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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
——启蒙运动利用中国思想的过程与方式

周　宁

内容提要　中国思想参与构建西方现代启蒙经验, 不仅影响到启蒙运动中最活跃的阶层与人

物、最主要的思潮与论争, 而且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层面上的意义, 从天启神学到自然神学、从自

然哲学到政治哲学再到政治经济学。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启蒙运动利用中国思想的过程与方式。启

蒙思想从中国获得灵感, 但中国并不是思想的对象, 而是思想的方法, 启蒙运动不断利用并不断扬

弃中国形象, 最终完成西方现代性文化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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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布尼茨在为《中国近事》写的激情澎湃的序言

里, 将中国誉为“东方的欧洲”, 希望中国与欧洲,“这

两个文明程度最高 (在地球上又相隔最远)的民族携

起手来”,“逐渐把位于它们两者之间的所有民族都

引入一种更合乎理性的生活”①。这是一种启蒙理

想, 通过中西文明之间的交流, 建立起一种理性生

活; 这也是启蒙时代的理想, 西方文化对中国寄以厚

望, 希望它能担负起自由时代“人类精神伟大的和

谐”。欧洲现代思想开始游历中国。首先是传教士在

中国发现了普世语言与天启神学的奥义, 普世基督

教理想似乎有了着落; 其次是传教士与哲学家共同

策划的中国的自然神学与道德哲学启示, 可能引导

欧洲走出混乱残酷的宗教纷争; 再后是启蒙哲学家

在中国发现“异教的美德”, 从孔夫子的道德哲学到

中国皇帝的开明君主制, 中国思想成为启蒙政治哲

学挑战神权批判王政的武器; 最后, 即使在其开明君

主政治期望破灭以后, 中国还给重农学派的政治经

济学某种虚幻而不合时宜的希望。

启蒙时代中国思想在欧洲的确享有一段难忘的

蜜月, 中国思想不仅影响到启蒙运动中最活跃的阶

层与人物、最主要的思潮与论争, 贯穿启蒙运动始

终, 而且在不同阶段有不同层面上的意义。回顾这段

历史, 不能只是简单地赞叹启蒙时代的西方如何向

往中国, 提供一些相互之间关联不清的例证, 然后就

人云亦云, 不甚了了。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在纷乱的启

蒙思绪中分辨出中国思想的意义, 反思那段历史是

如何经历的, 中国思想与欧洲启蒙的共同的理论基

础和实践经验何在? 中国思想参与西方现代性世界

观念与自我意识构建, 留给今日世界的文化遗产或

启示究竟是什么。21 世纪, 如果我们真正想在中西

文化间建立一种“交往理性”, 完成我们的文化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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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如何开始?

一、从天启神学到自然神学

西方现代启蒙思想游历中国, 轰轰烈烈近一个

世纪, 起点却在一种旧约神学猜想。耶稣会士们认

为, 中国古代典籍有两种意义: 一种是字面的意义,

被中国人明显误解了的世俗意义; 另一种是深刻的

神启, 只有传教士借助他们渊博的神学知识, 才能象

征地予以正确的解释。耶稣会士们努力从中国古代

文献中发掘深远的原始基督教义, 甚至将先秦典籍

当作上古流散的汉文“圣经”。这样做, 既可以用《圣

经》解释中国典籍, 支持他们在中国的传教工作与传

教方式, 又可以用中国典籍解释《圣经》, 弥合新发现

与旧神学之间的裂痕。因为地理大发现与宗教改革

已经开始动摇基督教信仰传统。

中国古代典籍玄奥多义, 为耶稣会传教士提供

了许多机会。在那些神秘莫测的图画般的符号中, 耶

稣会士们不难找到他们需要的东西, 利玛窦首先在

晦涩的先秦典籍中发现了上帝、神启、爱、天堂与地

狱。利玛窦毫不避讳地说:“我处心积虑地借用儒家

先师孔子来证实我们的见解, 因为我把某些含义模

糊的文字解释得对我们有利。”① 耶稣会士们努力研

读中国儒家经典, 在儒家典籍中感悟神的智慧与自

然 的 启 示。 利 玛 窦 将《四 书》译 为《四 经》

(“T etrab ib lion”) , 令人想起《摩西五经》。殷铎泽神

父甚至说:“如果孔子再世, 他一定是第一位改信基

督教的中国人。”利玛窦开辟了基督教“索引派”② 的

先河, 而最后的集大成者则是傅圣泽神父、马诺瑟神

父、白晋神父。傅圣泽神父研究《易经》, 发现那些用

短线表现的奇妙的数字, 都具有救世主的品格与奥

义。“易”字就是“耶稣”的汉语称呼,《易经》是汉语

“圣经”。马诺瑟神父的研究也是创造性的, 他在中国

典籍中发现的基督教义包括: ①天使堕落; ②人的堕

落; ③救赎; ④天堂; ⑤救世主; ⑥圣灵感学; ⑦圣礼。

白晋神父研究《易经》、《诗经》, 解读《诗经·大雅·

生民》, 证明姜 就是圣母玛丽亚, 基督在中国文字

中的名字叫后稷③。

在异教典籍中发现基督教真谛, 并不是一件单

纯的事, 异教典籍本身意义的丰富性开始呈现, 很有

可能威胁到基督教神学正统。值得注意的是, 以耶稣

会士为主的传教士, 既是虔诚坚强的上帝的信徒, 同

时也是修养深厚的人文主义者。他们不仅在中国典

籍里发现基督教天启神学, 而且在中国儒家经典中

发现了一种“异教的美德”以及这种美德的自然神学

基础。孔夫子的哲学基础是一种古老、智慧的“自然

神学”, 它在中国信仰中树立了理性原则、道德秩序,

成就了一种明智、宽容、深厚、淳朴的文化传统。1687

年, 柏应理、殷铎泽等四位神父编译的《孔夫子: 中国

哲学家》④在巴黎出版, 其中包括柏应理神父的“序

言”, 一篇“孔子小传”和《论语》、《大学》、《中庸》的一

些篇章的节译。柏应理神父在长篇序言中说, 他们介

绍的中国, 不是他们耳闻目睹的现实中的中国, 而是

那些古老的典籍中思想的中国, 所谓孔夫子的哲学

中国。

柏应理神父以彻头彻尾的基督教神学, 解释儒

家经典; 以一知半解的宋明理学, 解释基督教神学,

在扩大基督教神学的普世包容性的同时, 也引入了

异端的危险。“礼仪之争”随后发生, 哲学家也加入

了。莱布尼茨仔细阅读了龙华民与利安当神父的两

篇论中国哲学与信仰的论文以及马勒布朗士的《关

于神的存在及其本质: 一位中国哲学家与基督教哲

学家的对话》, 写出一封像学术论文一样的长信论述

中国的自然神学:《致德·雷蒙先生的信: 论中国的

自然神学》。他认为, 孔子所代表的儒家哲学包含着

一种自然神学, 其最高原则是“理”, 即“理性, 或者说

全部自然的深层原因, 亦即包括一切的本质存在”,

“从理中产生了五德, 即仁、义、礼、智、信”, 甚至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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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这个思想也存在于中国的传统之中。莱布尼

茨认为, 除了缺少天启内容以外, 中国人对上帝的设

想几乎与基督教完全一致。孔夫子创立的儒家学说

犹如中国式的柏拉图主义,“与柏拉图一样, 孔子亦

信仰一个惟一的上帝的存在”。

自然神学崇尚理性与宽容, 既能为宗教改革后

的基督教提供理性地摆脱宗教纷争与迫害的思想基

础, 又能为随着地理大发现出现的传教浪潮提供基

督教普世主义传教事业的思想基础。西方文化从中

世纪向现代转型过程中, 有三大运动, 文艺复兴、地

理大发现、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在观念中确立人, 地

理大发现在观念中确立人所生活的世界, 宗教改革

在观念中确立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精神内核。而

最麻烦的, 就是这个精神内核。最初的宗教改革是个

灾难, 人们用屠杀与血腥解决神圣的信仰问题, 16～

17 世纪的欧洲, 被宗教战争搅得四分五裂、精疲力

竭。人们在灾难中慢慢觉悟, 认识到应该克服狂热,

宽容和解, 为有信仰有理性的人, 找到一个共同信仰

的基础。这个和谐的、理性化的信仰基础, 在 17 世纪

最有见识的人看来, 就是自然神学①。

讨论天启神学, 主要是神学家的事, 讨论自然神

学, 就与哲学家密切相关了。天启神学相信上帝通过

《圣经》向人显示神旨或真理, 人只需要读经并信仰。

而自然神学则主张不能只凭信仰, 还应该用日常经

验和理性去判断教会和《圣经》, 将信仰建立在理性

与经验基础上, 进而建立一种理性主义的自然宗教。

自然神学认为, 神启在自然中, 只要相信有一个神、

道德是信仰的方式、上帝奖善惩恶, 就坚守住了自

由、理性、纯洁的基督教信仰。自然神学假设理性是

寻求真理的途径, 这是启蒙的第一步, 此时神学与哲

学、神学家与哲学家还没有彻底分裂, 人们仍希望在

基督教信仰神学的框架内提出理性与人性问题。自

然神学是基督教信仰的理性底线, 也是耶稣会士入

华传教、中国思想在 17～ 18 世纪欧洲流传的底线,

这个底线不仅能使耶稣会“适应主义”传教策略得以

进行, 还能使他们发现中国思想对欧洲超越信仰纷

争的启示意义。在中国, 他们用自然神学支持他们

“适应主义”传教路线, 在欧洲, 又用孔夫子哲学支持

欧洲的理性宗教精神, 在这一点上, 神学家与哲学家

取得了默契, 就像白晋神父与莱布尼茨。

在中国发现神学智慧, 从天启神学到自然神学,

昭示了欧洲基督教走出宗教纷争、走向普世宗教的

希望。欧洲近代的神学思想, 是中国形象意义生成的

文化语境。那是一个令人感动的时代, 神学家与哲学

家亲密合作一项伟大的事业, 希望用自然神学于信

仰分裂和宗教迫害中拯救欧洲文化; 也正是在神学

家与哲学家亲密合作的这项伟大事业中, 中国思想

在西方现代文化中最光辉的时代到来了, 中国思想

成为自然神学的象征, 成为建设一种理性宗教、宽容

哲学的现代文化的启示。英国的自然神论哲学家马

修·丁达尔说:“我不仅在思考孔夫子与耶稣箴言有

什么不同, 而且我认为, 孔夫子箴言的简明恰好可以

用来阐述耶稣箴言的晦涩含义。”②

二、从自然神学到自然哲学

倡导一种理性的、自然的、宽容的自然神学, 调

和信仰与知识、神启与理性的冲突, 调和新教与旧教

以及新教不同派别之间的冲突, 是莱布尼茨所处的

那个时代欧洲精神的最重大的课题。莱布尼茨的时

代是昭示伟大的和谐的时代, 不仅信仰与理性和谐,

还有东方与西方的跨文化交流的和谐。莱布尼茨从

神父那里知道, 中国先秦典籍中隐含着上帝观念, 中

国人合乎道德地生活, 中国人相信善报恶惩, 如此等

等, 中国难道不是生活在自然神学的理想境界中吗?

中国可能还缺乏天启真理, 那是西方传教的意义, 而

西方缺乏中国的道德哲学, 就成为中国向西方派传

授道德的传教士的理由。“鉴于我们道德败坏的现

实, 我认为, 由中国派教士来教我们自然神学的运用

与实践, 就像我们派教士去教他们启蒙的神学那

样”③。

莱布尼茨认为, 上帝是个理性主义者, 思想家、

数学家或建筑设计师, 上帝的真理是理性的, 我们通

过理性认识神启, 知识与信仰原本没有矛盾。莱布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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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终生思考的问题, 就是如何调和信仰与知识、神启

与理性, 创造人类精神真正的和谐。“所有的精神, 不

论是人类的还是天使的, 都凭借理性和永恒真理以

一种方式和上帝交往, 成为上帝城中的成员, 那就是

说, 是被最伟大的和最贤明的君主所建立和统治的

最完满的国度的成员, 在那里, 没有犯罪不受到惩

罚, 没有善行不得到相称的报偿, 总之, 在那里, 有尽

可能多的德行和幸福; 这个并非由于对自然进程的

任何干扰而来, 犹如上帝为灵魂准备的用以扰乱身

体的规律的那些东西, 而正是由于那个自然事物的

秩序, 依靠在自然领域和神恩领域之间, 在作为建筑

师的上帝和作为君主的上帝之间贯彻始终的前定和

谐, 使得自然自身引向神恩, 而神恩在使用自然时,

又使之完满”①。

狂热而顽固的中古基督教传统已经解体, 激进

而开放的启蒙理性哲学还没有最终确立。信仰与知

识、神启与理性之间已经出现分裂与对立, 但似乎还

有可能弥和这种裂痕, 在新观念与旧信仰之间, 在神

启宗教与理性知识之间, 谋得理想的和谐?莱布尼茨

是欧洲最后一位文艺复兴式的人文主义者, 他相信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是所有美好的世界中最美好

的一个, 相信由于天意的安排, 人类所有美好的愿

望, 都将在天启神学与自然理性的光芒照耀下实现。

莱布尼茨期望传教士能“在相隔遥远的民族之间”,

“建立一种相互交流认识的新型关系”, “用一盏灯

点亮另一盏灯”, 从此普世光明②。

莱布尼茨充满魅力与想象力的乐观主义, 给我

们留下近代欧洲思想最光明最宽厚的一面。然而, 美

好的景象瞬间即逝。哲学家与神学家一道争论中国

的自然神学问题时, 索邦神学院禁毁李明神父的《中

国现状新志》及郭弼恩神父的《中国皇帝宽容圣教圣

旨的历史》。有关中国的礼仪之争, 起初只在西方的

教会内部进行, 他们争论的焦点是, 基督教是否可以

容忍儒教的祖先崇拜与孔子崇拜, 儒家思想中的理

性内容、伦理道德是否与基督教的理性一致。教皇的

“禁约”不但没有结束这场争论, 反而使争论扩大了。

耶稣会传教士们宣传中国道德哲学的淳朴理性与政

治的开明, 其初衷或许是希望在欧洲获得更大的支

持, 但是, 在欧洲一些热心于“中国事物”的人的心

里, 中国还有更多更深远的意义。基督教正统主义者

中, 有人真诚地希望基督教信仰能够理性化一些, 回

到一种淳朴的自然神学中, 放弃宗派之争, 通过理性

探讨神性的真理, 而不是通过教权专制垄断信仰, 使

教会变得愚昧残暴。当有些人还在为孔夫子的哲学

与基督教神学的共同性辩护, 提倡一种自然神学的

时候, 有些人已经想到把孔夫子当作异教徒的哲学

家, 与基督教分庭抗礼。他们是无神论者, 但又不敢

明确宣称无神论, 就将无神论的真义隐藏在中国的

道德哲学或自然神学中。后者是哲学家, 他们不仅在

与教士争夺中国思想的话语权, 更重要的是与教会

争夺对人们头脑的统治权。

有关中国的礼仪之争, 正在扩展为以中国思想

为话题的哲学与宗教之争。彼埃尔·培尔的著作《历

史哲学批判辞典》1702 年再版时, 培尔发现了中国

儒者都是些无神论哲学家, 而中国的皇帝是开明的

宽容主义者。这种比较让刚刚废除“南特敕令”的路

易十四“太阳王”黯然失色。没有基督教也可以产生

高尚的道德和英明的君主。培尔提出了危险的观点,

教会已经从中发现了“无神论者的阴谋”。莱布尼茨

逝世 5 年以后, 他曾赞扬过的一位青年学者沃尔夫,

在哈雷大学做了一次“关于中国人道德哲学的演

讲”。沃尔夫指出, 中国悠久的历史与辉煌的文明, 都

取决于一种深奥的哲学, 它植根于人类理性中的自

然性, 是一门真正的、关于幸福的科学, 与基督教神

学在本质上并不矛盾, 因为不管是根据自然还是根

据神启, 都可以发展出高尚的道德③。沃尔夫与他的

老师莱布尼茨的不同之处在于, 沃尔夫认为中国根

本就没有自然神学, 只有自然哲学, 或者说建立在自

然力量之上的道德实践。

自然神学与自然哲学虽只有一词之差, 意义却

判别霄壤。自然神学依旧是神学, 假设上帝的存在与

基督教作为道德的核心与准则。自然哲学则试图从

自然中推演出道德法则, 他们完全相信理性能够从

自然中获得力量, 为道德实践提供根据与准则。自然

哲学本质上是不需要上帝与信仰的, 所谓“哲学的真

正基础就是与人类理性的自然性相一致的东西”, 就

像中国人那样, 他们“在促进培养道德风尚的时候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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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只运用自然性力量, 这种力量不以敬神为基础, 因

为他们对万物的造物主, 对自然的敬神以及神灵的

启示一无所知”①。在沃尔夫的演讲中, 中国人变成

了道德高尚的无神论者。这与耶稣会和莱布尼茨的

观点相去甚远, 或者根本相反。耶稣会与莱布尼茨都

努力证明中国人信奉上帝, 为在中国传播基督教与

在欧洲传播中国智慧, 提供可接受的观念基础。沃尔

夫却试图说明, 中国人对天启神学一无所知, 而能从

自然力量中运用理性建立高尚的道德与处世治国的

智慧。沃尔夫想用中国的无神论道德, 证明他的自然

哲学, 结果却支持了无神论。沃尔夫宣称希望借助异

教哲学恢复基督教神学的纯正性, 但基督教正统派

却从他宣扬的中国的自然哲学中发现了无神论倾

向。

莱布尼茨伟大的和谐理想开始破灭。首先是神

学家与哲学家的分裂与冲突。表面上看, 他们是在争

夺中国思想的话语权, 实际上他们是在争夺西方现

代文化的话语权。“中国之争”从宗教界扩展到哲学

界, 耶稣会的神父们成就了优越的中国形象, 他们往

返于东西两个世界之间, 他们的博学与努力, 殉道的

热情, 缩短了世界的距离, 也缩短了思想的距离。传

教士的书简“部分地造就了 18 世纪的人类精神面

貌。它们出乎其作者和巴黎的审查官们的意料之外,

为哲学家们提供了武器, 传播他们所喜欢的神话并

为他们提供了楷模”②。传教士创造的理想化的中国

形象在西方现代文化史上的意义, 是他们最初无法

想象、最终无法控制的。他们证明了中国文明的优

越, 可无法证明中国文明与基督教文明同源。这样就

危险了。基督教是否能够容忍一种异教文明的存在?

西方现代文化的发展, 在总体上是一个理性化

过程。宗教与哲学的冲突, 远不能解释其多元复杂的

精神结构。在西方的现代文化转型过程中, 基督教自

身也在理性化, 对现代精神的贡献也是巨大的。这一

点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叙事中, 表现得很清楚。传教士

创造了一个革命性的中国形象, 成为启蒙者的文化

灵感。优越的中国形象从制度到思想, 塑造了一个想

象的乌托邦, 这一点对现存秩序实际上非常危险。证

明一种优越的异域文明, 本身问题不大; 但证明一种

自然神论甚至无神论的文明优越, 甚至比基督教文

明更优越, 事态就复杂微妙了许多。因为人们不得不

进一步想: 耶稣会介绍给欧洲的中国文化, 拥有一个

优越的形象, 这种文化的智慧与德行从何而来呢?旧

约象征论者牵强附会的考证不过是一种离奇的想

象, 无法让中国相信基督教; 反倒是那些博学的教士

翻译的中国古代经书, 呈现给欧洲一种可敬的智慧,

让欧洲一些思想活跃的人相信了孔夫子的哲学。异

教文化也会产生高尚的德行。孔子、孟子, 他们生活

在耶稣降生之前几百年, 他们的智慧照亮了一个民

族两千多年的德行。这个结论走得太远, 让教会感到

尴尬。因为这不仅是一个神学问题, 它已危及教会本

身。无需基督教文明一样可以繁荣, 那么基督教岂不

无用?政治可以不依靠宗教使社会清明, 道德可以不

根据宗教使民风纯正, 君王与百姓都不需要宗教了,

基督教将何处自容?

神父们的真诚与博学背叛了自己。不但中国朝

廷不能容忍他们, 西方教廷也不能容忍他们。作为基

督教的使徒, 他们希望在东方为教会赢得更多的教

徒, 但是, 他们为欧洲介绍的中国, 却离散了西方的

教徒, 有人在利用中国道德哲学散布无神论。在中

国, 耶稣会士被朝廷抛弃, 因为他们宣传西方的基督

教; 在西方, 耶稣会士被教廷抛弃, 因为他们宣扬中

国道德。西方的礼仪之争起初在教会内部, 继而扩展

到社会, 当哲学家参与进来并利用中国道德攻击基

督教神学, 中国思想成为无神论者的武器时, 耶稣会

士的罪名就落实了。他们因为塑造了一个优越的中

国文明的形象, 成为教会的敌人。这是他们始料不及

的, 他们痛心疾首, 他们不仅被北京朝廷出卖了, 被

罗马教廷出卖了, 也被自己发明并努力的事业出卖

了。他们希望成为基督教的圣徒, 结果几乎变成基督

教的叛徒。留在中国的最后一名耶稣会士钱德明神

父感慨地说:“许多传教士都对为欧洲工作而感到厌

倦, 即使我们仅试图为宗教和科学服务, 但仍然毒化

了我们所说的最天真无邪的内容。有人把一些罪恶

的观点强加给我们, 以至于使我们悲伤地发现在一

些为了反对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所传播的宗教而宣扬

魔鬼的著作中提到了我们。”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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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自然哲学到政治哲学

中国思想从神学家的旗帜变成哲学家的旗帜,

甚至是哲学对抗神学的旗帜。早在 1640 年, 拉莫特

·勒瓦耶就根据《利玛窦中国札记》的内容写出《论

异教徒的德行》, 他将孔夫子与苏格拉底相提并论,

称赞孔子为“哲学之王”, 真正的伟大光荣之处在于

他将人间的权杖交给哲学家, 使暴力强权服从理性,

建立哲学家的统治。哲学家们首先宣扬建立在自然

神学基础上的中国伦理哲学“完全符合良心的光明

与基督教的真理”, 然后进一步放弃道德的神学基

础, 宣扬一种无神论的道德, 用人的理性支撑世界的

道德秩序, 最后, 用一种合乎理性的、建立在自然哲

学基础上的道德, 为公正贤明的统治提供政治合法

性, 中国思想从自然哲学进入政治哲学。

传教士神化的中国思想, 最终成为哲学家“祛

魅”神启的武器。在哲学家看来, 用理性改造社会, 将

人类从迷信与恐惧中解放出来, 最大的障碍就是基

督教传统。中国思想有多重意义, 但在启蒙运动全盛

时期, 其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自然哲学;

二是政治哲学。沃尔夫两次演讲的内容, 既是对这两

方面意义的启发, 又是对这两方面意义的总结。1721

年 7 月在哈雷大学做的《关于中国人道德哲学的演

讲》, 他集中论述了中国的道德哲学, 试图为一种优

越的文明寻找哲学基础。在 1728 年的另一次演讲

《哲人王与哲人政治》中, 他集中讨论了孔夫子的道

德哲学如何塑造开明君主: 哲学赋予统治者以道德

理性, 作为他们统治的原则, 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成

就了世界上最优秀的政体,“在统治艺术上, 从古到

今, 中国超越了所有其他的国家”①。

中国思想的意义从自然神学到自然哲学, 标志

着真正的启蒙哲学构筑的中国思想出现。神学家希

望看到中国是有神论的甚至是基督教的, 而哲学家

则希望那个道德高尚政治清明的中国是无神论的,

那样就可以证明: (1)道德不需要基督教基础甚至不

需要宗教基础; (2)宗教信仰应该建立在理性自由的

基础上。中国人不信神, 却生活在高尚的道德与开明

的政治中, 人类幸福与正义不需要神旨的保证; 中国

人与他们的皇帝不信奉基督教, 却开明地允许基督

教在华传教。信仰是自由的, 人有选择信仰的权利。

启蒙运动开创了哲学家的时代, 他们挑战教权, 挑战

王权, 最终塑造了理性、自由、宽容、民主、乐观、进步

的西方现代主流文化。在这种划时代的文化创建工

程中, 中国思想从神学家转向哲学家, 最终成为启蒙

文化中乌托邦式的想象他者, 在提倡理性宗教与自

然道德、信仰宽容与思想自由、开明政治与人性教育

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哲学与宗教的冲突中, 中国的道德哲学成为

哲学家的一面旗帜; 在哲学与王权的冲突中, 中国的

开明君主制度再次成为启蒙政治哲学的一面旗帜。

莱布尼茨在政治贤明、宗教宽容的康熙皇帝身上, 寄

寓了他的政治理想。伏尔泰则找到了乾隆。迷人的

中国皇帝竟成了人类理性在政治生活中的楷模! 伏

尔泰歌颂中国的哲人王,“我们对于中国人的优点即

使不崇拜得五体投地, 至少也得承认他们帝国的治

理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优秀的”②。伏尔泰阅读

《孔夫子: 中国哲学家》, 说他从中看到的是最纯洁的

道德, 没有丝毫江湖骗子的色彩。他指出:“中国的儒

教是令人钦佩的。毫无迷信, 毫无荒诞不经的传说,

更没有那种蔑视理性和自然的教条。”③ 中国是宗教

宽容信仰自由的典范, 也是道德实践的楷模。伏尔泰

敬仰中国高尚的道德, 用莱布尼茨式的口吻赞扬中

国人的德行, 甚至借纪君祥的《赵氏孤儿》编了一出

中国戏——《中国孤儿》, 阐释孔夫子的道德哲学。孔

夫子的哲学“从来没有受无稽神话的糟蹋, 也没有为

政教之争和内战所玷污”, 孔夫子教导的“中国人最

深刻了解、最精心培育、最致力完善的东西是道德与

法律⋯⋯世界上曾有过的最幸福、最可敬的时代, 就

是奉行孔子的律法的时代”。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开

明的政府,“人类肯定想象不出比这更好的政府⋯⋯

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国家, 在那里人们的生命、名誉

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 那就是中华帝国”④。

321　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

①

②

③

④ 伏尔泰:《风俗论》(上) , 梁守锵译, 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 第

220、216、219 页; 伏尔泰:《风俗论》(下) , 第 460～ 461 页。

伏尔泰:《哲学辞典》(上) , 王燕生译, 商务印书馆 1991 年版, 第

331 页。

伏尔泰:《风俗论》(下) , 梁守锵译, 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 第

461 页。

C. F. V on W o lff, T he R ea l H app iness of a P eop le U nd er a

P h ilosop h ica l K ing , L ondon: P rin ted fo r M. Cooper, at the

Globe, in Pater- N o ster- Row , 1750, p. 1.



启蒙哲学家想象的中国形象, 主要有三重意义:

宗教宽容、道德高尚、政治开明。启蒙哲学家是马克

思所说的要改变世界、而不仅仅是解释世界的哲学

家。他们不仅用中国思想挑战神学, 也挑战暴政。让

理性导引人的精神生活与政治生活, 启蒙哲学家负

有双重使命。启蒙运动是一场人的解放运动, 包括思

想的自由与人身的自由两个方面。人必须有勇气与

决心敢于独立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 从迷信与恐

惧中解放出来; 人生而自由, 有权利推翻任何奴役与

专制的政权, 建立民主社会。在以法国哲学家为主的

大多数启蒙主义者眼里, 中国形象是一种开明君主

主义政治哲学的象征, 它既可以批判教会野蛮的神

权争取思想的自由, 又可以批判欧洲腐败的暴政争

取人身的自由。启蒙主义哲学家们勇敢地运用理性,

期望通过理性的建设与道德教育, 驱除迷信与恐惧,

引导自由的精神, 塑造开明的君主, 成就人类幸福与

正义。只有理性哲学, 才能成为人类精神的主导; 只

有哲人政治, 才允许开明宽容的社会生活。中国的意

义, 为启蒙主义者尊崇的新型的政治伦理树立了理

想尺度, 关于公理与正义、法律与强权。既然上帝不

能保证人类的幸福, 那么, 世俗的道德政治与教育是

否能为人类营造一个现世乐园呢?中国是一个榜样。

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这场解放运动中, 中国思想

扮演了重要角色。伏尔泰说:“欧洲王公及商人们发

现东方, 追求的只是财富, 而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

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①

莱布尼茨去世 30 年后, 伏尔泰在政治哲学中进

一步明确了中国思想的文化价值。在中国思想上, 伏

尔泰并没有添加什么、改变什么, 他的作用, 只是使

中国思想的政治意义在西方启蒙文化中更鲜明、更

有批判性、影响更大。莱布尼茨试图让西方神学包容

中国思想, 伏尔泰努力让中国思想排斥西方神学。这

是中国思想在西方现代启蒙文化中表现出的最后一

层意义。莱布尼茨在《单子论》中提出“世界和谐论”。

在构想现代世界文化格局或中西文化交流格局时,

这种“世界和谐论”就成为他的想象与期望的背景。

随后到来的启蒙精神, 并不那么宽容, 首先是哲学家

容不得神学家, 然后是欧洲精神容不得异域文化。莱

布尼茨期望传教士能“在相隔遥远的民族之间”,“建

立一种相互交流认识的新型关系”, 实现人类不同民

族不同文明交流的伟大理想,“用一盏灯点亮另一盏

灯”, 从而普世光明, 而启蒙主义者最终则希望用欧

洲文明的一盏灯点亮世界。

四、从政治哲学到政治经济学

基督教神学家高举中国思想的旗帜, 背叛了基

督教神学; 启蒙哲学家高举中国思想的旗帜, 背叛了

启蒙哲学。启蒙的政治哲学必须检讨现存制度的价

值基础与理念前提, 重新以正义、自由、幸福为尺度

设计人类合理完善的政治制度。伏尔泰幻想的开明

君主制是一种新迷信, 批判一切权威、传统、习俗的

启蒙哲学, 很快也将批判到中国形象这一传说中的

新权威。这种趋势在 1750 年前后出现, 最初同样表

现在启蒙哲学家的笔下, 从孟德斯鸠到卢梭, 西方启

蒙文化开始彻底颠覆美好的中国形象。孟德斯鸠断

定“从各方面看, 中国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一种

奴隶的思想统治着亚洲”②。卢梭批判中国人“虚有

其表, 思想极为贫乏”③。哲学家似乎也被自己向往

的中国形象迷惑了。跨文化交往似乎没有在理性引

导下, 而是误解与迷信, 多少年后, 托克维尔在反思

这段历史时, 嘲讽“启蒙哲学家们在身边找不到任何

可以符合他们理想的制度, 就把目光转向亚洲腹地。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启蒙哲学家几乎每一个人或多

或少都在他们的著作中赞美过中国⋯⋯那个无能野

蛮的政府⋯⋯在他们看来竟是值得世界上所有国家

效仿的完美无缺的榜样”④。

西方现代文化不断利用中国思想又不断抛弃中

国思想, 表面上看, 不管是神学家还是哲学家, 似乎

都被他们的“中国事业”蒙骗了, 实际上, 他们在背叛

自己的同时也在超越自己, 在思想穿越中国的同时

完成了西方自身的文化自觉。他们一知半解或想当

然的中国思想, 并不是他们思想的对象, 只是他们思

想的方法或角度。启蒙的政治哲学在告别开明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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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页。

参见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一卷第二～八章, 张雁深译, 商务

印书馆 199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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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的同时, 也告别了他们一度痴迷的中国幻想。但

西方启蒙思想的中国历程并没有结束, 最后的幻想

仍滞留在“重农学派”的政治经济学期望中。“重农学

派”的思想领袖魁奈赞美中国的开明君主专制, 说中

国土地肥沃广阔、资源丰富, 运河、桥梁、公路, 一切

都管理完善。皇帝提倡务农, 人民以农为本, 贸易以

农业生产为基础, 中国拒绝与欧洲国家从事外贸是

因为中国地大物博, 经济自足。在魁奈看来, 中国是

一个根据“自然法则”建立的模范国家, 从帝王官吏

到哲学家, 都以“自然法则”作为王法及政治、经济和

社会生活的最高原则。世界上没有比其更完善的政

府与更完善的经济制度了。

启蒙运动时代欧洲的知识界, 尤其是法国的哲

学家们, 将中国当作欧洲的榜样。在推翻神坛的时

候, 他们歌颂中国的道德哲学与宗教宽容; 在批判欧

洲暴政的时候, 他们运用传教士们提供的中国道德

政治形象作为开明君主专制的典范; 在他们对君主

政治感到失望的时候, 又在经济思想中发现中国形

象的利用价值, 中国又成为重农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楷模。重农主义者是西方启蒙运动中最后一批“中国

迷”。在《中国君主专制论》一书中, 魁奈讨论了中国

建立在自然法则上的政治经济制度与教育制度, 并

试图用中国榜样说服法王路易十五效法中国, 改革

法国税制与国民教育制度。当然, 最能体现魁奈思想

的是他在这部著作中对中国所谓的“重农主义”政治

经济制度的“阐发”。魁奈认为, 中国的经济制度值得

借鉴: 财富的分配与流通, 人口与财富的增长, 普遍

的贫困与蓄奴制度, 婚嫁中财产的转移与遗产继承

习俗, 还有最重要的是国家税收政策。他认为, 中国

的税制是最完善的税制。百姓根据田产的份额纳税,

寺庙亦不例外。朝廷体恤民情, 土地质量高下不同,

纳税额也不同。没有公平财富, 只有公平赋税, 这是

几千年来指导中国政府的基本原则。

魁奈是重农学派真正的理论权威。他用系统科

学的方法, 或者说是几何学的方法研究政治经济, 推

崇经济制度的“自然法则”; 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来源,

只有农民才从事生产, 其他阶级, 贵族、教士、手工业

者、企业主、商贩, 全都游手好闲。世界上最理想的制

度是开明君主专制, 而统治制度最完美的典范, 就是

中华帝国。魁奈的“中国知识”, 基本上来自杜赫德的

《中华帝国通史》。在第八章“中国的专制政体”中, 他

集中讨论中国典范运用到法国政治经济制度改革中

的意义。他设想建立一个以“自然法则”为准则的纯

粹的农业社会, 以农业的“纯产品”为国家岁入的唯

一来源, 国家安宁, 社会繁荣, 没有野蛮的战争与贪

婪的贸易, 没有奴役与贫困。一切都顺乎天意, 像中

国哲学所倡导、中国政府努力实现的那样。

重农主义对中国的崇拜, 感染了大革命到来前

的欧洲君主们, 举行“亲耕仪式”, 也成为王宫的时

尚。重农主义变成时髦游戏, 不会有任何实际效果。

在启蒙运动的高潮时代, 谁会赞同回到封建的农业

社会?重农主义者不合时宜, 更何况魁奈等人提倡的

税制实在难以实行。从重农角度讲, 他们是维护封建

制度的, 从税制角度讲, 他们又得罪了封建领主和那

些游手好闲的贵族。他们维护国王与教会, 得罪了真

正的启蒙主义者, 他们认为, 企业主、商人、手工业者

都是些不事生产的多余人, 又得罪了日渐得势的中

产阶级。教会也不喜欢他们, 因为他们不断教唆国王

向教会财产征税。他们得罪了所有的人, 而唯一的受

惠者又全然不了解这些达官贵人们玄妙的想法与做

法。1763 年英国哲学家休谟访问巴黎时见到魁奈,

他的感想是, 重农主义者是“当今世界上所能见到的

最荒唐、最傲慢的一伙人”。

18 世纪欧洲经济学思想中有重农主义与重商

主义之争, 中国思想又成为这场争论双方利用的武

器。重农主义推崇中国重视农业, 重商主义批判中国

贬斥商业; 重农主义者渲染中国的富裕, 重商主义者

嘲笑中国的贫困, 而不论站在哪一方, 都可以从当时

流行的中国报告中找到足够的证据①。英国经济学

家亚当·斯密希望超越重农主义与重商主义的纷

争。他认为, 国民财富取决于劳动与劳动生产率。

《国富论》(又译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出版于 1776 年, 亚当·斯密根据杜赫德等人的著

作, 认为中国既富有又贫困, 既繁荣又停滞。中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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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仅在杜赫德的《中华帝国通史》中, 我们就可以找到两方面的材

料。杜赫德注意到中国人口与资源的比例失调造成普遍的贫困。

在讲到中国“物产丰富”时, 他也指出所谓的“矛盾之处”:“这个

世界上最富强繁荣的帝国在某种意义上说来非常贫乏。她虽然

地域辽阔, 土壤肥沃, 也不过勉强可以维持居民的生计, 大胆的

说一句, 他们需要再大一倍的国土才能安居乐业⋯⋯极度贫困

匮乏使很多中国人会做出令人发指的事来。一个人如果在广州

了解更深入一些就会发现一些司空见惯的现象, 比如父母遗弃

几个亲生子女, 父母卖女为奴”等等。



地肥沃、耕作精细、人民勤勉, 然而中国社会很久以

来已陷于停滞状态, 劳动生产率低与人口膨胀造成

大面积的贫困。中国的富有是事实, 贫困也是事实。

中国低廉的劳动者像乞丐一样求职, 从早到晚工作

仍无法养家糊口。亚当·斯密不同于那些爱说大话

又容易感情用事的旅行家、商人或水手, 他是思想

家, 他要为中国的贫富找出历史与制度上的原因。亚

当·斯密认为, 中国过分重农抑商的经济制度破坏

了经济平衡, 而归根结底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是中

国的法律, 中国的专制暴政的法律制度造成中国的

停滞, 甚至衰退。“中华帝国尽管物产丰富, 但却不是

世界最富贵的最繁荣的帝国, 从某种角度上看还是

非常贫困的, 这样说似乎有些自相矛盾, 可事实是,

中国的土地不管多么宽广肥沃, 也无法养活众多的

人口, 据说要使中国的人口得到温饱, 至少还得有一

倍以上的土地”①。亚当·斯密指出, 中国不仅农业

停滞而且停滞于农业, 马尔萨斯的人口学也论述了

中国的人口与社会财富的增长的不平衡造成的贫

困, 连称赞中国开明专制主义的魁奈也说“中国到处

是穷人”。18 世纪后期, 西方学者眼中的富裕的大汗

的国土已变成贫困的国家。难道一个人民贫困的国

家也值得羡慕吗?

五、启蒙思想“穿越中国”

西方启蒙思想游历中国, 大约延续了一个世纪,

从 17 世纪中叶到 18 世纪中叶, 其影响几乎出现在

启蒙文化所有重要主题上。就这一点而言, 中国形象

确实曾参与西方启蒙现代性的构建。问题不是中国

是否影响过西方的启蒙思想, 而是这种影响是如何

发生的? 其共同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何在? 影响

的历史意义与文化遗产是什么? J 1L 1 怀特在《现代

欧洲的起源: 1660- 1789》一书中, 为启蒙文化找到

四种观念起源: 一是地理大发现; 二是由宗教改革引

起的反对由宗教不宽容引起的战争、迫害与暴行; 三

是肇始于文艺复兴时期反对教会与国家权威的个人

理性精神; 四是所谓的科学大发现②。这四种起源相

互关联, 而在每一种起源观念中, 在启蒙思想的方方

面面, 都可以发现中国的影响。

首先是地理大发现。15 世纪开始的地理大发

现, 在思想上的成果到 17 世纪才表现出来, 那就是

继地理大发现后的文化大发现。如果说地理大发现

的政治经济价值主要表现在美洲新大陆, 那么其思

想文化价值则主要表现在亚洲旧大陆。那是对不同

文明的发现, 其中最有吸引力的, 是中华帝国的文

明。传教士是这种优秀的文明的发现者。他们发现

中国是一个道德高尚的异教国家, 甚至可能具有基

督教历史。他们的发现的最初意图是在世界范围内

加强基督教的统治。因为, 世界上最大最文明的国家

如果不信基督教, 就是基督教一个不可弥补的缺失;

如果信了基督教, 又是基督教历史上继古罗马帝国

信教以来最大的成就。然而, 不管是他们试图让中国

信教, 还是试图证明中国曾经是福音的故土, 最后都

没有成功。而且, 结果正好违背了他们的初衷。因为

哲学家不仅在传教士塑造的中国形象中看到宗教宽

容, 还看到反对宗教权威的自然理性与道德哲学。

西方文化如果不发现世界, 也就不会发现自身。

这是弗朗索瓦·于连所说的“迂回的逻辑”③。启蒙

运动的文化大发现, 是从反抗教会的精神权威开始

的。在教义规定的褊狭的信仰中, 人不可能发现任何

教义之外的东西, 也不可能发现教义本身。反抗教会

的自由思想最初是由“自然法则”(N atu ral L aw ) 这

个概念兴起的。“自然法则”指自然赋予人心的一种

法则, 诸如怜悯、正义等。它只有通过个人内心的启

示才能够获得不同于神启的“上帝的法则”(L aw of

God)。荷兰哲学家格罗蒂耶最初提出“自然法则”时

(1625) , 还看不出它对基督教教义有什么冲击。70

年以后, 当法国哲学家培尔提出自然理性高于任何

外在权威时 (1695) , 教会才意识到这种思想的危险。

启蒙运动的精神源头是从以自然神学对抗天启神学

开始的。自然理性的第一批信徒是自然神论者,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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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不信神, 而是不信神的代理人——基督教会。教

会的神学家比这些自然神论者本人更了解他们思想

的危害性。一个人如果坚信自然理性的启示, 就会不

信神; 一个社会如果坚信某种内在的理性秩序, 就会

以个性理性的名义反抗教权与君权。从传教士的介

绍中, 哲学家们在中国文明中发现了自然理性。孔夫

子的哲学提倡自然、理性、宽容、仁爱, 中国的人民与

君王听从内心中自然理性的召唤, 在宗教上宽容, 在

道德上高尚, 在政治上贤明。沃尔夫就因为宣传以自

然理性为基础的中国道德哲学, 触怒了教会中的虔

诚派与普鲁士国王。

在整个启蒙运动中, 哲学与神学的斗争是一条

主线。哲学家以自然理性反对天启神学、反对宗教迫

害与教会权威。这场运动的精神先驱是笛卡尔与洛

克。笛卡尔哲学中的批判理性拒绝一切权威, 没有任

何东西是确定的, 只有理性引导下的思想。理性是思

想的起点。笛卡尔怀疑一切的理性精神, 是启蒙运动

的精神武器, 比笛卡尔更能表现启蒙精神的, 是洛克

的经验主义哲学。洛克假定经验才是知识的基础, 任

何先在理性, 都是神学或哲学迷幻。在洛克的经验论

中, 既没有先在神性, 也没有先在理性的容身之地。

洛克尽管不同意绝对的信仰宽容, 但还是为宽容精

神提供了哲学基础。洛克将知识建立在经验基础上,

也就建立在科学基础上。自然与人类社会乃至人本

身, 都可以成为人类观察与思考的对象。经验是知识

的基础, 也是道德的基础, 而道德一旦摆脱神学前

提, 神学存在的必要性本身就受到怀疑。洛克的影响

是多方面的, 除了哲学上的经验论外, 还有政治学上

的契约论。

在哲学与神学的斗争中, 首先是神学家自己引

进的中国思想动摇了基督教神学的信仰基础, 然后

中国思想又赋予启蒙哲学家批判神学的武器。启蒙

时代的思想, 既反抗神权, 又反抗暴政; 既维护君权,

又要限制君权。这是那个时代文化的期望与焦虑。维

护君权可以维护文明社会必要的秩序, 限制君权可

以避免为必要的社会秩序付出过多的代价, 那就是

专制与暴政。限制君权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道德

的, 一种是法律的。有趣的是大多数启蒙哲学家最初

的政治理想, 都寄托在道德上。中国思想为启蒙哲学

家提供了对抗教权的武器, 如今又在提供限制王权

的武器。在传教士塑造的中国形象中, 中国政治是一

种贤人政治, 它建立在道德基础上, 由哲学家与哲学

家教育出来的国王和大臣们实施与维护。最初的启

蒙哲学家大多相信开明君主专制 ( En ligh tened

D espo t icism ) , 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为自己的理想找

到了最好的榜样就是中国。中国哲学是以自然理性

为基础的道德哲学, 这种哲学构成中国政治的基础。

难以理解的是, 那个时代最激进的哲学家, 如伏尔

泰, 在政治上却是保守的开明专制主义者; 而相对保

守的哲学家孟德斯鸠, 在政治观念上却更为先进。他

看到哲学与道德都不足以限制君王的权威, 只有通

过立法。他的《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最有价值的观点

是, 最好的政治体制是三权分立, 只有法律才能保护

政治民主与个人自由。孟德斯鸠同样讨论了中国的

君主专制, 但他认为这种君主专制不是开明的, 而是

一种暴政。因为君主专制从原则上讲就不可能开明。

有人说, 启蒙时代的欧洲思想界是一个黎明或暮色

中的混乱的战场。理性、自由、民主远未成为社会的

主导力量, 对于历史的未来景象, 人们也只有某种乌

托邦式的幻想与向往。启蒙哲学家中有人相信理性

与文明、哲学与道德的力量, 也有人反对。卢梭认为,

文明带来的是堕落, 理性是教条; 孟德斯鸠等人认

为, 哲学与道德的力量在历史中是微不足道的。而所

有这些人在他们的著述中, 都曾多多少少地引证过

中国, 只是在不同的思想背景上, 中国形象的意义不

一样。

中国思想在西方启蒙运动中一路凯旋, 中国思

想与西方启蒙运动共同的理论基点或实践经验, 建

立在启蒙运动的理性信仰、自然道德、开明君主、自

然经济理想上。启蒙主义者推崇中国的自然神学, 试

图将信仰从宗教纷争与迫害中解放出来; 推崇中国

的自然哲学, 试图将世俗伦理从神学与教权中解放

出来; 推崇中国的开明君主, 试图将绝对主义王权从

暴政中解放出来; 推崇中国的自然经济, 试图将国家

经济从腐败与衰落中解放出来。对于那些启蒙思想

家, 他们实际上对中国所知甚少, 却所说甚多。中国

思想实际上并不是他们思考与研究的对象, 而是他

们想象与批判的方法。他们不过是从中国思想中获

得一个批判与超越自身文化的位置或角度。我们没

有夸大中国思想对西方启蒙运动的影响, 但不可夸

大西方启蒙思想对中国的了解。他们关于中国的讨

论, 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建立在误解基础上的。真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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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注意的是, 西方对中国思想一知半解的时候, 大谈

中国思想或孔夫子哲学, 等到西方汉学家对中国了

如指掌的时候, 中国思想却被束之高阁。启蒙思想游

历中国如叶公好龙, 而真正的问题是, 谁能够好一条

真龙呢? 一日真龙闻而下之, 自我就无处藏身了。

中国思想在启蒙运动时代的西方文化中, 经历

了宗教之争, 西方教会中的开明人士希望利用中国

儒家哲学的理性, 恢复基督教神学淳朴、自然的道德

基础; 经历了宗教与哲学之争, 孔夫子的哲学作为

“异教徒的德行”的代表, 被无神论者或有神论的哲

学家用来批判基督教正统主义者, 打破教会对思想

的垄断; 经历了哲学与政治之争, 哲学家用中国的

“哲人政治”或哲人王乌托邦挑战王权, 希望用理性

而不是暴政统治人间; 经历了政治之争, 哲学家与进

步政治家试图以中国的皇帝为楷模教育欧洲的国王

们, 希望他们推行改革, 建立开明的君主专制制度;

经历了经济之争, 重农主义者们宣传中国的农业经

济政策, 希望以此挽救法国即将崩溃的国民经济。然

而, 值得注意的是, 每一场争论的结果, 似乎都对西

方的中国形象不利, 宗教之争最后证明中国人不是

无神论者, 而是更为原始的多神论者; 政治之争证明

中国不是开明的君主专制, 而是依靠棍棒进行恐怖

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 经济之争最后证

明中国不是富裕, 而是贫困, 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

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中国思想的兴衰起伏, 体现着

启蒙文化运动本身的进步, 从有神论到无神论、从开

明专制主义到共和主义、从传统的重农主义和重商

主义到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理论, 到英国完成工

业革命, 法国开始大革命, 表现信仰宽容、道德淳朴、

君主开明的中国思想, 已经不可能再为西方文化发

展提供灵感了。

对西方启蒙主义者而言, 中国思想不是一种思

想, 而是一种思想方法; 也不是中国的思想, 而是西

方文化一种自我换位或错位的思想。启蒙思想利用

中国形象的过程, 也是扬弃中国形象的过程。这一过

程与西方现代文化的自觉相关。从文艺复兴到启蒙

运动, 地理大发现与文化大发现一度在西方形成一

种开放的、外向崇拜与自我批判的思潮。文艺复兴崇

尚古代, 是时间上的“他者”, 古典文化复兴让西方人

在时间维面上体验到今不如昔; 地理大发现渴望未

知的海洋与岛屿, 构成空间上的“他者”, 让西方人在

空间维面上体验到西不如东。古代与异域文明的辉

煌, 时刻在对比中映衬出欧洲现实的缺憾, 成为一种

超越与批判的力量。这种外向超越、离心开放的价值

取向, 在现代性精神构建初期, 冲击了中世纪基督教

文化与封建主义精神, 为新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

形成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体现着彻底的殊异性的中

国形象也成为西方现代精神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

异托邦①。而随着西方现代性主体与理性观念在启

蒙运动中确立, 西方文化完成了现代自觉过程, 中国

形象的价值与意义也就消失了。“古今之争”与“东西

之争”尘埃落定, 明确现代胜于古代, 西方胜于东方。

西方文化视野在启蒙运动中从古代异域转向现代西

方, 价值取向也向心化了。启蒙哲学家在主体- 理性

启蒙框架内构筑的现代文化秩序是欧洲中心的。想

象中国的目的是确证西方, 思想迂回移位到中国, 最

终还是要进入与复归西方, 复归西方传统, 从古典美

学到哥特精神。启蒙思想“穿越中国”, 而不是停留在

中国, 这是西方现代性文化自觉的方式, 也是对当今

中国文化启蒙与自觉的启示。

(本文作者: 周　宁　厦门大学中文系主任、教

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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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所谓异托邦 (hetero top ia) 指一种与本土对立的“他者空间”, 福

柯曾对乌托邦与异托邦做过详细的区分:“乌托邦指没有现实地

点的某个地方。这个地方与社会的现实之间一般构成一种直接

或倒置的类同关系。乌托邦表现出类似社会的一种完美形式, 或

者与该社会完全相反的形式⋯⋯然而, 在每一种文化或文明中,

还存在着一些既作为乌托邦与本社会相对立, 又在现实中有确

定地点的地方, 它们存在于一个社会的基本结构中, 在该文化的

自身即可找到, 它们是同时表现的、相互对立与倒置的。这些地

方既在某处又不在某处, 即便是它在现实中可以落实到某个位

置, 还是表现得若即若离, 若有若无。它是一个完全另类的地方,

跟人们所想所说的所有地方都不太一样, 为了将它们区别于乌

托邦, 我们称其为异托邦。”(参见 M. Foucault, “O f O ther

P laces ”, T he V isua l Cu ltu re R ead er, Edited by N icho las

M irzoeff, Routledge, 1998, pp. 237- 244. 引文出自该书第

239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