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旨在參與顧彬和劉小楓二位

先生關於中國之革命觀念問題的爭

論。顧彬先生嘗作〈上帝病—人病：論

中國和西方的不完美性問題〉（下簡稱

顧文）1，而劉小楓先生則作〈儒家革

命精神源流考：回應顧彬教授的「上帝

病—人病」〉（下簡稱劉文）2，顧、劉之

爭論由此而起。如文題所述，本文的主

要內容是對劉文的駁正，故此有必要

先表明我對顧、劉爭論的一般看法，

藉此也可為下面的論述定一基調。

按劉文的概括，顧文的核心觀點

是將現代中國革命的精神之源歸諸從

西方近代開始的基督教世俗化運動，

劉文認為這種看法當以謬論視之。劉

文在對這種謬論痛加指斥的同時，提

出現代中國革命在精神上本無需外

求，古代公羊家的聖人改制精神和心

學的成聖人精神即是現代中國革命者

的精神資源。我的看法主要是針對劉

文的，即現代中國革命的精神之源不

可能是古代思想的順理成章的發展。

沒有來自西方的思想影響，不可能產

生現代中國革命精神。

一

在劉文所考的儒家革命精神中，

「素王革命論」是個核心問題，它被看

作現代中國革命的兩大精神資源之

一。概括地說，劉文所理解的「素王革

命論」要義有三：一是素王是嘴上的或

紙上的革命家；二是素王有道德或制

度理想而無實際的王位；三是素王荷

有天命。如果劉文在有限的範圍內闡

釋這一思想，應當是可以接受的，但

劉文的闡釋恰恰缺少限制，以致他所

說的「素王革命論」遠離了思想史的實

際。

劉文是明確認為孔子就是素王

的，僅此一點就會引起劉所不屑的考

據爭執。西漢首先說素王的是董仲

舒，但董氏只是說了「素王之文」，從

中得不出素王是孔子的結論。至東

漢，何休和鄭玄都說孔子是素子，為

甚麼東漢人說得如此異口同聲呢？他

們的根據是甚麼呢？就是緯書7的《春

秋演孔圖》。何與鄭都是信緯的人，他

們把緯書7的說法引入經學，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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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遂越來越多。不過，懷疑此說的人

也大有人在，因為緯書之說向不為醇

儒所取，不能說是儒家思想的正宗。

清代今文學家皮錫瑞主張公羊家所說

的是「春秋素王」，不必說是「孔子素

王」3。這是今文學中的平實之論。

我們姑且接受緯書中稱孔子為素

王的說法，也姑且接受孔子有「端門血

書」之符而受天命；我們應當考察孔子

所說的素王是怎樣的素王，孔子所受

的天命是甚麼天命。孔子當然沒有說

過自己是素王，但孔子似乎相信自己

有天命，他所自信有受於天的天命是

傳續斯文，也就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之道。請注意，在孔子之前的斯文之

道中，已有了堯舜禹湯文武與周公的

身份差別，周公在這個道統中的意義

是不可忽視的，正是周公為帝王和非

帝王劃出了天命的界限。在周公之

前，帝王和聖人是一體的；在周公之

後，帝王不必是聖人，聖人不必是帝

王。以周公為結尾的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之道是聖人之道，傳承這一道統的

可以為聖人，但不一定為帝王。劉文

說革命家有兩種，亦即幹革命的和說

革命的，這是很有意思的區分，但要

知道，在這二者之間有一條不可逾越

的鴻溝，這就是天命，而這道鴻溝使

得說革命的無權轉為幹革命的。即使

孔子真有「端門血書」之類的天命符

瑞，也只能說受命作《春秋》，而不是

受命做帝王。

劉文注意到了有天下者都應有德

這一情況，但卻忽視了從這一情況不

能必然推出有德者應當有天下的結

論。劉文很任意的給素王的「素」字加

上了一個意義——「當為」，由此推論

出：革命起因於德者應當為王而沒有

當王，有德無位而應當為王者才是素

王，素王和革命由此乃二而一之義。

這種說法不見於漢代的公羊學，是不

能成立的。按我的理解，所謂「素王革

命論」不是孔子應當為王而因為種種原

因沒有當成，所以忍不住起來說革命

或幹革命。孔子是實現了他的天命

的，他的天命就是通過作《春秋》而制

訂「一王之法」。孔子雖然制訂了「一王

之法」，但當時沒有王足以當之，所謂

素者，空也，只有將來才可能有王實

現孔子的「一王之法」，在孔子之世還

只能是個空位子。漢人說孔子為漢立

法，就是自認他們才是那個空位子的

真正主人。

我們不妨用下面的示意來說明帝

王、聖人以及素王的關係。在下述示

意中，帝王有帝王的天命，聖人有聖

人的天命，無論是對帝王還是對聖人

來說，素王都不存在，但如果不假定

素王的存在，帝王天命和聖人天命都

無法得到更新和延續。要把天命、帝

王、聖人、素王的關係說清楚，先要

說明孔子為甚麼作《春秋》。按公羊家

的解釋，孔子作《春秋》是為了「撥亂反

正」，一個帝王應天命而建立了一個天

帝王天命 1 —— 帝王 1 聖人 1 —— 聖人天命 1

素王 1 　

帝王天命 2 —— 帝王 2 聖人 2 —— 聖人天命 2

素王 2 　

帝王天命 3 —— 帝王 3 聖人 3 —— 聖人天命 3

素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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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會由治到亂，這時就會有個聖人出

來「撥亂反正」。聖人的工作倒不是幫

助目前的帝王改革現在的政治，他做

的工作是¾眼於將來的，聖人會對舊

統加以損益，建立新統的理想，也就

是「一王之法」，等下一個應天命的帝

王把它實現出來，這個過程就是「撥亂

反正」。從公羊家的「三世說」來看，就

是「據亂世」到「昇平世」到「太平世」的

過程。因為這樣的一個過程並不是在

一個統內完成的，它實際涉及了舊統

和新統的轉換，所以人們可以把它視

為一場革命。聖人所建立的新統理想

當然是不適合舊王的，而新王還沒有

出現，這時候與新統相對應的就是素

王。素王預示了新王的出現，帝王之

天命將由此而更新換代；素王同時預

示¾新聖人的出現，在下一代由治到

亂的時候，仍會需要「撥亂反正」。在

一場必然發生的革命中，帝王和聖人

的分工是明確的，他們各依其天命而

行事。而在這個革命中，聖人並不是

實際的革命者，一個聖人無論道德如

何高尚，制度上有怎樣的理想，他都

不能從幕後走到幕前，從說革命的變

成幹革命的。

大體而論，在漢人制訂的正統思

想中，帝王和聖人都荷有天命，天下

是帝王的，而制度是聖人的。幹革命

就是要革帝王的命，要改朝換代；說

革命就是革聖人的命，要制度維新。

就像我們前面示意的那樣，新的帝王

要建立新統，同時也要施行新的聖人

制度。王莽就是突出的一例。在這樣

的情況下，就像我們期待五百年必有

王者興一樣，我們也期待五百年出一

個新聖人。但是這樣一種理論，就像

一道沒有算完的題一樣，在漢代被半

截擱置了。從反革命的方面看，阻止

革命的徹底手段即是防止新聖人的出

現，漢人既相信孔子在前世為漢立

法，難道會想不到漢代會有個新「孔

子」為將取代漢代的新世立法嗎？漢人

採取的防止新聖人出現的辦法十分高

明，先是西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

儒術」，後是東漢光武帝推重讖緯，進

一步神化了孔子的形象。這樣一來就

不可能有超出儒家的思想，而儒家7

也不可能有超出孔子的聖人。漢代之

後，孔子之尊愈隆，歷代帝王自覺地

繼承¾漢代的做法。宋代的《春秋》學

者更是直截了當地反對漢代的孔子為

漢立法說，認為孔子是為千秋萬代立

法，不會再出現新「孔子」和新的「一王

之法」了4，帝王的命還可以革，聖人

的命卻再也不能革了。

現代學者之強調孔子為革命家，

多認為孔子為漢立法乃是制度革新，

這種看法不符合歷史實際。在漢人看

來，孔子為漢所立之法非常重要又非

常單純，無非是大一統之正統觀念。

漢人之實際政治制度，或承自秦，或

自加損益，與孔子實在沒有直接關

係。以漢承秦制而論，秦制之髓是商

鞅以降的三晉法家定制，戰國魏李悝

曾著《法經》，商鞅施行於秦，而後漢

興，蕭何損益之，成為九章。我認

為，先秦沿河一線多有法家，由西向

東，三晉法家最醇，西河法家近儒，

齊地法家近道。漢初先承秦制，即用

三晉法家之學，很快轉向齊地無為之

道法家，又轉向西河傳經之儒法家，

終於歸尊於儒術。這是實際政治制

度，必須切合實際情況。而漢人宣傳

的孔子所立之法，乃指正統說而言。

關於漢代之正統說，依饒宗頤

《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所考，其初義

源自《大戴禮記》，本於陰陽幽明之

說，以曆正建春之旨；其後至董仲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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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大一統之說，遂增加了正月、中

國、服色三義；再至後漢則多從帝王

受命說正統5。這類正統觀念當然也

實施於制度，但僅及於帝王之上層建

築，在一般情況下並沒有具體的現實

政治作用。

如果說漢人之正統說乃以帝王為

核心，那麼宋代以降爭論紛紜的正統

說則是以聖人為核心。這一改變表明

在古已有之的正統論中道德傾向的勢

力正逐步上升，且越來越嚴厲。開國

之帝王本是實際的革命者，當天命論

佔上風的時候，應天命之帝王是在道

德之上進行革命的，至此又被拉回道

德中接受評判。正統之說雖為聖人所

創，但其立基在帝王之天命，帝王本

至高無尚，其對於聖人所創政教，擁

有選擇之權力，如漢武帝既可尊儒，

亦可黜儒；但到宋代，儒者乃持聖人

之標準評說歷代帝王，歷代帝王革命

正當與否，均應按人之標準加以衡

量，與聖人萬古不變之地位相比，帝

王不過如往來之過客而已。在此不妨

以明魏禧之《正統論》為例，魏氏之論

承自方孝孺，方氏之論承自朱熹，可

視為自宋至明正統論中道德傾向的代

表6。魏氏將古今之統分為三類：「一

曰正統，以聖人得天下，德不及聖人

而得之，不至於甚不正，功加天下者

亦與焉；二曰偏統，不使天下歸於一

統，擇其非篡弒居中國而強大者屬

焉；三曰竊統，身弒其君篡而其位，

縱能一統天下，終不與之正統，而著

之曰竊統。」魏氏三統中的正統，言聖

人得天下，乍看頗合劉文的聖人革命

說，但參合歷史，則可知其中隱情甚

深。能被算做正統的革命應當符合道

德的要求，而符合道德的革命的大限

是不能篡弒的，這樣就在革命問題上

打了一個死結，革命成為一種極其特

殊的情況。按照這個標準來看，符合

道德的革命只能有三種情況：一是禪

讓；二是驅逐外虜；三是殺弒君之

賊。前兩者顯然不是常例，而第三者

最能看出宋明人以道德說正統，完全

是抑制革命之論。在魏氏的正統論

中，弒君者當然不道德，但討伐弒君

者卻顯然是道德，也就是說，如果遇

不到禪讓或驅逐外虜一類的機會，第

一個革命者必定是不道德的，第二個

革命者才是道德的。顯然，誰也不願

意做第一個革命者，都等¾做第二個

或者第三個革命者，但如果不出現第

一個革命者呢？曹操在東漢末年曾感

慨說，如果沒有年幼的漢帝，不知有

多少人會稱王！曹操也是想稱王的，

他曾自謂如獲大寶，可以做周文王，

但無論曹操如何自負，終究不能突破

道德禮法之限制，當孫權建議他上尊

號時，他清楚地知道孫權的用意是使

他落入違背道德的境地，就像把他放

在火上烤一樣。儒家革命思想總是與

正統觀念協調，這是儒學中史學之通

識。

二

劉文在研考過公羊素王革命論之

後，直接宋明的「心學成聖論」。所謂

「心學成聖論」，被認為是現代中國革

命精神兩大思想資源的另一個。劉文

通過素王研究認為，素王就是要革命

的，素王革命論已經解決了革命的理

由問題，現在的問題是素王是怎麼來

的。劉文既說孔子是素王，並說素王

即聖人，那麼宋明理學（特別是陸王心

學）中的成聖論，也就是成素王論，但

因為劉文所理解的素王是生不逢時的

帝王，忍不住就要革命的，所謂素王

如果說漢人之正統說

乃以帝王為核心，那

麼宋代以降爭論紛紜

的正統說則是以聖人

為核心。這一改變表

明在古已有之的正統

論中道德傾向的勢力

正逐步上升，且越來

越嚴厲。開國之帝王

本是實際的革命者，

當天命論佔上風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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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家論。

宋明儒家所講的成聖論，是從佛

教的成佛論來說的。呂澂在和熊十力

辯論中國佛教的基本問題時指出，佛

教的中國化緣於中國學者在佛經翻譯

及解釋中將印度佛教的性寂說改為性

覺說7。這樣的一個改變並沒有使中

國人把釋迦牟尼看作是神人，而是將

之看作與孔子、老子同等的聖人。魏

晉南北朝時，一些佛教學者甚至極力

想把釋迦牟尼放在孔老之前，但當時

及至唐宋之後，很少有人不是並列地

看待這三位聖人的。這樣，儒家從成

佛論轉化出了成聖論。

上述說明，可以使我們知道成聖

論的局限。成聖論不是革命論，因為

它是不反對聖人的，比如王陽明的成

聖論就是不反對聖人的，反對聖人的

是他的後學，特別是墜入禪宗末流的

明末狂人李贄。但李贄的思想在當時

卻雷聲大雨點小，關鍵是同屬王學的

主流思想家們，如東林黨人，從現實

出發反對這樣的「狂者胸次」，而使儒

學轉向了經世致用的方向。

關於所謂的「心學成聖論」，涉及

一個更基本的問題，即「內聖外王」問

題。嚴格地說，這個問題是現代新儒

家的問題8，不算是古代儒家的革命

思想，但劉文卻把它們當作理解中國

古代儒家革命思想的出發點。劉文自

述其考述次第為先通過對新儒家思想

的考察，得出某一儒家革命精神，然

後再推之往古，看看這種儒家革命精

神是如何逐步形成的。這樣的方法倒

不一定必然導致錯誤的結論，但的確

存在¾某種危險，因為新儒家是現代

背景下產生的新思想，儘管他們虛擬

了一個從古至今的道統，實際上他們

的思想和古代已經很不相同。我所謂

的不相同，並不僅指思想在同一路線

上的可能變化，更是指我們也許不能

把新儒家看成古代儒家思想的自然繼

承者。因此，當人們過於相信新儒家

虛擬的道統，並沿之上溯往古時，就

會把新儒家的變異色彩塗抹到古代，

反而遮蓋了古代儒家思想的真相。我

認為劉文從新儒家的「內聖外王」上考

古代儒家革命思想的源流，就屬於這

種情況。

劉文反對顧文認為中國古代思想

不以追求完美性為主要特徵，而認為

追求人和人世的完美性一直是儒家精

神的基本性格之一。劉文的推論方法

是，既然新儒家如此，古代儒家也就

如此。這顯然是以新儒家之偏概古今

儒家之全了。如果說人的完美是「內

聖」，人世的完美是「外王」，那麼「內

聖外王」即是對人和人世完美的追求。

這樣理解劉文所述的新儒家，理解劉

文所說的儒家精神的基本性格，可能

不會有太大的曲解。也許我孤陋寡

聞，我沒有發現古代儒家在此意義上

說「內聖外王」的例子。也有一種可能

是無其名而有其實，宋明儒家說的成

聖之學大體可以說是「內聖」之學，但

宋明儒家的成聖之學並未直接地或自

然地聯接了所謂「外王」之學。新儒家

學者一般都承認宋明儒家「內聖」之學

強而「外王」之學弱，其實這不是一個

強弱差度的問題，而是在古代學者看

來，「內聖」和「外王」之間未必存在¾

新儒家認為的那種聯繫；或者說，在

古代學者看來，「內聖」和「外王」之間

的聯繫也許是必要的，但卻不是充分

的。新儒家學者每舉《大學》所謂「三綱

領」、「八條目」作為「內聖外王」理想之

濫觴9，但從《大學》到宋明儒家講的

都是一種有限的個體完美論。所謂個

體完美論，是說每個人都可以通過諸

嚴格地說，「內聖外

王」這個問題是現代

新儒家的問題，不算

是古代儒家的革命思

想，但劉文卻把它們

當作理解中國古代儒

家革命思想的出發

點。這樣的看法存在

1某種危險，因為新

儒家是現代背景下產

生的新思想，儘管他

們虛擬了一個從古至

今的道統，實際上他

們的思想和古代已經

很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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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三綱領」、「八條目」之類的修養功

夫而達到個體之完美和價值之實現，

它是成聖論，每個人都應成為聖人，

聖人多了，世界就會好起來。以我們

討論的問題而論，普通人照此修養可

以成為聖人，帝王照此修養可以成為

聖王，但顯然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

即普通人照此修養可以成為帝王。尤

其重要的是，如果成聖之路最終轉出

成帝王的話，很容易進一步推論出轉

成帝王的聖人會把自己的成聖經驗凝

結成某種制度，從而通過這種制度，

反過來塑造個人，使每個人都成為聖

人。如果是這樣一種設想，即可稱之

為制度完美論，是一種十分危險的

理論。古代儒家在戰國時代就有了

孟荀的分別，大略言之，孟子重個

人，荀子重制度；孟子主性善，荀子

主性惡。孟荀大儒，雖說有異同，後

世均有推崇，而保持其異同也是有益

的，這是古代儒家思想之精義所在。

如果取孟子之性善，復加之以荀子之

制度，則成「內聖外王」之制度完美

論，此是新儒家之學，不敢說自古有

之。

有清以後，清初諸儒對宋明儒家

頗有反對，而集中之點即是宋明儒家

空疏的成聖之學，顏元嘲笑宋儒的成

聖之學於事無補。如在顏元看來，聖

人就應當建功立業，但聖人憑藉建功

立業的東西並不是宋明儒家的成聖之

學，因此清儒並沒有想辦法讓宋明儒

家的「內聖」開出甚麼「外王」來，其學

術或入經世致用之術，或入經學，都

是向徵實的路線發展。這表明「內聖」

之學和「外王」之學被理解為兩回事，

「外王」之學別有依據，不可能從「內

聖」之學中開出來。清代學術的這種變

化導致了宋明儒家成聖之學的萎縮，

或說被限制在一定範圍內，這雖然重

要但不是萬能。新儒家或許說其所謂

「內聖外王」與傳統之說有「直通」與

「曲通」之別，但無論曲直，總是在一

條路線上，這就不是傳統固有之思

想，充其量只能作為一種傳統思想之

發展。

我想仍然討論新儒家和劉文的關

係，討論作為「內聖外王」之基礎是所

謂「內在超越」之理論，「內在超越」之

說可以用來說明「內聖」何以能夠實現

「外王」。比照西洋文化中的超越思

想，人及人世的不完美使人產生超越

的願望，希望通過超越到彼岸以臻完

美。但在新儒家看來，人及人世理論

上並非不完美，不存在也不需要有一

個完美的、靠超越才能達到的彼岸。

那麼新儒家為甚麼還要講超越呢？劉

文在一條註釋中說明了原因，即要解

決德性之聚集和天命的關係bk。在古

代思想中，有德未必有命，但新儒家

要證明有德必定有命，沿劉文的思路

說，就是當德性聚集到一定程度時，

就會產生一次超越，它使自己也試

圖使別人相信上天因為其德性而降命

於其身。這純粹是欺天之見，也是自

欺欺人之見。如果說古代帝王偽造符

應是明白騙糊塗之舉，到了新儒家則

首先自己深信不疑了。當然這種深信

不疑也有好處，因為不存在此岸之不

完美和彼岸之完美這樣兩極，所以未

超越的內在和超越後的實現出來的內

在，沒有甚麼不同，「內聖」與「外王」

是一而二、二而一。但超越之必要雖

與內在無關，卻有超越本身之價值，

這一價值即體現在已超越之人較之未

超越之人更多地被染上了天命色彩，

因此也獲得了強權之力量。

新儒家學者一定不會認同我上面

的分析，因為我是針對劉文所述的

新儒家特色的儒家革命精神而言的。

比照西洋文化中的超

越思想，人及人世的

不完美使人產生超越

的願望，希望通過超

越到彼岸以臻完美。

但在新儒家看來，人

及人世理論上並非不

完美，不存在也不需

要有一個完美的、靠

超越才能達到的彼

岸。那麼新儒家為甚

麼還要講超越呢？劉

文在一條註釋中說明

了原因，即要解決德

性之聚集和天命的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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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理會我的批評。新儒家因為比附康

德哲學而在學理上達到了十分精

微的水平，了解尚屬不易，更遑論批

評？但因為劉文關鍵又關鍵的觀點即

在德性可以招致天命並引發革命，所

以我還不能知難而退地離開新儒家的

領域，仍須冒昧地分析他們何以認定

德性具有如此大的魔力。

牟宗三一系的新儒家將德性比附

於康德的實踐理性，這一比附是其理

論的基石。牟宗三嘗云：「三十年前，

當吾在北大時，一日熊先生與馮友蘭

氏談，馮氏謂王陽明所講的良知是一

個假設，熊先生聽之，即大為驚訝

說：『良知是呈現，你怎麼說是假

設！』吾當時在旁靜聽，知馮氏之語的

根據在康德，——而聞熊先生言，則

大為震動，耳目一新，——『良知是呈

現』之義，則總牢記在心，從未忘

也。」bl我覺得這段故事可以作為新儒

家發展史上的重要公案傳記下來。解

讀這段公案，關鍵在對康德哲學的恰

當理解。康德所區分的理論理性和實

踐理性勿須贅解，我想指出的是這兩

種理性發揮作用時的不同路徑。理論

理性發揮作用的路徑是從感性到理

性，而實踐理性發揮作用的路徑是從

理性到感性，二者方向正相反。馮友

蘭說：「良知是假設」，是將良知比附

於康德之實踐理性，如果要把良知放

在實踐理性由理性開始的路上，當然

它只能是抽象的東西；熊十力說「良知

是呈現」，是按他對王陽明的理解，把

良知放在了感性一端，他沒有比附康

德，無論是實踐理性還是理論理性。

馮友蘭對康德的理解是準確的，熊十

力對王陽明的理解也是準確的。但牟

宗三不知出於何種考慮，把乃師明白

開示的感性呈現的良知，像馮友蘭一

樣比附於康德的實踐理性，而且讓它

以感性的形態去走理性的路。新儒家

顯然很喜歡康德實踐理性所具有的絕

對性和普遍性，但他們不喜歡上帝，

故此設想一個無須由上帝作前提而從

感性出發的良知，它會通過自我超越

達成絕對性和普遍性。但是，一個感

性的、或從感性開始的實踐理性在康

德哲學中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允許存

在的。是不是新儒家發展了康德呢？

對此我無力評論。

回到劉文的儒家革命問題。劉文

認為中國儒家革命精神自始至終就是

現世神聖性的，並沒有也無需一個神

聖化的世俗轉化。這7所說的「現世神

聖性」一語十分難解，如果說神聖性指

某種特殊的天命，那就不是任何人都

可以達到的，也就不能說是現世的；

在出現了人人都可以成聖人的成聖論

之後，其實聖人也就沒有異乎常人的

天命，這時是現世的，但很難說是神

聖的；如果說神聖性只是道德的神聖

光環，那所謂神聖性只是一種形容的

說法而已。在考察了新儒家的「內聖外

王」和「內在超越」諸論之後，我終於明

白，所謂的「現世神聖性」，是指按照

新儒家的路線，完成了從德性到天命

的超越過程之後獲得的一種特權。這

樣的思想是古代所沒有的，而新儒家

有，劉文是將新儒家思想放大到古代

後才得出上述結論。

三

我很贊同劉文說的現代中國革命

精神與某種儒家思想有相近似的地

方。如果就按劉文所做的工作，從現

代新儒家的思想中尋找這種類似性，

並由此得出有限的結論，那是恰當的，

在考察了新儒家的

「內聖外王」和「內在

超越」諸論之後，我

終於明白，所謂的

「現世神聖性」，是指

按照新儒家的路線，

完成了從德性到天命

的超越過程之後獲得

的一種特權。這樣的

思想是古代所沒有

的，而新儒家有，劉

文是將新儒家思想放

大到古代後才得出上

述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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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推廣到古代就不恰當了。這種辨

析之所以必要，是因為在學術界已經

出現了類似的把現代革命與儒家籠統

地古今不分地聯繫起來的做法bm。

現代革命精神與劉文所述的新儒

家類似，新儒家是在西方思想傳入中

國很長一段時期之後出現的。從外表

看，它是作為對接受西方思想太激進

的一些思潮的反動，其中包括作為現

代中國革命精神主要方面之一的共產

主義。劉文戳破了這層外表，指出二

者內7的相通之點，這是很有卓見

的。而我在此想探究的是這樣一個問

題，即傳統的儒家在與西方思想接觸

後經歷了怎樣一個轉折，從而出現了

連通現代革命思想和新儒家的可能

性。

中國現代革命的濫觴應從清末的

歷史變局中尋求。即如劉文所注意到

的那樣，當西方革命思想傳入中國

時，與之結合的是清末的公羊學。不

過，清代公羊學是個複雜的學術領

域，清代中期的公羊學不同於清末的

公羊學，清末的公羊學又有學術的和

政治的不同。與革命有關的公羊學當

是龔自珍至康有為的一系，特別當以

康有為為思想代表。康有為不是先治

公羊，然後從公羊的立場接受西方思

想，相反，他是接受了西方思想，想

找一個中國的模式把它表達出來，於

是選擇了公羊。當時的學者葉德輝就

說：「康有為其貌則孔，其心則夷。」

葉氏又說：「今之《公羊》學，非漢之

《公羊》學也，漢之《公羊》學尊漢，今

之《公羊》學尊夷。」bn我想，說康有為

用西方思想改變了傳統的公羊學，是

一個恰當的評論。梁啟超曾說明康有

為的公羊學與傳統公羊學包括廖平公

羊學的不同，其云：「康先生之治《公

羊》，治今文也，其淵源頗出自井研，

不可誣也。然所治同，而所以治之者

不同。疇昔治《公羊》者皆言例，南海

則言義，惟牽於例，故還珠而買櫝；

惟究其義，故藏往而知來。以改制言

《春秋》，以三世言《春秋》者，自南海

始也。改制之義立，則以為《春秋》

者，絀君威申人權，夷貴族而尚平

等，去內競而歸統一，革習慣而遵法

制，此南海之言也。三世之義立，則

以進化之理，釋經世之志，遍讀群

書，而無所閡，而導人以後來之希

望，現在之義務。夫三世之義自何劭

公以來，久閽昒焉，而南海之倡此，

在達爾文主義之未輸入中國以前，不

可謂非一大發明也。」bo梁啟超的評

論，自學術上看尚可商榷，自公羊學

與當世政治的關係看，則十分精闢。

何以清末公羊大盛，而各家公羊學中

只有康有為的公羊學對現代中國革命

最具影響力呢？關鍵就在康有為的公

羊學中包含了當時人們認為最重要的

西學思想，即進化論。

進化論影響中國，在甚麼方面最

有革命意義？我認為即在為中國帶來

了「新」的觀念。從康有為的進化論公

羊學來看，「新」的觀念在兩個方面體

現出來，而這兩個方面相對於傳統公

羊學來說都是創新之說。

康有為的創新之說的第一個方面

是在革命者方面。康有為的公羊學很

重視素王，他本人可能就想做清朝的

素王。從我們討論過的「素王革命論」

的角度說，素王總是在革命的前世出

現，一個新朝建立時，並不缺少理

想，理想總是在新朝建立之前就已經

被確立好了。但這樣的邏輯在孔子之

後從沒有再推演過，孔子成了其後所

有新朝的立法者，孔子的法也就不會

有甚麼「新」特徵，孔子之後其實也再

沒有甚麼新素王。康有為尊孔子為素

當西方革命思想傳入

中國時，與之結合的

是清末的公羊學。與

革命有關的公羊學當

是龔自珍至康有為的

一系，特別當以康有

為為思想代表。但值

得注意的是，康有為

不是先治公羊，然後

從公羊的立場接受西

方思想，相反，他是

接受了西方思想，想

找一個中國的模式把

它表達出來，於是選

擇了公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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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在孔子為漢立法的意義上做新素

王，到此為止，這些想法不能說違背

了漢代公羊學的義例，儘管肯定受到

宋代公羊學、也會受到理學的指責。

康有為的創新似乎是不得已，因為按

諸公羊學，即使他做素王，也只能為

清朝之後的新朝做素王，清朝的素王

應當由明朝人做，可惜明朝人沒有意

識到他們的責任，現在只好由清朝人

自己來做本朝的素王了。這樣一來，

革命的時序被改變了，革命與革命精

神的時間關係倒轉了，原來總是以「過

去」和「舊」為標誌的革命精神現在是

「未來」和「新」，而且制訂革命精神的

人將及身看到、甚至直接推動他的理

想在當世的實現。

康有為的創新之說的第二個方面

是關於制度理想。康有為認為任何制

度都是進化的，這和中國古代強調三

代政教的政治傳統不合。中國傳統政

治所強調的三代政教是把社會發展的

理想設置在一個已過去的歷史中，它

造成一種「遺範」式的思想習慣，強調

「道惟舊，器惟新」bp，發展被限定在

一定範圍之中。在這種情況下，社會

在「道」而非「器」的意義上也並不是不

進步，但進步不是目的性的，只是被

看作在治亂兩極往復修正的自然成

果。傳統的「三世說」就是圍繞治亂兩

極展開的，而康有為的「三世說」則不

再是循環模式，而是直線進化的。但

在康有為的「三世」中，並不是每一世

都體現¾進化論的，在「據亂世」和「昇

平世」當然是要進化的，但到了「太平

世」就不再進步了。為甚麼呢？因為道

德和制度在「據亂世」和「昇平世」是分

離¾的，道德可以改善，制度也可以

改善；在「太平世」，道德和制度結合

為一體，道德和制度也就都達到了終

點。本來，中國傳統政治就是道德制

度一體化的，所以它也是和進化論相

矛盾的。

光緒二十四年（1894）所下革新之

詔云：「茲特明白宣示，嗣後中外大小

諸臣，自王公以下，至於士庶，各宜

發憤為雄，以聖賢道義之學植其根

本，又須擇西洋學科之切時務者，實

力講求，以救空疏迂闊之弊，尚其專

心致志，精益求精，勿徒襲其皮毛，

勿競騰其口舌，總之化無用為有用，

以造成通經濟變兼備之才。」bq此一詔

書，初看並不是很重要，因為其中表

達的思想並不十分明確，但參核歷史

先後，會發現這一詔書的關鍵性意

義。一般學者都認同，清末西學與中

學交互作用的歷史可分三階段：一是

「師夷長技以治夷」之時期，二是維新

變法之時期，三是新文化運動與五四

運動時期br。光緒詔正是第一與第二

時期的轉折點。簡單地說，在第一時

期，中國傳統的道德和制度都未被改

變，或者說這一期的思想家認為，中

國的傳統道德和制度本無須改變，西

方並不是在這個方面長於中國，其長

於中國的只是科技；在第二時期，以

康有為為代表的思想家並未從總體上

推翻中國的傳統道德，其變革的指向

主要是制度方面。這樣說康有為，一

定會有人提出反對意見，說康有為在

道德方面也有革命性的思想，這一點

我完全贊同，但這7我是就康有為要

在當世實現的東西而言，康有為並不

認為他的所有思想都應在當世變為現

實。對康有為來說，他想在當世實現

的只是他的公羊「三世」中的「昇平

世」，它對中國傳統的道德並沒有根本

變革的要求；而具有革命性的「大同」

思想是和「三世」中的「太平世」相對，

康有為認為，這些並不要在當世實

在康有為的「三世」

中，並不是每一世都

體現1進化論的，在

「據亂世」和「昇平世」

當然是要進化的，但

到了「太平世」就不再

進步了。在「太平

世」，道德和制度結

合為一體，道德和制

度也就都達到了終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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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康有為的這種克制態度，連梁啟

超都感到費解，梁啟超說：「自發明一

種理想，自認為至善至美，然不願其

實現，且竭全力以抗之遏之，人類秉

性之奇詭，度無以過是。」bs當然這不

會僅是個秉性問題，當人們失去了這

種對思想的克制和對發展的耐心，就

進入了第三時期，現代中國革命由此

開始。

從康有為的例子可以看出，進化

論造成了近現代思想與古代思想的脫

節，但進一步的演化又是違反進化論

的。古代思想是依天命立制度，由制

度生道德，其變化的節奏是天命變，

制度變，道德變；這種變一開始是實

在的，逐漸地變成很形式化的；並且

人們開始認為，天命變，制度道德不

一定變。但就制度與道德來說，並非

劉文所說，道德上都是聖人，無所謂

高下，高下只在制度理想上比較出

來。道德與制度本是一體，道德如果

是完善的，制度也是完善的。

只有在康有為之後，才出現道德

與制度分離的情況。對制度的改革基

於制度的不完善，或視之為階段發

展。革命總需要一種基本的動力，原

來是天命，現在一是人們不那麼相信

它了，二是它要改朝換代，是涉及天

下所屬的，不能輕言。那麼接下來就

是制度作基本的動力，古代要改革制

度的人並不少。但我認為這種改革不

傷害天命，不會被看作是對天命的破

壞，而是被看作是對道德的破壞，即

對聖人的不敬。而康有為的制度改革

則同時也可能被認為是對天命的侵

犯，因為在他的思想系統中，他要在

當世施行的「昇平」制度是有君但虛設

的，而最後的「太平」制度是無君的。

從康有為之後，我們已經看不到

仍然以天命為根據的有影響的革命思

想了，革命模式的選擇在制度和道德

之間。我們看到兩種突出的傾向：一

是中國必須取得制度進步，西方的制

度就是樣板，而新制度必定有新道

德，中國的傳統道德都沒用了；二是

對一的反動，在一中，把道德看成

是次生的一種，即制度只是按制度的

原因而變化，不是因為道德的原因，

而二是以虛擬的抽象道德為出發點

的，這種思想表面的變化可以十分複

雜，但核心就是以道德生制度，作為

依據的道德即可以是中國傳統道德

的抽象化，也可以是更普遍的公理化

的世界主義。從道德出發是現代革命

精神的特點，這一點劉文說得很精

闢。

由道德出發的革命必定是一種完

美性追求，因為道德是單一的和完美

的，不能說大人的道德比小孩強，也

不能說古人的道德比今人差，也就是

說，在完美性理解基礎上的道德是不

進步的，甚至不能學習和累積；因此

由道德開出的制度必定是完美的，而

且只有在道德基礎上開出的制度才是

完美的。從康有為開始對《禮運大同

篇》的解釋就是對這樣一種完美結局的

尋找。

至此我們的問題變得複雜化了，

我們看到的是康有為借助西方的進化

論衝開了革命的通道，沒有西方思想

這是不可想像的，但同時又為這一進

化性的革命準備不進化的完美的結

局，此後的新儒家和以共產主義為主

的現代中國革命進一步推進了由康有

為自己提出而又不願實現的思想。康

有為並不即是中國現代革命的完全的

思想家，他只是一個階段，或者說，

光靠康有為的思想還造不成中國現代

革命，但毫無疑問，中國現代革命受

到了康有為的影響。

由道德出發的革命必

定是一種完美性追

求，因為道德是單一

的和完美的，因此由

道德開出的制度必定

是完美的，而且只有

在道德基礎上開出的

制度才是完美的。從

康有為開始對《禮運

大同篇》的解釋就是

對這樣一種完美結局

的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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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過劉文之後，我感到劉文

似乎並不把他所概括的現代中國革

命精神看成好東西，對此我沒有值

得說一說的看法。正因為我缺乏對

這一問題作出判斷的專業能力，所

以我可以避開這樣的嫌疑，或者只

要是好東西就說成我中華之本有，

只要是西來的準是壞東西；或者只

要是中國傳統的就都是壞東西，只

要是好東西準是已來或應來的、西方

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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