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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科的
当代挑战（中）
汪晖

2016 年 12 月 20 日晚，
“人文清华”讲坛第七讲请来
汪晖教授。汪晖教授在题为“人
文学科的当代挑战”的演讲中，
提出人类发展进入全新阶段，
作为对人的研究，当代人文学
科面临重大挑战。

科学在近代中国的角色
第二个问题，我要把现代人文学科形成的两
个前提放在一起来讨论。

道“科学”这个词的形成，一直到大概 20 世纪
20 年代前还是不稳定的，有时用“科学”，有

第一个前提是，现代的人文学科是在与科

时用“格致”，还有时用“格物”，等等。“科

学领域的支配地位的博弈中诞生的，既深受现代

学”这个词的翻译由英语的“science”变成中文

科学方法的影响，又力图证明自身不同于科学及

的“科学”，最早是 1874 年。日本明治维新时

其方法的自主位置，强调自主性。第二个，现代

期，有一位思想家叫西周。当时日本有个《明六》

人文学科是在东西碰撞和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中产

杂志，是日本近代知识启蒙的刊物。西周在这上

生的，它的学术分科深受欧美大学学科分布的影

面翻译了英国一个百科全书的内容，他大量使用

响，也与现代国家或者民族国家的自我叙述密切

汉字和词语来翻译西方的文字、概念，其中就把

相关。

science 翻译成了“科学”。科学是什么意思？

之前我们说过，现代大学的诞生，对于富国
强兵、科学技术的要求非常高，它的学科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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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跟科学观念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都知

是分科的专门之学。而西周知识上所受的最大影
响，是欧洲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的五科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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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知识分类和结构中，最高一层是形而上学，是
统一观，是哲学，它来指导整个知识系统。所以，
人文这个跟形而上学、哲学有关的领域，是凌驾
于整个知识之上的。晚清时，近代中国的翻译大
家严复，一个带有启蒙色彩的思想家，也建立了
类似的知识谱系。他用中国传统的天、地、人三
层结构来构筑知识的谱系。位于这个谱系最高地
位的，有点像西周说的形而上学或者统一观，是
他所说的玄学，或者是“炼心制事”之学；以后
他又把玄学替换为群学，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社
会学。但是这个社会学不是作为一个学科的社会
学，是作为安排整个人类世界知识谱系之独特灵
魂的社会学。所以最高层或者是玄学，或者是群
学，中间层是农学、兵学、航海、机械、医药、
矿物，底层是算法、化学、电学、植物，是这样
一套知识的谱系。
严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对传统世界观、包括对
传统学制的冲击，首先来自于关于自然的知识。

即把整个知识分成五大类，天文学、格物学、化

依靠实证的知识建立了自己的科学的世界观，来

学、生物学、社会学。孔德的方法就是实证的方

替换传统的世界观。科学在这时扮演的角色不仅

法、归纳的方法。也就是说，这是自然科学的方

仅是一种自然的知识，而且是一种信仰、一种价

法，但可以贯穿到所有的知识领域里面去——伦

值。所以，鲁迅先生在 1907~1908 年的时候，曾

理的、道德的、审美的、情感的领域，和我们观

经说这是科学的宗教。科学取代了旧的神学，已

察其他自然事物一样，都可以采用科学的方法。

经像宗教一样变成了我们价值和方法的来源。正

所以，科学这个概念在当时是一个总体的概

因为如此，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甚至革命，都

念，里面并没有严格的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的分

是跟科学连在一起的。晚清的无政府主义革命家

界。在同一时期，如康有为编的《日本书目志》，
或严复等人建立的知识谱系，大致都如此。他们
认为科学的方法可以囊括所有知识领域，无论是
关于自然的、社会的，还是人本身的，都可以用
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解决，所以没有严格的分野。
但是一个新知识的时代在取代了旧世界观
的时候，没有自己的灵魂是不可能的。所以，在
日本明治时期，西周所建立的整个知识谱系，是
要把所谓的统一观或者哲学作为科学的科学提出
来。也就是说，一个按照实证程度排序的金字塔

梁漱溟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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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稚晖说过：
“科学公理之发明，革命风潮之膨胀，
实十九、二十世纪人类之特色也。”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知识的变迁跟社会变迁密切相关。也正是在
这样的过程中，产生出了对科学及其限度的思考。
从晚清到当代，都持续不断地有人探讨科学的边
界到底在哪里。晚清时的章太炎、鲁迅的老师，
他批评所谓科学公理的世界观，进化、唯物、自
然这些科学的概念都是一种信念，它们是有限度
的，背后是有权力的，这是他的再思考。

科学与玄学之争
有意思的是，近代科学在进入中国的时候，
是跟战争、军事冲突、文化冲突密切联系在一起
的。从 19 世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因为所谓的落
后挨打，不得不去思考：东西之间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在战争中，西方列强赢了，我们输了？我
们有这么长的传统，我们甚至也有不少先进的武
器，结果却输了，原因是什么？有很多人探讨这

不是怀念古代的。所以对这一代中西文化论战者

些问题，我们暂且不去说它。我举这个例子的意

来说，科学的问题不仅仅是知识的问题，玄学的

思是，这时产生出了对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的一

问题也不仅仅是道德的问题，它们所指涉的是科

些类型化归纳。我们讲中体西用，过去从洋务运

学和玄学所代表的两种不同的文明。在他们看来，

动就开始讲中体西用，中西或者东西的关系，成

西方文明当中所有的科学、政治、经济、道德、

为从 19 世纪晚期到 20 世纪很长时期内环绕我们

法律、思想等等都是科学的、理智的、认知的。

思想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

而在玄学的文明当中，所有的科学、政治、经济、

那个时候他们认为西方首先代表的是什么？

58

张君劢

道德、礼法、思想等等，都是玄学的、艺术的、

梁漱溟先生在 1922 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直觉的。这是东西文化论战当中出现的非常重要

里，把中国、印度和西方做了一个对比，进行对

的一个论述模式，这个模式作为知识在今天看来

比的这两种文明是非常不一样的，包括梁漱溟之

问题是非常多的，我们可以批评检讨它。

前的杜亚泉等人也都提出过这个问题，甚至还有

不过，对于理解我们近代的知识来说，这个

李大钊。他们说西方是动的文明，东方是静的文

历史是需要记住的。1923 年，也就是距今 90 多

明。东方是玄学、艺术、意见、玄谈、本体、思德、

年，我们清华大学有一位著名的人类学家吴文藻

古化，或者说就是怀念古代，中国和印度都代表

先生，邀请了一位当时非常有影响的政治学家，

这样的方向。还有人说中国是道德的、伦理的、

也是参与了很多改良运动的重要知识分子，名叫

审美的、情感的等等这样延伸性的叙述。西方是

张君劢。张君劢早年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经

什么？西方首先是科学，学术、知识、论理、逻辑、

济，后来到柏林大学研究政治学。他 1922 年陪

现象、公德、进化，进化是往前的、注重当下的，

同德国哲学家杜里舒访问中国。1923 年吴文藻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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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所支配的，人生观是起
于直觉的。第三，科学是
可以分析的方法，人生观
是综合的。第四，科学是
因果律支配的，人生观则
为自由意志。第五，科学
起于对象相同的现象，而
人生观起于人格之单一
性，换句话说，人生观是
多元、多样的。
张君劢认为科学无
论如何发达，人生观问题
的解决绝非科学所能为
力，惟赖人类自身而已。
这里提出了一个科学限度
的问题。之前我们谈到的
科学方法，从西周到严复，
都认为科学的方法本身能
够提供道德的基础、伦理
冰心与吴文藻夫妇

的基础、一切知识的基础。

生知道他回来了，邀请他到清华大学做一场演讲。

但是到张君劢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实际是提

清华大学的同学大部分都是预备到美国留学的、

出了科学限度的问题，而这个限度是跟当时东西

学习理工科的学生。张君劢先生 1923 年的演讲

文明的论战关联在一起的。1915~1920 年前后发

题目就叫做《人生观》，这个讲演后来发表在《清

生的东西文明论战，更早的根源事实上从晚清就

华周刊》上，大家可以在清华校史馆或图书馆查

开始了。知识的问题和文化的问题是密切联系在

到他的文章。我们知道 1922、1923 年是第一次世

一起的。所以张君劢说：“吾有吾之文化，西洋

界大战之后，欧洲知识界也在反思，战争和一个

有西洋之文化。”“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

先进的科学技术的时代所造成的对人类毁灭性的

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三百

打击是怎么发生的。欧洲的知识分子在思考这样

年来之欧洲，侧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其结果为

的问题时，把眼光也同样投向了东方。这是为什

物质文明。”换句话说，他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么那个时代，杜里舒、倭铿、柏格森等等对现代性、

明类同于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的差别，最终把文

现代社会进行反思的西方学说在中国也开始流行

明的差别转换成不同知识类别的差别，伦理、审

起来了。张君劢在清华大学的演讲，提了这么几

美、情感、道德的知识，不同于归纳、演绎、分

个主要的观点：

析或重建的科学的方法论，需要另外一套方法来

第一，他说科学是客观的，人生观是主观的。
第二，科学是论理的方法，是逻辑的、推论的方

解决。正因为这样，张君劢告诫清华大学学习理
工科的、要去美国留学的学生们，他说：“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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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就是要诸君认清今后发展之途径……若专

替代所有的文明。第三，用主体、个人的差异来

恃有益于实用之科学知识，而忘却形而上学方面，

对抗科学的同一性。所以，在这场冲突中，不是

忘却精神方面，忘却艺术方面，是决非国家前途

中体和西用的差别、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对立，

之福。”也就是说他要求学习理工科的人，也需

而是科学和玄学、物理和心理、理性和直觉的对立，

要对艺术、文学、文化、审美、精神方面要有关注。

构成了这场科玄学论战的主要问题，所以它变成

我们可以看到从东西文明的论战到科学和人
文之辩，也就是科学和玄学的论辩，因为他 1923

学形成的新过程。

年这篇短短的文章，引发了中国知识界的轩然大

正是在这场辩论中，许多知识分子强调，他

波。中国知识界的各方人物都卷入了这场论战，

们要求的不仅仅是在科学知识领域之上保留形而

我们清华大学的梁启超先生是介于中间的，他说

上学的领地，这个主张在西周、严复那个时期一

要认识自然一定要用科学方法，人们的情感一定

直存在；他们还要求在科学知识之外建立自主的

要用直觉的或其他不同的方法。胡适、丁文江这

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

些新文化的科学派则认为科学方法能够解决所有

领域，将形而上学、审美、宗教、道德伦理、文

问题。更多的知识分子逐渐卷入了科学和人生观，

学从科学的范围当中分化出来，变成一个自主的、

也叫做科学和玄学的这场大论战。这场论战发生

相对独立的领域。

的同时，正是中国学制改革的时期。
在这个过程中，因为这场论战，各方面的人

所以人文学科是从科学分类学当中分离出来
的，与自然科学并列成为现代大学学术分科体制

都去讨论知识的分类问题，自然科学的知识、关

的一部分。到今天，我们有理科、工科、社会科学、

于人的知识、人的知识当中不同的内容，到底应

人文学科，这个分类的区分方式是近代的历史变

当放在什么知识谱系和学科的什么位置上，这构

迁、文化讨论影响到知识分类的结果，但是知识

成了一场大讨论。也就是说，他们要讨论科学和

的变迁又很明显是受到了西方现代知识分类学的

科学以外的知识。从西周到严复，知识就是科学

影响。

的知识，科学的知识是囊括一
切范围的。但到了这时，科学
之外还有别的知识，那知识的
边界在什么地方？这就是当时
要探讨的重要问题。
所以，当时的这场冲突、
斗争，我们用这样的几个特点
来概括它：第一，用精神的多
样性来对抗科学的普遍性，强
调人是个性的、不同的，不能
用普遍性来解释。第二，用不
同的文化和历史来对抗科学的
文明及其普遍意义，每个文明
有不同的意义，科学文明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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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科的诞生

无有文字焉”，一切都是史，但这样的“史”的

以人文学科来说，人文学科最核心的部分是

意义，并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历史学作为一个学科

文史哲。文学、史学、哲学都有自己长远的、思

的意义。严复先生说过一段话：“所不举历史为

想的和知识的传统，但是文学、史学、哲学的分

科者，盖历史不自成科”，历史不能成为一个独

类和我们传统知识分类是不一样的。中国传统知

立的学科，“历史者，所以纪录事实，随所见于

识分类有所谓的“六艺”——礼、乐、射、御、书、
数，有汉代确定的“七略”，以后最通行的是“经
史子集”四部的分类。这样的分类跟我们现代人
文科学的分类不同。我们看经部里有《诗经》，
它是诗，可它是经学。集部里什么样的文类都有。
再比如经学里，《春秋》是经的部分，可是按照
我们现在的分类来说，《春秋》同时可以被看成
是史的一部分。更不要说子学的变化。这里有相
当大的变化。
事实上，到晚清和现代初期，这些分类都不
是稳定的。近代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说：“文
学分三向论之，一论著作之文与独行之文有别；
二论骈体、散体各有所施，不可是丹非素；三论

时界而历数之，于以资推籀因果揭立公例者之所
讲求也，非专门之学也。”这是晚清时他翻译西
方学术时在注释当中提到的一句话，我摘出来了。
也就是说，文史哲的分类作为今天学科制度的形
成，完全是现代的产物，它的知识分类的谱系，
跟传统的知识分类谱系，虽然有着传承、渗透的
关系，但从结构上来说是不一样。这也带来了另
一个问题，近代的分类学是从欧洲分类里面产生
出来的，所以很自然的，这个知识背后是以西方
为中心的知识分类谱系，仍然是我们今天学科体
制一个非常核心的部分。
所以，到了今天，我们应当重新去思考这些
分类谱系和它的知识，在不同文化、地域当中的
意义，和我们怎么看待知识分类的问题。其实科

周秦以来文章之盛衰。”他说的文学概念跟我们

学和人文学科的关系，包括它的分类，在不同领

近代作为一个学科的文学概念很不一样。“哲学”

域里面也是非常不一样的。即便在西方，这也是

完全是西方的 philosophy 这个词的对译，同样也

争议性的问题。

是日本的西周先生用汉字翻译的一个词。可是西

20 世纪西方的哲学家，对于科学和哲学的

周在翻译时用过很多词，有穷理学、理学、性理

关系也有着不同的看法。曾经访问过中国的大哲

学、西玄学、西哲学，后来稳定下来叫做哲学。

学家罗素说，哲学是不能脱离经验科学来追问的。

到胡适先生写《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先生

就是说，罗素要求跟自然科学、经验科学之间形

写《中国哲学史》，哲学的范畴就稳定下来，从

成密切的关系。另外一个也同样伟大的哲学家维

西方的哲学，变成了我们研究中国自己思想的主

特根斯坦说，如果哲学追随着科学的脚步走的话，

要范畴。可是这个范畴并不是原生的，是从现代

只会走到无穷的黑暗当中去。也就是说维特根斯

西方的知识分类里产生出来的。我们讲史学，中

坦要强调哲学领域的自主性，虽然他被看成是一

国有非常丰富的史学传统，18 世纪中国重要的一

个分析哲学家，但在哲学和科学的问题上，他更

个儒学的或者史学家章学诚先生讲，
“六经皆史”。

强调哲学自主的领域。这是我要讨论的第二个和

这样的史的概念，不是我们今天所说一般意义上

第三个，就是文化和知识、和人文学科的建立之

的史学的意思。实际上龚自珍还说过：“史之外

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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