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百
週
年

余英時／「五四」的歷史作用

唐小兵／專訪余英時先生談「五四」

朱元海／施特勞斯在中國

王曉明／中國革命

彭錦堂／彭淮楝譯《浮士德博士》

戴燕／內藤湖南的中國觀

馬國明／金庸的武俠世界

聯糸股





「
五
四
」
一
百
週
年

編輯委員會
總編輯：錢永祥

編輯委員：王智明、白永瑞、汪宏倫、林載爵
周保松、陳正國、陳宜中、陳冠中

聯絡信箱：reflexionlinking@gmailcom
網址：州vwlinkingbookscom．州lrenexionl

州州’L





現實與歷史的糾葛：
內藤湖南的中國觀及其反響：百年後重讀《支那論》
戴燕 l

從內籐湖南的《支那論》中，我們可以看到明治、大正時代日本政界對中國現實的認

知，日本東洋史學界封中國歷史的認識·並且可以看到這種歷史認識是如何與他們對

現實中國的看法相聯繫的。

中國革命：「國家一社會」複合體的建成與失敗
王曉明

從較為長程的歷史的角度看中共式的「黨國」和「國家社會複合體」的確可以說

是意味著中國革命開始走入了歧途。

75

施特勞斯對中國究竟意味著什麼：
兼談中國施特勞斯派的問題
朱元海 97

施特勞斯關於價值問題的論述其最關鍵的一點就在淤他認為價值判斷的標準實際上是

要超越歷史的，也超越菸某一個社會或者社群的價值標準，超越菸一切意識形態之上

而中國施派對施特勞斯最重要的篡改也在這裡：甘陽劉卜楓完全忽略了施特勞斯所強調

的，價值，, J斷的超越歷史、超越社會、超越意識形態的特比

余英時先生才「五四」

試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作用
余英時

我深信「五四」精神作為一股歷史潛力，它的存在仍是不容忽視的。我希望大陸的自

139

由派知識人不必為最近在種種紀念會上聽到的負面評論而過分為「五四擔心。

誦妒】州認



「五四精神是一股真實的歷史動力」：
「五四」百年之際專訪余英時先生

唐／J、共 153

中國我必須弘調，「五四」新文化（或「新思潮」）是中國現代思想史上一場開天闢

地的大運動，奠定了一百年來中國。靈驕展的基礎

譯書人的古今遭逢

賀清泰譯《古新聖經》及其北堂本始末
李奭學

賀清秦所譯《古新聖經》在《聖經》譯史之外也有其重要無比的比較文學、文化史

和語言史上的貢獻。

177

三城記：冷戰時期滬港台的譯本與譯者大遷徙
賴慈芸 197

到戰復二十年為止，台灣譯者生態仍以幽靈譯者為大宗，占六成多；流亡譯者大約占

三成·台籍譯者不到5％已知為盜印本的台灣譯本數量超過l釦0種來源譯本超過

600種，被塗改姓名的譯者超過400人。

彭淮楝與所譯《浮士德博士》
彭錦堂 229

Al時代翻譯漸漸為機器所替代，只有譯者獨一與二的風格才能呵護文字袒的人陳與文

字本身的尊嚴，相信達也是淮棟煮字一生的理念。只是，爐火漸青之際，他卻走了。

彭淮楝翻譯作品中的文言文
魏淑珠 243

他償用的文官文在很多地方發揮極大的功效，把落落長的英文化成簡潔達意的中文。

j細11州病



金庸武俠世界的內外

金庸武俠世界的大象

馬國明 257

武俠小說是中國特有而武功作為弦調精英主義事事訴諸權威的中國文化的象歡是

最貼切不過了讀聖賢書而悟得武功一方面是儒弱書生的扛想，但另一方面卻入木三

分地刻劃了儒生以天下為己任的背後是一個自視極高·魚所不能的自我。

金庸的晚年心境
李隴宇

我是一個「金迷可是金庸晚年的一些作為，讓我百思不得其解，不禁心生當面求

教的念想。

297

致讀者 凡15

循111州許





現實與歷史的糾葛，
內藤湖南的中國觀及其反響：百年後重讀《支那論》

戴燕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在東亞崛起。

面對最大的對手與鄰國，也是歷史卜對日本影響至深的中國，

日本政界與學界總有一點焦慮，覺得需要重新認識中國，因此一時

間出現了很冬題為「支那論．的論著吃在內藤湖南《支那論》以前，

「支那」一詞，據說最早出現在18世紀新井白石的《釆覽異言》、
寺島良庵的《和漢三才圖會一異國人物部》（171動19世紀逐浙
流行與中華」、「清國」並用明治維新以後基本上都是稱
「支那」，梁敔超流亡日本時也使用過這個稱呼如1900年曆表
有〈論支那獨立之實力與日本東方政策〉文章中寫「支那」。1912
年中華民國成立日本一般還是稱「支那」或「支那共和國」。但
是後來逐漸演變主要是由於中國對日本觀感發生變化所以─936
年郭沫若曾說「日木人稱中國為『支那』本來支那並非惡意
有人說本是『秦』字的音變但出自日本人口中則比歐洲人稱猶
太還要下作。」1930年5月南京國民政府曾向作交部發今要求
凡使用「支刀門一詞的a本公函一概拒收在日本引起震盪同年
10月日本政府決定改「支那共和國」為「中華民國不過在民
間，「支那」一語依然流行，要到二戰結束，1946年中國國民政
府派出代表團常馱日本提出禁止使用的抗議才由日本政府提出
避免使用「支那」，統稱中國」，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則稱「新中國」參看劉家姦〈日語中「支那」一詞蔑視中國的
歷史成因〉，載《日本近代知識分子的中國觀：中國通代表人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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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竹越與三郎的《支那論》（1894）、尾崎行雄的《支那處分論》

(1895）、伊藤宏的《支那新論》（1898）、日本平原的《支那論》

(1906）、鬼頭玉汝的《支那必亡論》、酒卷貞一郎的《支那分割

論》（1913）等取就在內藤湖南《支那論》出版的這一年也就是1914

年3，也還有內田良平的《支那觀》，其後若干年中，又有稻葉君山

的《支那帝政論》（1 916）、山路愛山的《支那論》（1916）、大

谷光瑞的《支那論》（1 923）、矢野仁一的《近代支那論》（1923)

等陸續出版，而在1 924年內藤湖南發表《新支那論》之後，又還有

田崎仁義的《支那改造論》（1926）、井上雅二的《支那論》（1930）、

池崎忠孝的《新支那論》（1930）、尾崎秀實的《現代支那論》（193勁

等出版，說明在明治、大正以至昭和時代的日本，這是一個很熱門

的題目。

儘管討論「中國」的論著如此之多，但其中最值得討論的，還

是19 14年東京文會堂出版的內藤湖南《支那論》。儘管內藤湖南作

為歷史學家或者東洋史家，早已被中國學界所關注，但他當年對古

代中國歷史的研究，卻和他那個時代對現實中國的觀察相連，這現

實與歷史之間，究竟有什麼關聯，仍需要回到那個時代再加討論。

因為從內藤湖南的《支那論》這部討論清亡之後中國的著作中，我

們不僅可以看到明治·大正時代日本政界對中國現實的認知，也可

以看到日本東洋史學界對中國歷史的認識，並且可以看到這種歷史

認識是如何與他們對現官中國的看法相聯繫的。

（續）-

思想軌跡》（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5）頁234一248。

2參看楊楝樑主編《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一巷《總論》頁
79一94。

3內藤湖南《支那論》由束京文會堂書店於大正三年（]914)3月

23日初版、27日委行共397頁。



內藤湖南的中國觀

、巨變時代的觀察者：內藤湖南及其十一次中國之行

內藤湖南（18661934）出生在江戶末期慶應二年（186旬的秋

田縣鹿角市十和田叮，原名虎次郎，號湖南。祖父·外祖父都是南

部藩儒者，他父親內藤調一還曾向那坷通高問學，那坷通高便是著

名東洋史家那坷通世的養父·而那坷通世則是在日本最早提出要把

日本史之外的外國史分成西洋史、東洋史的學者。所謂東洋史，按

照那坷通世的說法，不僅僅是中國史，而是以中國為中心，研究東

洋各國也就是亞洲的治亂興衰歷史之學問，這一歷史觀念在某種意

義上，促成了日本學界超越中國的亞洲史研究領域的形成，也在某

種程度上影響了內藤湖南對中國歷史的認識4。

內藤湖南三歲那年，日本明治維新·因為南部藩是德川幕府支

持者，他父親曾參加了對勤王官軍的戰爭，以此被剝奪家臣身分。

受家學影響，內藤湖南從小讀漢文的《二十四孝》、《長限歌》及

四書5，也讀江戶後期的大學者賴山陽（17801832）《日本外史》，

刃「啊通世編寫的中等學校教科書《支那通史》是明治時期日本最

重要也是最有影響的歷史教材其中他把中國自戰國以前的歷

史稱作上世史秦至南宋為中世史這一分期也改變了日本傳統中

國歷史教育所用的《十八史略》等傳統史書的寫法。特別是他注意

到中國史要超越傳統中央王朝及其歷史文獻的局限所以為了繼

續撰寫元代以後的歷史，他和內藤湖南一道，從文廷式那裡要到《元

朝秘史》的鈔本並於去世之前完成了被內籐湖南稱作「蒙古史

研究東洋三大家」代表作之一的譯注本《成吉思汗實錄》。見田中

正美《那呵通世》江上波夫編《東洋學系譜I》（東京：大修

館書店，199幼，頁2一l〔。

貝塚茂樹在〈內藤湖南：開化。國民主義者〉(1963）中強調內

籐期南在家庭接受的是「儒教教育（《貝塚茂樹著作集》（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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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寫漢詩漢文。到明治十六年（1 883)，他考人秋田師範學校，依

然保持這個習潰，大量閱讀中國詩文典籍，進一步閱讀了賴山陽的

《日本政記》。曾為內藤湖南寫過傳記的三田村助泰就說，內藤湖

南在賴山陽身上看到，學問是與人的氣概及敘事能力分不開的然負

責編輯《內藤湖南全集》的神田喜一郎更注意到，儘管他後來與賴

山陽的研究思路、方法已經不同，內藤湖南更偏向於考證，但在敏

銳地運用直覺這一點上，他是繼承了賴山陽的7·張廣達則認為，賴

山陽的詩文及其「卑賤者取代尊貴者的史觀」，對內藤湖南有極大

影響‘明治十八年（1885)，他從秋田師範學校畢業後，曾在北秋

田郡綴子小學校當教師，又接觸到了佛學和國學，在歷史教學中講

中國故事，也曾讀到盧梭的《民約論》9，因為讀平田篤胤的古學，

開始嚮往做一名歷史學者〕0·

明治二十年（1887)，二十二歲的內藤湖南到東京投奔日本著

名的佛教學者大內青鸞（1 845一1918)，在主張「尊皇奉佛」的大內

青鸞所主編的《明教新志》當記者，開始了他未來二十年的記者生

涯。而明治二十年，冶好是一個關鍵的歷史轉捩點，明治日本通過

（續）-

中央公論社1977）第七巷頁292。

6三田村泰助《內藤湖南》（束京：中央公論社1972；中公新書

278）頁77。

7吉川幸次郎鴿《東洋學。A . J始者九為內藤湖南》（東京：講談

社，1976)，頁74。

8張廣達〈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及其影響〉《唐研究》（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第十一巷頁25。

9三田村泰助《內藤湖南》頁101。

10內藤湖南，＜我妒少年詩代刃回顧〉《內藤湖南全集》（束京：

筑摩書房1971 ; 1997年第三版以下凡引用《內藤湖南全集》

皆同此，不一一注明）第二春頁699714。



內藤湖南的中國觀

對西洋的效仿取得初步成果後，這時隨著國力上升而「向世界各處

膨脹」l]，想要在亞洲充當鹽主，故而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思想氾

濫。這個時候，內藤湖南在東京認識了西村茂樹（1828一1902)，西

村主張日本道德的重建，要在傳統儒家的基礎上，結合西洋精密的

學理，這對他人格思想的形成，大概不會沒有影響〕2。此後，他先

後就職於志賀重昂、三宅雪嶺合編的《日本人》雜誌、大阪朝日新

聞社、《台灣日報》、《三河報》、《萬朝報》等，並且加人了志

賀重昂、三宅雪嶺、陸羯南、高橋健三等領導的政教社。眾所周知，

政教社以宣揚國粹主義聞名，正是在《日本人》的發刊詞裡，志賀

重昂提出了「國粹保存」的著名主張〕3，三宅雪嶺在著名的《真善

美日本人》（明治二十四年）一書中也強調，因為懂得漢文，日本

人在東洋學研究領域比西洋人更有優勢14·毫無疑問，內藤湖南的

世界觀、歷史觀就是在這樣一個時代潮流下建立起來的15·當時，

福澤諭吉、內村鑑三等宣揚所謂「日本的天職」，內藤湖南也發表

過〈所謂日本的天職〉、＜日本的天職和學者〉·他說，日本的天

職就是當白種人與黃種人對抗之際，日本雄霸東洋，與歐洲人較一

11參見德富蘇峰《大日本膨脹論》（東京：民友社1894）。
捉三田村泰助《內藤湖南》頁─07]09。
口據三田村秦助說「國粹」一詞就是志賀重昂所創造相當英語

的間tionality。見《內籐湖南》頁─17-]8。
14三田村秦助注意到《真善美日本人》正是由內籐湖南和長況別天

兩個人根據三宅雪嶺的口述整理出版的，他以為，這也促成了內藤
湖南後來選擇的道路。見《內籐湖南》頁137]38。

化宮崎市定指出，當時是「歐化主義全盛時期」同時也有針對它的
「國粹保存」運動內籐湖南不屬於任何一方「他是站在進步的
立場，重新評價日本的古典、佛教思想」。見宮崎市定，〈獨創的
夕＋思想〉(1967)，載《宮崎市定全集》（東京：岩波書店199州
第24春，頁251。並參見三田村奏助，《內籐期南》，頁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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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長。一面喚醒「困醉倦臥」的五億萬黃種人，一面阻斷歐人到亞

洲的探險之路16·他還呼籲，日本學者不應該只是轉售西洋學術，

更要向亞洲大陸去探險，搜集新資料、發揮新理論、創造新學說，

以取代歐洲成為新的坤輿文明的中心〕7。

明治二十六年（189刃內藤湖南離開政教社，翌年（1894）加

人前內閣官房長官高橋健三任編輯顧問和主筆的《大阪朝日新聞》。

這時正逢中日甲午戰爭（1894)，在新聞第一線，內藤湖南親身經

歷了中日韓關係的冷熱，同時也看到了中國時局的變化。據說，《大

阪朝日新聞》7月29日所發表署名為「高橋健三」的社論〈交戰國人

民。心得＞，就是在內藤湖南的協助下撰寫的18，這說明，他對中

國的觀察和研究，從一開始就並非局限於書本而是直面現實，同時

無可避免地帶有日本立場。正如後來京都大學教授礪波護所說，甲

午戰爭是他投身中國研究的契機，雖然也有些意外和偶然原因〕9 ,

16內藤湖南，〈亞細亞大陸。探險〉，原載《日本人》第63號（明治

23年12月2〕日）收入《內籐湖南全集》第一巷，頁535538

17內藤湖南，〈日本。天職七學者〉，原載《大阪朝日新闈》（明治

27年11月9、10日）收人《內籐湖南全集》第一卷頁126-33。

三田村泰助認為發表在甲午戰爭剛開始時的這篇文章和之前的

〈所謂日本。天職〉、〈地勢臆說）等三篇表明在內籐湖南看來

戰爭的真正意義並非獲利而是實現使日木的光芒更加壯闊高遠的

理想這才是日本的天職《內藤湖南》頁161。

18三田村泰助《內藤湖南》頁152154。

珍所謂「意外與偶然契機」，正如日本歷史學家貝塚茂樹所說，內藤

湖南年輕時從儒家經書和佛典中學到的知識在這一年對奈良、京

都古寺所遺留大陸文物的考察中，得3 . J進一步深化。而如他自己所

說就在他一。嚮往中國本土時，東京宿會遭遇大火將他收集的

關於日本近世文學的資料焚毀之後，他下決。清算雜學一。投入

中國研究。只塚茂樹＜內籐湖南：開化。國民主義者）《貝塚

茂樹著作集》第七春頁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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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現實中國的觀察和對日本所處的東亞之關壞，仍是最重要的契

機20。

因此，討論內藤湖南對歷史中國的認識和對現實中國的觀察，

就不能不注意到從1 897年到1932年這三十多年中他十一次進人中國

的經歷。

內藤湖南第一次到中國，是在明治三十年（1 897）·由於甲午

戰爭的失敗，李鴻章於1 895年前往日本馬關，被迫同日本簽署了承

認朝鮮獨立、割讓台灣及澎湖列島並向日本賠款等協議·馬關條約

簽署一年之後，內藤湖南出任《台灣日報》主筆，於1897年4月到達

臺北。抵台前，他寫下《諸葛武侯》一書，題詞中有「抑禹域之形

勝，素所潛心，武侯之遭遇，素所深戚，此冊子蓋於此再三致意」，

似乎表達的是一種「孔明出廬」似的心情2〕。他在台灣住了一年，

為乃木希典和兒玉源太郎前後兩任總督治理台灣獻言獻策·

他第二次進人中國，是在明治三十二年（189勁，也就是中國

戊戌（189釗變法的第二年。鋁98年6月11日開始的百日維新，受到

日本的高度關注，9月20日光緒皇帝接見了伊藤博文，第二天慈禧太

后就陝復監政，維新派人士康有為、梁敔超逃亡日本。美國學者任

達注竟到，「百日維新失敗後，日本為了自身利益，不僅向中國

叩礪波護〈內籐湖南）收人礪波護、藤井讓治編《京大東洋學
百年》（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2）頁6198。

21《內藤湖南全集》第一巷頁142。據著者〈例言），《諸葛武侯》
原計劃二卷一卷為傳記一卷匯輯前人評論及歷史古跡但最復
只出版了傳記。內藤湖南說他寫三國形努，可與日本維新前後比
照而他在27歲時將「經南荒跋涉禹域也讓他想起「諸葛武
侯出處之事」·說明他本來有從台灣到中國大陸的念頭即「或橫
越黃河或渡洞庭或入邊塞苦寒之地或登崑崙或灑淚定軍山
下，或聽歌揚子江頭（頁1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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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幫助，也提供各種策略，得到中國方面的熱烈回應。這一年的2

月，內藤湖南在《東亞時論》發表社評說，日本講求「支那保全」，

正是為謀求中國的「變法自強」22。就在任達所謂中日關係「黃金

十年」的開敔之時，內藤湖南就職《萬朝報》，並為報紙寫下＜清

國改革的風氣〉。這一年九月初，內藤湖南從神戶到天津，在北京、

上海、杭）ll、蘇州、武昌漢口、南京旅行，三個月時問裡，他見到

了嚴復、文廷式、羅振玉、張元濟等人。在這次自費旅行中23，他

寫下《燕山楚水》（又名《禹域鴻爪記》）一書，據日本學者小島

祐馬說，其中頗多「經世之論」亦即對時政的議論，該書附錄的《禹

域論纂》十四篇，與後來的《支那論》、《新支那論》都屬同一類

型，都是針對日本的對華政策的獻計獻策24。

內藤第三次到中國，是在明治三十五年（190幼。由於義和團

事件，1 900年8月，八國聯軍占領了北京，1901年9月，李鴻章與十

一國代表簽署《辛丑各國合約》後，聯軍撒出，1902年1月清廷還都。

在這期間，俄國完成了對滿洲的人侵·這一事件引起日本、英國、

德國的憂慮，1902年l月英日簽訂盟約，宣稱要維護中國與朝鮮的獨

立和領土完整，並要求一切國家在這兩國的機會均等·10月，已經

轉人《大阪朝日新聞》的內藤湖南受報社派遣，先登陸朝鮮的釜山、

仁川、首爾，再到達中國的旅順·大連、瀋陽、北京·天津·上海、

寧波，直至1 903年l月返回日本。這一次大陸旅行，據說，在政治和

學問兩方面對內藤湖南都意義重大，政治上，使他從對俄的非戰派

22任達（Douglas R Reynolds）《新政革命與日本：中國，1898一1912》，

李仲賢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頁叮。

刀據三田村秦助考證，此次是自費遊覽（《內藤湖南》頁182)

24小島祐馬〈湖南先生。《燕山楚水》〉《支那學》第七巷第三

號（1934年7月），頁88。



內籐湖南的中國觀

變成了主戰派，而學術上，由於發現了瀋陽黃寺所藏滿蒙二體文《大

藏經》、杭州文瀾閣《四庫全書》等重要的東洋學「寶物」，又認

識了沈曾植、曹廷傑、劉鵲·夏曾佑等一批著名學者和作家，這成

為他研究清朝史的動機25·

內藤第四次中國之行，是在明治三十八年（1905）。1904年2

月，日俄兩國在遼東開戰，1905年春，日本占領了旅順口，並在庫

頁島登陸，9月，日俄兩國簽訂《北京條約》，俄國被迫將旅順、大

連租借地和長春、大連間的南滿鐵路及租借地讓給日本，日本代替

俄國成了滿洲的主要帝國主義者26·戰爭剛一結束，有關清、韓國

境「問島問題」的調查，以及對遼東半島情報的收集，就在日本迅

速展開。作為「主戰論」者的內藤湖南，自當年3月起，就呼籲日本

學者注意瀋陽文溯閣的《四庫全書》和黃寺的《滿蒙大藏經》，同

時也表示願意去考察「盛京（瀋陽）政務」狀況·1905年7月9日，

他奉外務省之命抵大連，在其後的近五個月中，他去過營口、旅順、

瀋陽、撫順、北京。親眼看到黃寺的滿蒙文藏經，以及文溯閣《四

庫全書》，還看到了滿文老檔、蒙文《蒙古源流》和五體《清文鑒》

等，考察了清朝早期的歷史遺跡，這些內容後來他編為《滿洲寫真

帖》和《目睹書譚》。這些寶貴文獻，刺激了他對近世東亞和清朝

史的興趣，甚至可以說，是促使他下定決心離開「操鱖界」、專心

於東洋史研究的契樹7。

25貝塚茂樹，〈內藤湖南：開化。國民主又者〉《貝塚茂樹著作集》

第七卷，頁303；三田村泰助，《內藤湖南》，頁187192。

26費正清編，《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中國社科院歷史

研究所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幼下冊，頁164

27礪波護，〈內籐湖南），收入礪波護、藤井讓治編，《京大東洋學

百年》，頁6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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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著第五次，是在明治三十九年（1 906)0 1905年11月，日

本變成朝鮮的宗主國，在中、朝邊界間島駐軍，宣稱有領土權。內

藤湖南1906年l月回到日本，7月再度奉外務省之命，就「問島（「間

島」是朝鮮的稱呼，指圖們江以北、海蘭注以南的中國吉林延邊一

帶）問題」做歷史調查。他先在首爾住了一個多月，然後到瀋陽，

通過行賄去看了滿文的《蒙古源流》，還看了《西域同文志》《舊

清語》、《滿文長白山圖》、《盛京折疊輿圖》等，11月回國。翌

年，他將這些材料和五冊「間島問題調查書」交給外務省。印藤和

寬強調，對於內藤湖南來說，在有關間島問題的調查期問，他查閱

各種歷史文獻，不過是「外交問題之副業」28·

就在不斷進出中國的這大約十年中，作為一個記者，同時又是

與政府密切合作的中國問題專家，內藤湖南在日本的影響力逐日上

升，也逐漸為學界矚目。明治四十年（1907)，京都大學文科大學

開設史學科，四十二歲的內藤湖南自秋天起，受聘為東洋史第一講

座的講師，兩年後轉為教授，一直到1 926年退休”。轉人學院後的

內藤湖南，雖然一方面任東洋史學教授，在學校講授中國近世史、

清朝史、朝鮮史、東洋史，可是另一方面，仍然保持著關心時事、

介人現實的習潰。日本中國學家加賀榮治說，在內藤湖南的學術研

究中，始終有一種「經世之抱負與國士之氣概，可以稱之為「明

28印藤和寬，＜肇始的歷史學：內藤湖南的清史研究與間島問題〉

孫雪梅譯、劉雨珍校南開大學世界近現代史研究中。編《世界

近現代史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第十一輯，

頁10。

29參見小川環樹，《內藤湖南》（東京：中央公論社1971：「日本

的名著」41）、三田村助泰《內藤湖南》、宮崎市定〈內藤湖
南與漢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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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國粹主義的風骨」30·特別值得提出的是，正如美國學者任達指

出的，中國在1898年到19 10年這十二年的思想和體制轉化過程中

其實每一步都有作為「樣本」的日本的參與，其中，1 898年到1907

年又堪稱中日關係的「黃金十年」，日本在各個方面參與了清政府

的改革”·可以說，內藤湖南對現實中國懷著濃厚興趣的積極介人，

正是順應著日本這一時代的大潮流·

此後若干年，內藤仍然頻繁地進人中國進行考察。明治四十一

年（1 90勵，內藤湖南第六次到中國。雖然這時他已經在京都大學

開講「清朝建國史」，但仍奉外務省之命第二次就「間島問題」進

行調查。8一10月，他從朝鮮到間島、吉林，進行實地考察，考察報

告的內容很多出現在翌年官方「有關問島的日清協議」中32·內藤

湖南第七次到中國，是在明治四十三年（1910)9一10月，他與狩野

直喜、小川琢治等京部大學同仁到北京進行學術訪問，調查伯希和

發現的敦煌文獻以及清內閣大庫的藏書。明治四十五年（1912)3

月到5月，內藤湖南第八次到中國，與京部大學的富岡謙三、羽田亨

等再到瀋陽採集史料。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前的1 912年l月l日，孫

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2月12日清帝退位，3月10日，袁世

凱又接替孫中山任新舉臨時大總統。就在內藤湖南回國後這一年七

月，日本改元大正。有意思的是，中國推翻了清朝君主制採用共和

制，卻在日本引起了擔憂，其中一個原因，不僅是顧慮這一巨變會

導致中國混亂，也好像會波及日本天皇制度之穩定。

30加賀榮治，〈內藤湖南。學問形成：二十三日。生誕百年祭C幼
原載《秋田各添bf什》1965年5月23日轉引自氏《內藤湖南／
一卜》（東京：東方書店，1987)，頁37。

31任達《新政革命與日本：中國18891912》頁5。
肥三田村秦助，《內籐期南》，頁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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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六年（1917)10月到12月，內藤湖南第九次到達中國，遊

歷北京、青島、濰縣、濟南、南京、上海、杭）ll、漢口、長沙、岳

陽。就在內藤到中國之前，世界歷史以及東亞現實，正在發生巨大

變動。由於1 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給日本武力進攻山東以

及滿洲租借地提供了機會，1915年中日簽訂「二十一條」，日本妄

圖把中國變成附屬。正在此時，1916年元旦袁世凱稱帝，但3月22

日即撒銷承認帝位案，到6月6日袁世凱去世。這一段時問裡，中國

發生了如此多變故，而內藤湖南哈在此時又一次到中國考察。大正

七年（1 918)10月，內藤湖南第十次到中國的瀋陽，原本這次訪華

是為滿鐵讀書會作巡迴演講，但他也同時會見了當時東北的統治者

張作霖·以後的若干年，內藤有很長時問沒有訪問中國33，一直到

昭和七年（1932)3月偽滿洲國成立。翌年（1933)，內藤湖南不僅

參與了外務省對支文化事業部有關新的滿蒙文化事業的規劃，同

時，也與東京大學著名教授池內宏共同擔任《李朝實錄》·《明實

錄》選讀的學術研究班負責人·這一年的10月，他最後一次也是第

十一次到中國，抱病在瀋陽出席了「日滿文化協會」的成立典禮，

並與鄭孝胥、羅振玉會面M

33大正13一14年他到歐洲半年，歸國後發表了〈歐洲忙叮見九乙東

洋學資料〉而在〈民族。文化七文明七化就叮：歐美文明。禮贊

忙反對才〉的文章中，他比較束西文化仍然強調與西方文化相比，

中國文化是先進和高級的。他在大正十五年（1926）從京都大學退

休。

34 1934年4月偽滿洲國國務總理鄭孝胥到日本訪問看望內藤湖南

6月他詫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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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那論》的寫作緣起及內容

前面提到，1 910年10月，內藤湖南作為京都大學教授，第七次

到中國訪問，整整一年之後，中國發生了辛亥革命。1911年10月11

日，革命軍在武昌起義，僅僅一個月，十三省和上海就宣佈獨立。

19 12年元旦，孫中山在臨時大總統就職典禮上，宣誓要「傾覆滿洲

專制政府，鞏固中華民國，─圖謀民生幸福」”·

這時內藤湖南正好在京都大學開設清史課程。1911年11月、12

月，也就是辛亥革命剛發生不久，他迅速作出反應，連續三次在京

都大學發表題為「清朝0過去及現在」的講演，介紹清朝軍備、財

政和思想的歷史變遷。他批評日本政府不肯接納改為共和制度中國

之立場，指出清政府最新頒佈的《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其實已

經透露出「中國那樣極端專制的國家，將要一變而為極其民主的國

家，而辛亥革命的主張及思想，正是歷史發展的結果，革命必將

成功36·這三次講演，在翌年3月結集為《清朝衰亡論》出版，印藤

和寬指出，「《清朝衰亡論》是政論，同時也是內藤湖南欲溯及肇

始，理解清朝與中國的研究成果」37。

辛亥革命兩年復，剛剛成立的中華民國又發生巨大動盪，孫中

山發動第二次革命失敗後逃亡日本。19焰年10月10日，袁世凱宣佈

35《孫中山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第2卷頁11。
36內藤湖南，《清朝衰亡論》，《內藤湖南全集》（東京：筑摩書房，

1972年初版1997年第3版：下同，不一一注明）第五卷頁189290。
37印藤和寬，〈肇始的歷史學：內藤湖南的清史研究與間島問題）

孫雪梅譯、劉雨珍校前引南開大學世界近現代史中。編《世界
近現代史研究》第十一輯，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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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選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11月4日解散國會，在美國顧問幫助下

炮製新的憲法·從11月11日起內藤湖南陸續發表談話，正是這些

講話，翌年春整理出版，就是我們要討論的《支那論》。內藤湖南

在〈緒言〉裡說「支那的時局，如走馬燈急轉變化」，要把握形勢

變化的方向，需要透過順逆混雜的水流，到水底去觀察它的潛流。

而對於歷史研究者來說，這也是有史記載的數千年變遷中最重要的

一節，如果想要知道清朝滅亡之後，中國會朝哪個方向建設新時代

建設，就要先去看一看中國歷史尤其是近世的趨勢。

正如前面所說，討論中國未來走向，是當時日本朝野上下的熱

點。儘管當時的日本心理上對中國占有優勢，但而對中國的劇烈動

盪，他們還是覺得鄰國的未來和體制似乎有些無從把握，因而深壞

憂懼。就在內藤湖南《支那論》出版的這一年，曾經對梁敔超影響

很深的浮田和民，也發表了〈支那之將來〉一文，覺得中國保全十

八省就算不錯，那些滿蒙回藏之地，最好不要多管，「改革支那第

一要義，當先削其領土，減少其人口38·同樣在這一年，內田良

平發表《支那觀》，以其極右翼團體黑龍會創始者的身分，就袁世

凱上臺後的中國局勢向日本政府獻言，主張借機支持滿蒙獨立，由

日本加以保護”。當時，日本不僅有許多題為「支那論」的論著，

還有專門談論中國領袖袁世凱的論文，如酒卷貞一郎在1913年7月出

版的《支那分割論》之後，就附有滿川龜太郎執筆的一篇〈袁世凱〉,

而浮田和民乾脆就說，袁世凱就是支那的獨裁君主，「皇帝也，大

38浮田和民，〈中國之將來）（原題〈支那之將來）)，逐微譯《獨

立週報》（1913）第十六、十七、十八期連載這段話見於第十八

期，頁40。

39參見圩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國認識》，張學鋒譯（南京：江蘇

人民出版社，2014）頁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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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也，名稱雖異，實一事也」40·

內藤湖南的《支那論》就是在日本這樣的輿論環境中出版的·

據內藤湖南在書中＜自敘＞說，在1 913年的夏秋時分，他就想要寫

這本書，因為中間去了一趟朝鮮，一直到11、12月才在《朝日新聞》

記者的協助下，分五次口述筆錄完成4〕·這五次□述也因此分為五

講，分別是：（一）君主制抑或共和制，（二）領土問題，（三）

內政問題之一（地方制度）,（四）內政問題之二（財政）,（五）

內政問題之三（政治上的德義及國是）。在全書五講題目下，部各

有若干小標題，起著鉤玄提要的作用。全書最後是「附錄」，收人

了內藤湖南自明治四十四年到大正二年發表在《大阪朝日新聞》、

《太陽》上的七篇文章，它們分別是＜清國的立憲政治＞（明治44

年）、〈革命軍的將來）（明治44年）、＜支那時局的發展〉（明

治44年）、〈關於承認中華民國〉（明治45年）、＜關於支那時局〉

（大正元年）·〈支那現勢論＞（大正2年）、〈第二次革命戰亂）

（大正2年）。

下面，為了閱讀者方便，我把《支那論》做一個簡要介紹：

40同上引浮田和民〈中國之將來）十六期頁41。
41竹內實，〈大正時期的中國形象及袁世凱之評價〉，載《竹內實文

集》第九巷《中國歷史與社會評論》，程麻譯（北京：中國文聯出
版社，2006)，頁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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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講：君主制抑或共和制42

內藤湖南在開篇第一講裡，首先討論「君主制抑或共和制」的

問題，是緣於袁世凱當政之後，他將要選擇什麼樣的政體？是繼承

辛亥革命的共和政治，還是陝復到辛亥革命以前清朝的君主制度。

這很為當時的日本人所關心。當然，事實上他在1915年12月宣佈成

立「洪憲帝制」，又在八十三天後被迫取消。在此一年之前的內藤

湖南敏銳地察覺到，陝復君主制還是走向共和制，是當時中國最值

得觀察的問題。

內藤湖南的方法，是到歷史中找答案，即通過考察中國歷史上

政治制度的演化，推測未來可能的趨向。同時，他又主張超越「歷

史的行跡」，以貫通「歷史的精神」，而他所謂超越「歷史的行跡」，

主要指的是超越王朝史觀，引人西洋史的時代劃分，在中國史的敘

述裡採用上古、中世·近世的概念。而當引人西洋史的這一時代劃

分之後，中國史的問題就可以放在與西洋史、日本史同一個平臺上

討論，中國史的研究也就納人了世界史的範疇。

所以，內藤湖南一開始就討論「近世J這個概念，說明它在西

洋指的是文藝復興以後，有民眾勢力興起，由於新的地理發現，帶

來經濟上的大轉變和社會組織形態發生變化這樣幾個標誌。用在日

本史上，則是指足利時期或縑倉時代以來，而非由「明治維新」突

然開敔的，因為從那時起就有武家興起，平民勢力的增長和導致社

42這一講目錄下的小標題依次為：支那的近世起於何時；貴族政治的

時代；世挨全盛；家族制度的真義；武人的勃興與世族的衰落；君

主地位的變化；獨我政治的完成；外戚宰相宦官的無力；繼統的秘

密主義；獨栽政治的弊端；民力的增進；史胥的實權；貴族政治難

以恢復；共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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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結構變化。這種觀察方法引人中國史，那麼可以說，中國的近世

也不是從明清，而是從中唐至五代、北宋就已經開始，所謂「近世」

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而中世轉人近世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由貴族

制轉變為君主獨裁制。

什麼是中世貴族制？內藤湖南引用了黃宗羲的說法，認為這是

從上古周天子的分封制而來的制度。其特點是政治為貴族壟斷，平

民無權參與。秦漢大一統之後，政權仍掌握在貴族手中，所以，西

漢的外戚弦橫，正如日本藤原京時代。到了六朝更是名族政治，天

子可以變，名族的地位不變。一直到唐代，還有基於嚴格的家族制

度的所謂「譜學」。貴族制度下的天子並非絕對凌駕於其他貴族之

上，他只是與貴族共用天下，既像貴族的私有物，又像其家族（包

括其奴僕婢妾）的私有物，與之相應的，是他也用治家的辦法來治

國治天下。在這個時代，貴族、外戚、宦官都有可能廢立或動搖君

主，貴族很特殊，即便是失勢的貴族也不與一般庶民混同。

但是，到了中唐以後，形勢有了變化。正如日本由藤原時代貴

族政治向近世轉化，乃是以武家、武士的出現為標誌一樣，在中國，

由於藩鎮的設立，使得本來地位不高的武官，在戰亂中逐漸勢力增

大，而由於節度使又允許養子繼承，到五代，甚至有後唐明宗李嗣

源·後周世宗柴榮那樣的養子繼位為天子，破壞了傳統的世族制度，

最後導致世家大族的消亡。這是一個巨大的社會轉變，從此天子面

對的不再是貴族，而是君臨萬民，他不再僅僅以其家為私有，而是

以天下為私有。同時，天子下面的大臣，一方面是不管出身如何，

只要通過科舉或立功，便可得到相應的地位，另一方面，這個地位

既非世襲，也不像過去的貴族為天子夥伴，而僅僅是天子的秘書，

或說獨裁君主的奴僕。到了明清時期，君主獨裁制愈演愈烈，夭子

越來越集權，外戚、宰相、宦官都越來越沒有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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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藤認為，中國近世的獨裁制度，使天子變得神聖不可侵犯，

因此天子的廢立和篡弒減少，宋以後的外戚也都沒什麼權，宦官在

明代雖然有時膨脹，可是也必須以得到皇帝恩寵為前提。這樣，天

子處在極為安全的位置上，能夠推翻他的，元、明以來只有農民起

義。在這種情況下，過去貴族之問的權力鬥爭，也變成了朋黨之爭，

如晚唐的牛李黨爭、北宋的熙寧與元祐的黨人之爭，前者是各自籠

絡人才，後者是各有政治主張，這賦予了近世的政治鬥爭一種新的

意味，不再是過去那種政治與道德的混台，有所謂君子與小人之別。

就其弊端而言，內藤認為正如黃宗羲所說，天子以天下為私有，

失去天下，天子也就自身不保，後來者一定會消滅他的前任，這是

與貴族時代不同的。同時，天子掌握無邊的獨裁權，大臣沒有權力，

也就完全不負責任。明代末年，就是因為這樣，流寇才不可控制地

如滾雪球一般越來越大，最後天子死的時候，只有一個宦官殉死。

清代乾隆、嘉慶年問，陝西、湖北、四川的民變，七、八年都不能

夠平定，也是同樣道理。所以，平時看起來是理想的獨裁政治，到

了內憂外患之際便破綻百出，顯示出這是一種不可救藥的政治制度。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貴族政治結束後，伴隨著君主獨裁，人民

也不再是貴族的附庸，而日益顯示強大力量。唐以前，人民是天子

及名族的奴隸，從唐代的均田制可以看出，人民並沒有私有權和人

身自由，但是到了王安石改革，推行青苗錢·市易法的時候，已經

是在某種程度上，承認了人民的財產私有權，這就是意識到人民有

力量。在君主獨裁制度下，天子高度集權，地方上的權力則往往歸

於胥吏，特別是明代以後，經科舉選拔而做官的人很少接觸實際的

民政事務，往往盲目畫押，掌握實際權力的都是了解民情的吏役，

胥吏在官僚和人民中問中飽私囊。就像日本德川末年，也曾經是與

民眾接觸的下層士族反而權力很大。明治改革打破了封建制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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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衰落，平民抬頭，便有了今日的立憲政治。他認為，在中國只要

去除胥吏這一層，也可以做到力量歸於人民。從唐代以來的趨勢看，

人民的力量逐漸被認可，人民本身也成為一個政治元素，一旦君主

獨裁制崩潰，與其說回到中世的貴族政治，不如說，更有可能實現

新時代的共和政治。

內藤認為，今天的中國，已經不是閉關鎖國時代，隨著與外國

交流，也引人了新的政治理論，即便會有像袁世凱稱帝這樣短暫的

復辟，但由於民主勢力也在不斷增長，必定會跟隨世界潮流，實現

共和政治。共和政治，當然在美國、法國、日本都有不同的形式，

不過它終歸是民主時代的選擇。

第二講：領土問題43

和明治、大正時代不少日本學者一樣，內藤湖南認為「領土問

題」，是中國當時面臨各種難題中，相當棘手的一個，其中主要是

西藏、蒙古·這與日本明治維新時期，一方面注重內政的改革，因

此將薩哈林、琉球問顆擱冒，另一方面卻又處於民族發展的潮流，

因此鼓吹征韓、討伐台灣，是大概同樣的清形·中國現在提倡「五

族共和」，但它還只是維持過去領土的一個保守主張，並非中華民

族圖發展的積極理念。而這個問題應該怎麼處理，也需要到歷史中

去找辦法。他認為要看兩點：一要看各個民族間的感情如何，二要

43在目錄下這一講的小標題是：年少學生的車識；五大民族的共和；

異族間的感情問題；漢與句奴、唐的異族懷柔；金的國粹主義；元

的三大族統治主義；清朝的中國文化本位；革命的漢人本位；異族

的解體；統轄的實力；漢唐元明的實例；清朝依靠財力統一；財力

疲敝與統一力量的鬆懈；蒙古、西藏、滿洲的特別狀態；漢民族發

展是另一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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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在統治各民族所生活的這個廣大疆域時，需要得到什麼樣的政

治、財政、軍事上的支持。

首先是各民族之問的咸情。中國的領土擴張是從秦漢時期開

始，回到二千多年前，那時最大的外敵為匈奴，漢民族與匈奴的衝

突，主要表現在風俗習憤上，但是經過幾十年的摩擦，雙方互相遵

從對方的習憤，漸漸感情融和，漢宣帝以後，呼韓邪單于不再為害，

民族問題一度解決。漢王朝並不是通過占有領土來對異族加以統

治，而是儘量維持它的獨立，小心避免衝突·這以後是唐代，國土

廣裹、國力強盛，同時與異族保持關係。與漢代不同的是，唐代的

興起就是靠著與異族的團結，在統一中國的過程中，就已經藉助過

異族的兵力。在中國歷史上，唐代是最優待異族，也是最善於利用

異族的。唐太宗儘管打高昌、征高麗，唐高宗還滅了百濟和高麗，

可是，對於所滅之國、國王的子孫卻很優待·對西部的吐蕃、突厥，

也發動過遠征軍，或成功或失敗，或局部衝突，總的來說也還是優

待。作為從中國內部興起的國家，唐朝是最能夠懷柔異族的·

以上是基於從中國內部興起而統一王朝的立場，然而，換到統

一中國的異民族角度，例如遼、金、元及最近的清朝，情況就不同。

當然在這個問題上，遼、金的材料很少。契丹剛開始用的是韓延徽

這樣的漢人，到它強大起來與漢人的宋朝對峙，這時漢人就多集中

於宋，遼便要靠它本族來立國。金人是一直有國粹思想的，金世宗

就認為，異族沾染上漢人的風俗習慣，會變得軟弱，所以他儘量避

開漢人的風習，以維護自己民族的本性和強大。金從一開始就不大

用漢人，中問又有這樣的天子，所以有金一代，與漢人並不融洽。

元代是從蒙古出發統一中國的，它的民族政策出發點，依然是抗拒

中國文明。元太祖成吉思汗興起時，他用的人裡有像耶律楚材這樣

的，但蒙古人有很強的維護蒙古國粹的心理，有人覺得雖然占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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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但漢人於蒙古國無益，是個麻煩，這時耶律楚才告訴成吉思汗，

漢人並非無用，可以讓他們租賃土地，繳納賦稅，從中獲利·那以

後才有了對蒙古人實行蒙古人的治理方法，對中國人實行中國人的

治理方法。蒙古人在征服中國以前，已經征服過中亞至歐洲各國，

那些國家的文明都不亞於中國，因此來到中國以後，蒙古人並不像

遼、金，是從野蠻之地過來，在中國文明面前目瞪口呆，他們相信

自己有自己的優勢。同時他們看到中亞和歐洲等文明國家各有特

色，中國也有它自己的特色，所以，應當按照各國的特色加以治理。

因而蒙古人在亞洲，是按人種區分治理的，以蒙古為一等、色目及

中亞等人為一等、漢人為一等的，漢人中又分漢人和南人，來自北

方金朝故地的稱漢人、來自南方宋朝的稱南人。這裡當然有階級的

區分，總的來說還是各依本族的風俗習憤，所以在《元典章》的記

載中，有漢人和色目人打官司，漢人是按漢人的辦法，色目人是按

色目人的辦法，這樣全新的處理方式為漢唐所未有，可以說，是異

民族統治的一個進步。

到了清朝，女真也就是滿洲的異族興起，打敗蒙古·中國，進

一步占領西藏和土耳其的一部分，它的統治方法大體上和蒙古人一

樣，但是，在保有自我民族特色方面，遠不如蒙古民族。他們原來

在滿洲山裡過著野蠻生活，一步踏進中國都市，不由得為其文明所

震撼，因此像乾隆皇帝，便希望滿洲人能以中國文明為標準，來提

高文化水準·這樣到了後來，無論是針對蒙古人·一部分土耳其人，

還是針對西藏，都變成以中國文明為本位。康熙皇帝還很重用歐羅

巴人，吸收他們的學問藝術，可是乾隆皇帝以後，仍然回到以中國

文明為基礎、所有其他文明都不過是「副食」的狀態。因此，雖然

對蒙古人有遵守蒙古規則的理藩院，對土耳其民族即回回教人有回

部則例，對西藏也維持著遵從其習憤的宗教政治，只是設了監督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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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卻沒有了蒙古時代那樣的，平等對待一切文明民族、不以中國文

明高於西域等文明的思想。滿洲人統治中國二百多年，漸漸為中國

文明同化，有了與中國人同樣的情感，對異族統治的思想，成為以

漢人為本位的國家出發，懷柔其他民族、擴張領土、統轄講各種國

語的人種，因此，滿人不像蒙古人那樣，一面讓各民族自我管理、

保持各自的特色，一面去四處征戰，統一世界，清朝已經沒有了那

種宏偉的規模。

內藤湖南認為，在東洋，以不同民族的感情為基礎、統轄廣大

領土，如上所述可以有兩條路線，一是以某個文明民族為基礎，同

化其他民族，二是保持各個民族文明的獨立，加以統一。今後的中

國如要實現五大民族的統一，也只能採取這兩種辦法。但今天的革

命是以漢人為基礎，以漢人本位建立起來的新國家，又如何統治五

大民族呢？他說，南方革命軍剛起來，鼓吹革命理想最有力的章炳

麟，要陝復漢人曾經統治的領土，甚至把安南、朝鮮也算在內，可

是，這些南方人的革命理想是要反抗滿洲人，現在又說五族共和，

似乎距離最初理想有些許變化。漢人以自己的文明為自豪，過分相

信自己的能力，即使統轄五大民族，說是五族平等，但能否像對自

己一樣，尊重其他民族的風俗習慣和文化，尚有疑問。他推測，新

建的民國恐怕還是以漢人為中心，將其他民族視為附屬。今天在北

京的中央政府用的都是漢人，於是其他民族就有了反抗之心，有了

獨立企圖·滿洲人大多數都已遷到內地，原來的根據地也為中國移

民所居，不得已要在與中國人的同化中求生存，然而，蒙古、西藏

及突厥人過去服從清朝，現在失去控制的壓力，就想到了要獨立。

蒙古人、西藏人之服從中國，原本服從的是滿洲天子，現在滿洲朝

廷一倒，各民族領土自然瓦解，蒙古人說要獨立，西藏人要投靠英

國，可是，中國政府越是傾向於民主，就越喪失了對異族的統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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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內藤考察各個異族的臧情。而從政治、兵力和財力上看，

如今要統轄多民族，對中國來說也不可能。他回顧過去說，漢代對

於匈奴那樣的強敵，只是擊退而非統轄，為把他們逐出邊塞，就付

出了巨大努力，同時，漢代逐漸向南方擴張，雖然帶來相當利益，

但這一域外拓展也要耗費莫大財力。在漢民族的發展過程裡，很少

有漢武帝那樣成功的人物，即使是漢武帝，向域外發展造成國力的

損耗，也成為中國歷來的教訓。而唐代向域外發展，主要是在初期，

後來國內的藩鎮擁兵自重，自唐中葉後便停止了對域外發展。到了

元代，廣大領土的中心並不在中國，反而是在經濟最差的蒙古，不

過，由於經濟發達的中國和西南亞都在其統治之下，並不顯出國力

的衰微，但即便如此，元世祖忽必烈稍微向海外發展，即征討日木、

爪哇，便戚到國力匱乏，從西域來的宰相阿合馬採取種種專賣政策，

加重人民負擔，用於軍事，到了元末，在經濟最發達的中國江南就

發生了叛亂。明代中國本部的漢人對異族採取的是防禦策略，可是，

明朝的國力也都消耗在防禦上，由於對日戰爭及對滿洲防禦花費很

大，加上內地又有叛亂，最終在內亂外寇中滅亡。

接下來說清朝。清朝是從滿洲奪得蒙古一部分，接著奪取中國

本部，然後拓展到外蒙古、新疆、西藏，這樣清帝國才逐漸發展起

來的·從滿洲那種文明程度較低、過著平民式生活的地方來到中國，

多少還能維持著原來的樸素生活，不像明代宮廷那樣浪費，這是被

當作清朝的盛德而經常為清人頌揚的。乾隆能夠成就他的「十全武

功」，也是由於財政上的富裕。在中國，只要二三十年以上沒有戰

爭，以其國十夕肥沃、物產之豐富，都會有財政盈餘，這也是清朝

能夠形成其廣大疆域的原因·但乾隆末，三省起義持續了八、九年，

到了嘉慶時期，國庫減少，國力從此漸漸下降。現在，不但有與蒙

古、西藏等未開化民族的問題，澴有與遙遠的歐洲問題。在鴉月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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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英法進駐北京等一系列事件中，不僅有軍費開支，還要付出幾

千萬賠償金，這導致了清朝國力衰退。

清朝衰退的原因不止於此，魏源曾列出有軍隊費用、黃河工費·

宗室食祿、稅收不進等等，這是內耗。而國際原因所需龐大費用，

更使經濟日益虧損。特別是在咸豐至同治時期，南方有長毛賊起，

滿洲有馬賊橫行，所幸蒙古、新疆受其恩惠尚未謀叛，俄羅斯的國

力也不足以侵犯到中國。但是，由於俄國人侵產生的新疆伊犁問題，

安南的宗主權被迫移交給法國，到清朝末年，政府對異族統治已開

始鬆懈，如果蒙古人叛亂，恐伯也無力征討。本來對付蒙古，對中

國人來說就是相當困難的，明代永樂帝一度進軍到斡難河、清水源，

最後也不得不返回。康熙皇帝親征蒙古時，不但在戰略、後勤方面

用心規劃，還親自在沙漠中探查水草，選擇宿營之地。如果蒙古人

在清朝末年叛亂，肯定已經成功，但幸好蒙古人沒有忘記滿洲天子

的威力與恩惠，所以還很安靜。可是，在這次革命後，清朝倒臺了，

他們服從的對象沒有了，而他們從來也沒有想過要服從中國，因此

便有了外蒙古獨立的輿論。西藏雖然不像蒙古那樣，有不濯戰爭也

要獨立的力量，可是由於宗教的緣故，它和各方保持聯繫，面對各

個世界強國，態度也非常靈活。過去就是這樣，比如在元代，他們

喇嘛教的帝師八思巴就很受元世祖尊敬·明代時期，他們聽說太祖、

成祖統一了中國內部，也接受冊封。到了明末滿洲興起，當滿洲人

的勢力還沒有統一中國，只不過征服了蒙古一部分時，西藏人就遞

上滿洲天子是文殊菩薩化身、能夠統一世界的文書·由於它對世界

強權非常敏戚，所以在清末時，便與俄羅斯聯繫，最近則是與英國

聯繫。像這樣對自身處境敏感的民族，內藤認為，不能想像它將來

會依靠中國立國。

內藤從政治、經濟和文化等不同方面，論證中國負擔不了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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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大帝國疆域，所以他覺得，中國的領土，依政治實力來看應該縮

小，不能被「五族共和」這樣的空頭理論綁架，而要基於實力考量，

寧願一時失去領土而求得內部統一。

第三講：內政問題之一：地方制度料

在談到中國內政的時候，內藤湖南認為，中國最大的問題有兩

點，即地方政治和財政。地方政治中，主要是層級過多，州、縣、

廳上面有府或直隸）ll、直隸廳，府上面有道，道上面有省，省裡還

有巡撫、布政使、按察使，一省或二、三個省歸總督管轄，然後再

歸中央政府。這次革命，上廢總督、巡憮，統一為都督，下廢府廳、

州、縣，以省為統一的地方政治區劃。現在剩下的問題是，有輿論

要求廢省，以道為第一級，以來此合併縣；又有人建議，全國分八

十三個）ll，應該把地方政治區劃分小一點。他指出，就目前實際行

政區劃來看，中國的縣相當於日本的郡，中國的府相當於日本的縣。

他指出，現在日本廢除郡的制度，同樣是希望減少層級，減輕人民

負擔，使他們能夠直接接觸到最高地方官，而不是說官吏越多，治

理人民越方便。更何況在日本，交通發達，今天的府縣也小，因此

有合併的建議。他認為，與其說這是討論行政區劃大小，不如說是

希望減省繁文褥節，提高效率。而中國的政治理論和制度正處在草

創階段，尚未發展到建立地方政治的根本理論，像康有為那樣，以

44在目錄中這一講的小標題是：階級過多的制度、小區劃制、漢唐

之制、宋元明之制、變遷之大勢、顧黃二位意見、大區劃之利及其

法礎、增官論的錯誤、官史的收入、胥史之弊、和日本的比較、改

革之效、官史的貴族生活、袁政府無革新氣氣、明清易姓之效、自

治團體與官史、近代管制由來、劃一政治的無效、尾大之弊是自然

墮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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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行政區劃多而小，是地方行政最好的方法，可能並不一定對。

內藤湖南回顧中國歷史，說西漢時有百三郡，與今日新的道或

州，大小差不多，這當然有利於民政。但中國的地方行政官要兼管

司法和軍政，不是以單純的民政為目標·不僅如此，漢代百餘郡的

太守上設有十三部刺史，他們受命於天子為各郡監督，卻比郡太守

的官階要低。太守秩二千石，刺史才六百石，所以，到西漢末就有

卑者治尊不合《春秋》之義，刺史改為二千石的建議。唐代各州刺

史就等於漢的郡太守，開元盛時數量也增加到三百多，比清朝知府

還要多，不過這只是名目變了，上面仍然設有採訪使、觀察使，作

為朝廷的欽差監督。所以，今天在中國有人說，應當在省或州的上

面，設作為監督的巡按使。其實，日本的行政分科，稅務官負責稅

務、通信官負責通信，軍隊獨立，地方官只管民政，可是在中國並

不一樣。從唐以後的歷史看，內藤湖南認為有一個明顯趨勢，就是

在小的區劃上面再加大的區劃。在宋代，大體上分二十三路，)ll、

府配置其下。元代領土廣大，天下分十一行中書省，其中，中國本

部占九省，行中書省是從中央的中書省外派，位階在路以上，但並

不是地方官。不過，到了明初有十三布政使，倒是作為地方官設置

的。明代中央政府六部直屬皇帝，徵稅權、兵權、司法權各自獨立；

地方上，布政使為財務官·按察使為司法官·指揮使為軍務官，也

是分離的。然而，三權分立的制度逐漸改變，最後三權都掌握在布

政使·按察使、指揮使之上的總督或巡撫一人手上。到了清代，總

督、巡撫也一樣成了固定的地方官·

內藤認為，中國的地方官制度在政治上產生種種弊端，過去就

有很多人論述其危害，其中，明末清初的顧炎武、黃宗羲所論最有

價值。他們認為，行政區劃越大，權力越強，越能減少弊端，越能

維護國家的安定。中國與歐美、日木社會不同，必須要考慮，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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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能模仿歐美文明國家的政治形式。文明國家的政治，都是由它

們特定的歷史中產生的，這種制度有利於一國或數國，但也有國家

並不適用。

內藤湖南說，如今廢省而縮小政區的建議，是由康有為等倡議

而在清末為當局所考慮的，這一建議伴隨的是加強中央集權的想

法，他們以為總督、巡撫權力過大，如果地方官變小則便於統一控

制。可是，像中國這樣領土廣大的國家，交通也不那麼順暢，民眾

對國家戚覺遲鈍，所以，即便有激烈騷亂，人民也還是照常平靜地

生活，如果真的實行小區劃制，內藤追問說，一旦發生叛亂或外國

侵略，是否能有效防禦便會成大問題。在小的行政區劃中靈活處理

政務的國家，必須有幾個條件，第一有完善的政治組織，國民程度

高，沒有內憂；第二有完備的國防，能夠將人侵者拒之境外；第三

國民有強烈的愛國之心，對國家獨立非常敏鳳，任何情況下都有統

一的願望。可是今日中國，似乎沒有哪一點具備。他認為，如今的

大行政區，大體上是依地勢及風俗等自然形成的，如果再人為地分

小，又如何在過去大的區劃內聯絡共事？

內藤在這一部分的討論中指出，從現狀和歷史來看，要根除中

國幾百年來的隋吐，絕非一朝一夕之事，需要發展教育，培養愛國

心，人民要有對國家的義務觀念，否則共和國的統一大業不可能完

成。如果今天要改變行政區劃，也許理論上沒有問題，但實行起來

卻很不容易，即便能夠實行，是否能解決民政危機，使人民意識到

自己的中國國民身分，並且產生強烈的愛國心，仍然需要有耐心·

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都要保持一致，要如日本維新之際，

去除私心而為國家。他說，日本維新時，不管人和人之間有多少小

競爭，在日本統一、國力進步這一點上，總是一致的，因此，在日

木形成了非常強烈的愛國心。所以他認為，今天中國的內政，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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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和人民能否對國家盡義務的道德問題，而絕不是行政制度變革

等細枝末節。

第四講：內政問題之二：財政45

內藤湖南在這一講中說，中國眼下最廠困難的是財政問題。他

列舉了他掌握的數字：清末的中國已陷人困境，宣統三年政府發表

收人2億9696萬餘元，歲出卻為3億7635萬餘元，大約有8千萬的差

額。革命後，財政狀態並未改善，根據中華民國第二年的預算，歲

人3億l千餘萬元，歲出6億4600萬元，差額要由內外債填補，袁世凱

目前是以借貸來彌縫財政

他認為由於財政困難，中國的軍隊成為很大的負擔，完全沒有

必要維持龐大的軍事力量。

第五講：內政問題之三：政治上的德義及國是46

內藤湖南根據當時民國政府內閣總理熊希齡發表的施政方針，

認為中國放棄了過去堅決維護領土的主張，轉而注重內治，是由於

今日內治之難，更甚於外交。而在實業方面，也應當是歡迎外國投

資者，即便是在鐵道、航路、郵電、電信領域的擴張，只要不夾雜

45在目錄中這一講的小標題是：目前最難的問題、妥協政策的結果、

軍隊的二重設備、無限制借款、統一的希望如何、軍隊和地方的關

係、軍隊精神的將來、聯邦制度、國防的不鈴要、自治的行政及財

政、財政的協助處理、農民的負擔、負擔減輕和行政組織、交通的

大利和天產的過於豐富、毅物出口解放論、幣制改革論。

“這一講在目錄上的小標題為：進步論、原地踏步論、退步論、原籍

回避、自治制度施行、司法獨立、孔教論、袁氏的新名辭解繹、中

國平民的萌芽、國是、機會主義的誘惑、革命黨亦不能倖免、列國

監視、正義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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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意圖，都應當歡迎外資投人。他認為，清朝末年有兩種主張導

致了清朝滅亡：一是「利權收回論」，一是「中央集權論」·這是

不考慮實力、不考慮經營方式，將鐵道、礦山及其他權力收歸國有，

導致了嚴重後果。而今日袁世凱政府即熊希齡內閣在這一點上比清

末進步，革命黨領袖也大多贊成這種開放策略，這與日本明治維新

時期很相似。當年，日本的德川幕府是要「攘夷」的，而明治政府

則幡然悔厝，當時岩倉、大久保、木戶等人，都主張暫月擱置國權，

專注於內部治理，經過二十多年之隱忍，成就今日勃然興盛的基礎，

趁歐美列國不注意擴充實力，一舉贏得日清（甲午）戰爭，以破竹

之勢加人一等國之列。他認為，今天中國也應該對外採取溫和和隱

忍的策略。

然而，熊氏施政方針中有關吏治澄清、地方自治、司法獨立、

教育的部分，卻受到內藤的批評，他認為，這顯示了袁政府的退步·

首先，在教育方面，革命之初，因為儒教的五倫五常與新的共

和精神不一致，孔教是否適用於共和國，大有爭論，因而有廢孔教

的極端言論。可是，近來卻有提倡孔教為國教的，甚至說要載人憲

法，又是祭天，又是祭孔，最近也出現在政治會議的諮詢案中。這

一「國教論」原本是由做西洋學問的人提出的，稱中國不是沒有宗

教的國家，孔教就是國教。內藤說，這是反動時代的極端言論，孔

教是否即西洋學者所謂宗教還有疑問，也許孔教裡的優點與西洋宗

教確有相似之處，又或者有著與西洋宗教不同的長處，都必須要充

分研究，但是，並不能成為以孔教為國教的理由·正如在日本維新

時期，國學家出於偏見要廢佛教、排儒教，以神道為國教，但這只

是一時的輿論，後來人心歸於平正，從時代精神和國民陸兩方面都

允許信教自由，佛教逐漸陝復其勢力，外國來的基督教也可以傳教，

近來又有「三教合同．的說法。日木的這個「三教合同不包括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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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但雖然沒有儒教，卻並不排斥儒教，因為孔教精神與日本國體

宗旨融合，已經成了日本固有的東西，在「教育敕語」中已經顯示

出來，所以沒有必要將它視為宗教。今天即便不以孔教為國教，孔

教精神也被認為是中國倫理之根，雖說在革命中受到質疑，可是卻

不會在中國人心中磨滅。然而，以孔教為國教，是將思想專制推行

到教育當中，反而會引起孔教以外的宗教之反抗，外來宗教即基督

教之外，作為中國民族信仰之根底的道教和佛教，如果與之衝突的

話，反而會使孔教矮化，失去它寬大的精神·袁世凱模仿天子、舉

行與共和國總統不相稱的祭天，如果只是為了利用孔子，那是給孔

子帶來的大麻煩

內藤湖南總結說，如今的中國，無論什麼人當政（包括袁世凱）,

必須確立政治上大的主義方針即「國是」，「國是」是最重要的，

「國是」一定，後來的政治家就能夠依法治國，「國是不立，每

個人都只好看機會便宜行事。因此，即使自己或本黨所立的「國是」

一時於自己不利，但也不能動搖，這是文明國家政治家的最重要素

質，也是拯救中國的經世正路。今後無論袁世凱派還是反對派的政

治家，部應該充分注意這一點·現在中國作為共和國家，既然已為

列國接受，也就應當在現有的準則和秩序中進行建設事業，遠遠沒

有到將世界置之度外，徹底獨立、自由的時候。他說，在此期問，

國際社會為了拯救幾億中國人民，實現世界和平，使中國成為真正

的共和國家，也有監督的義務·因此，針對中國當局的機會主義，

或者他們的各種反人道、反改革、反共和原則、反政治德義的行為，

一定要嚴肅提出忠告。日本遭受外國殘酷對待，曾隱忍三十年才換

來今天局面，可是，今天中國受到列國的優待，所以反而有正義觀

念不發達、共和政體不成功的危險。

最後，內藤湖南忠告中國當局者，要真正為國家前途著想，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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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堅守政治道德。對奉行機會主義的政治家來說，他的話可能是迂

闊之論·但他認為，就在這些迂闊之論中，包含有立國的永叵真理。

三、《支那論》的出版及版本

19 14年3月12日，《支那論》發行前十天，內藤湖南寫了一篇〈自

敘〉，談到他在1 913年12月刃日做了第五次口述以後的三個月的時

間裡，中國又發生很多變化。袁世凱「退步的方針越來越露骨，幾

乎回到了倡議變法以前的清代」。因此他說，「到這書印行的時候，

所有意見都不免落伍」47。但即便如此，《支那論》3月27日出版發

行之後，仍然一時風行，不到半個月便第二次加印。

在東京文求堂書店印行的第一版卷首，刊登有顧炎武、黃宗羲、

曾國藩、胡林翼、李鴻章、馮桂芬的墨蹟，另有熊希齡寫的一則短

罰。這七位，都是內藤湖南尊敬的中國學者及官員。顯然，他對中

國問題和中國歷史的看法，多少受這些人影響。據他在〈自敘＞中

說，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和顧炎武〈郡縣論〉中對時政的批判和

改革的願望，馮桂芬《校鄧廬抗議》中不同於變法論者的主張，劉

坤一、張之洞等既不肯滿足現狀，又反對盲目效仿外國的奏議，都

非常令他感動。他雖然把袁世凱看作是復辟倒退，但對辛亥革命那

樣激烈的變革，似乎也持有懷疑態度。他認為，中國知識界對外國

制度的來龍去脈還沒有了解透徹，還沒辦法真正地談取捨，總以為

強兵就是增加新型軍隊、富國就是商業繁盛，說到政治改革，只知

道憲法和國會，這是遠遠不夠的。由於不懂得外國文明的深刻意義，

47《內籐期南全集》第五卷，頁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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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不可能有徹底的變法理論。中國現在能否順應進步的世界政治

潮流，應該怎樣收拾破裂的革命殘局？他認為，只能由他這樣對外

國文明有所了解的人，「代中國人而為中國設想」。

內藤湖南「代中國人」設想的前途是什麼？是如八國聯軍攻陷

夭津後，在夭津設「都統衙門」（1900年7月至1902年8月）作為「天

津地區臨時政府」。當時，袁世凱接任直隸總督，卻只能在直隸省

會保定辦公，1902年「都統衙門」撒銷，才移駐天津。內藤湖南說，

實行第二次「都統政治」的時機雖然還沒有到，中國也不會那麼怏

就分裂，可是，如果拋開獨立的自尊，對中國人民來說，「都統政

治」還是最幸福的境界。這樣一來就不必有國防，而且比起中國官

吏來，外國官吏也更廉潔、能幹。況且在「都統政治」下，也不需

要解決君主制、共和制的問題，就連領土問題也不存在。他說，雖

然他同情失敗的辛亥革命黨，但因為革命黨不了解中國國民性，辛

辛苦苦的革命都打了水漂。中國國民性是不管有多少犧牲都要求和

平的·戰亂之中穩定時局的，往往是良民代表「父老」即鄉紳，革

命黨單憑一股銳氣，不曾顧及「父老」，這才沒有站住腳。奮起革

命之時，他們雖是堂堂之陣，但也不過條起倏滅，就如同李自成、

張獻忠，原因就是由於沒有抓住「父老」。眼下袁世凱採用通過知

縣考試的舊讀書人，便是得此秘訣，但這一秘訣，現在對挽救國家

於危亡卻不起作用，因為父老並不具有對外國的獨立心、愛國心，

他們注意的只是鄉里安全·宗族繁榮、快樂度日，至於誰來統治國

家他們並不在意。因此，像袁世凱這樣依靠父老而成功的大總統，

也未見得就不會引進「都統政治」·

最後，內藤湖南追問道，當這一時機到來的時候，日本是否為

拯救中國人民做好了準備？這不僅要由政府當局回答，也要由日本

國民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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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在《支那論》問世十年以後，內藤湖南又有《新支

那論》這是因為中國時勢又發生了一些變化。1 919年，中國為抗

議「二十一條」，抗議巴黎和會上日本從德國手中奪取山東主權，

爆發了五四運動。過了幾年，即在《支那論》發表十年後，19刀年

的夏天，內藤湖南又接受大阪《每日新聞》記者的採訪，就「如何

直面中國問題」發表連續談話。這些談話刊登在《每日新聞》，又

在1924年9月以《新支那論》為題由博文堂出版。

據〈新支那論自序〉說48，他在「去年夏天病後康復，到有馬

避暑時，專門訂正大學講義的筆記，由於書籍等不能多帶，戚覺頗

為單調，與時來探望的友人談話，便是破除寂寥的最好方法。這時

哈逢長沙、漢口興起激烈的排日運動，在漢口的居民總代的熟人，

特意到有馬來訪深談，無意中正中下懷，因病很久沒有思考的東亞

未來問題又在心中燃起·於是，趁大阪《每日新聞》的岩井武俊來

訪，兩人談話由岩井整理記錄，分幾次發表在《每日新聞》。但由

於突然的大震災，筆記發表中斷，藏於筐底，博文堂主人以為可借，

便提出可出版一冊。因為我的疏懶，過了幾乎一年，而支那排日事

件也已經過去，似乎漸漸被淡忘·可是，最近又因亞米利加排日問

題，拿出去年的筆記，遂有時代錯置之感⋯」49

《新支那論》的內容包括：一，支那對外關係的危險（破裂自

日本開始）；二，支那的政治及社會組織（支那改革的可能）；三，

支那的革新與日本（東洋文化中心的移動）；四，自發的革新之可

能陸（軍事及政治、經濟）；五，支那的國民陸及其經濟變化（果

48寫於大正十三年（192初7月5日即內藤湖南渡歐前一日
49《新支那論》（東京：博文堂，1924)，頁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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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成世界威脅？)；六，支那的文化問題（新人改革論的無價值）。”。

作為「附錄」的，是內藤湖南1922年11月在南畫院講演會的一篇講

演〈南畫小論：支那藝術0世界地位＞（後收人作者的《支那繪畫

史》，另行出版）。

他的弟子松浦嘉三郎在內藤湖南去世復的回億中，曾經這樣

說：內藤湖南三十歲前後赴台，日俄戰爭之際鼓吹戰爭論，寺內內

閣時參與外交調查會的機密，這些都證明他「絕非冷靜而有批判精

神的學者」。他熱切關心世界、東亞和日本，有一種志士的情隴，

他思考的不是眼前政策，而是東洋的未來和民族的興亡，因此，才

會有像《支那論》、《新支那論》這樣與「教室裡的先生」根本不

同的著作5]

在內藤湖南於1 934年去世的四年之後，1938年，他的兒子內藤

乾吉、內藤戊申將父親的兩本書合編，題作《支那論（附新支那論）》，

交給大阪創元社，並於這一年5月15日印刷，同月20日發行。這一版

刪去《支那論》卷首的顧炎武等七頁書影，也刪去作為《新支那論》

附錄的〈南畫小論〉，增加了1 928年的一篇講演〈近代支那O文化

生活〉。該書卷首，是內藤湖南的（支那論自敘〉、＜新支那論自

序＞，接下來是乾吉和戊申於1938年天長節撰寫的〈編者後記〉

50支那的文化問題」中包括以下內容：六朝至唐代文化為名族

占有到唐末五代隨著名族的大多消亡文化中。轉移到讀書人

階級他們多為仕宦者，元朝的仕宦者又部分是蒙古色目人，文化

中。便移到處士這裡元末至明中葉文學藝術多發生在處士中

但明清兩代仕宦者仍未最大的文化階級，清代商人發達主要有一

些揚州的鹽商於是過去沒有文化的地方，接受了舊的文化也產

生出新文化來，過去沒有文化的階級同樣接受舊文化發展出別開

生面的新文化。

5〕松浦嘉三郎，〈抱志而逝＞《支那學》七卷第三號頁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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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中寫道，以《支那論》為題，將《支那論》、《新支那論》

並附〈近代支那0文化生活〉一篇合集出版，是聽從了創元社主人

的建議。因為「作者曾在《新支那論》中預言，日中兩國關係早晚

不可避免地破裂。十幾年以後，幸歟不幸，我們見證了這一預言。

作者還說過，老大帝國的中國必須要靠日本國民的活力而再生，這

是東亞歷史的必然，而這也成了我們現在和將來，所面臨最切實的

問題」52。〈後記＞中還說，如今人們都意識到，對支政策是關係

日本國民命運的重大問題，「東亞領導者的日本國民，必須有對支

那的理解和見識」，「《支那論》在二十四年前、《新支那論》在

十五年前，都是針對當時時局有咸而發，但作者的議論常常依據專

門的歷史知識來證明，並不為當時的現象迷惑，因而對時勢有所洞

見。因此可以相信，此書到今夭也能給讀者提供有關支那過去的基

礎知識，以及對未來的敔示·”這一創元社版《支那論》，由於

盧溝橋事變以後的中日戰爭而極為暢銷“。

現在，《支那論》並《新支那論》最常見的版本，則是收人神

田喜一郎、內藤乾吉所編《內藤湖南全集》第五卷的版本，1972年

由筑摩書房出版，這一版本《支那論》是根據文會堂初版第二刷排

印的，《新支那論》則是根據大阪創元社1 938年版排印的55。據說，

52《支刃「論》（大阪：去lJ元社1940年9月20日16版）頁15。
53《支那論》，頁16
54參見青江舜二郎《內藤湖南。7妒7的生涯》（束京：朝日新聞

社1960，頁237：加賀榮治，〈內藤湖南。「支那論」忙，、
叮：舟。學問。基底的性格忙觸教叮〉原載《文教大學國文》第
十五號（1986年3月），載氏著，《內藤湖南’一卜》，頁108。

“參看《內藤湖南全集》（東京：筑摩書房1972 ;]9 97）第五卷內
籐乾吉，〈編輯後記》，頁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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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藤湖南的全部著作裡，這是「最受歡迎的一種」鈷。當然，在

戰後日本知識界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反思中，它也很快受到

了檢討和批評57。

四、東西方的迴響：日本與歐美的各種評論

1934年6月26日，內藤湖南去世。京都《支那學》第七卷第三號

首先設置「內藤湖南追陣錄」欄目，發表了一組同人所寫陣念文字。

狩野直喜在〈廄念內藤君〉中將他比作宋代學者鄭樵、王應麟，稱

讚他的「博聞強記、透徹明敏」，不但表現在史學專業，還表現在

經學、詞章、書畫鑒賞等方面，所以，是博大而非龐雜。他說，這

跟內藤年輕時沒有走一般的自學之路，長期在新聞界，能讀閒書而

積累各方面知識有關。內藤湖南進人大學任教後，這些知識部運用

56《支那論》在1938年重新出版，雖說是應出版社的要求，但由於盧

溝橋事變後中國開始丁全面對日抗戰對中國的了解成為迫切需

要，於是，創元社版《支那論》成為暢銷書＋天內就印了十版

內藤湖南的大名從此為「昭和國民所知參看青江舜二郎《竟

星。座：內藤湖南的7祈7生涯》（束京：朝日新聞社1966)

頁238。

57參見加賀榮治〈內藤湖南。「支那論」（二。、、叮〉加賀指出

《支那論》和《新支那論》這兩部著作是內藤湖南就中國時事發表

的許多論著的代表作但由於它們在二戰中的影響導致戰復有很

多嚴厲的批評如野原四郎、增井經夫、增淵龍夫等。可是他也指

出從吁原到增井嚴厲的「外在批判」都未鈴是建立在公正理解

湖南《支那論》的基礎上的與之相比增淵龍夫的「內在理解」

更值得重視加賀說對內藤胡南而官包括政治在內的現實問題

都是他錘練自己學問見識的機會，離開現實也就沒有學問這可以

稱作內藤的「實學主義」。載氏著《內藤湖南／一卜》（束京：
東方書店，1987）頁105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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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他的史學研究上，這種非正規途徑，哈哈給他增加了光彩。而

松浦嘉五郎在〈抱志而逝〉中則說，內藤湖南是求知欲極其旺盛的

學者，可心底裡卻是關心國家民族興亡以及東洋前途的人，他有志

士的熱情，《支那論》、《新支那論》就是這種熱情迸發的結果，

不是一般在教室裡的老師所能寫出的。在九一八事變後，他不顧醫

生反對，抱病到滿洲參加日滿文化協會的成立，就是出於「奉公」

的念頭，並認為他在滿洲國問題上的用心「就像青年一樣激動」。

但是，在1 987年也就是內藤去世半個世紀後，日本學者加賀榮

治指出58，對《支那論》、《新支那論》的批評，並且最早把《支

那論》與日本侵華戰爭聯繫在一起的，是平野義太郎領導的中國研

究所成員野原四郎，他於1 946年在東京的《中國評論》雜誌上發表

〈內藤湖南「支那論」批判〉，這篇批判文章的前半部分，主要針

對《支那論》，後半部分針對《新支那論》。他指出，此前在日本

出版的幾乎所有「支那論」，表面說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實際上

卻在宣傳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所謂支那學的開拓者之一、

號為學識兼備的內藤湖南也不能免，而這正是影響未來新的中日

58加賀榮治《內籐湖南／一卜》。此書收人他本人在各個時期發表
的研究內籐湖南（也包括山路愛山）的文章也可以看成是對此前
有關研究的總結。在1985年發表的〈內藤湖南。學問形成代開寸乙
一考察〉文章中加賀榮治開列出研究內籐湖南學問及思想的重要
論著，包括貝塚茂樹的《內藤湖南》、宮崎市定的《內藤湖南和支
那學》、青江舜二郎的《龍之星座：內籐湖南的亞洲式生涯》、小
川環樹的《內藤湖南的學問及其生涯》、三田村秦助的《內藤湖南》、
增淵龍夫的《日本近代史學史上的中國與日本：內藤湖南的場合》。
而他的評論就是基於這些前人的研究，對內藤湖南歷史尤其是文化
史觀的形成以及他的經世抱負加以分析見《內藤湖南’一卜》，
頁99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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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的一個很大障礙59。

野原四郎特別強調以下兩點：

首先，內藤湖南的「支那學」，在某些方面「缺乏科學陸」。

表現在《支那論》中，主要是對中國史的分期，雖然他反對袁世凱

陝復亞細亞式的專制主義而擁護共和制，可是，他擁護共和制，卻

是基於把宋以後當成近代中國這樣一個「非科學的歷史觀」。內藤

認為，自宋代以後，人民的自由乃至私有權便逐漸伸張，為「共和

政治」鋪平了道路，但是，他談到的王安石新法，其實還是亞細亞

式的專制方式，由於當時有北方異族的威脅，這一嘗試在當時顯得

特別迫切。由於內藤湖南將「近代私有權的法律觀念」隨意帶人歷

史，導致了對歷史的錯誤認識，又由錯誤的歷史觀，引出奇匡的「共

和制」，因此他並不能理解19世紀後半期太平天國革命以至於現代

為推翻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人民戰爭有什麼意義，野原說，「我們是

把人民開始自覺運動的19世紀後半以來稱之為近代中國的」。這就

和內藤湖南的「近代支那觀」不同。內藤湖南又說，宋以後的君主

和人民都從貴族制度下解放出來，在君主獨裁制確立的同時，也建

立了帶有民主主義趨向的科舉制，這也是因為他不了解，這不過是

亞細亞式專制主義的發展，以及作為專制主義骨幹的官僚機構的一

種調整。

其次，野原又指出，辛亥革命摧毀了清朝的亞細亞式專制統治，

但結果是軍閥割據代替了清朝的統一政權，當時列強在中國互相牽

制，也樂見軍閥割據的局面，因此，1 913年4月，英法俄日無視革命

59參見上引加賀榮治書，頁109一110。野原四郎，〈內藤湖南「支那

論」批判〉，原載《中國評論》（東京：日本評論社1946年12月
1日）第一卷第四號，頁巧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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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的反對，給袁世凱以大筆貸款，使袁世凱成功地鎮壓第二次革命，

下今解散革命派的國民黨並解散國會，在1914年3月修改《臨時約

法》，實行政治、軍事獨裁，最後自稱皇帝，演出一番鬧劇。同年7

月，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歐洲列強自顧不暇，使得日本橫行

中國的時刻到來。可是，就在袁世凱即將上演鬧劇的19 14年3月，內

藤湖南出版了《支那論》，從他的〈自序〉就可以看到，他的全部

目的，就是要說明「為了中國人民的幸福」，日本要和列強一道在

中國實行「都統政治」，而為此則必須了解「父老」（地方鄉紳）

的重要性。但內藤湖南不知道的是，辛亥革命不徹底的原因，是孫

中山在後來常常提到的「革命派沒有提攜勞動人民而非父老」，他

也不明白「父老決不是鄉黨、宗族之共同利益的民主代表，反倒是

利用人民謀取自身利益的專制首腦」，哈哈「是寄生的反革命鄉紳

地主階層」·更何況袁世凱也罷，都統政治也罷，都不能給中國人

民帶來幸福，這也是歷史已經證明了的。文章還批評說，內藤湖南

的所謂「共和制」，不過是指「1 914年當時的地方分權狀態」，即

「軍閥割據的政治」。在對《新支那論》的批評中，更就《支那論》

中已經談到的「聯邦共和制」問題加以發揮，指出這是內藤在「美

化日本帝國主義侵略野心」。

野原四郎文章發表不久，另一個日本著名學者宇都宮清吉在京

都的《東光》雜誌上發表了〈東洋中世史○領域）60，就內藤湖南

在《支那上古史》中對東洋史，尤其是東洋中世史的時代劃分，提

出修正意見·文章指出，一般西洋史都是以古代、中世、近世作為

時代劃分的，這裡面考盧的是民族、文化、地域三個要素。所以，

60宇都宮清吉〈東洋中世史。領域）《東光》（東京：弘文堂

1947年11月）第二號，頁94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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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為地中海時代，民族是活動在這一地域的希臘人、羅馬人，

文化則是前有希臘、後有羅馬的古典文化，這一古典文化的精神，

成為悠久的西洋文化傳統，迄今活躍；「中世」的歷史舞臺在歐洲，

王角是拉丁和日爾曼民族，是羅馬、日爾曼風格的文化的時代，中

世文化的特徵為向神尋求人類存在的根本原理，這是它與古典文

化、近代文化不同之處；「近世」是人類從中世的神的束縛下解放，

活動舞臺也擴大到歐洲以外，文化也不局限於歐洲的狹小天地，是

打破束縛，以理陸確立權威的科學為基礎的科學文明時代，主角是

近代歐洲各國的國民，以及所有其他地區的民族。這是西洋史的時

代三分法。但與此不同，由於東洋史實際上是「廣義的中國文化發

展的歷史」，並不因時代不同而有木質上的差異。從地域看，它的

中心舞臺始終不變，只是隨著時代它光芒照耀的範圍在擴大，從民

族看，對應於中心區漢民族的混融、增大、成長，周邊多民族也在

混融·增大、成長，因此，民族、文化、地域三要素，並不能當成

東洋史的時代劃分標準。

內藤湖南是最早把東洋史定義為「中國文化發展歷史」的學者，

除了與中國文化關係不大的西南亞和印度，東洋史包括了中國大陸

及其周邊的日本·朝鮮、滿洲、蒙古、琉球·新疆、西藏、安南等

受到中國文化深刻影響、相互對立並融合，構成一個世界的各民族、

各國家的歷史。在《支那上古史》中，內藤湖南為這樣一個在中國

文化發展主流之下統一起來的東洋史做了時代劃分：(l）第一期，

自天地開闢至後漢中期為「上古」，第一期又分中國文化形成和中

國文化向外部發展前後兩個階段。從後漢到西晉為第一過渡期，中

國文化暫時停止對外發展。（幼第二期，從五胡十六國至中唐為「中

世」，這一時期由於外部種族的自覺，其勢力反向作用於中國內部。

而唐末到五代為第二過渡期，外部勢力在中國達到鼎盛。（〕）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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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宋元為近世前期。（4）第四期，明清為近世後期。但是，宇都

宮清吉認為秦漢是古代中國文化發展的總結，宋元明清可以說是

中國的近世，而在古代和近世之問，六朝是秦漢的延展，隋唐是六

朝的延展。因此，東洋的「中世」應當是起於秦漢終於隋唐，中世

史正是在古代史結束的地方開始的。同樣，隋唐對近世，大概也有

類似的意義。在這樣一個與西洋史內容不同的東洋史時代劃分裡

面，如果說，古代是中國文化占有絕對優勢的時代，中世可以說是

中國文化遇到內外「對立者」的時代，近代則是使能征服者完全被

征服（中國文化自身也因此進一步純粹化、高度化和普遍化），不

能征服者也在中國文化的深刻影響之下。滿洲的契丹、女真國家，

以及日本、朝鮮、安南、蒙古、西藏、回疆等民族文化，都是如此

成立和定型的。

這兩篇戰後不久的文章，從不同角度對內藤湖南加以討論。野

原四郎主要是從政治上批評《支那論》、《新支那論》，但也涉及

到內藤湖南關於宋代以後為近世的中國史分期·宇都宮清吉是支持

內藤湖南在《支那論》·《支那上古史》等著作中提出的東洋史觀

的，只不過對「中世．概念作了一些修正。這兩篇最早的評論，可

以說，代表了以後幾十年有關內藤湖南研究的兩種路徑。

1963年，朝日新聞社出版三卷本《日本思想家》系列，在「開

國」以來的六十七位思想家中，選人了內藤湖南，並由日本著名東

洋史學者員塚茂樹撰寫了〈內藤湖南：開化的國民主義者〉一文61。

61貝塚茂樹，《內藤湖南：開化L九團民主義者》朝日夕中一士斗

《日本。思想家。刃百年》62 1963年5月；後收入《貝塚茂樹著

作集》（東京：中央公論社，1977）第七卷，頁銘9一303。參見譚

汝謙《近代中日文化關係研究》7〈內藤湖南的中日關係論〉

（香港：日本研究所，1988)，頁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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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塚茂樹特別注意考察的，是內藤湖南國民主義思想的形成。在簡

單梳理內藤湖南生平後，員塚茂樹指出，內藤湖南年少在家鄉讀到

平田篤）#L的書時，便產生了作歷史學家的意識。後來到東京投奔明

治二十年代以佛教為本位的民族主義代表大內青鸞，由此「進人明

治二十年代民族主義的世界」。由於明治維新後，他的家庭陷人政

治、經濟因境，使他自年輕起就養成了對於藩閥政府的反抗心態和

批判精神，他的血管裡流動的是「舊十族出身的士魂」，讓他很容

易加人志賀重昂、三宅雪嶺等在野的民族主義陣營。他後來又遇到

反對歐化主義的高橋健三，因為高橋並非無學無識、感情用事的國

粹保存主義者，內藤湖南受他影響，又對古寺廟、古美術產生了濃

厚興趣，他就是這樣「逐步成長為遠遠不同流俗的開明的國民主義

者的」

貝塚茂樹說，當1 899年內藤湖南第一次踏上中國大陸的時候，

他的「巨大歷史視野，就已經越過日本、朝鮮、中國國境，觸及廣

大古代東亞世界的文化交流問題」。這篇文章評論內藤湖南在《清

朝衰亡論》、《支那論》·《新支那論》中表達的「中國觀」，指

出作為開明的國民主義者，內藤是從文化史角度來把握近代中國政

局變化之「暗運潛移」趨勢的，他在民國革命進行的時代中說，「今

日中國的狀態，大勢推移，自然成形」，這一看法就是在今天

也無不妥。最後，文章也說到九一八事變後，內藤湖南也許改變了

這一立場，「但我相信當時湖南是超越了日中兩國對立立場，並非

為日本軍國主義辯護」。不過，貝塚茂樹也承認，要仔細和深人地

討論這一點，或許資料還有欠缺·到了1969年，貝塚茂樹在《內藤

湖南全集》第五號的《月報》中，論及〈內藤史學刃本質〉，更指

出內藤湖南的史學方法與法國社會學家徐爾幹異曲同工，他是通過

中國三千年歷史的變化，以通史的眼光對各個時代的政治、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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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形態加以比較，同時對日本、朝鮮、滿洲·蒙古等民族的文化

形態加以比較62·

與野原四郎基於批判軍國主義的立場，而對戰前日本知識界加

以深刻反省不同，1960年代開始，有越來越多的人像貝塚茂樹這樣，

將內藤湖南置於明治、大正日本思想史中加以理解和評價。

1 963年，增淵龍夫在《思想》雜詁上發表〈日本近代史學上的

中國與日本〉63，圍繞津田左右吉和內藤湖南，對日本近代史學尤

其是以中國為中心的東洋史學，從思想史和學術史的角度說明，他

們對中國的研究都與日本近代思想發展變化有關。他認為，這兩位

學者都不是單純從事個案研究的實證史家，而是對中國現實懷有強

烈關心，並且掌握豐富的日本史知識、視野廣闊、學殖深湛的優秀

中國史家。與津田左右吉以歐化的外在標準批判中國、受近代主義

視角局限不同，內藤湖南是從內在理解中國。他以為，日本文化就

是以中國文化為中心的東洋文化一部分，所以，中國文化也從來不

是自己身外的東西。這既是他內在地理解中國文化的切人點，也使

他對中國文化有很高的評價。增淵龍夫特別指出，明治二十年前後，

日本國民中民族主義氣焰高漲，如福澤諭吉等都以為，日本在東洋

已是新文明的唯一代表，有推動守舊中國驚醒和進步的責任，這是

所謂「日本人的天職」·「日本國的使命」。但是，雖然與三宅雪

嶺等國粹主義者關係密切，內藤湖南卻並不接受中國落後的說法，

也不贊成盲目崇拜西洋思想，他主張日本的夭職應該是充分吸收東

62貝塚茂樹，＜內藤史學。本質），《內藤湖南全集》之「月報」第
五號（1970)；復收入《貝塚茂樹著作集》第七卷頁307312。

63增淵龍夫，《日本。近代史宇史忙打什乙中國七日本》I、11，原載
《思想》1963年第462、第468號收入氏著《歷史家。同時代的
考寨姣。、、叮》（東京：岩波書店，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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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兩種文化，以創造新的東方學術，這正是對明治初年以來敔蒙主

義思潮的反撥·

增淵龍夫指出，在這一歷史背景下，從明治三十二年起，內藤

開始把精力集中在中國研究上，並且批評日本漢學「見少斷多」，

已經落後於中國學術，還稱讚顧炎武、閻若璩、戴震、錢大昕等清

朝樸學家，「其方法與歐羅巴近世科學的方法有許多相一致」。所

以當他受聘於京都大學時，便立志要建設超越清朝學問的日本「支

那學」。當然，增淵龍夫也承認內藤的中國史研究常常出於對中國

現實的強烈關心，由他前半生為時論家的經歷可以看出，這一關心

也是與日本所謂「大陸進出」策略相關聯的。所以，清末以來，「中

國向何處去」成了他切實的關注點，而他認為，現實作為歷史之一

幕，只有看數千年來中國史中潛移默運的大潮流，才能認清方向。

這就像他在《支那論》中說的中國史研究的根本目的·在探究中國

歷史潛流時，內藤重新對中國歷史加以檢討，指出唐以前與宋以後

文化的顯著不同，唐、宋之間是一個巨大的文化轉折·相對於傳統

東洋史家以王朝區分時代的習慣，「唐宋時代」這一概念本身就具

有劃時代的意味，更何況在《支那論》等著作裡，他還賦予它們從

「中世」轉化為「近世」的意義，並指出從宋代開始的中國近世，

從貴族主義轉向平民主義成為一種潛流，一直延續到清末的立憲運

動和辛亥革命。增淵龍夫指出，從中國歷史潛流中尋找辛亥革命以

及中國近代化的原因，並不是根據近代主義立場，而是從歷史內部

所作出的解釋。而內藤湖南之所以把西洋的「近世」用於中國歷史，

原因之一是受到他京都大學同事原勝郎《日本中世史刃研究》的敔

發，但將「近世」設定在唐宋之間，澴是內藤湖南的創見。在相關

的評論中，增淵龍夫也指出，內藤湖南的文化史理論與日本的侵華

政策是相呼應的，而他的「東西文化融合論的前提是「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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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說」，他對中國文化高度評價的文化主義與日本所謂大陸進

出」的策略是不矛盾的，毋寧說是使這種侵略政策正當化64。

增淵龍夫一方面像宇都宮清吉那樣，對內藤湖南的所謂從「內

部」出發研究中國史、建立自己的東洋史觀給以充分肯定；另一方

面，他也不像貝塚茂樹那樣為自己老師辯護，而是指出內藤的東洋

史觀一旦跨出學術，也會成為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政策的助言。

1965年，宮崎市定在《中央公論》發表＜內藤湖南七夕士學〉65·

他指出，「東洋史這門學問包括名稱，都是日本人的發明」、支那

（夕士）學雖然是西洋漢學（sinology）的翻譯，但內容大不一樣，

實際等於日本的中國學。從大正到昭和初年，以京都大學為中心的

日本支那學很盛，在東洋史學科研究支那史學，不必修西洋史，卻

必須上中國的文學和哲學課。內藤湖南就是京都支那學的代表人

物。他的學問領域之寬，從日本到朝鮮、到滿蒙、到中國本部和西

藏，對這些民族之語言也有一定掌握。宮崎市定的文章特別強調內

藤湖南的「獨創性」，認為正是因為他非「帝大」出身，使他具備

了在野的視野而非官學的立場，能夠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他曾發

掘出江戶時代大阪天才盯人學者富永仲基，富永仲基在《出定後語》

中用獨特的方法研究古代印度佛教的發生與成長，內藤湖南對此極

為佩服，並將富永仲基的方法應用於中國古代史，形成他特有的歷

64增淵龍夫《日本。近代史學史波紹付乙中國占日本：內藤湖南場
合》，1963年4月稿、1982年10月校補，載氏著，《歷史家。同時
代史的考察忙。、、叮》頁4982。

65宮崎市定，＜內藤湖南占夕＋學），原載《中央公論》第936號
1965年10月引自《宮崎市定全集》（東京：岩波書店〕9 94）第
24卷，頁238248。但是，宮崎市定也指出，內藤湖南的看法並不
為東京學者接受，接受它的反而是歐洲尤其是法國學者特別是謝
和耐、白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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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觀，即認定中國流傳至今的古代文獻，最早就是與周公有關的傳

說，這以前殷或夏的歷史，都是後世「加上」的。這個「加上說」

在中國，經顧頡剛等古史辨派學者的發揮而成為常識。當然，宮崎

市定也表示，這是顧頡剛自己的想法，還是受到內藤湖南的影響，

尚有疑問。

宮崎市定還指出，內藤湖南在後世影響最大的，是他關於中國

史的分期。他很早就提出構想，以上古至漢為古代，此後至唐末為

中世，宋以後為近世·這是一大發明。因為第一，過去都把古代的

終結放在戰國末期，以封建制向郡縣制的轉化為節點，而他將漢代

包含在古代，這與西洋史中，不把羅馬帝國的統一而是把它的崩潰

視為古代結束，正是同一個道理；第二，把宋以後當作新時代，是

過去就有的說法，許多東洋史教科書都是把唐以前當作中古、宋以

後當作近古，不過大多是基於對全部東亞的觀照，注意到從宋代起，

開始有中國周圍的異民族產生民族自覺、建立自己的政權以對抗中

國的現象·可是，內藤湖南純粹是從中國社會內部的各種現象，尤

其是社會及文化的角度，看到唐宋之間有一個深刻變化。這裡有兩

點特別值得注意，一是中國過去多講唐宋連續陸，向來有所謂唐宋

八大家文、唐宋文醇·唐宋叢書之類，但內藤湖南敏銳地注意到了

唐宋連續背後的斷裂，以及中唐以後向未代的變化。二是宋代產生

的中國新文化，據內藤湖南說，它一直延續到現代，所以宋以後為

近世，這是他的時代區分論的特長·

與貝塚茂樹一樣，宮崎市定既讚揚內藤湖南在中國史研究上的

貢獻，也注意到內藤湖南「在野」的身分使他觀察敏銳，當然，同

時也承認他離政治太近的問題·在兩年後發表的〈獨創的倉夕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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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內藤湖南博士＞中66，宮崎市定更為詳盡地介紹了內藤湖南的學

說，尤其是中國史的時代劃分理論·文章特別提及內藤在辛亥革命

前後發表的《清朝衰亡論》和《支那論》，他指出《支那論》「不

單單是時事解說，而且還是從漫長的歷史看新生的中華民國之前

途，讀者同時可以從中看到他的歷史觀」。可是，內藤發明了中國

在宋以後進人近世的觀點，但他關於中國歷史的時代劃分，除了講

課之外並沒有以正式的著作形式發表，倒是友人稻葉岩吉《支那政

治史綱領》，用了這一新的歷史區分。在他去世後，根據他的講義

編纂的《支那上古史》、《中國中古刃文化》、《中國近世史》三

書相繼出版，內藤的時代區分論才漸漸為人所知。宮崎市定這篇文

章特意專闢辟一節介紹「唐宋間變遷」。他指出雖然這並不是內藤

湖南的發明，但過去人只是從中國與異族關係上考慮，也就是五代

時契丹遼和此後的女真金，以及最後的蒙古征服，而內藤湖南依據

的卻是中國的社會與文化由唐向宋轉折時發生的變化。他在1922年

發表的論文〈概括的唐宋時代觀〉和1947年出版的遺著《中國近世

史》，對此有詳細的說明。宮崎市定說，由內藤提倡的宋以後「近

世說一在日本學界有大概半數學者支持，在歐美贊成者也不少，

比如法國的中國學家白樂日就據以提出了「宋史提要褊纂計畫」67·

在對內藤湖南中國史分期理論的闡釋上，應該說，宮崎市定最

66宮崎市定，〈獨創的倉夕十拿者內藤湖南博士）日本江木久口國
內委員會編觔losoPh必a/SIu故“of庇咧。，Vols , 1967，收入《宮
崎市定全集》24，頁249一270。

67據宮崎市定《中國史總論》（岩波書店1978）說桑原鷺藏
的《中等東洋史》、那啊通世的《那啊東洋小史》就是以唐宋作為
中古與近古的分解線的。《宮崎市定中國史》，焦瑩、瞿拓如譯（杭
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頁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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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把握其思路，體會其動機。他清楚地看到，內藤是處在辛亥革命

之後的時問點，從日本視角重新講述中國史的，目的在於預測中國

未來走向，並說明日本在這一進程中所能夠起到的作用。1977年，

宮崎市定編寫《中國史》時，又在〈總論＞裡再次談到時代劃分68 ,

指出流行的分期方法仍是以古代、中世、近世三分，其中，有一種

意見以為，上古至戰國末是古代，秦漢至明末為中世，清初至現代

為近世。但是這種意見裡，皇帝制度形成及維持的中世很長，幾乎

等於全體歐洲史的重要部分。與此對立的，正是內藤湖南的理論，

這是「內藤史學」的核心。它的特色在於：第一，在西洋史中，羅

馬帝國這一古代帝國的滅亡，被看作中世的開始，這也適用於中國

史，秦漢是中國的古代帝國，應該將秦漢放在古代史內，而把秦漢

帝國的滅亡也看成是古代的結束和中世的開始。第二，從後漢起，

中國出現了世襲財產，一直到唐代，世襲官職的貴族部有很大勢力，

文化也被他們壟斷，天子不能夠干頂，而君主多是暴發戶，比累世

貴族的身分要低得多，所以三國至唐末五代是貴族時代，也就是中

世。第三，宋代以後是近世，由於中世貴族已經衰落，只剩下壟斷

政權的皇帝，作為唯一殘存的舊勢力代表，讓他能夠不受任何約束

地行使君主獨裁制。但同時宋代誕生的文化頗為優秀，不比近代西

洋文化遜色。

據宮崎市定說，「內藤學說」在日本和海外得到很多人支持，

不要說法國的白樂日和謝和耐、德國的葛林·蘇聯的康拉德，都將

宋代作為近世的開始，並視之為中國的文藝復興。在日本，也有如

前田典直在《東亞古代的終結》（1948）中，以上古至唐為古代、

宋至明末為中世、明末至現代為近世，可以說是它的另一版木宮

68《宮崎市定中國史》，頁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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崎市定自己的《中國史》只是作了微調，他把宋至清代當成近世，

而中華民國以後則是「最近世」·

在1960年代對內藤湖南的各種評論中，值得一提的，還有1965

年桑原武夫為「現代日本思想大系」所編《歷史。思想》。這部書

選取明治到昭和初年的八位史學家，內藤湖南在其中被當作「文化

史」的代表69·在《歷史。思想序說》中，桑原武夫指出，內藤

湖南早年結識大內青鸞時，就受到其亞洲主義思想的影響，他的「文

化移動說」講的是一個文化圈的中心並非水久固定，東洋史上支酗

中國的也未必是漢民族，這當然是對日本在政治上侵略中國的肯定

或容忍，但當時日本的名人二葉亭四迷、夏目漱石·芥川龍之介也

都如此。內藤在關於中國問題的名著《支那論》和《新支那論》中，

雖然堅信辛亥革命必定成功，可是，他對五四以後尤其是中國共產

黨出現後的形勢，卻沒有看得很清楚。不過，桑原武夫也認為，可

以批判內藤湖南對日本侵華的容忍，但不該埋沒他所做中國研究的

深遠價值70·這一看法與宮崎市定基本相同·

1 966年，哈逢內藤湖南誕辰百年，在他的家鄉舉行了紀念活動，

也有雜誌刊登紀念文章，如石田幹之助就為《東亞時論》寫了＜內

藤湖南先生追億＞7〕·這一年，青江舜二郎出版了《竟。星座：內

藤湖南刃7妒7的生涯》，在談到《支那論》及《新支那論》時，

青江舜二郎指出兩點，一是在這裡面可以看到不見於其它「支那論．

69桑原武夫《歷史。思想》（現代日本思想大系27；束京：筑摩書
房，1965)，頁7一45。

70桑原武夫《歷史。思想序說》《歷史的思想》頁3233。
71石田榦之助，＜內藤湖南先生追隱：生誕百年忙因各叮），《東亞

時論》1965年〕l月，轉引自《石田幹之助著作集》（束京：六興出
版社，1986）第四卷，頁146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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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種觀念，就是政治遠比文化野蠻。說中國人沒有能力治理自己

的國家，日本也應該與歐美一道瓜分中國，這並不是內藤湖南一個

人的看法，但以為中國人缺乏政治管理能力，不是因為他們落後而

是因為文化太發達，這卻是他的獨創；二是內藤湖南對於辛亥革命

並不理解，他以為孫中山遭遇的挫折和康有為戊戌變法的失敗是一

樣的，部證明中國人自己救不了中國，而他還更同情想當帝師的康

有為，這就可以看出他的思想。他所謂「歷史地把握現實」是有局

限的，他意識不到清朝滅亡後的民國，代表的是新的未來72·他說

內藤湖南不理解辛亥革命的意義，與宮崎市定的看法也是基本一致

的。

不過，1 970年代以後又有一些新的評論出現。1970年，野村浩

一出版了《近代日本的中國認識》73，在這部影響廣泛的著作中，

野村比較了內田良平的《支那觀》和內藤湖南的《支那論》。作者

提醒讀者說，面對辛亥革命後｝馴屯不清的中國國情，內藤湖南以他

廣博的中國史知識，想要從漫長的歷史發展中追究中國的前途，雖

然他對中國國清進行了透徹分析，但問題在於，他越是與中國貼近，

越產生一種奇妙的倒錯。例如，他說「收攬父老」是成功秘訣，可

又說此秘訣對於「拯救國家於危亡」不起作用，那麼，他代替中國

人考盧的中國前途到底在哪裡？他認為，「《支那論》是在日本帝

72青江舜二郎《奄。星座：內藤湖南。7夕7的生涯》（束京：朝

日新聞社，1966)，頁241。

73圩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國認識）原載橋川文三、松本三之介

主編，《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東京：有斐閣，1970)，收入野

村浩一著《近代日本的中國認識》（東京：研文社〕981）張

學鋒譯（南京：江熊人民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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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主義侵略大陸這一平面上展開的，這一事實是不言自明的」74。

但儘管如此，作為東洋史家的內藤湖南，仍然被反復提及並得

到高度評價。從1 966年內藤湖南百年誕辰之時開始75，到1976年，

由內藤乾吉主持的十四卷《內藤湖南全集》由筑摩書房出版。《內

藤湖南全集》出版以後，陸續有幾種內藤湖南的傳記出版。1971年，

貝塚茂樹的弟弟小川環樹所編《內藤湖南》一書，作為中央公論社

叢書「日本的名著」之一出版，選人了內藤湖南的一些著作，並有

小川環樹寫的一篇長文〈內藤湖南。學問己于。生涯〉76·這篇文

章主要介紹代表內藤史學的四部著作，即在他去世後出版的《清朝

史通論》（1944）、《中國上古史》（1944）、《中國近世史》（1947）、

《夕士中古0文化》（1947)，說明它們是探討中國如何走向近世

的最早理論表述，更強調他既是東洋史學者也是文化史家。「東洋

史」的概念，雖然出自那坷通世，指的是亞洲各國各族的歷史，然

而按照內藤湖南的理解，東洋文化是以中國為中心·由中心往周邊

擴展的·接受了這一文化的民族得到敔蒙，又從周邊向中心回撥，

東洋的歷史就是在這樣反復刺激與回應、作用與反作用中構成的，

日本就是從中國文化這顆大樹上得到養分的。小川環樹在說明內藤

湖南的中國史時代區分理論時，也同時提到岡崎文夫曾說的，內藤

的宋代「近世說，不僅是受原勝郎的影響，也是受了內田銀藏的

74野村浩一著、張學鋒譯，《近代日本的中國認識）（南京：江蘇人
民出版社201初第一部第二章之三〈支那學者內藤湖南世界裡
的「中國」〉，頁4653。

75森鹿三〈內藤湖南先生。思、、出）《內藤湖南全集》（東京：
筑摩書房，1969)，「月報」卜

76小川環樹，《內藤胡南》，「日本。名著」41（東京：中央公論社，
1 971 : 1981)，頁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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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77。

1972年，三田村泰助出版了《內藤湖南》一書78·這部書可以

說是比較早，然而也是最詳盡、最專業的傳記。其中，他論述內藤

湖南的歷史觀，指出在明治三十年發表的〈學變臆說〉中這一歷史

觀已經表現出來。用內藤高徒稻葉君山的話說，就是歷史循環論。

而當人們視歷史發展為迴圈過程時，就可以根據歷史來作未來的預

言，內藤湖南就相信歷史預言的可能79，有所謂「天運螺旋形迥圈

說」·但是應當注意，既是螺旋形，始與終便不同。因此，要把握

歷史的真相，必須用真善美結合的觀點，光是追求真的知識還不夠。

由此，內藤湖南確信比科學或哲學更直觀的歷史，尤其文化史是有

優越陸的80·此書還說到，京都文科大學時代的「京都學派」，認

為大概是在郭沫若逃亡日本時，開始有了「京大東洋學」之稱。郭

沫若當時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史，可是，殷墟出土的甲骨在東大（東

京大學）被視作假的而不予採用，但內藤湖南卻認為它們有價值，

郭沬若因此非常表彰京部學派·眾所周知，東大和京大之間一直有

競爭關係，在西域的歷史地理上，有桑原鷥藏與白鳥庫吉、藤田豐

八之爭，在近代兵制上，有羽田亨與箭內亙之爭，在朝鮮古史上，

77小川環樹《內藤湖南》頁4〕。

78三田村泰助《內籐湖南》「中公新書」278（東京：中央公鎬

社1972）。

79 1972年圍繞內藤湖南有一捆座談，宮崎市定、吉川幸次郎、三田

村泰助都很強調，內藤湖南關於歷史學家應該是預言家的主張即

使成為大學教授以後，也常常在媒體上寫文章談論中國問題。內藤

乾吉說大正十二年（1924）內藤湖南仍然發表了《新支那論》

只是這以後才不再在媒體發言，對蔣介石統一中國以後的形勢沒有

表態。見三田村泰助《內藤湖南》頁10卜102、州2214、216。

80三田村奏助，《內藤期南》頁173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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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今西龍與池內宏之爭。不過，爭論的雙方其實往往出身東大，所

以也就是「兄弟相爭」，其實都是受白鳥庫吉所確立歐式科學實證

主義的影響，但是，唯一不同的就是內藤湖南的文化史觀，他不但

批評白鳥庫吉對堯舜禹的否定，在邪馬台問題上也提出與白鳥庫吉

「九州說」不同的「近畿說」8〕。

三田又指出，在內藤就任京大之後，內藤湖南依然以《朝日新

聞》客員的身分評論中國問題，發表有《清朝的過去與現在》（《清

朝衰亡論》）、《支那論》、《新支那論》，後兩種名著是在辛亥

革命後，在混亂的局勢中探尋中國政治動向、表達自己的見解。特

別在《支那論》中，他不是簡單地討論時局，而是試圖涌過歷史來

正確把握現狀，這是他獨創的中國史觀。就是說，在10世紀後的中

國，貴族政治崩潰，新的君主獨裁制產生，同時也向平民主義的社

會發展，從這時起，就可以看作近世。按照這一趨勢，辛亥革命以

後的政體必然是以漢民族為主體的共和制，而袁世凱不過是倒行逆

施。又就中國社會來看，專制君主及官僚機構從人民身上榨取稅收，

是游離於社會之外的存在，社會實體是在父老或者鄉紳領導下的某

種村落自治體即鄉團組織，如果不知道這一點，形式上的近代化是

沒有意義的。內藤湖南這本書不光自負為代中國考察歷史和現狀，

就是在日本也是以從未有過的獨特思路展開的中國研究。到了《新

支那論》，面對中國當時的排日風潮，他認為中日關係又遇到甲午

戰爭前夜那樣的危機，需要討論東亞的未來，因此《支那論》是集

中考察中國社會，而這本書也考察了與中國關係密切的日本·它的

特點是運用「文化中心移動說」的文化史觀，內藤說，東洋文化即

中國文化，但現在從中心移到周邊的廣東，那麼，移到日木當然也

劊三田村秦助，《內藤期南》，頁208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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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奇匡。內藤湖南對中國史的時代劃分，說中世貴族制向近世君主

獨裁制的轉化，三田村泰助認為，這一觀點可能與他年輕時熟讀盧

梭的《社會契約論》，了解所謂「政府的分類」有關，《社會契約

論》在明治十五年就有中江兆民的譯本，題作《民約訊解》，可以

想像它對內藤《中國近世史》的敔發。

但是，1974年在竹內好主編的《近代日本亡中國（上）》一書

中，有增井經夫的〈內藤湖南七山路愛山）一文般，基於內藤湖南

學說在日本東洋史學界的巨大影響，他把《支那論》放在大正初年

流行的「支那分割論」話題中加以檢討，警告東洋史學者謹慎對待

政治議題，不要重蹈覆轍。他說，在《支那論》之前有中島端的《支

那分割O運命》（1912）、酒卷貞一郎的《支那分割論》（1913),

後有山路愛山的《支那論》（1916）。增井經夫指出，《支那論》

有兩個宗旨，一是中國新政府必須抓住鄉村指導者即父老，二是應

該推進聯邦共和制而不需要強有力的政府。只要維護軍閥割據現狀

的共和聯邦制，這與當時流行的「支那分割論」並無兩樣。

總結以上的敘述，可以看到從1970年代到1 980年代，日本學界

對內藤湖南及其《支那論》的檢討，大體沿著兩個維度展開：一是

作為政治時評，強調它是明治以來「支那論」的一部分，是為日本

侵華辯護；一是作為歷史研究，強調它的具有獨創性的時代劃分。

它既表達了大正時代日本知識界如國粹主義者的看法，同時也作為

學術，對中國史研究有巨大敔發·一直到1 983年，增淵龍夫再論內

藤湖南的時候，仍以文革為例說明要理解「同時代」的困難，理解

「他國的同時代更難。他說，如何對中國作同時代的考察，可以

82增井經夫，〈內籐胡南占山路愛山〉，載竹內好、橋川文三編，《近

代日本占中國（上）》（東京：朝日新聞社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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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藤湖南的研究為例，既看到其中傑出的部分，也看到其中的內在

局限。內藤湖南面對的是辛亥革命前後的中國，時局激變，他試圖

透過複雜表面看到底下潛流，這一內在理解的方法給後人很多教

益，可基於這一內在理解的方法考察同時代中國，具體限制也見於

他1911年5月在大阪所作〈清國0立憲政治＞的講演。講演在辛亥革

命發生前半年，立憲運動進人高潮期，所以，他眼裡只有清朝的立

憲政治，卻一句沒有提到革命，但革命的迅速到來，超出了他的預

禾目83。

1 980年代內藤湖南研究史上最重要的成果，當屬加拿大學者傅

佛果（1950一）英文著作《內藤湖南：政治與漢學（1866一1934）》

的出版84 0 1984年傅佛果的這部著作是在他博士論文基礎上修訂完

成的，這也是英文世界出版的第一部研究內藤湖南的著作。正如書

名所顯示的，傅佛果的切人角度，也是在學術和政治之問，這可以

看作是他的內藤湖南研究的定位，與過去的很多日本學者的研究並

無不同·在〈序章〉中，傅佛果就指出，內藤湖南是以中國史時代

劃分而聞名的漢學家，他的「唐宋變革論」已為西方學界廣泛接受，

包括費正清、賴肖爾的英語教科書《東亞：傳統與變革》等，部接

受宋代為早期近代化的理論。然而，他也是當年的「意見領袖」、

政論家，影響過日本公眾的中國觀·因此要從記者和學者兩方面，

那增淵龍夫〈歷史家。的同時代的考察波。、、叮、、：再d內藤湖南
。場合〉，《歷史家。同時代史的考察忙二、、叮》，頁108一115。

B4 Joshua A Foge], POI ' 11"and Sinolog咸TheC"e of Na ' toKO〞a〞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Harvaed UniversityPress , 1994 :
日譯本：《內藤湖南：示l）于子？夕久七夕／口夕一》井上裕正
譯（東京：平凡社，198勁；中譯本：傅佛果《內藤湖南：政治
與漢學（18661934）》陶德民、何英鶯譯（南京：江蘇人民出
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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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個整體陸的角度來把握湖南的學問」，同時也不能將他的學

術簡單概括為是為帝國主義服務。傅佛果認為，對內藤湖南的研究

和評價，在日本存在著兩種偏頗，或是僅僅從純粹歷史學角度出發，

或是從政治出發，將戰前日本漢學看成是日本帝國主義幫兇，而西

方學者則往往難以看到他從宏觀和微觀兩個角度研究中國史的共通

點。他認為要解決上述問題，首先，要知道自1880年代後期至1890

年代，內藤湖南是出於中日文化同一論立場和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

而關注中國政治，覺得日本應該在中國的改革中發揮作用：其次，

他認為要理解內藤湖南的漢學，就必須要考察德川末期至明治中期

流行於日本的中國觀，尤其要知道內藤湖南時代的漢學本來意味著

博學，內藤湖南繼承了祖傳的實學，由此成為經世學者。傅佛果特

別強調，辛亥革命是內藤湖南開始從事學術研究的契機，學術研究

的結果，使他能從廣闊的歷史視野來理解這一革命的意義，即「辛

亥革命意味著中國皇帝政治的結束與新的共和政治的開始」，這是

「中國近代化過程中的一大進步」。然而，隨著袁世凱企圖復辟帝

制，到了1914年，內藤湖南開始意識到「辛亥革命是歷史進程中的

頂點」這個認識是不充分的，因此他才進一步到中國歷史中去尋找

「在中國文化和社會中那些業已存在的『近世』要素」，並得出「從

文化上看，中國在北宋時期就已經進人『近陞』」的結論。最值得

注意的是，「湖南是為了正確認識辛亥革命所引起的清朝滅亡，及

其後的政治混亂局面，並試圖在中國發展史或者說近代化進程中，

給其一個歷史定位，因而開始上溯中國史追尋和探究中國近代化的

歷史前提的」·由於他確信學問必須以實用為目的，而日本的亞洲

政策也不該讓職業政治家和軍國主義者來制定，所以他始終以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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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察和學識為基礎，不斷就中國的改革及近代化、日本在其中應

有的作用等問題，發表自己的評論85·

在第五章中，傅佛果特別討論了《支那論》。他認為，這是20

世紀所出版影響最大的中國歷史與文化著作，它提出了很多重要的

問題，一直敔發著後人，今夭歐美學界很多人提出的觀點與它相通，

可是他們並不知道這部書的存在。他在書中歸納了《支那論》的觀

點，第一，是君主獨裁政治的使命已經結束，未來適合中國的唯一

政體是共和政治，其基礎早已存在；第二，是反駁中國分割論，主

要是中島端的《支那分割之運命》（1912）、酒卷貞一郎《支那分

割論》（1913）的觀點；第三，是重視地方社會的作用，這也是戰

後被批判最多的一點，他提出了與當時日本的中國問題專家往往相

左的觀點。然而，正是最後這一點，被看成對日本侵華的辯護，招

致戰後受到批判·當然，在《支那論》中被第一次提出，並且日後

產生巨大學術影響的，還是中國史的時代劃分問題。

傅佛果對《支那論》做了相當仔細的解讀，他注意到該書第一

版卷首刊載的顧炎武、黃宗羲、曾國藩、胡林翼·李鴻章·馮桂芬、

熊希齡等人的墨蹟，他認為這表明內藤湖南的研究都有所依據，因

為顧、黃都曾把明朝的滅亡，歸咎於皇帝的君主獨裁政治。他還指

出，內藤湖南的「中國近世論」，其實受內田銀藏《日本近匯史》

(1903）的影響要遠超過原勝郎。最值得一提的是，他更引述野原

四郎、橘朴、青山秀夫·北一輝、佐伯有一等對《支那論》中一些

觀點的評論，指出野原四郎在批評內藤湖南的文章中，不加區別地

將《支那論》、《新支那論》混為一談，導致其未能說明內藤湖南

肥傅彿果，《內籐期南》，頁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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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在那十年中的變化86·傅佛果稱，《支那論》是內藤湖南「一

個雄心勃勃的嘗試」，他試圖對混亂的中國政局有一個合乎邏輯的

把握，因而對中國過去上千年的歷史與社會，作了一個空前的考察，

這正是由於他始終有從歷史中探討中國現狀的歷史學家使命戚87。

1996年，傅佛果此書日譯本的出版，哈逢內藤湖南誕辰一百三

十年，筑摩書房也重印了早已脫銷的《內藤湖南全集》。正如其日

文本翻譯者井上裕正所言，這部首次用英文寫作、面向歐美讀者的

關於內藤湖南的著作，其研究範圍之廣，可以說涵蓋了湖南的一生

及全部著作，閻明了湖南思想變化的軌跡，為日本和歐美學者的對

話提供了契機，同時也刺激了日本史學界為改變閉塞狀態，重返中

國史以及東洋史研究的出發點，在反省戰前中國史研究的負面遺產

時，思考值得繼承的正面遺產88。

由於對明治大正以來史學史的檢討，這時在日本再次產生了新

的內藤湖南研究熱。其中最重要的是穀川道雄、山田伸吾發起的「內

藤湖南研究會」，他們提出回歸日本中國史研究先驅者內藤湖南的

說法。研究會在2000年出版了《內藤湖南的世界》論文集，谷川道

雄在＜序說〉中指出，內藤湖南對中國史研究的一大貢獻，正是歷

史分期構想，特別是作為其核心部分的「唐宋變革論」。但以《支

那論》、《新支那論》為代表的「現代中國論」，由於在戰後受到

野原四郎的批判，即使是他的弟子們也不得不回避，這是因為內藤

湖南在其中暗示了中國有被國際託管的可能，似乎是將侵華行為正

“傅佛果，《內藤湖南》頁191一242。並參見井上裕正為《內藤湖

南：政治與漢學》日文版寫的〈譯復記〉

87傅佛果，《內藤湖南》頁248。

88井上裕正日文版〈譯復記〉，載《內藤湖南：政治與漢學》（東京

平凡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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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化。所以他一方面被視為東方學巨匠，一方面被認為在現實政治

上有錯誤，這是截然相反的兩種評價·為了理解他，現在需要知道，

他的思想是從明治二十年代的民族主義出發，經過明治、大正、昭

和三個時代展開的·而他的歷史分期，表明中國與近代歐洲接觸以

前，就有約一千年的近世時代，辛亥革命正是在這一基礎上，促成

共和制國家的誕生，此乃歷史大趨勢，而作為歷史與現代夕舛續性

的保證，正如其〈支那論·自敘〉所言，則有民間鄉團自治組織這

一富有生命力的團體。《支那論》中包含了如何歷史地把握現在與

將來，以及超越個別立場把握歷史的必要陸這兩種邏輯紉。穀川道

雄在最近的辯護中，還是強調這一點，他指出內藤湖南認為東亞史

就是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曾經攝取中國文化的日本，領先中國一

步邁入近代化，而日本的近代文化，也必將對中國及東亞發生影響。

因此，穀川道雄認為，內藤湖南是將日本與中國都看成東亞的一員，

而在這個立場上對中國近代化提出建議的90·

但評價的分歧始終存在。在此之前的1 992年，江上波夫主編《東

洋學0系譜》出版，其中有溝上瑛撰寫的〈內藤湖南〉，文章強調

內藤湖南是把日本看成中國文明圈的一員，自然就要參與中國近代

化的過程，這不是在替日本侵華辯護，只是主張日中協力，發揮東

洋自身的進步要素，與擁護萬世一系天皇的日本為亞洲開主旨趣完

全不同。1914年《支那論》的出版，是在國際輿論廣泛認為中央集

權的君主獨裁制是中國的宿命、袁世凱的上臺加速了這一宿命的情

況下，內藤湖南注意到中國社會內在的地域陸和分權因素，認為這

89谷川道雄，《內藤湖南的世界序說》，內藤湖南研究會編著、鳥

彪等譯《內藤湖南的世界》（西安：三奏出版社2005)，頁26磚7

90谷川道雄《內藤期南的世界中文版序》，頁3



思想第37期

才是宋以後近世社會的千載潮流，因此必將結束君主制而迎來共和

制，因此是進步的91·他更強調內藤湖南學術的繼承者宮崎市定說

內藤湖南的學問是「立體的」，是因為他既是從中國看日本，也是

從日本看中國；既是從政治看文學，也是從文學看繪畫，再從藝術

看政治；既是從近世看古代，也是從古代看近世。由不同角度觀看

構成的中國印象，自然是立體的92。

進人21世紀，內藤湖南仍然是一個熱烈討論的話題。2007年，

陶德民出版了《明治刃漢學者占中國：安繹、天囚、湖南刃外交論

策》”，以重野安繹、西村天囚、內藤湖南為中心，討論明治漢學

家的中國觀，其中第四章＜日露戰爭前後0「滿洲經營論」：內藤

湖南0滿洲軍占領地民政調查合的〈。可〉、第五章（辛亥革命後

0「支那管理論」：內藤湖南上熊希齡合必〈。不）、第六章＜「近

代」久執著己反省：內藤湖南O中國觀0射程〉都是討論內藤湖南

的。第五章中他通過檢討《支那論》與熊希齡內閣成立（1913年9

月至19 14年2月）及其施政方針的關係94，指出內藤湖南1906年調查

間島問題時，曾與熊希齡在滿洲有過見面，而在1 910年再訪中國時

又曾就滿洲財政向熊希齡諮詢，他對中國財政極為關心，認為熊的

長處也在財政，所以當熊希齡領銜組閣的時候，一種新的希望，刺

激了內藤湖南《支那論》的撰寫。

9〕溝上瑛＜內籐湖南〉載江上波夫主編《東洋學的系譜I》（東

京：大修館書店，1992）頁52。

92溝上瑛〈內藤湖南〉《束洋學的系譜I》，頁鋁。

”陶德民，《明治刃漢學者占中國：安繹、天囚、湖南刃外交論策》

（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2007）。

94這一章的內容，又曾以〈試論辛亥革命復內藤湖南的中國觀：《支

那論》的成書過程與熊希齡內閣的關係〉為題收入章開沅主編

《辛亥革命史叢刊》（武漢：武漢出版社2005）第12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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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成果，是2016年藤田昌志出版的《明治、大正0日本論、

中國論：比較文化學的研究》。他選取勝海舟、中江兆民、福澤諭

吉、德富蘇峰、高山枰牛、石川啄木、吉野造作、內藤湖南、北一

輝、石橋湛山、內村鑒三等明治、大正時代的人物，分別討論他們

的「日本論」及「中國論」。在第七章〈內藤湖南0日本論、中國

論〉中，藤田昌志強調，在內藤湖南做記者的明治二十年代，正好

是對「無意識的歐化主義」進行反省的日本文化復興和民族自覺時

期，伴隨著「個人的覺醒」，文藝有以西鶴的發現為中心的古典復

興，和以尾崎紅葉為中心的硯友社振興，美術上有岡倉天心開始東

京美術學校，思想上有德富蘇峰的平民主義和國粹主義，以及陸羯

南的國民主義，內藤湖南就是在這一時代背景下從文化史角度考察

日本歷史，指出今日日本是從應仁之亂以後發展出來的，在應仁之

亂時代，貴族專有的文化，逐漸推廣到一般民眾，從而使得文化大

眾化。而在中國，這一趨勢則是在宋代開始，宋代產生了近世的平

民精平申帖

五、《支那論》在中國：中國學界的反應

傅佛果在《內藤湖南：政治與漢學》一書中曾提到，很難判斷

《支那論》在中國歷史學界的影響。儘管他也注意到，羅振玉、王

國維，及稍後的謝國楨、周一良等都讀過這本書，但他認為，在

1 92030年代馬克思主義思想為主流以及抗戰的氣氛中，他們不可能

”藤田昌志，《明治、大正。日本論、中國論：比較文化學的研究）

（東京：勉誠出版會社，2016）第七章〈內藤湖南刃日本論、中

國論〉，頁1 77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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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書有積極評價96

沒有積極評價並不等於沒有任何評價·內藤湖南於19舛年6月26

日去世，同一年的8月4日，周一良便在天津寫下＜日本內藤湖南先

生在中國史學上之貢獻〉的文章，以19銘年出版的《研幾小錄》和

《讀史叢錄》為中心，撮要介紹內藤湖南在中國史研究上的成就，

稱讚他「方面之廣，精力之強，遑論日本，即我國近代學者中亦不

數覬焉」。其實，在這篇文章中，周一良也稍稍談到《支那論》

他說內藤湖南「早年頗熱心於政治」，「雖早膺『支那通』之號，

其初期著述乃偏重於論列中國時事，富有宣傳陸質。如《清朝衰亡

論》·《支那論》、《新支那論》諸書，固不無針砭得當處，然究

其用意，則在導諭日本人士以常識，作來華之基礎，迥不足與言學

術」。內藤的真正的學術研究，要到他就任京都大學教授以後，「迨

棄新聞記者生活後，始專力於學問」·但周一良也承認，由於內藤

做記者時「涉獵廣博」，到晚年專治史學，早年廣泛的知識和見聞

「皆足資利用」，可以說是「自博返約」·在周一良看來，內藤湖

南對中國上古史及清初史地之學貢獻最大，而他之所以關心清初史

地，與「日人經營我東三省政策」也是分不開的97·

此後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對內藤湖南的研究並沒有在中國大

陸展開，倒是在港臺陸續有一些反響·1970年代《內藤湖南全集》

陸續出版，在全書尚未全部出齊時，台灣學者彭澤周就發表〈評《內

藤湖南全集》〉的文章98，逐一介紹各卷次的內容；香港學者譚汝

％傅佛果，《內藤湖南：政治與漢學（州66一1934）》，193頁注l

97周一良〈日本內藤湖南先生在中國史學上之貢獻：《研幾小錄》

及《讀史叢錄》之提要〉，載《史學年報》（193初第二卷第一號，

頁155172。

98彭澤周，〈評《內藤湖南全集》），載《序跋、目錄學、語言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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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也通過對近代中日文化關係的研究，討論了內藤湖南的《支那論》

等問題”·在中國大陸，一直到改革開放之後，對內藤湖南的研究

才在大陸學界逐漸展開

1 982年，夏應元發表〈內藤湖南的中國史研究〉100，這也許是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後，較早對內藤史學進行的研究。到了1992年，

劉俊文主編的《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在中華書局出版，

其中第一卷《通論》收人了內藤湖南的〈概括的唐宋時代觀〉。為

該書撰寫〈序言〉的周一良，不但稱受西方學術影響較深的白鳥庫

吉與受乾嘉樸學影響較深的內藤湖南，是東西兩京的學界長老，也

稱內藤湖南是通觀全域，形成了自己對中國古代史的看法101·在內

藤去世將近六十年後，周一良對內藤湖南的意義似乎看得更清楚。

2004年，夏應元主持褊譯的二冊本內藤湖南《中國史通論：內

藤湖南博士中國史學著作選譯》出版。其中包括《中國上古史》、

（頭）-

學》（台北：大陸雜誌社，「大陸雜誌語文叢書」第3輯第3冊）,

頁338341。

99譚汝謙對中日交流的歷史、明治時代的中國觀進行了研究。他認

為在西洋列注的人侵之下亞洲如何自存和自保是當時日本知

識分子所面對也是貫串在內藤湖南理論中的一個重大問題。內藤

湖南受黑格爾的唯。辯證法影響炮製了一系列史學理論應用於

中日關係問題的討論。首先是關於中國歷史分期的「內籐假說」

最早可以追溯到─909年的一份課堂講義和稍後的《支那論》；其次

他強調共和制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大勢卻又反對西化論者主張回

歸文化中國；最後，他宣導團際共管中國論，且日本是共管中國的

最佳人選。見譚汝謙，《近代中日文化關係研究》（香港：日本研

究所，198幼第二章〈明治日本人的中國觀〉頁54一98、192一223。

100夏應元〈內籐湖南的中國史研究）載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

究會編，《中日文化交流史論文集》

101周一良《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一卷）序盲》（北

京：中華書局，1992)，頁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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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中古的文化》、《中國近世史》和《清朝史通論》·《清朝

衰亡史》·在〈編者前言＞(200幻中，夏應元總結內藤湖南在中

國史學方面的貢獻：首先，是他通過1 899一1910年六次的中國考察，

與中國學者交往，並潛心搜集資料，為日本中國史學的史料建設做

出了開創陸的貢獻；其次，是他在中古史、清史、滿蒙史方面用力

最深，頗有建樹：再次，是他在理論上主張依文化（包括政治經濟

社會思想）發展的不同來劃分時代，提出上古、中世、近世三個時

期劃分的理論；最後，是強調以中國文化為中心的東亞世界是一個

獨立的文明世界，中國歷史上的文化曾是東亞世界的主軸，影響著

周圍國家。內藤提出的「文化中心移動說」指出中國歷史上的文化

不但有地域轉移，還有階層轉移，他提出的「唐宋變革說」指出中

國自宋代起平民地位有所提高，雖然支持了君主獨裁政治，也培育

著民眾力量，所以清末後必然走上共和制·

夏應元編的《中國史通論：內藤湖南博士中國史學著作選譯》

卷首，有谷川道雄所寫〈致中國讀者＞(2002)，在這篇＜致中國

讀者＞中，谷川特別強調了以內藤湖南為鼻祖的京都學派有關中國

史時代劃分的理論，在戰後經受了持唯物史觀的學者的批評，經過

二十年辯論，依然保持著生命力，而這一「內藤假說」的核心「唐

宋變革說」，不僅在日本在歐美也備受關注，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於

內藤湖南是立足於中國史內部，從內部引出對中國史發展動向的認

識。之所以能夠這樣做，既是由於他具有深厚的漢學功底，又基於

近代史學的觀念。谷川道雄認為，1 970年代以來的日本史學界乃至

中國史學界，在中國史研究上越來越陷人個別而非整體把握的局

限，正是未來兩國學者需要共同突破的問題。日本戰後的中國史學

界，非常推崇陳寅咯，熟悉他的「關隴集團說」，而在日本可以與

陳寅咯相提並論的就是內藤湖南，宮崎市定的歷史研究正是淵源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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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藤湖南。

2004年，錢婉約《內藤湖南研究》一書出版，正如嚴紹燙在〈序

言〉中所說，這是中國第一部對內藤湖南加以系統梳理和學術解析

的著作。該書以「中國學」定義明治以後的日本對中國以及亞洲的

研究，正如「導論」的標題所示，是把內藤湖南放在「中國學研究

的視野中」。錢婉約認為，內藤湖南是熱愛中國文化的，也注重挖

掘中國歷史發展的內在脈絡和規律，因此有別於白鳥庫吉、津田左

右吉那樣「無視中國的中國學」，而是對中國的「內在陸的評判」。

但是，他對中國的研究，又是出於對日本民族及文化命運的關壞，

因此「在日本國權擴張主義的時代潮流中，與侵略中國的政治企圖

沆燦一氣」，從而在本質上又背叛了中國文化〕02。該書重點在於討

論內藤湖南與中國的關係，如內藤湖南對中國的態度、在中國的實

地和文獻調查、與中國學者的交往以及中國史研究上的重要論斷，

向中國讀者介紹和翻譯了不少內藤湖南的文章。同時，她也補充了

中國相關的資料，如介紹「宋代近世說時，以為《支那論》中談

到的歷史時期劃分，可能不只是受到內田銀藏、原勝郎的影響，因

為內藤湖南認識且佩服的中國學者夏曾佑在《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

(1903）中，也曾以周末以前為上古世、秦至唐代為中古世、宋以

後為近古世，與內藤湖南異曲同工103·此書能夠結合日本各界對中

國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的反應，來討論內藤湖南有關中國時事的研

究，指出包括《支那論》在內的時事評論，既有帝國主義色彩，也

有封建復古性〕04·稍後的2004年，台灣出版了連清吉的《日木近代

102錢婉約

103錢婉約

104錢婉約

（北京：中華屋局，2004)，頁15。

喜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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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史學家：內藤湖南》，重點討論內藤湖南在中國史學史、中

國史的時代劃分、《史記》、中世文化、近世文化、清代文化、中

國繪畫史等方面的成就，介紹他的「螺旋迴圈史觀」105。

近年來，對《支那論》的研究，在中國以楊楝樑王編《近代以

來日本的中國觀》叢書中，楊楝樑所著第一卷《總論》的有關章節，

和王美平、宋志勇所著第四卷（1595194刃最為詳盡106·

在楊楝樑所著第一卷《總論》第三章〈從蔑視到無視：甲午戰

後至北洋時期的中國觀（1 8951924)〉裡，有專門的「內藤湖南的

中國論」一節。其中指出，如何看待辛亥革命及民國時期的中國，

被譽為「支那學」泰斗的內藤湖南和「大正民主運動旗手」的吉野

作造一樣，都具有典型意義，而所謂「支那學」與一般學術意義上

的漢學不同，它是以現實中國為對象的對策研究。從1911至1924年，

內藤湖南多次到中國考察，就中國問題發表了大量論述，包括《清

朝衰亡論》（1912）、《支那論》（19]4）和《新支那論》（1924)

等。針對這一系列論述，楊楝樑指出：第一，武昌起義後，中國一

度出現革命派與清朝對峙，日本朝野於是有王朝更替、南北分治的

輿論，內藤湖南雖然反對南北分治論，卻認為中國存在分裂因素，

所以應該放棄五族共和，而縮小領土規模；第二，內藤湖南以為清

朝滅亡後，傳統的君主專制體制已為時代潮流所拋棄，而國民吐和

傳統社會結構，又決定了中國不宜實行中央集權，聯省自治才是適

合中國國情的最佳選擇，因而應該放棄國防，交由國際管理；第三，

內藤湖南的「支那學研究」是為其國家政策服務的，其本人也因此

1必連清吉《日本近代的文化史學家：內藤湖南》（台北：臺灣學生

書局，2004）。

106楊棟樑主編，《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2012)，共六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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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純正的學院知識分子劃開了界線，他的日本對華「使命論」，是

由國家年齡論、異族刺激論、文化中心移動論、殖民開發論等彼此

呼應的理論結合推導出來的，是為日本的對華殖民擴張尋找理論根

據·內藤湖南由一個造詣非凡的學者，墮落成戰前日本侵華國策的

智囊，其深刻教訓不只屬於日本，也屬於世界107。

王美平撰寫的第四卷第四章〈「中國亡國觀」：「大陸政策」

的強化〉指出，日俄戰爭使日木確立了世界一等國和東洋盟主的意

識，內藤湖南在戰爭中曾受小村壽太郎之命到東北調查，後來成為

小村在北京談判的顧問，並參加間島問題的秘密調查，他對中國具

有強烈的蔑視感，否定中國人的政治改革能力，他的東北考察也對

小村的北京談判發揮了重要作用108。而在第五章〈「中國亡國觀」

的「應驗」：分裂滿蒙）之「知識分子的辛亥革命觀」一節中，他

也選取內藤湖南、酒卷貞一郎、福本日南為國策主義、軍國主義、

亞洲主義的代表，指出內藤湖南在辛亥革命爆發不久，就發表了〈革

命軍的將來）、〈支那時局的發展＞兩篇評論，1 911年底又作了「清

朝的過去及現在」的講演（即〈清朝衰亡論＞), 1914·1 924年分

別寫下《支那論》和《新支那論》·王美平認為，在這些著作中可

以看到內藤對辛亥革命的幾點認識。第一，辛亥革命初期，他認為

清朝必亡、革命思想必勝，因此反對日本藩伐援助清政府；第二，

當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中國出現二次、三次革命時，他以家產型

政治構造、地方自治團體的存在，以及中國國民吐等理由，斷言中

國難以成為近代國民國家；第三，他提倡中國放棄對滿洲、蒙古、

107楊楝樑《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團觀》第一卷《總論》，頁165一182。
108王美平、宋志勇《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四巷（18951945)

頁14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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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等邊疆地區的統治，為日本政府的滿蒙政策提供了理論依據。

內藤湖南對中國問題雖然有很多獨到分析，但他畢竟是國策主義的

學者。該書還引述山根幸夫在《近代日本與中國》裡對內藤湖南的

評價，說他雖具有客觀的中國觀，但過分堅持日本立場，最終陷人

主觀論109。

歷史學界在討論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論」時，也往往涉及《支

那論》。這方面，當以張廣達〈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及其影響〉

最為透徹〕]0·該文指出內藤湖南對中國史學的貢獻是多方面的，「唐

宋變革說」為其重要貢獻之一內藤在1907至1925年開設的中國古

代史·中國中古文化·中國近世史等課程中，在「政論陸暢銷著作

《支那論》第一講中」，基於他的把社會、政治、經濟等都包括在

內的廣義文化史觀，將中國史劃分為上古、中世、近世三階段，以

唐末五代作為中世到近世的過渡。這一分期無疑參照了文藝復興以

來的西方歷史分期範式，但與西方歷史三分法「只是貌似」。為什

麼？因為一方面他超越了中國傳統的王朝迴圈和朝代譜牒史的局

限，另一方面他依據的還是廣義的中國文化發展史脈絡。同時，在

「宋代近世說」裡面，他有一個重要指標是平民力量的抬頭，而重

視平民，正是當時日本史學的時尚，他顯然受到一些日本民權主義

史學家的影響·張廣達還稱讚內藤湖南的中國史分期，出自對中國

廣義文化的深層次中起伏變化的考慮，正如他在《支那論·緒言》

所說，要看透時代的「潛流」，而他強調唐代的貴族政治正是通過

唐宋之際轉化為宋代君主專制體制，在《支那論》第一講中的詳細

109王美平、末志勇，《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四卷（18951945),

頁2 12一219。

1]0張廣違〈內籐湖南的唐末變革說及其影響）載《唐研究》（北

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第十一春頁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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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證，既展示了他的歷史研究不僅敘述歷史演進，也探索歷史演進

的基因·他從廣義的文化角度前瞻陸地論證中國從君主走向共和

在某種意義上反映了他個人對現實的關心，出於這種關心，他對中

國從近世走向現代化國家做出了理論吐的思考。這篇文章還分析了

內藤湖南創立唐宋變革說的原因，指出他年輕時交往的多是有國粹

主義傾向者，對他的史觀形成大有影響，他後來在教學中，考察歷

史不脫離現實，評述現實不脫離歷史，「不是純粹書齋學者」，許

多著作都是他用自己學識「干預現實」的一種方式，如《支那論》

就是意在為劇變的時局提供解決問題的關鍵。張廣達強調說，批判

內藤湖南不像批＄lJ天皇主義者蓑田胸喜、白鳥庫吉那麼簡單，他是

在政治圈外的人，並沒有像德富蘇峰、矢野仁一那樣，和軍國主義

沆翟一氣，他與津田左右吉等人都是飽學之士，內藤史學中何為富

有洞見的成果、何為涉嫌擴張的言論，需要認真分疏·

2013年，南開大學召開了「近代以來中國與世界的相互認識一一

內藤湖南與中國J國際學術會議，其後在《世界近現代史研究》上

發表了中日學者的五篇會議論文，涉及內藤湖南的清史研究、間島

問題調查、中國美術史研究〕l1，或可代表當前中日研究者的興趣所

在。

六、餘論：歷史與現實、中國與世界交織的中國觀

檯整理編輯《內藤湖南全集》的內藤乾吉說，內藤湖南於明治

111這五篇中日學者的論文以「近代以來中國與世界的相互認識一一內

藤湖南與中國」為欄目標題，發表在南開大學世界近現代史研究中

。編《世界近現代史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初

第十一輯，頁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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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年（190勁就在京都大學開「支那近世史」課，根據他學生

當時的筆記，可知他在「緒言」裡面，是講到宋以後為中國近世的，

但由於宋史由富岡謙箴講授，他主要講的是遼金，所以，直到後來

撰寫《支那論》，他才第一次完整地展開了他的宋以後近世說〕l2·

在《支那論》撰寫的1914年，袁世凱已有稱帝的企圖，日本政

府也支持中國實行君主立憲制，但是，內藤湖南卻相信中國必然走

上共和。為什麼他有這樣的判斷？在他看來是歷史使然。所以，他

第一個要講的是「中國近世起於何時」。「近世」（modem）的概

念出自西洋史，在日本，先是有學者用之於日本史的研究，據說對

內藤湖南影響較大的就有內田銀箴的《日本近世史》（1903）、原

勝郎的《日本中世史》。內田把足利末年到德川初期的這一段時間，

看成是日本走向近世的轉換，他說日本在政治、經濟以及學術思想

方面都發生了變化，就像歐洲從中世紀向近世的轉變那樣，首先就

是從地方分權到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的改變，同時在近世文化的形

成中，宋元明文化即「中國近世的文化」源源不斷地引人，與先前

隋唐的舊文明也完全不同。內田他們以世界史眼光而對日本史包括

中國史作出新的判斷，可以說刺激了內藤湖南的中國史觀〕]3·

在這樣的思想和學術大背景下，內藤湖南以西洋的歷史劃分方

法應用於中國史，把貴族政治向君主政治的轉化，當作中世往近世

的標誌，認為宋以後便進人中國的「近世」。因此，他相信在中國

近世史上，雖然君主獨裁愈演愈烈，可是人民的力量卻比貴族政治

l]2吉川幸次郎編，《東洋學創始者內籐湖南》（東京：講談社，1976)

頁104。

l”葭森健介，《內藤湖南與京都文化史學》對內藤湖南有關中國史分

期的理論如何受內田銀藏和原勝郎日本史研究影響，以及他們三人

在日本文化的問題上如何達成共識有相當細緻並可信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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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有顯著提高，其中就慕含了共和政治的要素。而從這一歷史趨

勢看，即便袁世凱想要陝復君主制，也不可能長久，中國的未來必

然是走向共和制。這是他從制度史和政體的立場觀察中國史的演

變，最初提出唐宋變革的理論l]4。

百年之後，我們重讀《支那論》，大概可以看到內藤湖南對於

中國的關心和所抱持的觀念：

第一，是內藤湖南對現實中國有強烈的介人，這是和很多日本

東洋學研究者不太一樣的地方。內藤湖南生於日本從德川到明治、

大正、昭和的轉變時代，和通常學院出身的學者不同，他年輕時做

新聞記者，因而對現實的政治、社會及文化有高度敏感，後來進人

京都大學研究中國史，在對歷史中國的觀察中，往往帶人他對現實

中國的戚受，有強烈的介人趨向，因而曾在日本學界被稱之為「經

世學者」。松浦嘉三郎就說，內藤三十歲前後赴台，為殖民者獻計

獻策，日俄戰爭時又加人寺內內閣的外交調查，「絕非冷靜而有批

判謹慎的讀書人」，《支那論》《新支那論》也不是書齋裡的先生

可以寫出l]5。

第二，由於對現實的關心，使他對中國歷史的研究，大多是從

現實和現狀出發，用現在流行的話說，就是「倒著講」，講當今問

題的形成，突出歷史的沿革、變化，因此，往往能突破舊有的歷史

114幾年以後，在《概括的唐宋待代觀》（192幻裡，內藤湖南除了重

申唐宋時期貴族制到君主獨栽制的轉變君主和人民的地位變化，

又增加了學術文藝的變化，說明在文化生活上，唐和宋也是有區別

的。內籐湖南〈概括的唐宋時代觀〉見劉俊文主編、黃約瑟譯，

《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北京：中華書局，1992）第一

卷《通論》頁1018。

115《支那學》第三號《內籐湖南先生追陣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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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框架，問題意識突出。這就是狩野直喜所說的「其學問不是局

限在說明事情，其中有一貫的主張」〕]6

第三，因為他的中國觀是從現實出發的，而近代以來，現實中

國已經被納人新的世界秩序範圍內，對於中國的任何觀察，都不能

脫離這個世界，所以他的《支那論》及其他有關中國的研究著作，

常常引人日本、西洋，加以比較，並且也常常借用西洋、日本的歷

史敘述框架。

第四，對於中國歷史的認識和現實的判斷，他也不僅僅依傍外

來的尺度和框架，他在參考日本和西洋歷史的同時，也有他自己從

中國歷史文獻中發掘的資源和線索，這就是顧炎武、黃宗羲、曾國

藩、胡林翼、李鴻章、馮桂芬、熊希齡（18691937）等人對中國的

論述，在《支那論》和其他的論著中，可以看到他深受這些中國前

輩的敔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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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革命，
「國家一社會」複合體的建成與失敗

王曉明

人類正處在一個全球陸的社會危機當中，世界各地通行的那些

主導陸的社會和政治制度，似乎都明顯不再能有效地幫助人類應對

社會生活的變化和挑戰，反而拖著各地的人民往保守和消極的方向

下墜。因此，如何創造新的社會和政治制度，來克服危機，重振追

求進步的社會共識，就成為一個關鍵的新任務。

在這個情況下，身為亞洲人和中國人，重溫20世紀亞洲各地包

括中國在反抗帝國主義、追求社會解放的過程中，創造新的社會和

政治制度的經驗和教訓，就有了特別的意義。

中國革命是在1900年代初全面興起，迅速成為其後半個世紀的

中國歷史的主潮·新的中國應該有什麼樣的社會和政治制度，是革

命的思想家和政治人的一大關注點。1 9001940年代，在這方面形成

了很多不同的設想，也催生了多樣的社會和政治實踐。大約從1920

年代中期開始，在多種國際和本地因素l的合力作用下，如下一種四

這些國際和本地因素中特別重要的是如下四項：l第一次世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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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走的設想／實踐，逐漸壓倒其他設想／實踐，成為多數革命力量

贊同並參與的首選方案：創建一個重視暴力作用的革命黨─而非

意在贏得選票的所謂「議會黨」，以這個革命黨去組建一支革命的

軍隊，以這支軍隊去奪取國家政權，以革命的國家機器去全面改造

社會。

1920年代末，國民黨2基本實現了這一方案的前三步：建立了

一個以「黨軍」（Partyarmy）為主要支柱的「黨國」（Partystate),

但遠遠沒有完成第四步：以「黨國」的力量全面改造社會·是到了

1 950年代，在共產黨手中，這個方案才完整地付諸實踐：不但有了

「黨軍」和「黨國」，而且用國家機器的力量，怏速完成了對整個

社會的堪稱徹底的改造3。

這個改造最明顯的後果，就是黨國近乎無限的膨脹：無論城市

還是鄉村，無論經濟、文化和社會，更不要說政治和軍事了，統統

都在黨國的直接掌控之下，幾乎所有的機構和組撒，都直接是黨國

（續）-

戰及其所暴露的西洋式資本主義／帝國主義體系的野蠻性質；2蘇

聯的建立；3中國第一代（以康有為、嚴復、章太炎和楊度等為代

表的）現代文化人普遍的思想左傾（例如對於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

義的普遍嚮往）; 4自〕890年代開始因為歷次改革和革命運動的

不斷受挫在各種革命力量中間普遍累積起來的日趨激烈和注重實

效的政治意識。

2在19001920年代的中國國民黨（包括其前身同盟會和中華革命

黨）是規模最大、一直占據中國革命的中。位置的革命黨。

3可以用如下三方面的情況來說明這梱改造的徹底程度：〕所有文教

機構的國有化這些機構全部成為政府的一部分；2絕大部分工商

業的國有化；3全部縣級以下鄉村的「人民公社」化即將全部農

民的絕大部分經濟和政治生活，都納入「人民公社」─它同時兼

有基層政府和國營農場的雙重身分─的直接管理到1950年代

末，這三方面的改造都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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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的一部分。黨國不但將西式政治學所區分的「國家」和「政府」

合為一體，而且將西式政治學和社會學所區分的「國家」和「社會」，

差不多也完全合為一體。

按照上述西式理論，當然可以說，1 950至1970年代的中國大陸，

在制度上，是只有國家，沒有社會或別的相對獨立的系統的。但是，

如果不拘泥於這些理論的概念標準，如下描述可能更為準確：在這

30年裡實際存在於中國大陸的，是一個以黨國為中樞的「國家一社

會複合體．(statesociety complex）。

中國革命走到1950年代，竟是以這樣一個高度集權的國家一守士

會複合體，作為它的主要的政治和社會結果：這是否意味著這個革

命走上了歧途？

如果只是看1950年代的狀況─其時這個複合體剛剛成形，恐

怕不能作這樣的判斷。

中國革命是在如下這些實際狀況的制約下展開的：現存的物質

陸的社會狀況一一政治制度、經濟狀況和軍事力量─基本上是阻

礙革命的4，革命只能依靠某種新的能發揮強大精神動員力的團體力

4限於篇幅本文不能展開對於「為何會有中國革命」的討論這裡

只說兩點：l雖然經歷了如太平天國那樣的內部戰爭（這造成了南

方很多地區的經濟和社會動盪）但整個20世紀的下半葉中國內

部的社會和經濟狀況，整體上並沒有形成足以激發大規模革命的危

機；2在這種情況下之所以還是會形成中國革命這株激烈和全面

的歷史運動，主要的原因，是文化的和政治的，即當中國被動地、

日趨劇烈地捲入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主導的新的全球秋序的時

候，中國的主流文化、政治制度及其社會型構的深＄. J的不適應。



思想第37期

量來推動；面對來自西式帝國主義的持續壓力5，中國社會必須保

持內部的高度一致不能四分五裂；中國革命是一個主要基於長程

理想而展開的社會運動，它不應該停止於某一個階段，而是要不斷

地往前走，因此，需要有一個始終引導必要時甚至強制─社

會往前走的政治力量

正是這些狀況決定了，中國革命的持續推進，勢必和某種集權

陸的、有強大的統攝和強制力的組織力量的持續壯大相輔相成。也

正是這樣的基本形勢，解釋了為什麼那個「革命黨一黨軍一黨國一

革命社會」的路線圖會壓倒其他路線圖，成為革命的首選方案。從

這個角度看，一旦革命黨奪取了國家機器，放手大幹，類似「國家一

社會」這樣的複合體的形成，就是一件遲早會發生、可以說具有某

種歷史必然陸的事6

中國革命的基本動因之一就是反滿清和其後的各式專制，中國

的革命者當然知道：任何專市卜一或缺乏約束的集權─系統都會

走向腐敗和滅亡·如果客觀形勢決定了類似黨國這樣的集權制度，

和某種類型的國家一社會複合體，是中國革命在特定階段不得不借

用乃至創造的政治和社會工具，那麼，這些副作用明顯的工具會不

會反客為主、毒害使用者·將革命引人歧途？中國的革命力量能否

5即便1911年中華民國建立以復這種壓力也有增無減以─931年「瀋

陽事變」為開端的日本的軍事侵略就是一個極端的表現；二戰以

後全球「冷戰」造就的緊張局勢（如1950一1960年代在韓半島戰爭

和印度支那半島相繼爆發的戰爭），也同樣體現了這個壓力或者

說，對這個壓力的弦烈反應。

6 1934年國民黨政府雅行的「新生活運動」以及1920年代晚期至「抗

戰」全面爆發之前在廣西、福建、山西、重慶和西北地方分別由當

地政府（或政府支持的全業家）桅行的類似的社會改造的方案和實

踐，都可以被看成是這種複合體的早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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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清醒的政治思考和持續的政治實踐，克服後一種可能，就成了

決定革命能否順利進行的關鍵。

應該說，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領袖人物，對這一點都是有所思考、

也在制度上有所規劃的7。但是，這些思考和規劃是否足夠？究竟起

了多大的作用？我們還得仔細去看1950一1980年代的實際狀況：當以

黨國為中樞的國家一社會複合體建立以後，它實際是往哪個方向走

的？是「國家」利用自己在這個複合體內的獨大之勢，怏速地吞噬

「社會」，導致這個複合體很怏喪失其複合陸質？還是「社會」雖

然被整合進複合體、喪失了絕大部分自主的制度陸保護，卻同時獲

得了以若干特殊的方式向黨國體制借力的可能，因此在國家體制之

內持續發揮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整個複合體的單極化？尤其

重要的是，黨國體制確立以後，是革命黨繼續保持其非國家甚至反

國家的性格、從而有效地駕馭本質上是資產階級性質的現代國家機

器為革命所用？還是革命黨迅速被這國家機器所反噬、逐步自僚

化，導致黨和黨國的整體變質？

只有了解了上述這些狀況，我們才能判斷，黨國和國家一社會

複合體的建立，是否意味著中國革命走進了歧途·

從道理上講，黨國是一種矛盾的體制：一方面，它在制度上完

7雖然國民黨的頜袖孫中山的政治思維的基本傾向，是偏重於強調團

體價值的崇高和集權的正當但在解釋其「五權分立的制度設計

時，他不止一次地強調其保障政治民主及其制度彈性的意義；共產

黨的領袖毛澤東也在1940年代晚期認真思考過共產黨如何避免重

蹈李自成式農民革命的禮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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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由革命黨掌控，而中國的革命黨（不僅是中共），本來都是有某

種非─甚至反─國家的陸質的8；但另一方面，它又是一個強大

的國家（the stato，革命黨是為了要充分利用國家機器的力量才來

組建黨國的，它只會最大限度地強化它，而不會削弱它‘在這種情

況下，黨國內部─至少在其初建的時候─勢必形成一種「黨」

與「國」之間的不協調。

1950年代初的情形就是如此。雖然是中共一手組建中央和各級

地方政府，但在國家／政府的制度構造上，中共卻基本是仿照已有

的國家制度，並沒有多創新制10·因此，黨國內部的兩個系統─

「黨」和「政府」─的並存，其運行方式的並不完全一致，都相

當明顯。山此形成的某種制度性的張力11，也可以說相當清晰。

8造就這一共同性質的原因有很多除了前述構成中國革命的基木動

因之一的反專制的共同訴求之外，現代早期的革命者大多經由不同

的思想脈絡（大同思想、佛學、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國際主

義），形成一面雅崇「國家」的牧世功能，一面卻視其為僅具

有階段性價值、以後應該逐步消亡的認識。因此革命者大多不會

覺得科層制式的自上而下的決策機制有多大的正當性相比起來

他們更認同平等和民主的原g . J另外嚴酷的戰爭環境固然有助於

強化中共的軍事化的組織架構同時也會強化黨內要求共同決策、

避免因個人獨斷造成決策失誤和集體損失的政治氣圍。

9毛澤束在《新民主主義論》裡對中共頜導的新國家的論述就清楚

地體現了這個矛盾：一方面他承認國家應該逐步肖亡另一方面

他又明確表示不忌諱高度集權的「獨栽」。

10這仿照的對象主要是兩個：秦漢以來的中央集權政體（包括其民國

變體）和蘇聯式的現代多民族國家的政體因此在創造新的國家

／政府體制這一方面毛澤東還不如孫中山的動作大。

11舉三個體現這一張力的例子：l各級各類的政府機構都設有一個

實際掌握該機構之行政權力的黨的姿員會（該機構的高級官員大多

是這個委員會的成員）該機構的所有重要事務都須由這個委員

會在其書記（這個職位通常並不由垓機構的行政長官擔任）主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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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大致從1950年代中期開始，情況就不同了。作為執政黨

的中共的各級組織本身，明顯加速度地政府化。這方面的一個典型

表現，是當政府和軍隊完成所謂「正規化」、官員和軍人分別以行

政和軍銜分級的時候12，專職黨務人員也同步嵌人上述級別、領取

相應的差額明顯的薪水和其他「福利」”：這意味著黨務人員的官

員化獲得了正式的制度體現和保障，它自然勢不可擋了。

當然，黨組織的層級結構木身，是這個政府化的更深的動因·

自從中共選擇「列寧道路．14，遵循以「全黨服從中央為歸宿的

（續）-

討論決定而非由行政長官個人決定並負責；2凡是中級（即所謂

「廳局」）及以上各級的政府機構中，除了上述黨的委員會以外，

通常還設有一個叫做「機關黨委」的黨組織該機構內的所有黨員

都屬於這個機關黨委，而該機關黨委的負責人，通常由非該機構長

官或高級官員的黨員來擔任因此，該機構的部分人員之間，會形

成一種雙重但反向的上下級關係：作為政府官員A是B的長官

但作為機關黨委的成員，B是A的頜導。3幾乎所有政府機構內的

黨組織，都有一種叫做付民主生活會」的定期活動其主要內容是

組織黨員以平等的身分展開所謂「批評與自我批評」這就給具

有黨員身分的低級官員提供了批評高級官員的制度性的機會。

捉完成於1955年的政府官員行政分級和軍街的級數都是相當高的

前者為29級後者為20級。對應於這些級別的薪水之間的差異也

堪稱巨大以行政級別的薪水而言最高者與最低者相差達30倍。

口這些「福利」包括住房、汽車、醫療、「特別供應」的酒和食品、

舞會和電影放映，乃至（提供給高級幹部的專職的）廚師、司機、

衛士、生活秘書和醫護人員等。

14粗略來說，此處的「列寧道路」可以被如此概括：不是如馬克思設

想的那樣在完成資本主義主導的全球現代化以後才在主要的資

本主義國家同時爆發工人階級主導的社會主義革命，而是在類似俄

國那樣的資本主義並不發達的國家由共產黨組織和發動社會主義

革命，在一國之內單獨建立社會主義因家和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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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集中制」的組熾原則巧，實際上主要是按照軍隊的模式重構

黨的層級系統，中共的組識架構木身，就已經具有類似科層制的基

因。隨著黨國的建立，根據掌控龐大的行政、經濟和軍事系統的需

要，中共日益全面地將自己對口嵌人這些系統，由此形成的細密分

級的組織架構，其實是越來越跟現代政府的科層架構沒什麼兩樣了。

可以說，正是組織政府化和人身官員化這兩方面持續的合力，

相當怏速地消滅了至少1 950年代早期還明顯可見的黨國內部的制度

陸張力·195961年的大饑荒，清楚地證實，在整個現代早期〕6大體

維持著的革命黨的非國家（nonstate）性質，以及由此獲得的對於

政治陸制度變化及其後果的敏銳反應能力，在中共這裡是基本喪失

了。

當然，黨組織的政府化並非毫無阻力。前面說過，中國革命的

一大特點，就是特別倚重精神動員的能力，經過嚴復、梁敔超和陳

獨秀、魯迅這兩代知識分子的持續努力，到1920一1930年代，自由、

平等、民主、解放的理想，至少在知識青年當中，可說是深人人心。

像中共這樣的革命黨，當其尚未執政、不能向人普遍提供物質利益

的時候，更勢必以革命的意識形態17為其招募成員、凝聚人心的主

15毛澤東主導的中共第七屆代表大會（194幼所制定的中共黨章的總

綱中就明確將「民主集中制概括為「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

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

16這裡說的「現代早期」，大致問始於19世紀晚期，結束於1940年代

末1950年代初如此分期的依據見王曉明：〈中國現代思想文選

序〉王曉明、周展安編，《中國現代思想文選》（上海書店出版

社201刃。

17中共成員實際信奉的革命意識形態，並不能僅僅歸於到寧／史達林

版的馬克思主義其中還泥雜了許多其他成分包括現代早期廣為

流傳的各類無政府主義、三民主義、佛學和其他傳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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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手段。因此，1 950一1960年代的中共黨員當中，有大批人不同程度

地信奉革命的意識形態，對於各級黨組織的加速度的政府化以及

由此強化的黨幹部在言行舉止方面的普遍的官僚化，他們是相當反

戚的18·

更重要的是，上述「黨」逐步被「國家」吞噬的過程，正與黨

國強力推進「社會主義改造」、組建「國家一社會」複合體的過程

同步。黨國對社會的強力改造，雖可說是出於革命的理想，卻因為

各種內外條件19限制，造成了大量不同方式和程度的社會傷害叩·

隨著黨國內部的制度陸張力日漸消亡，國家獨大的負面因素：行政

運作的自利傾向、社會控制的密不透風、幹部／官員的專權和腐

敗更從多個方面，不必要地加劇了上述社會傷害的範圍和程

度。這自然會引起人民的廣泛不滿和反抗。

於是，在1 950年代中期，來自被「國家」吞噬的「黨l的內部

的不滿，和來自被「黨國．傷害的人民的不滿，開始聚合和爆發。

18就是因為這種革命意識形態的影響力在─95060年代在通行的

政治詞彙中「當官」是一個具有貶義的說法中共的官方文檔也

一直避免稱其榦部為「官員」。大致是從1990年代晚期開始在官

方文檔中「官員」一詞才消除丁其貶義與「幹部」混用、甚至

開始取代後者的。

四這些條件中比較重要的是：國際「冷戰」格局、資本主義欠發達的

社會現實、「超英趕美」式的經濟發展方案、只重目標不計手段的

倫理意識以及凡事首先從敵我關係來理解的政治思路。

20其中最明顯的是如下三方面：l對於被黨國認定為「反革命」或「不

革命」者的全面─從言論表達、經濟收入到人身安全─的壓

迫；2對農民的持續而深刻的盤＄. J：土地、戶口、農產品價格

3對於改答城市一般民生的貧困狀況的實際的漠視：1950年代末的

大饑荒、其後日益細密的食物／日用品憑票供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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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爆發當中，有許多採用了一般常見的魯莽、違法甚至暴力

的方式21·但我這裡特別要介紹的，是另一些往往以溫和、合法的

方式、在黨國體制內部展開的爆發。

其中第一次全國規模的爆發，是1 95657年的「大鳴大放」運動。

這其實是中共自己組織的活動，在許多地方，甚至是由黨幹部反復

號召動員才得以推進的。這場運動以各級黨組織召集的會議和黨國

的報刊和電臺為基本媒介，那些因此在1 957年被打成「右派」，被

撒職、遣送去農村、甚至被關進監獄的人22，絕大多數在各級黨國

機關任職、或者在大學”讀書，其中極大一個部分，是中共黨員：

可以說，這完全是一場黨國體制內部的運動。

但顯然，這同時也是一場遍及全國的社會運動。那些所謂的「右

派言論l’大部分是從廣義的中國革命的社會理想─平等、民主、

自由、社會主義、反帝國主義─出發，從個人、人民或民眾的角

度，對黨國及其幹部／官員提出批評和建議，而非只是站在替黨國

2]]9 5960年間遍及西北、東北、西南和中原地區的各種哄槍糧庫和

運貨火車的饑民的騷亂就是這方面的典型例子。文革期間民眾的

那些衝擊黨政機關·批鬥黨幹部／官員的行為雖然大多以「革命

造反」的名義展開，卻有很大一部分，實際是表現了因各種原因處

於國家一社會複合體的低等階位、因此蒙受較多壓抑者的強烈不

滿。

22據1979年官方公布的資料「右派分子」的總數是55萬·實際數字

極可能比這個多，但至今並無各方接受的權威資料。

23其時大學都已經收歸國有大學的行政和教學部門也都成為黨國

機關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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謀劃的立場上說話24。

這不奇隆。中國雖在兩千多年前就形成了堪稱完備的中央集權

體制，但直到民國時期，朝廷／國家大體上還只是高踞於民眾的日

常世界之上，並無意願─也沒有制度條件─下沉到這個世界

裡，將它一塊塊都納人囊中：從這個角度完全可以說，中國一直有

一個非官方的龐大的社會，在大地上自我運行。是1950年代中共創

建的黨國，才第一次試圖用國家機器的強力，徹底地改造這個社會。

應該佩服黨國，它居然能在不到十年的時間裡完成這個改造；

但也要看到，這完成的至少很大一部分，其實只是形式上的。黨國

可以很快地把一個人的職業身分從編輯、作曲家和工程師轉變為「國

家幹部」，他的思想和情感卻不可能同步改變：你可以迅速消滅各

種民問團體和非盒方的言論空問，原先在這樣的團體和空問裡展開

的能量卻不可能立即消散，它們勢必要在新的團體和空間─也就

是黨國的體制空問─中四處冒頭。

一個只有十年歷史的黨國，胃口再大，也消化不了一個體量巨

大·延續了兩千年的社會，硬要這麼吞，結果一定是卡在半途：表

面上是「國家」重構了「社會」，變後者為自己的一部分，實際上

「國家」卻因此變異，它的幾乎大部分細胞，都不同程度地摻進了

非國家的成分，一旦條件許可，它們就會按原有的償性自行其是。

1 957年的大鳴大放就是一個顯例，它清楚地說明了，前述的「國家一

社會」複合體至少在1950年代中期初步成形時─的「複合」

是什麼意思：那是一個外形嚴整、內部卻明顯存在張力的系統，不

24受制於檔案資料的欠缺，目前並無可能對於其時各地「右派言論」

的內容作出較為準確的歸納和分類。我這袒的I . J斷主要是依據各

種當事人的回隱錄而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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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黨國利用它一□一□地吞咽社會，社會也同時借其空問，在這裡

或那裡反彈和抗拒·

大鳴大放運動很快就被嚴厲地鎮壓卜去了，以致我們今天都習

憤於稱其為「反右運動」·但這一種在黨國體制空間內展開的社會

抗爭，卻並沒有隨之結束。它有時候表現為中共幹部─包括高級

幹部─的為民請命式的政治異議，例如大饑荒時期（195961）從

基層到中央許多黨幹部／官員對「大躍進」不約而同的批評25；有
時候則表現為文化界人士在黨國媒體上此起彼伏的諷刺和批評吐言

論，例如，196162年問廣jll、上海和北京等地由雜戚、漫話、學術

演講和文藝論辯等，匯合而成的被稱為「文藝界的春天」白勺活躍氣
氛26。

1966一76年間的文革，不但在最初那幾年，給社會抗爭的粗暴、

「違法l的爆發提供了適宜的條件，也在差不多整整十年內，給這
抗爭的溫和的「體制內．表達提供了多樣的空間27·正是在這樣的

25這些異議同樣遭受嚴厲的鎮壓而且也被扣上了與1957年大嗎大放

運動相類的罪名：「右傾機會主義」。

26這個氣氣之所以能形成周巴來（其時任國務院總理）和陳毅（國

務院副總理）等賞國頜導人在〕96〕年的多次意在顯示政治寬寥的講

話是起了關鍵的促進作用的。這種上下呼應的情況正從一個側

面表現了黨國體制的寥納／表現「社會異議」的內部彈性·

27整個文革期間尤其是19661969年間一般民眾（尤其是年輕人）

都可以自主組建各種非官方的「群眾組織」（這在文革前是黨國絕

對不允許的）擁有比〕9 5657年間更多株的思想和官論表達的途

徑（貼大字報、組織進行、印製和散發傳單／報刊），可以在

「革命造反」之類的名義下公開質疑制度性的壓抑（例如要求提高

工資、增加勞動福利、拒絕按照課表上課和考試等），甚至可以（利

用「大串聯」和「上山下鄉」運動）去各地尋找思想和意趣相投之
人以交流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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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下，民眾─不限於黨幹部和知識分子一一對黨國、國家一十L

會複合體和毛澤東式的政治領袖的壞疑和反思，在社會上持續發

酵；一些在根本的政治判斷上迥異於黨國意識形態的思想觀念，也

在一部分年輕人中問初步成形。在某些地區，受激於特定的政治和

社會情勢，上述懷疑和反思甚至會逾出溫和守「法」的邊界，釀成

激烈的爆發28，社會抗爭的兩種形式的交匯，也因此凸顯·

更值得注意的是，文革十年間，黨國的軟硬兩面的制度陸暴力，

在許多方面是強化到了極為乖戾的程度的：將數百萬文化人和幹部

／官員撒職、拘禁甚至處死；強遷大約兩千萬中學畢業生去鄉村務

農；多年凍結城市職工的工資；工廠中的黨幹部可以隨意拘押被其

認定是犯了所謂「生活錯誤」29的工人；一旦被人舉報，誤踩了報

紙上的領袖頭像的公民就可能錦鐺人獄

如上段所述，正是在這十年內，不同形式的─組暴違法的，

和體制內的溫和的─社會抗爭都獲得了四面伸展甚至爆發的機

會，那麼，文革式的黨國暴力的強化，在這當中起了什麼作用？比

如，許多昔日頤指氣使的黨員高官被撒職、在批鬥會上垂首聽任訓

斥、甚至被毒打，而不少文革前因為種種原因─例如出身於富農、

小資本家等等所謂「成分不好」的家庭，或本人政治表現不佳─

低人一等的普通群眾，卻大呼「造反、深覺揚眉吐氣：如果把這

28例如1968年夏天武漢地區「百萬雄師」（其時該地區規模最大的工
人造反組織）一派的工人和武漢軍分區的部分軍人對於（黨中央派
往武漢的）高級代表的公然抗爭，以致其時身在武漢的毛澤東不得
不倉促避去上海。

29這是1940一1980年代問中共的一個流行的政治詞彙，主要指各種不
符合主流標準的戀愛和隨愛行為（如婚外戀、耒婚懷孕、性騷擾、
在公園等公共場所的自願的陸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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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情況聯繫起來，是不是可以看出前述「社會」借「國家」以行

事的「複合」狀況的一種堪稱極端的表現？連黨國的制度陸暴力，

都可能因它的非常態的膨脹，而被混人了民問宣洩被壓抑之情的衝

動，國家一社會複合體的內部張力，真是無處不在了。

這就是1960一70年代中國大陸的社會結構的特別之處了：說得粗

糙一點，儘管遭遇了黨國的強力改造，「社會」卻並沒有完全消失，

它的許多部分，其實是以不同的方式，在國家一社會複合體的制度

規範之下，蜷伏和散布於「國家．之內。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宣布文革結束；1981年，又正式宣布文

革是一場「內亂」，其發動者毛澤東犯了大錯；1980年，憲法中取

消了「四大自由」的條款30：這一系列宮方動作，並不只是順應民

意，要結束空談革命、民生因頓的狀況，以便為黨國另奠新基叩，

也包含著收緊非官方的表達途徑、避免文革式失控再次發生的用心。

對黨國而言，1980年代”堪稱大轉變的時期。一方面，黨國逐

30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和「大辯論」。自此以復在公共場

合貼大字報就成了違法之舉。

3〕自1949年建立起黨國的合法性主要是建立在「帶領人民幹革命」

這樣的政治共識之上的（這也是為什麼黨國一直將發展主流意識形

態視為頭等大事之一）但當文革結束、人民普遍開始視「革命」

為虛幻之事的待候，以鄧小平為核。的黨國的統治階層勢鈴要為

黨國另建新的合法性而發展經濟和改答民生（所謂建設「小康社

會」）, g . J成為這方面的首選方案。

32這裡的「1980年代主要是一個社會政治的分期概念它大致開始

於1978年，結東於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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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放棄了改善或維持「國家一社會複合體」的雄心，不但全面取消

人民公社制度，將政府的直接行政網路大幅度撒出鄉村33，而且全

面重建和擴建市場，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將大部分原來由政府直接

操作的經濟和社會事務及其相應責任，都轉交給市場處理，推卸給

個人承擔34。當然，那些直接關係到黨國和社會穩定的關鍵陸經濟

部門，例如銀行、能源、電信、航空和鐵路交通部門，國家依然牢

牢地抓在手裡，但它們的基本陸質已經迅速改變，不再是「全民所

有」、從經濟上支撐成國家一社會複合體的關鍵部P ,，而是戴著「國

有」的帽子、實際上為中央政府所有、充當國家機器的經濟部分的

主要構件了。

至遲到1990年代中期，延續了30年的國家一社會複合體是基

本解體了。原先那個被收褊和肢解於上述複合體內的「社會，隨

叩1950年代中後期在全國範圍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不但將政府機構

細密地下沉到村落的層面而且徹底重組農民的幾乎全部經濟活

動，大幅縮小農民的和有財產，形成了國家對鄉村和農民生活的全

面支配，為國家一社會複合體的建立，奠定了關鍵的基礎。因此，

1970年代晚期取消人民公社制度不但意味著政府的直接管控網路

撒回到鄉鎮一級而且意味著政府明確放棄對於農民的經濟活動的

直接組織。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的至少加年間政府除了收稅和維

持治安對鄉村基本上採取放任不管的態度。直到2000年代中期

這個情況才開始改變但因為超出了本文的論述範圍就不贅述了。

34這裡粗略地列出這方面的三類主要事項：l引入資本主義式的經濟

政策，重建從房地產，. J金融的各類市場，放棄大部分價格管制將

1980年代之前的有限的市場經濟，擴建為近乎無所不包的、具有鮮

明「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2全面引入外資，同待大幅

度減少國營企業造成數千萬職工失業；3近乎全面地放棄〕950

年代建立的對城市居民的「二次分配」制度（這是國家一社會複合

體的另一個重要基礎）徹回國家此前在教育、醫療、住房、交通

年。公共能源（如水、電和煤氣）方面承擔的大部分經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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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逐步陝復：首先在經濟領域裡，其後也在一部分文化和政治領域

裡。大約到2000年代初，可以說，那種明確區別於國家的實體性的

社會，又部分地在中國大陸重現了。

另一方面，黨國體制經歷了內在矛盾的劇烈衝突，自身也大變

了·以1970年代晚期的一系列思想和政治變化為開端”，類似

195657年那樣的社會不滿及其表達、195960年那樣的中共內部的

政治異議，和類似1 960年代初期那樣的文化界的諷刺批評，都以更

大的範圍和日趨激烈的程度，在黨國體制內外持續地展開·儘管遭

遇嚴厲的壓制拓，甚至引發中共高層的劇烈的人事變動37，主要在

「體制內」空問展開的對於黨國的社會壓力和抗爭，還是持續擴大，

在中共的幹部中，甚至形成了一個規模甚大、得到黨外廣泛支持的

所謂「改革派」的群體38·黨國體制內部的張力，由此凸顯到前所

未有的程度。

這個張力最劇烈的爆發，是1 989年春天的抗議運動。它雖由大

學生發動，卻以被撒職的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突然病故為直接起

因：社會各界對黨國的抗爭，和黨國高層的內部衝突，從一開始就

”其中的兩個標誌性事件是：]979年由部分中共高官發動、以「實踐

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率」為口號的所謂「思想解放運動」以及差

不多同時主要由北京的年輕市民展開、以「西單民主牆」為第一載

體的非官方的政治和思想討論。

36例如1982年和〕984年由黨國的實際領導人鄧小平出面發動的所謂

「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運動。

37]9 8189年間中共徹換了三任主席／總書記，儘管其具體的政治

情勢各不一樣，這三次人事變動都體現了這一時期黨國不能有效應

對社會壓力的深刻困境。

38這徊群體不但有兩任總書記（胡耀邦、趙紫陽）為其公認的代表

還得到從中央到地方各個層次的大批幹部／官員的贊同和呼應連
鄧小平也一度被廣泛認為是其核。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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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混合。在北京和大部分省會城市，都有大批黨國機關的幹部和

官員，以包括結隊上街遊行在內的各種方式，支援和參加運動，天

安門廣場上那些標明「中共中央組識部」、「新華社」、「機械工

業部」之類機關名稱的遊行隊伍的橫幅，把黨國體制內含的社會性

細胞的規模及其活躍的能量，標示得非常觸目。

唯其如此，黨國對這場運動的嚴厲鎮壓，1 989年6月4日天安門

廣場上坦克車的橫衝直撞，就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它再次以毫不

掩飾的國家暴力，向民眾（包括成千上萬參與抗議連動的黨幹部和

官員）表明了黨國絕不容忍來自社會的政治挑戰的立場：它更與大

致同時的一系列國際事變─尤其是東歐共產黨政權的相繼垮臺和

蘇聯解體─的政治影響一起，相當徹底地摧毀了前述的黨內「改

革派」，在明確的利益原則的基礎上39，重新統一了黨國的統治階

層。

1950年代早期以來黨國內部的制度陸張力的明明暗暗的延續

和作為其主要形式的社會抗爭的「體制內J表達的斷斷續續的發展，

都由此劃下了句號。自那以後中國大陸的持續變化，清楚地證實了

這一點。

從整個中國革命的歷程來看，可以說，1 980年代是歷史提供給

中國革命、革命黨及其政治建構的最後一次機會。文革已經以極端

”可以將這個「利益原則」表述為：一切改革都必須以維持黨國的存
在為前提，如果黨國崩潰了，所有幹部／官員建基於權努的實際利
益都將一同消失。在很大程度上「改革派」本是以類似「改革
可以挽救和改善黨國」這樣的主張嬴得許多幹部／官員的支持的，
但蘇聯的解體，一定程度上也包括1989年抗議運動的浩大聲勢卻
似乎強有力地凸顯了「改革將傾覆黨國」的可能這枕從根本上破
壞了「改革派」的政治理據為上述「利益原則在黨國統治階層
內的一統天下，奠定了思想和。理的叔礎。



思想第37期

的方式，將黨國和國家一社會複合體的內外困境暴露無遺，官民兩

面也很快在痛定思痛、深切反省的方向上形成了共識，在這樣的社

會情勢中，徹底檢討過往的教訓，重新理解中國革命的涵義，進而

探索它的新的思想、政治和社會維度，為中國革命打開新的天地：

這應該是可能的吧·事實上，1 980年代的若干思想和政治變化40 ,

都提示了這並非空想·

也正因為這樣，國家一社會複合體的瓦解和社會的復甦，儘管

在一定程度上搖動了整個局勢，激化了黨國體制的內部矛盾，甚至

強化了病急亂投醫式的機會主義衝動，它們和其他因素一起促發的

那些經濟、文化和政治動盪，依然是既令人惶惑、也激勵希望的，

因為它們同時包含著多個方向的可能。1980年代的中國，雖然迭遭

苦難，卻並沒有完全放棄昔日的大志，它的頭腦有點混亂，但視野

正在重新打開，它急切地想要退出文革式的歧途，卻並沒有如後來

大家所看到的那樣，就一頭紮進資本主義了，至少，在1980年代，

在繼續前行還是轉身後退這個大的政治選擇上，中國並沒有拿定主

意，它還有選擇的餘地

是1 989年的六四事變為中國作了決定·這個事變促成了黨國對

於新局勢的回應之道的成形：它將以徹底清除自己體制內殘餘的「革

命黨」因素、鼓勵黨幹部完全蛻變為政府官員的方式，將自己改造

為一部以「保持執政」為第一意志的國家機器。40年前，是革命黨

為了推進中國革命而建造了黨國，但現在，這黨國卻不再聽命於原

初的使命，快速蛻變為一個機會主義的政治力量：只要能繼續當船

40例如對歐洲式「民主社會主義」思想和東歐（包括南斯拉夫）的多

種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及其實踐的重新討論，一系列雅進「黨內民主」

和公共政治的政策規劃和試點對「黨報和人民的關係J、「思想

無禁區、「黨大還是法大之類政治議題的公開的熱烈論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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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它可以將中國這艘巨輪弓｝向任何方向，哪怕那與此前30年的方

向截然相反·

到這一步，我已經不知道是否還應該繼續稱其為「黨國」了：

它實際上就只是一個「國」（state)，昔日那個位居其前、企圖駕

馭它去推進「社會主義」的「黨」，已經名存實亡。准其只是一個

「國」，唯其擺脫了中國革命的基本方略的羈絆，這個大體沿用舊

形式的新政權，反而更靈活，更有政治嗅覺和應變能力了：它可以

毫不掩飾地模仿西方，大幹資本主義，也可以沿用昔日黨國的經驗，

加強對社會和輿論的控制不過，這是另外一個故事，這裡就不

展開了。

粗略地歸納一下三個初步的結論。

一1 9501980年代中國大陸的狀況，清楚地提供了對於本文開

頭提出的那個問題的回答：中共所建立的這一個「黨國」，和由這

黨國所建立的「國家一社會」複合體，並沒有達成當初建立它們時

的那個政治目標：在中國推進社會主義的建設，相反，它們在巨量

耗費了此前半個多世紀由中國革命的各路力量共同累積起來的廣義

的社會主義的精神和社會能量以後，以自身的變異和解體，造成了

社會主義的重大挫折，為資本主義在中國大陸的復興和壯大，準備

了政治、經濟和文化條件。因此，從較為長程的歷史的角度看，中

共式的「黨國」和「國家社會複合體」，的確可以說是意味著中國

革命開始走人了歧迷。

二，從政治的角度看，上述情況所凸顯的多種歷史教訓中，革

命力量如何對待（作為西式現代的最重要的政治建構）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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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機器，可能是關鍵的一項。無論孫中山們還是毛澤東們，都

顯然缺乏對這種現代國家／國家機器的透徹理解，因此很容易輕視

它，以為只是一種現成可用的中陸的政治工具4〕。可實際情況完全

相反，國家／國家機器絕非只有其為人所役的一面，它更有不知不

覺地改變人、最終役人的那一面

而且，這役人的一面並非只在你掌握了它、開始運用它的時候

才展開，它在你試圖奪取它的時候，就已經展開了：一旦你為了儘

哄奪取它、主動將自己改造為某種準機器的力量，國家／國家機器

改造你的過程，就已經開始了。這就是為什麼中共運用黨國強力改

造社會的過程，會這麼順暢地同時成為「國」一步一步改造「黨」、

最終將其收編為自己一部分的過程。就在毛澤東們不斷要求黨的幹

部加強「革命精神」·拒絕「資產階級思想腐蝕」的同時，學自蘇

俄的「民主集中制」，和建國以後那些不斷強化國家集權的制度吐

措施，早已釜底抽薪·決定了前者的無效。

三，但是，這是否就證明了，由國民黨開創、中共完成的那一

種聚焦於國家政權、以之為推進革命和社會主義的關鍵環節的革命

思路是根本錯了，應該完全放棄？今後的革命和進步只能從社會的

局部和漸進的變革開始？說實話，我現在沒法這麼肯定。至少類似

中國這樣被動捲人西式現代化歷史的亞洲社會，恐伯很難只是學著

走譬如荷蘭、英國那樣的漸進式的變革道路。迫於自身歷史和弱肉

4〕與此類似的是對「資本主義」的理解在整個現代早期以及在1980

年代，都有極多自認是服膺社會主義的思想家、政治人和知識分

子近乎不假思索地相信：可以在一定的空間和時間範圍內運用

資本主義來達效社會主義的目標。他們似乎完全沒有意識到哪隨

是在技術和所謂「生產力的層面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作用和

結果都是尖銳衝突的。



中國革命

強食式的國際條件的壓力，中國的革命很可能必須在政治權力的建

構上有所創造，要借用類似政治突變的衝擊力，來創造新的社會情

境，孕育後續的革命勢能。在這個意義上，創造某種新的類似─

強調一句，僅僅只是在功能上類似一一國家的政治機構，而非只是

繼承既有的資產階級式的國家機器，可能仍然是一件必須要做的事

情。只是依循類似早年無政府主義那樣的變革思路，我覺得是不夠

的。

在各地的生物─不僅是人尖俘一一世界愈益密切地聯為一體的

情況下，「小國寡民」式的自足狀態是很難維持的，大型的公共權

力因此就不可避免；即便「愚民」狀態如巨厚的冰層難以打破，「勞

心者治人」的精英政治模式終究不是未來該有的選項，只有實現了

民主，世界才能安穩。如果這兩個判斷大致不錯，如何創造真正指

向民主的公共權力，在運用和改造這種權力的過程中，鍛煉和發展

公眾─而非只是其精英─的民主意識和民主能力，形成指向民

主的公共權力與公眾的民主實踐之間的良陸迴圈，應該就是社會主

義的最重要的政治課題吧。

在這個事情上，人類積累的思想和理論成果堪稱豐厚；自19世

紀以來，世界各地的廣義的社會主義實踐，更提供了非常多樣的經

驗和教訓。因此，深人結合和檢討這兩方面的成敗得失，為後續的

奮鬥提供思想的助力，這應該是今日全球知識和思想界的一個重要

的努力方向。

正是從這個角度看，我就覺得，深人分析亞洲各地在創造新的

政治建構方面的成敗得失，為此充分了解各地的歷史情境，整理和

交流相關的思想文獻，是目前迫切需要、也相當可行的工作。就中

國而言，儘管實際的政治進程多是貢獻失敗的教訓，現代早期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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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思想當中，卻有不少對於中國革命與「國家」之關係的深人的討

論，值得重新整理

2018年10月上海

王曉明，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中文系教授·目前王要從事當代

文化分析和現代早期中國思想研究·近期的中文著作單行本有《近

視與遠望》（上海）和《橫站》（台北）等。



施特勞斯對中國究竟意味著什麼‘
兼談中國施特勞斯派的問題

朱元海

大致來講，中國大陸的施特勞斯派學者，或者寬泛意義上講受

施特勞斯影響的學者，他們的觀點基本都落腳在反對西方現代陸，

強調中國道路的獨特陸，強調中國文化的獨特陸上面，而這些論述

與近些年中國共產黨的官方政治宣傳如出一轍。關於中國施派的政

治投機問題，已然有人做過相關的論述·我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重

述這個政治投機的問題，而是指出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那就是中

國施派在引介施特勞斯的時候，實際上對施特勞斯的政治哲學的關

鍵部分做了很大的改動，片面地誇大了其中批判現代陸和道德教育

的內容，但是卻完全忽略了施特勞斯反權威，反專制，反對極權主

義（包括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以及反抗殘酷和暴力的思想。我

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指出，施特勞斯思想當中批判現代性和強調

價值判斷和道德問題的內容，只有跟他反專制反對殘酷的思想結合

起來才是完整的·而中國施派的政治投機哈哈就是建立在閨割施特

勞斯政治哲學的基礎之上的·

施特勞斯政治哲學的基本理念可以這樣來概括：我們所生活的

世界永遠不可能存在一種真正的、純粹的普世主義（cosmo

politanism)，換言之，我們所生活的世界永遠被分割成一個一個的

共同體，這些共同體的規模可大可小，但是不會存在類似於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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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產黨宣言》當中所描述的那種無種族無國界的人類大共同體，

或者康德意義上的世界政府。正因為我們所生活的世界永遠被分割

成不同的共同體，所以每一個共同體都會有他們自己的一整套遊戲

規則，或者說秩序，這些秩序可能是政治意義上的，宗教意義上的，

文化意義上的，倫理意義上的，但是每一個生活在這樣的共同體當

中的人，其行為部會受到這樣的規範性的制約。這些規範並不代表

正義；哈冶相反，它們可能本質上是非正義的l·也正因為如此，施

特勞斯認為，這世界上一定要有一些價值判斷，它們的是非標準是

超越於一切人造的價值規範之上的。因此施特勞斯的政治哲學本質

上是要去呈現一種矛盾：一方面這世界上一定要有一些價值判斷是

獨立於人的，也獨立於任何由人制定的規範和制度，但是另一方面，

這些價值判斷，由於缺乏相應的制度意義上的現實基礎，由於所有

的人類共同體的規範都是非正義的，偏狹的，所以按照施特勞斯的

理解，探索這些根本陸的價值問題只是少數哲學家的工作。這些少

量的哲學家寄居在大的人類共同體當中，由於他們探索高於共同體

規範的價值標準，因此他們的思考本身對共同體的規範構成了批判

和挑戰，他們的工作往往不會受到其他人的理解，因此他們一旦暴

露出自己真實的想法，就有可能會遭受迫害，這也正是為什麼蘇格

拉底會被處死的原因馱在這個意義上，我將施特勞斯政治哲學的核

見施特勞斯《自然權利與歷史》：「不同的社會對於重量尺度

和金錢的標旱自然會有所不同，但是這些標準之問並沒有衝突。但

是如果不同的社會之間對於正義的標率不同，那麼這些標率之問就

鈴然會有衝突。不同的社會之問在習俗性的差異方面不會有很複雜

的街突但是在涉及到對與錯的標率的時候就鈴然會有衛突」。Leo

Strauss , NaluraIR徐句and用馴“},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53 , 100

如果我們把熊格拉底看作是一捆追求自然權利的代表的話，那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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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問題概括為追尋超越統治權力之上的正義（Justice beyond the

rulingPower)，或者說追尋超越於一切世俗權力之上的正義。

對施特勞斯而言，這種超越於一切社會群體社會規範和統治權

力之上的正義，並不僅僅是抽象意義上的概念。它有一個具體的體

現，這個體現不僅僅是一種政治制度，而且是人本身，或者說人自

身的品格。施特勞斯所強調的不是抽象意義上的正義，而是正義的

人（Justman）。因此一方面施特勞斯認為人的品格有高低貴賤之別，

而另一方面這種價值判斷的標準是超越於人自身的·對於施特勞斯

而言，這種價值判斷的標準既存在也不存在：在這世界上沒有任何

一個人是生活在真空當中的，現實當中的人必定要生活在某一個社

群當中。因此對於現實當中的人而言，他不可能直接接觸到是非對

錯·高低貴賤的最高標準；他接觸到的只能是他所生活的那個社群

或者社會共同體的價值標準·這種社群意義上的價值標準，跟最高

的價值標準之間往往會有差別，也正因為如此，現實當中的人不可

能實現道德意義上的、或者說自身品格意義上的完美，因為他所生

活的社群的價值標準對他自身的價值追求具有一定的誤導陸。這並

不難理解。試想一下，生活在一個窮兵黷武的國家中的人民，由於

受了錯誤的引導和洗腦，崇尚暴力和侵略，並且絲毫都意識不到這

是錯誤的，這樣的例子在現官當中並非不存在。因此施特勞斯認為，

（續）

們可以這樣來說明對自然權利的追求和權威之間的關係：在一個被

宗教隨的神聖法典所統治的社會當中對這些神聖法條的批判性的

討論是被嚴格禁止的，尤其是在年輕人的面前然而蘇格拉底卻討

論了關於自然權利的問題而對於這個問題的發現本身就預設了對

於祖宗之法或者說神聖法典的懷疑，這種康疑和討論不僅僅是當著

年輕人的面而且還是在同他們的討論當中展開的。觸I丫JR祕’and

刀jlory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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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一個社會裡面每一個人都會按照最高的價值標準來要求自

己，並且逐漸達到至善的境界那麼這個社會必定是由那個掌握了

這一最高價值標準的哲學家來直接領導的，也就是柏拉圖在《理想

國》當中所描述的那個社會·但是這樣的社會在現實中其實並不存

在，也不可能存在。如果說最好的社會，或者說最高形式的社會是

由掌握了最高價值標準的哲學家直接領導的社會，那麼與此相反，

最壞的社會就毫無疑問是暴政（tyranny)，或者說山暴君統治的社

會。暴君貪財好色，暴虐無道，因此他治下的百姓自然也就不可能

追求最高形式的人格意義上的自我完善。我們很難想像生活在暴政

下的人能夠實現道德意義上的自我完善，無論對於古代抑或是現代

意義上的暴政都是如此‘這個世界上不可能有柏拉圖意義上的那種

3「在他關於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哲學的論述當中，阿爾一法拉比
(AIFarabi）在他總結柏拉圖的理想國的時候這樣說道：正因為
人要同其他人在這樣一徊國家（暴政）當中生活，他不會真正活得
像捆人；但是如果他把他自己同其他人分離開來不接受他們的生
活方式，自己獨自追求自身的完美他會活得很悲序，而且他也不
會真正得到他想要的因為有這樣兩種情況會發生：他或者被殺
或者被剝奪追求自身完美的椎利。這也就是為甚麼他需要另一個國
家一個不同於存在於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的國家的國家這也就
是為什麼柏拉圖要追求另外的那樣一梱國家」，Leo strauss , some
kemarks on the Po]ltlca]Science of Maimon]des and Farabl , , , i∥Leo
Strauss , Leo驗ra腦on眉jmon ' des : theCo即lete階凡m劇，The
U"' vers , ty ofCh ' cag0Press , 2013 , 303，「在這一節的最後一段話中
孟德斯鳩說德性的自然位置緊挨著自由·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在
一個不自由的社會中，你不大可能發現德性這就預設了一個非常
特殊的自由概念，亦即，自由社會是一徊不使我們履行道德義務變
得艱難的社會而在一個君主政體和專制政體中卻可能使我們履
行道德義務變得艱難」《從德性到自由：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
講疏》刊輿施特勞斯黃濤譯（上海：華束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7)，頁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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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形式的社會，但是暴政從古到今卻是真實存在的而且屢見不

鮮。夾在最高的和最低的這兩種形式的社會中間的就是憲政民主的

社會。這樣的社會必定要好過暴政，但卻一樣不是最高形式的善。

從價值導向上講，這樣的社會由於缺乏統一的價值層面上的正確引

導，因此人們的價值追求五花八門，各種各樣。在這樣的社會裡不

會缺乏追求人格上的自我完善的人，但是絕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有這

樣的追求。因此民主社會由於缺乏價值層面上的引導，一不小心就

有可能會掉人暴政當中，這其實就是柏拉圖在《理想國》第八卷當

中所描述的從民主向暴政的倒退4。

施特勞斯最主要的觀點之一，即他關於「隱微書寫」以及「顯

白」和「隱微」之間的區別的論述，實際上也是建立在他關於價值

判斷超越歷史超越世俗的基礎之上的。施特勞斯關於「隱微書寫」

的論述，也是中國施派非常熱衷於使用但是卻不明就裡的一個概

念。施特勞斯所謂的隱微書寫指的究竟是什麼？這其實可以用一個

具體的例子來說明，就比如說施特勞斯的《論僭政》這本書5，實際

上是施特勞斯對古希臘哲學家色諾芬（XenoPhon）的一篇文章〈希

耶羅〉(Hiero）所做的解讀·色諾芬所講的故事是這樣的：話說從

前有一個暴君叫做希耶羅，有一天從遠方來了一位叫做西蒙尼德

(5 imonides）的詩人。暴君問這個詩人一個問題。暴君說他在自己

的國家裡面是權力最大的也是最有錢的，也正因為如此，他屬下的

民眾都非常的妒嫉和仇很他，因為他所擁有的比所有其它的人都要

多。暴君問詩人這個問題應該怎樣解決。詩人就說，這很簡單，如

劉瑜在很早以前的一篇題為〈哪個施特勞斯更真實）的文章當中曾

經提到過這一點。該文最早刊載於《南風窗》2003年第14期。

Leo Strausg On乃？an州U"iverslty ofChlcago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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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你能夠利用你自己的私人武裝保護你的人民，用你自己的財富為

他們提供福利，他們自然就會愛戴你的。這個簡單的故事在施特勞

斯看來說明了一個很深的問題。首先施特勞斯認為，這個故事是建

立在一個假定之上的，這個假定就是人是自私的，而且每個人都希

望自己擁有的比別人更多。就這一點而言，暴君和他的臣民之問並

沒有本質上的區別。也正因為如此，作為最有錢和最有權力的他，

才會受到所有其它人的嫉限。因此這個故事其實是一個關於社會心

理學的故事，那就是說，人類權力的本質其實是人類自私的本吐，

因此一個人的權力會受到其他人的反對，是因為他的自私損害了其

他人的自私，而一個人的權力之所以會受到其他人的擁護，是因為

他的自私與其他人的自私之間建立起了一種互惠互利的關係。詩人

的提議只能讓廣大民眾基本的生存需求和物質需求得到滿足，但是

對於他們自身人格的提高卻並沒有幫助·施特勞斯認為，色諾芬的

這個故事，它的顯白教誨和隱微教誨之間的區別正是建立在這一點

之上的。暴君和他的臣民之間可以建立互惠互利的關係這一點，在

施特勞斯看來其實只是這個故事「顯白」的部分。這其實並不代表

作者色諾芬自己的思想。按照施特勞斯的看法，色諾芬他自己其實

是對於這樣的一種「互惠互利」持壞疑態度的，也就是說，色諾芬

認為，這其實並不是最高的價值追求·這是這個故事的「隱微」部

分。一旦一位讀者意識到了這並不是最高的價值追求，他就會自覺

的懷疑這個故事裡表面上的價值預設，進而追求更高層次的價值。

因為現實社會當中大部分人的基本追求，就是滿足他們基本的物

質、生理和生存需求，所以現實意義上講，最好的社會形式就應該

是一個能夠滿足大多數人生存需求的社會·但是一旦你意識到了這

不是人最高的價值追求，那麼在這個意義上的「最好社會」就不是

對你而言的最好社會，你於是便會去追求一種更高形式的善，它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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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於世俗之上。施特勞斯所謂的「顯白」與「隱微」，其實是一種

類似於反諷的修辭手法：它首先給你展現一種價值判斷，或者說一

種基於世俗眼光的價值判斷，但是它實際上的價值判斷其實是對於

這種價值判斷的否定，而作為讀者的你能否察覺到這一點，就在於

你自身所持有的價值判斷是怎樣的。如果你自己的價值判斷就是世

俗意義上的價值判斷，那麼毫無疑問你就會認同作者向你展示的表

面上的價值判斷，但是如果你自身所持有的價值判斷要高於世俗意

義上的價值判斷，那麼你就會覺察到作者想要向你傳達的另一層信

息，那就是對於世俗意義上的價值判斷的廄疑和對更高層次的價值

的追求。這實際上也是施特勞斯的宗教思想，他的猶太教思想的核

心之所在。他認為傳統意義上的猶太教律法有兩重含義：它既包含

一種對於世俗社會的簡單的道德約束，同時也包含一種超越於世俗

之上的價值判斷，所以它可以將哲人和普通民眾團結在一個社群當

中。在這個意義上可以對施特勞斯的《論僭政》做一點延伸，那就

是世俗意義上的政治成就，如果從一個更高的層面來看的話，其本

質可能是一種失敗。《論僭政》裡面所講到的暴君的故事其實跟1980

年代以來的中國政治有極大的相似性，因為共產黨維持社會穩定的

一個最重要的手段，正如故事中的詩人所說，只要你有能力讓大家

都富起來，就沒有人會懷疑你自身統治的合法陸·但是正義與非正

義的標準卻是客觀的。

施特勞斯之所以要強調價值問題，強調價值判斷超越歷史、超

越現實的特性，強調柏拉圖式的理想國，其目的就是為了對抗現實

的黑暗·就這一點而言，施特勞斯的政治哲學其實屬於20世紀反極

權主義（anti-totalitarian）思想的一部分，同漢娜阿倫特、哈耶克、

卡爾波普、以賽亞柏林、雷蒙阿隆、萊澤克科拉科夫斯基、

弗朗索瓦弗雷等思想家同屬一類當然他可能更接近於同樣從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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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主義角度反對極權主義的艾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和雅

克馬里坦（Jacques Maritaln）·施特勞斯同這些反極權主義思想

的一個不同之處在於，他沒有特別直接的討論關於極權主義的問

題，不像阿倫特寫一整部《極權主義的起源》來探討極權王義，儘

管他在著作中很多次提到極權主義。他對極權主義的批判是直接

的，但是卻是隱含的·他的觀點可以這樣來表述：人們真正會意識

到善惡對錯的價值標準應該是客觀的，獨立於人的主觀意志，並目

超越於人的主觀意志之上的時候，就是在當他們面對那些人類歷史

上最黑暗的時代的時候，比如列寧和斯大林統治下的俄國，毛澤東

統治下的中國，波爾布特統治下的紅色高棉，齊奧塞斯庫統治下的

羅馬尼亞。這些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大審判官」（Grand

Inquisito「）們，可以在一定的區域內，一定的歷史時期內，一手遮

天，為所欲為，視人命如草芥，但是卻還有能力讓他們的統治通過

暴力和謊言獲得合法陸。施特勞斯的政治哲學其實是為了展現一種

陣論：這些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時刻會讓我們明白，這個世界上一

定要有一些價值判斷的標準是客觀的，獨立於人的主觀意志的，這

個世界上一定要有善有惡，有對有錯·但是這樣的價值標準，從另

一方面講，在現實世界當中卻又並不存在。它其實只能是我們心裡

面的價值標準·所以施特勞斯的政治哲學暗含了一種悲劇意識：他

認為我們所生活的世界是一個充滿惡（evil）的世界，惡有其人陸深

處的根源，我們不可能完全消除惡。但是為了對抗惡，我們必須相

信某些價值判斷是超越於現實之上的，用這樣一種不可能的理想主

義來對抗現實的黑暗。

在這個基礎上，我打算對施特勞斯政治哲學當中反專制的部分

做一點延伸。如果說施特勞斯被廣泛稱做保守主義的政治哲學，跟

自由主義乃至左派政治思想在根木上都是反樺威反暴政的，那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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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點上最主要的區別是什麼呢。那就是，施特勞斯「反權威」

的思想是建立在一個假定的基礎之上的，這個假定就是應該有一種

真正意義上的正義的權威，而對這種真正意義上的正義的權威的信

仰，才是我們得以反抗現實當中的暴政和世俗權威的基礎。我認為，

如果說施特勞斯的政治哲學真的有什麼值得我們嚴肅思考的遺產的

話，那就應該是這一點。施特勞斯的政治哲學，它的基本邏輯結構，

其實是一個關於「真」和「假」的區別：他相信有一種真正代表正

義的權威，而與這個真正代表正義的權威相對應的世俗意義上的權

威，其本質其實是一種權威的墮落：世俗意義上的權威不是真的權

威，而是假的權威。所有給施特勞斯簡單地貼上「保守主義」標籤

的人，其實都忽略了這一根本邏輯結構對於施特勞斯政治哲學的重

要陸，以及它在施特勞斯思想當中所處的核心地位。因為通常意義

上講，人們心中的「保守主義」指的是維護權威的意思，而不是反

抗權威，也正因為如此，如果簡單地把施特勞斯稱為「保守派」，

就忽略了施特勞斯對權威這個問題的看法的複雜陸。這個「真／

假」，以及「假」是「真」的墮落的基本邏輯結構，才是施特勞斯

跟自由主義和左派之間在哲學層面上最主要的區別，因為這種「真

／假」嚴格二分的敘述方式是不被自由主義，尤其是不被左派所接

受的。西方戰後興起的新左派思想以及新左派思想的哲學基礎之一

的法國後結構主義，更加是要在根本上拒斥這種敘述方式。比如說

作為後結構主義主將之一的雅克德里達，就是直接把對這種敘述

方式的拒斥當作他自己最主要的思想方法的。

這種真假二分的敘述方式也可以這樣表述，那就是當我們看到

這個現實世界的一切黑暗的時候，所有的暴力、專制、不公、黨派

傾軋的時候，我們反而會追求一種價值上的高度，並且相信所有這

些現實層面上的惡，都只不過是一種墮落，它們最終都要讓位給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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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最高形式的、超越現實之上的善。施特勞斯並不是唯一持有這種

觀點的人，同他觀點類似的大有人在，就比如20世紀的法國天主教

哲學家雅克·馬里坦和德國保守主義哲學家艾里克沃格林。我個

人認為這種真／假二分的敘述方式不應該被完全拋棄，因為它有它

獨特的意義和對於現實政治的作用。而它對於現實政治最主要的作

用，就是它提供了人在對抗黑暗和專制時所需要的道德勇氣。人在

對抗黑暗的時候其實需要一種道德勇氣，但是假如黑暗和專制的力

量過於強大呢？這個時候人的道德勇氣要從哪裡獲得？我認為正是

在最黑暗的時刻人才需要相信一種超越於一切權力之上的正義。或

者說，在自己的內心建立一個道德意義上的權威，用這個心靈的權

威，來對抗世俗意義上的權威。要知道，對政治偶像的祟拜其實只

不過是在心理的層面上滿足了人的一種集體陸的自私和集體陸的自

大，而這種對於政治偶像的崇拜，最終必將讓位給真正意義上的崇

高。瑞典導演英格瑪柏格曼在其經典作品《第七封印》當中有一

句台詞，「上帝只是我們為了對抗恐懼而建立的偶像」。這句台詞

在電影中是出自於那個代表了無神論者的騎士之口的。與此相反

的，我哈恰認為，正是因為需要對抗恐濯，所以人才必須要為自己

確立一種超越世俗之上的崇高，因為這種崇高是人在最黑暗的時刻

能夠對抗黑暗的唯一方式。

再做一點延仲的話，施特勞斯的政治思想其實不應該被歸屬於

政治哲學一類，而應該屬於社會心理學，或者說集體心理學。施特

勞斯認為，一個社會整體意義上的價值導向，實際上是一種集體陸

格，或者說集體心理的產物。在他看來，如果一個社會裡面絕大多

數的人都自私而目光短淺，那麼這就構成了政治狂熱、偶像崇拜、

集體陸的自私和集體陸的自大的社會心理學基礎。猶如《論僭政》

那木書所描述的，對於這樣一個自私而膚淺的社會而言，只要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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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狂熱的領袖人物給群眾一個虛假的、彌賽亞式的承諾，他們

就會瘋狂地擁護·假如在這樣一個社會裡面，一個人有能力認識到

這種政治狂熱的虛假陸，但是他的觀點卻得不到大眾的支持，相反

地，如果他站出來公開反抗，卻很有可能被當作是一個「叛國者」、

「叛黨者」，進而被庸眾們暴力地處決，那麼他應該怎樣堅守自己

的信念呢？要知道，人的認識本身就具有一種社會陸，當一個人的

認識無法得到他人的肯定，甚至被絕大多數人否定的時候，其實他

是很難堅持自己的，因為他的自信心會徹底地遭到摧毀·但是不能

否認的是，這種情況又的確是存在的。在這樣的情況下，施特勞斯

所強調的「價值＄lJ斷超越歷史」的真正意義就徹底凸現出來了。持

不同政見者如果能夠堅信他們的價值判斷是超越於某一個政權的政

治教條和意識形態宣傳之上的，是具有永匠價值的，那麼他就會重

新陝復自己對抗暴政和黑暗的道德勇氣。而且這樣的勇氣一定能夠

推動他走出那個專制而封閉的社會。

施特勞斯關於價值超越歷史的論述，其實也是他借用海德格爾

思想的那一部分，不過嚴格來說算不上借用，只能說是敔發，因為

海德格爾並沒有討論過價值問題·海德格爾的哲學基本上屬於形而

上學的範疇，但是他後期思想中有大量關於「遮蔽」和「開歐」的

討論。後期的海德格爾認為，現代陸遮蔽了存在的某種更為本真的

狀態。這與前期的他在《存在與時間》當中關於時問和可能吐的探

討有區別。在《存在與時間》的後半部分中，海德格爾認為一個人

的一生從生到死其實是一個不斷向未知的可能陸敞開的過程，只要

人還沒有死，這種面對可能陸的敞開就不會結束。而海德格爾在《存

在與時間》當中所指的「本真本己陸」（resoluteness)，就是指

當一個人面對將要到來的可能陸的時候所作出的完全屬於他自己的

決定。在《存在與時間》的最後一部分，海德格爾指出，人類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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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質其實也是一個不斷向新的可能性敞開的過程，因此歷史的發

展方向永遠不可能被預知或預先決定，新的可能陸永遠屬於當下的

這一代人，並由當下的這一代人來開敔。施特勞斯政治哲學的基本

構架，其實就是在後期海德格爾批判現代性的基礎上添加了他自己

關於價值問題的考慮。歷史如果僅僅只是面向未來開敔，也就意味

著歷史上曾經的創傷和暴力會再次發生，不斷重複。而這洽哈是施

特勞斯為什麼認為現代並不必然意味著進步的原因，因為現代社會

並不能夠徹底避免暴政、暴力和政治迫害的再度發生。因此現代僅

僅只是相對於中世紀而言有了一點小的進步，但是依然停留在人類

歷史的黑暗洞穴中，沒有真正進入光明的國度。這一點對於當下中

國的政治環境頗具意味：如果說改革開放之後我們正逐漸地從人類

歷史洞穴的最深一層進入了較淺的一層，近些年的狀況似乎又重新

退回了洞穴的底部，民族主義情緒的狂熱便是一個例子·

20世紀歐陸哲學當中有很多跟施特勞斯觀點相近的論述，尤其

是在關於建立政權的暴力，群體陸的暴力和群體陸的自私等問題

上，例如眾所週知的漢娜·阿倫特。阿倫特關於建政的暴力的論述

十分有趣·首先她認為人有三種最基本的行為。第一是動物性的，

滿足基本生存需求和生理需求的行為，比如生產食物。這種類型的

行為的最大特點就是它的產物，或者說食物，一經產出，很快就會

被人類自身消耗掉，不會留下任何痕跡。在動物陸的，或者說生理

陸的需求的基礎之上，人的第二種行為是製作這個世界上具有一定

耐用陸的物品，比方說所有的建築物和交通工具，甚至包括藝術品，

乃至一些十分抽象的事物，比如說法律·阿倫特在《人的境況》6當

中有一個十分有趣的關於法律的描述，它說法律的作用類似於城

H韻nah Arendt TheHumanCo〞dil ' on , UniversityofChicagol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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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制定法律的過程類似於為我們所生活的世界建造城牆來保護我

們。這種類型的製作活動，臼的產物具有時間意義上的延續性，或

者說耐用陸。但無論生產食物還是製作工具，兩者的最終目的都是

為了第三種行為，也是最重要的那種行為服務的，那就是人的行動

(action）。阿倫特認為人的行動有幾大特陸。第一它一定不可能是

完全孤立的、個體意義上的，而一定是群體陸的，人與人之間互動

的。第二它的結果沒有可預期陸，更不可能完全計畫，然後按照計

畫施行。而且它的結果具有不可逆性。也正因為人的行為具有不可

預期陸和不可逆性，所以才需要人與人之間的承諾（promis的和寬

恕（forgive）。阿倫特對於政治暴力的論述是建立在這三個概念的

基礎之上的：她認為暴力的根源是這三個領域之間的越界，或者說，

當我們用製作物品的方式管理人的時候，暴力就產生了。因為製作

一定是具有計畫性的，而人的行為哈洽具有不可預期陸，當人被強

迫去實現某種計畫的時候，這種強迫就必須要依靠暴力才能實現。

這種強迫性的管理方式在阿倫特的思想體系裡面有多種體現，它既

可以表現為資本主義，種族主義，也包括法國大革命當中雅各賓派

的暴力或者俄國十月革命式的暴力，當然更包括20世紀的兩大集權

主義，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

與此類似的，本雅明在他的文章〈暴力批判〉7中區分了三種不

同類型的暴力：創造法律的暴力（lawfounding violence)，維護法

律的暴力（law一preserving violence)，以及最終救贖陸的神聖暴力

(divine violence）。任何一個政權或者任何一種規範，在最初部是

依靠暴力才得以確立其合法性的，因此法律的開端其官是一種不受

Be則amin , Walter , CritiqueofVio]ence , inselected黔心l叫占（Marcus

Bul]ock&MichaelWJenningseds)Voll , Belknap2002237一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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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本身約束的、法外的暴力，比如說一場革命。這種暴力最大的

特點就在於一方面自創造了法律，但是另一方面它的存在跟法律本

身之間又是矛盾的：一旦建立了法律，這種創造法律的「法外暴力

就不可能被允許繼續存在·也正因為如此，每一個政權，或者每一

種制度都需要一種維護法律的暴力，比如說一整套的警察制度。這

種守法的暴力隨時監視著可能發生的大規模暴力革命，並將其消彌

於無形，使其無法形成規模。本雅明認為歷史的本質其實就是這兩

種暴力之間的循環：每一個政權部是依靠暴力革命建立的，但是一

旦建立起來之後，它就不能容忍另外一種能夠推翻它並建立起另一

個新政權的暴力，直到它被另外一種它沒有能力壓制的暴力推翻為

止。而這兩種暴力之間的循環必須要靠另外一種暴力來拯救，那就

是神聖暴力。這種暴力摧毀了所有現存的政治制度，把人類從制度

的奴役當中解救出來，但是它本身卻不會再建立起一種新的制度，

因此這種神聖暴力，在本雅明看來，其本質是救贖陸質的。事實上

所有的這些關於建政的暴力，權力和正義之間的關係的論述，無論

是阿倫特的還是本雅明的，都間接地關聯到了施特勞斯政治哲學的

那個最最根本的問題，那就是，這個世界上必定要或者說必須要有

一些價值判斷是超越歷史的，超越意識形態的，或者說超越於某一

個歷史時期或者某一個政權的價值觀之上的。不然的話，對於那些

可以在某個歷史時期或者某個區域內一手遮天的政治權力而言，這

世上除了權力便毫無正義可言·

與施特勞斯自身的觀點相反，中文世界的施特勞斯派的基本工

作重心就是在為「中國特殊性做辯護亂甘陽劉小楓完全忽略了施

關於這一點的例子不勝枚舉：比如網上流傳的一篇題目名為〈子
鈴、韓潮、雷思溫：施特勞斯在中國意味著什曆？〉的文章裡面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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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勞斯所強調的，價值判斷的超越歷史、超越社會·超越意識形態

的特陸·他們把施特勞斯關於價值判斷的論述與現實社會當中的政

治秩序完全等同起來，並且用這樣的一種方式來為中國共產黨和歷

史上的中國儒家政治秩序做辯護，宣稱這些政治形式都是符合施特

勞斯政治哲學的「賢人政治」，「精英政治」。與此同時，再把施

特勞斯批判現代性的內容加以誇大，加上西方左派的一些批判西方

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論述，就構成了他們那一套中國政治

傳統（儒家政治秩序和共產黨政治）對抗西方現代陸的基本敘述。

（續）

明確提出，施特勞斯對中國學者的影響就是讓中國學者找3 . J屬於中

國自己的助mos或者說「中國道路」，「中國特殊的政治體制」

這樣的觀點在我看來不僅跟施特勞斯的觀點是根本相反的，而且它

的問題意識是自相矛盾的：如果說受了施特勞斯影響的中國學人，

他們的問題意識跟施特勞斯的問題意識根本上相反，那曆為什曆他

們要去讀施特勞斯，並且還在中文世界誰廣施特勞斯呢？要知道施

特勞斯的本意不是要去確立一個國家自己獨特的政治制度，而是要

去反思一個國家自己的政治制度，進而尋求一種超越於統治權力之

上的正義。如果中國的施特勞斯派雅崇施特勞斯，其目的是為了把

施特勞斯的觀點朝著與他自己觀點相反的方向誰進那麼這幾乎等

於說一個人在讀了馬克思以後變得更加相信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

就是合理的一樣這完全是荒謬的。文中提到的現在在中國人民大

學哲學系任教的雷思溫先生還有一篇在網絡上廣為流傳的文章叫

做〈中國文明與學術自主：反思二十年人文社會科學）。文章當中

也有這麼一句話：「砲特勞斯對於中國學界的重大意義之一就在於

打破西方的『現代性神話』使很多前提重新被問題化從而能夠

通過反思現代走向對西方思想史和現代陸的重新理解。這篇文章

整體上其實就是在批判從1980年代5 . J現在中國學術界盲目學習西

方潮流的現象（在他看來的「盲目學習」）並強調中國知識分子

要走「中國道路」探究中國國情。但是這篇文章的論點相當不清

楚論述相當的空泛他始終沒能說清楚他所認為的「中國道路

和「中國國情究竟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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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種移花接木的操作不僅同施特勞斯自身的觀點完全相反，就

是說針鋒相對都不為過。他們完全破壞了施特勞斯政治哲學自身的

完整陸，通過片面地截取其中的某些觀點，加上自己的添枝加葉，

添油加醋，創造出了一套完全莫名其妙的東西。更何況施特勞斯在

政治立場上屬於保守派，他可以算得上是保守派當中的保守派。他

在反對共產黨一黨專政（這裡包括世界範圍內所有的共產黨政權，

並不局限於中國）這一點上的態度也是非常明確的。共產主義在施

特勞斯的眼中實際上屬於20世紀的兩大極權主義之一，屬於暴政。

這也是他跟阿倫特之間的一個共同之處：那就是他們倆都是既批判

右翼的法西斯主義的極權主義，同時也批判左翼的共產主義的極權

主義，對於這兩種極權主義同等對待，而不是像20世紀的某些法國

左派那樣偏袒共產主義，對共產黨在蘇聯和中國的暴政睜一隻眼閉

一隻眼。

但是我相信，如果一個人真正讀了施特勞斯的原作，應該很難

理解為什麼這樣一種觀點居然可以從施特勞斯的政治哲學裡面推導

出來。應該說，施特勞斯關於價值超越陸的論述完全沒有引起中文

學界的重視，而這跟中文學界對於政治哲學的理解有一定的關係。

中文學界對於政治哲學的接受和理解，似乎更傾向於將政治哲學當

成是一種可以應對中國現實問題的處方式的學問，而不是哲學。這

種考慮問題的方式，在施特勞斯看來哈冶是一種「二流學問」，因

為哲人的工作是要去追求超越世俗社會之上的、關於價值問題的終

極標準。我認為實際上政治哲學，作為哲學的一個分支，並不能直

接解決現實問題；那應該是屬於政府管理類學問的旨趣，而不是政

治哲學。如果從施特勞斯的觀點出發來看中國，那麼問題的關鍵就

不應該是怎樣找到中國人自己的道路，或者說怎樣找到中國自身的

獨特陸，不管這種獨特陸是何種意義上的，而是怎樣超越中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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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路和獨特陸。中國本來就有自己的道路和獨特陸，無論是在古

代還是在現代，不僅中國有，而且從施特勞斯的角度講，每個國家

都有。我們應該相信，歷史具有它自身的偶然陸，也就是說，每一

個國家的社會形式，不是從一開始就計畫好了然後才朝著這個方向

發展的，而是具有一種偶然陸，誰也不可能知道究竟為什麼一個社

會會具有那樣一種社會形式，就像中國為什麼會有儒家，西方為什

麼會有基督教一樣，這些其實都是歷史的偶然。這也是以賽亞·伯

林和卡爾波普政治哲學的核心觀點，即歷史沒有所謂必然陸，而

強調任何一種所謂的「歷史必然性」，其本質上都是極權主義意識

形態的產物，或者至少是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根源，就像黑格爾的

政治哲學一樣。這冶冶就是中國共產黨一直在推動的意識形態宣

傳：它宣稱自己是歷史的必然，是人民的選擇，它讓我們相信中國

歷史最終的發展，就是一定要發展到中國共產黨成為唯一的執政黨

這一步，除此之外，其它任何的歷史形式都是錯誤的。而這種自我

宣稱的「必然陸」，其背後哈哈充滿了無數的偶然吐。比方如果日

本當年不發動侵華戰爭，進而牽制國民黨大部分兵力，那麼共產黨

就勢必會被消滅殆盡。而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其本身也是具有歷史

偶然陸的，它也是日本在現代歷史上的一次「偶然」。從另一方面

講，把「偶然」轉變成「必然」的過程其實也就是一個暴力的過程·

正因為歷史充滿了偶然，所以把某一種偶然變成必然就勢必需要暴

力作為手段，這也就意味著一個執政黨必須要通過暴力的方式篡改

歷史，抹殺掉所有不利於它自身「必然陸」的歷史事實。施特勞斯

並不否認歷史所具有的偶然陸，但是他更多地想要強調我們必須在

承認歷史偶然陸的同時，也承認偶然性所具有的局限陸，或者說超

越偶然陸。這種超越不是黑格爾和馬克思意義上的超越，不是說歷

史最終要進化到某一個完美的頂點，而是說我們要認識到承認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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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具有的這種偶然陸，也就意味著要承認歷史可能在某些情況下走

到「最低點」，進人一種非常黑暗的狀態，這也就意味著我們必須

相信有一些價值判斷，它們的存在是必然要超越於歷史之上的。

不能否認的一點是，施特勞斯的政治思想，其最終的落腳點的

確是道德完美主義，也就是說，他的思想最終的目的，是要追求一

種個體意義上的自我完善，並且這種自我完善只有在一個非常理想

的社群當中才有可能實現，儘管這樣的社群在現實當中其實並不存

在。但是我更希望強調他關於價值客觀吐的論述，尤其是價值判斷

超越歷史超越意識形態的特陸。我之所以要這樣講，主要原因有兩

點：其一，中國的施特勞斯派學者，由於過分強調施特勞斯政治哲

學當中關於道德完美主義（moral perfectionism）和道德教育的部分，

實際上把施特勞斯政治哲學變得完全庸俗化了：他們對施特勞斯的

宣傳使得施特勞斯看上去完全就像是一種道德說教，完全缺乏批判

現實的吸引力。這種道德完美主義非常容易蛻變成一種政府管理民

眾的方式：政府可以簡單地宣稱民眾都是在道德上低劣的，進而必

須要被教育和規訓9。其二，道德完美主義，無論是何種形式，何種

伴隨著中國國內的抱特勞斯熱的就是由甘陽主導的通識教育運
動包括三捆最主要的「博雅學院（中山大學博雅學院、清華大
學新雅書院和重慶大學博雅學院；甘陽一人身兼前兩所博雅學院的
院長職位）以及從2008年開始到現在已經持續辦了十屆的「通識
教育講習班」。甘陽和他在中國學術界的同拙們發起這項運動按
照他們自己的說法，的最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抵制市場化和資本主義
對大學的侵蝕防止越來越多的學生抱著完全功利的目的讀書。但
是事實上，我嚴重隨疑這樣的一種行為，從抵制資本主義和市場侵
蝕的角度上講究竟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抑或是說它本質上還是
在為資本和市場提供後備人才。更何況當今中國整捆國家的教育
體制實際上還是掌握在共產黨或者說國家權力的手中而共產黨
從來都沒有真正放鬆過它對整捆教育系統的意識形態控制。就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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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上的，其實是不可能實現的，但是無論個體意義上的道德完美

是否可能，這個世界上一定會有一些價值判斷，白們的對錯與否是

超越於某一個社會的意識形態之上的，這一點是沒有疑問的。因此，

施特勞斯政治哲學當中關於價值判斷超越歷史、超越意識形態的論

述，要比他的道德完美主義廈具有批判現宵的價值〕0。比如說毛澤

（續）-

點而官甘陽以維護現行體制為前提的「通識教育」、「博雅教育」、

乃至其雅廣的施特勞斯政治哲學，本質上是為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和

社會控制提供了一種更理隱的、或者至少聽上去更合理的手段

10另外還有很重要的一點，訛是施特勞斯的政治思想在根本上是基於

一個哲學概念，那就是人性（human nature）。但是實際上人性這

樣一個概念，基本上已被現代西方哲學徹底拋棄了。枕這個意義上

講，我們即便不能完全否定這個概念的存在，至少也要承認這個概

念很可疑·現實生活中，我們其實不可能直接看到「人陸」，我們

看到的只不過是某一個人或者某一群人的行為。換言之，如果一個

人什麼都不做，那曆我們根本無法判斷他究竟是好還是壞，說他是

好是壞其實都沒有意義。我們對他所做的「人陸」判斷其實是根

據他的某一個或者說某一些行為做出的·因此可能行為（acti叩）

和行為規範（助rm）這樣的概念比起人陸而言，能夠更好的描述社

會。比方說一個人他殺了一個人但是即便如此我們也不能根據

這個就藺單地判定他是一個壞人因為一件行為本身不會具有固定

的陸質而是要看一下該行為的種種當下的屬性。所以我們首先要

去分析他的動機是什麼但是即便他的動機是壞的比如說搶劫

我們也很難單純根據這個就＄.）定一個人他是壞人因為這樣的動機

也許只是臨時陸的。如果僅僅根據這樣一個行為就判定這個人是一

個壞人，讓他水世不得翻身，似乎對他非常不公平。因此人性這個

概念很可能是我們在沒有完全理解人的行為的時候對人的行為

所做的一種「形而上學假設」，枕像我們在還沒有完全了解科學的

時候假定上帝創造了萬物一樣。我這篇文章不打算對這個哲學問

題做深入的探討，它實際上超出了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但是不能

否認人陸這個問題的真實與否是我們理解槍特勞斯政治思想的一

個關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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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的個人品德問題，就通常是支持和反對他的人爭論的焦點，毛的

支持者會認為毛自身的生活十分簡樸，具有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風

範。當然毛自身的生活是否真的簡樸也值得考量，按照楊繼繩在《墓

碑》11中的描述，即便是在最困難的大饑荒年代，毛自身的生活標

準、伙食標準也沒有降低。但是這些個人意義上的道德與他所發動

的政治運動的正義與否沒有關係。一個私生活混亂的人完全有可能

是一個造福蒼生的人，而一個禁慾主義者卻很有可能是一個創造了

歷史災難的惡魔·個體意義上的價值判斷或者價值標準，有其不可

靠陸或者模稜兩可的特陸。一個人完全可能既好也壞，完全可能在

某件事情上面的判斷是正確的，但是在其他事情上是錯誤的。我這

裡所指的超越歷史、超越意識形態的價值判斷，是指比如說生命的

可貴，比如說犧牲無辜的生命是錯誤的。

這也是施特勞斯政治哲學最關鍵的一點，也就是說，他的思想

實際上指的是，對於那些大的歷史事件和歷史轉折的正義與否的判

斷，並不是基於很高的智力標準，而哈洽就是基於這些最最基本的、

也是超越於所有社會形態和歷史時期的價值判斷。不能否認，在某

些情況下，關於一個行為的對錯與否的價值判斷，由於受到歷史當

事人的認識能力的局限，可能無法得到澄清，這一點尤其體現在大

規模的集體性的暴力當中：那些參與暴力的人們可能並不認為他們

自己是錯的，哈哈相反，他們可能認為他們的暴力是出於一個正義

的動機。但是我們有理由相信，生命是可貴的、犧牲無辜者的生命

是可恥的這樣的價值判斷，在任何社會、任何歷史時期都是正確的，

也都是最最根本的價值判斷；它的對錯與否是永區的，跟某一個具

體的歷史時期或者社會形態沒有關係。或者可以這麼講，對於共產

l〕楊繼繩，《墓磚》（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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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一黨專政是暴政和專制的判斷，並不需要很高的智力水準不是

說一個人要讀了社會科學的博士學位才能做出這樣的判斷。不是

的，按照施特勞斯的觀點，對於像文革、大躍進、反右這樣的大規

模的政治運動的正義與否的價值判斷，哈洽就是基於那些人最基本

的價值戚覺。因為生命是可貴的，所以別說大躍進犧牲了幾千萬人，

就即便是僅僅犧牲了幾個人，它也一樣是錯的。這個對錯的價值判

斷，是基於人最基本的，也是最根本的價值感覺。很多人之所以看

不出這些政治運動的非正義性，不是說他們的智力水平很低，而哈

哈就是因為他們最根本的價值觀、價值戚覺被遮蔽了，被共產黨意

識形態化了，洗腦了，所以他們才會覺得為了那些虛妄的、不切實

際的、宏大的政治構想和政治目標犧牲一些人、打死一些人根本不

算什麼。站在歷史研究者的角度上，要想弄清楚所有這些大事件背

後的成因和動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想徹底了解大規模的群體

陸暴力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站在歷史當事人的角度上，站

在那些參與了「打死人」的行為的歷史主體的角度上，要制止這樣

的暴力，並不需要他們先去學習什麼是暴力，什麼是暴力的動機和

成因，以及為什麼會有歷史上的那些大規模的暴力，比如說法國大

革命。對於制止暴力而言最為重要的，就是歷史的當事人或者說行

動者是否承認，像「生命是可貴的」這樣的價值觀是永區的，是超

越於意識形態之上的。我們有理由相信，一個人只要還承認這樣的

價值觀是超越於意識形態之上的，他就絕對不會相信什麼「天大地

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一類的昏話，因為這

樣的意識形態教條是對價值觀的徹底扭曲，也正是這樣的價值觀的

扭曲，才使得大規模的群體性的暴力得以發生，儘管這並不是它發

生的唯一條件和動因。從這個意義上講，施特勞斯政治哲學的根本

目的，就是希望人能夠在大的歷史轉折、大的政治動蕩、大是大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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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前守住價值觀的底線能夠拒絕暴政的誘惑，遠離殘酷

我對施特勞斯的理解與當前大陸流行的甘陽劉小楓一派的不

同，不僅在於我要強調甘陽劉小楓所刻意隱瞞的，施特勞斯批判共

產黨一黨專政的內容，而是更在於我相信施特勞斯政治思想的核心

是要宣揚一種普世價值，而並非如甘陽劉小楓所說所做，去宣揚一

種民族主義來對抗西方。當然施特勞斯意義上的「普世價值」，與

我們通常所說的普世價值也有一定的區別。我在此並非重述已然眾

所周知的「人權高於主權」的普世價值·從施特勞斯的角度，或者

從他的思想根源海德格爾的角度上講，人權並非是最根本的普世價

值，因為它本身屬於一項現代意義上的制度創造，也正因為如此，

它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我們畢竟生活在一個主權國家的時代，嚴格

來講在我們所生活的這個世界上，並沒有能夠真正凌駕於主權之上

的政治權力。也正因為如此，人權作為一個單純的概念意義上的東

西，它能夠限制發生在主權範圍內的暴力的可能陸了艮〕、，尤其當這

樣的一種暴力本身是被主權所許可的·但就這一點而言，我認為施

特勞斯跟當代意大利哲學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有殊途同歸

之處·那些宣稱維護人權的國際間組織，它們實際上能夠制約主權

陸的暴力的可能陸很小，因為它們本身並不具有權力；哈哈相反，

它們自身也必須要依附於某一個主權陸的權力之上（比如美國）·

因此人權觀念往往會蛻變為一種國際間不同主權之問討價還價的籌

碼。這也是現在大陸的異議人士陷人困境的根源：他們在對抗中國

政府的過程中，無法找到另外一種超越於主權權力之上的力量來協

助他們，當他們想要依靠另一個主權國家（比如美國）來支持他們

的政治改革計劃的時候，他們所能得到的幫助實際上非常有限，而

他們的政治變革構想也最終蛻變成中國與其他西方國家之問談判的

籌碼。但是從施特勞斯的觀點看，即便是這世界上沒有人權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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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觀念創造，沒有國際間的人權組織，超越於主權和所有權力形

態之上的普世價值依然存在，因為這樣一種普世的人道主義價值觀

念的存在，並不是某種制度建構的產物，而是先於任何制度建構而

存在，並且是評價一切制度建構的先決條件。這樣一種普世的人道

主義價值觀植根於我們每一個人的心靈深處，是我們人之所以為人

最根本的依憑，因為它是我們每個人心靈深處最本真的那一部分。

我相信這世上沒有任何一種政治制度是真正意義上「普世」的，

因為所有的政治制度背後都有它的權力根源，部有它在現實層面上

的權力和利益追求，即便是現代意義上的人權觀念也不能免俗。按

照耶魯大學思想史學家塞繆爾莫伊在其近期論著《最後的烏托手隊一

歷史上的人權》當中的論點12，當代意義上我們所使用的人權，實

際上是美國在冷戰時期為了對抗蘇聯的集權統治而創造的產物，因

此它本質上是後冷戰時期以美國為中’自的世界秩序的一個組成部

分。換言之，它本身也是權力及權力鬥爭的伴生物，而並非真正意

義上的「普世」價值。事實上類似的批判西方普世價值、美國帝國

主義、西方殖民主義歷史和後冷戰西方新自由主義政治秩序的論

述，在西方左派的論著中多如牛毛，而類似的論述也經常被中國大

陸具有愛國主義傾向並且支持中國共產黨的學者如汪暉和崔之元引

用，來論證中國共產黨所建立的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按照他們的論

述，中國所具有的「特殊陸」，使得中國不適用西方意義上的政治

制度和普世價值，而只有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實踐是符合中國國情的

政治制度建構。我認為莫伊從左派立場出發的對人權的批判，實際

上哈哈從一個ffil〕面褐示出當代中國異議人士生存困境的一個根源：

12 Samuel Moyn，點eL"IUI卯’aj綸manR徊hls '"H勿’仞｝, BelLnap ,
雙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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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人權這個觀念是美帝國主義及其所建構的後冷戰國際霸權秩

序的一個伴生物，所以美國當然沒有理由無條件的支持中國國內異

議人士的人權訢求，因為美國畢竟有其自身的國家利益，而它對人

權的支持也是其國家利益的一個組成部分。美國對中國國內市場的

渴望會當然地壓倒其在人權領域的訴求，而這也成為中國政府可以

在類似的人權問題上與美國討價還價的籌碼。弔詭的是，洽哈是支

持中國國家利益，所謂「中國特殊陸」和中國政府的國內學者比如

汪暉，可以從佔據美國主流學術界半壁江山的新左派那裡得到大量

的理論支持。無論美國的左派學者是否實際上支持諸如汪暉一類的

支持中國共產黨政權的中國左派學者，他們至少可以從美國左派那

裡找到大量批判西方霸權、西方普世價值和西方政治制度的論述，

可以用來支持他們的論點。但是從施特勞斯政治哲學的角度上講，

即便世界上沒有所謂人權這樣的現代政治觀念的發明，人道主義作

為一種普世價值，尤其是一種能夠制止暴力，能夠制止類似於文革

和反右一類暴力的普世價值依然存在，因為這樣的普世價值根值於

我們人陸的深處。換言之，只要人陸沒有被徹底遮蔽，就有被喚起

的可能。而施特勞斯的政治哲學說到底其實就是一個關於「心靈秩

序」和「政治秩序」之間關係的探討。或者說，一些關於是非對錯

的根本性的價值判斷是具有普匯性的，只不過這種普世價值，按照

施特勞斯的觀點，並沒有一個制度意義上的載體。而另一方面所有

人造的政治制度都具有排他性，不完美性，偏見陸，因此不可能是

絕對正義的，也不可能對它屬下的每一個民眾絕對的正義。

關於施特勞斯自身的思想，以及美國施特勞斯派和中國施特勞

斯派之問的關係，可以這樣來簡單地總結一下。如我之前所說，施

特勞斯的政治哲學有兩個根本點：第一是肯定某些價值判斷超越歷

史和意識形態的特性，第二是關於正義的政治秩序和正義的人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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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問題，而這個問題可以用施特勞斯一本著作的題目來概括，

就是《城與人》（ThoC緲andMan）。施特勞斯認為，只有在一個

正義的秩序裡面，個體才有可能實現自身道德意義上的自我完善。

在這個意義上，政治秩序和人之間有四種關係：即正義的秩序和正

義的人，正義的秩序和不正義的人，不正義的秩序和不正義的人，

以及不正義的秩序和正義的人。正義的秩序自然可以培育正義的

人，因此一個正義的秩序裡面如果有了不正義的人，那麼這些不正

義的人自然可以得到糾正。不正義的秩序裡面自然就會有不正義的

人，但是其實施特勞斯真正關心的是最後一種情況，那就是當一個

不正義的秩序裡面有了正義的人，那麼這樣的人究竟應該如何生存

下去的問題，例如索爾仁尼琴和哈維爾。也正是因為這世界上總會

有非正義的秩序，所以才需要超越歷史的價值判斷。這個問題也可

以用施特勞斯的一本著作的題目來概括，就是《迫害與隱秘寫作的

技巧》（P鯽ec訕I ' o〞a〞d the Arlof黔〞l彆）。因此，如果說施特勞

斯本人的目的是想要批判不正義的秩序，那麼美國的施特勞斯派們

其實是借用了施特勞斯的觀點來為美國的民主制度辯護，因為美國

的民主制度當然屬於正義的政治秩序之一，尤其是相對於納粹德國

和蘇聯那樣的極權主義國家而言。而中國的施特勞斯派們，諸如甘

陽劉小楓，其實是在通過拙劣地模仿美國施特勞斯派們為正義的政

治秩序辯護的做法，來為中國當下的政治秩序辯護。他們的邏輯是

這樣的：既然美國人可以為他們的政治秩序辯護，那麼我們也可以

為我們自己的政治秩序（共產黨體制和儒家政治傳統）辯護，我們

也可以宣稱自己的政治秩序是正義的秩序。但是這種操作實際上是

把中國施派自身推到了施特勞斯的反面。而他們這樣做的前提，如

我前面所論，是因為他們只是片面地強調施特勞斯的一個論點，即

人的品格有高低貴賤之別，但是卻刻意隱瞞了他的另一個核心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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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即，不僅僅人的品格有高低貴賤之別，政治制度自身也有高低

貴賤之別，或者說正義與非正義之別·這兩者在施特勞斯的思想當

中其實是緊密關聯的。而他對於政體的正義與非正義有著明確的標

準，這套標準其實就包括自由民主要好過共產黨一黨專政〕3。

基於以上的論述，我要在這裡重申施特勞斯政治思想的五個核

心要點，這五個要點分別回應中國施派對於施特勞斯的五個誤解。

”陳純先生在他發表於《思想》第巧期的一篇題為〈清除敔蒙毒：論
劉小楓的反平等主義〉的文章當中曾經舉過一個非常好的例子就
是＄. l小楓批判文革，但是他對這個例子的分析沒有完全點出問題的
關鍵·按照陳純的說法，盤叮小楓對文革的批判典型地體現了劉小楓
反對公民平等的政治參與，強調精英政治的思想。按照劉小楓的說
法，由於民眾在德性上是平庸的，所以公民參與的激進政治也就意
味著慕力的可能，而這一點最好的例子在髻」小楓看來，莫過於文
化大革命：「我接下來就親眼看到政見不合的大哥哥大姐姐們操
起AK47對射雙方都掩埋過戰友的屍體」（195）。餐叮小楓的看法
是這樣的，他認為共產黨在1949年建立的政體是有著儒家內涵的優
良政體只可階被文革給破壞丁。清華大學歷史系的秦暉先生曾經
總結過關於文革的四種基本看法：就是肯定體制基礎上的肯定文
革肯定體制基礎上的否定文革否定體制基礎上的否定文革以
及否定體制基礎上的肯定文革。留叮小楓這種看法其實就典型地屬於
秦暉所說的肯定體制篡礎上的否定文革那麼在這個意義上施特
勞斯本人究竟會怎樣看待文革呢？我認為施特勞斯對文革的看
法應該屬於秦暉所說的反體制的否定文革。也就是說抱特勞斯會
認為那些學生之所以會拿著AK47對射並不是因為他們「心陸
不純」，不適合當公氏，而是因為他們被共產黨意識形態洗腦了的
緣故因為不正義的政治秩序袒面鈴然會有不正義的人。這也就回
到了我前面所說的，就是施特勞斯的意思不僅僅是強調人的品格有
高低貴賤之別而且政治體制、社會規範這些東西本身也有正義和
非正義之別·如果說我們僅僅只是強調人的品格而完全忽視政治
體制自身的正義與否就會產生s . l小楓意義上的那種莫名其妙的、
跟施特勞斯觀點背道而馳的中國施派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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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關於施特勞斯的基本政治立場，尤其是他對於馬克思主

義或者說共產主義的態度。我認為太多的證據可以說明，施特勞斯

毫無疑問是反對共產黨一黨專政的，而且他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可能

性也是持懷疑態度的。在這一點上，施特勞斯毫無疑問是一個「反

共份子」。就比如他在＜《斯賓諾莎的宗教批判》序言＞裡面說的

這一段〕4 :

蘇聯之所以能夠生存下來完全是因為斯大林的決定，就是不要

等待西方的無產階級革命，而是要在一國之內建立一黨專政式

的社會主義，在那裡他的話就是法律，他採用他可能採用的任

何手段，無論多麼野蠻，當然這些手段裡面其實就包括希特勒

所使用過的、儘管不是希特勒所發明的手段：大規模的黨內清

洗和反猶太人政策。

對於施特勞斯而言，共產黨的一黨專政毫無疑問是暴政，而暴

政在他的思想體系當中是居於最底層的、最壞的社會形式，遠遠劣

於自由民主·當然對於施特勞斯而言，現代意義上的自由民主也不

是人類社會最好的存在方式，但是它毫無疑問要優於暴政，當然也

就優於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就這一點而言，劉小楓用施特勞斯維護

中國共產黨政體的作法是根本沒有理論依據的，而且跟施特勞斯本

人的觀點也根本不符巧。

14 Leo Strauss ,"Preface to Spinozas Cril ' queof勵lis ' on , ' in充w炤h

Ph〞“oP紗ondthecr炤紹ofMo此m卹。＆〞恥and"dur"m物der刀

光”ish Tho乙祕I , State UniversityofNewyork , Albany , 1997 , 144

“劉小楓先生有一系列的文章論述這個問題圍燒的都是維護中國共

產黨政權的合法陸和中國國家主權的重要陸這個問題，例如〈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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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施特勞斯的政治哲學可能或者說可以被用來支持民族主

義嗎？我認為是不可能的。如果施特勞斯政治思想的核心是要尋求

超越一切世俗權力（或者世俗規範）之上的正義，那麼他的思想又

怎麼可能被用來支持民族主義呢？這很顯然跟施特勞斯的本意是嚴

重不符的。更何況施特勞斯本人多次提到，他追求超越於一切世俗

權力之上的正義，其目的就是為了對抗現代極權主義那種「集體性

的自私」，或者說「集體陸的自大」。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他的

思想又怎麼可能被用來支持民族主義呢？

第三，施特勞斯批判現代性的目的是什麼，或者說，他對現代

陸的批判可以被理解成是對於西方霸權主義或者說西方殖民主義的

批判嗎？他對現代性的批判可以被理解成是要支持一種中國本土的

（續）-

認識百年共和的歷史含義＞,〈今天憲政最大的難題是如何評價毛

澤東）,〈誰能使中國恢復「大國」地位〉,〈毛澤東與中國的「國

家理由」〉,〈為什麼應該建設中國的古典學〉等。我認為，@. l小

楓這些文章的理論來源如果說是施米特似乎還有些道理（當然木

質上也不準確），因為施米特的政治思想的確跟維護主權有很大關

係但是要說是抱特勞斯則根本講不通。也就是說劉小楓在引介施

特勞斯給中國的時候在很大程度上泥淆了施米特跟施特勞斯之間

的區別因為他總是把這兩個人完全並列但是實際上施特勞斯跟

施米特的思想在本質上是有很大區別的我接下來馬上就要談到這

佃。我認為劉小楓或者是刻意在迥避桅特勞斯政治思想跟他自身觀

點之間的本質性區別或者說他自己根本上誤讀了施特勞斯。在

2015年的一篇題目名為〈劉小楓：「不指望學界整個提高古典意識，

沒有可能也沒鈴要」）的訪談裡面劉小楓又一次提到他之所以要

向中國學界引介施特勞斯，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因為施特勞斯在

解讀西方經典方面很有功夫，二是因為桅特勞斯思想當中所包含的

道德教育的內容·但是僅僅只是強調這兩點在我看來實際上是避

重就輕的我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為了說明為什麼這樣的一種對

施特勞斯的理解其本質上是在避重就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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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性來對抗西方的現代陸嗎？答案我認為也是否定的：這種對施

特勞斯的理解實際上是混淆了他和左派之間的區別。施特勞斯對於

現代陸的批＄lJ的確是有跟左派，比如說法蘭克福學派之問類似的地

方，主要是在對於現代技術理陸的批判方面。但是批判西方殖民主

義，西方霸權，以及強調「非西方的現代陸」，這些觀點實際上並

不屬於施特勞斯，而且施特勞斯本人也從來沒有強調過他對現代性

的批判包含了這些內容。這些內容更多的是屬於西方左派，尤其是

後殖民研究一類西方左派喜歡強調的內容。施特勞斯對現代陸的批

判，除了對技術理性的批判之外，最主要的一點是他認為現代陸本

身不能避免暴政。在施特勞斯的政治哲學當中，對於暴政的批判才

是根本，而批判現代性實際上是輔助性質的。他之所以要反「現代」，

是因為「現代」本身不能「避免」暴政，而現代的暴政最好的體現，

則毫無疑問就是20世紀的兩大極權主義：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

在這一點上施特勞斯的觀點跟法蘭克福學派阿多諾和霍克海默的觀

點毫無疑問有重疊，施特勞斯也不否認像納粹集中營那樣的現代暴

政，技術理吐的濫用是它的一個重要的根源。當然另一個重要的根

源，按照施特勞斯的觀點，就是來自於價值觀層面的墮落了·就這

一點而言，施特勞斯的保守主義傾向很明顯，因為他確實認為現代

社會代表了一種價值意義上的墮落，但是他提出這個論點最主要的

目的，是為了回應20世紀兩大極權主義對西方自由世界所構成的威

脅。而且更重要的一點是，這兩大極權主義，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

其理論基礎都根源於西方現代政治哲學。按照施特勞斯的理解，現

代西方政治哲學跟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及中世紀托馬斯阿奎納等的

主要區別，就在於現代西方政治哲學不再強調價值判斷的客觀陸、

永匠性、超越歷史陸以及不依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特陸，而這種

客觀價值判斷的缺失在他看來，實際上為極權政治的發展提供了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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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當一個人的價值判斷有問題的時候，也許不難對他做出糾正，

但是如果一群人的價值觀都出了問題，都整體性地陷人了一種「集

體陸的癲狂」或者說「集體陸的自大」，那麼客觀價值標準的存在

與否就十分關鍵·

就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施派拿施特勞斯來支持中國的民族主

義，或者說「中國的現代陸」（當然他們其實指的就是中國共產黨

建立的政治體制），在很多個層面上都不符合施特勞斯的本意。不

僅僅是說施特勞斯的政治哲學不能拿來支持共產主義、社會主義、

民族主義，而且施特勞斯批判現代陸的目的也根本不是為了去尋求

一種「非西方的現代陸」來對抗西方，而哈哈是為了維護西方社會

不受極權主義的傷害。當然有人會說，中國大陸在1 980年代改革開

放之後，由於市場化的緣故，的確出現了很多問題，比如說道德淪

喪、社會不公平、貧富差距加大等等，施特勞斯對於現代吐的批判

也許可以用來解決這些問題。這個觀點有可取之處，但是它跟施特

勞斯自身的觀點依然不符，因為施特勞斯從來都沒有批判過資本主

義以及資本主義所造成的一系列問題。他對現代陸的批判也沒有包

含這個。就這一點而言，中國施派最大的問題，不僅是他們過分誇

大了施特勞斯批判西方現代陸的觀點，將其提升到施特勞斯政治哲

學的主要位置，而且他們把很多西方左派批判現代性的論點強加給

了施特勞斯，比如說對於西方殖民主義·西方霸權、資本主義及其

造成的問題等等，這些東西並不屬於施特勞斯。

第四點，跟施特勞斯觀點最接近的現代西方政治哲學家是施米

特嗎？如果我們承認，施特勞斯政治哲學的核心是要去尋求一種超

越與一切世俗權力之上的正義，那麼很顯然，施米特並不是跟施特

勞斯觀點最接近的那個人。當然施特勞斯跟施米特和科耶夫之問有

過對話，他們三個人之間的對話是20世紀思想史很重要的一個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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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但這並不代表他們的觀點是一致的。哈哈相反，他們的觀點

之間的分歧要遠大於他們的相似性·施特勞斯跟科耶夫之間的分歧

最主要地體現在他們倆在關於施特勞斯的《論僭政》一書的爭論上。

簡單來講，施米特和科耶夫跟施特勞斯之間最大的分歧，在於施米

特和科耶夫都不承認有超越於歷史之上的價值判斷。科耶夫在《黑

格爾＜精神現象學〉導讀》一書中對黑格爾的創造陸誤讀，已然說

明了他跟施特勞斯在這一點上的分歧〕6：科耶夫認為人類歷史前進

的動力就是黑格爾的「主奴辯證法」，或者說「為承認而鬥爭」。

這種鬥爭最終使得鬥爭的雙方互相承認，從此人類歷史進人了一個

太平時代，但是這並不排除在遙遠的將來鬥爭會重新開始。但是科

耶夫從未說過有某些價值判斷是超越於歷史的。施米特也一樣。與

科耶夫十分類似的是，施米特也同樣喜歡強調政治的本質是一種敵

我雙方之間的鬥爭·這種鬥爭集中表現在兩個方面：就國內意義上

講，現代的議會形式的民主只不過是這種鬥爭的部分體現，但是它

不可能把這種鬥爭完全吸收掉，一旦鬥爭超出了民主表決的範圍，

那麼就需要有一個最終的仲裁機構來做出一個決斷。就國際關係而

言，國與國之問的鬥爭也是存在的，那麼一旦國家的安全受到了威

脅，就需要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有軍事力量來保護這個國家

的安全·這兩方面加起來，施米特就認為一個國家需要有一種超越

於憲法之外的主權性權力。這種主權陸的權力存在的最主要的理

由，就是為了解決衝突以及衝突可能造成的國家動盪和解體·就這

個意義上講，施米特的觀點距離施特勞斯所強調的超越於權力之上

的正義噩加遙遠。基於這一點，我認為中國國內的施特勞斯派之所

16 AlexandreKOJeve , j"Iro血c’勿ntotheReodi叫of然誣eloLedur"on論e
Phenomenolo尺，ofSPlril , Cornell Universitypregs ,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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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總喜歡把施特勞斯跟施米特相提並論，其實是在把施特勞斯朝著

施米特的方向歪曲進而完全忽略或者說掩蓋施特勞斯政治哲學當

中最根本的那一部分，也就是對超越與歷史和政治權力之上的正義

的追求。當然施特勞斯跟施米特之間也並非沒有共同陸；如果說他

們之問有什麼共通之處的話，那就是他們都認為我們不能低估人陸

的自私之處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衝突。但是也正因為如此，施特勞

斯訴諸於一種超越於歷史和意識形態之上的道德標準或者說價值標

準，而施米特卻同施特勞斯相反，最終訴諸於國家權力來解決人與

人，國與國之間不可調和的衝突。

第五點，也是最最關鍵的一點，那就是，施特勞斯的政治哲學

跟自由主義之間是完全衝突或者說完全矛盾的嗎？很顯然不是的，

但是要完整的回答這個問題並不容易。我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要對

自由主義的歷史脈絡做完整的梳理。自由主義本身是一個非常寬泛

的概念，它所包含的議題也非常多，其中有些議題跟施特勞斯政治

哲學的關係並不大·比如說平等就是自由主義的一個重要議題，但

是施特勞斯從來都沒有討論過平等問題，無論是經濟意義上的還是

身分意義上的·當然施特勞斯提到過，在他看來，似乎哲學家的地

位要高於一般民眾，因為哲學家追求最高形式的善。但是這跟一般

政治哲學意義上的平等問題完全是兩碼事·通常當我們講到平等，

指的是經濟意義上的平等，或者身分意義上的平等，但是這些平等

問題並不在施特勞斯的考慮範圍之內·雖然他一再提到關於猶太人

遭受壓迫以及猶太復國主義的問題，但是西方自由派和左派意義上

的那種強調不同族群身分之問，尤其是白人和非白人之問的平等問

題，並不在施特勞斯的考慮範圍之內·當然施特勞斯非常重視的價

值問題，或者說道德問題，可能在一些自由主義者看來很重要。因

為即便是在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裡面，我們也不能否認人需要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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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層面的追求或者說自我提升。但是這個在我看來依然不是施特

勞斯與自由主義之間最重要的銜接點。

如果說施特勞斯的政治哲學對自由主義的某一個議題貢獻格外

重大，這個問題就是關於殘酷或者說暴力的問題。自由主義的一個

題中應有之義，就是要遠離殘酷，或者說避免暴力。而這個問題哈

哈是施特勞斯政治哲學的核心問題，也是實際上完全被中國大陸的

施特勞斯派所忽略掉的問題。筆者在前文的論述中已然陸續提到這

個問題。在這裡我要再一次指出，施特勞斯之所以要強調價值問題，

或者說強調價值判斷的超越歷史、超越社會、超越意識形態的特性，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為了對抗歷史和現實中的殘酷和政治暴力。非常

有意思的是，中國大陸受施特勞斯影響的學者，對這個問題的忽略

跟中國宮方對中國現當代歷史當中各種形式的殘酷（如反右、土改、

大躍進、文革、六四等）的忽略如出一轍，遙相呼應。而哈哈施特

勞斯的政治哲學就是對抗這些政治殘酷的最好理論武器。在這一點

上，熱衷於這一類歷史問題的中國大陸自由派學者也似乎沒有發現

施特勞斯的政治哲學，其宗旨就是為了對抗這一類的政治殘酷。這

其實才是施特勞斯政治哲學和自由主義之間最重要的交匯點，也可

以說是施特勞斯比自由主義更加深刻的地方。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施

特勞斯在其經典著作《自然權利與歷史》當中對馬克思韋伯的社會

學方法的批判，施特勞斯稱之為價值中立的研究方法，就是只描述

事實，但是迥避價值判斷。其實細讀這本書就會發現，施特勞斯對

韋伯的批判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他真正的目的是為了批判西方

世界對極權主義的不作為。正如施特勞斯所說，「這種社會學方法

就好比我們可以對納粹集中營當中的事實做一個詳盡的觀察，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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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不能夠說那是一種殘酷」17·這幾乎就是對英美等國戰前對納粹

德國的綏靖政策的批判·你看到所有的惡，但是你卻對它保持沉默，

這其實才是最大的殘忍

但是不能否認的是，施特勞斯在關於殘酷的問題上也有很大的

局限陸。他實際上把殘酷的根源歸結到人性的惡上面。施特勞斯認

為人陸的惡是一種不可能被完全根除的弊病，也正因為如此，我們

應該像（在他看來）柏拉圖或者亞里士多德那樣承認某些價值判斷

是超越於人的主觀意志之上的。只可惜這樣的古典觀念在現代政治

哲學當中逐漸消失了，也正因為如此，當人類面對20世紀的兩大極

權主義的時候，面對人陸當中極惡的那一面的時候，他們缺少能夠

對抗極惡的最後那一道防線。應該說施特勞斯對待人陸的態度是很

消極的，也正因為如此，在他的哲學裡面沒有給現代意義上的自由

留有位置，而只有柏拉圖式的自由，也就是靈魂脫離肉體的自由。

從施特勞斯的角度上講，承認現代意義上的自由也就意味著承認了

人性當中所固有的、根深柢固的作惡的潛能。因此我們在肯定施特

勞斯對殘酷這一問題的貢獻的時候，也不得不反思他是不是在這個

問題上走得太遠了·換言之，只有所有人都追求靈魂的高貴才能制

止殘酷和暴力的發生嗎？難道現代意義上的自由就一定不意味著人

具有為他們自己的行為，哪怕是非常壞的行為，集體陸的非常惡的

行為，負責的能力嗎？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洽哈就是20世紀最重

要的自由主義哲學家之一前哈佛大學教授朱迪斯史克拉（Judi比

N shklar）最主要的學術工作·史柯拉認為，自由主義最重要的任

務是要防止殘酷18。官際上，前些年在中國國內風靡一時的〈在北

1 7 Nal〞raIRightand州“o〞，52
18非常有意思的是，甘陽在他的一篇在惘絡上廣為流傳的文章當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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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然提出他非常喜歡朱迪斯史柯拉。這篇文章的題目叫做＜關於研

究美國憲法的一封信〉。甘陽的原話是這麼說的：「這裡實際就和

你信中提到的一些問題有關聯了，亦即你在來信中提到1990年代以

來脫意識形態化的社會科學在中國的興起及其問題的暴露。我事實

上一直認為1990年代以來在許多方面國人都是在不自覺地重複

甚至有意識地效仿西方1950年代最時興的東西，例如哈耶克反盧

梭脫意識形態實證社會科學等等這大概同樣很可以理解

因為西方四50十年代的中。問題是西方與共產主義的對峙問題，這

不僅是政治的問題而且也是當時西方知識界學術界的中。問題。

因為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西方包括美國的知識分子仍徘徇於

如何看待蘇聯的問題，我們知道20世紀上半葉西方知識分子和中國

一樣普遍親左，因此1 950年代前後之批判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並不

僅僅只是外在批＄. J蘇聯，而同時是非常內在於西方知識界學術界自

己的基本問題意識的。當時流行的理論（例如波普爾之批判柏拉

圓，許多人批判盧複，柏林的兩種自由社會科學界歪捧韋伯等

等）往往都比較具有針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含義。例如哈耶克的

全部問題意識都是批評社會主義和計劃經濟問題，除此以外他沒有

別的問題。而很可以理解，對原社會主義國家所謂撥亂反正的需要

而言，則自然這類東西看上去似乎最對症下藥，因為這些批判都是

針對原先人們熟悉的意識形態的。但人們往往忽視，這類東西通常

都是批判共產主義有餘，但解釋西方本身則往往大有問題，這就是

shklar指出的這種為了與蘇俄強烈對照而描述的「西方」往往是高

度意識形態化而實際非常扭曲的西方圖景」。

甘陽一定程度上誤解了史柯拉批判哈耶克的目的。史柯拉的確

批判過哈耶克但是她批判哈耶克的理由跟甘陽所講的並不一樣。

事實上但就反對共產黨一黨專政反對共產主義革命的暴力傾向

這一點而言史柯拉跟哈耶克完全一致。史柯拉跟哈耶克之間的分

政不是在這一點上，而是史柯拉認為哈耶克反對共產黨一黨專政的

方式是錯誤的。史柯拉認為哈耶克的批I . J實際上變成了另一種類型

的教條主義：按照哈耶克的論述，似乎現代歷史，因為有了理隨，

就鈴然會有理隨的濫用進而也就鈴然會有蘇聯式的完全計劃經濟

的極權主義。史柯拉所反對的是這種歷史決定論的解釋方式甘陽

的目的如同我前面所引用過的雷思溫是想要說明自八十年代以

來中國國內的知識分子（尤其是自由派的知識分子）在盲目地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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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讀施特勞斯〉一文的作者馬克里拉，就是史柯拉在哈佛大學的

弟子，而里拉博士論文的副導師，則正是美國施派成員哈維曼斯

菲爾德（Harvey Mansfield)]9·馬克里拉這篇文章，其實就是一

（續）-

西方，因此甘陽認為史柯拉的觀點構成了一種對於這種盲目學習西

方的批判。但是實際上朱迪斯史柯拉反對殘酷的思想跟中國自由

派知識分子的基本觀點並無二致。

1 , Mark Li]]a , Read . ng Strauss in Beij . ng : China , 5 Strange Taste in

Western Philosophe", , , in ThoNewReP〞blicDecemberl62010談到

鳥克里拉的這篇文章也就不能不談到他在這篇文章裡面提到的

與甘陽％. l小楓同屬於一捆知識圈子的李猛。有趣的是李猛在最近

的一篇題為〈人文教育要讓學生明白，做一個好人難且值得〉的訪

談當中回應了這篇文章當中關於他的內容。李猛的原話是這樣說

的：「但比起涉及我個人的這個小小例子更大的問題恐頃是他

整篇文章對中國興起古典學的理解有誤。他並沒有理解中國興起

古典熱，並不是籣單地希望和西方對抗我認為中國人其實有從自

己的文明出發去把西方文明看成是我們傳統一部分的傾向而不

是想要從中學習某種權力的把戲。坦率地說這些東西任何民族自

己都有難道一個民族還需要從另一個民族那袒學習機詐和霸術

曆？沒有必要。我們真正希望的是去從荷鳥和莎士比亞那裡去理

解西方文明對人性聶根本問題的看法這意味著中國文明已經超越

了魏源的時代不是只把西方作為一個敵人來看待了。我們不再把

西方理解為製造器物的技術能力和政治制度而是把西方文化看作

對人類最高問題有精深理解的文化中國人需要在這個高度上去理

解西方並最終使其成為能夠豐富我們自己文化的『傳統』實

際上認真閱讀過馬克里拉那篇文章的人應該都能看出李猛在這篇

訪談中其實巧妙地迴避了里拉提出的問題。里拉從來都沒有說過他

認為中國人學習西方古典是為了學習西方的「權術」、「權力遊戲」

進而跟西方對抗·這根本就不是里拉的意思。里拉的意思是說他看

到了這一批熱愛施特勞斯、抱米特以及西方古典學的中國知識分

子（包括李猛在內）佳烈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傾向但是民族主

義尤其是對於中國當代而官的民族主義意味著國東主義、專制、

慕力和殘酷，而慕力和殘酷，恰恰正是里拉的思想源頭─史柯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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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從史柯拉派自由主義（連同施特勞斯）角度批判中國國內民族主

義的文章。簡言之，自由主義應該永遠把遠離殘酷這一點放在第一

位，而民族主義的宗旨似乎與此哈哈相反。

史柯拉的作品當中，同施特勞斯關係最大的一本莫過於她的《鳥

托邦之後：政治信仰的衰落》20。這本書是她從政治心理學的角度

對反極權主義思想所做的一個梳理。她著重批判了兩種在她看來走

過了頭的反極權主義思想。一種是單純只強調個人自由，排斥一切

政治活動的浪漫主義（romanticism）思想，認為世界上只有個人

自由最大，除此之外一切政治活動都是對個人自由的侵害；這種過

分從個人自由的角度逃避政治生活的作法，在她看來並不可取。第

二種就是施特勞斯式的「宿命論」（fatalism）觀點，認為整個人類

的現代歷史都是一部人類逐漸走向墮落的歷史，而這種墮落的根

源，就在於現代人從根本上不承認某種超越於人的意志之上的道德

一宗教權威。只不過史柯拉在書中所具體採用的例子不是施特勞

斯，而是我在前文中所提到的那兩位跟施特勞斯觀點極其接近的

人，法國天主教思想家雅克馬里坦和德國保守主義思想家艾里克·

沃格林·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這本書其實也可以被當作是一個對

施特勞斯的批判。

史柯拉的這一批判哈哈戳中了中國施派們的要害，因為中國的

施派們所想要強調的，並不是我所說的，施特勞斯反專制反殘酷的

（續）-

派自由主義（當然也包括桅特勞斯）─最主要要反對的東西。在

這一點上，鳥克里拉跟中國國內的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態度基本上

是一致的。我認為李猛對里拉原意的迥避實際上跟中國政府對中

國現當代歷史真相的迴避，在某種程度上有殊途同歸之處。

20 JudithNShLlar朋erUIOPla : TheDecl勿eofPOlit ' cal凡ith , Princeton

UniversltyPress ,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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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面，而哈哈就是施特勞斯「宿命論」的那一面。他們還喜歡去

強調人類的現代歷史本質上就是一種墮落的歷史，然後再給這個觀

點加上一個不倫不類的結論，那就是西方的現代陸完了，而中國正

在崛起。在這個基礎上我打算對史柯拉的批判做一點延伸。首先，

按照我在前面所論述過的，我並不認為施特勞斯的觀點跟史柯拉的

觀點完全相左，他們倆的思想，就其初衷而言，有巨大的相似吐，

都是為了反對殘酷和狂熱的共產主義革命式的政治激進主義。而目

施特勞斯所強調的價值判斷超越歷史的觀點，其實對史柯拉的思想

也具有補充作用。他們倆之間真正的不同，其實是他們倆對同一個

問題的解決方案不同：不同於史柯拉和以賽亞柏林的懷疑論，施

特勞斯最終依靠一種帶有強烈道德色彩的權威主義來解決殘酷和暴

力的問題。他認為每一個人的行為都具有其目的陸，而這些行為的

目的陸最終構成了人生的目的性。一個人的行為，其目的有好有壞，

因此一個人的一生，其目標也有好有壞，一個人最終會成為一個好

人或者壞人。在這個意義上，施特勞斯認為人的行為離不開一種價

值層面上的導引。這種導引也有可能有好有壞。就如同我前面所論

述的，如果一個社會整體的價值觀都出現了問題，受到了某種窮兵

黷武的思想的影響，或者如同共產黨在土地革命當中所做的那樣，

鼓勵窮人打死富人，你不能想像生活在這樣一個社會當中的人，他

們的行為會具有一個正義的目的，他們會向著正義的方向發展。而

施特勞斯對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案，就是認為一個社會必須要在某種

「道德權威」的指引下才會最終走向正義·離開了這種道德權威的

指引，這個社會就會走向墮落，而這種觀點從自由主義的角度看是

完全無法接受的。

在《鳥托邦之後》這本書中，史柯拉最終提出了一個頗具建設

陸的看法。她認為，除了類似於施特勞斯、馬里坦、沃格林、哈耶



施特勞斯對中國究竟意味著什麼 135

克這種宿命論式的反極權主義思想之外，還應該有一種具有懷疑論

精神的反極權主義思想，那就是對所有的激進革命都持一種願疑論

的態度，而她自己其實就是這種思想的代表，當然也包括同她十分

接近的以賽亞柏林和雷蒙阿隆。事實上，這種隴疑論的精神跟

施特勞斯所強調的價值判斷超越歷史的思想，本質上並不違背，但

是卻跟他所強調的道德權威主義的觀點相去甚遠。我們完全可以只

保留施特勞斯關於價值判斷超越歷史的論述，拋棄掉他關於道德權

威主義的思想，並把他關於價值判斷超越歷史的看法同史柯拉和柏

林的壞疑論精神相結合。這種願疑論精神的本質其實是教給我們怎

樣「看破」，怎樣看穿激進革命本質上的虛妄。借用《三國演義》

開篇的那句話，它有一些「是非成敗轉頭空」的味道，只不過從施

特勞斯的角度上講，空掉的是「成敗」而不是「是非」，而且「不

空是非」哈哈是「空成敗」的前提·或者更進一步講，它其實是教

給我們怎樣用一雙「冷眼」去看每一個社會，去看穿所有那些所謂

的偉大的政治成就，它背後的虛妄和它本質上的失敗。而對於施特

勞斯的政治哲學而言，其實我們最需要的，就是他政治思想當中所

隱藏的那樣一雙「冷眼」。

朱元海，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人文頓士，研究政治哲學）歐陸哲學

尤其是20世紀的反極權王義思想。





余英時先生
析論「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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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

史作用

余英時

緣起

今年（20〕勁洽逢「五四」運動一百週歲，是一個非常難得的

紀念之年。我們都知道，「五四」運動有狹義和廣義的兩種理解：

狹義指〕919年5月4日北京的學生運動：廣義則指一場新思想的運

動，當時稱之為「新思潮」或「新文化」·它鈴須上溯到1917年的

新文學運動（白話取代T文言）和《新青年》雜誌所倡導的「賽先

生」（科學）和「穗先生」（民主）·所以狹義的「五四」其實衹

是「新思潮」或「新文化」的一種行動表現，因而鈴須包括在廣義

「五四」之內。我在本文（和＜訪談錄〉中所說的「五四」都指廣

義而言。這一點吵須先交代清楚，以免引起不鈴要的誤會。

「五四」新文化是我一向重視的一件歷史大事，曾先後多次為

文討論。這次百年紀念更激起我對於「五四」的種種反思，其中一

部份已見於我和唐小兵教授的訪談錄中·但訪談結束後，我威覺還

有不少重要的想法當時沒有機會說出來。（因為訪談只進行了一小

時。）現在我想將其中一些想法組織起來，對「五四」在現代中國

的歷史作用，做一次客觀的整體論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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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我所了解的情況，目前大陸上很多人，包括新左派、新儒

家，甚至自由主義者，都對「五四」採取了批評甚至否定的態度，

這確是一個值得重視的現象。我在海外也讀過一些介紹大陸思想動

向的文字。如我的朋友葛兆光在《思想》上發表的有關「天下想像」

和新儒家「政治訴求」的文章，以及最近梁治平先生評介各種「天

下」論述的長文·（《思想》第拓號，2018年12月）我所得到的印

象完全可以印證一些大陸來訪者述及的親身觀察。其中新左派和新

儒家對「五四」的指控說來說去無非是：民主、科學之類的價值來

自西方，不但不合乎中國的需要，而目還破壞了中國的本土文化。

這是一百年來反「五四」者的老生常談，毫無新意。但是我進一步

檢查了他們所提出的各種不同的取代「五四」的方案，發現其中有

一個共同傾向，即強調中國自遠古以來便形成了一個獨特的「天下」

型文明；這個文明雖一度為西方的侵略而受到嚴重毀壞，但在中國

「崛起」的今天，必將以全新的方式重建起來。這一傾向使我深信：

這些「天下」方案，雖然彼此之間存在著某些分歧，都是在為中共

尋找一個新的意識形態，以說明其政權的「合法陸」（legitimacy）。

毛澤東死後，文化大革命告終，馬歹j主義的意識形態事實上已

完全破產。在鄧小平主持的「改革開放」時代，黨內黨外許多人都

有回到「五四」民主路向的期待·1978年北京「民主牆」的出現便

充分折射出當時一般人民的思想趨向。「民主牆」的作者主要是體

制外的知識青年，他們在大字報中批判一黨專政並強烈要求民主，

都是緊接著大批文革受害者的冤情陳訴而提出的，可見他們是「為

民請命」，而不僅僅是表達了個人的政治思想。「民主牆」的衝擊

力在當時是巨大的，引起各國記者的注視和報導，甚至鄧小平在未

奪回領導權之前，也對日本、美國、法國的訪問團公開表示：人民

用大字報表達不滿的權利是應當尊重的（按：鄧取得領導權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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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底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定案的。）所以「民主牆」通過對

毛時代意識形態的否定，而動搖了中共政權的合法性。為了挽救這

一危機，1979年一月到三月，中共在北京召開了一個「理論工作務

虛會」，由即將任總書記的胡耀邦主持，其目的便在重建一套意識

形態，為鄧小平改革路線提供正當陸。會議的最後成果是確立了「實

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為意識形態的新正統；一望可知，這正

是鄧小平「白貓黑貓論」的理論化妝。這個新意識形態在「務虛會」

之後雖受到廣泛的傳播，但黨內黨外的批評也層出不窮，更由於它

過於抽象，完全未能展現黨的最新動向，最後只有不了了之。從1 979

到1 989的十年之問，不斷有人向黨提出新的建議，其中最著名的是

借自美國政治學者杭廷頓（s跚uelPHuntington）的「新權威主義」

(new authoritarianism）·這裡有一個不但有趣而且反映當時政治形

勢的故事：1989年初，天安門民主運動即將爆發的瞬間，趙紫陽在

和鄧小平的一次對話中，提到正在流行中的「新權威主義」。趙告

訴鄧，中國的「新權威主義」認為，「為了推動改革開放，必須掃

除障礙，保持穩定，必要時不借採取鐵腕手段二」話猶未畢，鄧

便迫不及待地說：「我就是這個主張！（見吳稼祥《頭對著牆─

大國的民主化》，台北，聯經，2000，我在此書〈序〉中特別討論

了這一對話·）「新權威主義」一度成為聚談最盛的論題，正是因

為它差一點便成為新的意識形態。但當時多數知識人，特別是北京

大學的師生們，正在發起「五四」七十週年紀念大會，以展開民主

運動。「新權威主義」在這樣的思想氛圍中所得到的，是抨擊遠多

於認同，否定遠多於肯定。所以在「六四」屠殺之後，鄧小平在萬

般無奈之中，只能提出「不問姓『社』姓『資』的要求」，用避而

不談的方式暫時和緩一下意識形態的危機。

上面關於鄧小平時代意識形態的回溯和前述「天下方案的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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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密相關聯。我們首先必須理解二者之問的關聯，然後才能進一步

認識「五四」新文化在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處境。概括地說，鄧小

平在復出奪權和掌權的過程中（大致是從1 977到198勁，一直想重

建一套新意識形態以發揮雙重作用：第一、取代華國鋒所繼承的毛

澤東路線，這是奪權的先決條件；第二、為他的「改革開放」的新

路線提供理論根據，這是強化掌權的精神力量。上面已經指出，1979

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便是這樣確立的。但是這一「實

踐」主義雖然有效地摧毀了華的「凡是」主義（即「凡是毛主席贊

成的我們都贊成；凡是毛主席反對的我們都反對。」），卻不足以

支持越來越複雜的「改革開放」路線。後來新權威主義也曾得到鄧

的擊節稱賞，然而官方始終沒有正式出面宣導過它，其地位還遠在

「實踐」主義之下。可見1989年以前鄧在尋求新意識形態這件大事

上沒有取得成功·而且我們更看到，1 989年以後，他竟坦然採取了

避而不談的消極態度。為什麼在改革開放時期，意識形態的重建問

題竟如此困難？讓我從歷史角度稍作推測·

首先我要指出：這十幾年中，「改革開放」的政治要求為「五

四」精神的回歸開闢了道路，「五四」時代所強調的普世價值，特

別是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觀念，頓時大行其道。1 978年10月

我訪問大陸，正值「思想解放」運動全面展開。當時一個最響亮的

口號是「讀書無禁區」。這就表示，大批的知識人，無論在體制之

內或之外，都要求在知識·思想、言論各方面取得自由和開放。我

在北京和各地所接觸到的黨內人士往往將「思想解放」和五十年代

中期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相提並論；並且很有信心地說，

這次的「放」決不會落到「陽謀」的下場。我在11月回到美國之後，

很快便有「民主牆」的崛起，遠遠超出「思想解放」的範疇了。「五

四．精神在為下一段時期演出了一次波瀾壯闊的歷史悲劇，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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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共知，不待贅說

這裡我要特別指出的是：「五四」精神在現代中國是一股實實

在在的歷史潛力。只要政治壓力稍鬆動，便會捲土重來。我們應該

記得，1957年那個短暫的所謂「百家爭鳴」，便是由北京大學學生

在5月4日發動起來的。這一天八千個學生開「五四」運動紀念會，

十九個學生領袖發表激烈的演說，公開攻擊中共政權對民主自由的

迫害。他們還編印了一個名之為《民眾接力棒》的期刊，寄給全國

各級學校，呼籲全體學生為民主、自由、人權而奮鬥。（關於這一

事件，參看胡適1957年9月26日在聯合國的講詞“Antl-commimist

Revo]ts inchineseMainland , ,，收在周質平主編，《胡適英文文存》，

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5，第三冊，頁14901491）當時「黨天

下」統治中國已八年之久，「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和「胡適批判」

之類的運動也已在全國範圍內深人而持續地進行了多年·我相信毛

澤東不顧黨內反對，一心一意要搞「嗚放」，是他深信知識人基本

上已被打F服，不致導向亂局。（按：毛在2月27日很有信心地說付匈

牙利事件發生以後，在我國一部分知識分子有些動盪，但是沒有引

起什麼風浪·這是什麼原因呢？必須說：原因之一就是我們相當徹

底肅清了反革命。」見胡適上引文，頁149幼但他絕對沒有料到，

「嗚放」的風聲剛剛傳出，「五四」精神便復活了。「陽謀」之說

其實不過是事後造出的一片遮羞布而已。五四精神是客觀存在的歷

史潛力，在此獲得清楚的印證。至於改革開放時期的民主運動，從

「思想解放」、「民主牆」到天安門結局，都一直在「五四」精神

的籠罩之下，更是無可爭辯的歷史事實。這裡唯一應該特別強調的

一點是：當時知識人致力於「五四」精神的復活完全是自覺的，所

以他們公開喊出了「回歸五四」或「重新敔蒙」的明確□號。（參

看陳樂民（1 930200田在《敔蒙罰記》中追憶李頃之的文章，《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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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2008年第6期。）

分析至此，我們才能進一步說明，為什麼改革開放時期不能發

展出一個為「黨」所認同的意識形態。這是因為「五四」作為一個

巨大的歷史動力，在共產黨內部造成了分裂。文革結束時，國民經

濟已瀕臨崩潰邊緣，所以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最初僅限於經濟領域。

但在改革過程中，主持人（如胡耀邦和趙紫陽）都發現：經濟體制

的改革無可避免地牽涉到政治體制；後者不改，前者便改不下去了。

最後雖在黨內保守派強烈反對之下，鄧小平終於接受了改革政治體

制的原則，並在1986年指定趙紫陽主持其事。第二年中共第十三次

代表大會接受了趙的報告，政治改革才正式提上了議事日程。但內

部的分歧也立即開始了。簡單地說，以胡、趙為首的改革派，由於

其中往往有人和體制外的知識人互通聲息，傾向於參照西方體制以

擴大改革的尺度，因而不免削弱了一黨專政的權力。另一方面，鄧

小平雖號稱「改革總設計師」但是他整體構想是：甬過經濟改革以

強化「一黨專政」·自始至終他決無一絲一毫開放政權的意思·1 986

年12月刃日，他在家中會見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等人，討論學潮

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同時也為「政治改革」定下了

基調。例如他說：「我們講民主，不能搬用資產階級的民主，不能

搞三權鼎立。」又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至少還要搞二十年。

民主只能逐步地發展，不能搬用西方的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亂不

可。」這兩段話清楚地反映出，改革派受到當時「五四」精神的影

響，正在把政治改革推向民主和法治的迷徑。所以鄧才有此針鋒相

對之論。19幼年5月27日他讀了趙紫陽送去的政治報告初稿之後，又

作了如下的評論：

我們不能照搬三權鼎立，你們也沒有寫要三權鼎立，但是不是



試釋「五四」新文化運勤的歷史作用 145

也搬了一點三權鼎立呢？（中略）不能放棄專政，不能遷就要

求民主化的情緒。（按：以上資料都見於吳國光，《趙紫陽政

治改革》，香港；太平洋世紀研究所，1997)

這裡鄧明明承認，當時中國存在著「要求民主化的情緒」，然

而他焊然不顧，只強調「不能放棄專政」。我們當然部知道，「改

革開放」時期的權力源頭是緊緊握在以鄧小平為首的元老派之手，

其中包括陳雲、薄一波、李先念等人。他們無疑都接受改革必須不

能違背「四項堅持」的原則，這是鄧在務虛會結束時正式提出的（1979

年3月）。所以嚴格地說，「政治體制改革」根本便不曾開始，甚至

在經濟領域中提出的改革如「黨政分開」也有名無實。因政改而引

發的黨內分裂至六四屠殺而結束，「五四」精神在暴力面前退出了

歷史舞台，「黨天下」也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在這一新形勢下，

意識形態的重建問題再度出現了。

「六四」以後，鄧小平一度表示不談「姓社」、「姓資」的消

極態度，但是中共的整體統治究竟屬於什麼陸質，無論對國內或國

際而言，部是一個無法迥避的問題。1992年江澤民在哈佛大學演講，

喊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口號。這可以看作是中共官方

最早將意識形態和中國文化傳統聯繫起來的一種表示。這一年正是

鄧小平「南巡」，大力推動經濟開放的時期，可見他仍大權在握。

江在意識形態上的新轉向必曾取得他的認可，這是絕無可疑的。從

字面上說，這一口號好像是對於鄧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提

出的解讀。但其實不然。鄧所謂「中國特色」的本意原指中國的社

會主義包涵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市場經濟，與通常理解的

「社會主義」大異其趣，然而這哈好是「中國特色」之所在。其中

並沒有回歸中國文化傳統的意味。現在時移世異，中共官方（不是



月46 思想第37期

江個人）便在「中國特色」四個字上大做起新文章來了。這裡用「時

移世異」一語是極其認真的·我必須進一步指出為了推拓民主運動，

「六四」以前的知識人，無論在體制內或體制外，都同時抱著一種

批判中國傳統的意態·這是因為他們認為「黨天下」的局面是從中

國傳統中逐漸演變出來的。當時震動海內外人心的電視紀錄片─

《河殤》一一便是明證。在這一強大思潮之下，中共不可能以傳統

文化為號召。但「六四」之後情況完全改變了，「五四」精神已被

徹底地鎮壓了下去。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等等普世價值都被視

為是「西方的一套」，如果「搬到」中國來，便「非亂不可」。上

面所引鄧小平的話，這時已成為唯一能公開露面的政治語言。這是

中共在意識形態的層面回歸中國傳統最好時機，一方面運用民族主

義激情以重建政權的正當陸，另一方面則以釜底抽薪方式切斷民主

在中國的生命線·當然，這裡說的「回歸中國傳統」指的僅僅是政

治語言，實質的回歸不但不可能，而且中共也根本無此意願。所以

從江澤民到習近平，儒家的政治語言越來越占上風，而馬克思主義

的政治語言則已淪為附庸的地位。習在各種講演和談話中引用傳統

經典，層出不窮，以至官方必須編一部《習近平用典》（北京：人

民出版社，2015）以供讀者查考。「與之相呼應，新編《四書五經

語錄》一類古代經典選本也被大量刊行，擺上了千萬黨政幹部案頭·」

（見上引梁治平，〈想像天下〉一文，頁159）《四書五經語錄》（北

京：人民出版社，2013）是由「中華文化促進會」主持編纂的，號

稱「黨政幹部誦讀本」。這立即使我聯想到六十年代國民黨在台灣

「復興中華文化」的種種活動·蔣介石晚年對《大學》、《中庸》

特別加以發揮而集成《科學的學庸》一書·國民黨又建立了「中華

文化復興委員會」以推行這一運動，出版了《孔孟學報》和相關叢

書（如陳立夫《四書道貫》之類）。國民黨的目標十分明確，即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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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當時胡適、雷震·殷海光等以《自由中國》為基地的民中運動（見

下文）。兩相對照，今天中共「促進中華文化」和國民黨在台灣「復

興中華文化」，走的是同一道路，所採用的具體方式也如出一轍，

不過先後相距已超過半個世紀了。

在本節開始前，我曾提到，今天大陸上新左派和新儒家提出了

形形色色的「天下」論述，都以「中國獨特文明」為理據，徹底否

定「五四」的歷史意義。我又進一步指出，這些論述基本上是為「黨

天下」尋找一個新的意識形態。現在通過以上的歷史探索，我相信

我的論斷已得到證實。事實上，梁治平先生提出「官方意識形態的

天下主義與其他各種天下論說之問的關係」，便已將這個問題點破

了。（見前弓─文，頁1 68）澄清了這一關鍵陸的問題之後，我願意再

回到一些大陸自由派知識人的憂慮：「五四」在今天是不是已經淪

落到被普遍否定的境地？我不接受這樣悲觀的看法·上面已指出，

「六四」以後「五四」精神退出了前台，不再公開露面，很少知識

人的肯定論述能獲得表達的機會·相反地，否定「五四」則因受到

鼓勵而無所不在。攻擊「五四」最力者來自「天下主義」的論客，

他們不但人數眾多，而且望風而至者時有所見·但作為一個獨特的

知識群體，他們其實只代表一種聲音。（詳見梁治平，上引文，頁

166一7注236）因此我深信「五四」精神作為一股歷史潛力，它的存

在仍是不容忽視的。我希望大陸的自由派知識人不必為最近在種種

紀念會上聽到的負面評論而過分為「五四」擔心。最復讓我略述「五

四」精神在國民黨政權下的發展，以加強我的論點。

北伐剛剛完成之後，國民黨元老胡漢民便在1927年6月公開宣布

「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的大綱領，並且進一步強調：「三民主義

之外無主義」。（見胡漢民在同年《民國日報》上刊出的兩封信，

剪報收在《胡適日記》1927年6月11日條）。但是在實際運作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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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黨完全沒有力量推行胡漢民的構想。在大陸上執政二十二年期間

(1 9271949)，它雖曾一再試圖用種種政治壓迫的手段來加強專制

的威權，其結果不僅收效甚微，而且引起社會上普遍的反臧。因此

學術教育界的批評、青年學生的罷課遊行以及反對團體的組織活動

等等，都從來沒有停止過。這就顯示「五四」精神在當時社會上是

得到了廣泛支持的。國民黨之所以如此無力，主要是因它並沒有真

正將自身建立成蘇聯式的布爾什維克組織，有權力沒收一切私有財

產，將人民的生活資料完全控制在黨的手中·當時丁文江說「國民

黨的專制是假的」，可謂一語道破。

抗戰勝利之後，內有中共的威脅，外有美國的壓力，國民黨不

得不提前結束「訓政」而進人「憲政」階段。為了爭取社會的廣泛

支持，國民黨必須在中共及其同路人之外，尋求其他黨派·學術文

化界、「社會賢達」等人的合作。這些人中很多都經過了「五四」

的洗禮，基本上認同民主·自由、法治等普世價值。例如1946年頒

布的《中華民國憲法》，其主要起草人之一便是民社黨領袖張君勳

先生。兩年後（1948）根據憲法而舉行了選舉，國民黨便宣告它所

領導的政府已從「一黨專政」轉變為「憲政民主」了·但是這次所

謂「選舉」基本上是在執政的國民黨操縱之下進行的，當時輿論往

往稱之為「假選舉」。這大概和實況相去不遠。不過正如政治學家

蕭公權所指出的，選舉「做假」這一行為的本身證明政府已明白承

認憲政的必要陸，而且假以時日，「弄假成真」的可能性也不容排

除。（見蕭公權《問學諫往錄》，台北：傳記文學叢刊，1968，頁

193）無論如何，國民黨的憲政體制雖然最初僅僅是一種形式，但在

長期歷史演變中卻發揮了始料所不及的功能。在這一關聯上，我們

的討論必須轉向1949年國民黨政權撒退到台灣後和「五四」精神的

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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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當年從「訓政」轉人「憲政」是在政治危機下萬不得已

的一種舉措·遷台以後，政治和軍事形勢已完全改變。為了重整旗

鼓，蔣很想廢除憲政，將大權掌握在一己之手。1953年l月16日，在

蔣和胡適兩人的私下長談中，蔣對召開國民大會，選舉總統一事，

明顯地表示了否定的意向。這一表示使胡「驚異」」，因此在《日

記》中問道：「難道他們真估計可以不要憲法了嗎？」胡不但當場

糾正了蔣的看法，而且幾個月後又特別從紐約寫信給王世杰（當時

是總統府秘書長），「討論憲法的法統不可輕易廢止。國民大會明

年二月應該召集·一」（見《胡適日記》，1953年5月5日條）毫

無可疑，國民黨的「憲政」「法統」在台灣獲得保存，胡適是功不

可沒的。（詳見我的《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第七章中「憲政

法統的延續」一節。）胡的反共立場和蔣完全一致，在這一方面他

是支持蔣的。由於蔣在台灣事實上已是「黨、政、軍大權集於一身」

（胡適語，見1951年5月31日《胡適致蔣介石函》），胡適作為「五

四」新文化的領袖則堅決反對這種「一人獨裁」的統治方式·所以

蔣·胡衝突的一面哈好反映了「五四」精神的歷史作用。下面讓我

用最簡要的方式，略說一個大概，作為我的論點的終結。

這裡我要提出一個很大贍的看法：1 949年胡適和他的朋友們在

台灣開闢了第二度的「五四」運動，通過一個很長的曲折過程，最

後終於完成了台灣的民主化。事情必須從《自由中國》半月刊說起。

1949年二月到四月，胡適在上海和杭立武、王世杰·雷震等人一再

商談怎樣辦一份期刊宣揚自由和民主的價值，以對抗極權勢力在中

國的興起。同時參與期刊的還有毛子水、傅斯年、張佛泉、崔書琴

諸先生·刊名《自由中國》是胡適決定的，〈宗旨〉也是他在赴美

船上寫的，以後刊在每一期上。創刊號是1949年11月20日在台北出

版的，由胡適擔任了「發行人．的名義。這裡顯示出《自由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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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雙重背景：第一、這是當時一個特殊知識人群體的大結合；其成

員無論是在職官員或自由學人都認同「五四」以來的現代普世價值·

他們可以說是一群有號召力的中國自由主義先驅，因此在《自由中

國》刊行以後，自由主義者的陣營在台灣得以不斷擴大。第二、胡

適不但是創刊的最主要原動力，而且「發行人」的稱號更使他成為

《自由中國》的「護法」（patron saint）。所以在他心中，《自由

中國》和《新青年》、《新潮》、《獨立評論》等是難分軒輊的。

在此雙重背景之下，《自由中國》承擔了傳播第二度「五四」運動

的重任是不足詫異的。

胡適曾將「五四」新思潮的根本意義歸結於一點，即「評判的

態度」，我認為《自由中國》把這一態度發揮到空前的高度，特別

是在政治領域之內。雷震·殷海光等人都通過對國民黨種種不合理

政策及其貴施的強烈批評來推動民主運動·他們不但全力闡揚民

主、自由、法治·人權、科學思維等等理念，而且進一步推展到反

對黨的籌建，直接威脅到國民黨政權。他們「評判的態度」在

1 9591960期間更發展到登峰造極之境：在胡適領導下，攻擊蔣介石

違背憲法，「競選第三任總統·其後果是盡人皆知的：1960年9

月雷震人獄十年，《自由中國》關門，胡適在1962年2月中研院院士

會議上談到自由中國的確有「言論和思想自由」的激動中，引發心

臟病而去世，幾年之後殷海光也失去教職。這一結局很像「改革開

放」時代的民主運動終於「六四」的悲劇·但是我們回顧十一年問

以《自由中國》為基地的民主運動，不能不承認它在台灣的偉大敔

蒙作用。我稱它為第二度的「五四」運動決沒有過譽的嫌疑。更重

要的，二、三十年後，台灣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其中的因素雖然

複雜，但在思想層次上直接繼承了《自由中國》的傳統，則是不容

否認的事實。



試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作用 151

「五四」精神是一股真實的歷史動力，在此又得到了更明確的

印證。

2019年I月18日於普林斯頓

余英時，歷任哈佛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校長兼中文大學副校

長、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2001年6月自普林斯頓大學校聘講座

教授榮退。1974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2006年獲得「克魯格人文

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2014年獲頒唐獎漢學講·著作包括《歷

史與思想》、《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中國近世宗教倫理

與商人精神》、《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朱熹的歷史世界》、

《論天人之際》、《余英時回憶錄》曉及Ch仇eso Hist叨andcu〞，。

兩卷等多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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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精神是一股真實的歷史

動力」
「五四」百年之際專訪余英時先生

唐小兵

余英時先生是享譽海內外的傑出歷史學家和人文學者，對於我

們這一代70復從事思想文化史和知識分子史研究的學人而言，余先

生的著作如《歷史與思想》、《士與中國文化》、《中國思想傳統

的現代詮釋》、《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

《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等都是我們高山仰止的經

典，也是我們汲取學術靈成、探究學術方法和拓寬學術視野的重要

學術資源。除了這些以中國歷史文化傳統與士大夫群體為研究物件

的著作外，余先生也常涉足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史領域，其《陳賞路

晚年詩文釋證》、《重尋胡適歷程：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未

盡的才情：從《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等都是研究近代中國

歷史人物的膾炙人口的佳作，將思想史、生活史與。態史研究融為

一爐，展現了近代中國知識人斑斕多姿的歷史群像。最近余英時先

生的回憶錄三部曲的第一部在港台上市以復，也是洛陽紙貴一紙風

行，在華人世界成為津津樂道的文化話題·余先生在這本回隱錄裡

追溯了自身思想和學術成長的履歷，以此為契機串聯現代中國知識

人波瀾壯開的「內史．與「外史一尤其是講述學術思想之演進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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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的章節，大有龍場頓陽以身證道之威，更是授人以漁」的歷史

傑作。

筆者自研究生時代就開始觸及、閱讀和揣摩余先生體大思精的

學術與思想，無論其史識、史才與史筆都是我極為仰慕的，而先生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是讓我敬佩不已。春風風人，春雨

雨人，余先生栽培的弟子如王汎森院士、黃進興院士、陳弱水教授、

田浩教授等學者的作品，也對我輩影響甚深，在兩岸三地也頗受歡

迎，可以說在中國思想文化史領域，「余學」成為聶引人矚目也最

具有學術生命力的一脈。

筆者因偶然機緣得以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身分自2017年秋到

2018年秋在哈佛附近居住T一年，這也是余英時先生1955年以哈佛

燕京學社學者訪問過的名校，而且後來轉成該校歷史系博士生，又

曾經在哈佛任教多年，可以說到了哈佛威覺心理上與余先生更接近

了。歸國前夕攜家人與幾位朋友專程到幽靜如世外桃源的普林斯頓

余府拜訪余先生。行前台灣《思想》雜誌總編輯錢永祥先生得知我

的行程，特意囑咐我為該刊做一個學術訪問。一想到2019年正好是

「五四」運動百年，而余先生曾先後多次撰文紀念「五四」，我自

己的研究領域集中在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史，大多與「五四」時代的

思想文化有或多或少的關聯，於是就有了在余府閒談之復的聚焦「五

四」的一小時正式訪問，余先生夫人陳淑平老師平易近人，對我們

這些訪客極為熱比，給我們精。準備了茶水和點。。這真是一次奇

幻而如沐春風的「思想文化之旅」，後經錄音整理發給余先生，余

先生以近九十之高齡，對這捆學術訪問極為鄭重，擱置了其他手頭

事務，花費了很大心血幾乎等於重新撰寫了他對於近代中國思想文

化史上的「五四」的理解與詮釋。我想，這也許是「五四」百年之

際，對於歷史中的先賢最好的紀念吧，正如美國猶太裔思想家漢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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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倫特所言：除非經由記隱之路，人類將不能達到縱深我想，與

余先生通過訪談對歷史世界與思想世界的重訪，也是抵達「五四」

的縱深區域最重要的途程之一吧。

唐小兵（以下簡稱唐）：余先生，您好！謝謝您願意在「五四」

百年之際接受《思想》委託我的專訪。您在「五四」運動七十、八

十週年等重要的紀念年份都曾發表過專門的紀念和反思文章，深化

了華人知識界對這一現代中國歷史上的重要事件和時刻的認知。請

您先概略地談談您現在對「五四」的基本認識吧。

余英時先生（以下簡稱余）：在未開始討論之前，我想先談一

談個人對「五四」的大體認識：第一，我認為「五四」具有多重的

複雜陸質，不能僅僅把它看成一場激進的思想運動（或革命）。在

一般人的理解中，「五四」的特色在推翻中國的名教傳統，運用西

方現代的文化成果，特別是民主（「德先生」）和科學（「賽先生」）

把古老的中國轉變為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和社會·所以「五四J作為

一種新文化或新思潮往往被看作和「反傳統」與「西化」是分不開

的。這一理解或認識大體上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但是我們決

不能進一步推斷：所有接受或認同「五四」新文化的知識人都必然

會走上反傳統與激進化的道路。事實上，只要稍作考察，便可發現

很多學人當時曾參加「五四」運動，也接受民主和科學，但對中國

傳統並不一筆抹殺，而且還能指出傳統家族與宗親關係也有互相支

援的一面。他們主張憲政，尊重思想和學術的自由，但反對以暴力

改變現狀的激進態度。我過去曾指出，蕭公權先生便是一個典型人

物，因為和他採取相似立場的學人隨處可見。甚至胡適本人也同樣

具有典型性，晚年（1 960)〈中國傳統和未來＞(The ChineseTradition

andthe Future）一篇講詞便是明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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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今天一般的印象多以為「五四」是一場驚天動地的運動，

其影響立即傳布到全國各地。事實上又適得其反。讓我舉《胡適日

記》中一個有趣的例子。1922年10月24日，北大招生考試，國文科

有一道作文題：「述五四以來青年所得的教訓」。其中有一個奉天

（瀋陽）高師附中的學生竟問胡適：「五四運動是個什麼東西？是

明「一年的事？」胡大為驚詫，還以為這是一個特別的例外。不料他

遇到其他試場的監考人，他們也說有十幾個考生不知「五四」為何

物。這時上距「五四」運動的發生不過三年，而北大考場卻發生如

此不可想像的事件，可見「五四」的衝擊力大概限於北京、上海、

天津·南京等大城市的少數大學、中學等處，其他邊遠城市似乎並

沒有受到深刻的刺激。同時，我自己的早年經歷也可以與上例互相

印證。我是1937年回到安徽潛山縣宮莊鄉的，1946年初才回到城市。

這九年中，我曾在桐城縣城內的外公家中住過一兩年，此外還短期

住過潛山縣城野人寨和舒城縣城。我接觸過的人多是中學教師、地

方名士（如桐城）和縣級官員等。但我從來沒有聽見過「五四」這

個名詞，甚至學寫作文也一律用文言，沒有先生教過或提倡寫白話。

我確曾有一次聽到過有人罵陳獨秀主張「萬惡孝為首，百行淫為先」

（按：其實是誣詞。）但罵者並未連帶提到「五四」運動。我知有

「五四」是戰後回到大城市後的事。我認為這一點對我們理解「五

四」的歷史意義是很重要的。換句話說，「五四」作為一個新文化

或新思潮，必須從長期歷史的發展中了解。

第三，「五四」作為一個新文化或新思潮運動，雖然未曾在全

國範圍內發生立即的普遍的作用，但長期來看，它的確為中國學術

思想史開闢了一個全新的時代。這裡我要介紹一下，胡適晚年對「五

四」（按：他稱之為「文藝復興運動」或「新文化」、「新思潮」）

所提出的一個新解釋。由於他的有關文章未曾正式刊行，這一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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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論竟沒有引起人的注意。1955年，他寫了一篇很長的論文，名為

〈四十年來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留下的抗暴消毒力量＞（又題作〈中

國共產黨清算胡適思想的歷史意義＞)，但這篇長文並未寫完，尚

待續稿，死後收在《胡適手稿》第九集。當時中共正在發動全國性

的「胡適批判」運動，《自由中國》就有一封公開信，請他討論為

什麼中共要如此大舉清算胡適思想，並公開宣告胡適是「中國馬克

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的最早的、最堅決的、不可調和的敵人。」

（周揚語）以下是胡適的答案：

這個大謎的解答，費了我好幾個月的研究和回想，現在我漸漸

明白了·我雖然從沒有寫過一篇批駁馬克思主義的文字我在

這三十多年中繼續為中國文藝復興運動所做的工作，漸漸的把

那個運動的範圍擴大了，把它的歷史意義變得更深厚了，把它

的工作方法變得更科學化了，更堅定站得住了，更得著無數中

年和青年人的信任和參加了。

胡適緊接著說：「這一段話很像是替我自己大鼓吹」，但他認

為這是一個「近於史實的論斷」。就我所知，他確有一些誇張個人

作用的嫌疑，然而他指出中國文藝復興運動在「五四」以後幾十年

間一直在「擴大和加深」之中，則是不可否認的歷史論斷。

1919年胡適在＜新思潮的意義〉一文中說：「新思潮的根本意

義只是一種新態度。這種新姿態可以叫做『評判的態度』。」所謂

「評判的態度」便是今天通用的「批判精神」（critical sPirit）·「五

四」以後，絕大多數的知識人在從事嚴格的教學和研究時都已受到

這一「態度」或「精神」的敔發，因此才能在長時期中擴大並深化

「文藝復興的運動。胡適在同一文章中又特別提出了「輸人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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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整理國故」兩大具體計畫，成為以下幾十年學術界的努力目標，

使「評判的態度」得到了發揮的場所·根據我的觀察，「五四」以

後的中國知識人已自動走上了這一道路。例如錢穆先生回憶抗戰前

夕的北平學術界，便列舉了一二十位人文和社會科學家，並肯定地

說：他們都各自潛修，已取得了可敬的成就；如果不是戰爭的關係，

中國已形成的新學術規模一定會不斷擴展下去。（見錢穆《師友雜

億》）錢說可以印證胡適所謂「文藝復興運動一直在擴大中。」由

此可見，「五四」以來，中國現代的新學術和新思想已形成一種風

氣，不能片面歸之於胡適個人的影響。

以上我特別挑出「五四」運動史上三個重要方面，略作介紹。

這是因為這三方面到今天為止還比較未受到研究者的充分注意。從

上面的簡介中，我們至少可以看到「五四」作為一個新文化或新思

潮的大運動，不但具有多層次的結構，而且其內涵更是異常豐富而

復雜的。在這次訪談中，我當然不能詳論這三個方面，但我儘量希

望就你所提出的問題中，把討論和分析和上述三方面作一種有機的

聯繫。

唐：謝謝余先生精要地提煉了「五四」新文化運動這三個基本

面相，涉及的都是「五四」歷史認知中最重要的幾個方面，現在看

來不能簡單地將「五四」這一代人等同於全盤吐反傳統的一代人，

中國的文化傳統正如寫作《中國的自由傳統》的美國學者狄百瑞所

指出的那樣，也有與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可以銜接的部分。此外，

「五四」新文化運動在當時中國的影響就空間而言是有限的，我們

做歷史研究的學人不能誇大其作用。但從歷史的長時段來看，「五

四」的歷史意義和影響卻又存在一個層累地疊加和擴展的過程，可

以說在歷史與閩釋之問，在理論與行動之問，「五四」成為現代中

國敔蒙歷史中最具有生命力的思想價值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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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得殷海光先生同林毓生先生在半個世紀前的通信中就如

何認識「五四」這一代知識人提出了一個很有意義的問題，當時林

先生在芝加哥大學讀博士，殷海光先生在台大哲學系任教，他們經

常通信。我讀他們的書信錄，特別為他們「求知的熱院」和「求真

的勇氣」所感動，裡面有一段話是殷先生講到「五四」新文化運動，

他認為：

五四人的意識深處，並非近代西方意義況0 befree ' '（求自由）,

而是“to be llberated"（求解放）。這二者雖有關聯，但究竟不

是一回事。他們所急的，是從傳統解放，從舊制度解放，從舊

思想解放，從舊的風俗習償解放，從舊的文學解放。於是，大

家一股子勁反權威、反傳統、反偶偉、反舊道德。在這樣的氣

流之中，有多少人能做精深謹嚴的學術思想工作？新人物反

舊，舊人物也反新。互相激蕩，意氣飛揚。防禦是尚，於是形

成兩極，彼此愈來愈難作理性的交通·1911年以後的中國就沒

有日本那樣的穩定的社會中。，以及深厚的中間力量。加以左

右的政治分化和激蕩，更是不可收拾，正在此時，日本從中橫

掃，遂至整個土崩瓦解。

我對殷先生指出的這一點特別好奇，想請余先生來談談，您對

殷海光先生的這一看法是怎麼理解的，因為他也是受「五四」新文

化連動影響的這一代人的代表。

余：殷海光先生推斷「五四」人的意識深處並非追求西方近代

所謂「自由」，而是追求「解放」，即從中國舊傳統中解放出來·

由此出發，「五四」以後的思潮便流為「反傳統」，與維護傳統的

保守人士形成勢不兩立的敵峙，互相攻擊，以致未能建立起一個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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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中間力量。

我沒有注意過殷先生這個問題不過在我的認識中，「求自由」

(to be free）和F求解放」（to be liberated）其實是一體的兩面：從

束縛中「解放」即是「自由」；「自由」了便不再受束縛。所以「解

放」是消極地說，「自由」是積極地說。西方人也往往從「解放」

的角度解釋「自由」的涵義·如穆勒（1806187動的名著onLibel今

（嚴復譯作《群己權界論》）便指出：個人爭「自由」在歷史上是

從貴族統治和君主專制中「解放」出來，在現代民主體制下則必須

擺脫群體媚俗的限制。所以我認為殷先生把「自由」和「解放」之

間的區別過分誇大了。據我所見，「五四」的知識人在要求從傳統

中「解放」出來的同時便已涵有追求一種「自由」的現代人生的意

識，並不僅僅是為了推翻舊傳統而已，而且這一基本態度早在清末

便已呈現。譚嗣同（1865189田和他的《仁學》便是一個最明顯的

例證。《仁學》的主旨是要破除「名教綱常」，也就是他最著名的

斗中決網羅」·但另一方面，他也同樣強調：破舊是為了立新，即

建立一個「仁」的新秩序；在這一新秩序中，人倫關係不再是專重

上下之分的傳統「五倫」，而是以「自由」和「平等」為主導原則，

因此他特別提出傳統「五倫」所未曾包括的「朋友」關係。他的新

秩序顯然是受到西方模式的敔示。在這一點上，他可說是「五四」

的先導。同時晚清以來個人自由的意識也開始萌芽和發展，所以「個

人之自主」這一概念屢見於譚嗣同、章炳麟、陳獨秀等人的文字中·

關於這一問題，我早已在別處討論過了，這裡不再重複。以上的史

實可以看作是「五四」的源頭·

唐：那麼在余先生看來，「五四」這一代人追求的自由究竟是

一種怎樣陸質的自由觀呢？有些人認為「五四」人只是在追求從傳

統網羅中沖決出來的「消極自由一比如結婚、巒愛、讀書等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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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干涉，胡適在一篇演講〈美國的婦女〉中對留學生濫用這種自

由拋棄舊式婚約就有很尖銳的批評·有些學者則認為「五四」這一

代人追尋的是現代的政治自由，比如認為蔡元培改革後的北大成為

新政治文化的中心等。還有些學者認為「五四」最重要的是開敔了

現代中國學術體系的建構過程，讓融合了西學方法的學術研究從傳

統的框架裡脫穎而出。

余：關於「五四」時代知識人所關壞的「自由」究竟屬於什麼

性質的問題，我的看法大致如下：首先，我不認為他們偏向精神、

文化的抽象方面，而是和當時中國人的實際生活密切聯繫在一起

的。用你提出的「生活的自由」和「政治的自由」兩個觀念來說，

他們都同樣強烈地關壞著。你所說的「生活自由」指個人生活而言，

包括戀愛、結婚等在內。這正是很多「五四」人的切身問題，因為

當時婚姻仍在家族支配之下，個人並不能自主。不但如此，「五四」

人痛責「禮教吃人」則是由於當時社會上還流行著鼓勵「貞女」、

「烈女」的風氣，並且在法律上頒布了《褒揚條例》。這在現代思

想中是絕對無法接受的。至於「政治自由」，我們只要回顧一下狹

義「五四」即19 19年5月4日北京學生的抗議示威活動，便完全清楚

了。那一天之前，軍閥政府準備簽訂凡爾賽和約，將德國在山東的

權益轉讓給日本，消息傳出，以北大為首的愛國學生便組織起來，

在天安門大集會並發表宣言。這是「政治自由」的最強烈的表現。

現代中國的學生干政也是從這一天開始的。

但是這裡我還要特別指出：「學術思想的自由」更是「五四」

知識人所看重的價值。胡適《中國哲學史大鋼》上冊出版（1919)

後立即受到整個知識界的熱烈反應，並發生了重大的影響，其中一

個主要的原因便是打破了漢代以來，儒家定於一尊而其他先秦諸子

則受到「罷黜的待遇。胡氏把儒家和諸子看作有同樣價值的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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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在當時是一大突破。所以蔡元培在《中國哲學史大綱》〈序〉

中特別稱讚為「平等的眼光」·所以「五四」以來學術思想自由在

知識文化界已取得普遍的認可。不但對於中國舊有的學術流派如

此，對於一切從近代西方輸人中國的「學理」也必須採取同樣的態

度。這些外來的新說只能以參考資料的地位在中國思想界流傳，其

中任何一家部不能被看作「天經地義」的真理而定於一尊。胡適論

〈問題與主義〉(191勁以及「輸人學理」（19 19）便清晰地表達

了這一信念，當時多數知識人是同情他的觀點的，包括早年毛澤東

在內。

唐：余先生，您曾經在三十年前一篇紀念「五四」七十年的文

章〈我所承受的「五四」遺產＞裡談到「五四」新文化對您的影響：

「現在回想起來，大概梁敔超給我的影響最深，胡適次之，魯迅幾

乎沒有發生任何刺激。這大概是因為我所生活的社會已和五四前後

大不相同。魯迅所譴責的『正人君子』以及其他具體對象對我而言

是完全陌生的，無法引起我的共鳴。梁敔超和胡適的影響主要也限

於中國學術傳統方面。」您覺得「五四」這一代知識人，在哪些方

面對於晚清這一代的敔蒙思想有所推進？

余：你根據我寫的一篇談「五四」的文字，追問我「五四」一

代知識人在哪些方面推進了晚清的敔蒙思想。這個問題很大，非一

言可盡，這裡只能略說大要。

首先我必須強調，「五四」新文化（或「新思潮」）是中國現

代思想史上一場開天闢地的大運動，奠定了一百年來中國心靈發展

的基礎。對比之下，晚清的敔蒙思維則仍在傳統格局的籠罩夕中。

後者對前者雖有一點鋪路作用，但二者的歷史意義是完全無法相提

並論的。若再進一步觀察，晚清的敔蒙思維大致可以概括為「中學

為體，西學為用這一著名的公式之中。1861年馮桂芬在＜采西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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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一文中（見《校鄧廬抗議》）說：「以中國倫常名教為原本，

輔以諸國富強之術。」這是「中國為體，西學為用」的最早提法

其中「諸國富強之術」則指西方的科技而言。清末張之洞寫《勸學

篇》（189釗改稱「舊學為體，新學為用」，但因上距馮桂芬已近

四十年，內容已頗有改動。《勸學篇》中的舊學指「《四書》·《五

經》、中國史事、政書、地圖」而言：「新學」則指「西政、西藝、

西史」，內涵戶超過以前的科學技術（即所謂「西藝」）。不但如

此，張氏還特別強調：「西學亦有別，西藝非要，西政為要。」這

是因為當時處於戊戌政變的時期，多數士大夫都以「君主立憲」之

類的政體改革是中國救亡的最重要途徑。張之洞雖然擴大了「西學」

的範圍，要求中國在政治體制上也向西方學習，並且把科技降為次

要的地位，但他顯然仍繼承了馮桂芬「以中國倫常名教為原本」的

大綱領，這可以從他的「舊學」內涵（「《四書》、《五經》」）

看得非常清楚。譚嗣同「沖決網羅」畢竟是一個特殊的例外，遠遠

超出了他的時代·所以我們可以斷言，清末的敔蒙思想始終沒有跳

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格局。明白了這一點，我們才真正懂

得為什麼「五四」在學術思想的領域具有「開天闢地」的歷史意義：

「五四」一方面結束了晚清「中體西用」的舊格局，另一方面又開

創了以近代西方為模式而徹底改造中國的新思潮·所以「五四」是

取代而不僅僅是「推進」了晚清的敔蒙思維。

但這裡我還要進一步說明：為什麼這一「開天闢地」的大變動

發生在「五四」時代，而不是晚清？我認為這和時勢與參與人之間

的歧異都有關係·以時勢來說，晚清處於王朝傳統的末期，雖在內

外危機交迫下不得不尋求變革，但還是要將變革限制在傳統體制之

內。「五四」則已進人民國時期，意識上不再受傳統體制的束縛，

開創一個全新的現代中國的要求適在此時興起，可以說是一個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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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發展。再就參與晚清敔蒙和「五四」兩個運動的人物而言，

其差別更為顯著：晚清提倡「西學」（或「新學」）的都是傳統的

士和士大夫。所謂「士」，是指科舉制度下的讀書人；他們考試成

功後立即可以進人權力世界，即所謂「學而優則仕」。人仕之後，

便成為「士大夫」了。可知晚清的「士」應屬於統治階層的後備隊。

而「士大夫」更是統治階層的正式成員了。對照之下，「五四」的

推動者已不是傳統的「士」，而是現代的知識分子（intelleetual，我

改稱為「知識人」）了。大關鍵不僅在於他們已進人民國，而更在

於1 905年科舉制度廢除以後，他們與權力世界之間不再存在著任何

內在的關聯了。同時由於他們對西方文化的認識猿遠超媧了晚清之

士，終於探驪得珠，正式提出了「賽先生」（科學）和「德先生」

（民主）為新文化運動的兩大宗旨。這是晚清宣導「西學」之士所

望塵莫及的。梁敔超後來在《清代學術概論》中對這一點有很生動

的反思：

晚清西洋思想之運動，最大不幸者一事焉，蓋西洋留學生殆全

體未嘗參加於此運動；運動之原動力及其中堅，乃在不通西洋

語言文字之人·坐此為能力所限，而粹販、破碎·龍統、膚淺、

錯誤諸弊，皆不能免；故運動歷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健實之基

礎。旋起旋落，為社會所輕。

總而言之，「五四」是中國現代知識人第一次發動的文化運動；

他們不但擺脫了中國傳統的種種限制，而且對近代西方文化也取得

了前所未有的認識·它不是晚清敔蒙的延續，而是別開生面·

唐：我們今天一提起「五四」新文化運動，就會提及當時的兩

大口號「民主和「科學一但一百年過去了，中國並沒有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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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民主化，中國人習慣於呼喚強人政治或者聖人明君的出現，而

欠缺一種自由而平等的公共政治文化，而科學的意識與文化似乎也

沒有在中國真正紮根，山寨產品和低端產品多，中國科技的原創能

力仍舊比較薄弱。您覺得「五四」這代人宣導的「民主」與「科學」

與晚清士大夫的理解有什麼差異呢？

余：關於「賽先生」（科學）和「德先生」（民主）在「五四」

時期的特殊重要性，我也願意極簡單地說幾句話。這兩個概念當然

早在晚清已傳人中國。先說「民主」。我記得最先用這一詞彙的似

是王韜（18281897）。他在1870年訪問英國回到香港以後，對英國

的法律和政治十分欣賞，認為中國經典中所描述的「三代之治」大

致也就是如此。他的「民主」一辭既是指英國的情況，也暗示中國

遠古已與之相去不遠。後來康有為也說中國「三代之治」可以當得

起「民主」的稱號。我相信他曾受過王韜的影響，不過很難找到直

接的證據。但是，「五四」宣導者對西方民主才有比較全面而深人

的認識·他們用「民主」的最廣闊的涵義。所以「民主」是指整體

的政治·法律、社會秩序，自由、人權、公平等等無不包涵在其中。

這和王韜、康有為等人的概括式的印象不可同日而語了。

其次再說「科學」。上面早已講過，晚清的「西學為用」原來

便指科學技術而言。後來「西學」雖然一度擴大到「西藝」加上「西

政」，但一般士和士大夫對於科技的重視仍是有增無減。不過我們

在這裡也清楚地看到：科學及其技術只有工具作用：中國必須發展

科學（及隨之而來的技術）才能製造出「船堅炮利」，以對抗西方

的侵略。當時人稱此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但在「五四」時代，

「科學」的涵義已不限於「用」的一面，而上升到「求真理」的境

界了。胡適討論以「科學方法」研究「國故學」便鄭重告訴毛子水，

必須先拋開「功利觀念，只存一個「為真理而真理．的態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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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學問是平等的，發明一個字的古義，與發現一顆叵星，都是一

大功績。」（見《論國故學：答毛子水》，《胡適文存》卷二）這

是近代西方科學革命以來的「為知識而知識」（know]e dge for itsown

sake）的新精神。胡適認為清代考證學家也體現了這一精神，不過

還沒有達到充分自覺的地步。所以他強調清代考證學中已出現了初

步的「科學方法」足以接引西方的科學·「五四」這一新觀點對我

個人的影響很大。

「科學」和「民主」是西方近代文化中兩大支柱，「五四」宣

導者認識到兩者的核心地位，因而推之為新思潮的主要綱領。這是

晚清敔蒙者所無法想像的。

唐：余先生，回顧「五四」百年甚至1840年代以降的近代中國

歷史的新陳代謝，民族主義始終是中國歷史變遷的主旋律，而「五

四」的敔蒙理想總是在某些歷史時刻被邊緣化，李澤厚先生將之概

括為「救亡壓倒敔蒙」。如果仔細爬梳中國式民族主義的基本特徵

與內涵，就會發現中國的民族主義其實更多的是在反思批評自身的

民族文化傳統：這個民族主義好像是一種自我掏空的民族主義。近

代中國民族主義的主流是反傳統的精神趨向。從其他國家的民族主

義發展歷史來看，民族主義的思想文化價值資源，尤其是精神資源

和價值動力往往是從自身民族傳統發掘出來的。中國的民族主義的

主流卻與此相反。比如您有個比喻對我特別有敔發，您在〈文藝復

興乎？敔蒙運動乎？─一個史學家對「五四」運動的反思〉曾指

出：

如果我們把「敔蒙」的概念當作一個隱喻，而不用之於比附，

我們可以說，F五四」在一佃最基本意義上與歐洲的敔蒙運動

截然不同。敔蒙運動的哲士在抨擊篡督教、經院哲學與「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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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時，他們是用古希臘和羅鳥經典來武裝自己的。換句話說，

他們接受了西方內在之光的引導。相形之下，為了見到白晝的

光明，「五四」知識分子鈴須走出黑暗的洞穴─中國，而引

導他們的光照則來自外部─西方。或者，借用毛澤東的名言，

rlg世紀以來，中國一直「向西方尋找真理二

余：現在讓我們進一步檢討民族激情（或民族主義）在「五四」

運動中所發揮的作用。這裡只能化繁為簡，略及一二。你說現代中

國民族主義是以反思和批評自己民族的文化傳統為主要傾向，可以

用「反傳統」的概念來形容它。因此你感覺這像是「一種自我掏空

的民族主義」。我完全了解你的戚受，但問題並不如此簡單。我推

俱J：你之所以有此感受是和你在大陸成長的思想狀態有關。1949年

以後的大陸意識形態是全面反傳統的，因為根據史達林的歷史五階

段論，中國傳統是「封建」遺毒，必須全部破棄，讓位於「社會主

義」新事物·這一反傳統的態度發展到十年文革更是登峰造極。文

革時期流行的概念是「破字當頭」、「破舊貢新」、「不破不立」、

「興無滅資J之類。其中「破舊J指摧毀中國舊傳統，「滅資．則

指晚清至五四所引進的西學和新思潮（即所謂「資產階級文化」）。

「立新」和「興無」當然是指所謂「無產階級新文化」。依照這一

「不破不立」的邏輯，只有在傳統徹底破滅之後，中國才能在世界

上重新站起來。中共政權是靠民族主義的力量奪取的（最關鍵的即

是西安事變），但執政以後則以毀滅民族文化傳統為它的主要任務

之一。這便是你所說的「掏空的民族主義」。這一反傳統的趨向直

到最近才開始有所轉變，這是因為馬列主義作為意識形態已完全破

產的緣故。

但反觀從「五四．到1949這三一「年的歷史，我們決不能說「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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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國民族主義的主流是反傳統的精神趨向」。1920年代孫中山講

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一講，便特別尊崇中國傳統。1 930年代有「全

盤西化」和「本位文化」之激烈爭辯，其中「全盤西化」一詞雖帶

有嚴重語病，然而這一派人只是主張積極吸收西方近代文化中的優

點，以更新中國固有的文化，並不認為必須把中國傳統掃除得乾乾

淨淨，然後進行「西化」·胡適當時對中國固有文化中的許多明顯

的缺點（如八股文、小腳、貞節牌坊二之類）加以猛烈的攻擊，

但這並不表示他全面否定了傳統文化。而且由於他覺唔到「全盤西

化」是一個最容易引起誤解的名詞，於是決定用「充分世界化」（或

「一心一意現代化」）來代替它。下面幾句話可以代表胡適對於西

化和中國傳統的最後定論：

讓那個世界文化充分和我們的老文化自由接觸，自由切磋琢

磨，借它的朝氣銳氣來打掉一點我們的老文化的隋陸和暮氣，

將來文化大變動的結晶品，當然是一個中國本位文化，那是毫

無可疑的·」（見〈試評所謂「中國本位文化建設」〉，收在

《胡適論學近著》中）。

體會上面的話，我們可以說胡適希望用西方現代文化來改進中

國「固有文化」；在這一大原則下，他批評了傳統的某些負面成分，

然而伸祐泠有不分青紅皂白地「反傳統」·1960年他在美國的英文

講演＜中國傳統與未來〉更證實了這一立場。另一方面，本位文化

論者對於西方文化也採取了「取長補短，擇善而從」的態度，而不

是一概排斥。由此可見當時兩派之爭主要在各有偏向而已。1 949年

以後台灣也發生過中西文化的熱烈爭論：西化派是以《自由中國》

半月刊為論壇的自由主義者，中國文化派則是以《民主評論》為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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壇的新儒家。今天作事後的評估，我覺得兩派之問的差異大體上仍

延續了三十年代「全盤西化派」和「本位文化派」的爭執。自由主

義者之中也有批斥中國傳統的人，但遠遠沒有達到同時大陸上「反

傳統」的高度·殷海光是其中最敵視傳統文化的論者，這是因為與

民主自由背道而馳的國民黨，竟以上承儒家的「道統」自居。但是

殷海光晚年受到徐復觀、張瀕等人的影響，對「道統」儒家（按：

即F體制化儒學」，Institutional Confucianism）和思想史上的儒家

分別看待。因此他也不能算是一個「反傳統」論者。

以上的概述可以說明，民族主義確是「五四」背後的主要動力。

「五四」宣導者因為受到民族激情推動，認定西方文化中的科學和

民主是「救亡」的唯一正途。但在追求西化的長遠過程中，他們發

現批評中國傳統文化的缺點是不可避免的一個階段。這種批評表面

上好像傷害了民族尊嚴，事實上卻哈洽相反，這完全合乎中國人的

道德原則，即「責人必先責己」。不過批評一旦展開，便難免出現

過於激進的言論·例如魯迅在1 925年關於「青年必讀書」的一句名

言：「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而

且更進一步解釋說：「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沉靜下去，與人生

離開；讀外國書─但除了印度一一時，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

點事。」（見《華蓋集》）這一觀點當時便激起十分強烈的爭議·

其實這不是中國獨有的情況，日本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面對西方文

化的挑戰，也曾先有「脫亞人歐」的運動，而後又引起宣導「國粹」

的爭議·（中國人的「國粹」一詞便借自日本。）「脫亞人歐」相

當於「全盤西化」；「國粹」則中國可謂「本位文化」。對照著看，

有趣得很。

唐：我原來讀到過胡適的一段記憶，他說自己五四新文化運動

的時候在北大教書，那個時候在北大旁聽的學生大多是知識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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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青年和文學青年。而到了1 930年代很多就是革命青年了，就是

那種追求革命，比較激進和傾心於學生運動的左翼青年。我記得余

先生也談及過胡適在青年心目中的形象的變遷：

抗戰勝利以後，中國知識界最流行的雜誌大概是儲安平所創辦

的《觀察》，此外還有比較偏右的《獨立時論》等。但當時五

四的潮流已轉入鳥克思主義一途T。胡適早已被暗中「門垮、

鬥臭」，不但不再是五四的象微，而且是「反動」、「反革命」

的代表人物了·他在青年群眾，特別是在北大、清華學生們的

。中，早已成為一個「反面教員」了·但是左派的猛烈攻擊並

沒有對我的思想騷生什麼重要的影響·他的「自由主義」還是

比較能博得我的同情的。

我想向余先生請教的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從1920·30年代開

始，絕大多數追求進步的青年會被左翼的、革命的文化帶走呢？為

什麼「青年領袖」胡適對年輕人的影響力隨著時代變遷急劇下降了

呢？

余：民族激情是「五四」運動的真實動力，這是毫無可疑的。

由運動而激起的兩大主要流派，無論是傾向西化還是傾向本位文

化，都同樣為民族主義（或「愛國情戚」）所驅使，這也是無可爭

議的。如果要問兩派之問的分歧究竟在什麼地方？我只能說，這是

出於心理上的不同：西化派抱著一種叮良鐵不成鋼」的心理，而本

位派則完全為民族自尊的心理所籠罩·但是民族主義在1920年代中

葉所引導出來一些新動態，卻對「五四」新文化的進程發生了嚴重

的影響。

這裡首先要討論一下你提出的一個問題：為什麼「五四．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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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大多數的青年會被左翼的、革命的文化帶走呢？」我認為主要

的動力還是民族激情，因為1920年代初青年知識人特別戚到帝國主

義尢其是英國和日本─在中國橫行霸道，大有用武力侵占中

國土地的可能，因而「救亡」的情緒普遍高漲。另一方面，不但陳

獨秀等已在蘇聯支持下成立了中國共產黨（1921)，而孫中山也決

定和蘇聯合作，依照布爾什維克的方式改組了國民黨（1924)，準

備發動武力革命·在這一「革命」的大氛圍中，最激進的馬克思主

義自然成為最有吸引力的思潮。以郭沫若為例·他在1 925年自傳體

小說《湖心亭》中說：「要解救中國，要解救中國人，除非一次徹

底的兵火！不把一切醜惡的垃圾燒盡，圓了寂的鳳凰不能再生。」

於是他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因為這是唯一能完成這一任務的道路。

（見陳闖，〈青年郭沫若的煩悶〉，《讀書》，2018年11月號）再

看一個較晚的例子·舒蕪（本名方管，1 9222009）在1995年回憶他

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動機時說：

我接觸並選擇了馬克思主義，是在抗日戰爭初期。（中略）我

一接觸馬克思主義，首先覺得它最能說明抗日救亡的種種現實

迫切問題；其次覺得它比三民主義；比扎孟的治國平天下，更

能科學地說明救國救民平治天下之道；其三，覺得它與民主、

科學、自由、個性解放等等完全相合，而且是最徹底的科學、

民主、自由、個性解放。於是我一下子就相信了它。（見舒蕪，

《與友人的信劉（二通）》），《萬象》，2011年第9期．)

這個例子清楚地告訴我們：「救亡」才是馬克思主義能夠廣泛

傳播的原動力。但舒蕪的第三點特別值得重視。它透露出：中共地

下黨員在傳布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最先是將它改裝成一套以「科



月72 思想第37期

學、民主、自由、個陸解放」為宗旨的理論系統。抗戰初期（約當

l卯7或1 938國共已第二度「合作」）因而為共產黨及其同路人在學

校中宣傳馬克思、列寧的思想提供了大好的機會。他們不但利用了

年輕學生的「抗日救亡」的激情，而且還大行騙術，把馬克思主義

說成是「五四」新文化的最後歸宿：「最徹底的科學、民主、自由·

個性解放」。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哈在同一時期寫成，決不

是偶然的。

我想以上兩例子可以答覆你關於「五四」以後「為什麼絕大多

數青年會被左翼的、革命的文化帶走」的疑問。

到此為止，救亡激情所引出的「革命」要求和「五四」的終極

目標─學與民主─仍然是並行不陣的。因為根據當時流行的

看法，革命是為了取得民族的獨立與自決，只有先做到了這一步，

中國才能全面展開科學與民主的創建·所以國民黨的改組提出了「軍

政」·「訓政」和「憲政」三大階段，而共產黨也以「新民主」為

號召，並保證革命完成之後的新秩序是一個「最徹底的科學、民主、

自由·個陸解放」。但是在革命的實踐過程中，新的情況出現了：

領導革命的國民黨和共產黨，由於同建立在布爾什維克的模式之

上，都在初步取得政權之際，立即採取蘇聯一黨專政的體制。「一

黨專政」不僅要求一切權力集中在執政黨的手上，而且還將一黨的

思想和信仰樹立為「定於一尊」的意識形態，不容許任何其他思想

與之競爭·因此在北伐剛剛完成之後，國民黨元老胡漢民便在1927

年6月公開宣布「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的大綱領，並且進一步強調：

「三民主義之外無主義」。（見胡漢民在同年《民國日報》上刊出

的兩封信，剪報收在《胡適日記》1927年6月11日條。）

共產黨是布爾什維克的嫡傳，它的一黨專政當然遠比國民黨為

徹底。抗戰後期，中共事實上已在國民政府之外成立了第二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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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控制的地區和人□已相當龐大。因此一股最強烈的「專政」要求

便在中共政權內部爆發，這便是1942年延安的「整風」。關於「整

風」的殘酷，早由高華（已故）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那部名

著揭示了出來，這裡從略。一言以蔽之，「整風」要求從言論到行

動都必須徹底地整齊劃一。這就是說，任何與「黨中央」分歧的言

行都不允許出現，而持有這類言行的人，無論在黨內或黨外，若不

能改正，則立即面臨「被邊緣化」的命運。不用說，所謂「黨中央」

便是當時的「最高領袖」。一黨專政發展到如此的高度，它已處於

與「五四」綱領完全相反的境地，便再也無法掩飾了。關於這一點，

我願意再引舒蕪信中的一段話為證：

延安文藝整風的情況，斷斷續續地傳到了國統區，事實上引起

了國統區左翼內部的很大震動。（中略）原來以為馬克思主義

與民主、科學、自由·個陸解放等等完全相合，前者比復者更

徹底，現在似乎不是這橾了，似乎民主、科學、自由、個吐解

放等等，正是需要根本改造掉的東西了。

唐：余先生您有一篇文章講到「五四對您的影響，提及

現在回想起來，「五四」對我的影響大概以「求知」這一點為

最深。但「求知」並不排斥「道德」，因為誰動「求知」的仍

是一種巨大的道德力量。我很同情「改造中國」的理想，但我

始終相信「改造」鈴須以可靠的「知識」為起點。「求知」的

精神在「五四」運動中其實並不占主流的地位，不過對我而言，

這是最主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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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很多知識青年為了抗日救亡和改造中國，就早早離開了學

校，比如參加一二九學生運動的那一代人，很多人就沒有在學校繼

續學業，投身到抗日救亡愛國運動，所謂華北已經放不下一張安靜

的書桌。而且根據事後一些院士和科學家的回億來看，那一代參加

學運的青年並非是成績不好不求上進而去投身學生運動，相反，相

當一部分是學業成績很優秀的知識青年·歷史就是如此反諷，也充

滿了悲劇性。我記得您以前也曾在一篇論文中提及，現代中國的學

術研究和創造總是被意識形態或深或淺地影響。從長遠的歷史變遷

來看，真正的知識創造是很重要的，從這個角度來說，是不是從「五

四」運動以後，中國就進人了一個意識形態的時代。

余：上面的討論大體上環繞著你所提出的另一重要問題：「是

不是從五四運動以後，中國就進入了一個意識形態的時代？」我的

分析是想提出，意識形態再一次在中國定於一尊，其中有一個歷史

過程。「五四」新思潮是從推翻傳統王朝的意識形態開始的，所以

陳獨秀承認《新青年》為了擁護德先生和賽先生，不得不反對「孔

教、禮法二」等等。（見1 919年一月所寫〈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

一文·）但後來在「救亡」激情中走上了布爾什維克革命的途徑，

他所創建的黨終於在專政的基礎上將馬克思主義送上意識形態的寶

庫

唐小兵，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哈佛燕京訪問學者，著

有《現代中國的公共輿論》、《十字街頭的知識人》、《與民國相

遇》等，主要研究知識分子史、左翼文化與中國革命等。





紀念彭淮棟（1953一2018)，本刊譯者，傑出
的翻譯人，不庸俗的讀書人，一位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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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清泰譯《古新聖經》及其北

堂本始末·
謹以此文紀念彭淮棟兄

李爽學

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 1782一1834）與米憐（Wil]iarn Mi]ne ,

17851822）是基督教《聖經》最早的中譯者，1823年《神天聖書》

出版之前，他們最關心的譯經議題是「文體」（style）。他們最後

選擇淺顯的文言如《三國演義》的內文者中譯，不過兩人最早所擬

卻是純粹的白話文，因為他們發現尤屬王又僕（]681一1769）的《聖

諭廣訓衍》（1726）力量甚強，可風化百姓，而王著所用正是「北

地方言」，是當時標準的向話文1。這種連干又僕都恥與為伍的群眾

語言又，無疑是譯經與傳教所需·不過話說回來，了解白話文和傳教

本文為中央研究院深耕計畫成果之一計畫編號：ASIA]0 7Hol。
研究與寫作期間多承香港思高聖經學會楊炎修士、林熙強、鄭海
娟和余雅婷三位博士以及利雅貞、簡鳳儀與郭哲佑等小姐先生幫
降，謹此效謝

1 WilliamMilne，月Re ' ro印ectof ' heFir&I及〞比or ' of’人eProt"Ianl
M佔s叩n IoCh , na(Malacca : Anglo一Chinese Press , 1820), pp89一93
有關《聖喻廣訓》和新教教士之關係參見廖振旺〈「萬歲爺意
思說」─試論十九世紀來華新教傳教士對《聖喻廣訓》的出版認
識〉《漢學研究》第26卷第3期（2008年9月）頁225262。

？王又樸的自傳售字不提《聖喻廣訓衍》，這本己作，似不見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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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之密切者，馬禮遜和米憐當非第一人，這個身分，應該重回明

末三教的某些善書作者3，尤其是天主教人士如羅如望（Jeande

Rocha ,]566一1623）和徐光啟（1562一〕633）等人，而就《聖經》中

譯言之，貝IJ當非乾嘉時人賀清泰（Louis de Poirot , 17151814）莫屬4。

（續）-

王又模《介山自定年譜》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台北：新文

豐出版公司〕991)26]: 266281冒號之前為冊或巷數；之復

為頁碼。下同。「北地方盲」一詞乃嘉慶＋三年韓爵（1758]8 34)

所用，見氣返喜雄縞，《漢文華語康熊皇帝遺訓》（大阪：屋號書

店，1943)，頁101

3舉例言之，明末官方或民問為明太祖的聖論所撰的《聖諭六言解》，

即以「善書」之名傳揚於世，見陳長卿纂輯，《勸戒全書》（明崇

禎14年（1641）序刊本日本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 3 : 14a32a。

4羅如望譯有《誦念珠規程》（1620 ?)；徐光啟撰有《造物主垂象

黑說》（1615)：賀清泰譯有其功未竟的《古新聖經》。《誦念珠

規程》的圖畫部分乃出自納達爾（JeronlmoNadall5071580）編寫

的《福音故事圖集》（Evang辭caeHisl"' ae加agm"）而其文字

部分則可能出自羅亞德（GaspardeLoartel4981578）和布吉亞（st

Franc“氏rgla 1510-1572）兩位耶穌會士的念珠十五端祈禱書·二

氏之作我得悉自陳慧宏，〈耶穌會士的羅馬聖母聖像：中國初期

的聖母流傳與相關議題〉（撰寫中）。納達爾之作出版於安特衛普

(Antwerp）時為1593年參見曲藝＜適應與堅持：由《誦念

珠規程》中的建築物解析17世紀耶穌會傳教策略）《史論空間》

第270期（2015年10月）頁8587。《造物主垂象黑說》為徐光敔

彙集利瑪竇《天主實義》中某些論點將原文以語體「譯」為白話

之作可視為某種教義問答。徐氏此書乃中國有史以來在儒門「直

解」或「廣訓」式的書籍外，最早以官白為工具刊行的少數長篇「議

論文」之一參見李天婀《跨文化的詮釋：經學與神學的相遇》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頁195一208；另見徐光放，《徐光

敔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9 : 380385。有關「教

義問答」的各種形式，參見Bernard L Marthaler , Tho Caloch二。

比〞’。r向’andTo確珍：點e辭olot , of a Gonr。（Co]legevi]]e : The

Liturglea]Press , 1995)，即9-162·賀清泰的譯作，參見下文或李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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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清泰是法國耶穌會士，乾隆35年（1770）來華，供職於清廷

如意館·就明清之際西學的傳播者觀之，賀清泰乃耶穌會的末代人

物，也是清宮海西派的末代畫家，專擅海青與賁鹿。在語言上，賀

清泰可稱天才，除了拉丁文、法文與中文之外，兼通義大利、俄文

與滿文等5。拉丁文係羅馬夭主教會的官方語言，也是所用《通俗拉

丁文本聖經》（The臉如leBible）的用語，賀氏深有體會，而在當

時中國，滿文是國語，中文則是廣土眾民的語言，賀清泰任職清宮，

家則在離宮不遠蠶池口的北堂，兩種語言他都嫻熟·賀清泰先用滿

文譯《通俗拉丁文本聖經》6 , 1790年前後，再將此經邊為中文7。

（續）-

學，〈近代白話文宗教敔蒙耶穌會傳統─試窺賀清秦及其所

譯《古新聖經》的語言問題〉，《中國文哲研究集刊》（2013年3月）,

頁51108：以及李撰〈談天說地論神人：從《古新聖經化成之經》

前二篇看賀清泰的解經學），《學術月刊》第48卷（2016年6月）

頁173184。二文另見李著，《明清西學六論》（抗州：浙江大學

出版社，2016)，頁178278。

5 LoulsPfister , Nojlc"bi嗯’aPh付〞邵e ' bjbl織馴aPh ' q〞“s〞rl“觔〞11郡

deL嗡〞’ennemisslo〞deCh ' n統〕jjZj77了（shanghai : Imprimerlede

]aMissionCatho]ique , 1932]934), v2pp966967

6有關賀譯滿文《聖經》參見Er〕】n呂von Mende , ' Prob]ems in

TranslatingtheBib]elntoManchu : observatlonsonLouisPoirotsold

lestament , , in Stephen Batalden , Kath]een Can∥，and John Oean , eds ,

勵wmg Ihe黝’酌The Cull〞roll州ad oflhe扮廳“h口〞d勵’e綢”Bible

Sociely]80420餌，ed(She州e]d : Sheffie]dPhoenixPress2004), pp

149168。競新的研究見余雅亭，〈古新聖怪。研究〉（問西大常

東7妒7文化研究科博士論文2017）頁3868。

7學界所以認定賀清秦應在1790年開始中譯《古新聖經》原因是潘

廷璋（JosephPanz , , 17331821）有信件道乾隆五＋五年賀清泰譯

成滿文本《聖經》，所以繼之為中譯，見LOuisAloysPfister , No人二

biog尺甲h抑剛u bibl叨妒aPh崎“〞召丫l"J出州I"deL開，l閉刖

, 15510 , de China]jj2I773 2 vols(Sha∥ghai : Imprlmerle de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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夭主教《聖經》原文七十三卷，滿文本他譯畢；中文本他則除了《雅

歌》及部分先知書外，餘者全譯了，達全書三分之二以上。此譯，

人稱《古新聖經》8

明代耶穌會士如陽瑪諾（Emmanuel Diaz , Jr , 15741659）所譯

《聖經直解》（1640）中，已有「古教」（猶太教）與「新教」（夭

主教）之說，所宗者乃宗徒聖若翰（st John the Apostle , c 6100)

之說。此前艾儒略的〈萬日略經說〉(1635）也有「造物主聖教，

有《古經》，有《新經》」一語9·「古經」指《舊約》，而《新經》

即《新約》。山是觀之，《古新聖經》有教中出典，其實並非專有

名詞，況且清代以《古新聖經》名之的《聖經》也不止賀譯，甚至

發展出《古新聖經》「問答」這種「教理問答」（catechism）的

體裁來〕0。儘管如此，賀清泰所譯仍然最為著名，而其原因無他：

（續）-

Mlssio∥Catholique , 19321934)2 : 969；另見vonMende"problems

in Translating the Bible into Manchu : Observatlong on Louls polrot , s

0 ld Testame∥t , , p 151

8現代重排版見李奭學、鄭海娟主編，《古新聖經殘稿》，9冊（北

京：中華書局2014）。下引《古新聖經》概據現代版簡稱《殘

稿》冊數及頁碼隨文夾注。

9艾儒略〈萬日略經說〉見所譯《天主降生盲行紀略》鐘嗚旦

等編《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12冊（台北：利氏

學社文002)4 : 23。

10例子見佚名《古新聖經問答》徐宗點校同治元年版（天津：

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黝這本書亦出以白話而且是相當

漂亮的白話顯然為中國人所寫從書中名詞如「地堂」看來也

有可能受到賀清秦的影響。陽碼諾徹引或自稱「古教」、「新教」

的地方甚多但這些話俱因宗徒聖若翰所謂「每瑟宣傳古教吾主

則自立其真實之教」的牖啟，不過此語應本於聖葆祿所謂「天主昔

恆默示先知聖人以布命于人厥復乃用其聖子之口親語吾輩」

而委，見陽譯，《聖經直解》，在吳相湘編《天主教東傳文獻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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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譯乃中國譯經史上首度以白話嘗試者，而若非因賀氏年登耄耋而

謝世，所譯還應該是中國最早譯出的足本《聖經》。從早期天主教

的角度看，信仰不必然唯《聖經》是問，聖事及聖人言行可能同等

重要l〕·是以從羅明堅（MicheleRuggieri , 15431607）、才IJ瑪竇（Matteo

Ricci , 1552一1610）人華開始，耶穌會士所重都非經文中譯，即使艾

儒略（Giulio Aleni , 15821649）的《天主降生言行紀略》也是一本

福音合輯（harmomaevangelica)，是以他「不敢言譯」12·然而到

了賀清泰，情況已變。一來教中早已經歷過一場回歸《聖經》的運

動，二來殷弘緒（P必re Francolsxavlerd , Entrecolles , 16641741）等

人也中譯了部分經卷13，賀清泰沒有不全經如數譯出的「選擇」

他要問的就像前述馬禮遜等人，唯「譯體」的問題而已，而這方面

啟發他最大的，莫過於《通俗拉丁文本聖經》及其譯者聖熱羅尼莫

(st Hieronymus , c 347420）·《古新聖經》的〈《聖經》之序〉

及〈再序＞可為見證。

在〈再序）最後，賀清泰重述天主教譯經史上著名的「聖熱羅

尼莫之夢」（The Drearn ofst Jerome）道：

（續）-

編》6冊（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7酌4 : 1560。聖若翰的話

出自〈若望福音）]: 17；聖葆祿的句子出自〈希伯來書〉l :

17。另參《天主教東傳文獻三編》4 : 1558155，及15611566。

11據研究即使到了16世紀只拉明（Robert Bellarmine , 15421621)

的《品司於聖言》（oer隴rbo De右1586）仍然堅持《聖經》並非信

仰惟一的憑藉；見莊。活，《耶穌會的再適應：＜中華帝國志〉中

的儒學形象》（新北：稻香出版社2014）頁41紀。

12艾儒略，＜萬日略經說），見所譯《天主降生言行紀略》載鐘嗚

旦等編《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4 : 29。

13殷弘緒，《訓慰神編》（艮730)，見中國宗教歷史文獻集成編纂委

員會編纂《中國宗教歷史文獻集成東傳福音》（合肥：黃山書

社，2005), 3 : 9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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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聖教內有一極高的人，名熱羅尼莫，⋯【他1這樣想：

他幾十年看古時博學人的書，後頭覺得外教的人輕陘《聖經》，

因為話平常，說法太俗，定了主意要光榮《聖經》，挑選西瑟

落作的書，以他為模樣，照他的高文法翻譯《聖經》，已經動

手。不料一夜睡臥夢寐之中，天神執鞭顯現責備他，用鞭渾身

上下馮L打；一面打了，一面譏誚說：「你是西瑟落的門弟，我

們特來酬報你·」熱羅尼莫一醒，天神不見了·但聖人渾身覺

得疼，也滿身有鞭痕，纔知道他的工夫不合天主的聖意，就住

了手·聖人寄書一相契友詳細訴這件事，也說你不用想，我

這是一虛夢的事，雖到如今已經幾天，我還覺得疼，鞭痕未愈。

前轍既覆復車宜鑒，所以我敢不謹嗅，敢不隨天主聖意，致

招天主義怒耶？（《殘稿》，]：四）

這個故事其實不虛，聖熱羅尼莫確實做過此夢，也曾把夢境告

訴摯友沙漠聖女（desert mother）歐絲朵沁（st Eustochium , c

368419 ?)，但此夢乃做在他動手翻譯《通俗拉丁文本聖經》之前

多年，和譯事應無直接的關係14·但此非重點，重點在此事對賀清

泰的啟發。從《古新聖經》的＜《聖經》之序）看來，這個啟發除

14見St Jerome"To Eustochium , , inN ' cene and八馮IN ' ce〞e凡’h叨：

J劇ome戶Lellers andselecled砟叨舫，ed Phil]pschaffa∥dHenrywace

(Peabody : Hendrickson , l , 95), p 35聖熱落尼莫與歐絲朵沁的友

誼見JNDKe--y，充ro〞”：州‘L必恥〞嶼〞訓dCo爪ro”點哪

(Loodon : oockworth , 1975), ppg弘103·有關r聖熱落尼莫之夢」

發生的時問見Nei〕人dLin ,"The Date ofthe Dreamofsaintjerome ,"

SI〞diClasscl。Or、nlali43(1993): 263一273。在此夢前後，熱氏

對《舊約》態度丕變見Nei]Adkin , JeromesUseofscriPtureBefore

and AfterHlsDream , , jllino估Class ' calSI"di"20(1995): 183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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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聖經》的翻譯是「神意」要求，故得「信譯」外“，最重要的

是：他得用白話譯經，而且應該用市井小民的日常語言譯之·市井

小民的白話，當然比在他之前寫就的《聖諭廣訓衫丁》的官白還要白。

市井小民講話，還「不管話俗不俗，說法順不順」（《殘稿》，

I：三），亦即不論俚俗和邏輯等問題。《古新聖經》的＜《聖經》

之序〉或〈再序｝，都曾從「天主的立場」解說此見。首先，〈《聖

經》之序＞指出「聖經者不是人說的平常話，乃是天主之意天主

之語」（《殘稿》，l：一）·「平常話」是人類的語言或道理，「天

主之語」是「天意」或「上天之語」。但賀清泰不像班雅明所示，

這「上天之語」非謂《聖經》之語乃某「純語吉」（purelanguag听引刖

助二ch。）]6。兩《約》中的話，都是天主的默示，但是仍得經人寫

下，而且多出自「先知」。「先知」多數教育程度有限，加以經過

「神憑J，所說語彙當非高蹈，不止平常，其語句甚且俗而不順，
正像一般市井小民的言談。《梅瑟五書》（P開’aI邵ch）以下的《舊

15賀清秦的話是天主會「默行引動各國人。，將本地土語翻譯出來」。
見賀清泰〈再序〉在《殘稿》〕：一。翻譯《聖經》每因天
主之意而起。動念在天主教內是常見之論參見李奭學《經史
子集：翻譯、文學與文化評論》（台北：聯合文學出版公司2005)
頁1012。不過《聖經》翻譯史上因教爭或解釋不同而更動源文
的譯作時常可見參見Har叩Freedman , The僑’de ' o釅H紹to〞of
〞lble7｝關，細I , o縐戶尸owe抓Co叨Icl〞〞dlheQ〞e夕IfOI繞餅川g(New
York and London : Bloomsbury Press , 2016), pp69153。

16參見Wa]ter se州amin ,"TheTaskoftheTranslator , jnMarcusBullock
and Michael W Jennings , eds，勝／I〞Benjam ' n : Selecled黔斤嶼邢
助l。，el : 191了I卯6(Cambridge :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Press , 1996), pp253一263；以及Be則amin ,"OnLangua呂eas
Such and on the Lang“罐e of Man ,"jn Bul]ock and Jennings , eds ,
的IlerBen/amln : Seleded黔111’呎j儿lume]:]9〕了j卯6pp6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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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各卷的寫經人，除了達味《聖詠集》與《雅歌》的作者外，多

為先知與上古的「史家」。《梅瑟五書》從簡樸的神話到歷史都有，

寫經人當不止梅瑟本人，史上「史家」與「文豪」最早的「雛形」，

應該也身任其職，下筆可想平常而俚俗·至於《新約》，我們窺諸

其希臘文原典，除保羅書信雄辯滔滔，係上好的言談之術或「知識

分子的語言」外，《四福音書》原來有雅有俗，而其他多數的經卷，

則又是「先知」的邏輯，筆法非常，通常就是市井小民的俚俗之語17。

不過最重要的是，《聖經》各卷中這「天主的話」確屬尋常之語，

若用「絕美文法」譯之，天主斷然「不肯」。既然如此，天主不會

「為幾個懂文法的人」而「耽（耽）擱了萬萬愚蒙的人」，因為後

者「不能懂文深的書」，而「他們的靈魂【因此就〕不能得受便

益」。「既然天主的聖意是這樣，翻《聖經》的人敢背他的旨意麼。

（《殘稿》，卜三）

天中夕語俚俗，「聖熱羅尼莫之夢」已明示。賀清泰從此夢體

察到的另一個看法和「天主的話」也有關聯，亦即翻譯《聖經》應

以原意為主：所謂「不圖院人聽，唯圖保存《聖經》的本文本意」

而不應以「文法」的高低為能事，就是此指。這也是＜《聖經》之

序＞用下文反問道：「自古以來，聖賢既然都是這樣行，我亦效法

而行，共總緊要的是道理，貴重的是道理·至於說的體面，文法奇

妙，與人真善處有何裨益？」（《殘稿》，1：一）賀清泰所稱「文

法」，不是今人所指的詞陸或時態等等的語法研究，而是元代王構
(1 2451310）《修辭鑒衡》以來，中國人所謂的「修辭一或是日

17 W E Plater and H J White , A Grammar oflhe陶徐al亂Be嗎朋
jn〞o山ct勿n oftheLal納ilyofthe陶lgOIeB訪le(oxford : Clarendon
Press 1926), pp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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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明治時代菊池大麓（1 855一1917）譯自英文“rhetoric '’的「修辭」的

內涵〕8·因此賀氏的〈《聖經》之序〉才會提到「西瑟落」或「西

賽羅」（Marcus TulliusCicero , 106一143BcE)，因為在拉T文的歷

史上，他是修辭大家，罕人文筆之雄健與華美，比得上此一羅馬早

期的政治家與演說家。

西賽羅的「高文法」辭藻豐富，以之為文為詞，滔滔不絕。聖

奧思定（st AugustlneofH甲po , 354430）在寫《論天主教義》（on

Christian Doclrine）時，定為此名，列人他的「文體三類」之一

今天通譯「雄偉文體」或F高級文體」（the grand style/the high style）。

其他兩種分別為「中庸文體」或「中級文體」（thetemperatestyle/the

mlddlestyle)，以及F平直文體」或「低級文體」（theplalnstyle/t he

]o w style）。聖奧思定所定這些體調並無價值上的高低之別，只有

使用上的效果之分·西賽羅華文雄辯，志在「感人，而使用「平

直文體」志在「教人」，至於「中庸文體」則設為「悅人」之用19·

賀清泰既然認為《聖經》是「天主親自說，聖人記載的，是要令

人F〔多1行道理的事，是以譯經人常「不按各人本國文章的文法．

18見宗廷虎、袁暉《漢語修辭學史》（北京：北大出版社〕990)
頁201202。有關莉池大麓的譯詞見所譯《百科全書修辭及華
文》C東京：文部省1879）一書。此書菊池係譯白英人William
Chambers(18001883)and Robert Chambers(1802]871）的

Chambers〕En。他IOpodia(18591868）之中的“Rhetoric and Bells

Letters部分傅汎際（Francois Furtado , 15871653與李之藻合譯《明

理探》時，早已用「文法」指「修辭」而今天意義下的「文法」

他們則從拉丁文音譯為「額勒瑪第加」見傅汎際譯義李之藻達

辭，《明理探》，2冊（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l : 7

1 9 St Augustine , On豔r胎t’朗Dour加e , trans D W Robertson(New

York : Macml]lan 1959), IVxil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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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文法」應另兼有「筆法」之意─則行文達旨或用平直

文體，可也。但他「為欽敬天主的語言，也為合讀書人的心意」（《殘

稿》，l：三），或許在多明我會士萬濟國（Francisco varo , 1627一1687)

《華語官話語法》（Arle de Iale幫ua Mandarina）中所謂「言說三

型」（t res modosdehablar）的影響下，又把聖奧思定這文體三類

合以當時文言、白話，以及介於二者間而類似馬禮遜所見《三國演

義》裡的「淺文言」的文體觀念。文言文是中國傳統所重，白話文

則為士大夫所輕，所以賀清泰問道：用那「也不高，也不低」的「中

等的說法翻譯使不得麼」，於信仰又「有何妨礙呢？」（《殘稿》，

1：三一四）這一點，可能也因萬濟國的影響而來，蓋萬氏認為此體

宜於傳布「天主之道」（la PalabradeDios)20·不過賀清泰沒有為

中國人指出來的是，聖奧思定並不認為文體三類只能擇一使用，歐

洲人撰寫演講詞，或有其主要之體，實則三體混用·中國人的文言

發自語體，復因早期書寫工具形成2〕。好的白話，其實也常夾雜文

言性質強的四字成語，甚至是文白兼用，交融為一·賀清泰不能免

於上述，所譯《古新聖經》直接借鑑利瑪竇《聖經約錄》（1605）、

泌萬濟國認為第二型的說話方式尤其宜於傳布「天主之道」（la則labra
de 0105）這一點和「說話三型」等俱見w 50∥thCob]i∥aodjoseph
A Lev」，trans，斤anc紹co吻ro〕00川ma ' oflhe儿勿〞力而，La幫k朔召
C 17")：月〞D州紹h了計a爛lat閒of月rlede ' al。似〞a蜘n面rn〞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 John Be砌amins , 2000), pp 17一19。
參見李奭學，〈白話文）在王德威、宋明烽合編《五四＠100》
即將於2019年由聯經出版公司出版。有關《聖經》中譯與修辭、文
體的關係參見鄭海娟〈聖經漢譯與修辭三體〉《聖經文學研
究》第9輯（2014年8月）頁163一180。

2 1 CL FlorjanCou]mas , The游投川gsy"e劂oflhe州〞ld(Oxford : Basi]
Blackwell , 1989)ppgl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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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瑪諾《聖經直解》、艾儒略譯《天主降生言行紀略》和白日陞（Jean

Basset , c 16451715）譯《四史攸褊》的地方不少22，故其主F體」

雖為「中庸文體」，但在《古經》部分，多數經卷走的卻是聖奧思

定的「平直文體」·〈達味聖詠｝與多數《新經》章卷，甚而又棄

「中等文法」於不顧，反為三體並用，所以既能「感人」，也可「教

人」，時而也有不錯的「脫耳」之效。賀清泰的三種文法乃至萬濟

國之說，殆因聖奧思定啟發而來，也是「文體三類」的觀念注人中

國之始，更是他理論化與合理化《古新聖經》所用大部分體調的憑

藉，而這大部分體調，簡言之，就是「白話文」，而目因其「翻譯

腔」不免，拉丁文法掣肘的「歐化體」明顯，幾乎也在預告近代白

話文的興起，而這正是賀清泰所譯《古新聖經》在《聖經》譯史之

外，也有其重要無比的比較文學、文化史和語言史上的貢獻之故23·

只要走人清宮─這裡指此時已遷至圓明園的清宮如意館，或

者就是圓明園本身─賀清泰戮力從公。自1790年開始，公餘之暇，

他又在北京北堂中譯《聖經》。耶穌會此時早已遭教廷解散，北堂

也改由遣使會（congresation ofPriestsoftheMlssion）接管24·賀清
泰一度還擬加人俄國耶穌會乃，但仍堅持在北堂譯經·十數年內，
規模粗具，又詳予注解，規模益備。目前所知北堂賀譯僅止一種，

22參見鄭海娟〈文本之網─《古新聖經》與前復代《聖經》漢譯

本之關係〉《清華中文學報》第11期（2014年6月）頁261279。

23參見李奭學，〈白話文〉，王德威、宋明蟑合編，《五四＠100》

即將於2019年由聯經出版公司出版。有關《聖經》中譯與修辭、文

體的關係，參見鄭海娟，〈聖經漢譯與修辭三體）《聖經文學研

究》第9輯（2014年8月）頁163]80。

24楊靖筠，《北京天主教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頁
84。

25 Stephen Batalden et al , eds Sow’幫the的rd , p 152 , 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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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罕見修改，應為抄本。就字跡而言，北堂賀譯和賀清泰畫作上

所題或署名不完全吻合26，可能是賀清泰自己重謄者也有可能是

他人在北堂為賀氏膳寫者，當然另有可能的是：為上呈乾隆皇帝御

覽，畫作上的字─包括署名─字跡得端正工整。對畫家而言，

變換字體應該不難。然而不論上述何者為是，北堂所遺賀譯《古新

聖經》的稿本僅此一種，而上述即為此一所謂「北堂本」《古新聖

經》問世的始末。

賀清泰譯了《通俗拉丁文本聖經》約五十卷之後，在18m年擬

先予出版，故此致函梵帝崗，請求准印。然而教廷雖在1 615年即同

意中譯《聖經》，1 622年成立傳信部（sacraCongregatiodePropaganda

Fide）後，卻以拉丁文為尊，在1 634年令宗教裁判所燒掉已經其他

語言所譯《聖經》，1673年連中文本也不許翻譯，而除某些例外，

1 728年則全面禁止《聖經》譯成任何地「方言J·所以賀氏信到，

傳信部隨即函覆，除了嘉許其人外，也質問他何人授權，明文令他

不得刊刻，把他的苦心孤詣完全推翻·賀清泰用滿文譯經，又用中

文再出《古新聖經》，可能是他猶停留在1 615年的許可今上，不知

教廷政策已變叩。所以1803年後的幾年中，賀清泰或曾賡續再譯，

26賀清泰所繪之海青或貪鹿台北及北京故宮博物院都見收歲較方
便的圓像可見以下綱址：https ://wwwgooglecorntw/search ? q=%E
8%B3%80%E6%BS%85%E6%B3%BO&thm=lsch&tbo＝∥＆source一u∥

iv&sa ! X&ved ! 2ahUKEwJVqovH4OncAhUpilQKHQDpAKwQsAR6

BAgFEAE&bjw豐497&bjh豐237青imgrc豐uW7tbLDMgz為M：。

27上述例外是1596年10月30日准用德文和波西米亞文刊印聖經，1598

年6月13日准許波蘭文譯本付印1612年准許用句牙利語譯經這

些例外，目的都在嚇阻基督教勢力擴大。有關賀譯禁今等傳信部的

哉決見NKowalsLy , DjesacraCon邵egatiodePropagandaFida

und die obersetzung der HI schrift , , i∥D , e綸，ljgesc〞J ' n能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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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敵病老，終於1 813年辭世，「北堂本」《古新聖經》抱撼而終，

而且從此塵封北堂，成為清未成立的「北堂圖書館」最珍貴的藏品

之一28。

「北堂本」《古新聖經》雖不見天日，但在中國天主教界卻聲

名日響，屢經傳抄，最著名者為上海徐家匯藏書樓所藏的清抄本”,

中國國家圖書館也有賀序與《舊經》、《新經》經卷數種30，抄寫

年代應和徐匯本相去不遠，字跡差別不大。不論是中國國家圖書館

本或徐匯本，內容和馴匕堂本幾無隻字之差·其異體字尤多一致，

（續）-

kalhoj估ch朋森儿son叨，ed J Becknann(SchonecL . Beckenried : Neue

zeitschrift化r Missionswissenschaft 1966)pp26一30。

28「圖書館」一詞應為明治以來，由日本傳到中國的名詞但北堂之

有藏書，可能始於雍正3年（1725), 1860年左右再合北京束、西、

南丰堂之藏書而成館，最後又得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於1938

開始整理、編目詳見方東〈北平北堂圖書館小史〉，《圖書月

刊》第3卷第2期（1944）頁8387；另參雷強，〈北堂善本書目

的編撰過程〉，《文匯報文匯學人》（2016年7月佔日）第〕314

版。

29上海徐家匯藏書樓所藏的清抄本除注8提到的現代重排版外亦

已收八鐘嗚旦、杜鼎克與王仁芳編《徐家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

文獻續編》（台北：台北利氏學社1013）第28舛冊。

30中國國家圖書館的藏本有兩種。賀清泰的〈《聖經》之序〉、〈再

序〉以及《化成之經》收為一冊題為《聖經》索書號為〕3 8843。

另一冊題為《聖保祿諭羅馬教友的書丰O為一函三冊收錄的經

卷有＜聖若望書札〉和〈聖若望默照經＞等《新經》經巷數種索

書號為138594有北京圖書館藏書章。這些抄本的筆跡不盡相同

頗似徐匯本的情形，可能為同一時期的抄本，但絕非北堂原稿。《聖

保錄論羅馬教友的書扎》這個封面顯為後來謄寫因為書內「羅鳥」

稱「落瑪」，和徐匯本一效，也是早期的說法。此冊所含三春已有

現代景印本見俞冰主編《名家書札墨逶》（北京：線裝書局

2007)，第16、17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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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仍有少數不同，中國字形學者可以覆案”·此外，俄國科學院

東方研究所另有滿漢合璧版《如達國眾王經尾增的總綱》一種，但

仍非足本，僅存第B至29章，可能是俄國東正教傳教人員所抄。乾

嘉之際，北堂書籍嘗歸南堂代管，1 828年春夏之交，南堂的書曾寄

存於北平東正教會。到了1 838年，供職欽天監而住在南堂的葡籍會

士畢學源（D Cactano pires Pereira , 176318〕8)，又一把賣光所藏

珍籍，北堂舊籍再轉俄國教堂皮藏32，我們目不提賀清泰和俄國耶

穌會關係密切無比。今日天主教的標準本中文《聖經》是所謂「思

高本」，乃方濟會士雷永明（Gabriel Maria Allegra , 19071976）領

軍完成，時為1968年33·雷永明在1931年來華，駐鐸衡陽。1935啊

月l日，他發願全譯《聖經》，十年後還在時稱北平的北京創立了「思

高聖經學會」，綜理譯經事務。發願當年，他在羅馬教宗在華總代

表蔡寧（Mario zanin，比90195釗面前期許道：他要「參照著古譯

本，從原文翻譯」叫·所謂「古譯本」（antiche versioni)，雷永

3〕例如「虛」在北堂本作「靂」，在徐匯木作「靂」又如「寶」在
北堂本作「寶」，在徐匯本作「寶」等等·

32 H Verhaeren ,"Historica]Sketch ofthePeit ' angLlbrary , , , inhlsed ,
Calqlog〞e oflhe Pellq幫LI紛a〞（Peking : Lazarlst M . ss】on Press
]949), pp xxi , xxvi另見坪j”若梅〈]9世紀葡萄牙天主教在華遺留
財產與俄羅斯束正教馱北京使館〉《行政》第25卷總第95期（20]2
年）頁〕09吃〕；以及蕭玉秋《俄國傳教團與清代中俄文化交
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頁183。

33雷水明創譯思高本《聖經》的大略經過見人mulf CamPs ,‘下ather
GabrjeleMA]legraOFM(1907]976)andthestadjumBiblicaunl
Franciscanum : The First Complete Chinese Catholic Translation ofthe
B jble ,"in Eber , et al , eds , B ' ble ' nA化d印〞Ch加a : TheL左erJ。朗d
加Iellecl〞al觔華ad , pp 55一76

34 Serafino M Gozzo , ed，几紀mor ' e座ulob嶼夕妒chedej尸Gabr ' ele紅
J〞蟬aaFA4：層他slonar ' o ' nC加a(Roma : Nplgs6), plos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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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用的是複數形，雖包含《四史攸編》在內，大致卻指「北堂本」

《古新聖經》而言。此時的北堂並不在賀清泰原先所居的蠢池口

因為義和拳之亂，清末已遷往後人所稱的西什庫，正式名稱為

「救世主教堂」，一般稱「西什庫天主堂」

上面有關雷永明的引文，譯自《雷永明神父回憶錄》

（繞morie"A〞lobiog，妒che del尸Gabriele贓月11明Ia aRM !

Mhsionaro inC加a）。此書雷永明原用義大利文寫成，時間約為1984

年，不久再請人「將意文手抄原稿送【到1台灣」，由會中同修

韓承良（19282004）焚膏繼晷，「用了二十天的時間」，在1985

年初中譯成書，再經李士漁（1917一2004）重新譯過，於1987年春由

第三者彙整成書（《回億錄》，頁13）。雷氏的原文，反而出版得

比韓承良1984年的原譯遲，要到〕986年才編輯完成，在羅馬付諸＄lJ

劂35。

雷永明來華後，因為學習中文故，得悉賀清泰嘗譯《古新聖經》，

遂致函《教育叢干IJ》主編苗德秀（Theodore Mittler , 18871956）求

證。苗氏出身聖言會（SVD)，旋回函道：賀清泰的手稿「確實是

在北堂（《回憶錄》，頁90JMemorie pg幻·雷永明不久即離開

（續）-

書下文簡稱繞m開必。原文面世隔年韓承良承命譯之這裡為其

所譯見雷水明著韓承良譯《雷水明神父回隱錄》（香港：思

高聖經學會出版2001）頁112。韓譯以下簡稱《回隱錄》引

文頁碼隨文夾注。《雷水明神父回隱錄》的義文原本另有較具學

術性且附有中文專有名詞的現代版見stophane OPPes , ed , Le

memor ' edi戶a Gabr ' e/e贓All朋’a ofHsan Glroj"0 della Cma

(vatican : Ljbreria editrice vatican , 2005）。不過本文所用仍為

Gozzo在1986年所編。

35 Sera狗no M Gozzo , ed，臉mor ' ejutob’叫’祈che劍R Gabriele層

A Ileoa aF層：M紹s ' onar ' 0 m Clna(Roma : Np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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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陽，前往北平。費賴之（Louis Pfister , 1833一1891）與徐宗澤

(18861947）對《古新聖經》都有相當高的評價，雷永明其實清楚·

到了北平之後，雷永明隨即晉見蔡寧，並在輔仁大學住下。葉寧請

他再訪苗德秀，並到北堂「看看賀清泰神父的聖經譯本」，而苗氏

表示手稿仍存，「而且也很完整」，值得全稿拍攝，輔仁大學的各

會會士會來幫忙。雷永明在藥寧助手高彌肅（G Comisso，生卒年

不知）的陪伴下，不久在北堂即「看見了耶穌會賀清泰神父那份著

名的寶貴手稿」（《回億錄》，頁9192 ' Me)norie p 92)

雷永明為了拍攝賀清泰《古新聖經》全稿，在苗德秀居中介紹

下，由輔仁大學其時校務長穆爾菲（Joseph Murphy , 1595一1935）指

定呂耳（TheoRu比卜生卒年不知）幫化3‘呂耳可能也是聖言會士，

乃攝影高手·他們用紙條標上卷目與自訂的頁碼”，從1935年夏初

開始，每天從九點到下午一時，在北堂總共工作了月餘，才把《古

新聖經》全稿攝畢。拍完之後雷永明將底片送洗，一共花了六百

美金，才如數洗畢·輔大開學之前，雷氏又將洗出的照片攜回衡陽

黃沙灣，請人用「布製的封套，裝成堅固的小冊」。當地時稱「埃

及方濟傳教修女會」（le suore Francescane Missionaried ' Egitto）的

修女，則「自願負責黏貼照月」，最後所成達三十冊，雷永明存放

在自己房內（《回憶錄》，頁92一93／〞面卻ri么p 93）。這三十冊的

36穆爾菲和輔藝大學的關係見柯博識，〈聖言會於一九三三年接辦此
京輔件大學之紀實〉在輔扛大學「學風與傳統學術研討會會譚
手冊」（2005年12月7日），頁69·另見《回隱錄》頁91一92／繞。or。
pp 9293。

37從最完整的〈眾王經卷二〉殘稿來看，北堂本的頁碼編號方式禾
徐匯本一樣都依刻本的現代編碼方式，亦即在數字之外正反甬
頁均以頁a、頁b的方式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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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是北堂本《古新聖經》的翻拍版，首次外流，意義重大。

雷永明回到衡陽不久，中國對日抗戰爆發，但北堂本《古新聖

經》的三十冊相簿與其他書籍，卻已開始成為他的「聖經圖書室」

的部分，可以在其中譯經，而《古新聖經》確也成為他重要的依據38·

可惜隨著戰爭日益惡化，圖書室在炮火下慘遭破壞。據雷永明自述，

三十冊北堂《古新聖經》的照片，最後僅有兩冊逃過彌天炸火（《回

隱錄》，頁93州繞morje p93）。1939年，雷永明因病西返義大利，

二年後才由美國繞道日本，再返中國，回到其時已在日軍控制下的

北平，開始籌備「思高聖經學會」。北平的日軍待雷永明不錯，1 944

年歲末之前，他接續衡陽時期的譯業，完成《舊約》中譯。1945年

夏，思高聖經學會正式成立，會址為輔仁大學附屬西煤廠宿舍，不

久遷李廣橋，再遷小石橋（《回憶錄》，頁122一124／〞面”rie , p

1 16118）。日本才戰敗後，中國旋即煙硝再起·這次是國共內戰，

雷永明人在北平，眼看時局已不可為，遂和學會兄弟商議，開始南

遷。他請得教宗庇護十二世（Pius xll , 18761958）的資助，遷至香

港堅尼地道，後轉軒德蓀道今址，而兵雙連天下僅存的二冊《古新

聖經》相簿和英千里（19001969）自倫敦抄送的《四史攸編》39 ,

38不論卷目或其內容思高本《聖經》近似《古新聖經》之處甚多。

不過思高本實為不斷修正逕得亦非雷水明一人手稿參見陳培

佳、霍桂泉〈修訂思高聖經譯文的經歷〉《神思》第89期（2011

年5月），頁51一60。另見Raissa de cruttola ,"The First Catho]ic in

Chinese : GabrieleAlle邵aandHisTranslation , Interno ' looalJO“閉alof

月reaSlu請“10 : l(2015): 5一3。不過Gruttola之文，在思高本《聖

經》和北堂本《古新聖經》的淵源上幾無著墨這點參閱鄭海娟

〈文本之網─《古新聖經》與前後代《聖經》漢譯本之關係）

頁279286。

四英千里抄自英國的《四史攸編》，目前仍妥善保存於香港思高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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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同修由衡陽攜帶至滬（《回億錄》，頁123／繞m〞織p 117),

最後經勃萊那（Bryner）運輸公司運往香港人藏學會的圖書室（《回

億錄》，頁92及頁127一〕45／繞m〞矚p 92 andpp 120一137）。

上述兩冊《古新聖經》乃〈眾王經〉上下卷，但仍為部分，並

非全璧。不過研究者或受《雷永明神父回慮錄》誤導，或因調查有

失使然，每以為思高聖經學會所藏僅此二冊40·其實在兩卷〈眾王

經＞之外，學會寄到香港的1 935年所攝北堂本《古新聖經》仍有其

他。這些都是單張照片，應為當年衡陽的修女所遺，亦即她們認為

是「複本」，從而沒有貼在像冊之中。若扣除重複者，香港思高聖

經學會所藏攝自北平北堂的照片共計309枚，包招數目經X Numer神

51枚、《第二次傳法度經〉(oeuterono)69枚、〈救出之經＞(Exodus)

l枚、〈眾王經卷一〉(Reguml)71枚、〈眾王經卷二＞(Regum

11)1 17枚41·道光年間，北京教友為避教禁，曾把北堂皮藏的珍貴

書籍裝箱，埋在地底六年。其後開箱，多數已經不住地氣，化為爛

（續）-
學會的圖書室。此一抄本背面貼有說明條除用英文載明「攸編」
的內容外另指出白日陞譯於1700年左右。正面則有雷永明的拉丁
文字跡指出英千里（lgnatius Ying）抄於1938年。英＋里當時負
岌倫敦大學《回憶錄》頁92(Memorle , p92）也明載「斯羅安抄
本」（Sloan Manuscript）係他再抄。

40 Toshlkazu 5 ro]ey"FourcharactersetPhrases二AStudyofrhe]rUse
〔n the Catho〔〔c and Eastern一Orthodox Vers〔on oftheChineseNew

Testament ,"HOngKongJO〞rnalofCalhol ' c凡u必嗷2 , p79 , n45另見

蔡錦圖，〈天主教中文《聖經》翻譯的歷史和版本〉《天主教研

究學報》第2期頁43。

4]＜第二次傳法度經〉有北堂原稿封面一枚，計入但相簿中有兩種

頁48而第一種與頁47完全相同。換句話說有其中一頁是內容相

同，但卻有兩個頁碼。因此若以內容為計算眾準青際上係69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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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同治年問，部分珍籍又遭祝融肆虐，付諸一焚妃。除非北堂本

《古新聖經》曾逃過兵災火劫，否則應該同朽。雷永明乃在1 935年

攝得北堂本，故而香港思高聖經學會所藏的這309枚北堂本照片，絕

非由後世抄本再抄而得，極有可能就是《雷永明神父回億錄》中所

稱「賀清泰神父著名而寶貴的手稿」的一部分。譯文中所稱「耶穌

會賀清泰神父那份著名的寶貴手稿」，雷永明原作“11 famosoe

prezioso manoscritto delPDePoirotSJ"(Memorie , p92）。易言之，

北堂本拍攝當年，不論輔仁大學或北堂人士，確實就視這本《古新

聖經》為賀氏原稿，而上述309枚北堂木照片非特劫後餘生，抑目價

值更顯。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北堂圖書館藏書因「獻堂獻廟」

運動與「文化大革命」等事件，均移交北京圖書館與中共北京市委

圖書館，又分流至寧夏圖書館與首都圖書館等地，且不論還有各種

因故而外流者43·但不論如今改稱中國國家圖書館的北京圖書館或

他館，除上述中國國圖古籍部的抄本外，北堂手稿早已不復可見，

或許在中日戰爭之際業經摧毀，或許在文化大革命時已廖遭蹂躪。

當年雷永明書齋中的三十冊北堂本照片設非戰火糟蹋，我們本可藉

以一窺北堂本全跡，可借歷史難料，發展出人意表！雷永明和呂耳

在1 935年共攝得幾枚北堂本照片，我們如今甚而也已難徹考·不過

碩果僅存的這309枚照片縱然難用「滄海一粟形容，亦庶幾近乎，

42方豪，〈明清問譯著底本的發現和研究〉，見所著《方章六十自訂
稿》2冊（台北：作者白印1969)l：兒。另見方著，〈北堂
圓書館藏書志〉，載所著《方豪六十自訂稿》，2 : 1833

43參見趙大瑩〈北堂圖書館藏書的分流（1958年以後）＞《國際
漢學研究通訊》第12期（2016年6月），頁203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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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足珍貴，學界非但可因之而得識北堂稿本真跡，也有助於《聖經》

中譯史與賀清泰研究這雙重的學術課題。

李奭學）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研究明清之際歐洲

文學的中譯史、宗教與文學的跨學科研究等著有《中外文學關係

論稿》·《中國晚明與歐洲文學》、《譯述，明末耶穌會翻譯文學

論》與《明清西學六論》等，譯有《閱讀理論》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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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記，
冷戰時期滬港台的譯本與譯者大遷徙

賴慈芸

中國的大病一字即足以道盡：「假」

─卞之琳，《阿道爾夫》譯者序（1944)

、一本茵夢湖，三個源頭

1982年，台北的輔新書局出版了一本《茵夢湖》（lmm哪“),

署名「謝金德譯。裡面收錄多篇德語作家史篤姆（Theodorstorm ,

18 171888）作品，除了〈茵夢湖〉之外，還有〈三色紫羅蘭〉、《遲

開的薔薇〉、〈鐘聲殘夢〉、〈杏革莉茄）等短篇小說·書前有〈編

譯者序〉:

我有欣賞文學的傾向，但是從來沒有設想到，讓自己和這件事

發生任何關係。翻譯文學名著更是我所不敢妄為的。抉乏這種

修養功夫和缺乏從事練習寫作的時問，當然是主要的原因。（頁

I)

但所謂「謝金德的這段話其實是張丕介在1 955年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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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欣賞文學的傾向，但是從來沒有設想到，讓自己和這件事

香生任何關係。翻譯文學名著更是我所不敢妄為的。缺乏這種

修春功夫和缺乏從事練習寫作的時間，當然是主要的原因〕·

張不介（1 905一1970)，山東人，留德的經濟學博士。1949年赴

香港，與錢穆、唐君毅klJ新亞書院，為經濟系主任。後來香港中文

大學成立，他也一直留在中大任教。他的其他著譯作都是《中國之

土地問題》、《國民經濟學原理》之類的，因此他謙稱自己不敢妄

作翻譯，只是1954年的夏天，天氣十分炎熱，偶然從舊書鋪買來德

文的史陶穆全集，因此回憶起二十多年前在德國留學的時光，遂試

譯以消暑。張丕介這篇序署於新亞書院，把翻譯過程交代的十分清

楚，顯現一惆大學者的謙謙風範。但「謝金德」不知是誰，竟也抄

了這段序文，只能說是不倫不類除了序文之外，內文也一字不差：

一個衣履整齊的老人，在一個深秋的下午，緩緩的沿街而來。

看他那雙過了時的滿布著灰塵的皮鞋·他好像散罷了步，走回

家去。他脅下扶著一條長的金頭手杖；整個的青春還保留在那

雙深灰色的眸子上，而和那一頭白髮顯出一種奇異的對照。（謝

金德，1982，頁l)

一個衣履整齊的老人，在一個深秋的下午，緩緩的沿街而來。

看他那雙過了時的滿布著灰塵的皮鞋，他好像散罷了步，走回

家去。他脅下扶著一條長的金頭手杖；整個的青春還保留在那

雙深灰色的眸子上，而和那一頭白髮顯出一種奇異的對照。（張

丕介，1955，頁l)

張丕介，《茵夢湖三色紫羅蘭》（香港：人生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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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lJ定「謝金德」是一個假名，抄襲張丕介的《茵夢湖

三色紫羅蘭》（香港：人生，1 955）。問題是，張丕介只譯了〈茵

夢湖＞和〈三色紫羅蘭＞兩篇，其他的三篇是哪來的呢。經過比對，

原來〈遲開的薔薇＞和〈鐘聲殘夢〉2兩篇是巴金（李堯棠，1904200幼

翻譯的，〈杏革莉茄）是毛秋白（1903一？）翻譯的。以下為這三本

源頭的初版資料：

一、毛秋白《德意志短篇小說集》(1 935年，上海：商務）

二、巴金《遲開的薔薇》（1943年上海：文化生活）

三·張丕介《茵夢湖／三色紫羅蘭》(1955年，香港：人生）

而台灣從1 956年開始，至1993年為止，至少有十一種《茵夢湖》的

盜印版，源頭除了上述的三種譯作之外，還有一本李紹繆的華英對

照《茵夢湖》（上海：三民書局，1947）。台灣的各盜印本採取了

各種不同的組合：

表l台灣盜版《茵夢湖》來源表

毛秋白巴金譯李紹繆張不介

譯本本 譯本譯本

l呂津惠（文光〕956) V

V

V

V

2亮華（重光，1957) V

V3張治文（現代家庭，1 95勁

4呂津惠（大眾〕9 66)4

巴金原譯名為〈馬爾德和她的鐘）。
毫灣商務在1969年曾重印毛秋白此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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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郡翠文（文馨1976)

6（未署名）（文言，1981)

7謝金德（輔新，1982)

8（未署名）（大夏，1987)

9俞辰（久大1988)

10（未署名）（漢風，1 990)

11俞辰（桂冠，1993)

青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而這四本源頭書，至少三本跟香港有關：張丕介是流亡到香港

後所譯的，也在香港出版；李紹繆譯本在1 952年曾由香港三民書店

再版，巴金的譯本也在1966年由香港的南華書店再版，但把書名由

《遲開的薔薇》改為《蜂湖》·因此或許台灣的抄襲本並不是直接

抄上海版本，而是抄香港版本。

《茵夢湖》因為是中短篇小說合集，來源比較複雜。但這並非

孤例，1 987年台北金楓出版社署名「俞辰」翻譯的《野陸的呼喚》，

收錄美國作家傑克倫敦（18761916）三篇小說，其中＜野陸的呼

喚＞是根據1 935年谷風（張光人，19021985）、歐陽山（楊鳳岐，

1908一2004）合譯的《野吐底呼聲》（上海：商務）；而另外兩篇短

篇小說〈生火〉和〈異教徒＞，則抄襲1967年吳玉音的《傑克倫

敦短篇小說選》（香港：今日世界），同樣也是結合滬港來源的台

灣盜印木·

（續）-

4 1956年文光版是英漢對照本，1966年大眾版只有中文因內容過於

單薄還多加印了歌德的〈少年維特的煩腦〉係抄襲1931年羅牧

的譯本（上海：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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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台灣的盜印本這麼多？來自滬港兩地的源頭譯本有多

少？真正譯者是誰？香港在這波譯本及譯者大遷徙中扮演什麼樣的

角色？本文希望從結構陸的角度，全面來描述1949年至1990年四十

年問，來自中國和香港的譯本，並描述1 949前後流亡至港台的譯者。

二、假名的始作俑者：香港美新處

台灣盜印譯本充斥，有語言、政治、商業利益等複雜的因素5。

語言方面，台灣從清末至1 945年為日本殖民地，歷經日本明治、大

正·昭和三朝，習用日語已久；而且台灣居民多為閩粵之後，不在

北方官話區域之內，不諳中華民國依據北平方言而定的國語當然

也對「我手寫我口」的現代白話文相當陌生，因此現代中文書寫勢

必依賴大陸出版品與大陸作家、譯者·

而政治方面，台灣戰後四年隨即長期戒嚴，不但大陸出版品不

得進口，已在台灣的大陸出版品也不得出現大陸譯者的名字6，出版

社只得「依法塗改譯者姓名或不具名出版7，筆者稱這些不在場的

5請參考筆者論文〈台灣文學翻譯作品中的偽譯問題初探〉《圖書
館學與資訊科學》兇（2)2012。以及C埋名異鄉五十載：大
陸譯作在台灣〉《東方翻譯》21期2013。

6依據1951年l月5日通過的「台灣省保安司令部檢查取締禁書報雜誌
影劇歌曲實施辦法」第六條；查禁書刊歌曲目錄由本部會同有關機
關核定後頒發在目錄未頒發前，暫依下列原則辦理。（一）共匪
及已附匪作家著作及翻譯一律查禁。（蔡盛綺〈1950年代查禁圖
書之研究〉，《國史館館刊》26 , 2010，頁85)

7 1959年內政部的查禁辦法：「附匪及陷匪份子三十七年以前出版之
作品與翻譯，經過審審查內容無問題且有參考價值者，可將作者姓
名略去或重行改裝出版。」（林載爵〈出版與閱讀：圖書出版與
文化發展〉收於《中華民國發展史：教育與文化（下）》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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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為「幽靈譯者」。到戰後二十年（1965）年為止，台灣譯者生

態仍以幽靈譯者為大宗，占六成多；流亡譯者大約占三成，台籍譯

者不到5%8·已知為盜印本的台灣譯本數量超過1 500種，來源譯本

超過600種，被塗改姓名的譯者超過400人。盜印譯本規模之大，在

翻譯史上相當罕見。在這波譯本盜印風潮中，也有部分來源譯本是

在香港初版的，如張丕介的《茵夢澎口三色紫羅蘭》就是。而台灣

次於幽靈譯者的第二大譯者族群就是流亡譯者，這部分也與香港相

似，即流亡譯者也在香港翻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張丕介就是1949

年流亡到香港的中國學者。

最早匿名和更改譯者姓名的，也是香港的出版社。1952年，香

港的人人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世界文學精華選」，裡面出現了好幾

本譯者不明的美國文學作品：

表2人人出版社匿名譯作來源
人人出版社書名原譯書名 原譯者 原出版社及

出版年

頑童流浪記 頑童流浪記 鐸聲，國振9上海：光明
1 942

愛倫坡故事集 愛倫坡故事集焦菊隱 上海：晨光

1946

（續）-

人文中。2011）頁487。

8參見筆者文章：賴慈芸，〈幽靈譯者與流亡文人─戰後台灣譯者

生態初探〉《翻譯學研究集刊》17 2014頁2355。

9即章鐸聲和周國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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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森選集

槳權
上海；晨光

1949

上海：晨光

1 Q4Q

青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人人出版社這四本書，每一本在港台都有多次被盜印的紀錄。

一·鐸聲，國振的《頑童流浪記》：

1952，世界文學精華選編輯委員會，《頑童流浪記》。香港：人人。

1 957，胡鳴天，《頑童流浪記》·台北：大中國·

1987，未署名，《頑童流浪記》·台北：文國。

1990，唐玉美，《頑童流浪記》。台南：文國。

二、焦菊隱的《愛倫坡故事集》：

1952，世界文學精華選編輯委員會，《愛倫坡故事集》。香港：人人。

1971，儲海，《愛倫坡故事集》·台北：正文。

1 971，未署名，《愛倫坡故事集》。台北：大林。

1978，朱天華，《愛倫坡故事集》。台北：天華。

三、吳岩的《溫士堡·俄亥俄》：

1 952，世界文學精華選編輯委員會，《安德森選集》，香港：人人。

1958，方壞瑾，《安德森選集》，台北：新陸。

1965，吳明實，《小城故事》，香港：今日世界·

1968，陳文德，《安德森選集》，台南：北一。

1975，吳明實，《小城故事》，台北：台英。

1982，蔡青陵，《小城故事》，台南：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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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徐遲的《華爾騰》：

1 952，世界文學精華選編輯委員會《湖濱散記》，香港：人人

1964，吳明實，《湖濱散記》，香港：今日世界

1965，未署名，《華爾騰》，台北：文星

1965，黃建平，《湖濱散記》，台北：正文

1970，未署名，《湖濱散記》，台南：新世紀

1971，李蘭芝，《湖濱散記》，台北：正文

197〕，楊人康，《湖濱散記》，台南：綜合

1 975，聖誠，《湖濱散記》，台中：普天

1978，朱天華，《湖濱散記》，台北：天華

1 985，未署名，《湖濱散記》，嘉鴻（無出版地）

1987，吳明實，《湖濱散記》，台北：台英

1990，吳麗玟，《湖濱散記》，台北：遠志

1990，康樂意，《湖濱散記》台北：金楓

這四本書在台灣的流傳，可說都是由香港人人出版社開始的。率先

隱匿姓名的是人人出版社，率先給譯者吳岩和徐遲取假名「吳明實」

的，則是今日世界出版社。這兩家出版社都不是一般以盜印謀利的

小出版社，而是香港美國新聞處出資成立的〕0·為什麼他們要隱匿

譯者身分？其實可能是為了保護身陷大陸的譯者。因為這兩本書都

是1949年上海晨光出版的「世界文學叢書」，而這套書有美國官方

的介人。根據主編趙家璧的〈出版者言＞，這套書是由「中華全國

10陳建忠〈「美新處」（usls）與台灣文學史重寫─以美援文藝
體制下的台港雜誌出版為考察中。〉《國文學報》52期2012
頁2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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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協會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與美國國務院及美國新聞處合作」

並且明確提及美方的協助者：

自一九四六年開始到一九四八年底才告完成。期間曾得美國方

面費正清（John Fairbank)，康納司（BradleyConnors)，福斯

脫（John Foster）諸先生和耿美麗（Marion R Gunn）女士很大

的協助。〕]

誰知1949年3月出書時，局勢丕變，中美交惡。這些書出也不是，不

出也不是。書都是美國文學名著，譯者都是一時之選，美新處出人

出錢，但出了伯傷害譯者，不出又不甘心，所以就只好先匿名，後

用假名「吳明實」（諧音無名氏）。只是匿名也沒能保護譯者。根

據趙家璧的回億，的確後來在十年浩劫中，沾過這套書的可說是人

人倒楣，都被指控為「美國文化特務」，整套選譯俱佳的好書成了

「大毒草州2·焦菊隱死於文革，徐遲、吳岩（孫家晉）、趙家璧

都下放五七幹校養豬。一直到文革結束，才又出了新版。

吳岩和徐遲後來都在1980年代出了新版，而且也部提到香港

「盜版」的事。1982年，上海譯文重出了吳岩的《溫士堡俄亥俄》，

書名改為《小城畸人》。吳岩在〈譯者復記〉中說：

這部安德森的傑作，原是我三十多年前的舊譯，曾列入「美國

11趙家璧這篇＜出版者言〉，每一本「晨光世界文學叢書」初版都有
收錄。此處杪自馬彥祥譯《沒有女人的男人》（晨光1 949)，頁

12趙家璧〈出版「美國文學叢書」的前前後後─回隱一套標誌中

美文化交流的叢書〉，《讀書》，1980年十月號，頁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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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叢書」，由晨光出版公司在解放前夕的上海出版的。當時

我直覺地認為書名如譯作《俄玄俄州溫士堡城》，也許會被認

為是一本地理書，於是便硬譯為《溫士堡·俄亥俄》，其實是

不合適的；但因為初版後一直沒有重版，也就無法改正了。這

書在香港例是再三印過的，叫做《小城故事》二譯者著名雖

不是我，但那十四篇的譯文卻篡本上是我年輕時的舊譯；有些

錯、漏的地方也跟著我錯、漏了，這使我成到不安：也有幾

處替我改正了錯誤，我在這裡表示威謝。13

「海譯文也在1982年重出了徐遲的《華爾騰》，書名改為《瓦爾登

湖》。徐遲在譯序中說：

這個中譯本的第一版是1949年在上海出版的·那時正好舉國上

下，熱氣騰騰·解放全中國的偉大戰爭取得了輝煌勝利，因此

注意這本書的人很少。但到了五十年代，在香港卻有過一本稍

稍修訂了它的譯文的，署名吳明實（無名氏）的盜印本，還一

再再版，再版達六版之多。14

這兩件「盜版」案，涉及了複雜的中美台關係。1949年晨光這套美

國文學叢書，雖然是美國新聞處參與規劃的，但譯者全留在中國，

13台灣遠流出版公司在2006年出版上海譯文版將譯者復記」改為
「譯序」，並在編按中說明：「本文係吳岩先生為上海譯文版所撰
之「譯者復記」經吳先生首肯收入本書以為譯者參考·」（頁
26)

14徐遲〈譯者序＞《瓦爾登湖》·上海譯文〕9 83·擷取自htt州／/t ieba
haiducom/p/52197550。擷取日期：2015/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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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戒嚴時期的台灣都得算禁書。如果沒有人人出版社和今日世界出

版社率先「自盜」，在台灣不會流傳這麼廣·而香港並無禁書政策，

人人出版社和今日世界之所以匿名，或許是出於保護譯者的一片苦

心·只是兩位譯者為了這套書在文革中吃盡苦頭，三十年後才發現

香港盜印多次（他們還不知道台灣盜印次數更多），誠然是譯者之

不幸，卻也是港台讀者之幸。

今日世界出版社作為美國宣揚文化的重鎮，除了「自盜」這兩

本書之外，也還有兩本是改中國譯本出版的：1969年署名「葉晉庸

譯的《白鯨記》和〕馳964年署名「蔡洛生」譯的《湯姆歷險記》·

前者是根據1 957年曹庸（胡漢亮，1917一1988）的《白鯨》（上海：

新文藝）縮節的；後者是根據1 952年洛生的《頑童奇遇記》（新加

坡：南洋商報）修改；而洛生的版本則是根據1932年月祺（胡伯懇，

1 900-1968）的《湯姆沙耶》（上海：開明）修改·因此「洛生和

「蔡洛生」均為編輯而非原譯者。「洛生」查無線索，「蔡洛生」

即思果（蔡濯堂，1 9182004)，可能因非他獨立翻譯，所以特意用

「蔡洛生．這個僅用一次的筆名。

三、香港作為中介者

冷戰期間，兩岸對立，香港居於其問，又是英國殖民地，左右

派兼容，因此扮演了重要的中介角色。黃開禮在《書街舊事一從府

前街、本盯通到重慶南路》一書中，提及1950年代初期，他在重慶

南路當學徒時，每天早上都要去台北郵局領兩百多包香港來的郵

“文本比對請參考翻譯偵探事務所httPs ://wwwfacebooLco耐ranyi
ZhenTanshlwusuO/posts/874197626003802（擷取日期：201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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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數量驚人

台灣光復復，日本書店收攤，台灣的書籍全由上海供應。·

但上海淪陷之復，輪船無法直航，海路阻斷了，大陸的書籍只

得先輸柱香港，再以郵包寄到台北。二每件包裹大概裝一、

二十本書，所以每天要頜取的包裹有兩百多包，（頁3031)

而為數眾多的香港僑生，可能也扮演了信使的角色，如曾在台灣讀

大學的鄭樹森就自承，寰宇出版社「萬年青書廊」的中國譯本，有

些就是他從香港帶到台灣翻印的，如馮亦代譯的《蝴蝶與坦克》和

卞之琳譯的《紫羅蘭姑娘》等16·在譯本大抄襲浪潮中，香港有中

國1949年前譯本，包括匿名或改名出版的，也有如實署名的；也有

1 949年後的中國譯本，一樣有些署名，有些匿名·以下是這幾類譯

本的例子：

表3港台皆匿名的中國1949前舊譯舉隅
中國譯本 香港（匿名）譯本 台灣（匿名）譯本

徐炳起、喬曾劬《你往京華《暴君焚城記》17孫天行《暴君焚城記》
何處去》（上海：商務（香港；時代，無出版（台北：文光1953)

]92]) 年）

16鄭樹森《結緣兩地：台港文壇瑣隱》（洪範2013）頁24。

17這徊譯本與徐炳和、喬曾劬的譯本書名和人物名字不同但其他差

異甚小。沒有出版年但譯者序言說這部名著「要趕緊付梓雅

測是因為1951年好萊塢電影「暴君徒城錄」在港上映的關係，所以

要趕著出版。台灣署名「孫天行」的版本與港版一字不差應該是

抄襲香港版本，所以推估是195匯叮1953年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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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等《世界史綱》金鑠《世界史綱》（香蝙輯部《世界史綱》（大

（上海：商務，1928)港：人文，1958) 林，197 ?)

曹孚《勵志哲學》（上曹明《勵志哲學》（香林語堂《勵志文集》（台

海：開明，1932) 港：授古，1 953) 北：海燕，1 961)

許達年《埃及童話集》張雲華《新編埃及童未署名《埃及童話》（台

（上海：中華，1934)話》（香港：匯通，無中；義士，1967)

年代）

許達年《丹麥童話集》林語堂《丹麥童話集》呂津惠《世界童話集》

（上海：中華，1934)（香港：百樂，1954)（台北：新陸，1957)

李青崖《莫泊桑短篇小未署名《莫泊桑選集》未署名《莫泊桑傑作

說集》（上海：商務，（香港：文學，無日期）集》（台南：光田，196釗

1 935)

饒述一《查泰萊夫人的岡田櫻子《查泰萊夫人李耳《查理夫人》（台

情人》（上海：北新，的情人》（香港：泛亞北：紐司周刊社，195幼

1 936) 堂1952)

林疑今《戰地春夢》（上葉天華《戰地春夢》（香楊明《戰地春夢》（台

海：西風社，194的港：英語，196勁 北：北星，1957)

林華姚定安《亞森羅未署名《亞森羅賓案全敔明蝙譯所《亞森羅賓

賓案全集》（上海：敔集》（香港：歐明，無案全集》（台北：台灣

明，1 942) 日期） 敔明，1959)

鍾憲民《天才夢》（上魏智育《天才夢》（香未署名《天才夢》（台

海：教育書店，1947)港：維華，1959) 北：正文，1 973)

畢修勺《給妮儂的故野牧《左拉小說選》（香蘇雪茵《給妮儂的故

事》（上海：世界〕94引港：新月1968) 事》（台南凍海〕96的

2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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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圖南（194糾《惠特

曼抒情詩選》（上海；

光華〕948)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惠特曼詩選》周石琦《惠特曼抒情詩

上海書局 選》（台北：五洲1968 '

人人出版社那四本署名「世界文學精華編輯委員會」的盜印譯

本也屬於此類。香港雖無禁書政策，但如前所述，人人出版社可能

是為了保護仍在大陸的譯者而不具名，也有其他小出版社可能是為

了牟利而匿名出版。台灣因為有戒嚴法，匿名出版的情形比香港普

遍，但陳秋帆（19091984）翻譯的《無家兒》（上海：商務，1936)

是比較特殊的例子：香港在1960年出現署假名「吳大俞」的《孤兒

奮鬥記》（文化出版社），台灣商務卻在1 972年如實署名出版。陳

秋帆戒嚴期間仍在世，按理說台灣不能出版署名她的譯作18，因此

是比較罕見的例子。

表4香港保留譯者著名，但台灣譯本改名的版本舉隅
中國譯本 香港譯本 台灣（匿名）譯本

夏康農《茶花女》（上夏康農《茶花女》（香胡鳴天《茶花女》（台

海：知行，1929) 港：匯通，1963) 北：大中國1957)

黃石，胡簪雲《十日談》黃石胡簪雲《十日談》綠影《十日談》（台北：

（上海；開明〕9 30)（香港：商務1960)長歌197幼

18這本《無家兒》是從日文轉譯的也許台灣商務誤以為這是在台灣
的陳秋帆所譯。台灣也有一位譯者陳秋帆（1913 ?）。兩位陳秋
帆都是上海人都從日文翻譯。大陸的陳秋帆是女性，是鍾敬文的
妻子北京師大的教授。台灣的陳秋帆是男陸曾在省新聞處工作，
為東方出版社出版過許多少年文學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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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頃之《茶花女》（上黃慎之I叛茶花女》（上敔明蝙譯所《茶花女》
海：敔明，1936)

曾孟浦《俠隱記》（上曾孟浦《俠隱記》（香歐明褊譯所《俠隱記》

海：戲明，1936)

張健《格列佛遊記》（上張健《格列佛遊記》（香葉娟雯《格列佛遊記》

海：正風，194田

羅塞《魂歸離限天》（上羅塞《魂歸離很天》（香江濤《魂歸離很天》（台

海：聯益1949)

劉重德《愛瑪》（上海：劉重德《劈髭》（香港；楊乃銘《伊瑪》（台北；

正風1 949)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海：敔明，1966)

港：歐明，1956)

港：文淵，無年代）

港：崇文1960)

文淵1953)

（台北：敔明，1957)

（台北：敔明，1957)

（台南；東海，1977)

北：新興1957)

」h星1958)

這類的書，有些是滬港皆有分局的出版社所出，如敔明就在上海、

香港、台灣皆有，台北的台灣敔明重出上海敔明的書，多半只署「敔

明編譯所」；香港敔明則較無顧慮，多半具名。台灣版本未必晚於

港版，以夏康農（1903197。）的《茶花女》為例，由於出版已久，

可能不少落腳台灣的流亡者也有此種子書，因此盜印時問早於港

版。敔明書局因為香港和台北皆有分局，上海敔明的書很可能兩地

皆有，即使台版晚出，也不能確定台版的來源是港版。

19王填之與黃填之都是敔明編輯施瑛的筆名許慎之、施洛英、何君

蓮也都是他的筆名。根據其子女2012年11月6日發表在《德清新聞

網》的文章〈懷念父親施瑛〉·擷取自httP：〞dqnewszjolcomcnj

dqnews/systemJ2012/11/06J015690840shtm]



夕12 思想第37期

中國譯本 香港譯本 台灣匿名譯本

李浪民《敏豪生奇遊未署名《敏豪生奇遊未署名《敏豪生奇遊

記》（上海：小主人，記》（香港：藝美〔979)記》（屏東；現代教育

1950) 1 980)

蕭珊《別爾金故事集》葉靈鳳蝙《普希金〉（香林欣白《普希金：生平

（上海：平明，1954)港：上海，1961) 及其代表作》（台北：

五洲1969)

卞之琳《莎士比亞十四葉靈鳳編《莎士比亞》林致平《莎士比亞：生

行詩》《譯文》（北京：（香港：上海1961)平及其代表作》（台

1954年第四期） 北：五洲1964)

查良錚《普希金抒情詩查良錚《普希金詩選》平來以妝首布玉匕士中哺痲汙

選》（上海：平明1955)（香港：上海，1960)選》（台北：五洲1968)

方平《亨利第五》（上方平《亨利第五》（香朱生豪《亨利五世》（台

海：平明1955) 港：大光〕962) 北：河洛1981)

馮至《海涅詩選》（北馮至《海涅抒情詩選》孫主民《海涅抒清詩

京：人民文學，1956)（香港：萬里，1960)選》（台北：五洲，l , 68)

王科一《傲漫與偏見》王科一《傲漫與偏見》錢漢民《傲優與偏見》

（上海：新文藝，1956)（香港：建文，1958)（台北：文友，1972)

納訓《一千零一夜》（北納訓《一千零一夜》（香成偉志《新譯一千○一

京；人民文學〕9 57)港：建文1958) 夜》（台北：世界1 959)

葉君健《夜鶯》（上海：未署名《青春》（香港：許良《安徒生童話選》

新文藝，1957) 上海，1960) （高雄：大眾1960)

表5中國1949以復新譯的港台版本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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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文蔚《雨果夫人見證葉靈鳳蝙《雨果》（香林致平《雨果：生平及

錄》（上海：新文藝，港：上海，1 961)

1 958)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其代表作》（台北：五

洲1964)

1949年以前的中國譯本，有可能由流亡者攜帶到台灣或香港；

台灣在1945至1949年間，圖書館或私人書局也大量向上海購書，未

必非透過香港不可·只是香港也有出版的話，譯本流通的可能性自

然會增加。但1 949年以後，由於兩岸交通已斷，台灣進人戒嚴時期，

禁止中國書籍進口，因此若要出版1949年以後的新譯本，就非透過

香港不可。因此台版年代均晚於港版。

從上表也可發現，1950年代，香港和中國互動相當密切，許多

作品在中國出版之後，很快就出現港版。例如納訓的《一千零一夜》，

1957年在北京出版，隔年即有香港建文的版本，1 959年台北世界書

局即署假名「成偉志」出版·這個譯本成為台灣戒嚴時期的主流譯

本，盜版不絕20·王科一的《傲漫與偏見》1 956年在上海出版，1958

年即有香港版本，後來在台灣至少有四次盜版紀錄。

另一種引進大陸新譯的管道是透過香港編輯的書。1964年，台

北的五洲出版社推出了一整套的「名作家與名作品文庫，署名林

致平和林欣白編譯。其實這整套書都是抄襲香港上海書局1 960年開

始陸續出版的「作家與作品叢書」，五洲的前言也是抄襲該叢書的

〈編輯緣起〉，只是把原來文章中提及的「鄭振鐸」改為「胡適之」，

因為鄭振鐸在戒嚴時期的台灣是犯禁的，而胡適卻是自己人21 :

20參見筆者論文〈還我名字！尋找譯者的真名〉《譯者養成面面觀》
書林，2013

21這種以安全名單替換原譯者的方法，也可在河洛出版社的《亨利五
世》見到。河洛版其實是方平1955年譯的《亨利第五》但方平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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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多年前，鄭振鐸先生曾計晝過有系統地介紹和整理世界

文學名著，編輯一套規模宏大的「世界文庫」。二可借受世

局的影響，這套「世界文庫」的第一集計畫還沒有完成，便中

輟了。（上海書局〈編輯源起）)

在抗戰勝利復，胡適之先生曾計畫過有系統地介紹和整理世界

文學名著編輯一套規模宏大的「世界文庫」⋯可借受匪

禍的影響，這套「世界文庫J的第一集計畫還沒有完成，便中

輟了。（五洲出版社〈前言〉)

鄭振鐸的世界文庫是1 935年出版的，因此香港版本在1960年稱其為

「二十多年以前」沒有問題；台版卻把年代改為「抗戰勝利以後」，

而且胡適在台灣當中研院院長，也從沒提過什麼才世界文庫」計畫。

原主編葉靈鳳的＜世界文藝名作的欣賞（代序）＞一文一字未改，

只是把「葉靈鳳和文末「一九六○年五月，香港〕改署為「林致

平脫稿於台北寓所」。這套「作家與作品叢書」收錄了不少大陸1 950

年代的譯作，如蕭珊翻譯的《別爾金故事集》和《初戀》、金福的

《鐘樂》和萬新的《婦人學堂》等。不少中國新譯就是透過五洲出

（續）-

時是在世的中國譯者依照戒嚴法不得出版河洛便用了「朱生豪

的名字出版因為朱生豪在〕944年過世列於安全名單。其實朱生

豪沒有譯完《亨利五世》就過世了其他例子如汪炳坤翻譯的《罪

與罰》遠景（1986）在台灣掛「耿濟之」之名出版；陸蠡翻譯的

《煙》台南東海（1973）也署名「耿濟之」譯；曹孚翻譯的《勵

志哲學》海燕（l 961）掛名「林語堂」譯；毛秋白譯的《俏皮姑娘》

台灣敔明（1956）掛名「伍光建」譯，都是類似的例子因為「朱

生豪」、「耿濟之」·「林語堂」、「伍光建」這幾位譯者都是未

附匪的安全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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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這整套超過來的叢書，在1960年代即已進人台灣22·

除了這套書之外，五洲在1 968年推出一整套抒情詩系列，也全

抄襲中國1949年後譯本，有部分是上海書局的版本，也有部分是萬

里書局的版本。查良錚（19 181977）一人就有拜倫、濟慈、雪萊、

普希金四本詩集遭到五洲抄襲，譯者改署「孫主民」、「華業正」、

「李念慈」三個假名。五洲這套書的封面為一隻羽毛，封面設計也

抄自香港上海書局。

四、香港製造的譯本

香港雖然人口少於台灣，但在冷戰期問卻是重要的中文出版中

心。尤其是香港美新處，大力資助美國文學的翻譯出版，出版質量

部相當可觀·冷戰期間，台灣和香港同在美國羽翼之下，台灣又跟

美國一樣持反共立場，並沒有查禁香港圖書的理由，今日世界出版

品不但有新台幣標價，也有台灣的代理商。但除了合法版本之外，

今日世界出版社至少有18本譯作23在台灣被盜印，只能以商業利益

解釋。也許以美國的利益來看，要推廣美國文學的文化霸權，這些

認真抄襲的小出版社也有些貢獻吧，畢竟抄的都是名家手筆。其中

有幾本並非由今日世界初版，如張愛玲（1 920一1995）的《鹿苑長春》

在1953年即以《小鹿》之名由天風出版社出版，因此署名「王珍」

的抄襲本究竟是抄天風版或是今日世界版就不得而知。湯新楣（湯

象，19231999）的《原野長霄》也在1955年即以《我的安東妮亞》

22台北的河洛出版社在1978年也重印了這一套二十本的叢書，改名為
「文豪叢書」沒有署編者也沒有「編輯的話或「前言。

23包括原來由其他出版社初版，後來由今日世界重出的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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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名由天風發行，所以也不知正文出版社抄的是夭風版或今日世界

版。張愛玲的《老人與海》更是在今日世界1 972年版之前就已經被

抄過不知多少次了。但收在今日世界系列中，還是存斗劍甬上面更占

優勢，更容易取得。

除了美國文學之外，受電影影響的譯本也不少，如《蝴蝶夢》、

《歷盡滄桑一美人》、《春風化雨》、《齊伐哥醫生》等，都是因

電影而成為暢銷名著，盜印者眾。以下為已知有台灣盜印版的香港

譯本：

表6台灣有盜印本的香港譯本舉隅潤

無一
24更多例子請見筆者〈不在場的譯者：論冷戰期間英美文學翻譯的匿

名出版及盜印問題〉《英美文學研究》25期2015。

25]962年今日世界重出時書名改為《鹿苑長春》·

26此書港版無出版年，係根據葉天生的譯序推估·譯序中說「英文本

於去年四月在美出版」，此書原為法文英文版（孫e Affajrsof

Caroline Cherie）於1952年出版，因此暫時雅估中文版為1953年初

版香港中文大學藏書章為1959年。

27 1964年今日世界重出時書名改為《原野長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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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玲（1 955）《愛默森選集》28（天楊繼曾（1 957）《愛默森選集》（新
風）

張丕介（195幼《茵夢湖三色紫亮華（1957）《三色紫羅蘭》（重

羅蘭》（人生）

鍾期榮（1957）《小東西》（友聯）簡逸芬（1 976）《少年詩人》（正

黃其禮（1 057)《二十七年以後》邱素惠（1974）《一才Lj文四》（桂

（大公）

程雪門（1 957)《春風化雨》（天未署名（1 958）《春風化雨》（新

一）

朱麟（1 957)《所羅門王之寶窟》陳雙鈞（1 972）《所羅門王寶窟》

（中華）

柳煙橋（]957)《無比敵》（世界）陳學洲（]961）《白鯨無比敵》

懷冰（1957）《安娜卡列尼娜》（世尼娜（1 957）《安娜卡列尼娜》（台

界）

柳煙橋（1 957）《八十日環遊世界》未署名（1 957）《環遊世界八十日》

（世界）

湯新楣（1958）《禹克吐溫小傳》未署名（]9 78）《馬克吐溫傳》（偉

（高原）

齊桓·許冠三（1959）《齊伐哥醫洪兆芳（1 965）《齊瓦哥醫生》（五

牛》（自由）

陸）

光）

氣）

冠）

陸）

（王家）

（五洲）

灣東方）

（台灣東方）

文）

分｝-)

28 1962年今日世界重出時書名改為《愛默森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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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讓轍（1 960）《培根論文集》（萬薛百成（1 967）《培根論文集》（經

國）

黎裕漢（19餡）《頑童流浪記》（今周天德（1983）《頑童流浪記》）

日世界）

蔡洛生（1964）《湯姆歷險記》（今世界少年名著編譯委員會（1981)

日世界）

吳玉音（1 967）《傑克倫敦短篇俞辰（1987）《野吐的呼喚》（金

小說選》（今日世界）

湯新楣（1977）《人鼠之間》

緯）

久大）

《湯姆歷險記》（書佑）

楓）

諾貝爾文學獎全集蝙譯委員會

(1986）《人鼠之問〉《斯坦貝

克》（書華）

彎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這些譯本以1 950年代的最多，1960年代以後清一色都是今日世

界所出版，最晚是湯新楣的《人鼠之間》·湯新楣一共有六本譯作

被抄襲，是被抄襲最多本的香港譯者。但張愛玲的《小鹿》、《老

人與海》和《愛默森選集》部被盜印多次，可說是被抄襲次數最多

的一位香港譯者。東流的《傲慢與偏見》被盜印超過二十次，也相

當驚人。

五、南來的譯者們

大批譯作由中國而香港而台灣，譯者和出版者也有類似的

軌跡。黃開禮在回億錄中多次提及上海幫的勢力：「上海育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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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台灣文化出版事業」29、「這條書街一直為上海幫把持」30、

「重慶南路一段的三十多家書店老闆，清一色是隨政府撒退來

台的上海人」31，連他一個台籍學徒，也被迫在兩年內學會了上

海話·除了重慶南路之外，金山街的新興書局老闆也是上海人；中

山北路的開明書店，老闆是前上海開明的員工索非艾；高雄大業書

店老闆陳暉33則是上海文化生活的員工·出版如此，媒體也是如此，

戒嚴時期的三大報社老闆，包括聯合報的王矚吾、中國時報的余紀

忠、中央日報的曹聖芬，都是外省人。各類文藝雜誌，包括《拾穗》、

《暢流》、《野風》、《文藝》、《皇冠》等總編也都是外省人。

《拾穗》是中油高雄煉油廠的刊物，《暢流》是台鐵的刊物，《野

風》是台糖的刊物，這些都是流亡青年聚集的國營（黨營）事業。

而大學和高中的英文和國文教師，也以流亡的外省人占了多數，而

大學教授和高中教師是重要的台灣譯者來源3乞因此可說從生產（譯

者）到發表管道（媒體）和出版（書局、出版社），流亡外省人的

勢力極大。

1950年代港台兩地文人交往頻繁，也有不少台灣譯者有譯作在

香港出版。從這批港台譯者的出生地可知他們大部分部是由北地南

下：

叩黃開禮《書街舊事：從府前街、本叮通到重慶南路》（台北：時
報出版2017）頁49。

30同上，頁151。

31同上頁154。不過這是黃開禮個人的印象其實東方出版社的創

辦者游彌堅並不是上海人，而是台北人。

32索非本名周祺安（18991988）安徽人為上海開明員工。

33陳暉，四川人，1922年生，上海文化生活員工。

34請參閱筆者論文〈幽靈譯者與流亡文人─戰後台灣譯者生態初

探〉，《翻譯學研究集刊》17 , 2014，頁2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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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地 有譯作在台灣出片反的有譯作在香港出版的

香港譯者 台灣譯者

山東 張丕介 張芳杰

山西 張蘊錦

河北 陳祖文、崔文瑜·張秀

亞·吳炳鍾35

安徽 姚克

湖北 聶華苓

湖南 鍾期榮 顏元叔

江蘇（含上海） 葉靈鳳、高克毅、思邢光祖、夏濟安、尹讓

果、劉以豐、方馨、張轍·王鎮國·於梨華·

愛玲、湯新楣、王敬吳魯芹

羲、金聖華

浙江 林以亮·秦羽 蘇雪林·糜文開、陳紹

鵬、金漢若

四川 桑簡流

陝西 田維新

江西 余也魯

表7港台譯者出生地

35吳炳鍾祖籍廣東但出生成長皆在北京。由於我關切的是語言背
景，因此出生地比祖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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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含廣州·香港）齊桓、伍希雅（王無王伍惠亞

邪）、李素36、馬朗刀、

葉維廉、鑒吟召銘、戴

天·陸離·溫健餾、張

曼儀

潘正英·許碧端、鄭樹余光中

森

福建

嶺
未知

丁貞婉，葉珊（楊牧

許冠三、李如桐鋁、韓

迪厚39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這批南來香港譯者之中，長期留港的有張丕介、林以亮（宋淇）、

方馨（酈文美）、湯新楣、思果（蔡濯堂）、齊桓（孫述憲）、鍾

期榮等人；短期居留香港，最後落腳台灣的有蘇雪林、夏濟安、糜

文開、吳炳鍾等人；短暫停留香港隨即赴美的有姚克、張愛玲、高

克毅等，赴英國的有桑簡流（水建彤）等，頗為類似短暫停留在台

斗彎即赴美的吳魯芹、方思等人。美新處仍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林

36李素本名李素英（1910-986）原籍廣東但畢業於燕京大學
1950年赴港譯有《驕做與偏見》。

37馬朗（馬博良）原籍廣東但他是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的1950年
才赴港。

38李如桐是北京大學畢業的但不知出生地。根據董橋的說法李如
桐是「魁梧寬厚的北方人國語帶著鄉音。擷取自網路（董橋
20艮6年12月31日香港蘋果日報r記得李先生」）httPs：〞hLlifestyle
appledailycom/lifesty]e/columnisCdaily/article/20061231/6 669977

39韓迪厚是燕京大學校友，可能也是北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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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亮·方馨、李如桐、余也魯、韓迪厚等旨任職於香港美新處，許

多譯者都是他們的朋友，如張愛玲、高克毅；吳魯芹任職於台北美

新處，在1950和1960年代，兩地美新處有公務往來，夏濟安則是吳

魯芹的台大同事·這批流亡譯者多半在大陸完成大學教育，尤其以

燕京大學和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的最多。

1 960年代以後，流亡學生也加人譯者行列，許多譯者畢業於香

港和台灣兩地的大學。如王敬羲、張蘊錦、劉紹銘、葉維廉、溫健

餾、董橋、鄭樹森等譯者，部曾以僑生身分在台灣接受大學教育；

而台灣的流亡學生如余光中、顏元叔、崔文瑜、於梨華、田維新等，

也都曾為今日世界出版社譯書；伍希雅、潘正英、金聖華等則畢業

於香港的大學，但金聖華的中學教育卻是在台灣完成的。也就是說，

1950年代在香港出版的譯者，大多是在大陸接受大學教育後，1949

年前後流亡到香港或台灣的；1960年代，則加人了在港台接受教育

的年輕一輩。他們有些是幼年隨家庭流亡到港台的，如金聖華；也

有原籍大陸但出生在香港的，如劉紹銘和張曼儀。

而許多同樣流亡自中國的譯者，雖然最終落腳台灣，但也有譯

作在港出版。許多譯者也和香港譯者一樣，與美國有相當深厚的關

係，如夏濟安、聶華苓、於梨華等，崔文瑜·余光中、田維新等人

都與美新處有合作關係，余光中和楊牧也都到聶華苓主持的愛荷華

寫作班進修過。

由於香港出版譯作最多的是今日世界出版社，因此上述譯者最

大的贊助人就是美新處；人人、友聯出版社也都與美新處有關·港

台譯者間的人脈關係，單德興已多有闡述40·但筆者在此要指出的

40單德興，〈冷戰時代的美國文學中譯─今日世界出版社的文學翻
譯與文化政治〉，《翻譯與脈絡》（台北：書林，2009）頁1 17158。



三職記 223

是，1950年代奠立港台翻譯的譯者，幾乎全都是從大陸流亡南來的；

他們或在港台的學院教書、或任職美新處與台灣公家單位，掌握了

出版資源，許多後來的譯者都是他們的學生輩。這些1950年代的流

亡譯者因此扮演了承先敔後的角色：他們在大陸受教育，再流亡到

港台兩地，成為兩地的種子，教育了下一代的譯者；1960、1970年

代才有較多成長於港台的譯者。

這些第一代流亡譯者，語言上也以譯者自己熟悉的語言為標

準，往往不是粵語。如姚克就在《推銷員之死》的譯序中說：

密勒生長在紐約的布魯克林區，他在劇本中用的就是紐約中層

社會的日常口語，俚俗而多美國的土話。翻譯這種台詞非得

用北京話或另一地方的鄉談才易於傳神，將原文的語氣和生動

活潑的口語傳達出來。我用北京話翻譯劇中的對話，就為這個

原故。又如汽車的輪子滑轍，英文稱為skid，中國語彙中

還沒有這個字，我想了半天才想起溜冰時在水上打滑，北京話

叫「打冰出溜充l，這才決定把skid譯成「打出溜兌一41

又如另一位流亡譯者桑簡流，也在《惠特曼詩選》的譯序中提到語

言問題：

初稿完成，我是用北平音的國語口語譯出來的，原詩用俚語的

地方也用俚語，用各種粗魯語氣的地方也盡量模仿說話人的口

吻，我很自以為得，自己為實現了我多年以來醉心方吉文學的

41姚支，〈譯序〉，《推銷員之死》（今日世界，1971)，頁3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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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喬志高在《長夜漫漫路迢迢》（1973）的＜譯後語＞中，說自己

在翻譯《大亨小傳》時有意以上海話來翻譯的策略，並寫信給林以

亮：

上次翻譯美國小說「大亨小傳」TheGreatGals勿我原想把一

兩個配角的話完全用上海人的聲口翻出來，以求接近文學手法

中所謂「逼真」verls開ilitude的效果；可是這種想法被編輯人否

決了。後來我的譯文中仍帶一些源自吳語的詞句，這其中因素

很多（當然本人是上海長大的不無影響）⋯羽

出身山東的張丕介也在介紹《茵夢湖》作者時說

我們知道，水游傳當中，有些方言與服裝，根本非外國人所能

領略的。那些翻譯文字，也只好避而不談，結果原文精神全非。

這種情形是每種地方性文學都有的。史陶穆復期著作正是如

此。假使你只懂得德文而不懂北德方言，你對他的了解，大概

不會高於一個只懂廣東話而不懂山東話的人去讀水游傳44。

從這些說法中，也可看出流亡譯者所用的語吉，與香港讀者習用的

42桑簡流，＜譯者序〉《惠特曼詩集》（人人1953)，頁7。
43喬治高（高克毅）C譯後語〉《長夜涇涇路迢迢》（今日世界

1973)，頁231。
44張丕介〈史陶慕的生平與創作〉《茵夢湖三色紫羅蘭》（人

生，1955）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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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話並無關聯。這些譯作之所以在香港出版，只是時勢使然。若

非政治迫使這些譯者流亡香港，這些譯作很可能還是會在上海或北

京出版。就像糜文開的《奈都夫人詩全集》，1 948年8月譯完，書稿

寄到上海商務準備出版；但1949年上海商務以時局混亂為由拒絕出

版；1950年四月印度與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糜文開身為

中華民國駐印度的外交官，不可能續留印度，遂在老師錢穆創辦的

香港新亞書院教書，書也就近在香港出版，他則在1 953年才到台灣

繼續任職外交官。蘇雪林的《一朵小白花》，也是類似的情形：她

1 949年從中國逃到香港，因為是天主教徒的關係，就在香港真理學

會暫時任職，次年又赴法國，1 952年才到台灣。吳炳鍾也於1949年

在香港出了一本天主教書籍《誰的計畫》（新生出版社），也是逃

難暫居香港時所出版的譯作。

六、結論

中國自五四運動後就使用白話文作為教育語言，而台灣到1 945

年才開始學習國語，比中國晚了二十多年；台灣居民母語又非北方

官話，在此歷史、政治·語言、市場規模等眾多因素之下，台灣在

戰後初期幾乎無人可做翻譯，因此翻譯依賴中國甚多。只是1949年

戒嚴之後，不得具名出版中國譯者作品，因此匿名、改名現象不絕。

而在這波大抄襲風潮中，香港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兩岸交通斷

絕之後，香港成為大陸譯本進人台灣的主要管道·無論是1 949年以

前的舊譯，或是1 949年以後的新譯，透過香港版本進人台灣市場的

現象都很普遍。比較特別的是香港左右兼容，因此左傾的香港上海

書局繼續出版1 950年代的譯作，也透過五洲出版社的盜印版流人台

灣。一直到1980年代，兩岸逐漸恢復往來，也才又出現直接盜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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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革後新譯本的情況，如志文出版社就抄襲了多種中國文革後譯

本45。

除了作為中國譯本的中介站之外，香港也供應了許多新譯本，

多半跟反共、美國、以及電影有關。台灣在1 950年代，能夠出版新

譯本的幾乎全為流亡譯者：流亡譯者不但語言能力具有優勢，在人

脈、出版資源、社會地位上也都占有優勢。香港也有類似的現象，

1 950年代譯者幾乎全是南來文人。而流亡港台兩地的譯者之問，也

有相當緊密的人脈關聯，尤其是透過香港美新處、台北美新處、台

大外文系、台師大英語系這幾個機構。台灣與香港在冷戰時期同處

於美國羽翼之下，美新處在兩地都是重要的翻譯贊助人，不但直接

資助出版，也投資於作者的養成，協助許多譯者、作家留美。在這

樣強力的介入之下，戰後港台的新譯，美國文學獨大毋寧是非常自

然的現象。

1978年台美斷交，1980年今日世界雜誌停刊，港台三十年的密

切關係開始改變。最晚一本被盜印的香港譯本是1977年湯新楣的《人

鼠之問》，此後台灣書商盜印的對象多半是中國1 978年以後新出版

的譯作，香港不再是盜印本的來源。今日世界停刊之後，台灣雖然

仍可見到香港譯者的書，如劉紹銘的《一九八四》就由台灣三民書

局出版，金聖華的《海隅逐客》由聯經出版；但對香港譯本的依賴

越來越低。台灣自1 960年代後期開始，戰後人學的一代已從大學畢

業，無論是外省籍或台籍，皆接受至少十多年的國語教育，因此譯

者數量大增，出版盛行。而香港在流亡第一代譯者凋零、最大贊助

者今日世界停刊之後，需極一時的翻譯事業似乎逐漸沈寂，轉而進

媽請參閱筆者論文〈台灣文學翻譯作品中的偽譯問題初探〉《圖書
館學與資訊科學》，38(2), 2012，頁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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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台灣和中國的翻譯作品。

其實香港的人口規模不大，若非有冷戰時期美國官方的介人

本不易有今日世界叢書如此蓬勃的翻譯事業；因此在冷戰結束之

後，自然陝復外來譯本多於本地譯本的情況。台灣則因戒嚴近四十

年，雖然初期也都是依賴外來譯本和流亡譯者，但國語教育成功，

語言習慣在兩岸隔絕的情況下逐漸發展出具有台灣特色的中文和翻

譯規範，市場規模也比香港大，新譯者源源不絕。雖然經典文學、

少數語種文學和學術書仍必須依賴中國譯本，但當代文學、流行文

學、商業企管等則與中國有分庭抗禮之勢，各有市場。

綜觀〕949年以後的中港台三地，翻譯的發展都與政治有密不可

分的關係。若非中國內戰，不會有那麼多的流亡譯者在港台發展。

若非冷戰，香港不會在美國資助下譯出那麼多美國文學翻譯作品。

而若非兩岸隔絕，台灣戒嚴，台灣不會假譯者充斥，盜印頻仍。港

台發展有類似的地方，如1950年代都是流亡譯者領軍、美國介人明

顯、兩地文學翻譯也以美國文學最多、許多流亡譯者在美國終老等

等；但在1 980年代以後，香港出版譯作漸少，逐漸從出口地轉為進

口地，轉由台灣和中國進口翻譯作品；而台灣雖也進口中國譯作，

但本地市場規模較大，加上語言風格和翻譯喜好和中國仍有差異，

暫時還能維持自主局面。戒嚴造成的盜印產業和習償，尤其是假譯

者名字充斥，固然對台灣的翻譯發展有很大的傷害，但也因為戒嚴

的隔離作用，讓同為國語／普通話使用地區的兩岸在數十年問保持

適當的距離，否則以台灣的人口規模，也很難出現如今尚稱興盛的

翻譯局面，恐怕會比較像紐西蘭、澳洲等地，由英美主導出版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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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慈芸，台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教授·譯有《嘯風山莊》《愛

麗絲鏡中奇遇》、《遜咖日記》等·研究論文〈還我名字！一一尋

找譯者的真名〉獲2014年宋淇翻譯研究論文獎評判提名獎；著作《翻

譯禎探事務所》獲2018年金鼎獎非文學圖書獎；譯注《當古典遇到

經典：文言格林童話選》；即將出版《「譯」難忘：百年翻譯傑作

選》·有部落格「翻譯禎探事務所」及同名臉書粉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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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淮楝與所譯《浮士德博士》

彭錦堂

彭淮楝一生譯作豐富，尤與托瑪斯曼的作品有特殊緣分。他

翻譯的第一本書是曼的《魔山》，時問約在1977年。將近四十年後

他又翻譯了曼的《浮士德博士》，於2015年出版。托馬斯曼認為

《浮士德博士》一書對其畢生創作有總結吐的意義。淮楝翻譯此書

時，同時做了近八百個註解，並且寫了一篇七十頁精湛的導論，與

小說同步出版。書出來以後，淮楝告訴親朋他已不想再做翻譯了。

淮楝的《魔山》是從英文版翻譯過來的，1 977年時他德文一字

不識，當時戒嚴管制，書中指涉諸如盧卡奇等人物與作品，他應該

也還不熟悉·近四十年後他翻譯了德文版的《浮士德博士》，並且

詳加箋注，然而，他沒有上過一堂德文語言課，至親好友沒有人知

道他是如何學得德文的。

這當然沒有什麼神秘的，他的德文是他一個字一個字自修來

的。1992年春淮楝與我一起小住美國安娜堡密西根大學附近，他送

了我一本書，並在扉頁上題了歌德《浮士德》裡的一段文字·此時

他引題的文字已是德文，該書則是盧卡奇的傳記·今天看來，他應

邀翻譯《浮士德博士》，心理上有如重譯《魔山》，是真心向學者

的自我交代。曼的小說哲思與文化指涉豐富可畏，青年淮楝不甚了

了（翻譯《魔山》時二一卜四歲），如今翻譯精美，導論寫來如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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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一如曼本人之例，《浮士德博士》之譯對淮楝的翻譯事業而言，

也是有總結意味的·

可是，他當年如何就開始自修德文的呢？必不是預知他日有翻

譯《浮士德博士》的機緣啊！答案可能仍在《魔山》一書，翻譯那

本書激起了他探源的知識好奇，從此修習不輟；數十年功夫卻毫無

實用目標，青春熱情如此純粹一貫，我每思及此，情為之滌。果然

如此而終有《浮士德博士》之譯，說來不只是讀者之幸，也是淮楝

之幸了。

《浮士德博士》寫一個作曲家與魔鬼交易獲得藝術突破的能力

卻終而崩潰，喻指納粹興起前的德國心靈狀態，文裡文外，作者明

言此主題不遺餘力。托瑪斯·曼深愛德國而反納粹，二戰期問他明

白堅定地將立場訴諸言行，然對他而言，那矛盾複雜的思想與情戚

只能訴諸文學·五六百頁的鉅作不啻一部處處充滿象徵意味的音樂

哲學史，但曼充分發揮文學筆法，讓思想帶有咸受，感受亦能化為

思想：要得此書的全意，尤其不能忽略整個故事之所從出，亦即作

者所化身的敘事者的敘事語氣與文字風格。本書斷不是反法西斯的

宣傳品，而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有如殲每錄般的靈魂告白·在此書

裡，風格即人品（styleis the man）的舊說仍然站得住腳，要了解書

中對德國精神傳統的愛〔艮情仇，如何告白與告白了些什麼同樣重要·

我讀《浮士德博士》時，處處可以感受到淮楝對此的用心，幾

乎可以說，他的翻譯在掌握敘述風格這個面向上最能見其獨到之

處。以下，我將以《浮士德博士》第四一卜六章最後一段文字為例，

具體討論其見識之深與譯筆之妙，從而略窺其翻譯理念。我塊不懂

德文，不懂原文而討論翻譯有如隔靴搔癢，只好拿H T LowePorter

的英譯與淮楝的譯文並觀，憑著自己做過一點中英對譯的經驗推想。

《浮士德博士》第四十六章主要寫的是主角作曲家雷維庫恩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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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的交響清唱劇《浮士德博士悲歌》。整部小說結束於第四十七章

的擬聖殤場景，雷維庫恩肉身崩潰成近乎植物人於婦人之懷，但他

的音樂生命，亦即小說主旨所在的音樂靈魂冒險，實結穴於第四十

六章敘事者對此悲歌的詮釋。在此章裡，雷維庫恩的傳記時間進展

到悲歌完成之際，敘事者所處的現實時問正是1 945年4月，盟軍攻人

德國。如此，精神淪亡與國夕淪亡並，如何寫悲歌與如何看待國運

成了一回事。曼在寫作時一再修改終而底定，內心辯證之烈，字詞

吟哦之苦差可想見·可以說，魔鬼與救贖均藏在細節裡，而且兩不

相讓。對於有識的翻譯者而言，風格最精微處的掌握成了牽一髮而

動全身的行當。

此所以淮楝在〈導論＞裡詳細說明曼在寫此章最後七頁（實則

是最後一段）與阿多諾折衝的經過。眾所周知，本書虛構的音樂故

事是與現實中自貝多芬至荀白克的歷史發展對話而成的·曼的此一

史觀，以及寫雷維庫恩，從與魔鬼對話，到室內管弦樂創作，到〈敔

示錄變相〉到最後的〈浮士德博士悲歌〉，無一不巧取豪奪自阿多

諾（淮楝語）。讀者只需看看十餘年後阿多諾在＜抒情詩與社會〉

一文對歌德以及施德梵基奧格（StePhan George）的詮釋方式，便

知曼敷衍樂境的思路甚至行文用語在在脫胎於阿多諾。阿多諾秉其

內在批判之識，認為不論就悲歌章法或全書結構，結尾皆略無救贖

之望。但一路聽隨阿多諾點撥的曼於此卻毫不含糊地定奪超越

(transcendent）之可能，給了本書一個光明的尾巴·文本之外還有

作者；故事中的敘事者與主角相對有如尼采的日神與酒神，作者化

身為敘事者說話，但文裡文外皆承認他的吐情更近於主角。如此複

雜的身分幾何學若有一解，寧非作者說了算？寫作的人明明覺得還

有希望，那難道不是真相？這可是連否定辯證法也無法抹去的。

淮楝在翻譯這帶有正面意味的最後一段時是深知曼的用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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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他翻譯全書一路跟隨曼的複調演擇，亦同樣深知虛無主

義無法揮之則去，故在導論的結語裡，對曼的樂觀語帶保留。在多

方引證闡明曼對尼采的檢討與對德國的期許之復，淮楝是這樣結論

的：「托瑪斯曼痛思『德國災難』後，可以說終於有所抉擇，重

估他精神導師的價值，而與其虛無主義等傾向保持距離。但這距離

能有多遠，基於雷維庫恩、宅特布隆姆、尼采與托瑪斯曼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頗堪玩味。」這話從作者的思想以及其夫子自道回

歸到作品的文學曖昧潛力，說得何其穩妥老到！於此，我們看到譯

者彭淮楝同時也是文評家的一面。

對於小說中的光明結尾，亦即大提琴高音g的音樂意象之詮釋吐

鋪陳，文評家彭淮楝又是怎麼說的呢？在他寫的導論裡，我挑出兩

小段話，很能幫助我們了解他的想法：

這g音的詮釋是曼的辯證一躍；那高音g在漸行漸遠之際化為希

聲的大音，化為天荒地暗中的一盞燈，一絲光，天可憐見，那

是曼信奉的資產階級人文主義得救之望。

但《浮士德博士悲歌》詮釋十二音列系統全依阿多諾，卻曲終

奏雅，穿透矛盾，寄望天地有情，由此化出超越之境，寧願讓

敘事者宅特布隆姆聽出那漸行漸遠的g音似乎傳出希望之光，象

微曼祈願他的租國可救。

這兩段話夾有以下幾個成語：「辯證的一躍」，「大音希聲」，

「天可磷見」，「曲終奏雅」·它們串起來所構成的論述如此精巧

而引人深思，我們幾乎要說這兩段話是為了如何讓這幾個成語激盪

表義而編寫的。

「辯證的一躍」化用英文的“leap offaith”一詞，信仰改成辯證，



彭淮楝與所譯《浮士穗博士》 233

因為在小說裡的悲歌是依對宗教的否定以見宗教的。但那特殊的宗

教意味，包括其中的悲憫，仍為淮楝所保留於「天可磷見」以及「天

地有情」這兩句。

「大音希聲」來自老子第四十二章。老子思想與意志哲學隔若

參商，虧淮楝想得出這比喻！然仔細思索卻何止哈當！大音希聲不

僅實指大提琴高音g逐漸變小，終於無聲，且正因無聲而寓有深義，

更重要的，兩者都指向超越之境。起托馬斯·曼於地下，似乎不太

有幽默戚的他若讀了淮楝的文字，縱不莞爾，亦當於驚訝中生發另

一番思索。

「曲終奏雅」的通俗意指的是文章結尾的優美，其源起係班固

引揚雄之語，戲說漢朝大賦的章法沒來由地帶著道德奉勸的小尾

巴。此處淮楝用來喻指托瑪斯曼一廂情願地將悲歌之無望續以希

望，緊扣音樂主題，卻不帶調侃意思。事實上，這句成語還見於淮

楝為上引兩段文字所立的，有若章回小說的小節標題：「托馬斯

曼曲終歸雅，與阿多諾終須一別」。綑查淮楝對托瑪斯曼的了解，

我們有理由相信他一再用「雅」這個字來形容曼關鍵的樂觀書寫是

有其深意的。

在古典中國文化裡，詩與樂並歹U為經，且皆區分雅俗。這雅俗

的內涵與標準與時俱變，一代有一代的雅的境界，最優秀的文化心

靈無不以呵護與開創此傳統為己任；感歎「大雅久不作」的李白如

是，作「願作五一浚輕薄兒」酸語的王安石亦如是，甚至魏晉反禮教

之士，也多是知「雅意」者·那是一種緊扣文化根基卻平和中正且

仁厚的保守主義，因其靈活寬大容得個人才具而變化延續。

淮楝是用這層理解來譬喻曼的苦心的。淮楝喜愛德國文藝音樂

傳統，尤鍾情於歌德，也深知托瑪斯曼以現代歌德自我期許。他

寫的導論反復致意的，便是曼的保守精神，正面意義的保守，仰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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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浪漫與古典於一身的歌德，批判追索德國傳統至馬丁路德之前，

並以《浮士德博士》一書檢視現代德國心靈的魔陸與理陸：大雅全

然崩壞，有心人兀自擎希望之燈於靈台，宅心仁厚所以而有第四十

六章的結尾之雅·當年歌德之作終於上帝對浮士德忘我與努力的肯

定，現代歌德怎能以虛無作結？

了解文評家彭淮棟有如上述，我們接著就來看看作為翻譯家的

他。

好的翻譯文字無異於藝術品，整體必須是和諧的，翻譯的和諧

尤重文氣的連貫。分析其譯文之前，我們就以前引導論的一個句子

來看看他的連貫術：

這g音的詮釋是曼的辯證一躍；那高音g在漸行漸遠之際化為希

聲的大音，化為天荒地暗中的一盞燈，一絲光，天可憐見，那

是曼信奉的資產階級人文主義得救之望。

首先，這裡的「天荒地暗」一詞本身是不文的。我們說天荒地

老或天地荒寒，但不說天荒地暗·改用暗字，是因為酊合燈的意象·

但為何不說諸如「化為暗夜裡的一盞燈」而要化用帶有天地二字的

成語呢。答案是宇宙感。我們接著注意到其後的「天可憐見」，以

及另一段引文中的「天地有情」亦帶有天或天地二字。這符徵的重

複，便構成了連貫；符旨則因物理夭與宗教天之曖昧亦能相關。此

外，句中尚有「化為的」的重複句型，甚至「漸行漸遠」一詞

也含有重複。在更細緻的層面，「希聲的大音」與「天荒地暗中的

一盞燈」則因相對而構成連貫·兩個片語長度雖不一，語式同位的

兩者都改造了成語而有陌生化之效；既然大音希聲可以改為希聲的

大音，天荒地老改成天荒地暗也就不必太見隆了·「一盞燈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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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光」兩者寓變化於重復，其中的一字復回應句首「辯證一躍」。

音與燈因為語義上同指感官而對仗，燈與光亦復相連。整個句子則

靠「這那那」的標示語紮在一塊。

這樣的連貫，同時也部分地解釋了文字的節奏與語調，讀者自

己唸唸，就知道最後的「那是曼信奉的資產階級人文主義得救之望」

只能如此堆疊，「人文主義」後面的「的」字是加不進去的，而「望」

字也不能寫成希望。

這便是淮楝的文筆，寫議論文尚且如此，遑論其它。這裡要說

的，還不是文言如何裨益白話的問題，而是詩歌原理之運用。以上

對文氣連貫的分析所揭示的，不外重複與對仗兩項，正是中國古典

韻文（詩詞駢賦）最基本的原則。高中或初人大學時的淮楝即因

喜愛而背誦庾信的＜小園賦〉，近年譯完《浮士德博士》後得空，

他亦曾先後以小楷抄寫部分的《杜詩鏡銓》與《東坡全集》。淮楝

的中國古典造詣可以說，古典詩詞豐富的表現手法正是其文字風格

的來源，譯筆亦不例外。

以下是四十六章的那段結尾，不長，且抄錄於下以便討論：

然而另外一個，也是最後，真正最復的意義反轉必須思考，而

且深心體會，是這部無盡悲歌之作末了那個反轉，輕輕地，超

越理性，以音樂獨具的那種言而未言觸緒動。。我指的是清唱

劇中合唱消失，改由管弦樂奏出的結尾樂章，聽來如同上帝悲

歎社的世界失落，如同創世主哀傷的一句「這非我所願」。這

裡，我發覺，尾聲造達哀音的極致，極致的絕望得吐其聲─

然而我不想如此言設，因為你如果說，此作到最復一個音符為

止，在其表現本身、在其騷聲之外還提供了其他任何安慰─

也就是說，受造物的傷痛總算獲得吐露，這麼詮釋，將會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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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作拒絕任何妥協讓步、其痛苦無望得救之意。沒有，這部黑

暗的音詩至終不容許任何慰藉、和解、變容。但是，如果說藝

術上的矛盾，亦即那表現計一一悲哀的表現戶一一是從徹底嚴格的

結構裡生出來的，如果說這矛盾呼應著宗教性的矛盾，亦即最

深的無救裡仍然萌生希望，雖然只像以至輕細語發出的探問？

那將是超越無望的希望，對絕望的超越不是對這部作品的

背叛，而是奇蹟，超越信念的奇蹟。聽那結尼，請和我一同諦

聽：一組樂器、一組樂器相繼退場，作品聲音漸渺漸去之際，

獨留一把大提琴的高音g，最復的一語，裊裊的餘響，以

pianissimo一Ferrnate徐徐冥然而逝。接著了無一物。寂靜與暗夜·

但那縷在寂靜中迴盪，已經不在而靈魂猶自存想諦聽的聲音、

況哀之聲，已不再是哀音，深意已變，化成暗夜裡一盞燈。

在曼的筆下，《浮士德博士悲歌》是現代音樂史之最，也是貝

多芬第九交響樂《歡樂頌》的否定。第四十六章極力鋪陳《悲歌》

在形式與意境上的反轉，這最後一段寫的是最後的一個反轉。悲歌

全面爆發之後，整個反轉過程開始收攏：先是清唱劇，在那兒，聖

經馬可福音與「資產階級式的虔誠」被否定，然後才是本段的管弦

樂結尾，以哀音的極致延續並且完成全面的宗教否定，卻在最末尾

保留希望，構成反轉的反轉，阿多諾無法認同的否定的否定。

基於這末段承前段而來，我們不妨推回到前一段觀其如何結

束。那兒，反轉高點的建構仍是文繁理富的，但宗教的否定在曖昧

中已有清楚的旨意：清唱劇裡浮士德回絕救贖的試探，並「以全副

靈魂鄙視他得救就會進人的那個世界的正面境界。」那立場的明確

與強烈，清楚地表現於段末的最後一句：「一點也錯不了，這一幕

指涉撒旦試探耶穌，就像一點也錯不了，對虛妄無力的資產階級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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虔誠說的那句『不要！』裡，含著高傲絕望的『走開』。」

這一句的翻譯如何呢？臼要表達的意思再清楚不過了，白卻也

是讓許多人（中文純粹主義者）皺眉的中譯，其中的「就像一點也

錯不了」分明是來自外語的口語，整個句子也不是一般中文的寫法。

然而，這樣的句法正是典型彭式譯文精準平衡的表現，它運用詩歌

對仗原理，重複「一點也錯不了」，且讓「不要」與「走開」對立，

整句因而變得平衡可讀。他目精準地保留了原文的戲劇性與敘述者

斬釘截鐵的堅硬□氣。這戲劇陸與硬調性建立在段落之末，從而以

對照的方式引出最後一段那越來越柔軟的抒情結尾。這個從戲劇到

抒情的轉變不只是修辭與風格問題，它從對話演出轉向獨白而終於

無言，表達的是敘述者也是作者從意識形態走出來而歸於不忍人之

情的轉折。

我們終於可以聚焦以上所引的最後一段文字了·在這最後一

段，敘述者彷彿只剩下靈魂的存在，諦聽著全然無望的哀音；一路

雄辯滔滔言辭激切的他，此刻卻幽幽復喃喃，先是極言悲哀無望之

絕對，接著以疑問緩轉，終於語帶祈使，洸如出自幻覺般，要我們

相信那最後消失的尾音傳達的是光明的訊息。這全然靈魂吐語的一

段深邃而渾整，抒情語言出人語義邊緣以連結音樂與宗教的境界，

其發聲有如文中所說的「表現」，帶著高度的戚染性·

我拿英譯本與淮楝的譯文並觀，發現它們有高度的一致吐，於

此略可推想兩者對德文原作的忠誠度。英譯與中譯皆氣脈連貫各有

勝場，然英德語系相近，英譯變造原文之時，較能追隨原文語法，

中文卻需自出機杼。細讀淮楝中譯，只見其將中國古典韻文重複對

仗原理發揮得淋漓盡致，一句之內，兩句之間，淮楝一再運用各種

形式的對仗，或隱或顯，讓曲折複雜的情思融人帶有節奏與旋律的

文字，渾整流暢述近一首散文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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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句與句的連接方面，較明顯的重復如：「如此言筆這麼

詮釋」，「你如果說⋯也就是說」，與「如果說如果說」。

正是這些話頭的重複，讓西式語法中的子句堆疊化成連貫可讀的中

文。一旦這些有如建築結構的粗胚連句成段，一句之內的重複對仗

也就有所依託。我們不斷在句內讀到「如同上帝悲歎如同創世

主哀傷」，「在其表現本身在其發聲之外」，以及更精密的「尾

聲造達哀音的極致，極致的絕望得吐其聲」（頂真九言）或較不著

痕跡的「最後的一語，裊裊的餘響」（五言）這樣的重複或對仗。

它們嫁接著文言與白話，或書面語與口頭語，卻避開押韻而維持散

文的基本調陸。運用連珠頂真那句裡的致與聲兩字一仄一平因而華

美；「最後的一語，裊裊的餘響」夾在白話的上下文裡微微拉高風

格，因其幾乎騙過我們的注意力而更見譯筆的本色。

對仗固然重要，但淮楝的語感當然不盡於此，要了解其風格，

我們還得在聲音與意義兩個層面之更深細處才能見識其譯筆的巧思

與創造陸我們且回到本段的第一句：

然而另外一個，也是最後，真正最復的意義反轉必須思考，而

且深。體會，是這部無盡悲歌之作末了那佃反轉，輕輕地，超

越理性，以音樂獨具的那種言而未吉觸緒勤心。

「言而未言」因含有悖論而讓人想起「不言之言」。「不言之

言」意指以不說話來表達的那種表達，「言而未言」則較為曖昧不

明。細查托瑪斯曼在其後的辯證，講的是：那音樂分明表現了天

人之至悲，但至悲得以吐露終有安慰之意，但那音樂的真實裡，卻

又絕不含有救贖與安慰。曼因而有如德西達論解構，話說出再加以

打叉，把真實的兩重陸裡否定性之不可妥協那一端牢牢保留住。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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楝自鑄的「言而未言」涵容此一辯證，看似含混，但因其後的演繹

飽滿清晰，讀了再回顧此語，只覺其大方有味，且因其比「不言之

言」更不像成語而更見匠心卻舉重若輕。

「觸緒動心」平常話會說「觸動心緒」，所以變造原因有二。

一是語音的。整個句子有七個逗號全都收仄聲字，此處以鼻音平聲

結束句子，完成整句所要的輕柔旋律。二是語義的·心緒兩字因分

開而彰顯，心字接續前面的深心一詞，緒字則遙遙呼應段末的縷字。

緒與縷一寫心靈一寫音樂，強調的都是其質地的細緻性·像這樣綿

裡針的功夫亦見於「這部無盡悲歌之作末了那個反轉」那樣的片語。

之作兩字怎麼看都是多餘，卻是為後來複雜議論裡兩次出現的「此

作」預先明定其指涉而於此夾帶，方便說話。說「末了」，讓了字

呼應段末的「了無一物」。整個段落因而有如素雅布面帶著明暗花

紋。

至於「反轉」一詞，在句裡也是重複出現的。在英譯裡，這裡

其實是兩個句子（猜想德文原文也是），被淮楝合併成一句·重複

「反轉」一詞，兩句因而得以聯結；語言學家會注意到這長句已經

稍稍挑戰到通用語法了，但語意如此明晰，我們樂於接受淮楝的新

文法。何況，淮楝如此變造真正的目的是語言的音樂陸。淮楝深知

古典詩歌句中之頓的妙用，他讓長短不一的片語與子句交錯上陣，

讀者不難發現整個句子可分為三個音組，呈現的是「短短長／短長

／短短長」的語音結構，這仍然是重複原理的運用，我們也因而讀

到節奏與旋律。但這音樂陸不僅是文字之美也構成意義；那輕柔，

似斷實續的來回起伏表達的是敘述者的情懷，它也是接下來反復申

述超越理吐的言而未言之思時的心靈波動之序曲·

言而未言指的是藝術的矛盾，接著導向宗教的矛盾，然後轉折

成最終的化解。我們前面曾指出「如果說的語法重複，這個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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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譯裡是沒的。同樣的，中譯裡「奇蹟」兩字的重複也不見於英

譯。簡單地說，對悲歌裡絕對黑暗無望的一再強調，到兩個「如果

說」的遲疑與試探，到拈出奇蹟此一概念，這一再轉折的過程隱藏

著托瑪斯曼對阿多諾的回應。可以說，那半修辭吐的問號也是朝

阿多諾探問的，用奇蹟來交待希望猶存亦然。淮楝在導論裡提到曼

的原稿因阿多諾的異議而刪掉四分之三，這裡，曼的小心翼翼與堅

定是可以想見的。淮棟的中文譯文重複了假設語氣與奇蹟一詞，讀

來不覺有強調之意，卻能讓閱讀印象駐留而不至於忽略了那在英文

與德文版裡不可能被忽略的。果如是，這可真是信達雅中達字的深

層實踐。

然後是結尾的結尾，中譯的最後三句。這裡，敘述者宅特布隆

姆終於擺脫主角雷維庫恩，作者托瑪斯曼也擺脫了樞密顧問阿多

諾；作者／敘述者依奇蹟之名建立主體吐於超越之境，邀我們跟他

一起聆聽見證哀樂裡的希望。拿中譯與英譯並看，都可以察覺語言

發揮其詩意的面向以表達音樂與宗教境界的融合。最後的一句，英

譯是：It changes lts meaning ; ltabidesasalightinthenight中譯則是：

深意已變，化成暗夜裡一盞燈·中英譯文的差異在燈與光的意象不

同，也在於後者以night（暗夜）一詞結束句子，中文卻是燈字。英

譯的意象─暗夜裡駐存的一道光，是吻合基督教的（如創世紀）,

燈的意象卻是佛教的（如五燈會元）。由此，我們注意到淮楝的譯

筆很一致地運用佛教的詞彙。「徐徐冥然」裡冥字背後的聯想可以

是逃冥圓，「了無一物」背後是「本來無一物」，「了」亦不妨是

《紅樓夢》「好了歌」的「了」，甚至「諦聽」一詞，在佛經裡原

來也指的是善聽之獸。當然，不管在中譯或英譯，我們讀到的都是

樂境的描寫，宗教的涵義只是中國人說的弦外之音。淮楝功夫之老

到正在於穩穩地掌握文字的弦外之音，他讓讀者領略到音樂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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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卻完全可以不必是佛教。

中譯以「燈」字而非「暗夜」結束更是意味雋永的，但白那如

拈花微笑般的作用卻來自上下文的輔助。我們且再看看「了無一物」

一詞。它的指涉義可以從英譯的：th開加thingmore揣想而知。從閱

讀現象學看，這四個字的排列！llfl序─了／無／一／物也正符合文

中樂境也是心境的發展的─從絕望到寂靜然後萌生希望如一燈熒

熒。在最後的這三句裡，我們無法不聽到在抒情月簡約內省的聲文

裡，「一」這個字一再重複（七次），從一組樂器，一組樂器，一

把大提琴，最後的一語，了無一物，到暗夜裡的一盞燈都帶有「一」

這個字。這重復效果不是語音的，而是藉著重復一路呼應，加強且

豐富了作為整個靈魂告白結語的燈的意象的分量與意義。那希望的

從無到有理由多麼微昧，於作者卻也是不容置疑的，孑然獨立卻不

容置疑，且帶有生機，正如一字在中文歷史中所累積的暗示·人文

一也，文章裡那光明的尾巴不至流於媚俗，這種文字功夫所創造的

風格功不可沒。

詩人與小說家對世界與真實有感知然後訴諸語言，有時戚知與

語言幾乎同步，二而為一翻譯家卻是透過別人的語言揣想真實的·

即此而言，翻譯家多了一個必須忠實以對的主子，翻譯乃將一語言

加以變形成另一語言以創造真實。這清形有點像小孩玩的變形金

剛，在一番扭轉冊弄後，同一物卻又成了另一物，因而另有其模樣

與威力·淮楝曾翻譯過一本關於貝多芬晚期風格的書，在那之後的

他，對於翻譯所得乃另一物是更覺得從容自在的·淮楝的《浮士德

博士》譯於《論晚期風格：反常合道的音樂與文學》之後，全書一

本其追求精準之亦步亦趨，卻也更敢於揮灑創意，反常合道，甚至

容忍譯文中不得不爾的噪音。淮楝秉其跨國感陸，在巴別塔裡來回

於來源語與目標語之間，協商復錘煉；他蓄意創造之時，遊走語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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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法邊緣，譯文有時令人詫異，其實寓有他對中文白話文之將來的

期待。AI時代翻譯漸漸為機器所替代，只有譯者獨一無二的風格才

能呵護文字裡的人陸與文字本身的尊嚴，這是我在他的作品實踐裡

體會到的，相信這也是淮棟煮字一生的理念。只是，爐火漸青之際，

他卻走了。

淮楝熱愛音樂，尤善唱客家山歌，有時酒後半酣之際，他會站

上板凳開唱。他的歌聲深具個人特色，他的譯文亦如其歌，讀其作

品，其人仿佛，一個名字寫在歌聲裡的人。

彭錦堂，曾任教東海大學中文系，現已退休6譯有阿多諾＜抒情

詩與社會〉一文，收於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主編，《國際漢學研究

趨勢：鄭清茂教授八秩華誕祝壽論文集》（20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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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淮楝翻譯作品中的文言文

魏淑珠

先寫點題外話，談談彭淮楝這個人，紀念他，也廄念他。

我們有將近半個世紀的交情，過往密切；我不可能客觀的談他，

只能談一些我們生命中交錯的點滴。阿楝（我們都是這樣叫他，我

的兒子叫他阿楝叔叔）上過我一學期的課，所以我們算是師生，其

實更是朋友、家人·

初識阿楝是在翻譯課上。1973年我從美國念完碩士回到東海大

學外文系當講師，因為是系上唯一的本土教師，所以系主任指派我

教大三大四的英翻中時，我也只好硬著頭皮上任。學生只比我小三

到五歲，說「教．他們實在談不上，跟他們一起「討論」比較接近

事實。我很花了一些工夫找各種英文句型以及配合句型的短文，讓

他們做為練習之用。他們對我這個學長非常包容，不但從來沒有給

我難題，還處處幫我。討論習作的時候，常常踴躍的上黑板去寫下

他們認為最好的翻譯。阿楝的翻譯在大三的時候就已經出類拔萃，

經常可以找到絕妙好詞來對應不好翻譯的英文，讓同學心院誠服。

後來外文系主任決定要我用中文開一門中國現代短篇小說的

課，給一年級的學生做為選修，介紹當時盛行的西方「新批評」，

譬如反諷、象徵、情節結構等文學批評的概念跟方式，讓學生們二

年級上英美文學課的時候，對這些新知識已經有些了解，不至於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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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腳亂。這是1974到1975年問的事，中文系不開現代文學的課，

坊問也沒有現成的教科書。我到處收集教材，從五四時期到台彎當

代，包括《純文學》出版的一批五四時期所謂左派作家的作品，像

魯迅、老舍、沈從文等人的短篇小說，心想，既然是台灣公開發行

的東西，警備總部應該不會找我的麻煩。（後來我到美國麻州大學

念書，鄭清茂老師告訴我，《純文學》那批作品是他在日本幫林海

音女士收集的，出版之後警備總部就找上她了。）台灣當代的部分，

上過我的翻譯課的學生朋友紛紛提供意見，阿楝更搬來一大疊的

書，王禎和、黃春明、王文興、七等生、林廄民、白先勇等等，跟

我說，「都是好書啦！」我正驚訝於他閱讀與藏書之豐富廣泛，過

幾天他又掏出兩本短篇小說集，說，「這是禁書，寫得很好，看你

要不要教。」是陳映真的《第一件差事》和《將軍族》，我都沒看

過。過沒多久，陳映真從牢裡放出來了，於是我大膽的選了幾篇他

的作品。這門課開了兩年，到我離開東海為止，可能是台灣的大學

裡第一個中國跟台灣現代小說的課，連中文系的文藝青年也來選

修。阿楝是這門課的幕後英雄。

阿楝在男生宿舍結識了彭錦堂，錦堂當完兵，教了兩年多高中，

到東海上中文碩士班。兩人個性相近，趣味相投，都說客家話，成

了死黨。我跟錦堂開始約會之後，經常找阿楝一起聊天出遊，到台

中市區去吃飯，慢慢得知阿楝的家庭背景。他的父親過世的早，遺

言要孩子們念書，寡母在竹東鄉下種點田跟地，拉拔四五個孩子。

有的親戚不但不幫忙，還欺負孤兒寡婦。阿楝常說，「自己人比外

人可怕。」鄰里親戚也嘲笑他們，飯都吃不飽，念什麼書？可是一

家人都堅持下去。後來他們兄弟學有所成，往家裡送錢，嘲笑的人

反過來羨慕他們了。兩三年前，阿棟的母親以九十多歲的高齡去世，

阿楝坐在我台中家客廳痛哭，限自己太儒弱，太不孝，「當年惡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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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欺負我們的時候，我怎麼就不敢衝上去拼個你死我活呢！」他忘

了，當年他澴是個孩子，連保護自己的能力都沒有，哪有可能替母

親出頭。他這樣莫須有的自責，呈現的是童年深沉的創傷與委屈。

我不知道阿楝上大學的時候家裡給他多少生活費，只見他經常

有一餐沒一餐的。有時候他就買一個饅頭，早餐吃半個，留半個中

午吃，就著開水，應付肚子不餓就算了。我猜他虐待肚子，把有限

的吃飯錢拿去買書了。我沒見過他穿鞋子，天寒地凍的時候，他也

是一雙拖鞋校園裡趴趴走。我押著他去買了一雙皮鞋，他捨不得穿，

依舊拖鞋走天下。我跟錦堂結婚的時候，他抱著皮鞋來參加婚禮，

問錦堂要不要穿上？錦堂竟然說，不必，就是你平常的樣子。我後

來得知這回事，真不知道要說什麼才好。

我妹妹問過我，阿楝的英文那麼好，怎麼不去找個家教？也不

至於如此受窮呀！事實上，有同學育他找了一個家教，他去了，一

句話也說不出來！只好告退，再也不敢想家教的工作。阿楝是鄉下

的老實孩子，相當靦腆，嘴巴又笨，在生人面前往往啞口無言。他

們班演英文話劇，他演一個小角色，在臺上稀哩呼嚕「呢喃」了幾

句臺詞，我半句也沒聰懂，看他只會演自己，忍不住發笑。他晚近

受邀演講談翻譯，在眾人面前侃侃而談，這個轉變不是簡單的過程。

阿楝東海畢業之後考上台大外文所，錦堂跟我也前往美國麻州

大學進修，我們常有書信往來。將近一年左右，阿棟說研究所不念

了，要準備去當兵。我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沒有錢，不想再花家

裡的錢，還是因為有一位教授壞疑他的學期報告不是自己寫的？教

授的廄疑讓他很受挫折，他又不知道如何為自己辯解。阿楝雖然沒

有口才，可是文筆很精彩，英文寫作的能力遠遠超越同學，大學時

期有一位老師給他98分的學期成績。難隆不了解他的台大教授會起

疑心對這件事，我的看法是：報告好到讓教授懷疑，其實是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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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高度的肯定。

大概就是在等當兵的這段時間，他埋首翻譯他心愛的《魔山》，

德國作家湯瑪斯曼的小說。阿楝工作起來不舍晝夜，厚厚一本巨

著，他在當兵之前譯完了，從出版社領到一筆對他來說巨額的稿費。

這可是他生平第一次賺到的錢！不知如何謀生的書呆子終於發現一

條可以自食其力的途徑，不必跟陌生人打交道，不必開口說話，不

必屈膝哈腰，只要一支筆（一台電腦）跟他的腦袋瓜。或許這是他

畢生從事翻譯工作的原動力。阿楝離開學院，走上翻譯之路，可能

是最適合他的湊巧或選擇。有一次他說很羨慕在大學教書的我們，

我告訴他，他數十本的名作翻譯嘉惠了眾多讀者，影響力超越在大

學教書。我更敬佩他後來自學德文，直接從德文譯出幾本深具分量

的著作。這個貢獻足可彌補他年輕時候從英文轉譯《魔山》的缺憾。

阿楝當完兵開始工作，很快就進人報社專任新聞編譯·有一天

寄來一張跟女朋友的合照，女朋友看起來清純可愛，我們很替他高

興。過不久寄來結婚照。我見到玉玲的時候，問她，阿楝跟她約會

的時候，請她吃什麼？她說，陽春麵。我說，這樣的人你也敢嫁？!

也許真的是傻人有傻福，老天爺賜給阿楝這個窮書生兼生活白痴一

個節儉能幹的老婆，幫他撐起一個甜蜜的家，養大一對兒女。阿楝

病重的時候，一直說他對不起玉玲。我知道他在說什麼。幾十年來，

他花在書桌上的時間遠遠超過陪伴妻子兒女的時間。玉玲的寬容與

扶持成就了阿楝的翻譯人生。

這就是我所認識的彭淮楝·

言歸正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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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楝喜歡美好的文章，一方面鑽研外文，一方面流連於中國文

學的世界，看到好文章，忍不住就吟詠再三，浸淫其中。他愛書成

痴，閱讀勤快又廣泛，加上記億力出奇的好，很多古文名家的作品

在不知不覺中記誦下來，提筆寫作的時候，文言文很自然的就流瀉

而出。他的翻譯用了大量的文言文，那是他的文筆風格。

我個人有個偏見，覺得現代人寫白話文章用太多的文言文並不

討好。文白夾雜，讀起來往往拗口。可是淮楝習償如此寫作，已經

自成一格。我讀他的文章，常常同時用欣賞跟批判的眼光，偶爾可

以挑出一兩根小骨頭，但是更常被他的妙筆折服。用他的筆法翻譯

西方作品是一大挑戰。就淮楝所翻譯的英文跟德文來說，常會出現

很長的句子，起碼攪上兩三個子句或連接句，而且幾乎可以無限延

伸。坊問有一些翻譯被這種洋句子牽著鼻子走，譯出來的中文冗長

雜遝，讀起來讓人眼花撩亂，不知所云。淮楝就是有辦法對付這樣

的洋文，把它們轉換成流暢傳神而又簡潔的中文。他這種本事，在

翻譯討論中國古典文學的文章時，特別顯著。底下且舉幾個例子，

看他翻轉乾坤的武藝。

我舉的例子出自林順夫教授的一篇文章‘汗he Nature ofthe

Quatrain"〈論絕句的本質〉，收在The Vital咿of功e勾打c均ice一書，

中文翻譯收在林教授的論文集《透過夢之窗口》，台灣清華大學出

版。我選這篇文章沒有特別的理由，只是因為最近讀了此文。論文

集裡面十篇英文原稿有九篇是林教授特地商請淮楝譯的。林順夫是

安娜堡密西根大學的中文教授，1 99煙口1992年我到密大去當訪問學

者，老公兒子也去，我們力邀淮楝第二學期去跟我們住。淮楝在密

大，除了泡圖書館也去聽點課，包括林教授的課。林教授要出論文

集，就找淮楝，可見慧眼識英雄。林教授是東海的傑出校友，學弟

翻譯學長的文章，誠然是美事一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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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來看淮棟的翻譯。

令j一

1 hopethatitwi1Ibecomeclearinthecourseofmydiscussio"that

ch能hch織perfected in the hands oftheT , ang masters , 15 oneofthe

Iyrical forms that best characterize the Chinese poetic genius and

spirit(p 297)

筆者希望本文能彰明，在唐人手中達於極致的絕句，是最得中

國詩歌神髓的抒情形式之一（頁194)

這個英文句子有兩個名詞子句，一個形容詞子句，和一個類似

形容詞子句的分詞片語，可是難不倒譯者。「在唐人手中達於極致」

跟「最得中國詩歌神髓．兩句，大概找不到更簡潔傳神的翻譯了，

尤其是以「神髓」對譯中國詩歌的“geniusandspirit ' '，虧他想得到·

令j二

It 15 important , therefore , to puttheT , angquatrainwhichrepresents

the perfection ofthisverseforminitsplace , totraceits"intrinsic

genre"b叩ktoitsantecedents , albeitinasomewhatcursorymanner

(p 297298)

唐絕句既代表絕句之極致，則歸究其本源，追溯其「內在文類」

之來歷，頗有必要，雖然此處只能簡扼為之。（頁194)

譯者把這個複雜的句子拆解重組，用既則

有．的文言句法處理得妥妥貼貼，而文義清楚。

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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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三

底下要討論的例子在原文中是一個長段，分析三首漢末胃存下

來的五言四句詩，大概是現存最早的五言絕句形式。先把這三首詩

列在下面，附上林教授的英譯，再將淮棟的譯文分六小段說明。

枯魚過河泣The withering nshpassestheriver , weeping ,

何8寺侮復及When will there everbetimeforregret ?

作書與穌餓He writes a letter to the breams and ca中s ,

相教慎出入AdvlslngtheIntobecarefolwhengolngout

高田種小麥Wheat 15 planted on the plateau沌

終久不成穗In the end it produces no ears ofgrain

男兒在他鄉Ayoungmanisinastrangeland

焉得不憔悴How can he not beh躍gard ?

蒐絲從長風The dodderdriftslnthestrongwind ,

根莖無斷絕But its root and stem are not severed

無情尚不離Ifeventheinsentientclingtogether

有情安可別How cou]d the sentient everbeseparated ?

Rather , the structural integrity of the quatrain depends upon the

dynamic complementation of two Juxtaposed couplets The

rhetorical question 凡erVesa只 the dynamlc llnk between the two

ha]ves in each ofthethreequatrains(p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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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結構上的完整，當在兩聯相輔相成。修辭問句，即是各詩上

下兩半之問生意盎然的銜接環節。（頁198)

原文第一句中，"depends uponthedynamiccomplementationof

twojuxtaPosed couPlets '’很難翻譯，因為幾個重要的詞都沒有哈當

的、對應的中文可用·譯者用「相輔相成」來譯“dynam元

comPlementation"，成就了絕妙好譯；看起來好像撿了現成的便宜

似的，其實，要把腦筋轉到這個成語上頭並沒那麼容易。原文的‘, t wo

JuxtaPosed couPlets '’只用「兩聯」翻譯，中問那個字省略了，因為

中文讀者看絕句的兩聯當然是並列的，無需多說。

淮楝翻譯雖然用了很多文言，力求簡潔，但是該仔細的部分，

他也不伯冗長的白話。第二句的‘dynamic link”他譯成「生意盎然

的銜接環節，比原文長多了，但是完成了達意的要求。這一小段

裡邊‘dynamic '’一字出現兩次，中譯卻完全不同，表面看來好像不

忠於原作，深層看就知道，此字所修飾的名詞不同，用不同的修飾

語譯成中文，正是哈當的處置。

2

Inthefirstexample , the"witheringfish"writesalertertohisfriends

because he hopes that they may learn from his fatal mistake The

implied comparison between the withering fish and someone who

has carelessly fallen intotroubleisindeedingenlous

第一首，「桔魚」致函友人，希望他們以他的致命錯誤為鑒。

以含蓄之筆，將括魚比擬不慎及禍之人，堪稱匠。獨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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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句的翻譯把‘because”省略了，然而無損於原文的含義，又

有簡潔流暢的效果·用「以·為鑒」對譯‘涌ay leamfrom”比白

話文說「從中學到教訓」要乾脆俐落。以「不滇及禍之人」翻

譯‘·soTneone who has carelessly飽llen into trouble ,，也顯示譯者運用文

言文的勝場。至於最後的‘, is indeedingenious '’譯成「堪稱匠心獨運」

就真的是匠心獨運了。

3

In the second poem , the metaphorical relation between the wheat

and the young rnan 15 not made clear until the]ast line Both the

wheat and the young man are displaced llvingthingswhoareleftto

w ither away in a strange land While the disp]aced wheat cannot

produce any grain , the displaced young man cannot retain hisyouth

and health and pethaps thereby accomplish something in Iife The

integration ofthetwocouplets , therefore , dependsonthisimplied

Comp叮IS0n

第二首，小麥與男充之問的比喻關係，末句始明。麥與人俱失

其所而憔悴於非地。失所之麥難成穗，失所之人則青春不復且

此身先衰，卒至一事無成。兩聯之統一，寓於這含蓄的比較。

第一句中，‘·15 not made clearuntllthelastline”用「末句始明」

四個字就解決了·第三句的‘, w hile '’沒有在句首翻譯，出現在後面

用「則」字完成兩部分的連接，是明怏的手法。此句後半有兩個連

接詞“and ' '，第一個用「且」翻譯，第二個沒有譯，用「卒至」帶

到底，表意清楚而不至於拖泥帶水。最後一句的‘·dependson”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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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內容譯成「寓於，是高手之筆。

4

The last quatrain 15 even more interesting Inthethirdlinethereisa

general observation derived from the nature irnagery of the nrst

couplet Although the dodder 15 an insentient object , it does not

allow its root and stem to be severed when being tossed by the

strong wind But the reader 15 not aware of the whole human

d imension until he comes to the rhetorlcal question which follows

10藝ical]y the statement made inthethird]ine

第三首尤具意趣。首聯為自然意象，第三行由這組意象匯出概

括心得。菟絲雖為無清之物，任強風摧颳，根莖猶不肯斷絕。

但讀者睹此二句，初不覺此中有人，須至修辭問句從第三句理

路轉出，意始顯豁。

第一句中，"even moreinteresting '，如果譯成「更有趣就完了；

譯成「更有意思」還可以接受，但遠不如「意趣」所傳達的深意，

尤其是在討論詩歌的時候。第二句的分詞片語“derived from”很

難用中文處理，淮楝把此句拆解成兩句，然後重複「意象」一詞，

把此句的意思清楚的翻譯過來·最後一句更難，不但有‘not until ' ,

的句法，還加上後半句的形容詞子句跟分詞片語·淮楝的翻譯有「怏

刀斬亂麻的架式，簡潔的呈現原文中每個片語的歸屬。

5

The force ofthis last linegoesbeyondtheimpliedans叨erthat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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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tient must remain together The fact that the question 15 asked

c learly suggests that the speaLer 15 separated from his or her

beloved

末句含蓄自答有情人當相守不離，餘韻不盡。見此一問，不官

而喻詩中人與所愛各在一方。

叮he force知esbeyond ,，譯成「餘韻不盡」很精彩。用

「不言而喻」對譯‘, cl earlysuggests ,”是妙筆。「所愛」已經足夠涵

蓋‘h 150「her be]oved"

6

In theendthedodderbecomesbothasymbolofandacontrasttothe

state the speaker 15 in Like the dodder , the speaker isdriftinginthe

strong wind , but , unlike the dodder , he or she 15 going through the

suffering alone A seerninglysimplepoemlsthusgivenadlmension

ofdepth開dpoignancy

總究全詩，菟絲既是說話者處境之象微，也是說話者處境之反

徵：說話者如蒐絲飄揚風中，但他或她有別於菟絲，乃是孤身

受苦。一首乍看單純之作，由此入深而雋永。

第一句很難翻譯。”nthe end”不是單指結尾或結局，而是從頭

看到尾之後的結果，所以「總究全詩」是非常貼切的翻譯。接下來

"both a symbol ofandacontrastto ,，的英文句法陳述兩層意思，

中文如果要用相似的句法會很難把意思說清楚；譯者選擇用重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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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顯然是達意比較重要。淮楝用「反徵」而不用平常的「對照」

來翻譯“contrast '’不知用意何在？我沒看過「反徵」這個詞，也沒

查到，不知道是什麼意思，或許是淮楝的發明，他喜歡發明新詞以

對譯不常見的外文詞彙。不過，此處的原文是個很普通的字，似乎

沒有必要另創新詞。如果說「反徵」是指「反面的」或「對照的」

「象微」，則需要讀者腦筋轉幾個彎來猜測，也沒有必要。這是極

少數我不贊同淮棟之處（挑到一根小骨頭！）。

最後一句的後半譯成「由此人深而雋永」，絕佳，不但簡潔而

且餘韻不〔L·用F人深」翻譯“15 thus given a dimension of

dePth , l，不必直接碰觸‘, di mension”這個很難用中文表達的字而意

思已經傳達了。“polgnancy '’可以意謂尖銳、犀利、濃鬱的味道，等

等，都不能直接套人譯文；用「雋永．一詞，高明之至。

以上引用淮楝翻譯的幾個段落，欣賞他在兩個語言之問折衝的

功力·我們看到他慣用的文言文在很多地方發揮極大的功效，把落

落長的英文化成簡潔達意的中文。遇到特別難纏的英文句法和詞

語，他總是能從他腦子裡那個豐富的資料庫中拈出貼切的文辭來對

應，讓人激賞叫絕。林順夫教授說淮棟的譯筆「精確流暢尤其

典雅（自序，vii)，是很中肯的評論。

魏淑珠，麻州大學比較文學博士，自美國惠特曼大學退休之後

回束海任客座教授數年·研究興趣主要是中西戲劇比較、中國古典

戲曲以及兒童文學·學術論文之外，譯有《元雜劇的戲場藝術》

(2001，譯自J 1 Crump , Ch加ese勸eate : mtheD哪ofKublaiKh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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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武俠世界的大象

馬國明

中國大陸「大國崛起」，對象牙製品的需求急升，導致非洲的

大象大量被獵殺。大象是陸地上體形最龐大的動物，英文有“the

elephant in theroom”的說法，比喻一些不可能注意不到的事物。金

庸武俠世界裡亦有一隻大象，但金庸去世後，所有稱讚的言詞幾乎

用盡，似乎仍沒有人注意到金庸武俠世界裡的大象·眾所周知，金

庸的武俠小說首先在《新晚報》連載，後來轉到金庸自己創辦的《明

報》。那個年代的中國大陸視武俠小說為匡異之說，被全面封殺；

至於台灣則實施戒嚴令，不可能自由創辦報章。金庸的武俠小說得

以面世，首先得力於香港的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這一點實在十分

顯淺，沒有人注意亦不值得挖出來討論。這裡煞有介事地提出來討

論是因為香港根本就是金庸武俠世界的創作泉源，嚴格來說《書RlJ

恩仇錄》不配武俠小說的稱號，跟金庸其他小說比較，武功在《書

劍恩仇錄》裡根本可有可無·這部不配武俠小說稱號的小說其實是

一部政治狂想曲，小說的主角陳家洛雖然武功高強，但他最厲害的

武器是作為「紅花會」之首，手握乾隆皇帝身世秘密的證據·紅花

會的計劃卻不是要推翻乾隆，取而代之。紅花會只是要威逼乾隆更

改國號，以漢人的名義繼續做其皇帝！

乾隆身世的秘密或許來自民間傳說，但紅花會的政治則未免過



夕58 思想第37期

於天真。即使乾隆真的由漢人父母所生，而他自己對此亦深信不疑，

但更改國號，以漢人名義統治便必須鏟除整個滿清皇朝的統治階

層，即使有紅花會襄助也十分困難；更何況紅花會不是要求乾隆「反

清復明」，在一家一姓統治天下的歷史格局下，乾隆改以漢人身分

統治後，怎樣應付「反清復明」的力量？《書劍恩仇錄》這部政治

狂想曲未免太過脫離中國的歷史現實吧！但這部狂想曲寫於香港，

在那個年代讀者也僅限於香港。中國大陸的歷史悠久，但香港由開

埠到金庸寫《書劍恩仇錄》時不過一百年多一點，沒有什麼歷史現

實可言。以金庸的識見當然知道在中國大陸根本不能寫武俠小說，

在台灣則不可能創辦報章，唯有香港這塊由不是一般中國歷史裡的

異族統治但華人佔了人口百分之九十九的土地，才可以享有言論自

由和出版自由！假如統治香港的異族像乾隆一樣，身世是個秘密，

可以威逼改以漢人身分統治，豈非完美！換言之《書劍恩仇錄》這

部脫離中國歷史現實的政治狂想曲，在香港的歷史境況裡則有另一

番滋味！

假如《書劍恩仇錄》過於脫離中國歷史的政治實況，緊接《書

劍恩仇錄》的《碧血劍》則完全切合中國歷史的格局·主角袁承志

是明朝一代大將袁崇煥的兒子，袁崇煥被多疑的崇禎處死後，他的

下屬除了極力保獲袁承志這位忠良之後，還安排他學得一身好武

功。但在小說裡，袁承志空有一身好武功，卻無所作為。他曾單獨

面對崇禎皇帝這位殺父仇人，竟然不知所措。在忠君才算愛國的歷

史格局下，金庸的描述完全切合中國歷史的實況。面對殺父仇人，

袁承志不知所措，那麼對自己父親致力擊敗的敵人又如何？在小說

裡，袁承志試圖刺殺當時極力進逼明朝的滿人領袖皇太極。他輕易

找到皇太極的居所並成功隱藏在居所的屋頂上，他亦因而發現皇太

極是一位勤政愛民的領袖，最後他打消了刺殺皇太極的念頭。當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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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成起兵討伐崇禎皇帝時，袁一度寄望這位草莽之夫，能開創新的

局面，他的希望當然落空·小說的結局說袁承志最後選擇遠走他方，

而他的目的地是南海的一個小島。小說的結局容易令人猜想金庸筆

下的南海小島是指香港，但即使香港是自古以來中國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但在崇禎年代，遠在北京的袁承志不會知道香港的存在，不

應過分解讀。

由於《書劍恩仇錄》和《碧血劍》的主角空有一身好本領，卻

無從發揮，因此這兩部金庸早期的武俠小說讀起來頗為沉悶。不過

在《碧血劍》有一段小插曲，在《碧血劍》這部小說裡這段小插曲

對小說而言可有可無；但這段小插曲卻是整個金庸武俠世界，像山

泉一樣突然湧出的泉眼。這段小插曲寫袁承志遇上原木是對付清

兵，但被崇禎調動來對付李自成的洋人火槍隊。小說寫袁承志和同

行三數知己在客棧用膳，適連鄰座坐著一名西婦和兩位軍官，另外

還有一名狐假虎威的翻譯。袁承志的同行不滿該名翻譯，對他略施

小戒。洋人卻不好惹，隨即還以顏色。這一段敘述值得翻看原文：

年長的軍官向袁承志這一桌人望了幾眼，心想多半是這批人作

陸，拿起桌上兩隻酒杯，忽然向空中擲去，雙手各一枝短槍，

把兩隻酒杯打得粉碎。袁承志等聽到巨響，都嚇了一跳，心想

這火器果然厲害，然他放槍的準頭也自不凡·（《碧血盛J》頁

458)l

這一段文字說單是隆然的槍聲已把一眾英雄嚇得一跳，小說接

著說袁承志力勸眾人少生事端，因為以火槍的威力，必會造成傷亡。

本文所引之金庸作品全據19751981年間明河版之金庸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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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一方面帶出西洋槍砲的威力，另一方面則避開槍砲和中國武功

的正面交鋒，而且由袁承志親自指出當年袁崇煥戰勝努爾哈赤，實

有賴洋人的大砲。西洋槍砲的厲害，即使是頑固保守的晚清士大夫

也不得不承認。但金庸寫的是武俠小說，既然在《碧血劍》這部小

說裡，他洛守明朝崇禎年代的歷史格局，沒有牽強地寫中國武功高

手無濯西洋槍砲，但會否有點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這段小插

曲對小說的情節可有可無，為什麼要寫？假如金庸還健在，他自然

會有他自己的解說。不過一部作品面世後便有自己的獨立生命，帶

出的意義必定比作者本人的想法更豐富。假如金庸的武俠世界跟同

期的武俠小說作者如梁羽生、古龍等相比，屬另一層次，那是因為

他寫武俠小說的同時，意識到另一世界。在這個世界裡武功不但無

用武之地，而且武功建基的種種理念和價值觀都已消失殆盡。如果

金庸的武俠世界今人讚嘆不已，那是因為金庸深明空有一身好武功

也未必能有所作為之餘，更令人心寒的是武功賴以存在的歷史條件

正逐一消失，他竭力建立武俠世界，就是為了重新確立武功賴以生

存和大放異彩的歷史條件。

上文把《碧血劍》裡武功高手與西洋槍砲相遇的情節比作金庸

武俠世界像山泉突然湧出來的泉眼，因為在《書劍恩仇錄》和《碧

血劍》之後寫成的三部曲《射鵬英雄傳》、《神鵬俠侶》和《倚天

屠龍記》，金庸的武俠世界有如從天而降。這三部曲雖有明確的歷

史背景，但既不像《書劍恩仇錄》過於脫離歷史實況，又不似《碧

血劍》那樣緊守當時的歷史格局。其實《碧血劍》跟《書劍恩仇錄》

可謂一對患難兄弟；兩位主角空有一身好本領，卻一事無成。至於

陳家洛和袁承志如何練得一身好本領更完全沒有著墨。假如金庸的

作品停留在《書劍恩仇錄》和《碧血劍》的層次，人們是否仍然稱

讚不絕？在這兩部早期作品裡，武功根本無用武之地，但二者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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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部曲《射鵬英雄傳》、《神鵬俠侶》和《倚天屠龍記》，郭靖、

楊過和張無忌如何學得或練得絕世武成了小說的重要情節。在後三

部小說裡，金庸的武俠世界假如確是從天而降，那便無跡可尋。但

如果這三部曲展現的武俠世界是金庸在創作歷程中，靈感有如山泉

般突然湧現，那湧現的泉眼便必須深究。為什麼《碧血劍》裡武功

高手與西洋槍砲相遇的情節就是金庸武俠世界像山泉突然湧出來的

泉眼？《碧血劍》的一段小插曲說那位年長的軍官「放槍的準頭也

自不凡」，使用槍械最好有人指導，起碼保證不會錯手傷人，至於

「放槍的準頭」，勤於練習便可以了，毋須名師教導。即是說人人

都能使用槍械，事實上在實施民主體制歷史最悠久的美國，攜帶槍

械是憲法保障的權利。相反要練得好武功，必須名師指點，更何況

「一日為師，終生為父」。學習射擊可以純粹為了興趣，習武則須

同時接受背後的整套價值觀·《碧血劍》裡武功高手與西洋槍砲相

遇的情節代表兩套絕然不同的社會組織和價值觀念的相遇，西洋槍

砲不僅表示西洋科技比中國先進，更說明社會組織的差別。使用槍

械的技術十分簡單，幾乎人人可以使用。美國槍械泛濫的一個原因

在於人們相信自由攜帶槍械反而對弱者有利。中國文化卻素來強調

權威主義，即使是武功這種流傳於民問的技藝，亦浸淫著濃烈的權

威主義成分·槍械人人可以用，武功卻不是人人可以學。即使學，

但由於資質的分別，或師承的分別，差異極大。武功高強者，隨時

可以以一敵十；甚至像《神鷗俠侶》中的郭靖·楊過，一人力敵干

軍萬馬，但任你槍法如神，亦難以一敵一─一

由於《碧血劍》完全沒有描述袁承志怎樣練得一身好武功，兩

套絕然不同的社會組織和價值觀念相遇的情節只是一段可有可無的

小插曲，但觀乎之後的三部曲，主角學武的情節不但是小說的重要

情節，而且學武的過程更是迂迥曲折，除了牽涉江湖恩怨，更牽涉



夕62 思想第37期

兒女私情。不要低估兒女私情在金庸武俠世界的重要作用，這裡說

的不限於《神鵬俠侶》那句「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生死相許」·

中國武功絕對是父權主義的產物，各種武功均為個別門派專有；各

門派的掌門人擁有絕對權威和權力，門派裡的人必須服從。即使武

俠小說裡的個別門派全屬女陸，但「一日為師，終生為父」這句話

卻完全抹殺女陸也可以為人之師。假如跟同時期的武俠小說相比，

金庸所呈現的武俠世界額外奇特，那是因為在《射鵬英雄傳》、《神

鵬俠侶》和《倚天屠龍記》這三部曲裡，郭靖、楊過和張無忌能練

得一身好武功，女姓的作用甚為關鍵。《神鵬俠侶》固然說得明白，

但若非黃蓉的刻意安排，郭靖怎會學得「降龍十八掌」。雖然張無

忌為了治病，鑽研醫書，無意中學得「九陽神功」；但後者只能令

張無忌立於不敗之地。多得懂波斯文的小昭，張無忌在秘道裡學得

明教的「乾坤大挪移」，因而能以少林派的武功招式打敗少林派的

「龍爪手」‘

不少人認為《神鵬俠侶》寫情今人盪氣迥腸，回味無窮。箇中

因由卻無非因為楊過和小龍女之間，既是師徒關係，也是親暱的情

侶，但兩種關係不能兼容·當二人聯手，以古墓派的「玉女素心劍」

打敗金輪法王後，黃蓉把小龍女拉到一旁，曉以大義。黃蓉告訢小

龍女，楊過跟她聯手打敗金輪法王，前程無可限量。但假如楊過真

的娶小龍女為妻，便必定被天下人恥笑，大好前途亦會盡失。《神

鵬俠侶》寫一向不問世事·不知人情世故的小龍女竟然聽從黃蓉的

勸告，斷然不辭而別，離開自己朝夕相對，兩情相院的楊過。假如

《神鵬俠侶》沒有寫這段與小說人物陸格不相符的情節，楊過和小

龍女便不會變成相愛卻不能相見相聚的苦命鴛鴦了！以二人的性

格，大可不理會世人的目光，返回不見天日的古墓，長相廝守。小

龍女在古墓長大，不懂人情世故，黃蓉對她蹺以大義，按理小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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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感到莫名其妙。事實上，小龍女不辭而別並非因為希望楊過能建

功立業；她只是覺得外面的花花世界會較適合楊過。小龍女深愛楊

過，事事為對方設想，這不是什麼情，而是愛！

至於向小龍女蹺以大義的黃蓉自己是個離家出走的少女，遇到

郭靖之後，完全不避男女有別，跟郭靖一起上路。她年紀長大後，

性格變了？變得十分世故？離家出走，不避嫌跟郭靖上路的黃蓉是

《射鵬英雄傳》的黃蓉；勸小龍女離開楊過的黃蓉是《神鵬俠侶》

的黃蓉。雖然同一人物，但在兩部小說裡須要扮演的角色卻是判若

兩人。《射鵬英雄傳》裡的黃蓉是金庸武俠世界中絕無僅有的女性

角色，這裡的黃蓉幾乎完美無暇。她十分聰明，而且詭計多端。但

遇到郭靖後，她的心思完全放在怎樣促使生陸魯鈍的郭靖能成大

器。她知道洪七公十分饞嘴，於是費盡心思烹調洪七公喜愛的菜式。

當後者被打動後，她要求的便是教郭靖「降龍十八掌」·她離家出

走，因為父親黃藥師，外號「東邪」，是個難於相處的人；更何況

黃藥師的野心直接今黃蓉年紀輕輕便喪母。黃蓉出走的根本就是個

破碎的家庭。從父權主義的角度而言《射鵬英雄傳》裡的黃蓉接近

完美，起碼她沒有像梅超風那樣，背叛黃藥師·在金庸的武俠世界

裡，就只有《射鵬英雄傳》裡的黃蓉，既聰明、有主見，而且詭計

多端，但卻完全臣服在父權主義之下。金庸寫了這麼多武俠小說，

為什麼只有一個女陸人物符合父權主義的準則？那是因為在金庸的

武俠世界，在《射鵬英雄傳》這部三部之首已像神創造宇宙萬物一

樣，一口氣便完成了。在《射鵬英雄傳》創造的武俠世界裡，跟武

功共生共存的父權主義，除了得到重新肯定，還找到一條新的出路。

《射鵬英雄傳》有一段旁枝，這段旁枝跟小說的主線關係不大，但

卻是金庸武俠世界的基石；這段旁枝詳盡交代武功如何達到最高的

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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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庸的武俠世界裡，《九陰真經》的武功是武學的最高境界。

這部武學「聖典」的出處卻頗堪玩味一方面《九陰真經》的武功

並非出自任何門派，另一方面它所記載的不但揉合了各個門派，而

且更汲取了藐藏在中國文化諸多經史典籍裡的武功。換言之，它是

集合傳統士大夫文化和民問市井文化的大成。《九陰真經》的故事

見諸《射鵬英雄傳》裡郭靖初遇周伯通一節，由周伯通轉述。故事

說徽宗政和年間有名黃裳者因奉命印行天下之道家典籍，將為數共

五千四百八十一卷之道家經書全部讀遍，因而唔得武功，成了高手。

這裡雖然只是說黃裳讀遍道家經文，但跟所週知，自漢朝以來，科

舉考的是儒家典籍。黃裳既為宋朝官員，又被委以重任，熟讀經史

子集是不言而喻的。因此讓黃裳透過閱讀而得武功的典籍絕不限於

道家，起碼還有儒家的典籍。黃裳閱讀而悟得的武功也就至少集合

了儒家和道家的精華，這種儒道合流的象徵意義呼之欲出：這裡更

值得探討的是閱讀悟出武功的意義。早在《書劍恩仇錄》裡，便有

陳家洛從《莊子》庖丁解牛一文悟出武功的情節。閱讀是知識分子

的專長，閱讀而唔出武功似乎意味著武功知識化。但是什麼知識？

西方的知識分子和中國俠士有何異同？

武俠小說是中國特有，武俠小說不可缺少俠士。俠士的形像有

點像西方的知識分子，二者都是打抱不平，主持公道。但像伏爾泰

這樣的西方知識分子主要是為著一些抽象的理想，為著一些在他們

心目中是放諸四海皆準的真理而奮鬥·更重要的是對他們來說，這

些理想或真理是人人都可以理解的。他們的目標亦是要令到所有人

理解和認同這些理想或真理，換言之他們的工作是普及化。中國的

俠士則是介人具體的事件裡，他們替人解決問題，但卻不可能教人

自己去解決問題，因為他們的角色無可取代。俠士用的武器是刀劍，

他們只是以暴易暴。西方知識分子用的是知識，他們試圖以理來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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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西方知識分子的傑作是啟蒙運動，而啟蒙運動的重要標誌就是

狄德羅為首所編彙的百科全書。

《九陰真經》在很大程度上是武學的百科全書。黃裳唔得武功

之後並沒有立刻寫成《九陰真經》，他的生活亦沒有因為懂得武功

而起了轉變。他依舊做官，直到後來奉旨帶兵剿平明教。過程中黃

裳跟武林中人結怨，被人圍攻，負傷潛匿於山洞中·為了破解仇家

的招式，他居然獨自在山洞裡潛修四十餘年。在這段期間，他的仇

家差不多死光了，他的仇亦報無可報。戚既萬千之餘，黃裳埋首把

其畢生所學寫成《九陰真經》這部武學奇書。《射鵬英雄傳》這部

小說雖然沒有解釋為什麼《九陰真經》是武學的最高境界，但其中

的道理是不言而喻的。黃裳從一介書生變成武功高手是因為他讀遍

儒·道兩大傳統的典籍，他的武功也就是儒、道兩大傳統的融匯。

《九陰真經》所以是天下最高的武功，為的就是集合中國文化兩大

傳統的高手黃裳，花了四十多年的時問苦思破解武林中人的招數後

寫成的·這部武學奇書堪稱是百科全書，它既融匯了中國主流文化

的精粹，亦吸納了民間的智慧。整個民族，無論是上層或下層都參

與其中·《九陰真經》的武功也就是民族融匯和整個社會動員起來

的成果。

這點卻否定了《九陰真經》是武學百科全書的說法·百科全書

只是把各種學問、各家各派的說法一條一條的羅列。任何百科全書

都一定是百家爭鳴，不會嘗試把各家的說法融匯一起。狄德羅的百

科全書旗幟鮮明地反獨裁、反權威·蝙彙百科全書旨在提高民智，

是體現民主精神的重要一環·黃裳匿藏四十餘年的目的卻是要破解

人家的功夫，《九陰真經》不是羅列各家各派的武功，而是統攝了

各家各派，一如秦始皇滅六國，漢武帝罷黜百家一樣。事實上，在

《射鵬英雄傳》裡，《九陰真經》不但沒有造福武林，還挑起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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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劫，人人都想據為己有，以便獨霸武林。這點亦是不少坊問流行

的武俠小說的共同題材，《笑傲江湖》更以此為故事的主線。換言

之，中國武功是不可能知識化，武功知識化比儒家思想現代化恐怕

更要困難艱巨。知識是人人可以掌握的，學武功不但要視乎學武者

的資質，還決定於洪七公這類武功高手是否願意傳授等偶然因素。

金庸的武俠小說號稱新派，但在學武的情節上卻擺脫不了舊有的框

框，武功始終是一小撮人的專利。武俠小說是中國特有，而武功作

為強調精英主義，事事訴諸權威（如革命的舵手，改革總工程師等）

的中國文化的象徵是最貼切不過了。讀聖賢書而晤得武功一方面是

儒弱書生的狂想，但另一方面卻入木三分地刻劃了儒生以天下為己

任的背後是一個自視極高，無所不能的自我。

《九陰真經》的故事滲透著精英主義，雖然這部秘岌是黃裳以

一人之力寫成的，但亦清楚地帶出了這樣的訊息：上下團結一致的

社會自然可以發揮前所未有的力量。這種理解無疑是把武功政治

化，但這正是金庸武俠世界裡，武功作為隱喻的關鍵·金庸的武俠

世界在《書劍恩仇錄》和《碧血劍》這兩部武功無用武之地的小說

後，在《射鵬英雄傳》騰空而出，關鍵在於重新肯定父權主義之餘，

還找到一條新的出路。一開始，金庸的武俠世界就是為了解決武功

無用武之地的社會形態。金庸的武俠小說和政治的關係不限於《笑

傲江湖》對政治的全面否定。金庸的頭兩部小說嚴格來說是政治武

俠小說，政治是主，武俠是陪襯。《書劍恩仇錄》寫的雖是一個反

清組織，但它的政治主張卻與中國歷史裡眾多反清復明的組織絕然

不同。紅花會雖然反清，卻沒有主張復明·讀者只需拿《鹿鼎記》

裡的各個反清組織和紅花會比較就可以看出，後者的政治主張不只

脫離一家一姓的狹隘思想，更直指十九世紀歐洲，以語言、文化、

宗教等因素來塑造民族認同的民族主義。假如紅花會的政治錯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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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提出，《九陰真經》作為隱喻提出的政治卻是及時雨。西洋槍砲

不但今中國武功無用武之地，更嚴重威脅與中國武功共存、共生的

父權主義。《九陰真經》作為隱喻，指出透過整個社會總動員，武

功可以達到最高的境界·最微妙的是整個社會總動員的過程完全掌

握在中國傳統精英的手上，可謂魚與熊掌兼得。

有關《九陰真經》的敘事出現在《射鵬英雄傳》裡絕非偶然，

相關的敘事看似旁枝，但《射鷗英雄傳》的故事緣自江南七俠和丘

處機之間的約定，雙方各自教導郭靖和楊康這兩位忠良之後，待二

人長大後，安排二人比試，看誰教的徒弟出色。江南七俠和丘處機

之問的約定雖然出於一番好意，但卻絕對是父權主義的作風，這個

約定完全沒有考慮郭靖和楊康二人的意願。郭靖在大漠長大，得到

成吉思汗的厚待，除了跟成吉思汗的兒子拖雷結拜為兄弟，還跟成

吉思汗的獨生女訂了婚約。江南七俠千里迢迢，專誠到大漠尋找郭

靖，並帶他返回中原的情節，一方面顯示父權主義有其溫情的一面，

但另一方面《射鵬英雄傳》沒有交代郭靖本人是否願意離開，尤其

他的母親李萍並不打算跟隨兒子一起離開。楊康的情況更生動，在

《射鵬英雄傳》裡，楊康是個認賊作父的壞傢伙，但他出生於金人

的王府，在王府長大，享盡榮華富貴。他的母親包厝弱誤信自己的

丈夫已死，下嫁傾慕她的金人太子完顏洪烈，也就不會跟楊康提及

他的真正身世。當楊康重遇生父楊鐵生時，他像任何人一樣，接受

不了。《射鷗英雄傳》對楊康沒有寄予絲毫同情。對父權主義而言，

認賊作父的人罪大惡極，沒有絲毫寬大對待的餘地。若非父權主義

介人，郭靖肯定長居大漠，而楊康則做其金人王子。若非父權主義

介人，根本不會有《射鵬英雄傳》·在這部小說裡，父權主義不但

重拾自信，而且找到新的出路；西洋槍砲對父權主義的威脅更一掃

而空！《射鵬英雄傳》裡有段情節清晰無誤地說明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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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情節見諸郭靖跟隨成吉思汗遠征，並一度全情投人蒙古攻

打金國的計劃裡。後來郭靖與成吉思汗決裂，隻身逃返中原，《射

鷗英雄傳》描寫郭靖返回中原後，馬上陷人一次嚴重的身分危機裡。

表面上，這個危機是因為郭靖有感於學武只會造成更多殺傷，「限

不得將所學武功盡數忘卻。」（《射鷗英雄傳》頁1 506）內裡的原

因其實更複雜，身分認同的問題便是其中一個主要因素。郭靖問自

己：「拖雷安答和我情投意合，但若他領軍南攻，我是否要在戰場

上與他兵戎相見？殺個你死我活？」（《射鵬英雄傳》頁1504）郭

靖雖為漢人，但長於蒙古。拖雷是他的結拜兄弟，成吉思汗更把獨

生女許配與他。因此，郭靖最終成為漢人的民族英雄其實有點戲劇

化。其中的關鍵在於危急關頭時，他終被洪七公的行徑所點化。這

段情節的寓意昭然若揭。故事說正當郭靖迷惘之際，遇見丘處機。

後者告知「二次華山論劍」一事，並結伴前往。上到山後發生了一

件事，即時解開了郭靖心中的死結。事緣鐵掌幫幫主裘千仞早年殺

了周伯通和瑛姑所生的兒子，瑛姑趁著「華山論劍」群雄赴會的時

機，找裘千仞算帳。郭靖·黃蓉、周伯通等冶巧在場，裘千仞自然

不敵。在無路可走之下，裘千仞說了這樣的話：

若論動武，你們待眾欺寡，我把個兒不是對手，可是說到是非

善惡，嘿嘿，裘千切孤身在此，那一位生平沒殺過人，沒犯過

惡行的，就請上來動手。在下引頸就死。皺一皺眉頭的也不算

好漢子。（《射鵬英雄傳》頁1526比27)

裘千仞的說話取自約望福音第八章卜11節，金庸武俠世界裡的人物

懂得從新約聖經取材為自己脫身，再次說明余庸創造他的武俠世界

時，同時意識到另一世界，一個不以父權主義先行的世界。這段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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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福音說法利賽人把犯姦淫的婦人帶到耶穌面前，要耶穌定罪。耶

穌答說誰沒犯過過錯，就先扔第一塊石頭。結果人人走開，耶穌

亦寬恕了婦人，但叮囑她不要再犯罪。從父權主義的角度，犯姦淫

的婦女是罪無可恕的，但耶穌卻寬恕這樣的婦人，豈不是挑戰父權

主義？在《射鵬英雄傳》裡，裘千仞說畢，眾人面有難色，遲疑不

決·眼看裘千仞得機脫身之際，洪七公突然出現；並聲稱自己一生

殺了二百三十一人，個個都死有餘辜的，他可以理直氣壯地鏟除裘

千仞這等江湖敗類·

吳靄儀女士多年前在她的報章專欄裡已指出，洪七公這種自命

包青天的做法非常可怕。（見吳靄儀《金庸小說的男子》1995第七

版頁123。）從現代的法律觀點而言，是否罪有應得是要經過具體的

法律程序審裁，不能由一個人單方面決定。金庸求學時，學的正是

法律；這點顯淺的道理豈有不知？正如吳靄儀女士的專欄文章指

出，洪七公這個角色雖然是大義凜然，但卻不是板起面孔，不近人

情的長者。小說十分人陸化地寫他極之饞嘴，又寫他被黃蓉哄得心

花怒放；總之是一個既慈愛可親，但又是個咯守原則的長者。其實

不只是長者，《射鵬英雄傳》借丘處機之口，指出即使在二次華山

論劍裡，洪七公的武功不是天下第一，天下豪傑之士，仍會奉他為

天下第一，原因是在當今高手裡「只有洪七公幫主行俠仗義，扶危

濟困。」（《射鵬英雄傳》頁1507）洪七公正是人們景仰的俠士，

武功又高，心地又好，又溫情，又公道，正是父權主義推崇備至的

人物。《射鵬英雄傳》說連洪七公這樣一個溫柔敦厚的人亦加以斥

責，難陘作惡多端的裘千仞，頃刻問咸到無地自容，羞塊之餘便想

縱身一跳，跳下萬丈懸崖。

從劇情發展的角度而言，裘千仞的一百八十度轉變未免太突

兀，但耶穌對父權主義的挑戰則消失於無形。不過，裘千仞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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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完全不重要，重要的是郭靖「這些日來苦惱他折磨他的重重疑

困，由此片言而解豁然有厝·」（《射鵬英雄傳》頁1 530）這裡

所說的片言自然是洪七公對裘千仞的責斥。因著洪七公的言行，郭

靖領唔到「武功本身並無善惡，端在人之為用。行善則武功愈強愈

善，肆惡則愈強愈惡。」（《射鷗英雄傳》頁1 537）郭靖唔到的道

理其實極之粗疏，細心分析時是站不住腳的。武功高強殺傷力就越

強，郭靖自己就有錯手傷人的經歷。武功不可能是中陸的，就如核

子彈不是中性一樣。我們更知道在《笑傲江湖》裡，《葵花寶典》

的武功被嚴厲批評，因為它是害人的武功。《天龍八部》的吸星大

法同被批為邪門不要得的功夫。在武功的問題上，金庸是前言不對

後語的，但問題不在於金庸言不由衷，而是在金庸武俠世界裡，武

功作為隱喻必然會出現的問題。班雅明在《德國悲劇的起源》中指

出隱喻有別於象徵，後者的意義清晰自明，象徵和它所代表的事物

之問的關係是完美和諧，而且更是永叵不變的。隱喻卻只是隱喻的

作者自己替事物加上意義，中間的關係並不清晰，亦不穩定。但這

不是由於作者有意把意義隱去，如《紅樓夢》提到的「甄士隱」；

而是因為作者既然可以自行替事物加上意義時，任何事物都可以賦

予某種特定的意義，事物本身的意義亦告含糊了2o其實金錢就是一

種隱喻，因為人們可以把各種不同意義賦予金錢身上。事實上，一

張一千元面額的鈔票作為紙張的意義和一張二十元面額的鈔票的分

別是微乎其微的，雖然二者被賦予的差距是五十倍。在金庸的武俠

世界裡武功只是隱喻，不同的小說對武功賦予的意義亦因而有所不

同。在《書劍恩仇錄》和《碧血劍》武功是裝飾品，在《射鵬英雄

見Walter Be則amin , Orlg川ofGerman羚餾化Drama , London , Verso
1977p16S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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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裡，武功則是社會總動員產生出來的力量的一種寓意。這股力

量十分巨大需要套上韁繩。郭靖和《九陰真經》都是這股力量的

不同代號，雖然套在二者的韁繩是不同的，作用亦有別。

郭靖的武功淵源跟《九陰真經》同樣複雜。郭靖的教養加人蒙

古因素，《九陰真經》的部分用梵語寫成。《九陰真經》險些被毀，

郭靖亦一度要忘記學得的武功。但二者雖然與社會總動員息息相

關，卻代表著總動員存在的不同危限一失控或冷漠的回應。防止

失控就要限制動員的層面，正如王重陽得到經書後，自己不學其中

的武功，亦禁止門人學習。郭靖生陸遲鈍，失控是不會的計白的是

不夠積極主動需要不停鞭策。但誰來鞭策？由於郭靖的貢質有限，

他的眾多師傅都沒有要求他幹一番事業，就連黃蓉亦沒有期望他在

事業上會有什麼作為。丐幫出現危機，黃蓉果斷地挑起丐幫幫主的

擔子，想也沒想過讓郭靖擔任。但最後郭靖成了大英雄，黃蓉就只

是小妖女。誰人鞭策郭靖成為民族英雄？

不是洪七公，也不是任何人，而是整個中國文化的父權主義。

本來郭靖就像千千萬萬身處低下層的中國人一樣，對中國文化的認

識極之有限。但洪七公怒斥裘千仞一幕扼要地陳述了中國文化的要

義。很多人都喜歡把西方文化形容為罪咎文化，而中國文化則是羞

恥文化。其實羞恥是假定了罪咎，沒有罪咎應該不會戚到羞恥，所

謂橫眉冷對千夫指就是了。但罪咎和羞恥之間確是指出了中西文化

的巨大差異。犯了罪，如無人知曉，不存在羞恥，只會有焦慮。另

一方面，實際的社會運作，如趨炎附勢的社會就會今到貧窮變成羞

恥（笑貧不笑娼）。羞恥往往是社會不公的扭曲下產生的。現成的

例子是不能負擔自置樓宇的人被譏為無用、沒本事而感到羞恥。而

譏笑別人的人本身當然是坐擁巨資，身家豐厚的。羞恥文化的形成

也就要假定完美無缺的人格是不難達到的，而中西文化的差距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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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西方文化深受基督教影響，從原罪的角度來看，人與生俱來

就是不完美的，只有超越人的位格的神才是完美的·即使本是神，

但甘願降生為人的耶穌亦有軟弱的時候，亦同樣感受到魔鬼的誘

惑。中國文化則認為只要有決心，人是可以達到完美的地步。在政

治制度上，西方文化重視制定不同的機制互相制衡，確保不完美的

人不能獨攬大權·中國的政治制度則建基於完美的人獨攬大權，即

使事實屢次證明沒有人是完美的，尤其是獨攬大權的人！

《射鵬英雄傳》裡的洪七公卻是完美的，因為他從沒殺錯一個

人。他的聲明卻是建基在循環論證的謬誤上，他殺了二百八十一人，

這二百八十一人就成了他從來沒殺錯人的佐證。但當他殺第一個人

時，他憑什麼認為自己不會殺錯人？更根本的問題是，人是否有權

殺人，不管是否殺錯？這是耶穌發出的質疑，也是希望忘記武功的

郭靖的疑惑。在中國父權至上的文化裡，這個根本的問題並不存在·

中國自漢朝以來表面上是獨尊儒術，但行的往往是法家那種單從統

治者（同時是大家長）角度來看待問題的制度。什麼寧枉毋縱、殺

一做百是歷代統治者（包括現今的中共政權）樂意採用的管治手段，

雖然這些手段明顯是視人命如草芥。表面上，儒家和法家是兩回事，

但儒家將聖人治國作為統治者的典範，實際上是替法家開路。像洪

七公，一出場頓時把一個拉鋸不下的形勢扭轉過來。洪七公是否真

的如他自己所言，從來沒殺錯一人這點根本無從證實，但做出的效

果卻是顯然而見。法家思想正是抓著這種聲勢（即使是虛張聲勢）

所做成的效果·郭靖也是因著這種聲勢才將先前的疑慮一掃而空。

郭靖的疑團消失後，《射鷗英雄傳》安排他先後跟黃藥師和洪七公

兩大高手比武·結果郭靖都能與兩大高手打個平手，而二次華山論

劍亦草草收場，誰是夭下第一亦不了了之。但很明顯郭靖是最大的

贏家，他從此擠上前列高手的隊伍裡·接著故事安排他做了民族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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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其實，郭靖早已知道蒙古南侵的意圖和路線。很奇匡，郭靖返

回中原後對此隻字不提；他似乎忘記了，要勞煩《射鵬英雄傳》在

故事快將完結時安排一對大鷗帶來華箏的書函，這才提醒郭靖蒙古

南侵之事。從情節發展而言，這是敗筆，但醉翁之意不在酒，《射

鷗英雄傳》亦不只在於說故事。武功這種徹頭徹尾父權主義的產物

在《書劍恩仇錄》和《碧血劍》都是無用武之地，但金庸這位一方

面寫武俠小說，另一方面創辦報章，並經常親自執筆撰寫報章社評

的作者，比任何人都更深刻體會到推崇父權主義的中國文化面對的

挑戰。他的解決方法是創造他的武俠世界，讓飽讀詩書就悟得武學，

是秀才也是武夫；西方文化不能解決的問題，放在中國則消失於無

形。在金庸的武俠世界裡，《射鷗英雄傳》是父權主義重振聲威的

作品，因此有《九陰真經》的敘事，亦安排了黃蓉這位既聰明、有

主見、有個性但完全服膺於父權主義的女陸角色·吳靄儀女士曾批

評金庸不了解女陸，不過她的批評是建基於她對金庸武俠小說裡眾

女陸角色的分析·在《書劍恩仇錄》和《碧血劍》這兩部武功無用

武之地的小說裡，女吐角色亦變得可有可無。但在《射鷗英雄傳》、

《神鵬俠侶》和《倚天屠龍記》這三部曲裡，女吐的角色由黃蓉這

樣一位完全服膺於父權主義的女性，蛻變成小龍女這位既是楊過師

父，又是他的情侶的角色。《倚天屠育黠己》的眾多女性不是令人生

畏（滅絕師太），便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上文已提及在這三部曲

裡，女陸在主角學武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在這三部曲裡，女性角

色的轉變其實關乎武功在三部小說裡作為隱喻的作用。雖然隱喻由

作者賦予，但隱喻有別於象徵，隱喻是不穩定的·班雅明更指出：

「隱喻在思想的領域裡，就如在現實世界裡的廢墟一樣。3廢墟固

見Wa]ter Benlaminor妝盧〞ofGerm們乃取化介ama London Ver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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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指向一段光輝的歲月，但從廢墟所見，這段歲月有很多不能確定

的事：另一方面，倒下的構築物同樣訴說著一段衰敗的過去。武功

作為隱喻的不確定陸從《九陰真經》便可見一斑。

在《射鵬英雄傳》裡，有關《九陰真經》的敘事把武功看

成是一股蘊藏在中國文化典籍裡的力量，一方面固然是文化自我中

心的人的狂想，另一方面卻一語道破經典和經世的密切關係。《九

陰真經》的故事亦矯正了《碧血劍》的政治錯失。袁承志錯把李自

成看成是更生明朝統治的正義之師。但在《碧血劍》裡，這股來自

民問的新興力量只懂得奸淫擄掠，李自成更是沉迷美色，搶走守邊

大將吳三桂的姬妾，迫使吳三桂引清兵人關。金庸熟悉歷史，但對

吳三桂引清兵人關的動機卻沒有深究，簡單地把事清推諉到兒女私

情上。其實，即使吳三桂沒有引清兵，但如果李自成真如《碧血劍》

所言，淫亂殘暴，清兵人關就只是時間問題。尤為重要的是在《碧

血劍》裡，李自成並非一開始就是大奸大惡或昏庸無道，而是一個

深得民心，四方來投的草莽英雄。只是攻克北京，迫死崇禎後便開

始變質。這點和後來《笑傲江湖》反覆重申的所謂「權力使人腐敗」

的調子是一致的。不過，《笑傲江湖》是全面否定政治，也是說權

力必然使人腐敗。《碧血劍》卻沒有採取這種極端的立場，它更暗

示權力使人腐敗一節是可以防止的，關鍵是親賢臣，遠小人。李自

成卻適得其反，他沉迷酒色，縱容部屬奸淫擄掠的行徑固然今袁承

志反感；但令袁承志完全失去希望，要自我放逐的卻是因為李自成

不再信任李岩這位闖軍中的唯一儒生！

《九陰真經》在吸納民間力量之餘，卻把主動權牢牢的掌握在

黃裳這位士大夫的手裡。但即使如此，《九陰真經》仍指示著一個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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嶄新的政治局面。這部矚目巨著有如孫唔空從石頭爆出來一樣，完

全無跡可尋·若非《九陰真經》紀錄自己的出處，人們將永遠不會

知道它成書的原委。它小屬仕何門派，但卻統攝眾多門派的武功。

它出自文人之手，卻不屬經史子集任何一類，而是武學寶典。《九

陰真經》是新派的武學，它完全沒有師承，是嶄新的事物。《九陰

真經》由文字清楚記載，用黑格爾的術語來說，是完全客觀化了。

相對於傳統的門派，它的武功是革命性的，因為它是人人可以學的。

像全真教的內功心法就是口傳，只有全真教的人才能學到。《九陰

真經》代表著一股新興的力量，一股統治者沒有絕對把握可以控制

自如的力量。它和傳統武功的分別就有如選舉制和委任制的分別一

樣。當然，選舉是可以操縱的。最簡單的方法是限制選民的資格，

如功能團體選舉以組織為單位而不是以個人為單位。此外，還可以

用等額選舉、記名投票等方式今到投票者有所顧忌，總之不讓選舉

作為民意表達的功用發揮出來。人大常委訂下的83姘匡架，更是限

制民意表達的最新發明！

更值得注意的是黃裳並沒有創立什麼門派，他死後，《九陰真

經》誰屬的問題，便出現法律真空·在一般的情況下，只有革命時

刻才會出現法律真空。黃裳死後，《九陰真經》確實引起一場武林

人士的革命·所有既有的武林勢力都深受這部經書的威脅，因為經

書破壞了原有勢力之間的平衡。《九陰真經》最後由華山論劍中勝

出的王重陽奪得·《射鵬英雄傳》並沒有交待華山論劍的具體安排，

更沒有解釋為什麼最後獲勝的人可以把經書據為己有。華山論劍即

使是兵不見刃，但仍是以武力服人，也就是以武力來解決法律真空。

解決法律真空的問題可以有更好的辦法─用民主手段。只要把《九

陰真經》廣為印行，有興趣的就送（或購買）一分，獨霸武林的問

題就不再存在。不過在《射鵬英雄傳》裡武功作為隱喻的意義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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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振父權主義的聲威，因此不是武俠小說的作者民主意識微薄，以

致《九陰真經》不但未能廣泛流傳，還險些被王重陽毀了。《射鵬

英雄專》對於應否毀滅《九陰真經》的態度十分曖昧，似乎是保留

有保留的道理，銷毀亦有銷毀了的道理·但客觀上，毀滅《九陰真

經》，王重陽天下第一的她位便更鞏固。事實上，《九陰真經》的

力量無非就是民眾參與的力量。本來，中國之大，外敵實不足畏。

像鴉片戰爭，如果清廷能夠動員民間抗英的力量，英人焉能得逞？

又如太平天國，若非曾國藩、李鴻章動員了鄉勇的力量，太平軍或

許可以直搗北京。事實上，慈禧便一度妄想利用義和團的力量來趕

走外國勢力。法國大革命爆發，普魯士、奧地利、英格蘭等列強聯

手干預。眼看普魯士軍快將攻陷巴黎，而原有的軍隊士氣低落、潰

不成軍之際，全民徵兵的創舉扭轉了危急的軍事形勢。有理由相信

金庸這位新派的武俠小說作者亦明白這項中外皆適用的歷史教訓。

《神鷗俠侶》的郭靖以長輩身分忠告忽必烈不要妄想吞併中國，因

為中國之大，能人義士數不勝數，一旦動員起來，蒙古軍必一敗塗

地。《倚天屠龍記》更清清楚楚把驅趕蒙古人的責任，放在明教這

個能夠動員民間力量的外來宗教組織身上。

既然是整個社會總動員，女性的參與便不可缺少了。但社會總

動員的作用無非為了重振父權主義，怎可能由得女吐參與？在《射

鵬英雄傳》裡，《九陰真經》被梅超風取去便是清晰的警告！金庸

的武俠世界令成千上萬的讀者著迷，關鍵在於他成功把重振父權主

義和女陸參與的矛盾轉化為一部又一部引人人勝的武俠小說。《神

鵬俠侶》和之後的小說都是為了處理這個矛盾，而《神鷗俠侶》的

處理手法十分成功，今喜愛這部小說的讀者誤以為這是一部寫情寫

得盪氣迥腸的小說。《神鷗俠侶》結尾時，主角楊過僅憑一人之力

擊斃南侵的蒙古軍元帥，瓦解襄陽城之圍。他亦因而跟郭靖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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躋身民族英雄的行列；但郭靖成為民族英雄是當之無塊，楊過卻不

過是偶然的民族英雄。楊過與郭靖關係密切，一度寄居在桃花島上，

由郭靖、黃蓉撫養。表面上，《神鵬俠侶》和《射鵬英雄傳》的關

係亦同樣密切·前者的故事緊接著後者。蒙古並沒有放棄南侵，在

郭靖的號召下，武林英雄開始組織起來共同抗敵。丐幫在黃蓉的領

導下更是全幫投人救國陣線裡。可是故事的主角楊過卻不十分投

人，他還一度投靠蒙古，又想刺殺郭靖。事實上，當他寄居在桃花

島時，黃蓉尸處處提防；只教他孔孟之道，卻不教他半點武功，累

得他被郭靖兩個沒甚出息的徒兒欺負。黃蓉的擔心一方面是由於楊

過之父楊康之死，多少與自己有關；更重要的是黃蓉察覺到楊過的

陸情與自己酷似，即是說叛逆、行事不按常理，又詭計多端，難以

對付。

事實上，楊過的吐情以至於他的武功都與郭靖對立·郭靖學的

武功全是江湖上名門正派的武功，而且雄渾剛勁。楊過雖然與名門

正派頗有淵源（一度加人全真教），但卻沒學到半點武功。反而外

號「西毒」的歐陽鋒教了他倒轉穴道的武功，而他那位亦師亦情人

的小龍女教他的則是一套專門對付全男班的全真教的武功。如果郭

靖代表著群眾質樸敦厚的一面，楊過則似乎代表著刁鑽·狡猾、冥

頑不靈的一面。但為什麼這些負面的描述要和女吐連在一起？《射

鷗英雄傳》裡的黃容雖是詭計多端，但卻並未引致不安，反而處處

顯得活潑可愛。她小小年紀，卻膽敢逆父意，離家出走·但自從遇

見郭靖之後，比貓兒還馴服；即使對方不顧而去，亦誓死追隨。黃

蓉是小孩的淘氣而已；楊過則不同，除了黃蓉存有戒心之外，全真

教上下當他頑劣成性，無藥可救·後來走進不見天日的墓穴裡，才

能寧靜地渡過少年的時光。重出江湖後，又因為與小龍女的師徒戀

而為世所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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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靖成為民族英雄的寓意深遠，他集《九陰真經》和《武穆遺

書》於一身，師承多位名家，得到黃蓉的扶助，受益於洪七公的教

誨，更有長於蒙古的難得經歷。楊過賴以擊潰蒙古軍的武功卻是一

個人孤獨地練成的。本來他和小龍女雙劍合壁的功夫足以打敗任何

強敵。但小龍女卻誤信黃蓉之言，以為離開楊過對他會更好，因而

把無敵手的玉女劍拆散了，從此再無從發揮。楊過被削去一條手臂

的情節也就形象化地點出玉女劍被拆散的事實。本來楊過和小龍女

之間堪稱情比金堅，但一次又一次的誤會令二人總是無法在一起。

誤會的原因卻不是尋常瑣碎的事情或情侶之問時常出現的猜疑，而

是因為小龍女把楊過看作與一般少年無異。她聽信黃蓉之言，以為

外面的花花世界會更適合楊過。誰不知楊過甘願與小龍女在墓穴裡

渡過一生。小龍女不惜跳崖，因為她估計楊過會像其他人一樣漸漸

忘掉她。誰不知十六年後，楊過不但沒有忘記她，更毫不猶疑地追

隨她的足跡，跳下懸崖。《神鵬俠侶》被譽為愛情小說的典範，引

元好問的詩句，「情之為何物」，今人神魂顛倒。但同樣顛倒的是

楊過的身分。若非楊過的陸情和行徑有異於一般男子，詭計多端，

難以捉摸之餘卻又一往情深，他與小龍女之間的一段情肯定會平淡

得多。究竟楊過的身分是什麼？連黃蓉也認為他與自己相似，這是

否暗示楊過是女兒身？

楊過當然不是女兒身，但在故事裡，他和男陸人物的關係不是

緊張就是隔膜，但跟女性人物則極合得來·即使黃蓉和郭芙兩母女

亦能與楊過冰釋前嫌。楊過與《笑傲江湖》的今狐沖同樣不拘小節，

但卻似乎沒有閒情跟田伯光之類的人物飲酒。值得注意的是在金庸

的世界裡，只可能有男陸或女性，不可能有雙性，連不男不女也不

可能。《葵花寶典》的武功要人（其實是男人）先行揮宮，對金庸

來說，揮宮等如變性。在《笑傲江湖》裡，無論是東方不敗、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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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或林平之，揮宮之後的行為和動靜都變得女陸化。聰明如徐克便

索陸用美艷的林青霞來演東方不敗，大獲好評。楊過不是女兒身

亦不是雙陸人，不男不女也不是，餘下的選擇就是男陸，但卻是一

個寧願在不見天日的墓穴裡與心愛的人渡過一生的男性·吳靄儀在

《余庸小說的女子》的總論裡引用了一句話來形容今庸對女子的看

法：「愛情是男人生命的一部分，但卻是女子生命的全部」。如果

以楊過的愛情觀來測試，他顯然是個女子了。事實上，若非小龍女

在跳崖前寫下十六年後相見的字句，而黃蓉又編織了南海神尼的故

事，楊過到處行俠仗義的事情便不會發生。十六年過了，小龍女卻

沒有出現，他立即跳下懸崖，什麼行俠仗義亦隨他跳人萬丈深淵裡。

在中國，俠士的傳統可以追溯至《史記》，但俠女卻是近代才

有。另一方面，烈女的傳統卻足以跟俠士媲美。烈女不是俠士，俠

士卻可以選擇做烈士。楊過用情之專達到貞烈的地步，但他的俠士

身分卻好像是臨時附加的。如果郭靖是一個平民變民族大英雄的故

事，楊過則是浪子變英雄。但楊過這個浪子其實是一個用情專一的

浪子。可是用情專一還算是浪子嗎？楊過的特徵是無論用什麼形容

詞（包括男陸或女陸）來形容都可能是犯駁的·或許楊過的身分以

後殖民理論裡說的「他者」（the other）來描述最為合適。論身世，

郭靖本來亦屬於「他者」的範疇，但《射鵬英雄傳》的敘事模式把

這個「他者」完全包藏起來，就像《九陰真經》包藏著民間的武功

一樣。楊過這個「他者」最終亦被網羅在民族主義者的陣營裡，但

這個結果是一再拆散楊過和小龍女這對苦命鴛鴦之後才達到·兒女

私情和民族大義其實不一定相抵觸，郭靖和黃蓉夫妻檔堅守襄陽就

是最好的反證。為什麼楊過和小龍女不能？

雖然楊過和小龍女的孤僻性格可以作為一種解釋，但二人聯手

打敗金輪法王，挽回中原武林的厄運。群雄更聲言尊小龍女為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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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主，但一旦知道楊過有意娶身為師傅的小龍女為妻時，眾人嘩然，

因為違背了長幼有序的傳統禮教。金庸的小說號稱新派武俠小說，

其中一個理由是因為小說以現代的愛情觀投射到過去的時空裡。然

而，禮教在過去的時空的作用卻並不相同。中國社會素來重視男女

之防，在《書劍恩仇錄》裡，鐵膽莊的小姐周綺和紅花會的徐天宏，

因為跟大夥兒失散而一起上路，三日後才與大夥兒聯絡上。周綺的

母親知道這件事之後私下對女兒說：「你一個黃花閨女，和人家青

年男子同路走，同房宿，難道還能嫁給別人嗎？」（《書劍恩仇錄》

頁244）幸好後來周綺和徐天宏總算情投意合，傳統禮教並未妨礙自

由戀愛。《碧血劍》的溫青青或阿九（長平公主）在公眾場合裡總

是女扮男裝。黃蓉出場時也是女扮男裝，與郭靖熟絡以後卻好像沒

有須要再扮下去。二人亦一起上路，但《射鵬英雄傳》並沒有提出

男女之防的問題·

在金庸小說眾多的女子裡，論聰明才智黃蓉雖有過人之處，但

卻不是無可比擬·若論與男性的關係，黃蓉這個角色卻是獨一無二

的，她是金庸筆下的眾多女子中，唯一一個智勇雙全而又不致令其

他人感到不安、感到受威脅的人物。黃蓉外號小妖女，她的妖是陸

格使然，不是因為她是女人。《倚天屠龍記》裡，殷素素死前對兒

子張無忌的忠告卻是直指女人的本質：「孩子，你長大了之後，要

提防女人騙你，越是好看的女人，越會騙人。」（《倚天屠龍記》

頁391）《射鷗英雄傳》和其他小說不同之處是既沒有男女之防，又

不用提防女人·《書劍恩仇錄》和《碧血劍》不用提防女人，因為

已有男女之防·《神鷗俠侶》沒有明言要提防女人，但處處提防玉

女劍，不讓楊過和小龍女聯手，逼使楊過獨個兒練什麼黯然銷魂掌·

《倚夭屠龍記》的女陸人物幾乎個個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個個都

要提防。《天龍八部》的天山童姥和李秋水武功厲害得好像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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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傲江湖》沒有提防女人，但卻要提防男人變了女人。不過到了

《鹿鼎記》韋小寶雖然也曾被女人騙了，但卻無傷大雅。不但無

須提防女人，更可以把她們玩弄於股掌之間。

無論如何，楊過和小龍女的戀情是獨一無二的。如果世間真的

有戀人選擇在不見天日的墓穴裡廝守終老，那麼這對戀人必然也像

楊過和小龍女一樣，對外間的花花世界毫不感興趣。在別人眼中，

這對戀人必是患了嚴重的自閉症。事實上，楊過和小龍女都不是一

般意義的正常人：然而兩個不正常的人卻能彼此相愛，而且愛到完

全為了對方而活。正常的人做不到的，二人卻做到了。二人的關係

便也顛覆了正常的秩序。其實，整部《神鷗俠侶》可分成兩個層面。

一個層面是《射鵬英雄傳》的延續，這個層面的事情都是在地面上

發生的，而且了無新意。未室如常無能，蒙古軍志在必得的襄陽城

全仗郭靖等平民百姓力拒來犯。《神鵬俠侶》引人人勝的情節部在

地下發生的。終南山下的墓穴是其一，絕情谷是其二，而且絕情谷

下另有洞天。楊過和小龍女相隔十六年重逢的地點又是懸崖下的洞

穴。《神鷗俠侶》以寫情而聞名，但如果其中的愛情情節不是在地

下發生，會否同樣吸引？可以肯定是地面上的民族英雄故事已是嚼

蠟無味了。金庸在《神鵬俠侶》引用元好問詩句：「問世間，情為

何物」？楊過和小龍女的戀情其實是最佳答案，令人發出「情為何

物」的戀情必定是顛覆正常秩序的地下情。事實上，只有顛覆正常

秩序的情才會轟轟烈烈！不過《神鷗俠侶》寫楊過和小龍女的情寫

得盪氣迴腸之餘，更因為武功這元素而分外今人陶醉。《神鵬俠侶》

寫二人在古墓一起練古墓派的玉女素心劍時，須要赤身露體，練武

功不能心存雜念，否則會走火人魔；楊過和小龍女二人練玉女素心

劍時當然也不能例外。二人成功練成這種武功，說明二人的關係嚴

格來說並非師徒，而是有如伊甸園裡的亞當和夏娃，根本不自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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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赤身露體。從武功作為隱喻的角度而言，《神鵬俠侶》寫楊過和

小龍女二人赤身露體練玉女素心劍，是否像洪七公聲稱自己從沒有

殺錯一個人，暗示練武可以令人重返伊甸園？《神鵬俠侶》沒有任

何這方面的暗示，但二人赤身露體一起練武的情節，已足以為二人

的關係加上一般戀人身上不可能見到的色彩。金庸武俠世界的奇

特，也在於練武竟然可以為世間的戀情加添色彩！

不過從武功作為隱喻的角度而言，楊過和小龍女二人的練武情

節亦可解讀為化解重振父權主義和讓女吐參與的矛盾。雖然這種厲

害的武功創自古墓派，但卻要等到楊過出現才能練成！況且楊過和

小龍女這對璧人如同伊甸園裡的亞當和夏娃，換言之二人之後，恐

伯再沒有如此完美的配合能再練成這種絕世武功了。從武功作為隱

喻的角度而言，玉女素心劍雖然厲害，但成功練成的機率十分低。

換言之，讓女吐參與一事沒什麼大不了，只要讓女陸的參與減至最

低便是了。《神鷗俠侶》的古墓派長年累月活在不見天日的地方，

幾乎與世隔絕·小龍女離開楊過後，先走人絕情谷，然後跳下萬丈

深淵。《神鷗俠侶》的故事情節跟玉女素心劍作為隱喻正好配合。

但《神鵬俠侶》是否解決了父權主義和讓女吐參與的矛盾？這個矛

盾怎能輕易解決！在《神鵬俠侶》中，楊過雖然浪蕩不羈，但對小

龍女一往情深。他聽了黃蓉編造的故事後，耐心等候·十六年過去，

小龍女沒有出現，他毫不猶疑，從相同的地方跳下；什麼行俠仗義

或民族大業都變成無關宏旨。無論怎樣苦心經營，女陸對父權主義

的大業始終是隱患，因而出現殷素素死前對兒子那句莫名其妙的忠

告。

作為三部曲最後一部著作，雖然《倚天屠龍記》跟之前兩部的

關係並不明確，起碼沒有重疊的人物；但在《倚夭屠龍記》裡，民

族大業兩件最厲害的武器─《九陰真經》和《武穆遺書》─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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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容身，要分別收藏於倚夭劍和屠龍刀裡。更值得注意的是民族大

業的繼承者已不再是俠義之士，而是一個被名門正派歧視地稱為魔

教的明教。《倚天屠龍記》開始時完全沒有解釋為什麼明教會被視

為魔教，直到故事說了一大截時才透過楊逍撰寫的《明教流傳中土

記》來交待魔教的名稱，實因朝廷長期迫害下不逕而走。故事特別

指出明教的兩大特點是素食和團結，即使官府迫害，亦抗爭到底。

素食卻並不是出於宗教理由，而是為了省錢。明教團結的也就是廣

大的低下階層·明教是民族主義者，但更是對抗權威、挑戰官府的

地下力量。在《射鵬英雄傳》裡，社會總動員全由士大夫操控，除

了要面對女陸參與的問題，沒有其他威脅。《倚天屠龍記》對社會

總動員的後果，考慮更全面。

另一方面，在《倚夭屠龍記》裡，六大派在民族大業方面一直

置身事外，即使多次吃了蒙古人的虧，仍是各顧各·聯手圍攻光明

頂的敵愾同仇不知去了那裡。事實上，這是群眾動員之後的必然結

果。群眾一旦動員起來，權力會轉移，先前的領袖被擠出局外·《倚

天屠龍記》的故事開始時，把中原武林和明教的對立寫成正邪不兩

立，但屠龍刀落人謝遜手裡一節已說明問題的原委─權力轉移·

面對權力轉移的事實，《倚天屠龍記》嘗試找出新舊勢力相處之道。

張無忌的角色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平衡這兩股勢力而設的·他出生的

冰火島、寒毒無比的玄冥神掌和至剛至陽的九陽神功都表達了這個

角色的象徵意義·他生到世上，立刻化解了謝遜對自己父母的仇怨。

光明頂上的傑作更是畫龍點睛。事實上，光明頂之戰就是張無忌事

業的顛峰。之後，他週旋在趙敏和周芷若之間，只能左支右撐，事

業上再無突破，最後更放棄教主之職·也就是說，被擠出權力中心·

金庸在《倚天屠龍記》的後記裡說張無忌這個角色比較軟弱，

較少英雄氣慨，不能做政治領袖。反而周芷若和趙敏卻都有政治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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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過，能夠化解六大派和明教的仇很其實已經十分了不起。事

實上，故事說光明頂一役，張無忌依次打敗六大派的高手時，盡力

留有餘地，使對手雖敗不辱，不致再加添仇怨。被明教上下擁為教

主時，他一再約法三章。與其說欠缺政治能力，不如說未能駕馭身

邊的女陸，被她們牽著鼻子或蒙在鼓裡。《倚天屠龍記》的一大特

色是書中的女陸，大部分都偽裝，但卻不是女扮男裝。紫衫龍王偽

裝為金花婆婆，小昭裝作侍婢，殷離變珠兒，趙敏的名字本身就是

偽裝，周芷若偽裝宋夫人，又偷偷練《九陰真經》的武功。似乎是

應驗了殷素素對張無忌的忠告。但金庸小說的兩陸關係亦因此而變

得越來越緊張。

在《射鵬英雄傳》、《神鷗俠女》和《倚天屠龍記》這三部曲

裡，怎樣處理兩陸的關係出現很大的落差。《射鷗英雄傳》在武功

作為隱喻的層次上重振父權主義的聲威，因此毋須處理兩性的關

係，更可以接納聰明·詭計多端的黃蓉。《神鵬俠女》寫楊過和小

龍女情比金堅的故事，重新發現女陸對父權主義始終是隱患。《倚

天屠龍記》索吐把問題簡化為女人騙人，然而把問題簡化不但不能

解決問題，還會自食其果！即使女人真的較男人懂得騙人，也不能

貿然說女人比男人壞。所謂騙人其實是騙男人。女人專長騙男人只

能說明在兩性關係裡，女人處於劣勢，對付男人就只能智取，不能

力敵滅絕師太的吐情比男人更剛烈，但深明女人勝男人之道在於

使詐。其實，在《倚天屠龍記》裡，趙敏不惜背叛父親，周芷若不

借違背毒誓，為的就是和張無忌相好·《倚天屠龍記》一方面把男

陸說成是受害者，另一方面卻處處維護男陸的優越地位。故事結尾

時還特別安排周芷若被「玄冥神掌」所傷後，存心把寒毒之氣傳給

趙敏。張無忌自然出手相救，故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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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冥二老再也不敢槍迫，張無忌體內的九陽真氣便盡數傳到趙

敏身上·這一全力發揮，周芷若所中的玄冥寒毒立時便驅趕殆

盡。但陰陽二氣在人體內交威，此強彼弱，彼強則此弱，玄冥

寒毒一盡，九陽真氣便去抵銷她所練的九陰內力。（《倚天屠

龍記》頁1614)

這段描述再一次把武功用作兩陸角力的場所，同時亦生動地剖析了

金庸對兩陸關係的新態度─一場零和遊戲，此強則彼弱，彼強則

此弱。兩陸關係既是零和遊戲，女陸的地位隨著總動員而提高時，

父權主義下獲益良多的男陸大家長的優越地位便告搖搖欲墜，隨時

會全面崩潰。在《倚天屠龍記》裡，武功成了兩陸角力的焦點所在。

張無忌年劫時被非常陰寒的玄冥神掌所傷，直至學得「九陽神功」

才能驅去體內的寒氣·名義上，《九陰真經》的武功依然為世景仰，

但實際上卻是另一回事。《九陰真經》的武功雖然仍是光明正大，

但周芷若練出來的武功卻是陰毒無比。《倚天屠龍記》的解釋是：

周芷若取得藏在倚天劍中的《九陰真經》後，生怕謝遜和張無

已知覺，只是晚間偷練，而時日迫促，無法從紮根基的功夫中

循序漸進，因此內功不深，所習均為真經中落於下乘的陰毒武

功。（《倚天屠龍記》頁1614)

這個解釋是否言之成理，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小說本身對周芷若的描

寫，若然周芷若是另一個梅超風或滅絕師太，那麼急他練功之說是

可信的·但小說對周芷若的描寫前後有出人，小說上半部的周芷若

予人的印象是柔弱遲疑。另一方面，周芷若取得真經時，她跟張無

忌和謝遜流落荒島，與外界隔絕，根本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返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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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時日迫促之說未免牽強。返回中原之後，謝遜被擄，張無忌又

纏上趙敏，與周芷若聚少離多她根本不用偷偷在夜間練陰毒的武

功。《倚天屠龍記》的女陸人物有一個明顯的共通點─生人勿近。

趙敏二十未出頭，當上類似中央情報局的特務組織首腦。周芷若被

形容為：「外表溫柔斯文，但心計之工，行事之辣，絲毫不在趙敏

之下」（《倚天屠龍記》頁1 647）。殷離小小年紀就釐得向母親的

情敵施毒手。小昭表面上是溫柔斯文，但卻是波斯明教的聖女，絕

對不能親近。當然還有滅絕師太，其人一如其名。而且她雄心萬丈

（字面意義已是矛盾之至），致力光大峨媚這個以女陸為主的門派。

如果將《射鷗英雄傳》、《神鵬俠侶》和《倚天屠龍記》這三部曲

的女陸人物排比，得到的印象是女陸由賢內助變成障礙，再變成猙

獰可咱的敵人。黃蓉絕頂聰明，但一心輔助郭靖。小龍女飄逸脫俗，

卻不懂世事，妨礙楊過建功立業。趙敏、周芷若和小昭每人都有特

殊任務在身，她們雖鍾情於張無忌，但又與他為敵。在《倚天屠龍

記》裡，女陸是男性所不能駕馭的。不只不能駕馭，按照滅絕師太

的計劃，更要倒過來駕馭男人。而且這個計劃絕非異想天開，而是

有強大的後盾─有關屠龍刀和倚天劍的秘密。

屠龍刀虎虎生威，倚天劍鋒利無比，但真正的威力在於內裡的

玄機。兩柄兵刃分別藏了《九陰真經》和《武穆遺書》。這個秘密

卻只有峨媚派這個以女陸為主的門派才知曉。兩柄兵刃乃郭靖和黃

蓉所鑄，為了讓日後英雄繼承民族大業。然而，在《倚天屠龍記》

裡，武當、少林等名門正派對民族大業似乎無甚興趣。峨媚的滅絕

師太雖然知道箇中秘密，並不惜逼周芷若發毒誓，務要奪得兵刃；

但為的只是光大峨媚，獨霸武林。周芷若終偷得兵刃，取去經書，

練起《九陰真經》的武功。在《倚天屠龍記》裡，這一段情節是在

結尾時才以三言兩語交代。從學武功的角度而言，金庸顯然是陸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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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視。他的小說極之細緻地描述男陸人物如何練成絕世武功，對女

陸人物學武的過程則鮮有提及。即使提及也是因為練的是邪門的武

功，如《倚天屠龍記》的珠兒（殷離）和《夭龍八部》的阿紫。金

庸的主觀意圖當然無法知道，亦不用深究；學武情節上重男輕女的

客觀結果是讀者完全投人男陸人物的角色裡。這也是為什麼金庸須

要在《倚天屠龍記》的後記裡特別向讀者說明，張無忌的角色缺少

英雄氣慨；他卻絕口不提為什麼《倚天屠龍記》中的女性人物不但

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更令人生畏甚至不齒。滅絕師太的名字本身已

是殺氣騰騰，她的弟子紀曉芙被明教的楊逍污辱，身為人師的不但

沒有伸出援手，還區罪於受害者。《倚天屠龍記》的女陸都不能信

任，要嚴加提防，但如此一來，透過社會總動員來重振父權主義的

如意算盤便打不響了。《倚天屠龍記》預示著父權主義即將全面崩

潰，小說的主角張無忌當然缺乏英雄氣既！

《夭龍八部》和《笑傲江湖》寫的就是父權主義全面崩潰的局

面。在《天龍八部》裡男陸大家長們無論在公在私都把事情弄得一

團糟，甚至禍延下一代。在公方面，慕容氏父子為了復國大業，挑

撥宋遼交惡，一手設計了雁門關的廖劇。德高望重的玄慈一心以為

痛擊敵人，不知枉殺無辜。更嚴重的是知清者個個全力袒護，維持

玄慈的尊嚴，令元兇慕容博消遙法外。在私方面，身在佛們的玄慈

與婦人有染，並生下私生子。段正淳更淫亂荒唐，差點兒逼使兒子

走上絕路。《天龍八部》的命名似乎有意鼓勵讀者從宗教的角度來

解釋大家長們的罪孽。但怎樣解釋也不能掩蓋父權主義回天乏術的

事實。《射鷗英雄傳》的洪七公聲稱自己一生從沒殺錯一個人，但

在《天龍八部》裡，德高望重的玄慈不但枉殺無辜，還摧毀一個大

好家庭。從金庸作品本身的張力來看，父權主義的崩潰在《倚夭屠

龍記》已是山雨欲來，《天龍八部》只是公開承認事實而已·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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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卻不表示《天龍八部》了無新意，小說由三段不同情節串成，敘

事的技巧比之前的小說高明。但最具意義的是這部作品已開始探索

「後父權主義」時代，權力如何表現的問題。福柯指出權力是分散

的，甚至無處不在；因此它有種種不同的表現。武功是權力的一種

表現，道德威望是另一種。武功和威望結合時形成的又是另一種，

金庸武俠世界所呈現的權力往往是最後一種。郭靖、楊過和張無忌

三人的武功不同，投射出來的權力形式亦不同。郭靖是憂國憂民，

不借為國捐軀的民族英雄，楊過是獨來獨往的大俠，張無忌則是穿

梭於魔教和名門正派的使者。《天龍八部》對武功賦予的隱喻可謂

別出心裁。小說的主角之一段譽對練武原本十分抗拒，後來卻練成

北冥神功、迷蹤步法和六脈神劍等絕世武功。箇中關鍵在於他在無

涯子的洞天內得一帛卷，這個機緣卻是因為洞內的一尊玉像令他神

昏顛倒。段譽生於大理王室，六脈神劍是家傳的絕世武功：他的父

親段正淳一直催促他勤加練習，他卻充耳不聞，除了父權主義顯然

不靈驗，武功作為隱喻的作用亦所餘無幾·但自從得到一幅對他來

說是天仙美人的裸體畫像之後卻不知不覺地練起武功來。換言之，

學武和陸欲的覺醒已連在一起·這個主題在另一主角虛竹身上更加

鮮明，在佛門長大，毫無陸經驗的虛竹怎樣也不學天山童姥的武功，

一旦嘗了禁果即乖乖就範。即使是喬峰亦擺脫不了武功和吐欲的糾

纏。作為一代豪俠，他早已令馬夫人心儀，後者費盡心思卻得不到

喬峰的注意，因而揭發他的身世作報復。換轉喬峰武功平凡，馬夫

人不會對他垂青。在《笑傲江湖》裡性和武功的聯繫更加具體和立

體！

為什麼把武功和性連在一起？《葵花寶典》這部武功秘菠提供

了線索。這部秘岌規定練習的人要先行砍去父權主義的象徵─男

陸的陸徵·一方面，這個規定假定了只有男人才能學武功：但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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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笑傲江湖》把砍去男陸陸徵等同變陸。從生理的角度而言，

這個說法當然十分無稽。可是，從心理分析的角度而言，這個說法

卻言之成理，因為人們往往以是否擁有男陸性徵作為男女性別的陸

別認同。無論如何，《葵花寶典》是一部顛覆父權主義的武學秘搜，

因為學這種武功的男人都會變成女人。這點其實是女人善於欺騙男

人的進一步引申。因此《天龍八部》強調要學武功就要先有陸欲的

覺醒或經驗，因為在後父權主義時代裡，要掌權就得明白和了解女

性。喬峰對馬夫人的心事懵然不知，觸怒對方，最後失去丐幫幫主

之職。

到了金庸最後一部小說《鹿鼎記》，復父權主義的主題更加明

顯。陳近南這位大家長教韋小寶武功，韋小寶卻懶得去學。武功連

作為隱喻都不成了。事實證明，在後父權主義的時代，即使陳近南

武功蓋世，也難免被時代的巨輪輾碎反而韋小寶憑其靈活的頭腦、

下三濫的功夫和一把滿口粗言穢語的嘴巴，卻能幹出一番偉業。後

父權主義時代的來臨更因為韋小寶的特殊身分，而在故事的終結時

隆重地正式宣佈了。在認知上，《天龍八部》和《笑傲江湖》已清

楚知道父權主義的時代已經過去。但在感清上卻未能接受這個事

實，令狐沖對岳不群的心情就是最好的寫照。《鹿鼎記》對父權主

義不但毫不依戀，而且還指出人們可以從此自由自在地生活，無須

背著父親的包袱。假如韋小寶的母親可以說出韋小寶生父是漢人，

那麼夭地會那位老者的問題就會如鬼魅一樣跟隨著韋小寶。但韋小

寶與眾不同的地方是，他永遠不會因為人們罵他的老子而戚到懊

惱，他是一個先天上毋須背負父親包袱的人。其實父親是負累的主

題早在《神鵬俠侶》出現，很明顯楊過是受父親楊康所累的。張無

忌亦同樣受謝遜所累。然而，楊過對父親毫無怨言，張無忌亦從不

過問謝遜濫殺無辜的罪行父親的權威是不容挑戰的，無論是喬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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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竹或段譽都對父親恭恭敬敬，令狐沖更由始至終把岳不群當作父

親。韋小寶對陳近南雖然也是十分尊敬，事實上對韋小寶來說，陳

近南就有點像父親；但另一方面，韋小寶是不會完全站在陳近南的

一邊來對付康熙的。他有自己的天地，他有自己的處事方法，陳近

南的愚忠更是韋小寶所不能接納的。事實上，在《鹿鼎記》裡，即

使是民族大義，國仇家限的問題，也淡得像開水一樣。

《鹿鼎記》能夠對父權主義的崩潰處之泰然，那是因為在韋小

寶身上找到一條在後父權主義社會裡的處身之道─非政治化的政

治。韋小寶是一個徹頭徹尾非政治化的政治人物，他被誤當是小太

監而捲入宮廷鬥爭的情節就是這場非政治化的政治的寫照。在《笑

傲江湖》裡，男人（只是男人）要稱霸武林就要先砍去自己的陸徵。

《笑傲江湖》把自行揮宮的行為視為萬惡之首，這點不難理解。這

部小說雖然深明父權主義的弊端，雖然明白到父權主義底下不會有

洪七公只會有岳不群或左冷禪之類的人物；但卻未能放下父權主義

的包袱，仍然把男性的陸徵看作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象徵。可是對韋

小寶來說，若非康熙把他看成是一個毫無殺傷力的小太監，他便無

從接近權力中心·更由於康熙認定他是個無權無勇的小太監，才會

把誅殺鱉拜的全功加在他身上，從而被天地會認為是反清的英雄，

進入另一個權力中心。

但韋小寶不至於被兩個權力中心夾死卻是出於真材實學，出自

他那完全沒有思想包袱的思想·韋小寶與一般政客不同的地方是先

天上他免除了父權主義的包袱，後天上他又是目不識丁，同樣沒有

任何思想包袱·換言之，韋小寶的非政治化政治既有別於一般對政

治不感興趣的非政治化，但亦有別於一眾裝腔作勢、掩飾一己政治

野心的政客。想當年彭定康走馬上任，行政局大換血，有人快樂有

人愁。有人得以進身行政局便不再戀棧有權說話、無權決定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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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有人既要退出行政局，便索性一退到底，連立法局議員之職也

不要了·有趣的是各人異口同聲以自己是非政治化作為退出立法局

的理由。時至今日，非政治化又變了向北京效忠的誓詞。韋小寶的

非政治化卻從來不是手段，即使位居要職，他仍堅持那種看來十分

幼椎的既忠於康熙又聽命於陳近南的政治雜技。在一般情況下，非

政治化就只能是政治中立，但奉行這種政治的人只能注定是政治侏

儒。本來，像韋小寶以至於任何位居權力中心的人焉能非政治化？

只是在後父權主義的時代，政治已失去昔日的權威，失去昔日翻手

為雲，覆手為雨的絕對權力。像康熙便有鱉拜和假太后左右挾擊。

後父權主義時代不再是單一權力中心的時代，因此左右逢源，

看風駛舵比擇善固執更派用場。強調自己是非政治化的政客，也往

往是為了方便替自己自圓其說。韋小寶的非政治化政治亦同樣令他

左右逢源，韋小寶與天地會的關係令他可以以「身在曹營心在漢」

的姿態在一眾反清力量裡出現。這個身分雖然會招致康熙的責罰，

但卻為他贏得反清英雄的美譽，使他免於刺客的追殺，又今他贏得

雙兒、曾柔、沐劍屏等人的歡心。但左右逢源，凡事看北京的面色

之餘，又寄望美國繼續將香港當作獨立關稅區的政治雜耍必須適可

而止，但卻不是功成身退。左右逢源是不可能辦好任何事的，而且

擅於左右逢源的自然隨得以退為進·韋小寶也不例外，他退出政治

舞台的決定是因為禁不住天地會和顧炎武等人把他當作反清大旗手

的危險舉動，策略上只能退·但韋小寶不致於成為一個令人厭惡的

政客，原因是他心靈深處其實蘊藏著一個大寶藏，而這個寶藏有被

人知的一面，也有不被人知的一面。驟眼看，韋小寶是個毫無深度，

但腦筋靈活的典型香港式世界仔·但細仔觀察，他其實保存了父權

主義的一些行為模式。他像傳聞裡的黑社會人物一樣，非常講義氣；

也是因為他講義氣才不致被康熙處死不過韋小寶卻去除了父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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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虛偽，見到自己喜歡的女人會毫不掩飾，完全去除了父權主義

底下喜怒哀樂不露形跡的顧忌。另一方面，雖然他對女人得心應手，

但自從把阿坷弄到手以後，他似乎已心滿意足，再無所求。而且在

通吃島上，他更將其粗糙的欲望提升到另一個層次：

韋小寶從蘇荃、方怡、公主、曾柔、沐劍屏、雙兒、阿坷七女

臉上一個個瞧過去，但見有的嬌艷，有的溫柔，有的活潑，有

的端麗，各有各的好處，不由得。中大樂，此時倚紅偎翠，必

中和平，比之當日麗春院和七女大被同眠的胡天胡帝，另有一

番平安豐足之樂。（《鹿鼎紀》頁〕884)

韋小寶雖然目不識丁，雖然滿口粗言穢語，但卻不是完全欠缺深度，

完全缺乏思想內涵·事實上，韋小寶完成了父權主義的現代化，這

是韋小寶不為人知的一面。這個先夭上不能知道誰是自己的父親的

人，在故事進人尾聲時卻搖身一變，成了一個大家長·他的七個老

婆五個是破落王孫的後代；即使是建寧公主，由於她已嫁了吳三桂

之子，成了待罪之身，而蘇荃在神龍教瓦解之後，已是無處容身，

只能乖乖跟著韋小寶了。韋小寶內心獻到平安，不只因為七個老婆

各有姿色，更可能因為七個人都別無選擇，他的大家長地位穩如泰

山。從這個角度看，《鹿鼎記》是父權主義的童話，就如《笑傲江

湖》是父權主義的喪鐘一樣。

然而大丈夫不可一日無權，如果韋小寶是個大家長，他怎甘心

退出政治舞台？如果他的退出只是策略上的退出，有什麼保障他日

後還可以東山再起？《鹿鼎記》沒有忘記解答以上的問題：「韋小

寶閒居無聊之際，想起雅克薩城鹿鼎山下尚有巨大寶藏未曾發掘，

自覺富甲天下，心滿意足。．（《鹿鼎記》頁21 19）這是韋小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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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深處，不為人所知的寶藏。值得注意的是韋小寶還沒有去發掘，

坐在家中想起這個寶藏就覺富甲天下。這個寶藏也就成了韋小寶取

之不盡的精神寄託。其實以韋小寶為官多年所聚斂的財富，比之今

日香港的大富豪也是不遑多讓。但韋小寶的時代不像今日的先進，

他坐擁巨資卻苦無投資的渠道或工具。若非他心中蘊藏著一個取之

不盡的寶藏，他恐伯會悶死家中。同樣，如果有朝一日，香港特別

行政區立了這樣的一條法例，規定凡財產超過某個數額的富豪不得

參與投資（機）活動，必須從此隱退，安享晚年，恐伯一眾富豪們

不是悶死就是精神分裂。當然設立這樣法例的地方不會是金融中心

了。今日金融中心得以正常運作不但是香港社會安定繁榮所繫，更

是億萬富豪精神健康的最佳保證。除了保證財富會不斷增長之外，

金融─杯合更合理化富豪們醉心的政治模式一一左右逢源。今日，各

種金融投資的衍生工具無非是為了讓投資者把風險減到最低·投資

股票和投資期指其實是經濟上的左右逢源。金庸筆下的鹿鼎山有別

於金融中心，但對韋小寶產生的作用卻有異曲同工之妙·《鹿鼎記》

裡的韋小寶夾在康熙和陳近南中間，一時聽這個吩咐，一時任那個

差遣，但有兩件事情卻是他自己採取主動的，也唯有這兩件事情令

他稱心滿意。這兩件事情一是弄到七個老婆，二是砌成鹿鼎山寶藏

的地圖·第一件事確定他作為大家長的地位，第二件事令到他退出

政治舞台後仍不愁寂寞，而且可以隨時東山再起。須要知道鹿鼎山

寶藏所在也是清朝龍脈所在，一旦被掘滿清根基亦斷。即是說，清

朝命運實掌握在韋小寶手上·不少金庸的忠實讀者對《鹿鼎記》和

韋小寶不但沒有好咸，甚至頗為反感。如果張無忌缺少英雄氣概，

那麼韋小寶根本就是反英雄，但偏偏是韋小寶這位反英雄掌握了清

朝的命運！在《鹿鼎記》裡，余庸以作者的身分鄭重地指出：「滿

人人關後開彊拓土，使中國的版圖幾為明朝之三倍，勝於漢唐全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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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時，餘蔭直至今日」。（《鹿鼎記》頁1526）從另一角度看，

《鹿鼎記》或許是金庸自己最滿意的作品·他苦心營造的武俠世界

不但未能重振與武功並存並生的父權主義，而且無可避免地暴露了

父權主義的種種問題·不過藉著韋小寶這位反英雄，起碼為父權主

義挽回一點聲譽連反英雄也可以成為大家長，後者也不至成為瀕

臨絕種，更何況韋小寶掌握了清朝的命運，而清朝開疆拓土，餘蔭

直至今日。在疆土的問題上，《鹿鼎記》明顯政治不正確：今日自

稱愛國的人士，劈頭第一句便說：「自古以來」；但根據金庸在《鹿

鼎記》的講法，今日中國的疆土三分之二是清朝開拓得來的。不論

是否政治正確，《鹿鼎記》裡的韋小寶有十足條件躋身民族英雄的

行列。其實在小說裡，韋小寶早被天地會甚至是顧炎武這樣的一代

大儒看成是民族英雄。當然天地會和顧炎武都被狡猾的韋小寶騙

了，但金庸寫得細緻，韋小寶逐一集合了滿清皇室要員收藏的十三

章經後，砌成鹿鼎山寶藏所在的地圖。韋小寶自覺心中富足，沒有

打算到鹿鼎山掘出寶藏，保住清朝的龍脈，間接讓清朝開拓的疆土，

餘蔭至今日！如果《書劍恩仇錄》講述的政治放在當時的香港，別

有一番滋味，那麼把韋小寶放在今日的香港，同樣是另有一番滋味·

不錯，韋小寶依舊是典型的香港醒目仔或世界仔；但他同時是父權

主義年代的大家長；他又是民族英雄，即使不是愛國人士眼中的民

族英雄。《鹿鼎記》寫於大約五十年前，但像韋小寶這樣的醒目仔

或世界仔，依舊活躍在今日香港的各個領域。至於大家長，香港或

許沒有了，但北京卻有一個，而且獨攬大權。金庸的忠實讀者或許

應放下對韋小寶的偏見，假如北京的大家長有韋小寶那樣的見識，

心靈同樣富足，香港和整個中國大陸獲益的人肯定多不勝數！金庸

的最大貢獻哈好在於《鹿鼎記》的政治不正確和文化不正確。政治

不正確已討論過，文化不正確則在於說明大家長其實不一定要板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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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孔，像韋小寶那樣扮作小太監也無傷大雅，扮作小熊維尼更是人

見人愛·金庸的武俠世界竭力為父權主義找新的出路，但到了《鹿

鼎記》才發現父權主義唯一的出路就是置諸死地而後生。只有像韋

小寶那樣噸得學武功，但將一副心思放在能砌成發掘寶藏的地圖，

才有望成為大家長，而且是一個心靈富足的大家長。上世紀八十年

代初，當北京正式宣佈打算收回香港後，香港流行這樣的講法：「香

港是一只生金蛋的鵝」。不難發覺《鹿鼎記》中的鹿鼎山寶藏和香

港這隻生金蛋的鵝，起碼有某種家族類似的關係，更何況韋小寶這

樣的典型香港醒目仔或世界仔和他的非政治化政治，以金庸這位辦

報人，每天都會遇到！香港原本就是金庸武俠世界中的大象，即使

在《鹿鼎記》，金庸經營的武俠世界已終結，但活那個世界裡的大

象不但健在，而且十分活躍。現在金庸已離開了，我們更須關心那

隻仍然活著的大象！

馬國明，經營樓上書屋曙光圖書公司26年，現為嶺南大學文化研

究碩士學位課程兼任副教授，同時擔任網上雜誌culturalstudies

@lingnan總編輯·著有《從自由主義到社會王義》，《班雅明》

《路邊政治經濟學》，《路邊政治經濟學新編》，《歐洲12國16天

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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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晚年心境

李懷宇

、r小說家言」

我早在讀書時代就熟讀金庸小說。後來機緣巧合，我在母校的

石景宜聽書室花了幾個月的時問瀏覽1966年到1996年的《明報月

刊》，這是內余庸創辦的學術文化雜誌，主編胡菊人、董橋、潘耀

明都是文化界響噹噹的人物·這些年，閒來無聊時，金庸小說是我

消磨時光的最佳讀物，一讀再讀，總覺妙趣橫生。算起來，我是一

個「金迷一可是，金庸晚年的一些作為，讓我百思不得其解，不

禁心生當面求教的念想。

2008年12月4日，我應約來到香港北角的明河社，但見門口掛著

金庸手書的對聯：「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金庸的

辦公室是一個寬敞的書房，落地窗外，維利多亞港的無敵海景盡收

眼底。我見過無數讀書人的書房，以金庸的書房最為豪華。我忍不

住隨處看看書架上的藏書，其中一面書架是各種版本的金庸作品

集，華文世界的繁簡體版外，還有多種譯文。當天下午的採訪過程

中有幾個細節印象深刻：金庸的書桌很特別，寫字板是斜放的，金

庸給我題字時，便在上面揮毫；採訪中聞，秘書送來熱騰騰的叉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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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作為點心；公用洗手間在明河社之外，上洗手間時需帶上公司專

用的鎖匙。

採訪意外地順利。當天晚上，我剛回到旅館，就接到金庸的太

太用粵語打來電話：「查生想跟你通電話。」隨後我聽到金庸先生

的第一句話竟是：「李先生，吃過晚飯沒有？」原來金庸覺得相談

甚歡，想跟我再談一次·2008年12月9日，我再赴明河社，金庸隨手

從衣袋中取出一張浙江同鄉會成立的邀請函讓我看，表示當天晚上

要赴宴，沒有辦法請我吃飯。又說他現在常常一起吃飯的朋友是有

同鄉之緣的倪匡和陶傑，至於美食家蔡瀾推薦的東西，他沒有興趣。

我們在採訪中用普通話，閒談則多用粵語。我發現金庸鄉音未

改，多次提起家鄉：「海寧地方小，大家都是親戚，我叫徐志摩、

蔣復總做表哥。陳從周是我的親戚，我比他高一輩，他叫徐志摩做

表叔·王國維的弟弟王哲安先生做過我的老師。蔣百里的女兒蔣英

是錢學森的太太，是我的表姐，當年我到杭州聽她唱歌。」

我提起圍棋，金庸談興甚濃。「圍棋有五得：得好友，得人和，

得教訓，得心厝，得天壽」之說，他頗為欣賞。「以前我興趣最高

的時候，請陳祖德、羅建文兩位先生到家裡來住。在文化界，我們

朋友中，沈君山的棋最好，沈君山讓我三子，讓余英時先生兩子，

我跟余先生還不及沈君山。牟宗三先生就比我們兩個差一點，他的

棋癮很大，我請他星期天來下棋，他一定來的。余先生喜歡下圍棋，

他棋藝比我好一點·」金庸先生笑瞇瞇地說，「余先生的岳父陳雪

屏圍棋下得很好，好像你要娶我女兒，先下一盤棋看看。」我聽了

這種「小說家言」，不禁笑道：「我聽余先生講，他和太太陳淑平

談戀愛的時候，還不認識陳雪屏先生，是等到1971年結婚七年了才

正式見到陳雪屏先生。」

金庸提起老朋友黃苗子、郁風、黃永玉的舊事，感概郁風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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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對書畫，他時有出人意表的品評，偶爾在家也提筆揮毫，又提

起敔功先生：「敔功來香港見我，我寫幾個字請敔功先生教教我

他唯一教的就是：『你絕不可以臨碑帖。你的字有自己的風格，一

學碑帖，自己的風格完全沒有了。不學碑，不學帖，你的字將來有

希望。』我說：『敔功先生，你這句話是鼓勵我。』他說：『不是

鼓勵，你的字是有自己的風格。任何碑帖不可碰。』我說：『我碑

帖沒有學，但書法極糟。』」

金庸好奇心極重，不時主動問起我採訪過的學者近況。一些學

林趣事，他聽得興味盎然。我提起余英時先生的學生陸揚和金庸先

生的老師麥大維（David McMullen）相熟，兩人見面時曾細說金庸

在劍橋大學研究唐史之事。又提起余英時先生現在戒煙，金庸先生

說：「抽煙抽慣的人，要戒很難。鄧小平當年見我，也談到這個問

題：『我年紀大了，人家勸我戒煙，我不能戒，戒了反而身體不好。凋

暢談兩個下午，我洸覺曾經聽說「金庸口才不好」不過是一種

誤會，原來只要是他感興趣的話題，講起來也像武俠小說一樣引人

人勝。我們的話題焦點始終不是武俠人物，而是學界中人，南下香

港的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遠渡重洋的楊聯陞、陳世驪、

夏濟安、夏志清，一一道來，如同江湖一樣好玩。

二、「金學」

江湖上傳說「香江四大才子」是金庸、倪匡、蔡瀾、黃霑。這

四位，我都見過。記憶裡，第一個見的是黃霑，並不是談他的歌詞，

而是談他參演一部舞臺劇。難忘黃霑帶著朗朗笑聲和不遮欄的粗

口，想約他另找時問做長篇專訪，沒想到不久他就去世了。其他三

位我倒是都長談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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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跟金庸提起「香江四大才子」之說，金庸即刻說二「這個

講法靠不住，不對的·倪匡本來在美國的。倪匡最滑稽了，講笑話。

從前寫書的時候，我常常和蔡瀾在一起，我跟蔡瀾講二你講好吃的

東西，我絕對不吃。他是新加坡人，喜歡的東西我全部不喜歡，你

美食家再美也跟我沒有關係，你推薦的東西我就不吃。倪匡和陶傑

跟我比較投機，陶傑的媽媽是我們杭州人，他父親做過《大公報》

副總編輯。」

在「香江四大才子」之後，陶傑有「香港第一才子」之稱。我

和陶傑第一次見面是在晚上十二點以後，我問他：「香港誰的文章

寫得最好？」他說：「金庸。」我又問：「金庸之後誰的文章寫得

好？」他說：「董橋。」金庸聽了我的轉述，微微一笑：「陶傑媽

媽跟我同鄉，他爸爸跟我同事，倪匡跟我同鄉，吃的東西差不多。

董橋年紀大了，興趣在古董字畫上面了·」

我們聊起當年胡菊人和董橋主編《明報月刊》，各有各的精彩。

金庸說：「我和胡菊人先生去訪問過錢穆先生一次，錢先生的眼睛

瞎了，報紙、書都是他太太念給他聽。他講話無錫口音，跟我是一

樣的口音·」

我便說：「錢鍾書也是無錫人。」金庸說：「無錫出了很多名

人。章太炎先生在無鍚也教過書，錢鍾書的父親錢基博先生也是有

名的。錢鍾書先生送了一套書給我，寫一句『良鑪先生指教』。我

說：《管錐編》當中有些我還看不釐·他送給我書，我就寫了一封

信多謝他。錢先生寫信很客氣，但是口頭講話就不留情面，很鋒利。」

我說：「錢鍾書對陳寅咯的學問就有所保留。」金庸說：「錢鍾書

寫東西一點一點，寫《管錐編》不成為一個系統。陳寅咯喜歡成一

個系統，自己有前後，成為一個系統不容易，中國歷史研究成為一

個系統，這中間一定有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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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談起做學問，金庸十分醉心，尤其對《紅樓夢》有獨到見解二

「一般人不是研究《紅樓夢》，是研究曹雪芹。我認為《紅樓夢》

不見得是曹雪芹寫的，完全沒有證據證明是曹雪芹寫的，現在有人

研究曹雪芹的生平，一寫幾十萬字，我覺得這個路線可能是錯的。

如果最後證明這個小說完全不是曹雪芹寫的，那研究完全是空的。

馮其庸先生跟我也是好朋友，但是我沒有跟他談這個問題。需要肯

定作者是誰，如果連作者都不知道，去研究曹雪芹完全沒有用的。」

我說：「現在除了『紅學』，人家還提出『金學』·倪匡先生

說，『金學川是他開創的。金庸朗聲道：「我不贊成有『金學」！

三、「事實不可歪曲，評論大可自由」

金庸一生功業，以辦《明報》為重，有人還寫了專著來研究·

我說：「聽說您對《資治通鑑》讀得非常熟。」金庸說：「因為那

時候《資治通鑑》比較好看，容易看，我小時候在家裡沒有事，看

《資治通鑑》像看故事一樣，我覺得文筆好。」我接話：「您也把

《資治通鑑》運用到《明報》的領導上來？」沒想到金庸說：「香

港是完全的新聞自由。如果今天晚上港督打個電話給我：『查先生，

這個問題你明天怎麼寫怎麼寫。』我就把這個電話錄音下來了。我

明天去報告英國政府，明天就炒他魷魚了，所以港督是不敢這樣做

的。任何香港政府的人員想要干預輿論，你錄音下來確定證據，告

訴英國政府，英國政府馬上把港督召回。」

我問：「您做新聞的信條是什麼？」金庸說：「英國報人史各

特（C Pscott）講：『事實不可歪曲，評論大可自由』（Comment

15 free , butthefactsaresacred）。事實很重要，不能夠歪曲，港督

講過什麼話，做過什麼事情，這個事實不能歪曲，但是評論可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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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們的意見可以不同，但是根據的同樣一個事實是不能歪曲的。

這一點是我們辦《明報》必要的信條。」

我問：「您從《大公報》出來，到了三十五歲時自己創辦《明

報》，重要的緣故是什麼？」金庸說：「我在《大公報》工作時，

《大公報》還是獨立、自由的，所以《大公報》被認為是中國最好

的報紙。我考進去，當然是希望講真話，後來經過大躍進，全部講

假話，我說這個報紙不行了。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它還是講一畝

地出五萬斤糧食，我講這是假的，我親自到廣東去參觀過。」後來

《明報》還跟《大公報》打過筆戰，金庸說：「他們要來打《明報》，

《明報》就退讓，不跟它真正地打。他們打到《明報》門口，工人

就把錯溶化了，放在樓上：你們過來，我們就倒下來。他們也不敢

過來了」

我說：「1966年創辦《明報月刊》時，中國正是風雨飄搖的時

候。當年您和朋友姜敬寬通信時，就認為《明報月刊》的風格想辦

成『五四時代的北京大學式』、『抗戰前後的大公報式』·」金庸

說：「那是很公正，憑良心講話。到《明報月刊》四十年時，我還

是講：我當時是拼著吐命來辦的，準備給打死的，結果沒有打死，

還好。他們覺得我很勇敢，我說在香港做事情，勇敢一點也不奇匡。

如果這個事情發生在廣州，勇敢才了不起。香港這個環境中，要勇

敢才良容易的」

我問，「您投人到辦報的精力比寫小說的精力更多？」金庸答：

「辦報是真正拼了性命來辦的，寫小說是玩玩。」

在聊起報界前輩的近況後，我問，「您跟新聞界的晚輩交流多

嗎？」金庸說：「我在浙江大學做人文學院院長，其中有一個系是

傳播系，我在演講的時候，有些同學就問我：你在香港辦《明報》

很出名，辦得很成功，而且人家要殺掉你，你也不伯，我們現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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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媒介，應該取什麼態度。我跟學生講：你們要做好人，不要做

壞人，這是唯一的標準。不能跟我在香港那樣寫文章，我在香港是

拼了命來做的，我是準備把陸命犧牲，把報館也準備讓他們鏟掉了。

你們現在不能犧牲陸命，犧牲報紙事業，你的報紙事業還沒有犧牲，

人已經先被炒了魷魚。如果做壞人的話，不做報紙也可以做壞人，

男人可以做強盜小偷，女人可以做妓女舞女，寧願做壞人的話，不

一定做新聞工作，什麼壞人都可以做。假設浙江一個高官老是貪污，

老是欺壓老百姓，你寫一篇文章美化他，違背良心，這是不可以。

這些同學就接受這個觀點。香港的新聞自由在以前英國人統治的時

候，跟英國是完全一樣的。」

我問：「您在香港辦報紙和寫小說，最核心的精神是什麼？」

金庸說：「最核心的精神是講老實話。中國好的，我就講好的，有

人講大話，我就揭穿他的大話。寫武俠小說是為了寫正義的人，好

人就講他好的，壞人就講他壞的。社會上有這種人，我就要把他表

現出來二

四、改小說

作為「金迷」，我對金庸晚年喜歡改自己的小說不以為然，便

說：「沈從文先生晚年喜歡改自己的小說，張兆和就跟他說：你不

要再改了，越改越沒有以前那麼好·」金庸說：「小說是自己的作

品，自己看總是覺得不好，需要修改一下·人家的作品我覺得不好，

但是不好去修改人家的。魯迅也講，一篇文章寫好了放在那裡，不

要發表，過十幾二十天拿出來看看，覺得不好，再修改一下，又覺

得好一點，還是放在那裡，再一年半載拿出來看看，再改一下會好

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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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r您的小說在四十八歲以前精力最旺盛的時候就寫完了，

後來做了第一次修訂，還有第二次，還有第三次，這個我就覺得很

好奇。」金庸笑了笑，說：「我自己不是好的作家，好的作家都是

這樣子的。托爾斯泰寫《戰爭與和平》，寫好以後要交給印刷廠去

付印了，印刷工人覺得這個字勾來勾去看不懂，他太太就重抄一遍，

抄好了放在那裡·托爾斯泰看這完全是根據自己修改的來抄，當然

好得多，但是他覺得自己寫得不好，又把他太太抄的草稿改得一塌

糊塗·印刷工人還是看不懂，他太太又幫他抄一遍，托爾斯泰又把

它改了。所以自己寫的文章，一定可以改的。」

我隨即說：「問題是人家覺得您的小說已經可以不朽了，還要

那麼改？」金庸說：「不敢當！我這個明河社是專門出我的小說的，

我修改之後要重新排過，每修改一次要花很多錢的。普通作家寫了

以後，叫他修改一個字，他也不肯修改的，改一個字花錢太多了。

這個明河社本來是可以賺錢的，賺的錢都花在修改上面。普通作家

沒有這個條件，給了印刷廠，印刷廠就不肯給你改的，要拿回來修

改一個字也很麻煩的。當時看看改過已經不錯了，但是再過十天八

天看看，覺得如果這樣寫會好一點。我寫武俠小說還是比較認真，

L匕較用心的。」

我說：「有人說，您是中國歷史上最暢銷的小說家。」金庸笑

道：「我的小說容易看，像沈從文的小說我比較喜歡，但是比較高

深，比較難懂·魯迅的小說也很好看，但是我的小說比較熱鬧。」

我問：「如果沒有香港這個地方，也不可能產生這樣的小說？」

金庸說：「在內地不可能，在台灣可以，古龍也蠻不錯的。」

我問：「您相信一百年以後還有人讀您的小說嗎？」金庸說：

「我希望有」

我對金庸的小說改編成影視常咸失望，便問：「您的小說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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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中國最多被改編成為電影、電視的吧？」今庸說：「很多改編

把我的小說歪曲了。香港人看了也不滿意，他們說：如果你有金庸

這個本事，自己寫一個好了。他們不會照我原來的小說這樣拍的。」

我又問：「張紀中拍的電視劇改編得怎麼樣？」金庸說：「我

跟他說：你改了，我不承認。他拍的，我有些看，有些不看。有些

拍不好，我就不看，我跟他說：你有些拍得不好。」我笑道：「我

覺得《天龍八部》拍得比較好。」金庸也笑道：「《天龍八部》沒

有什麼改動的·以前我說：你不要改了，要改不如讓編劇自己去寫

好了。編劇寫不出來就沒有本事吃飯了。」

我說，「其實您在創辦《明報》之前曾經做過電影編劇，您的

很多小說一章一節就是電影、電視的寫法。」金庸說：「是的。我

寫劇本，當時是在左派電影公司，他們要講階級鬥爭，講貧富懸殊，

要打倒有錢人，但是電影老是講階級鬥爭，人家是不喜歡看的。」

我問，「您原來看過許多西方電影，然後把電影手法溶人到小說裡？」

金庸一聽，不禁微笑：「對，西方電影、電視我都看。當時在香港

寫影評，就每天看一部電影，香港放電影很多，每天看一部都看不

完的·現在沒有這麼多電影看了〕

五、金博士

金庸晚年不太喜歡聊辦報紙與寫小說，而念念不忘的是做學

問。我最感興趣的問題是金庸以八十歲高齡遠赴劍橋大學求學之

事。金庸說：「劍橋大學先給了我一個榮譽博士，排名在一般教授、

院士之上，所以我再申請念博士，他們說：不用念了，你這個榮譽

博士已經比他們都高了。我說：我的目的是來跟這些教授請教。後

來校長就同意了。在劍橋念博士有一個條件，就是博士論文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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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創見，如果是人家寫過的文章，就不要寫了。」

金庸想了幾個問題。首先提出一個匈奴問題：因為中國學者

認為在漢朝時，衛青、霍去病跟匈奴一打仗，匈奴打不過，就撒退

到西方去。西方人就不同意這種講法，認為匈奴是在東亞、西亞、

中亞自己發展出來的一個民族，所以跟中國講法不同。「我準備用

中國的史料寫關於匈奴的研究，有一位教授在這方面可以說是專家

了，他用匈牙利文講了一些話。我說：我不懂匈牙利文，對不起，

你講的意見我不懂。他說：這個意見已經翻譯成法文、英文了，如

果你去匈牙利，我可以推薦你，你可以念三年匈牙利文再來研究這

個問題。我說：我年紀也大了，再去念匈牙利文恐咱不行了。他說：

你最好另外寫一個問題。」

隨後，金庸就想寫一篇關於大理的論文：「因為我到雲南去，

大理送了我一個榮譽市民稱號，送了我一塊地：如果你喜歡在這裡

住，我們歡迎你。我說：我有一些研究大理的資料，也去過幾次，

我寫大理成立一個國家的經過是怎麼樣的·大理是很好的，西方也

不大瞭解。不過，有一個教授就講了許多古匡的話，我也不懂，他

說：這是藏文，本來南詔立國是靠西藏的力量來扶植的，所以大理

等於是西藏的附屬國，後來唐朝的勢力擴張過去，才歸附唐朝，大

理跟西藏的關係是很深的。我說：我也不懂藏文。他也覺得寫大理

不大容易。」

兩個論題都被推翻後，金庸考慮到中國考古學家從西安發掘出

來的東西·以前說唐朝玄武門之變，兵是從東宮從北向南走，再打

皇宮。金庸認為這條路線不通，為什麼要這樣大兜圈子呢？直接過

去就可以·金庸說：「我心想唐朝寫歷史的人，是在李世民控制之

下的，他吩咐這樣寫就這樣寫了。我研究發現是皇太子和弟弟過來，

李世民在這裡埋伏，從半路投出來，把他們打死了。歷史上這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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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根本就是假的，因為李世民作為弟弟殺掉哥哥不大名譽。我認為

唐朝的歷史學家全部受皇帝指揮，不但是唐朝，從唐朝、宋朝，一

直到現代，所謂真的歷史是假的，喜歡怎麼寫就怎麼寫。」金庸的

碩士論文就以玄武門之變為主要內容：《初唐皇位繼承制度》（The

’即〞故1 suCces“叩inea）春Ta幫Chma)，得了很高的分數

接著，金庸的博士論文研究安祿山造反，唐玄宗派了他的兒子

榮王去抵抗，後來榮王死掉了，歷史上也沒有講為什麼會死，他手

下的兩個大將也給殺掉了。金庸說：「這中間一定大有問題，是太

子派人把弟弟害死了，把兩個大將殺掉了。我找了很多證據，證明

這個事件是歷史上造假，其實是太子在發動政變，把弟弟殺掉了，

而且他佔有軍隊，連父親也不敢動他。我的基本論點是中國的皇位

從來不講傳統或憲法，實際上是哪個有兵權，哪個會打仗，就傳給

哪個。中國是不講憲法，講兵權，外國也講兵權，但是外國做得表

面上漂亮一點。」

金庸的老師麥大維早已到了退休年齡，為了等金庸把博士論文

寫好，特意延遲兩年才退休。而劍橋大學校長對金庸說：「劍橋大

學現在你是年紀最大的學生，我們最喜歡。」

金庸在劍橋大學真正讀書差不多兩年。「在劍橋大學，本來我

騎單車就很快過去，我太太說：年紀大了騎單車很危險，汽車也不

大守規矩。所以要我坐的士去上課，坐的士就很貴，差不多一百塊

錢港幣一次，也是她陪我去的。後來，我去一次，我的老師也會騎

單車到我家裡來教一次。」

我問：F您在世界上很多大學都拿了榮譽博士學位和教授稱號，

還是那麼感興趣到大學讀書？」金庸說：「我到劍橋，目的不是拿

學位。我喜歡跟有學問的教授討論問題。」

在我訪問金庸兩年後，他終於在2010年獲得劍橋大學博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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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時年八十六歲。

六、中國通史

在劍橋大學，金庸除了寫論文，還喜歡和教授們探討學問。他

說：「有一個問題就是，以前歷史學家認為投向清朝的那些有學問

的人是漢奸，現在我們的種族觀念跟以前不同了，不大分漢族、滿

族，大家互相團結、互相幫助。我到北大演講也主要講這個問題。

好像大家都是兄弟民族，我們漢族辦得不好，你滿族管管中國也不

差的。」我接話：「《書劍恩仇錄》的民族觀念就比較濃一點，到

了《鹿鼎記》已經沒有太強的民族觀念了。」余庸說：「進步了。

我到了《天龍八部》已經很反對這種民族觀念了。」

我問：「我聽說您的小說封筆之後，有人問您有什麼感興趣的

事，您說想寫一本中國通史，現在還有這個興趣嗎。」金庸說：「我

研究歷史越多，越來越覺得困難了，歷史的觀點也不同了·北京大

學教授蘇秉琦先生，現在過世了，他說研究中國歷史有兩個座圈，

第一個區圈就是我們用漢族觀點，你滿族人來侵略我們，投向滿族

的人就稱為漢奸。我的觀點跟蘇先生一樣，認為中華民族之所以強

大，是因為各種種族文化融合在一起，一起發展。還有一個匡圈，

他認為馬克思主義這種西方的觀點來套到中國頭上，是不對的，中

國歷史的陸質跟外國歷史的性質是不同的·我覺得馬克思主義有一

部分觀點是對的，馬克思有一個觀點我是很同意的：他認為歷史的

發展是因為經濟問題，經濟因素是很重要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中

國歷史要經過五個階段這一套，蘇先生認為是不對的。我覺得蘇先

生這個觀點對，中國歷史不是照西方這樣發展的。」

我說：「余英時先生認為陳寅咯先生到了中年以後，已經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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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中國通史的想法了。」金庸說：「我將來還是想寫中國通史的，

但是我覺得越來越難了。當時年紀輕，還不知道這樣難，覺得照以

前錢穆或者范文瀾的中國通史改一下就可以了，現在我覺得他們很

多都寫錯了，其實中國通史不應該照朝代來寫，應從最早的舊石器

時代、新石器時代一路發展下來，你到西安、杭）ll看看哪一代的文

化，不應該照朝代來寫，而是照文化來寫·中國通史是很複雜的。」

金庸的小說裡深含中國歷史，而他在小說中的「注」常常寫成

一篇歷史考證的論文。我說：「其實您的一些歷史觀點已經表達在

小說裡了。」余庸說：「像明代最後，李自成的手下到了北京城以

後就姦淫虜掠，有些朋友就不贊成我這樣寫，他們認為李自成很好

的。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有一位老師，專門把李自成放縱部下在北京

做很多壞事的資料給我，我把這些資料都寫到裡面。」

我問：「您是不是對明代歷史讀得比較深？」金庸說：「明代

歷史比較懂，明代、清代跟現代比較近一點。」我笑道：「有人考

據說，《笑傲江湖》就是發生在明代的。」金庸也笑了：「噯，有

人認為《笑傲江湖》就是明代的故事。」

我說：「您的小說沒有寫過唐代，但是論文現在寫到唐代了。」

金庸說：「我覺得唐代歷史比較難寫一點，因為唐朝離開我們太遠

了。我的《射鷗英雄傳》最早寫到宋朝，宋朝還可以，唐朝的人坐

在地下，喝的酒、茶跟現在不一樣，宋朝已經跟現在不大同了。唐

朝在中國歷史上是輝煌的，但是唐朝的生活習潰我不大瞭解，所以

我不寫，因為寫武俠小說要寫到一個人的生活習慣。」

閒讀金庸小說時，我留意到一些生活細節。比如《天龍八部》

中說段譽喝了碧螺春，北宋本地人叫做「嚇煞人香」。估計金庸以

宋人飲明清茶。據鄭培凱《茶道的開始》，宋代主要煮茶方式為點

茶法。而王稼句《壞土小集》則證碧螺春的流行，約在清初。



310 思想第37期

七、舊日朋友

在閒談中，我和金庸聊起他的老朋友。現在回望，這些舊日的

風流人物多已油逝。

當我問起：「您跟同輩的羅孚先生、梁羽生先生還有聯繫嗎？」

金庸說：「我跟他們都是《大公報》同事，後來辦《新晚報》。羅

孚和梁羽生部是我的好朋友。羅孚常常見面的。梁羽生跟我也要好

的，現在澳洲，生病生得很厲害，我準備過年的時候去看望他。他

在香港中風進醫院，我去看過他。現在我年紀大了，以前很多老同

事都過世了。」

我到北京採訪過李君維先生，當年李君維和金庸一起考進《大

公報》·金庸即刻說：「他是聖約翰大學畢業的，跟我一起考進《大

公報》的。我到香港來跟他有關，本來要派他到香港來，他剛剛結

婚，不來香港，那麼，報館就派我來了·他現在怎麼樣。」

李君維年輕時寫小說很像張愛玲，後來不寫小說，就在北京的

電影公司任職，自稱：「1949年後，我所寫的小說從內容到文字已

不適應時代的號角了，只好收攤。」金庸說：「這個人蠻好的，當

時在上海，他穿得漂漂亮亮的·如果他不是結婚，派他到香港來，

我就不到香港來，那我就糟糕了，我在上海要經過反右，一定反進

去，文革一定糟糕，反右和文革兩次一定非常糟糕的。說不定文革

的時候就死了，武俠小說也不會寫了·李君維後來不寫文章也好，

逃過反右，逃過文革了。」

我感既：「人生有很多偶然吐·」金庸說：「我和李君維相識

也是非常偶然的。我在中央政治學校念書，後來給學校開除了，那

時候孫國楝比我高兩班，也是歷史學家，周策縱也是校友，我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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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最出名的就這兩位。孫國楝就講柏楊翻譯《資治通鑑》有很多毛

病。柏楊第一次來香港，我跟他辯論了一次。他認為秦始皇很好

我認為秦始皇壞到透頂，我們辯論得好劇烈，他認為秦始皇統一中

國，把一些亂七八糟的小國統一成為一個國家，所以秦始皇對中國

有貢獻。那時候張徹、董千里都是我的好朋友，大家圍攻他一個人。

後來我們不談了，去吃飯。討論學術問題也不損害友誼，後來我們

也是蠻要好的。柏楊認為秦始皇好，我說：你是受到毛澤東洗腦，

中了毛澤東的毒。這個是很奇隆，柏楊其實有很多意見很好，像『醬

缸』、『醜陋的中國人』，講秦始皇這一點，中國歷史學家講秦始

皇好的就很多，我認為不好。張藝謀也講秦始皇好。」我說：「後

來張藝謀拍《英雄》不就說秦始皇好嗎？」金庸說：「人家來訪問

我，我說：『張藝謀拍《英雄》一塌糊塗。』」

我問：「您是不是有這樣一種心理，覺得自己沒有很完整地讀

過大學，所以退休之後想到大學裡去讀點書？」金庸答：「我喜歡

讀書，我覺得跟大學生做做朋友很有味道的。年輕人什麼話也不客

氣的，大家放肆地隨便講，在浙大·在北大，這些同學談天蠻好的。」

我接著問：「當年您在中央政治學校被開除是怎麼回事？」金

庸答：「我到台北，我的表哥蔣復傯在故宮博物院做院長。他是我

們海寧人，我們海寧地方小，世家大族通婚姻就這幾個人，所以徐

志摩、蔣百里·蔣復傯都是我的親戚。蔣復傯帶我去見李濟、屈萬

里，我說，以前在重慶中央政治學校念書，蔣介石是我們的校長，

一聽到蔣介石的名字要立正敬禮，我就說才對校長當然要尊敬了，

可是這樣子就像對希特勒一樣。』那些學生就打我：『你為什麼把

我們校長比作希特勒，怎麼可以比呢？』後來學校就把我開除了，

說：『你污辱校長。』我說：『我對校長很尊敬的。』這一次到台

灣去，現在政大的校長說：『查先生，以前我們把你開除了，很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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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起，現在言歸於好，好不好？』我說：『我當時應該開除的，我

把校長比作希特勒·』他說：『我們言歸於好，送你一個文學博士，

你接不接受？』我說：『當然接受，不是言歸於好，是我向你們道

歉。』我和張忠謀、林懷民三個人一起拿了文學博士。我在政治學

校是念外交系，現在外交系這些年輕學生都是我的師弟師妹了，他

們讓我去演講：我們現在台灣念外交有什麼出路？我說：你們學外

語，現在台灣外交當然沒有什麼希望，你們學一些偏門的外文像阿

拉伯文或非洲的文字，將來你是全中國唯一懂阿拉伯文、非洲文的

人，人家如果跟他們做生意，非得請教你不可。這些師弟師妹們很

興奮，見了我就問學什麼文字好？我說東南亞這些小國家文字、伊

朗文、土耳其文都有用，他們以後就去研究這些文字了。」

我說：「李濟、屈萬里、張光直都過世了。」金庸說：「我認

識的這些人部過世了。我的表哥蔣復總研究宋史的，他也過世了。

柏楊生病的時候，我去看過他，他這個人蠻好的。沈君山中風了，

以後能不能走路都不知道。」我隨即說：「這一代人中，余光中最

近剛過八十大壽，他的詩名氣很大。」金庸說：「余光中最近不大

寫什麼東西了吧·他如果再早一點，跟徐志摩他們寫文章，這樣子

蠻好的。生得遲了！徐志摩是我表兄。他爸爸是哥哥，我媽媽是小

妹妹。他跟我媽媽差不多同年，現在已經一百多歲了。他的詩比散

文好一點。」

我說：「以前余英時先生和張光直先生在哈佛大學談武俠小說，

嚴耕望先生從來不看武俠小說，聽他們談，最後受戚染了，臨行時

向余先生借了一部武俠小說作為途中的讀物。」金庸馬上問：「嚴

先生算不算余先生的老師？」我答：「不算，是師兄，他們都是錢

穆先生的學生。很有意思，黃仁宇先生比余英時先生大十二歲，卻

是他的學生。沒想到金庸說：「余先生的學問做黃仁宇的老師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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綽有餘，我認為黃仁宇非常不對，余先生教得不好。余先生學問很

好，不應該教出這樣的學生來，這個學生很差。余先生我很佩服

可是余先生這個學生我一點都不佩服。」

陳之藩先生曾跟我講過一個王浩喜歡武俠小說的掌故，可人當

代「世說新語」。我說：「在哈佛大學的學者，王浩也非常迷金庸

小說。」金庸說：「我見何兆武先生，何兆武先生跟王浩是好朋友，

他就跟我講王浩，王浩很迷武俠小說。我到浙江大學去，何兆武先

生推薦一個學生來考我的博士，這個女學生研究是五行的，我說：

我不懂五行，你另外去找導師吧。浙江大學束景南先生就比我更懂。

照我瞭解，五行是迷信，沒有什麼意思。」

我說：「許多我採訪過的先生喜歡看您的武俠小說。」余庸笑

道，「他們拿武俠小說來換腦筋。很多科學家喜歡武俠小說，北京

天文臺發現一個行星，來徵求我的意見，叫『金庸星』，我說：那

歡迎得很。這些天文學家說：我們空下來就談金庸小說。」

我問：「您有沒有想過『不朽』的問題？」金庸答：「創作沒

有人生這樣好，人生可以不朽，創作故事很難不朽。」

臨別時，我問：「很多人給您寫傳記，您自己看嗎？」金庸答：

「人家寫的傳記不對，全部是假的，我可以肯定講一句，完全沒有

一個人來跟我談過。我自己不寫自傳。寫自己的事情，有好的，有

壞的，壞的事情自己不大會寫的。一本書全部講我自己好的，那這

本書就是假的。

李壞宇，出版人，作品有《訪問歷史》、《世界知識公民》·《知

人論世》、《訪問時代》·《思想人》·《與天下共醒》·《各在

天一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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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讀者

今年是五四運動一百週年，本期《思想》發表余英時先生的專

文與唐小兵先生對余先生的訪談，縱論五四運動在思想上的複雜結

構與歷史上的持續作用·這兩篇文字的意義主要不在於紀念百年前

的一場學生運動，而在於闡釋、發揮這場新文化運動在百年中國歷

史中所積累的一筆精神遺產。

如余先生所再三強調的，「五四」精神在近代中國是「一股實

實在在的歷史潛力」。他指出，這個精神用胡適先生的話說，即是

一種「評判的態度」或者批判的精神。五四的傳統一路發揮這種批

判精神，在中國大陸鼓舞了歷次的民主思潮，在台灣則經由《自由

中國》在思想上敔發了日後的民主運動。在海峽兩岸，它部確實是

「真實的歷史動力」。

但是從1980年代末期開始，由於本土的民主化取得了一定成

果，加上後現代與去中國化的潮流沖刷，五四在台灣似乎失去了立

足之地。在今天的中國大陸，官方固然對五四的批判精神多所壓抑，

即使在知識界，自由派批評五四的激進主義，保守派不滿五四的反

傳統，「中國道路」論則否定五四的普遍主義，五四與這個時代彷

彿失去了有機的聯繫。余先生的分析與論證兼顧政治與思想，旨在

展現廣義五四運動的豐富內容，值得我們參考、反思·

本期的另一個主題是翻譯。在中文世界的文化積累中，來自翻

譯的比重堪稱驚人，構成了我們文化資源的主要部分。不過兩岸皆

然，都不視翻譯為「正業一無論物質的酬報還是專業地位的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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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遠遠不足。但即使如此，仍有不少人投身翻譯，藉著引進另一個

語種的文化精華為中文讀者開拓視野，自己也在嘔心瀝血的翻譯過

程中發揮才情、文采、知識的儲備，尤其是跨文化的文化涵養，獲

得了成就戚。

在台灣，彭淮楝先生正是一位以翻譯為志業的有心人。他的譯

筆精湛高雅，除了忠實轉達原文，往往還能引讀者含味玩味，一些

經典譯著在海峽兩岸乃至於華人世界擁有無數讀者。淮楝兄在去年

去世，在本期，我們邀請到他的摯友彭錦堂、魏淑珠記述他的為人

與譯筆，聊表紀念之意。我們也獲得李奭學、賴慈芸兩位分別撰文，

探討翻譯史上的兩段故事。譯書人的遭遇極為多樣，本刊36期發表

訓練先生的〈清河翻譯組蠡縝J >，讀來令人感既萬千，或可與本期

的文章對觀。

內藤湖南的史學著作非常知名，在中國史的領域中有著可觀的

影響。他也是明治、大正年問的中國問題專家，多次以記者身份或

者受命於日本政府到中國調查，與中國政界的來往也稱頻繁。他所

著《支那論》對於中國的國情與走向提出許多觀察與建議，即使在

一百年之後，其獨特處依然值得參考·戴燕教授正在從事此書的中

譯，先將所撰的譯本導讀交給本刊發表，對於內藤湖南的經歷、《支

那論》的內容，以及生前身後幾代學者的回應與評論，做了細緻的

梳理介紹，相信會引起讀者們的興趣。

編者

2019年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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廳聯轎山版

─余英時教授的為學與處世
─余英時教授九秩壽慶文集

余英時先生是一位休休有容、含弘光大的學者並以身教感化所有門生。
其學問、天資、創造力、努力與成就，更是一代典範”

余英時先生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和當代漢學秦斗楊聯陞。l卯4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在中文與西方的漢學界以及史學領域早已是研究傳統中國思想史的代表觴威。

其六十多年的學術思想論述欄綴I對傳統與現代中國文化各個主耍面向的考索

也慵成了一個具有整合性的通貫系毓。

余英時先生於中國文化傳統的天人範圍用功之餘，

數十年來始終堅持著將自己學術思想上的信念落實為日常生活中的具體行動。

誠如本書作者之一丘慧芬教授所言；「余先生令人敬重感佩的就不僅僅奠一般意義上的學術研究貢獻，

而是因糾也的論說與行動已經和中國傳統文化價值在現代的仔個發展形成了一個獨特且密不可分的闆係。」

為慶祝余英時先生的九秩華誕其門生故舊各自書寫與余先生互動的種拜

文章的內容以余先生的教學與治學為主問及行事、做人的態度。相信讀者可以透過本書的辭霸文章，

對余先牛的為學與處世有亞真切的瞭解

壽爵
撰文／

王汎森、田浩、丘慧芬、刨變、河河田悌．林富L、

周質平、叫飪、陳弱水、彭國翔、葛兆光、奠鷂劉毛、

冀，J＼纖、謝政諭、羅志田、陶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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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1001無驃飄黔
文化，思想，歷史

五四一百週汗，回顧文學史和思想史上的五四！51位學者，

從文學、思想、文體、人物等角度，重看五四及其影響。

曬四」一百週坏，從各種角度來解析「五四」及其影響，

以小觀大，對「五四」以來的文學、歷史、思想有所回顧和反省

「五四」發生一百年後】除了學術界的思響之外一般社會中的「五四」記憶戶潭泠殼時間之河中。
與此同時權力當局的刻意介入或刻息忽視，怡恰顧示「五四」的神政治化或去片治化的痕跡─
「五四」原所富含的政治潛能反而被埋沒了。

「五四」的意義不應僅止於此。「五四」不遠，卻已有考掘的必要。《五四＠100：文化，思想歷史》
邀謂51位來自不同領域的學者於不同面相揭開瞌四」的問題性與論爭性。
本書旨在回顧劉匕史、文學史和牌相中L的「五四」。這三者息肩耜闖，
構成「五四〕論述和蚓騙的馴礎以此觸亞種種社會實踐乃至革命。

又
化
口鄴
重
邏
鄴

伍四＠100以狀聲暄嘩蝴形式呼應「五四」精神：
各抒己見自由表達。
回望過去這一百年中國與華詔世界動盪不安
我們見證踵種最好與最壞的可能。
回顧瞌四」利門理解我們所處的位置未必不同於「五四」
吶喊興旁徨，激情與幻滅，神話「五四」與否想匯四」，
相互糾繡紼入下一輪的思考與行動。

日騰／

王德威、宋明緯

王德威、王汎森、宋娜韋、陳例京、李李梯、

葛兆光、彭q切f、胡曉貞、梅家玲、李奭學、

鄭審綸、高嘉謙、陳國球、潘光哲、黃克武、

夏喊呶、錢理群、黃英哲、陳曉明、宋明煌等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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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徵稿啟事

1《思想》旨在透過論述與對話，呈現、梳理與檢討這個時代的思

想狀況，針對廣義的文化創造、學術生產、社會動向以及其他各
類精神活動，建立自我認識，開拓前瞻的視野。

2《思想》的園地開放，面對各地以中文閱讀與寫作的知識分子，
並盼望在各個華人社群之間建立交往，因此議題和稿源並無地區

的限制。
3《思想》歡迎各類主題與文體，專論、評論、報導、書評、回應
或者隨筆均可，但請言之有物，並於行文時盡量便利讀者的閱讀
與理解。

4《思想》的文章以明曉精簡為佳，以不超過l萬字為宜，以1萬5千
字為極限·文章中請盡量減少外文、引註或其他非必要的妝點，
但說明或討論陸質的註釋不在此限·

5惠賜文稿，由《思想》編委會決定是否刊登·一旦發表，敬致薄
酬。

6來稿請寄：reflexionllnklng@gmailcom，或郵遞221新北市汐止區
大同路一段369號l樓聯經出版公司《思想》編輯部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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