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學哲學家庫恩（Thomas S. Kuhn）認為，科學的進步並不僅僅是量的積累，

而是質的飛躍，不同的科學家共同體有>不同的研究方法、研究重點、提問方

式和理論體系，即不同的「範式」（Paradigm，又譯「典範」）。「範式」是一個包含各

種科學、哲學、社會因素在內的綜合體。科學的進步就是「範式」的更迭，而

且，舊「範式」的衰退與新「範式」的湧現與當時的社會環境和社會心理有>極密

切的關係1。換言之，科學的進步與發展並不是一個封閉的邏輯體系，不是抽

象、孤立而靜態的「純」邏輯知識和理論體系的線性積累，而是深受社會因素、

心理因素和歷史因素的影響，是與社會實踐緊密相關的開放系統，因而要受社

會、時代的巨大影響。

自然科學尚且如此，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的發展與否、「熱」與「冷」，受社

會和時代的影響當然更為強烈。中國共產黨自成立起到1970年代末，近六十年

的時間內，無論是執政前還是執政後，一直對「國學」持批評、批判態度。然

而，「國學」在中國大陸遭受如此長期的批判、冷遇之後，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後

的十餘年卻興起了「國學熱」，這背後必定有>深刻的原因。

一　中國共產黨對「國學」的批判

中國共產黨對「國學」持批判態度，這一點由來已久。早在中共建黨初期，

針對胡適提倡「整理國故」，共產黨人就開始了對「國學」的批判。1922年，中共

機關刊物《嚮導》發表文章批評說：「文化運動發生甚麼結果呢？他不過把那些以

救國為己任的學生們趕回課堂，使那些五四運動中的領袖們學>做新詩，做白

話文的出版物，出洋留學，到研究室去研究文學、哲學、科學去了，整理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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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21924年，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機關刊物《中國青年》發表文章提醒

青年：「中國國勢已經危急的〔得〕了不得，而這般老學究們還在那F提倡『國

故』，這簡直是昏庸已極的事情」，「實在代表了一種反動黑暗的勢力」3。陳獨

秀、瞿秋白、郭沫若、成仿吾等人都曾專門撰文批判整理國故。

1949年政權新舊交替，但這次「新舊交替」與往常的任何一次都不一樣之

處，在於這並不僅僅是一次簡簡單單的政權更迭，而是政治體制、經濟制度、

社會結構、意識形態等方方面面徹底的「革命」。按照當時官方意識形態的邏

輯，一定的社會基礎要有相應的「上層建築」與之配套，一個「全新」的社會必須

要有「全新」的上層建築。所以就有了隨之而來的「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拔白

旗，插紅旗」、「批判白專道路」、「興無滅資」等一系列針對「資產階級知識份子」

的政治運動。其實，這些運動是針對所有知識份子的，因為當時所有讀書人都

是「舊學校」培養出來的。在這個嚴密的邏輯體系中，執政黨和政府不承認任何

學術（甚至自然科學）的獨立性，當時的主導觀點是「科學也有階級性」，認為從

金文甲骨、詞章考據到遺傳學、相對論等都具有政治性4，可分為「無產階級的」

和「資產階級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都要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

史唯物主義」來批判，一切舊的學術傳統都要被取代。對「舊知識份子」影響殊深

的「國學」自然首當其衝。

1950年代對胡適《〈紅樓夢〉考證》一書的批判所引發的「胡適思想批判」，成

為建國後對知識份子進行非常嚴格的「思想改造」的重要內容。「國學」因而被視

為「資產階級」、「封建階級」的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而遭到嚴厲的批判。在「胡適

思想批判」運動中，「整理國故」受到種種政治性指責和批判。文學史專家李長之

在批判文章中一邊批判胡適也一邊自我檢討5：

胡適為甚麼要整理國故？這並不像有些人所抱有的那樣天真想法，以為這

是他在不談政治之後的學術工作，彷彿他的政治立場雖然反動，而學術工

作還是有價值等等。必須指出，他的整理國故工作恰恰和他的反動政治立

場相聯繫a，或者說正是體現了他的反動政治立場的。⋯⋯他的整理國

故、考證紅樓夢的目的是為了抵抗馬克思革命理論的傳播，是為了阻撓中

國人民革命的進行。這哪�是「為學術而學術」呢？當然，事實上也從來沒

有「為學術而學術」那樣的超階級的東西存在過。⋯⋯我曾聽過胡適的課，

我曾長期間信仰過胡適，也曾附和過他的主張。⋯⋯不久我也搞起「國故」

來了，在一九三七年寫了「道教徒的詩人李白及其痛苦」一書，不但在內容

上把李白曲解為尼采式的超人，充分顯示了個人主義的觀點，而且那時正

是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全面侵略的前夕，就客觀作用上說這類的書又是引導

青年逃避當前最嚴重的現實鬥爭的。

還有批判文章認為，胡適整理國故的目的既不同於顧炎武為保存漢族的文

物制度而反抗滿清統治，又不同於章太炎以此作為革命武器，「他是帝國主義的

c141-1311034.pm 7/2/14, 4:52 PMPage 5 Adobe PageMaker 6.5C/PPC



6 二十一世紀評論

代言人，根本沒有民族觀念；同時他又是反動統治階級的御用學者，他曾因文

字而陞官，決不會因文字而得禍，更用不到逃避現實。他的目的，只是為了販

賣資產階級最反動最腐朽的實驗主義，來替帝國主義服務而已！」「如其沒有正

確的立場、觀點與方法，考證也不免誤入歧途。俞平伯、周汝昌等的紅樓夢研

究就是最明顯的例子」6。另有批評者指出：「胡適的『整理國故』，其目的就在破

壞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歪曲中國人民對古典文學遺產的認識。⋯⋯另一反動目

的是要藉此把實用主義的毒素散布到青年的頭腦中去，變成反馬克思主義的『本

領』。」「今天，我們清算胡適的治學方法，也就是要端正我們自己的治學態度。

再不能株守漢學殘壘、安於支離破碎，對馬克思主義採取深閉固拒的態度了。

我們應當認識，只有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武器，才能夠深入研究事物的本質和

其規律性，形式邏輯於此是無能為力的。」7

此後，「國學」與其他「非馬克思主義科學」一樣，受到愈來愈激烈的批判。

到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外文化都作為「封、資、修」被「徹底打倒」8。在局外人難

以想像的巨大壓力之下，「國學」幾成絕學。

二　「國學熱」的背景

隨>文革結束，各項學術研究漸次恢復，「國學」作為一種與社會現實關係

相對薄弱的「純學術」開始獲得獨立、自由研究的空間。當然，此時「國學」只局

限在學者的象牙塔中，並未成為社會熱點。但在二十世紀末以及二十一世紀最

初的十餘年間，各路「國學」卻突然「走紅」，以至形成了一股引人注目的「國學

熱」。「國學」由「冷」轉「熱」，殊為不易，有>更為複雜深刻的背景與因素，其中

最重要的作用是國家力量的直接推動。如果沒有國家權力的大力提倡和支持，

「國學」最多只能成為知識界研究的熱點之一，很難成為今日鋪天蓋地、席捲全

國的熱潮。

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報》第3版史無前例地以整整一版的篇幅發表了題

為〈國學，在燕園又悄然興起〉的長篇報導，這標誌>國家正式提倡「國學」的開

始。此文提出9：

北大的領導和眾多的教師認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與物質文明建設是

車之兩輪、鳥之雙翼，缺其一就會翻車，就不能騰飛。精神文明建設離不

開我國的文化傳統。所謂「有中國特色」，一個重要含義就是中國的文化傳

統。北大學者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偉大智慧和創造力的結晶。

它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凝聚了中華各族人民，支配中國人的生活方式，今

天也仍然滲透在現實生活之中，對中國人的思想、行為起a潛在的支配作

用。深入地探討中國傳統文化，對繁榮社會主義新文化，提高中國人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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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心、自信心，增強民族凝聚力等等，都是一項基礎性工程。他們認為，

把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尊為「國學」，並無不當。

《人民日報》在此文的「編者按」中特意指出：中國傳統文化即「國學」，「研究國

學、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一項基礎性工作」bk。

僅僅兩天之後，8月18日的《人民日報》又在頭版發表了〈久違了，「國學」！〉的短

評，再次重複盛讚「國學」研究對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意義：「社會主義

精神文明建設離不開我國優秀的文化傳統」，「所謂『有中國特色』，一個重要含

義就是中國的文化傳統」bl。

1993年11月14日，中央電視台《東方時空·焦點時刻》節目又以「國學熱的啟

示」為題，對「國學熱」作了詳細介紹、宣傳。12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

〈高屋建瓴，啟迪後人〉的「側記」，報導了季羨林在北京大學就東方文化和「國學」

作的一次報告，這是北大團委和學生社團舉辦的「國學月」的一個重要項目bm。

1994年2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季羨林的〈國學漫談〉一文，明確告訴人們「國

學決不是『發思古之幽情』」，而是有強烈的現實意義，主要表現在：它具有建設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特色」、「它的光輝也照到了國外去」和「激發我們整個

中華民族的愛國熱情」這三個方面。他尤其強調：「探討和分析中國愛國主義的

來龍去脈，弘揚愛國主義思想，激發愛國主義熱情，是我們今天『國學』的重要

任務。」bn

此外，北京大學於1992年初成立了「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有報導說，

該研究中心的工作得到了國家教育委員會和中央的重視和支持，時任國務院副

總理的李嵐清在與北大教師座談時，針對「國學熱」發言說：「弘揚中國優秀傳統

文化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一項急迫任務，北大在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應該肯定。⋯⋯拍攝傳統文化電視片，編寫傳統美德書籍很有現實意義，有助

於幫助下一代樹立正確的人生觀。」bo

《人民日報》如此頻密地宣傳、提倡「國學」，國家領導人明確支持「國學

熱」，與此相呼應，《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和央視等均以前所未有的篇幅多

次宣揚「國學熱」，報導有關研究狀況，並不斷發表「國學」／「中國文化」／「東方

文明」將主導二十一世紀、拯救全人類的宏文。

「國家級」媒體的宣傳無疑具有強烈的導向意義，「國學」迅速熱遍全國。一

些報紙開設了「國學」專版，一些地方政府開始祭孔，央視的《百家講壇》事實上

變成「國學」的「獨家講壇」，一些大學相繼成立「國學班」或「國學院」，一些中小

學在當地教育主管部門的支持下開始讀經，將是國家級、標誌性、總建築面積

超過八萬平方米的「中國國學中心」正在北京建設。在國家的大力支持下，從資

料整理到學術研究，近十幾年來，「國學」研究也確實取得了非常豐厚的成果。

2013年政府規定，具有教育、教學「指揮棒」作用的高考開始降低英語權重，增加

語文權重，其目的是「淡化盲目學習英語熱，關注國學教育」，「增加國學教育」bp。

由此，「國學」從一般的提倡，進入國家的具體制度安排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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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意識形態的民族主義轉向

國家對「國學」的明確倡導和支持，是從1989年「天安門事件」（即所謂「六四風

波」）之後開始的，其背景是海內外各派學者對「傳統文化」的突然重視，即「文化

熱」。而執政黨和政府對傳統文化的突然提倡與強調，則有更深遠的意識形態的

民族主義轉向背景。當然，這F所謂的「轉向」，並非指執政黨完全放棄馬列主

義、毛澤東思想，而是指其既有官方意識形態中的「民族主義」權重迅速加大。

從1989年下半年開始，「國學」和「傳統文化」，就作為回應剛剛發生的「風

波」的「政治正確」的意識形態提了出來。如一份官方色彩濃厚刊物的文章所言，

「⋯⋯所以在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的時候，有些『精英』便改穿了西裝來徹底否定

傳統文化，他們因為已經吃了牛奶和C包，便反過來痛罵母親的乳汁是多麼骯

髒，卻不想想這種乳汁曾經給他們多大的營養。傳統文化這一次所受的劫難是

相當深重的，因為『精英』們已決心把它完全搞臭。」bq

高等院校是「六四風波」的重災區，國家教委針對高校教師和學生，在1991年

專門創辦了政治理論刊物《高校理論戰線》，時任國家教委主任的何東昌發表了

〈社會主義的一條重要戰線——寫在《高校理論戰線》出版之際〉作為該刊「創刊

詞」。創刊號報導了1990年11月由國家教委社會科學發展研究中心和由北京高校

部分教師組成的民族文化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研究課題組聯合組織召開的「如

何正確對待中國傳統文化」學術座談會，與會者就近幾年來民族文化虛無主義思

潮的表現、根源、危害以及如何正確對待民族文化和外來文化，如何建設社會

主義新文化等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與會許多同志認為，近幾年來，在理論

界、學術界、文化界和社會上重新泛濫起一股以『反傳統』為時髦，乃至全盤否

定民族文化和全盤肯定西方文化和民族文化虛無主義思潮。這股思潮給社會主

義精神文明建設和文化建設帶來了十分惡劣的影響，應該認真加以清理和批

判。」他們認為這「近幾年泛濫的民族文化虛無主義涉及到政治、經濟、文化、

心理、社會等各個領域」；「不少同志聯繫近幾年民族文化虛無主義泛濫的實際

情況指出，民族文化虛無主義在理論界和社會上，尤其在經世未久，對傳統文

化缺乏了解的青年學生中造成了思想混亂，對其危害絕不可低估。」br

張岱年在發言中說：「民族文化虛無主義思想是民族自卑心理的表現，也是

嚮往資本主義的一種表現。」bs

張豈之認為：「民族文化虛無主義」產生的原因有四個方面，「是『全盤西化』

論的組成部分」，「是歪曲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種產物」，「是國外某些言論的

再版」，「是走極端的片面性思維方式的表現」。「今天非常需要澄清民族文化虛

無主義的影響，這是一個很嚴肅的任務。⋯⋯實踐證明，歷史與民族文化是進

行愛國主義教育最有效的理論武器，比講多少道理都有效，是民族凝聚力的強

大源泉。」bt

李文海進一步分析說：「民族虛無主義與歷史虛無主義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反

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的理論依據，給青年人造成的心靈創傷比直接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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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更嚴重，所以我們應該花更大的力氣清除其影響，目前這方面的努力很不

夠。⋯⋯要深層次地解決青年的思想問題，應首先向民族虛無主義和歷史虛無

主義開刀。」ck

李侃強調：「這次民族虛無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思潮與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

緊密聯繫，它不是一切都不要，而是不要傳統，不要社會主義，不要黨的領

導，而要西化，要資本主義」，所以「否定傳統的危害性越看越嚴重，對其嚴重

性要給予足夠的重視」cl。

1994年8月，中共中央發布的〈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提出cm：

中華民族是富有愛國主義光榮傳統的偉大民族。愛國主義是動員和鼓舞中

國人民團結奮鬥的一面旗幟，是推動我國社會歷史前進的巨大力量，是各

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現在，我國人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

和黨的基本路線指引下，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努力建設富強、民

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承和發揚愛國主

義傳統，對於振奮民族精神，凝聚全民族力量，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自力

更生，艱苦創業，為中華民族的振興而奮鬥，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各級黨委和人民政府，各有關部門和人民團體，必須高度重視這項工作，

並結合各自的工作特點積極開展愛國主義教育。

而愛國主義教育的主要內容包括「中華民族悠久歷史的教育」和「中華民族優秀傳

統文化教育」，並要各地建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1996年11月，國家教委、民

政部、文化部、國家文物局、共青團中央、解放軍總政治部決定命名和向全國

中小學生推薦百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從1997年7月到2009年5月，中宣部先

後四次公布了近四百個「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除全國性示範基地外，

各省、地、市、縣又陸續建有大量不同級別的示範基地。2011至2012年，各地

開始命名第五批示範基地。這些示範基地當然是以中國共產黨的活動歷史內容

為主體，但歷史上的重要文化、文物遺址幾乎悉數囊括，從周口店「北京人」遺

址、余姚河姆渡遺址一直到朱屺瞻紀念館、胡慶餘堂中藥博物館、潘天壽故

居、馬一浮紀念館等等，均在其中。馬一浮、胡雪岩、潘天壽等曾是中共長期

的批判對象，現在其故居、紀念館等竟然成為「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這種

轉變也顯示了中共官方意識形態的「民族主義轉向」cn。

2002年11月，中共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強調：「在五千多年

的發展中，中華民族形成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

敢、自強不息的偉大民族精神」，「必須把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作為文化建設極

為重要的任務，納入國民教育全過程，納入精神文明建設全過程，使全體人民

始終保持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co

2004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設的若干意見〉提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的主要任務是：「從增強愛國情感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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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弘揚和培育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偉大民族精神。深入進行中華民族優良傳

統教育和中國革命傳統教育、中國歷史特別是近現代史教育，引導廣大未成年

人認識中華民族的歷史和傳統，了解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深重災難和中國人民

進行的英勇鬥爭，從小樹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cp

2004年3月，中宣部、教育部制訂了〈中小學開展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

實施綱要〉，明確說道cq：

面對世界範圍各種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蕩，西方敵對勢力對我實行「西化」、

「分化」和爭奪下一代的圖謀，⋯⋯在中小學開展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教

育，不斷增強廣大青少年對民族優秀文化的認同和自信，振奮民族精神，

凝聚民族力量，是一項十分緊迫的任務。⋯⋯愛國主義是民族精神的核

心。中小學開展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必須高揚愛國主義旗幟，倡導一

切有利於民族團結、祖國統一、人心凝聚的思想和精神，倡導一切有利於

國家富強、社會進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倡導一切用誠實勞動創造

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引導學生樹立以熱愛祖國、報效人民為最大光

榮，以損害國家和人民利益、民族尊嚴為最大恥辱的觀念。⋯⋯愛國主義

同社會主義是緊密結合的。⋯⋯中國共產黨是民族精神的繼承者和創造

者。⋯⋯各學科有機滲透民族精神教育，把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納入

中小學教育全過程，貫穿在學校教育教學的各個環節、各個方面。中小學

德育課程和語文、歷史等人文社會科學課程，要充實體現民族精神的豐富

內涵。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科學等理科課程應結合教學內容，豐富

中國科學家的科學成就和民族精神的內容。藝術（音樂、美術）課應包含經

典民樂、民歌、民族戲劇欣賞和中國畫、書法藝術欣賞的內容。體育課應

適量增加中國武術等內容。⋯⋯為把開展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引向深

入，在做好經常性宣傳教育工作的基礎上，決定從2004年開始，每年9月為

「中小學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月」。⋯⋯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提高認識，本a

求真務實的精神，把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作為貫徹《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

一步加強和改進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的若干意見》的一項重要任務，擺上

重要日程，切實加強領導，給予必要的財力、物力和人力支持。各級宣

傳、教育等部門要根據本《綱要》精神，結合當地實際，制訂具體實施辦

法，深入學校了解情況，研究問題，總結經驗，指導工作。教育部門要設

立中小學德育工作專項經費。宣傳、教育部門要主動與各有關部門和群眾

團體密切配合，充分發揮工會、共青團、婦聯等群眾團體的優勢，組織開

展豐富多彩的教育活動，共同做好中小學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工作。

2005年6月，中宣部、中央文明辦、教育部、民政部、文化部五部門聯合發

出〈關於運用傳統節日弘揚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的意見〉，指出：「為深入貫徹落

實黨的十六大和十六屆三中、四中全會精神，大力弘揚和培育以愛國主義為核

c141-1311034.pm 7/2/14, 4:52 PMPage 10 Adobe PageMaker 6.5C/PPC



二十一世紀評論 11

心的民族精神，傳統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的發展繁榮，現

就運用傳統節日弘揚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提出如下意見⋯⋯對於進一步增強

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認同感、推進祖國統一和民族振興，對於不斷發展壯大中

華文化、維護國家文化利益和文化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傳統節日中

所蘊含的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是對青少年進行思想道德教育的寶貴資源。教

育行政部門要研究制訂把傳統節日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的具體措施和辦法，

把傳統節日教育納入學校教學活動之中，推動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進課堂、進

教材。」值得注意的是，〈意見〉甚至將弘揚傳統文化與「維護國家文化利益和文

化安全」聯繫起來cr。2007年12月，國務院正式將除夕、清明、端午、中秋等傳

統節日定為國家法定假日。

在這種方針指引下，「國學」與「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增強民族凝聚

力」、「思想教育」緊密聯繫起來。例如有論者提出：「堅持古今貫通的原則。也

就是說宣揚愛國主義既要進行系統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教學，力求重點突

出，取材恰當，通俗易懂；與此同時又要注意突出時代特徵，大力宣揚改革、

開放時期湧現出來的愛國主義典型事ë，使青年學生們明白當今新時代的愛國

主義也就是愛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cs又有說法認為：「我們加強愛國主義

教育一定要挖掘傳統文化有關愛國的主張和思想中的合理成份與合理內容，並同

四項基本原則結合起來。其實，四項基本原則就是現代愛國主義教育最基礎、也

是最根本的內涵。」ct於是，「國學」成為學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內容dk。

近年來，鑑於「國學」進一步與「國家文化安全」聯繫起來，有論者宣稱dl：

不論各家怎麼說，國學是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這一範疇是一致的。傳統文

化是中華民族的根基，是中華民族共同認同的基礎，傳統文化彰顯出來的

民族主體品格是時代精神的載體，是中華民族今天能夠實現偉大復興的主

體條件。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弘揚是國家文化安全的核心，「國學熱」的

興起有利於繁榮中華文化，提升中華文化的整體實力，固本強根，切實維

護我國國家文化安全。

依照這一思路，承認和強調「維護國家文化安全」始終是提倡「國學」和「國學熱」

的深層動因。今天，我們對「國學」的討論與定位仍然不能脫離「國家文化安全」

的視角dm。

事實表明，主流意識形態自1989年下半年起開始作出重要調整，在馬克思

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科學社會主義之外，以強調「民族傳統優秀文化」增添

了濃重的「民族主義」，開始更多地從傳統文化中吸取政治理論資源，其話語具

有日漸濃厚的「民族文化」色彩。這種大幅度調整，肇因於深刻的「合法性」需求。

「合法性」（legitimacy），又譯「正統性」、「正確性」、「正當性」或「合理性」。

在政治學中，國家權力來源的合法性並非指符合法律條文，也不在於統治者自

己宣稱統治的合法性，而是指一整套全社會、包括統治者和絕大多數被統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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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可、認同的道理、規則和行為標準體系，即統治者權力是否被廣大社會成員

發自內心地加以認同的問題。公權力是為維持社會秩序的「必要之惡」，但公權

力若僅依靠強制力量並不能維持社會的持續安定，因此任何公權力必須製造出

一套詮釋系統，把國家形態與社會結構概念化、合理化，使社會所有成員都相

信那樣的結構形式與內容是合理的，即統治者的統治權力是應當的、正當的或

命定的。韋伯認為，被統治者服從統治者的支配背後包含暴力、經濟等因素，

但是，「除了這些以外，通常還需要一個更深層的要素——對正當性的信仰」；

每個權力體系「都會試圖建立並培育人們對其正當性的信仰」dn。伊斯頓（David

Easton）認為，統治者獲得被統治者支持有三條途徑：「那種不直接與具體的物質

報酬、滿足或是強制（負報酬）相連接的支持，可以通過下面三種反應產生：第

一，努力在成員中灌輸對於整個典制及為之服務的個人的一種牢固的合法感；

第二，乞求共同利益的象徵物；第三，助長和加強成員與政治共同體認同的程

度。」do簡言之，即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著名的論斷：「合法性意味>某

種政治秩序被認可的價值。」dp

在「合法性」的重建中，「國學」／傳統文化的迅速復興顯示了在全能體制國

家中國家權力對文化的高度掌控。在重倡傳統文化中，「國學」成為前導，被納

入民族振興、愛國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增強民族凝聚力、國家文化安全

的話語系統。這種將「國學」／傳統文化編碼織入國家意識形態的過程，同時顯

現出國家權力與學術、文化間的複雜關係：一方面反映出國家權力對傳統文化

的控制和利用，另一方面反映出國家權力對傳統文化的需要，甚至愈來愈倚

重。近年來，以「中國精神」、「中國形象」、「中國文化」、「中國表達」為標誌的

一系列政治宣傳畫出現在全國城鄉。它們在形式上充滿了中國元素，確實是「中

國形象」、「中國表達」。這些宣傳畫與文革宣傳畫的「紅、光、亮」形成鮮明對

照，由此也可看到傳統、民族形式、民族主義的轉向。

2010年，由幾位「國學」／儒學推動者撰寫的《陣地戰：關於中華文化復興的

葛蘭西式分析》一書，將以儒學為核心的中華傳統文化復興定義為「文化民族主

義運動」。他們借用西方馬克思主義重要理論家、意大利共產黨領導人葛蘭西

（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權」理論，明確提出中華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幾乎

完全不同，當代中國形成了「中華文化陣營」，與「西方文化陣營」正在進行爭奪

文化霸權的「陣地戰」。該書指出，「『五四運動』以來對傳統文化的全面拋棄以及

西方各種文化思潮的大規模入侵，使我們的國家和民族喪失了自己的文化自主

性，缺少自己的核心價值觀、有效的意識形態、有感召力的生活方式和基本制

度，對外不具有與西方世界匹敵的『軟力量』，對內不具有能夠被全體人民共同

認同的『文化領導權』。『文化民族主義運動』既是重建中國人自己的生活方式和

價值觀念，確立社會規範和倫理道德，乃至尋找精神信仰的過程，也是在文化

領域與其他意識形態開展『陣地戰』的抗爭，同時也是對中國軟力量建設的積極

嘗試。」這兩個陣營不僅文化性格完全不同，各自的文化淵源也不同，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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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的行動目標存在顯著差異，甚至是對立的。中華文化陣營的目的是建立中

華文化的主導地位，驅除西方文化勢力，而西方文化陣營則希望確立西方文化

的主導地位。更為重要的是，兩者的社會基礎不同，而且聯盟策略也不同。例

如，對中華文化的一致的態度，決定了民間和政府的親和性。所以中華文化陣

營是親政府的，而黨政官員是中華文化陣營的成員，至少也是盟友。而西方文

化陣營則是反政府的，至少反對『大政府』。」由此看來，「當下的文化領導權爭

奪戰，既是一場階級戰爭，又是一場民族戰爭。」「要建立中國的政治合法性理

論，向外求索沒有出路，必須返回過去，從中國的歷史傳統中尋找出路」，所以

「中國共產黨從『五四』傳人轉變為儒家復興的積極推動者」dq。

四　嵌入與脫嵌：思想史方法論

多年前，筆者在〈今天非常「法蘭克福」〉這篇文章中說過，同一種理論在不

同的社會、歷史背景中產生的效果是非常不一樣的dr：

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說，學者對一種「知識」所產生的社會效果尤應加以注

意。一種學說、觀念如何成為一種意識形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和現

實問題。這個問題一旦提出，我們就離開了「純學理」的內在整體性，進入

了學理、觀念在特殊歷史脈絡中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等方面是如何被運用

的這一層次。這樣，我們必然或說不得不離開「純學理」、「純觀念」的領

域。因此這時我們重視、追問的不是「文本」[text]中的觀念的「普遍」意義，

而是要解釋、說明、強調這些觀念在「當事者」所處的特定「脈絡」（context）

中是如何顯現的，具有哪些「特殊」的意義。

從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論層面而言，對一種思想的研究不能離開「脈絡」來

分析「文本」。如果僅作脫離脈絡的「純文本」分析，由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所說的名稱的「家族相似性」，對兩個名稱完全一樣、但實質完全不

同的「文本」就會得出「完全一致」的結論。如前所述，當前的「國學熱」是傳統文

化復興的核心內容，而傳統文化復興的實質是「文化民族主義」，是為了突出中

華文化的「特殊性」，批判、反對「普適價值」。然而，胡適在九十餘年前也主張

和提倡「整理國故」，但他的主旨之一卻是要通過整理國故來闡明中國文化傳統

中的「科學方法」，為「科學」在中國尋根，並藉此證明「科學」並非是與中國傳統

文化完全不相容的「泊來品」，從而論證中國傳統也有「科學」，證明中國並非自

外於世界普適價值，或者說，是為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接軌」而努力。同為

「國學」，二者指向正相反對，「能指」（signifier）相同，但「所指」（signified）完全相

反ds。這說明一種思想，尤其是社會性思想，從來都是與社會和歷史緊密糾結、

c141-1311034.pm 7/2/14, 4:52 PMPage 13 Adobe PageMaker 6.5C/PPC



14 二十一世紀評論

纏繞在一起，同一種思想在不同的歷史脈絡中會被不同地「使用」。正如在近代

中國與日本，儒學被不同地「使用」，其作用與結果自然大不相同。

鴉片戰爭後，列強的船堅炮利、電報鐵路，是國人對「現代」最早、最直觀

的感受，有識之士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但此主張及其後引進大機器生產、

學習近代科學知識、興辦新式企業的「洋務運動」，卻被「儒學正統」以「夷夏之辨」

斥為「潰夷夏之防，為亂階之倡」。「儒學正統」還以「形而上者為之道，形而下者

為之器」為理由，將「技術」貶為「奇技淫巧」。

李鴻章提出軍務緊迫，要架設電報，「儒學正統」卻質問：「夫華洋風俗不

同，天為之也。洋人知有天主、耶穌，不知有祖先，故凡入其教者，必先自毀

其家木主。中國事死如生，千萬年未之有改，而體魄所藏為尤重。電線之設，

深入地底，橫衝直貫，四通八達，地脈既絕，風侵水灌，勢所必至，為子孫者

心何以安？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藉使中國之民肯不顧祖宗邱墓，聽

其設立銅線，尚安望尊君親上乎？」dt

在經濟政策上，「儒學正統」以《論語》為據，堅決反對此時剛剛出現的「重商

富民」的思想，反對興建鐵路，論說機器生產是「末富」，傳統勞作才是「本富」；

現代工商業是「末富」，傳統農業耕織才是「本富」，所以排斥、拒絕機器生產和

工商業就是「固本」，西方重商富民是捨本逐末：「行之外夷則可，行之中國則不

可。何者？外夷以經商為主，君與民共謀其利者也；中國以養民為主，君以利

利民而君不言利者也。⋯⋯臣聞夏變夷，未聞變於夷者也。⋯⋯奈何以中國禮

義之邦而下同外夷之罔利乎？」ek「中國自強之道，與外洋異。外洋以商務為國

本，中國以民生為國本；外洋之自強在經商，中國之自強在愛民。」el「夫中國所

恃以為治者，人心之正，風俗之厚，賢才蔚起，政事修明也。⋯⋯泰西各國，

以商為主，凡所造作，施之彼國則為利，用之中國大抵皆姦黠者蒙其益，而良

懦者受其害，鐵路乃其一也。」如果鐵路推廣開來，「勢必驅良懦盡化為姦黠，

是足壞天下之風氣」em。

洋務運動中洋務派與保守派的爭論中，保守派掌握了「儒學正統」的話語霸

權，總是從「禮義綱常」、「夷夏之辨」的高度來否定新器物的合法性。當位高權

重的洋務大員在這種「儒學正統」前都大嘆其難、大搖其頭時，近代中國的「反傳

統」至少是「勢所必至」了。

與近代中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儒學在近代日本並未成為接受新事物、發

展工商的障礙，反被闡釋成一套促進工商的話語體系，其「開山之作」便是有日

本「實業之父」之稱的澀澤榮一所著的《論語與算盤》。1840年出生的澀澤榮一

1867年作為日本使節團成員出席了在法國巴黎舉辦的萬國博覽會，後又在歐洲

遊歷將近二年。當時歐洲的產業發展和經濟制度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為他

以後經營的活動奠定了基礎。回國後他受明治新政府之聘在大藏省任職，曾升

任大藏大臣，但不久便辭職「下海」，投身實業。他創立了銀行、造紙廠後逐步

擴大經營範圍，業務遍及鐵道、海運、礦山、紡織、鋼鐵、造船、機電、保

險、建築等眾多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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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書名分析，《論語》代表仁義、倫理和道德，而「算盤」當然是「精打細

算」、「斤斤計較」的「利」的象徵。澀澤榮一認為傳統上人們總是把「義」與「利」對

立起來，從中國古代到西方古代都有種種說法，如中國儒生有「為富不仁」之

說，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也有「所有的商業皆是罪惡」的論述。這些觀念的形成

當然是與一些不法商人的種種不當牟利手段有關，以至形成「無商不奸」的看

法。但是，當把這種觀念絕對化後，對國家和社會的發展卻有極大的害處。因

此，澀澤榮一希望通過《論語》來提高商人的道德，使商人明曉「取之有道」的道

理；同時，又要讓其他人知道「求利」其實並不違背「至聖先師」的古訓，因此盡

可以放手追求「陽光下的利益」，而不必以為於道德有虧。

他寫道：「我始終認為，算盤要靠《論語》來撥動；同時《論語》也要靠算盤才

能從事真正的致富活動。因此，可以說《論語》與算盤的關係是遠在天邊，近在

咫尺。」他強調，「縮小《論語》與算盤間的距離，是今天最緊要的任務。」他認

為，後儒對孔子學說最突出的誤解是有關富貴觀念和理財思想，他們錯誤地把

「仁義正道」同「貨殖富貴」完全對立起來。所以，澀澤榮一對孔子的財富觀作了

一番論證和說明。他對《論語》和《大學》有關論述的分析表明，孔子並無鄙視富

貴的觀點，只是勸誡人們不要見利忘義，不要取不義之財，也就是《論語．泰

伯》所說的「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對孔子「義

利觀」誤解最嚴重、對後世影響最大的是程朱理學。它把「利」與「義」完全對立起

來，結果是「把被統治階級的農工商階層人置於道德的規範之外，同時農工商階

級也覺得自己沒有去受道義約束的必要」，「使得從事生產事業的實業家們的精

神，幾乎都變成了利己主義。在他們的心目中，既沒有仁義，也沒有道德，甚

至想盡可能鑽法律的空子去達到賺錢的目的」。由於宋明理學空談心性，鄙視實

業，也是導致亡國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他強調指出：「僅僅是空理空論的仁

義，也挫傷了國家的元氣，減弱物質生產力，最後走向了亡國。因此，必須認

識到，仁義道德搞不好也會導致亡國。」

但是，利己主義也會導致亡國，《大學》中有一句話：「一人貪戾，一國作

亂。」就是說，由個人的貪戾這種細微小事發展下去，就會導致國家動亂這類驚

天動地的大事。所以修身養性，提高道德也是不能忽視的。「總之，謀利和重視

仁義道德只有並行不悖，才能使國家健全發展，個人也才能各行其所，發財致

富。」澀澤榮一反覆以自己的經驗來說明《論語》與「算盤」可以是一致的，所以明

確表示一定要把《論語》也作為商業上的「經典」，他的工作「就是極力採取依靠仁

義道德來推進生產，務必確立義利合一的信念」en。

在近代日本和中國的不同闡釋和實踐中，同一部《論語》便具有了不同的「實

在意義」。澀澤榮一對《論語》的闡釋拉近了它與「算盤」的距離，因此，進入「近

代」的日本無需批儒。而近代中國語境中對《論語》的闡釋且不說是進一步擴大了

它與「算盤」的距離，至少是使二者的距離更加僵化固化，更難調和；而這種種

闡釋卻是作為「真理」、「聖道」而傳達、散播的，其後果自然是成為引進大機器

與新式工商的阻礙。恰恰是對《論語》如此闡釋，埋下了進入「近代」的中國的啟

蒙者不得不也不能不「批儒」、「反儒」的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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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經典的「實在意義」是在權威闡釋和社會、歷史的實踐中形成的，一

種千百年來對社會一直發生影響的思想尤其如此。其「原本」不可能如某種「標本」

那樣冷藏、冷凍起來一直「保鮮」、保持其「純真」，在漫長的歷史中它必然要被

「污染」（否定性修辭）或被「發展」（肯定性修辭）。研究、探尋一種思想「原本」的

真義當然有意義，但更有意義的是由此展開對它是如何被運用（無論是「污染」或

「發展」）的研究、探討。思想史研究應將觀念嵌入具體的歷史脈絡中進行分析，

而不是「脫嵌」，對觀念作「純文本」解讀；更不應當再反過來，將文本、經典的

「脫嵌式解讀」當作真實的「歷史」來論述。

「國學」／傳統在歷史與社會現實中的複雜關係，再次提醒人們深入思考何

為傳統、如何解讀傳統、傳統被如何使用，其「所指」究竟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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