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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思想範式的日本觀 *

── 宋恕與變法運動

⊙ 楊際開

 

* 1988年11月任達（Douglas R. Reynolds）教授在東京大學社會科學院學術討論會上發表了有關〈被遺

忘的黃金十年：日中關係，1898-1907年〉的概要。平野健一郎先生擔任翻譯，當時筆者作為平野先生

門下的學生，也參加了討論會，並得到了英文論文的拔刷。為甚麼在甲午戰後短期內中日關係突然由死

敵轉向友好？這一任達教授的問題關心也就成了我研究與思考的出發點。筆者從十九世紀後半葉，浙江

特別是溫州瑞安社會變動的視角，通過宋恕的日本觀，想說明中國傳統社會在向近代主權國家的轉變

時，日本是中國歷史與文化的內在變數，而非外在「參照」。關於任達教授的最終研究成果參見任達

著，李仲賢譯：《新政革命與日本：中國，1898-1912》（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

晚清變法思想家重構傳統，提出改革構想的根據究竟是甚麼？關於這一問題，大致以李文森

的「價值─歷史」觀與張灝的儒學傳統觀為代表。前者認為，中國改革家從理智上承認西方

的文化價值，而在感情上卻歸屬於自己的歷史。為了吸收西方價值，他們把西方文化的價值

說成是中國傳統中國有的以達到感情上的滿足。他指出：「梁啟超以崇拜日本的文化發展來

調和中日政治對立的事實，是中國西方化的又一個標誌。」1張灝則認為，中國改革家主要是

根據儒家傳統的關懷和問題，對晚清西方的衝擊作出回應的。他指出，對梁啟超來說「日本

可以設想為一個社會實驗室，在那裏可直接觀察到西化的價值觀以及固有傳統與西方衝擊之

間的各種相互影響。」2這兩家正好代表中國近代思想的起源是來自西方還是來自中國傳統內

部的兩種不同的觀點。而強調來自西方的觀點則把日本看作是西方的一員，強調來自傳統的

學者則把日本看作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的國度。在傳統文化的承傳和揚棄、西方文化的受容

和排拒這四個向度的內在聯繫上，兩者提出與回答問題的焦點都圍繞著日本。作為思想範式

的日本觀是建立在這兩種接近法的對話上的。

張氏注重晚清儒學傳統內部的思想趨勢。而筆者認為，有清一代以朴學復古道的學風繼承了

儒學思想範式中的「復古」志向。「三代」作為實在的藍圖，是歷代儒生選擇與重組文化價

值的潛在模式。儒學思想範式通過對「三代」的重新解釋，不斷更新。這是國人感情與價值

的最終歸依並規定了中國社會變遷的方向。可以把作為思想範式的日本觀看作是儒學範式的

近代演變形式。

李澤厚認為，甲午戰爭才是中國進入近代的轉折點。因為儒學表層問題日益突出，三綱五倫

受到懷疑3。張灝也發現，由「普世王權」、「官僚體制」、「正統儒家思想」構成的中國傳

統政治秩序的三元組合在1895年以後有著顯著的變化4。但為甚麼甲午戰爭會有那麼大的效應

呢？對變法志士來說，日本衝擊不在於通過近代海戰向他們提示了如何向西方學習「船堅炮

利」，而是傳送了東亞傳統國家的近代形象。對此，變法志士感受到的是觸及到維持了二千

年郡縣制根底的總體性衝擊5。國人開始在與自國傳統的對比中研究近代日本社會的統合原



理。日本成了變法志士提出問題與回答問題的共同模式。

周作人曾回憶過「我們在日本的感覺，一半是異域，一半卻是古昔，而這古昔乃是健全地活

在異域的，所以不是夢幻式地空假」6。這可以看作是對魯迅「取今復古，別立新宗」的一個

注解。在日本的生活體驗是中國一代新型知識份子立身出世的原點。周作人的感受反映了兩

代人的日本觀。第一代變法思想家是從清學學統中蛻變出來的。他們帶著清學的復古志向去

接近日本，把日本作為「三代」的活樣本來加以考察的。

馮桂芬是近代中國一位承上啟下的改革思想家。他提倡「鑒諸國」的要求，不僅把中國置於

世界視野之中，而且還意識到朝貢體系中，中國與周邊諸國的力量關係轉變的胎動。也就是

說，在馮的視域中世界視野的獲得與對「中國內」的周邊王國的重新認識是同時進行的。同

時馮還注意到「日本自周惠王時至今不易姓，與西夷無涉。」7這是基於中國傳統的日本蓬萊

觀展開的日本觀。馮並末把日本視為西方的一員。這裏透露了兩個看問題著重點的轉變。一

是沿海地域的主張與周邊諸國發奮圖強在精神上是相互助援的。二是普通王權觀念轉釋的問

題成為主要話語進入了關心的視域。這一立場成為後代改革家的出發點。

從傳統的思想範式去理解日本，改革家發現了一個存在於傳統烏托邦心像中的現實的日本。

他們以清學的治學方法與問題關心去接近日本，通過與日本生活世界的溝通渠道，重組了中

國傳統文化的意義世界。這一思路當宋怒（1862-1910）、譚嗣同、章炳麟、梁啟超、魯迅、

周作人在回應各自的時代課題時保持了驚人的連續性，構成了一個連綿不絕的中國現代思想

傳統。援用英國式調適思想或法國式國轉化思想是中國文化意義重構時出現的。這二種思想

傳統不能取代中國文化本身，而是在中國文化意義重構過程中被利用的。中國近現代思想史

所表現的激進化趨向可以看作是對走向極端的日本主權政治的歷史回應。

本文從發現日本、探討變法、更新範式三方面，通過對宋恕變法思想的分析，力圖弄清在近

代中國作為範式的日本觀的形成過程。

一 發 現 日 本

前面已經講過，馮桂芬對日本幕府末期日本的動向十分關心。在有名的〈萬國公法序〉中提

出「官天下」的張斯桂，1866年底曾向來滬的岸田吟香尋問有關日本的知識，對日本表示了

濃厚的興趣8。1882年俞越受岸田吟香之托編纂《東瀛詩選》時，還提到讀過獲生徂徠的著

作，表示對「東瀛文物、企仰素深」9。徂徠的著作指的是1866年戴望在杭州書肆購得的《論

語徵》10。馮、張、戴、俞都出自曾國藩門下。可見經過太平天國的動亂，士大夫開始關注

日本。俞越是晚清的朴學大師。由他編纂的《東瀛詩選》在中國得到盛銷，象徵了中日間的

文化交流進入了一個新時代。俞越門下出了宋恕、章炳麟這二個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佔有重

要地位的學生也非偶然。

在近代中國，最早開始從文化接觸的角度研究日本的是溫州人宋恕。他把中國文明的現代轉

型與近代日本的堀起這兩個課題結合起來考察。出於對中國史上體制與思想一體化現象的反

思，從對傳統中國的批判與現代中國的再建兩個方面構築了新的思想範式。對傳統的批判，

他著重於政治文化與秦漢後的集權體制，並對國人的思維方式、習俗進行了揭露。相應地對

現代中國的再建，他主張從更官制、設議院、改試令著手。



筆者認為從時間上的太平天國千年王國運動向空間上的烏托邦論過度才能發現有助於重建傳

統的「異域」。處於宋恕變法思想核心部位的日本觀是在這一思路上形成的。

那麼宋恕是何時並且怎樣從文化意義上發現日本的呢？

1900年宋恕自述研究日本的歷程「年二十見廬陵〈日本刀歌〉，始知海外有先王大道尚存之

日本國。」11廬陵是北宋思想革新運動領袖歐陽修的故鄉，也是他的號。〈日本刀歌〉構成

了中日間文化交流時雙方共同的話語場。1866年岸田吟香來滬時與張斯桂的對話就是圍繞

〈日本刀歌〉提供的話語展開的。

〈日本刀歌〉（《歐陽文忠公文集》54集）提供了豐富的情報：一個接近可能，但又遙遠的

烏托邦心像；日本工藝的精美；中日間有一條貿易渠道；中日間的政治關係。從日本短刀的

工藝精美工藝的文化，從對文化的嚮往又聯想到秦前的先王大典。這種烏托邦心像通過日本

短刀既有可以接近的一面，又總是引起中國人的歷史懷舊感。從十九世紀末，這一心像成了

國人更新歷史的內在動力。

宋恕生長於一個文明衝突、價值觀混沌的時代。這首詩為少年宋恕提供了在「歷史」的連續

感上受容「價值」呈現的方向，把少年宋恕帶進了近代中日關係的「文化交流場」。呈現在

宋恕面前的已不是日本短刀，而是日本興亞志士寫的書籍。宋恕把歐陽修對「先王大典」的

關心轉換成對「先王大道」的關心，表現了他對尋求秩序的現實關心，同時又反映了他對近

代日本的關心角度。烏托邦心像是宋恕反思中國歷史的泉源，而這又促進了宋恕對被認為體

現了先王大道的異域的學問關心。從這樣的時空間話語的同定與轉換關係中，我們可以發現

中國從傳統內面走向現代世界的路向。

宋恕開始接觸到日本是1887年隨岳父孫鏘鳴赴滬以後。宋恕到上海就與張經甫一見如故，時

相過從。他在張提出的「廢時文」的前面，又加了「改官制」、「開議院」12。這三條改革

案實際上是對這官僚體制、君權、正統儒家思想的挑戰，暗示了中國傳統政治秩序向現代的

轉變。

這樣的改革意見表達了一種新的生活態度，反映了一部分中國士林開始提出回歸到自己日常

生活的世界中來的要求。而生活世界的意義重構是在對「世界之中國」的自覺中進行的。這

時，日本作為成功回應西方的東方國家對中國具有了典範意義。宋恕曾向友人表示「年來頗

思覓靈藥，東渡方壺西流沙。」13「靈藥」可以理解為傳統中國向現代轉變時的人文資源。

1892年初宋恕去天津晉見李鴻章向李提出上書及變法論《卑議》稿本，主張「易服更制，一

切從西」14。然而，宋恕的變法主張背後始終有一個日本模式作為根據的。他希望李能「除

周後之弊，反秦前之治，塞東鄰之笑，御西士之侮。」15在這裏，「東鄰」是促使國人進行

變法的內在強制力量。

宋自述「二十六，游學申浦，始見彼土書三種，則岡鹿門（千仞）氏之《尊攘紀事》、《觀

光紀遊》，岡本子博（監輔）之《萬國史記》是也。」16張經甫1884年訪問了來遊的日本興

亞志士岡千仞，二個意氣相投，過從甚密。岡千仞訪中時攜帶了50部《尊攘紀事》贈送中國

友人17。張也可能得到一本。《觀光紀遊》是作者1884-1885年訪中時的日記，1886年在日本

出版。《萬國史記》是岡本監輔寫的世界概況，表達了明治中期日本興亞志士的世界認識。

儘管宋恕對該書的體裁有微詞18，但該書提供了從亞洲看世界的視點，為中國讀者提供了日



本人看中國的視角。

三本書中，宋恕很可能最初是從張經甫那裏讀到《尊攘紀事》的。1896年宋恕在給岡千仞的

信中說「吳人張經甫與恕善，每論東士，必及先生。」19宋發現「聞道扶桑富乃強，本原尤

在四維張」20。可以認為張經甫是宋恕走向日本研究的引路人。日本維新志士的事跡也影響

到了宋恕的人格塑造，使他必須去思索變法，回應近代日本向中國提出的改革課題。與日本

的維新志士相比，宋恕是以從事學問的心態反思中國的。

根據宋恕日記，他在1892年3月始見《觀光紀遊》。岡千仞在該書序中寫道「知東西之相反而

不可相無則功分定矣。」這提供了由東西文明衝突走向相互理解的視座，表現了一種價值中

立的亞洲主義全球化世界秩序觀。通過岡千仞─張經甫─宋恕，近代中日兩國間形成了早期

的間文化角色網。新的世界秩序觀通過這一網絡得以進入到中國的文化脈絡中來。

甲午以後，岡千仞、岡本監輔受到了讀書界的注目。孫寶王宣甲午年底購入《萬國史

記》21。蔡元培1896年讀了岡本監輔的《日本史略》22，1899年重閱《觀光紀遊》23。宋恕在

甲午期間，見日本勝局已定，提出了「宜以日本共拒俄羅斯，以扶亞東之大局」24的主張。

這一主張得到了章炳麟、鐘天緯的回應25。

宋恕1890年在給張之洞的上書中認為「神州之衰極矣！通海以來，蘇張謀食，憑洋務為良

媒，齊魯尊聞，賤新學為末技。二病交攻，不可救藥。」26這表明宋恕已認識到要進行制度

與思想的改新。

發現日本是出於對這一改革要求的文化需要。1900年宋恕向來訪的岡本監輔表示「扶桑於吾

土，於古一也，然於今則文明之度殆甲世界」27。在「三代」與近代日本的相遇與對話中，

宋恕實際上在發現並評價近代日本吸收西方文化的方式。1905年宋恕完成了他的「粹化」思

想。他認為「國粹」與「歐化」非但不矛盾，「國粹」是在「歐化」的過程中得以發揚的。

「蓋真國粹真歐化，其源皆出於愛眾。故一互考，而調和之境易臻。」28，因此，他提出了

「宜兼治日文者，以其為調和粹化無上靈藥」29。這說明宋恕把「三代」與近代日本置於同

一的視野，來思索變法。這種把未來置於一個單一的過去─現在的網絡中來把握的思考方式

是全球性思維的特點。調動並特化傳統文化中的某些因素來適應新的世界環境，以回應更大

的衝擊時，中日兩國的關係反而更密切了。

陳黻宸證言「與先生遊者既習聞先生言，漸知古今政治真理與古帝王理人經國之道，相戮力

提倡以求其是」30。可見宋恕的變法思想在趨於完成的過程中開始對與之交往的同時代人發

生影響。蔡元培1900年讀了他的《卑議》，認為「多厘然當於心者」31。宋還向蔡元培推薦

唐甄的《潛書》32。他被梁啟超譽為「梨洲以後一天民」。章炳麟回憶說：「其軼特魁壘之

氣沒世不可忘也。」〈檢論‧對二宋〉。《明夷待訪錄》是經過宋的手在變法志士之間流傳

的33。可以說宋是晚清末年中國變法思想的傳播源。

對正統儒學的批判伴隨著對中國史上被埋沒或被視為異端思想家的發現與重新評價。而對傳

統進行文化批評又促使宋恕向日本社會尋求再建中國的人文資源。宋在甲午前提出的變法主

張，甲午後開始成為變法志士以不同的方式付諸於實踐的課題。

在變法運動期間，中國的變法志士發現了改革中國的文化資源──近代日本，利用這一資源



形成了中國第一代新型的知識群體。他們共同擁有一個作為思想範式的日本觀。通過教學或

文章言論成為推動傳統中國走向現代轉變的播種者。

那麼作為取代正統儒學思想的新範式是怎樣被變法志士認知的呢？

二 探 討 變 法

甲午以後，變法志士來往上海「商量學術、討論天下事」（梁啟超：〈譚嗣同傳〉）形成了

中國近代史上儒者論政的局面。從這裏萌發出了中國近代思潮。而晚清後期的變法思潮中，

又出現了廣東與浙江二派。清學的分裂自此開始。前者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後者以宋

恕、章炳麟為重鎮。這二派都通過以「三代」為準則的儒學範式思索變法。宋恕1895年2月在

上海結識康有為、梁啟超34。宋恕對康最初的印像是「學似過季直、志三。上海張經甫，博

古不及長素而通今似過之」35。宋從張謇、陳虯、張經甫這三位熟悉的先輩人物來評定康有

為，對康表示了理解。梁啟超與宋恕往來較密切。他將宋的《卑議》列入了《西學書目

表》。可以說梁在與宋恕的交往中受到的人格衝擊勝過乃師。《時務報》展開的變法主張以

興辦學校為中心。這與張經甫、宋恕提出的「廢時文」（後宋恕將其發展成「改試令」）是

一致的。然而關於「開議院」梁則認為「強國以議院為本，議院以學校為本」36，主張先從

教育著手，後進行制度改革。這與宋恕主張從「改官制」著手形成了對照。學界指出了晚清

儒學經世思想中有提倡實學的廣東學派與以制度安排為本位的「浙東學派」37。這可以作為

兩派看待現實問題姿勢不同的一個說明。

但十九世紀末廣東派與浙江派在上海的爭執不只是學派的不同，也是兩種對外來衝擊不同態

度的衝突。有學者認為，康有為主要是在社會、政治觀，而章炳麟則是在思想方法上接受西

學38。這也表現在他們的日本觀及如何取法日本的看法上。

梁啟超認為「中國日本，同立國於震旦、畫竟而治、各成大一統之勢」39。這與黃遵憲的

「立國扶桑近日邊，外稱帝國內稱天」的日本觀相附。這一日本觀把日本看作自成一方，與

中國無涉的孤立存在。而宋恕則視日本為中華世界秩序中尚保持秦前文化的特殊成員。對明

治日本吞併流球、侵入朝鮮、發起甲午戰爭兩派都十分關注並保持警覺。但甲午以後，康有

為開始視日本為西方列強之一：「俄北瞰、英西目炎，法南瞵，日東眈，處四強鄰之中而為

中國，岌岌哉！」40宋恕在甲午戰後，記錄過一個夢：「昨宵夢登泰岱最高頂，正值日出東

海照扶桑。」41可見宋恕在對傳統文化進行現代拆散與重組的過程中，已把文化取向轉向了

近代日本。他在甲午戰中看到了人類歷史全球化的趨向。這一認識被晚清後期的變法家多次

表述過42。這表明了他們的共識──只有通過與近代日本的意義生活世界的接觸，中國才能

從政治意識的層面融入到全球化過程中去。

廣東派把日本看作一孤立的存在，因此對崛起的日本提出了應該學習甚麼的問題，而浙江派

把日本視為中國內的一員因此提出了應該怎樣學習的問題。不同的日本觀是變法思想的根本

分歧點。

梁啟超認為日本當局，「變法則獨先學校，學校則首重政治，採歐洲之法、而行之日本之

道，是以不三十年，而崛起東瀛也」43。這就是以近代教育培養新型官僚，通過新型官僚建

立民族國家的模式。因此，廣東派的價值取向是國家主義，而日本提供了建立民族國家的模



式。關於變法步驟，梁主張：「其能如日本之已事，先自數省者起，此數省者，其風氣成，

其規模立然後浸披靡，以及他省。」44這就把日本置於中國變法運動起點的位置。這與同時

代變法家的行動樣式相一致。在怎樣推行變法的問題上，梁認為「凡受命為新王者，布政施

教於天下，必先與民變革焉」45。而宋恕則主張導入議院制。

孫寶王宣在1897年（丁酉）主張：「鄉立議院，家出一人入，議治一鄉事。縣立議院，鄉出

一人入，議一縣事，……合大地立一議院，國出一人入，議治萬國事。」46這是從晚清「浙

東學派」的全球化的大同思想發展出來的世界秩序觀。在此，我們可以看到浙江派的變法思

想內藏一指向大同世界的政治原理。

丁酉年初，孫寶王宣從宋恕推荐的《顏氏學記》中受到啟示，發現「三代」不是儒家理想中

的教條，而是存在於經典之外的在生活世界中具有生命力的制度47。這一年，他們圍繞「三

代」展開了討論。7月孫謁見李鴻章。李對他說：「吾大臣，天子之牛馬也。汝輩猶蟣蛩。」

孫聽後感嘆道「三代下，人主如驅牛馬行亂草中，末受踐踏者，幸也。」48這表明浙江的變

法志士對天子─大臣─庶民這一階層序列開始懷疑。那麼「三代上」是怎樣的社會呢？9月宋

恕發表了下述見解：「儒家宗旨有二：尊堯、舜以明君之宜公舉也，稱湯、武以明臣之可廢

君也。」49原來，探討「三代」的社會原理是為了給現實的變法運動尋找根據。10月章炳麟

對宋恕、孫寶王宣說「三代上，授田法行，故其民自稱食毛踐土」。而唐以後為君者「踐民

之土，食民之毛而已」50。這些議論的焦點是君權的正當性。他們意識到了三代以後權原的

顛倒51，企圖在復古中求變法。這反映了中國第一代新興知識階層重組價值體系的動向。他

們要求改革舊制度，建設新制度，調整君臣官民關係。

隨著「三代」從作為正統儒學的價值資源向重組價值體系的感情資源蛻變，對儒學的關心也

開始脫離僵化的教條。

譚嗣同在《仁學》中說：「日本之勝，則以善仿效西國仁義之師，恪守公法，與君為仇，非

與民為敵」52這與浙江派的甲午戰爭觀是一致的。顯然，在譚的腦中有清帝與明治天皇兩個

不同的君主形象的對比。在改革家意識中開始萌生對傳統權原觀念進行價值顛倒的文化主義

世界秩序觀。從譚的言論中，變法志士可以獲得道德假想中心由清帝向明治天皇轉移的暗

示。由這一「回心」所產生的對人類前景的展望可以說明甲午戰後的十年，為甚麼中日關係

由敵對轉向友好。甲午以後，普世王權的變化是發生在觀念上的──由「天子─庶民」的君

主形象向「君權與民權合」53的君主形象過渡。這一君主觀念的變化形成於同近代日本的對

立關係中，同時又轉變成對居上者「散權」或「讓權」的要求。

宋恕1896年4月與譚嗣同54、1897年1月與章炳麟在上海相識55，譚的《仁學》稿本就是宋給章

看的56。1897年以後一種新的君民觀開始在變法志士間傳播。這引發了一場「三代」與君民

關係的對話。戊戌年間，宋恕與孫寶王宣圍繞應如何變法，怎樣向日本學習展開了討論。

宋恕知道：「日本為數千年一姓相傳之國，君臣官民氣最結固」57，但其人心何以能然」這

一問題一直困擾著他。孫寶王宣認為：「是仍封建之利也。地小而君與民各相親，所謂士食

舊德，農服先疇，上下之情易以通矣。」58據此，宋恕提出了「中國欲步武秦西，必先復三

代，由三代然後進於泰西」59的變法論。而「三代」是怎樣的社會呢？宋參照日本，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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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描繪成「蓋地小，耳目易固，其賢人易得志，鄉閭三議有權，君不必甚愚其民」 。近

代日本是作為「三代」的活樣本反映到清末變法思想中來的。在這樣的認識上，宋恕從制度

論的角度，以日本維新前的幕藩制度為藍本，提出了限制君權的變法方案：「能大開上下議

院，自宰相督撫以至州縣，咸由公舉，行之十年，則十八省必可進至倭人末變法以前局

勢」61。這從日本維新史的角度看是「復古」，但從變法論的觀點看卻是創新。宋將這兩個

視點同定在他的變法思想中了。這是對「小」社會的發現。怎樣才能實現「小」社會人倫觀

念與溝通體系的自律發展呢？這是一代變法家關心的原點。

孫寶王宣是理解宋恕設議院的用意的。他解釋說：「惟先設議院，以紳其權，而後徐辟其

智，則民心已平，而無所爭。」62「設議院」是維持普世王權的權威，同時又滿足民權要求

的調適方案。對宋來說，變法意味著社會組織原理的變更。其目的是要限制君權，伸張民

權。向限制君權的方向發展就是憲政論，向民權的方向發展就是反滿論。宋恕構築的是一種

可以包含這兩種傾向的變法原論。「復三代」實際上宣告中國的社會結構向全球地方化的方

向轉變。

戊戌政變後，宋恕認為與中國變法相比，日本實行改革「三十年而爭衡泰西」的原因有四

點：「一封建末改，獲藩兵助也；一國中一家，無滿漢別也；一處士皆世家，有權力也，一

文武合一，操論議者能將兵也。」63在回答戊戌變法為甚麼失敗時，作為思想範式的日本又

一次進入了變法志士的視域。孫寶王宣解釋說：處士（藩主）「歸權於天子，天子總其綱，

復散其權於庶民，蓋其得操縱之意焉，國有不治者乎？」64孫已認識到，在日本，天皇制是

國家與社會張力的調節器。變法思想家通過日本，看到君權可以在西方政治制度中受到限

制，同時又認為這是無為而治的傳統君主理念的近代復活。在此，開始萌發出「君」與

「民」皆參與其中的「公權」觀念。在東亞史上，君權可以受到制度的限制，這本身是具有

畫時代意義的事件。

章炳麟發現：「一人之尊，日以騫損，而境內日治」65。溫存著普遍王權的理念而實際上限

制君權的制度出現在中國變法志士面前，帶來儒學表層結構的崩潰。「家庭一帝國」同構體

中的傳統國家觀念喪失了正當性以後，又帶來了傳統家庭觀念的解構。中國的社會結構開始

由傳統向近代轉變。

宋恕認識到中國社會結構與日本不同，所以主張把日本作為「秦前」的價值泉源，對中國進

行文化主義的現代改革。章炳麟的反滿主張繼承了這一立場。而梁啟超在日本發現了民族國

家，主張對中國進行國家主義改革。這是對日本國內價值中立的亞洲主義與民族主義兩種思

潮的回應，構成了作為思想範式的日本觀的兩個側面。

三 更 新 範 式

宋恕在甲午戰前已從文化上發現了正在崛起的日本，開始向日本尋找其變法論的根據。這一

傾向戰後反而加強了。

宋在寫於甲午戰後，但末提交的〈籌邊三策〉中認為「日本小國，固不足懼，俄、英、荷、

法、密邇四邊，軍制不新，何以禦侮？」66這表明宋並末把日本看作危及中國的主要敵國。

宋在給張騫的信中也表明：「倭不足患，患在角、巢」67戰後，宋恕對以金、宋關係比附日



本的與論提出了不同看法「不知金為宋仇，日非我仇，理絕不同；宋民憤金，我民樂敵，情

絕不同；韓、岳屢勝，我無一勝，勢絕不同。」68宋把中國傳統的民族主義轉換成了對日關

係的文化主義，提出了社會結構變革、更新學術與國民性的三重課題。

宋恕的應急方案是在各省設團練大臣，府、廳、州、縣各設團長，以軍制補救吏治69。這就

預告了由太平天國後成立的地方團練向地方新軍的發展。改革軍制成了地方高官與變法志士

的共識，促成了以省都為中心的地方改革。浙江成為中國第一個向日本派送留學生的省份並

聘請日本軍人興辦武備學校也在這一變法思潮中應運而生。

從意識到「患在角、巢」的變法思潮向辛亥革命過渡仍可以理解成是中國社會對滋生在清末

社會中無組織力量的調節作用。宋恕認為「日本崛起黃人，興學尤銳，師白宗儒」，因此主

張「改制新民」70。欲「師白」所以要求改制，這意味著晚清中國社會對無組織力量的調節

方法已不是恢復傳統的郡縣制建構。「宗儒」要求復甦「官天下」的治世理念與重建文化主

義的世界秩序。宋恕「改制新民」的主張是基於在西方文明衝擊下發生了周邊對中心、下對

上、小對大的社會力量逆轉這一事實。這在「民主」一詞的意義轉釋過程中可以得到證實。

由西方衝擊到要求「官天下」，由「官天下」到接受西方「民主」觀念。表現規範價值的新

觀念是通過體制的變動吸收到傳統文化中來的。

宋恕的復古志向一方面來自清學學統，一方面是出於對現實──經世的關心。宋恕1897年曾

向孫寶王宣透露過下述經世構想：「富天下：墾荒、均田、興水利；強天下：人皆兵、官皆

將；安天下：舉人材、正大經，興禮樂」71。「富天下」是要「極力求富而藏之於民」。這

是對西方權原在民的國家原理的理解而提出的改革要求。「均田」是從經濟制度上對「家庭

─帝國」同構體的的挑戰。「強天下」是對近代民族國家文化原理的理解而提出的、要求將

帝國解構成過程中滋生的無組織力量吸收到主權國家建設中來的改革要求。「安天下」要求

重建文化主義的世界秩序。宋恕看到了「小」社會的自律發展與收刮「小」社會的財富是出

於兩種不同的富強觀的社會統合理念。

映在變法志士眼中的明治日本是三代「家國無甚分別」72的國家形象。隨著晚清邊疆危機的

加深，變法志士開始把視野移向了中國與周邊朝貢國的關係上，發現了朝貢體制的文化原

理，並以此要求改革中國郡縣制的社會結構。宋恕認為：「三代時諸侯屬天子，除新封子弟

各國外，不過如朝鮮、安南之屬我大清，官制、服制皆仍舊，一切政治聽其自主，所定者貢

獻之禮而已。」73這是根據朝貢體制的原理要求權原的轉換，其指向是郡縣制下的政治體獲

得自主運作的制度。

變法思想家從日本發現了近代民族國家內部的統合原理。而中國中心的世界觀的解構是以西

方衝擊為非歷史的威力進行的。天皇制日本以其「家國」的原理成為連接再建中國地方政治

體與重構文化主義秩序觀的接合點。在此，解構與重建保持著文化上的連續性。

攻擊法家是為了重新展現儒學的現代價值。宋恕通過日本發現了近代「家國」的社會模式。

同時，他認為孔子的志向在「廢封建」，從儒學遺產中讀出了重構文化主義世界秩序的遺傳

密碼。清末變法家所依據的仍然是經過孔子提煉過的「官天下」的治世原理。因此，孫寶王

宣主張「能變法而歸於禮，則漸可以復古」74。事實上「禮」、「仁」的價值觀並沒有變，

只是權原開始由「君」向「民」移行。

宋恕是依據傳統文化內部反專制主義傳統與超越傳統的烏托邦思想來對傳統文化功能障礙進



行反思的。傳統內部的反專制主義傳統是受容外來民主思想的感情資源，而超越傳統的烏托

邦思想又促使宋恕從日本傳統文化中吸取復甦傳統的文化養料。

宋恕的變法思想反映了受容西方「民主」觀念的過程。他認為西方民主制起源於「有王不如

無王」75的思想傳統。而華盛頓「堅拒諸將奉為皇帝、世襲之請」76就是晚近的一例。在中國

君主制與西方民主制的相遇中，宋恕把注意集中在更高層次的綜合上。這就促使宋去發現並

重新評價中國的反專制傳統思想。他發現「《周易》確寓民主之義，如天地為否，地天為

泰。世說封義的《乾》之二爻與《坤》之上爻對易，使上六柔弱下賤之民處君位，九二剛強

之君反處無用之地也。」77西方「民主」觀念顛倒了中國天上地下的宇宙觀的同時，也要求

修正視「君」為權原的秩序觀念及正統儒學意識形態中對君臣官民關係的話語。

變法運動期間，宋恕看到了作為制度的民主與富強有內在的關聯：「黃種之國，獨日本議

院，故日本最治。」78近代日本作為一種制度的話語帶有了改革中國傳統政治制度的實踐意

義。在宋恕的視域中，中國皇帝與日本天皇處於一強弱轉換的對照關係79。

本來，在儒教傳統中，王權是道德假想的中心點，而當變法家發現了這一中心點在西方的國

家觀念中不是一個道德問題而是一個體制問題時，必須進行國人道德革新的課題就登上了日

程。但在日本，明治國家還是建立在家庭倫理「孝」與國家倫理「忠」這一儒家的道德觀念

上的。在那裏，近代國家建設是通過溫存並特化傳統中的「忠孝」觀念達成的。當近代國家

不是靠道德而是靠法律運作時，「孝」就獲得了其自身的價值，而「忠」就被國民統合體的

共同意識所取代。「忠」、「孝」本來是維持三綱的德目。在以民權為基礎的近代民族國家

裏，失去了把「三綱」與「五倫」鎖在一起的政治前提，因此，儒教倫理觀所包含的價值也

分別獲得了解放。當傳統的倫理觀在新的政治前提下重新被賦予意義的時候，作為思想範式

的正統儒家思想失去了立足之地，開始走向現代轉變。新範式就在這一過程中出現了。

結 論

宋恕將「三代」與近代日本同定的思維過程已完成了黃宗羲提出的轉換「君」與「天下」權

原關係的課題，使中國的治道走上了全球化的軌道。學界把宋恕歸入急進主義80。而宋恕本

人並不認同於急進主義。他在1907年還認為「欲破排滿逆說，非先破民族主義不可！欲破民

族主義，非先立大同主義不可！」81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目標是建立主權國家。宋擔心的是

國人受到主權國家觀念的咒縛，從而封住了使中國整體通向現代世界的路徑。

日本學者柳父章根據他的「寶石箱效應」論指出，在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的意識裏，God翻譯

語的上帝作為本原論批評的詞匯起了關鍵作用。洪秀全從未知的「上帝」感知了莫大的觀

念，把自己歸屬的現實供為其對立面。「寶石箱效應」是指先於需要或意義，物訴諸於人感

官的效應。對一個文明來說，在異質的新的物進入時，最初學者必須要通過「寶石箱效應」

的時期82。筆者認為中國近代思想史上急進主義的起源也可以追溯到洪秀全依據「上帝」對

傳統中國的批評方式。其特點是憑據一外來的具有規範價值的觀念對傳統文化與政治制度發

起正面的總體論攻擊。確實，中國近現代思想史都帶有這一傾向。而傳統文化陣營在此衝擊

下開始發現並重新評價在傳統文化中反專制或脫逸傳統的人文傳統。他們採取的戰略是拆散

正統儒學的價值系統，重創新範式，從傳統內部更新傳統。



宋恕對日本傳統文化的發現，了解他們所表達的世界觀，使他獲得了在儒學裏做「文藝復

興」運動的思想根據83。在考察日本維新史並與日本儒學所表達的世界秩序觀接觸過程中，

宋發現秦後儒學的治世理念已不復存在，於是對中國史上批判正統儒學思想的人物進行再評

價。這就在近代中日間營造了具有現代性質的「文化交流場」。從這樣的時空同定與權原置

換的話語中，正統儒學思想中的君主觀也開始從主體變成客體。儒者以文明自負，在社會大

轉型期，又開始思索文明整體向現代社會的轉軌。他們在要求回歸自己所屬的「小」社會的

同時，開始尋找更高層次的統合原理。

熊月之暗示了宋恕與魯迅認知傳統時思想方法的繼承關係84。魯迅青年時的二位老師俞震

明、章炳麟是宋恕的變法同志，而魯迅的好友許壽裳是宋恕的學生，邀魯迅給新青年寫稿的

錢玄同的哥哥錢恂也是宋恕志同道合的朋友。宋恕的變法思想在這樣的間文化角色網中得到

承傳。許壽裳稱宋恕是一位「傳大的革新運動者及文化批評者」85。第二代中國新型的知識

份子所面臨的正是宋恕通過文化批評提出的文化再建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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