之说，无

异于“ 异类相因”，违反因明逻辑。其次，他坚持印度佛学只有

法相（ 有）与法性（ 空）二宗，无所谓真常宗（ 即《 起信论》

所创真如缘起说）。认为一切法“ 不出空、有二宗”，“ 即此二宗，

摄大乘尽”，从判教的角度，根本否定《 起信论》的真如缘起说

的合法性。最后，他尖锐地评判《 起信论》不仅非马鸣著，且根

本不是佛教著作，而是附于外道的“ 梁陈小儿”之作，斥为“ 无

知遍计，剗尽慧命”。

陈维东奋起作《 料简起信论料简》一文，与王恩洋观点针锋

相对。他以“ 先正名义，后遣边执”的方法，指斥王恩洋将有

漏、无漏，有为、无为等绝对对立起来的观点，实己“ 落偏见边

并从“执之过”； 体用不二”的角度，对《 起信论》的真如缘起

说作了圆融疏释，认为“ 从体彰用”、“ 性用双摄”，正表现了圆

融无碍的大乘法义。他也反对王氏只许空、有二宗的判教说，认

为大乘立宗，约义而成，不拘一格，“ 既可约性、相而立有、空

之二宗，亦何不可约三性而立三宗哉？”

接着唐大圆也连续（作 起信论解惑》《、 真如正诠》《、 起信论

料简之忠告》三文，常惺亦作《 大乘起信论料简驳议》一文，系

统反驳王恩洋之说。主要认为《 起信论》为代表的真如缘起论，

统摄性、相二宗，实为圆极一乘。从义理上肯定“ 惟《 起信》之

真如义，有遮有表，就圆成，遣遍执而彰依他，故其谈真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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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有用，而谈如来藏有空、不空等”。又广泛论证《 起信论》

不违唯识法相义，认为“ 空宗以遮作表，相宗即用显体，今《 起

信》言觉、不觉，空、不空等义，正符相宗即用显体”。此间，

王恩洋又曾作《 起信论唯识释质疑》一文，反对太虚等以《 起信

论》来会通唯识义的立论。

关于《 起信论》的真伪是非的争论，一直延续到本世纪五十

年代。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为印顺和吕澂。印顺在其论文《 起信平

议》中，没有对《 起信论》的真伪问题明确表态，只是对前人的

争论作了一个概述的总结，其主旨认为，思想发展有一个演化过

程，故历史考证方法不能推翻；不应以是否从印度翻译过来作为

佛典是非的标准，而应当把真伪问题与价值问题分开。他既批评

内学院只尊唯识学的独断态度，反对把衡量的标准单一化；同时

也批评太虚等试图会通《 起信论》与唯识学是“ 多此一举”，主

张“ 不要偏执，不要附会”，应当认识《 起信论》的独特价值。

他更从判教的角度，申述了太虚和他分大乘为三宗的合理性，

《 起信论》所属的“ 法界圆觉宗”，即“ 真常唯心论”，与唯识、

中观鼎立而三，自有其在佛法中的独特地位。

吕 ——对于大乘起信论来历的探讨》、澂先后发表《 起信与禅

《 大乘起信论考证》二文，认定《 起信论》根本不是从梵本译出，

而是沿袭魏译《 楞伽经》的错误而来，不同于宋译本把如来藏与

藏识作为一个概念，而将如来藏与藏识看成二事，将错就错。其

成书年代是公元五一三年至五九二年之间。至于唐译《 起信论》，

也非译本，只是禅家对旧本的改作。他还从义理上指出，《 起信

论》提出真心本觉，违背印度佛学心性本寂的精神，故是伪论。

吕澂的这些观点，牟宗三在其《 佛性与般若》一书曾予批驳，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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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楞伽经》的二译本并无二致，而《 起信论》并非对魏译《 楞

伽》的“ 将错就错”，而是在心性结构上独具特色。方东美在其

《 华严宗哲学》一书中也论及《 起信论》，认为是一部中国人撰著

的伪书，文字流畅不象译文，尤其不象真谛在梁陈时所译其他法

相宗书的文风；而内容上不仅调和了印度涅槃经系与如来藏经

系，而且以“ 体用兼备”的思路，对中国北魏以来大乘佛学中互

相冲突的理论“ 给予了一个旁通统贯的综合调和”，并对中国化

佛学，尤其华严宗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向，是“ 一座贡献甚巨的

桥”。同时，田养民（ 昙瑞）所著《 大乘起信论如来藏缘起之研

究》一书中，则论定是“ 以真谛三藏为其代表，从各经典摘其精

髓翻译，把它归纳于如来藏哲学思想，而中国文豪予以撰修，使

其成为卓越的中国化佛书”。

四　　争论的启示

回顾本世纪以来，围绕《 起信论》著、译者的真伪问题与义

理内容的是非问题所展开的争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长期争

论虽迄今没有结论，却对研究者富有启示。通过争论，至少足以

表明：

（ 一）《 起信论》旧题马鸣造、真谛与实叉难陀两译，均实属

可疑。经一个世纪以来中、外学者的多方研讨，无论从佛教文献

考订，还是从佛法思想分析，都表明《 起信论》不太可能是印度

撰述。因现存所有关于马鸣的传记资料，全没有马鸣曾撰《 起信

论》的任何记载；又有关真谛的传记资料也没有真谛曾译过《 起

信论》的记载。如费长房的《 历代三宝记》等部分后出经录所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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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论为马鸣造、真谛译，似为臆测或误记，并无充分根据。特别

是按《 起信论》的基本思想和文风来说，也不大可能是印度佛教

著作。因其核心思想“ 真如缘起论”及其“ 体用不二”的思维模

式，不可能产生于印度，而在中国佛学中则是主流思潮。而文字

流畅，也不像译作。至于有的论者因倾向于肯定《 起信论》为中

国撰述而推论到作者可能为谁。如日本学者有的推断《 起信论》

的作者应是梁陈之际北方地论师昙遵口授、昙迁笔录而成。中国

学者有的推断是北方地论师中善于“ 标举宏纲”的昙延，为总结

当时义学发展和禅法新潮，以马鸣梦授的形式而撰著的。有的推

断为中国禅宗的先驱者某一禅师所作，其所以托名马鸣造、真谛

译，是为了使此论得到重视和广为传播。还有中国学者认为不必

具体求索某人，“ 安知非当时有一悲智双圆之学者，悯诸师之斗

争，自出其所契悟者造此论以药之，而不欲以名示人”；“ 此书实

人类最高智慧之产物”，“ 以佛家依法不依人之义衡之，虽谓为佛

说可耳”。凡此，虽多臆测，当非定论，但确可以启发思考，而

不致蔽于一曲，拘于一说。

（ 二）《 起信论》思想的独创性及其固有之理论价值，经过反

覆争论，确乎愈辨愈明。《 起信论》以“ 一心、二门、三大”的

脉络来展开它的独特的思想体系，所谓“ 一心”，即“ 众生心”，

在《 起信论》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概念，它涵摄一切世间法

与出世间法，既是现象世界得以建立的本体，又是众生由不觉到

觉、得以解脱成佛的内在根据和保证。因为，“ 众生心”含融了

染与净、不觉与觉两方面，即一心有二门：“ 心真如门”与“ 心

生灭门”。二门是体相关系，彼此互不相离。“ 心真如”作为本

体，自性清净，不生不灭，如如不动，无有差别之相；然而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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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守自性，忽然心动念起，是名无明，从而幻起生灭变化、千差

万别的现象世界。“ 真如”和依之而起的“ 无明”，两者是“ 二而

不二”的关系。“ 真如”不生不灭，是净法；“ 无明”妄念幻起生

灭，是染法。两者截然不同，有区别，是“ 二”。但无明没有自

性，依真如而起，是真如不变而随缘引起的，宛如大海水湿性不

变而因风扬波，水之与波，互不相离；因而真如与无明，心真如

门与心生灭门两者又是相即不离，“ 二而不二”的关系。

《 起信论》以“ 一心二门”为中心层层展开它的哲学思辨，

虽也继承、沿袭了以往往佛教经论所习用的概念、范畴和命题，

却讲出了许多富有独创性的新意。诸如，由“ 一心开二门”而对

“ 如来藏”、“ 阿黎耶识”等所作的新的解释。说“ 依如来藏故有

生灭心，所谓不生不灭与生灭和合，非一非异，名为阿黎耶识。”

把人人皆有佛性具体化为“ 众生心“”、总摄一切法（”“， 含融净

染”，既具足“ 净法”，也为一切“ 染法”所依），所以称为“ 如

来藏”。这与传统将“ 如来藏”仅归结为清净佛性有所不同。至

于“ 阿黎耶识”，更明确地区别于传统的唯识学所谓“ 虚妄唯识”

（ 偏于把阿黎耶识作“ 杂染根本”，称为“ 染八识”，）而肯定为

“ 染净同依”。据此，能更好说明真如法性受染随缘与沿流而返的

“ 染净互熏”义和“ 自信己身有真如法，发心修行”的证悟“ 成

佛”义。

又如，由“ 染净互熏”所显示的“ 觉”与“ 不觉”的双向运

动，《 起信论》把真如法性规定为“ 本觉”，而就“ 心体离念”的

觉义，作了详细的分疏：“ 始觉”是就“ 本觉”在无明位中的

“ 自觉”而言，是“ 本觉”的自我复归的开始；就离念而复归

“ 本觉”的程度不同，又分“ 不觉“”、相似觉“”、随分觉“”、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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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觉”等，从而凸显和完善化了“ 心性本觉”的义理，而与印度

佛学传统的“ 心性本寂”的说法迥然有别。此外，《 起信论》所

立的“ 体用不二”义、“ 色心不二”义以及“ 止观俱行、智悲双

运”的修习法等，均有其别有会心，异于旧说之处。这种种独特

创见，正是通过历次争论，特别是通过某些坚持旧统的贬评而得

到显扬。

（ 三），关于《 起信论》思想在佛学发展中的历史定位，也基

于历代褒贬各异的评论和互诤而得以逐步阐明。《 起信论》继承

了印度佛学中的如来藏系的思想而又有所发展和新的开拓，形成

与中国传统哲学有所融通的中国化的大乘教义。一方面，中国化

的大乘教义，诸如“ 真如缘起论”等，在印度如来藏系经论——

如《 大般涅槃经》《、 胜鬘师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广经》《、 楞伽经》、

《 究竟一乘宝性论》中也可以找到某些依据，但在印度如来藏系

没有发展成中观、唯识那样庞大、独立的学派，只是在一些观点

上与中观、唯识都有歧异。而这些如来藏系经论在南北朝时期译

介到中国，却受到特别重视和阐扬，发展成为与中观、唯识两派

鼎立而三、并试图统会而超越之的独立体系，《 起信论》就是这

一理论体系的完成。

另一方面，《 起信论》以其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会通而有新的

开拓，故虽源于如来藏系经论而又与印度如来藏思想迥然异趣，

有的论者，经过深入考辨，指出《 起信论》所讲的真如缘起之

说，与《 胜鬘》、《 楞伽》等如来藏学说实有差异，因而判定《 起

信》之说，“ 圣教无徵”。但《 起信论》的早期研究者，却从判教

的角度，肯定了《 起信论》思想属于如来藏系而给予了很高的评

价。如元晓在《 大乘起信论别记》中认为《 起信论》的“ 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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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二”思想超越了中观与瑜伽，而成为“ 群诤之评主”。 法藏

在《 大乘起信论义记》中，综述了印度中观、瑜珈二系的激烈论

争，而以“ 会通”之法，“ 随教辨宗”，认定“ 现今东流一切经

论，通大小乘，宗途有四”，除小乘诸部的“ 随相法执宗”外，

大乘教义判为三宗：（ 一）“ 真空无相宗，即《 般若》等经、《 中

观》等论所说是也。”（ 二）“ 唯识法相宗，即《 解深密》等经、

《 瑜伽》等论所说是也（”。三“）如来藏缘起宗，即《 楞伽》《 密

严》等经、《 起信》《 宝性》等论所说是也”。法藏特对“ 如来藏

缘起宗”，许为“ 理事融通无碍说。”

此后如明代的通润，在其所撰《 大乘起信论续疏》中，继承

法藏的判教思想，更将大乘教义判为三宗：“ 法相、破相与法性”

而凸显了《 起信论》在佛学逻辑发展中超越空有的最高地位。其

言曰：“ 宗法相者，谓真如不变不许随缘，但说万法皆从识变而

事事俱有，其弊也流而为常、为执着；宗破相者，谓缘生之法不

入法性，故说三界唯是一心，而法法皆空，其弊也流而为断、为

莽荡；宗法性者，谓真如不变随缘而能成一切法，故无法法俱空

之弊，由真如随缘不变而能泯一切法，故无事事俱有之偏。此则

空、有迭彰，执、荡双遣，故知即万法以显有者为妙有，离万法

以显空者为真空，不即不离以显中者，即真空以显妙有，故虽空

而不空；即妙有以显真空，故虽有而不有。然前之二宗虽建立不

同，各有妙旨，而马鸣总以一心九识统之，若鼎之三足，伊之三

详见元晓《： 大乘起信论别记》。

详见法藏《： 大乘起信论义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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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此马鸣一论，尤为圆通无碍，独出无 此类对者也。”

评价，似乎褒扬过高。

及至近世，唯识独盛，一些论者基于唯识学立场，揭示了

《 起信论》与印度大乘佛学，乃至印度如来藏系的思想差异，因

而或认“定 真如缘起之说出于《 起信论》”；或把《 起信论》斥为

“ 梁、陈小儿”所作的“ 伪论”。但另一些论者，为辩护《 起信

论》的理论价值，仍承继中国佛学判教理论的优势以确定其历史

地位。如杨文会即肯定《 起信论》具有兼宗性、相的特点；梁启

超赞扬《 起信论》“ 盖取佛教千余年间在印度中国两地次第发展

之大乘教理，会通其矛盾，撷集其著英，以建设一圆融博大之新

系统”。太虚依教理分大乘佛法为三宗：法相唯识宗、法性空慧

宗、法界圆觉宗。印顺继承太虚思路也分别称之为：虚妄唯识

论、性空唯名论、真常唯心论。前二宗相当于印度的中观、瑜伽

二派，而后者乃渊源于印度如来藏系思想而以《 起信论》为完成

标志之真如缘起说。这一中国化了的大乘教义，就这样通过争论

而逐步确立了它在佛学发展中的历史定位。

一九九六年

①详见通润：《 大乘起信论续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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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家证悟学说中的认识论问题
附：五台行吟稿

佛家哲学，简言之，可说是一种以人生究竟、宇宙实相为对

象的特殊形态的本体理论以及人作为认识主体对于这“ 究竟”、

“ 实相”如何体认、把握的证悟学说。从哲学本体论角度，可以

探究佛家关于宇宙的构成要素、变化过程、缘起模式，以及宇宙

万物（ 境）的本质和现象、真相和假相、一般和个别、总体和局

部、合成和崩坏、原因和结果、统一和杂多⋯⋯等问题的独特论

述。从哲学认识论角度，则可发现佛家对于主体的认识活动及其

结构、功能，主体对“ 本体”的把握或契合的方式、途径⋯⋯

等，也进行过多方面探析，涉及到认识论和真理论的一系列复杂

问题。

中国化的佛学，以“ 证菩提”为归趋，主“ 心性本觉”（ 不

同于印度佛学以“ 入涅槃”为归趋，主“ 心性本寂”），因而尤为

重视“ 智光“”、慧观“”、觉解“”、心悟”，与老庄玄学相融会，

被纳入中国哲学认识史的逻辑进程，促进了宋明时期哲学理论思

辨的发展，直到近现代仍保持其对思想界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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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以吉藏的“ 四重二谛义”、玄奘的“ 八识四分说”、慧能的

“ 亲证顿悟说”为例，略论其在认识论方面的贡献。

一 吉藏的“ 四重二谛义”

“１ 关河之学，传于摄岭”

自罗什来华，精译“ 四论”（ 指龙树的《 中论》、《 十二门

论》《、 大智度论）和提婆的《 百论》），传入龙树、提婆之学，如

僧叡所赞：“ 斯四者，真若日月入怀，无不朗然鉴彻”（《 中论

序》）。一时僧肇等为之阐扬，达到很高思辨水平。但当时涅槃学

一度盛行，而般若学反而中衰，接着是北讲毗昙，南崇成实，小

乘理论颇惬人心，表明理论发展的过渡环节似不可或缺。稍后，

直到南 （ 中朝齐、梁之际，僧朗南来摄山，再弘“ 三论”——

论》《、 十二门论》《、 百论》，复兴关河之学，被誉“为 清规挺出，

。经过硕学精诣”，“ 阐方等之指归，弘中道之宗致” 僧诠、法

朗，敢破敢立，“ 历毁诸师，非斥众学”，始立“ 山门玄义”；吉

藏总其成，笃学精思，著述宏富，道宣评其“ 貌像西梵，言实东

华”，非仅因吉藏系西域安息族人而精通汉文，实指其远承僧肇，

把龙树般若空宗理论进一步中国化了。

２“ 二谛若明、众经皆了”

关于“ 二谛”含义，南朝义学中异说纷纭，梁昭明太子萧统

曾组织讨论（ 见《 广弘明集》），有十余家，约分三派，但都就客

体的“ 境”或“ 理”上说，乃成实师旧义；吉藏批判各家，肯定

①见江总持：《 栖霞寺碑》，转引自汤用彤：《 往日杂稿·摄山之三论宗史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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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谛”乃就主体的言教说，应机立说，两种言教表达了唯一真

实，即将“ 二谛”纳入认识论领域“。二谛”，指人们对客观对象

的认识和认识的结果具有二重性乃至多层次的差异性。“ 二谛义”

旨在解决常识（ 俗谛）与佛理（ 真谛）之间的差距以及佛理内部

各家说法的差异和矛盾 中，它是龙树中观理论的重要发挥，也是

国化佛教的判教理论的逻辑论证。

诸师讲“ 三重二谛”，吉藏创造性地发展为判教式的“ 四重

二谛义”。声称：“ 他（ 师）但以‘有’为世谛，‘空’为真谛。

今明，若‘有’若‘空’皆为世谛，非‘有’非‘空’始明真

谛。三者，‘空有’为二，非空有为不二，二与不二，皆是世谛；

非二、非不二名为真谛。四者，此三种二谛皆是教门，说此三

门，为令悟不三，无所依得，始名为理”。“ 言亡虑绝，为第一

义，即第四重义也” 。吉藏把人对真理的认识看作是真俗二谛

依次递进的四个层次，虽其最后目的在于引向“ 言亡虑绝”的自

我掏空的宗教归宿，但既对主体的认识能力及认识结果进行了认

识论意义的多层次分析，这就必然触及到关于真理认识的二重性

以至多级性问题，触及到认识过程中由现象到本质，通过现象、

排斥假相而接近本质、悟出真相，由一级本质再进到二级本质以

至无穷⋯⋯等认识逐步深化的问题，有其合理因素。

吉藏进而论到真谛与俗谛之间的矛盾关系，既对立互斥，又

具同一性，互相依存转化。认识的每一层次，真与俗正相反对，

真谛乃是在对俗谛的破斥中显示出来，此之谓“ 破邪显正”；佛

家全部经论都是在不同层次上“ 破邪显正”。但同时，真、俗二

《 大乘玄义》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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谛又是互为前提的依存互补关系，“ 俗非真不俗，真非俗不真。

非真则不俗，俗不碍真；非俗则不真，真不碍俗。真不碍俗，俗

以真为义；俗不碍真，真以俗为义。”在认识的各层次中，真、

俗二谛互相依存转化，因而通观全过程（ 判教），则以往的俗谛

亦不可废，皆是走向真谛的一步步阶梯。“ 有方便，三不废者，

即不坏假名，说诸法实相，不动等觉，建立诸法。唯假名，即实

相，岂须废之。”并宣称：“ 明俗是真义，真是俗义，他家无此

义”。用“ 双遣两非”的否定方法所展开的“ 四重二谛义”，确

乎是吉藏的创见。在所谓“ 五句三中”、“ 究竟无得”的神学思辨

的迷雾中，透露出辩证思维的光辉。

二　　玄奘的“ 八识四分说”

“１ 缘起性空”的理论发展

缘起说为佛家从小乘到大乘的共同理论基石。小乘着眼于人

生过程，以五蕴合成、十二因缘支配的缘起说来论证“ 人无我”。

大乘空宗以缘起性空说普遍地论证了“ 法无我”，“ 众因缘生法，

我说即是空。何以故？众缘具足，和合而物生；是物属众因缘，

。通过二谛故无自性；无自性，故空” 义，以假成空，由假显

空，旨在遣“ 有”。大乘有宗则提出“ 二自性（”“ 假说自性”与

“、三自性（”““ 离言自性”） 偏计所执自性“”、依他起自性”与

“ 圆成实自性”）与“ 四缘（”“ 因缘“”、次第缘“”、所缘缘”与

《 二谛义》卷上。

《 中论·观四谛品》第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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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上缘”）来充实缘起说，旨在遣“ 无”，重点移到对认识主体

的自我意识结构及其能动功能的分析。“ 由假说我、法，有种种

。由认识论的角度深化了佛家的缘相转，彼依识所变” 起说。

２“ 八识“”、四分”的主体结构思想

玄奘及弟子窥基等传入和发挥无著、世亲之学，创立唯识

学，从“ 唯识无境”的前提出发，着力于认识主体的内部结构及

其功能的剖析。

首先，把作为精神主体的“ 心法”分为“ 八识”，表现了对

主体的认知心理结构，力图作出层次性的分析，可简括如下：

第八　　　　　　第七　　　　　　第六　　　　前五识

末 色意 眼

识 声耳那

鼻 香识

舌 味

身 触

识心 意

（ 异熟 （ 思量） （ 了别））

内阿 似

境赖 外

耶 境
识 现

第二能变 第三能变初能变

１）前五识，各有所据之“ 根”与所缘之“ 境”，活动间断而

粗浅

《 唯识三十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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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第六意识，比前五识深细，无前五识的局限性，既可与

前五识共同活动，使其认识更加明晰，并把认识结果储为记忆，

名“ 五俱意识”；又可单独活动，名“ 独行意识”（ 又分“ 散位独

行意识“”、定位独行意识“”、梦位独行意识”三种），凡此，形

成“ 分别我执”。

３）第七末那识，乃第六识的“ 意根”，是前六识依存的主

体，其特点是不以外境为对象，不间断地把更深层的第八识的

“ 见分”执着为自内我，由此形成“ 俱生我执”，产生“ 我痴、我

见、我慢、我爱”诸烦恼。以其“ 恒审思量”，又名“ 思量识”，

成为第六意识与第八阿赖耶识之间的中介。

４）第八阿赖耶识，又名“ 藏识“”、种子识“”、异熟识”，它

既包藏前七识一切潜在活动的“ 种子”，又能接受前七识活动结

果给予的影响，并不断地引发前七识的新的活动。如此刹那相

续，势如瀑流，恒转不息。唯识学关于八识的划分，相互区别又

相互依转的复杂联结，虽有不少臆测和虚构，但其中也反映了佛

家对认识主体的内部结构、对认识活动的心理机制，从显到隐，

由浅入深，从意识到潜意识，作了一定的分析，达到一定的密

度。

其次，关于八识各具“ 四分”的观点，是唯识学对主体的认

识功能结构的分析，可简括如下：

自 相证 似见 内

分证自 分 外境

证 分 境

分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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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相分”和“ 见分”，均为识体所变现。“ 相分”是识体生

起时所必然变现出的所缘之“ 境相”，即前七识的认知活动并非

直接识别所缘之“ 实境”（ 本质），而仅是其“ 相状”（ 映现于主

观意识中的影像）。只有第八识才能直接以“ 实境”为所缘的

“ 相分”。“ 见分”是识体自身具有的了别所缘对象的作用、机能。

一切我、法（ 主、客观现象），都是识体所变，如锅牛出头，同

伸两角，一为“ 见分”，一为“ 相分”。

２）“ 自证分”与“ 证自证分”，均是识体固有的自我证知的

能力。“ 自证分”对“ 见分”了别其“ 相分”的结果加以度量和

确证；“ 证自证分”再对“ 自证分”加以验证，而“ 证自证分”

与“ 自证分”则辗转自证，不假外求。

３）唯识学还提出“ 三量”（ 能量、所量、量果）来说明“ 四

分”之间量度证明的关系。

“ 四分”、“ 三量”说，认为识体自身具备认识对象、认识能

力、认识结果及其验证的功能，这纯属唯心主义的夸张，但其中

含有强调认识活动中，主体参与的能动性及对于认识对象分解、

整合的必要性等合理因素；至于认识结果的检验问题当以实践为

最后圭臬，但在认识中反复总结“、反思“”、自证”，也应有其重

要意义。

最后，关于“ 转识成智”的理论，是唯识学的归宿，认为通

过修持可以“ 转八识以成四智”，即把前五识转变为“ 成所作

智”，把第六意识转变为“ 妙观察智”，把第七末那识转变为“ 平

等性智”，把第八阿赖耶识转变成“ 大圆镜智”。其中虽杂有不少

宗教道德意识，但把主体智慧的丰富性和人性的自我完善视为成

佛的标志，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和塑造是颇有理论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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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慧能的“ 亲证顿悟说”

“ “ 诗化的哲学”１ 静默的哲学”或

慧能创立的中国化的佛学禅宗（ 南禅），以其坚持“ 即心是

佛“”，以心传心“”，不立文字“”，第一义不可说”，因而以更尖

锐的形式提出并深化了佛学特有的认识论问题。

强调“ 证悟”，是佛家共识。其重要根据是意识到正常人类

认识及其媒介工具（ 语言、文字等）全都有其局限性，甚至把常

人的认识夸大为是产生“ 颠倒迷误”的根源。因而只有在人们正

常认识能力之外去发挥另一种真正的智慧，寻找另一条特殊的认

识途径“，转识成智“”，由迷到悟”，才能领悟佛家的终极真理，

达到主体与本体的冥合。但如何“ 转识成智”，如何“ 由迷到

悟”？佛家各派各自立说，既有区分“ 信解”与“ 证悟”而又两

者并重之说，又有对证悟途径和方式的“ 渐“”、顿”之争。慧能

创立的南禅，以特有的敏锐把认识固有的矛盾展开，使之趋向极

端，自觉地陷入“ 第一义不可说”的悖论困境中而别求出路，提

出“ 亲证”、“ 顿悟”之说，强调遮诠、否定乃至静默的认识功

能，并充分重视了诗化的审美意识的认识论意义，从而推进了佛

家的排遣常人认识的认识理论。

“２ 直下无心、本体自观”

禅宗“ 即心是佛”的本体论，区分“ 心之体（“” 本寂之体”）

与“ 心之用（“” 本智之用”，如见闻觉知等），强调只有排除一切

“ 见闻觉知”，才能“ 于心中顿见真如”。通过“ 说即不中，拟议

即乖“”，以心觅心，一觅便失”的论证，凸显了区别于一切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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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认知的直接性体知的重要意义。

“ 只汝自心，更无别佛”，在禅宗被当作是首要的信念。把

“ 自心”与“ 佛”、小我生命与大千世界融合为一的成佛境界，包

括通过瞬间，悟到永恒；突破有限，达到无限；超越必然，得到

自由等。这种种禅悟心态，只能自己去亲证，去体知，他人无从

代劳“。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拈花微

笑，目击道存，以及“ 非宗教的高峰经验”等，这是古今哲人共

有的内在体验。

禅宗夸大认识运动中相对与绝对的对立，认为一切见闻觉

知、语言文字、逻辑思维都以其固有的相对性，因而不可能把握

绝对的“ 真如本体”，只有通过某种契机，实现精神境界和认识

能力的自我突变，激发顿悟，一次完成，所谓“ 一念相应，便成

正觉“”、恒沙妄念，一时顿尽”，这是通过某种神秘直觉而达成

的超验性飞跃。认识运动中固有各种形式的飞跃，禅体验是其

“ 第一义不可说”，乃一悖论。为逃出困境，禅门各宗既有

“ 应机接化”的方法（ 如曹洞宗的“ 五位君臣”、临济宗的“ 四照

用”、云门宗的“ 三句”等等），又有“ 公案“”、颂古“”、评唱”

等方式，对佛家“ 表诠法”与“ 遮诠法”的认识理论有所拓展和

深化。而禅门的诗化，大量禅诗和诗禅的出现，表露了认识活动

中求真、趋善和审美的统一，逻辑思维、直觉思维和形象思维的

互补，既有必要，又属必然。

总之，佛家哲学中的证悟论诸形态，各以其特殊的致知方

式，探索了不少认识论的复杂问题。它们在人类认识史上留下的

思想遗产，似乎并非全是“ 不结果实的空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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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五台行吟稿

小序：这篇论文，首次宣读于山西五台山举行的“ 中国佛教

思想与文化国际研讨会”（１９９２年７月）。会中，行吟五台，有

诗纪怀，略加简注，附存于此，盖亦落叶空山，自寻行迹之类

耳。

一

抛却尘嚣入五台，佛光迎面慧门开。

老松似解文殊意，历尽风霜向未来。

（ 初入山，首访佛光寺，有唐松二株，巍然矗立。五台山，

乃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传为文殊道场。峰峦奇秀，寺庙林

立，明释镇澄所撰《 清凉山志》称其景色殊胜，使入其境者“ 昏

昏业识，望影尘消；汩汩烦心，观光慧朗”。）

二

澄观妙悟说华严，此地清凉别有天。

蓦地雷音狮子吼，空山灵雨润心田。

（ 访清凉寺，遇雷阵雨。澄观（ 公元７３８—８３９年），唐代高

僧，被尊为华严宗四祖，曾于五台山讲说《 华严经》。经中有云：

“ 东北方有处名清凉山，现有菩萨名文殊师利，与其眷属诸菩萨

众一万人俱，常住其中而演说法。”澄观将经中所称清凉山，妙

解为即五台山，并详加论证。因此，五台山即被定为文殊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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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智度论）称释迦牟尼佛为“ 人中师子”《。 涅槃经》云“：无上

法雨，雨汝心田，令生法芽。”）

三

隐几维摩原未病，文殊慰语忒多情。

对谈忽到无言处，花雨纷纷扫劫尘。

（ 原南山寺外有“ 二圣对谈石“”。二圣”，事（详 维摩诘经》，

谓居士维摩诘深通大乘佛法，一次示疾，释迦牟尼佛派文殊师利

等前去问病，共论佛法，论到最精妙处，维摩诘眷属天女出来散

花相庆。）

四

蟠藕修罗梦未圆，无端歌哭堕情天。

随缘暂息清凉镜，始信禅心是自然。

（ 阿修罗，简称修罗，本为佛教所说六道之一、八部众之一、

十界之一，又转化为阿修罗王，好斗，反抗帝释天，战败，暂时

蟠身于污泥藕孔之中。事见《 观佛三昧海经》。王夫之诗词中常

有蟠藕修罗的形象。）

五

劫波千载渺难寻，不二楼前集众音。

显密各宗合一脉，如来欢喜百家鸣。

（ 五台山之西台北侧，有“ 不二楼”，建于唐代。日本高僧圆

仁于唐开成五年（ 公元８４０年）游此，曾有记；明崇祯六年（ 公

元１６３３年）徐霞客游此，亦有记，足见盛况。五台山共一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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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庙，显、密各宗俱有，殊途同归，并行不悖。）

六

暂住云峰似虎溪，当年三笑岂支离。

东台日出西台月，万古长空不可疑。

（ 随缘参加“ 中国佛教思想与文化国际研讨会”，寄住云峰宾

馆，门前有山溪，与数友散步溪边，颇似当年虎溪之聚。东台观

日出，西台赏月，为五台山中奇景。禅宗常以“ 万古长空，一朝

风月”等诗语喻禅境，似有从瞬间把握永恒，从有限悟到无限之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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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弘忍与“东山法门”
——１９９４年１１月黄梅“ 禅宗与中国文化国

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词

各位专家、各位大德、各位领导

同志们、朋友们：

我们为纪念“ 东山法门”创建１３４０周年，为探讨禅宗与中

国文化的深层关系而发起、组织的这次学术讨论会，经过近两年

的筹备，得到各方面的支援，今天，终于在弘忍大师的家乡、中

——湖北省国禅宗的祖庭、“ 东山法门”的发源地 黄梅县正式开

幕了！

对海内外老中青年专家的莅会指导，对未能来与会的专家

们，如赵朴老、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中国社科院杜继文教授、

日本花园大学柳田圣山教授、东京大学木村清孝教授、加拿大麦

克马斯特大学冉云华教授、美国康乃尔大学麦克瑞教授等，他们

的热情来信，给我们极大鼓舞，对各方面的关注、支援、法施、

捐赠，对五祖寺的大德、黄梅县的领导为会议提供了这么优越的

条件，我在这里，谨代表会议发起单位和筹备组，向各位表示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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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 玄奘西去达摩来，丝路莲花朵朵开”。中印两大民族文化的

交流，曾经孕育出许多智慧的花果。从公元一至八世纪，我们民

族第一次引进和消化外来文化即印度的佛教文化，是非常成功

的。

自佛法东传，无数高僧、学者经过艰苦努力，从引进、翻译

到研究、消化，花了几百年，终于把来自印度的佛教文化及其哲

学精华，融入了中华文化系统，成为民族精神生活的有机组成部

分。印度佛法作为一个理论体系为中国文化所吸收、消化（ 即从

理论上被中国化），这是一个非常复杂曲折的历程。如果从宏观

上观其大势，似可分几个大的段落：首先，般若中观学说的传入

及其与中国传统老庄玄学通过格义互释而逐步融通，产生了《 肇

论》这样的哲学精品，可以视作印度佛学本体论中国化的标志。

其次，南北朝时期地论、摄论、涅槃佛性论的系统传入，并与中

国传统心性论逐步沟通，南北各家师说之间曾展开复杂的争论，

周隋之际作为“ 群诤之评主”的《 大乘起信论》的出现，可视作

佛学心性论得以中国化的标志。接着，在《 大乘起信论》思想的

影响下，北禅、南义进一步汇合，促使达摩以来以般若思想融通

楞伽来对旧禅学加以改造，并使之与儒、道人生修养论互相涵

融，导致“ 东山法门”的创建及一批早期禅宗文献（ 如《 最上乘

论》、《 坛经》等）的产生，可以视作佛学人生观、价值论中国化

的标志。足见，道信、弘忍开创的“ 东山法门”在中国禅学史、

乃至整个中国佛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关于早期禅宗史的研究，经过近几十年中外学者的努力爬

梳，大量新资料的发现，新研究成果的积累，面貌已大大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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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了以往按各种灯录及谱系所预设的框架，逐步恢复其历史的

原貌。诸如，神会以前是否存在一个达摩一慧可一僧槃一道信一

弘忍一惠能⋯⋯“ 一灯单传”的谱系问题就大可怀疑；又如，弘

忍门下是否仅是北秀南能的对立，也值得商榷。当然，许多问题

尚有争论，但新写禅宗史中一个重要环节，即“ 东山法门”的历

史定位问题，似乎愈来愈多的研究者趋于这样的共识：中国禅宗

并非创始于达摩，也非创始于惠能，更非创始于神会，而是初创

于道信，完成于弘忍。道信、弘忍以半个多世纪的持续努力，在

黄梅双峰山开创了“ 东山法门”，从理论到实践，多方面的改革

和建树，标志着禅宗作为中国化佛教最后一个新宗派的历史形

成。此后，“ 东山法门”以其特有的思想活力，迅速普及到全国。

“ 应知一片东山月，长照支那四百州”，清僧晦山的诗句，比东坡

的“ 竹中一滴曹溪水，涨起西江十八滩”，似乎更切。

“ 东山法门”的创建中，关于禅学理论的自觉创造，关于禅

门生活制度的稳固确立，关于政教关系的思想改向，关于传法、

禅修方式的多样更新，无不鲜明地体现了中国禅宗开创者的独立

开拓精神。这种精神，属于传统文化中至今仍具有活力的文化基

因。概括言之，约有三层：

（ 一）勇于破旧立新的改革精神。从道信到弘忍，一改过去

奉头陀行的禅僧们“ 一钵千家饭”、孤游四方、乞食为生的旧传

统，采取农禅并举、禅戒结合的新方式，使流动僧群得以“ 择地

开居”，把仰赖布施、供养的特种寄生生活改变为坐作双行、劳

动自给、山林定居的禅众群体生活，确立了中国禅宗特有的丛林

制度，走上山林佛教的发展道路，这是佛教史上具有深远革命意

义的创举。从而，使禅门学风有可能具有某种相对的独立性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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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的自由品格；口语化的语录，公案的流传，对旧经卷繁琐

形式的否定，符合劳动僧及下层民众的要求，也是文风上的一种

突破。

（ 二）善于取精用宏的创造精神。无论是道信的禅法、发展

达摩“ 理入”的以文殊般若的“ 一行三昧”来“ 安心”，强调

“ 当知心即是佛，心外更无别佛”，因而“ 念佛即是念心“”，念佛

心即是佛”，以及“ 解行相扶”，先知“ 心源”，凭借“ 自力”，

“ 入道安心”的“ 五方便法门”；还是弘忍的发展，继续坚持“ 守

心”或“ 守本真心”，突出“ 凝然守心，涅槃法日自然显现”，把

“ 涅槃之根本，人道之要门，十二部经之宗，三世诸佛之祖”全

归结到一点即“ 守心”，可谓由博反约，取精用宏，简明之至。

如道信所云：“ 法海虽无量，行之在一言；得意即忘言，一言亦

无用。如此了了知，是为得佛意。”至于对《 楞伽经》“ 诸佛心第

一”一语的曲加新解，用《 般若》《 金刚》思想来融通《 楞伽》

之“ 心”，会通空有，广引经论，自加诠释，经论注我；道信与

弘忍二人曾“ 日省月试”、反复琢磨的“ 顿渐”问题等，两可其

说，兼容并包，所谓“ 随心自在，无碍纵横”，表明他们在理论

上的创造性和全面性。

（ 三）敢于广开法门的宽容精神。道信、弘忍都以最大的灵

活方式，因材施教，广接学人，育才无数。早期禅史表明，神会

北上争法统（ 公元８２０）之前，法门并无明显谱系之争，也没有

一线单传之说，在道信、弘忍开辟“ 东山法门”的传法活动中，

更鲜明地表现了堂庑广阔、不择根基、不拘一格的开放心态。道

信门下，广收僧众，“ 缁门俊秀，归者如云”，刘禹锡为其门徒法

融所写《 塔记》中，称道信“ 广分其道”，即分化发展为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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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忍）与牛头（ 法融）二宗。牛头法融由三论入禅门，论著颇

多，既承法朗学脉，又启惠能禅风，实为双峰禅发展为曹溪禅的

重要中介。至于弘忍门下，僧众常聚者数百人，来听讲者“ 虚往

实归，月逾千计”，其中被弘忍印可“ 堪为人师”的大弟子就有

十余人，其中影响较大，开拓一方的就有法如、道安（ 嵩山禅

系）、玄赜（ 楞伽禅系）、神秀（ 两京禅系）、惠能（ 韶州禅系）、

智诜、宣什（ 四川禅系）等，他们分头弘化，把“ 东山法门”的

禅理、禅风传向全国，而又各有侧重和特点，也就孕育着以后禅

门的分化、形成不同的学脉。弘忍门下并立各家，虽有歧解，仍

互相尊重。如神秀、道安入京后都多次向朝廷推荐过惠能。所谓

南北禅的对立，是神会以后的事，其形成别有客观原因；而神会

的历史作用，似应另予评说。

早期禅宗的这些恢弘气象，道信、弘忍留下的这种宽容精

神，是以后禅宗大发展的重要契机，至今仍具有历史借鉴意义。

我想，我们今天隆重地纪念“ 东山法门”，也是从这个视角出发

的。

当然，对禅宗的研究，对禅文献的考辨，对禅历史的探寻，

对禅哲学的分析，对禅境界、禅体验的证悟，本身就是多层面

的，应当从多种视角、运用多种方法、采取不同的价值尺度与参

照系统去加以衡论和研究，才可能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得出可

靠的结论。我们拥有最优越的条件，但某些方面特别是禅文献及

禅历史的专题研究方面，则显得有些落后于某些国家。我们应当

急起直追。在这里，我们想起黄梅籍的前辈学者汤用彤先生，去

年在北京大学举行的纪念汤先生的百年诞辰的会中，许多学者谈

到汤先生崇高的人格和深厚的学养，值得景仰。汤先生在学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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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通儒、释、道，融合印、中、西，堂庑甚广，而他对佛教史的

精湛研究和绵密考订，流誉学林，受到海内外学者的普遍尊敬。

汤先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这次学术讨论会，请来专家，交流论

著，也旨在促进对禅宗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与会同志提供会议交

流的著作和译著有八种，论文近五十篇，从题目与摘要看，内容

涉及面颇宽。文献、史实的考订诠释有一些歧解，一些评判观点

也不免存在分歧，这正是东山禅风所欢迎的。希望在会中能展开

讨论和争论，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我们相信，“ 真理是在争论

中确立的”，“ 历史的事实是在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的”。

弘忍说，他与神秀研讨《 楞伽经》时，达到“ 玄理通快”的

境地。希望这次会中的讨论，也都能达到这种境界，能够获得

“ 道树花开，禅林果熟”的业果。

预祝大会功德圆满！

敬颂与会同仁们吉祥如意！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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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希迁禅风浅绎
——１９９６年８月长沙纪念石头禅及曹洞宗

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两年前，在黄梅，举行过一次纪念弘忍开创“ 东山法门”的

学术会。今天，在长沙，又有幸参加这次纪念石头禅与曹洞宗的

学术盛会。因缘殊胜，慧命无涯。上午开幕式上，几位大德的发

言，曦曦小居士一字不差地背诵《 参同契》，令人心生法喜，忽

得一偈：

曦曦朗诵《 参同契》，颗颗摩尼落玉盘。

寄语草庵休怅望，童心最契石头禅。

石头禅注重即事显理，触目会道，旨在日常生活的动静云为中去

契会禅机，故灵源皎洁的童心，最易于契入。这正是石头禅的生

机所在。

在会中，缅怀石头大师的德业光辉与学思成就，我曾口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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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一律：

性海乘龟梦太奇，灵源一脉漫湘嶷。

石头路滑参同契，曹洞丁宁善接机。

玄化通观涵渐顿，神游鸟道贯中西。

殊途百虑劳回互，昂首征程有所思。

据《 五灯会元》记：师〔 希迁〕因看《 肇论》有悟，“ 不觉

寝梦，自身与六祖同乘一龟，游泳深池之内。觉而祥之：‘灵龟

者，智也；池者，性海也。吾与祖师同乘灵智游性海矣！’遂著

《 参同契》。”与六祖同乘灵龟，邀游性海，这一梦兆，意境恢奇，

似可理解为希迁这一禅门龙象在开创新禅风时留下的“ 梦太奇”

（ 谐音Ｍｏｎｔａｇｅ）。至于石头禅及曹洞宗的圆融思想与回互学风，

大有助于当今以多元开放的心态作面向未来的文化思考。

石头希迁（ 公元７００—７９０年），出生于广东肇庆高要县陈氏

家，幼而奇慧，童年依慧能出家，六祖寂后，曾“ 上下罗浮，往

来三峡间”，四出参学，德业精进，后至吉州青原山拜见行思，

始得心印。遂于天宝初入南岳，结草庵于石头上观心，弘法度

人，被尊称为“ 石头和尚”。当时，南禅蓬勃发展，马祖道一在

江西，石头希迁在湖南，蔚为两大学脉，被称为禅门“ 二大士”、

“ 二甘露门”。从这两大学脉，开出以后五家七宗，弘传至今，播

及全球。石头希迁以其学思方面的卓越成就，以其精心撰写的

《 参同契》、《 草庵歌》等的广被传诵，在禅学史上据有崇高地位；

他所首倡的圆融理事的禅教合一学风，实为以后曹洞、云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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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三宗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石头禅以其特有的理趣和学风，不

仅对中国佛门禅学的发展，而且对整个中国哲学文化的发展都产

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石头禅风的一个重要特色，是重视理论思辨，注意引教入

禅。中国化的佛教来自印度，而与印度佛教的致思和价值取向又

有所不同。据吕澂先生总结性的论析，认定印度佛教本主张“ 心

性本寂”，而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因种种原因转而倾向于“ 心性本

觉”；印度佛教依“ 性寂”说而把修行的目的归结为“ 入涅槃”，

而中国化佛教却依“ 性觉”义而把最后的终极目标指向“ 证菩

提”。

石头希迁始终循着中国化佛教的致思途径去推进禅学的发

展。他从理论上契入佛慧，首先是从中国化佛教哲学精品《 肇

论》得到启发。据禅史记载：“ 师［希迁］因读《 肇论》至‘会

万物为己者，其惟圣人乎！’师乃抚几曰：‘圣人无己，靡所不

己。法身无相，谁云自他。圆鉴虚照于其间，万象体玄而自现。

僧肇在《境智非一，孰云去来。’” 涅槃无名论》中虽广引佛经，

而实际上是以老庄玄学来“ 格义”大乘佛理，把“ 涅槃”理解为

一种“ 物我玄会，归乎无极”的“ 妙悟”境界，故强调“ 涅槃之

道，存乎妙契”，“ 玄道在于妙悟，妙悟在于即真，即真则有无齐

观，齐观则彼己莫二。所以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 至

人戢玄机于未兆，藏冥运于即化，总六合以镜心，一去来以成

体。古今通，始终同，究本极末，莫之与二，浩然大均，乃曰涅

槃。”希迁所谓“ 法身无相，谁云自他”，“ 境智非一，孰云去

来”，说明他继踵僧肇，会通玄佛，自觉走上把佛学玄学化的道

路。沿此思路，更进一步吸纳了牛头宗来自三论的般若中观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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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华严宗“ 理事圆融无碍”等观点，并着力发挥中国化佛教另一

哲学精品《 大乘起信论》的“ 一心二门”理论框架及“ 本觉”、

“ 不觉“”、不变“”、随缘”诸义，因而突出地强调了“ 唯达佛之

知见”，与早期禅学偏重“ 静坐”、“ 守心”、“ 由定入慧”不同，

而较重视哲学思辨，不排斥语言、文字、符号及其逻辑运用等，

这就更符合中国化佛教的致思取向。他明白宣称：

“ 吾之法门，先佛传授，不论禅定精进，唯达佛之

知见，即心即佛。心、佛、众生，菩提、烦恼，名异体

一。汝等当知，自己心灵，体离断、常，性非垢、净，

湛然圆满，凡、圣齐同。⋯⋯

这是石头禅的理论纲领，并在弘法中一再强调：“ 汝等当知”，

“ 汝能知之”。知、知见、知识，一切符号系统，都是进入禅学智

慧、禅悟境界的门径与阶梯。“ 千种言，万般解，只要教君长不

昧（”　《 草庵歌》）　，全都是不可缺少的。不离世间法，不脱离现实

生活的可名言之域，逐步引导学禅者进入超越名言的非名言之域

的禅境。这很符合中国人的思维定势。石头禅风的朴实、平稳、

简易、绵密，使普通人乐于接近，易于理解，感到亲切。这是石

头禅的重要特色。

由于石头禅强调“ 唯达佛之知见”，重视理性思维，坚持禅

宗既“ 不立文字”、又“ 不离文字”的传统，善于把遮诠和表诠

巧妙地结合起来。举一常见的公案为例：

道悟问“：如何是佛法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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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石头希迁）曰：“ 不得，不知。”

问“：向上更有转处也无？”

师曰“：长空不碍白云飞。”

道悟于言下顿悟。

“ 不得，不知”，是遮诠，表明佛法真理不可说；道悟再问，又答

以“ 长空不碍白云飞”，这是表诠，表明佛法真理可以说，可以

用这样诗化的语 于言来表达，并使学者得到某种特殊的启发而“

言下顿悟”。许多禅宗语录公案，都属此类。说佛法真理（ 或

“ 不可说”，这本身是自语相违的“ 第一义”） “ 悖论”。因为对于

不可说的东西，却已作了“ 不可说”这种说明。为摆脱这种逻辑

矛盾，禅宗主张“ 绕路”说禅、“ 因指见月”或“ 烘云托月”说

禅，即认为不可说的东西并非不可说，问题在于如何说。石头禅

及以后曹洞宗对此作了多方面的探索，注意到如何把逻辑思维、

直觉思维与形象思维巧妙结合起来，试图解决“ 不可说的东西究

竟能不能说”或“ 如何说”的问题。如所谓“ 五位君臣”的表显

法，即试图总结出“ 绕路”说禅应“ 如何说”的五种方式，即

“ 正中偏“”、偏中正“”、正中来“”、偏中至“”、兼中到”等，虽

各有不同的诠释，但本质上是在探索“ 有语”与“ 无语”、“ 可

说”与“ 不可说”的关系问题。扩而大之，引而申之，也就是知

识与智慧的关系问题。佛家讲“ 转识成智”，具体化为“ 八识”

分别转化成“ 四智”，唯识宗讲得非常琐细、复杂。现代东西方

一些哲学家也讲到“ 认知”和“ 体知”的关系，认知，是以主、

客体的分离为前提，靠主体的感性、理性活动去反映、认识客观

事物；而体知，则靠主、客体的合一，泯去了主、客观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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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浑然与物同体”所得到的体悟。认知和体知是什么关系？康德

花了一生的功夫，写出了三大批判，把理论理性、实践理性与审

美直观三者的功能和作用范围，加以严格区分，于是，形而上学

如何可能，不可说的东西如何能说，成为哲学上长期悬而未决的

大问题。如果再扩而大之，近代以来人类哲学发展的大势，大体

可以分为两条路线：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实证主义与非理性主

义，长期对立，得不到会通。从石头禅学中，就其力求处理遮诠

与表诠的关系、无语与有语的关系、知识与智慧的关系，似乎可

以体会到，他所提倡的“ 理事圆融“”、本末归宗“”、触目会道”、

“ 圣凡不二”等，实指一切认识过程中的矛盾，都是可以会通，

可以兼容的，即可以互相涵摄，可以互相渗透的，即他在《 参同

契》中所说：“ 门门一切境，回互不回互”，“ 明暗各相对，比如

前后步“”，承言湏会宗，勿自立规矩”。所谓“ 石头路滑”，可以

理解为指这种“ 参而同契”的辩证思维的灵动性。石头禅学影响

下的曹洞宗风，所谓“ 权立五位“”、正偏“”、明暗”等的辩证联

结，正可以理解为灵动地试图解决“ 有语”与“ 无语”、“ 知识”

与“ 智慧”、“ 认知”与“ 体知”的关系问题。虽仅是探索，但实

际上已开拓了一个哲学致思的思路，对我们当前如何走出人类哲

学的困境，不能说没有一定的启发。

基于上述哲学思路，石头禅及曹洞宗特别重视语言文字的哲

学运用与表显功能。禅语言，有其特殊的结构与风格。石头希迁

可以说是禅语言学的奠基者。石头禅风，不仅与早期“ 不立文

字”、“ 离言语道”的默坐禅风具有极大差异；同时也与洪州宗的

以“ 势”启导，创“ 势”以表义，也有明显的区别。《 参同契》

“ 明暗相对“”、承言会宗，的语言启导艺术，既“ 不立文字”，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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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离文字”，在禅学史上，与慧能的“ 三十六对”等，具有同等

的影响和意义，对后世传灯语录体的发展起了重要启导作用。石

头禅风善于运用语言，充分利用中国语言文字的多义性、暗示

性、灵活性、模糊性，以及中国传统诗美学中的“ 赋、比、兴”

等，形成了一套生意盎然的、活泼泼的禅语言。一些哲学化了的

诗句或诗化了的哲学语言，被广泛地生动地运用于应机接化，石

头希迁以“ 长空不碍白云飞”启发道悟，药山惟俨以“ 云在青天

水在瓶”启发李翱，都达到“ 言下”（ 禅语言艺术的启导之下）

有所开悟的效果，足见不可说的东西是可以说的，问题是如何

说，如何运用禅语言的特殊功能。后期禅学的诗化，似表明禅境

与诗心一脉相通，这只是禅语言艺术的一端；至于禅语言中还有

各种机锋、反诘、突急、截断、擒纵等，各有其特定的认识功

能。可见，禅语言学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

最后，石头禅风的“ 回互”方法与“ 参而同契”的观点，也

就是融会贯通的观点。这个观点，就当时的针对性说，是针对禅

门内部有南北对立，南顿北渐，势同水火；就南禅内部来说，还

有洪洲禅与荷泽禅的龃龉。石头禅建立起来，独树一帜，就旨在

把禅门各派，力图会通起来。所以说：“ 人根有利钝，道无南北

祖”，无论北渐南顿，都各有长短，不应当分裂互斥，而应当和

合互补，才不致“ 自立规矩”，“ 迷隔山河”。这样一个思路，求

同存异，观其会通，可以说是石头禅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也是我

们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精华。《 易传》说：“ 乾道变化，各正性命，

保合太和，乃利贞。”又说：“ 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天下何思何

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这里，表

达了一种超迈的文化心态。《 中庸》讲得更好：“ 道并行而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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悖，物并育而不相害，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

也。”“ 道并行而不相悖，物并育而不相害”，这么一种思想史观，

在我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有司马谈论《 六家要旨》，各有所长，

各有所短，荀子《 非十二子》，庄子《 天下篇》，都是这么一个思

路，一直到柳宗元，圭峰宗密。柳宗元所谓“ 诸子合观”，各有

贡献；宗密《 华严原人论》的判教理论，最后“ 会通本末”，认

为历史上各家的理论，都是真理的颗粒，真理发展的一个阶梯，

真理认识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石头希迁的禅学中，他也这样说：

“ 人根有利钝，道无南北祖”、“ 万物各有功，当言用及处”。因

此，对于当时的顿、渐，以及禅、教之争，佛、道之争，儒、佛

之争等等，他都主张回互一切，加以会通。黑格尔一马克思的真

理史观，也是以这样一种通观历史的文化心态，来看待人类认识

史上真理发展的辩证法，也主张只有吞吐百家，才能求得自身的

发展。就这个意义说，石头禅对我们也有很重要的启发，启发我

们无论研究历史文化或面对当代学术思潮，都应当坚持多元开放

的文化心态，在人类文明多维发展的大道上去会通中西、融贯古

今，发展真理。

一九九六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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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 海 探 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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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 民，有物有则，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 诗经· 民）

头上是灿烂的星空，

心中是道德的律则。

《 康德墓铭》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道德概念之分（析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ｏｆ　ｍｏｒ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第一节　　善的意（志Ｇｏｏｄ　Ｗｉｌｌ）

第二节　　义务总念与义务原（理 Ｔｈｅ　Ｎ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ｕ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ｓ　ｏｆ　ｄｕｔｙ）

第三节　　格律（论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ｍａｘｉｍ）

第三章　　道德律令的构（成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ｒａｌ　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第一节　　行为律则之先验（性Ｔｈｅ　ａ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ｓ　ｏｆ　ａｃ－

康德之道德形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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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

第二节　　直言律令与假言律（令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　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Ｈｙｐｏｔｈｅｔｉｃａｌ　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第三节　　意志的自律与自（由Ｆｒｅ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ｉｌｌ）

第四章　　道德理想之内（容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ｍｏｒａｌ　ｉｄｅａｌ）

第一节　　　　目的国与人格尊（严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ｄｉｇｎ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第二节　　至善与三大预（设 Ｓｕｍｍｕｍ　Ｂｏｎｕｍ　ａｎｄ　ｔｈｒｅｅ　Ｐｏｓ－

ｔｕｌａｔｅｓ）

第五章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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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康德哲学虽其大部分在知识问题的探究，但却以道德问题为

归宿。在未述其道德学以前，应先略及其对知识问题之理论，尤

重其从“ 纯粹理性批导”到“ 实践理性的检验”迭升中之环结与

历程。

康德启发的“ 新形上学”，建立在他纯净理性批导的知识篇

上，其基础已由（ 纯粹理性批导）（　“ Ｃｒｉｔｉａｕｅ　ｏｆ　Ｐｕｒｅ　Ｒｅａｓｏｎ”）

中之《 先验分析篇》之 此“ 纯我”“ 纯我”、“ 纯思”奠定之。

“ 纯思”用它的空间时间和范畴的工具，使经验或自然获得理论

上或形上学的根据；使经验对象成为可能。

康德以为在意识中的综合作用，共有三段：直观中的摄觉

（Ａｐ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想像中的再造（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与概念中或悟性

中的认识（ Ｒｅｅｏｇｎｉｔｉｏｎ）。这种意识中的综合形式，使感性的材

料成为有意义的对象，感性的材料是杂多的，因此感性的形式：

时空，对杂多的材料作初步的综合；意识运用“ 经验的理智的形

式”：范畴，对感性杂多的材料作再度的提炼。这两种理性（ 感

郑昕：《 康德学述》，第５８页。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320

性与悟性）和两套形式（ 时空与范畴），表面上是对立的，康德

为解决此困难，想用第三种能力：先验的想像力（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来联系感性和悟性。由想像力所产的图形作用（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 去 。所以在时间化范畴，或曰具体表示范畴在现象内的致用”

《 范畴的先验推证篇》（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ｔａｌ　ｄ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中说明：现象离开范畴，则我们不会有可能经验的对象，而范畴

不运用到现象，范畴便落空。悟性的基本原则，表明范畴如何藉

图式作用，具体的、普遍的运用到现象上去；我们不但有可能的

知识，并且有实在的知识；我们的知识不仅有事实的遍效性，而

且有逻辑的必然性。

所以康德以为整个经验对象——万象森然的宇宙——之所以

呈现于我们而有其意义与秩则，不仅由于范畴之致用，而且由于

运用范畴的知识主体底自我觉（识Ｓｅｌｆ　 —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的统一，

单纯的“ 我觉”不能发生知识作用，故我觉（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ｏｆｓｅｌｆ）

必待他（觉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ｓ　ｏｒ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ｓ）而始显，二者又

必须统一。康德名此统一“为 摄觉之根本统一（”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ａｐ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知识内容之增加，对于新知识的摄取而又与经验

的系统溶为一贯则有待于更高之统一，康德名之为“ 摄觉之超验

的统一（”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ａ 。这样，经验知ｐ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识才可能，所以自我觉识的先验统一，为知识可能的必然条件与

先验基础，这种先验的统一作用，是理性的自发性的活动（ ａｃ－

同上书，第１１８页。以上各种论调易于误解为心理主义的说法，但正确的了

解康德，是应该首先明了康德哲学的基本精神，在其批导的逻辑方法的彻底运用。

故必须除去心理主义的误解。

郑昕：《 康德学述》，第１３６—１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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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ｉ 。各种杂多的意识现象，由这种同一的自我ｔｙ）

所统一而成为表象的。反面言之，正因为杂多能够这样结合于一

个意识之中，这种表象中的意识之同一，才能够表象出来。所以

意识之统一使表象与对象发生关系，即是使表象有客观的效准，

因此使他成为认识的对象；所谓“ 客观”即是说经验的对象获得

了先验统一的意义。康德以为“ 认识即判断”，但判断不是观念

的连结（ 如旧有形式逻辑与心理主义的经验所说），而是说：这

种观念的结合中具有必然的普遍妥当的意义。所以康德为判断下

了一个定义：“ 判断是把所与的认识纳之于摄觉的客观的统一中

的方法”。就对象说，如果它是认识的对象，判断的对象，则必

表现观念的一种客观的联系。判断的主宾词，必客观的联系着，

这联系是意识的综合作用，而且只能在“ 客观的意识”里有客观

的联系。这种客观的意识（ 即先验意识）发挥范畴的作用，为对

，而执行这个“ 独立象建立起的独立的“ 加号” 的加号”的判

断分子的客观联系，是经验知识的作用（ 经验判断），经验意识

执行这个联系的客观标准是先验意识所立的标准 独。所以具有

立的加号”的对象，必在也只能在一个判断的意识条件下才能安

顿。故没有先验意识，经验意识不能与对象关连；没有先验意

识，对象也不能呈现于经验意识而为客观的。可以说“ 先验意识

替认识的主体（ Ｓｕｂｊｅｃｔ）与对象（ Ｏｂｊｅｃｔ）设计了一座桥梁，使

主体能渗透对象”。进一步说：判断之所以为判断，之所以为

Ｒａｙｃ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Ｍｏｄｅｍ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Ｐ．　１３０

郑昕 ：《 真理与实在》，第３页。

郑昕 ：《 康德学述》，第１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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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的、综合的，需要一个“ 理想的意识（”先验意识）。在这个

理想的意识里，判断的主宾词合乎真理的联系着。所以对象的

“ 经验实在性”与“ 先验理想性”都以同一的“ 我”（ 先验意识）

为形式条件。康德这样将存在的世界都回到“ 纯我”，将客观的

意义确定为先验意识的统一中的必然性与普通性，则对事物真正

了解的认识，不是如Ｐｌａｔｏ所认为的一个对象的“ 相”，而是一

个客观的判断，由先验意识所下的而在经验意识中所执行的判断

—“— 先验的综合判断（”　ａｐｒｉｏｒｉ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康德这样在经验知识可能的必然先验基础上批导理性的功

能，由范畴的先验推证确定意识的统一；而依据这种统一来重新

确定客观的意义，证明了先验综合判断的可能。康德的名言说：

“ 思维无内容是空的，直观无概念是盲的”。将感性与悟性、将经

验意识与先验意识在“ 客观的判断”里弥缝起来，说明了存在的

是逻辑的，即是说：存在的是逻辑地存在的，而逻辑的判断之重

心和枢纽是在“ 逻辑的主体”——“ 纯我”。唯其如此，得到一

个重要的结论：“ 经验可能性的条件，同时是经验对象可能性的

条件”，纯我的毕同的统一，厘定了逻辑的与存在的共同最高的

条件，而为“ 自然所要求的必然的衔接”。所以自然的统一性与

规律性，不外乎理性或自我觉识的统一性与规律性。经验意识的

对象，在这种意识的统一中被把握，被综合，被了别。故呈现于

‘我’而有秩则，有意义“。我是我”，是一个分析命题“；我是一

切互相衔接的观念的统一”，是一个综合的命题，此为摄觉的必

然的统一，康德以此为“ 一切人类知识的最基本的原则”。唯恃

有此先验摄觉的统一，宇宙自然始成为我们共同的感性界而成为

一切可能经验的对象。这样澄清了希腊以来哲学上“ 思”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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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的糊模问题。康德在《 未来形上学导言》中说“：悟性不能

从自然里引伸出来它的先天规律，而是替自然颁布先天的规律”。

康德从必然性与普遍性中厘定了客观性的意义，造成他在哲学史

上“ 哥白尼式的转向”的地位。

康德这样完成了他的知识论，不像笛卡尔（ 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以来

到莱布尼兹（ Ｌｅｉｂｎｉｚ）的理性主义（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的独断，遵守

一个玄学原则，以明“ 天“”、人“”、物”的一贯，其得在“ 大”，

也不像洛其失“在 妄”； 克（ Ｌｏｃｋｅ）、休谟（Ｈｕｍｅ）的经验主义

（Ｅｍｐｉｒｉｓｍ）的支离，执着于知识的外烁，而忽略综合经验的自

我，其得在“ 精”，其失在“ 浮”。康德以批导的逻辑方法厘定知

识，会证知识。先验逻辑的意义，即是将逻辑用到对象，用到经

验，用到自然界，使逻辑有内容，就理论事，会事归理，此理为

人心之所同，此理为自然万物所共守，故具必然性与普遍有效

性，因而是客观的。故康德的理论，平实通达，了无滞碍，由

“ 经验成熟的低地”出发，步步递进，而渐入高明澄澈的境界。

在分析递进的过程上，作以下重叠的二元的假设。

现象与本质对立的假设：可能经验的对象，只是现象界，而

以经验的极限或现象之 心灵、宇宙、上帝整体 为本体

界。本体界相对于我们的知识是理念或理想，本体界不能作为知

识的对象，而只能在“ 实践理性”中体验到，在艺术境界里静观

到。知识超出了现象的范围，便是形上学的问题了，这是现象与

本体两界对立的假说。其次是：

悟性与理性对立的假说：康德以感性里的物是所与的德它

（ｄａｔａ）；悟性里的物是课题、是判断；理性里的物是永久的课

题，是理念，是物之在己（ ｔｈｉｎｇ－ｉｎ－ｉｔｓｅｌｆ）。感性、悟性、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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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能“ 知”，有深浅厚薄的层次上的分别；物之在感性中是未

确立的现象，在悟性中是可能经验的对象，物之在理性中却是物

之究竟或现象之整体。究竟与整体，不是经验知识所可穷尽的对

象，它是一个理想，一个理念，虽为悟性所不能穷究，却为理性

所要求，为理性的逻辑推理所要求。如果没有理性原理作向导，

作归依，则逻 康德在《 先验辑与科学将漫汗无依，劳而无功。

矛盾篇》所显示的理性，是理论的理性（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Ｒｅａｓｏｎ），

而在知识近饱和点时，突破了经验的限制，而提出了实践理性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Ｒｅａｓｏｎ），替道德或自由立法。心灵、宇宙等理性的理

念（ ＩｄｅａｓｏｆＲｅａｓｏｎ），以及同样地能作向导原理（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ｖ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的神观念，虽论证其不能成为科学的知识，但既为理

性所要求，则改变其形式，仍旧能够在我们的意识以内存在和活

动。这便是道德的觉识，他称之为“ 实践理性的优越”（Ｐｒｉｍａｃｙ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Ｒｅａｓｏｎ）。这样一面规定了知识的限界，批评旧有的

形上学，为来自“ 先验的幻象”；一面却因此开拓了另一个新的

天地 自由的世界——道德的世界、 （ 更启发了一个新的形上学发

展的指向）。在这新的领域中，知识仅依据法则尚不能根本的统

一，还须要导出一个新的“ 价值范畴”，将知识推广到自然科学

的领域之外。

这种由理论的理性过渡到实践的理性，实际上是同一理性的

转化递升，而表现出的却是：

理论的理性与实践的理性、自然与自由对立的假设：康德在

①以后Ｆｉｃｈｔｅ即以此“ 自我觉识”或“ 自我”为其“ 知学”的开始，而建立其

“ 行知合一”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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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粹理性批导》“的 超验辩证论（”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ｔａｌ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中，

追究到知识的极限，而提出理性的理念（ ＩｄｅａｏｆＲｅａｓｏｎ）。这种

理性理念，是经验的穷极，故不受经验之制约，为“ 无制约的”

（Ｕｎｃａｎｄｉｔｉｏｎｅｄ）。这种理念 心灵、宇宙、神虽不能确定其为

知识的对象，但却是理性所要求的“ 向导理念”（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ｖｅ

Ｉｄｅａｓ）。因自我觉识的统一，不可能达到无制约的条件，而这些

无制约的向导理念，却引导我们趋向知识的完成。在理论的范

围，积极地自然可能说其可为对象，而消极地也不能说其不能为

对象，以其超出了经验证明的领域。过去的旧形上学家与经验论

者，或把知识论的知识主体当成了形上学的主体，或不明了理性

的最高理念，虽不能作为知识的对象，但却必然构成知识的向导

原则。进一步说，这些无制约的理念，却在“ 实践理性”中获得

存在、活动的地位。

康德在《 先验矛盾篇》中第三“ 关系矛盾”（Ａｎｔｉｎｏｍｙ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探究到现象因果连续的整体，发现了无制约的“ 第一

因”“或 自由因（”Ｆｉｒｓｔ　ｃａｕｓｅ　ｏｒ　Ｆｒｅｅ　ｃａｕｓｅ）。这是经验里永远不

能穷尽的理性的要求，消极地说：是知识的向导理念，而积极地

说：把自由的理念作为它的哲学的中心问题来处理。从理论的理

性过渡到实践的理性，而确定实践理性的优越，这样使自然律与

自由律不但各不相害，而且相得益彰。道德是人性的归宿，真理

的实在性表现于自由中比自然中更清明而真切 。同时，心灵的

完整，神性的优越，亦均以道德境界之反省而得证明。康德在

（ 道德形上学导论（）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　ｏｆ　Ｍｏｒａｌｓ）中

桑木严翼：《 康德与现代哲学），第１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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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自由是纯理性的概念，超越了理论哲学，而为一个没有经

验例证可资说明的概念，它不能形成我们的任何可能的理论知识

的对象。其所以是有效准，并不是一个构造的原则，而只是纯思

维理性的向导原（则ｎｏｔ　ａｓ　ａ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　ｂｕｔ　ｓｉｍｐｌｅ　ａｓ　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ｖ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ｐｕｒｅ　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ｖｅ　Ｒｅａｓｏｎ），因而是消极的，但在理性的

实践的检验中，它的实在性被纯理性的因果律、即实践法则所证

明。它决定了越脱一切经验条件的选择意志，而证明我们有一个

纯净意志的存在，道德观念与道德律则的根源便在其中。”

把意志自由作为哲学的中心问题，因而自然与自由的对立消

除，各得其所，以后黑格尔（ Ｈｅｇｅｌ）从此发挥了一套伟大的理

论。康德在“ 第三批导”（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ｏｆＪｕｄｇｍｅｎｔ）中，把这个对

立放在美的境界中，重新遇到一个新的统一，新的综合。康德以

为，美的现象是无制约的静观现象。合乎规律，而不需要规律；

合乎目的，而超脱了目的。而生物界，特别是人类现象，能被了

解，实不外将自然摆在自由的概念下观赏，换言之，是“ 实践理

性的优越”之证实。这是康德晚年的倾向，调和了他的哲学的基

本对立的假设。

纯理性理念的自由概念是无制约的，这只是消极地说明了理

论知识的限制，与必然预设的先验基础。而在实践理性中，自由

的意义即是自（决 ｓｅｌｆ　－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即是意志自我立法以决

定自身，故有其积极的内容。这是康德的重要揭示，从道德的觉

识（ Ｍｏｒａｌ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认定“ 自我”为普遍的主体与具有立

法的意志，从内欲外（制Ｔｈｅ　ｄｅｓｉｒｅ　ｗｉｔｈ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ｆ　ｃｉｒ－

Ａｂｂｏｔｔ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Ｐ．　２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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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ｏｕｔ）及自然与必然的限制中解决出来，宣示了人

性的尊严 。从知识的主体到道德的自我，这便是理论理性到实

践理性的递升。这也说明了康德的哲学，是以道德问题为最后的

归宿。

鲁一士（ Ｒｏｙｃｅ）在其《 近代哲学精神》中论及康德时说：

“ 我们看到康德如何在怀疑的迷途中再度建立起我们的精神世界

来。⋯⋯即使在感觉与怀疑的残壁颓垣中，这胜利的理性，仍能

建立其规律的世界及理想的真理世界。这世界之能够建立得起，

却是因为理性有必要建立起来，凭着自然的联贯和有道德勇气，

就能建立起这世界来。” 我们的人格统一性，要求经验也有统

一性，也要求自然现象世界应该依照思想的规律。“ 只有道德律

之清楚的不错误的律令，要求我们服从于一个永恒有意义的秩

序，才能使我们超出感官界。我们无从藉理论的能力以脱出内心

生活的囚笼，或是脱出那创造的想像力所建造的纯现象的实在

。界”

一般的学者都承认康德在知识论上的翻造工作，为哲学史开

辟了一个新的纪元。但康德哲学的真正义蕴，在于否定了旧的形

上学而启发了一个新的形上学的方向。他以严肃的口吻说：“ 重

建起那为怀疑论所破坏而丧失了精神的世界“”，为那不可见的上

帝服务，一如他在你面前一样”。所以，他的思想始终是认定价

值问题是人类理想的归依。自然，“ 要理解康德必须超过康德”，

① Ｃａｉｒｄ：　Ｈｅｇｅｌ，　Ｐ．　１１９．

Ｒｏｙｃｅ：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Ｐ．１３３ １３４．

③ 同上书，Ｐ．１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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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知识问题，笼罩了哲学的领域，康德的道德学说，未得

到历史进步的应有发展，甚而被人漠视。

我们同意鲁一士（ Ｒｏｙｃｅ）的话：“ 康德嘱咐我们创造的精神

世界，是近代世界。而康德是一切近代思想的真英雄。倘使在一

种意义上，我们的胜利是在超越康德，甚至抛弃他思想的限制

。性；那末，在另一种意义上，他不折不扣的是我们的向导”

一九四七年五月

　　　Ｒｏｙｃｅ：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ｏｆＭｏｄｅｒ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Ｐ．　１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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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道德概念之分析

康德曾说过：卢梭（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曾教导他尊崇人类，预测那

非建筑在智力发展阶段上的价值之存在 。康德实以“ 人类本质

的美与价值的感觉”为其道德学说之基石。在《 关于优美与崇高

的感觉之诠释》（１７６４）中，已注意到道德原则之必然性。他说：

“ 原则，实质上并不是论断的法则，而是在每个人心中活着的感

觉的意识⋯⋯。人类本质的美与价值。”其后在《 道德形上学之

基本原理》（１７８５）及（ 实践理性批导》（１７８８）中始由道德概念

之分析进而建立道德法则，阐明其“ 道德形上学”整个体系。

康德以为哲学可作如下的分类：

逻辑形式哲学——

自然哲学：生物学

实质哲学 经验的：实用人类学
道德哲学：伦理学

纯净的：道德形上学

哲（学 理性知识）

道德形上学从分析一般的道德觉识开始，而探究到道德的根

本概念与必然律则。在《 纯粹理性批导》中追求可能经验的条

见霍甫（丁 Ｈｏｆｆｄｉｎｇ）《： 近世哲学史）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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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在（ 实践理性批导）中追求可能的道德经验的条件。但康德

以为，道德原理不是实然的（ Ｗｈａｔｉｓ），而是应然的（ Ｗｈａｔ

“ 故不能从人即道德的存在之实ｏｎｇｂｔ　ｔｏ　ｂｅ） 际成就开始，而只

能从这种成就的动机与标准的原则开始” 。道德形上学必然可

能，康德认为是由义务与道德律则的普遍概念所证明。他说：

“ 每个人必须承认，如果一个律则有道德的力量（ ｍｏｒａｌｆｏｒｃｅ），

即有义务感的基（础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则必带有绝对的必然

性。⋯⋯义务感的基础，决不能在人的性格中或所处的环境与世

②界中获求，而只能先 。验的在纯净理性的概念里抉发出来”

今分三节略述其对道德概念的分析：

第一节　　善的意志

康德以前的道德学家，不管立论是自然主义或理性主义，效

果论者或动机论者，他们的界说善的概念，都是只有相对价值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Ｖａｌｕｅ）的意义。如亚里士多德认为，有德的活动为根

本的善，但此种活动之所以为善，乃以其可以获致某种良好之效

果。常识的判断行为之善恶，大多是效果论者的标准；动机论者

或直觉论者，虽然轻视效果，但不能明白规定一种统一的最高原

则，某种动机何以为善，仍旧须要更高的善为标准。康德提出理

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对立的假说，乃在否定一般人假定善恶无绝

① Ｃａｉｒｄ：　Ｃｒｉ ， Ｐ．１７ｔ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Ｋａｎｔ，　 ３Ｖａｌ　　， Ⅱ

Ｐｒｅｆａｃｅ　ｔｏ　Ｆｏ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　ｏｆ　Ｍｏｒａｌｓ，　Ａｂｂｏｔｔ＇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

３～４， 　Ｐ．　 ２ｔｉｏｎ，　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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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的标准。以福利的指数来衡量善恶的大小，而昧于“ 工具的

善”与“ 内在的善”的分别。理性表现于悟性而规定悟性，是为

知识的原则。理性表现于行为而约制行为，是为意志。“ 意志的

善”构成一切福利价值的必然条件，故唯有善的意志的本身，可

称为无条件的绝对的善。因善意之善，不在其行为与效果，而在

于实践理性表现于意志，其本身乃是一切价值之泉源。其他如天

才、智慧、富贵、健康、一切幸福之增进，甚至美德之操持，皆

以善的意志为其条件，其本身始具有价值。康德所谓：“ 善的意

志，像明珠一样用自身的光辉闪耀着，其整个价值，即在本身；

。有无效用，并不能增减其内在的价值”

人类的本能生活适应了自然的要求，但是理性给予我们以实

践的能力，并指示一个超乎幸福及自私以上的崇高目的。理性必

然地坚持着绝对的、内在的善，而表现意志的目的性，将“ 工具

的善”从属于“ 意志的内在的善”，使善的意志为其他一切善、

甚至幸福的愿望之必然条件。所以说：“ 理性认识到建立善的意

志为它最高的实践的目的，唯有达到这个目的，才能满足它本身

。适当的性质（ ｐｅｒＰｒｏ 　ｋｉｎｄ）”

Ｐ．１同上书， ０

同上书 Ｐ．１２，

第二节　　义务总念与义务原理

（Ｎ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ｕ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ｄｕｔｙ）

善的意志为绝对的善。这是一个空的命题，没有任何实际的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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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什么是这种具有绝对价值的意志的内容呢？康德致力于义

务观念的分析来解答这个问题。他认为在某种限度内，“ 义务的

总念（ Ｎｏｔｉｏｎ）包含了善意的总念” 。善意的内容，表现于义务

观念的分析；一种无条件地认为应该作的行为，基于义务的观

念。这说明了道德的绝对性。康德说：“ 义务（ ｄｕｔｙ）是一个人

被约束的行为，因此，它是责任感的内容，虽然对于一个行为的

责任有多种，但义务是唯一的。”至于责任（ Ｏｌｉｇａｔｉｏｎ），则是

。所以，唯“ 在理性的直言律令下的一个自由行为的必然性” 有

实践义务的行为，才有善的价值与道德的意义。他又说：“ 义务

是实践的无条件的行为的必然性，它为一切有理性者所共遵，至

于情感与个性所特有的个别倾向，虽然人类理性认为正当，然不

是必然地被所有理性者所执持。它虽然可以供给吾人以规则，但

不能供给必然的律则。” 这里康德强调了义务观念的纯净性。

故将义务与自然癖（好Ｎａｔｕｒａｌ　 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ｉｏｎ）严格地对立起来，形

成他为人所诟病的严肃（说Ｒｉｇｏ 。但是康德对义务观念的ｒｉｓｍ　）

赞美，可以看出他并没有完全排斥情感的成分。康德曾说：“ 义

务，义务！你这崇高伟大之名啊！⋯⋯你只树立一种法则，深入

① 同 上 书 ， Ｐ．１３

同上书，Ｉｎｔｒｏｄｎ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　ｏｆ　Ｍｏｒａｌｓ，　Ｐ．　２７８　～２７９．

同上书，Ｆｏ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　ｏｆ　Ｍｏｒａｌｓ，　Ｐ．　４３．

Ｓｃｈｉｌｌｅｒ曾作诗讽刺康德的严肃说：“ 我虽然极愿为朋友尽力，但因为这是爱

他，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呀！只好憎恨他，以对敌人的义务之念对付他。”Ｓｃｈｉｌｌｅｒ更

在论文中说：“ 人不但可以而且应该将快乐与义务联结起来，应该快乐地服从理性，

其实由爱为义务之义务，亦不失义务之尊严。”康德对Ｓｃｈｉｌｌｅｒ之批评，在其《 纯理性

范围内之宗教》（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ｎｎｄｓ　ｏｆ　Ｐｕｒｅ　Ｒｅａｓｏｎ）中曾有一部分之答复，他

承认有道德的人必爱道德的行为，故乐于为善。但他以为，这乃是由义务感而行的

结果；为义务而行，自然有快乐的情感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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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虽违反人之意欲，但仍受人们的尊敬。”可以看出，康德

认为带有先天性质之情感，并不与道德相抵触，并且义务观念，

只是行为的普遍原则，只是说超脱了情欲的动机，为意志本身所

决定的观念。唯此是与道德的自决观念相合，所以康德所谓意

志，只是理性的实践方面，而善的行为，即是理性依靠一个完全

。故在忧危的境遇里，仍然以保持生命来自自身的动机的活动

为一种责任，是道德的行为，把促进他人的幸福当作责任，亦是

道德的行为。

康德这样由义务观念的分析，推演出义务的原理：义务之第

一原理为：“ 行为之有道德价值，必须也只有由于义务为其动机

与内容。”为自私的目的或自己兴趣之满足所作之行为，纵是好

的，或利他的，亦无道德之价值。义务之第二原理为：“ 由义务

而作的行为之有道德价值，并不由于藉以达到之目的，而由于决

定此行为之格律（ Ｍａｘｉｍ），因此，并不倚于行为对象之实现，

而仅在于行为发动的意志之原（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Ｖｏｌｉｔｉｏｎ）。

康德所谓之格律与原则，只是决定行为之道德价值。他说：

“ 在我们的动作中，我们可以有目标，并且行为的效果可认为是

意志的动机与目的，但目的并不能给予行动任何无条件的或道德

。因为意志是处于它的先验的形式律则与经验的实质的价值”

动机之间的，它必须被某种原理所决定。当行为是由义务而作，

则它必为意志的形式律则所决定，而所有的实质的原则都必须抛

除。这样，行为可能失去其目的与对象而不失其道德的性质；但

Ｃａｉｒｄ：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Ｋａｎｔ，　Ｖａｌ　Ⅱ，Ｐ．　１７４

Ａｂｂｏｔｔ＇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Ｐ．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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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纵你获得所愿望之目的，而其动机非出于义务，亦无任何

道德的价值。故义务之第三原理为：“ 义务是由于对律则的虔敬

而生的行为之必然性”。

所以，除去一切欲求及欲求之对象，则决定我们的意志的客

观方面只是律则。而主观方面则为对这律则的“ 纯净的虔敬”

（Ｐｕｒｅｒｅｓｐｅｃｔ）。“ 虔敬”虽是一种情感，但康德认为是理性概念

自身所产生的。用虔诚的心情来认识律则，这只意味着服从一个

律则的觉识，并没有其他官能的干扰。所以说：“ 意志被律则所

直接决定时的意识叫做‘虔敬’，这只认为是律则对行为主体的

效果，而不是它的原因；并且虔敬的对象唯有律则，那律则为我

们责求于自身、且认其本身是必然的。故所有道德的兴趣，都只

摄于对律则的虔敬。” 康德这样分析了义务观念，抽绎出他的

义务原理，因而构成他的道德学说的先验格律论。

第三节　　格律论（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ｍａｘｉｍ）

行为之道德价值仅在于依照格律，而超脱一切经验界的欲求

与欲求的目的。这种格律本身不限于经验的时空制约，故可说是

“ 无条件的”（ｕ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ｅｄ）；无待于经验而为理性本身所构成，

故可说“是 自足的（”Ｓｅｌｆ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这是一切善的衡量的最高

准则。康德说：“ 我们称为道德的那种无条件的卓越的善，只能

涵存于律则概念本身。而那种律则概念，又只能存在于理性的人

Ａｂｂｏｔｔ’　　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Ｐ．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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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决定意志的便是这种概念，而非愿望的目的。”

这样意志的格律，为一切行为的善的必然条件，理性迫使我

们直接地虔诚于这样的立法。这种自足而无条件的格律，其存在

等于知识上的先验综合判断。这便是道德意识所以存在的先验基

础。

格律论更明白表示道德行为是无目的的。换言之，道德行为

以其自身为目的，而不能另有目的。则格律非自外烁，乃合理意

志加诸于自身者，而且此种自律之意志不能有实质之内容。因为

“ 若一个理性物想到其行为之格律为普遍之律则，则他必须想到

包含意志的决定的理由，仅为关于其形式而非其实质”。行为的

主观法则必须要求其同时可为客观普遍立法，所以道德的格律必

须是形式的。这里康德指明，首先是消极方面将道德的觉识与苦

乐欲求与欲求的对象的觉识完全分离；其次是积极方面将道德的

觉识与作为行为动机的律则形式的觉识合而为一。

这种格律的形式，既由义务原理所表现，由其普遍性与必然

性证明其为合理意志本身所授予。但是康德在此地，又将主观与

客观的对立指出，认为格律（ Ｍａｘｉｍ）是意志的主观法则，而客

观法则则为实践的道德的律则（ Ｌａｗｓ）。　

① Ｃａｉｒｄ：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Ｋａｎｔ，　ＶａｌⅡ　， Ｐ．１８１

Ａｂｂｏｔｔ＇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Ｐ．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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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道德律令之构成

意志的主观法则为格律（ Ｍａｘｉｍ），实践理性的客观法则为

律则（ Ｌａｗ），而客观的律则规范了主观的意志，所以表现为律

令（ 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的形式。用康德自己的话来说：“ 在自然中的万

物都依照律则而活动，理性动物特具有依照律则观念而活动的功

能。即是说，理性物有一个意志，合于律则的行为之推断需要理

性。而意志即是实践理性，假如理性无误地决定着意志，则个体

的行为把客观的必然也认作主观的必然。即是说，意志是一种功

能，其所选择者唯有理性离开了习性癖好所认识为实践的必然所

认为的善。但是假如理性本身并未充分地决定意志，假如意志尚

服从于主观条件的特殊行动，而并不与客观条件全相符合，换言

之，即意志本身并未全部与理性重合，则客观认为必需的行为，

成了主观的偶然，并且这样意志的决定依从于客观的律则便成了

责任感。即是说，客观律则对于不是澈底的善的意志的关系是认

作理性物的意志被理性法则所决定，而意志自其本性言，不再是

必然的顺从，所以一个对意志是要求服从的客观法则概念，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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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理性的命令。这命令的公式称 所有的为律令（ 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律令表现于词句形式为“ 应然”，因而指出了理性的客观律则对

意志的关系。实践的善是藉理性的观念来决定意志的，所以不缘

于主观的原因而为客观的。这种法则是对每个理性物都有效准

的，故与快乐幸福迥然不同。那是仅藉纯主观原因的感觉影响之

意志，仅对这人或那人有效，而理性的法则是普遍有效的。

第一节　　行为律则之先验性

前面已说过，格律是行为的主观法则，与客观的实践律则有

异。前者包含了理性依据个体的环境条件所设置的实际规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ｒｕｌｅｓ），因此它是主体行动所依据的原则，而规则乃是

对每个理性物都有效准的客观法则，是“ 应该”据以行动的法

。律则必须有普遍的效准，故为绝则，故表现为律令的形式 对

的、必然的；因此，很显然的，经验不能使我们推演出这种必然

的律（则Ａｐｏｄｉｃｔｉｃ　ｌａｗ）。

有人以为康德的第一批导称为“ 纯粹理性批导”，遂误解第

二批导所讲的实践理性不是纯粹的，这是错误的。康德说：“ 理

性先验地构成了道德完成的理念，且与自由意志的总念不可分割

的相联接着”。又说“：如果行为律则仅是来自经验，而不是从纯

粹实践理性中完全先验的取得它的来源，则决定我们的意志的律

① Ｆｏｕｎｄａｒｎｅｎｔ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　ｏｆ　Ｍｏｒａｌｓ，　Ａｂｂｏｔｔ＇　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Ｐ．　２９

～３０．

② Ｆｏ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　ｏｆ　Ｍｏｒａｌｓ，　Ａｂｂｏｔｔ＇ｓ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Ｐ

３８．ｎｏ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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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怎能认为是决定普遍理性物的意志的律则呢？” 所以一切

经验的因素不仅无补于道德的法则，且对道德的纯净性有高度的

伤害；因为这特殊而不可估量的绝对善意的价值正包含于从所有

偶然理由的影响中脱离出来的行为法则之中，并不是说个体行为

的判诉都是先验的法则，问题是这样的：“ 对于一切理性物，他

们经常判断他们的行为用那他们本身即愿意为普遍律则的格律，

这是否是必然的律则呢？若果是，则它必然先验地与一个普遍的

理性物的意志之观念相关连。” 客观的实践律则是意志对其本

身之关系，所以它唯有被理性所决定，而必然摈斥任何经验的关

③涉，只是理性本身决定了行为，故它必是先验的。

康德以为，过去的道德学家，只观察到人性组织的殊性，纵

然追究到普遍合理本性的观念，或者是完成（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或者

是幸福（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或者是道德感觉（Ｍｏｒａｌｓｅｎｓｅ），或者是神

的敬畏（ ＦｅａｒｏｆＧｏｄ），但始终没有追问过，道德原理是否能在

人性的知识中全然觅获，事实上，过去的理论中所标举的原则，

都必以先验的道德法则为其条件，所以唯有在纯净理性的概念

里，把这些原理先验地推证出来。这样，道德形上学便不能与任

何经验科学相糅杂。也没有神秘的意味，它不仅是义务知识的坚

实理论之一种必要的根基，而且同时是为了把他的格律的实际内

容的充实作为一种高度的需要，所以义务的纯净观念，不混杂于

任何外加的经验的摄（引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是比来自任何经

① 同 上 书 ， Ｐ．２５

同上书， Ｐ．４４

同上 书， Ｐ．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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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所引起的动机都要有力些，而且在它的价值的觉识中，统摄了

一切经验的动机而为其主宰，这是实践理性表现于合理意志所特

有的权威与功能。所以一切道德观念在理性中有其整个先天的根

源，不能从任何偶然的经验知识中抽象而获得。

行为的律则有其绝对的价值，故不容渗入任何经验的成分，

这不仅在纯思维的观点说是重要的必然性，而且是最重要的实践

的要义。从纯净理性中获得这些总念与律则，以其主观为纯净无

染，故决定了实践的或纯理性知识的南针，即是说决定了实践理

性的全部功能（ Ｆａｃｕｌｔｙ）。所以我们绝不能使它的法则依倚于人

类理性的个别殊性，虽然在思维哲学中我们可以允许甚至必需如

此。但当道德律则应该掌握着对一切理性物都遍效的善，所以必

须从一个理性存在的普遍观念中溯源推出。虽然为了它应用于人

类，道德需要人类学（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然而，因这种批导的方

法，在根本上必须把它当作纯粹哲学来处理，即是说，把它当作

本身完整（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ｉｎｉｔｓｅｌｆ）的形上学。因此，对于先验的道

德律则的探究，不仅是从普通的道德判断到哲学的道德判断作进

步的探讨，而且从一般哲学超升到形上学。所以道德的探究，必

须配合这种理性知识的整个范围，穷究理想的观念，故异于一般

。哲学，而无任何经验的例证，可资说明

康德之所以肯定行为的律则是先验的，在于使行为之主观原

理具有客观的遍效性。知识之所以能成为知识，是得到了范畴之

统一而具有先验的性质。道德之所以成为道德，也是靠它具有先

Ｆｏ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　ｏｆ　Ｍｏｒａｌｓ，　Ａｂｂｏｔｔ＇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Ｐ．　２８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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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的性质，即普遍妥当的必然性。所以体验反省行为律则时，必

须摈斥欲求与经验的对象，而以道德的义务观念为其内容，即是

从经验的欲求的自我，转而至于先验的理性的自我。所以康德以

为有必然意义的道德律则，要保持形式的性质，才能具有先验

性，才能表示出普遍妥当的价值来。所以他严肃地分别了道德的

律令与经验的训诫与格言，如像先验的自我作为意识的根本统一

而使知识可能一样，在道德中也是这种超脱情欲的超验自我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　Ｅｇｏ）使道德可能。

第二节　　直言律令与假言律令

康德认为人类的行为，可分为三种，其一为“ 单纯或素朴之

行动”（ｍｅｒ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乃人类机体的一种反射作用，随感而

应，不包含任何思虑与欲求；其次为“ 观念自动的行为”（Ｉｄｅａ

－ｍｏｔｏｒａｃｔｉｏｎ），乃人类本能欲望所促动，一触即发，虽已包含

思虑及所欲求的后果之表（象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ｆｆｅｃｔ），然其

注意力仅限于后果或变化之本身，不包括计划或目的于其内。这

两种行为都没有道德的意义或价值。另一种为意志的行为，其产

生常在思想上与被认为一种意欲之目的相关联，而且计虑到变化

的历程，这种行为始有道德的意义。 康德在《 理性范围内之宗

教》（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ｓ　ｏｆ　Ｍｅｒｅ　Ｒｅａｓｏｎ）中分析人性为

三方面，是与此相应的说法，一为兽性（ Ａｒｂｉｔｒｉｕｍｂｒｕｔｕｍ），二

Ｗ．　Ｊ．　Ｊｏｎｅｓ：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ｉｎ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Ｋａｎｔ，见谢幼常论

（ 自由与道德》中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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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感（性 Ａｒｂｉｔｒｉｕｍ　ｓｅｎｓａ　ｌｔｉｕｍ），三为理（性 Ａｒｂｉｔｒｉｕｍ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亦谓之“ 自由性（Ｌｉｂｅｒｕｍａｒｂｉｔｒｉｕｍ）。前二者属于现实方面。

后者属于潜含方面，康德以为一切道德的法则都出于此潜含方面

的理性。

意志之行为出于理性，若主观的意志恒常地与客观的律则合

一，则无所谓道德的律令。但是人类行为尚有反理性的倾向，所

以理性与意志才能发挥其规范的效用，而构成“ 应然之理”的道

德律令。但是意志的行为，或是以行为本身为目的，或是以这个

行为作为手段，以达到另一个目的。所以行为的律令因而也有两

种：一种是与行为的结果相关照的，是为假言律令（ Ｈｙｐｏｔｈｅｔｉ－

ｃａｌ　 ｉｎｐｅｒａｔｉｖｅ）；一种是无条件服从理性的要求的，是为直言律令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　 ｉｎｐｅｒａｔｉｖｅ）。唯有直言律令，没有经验的条件，为具

有先验的必然的性质，所以是道德的律令。 康德说：“ 假言律

令表现为一种可能行为的实践必然性，那种行为是对某种意欲的

物事当作工具的；至于直言律令表现为一种把行为本身当作必然

的，而不计及另外的目的。”又说“：一切实践的律则，表现一个

可能的善，若这个行为仅为某种事物的工具的善，则这律令是假

言的；若它是认为本身即善，因而意志法则本身必然与理性契

合，则这律令是直言的。”

至于假言律令更可分为二种：一种是对于某种可能的目的而

方，称为“ 不定（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ｃａｌ）”实践法则，其次是对某种现

实的目的而言，称为“ 伸述的（ Ａｓｓｅｒｔｏｒｉａｌ）”实践法则；而直言

律令所称者乃一个行为本身是客观的必须如此，不计及任何目

Ｍａｃｈｉｎｇｉｅ：ＭａｎｕａｌｏｆＥｔｈｉｃｓ， Ｐ．１３２～ １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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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有效准为一个“ 不可辩驳的（ Ａｐｏｄｉｃｔｉｃ）”实践法则，所

以直言律令所关注的不是行为的内容或行为所企求的目的，而是

它的形式与法则，其效果止于自身，故它是唯一的道德律令。

这三种律令对意志的责任各异，可以分为三级，名之为：

（ 一）技巧的通则（ Ｒｕｌｅｓｏｆ　ｓｋｉｌｌ）（， 二）才干的戒条（ Ｃｏｕｎｓｅｌｓ

ｏｆｐ　ｒｏｄｅｎｃｅ），（ 三）道德的律则（ Ｌａｗｓｏｆｍｏｒａｌｉｔｙ）。技巧仅是

对某种偶然的目的所使用的临时方法；才干的戒条只能在一种偶

然的主观情形下把握其必然性，因为各人所愿望的幸福的部分可

能有不同的观点，所以仍是有条件的律令；唯有道德的律则始包

含了客观的绝对的必然性的观念，固是普遍地有效准，不为任何

条件所限制，这样才满足了道德觉识的义务观念的自足性。对这

三种律令，所以更明确的说：第一种属于技巧的是教条的律令，

第二种属于福利的是实用的律令，第三种属于普遍的自由行为的

是道德的律令。

康德若要贯彻他批导哲学的精神，则应该全然以先验方法分

析义务概念，并推演出道德律则的可能性来，但他用一些例证来

说明，反而堕入经验演绎的巢臼。他所以说：“ 行为的普遍性决

定了善的意义是一个最高的形式原则”，一方面意志与义务的概

念应有其内容，一方面过分强调律令的必然性使应然的道德律变

成了实然的自然律，这都是为很多学者所疵议批驳的。以后我们

述及道德律令如何可能，应然之理如何成立，及道德理想之内容

时，将依据康德本身的理论有所伸述。康德的意旨，在于追求最

高的道德法则，及最高的人格理想，若将他理论中的极端性予以

合理的扩大，并且把道德发展的阶段予以充实的说明，则把他所

标举的形式法则，可能涵摄各家的理论而为其最后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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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述的几种律令是否可能呢？

（ 一）康德以为技巧的律令的可能无需特别解释，因为意欲

目的也必然意欲工具，这是一个分析命题，从意欲一个目的的观

念中分析出了必然倾向于那目的的行为的观念。自然，在确定对

预计目的的方法时，综合命题也被运用，但它并不关涉到法则与

意志的动作，而只关涉到对象与其现实。

（ 二）若能给幸福以确切的观念，康德以为才干的律令也同

样地是分析的。但是虽然每个人都愿望获得幸福，却决不能确切

一致地肯定什么是他所愿望的，这因为属于幸福总念的因素全是

来自经验，所以不能依据任何法则明确地肯定幸福的总念。因

此，才干的律令，不能客观地表现行为为实践的必然，因为幸福

不是一个理性的理想，而是一个幻想的理想，仅建立在经验的理

由上，所以希望它指定一个行为，因之而获致无穷的继续事例之

全体，这是不可能的。是才干的律令与技巧的律令同样地假定了

一个目的，都是分析的命题，不过前者的目的假定已经给予，而

后者则仅是可能而已。

（ 三）道德律令（ 即直言律令）之先验可能性则异于前者，

因为它不倚于经验，故不能建立在任何假设之上，而且不能用经

验的事实来举例说明。但是，首先我们可以看出，唯有直言律令

有实践律则的意义，其余的只可称为意志的法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而

非律则（ Ｌａｗｓ），为求获致某种武断的目的始成为必需的法则，

其本身可以是偶然的，因为取消了那个目的，则可以抛弃那法则

的格律了。相反的，无条件的律令不留给意志以选择的自由，所

以唯有它具有在律则中所要求的必然性。其次，直言律令是一个

先验综合的实践命题（Ａ　Ｐｒｉｏｒｉ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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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它的可能，在思维哲学的领域中非常困难。康德在此，作以

下之推证：他以为在了解一个假言律令时，一般的是最初不知道

它的内容，除非条件已被给予了，但在直言律令中，则立即知道

它的涵义，因为律令所包含的除了律则外，只是主观的格律应该

与这律则相契合的必然（性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ｓ　ｓｈａｌｌ

ｃｏｎｆｏｒｍ　ｔｏ　ｔｈｉｓ　Ｌａｗ），当这律则并不包含限制它的条件，则仅余

下行为的格律应与一个普遍律则相契合的一般说明，唯有这种契

合性（ 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使这律令恰恰表现为必然的 。推证这先验

综合的实践命题如何可能，是康德道德哲学的中心问题。直言律

令的成立，也即是义务意识的起源。如果说人是意识到一种极其

崇高的义务之意识，所以不得不对之服从，这只是康德所否认的

道德情感论；如果说道德的意识是自然或社会所产生，这又是康

德所反复驳斥的自然主义的幸福论与功利论的主张。所以他对于

“ 道德的决定”何以可以满足人类理性的要求，并未作正面的答

。复，甚而暗示了这种道德律则的这种尊严性的“ 神”的起源

但是康德不会仅用一种模糊的信仰之类的概念来轻而易举的取消

问题的，所以，在《 道德形上学之基本原理》中，对于这个道德

哲学的根本问题，予以反复深入的讨论，因而引入几个最重要的

新观念，用以解释纯粹实践理性的综合应用的可能。

康德以为意志是理性表现于实践方面，则意志必是自律的，

意志的自律性可以说明义务觉识是绝对必然的，因而说明规范行

为的直言律令必须是先验综合的判断。所以他说：“ 一个绝对的

ｓＴＡｂｂｏｔｔ＇ 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Ｐ．３１～３８．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ｓ　ｏｆ　Ｍｅｒ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ｅ　Ｒｅａｓｏｎ，　ｃｈａｐ．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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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意志，其法则必须是一个直言的律令，不为任何对象所决

定，并且只包含意志普泛的自律形式，即是使每一个善意的格律

本身成为普遍律则的可能性，正是每个理性物的意志加诸于自身

的律则，不需要假定任何动机与兴趣为其基础。”但是这样一个

综合实践的先验判断如何可能呢？何以必须呢？他说：“ 这问题

在道德形上学的范围内不能证明，但我们藉普遍承认的道德总念

的发展，指明了意志的自律性虽然与此相关联，甚而为其基

础。” 他以为由道德形上学到实践理性的批导，是一种递升。

道德形上学仅是指出道德的律令是先验的综合命题，推溯其可

能，发现了意志自律的概念，而解释意志自律必须进入自由概

念，这便是实践理性批导的中心工作。

在第一章中，我们已引证康德的话，认为积极的自由概念是

道德概念与道德律的根源。康德所认为积极的自由概念，不仅与

因果律相容，并且在道德律是意志自我立法的意义上，自由与服

从合而为一。他说：“ 事实上唯有道德法则才具有脱离律则的一

切实质内容（ 即欲望的对象）之独立性，也才具有选择的意志之

被普遍立法形式所决定之决定力，这种独立性是自由的消极意

义，这种纯净的因而是实践的理性之自我立法是自由的积极意

这样的自由概念，他认为可以使绝对善意之格律包含义。” 了

其本身为普遍律则的综合命题成为可能，因为自由是理性的理

念，是先验地存在于合理的意志中。所以他说：“ 使直言律令可

能是这样的：自由的理念使我成为智慧（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ａｂｌ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ｂｂｏｔｔ＇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ｐ．６３～６４．

Ｋａｎｔ： 　 Ｃｒｉｔｉｑｕ ｉｅ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ｃａｌＲｅａｓ　ｏｎ，ｐ．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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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分子，结果，如果我不是别的什么，则我所有的行动将恒常

符合意志的自律性；但当我同时直觉到自身又为感性界的一分

子，则他‘应该’这样去符合，这个直言的‘应该’便涵蕴了一

个综合先验的命题。” 这样，除了被感性的欲望所感发的意志

外，尚有增上的同样意志的理念，那是属于悟性界，其本身为纯

净的，实践的，它包含了“ 感性意志”依照“ 理性”的最高条件

的。对感性的直觉加上悟性的概念，这悟性的本身便意谓着一般

的规律形式，这样，综合判断成为可能 。这样，在思想中把自

我从欲望的冲动与事物的秩序中解放出来，提高到另一个精神世

界，意志所向往的才是自己人格的一种伟大的内在价值。

康德认为超脱感性界的决定原因，是自由理念所促动的一种

必然的功能，以人格为对象，而觉识到善的意志，而认识到律则

的权威。

从意志自由的理念，说明道德义务的觉识是从感性界到智慧

界的转化与超升，因而说明直言律令的可能。但康德在《 道德形

上学的基本原理》中承认意志自由只是一个理想的概念，这个概

念之预设的必然性，只能用理性的纯粹自发性（ Ｐｕｒｅｓｐｏｎｔａｎｅ－

ｉｔｙ）来解释。他说：“ 我们应该明白承认在这里有着一个似乎绝

对不能够从其中逃出的范围，我们假定我们是自由的，并不受既

成原因之秩序的拘束，为的是要承认我们自己是服从道德律的；

然后，因为我们以为我们有着意志之自由，我们便认为我们自己

服从着此等道德律了。”康德主张理性不仅高于感情，且高于知

ｔｔ＇ｓ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ｂｈｏ ，　 ７３～７４ｐ．　

上 书 ， Ｐ．６同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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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理性在我们称为理念（ 理想的概念）的东西的情形中，表

现出一种非常纯粹的自发性，所以它便高高地超出了感性所能给

予它的一切之上，而且在区别感性界与悟性界，因而规定了悟性

本身的界限之际，又发挥出它的最重要的机能。”所以说：“ 当我

们以为自己是自由的时候，我们移到了悟性界而为其中的分子，

而且承认着意志之自律及其结果——道德；反之，如果我们以为

自己是在义务之下，我们便自视为属于感性界，而同时也属于悟

性界。” 康德这些话，都表示着他的“ 直言律令”，他的构成

“ 纯粹道德理性之根本法则”的道德法则，乃是我们思惟的必然

的形式。但是这里仿佛有一个理论上的循环，即是说自由理念证

明了道德律令，而道德律令又预设了自由。他说：“ 自由与一个

无条件的实践律则是互相涵蕴着的。” 康德以为理性物认其行

为之格律为普遍之实践律则，必须他觉解到决定他意志的那些法

则，并不是以其内容之实质而是以其立法之形式 所来决定的。

以在《 实践理性批导》中讲到了自由时，他拟仿数学的设问形式

而导出两条命题：第一个设问是：若果以为只有法则之形式的规

定才可以支配意志，则这种意志是什么东西呢？他的答案是，形

式是只能表象于理性之中，而不是感性的（ 此处感性乃指道德方

面通常所谓情欲而言）对象，所以形式不属于感性界的现象，因

此意志不像自然现象那样，是受必然法则的支配，换言之，意志

是自由的。第二设问是：若以为意志是自由的，则能够必然的确

同上书，Ｐ．　 ７１～７２．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Ｒｅａｓｏｎ，　ｃｈａｐ．　Ⅰ，见Ａｂｂｏｔｔ＇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Ｐ．　１１７

同上书，Ｐ．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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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它的法则是什么呢？他的答案是：这个法则是形式的，因为实

质的法则必涉及经验，而自由的理念是离经验而独立的。这两个

设问中，第一个是从道德的形式法则来论证意志是自由的；第二

个是从自由来证明道德法则是形式的。所以第二个设问是道德之

实在的根据，第一个设问是道德的认识根据。从康德的批导哲学

的一贯精神而言，是应该注意认识根据的论究。第一设问的意义

在于指明道德觉识是普遍存在的，这种道德觉识依据道德的法则

而受先验律则的规定，所以这种道德法则之为我们所认识，即是

先验综合的实践命题之可能，非承认有自由之存在不可。因此自

由的理念虽不能用“ 知的理性”来推证，却依据“ 行的理性”而

确立。康德的名言“：你能够做，因为你应该做的缘故”，即是这

。意义的引伸

康德这样推究直言律令的可能，由理性的纯粹自发性演绎出

意志的自由律与自由的观念，在下节中我们要再加阐发：这里让

我们略述一下康德所谓直言律令的几种表现的公式（ Ｆｏｒｍｕｌａ）。

康德以为直言律令的公式为：“ 你但依此格律而行，因此你

可同时意愿其成为普遍的律则（”Ａｃｔ　ｏｎｌｙ　ｏｎ　ｔｈａｔ　ｍａｘｉｍ　ｗｈｅｒｅｂｙ

ｔｈｏｕ　Ｃａｎｓｔ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ｗｉｌｌ　ｔｈａｔ　ｉ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ｃａｍｅ　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Ｌａｗ）。一切义务的律令都以此为最高的原理从它推绎出来，虽

然何谓义务，并未确定，但不再是空洞的概念，至少我们能表示

我们所了解的与这理念所意谓的。

律则的普遍性与必然性，就其所产生的无条件的效果言，同

于自然的法则，所以义务的律令又可表示为：“ 你必须认你所依

同上书，Ｐ．１１６～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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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格律为由你的意志变成普遍的自然法则者而遵行之”（Ａｃｔ

ａｓ　ｉｆ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　ｏｆ　ｔｈｅｙ　ａｃ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ｔｏ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ｗｉｌｌ　ａ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ｌａｗｏｆＮａｔｕｒｅ）。但康德在此处指出自觉有律则而服从之者，始

为道德的行为，所以说：“ 你必须抱有一种观念，谓一切理性物，

其意志皆在制立普遍之自然法，且依此而行（”Ａｃｔ　ｉｎ　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ｔｈａｔ　ｗｉｌｌ　ｏｆ　ｅｖｅｒｙ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ｉｎｇ　ｉｓ　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ｌｙ　ｌｅｇｉｓｌａ－

ｔｉｖｅｗｉｌｌ）。所以行为之道德意义，必须主体“ 自觉地”实践义务

的律令。

对个人特殊欲望的关系，是相对的目的，其行为本身只有相

对的价值，其律令只是假言的律令。实践律则既是直言律令，则

所肯定的行为，不能有其他的目的，即以行为本身为目的，因而

具有绝对的价值。康德说：“ 一切理性物之存在，本身即是一个

目的，而不是被彼此意志所利用的工具。只有用作工具的相对价

值，称为“ 物”；理性物之所以称为“ 人”，因为他的本性便表示

它以自身为目的，这不仅是主观的目的，而是客观的目的，即是

说它的存在，无论在人，无论在我，都是以本身为目的。这便构

成了意志的客观法则，而为直言律令的第二公式：“ 凡你待人的

行为，无论对自己或他人人格，总须视作目的而不视为工具”

（Ｓｏ　ａｃｔ　ａｓ　ｔｏ　ｔｈａｔ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ｐｅｒｓｏｎ　ｏｒ　ｉ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ａｎｙ　ｏｔｈｅｒ　ｉｎ　ｅｖｅｒｙ　ｃａｓｅ　ａｓ　ａｎ　ｅｎｄ　ｗｉｔｈａｌ，　ｎｅｖｅｒ　ａｓ　ｍｅａｎｓ　ｏｎｌｙ）。

康德说：“ 理性物之本身为目的的法则不能得之于经验，第一因

其为普遍的，应用于一切理性的存在；其次，因为他并非把人类

当作主观的个体的目的，那只是个人实际所探取的对象；它是把

人类当作了一个客观的目的，这必须认作一个律则，构成了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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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的最高限制的条件，所以它必须是源于纯净的理性。”

直言律令的第三公式：“ 你但依此观念而行，即每个理性物

的意志皆为普遍的立法意志（”Ａｃｔ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ｗｉｌｌ

ｏｆ　ａｌｌ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ｉｎｇ　ａｓ　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ｌｙ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ｗｉｌｌ）。这是意志的实

践法则，它是与普遍的实践理性相契合的究竟条件。这样意志不

仅服从律则，而行为主体必须认作把他本身给予了这律则。康德

说：“ 每个人的意志都是一个在它的任何格律中给予普遍律则的

意志，所以人类意志之服从律则，乃是人类意志之自律。”康德

认为这个律令表示出普遍立法的理念，它是在所有的律令中唯一

无制约的，无条件的。这样由意志自律的观念，才发现了义务意

识的普遍与必然的绝对性，因而发现了人格的崇高与尊严。

第三节　　意志之自律与自由

上节所述的直言律令之第三公式，康德以为是发现了道德的

最高原理。他认为过去的道德学家，追求道德法则的失败，在于

没有发现人类所服从的律则乃自身所给予。如他说：“ 是意志造

成一个律则，而不是意志依从一个律则。”这便是他有名的“ 自

律意志的原则（”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Ａｎｔ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ｉｌｌ），与他所

谓“的 他律意志的原则（”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Ｈｅｔｅｒ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ｉｌｌ）相对照。人类的生活，可分为悟性界与感性界，康德说：

“ 如我只是悟性界的一分子，则一切行为将全然与纯净意志的自

律原理相符合“”；如仅是感性界的，则必然被认作与欲望及癖好

Ｆｏ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　ｏｆ　Ｍｏｒａｌｓ，　Ａｂｂｏｔｔ＇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Ｐ．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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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法则相符合。”前者倚于道德而为最高的法则，后者倚于

幸福而为现实的行为。这样“ 意志的二元性，便涵蕴了道德法则

的应然之理”。他又说：“ 虽然如此，但悟性界包含了感性的基

础，因此包含其律则，所以直接给予我的意志以‘必如此行’的

律令。一方面，我自视为属于感性界的一分子；另一方面，我必

须承认自己是一个智慧的存在，服从于悟性界的理性的律则。那

个理性含摄了这个律则在自由的理念中，因此服从于律则即为服

从于意志的自律，所以我必须认悟性界的律则为对我的律令，而

义务乃是符合它的行为。”

所以“ 道德即是行为对意志自律的关系”，并且意志并非绝

对的善，而责任感即是意志依倚于自律原理的道德必然性，而由

责任感而生的行为之客观必然性才是义务。所以说：“ 意志的格

律是潜在的普遍律则”，虽然义务观念涵蕴了对律则的服从，这

并不表示人格的尊严，唯有觉解到他即是那律则的立法者，因此

而服从它，这才表现了人的崇高的尊严。这种理想的意志，即是

我们崇敬的对象。

意志自律的法则表现为：“ 应该常如此选择，即同样意志必

须把握我们所择取的格律为一个普遍的律则”（Ａｌｗａｙｓｓｏｔｏ

ｃｈｏｏｓ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ｖｏｌｉｔｉｏｎ　ｓｈａｌｌ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　ｏｆ　ｏｕｒ

ｃｈｏｉｃｅ　ａｓ　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ｌａｗ），这是一个先验的综合命（题直言律

令），这是道德的最高原理。

Ｆｏｕｎｄａｍｅｔ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　ｏｆ　Ｍｏｒａｌｓ，　Ａｂｂｏｔｔ＇　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Ｐ

７３．

同上书，Ｐ．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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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 他律意志”则为道德的虚伪原理。意志不给予本身以

律则，这种关系，无论是建立在欲望的癖好或理性的观念上，都

只是假言律令，符合它的行为，都只有相对的价值。康德分析建

立于他律概念的道德，我必须愿望那种事物，并且此种律则，又

所以康德彻底的批判需要另一个律则来限定这个格律。 了快乐

主义与完全论的道德理论，指出它不能成为道德的“ 最高原理”。

康德认为自由概念是解释意志自律的机括。所谓自由，是理

性物的意志的固有性，即是意志自律的意义，自由即是自决！

自由虽不是意志决定于外在的物理法则，而也不是无律则的

盲动，它必须是一个依照不变的律则的因果法，所谓自由即是理

性本身的因果法，所以说：“ 一切理性物都有一个意志，因而也

有自由的理念，而且整个的活动都在这理念之下，这样我们认识

到一个实践理性有关子其对象之因果关联。”自由既不与因果法

则相悖，而且因为意志在行为中法则分为两类，一是属于经验的

原理：由幸福的原则中引出，是以生理或道德情感为基础；一是

属于理性的原理：由“ 完成”的原则中引出，或建立于完成的合

理概念为一个可能的效果，或建之于独立完成的概念为意志的决

定因素。康德认为经验原理不能具有无条件的实践的必然性，而

理性原理中完成的概念，以说明道德，实际上是预先假定了道

德，所以堕入循环论的诐说。他说：“ 无论对象决定意志是藉癖

好，如在‘个人幸福’的原理然；或藉理性引至可能的普遍意志

的对象，如在‘完成’的原理中然。两者之中，意志皆非直接被

行为的概念肯定其本身，而只是行为的远见的效果之影响加之于

① 同 上 书 ， Ｐ．６１～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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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者；‘我应作某事，因我愿望着另外的事物。’这里须再假定

在我作为主体的另一个律则，由之而以自身为目的。故行为格律

既有一个对象，而又为一个普遍的律则。这便是直言律令的公

式。因此一个自由的意志与一个服从道德律令的意志是合一同等

的。”康德说“：依自由的理念，我们应该把自身从任何经验的兴

趣中超离出来，即是说，认本身为在行动自由时又对一定的律则

服从。”所以意志之自由与自我立法都是自律的，因而是“ 互倚

的概念（”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他又说“：自由理念与自律的

概念不可分割的互相关联着，而这又与道德的普遍法则相关联。”

这样自由的理念，为一切道德法则与自我立法的观念的泉

源。自由虽然只是一个理想的观念，但被实践的道德意识所证

明。因为一个人的意志除了在自由的理念下，不能是它自己的意

志，所以自由的理念，是一切道德律则的先验基础与道德可能的

必然条件。从意志的二元性来看，思维主体可以认本身为自由

的，亦可同时认自身是服从于必然的律则的，二者不仅是共存

的，而且必须统一于同一的主体，所以理性自身的自发性所促动

的行为即是自由的活动，超越了现象界，而在实践中证明了自我

立法的普遍意志，因而证明了人格的尊严。康德自己说：“ 自由

虽仅是一个理性物在其行为中的假定的理念，这样避免了理论方

面的证明，但已达到了我的目的，因为思维的证明虽不可能，而

一个人除了藉自由的理念便不能行动，这已被同样的律则所限

定，这律则已强迫一个人，实际上是自由的。”

Ｆｏ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　ｏｆ　Ｍｏｒａｌｓ，　Ａｂｂｏｔｔ＇　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Ｐ

６７．ｎｏ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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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以自由的理念为道德法则的必然基础，康德以为是达到

了实践的极限。

我们看出康德是从人类理性的内界来推出道德的最高原理，

这与以后黑格尔（ Ｈｅｇｅｌ）从客观精神来规定伦理的秩序，观点

完全不同，但都以自由的理念为道德律则的最后根源。所以，如

何沟通外界与内界与道德的关系，将自由的理念与自由的内容，

主观的我觉、客观的众觉如何适当的关联起来，是以后学者所应

努力从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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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道德理想的内容

一般的批评家以为康德的学说过分抽象化、形式化。道德律

则的意义只在形式的自成一（贯ｆｏｒｍａｌ　ｓｅｌｆ　－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而缺

乏道德的内容，因而认为康德是反目的论者。实际上康德是以意

志之自己规定自己为最高的道德原理，以其为理性的先验法则，

故不能涉及经验实质的例证。我们可以说，道德原则可以分为

“ 分支的”“与 根本的（”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二种。理性原理

的道德与经验原理的功利有分级的等次，

试列图如右：

在第三级中，是快乐主义的主张；

在第二级中，是功利主义的主张；

而康德是追求最高级的道德原理。

至于康德的道德理想并不如一般人所谓

完全空的，仍有其内容。他自己说：“ 理性物

之所以异于自然界之万物，在于在自身之前置放一个目的。这个

目的乃每个善意的内容，但是意志的理念为绝对的善，故不为任

何条件所限制。我们必须从每个当作效果的目的中完全抽象出来

（ 即使每个意志仅为相对的善），这样的目的则不能认作成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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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目的，而为独立存在之目（的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ｅｘ 此目ｉｓｔｉｎｇ　ｅｎｄ）。

的只是一切可能目的的主体，而又是唯一可能的绝对善意的主

体。”所以理性物的行为，都是以自身为目的，但同时它自身又

为普遍律则的立法者。所以这个目的不是主观的，而是对一切理

性物之善的行为都有效准，即是以善为目的，无间于人我。所以

康德的学说，不是无目的论者，而是道德理想的内容即以道德行

为本身为目的。

第一节　　目的国与人格的尊严

理物性以自身为目的，而它的意志又是普遍的立法者。这个

观念导入另一观念，即是不同的理性物在一个系统中被普遍律则

统一起来，构成“了 目的国（”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ｅｎｄｓ）。从个人的私欲

中超脱出来的目的，结合成一个系统的整体，即是在其中每个理

性物都以其自身或他人为目的而不为工具。因此，由普遍客观的

律则，系统的联合在一起，每一个理性物当他本身服从于自我立

法的那些律则，他是目的国中的属民；但当他是普遍的立法者，

律则的给予者，则他非服从别人的意志，则他像目的国中的国

王。每个理性物勉力而行以符合客观的律则，这是实践的必然

性，即是“ 义务”。但“ 义务的观念”，并不应用于目的国中的立

法者，却能应用于其中每个服从的属民。

这个“ 目的国”如何可能呢？康德说：“ 道德包含于行为对

立法的关系中，唯有这种立法关系，使目的国成为可能。这种立

法必能存在于每个理性物，并且从他的意志中自然流出。职是之

故，这种意志的法则是：‘依此格律而行，这格律是意志，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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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认其本身为在其中给予了普遍的律则者。’（Ｔｏ　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ｗｉｌｌ

ｃｏｕｌｄ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ｒｅｇａｒｄ　ｉｔｓｅｌｆ　ａｓ　ｇｉｖｉｎｇ　ｉｎ　ｉｔｓ　ｍａｘｉｍ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ｌａｗ．）”他又说：“ 目的国之可能，由于自然界的推论。前者倚于

自我立法的规律，后者倚于外烁的必然性下的有效原因的律则。”

“ 虽然自然界看来是机械的，但就其与理性物之关系言，则为理

性物之目的。虽是我们应该假设自然界与目的国是统一于一个统

领者，因而后者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概念，而获得了真正的实在，

则它将无疑地得到一种附加的强烈动机而不损其内在的价值。但

是唯一的立法者，必恒认为估定理性物的价值，仅由其无所为而

为的行（为ｄｉ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目的国是每个理性物构成的互相的关系。在此关系中，理性

物的意志必须认为同时又是立法者，否则不能被认为是一个止于

自身的目的。所以对于每个他人的意志与自己的行为，都不能以

任何其他的实际动机或将来的效果来衡量其价值，这是不可更替

的绝对价值，这便是人格的尊（严ｄｉｇｎ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聪明

才智，只有市场价值（ ｍａｒｋｅｔｖａｌｕｅ）与虚幻价值（ ｆａｎｃｙ　ｖａｌｕｅ）。

唯有实践道德义务的行为，才有内在的价值（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ｖａｌｕｅ）。

这种绝对价值，只存在于人类心灵的性格中，而为人格的尊严。

前面论到义务观念的动机时，所谓“ 虔敬”（Ｒｅｓｐｅｃｔ），即对此

种无条件的不可比拟的价值而发。康德认为是“ 对理性物必需有

。的尊重的一种趋近的表现”

那样的目的国，实现了真正的平等与自由，而且表现出人性

Ａｂｂｏｔｔ＇　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Ｐ．　５８

Ａｂｂｏｔｔ＇　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Ｐ．　５１～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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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尊严与完美。这是康德道德理想的内容。

第二节　　至善与三大预设

康德在《 实践理性批导》的《 实践理性分析篇》中，确定了

义务原理与道德律则。在《 实践理性的辩证篇》与第一批导相对

照，仍然讨论几个无制约的观念“：心灵、宇宙、神”。这样完成

康德学说中的至善论。

至善（ ＳｕｍｍｕｎＢｏｎｕｍ）的意义，如果分为至上的善，与至

完的（善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ｇｏｏ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ｅｃｔｅｓｔ　ｇｏｏｄ），则后者包括

了道德与幸福合一的意义，为求达成德福一致的涵数关系的保

证，故假定“ 上帝的存在”。为求达成德福一致的理想必有实现

的可能，故假设“ 灵魂的不灭”。除此以外，还有一个自由的观

念，前面已经证明其为道德的基础。道德的可能，以自由理念的

存在为其先验的必然条件，所以又假定“ 意志之自由”。

这三个概念，在第一批判中，认为是不能证明而且摈斥于知

识范围以外的；但在这里作为实践理性之必然“ 预设”（ｐｒａｔｕ－

ｌａｔｅｓ）而得到了新的意义，这里便是康德所谓“ 实践理性的优

越”。

由于至善论的成立，我们看到康德仍然没有完全排斥生活的

幸福的要求，而是说义务的概念可以伴随快乐的情绪，不能以快

乐作为道德的目的而已。康德更明确地认为“ 自我完成”（ｍｙ

Ｃｒｉｂｉｑｕｅ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Ｒｅａｓｏｎ，　Ａｂｂｏｔｔ：　Ｐ．　２０６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Ｒｅａｓｏｎ，　Ａｂｂｏｔｔ：　Ｐ．　２２９．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359

ｏｗｎ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及“ 他人幸福（”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ｏｆ　ｏｔｈｅｒｓ），仍可以当

作义务而作为我们行为的目的。发展自我的能力，以实现人性的

完美，促进他人的幸福，以图人类理想能完满的实现。这仍是我

们的义务，因而也是道德律令的内容。不过康德认为，是伦理的

义务，是居间的（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不如立法意志之具有普遍必然

性，但还是应该当作我们普遍行为的目的，只是不能作为道德的

最高原理。

Ｐｒｅｆａ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Ｅｔｈｉｃｓ，　 Ａｂｂｏｔｔ：　Ｐ．２９６～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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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

康德的道德学说崇高而深厚，具有无可比拟的鼓舞的力量。

哥德（Ｇｏｅｔｈｅ）说：“ 康德的不朽的功绩，就在于他把我从我们

沉没在里面的死气沉沉的状态中拯救出来！”

我们以为，文艺复兴期的两大发现：人类与自然，到了康德

才获得其真正意义。他的批导哲学，一方面从科学知识的检验，

确立了自然的条理与律则；另一方面从实践理性的分析，由意志

的自我立法宣告了人性的无比的尊严。可以说，康德才发现了真

正的“ 人”与真正的“ 自然”。他充满着无限的信心，告诉我们：

“ 头上是灿烂的星空，心中是道德的法则。唯有这两样东西，用

永恒的新奇与日增的仰慕与崇敬，来充溢我们的心灵。”

我们以为，康德的道德学说，由深入之探究而发现自律之原

则，实为道德哲学最高的理论基础。其学说如进一步与进化论的

理论相调和，以说明道德之发展；与自我实现论及功利论相融

会，并充实其道德理想之内容；而最后，以义务论为最高之纲维

原则，则可能形成一个完满的系统。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 Ｐ．　 ２６０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Ｒｅａｓｏｎ，　Ａｂｂｏｔ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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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虽不承认“ 自我实现”与“ 全体福利”为道德的目标，

但是并不否定其相对之价值，甚且承认，求自我之完成及他人的

福利，亦为目的在行为本身之行为，而可以作为义务概念的内

容。至于自律意志为道德之所从出，而人类意志之二元性，不能

以自律意志即为绝对的道德，而仅为道德的胚子。这样容许意志

的逐渐培育与发展，即是说，意志自律的律令与事实相遇所构成

的道德习惯，是可能有进化的阶段，而趋于与普遍律则渐近的合

一。这样道德意志的客观化，必不能完全，于是有赖于修正与改

造。每次修改，即为意志自己重新规定自己一次，乃有道德的发

展。而自我立法的意志乃不断的有其新的内容。这样，合理的自

我才能不断的实现其理想的自由。

所以，康德以自由为道德可能的必然预设，可以说仅是道德

理想的形式，而只论到自由的消极意义。至于自由的积极意义，

即是意志不断的在自我立法的历程中所展现的自我内容，可以

说，这才是道德理想的真正内容。伊维雷特（ Ｅｖｅｒｅｔｔ）在其《 道

德价值》一书中说：“ 吾人之自由并不完全，而在创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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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

Ｋａｎｔ：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Ｐｕｒｅ　Ｒｅａｓｏｎ．

Ｋａｎｔ：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Ｒｅａｓｏｎ．

Ｋａｎｔ：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　ｏｆ　Ｍｏｒａｌｓ

．：　Ｃａｉｎｄ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Ｋａｎｔ．　ｖｏｌ　Ⅱ．

Ｋａｎｔ：　Ｐｒｅｐ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Ｅｔｈｉｃｓ．

Ｋａｎｔ：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　ｏｆ　Ｍｏｒａｌｓ．

郑听：康德学述。

桑木严翼：康德与现代哲学。

一九四七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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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语　　一

邓晓芒

１９４７年夏，武汉大学著名的“ 六一”惨案发生，作为学生

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当时武大学生自治组织的宣传部长、年仅

２３岁的萧萐父先生被国民党特务列入黑名单，不得不仓卒离校，

所留下的毕业论文尚未誊抄完毕，由其好友代为抄完（ 据笔迹判

断，至少有七人手迹），并送呈哲学系万卓恒教授评阅，得分７５

分，乙等，这就是近半个世纪后从武汉大学档案馆里找到的这篇

洋洋二万六千余字的大学本科毕业论文（ 康德之道德形上学》。

捧读这份陈年旧稿，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当年政治风云中的

弄潮儿，竟有如此深邃的内心世界和思辨头脑，就分析的细致深

入、把握的准确、阐发的精到和见解的独特而言，已大大超出了

我们今天对大学本科毕业论文的要求。而万老先生的给分又是如

此的严苛，足见老一辈学人治学之一丝不苟，其态度严肃到令人

咋舌。在那个时代，纯净、高深的学术思想似乎与汹涌澎湃的政

治运动并不冲突，相反，站在这个运动前列的激进青年们都有一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364

种坚定的自信，相信自己代表着全人类思想文化的最优秀的水

平。

萧先生的此文从康德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关系入手，讲

到善的意志的客观律则、它与主观格律的关系及由此而形成的命

令（ 律令）和道德义务，并深入到三个不同层次的律令（ 技巧、

幸福、道德）的区别，这些分析均极为细致准确，没有深厚的学

养，尤其是没有对道德问题的长久思考和浓厚的兴趣，是不可能

作出的。可以看出，他当时所关注的重心在于：人怎样才能由自

己的自由本身的道德性而树立起自己的尊严？但另一方面，萧先

生似乎也意识到，抽象的自律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因此，他尽

力从康德那里寻求道德义务与现实生活、与人类幸福的结合点。

在第四章的一个图解中，他绝妙地表达了康德的道德与幸福两个

概念的关系。这确实是康德的思想，但与一般人所理解的大有出

入。作者证明，康德对幸福论其实并未一概排斥，而是要最终把

人的幸福纳入到道德原则的规范之下，这是通过人类道德胚胎的

逐步发育进化而必将体现着的一种历史的总体趋势。从这里，我

们隐约可以听到作者在投身于进步的学生运动时的内在心声，同

时也向今天的思想者提出了一个康德式的问题：当我们为人民大

众的利益（ 幸福）而奋斗时，这个利益（ 幸福）本身是否也有一

个向更高的道德层次提升的必要呢？这种奋斗是否也包括提高整

个社会的道德水平而创造现实的社会条件呢？人类社会进步是否

也应有某种“ 终极关怀”或目的呢？

萧先生提出，自从文艺复兴对人和自然的大力鼓吹以来，根

本上说直到康德才真正实现了人的发现和自然的发现，即发现了

人和自然的共同原则，这就是道德进化原则。这一论点即使在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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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世纪后的今天来看，也是新颖的、有力的。考虑到康德的道德

法则是建立在自由意志之上，甚至就是真正的自由（ 自律）本

身，则上述理解也并非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完全不相容。可以

说，马克思才真正找到了从现存阶级的利益关系中通往一个人人

自由的“ 目的国”的道路。而萧先生后来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并

在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未曾有丝毫动摇，也就是完全可以理解

的了。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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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语　　二

李维武

康德是一位生活得相当平稳的学者，他在哥尼斯堡大学校园

里平静地度过了从事哲学思考的一生。萧萐父老师的这篇题为

《 康德之道德形上学》的大学毕业论文，从最后成稿到重新发现，却

带有传奇的色彩。

三年前，萧萐父老师向我提及一件往事：他是１９４７年毕业于

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当时他一边写大学毕业论文，一边投身进步

学生运动“。六一”惨案发生后，正在抄写毕业论文的他，因被国民

党特务列入黑名单，不得不提前离校。还未抄完的论文稿子，只好

委托同学代抄，完成后交指导老师万卓恒教授批阅，得以通过。然

而，这篇最后成稿的毕业论文，他从未见过；原有的草稿，也没有由

代抄的同学保留下来。忆及这些往事，萧老师感慨万千，嘱托我设

法查找他的论文，希望有机会重读青年时的旧作。

这无疑是一件难事。自萧老师毕业至今，时间已过了近半个

世纪，武汉大学更是经历了几度风雨、几度巨变，当年青年学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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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能否在风雨与巨变中保存下来？但我还是不愿让老师失

望，抱着一线希望去尽力查找。我首先向校图书馆友人打听此事，

意外地获得了线索：在１９９３年迎接百年校庆作清洁工作时，在樱

园老图书馆内发现了一大批解放前的毕业论文，但堆放无序，满是

灰尘，要整理出来尚须时日。这样又等了近两年，到了１９９５年底，

终于得知这项十分困难的工作，经过校图书馆和校档案馆的共同

努力而告完成，这批毕业论文都已移交校档案馆，并已编制出电脑

检索系统，能十分方便地进行查阅。在校档案馆领导的帮助下，很

快就找到了萧老师的这篇论文，并借出送到萧老师的手中。萧先

生多年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这样一来，作为学生和晚辈的我，竟有幸成了这篇论文的最初

读者。和武汉大学解放前历届的毕业论文一样，这篇论文用蝇头

小楷抄录在论文专用纸上，用丝线装订成册，尽管历时近半个世

纪，仍然保存完好。里面的字体，各章不一，显然是由几位同学分

头抄写的，但都很认真工整。在封面上，用铅笔写着分数，大概是

万卓恒教授留下的笔迹。而给我印象最深的，则是论文本身。中

国学术界研究康德思想，始 《 １９００～１９４９年全于２０世纪之初。据

国主要报刊哲学论文资料索引》（ 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出版）载录，

２０世纪上半叶中国学者发表的介绍、研究康德的论文约有１２０篇

之多。郑听先生所著《 康德学述（》 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６年出版），是中

国学术界认真介绍康德哲学的第一部专著，也是这一时期中国学

术界介绍、研究康德的总结性成果。但在这些著述中，专门研究康

德道德哲学的论文只有寥寥几篇，郑听先生的《 康德学述》也主要

集中阐发《 纯粹理性批判》的思想。因此，萧老师当年选择“以 康德

之道德形上学”为题作毕业论文，是一项难度相当大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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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项带有一定开拓性的研究工作。在论文中，萧老师用近三

万字的篇幅，分《 绪论》《、道德概念之分析》《、道德律令的构成》、

《 道德理想之内容》《、结论》五章，对康德道德形上学作了较为细致

的阐释与评析。这可以说是２０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界介绍、研究

康德道德哲学的一篇重要论文，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而被尘封，未

能及时发表，产生应有影响。萧老师为此所下的功夫，无疑是甚勤

甚深的。这一点从论文所引参考文献中即可看出。在这些文献

中，除了郑昕先生的《 康德学述》外，几乎全是英文文献。总之，就

其选题、规模、功夫来说，萧老师的这篇大学本科毕业论文无异于

今天的一些研究生学位论文。每念及此，我总是想，一边投身时代

的风潮，一边研究艰深的康德，把这两者很好地统一起来，需要多

大的精力、毅力和努力啊！

对于萧老师的这篇论文及武汉大学的这批论文的发现，我曾

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了一篇题为《 走出历史封尘，再现学府传统》的

短文，发表在１９９６年１月１０日的《 武汉大学报》上。文中写道：

“ 真要感谢那些不知名的教职员们，他们在那艰苦岁月里以可贵的

敬业精神，为我们的学府、为我们的民族保存着学术文化，留下了

这批珍贵的文献“。”这批档案在今天的最大价值，无疑在于研究我

校历史方面，可以说，它们是研究３０、４０年代我校教育状况的最具

体最直接的新资料，从一个方面生动地展现出我校师生严谨治学、

求实拓新的优良传统。”并提出建议“：可以选其精品，办一展览，使

我们年轻的同学们看看老学长们是怎样在当年动荡岁月里奋发学

习的，从而更加珍惜今天的学习机会和学习环境。而且，这种展览

最好保存下去，让每一届新同学一入校门，就能看到我们学府的优

良学风和传统。”当然，还有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这就是近十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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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严谨治学、求实拓新的优良传统出现了严重的失落，考试作

弊、文章抄袭似已成为一种难以矫正的时风。在这篇短文发表的

当年夏季，我指导一位哲学专业本科毕业生写毕业论文。令我震

惊的是，这位同学交上来的研究庄子认识论的论文，竟全文抄自一

本近年出版的庄学新著。我的老师当年的本科毕业论文与如今我

的学生的本科毕业论文，竟有如此之大的反差！对此，我想说很

多，但又提笔难写，因为我们所失落的东西是那样的宝贵，而个中

的原因又是那样的复杂⋯⋯

然而，正是这种巨大的反差，使我对萧老师之所以选“择 康德

之道德形上学”为题作毕业论文有了更深一层的感受：一个变革的

时代，还需有一种道德理想的追求；一个时代的弄潮儿，更需做一

个有人格的人。至于学哲学、办学校，若不讲实实在在地做一个

“ 人”，可以说是失其本旨的。

在萧老师指导我所完成的博士论文《 ２０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

问题》中，我曾写下这样的话“：人文主义哲学家及一些科学主义哲

学家在三四十年代致力本体论的重建，深刻地反映了２０世纪中国

哲人在中华民族经历最严峻考验时期对祖前途、人类命运的关心

和贞下起元、复兴民族的希望，深刻地反映了一代爱国知识分子的

真挚而悲苦的崇高责任感。⋯⋯在这些哲学本体论的背后，都有

着建立体系的这个人。”当我读了萧老师的毕业论文后，也深深感

到他与这些前辈哲学家一样：在那风雨如晦的岁月里，在对康德道

德形上学探索的背后，正有着探索者这个人。

一九九七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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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美

“ 生存不过是一片大和谐！”

——Ｌｅｉｂｎｉｚ

“ 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

——孟轲

一

人生是整谐的统一体，不可分割！不同的角度来认识人生可

能有不同的了解；不同的境界所体验的人生可能有不同的悟觉。

然而，这只是认识态度底与觉解层次底的差异，人生是同一的。

对人生底了解容或不同，但这种不同只是层次底，而不是部分

的；只是方面的，而不是片断底。生命活动历程底意义本身只是

一个整全而具体的实在；把握这种“ 意义底实在”与融摄这种

“ 实在底意义”，是人类所特具“ 理性底功能”；而理性功能所表

现的形式若果纳之于知识的范畴以内，则又形成所谓理性底与实

践底两方面。我们考察此种二元的倾向，依旧是知识本身所涵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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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 差别想”的必然后果；在生命活动本身两种最根本的二元

性，仍然是溶为一贯的。因为分析“ 理论与实践”的对立是一种

无穷的矛直底的统一。知识活动既是在生活历程以内，因而也可

以纳之于实践范畴之中。所以，一种理解，一种观赏，一种了悟

的本身既是一种生活，而又是一切生活实践底动力与泉源。知与

行在这种意义下统一起来，我们才能说：生活与学习，理论与实

践是不可分的。道德自我的内在人格，既可作观赏的对象；智慧

与情操底完整形态，也正是一种实现的价值。

实质与形式，现实与理想，存在与意义，事实与价值⋯⋯等

常常被认为是分离的两套概念：一是实践的现象，一是规范的觉

识，因而一个整全的人生也常常被放置在两组命题之下来了解：

一种是“ 事实判断”，了解的人生片断，它所看到的人类生活全

是事实生活，全部被自然律则所支配；极端的说法以为，人生的

历程不过是一串物理的，化学的，或生物的现象，无所谓价值，

无所谓目的性。真、善、美、爱⋯⋯不过是从人底生物性中升华

出来的抽象概念，分析到最后，仅是一串机械的因果法则所支配

的刺激与反应而已。另一种是“ 价值理性”所了解的人生，它用

一套价值理想来规范人生的全部活动，它认为整个人生的活动都

是一种意义的展现，每一个行为都应该涵蕴一个目的性的价值：

“ 真”是理性所融摄的实在底秩序；“ 善”是自由意志所实现的人

格底尊严；而“ 美”则是整个心灵所观照的对象底和谐。秩序、

尊严与和谐，并不是一些描述的实在，而只是实在所表现的意义

与律则，这是人底精神向宇宙所宣布所赋予所煊染的。人生的意

义唯有放在此种规范意义之下才能被我们所洞澈。

上述两种看法实际上是两种命题：说“ 这朵花是红的”是事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372

实命题；然而说“ 这朵花很美”却又是价值命题；说“ 这个人的

臂力很强能举百斤”是事实判断；说“ 这个人底战斗意志非常坚

定而可敬”却又是价值判断。这两套不同的判断，构成了人类两

组不同的知识；事实判断只是现象的描写而构成所谓“ 叙述科

学（”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而价值判断则为规范的研究，构成所

“谓 价值科学（”Ａｘ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除了对实际无所肯定的分

析命题，只是消极的逻辑形式以外，一切构成知识的综合命题，

必是这二者之一。

然而，这两套命题所了解底宇宙与人生遂有截然不同的意

义，由于人类知识底此种二元的对立，一些充满矛盾的常识便把

宇宙与人生也分裂成无法统一的片断；一些只是事实的必然，另

一些却又展露了规范的意义，尤其在人生意义上，这种分裂又形

成各种不能调和的矛盾观照；一般所谓理想与现实底矛盾，存在

与意义的分离——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哲学与科学底争辩，诗与

逻辑底冲突 ——都是由此发生的。

在伦理学上，所谓自然主义与理性主义底两套永远对立的思

想，把此种矛盾表现得最清楚。但是，如果一个自然主义者或理

性主义者真能完全贯彻他底主张而形成自己一套完全能够实践的

理论系统，那么问题也许容易解决，但是一般的道德哲学都把行

为对象分割为三类：道德的（ Ｍｏｒａｌ），不道德的（ Ｉｍｍｏｒａｌ）与

非道德的（ Ｕｎｍｏｒａｌ），前两者始有道德的意义，而后者是无所

谓善与恶，是与道德无关的。这种由于知识形式的分裂导致了知

识对象的分裂，任意随时空而改变其观点，同时用两套命题来分

割整全的人生历程，从而人生的意义无从统一地把握与一贯地了

解，而理论本身也自陷于矛盾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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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种矛盾是表面的，是似是而非的。人生既是整谐

的统一体，不可分割，则对于人生的认识与了解，我们只能有

“ 方面”与“ 层次”的不同，而并不是“ 部分”与“ 片断”的割

裂，认识底层次纵有差异，但认识对象却不容分割。角度与层次

的不同，并不妨碍其都把人生当作一个整全的一体来了解，而且

认清了层次的差异，则可发现其从属的统一关系。然而，如果随

时更改角度，跳越层次，则所获得判断，既没有逻辑的一贯性，

也不会有事实的遍效性。

如能认清此点，则可以看出所述的两套命题是可以统一的。

正如人生历程与其理想不可分离一样，所以事实生活与价值生活

是重合的！

就认识的层次说，这种重合更获得理论的证明。因为前述两

种对立的观照，表面上把事实与价值，存在与意义分割为二，但

是两套命题之间就其终极的意蕴言是有着从属的统一底关系的，

因为事实命题只是现象的描写与所知对象之间底必然关系的陈

述，而对此种描述内容底“ 意义”之了解，即是说对于生活事实

底理想性与目的性底把握，则非叙述科学所能穷究的；规范意识

完成悟性所未尽之功！价值范畴扩大并充实了悟性的形式。而进

一步，对于“ 事实界”与“ 意义界”的知识，乃因更高的综合而

获得究竟的统一。所以规范科学所给予的价值命题，才是了悟人

生意义底最后归宿。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人生的历史是在事实的平原上创造着

价值生活或意义生活。价值理想渗透了整个的人生历程。整个宇

宙呈现于我们为一个可理解的意义系统；整个人生呈现于我们为

一个价值实现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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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什么是价值呢？

简单的答案是：价值是规范意识所摄觉的实在。它是意义底

实现，是透过现实底形式所展现的理想底内容。规范意识所认识

的是一种渗透在事实界或自然界中的目的性与理想性底真实。在

那里：实然之（理Ｉｄｅａ　ｏｆ　ｗｈａｔ　ｉｔ　ｉｓ）与应然之（理Ｉｄｅａ　ｏｆ　ｗｈａｔ　ｉｔ

ｏｕｇｈｔ　ｔｏ　ｂｅ）浑然不分；现实的与理想的合而为（一Ｔｈｅ　ｉｄｅａｌ　ｉ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ａｌ）。我们认为，此种价值觉识所下的最根本

的判断，才是整个实在的根据；自然事实的实在性，乃涵蕴在规

范意识的理想性之中的。所以我们说：人类是站在事实的平原上

创造意义生活。因此，事实判断以价值为依归，而唯有价值观念

的合理系统，才能解释整个人生意义之全。

有人干脆把哲学定义为价值之学，而把人类意识中具有普遍

——思维，意志，审美价值意义的三方面 —— 分为三种规范知识

的领域：认识哲学，道德哲学与艺术哲学（ 美学），遂形成

“ 真“”、善“”、美”三种不同的价值系统，鼎足而立，各不相犯。

然由于思想家的偏重不同乃造成各种不同的从属关系，因此有了

各种哲学的体系：有人以“ 真”来说明“ 善”与“ 美”，有人用

“ 美”来统摄“ 善”与“ 真”，也有人用“ 善”来包举“ 真”与

“ 美”。进一步，有人追求一种更高的统一，因而提出了“ 爱”或

“ 宗教的意识”。

我们根据人生意义的整谐性，认为真、善、美三种价值系统

不是互相对立的、互相干涉的，而是互相涵摄的，互相观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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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道德、智慧或艺术的观点都可以洞澈整个人生的义蕴，所以三

者交相融贯，凝成一个唯一的价值观念体系，我们可以说：我们

所观照的人生的历程只是“ 一个”意义系统的展现。真、善与美

仅是规范意识所运用的认识形式的分殊；或者说：整全的人生底

意义在不同的形式里浮显；生命的律动在诸多观照中更展示其和

谐 的统一。

三

由上述种种前题使我们对于美学的内容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首先我们认为过去一些美学家把审美观（照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ｃｏｎｔｅｍｐｌａ－

ｔｉｏｎ）底对象只限定在“ 自然”与“ 艺术品”的狭窄范围之内，

这是把整全的价值世界任意地分割了。让我们扩大美底领域，尤

其是把它贯注在生命底律动以内，因为我们认为美是一种意义底

展现，它渗透了整个内界与外界底真实。Ｐｌｏｔｉｎｕｓ对于“ 宇宙

美”曾加赞述；Ｐｙｔｈａｇｏｒａｓ听见了天体运行底和谐的音乐；而

Ｋａｎｔ，Ｓｃｈｉｌｌｅｒ等对于“ 人性美”与“ 灵魂美”底阐述更留给我

们以无限的启示。

至于，什么是美呢？

这一个平凡的问题却是最难答复的：远古的Ｐｌａｔｏ严肃地

说：美即是善；浪漫的诗人Ｋｅａｔｓ却歌颂着：美即是真；Ｐｌｏｔｉ－

ｎｕｓ认为“ 美”是神圣理念在宇宙中底展开；Ｈｅｇｅｌ又把美当作

绝对精神与感觉世界之间底契合的媒质；Ｓｐｉｎｏｚａ说“ 可欲之谓

美”；Ｗｉｎｃｋｅｌｍａｎｎ却以“ 美”是离开了物质的一种燃烧着的精

神力量；Ｓｃｈｉｌｌｅｒ承继Ｋａｎｔ，把美认作知识主体与感性对象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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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和时一种合目性的快感；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及其他进化论者都认“ 美”

可以用生物基础来解释；主观论者以美为感觉的事实；客观论者

以美为客观的属性；Ｂｏｓａｎｇｕｅｔ看重美的精神的内容；Ｃｒｏｃｅ认美

只是形相底直觉与表现；至于Ｓａｎｔａｙａｎａ说：“ 所谓美乃是客观

化 望，⋯⋯这的快乐”；Ｓｔｅｎｄｎａｌ也谓“：所谓美，乃是愉悦的期

一切似是而非的定义，充满了关于美学的著作。

我们认为：美既不仅是感觉经验的事实，也不全是事物客观

的属性；性爱的升华与形相底直觉都各有所偏；精神的展现与形

质的契合亦不能把握美的整全；我们简单地结论是：美是规范意

识所觉识到的价值系统底一面，它是一种渗透在现实中的理想，

是溶注在存在中的价值，由于它是普遍的价值意识所摄的对象，

所以它贯彻了整个宇宙与人生。

ＷｉｌｌｉａｍＪａｍｅｓ说：“ 如果我们宇宙间把神和星光灿烂的天空

一概抹杀，仅仅有两个相爱的心灵蹲伏在一个岩石上，那其中便

饶有一个道德的世界。”我们可进一步说：“ 只要有一个自觉的心

灵观照着这个宇宙，那里便已有一个美的世界了。”

因此，我们可以正面答复什么是美的问题，美底意义就是实

现了的和谐。和谐底一般涵义是指对称、平衡，对立底调和与杂

多底统一；而更主要的则是指“ 部分”与“ 整体”那种合乎目的

性的依存关系。此种关系是价值理想底最高实现的形式，所以和

谐底理想便成为规范意识所摄取的最高理想，当它具体体现在人

生全部历程中乃获得更丰富的内容。

我们由此进一步把整个人生放置在这种价值意识中去观赏，

则可以发现“ 美”在人生中体现出四个阶段，并可以分为两个不

同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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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感官的对象依照了规范理想底安排，部分与全体底关系恰

恰表现出一种均衡而整谐底统一，我们立即觉察到一种和谐底意

义，但是这是静态的观赏只觉察到“ 静的和谐”（ＳｔａｔｉｃＨａｒｍｏ－

ｎｙ）。在生命的领域，这只是形相底表现，一般只注意“ 感官美”

的人对于“ 人生美”丰富内容却只能觉察“ 人体美”的一面；在

艺术的领域内，则只是外表底形式美，把审美的感觉只归属于直

觉，则所摄觉的对象只是形相的完整。这种具体形相所表现的

美，我们称之为“ 形体美（”ＢｏｄｉｌｙＢｅａｕｔｙ），而这种美底意义的

实现仅是“ 静的和谐”。若干美学家与艺术批评家把自己限制在

这种粗浅的阶段上，便满足了他底审美的价值意识，过去的美学

原则大体只能应用于这人生美所体现的第一个阶段，因此也只获

得“ 静的和谐”底了澈。

我们既认人生是一个整谐的统一体，而价值理念又渗透了整

个人生，对于“ 人生美”的内容，我们应抉发得更深。因此我们

认为，“ 美”在人生中体现底第二个阶段乃进入智慧底领域：当

人类理性底法则全部控制和调协了思维底系统，观念与观念之间

获得逻辑的自圆，思维底历程中部分与全体底关系形成有机的协

动关系，澄明的观照泯去了一切内在冲突，这种希腊人所谓的

“ 亚波罗”式的静穆，是若干哲学家所向往的理型世界，这种人

生中纯思维的智慧境界所表现的和谐底意义，我们称之为“ 智慧

美（”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Ｂｅａｕｔｙ）。更进一步我们把人类情感活动的意义

纳之于价值理想之中，则看出情绪的和谐也是一种“ 美”，我们

称之为“ 情操美”（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Ｂｅａｕｔｙ），例如宗教式的热忱，扩

大和深蕴的爱，都是“ 情操美”底表现。其次，人生美底最后的

体现乃表现为道德底完成，一个合理意志底内容获得了主从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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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关系，因而表现出意志律令的完整与自由的尊严。当道德自我

从一切混乱与矛盾中解放出来，达成“ 从心所欲不逾矩”底高度

自由，这时人格的尊严表现了美的最高绝的境界，我们称这种意

志的绝对自由与高度和谐为“ 道德美”或“ 人格美”（ Ｍｏｒａｌ

Ｂｅａｕｔｙ，　ｏｒ　Ｂｅａｕｔｙ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人格美”即是道德自我的实

现内容，它的形式可以表现为自我完成，也可以表现为自我牺

牲，而自我完成与自我牺牲在“ 人格美”的实现历程里却复归于

由于人生是动进的，创化的，所以人生美表现在智慧，情操

与道德底领域内也是动进的，创化的。这种精神生活底“ 美”的

意义，我们称之为“ 动的和谐”（ＤｙｎａｍｉｃＨａｒｍｏｎｙ）

由“ 静的和谐”到“ 动的和谐”，形成人生美的发展阶段：

那便是由“ 形体美”而“ 智慧美”而“ 情操美”到“ 人格美”的

转化与递升。这在发展的历程上，“ 美”底意义获得不断的提高

与充实。但这四阶段所表现的四种美，并不是互相排斥而是层层

涵摄的，因为生命本身是创化的历程，是自我不断扩延的历程。

前述四种美既不能互相排斥，则必综合为一种更高的统一；

如果澈底把握和谐这个活的价值理想，则我们追究到美底最高的

涵义，即是把四种人生美的观念交相溶合又予以和谐化。那便是

“ 和谐底和谐”，也即是“ 美的美”。这种最高的和谐与最高的美

乃人性底最充实与最光辉的实现。

一幅画，一支乐曲或一首诗，如果不仅具备了形式的完整，

而且蕴涵了澄澈的智慧，深挚的情操与庄严的人格，则它始能称

实现了最高的美；而一个人如果能贯彻和谐底观念，灵魂与外

表，内界与外界生活都获得究竟的调协与融合，则它把人生美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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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理想完全地实现了。但是动的和谐必须动的把握，所以，人

生底意义在本质上应该是一种无穷的扩 ——创造！大与充实

〔 为纪念两年前大渡河上的一个美丽的黄昏而作〕

一九四八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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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门杂忆

历史是割不断的。尤其文化代谢发展史的进程，总是“ 新故相

资而新其故”，故重“在 推故而别致其新”。

武大早有哲学系。解放初期院系调整，中断了几年。１９５６

年，李达老校长又重建武大哲学系。新、老哲学系之间，既有重大

差别，又有某种联系。文化时空的连续，乃至某些人缘的关涉，是

有形的；而深层的精神上的联系，往往是无形的，尤其是关于人品、

学风以及哲思路数等方面的遗传基因，则有赖于后继者的察其隐

显，辨其纯驳，知其短长，善于发掘和扬弃。故对于解放前老哲学

系教学实况的一些片断，略加回忆，即使浮光掠影，也可能由一显

多，于象见意。

１９４３年秋，我以一个１９岁的中学毕业生，半自觉地考入了武

大当时号“称 冷门”的哲学系。解放前大学的哲学系，被公认“为 冷

门”。所“谓 冷”，意指报考哲学系的人特（少 当时报考经济系、外文

系、工科名系的人数较多，被称“作 热门”），在哲学系坚持读毕业的

人更（少 毕业后无业可就，故二年级后即纷纷转系），因而，全系师

生人数最（少 师生合计经常不到三十人），冷冷清清。

抗日时期，流亡到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条件十分艰苦。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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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被设在乐山月儿塘一座破文庙内。文科各系课程全都在这所破

文庙内临时改装的大小教室里完成的。物质生活条件的艰苦，好

像并未影响当时师生的教学情绪和学术钻研精神；相反的，似乎国

事的蜩螗、民族的苦难，反而激发起师生们内心深处的屈原式的优

患意识和费希特式的哲学热忱。

哲学系大一的学生，必须选修一门自然科学。我选了生物学，

由当时留美博士、刚回国的青年教授高尚荫先生讲授。他从生命

科学的基本原理和最新进展（ 他当时就讲到“ 病毒”的发现及其对

研究生命起源的意义等），讲到他对大渡河中淡水水母的研究成果

⋯⋯等，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并受到多方启发。

大一的文科生，还必修“ 国文”课，由周大璞先生主讲一些范

文，间两三周一次课堂习作交周先生评改。有一次，周先生命题作

文，题为《 春游》，一大张试卷我只写了三行不到５０（字 临时就题意

填了一首《 浣溪沙》词），竟得了高分和赞扬。此事多年难忘，故

１９９３年悲悼周先生时，我又作了首《 浣溪沙》：“ 沫水苍茫画梦痴，

月塘课业谱新词，先生眉笑许心知。彤管慇慇传朴学，幽兰默默塑

人师。凄其暮雨不胜悲“！”月塘课业”，即忆及五十年前旧事。

大一时，必“修 哲学英语”一课，由胡稼胎先生精心编选一厚本

英文哲学名篇，并逐篇导读。胡先生读的英国音极准，对学生要求

极严（ 常点名要学生起立朗读、口译或答问）。这门课把专业知识

与外文训练相结合，效果很好，经一年学习，同学们英文阅读能力

大大提高。胡先生同时另开一门“ 中国哲学”课，主要选读一些中

国古代哲学文献，同学们一翻教材，大都早看过，也就不愿听讲，只

好轮流缺课。大一、二文法科还有其他公共课，“如 哲学概论“”、形

式逻辑”等，内容陈旧，落后于同学要求；“而 三民主义”之类，更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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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同学反感，大多数同学都逃课，抽出时间去图书（馆 或去小茶馆）

抓紧自学。在茶馆自学及社团活动中同学之间交流的知识，更是

别有天地。古、今、中、外，左、中、右派的各种书刊都有，许多马克

思主义的论著也在同学中流传。

当时武大的自由风气与实行学分制，允许同学选修外系课程，

或自由旁听。我曾选修过朱光潜先生的“ 英诗选读”。朱先生讲英

诗而常引中国诗词对照，对中外诗篇作精采的美学分析；他朗吟英

诗、特别是深情朗诵湖畔诗人渥滋华斯诗的神态，至今令人难忘。

我还选修过缪朗山先生“的 俄国文学”，彭迪先先生“的 西方经济学

说史”，旁听过刘永济、梁园东、叶石荪、王恩洋诸先生的课。这样

自由选听，虽仅浅尝，但已足以扩大眼界，从多方面获取精神养料。

二、三年级，渐渐进入专业领域。好几位同学转系走了，我们

留下来的几位同学，却对哲学愈来愈着迷了。使我在思想上学业

上深受教益、终身难忘的，是几位传道、授业的严师。

首先，当时哲学系系主任万卓恒老师，是同学们最为敬畏的严

师之一。因为他特有的孤僻性格，平时不苟言笑，经常是一个人背

着手，曳着一根手仗，孤独地散步在大渡河边，始终处于一种深不

可测的沉思神态之中。同学们碰见向他行礼，他也只是点点头，不

说一句话。万先生为我们开“了 伦理学原理“”、西方伦理学史”和

“ 数理逻辑”三门课程。前两门是万先生综合大量研究成果而独立

建构的一个伦理学的历史和逻辑体系，课前指定许多参考书，讲课

时不用教材，上课时只带一支粉笔，以最条理化的板书和最清晰的

论证，剖析一个个原理及一个个学派，全课讲完，逻辑井然，几乎没

有一句多余的话，准时下课“。数理逻辑”一课，万先生指定的教材

是罗素和怀特海合著的《 数学原理》（Ｐｒｉｎｃｉｐｉａ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　），而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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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上课仍是拿一枝粉笔，从原理、公式到逻辑演算，边写板书边讲

解，清清楚楚，天衣无缝。那时同学们把上万先生“ 数理逻辑”课，

视为强迫自己接受严格的逻辑思维的训练。万先生所开课，正好

涵摄了当时中国南北两大哲学学脉，即南方东南大学为代表的人

文主义与北方清华大学为代表的新实在论。四年级时，我从万先

生所“讲 西方伦理学史”中得到启发，选“定 康德之道德形上学”作

为毕业论文题目，求得万先生指导。从定题到立纲，几次去见万先

生。他住半山庐，独身居一斗室，１９４６年秋冬他病了，有时斜躺在

床上，我就坐在床前听他用低沉的声音讲说，话不多，但总是那

么凝重。至今还记得他的主要叮咛：一定要根据康德的原著，第

二、三手的解说材料，不足为据，只能作为参考；直接把握原

意，切实弄懂以后，确有心得，才可发挥。论文初稿本应在

１９４７年５月前交导师审阅，可是，当时在武大的反美蒋学生运

动，由抗议沈崇事件正逐渐走向红五月高潮，我由于投身学运，

不免荒废学业，虽也在间隙中赶写完论文草稿，而未能按时抄正

交卷，不得已，最后去见万先生，请求缓交。万先生在半山庐宿

舍，正重病卧床，我深感内疚，立在床前简述了论文草完情况，

最后小心地就“ 结论”中观点请问了一个问题：康德“ 目的国”

思想中实现个人自由（ 自律）的道德理想，太抽象，可否发挥一

下，理解为一个人应为实现“ 目的国”中人人自由的伟大理想而

具体奋斗？万先生默不表态，似乎知道我在想什么；从他的目光

中，我感觉到，他对我们当时闹罢课、游行而未按时完成学业，

显然能谅解，但又很惋惜，最后只低声说了一句：“ 按你自己的

心得写吧！”从此，我再未去看过万先生。接着，在武大发生了

震惊全国的“ 六一”屠杀大惨案。当时万先生以武大教授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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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份，病中带头签名，发表抗议声明。武大学运蓬勃高涨，组

织抗议，扩大宣传，设立烈士灵堂，发动抬棺游行⋯⋯等，奔忙

到７月底。最后，我为逃避国民党特务追捕而匆匆离校，只将论

文草稿交好友余正名等代抄整替我送呈万先生，那已是１９４７年

９、　１０月的事了。以后得知，万先生宽容了，审阅后还给了７５

分，评为乙等。可是不久，万先生就以贫病交加，在珞珈山凄然

去世。去世前，为偿还医药欠债，不得已卖去了全部藏书。⋯⋯

师德师恩，思之泫然！

张真如先生，是同学们衷心敬重的另一位严师。由于张先生

是饮誉海内外的东方黑格尔专家，知名度很高。三年级时张先生

新开“ 德国哲学”课，第一、二次上课，慕名来旁听的外系同学

把教室和窗外走廓挤得爆满，但听到一半就走了不少，到第三次

以后，课堂上就只剩下哲学系少数几个同学了。有次我向张先生

谈到这一情况，他朗朗大笑说：“ 这是好事情，人多了，无法

讲。”他同时开出的“ 西方哲学史”和“ 德国哲学”两门重课，

受到专业同学的极大重视。张先生的“ 西方哲学史”课，指定文

德尔班的《 近代哲学史》（ 英译本）作教材，讲课时逐章讲解，

对重点、难点，时加补充（ 援引其他著名哲学史家的论述作比

较，或补证以最新研究成果），内容极丰厚。至于“ 德国哲学”

一课，则以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四家为主要内容。每一

家先讲一引论，然后解读重要原著。上课时，以德、英两种文本

对照，逐句译解，一字不苟；常举出英译本不确切之处。我记得

讲解黑格尔《 小逻辑》一书时，他几次提到：“ 此处英译本有问

⋯⋯那年我在牛津见到ｗ．Ｗａｌｌａｃｅ，题 已告诉了他。”当时，同

学们对于他这样爽直而不夸张、又毫无自炫之意的平常口吻，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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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研究如此深细，论断如此权威，真是钦佩之至。张先生在课

堂上非常严肃，取下常用眼镜、换上老光镜后就再不看下面的听

众，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深密的玄思逻辑之中，也把听众引入这一

智慧境界。课后的张先生，则平易近人，至性率真。在乐山，生

活枯寂，星期六下午或星期天常欢迎青年学生到他家（ 师母李碧

芸也热情接待）去谈天、论学，甚至留饭。这时，张先生的爽朗

笑声，常具有一种特殊的感染力，正如他的精湛学识和凝专学风

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一样，不可抗拒。乐山三年，因我常去张先生

家求教，对此感受特深。

金克木先生是１９４６年武大迁返珞珈后才来武大的。作为新

来的年轻教授，又特为哲学系四年级开出几门新课：“ 梵文”、

“ 印度哲学史“”、印度文学史”，很快就把同学们吸引住了。而金

先生特有的渊博、睿智和风趣，以及他曾是“ 五四”诗人和长期

游学印度等的不平凡经历，特别是他同情学运的政治倾向与时代

敏感，更使他与同学们之间毫无隔阂。不仅课堂上讲课，他的思

想活泼新颖，如原以为很枯燥的“ 梵文”课，也讲得妙趣横生；

而且在课堂外的无拘束交谈，更是中外古今，谈到中、西、印文

化精神各个方面的异同比较，谈及他在印度游学时的特殊见闻

（ 如甘地、泰戈尔的光辉业绩和感人故事；又如森林中一些修行、

讲道的老婆罗门的茅棚里，不仅有大量经书，还有康德、黑格尔

的著作和马克思的著作等），谈及前苏联科学院院士Ｔｈ．

Ｓｔｅｃｈｅｒｂａｔｓｋｙ的学术成就及所主编的（ 佛教文库）的重大贡献

等，诸如此类，对我来说，都是闻所未闻，激发起广阔的研究兴

趣。金先生多次公开表态支持当时的学运，“ 六一”惨案中又是

被捕五教授之一，与同学们的感情更接近一层。我在８月秘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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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时，曾去金先生家告辞，他送我三本甘地著的书，依依握别；

我回到成都后主编《 西方日报·稷下副刊》，曾发表过（ 甘地论刀

剑主义）等文，与金先生通过信，还得到他寄赐一篇关于梵文学

的文章，发表于《 稷下》。直到今天，每从《 读书》等刊物上读

到一篇金先生的近作，都会又一次唤起这些美好的记忆，并深深

感激当年老师对学生的“ 润物细无声”的教诲和爱心。

我曾在一本书的《 后记》中说到：“ 抚念生平，其所以走上

学术道路，勉力驰骋古今，全赖从中学时起就受到几位启蒙老师

言传身教的智慧哺育和人格薰陶。至于大学时代传道授业诸师，

冷峻清晰如万卓恒师、朴厚凝专如张真如师、渊博嵚崎如金克木

师，诲教谆谆，终身不忘。”这所说的，都是实情。

回顾１９４３—１９４７年间在旧武大的哲学系所受到的思想薰陶，

我感到最难忘的是：在学风上提倡笃实专深，博约兼济；进而在

哲思理路上注意综合南北两系学脉之长，兼容理论理性与价值理

性、科学思潮与人文思潮；而更根本的在人品陶治上强调学以美

身，治学与做人不二。这一切，是老哲学系许多师友留下的精神

遗产，经过马克思主义的熔铸和重新整合，事实上已经、并将继

续发挥其“ 承先以显其富有、启后以见其日新”的重要历史作

用。

神州慧命，薪尽火传，於穆不已！

一九九六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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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逻辑之光照亮历史
——《 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读后

武汉大学出版社作为“ 武汉大学学术丛书”之一推出的《 德

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一书，是杨祖陶教授长期深入研究德国古

典哲学、慎思明辨的心得之作。作者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指

导，经过对历史材料的精心筛选，系统地展现了从康德到费尔巴

哈思维发展的逻辑进程，深刻地论证了德国古典哲学向马克思的

实践唯物论发展的内在必然性，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

值。

本书首先作为断代哲学史的专题研究，对德国古典哲学这一

特定思潮产生的社会基础、文化背景与思想前提，作了具体论

述；尤其是对西方近代哲学及其所提出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一

哲学基本问题的历史发展，作了极为独到的分析。这种分析，不

是对当时思想材料和有关命题的罗列和汇集，而是一开始便展示

出思想内在的逻辑矛盾及由此而激发的由浅入深、从低到高的螺

旋进程，揭示了从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一般意义上思维和存在的

对立进到德国古典哲学纯粹意义上的主体（ 作为思维的思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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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体（ 作为存在的存在）对立的内在必然性，读来不同凡响。

然后，作者从康德对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制约性这对本质矛盾

的深化入手，并以这对矛盾的思维逻辑为总纲，对德国古典哲学

历史发展所呈现的五个层次及其内在的逻辑关系和矛盾运动，进

行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理论分析。如此清晰、简明、一贯而又

深刻地展示这一段哲学思维的内在线索和本质规律，这在国内同

类著作中尚属首次，充分体现了作者以高度的哲学思辨驾驭和处

理纷繁复杂的思想材料的眼光和慧力，非一般简单引证、机械描

述、就事论事之作可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分析中突出

了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开始，怎样把实践能动性的观点一步深入

一步地引进到认识论中来，为辩证地解决主体与客体的矛盾而在

唯心主义的抽象形式下发展了主体的实践能动性思想，由此孕育

了整个德国古典哲学向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论发展的根本契机和

动因。这是本书超越一般述评而最具吸引力的理论特色。人们常

常有种错觉，认为将实践观引入认识论似乎是马克思、恩格斯凭

个人天才一下子发现的观点，而忽略了从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发

展中，特别是从康德首次想到用这一观点来解决所面临的巨大矛

盾这一事实中，来具体地、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深厚

的历史内涵，深刻理解《 关于费尔巴哈的论纲》的全部义蕴。本

书的这一阐释，无疑给我们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

论及其产生的必然性，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理解层面。由康德

开创的这一诉诸实践来解决主客体矛盾的思路，虽然一开始只从

唯心主义立场（ 道德和精神实践）被理解，但却不仅启发了唯物

主义的实践论，而且本身以扬弃的形式包含在唯物主义实践论之

中。马克思的实践观本身也包含道德、精神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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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哲学史方法论上更具启发性意义的是，作者自觉地运

用马克思关于真理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等

方法论原则，在一些地方还作了可贵的创造性发挥。沿着恩格

斯、列宁的思路，作者把德国古典哲学整个看成人的主观能动性

如何克服主客体各种形式的对立而达到思维和存在一致的一个思

想矛盾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地出现的一系列范畴，由

于其本身的内在矛盾而必然依次转化，正好形成一个不断回转的

螺旋式上升的进程。例如，从康德提出排斥客体（ 物自体）的主

体统觉（ 自我意识）的能动性以求得思维和存在（ 所与现象）的

统一，到费希特以自我（ 主体）设立非我（ 客体）的能动活动来

吞并物自体、克服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到谢林倒过来从绝对无差

别的同一中推出主体凭能动的直观体验达到主客体统一的辩证运

动，直到黑格尔将这一运动理解为绝对精神以逻辑的必然性能动

地创造世界并认识自身，因而展示一系列不同层次的主客体关系

的系统历史过程，最后到费尔巴哈反其道而行之，以感性的自然

界为立足点，提出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从感性直观来说明人与

自然、主体与客体的同一。这就为马克思以人的历史实践活动为

出发点和最高原则，用来阐明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必然性的现实的

辩证统一关系，提供了历史的准备。这里所展示的哲学矛盾运动

的思想圆圈，不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再是推测的，而是

实证的；不单是概念思辨的线索，而是包含着每个哲学家实际面

临的矛盾、精神跋涉的艰辛以及内心深处的思维痛苦。这是本书

运用历史和逻辑的统一等方法论原则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对目前

国内外哲学史学界某些人否定历史的内在规律性和必然性、否认

历史科学的存在价值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是一副极好的解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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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

全书不仅逻辑谨严，思辨绵密，而且充分体现了古今贯通精

神，使历史感与现实感紧密结合。如作者在“ 后记”中谈到写作

动机时指出：审视近三十年来我国的哲学论争，特别是近十年来

围绕主体性问题进行的激烈论辩表明，深入、全面、科学地认识

和把握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制约性的对立统一关系，仍然是一个

“ 关键中的关键“”、问题中的问题”。清理历史，为了现实。出于

自觉的责任感，所以作者能够站在时代的高度，在本书的取向和

选材上都注意突出那些与时代脉搏息息相关的问题。这是本书引

古筹今的写作意图，引人入胜，发人深思。

总之，本书所取得的理论成就和所达到的思想水平，毫无疑

问是近几年哲学及哲学史研究领域中不多见的优秀科研成果。刘

禹锡诗云：“ 千淘万滤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信然！

一九九六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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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史研究的根本任务和方法问题

当前展开的哲学史方法论问题的争论，涉及许多原则问题。

争论的开展，有助于问题的深入。仅就哲学史工作的根本任务和

哲学史研究的根本方法两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以就正于同

志们。

一、关于哲学史工作的根本任务

哲学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相对于整个社会运动及社会意识

发展来说，是一个特殊领域。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社会运动及

社会意识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研究和阐明哲学运动的指导原则。

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与哲学史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谈

不到有另外的一套哲学史方法论。但是，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哲

学史研究，必须进一步具体化，做到从一般到特殊。不走这一

步，就不可能把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贯彻到底，也就不可能揭示出

哲学运动的特殊规律、以及这种特殊规律与社会运动的一般规律

之间的内在联结。如果说哲学史研究中贯彻论史结合的第一步要

求，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前提；那末，贯彻论史结合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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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步要求，就是必须按照哲学史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把历史唯物

主义原理加以具体化。只走第一步，不走第二步，贯彻论史结合

就会半途而废，就会取消哲学史研究的特殊任务，就会在哲学史

研究领域内为唯心主义及形而上学留下地盘。要走这一步，会碰

到一些困难。正如马克思说的：“ 这些抽象（ 按指历史唯物主义

基本原理）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这些抽象

和哲学（ 按指唯心主义思辨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适用于各

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只是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

料（ 不管是有关过去的还是有关现代的）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

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

哲学史工作中经常遇到的一个困难，就是如何正确理解和处

理哲学发展的相对独立性问题。哲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一样，对于

社会存在具有绝对的依存性，而其本身发展又具有相对的独立

性。这是社会运动的一般规律。但哲学，作为思想上层建筑，是

“ 高高凌驾于空中的思想部门“”，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思想领域”，

它对经济基础的依存性和本身产生、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具有一

定的特点。这些特点，大体上可以概括为这几方面：

首先，哲学对经济基础的依存是间接的。其所以是间接的，

因为，经济基础对哲学发展的决定作用，一方面它要通过政治、

法权、道德等中介才能折射到哲学中来；另一方面它又是在哲学

本身必须以继承先行思想资料为前提这一发展规律所限制的范围

内才发生作用。因而，归根到底依存于经济的哲学发展的轴线，

表现出很大的曲折性和不平衡性。在同一社会形态内经济上落后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第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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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可以出现哲学上较高的水平；经济繁荣时期不一定就是

哲学繁荣发展的时期。这种情况对比与物质生产直接相联系的自

然科学，及其他文化思想，哲学便显示出很大的特点。

其次。哲学对政治的依存关系却较直接。哲学伴随阶级社会

而出现，从它诞生第一天起，就被对抗的社会势力作为进行政治

斗争的工具。哲学是世界观的理论表现，一方面，它以最集中的

形式在理论上表达了不同的政治经济要求；另一方面，人们在实

践上总是按照自己的哲学世界观来改造世界；因而，社会集团之

间的矛盾在哲学领域中得到了最深刻的反映。虽然这种反映带有

曲折性的特点。但哲学和政治、哲学斗争和政治斗争，彼此呼

应，若合符节，互相依存、互相促进，使哲学这一特殊的意识形

态，区别于自然科学，具有无可讳言的阶级性。

第三，哲学是以自然、社会及人类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作

为研究对象，它的内容乃是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思想家对人们的

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总结和概括，并反过来对这些知识领域发

生极大的影响，起着提供世界观、方法论的作用。因而，哲学与

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经验，是

息息相通的。这些实践经验，在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中得到了

正确的总结和概括，在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思想中则得到歪曲、

颠倒的反映。所以，每一时代的先进的哲学思想，由于通过各种

科学知识总结了人民群众的实践智慧，都是“ 自己时代精神的精

华’；“ 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

里”。哲学与其他意识形态和整个社会思潮，处于广泛联系和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第１２０—１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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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作用之中。它对经济基础的反映，经过了一系列的抽象；两

者之间的联系，插入了许多中间环节。

最后，哲学的发展必须以前一代人已经达到的终点为起点，

它以继承、综合或改造先行思想资料（ 乃至原始社会留下的迷

信、神话、科学思维的萌芽等“ 史前内容”）作为自己发展的前

提，并具有着“ 独立发展”的外貌。恩格斯指出：“ 任何思想体

系一经产生后，便和现有的全部观念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把现

存观念加以进一步的改造。不然，它便不成其为思想体系了，也

就是说，它便不是把思想当作具有独立发展和仅仅服从自己规律

的独立实体来处理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归根到底决定着人们

头脑中发生的思想过程这一事实，在这些人们中间必然是没有意

马克思主义以识到的，否则全部思想体系都要完结了。” 前的

任何哲学家，都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自己思想的真正动力。尽管

事实上他们作为本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代表，对以

往思想遗产进行加工改造，目的是在制造反映本阶级共同利益的

理论体系；但他们不可能自觉到这一点。哲学思想的继承性及其

在哲学家思维中“ 独立发展”的外貌，便在其他条件影响下形成

了思想传统中的某些民族形式的外部特征（ 如中国和欧洲中世纪

的传统思想形式便各具特色）；形成了思想斗争发展中的某些学

派性的渊源联系（ 如中国哲学史上的儒家、道家等等；西方哲学

史上的唯理论、经验论等等）。思想传统的形式与时代的、阶级

的内容之间的复杂联结，哲学思想的学派性和党派性之间的某些

矛盾交错，成为哲学史研究中必须正确处理的难题之一。

《 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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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些特点表明，所谓哲学发展的相对独立性，主要是指

经济对哲学的支配作用是间接的；这种间接的支配作用，要透过

政治及其他社会意识对哲学的直接影响与哲学本身的思想继承性

等才能表现出来。但是，通观历史的长河，从总体上仍可以清楚

地看出哲学的发展，归根到底是和经济发展的轴线“ 平行而进”。

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决定了哲学发展的阶段性，一定的社会经济形

态产生与之相适应的哲学历史形态。因而哲学发展的独立性，只

能是相对的。至于哲学对于政治、对于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则是

直接的。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 百家争鸣”，恰好是当时尖锐、

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思想战线上的强烈反映。欧洲中世纪阶级斗争

发展不充分，哲学就停滞不进。

根源于社会经济矛盾的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驱动力。反

映不同阶级要求的哲学家，在不随他们意志转移的阶级斗争规律

的支配下，都是争先恐后地继承先行思想资料，进行理论思维加

工，并按思维对存在的关系这一哲学世界观的基本问题分裂为互

相对立的阵营，在互相斗争中竞长争高，在特定条件下又互相克

服、互相转化，从而形成了哲学认识的前进运动。这是哲学具有

相对独立性的这一特点所规定了的哲学运动的特殊本质、特殊矛

盾和特殊规律。

显然，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前提并在哲学史研究中把它具

体化，才能正确理解哲学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及其他特点，才能具

体把握哲学发展的具体规律。恩格斯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

识，“ 这个原理这样简单，在没有给历史唯心主义的欺骗迷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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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看来，是当然的道理。” 但他又指出：“ 正是宪法、法权体

系、任何特殊领域的思想观念的独立历史的这种外表，首先蒙蔽

了大多数人。” 这说明迷于哲学思想的“ 独立发展”的外貌，

把这种相对的独立性夸大为绝对的，是产生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哲

学史观的认识根源。有人看到哲学史上某些哲学观念陈陈相因，

互相承袭，从孔子到谭嗣同都在讲“ 仁”，从朱熹到王船山都在

讲“ 理”；这种思想的“ 独立发展”，乃至以民族的、学派的形式

特征，构成了一定的传统，发生过深远影响，于是乎便认为发现

了什么“ 超时代”、“ 超阶级”的哲学思想或哲学命题；便认为以

思想继承关系划分哲学学派，比用思想的阶级本质划分哲学党

派，似乎更符合“ 传统说法”；便认为“ 抽象继承法”似乎确有

根据。于是孔子的“ 仁”成了“ 永恒不朽的真理”；“ 儒家传统”

成“了 中华民族的精神”⋯⋯ 。哲学史工作中的这股风，除了在

我国当前社会存在中有其客观基础以外，曲解哲学发展的相对独

立性，正是一个生风的“ 空穴”。

为了克服这种曲解，塞住这个“ 空穴”，有的同志主张，在

哲学史研究中可以撇开相对独立性、思想继承性、学派性等“ 现

象”问题，直接抓问题的“ 本质”。这是一种“ 因噎废食”的想

法，可能导致实际上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和取消马克思主义

的哲学史工作的任务。因为，就哲学史研究的特定任务来说，深

入解剖和正确阐明哲学发展中具有一定特点的相对独立性等等的

实质和意义，正是要把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贯彻到底，具体化到现

《 论马克思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１７６页。

《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５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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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各个环节，通过直接面对的复杂现象来具体说明哲学矛盾发

展的规律性。当一切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当哲学运动这一特定

对象的特殊本质、特殊矛盾和特殊规律能得到充分的揭露，利用

哲学史研究的某些“ 空穴”来鼓吹伪科学的幻想才会伴随其已经

消灭的经济基础而日趋破灭。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所进行的

有破有立的斗争，其意义正在于此。这件事情本身，也证明着哲

学思想的矛盾发展确有其不容忽视的相对独立性。

以上只是就哲学发展的相对独立性问题这一特点来说明哲学

史工作中贯彻论史结合的特殊要求，以及对哲学史方法论进行专

门探讨的必要性。胡绳同志在其《 关于哲学史的研究》一文中正

确地指出过：“ 如果在哲学史研究中只简单地套用哲学教科书中

的原理，而不能用活的血和肉来显示这些原理的丰富的表现形

态，那在实际上是取消了哲学史研究的意义。” 按我的理解，

深入地贯彻论史结合，也就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具体化到哲学

史研究的各个环节中来。通过对于最终决定于经济而直接依存于

政治的哲学斗争的历史进程，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综合，揭示出由

哲学的特殊本质所规定的哲学运动的特殊矛盾及其发展的特殊规

律；揭示出根源于人民群众的历史实践的哲学认识主流思想由胚

胎、萌芽、成长、发展的具体历史进程；同时，用马克思主义的

哲学史观来战胜一切寄生在哲学史研究的某些“ 空穴”中的资产

阶级伪科学，用科学的哲学史观来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

界观，服务于一切革命人民清算过去、改造世界、夺取未来的斗

争。这就是哲学史工作的根本任务。这是一个需要多年冷静钻研

《 枣下论丛》，第１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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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学任务，同时也是一个与现实斗争息息相关的战斗任务。

二、关于哲学史研究的根本方法

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生活中最本质的矛盾，贯穿

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哲学这一特殊领域中，阶级斗争的内

容和作用的表现，既特别尖锐、又特别复杂；既特别深刻，又特

别曲折。这可说是哲学斗争如何反映阶级斗争的重要特点。哲学

的本质特点之一，就在于它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直接依赖。一般

说，代表着社会进步势力的先进思想家，在革命的阶级斗争推动

下，进行着哲学上推陈出新、破旧立新的顽强斗争，从而推进了

哲学认识的前进发展。哲学革命总是成为政治革命的导言。从总

体上看，阶级斗争制约着又推动着哲学的发展，这是十分鲜明

的。

但是，思想领域内的哲学斗争不能等同于社会实践中的政治

斗争，“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由于不同历史阶段

社会生活的各种复杂条件，阶级斗争与哲学斗争、政治革命与哲

学革命的本质联系，并不是以简单对称的等号而是以曲折复杂的

形式表现出来。有的人用自己歪曲了的、庸俗化了的所谓“ 阶级

分析”来随心所欲地划成份，贴标签，借以嘲弄历史，反诬马克

思主义如何“ 粗陋”等；也有人主张用所谓“ 抽象分析”、“ 学派

分析”、“ 家谱分析”等等来附会和顶替阶级分析。这都是唯心主

义的哲学史观的表现。由于哲学史上具体的哲学斗争反映当时阶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第４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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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斗争的形式，确具有某些曲折、复杂的特点，所以鼓吹“ 无党

性”的哲学史观，还有它一席“ 寄生之地”。

正因如此，在哲学史研究中就必须深入地具体地贯彻阶级分

析。这是一个复杂的任务。以下几个经常碰到的问题，我认为是

需要解决的。

首先，关于哲学性质与阶级性格的关系问题。任何哲学都是

一定阶级的世界观的理论表现，任何哲学思想与哲学思潮都以其

最核心的理论内容表现了所代表的阶级的要求和阶级性格。但

是，一定阶级的哲学代表并不是也不能简单直接地表现本阶级的

物质经济利益及实际生活要求，而是通过政治、法权、道德等已

经集中化了的阶级意识，再利用先行思想资料，进行一系列的抽

象加工，才创造出他的哲学原理、观念和范畴等并凝结成自己的

体系的。这一系列的抽象过程，也就是哲学家作为本阶级最积极

的、最有概括能力的代表为他本阶级提供理论和编造幻想的过

程。这一抽象和编造的过程，使哲学对于阶级要求和阶级性格的

反映，往往显得十分曲折。但思想的阶级烙印是任何抽象的哲学

语言也掩饰不了的。当然，这里就需要在充分估计到哲学抽象的

曲折性和“ 哲学语言的秘密”的条件下，善于具体地运用我们手

中的解剖刀。抽象分析可以把孔子的“ 仁”吹胀为超阶级的“ 人

道主义“”、忘我无私的精神”等等；阶级分析法却能够如实地把

它还原为孔子所代表的已经开始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阶级政策。

阶级分析的“ 还原”方法，就是把哲学家的“ 自己的语言还原为

它从中抽象出来的普通语言，就可以认清他们的语言是被歪曲了

的现实世界的语言，就可以懂得，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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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 是阶级分

析的基本要求。

还原，要按照哲学性质及其特点的分析，来还原它的阶级性

格及其特点，否则哲学史就会放弃自己的特定任务而变为政治史

或政治思想史的附庸。一般说，按哲学基本问题判定的哲学性质

和划分的哲学营垒，同它们的政治倾向，基本上是一致的；一个

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和他自觉不自觉的政治倾向，也基本上是一致

的。但是，并不能因此简单地用政治标准来代替划分哲学营垒的

固有标准，也不能单纯地按照哲学家自觉的政治倾向来确定他们

的哲学的阶级性格。因为，哲学和政治尽管联系密切，但两者的

社会职能并不相同。哲学史不同于政治史。作为阶级世界观的理

论表现的哲学，它的社会作用必须从哲学本身的党派性及其理论

实质来分析判定；哲学家个人的政治态度及其某些政治言论，是

很难作为标准的。这不仅由于历史上哲学家的思想本身及其言行

往往存在着各种不自觉的矛盾；而且，更根本地说，统治阶级的

正宗思想家，以其特定的分工地位，乃是以维护整个阶级的根本

利益为己任，他们与直接的统治者往往有所谓“ 长远之计”与

“ 当务之急”的分歧，这种分歧甚至可以发展成为“ 某种程度上

。这种情况下，如果不从哲学家所提的对立和敌视” 供的哲学

本身的党性来分析，就会迷于某些历史的假象，而得不出正确的

结论。至于历史上具有进步作用的、新兴阶级或阶层，都有一个

发展、成熟的过程，发展不成熟的阶级，往往采取不成熟的、与

①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第５２５页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第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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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政治倾向不相适应的哲学形态。历史上不少的不成熟的哲学

家，他们的哲学思想与政治思想也常有自相矛盾的情形。这些都

需要实事求是地进行阶级分析，分析这些矛盾现象的客观基础，

按照他们的哲学性质及其特点来还原他们的阶级性格，而不能按

他们的政治倾向来推论他们的哲学性质。

其次，关于哲学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这是哲学史研

究中运用阶级分析的重点所在。因为，一方面，确定哲学性质，

绝不能孤立地单靠哲学家自己抽象出的一两个范畴。有人把中国

哲学史上凡爱讲“ 气”的哲学家归为一个阵营，称之为“ 气化论

的宇宙观”，贸然判定这些哲学都是唯物主义性质。这至少是一

种极端简单化的作法。哲学范畴，只能在哲学命题中、在与其他

范畴发生一定的联结中，才能确定它们的质。但又有人把朱熹讲

“ 心具众理”、王船山也讲过“ 心具众理”，王船山讲“ 理在气

中”、朱熹也讲过“ 理在气中”，混为一谈，这显然也是错误的。

即使最能代表哲学家的核心思想的哲学命题，也必须放在他的哲

学体系中、在与其他命题的互相联结中，才能真正了解它的涵

义。“ 现实的各环节的全部总和的展开＝辩证认识的本质。” 孤

立割裂、断章取义，是不能认识任何事物的本质的。至于判定哲

学体系的性质，上面所说经过具体的阶级分析认真还原它的阶级

性格的工作，又必须放在哲学斗争的全局中来进行，才能得出应

有的结论。另一方面，分析和还原哲学的阶级属性，只能按其哲

学体系的核心内容在阶级斗争的全局中所起的实际作用，才能得

到最后说明。哲学产生和依存的阶级基础和哲学具有的现实的社

《 列宁全集》第３８卷，第１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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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职能，基本是一致的。因而，分析哲学的阶级属性，主要的是

分析它作为哲学的特殊职能在当时的阶级斗争中起了什么作用，

对谁有利；也就是分析哲学家用他的哲学抽象的本领实际在为哪

个阶级说话、辩护、立言。列宁指出：“ 要是一下子看不出哪些

政治集团或者社会集团、势力和人物在为某种提议、措施等等辩

护时，那就应该提出‘对谁有利’的问题。⋯⋯直接为某些观点

辩护的人是谁，这在政治上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些观点、

这些提议、这些措施对谁有利。” 列宁谈的是政治斗争，哲学

斗争更应如此。在这里，哲学家的个人出身、社会遭遇、乃至他

的自觉的政治态度（ 如列宁所说的由于缺乏阶级自觉而“ 走错了

房间”）等，都不是判断他的哲学的阶级属性的决定因素，至多

有些旁证作用。如果用划成份、续家谱的办法来贴阶级标签，显

然是对阶级分析方法的漫画化的歪曲。哲学家主观上的自觉的政

治态度及个人政治遭遇等，对认识他的哲学思想的阶级性格，从

根本上说，也不起决定作用。王充家世是“ 细族孤门”或是“ 名

门贵胄”，他本人是“ 仕路隔绝”还是“ 宣汉”求荣，都不影响

崛起于两汉哲学战线上的王充哲学，在对封建神学体系展开“ 两

刃相割”的理论斗争中，具有唯物主义的鲜明党性，反映了东汉

时期无特权的社会微贱阶层在两次农民革命高潮之间对封建统治

的强烈反抗的阶级性格。总之，一个哲学家通过哲学斗争在当时

阶级斗争的全局中所起的客观作用，才是判定他的哲学思想的阶

级性格的基本准则。

阶级斗争的全局，在历史上情况是复杂的。只是到了资本主

《 列宁全集》第１９卷，第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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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时代才出现了一个“ 使阶级矛盾简单化”的特点，即整个社会

分裂为两大互相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其余中

间阶层都在迅速分化瓦解中。 至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却具有

另外的特点，即社会除了分裂为直接对抗的基本阶级：奴隶主和

奴隶、或封建地主和农民以外，还存在某些中间阶层；并且按政

治、法权地位又划分了各种社会“ 等级”。一个阶级内可分为几

个等级，同一等级也可以包括不同阶级。阶级矛盾和等级矛盾，

形成某些交错的复杂关系。例如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大体说来，

在封建地主和农民的基本阶级对抗的基础上，存在着最高统治者

的皇族集团，享有各种特权的门阀士族或官品贵族及僧侣贵族等

豪族集团，不享有特权的寒门庶族或在野地主及商人等剥削者集

团和自耕农民、手工业者等独立劳动者集团，广大被奴役、被剥

削的农民或农奴。这些基本集团之间，互相都有矛盾，并在一定

条件下激化为尖锐的对抗。农民革命战争是阶级对抗的最高形

式，是历史运动的伟大动力。它不仅推翻了一个个腐朽反动王

朝；并且也促使地主阶级内部因经济政治地位不同而发生不断的

分化和冲突，形成各种政治集团；历代所谓“ 清议”、“ 党争”、

“ 变法”等等，便是这些集团之间的矛盾激化的表现。所有这些

阶级对抗和等级、阶层、集团之间的矛盾斗争，在哲学战线上都

有强烈的反映。对历代哲学斗争进行阶级分析，就有必要充分考

虑到这种种复杂情况，着眼于阶级斗争的全局，透过当时政治斗

争的主流，深入解剖当时哲学思想战线上斗争着的各方，“ 了解

它们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

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卷，第４６６、　４７６—４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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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

依存破裂后，又各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 只有这

样，才能暴露中国封建社会中根源于基本的阶级对抗和依附于历

代的政治斗争所展开的历代哲学战线上矛盾斗争的性质、特点、

及其波浪式发展的特殊规律。如果把哲学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

作简单化的了解，把哲学上的路线对立简单地归结为直接反映了

基本的阶级对抗，或者简单地归结为只是反映了剥削阶级的内

哄，或者只看到生产关系的变革时期新旧阶级的矛盾在哲学上的

反映，而忽视了同一生产方式中生产关系的相对调整所引起新旧

阶层的政治冲突也是哲学斗争发展的动力源泉，就会对历史上的

复杂现象不作具体的分析，对哲学斗争透过政治等外衣来折射各

种阶级关系、阶级矛盾的复杂形式不作深入的解剖，当然也就无

从揭示哲学发展的规律性。

最后，关于哲学发展的规律性和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在哲

学史研究中，我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前提，运用阶级分析方法，

其根本目的在于揭示哲学发展的规律性。哲学发展的规律性是客

观存在的。在哲学史研究中，必须“ 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

展” ，并要“ 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 。对哲学

发展的历史辩证法，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总结，不能是经验

主义的事实罗列，也不能是教条主义的公式推演，而是对哲学发

展的具体历程，进行“ 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

第 ７７《 毛泽东选集 ８》第二卷， 页。

《 毛泽 ６第东选集》第二卷 ７９ 页。，

《 第 ４９６页。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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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批判分析，“ 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

。性”

关于哲学发展的规律性问题，黑格尔曾提出一个唯心主义的

历史和逻辑、认识史和认识论相统一的原理，用以构造他的哲学

史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揭露了黑格尔哲学史观根本颠倒历史

和逻辑的关系的唯心主义谬论，而对他所提出的历史和逻辑、认

识史和认识论的辩证统一的思想给予了批判的改造，并看作是研

究哲学史及认识史的重要方法。恩格斯指出这一根本改造的实

质，在于“ 黑格 是从纯粹思想出发的，这里却要求尔的方法⋯⋯

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就哲学史研究来说，运用马克思主义的

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原理和方法，首先要求从阶级斗争的物质实

践制约着哲学斗争、推动着哲学发展这一“ 最顽强的事实出发”。

否则就会离开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前提。

如前所述，确定哲学性质及其所曲折反映的阶级性格，分析

哲学斗争及其与阶级斗争的复杂联系，都必须具体地运用阶级分

析方法；同样的，在这一基础上进而要求对哲学发展的全过程进

行 批判的总结”，从“ 历史的东西”总结出“ 逻辑的东西”，也

并不能离开阶级分析的方法。问题只在于要善于在阶级分析的基

础上正确地运用历史和逻辑的统一的原理，把阶级分析和历史分

析、把阶级分析和逻辑分析统一起来。

所谓阶级分析与历史分析的统一，也就是要历史主义地进行

阶级分析，用阶级分析来阐明哲学发展的历史辩证法。例如说，

哲学斗争发展的阶段性问题，每一阶段哲学形态的历史特点问

《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８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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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某一国家在一定历史阶段哲学发展的水平问题等等，就必须

进行历史地考察。哲学发展的阶段，应该按照社会发展的阶段来

划分。到马克思主义产生为止的哲学史，典型地说，就是三大剥

削社会的哲学发展史。每一个社会形态中，哲学都具有由人们的

社会实践水平所制约着的共同的历史特点。各个国家在三个历史

阶段上哲学发展的水平可以相差很远。这一切，主要的应从当时

当地的阶级斗争状况来得到说明。整个阶级社会的哲学虽然不断

在发展，但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狭小的生产规模和人们的实践

水平的限制，实际上处于人类哲学史的“ 史前期”，处于哲学发

展的低级阶段，唯物主义与辩证法不可能真正结合起来，唯物主

义自然观始终不可能推广运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实践观、辩证

法始终不可能真正引入认识论，因而，以往的哲学至多只说明了

世界的某些现象和侧面，没有也不可能成为自觉改造世界的武

器。直到适应无产阶级结束私有制社会的伟大革命实践的需要，

由马克思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宣告了旧哲学

的终结，开辟了哲学发展的新纪元。哲学发展的这一最重大的历

史特点，除了历史主义地进行阶级分析，不可能充分揭示出它的

本质。

所谓阶级分析与逻辑分析的统一，就是要通过阶级分析找出

人类哲学认识的逻辑秩序，以及形成这种逻辑秩序的普遍根据和

特殊根据；也就是要“ 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全面地、深刻地

把组成哲学概念的矛盾运动的客观基础充分揭示出来。历史上相

继出现、互相斗争的哲学体系，并不是哲学家们的天才创造，而

是当时不同阶级的人们在社会实践的基础对客观世界的不同反映

（ 或浅或深，或对或错，或片面或比较全面）。哲学史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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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看作是人们通过社会实践对客观世界不断改造、因而不断加

深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充满着矛盾和斗争，因而有曲折和倒

退。哲学史，就是真理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历

史，也就是劳动人民和先进阶级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

验的历史实践基础上不断克服谬误、认识真理、提高理论思维水

平、逐步改造主观世界的历史。这个历史过程是有规律的。这个

规律就是人类哲学认识通过概念的矛盾运动而由简到繁、由低到

高、由浅入深、由偏到全的逻辑秩序。“ 人的概念的每一差异，

都应看作是客观矛盾的反映。客观矛盾反映入主观的思想，组成

了概念的矛盾运动，推动了思想的发展，不断地解决了人们的思

想问题。” 个人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思维逻辑，与人类在历史

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思维发展史，都是客观矛盾的反映。哲学史的

研究，应该从历史的角度来探索人类哲学认识这一矛盾运动的

规律。

哲学史的研究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逻辑，但区别于辩证

逻辑本身的研究。哲学史的研究，首先要通过具体的历史分析，

来探索人类哲学认识的逻辑秩序，把历史发展中的偶然性和辩证

思维中的必然性统一起来研究 。其次，它要通过具体的阶级分

析，来揭示形成人类哲学认识的逻辑秩序、即发展规律的客观根

据。一般说来，阶级斗争的实践、以及在阶级社会中只有通过阶

级斗争才能开展的生产斗争实践，是推动哲学斗争从而促进哲学

认识水平不断提高的普遍根据或根本动力。而这一普遍根据和根

《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７７２页。

参见《 自然辩证法》第１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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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动力在哲学运动这一特殊领域中的特殊表现，乃是直接推动哲

学发展的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的斗争，

以及在历史进程中按一定条件通过斗争而实现的两者之间的互相

转化。这样，哲学内部的特殊矛盾的斗争、转化，就形成为推动

人类哲学认识合规律地向前发展的特殊根据或直接源因。社会阶

级斗争是一个有规律的矛盾运动，它以曲折、复杂的形式反映为

哲学发展的规律性。研究和阐明这个规律性，深刻揭露哲学发展

的普遍根据和特殊根据的内在联结，就是哲学史工作的目的。毫

无疑问，了解历史上哲学真理在斗争中发展的规律，是为了今天

更好地在斗争中发展哲学的真理。

总起来，一句话，我们论史结合地研究哲学史，“ 一定要让

。死者去埋葬他们的死者，为的是要自己弄清自己的内容

一九六三年六月

①马克思：（ 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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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哲学史第二届

全国理论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词

同志们：

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会第二届全国性的理论研讨会，这次在

风和日丽的琼岛举行，恭逢其盛，得以参加，感到非常高兴！

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任继愈同志本答应来琼莅会，因临时有

出国任务，未能参加。在这里，我和方克立同志谨代表中国哲学

史学会，向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

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会成立以来，卓有成效地组织和推动了

一系列学术研讨活动，促进和带动了中国哲学史界把研究重点适

当从古代转向近现代，转向“ 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哲学思潮及

其代表人物。几年来，不少学校开设了现代中国哲学方面的新课

程，南北同时推出了多部论述中国现代哲学的通史、专史，不拘

一格，各具特色；一批敢闯禁区的青年，写出了多篇评析中国现

代哲学家的思想体系的硕士论文与博士论文，大都达到较高质

量，赶上和超越了台、港及海外出版的有关论著，尤为喜人；从

中国哲学史角度展开的对西方哲学东渐史的系统论述，特别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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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发展的胜利进程以及经验教训的深

入研究，对许多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学术贡献和局限的历史评

判，也都有新的开拓，取得不少成果。单是这次会中赠发的、由

李振霞同志主编的四大本论著，就其涵盖面之广阔、信息量之丰

富、理论评析之深细而言，已粲然足以证明这些方面的进展。

记得五年前，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会的成立大会和首届全国

性的理论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我因事未能参加，会前曾给李振霞同

志写信，请她转致会议领导小组，信中主要表示个人对加强中国现

代哲学研究的拥护和对研究会成立的祝贺之忱，也提了一点希望。

当时主要希望：通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的“清 左”破旧，在中国现

代哲学史的研究中能跳出简单化的两军对战模式（ 即把“ 五四”以

后哲学史看作仅是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史），能注意

到在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对立营垒之间，还有一个广阔

中间地带，其中尚有不少正直学者，对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作出

了他们特定的贡献，应当对他们作出公正的评价。这些年，许多同

志对熊十力、马一浮、汤用彤、梁漱溟、金岳霖、冯友兰、贺麟诸先生

以及在海外的胡适、殷海光、唐君毅、方东美、钱宾四、徐复观等先

生的思想著作的客观研究，方克立、李锦全同志领导的课题组对

“ 现代新儒家思潮”的全面认真清理，已提供了充分的论据，论证了

半殖民地中国土地上生长的这一批非马克思主义的爱国学者，确

有其学术上的独特贡献，不能抹煞，当然也没有必要加以溢美和夸

张。总的说，经过这些年实事求是的研究，对上述好几位先生的从

事学术研究工作５０或６０周年的纪念活动等，毛泽东早已批评过

的形式主义“向 左”发展的片面性问题，可以说已基本解决。

当然，在中国现代哲学史的研究中，也还有些复杂的现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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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遇到一些挑战性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剖析，给予澄清。诸

如，“对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估问题，国外有所“谓 五四”造成了中

国传统文化“的 断裂”说，又有所“谓 五四”传入的马克思主义与中

国儒家传“统 一拍即合”说，貌似相反，实则相通，显然都是对历史

事实的主观臆说。另如对《 国粹学报》到《 学衡》杂志所代表的文化

“ 寻根”意识“或 文化保守主义”的重新估价问题，以及“对 问题与主

义”论战“、科学与玄学”论战等的全面评判问题，还“有 五四”以后

的现代佛学思潮的客观作用问题等，确乎都值得重新研究和认真

思考；至于从不同学术途径而归宗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学者，如李

达、瞿秋白、鲁迅、郭沫若乃至范文澜、吴承仕、杨度等等，他们思想

发展的脉络及各自的特点问题，还有待通过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作

出符合实际的说明。

扩而大之，对现代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似乎还有些重大的方法

论问题值得探讨。诸如现代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范围和历史分期，

所“谓 现代”的历史跨度与上、下时限，显然尚未取得共识。特别是

关于“ 五四”以来现代中国思想阵线的总体格局的把握问题，即中

国现代哲学思潮的派别分疏问题，还有待确立具体的方法论原则。

关于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思想史，长期惯用顽固派、改良派、革命

派等政治派别来划分思想阵线，明知不切，但积习难返“。五四”以

后的现代哲学史，曾受党史模式的影响，大体按阶级属性划分，分

为封建地主阶级思想、买办资产阶级思想、民族资产阶级思想、小

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在《 新民主主义论》中，着

眼于文化革命的斗争阵线，首先划分了新民主主义文化与帝国主

义——封建主义反动文化同盟这两大营垒之间的生死斗争，然后

对两大阵营内部又作了些具体分疏。曾有现代哲学史著作，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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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战”为纲，简单地划分为马克思主义阵营与反马克思主义阵营；

或按中西文化论争中的观点划线而分“为 西化派“”、国粹派“”、中

西融 ⋯⋯（等 如邓中夏、郭湛波的论著都各有分法）。海外学合派”

者史 提出“ 激进民主主义”、“ 自由主华滋、张灏等人，编书著文，

义“”、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 褒义的）”等的分疏；日本学者还

有其他分法。国内如方克立同志“有 现代新儒学思潮“”、自由主义

思潮”“与 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三分法；另“有 东方文化论“”、全盘西

化论“”、中国本位文化论”“与 新民主主义文化论”的四分法；也有

青年同志把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形态的哲学分“为 科学主义“”，人文

主义“”、马克思主义”三大思潮，互相激荡，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前景

乃在于吸收前两者的合理成份而扬弃其不合理部分。以上各种说

法，虽都言之成理，而显然分歧很大，颇难达到一致。怎样通过总

结分析，熔裁取舍，依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或文化史观来处理好

这个问题，似乎还是我们的一项迫切的研究任务。

最后，我想提一个对于中国现代哲学史的研究者似乎更有责

任正视的问题，“即 跨世纪哲学思考”的问题。中国现代哲学史，一

般说，即指本世纪“初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实即二十世纪中国的

哲学发展史。现已到二十世纪末，还有最后几年，即将迎来二十一

世纪。我们正处在世纪之交。

“ 谢朝花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

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

陆机《 文赋》中这几句话，似乎可以借来表达一个处在历史转

折时期的思想家瞻前顾后的文化心态。回顾二十世纪中国哲学是

怎样走过来的，这个文化历程，既是如此坎坷曲折，又是如此辉煌

壮丽。１９４０年在《 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 一切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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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从艰苦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新文化也是这样，二十年中有三

个曲折，走了一个‘之’字”。又说“：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

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 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作用，其声

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至于这个文化历程中

这样或那样的失误和教训，也只有经过严肃的反思，才能作出科学

的总结。尤其今天，面对国际风云变化的新形势，回顾二十世纪中

国新文化运动的风雨历程，必须从新的思想高度，才能找到新的起

点，展望二十一世纪，迎接未来中国哲学的新发展。这个中国哲

学，应当是以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体的新哲学；这个中

国哲学的新发展，也必将是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凯旋。

当然，这是跨世纪年代我们集体思考的大课题，只有靠集体思

考，集体创造，才能推进这一历史大课题的解决。最近读了一本张

岱年先生和程宜山同志合著的讨论文化论争的书，书的最后一句

说：“ 我们坚定地相信，拥有十亿个聪明的头脑和勤奋的双手的中

华民族，决不会长久地居于下游，一定能完成这个综合创造的伟大

文化工程，一定能通过综合创造实现中化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

我非常赞同这句话。我想，跨世纪哲学思考，也正是这伟大文化工

程的一部分。因而，借用这句话来结束我的发言。

谨祝这次研讨会取得完满成功！

一九九二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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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政治战略与文化战略

——《 新民主主义论》发表５０周年

《 新民主主义论》这部光辉著作的首次发表，迄今已整整五

十年。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已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中国文化都已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我们正开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

的长征，却又面临着国际上的风云变幻的新形势和国内通过改革

开放以巩固并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艰巨任务。尽管时移势易，但

是《 新民主主义论》一书，并没有失去它的理论价值，而且经过

千百万群众历史实践的检验和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证明，更加

显示出它的科学真理的光芒，它不仅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而

且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 新民主主义论》诞生于３０年代末、４０年代初，有其深厚

的历史文化背景，有其反映时代要求而不得不发的必然性。身历

其境的人，都曾深切感受到它在当时发挥的历史定向作用。该书

连同《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传到国统区，曾在思想文化界

产生了多么巨大的理论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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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年代末、４０年代初，正当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中国革

命处于最艰苦的岁月，正如《 新民主主义论》的首页所述：

“ ⋯⋯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

民打入闷葫芦里了。特别是文化人和青年学生，感觉锐敏，首当

其冲。于是怎么办，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了。” 当时，

初读《 新民主主义论》的人，大都注意到，正当“ 中国向何处

去，又成为问题”的关键时刻，这书却以所向披靡的革命激情，

大声宣告：“ 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进了历史博物

馆的东西了。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

‘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博物馆⋯⋯；其余部分，也已

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唯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

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薄于全世界，而

葆其美妙之青春。” 这声音在当时具有多么大的震撼力！当然，

《 新民主主义论》之所以能震撼并征服人心，根本上还在于其理

论的逻辑力量和论证的系统周密，在于书中针对国内外各种思

潮，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

的分析，有破有立，令人信服；尤其对广大人民心目中真正的疑

问和长期的论争，不回避，不含糊，作出了空前明朗的回答和结

论。例如，关于中国的前途，当时一般群众和青年学生中流行着

各种混乱的议论和迷糊观念，有的崇拜美国式的“ 民主”，有的

醉心于苏联的“ 平等”，有的鼓吹各式各样的“ 第三条道路”，

①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论》，新版《 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第６６２页。

②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论》，新版《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６８６页。以下括

引此文，不再注出，见该书第６６２—７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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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一片莫衷一是的纷纭议论中，《 新民主主义》的

发表，起到了破雾燃犀的思想廓清作用。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天，国际形势的新动荡，似乎又引

起了人们的各种议论。我们重温《 新民主主义论》，体会其中的

政治战略和文化战略思想，似乎并非无的放矢，而恰好可以温故

知新。

《 新民主主义论》原名《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

文化》，发表于１９４０年２月延安《 中国文化》创刊号，同年四

月《， 群众》上还发表了毛泽东的一篇讲话《： 新的民主主义的政

治和新的民主主义的文化》，这是在边区文化协会成立大会上的

讲话稿，实为《 新民主主义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新民主主义思

想的形成和《 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可以说是自１９３０年毛泽

东发表《 反对本本主义》、走上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道路以来，

经过十年理论准备，尤其是哲学方面的理论准备（ １９３７年发表

了《 实践论》和《 矛盾论》），所得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

最伟大成果之一，是毛泽东思想体系最终形成的标志。它为中国

人民提供的是建立一个新中国的伟大的政治战略和文化战略及其

理论基础。

——它提供了系统完备的新民就政治战略而言 主主义理论。

它基于对旧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的深刻分析，基于对不

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灵活运用，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纲领，找到了一条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

民主主义的道路。这条道路，与旧民主主义是既相联系（ 如与孙

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的衔接）又相区别（ 不是“ 少救人所得而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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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英美式的旧民主），与社会主义也是既相联系（ 它是世界无产

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又有区别（ 不是苏联式的社会主

义）；同时，也不同于印度式或基马尔式的道路。书中，着眼于

历史的全局，具体地分析阐明了中国为什么不可能走欧美式的资

本主义道路，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驳斥了“ 左”倾空谈

主义。当时，对“ 左”的空谈的驳斥，包括两层：一是驳斥恶意

的、别有用心的所谓“ 一切革命都已包括在三民主义中”的反共

叫嚣（ 如１９３８年张君劢发表的《 致毛泽东先生的公开信》等）；

另一层驳斥“ 左”倾教条主义“ 混淆革命的步骤，降低对于当前

任务的努力”。书中深刻指出，如果认为“ 民主革命没有自己的

一定任务，没有自己的一定时间”，而“ 把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

在民主主义任务上面去完成”，“ 那就是空想，而是真正的革命者

所不取的”（ 回顾１９５３年后的某些经济决策的失误，在理论上似

乎正是违背了这些论断所致）。从当时对中国式的革命道路的选

择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发展的角度看，毛泽东的新民主

主义理论，比马克思晚年对于东方革命的特殊道路的思考（ 见马

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 给查苏利奇的信稿》等），比列宁晚年

《 包括通过新经济政策向社会主义迂回过渡的道路的探索 布哈林

的经济理论》，都更完整，更明确，更具有中国人民的辩证智慧。

经过建国后的发展、曲折和十年“ 文革”的灾难，在近十多

年的改革实践中，我们似乎又常遇到奔向现代化的道路选择问

题。当年，人们面临着多样化的民主主义道路的选择；今天，我

们又面对各式各样的现代化模式，有西欧北美式的，北欧小国式

的，东方日本式的，印度等殖民地式的，二次世界大战后特殊条

件下“ 东亚四小龙”式的，原苏联、东欧式的⋯⋯等等。我们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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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走哪条道路？选择哪种模式？显然，上列各种都不足为法，不

能照搬，而只能根据国情，走自己的路。实际上我们已经作出了

抉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已经提出了“ 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理论和“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总路线，已经制定并

实践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

明的具体方针，一方面扬弃了“ 左”的单一计划经济的僵化模

式，另一方面又防止了右的西方化、私有化的道路。十分显然，

“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与论证，同《 新民主主义论》

的战略思想是具有历史衔接性的；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道路的设计，更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进

一步中国化中取得的重大发展。

——《 新民就文化战略而言 主主义论》全面总结了自鸦片战

争以来中西古今新旧文化的论争，从而制定了新民主主义文化革

命和文化建设的战略，并为之作了充分的论证。

一方面，宏观地考察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新文化产生的

客观根据及其与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

动同盟之间的斗争性质，从而确定了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

另一方面，又具体分析了“ 五四”以来革命文化统一战线的

形成和发展，进而肯定“ 五四”以后兴起的民族新文化，既不是

以欧美资本主义文化为蓝本的旧民主主义文化，又不是苏联式的

社会主义文化，而是具有民族特点的、中国式的新民主主义文

化。此后，在延安整风中，还着重分析批判了引进外来文化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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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形式主义倾向 ，其一是形式主义地向右发展，即全盘西化思

想，崇拜欧美文化模式而导致文化心态上的奴化；其二是形式主

义地向左的发展，“ 左”倾教条主义及其延伸为全盘苏化，照搬

苏联的文化模式而导致文化思想的僵化。

从一百多年中西文化汇合、碰撞的历史视角考察，（ 新民主

主义论）的历史定位，就在于经过一百多年的文化争论，已经出

现过各种思想范式，终于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总结而进到一个新

的阶段。这一百多年，人们对中西文化异同的认识轨迹大体是：

（ 一）晚清时期的浮浅地认同，（ 二）“ 五四”时期的笼统地辨异，

（ 三）发展到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时期的察异观同而力求会通，从

而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 在这一融合中西的新的文化思想体系。

过程中，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学术创获，标志着中国近代资

产阶级哲学诸形态的成熟，如当时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贺

麟等的论著，各有其学术理论上的贡献和局限。同时，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中国化，更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三十年代以来，在人文

科学诸研究领域，由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取得了许

多突破性的进展。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文化的最新成果，“ 五四”

以后传入中国，首先与中国革命实践日益深入地结合起来，为人

民革命事业的胜利发展，提供了理论保证；同时，也为总结中西

文化比较研究中的一系列论争，提供了方法论指南。在这方面，

毛泽东作出了重大贡献，（ 新民主主义论）以及与之相呼应的其

它一些著作，以它们的理论深度和政治优势，对于晚清以来中西

① 毛泽东：《 反对党八股》，新版《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８３３页。

参拙文《 中西文化异同辨》，见《 吹沙集》第４６页， １９９１年巴蜀书社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420

古今新旧文化问题的长期争论，作出了里程碑式的历史总结，标

志着百余年来中西新旧文化的异同之辨，经过了“ 认同——辨异

——会通”等阶段，以马克思主义的总结而达到了一个螺旋发展

的终点。通过总结，中国新文化的主体思想已开始形成，因而能

够真正提出批判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批判吸收外来文化精华，在

人类文化发展大道上吞吐百家，综合创造，以建立中华民族新文

化的宏伟任务。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战略思想，既为批判地总结以往的文化论

争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和方法论原则，更为建设未来的民族新文化

制定了指导思想。

首先，《 新民主主义论》全面综合“ 五四”以来先进的文化

主张，诸如李大钊“ 融合”、“ 调和”东西方文明以创造“ 第三新

；蔡元培“ 必以科学方法揭文明”的主张 国粹之真相”，对于

外来文化“ 吸收而消化之，尽为我之一部，而不为其所同化”的

主张 ；杨昌济运用“ 新时代之眼光”来研究国学，“ 合东西洋

；鲁迅的“ 拿文明于一炉而冶之”的主张 来”主义，“ 外之不

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

宗”的主张以及当时所提“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

，进而把未来民族新文化的内容，明确地等 概括为“ 民族的科

见李大钊：《 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 言治月刊》，１９１８年７月。

见蔡元培《： 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 在清华学校高等科演说词（》《 蔡孑民

先生言行录》，１９３４年浙江图书馆印行所）

见（ 杨昌济文集）第２０３页，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

见鲁迅《 拿来主义（》《 且介事杂文》）《， 文化偏至论》《、 论现在我们的文学

运动（》《 且介亭杂文末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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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大众的文化”，并指明其社会性质为“ 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

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因而，既区别于旧民主主义的文化，

也不同于单一的社会主义文化，而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关

于新文化性质的这一规定，既揭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过渡性，

它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包涵着一切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文化和

不断增长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因素，即正向社会主义文化过渡；又

注意到文化性质内涵的多样性。 所谓文化性质内涵的多样性，上

述有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表述中，凸显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是“ 大

众的”，即是“ 民主的”，为广大“ 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

他们的文化”，成为他们的“ 革命武器”，这就揭示了这一文化所

依存的社会基础和具有的阶级性；同时，又指明这一文化是“ 民

族的”，即具有民族主体意识和民族特点的，是中化民族独立发

展的历史文化的继续，必须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尊重历

史的辨证法的发展，决不能割断历史”，吸收外来文化必须强化

民族主体的消化机制，这就充分肯定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

性；更强调这一文化是“ 科学的”，即反对一切蒙昧和迷信，坚

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客观真理为指针，为准绳，以科学的态度和方

法清理中外文化遗产，并吸收其科学成果，这就表明新民主主

义文化的时代性。至于“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或“ 民族

性、时代性、阶级性”二者之间的经纬关系或相涵互动的关系，

在民族新文化的建设实践中，还有许多义蕴值得发掘和研讨。

其次，关于批判吸收外来文化和批判继承古代文化中的主体

性原则，即以“ 我”为主的原则，是《 新民主主义论》的文化战

略思想的重要一环。一方面强调要大量吸收外国文化，不仅外国

进步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和近代启蒙文化，“ 凡属我们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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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当吸收”；但同时着重指出，必须经过文

化主体的咀嚼和消化，弃其糟粕，取其精华，“ 决不能无批判地

兼收并蓄”；即使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运用，也必须“ 和民族特点

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另一方面强调“ 必须尊重自己

的历史”，继承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但目的在发展民族的新文

化，引导人们向前看。这两个方面，都以提高民族自信心、树立

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为前提。所谓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即指民族文

化绵延发展中形成的独立自主意识，是一个民族能够涵化外来文

化、更新传统文化的能动的创造精神。只有确立了这样的主体

性，才能有选择地引进和消化外来文化而实现“ 洋为中用”的目

的，也才能有分析地继承和弘扬民族传统而实现“ 古为今用”的

目的。百年来，中西古今文化的论争中，不少人在西化狂潮和复

古逆流的汹涌夹击之下，目眩神移，无所归依，正是由于在文化

心态上失去了民族主体意识，以致陷入了种种误区。这是重要的

历史教训。

再次，《 新民主主义论》在具体总结“ 五四”以来二十年的

新文化发展的“ 四个时期”时，深刻地揭示了革命的文化运动虽

经曲折而不可逆转的规律。“ 五四”为开端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革

命，虽仅二十年，但经历了“ 四个时期”，第一、二个时期以

“ 五四”运动和党成立后掀起的“ 五卅”运动、北伐战争为标志，

伴随着中国革命运动和文化统一战线的发展，革命文化运动得到

迅猛发展；到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的第三个时期，革命营垒分化，内

外黑暗势力猖獗，“ 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

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

入”。到第四个时期，即抗日战争时期，开始阶段，全国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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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文化欣欣向荣；武汉失陷后，降日反共声浪又甚嚣尘上，

“ 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面对当时资产阶级顽固派大搞

文化专制主义的险恶形势，《 新民主主义论》回顾历史，总结出

新文化的发展“ 二十年中有三个曲折，走了一个‘之’字”的规

律；同时，又展望未来，肯定内外黑暗势力的猖獗，实际上“ 表

示了它们的最后挣扎，表示了人民大众逐渐接近了胜利”。这一

科学的预见，已被四十年代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发展的历史巨变所

证实。

“ 一切新的东西都是从艰苦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新文化的发

展，必经艰难曲折而又必然不可逆转。这一规律，具有普遍意

义。

一九九○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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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思 积 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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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人格美颂
——为纪念王船山逝世三百周年作

一

船山一生，风骨嶙峋。时代的风涛，个人的经历，传统文化

的教养，学术道路的选择，都促使并激励着他始终执着于“ 壁立

万仞，只争一线”的理想人格美的追求。

青年船山，调傥不羁。十六岁学诗，“ 读古今诗十万首”；十

九岁读史，“ 日成博议几千行 ”；二十四岁乡试，以《 春秋》第一

中式。诗与史，培育出一个忧时志士的倔强灵魂。

中年船山，出入险阻，投身时代激流，经受了各种复杂矛盾

的严峻考验，终于在明清之际“ 海徙山移”的变局中，“ 寸心孤

往”，“ 退伏幽栖”。三年多湘南流亡生活，所见民间疾苦，化为

《 老》笔底波涛，从《 易》、 两大原典中汲取哲学智慧，披麻衣，

拾破纸，在“ 厨无隔夕之粟”的艰苦条件下，写出了反映时代精

神美的光辉著作。

晚年船山，潜隐著书，瓮牖孤灯，绝笔峥嵘。在学术上自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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蹊径，精研易理，熔铸老、庄，出入相、禅，扬弃程、朱、陆、

王而复归张载“，推故致新“”，破块启蒙”，别开生面；同时，搔

首问天，以诗达志，续梦观生，“ 内极才情”，充分表露其“ 胸

次“”、性灵“”、独至之微”，直至辛未深秋绝笔之作《 船山记》

中“ 赏心“”、遥感”的顽石之美。

船山自我鉴定一生的政治实践和学术活动为“ 抱刘越石之孤

愤”，“ 希张横渠之正学”，这是理性的选择；而“ 芜绿湘西一草

堂”的艺境诗心，却与“ 芷香沅水三闾国”的楚骚传统一脉相

承。

二

船山哲学，首重“ 人极”，依人建极，主持天地。所谓“ 人

极”，指人类的特性或文明人类的本质特征。 故严于“ 人禽之

辨“”、夷夏之辨“”、君子小人之辨”，认为人的道德自觉和人格

塑造有一个由禽到人，由夷到夏，即由野到文，乃至继善成性而

超迈流俗的漫长过程。

由此，在天人关系上，反对“ 任天而无为”，而力主“ 竭天

成能“”，与天争胜“”，以人道率天道”，成为天地的主人；在理

欲关系上，反对“ 灭欲”、“ 禁欲”乃至“ 薄于欲”，而主张“ 人

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更强调“ 入天下之声色而研其理”，

“ 与万物交而尽性”，才算是“ 立人道之常”；在群己、公私关系

上，冲破迷雾，否定“ 无我”，肯定“ 有我之非私”，且强调“ 我

者，大公之理所凝也”。有了独立的主体或道德自我，才可能体

现出“ 大公之理”的价值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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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在人性论上，船山独树一帜，反对“ 复性”说，坚持

“ 成性”论，且主张“ 习与性成“”、继善成性“”、性者生也，日

生而日成之也”，依靠主观努力与实践锻炼，人的道德、智慧、

才情都在发展中日趋完美。“ 学成于聚，思得于永”，新故相推，

日生不滞”，“ 取精用物而性以成焉，人之几也”。船山的“ 成性”

论，为其内在超越流俗，充分实现自我的人格美追求，提供了绵

密的理论依据。

三

船山多梦，并都予以诗化。诗中梦境，凝聚了他的理想追求

和内蕴情结。

“ 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又“ 思芳春兮迢遥”，乃船山心中最大

情结。故甲申（ １６４４）之后，仍以“ 续梦”名庵，且举兵衡山，

奔驰岭表；庚子（ １６６０）以后，“ 哀其所败，原其所剧”，居“ 败

叶庐”，写《 落花诗》“：旧梦已难续，无如新梦惊”。船山始终在

寻觅着“ 新梦”。

船山特叮咛：“ 梦未圆时莫浪猜”，足见他确有欲圆而未圆之

“ 梦”，企待后人理解。他曾“ 抛卷小窗寻蚁梦”，正当此时，写

成《 噩梦》一书，表明所寻之“ 梦”，并非虚无缥缈，乃是“ 苏

人之死，解人之狂”的改革设计，并寄希望于未来。但“ 中原未

死看今日，天地无情唤奈何”，有时“ 拔地雷声惊笋梦”，有时却

“ 蝶魂入梦不惊霜”；有时“ 雨雨风风，消受残春一梦中”，有时

又“ 青天如梦，倩取百啭啼莺唤”；还梦过“ 昨夜喧雷雨，一枕

血潮奔”的奇景，更有过“ 眼不稳，梅花梦也无凭准”的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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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纷至重叠的梦影，在船山诗中织成瑰丽的“ 情中景”。

船山诗境中最突出的还有一个“ 蟠藕修罗”的梦影。此典出

于（ 观佛三昧海经），谓阿修罗反抗帝释天，战败，暂时蟠身在

污泥藕孔之中。船山早年自比修罗，“ 铁网罩空飞不得，修罗一

丝蟠泥藕”，“ 扯断藕丝无住处，弥天元不罥修罗”，把反抗者虽

战败而不屈的意志引为同调。晚年对镜，仍以修罗的坚贞自慰：

“ ⋯⋯别有一线霏微，轻丝飘忽，系蟠泥秋藕。一恁败荷凋叶尽，

自有玉香灵透。眉下双岩，电光犹射，独运枯杨肘。无情日月，

也须如此消受。”更有为二如长老所题“ 别峰庵”一联，妙契佛

理，仍寄梦想于“ 藕丝香孔里”的修罗，说他终于会“ 慑尽万

缘，神威自振，不教钓艇空归”。

船山诗化了的“ 梦”，乃其人格美的艺术升华。

四

船山之学，以史为归。“ 史”在船山，非记诵之学，而是可

资能动取鉴的镜子“。善取资者，变通以成乎可久”。通过“ 史”，

“ 鉴之也明发现自我的历史存在，感受民族文化慧命的绵延， ，

通之也广，资之也深”，可能唤起和培育巨大的历史感。

船山早年“ 韶华读史过”，晚年“ 云中读史千秋泪”；衰病余

年，奋力写出史论千余篇，全都是读史养志，“ 引归身心”的自

觉实践。

船山善引庄子的“ 参万岁而一成纯”一语而为之别解：“ 言

万岁，亦荒远矣，虽圣人有所不知，而何以参之？乃数千年以

内，见闻可及者，天运之变，物理之不齐，升降污隆治乱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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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文风尚之殊，自当参其变而知其常，以立一成纯之局，而酌所

以自处者，历乎无穷之险阻而皆不丧其所依，则不为世所颠倒而

可与立矣！”这样不随风倒的独立人格，“ 是以笃实光辉，如泰山

乔岳 己无屹立群峰之表，当世之是非、毁誉、去就、恩怨漠然於

与，而后俯临乎流俗污世而物莫能撄”。这是基于历史教养而自

觉形成的理想人格的崇高美。

至于这样的人格风貌所观照的祖国的山河大地、族类、历

史、声教文物之美，及其所预见的“ 尽中区之智力，治轩辕之天

下”的光辉未来，则《 黄书》七篇俱在，璀灿夺目。

五

关于人格美的自我塑造，船山首重立志和养志。“ 人苟有志，

生死以之，性亦自定”。立志，就是确立坚定的、恒一的价值取

向。强调要“ 仁礼存心”，超越流俗物质生活，超越个人得失祸

福，卓立道德自我，纯化精神境界，实现真正的人的价值。“ 壁

立万仞，只争一线，可弗惧哉！”思想上界限分明，实践中长期

磨炼，经得起各种考验。“ 袗衣、鼓琴而居之自得，夏台、羑里

而处之不忧”。养志，就是要始终坚持贞一不渝的志向，并不断

地“ 荡涤其浊心，震其暮气”，“ 怨艾以牖其聪明而神智日益，退

抑以守其坚忍而魄骨日强”，就可以做到“ 堂堂巍巍，壁立万仞，

心气自尔和平“”，孤月之明，炳于长夜”。

“ 在志者其量亦远”。“ 量”，是具有一定历史自觉的承担胸

怀。持其志，又充其量，就能够“ 定体于恒”，“ 出入于险阻而自

靖”，面对“ 生死、死生、成败、败成，流转于时势，而皆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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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受之”。不惶惑，不动摇，不迷乱“，历忧患而不穷，处生死而

不乱”，达到对执着理想的坚贞，在存在的缺陷中自我充实，在

必然的境遇中自我超越。“ 此心一定，羲皇怀葛，凝目即在，明

珠良玉，万年不改其光辉”。对这一内在人格美的赞颂及其不朽

价值的评判，船山曾以韵语托出，字字珠玑：

立志之始，在脱习气⋯⋯。

潇洒安康，天君无系。

亭亭鼎鼎，风光月霁。

以之读书，得古人意。

以之立身，踞豪杰地。

以之事亲，所养惟志。

以之交友，所合惟义。

惟其超越，是以和易。

光芒烛天，芳菲匝地。

深潭映碧，春山凝翠。

对此，我们也只能神交心悟，目击道存，如船山所云：“ 言

不能及，眉笑而已。”

一九九二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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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李达诞辰一百周年文集》序

１９９０年１０月２日，是鹤鸣师李达百年诞辰。为了缅怀李

达，学习李达，宣传李达，广州、冷水滩、北京、长沙、武汉先

后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就李达哲学思想开展了学术讨论，与

会学人提供论文数十篇，现通过整理，将这批纪念文献和学术论

文汇编为专辑，交湖南出版社编辑出版。这既是对这位二十世纪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前驱的隆重纪念，又是新近对他的研究的可喜

成果。躬逢其盛，谨奉编者之嘱欣然序之。

李达的政治实践和学术活动，几乎跨越了整个二十世纪。本

世纪初，他留日归来，佼然成为“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启蒙思

想家；接着自觉地选择科学社会主义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

始人之一；此后，他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奋战终身而成为国内外公

认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著作家和无产阶级教育家。从五四时

期到７０年代，他始终如一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真理，著述宏富，

影响深广，在中国革命史和现代思想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正如

我国革命前辈所赞誉的那样：他是“ 一位普罗米修斯式的播火

者（”侯外庐语“），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启蒙大师（”吕振羽语），

我国“ 理论界的鲁迅（”毛泽东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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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个多世纪的理论活动中，李达筚路蓝缕，奋力开拓，对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运用和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卓越贡

献。其所耕耘的范围极为广阔，包括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

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文艺学、法理

学、社会学、货币学等，其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系统

研究和阐释，贡献尤大。他在２０年代出版的《 现代社会学》，代

表了当时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水平；３０年代出版的《 社会

学大纲》，则标志着中文表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５０年代的《 〈实践论〉〈矛盾论〉解说》，表明对毛泽东哲学思想

研究的科学成果；６０年代的《 唯物辩证法大纲》，则表明当时辩

证唯物主义在中国系统化所达到的新水平。他以自己对真理的执

著追求，对著作的精审勤奋，成为众望所归的新中国首届的中国

哲学学会会长，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泰斗。

应当指出的是，李达并非纯书斋中的学者，他的卷帙浩繁的

著作，不仅全面系统而又严整准确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充

溢着爱国激情、政治敏感和革命的批判精神。他的主要理论著作

不仅教育了一代又一代革命者和学术工作者，影响了包括毛泽

东、刘少奇、张闻天等革命领袖和魏文伯、冯玉祥、侯外庐、吕

振羽等知名人士及大批民族精英，并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至今仍

继续产生着重要影响。

李达一生，不愧为坚贞的马克思主义者，为真理而斗争的战

士。他虽然在１９２３年因故脱党，大革命失败后也有过短暂的徘

徊，但是正如毛泽东所评定的：他始终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阵

地，是我国理论界的“ 黑旋风李逵”。“ 五四”新文化启蒙中，他

已是思想理论战线上的一员猛将，二、三十年代反文化围剿中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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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坚毅不屈、享誉南北的红色教授。在中国革命的思想和理论

斗争中，他始终是一位勇猛进击和所向披靡的战士，一面马克思

主义的旗帜。新中国成立后，他虽然也受过“ 左”的思潮的影

响，卷入过错误的批判斗争，但是，他很快有所反思，继续坚持

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自觉地抵制错误的理论批判和政治斗

争，并且襟怀坦白，无私无畏，刚正不阿，敢于直谏，直至最后

为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 顶峰论”而以身殉。

李达的学术成就和理论贡献，他的政治鉴别力和人格风骨，

表明他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我国学术理论界德业双修、言

行一致的楷模。李达一生行迹的各个侧面，在本书中都有翔实和

鲜明的反映。

本书虽然属于论文结集，但是它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各篇的

视角与侧重点不尽相同，对于李达这位伟大的历史人物，既有宏

观的总体评价，又有微观的层面论析，文章编选充分体现了求

实、存真与不拘一格、提倡争鸣的编辑方针。读者从中不仅可以

获得对于李达的深入和全面的了解，也能从一个侧面了解中国现

代哲学和文化思潮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风貌。而李达正

是中国现代哲学与文化思潮中马克思主义主流中的一位主要的和

卓越的代表。

我们高兴地看到，经过十年浩劫之后的痛定思痛，经过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上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不仅李达在“ 文化大

革命”中被诬陷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昭雪，而且真、假马克思主

义的界限也日益分明，广大群众和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的觉悟水平

空前提高。李达作为一位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旗手，他留下的

理论遗产和人格光芒必将产生更大的影响。在纪念他诞辰一百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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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时候，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二十世纪中国这位理论先驱的业

绩和风范，严肃认真地作跨世纪的哲学思考，迎接二十一世纪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在纪念李老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为缅怀仪型，我曾赋诗一

首，兹录之于此，以作为这篇序言的结语。

。湘皋鸣鹤振金声，莽莽神州播火人

。墨海旋风泣巫鬼，赤旗板斧启山林

。百年龙种经忧患，四卷犀芒烛道真

。桃李天涯同颂念，默燃心炬继长征

一九九一年三月序于东湖荒斋

（ 此序与王炯华合作）

①鹤鸣师李达同志“ 五四”后由日本返国，在上海参加建党活动，在长沙主持

自修大学，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成为我国第一批普罗米修斯式的播火

者之一。

党成立后，李达同志任党中央宣传局主任，主编《 共产党》等刊物，成为党

在思想理论战线上的旗手。当时，他对无政府主义思潮、改良主义思潮、及各种反

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锋芒所向，无不披靡，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毛泽东曾赞扬

他是“ 黑旋风李逵”，“ 不只两板斧，还有三板斧”，又称他为中国“ 理论界的鲁迅”。

百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由于左、右倾机会主

义思潮的干扰而屡遭挫折，忧患重重。《 李达文集》四卷中有不少精辟论述，对马克

思主义真理的阐扬，至今保持着犀利的科学锋芒。

④“ 心炬”，用高尔基所述俄罗斯童话中丹柯燃心为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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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思慧境两嵚崎
——读《 智慧的探索》，缅怀冯契同志

冯契同志未尽天年而遽然长逝，离开我们已经一个多月了。

三月初，在北海突闻冯契同志遽逝的噩耗，野祭怆怀，曾给华东

师大传去一唁电：

“ 惊闻冯契同志翛然弃世，震悼不已！

冯契同志一生追求真理，耿介不阿，立德立言，有

为有守。佩纫秋兰，襟怀霁月，传道育人，教泽广远，

他长期瘁力于学术耕耘，辨章新旧，融贯中西；而智慧

探索，更独辟蹊径，妙启玄门。晚年会心之作《 智慧》

三书，自成体系，巍然卓立，实神州慧命之绵延，当代

学林之楷模。惜书尚未刊，而哲人其萎，玄圃星沉，曷

胜悲惋！谨此致唁，并祈代致候　　　　冯师母及家属，伏望

节哀保重是祷！”

旋返汉皋，再次捧读不久前为庆祝冯契同志八十诞辰而新出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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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集《 智慧的探索》一书，许多文章，以往曾断续读过，一些思

路，曾当面听他娓娓谈过。捧读中，边体会边回忆，浮想联翩，

冯契同志的音容笑貌，宛在目前，可是，一些读后的感发和疑

点，已无法再向他问难请教了。

一

去年三月，我因赴东南大学一会过沪，住华东师大，特去看

望冯契同志和师母，一见面，他就高兴地送我新发表在《 学术月

刊》上一篇关于“ 超名言之域”问题的文章，并郑重表示，这是

专为纪念金岳霖先生百年诞辰而写的，其中凭记忆演述了金先生

４０年代在昆明的一次讲演和一篇题为“ 名言世界与非名言世界”

的重要论文。由于金先生论文已佚，故只能靠记忆和参照金先生

已发表的其他著作写成此文，简要论述了金先生关于哲学领域

“ 说不得的东西如何能说”的深刻思想和他对金先生思想的发挥；

他又说，这是他接着金先生思路，几十年来一直在探索着的哲学

理论问题，并因而简述了他正整理定稿的三部书稿（ 即《 智慧说

三篇》）的书名和大体结构。当晚，我认真读了这篇理邃情真的

文章，深受启发，并使我略窥冯契同志多次谈到的他关于知识向

智慧发展的认识辩证法以及重新诠释“ 转识成智”的用心和理论

上建构的系统性，因而感到一种“ 闻风坐相悦”的衷心高兴。次

日，冯契同志来招待所，我向他表示了心中激起的这种“ 法喜”，

他也莞尔一笑；接着苏渊雷老先生、王元化、邓伟志同志和师大

哲学系几位师友同来招待所一聚。当日饮谈甚欢。我在纪行诗中

遂有“ 三年华盖终无悔，此日清歌有解人。海上欢呼蜃雾散，东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439

南淑气正氤氲”之句。但却未想到，此次沪上行，竟是与冯契同

志最后的一次握晤。

去年冬，冯契同志八十诞辰，闻华东师大及沪上师友相知将

集会庆祝，我曾寄去颂诗一首，略表微忱：

“ 劫后深吟一笑通，探珠蓄艾此心同。

圆圈逻辑灵台史，霁月襟怀长者风。

慧境含弘真、善、美，神思融贯印、西、中。

芳林争羡楩柟秀，愿鼓幽兰祝寿翁。”

并附一《 后记》：

“ ６０年代与冯契同志初识于北京；旋经浩劫，华盖

略同。８０年代，幸得重逢，多次握晤于学术讨论会中，

探珠有志，蓄艾多情，目击道存，率多心契。每向他请

教学术疑难问题，都得到言简意赅的深刻启示；他每有

论著，辄先惠寄，俾得早读。教泽学风，濡染良深。至

于他的会心新作，融会中、西、印思想之菁华，证成

真、善、美统一之理想，胜义时闻，仰慕久矣。近年几

次被召赴沪参加研究生论文答辩，亲见冯门学脉，英才

辈出，桃李芬芳，楩柟挺秀，令人感奋。欣值冯契同志

八十华诞，汉皋飞觥，衷心遥祝。《 幽兰操》，古琴曲，

颂君子之德也。甲戌初冬，祝于汉皋。”

颂诗及后记中，试图对冯契同志的为人治学风范表示个人敬慕之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440

情，力求对他的丰美学术成就作出诗意的概括，如“ 慧境含弘

⋯⋯，神思融贯⋯⋯”等，虽颇费沉吟，实际辞难达意。因为我

还停留在耳食肤受的知性理解，未能达到深入慧境的思辨综合和

切身体证。后来，收到华东师大同志寄来《 智慧的探索》一书，

曾先选读了最后一篇未发表过的《 智慧说三篇·导论》，自己似乎

被提升到一个新的思想境界，急向周围同志推荐此文；直到最

近，在对冯契同志的深切悼念中，重新细读全书，并回溯以往读

（ 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 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时的

许多感受，才似乎憬然有悟，才觉识到他有关哲学史的大量论

著，仅是他从事哲学智慧创作的某种准备——知识积累与历史铺

垫的准备，而他晚年琢磨出的《 智慧》三书，乃是作为思想家个

人独创的会心之作，以其哲学视野的深广程度和反映时代脉搏的

真切程度，可以历史地说，这样的哲学智慧创作乃是神州慧命的

延续。正如冯契同志自述的，他从王国维、金岳霖的心中发现了

“ 可爱与可信”的哲学矛盾，他把这种矛盾诠释为正是近代哲学

史上“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实证论与非理性主义的对立，是近

代西方科学与人生脱节，理智和情感不相协调的集中表现”，反

映在中国，“ 五四”时期的中西文化论战、科学与玄学论战也正

是这两种时代思潮的冲突。他自觉到，沿着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

的道路前进，正确发扬中国哲学的民族特色，进而会通中西，从

理论上阐明知识和智慧的关系，解决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

以及“ 可信与可爱”的矛盾等，就能反映时代精神而达到一种新

的哲理境界。他努力这样做了，并取得某种成功。可以说，他的

《 智慧说三篇》，作为神州慧命之绵延，实现了哲理境界上一个大

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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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如何正确估计和恰当评价冯契同志的学术成就，还需具体研

究他尚未刊印的《 智慧》三书，尚需经过历史的过滤，经过纵向

和横向的比较，才会得出准确结论。但缅怀冯契同志一生，至少

可以体会到，他已取得的学术成就绝非偶然，而有其实践的基

础，有其内在的动力。从青年时代投身革命激流而坚持理论探讨

的《 智慧》一文（ １９４７年发表于《 哲学评论》），到近年完成的

《 智慧》三书，中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征程，而他追求真理的初

心不改，勇攀高峰的志向不移，无论什么样的处境（ 包括十年浩

劫中的种种遭遇），他都能不断檠括自己，“ 磨而不磷，涅而不

缁”，“ 出入于险阻而自靖”，始终保持着心灵的自由思考，始终

保持着耿介不阿的独立人格。神思慧境，磊落嵚崎。这中间，起

支撑作用的是一种内在的“ 至诚无息”的精神力量。他自订座右

铭：“ 化理论为方法与化理论为德性”，成为自觉自愿遵循的律

令，在这双重实践的磨炼中，真正把为学与做人、敬业与修德、

穷理与尽性二者统一起来，真正做到学用一致，言行相掩，心口

如一。特别是他身体力行地把哲学理论化为个人德性的实践中，

对于真善美统一的自由理想的执着追求。对于独立人格的自我塑

造，对于社会异化现象的高度警惕，具有一种非凡的自觉性。这

是他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精神遗产。

这种自觉性，表现为具有历史感的理性自觉，如他明确指出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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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性的自证首要的是真诚。这也是中国哲学史上

儒学和道家所贡献的重要思想。儒家着重讲‘诚’⋯⋯

道家崇尚自然，着重讲‘真’。儒道两家说法虽不同，

但都以为真正的德性出自真诚，而最后要复归于真诚。”

“ 对从事哲学的人来说，从真诚出发，拒斥异化，警惕

虚伪，解蔽去私，提高学养，与人为善，在心口如一、

言行一致的活动中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坚定的操守，

也就是凝道而成德、显性以弘道的过程。⋯⋯‘德性之

智’就是在德性的自证中体认了道（ 天道、人道、认识

过程之道），这种自证，是精神的‘自明、自主、自

得’，即主体在返观中自知其明觉的理性，同时有自主

的坚定意志，而且还因情感的升华而有自得的情操。这

样便有了知、情、意等本质力量的全面发展，在一定程

度上达到了真、善、美的统一，这就是自由的德性。”

这些话，掷地有声，只有亲身体悟，才能如此鞭辟近里，笃实可

行。中国传统哲学讲“ 希贤希圣”、“ 知性知天”之类的道德体验

或理想人格追求，往往失之空泛迂阔或高不可攀，而他把“ 理想

人格如何培养”等价值论问题，也纳入“ 广义认识论”的范畴，

认定“ 认识的辩证法贯彻于价值论领域，表现为在使理想成为现

实以创造真、善、美的活动中，培养了自由人格的德性”。（ 第

６４８页）“ 我们讲的理想人格不是高不可攀的圣人，而是平民化

《 智慧的探索》，华东师大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６３８—６３９页，下引此书，只

注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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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多数人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 第６５２页）他一再强调

“ 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具有时代特征，在当代“ 出于自由意志，

积极投身人民的事业”，坚定地为实现“ 个性解放与大同团结相

统一的理想而奋斗”，“ 就是当前便能达到的自由人格”；引用鲁

迅的话来说，这种自由人格，“ 内心有理想的光”，“ 既有清新的

理智，又有坚毅的意志”，完全清除了“ 寇盗心”和“ 奴才气”，

既自尊，又尊重别人，始终是大众中的一员。在论证中，他一方

面从正面指出个性解放和大同团结相统一的新时代的价值观和平

民化的自由人格理想形成和实现的机制；另一方面，联系十年浩

劫及社会现实中某些阴影，又从负面揭露中国文化中还有天命

论、独断论与怀疑论、虚无主义等互补而成的腐朽传统，在现实

生活还有流毒。他极为深刻地指出：

“ 由于数千年封建统治中儒学独尊，经学独断论和

权威主义根深蒂固。⋯⋯这些东西似乎已成为死鬼，但

由于理论上的盲目性，死鬼又披着革命的外衣出来作

祟。十年动乱中，变相的权威主义和经学独断论泛滥全

国，造成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而一旦个人迷信冷却下

来，那些‘居阴而为阳’的野心家面目被揭穿，独断论

和权威主义就走向反面，怀疑论和虚无主义俘虏了人

们，造成严重的信仰危机。近十多年作出了改革开放的

战略决策，经济上取得较快的发展。但就思维方式和价

值观念来说，盲目性仍然很大。⋯⋯鲁迅所痛斥的‘做

戏的虚无党’仍然很活跃。”（ 第６２４—６２５页）

“ 要保持真诚就要警惕异化现象。自然经济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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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人的依赖不可避免，商品经济条件下人对物的依赖

不可避免，在这种依赖关系基础上，因人的无知而产生

权力迷信和拜金主义，以致权力、金钱成了异化力量反

过来支配了人，人成了奴隶，甚至成了‘奴才’。而且

在中国，这种异化力量还特别善于伪装，披上了正人君

子的外衣，成了鲁迅所痛斥的‘做戏的虚无党’。要保

持真诚，必须警惕这种异化力量，警惕伪君子假道学的

欺骗（。”第６３８页）

具有理论深度的解剖刀，锋芒所向，入木三分。冯契同志平时淡

泊自甘，宁静致远，对于朋友、学生更是薰然慈仁的长者，待人

接物，和颜悦色，使人如坐春风。但他真诚地把哲理内化为德

性，内化为有血有肉的人格，则性格上必然有光风霁月的一面，

又有“ 金刚怒目式”的一面。他在著作中一再引述陶渊明的“ 精

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诗句，并一

再赞扬“ 不平则鸣”的“ 风雷之文”。他的这些对腐朽传统与现

实社会阴影的揭露批判，正是“ 风雷之文”。语重心长，燃犀烛

怪，发人深省！

三

冯契同志真诚地实践了做人和做学问的统一，又不断地开展

以智慧问题为中心的多层面探索，堪称自觉的“ 爱智者”、名实

相符的哲学家。他明确声称他的学术兴趣主要在哲学理论的本

身，而不仅在哲学发展的历史，并清楚地认定：“ 哲学是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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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两者密不可分。因而，在大学

读书时，就已博览群书，广泛涉足于中、西、印三系的哲学史

籍，时而随金岳霖先生精读休谟，时而自学《 庄子》和斯宾诺莎

而着了迷，时而在汤用彤先生指导下阅读龙树（ 三论）和（ 大般

若经》；⋯⋯与此同时，在投身革命洪流的实践基础上，消化着

马克思主义理论。经过长期反复琢磨，经过心灵的自由思考，他

对实践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的哲学路线和理论取向，作了自觉自愿

的肯定选择；并进一步思考着这一哲学理论的中国化形态，在新

的时代条件下如何得到丰富、发展，如何进一步“ 会通古今中

西，推陈出新，达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冯契同志沿着他自己自由选择的学术道路，奋力开拓，在哲

学和哲学史的创造性研究方面，已经作出了流誉海内外学林的许

多卓越贡献。这许多贡献中，我感到最突出、最具有个性特征的

理论贡献，似乎可以例举如下，略见一斑：

首先，冯契同志在其把理论化为方法、由一般回到特殊的中

国古代哲学史的研究中，着力于一系列哲学史方法论原则的阐述

和运用。诸如，运用哲学发展既有其“ 普遍根据”与又有其“ 特

殊根据”的两重根据的观点，较全面地阐明了哲学发展的特殊矛

盾和客观动力，坚持历史和逻辑一致的方法论原则，通过去粗取

精的剖析，较准确地把握了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圆圈的逻辑起点和

终点；运用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对比中西哲学史，辩同

异，别共殊，重新诠释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澄清了关于中国哲

学只重伦理学、缺乏认识论的流行观点，从而充分揭示了中国传

统哲学中关于辩证逻辑思想及各门自然科学方法论的丰富和关于

自由人格理想学说的高明。至于“ 广义认识论”的提出，把“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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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思维能否达到科学真理“”、逻辑思维能

否把握具体真理（ 世界统一原理和宇宙发展法则）”、“ 人能否获

得自由”（ 或“ 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等问题，都纳入认识论范

畴，把认识全过程看作是从不知到知、从知识到智慧的辩证发

展。这正是从中西哲学史的比较研究中得出的理论成果，对西方

近代实证论思潮的狭隘观点是一个突破，并提供了解除、沟通理

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之间两极对立的致思途径，这就具有了更重

大的时代意义。

其次，冯契同志十分重视中国近现代的哲学运动，注意总结

其革命进程和积极成果，同时揭露其局限性和严重的理论思维教

训。其目的，都在于确切地认识和把握中国近代哲学是如何从古

代传统中蜕变而来，中国现代哲学如何在进一步会通中外古今中

找到自己的生长点而得以继续发展。他一再强调“ 通古今之变”，

而把历史、文化、哲学都看作是“ 不断推陈出新，不断变通而持

续发展的运动。”（ 第５５０页）他对厚今薄古，别有会心，认为：

“ 古代文化中那些在当代仍然有生命力的东西，大

多是经过近代历史的筛选，并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形了

的东西。所以，批判继承民族文化传统的问题，首先应

注意的是自１８４０年以来一百多年间（ 主要是２０世纪）

形成的近代传统。（ 第５５７页）

他写了《 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专著，并深情表示：“ 我的

前半生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度过的，在那如火如荼的革命岁月中，

许多进步思想家用鲜血、用生命写下了哲学的诗篇，曾使我深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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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和鼓舞。在这时期从事哲学的知名学者中，还包括有我曾亲

聆教诲的老师。我对这一逝去的历史时代的思想家们是精神相

通、血脉相连，有着特别的亲密关系和亲切之感的。” 正因如

此，他对近现代哲学传统的清理，用心深细，创见尤多。

对于以西学东渐为杠杆的中国近代哲学，特重逻辑和方法论

方面的探索和进展，这是冯契同志的独见。他认为，“ 只有找到

中西哲学在逻辑方法上的交接点，才能促进中国哲学的近代化，

才可能进而使中国哲学成为统一的世界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 第２５４页）他把严复引进培根的经验归纳法；章太炎对比《 墨

经》、印度因明和亚里士多德的三段式，又推崇演绎法；胡适提

倡“ 科学实验的态度”和“ 历史的态度”，偏向归纳法而忽视数

学方法；金岳霖引进罗素的数理逻辑，对科学方法的认识论基础

和逻辑根据作了深层次的探讨；都作为重要的环节，而归结到马

克思主义者介绍和发挥的辩证逻辑，注意到了分析与综合的结合

以及归纳与演绎、历史与逻辑的结合，这是重大成就，并指出对

阶级分析方法绝对化和对传统经学方法清算不力，及对近代方法

论成果未加以系统总结，则又是重要教训。

同时，他也认真清理了近代中国自由学说和价值观的变革发

展，突出从谭嗣同的“ 冲决网罗”、梁启超的“ 道德革命”到鲁

迅的“ 国民性”改造等为挣脱封建主义“ 囚缚”的批判意义，又

把李大钊提出的“ 理想的自由社会”即“ 科学的社会主义和人道

主义的统一”、“ 个性解放与大同团结的统一”，和鲁迅提出的

“ 理想的自由人格”即自觉与自愿相统一的“ 平民化的自由人

《 中国近代学的革命进程》，第５９９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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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视为最新成果；但又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比较和会通中

西的工作并未成功“”，‘五四’为哲学革命提出的任务——反对

天命论、独断论与虚无主义互相补充的腐朽传统，用科学思维取

代经学方法，用自由原则取代权威主义——至今尚没有完成。”

（ 第３５４页）他还饶有兴趣地清理了中国近代美学方面的历史成

果，对王国维、梁启超、朱光潜、宗白华、鲁迅的艺术意境理论

等，一一作了析论。（ 第２６５—２８０页）

这一切，都旨在找到中国近代哲学在中西汇合、古今通变中

形成了什么新成果、新特点，和现代哲学得以进一步发展的新起

点、生长点。如他所肯定的：“ 到了中国近代，哲学家很重视逻

辑和方法论的探索，特别是从西方学到的形成逻辑、实验科学方

法，需要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找到结合点，才能生根发育，⋯⋯所

谓找到结合点，那就是经过中西比较而达到会通，有了生长点

了。”（ 第５２６—５２７页）他在这方面，身体力行，锲而不舍，为

西方传入的逻辑学和科学方法论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找寻生根发芽

的结合点，做出了很大的成绩。

四

冯契同志以其特殊的因缘走向学术道路。他在抗日战争的风

雷中投身时代洪流而自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启蒙；同时，

他又曾在清华研究所亲受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等先生的长期

学术熏陶，通过他自己德业日新的奋发努力，终于找到一条弘扬

学脉、重道尊师、在学术承转上继往以开来、推故而致新的特殊

途径，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形态对哲学遗产的总结、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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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并在其近代传统中找到直接的结合点、生长点，提供了

可贵的实践经验。

在《 智慧的探索》文集中，有多篇文章深情而生动地叙述了

他与金岳霖、汤用彤先生等的亲密关系，尤其是他与金先生的学

术交往和心灵感通，数十年如一日，师生的友情那么纯、那么

真，讨论的哲学问题那么细、那么深，读后特别感人。冯契同志

以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所完成的学术任务，给我们留下的是可资广

泛借鉴的典型经验。

就这些实践经验的典型性而言，至少以下数端，具有普遍的

启迪意义：

必须具有充分的同情和理解，这是尊师、重道、求学的前

提。冯契同志说：“ 我早就认为金先生是热爱祖国、热爱真理的

学者，在感情上和他比较接近”。金先生为他这一个学生单独开

课，严格要求；他也对金先生衷心敬佩，无话不谈。这样，才可

能真从学术思想上进入师门。

必须“ 能入、能出”。冯契同志回忆在汤用彤先生指导下读

《 大般若经》和《 肇论》时，如何经汤先生指点而体会到学习哲

学家名著，不能浅尝辄止，必须“ 能入、能出”。“ 能入”难，

“ 能出”更难。后来，他读金先生的巨著《 知识论》的手稿时，

逐章做笔记，决心钻进去；又经与金先生不断讨论，而能够向金

先生深入提问，终于触摸到了金先生内心深处的哲学矛盾，并敢

于对《 论道·绪论》把“ 知识论的态度”与“ 元学（ 形而上学）

的态度”区分为二提出质疑，得到金先生的鼓励“ 循着自己的思

路去探索”。因而，４０年代在昆明，能够听懂金先生关于“ 名言

世界与非名言世界”或“ 说不得的东西如何能说”的讲演，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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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评价，但又跳出来，试图突破金先生认识理论的某些局限，

开始了来自金先生而又超越金先生的关于智慧问题的深入探索。

必须从前辈哲学体系中找到哲学进一步发展的生长点，即把

前代哲人“ 先我而得者已竭其思”所达到的终点或极限，当作自

己哲学致思的起点或突破口。冯契同志经过博学、慎思，作出明

断：

“ 金先生无疑是中国近代最有成就的专业哲学家之

一，他会通中西，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博大精深的哲学体

系，在认识论、本体论、逻辑哲学等领域都作出了创造

性贡献。诚如金先生所说：‘哲学既不会终止，也不会

至当不移。哲学总是继续地尝试，继续地探讨’。但后

继者只有通过对先行者的认真研究，才可能作出真正的

新的尝试。金岳霖哲学不自封为‘至当不移’，它期待

着后继者将通过它来超过它，所以是富有生命力的。金

先生在哲学上作出的贡献和对若千重大问题的探讨（ 如

本文所说的超名言之域问题），将如薪传火，随着后继

者将不断增多而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５８３—５８４页）

这些论断如此精审，表明他确实在金岳霖哲学体系中找到了自己

哲学致思的突破口和生长点。只有通过对先行者的认真研究，才

可能作出真正的新的探索，才可能：“ 通过它来超过它”，“ 如薪

传火”，这是承先启后的发展规律。冯契同志５０年代写《 怎样认

识世界》一书时，已明确运用一些金先生的认识论观点而加以引

伸；１９５８年赴京专访金先生，就如何研究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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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论问题作了长夜之谈，他事后回忆：“ 正是那次讨论，使我

明确了一点，为要把认识论的研讨引向深入，我应该从老师自己

肯定为‘讲对了’的地方出发，沿着辩证唯物主义的路子前进。

所以我后来对金先生的某些论点又作了进一步的引伸和发挥。这

些发挥当然不一定是金先生自己的主张，但我以为，如果我的发

挥中有某些合理成份，那便可以说明金先生著作是富于生命力

的。”（ 第２３３页）具体地说，金先生“ 用概念具有摹写和规范双

重作用来说明知识经验就是以得自所与（ 经过抽象）来还治所

与，便克服了休谟、康德的缺点，比较辩证地解决了感觉和概念

的关系问题，这在认识论上是个重要贡献”，但这也就是金先生

哲学的终点和极限，所以他“ 只承认抽象概念，不承认具体概

念，不承认科学可以而且应该把握具体真理，而认为具体（ 全体

与个体）非名言所能表达，非抽象概念所能把握。他看不到科学

的抽象是一个不断深化、不断扩展而趋于具体的辩证运动（”。第

２２４—２２５页）这也就是金先生哲学视野的局限或其内蕴的不能

自解的科玄矛盾。冯契同志正是从这里出发，把金先生的静态分

析引伸到动态考察，把金先生的抽象概念引伸到具体概念（ 即

“ 由抽象再上升为具体”的“ 理性具体”），并全面总结中国哲学

的优秀传统，高扬从《 易传》、荀子直到王夫之的辩证逻辑和从

庄子、中国化的佛学直到宋明儒学的理性直觉、转识成智与德性

自证等，依据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为圭臬，来阐明从无知到知、

从知识到智慧的辩证发展的全过程，从而构建为自成体系的《 智

慧说三篇》。

冯契同志一生笃实光辉的学术实践，提供了这些具体的经

验，不是很值得我们咀嚼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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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在完成了《 智慧》三书之后，近年冯契同志一再语重心长地

提醒人们：“ 在本世纪中，中国进步确实很大，自作孽的事也干

了不少。社会经历了巨大动荡，一次又一次的狂热浪潮席卷全

国，使得人们难以定下心来对历史进程作反思和自我批判。”由

于缺乏自我批判和系统反思，理论上的盲目性曾在实践上造成民

族的巨大劫难。为了克服理论上的盲目性，必须进行自我批判和

反思，这种反思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对客观的历史过程的反思，

即对２０世纪中国社会的演变，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

作批判的总结；二是对反映现实生活的社会意识、理论认识等各

个领域包括２０世纪中国哲学的演变作批判的总结。”他预期，

“ 到世纪之交，中国可能进入一个自我批判阶段”。而“ 中国哲学

能达到自我批判阶段，进行系统的反思，克服种种盲目性，那就

可能在总体上经过‘批判、会通、创新’的环节而取得崭新的面

貌，成为当代世界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５６１页）

同时，他又高瞻远瞩，一再强调：“ 从世界范围看，我们正

处于东西文化互相影响、趋于合流的时代。为此需要全面系统地

了解西方文化和哲学，也需全面系统地了解东方文化和哲学，并

深入地作比较研究，以求融会贯通。这种研究和会通当然会见仁

见智，产生不同学说，形成不同学派。所以，应该说，我们正面

临着世界性的百家争鸣。海内外中国哲学各学派，都将在国际范

围的百家争鸣中接受考验。为了参与争鸣和自由讨论，那就需要

有民主作风和宽容精神。”（ 第５６２页）“ 要以平等的自由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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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而不能以定于一尊的态度来对待各家，⋯⋯通过争鸣、自

由讨论，必然会促进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应有的
，，

自信。

冯契同志这些呼唤和期待，反映了不少人的心声。我相信，

他的预期，在即将到来的世纪之交，定能变为现实。

一九九五年四月

《 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第５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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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鉴泉先生的学思成就及其时代意义

蜀学奇葩　　蜀学渊渊，源远流长，积健为雄。仅自晚清以来

张之洞，王闿运、刘申叔、廖季平等讲学蜀中，倡导博通学风，

影响所及，曾涌现出一代代卓有思想风骨的人文知识分子群，乘

时代风涛，藉外缘内因，代有通人硕学应运而生。其中，刘鉴泉

先生玄思独运，驰骋古今，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最为突兀，堪称近

世蜀学中的一朵奇葩。

生平、著作　　　　先生名咸炘，字鉴泉，别号宥斋，生卒于

１８９６—１９３２年。祖籍双流，出生成都。家世业儒，祖父刘沅

（１７６８—１８５５），中举后退隐成都讲学，融合心性道术，自成一家

之言，有《 槐轩全书》传世，被列传《 清史·儒林》；父、兄亦讲

学、论道为务，流誉蜀中。鉴泉于刘沅孙辈年最幼，亦最聪颖，

家学熏陶，五岁能属文，九岁能自学，稍长人家塾习文史，得章

学诚书而特好之，弱冠后多有撰著。２２岁被任为塾师，执教殷

勤，后又被敬业学院、成都大学、四川大学等聘为教授。矻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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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离教席，淡泊自甘，以“ 寂寥抱冬心”的“ 忍冬花”自

喻，直至１９３２年不幸遽逝，享年仅３６岁。

先生任塾师后，勤敏异常，自藏古今书二万余册，俱有批

识，十余年中，学思并进而大有成，虽因早逝，壮志未酬，而已

成书２３１种，计１１６９篇，４７５卷。短促一生，竟留下如此丰厚

遗著，近世作者，实罕其匹。先生著作，不仅卷帙浩繁，而且粲

成条贯。总名《 推十书》，取《 说文》解“ 士”为“ 推十合一”

之意，亦表明其致思取向，旨在明统知类，以合御分。故《 推十

书》依自立“ 学纲”，序目井然：首列《 中书》，《 两纪》之类属

之，兼综儒道，总标纲旨；次《 左书》，“ 知言”之类属之，评论

先秦子学以来历代思想义理之是非；次《 右书》，“ 论世”之类属

之，通现史籍所反映时风、土俗、政术等的古今南北之变异；次

《 内书》，多心得之作，辨天人义理之微；次《 外书》，乃博观所

见，析中西学术之异；《 认经论》、《 先河录）等，自明学术渊源；

《 续校雠通义》、《 校讎述林》等，论定校雠真义；而《 子疏定

本》《、 道教征略》《、 清学者谱》等，乃学术史论著；此外，论艺

文书画，讲治学门径之专论尚多。其自述《 学纲》，自订《 推十

书类录》等，皆附简表，以示纲维，虽尚未最后定型，而由博返

约，自立系统，使传统学术现代化，已具一定自觉。

学脉源流鉴泉先生之学基于勤勉自修，但仍渊源有自。首

先受薰于家学，屡称引槐轩遗说，但绝非拘守局限，而是自觉到

“ 槐轩明先天而略于后天”，故“ 槐轩言一，吾言两；槐轩言本，

吾言末⋯⋯”，继志述事，别有开拓。另撰《 蜀学论》、《 蜀诵》

等，高扬蜀学传统，而旨在推陈出新。其次，明确宣称私淑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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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承继浙东“ 通史家风”，其独特贡献，在清理浙东史学之学

脉“，文献之传”在吕（氏 东莱），而“ 史识之圆大“”，实以阳明

之说为骨，；并以“ 明统”之说补足章氏的“ 知类”，以“ 贯通之

识”补足章氏的“ 撰述”，更以经、子皆史的“ 广义史学”（ 或

“ 人事学”）来发展章氏六经皆史思想，探索到具有现代性的人文

思想与浙东启蒙学术思潮的内在接合，堪称独见。至于“ 五四”

以来大量涌入的西方各种思潮，被其广纳兼收，细心咀嚼，《 外

书》多篇，足见深度，实已内化为思想酵母之一。

哲　　思　　鉴泉先生强调蜀学有“ 深玄之风”，认为“ 蜀学复

兴，必收兹广博以辅深玄”，故特重哲学思辨《。 一事论》《、 两

纪》，乃《 推十书》中两篇奇文。宏观立纲，文简义深，评及中

西古今各家得失而直示其一系列哲学独见。如认为哲学之首要目

的，在于学“ 何以为人（“” 当为真人，勿流于非人”“），千万言，

千万年，千万人，惟此一事。”因为，“ 宇宙万物以人为中心，人

又以心为中心”。“ 治心”之学，不能专主“ 知”而应重“ 情、

意”，所追求的“ 真善美”三统一，应“ 以善为主，真美次之”。

衡论诸说，自持圭臬，倾向灼然。所 “ 两”为谓“ 两纪”，乃以

纪纲，贯通一切事物与学理，即在一切事理相待、相对、相反、

相因的“ 两端”中，以道家法“ 观变”，以儒家法“ 用中”，辨其

同异，观其会通。认为宇宙万象以“ 两”观之，就能“ 豁然知庄

生所谓‘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因而宣称：《 两纪》一篇，

“ 乃八年用功，得此一果——惟一之形而上学”。后在《 左右》等

文中，对“ 两一”关系及“ 中”“、公”“、容”“、全”“、两不”

“ 两有”以及“ 包多则归于全“”，超多则归于无”等的疏理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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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见其对传统的“ 两一”学说与现代辩证矛盾观相契合而得以哲

理化为某种系统，确已具有相当的理论自觉。

基于这样的自觉，一方面在（ 内书·理要）等专论中，着力

于中西哲学范畴的异同比较和认真清理，已初步琢磨出一个融贯

中西的范畴体系；另一方面，又注意引进和研究“ 论理考证法”，

即逻辑分析方法，遍及当时有关方法学的最新译本。同时，对中

国传统哲学的历史发展，从文献考订，义理诠释，范畴衍化与思

潮离合的疏理，到固有血脉价值的体悟，都作了“ 新故相资而新

其故”的探究，撰著宏富，创获甚多。

史　　识　　或称先生“ 于学无所不通，尤专力于史”。而《 推

十书》中史纂、史考之作并不多，除《 蜀诵》等为方志力作，

《 重修宋史述意》乃修史规画之外，其余史学论著多为史论或论

史之作。就其对浙东“ 通史家风”学脉的继承，对章学诚“ 六经

皆史”义理的发挥，理论上的独特贡献乃在于把“ 史学”扩大为

“ 论世“”、观变”的“ 人事学”《。 治史绪论》《、 道家史观说》等

文中所论“ 广义之史”，括举整个人文世界，颇近于现代与自然

科学相对峙的“ 价值学”或“ 人文学”。而强调以道家方法治史，

即以“ 执两”、“ 御变”之法研究历史发展进程，“ 疏通知远”，

“ 藏往知来“”，通古今之变”。具体化到史实，则特重以“ 贯通之

识”“ 察势观风”，即以天人一贯、道器不二、体用相涵的观点，

通观一时代或一地区之“ 风势”（ 时风、土俗、民情、政势等），

纵观“ 时风”，横观“ 土风”，势有大小，风有主从，互相促动，

互为因果。纵横两观，既能洞察大势，以大包小，又能因小见

大，不遗细微。故张尔田赞之为“ 目光四射，如珠走盘，自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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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之学。”蒙文通赞之为“ 精深宏卓，六通四辟，近世之言史学

者未有能过之者也。”信然！

文心《 推十书》中文艺学论著颇多，《 文学述林》等，

多层面地论及文心、文体、文风变革、文学派别。乃至专题论到

陆机、袁宏道、魏伯子、魏叔子等人的文论，出入诸家，时有创

见。除文论外，更广泛涉及诗论、词论、曲论、骈文、八股、小

说、寓言、谜语、弹词、话本以及通俗文学如《 增广贤文》等；

还有专论书法、画旨之作。在某些领域，由于深造有得，直与并

世专家相切磋而进到前沿（ 如与卢冀野论曲），惜拟著中国文学

史（ 存纲目）而未果愿。

时代意义　　鉴泉先生之学，自是时代产物。只缘珠沉大泽，

光华未显。他生当晚清，面对“ 五四”新潮及正向“ 后五四”过

渡的新时期。中西文化在中国汇合激荡，正经历着由浮浅认同到

笼统辨异，再向察异观同而求其会通的新阶段发展。《 推十书》

中主要论著，大都反映了这一主流文化趋势，且慎思明辨，不随

波逐流，通过中西古今文化的异同对比，力求探索其深层义理的

会通，找到中西哲理范畴可能交融互补的契合处，“ 外之既不后

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 鲁迅语）。“ 五四”以来，西化狂潮与复古逆流的交相冲击下，

确有部分学者，独立不阿，既深研国学传统，又敏求域外新知，

自觉地作过这样的努力，力求会通中西，熔铸古今，缔造出具有

现代性的中国化的新思想体系。这应当是“ 后五四”时期新文化

主潮之一。鉴泉先生僻处西蜀，独立探索，虽志业未竟，而心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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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然。其学思成就（ 幸有《 推十书》传世）的理论价值与时代意

义，必将得到海内外学林应有的重视。

一九九八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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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十书》成都影印本序

《 推十书》，乃英年夭逝的天才学者刘鉴泉先生之重要遗著，

是其所撰哲学纲旨、诸子学、史志学、文艺学、校雠目录学及其

他杂著之总集，都二百三十一种，四百七十五卷。先生以“ 推

十”名其书斋及著作，盖有取于许君解《 说文》“ 士”字为“ 推

十合一”之意，亦藉以显示其一生笃学精思，明统知类，志在由

博趋约，以合御分之微旨。

刘先生字鉴泉，讳咸炘，别号宥斋，四川双流人。家世业

儒，誉流蜀中。其曾祖父 ——一七八刘汝钦，字敬五（ 一七四二

九），精研易学，内外交修；其祖父刘沅，字止唐（ 一七六八

——一八五五），道、咸间以举人退隐成都讲学，融合心性道术，

自成一家之言，有《 槐轩全书》等传世，被列入（ 清史·儒林

传》；其父刘梖文，字子维（ 一八四二——一九一四），继槐轩讲

学，门徒益聚，为蜀人所敬重。清光绪丙申（ 一八九六）冬，鉴

泉生于成都“ 儒林第”祖宅，于止唐孙辈最为年幼，家学薰陶，

也最为聪颖；五岁能属文，九岁能自学，日览书数十册；稍长就

学于家塾，习古文，读四史，得章学诚《 文史通义》而细研之，

晓然于治学方法与著述体例，遂终身私淑章氏。从此，每读书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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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辨源流，初作札记，积久乃综合为单篇论文，然后逐步归类而

集成专书。弱冠后已多有撰著。一九一八年，从兄刘咸俊创办尚

友书塾，先生二十二岁以德业兼优，被任为塾师；执教十余年，

育才无数，后又与友人唐迪风、彭云生、蒙文通等创办敬业学

院，曾任哲学系主任；继又被成都大学、四川大学聘为教授，乐

群善诱，深受学生爱戴，直至一九三二年，不幸遽逝，享年仅三

十六岁，闻者莫不痛惋。他矻矻一生，不离教席，瘁力于讲学授

徒，淡泊自甘，绝意仕进，以“ 寂寥抱冬心”的“ 忍冬”花自喻

（ （见 内书·冷热》）。直系军酋吴佩孚、川督刘湘等曾先后慕名礼

聘，均被先生泠然谢绝。学优不仕，萧然自得。

先生任塾师后，醉心于教学与国学研究，遍览四部群书，博

涉旧闻，敏求新知，自谓：“ 初得实斋法读史，继乃推于子，又

以推及西洋之说，而自为两纪以御之。”（《 三十自述》）又说：

“ 原理方法，得之章先生实斋，首以六艺统群书，以道统学，以

公统私，其识之广大圆通，皆从浙东学术而来。”（《 校雠余论》）

堂庑广大，识见圆通，也正是先生治学运思的特点。所谓“ 两纪

以御之”，乃以“ 两”为纪纲，通贯一切事物、学理，于史“ 论

世”，通古今之变；于子“ 知言”，明左右之异。即在一切事理之

相对、相待、相反、相因的“ 两端”中，以道家法“ 观变”，以

儒家法“ 用中”，辨其同异，察其纯驳，定其是非。他自藏古今

书二万三千余册，遍及国学各领域与当时新学书刊及诸译本，而

每册书的扉页、书眉上均有评注批语，足见其勤敏异常。自谓：

“ 学如谳狱，论世者审其情，知言者析其辞。读书二法，曰入曰

出，审其情者入也，虚无委蛇，道家持静之术也；析其辞者出

也，我心如枰，儒者精义之功也。”（《 中书·学纲》）十余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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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志不分，学思并进而大有成。虽因早逝，壮志未酬，而成书已

达二百余种，无论宏观立论，或是微观考史，皆精核宏通，深造

有得，就其所留下学术遗产之丰厚，一些识见之高远，真不愧为

“ 一世之雄”，而堪称二十世纪中国卓立不苟的国学大师。

鉴泉先生之学，渊源有自。首先，他受薰于家学，屡称引祖

考槐轩遗说，但绝非拘守局限，而朗然自白：“ 槐轩明先天而略

于后天，⋯⋯故槐轩言同，吾言异；槐轩言一，吾言两，槐轩言

先天，吾言后天，槐轩言本，吾言末；⋯⋯。”继志述事，别有

开拓。其次，他特重乡土风教，盛赞蜀学传统，但旨在推陈以出

新。如充分肯定“ 蜀学崇实，玄而不虚”，“ 统观蜀学，大在文

史（”《 推十文集》卷一《 蜀学论》“）；蜀学复兴，必收兹广博以

辅深玄”。认为苌弘、扬雄之后，蜀学有“ 深玄之风”；唐宋以

来，“ 文则常开天下之先，；　　自明以来，北方朴质，南方华采，

“ 蜀介南北之间，兼山川之美，宁知后世不大光于华夏乎！？”

（《 蜀诵·绪论》）并畅论华夏学风，系于土风遗传“，蜀之北多山，

其风刚质，谓之半秦；东多水，其风柔文，谓之半楚。而中部平

原，介其间，故吾论学兼宽严，不偏于北之粗而方板，亦不偏于

南之琐而流动，⋯⋯。”又反省：“ 蜀中学者，多秉山水险阻之

气，能深不能广，弊则穿凿而不通达。吾则反之。专门不足，大

方有余。殆平原之性欤！”（ 见《 三十自述》）论虽尚粗，然仅而

立之年，其自立、自信、自重乃如此！

但衡论先生之学思成就及其历史动力，似宜更深一层，将其

纳入当时整个时代思潮而观其动向，与并世同列相较而察其异

同。他生当晚清，面对“ 五·四”新潮及开始向“ 后五·四”过渡

的新时期。中西文化在中国的汇合激荡，正经历着由浮浅认同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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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统辨异，再向察异观同求其会通的新阶段发展。在其重要论著

中，已有多处反映了这一主流文化思潮的发展趋势；通过对比中

西思想文化的异同，而力求探索其深层义理的会通，找到中西哲

理范畴的契合点。例如，在《 内书·理要》一文中，论及“ 理学

之题繁矣，而要以绝对与相对为纲。希腊哲学家首提一与多、动

与静、常与变之辨，中国亦然。道家更推及无与有，名家则详论

同与异，其后西洋学重治物，故详于量与质，中国学重治心，故

详于本与末，是皆总题也。至于散题，则西洋心物之辨盛，而以

物理时空之论为基；中国理气之辨盛，而以道德理势之辨为重。

凡此诸题，参差错出，各有其准。⋯⋯今贯而论之，甄明中国所

传，旨在通一之理。⋯⋯通一者无差别也，其表即为‘两即”之

说，是为中国之大理。西洋名理以拒中律为根，非甲即乙，长于

‘分’；东方则不然，印度好用‘两不’之法，长于‘超’；中国

则好用‘两即’，长于‘合’。‘超’乃‘合’之负面。西人今日

亦觉‘分’之非，而趋于‘合’矣。”以下广引诸家，详论一与

多、一与两、同与异、合与分、动与静⋯⋯等，一切事理之相对

“ 两端”，都是通一而不可分（ 即“ 两即”）。如论及“ 时、空”

曰：“ 昔者西人言绝对时间、空间，自《 相对论》出，乃知空与

时亦皆无绝对；无绝对者，正通一之象也。”又论及“ 王伯安言

知即行”，即本体即工夫，朱派多非王说，未达此意也。今意大

利哲学者克罗齐论文学，谓形式与内容不可分，直觉与表现亦不

必分，其说颇似阳明”。又例如，在《 内书·撰德论》一文中，首

谓“ 西方之学，精于物质，而略于心灵，彼亦有道德学，而多主

‘义外’，罕能近里，浏览其书，得一二精论，足与先圣之言相证

发，爱撰录而引其义”。全文杂引西方学者及时人论著，计有斯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464

宾诺莎、康德、费希特、亚里士多德、詹姆士、柏格森、托尔斯

泰、彭甲登、利勃斯、帕尔生、傅铜、胡适等十余人。如论及

“ 真、善、美”关系时，有云：“ 德人彭甲登分‘真、善、美’为

三，其说甚确；特未分出高下宾主，西人遂以求‘真”为主。其

敢偶言主‘善’者，托翁（ 托尔斯泰）一人而已，较之詹姆士之

言‘用’，更进一层矣。吾国先儒无非主‘善’，自考据学兴，乃

重求‘真’。托氏之言，固不独矫西方之偏也。特托氏乃主宗教

者，不免偏于绝情，排斥彭甲登亦为过当。希腊哲人合‘善’、

‘美’为一，其说虽未周密，然彼所谓‘美’固指合理而非指纵

欲。托翁必谓‘美’全与‘善’反，必绝欲而后得理，则又未通

性在情中，理在欲中。离情欲而言性理，此宗教家之所以受攻，

而不能自立也。要之，‘真’者事实判断也，‘善、美’则价值判

断也，故‘真’之去‘善’远而‘美’则近。”又引帕尔生论

“ 伦理学者位乎诸术之上，广言之直可包诸术”之言，而评曰：

“ 伦理学者，价值之学也。西人之学，以哲学为最高，而其义本

为爱知，起于惊疑，流为诡辩，其后虽蕃衍诸科，无所不究，然

大抵重外而忽内，重物理而轻人事。故求真之学则精，而求善之

学则浅，伦理一科，仅分哲学一席，其弊然也。”（《 内书·撰德

论》）此类议论，《 推十书》中逐处可见，论虽不完备，但宗旨灼

然，对于中西各家学说，博采兼综，既于同见异，又于异观同，

旨在扬榷古今，会通中西，“ 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弗失

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鲁迅语），有选择地吸纳和

借助西学、新学，用以促进和优化中华固有学术之发展。这正是

“ 后五·四”时期文化主流思潮的总趋向。先生所谓“ 采西方专科

中系统之说，以助吾发明整理也。昔印度之学传入中华，南朝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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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诸公，皆取资焉，以明理学，增加名词，绪正本末。以今况古

势正相同。此非求攻凿于他山，乃是取釜铁于陶冶”（《 浅书·塾

课详说》）。这表明他确已意识到中华学人所面临第二次文化引

进，正如当初取资印度佛学以发展理学一样，必须系统地消化西

学，通过陶冶，自求国学的发展与创新。

作为时代思潮的产物，总是无独而必有偶。当时蜀中著名青

年诗人吴芳吉（ 一八九六一一九三二，字碧柳，江津人），恰与

先生为同列，同年生、卒，同任教职，且同气相求，以“ 国士”

相许，结为知交。于先生自称为“ 半友生半私淑之弟”。吴为

“ 后五·四”时期中国新体诗的开路者之一，其大量诗作及诗论反

映了民间疾苦、时代呼声，并自觉到“ 旧诗之运已穷，穷则必

变”。“ 乃决意孤行，自立法度，以旧文明的种子，入新时代的园

地，不背国情，尽量欧化，以为吾诗之 《 白屋吴生诗稿·准则”（

自订年表》）。刘则属国学研究者中资深积厚的一员，在新旧文化

汇合激荡中，也自觉到应当弘扬优秀传统，涵化西学新知，力求

加以整合，“ 拥篲清道”，开出新路。他说：“ 求知之学，近三百

年可谓大盛。然多徵实而少发挥，多发现而少整理。⋯⋯今则其

时矣！为圣道足其条目，为前人整其散乱。为后人开其途径，以

合御分，以浅持博，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三十自述》）二人

心声，自相应和。二人之德业，又璀璨交辉，同为“ 天地英灵

气，古今卓异才（！”吴宓诗《： 怀碧柳》）把他们称作近世蜀学史

上的双子星座，似不为过。

《 推十书》中，史学论著颇多。论者或以为先生“ 于学无所

不通，尤专力于史（”徐国光《： 推十书系年录序》）。但先生“ 史

纂”、“ 史考”之作并不多。为落实其特重时风、土俗的方志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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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特撰《 蜀诵》四卷、《 双流足徵录》八卷，是为方志之力作；

又因友人劝其重修《 宋史》，遂撰《 重修宋史述意》等文，是为

拟修国史之规划。其余成书如《 四史知意》《、 史学述林》《、 治史

绪论》等，多为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历代史学述评之作，往往涉

及史志学、文化学、社会学、民俗学等一些深层理论与方法学问

题。蒙文通曾赞其“ 持论每出人意表，为治汉学者所不及知”

（《 经史抉原·评〈学史散篇〉》）。

至于先生对浙东“ 通史家风”学脉的继承，对章实斋“ 六经

皆史”义理之阐发，更是其史学思想的独特贡献。明确宣称：

“ 吾于性理，不主朱，亦不主王，顾独服膺浙东之史学。浙东史

学，文献之传，固本于吕氏；而其史识之圆大，则实以阴阳之说

为骨（。”《 阳明先生传外录》）又申言“：吾之学，其对象一言以

蔽之，曰史；其方法，可一言以蔽之，曰道家。⋯⋯此学以明事

理为的，观事理必于史，此史是广义，非仅指纪传编年，经亦在

内；子之言理，乃从史出，周秦诸子，无非史学而已。横说则谓

之‘社会科学’，纵说则谓之‘史学’，质说、括说则谓之‘人事

学’可也（。”《 中书·道家史观说》）又谓‘人事’二字，范围至

广（”《 三十自述》“）：群学、史学，本不当分（”《 中书·一事

论》）。足见其所谓“ 人事学”，实近于今日通用的“ 人文学”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ｃｓ）；而所谓“ 广义”之史学，括举各种人文现象，则

颇近于“ 价值之学”或德国西南学派所谓与自然科学相对峙的

“ 文化或历史”科学。总之，以传统国学为根基，以上继浙东史

学学脉为具体的历史接合点，从而发展出具有现代性的人文学或

人本思想，乃是先生史学思想中具有时代精神的人文内涵。至其

所谓道家方法治史，即以“ 执两”、“ 御变”之法研究历史发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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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他说：“《 七略》曰，道家者流，出于史官，秉要执本，以御

物变。此语人多不解，不知‘疏通知远’，‘藏往知来’，皆是御

变。太史迁所谓‘通古今之变”，即是史之要旨。⋯⋯黑格尔

‘正反合’三观念，颇似道家，然因而推论云，‘现实即合理’，

‘合理即现实’，是即‘势’忘‘理’，为道家之弊。然不得谓道

家必流为乡愿，果能执两，则多算一筹，当矫正极端，安得以

‘当时为是’而同流合污哉（！”《 中书·道家史观说》）这番议论，

亦颇恢奇，触及到历史辩证法及经世史学否定“ 当时为是”的批

判性；评及黑格尔哲学近道家，而又谓黑氏肯定“ 现实即合理”

乃易流于乡愿。论虽尚疏浅，但其贵两、尚变、揄扬道家、力斥

乡愿，与“ 五·四”新潮中的西化派、崇儒派均有所不同，似颇

涵深意。

“ 推十书”中展示鉴泉先生学思成就，还有一个突出特点，

即他力图用一定的哲学纲旨（ 普遍原理或根本范畴），贯通“ 天、

地、生（ 生物界以‘人’为中心）”的各种事理，以及古今东西

的一些学理，试拟形成一个系统化的理论体系。他自视颇重的

《 两纪》《、 左右》《、 一事论》等文，均表白了这一宏愿《。 一事

论》以“ 宇宙万物以人为中心，人又以心为中心”为纲旨，论到

“ 真善美”次第与古今学术分类目录的中西之异，明确意识到：

“ 夫目录者，所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今四部乃以体分，岂不

“ 中国旧籍，诸科杂陈，不详事物，宜遭笼统之讥”； 遭系统不

明、专门不精之讥。”故主张改弦更张，力求明统知类，“ 纵之古

今，横之东西”，重建“ 学纲（”见《 中书·学纲》）。而在《 两纪》

中，则更进一层，自谓：“ 力学以来，发悟日多，议论日繁，积

久通贯。视囊所得，皆满屋散钱，一鳞一爪也。”这一“ 通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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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即所谓“ 凡有形者皆偶，故万事万物皆有两端”，以

“ 两”观之，也就能够“ 豁然知庄生所谓‘天地之纯，古人之大

，，体’ ，他在《 两纪》中所展开并列出的一系列相对、相待“之 两

端”达百余项，并称：“ ——惟一之形而上八年用功，得此一果

学。”足见其确具有较深广的哲学矛盾观。他在《 左右》等文中

对“ 两一”关系以及对“ 中“”、公“”、容“”、全“”、两有“”、两

不”以及“ 包多则归于全，超多则归于无”等的诠释，足证其对

“ 两”为纲，并使传统“ 两一”观得以哲理化为某种理论体系，

确有一定的自觉。他说：“ 今大道将明，⋯⋯故近世东西学人皆

求简求合，统系明则繁归简，纳子史于‘两’，纳‘两’于

‘性’，易简而天下之理得，即各分尽专长，又同合归大体，区区

此心，窃愿此耳（！”《 中书·学纲》）

基于这种自觉，他开始注意“ 论理考证法”（ 即逻辑分析法）

的研究，旁参西学，引荐枯雷顿《 逻辑概论》、杜威《 思维术》、

耶方斯《 名学浅说》、王星拱《 科学方法论》等），进而以《 析名

粗例》为题，“ 杂用中文及西洋、印度书译名期达所指之实”，初

步疏理了“ 体与用“”、构造与机能“”、实与德与业“”、形式与内

容“”、数量与质量“”、空间与时间“”、能与所“”、自与他“”、主

观与客观“”、目的与手段“”因与果“”、善与真与美“”、具体与

抽象”、“ 自相与共相”等一系列名词及其用法。接着在《 理要》

（ 又名（ 中夏“ 通一”“ 两即”论》）等文中，更对传统哲学中一

系列范畴，试图在绝对超乎相对则“ 通而为一”（“ 两即”或“ 两

不”）的原理指导下，以“ 一与多”为纲，“ 同与异”次之，再展

开为“ 动与静“”、无与有“”、量与质“”、本与末”之诸关系；而

又旁衍出“ 一与两“”、分与合“”、常与变“”、体与用“”、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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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关系等。《 善纲》、《 纲缀》中，亦对传统伦理学、道德学

中“ 散无统纪”的诸范畴，“ 为之统贯”，作了疏理。这样，着力

于清理、琢磨诸范畴，旨在从哲学上、逻辑上对此类范畴分出层

次，判其主从，给以规定，使传统学术“ 不致如晋宋以降之杂驳

无主”，而得以理论化、系统化。“ 五·四”时期在西化狂潮与复

古逆流的冲击下，仍有部分学人确有此清醒认识，并作过自觉的

努力，只是各人的成就大小、作用隐显不同而已。先生僻处西

蜀，独立探索，虽志业未竟，其会通中西、熔铸古今的体系尚不

成熟，而志之所求，心路历然。有些独得之见，发前人之所未

发，值得珍视。认真审视“ 五·四”以来中华学术多维衍变的思

想轨迹，则先生之上述论著，显然是不可忽视的理论成果和承启

环节。

至于先生以自己编订之个人著作所建构的“ 学纲”，则《 中

书》《、 两纪》以总标宗旨《， 左书》知言，评论诸子《； 右书》论

世，深研史学；《 内书）多心得之作，明辨天人义理之微；《 外

书》乃博观所见，评析中西学术之异。《 认经论》、《 道家史观

说》《、 文史通义识语》《、 先河录》等自明学术渊源；而《 续校雠

通义》等论定校雠真义《； 子疏定本》《、 道教徵略》《、 清学者谱》

等乃学术史著作。其他论文心、述诗风、评书法、原画旨、讲说

治学门径的著述尚多。即此，已体用兼备，粲成格局，合乎传统

学术规范，俨然成一家言。凡读其书者，无不惊其富有日新，而

哀其中途早夭。若天假之年以尽其才，其学思成就岂仅如是耶！

鉴泉先生学隐于成都，一生寡交游，足不出川，仅一至剑门

题“ 直、方、大”三字而还，淡泊宁静，知之者希。《 推十书》

虽曾陆续刊印，见者亦少。然真知之者，无不叹美。浙江张孟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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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其书而赞之曰：“ 目光四射，如珠走盘，自成一家之学者也。”

广西梁漱溟称：“ 余至成都，唯欲至武候祠及鉴泉先生读书处。”

偶得先生《 外书》，赞曰：“ 读之惊喜，以为未尝有。”并将其中

《 动与植》一文载入《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中作为附

录，以广流传。修水陈寅恪抗日时期至成都，四处访求先生著

作，认为先生乃四川最有成就的学者。盐亭蒙文通与先生为知

交，赞其“ 博学笃志”，“ 搜讨之勤，是固言中国学术史者一绝大

贡献也（”《 评〈学史散篇〉》）。又在《 四川方志序》中总评先生

之学行曰：“ 其识已浸浸度骅骝前，为一代之雄，数百年来一人

而已！”

黄宗羲为其师刘蕺山有关《 孟子》一书之说湮没不显，曾叹

曰：“ 明月之珠，尚沉于大泽。”今亦类比。《 推十书）虽有日本、

德国学者孜孜入蜀访求，而早已绝版无闻。珠沉大泽，徒增浩

叹！今幸由伯谷世兄等整理其遗著，得成都古籍书店影印出版，

终于使鉴泉先生之主要论著，得依《 推十书》原刻重显书林，用

以纪念先生百年寿诞，幽光重显，慧命无涯，翘首岷峨，喜为之

序。

一九九六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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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 熊十力论著集》弃言

熊十力（ 一八八五—— 一九六八）先生是中国现代的著名哲

学家和爱国民主人士。原名继智、升恒，字子真，湖北省黄冈县

人。幼年家境贫寒，勤学自奋。青年时代奔走于反清革命，曾投

身湖北新军，组织秘密社团，并参加日知会的活动。辛亥革命时

出任都督府参议，以后又追随孙中山先生，积极参加护法运动。

三十五岁后，慨然脱离政界，转而从事理论学术的研究和著述。

曾入南京支那内学院从欧阳竟无先生学习佛法；后应蔡元培先生

之聘任教北京大学，主讲其《 新唯识论》，以博学精思，蜚声海

内外。抗日战争时期入蜀，曾讲学于复性书院、勉仁书院等处。

抗战胜利后复回北京大学任教授。新中国成立以后，历任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特邀代表及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一九

五四年后定居上海，从容著述。一九六八年辞世，享年八十四

岁。

熊先生学无常师，堂庑甚广，对印度佛教各宗和我国传统哲

学儒道诸家均有很深研究；且不囿陈说，驰骋古今，独契心于阳

明、船山之学，着力于融会贯通，自创“ 新唯识论”这一独特的

积极辩证法体系；其哲学思想，以“ 体用不二”，“ 翕辟成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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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求自识”为纲宗，强调捨故趋新，自强不息，高扬认识论中

的主体性原则。他的哲学体系，以其内容的深邃和论证的严密，

在我国近现代哲学论坛上自成一家之言，对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

深远影响。

熊先生一生勤于著述，共写出专著二十多部，发表论文、札

记等一百余篇，计约三百万言。除二十至四十年代曾刊印专著十

多种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印行了七种，有的在台湾省和

海外也曾重印或影印出版。但过去已刊著作印数不多，早已难于

找到；而生前未刊的遗稿，更急待搜集整理。为保存这份珍贵文

化遗产，满足国内外学者特别是青年一代了解和研究熊十力哲学

思想的需要，我们在许多师友的热忱支持和赞助下，经过搜集整

理，重新校点，编印这部多卷本的《 熊十力论著集》，由中华书

局惠予排印出版。

这部论著集，拟收入熊先生的已刊和未刊的主要学术论著。

卷首选刊熊先生的遗像、手迹等照片数帧，末卷附录熊先生年谱

及论著总目索引。

我们希望，这部论著集的出版，对于近现代中国哲学史、佛

学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将起到某些促进作用；而在海内外

专家和广大读者的帮助下，这部论著集在编校方面的缺失将在再

版时得到认真的补正。

（ 此文与汤一介合作）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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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十力全集》编者序

熊十力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和坚贞的爱国民主

志士。原名继智、升恒，字子真，曾化名周定中，晚年自号漆圆

老人、逸翁，湖北黄冈人。幼年家贫，勤读自奋；青年投身于推

翻帝制的反清、反袁革命；中年慨然脱离政界，潜心研究哲学。

一九一八年发表第一部论著《 心书》，蔡元培为之序，许其“ 贯

通百家，融会儒佛”。稍后由梁漱溟推荐入南京支那内学院从欧

阳竟无深研佛法，首尾三年，逐步越迈旧说，发挥新义，博学精

思，以建构其《 新唯识论》的独特体系，成为“ 五四”以后卓立

不苟，流誉海内外学林的一代哲人。

熊先生于清末光绪十一年即一八八五年（ 甲午战争前十年），

卒于一九六八年（ 新中国成立后廿年）。他的一生，正当我们民

族经历着空前苦难，在苦难中觉醒奋起而屡遭挫折，又勉力克服

艰危险阻而赢得进步的年代；同时，在文化领域，中西新旧各种

思潮的汇合激荡，也空前剧烈。正是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文化

背景，诞生了熊十力这样充满忧患意识的爱国者和民主斗士，培

育出熊十力哲学这样独具民族特色的辩证思维体系。这是我们民

族的哲学智慧在苦难历程中的升华，是我国近现代的哲学文化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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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中的珍品。

熊十力的学术创造，具有反映时代脉博的深沉思想动力。他

戎马青春，投身于辛亥革命。辛亥之后，亲见洪宪改元、张勋复

辟，民主革命成果被封建军阀所篡夺，而曾经革命的人绝少在身

心上用功夫者，忧时之思深，愤世之情急。如他自言：“ 吾年十

六、七，便以革命从戎⋯⋯三十左右，因奔走西南。念党人竞权

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又目击万里朱殷，时或独自登高，苍茫望

天，泪盈盈雨下，以为祸乱起于众昏无知，欲专力于学术，导人

群以正见。自是不作革命行动， 他而虚心探中印两方之学。”

以如此深挚的忧国情怀，弃政从学，转入学术理论的钻研，其内

在动力，绝非消极的“ 逃世”“ 孤往”，而是满怀悲愿所激发的高

度自觉的历史责任感。如他晚年追述：“ 余伤清季革命失败，又

自度非事功才，誓研究中国哲学思想，欲明了过去群俗，认清中

国何由停滞不进。故余研古学，用心深细，不敢苟且” 。熊先

生作为辛亥失败的痛苦中觉醒之一员，他深研中国传统学术，进

行严肃的历史反思，其明确的目的，就在于总结“ 中国何由停滞

不进”、“ 革命终无善果”的历史原因和思维教训。他主要从两方

面着眼，一方面着眼于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传统遗毒的清理，对

此他观察敏锐，爱憎分明，认定“ 两千年专制之毒”，乃至《 儒

林外史》等所揭露的“ 一切人及我身之千丑百怪”，都需要大力

清除；尤其历代统治者标榜的“ 以孝治天下”、“ 移孝作忠”等宗

法伦理政治信条，“ 支持帝制，奴化斯民”，更必须彻底清算。新

① 《 尊闻录》。

《 乾坤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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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立后，他仍反复叮咛：“ 吾国帝制久，奴性深，不可不

另知。” 一方面，区别于一般菲薄固有文化，漠视优秀传统的

崇洋论者，熊先生又深入总结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在于

“ 清季革命思潮自外方输入，自己没有根芽”， 即民主革命的理

论在中国缺乏应有的根基和思想土壤。因而，他上下求索，试图

在传统文化中去“ 掘发固有之宝藏”，竭力为他心目中的民主革

命理想 ——诸如否定神权，反对帝制，“ 树立人权”，“ 宏大人

道，“，荡平阶级”“，实行民主”“，同于大公”“，协于至平”等

等，找到自己民族传统中的“ 根芽”，赋予它们以民族化的理论

形态和现代化的时代内容，借用古代的语言和传统思维模式来表

达新的时代精神。他对《 周易》《、 春秋》《、 周礼》《、 礼运》等儒

家经传的独特解释，以及对历代政治学术的评论，几乎全是围绕

民主革命和自由平等社会的理想设计这一主题。他采取这种“ 引

古筹今“”、六经注我”的方式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实际是对封建

专制主义和对封建蒙昧主义的尖锐批判，是对东方近代化的理想

价值和特殊道路的探索和追求，力图使西方输入的“ 自由、平

等、人权”等民主革命理论得到系统地中国化，从而对先天不足

的辛亥革命进行理论补课。尽管他对自己从儒经中发掘的所谓

“ 革命“”、自由“”、民主”乃至“ 社会主义”等义蕴的阐释，往

往是托古论今，不免穿凿，但跳动在熊先生说经评史论著中的文

化寻根意识却是时代的脉博，深刻地表露了他对民主革命理想的

忠贞；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对中华文化慧命和祖国的前途充满信

① 《 熊十力与刘静窗论学书简》。

《原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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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细读熊先生书，无不有此感受，并自会得到崇高的精神激

励。

熊十力先生的学术创造，具有熔铸百家，敢破敢立的思想特

征。他生当二十世纪前半叶风雨如磐的半殖民地旧中国，西化惊

涛，复古逆流，相反相因，交互激荡，使不少人迷惘不知所归。

熊先生正当此时进入学界，他没有随波逐流，而是以异乎寻常的

苦学精思，自循中国哲学启蒙的特殊道路，自觉地把王阳明、王

船山视为自己的哲学先驱，把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潮视为中西新旧

文化递嬗的枢纽，更广博地扬榷古今，另开一条承先启后、推陈

出新的学术途径。论者或把熊先生的学术道路简括为初由儒转

佛，出入空有二宗，旋又由佛返孔而归宗于大易。这也并非无

据。但熊先生治学立言的根本特点，不在学脉数变，而在于自有

主宰，不囿成说，力破门户，强调“ 夏虫井蛙，学者宜戒”，而

主张博采兼综，“ 以平等心究观古今各大学派”，“ 析其异而观其

通，舍其短而融其长”，因而与当时的崇洋论者和复古论者都异

其趣，与拉杂比附而浪言融通者亦卓尔不同。他虽自谦对现代科

学与西方哲学了解不多，而就其博涉所及，确能以高一层次的哲

学思络，通贯古今，平章华梵，衡论中西，出入于儒、佛、老、

庄及宋明诸子，自立权衡，自创体系。其以“ 新唯识”或“ 体用

论”为名所自创的独特的哲学体系，有人称之为“ 新佛学”或

“ 新法相宗”，又有人称之为“ 新儒家”或“ 新陆王学”或“ 新易

学”等，其实，作为开拓性的哲学家，自当熔铸丰富的先行思想

资料，故其论著中，逐处遮破佛法，睥睨西学，痛斥奴儒，且明

确自称：“ 吾惟以真理为归，本不拘家派⋯⋯然吾毕竟游乎佛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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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之间，亦佛亦儒，非佛非儒，吾亦只是吾而已矣。” 这就难于

以某种固有的学派范式去加以评定，或诃其乖违佛理，或赞其不

坠儒宗，或美其归宗大易，或疵其抨击宋儒，似皆持论有据而与

熊氏思想全貌未必相应。熊先生的哲学思想，虽有其自为经纬的

严整系统，在其境论（ 本体论）、量论（ 认识论）、人生论、价值

论中也各有其理性思辨的范畴体系，但熊氏哲学的根本精神，在

于以“ 体用不二”为致思途径所展开的“ 本体与主体合一”、“ 德

慧与知识并重”、“ 内圣与外王一贯”的思想，尊生主动，自强不

息，高扬在文化创造、道德实践中的主体性原则和“ 不为物化”

的“ 人道之尊”。不仅在后“ 五四”时期的中国哲学论坛上独树

一帜，卓然成家，而且以其所达到的现代思维水平，以其所阐扬

的人文精神与人文价值，既与二十世纪世界哲学思潮相汇通，又

保持了“ 东方哲学的骨髓与形貌”，故得以蜚声海内外，在中国

和世界文化思想史上都据有一定的地位。熊氏哲学中不免有其固

有的理论矛盾和时代局限，但其博大体系中的人格光辉、智慧探

索和多方面的学术贡献，则是我国近现代哲学领域中极为珍贵的

思想遗产。

熊先生一生贫困坎坷，长年衰病流离，而以极深挚而悲苦的

忧患意识与文化责任感，勤奋讲学，著述不倦，共写出专著近三

十种，发表论文、札记近百篇，与人论学书简更不计其数，共约

三百余万言。除自成体系的哲学巨著以外，尚有经学、史学、子

学、佛学等多方面的学术成果。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曾刊印专著

十数种，新中国成立后新印行八种，六十年代以后有的在台湾、

①《 新唯识论》语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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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及海外也曾重排或影印出版。但过去海内外已刊著作，印数

既不多，编校又失之零散而不够精善；至于熊先生生前未刊之遗

稿、书札、流传不广的讲义及散见于报刊上的文字更急待搜集整

理。一九八五年北京中华书局开始出版的《 熊十力论著集》，稍

经辑校，仍属选集而非完璧。为了保存这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为了提供研究现代中国思潮及熊十力思想全貌的完整资料，我们

在海内外许多师友和熊先生亲属的热情支持下，决定广搜穷索，

重新序目编校，辑成《 熊十力全集》，共分九卷，约计三百五十

万字，幸得湖北教育出版社慨然以保存乡邦文献自任，惠予排印

出版。

这部《 熊十力全集》，先专著，后论文、书札，拟大体按年

代顺排，足以展示熊先生思想的衍变、发展；拟收入已刊和未刊

的全部论著及其原载的诸家序跋与附录，特别可贵的是已搜集到

的熊先生自存校订本上的笺条、夹注、眉批等，将全面反映在校

注或校记之中，力求完整和存真，旨在巨细无遗地向读者展示熊

先生学术思想的全貌。至于散见于报刊的论文札记和大量未刊的

书信、题辞等，亦大体按年编辑，无论宏篇或是片语，均收录在

卷，以备检索。当然，全集之“ 全”，只能是相对的，虽力求网

罗无余，总难免沧海遗珠。我们恳望熊先生生前友好、门人及其

家属、海内外专家和广大读者，能将所收藏的熊先生的佚文、书

札、照片、手迹等，提供给我们，以便纳入本集的后出诸卷，使

这部全集能够日趋完善，不胜企望。

一九九○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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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邦新命　　真火无疆
——冯友兰先生学思历程片论

冯友兰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对传统哲学文化的现代化作出了

重要贡献的哲学家。他锲而不舍的学术活动，几乎跨越了整个世

纪。本世纪初，当新文化运动在神州大地崛起之时（ 陈独秀主编

的《 新青年》创刊于１９１５年），冯先生正踏入了北京大学的中国

哲学之门。从此，他在中国哲学这片丰饶而荒芜的田野上辛勤耕

耘了七十五个春秋。七十多年心血，浇出的一批又一批优秀学术

成果，不仅以其会通中西、融贯新旧的独特理论贡献，在中国现

代文化思想史上享有特定的地位，并且以其扎根于传统文化土

壤，具有强烈民族性格因而得以蜚声海外，对世界哲学论坛发生

一定的影响。

年届耄耋后，冯先生对于祖国的前途，民族文化的命运，仍

然魂萦梦绕，以一个中华哲人特有的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感进行

着深沉的哲学思考。如陈来同志默观所记：“ 冯先生虽年至九旬，

哲学思维却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正古人所谓‘志道精思，未始须

臾息，亦未始须臾忘也’。他常常语出惊人，提出与时论有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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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种种‘新意’，他每戏称之为，‘ 当非常可怪之论’⋯⋯”

我们正努力作跨世纪的哲学思考的时刻，研探冯先生哲学活动的

历程，对于审视和总结二十世纪中国哲学进程及其成果，展望二

十一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前景，都会有一定的意义。

冯先生从事哲学耕耘的七十多年间，中国大地上风雨如磐，

中国社会的革命代谢几经曲折，是什么力量推动冯先生与时偕

行，无视坎坷，著述不倦？是什么精神促使冯先生不断地吐故纳

新，推陈出新，常葆学术生命的青春？冯先生曾在三松堂题联自

勉：“ 开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从中，我们似乎可以

探得某些解答问题的信息。

冯先生生当中西文化在中国汇聚 ———冲突、矛盾 —融合的

时代，曾充分自觉到：“ 我生活在不同的文化矛盾冲突的时代，

我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这种矛盾冲突的性质；如何适当地

处理这种冲突，解决这种矛盾，又如何在这种矛盾冲突中使自己

与之相适应。” 追求对中西文化矛盾的理解，探寻解决中西文

化矛盾的方向道路，这本是近世中国知识分子，乃至全体中国人

民所面临的共同的历史使命。但在崇洋与复古两种思潮迭相煽惑

之下，不少人陷入迷途，或失所归依。冯先生却体贴出“ 旧邦新

命”四字，并以“ 开旧邦以辅新命”自勉，表明了他对于这种历

史使命的深刻理解和高度自觉，体现了一个经历过“ 五四”风雨

的知识分子深沉的民族意识和炽热的爱国情怀；同时，也表明了

冯先生作为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一员，对于改造旧中国，

《 读书）１９９０年第１期。

《 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第３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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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实践的强烈的参与意识。应当说，民族意识和

爱国情怀是造就冯先生“ 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学术生命

韧性的重要基因；或者说，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深重民族苦难

中唤起的文化觉醒，为冯先生常葆学术生命的青春提供了活水源

头。

促使冯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学思健动不息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当是冯先生充分自觉到哲学活动的要求，不是“ 索隐行怪”或概

念游戏，而是“ 极高明而道中庸”。冯先生以哲学史家名世，但

冯先生首先是真正的哲学家。他把哲学看作是人们对于宇宙全体

的看法，是对人生的反思，是对生活的理解；认为从理性的层面

看，哲学的思考体现了最高层面的“ 思想”，他要求尽力达到

“ 极高明”；从功能价值的角度看，哲学是要通过自身而让人们了

解人生，在现实中追求理想的生活，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这又

要求哲学所讲的内容近人情，或说是“ 道中庸”，要求哲学家建

构符合时代要求的哲学理论。冯先生曾说：“ 真正的时代哲学，

系将过去的思想与当时的事实向题接近，把活的事实问题与思想

打成一片”，并认为“ 这才是哲学家应有的责任，也就是新哲学

这种既“ 极高明”又“ 道中庸”的新哲学，体的正鹄。” 用兼

备，本末一贯，在冯先生看来，是中国哲学固有的最优秀传统的

继承和发扬。这样继往开来的哲学，不可能一蹴而就，其建构需

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行程。对哲学工作性质及其正鹄的这种理解，

使得冯先生对哲学真理的执着追求，仰高钻深，终身不渝。

同时，冯先生对于我们民族的哲学智慧终将孕育出全新的系

《 三松堂学术文集》第２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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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抱着无比坚定的信念。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每经过一个大朝

代，政治统一了，民族融合了，以后就会出现一个包容广泛的伟

大哲学体系。现在我们已经有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不过马

列主义还要进一步中国化，毛泽东思想还要向前发展，建构新的

哲学体系的工作尚没有完结；从十九世纪开始的中国社会的大转

变，还只是“ 开始的终结”，而不是“ 终结的开始”，新的中国和

新的中国文化的发展路程还长。因此，他对“ 旧邦新命”的信

念，老而弥笃，心之所系，意之所在，始终是为新的中国哲学的

诞生培育土壤，增添营养。如冯先生深情自白：“ 智山慧海传真

火，愿随前薪作后薪”，他愿用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 呕出心

肝”的学思创造，来充作燃料，以传这团“ 真火”！由此看来，

冯先生对哲学性质的理解，对哲学真理的追求，是他学术生命常

盛不衰的重要原因；而这种理解和追求中所燃烧着的是一颗炽热

的爱国心。他对民族文化复兴，国家发展前途的眷恋如此真挚，

像丹柯燃心为炬的圣火一样，任何风雨也不可能使之熄灭。读冯

先生书，其中有冯先生其人，正是爱国主义意识和丰厚文化传统

所培育出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员。

冯先生治学的途径方法，也值得体察和借鉴。大体说来，冯

先生治学，是由论入史，而又因史成论；由“ 通古今之变”而

“ 成一家之言”，换言之，是本哲学以论哲学史，即哲学史以论哲

学。

冯先生成名著作是他三十年代写作的《 中国哲学史》。冯先

生的这部哲学史之所以被海内外学人所称道，认为足以在中国哲

学史的学科史上区划一个时代，重要原因之一，是冯先生在五四

时期的文化选择，本当时流行的新实在论观点，借以诠释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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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对先秦名家、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的论析，令人耳目

一新；但是，冯先生撰写这部中国哲学史，目的并非仅为考史，

实是为了立论；冯先生曾说：“ 研究哲学须一方面研究哲学史，

以观各大哲学系统对于世界及人生所立之道理；一方面须直接观

察实际的世界及人生，以期自立道理。故哲学史对于研究哲学者

冯先生因史立论，实际上又并非自《 中国哲学史更为重要。” 》

始。早在二十年代，他因研究中西文化问题，而写成的《 人生哲

学比较研究》（ 又名《 天人损益论》）就是一部贯通中外的哲学思

想史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他以比较中西人生哲学异同的方式，

表达了自己对中西文化异同优劣的看法；基于自己对中西人生哲

学异同优劣的理解，才有他后来的《 一种人生观》的系统立论。

从比较中西文化，到《 人生哲学比较研究》，是由论入史；从

《 人生哲学比较研究》到（ 一种人生观）的确立，则是因史成论。

冯先生在讲到自己的（ 一种人生观）时，曾经认为，一种人生

观，需要有一种宇宙观以为根据，他写作《 中国哲学史》，实是

建构这种宇宙观工作的一部分，这在冯先生的学术活动中，是从

一个更高层面上由论入史了。当他的《 中国哲学史》完成之后，

随即建构成庞大的新理学体系时，则又是另一个层面的因史成

论。在冯先生的学术成果中，论和史当然有别，但就其致思经纬

而言，则是浑然一体，交相渗透。他的《 新原道》、《 新知言》、

《 中国哲学简史》，是在释古考史，还是在阐释自己的哲学？应当

说二者兼而有之。由论入史，依一定的理论原则，辨析历史传

统；因史成论，从传统出发建构起自 的理论体己 系。冯先生治

《 中国哲学史》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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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从来不曾放弃这样的方法和原则。解放后，冯先生经过严肃

思考和自觉选择，力图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则和方法，重新

清理中国哲学传统，曾两度着手《 中国哲学史》的新编工作，终

于在八十年代末，以惊人的智慧和毅力完成了七卷本《 中国哲学

史新编》的著述。《 新编》中，最终以对事物的共相和殊相关系

的理解探讨为主线，来清理中国哲学发展线索，新议新论，令人

惊叹不已。王国维讲治学三境：“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

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

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冯先生的治学实践

和成果，正是对王氏之说的具体印证。冯先生笃学精思一生，实

际上已经 史历了“ 论—— ——论”的三次循环，而最后一次循

环，尚未达到逻辑的终点。如果不是自然规律的限制，谁能料定

他在《 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之后，不能再建构一个自己的全新

的哲学体系，从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因史成论，为新中国哲学的发

展添加更多的营养呢？

从冯先生的治学方法和成就中，似乎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工作者，治学也须注意论与史的结合，也应该

具有哲学家和哲学史家的双重素质。在我们的工作中，如果没有

哲学史家的恢宏博大，即谈不上了解民族的文化传统，谈不上熟

知人类文化发展中的精品和走向；如果缺乏哲学家的敏感和睿

智，则不可能“ 推故而别致其新”，超越历史的成说和地域的局

限，作出创发性理论贡献。唯有善于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

有可能多少承担起时代要求于我们的哲学工作任务。

冯先生把自己的学术活动，看作是“ 开旧邦以辅新命”，把

自己学术工作的特点，看作是“ 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不仅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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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冯先生的学术追求，实际上也反映了冯先生学术活动所达到的

一种境界。

冯先生是主张人生境界体现人生价值的。他所推崇的人生境

界是“ 天地境界”，以为在这种境界中的人，已经对宇宙全体，

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有所觉解；具有天地境界的人，已经经过思

议，达到了不可思议者的思议；经过了解，达到了对不可了解者

的了解。我们难以衡断冯先生是否达到了他自己主张的这种人生

最高的境界。但从冯先生七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和他对自己学

术活动性质的概括中，强烈地感受到冯先生治学，在努力追求一

种“ 超越”，即不断地超越自我，力图在自己的学术活动中，把

“ 有我”同“ 无我”统一起来。当他肯定自己的工作是“ 开旧邦

以辅新命”时，意识到了自己学术活动的价值，是“ 有我”；当

他主张“ 极高明而道中庸”时，强调的是必须“ 经虚涉旷”，无

所沾滞，可以看作是“ 无我”。冯先生超越“ 自我”，更多地体现

在他实际的学术活动本身，这就是工作中，个人得失可以不计，

环境顺逆可以不计，荣辱褒贬可以不计，自觉其对者，则坚定不

移，自觉其谬者，则敢于自我否定，把自己的学术活动自觉地纳

入民族文化建设，把自己的真理追求看作是人类智慧之薪火相

传。愈到晚年，冯先生的这种思想境界，似乎愈见明朗。时论以

冯先生在新儒家之列，其实就冯先生学术活动体现的思想境界

看，儒、道、玄、禅，早已打通了。可以说，冯先生学术活动

中，超越“ 自我”的意识所表明的，乃是他对历史文化中多维传

统的统摄和融合。

陶行知先生当年说过：“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

似乎不单指陶先生自己，而是概括了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不求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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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乐于奉献的美德和精神境界。在现实的理论工作中，如冯先

生晚年这种超越“ 自我”的境界，是值得赞扬的。哲学工作旨在

求真，只有无“ 我”，才能“ 去囿”，才能真正具备对真理的热情

和信念，才能够促进哲学的繁荣和发展。

冯先生九十寿辰时，曾自称“ 何止于米，相期以茶；心怀四

化，意寄三松”，表达了他的乐生心态和坦荡襟怀。本来学术界

同仁都企盼冯先生能在新的生命历程中，氤氲生化出更多的逸想

妙谛，为中国哲学发展的未来，播下更多的新的慧种。殊不料先

生竟于一九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与世长辞了。哲人其萎，哀祭

无仪。谨以本文，表示我们对冯先生的崇敬和悼念。

（ 此文与田文军合作）

一九九○年十二月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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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之谓大业”
——１９９５年８月在宜宾唐君毅思想国际研

讨会上的发言

一

金沙浪涌峨眉秀，几代灵根育大家。

铁笔义风泣魑魅，精思慧业粲云霞。

心通九境堂庑广，智摄三环去路赊。

世纪桥头试凝望，神州春色漫天涯。

昨天赴宜宾县柏溪乡参观唐先生故居时偶得此律，藉以题

壁，辞难达意。但所说“ 几代灵根”，确非虚拟，而是实有所指。

四川拥有深厚的蜀学传统。晚清以来，曾涌现出一代代志业相

承、卓有思想风骨的人文知识分子群。他们生活、出没在时代的

风雨波涛之中，无论是进或退、语或默，均严于操守，耿介不

阿。在晚清时期，他们往往得风气之先，忧念时艰，冲决网罗，

出面倡导维新，或投身反清革命。“ 愿将热血浇黄土，化作啼鹃

唤国魂”！他们中的许多烈士在刑场上留下了如此壮丽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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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辛亥革命失败之后，他们中许多志士又往往愤世嫉俗，鄙弃

权位，为洁身自好而退隐民间，继承中国知识分子“ 学而优却不

仕”的优良传统，淡泊自甘，笔耕为生，瘁力于乡邦文教事业。

唐君毅先生之父唐迪风（ 原名“ 铁风”）先生，就是这一代

人文知识分子群中佼佼的一员。他１７岁为晚清末科秀才，后就

学于成都叙属联中及政法专门学校。民初，任成都《 国民公报》

主笔，揭露军阀，力持正论，义声震蜀中。报馆被查封，转而从

事教育和学术研究，曾继章太炎作《 广新方言》，又赴南京问学

于欧阳竟无，后返川任教于重庆，又与好友彭云生、吴芳吉、蒙

文通、刘鉴泉等创办“ 敬业学院”，被推为院长。学院旨在上继

晚清以来张之洞、王闿运、刘申叔、廖季平等相继讲学蜀中所倡

导的博通学风。迪风先生又曾任教成都各大学，与声气相投的蜀

中学人，如龚向农、林山腴、赵少咸、李培甫、祝屺怀、萧中

仑、庞石帚、夏斧私、杨叔明等相友善，互相砥砺学行，以其狂

狷性格，深得朋辈敬重，被推许为“ 蜀学之正”，赞其“ 学近象

山“”，行类二曲”，并被友好们昵呼之为“ 唐风子”。他博览古今

书，颇好道家言，晚著《 诸子论释》《、 志学謏闻》《、 孟子大义》

等书，又拟著（ 人学）一书，未果愿。一生忧道不忧贫，“ 有钱

买书，无钱买米”，困处乱世，竟赍志以殁，年仅４６岁。

迪风先生和夫人陈大任女史（ 著名女诗人，有《 思复堂遗

诗》传世），以及他们所交往的蜀中学者群，乃是君毅自幼得以

涵泳其中的乡土人文风教，也是使君毅童心中人格与智慧得以完

美发育的多系灵根。他幼承家学，就不寻常，１０岁前，已读过

《 诗经》《、 易经》《、 论语》《、 孟子》及《 说文解字》等，且常听

父母讲述历史故事、科幻小说，并能背诵《 陶渊明集》及许多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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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１０岁在成都入小学，所遇启蒙老师萧中仑即以（ 庄子）中

的《 逍遥游》《、 养生主》等篇作为国文教材，使其幼小心灵深受

启发；１２岁入重庆联中，由迪风先生与好友彭云生、蒙文通、

杨叔明、李幼椿等任文史教员，君毅慧力大增，遂有中学时首篇

５０００字哲学论文（ 荀子的性论）之作。君毅回忆，童年时所受

到这些思想薰陶，对他尔后人生道路的选择，哲学智慧的开发，

影响巨大，终身难忘。他曾说：“ 我对中国之乡土与固有之人文

风教之怀念，此实为推动我之谈一切世界中国文化问题之根本动

力所在”。

君毅所说作为思想动力的“ 乡土人文风教”，决非仅是从父

母及父挚辈所承袭的文史哲学知识，而是更根本的养志立身、治

学为人的道德准则和人格风范。他１７岁中学毕业之后即出川求

学，先北京，后南京，所遇接引皆南北当代名师，得以出入于中

西各派哲学文化思潮，以后独立讲学，浚求博证，更是驰骋古

今，学殖日广，采获益丰，著作日益渊富，规模日益弘远。但他

对乡土人文风教的德化浸润，对启蒙、授业、传道诸师的言教身

教，始终拳拳于心，眷念不忘。特别是君毅先生一生行事特点，

悲智同运，德业双修，侧身浊世，志洁行廉，不事王侯，高尚其

事，毕生从事教育，瘁力学术，蔑弃权位，决不做官，这正是承

袭了迪风先生的耿介不阿的性格，也正体现了蜀学的优秀传统学

风。君毅先生“ 充实而有光辉”的学思成就，既是历史的产物，

又与近世蜀中几代氤氲相继的人风和学风的哺育，密切攸关。

“ 几代灵根”才哺育出一个大家，信然！

《 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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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君毅先生的学思成就的学派归属与历史定位问题，论者多

有，各抒所见，言人人殊。君毅思想早熟，３０岁前已卓然有立，

确立了“ 道德自我”或“ 仁体本心”作为自己哲学系统的中心一

环。此后，即此中心一环从纵向和横向加以拓展，蔚为“ 生命心

灵活动”的“ 三观九境”的庞大体系，涉及中西印哲学的各个理

论层面。因此，有的论者，就其哲学立论之基本点而言，称他为

“ 道德的理想主义者“”，超越的唯心论者“”，心本体论者”或

“ 本体的唯心论者”等；有的论者，就其特重人文价值，并对人

文主义理论有较完整论述，称他为“ 人文价值至上论者“”，现代

新人文主义者”或“ 中国人文主义大师”等；也有论者，突出其

在文化问题研究上倾注心血最多，成就最大，称之为“ 现代文化

哲学家“”，文化至上论者“”，文化意识宇宙中的巨人”；近些年，

更有不少论者，就其思想最后归宗儒学，服膺宋明道学，且参与

了台港四教授１９５８年发表的（ 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因而称他为“ 现代大儒”，“ 现代新儒家的钜擘、典型代表”或

“ 现代新儒家的第二代宗师”等等。如此众多的称谓或美谥，似

皆各有所据，也可能互相融通，且与君毅哲学致思历程似乎也有

其相应处；但这四个方面的各种称谓，既各有侧重，就不免互相

参差，很难与其思想全貌和客观地位相符。或太空泛，或太狭

隘，未能显示其学术思想上的个性特征，都难免以偏概全，不足

视为定论。

一位思想大家，往往熔铸各种先行思想资料，出入古今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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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派，不会拘守一家之言，而必自有其新的创获，故既不能单凭

其一时的自道，或时流的褒贬，或后代的赞词来草率论定。

时下流行的说法，是把君毅归入“ 现代新儒家”群，形式上

看，似乎无可争议。但，即使如此判定，也应充分重视其思想学

脉的多源性、兼容性。这一点，或许正是他区别于“ 现代新儒

家”中的“ 道统”论者而自成一家的重要思想特征。他尊崇孔门

儒学，但并不贬斥“ 异端”诸家，论及先秦学术，总是在叙述了

老、孔之后，并举“ 墨、孟、庄、荀”诸大家，而重在深观其推

移流变。尤其“ 即哲学史以言哲学”的论著中，系统剖析“ 道”、

“ 理“”、心“”、性”等主要哲学范畴，全力打破传统的学派界限

和外在的名言歧异，着重从哲学义理上来通观这些范畴的历史衍

变和逻辑进程。这方面有关的论析，构成了君毅哲学思想的重要

内容，也是他“ 本哲学以言哲学史”的理论贡献。至于他作为一

代哲人的致思的思辨模式，就其时代性特征说，无疑是更多综摄

吸纳了西方近代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所取得

的总结性成就，同时对西方现代哲学思潮所提出的问题也不忽

视；就其民族性特征说，则显然较多地承继了道家和佛家的理论

思辨成果及其“ 齐物”、“ 两行”或“ 判教”方法等。同时对中国

哲学从宋明至清的历史发展的“ 终始相生，如一圆之象”，也高

度重视。凡此，都表明君毅在学术思想的继开、承启的大方向

上，跳出了儒为正宗、余皆异端的狭隘限界，否定了“ 道统心

传”的单维独进的思路，而是按“ 殊途百虑”的学术发展观，自

觉地走上多源头、多根系、多向度的致思道路，超越传统的经今

古文学、儒佛道三教、汉宋两家以及宋学诸流派的“ 异学相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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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求其可并行不悖而相融无碍之处” 。这种学术文化心态，

似与某些新儒家仍然迷恋传统门户与道统偏见，已迥然有别。

中国近代哲学诸形态的成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道路。１７

世纪的萌芽，十八九世纪的曲折发展，直到２０世纪中叶，才通

过中西思想文化的异同之辨而逐步走向成熟，形成了各家独立的

理论思想体系。这一逐步成熟的过程，大体说，在近百余年中西

文化的汇聚冲突中，经过了晚清时期肤浅地认同西学、到“ 五

四”时期笼统地中西辨异这样的思想发展阶段，到２０世纪中叶，

通过对中西哲学文化的察异观同、求其会通，终于涌现出一批标

志中国近代哲学走向成熟的理论体系。诸如熊十力、梁漱溟、马

一浮、金岳霖、冯友兰、贺麟、朱光潜、张东荪、方东美以及同

代而稍晚的唐君毅等等，他们堪称后五四时期中国卓立不苟的一

代思想家。他们诞生在２０世纪中国的时代风涛中，不同程度地

实践着融通儒佛道、涵化印西中的学术途径，稍异于专精之学而

独运玄思，真积力久而达到成熟，终于形成了中国近代哲学成熟

发展的诸形态。唐君毅是这样一代哲人中的自觉的一员。

从这一视角来评判君毅思想的历史定位似乎更符合客观实

际。如果局限于中国传统的学派范式来加以界定，无论是褒义地

或是贬义地称之为“ 现代新儒家”的“ 代表”、“ 传人”等，均难

以概举。就君毅哲学思想特有的包容性、开放性而言，就其贯注

始终的圆融会通精神与建构自己哲学体系的方法论自觉而言，像

他自己所形容：“ 以‘圆而神’之枢，运转吐纳诸‘方以智’之

《 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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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如九爪之神龙之游于九天，而气象万千” ，这样的规模

气象，很难纳入传统学派的某一范式，道家“ 玄圃”，儒家“ 杏

坛 ” ， 都 似 乎 容 他 不 下 。

三

关于君毅思想的包容性与开放性，研究者多有论及。或谓

“ 周流融贯的会通精神”，乃其学术上的主要特点；或谓其“ 冶中

西哲学于一炉”、“ 立论之高明博大，得未曾有”；或谓“ 综摄会

通”，“ 消解矛盾”，乃其治学的主要方法。似乎可以进一步指明，

即异以观同，于歧以见通，由多以显一，乃君毅基于深厚学养所

阐明的真理发展的辩证法，不仅是他的治学方法，而且是他整个

哲学体系的理论基石和灵魂。

君毅这种圆融会通、两行并育的思维范式，既继承中国儒、

道、佛传统哲学思辨的精华，又与西方近代哲学思潮特别是与康

德、黑格尔的哲学成就遥相接轨，并有他自己慧心独创的哲学观

和哲学史观作为理论依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２０世纪中国各种

文化思潮在冲突中融合的时代精神。因而，这是君毅思想体系中

最具有活力的组成部分。

基于对哲学本性的深刻理解，君毅阐述了他独特的哲学观及

哲学史观。他认为，哲学是生命心灵活动的智慧表现，是人之心

灵对真、善、美的人生理想境界不同深度的追求。在人类文化史

上各种哲学思潮的兴起，竞长争高，互相对立，乃是出于人之心

《 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上（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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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动的深度与方向的不同。如果人心自我局限于某一层面的义

理，而不能体会其他层面之义理亦有其合理性，遂不免矛盾冲

突，捍格难通。但如果善于突破自我局限，则古今中西哲人之不

同的乃至矛盾、对反的义理，均可在心灵活动的不同层位上各得

其所，归于统一和融合。“ 一切真实不虚之义理，其宛然之冲突

矛盾，皆只是宛然而暂有，无不可终归于消解，以交光互映一义

理世界中”。 思想史中相异相反之说，均可融贯而成一哲学慧

命之延，这一奇妙现象，君毅视之为宇宙间最深之秘密。由此，

引出他的“ 即哲学史以论哲学，本哲学以言哲学史”的深刻思

想。他提出了“ 略迹原心”、“ 于歧见通”的方法论原则，认定

“ 吾于昔贤之言，亦常略迹原心，于诸家言之异义者，乐推原其

本旨之所在，以求其可并行不悖而相融无碍之处⋯⋯异说相纠，

而思想之途乃壅塞而难进，然若能一一探异说之义理之原，如其

所歧而知其所以歧，则歧者未尝非道，道未尝不并行，即皆可通

之于大道，而歧者亦不歧矣”。 其所开拓的“ 本哲学以论哲学

史”的新境界，乃在于对历史上各家所陈之义理、“ 明其衍生之

迹，观其会通之途”，“ 于同观异，于异观同，方得其通，然后

得于此哲学义理之流行，见古今慧命之相续”。 这样通观古今

的结果，自会发现哲学义理的史的发展，“ 或分而合，或合而分，

处处山穷水尽，处处柳暗花明，而黄河九曲，依旧朝东，又有不

《 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自序》。

《 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自序》。

③ 《 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自序》。

④ 《 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自序》。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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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其然而自然者”， 这是哲学发展的规律性。至于“ 即哲学史

以言哲学”，君毅更独标新义，强调历史上古今东西各家之哲学

（ 包括他自己的哲学），实非一个个“ 堡垒”，而实为一道道“ 桥

梁”，皆非一座座“ 山岳”，而实为一条条“ 道路”。喻为“ 桥”

和“ 路”，乃指任何哲学都不是终极的定论，最后的顶峰，而是

能够启迪人们的智慧，由此达彼，由浅入深，由低到高，由偏至

全。而且，既为“ 桥梁道路”，未至者望之显然是有，行人经过，

则隐于后而若无，“ 凡彼造桥梁道路者，亦正欲人经过之，而任

之隐，任之无”。 这样的哲学观，把古今各家学说，均看作哲

学义理世界中“ 原有之千门万户，可容人各自出入”，“ 一一皆示

人以登升之路，而共趣于一境”。 显然是基于多元开放的文化

心态，才可能有如此灵动的哲学观和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

独特的宗教观以及有关宗教的系统理论，是君毅学术思想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典型地表现了他的文化包容意识和宗教创新观

念。他认为，宗教是人文意识的一个独立领域，与哲学科学追求

“ 真”、文学艺术追求“ 美”、道德伦理追求“ 善”相并列，而它

所追求的乃是人从个体自然生命欲望中解脱的一种超越精神。宗

教意识与人类追求真善美的其他文化意识有其矛盾、冲突的一

面；但宗教意识是一种更高的超越精神，它能够助成和补足人类

求真求善求美的人文意识，使之得到充量的实现。所以，把宗教

意识与哲学、科学、文艺、道德等人文意识绝对对立起来，是极

《 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

《 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第十九章。

《 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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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片面的。他所强调的是宗教与其他人文价值与文化意识的交涵

互动的关系。进一步，他把宗教意识的超越精神的高低层次，细

分为十种类型，并对世界各大宗教的特点和彼此矛盾冲突的原

因，作了系统分析，而肯定各种宗教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不容代

换的价值，都应得到尊重和赞叹。因而，各种宗教之间也就存在

着互相涵容、互相贯通的可能性，关键在于透过一些表面的形式

上的具体分歧，洞察各种宗教固有的内在的宗教精神。君毅综摄

了道家“ 齐物”、荀况“ 解蔽”《， 易传》《、 中庸》“ 殊途百虑”、

“ 并育并行”之旨，更着重改铸和发挥了中国化佛教的“ 判教”

理论及方法，试图对世界各大宗教，特别是儒家（ 儒教）、佛教

与基督教，进行了判教式的比较论析；认定各大宗教各有特定的

价值和地位，不可互相代替，但各当有位，又在体现宗教精神上

有层位高低之分，故可以判别其层位而消除其对立。据他分析，

佛家宗密等贬儒、道二教为“ 人天教”，处于较低层位；西方一

神教利玛窦等又把儒家定为“ 自然神教”，贬得很低；而传统正

宗儒学，则以儒家排佛道、非宗教为荣。他一反这些旧说，申论

儒学中天德流行、尽性立命等思想，祭天地、祭祖先、祭圣贤的

“ 三祭”之义以及礼乐精神等，乃是超乎佛教、基督教等之上的

最高层次的宗教境界，力图以此为认同的基础，消解儒学、佛

教、道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分歧、矛盾和对立。

君毅认为，中国古代虽有过儒佛道三教之间的论争，却从未

发生过宗教战争，各种宗教在社会生活中往往并行不悖，和平共

处。但到了近代，西方基督教精神传入以后，就发生了太平天

国、义和团等宗教战争和多次大小不同形式的宗教冲突。基于这

样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教训的总结，他别有会心地提出立足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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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佛教，以创建不同于基督教等的新宗教。这种新宗教，虽然

异于过去的各种宗教，而又不排斥人类以往一切宗教教义和宗教

圣人，并使各种宗教的真精神融通合一，“ 以成其道并行而不悖

之大教”。“ 吾人所响往的宗教精神，包涵对人文世界人格世界

之崇敬，即包涵对人文世界中已成一切宗教精神之崇敬，即包涵

对一切宗教圣哲之崇敬。吾人正当聚孔子、释迦、耶苏、穆罕默

德与无数圣哲于一堂，以相揖让，而供之于中国之新庙宇”。

试图发扬真正的宗教精神来建立一种新的宗教，藉以呼唤各种宗

教的平等共存，消解各种宗教之间的误解、互黜和冲突。这种观

点，不免带有幻想成分，但却充分反映出君毅在宗教理论上的研

究深度和研究中指导思想的博大宽容。

上述哲学观与宗教观的系统理论形态，体现于君毅最后完成

的《 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的巨著中，其所阐述的“ 心有三向”，

“ 心通九境”的哲学系统，力图囊括人类文化的各种价值形态，

古今哲学的各种义理，进行“ 略迹原心”的遍观和通观，冶中、

西、印及儒、释、道于一炉，按他的人文哲学的圭臬，重新予以

历史的与逻辑的定位。尽管这一系统，以心本体论为核心，以心

的感通开出九境为框架，把人类文化创造和哲学义理分别定位于

其九境中而加以评判，其中一些理论环节，一些具体论断，或许

大有可以商榷之处。但君毅构建的这一系统，一方面包容至广，

具有巨大的历史感和涵盖性；另一方面，又指向未来，心感通境

的方式是多向度的，其九境之间又有互相转易、进退、开阖与博

《 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

《 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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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的多种关系，其动态发展是无穷尽的。因而，他在整个体系中

虽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德、尽性立命之境作为最高精神境

界，但他并不讳言中国传统文化固有之弱点和缺点，而寄希望于

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未来发展，真能回到中国文化的精神本原

上，立定脚跟，迎接挑战，在“ 花果飘零”之后“ 灵根自植”，

真能自作主宰，择善而从，融摄吸收西方文化中一切向上之科

学、民主与宗教的精神菁华，以创建一理想的人文世界，并展示

未来人类文化的光辉前景。他的“ 反本开新”，具有一定的前瞻

性。

《 易传》有言：“ 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

易”。唐君毅先生在论著中一再引述此语，并满怀悲愿地指出：

“ 以吾人之心思，遥通古人之心思，而会及其义理，更为之说，

以示后人”，“ 使人对此中国的绿野神州上下数千年哲学的慧命相

续，自古至今未尝断，有如实之观解” ，“ 可见中国思想的慧命

之流，自上古以至于今日，由今日以至来世，其道皆承先以成其

富有，启后以成其日新，而‘于穆不已’！”

“ 承先”以“ 启后”“，富有”而“ 日新”。这是君毅思想的根

本特征。

一九九五年八月

① 《 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自序》。

《 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第二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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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学思成就的时代意义
——１９９５年８月在武汉“ 徐复观思想与现

代新儒学发展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

发 言

一

浠水徐复观先生（ １９０３—１９８２），是现代中国卓有建树的学

者，耿介不阿的思想家。他生活在后“ 五四”时期的时代风涛

中，始终跋涉于学术与政治之间；学术层面又长期涵泳于中学与

西学、旧学与新学之间，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化之间，儒门

与道家之间，道德与艺术之间⋯⋯。以深沉的忧患意识，从事坚

贞的学术研究，严肃思考，引古筹今，上下求索，左右探源；在

对立两极之间自觉地保持张力，在双向扬弃中渴求新的进展。因

而，对晚清以来一直困扰着人们的时代课题，诸如：历史形成的

悠久传统能否向现代化转换的问题，对传统文化的二重性、正负

面作用如何分疏的问题，从古老传统文化中如何剥离、发掘出现

代化的人文价值的问题等，作出了一系列独具卓识的创造性诠

释，被海内外学界誉为“ 创新的传统主义者“”，献身于民主的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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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敢于向权势挑战的人文自由主义者”。

徐先生著作宏富，学风凝重，其代表作《 两汉思想史》、《 中

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及《 中国思想史论集》、《 中国艺术精神》

及《 中国文学论集》等，大体从政治文化、道德学说、艺术精神

三个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有破有立的疏释，着力阐扬传统

文化中被窒压、被曲解的人文主义精神。读徐先生书，有一种特

殊的感受，即书中跳动着的是一颗赤子之心对神州大地山川草

木、故乡风土人情的强烈的爱，是他对饱经磨难而仍然活着的中

华文化精神的一片热忱；同时，也充溢着他对二千年来专制主义

的黑暗统治和传统社会，传统士人的痼疾和流弊的无情抉发，横

眉冷对，深刻剖判，爱憎分明，入木三分。至于他大量的时论杂

文所流露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更是披肝沥胆，充分表现了他

决不奄然媚世的狂狷性格。徐先生可说是洗尽了乡愿庸人气习、

襟怀坦白的性情中人。

徐先生的学术研究和文化剖判的总方向，似可概括为以破显

立，去芜存菁，即通过对传统思想的负面的揭露批判以凸显其正

面的价值，勇于剔除古老民族文化中污秽及僵化的成分，从而复

活并弘扬其不朽的真精神。

首先，在政治文化的剖判方面，他把重点放在反专制、反奴

性方面，显然有所承继于熊十力先生。熊先生一再强调：“ 吾国

帝制久，奴性深，此不可不知”；“ 二千年专制之毒”及至《 儒林

外史》等所揭露的“ 一切人及我身之千丑百怪”，都需大力清除。

如果说熊先生言简意赅，宏观立论；则徐先生微观考史，予以实

证。他的代表作《 两汉思想史》一至三卷，系统深入地考察了从

先秦到两汉中国社会和学术的巨变，特别是关于西周政治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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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及其崩解和秦汉典型的专制政治制度的成立问题，关于汉代

君主一人专制政治下的分封问题，官制演变、君相矛盾，以及外

戚、宦官势力的形成等问题，关于两汉知识分子在专制治下的压

力感及卑怯心理、言行游离等问题，关于中国姓氏演变与社会结

构的形成问题，关于从《 吕氏春秋》到董仲舒的思想转折以及哲

学大系统的建立问题，关于扬雄、王充、韩婴、刘向等以及《 盐

铁论》反映的社会政治文化思想，《 史记》、《 汉书》所反映的由

宗教通向人文的史学思想等等问题，探微索隐，仔细爬梳，发人

之所未发。他从社会史与思想史结合的角度，剖析从西周到秦汉

政治体制的诸方面，尤其是专制政治的基本性格及其所造成的专

制主义的心理状态；在此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的艰难处境和软弱

性格，中国学术文化依附于政治的畸形发展等，其透视之深切，

论析之绵密，为以往史学论著所罕见。

徐先生痛切指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发展的艰难性：由于学术

文化依附于专制政治，“ 很难打开一条顺应学术文化的自律性所

要求的康庄坦途，因而一直走的是崎岖曲折而艰险的小径。中国

历史中的知识分子，常常是在生死之间的选择来考验自己的良

心，进行自己的学术活动。所以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学术情况，除

了极少数的突出人物以外，思想的夹杂性，言行的游离性，成为

一个最大的特色。逻辑的不能发达，此亦为重要原因之一。而知

识分子自身，由先秦两汉的任气敢死，因在长期专制磨折之下逐

渐变为软儒卑怯”。“ 知识分子没有自由活动的社会平面，文化

即失掉其自律与自主的伸展。⋯⋯一般士人，为了做官而谈政

《 两汉思想史》卷一，台北学生书局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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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决不能构成政治学；为了争宠而说有谈无，决不能构成哲

学。于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士大夫，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挟带

著满身的政治污秽，而中国文化的真精神，也不免和这些政治污

秽夹杂在一起”。这一无情揭露，摧枯拉朽，但并非中国文化

全是一片“ 污秽”。他反驳好友钱穆美化专制政治的国史观，惋

惜地称之为“ 良知的迷惘”，同时极为深 所发掘的刻地指出：“ 我

乃是以各种方式反抗专制、缓和专制，在专制中注入若千开明因

素、在专制下如何保持一线民族生机的圣贤之心、隐逸之节，伟

大史学家文学家所面对的人民的鸣咽呻吟，以及志士仁人忠臣义

士在专制中所流的血和泪。⋯⋯血河泪海，不激荡出民主自由

来，便永不会 １这类血泪文字，典型地表现了他对中国停止”

传统文化的真精神的爱深言切。他反对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真精神

与封建专制主义混同起来的两极观点，（ 一极是全盘否定传统文

化，将其笼统地等同于封建专制主义，一极是全盘肯定中国专制

主义，将其美化为体现了传统文化精神。）而坚持从中国历史中

把与种种政治污秽夹杂在一起的中国文化真精神剥离开来，即把

中国文化中原有的反抗专制的自由民主精神以及“ 贬夫子，退诸

侯，讨大夫”和“ 从道不从君”、“ 忧道不忧贫”等优秀思想传

统，认真发掘出来，并使之与现代民主意识相沟通，以推进中国

现代化进程。经过徐先生的“ 复古开新”的学术工作，儒家、道

家思想传统中的“ 圣贤之心“”、隐逸之节”，以及渗透于人文史

学与忧时文艺中的与广大劳苦百姓的“ 鸣咽呻吟”痛痒相关、血

① 《 徐复观文录选粹》，台北学生书局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０页。

《 良知的迷惘——钱穆先生的史学》，１９７９年《 华冈学报》第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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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相联的思想感情，和历代志士仁人“ 以德抗权”、“ 以道抑尊”

的浩然正气与抗议精神等。中华文化中这样一些不朽的真精神，

经他疏理，得以重新显豁，光辉人间。这是徐先生针对许多知识

分子蔑弃传统文化的自暴自弃态度而发愤著述所作出的重要贡

献。

二

其次，徐先生通过中国思想史、特别是中国人性论史的研

究，着重疏理了传统道德学说的诸层面，主要在发掘儒、道两家

学说中的忧患意识和自由意识。

徐先生独有会心地阐发《 易》道中的“ 忧患意识”，旨在凸

显人文价值所依存的主体性。他认为，殷周之际产生的“ 忧患意

识”，是古代文化由宗教向人文演进的重要标志，集中反映了中

国古代的以道德理性为核心的人文觉醒。原始宗教虔敬天神，唯

天命是听，周初人提出“ 敬慎“”、敬德”，朝乾夕惕，自强不息，

精神专一，认真负责，由信赖神、把一切责任交给神，转化为信

赖人“、吉凶与民同患”，对一切人间苦难、社会祸福勇于自我承

担。这就是“ 忧患意识”。这不是听天由命，抹杀人的主体性；

而是在历经忧患的反省中，唤起主体的能动作用的人文精神。这

种人文精神，以“ 敬”为动力，以“ 德”为目标，以“ 成己成

人”的社会义务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应尽之责，因而是一种自

觉的道德理性。徐先生从原始宗教向人文转化，来阐释儒家的人

性论，认为孔子的“ 畏天命”，实是“ 对自己内在的人格世界中

无限的道德要求、责任而来的敬畏。性与天道的融合，是一个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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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人格世界的完成，即是人的完成。” 而孔子的“ 仁”，乃是

一个人的自觉的精神状态，它至少包括“ 成己、成人”两个方

面：一是对自己的人格的建立及知识的追求发生无限的要求；一

是对他人无条件地感到有应尽的无限的责任。他说：“ 个体的生

命与群体的生命，永远是连结在一起的，这是中国文化最大的特

性“”。孔子对仁的开辟，不仅奠定了尔后正统人性论的方向，并

且又由此而奠定了中国正统文化的基本性格”。 至于孟子的

“ 性善说”乃是“ 人对于自身惊天动地的伟大发现“”，可以透过

一个人的性，一个人的心，以看出人类的命运，掌握人类的命

运，解决人的命运。每一个人即在他的性、心的自觉中，得到无

待于外的圆满自足的安顿”。 即认定性善说是通向人的终极价

值和安身立命的桥梁，是确定人的尊严和人与人相互信赖的根

据。故由“ 性善”说可以推广为“ 仁政”说，确定人民的好恶为

指导政治的最高准绳，即中国思想史中以道德主体性为基础的最

高的民主政治精神，只是缺乏民主制度的构想。

徐先生把道家的人性论思想，也纳入了他即思想史以发掘人

性论的道德主体的自由意识的系统。他着重剖析了庄子反对人性

异化的自由观，提出庄子面对沉浊的现实，却怀有“ 无限的悲

情”，又从“ 无待”的自我逍遥的精神境界中，探索人性从各种

异化中得以复归的途径“，，欲使众生的性命，从政治、教义的压

迫阻害中放出来；欲使每一人、每一物，皆能自由地生长。一方

① 《 中国人性论史》（ 先秦篇》，台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９年版，第８９—９０页。

《 中国人性论史》（ 先秦篇），台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９年版，第１５２，第１００

页。

《 中国人性论史》（ 先秦篇），台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９年版，第４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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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好象是超脱于世俗尘滓之上；但同时又无时无刻不沉浸于众生

万物之中，以众生万物的呼吸为个人精神的吸呼，以众生万物的

自由为个人的自由；此即他所说‘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

于万物’。他所欲构建的，和儒家是一样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道并行而不相悖’的自由平等世界”。 这样对庄子自由观的阐

释和肯定，表现了徐先生以平等心对待儒、道两家的文化包容心

态。他还深刻指出，历史上的正宗儒家，“ 过于信赖现实，最容

易为统治者所藉口，乃至甘心供统治者的利用，以加强统治者的

惨酷之毒，真是值得庄子加以棒喝涤荡的。他（ 庄子）在抨击仁

义之上，实显现其仁心于另一形态之中。⋯⋯这是我们古代以仁

心为基底的伟大自由主义者另一思想形态。” 对于庄子反抗政

治伦理异化的自由理想如此高度的评价，对儒道两家的真精神如

此巧妙地加以融通，这是徐先生的独得之见，值得我们认真咀

嚼。

再次，徐先生通过对中国艺术史，特别是对中国传统绘画及

历代画论的研究，着重发掘中国艺术精神中的主体意识和艺术境

界中所实现的人格自由。

徐先生从原始宗教向人文精神的转化，展示了他的中国人性

论的研究；再从中国人性论的研究，拓展到中国艺术精神的阐

扬。他认为，中国文化的主流，“ 走的是人与自然过分亲和的方

向，征服自然以为己用的意识不强”，故自然科学不发展，一些

“ 前科学”的成就，只有历史意义。但中国文化中的人性研究，

《 中国人性论史》（ 先秦卷），台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９年版，第４１２页。

《 中国人性论史》（ 先秦卷），台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９年版，第４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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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的具体生命的心、性中，发掘出道德的根源和人生价值的根

源，不假外力而靠道德自觉之力，即可解决人类自身的矛盾和危

机。中国文化还有一个层面，即从人的具体生命的心、性中，发

掘出艺术的根源，在艺术中把握到精神自由解放的关键，并由此

产生了许多伟大的文艺家，画家和他们的不朽的作品。这两个方

面的成就，“ 不仅有历史意义，并且也有现代的、将来的意

义”。 他概括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的精神，有两个典型。一是由

孔子所显出的“ 仁与音乐合一”的典型，是道德与艺术的最后统

一。另一是庄子所显出的典型，乃是纯艺术精神。庄子所说的

“ 道”，落实到具体人生，作为人生的体验来把握，乃是纯粹的崇

高的艺术精神。庄子由“ 心斋”、“ 坐忘”等工夫所自觉到的

“ 心”，乃是艺术精神的主体。道家由老、庄演变为玄学，它的真

实内容乃是艺术化的生活和艺术上的成就。历史上的大画家、大

画论家所达到的精神境界，常不期而然的都是庄学——玄学的境

界。所谓“ 玄”，乃是一种心灵状态、精神境界；而中国艺术中

的绘画，正是这种“ 玄”的心灵状态所产生、所成就的。“ 心

斋“”、坐忘”，正是美的观照得以成立的精神主体，也是艺术得

以成立的最后根据。达到“ 心斋”、“ 坐忘”的精神境界的历程，

一是必须消解由生理而来的物欲，使物欲不能奴役心灵，心灵得

以从物欲的支配下解放出来。二是让心灵不受认知活动的烦扰，

而从“ 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等无穷追逐中得到解放，以增进人

的自由。心灵摆脱了“ 欲望”和“ 知见”的遮蔽，心的虚静的本

性便会呈显出来。从老子的“ 致虚极、守静笃”发展到庄子的

《 中国艺术精神》，台北学生书局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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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己“”、丧我“”、心斋“”、坐忘”，都以虚静作为体道即把握人

生本质的工夫，也就是一种主客两忘、物我合一、超越时空而了

无间隔的审美境界。“ 心与物冥”的心，即审美观照的主体之心；

所冥之物，即作为审美对象之物。中国艺术精神不同于西方，最

根本的一点是强调艺术美是从人格根源上涌现出来，是主体精神

的自由表现。在主体呈现时，既是个人人格的完成，又是主体与

客体宇宙万有的融合“；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所以中

国文化的根源之地，无主客的对立，无个体与群体的对立，“ 成

己”与“ 成物”是一而非二。这是中国文化最不同于西方文化的

基调之一。

徐先生对中国文化主流学派的道德哲学和艺术精神的诠释，

其理论重心集中在阐发其中关于人的主体性和精神自由。他在孔

孟儒学中发掘出道德自律与人格独立的主体性原则，他在庄学、

玄学中又发掘出审美观照与艺术自由的主体性原则。他既肯定人

不仅是道德主体，而且是艺术主体，也就承认了主体的多元化，

人还可以作为独立的认知活动的主体、政治与经济活动的主体、

科技与宗教活动的主体等等。徐先生在学术上通观儒道，扬榷诸

家，对道家思想多方面的认同，同样也可推衍出学术思想上综摄

融贯的多元化。体用多元，一本万殊，大德敦化，殊途百虑。徐

先生留给我们的不是“ 断港绝潢”，而是广阔的康庄大道。

综上所述，徐复观先生对古代中国社会特别是政治文化的反

思，对中国人性论及道德哲学的剖析，对中国艺术精神的阐扬，

无不具有引古筹今的历史感和现实感。而其中一以贯之的思想，

是他力求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亦即主体自由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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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高度自觉的忧患意识，不为物化的人道之尊。这是现代化价

值的生长点，是传统与现代化的接合处。徐先生留给我们的思想

遗产和学术成就，无疑地，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一九九五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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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评 馀 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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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方任安著《 诗评中国著名哲学家》

伟哉中华！诗的国度，诗的海洋！微波巨浪，浩瀚无疆！

在中国，古今知名及无名的诗人之多，历代传世及失传的诗

作之富，诗作中的体裁、律式、风格、流派之繁，诗，对民族精

神生活各个层面浸润、影响之广且深，均可说是举世无匹。诗

魂，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最灵动、最具有渗透力的精神文化基

因。

诗的渗透力，表现在它弥漫于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

庙堂雅颂，军旅铙歌，折冲尊俎之间的应对，男女怨慕之情的表

白，直到山村民谣，野老踏歌，市井俚曲，小红低唱，无处非

诗。而在文化深层则突显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在“ 诗教”

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全面渗入。儒学正宗一贯宣扬诗教的重要性和

现实性，强调诗的政治化、伦理化。如孔子把“ 诗”的价值意义

归结为“ 思无邪”，可以“ 兴、观、群、怨”“，事父、事君”；以

后《 毛诗序》等更提出“ 发乎情，止乎礼义”或“ 温柔敦厚”的

原则，强调诗具有“ 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的特殊功能，可

以发挥出“ 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巨大

的社会作用。由此，奠定了诗作为政治伦理教化工具的价值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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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中国历代许多诗人，无不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

识，感时议政，忧国忧民，化民间疾苦为笔底波涛。诗，在对现

实政治参与中，实现着人类理想的美和善的统一。这是中国诗美

学传统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另一方面，也深刻地表现为诗心对哲

学文化的渗入。许多哲人认定哲理与诗心的合一更能达到形而上

学的内在超越，因而强调哲学的诗化与诗的哲学化。这两者又几

乎是同一的心路历程。“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 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在情与理的冲突中求和

谐，在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互斥中求互补，在诗与哲学的差异

中求统一，乃是中华哲人和诗人们共同缔造的优秀传统。他们在

这一心灵创造活动中实现着美和真的合一，使中国哲学走上一条

独特的追求最高价值理想的形而上学思维的道路，既避免把哲学

最后引向宗教迷狂，又超越了使哲学最后仅局促于科学实证，而

是把哲学所追求的终级目标归结为一种诗化的人生境界，即审美

与契真合而为一的境界。中国哲学的致思取向，从总体上乃是诗

化的哲学。且不说《 周易》《、 诗经》《、 尚书》及《 逸周书》等古

文献中已存有不少富有哲理的古歌谣，中国第一部哲学专著《 老

子》，竟是精心琢磨出的全可韵读的哲学诗篇；《 庄》、《 列》、

《 文》等道家诸子，多用诗的文辞或充满诗意的卮言、寓言等来

展示他们的哲学智慧。至于儒门，孔叹“ 逝者如斯，不舍昼夜”；

孟称“ 观水有术，必观其澜”“； 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

情”，⋯⋯凡此都饶有诗趣。荀况更有《 成相》、《 赋》篇，以民

歌和赋体来诗化自己的哲学。屈原问天，贾谊哭鹏，司马迁以

“ 无韵之离骚”合而传之。从此，形成中国哲学中一个追求诗化

的优秀传统，陶、谢、嵇、阮，各有名篇，李、杜、王、孟，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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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异彩，直到晦翁的“ 源头活水”，阳明的“ 海涛天风”，梨洲的

“ 此意无穷，海怒鹏骞”，船山的“ 光芒烛天，芳菲匝地”⋯⋯春

兰秋菊，葳蕤不绝，神思慧命，绵延至今。

诗化哲学，形貌繁多。就作者的文化背景与创作旨趣之不

同，似乎可以区别两大类型：一类是哲学家或其他作者所创作的

哲理诗，即用诗的形式及诗的语言来表达某一哲学义理或哲学境

界。中华哲人，大都能诗，大都乐于在散文论著之余，用诗心及

诗语来对其哲学思想核心作出艺术概括，程伊川用“ 数点梅花天

地心”来绎解他所悟得的《 周易》“ 复卦”义理，即是显例。由

于中国文化心理结构中，诗处于崇高神奇的地位。《 诗纬》云：

“ 诗者，天地之心”。而中国哲学所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正是

“ 赞天地之化育“”，为天地立心”。所以，古今哲人大都精心创作

过若干哲理诗。历代的哲理诗（ 诸如玄言诗、步虚词、禅门诗、

道学诗等以及言志、咏怀、山水、游仙、箴、铭等其他诗体中也

有不少涵有哲理的篇什），在中国诗坛占有相当比重，如果裒辑

起来，会是很大的数量。但蔚为茂林，必多枯枝。这类哲理诗，

易流于仅注意排比一些“ 理语”入诗，而缺乏“ 理趣”的涵泳。

真能做到哲理与诗心互相凑泊，浑融无间，“ 如水中盐，蜜中花，

体慝性存，无痕有味，观相无相，立说无说，所谓冥合圆显者”，

乃上乘之作，实不多见。故虽邵尧夫、陈白沙等大家，其许多哲

理诗作，也难免“ 徒为理语”，“ 难入诗格”之讥。

另一类乃是诗人们用韵语所写的对历代哲人的精神风貌、思

想精华等进行述评的诗哲学，实为诗化的哲学评论。中国诗人既

长于抒情、言志，也善于评史、论学，并在评史、论学中，更能

深入到哲学思辨领域，以简御繁，由一显多，为历代圣哲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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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像”，寥寥数语，往往传神。例如，陶渊明的《 咏贫士》《、 读

史述九章》中，论及荣启期、原宪等高士和伯夷、叔齐、箕子、

七十二弟子、屈原、贾谊、韩非、鲁二儒等哲人，着眼于诸人的

人格风神，语约而意深；陈子昂《 感遇》中的“ 吾爱鬼谷子，

（ 咏鬼谷），王维《 偶然作》中的“ 楚国有狂夫，⋯⋯”

（ 咏楚狂接舆），李太白《 古风》中的“ 庄周梦蝴蝶⋯⋯”，君平

既弃世，⋯⋯（”咏庄周、严遵），唐玄宗《 经鲁祭孔子而叹之》

“ 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咏孔丘）等，均论及思想史上的专

人，托事显理，体察入微，真如《 诗品》所言“ 超以象外，得其

环中”，故成为诗史上的名篇。至于正史中系统的《 史赞》，间有

涉及思想家者，类多浅近；以《 史赞》形式专门论述历史上哲人

者，则有朱晦翁之《 六先生画像赞》，分别赞述了濂溪（ 周敦

颐）、明道（ 程颢）、伊川（ 程颐）、康节（ 邵雍）、横渠（ 张载）、

涑水（ 司马光）等六位哲学家，要言不烦，颇中肯綮。今人苏渊

雷先生有《 风流人物无双谱》之作，以窅窕诗心，尚友古贤，其

所敬慕的“ 风流人物”共三十六位，半属哲学家，半属文学家，

人系一绝，简注点睛。如赞司马迁云：“ 龙门史笔发奇文，独擅

千秋一席尊，读到伤心铭骨处，始知血泪铸精魂。”简注除录

《 报任少卿书》一段外，只从《 人间词话》转引了尼采的“ 一切

文字，吾爱以血书者，，一语。引而不发，堪称妙笔。但专门以历

代哲学家的哲思及行迹为对象的系统诗作，即系统的诗化哲学评

论，纵观哲坛，索诸诗史，尚付阙如。

方任安先生，桐城诗人，坎坷求索之奇士也。顷慨然将其新

著《 诗评中国著名哲学家》一书书稿寄示，临风展读，击节神

移，不胜钦佩！深感他老骥伏枥，停云浩歌，洪钟一诺，奋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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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于写成古近体诗六百六十五首，系统地评论了中华古今哲

学巨匠八十七人，每人系一小传，诗后缀以必要的史迹和绎注，

既便省览，更有意将哲理、诗心、史感三者融为一体。继志前

修，踵事增华；神交先哲，招魂玄圃。就其全书体制的一贯性，

评及古今哲学家思想的系统性和涵盖性，乃前之所未尝有，实为

之力作拓荒补白 。

通读《 诗评中国著名哲学家》全书，不难发现作者力图对古

人思想成果作出平实的概述，公允的评价，不溢美，不苛求；而

对一些作者所特别心仪感通的对象，则往往语出自然，意在言

外，成为诗化哲学评论的传神之笔。例如，评老子云：“ 自然为

法高层美，艺术人生亘古今”；评商鞅云“：纵然车裂为秦死，灭

旧生新一产婆”；评司马迁云“：百家思想同扬弃，一史风骚共月

明”；评仲长统云“：仲长不失其中杰，疑是长沙去复来”，又评

柳宗元云“ 遭逢不幸长沙似，何处招魂岭外天”；又如，化哲学

思辨为诗意语言，论二程云：“ 仁者浑然与物同，消融内外更从

”；论叶适云：“ 道原于一成于容 两，两物相摩变易源”；论方以

智云“：东西总合终成体，今古纷陈尽是诗“”，错综三五如妙叶，

代错无妨变异呈”⋯⋯。凡此，虽尚未完全摆脱“ 理语”筌蹄，

但已力求取精用宏，抉发其中的“ 理趣”，读之引人入胜。

《 诗评中国著名哲学家》中对历代哲人的述评的又一重要特

点，是既注意到历史的客观性，历史述评应力求如实和公允；但又

毫不隐讳作者倾注其中的主观情思和历史爱憎。因而书中对不同

人物及其思想的诗化述评，详略、精粗，抑扬、取舍，各具特色，实际

上体现了作者鉴古筹今的价值取向和历史感情。书中，对破旧趋

新的改革家和批判思潮的旗手，总赋予更多的表彰和同情。如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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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商鞅、庄周、屈原、贾谊、王充、柳宗元、刘禹锡、张载、王安石、

陈亮、叶适等，诗与注俱较绵密，且语多褒扬。尤其对明清之际的

大批启蒙学者，更是作者纵观历史之后的别具慧解，一往情深，如

称王艮为首的泰州学派为具有启蒙意义“的 时代新潮”，肯定何心

“隐 卓尔新思自古稀，不为名教所拘羁”，而李贽更“是 发聩振聋”的

一“面 大旗”；而对方以智、黄宗羲、王夫之、戴震、龚自珍、魏源直到

章太炎，尤为重视，赞扬他们是“ 绝世才”，是“ 哲海奇珍“”、民主先

河”，认为他们的学术贡献是“ 一代哲人集大成“”，擘开门户拓新

天”，不愧为“ 高空传木铎“”，人寰一大师”。如此笔锋带感情的启

蒙讴歌，反映了作者的中国哲学史观和反思传统的价值评判意识，

与当前某些论者所持的弘扬国粹、反本开新的观点有所不同，读之

也足以发人深思。

至于本书的其他特点和优点，读者品味自知，勿庸赘述。

方任安先生与我神交不久，秋水伊人，尚未握晤。我仅从他

惠寄的《 求索斋诗词》中，略知他的坎坷经历与坦荡襟怀，风雨

征途，感慨略同。今又得读他的会心之作《 诗评中国著名哲学

家》一书，启迪实多。遵嘱草序，期符雅意。言之不足，再缀一

律：

种得瑶花耕烟锄玉忒殷勤， 灿烂春。

赤水珠还 兰陵赋就颂蚕云。劳象网，

孔乐佛悲庄狂屈狷缘殊性， 有共因。

一卷高吟入玄圃，契真融美见精神。

一九九五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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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田虔次先生《 熊十力与

新儒家哲学》中译本序

八十年代初，正当中国学术界经过拨乱反正迎来了学术繁荣

的春天，岛田虔次先生欣然来华访问，曾经驻杖汉皋，从容讲

学，多次来往于桂子山与珞珈山之间，我因得接几杖，坐领春

风。岛田先生以其渊深的学养，谦朴的风范，薰然慈仁的醇儒气

象，赢得广大师生的衷心敬重，乐与论道切磋，结下深厚友情。

李德永教授当场赋诗一首赠之：犹记一次学术座谈中， “ 天水相

连本一家，喜听名教讲中华，从来影响无边界，各领千秋自在

花。”先生为之莞尔，举坐亦为之抚掌，当时融乐情景，迄今难

忘。

此后，岛田先生与我时有鱼雁往来，他寄赠我之《 朱子学与

阳明学》一书，由我室研究生蒋国保君译为汉文，译稿寄去日

本，先生以朱笔详加校改，细楷密批，字字不苟，见者莫不感

佩；继又赐序，奖掖后进，师德尤为可钦。此书在中国出版后，

先生关于宋明儒学发展之精审评析，遂为中国学人所知悉。近十

年，中国学术界对阳明心学及其所引发的泰州学派的重新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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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但与中日学术文化之广泛交流以及先生

论著之译传影响等，不能说没有关系。历史上异质文化的交汇或

同源分流的文化互相涵化，往往会产生文化代谢的重要促进作

用。

一九八五年冬，为纪念熊十力先生诞辰百周年而有湖北黄州

国际学术讨论会。岛田先生为少数被邀请的国际知名学者之一，

因传闻先生正注目于熊氏哲学，但以冬寒路远， 行旅不便，未能

莅会。逾年，先生有笺来，对会中分赠的中华书局新辑印的《 熊

十力论著集》卷一中‘心书’等篇的句读，校正了若干条，裁断

至为精审；又逾年，跨海邮至，则先生之新著《 熊十力与新儒家

哲学》一书，粲然在目，粗阅已感到这是深造有得之作，非仅评

论熊氏哲学，实为旷观“ 五四”时代思潮而别具慧解。我室博士

研究生徐水生君读后，愿为译成汉文，期能流播国中。徐君译成

一半而有游学日本之行，继在京都同志社大学片山寿昭教授指导

下得以译完该书并核校定稿。徐君复持译稿走京都木幡御藏山趋

访岛田先生，先生以七四高龄而乐于接待和鼓励后生。这样，使

徐君所译本书能以较高的质量呈现于中国读者面前。

十年来，岛田先生来华讲学所播下的友谊和慧业的种子，已

经发芽抽条，上述先生两本学术著作中译本的相继出版经过，足

以作证。这既是中日两国人民交往中两朵友谊的浪花，也是中日

，现代民间学术交流中的一段佳话 必将传之子孙，永志难忘。

熊十力哲学，是现代中国哲学中一个独特的体系。其根本的

理论趋向，是力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去“ 掘发固有之宝藏”，竭

力为他心目中的现代人文理想找到自己民族传统中的“ 根芽”，

赋予这些人文理想以民族化的理论形态和现代化的时代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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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文化寻根意识，既否定了崇洋论者的浅簿，又并非复古论者的

保守，而是“ 五四”运动中另一种新时代的文化觉醒。所以，熊

十力的哲学创造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传统的抉择和扬弃的批

判态度。他自称“ 余研古学，用心深细，不敢苟且”，故能自觉

探寻中国哲学启蒙的特殊道路，绝非偶然地把王阳明、王船山视

为自己的哲学先驱，把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潮视为中西新旧文化交

会嬗变的枢纽，自辟一条承先启后、推陈出新的学术途径。熊氏

哲学其所以在后“ 五四”时期的中国乃至东方哲学论坛上独树一

帜，卓然成家，正由于它所阐扬的人文精神与人文价值，既与二

十世纪世界哲学思潮相汇通，又保持了“ 东方哲学的骨髓与形

貌”，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的发展、转化和继承。

岛田先生这本论著，开宗明义从“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儒

家的出现这一事实出发，展开了对他所谓现代中国哲学家中的

——“ 双壁” 冯友兰与熊十力的对比研究和对熊十力哲学体系诸

环节的系统阐述，而归结到对熊氏哲学的历史地位的评定。书中

许多论析，文约而义丰，新意递出。诸如，超越旧说而强调对

“ 五四”运动的“ 历史总和的全面把握”，即不仅注意“ 五四”运

动中破除封建礼教的反传统思潮的启蒙作用，同时也应看到另一

种“ 顺应时代并创造性地继承民族传统”的动向也具有重要意

义，也同样属于“ 五四”新文化思潮。基于这一观点，对照并重

新评价了日本明治初期针对欧化主义而出现的国粹主义（ 如三宅

雪岭、陆羯南、志贺重昂等）的意义，如所引证的鹿野政直的观

点：“ 各国有各自的近代化方式”，“ 亚洲有亚洲的近代化方式，

这种方式须采取与抵抗欧洲有关的方式，因而必须重视作为抵抗

因素的传统、国粹”。这与中国学者近些年对“ 五四”及后“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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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时期新思潮研究的结论不谋而合，对于中国现代文化思潮的

重新评估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其次，与这一史评观点相联系，书

中通过新儒家哲学的研究，确认了中国哲学传统，特别是作为主

流的儒家传统具有向现代化转换的可能。作者引据幸德秋水、堺

利彦等“ 社会主义者”“ 对儒学似乎具有特别的感情”的言行的

生动论述，显然对于中国读者会是饶有兴味的。再次，书中对熊

十力哲学思想的早期形态—— ‘新唯识论’的系统，按“ 明宗”、

“ 唯识“”、转变“”、功能“”、内圣外王”等理论环节，作了忠实

而具体的评述；更把熊氏哲学纳入中国乃至远东儒教圈的思想文

化变动的全局，给以历史定位的评析。作者联系熊氏的晚年定论

（ ‘明心篇’、‘体用论’等），肯定其“ 平生之学，研究大乘并将

之与‘易’融通。尊生、不溺寂；彰有、不耽空；健动、不颓

废；率性、不绝欲”。乃是“ 全面改造传统哲学、积极创造新哲

学的尝试。”并指出：“ 这种尝试在中国、日本、朝鲜及整个远东

儒教圈是非常显著而独特的形态。”作者进一步论定“ 中国是一

个伟大的哲学之国”，经过清代停滞期之后，出现了熊氏哲学这

样综合熔铸儒、佛各家的理论创造，才是“ 对传统发展式继承的

模式”。这一深刻论断，实获我心。我曾粗论：熊先生生当二十

世纪前半叶风雨如磐的半殖民地旧中国，西化惊涛，复古逆流，

相反相因，交互激荡，而熊先生确能以高一层次的哲学思络，通

贯古今，平章华梵，衡论中西，出入于儒、佛、老、庄及宋明诸

子，自立权衡，自创体系。有人称之为“ 新佛家”或“ 新法相

宗”，又有人称之为“ 新儒家”，“ 新陆王学”或“ 新易学”等，

其实，作为开拓性的哲学家，自当熔铸丰富的先行思想资料，故

其论著中，逐处遮破佛法，睥睨西学，痛斥奴儒，且明确自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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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吾惟以真理为归，本不拘家派， ⋯⋯非佛非儒，吾亦祗是吾而

已矣”。这就难于以某种固有的学派范式去加以评定，或诃其乖

违佛理，或赞其不坠儒宗，或美其归宗大易，或疵其抨击宋儒，

似皆持论有据而与熊氏思想全貌未必相应。（ 见拙撰：《 熊十力全

集》编者序）今读岛田虔次先生书，所论诸端，更有同声相应之

感。

徐水生君勤恳好学，归自扶桑，以所译之岛田先生书稿见

示，并述及在京都趋访岛田先生时，先生尚忆得十年前的汉皋之

行。临风怀想十年来一衣带水之间的学术交往因缘，庆幸岛田先

生的又一新著得以译播神州，故欣然命笔，乐为之序。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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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口雄三先生《中国前近代思想

之曲折与开展》中译本序

沟口雄三先生是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哲学科主任教授，

是现今日本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沟口先生所著《 中国前近代思想之曲折与展开》一书，着眼

于中国独特的自生性以及内发性的近代历程，根据极为周密的方

法论上的考察，就明清时期的政治观、君主观、公私观、人性观

等的演变，厘清了明清思想史的一贯真髓，从而深刻地揭示了中

国近代历史与文化的前近代渊源。

沟口先生此书所论，乃东方近代史留下之时代课题，我曾参

酌诸家，有所论析。今读此书，多有契合，盖一衣带水，心同理

同。从世界文化的现代化历史进程来看，东方世界普遍存在着传

统文化与西洋文化的矛盾与冲突，如何吸纳先进的西洋学术与发

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这是东方世界新文化创建过程中整合民

族文化的一大难题。

近代以来，就中国而言，多次掀起了触及思想、价值等文化

深层结构的中西文化的比较和论争，其中仅中西文化的同异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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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个问题，也经过复杂的思想历程，反复探讨多年，有些问题

有所澄清，但并未得到解决或并未完全解决，如当前人们乐道的

“ 文化寻根”、在中国文化中重建“ 奇理斯玛（ Ｃｈａｒｉｓｍａ）”等，

似乎都与晚清时期人们为“ 认同”西学而激起的“ 西学中源”的

思潮至今余波未息有关。问题是如何寻“ 根”？“ 根”在何处？如

何探寻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内在历史根据，找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的历史接合点？这就是历史留给我们有待认真研讨和回答的问

题。

沟口先生的明清思想史研究，一反视西方价值观为放之四海

而皆准的旧来研治东方文化的方式，又以其对明清思想史的深度

关怀与高深造诣，突破了旧来的理气论、人性论等狭隘的纯哲学

式的中国哲学思想的研治框架，以更广阔的视野，开拓出含有史

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哲学思想研治新途。因而，沟口

先生的这部研究具体问题的学术专著，又极具方法论的意义。

耀文同志淬砺自学，穷数年之功，译出此书。将沟口先生学

术介绍给中国，定会嘉惠学林，大有裨益于深化和活跃中国思想

史的研究。念及耀文同志译书经过以及与沟口先生学术交流因

缘，乃中日人民友好之一环，故乐意向读者推荐本书，是为序。

一九九二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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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朝花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

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

陆机（ 文赋）中此数语，似可借以表达在特定历史转折关头

人们伫立旷观、谢故趋新的文化心态。人类社会发展的合规律进

程，无论是经济的进化，或是文化的衍变，都在连续性中又有其

一定的阶段性。哲学运动，也是如此，无论哲学认识的矛盾发

展，或是哲学思潮的分合起伏，都依存于社会运动的一定发展阶

段而自有其思想承转的阶段性；每一阶段的哲学，作为人们理性

的探索，总经历着艰难和曲折、冲突和融合、肯定和否定，由偏

到全，由浅入深，历史地形成为一个具有逻辑意义的发展进程。

每当发展中出现新旧代谢的转折关头，总会激发起人们回顾既

往，展望将来，进行必要的文化审视和抉择，作跨越一定历史时

空的总括思考。

黑格尔的哲学史观中有一个被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和发扬的

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

序李维武著 十世纪《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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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即以巨大的历史感为基础，认定真理及其展示是一个过

程，哲学真理的历史发展近似于一串小圆圈所组成的大圆圈，哲

学发展的大、小圆圈自有其起点和终点，而终点向起点复归，又

恰好成为新的起点。黑格尔这些灵动的思想，经过马克思主义的

唯物史观和辩证方法的熔炼改铸，更加深刻地成为哲学史研究的

科学指南。马克思在一开始触及哲学史研究领域时便指出：“ 哲

学史应该找出每个体系的规定的动因和贯穿整个体系的真正的精

华，并把它们同那些以对话形式出现的证明和论证区别开来，同

哲学家们对它们的阐述区别开来，⋯⋯哲学史应该把那种象田鼠

一样不声不响地前进的真正的哲学认识同那种滔滔不绝的、公开

的、具有多种形式的现象学的主体意识区别开来。⋯⋯在把这种

意识区别开来时应该彻底研究的正是它的统一性，相互制约

性。” 列宁也指出，黑格尔“ 把哲学史比做圆圈”是“ 一个非

＝整个人类思想发展的常深刻而确切的比喻！！每一种思想 大圆

在《圈（ 螺旋）上的一个圆圈。” 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

列宁按历史和逻辑统一的原则，对西欧哲学发展中的“ 古代”、

“ 文艺复兴时代”、“ 近代”等几个阶段的“ 圆圈”，曾勾画其轮

廓，确定其矛盾发展的起落点，具有极其深广的方法论意义。

中国传统哲学中有所谓“ 贞元之会”或“ 贞下起元”的说

法，源于对《 周易》的《 乾·彖辞》与《 乾·文言》中“ 元、亨、

利、贞”四字的诠释。汉唐人注疏，多以“ 仁、礼、义、信”四

① 马克思：《 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０卷，第

１７０页。

《 列宁全集》（ 第一版）第３８卷，第２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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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或“ 春、夏、秋、冬”四时附会解释；而到宋代，理学家们则

别有发挥，把“ 元、亨、利、贞”释为“ 始、长、遂、成”四个

发展阶段的周期，如朱熹所推衍：“ 元者物之始生，亨者物之畅

茂，利则向于实也，贞则实已成也。实之既成，则其根蒂脱落，

可复种而生矣。此四德之所以循环无端也。” 这似乎是以农作

物生长收获为喻，借以说明事物发展的周期性（ 螺旋形式）；而

到明清之际，时代思潮的异动，唤起人们对“ 贞元之会”的觉

识，一些启蒙学者更从学术思潮的变局着眼，如刘宗周注意到晚

明学风的变异，曾惊叹：“ 贞下起元，是天道人心至妙至妙

处！” 黄宗羲继之，曾朦胧地臆测到学术思想的发展通过某种

连续否定的环节而形成一定的“ 圆圈”；在所谓“ 贞元之会”，往

往会出现继往开来的思想家。按“ 贞下起元”的周期模式，黄宗

羲认为，宋明时期的哲学思想，“ 周（ 敦颐）、程（ 颢、颐），其

元也；朱（ 熹）、陆（ 九渊），其亨也；姚江（ 王守仁），其利也；

蕺山（ 刘宗周），其贞也”。在朦胧的臆测中大体勾画出宋明哲

学发展“ 圆圈”的轮廓。尤为可贵的是，黄宗羲伫立在十七世纪

末的历史转折点上，曾以一个早期启蒙者的胸怀，面向未来，热

”

情呼唤“：孰为贞下之元乎？！

黄宗羲的呼唤并未落空。十八世纪有颜元、戴震，十九世纪

有龚自珍、魏源等，相继奋起，召唤风雷。但历史在沉重的苦难

中蹒跚了两个世纪，直到本世纪初才迎来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

① 朱熹：《 周易本义》卷一。

《 子刘子学言》卷二，《 黄宗羲全集》第一册。

《 孟子师说》卷七，《 黄宗羲全集》第一册。

《 盂子师说》卷七，《 黄宗羲全集》第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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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民族觉醒的“ 贞下之元”。

二十世纪中国，成为东方诸矛盾之焦点，经历着深重的苦

难。中国人民在苦难中觉醒奋起，却又屡遭挫折，终于在马克思

主义指引下克服各种艰危险阻而赢得解放和进步。在这样的历史

背景下，中西古今各种文化思潮也展开了剧烈的冲突和在冲突中

融合。从本世纪初，以《 新青年》创刊为标志所开展的文化大论

争，这一论争在后“ 五四”时期的时起时伏，直到八十年代中期

掀起的文化讨论热潮，至今余波未息；绵亘近一个世纪的文化论

争，其表现形态是中西古今新旧文化价值的评判之争，是中国现

代化道路的选择和探寻，而贯穿、蕴涵其中的乃是一系列哲学问

题，既有哲学认识论、方法论问题的种种分歧，更有哲学本体论

问题的艰苦曲折的探索。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思想历程，给人们

留下了极为宝贵的文化选择的理论探研的历史经验教训。毫无疑

义，二十世纪中国哲学思潮，既与世界哲学思潮声息互通，又与

中国传统哲学血脉相因，对中华未来腾飞自有其文化酵母作用，

因而是值得充分重视的研究课题。

李维武同志在攻读中国哲学博士学位过程中，德业双修，学

思并重，毅然选择了“ 二十世纪中国哲学思潮”作为研究课题，

并首先集中在久被忽视的哲学本体论方面，经过认真钻研，奋力

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在答辩中，颇得海内专家和师友的好评。

而他从善如流，锲而不舍，继续将学位论文修订充实，琢磨成这

部专著。

我是这部专著的书稿的最早读者之一，深深感到本书是学有

心得之作，无论宏观立论，微观考史，都确乎具有一些详人之所

略、发人之未发的独得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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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作者立言有仪，选此课题，自觉地站在世纪之交的转

折点上，回顾前瞻，以哲学本体论为主线，对本世纪中国哲学三

大思潮的不同精神取向和互相激荡联结作整体考察，并力图引出

前瞻性的结论，预示下世纪中国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未

来发展。这样一种运思方式和历史自觉，是很有启发意义的。而

作者更具体认定，在二十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的理论展开

正是新的时代精神和民族觉醒的抽象而深刻的反映。这样一个学

术论断，也颇有理论深度而耐人咀嚼。

其次，作者不囿成说，敢标新义，把二十世纪中国哲学划分

为三大主要思潮，即（ 一）科学主义思潮，（ 二）人文主义思潮，

（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对哲学思潮的划分方法，超越和扬

弃了以往按不同政派、或按不同学派、或按对东西新旧文化评判

的不同观点等所采取的种种分法，而是另辟视角，以本体论上不

同理论取向作为划分的内在根据，又以二十世纪世界哲学思潮的

大趋势作为划分的重要参照，使这一对现代中国哲学主潮的三分

法基本符合历史实际，更具有较深刻的理论意义。书中，以三大

思潮为主要线索。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分析方法，系统展开

了对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的纵横论述，一方面，就三大思潮的代表

人物，分别进行了个案剖析，并揭示其历时性的层层递进的逻辑

含义；另一方面，就三大思潮之间的相互影响与矛盾联结，进行

了深入阐述，并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中国化以其最能反映

时代新精神与民族新觉醒的理论优势而据有的主流地位。在论述

中，对严复以来科学主义思潮的贡献和局限的评判，对科学与玄

学论战的主题的深入分析，对贺麟哲学在人文主义本体论发展中

的承转作用的论定等，均引据翔实，诠释合度，虽新意迭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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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成理，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作者在书中通过对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的全面反思，引

出了具有前瞻性的结论。全书最后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重

视本体论问题的研究，必须对中国哲学论坛和世界哲学论坛上的

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文主义思潮实行双向扬弃，发展自己的哲学本

体论；并强调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的阐扬，必将迎来马克

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发展的光辉前景。作者这些跨世纪的哲学思

考和具有预测性的独得之见，无疑会给读者以多方面的启发。

李维武同志曾耕读天门，学工汉上，八十年代初考取硕士研

究生以来，深自檠括，不务浮明，博涉浚求，积学精思，矻矻十

年，成此专著。晴空鹤唳，不负所期，乐观其成，喜为之序。至

于面向未来，任重道远，心炬之传，愿共勉焉。

一九九一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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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许苏民《 李光地传论》

厦门大学出版社推出的许苏民同志的新作《 李光地传论》，

是一部既具有较高学术质量，又富于开拓创新精神的史论专著。

作者在本书中采取的研究方法，是宏观立论、微观考史、宏

微兼济、史论结合。一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善于从整

体上把握中国长期封建社会发展到“ 明清之际”出现的新动向和

时代脉搏，从理论上确立全面评价历史人物应当遵循的原则和价

值尺度；另一方面，依靠马克思主义的显微镜，对李光地的一生

行迹、学术思想、与康熙朝政密切联系的诸环节、诸层面，以及

李光地被诬“ 三案”的诸细节，进行系统周密的个案调研，剖析

入微。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历史的深相结合，使这本传论不同于

一般的个人评传而具有了知人论世的史论特色和因小见大的方法

论意义。

李光地是一个长期被贬斥的历史人物。从全祖望写《 答诸生

问榕村学术帖子》到章太炎写《 许、二魏、汤、李别录》，前者

反映了清初遗民抗清意识，故直斥“ 榕村大节为当时所共指，万

无可逃者”；后者代表了晚清种族革命的排满意识，故把李光地

力主康熙统一台湾，判为“ 思不义以覆宗国”的大罪。由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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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的学术权威地位，按流行的政治意识给李戴上了“ 万无可逃”

的政治大帽子，再加以“ 卖友“”、夺情“”、外妇”等“ 三案”的

诬蔑攻击，遂使李光地受谤蒙冤近三百年，几成定案，永难昭

雪。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才能真正辨明是非，洞察曲折，

使历史事变得到合理的诠释。本书的一个突出贡献，就在于坚持

科学的历史观及其方法论，敢于一反旧说，冲破各种流行的偏

见，尤其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偏见，从而把前人强加给

李光地的各项罪名、诬斥和误断，一一加以重新审视，发掘和占

有大量的第一手史料，详加考订分析，终于据实地复原了李光地

在清初政治史和学术史上的地位。使李光地被诬的这一历史沉冤

得以昭雪，形成这一冤案的历史因缘得到清理，尤其康熙帝与李

光地之间的所谓“ 君臣际会”关系的政治历史涵义被赋予了全新

的富有深意的说明。这一切，表明了作者积学求真的理论勇气，

也证明了这本传论在史学研究中破旧立新的科学价值。

方法是科学研究的灵魂。作者在书中明确阐述并认真贯彻了

自己所提出的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论原则，即“ 必须把他放在所

处的特定的时代、特定的历史范围内去进行考察，必须以他所处

的时代以及和他同时代的人们的‘良知’为尺度”。必须如此，

才能坚持历史研究的客观性，防止把古人现代化或用现代的尺度

去苛求古人。关于明清之际的历史走向及其时代矛盾，作者综合

已有的研究成果也作出了自己的明确论断。正因为作者准确地把

握了李光地生活和活动的时代，把李光地和康熙帝都算作时代造

就的人物，从而能够从多方面深刻地阐明李光地的历史活动是适

合时代需要的，对于康熙时代的经济恢复和发展、社会的安定、

国家的统一、文化的繁荣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然也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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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这些论证和阐释，令人信服。当我国史

学界早为康熙帝定了位，但又把康熙时代的文治武功，政治、经

济、文化的成就归功于皇帝个人，这就又违反了历史的真实。本

书作者进一步强调康熙帝与李光地“ 君臣际合”的历史意义，强

调李光地作为“ 昌时柱石”、一代名相的历史功勋。这样总结历

史经验，更有启发意义。

本书作李光地的传记，有补白之功，而书中对李氏宗族的传

统，李光地的少年厄运、求学活动、师友交游，以后仕宦生涯的

曲折历程和言行建树，学术著作与学术主张，与康熙帝及康熙朝

野“ 朋党”的多角关系，以及在政治、学术活动中表现的个性特

征，作了翔实而生动的描述，由于作者下大工夫细读《 榕村全

集》、《 榕村语录》、所编丛书及有关文献，详细占有了第一手资

料，因而能够娓娓道来，言必有征，文字流畅，结构井然，夹叙

夹议，不仅慧解迭出，而且风趣横生，大大增加了本书的丰富性

和可读性。

作者许苏民同志曾耕读襄樊，求学汉皋，英年好学，不务浮

明，博涉旧闻，敏求新知，十余年来潜心学术，自甘寂寞，好作

深沉绵缈之思，正因为长期的笃学精思的扎实功夫，故能在短时

间内撰成这一部文情并茂的优秀专著。心火相传，慧命无穷，我

乐于向广大读者推荐这部优秀读物，相信这样的精神劳动成果必

能受到珍重和欢迎。

一九九三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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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杨国荣《 善的历程》

杨 ——儒家价值体系的历史衍化及其现代国荣著《 善的历程

转换》一书，是近年来儒学研究领域里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

文化的深层是价值观。儒学作为治国安邦、修己安人的理论

形态，其价值观特色更为明显，它通过对天与人、义与利、理与欲、

群与己、经与权等范畴之间的关系的分析，建构了社会和人生的价

值目标。《 历程》紧紧抓住儒家文化的这一理论特色，运用历史和

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科学地把握了天人之辨、义利之辨、理欲之辨、

群己之辨、经权之辨等的内在逻辑联系，并将它们置于历史发展的

长河中，考察其内容的衍化及其在每一时代的理论特色，既展示了

儒学发展的全貌，又有别于一般的儒学史论著。全面而不支离。

这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

作为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学曾统治中国思想领域上千年，它所

倡导的价值观念已积淀为民族心理，深深地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

活和行为方式中。由于儒家在天与人，义与利、理与欲、群与己、经

与权等关系上片面突出天、义、理、群、经的价值取向，因而造成了

一种缺乏开拓精神、平等意识的保守的文化心态，形成了中国社会

走上近代化过程中传统与现代化的紧张。如何处理儒家文化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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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之间的关系是中国社会所面临的迫切课题。该书立足于当代

中国的历史需要，检讨了儒家文化中不适应现代化的成分。同时，

作者有见于以工业化为标志的现代化所造成的技术专制、主体失

落、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以及由此而来的人际紧张等弊端，肯定

了儒学在重建合理性过程中的积极意义，把儒家文化的积极意义

奠定在价值目标这一层次上而加以弘扬。这样既有别于现代新儒

家的儒学本位论，亦有别于时人仅仅在工具理性这一层面（ 如儒家

文化在现代工商管理中的运用）肯定儒家文化的积极因素的观点。

这是本书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儒家价值系统有其发展过程。本书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

方法论原则，在细剖这一发展的过程中，既避免“了 五·四”学人笼

统否定的偏激，又超越了现代新儒家过于袒护的心态，而是有分析

地揭示了儒家价值体系的历史二重性，特别是对明清之际儒学的

自我批判运动的精神实质及其历史定位，作出了富有新意的说明，

具体论析了儒家价值观在近现代多次重演着挫折与复兴的悲喜剧

的历史命运，较深刻地展示了传统价值体系的复杂内涵及其与现

代化契合的可能，也就是通过向现代化的转换而重建合理性的可

能。该书引出的结论是具有前瞻性的。宏观立论，微观考史，清理

过去，旨在预示未来。这是本书的又一个突出的特点和优点。

虽然本书尚有些不足之处，例如对儒家功利主义（ 南宋的陈

亮、叶适，明代的丘濬等）似有所忽视，但瑕不掩瑜，本书无论就选

题之新颖、史料之翔实、论析之绵密、阐述之明晰，均已达到优秀水

平，是一部具有学术质量、理论深度、史论结合、古今贯通的上乘之

作，为儒学研究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１９９６年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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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冯天瑜《中国文化史断想》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继《 明清文化史散论》之后又推出了冯

天瑜教授的新著《 中国文化史断想》。前一书经老专家邱汉生先

生之揄扬，早已流誉学林；新出的后一书也属于八十年代文化讨

论热潮中涌现的优秀之作。该书虽由十七篇论文辑成，作者也谦

称为“ 断想”，实际上表达了作者近几年对文化及文化史研究中

一系列重要问题的系统思考，以中国文化的特质为中心，以中国

文化走向近代的曲折历程为重点，宏观立论，微观考史，自为经

纬，成一家言。我粗读后认为该书有如下突出的特点：

该书在学术路线上，博涉旧闻，敏求新知，以开放的心态吸

取海内外研究成果，而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和批判

锋芒。书中对西方文化学诸流派的评述、对文化的本质及其结构

层次的剖析、对儒家传统和当代西方晚清史研究成果（ 如《 剑桥

晚清史》等）的评判等，都能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圭臬，入其堂

奥，论其短长，表现了科学的批判精神。

该书对文化史研究的领域，详人之所略，有新的开拓。诸

如，关于传统智力论及其特色，关于儒学经世传统及其历史形

态，关于传统的童蒙读物及其文化功能，关于小说《 李自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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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反映的国内民族战争的文化意义等，这样一些新颖的课题，一

般文化史论著颇少涉及，本书特给以充分重视和系统论述。

值得特别重视的是，本书突出地论述了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文

化与近代新学的历史联系问题，强调指出“ 新学”并非全等于

“ 西学”，而有其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深厚土壤；由明清之际的启蒙

思潮，到道咸间的经世实学，再到晚清勃起的新学，其间有着内

在联系的历史逻辑。为证实这些精辟论断，作者对近代文化史上

的人物有选择地作了精心解剖：龚自珍、魏源的个案考究，深化

了对道咸间经世实学的历史地位的具体了解；《 劝学篇》（ 张之

· ·书后》洞）与《 劝学篇 （ 何启、胡礼垣）的对比研讨，有

助于认清洋务派与改良派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而辜鸿铭与鲁迅的

鲜明对照，更足以表明近代中国古今、中西的文化冲突，新旧两

种文化观的对立斗争，何等离奇、何等尖锐！这些微观剖视，使

本书区别于某些架空浮论而达到了历史科学应有深度和密度。

至于本书体现的作者的学风和文风，注意论史结合，力求古

今贯通，敢破敢立，能约能博；特别是引证翔实，文笔流畅，使

这一学术专著，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因而，我乐于推存本书，相

信它必将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一九九二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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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李亚宁《 明清之际的科学文化与社会》

明清之际——从明嘉靖、万历至清乾隆、嘉庆时期（ 即公元

１６世纪中至１９世纪初）在我国社会发展史、思想发展史、以及

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都是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

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史，独立发展，从未中断，无论疆土的

开发、民族的融合、经济的进化、文化的演进，都走着自己的独

特道路，创建着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进程的东方典型。得到充分

发展的典型的中国封建社会，到明中叶已经完全烂熟而进入它的

末期，新的经济关系及与之相伴随的新的文化思潮合规律地开始

萌芽生长；尽管衰朽的封建制及其强固的上层建筑，多方摧抑着

新生产力的滋长，使社会诸矛盾空前激化，而明清易代的政治变

局，更使旧制度得以延续并强化，形成清初一段“ 死的拖住了活

的”的历史洄流。但这两个多世纪的社会矛盾运动所促进的科学

文化思潮的发展，却鲜明地表现出“ 新的突破了旧的”的特色。

特别是在中西文化早期交流中涌现出的一大群科学精英，在奋力

探索着中国科技文化怎样通过融会西学而得以推陈出新的发展的

道路。在探索过程中，还形成了具有不同学术倾向的派别，但从

文化思潮的总体上，都是在孕育着突破传统思维，迈向近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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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动向，构成中国文化代谢发展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

这一阶段最重要的历史现象之一，是以利玛窦等耶稣会士为

媒介的西学东传。当时传入中国的西学，内容涉及许多方面，但

最能引起中国知识界注意的则是西方科学技术知识，这是因为，

当时中国的自然科学研究热潮，作为启蒙思潮的一个重要侧面，

正蓬勃兴起，恰与西方传教士带来作为学术传教工具的西方天文

历算知识，欧几里得几何及其演绎推理思维方式、拓展视野的环

球地圈以及水利、火器、远镜⋯⋯等“ 远西奇器”，可以说是声

气相投，易于契合。李约瑟博士在论到东西方科学的融合点时，

曾经指出：“ 东西方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一拍即合，到明朝

末年的１６４４年，中国和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已经没有

显著差别，它们已完全融合，浑然一体了（。”《 李约瑟文集》第１９６

页）这一历史估计，似乎过于乐观，东西方科学初步接触时，只

是天文数理学科因大体发展到同一思维水平，因而易于交流和对

话而已，至于融合为一普遍性的近代天文数理科学，恐怕是１９

世纪下半叶以后的事，至今尚未完成。１７世纪以来整个中西文

化以数理科学为先导的汇聚、冲突、矛盾、融合，是一个复杂的

历程；由于当时汇合的中西方文化中都有新旧交错、真伪混杂的

情况以及各种因缘所造成的文化功能的历史错位，更增加了这种

复杂性。即以当时中国学术主流中代表人文主义觉醒的启蒙思潮

而言，在文艺美学、史学、哲学以及经世之学诸领域均有鲜明的

反映，但以其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既区别于中国古代的异端，

又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意识不同，利玛窦、汤若望等

西方传教士自认为深入中国学术堂奥，且与李贽、方以智等均有

交往，然而对于这一思想新动向却毫不理解。当时在所谓耶、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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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争或耶、佛之争的争论中，几乎全未涉及这一时代主题；而晚

明到清初的这些论争，究竟反映了中西文化冲突中什么性质的思

想矛盾，这些复杂的思想矛盾对当时西方科学文化的引进和中国

科学的近代化走向有什么影响，还是有待进一步探究的课题。

如果仅就中西科学的早期汇合而言，明清之际确属于特殊的

历史阶段，因当时双方大体处于平等地位，从事和平的文化交

流，易于显示出各自的优势和弱点；当时传入的西方科学既有古

代的、中世纪的积极成果，也有一些近代化的新进展，当时中国

科学从总体上也基本达到这一水平，这就易于比较双方的异同

——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易于比较中西双方的科学传统；通过

如实的比较，就能更深入地理解１７世纪中国科学发展的动向，

向近代化演变的可能性，以及往后却急剧逆转和落后的内外原

因。这无疑是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李亚宁同志长期从事科学史的研究，当他对人类科学发展的

一般进程有了较全面的理解之后，在８０年代中国的文化问题讨

论热潮的引发下，他沉静地把研究的视点集聚在明清之际这一特

定历史阶段中西科学文化的关系史上，这是很有见地的抉择。他

自述研究这一课题的主旨，“ 正是要通过明清之际中西文化关系

的剖析，还原、透视出作为历史概念和文化概念的‘明清之际’

的近代性意义；以及传教士学术传教对中国科学传统的影响；从

而揭示社会、文化与科学的内在关联。”由于立足点高，涵盖面

广，目的性强，作者积数年之力就撰成了这部系统的断代科学史

专著。

这部专著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宏观立论与微观考史两方面

结合起来，宏观上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对整个中国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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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明清之际的新动向从整体上加以把握，并善于吸取现代历史

学、现代文化学、现代社会学的积极成果，立足于中西比较而把

历时性的纵剖与共时性的横剖相结合，坚持历史、文化与逻辑的

统一，从而论定中国的“ 明清之际”已经诞生了中国自己的人文

主义思潮，“ 揭开了中国文化向近代化转化的大幕”。可是，历史

的道路竟如此坎坷曲折，光芒四射的启蒙文化随即陷入万马齐喑

的历史悲剧。作者对这一历史的曲折，从科学史的角度，作了一

系列的微观解剖和有关专人、专题的个案研究，诸如对徐光启的

西学研究水平及其（ 度数旁通十事）的重要意义的剖析，以及把

徐光启等的科学思想与康熙帝的科学兴趣相对比就其价值取向与

社会意义所作的详细分析；又如对中西科学早期接触中出现的实

学派、西学派、启蒙派、会通派的科学思想的异同及其演变所作

的分疏、论析和评判，等等，大都持论有据，言之成理，以其史

料翔实，评断公允，因而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作者由论入史，因史成论，坚持历史分析与逻辑分析相统一

的方法以考察科学史，旨在通过具体的科学史研究，揭示社会、

文化与科学的内在关系，特别是经济、政治、教育、民主等与科

学进展及科学社会化的互动关系。作者从科学作为观念形态怎样

体现社会精神或文化传统和社会的价值取向怎样评价科学并促使

其得到社会承认两个方面，强调并详细论证了“ 科学社会化”的

重要意义；又从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与科学的关系着力评论了中

国传统的科学价值观及其在明清之际的近代化演变，表明中国科

学的发展存在着继承传统、引进西学和自我创新而迈向近代化的

契机，但社会结构和传统价值观却使中国科学的近代化遭到难

产。作者这些论述，以及对中西两种科学传统、两种社会文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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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范式”的多层面的比较和两者互补关系的论证等，都不乏新

意，给人以富有历史感和现实感的启发，启发人们思考许多过去

的教训、现在的选择和未来的设计问题。

作者从科学史的断代研究，引出一些前瞻性的结论，诸如对

当代人严肃讨论的“ 不经过牛顿力学行吗”的问题，经过深思，

作出了自己的回应；同时，又按自己的思路把中国科学传统思维

归结为“ 整体论”，把西方传统归结为“ 原子论”，进而论定现代

自然科学的新进展正促使中西科学传统两极相通、必然融合。尽

管这些结论还较粗略，带有预测性，但不仅在当今中外学者中足

以引起共鸣或争论，而且由于本书的论析较为详备，势必启迪更

多的人思考中西科学能否合流的前景而把这一问题的研究引向深

入。

亚宁同志乃蜀学新秀，博涉旧闻，敏求新知，采山之铜、自

立矩矱，成此专著。我作为书稿的首批读者，深受教益，故乐于

向广大读者推荐亚宁同志这部力作，并愿与读者、作者一道继续

思考亚宁同志在书中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是为序。

一九九三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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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邓红蕾《 从混沌到和谐

——儒道理想及文化流变》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浩荡春风吹绿了神州大地，全国城乡

一派生机。从经济到文化都出现了空前活跃的景象，继真理标准

问题、人道主义问题的哲学大论争之后，又掀起了以传统与现代

化关系为中心的文化问题研讨热潮，席卷全国，波及海外，被人

们看作是中华经济腾飞的文化思想先导。九十年代以来，表面上

文化研讨热潮渐趋沉寂，而事实上，一些有志之士，笃学精思，

潜入深流，正把文化问题的研讨引向纵深发展，大有创获。诸

如，关于文化学及文化哲学诸流派的理论和方法，已由大量的译

介、引进，经过系统消化，而进入独立探索，并有了新的创造和

综合；又如，关于文化史及文化思潮等的专题研究，也开始分门

别类，钩沉发微，并不断深化拓展；再如，对一些作为传统文化

源头的重要典籍文本，也开始有了以现代文化人类学、民俗神话

学等为依据的解读或破译，且卓有成绩。近些年，陆续涌现的这

方面的科研成果，超越以往较多的浅尝泛观，往往令人耳目一

——儒道理想及文化流新。邓君红蕾所撰的《 从混沌到和谐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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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就是这类优秀科研成果中的一种。

邓君红蕾曾来珞珈问学，勤读慎思，德业双修，矻矻三年，

灵根自植；以“ 先秦儒家中庸观”为题所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

饶有新意，颇得师友好评。此后，她执教中南民族大学，教课之

余，潜心研究，经过十年的积累与琢磨，终于写成《 从混沌到和

谐》这一部别开生面的学术史论专著。全书除“ 引论”外，分为

六章，近二十万言；总体上围绕儒、道两家的文化思想的分合这

一中心议题，对于儒、道两家文化理想的内涵、历史演变、思维

特征、互斥互补的态势以及儒化教育和道化教育的不同走向及

“ 层次效应”等，展开了论史结合的探讨，进行了哲学、文化学

的诠释，试图揭示其中“ 文化流变”的某些规律。在中国学术史

的研究中，不失为一本富有探索精神的创新之作，在宏观立论和

微观考史两个方面，都有新的创获。

就宏观立论而言，全书“ 引论”，首标新义。除了对“ 文

化”、“ 文化理想”这类普遍习用而歧解甚多的概念进行了义理分

疏和明确界定以外，更从研究自然界物质流动和形变的现代物理

学科——“ 流变学”中，借用了“ 流变”这一科学概念和研究方

法，创立了“ 文化流变”等具有特定内涵的新概念，籍以对人类

文化主流的“ 流变”总趋势和一般轨迹进行宏观审视，并作出规

律性的概括。根据作者最简要的概括：人类文化从原始“ 混沌”

到主客分离，从多元并进到两端对立，从互斥互补到和谐兼容，

乃是文化流变的基本模式，或称作“ 文化流变的圆圈模式”，而

这一模式是以人类价值全面实现这一人类普遍的即“ 类”的理想

追求为前提，所以它体现了人类文化的“ 类本质”（ 或“ 类特

性”）；至于各民族文化理想的建构及其流变，则既具有“ 人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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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类本质”的共通性，又表现了各民族的文化历史发展的殊异

性。按作者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也有其史前的原始“ 混沌”阶

段，经过“ 绝地天通”的人神分化、“ 天人相分”的主客分离，

然后经过诸子百家的争鸣而呈现出多元并进的局面，再经过儒、

道文化分别对主体自身内在两端性因素各持一端的逆向的理想追

求，终于形成统一文化中的对峙态势，势必走向儒、道文化的和

谐互补。作者据此而提出儒、道两家的对峙实际上表现了“ 人生

理想的张力效应”；而儒、道两家的文化理想经历了从“ 混沌”

到分化、对立，再历史地走向更高层面上的和谐、统一，正是体

现了“ 文化流变的完形规律”。

作者在本书中所提出和运用的上述这些新概念、新方法、新

视角，大都基于多学科交叉的切实研究，基于对大量史料与已有

成果的认真消化，基于别出心裁的独立思考，因而能够在理论观

点上有所树立，触类旁通，以虚带实，给读者以“ 疏通知远”的

思想启发。这是本书的突出特点和主要贡献。当然，人文学科诸

范畴及方法论原理的更新，对错综繁复的史实的规律性概括，绝

非轻而易举之事。本书作者既有志于此，并已卓然起步，有所弋

获，切望能继续努力，锲而不舍，深体黄梨洲之言：“ 盖道，非

一家之私，圣贤之血路，散殊于百家，求之愈艰，则得之愈真。”

至于微观考史方面，本书虽属史论之作，亦有新的开拓。如

关于“ 儒化教育的层次效应”的具体论述，认为儒家文化理想及

儒家经典原则是通过若干中间环节向民间传播，首先经过蒙学教

材的文字通俗化处理后，变成了日用常行的规范；再经过戏曲等

的艺术形象化处理后使日用常行的道理通过典型环境、典型人物

表现出来，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然后通过故事形式的民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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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化处理，寓教于乐，达到家喻户晓；最后经过祠堂、贞节牌坊

等乡土建筑的无言的渲染和强化，使儒化教育最终取得深入人心

的社会效应。如此层层剖析，持论铮铮有据。作者更提出并论证

了“ 道化教育的层次效应”的结构系统，似乎是由俗到雅，由浅

入深，立足于从形而下的修炼成仙向形而上的修悟合道的递进与

升华，与“ 儒化教育的层次效应”的自上而下，由雅到俗，恰成

对应，形成所谓“ 顺逆金字塔层次效应”即走向不同的两个模

型，具体而深刻地揭示出儒、道两家文化理想的对峙格局及其走

向互补融合的必然趋势。这一巧妙构思，经过历史的逻辑的严密

论证而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又如，书中关于道家文化理想的内涵

分析及“ 道化中庸观”的提出和论证均有一定的史实根据；特别

是为了阐明“ 道化理想”本由道家的思辨理性与道教的宗教实践

所组成，二者缺一不可。相得益彰，作者涵泳《 老》、《 庄》之

外，深入《 道藏》，采山之铜，对宋元时期著名道教学者及流行

道教典籍，如《 云笈七签》、《 悟真篇》、《 太上感应篇》和李道

纯、雷思齐、陈景元、丘处机等的思想，进行了典型解剖的个案

研究，揭示出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 道化中庸观”的思维方法，

从而为全书导出的理论结论，奠下了坚实的史料基础。

蒙文通先生尝引孟子“ 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一语，籍以说

明，“ 观史亦然，须从波澜壮阔处着眼。浩浩长江，波涛万里，

须能把握它的几个大转折处，就能把长江说个大概。读史也必须

把握历史的变化处，才能把历史发展说个大概。”（《 治学杂语》

见《 蒙文通学记》）邓红蕾君治史多年，有此志趣，在实践中自

己探索出一条宏观立论与微观考史相结合的治学途径，以观其

“ 流变”为思想重心，注意到对文化发展中的分合、转折的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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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颇与前修指点相契。《 从混沌到和谐》一书，是其笃学慎

思的初步成果，乐观其成，喜为之序。

一九九七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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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子百家大辞典》序

中华文化思想史，绵延五千年，源广而流长，富有而日新，

絪缊化生，从未中绝，且在总体趋向上始终呈现为多源发生、多

极并立、多维互动的发展态势。

中国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已发现七千多个，遍布南北；经过斗

争、融合，早汇成“ 海岱”、“ 河洛”、“ 江汉”三大史前文化区：

再经炎、黄肇基，夏、殷、周三代拓展，又分化为燕齐、邹鲁、

三晋、辽阳、秦陇、荆楚、巴蜀、吴越以及西域等各具特色的地

区性文化。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伴随着社会转型中的“ 诸侯异

政”，各地区文化交相激荡，先后形成了“ 百家异说”的不同流

派，“ 各引一端，崇其所善”，诸子蜂起，百家争鸣，蔚为人类文

化史中所谓“ 轴心时代”的东方奇观。

先秦诸子，号称百家。庄、荀、尸佼、各有分疏，司马谈乃

括为六家“：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各标宗

旨，自成体系，是为显学；班固依刘向扩及“ 纵横”、“ 农”、

“ 杂”，并称九流，再增“ 小说”，乃为十家；实际上，当时还有

“ 兵“”、医“”、方技“”、神仙”等专门知识的学派。它们既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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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又时有分合，既交相攻难，又互为采获，并行不悖，相灭

相生，同归殊途，一致百虑，为尔后中华文化思想的发展，展示

了尚杂、主和的模式，提供了永不枯竭的活水源头。

秦皇、汉武，略输文采。一依韩非、李斯计，下令“ 焚书”，

“ 禁杂反之学”；一采董仲舒献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皆

愚妄之举，毫无改于文化发展的客观进程，且恰好证明了“ 百

家”、“ 杂反之学”的富有活力的顽强存在。秦焚书，秦博士及民

间学者论道、传经、授徒⋯⋯，从未中绝。汉尊儒，实乃阳儒阴

法的汉家法度，而被尊的官方儒学，曲学阿世，奔竞利禄，日益

黜陷入章句烦琐，失去了理论上的创造力。当时一再被 的道家学

者群，或兼采儒、墨、阴阳之长，或撮取名、法、农、医之要，

自觉地居于异端地位从事学术创造和批判活动，反而在历史上留

下了光辉的文化业绩。

汉代形式上儒术独尊，而实际上儒法政治合流，儒道思想互

黜，儒门中的异端如“ 三家诗义”等，亦甚活跃，学术争论往往

激化为政治诛杀，而墨侠、阴阳、形名、神仙、医、农等流行民

间，多有创获，是乃当时多维互动的文化格局。这样多维互动的

重要文化成果之一，即东汉时道教的兴起。（ 其他重要成果，还

有“ 儒道兼综”的玄学思潮的启动等等）。道家与道教，原本殊

途，后乃同归。道教，初源于“ 太平道”、“ 五斗米道”等民间宗

教，因神化老子而依托道家，并吸取阴阳、儒、墨的一些思想及

神仙、方术等综合而成，经南北朝至隋唐不少学术精英的充实，

改造和理论化建设，从道家人天同构的自然生态思想深入到人体

科学及生命哲学的研讨，创获尤多，终于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一

支主流。与此大体同时，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经过长时期的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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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消化，隋唐时涌现出中国化了的佛教诸宗，此后更有大的发

展，终于成为中国人民精神空间中与儒、道并列的三教之一。

儒、道、佛三教鼎立，竞长争高而又互相涵化；三教各自内

部更派别林立，此消彼长，霞蔚云蒸，是乃汉以后中国文化多维

互动、异采纷呈的绚丽画卷。这样多维互动的思想成果，是试图

融合三教的宋明道学各派的勃兴。宋明时期，学术繁荣，既有道

学多派内部分化的多极化展开，又有陈亮、叶适等的事功之学和

郑樵、马端临等的通史家风，终于酝酿出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基于

——明清之社会转型的文化蜕变时期 际启蒙学术思潮的崛起。虽

经历史道路的坎坷曲折，直到本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仍是这一

启蒙思潮的历史延续。

明清以来，启蒙思潮的旗手们，无不全力呼唤冲破“ 囚缚”

的精神解放，无不主张尊重“ 一偏之见”，承认“ 相反之论”，坚

持“ 殊途百虑”的学术史观。他们一再强调：“ 杂因纯起，积杂

以成纯“”，分惟其殊，人之所以必珍其独（。”王夫之语“）盖道，

非一家之私，圣贤之血路，散殊于百家。”（ 黄宗羲语）

因而，把中国传统文化单维化，狭隘化，或把传统文化的发

展归结为某一家的“ 道统心传”，甚至认为儒家文化就可以代表

或代替中国文化，显然是违反历史实际的历史偏见。只有着眼于

“ 殊途百虑之学”，把诸子百家的智慧创造都看作是传统文化中不

可缺少的精神基因，坚持多元开放的文化心态，才能以符合历史

真实的观点去如实把握历史上真理发展的客观辨证法，也才能与

黑格尔——马克思所总结出的学术史观遥相契合。我想，这部

《 诸子百家大辞典》的编者们编纂此书的指导思想，其深层义蕴

似应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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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学渊渊，积健为雄。周史苌弘已博通阴阳数度之学；西汉

严君平、扬子云皆兼通《 易》、《 老》，出入儒、道，博采阴阳、

象数而又特重玄思，影响深远；直至晚清张之洞，王闿运、廖季

平、刘申叔等讲学蜀中，亦倡博通学风，讲坛上各抒己见，矛盾

互攻，听讲者始若可惊，兼听则明，故能突破汉宋，超越今古，

流风所及，通人辈出。今《 诸子百家大辞典》由蜀中出版社首先

推出，亦非偶然。

黄开国、李刚、陈兵、舒大刚、黄小石诸君，皆学林新秀，

业有专精，分别在儒学、道论、佛法、诸子学等诸领域的研究中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各有专门论著名世；而又能相观而善，

同心协力，合编出这部“ 杂而不越”的《 诸子百家大辞典》，为

学林贡献了一部有用的工具书。我想，这正是多维互动的文化发

展观的具体体现，是蜀学学风衍生的重要成果。主编者在《 前

言》中所申说的观点，令人信服，先得我心，故乐于向广大读者

推荐此书。

集腋成裘，垒丸不坠。今书将出版，乐为之序。

一九九八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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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ａｂｌ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ｈｉｃｈ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ｗａｒｓ　ａｎｄ　ｄｙｎａｓｔｉｃ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　ａｎｙ　ｂａｓ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ｏｒｔｈｏｄｏｘｙ（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ｓｔｉｆｌｅｄ　ａｌｌ

ｉｎｃｉｐｉｅｎｔ　ｉｄｅａｓ．　Ｉｔ　ｈａｓ　ｏｎｌｙ　ｂｅ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ｙｅａｒｓ　ｏｒ　ｓｏ　ｕ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ｗｅｅｐｉｎｇ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ｉｇｈｌｙ　ｓｔａｂｌ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ｈａｓ　ｂｅｇｕｎ　ｔｏ　ｂｒｅａｋ　ｄｏｗｎ．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ｃｏｍｒａｄｅｓ　ｄｅｃｉｄ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ａ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Ｅａｓｔｅｒｎｓｏｃｉｅｔｙ　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ｇｉｖｅｎ　ｒｉｓｅ　ｔｏ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ｓｏｍｅ　ｙｏｕ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ｈｏ　ｓｉｇｈ　ｒｅｇｒｅｔｆｕｌｌｙ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ｈｅａｖｙ　ｂｕｒｄｅｎ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　ｈｉｓｔｏ－

ｒ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ｌｉｋｅ　ｔｈｏｓｅ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ｆｉｇｕｒｅｓ　ｗｈｏ　ａｐ－

ｐｅａｒｅｄ，　ａｓ　Ｇ．　Ｆ．　Ｗ．　Ｈｅｇｅｌ　ｐｕｔ　ｉｔ，　ｌｉｋｅ　ｓｕｄｄｅｎ　ｆｌａｒｅｓ．　Ｔｈｅｓｅ

ｙｏｕ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ｂｅｌｉｅｖ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ｏｒ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ｎｌｉｇｈ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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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ａ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ｏｆ　ｃｏｕｒｓｅ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ｓｈａｒｅ　ｉｔ

ｗ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ｈａｔ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ｃａｎ　ｂｅ　ｄｒａｗ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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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ｓ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ｒｅ　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　ｇｒｏｗ　ｏｕｔ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ａｎｄ　ｆａｃｔｕ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

ｓｏｎ．　Ｇｅｏｒｇｉ　Ｐｌｅｋｈａｎｏｖ，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ｆａｃｅ　ｔｏ　ｈｉｓ　ｗｅｌｌ－ｋｎｏｗｎ　ｗｏｒｋ－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ｓ　ｎｏｔ　ｔｏ　ｒｅａｃｔ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ｄａｔａ，　ｂｕｔ　ｔｏ　ｓｅｅｋ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Ｗｅ

ｍｕｓｔ　ｌｏｏｋ　ｂａｃｋ　ａ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ｕｍｅｒｏｕｓ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ｔｒａｃｅ　ｔｈｅ　ｔｏｒｔｕｏｕｓ　ｐａｔｈ　ｗｈｉｃ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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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Ｔｅｒｍｓ　ｌｉ“ｋｅ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ｎａｉｓ－

ｓａｎｅｅ”　ｃａｎ　ｂｅ　ｕｓｅｄ　ｑｕｉｔ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ｂｕｔ　ｔｈｅｙ　ｏｕｇｈｔ　ｔｏ　ｈａｖｅ　ａ　ｐａｒｔ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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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ｏｆｆ　ｔｈｅ　ｗａｖ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ｓｔ　ｔｈｏｕｇｈｔ．　“　　Ａ　ｎｅｗ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ｓ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ａｓｔｏｎｉｓｈｅｄ　Ｗｅｓｔ”，ｖａｎｑｕｉ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２“ ｇｈｏｓ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ｅｎｓｅ，　ｔｈｅ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ｃａｎ　ｂｅｄｄｌｅ　Ａｇｅｓ．”　

ｂｒｏａｄｌｙ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　ａ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ｗｈｉｃｈ　ｂｏｔｈ　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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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ｂｓｃｕｒａｎｔ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ｇｅｓ．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Ｉｔａｌｙ　ｔｈｅ

“ ｌａｎｄ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ｃｉｓｍ”，ｔｈｅ　ｓｉ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ｗｎ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ｉｍｅｓ．”Ｈｅ

ｊｕｄｇｅｄ　Ｄａｎｔｅ　Ａｌｉｇｈｉｅ（ｒｉ１２６ “ ａｔ　ｏｎ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５－１３２１）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ｐｏｅ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ｏｅｔ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ｉｍｅｓ”，

“ ａ　ｃｏｌｏｓｓａｌ　ｆｉｇｕｒｅ”　ｗｈｏｓｅ　ｗｏｒｋ　ｓｉｇｎａｌｅ“ｄ　ｔｈｅ　ｃｌ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ｕｄａｌ　Ｍ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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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ｐａ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５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ｅｅｎｔｈ　ｔｏ　ｔｈｅ　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ａ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ｏ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ｇｉａｎｔｓ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ａｃｒｏｓｓ　Ｉ－

ｔａｌｙ，　Ｆｒａｎｃｅ，　Ｓｐａｉｎ，　Ｈｏｌ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

ｏｐｈｙ，　ｔｈｅ　Ｉｔａｌｉａｎｓ　Ｇｉｏｒｄａｎｏ　Ｂｒｕ（ｎｏ１５４８－１６００）　ａｎｄ　Ｊｕｌｉｕｓ　Ｃａｅｓｅｒ

Ｖａｎｉ（ｎｉ１５８６－１６１９），ｐｒａｉｓｅｄ　 　ｂｙ　 　Ｇ．　 　Ｆ．　 　Ｗ．　 　Ｈｅｇｅｌ　 ａｓ

“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ｓ　ｍａｒｔｙｒｓ，　ｗｅｒｅ　ｂｕｒｎ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ｓｔａｋｅ　ｂｙ　ｔｈｅ　Ｃｈｕｒ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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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ａｎｇ　Ｑｉｃｈａｏ，　Ｗａｎｇ　Ｇｕｏｗｅｉ　ａｎｄ　Ｃａｉ　Ｒｕａｎｐｅｉ　ｗｈｏ　ｔｒｉｅｄ　ｔｏ　ａｍａｌｇａ－

ｍａｔ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ａ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ｍｐｒｉｓｅ　ａ　ｆｏｕｒｔｈ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ｒｅｅ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ｙｅａｒｓ

ｗａｖｅ　ａｆｔｅｒ　ｗａｖｅ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ｉｄｅｓ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ｓｕｒｇ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ｄ．　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ｎｅｗ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ｙ　Ｆｏｕｒｔｈ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　ｌｉｋｅ　Ｌｉ

Ｄａｚｈａｏ，　Ｃｈｅｎ　Ｄｕｘｉｕ，　Ｍａｏ　Ｚｅｄｏｎｇ，　Ｃａｉ　Ｈｅｓｅ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ｗｈｏ　ｔｕｒ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ｔｏ　Ｍａｒｘｉｓ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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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Ｔｈｉｓ　ｂｒｉｅｆ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ａｋｅｓ　ｉｔ　ｃｌｅａｒ　ｔｈａｔ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Ｒｕｓｓｉ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ｈａｄ　ｍｕｃｈ　ｉｎ　ｃｏｍｍｏｎ．　Ｉｎ

ｅａｃｈ　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ｆｅｕｄａｌ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ｏｎｅ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ｓｅ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ｒｉａｌｓ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ｌｅｆｔ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ｓｉｍｐｌｙ　ｄｅｅｐｌｙ－ｅｔｃｈｅｄ

ｍｅｍｏｒｉｅ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ｏｆ　ｈｕｍｉｌｉａｔｉｏｎ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ｏｆ　ｂｒｉｌｌｉａｎｔ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ｗ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ｈｅｒｏｉｃ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Ｉｎ　１８５０，　Ｆ．　Ｅｎｇｅｌ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ｎｏ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ｈａｖｅ　ｈｉｓ－

ｔｏｒｉｃａｌｌｙ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ｅｄ　ａ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ａｕｎｔｌｅｓｓ　ｓｐｉｒｉ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ｄｅａｌｓ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ｐｅａｓａ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ｅｒｓ　ｗｅｒｅ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ｃａ－

１５ｐａｂｌｅ　ｏｆ　ｆｒｉｇｈｔ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ｄｅｓｃｅｎｄａｎｔｓ．　Ｅｎｇｅｌｓ　ａｌｓｏ　ｍａｄｅ　ａ　ｆａｃｔｕ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ｏｉｎｔｉｎｇ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

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Ｇｅｒｍａ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ｔｈｅｉｒ　ｏｖｅｒ－

ｗｈｅｌｍｉｎｇ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ａｎｔ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ｍｅ　ｏｕｔ　ｏｆ　ａ　ｂｌｅａｋ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ｓ　ｆｒｏｍ　Ｌｅｉｂｎｉｚ　ｔｏ　Ｈｅｇｅｌ．１６　Ｉｎ　１９１４　Ｌｅｎｉｎ

ｗｒｏｔ“ｅ，Ｔｏ　ｕｓ　ｉｔ　ｉｓ　ｍｏｓｔ　ｐａｉｎｆｕｌ　ｔｏ　ｓｅｅ　ａｎｄ　ｆｅｅｌ　ｔｈｅ　ｏｕｔｒａｇｅｓ，　ｔｈｅ

ｏ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ｕｍ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ｏｕｒ　ｆａｉ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ｓｕｆｆｅｒｓ　ａｔ　ｔｈｅ　ｈａ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ｓａｒ＇ｓ　ｂｕｔｃｈｅｒｓ，　ｔｈｅ　ｎｏｂｌｅｓ　ａｎ ”．Ｂｕｔ　Ｒｕｓ－ｄ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ｓ⋯

ｓｉａｎｓ　ｏｕｇｈｔ　ｔｏ　ｂｅ　ｆｉｌｌｅｄ　ｗｉ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ｉｄｅ，　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ｆｏ“ｒ　ｈａｖ－

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Ｒａｉｓｈｃｈｅｖ，　　ｔｈｅ　Ｄｅｃｅｍｂｒ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ｃｏｍｍｏｎ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ｉｅｓ．”Ａ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ｙ　ａｌｓ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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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ｚｅｄ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ｐｒｏｖｅｄ　ｃａｐａｂｌｅ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ｍａｎｋｉｎｄ　ｗｉｔｈ

１７
ｇｒｅａｔ　 Ｉｎ　 Ｌｅｎｉｎ＇ｓ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Ｈｅｒｚｅｎ，Ｎ．　Ｇ．　Ｃｈｅｒｎｉｓｈｅｖｓｋｙ　ａｎｄ

Ｌｅｏ　Ｔｏｌｓｔｏｙ，　ａｎｄ　ｈｉ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ｗｏｒｌｄ

ｖｉｅｗｓ，　ｈｅ　ｄｉｓｐｌａｙｓ　ａｎ　ｅｖｅ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ｘ－

ｅｍｐｌａｒｙ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ｃａｎ　ｌｅａｒｎ

ｗｈａｔ　ｓｏｒｔ　ｏｆ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　ａ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ａ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ｉｓ　ｔｏ　ｄｅｒｉｖ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ｌｙ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ｓｔａｇｅ　ｗｈｉｃｈ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ｔｈｅ　ｗａｙ

ｆｏｒ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　ａｎｄ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ｌｓｏ　ｂｅ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ａ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Ｍｉｎｇ－ｅａｒｌｙ

Ｑ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Ｍｉｎｇ－ｅａｒｌｙ　Ｑｉｎｇ，ａ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ｒｉｓｅｓ　ｂｒｏｋｅ　ｏｕｔ；　ｎａｓｃ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ｂｅｇａｎ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ａ　ｖｉｇｏｒｏｕ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ｓｐｒａｎｇ　ｕｐ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ｒｔ　ａｎｄ　ｌｉｔ－

ｅｒａｔｕｒｅ　ｗｈｉｃｈ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ｉｎｈａｂｉｔａｎｔｓ　ｆｌｏｕｒ－

ｉｓｈｅｄ．　Ｔｈｅｓ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ｅｕｄ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ｕｌｉｎｇ　ｉｄｅａｓ　ｈａｄ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ｔｈａ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ａｇｅ　ｔｏ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ｒｘ　ｈａｄ　ｐｏｉｎｔｅｄ，　ｎｏｔ　ｏｆ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ｂｕｔ　ｏｆ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ｓｅｌｆ－ｅｖａｌ－

ｕａｔｉｏｎ．　Ｅｎｆｅｅｂｌｅｄ　ｐａｔｒｉａｒｃｈａｌ　ｃｌａｎ　ａｎｄ　ｆｅｕｄ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ｓｏｌｉｄ　ｓｕｐｅ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ｂｌｏｃｋ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ｌｌ　ｎｅｗ　ｔｈｉｎｇ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ｌｏｏｄ　ｓｐｉｌｌ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ｕｐｒｉｓｉｎｇ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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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ｄ　ｔｏ　ｓｕｐｐｌａｎｔ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Ｔｈｅｓ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ｅｎ－

ａｂｌｅｄ　ｔｈｅ　ｏｌ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ｒａｐｐ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ｆｏｒ　ａ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ｉｍｅ　ｉｎ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ｄｄｙ．　Ｎｅｖｅｒｔｈｅｌｅｓｓ，　ｔｈｅ　ｎｅｗ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ｕｄ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ｍｏｖｅ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ｋｙ

ｆａ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Ｈｕａｎｇ　Ｚｏｎｇｘｉ）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ｂｅｃｈａｎｇ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ｎｏｕｒｉｓｈｅｄ　ａ　ｎｅｗ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ｎｇ　Ｆｕｚｈｉ　ｔｅｒｍ“ｅｄａ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ｎｄ　ａｎ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Ｂｅｌｏｗ　ａｒｅ　ｌｉｓｔｅｄ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１．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ｃｏｎｆｏｒｍｓ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ｇｕ－

ｌａｒ　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　ａ“ｎ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Ｔｈｅ　ｔｗ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ｕｒｎｓ　ｏｆ　ｉｔｓ　ｉｎｔｅｌ－

ｌｅｃｔｕ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ｆｅｕｄａｌ　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ｍ　ｏｆ　ｐｅａｓ－

ａｎｔ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ｔ ｒｏｄｕｃｔ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ａｎ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ｇｅ　ｏｆｈｅｉｒ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Ｗａｎｇ　Ｆｕｚｈｉ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ｃｔｉｎｇ　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必循天

下之公）ａｎ“ｄ　ｎｏｔ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ｏｆ　ｏｎｅ

ｐｅｒｓｏｎ．”Ｈｕａｎｇ　Ｚｏｎｇｘｉ　ｄｅｍａｎｄｅｄ　ｔｈａ“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ｅ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ｅｕｄａｌ　ａｎｄ　ａｕｔｏｃｒａｔ“ｉｃ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ｏｎｅ　ｆａｍｉ－

ｌｙ．”Ｈｅ　ｄｅｃｌａｒ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ｈａｖｅ　ｄｏｎｅ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ｈａｒｍ　ｔｏ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ｒｅ　ｎｏｎｅ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ｒｕｌｅｒｓ．”Ｔａｎｇ　Ｚｈｅｎ　ｗｅｎｔ　ｓｏ　ｆａｒ　ａｓ　ｔｏ

ｄｅｎｏｕｎｃｅ　ａｌｌ　ｅｍｐｅｒｏｒ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Ｑｉｎ　ａｓ　ｔｈｉｅｖ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ｌｏｇａｎ“，　Ｅｑｕａｌ　ｌａｎｄ　ｔｏ　ｒｉｃｈ　ａｎｄ　ｐｏ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　ｉｎ　ｒｅｖｏｌｔ，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ｗａｙｓ

ｔｏ　ｅｑｕａｌｉｚｅ　ｌａｎｄ　ｒｉｇｈｔｓ．　Ｈｕａｎｇ　Ｚｏｎｇｘｉ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ｑｕａｌ　ａｌｌｏ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ａｎｄ　ｔｏ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ｗｅｒｅ　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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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ｒｍ　ｉｔ．　Ｗａｎｇ　Ｆｕｚｈｉ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ｍａｎａｇｅ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ａｎｄ　ｗｒｏｔｅ　ｔｈ“ａｔｐａ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ｖｏｌｖｅｓ　ｏｎｌｙ、ｔｈｅ　ｅｑ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Ｌｉ　Ｋｏｎｇ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ｏｗｎ　ｌａｎｄ　ｍｕｓｔ　ｔｉｌｌ　ｉｔ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ａｎｄ　Ｙａｎ　Ｙｕａｎ　ｓｕｐ－

ｐｏｒｔｅ“ｄ　ｓｐｅｅｄｉｌｙ　ｃｏｎｆｉｓ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ｃｅｓｓ　ｌａｎｄ　ｏｆ　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ｕｓ　ｃｏｍｍｏｎ－

ｅｒｓ．”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ｓ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ｄ　ｉｎ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ｄｅ－

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ｒａ，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ｖａｇｕｅｌ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

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ｓｅ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ｏｐｐｏｓｅ“ｄ　ｒｅｖｅｒｅ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ｏｏｔ　ａｎｄ　ｃｕｒｂ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ｒａｎｃ（ｈ”ｉ．

ｅ．，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ｗｈｉｌ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ｄｏｗｎ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ｔｒａｎｓｌ．　ｎｏｔｅ），

ａｒｇｕｉｎｇ　ｔｈ“ａｔｈａｎｄｉｃｒａｆ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ａｒｅ　ｂｏｔｈ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Ｔｈｅｙ　ａｌｓｏ　ａｓｓａｉｌｅ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ａｒｔｓ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ｏ－

ｐｏｓａｌ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ｎ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　

２．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ｅａｒｌｙ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ｅｎ－

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ｔｏｏｋ　ｎｏｔｅ　ｏｆ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ｄ　ｔｈｅ　ｎｅｗｌｙ－ｒｉｓｅ“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ｙ　ａｂｓｏｒｂｅ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ｍ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ｚｈｉｃｅ　ｘｈｉｘｕｅ）． 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ｔｈ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ｂ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ｒｅ－

ｓｕｉｔｓ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ｓｅ　ｅｎｒｉｃｈ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ｚｉｎｇ．

Ｆａｎｇ　Ｙｉｚｈｉ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ｈａ“ｔ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ｅｎｃｏｍｐａｓｓｅｓ　ｕｎ－

①Ｚｈｉｃ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ａｔ　ｚｈｉｘ（ｕｅ质测之学），Ｔｈｉｓ　ｒｅｆｅｒｓ　ｉｎ　ｆａｃｔ　ｔｏ　Ｗｅｓｔｅｍ

ｔｉ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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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ｐｉｅ（ｎｔｚｈｉｃｈｅ　ｊｉ　ｃｈａｎｇ　ｔｏｎｇｊｉ）．．＂　①Ｗａｎｇ　Ｆｕｚ　ｈｉ

ｅｓｔｅｅｍ“ｅｄ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ｓｔｕｄｙ”ａｎｄｂｅｌｉｅｖｅｄ　ｔｈ“ａｔｓｅｔｔｉｎｇ　ｏｕｔ　ｆｒｏｍ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ｔｈｉｎｇｓ　ｔｏ　ｅｘｈａｕｓ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一ｔｈｉｓ　ｃａｎ　ｂ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ｏｎｌ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Ａｎｃｉｅｎｔ　Ｇｒｅｅｋ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ｓ，ｂｌｅｎｄｅｄ　ｗｉｔｈ　ｒｅｌｉｇｏｕｓ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　ａｎｄ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ｍ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ｉｅｓ　ｗｈｏ　ｃａｒｎｅ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ｗｅｒｅ　ｗａｒｍｌｙ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ｅｕｌｉｇｈｔｅｎｅｄ　ｓｃｈｏｌ－

ａｒｓ　ｏｆ　ｔｈａｔ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ａｎ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ｏ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ｆ　ｏｎｅ　ｗａｎｔｓ　ｔｏ　ｓｔｒｉｖｅ　ｔｏ　ｓｕｒｐａｓｓ　ｔｈｅｉｒ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ｎｅ　ｍｕｓｔ　ｆｉｒｓｔ　ｔｈｏｒｏｕｇｈｌｙ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ｍ”（ Ｘｕ

Ｇｕａａｎｇｑｉ）一ａｎｄ　ｃａｌｌｅｄ　ｆｏｒ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ｏｅｎｔｅｒ　ｄｅｅｐｌ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ｕｎｄｉ－

ｔｉｅｓ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ｅｔｈｅｄｓ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ｔｈｅｉｒ　ｏ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ｈｏｒｔｃｏｍ－

ｉｎｇ（ｓ”Ｍｅｉ　Ｗｅｎｄｉｎｇ）．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ａｌｓ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ｔｈａｔ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ｉｅｓ　ｗａｓ

ｕｓｅｆｕｌ，ｔｈｅ　ｔｈｅｔｈｅｏｌｏｉｃ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ｖｉｅｗ　ｗａｓ　ｗｏｒｔｈｌｅｓｓ．Ｆａｎｇ　Ｙｉｚｈｉ　ｎｏｔｅｄ

ｔｈ“ａｔＷｅｓｔｅｒｎｅｒ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ａｒｅ　ｑｕｉｔｅ　ｒｅｆｉｎｅｄ，ｂｕｔ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ｎｏｔ　ｙｅｔ　ｂｅｇｕｎ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ｐｉｅｎｔ．”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Ｑ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ｅｒａ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ｓｕｄｄｅｎｌｙ　ｄｒｅｗａ

ｇ００ｄ　ｄｅａｌｏｆ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　ｅａｒｌｙ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ｔｏｏｋ　ｐｌａ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ｇｉｖｉｎｇ　ａ　ｎｅｗ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ｒａ＇　ｓ　ｅｕｌｉｇｈｔｅｎｅ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ｉｎ

①Ｔｏｎｇｊｉ　 ．Ｗｉｎｇ一ｔｓｉｔ　 Ｃｈａｎ　 ｄｅｆｉｎｅｓ　 （ｊｉ机）“ａｓｓｕｂｔｌｅ，ｉｎｃｉｐｉｅｎｔ．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ａｎｄ　ｎｏ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Ａ．Ｃ．Ｇｒａｈａｍ＇　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ｗａｒｄ　ｓＰｒｉｎｇ　ｏｆ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ａｎｄ

“ ｉｎｃｉｐｉｅｎ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ｎｏｔｙｅｔｖｉｓｉｂｌｅ　ｏｕｔｓｉｄｅ，”ａｒｅ　ｂｏｔｈ。ｃｃｕｒａ（ｔｅＡ　ＳｏｕｒｃｅＢｏｏｋ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ｐ．７８４）Ｔｏｎｇ（ 通）ｍｅａｎｓｔｏｇｒａｓｐ，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569

ｈｉｓ　Ｓｍａｌｌ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 ＷｕｌｉＸｉａｏｓｈ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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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ｕｔ　ｏｆ　ｈｉｓ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ａｓｉｓ，　Ｗａｎｇ

Ｆｕｚｈｉ　ａｌｓｏ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ａ　ｈｉｇｈ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ｂｙ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ｌｙ　ｄｅｍｏｎ－

ｓｔ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ｔｔｅｒ　ｉｎ　Ｚｈａｎｇ　Ｚｉ　Ｚｈｅｎｇ　Ｍｅｎｇ　Ｚ（ｈｕ《 张子

正蒙注》）ａｎｄ　Ｓｉ　Ｊ（ｉｅ《 俟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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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ｉｔｔｅｒｌｙ　ａｔｔａｃｋｅｄ　ａｌｌ　ｔｈｅ　ｂｏｍｂａ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Ｓｏｎｇ－

Ｍｉｎｇ　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ｅｍｐｔｙ　ｔａｌｋ　ｏｆ　ｍｉｎｄ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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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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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ｈｏｒｏｕｇｈｌｙ　ｄｉｓｃａｒｄ　ｔｈｅ　ｓｕｂｔｌｅ　ａｎｄ　ａｂ－

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ｔｉｍ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ｒｅａｌ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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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ａｒｄ　ｄｉｄ　ｎｏｔ　ｃｏｎｆｏｒｍ　ｔｏ　ｗｈａｔ　ｈｅ　ｈａｄ　ｈｅａｒｄ　ｂｅｆｏｒｅ，　ｈｅ　ｗｏｕｌｄ　ｉｍ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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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ｏ　Ｓｈｉ，Ｆａｎｇ　Ｙｉｚｈ“ｉ　ｋｅｐｔ　ｎｏｔ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ｅａ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ｗｈａｔｅ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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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ｏｕｇｈｔ　ｉｎ　ｔｈａｔ　ｉｔ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ａｕｔ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ｏｂｓｃｕｒａｎｔｉｓｍ

ｏｆ　ｆｅｕｄ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ｄ　ｍａｄ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ｅｖｅｎ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　ｔｈｉｓ　ｓｏｒｔ　ｏｆ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

ｉｃ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ｌｏｒｄ　ｃｌａｓ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

ｐｏｒａｒｙ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ｔｉ－ｆｅｕｄａｌ　ｕｐｒｉｓｉｎｇｓ．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ｇ－

ｇｌｅｓ　ｒ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ａｒｏｕｎｄ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ｔｅ　Ｍｉｎｇ　ｇｏ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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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ｎ　ｒａｃ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Ｑｉｎｇ

ｓｗｅｐｔ　ｕｐ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ｅｄ　ｌａｎｄｌｏｒｄ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　ｗｈｏ　ｗｅｒｅ　ｎｏｔ

ｉｎ　ｏｆｆｉｃｅ．　Ｓｈｏｃｋ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ａｒｉｏｕｓ　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ｎ　ｒａｃ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ｄｙｎａｓｔｉｃ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ｓ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ｆｅｌｔ　ｔｈｅ　ｈｕｍｉｌｉ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ｆｅａ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Ｈ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ｈａｄ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ｏｎ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ｔｏ　ｂｅ　ｄｅｅｐｌｙ　ｐａｉｎｆｕ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Ｗｅ　ｍｏｕｒｎ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ａｔｓ　ａｎｄ　ｌｏｏｋ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ｙ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２３　Ｆｒｏｍ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ｓ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ｆｅｕｄａｌ　ｏｂｓｃｕｒａｎｔｉｓｍ　ａｎｄ　ａｕｔｏｃｒａｃｙ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ｙ　ｂｅｌｉｅｖｅ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ａｃｅ，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　ｗｏｒｌｄ．　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ｍ　ｔｏｏｋ　ａｉｍ　ａｔ

Ｓｏｎｇ－Ｍｉｎｇ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ｉｄｅａｌｉｓｍ　ｗｈｉ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ｆｅｕｄａｌ　ｏｒｔｈｏｄｏｘｙ　ｄｏｍ－

ｉｎａｔｅｄ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ｌｉｆｅ　ｆｏｒ　ｓｏｍｅ　５００　ｙｅａｒｓ．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ｄｅｇｒｅｅｓ　ｏｆ　ｃｏｎ－

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ｅｍｐｈａｓｅ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ｄ，　ａｎｄ　ｅａｃｈ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ｔｒｅｎｄ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ｓｔｉｌｌ，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ｅｒ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ｉｎ　ａ　ｑｕｉｔｅ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ｂｕｔ　ｔｈｏｒｏｕｇｈｌｙ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ｙ．

Ｔｈｅｓｅ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ｍｉｄ－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

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ｈａｄ　ｂｏｔｈ　ａ　ｌｉｖｅｌｙ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ｎｆｏｒｍ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Ｍｉｄｄｌｅ　Ａｇｅｓ”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ｉｔｓ　ａｐｏｇｅ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ｉｎｄ　（ｘｉｎ　ｘｕｅ心学）ｏｆ　Ｗａｎｇ

Ｙａｎｇ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ｄｅａｌｉｓｍ　ｏｆ　Ｗａｎｇ　Ｙａｎｇｍｉｎｇ＇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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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ｉｎ　ｘｕｅ　ｅｎｇｅｎｄｅｒｅｄ　ｗｉｔｈｉｎ　ｉｔｓｅｌｆ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ｗｈｉｃｈ　ｗｅｒｅ　ｓｅｌｆ－ｎｅｇａｔ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ａｖｏｉｄａｂｌｅ　ｒａｍ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ｉｚｈｏｕ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ｈｅｔｅｒｏｄｏｘ

ｔｈｉｎｋｅｒｓ　ｗｈ“ｏ　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ｂｅ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ｍｏｒａｌ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　ｎｄ ｒｎｅｄ 　Ｈｅａｖｅｎ　ａｎｄ　Ｅａｒｔｈ　ｕｐｓｉｄｅ－ｄｏｗｎ”．２４　Ｉｎ　ｈｉｓ　ｏｔｕ 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ｗｈｉ“ｃｈｔａｋｅｓ　ｗｈａｔ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ｓａｉｄ　ｗａｓ　ｏｒ　ｗａｓ　ｎｏｔ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ｂｅ　ｗｈａｔ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ｉｓ　ｏｒ　ｉｓ　ｎｏｔ　ｒ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ｈ“ｉ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ｌｉｋｅ　ｍｉｎｄ”，ｔｈａ“ｔ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ｈｅｒｅｔｉｃ”　Ｌｉ　Ｚｈｉ　ｓｙｍｂｏｌ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ｒｔ

ｏｆ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ｅｕｄ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ｂｙ　ｉｔｓ　ｏｗｎ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Ｔｈｅ　ｐｏ－

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ｏ　ｎｇｌｉｎ　ａｎｄ　Ｆｕｓｈｅ　ｐａｒｔｉｓａｎ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ｏｎ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ｗｈｏ　ｆａｃｅｄ　ａ　ｃｏｌｄ　ｗｉｎｄ　ｗｉｔｈ　ａｒｄｅｎｔ　ｈｅａｒｔｓ，　ｄｅｓｉｒｉｎｇ　ｔｏ

ｗａｓｈ　ｃｌｅａｎ　Ｈｅａｖｅｎ　ａｎｄ　Ｅａｒｔｈ　”２５—ｐｕｓｈｅｄ　Ｆａｎｇ　Ｙｉｚｈｉ，　　Ｈｕａｎｇ

Ｚｏｎｇｘｉ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ｔｏ　ｇｏ　ｂｅｙｏｎｄ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ｓ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Ｔｈｅｙ　ｏｐｅｎｅｄ　ｕｐ　ｎｅｗ　ｐａｔｈｓ　ｆｏｒ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ｔｒｕｔｈ　ａｎｄ　ｎｅｗ

ｆｉｅｌｄｓ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ｕｃｈ　ａ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ｐｉｅｎｔ”）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ｒｔｈｏｄｏｘ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ｔｈｅｒｅ　ａｐｐｅａｒｅｄ　ｑｕｉｔｅ　ａ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ｈｉｎｋｅｒｓ　ｌｉｋｅ　Ｃｈｅｎ

Ｑｕｅ，　Ｚｈｕ　Ｚｈｉｙｕ，　Ｆｕ　Ｓｈａｎ，　Ｌｉ　Ｙｏ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ｎ　Ｑｉｆｅｎｇ　ｗｈｏ，　ｗｈｉｌｅ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ｐｒｅｏｃｃｕｐｉ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ｓｔｉｌｌ　ｓｈａｒｅｄ

ｉｄｅａ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Ｗｉｔｈ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Ｗａｎｇ

Ｆｕｚｈｉ　ｓｕｍｍｅｄ　ｕｐ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ｗｏｒｋ“：　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ｃｏｍｅ　ｆｒｏｍ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ｌ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ｌｄ　ｉｓ　ｒｅｎｏｖａｔｅｄ．　”２６　Ｔｈｅｓ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　Ｓｏｎｇ－Ｍｉｎｇ　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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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ｓｅｆｕｌ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ａ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ｅｎｇ

Ｔｈｅｙ　ａｂｒｏｔｈｅｒｓ，　Ｚｈｕ　Ｘｉ，　Ｌｕ　Ｊｉｕｙｕａｎ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Ｙａｎｇｍｉｎｇ， ｌｓｏ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ｔｈｅ　Ｚｈｏｕ　（Ｙｉ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ｗｉｔｈ　ｇｒｅａｔ　ｓｋｉｌｌ；　ｒｅｃａｓｔ

Ｌａｏｚｉ，　Ｚｈｕａｎｇｚｉ　ａｎｄ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ａｎｄ　Ｄａｏｉｓｔ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ｔｈｅ

“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ｆｌｏｕｒｉｓｈ；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ｒｅｌｉ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ｇ　ｓｔｕｄｙ

ｒｙ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ｈｉｓｔｏ ；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ｏｒｍ

ｏｆ　ｓｉｍｐｌ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ｔｏ　ｉｔｓ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ｆｏｒｍ．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ｌｙ　ｈｕ－

ｍａｎｉｓｔ　ｉｄｅａｓ　ｗｅｒｅ　ａｌｓｏ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ｅａｖｅｎ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ａｎｄ　ｄｅ－

，　ｐｒｅｓａ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ｓｉｒｅ 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ｈｉｃｈ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ｍｏｖｅｄ

ｒｅｓｔｌｅｓｓｌｙ　ｉｎ　ｉｔｓ　ｗｏｍｂ　ａｎｄ　ｗｏｕｌｄ　ｌａｔｅｒ　ｅｍｅｒｇｅ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Ｉ　ａｍ

ｔｈｅ　ｃｏｎｇ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ｆｅｃｔｌｙ　ｄｉ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ｒｔｉ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我

者，大公之理所凝也）．２“７　Ｉ　ｈａｖｅ　ｌｉｖｅｄ　ｕｎｔｉｌ　ｔｏｄａｙ，　ａｎ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ｍａｎ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ｈａｖｅ　ｂｅｃｏｍｅ　ｇｈｏｓｔｓ　ｉｎ　Ｈｅａｖｅｎ　ｏｒ　ｏｎ　Ｅａｒｔｈ．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ｓｅ　（ｑｉ气）ｈａｓ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ｄｉｓｐｅｒｓｅｄ　ａｒｅ　ｇｈｏｓｔｓ；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ａ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ｃｅｒｔａｉｎｌｙ　ｓｐｉｒｉｔｓ　ｗｈｏ　ｗｉｌｌ　ｌｉｖ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Ｉ　ｈａｖｅ　ｎｏｔ　ｙｅｔ　ｂｅｃｏｍｅ　ｍｙ‘ｓｅｌｆ　ｏｆ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ｔｈａｔｓｔａｔｅ　ｉｓ　ｎｏｔ　ｒｅｍｏｔｅ”　．２８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ｇｅ“ｓ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ｄ　ｏｌｄ　ｏｂ－

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ｒｅｎｅｗ　ｉｔｓｅｌｆ，”ａｎｄ　ｉｔｓ　ｂｏｄｙ“，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ｎｏｔ　ｙｅｔ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ｅｄ，”ｗａ“ｓ　ｗｉｔｈｅｒｅｄ　ａｎｄ　ｄｅａｄ．”“Ａ　ｓｅｌｆ　ｏｆ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ａ

ｎｅｗ“　ｓｅｌ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ｇ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ｍｐａｒ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ｄｉ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　ｐｒｉｎｃｉ－

ｐｌｅ＇　ｗａｓ　ｙｅｔ　ｔｏ　ｂｅ　ｂｏｒｎ．　Ｗａｎｇ　Ｆｕｚｈｉ＇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ｍａｒｋｓ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ｌ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ｃｙｃｌ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ｅｕｄ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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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ｔｅｒ，　Ｙａｎ　Ｙｕａｎ　ａｎｄ　Ｄａｉ　Ｚｈｅｎ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ｔｏ　ｅｘｐｏｓｅ　ｔｈｅ　ａｌｉｅｎ－

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ｂｙ　Ｓｏｎｇ－Ｍｉｎｇ　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ｅｔｈ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ｙ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Ｈｅａｖｅｎ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ｓｉｒｅｓ．　Ｙａｎ　ａｎｄ　Ｄａｉ　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ｅｄ　ｔｈｉｓ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ｓ

“ ｕｓ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ｔｏ ｉｓ　ｈｕｍａｎ．”Ｄａｉ　Ｚｈｅｎ　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Ｉｎ－　ｍｕｒｄｅｒ　ｗｈａｔ

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ｄ　Ｄｉｖｉｄ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Ｙａｎ　Ｙｕａｎ

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ｄ　ｒｅａｌ　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　ｅｍｐｉｒｉｃｉｓｍ　ａｎｄ　ｍａ－

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ｉｒ　ｗｏｒｋ　ｐｒｅｆｉｇｕｒｅｄ　ｔｈｅ　ｉｎ－

ｅｖｉｔａｂｌｅ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ｍｐｌ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ｂｙ　ａ

ｎｅｗ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ｆｏｒｍ　ｗｈｏｓ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ｗａｓ　ｉｔｓ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ｏｗ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ｕｒｒ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Ｑ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ｄｉｄ　ｎｏｔ　ｄｅ－

ｖｅｌｏｐ　ａｓ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Ｊｉａｏ　Ｘｕｎ　ａｎｄ　Ｙａｎ　Ｙｕａｎ　ｗｏｒｋｅｄ

ｓｔｒｅｎｕｏｕｓｌｙ　ａｆｔｅｒ　Ｄａｉ　Ｚｈｅｎ，　ｔｈｉｓ　ｎｅｗ　ｆｏｒｍ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ｄｉｄ　ｎｏｔ　ａｃ－

ｔｕａｌｌｙ　ｅｍｅｒｇｅ．　Ｔｈｅ　 ｔｉｏｎ　ｅｒａ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Ｍｉｎｇ－Ｑ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ｉｔ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ｗｅｒｅ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ｆｏｒ　ｎｅａｒｌｙ　ｓｉｘ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ｏｕｂｌｅｄ　ｓｉｔｕａ－

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ｈｅｅ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ｐｉｕｍ　Ｗａｒ．　Ｔｈｅｓ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ｗｏｒｋｓ　ｆｏｕｎｄ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ｏｎｌ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　ｒｅｆｏｒｍ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１８９８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Ｍａｎｃｈｕ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ｗｈｅｎ　ｔｈｅｙ　ａｃｔｅｄ　ａｓ　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ｙｅａｓｔ　ｔｏ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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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　ｄｉｄ　ｉｎｄｅｅｄ　ｕｎｄｅｒｇｏ　ｉｔｓ　ｏｗ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ｂｕｔ　ｔｈｉｓ　ｄｉｄ　ｎｏｔ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　ｉｎ　Ｓｏｎｇ　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　ｉｔ　ｃａｍｅ　ｏｕｔ　ｏｆ　ｃｒｉｔｉｉｓｍ．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ｒｙ ｃｉｓｍ　ｗｈｉｃｈ　ｎｅｇ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ｂｏｄｙ　ｏｆ　Ｓｏｎｇ－Ｍｉｎｇ　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ｂｏｔｈ

Ｚｈｕ　Ｘｉ＇ｓ　ｌｉ　ｘｕ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Ｙａｎｇｍｉｎｇ＇ｓ　ｘｉｎ　ｘｕ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ｉｎｄ．）Ｔｈｉｓ　ｅａｒｌｙ　ｈｕｍａｎｉｓｔ　ａｗａｋｅｎｉｎｇ　ｃｏｕｌｄ　ｏｃｃｕｒ　ｏｎｌｙ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ｆｅｔｔｅｒｓ　ｏｆ　Ｓｏｎｇ－Ｍｉｎｇ　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ｗｅｒｅ　ｓｈａｔ－

ｔｅｒｅｄ．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ａｉｄ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ｉ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

ｃｉａｌ　ｕｐｈｅａｖ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ｕｒｍｏｉｌ　ｏｆ　ｔｈｅ　ｒａ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ｇ－Ｑ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ｉｔｓ　Ｄａｎｔｅｓ　ｉｎ　Ｔａｎｇ　Ｘｉａｎｚｕ　ａｎｄ

Ｃａｏ　Ｘｕｅｑｉｎ　ｗｈｏｓｅ　ｓｏｎｇ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ｗｅｒｅ　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ｎ“ｏｔｄｉ－

ｖｉｎｅ”．Ｉｔ　ｈａｓ　ｉｔｓ　Ｄａ　Ｖｉｎｃｉｓ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ｅｌａｎｇｅｌｏｓ　ｉｎ　Ｚｈｅｎｇ　Ｘｉｅ，　Ｓｈｉ　Ｔａｏ

ａｎｄ　Ｃｈｅｎ　Ｈｏｎｇｓｈｏｕ，　ｗｈｏｓｅ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ｓ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ａｎｄ

ａｂｒｕｐｔｌｙ　ｓｕｒｆａｃｉｎｇ　ｈｅｔｅｒｏｄｏｘ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ｍａｒ－

ｔｙｒｓ”　ｗｅｒｅ　ｍｅｎ　ｌｉｋｅ　Ｈｅ　Ｘｉｎｙｉｎ　ａｎｄ　Ｌｉ　Ｚｈｉ，　ｍｅｎ　ｗｈｏ　ｈａ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ｉｒ　ｂａｃｋ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ｓａｋｃｏｕｒａｇｅ　ｔｏ　ｔｕｒｎ 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 Ｗａｙ”，　ａｎｄ　ｗｈｏ　ｄｉｅ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ｒｅｇｒｅｔ．　Ｍｏｒｅ　ｎｏｔｉｃｅａｂｌｙ，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ｄ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Ｂａｃｏｎｓ　ｉｎ　Ｘｕ　Ｇｕａｎｇｑｉ，　Ｆａｎｇ　Ｙｉｚｈｉ　ａｎｄ　Ｍｅｉ　Ｗｅ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ｓ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ｅｒｅ　ｔｈｏｒｏｕｇｈｌｙ　ｖｅｒｓ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ｂｅｇａｎ　ｔｈ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ｏｆ　ｃａｓｔｉｎ“ｇ　　ｎｅｗ　ｔｏｏｌｓ”．Ａｎｄ　Ｈｕａｎｇ

Ｚｏｎｇｘｉ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Ｆｕｚｈｉ，　ｔｈｏｓｅ　ｅｒｕｄｉｔ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ｔｈｉｎｋｅｒｓ，　ａ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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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ｔｈｏｕｔ　ｐｅ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ａ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Ｑｉｎｇ　ｔｈｅｓｅ　ｔｈｉｎｋｅｒｓ　ｆａｃｅ“ｄ　ｓｗｏｒｄｓ　ａｎｄ　ｐｒｉｓｏｎ　ｏｎｅ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ｏｔｈ－

ｅｒ　ａｎｄ　ｙｅｔ　ａｂａｎｄｏｎｅｄ　ｎｅｉ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ｃｈｏｒｄｓ　ｎｏｒ　ｔｈｅ　ｓｏｎｇ”．２９　Ｓｔｉｌｌ，　ａｌｌ

ｔ 　ｈｅｙ　ｃｏｕｌｄ　ｍａｎａｇｅ　ｗａｓ　ｔ“ ｕｓｅ　ｔｈｅ　ｏｌｄ　ａｎｄ　ｎｅｗ　ｆｉｒｅｗｏｏｄ，　ａｎｄ　ｌｉｇｈｔｏ

ａ　ｃｏｌｄ　ｓｔｏｖ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ｆ　ｆｒａｇｒａｎｔ　ｓｐｒｉｎｇ，　ｎｏｗ　ｓｏ　ｄｉｓｔａｎｔ，　ｗｈｏ

ｒｅｊｏｉｃｅｓ　ｗｉｔｈ　ｍｅｔ　ｏｄａｙ？３０　Ｔｈｅｓ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ｌｏｏｋｅｄ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ｆｕｔｕｒｅ”　

ｕｎｂｏｒｎ　ｙｅｔ　ａｌｉｖｅ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ｅｌｔ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ｄｅａｓ

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ｆｕｓｅ　ｉｎ　“ａ　ｓｔｒｅａｍ　ｏｆ　ｆｉｒｅ，，　　ｔｏ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ｅ　ｔｈｅ　ｎｉｇｈｔ．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ｒｙ，　ｔｈｅｉｒ　ｗｏｒｋｓ　ｂｅｃａｍｅ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ｃｏｕｒｔ＇ｓ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ｉｎ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ｓ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ｈａｄ　ｗａｎｔｅｄ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ｒａｔｉｏ－

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ｓｅ　ｔｒａ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ｔｈ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ｌｌａｃｉｅｓ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ｗｈｉｃｈ　 ｏｐｐｒｅ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ｍｉ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ｂｕｔ　ｉｎ　ａｃｔｕａ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ｉｎ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ｐｕｔ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ｉｔｓｅｌｆ　ｏｎ　ｓｅｖｅｒｅ

ｔｒｉａｌ．

Ｗｈａ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Ｓｉｍｐｌｙ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ｂｉｒｔｈ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ｓｈｕｄｄｅｒｅｄ　ｔｏ　ａｎ　ａｂｒｕｐｔ　ｓｔａｎｄ－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ｓｔｉｌ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ｅｖａｓ－　ｆ

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ｙ　ｈａｄ　ｓｕｆｆｅｒ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ｂａｃｋ－

ｗａｒｄ　ｒａｃｅ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ｅｄ　ｉｔ，　ｆｅｕｄａｌ　ａｕｔｏｃｒａｃｙ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ｉｌｙ　ｓｔａ－

ｂｉｌｉｚｅｄ，　ｇｉｖｉｎｇ　ｏｆｆ　ａ　ｌａｓｔ　ｒａｄｉａｎｃ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Ｃｈｅｎｇ－Ｚｈｕ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ｔｈｒｉｖｅｄ　ａｇａｉ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ｐａｔｒｏｎａｇ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ｈｒａｓｅ“ｓ　ｉｓｓｕ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ａｕ－

ｔｈｏ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ｂｙ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ｐｅｒｏｒ．”Ｔｈｉ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ｒｕｌｅｒｓ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ｔｏ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ｆｅｕｄａｌ　ｒｕ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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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ｅｒｔｉａ　ｏｆ　ｆｅｕｄ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Ａｓ　Ｃｏｍｒａｄｅ　Ｈｏｕ　Ｗａｉｌｕ

ｔｅ：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　ａ　ｔｒｅｍｅｎｄｏｕｓ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ｐｅｒｓｅｃｕ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ｔｈｅ　Ｓｉｋｕ　Ｇｕａｎ　ｗａ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ｏ　ｃｏｌｌｅｃｔ

ａｎｄ　ｅｄｉｔ　ｂｏｏｋｓ　ｗｉｔｈ　ａ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ｂｕｒｎ　ｔｈｏｓｅ　ｂｏｏｋｓ　ｗｈｉｃｈ　ｖｉ－

ｏｌａｔｅｄ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ｔａｂｏｏｓ；ｗｈｉｌｅ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ｇ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ｒｅｖｅｒｅｎｃｉｎｇ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ｗｅｒｅ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ｔｏ　ｈｏｏｄｗｉｎｋ　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ａｆｔｅｒ

Ｙｏｎｇｚｈｅｎｇ　１　（１７２３），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ｃｏｕｒｔ＇ｓ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ｉｌｙ　ｃｕｔ　ｏｆ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ｌｙ　ｗｏｒｌｄ　ｆｒｏｍ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ｒｏｙａｌ　ｂｌｏｃｋａｄｅｓ

ｔｈｅ　ｏｎ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ａ－

ｇａｉｎｓｔ　ａｎｙ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ｐ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ｆｒｏｍ

ｗｉｔｈｉｎ，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ａｌｌｅｄ　Ｈ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ｔｈｅ　Ｊｉａｑｉｎｇ－

Ｑｉａｎｌｏ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ｗｈｉｃｈ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ｆｏｒ　ｉｔｓ　ｏｗｎ

ｓａｋｅ　ａｎｄ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　ｗｏｒｌｄ　．３１

Ｔｈｅｓ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ｏｂｓｃｕｒｅｄ　ｔｈｅ　ｂｒｉｌｌｉ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ｉｎ　ｉｔｓ　ｎｅｇｌｅｃｔ　ａｎｄ　ｎｅａｒ

ｅｎｄ，　 ｙ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ｔｈｅｙ　ａｌｓｏ　ｒｅｔａｒｄｅｄ　ｔｈｅ ｒｏ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ｔｈｉｓ　ｌｅａｄ　ｔｏ　ｔｈｅ　ｍｉｄ－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ｂｙ　Ｗｅｓｔ－

ｅｒ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ｗｈｉｃｈ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ｉｓｒｕｐｔｅ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ｗｒｏ

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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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ＯＰｉｕｍ　Ｗａｒ　Ｃｈｉｎａ　ｅｎｔｅｒｅｄ　ａ　ｖｅｒｙ　ｄｉｓｔｏｒｔｅ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ｕｎ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ｓｅｓ，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ｏ－

ｐｌｅ　ａｗｏｋｅ，Ｇｒｏｕｐ　ａｆｔｅｒ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ｆｉｇｕｒｅｓ　ａｐｐｅａｒｅｄ　ｉｎ　ａｎｔｉ

一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ｔ　ａｎｄ　ａｎｔｉ一ｆｅｕｄａｌ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ｓ　Ｉｏｏｋｉｎｇ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ｔｏ

ｆｉ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ｔｈａｔ　ｗｏｕｌｄ　ｓａｖｅ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Ｔｈｅｙ　ｌｅｆｔ

ａ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ｔｏｂｅｃｅｌｅｂｒａｔｅｄａｎｄｍｏｕｒｎｅｄ．Ｉ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ｌ·

ｌｅｃｔｕ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ｅｗ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ｄｏｌ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ｋｅ　ｌａｔｅ一ｂｏｒｎ，ｅａｒｌｙ一ｍａｔｕ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ｏｒｏｕｇｈｌｙ　ｆｅｅｂｌ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ｃｌａｓｓ，ｗｉｔｈ　ａ　ｄｉｍ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ｅｌｆ一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ｌｏｏｋｅｄ

ｂａｃｋ　ｔｏ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Ｑｉｎｇ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ｓ　ａｓ　ｔｈｅｉｒ　ｆｏｒｅ－

ｒｕｎｎｅｒｓ　ａｎｄ　ｈｏＰｅｄ　ｔｏ　Ｐｒｏｃｅ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ｕｎｆｉｎｉｓｈｅｄ　ｗｏｒｋ．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ｓｅｌａｔｅ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　ｗｅｒｅ　ｅｎｇｒｏｓｓｅｄ　“ｉｎＷｅｓｔ·

ｅｒ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ｄ　ｈａｄ　ｎｏ　ｔｉｍｅ　ｔｏ　ｓｏｒ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ｎ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Ｉｎ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ａｔｉｎ“ｇＷｅｓｔｅｒ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ｏｏｋ

ｎｏｔｉｃｅ　ｏｆｌ）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ｓ　ｏｆ　Ｊｏｈｎ

ＬＯｃｋｅ，Ｆｒａｎｃｉｓ　Ｂａｃ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ｎｅ　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ｌｏｕｒｉｓｈ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

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ｓｏｆＤｅｎｉｓ

Ｄｉｄｅｒｏｔ　ａｎｄ　Ｊｕｌｉｅｎ　Ｏｆｆｒｏｙ　ｄｅ　ｌａ　Ｍｅｔｔｒｉ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３）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Ｋａｎｔｉａｎ　ａｎｄ　Ｈｅｇｅｌｉ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ｓ．Ｔｈｅ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ｓｃｈｏｆａｒｓ　ｈｏＰｅｄ　ｔｏ　ａｂｓｏｒｂ　ｗｈａｔ　ｃｏｕｌｄ

“ ｏｐｅｎｕｐ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ｎｏｖａｔｅ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ｍｏｒａｌ－

ｉｔｙ＂　，Ｄｒｉｖｅｎ　ｔｏ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ｒｉｓｅ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ｙ　ｈａｓｔｉｌｙ．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ｈｉｃｈ　ｗｅｒｅ　ｅｃｌｅｃｔｉｃ，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ｌｙ　ａｎｄ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ｉｍｍａｔｕｒｅ．Ｔｈｅｙ　ｔｒｉｅｄ　ｔｏ　ｉｎｓｅｒｔ　ｎｅｗ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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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ｍ　ｔｏ　ｎｅ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ｎｇ　ａｎｄ　Ｈ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ａｎｄ　ｇｏ

ｂｅｙｏｎｄ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ｓ　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ｐｅｒｃｅｐ ｓｓｏｆｔｉｏｎ．　Ｂｕｔ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ｙ　ｐａｓｓｅｄ　ｏｖｅｒ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ｌｉｎ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　ｔｈｅｙ　ｓａｎｋ　ｉｎｔｏ　ｓｉｍｐｌ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ｔｈｕｓ　ｔｈｅｉｒ　ｗｏｒｋ　ｂｅ－

ｃａｍｅ　ｍｉｒｅｄ　ｉｎ　ｓｕｐｅｒｓ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ｗａｓ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ｖａｌｕｅｌｅｓｓ．　Ｐ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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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Ｈｅａｖｅｎ．”Ｓｏｎｇ－Ｍｉｎｇ　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ｍｏｒａｌｌｙ，　“ａｓ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ｍｉｎｄ，　　ｎｕｒｔ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ｅｔｉ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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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ｅ＇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ｃｈｕ　ｙａｎｇ　ｓｈｅｎｇ　ｃｈａ）．Ｔｈｕｓ　ｔｈ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ｓ　ｏｆ－

ｔｅｎ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ｔｈｅ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Ｈｅａｖｅｎ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ｒｅ　ｍｙ　ｂｒｏｔ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ｉｓｔｅｒｓ，　ｃｒ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ｒｅ　ｍｙ　ｏｗｎ　ｋｉｎｄ，”

“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ｉｎ　ｉｔｓ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ｍｏｍｅｎｔｓ，”ａｎｄ

“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ｌｉｆｅ　ａｒｅ　ｆｉｘｅｄ　ａｎｄ　ｄｏ　ｎｏｔ　ｃｈａｎｇｅ．”Ｔｈｅｙ　ｓｕｍ－

ｍａｒ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Ｈｅａｖｅｎ”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ｒｅｓ，，　ａｎ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ｉｎｄ　ｏｆ　ｈｕ－

“ ｔｈｒｅｅ　ｂｏｎｄｓ　ａｍａｎｉｔｙ”．Ｔｈｅｙ　ｅｘｐｏｕｎｄｅｄ　ｔｈｅ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ｎｄ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ｃ　ｏｎｓｔａｎｔ　ｖｉｒｔｕｅｓ［ｈｕｍａｎｉｔ（ｙ仁），ｒｉｇｈｔｅｏｕｓｎｅ（ｓｓ 义），

ｐｒｏｐｒｉｅ（ｔｙ礼 ），ｗｉｓｄ（ｏｍ智），ａ　ｎｄｓｉｎｃｅｒｉｔｙ［信 ］”　ａｒ“ｅ ｔ　ｈｅｕｌ－

ｔｉｍａｔ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ｍｏｒａ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Ｈｅａｖｅｎ，　ａｎｄ

ｎｏｗｈｅｒｅ　ｉｎ　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ｃａｎ　ｔｈｅｙ　ｂｅ　ｅｖａｄｅｄ．　”３２　Ｔｈｉｓ　ｓｏ－ｃａｌｌｅ“ｄ　ｅｔｈｉ－

ｃａｌ　ｉｄｅａｌｉｓｍ”　ｌｅａ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ｏ　ｔ ｔｏ　ｅｒａｄｉｃａｔｅ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ｓｉｒｅｓ　ｏｎ　ａｃ－ｒｙ

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Ｈｅａｖｅｎ”，ｔｏ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ｍｉｎｄ　ｏｆ　ｈｕ－

ｍａｎｉｔｙ”　ｏ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ｙ”，ｔｏ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ｌｙ　ｓｕｂ－

ｍｉｔ　ｔ“ｏ　ｆ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ｌｌｏｔｔｅｄ　ｓｈａｒｅ　ｉｎ　ｌｉｆｅ”，　ｔｏ　ｂｅ　ｅｎｇｕｌｆｅｄ　ｉｎ　ａｎ

ｅｖｅｒ　ｍｏｒｅ　ｄｅｃａｄ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ｕｔｈｌｅｓｓ　ｆｅｕｄ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ｏ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ｌｙ

ｃｈｏｏｓｅ　ｎｏｔ　ｔｏ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ｎｏｔ　ｔｏ　ｂｅ　ａｎｇｒｙ．　Ｎｏｒ　ｄｉｄ　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ｆ　ｔ“ｈ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ｉｎｖｏｌｖｅ　ａｎｙ　ａｃｔｕ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ｂｕｔ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ｒｙ，　ｌｅａｄ　ｔｏ　ｉｔｓ　ｕｔｔｅｒ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ｌａｖｅ－ｌｉｋｅ　ｃｏｎ－

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ａｂｏｖｅ．　Ｔｈｉ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

ｅｄ　ｔｈｅ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ｒｅａｌｍｓ

ｗａｓ　ｓａｉｄ　ｔｏ　“ｂｅｂａ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　”３３　Ａｓ　ｔｏ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ｄｈｅｒｅｎｔ“ｓ，　ｔｈｅｉｒ　ｄｅｓｉｒｅ　ｔｏ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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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ｌｆａ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ａｓ　ｔｈｏ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ｉｒ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ｍ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ｔｈｅｉ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ｇｕａｒｄｉｎｇ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ｍ　ｃｏｍｐｒｅ－

３４
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ｎ　ｔｈｅ　Ｗａｙ　ｓｉｎｃｅｒｅ．　”

Ｔｈｉｓ　ｏｂｓｃｕｒａｎｔｉｓｔ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ａｄ　ｔｒｅｍｅｎｄｏｕｓ　ａｎ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ｌｉｆｅ　ｆｏｒ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ｙｅａｒｓ，　ｔｈｏｒｏｕｇｈｌｙ　ｐｅｒｍｅ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ｔ　ｓｅｒｖｅｄ　ｔｈｅ　ａｕ－

ｔｏｃｒａｔｉｃ　ｒｕｌｅ　ｏｖｅｒ　ｌａｔｅｒ　ｆｅｕｄ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ｓ　ｃｏｒｄｓ　ｗｈｉｃｈ　ｂｏｕｎｄ　ｆａｓ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ａｄ－

ｄ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ｕｌ　ｓｈａｃｋｌｅｓ

ｆｏｒｇ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ｏｎｇ－Ｍｉｎｇ　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ｓ　ｏｖｅｒ　ａ　ｌｏ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ｉｍｅ　ｗｅｒｅ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ｒｄｕｏｕｓ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

ｃｕｌｔ　ｂｉｒ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ｗｅｒｅ　ｌｏｃｋｅｄ　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ｓｈａｃｋｌｅｓ　ｗｅｒｅ　ｂｏｕｎｄ　ｔｏ

ｒｅｂｅ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　ｗｅｒｅ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ｒｅｃｅｐｔｉｖｅ　“ｔｏｎｅｗ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ｙ　ｏｐｐｏｓｅ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ｓｅ　ｔｈｉｎｋｅｒ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ｗａｓ　ｉｎｔｉｍａｔｅｌ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ｕｓ“ｅｄ　　ｎｅｗ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ｏｐｐｏｓｅ

“ ｏｌ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ｓ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ｆｉｇｕｒｅｓ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ｅ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ｃｈｏｌ－

ａｒｓｈｉｐ，　ｔｈｅｎ　ｔｈｅｙ　ｐｒｏｃｅｅｄｅｄ　ｔｏ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ａｂｓｏｒｂ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ｓ　ｍｏｄ－

ｅｒ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ｎｉｎｅ　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ｄ　ｓｕｐｐｌｉｅｄ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ｉｓｅｄ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ｂｒｅａ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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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ｒｏｕｇｈ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　Ｔｈｅｓｅ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　ｐｒｏｇｒｅｓ－

ｓｉｖｅｓ　ｂｏｌｄｌｙ　ｉｎｓｅｒｔｅｄ　ｎｅｗ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ｅｔｈｅｒ“”，ｎｅｂｕ－

ｌａ”“，　ｍａｔｔｅｒ”　ａｎ“ｄ　ｆｏｒｃｅ”　ｉｎ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ａｄ－

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ｙ　ｔｏｏｋ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ｅｐ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ｉｎｇ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ｉｍｐｌｅ　ｍａ－

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ｑｉ

（ 气，ｏｒ　ｐｓｙｃｈ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Ｔｈｅ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ｓ＇　ｗｏｒｋ　ｈｅｌｐｅｄ　ｔｏ　ｐｒｅｐａｒｅ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ｉｎｔｏ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ｌａｎｔｅｄ　ａｎｄ　ｓｔｒｉｋｅ　ｒｏｏｔ．　Ｓｏｍｅ　ｂｏｕｒ－

ｇｅｏｉｓ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ｗｅｒｅ

ｋｅｅｎｌｙ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ｉｎｇ－Ｑ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ｅｒａ　ｔｈｉｎｋｅｒｓ．　Ｏｔｈｅｒ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ａ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ｓｔｒｅ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ｕｎｔｉｌ　ａｆ－

ｔｅｒ　Ｍａｙ　Ｆｏｕｒｔｈ（　１９１９）．Ａｌｌ　ｔｈｉｓ　ｐｌａｙｅｄ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ｌａ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

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Ｎｅｖｅｒｔｈｅｌｅｓｓ，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ｖｉｄｅｎｔ　ｔｈａｔ　ｄｕｅ　ｔｏ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ｓｌｕｇｇｉｓｈ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　ｏｆ　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ｅｍｅｎｄｏｕｓ　ｂａｃｋｗａｒｄｎｅｓｓ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ｓ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　ｄｉｄ　ｎｏｔ　ａｎｄ　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ｄ

ａｎ　ｅ Ｗｅｓｔ－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ｒｓｅｎａｌ．　Ｔｈ“ｅ　ｎｅｗ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ｄ　

ｅｒ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ｙ　ｓｏ　ｄｅｅｐｌｙ　ｂｅｌｉｅｖｅｄ　ｄｉｄ　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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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ｔｏ　ｄｅｆｅａｔ　ｆｅｕｄａｌｉｓｍ　ｎｏｒ　ｉｔ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ｗｉｔｈ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ｉｓｍ．　Ｎｏｒ　ｉｓ　ｔｈｉｓ　ａｌｌ．　Ｍａｎｙ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　ｈａｄ　ａｔ　ｏｎｅ　ｐｏｉｎｔ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ｐｅｒｈａｐｓ　ｇｏｎｅ　ｂｅｙｏｎｄ，　ｆｅｕｄ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ｎｌｙ　ｔｏ　ｂｅ

ｔｒｉｐｐｅｄ　ｕｐ　ｌａｔｅｒ．　Ｓｃｅｎｅ　ａｆｔｅｒ　ｓｃｅｎ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ｔｒａｇｅｄｙ　ｗａｓ　ｐｌａｙｅｄ　ｏｕｔ．

Ｇｏｎｇ　Ｚｉｚｈｅｎ　ａｎｄ　Ｗｅｉ　Ｙｕａｎ　ｓｔａｒｔｅｄ　ｂｙ　ｐｏｓｉｎｇ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ｈｅｙ　ｅｎｄ－

ｅｄ　ｕｐ　ｖａｌｕ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ｓｕｔｒａｓ．　Ｔａｎ　Ｓｉｔｏｎｇ　ｈｉｍｅｓｌｆ　ｅｘｃｌａｉｍｅｄ

ｔｈａｔ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ｈｅ　ｈａｄ　ａ　ｍｉｎｄ　ｔｏ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ｉｔｏｒｓ，　ｈｅ　ｈａｄ　ｎｏ

ｐｏｗｅｒ　ｔｏ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３５Ｋａｎｇ　Ｙｏｕｗｅｉ　ｗ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ａ　ｒｅｆｏｒｍｅｒ

ｏｆ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ｍｏｒ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ｔｏ　ａ　ｒｏｙａｌｉｓｔ，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ｂｅｃａｍｅ

ａｎ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ｔ．　Ｚｈａｎｇ　Ｔａｉｙａｎ＇ｓ　ｌｉｆｅ　ｉｓ　ａｌｓｏ　ａ　ｆａｉｒｌｙ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Ｆｏｒ　ａ　ｔｉｍｅ　ｈｅ　ｗａ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　ｈｅｒｏｉｃ　ｐｅｒｓｏｎ，　ａ　ｒｅ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ａｒｙ　ｗｈｏ　ｓｗｅｐｔ　ａｗａｙ　ａｌｌ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ｈｉｍ．　Ｙｅｔ　ｈｅ　ｗａｓ　ｌｉｍｉｔ－

ｅｄ　ｂｙ　ａ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Ｈｅ　ｏｐｐｏｓｅｄ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

Ｚｈａｎｇ　ｗｉｔｈｄｒｅｗ　ｆｒｏｍ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ｂｅｃａｍｅ　“ａ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ｒｅ－

ｓｐ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　ｗｏｒｌｄ．　”３６　Ｉｎ　ｈｉｓ　ｅａｒｌｙ　ｗｏｒｋ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Ｏｎ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Ｊｕｎ　Ｓｈｕ《ｏ 菌说》）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ｓ　（Ｇｏｎｇ　Ｙａｎ

（ 公言》）ｈｅ　ｕｐｈｅｌｄ　ａ　ｆｒｅｓｈ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　ｔｈｅｏｒ．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ｙ

ｈｉｓ　ｌｉｆｅ　ｈｅ　ｗａ“ｓ　ｕｐｒｉｇｈｔ　ｉ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ｌｙ　ｔｈｏｕｇｈｔｆｕｌ．　Ｈｅ

ｗｒｏｔｅ　ａｎ　ｅｘ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Ｑｉ　Ｗｕ　［ｅｎｔｉｔｌｅｄ《 齐物论释》］ａｎｄ　ｃａｍｅ

ｔｏ　ｃｏｍｂｉｎｅ　ｈｉ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Ｏｎｌｙ　ａｎｄ

Ｈｕａｙ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ｏｆ　 ｅｄ　ｆｒｏｍ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ｔｏ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３７　Ｈｅ　ｈａｄ　ｔｕｒｎ

ａｎｔｉ－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ｙｓｔｉｃｉｓｍ．　Ｕｎｔｉｌ　ａｆｔｅｒ　Ｍａｙ　Ｆｏｕｒｔｈ　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ｐｈｉｌｏ－

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ｏｎｅ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ｓｕｃｈ　ａ“ｓ　Ｎｅｏ－Ｃｏｎ－

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Ｏｎｌｙ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 Ｎｅｏ－Ｃｈｅｎｇ－Ｚｈｕ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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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Ｎｅｏ－Ｌｕ－Ｗａｎｇ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ｈｉ ｙｓｔｏｒｉｓ　ｒｅｐｌｅｔｅ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ｏｒ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ｒｅｖｅｒｓ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ｉｓ　ｉｓ　ｎｏｔ　ａ　ｍａｔｔｅｒ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ｂｕｔ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

ｃｏｕｌｄ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ｎｅｉ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ｎｏ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ｔａｓｋ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ｔｈｅ

１９１１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ｓｓｕｅｄ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ｂｉｒｔｈ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　ｆ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ｕｒ－

ｇｅｏｉｓ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ｕｎ　Ｚｈｏｎｇｓｈ（ａｎＳｕｎ　Ｙｅｔ－ｓｅｎ）　ａｎｄ

Ｚｈｕ　Ｚｈｉｘｉｎ　ｗｅｒｅ　ａｗａｒ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Ａｆｔｅｒ　１９１７　Ｓｕｎ　Ｚｈｏｎｇｓｈａｎ　ｍａｄｅ

ｇｒｅａｔ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ｗｒｏｔｅ　Ｓｕｎ　Ｗｅｎ　Ｘｕｅ　Ｓｈｕｏ

（《 孙文学说》），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ｐｉｅｃｅ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ａｔ　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　ｉｓ　ｈａｒｄ，　ａ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ｅａｓｙ．”Ｔｈｉｓ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ｄｅ－

ｍａｎｄｓ　ｂｅｉｎｇ　ｍａｄｅ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ｔ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ｐｅｔｔｙ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　ｒｅｖｏ－

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ｅｖｅｎ　ｍｏｒ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ｉｓ　ｍａｔｔｅｒ．　Ｔｈｅ　ｆｌｏｕｒｉｓｈ－

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ｉｎ　１９１５　ｏｆ　Ｎｅｗ　Ｙｏｕ（ｔｈＸｉｎ　Ｑｉｎｇ　Ｎｉａｎ）ｅｎｅｒｇ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ａｔｔａｃｋ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ｃｏｕｎｔｅｒｃｕｒｒｅｎｔｓ　ｒｅｖｅｒｅｎｃｉｎｇ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ａｎｄ

ｔｒａ ｄｅｍｏｃ－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ｏｓｅ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ｗａｎｔｅｄ　ｔｏ　ｕｓｅ“　

ｒａｃｙ”　ａ“ｎｄ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ｏｄｉｓｐｅｌ　ｔｈｅ　ｄａｒｋｎ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ｍｏｒａｌｓ，　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ｔｈｏｕｇｈｔ．　”３８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ｕｎｗｉｌｌｉｎｇ　ｔｏ

ｒｏｍｉｓｅ　ａｎｄ　ｆｉｅｒｃｅｌｙ　ｏｐｐｏｓｅｄ　ｔｈｅ　ｏｌｄ　ｉｄｅａ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ｆｅｕｃｏｍｐ ｄａｌ－

ｉｓｍ．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ｕｌｔ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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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ｗｅｒｅ　ｍｅａｇｅｒ．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ｖｅｄ　ｉｎｃａ－

ｐａｂｌｅ　ｏｆ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ｌｙ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ｂｉｒｔｈ．

Ａｆｔｅｒ　Ｍａｙ　Ｆｏｕｒｔｈ，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ｗａ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ｉｎ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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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ｉ　Ｓｉｇｉ　ａｎｄ　Ｇｕｏ　Ｍｏｒｕｏ　ｍａｋｅ　ｔｈｉｓ　ｍｕｃｈ　ｃｌｅａｒ．　Ｔｈｅ　ｔｒｉｕｍｐｈ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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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ｘｉｓｍ　ｍａｒｋｅｄ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ｈｕｎｄｒｅ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ｙｅａ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ｖ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ｓｋｅｔｃｈｅｄ　ｏｕｔ　ａｂｏｖｅ　ｃａｌｌｓ　ｕ“ｐ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ｄｉｍ　ｔｗｉｌｉｇｈｔ　ｂｅｆｏｒｅ　ｄａｗｎ ｏｖｅｒｆｌｏｗ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ｂｒｉｇｈｔ－

ｎｅｓｓ．

Ｆｉｒｓｔ．　Ｉｎ　ｕｓｉｎｇ　ａ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ｏ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ｉｎ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ｖａｌｕｅ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ａｌｌｙ　ｏｕｔ－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ｔｈｅｙ

ｆａｃｅ　ｔｏ　ｂｅ　ｏｎｅ　ｏｆ　ｈｏｗ　ｔｈｅｙ　ｃａｎ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ｂｅｇｕｎ　ｂｙ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ｅｄｅｃｅｓｓｏｒｓ．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ｉｔ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ｔ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

ｉｃａｌ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ｌｉｎ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ｉｎ　ｏｆ

ｉｔ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ａｍ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Ｓｔｙｍｉ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

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ｎｅｖｅｒｔｈｅｌｅｓｓ　ｓｈｏｎｅ　ｂｒｉｌ－

ｌｉａｎｔｌ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

ｔｕ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ｌｙ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Ｈ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ｓｕｒｖｉ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ｏ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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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ｅｎｔｕｒｙ，　ｐｌａｙｅｄ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ｈｉ　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ｒｕｙ．　Ｅｖｅｎ　ｄｙａｄｓ

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Ｗａｙ－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ａｎｃｙ－ｖａｒｉ－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ｎｅ－ｍａｎｙ，　ｎａｍｅ－ａｃｔ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ｃ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ｗｈｉｃｈ　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ｈｉｎｋｅｒｓ　ｈａｄ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ｄｅｅｐｌｙ　ａｎｄ　ｔｏ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ｙ　ｈａｄ　ｇｉｖｅｎ　ｎｅｗ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　ａ　ｒｅ－

ｆｒａｃ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ｖｉｔ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ｉｖｉｎｇ　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ｕｎｔｉｌ　ｔｏｄａｙ．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ｉｄ－Ｍｉｎｇ　ｔｏ　Ｍａｙ

Ｆｏｕｒｔｈ　ａｓ　ｏｎ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ｄｅｖｏｔｅ　ｍｏｒｅ　ｓｔｕｄｙ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ｒｉｎｇ　ｏｕｔ　ｉｔｓ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ｂｏｔｈ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ｅｒｍｓ．　Ｔｈｉｓ　ｗｉｌｌ　ｈｅｌｐ　ｕ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ｌｙ－

ｓｈａｐｅｄ，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ｔ　ｔｏｏｋ　ｈｏｌｄ．

Ｓｅｃｏ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ｆｅｗ　ｙｅａｒｓ　ｓｏｍｅ　ｃｏｍｒａｄｅｓ　ｉ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ｃｉｒｃｌｅ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　ｉｎ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ｗｈｉｃｈ，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Ｓｏｎｇ－Ｍｉｎｇ　Ｎｅｏ

ｔｈｅｙ　ｖａｌｕｅ　ｈｉｇｈｌｙ．　Ｔｈｅｒ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ｑｕｉｔｅ　ａ　ｂｉｔ　ｏｆ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ｉｔｓ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ｙ　ｎｅｗ　ｉｄｅａ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Ｔｈｒａｉｓｅｄ． ｉｓｓｏｒｔ　ｏｆ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ｄｄｓ　ｖｉｇｏｒ　ｔｏ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ｌ－

ａｒｌｙ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ｏｖ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ｙ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ｆｉｅｌｄｓ　ｃａｎ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ｗｉｄｅｌｙ　ｖａｒｉａｎ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ｓ　ａ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ｎｅ　ｃａｎ　ｆｉｘ　ａｎ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　ｕｎａｍｂｉｇｕｏｕｓｌｙ　ｏｎｌｙ　ａｆｔｅｒ　ｉ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ｆｉｔ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ａｔ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ｈａｓ　ｉｔｓ　Ｍａｒ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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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ｓｔ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ｉ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ｓｋ　ｏｆ　ｒｅｓｔ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ｕｌｌ　ｆａｃ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ｉｎｖｏｌｖｅｓ　ｔｈｅ　ｐａｓｓｉｎｇ　ｏｆ　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ｓ．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ｏｒ　ｎｏｔ　ｔｈｏｓｅ

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ｃａｎ　ｏｎｌｙ　ｂ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ｉｎｎａｔ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ｆ　ｗｅ

ｐｌａｃｅ　Ｓｏｎｇ－Ｍｉｎｇ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ｉｄｅ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ｌａｔｅｒ　ｆｅｕｄ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ｐａｙｉｎｇ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ｇ－Ｑ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ｉ－

ｔｉｏｎ　ｅｒ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ｒｏｕｓｅｄ　ａ　 ｂｙ　ｔｈｅｓｅ，　ｗｅ　ｈａｖｅ　ｔｏ

ａｆｆｉｒｍ　ｔｈａｔ　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ｉｄｅａｌｉｓｍ　ｗａｓ　ａ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ｆｏｒｃｅ　ｗｈｉｃｈ　ｉｍ－

ｐｅｄｅ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ｏｎｇ－

Ｍｉｎｇ　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ｓｉｍｐｌｙ　ｉｎｖｏｌｖｅ　ｓｋｉｐｐｉｎｇ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　ｏｒ　ｓｈｏｕｌｄ　ｉｔ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ａｒｒｙ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ａ　ｂｒｅａｋ－

ｉｎｇ－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ｎｄ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　ａｎｄ　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Ｔｈｉ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ｓ　ｗｏｒｔｈ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ｖ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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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ｃｉｖ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ｅ

ｏｕｇｈｔ　ｔｏ　ｐａ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Ｔ　ｈｉｓ　ｗｉｌｌ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ｎ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ｔｒｕｔｈ—ｓｔｒｉｋｉｎｇ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ｒｏｏｔｓ，ｂ　ｌｏｓ－

ｓｏ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ｆｒｕｉ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ｅ　ｂｅｌｉｅｖｅ　ｔｈａ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

ｓｈｉｐ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Ｌｅｎｉ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Ｍａｏ　Ｚｅｄｏｎｇ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ｗｅ　ｗｉｌｌ　ｃｅｒ－

ｔａｉｎｌｙ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ａｄｈｅｒｅ　ｔｏ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ｌｙ　ａｖｏｉ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ｕｌ－ｄｅ－ｓａｃｓ　ａｎｄ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ｏｕｒ　ｐｒｅｄｅｃｅｓｓｏｒｓ　ｂｅｇａｎ．

ＮＯＴＥＳ

Ｉ．　Ｇ．　Ｖ．　Ｐｌｅｋｈａｎｏｖ，俄《 国社会思想史》（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Ｃｈｉｎｅ ，ｓ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３６）Ｖｏｌ．　１，

Ｐ．３．

Ｃ２．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Ｅｎｇｅｌ“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ｈｉｎｅｓ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Ｅｎｇｅｌ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１９７２），　Ｖｏｌ．Ⅲ ｐ．　４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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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　 Ｃａｐｉｔ（ａｌＭｏｓｃｏｗ，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１９５９），Ｖｏｌ

１９Ⅲ ，　ｐ．

４．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Ｅｎｇｅｌｓ，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Ｂｅｉｊ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ｇ 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５），ｐ．　２９

４４５．５．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Ｅｎｇｅｌ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Ｐ．

６．　Ｇ．　Ｗ．　Ｆ．　Ｈｅｇｅｌ，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Ⅲ，　ＰＰ．　３ｅｄｉｔｉｏ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５９），　Ｖｏｌ．　 ６７，　３７１．

７．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Ｅｎｇｅｌ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ｐ．　４４５．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Ｅｎｇｅｌｓ，　 Ｌüｄｗｉｇ　 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ｄ８．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Ｇｅｒｍ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６），　Ｐ．　５４．

９．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　　Ｐｒｅｆａｃｅ　ｔｏ　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Ⅲ．　 Ｐ．ｅ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Ｅｎｇｅｌｓ，　Ｖｏｌ．　

４４５．

．　　Ｋａｒｌ　　Ｍａｒ１０ ｘ　　ａｎｄ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Ｅｎｇｅｌ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Ｍｏｓｃｏｗ，

Ⅲ，　ｐ．　１７７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１９７５），　Ｖｏｌ．　 ．

１１．　Ｓｅｅ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Ｅｎｇｅｌｓ＇ｌｅｔｔｅｒ　ｔｏ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Ｌａｓｓａｌｌｅ　ｏｆ　Ｍａｙ　１８，　１８５９，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Ｍｏｓｃｏｗ，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１９７５），　　ｐｐ．　　１１０－

１３；　ｐａｒｔ　ｆｏｕｒ　ｏｆ　Ｅｎｇｅｌ“ｓ＇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Ｗａｒ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　　Ｖｏｌ．

Ｘ，　ＰＰ．　４４１－４６；　ａｎｄ　Ｖ．　Ｉ．　Ｌｅｎｉ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ｅｒｓ＇Ｐｒｅｓｓ

ｉｎ　Ｒｕｓｓｉ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　　Ｍｏｓｃｏｗ，　Ｐｒｏ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１９６４），　Ｖｏｌ．ｇｒｅｓｓ　

ＸＸ，　ｐ．　２４５，　ａｎ“ｄ Ｉｎ　Ｍｅｍｏｒｙ　ｏｆ　Ｈｅｒｚｅ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　Ｖｏｌ．　ＸＶⅢ．

Ｐ．　２５．

１２．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Ｖｉｎｔａｇｅ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７７），Ｖｏ　ｌ．１，

Ｐ．　９１．

１３．Ｓｅｅ　Ｍａｏ　Ｚｅｄｏｎｇ“，　Ｏ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Ｄｉｃｔａｔｏｒｓｈｉｐ，”　　Ｓｅｌｅｃｔ－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ｅｄ　Ｗｏｒｋ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５），　Ｖｏｌ．　ＩＶ，　Ｐ．　４１２．

１４．　Ｖ．　Ｉ．　Ｌｅｎｉ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Ｐｒｅｓ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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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ｒｋｓ，　Ｖｏｌ．　ＸＸ，　ＰＰ．　２４５－５３．

１５．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Ｅｎｇｅｌｓ，“　Ｔｈｅ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Ｗａｒ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

Ｖｏｌ．　Ｘ，　Ｐ．　３９９．

　１６．Ｉｂｉｄ．

１７．　Ｖ．　Ｉ．　Ｌｅｎｉｎ“，　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ｉ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Ｒｕｓｓｉａｎｓ”，　Ｃｏｌ－

ｌ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　Ｖｏｌ．　ＸＸＩ，　Ｐ．　１０３．

１８．　Ｐａｎ　Ｌｅｉｎ“，《 顾炎武〈日知录〉序》”。

１９．　 Ｗａｎｇ　 Ｙ“ｕ（，姜斋公行述》“（”，船山遗书）卷首”。

２０．　Ｑｕａｎ　Ｚｕｗａｎ“ｇ，《 亭林先生神道碑》“”，《 鲒埼亭集》”。

２１．　Ｆａｎｇ　Ｚｈｏｎｇｔｏｎ“ｇ，《　 物理小识·编录缘起》”。

２２．　 Ｗａｎｇ　 Ｙ“ｕ，《 姜斋公行述》”。

２３．　Ｗａｎｇ　Ｆｕｚｈ“ｉ，（　黄书·后序》”。

２４．　Ｈｕａｎｇ　Ｚｏｎｇｘ“ｉ，《 泰州学案·序》（”　，明儒学案》。

２５．　 Ｉｂｉｄ．

２６．　 Ｗａｎｇ　 Ｆｕｚｈ“ｉ，（　周易外传》“”，（　系辞上传第五章》”。

２７．　Ｗａｎｇ　Ｆｕｚｈ“ｉ（，思问录·内篇》”。

２８．　Ｉｂｉ“ｄ，（　思问录·外篇》”。

２９．　 Ｈｕａｎｇ　 Ｚｏｎｇｘ“ｉ，（　山居杂咏》“”，（　黄黎州诗集》”。

３０．　 Ｗａｎｇ　 Ｆｕｚｈ“ｉ，（　祓楔赋》“”，（　姜斋文集》”。

３１．　Ｈｏｕ　Ｗａｉ“ｌｕ，《 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Ｂｅｉｊ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１９５６）．ＰＰ．　 ４１０－４１１．

３２．　Ｚｈｕ　Ｘｉ“，（ 癸未垂拱奏劄二》”“， （　 晦庵先生文集》”。

３３．　 Ｃｈｅｎｇ　 Ｈａ“ｏ，《 论十事劄子》“”，（　河南程氏文集》”卷一“，《 明道

先生之一》”。

３４．　 Ｏｕｙａｎｇ　 Ｘｉ“ｕ，（　本论》“”，（　欧阳文忠公集》”。

３５．　Ｔａｎ　Ｓｉｔｏｎ“ｇ，临终语”《，谭嗣同全集》”（。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８１），Ｖｏｌｕｍｅ　Ｉ，　Ｐ．　２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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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Ｌｕ　Ｘｕｎ“， （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Ｈｏｕ　Ｗａｉｌｕ（， 中国近代思

想学说史》，Ｃｈａｐｔｅｒ　１６．

３７．　Ｚｈａｎｇ　Ｔａｉｙａ“ｎ，《 　菿ｕ汉微言》卷末”。

３８．　Ｃｈｅｎ　Ｄｕｘｉｕ，　《： 本志罪案之答辩书》”，《 　新青年 》，ｊｕａｎ　ＶＩ，　　Ｎｏ

１．

３９．　Ｓｅｅ　Ｌｉ　Ｄａｚｈａ“ｏ，孙子与宪法“”，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

之原因“”，青春”。

４０．　 Ｓｅｅ　 Ｌｕ　 Ｘｕ“ｎ，坟·灯下漫笔“”，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国

小说历史的变迁“”，儒术“”，青年必读书“”，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两地

书·人”。

４１．Ｍａｏ　２ｅｄｏｎｇ，“　　Ｏｎ　Ｎｅｗ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　　Ｖｏｌ．　Ⅱ　 ，　ｐ．

３７２

４２．　Ｖ．　 Ⅰ．　Ｌｅｎ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ｓｋ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ｏｕｔｈ　Ｌｅａｇｕｅ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

Ｖｏｌ．　ＸＸＸＩ，　ｐｐ．　２８７，　２８８．

４３．　Ｖ．　Ｉ．　Ｌｅｎｉｎ，“　　Ｏｎ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ｎｔ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Ｃｏｌ－

ｌ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　Ｖｏｌ．　ＸＸＸＩＩＩ，　ｐ，　２３４．

－Ｔｒａｎｓ ｂｙ Ｍａｒｇａｒ　ｅｔＳｏｅｎｓｌａｔ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Ｖｏｌ．　４，　Ｎｏ．　２，　１９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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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Ｏｐｅ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

Ｔｗｏ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ｎｇｏｉｎｇ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ｒ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ｗｅ　ｃａｎ　ｖｉｅｗ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ｙ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

ｒａｉｓｅ　ｏｕ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Ｗｅ　ｃａｎ　ｂｅ　ｐｒｏｕｄ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ａ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ｎ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　ｌｏ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ａ＇ｓ　ｇｌｏｒｉｏｕ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ｈａｓ　ｆｏｌ－

ｌｏｗｅｄ　ａｎ　ｕｎ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ｅｄ　ａｎｄ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Ｙｅｔ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ｍｅａｎ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ｉｎ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ｒｙ，　ａ　ｍａｊｏｒ　ｒｅａｓｏｎ

ｗｈｙ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ａｂｌｅ　ｔｏ　ｐｕｒｓｕｅ　ａｎ　ｉｎ－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ｄｅｖ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ｆｏｒ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ｉｓ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ａ ｔｈａｔ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ｔｈｅ　ｗｉｌｌｉｎｇ　ｒｅｃｉｐｉ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ｕｉｔ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ｗｈｉｃｈ　ｓｈｅ　ｈａ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ｅｄ．

，Ｉｎ　ｒｅｖｉｅｗｉｎｇ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ｈｉｓｏｒｙ ｗｅ　ｆｉ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ｔｓ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ｏｎ　ｔｗｏ　 ｄ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ｓ　ｒｅｃｅｉｖｅａｎｄ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ｅ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ｎ　ａ　ｌａｒ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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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ｏ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ｓｔ　ｔｏ　ｔｈｅ　８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ｗｈｅｎ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ｗａ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ｉａ．　Ｃｏｕｎｔｌｅｓｓ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ｍｏｎｋｓ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Ｋｕｍａｒａｊｉｖａ，　Ｂｏｄｈｉｄｈａｒｍａ，　Ｆａ　Ｘｉａｎ　ａｎｄ　Ｘｕａｎ

Ｚａｎｇ，Ｗｏｒｋｅｄ　ｄｉｌｉｇｅｎｔｌｙ　ａｔ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ｌｌ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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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ａｖｉｎｇ　ａｓｉｄｅ　ｆｏｒ　ｎｏｗ　ｓｕｃｈ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ａｓ　Ｉｎｄｉａｎ　ｌｏｇｉｃ，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ｓ，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ｙ，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ｃａｌｅｎ－

ｄｒ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ａｎｃｅ，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　ｓｃｕｌｐ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ｓｉ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ｉｎｉｎｇ　ｏｕｒ－

ｓｅｌｖｅｓ　ｔｏ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ｗｅ　ｆｉｎｄ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ｓ　ａｎｄ　Ｗｅｓｔ－

ｅｒｎ　Ｊ　ｉｎ　ｐｅｒｉｏｄｓ（　２２０－３１６）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ａ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ｓｔｒｅａｍ　ｏｆ　ｅｍｉ－

ｎｅｎｔ　ｍｏｎｋｓ　ｗｈｏ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ｈａｙａｎａ　ａｎｄ　Ｈｉｎａｙａｎａ　ｓｕｔｒａｓ，

ｗｈｉｃｈ　ｗｅｒ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ｉｎ　ｇｒｅａｔ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ｏ　ｕｓ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ｄｓ

ｏｆ　Ｄａｏ＇ａｎ　（３１４－３８５“），ｔｈｅ　ｏｌ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ｗｅｒｅ

ｂａｓ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ｐａｒｔ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ｆａｒ　ｒｅｍｏ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ｉｔ　ｗａｓ　ｏｎｌｙ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ｗｌｙ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ａｎｒｕｏ　（Ｐｒａｊｎａ）　ｓｃｈｏｏｌ　ｔｈａｔ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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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Ｆｕ　Ｊｉａ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Ｑｉ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ｎｄ　Ｙａｏ　Ｘ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ｒ　Ｑｉ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ｏｎ　ｔｗｏ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ｓ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ｌａｒｇｅ　ｓｃａｌ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ｏｆｆｅｎｓｉｖｅ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ｍｏｔｉｖ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ｓ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ｗａｓ　ｔｏ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Ｋｕｍａｒａｊｉｖａ，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　ｔｈｅｎ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ｂｒｉｎｇ　ｈｉｍ　ｂａｃｋ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Ａｆｔｅｒ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ｕｎａｎ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　ｒｅｂｕｆｆｓ，　ｔｈｅ　ａｉｍ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ｗａｓ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Ｉｎ　４０１　Ｋｕｍａｒａｊｉｖａ　ｗａｓ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ｔｏ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ａｎｐｒｅｓｅｎｔ　ｄａｙ　Ｘｉ＇ａｎ），ａｎｄ　ｈｏｎｏ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ｉｔｌｅ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ｏｒ（　Ｇｕｏｓｈｉ）．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ｅ　ｏｖｅｒｓａｗ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ｏｔａｎｇ，　ａ　ｌａｒｇ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ｗｈｉｃｈ　ａｔ－

ｔｒａｃｔｅｄ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ｕａｎｚｈｏｎｇ　ａｒｅａ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ｔ　ｔｈ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ｉｔ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Ｃａｃｔａｎｇ　ａｔｔｒａｃｔｅｄ　ｓｏｍｅ　３，　０００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　ｓｐａｃｅ　ｏｆ　１２　ｙｅａｒ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Ｋｕｍａｒａｊｉｃａ＇ｓ　ｄｅａｔｈ　ｉｎ　４１３，

ｏｖｅｒ　７０　ｈｉｇｈ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Ｂｕｄ－

ｄｈｉｓｔ　ｓｕｔｒａ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ｓ　ｔｏｔａｌｌ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３００　ｖｏｌｕｍｅｓ　ｗｅｒｅ　ｐｒｏ－

ｄｕｃｅｄ．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ｎ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 ｊｕｎａ＇ｓｅ　Ｎａｇａ

Ｍａｄｈｙａｍｉｋａｓａｓｔｒａ，　Ｓｈｉ＇ｅｒｍｅｎ　Ｌｕｎ．　ａｎｄ　Ｍａｈａｐｒａｊｎａｐａｒａ－ｍ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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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ｄｈｙａｍｉｋａ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ｎｒｕｏ

ｓｃｈｏｏｌ　ｗｅｒｅ　ｒａｉｓｅｄ　ｔｏ　ａ　ｎｅｗ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ａ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ｈｉｇｈｌｙ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ｅｎｇ　Ｚｈａｏ，　Ｓｅｎｇ　Ｒｕｉ　ａｎｄ　Ｚｈｕ　Ｄａｏｓｈｅｎｇ，ｅ－

ｍｅｒｇｅｄ．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ｍｕｃｈ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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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ｏｕｇｈｔ　ｈｉｓ　ｏｗｎ　ｕｎｉｑｕｅ　ａｎｄ　ｒｅｆｉｎｅ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ｏｃｔｒｉｎａｌ　ｍａｔ－

ｔｅｒｓ．　Ｗｈ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ａｓ　ｒｅ－ｕｎ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ｌｉｖｅｄ　Ｓｕｉ　ａｎｄ　ｓｕｂ－

ｓｅｑｕｅｎｔ　Ｔ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ｐｒｅｓｔｉｇｅ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ｐｏｗｅｒ　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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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ａｎｄ　ｈｉ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Ａｓａｎｇａ　ａｎｄ　Ｖａｓｕｂａｎｄｈｕ．　Ａｔ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ａｎ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ｉ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７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ｗｈｉｌ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ｈａｄ　ｆｌｏｕｒｉｓｈｅｄ．　Ｓｉｎｉｆｉｅｄ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ｓｅ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ｕｎｉｑｕ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ａｎ　ｅａｒｌｉ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ｔｈｉｎｋｅ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Ｚｈｉｙｉ　ａｎｄ　Ｊｉｚａｎｇ，　ａｎｄ　ａ

ｌａｔ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ｓｕｃｈ　ｎａｍｅｓ　ａｓ　Ｆａｚａｎｇ，　Ｓｈａｎｄａｏ　ａｎｄ

Ｈｏｎｇｒｅｎ，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ｗｉｔｈ　ｈｉｓ　ｄｉｓｃｉｐｌｅｓ　Ｓｈｅｎｘｉｕ　ａｎｄ　Ｈｕｉｎｅｎｇ．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ｉｇｎ　ｏｆ　Ｅｍｐｒｅｓｓ　Ｗｕ（　Ｗｕ　Ｚｈａｏ）［６９０－７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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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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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ｓｍ，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ａ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Ｔａｏ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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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ｓｔｉｅｓ．　Ｉｔ　ｓｅｅｍｓ　ｕｎｄｅｎｉａｂｌｅ　ｔｈａｔ　ｏｎｌ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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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ｓｔ　ａｔ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ｗａｓ　ｉｎｔｒｏ－

ｄｕｃｅｄ　ｔｏ　Ｃｈｉｎａ，ｗｈｅｒｅ　ｉｔ　ｌ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ａｓｓｉｍ－

ｉｌａｔｉｏｎ　ａ　ｎｅ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Ｉｎ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１７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ｍａｙ　ｂ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ｗｏ　ｐｈａｓｅｓ　ｉｎ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１９１９　ｂｅ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ｎｅ　ｏｆ　ｄｅｍａｒｃ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Ｉ．　 Ｓｔａｇｅ　Ｏｎｅ：Ｗａｎｌｉ　Ｐｅｒｉｏ（ｄ １５７３－１６１９）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ｙ　Ｆｏｕｒｔｈ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１９１９）

Ｔｈｉｓ　ｐｈａｓｅ，ｗｈｉｃｈ　ｃｏｖｅｒｓ　ｔｈｒｅｅ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ａｋｅｓ　ｉｎ　ｔｗｏ　ｄｙ－

ｎａｓｔｉｅｓ，　ｉｆ　ｖｉｅｗ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ａｃｔｕａｌ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ｆｏｒｍｓ　ａ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ｓｕｆｆｅｒｅｄ

ｓｅｔｂａｃｋｓ，　ｒｅｖｉｖｅｄ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ｄ，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ｉｒ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　ｗａｓ　ｄｅｌａｙｅｄ．　Ｉｆ　ｏｎｅ　ｒｅｇａｒｄ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ｓ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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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ｅ　ｂｙ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ｉｒｃｌｅｓ．

Ｔｈｉｓ　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ｂｅｉｎｇ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Ｅａｓｔ，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ｗａｓ　ｎｏ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ｎ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ｏｆ　ｂｌｉｎｄ　ｃｕ－

ｒｉｏｓ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ｏｔｉｃ，　ｂｕｔ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Ｘｕ　Ｇｕａｎｇｑｉ　（１５６２－１６３３），ｆｏｒ　ｅｘ－

ａｍｐｌｅ，　ｐｅｒｓｐｉｃａｃｉｏｕｓｌｙ　ｎｏ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Ｅｕｃｌｉｄ＇ｓ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ｗａ“ｓ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ｆｏ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ｉｔｓ　ｅｘｈａｕｓｔｉｖ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ｓｈａｐｅｓ，　ａｌ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ｍａｙ　ｂｅ　ｃ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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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ｈｅ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ｓ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

ｏｄｓ　ａ“ｓ　ｓｅｅｍｉｎｇｌｙ　ｎｏ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ｂｕｔ　ｉｎ　ｆａｃｔ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ａｌ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ｓ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ｆｏｒｍｅｄ　ｔｈｅ　ｆｏｕｎ－

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ａｌｌ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　Ｔｒｕｌｙ　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ｇａｒｄｅｎ　ｏｆ　ｓｈａｐｅｓ　ｆｏｒ　ａｌｌ　ｐｈｅ－
４

ｎｏｍｅ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ｃｅａｎ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ｆｏｒ　ａｌ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ｓ．　”　Ｘｕ＇ｓ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Ｌｉ　Ｚｈｉｚａｏ，　ｍａｄｅ　ａ　ｓｉｍｉｌａｒｌｙ　ｉｎｃｉｓｉｖｅ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ｏｆ　Ａｒｉｓ－

ｔｏｔｅｌｉａｎ　ｌｏｇｉｃ　ｗｈｉｃｈ　ｈｅ　ｔｅｒｍ“ｅｄｔｈｅ　ａｎｃｅｓｔｏｒ　ｏｆ　ａｌ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５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ｏｕｓ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ｉｅｓ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　ａｎｄ　ｉｎ－

ｔｒｏｄｕｃｅ　Ｅｕｃｌｉｄｅａｎ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ｉａｎ　ｌｏｇｉｃ　ｓｈｏｗｅｄ　ａｎ　ｕｎｄｅｒ－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ｓｅ　ｗｏｒｋ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ｔｈｅ　ｑｕｉｎｔ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ｎ　ｂｅｉｎｇ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ｐａｔｈ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ｅｓ．　Ｘｕ　Ｇｕａｎｇｑｉ

ｕｎｅｑｕｉｖｏｃａｌｌｙ　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ｏｎ－

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ｍｕｓｔ　ｂｅ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ｉｎ　ａｎ　ｏｐｅｎ－

ｍｉｎｄｅｄ　ｗａｙ，ｓｏ　ｔｈａ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ａｎｄ　ｒｅｆｉｎｅｄ　ｏｖｅｒ　ｔｈｒｅｅ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ｙｅａｒｓ　ｗｅ　ｃａｎ　ａｃｑｕｉｒｅ　ｉｔｓ

ａｔｔａｉｎ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ａ　ｓｈｏｒｔ　ｓｐａｃｅ　ｏｆ　ｔｉｍｅ．　Ｗｉｔｈ　ｒｅｇａｒｄ　ｔｏ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ｗｈｉｃｈａ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ｈｅ　ｗａｓ，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ｔｈａｔ　ｉｆ

“ 　ｏｎｅ　ｗｉｓｈｅｓ　ｔｏ　ｓｕｒｐａｓｓ　ｔｈｅｍ，ｏｎｅ　ｍｕｓｔ　ｆｉｒｓｔ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ｍａｓｔｅｒ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ｍ，　ａｎｄ　ｉｆ　ｏｎｅ　ｉｓ　ｔｏ　ｍａｓｔｅｒ　ｔｈｅｍ，　ｏｎｅ

ｍｕｓｔ　ｆｉｒｓｔ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ｍ．　”６Ｆａｎｇ　Ｙｉｚｈｉ　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ｔｈ“ａｔ　ｏｎｅ　ｃａｎ

ｕｓ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ｔｈｉｎｇｓ）　ａｓ　ａｎ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ｗｈｉｃｈ　ｔｏ　ｅｌｕｃｉｄａｔｅ　ｃｌａｓ－

ｓｉｃ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

ｉｃ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ｃａｎ　ｂ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ｉｄ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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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ｉｎｇ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Ｈｅ　ｍａｄｅ　ａｎ　ｉｎｃｉｓｉｖ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ｄｕｃｅｄ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ｎ．　Ｈｅ　ｓａｉｄ　ｂ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ｅｉｎ ｈｇｉ　 ａｎｔｒ　　 ｄ“　ａ　 ｐ　 ｒｅｃｉｓ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ｕｔ　ｌａｃｋｅｄ　ａｎｙ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ａｄｄｅｄ　ｔｈａ“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ｂｌ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ｈｅｌｄ　ｔｈａｔ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ｓｔｉｌｌ　ａｒｅ　ｎｏｔ　ｐｅｒｆｅｃｔ．　”７　Ｍｅｉ　Ｗｅｎｄｉｎｇ　ｖｉｇｏｒｏｕｓｌｙ　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ａ　ｍａｓｔｅｒｙ　ｏｆ　ｂｏ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　ｈｉｓ　ｉｍｐｏｒ－

ｔ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ｔ　ｗｏｒｋ　ｏｎ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ｅｎｔｉｔｌｅｄ　Ｚｈｏｎｇ　Ｘｉ　ｓｕａｎｘｕｅ　ｔｏｎｇ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Ｔｒｅａｔｉｓｅ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ｈｅ

ｍｏｒｅ　ｓｔｒｏｎｇｌｙ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ｍｙｓｔ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ｔｏ　ａｓｓｅｓｓ　ａｎｙ　ｓｈｏｒｔｃｏｍｉｎｇｓ．”８　Ｓｕｃｈ　ｕｎｂｉａｓｓｅｄ

ｖｉｅｗｓ，　ｗｈｉｃｈ　ｗｅｒｅ　ｎｏｔ　ｓｉｍｐｌｙ　ｆｏｒｔｕｉｔｏｕ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ｕｍｍａｔｅ　ｉｎｔｅｌ－

ｌｅｃｔｕａｌ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ｓ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Ｋａｎｇｘｉ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ｒ．　１６６２－１７２２）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ｌｓｏ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ｄ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ｅｎ－

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ｔｈｉｓ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ａｓ　ｆｏｒ　ｅｘ－

ａｍｐ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ｎｅｗ　ｃａｌｅｎ－

ｄａ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ｗｈｅｎ　ｈｅ　ｉｎｓｉｓ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ａ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ｂｅ　ａｄｈｅｒｅｄ　ｔｏ．　Ｉｎ　１６９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ｐｒｏｖｉｄ－

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ｅ　Ｆｒａｎｃａｉ（ｓｅｉｔｓｅｌｆ　ｏｎｌｙ　ｓｅｔ　ｕｐ　ｉｎ　１６６６）Ｃｈｉｎａ＇ｓ

ｒｏｔｏｔｙ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ｆｉｒｓｔ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ａ　ｐ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ｗａｓ　ｆｏｕｎｄｅｄ　ｉｎ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Ｈａｌ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Ｍｅｎｇｙａｎｇ－

ｚｈａｉ）ｗｉｔｈｉｎ　ｔ Ｓｐｒｉｎｇ（　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ｙｕａｎ）．Ａｈｅ　Ｇａｒｄｅｎ　ｏｆ　Ｒｅｆｕｌｇｅｎｔ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ｒｅｎｃｈ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ｉ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Ｊｏａｃｈｉｍ　Ｂｏｕｖｅｔ　ａｎｄ　Ｊｅａｎ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Ｇｅｒｂｉｌｌｏｎ，　ｗｅｒｅ　ｉｎｖｉｔｅｄ　ｔｏ　ｌｅ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ｒｅ　ｏｎ　ｓｕｃｈ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ａｓ

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ｙ，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ｙ　ａｌｓｏ　ｏｒｇ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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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ｚｅｄ　ａｎ　ｕｎ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ｅｄｌｙ　ｌａｒｇｅ　ｌａｎｄ　ｓｕｒｖｅｙ，ａｎｄ　ｉｎ　１７１８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ｔｈｅ　Ｈｕａｎｇｙｕ　ｑｕａｎ（ｔｕ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ｅ），ｗｈｉｃｈ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ｉｔｓ

ｔｉｍｅ　．Ａ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ｙｏｕｎｇ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Ｍｅｉ　Ｊｕｅ－

ｃｈｅｎｇ，　Ｃｈｅｎ　Ｈｏｕｙａｏ，　ａｎｄ　Ｍｉｎｇ　Ａｎｔｕ，　ａｎｄ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

ｔｉｆｉｃ　ｗｏｒｋ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Ｌｉｘｉａｎｇ　ｋａｏｃｈｅ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ｔｏ　Ｃａｌ－

ｅｎｄｒｉｃａｌ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Ｓｈｕｌｉ　ｊｉｎｇｙ（ｕｎ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Ｓｈｏｕｓｈｉ　ｔｏｎｇｋａｏ（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ｉｍｅ），ｅｍｅｒｇ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ｉｓ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Ｋａｎｇｘｉ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Ｔｈｅｓ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ｓｅｒｖｅ　ｔｏ　ｄｅｍ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ｉｎ　１７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ｅｖｅｎ　ｆｅｕｄａｌ　ｍｏｎａｒｃｈｓ　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ｓｉｍｐｌｙ　ｉｎｄｕｌｇｅ　ｔｈｅｉ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ｉｌｌ，　ａｎｄ　ｗｅｒｅ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ｔｏ

ｒｅｓｐｏｎｄ　ｔｏ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ｇ－Ｑ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ｉ－

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ｌｌ　ｏｖｅｒ　Ｃｈｉｎａ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ｎｋｅｒｓ　ｗｈｏ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ｌｙ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Ｔｈｅｙ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ｓｕｃｈ　ｍｅｎ　ａｓ　Ｇｕ

Ｙａｎｗｕ，　Ｆｕ　Ｓｈａｎ，　Ｈｕａｎｇ　Ｚｏｎｇｘｉ，　Ｗａｎｇ　Ｆｕｚｂｉ，　Ｆａｎｇ　Ｙｉｚｈｉ，　Ｌｉ

Ｙｏｎｇ，　Ｔａｎｇ　Ｚｈｅｎ　ａｎｄ　Ｙａｎ　Ｙｕａｎ．　Ｔｈｅｙ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ｌｙ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ｓｕｍ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ｅｄ　ａ

ｗａｖｅ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ｅｄ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ｇｉａ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ｄｉｓｐａｓｓｉｏｎａｔｅｌｙ　ｐａｓｓｉｏｎａｔｅ　ａｓ

ｔｈｅｙ　ｓｉｆｔ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ｔｈ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Ｈｕａｎｇ　Ｚｏｎｇｘｉ　）．９

Ｔｈｅ“ｙ　ｓａｔ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ｗｉｓｄｏｍ　ｏｆ　ｔｈｅ　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ｅｄ　ａｓ　ａｒｂｉｔｅｒｓ”（　Ｆａｎｇ
１０　

Ｙｉｚｈｉ　）． Ｔｈｅｙｒ　ｅｊｅｃｔｅｄ＂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ｏｕｓ　ａｎｄｏｂｓ　ｃｕｒａｎｔｉｓｔｔｈｅ　ｏｒｉｅ　ｓｏｆ

ｂｏｔｈ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ａｓｔ，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ｅｄ　ｔｈ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ｔｒｕｔ（ｈ”Ｗａｎｇ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612

１１
Ｙａｎ　Ｙｕ）． Ｙｕａｎ，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ｃｏｍｍｅｎ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ｗｅ　ｈａｖｅ　ｂｒｏｋｅｎ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ｐｕｚｚｌｅｄ　ｍｅｎ　ｆｏｒ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ａ，　ｓｏ　ｏｕｒ　ｇｅｎｅｒａ－

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ｌｓｏ　ａｒｏｕｓｅ　ｗｉｔｈ　ｏｕｒ　ｆｏｒｅｓｉｇｈｔ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ｓｔｉｌｌ　ｒｅｍａｉｎ　ｕｎ－

１２ａｗａｒｅ．　” Ｍ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ｔｈｉｎｋｅｒｓ　ｗｅｒｅ　ｅｉｔｈｅｒ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ｌｙ　ｏｒ　ｕｎｃｏｎ－

ｓｃｉｏｕｓｌ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ｏｍｉｎｇ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ａｔ　ｔｈｉｓ

ｔｉｍｅ　ａｎｄ，ｉｎ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ｓ　ｔｈｅｙ　ｗｒｏｔｅ，　ｗｅ　ｃａｎ　ｒｅａｄ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

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ｏｎｌｙ　ａ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ｍｅｎ，ｓｕｃｈ　ａｓ　Ｙａｎｇ　Ｇｕａｎｇｘｉａｎ，

ａ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ｃａｌｅｎｄｒ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ｗｈｏ　ｏｂｓｔｉ－

ｎａｔｅｌｙ　ｒｅｊｅｃｔｅ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１７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ｂｕｒ－

ｇｅｏｎｉｎｇ　ｎｅｗ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ｎｅｗ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ｗｅｒｅ　ｉｎ　ａｎ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ｗｅａｋ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ｆｅｕｄａｌ　ｃｈ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　ｂｅｉｎｇ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Ｊｅｓｕｉｔ　ｐｒｉｅｓｔｓ　ｗｅ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Ｃｈｉｎａ　ｎｅｖ－

ｅｒｔｈｅｌｅｓｓ　ｍａｎａｇｅｄ　ｔｏ　ｕ“ｓ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ｓ　ａ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　ｔｏ　ｃｏｍｍｅｎｃｅ

ｉｔｓ　ｊｏｕｒｎｅｙ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ｇｅ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ｒａ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ｗａｋｅ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Ｂｙ　ｔｈｅ　１８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ｂｅ－

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ａｎｄ　ａ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ｇｒｏｕｐｉｎｇ　ｏｆ

ｆｏｒｃｅｓ　ｉｎ　ｓｏｃ ｔｉｅｔｙ，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ｆｌｏｗ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ｓ

ｗａｓ　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ｅｄ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ｗａｓ　ｒｅｖｅｒ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ｌ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Ｋａｎｇｘｉ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Ｙｏｎｇｚｈｅ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１７２３－１７３５）　ｐｏｗｅｒ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ｌａ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ｄｒｉｖｅｎ

ｏｕｔ　ｅｎ　ｍａｓｓｅ　ａｎｄ　ａ　ｃｌｏｓｅｄ　ｄｏ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ｉｍｐｌｅ－

ｍｅｎｔｅｄ．　Ｙｅｔ　ｗｈａｔ　ｓｅｅｍｅｄ　ｔｏ　ｈａｖ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ｂｙ　ｃｈａｎｃｅ　ｉｎ　ｆａｃｔ　ｈａｄ　ｆａｒ

－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

ｎａｓｔｙ　ｔｈｅ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ａｓｅ　ｃａ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　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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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ｌｙ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ｒｅｓｔｉ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ｎｏｖａｔｅｄ　ｆｅｕｄ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ｃｌｏｓｅ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ｔｈｅ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ｉｔｓ　ｆｅｕｄ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ｃｔａ－

ｔｏｒｓｈｉｐ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ｉｎ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 ｗｅｎｚｉ　ｙｕ）．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ｎｇ　ａｎｄ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Ｎｅｏ－Ｃｏｎｆｕ－

ｃｉ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Ｓｃｈ ｗａｓ　ａｇａｉｎ　ｈｅｌｄ　ｔｏ　ｂｅｏｏｌ　ｏ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ｐａｒａｍｏｕｎｔ　ａｎｄ　ａｌｌ　ｆｒｅ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ｗａｓ　ｓｔｉｆｌ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ｆｌａｍ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ｅｄ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１７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ｗｅｒｅ

ａｌｍｏｓｔ　ｅｎｔｉｒｅｌｙ　ｅｘ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ｅ－

ｒｉａｌ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ｉｎ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ｗａｓ　ｗａｓｈｅｄ　ｉｎｔｏ　ａ　ｂａｃｋｗａｔｅｒ，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ｔ　ｗｏｕｌｄ　ｒｅｍａｉｎ　ｆｏｒ　ａｎ　ｅｎｔｉｒｅ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ｈｅ　ｓｏ－ｃａｌｌｅ“ｄ　ｆｌｏｕｒｉｓｈ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Ｙｏｎｇｚｈｅｎｇ　ａｎｄ　Ｑｉａｎｌｏ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ｗａｓ　ａ“ｎ　Ｉｎｄｉａｎ　ｓｕｍｍｅｒ．”Ｉｔ　ｗａｓ　ａｔ　ｔｈｉｓ　ｊｕｎｃｔ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ｍｏｄ－

ｅｒ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ｗｅｒｅ　ｂｅｇｉｎｉｎｇ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ｒａｐｉｄｌｙ，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ｍｏ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ｔｏ

Ｆ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ｂｅｇａｎ　ｔｏ　ｆｌｏｕｒｉｓｈ

ａｎｄ　ｓｐｒｅａｄ　ａｌｌ　ｏｖｅｒ　Ｅｕｒｏｐｅ．　Ｃｈｉｎａ，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ｂｅｇａｎ　ｔｏ　ｆａｌｌ　ｂｅｈｉｎｄ　ｉｎ

ａ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ｅｄ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ｂｅｇａｎ　ｔｏ　ｂｌｅｎｄ，　ｉｔ　ｗａｓ　ｏｆ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　ｕｎａｖｏｉｄ－

ａｂｌ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ａ＇ｓ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ｍｕｓｔ　ｐｕｒｓｕｅ　ｉｔｓ

ｏｗｎ　 　 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ｕｎｉｑｕｅ　ｐａｔｈ　ｔｏ ｌｔｈｏｕｇｈ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ｔｈｍｏｄｅｒｎ 　ｃｅｎ－

ｔｕｒｙ　ｐｕｒｓｕｅｄ　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ｌｏｓｅｄ　ｄｏ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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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ｓｕｃｈ　ａｓ　Ｄａｉ　Ｚｈｅｎ　（１７２３－１７７７），ｄｅｖｉｓ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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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ｒｓｈｉｐ，　ｗｈｅｎ　ｍｅ“ｎ　ｆｅａｒｅｄ　ｅｖｅｎ　ｈｅａｒ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ｍａｎｙ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ｓ　ｎｅｖｅｒｔｈｅｌｅｓｓ　ｄｉｄ　ｅｍｅｒｇ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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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ｖｅｒｙｔｙ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Ｈｅａｖｅｎ）（　　ｆｉｒｓ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１６３７）　ｗａｓ　ｂｅ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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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Ｍｉｃｈｅｌ　Ｂｅｎｏｉ（ｓｔ１７１５—１７７４）．Ｉｎ　１７６０　ｈｅ　ｗｒｏｔｅ　Ｄｉｔｕ

ｘｉｎｓｈｕｏ（　Ａ　Ｎｅｗ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Ｍａｐｓ）　ｗｈｉｃｈ　ｆｏｒｍａｌｌｙ　ｉｎｔｒｏ－

ｄｕｃｅｄ　ｔｈｅ　ｈｅｌｉｏｃｅｎｔｒｉｃ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ｐｅｒｎｉｃｕ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ｆｕｎｄ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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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ｔｈｅ　１９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ｓ　ｗｏｒｌｄ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ｂｅｇａｎ　ｔｏ　ｔａｋ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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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ｗａｓ　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　ｔｏ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ｏｏｒｓｔｅｐ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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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ｇａｉ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ａｌ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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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ｉｔｈｅｒ　ｕｓｉｎ“ｇ　Ｗｅｓｔｅｒｎ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ｒ　ｕｓｉｓ ｎｇｔｕｄｉｅｓ”　ｔｏ　ｄｉｓｓｅ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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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ｐ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ｅｓｔ　ｔｉｍ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ｓｐｅｅｄ　ｔｏ　ｃａｔｃｈ　ｕｐ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ａｎｄ　ｍａｋｅ　ｇｏｏｄ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ｉａｔｕｓ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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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ｓ　ｔｈｉｅｒ　ｐｒｅｄｅｃｅｓｓｏｒｓ，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ｔｏ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ｔｈｅｉｒ　ｕｎｆ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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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ｌｏｗ　ｉｎ，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ｕｎａｂｌｅ　ｔｏ　ａｓｓｅｓｓ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ｃｙ　ｌｅｆｔ　ｔｏ　ｔｈｅｍ　ａｎｄ　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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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ｏｒｎ．”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ａｎｌｉ

ｐｒｅｉｏｄ　ｔｏ　Ｍａｙ　Ｆｏｕｒｔｈ　ｍａｙ　ｂｅ　ｇｒａｐｈｅｄ　ａｓ ａ　ｓａｄｄｌｅ－ｌｉｋｅ　ｓｈａｐｅ，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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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ｅｄ　ｉｎ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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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ｅ．　Ｉｆ　ｗｅ　ａｒ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ａ　ｓｏｕｎ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ａｒ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ａ　ｔｈｏｒｏｕｇｈ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ｗｅ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ｂｙ　ｍａｎｋｉｎ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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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ｔｏｒｅ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ｒｅ－ｃｒｅａｔｅ　ａｎｄ　ｒｅ－ｔｒａｎｓｍｉｔ　ｉｔ　ｔｏ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ｉｌｌ　ｍａｋｅ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ｏｆ　ｔｆｒｅｓｈ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ｍｏｓｔ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ｉｎ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ｆｏｒ－

ｅｉｇ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ｓｔｏｒｅｈｏｕｓｅ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ｗｈｉｃｈ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ｈａｖｅ　ｓｕｃｃｅｅｄｅｄ　ｉｎ　ｃｏｎ－

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　ｔｏ　ｍａｎｋｉｎｄ，　ａｒｅ　ｔｈｅ　ＵＳＡ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　Ｔｈｅｉｒ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ｅｍｉｎ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　ｄｏｕｂｔ，　ｗａｒｒａｎｔ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　ｔｈｉｓ，

Ｙｅｔ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ｖｅｎ　ｍｏｒｅ　ａｗａ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ｗｈｉｃｈ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ｈａｓ　ｃｏｎｆｅｒｒｅｄ　ｏｎ　ｏｕｒ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ｏ　ｗｈｉｃｈ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ｌｌ

ｎｅ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ｈｅｉｒ　ｌａｂｏｒ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　ｃａｎ　ｍａｋｅ　ｕｓ

ａｗａ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ｂｌ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ｔｏ　ｆｏｒ－

ｅｉｇ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ｏｕｒ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ＮＯＴＥＳ

１．Ｆａｎｇ　Ｙｉｚｈｉ，　Ｗｕｌｉ　ｘｉａｏｓ（ｈｉＡ　Ｂｒｉｅｆ　Ｒｕｎｄｏｗ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　Ｗｅｎｚｈａｎｇ　ｘｉｎｈｕｏ”　ｉｎ　Ｔｏｎｇｙａ；Ｆａｎｇ　Ｚｈｏｎｇｔｏｎｇ，“　　Ｂｉａｎｌｕ　ｙｕａｎｑｉ”

ｉｎ　Ｗｕｌｉ　ｘｉａｏｓｈｉ．

２．Ｗａｎｇ　Ｙｉｎｇｌｉｎ，　　Ｌｉ　Ｚｉ　Ｍａｄｏｕ　ｂｅｉ　ｊｉ　（Ｅｐｉｔａｐｈ　ｏｆ　Ｆａｔｈｅｒ　Ｍａｔｔｅｏ　Ｒｉｃｃｉ）．

３．　Ｌｉ　Ｚｈｉｚａｏ“，　Ｋｅ　Ｓｈｉｆａｎｇ　ｗａｉｊｉ　ｘｕ”，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ｈｉ“ｓ　Ｚｅｈｕａｎ　ｙｏｕｑｕａｎ　ｘｕ”

ａｎｄ“　Ｋｅ　Ｔｉａｎｘｕｅ　ｃｈｕｈａｎ　ｔｉｃｉ”．

４． Ｘｕ　Ｇｕａｎｇｑｉ，“　Ｋｅ　Ｊｉｈｅ　ｙｕａｎｂｅｎ　ｘｕ” ａｎ“ｄ　Ｊｉｈｅ　ｙｕａｎｂｅｎ　ｚａｙｉ”

５．Ｐｒｅｆａｃｅ　ｔｏ　Ｍｉｎｇｌｉ　ｔａｎ．

ｓｈｕｏ　ｘｕ”；Ｗａｎｇ　Ｘｉｃｈａｎ　ｉｎ　“ Ｌｉｓｈｕｏ６．　Ｘｕ　Ｇｕａｎｇｑｉ，　　　“ Ｊｉａｎ　ｐｉｎｇｙ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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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ｉａｏ＇ａｎ　ｙｉｓｈｕ，ｑｕｏｔｅｓ　ｔｈｅｓｅ　ｗｏｒｄｓ　ｏｆ　Ｘｕ　Ｇｕａｎｇｑｉ

７．　Ｓｅｅ　Ｆａｎｇ　Ｙｉｚｈｉ，　“　 Ｚｏｎｇｌｕｎ”　ｉｎ　Ｗｕｌｉ　ｘｉａｏｓｈｉ，　ｊｕａｎ　１＆２　ｏｆ　Ｔｏｎｇｙａ，

“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Ｐｒｅｆａｃｅ＇　ｔｏ　Ｗｕｌｉ　ｘｉａｏｓｈｉ．

８．ＳｅｅＭｅｉ　Ｗｅｎｄｉ “ Ｐｒｅｆａｃｅｎｇ，　 ”　ｔｏ　Ｘｉａｏ＇ａｎ　ｘｉｎｆａ；Ｒｕａｎ　Ｙｕａｎ，　Ｃｈｏｕｒｅｎ

３８ｚｈｕａｎ，　ｊｕａｎ

９．　Ｈｕａｎｇ　Ｚｏｎｇｘｉ，“　Ｄｏｎｇｌｉｎ　ｘｕｅ＇ａｎ”　（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ｉｎ　Ｍｉｎｇｒｕ　ｘｕｅ＇ａｎ（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Ｍｉｎｇ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１０．　Ｆａｎｇ　Ｙｉｚｈｉ，　Ｔｏｎｇｙａ，ｊｕａｎ　１．

１１．Ｗａｎｇ　 Ｙｕ，　 Ｊｉａｎｇｚｈａｉ－ｇｏｎｇ　 ｘｉｎｇｓｈｕ．

１２．　Ｙａｎ　Ｙｕａｎ，　　Ｃｕｎｘｕｅ　ｂｉａｎ，　１．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ａｏ　Ｂｕｓｉ　ｆｒｏｍ　Ｚｈｏｎｇｇｕｏ　Ｓｈｅｈｕｉ　Ｋｅｘｕｅ，　Ｎｏ．　４，　１９８６

原中文注：

１．方以智《： 物理小识》《、 通雅·文章薪火》；方中通《： 物理小识·编录

缘起》。

２．王应麟《： 利子玛窦碑记》。

３．李之藻：《 刻职方外纪序》，又见《 译寰有诠序》、（ 刻天学初函题

词》。

４徐光启《： 刻几何原本序》《， 几何原本杂议》。

（５．名理探》序。

６．徐光启《： 简平义说序》，王锡阐《： 晓庵遗书·历说》引徐光启语。

７．方以智《： 物理小识·总论》《， 通雅》卷首二《， 物理小识·自序》。

８．梅文鼎《： 晓庵新法·序》，阮元《： 畴人传》卷三十八。

９．黄宗羲《： 明儒学案·东林学案》。

１０．方以智《： 通雅》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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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王敔《： 姜斋公行述》。

１２．颜元《： 存学编》一。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Ｏ．　４，　１９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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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ｗｈｅｎ　ｏｂｓｅｒｖｉｎｇ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ｏｎ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ａ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ｗｈｅｎ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ｎ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ａ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Ｔｏ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ｍｉｎｅｎｔ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ｏｎｅ　ｍｕｓｔ　ｔｒａｃｅ　ｉｔ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ｏｕｒ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ｕｐ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ｉｓ　ｔｏ　ｏｐｅｎ　ｕｐ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ｈａｔ　ｗｅ　ｏｕｇｈｔ　ｔｏ　ｔａｋｅ　ｔｏ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ｔｈａｔ　ｉｓ

ｔａｋｉｎｇ　ｐｌａｃｅ　ｒｉｇｈｔ　ｎｏｗ．

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ｍｏｍｅｎｔ，　ａｓ　ｙｏｕ　ｓｔａｎｄ　ａｔｏｐ　Ｍｏｕｎｔ　Ｌｕｏｊｉａ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ａｓｔ　ｙｏｕｒ　ｅｙｅｓ　ａｂｒｏａｄ，　ｗｈａｔ　ｙｏｕ

ｗｉｌｌ　ｓｅｅ　ｉｓ　ｎｏ　ｌｏｎｇｅｒ　“ａ　ｄａｒｋ　ａｎｄ　ｂｒｏｏｄｉｎｇ　ｏｃｅａｎ　ｏｆ　ｍｉｓｔ　ａｎｄ　ｒａｉｎ，”

ｂｕｔ　ａ　ｖａｓｔ　ｓｅａ　ｏｆ　ｖｉｔ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ｅｎ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ｐｒｅｃｉｏｕｓ　ｌａｎｄ　ｏｆ

ｏｕｒｓ．　Ｔｈｅ　ｓｔｅａｍ　ｏｆ　ｅｎｔｈｕｓｉａｓｍ　ｉｓ　ｒｉｓ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ｅｖｅｒｙ　ｃｏｒｎｅｒ　ｏｆ　ｏｕｒ

ｍｏｔｈｅｒｌ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Ａ　ｔｉｄａｌ　ｗａｖｅ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　ｔｈａｔ　ｉｓ　ｓｗｅｅｐｉｎｇ

Ｗｕｈａｎ　ｄａｘｕｅ　ｘｕｅｂａｏ　（ｓｈｅｈｕｉ　＊　Ｍａｏ　Ｊ　ｉｅｆｕ“．　Ｇｕａｎｖｕ　ｇａｉｇｅ　ｄｅ　ｌｉｓｈｉ　ｆａｎｓｉ，” ｋｅｘｕｅ

ｂａｎ）　（　Ｓｏ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 １９８５）： ７－１５．

ｉｃ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 ｌｅ　ｗａｓ　ｃｏｍｐｉｌｅｄ　ａｎｄ　ｅｄｉ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ｒｄ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ｃｔｕｒｅ　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ａｔ

ａ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ｈｅｌｄ 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９，ｂｙｔｈｅ　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ｔｕｄｅｎ　ｔＡ 　１９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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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ｓ　ａｓｓａｉｌｉｎｇ　ｅｖｅｒｙ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ｅｖｅｒｙ　ｆａｃｔｏｒｙ，

ｅｖｅｒｙ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ｓｏｕｌ　ｏｆ　ｅｖｅｒｙ　ｍａｎ　ａｎｄ

ｗｏｍａｎ．　Ｔｈｉｓ　ｔｉｄａｌ　ｗａｖｅ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ｒ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ｍｐａｒｅｄ　ｔｓｉｄｅ；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ｓｏｍ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ｈａｖｅ，　ｉｍ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　ｃｏ ｈｉｓ　“ｔｏ　ａ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ｎｃｉｒｃ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Ｉｎ　ｆａｃｔ，　ａ

ｍｏｒｅ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ｏ　ｓａｙ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ａｓｓａｉｌｉｎｇ　ｔｉｄ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ｅｅｐｅｓｔ　ａｎｄ　ｂｒｏａｄｅｓｔ　ｒａｎｋｓ，　ｔｈｅ　ｂｅｄｒｏｃｋ　ｏｆ　ｏｕｒ

ｎａｔｉｏｎ．　Ｔｗｏ　ｐｉｅｃｅｓ　ｏｆ　ｒｅｃｅｎｔ　ｗｒｉｔｉｎｇ－ａ　ｒｅｐｏｔａｇｅ　ｂｙ　Ｗａｎｇ　Ｚｈａｏ－

ｊｕｎ，　ｅｎｔｉｔｌｅｄ　Ｙｕａｎｙｅ　ｚａｉ　ｈｕｈｕａｎ（　Ｔｈｅ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ｉｎｓ　Ａｒｅ　Ｂｅｃｋｏｎ－

ｍｇ），ａｎｄ　ａ　ｎｏｖｅｌ　ｂｙ　Ｊｉａｎｇ　Ｚｉｌｏｎｇ，　ｅｎｔｉｔｌｅｄ　Ｙａｎ　Ｚｈａｏ　ｂｅｉｇｅ（　Ｔｈｅ

Ｌａｍｅｎｔ　Ｓｏｎｇｓ　ｏｆ　Ｙａｎ　ａｎｄ　Ｚｈａｏ）－－ｃｏｎｖｅｙ　ａ　ｖｅｒｙ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ｍｅａｎ－

ｉｎｇ．　Ｉｎ　ｊｕｓｔ　ａ　ｆｅｗ　ｓｈｏｒｔ　ｙｅａｒｓ，　ｔｈｅ　ｔｒｅｍｅｎｄｏｕ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ｈａｓ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ａｂｏｕｔ　ｍａｎｙ　ｍｉｒａｃｌｅｓ．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ｎ－

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ｅｓｃａ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

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ｇｒｅａｔ　ｅｘｐａｎ－

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ｒｐｌｕｓ　ｌａｂ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ｈａｖｅ　ａｌｌ　ｐｒｏｍｐｔｅｄ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ｂｒｅａ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ｔｓ　ｂｏｎｄ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ａｔ　ａ　ｓｗｉｆｔ　ａｎｄ

ｄｒａｍａｔｉｃ　ｐａｃｅ．　Ｔｈｅ　Ｎｏｍｂｅｒ　Ｉ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１９８４　ａｆｆｉｒｍｅｄ，　ｉｎ　ａ　ｔｉｍｅｌｙ　ｆａｓｈ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ａ　ｓｅｌｆ－ｓｕｐｐｌｙｉｎｇ　ｏｒ　ｓｅｍｉ－ｓｅｌｆ－ｓｕｐ－

ｐｌｙ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ｏａｌａｒｇｅｒ－ｓｃａｌｅ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ｅｃｏｎｏ－

ｍｙ］　ｉｓ　ａｎ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ｕｒ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ｓｏ－

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ａｔ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ｔｒａｃｉａｌｉｓ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ｎｓｃｅｎｄｅｄ．”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ｉｎｄｅｅｄ　ｇｒｅａｔ　ｗｅｉｇｈｔ　ｉｎ　ｅｖｅｒｙ　ｗｏｒ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ｌｅａ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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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ｏｕｒ　８００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ａｒｉｓｅｎ　ｔｏ　ｔａｋｅ

ｈｏｌｄ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ｓｋ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ｄｅ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ａｎｄ　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ｓｕｃ－

ｃｅｓｓ，　ｈａｖｅ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ａ　ｎｅｗ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ｐａｔｈ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ｅ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ｉｓ　ｉｓ　ａ

ｇｒｅａｔ，　ｐａｔｈ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ｕｎ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ｅｄ　ｆｅａ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ｂｒＴｈｉｓ　ｗａｖｅ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　ｃａｍ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ｅｅｐｅｓｔ ｏａｄｅｓｔ　ｂｅｄｒｏｃｋ　ｏｆ

ｏｕｒ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ｉｔ　ｉｓ　ｉｒｒｅｓｉｓｔ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ｐｏｓｓｅｓｓｅ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ｃｅ　ｗｈｏｓｅ　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ｅａｓｉｌｙ　ｆａｔｈｏｍ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ａ　ｗａｖｅ　ｈａｓ　ａｌｓｏ　ａｓｓａｉｌｅｄ　ｕｓ　ｆｒｏｍ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ｆｒｏｍ　ａｂｒｏａｄ．　Ｉ　ａｍ　ｒｅｆｅｒｒｉｎｇ　ｈｅｒｅ　ｔｏ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ｗａ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ｏｉｎｄｕｓ－

ｔｒｉａｌ　ｒｅｖｏｉｕ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ｈａｓ　ａｒｉｓ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８０ｓ，　ｈｅｒａｌ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ｅ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Ｔｈｉｓ　ｉ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ｍａｎ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Ａ．　Ｔｏｆｆｌｅｒ＇ｓ　Ｆｕｔｕｒｅ

ｎｉｄ　Ｊ　．ＮａｉｓｂＳｈｏｃ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Ｗａｖｅ　ａ ｉｔｔ＇ｓＭｅｇａｔｒｅｎｄ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Ｍｉｃ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ｊｏｉｎｔｌｙ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ｂｙ　Ｇｕｎｔｈｅｒ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　ｏｆ　Ｗｅｓｔ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ａｎｄ　Ａｄａｍ　Ｓｃｈａｆｆ　ｏｆ　Ｐｏｌａｎｄ．　Ｔｈｅｓ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ｃｏｎｔａｉｎ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ｎｅｗ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ｍ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ａｌｌ　ｂｅｌｉｅｖ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ｆｌｏｕｒｉｓｈ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ｍｅｄ　ｂｙ　ｓｕｃｈ　ｔｈｉｎｇｓ　ａｓ

ｍｉｃ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ｏｃｅａｎｏ－

ｇｒａｐｈ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ｉｓ　ｂｏｕｎｄ　ｔｏ　ｌｅａｄ　ｔｏ　ａ

ｎｅｗ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ｎ　ｉｔｓ　ｔｕｒｎ　ｉｓ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ｔｏ　ｈａｖｅ　ａ

ｔｒｅｍｅｎｄｏｕ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ｉｓ　ｉｓ　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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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ｋｉｎｄ　ｏｆ　ｍｏｎｕｍｅｎｔ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ｈａｔ

Ｍａｒｘｉｓｔｓ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　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ｔｒｅｍｅ－－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ｕｍ　ｌｅａｐ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１８５６，　Ｍａｒｘ　ａｃｃｌａｉｍｅｄ：“　　Ｔｈｅ　ｓｔｅａｍ　ｅｎｇｉｎｅ，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　ｗｅａｖｉｎｇ　ｌｏｏｍ　ａｒｅ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ｆａｒ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ｄａｎ－

ｇｅｒｏｕｓ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ｉｅｓ　ｔｈａｎ　ｅｖｅｎ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Ｂａｒｂｅｓ，　Ｒｏｂｅｓｐｉｅｒｒｅ，　ａｎｄ

Ｂｌａｎｑｕｉ．”Ｔｈｅ　ｎｅ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ｏｆｆｅｒｓ　ｕｓ

ｎｅｗ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ｕｓ　ｗｉｔｈ　ｎｅｗ　ａｎｄ　ｓｅｖｅｒｅ　ｃｈａｌ－

ｌｅｎｇｅｓ．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ｃｅｎｔｅｒ　ｈａｓ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　ｔｈｉ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ｔｉｍｅｌｙ

ｗａ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ｂｙ　ｈｅｌｐｅｄ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ｏｆ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ｕｒｂａ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ｖｅ　ｓｕｃｈ　ａ　ｄｅｃｉ－

ｓｉｖｅ　ｒｏｌｅ　ｔｏ　ｐｌａｙ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ｓ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ｒ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ｌｉｎｋｅｄ

ｕｐ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ｔ　ｗｉｌｌ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ｂｅ　ａｎ　ｅｖｅｎ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ｆｏｒｃｅ　ｏｆ　ａｔｔａｃｋ　ｔｈａｎ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ｌｙ　ｉｍａｇ－

ｉｎｅｄ．　Ｕｎｄｏｕｂｔｅｄｌｙ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ｌａｕｎｃｈｉｎｇ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ｐｅｎｅ－

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ａｒｅ　ｂｏｕｎｄ　ｔｏ　ｂｒ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ｔｒｅｍｅｎｄｏｕ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ａ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ｖａｒｉ－

ｏｕｓ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　ａｌｌ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ｒｅａｌｍｓ

ａｎｄ　ｓｐｈｅ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ｇｈ　ｔｈｉｓ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ｕｒ　ｓｏｃｉｅｔｙ＇ｓｓｕｐｅ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ｒｏ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ｗｉｌｌ　ｂｅ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ａｎｄ　ｉｔ　ｗｏｕｌｄ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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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ｅｅｄ　ｗｉｔｈ　ｗｈｉｃｈ　ｗｅ　ｃａｎ　ｂｒｉｎｇ　ｔｏ　ｆｒｕ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ｉｓ　ｗｏｕｌｄ　ｔｒｕｌｙ　ｒｅｖｉｖｅ　ａｎｄ　ｒｅｊｕｖｅｎａｔｅ　ｏｕｒ　ｎ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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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ｔｈｅｓ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ｗｈｅｎ　ｗｅ　ｗｅｒｅ　ａｄｅｐｔ　ａｔ　ｄｉｇｅ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ｓ－

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ｍ　ａｎｄ　ｂｏｌｄ　ｉｎ　ｏｕ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ｏｕｒ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ｃｅ　ｓｕｒｇｅｄ　ｕｐｗａｒｄ．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ｉｔ　ｗａｓ　ａｔ　ｔｉｍｅｓ　ｗｈｅｎ　ｗｅ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ｅｎｇａｇａｓ　ａ　ｎ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ｎｙ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ｅｄ　ｉｎ　ｓｅｌｆ－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ｌｏｓｅｄ－ｄｏｏｒｓ，　ｗｈｅｎ　ｗｅ　ｆｒｏｚｅ　ｉｎ　ｏｕｒ　ｓｔｅｐｓ　ａｎｄ　ｃｌｏｓｅｄ　ｏｕｒｓｅｌｖｅｓ　ｏｆ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ｏｖｉｎｇ　ａｈｅａｄ　ａｎｄ　ｉｎ　ｄｏｉｎｇ　ｓｏ　ｓｅｖ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ｂｏｎｄ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ｃｈａｎｇ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ｏｕｒ　ｎ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ｕ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ｗｅｒｅ　ｉｎ　ａ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ｗｉｔｈ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ｃａ－

ｄｅｎｃｅ．　Ａｌｌ　ｔｈｉｓ　ｗｉｌｌ　ｂｅｃｏｍｅ　ｖｅｒｙ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ａｓ　ｓｏｏｎ　ａｓ　ｗｅ　ｒｅｃａｌｌ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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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ｓｔ．

Ｏｕｒ　ｆｏｒｅｆａｔｈｅｒｓ　ｕｎｄｅｒｔｏｏｋ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ｉｓ　ｐｌａ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ｓｉａ　ｏｖｅｒ　ｔｅｎ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ｙｅａｒｓ　ａｇｏ．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ｐａｓｔ，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ｕｒ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ｗａｓ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ｔｉｃ，　ｓｔｅｍ－

ｍ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ｍａｎｙ　ｒｏｏｔｓ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ｈｅ　ｎｅｗ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ｖ－

ｅ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ｓｉｎｃｅ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ｈａｖｅ　ｔｕｒｎｅｄ　ｕｐ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ｐａｌｅｏｌｉｔｈｉｃ　ｒｅｌｉｃｓ　ｃａｎ　ｂｅ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ｔｗｅｎｔｙ－ｆｏｕｒ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ｉｔｉｅｓ　ｏｒ　ｔｏｗｎｓ　ａｎｄ　ｏｖｅｒ　ｓｉｘ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ｓｉｔｅｓ　ｏｆ　ｎｅｏｌｉｔｈｉｃ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ｓｐｒｅａｄ　ａｌｌ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ｖｅｒｙ　ｌｏ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ｂｌｅ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ｉｘ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ａｉｄａｉ，　Ｈｅ－Ｌｕｏ，　ａｎｄ　Ｊｉａｎｇ－Ｈａｎ　ｗｅｒｅ　ｆｏｒｍｅｄ，　ａｎｄ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

ｔｈｅｙ　ｓｅｔｔｌｅｄ　ｔｏ　ｆｏｒｍ　ａ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ｋｎｏｗｎ　ａｓ　ｔｈｅ　Ｈｕａ－Ｘｉ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Ｈｕａ－Ｘｉａ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ｆｏｒｍｅｄ　ａｎｄ　ｒｉｐｅｎ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Ｙａｏ，　Ｘｕｎ，　ａｎｄ　Ｙｕ，　ｉｔ　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ｅｄ　ｔｈｅ　ｔｗｏ

ｍａｊｏｒ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ａｓｋｓ　ｏｆ　ｔａｋｉｎｇ　ｃａ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ｌ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ｑｕ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Ｔｈｒｅｅ　Ｍｉａｏ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ｃａｔ－

ｔｅｒ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ｓ　ｔｈａｔ　ｏｐｅｒａ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　ｔｒｉｂｅ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ｌａ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　ｇｒｅａｔ，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ｓｌａｖｅ－ｏｗｎｉｎｇ　ｅｍｐｉｒｅ　ｗａｓ　ｆｏｒｍｅｄ－

－ｎａｍｅｌｙ，　ｔｈｅ　 ｔｉｅｓ　ｏｆ　Ｘｉａ，　Ｙｉｎ，　ａｎｄ　Ｚｈｏｕ．　Ｔｏｗａｒｄ　ｔｈｅｔｈｒｅｅ　ｄｙｎａｓ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Ｚｈｏｕ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ｓ　ａ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ｃ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ｌａ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ｆｅｕｄａｌｉｓｍ　ｗａｓ　ｍａｄ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Ｈｕａ－Ｘｉａ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ｗｅ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Ｚｏｕ－Ｌｕ，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Ｊｉｎｓ，　ｔｈｅ　Ｙａｎ－Ｑｉ，　ｔｈｅ　Ｊｉｎｇ－

Ｃｈｕ，　ｔｈｅ　Ｂａ－Ｓｈｕ，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ｕａｎ－Ｌｏｎｇ，　Ａｔ　ｔｈａｔ　ｔｉｍｅ，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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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ｆｅｕｄ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ｗｅｒｅ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ｍｏｒｅ　ｔｈｏｒ－

ｏｕｇｈｌｙ　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Ｑ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Ｇｕａｎｚｈｏ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　Ｑｉｎ　ｗａｓ　ａｂｌｅ　ｔｏ　ｃａｔｃｈ　ｕｐ　ｗｉｔｈ　ａｎｄ　ｓｕｒｐａｓｓ　ｉｔｓ　ｒｉｖａｌ　ｓｔａｔｅｓ，　ｕ－

ｎｉｆｙ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　ｇｒｅａｔ　ｆｅｕｄａｌ　ｅｍｐｉｒ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Ｑｉｎ，　ａｎｄ

ｌａｔｅｒ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Ｈａｎ．　Ｔｈｅ　Ｑｉｎ　ａｌｓｏ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ｐｒｏｔａ－

ｔｉｏｎ　ｂｙ　ｈｉｇｈｗａ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ａｌ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ｉｓ　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ａ　ｔｒｅｍｅｎｄｏｕｓ　ｆｅａｔ：　ｉ　ｔｂｒｏｕｇｈｔ

ｔｈｅ　ｍａｎｙ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ｏｕｒ　ｎａｔｉｏｎ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ａｎｄ　ｓｅｔｔｌｅｄ　ｔｈｅｍ　ｉｎ　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ｌｙ

ｃｏｍｍｏｎ　ｂｏｄｙ．　Ｉｎ　ｔｈｉｓ　ｗａｙ，　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ａ　ｌａｒｇｅ　ｕｎｉ－

ｆｉｅｄ　ｅｍｐｉｒ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ｆｅｕｄ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ａ　ｈｉｇｈｌｙ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ｆｅｕｄａｌｉｓｔ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ｗｅ

ｍａｄ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ｗｅ　ｏｕｇｈｔ　ｔｏ　ｍａｋｅ　ｔｏ　ｈｕｍａ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ｌｙ　ｄｏｗ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ｒｅ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ｔｗｏ　ｔｉｍｅｓ　ｗｈ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ｙ，

ｏｕｒ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ｈａｓ　ａｌｓｏ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ｏｒｔｅ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ｆｕｌ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ｄ　ｔｈｅｓ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ｎ　ａ　ｆａｉｒｌｙ　ｌａｒｇｅ　ｓｃａｌｅ　ｔｏ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ｅ，

ａｂｓｏｒｂ，　ａｎｄ　ｄｉｇｅｓｔ　ｔｈｉｓ　ｉｍｐｏｒｔｅｄ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ｉｍｅ　ｗａ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ｏ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　Ｄ．

Ｉｔ　ｗａｓ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ｃｅｎｄｅｎｃｙ　ｏｆ　ｆｅｕｄ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ｔ　ｗａｓ　ｔｈｅ　ｐｅａｋ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Ｈａｎ　ａｎｄ

Ｔ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ｉｍｅ　ｗｅ　ｗｅｌｃｏｍｅｄ　ａｎｄ　ｄｉｇｅｓｔｅ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ｉａ．　Ｉｔ　ｔｏｏｋ　ｕｓ　ｓｏｍｅ　ｓｅｖｅｎ　ｏｒ　ｅｉｇｈｔ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ｙｅａｒｓ

ｔｏ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ｅ　ａｎｄ　ｄｉｇｅｓｔ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ａｔ　ｗａｓ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ｅ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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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ｏｕ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ａｂｓｏｒｂｉｎｇ　ｉｔ，　ｗｅ　ｗｅｎｔ

ｏｎｅ　ｓｔｅｐ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ｏｕｒ　ｏｗ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ｎ　ｔｕｒｎ

ｃａｍｅ　ａ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ｅｎｒｉｃｈｅｄ　ｈｕｍ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ｍａｎｙ　ａｎｅｃｄｏｔｅ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ｇａｒｄ　ｔｏ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ｕｒ　ｎ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ｏ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Ｌｅｔ　ｕｓ　ｌｏｏｋ　ａｔ　ｏｎｅ

ｏｒ　ｔｗｏ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Ｉｎ　４０１，　Ｋｕｍａｒａｄｊｉｖａ　ｗａｓ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Ｋｕ－

ｍａｒａｄｊｊｖａ　ｗａｓ　ａｎ　Ｉｎｄｉａｎ　ｗｈｏ　ｉｎ　ｈｉｓ　ｙｏｕｔｈ　ｆｏｕｎｄ　ｈｉｍｓｅｌｆ　ｒｏａｍ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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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ｂｅｇａｎ　ｔｏ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ｗｈ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Ｉｓ－

ｌａｍｉｃ　ｆｏｒｃｅｓ　ｉｎｖａｄｅｄ　Ｉｎｄｉａ，　Ｉｎｄｉａｎ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ｗａｓ　ｔｏｔａｌｌｙ　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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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ｈｉｌａｔｅｄ．　Ｉｎ　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ｔ　ｗａｓ　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ｈ

ａｎｄ　ｅｉｇｈ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ａ　ｇｒｅａ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Ａｔ　ｔｈｉｓ　ｔｉｍｅ　ｍａｎ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ｏｄｅ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ｓｅｃｔｓ，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ａｎｄ　ｄｅｎ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ｈｅ　ｍｏｎｋ　Ｚｈｉ　Ｙｉ　ｆｏｕｎｄｅｄ　ｔｈｅ

Ｔｉａｎｔａｉ（　Ｈｅａｖｅｎｌｙ　Ｔｅｒｒａｃ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ｔｈｅ　ｍｏｎｋ　Ｆａｚａｎｇ　ｆｏｕｎｄｅｄ　ｔｈｅ

Ｈｕａｙａ（ｎＧａｒｌａｎｄ　）　Ｓｅｃｔ；ａｆｔｅｒ　ｈｅ　ｒｅｔｕｒｎｅｄ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Ｘｕａｎｚｈａｎｇ

ｆｏｕｎｄｅｄ　ｔｈｅ　ｖｅ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ｙｌｅｄ　Ｗｅｉｓｈｉ　（Ｄｈａｒｍａｌａｋｓａｎａ，　ｏｒ　Ｗｉｓ－

ｄｏｍ　Ｏｎｌｙ）　Ｓｅｃｔ，　ｔｈｅ　ｍｏｎｋ　Ｓｈａｎｄａｏ　ｆｏｕｎｄｅｄ　ｔｈｅ　Ｊｉｎｇ（ｔｕＰｕｒｅ

Ｌａｎｄ）　Ｓｅｃｔ，　ａｎｄ　Ｈｏｎｇｒｅｎ　ａｎｄ　ｈｉｓ　ｄｉｓｃｉｐｌｅｓ　Ｓｈｅｎｘｉｕ　ａｎｄ　Ｈｕｉｎｅｎｇ

ｆｏｕｎｄｅ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Ｄｈｙａｎａ，　ｏｒ　Ｍ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ｏｏｌ．　Ｔｈｅ　Ｃｈａｎ

Ｓｅｃｔ　ｉｓ　Ｐｕｒｅｌｙ　Ｓｉｎｉｃｉｚｅｄ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ｉｔ　ｈａｄ　ａｎ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

ｌｙ　ｄｅｅｐ　ａｎｄ　ｂｒｏａ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ｃｉｒｃｌｅｓ．　Ｗｅ　ｃａｎ　ｔａｋｅ

ｈｅｅｄ　ｈｅｒｅ，　ｆｏｒ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ｗｏ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Ｂｕｄｄｈ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ｓｃｒｉｐｔｕｒｅｓ　ｂｅｉｎｇｉｓｔ　ｓｕｔｒａｓ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ｅｄ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ａｃｈｅｄ　８，　４４１　ｖｏｌ－

ｕｍｅｓ．　Ｔｈｉｓ　ｏｕｔｓｔｒｉｐｐｅｄ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Ｃｃ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ｔ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ｏｍ－

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　ｂｙ　ｍａｎｙ　ｔｉｍｅｓ．　　Ｉｎ　１９２１，　ｔｈｅ　ｔｅｎｔｈ　ｙｅａｒ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ｉｓｈｏ

ｒｅｉｇｎ　ｉｎ　Ｊａｐａｎ，　ｔｈｅ　Ｔａｉｓｈｏ　Ｔｒｉｐｉｔａｋａ　ｗａｓ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ｔｏ　ｂｅ　ｐｕｂ－

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Ｊａｐａｎ．　Ｔｈｉｓ　ｗａｓａ　ｍａｓｓｉｖ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ｌ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ｏｎ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ｍｅ　ｔｏ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２３，　９００

ｖｏｌｕｍｅｓ！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ｗｅｒ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ｓ

ｄｏｎｅ　ｂ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ｗｉｔｈ　ａ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ｎｕｍｂｅｒ　ｄｏｎｅ　ｂｙ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Ｋｏｒｅａ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Ｔｈｅｓ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ｈａｖｅ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　ｃｏｍｅ，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ｔｕｒｎ ｔ，　ｏｅ　ｘｐｏ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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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ｔｏ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ｎｏｗ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ｗａｙ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ｅｆｆｏｒｔ　ｏｆ

ｍａｋｉｎｇ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ｔｈｒｅｅ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ｂｙ　ａｃｃｌａｉｍ，　ａ　ｖｅｒｙ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ｔｈａｔ　ｐｏｓｓｅｓｓｅｓ　ａｎ　ｅｘ－

ｔｒｅｍｅｌｙ　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Ｔｈｉｓ　ａｌｓｏ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Ｂｕｄ－

ｄｈｉｓｍ，　ａｆｔｅｒ　ｈａｖｉｎｇ　ｂｅｅｎ　ｄｉｇｅｓｔｅｄ，　ｈａｓ　ｔｕｒｎｅｄ　ａ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ｂｅｃｏｍｅ

ａｎ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ｅｎｒｉｃｈ　ａｎｄ　ｆｉｌｌ　ｕｐ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ｔｈａ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ｍｏｓｔ　ｄｅｅｐｌ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ｕ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ｒｅｇａｒｄ　ｉｓ　Ｊａｐａｎ．　Ｔｏｄａｙ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ｔｅｎ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Ｊａｐａｎ，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ｆｉｆｔｙ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ｓｔｕｄｙ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ｏｖｅｒ　ｔｗｏ　ｄｏｚｅｎ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ｉｎｇ　ｉｎ　Ｂｕｄ－

ｄｈｉｓｍ．　Ｍａｎｙ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ｈａｖｅ　ｅｄｉｔｅｄ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ａ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ｂｏｏｋ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ａ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ｂｙ　ｔｈｅ　ｎａｍｅｏ　ｆ［Ｋａｒｌ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Ｋｏｐｐｅｎ　ｗｈｏ　ｗａｓ　ａ　ｌｉｆｅｌｏｎｇ　ｆｒｉｅｎｄ　ｏｆ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Ｅｎｇｅｌｓ　ａｎｄ　ａ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ｔｈｉｎｋｅｒ．　Ｈｅ　ｗｒｏｔｅ　ａ　ｂｏｏｋ

ｔｉｔｌｅｄ　Ｆｏ－ｔｕｏ　ｊｉ　ｑｉ　ｚｏｎｇｊｉａｏ（　Ｂｕｄｄｈａ　ａｎｄ　Ｈｉｓ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ｗｈｉｃｈ

ｂｅｃａｍｅ　ａ　ｍａｊｏｒ　ｅａｒｌｙ　ｗｏｒｋ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ｗｏｒｌｄ　．Ｍａｒｘ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Ｋｏｐｐｅｎ　ｉｎ　ｈｉｓ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ｅ

ｉｓ　ａｌｓｏ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ｉｎ　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Ｅｎｇｅｌｓ＇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Ｍａｒｘ，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ｎｃｅ　ｓａｉｄ　ｉｎ　ａ　ｌｅｔｔｅｒ　ｔｏ　Ｅｎｇｅｌｓ　ｔｈａｔ　ｈｅ　ｈａｄ　ｊｕｓｔ

ｒｅａｄ　“ａ　ｖｅｒ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ｉｅｃｅ　ｏｆ　ｗｒｉｔｉｎｇ，”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ｉｎ　ｆａｃｔ　ａ　ｗｏｒｋ

ｂｙ　Ｋｏｐｐｅｎ，　ａｎｄ　ｈｅ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ｉｔ　ｆｏｒ　Ｅｎｇｅｌｓ＇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ＮａｔｕｒａｌＤ　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ｂｙ　Ｅｎｇｅｌｓ］　ｗｅ　ｆｉｎｄ　ｔｈｉｓ　ｐａｓｓａｇｅ：“　　Ｏｎｌｙ

ｈｉｇｈ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ｓ　ａｒｅ　ｃａｐａｂ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　ｗａｙ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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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ｗ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ａｎ　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ａｒｅｎｔｈｅｓｅｓ

ｔｈａｔ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ｈｉｇｈ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ｓ”　“ａｓ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ｈｅ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ｋｓ．”Ｔｈｉｓ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ｏ　Ｅｎｇｅｌｓ，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ｓ　ｐｏｓｓｅｓｓ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ｎ

ｗｈａｔ　ｂａｓｉｓ　ｄｉｄ　Ｅｎｇｅｌｓ　ｍａｋｅ　ｓｕｃｈ　ａ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ａｎ　Ｉｎｄｉａ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ｉｔ　ｗａｓ　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　ｆｒｏｍ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ｒｉｔ－

ｉｎｇｓ　ｏｆ　Ｋｏｐｐｅｎ　ｔｈａｔ　Ｅｎｇｅｌｓ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ｄｅｄ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ｆ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Ｆｒｏｍ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ｗｅ　ｃａｎ　ｔｕｒｎ　ｔｏ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ａ

Ｔ．　Ｓｈｃｈｅｒｂａｔｓｋｉｉ，　ｗｈｏ　ｗａｓ　ａ　ｆｅｌｌｏ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

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ｓａｒｉｓｔ　ｄａｙｓ．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ｄｅｃｉｄｅｄ　ｔｏ　ｅｎｇａｇｅ　ｈｉｍ　ａｓ　ａ

ｆｅｌｌｏｗ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Ｏｃｔｏｂｅｒ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Ｈｅ　ｗａｓ　ａ　ｗｏｒｌｄ－ｒｅｎｏｗｎｅｄ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ｗｈｏ　ｃｏｍｐｉｌｅｄ　ａｎｄ　ｅｄｉｔｅｄ　ａ　ｍａｓｓｉｖｅ　Ｆｏｊｉａｏ　ｃｏｎｇｋａｎ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ａ　Ｂｕｄｄｈｉｃａ？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ｔｗｅｎｔｙ　ｖｏｌｕｍｅ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ｗｏｒｋ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ａｎｄ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ｃｉｒ－

ｃｌｅｓ．　Ｓｈｃｈｅｒｂａｔｓｋｉｉ　ｗｒｏｔｅ　ｍａｎｙ　ｂｏｏｋｓ　ａｎｄ　ｈａｄ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ｕｓ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Ｈｉｓ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ａｒｅ　ｖｅｒｙ　ｇｏｏｄ．

Ａ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ｔ　ｗａ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ｌｙ　ｂａｃｋｗａｒｄ　ｉｎ　ｉｔｓ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ｉｅｎｔ，　ｂｕｔ　ｔｈｅｒ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　ｇｒｅａ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Ｓｉｎｉ－

ｃｉｚｅｄ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ｈａｓ　ｃｏｍｅ　ｔｏ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ｇｒｅａｔ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Ｓｕｚｕｋｉ　Ｄａｉｓｅｔｚ　ｗ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ｏ　ｐｒｅａｃｈ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ｎ（　Ｚｅｎ）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ｍａｋｉｎｇ　Ｚｅｎ　ａ　ｆａｄ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ｆｏｒ　ａ　ｔｉｍｅ．　Ｉ　ｈｅａｒ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ｄｏｚｅｎ　Ｚ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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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ｅｎ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ｄｏｚｅｎ　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ｎ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ｐｕｔ　Ｃｈａｎ　ａｎｄ　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ｉｓｍ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Ｉｎｄｉａ，　ａｓ　ｗｅ　ｋｎｏｗ，　　ｉｓ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ｓ　ｂｉｒｔｈｐｌａｃｅ　ａｎｄ　ｃｒａｄｌ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Ｉｎｄｉａ　ｉｓ　ｅｎｇａｇｉｎｇ　ｉｎ　ｗｈａｔ　ｃａｎ　ｂｅ　ｃａｌｌｅｄ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ｉｔ　ｉｓ　ｔａｋ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ｓｕｔｒａｓ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ａｎｓｋｒｉｔ，　ｔｈｅ　Ｓａｎｓｋｒｉｔ　ｏ－

ｒｉｇｉｎａｌ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ｌｏｎｇ　ｂｅｅｎ　ｌｏｓｔ，　ａｎｄ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ｓｅ

ｂａｃｋ　ｉｎｔｏ　Ｓａｎｓｋｒｉｔ．

Ａ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ｕｓｉｃａ“ｌ　Ｓｉ　ｌｕ　ｈｕａｙｕ”（　Ｆｌｏｗｅｒｓ　ａｎｄ　Ｒａｉｎ　ｏｎ　ｔｈｅ　Ｓｉｌｋ

Ｒｏｕｔｅ），ｉｔ　ｗａｓ　ａ　ｂｉｇ　ｈｉｔ　ｉｎ　Ｉｔａｌｙ　ｗｈｅｒｅ　ｉｔ　ｗａ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Ｉｔ　ｉｓ　ｓｉｍ－

ｐｌｙ　ａ　ｍｕｓｉｃａｌ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ｗｈａｔ　ｗｅ　ｃｏｐｉｅｄ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ｉ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ｓ　ａ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ｒａｖ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ｖｅ　ｗａｌｌｓ

ｏｆ　Ｄｕｎｈｕａｎｇ．　Ｂｕｔ　ｅｖｅｎ　ｔｈｉｓ　ｈａｓ　ｓｕｃｃｅｅｄｅｄ　ｉｎ　ｅｎｒｉｃ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ｕｓｉｃ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ｉｓ　ｓｉｍｐｌｙ　ｔｏ　ｓａｙ　ｔｈａｔ　ｏｕｒ　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ｓｕｃ－

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ｅｄ　ｔｈｅ　ｔａｓｋ　ｏｆ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ｇｅ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ｗａｖ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ｒｕ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ｈａｓ

ｕｓｅｄ　ｉｔ　ｉｎ　ｔｕｒｎ　ｔｏ　ｅｎｒｉｃｈ　ｈｕｍａ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ｗａｓ　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ｈａｐｐｅｎｅｄ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ｔ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ｎ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ｎ　ａｎｄ　ｎｏｗ　ａ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ｙｅａｒｓ　ｈａｖｅ　ｅｌａｐｓｅｄ．　Ｗｈａｔ　ｉｓ　ｌｅｆｔ　ｆｏｒ　ｕｓ　ｔｏ

ｓｅｅ　ａｒｅ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ｔ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ｓｕｃｈ　ａｎ　ａｂｕｎｄａｎｔ　ｌｅｇａ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ｉｓｈｏ　Ｔｒｉｐｉｔａｋ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ｉｃ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　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ｓｈａｐ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ｖｅｓ，　ｔｈｅ　ｆａｍｏｕｓ　ａｎｄ　ｏｌｄ

ｍｏｎａｓｔｅ ｗｈｅ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　ｈｅａｒｒｉｅｓ　ｉｎ　ｒｅｎｏｗｎｅｄ　ｈｉｌｌｓ　ｅｖｅ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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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ａｔ　Ｃｏｍｒａｄｅ　Ｚｈａｏ　Ｐｏｃｈｕ　ｏｆｔｅｎ　ｔ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ｇａｔｈｅｒｉｎｇｓ　ｔｏ　ｗｒｉｔｅ　ｉｍｐｒｏｍｐｔｕ　ｐｏｅｔｒｙ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ｈｅ　ｒ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ｉｎｇｓ　ｔｈｅ　ｐｒａｉ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ｏｓ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ｄａｙｓ　ｗｈｅｎ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ｆｌｏｕｒｉｓｈ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Ｋｏｒｅａ．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ｗａｖｅ　ｏｆ　ｏｕｒ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

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ｂｅｇ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ｎｄ　ｈａｓ　ｎｏｔ　ｙｅｔ　ｃｏｍｅ　ｔｏ　ａｎ

ｅ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ｗｅ　ｂｅｇａｎ　ｔｏ　ａｃｃｅｐｔ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ｆｌｕ－

ｅｎ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ｂｅｇａｎ　ｔｏ　ｂｅ　ａ　ｃｏ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ｌａｓｔ　ｔｈｒｅｅ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ｏｒ　ｓｏ　ｙｅａｒｓ　ｈａｓ　ｔｒａｖｅｒｓｅｄ　ａ　ｖｅｒｙ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ａｎｄ　ｃｉｒｃｕｉｔｏｕｓ

ｒｏａｄ．　Ｔｈ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ｙ　Ｆｏｕｒｔｈ　ｅｒａ，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ａｗａｋ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ｎｎｏｎ　ｆｉ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ｃｔｏｂｅｒ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ｗｅ　ａｌｓｏ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Ｌｅｎｉｎｉｓｍ，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ｈｅ　ｈｉｇ ｃｕｌｔｕｒｅ．ｈｅｓｔ　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Ｆｏｒ　ｏｖｅｒ　ｔｈｒｅｅ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ｙｅａｒ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ｈａｖｅ　ａｂｓｏｒｂｅｄ，　ｄｉｇｅｓｔｅｄ，　ａｎｄ　ｒｕｍｉｎａｔｅｄ　ｏｖｅｒ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ｏｓ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Ｍａｒｘｉｓｍ－Ｌｅｎｉｎ－

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ｏｄａｙ　ｔｈｉｓ　ｔａｓｋ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ｓ．　Ｉｎｄｅｅｄ，　ｗｅ　ｈａｖｅ　ｙｅｔ　ｔｏ　ｍａｋｅ

ａ　ｇｒｅａｔ　ｅｆｆｏｒｔ　ｔｏ　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　ｔｈｉｓ　ｅｐｏｃｈａｌ　ｔａｓｋ　ｔｈａｔ　ｏｕｒ　ｎ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ｈｉｓ－

ｔｏｒｉｃａｌｌｙ　ｐｌａｃｅｄ　ｕｐｏｎ　ｉｔｓ　ｏｗｎ　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ｓ．

Ｔｈｅ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ｆｌｏｗ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

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ｉｓ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ｓ，　ａ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ｍ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　ｋｎｏｗｎ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ｓ　Ｑｉｎ　Ｌｕｎ，　ｓａｉｌｅｄ　ｔｈｅ　ｓｅａｓ　ａｎｄ　ｅｎｄｅｄ　ｕｐ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ｔ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Ｓｕｎ　Ｃｈｕａｎ　ｇｒｅｅｔｅｄ　ｈｉｍ　ｗｉｔｈ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ｔｙ　ａｔ　Ｗｕｃｈａｎｇ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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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ｄ　ａ　ｖｅｒｙ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ｈｉｍ．　Ｓｕｎ　Ｃｈｕａｎ　ａｓｋｅｄ　ｈｉｍ

ｗｈｅｒｅ　ｈｉｓ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ｗａｓ　ａｎｄ　ｗｈａｔ　ｉｔ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ｗｅｒｅ，　ａｎｄ　Ｑｉｎ　Ｌｕｎ

ｍａｄｅ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ａｎｄ　ｅｖｅｒｙ

ｔｈｉｎｇ．　Ｓｕｎ　Ｃｈｕａｎ　ｗａｓ　ｖｅｒｙ　ｈａｐｐｙ　ａｂｏｕｔ　ｉｔ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ｅｄ　Ｑｉｎ　Ｌｕｎ

ｆｏｒ　ａ　ｓｔａ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ｏｆ　ｅｉｇｈｔ　ｍｏｎｔｈ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ｓｅｎｄｉｎｇ　ｈｉｍ　ｂａｃｋ　ｔｏ　Ｒｏｍｅ

ｗｉｔｈ　ｇｉｆｔｓ．　Ｔｈｉｓ　 ｒｙ ！　Ｔｈ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ｗａｓ　ｂａｃｋ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ｃｅｎｔｕ

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ｈｅ　Ｍｏｎｇｏｌｓ，　ｗｈｏ　ｈａ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ｈｅ　Ｙｕａｎ　ｄｙ－

ｎａｓ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ｃａｍｅ　ａ　ｖａｓｔ　ｅｍｐｉｒｅ　ｔｈａｔ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Ａｓｉａ　ｉｎ　ｉｔｓ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Ｔｈｕｓ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Ｗｅｓｔ　ｂｅ－

ｃａｍｅ　ｅｖｅｎ　ｍｏｒ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　ａｎｄ　ｂｕｓｙ．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ｉｎｇ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ｏｆ　ｔｈｅ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Ｍａｒｃｏ　Ｐｏｌｏ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Ｋｕｂｌａｉ　Ｋｈａｎ　ｇａｖｅ　ｈｉｍ　ａｎ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ａ　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ｍａｎｎｅｒ　ａｎｄ

ａｓ　ａｎ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Ｍａｒｃｏ　Ｐｏｌｏ　ｍａｄｅ　ｍｅｎｇａｇｅｄ　ｈｉｍ　ｉｎ　ｈｉｓ　ｃｏｕｒｔ ａｎｙ　ａｎｄ

ｒｆｒｅｑｕｅｎｔ　ｔｏｕ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ｐｏｖｉ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ｏｎ　Ｋｕ 　ｏｒｄｅｒｓ，ｂｌａｉ＇ｓ

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ｈｅ　ｂｅｃａｍｅ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ｖｉｃｅｒｏｙ　ｏｆ　Ｙａｎｇｚｈｏｕ　ｆｏｒ　ｔｈｒｅｅ　ｙｅａｒｓ．

Ｍａｒｃｏ　Ｐｏｌｏ　ｓｅｒｖｅｄ　ａｓ　ａ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ｏｒ　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　ｙｅａｒｓ　ｂｅ－

ｆｏｒｅ　ｇｏｉｎｇ　ｂａｃｋ　ｔｏ　ｈｉｓ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ｌａｔｅｒ　ｈｅ　ｗｒｏｔ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ｖｅｌｓ　ｏｆ　Ｍａｒ－

ｃｏ　Ｐｏｌｏ，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ｈｅ　ｇａｖｅ　ａ　ｇｒｅａｔ　ｄｅａｌ　ｏｆ　ｐｒａｉｓｅ　ｔｏ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Ａｌｓｏ　ｉｎ　ｔｈｅ　Ｙｕ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　Ｍｏｎｇｏｌ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Ｅｕｃｌｉｄ＇ｓ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ｉｎｔｏ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ｂｕｔ　ｕｎ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ｌｙ　ｔｈｉ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

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ｎｏｔ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ｄ　ａｎｄ　ｐａｓ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ｒｅｅｄ　ｏｎ．　Ｉｎ

ｗｅｒｅ　ｔｈｅｓ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ｗ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ｅｕｄ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ｗｅｒ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ｎｅ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ｉｍ－

ｐｏｒｔ　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ｗｅ　ｒｅａｌｌｙ　ｃ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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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ｔ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ｔｈａｔ　ａｓ　ｍｕｃｈ　ｏｆ　ａ　Ｃｈｉｎａ－Ｗｅｓｔ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ｆｌｏｗ．

Ｂｕ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ｈｉｎｇｓ　ｈａｄ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ｈａｄ

ｕｎｄｅｒｇｏｎｅ　ｔｈｅ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ｔｈｅ　Ｙｕａｎ　ａｎｄ　Ｍ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ｉｎ　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ｍｐｔｅｄ

ｍａｎｙ　ｍａｊｏｒ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ｉｄ－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ｏｎ，　ａｎｄ　ａ　ｎｅｗ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ｂｅｇａｎ　ｔｏ　ｅｍｅｒｇｅ．　Ｔｈｅ　ｆｅｕｄａｌ　ｓｏｃｉ－

ｅｔｙ，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ｄ　ｇｏｎｅ　 ｒｏａｃｈｉｎｇｔｈｒｏｕｇｈ　ｍａｎｙ　ａｇ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ａｓ　ａｐｐ

ｉｔｓ　ｌａｓｔ　ｓｔｅｐ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ｔｈｅｒ　ｂｏｄｙ　ｏｆ　ｆｅｕｄ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ｗｅｒｅ　ｂｅｉｎｇ

ｎｕｒｔｕｒｅｄ　ｔｈｅ　ｓｐｒｏｕｔｓ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Ｔｒｕｅ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ｉｇｎ　ｏｆ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Ｓｈｅｎｚｏｎ（ｇ Ｍｉｎｇ），ｉｎ　ｔｈｅ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ｉｇｎ　ｏｆ　Ｗａｎｌｉ，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ｂａｎｋｒｕｐｔ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　ｆｌｏｏｄｅｄ　ｔｈ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ｂｅｃａｍ“ｅ　ｓｔｒａｎｇ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ｗｈｏ　ｈａｄ　ａ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ｕｎｓｔａｂｌｅ　ｗａｙ

ｏｆ　ｍａｋｉｎｇ　ａ　ｌｉｖｉｎｇ．”Ｓｕｃｈ　ｐｅｏｐ ｏｆ　ｔｅｎｓ　ａｎｄｌｅ　ｇａｔｈｅｒｅｄ　ｉｎ　ｈｏｒｄｅｓ

ｈｕｎｄｒｅ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ｒｉｄｇｅｓ　ｏｆ　Ｓｕｚｈｏｕ，　ｆｏｒ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ｃｒａｎ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ｎｅｃｋｓ　ｉｎ　ｈｏｐｅ　ｏｆ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Ｉｔ　ｗａｓ　ｓａｉｄ　ｏｆ　ｔｈｅｍ　ｔｈａ“ｔ　ｉｆ　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ｔｈｅｙ　ｌｉｖｅ　ｏｎ　ｆｏｒ　ｓｏｍｅ　ｄａｙｓ，　ｉｆ　ｎｏｔ　ｔｈｅｙ　ｄｉｅ．”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ｕｐｗａｒｄｓ　ｏｆ

ｔｅｎｓ　ｏｆ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ｓ　ｏｆ　ｓｕｃｈ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ｓｕｃｈ　ｐｌａｃｅｓ　ａｓ　Ｓｕｚｈｏｕ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Ｗａｎｌｉ　ｙｅａ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ｒｏｕｔｉｎｇ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　ｂｅｇａｎ　ｔｏ　ａｐｐｅａｒ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ｌｔａ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ｚｉ　Ｒｉｖ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ｉｎ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 ，　ｉｃ　 ｅｘａｍｐｌｅ，ｔｅｘｔｓ　ｏｆｔ　ｈｉｓｐ　ｅｒｉｏｄｍ　ｅｎｔｉｏｎｆｏｒ

ａ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ｔｈａｔ　ｏｗｎ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ｅａｃｈ　ｉｓ　ｄｅｐｅｎ－

ｄ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ｆｏｒ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Ｔｈｉｓ　ｉｓ　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　ａ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Ｓｕｃｈ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ｃａｎ　ｂｅ　ｆｏｕｎｄ，　ｆｏｒ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ｎｏｖｅｌｓ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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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ｓａｎ　ｙａｎ，ｔｈｒｅ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ｈｏｒｔ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ｙａｎ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ｔｉｔｌ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ｗｏ

Ｓｔｒｏｋｅ（ｓ＂ｌｉａｎｇ　ｐａｉ，ｔｗｏ　ｎｏｖｅｌ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ｐａｉ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ｔｉ－

ｔｌｅｓ）．Ｔｈｉｓ　ｓｏｒｔ　ｏｆ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ａｐｐｅａｒｅｄ　ａｔ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ｉｎ

ｔｈｅ　ｉｒ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ｉ 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ｅｓｅｓ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ａｎｄ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ｐ

ｏｆ　Ｙｕｎｎａｎ，　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ｓ　ｏｆ　Ｍｅｎｔｏｕｋｏｕ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ｃｃｏｍ－

ｐａｎ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ｒｏｕｔｓ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ｃｉｔｉｚｅｎｒｙ．　Ｉｎ　１６００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ａ　ｒｉｏｔ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ｏｆ　Ｗｕｃｈａｎｇ，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ｙ　ｔｏｏｋ　ｔｈｅ

ｔａｘ－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　ｅｎｖｏ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Ｃｈｅｎｇ　Ｆｅｎｇ，　ｔｉｅｄ　ｈｉｍ　ｕｐ，

ａｎｄ　ｔｈｒｅｗ　ｈｉｍ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ｚｉ．　Ｉｎ　１６０１　ａ　ｂｉｇ　ｒｉｏｔ　ｅｒｕｐｔｅｄ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ｔｅｘｔｉｌｅ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ｏｆ　Ｓｕｚｈｏｕ，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ｌｅｄ　ｂｙ　ａ　ｍａｎ　ｃａｌｌｅｄ　Ｇｅ

Ｘ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ｅｎｔ　ｔｒｏｏｐｓ　ｔｏ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　ｔｈｉｓ　ｒｉｏｔ，　ａｎｄ

Ｇｅ　Ｘｉｎｇ，　ｗｈｏ　ｃａｍｅ　ｔｏ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　ｄｉｅｄ　ｈｅｒｏ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Ｔｈｅｎ，　ｉｎ　１６０６，　ａ　ｌａｒｇｅ　ｒｉｏｔ　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ｔｅｎ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ｂｒｏｋｅ　ｏｕｔ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ｎｅ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ｉ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ａｌｌ　ｔｈｅｓｅ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ｔ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ｄｗｅｌｌｅｒｓ　ｅｎｄｅｄ　ｕｐ　ｉｎ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ａｎｄ

ｄｅｆｅａｔ．　Ｌａｔｅｒ，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ｒｉｏｔｓ　ｇａｔｈｅｒｅｄ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ｎｎｅｒｓ　ｏｆ　ｓｕｃｈ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ｒｅｂｅｌｓ　ａｓ　Ｌｉ　Ｚｉｃｈｅｎｇ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ｎｚｈｏｎｇ　ａｎｄ　ｊｏ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ｒａｎｋ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ｕｐｒｉｓｉｎｇｓ．　Ｔｈｉｓ　ｉｓ

ｗｈｙ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Ｍｉｎｇ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　ａｒｍ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ｓｏ　ｍｕｃｈ　ｍｏｒ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ｔｈａｎ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ｕｐｒｉｓ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ｒｏｕｔｓ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ａｌｓｏ　ａｎ　ｕｐｓｕｒｇｅ　ｏｆ　ｅｎｔｈｕｓｉａｓ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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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ｌｅｎｄ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ｉｇ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ｏｎｇｚｈｅｎ　Ｅｍｐｅｒ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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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　ｓｐｒｏｕｔｉｎｇ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ｏｕｒ　ｏｗｎ　ｃｏｕｎｔ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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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ｌｅｎｄａｒ．　Ｘｕ　Ｇｕａｎｇｑｉ　ｗａｓ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ｎｏｔ　ｌｏｎｇ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ｌｅｓｃｏｐ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ｄ　ｔｏ　ｇｅｔ　ｉｔ　ｉｎ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Ｗｈｉｌｅ

Ｍａｔｔｅｏ　Ｒｉｃｃｉ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ａｓ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ｉｅｓ，　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ｓｃｉ－

ｅｎｔｉｆ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ｍ　ａｓ　ａ　ｋｅｙ，　ａ　ｃａｌｌｉｎｇ

ｃａｒｄ　ｔｏ　ｏｐｅｎ　ｔｈｅ　ｄｏｏｒ　ｔｏ　ｔｈｅ　ｓｐｒｅａｄ　ｏｆ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ｉｓ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ｏｕｒ　ｏｗ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ｔｏｏｋ　ｔｈｅｓｅ　ｔｈｉｎｇｓ　ｓｉｍｐｌｙ　ａ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ｆｒｕｉｔ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Ｍｅｉ　Ｗｅｎｄｉｎｇ　ｗａｓ　ａ　ｇｒｅａｔ　ｍａｔｈｅ－

ｍａｔｉｃｉａ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Ｈｅ　ｓａｉｄ　ｔｈａｔ　ｏ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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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ｏｕ“ｌｄ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ｅ　ｄｅｅｐｌ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ｏｎｌｙ　ｔｈｅｎ　ｄｉｓｃｅｒｎ　ｉｔｓ　ｓｈｏｒｔｃｏｍ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ｆａｉｌｉｎｇｓ．”Ｈｉｓ

ｍｏｓｔ　ｆａｍｏｕｓ　ｗｏｒｋ　ｏｎ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ｗａｓ　ｃａｌｌｅｄ　Ｚｈｏｎｇｘｉ　ｓｕａｎｘｕｅ　ｔｏｎｇ

（Ｃｏｍｐｅｎｄｉｕ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ｏｔｈｅｒ　ｆａ－

ｍｏｕｓ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Ｆａｎｇ　Ｙｉｚｈｉ，　ｏｎｃｅ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ｓ　ｑｕｉｔｅ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ｉｎ　ｉｔｓ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ｂｕｔ　ｉｔ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ｙｅｔ　ｗｅｌ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ｗｅｒｅ　ｑｕｉｔｅ　ｓｕｐｍｅａｎｔ　ｂｙ　ｔｈｉｓ　ｔｈａｔ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

ｒｉｏｒ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ｂｕ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ｗａｓ　ｎｏｔ　ｙｅｔ　ｓｔｒｏｎｇ　ｉｎ　ｐｈｉ－

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ｖｉｅｗ．　Ａｌｌ　ｔｈｉｓ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ｏｕｒ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ｗｅｒｅ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ａｇｉｌｅ　ａｎｄ　ｋｅｅｎ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ｍ－

ｂｉｔｉｏｕｓ　ｏｆ　ｓｏｕｌ．　Ｆａｎｇ　Ｙｉｚｈｉ　ｃｏｎ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ｇ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ｔ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ｍｐｉｌｅ　ａｎ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ａｅｄｉｃ　ｗｏｒｋ

ｔｈａｔ　ｗｏｕｌｄ　ｅｎｃｏｍｐａｓｓ　ａｌｌ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Ｈｅ　ｓａｉｄ“，　Ｌｅｔ　ｕｓ

ｃｏｍｐｉｌ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ｉｒ　ｍａｉｎ　ｐｏ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ｂｅ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ｉｎ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

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　ｔｈｉｎｋ　ａｂｏｕｔ　ｏｎｅ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ｖｏｌｕｍｅｓ　ｗｉｌｌ　ｄｏ．”

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　ｓｕｃｈ　ａ　ｗｏｒｋ　ａｓ　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ｎｅ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ｖｏｌｕｍｅｓ！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

ｎａｓｔｙ　ｔｏ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Ｆａｎｇ　Ｙｉｚｈｉ　ｂｅｃａｍｅ　ａ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ｍｏｎｋ，　ａｎｄ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ｃｈｕ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ｒｒｅｓｔｅｄ　ｈｉｍ　ｈ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ｄ　ｓｕｉｃｉｄｅ．　Ｈｉｓ　ｈｉｓ－

ｔｏｒｉｃ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ｗａｓ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ｔｏ　ｆｒｕ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　ｆｏｒｍ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ｉｇｎ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ａｎｌｏｎｇ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ａｅｄｉａ”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ｔ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ｔｅｎ－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ｖｏｌｕｍｅ　Ｇｕｊｉｎ　ｔｕｓｈｕ　ｊｉｃｈｅｎｇ

（Ｃｏｍｐｅｎｄｉｕｍ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ｏｋｓ　ｏｆ　Ａｌｌ　Ａｇｅｓ），ｗａｓ　ｐｕｔ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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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ｏｖ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ｔｏ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Ａ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ｗｅｒｅ　ｐｒｅｔｔｙ

ｍｕｃｈ　ａ　ｍ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ｂｕｔ　ｔｈｅ　ｃｏｍｉｎｇ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ｉｅｓ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ｗａｓ，　ｎｏｎｅｔｈｅｌｅｓ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ｆｒｅｅ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ａｔｔｅｏ　Ｒｉｃｃｉ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Ａｄａｍ　Ｓｃｈａｌｌ　ｔｏ

Ｘｕ　Ｇｕａｎｇ　ａｎｄ　ｏｎ　ｔｈａｔ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ａｌｌ　ｗａｓ　ｍａｄｅ　ａｎ　ｏｆｆｉｃ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　ｔｉａｎ　ｊｉ（ａｎ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Ｃａｌｅｎｄａｒ　Ｓｔｕｄ－

ｉｅｓ）．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ｉｓｔ　ｆｏｒｃｅ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ｎｄ　ｌ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Ｋａｎｇｘｉ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ｗｅｒｅ　ｑｕｉｔｅ　ｏｐｅｎ－ｍｉｎｄｅｄ．　Ｉ　ｒｅａｌｌｙ

ｄｏ　ｂｅｌｉｅｖｅ　ｔｈａｔ　ｗ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ｏｖｅｒｈａｕｌ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ｏｕ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Ｋａｎｇｘｉ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Ｌｅｔ　ｍ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　ａ　ｆｅｗ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Ｋａｎｇｘｉ　ｈａ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Ｋａｒｌ］　Ｌｅｉｂｕｉｔｚ．　Ｌｅｉｂｕｉｔｚ　ｗａｓ　ａ

ｇｒｅａｔ　Ｇｅｒｍ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ｂｉｎａ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Ｌｅｉｂｕｉｔｚ　ｗｒｏｔｅ　ａ　ｌｅｔｔｅｒ　ｔｏ　Ｋａｎｇｘｉ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ｈｉｓ　ｗｉｌｌ－

ｉｎｇｎｅｓｓ　ｔｏ　ｃｏｍｅ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ｈｅｌｐ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ｍｅｎ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ｌｅｔｔｅｒ．　Ａｃ－

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ｌｅｇｅｎｄ，　Ｋａｎｇｘｉ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ｄ　ｗｉｔｈ　ａ　ｌｅｔｔｅｒ　ｏｆ　ｈｉｓ　ｏｗｎ，　ｂｕｔ

ｔｈｉｓ　ｗａｓ　ｎｏｔ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Ａ　ｌｅｇｅｎｄ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ａｌ－

ｓｏ　ｈｏｌｄｓ　ｔｈａｔ　Ｌｅｉｂｕｉｔｚ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Ｋａｎｇｘｉ　ｗｉｔｈ　ａ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Ｗｅ　ｗ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ｏｌｄ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ｐａｌａｃｅ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ｉｓ．　Ｉｎ　ｆａｃｔ　ｗｅ

ｆｏｕｎｄ　ｔｅｎ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ｃｏｕｒｓｅ，　ｔｈｅｓｅ　ｗｅｒｅ

ｎｏｔ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ｏｆ　ｏｕｒ　ｔｉｍｅ　ｂｕｔ　ｍａｎｕａｌｌｙ　ｏｐｅｒａｔｅｄ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ｔｈｅ　ｏｎｅ　 　ｔｈａｔＬｅｉｂｕ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　Ｗｅ　ｃａｎｎｏｔ　ｄｉｓｃｅｒｎ ｉｔｚ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Ｉｎ　ａｎｙ　ｃａｓｅ，　Ｋａｎｇｘｉ　ｗａｓ　ｖｅｒｙ　ｒｅｓｐｅｃｔｆｕｌ　ｏｆ　ａｎｄ　ａｔｔｅｎｔｉｖｅ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650

ｔｏ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ａｂｒｏａｄ ．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

ｌｙ，　ｉｎ　１６９３　ｈｅ　ｉｎｄｅｅ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ｎｇｙａｎｇ　Ｓｔｕｄｉｏ　ｉｎ　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　Ｇａｒｄｅ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ｌａｃｅ．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ｉｅｓ　Ｊｅａｎ　Ｂｏｕｖｅｔ　ａｎｄ　Ｊ．－Ｆｒ．　Ｇｅｒｂｉｌｌｏｎ　ｗｅｒｅ　ｅｍ－

ｐｌｏｙｅｄ　ｂｙ　ｔｈｉ“ｓ　Ｒｏｙ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ｗｅｎｔ　ｔｈｅｒｅ　ｅｖｅｒｙ

ｅｄ　ｔｏ　Ｆｒａｎｃｅ，　ｈｅｄａｙ　ｔｏ　ｇｉｖｅ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Ｌａｔｅｒ，　ｗｈｅｎ　Ｂｏｕｖｅｔ　ｒｅｔｕｒｎ

ｗｒｏｔｅ　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ｏ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ｋｉｎｇ　Ｌｏｕｉｓ　ＸＩＶ，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ｈｅ　ｉｎｔｒｏ－

ｄｕｃｅｄ　ｔｈｅ　Ｋａｎｇｘｉ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ｔｏ　Ｌｏｕｉｓ　ＸＩＶ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ｈａｔ　Ｌｏｕｉｓ

ｌ ｔｏ　Ｅｕｒｏｐｅ，　Ｂｏｕ－ｅａｒｎ　ｆｒｏｍ　Ｋａｎｇｘｉ＇ｓ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Ａｌｓｏ　ａｆｔｅｒ　ｈｉｓ　ｒｅｔｕｒｎ

ｖｅｔ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ｄ　ｗｉｔｈ　Ｌｅｉｂｕｉｔｚ　ａｎｄ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Ｃｈｉｎａ＇ｓ　Ｙｉｊｉｎｇ（　Ｂｏｏｋ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ｔｏ　ｈｉｓ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ａ　ｆａｉｒｌｙ

ｎｏｒｍａｌ　ａｎ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　ｆｌｏｗ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Ｌｅｔ　ｍｅ　ｇｉｖｅ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Ｉｎ　ａｎ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ｔｏｕｒ　ｔｏ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Ｋａｎｇｘｉ　ｒｅａ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 ｎ　（Ｑｕｅｒｉｅｓｏｎ　ｏｆ　Ｌｉ　Ｇｕａｎｇｄｉ，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Ｌｉｘｕｅ　ｙｉｗｅ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ｌｅｎｄａｒ）　ｂｙ　Ｍｅｉ　Ｗｅｎｄｉｎｇ．　Ｋａｎｇｘｉ　ｗｒｏｔｅ　ａｌｌ

ｓｏｒｔｓ　ｏｆ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ｎｏ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ａｎｄ　ｇａｖｅ　ｉｔ　ａ　ｖｅｒｙ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ｅ－

ｖｉｅｗ．　Ｌａｔ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ｒｉｐ，　ｉｎ　ｈｉｓ　ｓｈｉｐ，　ｈｅ　ｇｒａｎｔｅｄ　ａｎ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ｔｏ

Ｍｅｉ　Ｗｅ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ｇａｖｅ　ｈｉｍ　ａｎ　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ｕｒ　ｌａｒｇ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ｓ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Ｊｉ　ｘｕｅ　ｃａ （，Ｐｌｕｍｂ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ｙｓｔ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ｉ－ｎ　ｗｅｉ

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ｉｎ　ｈｉｓ　ｏｗｎ　ｃａｌｌｉｇｒａｐｈｙ．　Ｋａｎｇｘｉ　ａｌｓｏ　ｓｅｎｔ

ｓｏｍｅｏｎｅ　ｔｏ　ｇｉｖｅ　ａ　ｃｏｐｙ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Ｌｉｉ　ｌü　ｚｈｅｎｇｙｉ（　Ｔｈｅ　Ｔｒｕｅ　Ｐｒｉｎ－

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Ｈａｒｍｏｎｙ），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Ｋａｎｇｘｉ　ｈｉｍｓｅｌｆ　ｗａｓ　ｃｈｉｅ

ｅｄｉｔｏｒ，　ｔｏ　Ｍｅｉ　Ｗｅ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ｅ　ａｓｋｅｄ　Ｍｅｉ　ｔｏ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　ｈｉｍ　ｏｎ

ｗｈａｔｅｖ“ｅｒ ｍａ　ｙｂｅ　ｗｒｏｎｇ”ｉ　ｎ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Ｍｅ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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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ｎｄｉｎｇ＇ｓ　ｇｒａｎｄｓｏｎ　Ｍｅｉ　Ｊｕｅｃｈｅｎｇ　ｗｅｎｔ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ａｔ　Ｋａｎｇｘｉ＇ｓ

Ｍｏｎｇｙａｎｇ　Ｓｔｕｄｉｏ，　ａｎｄ　Ｋａｎｇｘｉ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ｌｙ　ｔａｕｇｈｔ　ｈｉｍ　ａｌｇｅｂｒａ．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Ｍｅｉ　Ｊｕｅｃｈｅｎｇ　ｗａｓ　ａ　ｖｅｒｙ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ｗｉｔｈ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ａｎｄ　ｈ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　ｔｈｅ　ｅｘ－

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ｓｕｒｖｅｙ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ｑｕａｎｔｕｍ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ｉｒｔｙ

－ｔｗｏ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Ｈｅ　ａｌｓｏ　ｔｏｏｋ　ｐａｒ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ｃｈ　ｂｏｏｋｓ

ａｓ　Ｌｉ　ｘｉａｎｇ　ｋａｏ　ｃｈｅ（ｎｇ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ｌｅｎｄａｒ）　ａｎｄ　Ｓｕ　ｌｉ　ｊｉｎｇｙｕｎ（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ｗｈｉｃｈ　ｐｕｔ　ｉｎｔｏ　ｃｌｅａｒ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ｏｒ－

ｄｅｒ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ｈａｔ　ｗａｓ　ｉｍｐｏｒ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ａｔ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ａｌｓｏ　ａ　ｆａｍｏｕｓ　Ｍｏｎｇｏｌ　ｙｏｕｔｈ　ｂｙ　ｔｈｅ

ｎａｍｅ　ｏｆ　Ｍｉｎｇ　Ａｎｔｕ，　ｗｈｏ　ａｔｔａｉｎｅｄ　ｖｅｒｙ　ｈｉｇｈ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ａｌｇｅｂｒａ

．　Ｈｅ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ｗａｓ　ａｌｓｏ　ｎｕｒｔｕｒｅｄ　ｉｎ　Ｋａｎｇｘｉ＇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Ｋａｎｇｘｉ　ｈｉｍｓｅｌｆ　ｗｒｏｔｅ　ｃｌｏｓｅ　ｔｏ　ｎｉｎｅｔｙ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ｓ．　Ｔｈｉｓ　ｉｓ　ｕｎｉｑｕｅ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ｍｐｅｒｏｒｓ．　Ｔｈｅｓ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ｉｌ－

ｌｕ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ｅｖｅｎ　ａｎ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ｆｅｕ－

ｄ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ｓｔａｎｄ　ａｐａｒ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ｎ＇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ｉｌｌ　ｂｕｔ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

ｔｉｖｅ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ｈｉｓ　ｔｉｍｅｓ．

Ｉｎ　ｓｕｃｈ　ａ　ｗａ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ｕｎｕｓｕ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ａ　ｎｅｗ

ｗａｖｅ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ａ　ｎｅｗ　ｓｔｙｌｅ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ｗｅｒｅ　ｆｏｒｍｅｄ．　Ｆｒｏｍ

Ｎｏｒｔｈ　ｔｏＳ　ｏｕｔ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ｓ，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　ａｐｐｅａｒｅｄ　ｗｈｏ　ａｌｌ　ｐｏｓｓｅｓｓｅｄ　ａ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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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ｉｔ　ｗａｓ　ｉｎｄｅｅｄ　ａ　ｒｅｓｐｌｅｎｄｅｎｔ　ｇａｌａｘｙ　ｏｆ　ｌｕｍｉｎａｒ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ｓ

Ｇｕ　Ｙａｎｗｕ，　Ｆｕ　Ｓｈａｎ，　Ｈｕａｎｇ　Ｚｏｎｇｘｉ，　Ｗａｎｇ　Ｆｕｚｈｉ，　ａｎｄ　Ｆａｎｇ　Ｙｉｚｈｉ

ｗｅｒｅ　ａｌｌ　ｗｏｒｔｈ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ｂｅ“ｌ　ｇｉａ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ａ　ｌａｂｅｌ　ｗｉｔｈ

ｗｈｉｃｈ　Ｅｎｇｅｌｓ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ｔｈｅ　ｔｈｉｎｋ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Ｔｈｉｓ　ｉｓ　ｒｅ－

ｆｌｅ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ｕｃｈ

ｔｈｉｎｇｓ　ａｓ　ｔｈ“ｅ　　Ｇｏｎｇ＇ａｎ　ｓａｎ　Ｙｕａｎ”　（　Ｔｈｒｅｅ　Ｙｕａｎｓ　ｏｆ　Ｇｏｎｇ＇ａｎ　），

“ Ｙａｎｇｚｈｏｕ　ｂａ　ｇｕａｉ”（　Ｅｉｇｈｔ　Ｅｃｃｅｎｔｒｉｃｓ　ｏｆ　Ｙａｎｇｚｈｏｕ），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ｗｏ　Ｓｔｒｏｋｅｓ”　ａｎｄ　Ｌｉｎｇｑｕａｎ　ｓｉ　ｍｅ（ｎｇＦｏｕｒ

Ｄｒ ｆｌ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ａｗａｋ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ｅａｍｓ　ｏｆ　Ｌｉｎｑｕａｎ）　ａｌｌ　ｒ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ｗａｖｅ　ｏｆ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Ｔｈｉ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ｗｈ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ｇ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ｏ　ｃｏｍｅ　ｉｎｔｏ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ｂｅｇａ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ｏｆ　ｉｔｓ　ｏｗ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ｗａｋｅｎ－

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ａ　ｇｏｏｄ　ｂｅ－

ｇｉｎｎｉｎｇ．

Ｎｏｎｅｔｈｅｌｅｓｓ，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ｗｈｅｅｌ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ｕｒｎ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ｅｉｇｈ－

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ｉ．　ｅ．，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ｉｇｎ　ｏｆ　ｔｈｅ　Ｙｏｎｇｚｈｅｎｇ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ｆｌｏｗ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ｗａｓ　ａｒｂｉｔｒａｒｉｌｙ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ｌｙ　ｓｅｖｅｒｅｄ．　Ｏｗ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ｖｏｌｖｅ－

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ｙ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ｓ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ｔ　ｃｏｕｒｔ，　ａｎｄ　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ｉｖａｌｓ，　Ｙｏｎｇｚｈｅｎｇ　ｉｎ

ｏｎｅ　ｆｅｌｌ　ｓｔｒｏｋｅ　ｅｘｐｅｌｌｅｄ　ａｌｌ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ｎ　ｏｎ

ｔｕｒｎｅｄ　ｔｏ　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ｈｉｎｄ　ｃｌｏｓｅｄ　ｇａｔｅｓ．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ｈｉｓｔ　ｕｒｎｏｆ　ｅｖｅｎｔｓ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ｔｏ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ｉｎ　ｆａｃｔ　ｄｅｅｐｅｒ　ａｎｄ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ｏｏ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ｓｕｍｍ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Ｃｏｍｒａｄｅ　Ｈｏ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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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ｉｌｕ，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Ｙｏｎｇｚｈｅｎｇ＇ｓ　ｒｅｉｇｎ－－ｔｈｅ　ｏｎｅ，　ｏｆ　ｃｌｏ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ｏｃｋｉｎｇ　ｕｐ　ｔｈｅ　ｄｏｏｒｓ

ａｎｄ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ｏｆ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ｂｌｏｃｋａｄ［ｅｏｆ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ｄｅｃｒｅｅ－－ｆｏｒｍｅｄ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ａｌｌｅｄ

Ｑｉａｎｌｏｎｇ－Ｊｉａｑ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ｉｔ　ｗａｓ　ｔｏ　ｒａｉｓｅ　ｉｎ　ａ　ｂｉｇ　ｗａｙ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ｔｒｅ　ｏｆ　ｃｅｎｓｏｒｓｈｉｐ－－ｏｆ　ｐｕｔｉｎｇ　ｉｎ　ｊａｉｌ　ｏｒ　ｅｖｅｎ　ｍｏｒｅ　ｓｅｖｅｒｅｌｙ

ｐｅｎ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ｓ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ｏｆｆｅｎｄｅｄ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ｙ－一

ａｎｄ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ｙｒａｎｎ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ｔｓ　ｒｅｓｕｌｔ　ｗａｓ

ｔｏ　ｒｅｓｔｏｒｅ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ｎｇ－Ｍｉｎｇ　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ｆｒｏｍ　ｈａｖｉｎｇ　ａｎｙ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Ｗｈａｔ　ｉｓ　ｃａｌｌｅｄ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ｉｇ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ａｎｌｏｎｇ　ａｎｄ　Ｊｉ－

ａｑｉｎｇ　ｅｍｐｅｒｏｒｓ”　ｗａｓ　ｎｏｔｈｉｎｇ　ｂｕｔ　ａ　ｓｅｌｆ－ｅｎｃｌｏｓｅｄ　ｍｕｍｍｙ，　ｓｏｍｅ－

ｔｈ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ｗｏｕｌｄ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ｄｅｃａｙ　ａｓ　ｓｏｏｎ　ａｓ　ｉｔ　ｗａｓ　ｏｐｅｎｅｄ　ｕｐ．

Ｔｈｅ　ｓｐａｒｋ　ｏｆ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ｔｈａｔ　ｗａｓ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

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ｗａｓ　ａｌｍｏｓｔ　ｅｎｔｉｒｅｌｙ　ｅｘ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ｄ　ａｔ　ｔｈｉｓ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　ａ　ｍａｊｏｒ　ｗｈｉｒｌｐｏｏｌ，　ａ　ｂａｃｋ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Ｔｈｉｓ

ｓｔａｔｅ　ｐｒｅｖａｉｌ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ｇｎａｔ－

ｅｄ　ｆｏｒ　ａｌｍｏｓｔ　ａ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ｙｅａｒｓ．　Ｉｔ　ｗａｓ　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　ａｔ　ｔｈｉｓ　ｔｉｍ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ｉｎｇ　Ｗｅｓ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ｍｏｓｔ　ｒａｐｉｄｌｙ　ｆｏｒ　ａ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

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ｔｒａｎｓｐｏｓｅｄ　ｆｒｏｍ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ｔｏ

Ｆｒ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ｔｈａｔ　ｂｅｇａｎ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ｉｔ　ｆｌｏｕｒ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ａｌｌ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ａｃｔｕ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ｏｎｅ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ｙｅａｒｓ，　ｗ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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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ｏｐｐｌ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ｏｃｋｅｄ　ｄｏｏｒｓ．　Ｗｅ

ｒａｐｉｄｌｙ　ｆｅｌｌ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ｏｕｒ　ｄｒｏｐ　ｗａｓ　ｐｒｅｃｉｐｉ－

ｔｏｕｓ．　Ｔｈｅ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ｒｅ　ｓｅｖｅｒｅ，　ｐａｉｎｆｕｌ，　ａｎｄ　ｂｉｔｔｅｒ．　Ｄｉｄ

ｗｅ　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ａｎｙ　ｔａｌｅｎｔｅ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ｅ　ｄｉｄ！　Ｅｖ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ｓｔ　ｏｆ　ｔｈａｔ

ｃｒｕｅｌ　ａｎｄ　ｒｕｔｈｌｅｓｓ　ｒｅｇｉｍｅ　ｏｆ　ｆｅｕｄ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ｙｒａｎｎ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ｔｈｏｓ　ｗｈｅ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ｌｅｆｔ　ｔｈｅｉｒ　ｓｅａｔｓ　ｉｎ

ｆｅａｒ　ｏｆ　ｈｅａｒ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ｐｅｎａｌ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ｅｎｓｏｒｓｈｉｐ，”ｅｖｅｎ　ｔｈｅｎ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ｎｏｔ　ａ　ｆｅｗ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ｉｎｋｅｒｓ．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Ｄａｉ　Ｚｈｅｎ，

ｗｈｏ　ｗａｓ　ｂｏｌｄ　ｅｎｏｕｇｈ　ｔｏ　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ｅ　Ｎｅｏ－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　＂ｋｉｌｌ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ｉｔｈ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ａｎｄ　ｓｃａｔｈｉｎｇｌｙ　ｃｈｉｄｅｄ　ｆｅｕｄａｌｉｓｔｉｃ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ｓｌａｙ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ｉｔｈ　ｓｏｆｔ　ｋｎｉｖｅｓ，　ｗａｓ　ａｌｓｏ　ａ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　ｗｈｏ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ｉ“ｎｇ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ｒｉｎｃｉ－

ｐｌｅｓ．”Ｕｎｄｅｒ　ｈｉ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ｓｕｃｈ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ｉａｎｓ　ａｓ　Ｚｈａｏ　Ｘｕｎ，

Ｗａｎｇ　Ｌａｉ，　ａｎｄ　Ｌｉ　Ｒｕｉ　ａｌｌ　ａｔｔａｉｎｅｄ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Ｄａｉ　Ｘｕ（　ａｌｓｏ　ｋｎｏｗｎ　ａｓ　Ｄａｉ　Ｅ－　ｓｈｉ）　ｗｒｏｔｅ　ａｎ

ｅｓｓａｙ　ｏｎ　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ｅｎｔｉｔｌ“ｅｄＱｉｕ　ｂｉａｏ　ｊｉｅ　ｓｈ（ｕ＂Ｑｕｉｃｋ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Ｓｐｈｅｒｅｓ）．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ｗａｓ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　ｔｏ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ｈｅｒｅ　ａｃｃｌａｉｍｅｄ　ｉｔ　ａｓ　ａ　ｗｏｒｋ　ｏｆ　ｕｎｉｑｕ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Ｉｔ　ｗａｓ　ｐｕｂ－

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ｉｎｄｅｅｄ，　ｉｔ　ｉ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ｙ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ｂｙ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ｏ　ｂ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ａ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ｉｎ　１８２０　ａ

ｗｏｍａ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ｂｙ　ｔｈｅ　ｎａｍｅ　ｏｆ　Ｈｕａｎｇ　Ｌü

ｍａｄｅ　ａ　ｔｅｌｅｓｃｏｐｅ，　ａ　ｔｈｅｒｍｏｍｅｔｅｒ，　ａｎｄ　ａ　ｃａｍｅｒａ　ｂｙ　ｈｅｒｓｅｌｆ．　　Ｉｎ

１８３０，　ａ　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　ｂｙ　ｔｈｅ　ｎａｍｅ　ｏｆ　Ｗａｎｇ　Ｑｉｎｇｒｅｎ　ｗｅｎｔ　ｔｏ　ａ　ｐｌａｃｅ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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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ｓ）　ａｎｄ　ｓｅｃｒｅｔｌｙ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ａｕｔｏｐｓｉｅｓ　ｏｎ　ｆｏｒｔｙ－

ｔｗｏ　ｃｏｒｐｓｅ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ａｒｒｉｖｅ　ａｔ　ａ　ｎｅｗ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ｗｏｒｋ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ｏｒｇａｎｓ．　Ｈｅ　ｐｏｉｎｔｅｄ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ｉｔ　ｗａｓ　ｔｈｅ　ｂｒａｉｎ

ｔｈａｔ　ｗａｓ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ｏｎ　ｔｈａｔ　ｂａｓｉ（ｓ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ｗｒｏｔｅ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Ｙｉ　ｌｉｎ　ｇａｉ　ｃｕｏ（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Ｅｒｒ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ｒｏｔ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Ｉｎ　１８３５　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ｉｓｔ　Ｚｈｅｎｇ　 Ｗａｎｘｉａｎｇ　ｗ ｅ　ｗｈａｔ

ｗａ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ｒｓｔ　ｔｒｅａｔｉｓｅ　ｏｎ　ｏｐｔｉｃｓ，　Ｊｉｎｇ　ｊｉｎｇ　ｌｉｎｇ　ｃｈｉ．　Ｎｏｎｅｔｈｅｌｅｓｓ，

ａｌｌ　ｔｈｅｓｅ　ｔｈｉｎｇｓ　ｗｅｒｅ　ｓｗｅｐｔ　ｕｎｄｅｒ　ｂｙ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ｌａｓｈ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ｂｌｏｃｋａ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ａｂｏｕｔ　ｃｏｎｓｅ－

ｑｕｅｎｃｅｓ　ｔｈａｔ　ｗｅｒｅ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ｐｉｔｉａｂｌｅ．　Ｉｎ　１７６０（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ｆｔｈ

ｙｅａｒ　ｏｆ　ｔｈｅ　Ｑｊａｎｌｏｎｇ　ｒｅｉｇｎ），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　Ｊ　．Ｂｅｎｏｉｓｔ

ｃａｍｅ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ｗｒｏｔｅ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Ｄｉ　ｔｕ　ｘｉｎ　ｓｈｕｏ（　Ａ　Ｎｅｗ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ｈｅ　ｆｏｒｍａｌｌｙ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ｐｅｒｎｉｃｕｓ＇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ｈｅｌｉｏｃｅｎｔ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Ｋｅｐｌｅｒ＇ｓ　ｔｈｒｅｅ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ｌａｎｅｔｓ．　　Ｈｉｓ　ｗｏｒｋ，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ｗａｓ　ｄｅｒｉｄｅｄ　ａｎｄ

ｂａｎｎｅｄ　ｂ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ａ“ｓ　 ．”ｈｅｒｅｓｙ　ａｎｄ　ｅｖｉ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ｐｉｕｍ　Ｗａｒ　ｉｎ　１８４０，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ａｐｉ－

ｔａｌｉｓｔ　ｐｏｗｅｒｓ　ｂｒｏｋ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ｏｕｒ　ｌｏｃｋｅｄ　ｄｏｏｒｓ　ａｎｄ　ｉｎｖａｄｅｄ　Ｃｈｉｎａ，

ｗｈｅｒｅｂｙ　ｔｈｅｙ　ａｌｓｏ　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ｅｄ　ｔｈｅ　ｐａｔｈ　ｏｆ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ｕｒ　ｎａｔｉｏｎ　ｐｌｕｎｇ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ｐｉｔｉｆｕｌ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ｂｅｉｎｇ

ａ　ｃｏｌｏｎｙ　ｏｒ　ａ　ｓｅｍｉｃｏｌｏｎｙ．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Ｏｐｉｕｍ　Ｗａｒ，　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ｈａｓ

ｍａｄ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ｄｅｅｐ　ａｎｄ　ｂｉｔ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　ｉｎｄｅｅｄ，　ｏｎｅ　ｍａｙ　ｓａｙ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ｔｈ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ａｓ

ｓｐｌａｔｔｅ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ｂｌｏｏｄ　ａｎｄ　ｔｅａｒｓ．　Ｎｏｎｅｔｈｅｌｅｓ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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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ｇ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ｏｓ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ｈｏ　ｗｅｒ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ｍｉｎｄｅｄ　ｂｅｇａｎ　ａｔ　ｔｈｉｓ　ｔｉｍｅ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ｉｎ　ｅａｒｎｅｓｔ．　Ｉｆ　ｗｅ　ｗｅｒｅ　ｔｏ　ｓａｙ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ｒｓ　ｓｅｎｔ　ｔｈｅｉｒ　ｓｔｕｆｆ　ｕｐ　ｔｏ　ｏｕｒ　ｄｏｏｒｓｔｅｐ　ａｎｄ

ｗｅ　ｗｅｒｅ　ｅｎｇａｇｅｄ　ｉｎ　ａｎ　ｅｑｕ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ｉｆ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ｗａｓ　ｏｎｅ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ｗｅ　ｌｏｃｋｅｄ　ｏｕｒ　ｏｗｎ　ｄｏｏｒｓ　ａｎｄ

ｐｌａｃｅｄ　ａ　ｍｏｒａｔｏｒｉｕｍ　ｏｎ　ｏｕｒ　ｏｗ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ｔｈｅｎ　ｗｅ　ｍｕｓｔ　ｓｅｅ　ｔｈｅ　ｐｅ－

ｒｉｏｄ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ｍｉｄ－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ｓ　ａ　ｔｉｍｅ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ｆｏｒ－

ｅｉ ，　ａｎｄ　ｗｅ，ｇｎｅｒｓ　ｋｎｏｃｋｅｄ　ｏｕｒ　ｄｏｏｒｓ　ｄｏｗｎ，　ｉｎｖａｄｅｄ　ｏｕｒ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ｐａｓｓｉｖｅｌｙ　ａｃｃｅｐ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ｃａｌｌｅ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ａ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ｄ　ｗｉｔｈ　ａ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ｕｒｇｅｎｃｙ　ｆｏｒ　ｂａｒ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ｆｏｒ　ｓａｌ－

ｖａｇｉｎｇ　ａ　ｓｉｎｋ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ｕｒｒｉｅｄｌｙ　ｓｅｎｔ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ｂｒｏａｄ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Ｔｈｉｓ　ｗａｓ，ａｓ　Ｃｈａｉｒｍａｎ　Ｍａｏ　ｏｎｃｅ　ｓａｉｄ，　ｔｈｅ　ｐｒｏ－

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ｂｙ　ｗｈｉｃｈ　ｗｅ　ｂｅｇａｎ　ｔｈｅ　ａｒｄｕｏｕｓ　ａｎｄ　ｙｅｔ　ｉｎｄｅｆａｔｉ－

ｇａｂｌ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ｂｙ　ｗｈｉｃｈ　ｔｏ　ｓａｖｅ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

ｔｉｏｎ－－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ｗｅ　ｓｅｎｔ　ｏｕｔ　ｏｎｅ　ｓｕｒｇｅ　ｏｆ　ｐｉｏｎｅｅｒｓ　ａｆｔｅｒ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ｎｏｔ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Ｗｈａｔ　ｋｉｎｄ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

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ａｔ　ｔｈａｔ　ｔｉｍ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

ｓｕｃｈ　ａｓ　Ｗｅｉ　Ｙｕａｎ，　Ｚｈｅｎｇ　Ｇｕｉｙｉｎｇ，　Ｗａｎｇ　Ｔａｏ，　Ｙａｎ　Ｆｕ，　Ｋａｎｇ

Ｙｏｕｗｅｉ，　ａｎｄ　Ｔａｎ　Ｓｉｔｏｎｇ，　ｗｅ　ａｒ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ｆｅｅｌ　ｔｈｅ　ｓｕｄｄｅｎ　ｑｕｉｃｋ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ａｎｄ　ｍｅｎｔａｌ　ｐｕｌｓｅ，　ａｓ　ｉｆ　ｔｈｅｙ　ｈａｄ　ｊｕｓｔ　ｂｅｅｎ　ｓｔｉｒｒｅｄ

ｕｐ　ｆｒｏｍ　ｓｌｕｍｂｅｒ，ｆｒｏｍ　ａ　ｄｒｅａｍ．　Ｔｈｅｙ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ｔｈｅｎ　ｔｈａｔ　Ｗｅｓｔ－

ｅｒ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ｈａｄ　ａｌｒｅａｂｙ　ｂｅｃｏｍｅ　ｈｉｇｈ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ｎｄ，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ｂａｃｋ，　ｔｈｅｙ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ｈｏｗ　ｍａｎｙ　ｙｅａｒｓ　ｗｅ　ｈａｄ　ａｂｒｕｐｔｌｙ　ｌｏｓｔ　ｉｎ　ｓｌｉｄｉｎｇ

ｂａｃｋｗａｒｄ．　Ｗｈａｔ　ｗｅｒｅ　ｔｈｅｙ　ｔｏ　ｄｏ？　Ａｌｌ　ｔｈｅｙ　ｃｏｕｌｄ　ｄｏ　ｗａｓ　ｔｏ　ｓｔｒｉ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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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　ｐｉｃｋ　ｕｐ　ｓｐｅｅｄ，　ｔｏ　ｓｐｒｉｎｔ　ａｈｅａｄ　ｔｏ　ｃａｔｃｈ　ｕｐ　ａｎｄ　ｄｏ　ｓｏ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ｕｒ－

ｐｏｓｅ　ｏｆ　ｓａｖｉｎｇ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ｓａｗ　ａｓ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ｄｏｏｍｅｄ　ａｎ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Ｏｐｉｕｍ　Ｗａ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ｙ　Ｆｏｕｒｔｈ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Ｗｅ　ａｔｔｅｍｐｔｅｄ　ｔｏ　ｒｕ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ｔｈａｔ　ｔｏｏｋ　ｏｔｈｅｒ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ｈｒｅｅ　ｔｏ　ｆｏｕｒ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ｅｉｇｈ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ｏｌ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ｗｏ　ｔｈｉｎｇｓ

ｓｔｏｏｄ　ｏｕｔ．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　ｗ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ａ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ｏｕｒ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　ｗａｓ　ｓｅｖｅｒｅ　ａｎｄ　ｍａｎ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ｈｏ　ｈａｄ　ｂｅｃｏｍｅ

ａｗａｋｅｎｅｄ　ａｎｄ　ｓｔｉｒｒｅｄ　ｕｐ，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ｆ　ａ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ｓｕｒｇｅｄ

ａｈｅａｄ　ｗａｖｅ　ａｆｔｅｒ　ｗａｖｅ　ｒｅｇａｒｄｌｅｓｓ　ｏｆ　ｃｏｓｔ，　ｔｏ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ａｎｄ　ｔｏ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ｄｅａｖｏｒ．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ｗｅ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ｏｕｒｓｅｅ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ｌｅａｒｎ

ｆｏｒｅｆａｔｈｅｒｓ　ｗｅｒｅ　ｒａｖｅｎｏｕｓ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ａｐｐｅｔｉｔｅ；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ｓｏ　ｈｕｎｇｒｙ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ｓｈｏｗｅｄ　ｌｉｔｔｌｅ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ｄｉｓｃ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ｗ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ｃｒａｍｍｉｎｇ　ｄｏｗｎ．　Ｔｈｅｙ　ｏｆｔｅｎ　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ｄｉｇｅｓｔ　ｅｖ－

ｅｒｙｔｈｉｎｇ　ｔｈｅｙ　ｔｏｏｋ　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ｅ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ｂｅｃａｍｅ　ｆｉｌｌ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ｍｐｕ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ｗａｓ　ｉｎ　ｍａｎｙ　ｃａｓｅｓ　ｓｕｐｅｒ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　ｏｎｅ　ｏｆ　ｈｉｓ

ｓｐｅｅｃｈｅｓ，　Ｐｒｅｍｉｅｒ　Ｚｈａｏ　Ｚｉｙａｎｇ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ｅｄ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ｉｊｉ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Ｊａｐａ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１８９８　ｒｅｆｏｒｍ　ｍｏｖｅ－

ｍｅｎｔ（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ｉｎ　ｏｕｒ　ｏｗｎ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Ｏｆ　ｃｏｕｒｓｅ，　ｔｈｉ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ｉｓ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ａｌｓｏ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ｈｏｗ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１８９８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ｐｅｏｐｌｅ　ｓｕｃｈ　ａｓ

Ｋａｎｇ　Ｙｏｕｗｅｉ　ａｎｄ　Ｔａｎ　Ｓｉｔｏｎｇ，　ｓｕｆｆｅｒｅｄ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ｉｇｅｓｔｉｏｎ，　ｏｎｅ　ｍｉｇｈｔ

ｓａｙ，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ｅ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ｔｈｅｙ　ｈｕｒｒｉｅｄｌｙ　ｊｏｉｎｅｄ　ｂａｔｔｌ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ｏｒｃｅｓ　ｏｆ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ｙ　ｈａｄ　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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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ｄ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ｕｎ－

ａｂｌｅ　ｔｏ　ｄｅｆｅａｔ　ｆｅｕｄ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ｔｔｅｎｄａｎｔ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ｗｅｒｅ，　ｆｏｒ　ａ　ｖｅｒｙ　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　ｉｎ　ａ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ｌａｂｏｒ“．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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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ｋ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ｔｉｍｅｓ．　Ｈｏｗ　ｓｈａｌｌ　ｗｅ　ｆａｃｅ　ｕｐ　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ｉｔ　ｗａｓ　ｆｏｒｍ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ｈｏｗ　ｄｏ　ｗｅ　ｍｕｓｔｅｒ　ｅｎｏｕｇｈ

ｃｏｕｒａｇｅ　ｔｏ　ｓｈａｋｅ　ｌｏｏｓ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ｏｎｄ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Ｈｏｗ　ｄｏ　ｗｅ　ｃａｓｔ

ｏｕｒ　ｅｙｅｓ　ａｂｒｏａｄ　ａｎｄ　ｆａｃｅ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ｐａｙｉｎｇ　ｃｌｏｓ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Ｈｏｗ　ｓｈａｌｌ　ｗｅ　ｕｐｈｏｌｄ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ａｒｘｉｓｍ－Ｌｅｎｉｎｉｓｍ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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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ｗ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ｌｌ　ｔｈｅｓｅ　ａｒｅａｓ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ｍａｎｙ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ｉｄｅ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ａｎｄ　ａｒｅ　ｗｏｒｔｈ　ｓｕｍｍｉｎｇ　ｕｐ．

３．Ｗｈａｔ　ｋｉｎｄ　ｏｆ　ｒｅｖ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ｄｏ　ｗｅ　ｒｅｃｅｉｖｅ　ａｓ　ａ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Ｉ　ｔｈｉｎｋ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ｒｅ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Ｆｉｒｓｔ，　ｗｅ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ａｋｉｎｇ　ｌｏｏｓｅ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ｎｅｒｔｉ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ｎｅｒｔｉａ　ｈａｄ　ｏｎｃｅ，　ｌｉｋｅ　ａ　ｄｅｍｏｎ　ｏｆ　ｏｕｒ

ｎｉｇｈｔｍａｒｅｓ，　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ｄ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ｍｉｎｄｓ．　Ｍａｎ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ｏｕｒ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ｗｈｏ　ｈａｄ　ｓｅｔ　ｔｈｅｉｒ　ｍｉｎｄｓ　ｔｏ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　ｂｅｃａｍｅ　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ａｎ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ｒａｇｅｄｉｅｓ．　Ｔｈｉｓ　ｉｓ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　ｔｈａｔ　ｗｅ　ｏｕｇｈｔ　ｔｏ　ｔａｋｅ　ｆｉｒｍｌｙ　ｔｏ

ｈｅａｒｔ．　Ｏｗ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ｒｕｇｇｅｄ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ｔｏ　ｐｈｉｌｏ－

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ｔｈａｔ　ｏｕｒ　ｎ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ｈａｄ　ｔｏ　ｔｒｅａｄ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ｎ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ｏｆ　ｂｉｒ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

ｅｒ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　ｕｎｕｓｕａｌｌｙ　ｈｅａｖｙ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ｂｕｒｄｅｎ

ａｎｄ　ａ　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ｎｅｒｔｉａ　ｗａｓ　ｉｍｐｏ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ｉｓｔ　ｔｈｉｎｋｅｒｓ　ｉｎ　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ｗｈｏ，　ｅｖｅｎ　ｔｈｏｕｇｈ　ｈａｖｉｎｇ　ａｔ　ｏｎｅ

ｔｉｍｅ　ｓｕｍｍｏｎｅｄ　ｅｎｏｕｇｈ　ｃｏｕｒａｇｅ　ｔｏ　ｂｒｅａ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ｎｅｔ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ｐｓ

ｏｆ　ｆｅｕｄａｌｉｓｍ，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　ｔｉｍｉｄｌｙ　ｆｅｌｌ　ｂａｃｋ　ｉｎｔｏ　ｔｒａｐｓ　ａｎｄ　ｓｎａ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ｏｕｔ，　ｓｃｅｎｅ　ａｆｔｅｒ　ｓｃｅｎ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ｒａｇｅｄ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Ｇｏｎｇ　Ｚｉｚｈｅｎ　ａｎｄ　Ｗｅｉ　Ｙｕａｎ　ｗｅｒｅ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ｔｏ　ｃａｓｔ　ｔｈｅｉｒ　ｖｉｓｉｏｎ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ｔｏ　ｌｏｏｋ　ａｔ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Ｗｅｉ　Ｙｕａｎ　ｗｒｏｔｅ　Ｈａｉ　ｇｕｏ　ｔｕ　ｚｈ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Ｇａｚｅｔｔｅ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ａｓ），ｗｈｉｃｈ　ｃｏｎｖｅｙｓ　ａ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ｖｉｂｒａｎｃｙ　ｅｖｅｎ　ｗｈｅｎ　ｒｅａｄ　ｔｏｄａｙ．　Ｇｏｎｇ　Ｚｉｚｈｅｎ　ｗａｓ　ａ　ｍａｎ　ｗｈ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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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ｐｔ　ｈｕｎｄｅｒｏｕｓ　ｆｏｒｃｅ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　ｓｕｍｍｏｎｅｄ ｆｏｒ　ｈｉ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ｉｒｍａｎＭａｏ　ｏｎｃｅ　ｃｉｔｅｄ　ｈｉｓ　ｐｏｅｍ：

Ｔｈｅ　Ｂｒｅａｔｈ　ｏｆ　Ｌｉｆｅ　ｒｉｓ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ａｌｌ　ｑｕａｒ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ｒｉｄｅｓ　ｕｐｏｎ　ｔｈｅ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ｕｎｄｅｒ；

Ｏ，ｔｏ　ｂｅ　ｌａｍｅｎｔｅｄ　ｔｈｅ　ｓｕｄｄｅｎ　ｓｉｌｅｎｃｉｎｇ　ｏｆ　ｍｙｒｉａｄ　ｃｒｅａｔｕｒｅｓ．

Ｉ　ｅｘｈｏｒｔ　ｔｈｅ　Ｌｏｒｄ　ｏｆ　Ｈｅａｖｅｎ　ｔｏ　ｂｅｓｔｉｒ　ｈｉｍｓｅｌｆ　ａｎｅｗ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ａｔｃｈ　ｔｏ　Ｅａｒｔｈ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ｏｆ　ａｌｌ　ｔｙｐｅ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ｙｅｔ，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ｏｌｄ　ａｇｅ　ｂｏｔｈ　Ｇｏｎｇ　Ｚｉｚｈｅｎ　ａｎｄ　Ｗｅｉ　Ｙｕａｎ

ｔｕｒｎｅｄ　ｔｏ　Ｂｕｄｄｉｓｍ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ｐｏｅｍ，　ｏｆ　ｔｈｉｓ　ｌａｔｅｒ　ｐｅｒｉｏｄ，　ｒｅａｄｓ．

Ｉｎｓｔａｎｔｌｙ　Ｉ　ｐｕｔ　ｕｐ　ｍｙ　ｗｒｉｔｉｎ ；ｇ　ｂｒｕｓｈ

ｅｖｅｒｐａｓｓｎｏ　ｗｏｒｄｓ　ｏｆ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ｓｈａｌｌ 　ｍｙ　ｌｉｐｓ　ａｇａｉｎ；

Ｉ　ｔｕｒｎ，ｉｎｓｔｅａｄ、ｔｏ　ｐａｙ　ｈｏｍａｇｅ　ｔｏ ｎ　ｔｈｅ　ｓｅｖｅ

ｓｕｔｒａｓ　ｏｆ　Ｔｉａｎ－Ｔａｉ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Ｆｒｏｍ　ｃａｌｌｉｎｇ　ｕｐｏｎ　ｔｈｅ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ｕｎｄｅｒ［ｔｏ　ｓｗｅｅｐ　ａｗａｙ

ｔｈｅ　ｏｌ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ｃａｄｅｎｔ］　ｔｏ　ｔｕｒｎ　ｂａｃｋ　ｔｏ　ｐａｙ　ｈｏｍａｇｅ　ｔｏ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ｓｃｒｉｐｔｕｒｅｓ－－ｉｓ　ｔｈａｔ　ｎｏｔ　ａｎ　ｉｄｅｏｌｇｉｃａｌ　ｔｒａｇｅｄｙ？　Ｇｏｎｇ　ａｎｄ　Ｗｅｉ　ｒｅｐｒｅ－

ｓｅｎｔｅｄ　ｏｎ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ａｎ　Ｓｉｔ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ｈｅｒｏｉｃ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ｓｔｅｐｐｅｄ

ｕｐ　ｔｏ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Ｈｅ　ｗｒｏｔｅ，“　Ｗｅ　ｈａｖｅ　ｈｅａｒｄ　ｏｆ　ｎｏ

ｏｎｅ　ｔｏｄａｙ　ｗｈｏ　ｉｓ　ｓｈｅｄｄｉｎｇ　ｈｉｓ　ｂｌｏｏ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　Ｔｈｉｓ　ｉｓ

ｗｈ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ｎｏｔ　ｆｌｏｕｒｉｓｈｉｎｇ．　Ｉｆ　ｔｈｅｒｅ　ｂｅ　ｏｎｅ　ｓｕｃｈ　ｍａｎ，　ｌｅｔ　ｉｔ

ｂｅｇｉｎ　ｗｉｔｈ　Ｓｉｔｏｎｇ！”Ｉｎｄｅｅｄ，　ｈｅ　ｂｅｃａｍｅ　ａ　ｍａｒｔｙｒ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　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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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ｓ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　ｈｅ　ｗｒｏｔｅ　ｈｉ ｋｉｌｌｓ　ｌａｓｔ　ｗｏｒｄｓ：”Ｉ　ｍａｄｅ　ｕｐ　ｍｙ　ｍｉｎｄ　ｔｏ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ａｒｅ　ｂｅｔｒａ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Ｂｕｔ　ｉｔ　ｉｓ　ｎｏｔ　ｗｉｔｈｉｎ　ｍｙ　ｐｏｗｅｒ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　ｗｈａｔ　ｔｈｅ　Ｈｅａｖｅｎｓ　ｈａｖｅ　ｏｒｄａｉｎｅｄ．　Ｉ　ｇｏ　ｈａｐｐｉｌｙ　ｔｏ　ｍｙ　ｄｅａｔｈ，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ａｔ　ｄｅａｔｈ　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ｕｓｔ　ｃａｕｓｅ！”Ｈｅ　ｉｎｄｅｅｄ　ｈａ“ｄ　ｍａｄｅ　ｕｐ　ｈｉｓ

ｍｉｎｄ　ｔｏ　ｓｌａｙ　ｔｈａｔ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ｂｅｔｒａ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ｈｅ　ｍａｄｅ　ｕｐ

ｈｉｓ　ｍｉｎｄ　ｔｏ　ｂｒｅａ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ｓｎａｒｅ　ｏｆ　ｆｅｕｄａｌｉｓｍ，　ｂｕｔ　ｈｅ　ｄｉｄ　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ｄｏｉｎｇ　ｓｏ．　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ｄ　ａｌｌ　ｈｅ　ｃｏｕｌｄ　ｄｏ　ｗａｓ　ｔｏ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　ｈｉｍｓｅｌｆ．　Ｋａｎｇ　Ｙｏｕｗｅｉ，　ｔｏｏ，　ｗａｓ　ａ　ｐｅｒｓｏｎａｇｅ　ｗｈｏ　ｃｏｍ－

ｍａｎｄｅｄ　ｔｈｕｎｄｅｒｏｕｓ　ｆｏｒｃｅｓ　ａｔ　ｏｎｅ　ｔｉｍｅ．　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　ｍｅｍｏｒａｎ－

ｄｕｍ　ｔｏ　ｔｈｅ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ｂｙ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ｐｅｒｏｒ＇ｓ　ｃａｒｒｉａｇｅ”

ａｎｄ　ｂｅｃａｍｅ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Ｈｅ　ｉｎｄｅｅｄ，　ｆｏｒ　ａ

ｂｒｉｅｆ　ｍｏｍｅｎｔ，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ｔｈｅ　ｐｉｎｎａｃｌｅ　ｏｆ　ｃｈａｒｉｓｍａ．　Ａｎｄ　ｙｅｔ，　ｉｎ　ａ　ｆｅｗ

ｓｈｏｒｔ　ｙｅａｒｓ，　ｈｅ　ｂｅｃａｍｅ　ａ　ｒｏｙａｌｉｓｔ　ａｎｄ　ｌａｔｅｒ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ｅｖｅｎ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ｎｔｏ　ａ　ｐｒｏｐｏｎ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Ｚｈａｎｇ

Ｔａｉｙａｎ　ｒａｉｓｅｄ　ａｎ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１１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ｈｉｓ

ｓｈａｒｐ　ｐｅｎ　ｗａｓ　ｉｎｖｉｎｃｉｂｌｅ．　Ｂｕｔ　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ｌｙ　ｈ“ｅａｂｒｕｐｔｌｙ　ｂｅｃａｍｅ　ａ

ｍａｓｔｅｒ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Ｈｅ，　ｗｈｏ　ｏｎｃｅ　ｖｉｏｌｅｎｔｌｙ　ａｔｔａｃｋｅｄ　ｔｈｅ　ｆｅｕ－

ｄ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ｒｅｔｕｒｎｅｄ　ｏｎｃｅ　ｍｏｒｅ　ｔｏ　ｔｈｅ　ｏｌｄ　ｐａｔｈ　ｉｎ　ｈｉｓ　ｏｌｄ

ａｇｅ　ａｎｄ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ｄ　ｒｅｖｅｒｉｎｇ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Ｓｕｃｈ　ｔｒａｇｅｄｉｅｓ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ｔｏｏ，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ｙ　Ｆｏｕｒｔｈ　Ｎｅｗ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ｏｎｃｅ　ｗｅｒｅ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ｅｒｓ　ｌａｔｅｒ　ｐａｃｋｅｄ　ｕｐ　ｔｈｅｉｒ　ｂａｎｎ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ｄｒｕｍｓ　ｉｎ　ａ　ｈａｓｔｙ　ｒｅｔｒｅａｔ．

Ｔｏ　ｐｕｔ　ｔｈｉｎｇｓ　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ｍａｎｙ　ａｃｔｏｒｓ

ｃａｍｅ　ｏｎ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ｓｉｄｅ　ｏｎｌｙ　ｔｏ　ｄｅｓｃｅｎｄ　ｈａｓｔｉｌｙ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ｈｉｓ　ｗａｓ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ｂｅｆｏｒｅ　Ｍａｙ　Ｆｏｕｒｔｈ．　Ａｆ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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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ｙ　Ｆｏｕｒｔｈ，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ｏｓ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ｉｅｓ　ｗｈｏ　ｔｒｕｌｙ　ｅｑｕｉｐｐｅｄ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ｒｍａ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Ｌｅｎｉｎｉｓｍ　ｓｔｏｏｄ　ｕｐ　ｔｏ

ａｌｌ　ｓｏｒｔｓ　ｏｆ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ｓｔ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ｄａｎｇｅｒｓ　ａｎｄ

ｈａｒｄｓｈｉｐｓ，　ｔｈｅｙ　ｅｎｄｕｒｅｄ　ｓｅｔｂａｃｋ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ｂａｃｋ．　Ｅｖｅｎ　ｓｏ，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ｓｏｍｅ　ｗｈｏ，　ｉｎ　ｍａｎ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ｙ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ｓ，　ｓｈｉｆｔ－

ｅｄ　ｆｒｏｍ　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ｏ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ｔｏ　ｒｅｓｔ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ｙ　ｏｆ　ｔｈｅ　ｏｌｄ．

Ｗｅ　ｆｅａｒ　ｔｈａｔ　ｓｕｃｈ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ｙ　ｙｅｔ　ａｒｉ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ａｎｄ　ａｔｔａｃｋ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ｔｉｄｅ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　Ｗｅ　ｆｉｎ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ｎ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ｈｉｓ－

ｔｏｒｉｃ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　ｄｅｅｐ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ｉｓ　ｉｓｓｕｅ，　ｗｅ　ｍａｙ

ｒｅｃａｌｌ　ｔｈａｔ　Ｌｕ　Ｋｕｎ　ｈａｄ　ａ　ｖｅｒｙ　ｓｈａｒｐ　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ｅｒｙ　ｋｅｅｎ　ｏｂｓｅｒｖａ－

ｔｉｏｎ．　Ｈｅ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ｔｈａｔ　ｏｕｒ　ｎ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ａｎｄ　ｉｓ，　ｌａｄｅｎ　ｄｏｗｎ　ｗｉｔｈ　ａ

ｇｒｅａｔ　ｂｕｒｄｅ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ｏｉｎｇ　ｔｈｉｎｇ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ｏｌｄ　ｗａｙ．”

Ｈｅ　ｓａｗ　ｔｈａｔ　ｗｅ　ｈａｄ　ａ　ｈｏｒｒｉｂｌｅ　ｍａｌａｉｓｅ　ｔｈａｔ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ｔｏ　ｂｅ　ｏｕｒ　ｈｅｒ－

ｉｔａｇｅ．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ｔｓｅｌｆ

ｍｕｓｔ　ｂｅ　ｒｅｆｏｒｍ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ｈｅ　ｍｅａｎ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ａ　ｂａｃｋｗａｒｄ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ｔｕｐｉｄｉｔ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ｍｙｏｐｉａ　ｔｈａｔ　ｗａｓ　ｆｏｒｍｅｄ　ｏｖｅｒ　ａ　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　ｂｙ　ｆｅｕｄ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ａｓｅ．　Ｈ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ｎｏ　ｅａｓｙ　ｔａｓｋ　ｔｏ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ｔ．　Ｔｈｅ　Ｍａｒｘｉｓｔ－Ｌｅｎｉｎｉｓ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ｓ　ｓｕｃｈ

ｔｈａｔ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ａｎｄ　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ｆｉｎｄ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ｉｔ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ｏｒ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ｔｈｏｓ　ｏｒ

ｃｏｄｅ　ｏｆ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Ｆｉｒｓｔ　ｗｅ　ｍｕｓｔ　ｄｉｓｓｅｃｔ　ｔｈｅ　ｄｅｅｐ－ｒｏｏｔ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ａｓｅ　ｔｈａｔ　ａｌｌｏｗｓ　ｉｔ　ｔｏ　ｂ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ｈｅｒｅ　ｉｓ　ｔｈｅ　ｓｅｌｆ－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ｒ　ｓｅｍｉ－ｓｅｌｆ－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ｍａｌｌ－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ｔ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ｙ　ｅｘｕｄｅｓ　ｎａｒｒｏｗ－ｍｉｎｄ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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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ｅｓ　ａ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ｅ　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ｆｅｕｄ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ｌ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ｒｉｖ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ｒｅａｓｏ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１　ｔｒｅｎｃｈａｎｔｌｙ　ｐｏｉｎｔｅｄ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ｗｅ　ｍｕｓｔ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

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ｅｌｆ－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ｒ　ｓｅｍｉ－ｓｅｌｆ－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

ｏｍｙ　ｔｏ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ｓｔ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ｎｄ　ｔｏ　ｄｏ　ｓｏ，　ａ　ｇｒｅａ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ａ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ｔｈａｔ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ｄ．”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ｕｒｇｅｎｔ　ｔａｓｋ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ｉｓ　ｔｏ

ｅｒａ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ｔｏ　ｓｗｅｅｐ

ａｗａｙ　ｔｈｅ　ｓｈａｄｏｗ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ｍ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ｆｅｕｄ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ｒｅｌ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ｄｅ　ｕｐｏｎ　ｉｔ．

Ｓｅｃｏｎｄ，　ｗｅ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ｎ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ｍａｉｎ－

ｓｔｒｅａｍ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ｗｅ　ｈａｖｅ

ｍａｄｅ　ｗｅ　ｏｕｇｈｔ　ｔｏ　ｈａｖｅ　ａｎ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ｗ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ｒｅ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ａｎｄ　ｕｎ－

ａｖｏｉｄａｂｌｅ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ｔｈｉｒｔｙ－ｏｄｄ　ｙｅａｒ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

ｆｏｒｍｓ　ｉｓ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ｕｍ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ｒｔｕｏｕｓ　ｐａｔｈ　ｔｈａｔ　ｏｕｒ　ｎａ－

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ｔｒａｖｅｒ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ｔｏ　ｔｈｅ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ｗｅ　ｍｕｓｔ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ｓｈａｋｅ　ｏｕｒｓｅｌｖｅｓ

ｌｏ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ｌｄ　ｆｒａｍｅ，　ｏｒ　ｂｏｘ，　ｏ“ｆ　ｔａｋ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ｓ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ｎｌｙ　ｆｏｒ　ｉｔ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ｗｅ　ｍｕｓｔ　ａｌｓｏ

ｏｐｐｏｓｅ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ｓｅｌｆ－ｄｅｂａｓ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ｗｅ　ｈａｖｅ　ｌｏｓｔ　ｏｕｒ　ｏｗｎ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Ｗｅ　ｍｕｓｔ　ｂｅ　ｂｏｌｄ　ｉ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ａｂｒｏａｄ

ｔｈｅ　ｆｒｕｉｔｓ　ｏｆ　ａｌｌ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ｗｅ　ｍｕｓｔ　ｂｅ　ｇｏｏｄ　ａｔ

ａｂｓｏｒｂ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ｇｅ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ｍ　ａｎｄ　ｙｅｔ　ａｌｓｏ　ｂｅ　ｂｏｌｄ　ｉ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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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ｕｒ　ｏｗｎ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ｉｓ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ｔａｓｋ　ｔｈａｔ　ｏｕｒ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ｉ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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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ｓｔ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ｊｏｕｒｎｅｙ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ｏｒ　ｆｏｕｒ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ｆｉｌｌｅｄ　ａｓ　ｉｔ　ｗａｓ　ｗｉｔｈ　ｄａｎｇ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ｉｔｆａｌｌｓ，　ｗｅ　ｎｏｗ　ｐｏｓｓｅｓｓ　ｉｎ　ｆｕｌｌ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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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　ａｎｄ　ｂｒｏａｄｌｙ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ｍ－

ｂａｔｉｖｅｌｙ　ａｔｈｅｉｓｔｉｃ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Ｆｒｅｎｃｈ　ｍａ－

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ｓ，　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ｔｕｄｙ　Ｈｅｇｅ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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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ｉｅｎｄｄｉａｌｉｃｔｉｃｓ，ａ　ｎｄ　 ｓ　ｏｆ　Ｍａｔｅ－

ｒｉ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Ｈｅｇｅｌ＇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Ｔｈｉｓ　ｉ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ｃａｎ　ｂｅ　ｎｕｒｔｕｒｅｄ　ａｎｄ

ｇｒｏｗ　ｈｅａｌｔｈｉｌｙ　ｏｎｌｙ　ｉｎ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ｋｉｎｄ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ｉｌ．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ａｃｈ　ｍｏｄｅｒｎ　ｎ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ｉｔｓ　ｏｗ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ｎｔａｉｌｓ　ｉｔｓ　ｏ“ｗｎｍａｋｅ－ｕｐ”　ａｓｓｉｇｎ－

ｍｅｎｔｓ　ｌｅｆｔ　ｔｏ　ｉｔ　ｂ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１，　ａｎｄ　ａ　ｗｈｏｌ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ｒｅｆｏｒｍ　ｔ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ｅｎｓｕｅｄ，　ｉｎ　ｆａｃｔ　ｐｒｏ－

ｐｏｓｅｄ　ｔｈｅ　ｎｏ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ｍ－

ｍｏｄｉｔ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ａｒｅ　ｂｏｕｎｄ　ｔｏ　ｌｅａｄ　ｔｏ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ｐｅ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ｔ　ｔｈｅ　ｍｏｍｅｎｔ　ｗｅ　ｍｕｓｔ　ｒｅｓｐｏｎ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ｓ　ｃａｌｌ，　ｐｌｏｗ　ａｈｅａｄ　ｔｏ　ｒｉｄｅ　ｔｈｅ　ｗａ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ｓｔｒｉｖｅ　ｔｏ　ａｂｓｏｒｂ　ａｎｄ　ｄｉｇｅｓｔ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ｆｒｕｉｔｓ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ｄｏ　ｂａｔｔｌ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ｓｔｕｐｉｄ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ａｒｒｏｗ－ｍｉｎｄｅｄｎｅｓｓ．

Ｉｎ　ｓｕｍ，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ｉ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ｗｅ　ｏｕｇｈｔ　ｔｏ　ｅｎ－

ｈａｎｃｅ　ｏｕ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　ｗｅ　ｍｕｓｔ　ｃｏｎ－

ｓｃｉｏｕｓｌｙ　ｓｗｅｅｐ　ａｗａｙ　ｔｈｅ　ｓｈａｄｏｗｓ　ｏｆ　ｆｅｕｄａｌｉｓｍ，　ｓｈａｋｅ　ｏｕｒｓｅｌｖｅｓ　ｌｏｏｓ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ｏｎｄａｇｅ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ｒｏｏｔ　ｏｕｔ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ｓｔ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ｃａｄｅｎｔ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ｗｅ　ｍｕｓｔ　ｕｐｈｏｌｄ　ａ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ｔｈａｔ　ｉｓ　ｃａ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ｌｄ　ｏｆ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ｂｅ　ｃｏｕｒａｇｅｏｕｓ　ｉｎ　ａｂｓｏｒｂ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ｒｕｉｔｓ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ａｌｌ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ｏｆ　ｏｕｒ　ｏｗｎ　ｓｃ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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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ｂｏｌｄｌｙ　ｓｃａｌｅ　ｔｈｅ　ｈｅ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ｉｖｅ　ｔｏ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ａ　ｒｉｃｈｅｒ　ａｎｄ　ｄｅｅｐｅｒ　ｓｏｉｌ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ｏ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ｔｉｌｌ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ｒｕｔｈ，　ｎａｍｅｌｙ，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ｍａｙ　ｔａｋｅ

ｄｅｅｐｅｒ　ｒｏｏｔ　ｉｎ　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ｂｒｉｎｇ　ｆｏｒｔｈ　ｅｖｅｎ　ｍｏｒｅ　ｃｏｌｏｒｆｕｌ　ｂｌｏｓ－

ｓｏｍｓ　ａｎｄ　ｎｅｗｅｒ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ｔ　ｆｒｕｉｔｓ！

Ｔｈｉｓ，　Ｉ　ｂｅｌｉｅｖｅ，　ｏｕｇｈｔ　ｔｏ　ｂｅ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ａｔ　ｗｅ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ｓｈａｒｅ．

ａｌ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　Ｊｏｕｍ ｏｎｓ，　Ｆａｌｌ　１９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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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ＯＦ

ＡＮＴＩ－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ＴＨＯＵＧＨＴ

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ＭＩＮＧ－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ｌｙ　ｅｎｇａｇ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ｖａｌ，　ｂｏｔｈ　ｉｎｅｘｏｒａｂｌｅ　ｓｔｅｐ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ｎｏｔ　ｂｅ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Ｗｅｓｔ－

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ｕｔ　ｍｕｓｔ　ｉｎｖｏｌｖｅ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ｃｈｏｏ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ｕｒｉｎｇ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Ｉｔ　ｉｓ　ｔｈｕ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ｆｏｒ　ｕｓ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ｓｅ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

ｉｔｉｅｓ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ｖｅｒ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ｏ　ａｓ　ｔｏ　ｐｒｏｐｅｒｌｙ

ｇｒａｓｐ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ｊｕｎ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Ｄｕｒ－

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ｙｅａ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ｏ　１９１９＇ｓ

“ Ｍａｙ　Ｆｏｕｒｔｈ”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　ｔｒａｖｅｌｌｅｄ　ａ　ｌｏｎｇ，　ｒｏｕｇｈ　ａｎｄ　ｔｏｒｔｕ－

ｏｕ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ｒ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ｔｈｒｅｅ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ｙｅａｒｓ；　ｍａｎｙ　ｈａｖｅ　ｗｏｎｄｅｒ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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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ｙ，　ｂｕｔ　ａ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ｙ　ａｎｓｗｅｒ　ｈａｓ　ｎｅｖｅｒ　ｂｅｅｎ　ｆｏｕ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ｉｎｋ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ｅｎ　ｉｍｐｅｌｌ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ａｔｈｏ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ｓ　ｔｏ　ａｒｇｕｅ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ｌｄ．　Ｗｉｔｈ　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ｖａｇｕ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ｅｌ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ｔｈｅｙ　ｔｏｏｋ　ａｓ　ｍｏｄｅｌｓ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Ｍｉｎｇ－Ｑｉｎｇ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ａｎｄ　ｈｏｐ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ｈｅｉｒ　ｙｅｔ　ｕｎ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ｐｒｏ－

ｇｒａｍ．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ｄｒｉｖｅｎ　ｂｙ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ｓａｖｅ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ｕｂｊｕ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ｉｔｓ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ｂ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ｙ　ｆｏｕｌｅｄ　ｂｏｔｈ　ｔｏ　ｒ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ｅｇａｃｙ

ａｎｄ　ｔｏ　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ｏｕｓｌｙ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

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ｄ　ｂｙ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ｔｈｅｉｒ　ｔｈｉｎｋ－

ｉｎｇ　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ｄ；　ｓｅｅｉｎｇ　ｏｎｌｙ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ｔｈｅｙ　ｃｌｕｎｇ　ｔ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ｏｒｙ　ｗｈｉｌｅ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ｈｅｙ　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ｓｅｅ　ｔｈｅ　ｈｉｓ－

ｔｏｒｉｃａｌ　ｊｕｎ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ｔ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ｏｕ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ｕｓｔ　ａｇａｉｎ　ｔｕｒｎ　ｔｏ　ｔｈｉｓ

ｔｏｐｉｃ　ｔｏ　ｓｅｅｋ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ｈｉｎｄｓｉｇｈｔ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Ⅰ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ｏ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ｏ　ｔｈｅ　１８ｔｈ　ｃｅ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１６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ｕｒｙ， ｗａｓ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ｆｅｕｄ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ｐａｓｓ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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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ｅｄ　ｉｔｓ　ｆｉｎａｌ　ｓｔａｇｅ．　Ａ　ｈｉｇｈｌｙ　ａ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ｅｘｐｅｄｉｔｅｄ　ｔｈｅ　ｂｉｒｔｈ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ｅｖｅｎ　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ｒｏｔｔｅｎ　ｆｅｕｄ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ｐｅｒ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　ｆｒ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ｎｅｗ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ｃ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

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ｃａｍｅ　ｕｎ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ｅｄｌｙ　ａｃｕｔｅ．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ｒｅｐｌａｃｅｄ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ｆｏｌ－

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ｌｏｏｄｙ　ｃｒｕｓｈｉｎｇ　ｏｆ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ｗａｒｓ，　ｔｈｅ　ｏｌｄ　ｆｅｕｄ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ｔｏ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　ｔｈｅ　ｂｕｄｄｉｎｇ　ｏｆ　ｎｅ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Ｑｉｎｇ　ａ　ｗｈｉｒｌｐｏｏｌ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ｄｅａｄ

ｉｍｐｅｄｅｄ　ｔｈｅ　ｌｉｖｉｎｇ”．Ｙｅｔ　ｉｔ　ｗ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ｗ　ｔｏ　ｂｒｅａ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ｏｌｄ”，ｐｅｒｍｉ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ａ　ｌａｒｇ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ｌｉｔｅ　ａｎｄ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ｏｆ　ｔｈａｔ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ｗａｓ　ｔｈｅ　ｏｒｔｈｏｄｏｘ　Ｓｏｎｇ－Ｍｉｎｇ　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ａ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ｔ

ｂｒｏｋ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ｍｐｒｉｓ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ｐｈｅｒｅｓ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ｏｐｅｎ　ｕｐ　ｎｅｗ　ｐａｔｈｓ”　ｔｈａｔ　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ｌｙ　ｂｒｅｄ　ａ　ｎｅｗ　ｅｎｌｉｇｈｔ－

ｅｎ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ｗｈｉｃｈ　Ｃｈｉｎａ　ｗａｓ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ｔｏ　ｅｍｅｒｇ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ｇｅｓ．

Ｉｔ　ｗａｓ　ｎｏｔ　ｆｏｒｔｕｉｔｏｕｓ　ｔｈａｔ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ｒｏｓｅ

ａｂｒｕｐｔｌ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Ｔｏ　ａｔ－

ｔｒｉｂｕｔｅ　ｉｔｓ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ｅｉｔｈ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ｗｈｏ

ｈａｄ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ｔｈｅ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ｏｒ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ｕ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ｅｍｐｔｙ　ｓｔｙｌｅｓ　ｏｆ　Ｌａｔ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ｓｔｕｄｙ　ｉｓ

ｆａｒｆｒｏｍ　ａｄｅｑｕａｔｅ．Ｔ　ｏｕ　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ｔ　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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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ｔ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ｔ　ｔｈｉ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ｏ　ａｓｃｅｒｔａｉｎ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ｖ　ｔｃ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ｔａｋｉｎｇ　ｐｌａ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ｈｉｃｈ，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ｅｒｅ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ｈａｄ　ｉｔｓ　ｏｗ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ｖｉｓｉｎ．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１６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ｌｌ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ｈａｄ　ｇｏｎ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ｆｅｕｄａｌｉｓｍ　ｔｏ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ｓｕｃｈ　Ｗｅｓｔ－

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ｓ　Ｉｔａｌｙ，　Ｆ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Ｈｏｌｌａｎｄ，　ｌｙ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Ｅｌｂｅ，　ｔｈｅ　ｓｅｅｄｓ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ｗｅｒ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ｆａｖｏｒ－

ａｂｌ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ｓｔｅｐｐｅｄ　ｖｉｃｔｏｒｉｏｕｓｌｙ　ｏｎ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ｏｕｎｄ一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ｒｏｕｔ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ｂｅｃａｍ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ｃａｍｅ　ｔｏ　ｆｏｒｍ　ａ　ｃｏｈｅｒｅｎｔ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ａｕｔ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ｉｔｓ　ｅａｒｌｙ　ｐｅｒｉｏ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ｔｏ　ａｎ　ｕｎ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

ｓｃａｌｅ．　Ｚｈ ｓａｉｌ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ｌａｙ　Ａｒｃｈｉｐｅｌａｇｏ，　ｔｈｅｅｎｇ　Ｈｅ　ｂ　ａｎｄ　ｈｉｓ　ｍｅｎ

ｓｅｖｅｎ　ｔｉｍｅｓ．　Ｈｅ　Ｍａｌａｙ　Ｐｅｎｉｓｕｌａ，　ａｎｄ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ｓａｉｌｅｄ　ａｓ　ｆａｒ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ａｓｔ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ｈａｌｆ　ａ　ｃｅｎｔｕｍｏｕ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Ｓｅａ　ａｎｄ　ｔｈｅｅａｓｔ ｒｙ　ｅａｒ－

Ｃｏｌｕｍｂｕｓｗｈｏ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ｔｉ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ｖｏｙａｇｅｓ　ｏｆ 　Ｖａｓ－

ｃｏ　ｄａ　 ａｔ　ｔｈｅＧａｍａ　ｗｈｏ　ａｒｒｉｖｅｄ Ｉｎｄｉａｎ　Ｐｅｎｉｓｕｌａ　ａｆｔｅｒ　ｓｃｏｕｔｉｎｇ　ａｒｏｕｎｄ

Ｇｏｏｄ　 Ｈｏｐｅ．Ａｆｒｉｃａ＇ｓ　Ｃａｐｅ　ｏ Ｌａｔｅｒ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ｒｅｉｇｎ　ｏｆ　ｔｈｅｆ

ｃＬｏｎｇ　Ｑｉｎｇ　ａ ｏｎ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ｗａｓｌ　ｂａ ｉｆｔｅｎ ｄ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ｏｖｅｒ－　

Ｓｅａｓ ｗｉ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Ｊｔｒａｄｅ　ｍａｄ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ｅ　ｈｅａｄｗａｙ ｔｈｅａｐａｎ，

Ｒｙｕｋｙｕ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675

Ｐｅｎｉｓｕｌ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ｉｌｋ，　ｃｏｔｔｏｎ　ｃｌｏｔｈ，　ｐｏｔｔｅｒｙ，

ｔｅａ，　ｉｒｏｎｗａｒ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ｕｍｅ　ｅｎｔｅｒｅｄ　ｗｏｒｌ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ｏｎ　ａｎ　ｕｎｐｒｅｃｅ－

ｄｅｎｔｅｄ　ｓｃａ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ｙ　ｏｆ　Ａｒａｂ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ｓｐｒｅａｄ　ａｓ　ｆａｒ　ａｓ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ｓｏ　ｔｈａｔ　ｃｏｎｑｕｉｓｔａｄｏｒ　ｓｉｌｖｅｒ　ｆｒｏｍ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ｆｌｏｗｅｒｅｄ　ｉｎｔ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ｆｆｅｒｓ．　Ａ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ｏｎｅ　ｈｕｎ－

ｄｒｅｄ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ｙｕａｎ　ｏｆ　ｓｉｌｖｅｒ　ｐｏｕｒｅｄ　ｉｎ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７０　ｙｅａｒｓ

（１５７３－１６４４）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ｈｅ　ｒｅｉｇ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ｎ　Ｌｉｄ　ａｎｄ

Ｃｈｏｎｇ　Ｚｈｅｎｅ　ｅｍｐｅｒｏｒｓ．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ｔｈｒｅｅ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ｉｆｔｙ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ｙｕａｎ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１００　ｙｅａ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Ｋａｎｇ　Ｘｉｆ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ｔｏ　ｔｈｅ　Ｑｉａｎ　Ｌｏｎｇｇ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

ｎａｓｔｙ．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ｐｒｏｓｐｅｒ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　ａｍｏｕｎｔｓ　ｏｆ

ｓｉｌｖｅｒ　ｐｌａｙｅｄ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ｔａｘ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ｖｅ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ｉｃ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ｉｎ　ｎｏｕｒｉ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ｈａｎｄｉ－

ｃｒａｆ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ｇｒａｉｎ　ｏｕｔｐｕ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ｂｙ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ｍａｒｇｉｎ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ｈｏｔ　ｕｐ．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ｈｅ　ｃｅｎ－

ｓｕｓ　ｗａｓ　ａｂｏｕｔ　ｓｉｘｔｙ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ｂｕ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ｉｇｎ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ａｎ　Ｌｏｎｇ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ｅｘｃｅｅｄｅｄ　ｔｗｏ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ｔｈｒｅｅ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ｉｇｎ　ｏｆ

　ｉｔ　ｅｖｅｎ　ｅｘｃｅｅｄｅｄ　ｆｏｕｒ　ｈｕｎｄｒｔｈｅ　Ｄａｏ　Ｇｕａｎｇｈ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ｅｄ　ｔｅｎ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Ｎｏｗ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ｕｄａｌ　ｐａｔｒｉａｒｃｈａｌ　ａ－

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ｈａｄ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ｇｒｅａｔ　ｏ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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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ａｃ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Ｉｔ　ｉ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ｉ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ｏｌｄ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ｇａｎ　ｉｔｓ　ａｒｄｕｏｕ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ｉ－

ｃｕｌ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ｇｅｓ．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ｒｏｓ－

ｐｅｒｉｔｙ　ｍｉｎｇｌ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ｆｅｕ－

ｄ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ｈａｎｄｉｃｒａｆｔ　ｉｎｄｕｓ－

ｔｒｙ　ｆｅｌｌ　ｏｕｔ　ｏｆ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　ｃｒｉｓ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ｒｕｅｌ　ｆｅｕｄａ ｒ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ｉｎ　ｃｉｔｉｅｓｌ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ｌｅ　ｉｎｄｕｓｔ

ａｎｄ　ｔｏｗｎｓ　ｆｌｏｕｒｉｓｈ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ｏｗ　ｏｆ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ｃｈｅａｐ　ｌａ－

ｂｏｒｅｒ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ｕ　Ｙａｎ－ｗ（ｕｉ１６１３－

１６８２），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ｒｕｌｅｒｓ　ｍａｄｌｙ　ａｎｎｅｘｅｄ　ｆａｒｍ　ｌａｎｄｓ　ａｎｄ

ｌｅｖｉｅｄ　ｈｅａｖｙ　ｆｅｕｄａｌ　ｌａｎｄ　ｔａｘｅｓ，　ｔｈｕｓ　ｃａｕｓｉｎｇ　ｖａｓｔ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ｐｅａｓ－

ａｎｔｓ　ｔｏ　ｌｏｓｅ　ｔｈｅｉｒ　ｌａｎｄｓ　ａｎｄ　ｗａｎｄｅｒ　ｉｍｐｏｖｅｒｉｓｈｅｄ　ａｎｄ　ｄｅ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ａｒ

ｆｒｏｍ　ｈｏｍｅ．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ｇｒｅｗ　ａｓ　ｍｏｒ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ｅｎｇａｇｅｄ　ｉ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ｌｉｔｔｌ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ｐａｉｄ　ｔｏ　ｆａｒｍ　ｗｏｒｋ　ｉｎ

ｋＨｕｉ　Ｚｈｏｕｊ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ｉｇｎ　ｏｆ　ｔｈｅ　Ｊｉａ　Ｊ ｅｍｐｅｒ－ｉｎｇ

ｏｒ，　ｍｏｓｔ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ｅｒｅ　ｐｏｏｒ，　ｆｅｗ　ｗｅｒｅ　ｒｉｃｈ，　ｔｈｅ　ｒｉｃｈ　ｇｏｔ　ｒｉｃｈｅｒ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ｐｏｏｒ　ｇｏｔ　ｐｏｏｒｅｒ．　Ｂｙ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ｔｉｅｔｈ　ｙｅａｒ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ｎ　Ｌｉ　ｅｍ－

ｐｅｒｏ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ｍｅｎ　ｗｅｒｅ　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ｄ　ｉ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 Ｏｎｌｙ　ｏｎｅ　ｉｎ　ａ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ｂｅｃａｍｅ　ｗｅａｌｔｈｙ，　ａｎｄ　ｎｉｎｅ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ｏｕｔ　ｏｆ

ｔｅｎ　ｗｅｒｅ　ｐｏｏｒ；　ｔｈｅ　ｐｏｏｒ　ｃｏｕｌｄｎ＇ｔ　ｍａｔｃｈ　ｔｈｅ　ｒｉｃｈ，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ｔｈｅ　ｍｉ－

ｎｏｒｉｔｙ　ｃｏｕｌ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Ｇｏｌｄ　ｃｏｕｌｄ　ｔａｋｅ

ｃｈａｒｇｅ　ｏｆ　ｈｅａｖｅｎｌｙ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ｏｄ　ｏｆ　Ｍｏｎｅｙ　ｃｏｕｌｄ　ｓｔａｎｄ　ｕｐｒｉｇｈｔ

ｏ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ｅｒｅ　ｉｎｓａｔｉａｂｌｙ　ｇｒｅｅｄｙ　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ｋｉｎｄｒｅｄ　ｃｒｕｅｌ－

１ｌｙ　ｉｎｊｕｒｅｄ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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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ｗａｙｓ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ｂｅｇａ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ｒｉｓｋｎｅｓ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ａ　ｈｏｔｂｅｄ　ｆｏｒ　ｎｅｗ　ｍｏｄ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ｈｅ　ｃｒａｆｔｓｍａ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ａｓ　ｒｅｆｏｒｍ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ｅｕｄ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ｂｏｎｄ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ｈａｎｄｉｃｒａｆｔ　ｉｎ－

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ｗｅａｋｅｎｅｄ　ｔｏ　ｈａｓｔｅ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ｔｏ　ｗｏｒｋ－

ｓｈｏｐ　ｈａｎｄｉｃｒａｆ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ｌ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ｉｇ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ｎ　Ｌｉ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ａ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ｍｐｏｖｅｒｉｓｈｅｄ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　ｆｌｏｏ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ｃ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ｂｅｃｏ“ｍｅｖａｇｒａｎｔｓ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ｆｏｒ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ｅａｔａｂｌｅ．”Ｔｈｅｙ

“ ｗｅｒｅ　ｉｎ　ａ　ｐｒｅｃａｒｉｏｕｓ　ｓｔａｔ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ｔｈｅｙ　ｃｏｕｌｄ　ｓｕｒｖｉｖｅ；　ｕｎｅｍ－

ｐｌｏｙｅｄ，　ｔｈｅｙ　ｗｏｕｌｄ　ｄｉｅ．”Ｔｈ“ｅｙｌｉｖｅｄ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ｃｌａｍｏｒ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ｐａｉｎ”　ａｎ“ｄ　ｃｒａｎ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ｎｅｃｋｓ　ｔｏ　ｗａｉｔ　ｆｏｒ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Ｗｉｔｈ　ｓｕｃｈ

ａ　ｓｕｐｐｌｙ　ｏｆ　ｃｈｅａｐ　ｌａｂｏｒ，　ｔｈｅｒｅ　ｅｘｉｓｔｅ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ｗｎｅｒ　ｏｆ　ｌｏｏｍｓ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ｍｏｎｅ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ａｖｅｒｓ　ｔｈｅｉｒ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ｔｈｅｙ　ｄｅｐｅｎｄｅｄ　ｏｎ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ｆｏｒ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Ｓｕｃｈ　ｗｅａｖｅｒｓ
ｍ

ｎｕｍｂｅｒｅｄ　ａｂｏｕｔ　ｔｅｎ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ｉｎ　Ｓｕｚｈｏｕ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ｉｇ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ｎ　Ｌｉ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Ｎｅｗ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ｐｐｅｒ　Ｍｉｎｅｓ　ｏｆ　Ｙｕｎａｎ，”ｔｈｅ　Ｐｏｒｃｅｌａｉｎ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ｓ

ｏ
ｏｆ　Ｊｉｎｇ　Ｄｅ－ Ｊｉａｎｇｘｉｐ　ｔｈｅ　Ｓｍｅｌｔ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ｑｔｈｅ　Ｓａｌｔｚｈｅｎ，

Ｗｅｌｌｓ　ｏｆ　Ｓｉｃｈｕａｎ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ａｌｐｉｔｓ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Ｓｏｍ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ｆｏｒ－

ｅｉｇ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ｈａｖｅ　ｄｅｎｉｅｄ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ｂｕｔ　ｔｈｉｓ　ｉｓ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

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Ｔｈｅｓｅ　ｎｅ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ｙ　ｃａｕｓｅｄ　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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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ｕｐｓｕｒｇｅｓ　ｏｆ　ａｎｔｉｆｅｕｄａｈｓｔ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ｗａｒｓ，　ｔｈｅ

ｆｅｕｄａｌ　ｍｏｎａｒｃｈ＇ｓ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ｅｄ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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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ｏｎ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ｖｉｒｔｕｅｓ（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ｒｉｇｈｔｅｏｕｓｎｅｓｓ，　ｐｒｏ－

ｐｒｉｅｔｙ，　ｗｉｓｄｏｍ　ａｎｄ　ｓｉｎｃｅｒｉｔｙ）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ｍｏｒａ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Ｈｅａｖｅｎ，　ａｎｄ　ｎｏｗｈｅ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ｃａｎ

ｔｈｅｙ　ｂｅ　ｅｖａｄｅｄ”．Ｔｈｉｓ　ｓｏ－ｃａｌｌｅ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ｉｄｅａｌｉｓｍ”　ｌｅ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ｏ

ｔｒｙ　ｔｏ　ｅｒａｄｉｃａｔｅ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ｓｉｒ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ｒｅｐｌａｃｅ　ｔｈｅｍ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ｉｎ－

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Ｈｅａｖｅｎ”，　ｔｏ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　ｔ“ｈｅｍｉｎｄ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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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ｈｅ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ｙ”，ｔｏ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ｌｙ　ｓｕｂｍｉｔ　ｔ“ｏ　ｆａｔｅ”，

ｔｏ　ｂｅ　ｅｎｇｕｌｆｅｄ，　ｉｎｓｕｌｔｅｄ　ａｎｄ　ｋｉｌｌｅｄ　ｉｎ　ｄｅｃａｄ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ｕｔｈｌｅｓｓ　ｆｅｕｄ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ｏ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ｌｙ　ｃｈｏｏｓｅ　ｎｏｔ　ｔｏ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ｎｏｔ　ｔｏ　ｂｅ　ａｎｇｒｙ．

Ｔｈｉｓ　ｏｂｓｃｕｒａｎｔｉｓｍ　ｈａｄ　ｔｒｅｍｅｎｄｏｕｓ　ａｎ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ａｕｔｏ－

ｃｒａｔｉｃ　ｒｕｌｅｒｓ　ｏｆ　ｌａｔｅ　ｆｅｕｄ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ｕｓｅｄ　ｔｏ　ｂｉ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ｉｎｇ

Ｓｏｎｇ－Ｍｉｎｇ　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ｄｅｎｙｉｎｇ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ｉｎｇ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ｉｒｃｕｍ－

ｓｔ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Ⅱ

Ｔｈ　Ａｎｔｉ－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ｎｇｅ

ａｎｄ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ｃａｎ　ｂｅ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ｒｅｓｐｅｃｔｓ．

Ｆｉｒｓｔ，　ｉｔ　ｔｏｏｋ　ａ　ｖｅｒｙ　ｃｌｅａｒ－ｃｕ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Ｍｉｎｇ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ｓ　ａｌｌ　ａｓｓｕｍｅｄ　ｔｈｅ　ｆｅｕｄａｌ　ｂｏｎｄ　ｗ“ａｓｔｈｅ　ｍｉｎｄ　ｏｆ

Ｈｅａｖｅｎ ，　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ｐｒｅ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ｅｕｄａｌ　ａｕｔｏｃｒａｔｉｃ　ｍｏｎａｒ－

ｃｈｙ．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ｗａ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ｓ　ａｎ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ｏｆ　ｏｒｄｅｒ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ｅｒｉ－

ｏｒ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ｅｎｉｏｒｓ　ａｎｄ　ｊｕｎｉｏｒｓ　ｗｅｒ“ｅ　　ａｎ　ｕｎｃｈａｎｇｅａｂｌ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Ｔｈｅ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ｃａｎ　ｄｏ　ｎｏｔｈｉｎｇ　ｗｒｏｎｇ”，ｉｔ　ｗａｓ　ｂｅｌｉｅｖｅｄ，　ａｎｄ

“ ｉｔ　ｉｓ　ａ　ｈａｒｄ　ａｎｄ　ｆａｓｔ　ｒｕ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ｂｏｎｄ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ａｎｄ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ｍｕｓｔ　ｂｅ　ｋｅｐｔ　ｉｎ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ｏｒｄｅｒ”．２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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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ｔｈｉｎｋｅｒ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ｓｕｓｐｉｃｉｏｕｓ　ｏｆ，

ｏｒ　ｅｖｅｎ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ｄｅｎｉｅｄ　ｔｈｉ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ｌｉｖ－

ｉｎｇ　ｉｎ　ｌａｔｅ　ｆｅｕｄ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　ｔｉｍｅ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ｇｒｅａ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　Ｔｈｅｓｅ　ｔｈｉｎｋｅｒｓ．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ｌｙ　ｏｒ　ｕｎ－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ｌ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ｆｅｕｄ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ｗｎ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ｓｔ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ｂｅｇａｎ　ｔｏ　ｓｈａｋｅ　ｏｆｆ　ｔｈｅ　ｂｏｎｄ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ａｓ　ａｎｄ　ｔｏ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ｓ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Ｗａｎｇ　Ｆｕｚｈｉ（ｖ １６１９－１６９２），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ａ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ｉｎｃｌｉｎ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ｓｍ，　ｌａｓｈｅｄ　ｏｕｔ　ａｔ　ｔｈｅ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ｍｏｎａｒｃｈｙ，　ａｎｄ　ｑｕｏ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Ｈｅ　ｄｅｎｏｕｎｃｅ“ｄ　ｔｈｅ　ｉｇ－

ｎｏｒａｎｔ　Ｑ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ｌｌ－ｉｎｆｏｒｍｅｄ　Ｓｏｎｇ”　ｆｏｒ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ｅｕ－

ｄａｌ　ａｕｔｏｃｒａｔｉｃ　ｍｏｎａｒｃｈｙ“，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ｏｎ　ｅａｒｔ“ｈ”Ｔｈｅ　ｓｃｈｏｌ－

ａｒ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ｄ‘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ｃｔｉｎｇ　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ａｎｄ　ｄｉｄ　ｎｏｔ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ｓ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ｏｆ　ｏｎｅ

ｐｅｒｓｏｎ．　”３　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ｅｄ　ｔｈａ“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ｒｅｐｌａｃｅ　ｔｈｅ

ｆｅｕｄａｌ　ａｎｄ　ａｕｔｏｃｒａｔｉ“ｃ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ｏｎｅ　ｆａｍｉｌｙ．”Ｔｈｅ　ｍｏｎ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ｗａｓ　ｎｏｔ　ｓａｃｒｅｄ　ａｎｄ　ｉｎｖｉｏｌａｂｌｅ　ｂｕｔ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ｕｃ－

ｃｅｅｄｅｄ，　ａｂｄｉｃ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ａｂｏｌｉｓｈｅｄ．”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ｉｆｔｈｅ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ｗｅｒｅ

ｐｒｏｖｅｎ　ｕｎｊｕ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ｅｒｅ　ｃｏｍｐｅｌｌｅ“ｄ　ｔｏ　ｃｒｙ　ｗｉｔｈ　ａｃｈｉｎｇ

ｈｅａｒｔｓ”　ａｎｄ　ｔｏ　ｄｅｍ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ｏｆ　ｔｈｏｓｅ　ｏｆｆｉｃａｌｓ，　ｔｈｅｎ　ｓｏ　ｗｏｕｌｄ

ｏｕｒ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ｄｏ，　ｔｏ　ａｐｐ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ｅｎｍｉｔｙ．”Ｔｈｉｓ　ｉｓ　ｎｏｔ　ｕｎｒｅａ－

ｓｏｎａｂｌｅ．　Ｔｏ　ｉｍｐｏｓ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ｍｏｎ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ｔｈａｔ　ｗｏｕｌ“ｄ　ｓｈａｒｅ　ｔｈｅ　ｅｍｐｅｒｏｒ＇ｓ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ｍａｋｅ　ｈｉｍ　ａ　ｓｙｍｂｏｌ　ｏｎｌｙ．”Ｉｎ　ｆａｃ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ｎ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ｂｕ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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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ｉｔ　ｓｅｅｍｓ　ｎｏｔ　ｓｏ．”Ｈｅ　ｅｖｅｎ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ｃａｒｅ　ａｂｏｕｔ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ｎ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ｏｒ　ｎｏｔ，　ｊｕｓｔ　ｒｕｌ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ｗｉｔｈ　ａ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ｉｍａｇｅ．”Ｈ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ｈｉｓ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ｓ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ｒｕｌｉｎｇ　ａ　ｇｒｅａｔ　ｗｏｒｌｄ”，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ｓｃｈｅｄｕｌ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４　Ｔｈｉｓ　ｉｓ　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ｔｈｏｕｇｈ　ｉｔ　ｉｓ　ｗｅａｋ，　ｉｎ　ａｎ　ｅｍｂｒｙｏｎ－

ｉｃ　ｓ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ｆａｃ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Ｇｕ　Ｙａｎｗｕ　ｈａｄ　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ｔｏ　ｔｈａｔ　ｏｆ　Ｗａｎｇ

Ｆｕｚｈｉ　ａｎｄ　ｈ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ｙ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ｐｌａｎ　ｔｏ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ｔｈｅ

ａｕｔｏｃｒａｔｉｃ　ｍｏｎａｒｃｈｙ．　Ｇｕ　Ｙａｎｗｕ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ｔｏ　ｒｕｌ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ｎｔｒｕｓ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ｓｔａｔｅ　ａｆｆａｉｒｓ．”Ｆｕｒｔｈｅｒ－

ｍｏｒｅ，　ｈｅ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ｄ　ｅｖｅｒｙ　ｍａｎ　ｈａｓ　ａ　ｓｈａｒｅ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ａｔｅ　ｏｆ　ｈｉｓ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ｕｐｈｅ“ｌｄ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ｂｙ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ｓｅ“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ｂｙ　ｏｎｅ　ｐｅｒｓｏｎ．　”５　Ｈｅ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ｌｙ　ａｐ－

ｗｐｒｅｃｉ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Ｙｉ　Ｄａｉ ａｓ　ｂｙ　Ｈｕａｎｇ　Ｚｏｎｇｘ（ｉｘ１６１０　Ｆａｎｇ　Ｌｕ”

－１６９５）．

Ｈｕａｎｇ＇“ｓ　Ｍｉｎｇ　Ｙｉ　Ｄａｉ　Ｆａｎｇ　Ｌｕ”　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ｂｏｌｄｌｙ　ｓｍａｓｈｅｄ　ｔｈｅ　ｆｅｕｄａｌ　ｂｏｎｄｓ．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ｃ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ｈｅ

ｄｅｎｏｕｎｃｅｄ　ｔｈｅ　ｍｏｎａｒｃｈｙ　ａ“ｓ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ｈａｒｍ　ｔｏ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ａｎｄ

“ ｔｈｅ　ｆｅｕｄａｌ　ｌａｗｓ　ａｓ　ｔｈｅ　ｌａｗｓ　ｏｆ　ｏｎｅ　ｆａｍｉｌｙ．”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ｈｅ　ｅｖｅｎ　ｐｒｏ－

ｐｏｓ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ｒｅ　ｍａｓｔｅｒ，　ｔｈｅ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ｉｓ　ｏｎｌｙ　ａ　ｇｕｅｓｔ，”ａ

ｐｒｉｎｃｉｐ ＂ｔｈｅ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ｉｓ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ｅｌｅ　ｉｎ　ｄｉａｍｅｔｒｉｃ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ａｔ　ｏｆ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ｓｔｅｒ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ｅｄ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ｂ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ａｎｄ　ｈｉ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ｐｌ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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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ｍａｓｔｅｒ－ｓｌａ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　ｂｅ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ｄ　ｆ“ｏｒ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ｏｎ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ｗｈｉｃｈ　ｄｅｆｅｎｄｅｄ　ｈｅｒｅｄｉｔａｒｙ

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ｓ．　Ｈｅ　ｃｈｅｒｉｓｈｅｄ　ｔｈｅ　ｉｄｅａｌ　ｏｆ　ａｂｏｌｉ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ｕｔｏｃｒａｔｉｃ　ｍｏｎａｒ－

ｃｈｙ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ｂｒ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ａ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ｉｓ　ｎｏｔ　ｐｒａｉｓｅｄ　ｆｏｒ　ｉｔｓ　ｎｏｂｉｌｉｔｙ　ｎ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ｍａｓｓｅｓ

ｂｌａｍ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ｉｒ　ｌｏｗｌｉｎｅｓｓ”“，　Ｅｖｅｒｙ　ｏｎｅ　ｉｓ　ｅｎｔｉｔｌｅｄ　ｔｏ　ｄｏ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ｆｏｒ　ｈｉｓ　ｏｗｎ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ａｎ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６　ｈｅ　ｂｅｌｉｅｖｅｄ．　Ｔｏｎｇ　Ｚｈｅｎｙ

（１６３０－１７０４），　ａ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ｏｆ　Ｈｕａｎｇ＇ｓ，　ａｌｓｏ　ｄｅｎｏｕｎｃｅｄ　ｉｎ　ｈｉｓ

ｂｏｏ“ｋ　Ｑｉａｎ　Ｓｈｕ“”ｚ　ｔｈｅ　ｅｍｐｅｒｏｒ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Ｑｉｎ　ｗｈｏ　ｈａｄ　ｒｅａｌｌｙ　ａｌｌ

ｂｅｅｎ　ｆｅｕｄａｌ　ｒｕｌ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ｉｅｖｅｓ．”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ｕｄａｌ　ｒｕｌｅｒｓ　ｗｅｒｅ

“ ｂｕｔｃｈｅｒｓ　ｗｈｏ　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ｒｏｂｂｅｄ　ｔｈｅｍ　ｏｆ　ａｌｌ　ｔｈｅｉｒ

ｅｄ　ｆｏｒ　ａ　ｓ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ｓ．”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ｓ，　ｈｅｙ　ｅａｒｎ 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　ｔｈａｔ　ａ　ｃｕｒｂ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ｕｔ　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ｂｌｅ”　ａｎｄ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ｓ　ａｂｏｌｉｓｈｅｄ．　Ａｎ　ｉｄｅａｌ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ｏｎｅ　ｗｈｏ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ｅｄ　ｈｉｍｓｅｌｆ　ｉ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ｓ　ａ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ａｎｄ　ｃｌｏｔｈｅｄ　ｈｉｍｓｅｌｆ　ｌｉｋｅ　ａ　ｍａｎ　ｏｆ

ｈｕｍｂｌｅ　ｏｒｉｇｉｎ．”Ｔｈ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ｐｏｉｎｔｅｄ　ｏｕｔ　ｗｉｔｈ　ｄｅｅｐ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ａｎｇｅｒｓ　ｏｆ　ｄｅａｔｈ　ａｎｄ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ｍｅｎｔａｌｌｙ　ｅｘｈａｕｓｔｅｄ　ｉｆ　ｔｈｅｙ　ｈａｄ　ｂｌｉｎｄ　ｆａｉｔｈ　ｉｎ　ｓｕｃｈ　ｆｅｕｄａｌ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ａｓ　ｌｏｙａｌｔｙ　ａｎｄ　ｐｉｅｔｙ．　Ｈｅ　ｃａｌｌｅｄ　ｔｈｉｓ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ｏｆ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ａａｄｉｅｄ　ｏｕｔ　ｏｆ“　 ｌｏｙａ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ｅｖｉｌ　ｓｐｉｒｉｔ．”Ｔｈｅ　ｐｏｅｔ　Ｑｕ　Ｙｕａｎ　 ｌ－

ｔｙ，　“，，ｈａｕｎｔｅｄ　ａｎｄ　ｐｌａｇｕｅｄ　ｂｙ　ｈｉｓ　ｌｏｙａｌｔｙ”，　ａｎｄ　Ｗｕ　Ｙｕａｎａｂ，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ｄｉｅｄ　ｆｏｒ　ｐｉｅｔｙ　ｗｈｉｃｈ“　ａｃｔｅｄ　ｏｎ　ｈｉｍ　ｌｉｋｅ　ａｎ　ｅｖｉｌ　ｓｐｉｒｉｔ．”

Ｌｏｙａｌｔｙ　ａｎｄ　ｐｉｅｔｙ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ｆｏｒ　ｐｅｏ－

ｐｌｅ　ｔｏ　ｆｏｌｌｏｗ，　ｂｕｔ　ｉ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ｓ　ｂｅｃａｍｅ　ｌｉｋｅ　ｅｖｉｌ　ｓｐｉｒｉｔｓ，　ｔｈｅｙ　ｗｏｕｌｄ

“ ｅｘｈａｕｓｔ”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ｄｒｉｖｅ　ｔｈｅｍ　ｔｏ　ｄｉ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Ｔｈｕｓ　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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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ｔｈ“ａｔｅｖｉｌ　ｓｐｉｒｉｔ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ｄｒｉｖｅｎ　ｏｕｔ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ｍｉｎ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ｇｏｇｙ　ｏｆ　ｃａｎｎｉｂａｌｉｓｔｉｃ　ｆｅｕｄ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ｒｅｊｅｃｔｅｄ．７

Ｔｈｅｓ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ｄｅａｌｓ，　ｅｖｅｎ　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ｙ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ｉｎｈｅｒｉ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ｈａｄ　ｕｎｄｅｒｇｏｎｅ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ｓ　ｔｈｅ　ｒｏｏ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ｄｅａｌ　ｓｏｃｉ－

ｅｔｙ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ｎｏ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ａｎ“ｄ　ｇｏｉｎｇ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ｃｏｄｅ　ｔｏ　ｌｅｔ　ｔｈｉｎｇｓ　ａｃｃｏｒｄ　ｗｉｔｈ　Ｎａｔｕｒｅ．”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ｖａｌｕ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ａｉｍ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ｃａｓｔ　ｏｆ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ｍ－

ｍｅｌｓ　ｏｆ　ｆｅｕｄ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ｓｅ　Ｍｉｎｇ－Ｑｉｎｇ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ｒｅｖｏｌｔ＇ｓ　ｓｌｏｇａ“ｎ　Ｅｑｕａｌ　ｌａｎｄ　ｔｏ　ｔｈｅ　ｒｉ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ｏｒ，”ｓｕｇ－

ｇｅｓｔｅｄ　ｗａｙｓ　ｔｏ　ｅｑｕａｌｉｚｅ　ｌａｎｄ　ｒｉｇｈｔｓ．　Ｈｕａｎｇ　Ｚｏｎｇｘｉ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ｑｕａｌ　ａｌｌｏ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ａｎｄｓ　ｔｏ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ｗｅｒｅ　ｔｏ　ｆａｒｍ　ｉｔ　．Ｗａｎｇ　Ｆｕｚｈｉ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ｅ　ｗｈｏ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ｍａｎａｇｅ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ｔｈｕｓ　ｕｓｉｎｇ　ｒｅｗａｒｄｓ　ｔｏ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ａｃｌａｎｄｈｏｌｄｉｎｇ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　Ｙａｎ　Ｙｕａｎ（ １６３５－１７０４）ａｎｄ　Ｌｉ　Ｋｏｎｇ　ａｄ

（１６５９－１７３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ｏｗｎ　ｌａｎｄ　ｍｕｓｔ　ｔｉｌｌ　ｉｔ　ｔｈｅｍ－

ｓｅｌｖ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ｎｉｎｅ　ｓｑｕａｒｅ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ｅ－

ｑｕａｌｉｚｅ　ｌａｎｄ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Ｔｈｅｓ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　ｄｉｆｆｅｒｉｎｇ　ｉｎ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ｄｅ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ｒａ，　ｗｅｒｅ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ｅｄｓ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ｓ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ｄ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ｗｈｉｌ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ｄｏｗｎ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ｃｏｍ－

ｍｅｒｃｅ，”ａｒｇｕ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ｈａｎｄｉｃｒａｆ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ｗｅｒｅ　ｂｏｔｈ　ｆｕｎｄａ－

ｍｅｎｔａｌ．”Ｔｈｅｙ　ａｌｓｏ　ａｓｓａｉｌｅ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ｄｖｏ－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686

ｃ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ｄｅｍａｎｄ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ａ　ｖｉｇｏｒｏｕｓ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　ｅｍ－

ｂｏｄｉｅ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ａｌｓｏ　ｏｕｔ－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ｅａｒｌｙ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ｔｏ　Ｓｏｎｇ－Ｍｉｎｇ　Ｎｅｏ－Ｃｏｎｆｕ－

ｃｉａｎｉｓｍ，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ｍａｉｎｌｙ　ｄｅｐｅｎｄｅｄ　ｏｎ

ｐａｔｒｉａｒｃｈａｌ－ｆｅｕｄ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ｂｌｏｏｄ　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ｔｈｅ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ｔｒｉａｒｃｈａｌ－ｆｅｕｄａｌ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ｂｕｔ

ｉｇｎｏｒｅｄ　ａｎｄ　ｄｅｓｐｉｓｅｄ　ａｌ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ｅｎｄｉｎｇ　ｔｏｗａｒ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ｉｄ－Ｍｉｎｇ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ｗ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ｃｅｓ，　ａｎ

ｕｐｓｕｒｇｅ　ｏｆ　ｅｎｔｈｕｓｉａｓｍ　ｆｏｒ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ｔｔｒａｃｔｅｄ　ａ　ｗｈｏｌ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

ｔｕａｌ　ｃｉｒｃｌｅ，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ｒｅｎｏｗｎｅｄ　ｇｉ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ｐｒｏ－

ｄｕｃｅｄ　ｍａｓｔｅｒｐｉｅｃ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ｏｕｎｄ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Ｔｈｅ　ｇｉａｎ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Ｌｉ　Ｓｈｉｚｈｅｎ（ａｅ１５１８－１５９３）ａｎｄ　ｈｉｓ　Ｂｅｎ　Ｃａｏ　Ｇａｎｇ　Ｍｕａｆ　ｏｒ　Ｃｏｍ－

ｐｅｎｄｉｕｍ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　Ｍｅｄｉｃａ，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ｉｎ　１５７８，　Ｚｈｕ　Ｚａｉｙｕ（ａｇ１５３６

－１６１２）　ａｎｄ　ｈｉｓ　Ｙｕｅ　Ｌｕ　Ｑｕａｎ　Ｓｈｕａｈ　ｏｒ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ｗｏｒｋｓ　ｏｎ　Ｍｕｓｉｃａｌ

Ｓｃａｌｅｓ，　ｐｒｉｎｔｅｄ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１６０６，　Ｘｕ　Ｇｕａｎｇｑｉ（ａｉ１５６２－１６３３）

ａｊａｎｄ　ｈｉｓ　Ｎｏｎｇ　Ｚｈｅｎｇ　Ｑｕａｎ　Ｓｈｕ ｏｒ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Ｔｒｅａｔｉｓｅ　ｏ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

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ｉｎ　１６２８　ａｎｄ　Ｃｈｏｎｇ　Ｚｈｅｎ　Ｌｉ　Ｓｈｕａｋ　ｏ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ｌ＆Ｃａｌｅｎｄ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ｉｇ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ｏｎｇｚｈｅｎ，

ａｌ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ｉｎ　１６３４，　Ｓ 　ｏｎｇ　Ｙｉｎｇｘｉｎｇ，　（１５８７－？）ａｎ ｇｄ　ｈｉｓ　Ｔｉａｎ　Ｇｏｎ
ａｍＫａｉ　Ｗｕｏｒ　Ｅｘｐ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ｐｒｉｎｔｅｄ　ａｎｄ　ｐｕ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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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１６３７，　Ｘｕ　Ｈｏｎｇｚｕａ（ｎ １５８６－１６４１）ａｎｄ　ｈｉｓ　Ｘｕ　Ｘｉａ　Ｋｅ　Ｙｏｕ

ＸｉａＪｉａｏ　ｏｒ　Ｔｒａｖｅｌｓ　ｏｆ　Ｘ　ｕ ｋ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ｉｎ　ａｂｏｕｔ　１６３７，　Ｗａｎｇ　Ｘｉ－

ｃｈａｎ（ａｐ１６２８－１６８２）　ａｎｄ　ｈｉｓ　Ｘｉａｏ　Ａｎ　Ｘｉｎ　Ｆａａｑ　ｏｒ　Ａ　Ｎｅｗ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ａｌｅｎｄａｒ，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Ｍｅｉ

ａｒ ａｓＷｅｎｄｉｎｇ （ １６３３－１７２１）ａｎｄ　ｈｉ ｏｒｓ　Ｚｈｏｎｇ　Ｘｉ　Ｓｕａｎ　Ｘｕｅ　Ｔｏｎｇ

Ｃｏｍｐｅｎｄｉｕ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Ｆａｎｇ　Ｙｉｚｈｉａｔ

（ １６１１－１６７１）ａｎｄ　ｈｉｓ　Ｗｕ　Ｌｉ　Ｘｉａｏ　Ｓｈｉａｕ　ｏｒ　Ｓｍａｌｌ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ａｅｄｉａ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ｉｎ　ａｂｏｕｔ　１６４０，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Ｉｔ　ｗａｓ

ｕｎ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ｏ　ｓｅ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　ｅｌｉｔ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ｍａｓ－

ｔｅｒｐｉｅｃ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ａ　ｗｉｄ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ｆｉｅｌｄｓ　ｉｎ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ｏｎｅ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ｙｅａｒｓ．　Ｔｈｉｓ　ｍａｒｋｅｄ　ａ　ｇｉｇａｎｔｉｃ　ｌｅａｐ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ｎｄ　ａ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ａｔ　ｔｈａｔ　ｔｉｍｅ．

Ｉｔ　ｗａｓ　ｊｕｓｔ　ａｔ　ｔｈｉｓ　ｔｉｍｅ　ｔｈａｔ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ｍａｄｅ　ｉｔ　ｅｎｔｒｙ

ｉｎ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Ｍａｔｔｅｏ　Ｒｉｃｃｉ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ｓ　Ｊｅｓｕｉｔ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ｉｅｓ．

Ｍａｔｔｅｏ　Ｒｉｃｃｉ　ｃａｍｅ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１５８２．Ｈｅ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ｗｉｔｈ　ｈｉｍ，　ａｓ　ｈｉ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　ｔｏｏｌ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ａ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ｃａｌ－

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Ｅｕｃｌｉｄｉａｎ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ｄｅｄｕｃｔｉｖｅ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ｇｌｏｂ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ｉｍｅ　ｅｎａｂｌｅ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ｏ　ｓｅｅ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ｓｕ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ｕｎｕｓｕａｌ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ａｎｔ

Ｗｅｓｔ”，ａｓ　ｔｅｌｅｓｃｏｐ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

ａｎｄ　ｗａｒｆａｒ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ｄｅｅｐ　ｉｎ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ｆｅｒ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ｅｅｉｎｇ

ｔｒｅｍｅｎｄｏｕｓ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ｙｌｅ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ｔｈｉｎｇｓ　ｈｅ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ｗｉｔｈ

ｈｉｍ　ｓｅｒｖｅｄ　ａｓ　ｔｉｍｅｌｙ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ｒｅｇｎａｎｔ　ｗｉｔｈ　ｆａｒ－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ｍｐ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ｈｅｅｌｓ　ｏｆ　Ｍａｔｔｅｏ　Ｒｉｃｃｉ，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Ｎｉｃｏｌ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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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ｉｇａｕｌｔ，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Ｆｕｒｔａｄｏ　ａｎｄ　Ｊｏｈａｎｎ　Ａｄａｍ　Ｓｃｈａｌｌ　ｖｏｎ　Ｂｅｌｌ　ｃａｍｅ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１６２０　ｆｒｏｍ　Ｅｕｒｏｐｅ，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ｍ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ｓｅｖｅｎ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ｏｏｋｓ．

Ｌｉ　Ｚｈｉｚａｏａ（ｖ，１５６５－１６３０）　ｗｒｏｔｅ　ｉｎ　ｐｒａｉｓｅ：　“　Ｓｔｒａｎｇｅ　ｂｏｏｋｓ

ｆｒｏｍ　ｓｔｒａｎｇｅ　ｌａｎｄｓ　ｏｖｅｒ　ｎｉｎｅｔｙ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Ｉｉ　ａｗａｙ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ｈｅｒｅ　ｂｙ　ｓｈｉｐ．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ｓｐａ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ｄａｙ，　ｔｈｉｓ　ｉｓ

ａ　ｗｏｎｄｅｒｆｕｌ　ｅｖｅｎｔ！”Ｔｈｉｓ　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　ｂｙ　ｏｎ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ｏｓｔ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ｂｅｉｎｇ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Ｅａｓｔ　ｗａｓ　ｎｏ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ｎ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ｏｆ　ｂｌｉｎｄ　ｃｕｒｉｏｓ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ｏｔｉｃ，　ｂｕｔ　ｓｈｏｗｅｄ　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

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Ｘｕ　Ｇｕａｎｇｑｉ　（１５６２－１６３３），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ｒｉｅｄ

ｔｏ　ｂｅ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　Ｅｕｃｌｉｄ＇ｓ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ｈｅ

ｐｅｒｓｐｉｃａｃｉｏｕｓｌｙ　ｎｏ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Ｅｕｃｌｉｄ＇ｓ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ｆｏ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ｉｔｓ　ｅｘｈａｕｓｔｉｖ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ｓｈａｐｅｓ，　ａｌ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ｍａｙ　ｂｅ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Ｈｅ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ｓ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ａｓｓｅｅｍｉｎｇｌｙ

ｎｏ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ｂｕｔ　ｉｎ　ｆａｃｔ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ａｌ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ｎｅｒｓｔ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ａｌ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Ｔｒｕｌｙ　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ｇａｒｄｅｎ　ｏｆ　ｓｈａｐｅｓ　ｆｏｒ　ａｌｌ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ｃｅａｎ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ｆｏｒ　ａｌ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ｓ．”

Ｘｕ＇ｓ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Ｌｉ　Ｚｈｉｚａｏ，　ｍａｄｅ　ａ　ｓｉｍｉｌａｒｌｙ　ｉｎｃｉｓｉｖｅ　ａｐ－

ｐｒａｉｓａｌ　ｏｆ　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ｉａｎ　ｌｏｇｉｃ　ｗｈｉｃｈ　ｈｅ　ｔｅｒｍ“ｅｄｔｈｅ　ａｎｃｅｓｔｏｒ　ｏｆ　ａｌ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Ｔｈｅ　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ｏｕｓ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ｉｅｓ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Ｅｎｃｌｉｄｅａｎ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ｅａｎ　ｌｏｇｉｃ

ｓｈｏｗｅｄ　ａ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ｓｅ　ｗｏｒｋ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ｔｈｅ

ｑｕｉｎｔ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ｎ　ｂｅｉｎｇ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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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ｐａｔｈ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ｌｏｇｉｅｓ．　Ｒｅｆｅｒｒｉｎｇ　ｔｏ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Ｘｕ　Ｇｕａｎｇｑｉ　ｓｔｒｅｓｓｅ“ｄ，Ｉｆ　ｗｅ

ａｒｅ　ｔｏ　ｓｅｅｋ　ｔｏ　ｓｕｒｐａｓｓ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ｗｅ　ｍｕｓｔ　ｆｉｒｓｔ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ｉｔ．”

Ｆａｎｇ　Ｙｉｚｈｉ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ｄ“，　Ｗｅ　ｃａｎ　ｕｓ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ｓ　ａｎ　ｉｎｓｔｒｕ－

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ｗｈｉｃｈ　ｔｏ　ｅｌｕｃｉｄａｔ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ｃｏｕ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ｉｄ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ｏｍｉｎｇ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ｃｉｓｉｖｅｌｙ　ａｓｓｅｓｓ－

ｉｎｇ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ｎ　ｂｅｉｎｇ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ｉｎ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ｈｅ　ｓａｉｄ　ｔｈａｔ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ｈａｄ　“ａ　ｐｒｅｃｉｓ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ｕｔ　ｌａｃｋｅｄ

ａｎｙ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ｈｅ　ａｄｄｅｄ　ｔｈ“ａ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ｂｌ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ｈｏｌｄ　ｔｈａｔ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ｓｔｉｌｌ　ａｒｅ　ｎｏｔ　ｐｅｒｆｅｃｔ．”Ｆａｎｇ　Ｙｉｚｈｉ

ｃｏｎ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ｇ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ｍｐｉｌｅ　ａｎ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ａｅｄｉｃ　ｗｏｒｋ　ｔｈａｔ　ｗｏｕｌｄ　ｅｎｃｏｍｐａｓｓ

ａｌｌ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Ｈｅ　ｓａｉｄ“，　Ｌｅｔ　ｕｓ　ｃｏｍｐｉｌ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ｉｒ　ｍａｉｎ　ｐｏ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ｂｅ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ｉｎ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ｎｇ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

ｔｈｉｎｋ　ａｂｏｕｔ　ｏｎｅ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ｖｏｌｕｍｅｓ　ｗｉｌｌ　ｄｏ．”

Ｔｈｉ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ｏｎｌｙ　ｃａｍｅ　ｔｏ　ｆｒｕ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ｏｒｍ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３５

ｙｅａｒｓ　ａｆｔｅｒ　ｈｉｓ　ｄｅａｔｈ．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Ｋａｎｇｘｉ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Ｃｈｅｎ

Ｍｅｎｇｌｅｉａｗ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ｏ　ｃｏｍｐｉｌｅ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ｔｅｎｃｙｌｃｏｐａｅｄｉａ”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ｔ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ｔｅｎ－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ｖｏｌｕｍｅ　Ｇｕ　Ｊ　ｉｎ　Ｔｕ　Ｓｈｕ

Ｊｉ　Ｃｈｅｎｇ．　ａｘ

Ｔｈｅ　Ｋａｎｇｘｉ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ａｌｓｏ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ｄ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ｅｄ　ｉｎｔｅｌ－

ｌｅｔｕ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ａ　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ｂｌ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ｈｅ　ｄｅａｌ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ｎｅｗ　ｃａｌｅｎｄ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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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Ｉｎ　１６９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ｍｏｄｅｌ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ｅ　Ｆｒａｎｃａｉｓｅ

（ ｉｔｓｅｌｆ　ｏｎｌｙ　ｓｅｔ　ｕｐ　ｉｎ　１６６６），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ｒｓｔ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ａｎ

ｅｍｂｒｙｏｎｉｃ　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ｗａｓ　ｆｏｕｎｄｅｄ

ａｚ ａｙｉｎ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Ｍ ｏｒ　Ｈａｌ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ｅｎｇｙａｎｇ－ｚｈａｉ

ａｚ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 ．　Ａ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ｙｕａｎｂａｏ　ｒＧａｒｄｅｎ　ｏｆ　Ｒｅｆｕｌｇｅｎｔ　Ｓｐｒｉｎｇ

Ｆｒｅｎｃｈ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ｉ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Ｊｏａｃｈｉｍ　Ｂｏｕｖｅｔ　ａｎｄ　Ｊｅａｎ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Ｇｅｒｂｉｌｌｏｎ，　ｗｅｒｅ　ｉｎｖｉｔｅｄ　ｔｏ　ｌｅ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ｒｅ　ｏｎ　ｓｕｃｈ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ａｓ　ａｓｔｒｏｎｏ－

ｍｙ，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ｙ　ａｌｓｏ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ａｎ

ｕｎ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ｅｄｌｙ　ｌａｒｇｅ　ｌａｎｄ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ｎｄ　ｉｎ　１７１８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ｔｈｅ

Ｈｕａｎｇ　Ｙｕ　Ｑｕａｎ　Ｔｕｂａ　ｏｒ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ｅ，　ｗｈｉｃｈ　ｅｍ－

ｂｏｄｉｅｄ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ｉｔｓ　ｔｉｍｅ．　Ａ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ｙｏｕｎｇ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Ｍｅｉ

ｂｂ ｂｃＪｕｅｃｈｅｎｇ　（１６８１－１７６３），Ｃｈｅｎ　Ｈｏｕｙａｏ（ １６４８－１７２２），ａｎｄ

Ｍｉｎｇ　Ａｎｔｕ（ｂｄ１６９２－１７６３），ａｎｄ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ｂｅｗｏｒｋ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Ｌｉ　Ｘｉａｎｇ　Ｋａｏ　Ｃｈｅｎｇｏ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ｔｏ

Ａｓ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ｔｈｅ　Ｓｈｕ　Ｌｉ　Ｊｉｎｇ　Ｙｕｎｂｆ　ｏｒ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ｈｕｉ　Ｓｈｉ　Ｔｏｎｇ　Ｋａｏｂｇ　ｏｒ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ｉｍｅ，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ｉｓ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ａ－

ｃａｄｅｍ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Ｋａｎｇｘｉ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ｏｆ　ｔｈｅ　１７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ｅｖｅｎ　ｆｅｕｄａｌ　ｍｏｎａｒｃｈｓ　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ｓｉｍｐｌｙ　ｉｎｄｕｌｇｅ　ｔｈｅｉｒ　ｓｕｂｊｅｃ－

ｔｉｖｅ　ｗｉｌｌ，　ａｎｄ　ｗｅｒ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ｔｏ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Ｔｈｉｓ　ｕｐｓｕｒｇｅ　ｏｆ　ｅｎｔｈｕｓｉａｓ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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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ｏ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Ｑｉｎｇ　ｇａｖｅ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ｂｏｔｈ

Ｆａｎｇ　Ｙｉｚｈｉ＇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ｅｐａ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ｔｔｅｒ

ａｎ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Ｆｕｚｈｉ＇ｓ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ｎ－

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ｓｔｒｕｃ－

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ｔｔｅｒ　ｄｒｅｗ　ｏｎ　ｔｈ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Ｔｈｉｒ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ｒｔ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ｉｎ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ｕｌｄ　ｍｉｒｒｏｒ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ｐｒｏｕｔｓ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　ｔｒｅｍｅｎｄｏｕｓ　ｃｈａｎｇｅ

ｗａｓ　ｓｉｍｍｅｒ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ｐａｒ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ｈａｃｋｎｅｙｅｄ

ａｎｄ　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ｅｄ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ｒｉｓｔｏｃｒａｔ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ｓ　ｍｏｄｅｌｌ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ｐｒｅｖａｉｌ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ｒｔ　ｂｅｇａｎ　ｔｏ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ｔｏ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ｔｏｗｎｓｐｅｏｐｌｅ＇ｓ　ｎｅｗ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ｒｅｓ．

Ｌｉ　Ｚｈｉ（ｂｂ１５２７－１６０２）　＇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ｌｉｋｅ　ｍｉ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ｏｎｇａｎｂｉｓｃｈｏｏｌ＇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ｍｅｎｔ”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ｂａｎ－

ｎ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ｎｅｗ　ｋｉｎｄ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ｒｔ．　Ｌｉ　Ｚｈｉ　ｈｅｌ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ｔｈｉ－

ｃａｌ　ｃｏ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ｎｇ－Ｍｉｎｇ　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ｔｓ　ｗａｓ　ｓｔｒａｎｇ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ｃｈｉｌｄｌｉｋｅ　ｍｉｎｄｓ，”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ｍ　ｌｏｓｅ　ｔｈｅｉｒ　ｇｅｎｕｉｎｅ　ｍｉｎｄｓ”

ｓｏ　ｔｈｅｙ　ｂｅｃａｍｅ　ｌｉｋｅ“　ｓｈａｍ　ｍｅｎ．”Ｔ“ｈｅｃｈｉｌｄｌｉｋｅ　ｍｉｎｄ”　ｈｅ　ａｄｖｏ－

ｃａｔｅｄ　ｗａｓ　ｔ“ｈｅｇｅｎｕｉｎｅ　ｍｉｎｄ”　ｕｎｐｏｌｌｕｔｅｄ　ｂｙ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ｅｔｈｉ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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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ｒｍｓ”；ｔｈｉｓ　ｗａｓ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ｔｈ“ａｔ　Ｗｈａｔ　Ｃｏｎｆｕ－

ｃｉｕｓ　ｓａｉｄ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ａｋｅｎ　ａ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ｒ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ｗｒｏｎｇ．　”８　Ｈｅ

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ｔｈａｔ

“ Ｅｖｅｒｙｂｏｄｙ　ｓｈｏｕ Ｅｖｅｒｙｂｏｄｙｌｄ　ｈａｖｅ　ｈｉｓ　ｏｒ　ｈｅｒ　ｏｗｎ　ｔａｓｔｅ，”ｂｕ“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ｇｅｔ　ｗｈａｔ　ｈｅ　ｏｒ　ｓｈｅ　ｄｅｓｉｒｅｓ．　”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ｉ　Ｚｈｉ＇ｓ

ｂｊｔｈｏｕｇｈｔ，　ｔｈｅ　Ｇｏｎｇ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ｌｅａｄ　ｂｙ　Ｙｕａｎ　Ｈｏｎｇｄａｏ

（ １５５８－１６００）　ｈｅｌｄ　ｔｈａｔ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ｒｔ　ｍｕｓ“ｔ　ｆｒｅｅｌ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ｉｎｄｉ－

ｖｉｄｕａ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ｎｏｔ　ｓｔｉｃｋ　ｔｏ　ｏｎ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ｎｅ　ｍｕｓｔ　ｎｏｔ　ｐｕｔ

ｐｅｎ　ｔｏ　ｐａｐｅｒ　ｕｎｌｅｓｓ　ｏｎｅ＇ｓ　ｉｎｓｐｉｒａ ｆｌｏｗ　ｆｒｏｍ　ｏｎｅ＇ｓ　ｏｗｎ　ｈｅａｒｔ．”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ｙ　ｏｐｐｏｓｅｄ　ｂｅｉｎｇ　ｂｏｕｎｄ　ｂｙ　ｓｕｃｈ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ａｓ　ａ“ｓ　ｓｔｉｃｋ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ａｔｈ　ｔｏ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ｓ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ｙ　ｃｅｎｓｕｒ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ｓ　ｂｅ－

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Ｓｉｘ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ｍａｘｉｍｓ．”Ｔｈｅ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ｅｒｓ‘ｗｉｌｆｕｌｌ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ｗ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ｗａｎｔ”，　ａ“ｎｄｗｏｕｌｄ　ｒａｔｈｅｒ　ｂ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ｄａ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ｌａｒ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ａ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ｗｏｒｋｓ　ａｐｐｅａｒｅｄ，　ｔｈａｔ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ａ　ｎｅｗ　ｈｕｍａｎｉｓｔ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ｉ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ｏｐｐｏｓｅｄ

ｆｅｕｄａｌｉｓｍ；　ｓｕｃｈ　ｗｏｒｋ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Ｆｅｎｇ　Ｍｅｎｇｌｏｎｇ“ｂｋＳａｎ　Ｙａｎ”ｂｍ

（Ｆｅｎｇ＇ｓ　ｔｈｒｅ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ｈｏｒｔ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ｉ．　ｅ．，Ｓｔｏｒｉｅｓ　ｔｏ　Ｅｎｌｉｇｈｔ－

ｅｎ　Ｍｅｎ，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ｔｏ　ＷａｒｎＭｅｎ　ａｎｄ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ｔｏ　Ａｗａｋｅｎ　Ｍｅｎ），Ｌｉ　ｎｇ

Ｍｅｎｇｃｈｕ“ｂｎ　Ｅｒ　Ｐａｉ”ｂ（ｏ　Ｌｉｎｇ＇ｓ　ｔｗｏ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ｈｏｒｔ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Ｓｔｏ－

ｒｉｅｓ　ｔｏ　Ａｍａｚｅ　Ｍｅｎ　ａｎ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ｔｏ　Ａｍａｚｅ　Ｍｅｎ）　ａｎｄ　Ｔａｎｇ

Ｘｉａｎｚｕｂｐ（　１５５０－１６１６“）　Ｆｏｕｒ　Ｄｒｅａｍｓ　ｏｆ　Ｌｉｎｃｈｕａｎ＂ｂｑ（　Ｔａｎｇ＇ｓ　ｆｏｕｒ

ｄｒａｍａｓ，　Ｐｕｒｐｌｅ　Ｈａｉｒｐｉｎ，　Ｐｅｏｎｙ　Ｐａｖｉｌｉｏｎ，　Ｔｈｅ　Ｕｔｏｐｉａ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ｒｅａｍ　ｏｆ　Ｈａｎｄａｎ，　ｗｈｅｒｅ　ｉｄｅａｌｓ　ｗｅｒｅ　ｐｌａｃｅｄ　ｉｎ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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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ｒｅａｍｌａｎｄ）．　Ｉ　“ｎＳａｎ　Ｙａｎ”　ａｎ“ｄ　Ｅｒ　Ｐａｉ”，ｔｏｗｎｓｐｅｏｐｌｅ　ｓｕｃｈ　ａｓ

ｍｉｌｌｅｒｓ，　ｈａｎｄｉｃｒａｆｔｓｍｅｎ，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ｂｕｔｃｈｅｒｓ，　ｂｒｏｋｅｒｓ，　ｐｅｄｄｌａｒｓ，

ｐｒｏ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ａｎｄ　ｇａｍｂｌｅｒｓ　ｓｔｏｒｙ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ｉｍｅ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ａｓ　ｈｅｒｏｅｓ　ｏｒ　ｈｅｒｏｉｎｅｓ　ｉｎ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ｗｏｒｋ．ｓ　Ｔｈｅｓｅ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ｄｅ－

ｓｃｒｉｂｅｄ　ｈｏｗ　ａ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ｍｉｇｈｔ　ｆｏｒｓａｋｅ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ｒ

ｅｖｅ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ｂｕｔ　ｔｈｅｙ　ｐｒａｉｓｅｄ　ｄｅｖｏｔｉｏｎ　ｔｏ　ｇｅｔｔｉｎｇ　ｒｉｃｈ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ｇｏｏ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ｓ　ｆｏｒ　ｒｏ－

ｍａｎｔｉｃ　ｌｏｖｅ　ａｎｄ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ａｎｄ　ｍｕｔｕａｌ　ｈｅｌｐ　ａｎｄ　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Ｔｈｅｙ　ａｌｓｏ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ｔｈｅ　ｆｅｕｄａｌ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ｃｏｄｅ，　ｔｈｅ　ｄｅ－

ｂａｕｃｈ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ｍｏｎａｒｃｈ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ｕ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ｅｕｄａｌ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Ｔｈｅｓ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ｖａｌｕｅｓ，　ｌｉｆｅ　ｇｏａｌｓ，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ｌｏｖｅ　ａｎｄ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ｗｅｒｅ　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　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ｈａｔ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ｒ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ｔｈｅｒ－ｔｏ－ｕｎｋｎｏｗｎ　ｒｉｓｉｎｇ　ｔｏｗｎｓｐｅｏｐｌｅ．　Ｔａｎｇ　Ｘｉａｎｚｕ＇ｓ　Ｐｅｏｎｙ

Ｐａｖｉｌｉｏｎ　ｂｒ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ｋ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ｓｔｒｏｎｇｌｙ　ｒｅｓｉｓｔｅｄ　ｔｈｅ　ｆｅｕｄａｌ　ｅｔｈｉ－

ｃａｌ　ｃｏｄｅ　ａｎｄ　ｕｎｙｉｅｌｄｉｎｇ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ｔｙ，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ａ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ｗｈｅｒ“ｅ　　ｈｕｍａｎ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ａｒｅ　ｐｉｔｔｅ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ｈｅａｖｅｎｌ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ａ　ｖｉｅｗ　ｄｉａ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ｌｙ

ｏｐ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ｅｕｄａｌ　ｖｉｅｗｓ　ｔｈａ“ｔ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ｗｏｒｋ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ｅｍｂｏｄｙ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ｔｏ　ｒｅ－

ｃｏｖｅｒ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Ｔｈｅｓｅ　ｓｔｒｉｋｉｎｇ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ｌ－

ｓｏ　ｆｏｕｎｄ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Ｗａｎｇ　Ｆｕｚｈｉ　ｗｅｎｔ　ｓｏ　ｆａｒ

ａｓ　ｔｏ　ｗｒｉｔｅ　ａ　ｐｌａｙ，　ｔｈｅ　Ｄｒａｇｏｎ－ｂｏａｔ　Ｒｅｇａｔｔａ，　ｂｓ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ｈｅ　ｐｒａｉｓ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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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ｄａｕｇｈｔｅｒ　ｆｏｒ　ｈｅｒ　ｂｒａｖｅｌｙ　ｒｅｖｅｎｇｉｎｇ　ｈｅｒ　ｆａｔｈｅｒ．　Ｆｕ

Ｓｈａｎ（ｂｔ１６０７－１６８４）ａｌｓｏ　ｗｒｏｔｅ　ｔｈｒｅｅ　ｐｌａｙｓ，　ｏｎｅ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Ｒｅｄ　　Ｈａｎｄｋｅｒｃｈｉｅｆ　　ａｎｄ　　Ｍｉｒｒｏｒｂｕ，　　ｅｎｔｈｕｓｉａ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ｅｘｔｏｌｌｅｄ

ｐｒｏ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ｕｎｓｗｅｒｖｉｎｇ　ｌｏｙａｌｔｙ　ｔｏ　ｌｏｖｅ．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ａ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ａｉｎｔｅ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ｈｉ　Ｔａｏｂｖ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　Ｅｃｃｅｎｔｒｉｃｓ　ｏｆ

Ｙａｎｇｚｈｏｕｂｗ　ｆｌｏｕｒ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Ｔｈｅｙ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ｖｅｒｙ　ｈｉｇｈ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ｇａｖｅ

ｂｉｒｔｈ　ｔｏ　ａ　ｎｅｗ　ｓｔｙｌｅ　ｏｆ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ｏｐｐｏｓｅ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ｎ－

ｄ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ｉｒ　ｂｒｕｓｈｅｓ　ｃａｍｅ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ｒｅｂｅｌ－

ｌｉｏｎｓ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ｒｔｒａｉｔｙ．　Ｚｈｅｎｇ　Ｘｉｅｂ（ｘ１６９３－１７６５）　ｈｉｍｓｅｌｆ

ｙｅａｒｎｅｄ　ａｎｄ　ｓｏｕｇｈ“ｔ　ｔｈｅ　ａｒｉｔｃｌｅ　ｓｈａｋｉｎｇ　ｈｅａｖｅｎ　ａｎｄ　ｅａｒｔｈ，　ｔｈｅ　ｃａｌ－

ｌｉｇｒａｐｈｙ　ｌｉｇｈｔｅ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ｕｎｄｅｒｉｎｇ，　ｔａｌｋ　ｂｅｒａｔｉｎｇ　ｇｏｄｓ　ａｎｄ　ｇｈ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ａ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ｈａｄ　ｎｏｔ　ｅｘｉｓｔｅｄ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ｏｄａｙ．”１０

Ⅲ

Ｔｈｅｓｅ　ｎｅｗ　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ｓ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ｔｈｅｓｅ　ｎｅｗ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ｓｅ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ｒｔ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ｏ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ｅｃｈｏｅｄ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ｏｎｅ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

ｎｅｗ　ｓｔｙｌｅ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ｃｉｒ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ａ　ｎｅｗ　ｔｕｒｎ　ｉ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Ｔｈｅ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ｎｅａｒｌｙ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ｅｘｃｅｐ－

ｔｉｏｎ，　ａｔｔａｃｋｅｄ　ｔｈｅ　ｂｏｍｂａ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Ｍｉｎｇ　Ｎｅｏ－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ｅｍｐｔｙ　ｔａｌｋ　ａｂｏｕｔ　ｍｉｎｄ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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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ｕｍ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Ｇｕ　Ｙａｎｗｕ　ｒｅｐｒｏｖｅｄ　ｔｈｅ　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ｔｓ　ｆｏｒ

“ ｎｅｖｅｒ　ｓｔｅｐｐｉｎｇ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ｄｏｏｒｓ”　ａｎ“ｄ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ｏｎ　ｆａｎｔａｓｔｉｃ

ｔａｌｋ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Ｈｕａｎｇ　Ｚｏｎｇｘｉ　ｐｏｉｎｔｅｄ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ｉ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ｔｉｍｅｓ　ｔｈｅｙ　ｉｎｄｕｌｇｅｄ　ｉｎ　ｌｏｕｄ　ａｎｄ　ｅｍｐｔｙ　ｔａｌｋ　ａｎｄ　ｓｐｅｎｔ　ｍ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ｔｉｍ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ｎｇ　ｈｏ“ｗ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ｏ　ｔｅｓｔｉｆｙ

ｔｏ　ｔｈｅ　ｍｉｎｄ　ｏｆ　Ｈｅａｖｅｎ－Ｅａｒｔｈ　ａｎｄ　ｔｏ　ｉｎａｕｇｕｒａｔｅ　ａ　ｐｅａｃｅｆｕｌ　ｗｏｒｌｄ　ｆｏｒ

ａｌｌ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Ｂｕｔ　ｏｎｃｅ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ｅｄ　ａ　ｃｒｉｓｉｓ，　ｔｈｅｙ　ｓａ“ｔ　ｓｔｕｐｅ－

ｆｉｅｄ　ｗｉｔｈ　ｇａｐｉｎｇ　ｊａｗｓ，　ａｓ　ｉｆ　ｉｎ　ａ　ｈｅａｖｙ　ｆｏｇ．”Ｔｈｉ“ｓ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ｐｔｙ”　ａ“ｎｄｍｅａｎｉｎｇｌｅｓｓ　ｔａｌｋ”　ｗａ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ｌａｍｉｔ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ｂｅｆｅｌｌ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ｔ　ｔｈａｔ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ｔ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　ｔｕｒｎ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ｅｃｒａｆｔ”．　Ｔｈｅｙ　ｔａｕｇｈｔ　ｔｈａｔ　ｏｎｅ　ｍｕ“ｓｔ　ｔｒａｃｅ　ｂａｃｋ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ｈａｔ　ｂｅａｒ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ｗｈｙ　ｔｈｉｎｇｓ　ａｒｅ　ａｓ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１１　Ｔｈｅｙ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ｈｏｒｏｕｇｈｌｙ　ｄｉｓｃａｒｄ

ｔｈｅ　ｓｕｂｔｌｅ　ａｎｄ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ａｌｌ　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ｉ２

Ｔｈｅ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ｍａｔｔｅｒ　ｏｆ　ｆａｃｔ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ｗｉｔｈ

ａ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ｗｒｉｔｅ　ｈｉｓ　Ｔｉａｎｘｉａ　Ｊｕｎｇｕｏ　Ｌｉｂｉｎｇ　Ｓｈｕ，　ｂｙ　ｏｒ　Ｔｈｅ　Ｍｅｒｉｔｓ　ａｎｄ　Ｄｒａｗ－

ｂａｃｋ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Ｇｕ　Ｙａｎ“ｗｕｌｅｆｔ　ｈｉｓ　ｔｒａｃｋ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ｈａｌｆ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Ｗｈｅｎ　ｈ“ｅ　ａｒｒｉｖｅｄ　ａｔ　ａ　ｐａｓｓ，　ｈｅ　ｔａｌｋｅｄ　ｗｉｔｈ

ｏｌｄ　ｏｒ　ｄｅｍｏｂｉｌｉｚｅｄ　ｓｏｌｄｉｅｒｓ，　ａｓｋ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ｄｅｔａｉｌｓ．　Ｉｆ　ｗｈａｔ　ｈｅ　ｈｅａｒｄ

ｄｉｄ　ｎｏｔ　ｃｏｎｆｏｒｍ　ｔｏ　ｗｈａｔ　ｈｅ　ｈａｄ　ｈｅａｒｄ　ｂｅｆｏｒｅ，　ｈｅ　ｗｏｕｌｄ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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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ｏ　ｔｏ　ｔｈｅ　ｂｏｏｋｓ　ｉｎ　ａ　ｌｏｃａｌ　ｂｏｏｋｓｈｏｐ　ａｎｄ　ｃｈｅｃｋ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１３

Ｉｎ　ｃｏｍｐｉｌｉｎｇ　ｈｉｓ　ｂｏｏｋｓ　Ｔｏｎｇ　Ｙａ，　ｂｚ　ｔｈｅ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ａｅｄｉａ　ｏｆ　Ｌｉｔｅｒ－

ｃａａｒｙ　Ｅｘｐｏｓｉｔｏｒ，　ａｎｄ　Ｗｕ　Ｌｉ　Ｘｉａｏ　Ｓｈｉ，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ａｅｄｉａ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　Ｆａｎｇ　Ｙｉｚｈ“ｉ　ｋｅｐｔ　ｎｏｔ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ｅａｄ－

ｉｎｇｓ　ｏｎ　ｗｈａｔｅｖｅｒ　ｈｅ　ｈａｐｐｅｎｅｄ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ａｎｄ　ｇａｔｈｅｒｅｄ　ｗｈａｔ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ｓａｉｄ．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ｓｕｃｈ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ｈａｄ　ｎｏ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ｔｏ　ｓｕｐ－

ｐｏｒｔ　ｉｔ，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ｉｔ　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ｂｅ　ｃｈｅｃｋｅｄ　ｂｙ　ｔｅｓｔｓ．　Ｓｕｃｈ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

ｔｉｏｎ　ｉｓ　ｖａｌｕｅｄ　ｆｏｒ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ｒ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ｏｕｔ　ｔｈｅ　ｒｅｌｉａｂｌｅ Ｗｈａｔ　ｉｓ　ｍｏｒｅ，　ｗｅ　ｍｕｓｔ　ｃｏｌｌｅｃｔ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

１４ｖａｒｉｏｕｓ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ｔｏ　ｆｉｎｄ　ｏｕｔ　ｔｈｅｉｒ　ｅｘａｃｔ　ｃａｕｓｅｓ．　”　Ｗａｎｇ　Ｆｕｚｈｉ　ａｌ－

ｓｏ　ｈａｄ　ｅｎｊｏｙｅ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ｌｙ　ａｓｋ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ｂｏｕｔ　ａｌｌ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ｓｉｎｃｅ　ｈｅ　ｗａｓ　ｙｏｕｎｇ，　ａｎｄ　ｈｅ　ｗａｓ　ｉｎｔｅｎｔ　ｏｎ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ａｌｌｙ　ｌｏ－

ｃａｔｅｄ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ｒｉｖｅｒｓ，　ｌｏｃａｌ　ｔｒｏｏｐ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ｌａｗ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Ｈｅ　ｆｅｌｔ　ｔｈａｔ

ｗｈａｔ　ｐｅｏｐｌｅ　ｈａｄ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ｌｙ　ｎｅｇｌｅｃｔｅｄ　ｍｕｓｔ　ｂｅ　ｃａｒｅｆｕｌｌｙ　ａｎｄ　ｃａｕｔｉｏｕｓ－

ｌｙ　ｇｏｎｅ　ｏｖｅｒ， ｖｅｄ　ｏｒ　ｄｉｓｐｒｏｖ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ｗｈａｔ　ｈｅ　ｈａｄ　ａｎｄ　ｐｒｏ

ｌｅａｒｎｅｄ．　”１５　Ｔｈｅｓｅ　ｎｅｗ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ｗｅｎｔ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ｅｄ　ｕｐ　ｏｔｈｅｒ　ｎｅｗ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ｒｉｃｈ

ｉｎ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ｖｅｓ　ｆｏｒ　ｎｅｗ　ｍｏｄｅｓ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ａｓ－

ｃｅｎｄ　ｔｏ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ｔｈｅｉ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ｔｅｎ

ａｐｐｅａｒ　ｂｌｕｒ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ｍａｎｙ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ｌｉｎｋｓ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ｃｅｎｔ　ｂｕｔ　ｔｈ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ｏ－

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ｎｄ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ｍｉ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Ｑ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ｅｄ　ｉｔｓｅｌｆ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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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ｅｍｐｔｙ　ａｎｄ　ｐｅｄａｎｔｉｃ　ｓｔｙｌｅ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ｏｎｇ－Ｍｉｎｇ　Ｎｅｏ－Ｃｏｎｆｕ－

ｃｉａｎｉｓｍ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ｔｔｅｒ－ｏｆ－ｆａｃｔ　ｓｔｙｌｅ　ｗｈｉｃｈ　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ｅｃｒａｆｔ”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ｔｈ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ｂ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ｉｔ　ａｌｓｏ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ｅｄ　ｉｔｓｅｌｆ　ｉｎ　ｎｅｗ　ｗａｙｓ　ｏｆ　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ｗｈｉｃｈ　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ｓｕｂｌｉｍａｔｅｄ　Ｓｏｎｇ－Ｍｉｎｇ　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ｎｇｌｅｓ．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Ｇｕ　Ｙａｎｗｕ　ｒｅｐｌａｃｅｄ

ｔｈｅ　Ｌｉ　Ｘｕｅ，　ｃｂ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ｌａｔｏｎｉｃ　Ｉｄｅａ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Ｍｉｎｇ　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Ｈｅ　ｏｐｐｏｓｅ“ｄ　ｔｈｅ　ｅｍｐｔｙ　ｔａｌｋ　ｏｆ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ｎｄ”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ｉｎ　Ｇｕ＇ｓ　ｆｏｏｔｓｔｅｐｓ，

ｃｃ
Ｙａ　ｎ Ｒｕｏｑｕ，（ １６３６—１７０４）　ｄｉｄ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Ｇｕ　Ｗｅｎ

Ｓｈａｎｇ　Ｓｈｕ，　ｃｄｔ　ｈｅＡ　ｎｃｉｅｎｔＢｏ　ｏｋｏｆ　Ｈｉ　ｓｔｏｒｙ　ｗｉｒｉｔｉｎｇ　ｉｎ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ｂｌ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ｅｄ　ｉｔ　ｎｏｔ　ｔｏ　ｂ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ｗｏｒｋ，　ｂｕｔ　ａ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ｂｏｏｋ　ｏｆ　ｄｕｂｉｏｕｓ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ｉｔｙ．　Ｃｈｅｎ

Ｑｕｅ（ｃｅ１６０４－１６７７）ａｌｓｏ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Ｄａ　Ｘｕｅ，　ｃ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ｅｄ　ｉｔ　ｎｏｔ　ｔｏ　ｂ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ｗｏｒｋ．

Ｔｈｅｉｒ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ｒｅｗｏｏｄ　ａｗａｙ　ｆｒｏｍ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ａｕｌｄｒｏｎ，”ｗａｓ　ａ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ｎｅ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ａｌｌｅ“ｄ　ｓｉｘｔｅｅ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ｍｉｎｄ　ｉｓ　ｐｒｅｃａｒｉｏｕｓ，　ｔｈｅ

ｍｉｎｄ　ｏｆ　ｗａｙ　ｓｕｂｔｌｅ；　ｂｅ　ｍｅｔｉｃ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ｉｎｇｌｅ－ｍｉｎｄｅｄ　ａｎｄ　ｓｉｎｃｅｒｅ－

ｌｙ　ｈｏｌｄ　ｆａｓｔ　ｄｏ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ｏｒｔｈｏｄｏｘ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ｋｅｙ　ｌｉｎｋｓ　ａｎｄ　ｅｉｇｈｔ　ｏｔｈｅｒ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Ｎｅｏ－Ｃｏｎｆｕ－

ｃｉａｎｉｓｍ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ａｎｄ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ｈａｄ

ｄｏｎｅ　ｔｈｅｉｒ　ｕｔｍｏｓｔ　ｔｏ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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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ｕａｎｇ　Ｚｏｎｇｘｉ　ａｌｓｏ　ｒｅｐｌａｃｅｄ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ｌａｔｏｎｉｃ　Ｉｄｅａ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ｄ，Ｉｆ　ｏｎｅ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ｗａｎｔ　ｔｏ　ｂｅ

ａ　ｐｅｄａｎｔｉｃ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ｈｅ　ｍｕｓｔ　ｓｔｕｄ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Ｈｅ　ｆｅｌｔ

ｔｈａｔ　ｏｎ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ｄｏｐｔ　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ｗｈｅｎ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ｏ－

ｒｉｇｉ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ｗｈｅｎ　ｓｏｒｔｉｎｇ　ｏｕｔ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ｇｒａｓｐ　ｔｈｅｉｒ　ｍａｉｎ　ｐｏｉｎｔｓ　ｔｏ　ｄｉｓ－

ｔｉｎｇｕｉｓｈ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ｄｅｅ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ｇ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ｏｓｓ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Ａｎｄ　ｗｈａｔ　ｉｓ　ｍｏｒｅ，　ｏｎ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ｇｏ　ｄｅｅｐ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　ｗｈｙ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ａｓ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ａｎｄ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ｔｈｅｍ　ｔｈｒｏｕｇｈ

１６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 Ｏｎｅ　ａｌｓｏ　ｓｈｏｕｌ“ｄ　ｈａｎｄｌｅ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ｓ　ｏｆ　ｍｉｎｄ．　”

ａｎｄ　ｂｏｏｋｓ　ｏｆ　ｐａｓｔ　ａｇｅｓ　ｔｏ　ｂｒｉｎｇ　ｆｏｒｔｈ　ｎｅｗ　ｉｄｅａ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ｎ　ｉｎｄｅ－

ｐｅｎｄ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ｅ　ａ　ｓｔｙｌｅ　ｏｆ　ｏｎｅ＇ｓ　ｏｗｎ．”　１７　Ｈｕａｎｇ　Ｚｏｎｇｘｉ

ｔｈｕｓ　ａｂａｎｄｏｎｅ“ｄ　ｔｈｅ　ｄｒｏｓｓ　ｏｆ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ｓａｙ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ｏ－Ｃｏｎｆｕ－

ｃ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ｓｈａｒｐｌｙ　ｄｅｎｏｕｎｃｅ“ｄ　　ｔｈｅ　ｈｙｐｏｃｒｉｔｅｓ　ｏｆ　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ｉｓｍ．”Ａｌｌ　ｔｈｉｓ　ｗａｓ　ｄｏｎｅ　ｗｈｉｌｅ　ｈｅ　ｗａｓ　ｇｉｖｉｎｇ　ｂｉｒｔｈ　ｔｏ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ｌｅｖ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ｅｃｒａｆｔ．

Ｆｕ　Ｓｈａｎ，　ａ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ｐｒｏｖｅｄ　Ｎｅｏ－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ｉｔｓ　ｐａｔｒｉａｒｃｈａｌ－ｆｅｕｄａｌ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ｓｔｕｂｂｏｒｎｌｙ

ｓｔｉｃｋｉｎｇ　ｔｏ　ｉｔｓ　ｏｗｎ　ｖｉｅｗｓ”　ａｎｄ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ｊｕｖｅ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ｐｒｅ－Ｑ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ｄ　ｌｏｎｇ

ｂｅｅｎ　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ｅｄ　ａ“ｓ　ｈｅｒｅｓｉｅｓ”　ｂｙ　ｔｈｅ　Ｓｏｎｇ－Ｍｉｎｇ　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ｓ．

Ｈｅ　ｂｅｌｉｅｖｅｄ　ｔｈａｔ　ｍｏｓｔ　Ｓｏｎｇ－Ｍｉｎｇ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ｓ　ｗｅｒ“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ｗｉｔｈ－

ｏｕｔ　ｍｉｎｄｓ，”ｓｈｏｒｔｓｉｇｈｔｅｄ　ｍｅｎ　ｗｈｏ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ｓｏ　ｂｌｉｎｄｌ“ｙ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ｃａｎ　ｎｏｔ　ｓｅｅ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Ｂｕｄｄ（ｈａＴａｔｈａｇａｔａ）ｅｖｅｎ

ｔｈｏｕｇｈ　ｉｔ　ｉｓ　ｓｈｉｎｉｎｇ　ａｓ　ｉｆ　ｔｈｅ　ｓｕｎ　ｗｅ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ｋ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ｃａｎ　ｎｏ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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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ａｒ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ｐｒｅ－Ｑ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ｅｖｅｎ

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ａｓ　ｄｅａｆｅｎｉｎｇ　ｔｈｕ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ｌｉｇｈｔｉｎｇ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ｌｏｕｄｓ，　ｊｕｓｔ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ｌｏｓｔ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ａｓｏｎ　ｆｏｒ　ａ　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　”１８

ｚｈＧｏｎ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ｈｅ　ｔｕｒｎｅｄ　ｈｉｓ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Ｚｈｕａｎｇ　Ｚｉ，　ｃｇＸｕｎＺ　ｉ ｇ－

ｃｉ ｃｊｓｕｎ　Ｌ 　Ｚｉ，ｏｎｇ ｔｈｅ　Ｓｃｒｉｐｔｕｒｅ　ｏｆ　Ｌｅｎｇ　Ｙａｎ，ｔｈｅ　Ｖｉｊｎａｎａｍａ－ｔｒａｓｉｄ－

ｄｈｉｓａｓｔｒａ，　ｃ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ｋｅ．

Ｗａｎｇ　Ｚｈｏｎｇｃ（ｌ１７４４—１７９４）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ｔｈｉｓ　ｌｉｎｅ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ｉｏｎｅ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ｐｒｅ－Ｑ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ｉｎｋ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ｗｈｏ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ｔｉｍｅｓ　ｆｒｏｍ　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Ｗａｎｇ　Ｆｕｚｈｉ　ｗａ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ｔｈｅｏｒｉｓｔ．　Ｈｅ　ｗａｓ　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ａｎｔｉ－

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Ｍｉｎｇ－Ｑｉｎｇ，　ｅｖｅｎ　ｔｈｏｕｇｈ　ｈｅ

ｄｉｄ　ｎｏｔ　ｅｎｔｉｒｅｌｙ　ｄｉｓｃａｒｄ　ｔｈｅ　ｏｌ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ｎｇ－Ｍｉｎｇ　Ｎｅｏ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ｗｈｉｌ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ｈｉｓ　ｏｗ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ｈｉ“ｃｈｂｒｏｋｅ　ｎｅｗ　ｇｒｏｕ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ｃｉｒｃ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Ｂｕｔ　ｊｕｓｔ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ｈｅ　ｗａｓ　ａｂｌｅ　ｔ“ｏ　ｂｒｅａｋ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ｏ－Ｃｏｎ－

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ｔ　ｒａｍｐａｒｔｓ　ａｎｄ　ｔａｋｅ　ｏｖｅｒ　ｉｔｓ　ｉｍｐ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ｌｄ
１９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ｏｌｄ　ｉｓ ｉｎ　ｒｅｎｏｖａｔｅｄ；”

ｔｈｉｓ　ｗａｙ，　Ｗａｎｇ　ｗａｓ　ａｂｌｅ　ｔｏ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ｔｏ　ｒｅｃａｓｔ　ａｎｄ　ｓｕｂｌｉｍａｔｅ　ａｌｌ　ｏｆ　Ｓｏｎｇ－Ｍｉｎｇ

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ｅｓｓ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ｌａｔｏｎｉｃ

Ｉｄｅａ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Ｍｉ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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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ｉ　ｓｃｈｏｏｌｃｎ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ｕ　Ｊｉｕｙｕ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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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ｏｕｓｌｙ　ｓｏ　ａｓ　ｔｏ　ｙｉｅｌｄ　ｓｕｃｃｅｓｓ．”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ｒｅｆｕｔｅｄ　Ｚｈｕ　Ｘｉ＇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Ｋｎｏｗｉｎｇ　ｂｅｆｏｒｅ　ｄｏ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Ｙａｎｇｍｉｎｇ＇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ｕｉｔｉｖ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ｗｉｔｈ　ａｃｔｉｏｎ”Ｄｅａ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Ｗａｎｇ　Ｆｕｚｈｉ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ｓｕｂｌｉ－

ｍ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Ｃｈｅｎｇ　Ｈａｏ　ａｎｄ　Ｃｈｅｎｇ　Ｙｉ，ｃｐ，　Ｚｈｕ　Ｘｉ，ｃｑ　Ｌｕ　Ｊｉ－

ｃｒｕｙｕｉａｎ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Ｙａｎｇｍｉｎｇ，　ｃｓ　ｉｎｔｏ　ａ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ｓｔａｔｍｅｎｔ　ｔｈａｔ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Ｓｏｎｇ－Ｍｉｎｇ　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ｔｏ　ａｎ　ｅｎｄ．

Ｈｅ　ａｌｓｏ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ｗｉｔｈ　ｇｒｅａｔ

ｃｔｓｋｉｌｌ，　ｔ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ｃａｓｔ　Ｌａｏ－Ｚｈｕａｎｇ，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ｏｏｋ　ａｎ

ｓ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ｉｎ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ａｏｉｓｍ．　　Ｈｅ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ｓｉｎｇ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ｈｅａｖｉｌｙ　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Ｈｉｓ　ｔｈｅ－

ｏｒｙ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ｔｈａ“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ａｔｉｏ－

ｎａｌｉｔｙ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ｗａ　ｓｔｈｕｓ　ａｂｌｅ　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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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ｒｒｅｎｄｅｒ　ｔ“ｏ　Ｈｅａｖｅｎ”　ｎｏ“ｒ　ｈａｖｅ　ｎｏ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ｅｔ　Ｈｅａｖｅｎ　ｇｏｖｅｒ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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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ｌｅｓ　ｒｅｓｉｄｅｄ　ｉｎ　ｄｅｓｉｒｅｓ．　Ｈｅ　ｈｅｌ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ｓｉｒｅｓ　ａｒｅ　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　ｉｓ　ａｎ　ｉｄｅ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Ｈｅａｖｅｎ．”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ａ　ｌｅａｄｅｒ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ｌｄ　ｎｅｉｔｈｅ“ｒ　ｐｒｏｈｉｂｉｔ　ｈ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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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ｎｔｅｒ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ｃｏｌｏｒｓ　ａｎｄ　ｍｕｓｉｃ　ｔｏ　ｆｉ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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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ｕｒ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ｕ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ｈａ“ｔ　ｄｉｓｐｌａｙｓ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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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ｂｅｉｎｇ　ｆｏｒｍｅｄ　ａｒｅ　ｃｅｒｔａｉｎｌｙ　ｓｐｉｒｉｔｓ　ｗｈｏ　ｗｉｌｌ　ｌｉｖ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　Ｉ　ｈａｖｅ　ｎｏｔ　ｙｅｔ　ｂｅｃｏｍｅ　ｍｙ‘ｓｅｌｆ　ｏｆ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ｔｈａｔ　ｓｔａｔｅ　ｉｓ

ｒｅｍｏｔｅ！”Ｃｈｉｎａ＇ｓ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ｇｅｓ‘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ｄ　ｏｌｄ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ｒｅｎｅｗ　ｉｔｓｅｌｆ，”ａｎｄ　ｉｔｓ　ｂｏｄ“ｙ，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ｎｏｔ　ｙｅｔ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ｅｄ，　ｉｓ

ｗｉｔｈｅｒｅｄ　ａｎｄ　ｄｅａｄ．　”２３　“Ａｓｅｌｆ　ｏｆ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ａ　ｎｅ“ｗ　ｓｅｌｆ“”，ｔｈｅ

ｃｏｎｇｅａｌｉｎｇ　ｏｆ　ｉｍｐａｒ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ｄｉ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ｗａｓ　ｙｅｔ　ｔｏ　ｂｅ

ｂｏｒｎ！

Ｗａｎｇ　Ｆｕｚｈｉ　ｃａｌｌ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ｍ　ａｗａｋ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ａ　ｓｅｌｆ”　ｔｈａｔ　ｒｅ－

ｆｌｅｅｔ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Ｉｔ　ｉｓ　ｎｏｔ　ａｎ　ａｃ－

ｃｉｄｅｎｔ　ｔｈａｔ　ａｆｔｅｒ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ｒｅｆｏｕｎｄ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ｌａｓｔｅｄ　ａｂｏｕｔ　ｏｎｅ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ｙｅａｒｓ，　Ｇｏｎｇ　Ｚｉｚｈｅｎ（ｃｕ１７９２—１８４１）

ｃａｌｌｅｄ　ｏｕｔ　ａｇａｉｎ　ｉｎ　ｈｉｓ　ｌｙｒｉｃ　ｖｏｉｃｅ　ｔｈａｔ　ｉｎ　Ｌｙｒｉ“ｃ，　Ｔｈｅ　ｍａｓｔｅｒ　ｏｆ　ｅｖ－

＇”．Ｇｏｎｇ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ｅｒｙｂｏｄｙ　ｃａｌｌｓ　ｈｉｍｓｅｌｆ‘ｓｅｌｆ　 　ｔｈ“ｅ　ｓｅｌｆ”　ａ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ｅｘｈａｕｓｔｉｖ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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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ｓｅｌｆ”“， ｔｈｅ　ｍａｓｔｅｒ　ｏｆ　ｅｖｅｒｙｂｏｄｙ．”Ｈｅ　ｓａｉｄ　Ｔｈ“ｅ　Ｓｅｌｆ　ｃｒｅ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ｓｕ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ｏｎ　ｗｉｔｈ　ｌｉｇｈｔ．　Ｔｈｅ　Ｓｅｌｆ　ｃｒｅａｔｅｓ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ｒｉｖ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ｅｎｅｒｇｙ ．　Ｔｈｅ　ｓｅｌｆ　ｃｒｅａｔｅ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ｓ　ａ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ｗｉｔｈ

ｒｅａ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ｌｆ　ｃｒｅａｔｅｓ　ｅｔｈｉｃａ　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ｓｅｎｉｏｒ－

ｉｔｙ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ｏｗｎ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ａｂｌｅ　ｍｏｒａｌ

ｉｄｅａｓ．　”２４Ｔｈｉｓ　ｉｓ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ｔｈｅ　ａｗａｋ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ｓｅｌｆ”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ｅｎｓｅ．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Ｗａｎｇ　Ｆｕｚｈｉ　ｔｏ　Ｇｏｎｇ　Ｚｉ

一ｚｈｅｎ，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ｇｅｓ．　Ｉｔ　ｗａｓ　ａ

ｒｏｕｇｈ　ａｎｄ　ｔｏｒｔｕｏｕ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ａｔ，　ｔｏ　ｏｕｒ　ｓｕｒｐｒｉｓｅ，　ｌａｓｔｅｄ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ｔｗｏ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ｙｅａｒｓ！　Ｉｔ　ｗａｓ　ａ　ｐｅｒｐｌｅｘｉｎｇ　ｔｒａｇｅｄｙ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ｕｃｈ　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ｔｒａｇｅｄｙ　ｂｒｉｎｇ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１７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ｗａｋｅｎ－

ｉｎｇ　ｏ“ｆ　ｓｅｌｆ”　ｂｙ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ｉｏｎｅ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Ｗａｎｇ　Ｆｕｚｈｉ　ｔｏ　Ｇｏｎｇ

Ｚｉｚｈｅｎ　ａｒｅ　ａ　ｐｒｅｃｉｏｕｓ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ｂｅｃａｍｅ　ｂｅｌｌｉｇｅｒｅｎｔｌｙ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ｎｔｒ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ｇｅ　ｗａｓ　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ｄ　ｂｙ　ｄｅｅｐ　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ｐｉｕｍ　Ｗａｒ，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ｓｐａｔｔｅ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ｂｌｏｏｄ　ａｎｄ　ｔｅａｒｓ．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ｏｕｓｅｄ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ｔｏ　ｃａｔｃｈ　ｕｐ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ｓａｖｅ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ｏ　ｓｔａｒｔ　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ｓｔｒｉｖｉｎｇ　ａｔ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ｙｅｔ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ｅ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ｎｅｗ　Ｗｅｓｔ－

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ｕｎａｂｌｅ　ａｔ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ｔｏ　ａｓｓｅｓ　ｔｈｅｉｒ　ｌｅｇａｃｙ，　ｔｏ

ｗｅ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ｏｌｄ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ｂｒｉｎｇ　ｆｏｒｔｈ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ｅｉｒ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ａｔ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　ｏｆ　ｎｅｗ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ｍａｓｔｅｒｙ 　ａｎｄ　ｏｌｄ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ｔ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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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ｕｌｔｅｄ　ｉｎ　ｓｕｐｅｒｆｉｃｉａｌｉｔｙ　ｏｒ　ｇｏｉｎｇ　ａｓｔｒａｙ．　Ｔｈｉ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ｆｏｒ　ａ　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　ｓｔｙｍｉｅ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ｔｒｙｉｎｇ　ｔｏ　ｂｒｅａ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ｏｌｄ　ｂｕｔ　ｔｈｅ　ｄｅａｄ　ｐａｓｔ　ｉｎｖａｒｉａｂｌｙ　ｄｒａｇｇｉｎｇ　ｂａｃｋ　ｔｈｅ　ｌｉｖｉｎｇ　ｐｒｅ－

ｓｅｎｔ．　Ｅｖｅｎ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Ｍａｙ　４ｔｈ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ｅｒｔｉａ

ｄｅｅｐ　ｉｎｔ　ｈｅｓ　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Ｃ　ｈｉｎｅｓｅｃ　ｕｌｔｕｒｅｃｏｎ　ｔｉｎｕｅｄｔｏ　ｃ　ａｌｌ　ｆｏｒ　ａ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ａｎｄ　ａ　ｒｅｊ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ｎｅｇｌｉ－

ｇ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ｗｅｒｅ　ｎｏ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ｎｏｔａ　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ｅｄ．Ｈｉ　ｓｔｏｒｙｔｈ　ｕｓｃｏ　ｎｔｉｎｕｅｄ　ｔｏｕｎ　ｄｅｒｇｏｔｗ　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ｕｒｎｓ．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ｈａｖｅ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ａ　ｂｉｔｔｅｒ　ｌｅｓｓ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ｉｒ　ｓｕｆ－

ｆｅｒｉｎｇｓ　ａｓ　ｔｈｅ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Ｔｈｅｒ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ｎ　ｕｐｓｕｒｇｅ　ｏｆ　ｅｎ－

ｔｈｕｓｉａｓ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ｔｏｐｉｃｓ　ｉｎｃｌｕｄ－

ｉｎｇ　Ｓｉｎｏ－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ｈ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ｔ　ｈｅｒ　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　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ｍｏ　ｄｅｒ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ｏｒ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ｉｓｍａ，　ｒｅ－

ｑｕｉｒ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ｆ　ａ　ｎｅｗ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Ｃｈｉｎａ　ｎｏｗ　ｆｉｎｄｓ

ｒｎ ｉｎｇ－ｐｏｉｎｔ　ｉｎ　ｈｉｉｔｓｅｌｆ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ｔ　ａ　ｔｕ ｓｔｏｒｙ．　Ｉｔ　ｉ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ｗｈｉｃｈ　ｂｅｇ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１７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ｅｘｃｅｐｔ　ｔｈａｔ　ｎｏｗ

　ｉｔ　ｉｓ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ａｗａｒｅ，　ｃｏｍｐｒ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ｓｔｔｈ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　ａｃｈｉ 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ｔ　ｆｒｏ ｗｍ　ｔ ｉｓｈｈ ｅｓｔｏｅ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ｅ．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Ｃｈｉｎａ　ｍｕｓｔ　ｂｅｃｏｍｅ　ｍｏｒｅ　ａｗａ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ｏ　ａｓ　ｔｏ　ｆｕｌｌｙ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ｅｄ　ｃｕ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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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ｕｒ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ｄｅｐｅｎｄｉｎｇ　ｏｎ　ｉｔｓ　ｏｗｎ　ｅｎｅｒｇｅ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ｅ　ａｎｄ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ｅ　ｉｔｅｓｌｆ，　ｂｕｔ　ｔｈｉｓ　ｗｉｌ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ａ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ａｎｄ

ｓｏｕｌ－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ａ　ｎｅｗｅｒ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ｉｄｅ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ｖａｎｔａｇｅ－ｐｏｉｎｔ．

　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ＯＴＥＳ

１．Ｇｕ　Ｙａｎｗｕ，　Ｒｉ　Ｚｈｉ　Ｌｕ（ｃｖＴｈｅ　Ｄａｉｌｙ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Ｋｎｏｗｌ－

ｃｗｅｄｇｅ），Ｖｏｌ．　１０，＆Ｔｉａｎｘｉａ　ＪｕｎＧｕｏ　Ｌｉｂｉｎｇ　Ｓｈｕ （ Ｔｈｅ

Ｍｅｒｉｔｓ　ａｎｄ　Ｄｒａｗｂａｃｋ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Ｖｏｌ．

９．

２．Ｃｈｕｔｘｅ　Ｙｕ　Ｌｅ（ｉｃ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Ｓａｙ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

Ｃｈｕ），Ｖｏｌ．　７９，＆Ｅｒ （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ｏｆ　Ｃｈｅｎ　Ｙｉ　Ｓｈｕｃｙ

ｔｈｅ　Ｔｗｏ　Ｃｈｅｎｇｓ　），Ｖｏｌ．　５．
ｃｚ

３．Ｗａｎｇ　Ｆｕｚｈｉ，　Ｈｕ ＆Ｄｕ　Ｔｏｎｇ　Ｊｉａｎ　Ｌｕｎｄ（ａ Ｃｏｍｍｅｎ－ａｎｇ　Ｓｈｕ

ｔａｒｙ　ｏｎ　Ｔｏｎｇ　Ｊｉａｎ），Ｌａｓｔ　Ｖｏｌ．

４．Ｗａｎｇ　Ｆｕｚｂｉ，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Ｔｏｎｇ　Ｊｉａｎ，Ｖｏｌ．　１３，　２６．

５．Ｒｉ　Ｚｈｉ　Ｌｕ　（Ｔｈｅ　Ｄａｉｌｙ　Ａｃｃｕｍ １３．ｕｌａｔｅ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Ｖｏｌ．　９，

ｗ
，　Ｃｈ６．　Ｍｉｎｇ　Ｙｉ　Ｄａ　Ｆａｎｇ　Ｌｕ ａｐｔｅｒ　１—３．

７．Ｔｏｎｇ　Ｚｈｅｎｙ　Ｑｉａｎ　Ｓｈｕｚ，Ｖｏｌ．　２．

８．Ｉｂｉｄ，　Ｖｏｌ．　３．

ｄｂ９．Ｌｉ　Ｚｈｉｂｈ，　Ｔｏｎｇ　Ｘｉｎ　Ｓｈｕｏ（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ｌｉｋｅ　Ｍｉｎｄ），Ｆｅｎ

Ｓｈｕ　．Ｄａ　Ｇｅｎｇ　Ｚｈｏｎｇ　Ｃｈｅｎｇｄｃ　（Ｒｅｐｌｙ　ｔｏ　Ｇｅｎｇ　Ｚｈｏｎｇ　Ｃｈｅｎｇ　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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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ｏｏｋ　Ｂｕｒｎｉｎｇ）．

１０．　Ｌｉ　Ｚｈｉ，　Ｍｉｎｇ　Ｄｅｎｇ　Ｄａｏ　Ｇｕ　Ｌｕ（ｄｄＲｅｃｏｒｄ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ａｓ　ａ

Ｌａｍｐ）．

１１．Ｂａｎ　Ｑｉａｏ　Ｙｉｎ　Ｂａ（ｄｅＡｄｄｅｎｄａ　ｔｏ　Ｚｈｅｎｇ　Ｂａｎｑｉａｏ＇ｓ　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Ｐｏｅｍｓ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１２．　Ｐａｎ　Ｌｅｉｄｆ“，　Ｐｒｅｆａｃｅ”　ｔｏ　Ｒｉ　Ｚｈｉ　Ｌｕ．

ｄｈ
１３．　Ｗａｎｇ　Ｙｕ，　ｄｇ　Ｊｉａｎｇ　Ｚｈａｉ　Ｇｏｎｇ　 （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Ｘｉｎｇ　Ｓｈｕ

Ｗａｎｇ　 Ｆｕｚｈｉ）．

１４．　Ｑｕａｎ　Ｚｕｗａｎｇ，　ｄｉ　Ｔｉｎｇ　Ｌｉｎ　Ｘｉａｏ　Ｓｈｅｎｇ　Ｓｈｅｎ　Ｄａｏ　Ｂｅｉ（ｄｊＥｐｉ－

ｔａｐｈ　ｏｆ　Ｍａｓｔｅｒ　Ｇｕ　Ｔｉｎｇｌｉｎ）．

ｄｋ
１５．　Ｆａｎｇ　Ｚｈｏｎｇｔｏｎｇ，　“ Ｐｒｅｆａｃｅ”　ｔｏ　Ｗｕ　Ｌｉ　Ｘｉａｏ　Ｚｈｉ（ｄｌＳｍａｌｌ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ａｅｄｉａ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

１６．　Ｗａｎｇ　Ｙｕ，ｄｇ　Ｊｉａｎｇ　Ｚｈａｉ　Ｇｏｎｇ　Ｘｉｎｇ　Ｓｈｕ（ｄｈ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Ｗａｎｇ　 Ｆｕｚｈｉ）．

１７．　Ｈｕａｎｇ　Ｚｏｎｇｘｉ，　“ｘ　Ｐｒｅｆａ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Ｙｕｎ　Ｚｈｏｎｇ　Ｓｈｏｎｇ　Ａｎｔｈｏｌｏ－

ｇｙ．ｄｍ

１８．　Ｚｈａｎｇ　Ｘｕｅｃｈｅｎｇ，　ｄｎ　Ｗｅｎ　Ｓｈｉ　Ｔｏｎｇ　Ｙｉ（ｄｏ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Ｍｅａｎ－

ｉｎｇ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１９．　Ｓｈｕａｎｇ　Ｈｏｎｇ　Ｋａｎ　Ｊｉｄｐ　（　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Ｆｕ　Ｓｈａｎ），Ｖｏｌ．　１６．

２０．　Ｗａｎｇ　Ｆｕｚｈｉ，ｖ“　Ｐｒｅｆａｃｅ”　ｔｏ　Ｌａｏ　Ｚｉ　Ｙａｎ（ｄｑ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ｏｚｉ），Ｚｏｕ　Ｙｉ　Ｗａｉ　Ｚｈｕａｎ（ｄｒＵｎ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ｅｄ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Ｖｏｌ．　５．

２１．Ｗａｎｇ　Ｆｕｚｈｉ，　Ｎｏｔ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Ｚｈｏｕ　Ｙｉ　Ｎｅｉ　Ｚｈｕａｎ（ｄｓＡｕ－

ｔｈｏｒｉｚｅｄ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

２２．　Ｓｅｅ　Ｓｈａｎｇ　Ｓｈｕ　Ｙｉｎ　Ｙｉｄｉ（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ｏｏｋ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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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ｃｉ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Ｖｏｌ．　１；Ｘｕ　Ｃｈｕｎ　Ｑｉｎ　Ｚｕｏ　Ｓｈｉ　Ｚｈｕａｎ　Ｂｏ

Ｙｉｄ（ｕ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Ｓｅｑｕａｌ　ｔｏ　Ｃｈｕｎ　Ｑｕｔ　Ｚｕｏ　Ｓｈｉ

Ｚｈｕａｎ），Ｂｏｏｋ　 Ⅱ；Ｚｈｏｕ　 Ｙｉ　 Ｗａｉ　 Ｚｈｕ（ａｎＵｎ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ｅｄ　 Ｃｏｍ－

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Ｖｏｌ．　２．

ｄｖ（ Ｇｅｎ２３　．Ｓｅｅ　Ｓｈｉ　Ｇｕａｎｇ　Ｚｈｕａｎ ｅｒａｌ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ｂｏｏｋ　ｏｆ

Ｏｄｅｓ”），Ｖｏｌ．　 １１，　 Ｄｕ　 Ｓｉ　 Ｓｈｕ　 Ｄａ　 Ｑｕａｎ　 Ｓｈｕｏ（ｄｗ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Ｂｏｏｋｓ”），Ｖｏｌ．４，＆７；

Ｓｈａｎｇ　Ｓｈｕ　Ｙｉｎ　Ｙｉ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ｏｏｋ　ｏｆ　ｏｆ　Ａｎ－

ｃｒ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Ｖｏｌ．　６．

２４　．Ｓｅｅ，　Ｓｉ　Ｗｅｎ　Ｌｉｔ　（ｄｙ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Ｂｏｏｋ　Ⅰ．

２５　．Ｇｏｎｇ　Ｚｉｚｈｅｎ，ｃｕＲｅｎ　Ｇｕｉ　Ｚｈｉ　Ｊｉ　Ｔａｉ　Ｇｕａｎ　Ｄｉ　Ｙｉ（ｄｚ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ｎ　Ｙｅａｒ　ｔｏ　ｔｈｅ　Ｇ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ｕｉ

Ｙｅａｒ），Ｆｉｒｓｔ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ＬＯＳＳＡＲＹ

ａ宋明理学 ｊ徽州

ｂ郑和 ｋ嘉靖

ｃ隆庆 １明实录

ｄ万历 ｍ苏州

ｅ崇祯 ｎ云南

ｆ康熙 ｏ景德镇

ｇ乾隆 Ｐ江西

ｈ道光 ｑ广东

ｉ顾炎武 ｒ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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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北京
ａｒ梅文鼎

ｔ东林党
ａｓ中西算学通

ｕ山海关
ａｔ方以智

ｖ王夫之
ａｕ物理小识

ｗ明夷待访录
ａｖ李之藻

ｘ黄宗羲
ａｗ陈梦雷

ｙ唐甄
ａｘ古今图书集成

ｚ潜书
ａｙ蒙养斋

ａａ屈 原
ａｚ畅春园

ａｂ伍 员
ｂａ皇舆全图

ａｃ颜 元
ｂｂ梅瑴成

ａｄ李 塨
ｂｅ陈厚耀

ａｅ李时珍
ｂｄ明安图

ａｆ本草纲目
ｂｅ历象考成

ａｇ朱载堉
ｂｆ数理精蕴

ａｈ乐律全书
ｂｇ几时通考

ａｉ徐光启
ｂｈ李贽

ａｊ农政全书
ｂｉ公安派

ａｋ崇祯历书
ｂｊ袁宏道

ａｌ宋应星
ｂｋ冯梦龙

ａｍ天工天物
ｂｍ三言

ａｎ徐宏祖
ｂｎ凌蒙初

ａｏ徐霞客游记
ｂｏ二拍

ａｐ王锡阐
ｂｐ汤显祖

ａｑ晓庵新法
ｂｑｌ临川四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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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牡丹亭
ｃｑ朱熹

ｂｓ龙舟会 ｃｒ陆九渊

ｂｔ傅山
ｃｓ王阳明

ｂｕ红罗镜 ｃｔ老庄

ｂｙ石涛
ｃｕ龚自珍

ｂｗ杨州八怪
ｃｖ日知录

ｂｘ郑燮
ｃｗ天下郡国利病书

ｂｙ天下郡国利病书
ｃｘ朱子语类

ｂｚ通雅
ｃｙ二程遗书

ｃａ物理小识
ｃｚ黄书

ｃｂ理学
ｄａ读通鉴论

ｃｃ阎若璩
ｄｂ童心说

ｃｄ古文尚书
ｄｃ焚书·答耿中丞

ｃｅ陈确
ｄｄ明灯道古录

ｃｆ大学
ｄｅ板桥印跋

ｃｇ庄子
ｄｆ潘来：日知录序

ｃｈ荀子
ｄｇ王敔

ｃｉ公孙龙子
ｄｈ姜斋公行述

ｃｊ楞严经
ｄｉ全祖望

ｃｋ成唯识论
ｄｊ亭林先生

ｄ汪中
ｄｋ方中通

ｃｍ气
ｄｌ物理小编·编录缘起

ｃｎ程朱学派
ｄｍ恽仲升文集序

ｃｏ陆王学派
ｄｎ章学诚

ｃｐ程颢，程颐
ｄｏ文史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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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ｐ霜红龛集 ｄｕ续春秋左氏传博议

ｄｑ老子衍 ｄｖ诗广传

ｄｒ周易外传 ｄｗ读四书大全说

ｄｓ周易内传发例 ｄｙ思问录

ｄｔ尚书引义 ｄｚ壬癸之际胎观第一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Ｖｏ　１．１６，　ＮＯ．２，

Ｊｕｎｅ　１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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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 水 吟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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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风雨忆存

王船山《 姜斋诗集》中有《 忆得》一卷，大抵为少作或佚

稿，病中偶然忆得者。今此所存，亦类此。《 吹沙集》有《 劫徐

忆存》，括指从童年至文革前。今再从风雨声中忆存若干首，雪

泥鸿爪，括至八十年代前。

峨眉纪游诗

一九四六年春，与文筠初相识，偕游峨眉，诗以纪怀。今并

存英译，录自《 Ｐｉｌｇｒｉｍａｇｅ　ｉｎ　ｐｏｅｔｒｙ　ｔｏ　Ｍｏｕｎｔ　Ｏｍｅｉ》一书，事详

《 后记》。

一

尘外神游地 飘然野鹤心

风怀期懋赏 林壑渺幽寻

但觉嚣氛远 不知云路深

烟空萧寺柏 佳句费沉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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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ｐｏｅｔｒｙ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　ｏｆ　Ｏｍｅｉ　Ｒａｍｂｌｅｓ

Ⅰ

Ａｗａ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ｕｓｔｙ　ｗｏｒｌｄ　ｉｓ　ａ　ｐｌａｃｅ　ｗｈｅｒｅ　ｍｙ　ｓｐｉｒｉｔ　ｗａｎ－

．

ｄｅｒｓ

Ｍｙ　ｗｉｌｄ　　ｃｒａｎｅ＇ｓ　ｈｅａｒｔ　ｂｕｏｙａｎｔｌｙ　ｓｗｅｅ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ｏａｒｉｎｇ．

Ｈｏｐｅ　ｉｎ　ｍｙ　ｂｏｓｏｍ　ｗｉｎｄ－ｓｗｉｆｔ　ｔｏｗａｒｄ　ｃｏｍｉｎｇ　ｄｅｌｉｇｈｔ．

Ｉ　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ｖａｌｌｅｙｓ，ｄｕｓｋｙ，　ｓｅｃｌｕｄｅｄ．

Ｉ　ｏｎｌｙ　ｋｎｏｗ　Ｉ　ａｍ　ｆａ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ｏｉｓｙ　ｃｌａｍｏｕｒ．

Ｔｈｉｓ　ｃｌｏｕｄ　ｐａｔｈ－ｈｏｗ　ｄｅｅｐ　ｉｎ　ｗｏｕｌｄ　ｉｔ　ｌｅａｄ　ｍｅ，Ｉ　ｗｏｎｄｅｒ？

Ｍｉｓｔｓ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ｆａｄｅ　ａｗａ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ｒｕｉｎｅｄ　ｔｅｍｐｌｅ　ｃｅｄａｒｓ．

Ｇｒａｃｅｆｕｌ　ｖｅｒｓｅｓ　ｃｏｍｅ　ｏｎｌｙ　ｂｙ　ｔｈｉｓ　ｍｅｄｉｔａｔｉｖｅ　ｃｈａｎｔ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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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六载惊重到 青山似旧时

心期漫回首 风雨费凝思

幽涧流泉激 疏林密霭垂

溪迥山寺近 日暮碧苔滋

Ⅱ

Ｓｉｘ　ｙｅａｒｓ　ｇｏｎｅ－ａｎｄ　ｈｅｒｅ　Ｉ　ａｍ　ａｇａｉｎ！

Ａｎｄ　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ａｓ　ｉｎ　ｆｏｒｍｅｒ　ｄａｙｓ．

Ａ　ｂａｃｋｗａｒｄ　ｔｕｒ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ａｄ－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ｌｉｅ　ｍｙ　ｅａｒｌｙ　ｈｏｐｅｓ

ａｌｌ　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

Ｎｏｗ　ｔｈｅ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ａｉｎ　ｅｎｇａｇｅ　ｍｙ　ｄｅｅｐ　ｍ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ｃａｓｃａｄｅｓ　ｄａｓｈｉｎｇ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ｒｏｃｋｓ．

Ｓｐａｒｓｅ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ｔｈｉｃｋｌｙ　ｅｎｖｅｌｏｐｅｄ　ｉｎ　ｒａｉｎ　ｃｌｏｕｄｓ．

Ａ　ｔｕｒｎ　ｉｎ　ｔｈｅ　ｖａｌｌｙ－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ｍｏｎａｓｔｅｒｙ．

Ｔｈｅ　ｓｕｎ　ｓｉｎｋ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ｊａｄｅ　ｍｏｓｓｅｓ　ａｒｅ　ｗ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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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阁外萧萧雨 风泉澹素心

松篁疑虎啸 湍石作龙吟

坐久寒浸袂 灯残夜渐深

怀虚繁响静 飞梦蹑苍岑

Ⅲ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ｍｙ　ｂａｌｃｏｎｙ－ｘｉａｏ　ｘｉａｏ，ｓｏｆｔ　ｍｕｓ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ｒａｉｎ；

Ｗｉｔｈ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ｕｂｂｌｉｎｇ　ｓｐｒｉｎｇ　ｍｙ　ｈｅａｒｔ　ｉｓ　ｗａｆｔｅｄ　ａｗａｙ．

Ｔｈｅ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ｂａｍｂｏｏｓ－ｉｓ　ｉｔ　ａ　ｔｉｇｅｒ　ｒｏ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ｕｓｈｉｎｇ　ｓｔｒｅａｍ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ｒｏｃｋｓ－ｉｓ　ｉｔ　ａ　ｄｒａｇｏｎ　ｍｏａｎ－

ｉｎｇ？

Ｉ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ｓｉｔｔｉｎｇ　ｌｏｎｇ－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ｈａｓ　ｃｒｅｐｔ　ｕｐ　ｍｙ　ｓｌｅｅｖｅｓ；

Ｍｙ　ｔａｐｅｒ　ｉｓ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ｄｉｍ　ａｓ　ｔｈｅ　ｎｉｇｈｔ　ｓｌｏｗｌｙ　ｄｅｅｐｅｎｓ．

Ｍｙ　ｈｅａｒｔ　ｉｓ　ｅｍｐｔｙ　ｏｆ　ｔｒｏｕｂｌｅｓ　ｔｈｅ　ｄａｙ＇ｓ　ｃｌａｍｏｕｒ　ｓｔｉｌｌｅｄ；

Ｍｙ　ｆｌｙｉｎｇ　ｄｒｅａｍｓ　ａｒｅ　ｒｏａｍｉｎｇ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ｈｉｌｌｔｏ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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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路逐奇峰转 松涛万壑清

晴峦云自吐 幽谷鸟争鸣

安知忘我情不入无言境

久怀出尘想 猿鹤漫相惊

Ⅳ

Ａｓ　Ｉ　ｒａｍｂｌｅ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ｔｈ，ｓｔｒａｎｇｅ　ｐｅａｋｓ　ｒｅｖｏｌｖｅ　ａｂｏｕｔ　ｍｅ

Ｂｉｌｌｏｗ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ｉｎｅｓ　ｆｒｅｓｈｅｎｓ　ｔｅｎ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ｖａｌｌｅｙｓ．

Ｔｈｅ　ｍｉｓｔｓ　ｓｐｅｗ　ｆｏｒｔｈ　ａ　ｌｉｎｅ　ｏｆ　ｃｌｅａｒ－ｃｕｔ　ｓｕｍｍｉｔｓ；

Ｉ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ｖａｌｌｅｙｓ　ｂｉｒｄｓ　ｃｏｍｐｅｔｅ　ｉｎ　ｓｏｎｇ．

Ｕｎｌｅｓｓ　ｏｎｅ　ｅｎｔｅｒ　ｔｈｅ　ｗｏｒｄｌｅｓｓ　ｒｅａｌｍ

Ｈｏｗ　ｆｏｒｇｅｔ　ｔｈｅ　ｆｅｅｌｉｎｇ　“ｏｆＩ”？

Ｆｏｒ　ｌｏｎｇ　Ｉ　ｈａｖｅ　ｃｈｅｒｉｓｈｅｄ　ａ　ｗｉｓｈ　ｔｏ　ｅｓｃａｐｅ　ｔｈｉｓ　ｄｕｓｔｙ　ｗｏｒｌ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ｏｎｋｅｙｓ　ａｎｄ　ｃｒａｎｅｓ　Ｉ　ｆｅｅｌ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ａｔ　ｈｏ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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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山中四月听雨围炉夜 凄

雾笼千嶂晓 梦醒一鹃啼

烟云变化岑壑阴晴异 奇

飞泉在何处 笑指翠崖西

Ｖ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ｆｉｒｅ　ｌａｓｔ　ｎｉｇｈｔ　ｗｅ　ｈｅａｒｄ　ｔｈｅ　ｒａ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ｆｏｕｒｔｈ　ｍｏｏｎ　ｓｔｉｌｌ　ｉｓ　ｓｈｉｖｅｒｉｎｇ　ｃｏｌｄ．

Ｉｍｐｒｉｓｏｎｅｄ　ｉｎ　ｍｉｓｔｓ－ａ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ｐｅａ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ａｗｎｉｎｇ；

Ｗａｋｉｎｇ　ｍｅ　ｆｒｏｍ　ａ　ｄｒｅａｍ－ｏｎｅ　ｃｕｃｋｏｏｓ　ｌａｍｅｎｔｉｎｇ　ｎｏｔｅ．

Ｐｅａｋｓ　ａｎｄ　ｖａｌｌｅｙｓ　ｓｔａｎｄ　ｏｕｔ，　ｌ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ｓｈａｄｏｗ；

Ｃｌｏｕｄｓ　ａｎｄ　ｖａｐｏｕｒｓ　ｍｉｒａｃｕｌｏｕｓｌ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ｉｒ　ｆｏｒｍｓ．

Ｗｈｅｒｅ　ｓｈａｌｌ　ｗｅ　ｌｏｏｋ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ｌｙ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ｆａｌｌ？

Ｓｍｉｌｉｎｇ，　Ｉ　ｐｏｉ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ｆ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ｌｕｅ－ｇｒｅｅｎ　ｃｌｉｆ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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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踏雪叩禅扉天风何浩荡

俯首烟霞径 苍茫隔翠微

无住岫云飞忘情花雨落

六合神游遍 长歌咏采薇

Ⅵ

Ｗｉｎｄ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ｈｅａｖｅｎｓ－ｈｏｗ　ｓｐｌｅｎｄｉｄ，ｈｏｗ　ｖａｓｔ；

Ｔｒａｍ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ｎｏｗ，　Ｉ　ｋｎｏｃｋ　ａｔ　ｔｈｅ　Ｚｅｎ　ｍｏｎｋ＇ｓ　ｇａｔｅ．

Ｉ　ｂｅｎｄ　ｍ　ｙ　ｈｅａｄ－ｍ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ｒｕｓｓｅｔ　ｃｌｏｕｄｓ　ｃ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ｔｈ；

Ａｌｌ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　ｇｒｅｅｎ　ｗｏｏｄｓ　ｉｓ　ｇｒａｙ　ａｎｄ　ｄｉｍ．

Ｉｎ　ｓｗｅｅｔ　ｏｂｌｉｖｉｏｎ，ａ　ｒａｉｎ　ｏｆｆｌｏｗｅｒ　ｐｅｔａｌｓ　ｉｓ　ｆａｌ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　ｒｅｓｔｉｎｇ　ｐｌａｃｅ，　ｔｈｅ　ｖａｌｌｅｙ　ｃｌｏｕｄｓ　ａｒｅ　ｆｌｙｉｎｇ．

Ｍｙ　ｓｐｉｒｉｔ　ｒｏａｍｓ　ｔｈｅ　ｓｉｘ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

Ｃｈａ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ｌｌａ“ｄ，Ｃｏｍｅ，　Ｌｅｔ　Ｕｓ　Ｇａｔｈｅｒ　Ｔｈｏｒｎ－ｆｅｒ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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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云海郁苍茫巉岩横鸟道

　翏翏闻天 悠悠接帝乡籁

无待自相直心宁独觉 忘

浩渺凌风 危阑对夕阳意

Ⅶ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ｓｔｅｅｐ　ｃｌｉｆｆｓ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ｉｎｇ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ｏｆ　ｂｉｒｄｓ，

Ｔｈｅ　ｃｌｏｕｄ　ｓｅａ　ｓｔｒｅｔｃｈｉｎｇ　ｖａｓｔ，　ａｚｕｒｅ，　ｂｏｕｎｄｌｅｓｓ．

“ Ｙｕ，ｙｕ”，ｓ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ｐｉｐｅｓ　ｏｆ　ｈｅａｖｅｎ；

Ｆａｒ，　ｆａｒ，　ｔｈｅｙ　ｗｅｌｃｏｍｅ　ｕｓ　ｔｏ　ｔｈａｔ　ｃｅｌｅｓｔｉａｌ　ｌ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ｓｉｍｐｌｅ　ｈｅａｒｔ，　ｌｏｎｅｌｙ，　Ｉ　ｆｉｎｄ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ｌｌ　ａｔ　ｏｎｃｅ　Ｉ　ｆｏｒｇｅｔ　ｍｙ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ｓｅｌｆ；

Ｖａｓｔ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ｍｍｅｎｓｉｔｙ　ｌｉｋｅ　ａ　ｗｉ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ｌ，

Ｉ　ｓｔａｎｄ　ａｔ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ｌｏｕｓ　ｒａｉｌｉｎｇ　ｆａ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ｓｕ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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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凭虚凌绝顶 倾耳听松涛

仙境琼楼近 诗情碧海遥

琪葩缀崖列 清罄散层霄

鸥梦灵签证 云心漫寂寥

Ⅷ

Ｌｅａｎｉｎｇ　ｕｐｏｎ　ｔｈｉｎ　ａｉｒ　Ｉ　ｓｔａｎｄ　ａｌｏｆｔ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ｍｍｉｔ；

Ｂｅｎｄｉｎｇ　ｍｙ　ｅａｒ　Ｉ　ｌｉｓｔｅｎ　ｔｏ　ｔ ｐｉｎｅ　ｂｉｌｌｏｗ＇ｓ　ｒｕｓｈｉｎｇ．ｈｅ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ｍｏｒｔａｌｓ　ａｒｅ　ｎｅａｒ　ｔｏ　ｔｈｉｓ　ｂｒｉｇｈｔ　ｂａｌｃｏｎｙ．

Ｔｈｅ　ｆｅ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ａ　ｐｏｅｔ　ｉｓ　ｗｉｄｅ　ａｓ　ｔｈｅ　ｊａｄｅ－ｇｒｅｅｎ　ｓｅｅ．

Ｊｅｗｅｌｌｅｄ　ｆｌｏｗｅｒｓ　ａｒｅ　ｅｍｂｒｏｉｄｅｒｅｄ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ｃｌｉｆｆｓ；

Ｔｈｅ　ｃｌｅａｒ　ｔｅｍｐｌｅ　ｇｏｎｇ　ｓｃａｔｔｅｒｓ　ｉｔｓ　ｓｏｕｎ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ｌａｙｅｒｓ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ｍｉｓｔｓ．

Ｍｙ　ｓｅａ－ｇｕｌｌ　ｄｒｅａｍ　ｉｓ　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Ｍｙ　ｃｌｏｕｄｙ　ｈｅａｒｔ　ｉｓ　ｆｌｏｏｄｅｄ　ｗｉｔｈ　ｑｕｉｅｔ　ｓｏｌｉｔｕ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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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长啸倚危阑卧云幽梦醒

渐觉晨光动 浑忘晓雾寒

岚影散重峦霞波泛红日

四望雪峰静 浩然天宇宽

Ⅸ

Ｓｌｅｅｐｉｎｇ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ｃｌｏｕｄｓ，Ｉ　ａｗａｋｅ　ｆｒｏｍ　ａ　ｄｕｓｋｙ　ｄｒｅａｍ；

Ｗｉｔｈ　ａ　ｌｏｎｇ　ｓｉｇｈ　Ｉ　ｌｅａｎ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ｌｏｕｓ　ｒａｉｌｉｎｇ．

Ｌｉｔｔｌｅ　ｂｙ　ｌｉｔｔｌｅ　Ｉ　ｆｅｅｌ　ｔｈｅ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ｌｉｇｈｔ　ｌｉｆｔｉｎｇ；

Ｕｔｔｅｒｌｙ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ｎｏｗ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ｆｏｇ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ｗｎｉｎｇ．

Ｏｖｅｒ　ｒｏｓｅ－ｆｌｕｓｈｅｄ　ｃｌｏｕｄ　ｂｉｌｌｏｗｓ　ｆｌｏａｔｓ　ｔｈｅ　ｒｅｄ　ｓｕｎ；

Ｓｈａｄｏｗｓ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ｍｉｓｔｓ　ｓｃａｔｔｅｒ　ｔｈｅ　ｔｅｒｒａｃｅｄ　ｒａｎｇｅｓ．

Ｆｏｕｒ　ｗａｙｓ　Ｉ　ｌｏｏｋ－ａｎｄ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ｓｎｏｗ　ｐｅａｋｓ＇ｓｔｉｌｌｎｅｓｓ．

Ｓｐａｃｉｏｕｓ　ｔｈｉｓ　ｃａｎｏｐｙ　ｏｆ　ｈｅａｖｅｎ－ｂｏｕｎｄｌ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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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眷怀冰雪境 惆怅下灵峰

泉石琤琮韵 崖花寂寞红

鸥情沧海上 鹤梦碧霄中

莫问人间事 君听万壑松

Ｘ

Ｗｉｓｔｆｕｌｎｅｓｓ　ｉｎ　ｍｙ　ｈｅａｒ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ｒｏｓｔｙ，　ｓｎｏｗｙ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Ｓａｄ　ａｍ　Ｉ　ｔｏ　ｄｅｓｃｅｎｄ　ｔｈｅ　ｓａｃｒｅｄ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Ｓｐｒ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ｓｔｏｎｅｓ－ｔｈｅ　ｔｉｎｋｌｉｎｇ　ｔｕｎｅ　ｏｆ　ｊａｄｅ；

Ｖａｌｌｅｙ　ｆｌｏｗｅｒｓ　ｓｏｌｉｔａｒｙ，　ｌｏｎｅｌｙ，　ｒｅｄ．

Ｔｈｅ　ｇｕｌｌ　ｅｘｕｌｔ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ｌｅｓｓ　ｓｅａ；

Ｔｈｅ　ｃｒａｎｅ　ｄｒｅａｍｓ，ｈｉｇｈ　ｉｎ　ｔｈｅ　ａｚｕｒｅ　ｓｐａｃｅｓ．

Ｏ　ｄｏ　ｎｏｔ　ｆｒｅｔ　ｙｏｕｒｓｅｌｆ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ｏｆ　ｍｅｎ：

Ｏｎｌｙ　ｌｉｓｔｅｎ　ｔｏ　ｔｈｅ　ｐｉｎｅｓ　ｉｎ　ａｌｌ　ｔｈｅ　ｔｅｎ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ｖａｌｌｅｙ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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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空山忘日月 老树自春秋

晓雨寒吹鬓 流云湿堕楼

空思齐物论 何处任天游

翠霭松林 苍茫独立愁道

Ⅺ

Ｔｈｅ　ｅｍｐｔｙ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ｆｏｒｇｅｔｓ　ｔｈｅ　ｄａ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ｎｔｈ；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ｒｅｅｓ　ｈａｖｅ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ｓｐｒ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ｓ；

Ｔｈｅ　ｄａｗｎ　ｒａｉｎ　ｉｓ　ｃｈｉｌｌ，ｂ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ａｉｒ　ｏｎ　ｍｙ　ｔｅｍｐｌｅｓ；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ｃｌｏｕｄｓ　ｄａｍｐｅｎ　ｔｈｅ　ｍｏｕｌｄｅｒｉｎｇ　ｂａｌｃｏｎｉｅｓ．

Ｉｎ　ｖａｉｎ　Ｉ　ｐｏ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ａｔ　ａｌｌ　ｔｈｉｎｇｓ　ａｒｅ　ｅｑｕａｌ．

Ｗｈｅｒｅ　ｓｈａｌｌ　Ｉ　ｗａｎｄｅｒ－ｕｐ　ｈｅ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ｋｙ？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ｍｉｓ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ｉｎｅ　ｗｏｏｄｓ－ｔｈｅｒｅ　ｌｉｅｓ　ａ　ｐａｔｈ．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ｉｓ　ｂｌｕｅ－ｇｒｅｅｎ　ｖａｓｔｎｅｓｓ　Ｉ　ｓｔａｎｄ　ｍｅｌａｎｃｈｏｌｙ，　ａｌｏ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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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答蹬卧峥嵘危岩夹幽涧

出　岫白云静 在山泉水清

冷冷弦上趣 悠悠物外情

寂寞沧浪咏 孤吟百感生

Ⅻ

Ｐｅｒｉｌｏｕｓ　ｃｌｉｆｆｓ　ｈｏｌｄ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ｔｏｎｇｓ　ｔｈｅ　ｈｉｄｄｅ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ｒｉｖｕｌ ；ｅｔ．

Ｍｏｓｓｙ　ｓｔｏｎｅ　ｓｔｏｏｌｓ　ｌｉｅ　ｊｕｔｔｉｎｇ　ｕｐ　ｉｎ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ｃｌｉｆｆ　ｃａｖｅｒｎｓ，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ｃａｌｍ　ｃｌｏｕｄｓ；

Ｕｐ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ｔｈｅ　ｃｌｅａｒ　ｓｐｒ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ｓ、

Ｌｅｎｇ，　ｌｅｎｇ，－　ｔｈｅ　ｐｌｅａｓａｎｔ　ｓｏｕ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ｌｕｔｅ　ｓｔｒｉｎｇ；

Ｆａｒ，　ｆａｒ，　Ｉ　ｆｅｅｌ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

Ｌｏｎｅｌｙ，　Ｉ　ｃｈａｎｔ　ｔｈｅ　Ｃａｎｇ　Ｌａｎｇ　ｓｏｎｇ；

Ｉ　ｈｕｍ　ｔｏ　ｍｙｓｅｌｆ－　ａ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ａｒｉ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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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山鸟自啁谷风动篁韵 啾

壁立千峰 溪迥一径幽合

揭跣涉清凿崖横绝栈 流

不见仙源 予怀渺渺愁路

Ⅷ

Ｖａｌｌｅｙ　ｗｉｎｄ　ｓｔｉｒｓ　ｔｈｅ　ｂａｍｂｏｏｓ　ｉｎｔｏ　ｍｕｓｉｃ，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ｂｉｒｄｓ　ｒｅｉｔｅｒａｔｅ　ｔｈｅｉｒ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ｌａｉｎｔｉｖｅ　ｃｒｉｅｓ．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ｌｉｋｅ　ｗａｌｌｓ，　ｔｈｅ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ｐｅａｋｓ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Ａｔ　ｔｈｅ　ｔｕｒｎ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ｌｌｅｙ　ｓｔｒｅａｍ－ａ　ｆｏｏｔｐａｔｈ，ｓｏｌｉｔａｒｙ．

Ｂｏｒ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ｒｅｃｉｐｉｃｅｓ　ｗｅ　ｃｒｏｓｓ　ｏｎ　ａ　ｐｅｒｉｌｏｕｓ　ｐｌａｎｋ；

Ｒｏｌｌｉｎｇ　ｕｐ　ｔｒｏｕｓｅｒ　ｌｅｇｓ　ｗｅ　ｗａ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ｌｅａｒ　ｆｌｏｗ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Ｗｅ　ｈａｖｅ　ｎｏｔ　ｙｅｔ　ｇｌｉｍｐｓｅｄ　ｔｈｅ　ｐａｔｈ　ｔｏ　ｔｈｅ　Ｉｍｍｏｒｔａｌｓ　Ｆｏｕｎｔａｉｎ；

Ｍｙｂｏｓｏｍ　ｉｓ　ｕｎｅａｓｙ　ｗｉｔｈ　ａ　ｖａｇｕｅ　ｍｅｌａｎｃｈｏ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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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轩瀹茗时观瀑浑忘倦

跳珠何的烁 飞练正参差

行行意尚迟去去情无尽

临风漫回首 心远白云知

Ｂｅｈｏｌ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ｆａｌｌ，Ｉ　ｕｔｔｅｒｌｙ　ｆｏｒｇｅｔ　ａｌｌ　ｗｅａｒｉｎｅｓｓ；

Ｓｔｅｅｐｅｄ　ｉｎ　ｔｅａ，Ｉ　ｌｅａｎ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ｔｅｒｒａｃｅ　ｂａｌｃｏｎｙ．

Ｈｏｗ　ｔｈｅ　ｄｉａｍｏｎｄｓｇｌｉｓｔｅｎａｓ　ｔｈｅｙ　ｄａｎｃｅ！

ｒｒａｙ．Ｔｈｅ　ｆｌｙｉｎ ａｒｅ　ａｌｌ　ｉｎ　ｄｉｓａｇ　ｌｅｎｇｔｈｓ　ｏｆ　ｓｉｌｋ

Ｉ　ｍｕ ｔｈｏｕｇｈ　ｍｙ　ｆｅｅｌｉｎ ｎｏ　 ｅｎｄｉｎｇ．ｇｓ　ｋｎｏｗｓｔ　ｇｏ，　　ｍｕｓｔ　ｇｏ，

ｌｉａｗａＷａｌｋｉｎｇ　ａｗａｙ， ｔｈｏｕｇｈ ｍ　ｙ　ｄｅｓｉｒｅ　ｓｔｉｌｌｙ ｎｇｅｒｓ．

Ｉ　ｆａｃｅ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ｗｉｎｄ，　ｔｈｅｎ　ｓｌｏｗｌｙ　ｔｕｒｎ　ｂａｃｋ　ｍｙ　ｈｅａｄ；

Ｍｙ　ｈｅａｒｔ　ｉｓ　ｆａｒ　ａｗａｙ－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ｃｌｏｕｄｓ　ｋｎｏｗ．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Ｄｒｙｄｅｎ　Ｌｉｎｓｌｅｙ　Ｐｈｅｌｐ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ｙ　Ｋａｔｈａｒｉｎｅ　Ｗｉｌｌｍｏｔｔ

（ Ｆｒｏｍ《 Ｐｉｌｇｒｉｍａｇｅ　ｉｎ　Ｐｏｅｔｒｙ　ｔｏ　Ｍｏｕｎｔ　Ｏｍｅｉ》，１９８２，　ｂｙ　Ｃｏｓｍｏｓ

Ｂｏｏｋｓ　 Ｌｔｄ．Ｈｏｎ Ｋｏｎｇ）ｇ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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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峨眉纪游诗》后记

这十四首《 峨眉纪游》组诗及其英译，以这样的形式保存下

来，其中蕴含着一段难忘的文字因缘和青春往事。

一九九五年冬，北京大学中文系乐黛云教授来信告知：她近

访新西兰，在一幽静小城图书馆偶见一本《 峨山香客杂咏》英译

中文诗集，其中发现有我的五律诗十四首，诗有韵味，译文甚

佳，随即寄来复印件。我和文筠捧读后惊喜异常。这组诗，果为

五十年前读武大三年级时我与文筠初相识，偕游峨眉，以诗纪怀

的定情之作。此类诗作，经过五十年的风雨征程，稿本散佚，记

忆亦被冲洗，早已荡然无存。万未想到，这一组诗，竟经两位外

国友人缱绻多情，译传于海外；现又经一位中国比较文学家独具

慧眼，从异国他乡代为觅回。当我将这些信札及复印诗稿等纳入

一箧，珍重题签：“ 缪斯的复归”。当我复信乐黛云教授致谢时，

真情流露：“ 您为我们觅回的，非仅是一组中英文符号，而是我

们的童心，我们的初恋，我们在诗情画境中自我塑造的精神美。”

后经访求，终由香港友人罗孚老先生代为觅得原版《 峨山香

客杂咏》（Ｐｉｌｇｒｉｍａｇｅ　ｉｎ　Ｐｏｅｔｒｙ　ｔｏ　Ｍｏｕｎｔ　Ｏｍｅｉ）一册见寄。通读

后始知，诗集的选译者，乃是原华西协合大学外文系美籍教授费

尔朴（ Ｄｒｙｄｅｎ　 Ｌ．Ｐｅｈｌｐｓ）、加籍教授云瑞祥（ Ｍａｒｙ　 Ｋ．Ｗｉｌｌ－

ｍｏｔ）二位；诗集系中、英文对照，共选录九十二首，按年代顺

序排列，自唐太宗、李白、杜甫、岑参以下迄于现代，共计三十

三家，而在最后，竟选入我的少年未刊诗稿，且十四首全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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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风尘倥偬的岁月，这是出乎常情、难以想像的事。这在中美两

国的民间文学交往中，也堪称奇缘。

回溯到五十年前，那是我刚从武汉大学哲学系毕业回到成都

时的一九四七年之秋，因友人华西外文系学生谢桐之介，与其师

华西协合大学外文系教授费尔朴相识。费氏当时正醉心于英译

《 陶渊明诗集》，他诚挚地邀请谢和我相助，约定每周聚其家一、

二次，先由我们糅杂中英文就所译陶诗逐句训解，他晓然后即以

打字机打出诗体的英译初稿，然后三人共同琢磨，字斟句酌，直

到三人粲然认可为止。记得译《 闲情赋》时，最为动情和费力，

故我在贺华西八十校庆诗中，曾有“ 传来医术人争誉，译去诗篇

韵最温”之句。费氏为华西资深老教授（ １８９４年生），在外文系

授英诗及莎士比亚等课，年长于我们３０余岁，而童心未改，虚

怀若谷，他真诚热爱中国文化，敬重中国学人，以陶渊明诗的真

情慧境为中介，我们之间逐步建起忘年交谊。一九四八年秋，我

与文筠结婚之喜，费尔朴夫妇亲来祝贺，并以他所英译、精印的

《 峨眉山图志》一巨册相赠，我将颇为自得的《 峨眉纪游》组诗

书写为一横幅回赠之，他也十分珍视。这样的文字交往，虽不到

两年，且淡泊如水，却久而弥新。成都解放后，华西外籍教授陆

续回国。此后，音问不通。我从中国社科院所编译的《 美国的中

国学》等内部资料中，得知他返美后继续在大学任教，所译《 陶

渊明诗》已在美国出版。而对他和ＭａｒｙＫ．　Ｗ　ｉｌｌｍｏｔｔ教授如何

编选英译《 Ｐｉｌｇｒｉｍａｇｅ　ｉｎ　Ｐｏｅｔｒｙ　ｔｏ　Ｍｏｕｎｔ　Ｏｍｅｉ》一书，以及何以

选及我的《 峨眉纪游》未刊稿等，我则毫无所闻。《 峨山香客杂

咏）一书，虽由费尔朴教授写了“ 前言”，而书在香港１９８２年出

版时，已是他逝世（１９７８年）四年之后的事。他也未能见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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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他亲手建造的以自然美与诗心美相融合为特征的中美文化虹

桥，这不能不说是一桩憾事。

回忆这段文字因缘，引起我许多浮想。像费尔朴教授这样数

十年如一日从事中美民间学术交流的友人，是可敬的。他们所开

掘的涓涓细流，必将汇聚成中西文化的互补与合流的洪波巨浪。

这中间，一点一滴，一花一叶，都值得珍视。费尔朴、云瑞祥二

君所译拙作《 峨眉纪游》组诗，确花了不少心血（ 云瑞祥教授为

该书所写“ 译者说明”中谈到中诗英译之难，就曾两次例举拙

诗，足以说明），今将二君曲尽其情的优美英译并缀于此，以广

流传，以资纪念，并致谢忱。我相信，二君在天国的白玉楼中，

正与李贺、雪莱等青年诗人欢谈诗艺，对此，定会欣然同意。

重读萐父《 峨眉纪游诗》

陈吉权

一九九五年乙亥岁暮，萐父友人乐黛云君访新西兰，偶见美

国费尔朴、云瑞祥二君英译（ 峨山香客杂咏）诗集中的萐父（ 峨

眉纪游诗）十四首。奇之，携归，复印此诗寄萐父。萐父极喜，

又复印寄我。惊喜之余，思绪万千，不能自已。

萋父此诗乃一九四六年少时所作。时萐父与文筠初相识，偕

游峨眉，云山纵怀，情意弥笃，发而为诗，是为定情之篇。读此

诗，可窥见当时神游尘外，纵目远引，观岑壑阴晴之异，烟云变

幻之奇，步琼楼之仙境，接天宇之浩茫；鸥梦童心，钟此灵秀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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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峨眉山色之间，其境超绝。二人之情思，虽以“ 灵签”可

证，微露端倪，而化境悠然，如出岫云心，又无迹可求；斯为

“ 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也欤？

萐父总角交游，如深之、元谊、烇坤诸君子，皆神思俊逸，

博学多识，襟怀间畅，超然物外者。元谊以词心幽窈见称于师

友，而深之、烇坤则以治史哲余力，雅好诗词。萐父与诸君子之

诗怀感通，吟篇累牍，遥隔千里，辄相唱和。其作每每可见“ 飘

然不群”之思 每得赐笺，常欣然有会。惜当。余与诸君子交厚，

时吟篇，以沧桑世易，益以十年浩劫，皆被毁弃，荡然无存。而

元谊、深之，烇坤诸君则已先后作古，念之怆然！

不意萐父此久佚之作，于今已逾五十春秋，竟得以完璧复

归，且忽得之于海外，此非遇之至奇者乎？费尔朴、云瑞祥二君

译此《 峨山香客杂咏》一集，自唐李白、杜甫、岑参诸贤迄当代

萐父是作，所选凡三十三家，足见二君别具慧眼，使吟赞峨眉佳

篇得以译传于海外，此又遇之至奇者也。萐父与费尔朴君曾相识

于华西坝，并曾助其英译陶渊明诗赋。后虽海山阻隔，数十年不

通音问，费君亦于二十年前在美辞世；而诗情慧境，乃以心弦共

振，感通无碍，因得永存人间。是知具此慧心妙悟，则人不分今

古，地不别中西，会心人此心息息相通；虽曰时运之巧，遇合之

奇，亦理之必然也耶？

抚今思昔，聊缀数语，以志所感于万一。

词二首老友贺显铨君藏书中有《 秋天里的春天》

（ Ｊｕｌｉ　ｏＢａｇｒｙ著，巴金译）原版，扉页上题有我庚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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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０）年的词作二阕（ 其一为深之手书），复印件寄

来，触绪无端。童心稚梦，老友代为珍存五十八年，亦

可感也。

蝶　　恋　　花

一笑相逢蓬海路。怎地匆匆，便共秋云去？

梦冷魂孤愁几许，凭谁问取春何处！已被

断云金发误。小太阳儿，解得相思否？泪眼问

天天不语，空林落叶荒原暮。

长 相 思 慢

霜警疏林，秋云如水，微吟难诉衷情。天

教乍见，浅笑凝眸，才喜欲问还惊。共感飘零，

是真怀相映，莽野星萤。细语轻轻，幕沉沉，

夜曲潜听。纵黄叶西风，也作春阳艳哀，

梦影难凭。堪悲别绪，何事青天，忍散鸥盟！

金丝误了，杳天涯此恨终萦。看香消瘦菊，魂

绕孤灯。

一九四六年夏，赠文筠古墨一锭，上有梅

一枝、诗一句“ 天涯何处觅知音”。足成一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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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何处觅知音，弹到梅花月满琴。

月自婵娟梅自吟，南禽宁负海盟深。

一九五七年九月，离蓉赴汉过渝，宿体委

楼上，渔火江声，景宛似十年前与筠同返川过

渝时所见，而情则迥异矣。

飞轮千里一宵间，白也休歌行路难。

喜有鸥情漫秋水，任教鹤梦阻重山。

微茫岸火繁星动，浩荡江流絮语喧。

风露高寒曾共倚，湘灵记否十年前。

海上吟　　佚稿（ 一九五九年七一八月，青岛）

海风涛韵入新诗，百转千迥只自知。

潮来 冰绡难写水仙辞。潮去人不寐，

枕上涛声梦里家，醒来惊卧隔天涯。

银河 喜看机头出彩霞。不必劳飞渡，

海波化作绿罗裙，刻骨相思幻作真。

寄语流云过巫峡，低声为我唤筠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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婀娜犹记东湖柳，微月青城梦最浓。

十二万年人未老，绿波柔绝倚春风。

飞渡银河只等闲。浮云拂尽月中天，

曾为 岂因梦语损青鸾　。痴情怨神鹊，

久蓄丹霞待共餐。相依慧魄应无间，

屈指计程吟海上，无穷诗句涌胸前。

海来吧，海之滨。 风正醉人。海水碧如黛，

掬来染鬓青。

白鸥舞浪花。呼来吧，海之涯。 来共儿戏，

浑忘你、我、他。

碧波自柔荡。袅袅绿罗裙来吧，海之上。 ，

风前费凝望。

灵魄永相依。悟来吧，海之湄　。 得虚涵理，

云影自东西。

一九六一年秋，知文筠将留上海生化所继

续进行科研，完成论文。

结发曾吟 相期云路破荒寒。鹤梦宽，

踏月遥呼攀崖扑火红星夜， 七里炎。

自有痴灵 任教圆缺共婵娟。通窅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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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郎一片风前意，伫盼丹霞落素纨。

一九七三年三月八日，玲儿自丹江至樊城，

先来电话，步出隆中远迎之，悲喜交集。

忽听玲儿电话声，丹江晨雨到樊城。

崎岖泥路瞻迎远，飒爽工装笑语亲。

且喜天车随巧手，难忘醋柳鞠丹忱。

卅年鸥梦休回首，但向山花觅好春。

一九七六年元月，渊、萌归自京，携来史、

康信，意蕴情真，暖我诗魂。

嘤鸣乔木望京华，笑指燕荆两处家。

秋水碧云渟素月，春苗红雨煦朝霞。

崎岖宁畏峰前路，漫汗羞随世外槎。

一片鸥情何所寄，茂林新叶绿天涯。

一九七八年二月，渊、春儿结褵，诗以志

庆。

葵煦朝阳廿九年，渊明诗句记心间。

采珠试学纬萧子，琢玉初成咏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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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晓沉湖千里翠，远晴燕市百花繁。

於菟应解凝眸意，昂首征途共着鞭。

一九八三年五月，参加蒙族哲学史年会中，

赴呼和浩特市郊拜谒昭君暮，口占。

呼郊垂柳郁毵不觉荒寒塞外行， 毵。

漠河青塚长相 麦秀芳畴四望平。伴，

芳树环裁草自昭君坟上矗红亭， 青。

蒙族姑娘偏爱 录音机伴踏歌声。舞，

血染雕弓尽列干戈玉帛几千秋， 侯。

独有王嫱留美 琵琶弦语最温柔。誉，

一九八四年九月，初访十堰，听介绍二汽

创业史，默吟得一律。

武当北麓起山城，翠谷朱楼四望新。

破雪迎春双燕舞，劈山开路一龙腾。

三关闯过犹余勇，百战荣归不自矜。

鼎立中心迎巨浪，白头孟总最多情。

哭奠黄庆璋同志（ 一九八五年三月）

襄阳云黑沙洋冷，独有君心贮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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娓娓道来情似火，依依别后意弥稠。

尊前慷慨非弹铗，笔底轮囷忍覆瓯。

此日招魂江水上，茫茫天地几沙鸥。

一九八六年“ 双百”方针公布三十周年

北国冰封诩一家，堂堂“ 二百”出中华。

可堪卅载风兼雨，忙煞园丁扫落花。

乙丑夏，岭南行，途中书所见

奔车一夜过韶关，绿树芳畴入岭南。

红袖村姑偏起早，摩托泼洗碧塘边。

一九八六年十月，宁波黄宗羲学术会中

一

京门慷慨斥权奸，笔剑纵横一少年。

海岛人归诗未老，举头天外望鹏骞。

二

寒芒熠熠出雷峰，化作经天贯日虹。

颠倒纲常民作主，振聋发瞆启愚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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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卯（１９８７年）冬，彭尘舜老师八十华诞，

有诗见示，谨此致贺。

彭老高情未有涯，从容八十笔生花。

难忘广寺冰封日，一笑春温赐雪茄。

乙丑（ １９８５年）夏，赴纽约石溪参加国际

中国哲学双年会，首次访美，杂诗纪行。

一

昔闻列子御风行，今喜潮音海外听。

一苇可航三万里，达磨心印自由神。

二

自笑读书或万卷，今朝始作万里行。

排云鹤引诗情远，寄语飞天护好春。

三

鹏翼扶摇跨巨洋，海天云水浑茫茫。

暘谷，跃过黄昏逐逆时夸父登 杲阳。

四

降云首访旧金山，灯海车流夜未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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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喜当关黑女健，从容谈笑已签完。

五

隔海神交岂偶然，只因心曲应朱弦。

密翁禅铎薑斋梦，同谱东方觉醒篇。

六

海岸巍然矗女神，风涛吟伴自由声。

潘恩火炬罗斯策，赢得今朝乐太平。

一九八六年初，自昭师贺麟教授从事哲学

教研工作五十五周年，京中师友集会称贺，谨

献拙句，用表微忱。

蜀学玄莹美，君平续子云。

五十年代中，蒙文通师偶赴京，贺师为之设宴于颐和园，

招一介和我侍坐。贺师论及蜀学有哲思传统，蒙师举严遵之后

续以扬雄为例应之，又论巴蜀学风与荆楚学风之异同等，是日

饮谈甚欢。

丹崖方谔谔，麟趾益振振。

四十年代初，我考入武大哲学系，受业于张真如（ 自号丹

崖叟）先生之门，得闻黑氏哲学要旨，时又喜读贺师所译Ｊ．

Ｒｏｙｃｅ，　　Ｅ，　　Ｃａｉｒｄ等人论著，深受教益。“ 麟趾”句，用《 周南麟

之趾》颂诗意，振，音真，信厚兴盛貌，借以颂扬贺师译介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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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德国古典哲学之功超迈前辈，流誉国中。

史慧千秋感，神思百劫新。

真如师与自昭师讲论著述，均强调黑格尔哲学中宏伟的历

史感，至今沾溉学林。刘彦和在《 文心》中对“ 神思”的规定，

颇似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之外化而自我展开；德国古典哲学经

“ 文革”之后得以彻底平反，可谓历劫而弥新。

贞元天地曙，蚕赋颂斯文。

十年来拨乱反正，实贞下起元之会。自昭师年逾八十而精

进不已，著述不倦，乃吾辈楷模。荀卿作《 赋》篇，颂“ 蚕”

云“： 借兮其状，屡化如神；功被天下，为万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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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湖海微吟

琼岛行（ 庚辛之际杂诗）

雪鬓冰怀赋远游，飘然一苇渡琼州。

寒凝大地浑忘却，吟步荒崖唤野鸥。

屈原、达磨、鲁迅，境遇不同，触感各异，而异中又似有

同者；予今南游避寒，别是一番风味，然而魂萦上下，独忆及

此数子者，盖亦有灵犀一点相通乎？

杨仆楼船纵火时，宁知奇议有捐之。

侈言鳞介污冠冕，竟使珠崖入化迟。

汉武帝平南越时，杨仆为楼船将军率水军登陆海南岛，后

下令焚船（ 今文昌县北有焚楼山，即杨仆焚船处），示决心留住

开发，遂设朱崖、儋耳二郡。元帝时因黎乱朝议，贾捐之力主

舍弃二郡，遂废郡，合入合浦县。苏东坡（ 伏波将军庙碑）曾

感慨言之：“ 自汉以来，朱崖、儋耳或置或否，杨雄有言，朱崖

之弃，捐之之力也，否则介鳞易我冠裳。此言，施之于当时可

也，自汉末至五代，中原避乱之人多家于此，今衣冠礼乐，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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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斑然矣。其可复言弃乎！”

开拓前驱两伏波，二徵英魄究如何？

甘泉白马千秋誉，泽及民心总不磨。

武帝时路博德、光武时马援均为伏波将军，开拓南疆有功，

而徵则、徵贰姊妹乃越族女英雄。五十年代越南史学家代表团

访华时问及此事，周恩来总理曾赞扬二徵的反抗精神，足见历

史人物评价的复杂性。传马援平定“ 二徵之叛”时曾至海南，

所乘白马渴驰沙中，踏出美泉，至今儋县有白马井，井上立有

伏波庙。

海甸云霞育女英，甘棠歆拜冼夫人。

黎家吉贝奇纹美，传到松江富万民。

六朝时中原战乱，南越冼夫人循抚岭南，兼及琼岛诸黎，

被隋文帝册封为谯国夫人。今粤西海南尚多祀冼夫人庙。吉贝

为黎家棉织品，五彩奇纹。宋末元初黄道婆自崖州至松江，传

入黎家纺织法，江南人民因以致富。

入海高僧何所求，几番摧折不回头。

南漂琼岛缘殊胜，誉满扶桑传最优。

唐鉴真应日僧之邀，东渡传法，多次遇风失败，第五次于

天宝七年出发于扬州，竟南漂至海南宁远河口，被迎至郡城，

经一年至万安，又至崖州，多所建造，授戒、讲经，留琼两年，

播下佛法种子。后经雷州、广州，回到扬州。关于鉴真此行及

海南风物，日本淡海真人元开于宝龟十年所撰《 唐大和上东征

传》记载最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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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后淫威逐直臣，至今韩、韦尚留声。

元和宰相崖州庙，壁上葫芦恸党争。

韩瑗、韦方质皆以反对武后被流贬海南。韦执谊以永贞革

新失败，被贬为崖州司马。海南人民皆敬祀之。元和宰相李德

裕流寓崖州，到城南小院，见壁上悬葫芦甚多，老和尚告以乃

党争流贬死者骨灰。德裕闻之惕然走归，心悸而死。（ 事见《 舆

地纪胜》《、北梦琐言》）

庚午冬，海南行。大地凝寒，琼岛之风日如春；华

盖多忧，师友之高情可感。吟赠海南大学文学院周伟

民、唐玲玲二教授。

泥涂曳尾说逍遥，化蝶诗魂不可招。

凿窍岂能醒浑沌，探珠何事怒纬萧。

京山育木楩柟秀，南海掊风意气豪。

辙鲋难忘秋水阔，绿洲情暖熨心涛。

庚午客海南，参加儒学研讨会，锦全赠诗，步韵和

之

浪迹天涯喜又逢，拈花不必说禅宗。

岂因华盖揶揄甚，便与於菟感慨同。

卞玉细磨璞自显，阮车勇迈路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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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荒披发聊容与，依旧滋兰养素衷。

附锦全原诗

天涯海角喜相逢，共建文明夙所宗。

宝岛台琼文竞秀，学林江海气相通。

谁言指鹿能阿世，何必伤麟怨道穷。

自古儒门甘淡泊，人生且莫负初衷。

庚午冬题贺年卡，赠吴志纯、欧阳怡同志。

风雨征程四十年，难忘坝上百花天。

双飞火凤宁知老，红烛冰心月正圆。

庚午冬题卡寄少峰，谢其为《 吹沙集》题梦得诗。

萐也索书浪淘沙，温公落笔走龙蛇。

书成大笑呼摩诘，莫遣飞天浪雨花。

一九九○年十二月，冯友兰先生九五华诞，师友集

会庆贺，颂诗一首谨呈

御风反顾论天人，南渡北归道益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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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虚涉旷见精神。贞下起元昭学脉，

旧邦新命传真火，蚕赋云歌盼好春。

松堂奇想正氤氲。岳峙渊渟仁者寿，

庚午之春，日本东京大学蜂屋邦夫教授寄赠新著

《 中国道教之现状》二巨册，访胜寻幽，图文并茂，尤

以教授所撰《 日本国海外学术研究团登访大邑鹤鸣山之

碑》一文，言近意远，令人感佩，捧读欣然，诗以谢

之。

生长君平卖卜城，迩来论道许全真。

学优不仕甘肥遁，心远忘机慕上清。

。千载劫波文物美，一衣带水友情新

感君登访殷勤意，留得华碑伴鹤鸣。

辛未春，方克立教授过汉，见示日本千宗室先生

《 茶经与我国茶道之历史意义》一文，拜读之余，不胜

钦佩，吟成一律，书寄作者。

海外歆传陆羽经，香清味苦见精神。

茶禅结合珠光境，歌茗融通武野情。

① 论文中有“ 村田珠光与茶道的产生“”，武野绍鸥与茶道的成立”二节，考论

颇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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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燕分飞四十年，琼崖鸥聚倍欣然。

屈吟贾哭俱陈迹，冲破沉霾别有天。

华夏人文不可分，冰心红烛故园情。

今宵同谱金兰曲，唤起狷狂共好春。

辛未（ １９９１年）之春，中岛隆藏教授跨海来访，见

赠宏篇《 六朝思想研究》一书，驻杖汉皋，从容论学，

弹指岁末，即将返国，诗以送别。

海上霞蒸宿雾开，御风论道出蓬莱。

感君细理六朝学，濠上相迎再举杯。

露地绝尘风淡淡，茅庵迎客草青青。

雪中春意心灵美，居士高怀实可钦。

壬申（ １９９２年）立春，海南儒学会中，书赠台湾友

人。

①论文末节论及千利休茶道中的“ 雪地小草”精神，意尤深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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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申立春，客琼州，锦全诗笺来，有相慰抚之意，

步韵和之。

五公祠双鹤琼崖暂寄身， 畔净根尘。

耻随渔 漫向长沮问去津。父扬泥滓，

百年忧一曲迷阳伤国步， 患铸诗人。

羡君犁 化境悠然指白云。破禅关后，

附锦全赠诗

随缘淑世且安身，空谷幽栖隔路尘。

老去方知皆化境，归来谁与点迷津。

花曾解语原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

知命乐天何处是，依然流水送行云。

康桥行吟稿

（１９９２年８月）

含笑姜花送我行，诗成险韵不须惊。

茫茫海水今飞渡，不信风姨信洛神。

一九九二年八月一日赴美机中，忆行前后园姜花忽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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苇航万里落康桥，重访兰台暑正消。

一片乡心诗意美，戴公何日理归桡。

赠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室主任戴廉先生，他正拟退休返蜀定居

费氏民间史论多，白皮书出启人和。

萧萧红树濛濛雾，夜话康桥忆凤歌。

费正清氏乃中国史专家，六教授联名白皮书乃启中美和谈。参加华人

教授家中文化沙龙，发言多论及新儒学及“ 文化中国”。

感君彤管善吹鳞，剖判儒宗意转新。

海外招魂空叱咤，何人诗续庾兰成。

读余英时先生所赠新著 志感。《 犹记风吹水上鳞》，

康桥今夜月婵娟，隔海相思梦作帆。

我欲乘风归去也，红梅绽否绮窗前。

中秋之夜，朗月不眠。

访德杂诗

一九九一年七月赴慕尼黑参加国际中国哲学学会双年会，顺访海德堡、

汉堡等地；一九九三年二至五月应邀赴特里尔大学讲学，又顺访波恩、柏

林等地，触感成詠，不计工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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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秦伦泛海客东吴，马可欢游语不诬。

今日西行寻活水，灵泉何处润心芜。

公元三世纪，罗马商人秦伦跨海来访，得到东吴孙权亲切接见，留住

八月始归；公元十三世纪，马可波罗经中亚来华，欢游十余载，归著（ 游

记》。

二

雄鸡唱晓破霾天，史路崎岖三百年。

唤起莱翁共商酌，东西慧梦几时圆？

十七世纪，莱布尼兹因白晋介绍，首次论到中国哲学，曾致书康熙，

拟来华助建中国科学院，未果愿。

三

施坦堡湖风物闲，烟波云树远连天。

扑向游人问早安。鸥群早已忘机惯，

慕尼黑之会会址，在Ｓｔａｒｂｕｒｇ湖畔，风景甚美。晨起湖边散步，群鸥

狎人，飞鸣不去。

四

星穹德律墓铭香，批导锋芒理性扬。

马赛歌中呼日出，火流学脉自成章。

Ｖａｕｌｔ　ａｂｏｖｅ　ｍｅ，　Ｍｏｒａｌ　ｌａｗ　ｉｎ　ｍｅＫａｎｔ＇ｓ　Ｅｐｉｔａｐｈ“：　Ｓｔａｒｒｙ　 ”　。黑格尔把法

国革命喻为“ 壮丽的日出”。“ 火流”乃Ｆｅｕｒｂａｃｈ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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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尼卡河上古城新，废堡巍峨隐翠屏。

假日黄昏人如织，松风明月晚钟声。

海德堡位尼卡河两岸，有著名废堡，时值假日，游人如织。

六

蛇径逶迤上圣山，哲人路窅恣盘桓。

哲人已去空留路，路断心空别有天。

海德堡右侧，有蛇径上圣山，环山有哲学家路，据云：黑格尔、马克

斯·韦伯等著名哲人，均在此路上散过步。路口一楼房，为黑格尔故居。

七

汉堡欣闻古乐声，《 思乡吟》继《 琵琶行》。

西风渭水长安冷，激越筝弦诉不平。

八

被发行吟易北河，缤纷花雨忽闻歌。

乡音不改乡情郁，云路苍茫可奈何？

九

同客天涯忍说愁，那堪弦语太绸缪。

欲向灵均续远游。春江花月空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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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弄梅花画梦痴，草原骏马忆当时。

如今愁听思乡曲，海上凝眸有所思。

在汉堡，得闻上海青年弦乐队姚岚、董亚等演奏，异国偶逢，纷来索

诗，匆题四绝，言不尽意。

＋一

蒙娜慧婉月中来，酷似娇萌触我哀。

炼就痴情珠化泪，天涯诗隐慰深怀。

汉堡，赠青年诗人杨刘伉俪。小刘酷似萌，小杨有诗赠渊。

十二

偶逢汉堡欧华会，一笑相迎尽友声。

文化中华认同感，血浓于水救灾情。

汉堡偶逢欧洲华人学会成立十周年纪念学术会，受到热情接待；时各

地华侨为国内水灾义捐，尤为感人。

＋三

宁忍啄肝盗火情，幽灵游荡语犹新。

百年龙种经忧患，何处拈花觅解人。

特里尔有马克思故居，已辟为纪念馆，两去参观，敬题留言簿。

十四

时晴时霰小山城，草树笼葱雪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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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垅铁篱园艺美，葡萄岁岁好收成。

特里尔盛产葡萄，时已隆冬，虽霰雪纷飞，而草树犹青。

十五

鱼鸟飞潜梦太奇，几番风雨误佳期。

雪郎痴拜诗神美，不抵姜翁伴燕妮。

癸酉之春，与文筠同访德国，客居特里尔三个月，共命相依，抚念浮

生忧喜，宛似Ｍｏｎｔａｇｅ。

十六

凯撒、威廉纪念堂，横空睥睨柏林墙。

茫茫帝国兴亡史，付与游人说短长。

游柏林，参观市中心大教堂。旧墟新拱，巍然相护，构想甚奇。

一九九二年冬，衡州纪念船山先生逝世三百周年，

敬题湘西草堂。

雪儿红豆少年诗，梦断章江月落时。

天地有情容祓禊，雷风相薄孕新思。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避寒羊城，半隐石牌，后应邀

仍讲课五次，多谈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接合问题。

流寓羊城隐石牌，拈花无语漫相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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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缘且说丹柯事，心炬相传瞩未来。

甲戌冬，岭南行，书赠李明华君。

薄暮鸱鸺展翅飞，灵台玄鉴辨危微。

岭南春早花争发，佩纫秋兰识所归。

癸酉夏，齐齐哈尔之行，访自然保护区养鹤园

芦荡茫茫访鹤家奔车一夕度龙沙， 。

浪漫诗情何处引 惊心罗网遍天涯。，

久蓄樊中渐失真，珠冠玉珥媚游人。

可怜舞步空留影，不抵冲天唳一声。

有一珠冠鹤，喜近游人，参观者争与之合影留念。

蓝袂朱唇绝世姿，娉婷顾影立多时。

澳洲风物今何似，昂首云天有所思。

笼养鹤中，以澳洲兰鹤为最美，不知何时捕得，孤囚于此。

癸酉（ １９９３年）夏，汤用彤先生百年诞辰，北京大

学师友集会纪念，谨缀颂诗一首，以表孺慕之忱。

犹记燕园问学时，襟怀霁月实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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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传佛理彰心史，正始玄风辨体知。

漫汗通观儒、释、道，从容涵化印、中、西。

神州慧命应无尽，世纪桥头有所思。

甲戌秋，蒙文通师诞辰百周年纪念，蜀中师友，集

会庆祝，谨献颂诗一首，并致电蒙默世兄八句。

一

存古尊经学脉醇，观澜明变见精神。

弘通汉、宋堂庑广，涵化中、西视角新。

秘阐齐、韩昭大义，疏还成、李入玄莹。

桐花细雨京郊路，钵水投针笑语亲。

二

儒申五际，道阐重玄。古族三分，越史千年。

掀髯大笑，川上观澜。缅怀仪型，孺慕拳拳。

甲戌春，赴金陵参加东南大学中西文化研究交流中

心成立盛会，诗以致贺。

红萼冲寒破雪开，梅花山下缪斯回。

神州春色东南美，吸取诗情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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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四年三月，赴金陵之会，两过沪上，得与诸

师友握聚，实暖我心

三年华盖终无悔，此日清歌有解人。

海上欢呼蜃雾散，东南淑气正氤氲。

贵州人民出版社推出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诗以

致贺（。甲戌秋）

慧命薪传古译今，镕裁信达费沉吟。

琳琅百卷诗、思、史，普润神州赤子心。

北大哲学系八十系庆，诗以致贺。（ 甲戌冬）

心炬弘传八十秋，蔡公四字粲红楼。

包容今古开新宇，涵化东西辨主流。

孔乐佛悲各尽性，庄狂屈狷任天游。

未名湖畔飞花雨，说到无言说未休。

甲戌冬，拜瞻马一浮先生西湖故居，敬题。

侧 独立苍茫。身天地，

学继往圣，心游八荒。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756

笔走龙蛇，诗纪沧桑。

光风霁月，德润无疆。

甲戌冬，成都行，黄小石同志迎送情殷，多方照

拂，慨诺代觅印“ 稷下”等，高谊可感，诗以谢之。

少年稷下笔纵横，垂老狷狂未失真。

莫道凤歌稀和者，桃花潭水见深情。

癸酉岁杪，与筠相携自花城飞北海，适七十生日，

欣然得句。

梦堕娑婆一片痴，庄狂屈狷总违时。

碧霄鹤引诗情远，世纪桥头有所思。

七十自省之一

暂纪征程七癸周，童心独慕草玄楼。

寥天鹤唳情宜远，空谷跫音意转幽。

史慧欲承章氏学，诗魂难扫璱人愁。

迅翁牛喻平生志，喘月冲泥未肯休。

余癸亥冬生于成都。十三岁入中学，校址乃扬雄故居。“ 寥天鹤唳”初

中时诗词存稿自题名；“ 空谷跫音”高中时与同学合办壁报名。“ 论史慧“

乃高中时首篇习作论文，少年诗风颇受龚自珍影响，鲁迅先生“ 俯首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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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食草出奶”之精神，平生服膺。

七十自省之二

乌飞兔走七十秋，兀兀泞耕一老牛。

西蜀琴书孕奇梦，东湖梅雪蕴芳猷。

迎潮敢唱洪波曲，詠史难消万古愁。

今日行吟南海上，苍茫何处唤云鸥。

“ 农夫泞耕，红女寒织⋯⋯”乃船山《 黄书·大正》中语“。雪压梅魂明

剥复”乃一九四六年前后在武大学运中悟得者，故十年后，重返珞珈，有

“ 武昌城外柳依依，回首沧波路未迷”之句。郭沫若写《 洪波曲》，归庄写

《 万古愁曲》，皆反映时代呼声，或颂或讽，未可轩轾。

墨池母校建校九十周年大庆（ １９９５年）

墨光重射纪华年，三世童蒙沐慧泉。

数理文心齐愤悱，跫音虹影共婵娟。

桂桥夜读风灯暗，锦里朝歌笑语喧。

今日曦园桃李盛，相呼同奋祖生鞭。

附记：忆及母校（ 原青龙街）旧址，有扬雄洗墨池等古迹；高中时，

学校为避日寇空袭迁外西银桂桥，生活艰苦，而师生俱发奋自强，如所在

高十一班分文、理科，竞长争高，又互相团结，自办大型壁报名《 空谷跫

音》，又自办英文壁报名《 Ｒａｉｎ　 Ｂｏｗ》，均抄写整洁，插图优美，且定期出

刊，深得老师好评。解放后，母校已大发展，热望与母校同学们为振兴中

华而共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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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亥初秋，再游波士顿，访戴廉乡兄不遇，知已返

蜀定居，感赋。

三访康桥有夙缘，羁愁乡梦杂诗篇。

剡溪归客兰台史，静对峨嵋月正圆。

乙亥初秋，康桥之行，维杭、小增挚情接待，诗以

谢之。

三访康 园蔬红烛最温馨。桥画梦频，

笃信天休惊巧手翻云雨， 涯若比邻。

泉石茂林书肆美，蕙兰幽谷学风清。

相期细琢荆山璞，不畏艰难向去程。

《 浣溪沙》，哭奠周大璞老师灵右（ １９９３年２月）

沫水苍茫画梦痴，月塘课业谱新词，先生

眉笑许心知。彤管殷殷传朴学，幽兰默默

塑人师，楚天风雨动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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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奠陈修斋同志灵右

调寄《 踏莎行》（１９９３年８月２６日）

卅载交情，几番劫浪，岂因华盖添惆怅。岁寒

松柏知后调，贞怀不改葵心向。月冷隆中，

风惊濠上，灵根译笔俱无羌。拈花笑语话巴黎，

那堪顿哭斯文丧。

乙亥冬，湘潭市周易研究会成立，诗以致贺

画前有易谁能读，沧海遗珠象罔求。

德业日新诚不息，嶷云湘水两悠悠。

丙子春，读杨宪益先生《 银翘集》书感。

杨公名世译（ 红楼》，骂鬼呵神岂打油。

棍痞官绅齐切齿，《 银翘》一卷抵春秋。

一九九六年十月，庞朴兄寄赠新著《 蓟门散思》，

喜题书扉。

蓟门风雨勃溪声，隐几庞公窅不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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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辟史庭辨冤假，圆融忧乐说三分。

罗孟桢师九十华诞，汉皋飞觥，吟此拜祝！

蜀学渊渊积健雄，功高化雨育童蒙。

墨池波涌山河泪，树德声传耿介风。

指画舆图腾巨浪，壁文史慧轫初衷。

丹柯代代燃心炬，万朵红梅祝寿翁。

后记：六十年前入墨池，由初中至高中，皆受教于孟桢师。他充满爱

国激情的讲课，常使我们为之热泪盈眶。师每上地理课，指夹粉笔在黑板

上绘祖国地图，一挥而就，宛如印制。然后指点江山，讲到如何收复河山，

⋯振兴中华，激昂慷慨，听者无不动容。“ 巨浪，巨浪，不断地增长 ”这

歌声，最能表达当时同学们的心声。高中时，银桂桥边，听吾师讲刘知几、

章学诚论史家必须具备“ 史学“”、史才“”、史识“”、史德”等，我深受启

发，在班壁报上发表了《 论史慧》长文，课后罗师立壁报栏前，细阅此习

作，并予以肯定，此为吾师引导下走向人文学的开端。高尔基所述俄罗斯

童话中丹柯然心为炬故事，实获我心。一九九六年三月记。

丙子秋，礼送鹤鸣师李老骨灰移葬北京八宝山，距

李老被迫害冤死已卅年矣。

化碧何如化鹤归，卅年城廓未全非。

宝山终有安魂处，谁向泉台唤李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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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海　　吟

一

禅心诗趣梦入罗浮不计年， 两悠然。

刘郎陋室何人识，一角阳台尽水仙。

二

飞来一寺落江滨，山自笼葱水自清。

坡老海公魂不死， 景观奇美在人文。

三

石湾磁艺早知名，泥性深研艺更精。

独赏孤山林处士，倚梅抱鹤最传神。

四

如火诗情漫青岛，依然梅鹤聚银滩。

静观潮涌阿芙美，莫管箜篌说路难。

五

北海街头两老人，轻骑快踏见精神。

随 德国春棠买五盆。潮且去探花价，

《 道韵》创刊，诗以致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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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人姑射藐难求，石壁图踪岂谬悠。

千古道风遗韵在，朗吟飞过岳阳楼。

“ 石壁图踪”，指钟离汉、吕洞宾、陈抟所传之（ 先天太极图）曾刻于

华山石壁，后由钟放、穆修传之周敦颐。此中联系，毛奇龄有考，断言

两图踪迹，合若一辙。”“ 朗吟”句，语出吕洞宾诗：“ 朝游北海暮苍梧，

袖里青蛇胆气粗。三醉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糊。”

衷心祝贺李德永、踏　　　　莎　　行 熊培粹同志结褵之喜。

纫佩兰畦，采珠玄圃。殷勤不计风和雨。

任它崎路勇攀登，云歌蚕赋续今古。海上

琴心，篱边诗趣。此中真意谁能悟。桂山朗月

照东湖，绮窗同写梅花谱。

丙子踏　　莎　　行 冬，沪上行，怀念冯契同志。

霁月襟怀，幽兰意蕴，翩跹火凤从容甚。

鲛珠重缀忒殷勤，任他磨涅思弥永。海上

琴音，山阳笛韵，拈花何处觅心印。浩茫广宇

漫招魂，玉楼或坐船山近。

哭 奠 邵 融

（１９９７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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讣震悼，挥泪招魂，海畔凝眸，哀闻 吟当哭。

交情如水虹影跫音孕远图， 复如珠。

珞珈共唤 礁石初闻黑白诬。风雷动，

论还博证爱有独钟世界语， 大同书。

一生无愧亦无悔，纯白心花永不枯。

哭奠军夫

（１９９７年５月）

劫后迎春一笑痴，花城偶聚许相知。

两编 怆烈女辞。寂寞灵台史，一曲悲

湖海风波劳慰问，园林萧索寄相思。

依依电语犹萦耳，南望招魂泪湿衣。

满　　江　　红

丁丑夏，正值香港回归日，又逢佛教法住学会创建

十五周年，心花一朵，遥致贺忱！

法住香江，十五载，因缘殊胜。继学脉，

石头路滑，唐门风正。花果飘零休怅望，灵根

遍植凭精进。计年年，嘉会蔚人文，群英奋。

娑婆界，须堪忍，路曲折，愿无尽。喜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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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传灯，菩提心证。红雨纷飞摩诘笑，白莲净

远濂溪韵。盼明朝粤海宝珠还，欢歌庆！

“ 石头路滑”乃马祖道一赞美石头希迁禅风语，盖谓其“ 触目会道”，

善于“ 回互”的思想灵活性。

君毅先生“ 花果、灵根”二语，可作多层理解。花果自飘零，不必空

怅望；而灵根再植，推己及人，乃后继者当精进著力者。以此来理解十五

年来苦心及法住每年一会之用意，当否？

“ 婆婆世界”之一切苦难，佛本明示是“ 堪忍”，只有坚忍一切，才能

救苦救难。

“ 菩提心”《， 华严经·入法界品》畅言之。

维摩诘之超越境界与周茂叔之洒落襟怀，似有可相通处。而欢庆回归，

亦“ 四时佳兴与人同”之意尔。

丙子除夕，七三初度

七十三秋弹指过，几番勤奋几蹉跎。

峨峰缥缈诗心远，稷下峥嵘剑气多。

祓禊湘西春意动，行吟易北绿洲波。

阴晴圆缺俱无悔，同倚高楼发浩歌。

丁丑元日发笔，寄调《 满江红》

鼠去牛来，乾坤转，又迎新岁。蓦回首，

百年前事，斑斑血泪。蓟地宝刀徒抱恨，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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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焰翻成罪。莽神州，星火怒燎原，焚魑魅。

路曲折，人无悔；遮不住，东流水。喜改

革腾飞，扶摇万里。南海珠还蜃雾散，北辰星

灿宏图美。盼和风甘雨润郊原，山花媚。

小曦曦画梅花尼悟道诗意见赠，诗以谢之。丁丑

秋。

巴山蜀水育灵根，心印拈花有夙因。

笔底冷香缘一嗅，蓦然春意满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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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语

挽　　张舜徽先生

冶经史子集于学贵博通， 一炉，初月上书台，海内皋比

堪屈指；

心游费隐，越古今汉宋而独造，幽兰托毫素，黌门薪火

有传人。

挽　　余志宏同志（ 代笔）

光 叱咤虎穴立奇明磊落一生，投笔洞庭，驰驱岭表，

功，笑墨写谎言，几张废纸；

浩劫沉冤十载，身先炼狱，冷对囚笼， 挺立刀丛留正

气，有诗凝党性，万众争传。

挽　　冯芝生先生

稷下最老师，蚕赋云歌，体贴出“ 旧邦新命”四字，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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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心肝传圣火；

松堂多奇想，春兰秋菊，留世有“ 贞元之际”六书，独

标境界唤真人

挽　　广德寺农工宋清河师父

雪压风欺，杯酒相濡，劫后当年同卧牛棚， 生涯逢知

己；

鹃啼月朗，今日重来广寺， 招魂无语，落花时节哭斯

人。

挽　　陈修斋教授

慧命续千秋，投身现代文 披沙捡金，融合中化潮流，

西，精译莱翁传绝学；

师心昭一代，深体民 自强不息，双修德族哲思神髓，

业，胸悬北斗育新人。

挽　　罗孟桢老师

墨池掀巨浪，哺 绛帐育童蒙，呼唤国魂，纵横天下事，

宗师留浩气；

慨慷时 丹柯空谷起跫音， 局，激扬史慧，风雨百年心，

炬火有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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