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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90年代初，余英時教授

發表〈錢穆與新儒家〉一文，系統而

尖銳地批評當代新儒家熊十力、牟

宗三等人，其中特別是關涉到熊、

牟以「心性」論「道統」的講法。該文

頗受關注。遺憾的是，在有關的討

論與爭論中，無論是余文的支持者

還是反駁者，差不多都是在前者所

設定的圈內鑽來鑽去，基本上無助

於問題的明晰與深化。

事實上，如果我們超越了當代

儒學發展中師承與門派之間的種種

糾葛與限制，那麼更深一層的問題

似乎就不在於熊、牟一系如何講，

而在於他們為甚麼要這樣講。余先

生的¬眼點主要在於哲學（熊、牟）

與史學（錢穆）兩種進路的分判，

似乎沒有關注到後一層面的問題。

近讀鄭家棟教授新著《斷裂中的傳

統——信念與理性之間》，方知曉從

儒家傳統的「斷續之間」來看，熊、

牟有關儒家「道統」的講法，實關係

甚大；並由此也在內在脈絡和理路

上，對於80年代以來眾說紛紜的儒

家傳統「斷續之間」的問題，了然

於心。

「斷裂中的傳統」之所謂「斷裂

中」，似可以理解為「斷續之間」。而

「斷續之間」事關重大，也極為複

雜。今日與傳統相關的諸種討論、

爭論、研究等等，可以說莫不與「斷

續之間」的問題有關。而對於鄭著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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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斷續之間」並不是一個判斷或

結論，而是展開為極其複雜的思想

脈絡與學理系統，其中不僅關涉到

思想、歷史、社會等不同層面的解

析與學術史意義上嚴謹而精微的考

辨，而且亦關涉到思想家個人的稟

性、才情、學識、經歷等諸種因素

的探討，關涉到必然的與偶然的、

主流的與枝節的及思想與歷史、政

治與學術之間的相互影響、制約與

限定。

鄭著有一個基本的判斷：「儒

家還活¬，活在思想而非歷史中。」

此一論斷有一前提，即認為「知行

合一」的儒家傳統較之任何思想與文

化形態都更完整的體現了「思想與

歷史之間的統一」：「在儒家傳統

中，思想與歷史是統一在一起的，

思想應當能夠在歷史的具體性中

體現出來，實現出來，脫離歷史的

思想會被認為是抽象的，不真實

的。」1所謂思想「在歷史的具體性

中體現出來，實現出來」，即表現

為社會法規、制度與禮俗，表現為

社會的「文制」方面。「儒教中國」或

「儒家中國」一類概念，即是¬眼於

「思想」與「歷史」（社會）之間的統一

性。那麼在現代社會中情況又如何

呢？「儒教中國」是連續的還是斷裂

的？這在經驗的層面可以說是一個

無從回答的問題，因為不同的說法

同樣可以得到論證。而鄭著所要處

理的是另一個層面的問題：就儒學

自身發展的義理結構及其演化，表

現當代儒家如何處理「思想」與「歷

史」之間的關係，這其中發生了怎樣

的改變，此種改變又具有怎樣的意

義？

書中用相當大的篇幅疏理和

論析後「五四」時期的「道統」觀念，

此大有深意。二十世紀以來，講

「道統」的一個基本趨向就是「泛

化」。到了90年代，余英時肯定錢

穆先生所主張的以「整個文化大傳

統」為道統，反駁余氏而�護熊、

牟一系者（如牟氏弟子李明輝等），

居然亦論辯後者同樣是以「整個文

化大傳統」為道統。顯然，到了這

�，所謂「道統」已經「泛化」得沒了

邊際，而且此「泛化」是作為某種

理想的狀態被肯定。而實際上，道

統觀念的「泛化」在一定意義上反映

出現當代儒家的茫無歸¬和游離

不定。

熊十力、牟宗三一系當然不是

以「整個文化大傳統」為道統，至少

牟宗三不是如此。如余英時先生

言，熊、牟等是「以對『心性』的理解

和體證來判斷歷史上的儒者是否見

得『道體』」。這�我們不討論熊、牟

以「心性」論「道統」與宋儒以「傳心之

法」論「道統」的區別，此區別或許並

不重要，問題在於牟宗三等以「心

性」論「道統」的意義何在？

儘管「道統」一詞出現較晚，但

是傳道統系卻是原始儒家的一個老

問題。且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無

論是以「傳心之法」（宋儒）還是以「心

性」（熊、牟等）說「道統」，均非原始

儒家的本義。從孔、孟思想來看，

儒家之「道統」首先是表現在政治與

文教制度方面，此所以必須從「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講。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乃

中國上古社會之「立法」者也。其所

立者不是「心性」之法，而是「社會」

鄭著用相當大的篇幅

疏理和論析後「五四」

時期的「道統」觀念，

此大有深意。二十世

紀以來，講「道統」的

一個基本趨向就是

「泛化」，這在一定意

義上反映出現當代儒

家的茫無歸¹和游離

不定。從原始儒家

孔、孟思想來看，儒

家之「道統」首先是表

現在政治與文教制度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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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法，是政治、文教與禮俗之法。

孔子為甚麼念念不忘周公？因為捨

棄此一端緒，我們便無從知曉中國

社會從野蠻到文明的演化，也無從

理解何謂「中國文化」。《論語．堯

曰》：「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

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

祿永終。舜亦以命禹。」可以肯定地

說，這�所謂「堯以命舜，舜以命

禹」者絕非「心性」之法，把「允執其

中」理解為「人心」與「道心」之間，那

也只是宋儒的說法。《論語》中此一

段非同小可，它規定了儒家道統的

基調：此「道統」不是「心性」或「傳

心」之統，而是政治法統。後來孟子

講傳道統系，便是從堯、舜、禹、

湯、文王、孔子講，並表示「乃所願

學孔子」。依據通常的理解，孟子

之「願學孔子」者，乃是孔子的「仁

學」；而實際上，孟子思想的落腳點

是「仁政」而非「仁學」，是「政治」而

非「道德」，或者說是道德化的政治

而非後儒那種空談心性的道德：「王

道」與「霸道」之爭才是孟子思想的核

心。

牟宗三、錢穆等都強調唐、宋

之間有一轉向：唐以前是「周孔並

稱」，宋以下是「孔孟並稱」。而以

「孔孟並稱」說道統，突出的是「內

聖」方面。此一調整緣由何在？牟、

錢兩先生並沒有確當的理解與說

明。宋儒的出發點是針對佛教的挑

戰，而佛教的挑戰不是來自政治、

文教制度與法統方面，而是來自生

命倫理、生命意義方面，來自「心

性」方面。所以，宋儒以「孔孟並稱」

來講儒家區別於佛家的「傳心之

法」，就不是沒有道理的。

這其中的關鍵在於：儘管表面

上牟宗三與宋儒的道統論同樣是突

出了「心性」的層面，其涵義卻完全

不同：宋儒是在儒家政治與文教法

統沒有受到挑戰的情況下說「心

性」，其前提已經預設了儒家政治法

統和社會規範的存在及其穩定性，

此政治法統是起始於所謂「三代之

治」，其間並沒有實質性的改變；而

牟宗三則明確指出儒家「道統」不能

夠從「三代之治」講起，此所以他反

覆強調孔子之「仁教」乃是「對於道之

本統之重建」。與此相聯繫，他也

明確反對從「六經」方面來定位孔

子，認為「對於《詩》、《書》、《禮》、

《樂》、《春秋》，無論是刪、定、

牟宗三的特異之處不

在於以「心性」說「道

統」，而在於要捨棄

「三代之治」講「心

性」、講「道統」。這

一轉折表明：儒家的

政治法統斷了，現代

儒者終於從學理上認

可了這種斷裂。圖為

當代三位著名新儒家

學者，左起徐復觀、

牟宗三與唐君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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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或只是搜補，有述無作，皆不重

要」2。所以，牟氏的特異之處不在

於以「心性」說「道統」，而在於要捨

棄「三代之治」講「心性」、講「道

統」。此一點無論是相對於傳統儒家

還是自康有為到熊十力的近現代儒

家來說，均屬「革命」之舉。此方面

人們特別忽視了牟宗三與其業師熊

十力之間的巨大差異：後者還是依

據今文經學的架構講儒學、講孔

子，故「孔子作六經」是立論的基本

出發點。

近代以來儒家所面臨的危機

與隋、唐之間所面臨的危機有一個

實質性的差異：前者首先是來自

社會的層面，而與佛家的挑戰是來

自生命意義的層面不同。這一危

機的深刻性在於它動搖了儒家的社

會體制，儒家的「三代」法統。康有

為彰「三世」之說，企圖把危機處

理為一個「三代」法統內部的問題（至

少在形式上如此），但沒有成功。

此後，在近現代儒者那�，「三代

之治」便成為了一個不能夠不講，

亦不知道如何講的問題。直到牟宗

三明確主張捨棄「三代之治」。這

一轉折非同小可，它表明：儒家的

政治法統斷了，且近現代儒者在經

歷了近百年的彷徨之後，終於從學

理上認可了這種斷裂。它實際上劃

開了近代以來儒學發展自康有為

以下的又一個界限：此前（直到熊

十力）近現代儒學的發展基本上沒

有超出康有為的問題和今文經學的

背景。

政治與文教法統的斷裂還表現

在現當代儒家對於「儒家與宗教」之

關係的認識上。鄭著中同樣用很大

的篇幅來疏理和分析此一線索。歷

史上，儒家作為國家宗教，原是與

一整套典章制度和禮儀法規統一在

一起。且對於「政教合一」的體制來

說，政統與教統、政治的與宗教

的，原是有¬不可分割的聯繫。康

有為試圖對於兩者加以區分。而康

氏之後，儒者則多不認可「儒家是宗

教」的看法。直到50年代後，唐君

毅、牟宗三等人又重新強調儒家是

宗教，且是一種高於耶、釋兩大傳

統的「圓教」。此一轉向意義何在？

實際上，唐、牟等人所論「儒教」，

乃是把與「祭天祭祖」等禮儀法統聯

繫在一起的一種社會化、民眾化的

信仰，轉化為某種「天人合一」的精

神理念。所以，不是在康有為那�，

而是在唐、牟那�，儒家實現了在

某種意義上的「政」「教」分離——在

康有為那�，儒家是不是宗教是一

個政治問題，而在唐、牟等人那�

則不再是一個政治問題。更年輕一

輩的新儒家學者則自西方引進「宗教

性」一語來處理「儒家與宗教」的關

係。而實際上，任何一種文化學說

或者說哲學理論，可以說都有自己

的「宗教性」。「分析哲學」難道沒有

自己的「宗教性」？「分析」的前提必

然是某種超越於分析的信念與設

定。

上面講的，關乎到傳統「斷續

之間」之「斷」的方面，那麼「續」的方

面又如何呢？

鄭著在「附錄」中收存了美國方

面治中國思想史的著名學者墨子刻

（Thomas A. Metzger）教授的一篇數

萬字的長文，該文係墨子刻為鄭家

棟《牟宗三》一書所作的書評3，而

墨子刻不贊同鄭家棟

有關儒家已經「走出

歷史」的判斷，他似

乎更看重傳統與現代

之間的關聯性。墨子

刻使用「樂觀主義認

識論」一語來表述儒

家傳統的連續性，強

調與傳統儒家相比

較，現當代儒家在有

關宇宙、社會、人生

的一些基本看法及與

此相關的一些基本預

設方面，並沒有實質

性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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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所討論的問題，對於我們釐清

儒家傳統的連續性問題助益甚大。

墨氏不贊同鄭家棟有關儒家已

經「走出歷史」的判斷，他似乎更看

重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關聯性。而實

際上，若依據鄭家棟的視域，墨子

刻所闡發的關聯性恰恰是「思想的」

而非「歷史的」，因為鄭氏所謂「歷

史」乃是一個經過限定的概念，它一

方面是特指思想在制度與禮俗層面

的落實，另一方面也是特指思想觀

照歷史的方式。在鄭氏看來，儘管

牟宗三等人非常注重「時代的感

受」，可他們觀照和解讀歷史的方式

又恰恰是「非歷史的」。

墨子刻使用「樂觀主義認識論」

一語來表述儒家傳統的連續性，強

調與傳統儒家相比較，現當代儒家

在有關宇宙、社會、人生的一些基

本看法及與此相關的一些基本預設

方面，並沒有實質性的改變。此一

論斷可以為鄭著所首肯，只是在鄭

氏這�，此連續性的特徵毋寧表述

為「拒絕拯救」與「拒絕有限性」。「拒

絕拯救」可以說同樣是西方啟蒙運動

以來的一個思想潮流，但是，自康

德（Immanuel Kant）以下，西方近現

代思想家除極少數者（如黑格爾[G.

W. F. Hegel]）外，一些精彩的思想

與論域可以說都是圍繞¬人的有限

性方面展開的，更不用說後現代的

思想家。

現當代儒學在許多方面都有了

改變，但是，在肯定人的德性與智

能（或曰智性）的無限性方面卻沒有

改變。此方面人們通常有一個誤

解，即認為儒家是肯定德性的無限

性而否認智能的無限性。實際上，

「天人合一」正是以肯定智能的無限

性為前提的。正如墨子刻所言，「先

知先覺」者能夠把握宇宙真實和歷

史規律，乃是儒家的一個基本預

設。以肯定人的德性與智能的無

限性為前提，儒家對於化解有限與

無限之間的張力持樂觀的態度。李

澤厚曾批評牟宗三援引康德「現象」

與「物自身」的區分，把儒家的「一個

世界」講成了「兩層世界」，從而背離

了「真俗不二」的傳統。而鄭著則

通過鞭辟入�的分析，令人信服的

說明了牟宗三如何消解西方「超越」

（物自身、上帝等等）概念的彼岸

性，從而把康德的「兩層世界」還原

為「一個世界」——不是康德改造牟

宗三，而是牟宗三改造康德——而

牟氏所依憑的則是源遠流長的儒家

傳統。

任何哲學本質上都是政治的，

這不僅是因為哲學觀念必然要影響

到或轉化為有關歷史和社會的看

法，而且是因為任何哲學都包含（或

預示）了某種政治選擇，而任何政

治也必然包含有某種哲學的（價值

的）肯斷。「拒絕有限性」的儒家與

新儒家哲學，在政治上必然導致

道德的烏托邦。但是，與捨棄「三代

之治」相聯繫，牟宗三的有關思想

可以說既區別於康有為等，也區

別於中國馬克思主義——康有為與

毛澤東仍然是以「世界大同」的社會

理想為依歸，牟宗三則在比較完全

的意義上脫離了今文經學的傳統和

架構，他的「道德主義」可以說是「哲

學的」而非「經學的」。對於牟宗三來

說，「四書」不僅高於「五經」，而且

可以在比較完全的意義上取「五經」

任何哲學本質上都是

政治的，這是因為任

何哲學都包含（或預

示）了某種政治選

擇。「拒絕有限性」的

儒家與新儒家哲學，

在政治上必然導致道

德的烏托邦。但是，

與捨棄「三代之治」相

聯繫，牟宗三的有關

思想則脫離了今文經

學的傳統和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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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代之，此一論斷恐難為宋明理學

家所首肯。此方面牟宗三亦與熊十

力很不相同。後者雖然激烈的批評

康有為，但是其問題與論域並沒有

跳出康聖人的「如來佛手掌」，熊氏

所作「原外王」與康有為「托古改制」

的今文經學，並無實質性的區別。

不了解熊、牟之間的差異性，也是

余英時先生批評新儒家的一個盲

點。

牟宗三的「道德主義」主要表現

為肯定「良知」（聖心）的無限性，亦

即肯定「先知先覺」者之德性與智能

的無限性。此方面一個通常的誤解

是限於「德性」的意義上講「良知」，

而忽略了「良知」不僅關涉到「德」

（良），更關涉到「智」（知）。對於牟

氏「良知坎陷」開出民主與科學的

說法，一個較為通行的批評是認

為此說法混淆了「道德」與「政治」

的界限，而「政治」不可能依據於

「道德」。可是事實上，任何政治都

無法迴避某種道德選擇，或者說都

是以某種道德選擇為前提。納粹

政治難道不是同樣包含了他們所認

可的「道德」？問題在於：作為某

種政治主張之哲學基礎的，不可能

只是某種抽象的「道德」觀念，此所

以任何政治主張的背後都隱含¬某

種具體的道德譜系，而此具體的道

德譜系必然關聯於某一文化脈絡或

「傳統」。

若依據儒家的「道德」譜系或傳

統來談政治，則不外有兩種可能：

一是通向柏拉圖所主張的精神貴族

制；二是通向盧梭式的民主。一種

最不可能的結果就是通向英美式的

民主設計。事實上，中國現代革命

就是「三代之治」與盧梭式民主的奇

妙組合。弔詭的是，牟宗三的政治

理想實際上是英美民主，儘管他對

於美國及其政治多有批評。

牟宗三的思想反映了當代儒學

的一個困境：在捨棄「三代之治」的

政治理想後，儒家在政治方面還能

夠有所作為嗎？這等於說，除了「道

德的烏托邦」之外，儒家在政治方面

還能夠貢獻別的甚麼嗎？鄭著沒有

明確回答這個問題，而在韓國高麗

大學「海外碩學」的講壇上，鄭先生

則申明這是他目前正在研究和關注

的問題。

鄭先生的研究向以哲學見長，

《斷裂中的傳統》一書中也似乎很少

談政治，可又似乎無處不在談政

治。如果你對於儒家的關注不只是

拘於某種「哲學的」或「政治的」傲

慢，而是關乎到哲學與政治、「道

統」與「政統」及「傳統」與「現代」之

間，則鄭著不可不讀。

註釋
1　鄭家棟：《斷裂中的傳統——

信念與理性之間》（北京：中國社

會科學出版社，2001），頁35。

2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第

一冊（台北：正中書局，1968），

頁245。

3　鄭家棟：《牟宗三》（台北：東

大圖書公司，2000）。

李宣侚　哲學博士，現任韓國鮮文

大學中國學系教授。

牟宗三的思想反映了

當代儒學的一個困

境：在捨棄「三代之

治」的政治理想後，

儒家在政治方面還能

夠有所作為嗎？這等

於說，除了「道德的

烏托邦」之外，儒家

在政治方面還能夠貢

獻別的甚麼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