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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和反响

何兆武

失败唤起的中国思想界大

觉醒

近代中国是多灾多难的。这是

由于她饱受外来的侵略，同时又受

到本国内部特权阶级利用特定条件

的昏庸统治。这些内外条件的交织，

就为中国近代的历史规划出了一条

特别曲折的过程，使她未能沿着一

条比较平稳和平衡的道路顺利地发

展下去。这不但对她自己是不利的，

而且对全世界也是不利的。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古老

的国家，曾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

文化，由此而产生了光荣和骄傲。

在她没有遇到与她相匹敌的对手之

拜的礼仪问题而引起一场风波。应

该说，那不单是中国皇帝的心态，

而且也是许多中国士大夫的心态。

不肯在平等的基础上对待别人，就

必然要为此而付出惨痛的代价。自

从文艺复兴以后，中国便开始丧失

了她在世界中世纪史上的领先地

位。但是思想上的惰性却使她仍然

死抱着自高自大的心态不放。这就

在她近代化的道路上设置了难以逾

越的障碍。到了 19 世纪，西方的炮

舰在鸦片战争中强行打开了中国的

大门，天朝上国的优越性的神话破

产了。这时候，清政府仍然认为自

己的体制和思想文化是高于其他民

族的，他们仅仅承认失败是由外来 在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这一点上。

他们很少考虑到自己的体制、文化

和意识形态应该怎样改造，赶上时

代，相反却认为这些理所当然地是

最优越的。此后的半个世纪，中国

不但一再被西方列强所击败，而且

在甲午战争中被曾看作一个藩属的

蕞尔小国——日本所击败。这次失

败唤起了中国思想界的一次大觉

醒。他们开始认识到这并不单纯只

是一个技术问题，它必然要和社会、

政治、思想和文化各种条件相联系、

相制约。因此就涉及许多深刻得多、

——对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反思

天演论给了中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的世界观：原来人

是从猴子变来的，一切神圣的典章制度原来都不是什么圣

人的制作，而是历史长期演化的结果。中国文化必须迎上

世界的潮流，与时俱进；倘若仍然株守着她古来的传统一

成不变，就要被历史所淘汰。

前，这也给她养成了一种盲目自大

的优越感，以为其他一切民族及其

文化都是低劣的。18 世纪英国使臣

第一次来觐见中国皇帝时，为了跪

者的船坚炮利所致，只要能学到西

夷的技术，就仍然可以保持住自己

优越于夷人的地位。当时大多数中

国知识分子对世界的认识也只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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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都不是什么圣人的制作，而是

历史长期演化的结果。中国文化必

须迎上世界的潮流，与时俱进；倘

若仍然株守着她古来的传统一成不

变，就要被历史所淘汰。这种思想

恰好符合了当时中国现实之所需。

然而，赫胥黎所谈的进化论的伦理

含义，到了中国却转化为发愤图强

的理论根据。而亚当·斯密的个人

主义、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穆勒

的归纳法乃至康德的先验哲学，没

有产生像天演论那种警钟式的巨

响。当时中国民主革命派却在卢梭

的社会契约论里面，找到了他们的

福音。卢梭主权在民的理论提供了

推翻腐朽的清政府的最好的思想武

器。进化论和社会契约论就这样成

了在当时中国建立一个近代国家的

理论基础。

复杂得多的问题。

问题不只是出在中国，而且也

出在西方。早在 19 世纪末叶，西方

传教士就络绎来到中国。但是当时，

他们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呢？最

重要的是两项：一是中世纪的神学

体系及其世界观，一是托勒密的世

界构图。两者都是属于以往历史时

代——中世纪的东西，并没有对中

国的思想文化起到很大的影响。当

时西方已开始步入近代。中国所面

临的历史任务也正是怎样才能从中

世纪转入到近代。假如当时西方所

介绍给中国的不是中世纪的文化，

而是由笛卡尔和培根所开创的近代

思想和由哥白尼、伽利略所开创的

近代科学——这个假设在历史上并

非是不可能的事——那么中国近代

思想文化的面貌和历程或许会有很

大的不同。不幸的是，当时西方列

强带给中国的，除了炮舰的威胁而

外，很少有什么真正先进的东西。

驱使他们到中国来的动机，首先是

追求政治和经济的特权，而不是善

意和友好的思想文化交流。这就是

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这一任务，

何以终于只能是落在了中国先进知

识分子身上。可是直到 19 世纪末，

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才真正对西方

文化有了正面的接触。他们之中，

数严复和梁启超为当时对西学最了

解的中国人。

当时中国对西方思想文化的冲

击做出了怎样的反应？严、梁一辈

人已经深感此前中国对西学的认识

是停留在技术的层次上，即所谓只

是“形下之粗迹”。他们开始意识

到要把西学提高到理论和制度的高

度上面来考虑。梁启超向中国读者

介绍了霍布斯、卢梭、康德和边沁；

严复翻译了孟德斯鸠、亚当·斯密、

穆勒和赫胥黎的著作。然而，任何

外来的文化都有一个要与本土的条

件相适合的问题。本土文化是按照

自己的需要和要求在吸取和消化外

来文化的。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当务

之急是，怎样抗拒外侮、救亡图存，

以免亡国灭种；因此，当时传入

的西方思想之中，最能打动中国思

想界的心弦的，不是别的，而是天

演论。天演论给了中国以一种前所

未有的崭新的世界观：原来人是从

猴子变来的，一切神圣的典章制度

严复及其翻译的《天演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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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信札、手稿、书籍，如今都已成为重要而珍贵的历史档案

近代史上中国思想文化的几

度起伏

1911 年后，在名义上中国建立

了一个民主共和国。但是这个共和

国的领袖和精英们都没有能体会到

这一点：旧的传统是不可能彻底砸

烂的，新思想也是无法对旧思想进

行专政的。他们总是设想着一夜之

间就可以除旧布新。为此他们付出

了正反两次代价：一次是在“五四”

时期，一次是在“文革”时期。两

者性质根本不同，但都简单地希望

能和过去的传统做最彻底的决裂，

都在企图割断历史这一点上跌了

跤。五四运动打出了“德先生”和

“赛先生”两面旗帜。无疑地，“德

先生”和“赛先生”是近代文明的

主潮。但问题在于对中国的传统文

化（包括其中一切的好的和坏的）

应该怎样加以安排和处理。“五四”

的一些人过分简单地要把它们全盘

抛弃。事实则恰好相反，它们并没

有被根绝而是顽固地盘踞着和纠缠

着中国的思想意识。五四运动是一

场伟大的启蒙运动。但是和 18 世纪

法国启蒙运动不同的是，继“启蒙”

而后并没有出现一场人权革命。

在近代史上，中国的思想文化

经历了几度起伏：最初坚持古老传

统的独尊遭到失败。接着从西方引

进了进化论和社会契约论，继而是

呼唤科学和民主，想以此取代旧传

统而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但是

这些尝试又由于未能真正结合并改

进自己固有的传统而失败了。经过

了闭关、开放、再闭关，今天的中

国又再一次向外开放。于是西方思

潮就再度涌入中国。尼采、韦伯、

弗洛伊德，存在主义、结构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目前都在中国

流行。正如不同的食品对于一个健

康身体的成长是必要的，多样化的

思想对于哺育和丰富一个民族的精

神生活也是必要的和有益的。正如

一种营养不必一定要排斥其他的营

养，一种思想和文化最好也能宽容

其他的思想和文化，而不是消灭它

们。

中国几千年来的专制主义，养

成了思想上定于一尊的传统。从而

导致近代的中国屡次由于她在思想

上的不容忍和僵硬化，而妨碍了自

己去吸收一切可能的营养，并使自

位于北京的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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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获得茁壮的成长，甚至于把凡是

不同于自己的意见，都看成不共戴

天的敌人，一定要置之死地而后快。

这就造成了一种可悲的后果，它不

但妨碍了思想文化的进步，而且也

激发了人与人之间完全不必要的、

灾难性的矛盾和斗争。思想的生命

力就在于合乎真理。从更深一层的

意义上来说，科学和民主是相辅相

成的。不民主的精神是不利于人们

探索真理的，专政只能是一个政治

上的概念，思想领域上的专制主义

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在实践上则

贻害无穷。

短视与猜疑的沉重代价

如果说，中国为了她自己的不

智而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那么

在这方面，西方对中国所采取的态

度也同样地应该加以指责。长期以

来，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竞相在

中国攫取特权，而在思想文化上却

很少做出什么与之相称的贡献来。

这只能说是一种自私的短视。现在

我们大多数人都已认识到，一个国

家的经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有赖

于自己邻国的经济的繁荣，而不是

他们的衰退。世界各国经济的衰荣，

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同样的

情形也适用于世界各民族的思想和

文化。可是西方列强（还有日本），

却出于他们的短视和自私，长期以

来从没有正视过这个问题，他们从

没有做出过多少认真的努力来促进

中西文化的交流。

直到本世纪（20 世纪）20 年代，

才有罗素和杜威来华，他们的讲演

使中国公众第一次正式接触到了现

代的西方思想；过去西方列强把太

多的力量花在了侵略性的政治和军

事活动方面，而把太少的力量放在

建设性的文化交流上。这对于中国

固然是一大不利，对西方来说，同

样也不利。这等于剥夺了西方可以

的因素。它会挫伤人们的精神，使

人们付出不必要的惨痛的代价。使

代价降到最低程度，这是政治的智

慧和思想的智慧的关键所在。18 世

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的教诫——对

于不宽容者，应该给以绞刑——在

今天还是值得人们重温的。

假如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之中，

双方都能够有更多的谦虚和善意，

更少一点敌意和猜疑；那结果本来

正如不同的食品对于一个健康身体的成长是必要的，多样

化的思想对于哺育和丰富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也是必要的

和有益的。正如一种营养不必一定要排斥其他的营养，一

种思想和文化最好也能宽容其他的思想和文化，而不是消

灭它们。

吸收中国的智慧来促进自己繁荣的

益处。

（清末）在西方的压迫之下，

中国思想文化也变得畸形发展。为

了抵抗外侮，它往往是以一种抗拒

的而不是一种同情的态度来对待外

来文化。义和团的排外心态长期潜

伏在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心中。某

些中国人却跳到另一个极端，他们

主张全盘西化。两者貌似截然相反，

其基本出发点却是相同的，即都持

绝对化的态度，认为两种不同的思

想中，一个的生存就必须以另一个

的消灭为前提。思想上的猜疑和敌

视——那本来是不必要的——是造

成不安和动荡的根源，是造成灾难

会对双方都更加有益得多。放眼当

代世界，情况并非是完全令人沮丧

的，我们毕竟可以看到某些希望的

曙光。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终究

是比上一个世代或者上一个世纪有

了很大的进步。人类的大多数已开

始自觉地认识到人们应该以合作来

代替敌对。中国的变化尤为显著

的是：开放代替了闭关。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代替了以往对暴

力专政万能的迷信。这个趋势是不

可逆转的。西方也同样如此，半个

世纪之前，欧洲的各个文明国家，

相互之间还进行着无休止的生死搏

斗，并对海外的其他民族大肆侵略、

掠夺和压迫。但是过去的几十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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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新的前景：你死我活的斗争

状态，已被共同合作的关系所代替。

已经建立起一个合作得很不错的共

同体，敌对关系已经几乎完全让位

给了友好合作和共存，那意义之重

大将远甚于 17 世纪各个不同教派之

间以宽容取代对抗。

“千百万只眼睛和千百万只

耳朵”

当然，一个美好的和平与繁荣

的世界，并不能一蹴而就。目前也

就中国来说，在经历了那么多的挫

折之后，她正在变得更为宽容，无

论对自己人民的思想，还是对外来

的思想。在开放和宽容的立足点上，

我们可以期待她会变得更加博大，

更能容纳多样性。那将是一个更壮

大、更健康，也更是属于她自己的，

同时对世界也更有贡献的新文化。

当然这需要一个漫长的时期。

回顾人类过去的历史有着太

多的敌对和对抗、专制和屈服。现

在应当看到专制主义逐渐过时而正

在成为历史的陈迹。把任何一种思

“我们不必害怕各种意见的不同，而是相反地应该鼓励它；

人道的整体就是需要有千百万只眼睛和千百万只耳朵。”

该鼓励它；人道的整体就是需要有

千百万只眼睛和千百万只耳朵。”

近代中国的伟大启蒙者蔡元培也提

出过兼容并蓄的文化思想。在他的

这一思想引导之下，开始了中国近

代伟大的启蒙运动，即五四运动。

如果人们能够容忍自由地思想和思

想自由，做到尊敬表达不同意见的

权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那么人

类就有可能生活在一个更美好的文

明之中。那时候，曾经给人带来过

那么多的危害和灾难的优越感和自

卑感、专制和屈辱就都将退位；那

时候，每一个民族和每一个个人，

都将以其独立的地位和独特的贡

献，而成为人类文明的宝库中的不

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目前人类充满着机会，也充满

着危险。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我

们做得好，就可以期待有一个更美

好的世界。任何愚蠢和错误（尤其

是在当政者方面）也极有可能给人

类带来无法弥补的浩劫。也许，人

类的智慧以及足够多的历史教训，

足以使人类能够迎接这场挑战，并

且终于会做出是有益于人类而不是

有害于人类的决定来。

【本文为1988年11月在美国洛杉矶召开

的第 17 届科学统一性国际会议上的发言

稿。刊载于《何兆武思想文化随笔》（科

学出版社，2012 年 7 月），《冲击与反

响——何兆武谈文化》（上海学林出版社，

2020 年 1月），编者略有修改。】

还不会出现一个全世界统一的共同

体。但是难道不能设想若干历史文

化背景相似、发展水平大致相同的

民族，就不能也形成像西欧那样的

共同体吗？例如，某些阿拉伯国家

的伊斯兰共同体，或者某些拉美国

家的拉美共同体。两个世纪之前，

哲学家康德提出了他的永久和平

论，宣扬人类的和平终究需要一个

世界政府。20 年以前，哲学家罗素

也曾反复强调过同样的意见。一个

基于自由联合的人类共同体，当时

对于许多人似乎只不过是一种不切

实际的空想。但是今天看来只要人

们有此智慧，也许并不是不可能的。

想强加于人的情况，正在迅速地消

失。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个人，无

论其水平高低或贡献大小，都应该

享有其独立的尊严和价值。目前世

界上大多数的民族和人民都表现出

真诚的善意与和解，这对于和平、

对于文化的繁荣和进步，都不失为

一道曙光。既然不同的政治制度可

以和平共处，不同的思想体系和价

值观念就更没有理由是一种你死我

活的敌对关系。早在一个世纪之前，

法 国 的 诗 人、 哲 学 家 居 友（Jean 

Guyau，1854-1888）就提过，真理

是多样性的。他说：“我们不必害

怕各种意见的不同，而是相反地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