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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為什麼這樣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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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和大家討論的問題﹐大家身邊非常熱鬧的問題。 

前一陣兒有件事﹐大家都知道﹐就是“紅心鴨蛋”事件。鴨

蛋為什麼這樣紅﹖事情比較簡單﹐質監局一查就查出來了﹐鴨蛋

裡面放了蘇丹紅。但我們要談的事可不一樣﹐後邊的背景很複雜。 

臺灣有家報紙﹐登過篇文章﹐題目是〈孔子為什麼這樣紅〉。

它是學我們的老電影﹐《冰山上的來客》﹐雷振邦的插曲〈花兒

為什麼這樣紅〉。 

孔子為什麼這樣紅﹖這是個敏感問題。不瞭解前因後果﹐不



能理解它。比如﹐于丹為什麼這樣紅﹖知識分子的眼睛為什麼這

樣紅﹖不管是高興的紅﹐生氣的紅﹐嫉妒的紅 — 電視廣告詞﹕

酸不溜丟的山裡紅。 

現在﹐《論語》走進千家萬戶﹐民工發﹐監獄學﹐領導高興﹐

群眾歡喜﹐知識分子不能太孤立﹐自絕於領導和群眾。 

有人說﹐孔子死了﹐2500 年才出了個于丹﹐太可愛﹐太可愛﹔

就她把孔子講透了﹐講活了﹐了不起﹐了不起。這是捧。 

有人說﹐此人活像一說書的﹐講的全是“心靈雞湯”﹐心得

是她的心得﹐跟《論語》有什麼關係﹖夫子之道﹐全讓她糟蹋了﹐

我們得保衛孔子﹐保衛他的道。這是罵。 

還有人﹐深得中庸之道﹐說人民群眾讀《論語》﹐傳統文化

被發揚﹐畢竟是好事﹐我支持你﹐但《論語》也分雅《論語》和

俗《論語》﹐人民群眾歸你管﹐知識分子的地盤你休想進。我們

知識分子講《論語》﹐那是另一番天地﹐我才不帶你玩兒。 

這三種反應﹐和我無關。 

不錯﹐我是知識分子﹐但最不樂意戴這頂帽子。儒這個林大

了﹐什麼鳥沒有。 

填表﹐我是群眾（群眾是集合概念﹐其實應叫群眾分子﹐和

知識分子一樣）。群眾有什麼了不起﹖人多勢眾﹐未必真理在握。

我還是群眾一分子呢。一分子就是一分子﹐他們代表不了我﹐我

也代表不了他們。 

一本書﹐一人讀﹐想不到鬧出這麼大動靜。我讀《論語》﹐

就是我讀《論語》﹐自己寫點讀書筆記﹐講點個人想法﹐誰也不

代表﹐犯不著綁上一堆人說事。 

現在﹐舉國若狂﹐復古一邊倒﹐不正常。我的聲音太小﹐但

我要大聲說給你們聽﹐請大家認真想一想﹐傳統為什麼這樣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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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這個詞兒﹐現在地位很高﹐高得嚇人﹐除了過去的

“革命”﹐啥都比不了﹐誰敢說個不字﹖ 

大家記住了﹐這是 20 世紀末﹑21 世紀初的神話﹐將來肯定是

笑話。 

傳統是什麼﹖不就是過去﹐好的壞的﹐一鍋亂燉﹐跟現在沒什

麼兩樣﹐用不著拔高﹐用不著貶低。〈蘭亭序〉說﹐“後之視今﹐

亦猶今之視昔”。我兒子看我﹐和我看我爸爸﹐道理差不多。祖宗

留下的東西﹐什麼沒有﹖你別以為﹐大浪淘沙﹐剩下的全是金子。 

孔子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才叫“孝”。楊伯峻說﹐

“道”是正面的東西﹐爸爸的合理部分。但父母留下來的東西﹐

合理的﹐三年不許改﹐三年以後就可以改了嗎﹖難道我們要改的﹐

不是爸爸不合理的部分﹐反而是他的合理部分嗎﹖ 

我的看法﹐祖宗留下的寶貝﹐最大一件寶貝﹐是中國人。古

今中外﹐一切遺產﹐都是為我所用。人吃飯﹐人是主體。不管什

麼飯﹐總是被人吃。飯不能分體用。“中餐為體﹐西餐為用”﹐

那不是笑話﹖但我們自己﹐也有毛病﹐甚至是渾身的毛病。《孝

經》﹐開宗明義第一章﹐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好壞都不

能拒絕。比如我爸爸的“禮物”是震顫﹐我媽媽的“禮物”是過

敏。遺傳病﹐年輕沒事﹐年紀大了才暴露。可見就是體﹐也是好

壞參半。 

傳統﹐誰都有。比如美國﹐立國不過 230 年﹐家家藏槍﹐就

是傳統﹐所以老有校園槍擊案。當然了﹐溜門撬鎖的也要小心﹐

私闖民宅﹐人家會開槍。 

孩子是自己的好﹐但別人的孩子未必比你的差。你排斥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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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不排斥你﹐吃虧的是自己。西方人﹐開口閉口﹐言必稱國際﹐

你的我的﹐都是他的。國際二字﹐背後有霸道﹐但他們四海為家﹐

氣魄比我們大。 

 

 

全盤西化是個不爭的事實﹐但大家最愛爭。我講全盤西化﹐

不是價值判斷﹐而是事實判斷。不管好不好﹐愛不愛﹐這是大局

已定的事情。你只要睜眼看一看﹐周圍的一切﹐幾乎全是西方文

化﹐哪怕是國產自己造。 

我們中國人﹐特別自豪的一件事﹐就是歷史上﹐我們特別能

化人。古書上講的“柔遠能邇”﹑“遠人來服”﹑“歸義”﹑“歸

化”﹐都是講這類事。就連最不濟的宋以來﹐漢族兩次被異族統

治﹐我們還是把他們給化了。還有﹐抗戰時﹐我們講四大發明﹐

國人稱為文化饋贈﹐很自豪。但結果怎麼樣﹖人家學了﹐卻拿船

堅炮利來“還禮”﹐我們又學他們。 

可見﹐老師和學生是換著當。 

中國人的心態很簡單﹐我化別人﹐我愛聽﹔別人化我﹐絕不

行。近代中國﹐明明已經被人化了﹐有人還在幻想﹐說蒙元怎麼

樣﹐滿清怎麼樣﹐那麼大的塊頭兒﹐不也叫咱們漢族給化了﹖多

少年後﹐還會大翻盤。鳳凰衛視﹐文化大觀園﹐文懷沙說﹐王魯

湘﹐你的唐裝是滿服﹐我穿和服﹐才是唐裝﹐日本把中國滅了﹐

沒關係﹐結果是﹐中國多了個日本族﹐第 56 個少數民族（這話﹐

不僅中國人聽了生氣﹐日本人聽了也生氣）。 

現在的日本﹐現在的美國﹐你給我化化看﹐別做夢了。想不

到這種明擺著的事﹐照樣有人犯糊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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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化誰﹐表面是爭誰的文化更優越﹐其實是爭支配權。我佔

有這個勢﹐怎麼化都行﹐什麼你的我的﹐全都是我的。沒有﹐才

分彼此﹐才爭高下。想不通的事﹐換位思考﹐道理很簡單。 

中國近代史是部挨打的歷史。中國人挨打﹐中國文化也挨打﹐

打得失魂落魄。一是揍出一個國學來﹐我叫“國將不國之學”。

二是剩下一堆國粹﹐其實是全盤西化還來不及化﹐或化而不動﹐

最後剩下來的東西。好像熬藥﹐藥被人喝了﹐留在砂鍋裡的﹐全

是藥渣。原汁原味﹐本來是藥﹐沒有藥﹐只好拿藥渣說事。所謂

國粹﹐其實很多是國渣。前一陣兒﹐各地申遺﹐什麼都申﹐很多

就是這類東西。其實不少是這兩年剛造出來的東西。 

還有一樣﹐令人自豪﹐則是我們的國寶。這是真正的寶貝﹐

西化化不動的東西﹐只能毀而不能造。造出來的都不是國寶。我

們中國﹐歷史悠久﹐文明輝煌﹐當然很自豪。古跡﹑古物和古書﹐

儘管使勁糟蹋﹐留下的東西還是不少。物質文化遺產﹐實實在在﹔

非物質文化遺產﹐虛虛假假。 

古董﹐很多本來也是普通玩意兒﹐日用的東西﹐家家都有。

毀的毀﹐棄的棄﹐最後剩下來﹐全是寶貝。保古和西化﹐如影隨

形。西化的破壞﹐反而抬高了古董的身價。 

文物﹐擺進博物館的展櫃﹐都是稀罕玩意兒﹐無所謂精華糟

粕。糟粕精華﹐只有進入現代生活的東西﹐還在使用的東西﹐才

有這類問題。我們把古董擺進展櫃﹐但不必把自個兒也擺進去。 

 

 

前一陣兒﹐國學網選國學大師。尹小林問我﹐哪些人算國學

大師。我跟他說﹐舉國若狂談國學﹐大師不大師﹐暫且擱一邊兒﹐

 5



咱們先得問一下﹐什麼叫國學﹖ 

國學是個混亂概念。 

什麼叫國學﹖研究中國的學問就叫國學嗎﹖不是。第一﹐沒

有西學﹐無所謂國學﹐國學是對西學而言﹐鄭玄不是國學家﹐戴

震也不是。第二﹐人家外國有漢學﹐同樣研究中國。比如 20 世紀

上半葉﹐法國漢學很牛。漢學不能叫國學。他們從周邊國家講中

國邊疆﹐從中國邊疆講中國內陸﹐比世界眼光誰大﹐比精通語言

誰多﹐我們的大師（如陳寅恪）﹐毫無優勢可言。當時﹐五大發

現﹐全和外國人有染﹐真讓國人氣短。陳寅恪﹑傅斯年﹐他們到

外國幹什麼﹖就是出去偷藝。他們心裡﹐全都憋著口氣﹕人家看

不起﹐暫時不說話﹐30 年後﹐再與他們爭勝。 

我的看法﹐國學雖刻意區別於西學﹐但實質上是“國將不國

之學”。它跟西學爭勝﹐越爭氣越短。新學﹐就連國學家也學﹐

即使最最保守者也學 — 明著不學偷著學。大家要找原汁原味﹐

幾乎沒有﹐其實都是不中不西之學﹐不新不舊之學。所謂大師也

很簡單﹐全是推倒重來﹐白手起家﹐創建各門新學術的人。 

現在﹐一般人的印象﹐讀古書就是國學。比如章太炎﹑黃侃﹐

楊樹達﹑余嘉錫﹐還有錢穆﹐這樣的人才算國學大師。如果這才

叫國學大師﹐很多人都不能算﹐國學的陣容很可憐。 

我的意見﹐近代學術﹐有些太新﹐不算國學﹐最好歸入西學﹔

有些太舊﹐也不算﹐最好歸入清代學術。比如考古學（archaeology）﹐
就是地地道道的外國學問﹐絕不是宋人講的考古學﹔還有歷史比

較語言學（philology）﹐也是地地道道的外國學問﹐絕不是清代的

小學和考據學。李濟﹑夏鼐﹐不算國學家﹔李方桂﹑趙元任﹐也

不算國學家。 

大家說的國學﹐很多都是不新不舊之學﹐什麼算﹐什麼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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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很難定。如所謂羅（振玉）﹑王（國維）之學﹐材料是五大

發現﹐全是新材料﹐他們和法國﹑日本的學者有不少交流﹐眼界

也很新﹐這種學問﹐大家叫國學。但中國邊疆史地的研究算不算﹐

好像不算（地理系﹐現在歸理科）。中國哲學史的研究算不算﹐

讓哲學系一講﹐當然算﹐特別是近代尊孔的名人﹐更是絕對沒跑﹐

肯定都是國學大師﹐就連釋﹑道二藏也算是國學。 

大家都知道﹐史語所的“史”﹐是用考古學改造傳統的經史

之學﹔“語”是用歷史比較語言學改造傳統的小學和考據學。這

樣的學問﹐都是不新不舊。還有清華國學研究院﹐所謂國學也是

不新不舊﹐有些還是嚴格意義上的新學。 

現在﹐最奇怪的是﹐連季羨林都成了國學大師。人家自己都

說不是﹐好事之徒﹐還要把這頂帽子扣在他的頭上。這也反映了

國學概念的混亂。 

 

 

國粹是個可笑的概念。 

中國古代﹐兩河文明﹐黃河流域比長江流域要發達一點。從

前的中國﹐頭在北方﹐屁股在南方。近代﹐情況反過來﹐“鬼子”

從海上來﹐現代化從東南往西北推﹐屁股變成頭。最先進的跟最

落後的湊一塊兒﹐反而成了歡喜冤家。西化越兇﹐才越講國粹。 

古人說﹐楚地多巫風﹐江南多淫祀。明清時期的閩越還是如

此﹐拜拜的風氣最濃。我們的同胞﹐漂洋過海﹐把這些文化帶到

香港﹐帶到臺灣﹐帶到海外的唐人街﹐在很多外國人看來﹐最中

國。他們成了中國的窗口。唐人街﹐舞獅子﹐舞獅子是漢代傳入

的外來藝術。港臺好武俠﹐武俠是人文幻想加義和團﹐專打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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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好多人說﹐禮失求諸野﹐求出來的禮﹐很多都是這類東西。 

中國的國粹是什麼﹖很可憐。全是西化剩下來的東西﹐有些

城裡化了﹐鄉下沒化﹐沿海化了﹐內地沒化。中醫中藥﹐國劇（京

劇）國術（武術）﹐還有中國菜﹐數來數去沒幾樣。 

我們﹐身上穿的﹐屋裡用的﹐衣食住行﹐一切拿眼睛能瞅見

的﹐幾乎全是洋的。我們的詞彙﹐留下了一堆“洋”﹕點燈用洋

油﹐燒飯用洋火（或洋曲燈）﹐穿衣用洋布﹐就連梳頭洗臉﹐也

是洋瓷臉盆洋胰子。 

衣﹐中國傳統﹐特重髮式和衣冠﹐披髮束髮﹐左衽右衽﹐所

以別蠻夷。滿人入關﹐為爭這口氣﹐死了很多人。衣服的進化﹐

全世界差不多。早期﹐裁剪技術不高﹐全是拿片布﹐往身上一裹﹔

第二步﹐才寬袍大袖。緊身衣﹐類似運動裝的衣服﹐往往和軍事﹑

體育有關﹐特別是騎馬﹐我們叫胡服。所謂深衣﹑漢衣冠﹐早就

沒了。真國粹﹐有﹐農民穿的土布衫﹑免襠褲﹐大家不愛穿。 

食﹐我們以為特國粹。其實﹐打新石器時代就粹不起來。烹

調方法不說﹐材料是五花八門。五穀之中﹐只有小米﹑糜子是北

方原產﹐水稻是南方原產。歷史上﹐多少動植物﹐都是引進。比

如各種瓜﹐除了香瓜﹐多半都是外來。現在的東半球﹐據說四分

之一的食物﹐全是來自西半球。比如辣椒從哪來﹖煙草從哪兒來﹖

西紅柿從哪兒來﹖紅薯從哪兒來﹖都是來自美洲。沒有辣椒﹐還

有什麼川菜﹖ 

住﹐古城﹐秦始皇銘功刻石﹐自詡墮壞六國城郭﹐我們比他

還厲害﹐拆﹔城裡的胡同四合院﹐拆﹔這些年﹐農村的老房子﹐

也都扒了。我回老家﹐就連北方的土炕（從新石器時代就使用）

也都扒了﹐年輕人要睡席夢思。 

行﹐也是汽車﹑輪船﹑飛機的天下。就連自行車﹐也是外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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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老家叫洋車子。 

祖宗留下的﹐還有什麼﹖我是說﹐生活層面的東西。抓耳撓

腮﹐大家想到了語言。中國文學﹐總得用中國話寫中國人﹐汪增

祺如是說。但就連這事﹐也要打折扣。研究外來語的都知道﹐我

們的漢語﹐很不國粹﹐哲學術語﹑科學術語﹑軍階官銜﹑制度名

稱﹐幾乎全是外來語（很多都是日本傳來的假漢語）﹐甚至語法

也大受影響。 

唉﹐就連最最國粹的漢字﹐也被簡化了。港臺的同胞想不開。 

 

 

中國歷史太悠久﹐地上地下寶貝多。古人說﹐地不愛寶﹐稍

一動土﹐就有發現。 

古跡古物﹐和我們的萬里河山分不開。保護自然生態﹐保護

文化生態﹐是我們肩上的重任。 

我們的地面遺跡﹐長城﹑大運河﹐很宏偉。長城斷斷續續﹐

運河斷斷續續﹐保護起來最費勁。後者的現狀非常慘﹐我親眼目

睹﹐不是排污渠道﹐就是垃圾坑。利用南水北調﹐古的變新的﹐

不像話﹔不利用南水北調﹐又沒有錢。 

中國的考古發掘﹐年年大豐收﹐但盜掘也十分猖獗。 

傳世品和出土品﹐書畫﹑陶瓷﹑青銅器﹐博物館的收藏很豐

富。近兩年﹐全國都在蓋新館。但很多文物流入私人手中﹐流入

海外市場。 

地面遺跡﹐《封禪書》﹑《郊祀志》﹑《水經註》等書所載﹐

如甘泉宮﹑後土祠﹑八主祠等等﹐都是了不起的古代遺跡。岳鎮

瀆海的廟﹐也有存留。古建﹐山西最多﹐主要是元大德癸卯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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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後的劫後餘存。 

這些都是真古物﹑真古跡﹐一定要保。 

假古跡﹐也不少﹐用《紅樓夢》上的話說﹐很多都是“從敬

愛上穿鑿出來的”東西。比如陝西的黃帝陵﹐湖南的炎帝陵和舜

廟﹐河南的二帝陵和太昊陵﹐山東的少昊陵﹐紹興的大禹陵﹐江

蘇的泰伯祠﹐還有各地的關廟﹐等等。這些古跡﹐歷代翻修﹐本

身也是古跡。但各地公祭﹐燒香磕頭﹐十分滑稽。不僅如此﹐為

了尋根問祖﹐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各地還拆了不少真古跡﹐造了

不少假古跡﹐十分荒誕的假古跡。保護真的沒錢﹐造假倒有錢。 

現在的中國﹐文物古跡大破壞﹐超過歷史上的任何時期﹐不

能怪五四﹐不能賴文革。中國的地方官﹑旅遊部門﹑施工單位﹐

考古文博單位﹐都有責任。 

中國的幹部隊伍﹐底色是農民。文物古跡被破壞﹐主要是管

不住農民和地方官。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如果我們把博物館交農

民辦﹐會辦成什麼樣。肯定不是女屍﹐就是長著五條腿的驢。 

中國傳統再偉大﹐也不能靠毀真造假來發揚。推而廣之﹐就是

古代思想﹐也是同樣的問題。真孔子﹐沒人愛。大家更愛假孔子。 

 

 

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打倒的只是店﹐不是孔子。孔子安

然﹐孔子無恙。當時的非聖疑古﹐表面上是傳統中斷﹐其實是傳

統重建。它對中國新學術﹐有不可估量的貢獻。不僅西方科學的

引入﹐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軍事學﹐是全面佔領。人文學術﹐

也革舊鼎新。從舊經史之學到新史學﹐從舊子學到中國哲學史或

思想史﹐從舊集部之學到新文學﹐革新是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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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新學術﹐不光是靠點滴積累﹐一磚一瓦往起壘﹐更重

要的﹐是文化立場的突破。 

我們要感謝我們的前輩﹐感謝魯迅﹐也感謝胡適。五四的遺

產是多方面。2007 年是五四運動 88 週年﹐很多問題﹐要全面總結。 

五四有兩個遺產﹐和胡適有關。 

第一﹐是以顧頡剛為代表的疑古運動。這個運動﹐很多人都

認為是中國史學現代化的標誌。它和胡適的影響直接有關。胡適

和顧頡剛﹐都很重視崔東壁﹐美國的恒慕義（Arthur W. Hummel）
也很重視。顧頡剛對崔東壁很佩服﹐但明確指出﹐他和崔氏不一

樣。崔東壁尊孔衛道﹐他不是。正因為不是﹐所以顧先生才敢懷

疑聖人﹐懷疑孔子時代的聖人（堯﹑舜﹑禹）。這是了不起的突

破。雖然﹐在方法上﹐顧先生沿襲了崔氏的方法﹐沒有反省這類

方法的不足﹐在古書體例的研究上沒有突破。其實﹐宋以來的辨

偽學﹐辨偽考實乃禁書之策﹐考據是為了保衛孔子的道﹐並不是

純粹的方法﹐裡面也有意識形態。《古史辨》留下的問題﹐今天

也還是問題。傅斯年﹑蒙文通﹑徐旭生﹐他們的族團說﹐都破顧

說﹐問題的爭論﹐一直沒斷﹐即使今天﹐也還在爭（如關於斷代

工程的爭論）﹐可見影響多麼大。 

第二﹐是中國哲學史的建立。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

舍上古聖人不談﹐直接講諸子﹐直接講老﹑孔﹐當時人以為學問

不足﹐但他的路是對的。這書是真正的開山之作。胡適之後﹐馮

友蘭是大家﹐書比他多也比他厚。胡不講六家﹐馮講﹔胡否認王

官﹐馮加限制而肯定﹔胡以老在孔前﹐馮以老在孔後。這些分歧﹐

現在也還是爭論的話題。一般認為﹐這門學問﹐馮氏才是真泰斗。

我的看法不一樣。我認為﹐胡適的考證誠多可商﹐但文化立場﹐

站位卻比馮氏高。第一﹐他強調﹐中國哲學史﹐不能用西方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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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概念和框架來剪裁﹐馮氏反之﹔第二﹐他是把孔子從聖人的

位子上請下來﹐和諸子平起平坐﹐馮氏卻是尊孔派。胡適指出﹐

馮氏爭孔﹑老先後是信仰問題﹐看得很准。即使今天﹐胡適的看

法也是解毒劑。 

五四代表的新文化﹐後來分為兩叉。1949 年後﹐更被海峽隔

絕﹐判若兩個世界。 
1998 年﹐臺灣中研院史語所編過《新史學之路》。什麼是新

史學﹖不光梁啟超﹐不光傅斯年﹐派別很多。他們說的新史學﹐

只是新史學的一支（現在去蔣﹐還講什麼傅斯年）。史語所的最

大成就是考古發掘。這個隊伍﹐海峽兩岸各一半﹐不能只算一邊。

我待過的社科院考古所和歷史所﹐很多老人都是參加安陽發掘和

西北考察的舊人。我的老師張政烺就是史語所的人。羅﹑王之學

的傳人﹐絕大多數也在大陸。史語所的研究﹐強調的是動手動腳﹐

找各種實證材料﹐這種材料﹐新東西全在大陸﹐研究是由大陸的

學者在繼續。過去的研究根本沒法比。超越這類研究﹐打散了研

究﹐提高了研究﹐還有不少東西﹐比如社會史的研究﹐也和共產

黨關係更大﹐即使走過曲折的路﹐也還是有很多貢獻。 

新史學的各派﹐成敗是非﹐可以慢慢討論﹐來源是什麼﹐很

清楚﹐根本沒法按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分疆劃界。它們的共同來

源﹐都是五四。 

厚誣五四﹐是數典忘祖。 

近年﹐余英時說﹐郭沫若抄錢穆﹐引起軒然大波。錢穆和郭

沫若﹐分屬不同的營壘﹐分屬海峽兩岸各一邊。他們的政治立場

和為人怎麼樣﹐可以另外評價。政治觀點不同﹐當然不一樣。但

他們倆﹐學術成就怎麼樣﹖自有公論。錢穆﹐學問太舊﹐格局太

小﹐根本無法和郭沫若比。中央研究院選第一屆院士﹐他們對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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沫若的政治立場很不滿﹐但學問沒商量﹐還是承認﹐照樣提名。

傅斯年說了﹐只要不是漢奸。 

其實﹐學術就是學術﹐即使羅振玉的書﹐我們也要讀。他有

學問﹐還是有學問。 

這才是公允的看法。 

 

 

現在的中國﹐復古成風﹐動言斷裂。斷裂和復古是自古有之。

藝術尤其明顯。我有一本書﹐叫《鑠古鑄今》﹐就是講這個問題。 

張光直先生有個說法﹐西方文明是斷裂的文明﹐中國文明是

連續的文明。最近﹐法國的沙義德（John Scheid）教授來北大講

羅馬的皇帝崇拜﹐他說﹐他不同意這一說法﹐歐洲歷史也有連續

性。 

西洋史﹐斷裂多﹐不然不會有他們的階段說﹑形態說。但羅

馬推崇亞歷山大﹐很多方面繼承希臘﹔蠻族入侵﹐滅羅馬﹐只是

西羅馬亡了﹐東羅馬還在。東羅馬一直有希臘之風。亞歷山大滅

波斯﹐也接受波斯文化﹐不光女人和地盤。 

歷史﹐都有斷裂﹐也有連續﹐就像《三國演義》上說的﹐“天

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們就算連續性強﹐也還是有

很多斷裂。他們有斷裂﹐更不用說﹐否則還有什麼文藝復興。 

現在﹐時興講文化斷裂﹐好像只是中國大陸斷了﹐香港﹑臺

灣沒有﹐日本沒有﹐歐美更沒有。斷裂的罪魁禍首﹐據說是五四

運動。這是危言聳聽。 

斷裂的原因﹐其實很簡單。根本原因是現代化。這不是哪個

國家﹑哪個地方﹑哪個時段偶然發生的問題﹐而是幾百年來﹐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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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全球性的普遍問題。比如﹐歐洲的文藝復興﹐是斷中世紀的傳

統﹐接希臘﹑羅馬的傳統﹔日本的脫亞入歐﹐也是斷中國傳統﹐

接歐洲傳統。誰都是爸爸不親爺爺親﹐反認他鄉是故鄉。這是風

水輪流轉和歷史時裝化的普遍規律。 

還有﹐古典教育衰落﹐也很普遍。歐洲﹐是 20 世紀衰落﹐二

次大戰後﹐徹底衰落。拉丁文唱詩﹐如法國的天主教堂﹐1960 年

代後﹐也徹底不行了。 

傳統為現代化騰地方﹐哪兒都如此。就連事後諸葛亮的保古﹐

也是由現代化來買單﹐由現代化來挽救 — 儘管摧毀它們的也正

是現代化。 

我說過﹐保古的前提是舒緩現代化的壓力。這個壓力不減﹐

全是空話。歐美日本比我們做的好﹐主要原因是﹐他們先下手為

強﹐沒有這麼大的壓力﹐敗家和瘋狂致富的衝動沒我們強。 

中國的敗家﹐是和現代化拴在一起﹐是和現代化引起的各種

政治衝突和社會災難拴在一起﹐參與其中的所有政治派別都有份﹐

就連滿清王朝也有份。比如五大發現﹐為什麼都在世紀之交﹐就

是中國敗家敗出來的。西域漢簡﹑敦煌文書﹐被“絲綢之路上的

洋鬼子”搞到外國去了﹐那是清朝的事。內閣大庫檔案造了還魂

紙﹐那是民國的事。這些都不是現在的事。 

大家把氣撒在五四身上﹐五四和魯迅成了眾矢之的。眾怨所

集﹐才有目前的各種發燒發狂。背後的臺詞我不說﹐誰都知道。 

 

 

說起讀古書﹐我們會想起魯迅。 

今人厚誣魯迅﹐主要因為他是左翼﹐是延安樹起的文化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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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手﹐1949 年後﹐在思想文化界一直處於獨尊的地位。但我國知

識分子﹐真奇怪﹐居然和美國的大老粗一般見識﹐以為只要沾個

右字就好。毛澤東不是說﹐魯迅活著﹐不是右派﹐就是在監獄裡。

他要活著﹐算什麼派﹖有人說﹐匕首亂飛﹑皮帶亂飛﹐都是“魯

禍”引起﹐恨不得掘墓鞭屍﹐這話公允嗎﹖ 

關於讀古書﹐魯迅說過逆耳的話﹐那是忠言。有人說﹐他自

己讀了很多古書﹐卻反對讀古書﹔不讓別人讀﹐自個兒躲起來悄

悄讀。我讀過魯迅的書﹐他的想法沒這麼簡單。 

第一﹐他說﹐要少看或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主要是為

了樹立新學的地位。他並沒有說﹐絕對不許讀古書﹐而只是說﹐

新書和舊書﹐還是以新書為主﹐舊書最好擱一邊兒﹐當務之急﹐

還是讀新書。今天的中國﹐也是這個格局﹐我看不能反過來。就

像中醫﹐保護中醫我同意﹐但用中醫代替西醫或領導西醫﹐我看

沒人會同意。 

第二﹐他說﹐讀經不能救國﹐這也是對的﹐今天我也這麼看。 

第三﹐他說﹐與其讀經﹐不如讀史﹐與其讀正史﹐不如讀野

史﹐看看中國的歷史有多麼爛﹐我看也很有深義。世界歷史學的

趨勢﹐日益重視生活史。野史正是生活史。其實﹐子學的地位比

從前高﹐也是順理成章。 

第四﹐他說﹐要治國學﹐也不能像過去那樣治﹐而是像王國

維那樣治。很多古書的研究變成專家之學﹐也是勢所必然。它不

再走進千家萬戶﹐我看沒什麼不好（西方早就如此）。 

古書是一種文化結構。五四以來﹐這個結構被顛覆﹐非常合

理﹐非常正常。 

六經是孔子時代的經典。漢以來﹐儒生是以孔子的經典為經

典﹐五種不同的東西湊一塊兒﹐沒什麼道理。現在﹐經典的概念

 15



早已變化﹐文史哲各系﹐分別去讀﹐沒什麼不好。 

漢代有五經﹐唐代有九經﹐宋代有四書五經。《論語》本來

不是經。漢代﹐《論語》是四大傳記之一﹐所謂傳記﹐多是儒家

的子書。四書五經﹐《論語》也是四書之一﹐不算經。只有十三

經﹐才把《論語》列為經﹐這是後起的概念。我們拿《論語》﹑

《孟子》當子書﹐和《老子》﹑《墨子》擱一塊兒﹐是恢復諸子

的本來面貌。 

宋代樹道統﹐孔子傳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一脈

單傳。這個道統是虛構。五四以後﹐《論語》降為子書﹐道統被

打散。孔﹑孟重歸諸子﹐跟《荀子》等書擱一塊兒﹐這也是儒家

的本來面目。沒有這種調整﹐只有經學史﹐沒有中國哲學史﹐更

沒有中國思想史。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絕不是一個儒字所能概括。中國典籍﹐

經史子集﹐也絕不是一個經字所能概括。 

現在﹐很多自己都讀不懂經書的大人﹐卻瘋狂鼓吹讀經﹐甚

至鼓吹少兒讀經﹐我是不以為然的。少兒讀經﹐不是讀《詩》﹑

《書》一類經。《詩》﹑《書》﹐連教授也啃不動。他們所謂經﹐

是《三字經》這樣的經﹐其實是蒙學課本﹐可笑。 

我在北大開經典閱讀課﹐不是讀傳統意義上的經典﹐而是以

“鬼子”為榜樣﹐讀他們理解的四大經典﹕讀《論語》﹐讀《老

子》﹐讀《孫子兵法》﹐讀《周易》經傳。我覺得﹐這樣安排更

合理。 

第一﹐這四本書最有思想性﹐最有代表性。《論語》是儒家

的代表﹐《老子》是道家的代表﹐講人文﹐這兩本最有代表性。

《孫子兵法》講行為哲學﹐《周易》經傳講自然哲學﹐講技術﹐

這兩本最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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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它們的篇幅比較合適﹐《論語》大一點﹐有 15000 字﹐

其他三本都在 5000~6000 字左右。別的子書太大。 
總之﹐古書可以讀﹐但不必是過去的讀法。 

 

 

我們的信心該建在哪裡﹖是真傳統﹐還是假傳統﹖這個問題﹐

和大國崛起有關。 

我一直說﹐中國人的心底﹐埋著個夢﹐就是重新當大國。不

當大國﹐堵得慌。 

歷史上﹐大國崛起﹐往往有小國背景。如小邦周克大邑商﹐

亞歷山大征波斯﹐都是小國勝大國。 

亞述﹐號稱世界第一帝國﹐本來是處於四戰之地的小國。因

為怕挨打﹐才窮兵黷武﹐以血腥殺戮和野蠻征服著稱於世。亞述

宮殿的畫像石﹐為我們留下了恐怖的印象。歷史上的大國﹐往往

都有這種背景。 

中國曾經是大國﹐歷史上了不起的大帝國。然而世事滄桑﹐

近百年來﹐我們衰落了。就像歷史上的很多大國一樣。 

近代﹐從前的文明古國﹐全都災難深重。伊拉克是亞述﹑巴

比倫﹐伊朗是波斯﹐全是挨打或準備挨打的對象（看看美國樣板

戲《亞歷山大》和《三百勇士》的暗示吧）。早期探險家初到這

些地方﹐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聖經》和古典作家筆下﹐

天堂般的奇蹟﹐怎麼會是這等荒涼破敗。 

歐洲﹐所謂大國崛起﹐原來都是小國。希臘﹑羅馬是小國﹐

即使成為大國﹐內部也很鬆散﹐還保持城市自治。羅馬帝國崩潰

後﹐歐洲也一直是小國林立﹐書不同文﹐車不同軌﹐沒有政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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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有宗教統一。草原帝國﹐都是部落聚合﹐也是以宗教為凝

聚力﹐聚得快也散得快﹐缺少真正的粘合劑。和親﹑女王一類東

西﹐也是小國的特產。 

西方傳統﹐是小國傳統﹐比如民主制﹐就和小國有關﹐和他

們保持的原始特點有關。希臘﹑羅馬的民主制﹐是建立在對外征

服和奴隸制之上（柏拉圖的《理想國》﹐原型是斯巴達的軍事共

產主義）。對內特別仁慈﹐對外特別殘酷﹔上層特別優雅﹐下層

特別野蠻。今天的大國﹐古風猶存。我們面對的還是古老的現實。 

基督教統治下的歐洲﹐他們的統一是宗教大一統﹐不是政治

大一統。普世性的宗教﹐和政治大一統有類似功效。這是思想上

的專制主義。 

對比他們﹐我們該作何感想﹖ 

1980 年代﹐怨天尤人罵祖宗﹐大家還記得嗎﹖當時罵什麼﹖

主要是罵專制主義﹑罵封閉停滯﹐罵小農經濟﹑罵吃糧食﹐不吃

肉﹐心理自卑﹐達到憤懣的地步。大家恨傳統﹐簡直恨到了根兒

上。《河殤》的播出是高潮﹐就是表達這種悲情。當時﹐我寫過

三篇文章（一篇登在《中國文化報》上﹐一篇登在《東方紀事》

上﹐一篇登在《知識分子》上）﹐力陳傳統並非如此﹕其弊固多﹐

不如是之甚也﹐何必眾惡歸之﹐集為怨府﹐把明明屬於中國現代

化的不良反應﹐全都怪在傳統的頭上。但這種聲音﹐並未引起大

家的注意﹐國人幾乎一邊倒。 

現在的中國﹐正好相反﹐從罵祖宗變賣祖宗﹐急轉直下。我

們的自信心仿佛一夜之間就提高了﹐高到令人驚訝的地步。舉國

若狂﹐一片復古之聲。然而﹐只要耐心傾聽﹐在《狼圖騰》中﹐

在最近播出的《大國崛起》中﹐我們還是可以聽見《河殤》的聲

音﹐忽而哀怨忽而亢奮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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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話﹕大國夢想﹐小國心態﹐表面自大﹐骨子裡還是自卑。 

現在的人﹐迷託古改制﹐常拿歐洲說事。他們的文藝復興和

宗教改革﹐是迫於宗教傳統的鉅大壓力﹐不託古﹐不能求新。大

家樂道的闡釋學﹐不過是這類玩意兒。說是復興中國文化﹐其實

是步歐洲後塵。現在﹐西方史家有反省。大家猛回頭﹐才發現﹐

很多傳統都是假傳統。假希臘﹐假羅馬﹐對傳統和現代都是破壞。 

中國的復古﹐是因為意識形態真空﹐就像俄國﹐乞靈於傳統。 

但我們的傳統﹐精英文化﹐不語怪力亂神。下層見神就拜﹐

也沒有宗教大一統。 

中國的傳統很實在。沒有教﹐不必造。現在﹐很多英雄氣短

的人﹐寧願相信假傳統﹐也不願相信真傳統。就像古之好事者﹐

登臨懷古﹐沒有真古跡﹐也要造一個出來。中國需要這樣的造神

運動嗎﹖中國的運動還少嗎﹖ 

現在的復古﹐是真復古﹐還是假復古﹖孔子教導我們說﹐他

的目標是奔西周﹐你會照他說的辦嗎﹖王莽倒是打這個旗號﹐你

能學得來嗎﹖說復古的﹐往哪兒復﹐怎麼復﹖哪朝哪代哪個皇帝﹖

你的復古方案是什麼﹖請給大家說說看。你要迷這帝那帝﹐曾胡

左李﹐就別講什麼“走向共和”。 

20 世紀初﹐國人驚呼﹐神州陸沉﹐亡國滅種。然而現在怎麼

樣﹖國未亡﹐種未滅﹐中國人還在﹐中國的萬里河山還在﹐以往

的歷史﹐可以平心靜氣看。 

我的看法是﹕ 

研究傳統﹐我們應該有充分的自信。中國的歷史遺產﹐雖遭

破壞﹐還是相當豐富。古書也好﹐古物也好﹐古跡也好﹐還是集

中在中國大陸。特別是尚未開發的地下資源﹐更幾乎百分之百在

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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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重要的一點﹐是我們有人。中國人還在﹐不信邪的精神

還在。我們的一切﹐已經納入現代化的視野﹐古今中外已經擺上

了同一桌面。 

臺灣有點東西﹐都是大陸帶走的﹐集中在史語所和臺北故宮﹐

還有一個歷史博物館﹐很小。他們﹐報告發光﹐圖錄出盡﹐就沒

有資源了。人﹐臺獨政治家連自己是誰都不知道﹐還談什麼傳統

文化。 

香港太小﹐沒有祖國的萬里河山﹐完全脫離中國文化的主流﹐

眼中沒有真正的中國人和中國生活（只能從旅遊和電影瞭解）﹐

殖民統治太久﹐沒根。他們的居民﹐要麼很土（各種怪力亂神的

崇拜）﹐要麼很洋（官場﹑課堂說英文﹐連名字都是英國的）﹐

傳統文化﹐同樣很淡薄﹐缺乏自主原創力。 

歐美和日本的漢學家﹐是另一個天地﹐他山之石吧。我們不

要以為﹐只有幾個美籍華人就是國際漢學界。 

對中國傳統﹐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我們的天是中國的天﹐

地是中國的地﹐人是中國的人﹐根本用不著氣短。 

我們的文化資源﹐世界任何地方都比不了。中國人在自己的

土地上﹐面對著有血有肉的中國生活﹐用中國人的語言﹑中國人

的體驗﹐寫中國自己的歷史﹐這是最大優勢。 

我們為什麼要自卑﹖我們有這麼多真東西﹐幹嗎還要拿假的

壯膽﹐拆了真的造假的﹐跟著別人起哄。 

託古改制﹐自欺欺人的闡釋﹐全是無聊把戲﹐對中國的形象﹐

有百弊而無一利。不是愛中國﹐而是害中國。 

傳統不必這樣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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