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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實估計中國古代歷史文化

──評劉家和先生新著《史學、經學與思想》

⊙ 宋洪兵

 

劉家和先生新著《史學、經學與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對於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思考》（北

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是繼《古代中國與世界》（武漢：武漢出版社，1995）之

後探索中國古典文明在整個世界文化體系中的地位與特徵、構建傳統學術文化主體性的又一

部力作。比較起來，研究者的興趣已經由原來的世界史領域中社會經濟史、制度史、文化

史、史學理論等多個領域並重的研究轉移至主攻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包括傳統史學、經學及

思想文化等）的研究，「在世界史背景下對於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思考」的副題則表明劉先

生的研究視角仍然以世界史為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參照系來加以設定。就總體而言，該書

融開闊的學術視野和淹貫中西、陶鑄古今的學術氣魄於一體，不僅宏觀歷史思考縱橫捭闔、

旁徵博引，而且在微觀歷史研究層面亦追本溯源，探賾索隱，在共時性與歷時性的比較研究

中體現了鮮明的民族主體意識和傳統治學風格，給人以深刻的啟發和教益。因此，該書在史

學理論、史學史、學術史以及思想史研究方面所展現的學術價值和思想力度，頗為學界所關

注。

一 傳統與現代視域中的歷史取向

《史學、經學與思想》收錄了作者近十年來撰寫的二十一篇文章，主要分為三個部分，每個

部分均由七篇組成。第一部分主要立足於世界歷史的宏觀視野，從理論上闡述了歷史比較研

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並以中國具有史學元素的儒家經典（如《尚書》、《春秋》、《左

傳》）以及史學經典（如《史記》）為實例，揭示出傳統史學在求真與致用、「變」與

「常」的方面的特徵，進而在中國傳統史學與古希臘、古印度史學的異同探討中準確定位了

中國古代理性結構中的「歷史理性」。第二部分討論了經學的相關問題。作者為了避免傳統

經學研究的主觀性和片面性，非常巧妙地從文化他者的眼光來審視經學的相關問題，詳細分

析了蘇格蘭傳教士理雅各英譯《書經》、《竹書紀年》、《春秋》、《左傳》時體現的思想

特徵、文獻材料運用方面的得失，並不時參之以瑞典漢學家高本漢的研究成果，還以一篇專

文詳細研究了理雅各與日本學者安井衡對於《春秋》、《左傳》見解的異同，同時對於「春

秋學」學術源流的來龍去脈亦做了精心的鉤連和梳理，兼具學術史、思想史的價值。第三部

分涉及中國古代思想研究。在這一部分，作者分別探討了殷周關係研究中存在的「授命」、

「純臣」等問題、天下一家和大一統思想、戰國時期性惡論的發展演變、《左傳》中的人本

思想和民本思想、「公羊學」中的歷史哲學等諸多問題，關注重心仍然是史學和經學所體現

的思想。



筆者之所以對劉先生的新著產生濃厚的興趣，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它在一百多年以來持續不輟

的「傳統」與「現代」文化視域中反思如何「如實估計中國古代歷史文化」這一經典難題方

面提供了一個有價值的典範。一個多世紀以來，因中國的貧困與落後所帶來的諸如傳統如何

實現與現代西方文明的對接以及傳統是否「能夠」或「應該」與現代西方文明對接等問題的

批判與反思，形成了形形色色的觀點和見解。在這些觀點和見解中，富有代表性的無非是金

耀基先生所謂的「盲目的全盤西化派」、「死硬的保守派」以及「廉價的折中派」1。中華民

族經過數十年的歷史磨難以及披沙揀金的文化選擇，就目前而言，以一種比較理性的姿態強

調中國的現代化必須建立於傳統與現代之必須對接的所謂「折中主義」幾乎佔據學界主流。

至此，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輩所期望的「欲構成一種『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學派」

的學術理想2、陳寅恪「真能於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

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的學術主張3，穿越時空，在當代學者中間產生了廣泛的共

鳴。如李澤厚對「如何走出既『現代』又『中國』的道路」的思考4，杜維明以西方現代性中

的英國、法國、德國、美國經驗來論證各國在實現現代化道路過程中自身傳統資源的重要

性，其目的在於強調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學在新一輪文化反思中的重要性5，羅榮渠則在切

實比較各國現代化的經驗教訓之後得出結論：「傳統與現代性是現代化過程中生生不斷的

『連續體』，背棄了傳統的現代化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而背向現代化的傳統則是自取滅

亡的傳統」，認為中國的現實思想生活現在正走著「不中不西，半中半西，亦中亦西，甚至

是倒中不西」的折中道路6。問題是，學者們僅僅在方法層次也即「不中不西」這一折中層次

上達成了共識，運用此種方法，在具體主張中，卻往往因為對傳統的理解不同而產生了種種

抵牾與分歧。正因如此，方才存在金耀基所譏諷的「廉價折中派」，並認為，「許多皇皇大

論，固然可以贏得許多喝彩之聲，但如把他們言論予以『煮乾』，則可發現其大半是一些濫

調與游談」7。話雖稍顯激烈，但其強烈的批判意識卻向我們提出了無可回避的難題，即：折

中的方法固然能夠以穩健的姿態說話，但如何才能真正要得出一種貨真價實的令絕大多數人

信服的結論來？面對詰問，惟有回歸歷史的研究，誠如錢穆《國史大綱‧引論》所言：「欲

其國民對國家當前有真實之改進，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以往歷史有真實之了解。」缺乏歷史

感的折中主義，難免墮入心想事成式的學術幻想之窠臼。

正是在如此學術氛圍中，劉先生強調「如實估計」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歷史取向，實在彌足

珍貴。「如實的估計」（a true estimate）是理雅各研究中國古代文化時所強調的學術態

度，劉先生在書中引用之並加以強調。他說8：

從思想史的觀點說，正確地重新認識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並不等於否定其中有價值的

文化資源，關鍵還是在於理氏本人所說的「如實的估計」。倘若因估計而發生偏錯，對

中國文化傳統採取徹底否定的態度，把它看作是社會發展的障礙，那只能加深近代以來

的中國文化危機。那麼，中國同樣地是沒有希望的。

在此，劉先生提到了近代以來的中國文化危機以及如何對待文化傳統的態度，一方面，從歷

史研究的角度呼應了當前學界重視傳統文化的學術取向，另一方面，強調傳統史學以及傳統

思想的重要性，對於當前面臨「史學危機」和「傳統危機」的中國來說，值得充分重視。就

史學而言，當代中國的史學研究面臨著重重危機，集中體現在正統史觀遭受質疑而形成的理

論缺失、市場經濟衝擊下的「史學無用論」以及西方「後現代主義史學」對史學客觀性的顛

覆性「解構」；就傳統文化而言，在針對如何解決傳統與現代的融合問題而形成的形形色色

的觀點更使問題愈顯複雜化的形勢下，以史家的眼光實事求是地研究我們的傳統尤為必要。



因為過度的文化自卑固然體現了一種「傳統危機」，但不切實際的文化自信同樣也是「傳

統」的一種病態，同樣是另一種形式的「傳統危機」。妄自菲薄不可取，獨尊自大亦不可

取。一百多年來的學術躁動，其根源就在於缺乏清醒的自我定位和研究自身歷史文化時所應

具有的「他者」眼光。

邏輯地講，史學危機也好，傳統危機也罷，都屬於劉先生所說的「文化危機」，其真正有效

解決的前提，端賴脫離單純解決這些危機的具體語境而回溯至產生問題的源頭，即首先對中

國的傳統進行「如實的估計」。雖然我們在劉先生的著作中看不到任何解決危機的具體措

施，但其對症下藥以救時弊的「經世」情懷還是有跡可尋，這在探討史學的求真與經世功能

以及分析中國傳統文化的民本思想資源的理性特徵不容否定等觀點主張中，均有體現。西方

著名史學家克羅齊、柯林武德都強調歷史研究與現實問題的密切相關性，而現實的學術關懷

和問題意識從來就是劉先生的治學取向，他說9：

在二十世紀裏，不止一次地有人主張徹底拋棄中國傳統典籍，也不止一次地有人主張從

傳統典籍中開發出有價值的文化資源，以此為中國的再生或復興疏導源流。……本文不

是專門討論如何從《左傳》中開發有價值的文化資源的問題；但如果我們真能證實《左

傳》中確有可供開發的重要文化資源，那麼在客觀上也就證明了它不應該被徹底拋棄。

如此便決定了他在對待傳統文化問題上避免了全盤西化論者的激進態度，同時他對儒家傳統

局限性所保持的清醒認識而不妄言「開出說」的做法也與一些學者的保守態度劃清了界限，

體現了一代史家實事求是的理性的治學態度。因此，從「如實估計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時

代角度來解讀劉先生的新著是合適的、必要的。當然，「如實估計」並非科學主義史觀的

「如鏡鑒影」，劉先生也多次表示蘭克式的客觀史學在理論與實踐上的不可行性，真正的

「如實估計」是在傳統與現代的兩種極端態度中始終以一顆平常心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缺點

與長處。

在世界史背景下考察史學、經學與思想的關係是劉先生如實估計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一大亮

點。本來，經學與史學結合起來考察並不是一個新課題，80年代金景芳教授曾對此問題作過

探討，細究起來，這個問題在傳統文化中也並不新鮮，按照劉先生的研究，章學誠提出的

「六經皆史」的觀念其實可以上溯到司馬遷，在《古代中國與世界》一書中他也曾以《史學

與經學》專門探討過二者的關係問題10。在原有探討史學、經學關係的基礎上，劉先生進一

步提出了二者之間的結合部在「思想」的觀點。序言指出：「經學與史學的對話是在具體的

歷史條件下進行的，也是在具體的思想的場合（context）中進行的，離開歷史與思想，經學

與史學就既失去了存在的根據，又失去了相互對話的條件。」所以，劉先生在論證傳統史學

與經學的過程中，始終緊緊圍繞思想史的範疇展開。全書論證脈絡清楚表明，史學與經學之

所以能夠有機結合的根本原因在於二者都強調經世致用，而傳統中國文化中的經世致用其實

就是一種政治思想，具體而言，就是儒家的道德政治思想。因此，翻檢劉先生的新著，可以

不止一次地看見他對儒家天命人心學說、民本思想、德治仁政思想進行濃墨重彩的論證和闡

釋，充分體現了史學、經學、思想三者水乳交融的最佳結合狀態。不但將思想加入史學、經

學考察的序列從而體現研究領域和蘊涵的深化，而且一旦將此問題放在世界史視域中考察，

三者關係及總體特徵便成為一個新的有待研究的學術課題。因為通過比較研究可以發現，古

印度的宗教習慣形成了重經學而輕史學的傳統；古希臘的哲學相當於經學但受「實質主義」

影響，史學地位低於詩歌；只有在中國才出現了史學、經學、思想相互交融的文化現象，這

對於加深理解中外古代文化的差異、凸顯中國文化的特徵，具有特殊的學術意義。



對歷史進行或宏觀或微觀的比較研究，是劉先生的著作能夠「如實估計中國古代歷史文化」

的有效研究方法，亦是他一以貫之的治史風格的集中體現。欲「如實估計」中國的傳統文

化，不僅需要在世界歷史的範圍內分析中國文化與其他文化之間的異同，而且還需要明晰傳

統文化內部各個系統之間的區別和聯繫。打個比方，必須首先確定了橫坐標和縱坐標上的位

置，才能準確定位中國古代歷史文化在整個時空範圍內的地位。如此，「共時性」

（synchronic）的橫向比較與「歷時性」（diachronic）的縱向比較就顯得尤為重要，前者

說明歷史的時代特點，後者說明歷史的發展趨勢。劉先生強調，歷史的比較研究方法在已經

實現了全球化、一體化的當今世界，尤其應該受到充分的重視，因為「不進行比較的研究，

就不能明白古代的沒有全球範圍聯繫的世界為甚麼會變成這樣全球溝通的世界」11。就全書

的方法論特徵而言，劉先生主要從「共時性」的橫向視角和「歷時性」的縱向視角兩個方面

對「如實估計」中國古代歷史文化做了努力。同時，劉先生將史學、經學、思想從內在邏輯

理路方面進行整合，熟練運用傳統的治學方法對文獻資料進行精緻解讀和縝密考證，亦為

「如實估計」中國古代歷史文化提供了前提。

二 縱橫比較中凸顯傳統文化特徵

就「共時性」的橫向比較而言，劉先生將中國古代的史學、經學以及思想措置於古希臘、古

印度的世界史範圍內，通過比較分析得出中國傳統文化與其他類型的古典文化之間的異同，

如實再現了「多樣性統一」的古代世界，而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特徵及其在世界範圍內的地

位和作用亦因此而得到凸顯。通過「共時性」橫向比較，劉先生在中國古史研究方面得出了

以下幾個重要結論：

其一，梳理出中西兩種史學傳統，即中國的「通史」傳統與古代希臘羅馬的「普世史」傳

統。劉先生通過「General history」、「Universal history」、「Global history」、

「Ecumenical history」、「Total history」等可能與「通史」有關的西方詞語的分析，指

出這些辭彙所表達的基礎涵義主要就區域群體性或普世性而言，而中國「通史」傳統中之

「通」主要是時間上的貫通，強調時間的連續性，二者存在差別。「普世史」傳統固然必須

以時間為經，但其重點卻在共時性的普世的空間之緯；「通史」傳統固然必須以空間為緯，

但其重點卻在歷時性的時間之經。兩種史學傳統形成的根本原因在於哲學背景的差異。「普

世史」傳統中的「實質主義」強調只有在永恆不變的靜止的狀態下才能形成真正的「知

識」，而人們對變動不居的歷史的感性認識只能算作「意見」，這是古希臘羅馬史學傳統中

只有希羅多德《歷史》、修昔底德《伯羅奔尼薩斯戰爭史》、波里比阿《歷史》側重橫向的

同時代的敘事而沒有像中國司馬遷《史記》那樣的貫穿古今的史學專著的根本原因，而李維

《羅馬史（建城以來）》雖在時間上滿足了「貫通」的條件，但卻始終以「當代」的觀念來

剪裁歷史而沒有體現「古今之變」。中國「通史」傳統既強調時間上的貫通，同時又要透過

歷史發現古今的興亡道理，於變化中發現歷史之常。指出中國的通史傳統既發展了人文主

義，又避免了實質主義，在世界史學上也是不可多見的現象。所以，「古代希臘羅馬人的史

學思想是人文主義加實質主義（反歷史主義），而古代中國人的史學思想是人文主義加歷史

主義，這一點就是西方普世史傳統與中國通史傳統的區別的淵源所在。」12在中國的「通

史」傳統中，尤以司馬遷的《史記》為傑出代表，故劉先生專門探討了〈司馬遷史學思想中

的變與常〉，通過《史記》所闡明的「古今之變」和「歷史之常」的分析，認為中國史學之

「通」既表現在客觀歷史過程的通，又體現為史家對於這一通的過程如實的認知和理解13。

劉先生特別強調，普世史傳統的空間特徵與通史傳統的時間特徵只是就側重點而言，兩種史



學傳統都在一定程度上同時使用了時間之經和空間之緯，從而在世界史視域內「如實估計」

並定位了民族史學的地位和特徵，加深了讀者對於通史傳統的認識。這樣的研究成果，對於

那種認為中國沒有史學理論只有歷史編纂學的觀點，別有一種拯救「傳統危機」的效果。

兩種史學傳統的區別帶來的影響是巨大且深遠的。首先，史學在各自學術中的地位和作用不

同。在通史傳統中，史學處於僅次於經學的崇高地位；而在普世史傳統中，由於實質主義的

影響，只是「意見」的史學的地位低於哲學和詩歌14。其次，中國史學與經學相當的地位，

構建了中國古代的「歷史理性」結構，而古希臘則形成了「邏輯理性」結構15。再次，對史

學的求真與致用的認識存在差別，我們從古希臘哲學家對史學求真與致用的質疑中可以「認

清」中國傳統史學的優點與缺點。兼重史學的求真與致用是中國學術的一種優良傳統，古希

臘的史學家雖然也談史學的求真與致用問題，但其哲學家們對於史學的求真與致用卻沒有太

高的估計。從積極角度而言，中國史學強調史學的求真與致用，主張在變化運動中把握真理

的理念較諸古希臘在物件的永恆狀態中掌握真理的做法顯得更為高明一些。但從另一個角度

來看，必須認識到中國傳統史學的求真缺乏更深層次的理論思考也即認識主體的主觀性問

題，史學的求真總是有限度的，總是就一定的方面和層次而言的；同時也必須認識到中國傳

統史學的致用存在濫用的危險（如「四人幫」的影射史學、儒法之爭等），這些缺點和不

足，必須在古希臘哲學家們對史學求真與致用的質疑中才能更好地「映照」出來，才能在今

後史學理論的創建與具體的史學研究存有一份清醒的認識16。作者主張史學的求真和致用雖

然具有相對性，但「在合理的範圍和限度內求真與致用並非不可能」的觀點，或許可以在當

前「史學危機」的恰當評估方面帶給人們一些有益的啟發和思考。

其二，基督教文化背景中凸顯以中國古代儒家文化為代表的道德理性與歷史理性合一的天命

人心思想以及由此產生的民本思想等特徵。需要指出，研究者在其著作中並沒有專門的篇幅

討論基督教文化與儒家文化的異同，而是匠心獨運地通過一個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基督教傳

教士理雅各的漢學研究來「折射」中國傳統文化的特徵，事實上已經在無形之中將兩種文化

不同的思維模式和思想特徵放在一起進行了比較，比起籠統分析兩種文化的差異無疑更具有

說服力。理雅各特殊的文化背景和學術興趣，為我們進行一種「跨文化之旅」提供了方便。

作為一名虔誠的傳教士，他不僅有強烈的希望中國人信奉耶酥的傳教意識，而且還因深受蘇

格蘭常識學派「批判史學」的影響而具有近代西方產生的進步史觀，同時他還熟悉希臘城邦

民主制的傳統17，而他對中國經典的精通又為我們從文化他者的「第三只眼看中國」提供了

絕好的契機。

筆者以為，劉先生選取理雅各的漢學研究成果作為研究中國古代經學思想及學術源流的做

法，具有以下優點：（一）中國人研究中國的思想，得天獨厚的優勢是文獻資料、文化常

識、思維習慣都熟悉，但同時也非常容易在思維定勢作用下產生許多問題。眾所周知，古人

治經學受意識形態的制約和歷史理論的限制太深，所以他們的經學研究成果難免具有很大的

局限性和片面性；而現代學者似乎面臨著同樣的研究困境，一度曾有「萬馬齊喑」的況味。

所以劉先生在〈前言〉中特別強調，借理雅各的漢學研究來討論經學及相關問題，可以克服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困惑與偏執，所以他對於理雅各對中國經典《春

秋》所持的懷疑精神予以了充分肯定。（二）具有基督教文化背景的理雅各在中國文化研究

中所產生的一些他認為難以理解的思想，恰好表現了儒家思想的特徵。「理氏深以為異的東

西，恰恰是中國經學傳統視為理所當然之事。」18（三）理雅各的西方近代知識系統背景，事

實上已經不僅止於「共時性」研究範疇而具有了某種「歷時性」的特徵，即理雅各對中國傳



統經學思想的看法基本預示了距離他幾十年甚至上百年之後的現代中國人對此問題的看法。

這種精心安排和獨特視角，無疑會為「如實估計中國古代歷史文化」再添籌碼。

通過對理雅各英譯《書經》、《竹書紀年》、《春秋》、《左傳》是非得失的思想分析，劉

先生準確把握了理雅各根本反對或者沒太在意的經學的精髓，即：儒家的古聖先王觀念及天

命人心所體現的民本思想。理雅各受近代蘇格蘭作家湯瑪斯．卡萊爾「英雄史觀」的影響，

不承認在歷史上有所謂的暴君存在，懷疑儒家以天命人心觀念為基礎、以古聖先王為依託的

湯武革命正義說，認為政權得失的關鍵不在於君主是否敬德保民，而是實力強弱對比造成的

結果，從而懷疑儒家道德政治的整個理論體系。劉先生對於理雅各的觀點，一方面肯定他從

制度而非道德的視角來解釋朝代的興亡所具有的近代史家的開闊視野，他在否定遠古黃金時

代說方面富有啟發意義，有利於破除中國學者對於儒家經典的迷信，並分析了熟悉古希臘民

主政治傳統的理氏如此主張的原因在於中國的民本思想並不等於西方近代的民主制，在於理

氏不相信迂闊的天命人心說符合歷史的真實；另一方面卻又指出理氏的觀點存在皮相之嫌，

沒有看到人心向背乃是任何政權、任何制度得失成敗的最終決定因素，人心說具有深層的理

性因素19。為了證明自己觀點的客觀性和公允性，劉先生還以安井衡的觀點與理雅各做了對

比，從而在有關儒家核心思想（天命人心思想）方面得出了更為平正踏實的結論20。

該如何看待儒家的這一核心政治思想？劉先生並沒有從自己的主觀意願來下斷語，而是在與

二十世紀以來的疑古思潮的對比中發現傳統文化的價值。劉先生指出，理雅各之所以能懷疑

《春秋》並非他個人的見識高於與其同時的中國學者，而是文化背景和歷史環境的差異。耐

人尋味的是，理雅各與當時中國學者的文化背景與歷史環境這一「共時性」差異卻在二十世

紀的疑古思潮中以中國思想自身發展序列的「歷時性」特徵顯現出來，換言之，現代疑古思

潮出於與理雅各的文化背景一致的西方文化影響而對於傳統經典產生了懷疑，傳統與現代的

時代命題於此得到清晰凸顯。如果說理氏的西方文化背景使得他無法理解中國的家法、義

例、大義、微言尚不存在文化優劣之分的話，那麼二十世紀的反傳統思潮則大有受「西方中

心論」影響而自毀門牆的嫌疑。劉先生對此持批判態度，不止一次地主張民本雖然並不等於

民主，但同時又指出民本思想所蘊涵的理性因素是中國傳統中最接近於民主制的地方。劉先

生對此問題的分析並沒有到此為止，而是深刻指出，天命民心說存在一種悖論（paradox）：

「本質實為民心的『天意』在這種思想體系裏原是一種起調節作用的理性，可是它的實現卻

只能在暴力的革命中才能完成。自從《詩》、《書》敘述商革夏命、周革商命以下，大多數

改朝換代都是這樣實現的；一些以『禪讓』為名的篡權奪位，實際也是以暴力為後盾的。在

這樣的歷史裏，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古代以天為中介的民本思想的局限性」，提醒人們重視

民本思想中合乎理性的成分的同時，「不能忽視了其中的局限性，誤以為那在今日還有其現

實的價值。我們需要從歷史獲得的是其有益的啟示」21。應該說，劉先生的觀點是歷史主義

的、實事求是的看法，值得當前某些以「天」為基礎的儒學復興論者加以深思和反省。

如果說在世界史背景下的「共時性」研究有助於準確定位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特徵，那麼，

在中國思想史、學術史的縱向背景中進行「歷時性」的研究則在把握中國傳統特徵的形成過

程及發展趨向方面大有裨益。如在〈歷史理性在古代中國的發生〉一文中，劉先生從歷史理

性與道德理性「正—反—合」的思想史演變進程進行了歷時性分析。他將殷周之際到周初的

以人心為背景的歷史理性作為中國歷史理性結構的曙光，分析了天命人心理論形成的歷史進

程，並指出天命人心理論具有歷史理性與道德理性合一的特徵，雖顯天真迂闊，但不失為人

的意志的覺醒，此屬於正的階段；接著又從歷史的角度分析了西周晚期至秦的與人心疏離的

歷史理性的無情化，主要表現在對天人合一觀念的懷疑、歷史理性與道德理性的分離以及歷



史理性與自然理性的比附方面，介紹了西周晚期的大眾心態以及春秋戰國時期的道家、法

家、陰陽家的相關學說，這是反的階段；再以秦代歷史理性與道德理性分離的歷史教訓為

例，闡述漢代對此問題的反思，介紹了賈誼五行相勝說、董仲舒的三統說、劉歆的五行相生

說、何休的春秋三世說所體現的道德理性與歷史理性相結合的理論嘗試，此屬於合的階段。

通過分析歷史理性在中國古代的演變過程，使我們很好地了解了中國思想傳統與史學傳統的

結合，對於加深理解中國的傳統思想亦有重要作用。〈先秦時期天下一家思想的萌生〉22一

文則針對顧頡剛春秋戰國爭戰激起統一意志的觀點，從梳理文獻資料出發，主張商周時期在

文化、政治方面已經呈現了統一趨向，春秋戰國時期是天下一家思想的成長。〈儒家孝道與

家庭倫理的社會化〉23、〈關於戰國時期的性惡說〉24等論文，都向傳統的模糊說法提出了挑

戰，以產生思想的源頭為起點，溯源探流，條分縷析，從而將問題的討論引向深入。

通過文化「他者」的關照以及傳統文化自身的分梳流變所映顯出來的特徵，突出表明中國文

化的固有傳統與西方文化的不同，只是文化基因及價值取向的不同，而這種不同本身並無優

劣之分。傳統文化固然值得批判和反思，但起碼應該具備一種「溫情與敬意」而非全盤否

定。這份文化自信，只有通過認真的學術梳理，才能真切地得到。

三 幾點疑惑

讀書貴疑，帶著挑剔和比較的眼光進行閱讀，才會有真正的收穫。筆者限於學養關係，無論

在文獻基礎還是在理論水準方面，均無力勝任對劉先生的新著作全面的評估和解讀，但掩卷

沉思之餘，卻難免心存些許疑惑。這些疑惑主要集中在平常比較感興趣的思想史研究方面。

之所以產生這些疑惑，除了筆者個人能力的原因外，還在於學界對於一些問題的看法長期存

在分歧，同時也部分地出自研究視角的差異所形成的不同的學術見解。好在學術見解並無絕

對的對錯是非之分，故現在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將讀書時的一些感想和困惑寫出來，祁望

教正。

第一，晉史墨的觀點主要體現的似乎不是儒家民本思想。《左傳》昭公三十二年，趙簡子問

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史墨對曰：

「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倍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

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

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

而然。故《詩》曰：『高岸為穀，深谷為陵。』三後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劉先生在

〈《左傳》中的人本思想與民本思想〉一文中將此段話解讀為25：

趙簡子（鞅）看到魯君被季氏流放而死於外，以為是不正常的，而魯國的人民卻無異

議。他於是問史墨原因何在。史墨的回答很明白：首先，邏輯地說，國君而不勤民，就

是未盡為君之責；為君而未盡為君之責，自然會被人民遺忘；被遺忘了的國君流放於

外，自然不會發生人民的抗議。從歷史的角度說，改朝換代，君臣易位，自古以然；為

甚麼會有這種變化呢？終極原因還在於君是否能盡其為君之責。君不忘民，能勤民事，

民亦不忘其君，這樣君位就可以維持下去；否則，君位就不能維持下去。這裏再現的還

是君民之間的張力關係，而《左傳》所引的史墨之言仍然重在以民為本。

劉先生區分《左傳》的人本思想與民本思想，無疑是在先賢研究基礎上深入認識古代思想的

洞見，《左傳》中大量的民本思想，確實也是中華民族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我們對此不應



該漠然視之。問題是，《左傳》在此所引的史墨之言是否體現了「以民為本」的思想呢？筆

者以為，史墨在《左傳》、《國語》、《呂氏春秋》等其他地方可能表現了一定的「民本」

傾向，但在此處主要表達的卻不是以民為本，而是以君為本，體現的不是君民之間的張力關

係，而是君臣之間的張力關係。理解這段話的關鍵在於「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的

「失」與「勤」的具體涵義。如果單純孤立地理解這句話，人們很容易以道義性的視角來解

讀，認為魯君世從其失之「失」表示魯君失德不體恤民情，從而導致人民的拋棄；季氏世修

其勤之「勤」似乎讚揚季氏勤政愛民，百姓從而擁護之，並由此可進一步認為，史墨在此主

張的，正是「民本」思想。然而，這種道德道義性的解釋邏輯似乎並不符合史墨表達思想的

原意，史墨這句話的真實內涵，雖然明確提出國君之失，具有明顯的罪君傾向，但這並不是

道德道義性的罪君，而是純粹政治策略性的罪君。如果將史墨對趙簡子所表達的整體意思聯

繫起來理解，這種特徵更趨明顯。史墨還說：「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嫡立庶，魯君於是乎

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

人。」孔穎達正義曰：「器，謂車服也，名，謂爵號也。借人名器，則君失位矣，故不可以

假人也。言魯君失民，是借季氏以權柄，故令昭公至此出外，因以戒人君使懲創也。」名與

器都是權力的一種象徵符號，代表著君主權力和地位的獨佔性。應該說，在整個春秋戰國時

期，這是一種主流思想。《左傳》成公二年引孔子的話說：「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

所司也。」《大戴禮記‧少閑》亦云：「君無假人器，君無假人名。」《老子》三十六章

說：「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韓非則直接從政治學的角度將名器的權力本質內涵揭示出

來：「賞罰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擁主。故君先見所賞則臣鬻之以為德，君

先見所罰則臣鬻之以為威。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韓非子‧內儲說

下》）法國社會學家雷蒙‧阿隆說：「政治在本質上就是爭鬥的領域，因為它那裏財富稀少

（不可能有足夠的權力來滿足所有的野心），有人得就有人失（雙方得分的總量不

變）。」26 季氏手中的權勢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強盛時，魯君的權力空間必然受到排擠和打

壓，當量變積累到臨界點時必然發生質變，從而造成政權的輪替。而造成這種政權輪替的根

本原因，在史墨看來，不是魯昭公沒有體恤民情，而是他沒有看好也沒有利用好自己手中的

權勢。

如果魯君世從其失之「失」解釋為失去權柄，那麼將季氏世修其勤之「勤」理解為「勤民」

也是值得商榷的，因為此「勤」含有勤於運用手中權力、充分利用人們趨利避害的心態收買

人心、排斥異己、擴大影響力並架空雍蔽君主的意味。韓非的觀點可以為此提供注解。《韓

非子‧難三》說：「魯之公室，三世劫於季氏，不亦宜乎！……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

之亂成而不上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外儲說上》亦云：「今魯國之群臣以千百數，一

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眾，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季氏勤於經營權勢，大權在握獨

當一面，下面的官員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魯君又如何能夠了解真實情況而不被蒙蔽不被架空

呢？所以，季氏世修其勤的行為在史墨言論中，最主要的恐怕是季氏出於自己的政治目的而

勤於收買人心。如果說史墨有「罪君」思想，那麼，國君失民之「罪」也並不是道義性的失

德，而是從純粹政治理性的角度強調君主失去權柄所帶來的「惡果」。《宋史‧李韶列傳》

載李韶上書引史墨之言亦從君臣之間的緊張關係來提醒國君抨擊奸臣：「《左氏》載史墨言

『魯公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蓋言所由來者漸矣。陛下臨御日久，宜深思熟念，威福

自己，誰得而盜之哉？舍此不為，悠悠玩愒，乃幾於《左氏》所謂『世從其失者』。」所

以，對此段話進行「民本」解讀與史墨原意不符27。

第二，儒家天命人心所體現的道德史觀不一定與歷史真實重合，這主要表現在，孟子對於殷

周關係「以至仁伐至不仁」的判斷未必是歷史的真實。〈先秦史學傳統中的致用與求真〉一



文針對《逸周書‧武成》武王伐紂「血流漂杵」的記載，主張欲證明武王伐紂時是否「血流

漂杵」固然需要論證，但其論證的前提必須立足於已知的確定的事實，指出28：

按殷、周間的兵力懸殊是史有明文的，這是一個總前提。如果那場戰爭的勝負是由直接

的戰鬥決定的，那麼就是兵強者勝，即勝者應該是殷紂，而不可能是周武王。歷史既然

證實勝者是周武王，那麼決定那場戰鬥的就一定不是直接的武力，而是有異於武力的精

神力量（那是靠「以至仁伐至不仁」對敵方士兵的吸引力）。既然在那場戰鬥中決定勝

負的不是直接的武力戰鬥，那麼怎能有「血流漂杵」的事呢？

〈理雅各英譯《書經》及《竹書紀年》〉以《竹書紀年》中周武王的父親及祖父臣服於商王

並遭受迫害的記載、70年代陝西省周原發現的甲骨文等史料為例，詳細論證了西周曾是殷商

屬下的一個「方伯」、實力不如殷商的歷史事實。〈關於殷周關係〉則詳細論證殷周之間的

羈縻性的半從屬半獨立的「非純臣關係」，翦商之後周公等人也稱「天邑商」、「小邦

周」，這些似乎都在說明殷商在當時的實力的確比周強大。據此，劉先生將理雅各所秉持的

湯武革命乃儒家道德美化的觀點斥為「英雄史觀」作祟的結果29。問題在於，如果武王兵力

確如劉先生所言，不如商紂，那麼為何武王會主動採取進攻態勢呢？因為《尚書》、《史

記》都明確記載是文王、武王處心積慮地進行作戰準備並主動向殷商進攻的。除非他會預見

到他「以至仁伐至不仁」的決心必然會取勝，否則決不會在實力相差懸殊的時候貿然發動軍

事進攻。因為，但凡有軍事知識的人都知道，在你死我活的戰場上如果幻想依靠精神力量而

沒有絕對的物質力量後盾做保障的情況下擅自出擊的軍事行動，無異於飛蛾撲火自取滅亡。

換言之，武王在實力不如殷商的情況下不可能預見到依靠正義就能戰勝邪惡的，在戰場上正

義未必能戰勝邪惡，同時，以少勝多的戰例一般都發生在處於「守」而不是「攻」的狀態的

一方；一旦他採取進攻態勢，他對於戰鬥取勝的把握應該還是胸有成竹的。因此，合理的解

釋是，原來周人的實力固然與殷商有差距，但經過文王多年的經營和武王處心積慮的籌備，

至征伐殷商時，處於進攻態勢的周人在實力上已經超過了商紂。我們不能根據「歷史既然證

實勝者是周武王」這一事實來進行「以至仁伐至不仁」這樣的「事後論證」，認識這個問題

的關鍵在於弄清楚武王為甚麼會採取主動的進攻態勢。按照劉先生以「已知的確定的事實」

為邏輯推斷前提的標準，現在擺在面前的至少有兩個確定的事實：一是在兵力方面周人不如

殷商；二是在攻守方面周人採取進攻態勢，兩個都是史有明文的，該以哪個為標準進行邏輯

推理呢？兵力在一定時期內是可變的，而進攻態勢在武王起兵伐紂時卻是固定的，所以，應

以後者為基準進行邏輯推理，推理結果便是孟子的話根本就靠不住。其實，子貢就曾對儒家

極力貶低商紂道德的做法有所質疑，說：「紂之不善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

之惡皆歸焉。」（《論語‧子張》）而《莊子‧盜蹠篇》、《韓非子‧忠孝篇》及《說疑

篇》、《呂氏春秋‧當務篇》等都表明，湯武有天下是武力攻伐的結果而非儒家所粉飾的

「至仁伐至不仁」，孟子辯「血流飄杵」的目的更可能是在為「優入聖域」的武王開脫

（《孟子．盡心下》），從而為儒家政治思想尋求歷史的正當性。

儒家提倡的「天命人心說」源於周初統治者尤其是周公的憂患意識。周公對周人勝利的天命

人心分析，即使裏面隱含著些許歷史真實，但更多的則應從政權合法性的宣傳和論證去考

慮。因為從邏輯上講，推翻一個既有王朝，並不能證明推翻者一定就有德，就如秦滅六國不

能證明秦更有德、元滅宋並不證明元更有德一樣，周滅殷也同樣不能證明周一定比殷王更有

德。先秦的一些非儒家經典文獻的記載表明，周滅商的過程並非是單純的以至仁伐至不仁那

樣簡單明快，而是極為慘烈而殘酷的戰爭過程。所以，我們只能把周初提出的有關道德理性

與歷史理性的問題視為一種合法性論證邏輯，視為一種神道設教，視為一種對君主德性要求



的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章太炎對此有過精彩評論：「嗚呼！吾於是知神道設教之故矣。

……睿哲若公旦，其知上帝之有無，與不知上帝之有無，無不知也，苟知之則其心苦

矣。」30由此，《史記‧周本紀》有關文王「遵後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

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等歌頌之語，即便裏面隱

含著些許歷史真實，更多的恐怕是政權正當性論證與宣傳的需求。馮友蘭也曾敏銳地察覺到

了這點：「有人說，那都是假的啊！我回答：我並沒有說他是真的呀！不過當時的人們所以

要用那個假者，即是必須用那個假話才可以說得下去。換言之，即必需用那一套理論，他的

政權之存在，才有理論上的根據。」31郭沫若也說：「儒家是主張王道的，它是採取著人民

本位的立場，乘著奴隸制的解紐，想在政治上表現一番新猷，然而又不敢露骨地說出，故只

好托諸遠古，就儼然『王道』在古時真正已經實現過的一樣。當然，稀薄的史影是有點的，

原始社會的形態，那便是儒家託古改制的根據了。託古既成，一般人習以為常，便轉化為故

實……由王而霸，由霸而強，不是主張，而純是歷史了。」32因此，將武王滅商的歷史視為

「至仁伐至不仁」的觀點，是經過儒家道德政治思想加工處理後的理想產物，並非是孟子參

驗事實得出的結論。

第三，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在於「自人心觀天命、以修德求民心」，屬於典型的道德政治。

道德政治的突出特徵在於它是徘徊於人類大同與君德聖賢之間的理想主義，於底層人民而

言，它宣揚徹底的民本思想，於上層統治者而言，主張國君道德自律的重要性。然而，將國

家治亂的標準寄託於國君道德自覺，且對國君的道德要求是常人難以企及的高標準，所以儒

家實現大眾利益的根本手段往往因對君主的失望而走向暴力革命的改朝換代。關於以天命人

心為基礎的民本思想與暴力革命之間的矛盾，〈《左傳》中的人本思想與民本思想〉也已有

所闡述。劉先生一方面肯定民本思想，另一方面又認識到了暴力革命是民本思想的局限，然

而，在如何調適二者之間的張力方面，卻沒有就思想史的視角做出充分的說明。更主要的

是，由於劉先生將民本思想設定為儒家、墨家等學派的專利，從而忽視甚至否定了道家尤其

是法家在克服儒家民本思想與暴力革命之間的張力所作的理論努力所具有的積極意義。法家

亦有民本思想，這在學界已經不是新鮮的話題，學界對此也已有過闡述33。它與儒家民本思

想不同之處在於，前者強調以改良方式實現的「秩序」對於民本實現的重要性，後者強調以

革命方式重建的「道德」對於實現民利的重要性。從思想演變的序列看，法家的強調秩序第

一的「改良」主張應與調適儒家道德政治或聖人政治而產生的民本與革命之間的張力不無關

係。

揆諸秦漢以降的中國歷史，王朝穩定時期大力提倡君臣大義回避革命正義論，而每到衰世、

亂世，則又會祭出革命正義的大旗，如此迴圈反復達數千年之久。究其原委，儒家政教不

分、公私混同的「道德政治」或「聖人政治」對於整個「革命歷史」負有不可推脫的責任。

如果說儒家因秩序需要而產生的「尊君」主張而與因政權合法性需要而產生的「湯武革命

論」之間的衝突和抵牾乃是無可回避的悖論，那麼，在思想上突破君主專制統治的近現代中

國則需要重新考慮「革命正義論」的最深層原因，即「道德政治」或「聖人政治」問題。西

方學者湯瑪斯‧梅多斯曾說：「在所有已達到某種程度的文明的民族中，中國人是最缺乏革

命性，卻又最富有反叛傾向的。」34梁漱溟也認為中國古代社會「只有週期的一治一亂而無

革命」，他所理解的「革命」當然不是「湯武革命」，而是「社會結構的根本改變」35。顯

然，中國古代的「湯武革命」與西方近代意義上強調社會整體進步而非單純政權更替的「革

命」（revolution）具有本質的區別。之所以有「反叛性」而無「革命性」，其核心原因恐

怕就在於過分強調了「道德政治」或「聖人政治」的理想性而忽視了傳統文化中的劃道德於



政治領域之外的純政治思想36。

因此，愚以為對法家思想進行批判是必要的，但有些失真的批判，則容易產生郭沫若當年以

「儒家思想最能代表人民利益」為觀察視角而對法家、韓非等人的非公允批判，存在矯枉過

正的限度問題。至於韓非「法」與「術」之間的矛盾性以及統一在何處的問題，同樣也是可

以商榷的，張純、王曉波在《韓非思想的歷史研究》中曾針對蕭公權「法治之對象為民，術

則專為臣設」、「法者為君臣所共守，術則君主所獨用」、「法者公佈眾知之律文，術則心

中暗運之機智」的觀點作過一一反駁37，高柏園在《韓非哲學研究》中對此也有專門論述，

他說：「筆者認為術的目的原本就是在保護並貫徹法結構的執行，因此，術原本即在於避免

主體之主觀性對法之客觀結構之破壞，是以術的引入既只是在消解個人主體對客觀法結構之

扭曲與破壞，因而便不至於破壞法的客觀結構。然而，這樣的結論乃是建立在以下的前提之

下的：術的運用是十分成功的。」38術的運用在現實面前可能會走向反面，但這與韓非等人

的初衷是相違背的。「法」與「術」真正統一的地方，應在於維護法治的公平和公正，並保

證法治能夠切實實行。因此，我們批判韓非陰謀權術的同時，亦應承認他的「循名責實之

術」如果能夠成功運用所具有的積極意義39，至於在現實中能否成功運用或者運用起來會不

會走樣的問題，卻又表明，韓非等人的思想仍然具有濃厚的理想主義特徵，以絕對君主專制

主義定位法家諸子的初衷而忽視他們為減少君主個人好惡、限制君主濫用權力方面所作的努

力，同樣是不公允的。另外，有關於韓非及前期法家是否主張「性惡論」的問題，也是學界

長期爭論不休的問題，將他們的人性論統一置於「性惡論」議題下討論，亦是可以再行考量

的。

求全責備，意在完美。倘若劉先生能夠從多元思想史的角度而非以儒家思想為依據來審視整

個中國的古代歷史文化，將一些「非儒家」思想因素以「積極的姿態」考慮進思想史研究領

域，或許能在「如實估計」中國古代歷史文化方面更臻完美。上述疑竇，雖條陳數端，卻不

過末節，而且妥當與否，還有待學界公論。所以，筆者在閱讀過程中隨時批註的這些感想，

與其說是學術評論，不如說是心中的一些困惑和疑問更為貼切。

總之，無論從內容來看還是就方法而言，《史學、經學與思想》都堪稱一部體大思精、徵引

弘富的著作，劉先生深厚的理論素養、扎實的材料功夫和嚴謹的治學態度，亦給人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雖然筆者受學養功力、研究視野等因素的局限，對於書中個別思想的解讀尚存疑

惑，有待在日後的學習和研究中作進一步的思索和探求，但在「如實估計中國古代歷史文

化」的學術背景和時代精神中審視該書，無疑會給人們在中國有關「傳統」與「現代」問題

的長期糾纏方面帶來很多有益的啟迪，對我個人而言，尤其如此。至少以歷史的態度而非率

爾操觚的「創新」視角來審視中國的傳統文化，其歷史底蘊之厚度與廣度，是很難以「煮

幹」的方式來對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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