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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

── 以劉師培和王國維為中心

⊙ 牛秋實

 

* 拙稿的撰寫和修改得到了復旦大學歷史系朱維錚教授的悉心指導，特此謝忱！

美國漢學家費正清認為，西學東漸以前，中國發展基本上是遵循了一種「在傳統中變

（change within the tradition）」的模式，由於西潮的沖擊，這樣一種變化模式在近代中

國實在難以維持。蓋西方要迫使全世界跟著它變。儘管西方自身在十九至二十世紀也充滿變

化，有時甚至是劇烈的變化，但對西方來說，即使是與傳統決裂，仍可以是在傳統中變。在

中國則反是。對中國而言，僅僅是要生存，用當時人的話來說，就是要保存中國的種姓和國

粹，也不得不至少學習造成西方強大的那些秘訣。雖然各人的具體理解並不一樣，「向西方

學習」的確是清季以來中國士人的共識。在西人的引導之下，中國士人也逐漸認識到，西方

之所以強大，並非只是靠其科技和工藝，在此之後尚有更重要的觀念和制度。而中國人一旦

接受這樣一種西方思維，其所尋求的改變只有遵循一個向西走的方向。也就只能是在傳統之

外變（change beyond the tradition）。即使這樣，他們向西方學習，也不可避免把立足點

放在中國。因為近代中國除一些割地和少量租界外，領土基本得以保持完整。不平等條約固

然侵犯了部分中國主權，但基本的主權仍在中國人手中。這樣，西方雖然力圖在中國取得文

化控制，卻不能象在殖民地那樣直接地破除中國的本土文化，只能採取間接滲透的方式。因

此，中國士人對西方文化的仇視和抵制通常較殖民地人為輕。領土主權的基本完整，應該是

士人確信中學可以為體的根本基礎。由於不存在殖民地政府的直接壓迫，中國人在面對西方

壓力時顯然有更大的回旋餘地，更多的選擇自由，同時也更能主動接受和採納外來的思想資

源。故中國知識分子學習西方的願望和實際行動都遠比殖民地人要主動得多。這就使得中國

士人把學習西方的目的放在振興中華民族文化的最終目的上，並且他們將中國傳統學術和文

化進行創造性地進行改造，成為一種新的文化範式。本文將從此角度對他們的改造性的文化

和傳統進行研究，看他們如何實現這種轉化。

一

隨著義和團運動之後清政府的被打敗，中國士人認為政府不可靠。故他們訴諸歷史上中國的

變遷，以期望中國能盡快擺脫西方的壓迫和征服。他們開始對中國將保留甚麼樣的傳統提出

自己的質疑。許多知識分子都會提出自己的見解，他們認為，「中國應該面向未來」。他們

不願意回憶過去。他們歡呼進步的觀念，但他們很快開始認真研究傳統的觀念，傳統中應該

保存那些過去的知識和文化，這是他們所達成的共識。



當然中國的知識界並不是第一次對過去作出反應。從遠古時代中國就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記

錄，其中有些是口頭歷史傳說。但是我說這是第一次他們對未來中國應該選擇當前文化中保

存的元素，這些元素中那些有意義，那些純粹是胡說。他們精心地製造了迄今為止在思想界

一直不存在而名義上屬於傳統的文化。

梁啟超在《子墨子學說》中便是借鑒日本人高瀨武次郎《墨子哲學》的分析，但是梁啟超認

為墨子生活的時代是一個「文勝之極弊」、「社會不統一」、「內競最烈」、「宗教與哲學

衝突」的時代，這與現在的社會相類似，所以他認為墨家的利他主義是克服中國人利己主義

的手段。他說：「今舉中國皆楊（朱）也。……嗚呼，楊學遂亡中國。今欲救之，厥惟墨

學。」1由此可見，梁啟超執筆《子墨子學說》的意圖是，把墨子的利他主義與西洋的功利主

義相結合，在加之以從《墨子哲學》中所得到的構思，提出一個宗教體系，並促使其成為現

實。這裏梁氏對傳統進行了暗地的轉化，轉化成他認為的宗教。

近代歷史上無論是反對傳統或贊成傳統，都在對傳統進行著獨立的改造。更具諷刺意味的

是，即使是民初以維護國粹為目的的「國粹學派」和稍後出現的學衡派，雖然都被視為「文

化保守主義者」，實際上也都在西潮的影響之下。前者借鑒西方的文藝復興以希冀保存中國

的經過他們加工改造過的「傳統」，而後者受西方白壁德「新人文主義」的影響，主張「融

化新知」，無不是借西方思想資源來對中國的傳統進行著自己的改造和轉化。

從某種意義上說，二十世紀西向知識分子將舶來品當作自己的傳統，和今人將某些西方觀念

當做中國人文精神這些現象，未必就體現了他們對國情的誤解。所以被他們將傳統進行改造

的半中半西的「新學」，已經成為了傳統的中國的一部分。

二

國學保存會，1905年初成立於上海。清季國粹主義基本上是一文化和學術運動，參與者們關

懷的首先是文化和學術。他們在西學洶洶東來，中學岌岌可危的情勢下，為自己的文化傳統

感到憂心忡忡，起而保護。在這些人的眼中，文化學術才是國家興亡的首要因素：「蓋以易

朔者，一家之事。至於禮俗政教，澌滅俱盡，而天下亡矣。夫禮俗政教固皆自學出也，必學

亡而後禮俗政教乃與俱滅」2。

國學保存會同人很自覺地把自己同政府區別開來，指出政府所提倡的並非「國學」，而是

「君學」：「近人於政治之界說，既知國家與朝廷之分矣，而言學術則不知有國學、君學之

辨，以故混國學與君學之內，以事君即為愛國，以功令利祿之學，即為國學」，「君學者，

經歷代帝王之尊崇，本其學說，頒為功令，而奉為治國之大經，經世之良謨也，其學行於天

下固久矣。若夫國學者，不過一二在野君子，閉戶著書，憂時講學，本其愛國之忱，而為經

生之業，抱殘守缺，以俟後世而已。其學為帝王所不喜，而為舉世所不知」3。「吾國綿綿延

延以至於今者，實賴在周有伯夷，在秦有仲連，在漢有兩生，在東漢有鄭康成，而在晚明有

黃犁洲、顧亭林、王船山、顏習齋、孫夏峰、李二曲諸先生之學為一線之系也」4。顯然，這

是他們心目中的「學統」，和官方認定的「道統」大相徑庭。於國學之外，特意標出一個君

學的名目，並且明白指出此一區分來自民權政治觀念，說明國學保存會的國學觀是近代民權

思潮和國粹保存思想的交融產物5。

這種出於對傳統進行改造的自覺，出自他們對中國學術傳統的清醒認識。國學保存會的同



人，十分讚賞先秦時代各執己見、百家爭鳴的學術繁榮景象，認為「自秦焚書，五經灰燼，

漢除挾書之律，老師宿儒，始知服習經訓，以應世主之求」6，士人喪失了獨立見解，造成兩

千年以來國學衰微，君學獨盛的局面。他們把這種局面同西方的中世紀相比，提出要像西方

一樣搞一場文藝復興。該會會員馬敘倫在回憶《國粹學報》的時候就說：「這個刊物有文藝

復興的意義」7。文藝復興，那時叫做「古學復興」，被國學保存會同人認定為西方走向現代

化的契機：「昔者歐洲十字軍東征，弛貴族之權，削封建之制，載吾東方文物以歸，於是意

大利文學復興，達泰氏以國文著述，而歐洲教育遂進文明」8；歐民振興之基，肇於古學復興

之世」9。而在他們眼中，中、西學術發展史實有不少相似之處：「夫周秦諸子，則猶之希臘

七賢也；土耳其毀滅羅馬圖籍，猶之嬴秦氏之焚書也；舊宗教之束縛，貴族封建之專制，猶

漢武之罷黜百家也」。因此，正如歐洲文藝復興的對象是希臘學術，卻帶來了近代的富強一

樣，「乾嘉以還」在中國學術界出現的以研究諸子為特徵的「周秦學派」似乎表明，中國的

文藝復興已在醞釀之中10。

以外國事例來證明在中國實行某一舉措的正當性是清季朝野士人共習，但將十字軍東征、意

大利古學復興與日本維新時的國粹主義聯繫起來共論，在歷史順序上固無問題，在邏輯上似

乎有些勉強 。鄧實雖用愛國而愛其學來串聯三事，然「歐洲十字軍東征，載東方文物以歸」

一語看上去與其全段論旨並不相合，因其所見的十字軍根本是愛他國之學而非愛自國之學。

黃節所論稍詳，且其特別主張不論中外皆可以愛而納之，然十字軍東征仍在上下文不夠妥

帖。11不過，若注意梁啟超所說的「近世文明之先導」一語，將此歐洲二史事視為一事之兩

階段，便與他們所論日本維新時提倡國粹主義相通了，因為歐洲和日本兩例皆具先采他人之

學而後珍重己學這一發展過程。12

以上所論《國粹學派》以復興古學為己任，所以吸引了許多革命派的知識分子，而這些知識

分子無不以傳統學術為基礎，進行現代性的改造，所謂以舊瓶裝新酒。自《國粹學報》創刊

號發表劉師培的《讀左札記》，到它於1912年宣布「滿清退位，漢德中興」而終刊，劉師培

的論著出現其中者，有八十期，就是說僅有兩期沒有出現他的姓名或筆名。而論著數量，也

多達五十餘種。可以說，他的論學文字，大半見於《國粹學報》，難怪有種誤說，竟以為此

刊是劉師培與鄧實「創辦」的。而這些文章大半都是西學影響下對傳統改造的產物，可以說

在劉師培發表的這些作品中，幾乎都是把傳統經學打扮為近代民族資產階級學說，此處限於

篇幅，不與詳細論說，待另文專論。13

章太炎、劉師培是國粹學派的主要人物。兩人互相鼓勵支持，並志同道合結為忘年交，對周

秦諸子多有研究。而晚清諸子學的復興便是與西潮相沖擊的產物。晚清對諸子學研究最突出

的著作如劉師培的《論古學出於史官》、《周末學術史序》、《古代出於官守論》、《中國

哲學起源考》、《補古學出於史官論》、《孔學真論》、《儒家出於司徒之官說》，章太炎

的《諸子學說略》等。從學術淵源的角度來看，這一研究受了清末諸子學興起的一向，但他

們對前人的成就並不滿意：「近世巨儒，稍稍治諸子書，大抵甄明詁故，掇拾叢殘，乃諸子

之考證學，而非諸子之義理學也」14。早期的《國粹學報》上發表了大量論文，從諸子思想

中演繹出不少的近代民族、民權、邏輯之類的觀念，雖在學理上不免牽強，但正是「諸子之

義理學」的實踐15。

《國粹學報 》對諸子興起的原因做了不少論述，劉師培的一段話可代表《學報》同人的共同

看法：「昔歐西各邦，學校操於教會。及十五世紀以降，教會浸衰，學術之權始移於民庶。



及證之中邦典籍，則有周一代，學校操於史官。迨周室東遷，王綱不振，民間才智之士各本

其性之所近，以自成一家之言。雖純駁不同，要旨各是其所是，則學興於下之效也。」16以

周秦時期為中國學術史上最繁榮的階段，已是其時思想界的共同意見。而在章太炎、劉師培

等人看來，這一繁榮是學權由王室散於民間的結果，主要體現為私學的興盛和民間獨立見解

的出現，而這又同文藝復興時期學權由教會轉移到民間因而帶來學術繁榮的過程相似。

這一觀點很容易讓人想起中國學術傳統中的諸子出於王官論，章太炎、劉師培等確曾明白表

示過對這一說法的支持。但仔細看，他們的意見又並非是古老學說的翻版。在傳統學術中，

諸子出於王官，乃是「道術將為天下裂」（《莊子‧天下篇》）的衰世之象，而章、劉等人

則根據西方社會學知識，判定王官不過是愚弄民眾的「鬼神術數之學」而已，它的衰落表明

民智開啟，思想統一局面的打破，自由討論時期的到來：「神州學術，其起源在乎鬼神術數

而已，鬼神術數之學，其職掌在乎史官而已」。「春秋之季，民智開啟，鬼神術數之學不足

以統一天下之思想，於是而有老、孔、墨三家之學，是為神州學術後起之三大宗」17。與他

們持論較近的還有當時很多知識分子，說明這些見解的出現，卻是環境使然。

王國維屬於比較純粹的學者或文化人，很少卷入政治旋渦之中。在學術上重視而且較多地接

受了西方哲學。王國維攻讀了康德、叔本華、尼采哲學，在二十世紀初年曾大力提倡哲學，

主張以哲學取代四書五經為主的大學「經科」。他認為：「無論古今東西，其國民文化苟達

一定程度者，無不有一種之哲學。」他推重諸子的哲學價值，批評研究者「但玩其文辭」的

偏向。18王國維注重從形而上學研究諸子。如重視從「形而上學」分析諸墨家的宗教思想，

認為墨家「天與鬼之說為道德政治上整理的原理，而非形而上學上建設的原理甚明也。」這

就是說墨家的形而上學不發達，只是為社會主張服務的工具，缺乏獨立的思維體系。王國維

認為：「墨子之形而上學及倫理之根本思想與儒家不甚相異。」19王國維認為諸子中只有老

子的形而上學最發達。他說：《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和「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

兮似萬物之宗」兩章，「此於現在之宇宙外進而求宇宙之根本，而謂之曰道。是乃孔墨之家

所無，而我中國之哲學不可不始於老子也。」他認為老子的「道」非但宇宙萬物之根本，又

一切道德政治之根本也。」20這種見解是非常深刻的。王國維闡述《老子》的文字不多，尚

未對其以「道」為中心的哲學思想全面分析，但他已經在宇宙本體論方面把西方哲學觀念引

進老子研究之中。21在運用西方方法論來研究國學方面，王國維比劉師培等走得更遠。

王國維認識到：「凡國學微言奧義，均可借皙種之學，參互考驗，以觀其會通。」22有人更

進而斷言：「未有西學不興，而能中學興者」23，「異日發明光大我國之學術者，必在兼通

世界學術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決也。……故近今日所最亟者，在授世界最進步之學

問大略，使知研究方法。」24思想的解放，治學方法的更新，使人們得以不囿於舊說，取得

了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建樹。

王國維指出中國中國古代文化缺少形而上思辨的弱點。與王取相類的觀點的陳寅恪對中國古

代的哲學成就評估甚低：

「中國家族倫理之道德制度，發達最早。周公之典章制度實為中國上古文明之精華。至若周

秦諸子，實無足稱。老、莊思想尚高，然比之西國之哲學士，則淺陋之至。25」

陳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這一致命弱點看得如此深重，以致認為即使這個國家富強了，也難於

在精神上進入哲學王國。所以陳指出中國的「人事之學」是一個「長處」與「短處」，不可



分離的「連體嬰兒」。一方面「缺乏遠慮，利己營私」，一方面「修齊治平」。就「修齊治

平」而言，既有一整套「尊卑上下」的等級制度構成對人的壓抑，另一方面在各種統治與隸

屬關係中又浸潤著血緣情感基礎上的相互眷顧。就像在對待西方文化所碰到的兩難處境一

樣，對中國的傳統文化採取簡單的肯定或否定都會使自己陷入尷尬的境地。

這表明，在談論中國文化的時候，總是有西方文化這個參照物。劉師培在寫中國哲學的起源

時，未始沒有西方哲學這個預定的概念假設。「元字之義為統攝眾事眾物之詞，古人以元為

氣之始，非以元為陰陽也。……及韓非以為道也者，不可思議者也，不生不滅者也，又無所

不被者也，其用甚大其體甚微，則道之為物界乎有形無形之間，亦絕對之名詞也。26」劉氏

論中國哲學之主一元二元之論雖各不同，都屬於一元論。而中國無元論起於朱子，而朱子之

說蓋本於佛說。「此皆中國無元論發明之證也。27」這說明劉氏在撰寫文章的時候，已經自

覺地把西方的觀念融入用傳統學術編織的體系之中。所以不管是劉師培還是王國維都主張融

會西學，而對中學又具有了解之同情，對傳統學術和文化進行創造性地轉化。這尤其表現在

向為中國傳統的史學的改造上，也可見西學影響的烙印。

三

在西方對中國的沖擊模式中，大多數西方史學家都用挑戰和應戰的模式來解釋中國對西方的

反應。以為，中國的傳統並沒有在這場嬗變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只是跑龍套般一晃而過。歷

史進程遠不像他們描述的那麼「單純」，促成中國近代學術模式轉變的遠不只是西方文化的

影響，傳統中國文化也不只是被動地接受改造。

作為劉師培向舊世界挑戰的一篇檄文的《攘書》便是對傳統學術進行的一場悄悄的轉化。在

第一篇《華夏》篇中劉氏根據《山海經》的記載，認為「吾觀《山海經》一書，知古代神聖

所居，大地在昆侖附近。如軒轅之國，地近窮山，軒轅之台，地濱沃野，而後稷、祝融、重

黎，皆由西方遷入。證以《路史》遺文，則無外無熱之陵，即系昆侖之故址矣。28」儘管劉

氏認為中國人種西來說，但這一說法本身正確與否，他確實對傳統進行這一種改造，而這一

改造，對於自卑的中國人來說無須以黃種為恥，因為中國與西方同一種族。「噫！漢土民

人，數典忘祖，制盤古創世之說，以溯漢族之起源。而外域所流傳，或概以蒙古之名，或錫

以契丹之號。遺書莫考，舊跡誰稽？西望昆侖，知漢民餛懷故土之思，其湮滅也久

矣。29」。劉氏還嫌不夠，復在此文下注釋曰：「漢族當初遷中土時，文字未興，載籍未

具，發源之跡，僅憑言語流傳，歷時既久，漸失本源。然漢族人民，猶以西方為本土之想

象，故《楚詞》一書，切慕昆侖尤切，即《十州記》、《神異經》所列，公孫卿、徐福所

言，莫不 言昆侖，稱為仙境。足證昆侖之名，為漢土人民所共識矣。」他反覆使用其訓詁的

知識來論證，「《說文》夏字下云：中國之人也。注云：所以別於北方狄、東北貉、南方閩

蠻、西方羌、西南僬僥、東方夷也。」以暗示漢族的敵人滿洲，號召全漢族團結起來，驅逐

靼虜，恢復中華。

在《夷裔篇》中劉氏根據公羊傳來闡發他的夷夏思想。在西方民族主義思想傳入中國以後，

劉氏仍不想用西方的字眼，而是套用中國文化的夷夏思想來抒發新的含義。「自孔子言裔不

謀夏，夷不亂華，而華夷之防，百世垂為定則。及讀《春秋公羊傳》，其曰『進夷狄於中

國』，又何以稱焉？30」而劉氏則認為，「公羊之言，美中國之用夏變夷也。孔子之言，慮

後世之用夷變夏也。吾觀《春秋》一書，於所傳聞世，內其國而外諸夏，於所聞世，內諸夏



而外夷狄，於所見世，內外遠近若一。故公羊家言，有所謂大一統者，有所謂王者無外者。

夫孔子豈不知內外之別哉？特以聲名文物，非一國所得私，文明愈進，則野蠻種族，愈不能

保其生存。孔子知世界遞遷，必有文明普暨之一日。」劉氏認為有夷狄進化為諸夏民族的。

「《春秋》言中國、夷、狄，猶西人之言野蠻、文明耳。」「然據以蕩華夷之界，則殊不

然。」可見，劉氏將傳統的夷夏思想闡發為民族主義，以此來激起漢種的民族怒火。他還在

下篇《夷種篇》中用王船山在《黃書‧原極篇》中的話來闡發這一思想：「夷狄之於中國，

厥類均也。中國自不畛絕夷，則地維裂矣。31」他還利用《後漢書》、《晉記》、《契丹國

志》、《漢書》、《通典》、《禾卑史匯編》、《元朝秘史》中的史料來證明「夷狄輸俗，

進化尤遲，草昧榛莽，終古鴻荒，世界遞遷，仍守榛 之俗。」並認為，「後世中原不兢，靼

虜憑陵，鳥跡獸蹄，交於中國，神州赤縣。莽為牧場，人禽之界，蕩然泯矣。此長林豐草，

禽獸居之，龔仁和所由興嘆也。32」劉氏經史並驅，下筆酣暢淋漓，讀之如醍醐灌頂，而懷

此華夏柔腸之人能不涕泗交流而扼腕為之戰嗎？

劉師培在《苗黎篇》中引用西方歷史與中國歷史比附，例如希臘的斯巴達人分居民為三等，

印度分為四個等級的種姓制度。在中國區分居民為二級，「百姓者，漢族之民，乃貴族及公

民也。黎民者，異族之民，乃賤民及奴隸也。蓋支那地勢，東南片壤，僻近海隅，洪荒之

初，地淪水國，惟昆侖峻岭，號為高原，為人類發生之所，故震旦眾生，悉由西方遷入。而

苗族東遷，先於漢族，以黑種之民，蔓延支那南北部。及漢族東徙，經營力徵，拓土恢疆，

與苗族雜處。厥後戰勝蚩尤，肅清河朔，苗族遺民，淪於奴隸，而黎民之稱，遂與苗民區

別。33」劉氏利用《書經》和《尚書‧呂刑》的資料與《史記》相印證，證明黎為奴隸與印

度的等級制度相似。他認為黃帝之時，漢族日擴勢力於南方，苗族之民退居。故堯時之地，

直達南交。黎民為北方順從之民，而苗為南方不向化之民，即吳起所謂「三苗之居，左彭

蠡，右洞庭，汶水在南，衡山在北」也。他一個有力的證據是「苗民弗用靈」，即沒有靈魂

崇拜的宗教。根據史華茲的研究，在商代存在著類似的宗教。他認為在使用「宗教取向」這

個術語的時候，「宗教」領域（他暫時地將其簡單地從現象上界定為占卜的（divine）、超

自然的、神聖的甚至魔鬼的領域）試圖與相當分散的人類經驗領域緊密地關聯起來。有時，

「宗教」一詞指向自然的實體與權能；有時，它又指向死人的魂魄；有時，就像在祖先崇拜

之中一樣，不限於死者的世界本身，而集中於超自然的「生物學」連續性──通過家族的本

性，從祖先鬼神的世界流向由尚未出生的人組成的世界。有時，它甚至最終與人類的神秘權

威有著密切的關聯，最終體現於神聖的儀式自身之中。有時，就像在軸心期時代的一神論與

神秘主義一樣，還興起了神聖的神秘衝動──它的追求超越於自然經驗和人類經驗的特定領

域中的任何具體體現方式（incarnation）之上。34這裏史華茲借用西方文化人類學的思想理

論，當然利用了轉引的第二手資料得出了與劉師培相似的觀點，就是文化相對較高的華夏族

有靈魂崇拜的現象。而劉氏則主要運用《尚書》等比較早的反映遠古時期的史料得出了相當

準確的結論，而這些結論才由最新的史學成果予以表述。這不能不說劉氏在運用經學來解釋

歷史的一次成功的嘗試。

到了清末，傳統的經學已經衰落，但經世致用的傳統的落實，使史學貼近社會現實。國粹派

提倡「國粹」「只是要愛惜我們漢種的歷史」。這裏的「歷史」包括：「一是語言文字，二

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跡」。35擴展「歷史」內涵是為了適應思想構建的需要。《國粹學

報》刊載、表彰的人物事跡除遺民學者如顧炎武、黃宗羲、顏元、呂留良等人外，還刊載大

量遺民事跡，如陳去病撰寫的《明遺民錄》涉及直隸、山東、山西、江蘇等各省，每省達數

十人之多。此外，該刊還撰錄包括岳飛、文天祥、東林黨等大批忠臣義士的志行。這主要是



表彰民族氣節，激發國人的民族主義。劉師培在《王船山史說申義》中便是借王船山來申發

自己的民族主義思想。劉師培還一一論列，《齊詩》、《韓詩》均含「種族之學」，《春秋

三傳》更是包含「攘夷大義」，《三禮》也「明種族之殊」36。總之，整個儒經都貫穿著尊

華夏、攘夷狄的思想。這些看法反映了劉氏立足於現實而重新解「經」釋「漢」。

劉師培寫了一些個人傳贊如《梁于涘傳》、《孫蘭傳》、《徐石麒傳》、《蔡廷治傳》、

《王玉藻傳》、《廣陵三奇士傳》、《顏李二先生傳》等。他們均為明季遺民，具有一定的

學識，又保持堅貞的民族氣節，「學術之界可以泯，種族之界不可亡。」37而顏、李則是

「尚力行於學術，則崇實用而分科講習之立法尤精」，從而改變了儒家「以道為本，以藝為

末」，「用非所學，學非所用」的傳統38。

可見，劉氏立言在於「攘胡」之民族主義。這在國粹學派同人的「正統觀」中尤其可以看

出。唐朝有貞觀、開元氣象，「姑列之於中國，特不可以正統言」。「是故得天下者未可言

中國，得中國者未可言正統。」南宋義士的鄭所南（思肖）這種完全把歷代入主中原的少數

民族政權排除在「正統」之列的思想頗得國粹學派同人的讚賞。劉師培也說：「吾獨惜乎宋

丙子之後，無正統者幾百年，明甲申之後，無正統者又百年。其所謂修史者，乃胡史而非華

史，長夜漫漫，待旦無期，史臣不察，謬以正統歸之。」39《春秋》「攘夷之義」在此再次

體現。

劉師培有感於盧梭的《民約論》傳入以後，「吾國得此乃僅僅於學界增一新名詞，他者無

有。而苧舊頑老且以邪說目之，若以為吾國聖賢從未有斯義者。」於是，他融合中西，搜集

前聖曩哲的「民約論」思想而撰《中國民約精義》。

劉師培的《中國民約精義》分上古、中古、近世三篇，闡述從《周易》到清代論著中華夷之

變的民主思想，近世篇包括明清學者如呂坤、王守仁、王廷相、李經綸、黃道周、顧炎武、

黃宗羲、王夫之、唐甄、李王恭、呂留良、胡石莊、全祖望、戴震、王昶、魏源、龔自珍、

章學誠、戴望等人。他認為，王夫之雖然不倡庶民之權，立說與霍布士相同，而有別與盧

梭。「至其言君位無常，民情可畏，則未始非儆戒人君之一法，其論豈可斥哉！」40他認為

王夫之的《尚書引義‧說命篇》講得最為沉痛。劉氏這樣寫的目的或許是為了凸顯傳統學術

的價值，但也不乏嫁接西學、傳播西學的意圖。

王國維尤其擅長利用古文字學和古籍考證古代禮器，一個字的考證就是一部文化史。例如他

的《說鏗》、《說觥》、《說盉》、《說彝》、《說俎上》、《說俎下》41等篇足見王氏深

厚的樸學和史學功底。而《女字說》一篇，通過彝器之款識及古籍參互考證，而得古女有

字，並一一考證，至為仔細，發前人所未發，別創為一說，使人驚其博學且獨具慧眼。另

外，像他的《釋史》、《釋由上》、《釋由下》、《釋天》、《釋昱》、《釋旬》、《釋

西》、《釋物》、《釋牡》、《釋禮》42等篇解釋繁密有所創獲，巍巍大觀。

王國維不僅在「以字詮史」方面繼承清代正統學術和劉師培倡導的方法，而且在史學方法上

也由劉氏啟發而提出「二重證據法」。王氏自己界定他提倡的「二重證據法」說：對於古史

材料，應做「充分之處理」，也就是據「地下之新史料」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

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他解釋其對古史材

料的「處理」方法說：「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

肯定。」問題在於，古書已得證明的畢竟是少數，對未得證明者，是信還是不信？王國維自



己的回答是「經典所記上古之事，今日雖有未得二重證明者，固未可以完全抹殺也」43。這

些話是針對胡適、顧頡剛極端疑古的傾向而發，其《古文新證》在第一章《總論》之後的第

二章就是《禹》，專論禹的存在，頗能說明其態度44。這些看法，顯然是受伯希和等重視考

古發現的西方史學傳統的影響。不僅王氏受伯希和45的影響，而劉氏同樣如此。據《劉師培

年譜》記載：「（6月6日）是時，伯希和來南京拜訪端方，並出示其在敦煌所掠文物卷子。8

日，劉師培與端方陪伯希和等晚餐。《藝風老人日記》載：『晚，踐帥招陪伯希和，王孝

禹、章式之、況夔生、景樸孫、劉（笙）[申]叔、陳善餘同席。』後，伯希和交給端方部分

敦煌卷子，劉師培為之考釋，作《敦煌新出唐寫本提要》。46」

王國維在態度上雖然反對極端疑古，但關於史料之「處理」這樣一種極有分寸的嚴謹表述與

民初的激進語境不相合流。自從梁啟超提出立說當以比原意「過兩級」的方式表出然後可得

其所望結果這一主張後，新文化運動那一代人紛紛效仿。王氏的說法卻被他們所曲意利用愈

來愈走上歷史研究偏而狹的道路47。

誠如當代學者所說：「相對清代以前的傳統，二十世紀中國史學是一種嶄新的新史學，不論

觀念、方法或寫作方式都達到革命性之改變的地步。」48「新史學」的概念，雖然梁啟超早

在1902年已經提出，但其立論的角度顯然主要在於政治而非學術。王國維1905年就對中國思

想界以學術為政治的手段的時尚表示異議，批評「庚辛以還各種雜誌接踵而起，其執筆者非

喜事之學生，則亡命之逋臣也。此等雜誌，本不知學問為何物，而但有政治上之目的。雖時

有學術上之議論，不但剽竊滅裂而已」。他點名指責《新民叢報》上梁啟超關於康德哲學的

論述「其紕謬十且九也」，宣稱：「欲學術之發達，必視學術為目的而不視為手段而後

可。49」林毓生曾說過：「我們在學習西洋的時候，我們並不是平心靜氣地學，我們是想把

外國東西學好以後，使我們的力量增加，使我們強起來：我們最基本的衝動是一個功利的衝

動，而不是一個人文的衝動，（當然也有例外，如王國維先生早年對叔本華的了

解）。」50王國維對西學的學習是認真的，他從西方哲學、文學而最後對中國歷史的研究，

無不從學術的求真去理解。應該說，他對梁啟超的批評是切中要害的。王氏正是想從學術獨

立於政治的角度為現代中國學術定下範式。而這種範式來自於對傳統的清學的重新整理與發

展。

王國維對於戴震的研究，圍繞戴震的《水經注》是否剽竊問題，撰寫《書戴校水經注後》一

文，指斥其非。他認為：戴震「一生心力，專注於聲音訓詁名物象數，而於六經大義，所得

頗淺。晚年欲奪朱子之席，乃撰《孟子字義疏證》等書，雖自謂：『欲以孔孟之說，還之孔

孟，宋儒之說，還之宋儒，』顧其書雖力與程朱異，而亦未嘗與孔孟合」51。王肯定戴震在

經學史上的貢獻，稱之為清代乾嘉之學的開創者52。胡適積極輸入西洋文明，王國維則認為

西洋過度提倡欲望，「必至破壞毀滅」53。王對北京大學的新潮學風不以為然，始終消極應

付北大一廂情願的積極爭取，不欲與之有所接近，「以遠近之間處之」54。王氏本著學者的

氣度，客觀地探求戴震學術的價值，並無以已之好惡來決定對學術的趨向，但這種態度在當

時複雜的糾葛中卻難以得到心理的平衡55。但他始終堅持自己的理想，而不為外界的干擾所

動，保持了學術人的求真精神。

王國維先生在《人間詞話》裏曾說：「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境界：『昨

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



憔悴。』此第二境也；『眾裏尋他千百度，回頭驀見（當作驀然回首）那人正（當作卻）在

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這是對人類創造活動心靈神會的成熟創見……從這裏我們可

以看出，在學術的創造或發現的層面──即從「無」生「有」的層面，科學與藝術是相通

的。56不容否定，王國維以超越時空地域之理性，為中學的存在找到了價值依據。他提升中

學，使之與西學平等；他提升舊學，使之與新學獲得同等地位；他提升「無用」之學，使治

國學者與治科學者獲得同樣的學術尊嚴。他取消了一般的學術劃分，使所有學術同在「學」

的名下得到平等，而使中國之學尤其是史學、文學、哲學、美術學等學獲得合法的存在依

據，使學從功利的目的下解放出來，獲得學術獨立的尊嚴，也使王國維在動盪時代被撕裂的

心靈得到慰藉。而這些成就的取得與他們長期研究前人的學術而能心領神會是分不開的。

觀劉氏之治學與王氏同來自於乾嘉漢學。關於秦代諸郡的考證，洪亮吉在《與錢少詹論地理

書一》57中曾予以論述。「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其目見裴頩《史記集解》而《晉書‧地理

志》因之。」但洪氏援引司馬彪《郡國志》明言丹陽郡為秦章郡，而劉寘之說為妄。又內史

不在三十六郡之內，而裴頩強牽合之在三十六郡之內。所以洪氏則得出結論以為「秦三十六

郡當以《史記》、《漢書》《地理志》為證，蓋與其信裴頩不若信司馬遷、班固、應劭諸人

是也。」洪氏認為「秦有四十郡，除內史外，其名皆見於兩書，故唐以前地志皆尊用之。」

而劉師培作《秦四十郡考》58本洪氏之說而發揮。王國維作《秦郡考》59以為「三十六郡之

分，在始皇二十六年。」並認為「近者錢氏大昕用班說，姚氏鼐用裴說，二者爭而不決久

矣。原錢氏之意，以《漢志》秦郡之說適得三十六，與《史記》冥合。又言班氏為後漢人，

其言較為可依據。余謂充錢氏之說，則以《漢書》證《史記》，不若以《史記》證《史

記》。夫以班氏較裴氏，則班氏古矣。以司馬氏較班氏，則司馬氏又古矣。」王氏以為「秦

以水德王，故數以六為紀，」所以，「二十六年，始分天下為三十六郡。三十六者，六之自

乘數也。次當增置燕、齊六郡為四十二郡。四十二者，六之七倍也。至三十三年，南置南

海、桂林、象郡，北置九原，其於六數不足者二，則又於內地分置陳、東海二郡，共為四十

八郡，六之八倍也。秦制然也。如謂不然，則請引賈生之言以證之：曰：『秦兼並天下，山

東三十餘郡』。秦漢之間，自關東以東謂之山東。今四十八郡，除六郡為關東地，六郡得之

胡越外，其餘六國故地，適得三十六郡，故云『山東三十餘郡』。若秦郡之數不至四十八，

則山東安得有三十餘郡乎？故三十六郡者，始皇二十六年之郡數，又六國故地之郡數。此語

習於人口久矣，而班固遽以是為秦一代之郡，不已疏乎！後人眩於《漢志》之說，而於賈傅

之所論，史遷之所紀，瞢若無睹，或反據《漢志》以訂正《史記》及《漢書》紀傳，此余所

以不能無辨也。60」又如劉師培做《周明堂考》，而王國維做《明堂廟寢通考》61，顯然是建

立在劉氏及清代關於明堂的研究基礎之上，而且文中論述有許多相一致的地方，只不過王氏

的論述更縝密一些。從以上兩例均可證明他們對傳統學術和文化進行改造以適應西學輸入情

況下學術的轉化，亦即用西方這一話語來對傳統文化進行一翻改造和重新闡釋。

餘 論

對傳統學術的改造是中國自洋務運動以來長期借鑒融合西方文化的結果。最初的西方傳教士

為了使得西方文化能適應中國傳統，而進行有意的改造，曲為圓通。林樂知、李提摩太等人

的西學介紹就是這種取向。

隨著西學的大規模引進，中國士人也發現了西學也有不完全適應中國傳統的問題。鄧實已看

到問題之所在，他說，中國之學至孔子而極盛，其「學之亡也，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



魏梁隋之間。」此後外族入主，「假吾學以行其專制之政，借吾學以工其奴隸之術」。自宋

以來，表面上經史諸子之書仍繁榮，實則「民生日偷、風俗日壞」，皆因學者以其所學為專

制統治潤飾，故「中國之無學也久矣。運會勃興，員輿大通，泰西之學術一旦東來以入吾

國，吾國人士怵於吾國之無學，而又慕夫泰西之學之美也，乃相與聯袂以歡迎之，思欲移植

其學於中國而奉之以為國學。」這正是問題實質之所在，國學的開放性若無界限，就可能是

移植「異學」而為國學。鄧實認為這是不行的，蓋「無學不可以國也，用他人之學以為己學

亦不可以國也」。62這種認識相當複雜，裏面夾雜著對中國固有文化的感情問題。但反觀中

國以往的文化，魏晉玄學包括宋學在內，都融合了印度的佛學，而轉化為中國傳統之一部

分。這只是從理論層面而言的。

從實踐層面，至少還有西學是否適應中國社會的問題。鄧實指出，自漢至明，神州二千年之

學術，「大抵以儒家為質干，以六經為範圍」。這是因為儒教適合於中國的「地理、風俗與

政體」。所以行之中國二千年而「於人心之微，未有背也。海通以來，白種鷻至，其所行之

政、所奉之教，無一與我合。於是而革教之譚、排孔之論始騰於社會。」雙方衝突的根本原

因正在於「白人之地理便於商，白人之風俗原於武，白人之政體本於國家（《社會通詮》一

曰軍國），故白人之教貴平等而黃人之教尊倫常。此其不同之故，蓋成於其天然之所構造，

而人治不與焉。」63

顯然，中西文化存在著地理上的不同，難免會有水土不服的習慣。但兩者之間的解決渠道在

於調和。鄧實迅速採納並加以推衍，而應「羅列古今五洲萬國之學術於吾前，以吾為主觀，

以他人為客觀，而研究之，而取捨之。軒文軼野，去繡發瑩於以扶植吾中土之正氣、振發吾

漢種之天聲」，最終「樹立我泰東吾千年之學術於太平洋中央，結為文明花，張以五色幢，

以與彼美人兮結婚於西方，芬然大吉祥也。豈不懿與」！64其實近代日本與中國都確曾有人

提出東西「合種」之說，以從人種上徹底解決問題；鄧實雖然反對移植「異學」而為「國

學」，倒可以接受學術上的「合種」方式。但這種方式不可避免要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改

造，方可達到。而與之同一陣營的劉師培在接受西方語言文字後，對中國傳統漢字的看法則

走得更遠。

他在《論中土文字有益於世界》中評論道：「察來之用，首貴藏往。舍睹往軌，奚知來轍？

中土史編，記事述制，明晰便章。惟群治之進，禮俗之源，探跡索隱，鮮有專家。斯學之

興，肇端皙種……」他引西方社會學觀點來證明中土文字之有用。與他在1903年發表的《中

國文字流弊論》65相矛盾。在這篇文章裏，他維持著這一時期關於文字改革的進步觀點。而

在《新方言序》（1907年）66和《中土文字有益於世界》（1908年）中，他則一反前說，反

對用拼音文字，反對推廣統一的官話。他說：「今人不察，於中土文字，欲妄造音母，以冀

行遠。不知中土文字之貴，惟在字形，至於字音一端，則有音無字者幾佔其半……」67這表

明了劉師培這一時期在改革漢字觀點上的變化，其主要原因在於西洋社會學理論與劉師培的

無政府主義的混合。小學專家劉師培特別相信社會學方法論的有效性，他說，「治小學者，

必與社會學相證明」，而「以顧名思義，可以窮原始社會之形」，所以，古代中國文字的保

存有益於世界文化的發展。又說，「今欲擴中土文字之用，莫若取《說文》一書譯以

Esperanto（即中國人所謂世界語）之文」68。在這裏，為了實現他所謂的人類無政府主義的

大同，必須統一語言文字。這樣中國的《說文》就轉換成了統一為世界語之問題。

不獨語言文字，連傳統的經學也可以實現轉化。劉氏對經學的轉換就不用提了。拿同時代其



他人對傳統的經學的看法便可明了這種轉化的可行性。章太炎在那時與《國粹學報》論學

說，「甄明理學，此可為道德之訓言（即倫理學），不足為真理之歸趣（理學諸家，皆失之

汗漫；不能置答，則以不了語奪之）。惟諸子能起近人之廢」；這方面「貴報宜力圖增進，

以光大國學之原（肉食者不可望，文科、經科之設，恐只為具文。非在下者誰與任此），延

此一線，弗以自沮。」69章氏在這裏把理學認知為西方的倫理學足以說明他們對傳統的認識

和轉化。不僅如此，他還將文科、經科大學的設立視為「光大國學」之一部分。

而與章太炎一樣主張不以功用為學問標準的王國維則明確反對設經科大學，他說，「若以功

用為學問之標準」，則經學、文學與哲學「當在廢棄之列。」如果大學之所授者僅限於物質

的應用科學，則「坐令國家最高之學府，與工場闤闠等」。他主張「尊孔孟之道，莫若發明

光大之；而發明光大之道，又莫若兼究外國之學說」；故不若去經科大學而易之以「歐洲各

國大學」無不尊重的哲學。其實王氏根本認為當時中國幾乎無人能勝任文科大學之經學、國

史和國文之講授，不如「虛其講座，以俟生徒自己之研究，而專授以外國之哲學、文學之大

旨。既通外國之哲學文學，則其研究本國之學術，必有愈於當日之耆宿」。70這就暗示要用

西學的眼光重新審視傳統學術和文化。既然對傳統文化進行改造有可行性的話，最終的結

果，中西學術和文化的會通就成為大勢所趨了。這有待另文去探討了。

近現代知識分子反傳統固然有愛而知其醜的一面，所以才會想方設法對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

轉化，以適用於西學大舉輸入的形勢。但其潛意識裏也未嘗沒有以夷制夷這個理學模式傳統

的影響在。蓋中國知識分子打破傳統是為了要建立一個更新更強的國家。正是為了這個目的

才學習西方。且西方文化本主競爭，中國若真西化，亦必與之一爭短長。所以他們反覆論述

「保存國粹無阻於西化」。故中國人學西方的同時又要打破自身傳統，實現傳統的轉化，無

非是在「畢其功於一役」這個觀念的影響下，想一舉凌駕於歐美之上。以前是借夷力以制

夷，後來是借夷技、夷制、夷文化以制夷。最終還是為了要「制夷」。這一點大約是西方誘

導者始料所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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