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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道”的转化
*

罗志田

内容提要 近代“西学”在士人心目中的确立，使中国传统的“道”被时空化。从以前相信

“天不变，道亦不变”，亦即“道一而已”，到逐步承认“道出于二”，进而衍化为以西学为基

础的“道通为一”。在此三阶段中，“道”从普适于“天下”( 即全人类) 的大方向，缩小为中

西学区分下的区域成分，并有“过时”之嫌，后再重新上升为“世界”通行的模式，然其内涵

已面目全非。这一根本性的大转向，是近代这一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非常值得梳理。
关键词 道 近代中国 道的普适性 道的时空化 道与器 文化竞争

尽管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不很接受所谓“冲击—反应”的解释模式，近代中国在西潮冲击下发生

了急遽而重大的转变，仍是不可否认的。近代汹涌而来的西潮，很多时候是伴随着武力的。中国的

领土主权得以基本保存，西方的“文化侵略”则远更成功。相当多中国读书人的思想方式被改变，

接受了以强弱定文野的判断标准。① 由于中外武力竞争基本以中方失败为结果，各自的文明与野

蛮似乎昭然若揭。于是，以西方观念为世界、人类之准则，并努力同化于这些准则之下，逐渐成为很

多读书人普遍持有的愿望。
这一初或起于民间的思想趋势逐渐得到朝廷重臣的支持，形成了大致的朝野共识，最终影响到

高层的决策，导致了国家目标外倾这样一个几千年不曾有的根本性大逆转。原本“四裔”对“中国”
而言基本是存而不论的，后来则外来标准成了制定国策的基础，而基本的国策也以外向为主，充分

表现出“近代”与“古代”的一个重大区别。在相当广袤的土地上，由人类很大一部分人在两千年以

上的时间里所共遵的政治体制、政治秩序或政治生活方式，逐渐淡出时人以及后人的心胸，不复为

认识自己和他人的思想资源。②

“西学”在士人心目中的确立，也使传统的“道”被时空化。从以前相信“天不变，道亦不变”，

亦即“道一而已”，到逐步承认“道出于二”，进而衍化为以西学为基础的“道通为一”。③ 在此三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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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东方学视野下的文学、学术思想变化与学科认同”( 08JJD752081) 和四川

大学 985 工程三期建设项目“区域历史与民族研究创新基地”的阶段成果。
参见罗志田《权势转移: 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52 页。
参见罗志田《国家目标的外倾———近代民族复兴思潮的一个背景》，《近代史研究》2014 年第 4 期。
按“道一而已”语出《孟子》，“道通为一”语出《庄子》，此皆借喻。下文使用的古籍和民国早年的文籍，都尽可能使用后出

的标点本，一些标点已略作更易，恕不一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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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中，“道”从普适于“天下”( 即全人类) 的大方向，缩小为中西学区分下的区域成分，并有“过时”
之嫌; 后再上升为“世界”通行的模式，而其内涵已基本面目全非了。

这一根本性的大转向，是近代这一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非常值得梳理和反思。“道”的转化

进程当然并非单线的，而常常是多程并进的，中间有无数错综复杂的演变。本文仅以一些象征性的

时人表述，简单勾勒这一转化的发展轨迹，兼及一些读书人因此而起的困惑，以为理解近代中国特

异性的参考。

一、“道一而已”乎?

王国维曾简明指出:“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

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①这很容易让人想起欧阳修所说的:“由三代而上，治

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 《新唐书·礼乐志》)

或许王国维说这话的时候，心里就想着欧阳修的话。也许他曾读过此语，印象颇深，虽非有

意摹仿，无意中却影响了他的言说。若两相对照，则即使在三代以下“治出于二”的时段，仍然是

“道出于一”。可知在王国维心目中，西学输入中国造成的根本性转变，远大于三代与后世的

差异。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即使在“天不变道亦不变”②的时代，“道”也不总是那么“独一无二”的。

在后来以道名家的老子那里，道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

以为天下母”( 《老子》) 。然而当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论语·卫灵公》) 之时，这“道”又

是发展的，需要维护的，故“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 《论语·卫灵公》) 。这里的“道”，

是可通达而重在实行的，故可以忧，可以谋，也需要弘; 其所忧所谋的，应当更多是道的实行( 即欧

阳修所说的治) ; 而所弘的，既可以是道的实行，或也包括道的本体。
同时，孔子也说过“道不同，不相为谋”( 《论语·卫灵公》) 。则“道”似非“一”。从学理上言，

“道”之“不同”，既可以是“道”本身不同，也隐伏了以多种形式来表现唯一之“道”的可能性( 后来

很多“三教合一”的主张，正由此生发) 。然而孔子又明确了不与同流的态度，则即使是那些表述或

表现不同的“道”，也应非“一以贯之”的“吾道”。既然不同的“道”( 包括表述或表现不同者) 不是

唯一之“道”，孟子要辟杨、墨，也就可以理解了。
而孟子则确实说过“道一而已”。那是出自《滕文公》中的一句，本述实而无深意。③ 更明确的

表述，是荀子所强调的“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 《荀子·解蔽》) 。韩非子也说过“道无双，故曰

一”( 《韩非子·扬权》) 。另一方面，不仅孟子曾辟杨、墨，同属孔门的荀子也诋及子思、孟轲，言词

颇不留余地( 参见《荀子·非十二子》) 。可知有了竞争性的“对手方”，就与面向人人的自述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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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论政学疏稿》( 1924 年) ，《王国维全集》第 14 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12 页。
按“天不变道亦不变”出自董仲舒的对策，其背景是汉武帝先提出“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与一般所说道是

“久而不易者”不同。董仲舒显然不同意，故明言“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然因其在反驳皇帝的主张，不得不在

尧舜禹“三王之道”的不变和夏殷周“三代之礼”有损益之间，绕着说什么“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三王皆治世，

自不必有所损益; 而三代之季世则皆无道而为乱世，故需“救弊之政”。实则他先已说了“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 仁义礼乐，

皆其具也”。则夏殷周之所损益者，非“道”而“具”，故道仍未变。同时他也确实感觉汉代继乱世之后，须有所变，故呼应汉武

帝的意思，建议汉当“用夏之忠”( 可知三代虽不如三王，也差不太多 ) 。参见《汉书·董仲舒传》，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2518—2519 页。
原文是:“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世子自楚反，复见孟子。孟子曰:‘世子疑

吾言乎? 夫道一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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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后来的理学家尊孟轻荀，故多赞孟子捍道而斥荀子诋毁圣贤，恐怕有所误解①，至少可见当

年思想竞争相当激烈。②

或因遵循了这样的斗争精神，面临禅道有力冲击的宋代理学家，在言及儒道佛三家之关系时，

便据孟子所说的“道一而已”申发出不少严正的意思。张载就强调:“道一而已，此是则彼非，此非

则彼是，固不当同日而语。”③然如前所述，孔子心目中的“道”可能非“一”，也隐伏了可以有多种形

式来表现唯一之“道”的意思。宋代便有人引荀子“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之语，来论证“儒释虽

不同，毕竟只是一理”。朱子对此不能赞同，称“惟其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所以有我底着他底

不得，有他底着我底不得。若使天下有二道，圣人有两心，则我行得我底，他行得他底”。④

不过，如陶希圣曾说，宋代理学的特色即“一面援道与佛，一面排道与佛”。⑤ 从北宋到南宋，从

天子到一般士人，一直存在一股融汇儒释道三教的倾向。北宋真宗即曾对宰相说: “三教之设，其

旨一也，大抵皆劝人为善，惟达识者能总贯之。滞情偏见，触目分别，则于道远矣。”⑥而南宋圭堂居

士也说，“道由心悟”，隐显不一，“佛者见之谓之佛，道者见之谓之道，儒者见之谓之儒”。⑦

明代大儒王阳明是向三教融和说倾斜的⑧，他晚年曾对弟子明言: “道一而已，仁者见之谓之

仁，知者见之谓之知。释氏之所以为释，老氏之所以为老，百姓日用而不知，皆是道也，宁有二乎?”
且“正以此道之无二，而其变动不拘，充塞无间，纵横颠倒，皆可推之而通”。⑨ 其说与圭堂居士

相近。
当被问及“三教同异”时，阳明更提出“道大无外，若曰各道其道，是小其道矣”。就像一家厅堂

被隔为三间，其后子孙分居，数传而渐设藩篱，由相助而相争，甚至相敌。若去其藩篱，仍是一家。
“三教之分，亦只似此。其初各以资质相近处学成片段，再传至四五，则失其本之同，而从之者亦各

以资质之近者而往，是以遂不相通。”瑏瑠这大致即是《庄子》道术裂而方术生这一思路的通俗化，不

过已扩充到更广阔的空间里了。
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且不论三教是否要“合一”，它们之间确有竞争，但不必是敌进我退、敌

退我进的零和关系，而可以是一种能够彼此相容甚或在学理上相融的关系。观王阳明之意，三教均

为道之一种表现形式。如此则“教”虽为三，其“道”则一。但“道”或是形而上的学理，“教”却有一

整套组织、仪式和推行方式。“道”可以是开放的，“教”是否也如此呢? 这个问题宋人已在考虑，苏

辙就以为不然。
苏辙曾对僧道全说，佛法所言，可以从儒书得之，并论证了《中庸》与六祖所言相通处，使道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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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瑔曾专门写了《论孟子非拒杨墨、荀子非非思孟游夏》以解释之，参见江瑔著、张京华点校《读子卮言》，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9—55 页。
后来学术观念转变，章太炎则把《荀子·非十二子》和《韩非子》所说的“儒分为八”作为学术能独立而不调和的正面表

征，强调其“虽同在一家者，犹且矜己自贵，不相通融”。参见章太炎《诸子学略说》( 1906 年) ，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

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285—286 页。
张载:《正蒙·乾称篇》，章锡琛点校:《张载集》，中华书局 1978 年版，第 65 页。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释氏》第 8 册，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3015 页。
陶希圣:《北大、五四及其应负的责任》，董鼐总编:《学府纪闻: 国立北京大学》，台北，南京出版公司 1981 年版，第 41 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真宗大中祥符六年》，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1853 页。
圭堂居士:《新编佛法大明录·篇终杂记》，转引自杨曾文《佛教与中国历史文化》，金城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34 页。
参见陈立胜《王阳明三教之判中的五个向度》，《哲学研究》2013 年第 3 期。本文使用的一些材料，也从此文得到提示。
王守仁:《寄邹谦之( 四) 》，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 新编本) 》第 1 册，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19 页。
朱得之编:《稽山承语》，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 新编本) 》第 5 册，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611 页。按此条与

《明儒学案》第二十五卷“朱近斋先生得之语录”第七条同，唯首句为“道大无名”。《明儒学案》当有所本，不排除后某句起为朱得

之本人语，则全段标点需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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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喜而以为“儒佛一法”。而苏辙又说“不然。天下固无二道，而所以治人则异。君臣父子之间，不

可一日无礼法。知礼法而不知道，世之俗儒，不足贵也。居山林，木食涧饮，而心存至道，虽为人天

师可也，而以之治世则乱。”故“古之圣人，中心行道，而不毁世法”。① 后者或即庄子所谓“道之真

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为天下”( 《庄子·让王》) 之引申，但庄子的原意是治世非道之

所侧重，小苏则发展为道只宜治身而不能治世。
本《易·系辞》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苏辙进而说，自五帝三王以来，皆“以形

器治天下，导之以礼乐，齐之以政刑，道行于其间而民莫知”，故“泯然不见其际而天下化”。老子则

“体道而不婴于物”，似有“舍礼乐政刑而欲行道于世”的倾向，孔子只能“以龙比之”。“东汉以来，

佛法始入中国，其道与老子相出入，皆《易》所谓形而上者。”至魏晋而“好之笃者，则欲施之于世; 疾

之深者，则欲绝之于世。二者皆非。”盖“道之于物，无所不在”，古之君子，以之“治气养心”; 若以

“行道于世，其弊必有不可胜言者”。简言之，“老、佛之道与吾道同而欲绝之，老、佛之教与吾教异

而欲行之，皆失之矣”。②

道行于其间而民不知，大概就是《易·系辞》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孟子》所谓“习矣而不

察”( 《尽心上》) ，或亦《庄子》所说的“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 《齐物论》) 。欧阳修所描述

的情景是: 由三代而上，“其岁时聚会，以为朝觐聘问; 欢欣交接，以为射乡食飨; 合众兴事，以为师

田学校。下至里闾田亩，吉凶哀乐，凡民之事，莫不一出于礼。由之以教其民为孝慈、友悌、忠信、仁
义者，常不出于居处、动作、衣服、饮食之间。盖其朝夕从事者，无非乎此也。此所谓治出于一，而礼

乐达天下，使天下安习而行之，不知所以迁善远罪而成俗也。”( 《新唐书·礼乐志》)

但苏辙所谓“以形器治天下”，则不仅“导之以礼乐”，并且要“齐之以政刑”，与欧阳修所说的

“不知所以迁善远罪”又不同，故“君臣父子之间，不可一日无礼法”。这大概是佛、道二氏之“至

道”可以“治气养心”却不足“治世”的关键所在。简言之，儒释道三家是道同而教异，即其形而上者

同，形而下者异，故当不绝其道，而不行其教。“道”可以开放，“教”却不能不封闭; 若以二氏之道治

世，则必致乱。
盖孔子说过:“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因为“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

大节也。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 《左传·成公二年》) 器不仅藏礼，且礼之以利

平民，也落实在器之上。如果器转移了( 进出皆然) ，政也就不在了，于是国亡。这里的“器”，便近

于苏辙所说的“教”。故小苏的思路，或隐受此说影响。施行于民的“器”或“教”一旦改变，“礼”或

“道”也就被架空而名存实亡了，天下焉能不乱。
或延续这一思路，王阳明有新的发挥。他说:

夫佛者，夷狄之圣人; 圣人者，中国之佛也。在彼夷狄，则可用佛氏之教以化导愚顽; 在我

中国，自当用圣人之道以参赞化育。犹行陆者必用车马，渡海者必以舟航。今居中国而师佛

教，是犹以车马渡海，虽使造父为御、王良为右，非但不能利涉，必且有沉溺之患。夫车马本致

远之具，岂不利器乎? 然而用非其地，则技无所施。③

此处虽未言明“佛氏之教”和“圣人之道”是否单一之道的不同表述，然据其“道大无外”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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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辙:《老子解》，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64 页。
苏辙:《梁武帝》，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第 3 册，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994—996 页。
王守仁:《谏迎佛疏( 稿具未上) 》，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 新编本) 》第 2 册，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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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当如此理解。若空间或语境不同，器便有别，且到了车马不能渡海的程度，则器的地位显然提高

了。《庄子》中的师京曾说: 古今犹水陆，而周鲁之道类舟车，若“行周于鲁，是犹推舟于陆”，必“劳

而无功”( 《庄子·天运》) 。此水陆舟车之差，已有空间异而道不同的意思。阳明所说，则是空间异

而器不同。然从实施层面言，几乎是以器之成败定道之当否，实不啻一种空间化的器决定论。道亦

器的意味，似不呼已出了。
按历代说道器者甚夥，尤其从宋儒开始，兼及理气、体用、本末等，论述极多，而同一人在不同语境

下所说也不尽同。① 如朱子就既说“道器之间，分际甚明，不可乱也”; 又说“器亦道，道亦器也。道未

尝离乎器，道亦只是器之理。”但这都是基于《易·系辞》区分的，是形上与形下，而不是有形与无形，故

道和器“有分别而不相离”。② 上下非有无，故看似对立的言说，未必冲突。朱子此说，最为通达。
后来章学诚也强调“官师治教，未尝分歧为二”，故“道器合一”。且“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

天下没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因“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故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则“六

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亦即“六经皆器”。后人“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并“即器存道”，而

不当“自著为说，以致离器言道”。实斋侧重的是“道之隐”，或类《庄子》所说的“不道之道”( 《齐物

论》) ，故只能是“道因器而显”。③ 然若从后世重物质的眼光看，以器为形而道为影，也已是器先于

道了。无论如何，这样的“道器合一”主张，进一步提升了器的重要性。
在章学诚之前，王夫之已提出了“天下唯器”、“盈天地之间皆器”的主张。不过他是基于“无其

道则无其器，人类能言之”; 而“无其器则无其道，人鲜能言之”，故有意侧重后一方面申论④，甚至

说出了“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的话。⑤ 历代对“器”的重视和强调，这可能是最高峰。不过王

氏学说在当世流传不广，真正产生影响，大概已到同治年间曾国藩刻《船山遗书》之后了。本文无

意细绎历代道器论发展演化的理路，但器的提升与器的空间化相结合，意味就远更深长了。
明儒焦竑便曾引据苏辙关于天下无二道而治人则异的见解，来思考儒释同异的问题，以为“内

典所言心性之理，孔孟岂复有加。然其教自是异方之俗，决不可施于中国。”⑥焦竑是阳明心学在晚

明的要角，也一向赞同三教融通，他有一段广被引用的名言:“道是吾自有之物，只烦宣尼与瞿昙道

破耳，非圣人一道、佛又一道也。大氐为儒佛辨者，如童子与邻人之子，各诧其家之月曰: 尔之月不

如我之月也。不知家有尔我，天无二月。”⑦

在焦氏看来，“道一也，达者契之，众人宗之。在中国曰孔、孟、老、庄，其至自西域者曰释氏。
由此推之，八荒之表，万古之上，莫不有先达者为之师，非止此数人而已。”那些瓜分而株守之人，都

是“见迹而不见道”的“昧者”。⑧ 所谓先达者“非止此数人而已”，其态度之宏通，已超越很多时人

以及后人了。然其道一无二的开放观是建立在对“教”或“器”有保留而封闭的基础之上，却也是不

能忽视的。
且晚明早已不能维持所谓“道一同风”的状态，据焦竑的观察，“晚近世上失其道，人奋其私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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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关于历代论道和道器观，参见葛荣晋《中国哲学范畴通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55—202 页。
朱熹:《答黄道夫》，《朱子全书》第 23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755 页;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

校:《朱子语类》第 5 册，“易十三、易十一”，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1970、1935 页。
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中》，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0—51 页。
王夫之:《周易外传·系辞上》，《船山全书》第 1 册，岳麓书社 1988 年版，第 1027—1028、1026 页。
王夫之:《周易外传·大有》，《船山全书》第 1 册，第 861 页。关于王夫之的道器观，参见萧萐父、许苏民《王夫之评传》，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12—121 页。
焦竑:《古城答问》，李剑雄点校:《澹园集》，中华书局 1999 年版，第 738 页。
焦竑:《明德堂答问》，《澹园集》，第 745 页。
焦竑:《赠吴礼部序》，《澹园集》，第 1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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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操乎异说”。①“道”既失范，典范不能维持，才导致杂说并出，即《礼记·表记》所谓“天下无道，

则言有枝叶”。到明末清初，情形更为复杂，因西方天主教的传入，儒生所面临的竞争局面，由“三

教”增为“四教”。② 到近代则新入的西教影响越来越大③，而西学亦随风而至，形成席卷天下之势，

于是出现了前引王国维所说的“道出于二”。王说虽晚出，实简明概括了已经发生的进程。

二、转向“道出于二”

与西学对应的“中学”，本是晚清西潮入侵所促生; 没有外来且获得承认的“西学”，便也无所谓

“中学”。清末流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等于承认有两种体用的并存，也就是两套道器并

存，其实已是一种“道出于二”的局面，不过未曾言明而已。夏震武后来就说，近代“新学者流，以

《大学》之格致诚正为治己，修齐治平为治人; 治己者圣人与佛老同，治人者圣人与佛老异”，其实就

是受了前引苏辙说法的迷惑。④

夏氏所谓佛老，乃明喻西学。而他看出了近代“新学者”与苏辙思路的关联，甚可思。他自己

实际主张道器不可分，若引进外来的“世法”，就等于承认了“天下有二道”。与夏震武思路相近而

主张相反的是严复，针对“中体西用”的主张，他曾引裘可桴关于“体用一物”的见解说:

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 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

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

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⑤

简言之，中体和西用不可能“合之而以为一物”。严复所说的不同之体有其相应的用，很像前

引苏辙所谓表述不同的道各有相应的教; 而此体用之不能与他体用混，尤其牛体与马用之譬，颇类

王阳明舟车适用于水陆的说法。不过严复与苏、王二氏有根本的区别，苏、王坚持“道一而已”，唯

释、道两家表述不同; 而严复的西学却不是“学一而已”的不同表述。苏、王尊重表述不同的“道”，

却不能行其“教”或“器”，亦即“道”开放而“器”封闭; 严复此时的意思，中学既然不能“救弱救贫”，

只能暂束高阁，而整体引进西学的体用。其实就是要实行“道”和“器”的全面转换，实现以西学为

基础的“道通为一”( 详后) 。
尽管都是因应文化竞争的语境，王阳明的“道一无二”是允许多种形式来表述或表现唯一之

“道”，严复实际主张( 后来由王国维表出) 的“道出于二”则正式承认中西各有其“道”。问题是，至

少对以前的中国士人而言，“道”本是普适于天下即全人类的，既然西方自有其“道”，则中国的

“道”也就成为中西学区分下的一个区域成分了。可以说，随着“西学”在近代中国的确立，传统的

“道”便正式被空间化了。
而道的空间化与前述器的空间化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盖不论器的实际地位有多重要，它仍是形

而下的，那隐而不显的道仍处形而上的指导位置。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视角言，道变也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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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竑:《同仁书院记》，《澹园集》，第 247 页。
当然，天主教也为当时的士人增添了思想资源。如基层儒学的宗教化，天主教就提供了参照。参见王汎森《晚明清初思

想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2—57 页。
后来康有为试图创立孔教，便主要是以摹仿西教来因应西教的冲击，与陶希圣眼中的理学颇为相似。
夏震武:《孟子讲义》，开封新民社 1921 年版，第 237—238 页。
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 1902 年)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 3 册，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558—5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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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变，一旦道被空间化了，就是彻底地变天了。
清季已有人认识到，一些看似“保守”的言说，实际等于承认了道出于二。继“中学”之后，清末

又开始兴起所谓“国学”，希望借以保存国粹( 当年言国粹者不少是名副其实的“新派”，唯在我们的

历史叙述中常被视为“守旧”) 。比很多时人更敏锐的窦士镛在清末即已认识到，以国粹、国学等为

言，其实已是接受了道出于二的表征。窦氏在光绪末年著《历朝文学史》，书分五部分: 文字原始第

一、志经第二、叙史第三、叙子第四、叙集第五。名为“文学”，实大体涵盖当时所谓“国学”的内容。
然其名为“读书偶得”之序言则说:

有益之学，大致备矣。则所以转弱为强、转衰为胜者，天下本无他道，安得名之某国之学

哉? 则概之曰“读书偶得”云尔。①

这段话似言犹未尽，故不易标点( 其“转弱为强、转衰为胜”半句，不论是连在上句还是下句，都

嫌不甚妥洽，而又不能独立成句) 。但意思大体是清楚的，即中国既存的学问是可以“转弱为强、转
衰为胜”的，因而也是“有益”的( 窦氏虽未明言，大概是在回应严复所说中学不能“救弱救贫”故已

“无用”的见解) 。他的意思，其所著书已大致涵括了中国的学问，或当仿时人而名之为“国学”。然

若依宋明儒强调的“道一无二”，天下既无他道，便不宜有“某国之学”的名称。窦士镛显然认识到，

说“国学”就是承认道出于二( 甚或更多) ，故强调他是有意不名其书为“国学”。②

从清末朝野受日本影响言保存国粹，大部分人似乎都自然而然地追随，很少有人注意到，既有

国粹，必当有他粹，天下已然多道并存。则进一步的问题是，对于道出于二的局面，究竟是否承认和

接受。民国初立，严复就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1912 年 3 月，因“国体变更，政体亦因之不同”，他

召集中西教员讨论各科改良办法。会上议及“将经、文两科合并，改名为国学科”。③ 此虽报纸言

说，应是严复自己的意思。他在私下给熊纯如的信中说:

欲将大学经、文两科合并为一，以为完全讲治旧学之区，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

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且又悟向所谓合一炉而冶之者，徒虚言耳。为之不已，其终且至

于两亡。故今立斯科，窃欲尽从吾旧，而勿杂以新; 且必为其真，而勿循其伪。④

严复关于中西两学分则并立、合则两亡的主张仍旧，但立意已根本转变。他早年强调中西学各

自有其体用，虽辩称不是“尽去吾国之旧，以谋西人之新”⑤，其主张实接近全盘西化。但若两学分

立是建立在“道出于一”的基础之上，则即使尽从西学，“西人之新”也还有转化为“自身之新”的可

能性。他后来仍主张划分中西，却明言“尽从吾旧，而勿杂以新”，乃是要维护本原性的中国旧学，

显然是基于“道出于二”格局的退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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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警凡( 士镛) :《历朝文学史》( 约 1906 年) ，出版信息不详，国家图书馆古籍分馆藏本，第 2A 页。
在此意义上言，此书名为“文学史”，或亦避“国学”之名的意思，而并非着意于“文学”本身。观其序中所言，一开始就说:

“文以明理，文以述事。”而此理此事，皆在于是否守“先王之道”。并强调“国之败，不在财力之贫弱，而由上下之离心; 国之胜，不

在兵力之盛强，而在士民之协力”。故“知事本于理，理原于文”，则“古今天下”，皆“一文之所维系”( 窦警凡:《历朝文学史》，第

1A—2A 页) 。则其意不在说“文学”( 更非今人所谓“文学”) ，不过借其名一用，似亦昭然若揭。
《燕京零拾》，《申报》，1912 年 4 月 8 日，第 2 版。
严复:《与熊纯如书》( 1912 年 4 月 19 日) ，《严复集》第 3 册，第 605 页。
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 1902 年) ，《严复集》第 3 册，第 5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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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科”在国立大学堂里正式提出，充分体现了辛亥鼎革的意义———此前关于“国粹”的言说

主张，如今需要在制度上付诸实践了。稍后“国学”确实成为北京大学和清华学校两校研究院最先

成立的一科，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也是唯一的一科。然而随着西学分科的逐渐确立，“国学”的内涵

如何，甚至“国学”究竟是否是一正当的“学科”，又成为学界争论的新议题。①

只有少数像王国维这样的人在民元时尚存乐观，针对“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
的现状，他感到有必要“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②那时他似乎仍持一种道一无二的

观念，但约十年后，“道出于二”就由王氏自己明白表出，实际承认了学有中西。其他一些中国读书人，

则不仅同意学有中西，且承认中学不如西学，因而主动向化，希望达成以西学为基准的“道通为一”。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这西向的“道通为一”应在“道出于二”之后，由于“道出于二”从隐约觉察

到普遍确认有一个过程，其间一些“先知先觉”者已开始了“道通为一”的努力。

三、往“道通为一”的再转向

从学理言，西向的“道通为一”与王阳明等人的“道一无二”论，是有相通之处的。其初不过将

释、道二氏转为西学、西教而已，但新来的西道却与汉武帝以后的儒术一样，想要一统天下，唯我独

尊。而王夫之的道也“因时万殊”观念，则提示了道的时段化，给“道不远人”的旧说增添了新的注

释，促成了以西学为基准的“道通为一”。
明确指出道为中西共通者，较早有太平天国的《天条书》，此书在辩白遵信拜上帝教并非“从

番”时说:

拜皇上帝这条大路，考中国、番国鉴史，当初几千年，中国、番国俱是同行这条大路。但西

洋各番国行这条大路到底，中国行这条大路到秦汉以下，则差入鬼路……孟轲云:“夫道一而

已矣。”世人有能知“道一”者乎，便能知中国、番国皆当同行当初这条大路。③

据说这《天条书》是洪秀全和冯云山编写的，两人俱为科举失利的塾师，对经史有其心得，故能

引孟子“道一而已”的话来助其述说。但这里的“道一”虽声称是中西共通的，实际却是名为拜上帝

教的基督教，其所谓共通的“道”已明显向西倾斜了。
在曾国藩看来，太平天国不仅是“外道”，也是匪类。他们让“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

全都扫地荡尽，是“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 且其对“佛寺、道院、城隍、社坛”，亦“无庙不焚，无像不

灭”。则“外夷之绪”的冲击使中国“抱道君子”和鬼神“共愤”，治明的“王道”和治幽的“神道”也

成了同盟，反促成另类的道一无二境界。不过，曾国藩所谓“汉唐元明之末，群盗如毛，皆由主昏政

乱，莫能削平”，而“今天子忧勤惕厉，敬天恤民”，故讨贼必胜的说法，可能使一些“赫然奋怒以卫吾

道者”产生联想。④ 当其痛定思痛，对中国问题所在，便可能产生新知。
后来在英国看到“三代”景象的郭嵩焘，就受西人指点而产生出了新思想。他于光绪初年在英

国下院听到阿尔该尔公爵说，因为土耳其自己“无政事，无教化”，不能自立，于是英人需代为拒俄。

11

①
②
③
④

参见罗志田《国家与学术: 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年版，第 8 章。
王国维:《观堂别集·国学丛刊序》( 1912 年) ，《王国维遗书》第 4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影印版，第 6B 页。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 一)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81—82 页。
曾国藩:《讨粤匪檄》，《曾国藩全集》第 14 册，岳麓书社 1986 年版，第 232—2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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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云:“往册所载，国家有道，得以兼并无道之国，自古皆然。”所以英国兼并印度，即是以有道兼并

无道，符合“天地自然之理”。① 这番话显然深深触动了郭氏，几个月后他就在与人交谈时提出:

三代以前，皆以中国之有道制夷狄之无道。秦汉而后，专以强弱相制。中国强则兼并夷

狄，夷狄强则侵陵中国，相与为无道而已。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

故可危矣。

虽然他接着解释说:“三代有道之圣人，非西洋所能及也。即我朝圣祖之仁圣，求之西洋一千

八百七十八年中，无有能庶几者。”但仍表出“圣人之治民以德”，似不如“西洋治民以法”更为有效。
且他与洪秀全等一样轻视甚至否定秦汉以后的两千年传统，以为三代是师道与君道并立，“自六国

争雄以讫于秦，而君道废; 自汉武帝广厉学官，而师道亦废”。宋代虽有程、朱崛起一时，但因“君道

既废，师道亦无独立之势”，故其教未能溉之天下。而“西洋创始由于教士，至今尤分主朝权”，虽

“不足为师道也，而较之中国，固差胜矣”。②

与当时一般表现出尊西趋向者不同，郭嵩焘是先在经学上下了功夫并有著述的( 他在咸丰年

间就开始研究《礼记》，其《礼记质疑》在同治年间已定稿) ，固不能与一般所谓游谈无根者比。而常

人眼中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帝，竟被他视为废师道者，与废君道的秦始皇并论，足见其思想的

确独特。若结合他前面所说秦汉以后中国与夷狄都是以强弱相制，“相与为无道”，则西洋哪里是

什么“似”有道，根本就“是”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其言外之意，中国若没有根本性的转变，其沦

为印度也不违“天地自然之理”。
郭嵩焘这些言论还是私下的忧思，后来另一位湖南人谭嗣同在《仁学》中多次引用“道通为

一”，并说“循环无端，道通为一”是他所著书的主旨。他在书中提出，“仁以通为第一义”，而通之义

又“以‘道通为一’为最浑括”。而其“通”的四义之一即是“中外通”，最终要实现“有天下而无国”
的“地球之治”。盖“无国则畛域化，战争息，猜忌绝，权谋弃，彼我亡，平等出”，则“虽有天下，若无

天下”。是一个像“西书中百年一觉”或“《礼运》大同之象”的世界。③ 在往西走的方向上，谭嗣同

看似比郭嵩焘略退了一步。但这是基于其赞同孔、佛、耶“三教教主，一也。吾拜其一，则皆拜之

矣”的超越观念。④ 在对时局的分析上，他有时比郭走得更远( 详后) 。
按“道通为一”是《庄子·齐物论》中的概念，强调的是事物之大小美丑、“恢诡谲怪”皆通为一; 甚

至“无成与毁，复通为一”。近代严复颇乐道之⑤，唯视为《易经》之说。⑥ 在他看来，“道通为一”与西

方的最高存在( Summum Genus) 、自然公例，以及《易》之太极、老子的“众妙之门”和佛家的不二法门，

都是一类。⑦ 他也知道这是“通众异为一同，更进则此所谓同，又成为异，而与他异通于大同”。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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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郭嵩焘:《郭嵩焘日记》( 三) ，1878 年 1 月 18 日，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530 页。
《郭嵩焘日记》( 三) ，1878 年 6 月 20 日，第 548—549 页。
谭嗣同:《仁学》，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 增订本) 》，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289、291—293、296—297、367 页。
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 增订本) 》，第 335 页。
参见吴展良《中西最高学理的绾合与冲突: 严复“道通为一”说析论》，《台大文史哲学报》第 54 期，2001 年 5 月。
大概是指《易·系辞》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道……圣人有以见天下之

赜，而拟诸其形容……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一段。参见严复《西学门径功用》( 1898 年) ，王栻主编:《严

复集》第 1 册，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93 页。
严复:《穆勒〈名学〉按语》( 1905 年) 、《〈老子〉评语》( 1905 年) ，王栻主编: 《严复集》第 4 册，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1051、1075 页。
严复:《天演论》( 下) ，“佛法·案语”( 1898)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 5 册，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13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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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时候，严复是从学理层面申论“道通为一”。他一则曰，“格物穷理之事，必道通为一，而后

有以包括群言”。要使“支叶扶疏，派流纠缭”之，能“循条讨本”，以“归于一宗”。若“单词碎义，固

未足以融会贯通也”。① 再则曰，“穷理致知之事，其公例皆会通之词”。其“所会通愈广，则其例亦

愈尊。理如水木然，由条寻枝，循枝赴干; 汇归万派，萃于一源; 至于一源，大道乃见。道通为一，此

之谓也。”②他也曾称赞斯宾塞的各项学问“皆旁通交推，道通为一”。③

在严复看来，能够“道通为一”，正是西学的长处和中学的短处。早在 1895 年，他就提出了一

个影响甚远、后来很多学者一直在回应( 虽隐显不一) 的问题:

学之为言，探赜索隐，合异离同，道通为一之事也。是故西人举一端而号之曰“学”者……
必其部居群分，层累枝叶，确乎可证，涣然大同，无一语游移，无一事违反……首尾赅备，因应釐

然，夫而后得谓之为“学”……故取西学之规矩法戒以绳吾学，则凡中国之所有，举不得以“学”
名。吾所有者，以彼法观之，特阅历知解，积而存焉，如散钱，如委积。④

简言之，中国各项学问，都不过是“散见错出、引而未申者”。而“西学格致，则其道与是适相反。一

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其究极也，必道通为一，左右逢原，

故高明。”⑤大体上，严复是将“道通为一”视为言有枝叶状况下的一种汇通和归纳，但若联系《礼

记》所谓“天下无道，则言有枝叶”，而散碎和会通又分别与中西挂钩，这些论学表述的言外之意就

昭然若揭了。
严复进而明言，不仅中国的“形名象数”一类学问如此，“即所谓道德、政治、礼乐，吾人所举为大

道，而诮西人为无所知者，质而言乎，亦仅如是而已矣”。⑥ 这已图穷匕见，直言中国历来的“大道”本

有问题，其实一直都处于“天下无道”的状态。比郭嵩焘所想的秦汉以后才天下失道，又进了一大步。
这种关于中国一直处于“天下无道”状态的极端说法，是严复想要“救亡”时的愤言。联系到大

约同时他关于中学不能救亡故当束之高阁的见解，可以看出甲午战败对当时读书人的冲击有多么

强烈。那时以为中国既存的“道”出了问题，应非一两人的看法。到 1903 年，一个湖南留日学生问

道:“中国有何种学问适用于目前，而能救我四万万同胞急切之大祸也?”他自己的回答是，“惟游学

外洋者，为今日救吾国唯一之方针”。⑦ 可知其答案是否定的。
在这样的语境下，中国既存的“道”似乎只能苦撑以待变，而西向的“道通为一”乃成为合乎逻

辑的自然发展。

四、近代道的时段化

庄子说过，“道行之而成”( 《齐物论》) 。据中国古训，道须可行可通，不行无道，塞亦无道;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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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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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原富〉按语》( 1901—1902 年) ，《严复集》第 4 册，第 875 页。
严复:《穆勒〈名学〉按语》( 1905 年) ，《严复集》第 4 册，第 1041 页。
严复:《〈天演论〉手稿》( 1901—1902 年) ，《严复集》第 5 册，第 1415 页。
严复:《救亡决论》( 1895 年) ，《严复集》第 1 册，第 52 页。
严复:《救亡决论》( 1895 年) ，《严复集》第 1 册，第 45 页。
严复:《救亡决论》( 1895 年) ，《严复集》第 1 册，第 52—53 页。
《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 1 卷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 1960 年版，第 3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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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为通，通方为道( 见《说文》本条) 。但又不必是有意在意的去通去达，所谓“离形去知，同于大

通”( 《庄子·大宗师》) ，不过就是去行，“已而不知其然”，自然有道。若道不通达，便已出问题。
盖“道不远人”( 《礼记·中庸》) 。道若远人，至少有几种可能，一是道的载体( 经典) 不易读，使人

难以近道①; 二是礼已成虚设，“搢绅、大夫从事其间者，皆莫能晓习”，而形成“习其器而不知其意，

忘其本而存其末”的状况( 《新唐书·礼乐志》)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道不能与时俱进，没有回答所

谓时代的问题。
梁漱溟曾“从主客两面”来看儒学的历史演化，其“客的一面”，是“指一时一时的社会不同，对

于这学派所起的影响作用”。儒学是他所谓“早熟的”学派，虽兴起于一时，“在长时间大形势下，它

之影响于社会者，远不逮社会对它的限制。只有合其时社会需要的那一面( 或那一部分) 会被保留

下来，改头换面地去发展。”简言之，“学派是必在社会需要它之下乃得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对它无

所用之，它便难以存在，更谈不到发展。”②

这是经过进化论洗礼之后的观念，已不再思索道与天的关联，也不提什么经典，而更多从“天

演”的角度来看作为学派的“儒学”。但学派不能远离社会需要，正是道不远人的另一种理解和表

述。傅斯年后来说:

佛教入中国，虽然靠外国人，当时外国君主提倡佛教，中国民族主义者提倡道教; 然而自命

儒者的一群人，“抱残守缺”，持家礼，定朝仪，浅薄之至，并不曾针对当前的问题、人心中的困

惑而努力，于是佛教就乘虚而入了。③

此说比梁漱溟所言更具体，是非常深入的观察和思考。尽管“道”是形而上的，守道、传道的目的还

是要行道，从形而上走向形而下。不论是选择“得君行道”之路还是“觉民行道”之路，“道”之是否

行于世，都是所谓天下士( 即那些总想“澄清天下”并为此持续努力之士人) 的职责。要使“道不远

人”，须让形上的“远虑”和形下而具体的“近忧”接轨，最终落实在能够解决“当前的问题”、回应并

解除时人“心中的困惑”。若不能，也就不能说适应了时代的需要，或不得不让路、让位。
然而所谓“时代的需要”，多少隐喻着每一时代皆有其“需要”，其实也已预备了寻觅和接受特

定的“时代答案”。这和以前读书人相信的“天不变道亦不变”，是很不相同的。古人一般以为，万

物生生不息，同时也一切都会消逝，经典似亦不能例外。但经典承载的是为万世开太平的“道”，应

是超越的，固不必随时空之转变而变。然若仔细寻绎，当古人说“天不变”时，其实是寓变于其

中的。
盖“时乃天道”( 《尚书·大禹谟》) ，如《易经》“恒”卦之彖辞所说:“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苏东坡解释说:“物未有穷而不变者。故‘恒’非能执一而不变，能及其

未穷而变尔。穷而后变，则有变之形; 及其未穷而变，则无变之名; 此其所以为‘恒’也。”而“利有攸

往”，就是“欲及其未穷也。夫能及其未穷而往，则终始相受，如环之无端。”④

所谓“终则有始”，即四时在变化中周而复始，终点不过是一个新的起点。道是需要弘的，历代

经典的理解和诠释，其实一直在变。唯除个别字因新文本出现而改变外，似更多是未穷而变，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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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罗志田《经典的消逝: 近代中国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中研院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台北，2012 年。
梁漱溟:《东方学术概观( 未完旧稿) 》( 约 1961 年) ，《梁漱溟全集》第 7 卷，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92—393 页。
傅斯年:《中国学校制度之批评》( 1950 年) ，《傅斯年全集》第 6 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1980 年版，第 93 页。按傅先生自

注曰:“可看欧阳修《本论》。”应是指《本论》中篇“佛所以为吾患者，乘其阙废之时而来”的基本论旨。
苏轼:《东坡易传》，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影印版，第 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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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中变①; 但近代的变，颇有些穷而后变的意思，已成为在传统之外变了。因“未穷而往”，故可

以“终始相受”; 若穷而后变，则隐然有不归之意。前者或可说是温故知新，后者更近于推陈出新。
其间的“故”或“陈”，一是尚在延续的历史，一是已完成而结束的过去。两种取向都与未变之前关

联，但一是继承，一是排斥; 态度甚或性质，都很不一样了。
近代读书人大都接受一种看法，即一时代应有一时代的学问制度，而中国已进入一个新的时

代，其学问制度却滞后而不适应。尽管古代也常有“一代之兴，则有一代之法( 之治、之制) ”的说

法，但他们所思所言的，更多是“器”的层面，其心目中的“道”还是恒定的，故基本仍是道出于一; 但

近代人所谓学问制度的时代性，往往是整体的，在新旧与中西互换的语境下，已甚类道出于二( 以

观空而观时，异时即异空) 。
这已是《船山遗书》刊刻之后，王夫之又提供了思想资源。他提出“道之所行者时也”，而“时之

所承者变也”，故“道因时而万殊”，且“综尚往来，共役当时之实”。② 道若“因时而万殊”，不啻一时

代即有一时代之道，道已时段化了。而前引王氏关于“无其器则无其道”的观念，特别是他申论“洪

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的与时俱进主张③，给他的

乡后辈谭嗣同以很大的启发。谭氏发挥说，“法也者，道之淆赜而蕃变者也。三代儒者，言道必兼

言治法”，而法是“与时为变”的，所以“汉唐无今日之道”。法即器，若“道无所寓之器，而道非道

矣”。④ 这样，器也时段化了。
谭嗣同明言:“道，用也; 器，体也。体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亡。”过去学者“误以道为体”，使道

“迷离徜恍”而虚悬化，结果于世无济，“得之何益”，失亦无损。且“道非圣人所独有也，尤非中国所

私有”。若视其为中国所独有，则不是“尊圣人”，乃是“小圣人”( 此或本王阳明“道大无外，若曰各

道其道，是小其道”之说) 。由于器是体而道为用，谁能“尽之于器”，谁就是得道者。圣人之道，本

顺天应人。外洋之衣食器用，法度政令，“不闻有一不备”，而西国伦常，实胜于中国。中国当如何，

答案已很明确。但只要明白“道之不离乎器”，则变亦无妨。“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 然“变而仍

为器，亦仍不离乎道”。⑤

虽然有最后的辩证补充，以器为体、以道为用，仍是一个大颠覆。在此意义上，器的时段化至少

也等同于道的时段化。而道器双重时段化与前述道的空间化相配合，使道出于二以至于道出于多，

几乎成为自然的结果。这些在过去看来可能已是石破天惊的思想转变，特别符合西语 revolution 的

本义( 即大翻转) ，同时也是一种名副其实的( 观念) 革命。所有这一切，其目的都是想要“共役当时

之实”。
盖傅斯年所谓“当前的问题”，直接牵涉到时人“心中的困惑”。而提问是个关键: 在既存典范

中提问，还是在“传统之外”提问，想问的可能很不一样，在某种程度上也已预定了回答的方向，甚

或答案本身。近代穷而后变的出新，是更加名副其实甚或彻头彻尾的“新”。此时提出的“时代要

求”，便会不期然而然地越出传统。严复就是感觉中国学问在转弱为强方面已无用，只能“且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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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在传统中变”( change within the tradition) 这个术语借用自 E. A. Kracke，Jr.，“Sung Society: Change within Tradition，”
Far Eastern Quarterly，Vol. 14，No. 4( 1955) ，pp. 479—488。

王夫之:《周易外传·杂卦》，《船山全书》第 1 册，第 1111—1112 页。
王夫之:《周易外传·系辞上》，《船山全书》第 1 册，第 1028 页。
谭嗣同:《报贝元徵》( 1895 年) ，《谭嗣同全集( 增订本) 》，第 200 页。
谭嗣同:《报贝元徵》( 1895 年) ，《谭嗣同全集( 增订本) 》，第 196—199 页。按谭嗣同其实一直在维护圣人之道，但既然

器是体而道为用，又有“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仁学》，《谭嗣同全集( 增订本) 》，第 337 页〕的判断，中国早已不能“尽之于器”，

自然也就长期处于失道的状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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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别寻指引，“先求何道可以救亡”。① 他和与他观念相近的读书人能够斩钉截铁地说出经史典

籍全不能解决当前问题，就是因为他们问的是“传统之外”的问题，那答案也基本只能在“传统之

外”寻觅。
若“道”需随时空之转变而变，原本超越的经典实已近于失范，“道”就被时空化了。从旧思路

反推，道变则天变。近代读书人虽从“终则有始”的天道观转向进化的天演观，又更侧重时代的当

下性，却真有“变天”的感觉。尤其甲午战败这样沉痛而剧烈的刺激，又进一步促成西向的“道通为

一”倾向，形成一种天变和道变并进的态势。
这样看来，“道出于二”不仅已是现实，恐怕还是一种相对理想的状态。前述严复入民国后努

力使国学体制化，其实就是要从体制上确立“道出于二”，予国学以存在的正当性。或可以说，从晚

清“中学”的出现，到其后国粹、国学等以“国”为标识的名相逐渐凸显，均揭示出过去以天下( 实即

人类社会) 为对象的学问，已逐渐转变成为一种全球竞争语境下的民族性论述。
民国时期国学之不得不竞存，正类清末的保存国粹，大体都是“天下失道”的表征。若以观空

而观时，则当年张之洞欲存古，便已不啻承认古今渐成对立，而古已非今，即古学已不能作用于当时

( 甚类严复的看法) 。进而据时人以新旧代中西的隐衷去看，“存古”其实就是保存国粹的同义词，

则国粹也已不曾作用于当时了。
从这些名相的使用去认识其背后的时代认知，是颇可以使人不寒而栗的。从清季张之洞主动

存古到后来的国学被迫竞存，基本都是经典失范后的防守型努力。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攻守之势，

早已非复当年。

五、中西文化的竞存与融通

前引王阳明( 或朱得之) 所说三教本是一道，因学成片段又数传而失其同一之本、遂不相通之

后，接着还说了一句话，即“名利所在，至于相争相敌，亦其势然也”。② 此甚可思。历代排佛，往往

强调其不事生产，不纳赋税。名号认同之下，显然既有学争，也是利争。但这相争相敌，更多是一种

无意之中衍化而成的异化，毕竟释道二氏在“教”的层面，都不是绝对排他的，即俗所谓多神论也。
而西道背后的基督教( 新旧教皆然) ，则尊崇绝对排他的上帝，不仅是一神论，且其态度是进取的，

必须向异教徒传播福音以使其皈依，最后在精神上征服全世界。
近代中国读书人视中西文化竞争为“学战”，就是在竞争过程中逐步悟出的结论。③ 而这恰是

“道出于二”论难以化解的困境———空间化的“道”之并存，是需要相互承认的; 若并存演化为竞存，

情形就复杂了许多; 若竞存还是排他的，局势就大不一样了。文化竞争既已形同战斗，似乎只能是

一种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态势，连“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取向也难以延续了。在竞争过程中，中

国文化渐为对手所化，失去了往昔和而不同的雍容，衍成一种不共戴天的斗争精神。盖面对西方文

化那咄咄逼人的进取态势( 且以武力为后盾) ，若战不能胜，似只剩溃败一途，其差别不过是丢盔卸

甲的程度而已，几乎难有退守的余地。
而西道之所长，又在于其征服是以改变思想方式为途径，让被征服者“自愿”承认野而不文，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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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严复《救亡决论》( 1895 年) ，《严复集》第 1 册，第 43—44 页。
朱得之编:《稽山承语》，《王阳明全集( 新编本) 》第 5 册，第 1611 页( 按据《明儒学案》，此为朱得之语) 。
参见罗志田《学战: 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竞争》，《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台北，三民书局 2011 年版，第 124—1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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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主动向化，要求成为外在体系的一部分。① 但这样的自愿和主动更多是在意识层面，对一个自认

久居文化中心的民族，特别是其中以知“道”而居四民之首的士人，在下意识层面，其实潜存着多层

次的紧张。如何接受失败而不言败，进而转向求胜，近代读书人产生出不少富于想象力的创意。化

中西为新旧，便是其中最为普遍接受的一法( 当然，其产生和流转，大体仍在有意无意之间) 。
对于清末民初的读书人来说，若道出于一，则中西之别很容易从认知层面转换为新旧之分，故

趋新、从新虽在实质上也是一种取代，但毕竟是隐晦的，还可以自视为一种本身的提升; 若道出于

二，则从新不啻尊西，意味着在意识层面也不得不弃中，那就可能是一种正式的“降服”。严复从实

际主张道出于二，到几乎主动“皈依”( 即西向的道通为一) ，却不明言之，或也不愿明言之，大致也

因此。观其辛亥鼎革后即试图以国学科的体制化来退守道出于二，就可以明白此前看似主动的皈

依，实充满了内心的紧张。
近代的“西方”本是一个充满想象的象征，仿佛既是异域的空间，也是代表着未来的时间。② 有

了进化论的武装，不少中国读书人相信，西方不过先走一步，中国终会赶上，与其并驾齐驱。③ 换言

之，有道之西方的现在，可以是失道之中国的未来。有了这样的时空转换，“世界”可能重新变成

“天下”，随着谭嗣同所向往的“中外通”而最终实现“有天下而无国”的“地球之治”。在此认知下，

从道出于二转向道通为一，也就少了许多紧张。
另一方面，西向的“道通为一”只是近代一部分读书人的努力; 由于既存典范不能维持，新典范

也未能一统天下，很难出现“道一同风”的状态。那时不仅杂说并出，也还有不少人心里仍坚守着

中国过去的“道”。不过，在我们的近代史言说中，前者往往是所谓“场面上的人”，造势能力强，而

追随者亦多; 后者或不与人争而自选缄默，或因大势所趋而被迫失语，故影响有限，尚待“重访”。④

同时，即使那些在意识层面西向的读书人，也多熟读经史; 清季开始吹进中国的一股西学劲风，就是

在欧洲也正风行的民族主义。这些因素，又使得很多人在往西走的道路上，仍不免踟蹰徘徊。
钱穆晚年说:“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

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⑤“全中国人”或有些放大，但在很长的时间里，大量中国读书人有意

无意之间、或多或少都曾面对过这一问题。既有一些人希望跳出非此即彼的文化竞争格局，推动中

西的融和; 也有一些人担心若中已失落又化西不成，会是怎样一种尴尬局面。
进入民国不久，东西文化即成为当时读书人心目中最为关注的问题———此前并不出名的梁漱

溟，因拈出东西文化问题，而一举成为众视之的。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在 1921 年出版后

( 按梁先生虽把东方文化分为印度和中国两类，但大体仍是因应“道出于二”的问题) ，立即引起思

想界的注意，反对和赞同的都非常多。
再以后就有了中国是否要“全盘西化”的争论，胡适曾改述为“充分世界化”，以释群疑。⑥ 以

“世界”指代“西方”，正类此前以新旧表述中西，提示出思绪在延伸，而化除紧张的努力也在延续。
大约同时又有对“中国本位文化”的提倡，反映出对文化传统的不同态度。⑦ 两者的共同点，即都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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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罗志田《国家目标的外倾———近代民族复兴思潮的一个背景》，《近代史研究》2014 年第 4 期。
此承赵妍杰博士提示。
胡适很早就曾说过，中国当“取他人所长，补我所不足; 折衷新旧，贯通东西，以成一新中国之新文明”，则终有“与世界各

国并驾齐驱之一日”。胡适:《非留学篇》( 1914 年) ，周质平主编:《胡适早年文存》，台北，远流出版公司 1995 年版，第 377 页。
关于“重访”，参见王汎森《执拗的低音: 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年版，第 4—6 页。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46 页。
胡适:《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 1935 年 6 月) ，《胡适全集》( 4)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84—587 页。
那些主张全盘西化的，其实可能更相信传统的力量( 虽更多从负面的惰性着眼) ; 那些试图维护中国本位文化的，反有些

自信不足，似乎再不做有形的提倡，传统便可能在无形中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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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上升到“整体”( 清末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实潜藏着文化可分之意) ，说明中国思想界

的分歧有向两极化发展的趋势。盖“道出于二”背后，隐伏着群体、个人以及文化、学术等全方位的

认同问题。这是中国读书人挥之不去也不能不面对的。
到 1950 年，傅斯年仍在回应从清末关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争辩所引发的问题。他说:

中国的传统文化，尽管他的缺欠已经成为第二天性，抹杀是不可能的。然而必须拿现代的

事实衡量一番: 其中应改的东西，不惜彻底的改; 应扩充的东西，不惜彻底的扩充。战前有“本

位文化”之说，是极其不通的。天下事不可有二本。本位是传统，便无法吸收近代文明。这仍

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这实在是一种国粹论，是一种反时代的学说。与之相反，

便有“全盘西化”之说，这又不通之至。一个民族在语言未经改变之前，全盘化成别人，是不可

能的。①

傅先生敏锐地看到了“本位文化”西向的一面，这些人正如以前的国粹论者，实际都主张文化

二本，也就承认了道分为二，却又“拒绝认识新时代”。注意这里“国粹论”与“新时代”的对应和对

峙，特别是其间的时空转换，“国粹论”的“反时代”，非常明显地表出了“新时代”的空间意义。
傅斯年仿佛偏向文化“一本”，而又不赞成全盘西化，因为他知道想化也化不过去( 按即使语言

改变，仍不可能“全盘化成别人”，印度、非洲等实例极多) ，但他看到了“传统与改革”是不能回避的

问题:

传统是不死的，在生活方式未改变前，尤其不死，尽管外国人来征服，也是无用的。但若生

产方式改了，则生活方式必然改; 生活方式既改，传统也要大受折磨。中国的生产方式是非改

不可的，无论你愿意不愿意，时代需要如此，不然的话，便无以自存。所以我们一方面必须承认

传统的有效性，同时也不能不预为传统受影响而预作适应之计。

简言之，“天下事不可有二本”，却又不能仅是一本。“传统是不死的”，一个民族也不可能“全

盘化成别人”。故一方面必须“承认传统的有效性”，即“认清中国文化传统的力量”，并“认定它是

完全抹杀不了的”; 同时“也要认定它与时代的脱节”，不能不为“彻底的修正”而“预作适应之计”。
傅斯年的解决方案是“求其适中”。他特别解释说，所谓适中，“并不是一半一半揉杂着，乃是两个

相反的原则，协调起来，成为一个有效的进步的步骤”。这样相反相成的对立统一，充分体现了“和

实生物，同则不继”( 《国语·郑语》) 那可持续发展的古意。
不过，如此理想的对立统一并非易事。所谓中国文化传统与时代脱节，实即严复曾说的中国学

问在转弱为强方面已无用，只能“且束高阁”，别寻指引，“先求何道可以救亡”。② 在这样的局面

下，还要让“两个相反的原则协调起来”，以“成为一个有效的进步的步骤”，直到今天，仍是一个发

展中的进程。

六、余论

中国传统中的“道”，虽有物有象，仍“恍兮惚兮”( 《老子》) ; 然而道不远人，又“洋洋乎如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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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段与下两段，参见傅斯年《中国学校制度之批评》( 1950 年) ，《傅斯年全集》第 6 册，第 119—126 页。
严复:《救亡决论》( 1895 年) ，《严复集》第 1 册，第 43—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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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如在其左右”( 《礼记·中庸》) 。若简化表述，“道”或即天运行的路径和方式。唯天并不言，仅

以周而复始的四时变化提示其存在，表现其运行。而中国与世界其他很多地方的一项重大不同，就

是“道”或真理( 价值观) 不必来自超人世的上帝。另一方面，人对天道的追求又是永恒的，就像其

他一些社会中的人始终在寻觅上帝一样; 因为人生、社会和政治，都需要“道”的指引和指导。本文

讨论的近代士人所思所言的“道一”、“道二”等，大致也都在这一层面。
梁漱溟后来说:“以常例言之，则一社会中，其意识恒为其现有事实所映发者，其事实又恒为其

意识所调整而拓展。二者互为因果，息息相关，不致相远，此社会秩序所由立也。”但近代中国则反

是，“社会事实以演自中国数千年特殊历史者为本，而社会意识以感发于西洋近代潮流者为强”。
其“事实所归落与意识所趋向，两不相应”，自不能不产生冲突。①

从清末起，道的外在特性与本土的社会现实( 虽然也在发生急遽而且巨大的转变) 之间，一直

存在着难以化解的紧张，甚或可以说有着根本的冲突( 虽不是无法化解) 。近代中国读书人早已不

像苏辙那样区分“道”与“教”，而更多言体、用( 或“教”与“政”) ; 朝廷更一反苏氏关于“道”可开放

而“教”当封闭的主张，试图走一条“道”封闭而“教”开放的所谓“中体西用”之路。②

但如前所述，“中体西用”的主张实际已承认有中西两套体用。沿苏辙的思路看近代，中国在

学习外国时，究竟是引进了“道”，还是并不知“道”而徒摹仿其“教”? 如果西方的“道”没学到多

少，却一味摹仿其“教”( 很多时候还转手于日本) ，且以之治世，似难逃于乱。清季自上而下的革

政，不可谓不努力，且大体为朝野所共趋，但却以土崩瓦解之势终结，显然还大可反思。③

另一方面，思想解放之后，西学也确实启发了不少人，给他们一个新的视角来看待固有学问，从

而产生新的理解。陈黻宸就曾用西方的科学与哲学来对应中国传统的方术与道术，并得出了方术

也可是道术的新知。他一方面说，“方术者，各明其一方，不能相通，如今科学者是”。而“欧西言哲

学者，考其范围，实近吾国所谓道术”。同时又说，方术“为道术之系，而有合于古形上之学”。故

“方术之始，犹是道也; 方术之归，亦犹是道也。非道何术? 非术何方? 揆厥指归，条流共贯，莫不

参妙谛于阴阳，究天人之奧窔。”④

大约同时，江瑔也明言:

古之学术，曰道曰器。道者形而上，器者形而下。形而下者有形，形而上者无形。诸子百

家之学，寄想于无朕，役志于无涯，显之家国天下之大，隐之身心性命之微，皆纯然为无形之学，

故其为道。⑤

按《庄子》的说法，方术是道术裂之后的产物。在中国学术史里，方术和道术往往分别与诸子

学和经学对应。但陈、江的思路放在近代的语境中，则有特殊含义。盖方术已不再仅指谓诸子学，

它正类“方言”，在那时也指代外国物事。若方术即道术，不仅是道器合一，而且落实了道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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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 1930 年) ，《梁漱溟全集》第 5 卷，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83—284 页。
庚子后光绪帝发布谕旨说:“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只要三纲五常不变，具体治法皆“不妨如琴瑟之

改弦”(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914 页) 。就是常经不易而治法可变的典型表

述。
一些初步的看法，参见罗志田《革命的形成: 清季十年的转折( 上中下) 》，《近代史研究》2012 年第 3 期、第6 期，2013 年第

6 期。
陈黻宸:《中国哲学史》( 1916 年) ，陈德溥编:《陈黻宸集》上册，中华书局 1995 年版，第 415—416 页。
江瑔著，张京华点校:《读子卮言》，第 3 页。



2014 年第 6 期

化。则道出于二以至于道出于多，都是合乎逻辑的结果。这与“中学”、“国学”等的出现，即从过去

以天下为对象的学问转变为一种处于全球竞争中的民族性论述，是相辅相成的。
后来唐君毅本“一与多相反而相成，有一无多，一则不一”的新学理，秉持先哲“无所不涵”的德

量度量，欲“聚孔子、释迦、耶稣、穆罕默德，与无数圣贤于一堂，以相揖让，而供之于中国新庙宇”。①

这大体也是过去“三教合一”说的发展。意非不美，然聚无数圣贤于一堂后，怎样落实这“新庙宇”
为“中国”的? 是以今人所谓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空间而定? 或是凭借此空间里数以亿计的信

众? 其背后的大问题是:“中国”是特定空间及其中一群人的象征符号，还是也代表一种长期层累

堆积的文化体系?

从某种程度言，章学诚主张的“道器合一”说，特别是他对道寓于器的强调，隐约成为道出于二

的一个思想基础。而王夫之、谭嗣同的“天下唯器”以及“器体道用”的主张，从不能离器言道逐渐

演变为以器言道，以器证道，并以器明道。本来道是形而上的，器是形而下的。道器二者当然有密

切关联，却也有明显的区分，最简单的，即一无形一有形，一申虚理，一重实事。
道为无形之学，其微妙之处，大致如陈寅恪所谓以“通性之真实”来涵盖“个性不真实”。② 刘

咸炘所谓“拘于一事，而不引于共通之虚理，则不得旁通之益”③，最可解此。盖凡能共通者，当然也

能旁通，而其通又往往不能尽合，此所以虚; 能尽合，倒是实在，可通之处必狭，也就说不上通性了。
无形之学，富宏识远虑，而不必斤斤于当下之一事一物。若事事需当下证明，且事事能当下证明，其

形而上的一面，便杳无踪影了。
在陈黻宸等提出方术也可是道术的新知又十多年后，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再次用西方的哲学与

科学来思考中国传统的道器之分，此时他据江瑔之说重申“诸子之学，所谓道者也，为无形之学”，

并以之作为讨论的基础，并明确了形而下者是指“术数方技”等“实事”。④

然而，形上与形下似不仅虚实之分，在《庄子》以及此后很长的时间里，尽管九流皆出于王官，

道术与方术的一个基本差别就是一普适于天下而“无乎不在”，一则仅侧重有限的时空，“各为其所

欲焉以自为方”( 《庄子·天下》) ; 前者是会通的，后者是“独立”因而需要竞存的。一旦从普适走

向独立，从通性走向个性，近于从绝对走向相对、从抽象转为具体，便已有“形”，亦即成为某种“实

事”⑤，就不那么“形上”而转趋“形下”了。
“道”若向形下倾斜，便已远虚而近实。在这样的虚实层面谈道器差别，或类于区分近实与更

实，这本身就是一种时代的转化。在某种程度上，古代的君子小人之辨在近代也发生了类似的转

化。以过去的标准言，近代的实际结果乃是社会、政治的“小人化”———以前提倡的君子不器，衍化

为器不足便无以言道( 此见解清季已流行) ; 过去主张的君子不党，衍化为非党不能言政( 此见解民

初最流行) 。这类变化其实都是颠覆性的，大体也都与近代“道”的转化相关，只能另文探讨了。

〔作者罗志田，四川大学 985 工程三期区域历史与民族研究创新基地教授，成都，610064; 北京

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100871〕
( 责任编辑: 胡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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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94 页。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第 44、272—

273 页。
刘咸炘:《浅书续录·教法浅论》，《推十书》，成都古籍书店 1996 年影印版，第 2348 页。
杜定友:《校雠新义》上册，中华书局 1930 年版，第 45A—46A 页。
《庄子·天下》明确了“百家”与“众技”同类，虽“皆有所长，时有所用”，但都属于“不该不遍，一曲之士”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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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formation of“Tao”in Modern China Luo Zhitian( 4)…………………………………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Western Learning” in the hearts of Chinese scholars caused a period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onceptions of“Tao ［the Way of Heaven］. ”It moved from believing that“if the Heaven does not
change，Tao will not change”-i. e.“Tao comes from one way，”-to gradually recognizing that“Tao comes from two ways，”
then progressing and expanding to take Western Learning as a basis for“Tao unites to one way. ”In these three stages，
such views shrunk from an initially broad orientation，applying to the whole world( all of humanity) ，to a narrow component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Learning and Western Learning that seemed out of date. Later，Tao arose again to
become a universal pattern of the“world，”but the renewed concept had completely different connotations. This fundamental
change in direction is a special product of a special time in modern history，one that deserves careful investigation．

Aoyagi Atsutsune: Yuan Shikai's Unnoticed High-Level Spy Shang Xiaoming( 21)………………
Aoyagi Atsutsune's secret letters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Presidential Palace Zeng Yijin，now held in the History

Department of Beijing University，reveal a surprising secret: Waseda University Professor Aoyagi Atsutsune，who was for a
time assistant to Yuan Shikai's advisor Ariga Nagao，was actually a valuable spy that Yuan brought over in 1913—1914. His
first task was to destroy links between the revolutionary party and Japanese financial circles. After a large number of
revolutionary party members went into exile in Japan because of the failure of the“Second Ｒevolution，”his main activities
changed to tracking these party members，countering their anti-Yuan activities，and collecting various types of intelligence-
including about relations between Japanese society and the revolutionary party and about party members' attitudes towards
Yuan. He also managed to produce various types of propaganda beneficial to Yuan. Yuan Shikai valued much of the
information that Aoyagi Atsutsune collected. Aoyagi Atsutsune's activities demonstrate that Yuan clearly understood the
whereabouts of the party members in exile，and that he paid much attention to changing his negative image in Japan. These
letters also show that，after the failure of the“Second Ｒevolution，” the internal division of the revolutionary party
intensified and struggles for power became quite serious．

Chiang Kai-shek and the Political Science Clique Jin Yilin( 43)……………………………………
The Political Science Clique was an important force on which Chiang Kai-shek relied during his rule，but opinions

about the structure of its membership vary. Most of our observations of the Clique come from the statements of its political
opponents. Therefore，if we want to explore the contours of its organization，we often need to outline connections among the
individuals，factions，and cliques within the Guomindang. The Political Science Clique began when various factions within
the Guomindang opposed Yang Yongtai and started calling him and a number of his friends“the Political Science Clique. ”
If Yang Yongtai in this period indeed took some measures to attack those who disagreed with him，or slightly accorded with
the faction's pronouncements，in the later period nobody could take on this role. The new Cabinet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formed 10 months before the death of Yang Yongtai，coincided with the so-called maturation period of the Political Science
Clique. At this time，the faction's central character was Huang Fu，and most of the other members were professionals in
educational and financial circles who had studied in Europe and America. They had some skills in governance，but they had
few connections with Yang Yongtai. Because these former scholars were nonpartisan，administrative officials in high
positions，they fit the description of members of the Political Science Clique，so many actually regarded them as the

0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