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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文學的學士學位後，放棄碩士學位的學程，於1921年回國後進

《學衡》與西方保守主義思想傳統：
兼論「人道主義」與「人文主義」的現代命運 1

入東南大學任教。根據吳宓的回憶，吳宓與梅光迪在美國時就曾談
過將來回到中國後，要興辦一個與北大《新青年》走向不同的刊物3。
梅光迪在東南大學找到教職後，就開始醞釀這個計畫的實行。他身
在外國文學系，聯絡了歷史系的柳詒徵、徐則陵，地理系的胡先驌，
經濟系的蕭純錦，哲學系的劉伯明，一起創辦了《學衡》這個刊物。

郭亞珮

刊物的產生，是各種歷史因素互動的結果：
第一，東南大學從1920-21年成立以來，在原有的以江南菁英為

《學衡》雜誌創刊於 1922年。它的最初創辦人，是一批從美國

主體的教職員之外，招聘了大量的歸國留學生任教。梅、吳雖然本

哈佛大學留學歸國的人文學者，其中最知名的是梅光迪與吳宓。梅

身具有留學生背景，但是 《學衡》從一開始就積極吸收了南京在地

光迪（1890-1945）是北京清華學校的畢業生，藉著庚子退款官費的

宿耆及南大元老教師的參與，算是一個融合新舊學問的平台 。

資助，於1912年赴美攻讀學位，1919年得到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的碩

第二，東南大學是中國進入民國時期後在南方設立的第一所大

士，返國後正值南京師範高等學校醞釀改組為第一所設立於中國南

學，在建立之初就有與北方的大學，尤其是北大，相抗衡的意味。

方的國立大學，舊友劉伯明出任副校長兼文理科主任。透過劉的引

透過標榜融合新舊學於一爐的做法，劉伯明等學校的領導者也企圖

介，梅進入東南大學英語及英國文學系任教。吳宓（1894-1978）的

建立有別於北方專以標新而行於世的形象，發展出東南大學自己的

背景與梅光迪類似，1917年從清華學校的畢業，赴美後於1918年進

特色。

入哈佛，與梅光迪相識，決定追隨梅所推薦的同一位指導教授，遂

第三，梅光迪與吳宓兩人，在美計畫新刊物時，立意於挑戰《新

1865-1933）的門下2。他在取得

青年》雜誌所提倡的文學革命 。梅光迪與胡適同是安徽人，前後進

投入歐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

入清華，赴美後又同樣隸屬於對人文科學感興趣的小圈子，交誼甚
1
2

本文初稿曾於文哲所2016年11月9日「近代啟蒙脈絡中的思想論
爭：倫理與人道」會議中發表，獲益匪淺，在此特向與會學者致謝。
白璧德是哈佛大學法文系的教授。他生於美國俄亥俄州，1893年於
哈佛取得碩士學位後，於次年開始在哈佛法文系任講師，1912年升
為正教授。白璧德的著作以西洋文學作品為基礎，評論其中的社會
哲學思想。他的文學研究，因此帶有很深的社會評論的性質。他一
生提倡人文主義（humanism），不僅以此分析文學作品，並延伸討
論社會文化價值的在歷史上的變化。一般論者將他的「人文主義」
稱為「新人文主義」。

深。梅光迪不同意胡適提倡專用白話文就能改革中國文學的想法，
早年曾在私人書信中與胡有過激烈辯論。胡適暴得大名後，梅一直
希望把反對意見匯集，平衡新文學運動中獨重白話創作的走向。
第四，吳宓與梅光迪都是白璧德的學生。白璧德一直對於東方

3

吳宓，《自編年譜》（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
頁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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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哲學傳統有興趣。他在私下與公開場合，不只一次提到過 「人文

由於吳宓 、梅光迪與白璧德的淵源，《學衡》從未間斷過關於

國際」（Humanist International）的想法，希望將全球各地的人文學

「新人文主義」的介紹。從1922到1933年，《學衡》一共刊出過九

者聯繫起來，造成一個新的國際運動 4。吳宓和梅光迪歸國後的行

篇以白璧德或人文主義為題的譯文或介紹文章。其中六篇是白氏著

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了白璧德的啟發。

作或演講的翻譯，三篇由他人所寫的介紹 。最早一篇出現於1922年

這些因素交錯，促成了《學衡》的出版，並且決定了刊物的樣

3月，最後一篇1931年。總數雖然不多，但是在年份上分布平均，表

貌。但是在1923年以後，《學衡》的出版條件有很大的改變。劉伯

示了總編輯吳宓對於推廣「新人文主義」這一使命一貫的堅持。除

明在1923年底驟然去世，大學內部也派系傾軋，學潮洶湧。梅光迪

了直接翻譯白璧德的作品與相關文章，白璧德的影響，也許更重要

於1924年赴美，吳宓也帶著《學衡》遠去東北大學，一年後再遷往

地表現在整個雜誌的選材上。在這個號稱兼容中西的園地裡，許多

北京任清華大學國學院主任。1924年後的《學衡》雜誌，基本上已

從西文翻譯成中文的作品，來自於吳宓在美期間受了白璧德的指導

脫離當初的人事基礎，成為吳宓的一人事業5。但即使吳宓獨力在瀋

而接觸的書籍。他們本身就是根據「新人文主義」的立場而篩選出

陽、北京辦刊，他仍努力延續早期的理念。吳宓在南京的舊同事跟

的材料。另外，吳宓也不時利用他編輯的特權，在譯文或他人所作

學生，也持續地為雜誌供稿，不時參與著刊物的籌劃6。

的文章前後，甚至中間，藉著「編著按」這樣的體例，來闡釋「新
人文主義」的觀點。

4

5

6

白璧德於1921年9月受美國東部之中國學生年會之邀所做的演講中
提到過這個想法。同年正月，吳宓在日記裡也記錄了白璧德在談話
間表達了這個期望。白氏的演講後發表在《留美學生月報》，見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17.2 （1921）, 85-91；後由胡先驌譯出，
以〈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說〉為題發表於次年3月份的《學衡》。 吳
宓與白璧德私人交談紀錄，見《吳宓日記》
（北京：三聯書店，1998）
第二冊，頁212-213。
由於人事上的變化，高恒文認為從1924年6月開始，《學衡》進入
解體的過程 ，在1926年12月之後，它完全蛻變為另一份刊物，只是
仍由同一個編輯所編 。見《《學衡》與東南大學》（桂林：廣西師
範大學出版社，2002），頁3-6。
例如，柳詒徵的《中國文化史》於1925年開始在《學衡》連載；1926
年3月，柳詒徵與吳宓在北京見面，共同刪改關於《學衡》的特色
的聲明；1927年11月，吳宓接到中華書局同意續辦《學衡》的通知
後，當天即刻「函奉天繆［鳳林］、景［昌極］、劉［樸］等及南
京柳［詒徵］、湯［用彤］等諸社員，報告續辦立約，索文稿」。
見吳宓，《吳宓日記》，冊三，頁162、442 。

1980年代，在中文世界的學衡研究史上是一個重要突破點。沈
松僑的《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首開其端，指出學衡
派的「保守主義」，乃全球現代思潮的一支7。樂黛雲的文章〈世界
文化對話中的中國現代保守主義〉，進一步從全球視角重估《學衡》
的歷史意義8。樂文指出，在西方思想史上，激進主義、自由主義與
保守主義是一個「不可分離的整體」；「三者往往在同一框架中運
作，試圖從不同途徑解決同一問題」。20世紀初的中國一旦與世界
接軌，「自然也出現了激進主義、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這樣的三位
一體」。激進派的李大釗與陳獨秀、自由派的胡適，與保守派的學
7
8

沈松僑，《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台北：國立臺灣
大學文學院，1984），頁4。
樂黛雲，〈世界文化對話中的中國現代保守主義〉，《中國文化》
第一期（1989），頁13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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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派，表面上針鋒相對，實際上「思考和企圖解決的問題大體相同。」

思想光譜上與其他「激進」或「自由」團體、刊物相比較時的相對

三者共同構成了中國的啟蒙文化。樂文的出版，在兩個層次上為其

位置，而不是這份刊物思想內涵的特質10。這樣意義下的「保守主

後研究提供了新的出發點。一方面，《學衡》的歷史意義被重新理

義」，正如劉禾所批判的，有它的根本問題：它預設了西方「激進

解。它不再代表一種以西方思想為妝點的復古主義；研究討論的焦

─自由─保守」三分的歷史經驗，是放諸四海皆準的普世模式，可

點，從它對傳統文化的維護，轉向了它對中國文化前景的探索。另

以直接套用於中國現代歷史11。而在學衡派的案例上，標籤化的「保

一方面，將《學衡》雜誌的出現詮釋成中國文化啟蒙的一部分，無

守主義」有著另外的問題，它不但不能幫助我們更精準的了解《學

可避免地也意味著改寫新文化運動的內涵。新文化運動不再只是中

衡》思想的內容與意義，而且轉移了研究者對於《學衡》與西方保

國激進運動的起始點，它內在的豐富性與複雜性受到新的重視；在

守主義實際接軌這一事實的關注。因為對於此一接軌過程缺乏精確

激進思想醞釀發生的同時，對於激進思想的質疑與批判，也成了新

掌握， 近年的學衡研究中，出現了將「新人文主義」與「保守主義」

文化運動的重要成分9。

二分的提法，有些學者甚至於認為，學衡派的保守主義使得「新人

受到了樂黛雲的啟發，在進入新世紀前後的20年間，幾本重要
的關於《學衡》的中文著作，都不約而同地強調它所代表的現代性；

文主義」在中國蒙上了原本沒有的負面陰影，誤導了五四時期一般
讀者對與白璧德的認識12。

這份刊物的「保守」從一個與「復古」、「反動」同義的貶抑詞，

本文試圖以思想史的角度，釐清學衡派的「新人文主義」在什

轉變為「世界文化對話」中的一環。但是在目前為止的研究中，對

麼意義上繼承了西方現代保守主義的思想傳統。分析所著重的重要

於學衡派所代表的保守主義，仍只有相當模糊的定性分析 。樂黛雲
將學衡派所倡導的新人文主義，直接連結到18世紀末、19世紀初西
方對於法國大革命的批判反思，但卻沒有具體地說明：學衡派的新
人文主義在什麼意義上體現或繼承了與法國大革命同時發生的西方
保守主義思想傳統。這樣的模糊性，使得「保守主義」一詞的意義
高度不穩定，在樂文發表後，它從指涉一個思想傳統，快速變為一
種意識形態的標籤。在後一定義下，它描述了《學衡》在現代中國

9

參見程巍，〈「中國新文化運動史」寫作傳統——兼談樂黛雲「新
文化運動另一潮流」〉《中國圖書評論》2017年11期，頁36-48；
余英時，〈文藝復興乎？啟蒙運動乎？——一個史學家對於五四運
動的反思〉，收於《五四新論：既非文藝復興．亦非啟蒙運》（台
北：聯經出版公司，1999），頁1-32。

10 例如張源在討論《學衡》的保守主義時，不但將它視為一個完全獨

立於人文主義的思想成分，而且在用法上，主要是以吳宓的復古傾
向為其保守主義的證明。在這樣的脈絡下，保守主義主要還是以守
舊與抗拒新事物為主要內涵，與保守主義作為一個法國大革命後形
成的思想傳統，並不是一個意思。見張源，〈從「人文主義」到「保
守主義」：《學衡》吳宓譯文研究〉，《從「人文主義」到「保守
主義」：《學衡》中的白璧德》（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
店，2009），頁218-276。
11 因為這樣的根本問題，其他的學者更願意用其它的分析概念，例如
新傳統主義，來談《學衡》的特色，見Benjamin Schwartz, “Themes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May Fourth and after,” In John Fairbank,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406-450.
12 見 Zhu Shoutong, “Chinese Reactions to Babbitt: Admiration,
Encumbrance, Vilification,” Humanitas 17.1-2（2004）, 2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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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在於馬修．安諾德（1822-1888）的文化概念，如何啟發了吳

會政治變化中吸納了新的歷史經驗，對伯克的保守主義在思想內容

宓、梅光迪的導師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安諾德是保守主義奠基者

上有所揚棄。精確的說，新人文主義所上承的是這種19世紀中葉、

艾德蒙．伯克（1726-1797）在維多利亞時期最重要的服膺者與詮釋

安諾德式的保守主義，其最重要的特色之一是它所反思的焦點已從

者，在19世紀中葉的英國，安諾德獨樹一幟的提出以個人修為為基

以法國大革命為代表的政治變革，轉變為工業社會的興起對於知識

礎的「文化」作為社會改革的前提，引起了許多爭議。進入20世紀

結構與文化價值的衝擊；它所使用的概念，例如「文化」、「批判」、

以後，他更成了左派學者眼中西方舊式精英主義的代言人13。在關

「民主」，是19世紀工業革命後才被建構出來的新的概念。從安諾

於保守主義的討論裡，他是一個不陌生的名字14。同樣的，白璧德

德、白璧德到學衡派之間一脈相承的，是在方法上高度自覺地使用

也是一個伯克的追隨者，他的新人文主義堅持個人必須藉著傳統的

新概念來進行社會批判。這種自覺，是18世紀末葉的保守主義思想

規範去實踐人性中的「更高意志」（higher will），不論是在他同時

者無法想像的。在這個意義下，他們的思想淵源，雖然可以上溯到

代人眼中，還是在學術研究者的筆下15，都與保守主義有千絲萬縷

18、19世紀之交出現的保守主義學說，但是卻不是以伯克為典型的

的關係。在這個脈絡下，《學衡》藉著提倡「新人文主義」，的確

保守主義最忠實的繼承者。

如樂黛雲所見，扮演了現代西方保守主義傳入中國的媒介。但是，

在這樣的脈絡下，本文希望重新探討新人文主義與學衡派的保

安諾德的文化概念有特定的歷史性與針對性，它從英國19世紀的社

守主義之間的關係。 就如同「文化」在19世紀的英國一樣，白璧德
的「新人文主義」，也應當被視為一種新建構的理念。它的功能，

13 參見Edward W.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Vintage

並不在於倡議恢復古典的或文藝復興時期的道德典型，而更在於建

Books, 1994）, xiii, 130-131, 316; Daniel Martin Varisco, “Reading
Against Culture in Edward Said’s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Culture,
Theory and Critique 45:2 （2004）, 93-112, esp. 103.
14 Jerry Z. Muller於1997年所編輯的選集，就收有安諾德作品的片段來
呈現保守主義者對於「權威」（authority）的反思。見Jerry Z. Muller,
ed., Conservatism: An Anthology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from
David Hume to The Pres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167-186。
15 參見Russell Kirk, The Conservative Mind （Chicago: Regnery Books,
1986）, 419-432； J. David Hoeveler, “Babbitt and Contemporary
Conservative Thought In America,” Modern Age 28.2（1984）, 181-192;
Stephen C. Brennan and Stephen R. Yarbrough, Irving Babbitt（Boston,
MA: Twayne Publishers, 1987）, 100; J. David Hoeveler, “American
Burke: Irving Babbitt Formulated Conservatism for a World in Whirl,”
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 10（2011）, 7-12.

立關照、分析現代文化、社會的立足點。具體的說，它代表的是在
工業化與世俗化的衝擊下，重新尋求道德基準的企圖與理想。白璧
德的「新人文主義」因此跟安諾德的「文化」一樣，有著「抽象」
與「絕對」的雙重特質。學衡派的成員雖然在遇到白璧德之前，已
經有了反對激進變革的傾向16，但是，他們在五四運動之後的文化
論戰中所持的論述模式，必須要從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對他們的影
響來理解。

16 李歡，走向白璧德：學衡派之「前史」——以梅光迪、胡先驌為例〉，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6年第1期，頁2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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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人文主義〉一文18 。這篇文章是由白璧德自己所寫，原題為〈何

一

謂人文主義？ 〉（What is Humanism？），收錄在他於1908年出版
的《文學與美國大學教育：維護人文學科的文集》中。在白璧德的
在學衡派的論述中，「人文主義」是與「人道主義」相對照的

寫作生涯裡，它是白氏第一次正面地嘗試用自己的語言去定義人文

概念，而兩者都是中西「跨語際實踐」17 中的一個部分。後者在19

主義 。跟日後的類似作品相比19，白璧德在〈何謂人文主義？ 〉中

世紀末葉的日文及中文歷史論著裡，也曾被用來翻譯文藝復興史上

的概念表達仍屬粗疏，缺乏細緻開展。但是也正因為如此，在這篇

的humanism，說明了它與人文主義在意義上一度的重疊性。但在共

文章裡，讀者比較能清楚地看出他概念建構的痕跡。《學衡》刊出

和革命後的中國，「人道主義」開始被大量地使用，漸漸確立了它

的中文版，由徐震堮翻譯。徐是柳詒徵所任教的東南大學國文系的

自己的語義與用法。在1911年， 一位名為華式金的作者，在《軍中

學生，大學四年級時上吳宓的「修辭原理」，為吳所賞識20。他為

白話宣講書》的第六期，首次發表了題為〈軍人宜尊重人道主義〉

《學衡》翻譯白璧德的作品，極可能由吳宓所主動委託，並在事後

的文章；同年《北洋政學旬刊》也刊載了未具名的〈佛學與人道主

加以潤飾修正21。

義的關係〉一文。次年，《人道》雜誌創刊。在此後的四十年間，

白璧德的這篇文章的主旨，在於批判近現代社會中過度氾濫的

這個名詞持續地在各種社會批判跟改革的論述出現，成為一個流行

感情主義22（sentimentalism） 。Humanitarianism 是這種情緒主義最

的概念 。在使用上，它指涉一種對於人與人之間基本平權的信念，

主要的表現方式之一。徐震堮在譯文中，直接將這一概念翻譯為「人

同時也用來涵蓋所有願意為此而無私奉獻的行為。 在行文中，它時
常與「博愛主義」甚至「社會主義」的立場相提並論。例如江亢虎
等人在給《人道》雜誌的創刊祝詞中，就已經將「人道主義」當作

18 徐震堮（譯），〈白璧德釋人文主義〉，《學衡》第34期 （1924），

頁5-24 。

「 社會主義」的同義詞 。對江來說，社會主義的真諦，不外是本於

19 〈白璧德釋人文主義〉出版後，白璧德到1930年才又提筆寫了兩篇

人道情懷，而去提倡社會的平等化。

關於人文主義的綜述性文章，見“Humanism: An Essay at Definition,”
in Norman Foerster, ed, Humanism and America（New York: Farrar and
Rhinehart, 1930）, 25-51; “What I Believe,” Forum 133（1930）, 80-87.
20 《自編年譜》，頁222、224。
21 張源，〈白璧德「人文主義」思想在中國——《學衡》雜誌徐震堮
譯文研究〉一文中對於徐的背景及譯文有詳細分析，見《現代中國》
第九輯（2007），頁185-200。
22 本文預設，學衡諸人在翻譯白璧德的著作時所選用的中文語言，不
但代表了他們對於白璧德思想的理解，也是出於一種策略性考量。
因此行文儘量引用在《學衡》刊出的原始譯文，只以標出英文原文
的方式，來釐清文字的意義。参見註94。

從目前所見的資料看來，「人道主義」一詞早期的意涵主要受
到了日本新詞彙的影響，但卻很快地被留學西方的學衡諸人用於他
們對於白璧德的譯介中。《學衡》創刊後在第三年刊印了〈白璧德

17

Lydia H.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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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主義」。 這樣的作法，可以視為一種將白璧德對於humanitarianism

之輔。此種思想行事，惟當近今人道主義盛行之世，始有之耳，

的詮釋注入中文人道主義這一原有詞彙中的企圖。根據白璧德的解

前此烏得而見之。25

釋，人道主義者將平等視為終極價值，其實是「同情」這一情感的
擴大。它代表著同情已經失去具體的社會脈絡，變為一種抽象情感，

在《學衡》第三期所刊的另一篇譯文裡，白璧德對於人道主義

人道主義者不但將個人情感投射於人類全體，並相信人類未來命運

的來由，有更進一步的分析。〈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說〉
（Humanistic

全繫於這種信念的實踐 。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he West），是白璧德在1921年9月在美東中
國學生年會上的演講，中文版由胡先驌執筆翻譯，於1922年3月刊

凡人表同情於全人類，致信於將來之進步而亟欲盡力於此事

出。文章一開端就以人道主義來標誌西方現代文化的特性。白璧德

者，但可謂為人道派，……而其所信仰者，即可謂之人道主

根據自己的研究，說明「人道主義」在現代歷史上的呈現，結合了

義。……蓋人道主義幾專重智識與同情之廣被而不問其他。23

西方在16世紀以來的兩個 「極端的擴張」的運動，

這種感情主義式的同情，在白璧德的詮釋裡，是一種本末倒置

一方則注重功利，以培根為其先覺，其信徒之主旨，在注重組

的道德行為。它本身也預設、強化了施予與接受兩方的不平等地位。

織與效率，而崇信機械之功用；一方則注重感情之擴張，對人

而在現實裡，大多數的人道主義者「 但見其熙往攘來，懷抱改良世

則尚博愛，對己則尚個性之表現，此感情擴張運動之先覺，則

間一切之計劃，唯獨不謀改良其自身。」24

十八世紀之盧梭是也。26

因此是注重外在行動而

不要求內在修為的信念。另外， 也正因為人道主義者不謀求自身的
改良，他們在社會改革上的成效非常有限，說到最後，都只是「無
事忙」（busybody）。
值得注意的是，白璧德雖然將人文主義與人道主義的混淆追溯

這兩種趨勢，一為社會的，一為情感的， 結合起來成為 「人道
主義」。而其中所蘊含的進步的概念，在前現代時期，尤其是聞所
未聞。

到古典時期，但是卻十分強調從歷史的大趨勢而言，人道主義到了
人類文明進入現代時期，才成為教育、文學、哲學思想的主流。

綜此兩者而觀之，人類全體須日進於管理自然界，而增加利用
與安適。同時以友愛之精神，為擴張感情之方法，以日進於親

對尊仁愛與同情為至高具足之原理，而不必更以規訓與紀律為
25 〈白璧德釋人文主義〉，頁13。
23 〈白璧德釋人文主義〉，頁11。
24 〈白璧德釋人文主義〉，頁12。

26 胡先驌（譯），〈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說〉，《學衡》第3期（1922），

頁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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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而「人道主義」與「人文主義」是其中重要的核心概念。
如同「人道主義」，「人文主義」也是中文與英文同步創發的

對於進步的崇信，是西方近代的擴張運動的根本。

概念。在中文世界裡，《學衡》出版之前，「人文」這個詞，已經
廣為流傳。 1911年，胡文藻所著的《人文地理學教材》在《蒙學報》

蓋進步主義，實吾西方主擴張者之一種宗教也。十九世紀之人，

發表連載。在此後的二三十年間，人文一詞，主要以兩種用法出現

每以為科學發明且同情心擴張，人類將日進於丁尼孫所言之聖

於報刊，其一是地理學中的兩大分支中的一支，「人文地理」與「自

神光明之域，然實則向大戰場而行。28

然地理」相對稱，指地理上人為，非天然的現象；其二，是以通俗
文言文的形式，使用在像「人文薈萃」這樣的成語中。這兩種用法

一次世界大戰，在白璧德看來，就是以人道主義為標誌的擴張
運動，走到了極端所帶來的結果。

裡，前者明顯是新創的名詞，但是它直接呼應這個詞在文言文中的
使用方法。「文」最原始的意義，是「紋」；《說文解字》用「錯

因為「人道主義」是在現代世界才成為時代特徵，做為一個概

畫」來解釋它，以現在的白話來說，就是「錯綜的紋理形象」。「人

念，它是現代語境下的產物。 在〈白璧德釋人文主義〉一文裡，白

文地理學」作為human geography的中文翻譯，沿用了當時的日文語

璧 德 開 宗 明 義 地 指 出 ， 在 西 方 思 想 史 上 ， humanism 與

彙；而日本的翻譯，基本上出自東亞舊有的語意系統。在漢字文化

humanitarianism一直是夾纏不清、共同存在。兩者的語源，都上溯

圈裡，「人文」與「天文」互相對照，有長久的傳統，前者指人事，

到遠在西元2世紀， 拉丁文中的humanitas一詞。對於如何理解這一

後者指自然界中日月星辰的運行。兩者形成一個對照關係。所以《易

概念，卻一直有兩種對立的說法。大多數人將它解釋為「汎愛，即

經賁卦》中才會有「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希臘人所謂博愛」 （“promiscuous benevolence, what the Greeks call

的句子。以「人文」與來翻譯human，並與「自然」對照，可以看

philanthropy”）。但是另一些人仍堅持它更基本的意思，即「一種曾

作這一習慣的延伸。這一翻譯方式大約在1910年代的末期固定下

受訓練而能選擇之同情」（“a disciplined and selective sympathy”）。

來。歐洲文藝復興史上的「人文主義」，在早期的中文翻譯中，曾

白璧德的文章清楚承認，他將同一字元的兩層意義，分別用兩個不

以「人本主義」或「人道派」29 的稱謂出現，在蔣百里於1920年寫

同的現代名詞來指涉，完全是為了解釋說明現代世界的精神危機。

就的《歐洲文藝復興史》中，蛻變為「人文派」30， 可說是這一標

在此意義下，白璧德與他在中國的追隨者，非常自覺於他們在進行

準化過程的見證。同時，在標準化的過程裡，human在西文中的語

的工作。在英文與中文世界，他們同步建構了一套對於現代世界的
29 參見章可，《中國人文主義的概念史（1901-1932）》（上海：復
27 〈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說〉，頁12。
28 〈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說〉，頁12。

旦大學出版社，2015），頁29、65-67。
30 蔣百里，《歐洲文藝復興史》（北京：東方出版社，2007），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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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也一步步地植入於中文的「人文」一詞中，逐漸轉變了它在現代

仍然是重要的動機，但是同情「然必加之以訓練，節之以判斷」35。

漢語中的意思。例如蔣百里的翻譯，以「人文」指涉文藝復興時期

白璧德認為在現代以前的中西傳統中，對於 「訓練與選擇」的

的反神權的傾向，即是在原本的、與「自然」相對照的義含之外，

強調，一直是人文工作者不言而喻的共識。即使是最重同情的耶

又植入了西方的、與「神性」相對照的新一層意義。值得注意的是，

教——基督教，對於同情的對象，也多有選擇 。

「人文」成為human的標準翻譯之前，也曾經是culture在中文及日文
裡常用的對譯詞31。這當然是因為，在西方的語意系統裡，culture

耶教徒之同情，常限於奉同一信條、受同一訓練者，同為耶教

從來就是與nature相對照的。這樣的對照結構，與漢字傳統中的「人

徒則相親愛，而遇異教之人，則深惡痛絕而謀加害。故耶教一

文」與「自然」的對照結構不謀而合。

方面極重選擇，甚且視上帝為嚴選擇而乏同情者。36

《學衡》對於白璧德「新人文主義」的譯介，是這一跨語際意
義重構的一部分。雜誌在創立之初，同仁間對於如何翻譯

同樣的現象，也出現於古典時期代，

humanism，似乎並沒有共識。梅光迪留美期間與胡適的通信中，曾
使用「人學主義」來翻譯humanism32。而吳宓則一度選用 「人本主

就大體論之，古代之人文主義實帶貴族性。區別極嚴，其同情

義」一詞 33。根據吳事後的追憶，胡先驌在1922年初，著手開始翻

心甚為狹隘。而共輕蔑一般未嘗受教之愚夫愚婦。37

譯白璧德在美東中國學生年會上的演講時，決定以「人文主義」為
譯詞。從此，《學衡》雜誌中所刊布的所有文章，都統一使用這一

白璧德對於人文主義者在歷史上所呈現的貴族性，有如是的自

詞彙34。此後的十一年間，《學衡》藉著持續介紹白璧德的思想，

覺，但他仍然大力主張、提倡人文主義。這一點，讓一些研究者認

將人文主義一詞轉化為現代中文的常規性語彙，並注入白璧德式的

為，白璧德以至於他的追隨者，所嚮往的是一種菁英主義式的文化

語意。

理想38。其實白璧德對於在歷史上與人文主義相表裡的貴族性，並

白璧德的定義下，「人文主義者，與人道派適相反，視其一身

不是沒有批評。他明確指出， 在文藝復興時期，甚至在20世紀英國

德業之完善，較之改進全人類為尤急。」在社會行為上，雖然同情

上流社會中，經常能看到人文主義提倡者「自立崖岸、輕蔑惡俗」

31 《中國人文主義》，頁148、156、158。

35 〈白璧德釋人文主義〉，頁11。

32 〈梅光迪信四十五通〉，收於耿雲志（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

36 〈白璧德釋人文主義〉，頁13。

信》（合肥：黃山書社，1994），第33冊，頁464、465、466。
33 吳宓，〈再論新文化運動（答邱昌渭君）〉，《留美學生季報》第
8卷第4號（1921），頁34。
34 《自編年譜》，頁233。

37 〈白璧德釋人文主義〉，頁13。
38 參見Tze-ki Hon, “A New Aristocracy of the Chinese Republic,” The

Allure of the Nation: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Debates in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Leiden: Brill, 2015）, 113-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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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oofness and distain）39 的傾向。「此種人文之觀念漸成積習，與

人文主義與人道主義的對立，並不是兩者在內容上的對立，而是合

身分特權之尊卑相附麗，而知識優越乃因其地位而自負益甚，其同

度與「過度」之間的不同。

情日趨狹隘。」40 白璧德覺得如此狹隘的同情，「誠為可悲」，但
是，兩害相權，「然使廣大其同情，而因此墮弛其人文或宗教之訓

二

練，其為可悲，則更甚焉。」41
在「如何定義人文主義」這一問題上，白璧德並不認為人文主

白璧德思想的形成，深受到安諾德的影響，早已是研究者之間

義就只談訓練、紀律、與選擇，只是「自立崖岸」地專注於自身的

的共識45。艾略特在1930年的一篇關於安諾德的短文中就曾說過，

修養。它主要的精神，是在同情與訓練兩者之間，有所平衡。

「他是……我們現今所說的人文主義的先導。」46 艾氏是白璧德在
20世紀最有名的學生，受到過後者的深刻啟發。他的這句話，簡單

真正奉行人文主義者，於同情與選擇二者必持其平。42
徵之歷史，人文主義者常徘徊於同情與訓練選擇兩極端之間，
而其合於人文與否，應視其能否執兩極端之中而得其當。43

說明了安諾德對於了解白璧德思想的重要性。
在安諾德的思想中，「擴張」與「專注」是一組歷史發展中交
互出現的特質，彼此互為反動。在於1859年寫就的〈英格蘭與義大
利問題〉中，他首次用「專注時代」（epoch of concentration）來描

白璧德提出希臘人的「合度之律」（law of measure），做為人

述19世紀中葉之前的英國，其最大特色是貴族階段在現實中對於現

文主義實踐上的金科玉律。在「同情」與「選擇」中間，兩者兼具，

有秩序的守護。對安諾德來說，這個時代已經清楚地成為過去，貴

有所平衡，才是真正的人文主義。

族階級在面對工業化之後的新興社會型態，並沒有具前瞻性的領導
能力，因為他們的個性上太安於現狀。在 1864年的演講〈批評在當

有同情而不加以選擇，其弊失之爛；缺乏同情之選擇，勢必使

代的功能〉裡，安諾德再次以「擴張時代」（epoch of expansion）

人流於傲矣。44

與「專注時代」的交互出現，來描述英國歷史的變化。他認為，在
法國大革命之後，英國在伯克式的保守主義的影響下，進入了「專

39 〈白璧德釋人文主義〉，頁15。

45 參見Thomas R. Nevin, Irving Babbitt: An Intellectual Study（Chapel

40 〈白璧德釋人文主義〉，頁14。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4）, 81-82；周淑媚，〈論
學衡派的思想資源——阿諾德的文化論與白璧德的人文主義 〉
，
《東
海中文學報》第21期（2009年7月），頁149-178。
46 T. S. Eliot, “Arnold and Pater,” in Selected Essays（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51）, 434.

41 〈白璧德釋人文主義〉，頁14。
42 〈白璧德釋人文主義〉，頁12。
43 〈白璧德釋人文主義〉，頁19。
44 〈白璧德釋人文主義〉，頁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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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時代」。其特徵是對於固有習慣的維護，和對於抽象觀念的小心

為過去，而他自己所見證的是另一個新的時代的到來50。雖然他對

抵制。但是，專注時代無可避免地造成精神的枯萎與壓抑，19世紀

伯克有至高的崇敬，但在具體主張上，他無可避免地偏離了伯克的

中葉的英國所目睹的正是繼之而起的反動；擴張時代的到來，意味

立場。例如，他無法如伯克般相信舊有的貴族階級有能力繼續治理

著人們從之前的限制與拘束中解放出來，重新開始了智識上的好

國家，沒有了貴族階級，英國在政治制度上需要徹底更新國家與人

奇；在物質上，長期的穩定發展帶來進步與安適，也刺激了人們對

民的關係，在作法上應該要向歐陸，尤其是法國，借鏡學習，更重

於新事物的接受47。

要的，他相信無產階級已一步一步地成為政治中的多數，民主是注

安諾德在這兩篇文章裡對於貴族階級的公開抨擊，可以視為他
與伯克式的保守主義的決裂。在〈批評〉一文裡，他將英國之所以
能在法國大革命過後的歐洲，獨樹一幟地成為專注時代的重鎮，完
全歸功於伯克的卓見。

定是人類的未來51。在宗教上，安諾德在19世紀世俗主義的影響下，
也不再如伯克般地確信社會政治結構是由上帝所一手安排的52。
安諾德對於貴族的抨擊，還有他對於擴張時代的肯定，也許讓
他的讀者以為他是時代進步的歌頌者。但他在1860年代中葉之後所
作的一系列文章裡，卻對進入擴張時代後所造就的「現代」（the

法國大革命……創造出與它自身相反的、所謂的「專注時代」。

modern epochs）有極為嚴厲的批評。這一系列文章，後來結集成為

那專注時代最偉大的力量來自英國，那專注時代最偉大的聲音
是伯克。48

50 “Function,” 36.
51 這基本上是安諾德〈民主〉（“democracy”） 一文的主旨。本文的

對安諾德來說，伯克之所以偉大，在於他「在政治中注入了思
想」，在理論上開展了固有制度與習慣所蘊含的歷史價值49。但是，
與伯克屬於同一階級的其他貴族子弟，並沒有伯克式的反思能力，
他們對於既有習俗的固守、對於新事物的漠不關心，造成了社會的
停滯不前。安諾德無疑地認為伯克的思想所代表的專注時代已經成

47 Mathew Arnold,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at the Present Time,” in

Stefan Collini, ed., Arnold: Culture and Anarchy and Other Writ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36.
48 “Function,” 33.
49 “Function,” 34.

初稿為安諾德訪問歐陸國家後的匯報，於1861年完成，以 《對於法
國、荷蘭、與瑞士法語行政區的大眾教育系統的報告書》為題行世。
後 經作 者刪 改後收 於1879 的文 集中。 今所 參考的 版本 見 Stefan
Collini編，Arnold: Culture and Anarchy and Other Writings, 1-25。與
伯克不同，安諾德對於法國的國家教育系統與民主實踐，有很高的
評價，見頁6-8。
52 伯 克 的 宗 教 觀 與 他 政 治 思 想 的 關 係 ， 見 Russell Kirk, The
Conservative Mind: From Burke to Eliot（Chicago: Regnery Books,
1953）, 23-28; Ian Harris, “Burke and Religion,” in David Dwan, and
Christopher J. Insole, 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dmund
Burk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92-103；
Frederick Dreyer, “Burke’s Religion,” Studies in Burke and His Time
17.3（1976）, 199-212. 關於安諾德對於宗教的態度，見J. Hillis Miller,
The Disappearance of God: Five Nineteenth-Century Writers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1963）, 212-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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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知名的著作──《文化與亂世》。在安諾德眼中，擴張時代所

產階級之所以具有這些特質，有多方因素。宗教上，大部分的中產

帶來歷史變化中包含著契機，但也有危機。對英國來說，時代的轉

階級為新教徒，而新教中最為極端、也最具代表性的是 「不妥協分

變是福是禍，端看它如何面對新的挑戰。而面對挑戰的起點是，對

子」（nonconformist）。「不妥協分子」有時也被稱為「異議分子」

於現狀必須有具批評性的視角。在他的分析裡，擴張時代除了是對

（dissenters），主要指涉那些不屬於英國國教的少數派教會。雖然

於專注時代的反動，並帶有對於新思想的無限好奇，它的特徵更在

在19世紀中葉，對於「異議分子」的歧視與壓迫大部分已經為法律

於「民主」──新的社會階級的崛起──將擴大思想的傳播與意義。

所禁止，但是與主流宗教體制長期的抗爭使「異議分子」習慣性地

雖然安諾德在20世紀後期與21世紀的知識記憶裡，經常被引為維多

堅持他們的宗派主義57，一意固守於自己所屬團體的成規與教義，

利亞時期「上流文化」的代言人。但是在實際著作裡，他基本上視

不願意妥協58。另外，由於新教教義對於個人良知的極端強調，他

工人階級的興起為擴張時代裡最重要且必然的歷史發展。某種程度

們拒絕將公領域視為凝結、實踐集體道德認知的空間。在公共事務

上，《文化於亂世》是針對如何教育、養成此新興階級的政治參與

上，他們務實而精於算計，一心維護現有體制，尤其是高度的地方

能力而作的53。在安諾德眼中，英國工人階級無疑地已經展現了對

分權59。經濟上，英國中產階級支持自由貿易、無限制的競爭、工

於民主程序的興趣與好奇，形成一股新的社會力量54。這股「新的、

業上的鉅額利益60。他們自滿自誇於英國在19世紀中葉所展示於全

更為民主的勢力」具高度的可塑性，它的出現，挑戰了中產階級與

球之前的傲人的經濟力與物質力，不時將它引為自由主義效益的證

貴族階級的主流意識形態，但是，它本身的性質卻還「無法被正確

明61。

地判斷」因為它「還沒有發展出屬於他自身的傾向 」55。

意識到工人階級將在社會政治生活裡扮演決定性的角色，許多

若不加引導，工人階級的天真，只會導致它在形成的過程中被

政治領導者已經開始對他們示好，向他們灌輸中產階級的價值，同

其他力量收編 56 。這是安諾德在所謂的擴張時代裡看到的最大危

時利用他們的力量來對政府施加壓力 62 。在所有的中產階級價值

機；也是為什麼他在《文化與亂世》中用極大篇幅去揭發中產階級

中，最為安氏所批評的是「各從所好」（do as one likes）的態度。

的偏狭。安諾德稱英國的中產階級為「非利士人」（Philistines），

安諾德認為中產階級對於個人自由的崇尚已經成了一種僵化教條。

意即庸俗之人。他們眼光短淺、耽溺現狀、缺乏道德想象。英國中

他們不再追問：自由的目的何在？而只是盲目相信，「對一個人來

53 參見Mathew Arnold, “Culture and Anarchy,” in Stefan Collini, ed.,

57 “Culture and Anarchy,” 94.

Arnold: Culture and Anarchy and Other Writings, 97.
54 Mathew Arnold, “Democracy,” in Stefan Collini, ed., Arnold: Culture
and Anarchy and Other Writings, 10.
55 “Culture and Anarchy,” 74.
56 “Culture and Anarchy,” 75-76.

58 “Culture and Anarchy,” 70.
59 “Culture and Anarchy,” 93.
60 “Culture and Anarchy,” 73.
61 “Culture and Anarchy,” 65.
62 “Culture and Anarchy,” 75, 79,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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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最快樂與最重要的事，是能夠做自己想做的事。」雖然許多評

外在條件的組合66。在19世紀中葉的英國，由於人們對於物質、機

論人都認為安諾德所謂的「亂世」指的是工人階級的興起，但是細

械的沈迷，對於個人主義的深信，還有偏執的性格，「文化」成為

心的讀者會發現，安氏所預警的是：

一種異常稀有的品質67。安諾德仍然相信，

封建主義──它關於從屬（subordination）的觀點及習慣數世紀

在各個階級中都有異類分子（aliens），……──打動這些人最

來都默默地支撐著英國憲法──一旦逝去之後，我們只剩下制

主要的不是階級精神，而是更全面的人的精神，也就是，對於

衡的系統（system of checks），還有我們對於「各從所好」乃

人的完美的嚮往。他們的數目可以被縮小減少，也可以被增加。

英國人最重要的權利與快樂的信念 。我們正處於漂向亂世

68

（anarchy）的危機中。63
明顯地，安諾德所謂的「各個階級」也包括了工人69。這些在
也就是說，亂世的真正源頭，是中產階級所堅持的個人主義式

各階級中的少數分子，對於「最好的自己」（the best self）的追求，

的自由主義。而這樣的自由主義價值，正快速在工人階級中擴散64。

也就是對於完美的追求，是否能夠超克「日常的自己」（the ordinary

即將瀕臨亂世，英國必須思考如何振興「文化」。因為只有文

self）， 在很大程度上端視在現實生活裡能否遇到會幫助它、引導

化能讓個人走出日常生活中狹隘的存在，走出階級的限制。安諾德

它的外在力量。而這種對於完美的企求，也會非常自然地推動這些

所說的文化並不指涉過去已形成的行為模式與價值，也並不專指上

異類分子去追隨外在的、能引領自己的力量70。安諾德因此主張，

層社會的文藝活動。他給予文化的簡單定義是：對於「完美」的嚮

英國社會若要走出向「亂世」滑落的危機，需要讓國家變為具權威

往，是完美的充分表現（the love of perfection；a study of perfection），
而其背後的動力是對於善所發出的道德的與社會的熱情65。「文化」

66 “Culture and Anarchy,” 62.

所追求的完美具有如下的特質：（1）和諧的：它和緩而非加劇社會

67 “Culture and Anarchy,” 63.

衝突；（2）全面的：它呈現於社會整體而非個人或少數人身上；（3）

69 根據W. F. Connell的詮釋，安諾德此處所說的「異類分子」也就是

動態的：它不斷地處於形成的過程中，不停留在任何可能被擁有的
物質或表徵上；（4）內在的：它是心靈或精神上的狀態，而非具體

63 “Culture and Anarchy,” 83.
64 “Culture and Anarchy,” 88.
65 “Culture and Anarchy,” 59.

68 “Culture and Anarchy,” 110.

他在他處所說的「少數分子」（remnant）。而白璧德在不同的著作
裡，也反覆地用「高貴的少數分子」（saving remnant）來形容他所
期待的領袖特質。在這樣的脈絡裡，菁英是有使命感的人，但不一
定是高貴出身的人，他們也能從工人階級中產生。這是討論新人文
主義的菁英主義時，經常被忽略的一點。見W. F. Connell, The
Educational Thought and Influence of Matthew Arnold （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0）, 167-168.
70 “Culture and Anarchy,”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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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文化力量，去提升、培養每一個個人對於「最好的自己」的企

但他的批判包含了後者所不曾觸及的面向。例如白璧德並不強調階

求。只有在這樣的企求中，「我們是合為一體的、是中立的、彼此

級性，也不認為中產階級對於群體生活的無感無視是重要議題，但

和諧的」，它是超克「單獨的、個體的、敵對的」日常的自我的唯

是卻把無節制的同情、對於平等的偏執，視為現代社會裡人們缺乏

一方法71，也是避免陷入亂世的唯一途徑。

道德規範與紀律的表現。另外，白璧德積極地尋求與非西方文化傳
統有所對話，例如印度的佛教、中國的儒家與道教，因此比安諾德

三

「更為博大，……更具世界性」72。
即使有著這些思想成分上的偏離，白璧德在理論建構的意圖與
安諾德對於白璧德的影響，可以分兩方面來說。第一，是思想

成分；第二，是理論企圖。

取徑上，可以說是與安諾德一脈相傳。根據雷蒙．威廉斯在《文化
與社會》一書裡所作的分析，英文裡的「文化」一詞雖早已存在，

在思想成分上，白璧德繼承了許多安諾德對於現代社會的解

但是它的現代意義，是在18世紀以後才開始在英國形成。這個概念

讀 。例如，安諾德與白璧德都強調現代是一個「擴張」的時代。從

的出現，與工業革命帶來的社會變化息息相關。從19世紀初開始，

他在20世紀初的早期作品開始，直到他的晚年，白璧德反覆使用「擴

政治家、思想家、詩人、作家，持續地尋找、建構一個讓他們能夠

張」這概念來描述現代社會的獨特傾向，而這個概念，也是安諾德

立足的分析視角，來理解正在形成的、以工業生產為前提的新興社

描述現代社會的主要詞彙之一。在擴張的時代裡，對於「機械」的

會，同時對於急速擴散的功利主義跟工業主義等思想方式，提出分

物質性崇拜，連帶地造成了將人物化的傾向。面對大眾社會的興起，

析批評。保守主義，浪漫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思想家、文學家、與

人們思考的重點不再是個人及社會整體在精神上的提升，人類群體

評論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參與了這個建構過程 。更重要的是，威

生活的動物性與機械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強調。但是，白璧德在吸收

廉斯指出是在此歷史脈絡下，「文化」的概念，具有抽象與絕對的

這些思想成分的同時，不但修改、擴充了它們的內容，也對於安諾

雙重特質 。他在《文化與社會》這本書的前言裡，清楚的說：

德的批判角度有部分揚棄。例如，雖然白璧德的歷史觀無疑受到安
諾德的啟發，但是白氏對所謂「 擴張時代」有他自己的詮釋。他不

我希望讓讀者看到作為一個抽象概念、一種絕對的文化是如何

但將人類歷史上的「擴張時代」追溯到16世紀，而且用它概括了英

出現的。（I wish to show the emergence of culture as an abstraction

國及英國以外的整個西方現代文明。在這個意義上，他繼承了安諾

and an absolute）73

德針對英國中產階級的分析，但放大了它在時間與空間上的適用
性。雖然白璧德與安諾德同樣地不滿工業社會中對於機械的崇拜，
72 王晴佳，〈白璧德與「學衡派」——一個學術文化史的比較研究〉，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7（2002），69。
71 “Culture and Anarchy,”99.

73 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London: Penguin, 196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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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現代精神的進一步實踐。
威廉斯認為這一出現的過程包含了兩種對於工業社會的反應。

文化是安諾德進行社會批評的立基點。根據安諾德自己的說

其一在於人們認知到「某些道德與知識性的活動」與新興社會的脈

法，進行批評時最基本的原則，在於「與所謂的實際觀點保持距離」

動一分為二；其二是藉著對於這些活動的強調，在實際社會判斷之

78。作為一個更高的「申訴機制」，文化代表了不具有階級性、也

上，建立更高的「申訴機制」（court of human appeal），並讓這一

超脫於既有輿論的一種視角。從這樣的視角出發，《文化與亂世》

申訴機制成為「和緩（衝突）與凝聚（社會）的另一個選項」
（ mitigating

對於當時英國社會的批評，不但全面，而且高度概念化。它在當時

and rallying alternative）。在威廉斯眼中，文化的建構是在社會輿論

備受爭議，不止因為它所批評的對象，包括了現實裡的所有的組織

之上，建立更高、更「絕對」的視角；同時，因為它自始就是刻意

與團體，同時也因為它所楬櫫的文化概念，純然是為了社會批評而

地從現實中超脫出來，它的歷史性模糊而難以捕捉，因此是「抽象」

設，幾乎不具有任何的操作性79。文化成為一種絕對的價值，用以

的74。

對照說明現實中既存觀點的有限性，它是一種抽象的思維建構，用

安諾德是威廉斯的討論裡重要的一個案例。雖然威廉斯批評了

以說明真實歷史中的錯誤與危機。在這一層次上，安諾德走的是跟

安諾德將國家視為文化中介的想法，但是他承認安諾德是終於把醞

伯克的「實際主義」完全相反的路，文化的提出代表了與伯克式的

釀了半世紀之久的社會批評傳統用一個關鍵詞清楚揭櫫出來的第一

保守主義的決裂80。

人75，《文化與亂世》因此是此傳統中最有影響力的作品76。威廉

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必須放在同樣的脈絡中來理解。它也

斯並沒有說明的是，安諾德對自己的行動具有高度自覺性。安諾德

是一個建構出來的概念工具，用以理解、分析、批判現實81。表面

在1864年的〈批評在當代的功能〉中，就明白地提出批評立場的建
構是擴張時代──也就是他自己所處的時代──所最需要的。因此

78 “Criticism,”37.

他說，在對新思想的好奇中，
「批評必須尋找發掘自己的敘事理由」
，

79 參見Sidney Coulling, Matthew Arnold and His Critics: A Study of

然後「真正具創造性活動的時機」才會到來77。也就是說，在現代

Arnold’s Controversies （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74 ） ，
181-216.
80 參見Robert J.。 Lacey, “Edmund Burke: Pragmatic Conservative,” in
Pragmatic Conservatism: Edmund Burke and His American Heir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19-61.
81 Russell Kirk 在不同的地方，都強調白璧德思想深受著古典希臘時期
的（Hellenic）「合度」思想的影響。由於古典希臘，在一般的理
解裡，是西方文明的源頭。 以柯克為代表的詮釋，藉著將新人文主
義直接上溯到古典希臘哲學思想，在有意無意間，透露著要賦予它
更高的合理性與重要性的企圖。由於這樣的企圖，柯克等學者對於
新人文主義何以為「新」，多半含糊其詞，很少著墨。

世界裡，新思想以及對於新思想的吸收，本身並不是真正的創造性
活動，「現代」的創發，必須建立在批評反思的實踐中。《文化與
亂世》代表的是安諾德對於現代性批判性的思考，而此批判本身也
74 Williams, Culture, 17.
75 Williams, Culture, 124.
76 Williams, Culture, 125.
77 “Criticism,”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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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白璧德是一個古典主義者。他將自己所心儀的「金科玉律」，

同樣的，在談文藝復興時期的發展時，白璧德雖然將它視為人

即所謂的「合度之律」，上溯至希臘，稱之為「從古傳來之標準」。

文主義思想發展的重要時期，但對於它人文學的整體表現，卻沒有

然而，白璧德的主張並不是要重新回到古典的黃金世界，他所大力

很高的評價。他認為文藝復興初期的學風「專圖博放」，過重解放，

著墨的反而是合度之律與歷史現實有多麼地扞格不入。「無論何時

「矯中古之偏頗而失其正，而趨於向反之極端」，所造成的結果是

何地，大多數人必不健全，以其偏頗也。」82 白璧德認為，這是因

「漫無標準，凌傲自足，放縱自恣，於以加甚，或竟足危及社會之

為人類有走向極端的先天傾向；「人類偏頗之失，殆屬前定。」83也

生存」87。文藝復興的後期又太偏於「嚴苛褊隘……過重一種在上

就是說，所謂的合度之律，從來都只是一個理論上的設想。

或外來之規律」；所謂的「新古學派」（Neo-classicists）「專重外

即使在人文主義所高漲的古典希臘時期，或是文藝復興時期，
人類都不曾逃脫不斷的向極端滑落的命運。「即在希臘，深明事度

表，拘索儀文」，尤有甚者，「既高傲而又膚淺，全失昔日之深意，
而成為文人雅士尊己抑人之偏見」88。

之律者，」也如安諾德筆下的「異類分子」「僅限於少數」84。古

白璧德的人文主義，就如安諾德的文化，是一個高懸於人事之

典希臘有像蘇格拉底與柏拉圖這樣的「聰明睿智」的思想家，且「希

上的抽象概念。由於人類有走向極端的「天定之缺憾」，古代的哲

臘人不特明著合度之律，且審知違犯此律而悍然行理過度者，災將

人才提出合度之律來與現實對照，它在歷史上從來就只是以理論的

及之」，「可謂最合於人文國家矣」85， 但卻不能不因 「太過之弊」

形式存在，沒有完整實現的先例。因此當白璧德引用了安諾德的詩

而走向衰亡。白璧德簡要地說，

句，「觀察人生，審之諦而見其全」（see life steadily and see it whole）
來說明「執兩極端之中而得其當」的理想時，他也很清楚地說：

希臘人因理智上懷疑之發達，而失其從古相傳之標準。又因其
不能建立一種新標準，使生活有條貫，而個人有規矩可遵循。

雖然懸此格，從未有能及之者⋯⋯其鵠的不啻在無窮之遠也。89

於是人心浮動，危險異常。86
雖然人文主義者對於平衡中和的追求，在現實中從來不曾完全
蘇格拉底最終被雅典的公民法庭判處死刑，就證明了希臘文明當時

落實，但合度之律的重要性，不因而稍減，「其事極難，恐係難之

所處的危機。

尤難者，然其重要固自在。」90 這個重要性可以從兩方面來說。第
一，正因為合度之律的落實難之尤難，它代表了人類自我提升的最

82 〈白璧德釋人文主義〉，頁20。
83 〈白璧德釋人文主義〉，頁20。

87 〈白璧德釋人文主義〉，頁15。

84 〈白璧德釋人文主義〉，頁20。

88 〈白璧德釋人文主義〉，頁18。

85 〈白璧德釋人文主義〉，頁20。

89 〈白璧德釋人文主義〉，頁20。

86 〈白璧德釋人文主義〉，頁21。

90 〈白璧德釋人文主義〉，頁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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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理想，而此自我提升的想望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核心：「出其能力

籠罩時代的「實際的觀點」，並對之提出批判。如同安諾德的文化，

以聯合各種相反之德行，而人之所以為人者見，而人之所以靈於萬

白璧德的人文主義也是一個既絕對又抽象的概念工具；它的提出，

物亦以此矣。」91

使得批評成為可能，但卻不一定具有作為操作楷模的精確性。

第二，合度之律也是理解評估現實的一個視角。在討論人類文
明的興衰時，他特別著重的觀念，是柏拉圖所提出的「一」與「多」，

四

也就是「一致」與「異致」的兩極性 。白璧德認為，從一與多之間
的緊張與洽和，可以看到「國家之⋯⋯陷於危亡」的原因。古印度

透過《學衡》，白璧德思想中的主要概念──人道主義與人文

的滅亡，亡於對於「一」的一意追求，以至於忽略了多元性；而在

主義──被介紹到中文世界。但是這兩個概念在現代中國歷史上卻

希臘，由於 「一貫之理」（restraining sense of unity）的滅寂，造成

有截然不同的命運。白璧德和學衡諸人對於人道主義的批評，在中

了「輕浮柔靡」（pernicious pliancy）的惡果。同樣的，白璧德認為

國知識界並沒有引起很大的迴響和關注，譯介後並沒有促成相關的

歐洲中世紀偏於宗教思想， 代表了向神聖的「一」靠近的努力。而

討論與批評。一直到1949年，人道主義在一般報刊中的使用率，非

現代自然主義，則是走向「多」的一端。

但沒有下降的趨勢，反而越來越風行；使用時的意涵，也大致追隨
著民國初年就出現的用例，沒有太大的轉變 。《學衡》的論述對於

彼宗教家所任其頹廢之重要機能，自然主義派起而培植之。然

這個詞彙在中文裡的意義幾乎是毫無影響。而人文主義的現代命

其他機能，則亦久棄不用而使日即萎弱，已屬於玄想生活者為

運，卻大相逕庭。根據章可的研究，從1920年代開始直到今天，隨

尤甚。人類操縱物質，所得甚多，然一方則沈溺於「多」之中，

著「儒學詮釋的現代轉化」大幅度的展開，人文主義在中文世界已

而約束威服其卑下心性之「一」遂失矣。92

成為討論儒家思想內涵時的最主要的詞彙之一93。追本溯源，章可
認為學衡諸人是最先開創以人文主義來轉化儒學論述的群體；梅光

白璧德在此處借用了古典的「一」與「多」的對照觀念，來解

迪、吳宓、胡先驌，乃至不曾親炙於白璧德的柳詒徵，在寫作中，

釋他對於現代世界的針砭。將人化約為自然的一部份，而忽視它向

都以不同的方式將儒家思想元素與人文主義相互比附，合度之律與

上的精神性，一直是白璧德對於16世紀以來自然主義的批評。對他

中庸之道尤其是其中的重點。透過這樣的比附，學衡諸人利用白璧

來說，到了20世紀，此一趨向已經走到極端，成為時代的偏執。只

德式的人文主義，賦予儒家現代意義，同時，人文主義這一概念也

有藉著與「合度之律」這一絕對真理的對照，個人才可能超越這一

91 〈白璧德釋人文主義〉，頁19。
92 〈白璧德釋人文主義〉，頁23。

93 章可，〈「儒學人文主義」概念源流論〉，《中國學》第四輯 （上

海：人民出版社，2014），頁252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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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面對歷史變化時的審慎態度96。在現代的脈絡裡，這樣

就思想內容而言，學衡派的確繼承了西方保守主義思想中的某

的審慎態度主要基於對「抽象理論」的質疑 。大多數的保守主義者

些成分。從伯克對於法國大革命的批評、反思開始，現代保守主義

認為啟蒙運動之後當道的理性主義，過度高估了個人的智識能力，

的論述一直是雙軌的 。一方面，它的具體主張因應著當下情境的特

而忽視社會習俗、成規中所蘊涵的智慧；用形而上的抽象論述作為

殊性而改變，因時因地地捍衛既有秩序；另一方面，這些具體主張

理解、評估現存秩序的唯一標準，無可避免地忽視了歷史中非個人

往往是從一些更高的思維原則所導出，保守主義因此可以被視為對

理性所能設想的發展步驟、低估人類總體經驗的豐富性與細緻性97。

於這些思維原則的服膺。例如，伯克在面對法國大革命時的具體主

在學衡諸人的著作裡相當清楚地表達出對歷史變革的審慎態

張是要維護中世紀以降的社會階層系統；這樣的主張的背後，有著

度。在吳宓的〈論新文化運動〉裡，以及梅光迪、胡先驌對於文學

對於理性知識的有限性、以及社會演化的複雜性等等的反省與思

革命的批評意見裡，讀者都能看到他們在論證層次上緊緊地追隨著

考。在伯克之後保守主義者可能因為時代的改變而不再相信封建階

西方保守主義的雙軌模式，在具體主張之外，反覆強調歷史延續性

層的合理性，但是卻能夠繼續按照他所根據的思維原則，來決定面

在國家社會族群的正常運作中的重要性。但是，正如本文所試圖論

對特定情境時自身的立場。正因為如此，許多學者都指出，作為一

證的，學衡諸人通過白璧德、安諾德所接受的，是在保守主義的傳

種意識形態的保守主義跟其他的主義之間有很大的不同。自由主

統之中特殊的一個支流。安諾德所念茲在茲的文化是在實現現代價

義、社會主義、或法西斯主義等都有特定的主張與綱領，也就是它

值、而非捍衛既有秩序的名義下提出的。它明明白白是一個建構出

們各自的理想價值與行動指標。與這些主義相對照，保守主義的統

來的概念，有著抽象而絕對的特質；作為一個社會批判的視角，它

一性並不來自任何具體主張，而只是一組思維原則95。這些原則裡

企圖超越所有以維護當下秩序為出發的觀點，屬於「真正具創造性
的活動」。由於這些特質，在安諾德之後，以文化為出發的保守主

94 章可認為這種比附的源頭是翻譯時的「偶然性」；儒家的概念、詞

彙是在無意識情況下成了人文主義中主要元素的對等物。其實學衡
諸人在翻譯時對語彙本身的選擇具有高度策略性的。白璧德素來相
信，儒家思想與西方人文主義有一定程度的對等關係，這個信念在
〈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說〉中有非常清晰的呈現。吳宓等人也在極
大程度上認同此一信念。用儒家語彙來翻譯白璧德的著作，不但是
此一信念下的理所當然的作法，同時也是宣導、推廣此一信念的策
略性做法。
95 Samuel Huntington, “Conservatism as an Ideolog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1（1957）, 454-473; Jerry Z. Muller, “Introduction:
What is Conservativ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in Muller,
Conservatism, 3-31.

義者，例如白璧德以及學衡諸人，即使不再如安諾德般，對於現代

96 Michael Oakeshott, “On Being Conservative”（1956）, in Michael

Oakeshott, Rationalism i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91 ） , 407-437; Karl Mannheim, “Conservative
Thought,” in Kurt H. Wolff, comp., From Karl Mannhei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132-222, esp. 132-137.
97 Oakeshott, “On Being Conservative”; David Stove, Stove, D.（2003）,
“Why you Should be Conservative,” in A. Irvine （ ed. ） , On
Enlightenment （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3 ） : 171-178;
Muller, “Introduction,” 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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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與社會批評的關係，有清楚的論述，但是也都繼承了他的徑路。
他們的保守主義一方面強調歷史延續性，另一方面致力於建構新的
概念工具與論述模式。在此意義下，《學衡》的出現雖如樂黛雲所
聲稱，是中國與西方保守主義思潮的接軌，但是它所具體引進的，
其實是保守主義傳統內相當特定的一個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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