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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文化比較，往往是跨區域、跨時間展開的。這種比較通常從少數幾

個減約為「主要表徵」的特點出發，而進行比較的人自恃中立，比較的結果在他

看來自然是客觀的。比較是一種人類學的常量：在和新環境及陌生人互為作用

的時候，每一個人都在不由自主地比較。不幸的是，個體的比較和文化比較一

樣，都很少能夠擺脫利益的左右：不是要「證明」自己的平等的或更高的價值，

就是要克服和超越現存的自卑感。

文化轉承的理論，其區別在於其一不是把文化視為一成不變的「本質」，其

二是把具體的「交匯史」作為研究的對象。這些交匯史是實實在在的，而不僅僅

是在文化比較學者的頭腦中演繹的。同時這些交匯史又可以用來分析某種文化

內在的變革的潛力。當然人們可以指責某些文化轉承的研究最終還是用唯本質

的方式以文化狀態的「之前」和「之後」、即「起源神話」為出發點的，而這樣不免

就重蹈文化比較的覆轍了。要避免這一困境，唯一的辦法是，我們把文化理解

為漫長的「交融」的結果，更多地去關注文化的交融，而不是把注意力放在某種

文化所謂的原先「純粹性」上面。下文我試圖以十九世紀中國為例來具體展示傳

統的文化比較的弊端，以期促進學界對文化轉承研究的進一步探討。

一　虛構的交匯史

十九世紀90年代，在中國學者及處於形成過程中的知識份子中間，某種觀

念甚為流行。據這種觀念，西方科學概無例外地源自中國，種種傳說由是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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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指社會或個人處於弱勢中的某種偏激的行為，因為處於弱勢、被誤解或覺得遭到誤

解，而奮起抗爭。但這種感情失衡下的抗爭常不免有失尺度、意氣用事、乃至強詞奪

理。關於「自斷」課題的研究曾得到德國科隆圖森基金會（Fritz-Thyssen Stiftung, Köln）

的資助，筆者在此謹表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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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根據這些臆傳，這些知識或器物，不是由前往西方的中國人所攜往和傳

播，就是西方人竊自中國1。

這;涉及到一種廣泛存在的本族原生神話（Autochthonie-Mythen）的現象。

這類神話在人類歷史的不同時期和眾多地域都為人所知，它們往往與這麼一種

觀念聯繫在一起，即面對一種新的超強力量、一種似乎對自身不容置疑的地位

構成威脅的形式，必須作出某種斷言。比如1550年，歐洲早期最偉大的東方學

家之一伯斯泰（Guillaume Postel）與居住於今天戈蘭高地的德魯森人（Drusen）相

遇。伯斯泰是歐洲嚴謹學術傳統塑造出來的學者，他雖然不能完全找到理解德

魯森人的神秘學說的真確之途，然而，總還是了然於他們的存在的。儘管伯斯

泰本人恰恰處身於尋找非歐古典文明甚或是反歐的古典文明之途中，但是他並

沒有去尋找德魯森人之獨立的族源和學說，而是提出了這樣的命題：即德魯森

人乃高盧的克爾特巫師（Druiden）的後裔2。又如瓦爾德克（J. F. M. Waldeck）在

瑪雅廢墟被發現時相信，瑪雅文明有某種希臘源頭3。而十七至十八世紀，派往

中國的法國布道團的所謂「索隱派」（Figuristen），則假設了一種隱伏於中國經

典背後的、完整地包含了基督教救贖和信仰真理的「原始文本」（Urtext）。在一種

「保存原µ」（Spurensicherung）的意義上他們展開了系統化的非語境化工作，以

期º玄索秘，讓這種原始文本重見天日4。類似這樣觀念的例子不勝枚舉。印度

相應例子是，將原子彈的發明導回吠陀時代，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內保爾（V. S.

Naipaul）在他的不少作品中作了有關的描述。它們的共性在於一種比較的認識活

動。這種獨特的比較，是建構於這麼一種基礎之上的，即「他者」只有在原本是

「家珍」的前提下，才成為可以寬容的對象。從某種意義上講，這種新的現象通

過普遍主義的「短路式」聯結得以馴化，而這種聯結永遠只是自我指涉的。同

時，即使存在那種也許充滿善意的普遍主義的意向，新事物和他者有時候因人

為建構的時間先後上的依賴關係，而被剝奪了其天然的權利。

然而，當新的他者突然號稱一直隸屬其中的同時，自家舊有的事物本身也

會相應發生變化，這一點迄今為止還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關注。在尋求自斷的

過程中，投向傳統的視線是絕對可以受人左右的，這方面，中國可算是一個相

當意味深長的例證。正因為人們斷言所有科學自始都源於中國，所以中國傳統

的最後並未留下甚麼原本的東西，中國因此可以某種程度上沒有負擔地——也

許太無負擔了，如同一張白紙，毛澤東後來隨意揮灑的白紙——進入現代。

通過將外來之物納於私庫的方式來尋找文化自性的嘗試，這種無所不在的

現象，在中國也一樣有其先行者。如後漢的編年史和《三國志》的評注都引用了

一個眾所周知的傳說，即老子完成了《道德經》之後西行並教化當地的夷蠻。按

照這個觀點，這些教誨的成果便不外是佛教。就其本質而言，不外是老子思想

的傳播的結果。諸如老子化胡（化身於胡且化胡）之類的斷言，既在尋求獲得中

國士大夫階層更包容的宗教接納作熱身準備的佛教護道者身上，也在高唱民族

高調的代表人物那;，都頗蒙厚愛5。

自十六世紀末起，耶穌會傳教士帶入中國的不僅是一種新的宗教和對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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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的新的解讀方式的一種啟示，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帶給中國新的或至少是

更為有效的天文學和數學知識。新的「天學」，開始的時候獲得了眾多中國士人

的首肯，因為他們看到自身從兩層意義上得到強化：一方面，耶穌會士的實用

知識剛好迎合了他們自身的努力，即從古代經典中汲取一個好政府所需的實用

知識，這包括更為精確地計算一部更為準確的日曆、以及諸如水利知識等等。

另一方面，這個勵精圖治的好政府還有一個道德層面，這一層面通過對古代經

書的基督教——人文主義的解讀方式反而更顯得可圈可點起來。當然可想而知

的是，基督教面臨的並不僅僅是頷首贊同。大約明代末年某種新的保守主義形

成了勢力，從這種立場出發，西方人精巧的技藝已經近在咫尺地危及傳統的預

卜藝術。而當時逐漸形成的反對「測度想像、求見本體」的新的釋經學追求內在

性，既和西方的精技也和傳統的預卜不容。出於這一背景，那些原來曾對天文

學感興趣、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將其視為重要職守的中國士大夫們，轉向了另一

種解釋立場，據此立場，歐洲這方面的知識「乃西人竊自中國」。但持這種觀念

的著名代表人物如黃宗羲、方以智和王錫闡都拒絕與1644年入主中國的滿清皇

朝合作，保持了對業已潰敗滅亡的明王朝忠誠。

本族原生神話始終需要一股政治潮流的推動，這種神話更多的是政治辭藻

而遠不是政治實踐的體現。一旦是為了讓某種較好的東西來代替某種較差的東

西，那麼政治實踐便很少關注事物的本源。所以很有代表性的是，等到從最高

政治峰巔上傳來權力話語，西方的天文學和數學源自中國的這個神話，才開始

得到普遍的接受。尤為典型的還在於，這種權力話語是在內政的複雜性中稱述

的。康熙這位本人就聽過耶穌會士的一些課程的皇帝，自登基之日始便面臨Ë

一個反基督教的官僚派別的抵抗。這個官僚派別對佛來芒傳教士南懷仁及其他

傳教士居朝廷高位始終耿耿於懷。

面對依然還亟需認真對待的潛在詆毀，即皇帝本人就是異族，所以不足為

怪，這位君主於1692年以一道有關「強分新舊之法的士大夫」的詔書，迎擊這股

潛流：「論者以古法今法之不同，深不知曆源。源出自中國，傳及於極西。西人

守之不失，測量不已，歲歲增修，所以得其差分之精密，非有他術也。」6

康熙皇帝是否了解上文提及的那些首先表述了這種假說的、對他實際上帶有

敵意的明代士大夫的種種觀念，我們不得而知。但確鑿的是，受朝廷認可的激

勵，汗牛充棟的種種印證「西學中源」的文字便應運而生。那一時代也許最為著名

的中國數學家梅文鼎，應該是真確地了然於那些明代遺民的推測的，但是他還是

興高采烈地接納皇帝的倡議並加以體系化，把這項工作視為己任。根據梅文鼎的

說法，傳說中的古帝堯將他三個最富有天賦的臣子中名叫何仲的一位遣往西方，

此君便在西方傳播了中國的原始知識，通過當地的居民，這些知識得到保存並得

以繼續發展7。鑒於歷史發展中許多不容置疑的相符之處，特別是在代數的領

域，中國在時間上的優先權被眾口一詞地確立起來。由於耶穌會士曾提及，代數

學源於東方（當然是他們意義上的東方），這一說法被直截了當地——並且是以錯

誤的方式——作為東來法加以傳播8。我們可以將這種地域概念的大而化之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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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視為一種在二十世紀晚期以「東方反戈一擊」的箴言下揚名的那些形式的早期

模式：如果為數不少的耶穌會士忠實於「所有人類擁有一個共同起源」的嚴格觀

念，向中國人解釋上帝的啟示是以同心圓的方式同時向東方和西方滲透的（以近

東作為出發點），那麼梅文鼎這位辯才卻將一切倒轉，以中國替換了近東。

然而，反對的聲音也並未或缺：江永在他對西方天文學作了詳盡的分析之

後提出，首先西方天文學乃西方人獨立的發現，其次它優於中國的天文學，再

次它足資借鑒效法9。這個反對的聲音和其他的異議共同表明，整個所謂「尋根

探源」的舉措何等深重地受制於政治修辭學和意識形態，同時也表明一項拯救受

傷的民族驕傲的救護工程，並非對於每一個中國人都那麼重要，因為不是每個

人在其自性中都感受到威脅。

先不慮及這樣的問題：這個肇因於康熙皇帝的神話建構，是否通過西方和

中國數學共同源於阿拉伯—印度文化的綜合體哺育而成，而在這個綜合體之中

恰恰又可能包含了更為古老的中國文化因素。要探討的是，這個起源神話，一

如康熙的表述，倒是昭顯了一些對論點的進一步發展至為重要的特性：1、時間

優先性。中國是一個先於其他文化的、更為古老的文化。2、有關相應的學說和

觀念從一個系統到另一個系統的真實遷移的設想，而無視兩個不同體系在各自

發展過程中也可能產生相同之處。

綜上，「西學中源」這個觀念，本來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建立在文化比較的基

礎之上，但在比較中發現了西方的優勢之後，就進而虛構交匯的歷史，這就是

所謂的人為建構的文化轉承。由此可見，尋根探源去研究文化的交匯史，努力

撥開雲霧，避免意識形態的誤導，是探討文化轉承的手段和目的所在。

二　虛構的文化轉承充當鎮山法寶

設若中國的自我意識未遭到更嚴重的折辱的話，那麼我們也可以將「西學中

源」的觀念作為天方夜譚存而不論bk。然而在十九世紀下半葉，中國經歷了鴉片

戰爭的重創，在其後顯得刻不容緩的變革中，不惟是旁枝末節，而是整個傳統

的知識構造都陷於動盪之中。西方咄咄逼人的強勢處處引起切膚之感：不但在

那些中國原有悠久傳統的領域如兵學、醫學、製圖學，震動更大的則是這麼一

種發現：像化學、物理（及光學、聲學、力學、電學）、工程學、國際法等等，

作為學科在中國經典中都並無自家的根底可尋。面對這種境況，讓中國重新富

強起來的呼籲，日復一日地獲得份量。對西學中源說的重新發現和訴求並不出

乎人的意料，而馮桂芬在這個過程中則扮演了一個著名的角色：不僅因為他徵

引《易傳》而創造了「自強」這一概念（《易傳》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更

為深遠的是，在其1861年便已殺青而一直至1885年方才完整出版的著作中，以

中國早期古典社會（公元前十至七世紀）之名，譴責了他所處時代的禮崩樂析。

最後，他還是重新激活了「禮失而求諸野」這一古老信念的人，並且更為鮮明地

斷言：「諸夷晚出，何嘗不竊我緒餘。」bl如果外國人將中國優越的禮儀教化帶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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蠻荒之地，那麼中國文化的時間優先性便得到證實，繼之，外國人對中國人功

業攫取之不義也就可想而知了。同樣，1861年監察御史魏慕廷上書朝廷，提到

火器是金朝時期中國的發明，歐洲人不過是改良了它。因此，在對太平天國的

圍剿中，可以使用這一類武器bm。

一直到十九世紀90年代中期，準確地說，一直到了對大部分中國精英份子

的自我意識構成嚴重震撼的甲午戰爭中，面對慘敗於現代化日本的狀況，西學

中源的觀念得到了史無前例的傳播。這一觀念自此以近乎通貨膨脹的方式波及

了所有與西方知識相關的領域。古代思想家墨翟這回成了重要的參照點。他的

利他主義學說、兼愛、節用、敬天、事鬼以及某種功利主義的教誨，更兼他的

著作的充滿隱秘色彩的流傳史，似乎與西方學說的總體圖像有最多的平行之

處。黃遵憲這位明治維新最出名的介紹者，在他著名的《日本國志》（這部著作雖

然於1887年便已完成，但到了1895這一宿命之年才公開出版）中聲稱，墨子的弟

子們前往西方，在那;弘揚了民眾自治、兼愛、敬天的學說，並使當地的「器

物」得以精緻化。將墨子作為西方精神之父樹立起來，這可以說鑄了一把雙刃

劍，因為墨子學說中始終存在某種異教的附加色彩。王闓運，一位贊成保存傳

統學問並反對改制的溫和保守派，在他的墨子註疏中簡要地評述到，將耶穌和

釋迦牟尼誤作聖人加以供奉，這該算是墨子的「禮物」。

關於對中國之成就的「模仿」和「非法剽竊」的觀念，也許是由黃遵憲傳布於

世的報導重新激活起來的。在黃遵憲筆下，直到他著書不久之前，日本人還在

全盤地模仿中國，而對西方的模仿則是剛剛發韌的事業。至於日本人以西化為

導向的改革，不過僅是對膺品的模仿而已，這個說法也許曾令人寬慰。但始終

沒有得到解答的問題是，如果中國的一切本質的東西盡悉竊失，那麼在中國究

竟還存留下甚麼呢？

在出版於1896年的《庸書》一書中，陳熾具體地討論了關於源於中國的西方

技藝的問題。陳曾是光緒舉人，不久之後即由清廷授職於海關，由此而有機會

與外國人接觸。陳熾還是可謂這一代人中最為著名的改革家康有為所創立的強

學會會長，並為鄭觀應頗具影響的著作《盛世危言》作序，而為世所知。此外

他還是亞當．斯密（Adam Smith）著作的首位漢譯者。他以完全傳統的方式，將

中國歷史看作是一個由昔日的繁榮不斷衰退的持續過程。與保守的儒家立場

看法一致，他認為秦始皇的統治及其焚書坑儒之舉，是中國歷史上遇到的最大

災難。根據這場災難，他得出東學西傳的具體時間：「天惻然閔之，於其間生一

孔子，憲章祖述，刪詩書、定禮樂、表綱常名教之大，以維天道，正人心。然

名物象數之繁器也，而道亦寓焉。中國大亂，抱器者，無所容，轉徙而之西

域。」bn換句話說，那些被繆解蛀空了的上古聖王的學說是通過孔夫子才得以重

新獲得其生命力的。

由此類推，羅馬帝國在中國史書中之所以被稱為「大秦」，是因為中國工匠

們來自「秦國」。陳熾在此將文明自西徂東的遷移視為文明的東方起源的證據：

「彼羅馬列國，漢書之所謂大秦者，乃於秦漢之際崛興於蔥嶺之西，得先王之緒

餘而已。足縱橫四海矣。」bo然而，「道」是西方終究無法參悟的，它得到的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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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道」散遺於「器」中的那些粗雜的餘緒。道留居於中國，這樣，粗與精、內與

外的分野才得以持存。

上述對道與器關係的看法導出一個頗具影響的結論：即越是古遠的，便越

美好，因為古遠者更內在、更本源。而西方人僅有完善器物之德，他們發展了

外在之物。西方也許更巧緻、更精明，可「道」還是不能從西方引進。道理很簡

單，因為西方提供不了任何這樣的「道」。

同樣，陳熾也持基督教乃中國某種異教學說的雜合的觀念，持這種看法

的，大有人在，張自牧在《蠡測卮言》中稱天主之名見於《史記》，乃太公八神將

之一云云bp。「道」與「器」的思辨原本於《易大傳》中的一句話。《易傳》稱：「形而

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在此，在某種程度上當「體」（Physis，我們還可

以進一步擴充，物理，P h y s i k）作為西方完善化的基礎加以表述時，道學

（Metaphysik）便留在了中國。清朝南書房行走翁同龢的一位幕賓唐振將此概括為

西方人假借那些有時被與道等量齊觀的器物施展了他們的強力bq。

一旦西方技術最終被視為是某種中國原本的片面完善化的產物的話，那麼

中國也就有理由重新掌握這些技術。「器」渴求回到故土br：

閱二千載久假焉，而不能不歸也。第水陸程涂逾數萬里，曠絕而無由自通。

天乃益資彼以火器、電報、火輪、舟車，長驅以入中國，中國弗能禁也。天

禍中國歟，實福中國也。天厭中國歟，實愛中國也。譬我有奇寶焉，遺之道

路，拾遺者秘而不出，亦人之常情耳。今彼日餂我以言，日挾我以勢，若惟

恐我之不受然者，我之卻之也愈堅，彼之欲歸我也愈甚。物各有主，天實為

之。彼雖欲自私自秘焉，而有所不得也。我而終拒之，是逆天也。

顯而易見，陳熾隸屬於改革者行列，他企圖為國人中的保守派、一定程度

上蔑視西方的某些頗有修養的士人，將現代化的苦藥裹上一層糖衣。在我看來

更有意義的是，我們在此所討論的思潮和世界其他地區的情況有很多平行的現

象。我想在此將援舉太平洋南部的美拉尼西亞群島的本土先知宗教——「舶來

教」（Cargo-Kult）作為例證。居於這一宗教中心地位的，是一種關於亡靈回歸的

信仰，白人乘Ë船舶，滿載極樂之鄉的豐美物品和福樂而來。這種本土宗教的

編年史家蘭特那立（Vittorio Lanternari）這樣評說：由於美拉尼西亞島人對歐洲產

品的工業來源一無所知，他們並不知悉整個工業的生產流程。相反，他們只是

看到貨物如何從貨輪上卸下。在他們心目中，這些貨物也就變得意味深長，一

如在奇µ中出現的寶藏。美拉尼西亞島人將這些寶藏歸之於一個非真實的、與

白人相關的世界。由是以降，根據他們的想法，這些貨物來自於亡靈世界，由

於白色在美拉尼西亞是代表死亡的顏色，來自歐洲的財富的輸送者和贊助者

們，因為他們的膚色，也就成了逝者白色亡靈的化身bs。細枝末節盡可以千差萬

別，但是在上述的兩種案例中，西方所據之物，確切地說，都是被視為本土先

祖所創造的、適時地回到其更合法的所屬者手;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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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化轉承從虛構走向真實：新的「交匯」的誕生

西方式的全球化形式，即把握世界、命名萬物並加以分割的方式，並不一

定具有韋伯（Max Weber）所概述的那種結果，亦即如果在某處未產生某種發現，

那麼和這種發現的某種扭曲的、不和諧關係便持存於該處。但是即使我們也許

不贊同韋伯這種扭曲的、不和諧關係長期存在的觀點，面對（文明）相遇第一階

段的這一類型的不和諧音，我們還是不得不首肯他的看法。更新更好之物反正

只要出自於他山，便激起我們的羨妒，這種羨妒和與之緊密相關的對他者的低

估，悄聲提醒我們，我們必定有更早的擁有權。而一旦我們將他者在「我們古已

有之」的藉口之下拉入我屬關係，潘多拉的盒子便打開了。

1896年，王仁俊出版了題為《格致古微》的著作bt，王也曾在科舉考試中金

榜題名，他是俞樾的弟子。在一定意義上，俞樾可被看作是中國生態學之父，

他反對對西方科技的搬用，因為按他的看法這只會導致自然資源快速枯竭。俞

樾也曾稱道西方自然科學的中國根源，可在他的思想中也顯示了某種宿命論的

聽天由命的色彩：西方的霸力終究不是通過反抗和採取強硬立場便可戰勝的，

所以他希望的是中西之間的合流與交匯，摧毀導致疏離的障礙。他的弟子編撰

了一部內容廣泛的有關中國本原的各種「新的古老知識」的流變衍繹的手冊。事

實上，在很長的時期中有關自然的知識本為政藝的一個部分，並且是科舉考試

的一個固定組成部分。直到十八世紀，中國官員依然絕不僅僅是個文士而已。

在王仁俊身處的年代，實用知識在科舉考試中並不再佔有甚麼顯赫的地位，然

而他仍然還可以回顧某種傳統。他相應地將他的著作進行了相當保守的編排：

根據《四庫全書總目》之四部（經、史、子、集），每一部的首條都是最為著名的

古代經典，如經部以《易經》、史部以司馬遷的《史記》、子部以《荀子》開篇，如

是等等。由於自然知識這個概念的涵蓋面很廣，相應地收入的條目也五花八

門：譬如我們能找到哲學家張載關於天的運轉方向的思辨，同樣能找到《易經》

的某段注文，據此天是圓的，而地則是「地母」。所有條目都配以評注，大略如

上面所言的「天圓」和「地母」的一條，地並不用「方」來描述，因為依據《易經》「地」

據說早已是圓的。

王仁俊以傳統的四部編排法編撰了這部工具書，感興趣的讀者可以獲得這

樣的信息：即甚麼自然知識的主題在哪一部典籍中出現過。在此作者在某種意

義上是在中國古代經典中建構了某種西方科學的原始文本。這個原始文本，其

基本結構依然完全遵循傳統的體系；在知識分類上，神聖的、倍享尊榮的經典

始終處於中心位置。但是必須指出的一點是：王仁俊在其著作的末尾，附上了

一份類似索引的綱目，借助這份綱目，讀者可以相應地依次找到下列主題：天

文學、數學、地理學、軍事、醫學、化學、礦學、力學、氣象學、水利學、熱

學、電學、光學、聲學、書、畫、商學、工程學、植物學以及政事。最後一項

是關於「自強」的知識，如此一來這一項知識也就在科學諸門類之中，平等地獲

得了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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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以後，王仁俊這部著作被冠以《格致菁華錄》之書名出版，根據王揚宗

的研究，繼起之作，內容上與原著幾無差別，實際上不過是《格致古微》的翻版

而已ck。然而如果我們對此作的章節安排投以一瞥，倒也不無教益。這;我們看

到的是斷然的一躍：該書再也不是由中國的聖賢書來統領全作，而是將王仁俊

制訂的西方科學的綱目索引轉置首位，同時，中國的經典著作在該書中則作為

索引附於末尾。

由此，原始文本獲得新的統緒——一種外來的陌生的統緒。從此中國的經

典著作有時候也操一種西方自然科學的語言，西方再不是通過孔夫子的眼鏡而

被納入視野，恰恰相反，孔夫子現在通過某種西方的眼鏡被感受，儘管——也

正因為——他被尊為中國古老科學的首要見證人。這種結果影響深遠：一種新

的「交匯」由此誕生；一種文化比較，前面已經提到，一種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

比較，引發了某種關於在歷史早期曾發生過所謂文化轉承的天方夜譚，其用意

往往在於減輕現實的中西文化碰撞對中國文化意識的衝擊。而非常荒謬的是，

從一段假想的歷史卻演繹出了上千年傳統的大換血。而這個轉折並非是假想

的，而是實實在在的，對中國的近代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一年之後，即1898年，兩湖總督張之洞發表了他的《勸學篇》。張之洞作為

一個富有影響力的新派人物，成就了一系列的、通過掌握西方生產技術和組織

方式而達成的宏大的現代工程：軍工廠、造船廠、礦山、電報、棉紡廠等等，

在《會通第十三》一章中，張標舉了一系列古代經典與新學意旨交切的符契之

處：化學、現代農學、礦業、工廠、新式機器、展覽會和博覽會、鐵路、現代

稅制、外貿、武備學堂、專業官吏、遣派留學生出洋留學、體育、兒童遊戲、

公正的司法程序、兩院制議會、新聞出版——所有這些，張之洞都在經典中找

到了。當然那;尚缺乏精確性：新式機器是以「《論語》工利其器，《書》器非求舊

維新」之語、鐵路是以《大學》中「生財大道，為之者疾」cl之句取得其合法性的。

作者在此作了限制，經典中所含的僅僅是「式與法」，依據所謂的「遷移理論」，

這正是他也引證的（甚至還擴展至埃及和南美洲），這些中國傳統中的式與法正

是西方後來轉化於技術中並持續不懈地加以完善的東西。張之洞在另一章節中

指出，中國必須將自身的傳統作為「體」加以保存，而來自西方的種種新法作為

「用」投於實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一表述是如此家喻戶曉，直至今日還

為每一個受過教育的中國人所熟知。

可時至1898年，還有甚麼東西這樣實質性地如此「中國」，可以讓人作為

「體」堅守的呢？如果古代經典僅僅充作鐵路、議會、立憲和化學的資訊手段的

話，那麼中國近代也就割捨了自己的歷史。這句話聽起來與我們一直的觀照方式

頗為矛盾，並且事實上，中國對西方技術、科學乃至思想史的接納歷史似乎稱得

上是一段史無前例的成功史。1911年前後，隨Ë清王朝的終結，一系列最為根本

的、將中國建設為現代國家的改革也付諸實踐，翻譯西方哲學、文學、教育學的

工作也開始走上正軌，外語教學也以當時世界通行的方法得以進行，技術和自然

科學也在中國成功紮根。那麼，這種關於中國失去歷史的說法究竟從何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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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惟在中國，在其他為數眾多的非西方國家，科學技術、生活方式、尤其

是世界觀和思維方式，在所有這些領域中以西方為楷模的全球化，是時至今日

這些國家還必須承受的。全球化帶來的新的交匯史，同時也意味Ë許多非西方

國家面臨Ë重寫歷史的轉折，這種「笛卡爾式」的轉折所帶來的傷痛，無疑也造

成許多失衡現象。尤其是對於歷史傳統悠久的國家，「自斷」不僅是一種本能，

也是尋求平衡點的一種無奈的手段。儘管庸俗的達爾文主義的觀念廣泛流行，

依其高見，一切事物愈新愈好，在東亞，尤其是當前的中國，人們還是很樂意

回溯其古老悠久的歷史的。人們非常樂意以「中國刺E」來對抗疲於奔命、不斷

地創造出現代與後現代諸種新形式的「西方兔子」，這刺E一有新動向就大喊

道：我已經到了，也就是說，我早就恭候在此了，我比你到得早。每當那些對

中國傳統的名相、概念或觀念顯得陌生的東西出現時，這些對抗也就隨之而至

了。正是這樣，多年以來中國政府以可觀的資金資助Ë古人類學家的研究，他

們的任務是證明中國人的祖先並非來自非洲，而是北京猿人的後裔。cm同樣可觀

的財政資源投注於在中國媒介中對四大發明的世界史意義的提醒和宣傳，儘管

其中最後一項發明也已是幾百年以前的事了。無疑這都是些不那麼微妙的自斷

形式，用日本哲學家三島憲一的話來說，是一種「他律引導的民族中心主義」cn。

但是就是在高屋建瓴的思想史領域，這樣的努力也至今依然沒有消停，即用西

方的概念範疇將中國傳統與西方思想家加以比較，其目的在於證明本傳統優於

西方的高明之處：據當代新儒家劉述先的觀點，先於蒂利希（Paul Tillich）不知多

少年，孔子早就提出了「沒有上帝的信仰」的觀念co。而牟宗三則試圖證明，早在

十一世紀張載就更好地解決了康德（Immanuel Kant）的「智性直觀」的問題cp。同

樣，十九世紀60年代太平天國的領袖已將自己定位為耶穌的天弟，他從共同的

天父那;獲得了一項新的使命。

土耳其作家帕慕克（Orhan Pamuk）在其於1998年出版的一部小說中，描寫了

1591年奧斯曼帝國一場有關中心焦點和多元焦點的新舊繪畫之爭。小說借一位

伊斯坦布爾的宮廷老畫師之口，說出了這樣的話：「一旦有人開始用別樣的方式

畫一匹馬，那麼他也就開始用別樣的方式看世界了。」cq這種新的視角也許畫在

了一張看起來潔淨的白紙上，然而事實上這張白紙是一張能反覆清洗使用的羊

皮紙，從中透出古舊的圖像。但是新畫派的中心焦點像一層網一樣覆蓋在舊畫

派的多元焦點之上，沒有中心視角的舊畫派也就一去不復返了。

楊煦生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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