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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卫礼贤作为汉学家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放弃了以西方范畴来框囿对象的传统

做法，而力求以中国对象允许的体裁，中国潜意识允许的意识方式来进行表现，故而超越

了福兰阁、伯希和和理雅各等“研究者”，成为一个伟大的文化“体验者”。这一姿态背后

是西方的神学传统和德国浪漫派的包容理想，但他的例子也说明，宇宙主义并非单纯的东

方现象，而是带有普遍性的交流模式。卫氏的现代性则在于对变化的承认和委身，新的世

界秩序和整体框架应是变化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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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对孔子的认识为例，启蒙世纪的西方人把

孔子看作普世性的理性主义者和道德家，因为毫

无具体时空品性，故可以轻易地融入西方系统。

贾柏莲的《孔子及其学说》虽承认孔子的杰出性，

却没有给出孔子的人格和其效果之间确实的心理

联系，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的具体历史语境还

有待后来学者去发掘。福兰阁的《中国通史》在

这方面做出了决定性贡献，将生成中国智慧的历

史境况呈现出来，但呈现框架却是一个西方的既

成结构即普鲁士式政治观（他之所以轻视孔子，

就因为孔子的思想不符合这种观念）。中国文化中

那些微妙的、无意识的东西无法干扰福兰阁，他

的工作基于一个固定的理论框架，不容许任何自

相矛盾之处。卫礼贤却不但要呈现中国英雄和中

国环境、文化创造者和民族无意识长流间的关系，

还力求以符合中国对象的特殊表现方式，以中国

潜意识允许的意识方式来进行表现。这种潜意识

就是实在生活超越主观意志的部分，其中充满变

化和不确定性。相应地，孔子的作用不乏神话和

神秘色彩，而这又是生活和宇宙本身的神秘在一

个伟大人格身上的体现，故不是单凭实证主义的

解剖刀可以揭示的。无论这种想法带有多少“神

秘主义”色彩，却无疑是认识逻辑上的演进。卫

礼贤且挪用中国方式来对西方和人类的问题发言。

在收入《人与存在》论文集的最后几篇论文中，

“中国”曾是一个幻像。幻像的实质，是事物

各侧面无法以辩证方式获得统一，从而沦为光怪

陆离。黑格尔没有费心去统一这些侧面，而是对

它们进行总体性排斥，宣称它们根本不在主体的

意识结构之内，而属于一个自然实体——其特征

为“天人合一”所象征的对立面的直接交融。从

本性上说，汉学家都是这一排斥立场的反对者，

都想把怪物从幽暗中解放出来，可惟有在卫礼贤

这里才真正是对象的升场：对象抛弃了外加于它

的知识结构，以自己的声音表达自身的愿望。西

方语文学家如贾柏莲、高本汉等付出巨大努力，

摸清了中文的独特文法，以语法规则的形式建立

“中国”的内在关联。然而，深潜的中国传统远超

出了文字文献的字面意义，甚至超出了科学理性

的把握。在此情形下，卫礼贤引入的《易经》成

为一个更恰切的中国表达，而中国表达中又包含

了新的精神憧憬，中国梦蕴含了西方人在20世

纪初的危机和转型时代对于人类命运的新思考。

“易”和当时流行的“生活 /生命”（Leben）概念

一样，体现了包容主（西）客（东）的渴望：在

变易长流中，主客、东西会随时换位。“易”又代

表了新的世界结构，一方面，世界需要成为自我

分化、自行演化的世界系统，而非由主体设置的

对立物；另一方面，世界充满了不确定的千变万

化，能被科学确切掌握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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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由《易经》和中国思维出发，对世界和生活、

个人和群体做出了别具一格的评论，鲁雅文认为

这是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1即是说，福兰阁乃至

伯希和、理雅各等人只是将西方范畴、工具应用

到了一个新对象上，“中国”并未在精神层面发

挥实质作用。只有在卫礼贤这里，“中国”才是一

个积极的建构因素，中国对象成为了中国理念亦

即中国梦。卫礼贤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借助中

国理念实现了西方传统的突围，在同“中国”的

主体间互戏中，将自身精神带向了一个未来方向。

按照张君劢的说法，他超越了单纯语文学家、民

族学家或历史学家这类“研究者”，而成了文化的

“体验者”和“理解者”，在此意义上，他是一个

真正的“世界公民”。2

其突围意义，就在于对变化的把握和包容。

卫礼贤和学院派汉学的区别，可归结于变和不变

两种不同精神导向，用《易经》的术语来表述，

可以说卫礼贤站在《乾》一边，追求精神变化本

身，而多数汉学家站在《坤》一边，追求固定知

识的保藏。变化是卫礼贤全部中国叙事的引导表

象，他不仅提出变化的要求，还借《易经》的象

征体系营构一个既简且易的变化框架，这使他的

中国梦有了充实内容，而超越了后来许多后现代

主义者空洞的先锋表演。现代社会的功能性分化，

冲破了主体的统一世界框架，这是现代主体危机

的根源，这一危机在卫礼贤生活的时代已充分呈

现，且在一战浩劫中有了最野蛮的表达形式。数

十年后的后现代将自身塑造为挑战现代的骑士，

摆出安于破碎的迷狂姿态，以揭示真理作为实在、

人作为全知主体的妄执，却省略了一切破碎现实

的前提，即言说“破碎”者本身作为言说与生命

主体的存在，也隐瞒了自身的目的，即试图以一

种否定方式重新获得整体。但这同时也说明，后

现代缺乏重新正面言说整体的能力。相比之下，

卫礼贤走向了一种独异的形而上学，他的中国梦

既是各种对立的经验内容，也是宇宙性的关联和

框架，以此克服了现代叙述者的绝望无力。在他

心目中，中华文化意识一直在履行着融合分歧的

框架功能，成功地包容了千差万别的地域意识和

民族感情，而西方任何意识形态神话都无法实现

这一伟大成就。

神学家是卫礼贤另一个灵魂，包容理想和西

方的神学传统是根本相通的。在卫礼贤的非现代

性选择和卫礼贤时代的反现代性思潮中，神学扮

演了重要角色，其根源如哈贝马斯所说：“宗教－

形而上学世界观的解神秘化剥夺了理性和传统的

实质内涵，也使它们失去了一切力量，从而无法

超越目的理性组织手段，无法对生活世界发挥建

构性的作用。”3在以功能分化为结构的现代社会

系统中，惟有神学还保留了一份对永恒、完整的

憧憬，也正是这份憧憬导致了包容性的“生活”

概念的流行。说到底，完全去神秘化了的理性只

能在原有领域运作，根本无法立足于两个文化系

统间的边际领域，成为新垦地的开拓者。传教士

卫礼贤能向《易经》敞开怀抱，也得益于宗教意

识中对于奇迹的尊重：“中国”理念在欧洲系统中

的发生，就等于宗教上的神迹，面对未来的本义

就是面对不可测的新事物的奇迹，面对“中国”

所象征的无限深远的宇宙背景。神学也奠定了卫

礼贤的解释学原则，他虽然否定了教会神学，他

的“理解”和“体验”概念却承接了宗教性的协

调功能，通过将理性的前理解暂时悬置，从而使

生活发挥其自我协调功能。卫礼贤的现代性则在

于对变化的承认，不但包容变化，更要以变化来

包容，正是这一点使他避免了之前天主教在中国

陷入的礼仪之争，这场争论使基督教失去了普世

意义，而堕为一种西方的国家学说，其惟一目的

不过是和中国的世俗礼教相对抗，颠覆中国作为

天下国家的地位。

说到底，这就是典型的德国浪漫派的综合理

想，其支柱一是“异域”，是希腊、意大利或干脆

是“对远方的思念”，一是宗教，作为无限憧憬和

真正自由的象征。浪漫派可谓欧洲精神最后一次

完整的综合尝试，余绪却绵绵不绝，只是表现方

1 Erwin Roussellle, Bespr.: Richard Wilhelm, Der Mensch und das Sein, in Sinica, (1932), S. 119-121.
2 Carsun Chang, Richard Wilhelm, Weltbürger, in Sinica, H. 2 (1930), S. 73.
3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3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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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各异。黑塞的《玻璃球游戏》中，主人公克乃

西特最后的纵身投湖，无非是追求完整的极端行

为。荣格的深层心理学也被称为整体心理学，因

为它体现了克服理性的片面性、和生活本身合一

的要求。汉学作为一门新的实证科学的出现，自

始就是浪漫主义精神向“外”无限扩展的产物。

卫礼贤对于实证汉学的反动，也体现了一种浪漫

精神的延续和当时西方重新燃起的综合理想对于

汉学本身的影响——20世纪初的《道德经》热集

中反映了被资本主义的技术化和原子化撕裂的个

体对于完整的渴望。可见，宇宙主义并非单纯的

东方现象，而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交流模式。16

和17世纪来华的耶稣会士之所以盛赞这个异教

国家，是因为他们在此地看到了罗马教廷长期追

求的目标的实现，即普世国家和普世教会融为一

体。这种理想的诱惑，连福兰阁这样坚定的国家

主义者也难以拒绝，他尽管强调中国步入民族国

家的必然性，却仍然对中国的伦理宇宙主义寄予

了模糊的希望，因为民族主义的毒瘤沙文主义

的危害过于明显。1而卫礼贤对于过程的“萌芽”

（Keim）——中文的“几”或“微”——的重视，

对于东方式综合方式的模拟，无非是使汉学家的

思维和其对象做到完全一致，让中国所代表的宇

宙整体性呈现在胚胎般有机地绽放的整体思维中。

中国人习惯于统观，中国人的世界图像也是

整体性的。卫礼贤和清末民初的中国思想家们都

偏爱用种子比喻世界进程。如熊十力说：“如桃树

有种子为其内在的根源。遂有生芽，生根干，生

繁枝，生众叶，以及生蕃然之群花，生累然之硕

果，成一联串的发展。是为全体。”2传统的唯心

或唯物主义，都视宇宙实体为单纯的精神性或物

质性，熊十力以桃树的种性，譬喻宇宙实体为复

杂而非单一，即一元实体之内部含藏的复杂性

（此复杂性表达为乾坤的相反相成）。这个源于佛

教的比喻屡屡为卫礼贤和熊十力所使用，又都和

《易经》阐释相盘绕，则大可以视为从《易经》

出发发展一种独特的形而上学的努力。卫礼贤使

用种子比喻的场合，更多地是为了否定传统的因

果律。和人们习惯的线性发展进程不同，种子从

根茎到枝叶到果实，仍为种子，而非有了种子就

有根茎，有了花朵就有果实，后来者必为先在者

之果。卫礼贤说，欧洲文化并非是纯物质的，其

精神特性在于严格的逻辑，欧洲精神从根本上是

由逻各斯决定，其特殊思维形式是数学。欧洲人

认识的目标是存在，即变化背后的永恒的、纯粹

的存在。这种思维的特征是对因果律的重视，由

此将多变世界织成了严整系统，也塑造了欧洲人

的心灵和心理结构，造成一种积极进取的征服态

度。但是因果性的世界图像说到底是静态模式，

是空间而非时间的，因为每一结果原则上都是可

以预测的必然性，并无变数可言。一切运动都从

理论上被拆解成了单个功能，即可以从空间上把

握的要素。3受中国梦激情的驱使，卫礼贤甚至

对他不熟悉的现代科学理论做出了夸张阐释和大

胆批判。他认为，爱因斯坦理论的最终结果就证

明了西方人对于空间性的偏爱，因为时间被视为

空间的第四维。4达尔文的进化论则证明，西方

人甚至将发展演化也理解为因果性过程。他说，

达尔文理论无非是制造了一个包括许多本性相

异、因此完全是偶然的原因的因果序列，以此来

把握有机的事件。5但他相信，因果律用在生命

进程的描述上，终究会导致蛋生鸡还是鸡生蛋的

困局。然而蛋不是鸡的因，鸡也不是蛋的因，这

类本身并不存在的问题出现在欧洲哲学中，仅证

明了欧洲精神结构的特殊性——是欧洲人从外部

把这些问题强加于事物身上。正确的态度是：“我

要理解鸡和蛋，只有当我把生命关联理解为一个

统一体，在其中整个生命体在时间中发展着。”6

如果以中国方式统观世界，则因和果都不重要

了，静态的因和果的两部分其实是同一个事件的

1 Otto Franke, Der chinesische Staatsgedanke und seine Bedeutung für die abendländi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 in Ostasiatische 
Neubildungen, S. p. 19.

2 熊十力 ,《乾坤衍》，见蔡尚思编《十家论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8页。
3 Richard Wilhelm, Der Mensch und das Sein, Jena: Eugen Diederichs, 1931, S. p. 120.
4 Richard Wilhelm, Der Mensch und das Sein, S. p. 119.
5 Richard Wilhelm, Der Mensch und das Sein, S. pp. 120-121.
6 Richard Wilhelm, Der Mensch und das Sein, S. p. 1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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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变化过程，他说：

在东方，重要的是演变和逝去，是变

易，重要的不是留驻者，而是运动的、成形

和变形中的东西。世界不应被理解为一种

空间性的东西，由原因和效果而运作，而是

时间性的，变化于时间中。认识它的最佳

途径，是把它理解为一株植物的生命动机

（Entelechie）的存在。植物是某种延展之物，

但不仅在空间中，也在时间中延展。何为苹

果树？它是果核，由果核生出萌芽；也是带

叶的小茎；也是枝干；同样也是繁茂而结实

的大树，有成百上千的苹果及其果核，果核

又落回地面，孕育新树。1

由此可以理解卫礼贤对于歌德的推崇，歌德

的名言就是“死与变”。中国既然是变易的象征，

《易经》就必然是中国思想的核心、孔老的共同理

论基础。在变易的世界框架中，中国人将生命理

解为一个双向运动，外向演化就是由萌芽发展为

植物，而内向的演化是由植物变为新的种子，一

出一入构成了生命的基本法则。

由此带来了一种新的人生态度。各人自得其

所，生与死失去了狰狞面目，因为它们被纳入了

生命的有机关联。心灵的最终态度应是顺应，而

非目的、意志，最终不是行动，而是对于世界整

体的和谐顺应。西方人执著于可见者和对立力量，

必要待事物完全呈现时才加以对付，结果无非是

两种力量的相互抵消。而《易经》思维着眼于萌

芽，着眼于无形和有形之间的转化。对付可见的

障碍，恰恰却从无形处下手。生命即循环过程，

一切已发生的，都有其萌芽。谁也无法让长成的

大树弯曲，可要是在萌芽之际加以影响，则可毫

不费力地将它弯成任何形状。所以关键是认识到

力量起始的微妙之点，预知事物的发展轨迹。

卫礼贤相信，儒道两家都深谙变易之道。故

老子会主张“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

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所设计

的引导事物发展的方式极为特别，“将欲歙之，必

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

兴之；将欲取之， 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最后一

句被卫礼贤理解为“明白那隐微之物”（Das heißt 

Klarheit über das Unsichtbare），即对于“萌芽处”

的觉察。2而孔子因此而要求顺乎天意，同时著

《春秋》以提倡障往而察来，防微杜渐，也是深谙

事物由微而显的道理。孔子对于人性的塑造方式

极为高明，并非任意而为，并非破坏人的本性，

而是加以调协和组织，以人的自然感情（家庭、

敬爱）和礼乐的艺术精神来加以调节，这是孔子

从《易经》得到的启示，即先认出变化的萌芽，

给予萌芽决定性的推动力。3一般的治理依赖于条

例的专断、暴力的强制，孔子却主张，通过将正

当的形式展示出来，就能以宇宙魔术的力量影响

人心——就像北斗安居其位，而众星拱之。

卫礼贤向欧洲人热情介绍《易经》之际，正

值一战刚结束，面对战争造成的空前破坏，欧洲

人对文明的前途极度悲观，卫礼贤却从中国思想

获得了塑造命运的独特路径：首先是要接受命运，

进而积极地引导命运。塑造命运的最终根据是时

间，因为“所有存在者都是在时间中变化着，每

个当前都有一个时间中的准备阶段，这个阶段是

我们可以提前把握的。准备着就是一切”。4命运

在时间媒介中展开，时间意味着前后相继，当然

是一种变易的原则。但每一命运尽管有时序之分，

却仍是统一整体，这一整体从简到繁，从种子展

开成参天大树。如果在枝繁叶茂之时进行干预，

效果一定不佳（最终结果无非是正向和反向作用

的抵消），但如果在发展开始时介入，则能轻易而

彻底地达到影响，或者趁其高峰期过去，则能轻

易而彻底地消灭它。故塑造命运的关键在知微，

1 Richard Wilhelm, Der Mensch und das Sein, S. p. 121.
2 Richard Wilhelm, Kungtse: Leben und Werk, Stuttgart: Frommann, 1925, S. p. 177.
3 Richard Wilhelm, Kungtse: Leben und Werk, Stuttgart: Frommann, S. pp. 104-105.
4 Richard Wilhelm, Der Mensch und das Sein, S. p. 124.

比
较
文
学
与
跨
文
化
研
究



范　劲

73

而知微的前提是深入到宇宙深处，领会命运或事

件进程的规律和“道”（Sinn）。1

既然时间可以转换一切，就能以时间为手段

实现一切改变，中国圣贤对于世界和人性所持的

特有的乐观态度，就有了合理性基础。在卫礼贤

看来，《易经》的力量就在于描述、协调人事和

时间的内在关系，《易经》也是引人进入永恒的秘

笈，不过所取路径与《圣经》不同，最终的力量

不是圣言而是时机：“时乘六龙以御天”，《睽》（对

立）和《同人》（大同）都由时间而生。《易经》

乾健坤顺的基本精神，意味着时间对于空间转

换（社会发展）的引领，这一结构在卫礼贤对于

《乾》、《坤》两卦的解释中已清楚呈现出来。在卫

礼贤的《易经》阐释中，《乾》代表时间和精神

的特性。《乾》由两个三划《乾》卦相叠而成，上

下都是天，就代表了天的运动，因为天只有一个。

一个完整的天的循环运动为一日，双重的《乾》

表示日复一日，如此就产生了时间的观念，以及

在时间中并通过时间而实现的健常的思想，因为

这是同一个天以无穷力量在永恒不懈地运动着。

在时间中的健常持久就是《乾》所代表的独特力

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格言，卫礼

贤解释说，《乾》卦通体为刚，故其属性为力量，

这种力量不为特定的空间关系所囿，故表现为运

动。运动的基础则是时间，故《乾》包含了时间

的权力和持存于时间中的权力。应用到世界进程

的理解上，这就是神性的强大创造力；应用于人

事，这就是圣哲、君王的创造性影响，他通过自

身的力量唤醒和发展人们的高尚德性。《坤》是

《乾》的对极，代表着顺承的原则。相对于创造者

的“精神的可能性”，接受者标志着“空间的现实

性”。2但《乾》、《坤》却并不构成辩证法的对立

二元，因为它们之间存在明确的等级区分（“天尊

地卑”）。虽然承受者和创造者同样重要，但是坤

的特性为顺承，它必须在乾阳的引导和激励下，

才能发生有益作用。当它越出自身的位置，要和

乾阳平起平坐时，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抵牾和战

斗，这对双方都是不利的。

20世纪20年代是西方后来的许多重要思想萌

芽的孕育时代，众多趋势在地下默默潜行、交汇，

卫礼贤无疑也体现了某种暴风雨的前兆，这种思

想的激进，从卫礼贤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汉学话语

场中的争议地位也能观察出来。要证明卫礼贤中

国梦的当下性，不妨将其和当代社会学家鲍曼的

“流动的现代性”构想相比较。中国梦的核心是以

时间为媒介的变易性，鲍曼同样将时间流动用作

当代社会的引导性隐喻。鲍曼说，当代社会的精

英并非那些拥有永久的、可见的固定财产的人，

而是“憎恨和躲避耐久物、珍爱易逝物”的人，3

这些人站在了时间一边，通过追随、融入、拥有

时间而取得了决定性优势，在时间流动中摆脱了

阶层、地域、专业、理念等固定范畴的束缚。流

体的特征是机动性和非恒定性，以及与之相联系

的“轻灵”（lightness），但最内在的特征是它和

时间的亲缘性：

固体有着清楚的空间维度，却将时间的

作用中性化，因而降低了时间的意义（它有

效地抵制了时间的流动或让其变得不重要），

而流体却不会长久保持在任何形状，随时准

备（也倾向于）改变形状；因此对流体来说

重要的是时间流动，而非它们碰巧占有的空

间：无毕竟，它们虽填充空间，但只是“眼

前一刻”。4

但当代的流动性又不同于现代性初始阶段所

追求的流动性，作为成熟的现代性——“现代化

的现代化”——的对应，现在需要的是流动性的

流动，即奠定现代性“流体化”（liquefaction）的

基础结构本身的流体化。“流动的现代性”的新阶

段意味着，需要融化的，已不再是那些在19世纪

顽固抵制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扩张的、代表前现代

1 Richard Wilhelm, Der Mensch und das Sein, S. p. 65.
2 Richard Wilhelm, I Ging: Das Buch der Wandlungen, erstes Buch und zweites Buch, Jena: Diederichs, 1924, S. p. 216. 
3 Zygmunt Bauman, Liquid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 34.
4 Zygmunt Bauman, Liquid Modernity,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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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固体”，而是当年唤醒沉睡中的非西方世

界的融冰者自身，是当年用来融化前现代固体的

精神权力，亦即西方现代性的传统概念范畴。传

统的现代性流动模式的关键在于，时间和空间成

为变和不变两种范畴。固定的西方范畴的核心其

实是传统的权力模式，概念框架的固定意味着权

力的施行和接受方的固定，以时间控制空间成为

统治者的权力逻辑。福柯曾将边沁的全景敞视监

狱模式发展为现代社会的引导隐喻，其特征为，

通过建筑和光学的巧妙设计，监视者将犯人的一

切活动居高临下地纳入视野之中。鲍曼指出，这

个模式可证明，自由移动相对于固定，流动时间

相当于静态空间具有更大的权力，监视者相对于

囚徒的优势就在于其自由流动的可能。然而，这

种一度有效的统治模式逃不掉权力悖论：空间的

固定，管理者对下属的固定，对于时间流动终究

仍是不利的，监视者在固定犯人的同时也固定了

自身。换言之，不仅固定是滞重，流动 /固定的概

念性固定仍然是固定，福特式监视管理带来高昂

的行政成本，不公平的国际交往造成经济和政治

成本，阻碍创新力和知识的全球流动，都是滞重

的体现。 

说到底，理想的情形应是时间融入空间，让

时间成为空间，空间成为时间，时间、空间成为

同一过程的两种动机，才能真正实现流体化。“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

正含义，是每个人都成为高度机动的创造性主体，

既没有前现代的旧束缚，也没有西方现代性模式

的新枷锁，而自由地创造和拓展自身。

仅以个人风格来解释卫礼贤的成功，是不够

的，他代表了西方人在认识和交流模式上的历史

性巨变。这位充满异端色彩和理想主义的汉学家，

在和中国这个西方历史上最大的他者打交道的过

程中，学会了变易和调谐的中国智慧，并将它变

为一种新的交流模型。卫礼贤由对中国的研究，

尤其是《易经》翻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的

眼光。他以易理重组中国文化图像，梳理孔、老

思想，还以此为根据来返观、修改西方文化中的

一些因袭千年的核心概念。他的变易思想，既符

合当代理论话语对差异和变化的强调，又在框架

建构方面作出了独特贡献。荣格、黑塞等西方现

代派之所以对卫礼贤感兴趣，说明他们已隐约意

识到了其中的革命因素，他们和卫礼贤共同构成

了20世纪西方思想的一股潜流。这股潜流从表面

来看像是近百年来西方知识分子的“亚洲化”趋

势，而实质上意味着宗教和形而上学破产后人们

对于新的整体性、新的框架的探寻。当代的汉

学后现代主义者于连批评卫礼贤在对于“成象”

（乾）和“效法”（坤）之间的关系的理解上，犯

了柏拉图式的形而上学毛病：“因为这里并不是范

本和复制品的关系……而是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

阶段的统一内在逻辑的展开，正是这样的不及物

的关系，才允许运行过程（或者所从事的活动）

的实现。”1应当承认，卫礼贤关于《易经》的表

述中仍有许多二元论的残迹，“萌芽”的世界图式

意义在他这里也并未十分明确地提出来。在《易

经》导言中，他仍然强调“象”所代表的不可见

的理念世界和可见的现实世界之间的区分，后者

不仅模仿前者而生，且时间上居后。不过有意思

的是，于连通过对卫礼贤的指责所要强调的过程

的连续性和内在性，正是卫礼贤在其他场合清楚

表述的“种子”构想，于连不自觉地充当了卫礼

贤中国梦的传递者。

德国早期浪漫派的理想是建设新的神话学，

将现实中无法调解的矛盾内在化。卫礼贤将中国

变成“后西方”的包容理想和生生不息的文化空

间的代名词，也揭橥了新的神话。从理论家到社

会实践者，这个神话在当代人意识中占据了越来

越牢固的地位。当利奥塔反驳哈贝马斯，知识的

目的不是共识，而是促成新的变化时，他不过是

用差异、变化的神话颠覆老欧洲的共识、契约的

神话。由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所演出的“中国

梦”，同样是一个变化的梦，有着“穷则变，变则

通”古训的国度憧憬自身的变化，憧憬变化成为

1 François Jullien, Figures de l’immanence: Pour une lecture philosophique du Yi king, le Classique du changement, Paris: Grasset, 
1993, pp. 22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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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新秩序和新框架。中国拥抱变化和未来，她

和其他国家的利益冲突也可归结为变和不变的矛

盾——中国一再抱怨西方外交官、政治家、媒体

人不懂变化之道，无法以变化的眼光看待中国。

这里的问题其实和近百年前同出一辙，汉学家佛

尔克当年曾惊诧于西化论者胡适的“美国”相貌，

只因为他未能跟上“中国”体现在胡适身上的变

化。可是变化毕竟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变化决

定一切。人类曾经如歌德的魔法学徒一样，以

“现代”的名义召唤变化，现在变化反过来掌握了

其始作俑者，成为新时代的梦魇。在不确定性的

冲击下，任何秩序的维护者都有不胜重负之感。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政治、安全、贸易、金融

局势一日数变，令人目不暇接的事件、危机、灾

变、乱象纷至沓来，西方金融危机的总爆发像是

启蒙时代的里斯本大地震，不但造成物质上的巨

大损失，更彻底动摇了人们对能指和所指的天然

联系的信任感，许多人惊呼，既然并非实体经济

决定着作为其所指的股票指数，世界岂非发展到

了一个完全无法预测的游戏的时代。身处这一高

速运转的如交易所一般的符号场，人类意识也不

得不做出深刻调整，如何在变化中找到立足点、

寻找一个能整合世界符号的新框架乃成为新千年

中最重要的哲学命题。当年的奥巴马以重振“美

国梦”相许，首次总统竞选宣言的核心内容却只

是“变化”一辞。没有具体目标，没有“上帝”、

“自由”之类传统的意识形态口号，关键是变化，

变化才能把美国从两场战争的泥潭和史上最严重

的金融危机中拔出，才能唤醒美国人的进取精神。

假如美国的转型获得成功，岂非暗示着西方意识

结构的沧海巨变，可变化的种子早由近百年前一

位辛苦耕耘的精神拓荒者默默种下。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责编：薛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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