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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互动及其双向选择:
以印度佛教和西方哲学传入中国为例

*

湯一介

今日中国文化实际上是在五、六千年的发展历史中不断吸收各民族、各国家、各
地域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多元一体的文化共同体。而在这漫长的过程中有两次重大的外来
文化的传入，它们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面貌。第一次是自公元一世纪开始传入的印
度佛教文化；第二次是自十六世纪末、特别是自十九世纪中，西方文化的传入。固然在
唐朝有基督教的一派景教的传入，在元朝有也里温可教的传入，但这两次西方文化的传
入都由于种种原因而中断了，在这里我们不去分析其中断的原因，因为这和本文要讨论
的问题关系不大。印度佛教文化和西方文化（哲学是文化的核心）的传入大大地影响着
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发展。

（一） 从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看文化的互动及其双向选择：
印度佛教文化，它虽是以一种宗教的形态进入中国，但我们可以说印度佛教“亦
宗教，亦哲学”，它曾经影响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如宗教（例如中国的道教）
、哲学、
文学、艺术、建筑以及广大人民的社会生活。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大体上可分三个阶段：

（1）由西汉末至东晋，佛教首先依附于汉代方术（又称“道术”），到魏晋又依附
于魏晋玄学。佛教传入中国后，开始相当长的一个阶段所讲的内容主要是“魂灵不死”、
“因果报应”之类，故袁宏《后汉记》中说：在汉朝时佛教“又以为人死精神不死，随
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故所贵行善修道，以炼精神而不己，以至无为，而
得为佛也。”这类思想实为中国所固有，故佛教可依附于此而流行。至汉末魏初，由于
佛教经典的翻译渐多，其中既有小乘的经典，也有大乘的经典，于是佛教在中国也就分
成两大系统流传：一为安世高系，是小乘佛教，重禅法：时《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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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已译成汉文。前者讲呼吸守意，和中国道家、神仙家的呼吸吐纳之术相似。后者解释
佛教名词概念，似汉人注经的章句之学。《阴持入经》对宇宙人生的学说以“元气”为
根本，以“四大”配“五行”，“五戒”配“五常”，并说“元气”即“五行”即“五阴”
（五蕴），例《阴持入经》释“五阴种”谓：“五阴种，身也。……又如元气，……元气
相含升降兴废，终而复始，轮转三界，无有穷极，故曰种。”此种以“元气”释“五阴”
自与佛理相去甚远，而与当时“道术”颇有相近之处。二是支娄迦谶系，为大乘佛教，
讲般若学：初安世高禅法在中国颇为流行，但至魏晋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的玄学兴起，而
后般若学大为流行。支娄迦谶一系认为人生根本道理最重要的是使“神返本真”，而与
“道”合，已见其受老庄影响。支娄迦谶再传弟子支谦译《般若波罗密经》为《大明度
无极经》，把“般若”译为“大明”，当取自《老子》“知常曰明”的意思，“波罗密”译
为“度无极”也是说达到与“道”（“复归于无极”）合一的境界。这一译经名称已见他
使佛教迎合“玄理”。盖因玄学讨论的中心为“本末有无”的问题，而佛教般若学的中
心问题为“空”、“有”与玄学比较接近，并采用“格义”、“连类”等方法相比附，道安
在《毗奈耶序》中说：“于十二部，毗目罗部最多，以斯邦人老庄行教，方等兼忘，故
因风易行。”此中之原因，就在于般若学和魏晋玄学颇有相近处，于是两晋的“名士”
与“名僧”互相标榜，“玄”、“佛”大有合流之趋势。中国本土学术的变化影响着印度
佛教传入的方向，中国本土文化又在吸收着印度文化以滋养自己。东晋初般若学虽有“六
家七宗”，但其基本上仍依附于玄学，而后有僧肇的《肇论》出，可以说它既是对魏晋
玄学讨论问题的总结，又是佛教中国化的初始。《肇论》借用佛教般若学思想，但讨论
的却是中国魏晋玄学的问题，而且文章风格又颇似王弼的《老子指略》和郭象的《庄子
注序》，这正体现了两种不同传统文化在互动中的双向选择。

（2）东晋后，佛典翻译渐多，且系统，已见印度佛教与中土文化之不同，而引起
两种文化之矛盾与冲突，并在矛盾冲突中互相影响和吸收。我们可以看到，今日保存之
《弘明集》中涉及了当时争论之诸问题，如关于“沙门应否敬王者”
、“神灭与神不灭”、
“因果报应有无”、“空有关系”以及所谓“夷夏之辨”等等。在这些问题之辩难中，既
可看到相互冲突处，又可见到相互吸收处。这时正是由于佛典翻译日多而出现了佛典经
师讲论之盛行，表面上似有印度佛教取代中土文化之形势，但至刘宋《涅槃经》渐流行，
for Business Development (IIBD), HK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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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四十卷本《大涅槃经》出，印度佛教在中国之形势为之一变。佛教般若学虽说要
求“破相显性”，但却是偏重在破相方面，而至宋齐以后有涅槃学之兴起，至梁大盛，
我们可以发现涅槃学与般若学有着前后相继的关系。这说是说，南北朝时期在中国流行
的佛教在破除一切世间虚幻的假象后，涅槃“佛性”的学说才得以彰显。梁宝亮著《涅
槃集解》把当时有关“佛性”的学说列为十种，可见有关此问题的讨论盛况空前。如果
说僧肇的《肇论》用佛教般若学讨论的是“玄学”问题（即老庄思想之发展），那么梁
宝亮的《涅槃集解》用佛教涅槃学讨论的“佛性”问题，则实与中国传统的心性学说不
无关系。

（3）至隋唐，印度佛教逐渐为中国文化所吸收，先是出现了中国化的若干佛教宗
派，至宋朝后佛教则融化于中国文化之中，形成宋明理学，即新儒学。至隋唐后，印度
佛教之中国化逐渐形成，天台之“一心具万法”，华宗之“离心之外，更无一法”，禅宗
之“识心见性”、“见性成佛”等，上可接先秦儒家之“心性学说”，下可开启宋明理学
（新儒学）之“心性学说”（或谓“性即理”
，或谓“心即理”）。特别是禅宗不仅吸收了
老庄（特别是庄子）的“任自然”思想，而且也把儒家的“忠孝”思想纳入其体系之中。
我们知道，在南北朝时印度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也是有着矛盾和冲突的，特别重要的问
题是沙门要不要对君王和父母致敬。佛教主张“出家”，只能拜佛，而不拜君王和父母。
但“忠孝”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但唐宋时，这个问题对禅宗说已不成问题，
《坛经》的《无相颂》有：“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
无喧”之语，宋大慧禅师则有“世间法即佛法，佛法即世间法”、“予虽学佛者，然爱君
忧国之心，与忠义大夫等”之论。这几个佛教宗派已经深深地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之烙
印。但是较为印度式的佛教宗派唯识宗，虽有玄奘大师提倡，但仅仅三十余年，在中国
就不大流行了。（近代唯识学曾一度兴起，又有其特殊之原因，此当别论，不赘述）。这
就再次说明，两种不同传统文化相遇后，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互动的双向选择问
题。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看，还有许多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例如密教为什么
在汉地兴盛了一段而后衰落，却在西藏和川北等地区与当地流行的苯教相结合而产生了
藏传佛教，这同样说明在两种文化相遇后有个双向选择问题。

（二） 从西方哲学传入中国的历史过程看中国哲学的建立与发展：
前面已经说过，西方文化（景教）早在隋唐朝已传入中国，后来因唐武宗灭佛而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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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景教，而景教又未能如隋唐时期的佛教那样逐渐中国化，此后景教在中国的影响日渐
消失。而元朝的也里温可教也随着元朝的覆亡而灰飞烟灭，其原因当也和未能融入中国
文化有关。西方文化真正在中国发生影响是在十六世纪的明朝末年，当时传入的主要是
基督教耶稣会的一些学说，并且往往也是附会于中国传统文化，但同时西方的科学技术
也随之传入，特别是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了欧几里德（Euclid,约 330—275B.C.）的《几
何原本》前六卷，而且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384—322B.C.）也由沙勿略
介绍到中国。至清初因礼仪之争而有所中断，至 19 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此
后西方文化如潮水一般涌入中国，至今这种“西学”全方位大量的输入，而影响着中国
各个方面，已是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哲学必须接受的事实。
自二十世纪起，西方各种学说的传入，可以说自始至终都存在着“中西古今之争”
。
世纪之初，有所谓“中学”为静的文化，“西学”为动的文化；“中学”以感情为本位，
“西学”以理智为本位；“中学”以家族为基础，“西学”以个人为基础；“中学”以精
神文明为本，“西学”以物质文明为本等等，不一而足。至“五四”运动有胡适、陈独
秀等举起“反传统”之大旗，而对中国传统之旧文化开展了猛烈的冲击，为中国文化之
前进扫清了道路，使有关中西文化之异同的讨论得以较为理性化的讨论。但从总体上看，
中国文化主要还是处于吸收西方文化的阶段。即使是维护中国文化传统的学者，也不能
不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末，看来二十一世纪仍会继续发
展下去。这种情况也正表明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所形成的互动局面，并在这种
互动中存在着文化的双向选择。由于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而且有多种定义，本
文只打算就中国哲学在西方哲学的冲击下，如何由形成到发展的过程作一简单的描述，
以说明中国哲学在与西方哲学的互动中的双向选择问题。
文化有种种定义，但无论如何文化包含着哲学，就一定意义上说哲学又是文化的
核心。对一种文化的深层了解是离不开去把握或揭示其哲学的内涵。我们要了解中国文
化，就必须了解中国哲学。现在中外学者的绝大多数不会再认为中国没有哲学，也大都
认为在中国的儒家、道家思想和中国化的佛教思想中有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但是在两百
年前并非如此。从西方说，黑格尔曾提出中国（甚至东方）没有哲学的看法，他认为中
国（甚至东方）所有的只是“意见”，例如他说：“我们在这里尚找不到哲学知识”，他
说到孔子时说：“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
有，——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炼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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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的看法固然不对，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哲学问题”

的资源，这是谁也否定不掉的。但是在西方哲学传入中国之前，在中国确实没有“哲学”
（Philosophy）一辞。“哲学”一辞最早是日本学者西周（1829—1897）借用汉语“哲”
、
“学”两字指称源于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学说（philosophy），中国学者黄遵宪（1818—
1905）将这个名称介绍到中国，为中国学术界所接受。从二十世纪初起，西方哲学像潮
水一般涌入中国，先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继之有尼采哲学，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马
克思主义，实在论，德国十九世纪哲学，分析哲学、维也纳学派、现象学、结构主义、
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等等，供中国学者选择。如果我们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严格地说在西方哲学传入之前，中国还没有把“哲学”从“经学”、“子学”等等分离出
来，使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进行研究，中国的“哲学思想”、“哲学问题”的研究往
往包含在“经学”、“子学”等之中来进行的。我认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该是把其研究
的“对象”自觉的作为“对象”，进行系统的研究，并形成一套系统的理论，这样才成
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 20 世纪初起，把中国历史上的“哲学思想”、“哲学问题”等自
觉地作为对象来进行研究，可以说是从研究“中国哲学”的历史入手的，从而出现了若
干部《中国哲学史》，其中可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
（英文本原名《先秦名学史》
，
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出版于 1916 年早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其后有不少“中
国哲学史”的书出版，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为代表，以证
明自先秦以来中国就有哲学。这说明，中国学者自觉地把“中国哲学”作为研究的对象，
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这正是在西方哲学输入后的态势，其后又有若干关于中西哲学比较
的书出现，例如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文化的类型不同来说明中西印哲学
之间的差异。特别应说明的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可以说是中国学者对五四运动以
来“反传统”、“提倡西学”的一次认真的“反思”。在这本书中，他认为中国应引进西
方文化与哲学，让“科学与民主”也在中国得到发展，并且反复申明：“我们提倡东方
文化与旧头脑的拒绝西方文化不同。”但同时梁漱溟对西方文化进行了批评，并主张把
中国原有文化精神拿出来，贡献给人类社会。他认为，在不远将来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它如同西方文化在漫长的中世纪之后复兴一样。西方哲学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已发展到
了顶点，暴露出来许多问题与困难。造成许多痛苦与灾难，如人们精神的极度空虚，人
与人的关系的紧张，自然资源的破坏等等。而中国哲学是以孔子的“仁学”为代表，是
一种超功利的“无所为而为”的生活态度，提倡“乐天”、“安命”，为自我找一个安身
1

见《哲学史讲演录》，三联书店，1956 年版，第 97 和 1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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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命的“孔颜乐处”。这种哲学可以补救西方哲学带来的弊病。梁漱溟的这些看法虽然
仍是中西文化的比较问题，但已可看出他对中西哲学的不同有了自己的看法，和二十世
纪之初那些看法相比深入得多了。至三十年代初起，中国哲学家在吸收西方哲学的基础
上形成了若干现代型的“中国哲学”，先有熊十力和张东荪，后有冯友兰、金岳霖等。
熊十力著《新唯实论》只完成了“本体论”（境论）部分，但他原计划还要写“认识论
问题”（量论），这点我们可以从他的其他论著中看到他的“量论”的基本思路，他认为
“中国哲学”原来缺乏“认识论”，因此他主张要在中国哲学中创建中国式的认识论，
如他说：“吾国学术，风尚体认而轻辨智，其所长在是，而短亦伏焉”，故“中西文化，
宜互相融合”，“中国诚宜摄西洋以自广。”（见《十力语要》卷二，《复性书院开讲示诸
生》和《十力语要初读》中的《答某生》）。为此之故，熊十力提出：“余常以哲学为思
修交尽之学”，盖因“专尚思辨者，可以睿理智，而以缺乏修为故，则理智终离其本，
无可语上达。专重修为者，可以养性智，而以不务思辨故，则性智将遗其用，无可成全
德也。是故思修交尽，二智圆融，而后为至人之学。
”（见《新唯论》语体文本）可见熊
十力也在吸收西方哲学，为建设中国现代哲学而努力。特别是熊十力哲学的“体用不二”
、
“翕闢成变”等都是沿着《周易》哲学在新时代的重要发展。熊十力哲学开启了现代新
儒学，继者在牟宗三、唐君毅等，成为当今中国传承儒学的中坚力量。张东荪提出其“多
元认识论”体系和所谓“架构论”学说，他的学说是在吸收新康德学派学说和批判实在
论思想而提出的一种现代型的“中国哲学”，他提出了与金岳霖《论道》不同的中国哲
学路向：金岳霖哲学是知识论向本体论看齐；张东荪哲学则追求宇宙论向知识论看齐，
并否认中国有“本体论”，他们两位的哲学正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两大系：《周易》的
本体论和宇宙生成论，但都是借助了西方哲学来建构他们的哲学体系。金岳霖是以分析
哲学和逻辑实证论的方法来写他的《论道》和《知识论》的，他的哲学的特长是在借助
于分析哲学上。从形式上看他的哲学很不像中国哲学，但就内容上看却可感到他也颇受
道家哲学和儒家哲学的影响。冯友兰的《新理学》明确地说，他的哲学不是照着宋明理
学讲，而是接着宋明理学讲。他的“接着讲”实际上是把柏拉图哲学的“共相”与“殊
相”和新实在论的理论引入中国哲学，把世界分为“真际”（或称之为“理”或称之为
“太极”）和“实际”
，实际的事物依照所以然之理而成为某事物。特别冯友兰的《新原
道》，此书又名《中国哲学之精神》，他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神就是“内圣外王之道”
。
他说：“在中国哲学中，无论哪一派哪一家，都自以为是讲‘内圣外王之道’。”而冯友
兰也以为他的哲学是讲“内圣外王之道”的。在他的《新原人》中更提出“四种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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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而《新知言》则认为西方哲学长于分析（形而上正的方法），而中国传统哲学则长
于直觉（形而上负的方法），而他的哲学方法则是两者的结合。这些都表明冯友兰哲学
是在利用西方哲学，接着宋明理学讲中国哲学，为使中国哲学现代化。但冯友兰哲学的
基础区分“真际”和“实际”则正是上可接宋明理学的“理一分殊”学说，又可把西方
哲学中关于“共相”和“殊相”的观点贯穿于中国哲学史之中，这正说明他的哲学选择
柏拉图哲学和新实在论之故。这些都说明三、四十年代中国学者在努力借助西方哲学来
创立新的“中国哲学”的尝试。同期，汤用彤为证明中国哲学中也有其本体论，并有其
特殊的哲学方法论而研究了魏晋玄学，为中外学者所重视。汤用彤于年留学美国，颇受
当时在美国流行的新保守主义的影响，因此他的学说也颇打上西学的烙印。在这中间，
我们可以看到，有些新的“中国哲学”在中国影响比较大，有些则比较小，例如冯友兰、
熊十力两人的哲学影响就比金岳霖、张东荪大，这是因为冯友兰、熊十力哲学都是“接
着”中国传统哲学讲的，而金岳霖、张东荪哲学则是更加西方化的。在他们创建现代中
国哲学的尝试中，都注意到中国传统哲学缺乏“认识论”（“知识论”）的这个事实，而
力图为中国哲学补上这个缺陷，这当然正是受到西方哲学影响的结果。如果说，“中国
哲学史”的研究是参照西方哲学为了说明有“中国的哲学”，是建立中国哲学的第一步，
那么这里说的熊十力、张东荪、冯友兰、金岳霖则是在西方哲学的冲击下，或深或浅的
借助西方哲学，来建立他们的现代中国哲学。但是如果我们客观的看，张东荪、金岳霖
的哲学不能不说是相当深刻，但是他们的哲学在中国的影响则比不上熊十力和冯友兰，
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正是熊十力、冯友兰哲学在接着宋明理学讲之故，因此他们的
哲学更具有中国特色。而张东荪、金岳霖的哲学从方法论上说重分析，而多少有偏离中
国传统之倾向。我们可看到，熊十力哲学虽然容纳了西方哲学的若干“思辨性”，也较
中国传统哲学增加了若干分析的成份（其分析成份或亦来自“唯识学”
），但它仍然是沿
着中国哲学整体性和直觉性（甚至含混性）的特色发展着。他的后继者或更多的吸收了
西方哲学的理论与方法，但仍然没有离开熊十力开创的路子。冯友兰在运用逻辑分析方
面自然比熊十力高明，而且受西方哲学的影响要大得多，但如前所述，他的哲学仍是接
着宋明理学的现代中国哲学。而较多逻辑分析成份的哲学（例如分析哲学、科学哲学）
在中国就比较难以有较大影响，从这点看，两种不同哲学在相遇后，必然在互动中存在
着双向选择问题。

（三）

问题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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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同文化传统在相遇后，会在互动中产生双向选择问题。原有文化如果是一
种有生命力的文化，它必然会在历史的过程中选择外来文化能适应其文化需要的方面，
以推进自身文化的发展。外来文化在传入到某种不同传统文化时，虽然会和原有文化发
生矛盾，但往往也会在历史发展的长江中改变其形态以适应原有文化的要求，为原有本
土文化所吸收，使原有本土文化有所发展。这个问题在前面已经讨论过，不再多论。但
在不同传统文化相遇后，还有几个问题似应注意，下面分别作一简要讨论。

（2）文化上的异地发展和单向流向问题：
罗素在《中西文化之比较》中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
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欧洲
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在许多这种交流中，作为‘学
生’的落后国家最终是超过作为老师的先进国家，那么中国最后也会超过她们的老师。”
2

当然，就目前情况看，我们还是在努力地向西方学习，不仅谈不上超过西方，而且在许

多方面我们仍然大大地落后于西方。至于将来是否我们能超过西方，一方面要看我们努
力的结果；另一方面还得看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情况。（而且我认为，文化也不存在什
么“超越”和“不超越”的问题，较为理想的状况也许是在全球意识观照下不同文化相
互吸收、协调和共存。）但是，在历史上这种文化在异地发展的情况是所在多有的，上
面罗素说到欧洲文化发展的情况就是一例，同样印度传入中国也发生过这种情况。我们
知道印度佛教产生在公元二千五百年前，经过长期的发展，在公元一世纪时传入中国，
而到七、八、九世纪佛教在印度已经衰落，至十四世纪几乎堙灭。但七、八、九世纪正
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顶盛时期。据《隋书·经籍志》中说：当时“天下之人，从风而靡，
競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这时印度佛教已经逐渐中国化，吸收着中
国文化，而形成了若干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天台、华严和禅宗。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化
曾受惠于印度佛教，印度佛教又在中国得到了发扬光大，并由中国传到朝鲜半岛和日本、
越南。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我认为这也是文化交流的结果。盖甲种文化移植到乙种
文化中，乙种文化往往会对甲种文化增加某些新的因素，这种新因素或者是甲种文化原
来没有的，或者是在甲种文化中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它们的加入甲种文化，从而使甲
种文化在乙种文化中得到发展。甲种文化之所以没有能在其地继续发展，当然原因会很
2

罗素《中西文化之比较》：载于《一个自由人的崇拜》，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 年；译文据原文稍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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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如外族入侵、战乱等等），但这种文化不能或者没有增加什么新的因素应是重要原
因之一。因此，我们说文化存在着异地发展问题。
文化的双向选择问题，也许可以分两个问题来看。一是，把原有本土文化和传入
的外来文化作为双方来看，讨论双向选择问题。也就是说，看看原有本土文化如何吸收
外来文化，而外来文化又如何适应原有本土文化而有所改变。一是把甲、乙两种不同传
统的文化作双方来看，讨论其间的互相选择的问题。前一问题，我们已讨论过。这里只
讨论后一问题，我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也会有文化的单向流向问题。我们知道，印
度佛教大量传入中国，佛典大部分都被译成汉文，据唐白乐天（居易）《苏州南禅院千
佛堂转论经藏后记》载，这个寺庙所藏佛经就有 5058 卷之多。3可是中国文化（如儒家、
道家思想）在这一时期并没有相应的传到印度。据《旧唐书》
、《新唐书》、《宋高僧传·玄
奘传》等记载，《道德经》曾译成梵文，但据季羡林先生说：“《道德经》是否传至印度，
则我们毫无根据来肯定或否定。” 4不过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道德经》的梵文本没有对
印度文化发生什么影响，并且早已不存在了。这就说明，文化之间的交流可能存在着一
种单向的流向情况。如果不把这种情况绝对化来讨论，那种在文化交流中的不平衡状态
则是更为常见的，今日中国正在大量的吸收西方文化，而西方各国并没有象我们一样大
量的吸收中国文化，这已是一不争之事实了。至于印度在历史上为什么没有吸收中国文
化，我想和宗教有关，因为宗教一般说都有排他性。而中国文化则有较强的包容性，我
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其立身行事往往是儒家，但他们可以信仰佛教，或者信
道教，这种情况在世界上大概是不多见的。当然文化的单向流向的原因可能很复杂，这
是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3）文化上的“拿来主义”与“送去主义”：
在鲁迅《拿来主义》一文中最后有这样一段：“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或者使用，
或者存放，或者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
沈着，勇猛，有辩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新人，文艺不能自成新文艺。”
5

从鲁迅的全文看，他主张“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现在我们仍然要

自己来拿，把西方和其他民族的文化资源按照我们实现现代代要求统统拿进来，作为养
科，建设我们的现代新文化。在鲁迅的这篇短文中也谈到了“送去”的问题。他的意思
3

见《全唐文》第六七六卷；
季羡林：《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 年；
5
鲁迅《拿来主义》，载于《鲁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杂文》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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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过去（清朝以及民初）我们的“送去”，常常是把一些“古董”和自然资源等等
作为“礼物”送了出去，所谓“发扬国光”，无非是向别国“磕头贺喜”罢了，这和真
正的文化交流无关。
今天，我们还要提倡鲁迅的“拿来主义”，只有善于和勇于把西方的和其他民族的
优秀文化充分地、系统地而不是零碎的（不是以狭隘的实用主义态度的）拿进来，才能
使我们自身文化得到更新。把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作为“他者”来观照我们自己的文
化，才能全面地看见自己文化的长处和短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中”
。关于
引进和如何引进外来文化的问题，最近许多学者都发表了许多很好的意见，不必多谈了，
这里我打算多谈一点“送去主义”的问题。
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有丰富的文化，但从历史上看我们很少自觉地、主动地把
我国的优秀文化送出去。前面已说到，我们在吸取印度佛教文化的同时，并没有自觉地、
主动地把中国文化相应地传到印度去。而且自隋唐以来，朝鲜半岛和日本虽然受中国文
化的影响非常大，但多半是他们的留学生或学问僧到中国来“取经”，从而促进了他们
的文化发展。但这大都不是我们自觉地、主动地送去的。到十六世纪末，由于西方传教
士来中国，一方面他们把西方的宗教、哲学、艺术、科学技术带进中国；另一方面他们
又把中国文化介绍到欧洲，并在那里的知识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例如当时伏尔泰被称为
“欧洲的孔夫子”，6甚至莱布尼兹说：“在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有一个极令人类赞佩的
道德，再加上有一个哲学学说，或者有一个自然神论，因其古老而受到尊敬”。7但是，
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几乎都不是由中国人所传授的，而大多是从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
介绍中得到的。从十九世纪末到如今，在中国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在
许多方面都是从西方搬来的。而我们仍然非常缺乏系统地向西方国家传播中国的文化，
虽然也有所谓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但大多是歌舞、杂技、舞龙灯、踩高跷、扭秧歌，
或者是大红灯笼高高挂之类。这些交流虽也是必要的，但除了这些之外，难道中国文化
中就没有为解决当今人类社会重大问题提供有意义的资源吗？现在大家都承认“和平与
发展”是这个时代要解决的主题。“和平共处”就要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扩而大
之也就是要解决好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关系；共同持续的“发
展”不仅要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要解决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样重大
6

《伏尔泰书信集》中，有一位年轻人理查德（Reichard）给伏尔泰的信中说：“您是欧洲的孔夫子，是世界上最伟
大的哲学家”。
7
见于庞景仁译《莱布尼兹致闵明我的两封信》，此译文载于《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 年第三期和 1982 年第 1、2 两
期中。又，利奇温说：启蒙运动中“第一个认识中国文化对西方发展之巨大精神作用的是莱布兹”。见于《德国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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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我认为中国儒家（孔子）的“仁学”和道家（老子）的“无为”思想无疑对解
决“人与人”的关系从某个方面可以提供极有价值的资源。儒家的“天人合一”和道家
的“崇尚自然”无疑对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某个方面可以提供有意义的资源。8但
是，对我们的传统文化必须给以现代的铨释，使之适合现代人类社会生活的要求。同时，
我们也还得清醒地看到任何思想都不可能解决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问题，只能解决某一
部分问题，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是没有的，它很可能是“伪科学”。

（4）关于“文化自觉”问题：
这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问题，也是今年十二月在香港由浸会大学召开的“21 世纪
中华文化世纪论坛”第二次会议的主题：《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1998 年我曾在《学人》
杂志上提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9几年来，我一直关注这个问题，共写了五篇文章，
都收在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和而不同》小书中。我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这是因
为现在国内外学者研究中国哲学、文学、宗教、艺术等等大多用的是西方解释学（或译
为铨释学，阐释学，都是由 Hermeneutics 翻译来的）。西方的解释问题主要是由解释《圣
经》而来的，它经过好几个世纪漫长的酝酿过程，到 19 世纪才由德国哲学家兼神学家
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rmacher,1769—1834）和历史学家兼社会学家狄尔泰
（W.Dilthey,1835—1911）把“解释问题”自觉地作为一门研究的对象来进行研究，
使之成为一门有理论体系的学科。然而中国有比西方更长的解释经典的历史，例如
《左传》对《春秋经》的解释大体上是在公元前 400 年前后；《易传》中的《系辞》
对《易经》的解释、《墨子》中的《经说》对《墨经》的解释、《韩非子》中的《解
老》，《喻老》对《老子》的解释都在公元 200 年之前。我们有这样长的解释经典
的历史，但是我们没有自觉地把“解释问题”作为一种独立的学科来进行研究，因
此，我提出了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希望对中国解释经典的历史作一理论上的
梳理，看看是否可以创建与西方解释学有所不同的“中国解释学”。 10
从历史上看，每门学科（学问）的建立，都是由于自觉地把所研究的对象作理
论上的梳理，并形成一套理论和方法而形成的。一门学科的建立（产生）当然在它
之前已经有或长或短的“问题积累”、“资料的积累”、“思想的积累”等等的历
运动时期的文化》，王昭仁、曹其宇译，商务印书馆，1990 年；
8
参见拙作《新轴心时代与中国文化的定位》，载于《跨文化对话》第六辑，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 年；
9
见于拙作《能否创建中国解释学？》载于《学人》第十三辑，江苏文艺出版社；
10
参见拙作《再论创建中国的“解释学”》，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0 年第一期；《三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载
于《中国文化研究》，2000 年夏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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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这大概只能说是这门学科的“前史”。“比较文学”的建立，人们通常认为是
在十九世纪中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我们知道，不仅在西方而且在中国“文学
的比较”早就有了，例如《文心雕龙·明诗》中就对诗人作品以及不同时代的诗风
作了比较说明，其中有一句：“宋初文咏，体有因革，老庄告退，山水方滋。”这
里比较了南朝与魏晋时诗风的变化。在魏晋时往往诗是“玄言诗”，而到刘宋时诗
风渐由“玄言诗”为为“山水诗”，这样诗就更接近自然了。因此，并不是有了“文
学的比较”就有了“比较文学”，“文学的比较”只是“比较文学”所必须的材料。
李达三教授说：“作为一门学科而言，‘比较文学’在法国，直到十九世纪三、四
十年代方告成熟。以此而言，在法国或其他任何地方，安培尔（1800—1864）或威
尔曼（1790—1867）可被认为真正构想完整的‘比较文学’。”11在中国把“文学的
比较问题”作为一门“学”自觉地来研究，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受到西方“比较
文学”的影响才开始建立的。同样，在中外历史上早有考古发掘或者古物鉴定等等，
但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上说：西方“考古学”的“萌芽期”约从 1760
年至 1840 年，而中国的“考古学”是晚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才由裴文中、李济等先
生建立的。前面我们已经说到，中国哲学是在受到西方哲学的影响下，由中国学者
把“哲学”从“经学”、“子学”等分离出来，自觉地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学问）
来进行研究，不仅发现它的丰富性不逊于西方哲学，而且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努力，
我们大体上已经建立起“中国哲学”，并且揭示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
不同特点之所在。12概括的说，西方哲学是在追求建立知识系统，而“中国哲学”则
是在追求精神境界。所以，我们是否可以说，一种“学”（学科，学理，理论体系）
的建立应该是对其研究对象（例如“解释问题”“文学的比较问题”等等）有了理
论与方法上的自觉，即自觉地把它要研究的对象作为“对象”来研究，并能为社会
普遍所接受的有系统的理论与方法。任何学科的研究大体都是如此。“文化的自觉”
大概也应是如此，比如，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我们必须自觉的把“中国文化”
作为“对象”来进行系统地、有创造性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才可以揭示出“中国
文化”的真精神，才可以知道“中国文化”的优缺点，才可以自觉发掘“中国文化”
的内在精神价值，才可以有目的、积极的吸收和消化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秀部分，为
创建适应现代人类社会发展需要的现代中国新文化。

11

李达三：《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78 年版；
参见拙作《再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载于《中国社会科学》，1990 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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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文化消亡和文化共存问题：
只要有人类就有人类文化，只要有不同的民族就有不同的民族文化。但是并不
是地球上的民族都能保存下来，因而许多民族文化也会在历史长河中消失，甚至有
些民族虽然存在，但在历史长河中她的文化却消失了，或者部分的存在于其他民族
文化传统之中，这种情况，在历史中和现实中都存现着。但文化消失的原因则是多
种多样的，有的是因天灾，有的是因人祸；有的是由其内在的原因，有的是由于外
在的原因。但有一点似可注意：某种文化因种种原因消失了，但往往可以在他种文
化（特别是大的文化体系）中存在着他的某些因素，而融化在他种文化之中。例如
满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消失了，但它实际上有许多因素已融化在汉文化中。举个
最鲜明的例子，“旗袍”本是满人的服装，但现在已经成了汉人的服装（甚至可以
说是中国人的服装），而且目前又流行于全世界。对这些我们不必多讨论。
我想说的是，在当今有几种大文化却不会在短时期消失，甚至可以说在很长的
时期中都不会消失，这就是欧美文化、东亚文化、南亚文化和伊斯兰文化，这几种
文化不仅有很长的历史，而且每种文化所影响的人口都在十亿以上。我们知道，自
二战以后，西方殖民体系逐渐瓦解，原来的殖民地国家和受压迫的民族，一个很迫
切的任务就是要从各方面自觉地确认自己民族的独立身份，而自己民族的独立文化
正是其确认自己民族独立身份的最重要的因素。因此，我们可以说二十一世纪将形
成 一 个 文 化 上 的 新 的 轴 心 时 代 。 “ 轴 心 时 代 ” 是 雅 斯 贝 尔 斯 （ Karl
Jaspers,1883-1969）在他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来的。他认为，在公元前
五百年前后，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
对人类关切的根本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中国有孔
子、老子，印度有释迦牟尼，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
这些文化传统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文化主要的精神财富，而且这些地
域的不同文化，原来都是独立发展出来的，并没有互相影响。在这本书中他提出：
“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
13
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 历史曾经证明雅斯贝尔斯的论断的正确，例如，

13

雅斯贝尔斯：
《自轴心期以来的世界历史结构》，载于《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天新译，华夏出版社，198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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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把目光投向其文化的源头古希腊，而使欧洲文明重新燃起新的
光辉，而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宋明理学（新儒学）在印度佛教文化的冲击
后，再次回归孔孟而把中国本土文化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当今，从众多的方面看
都可以说会出现一新的轴心时代，上述四种大的文化传统将当然也还有其他文化传
统会在确认自己文化内在精神的基础上、充分地吸收其他文化来营养自己，而形成
新的飞跃。我认为，上述四种文化传统在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的格局下，将会
长期共同存在，并将视其更新自身文化和吸收外来文化能力的大小来决定其对当今
人类社会贡献的大小。因此，在这新的轴心时代，中国文化必须充分发扬其内在的
精神活力，排除其过了时的和错误的部分，大力吸收西方的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
并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铨释，使之适应现代人类社会生活的需求，“日日新，又日
新”，这样中国文化不仅会得以复兴，而且将会对人类社会作出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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