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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困境与反思

主持人语:
中国现代文学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ꎬ它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ꎮ 但

是ꎬ五四只是一代人的思想潮流ꎬ它不可能完美ꎬ更不应该抱有毕其功于一役的心态ꎬ将所有的责任

和负担都推卸给它ꎮ 所以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ꎬ纪念五四新文学运动ꎬ反思现代文学ꎬ最需要做的

是回到原点ꎬ真正客观冷静地对待历史ꎬ对待前人ꎮ 既不苛责ꎬ也不溢美ꎮ 如此ꎬ我们的思想才有进

步ꎬ认识才会深刻ꎮ 本期的宋剑华教授和哈迎飞教授都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多年ꎬ素有建树ꎮ 他们

的研究视角不同ꎬ切入的问题也不一样ꎬ但从基本点上说ꎬ却都是真正反思精神的实践ꎮ (贺仲明)

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宗教”问题
　 　 　 哈迎飞

摘　 要:　 本文认为ꎬ研究宗教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ꎬ目光不能仅仅局限在三大宗教

上ꎬ而应关注宗教代用品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ꎮ 本文从社会转型和历史传统的角度ꎬ
对这种代用传统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ꎬ指出儒教对中国现代文学

的影响弊大于利ꎬ而小品文的发达在中国绝非坏事ꎬ借助宗教的视角ꎬ可以更清晰地看

出其中的真相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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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现代化进程中文学经典的认同作用研究”(２０１４ＷＺＤＸＭ０２１)、宣传思想创新团队项目“转型社会与

中国故事的现代书写研究”的阶段性成果ꎮ

　 　 自上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宗教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问题ꎬ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ꎬ尤其是佛教、基督

教、伊斯兰教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ꎬ研究较多ꎬ成果也较多ꎮ 但研究宗教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ꎬ目光

却不能仅仅局限在三大宗教上ꎬ原因很简单ꎬ中国不是一个宗教国ꎬ宗教也从来没有统治过中国人的思

想ꎮ 自古以来ꎬ中国人的终极关怀主要是由宗教代用品来解决的ꎮ 因此ꎬ就中国现代文学而言ꎬ真正重

要的是与宗教代用品的关系ꎬ也就是说ꎬ儒教问题以及作为中国人“第二本能和宗教”的生活的艺术ꎬ应
该纳入现代文学的研究视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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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浮出水面的宗教问题

与世界上很多国家不同ꎬ中国虽然有宗教ꎬ但没有国教ꎮ 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
中国有宗教的代用品ꎮ 上世纪 ４０ 年代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所指出:“中国自有孔子以来ꎬ
便受其影响ꎬ走上了以道德代宗教之路ꎮ”①作为宗教的代用品ꎬ儒学不仅长期占据国家意识形态的中心
和正统地位ꎬ而且较好地解决了中国人的信仰问题ꎬ所以在中国宗教问题并不像西方那么突出ꎮ 关于这
一点ꎬ牟钟鉴和张践先生曾在«中国宗教通史»中对“中国人对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哲学和敬天法祖为
宗旨的正宗信仰充满自信”②进行过充分的论证ꎮ

但近代以来ꎬ中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之大变:一方面ꎬ与西方的全面遭遇ꎬ使中国的宗教问题凸显
出来ꎬ如康有为等就认为ꎬ世界上先进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教ꎬ中国没有ꎬ这是中国落后野蛮的表现ꎬ应该
急起直追ꎬ“定孔教为国教”③ꎻ另一方面ꎬ由于儒学自身的价值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ꎬ宗教替代功能急剧
下降ꎬ因此ꎬ各种代宗教的主张也纷纷出笼ꎬ如以科学代宗教、以美育代宗教、以哲学代宗教等ꎬ其中影响
最大的就是以科学代宗教ꎮ 如陈独秀认为“真能决疑ꎬ厥为科学”④ꎬ胡适主张“我们也许不轻易信仰上
帝的万能了ꎬ我们却信仰科学的方法是万能的”⑤ꎮ 但科学与宗教ꎬ一个关心事实ꎬ一个强调价值ꎬ很难
互相取代ꎮ 强行取代ꎬ思想上不正确ꎬ行为上也容易错位ꎬ五四时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知识分子之所
以“宗教气”⑥地一面提倡科学ꎬ一面主张“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ꎬ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ꎬ
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⑦ꎬ原因正在于此ꎮ

科学在五四时期的中国建立了崇高的权威ꎬ但以科学作为信仰ꎬ严格地说却是科学所难以胜任的ꎮ
这一点ꎬ五四后不久ꎬ陈独秀就敏锐地觉悟到了ꎮ 他承认从知识论的角度打倒宗教迷信并不难ꎬ难的是
在超验的层面战胜并克服宗教的需求ꎮ 众所周知ꎬ人是一种意义动物ꎬ他不仅要活着ꎬ还要知道活着的
意义与价值ꎬ而在这个方面ꎬ宗教比政治、哲学、道德ꎬ更具有打动人心的优势ꎬ正如陈独秀所说:“利导
本能上的感情冲动ꎬ叫他浓厚ꎬ挚真ꎬ高尚ꎬ知识上的理性ꎬ德义都不及美术、音乐、宗教底力量大ꎮ”⑧

人ꎬ不能没有信仰ꎬ随着政治秩序和道德秩序相继解体ꎬ精神上的无着落使很多现代作家将目光投
向了爱情ꎬ如郁达夫说知识也不要名誉也不要ꎬ“我所要的就是爱情”⑨ꎻ徐志摩说“爱ꎬ你永远是我头顶
的一颗明星”ꎻ王以仁在小说«暮春时节»中把“爱”视为救苦救难的菩萨ꎻ庐隐在小说«地上的乐园»中
把人间天堂建立在两个绝对相同的灵魂上ꎮ 五四作家渴求“爱”为人生提供有力的支点ꎬ为了找到真
爱ꎬ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甚至跑到了妓院ꎬ“惟其在人生的里头ꎬ找不到安慰ꎬ所以才到这里来的呀!
有谁识得我是人类中最不幸最孤独的一个?”

寻找爱情ꎬ是五四文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ꎬ但五四时期的爱情小说数量庞大ꎬ精品却有限ꎮ 上世纪
８０ 年代ꎬ赵园曾从时代环境、历史条件和认识能力的限制等方面专门分析过其中的原因ꎮ 本文认为ꎬ
除了这些因素以外ꎬ“心不在焉”也是造成五四爱情小说成就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ꎮ 具体来说ꎬ五四时
期ꎬ很多作家包括郁达夫在爱情小说中真正关心的其实并不是爱情本身ꎬ而是爱情背后的归宿感ꎮ 比较
郁达夫和劳伦斯的创作ꎬ可以看到ꎬ劳伦斯的笔锋至始至终聚焦性爱本体ꎬ以至于其中最令人瞩目的

０１１

哈迎飞　 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宗教”问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３ 年版ꎬ第 １２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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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直到作者去世 ３０ 年后才被允许在英国出版发行ꎬ而郁达夫的爱情小说明写性爱ꎬ
实则关心的是情欲背后的感情救赎ꎬ因此ꎬ“情爱”在他的笔下时常会呈现出圣洁的母爱之光ꎬ无论是
«春风沉醉的晚上»中的善良女工陈二妹、«过去»中性格倔强的“老三”、«马缨花开的时候»中温柔慈祥
的牧母ꎬ还是«迟桂花»中饱受打击却依然关爱他人的“莲”ꎬ无一不是带领主人公超越爱欲情愁走向清
明纯净的圣化之境的女性救世主ꎮ 威廉詹姆士曾在«宗教经验之种种»一书中从心理学的角度将宗
教的经验界定为“个人在他孤单时候由于觉得他与任何他认为神圣的对象保持关系所发生的感情、行
为和经验”①ꎬ这一点ꎬ我们在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中ꎬ可以清晰地见出ꎮ

总之ꎬ透过五四以来思想界的热点论争和创作上的救赎诉求ꎬ可以看到ꎬ宗教ꎬ过去在中国或许并不
成其为主要问题ꎬ但五四以后ꎬ却越来越突出ꎮ 不过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ꎬ真正准确地写出中国的宗教
问题的ꎬ首先是描写和揭露儒教影响的现代作家ꎮ

二、“以道德代宗教”与中国人的“罪感意识”

应该说ꎬ作为宗教的代用品ꎬ儒教对中国人精神、心灵和生活的影响之大之深ꎬ绝不比佛教、基督教
和伊斯兰教差ꎬ但是ꎬ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ꎬ明确地意识到儒教就是中国人的“准宗教”ꎬ却是改革
开放以后的事情ꎬ如任继愈先生就是在对文革的反思与批判中发现:“中国不是没有宗教ꎬ而是有不同
于欧洲的独特的专横独断宗教———儒教ꎬ中国的儒教经常以反宗教的姿态出现ꎬ它猛烈地抨击佛教和道
教ꎬ致使很多人误认为中国没有欧洲中世纪那样黑暗的神学统治时期ꎬ十年动乱期间的造神运动所以得
逞ꎬ千百万群众如醉如狂的心态ꎬ它的宗教根源不是佛教ꎬ不是道教ꎬ而是中国儒教的幽灵在游荡ꎬ只不
过它是以无神论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的ꎮ”②与佛教、基督教等相比ꎬ儒学本质上不是宗教ꎬ之所以在
后代变成“儒教”ꎬ除了统治者的有意为之ꎬ与我们自古以来就有“以道德代宗教”的传统也密切相关ꎬ正
是这种传统ꎬ使道德在中国常常具有超道德的神秘威力ꎮ

以鲁迅的小说«祝福»为例ꎬ祥林嫂之所以在众人眼中抬不起头来ꎬ就因为她没有为丈夫守节ꎬ尽管
改嫁并不是她的原意ꎬ更不是她的要求ꎬ但她却必须为此承担一切后果ꎮ 作为一个改嫁的女人ꎬ祥林嫂
几乎就是被封建礼教的观念以及社会对女人和寡妇的成见、偏见“吃”掉的ꎮ 在祥林嫂的悲剧中ꎬ除了
外在的不幸和压迫ꎬ最令人揪心的就是她的自我折磨、自我摧残和自我戕害ꎮ 其实ꎬ如果真像柳妈说的
那样死后要被劈成两半分给两个丈夫ꎬ那首先也应该惩罚的是祥林嫂的婆婆而不是她ꎬ因为是她强逼着
祥林嫂改嫁的ꎬ更何况阴间里的两个丈夫每人分得她一半的身体也根本没有什么用ꎬ所以ꎬ只要稍微动
点脑筋ꎬ就用不着那样害怕ꎮ 可惜ꎬ祥林嫂对柳妈的话笃信不疑ꎬ她不仅无条件地信任柳妈ꎬ没有任何争
辩或疑虑ꎬ而且心甘情愿地受罚ꎮ 为了赎罪ꎬ她花了将近两年的工资去“捐门坎”ꎬ希望从今以后可以重
新做人ꎬ没有想到ꎬ鲁四奶奶阻止了她ꎬ正是这最后一击ꎬ给了她致命的打击ꎬ从此脸色发灰ꎬ精神委顿ꎬ
并迅速地走向了死亡ꎮ 其实ꎬ在这个小说中ꎬ鲁四奶奶只是不让她端祭祀的福礼ꎬ并没有真正解雇她ꎬ她
完全可以像原来一样过活ꎬ但是她却活不下去了ꎮ 鲁迅这样描述:“这一回她的变化非常大ꎬ第二天ꎬ不
但眼睛窈陷下去ꎬ连精神也更不济了ꎮ 而且很胆怯ꎬ不独怕暗夜ꎬ怕黑影ꎬ即使看见人ꎬ虽是自己的主人ꎬ
也总惴惴的ꎬ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ꎻ否则呆坐着ꎬ直是一个木偶人ꎮ”③正因为自认有罪又无法赎
罪ꎬ在沉重的精神压力下ꎬ祥林嫂迅速走向死亡ꎮ 纲常伦理的威力ꎬ于此可见一斑ꎮ

无独有偶ꎬ«雷雨»中的周萍痛恨父亲周朴园的冷酷专制ꎬ为了反抗父亲ꎬ他与继母蘩漪走到了一
起ꎬ但与蘩漪的私通ꎬ却使他陷入悔恨和恐惧的深渊ꎮ 在内心深处ꎬ周萍始终认为以这种方式报复父亲
是不对的ꎮ 为了脱罪ꎬ周萍将目光投向干净的四凤ꎬ但蘩漪百般阻拦ꎬ坚决反对ꎮ 蘩漪不理解周萍的苦
衷ꎬ一心以为赶走了四凤ꎬ周萍就会回到她身边ꎬ却不知道ꎬ即使没有四凤ꎬ周萍也不可能和她在一起ꎬ因
为只要与她在一起ꎬ周萍就会想到自己的罪ꎮ 正因为蘩漪做梦也没有想到ꎬ乱伦之后ꎬ自己事实上就成

１１１

哈迎飞　 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宗教”问题

①
②
③

威廉詹姆士:«宗教经验之种种»(上册)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８４ 年版ꎬ第 ３０ 页ꎮ
任继愈:«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ꎬ«文史知识»ꎬ１９８８ 年第 ６ 期ꎮ
鲁迅:«祝福»ꎬ«鲁迅全集»(第二卷)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１９８１ 年版ꎬ第 ２０ 页ꎮ



了周萍最不想见到也最怕见到的人ꎬ所以ꎬ她越是向周萍提起他们的过去ꎬ企图换回周萍的柔情ꎬ周萍就
越是害怕ꎬ最后也越是要逃离! 可以设想ꎬ如果周萍的乱伦亵渎的不是传统中国最神圣的伦理价值ꎬ他
是不会如此恐惧ꎬ如此绝望ꎬ以至于不想活下去的ꎮ 认真说来ꎬ周朴园比他坏得多ꎬ但无论是抛弃侍萍ꎬ
还是淹死小工ꎬ所有这些罪恶ꎬ因为都没有和礼教的神圣价值挂钩ꎬ所以ꎬ他仍然能在忏悔中活下去ꎬ而
周萍却要自杀ꎮ 与祥林嫂之未能守节相比ꎬ周萍的乱伦由于是主动犯“罪”ꎬ所以更不可原谅ꎬ正因此ꎬ
恐惧到极致的周萍ꎬ会转而羡慕一切没有顾忌ꎬ敢做坏事的人ꎬ包括他的父亲周朴园ꎬ这真是反讽! 剧本
是这样描写的:“他佩服他的父亲ꎮ 他的父亲在他的见闻里ꎬ除了一点绝强冷酷ꎬ———但是这个也是他
喜欢的ꎬ因为这两种性格他都没有———是一个无瑕的男子ꎮ 他觉得他在那一方面欺骗他的父亲是不对
了ꎮ 并不是因为他怎么爱他的父亲(固然他不能说不爱他)ꎬ他觉得这样是卑鄙ꎬ像老鼠在狮子睡着的
时候偷咬一口的行为ꎬ同时如一切好内省而又冲动的人ꎬ在他的直觉过去ꎬ理智冷回来的时候ꎬ他更刻毒
地恨自己ꎮ”①正常情况下ꎬ一个人ꎬ是不可能去认同自己的敌人的ꎬ只有当心灵完全被恐惧所控制ꎬ精神
彻底瘫痪的时候ꎬ他才会死心塌地跪在敌人面前ꎮ 儒教影响和控制了周萍的心灵ꎬ还让他感恩戴德ꎬ正
是在这个意义上ꎬ我们认为周萍的悲剧比祥林嫂的悲剧更触目惊心!

仔细考察ꎬ不难发现ꎬ中国人的“罪感意识”大多与道德相关ꎮ 以鲁迅本人为例ꎬ著名学者吴俊先生
就特别注意到鲁迅不是基督徒却常有类似基督徒的“原罪感”ꎮ 在分析构成鲁迅内心冲突和个性悲剧
的核心因素时ꎬ吴俊写道:“要想在鲁迅身上找到并且证明那种完全基督教式的‘原罪’证据是荒谬的ꎮ
鲁迅根本没有面对上帝的那种‘原罪’感和宗教感情ꎮ 但是ꎬ我有这样的感觉ꎬ在许多时候ꎬ在鲁迅
的灵魂深处ꎬ特别是在他深刻地面对自我的时候ꎬ他却身不由己地表现出了一种执着而明显的‘负罪’
意识ꎬ即认定自己原有一种不可饶恕的罪恶ꎬ这罪恶是与生俱来ꎬ无法改变的ꎮ 或许ꎬ只有通过毁灭自
身、牺牲自己才有可能使自己的灵魂得到安慰和拯救ꎮ 这种意识在鲁迅的心理中是如此的强烈和顽固ꎬ
它虽然并没有丝毫的宗教色彩ꎬ但鲁迅对这一意念的执着与虔诚ꎬ却使我几乎往往只能用‘原罪’意识
来比拟它ꎮ”②鲁迅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个典型的孝子ꎬ但在思想上和创作上ꎬ却是礼教和家族制度的掘墓
人ꎮ 他不仅在小说中批判中国的“吃人”文化ꎬ而且在文章和私人书信中多次控诉:“中国的家族制度ꎬ
真是麻烦ꎬ就是一个人关系太多ꎬ许多时间都不是自己的”③ꎬ“负担亲族生活ꎬ实为大苦ꎬ我一生亦大半
困于此事ꎬ以至头白”④ꎬ“我一生的失计ꎬ即在向来不为自己生活打算ꎬ一切听人安排ꎬ因为那时豫料是
活不久的ꎮ 后来豫料并不确中ꎬ仍能生活下去ꎬ遂至弊病百出ꎬ十分无聊”⑤ꎮ 鲁迅很早就发现ꎬ中国的
宗教不发达ꎬ但中国人的“罪感意识”并不比西方人少ꎬ就像他明知家族制度不合理ꎬ但是对家族制度的
批判ꎬ还是让他难逃负疚感的折磨ꎮ

客观地说ꎬ“以道德代宗教”的传统ꎬ对于缓解中国人的形而上焦虑ꎬ增加道德的神圣感ꎬ并非完全
无意义ꎬ但是由于混淆了宗教和道德的界限ꎬ也使道德有可能变成“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ꎮ 众所周知ꎬ
道德ꎬ本质上是调节人们社会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ꎬ道德的产生与人类自身对秩序和稳定的要求
分不开ꎬ正如«荀子礼论»中所说:“礼起于何也? 曰:人生而有欲ꎬ欲而不得ꎬ则不能无求ꎻ求而无度量
分界ꎬ则不能不争ꎻ争则乱ꎬ乱则穷ꎬ先王恶其乱也ꎬ故制礼义以分之ꎬ以养人之欲ꎬ给人之求ꎬ使欲必不穷
于物ꎬ物必不屈于欲ꎬ两者相持而长ꎬ是礼之所起也ꎮ”人的欲望无限ꎬ而现实的物质财富有限ꎬ因此ꎬ为
了维持社会的平衡与安宁ꎬ礼就应运而生了ꎬ可以说ꎬ这样的“礼”本身并不神秘ꎮ 五四时期ꎬ周作人亦
多次强调“礼”的本质是人情和人性ꎬ但并未引起世人的足够重视ꎮ 解放以后ꎬ随着儒家文化被边缘化ꎬ
“以道德代宗教”的传统也逐渐在人们的视野中淡出ꎬ不过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ꎮ 尘埃落定之后ꎬ可以
发现ꎬ无论是圣化“礼教”ꎬ还是解放以后圣化马克思主义ꎬ在被神化和圣化的最高意识形态背后ꎬ事实
上都存在着一以贯之的传统ꎮ 文革结束后ꎬ巴金在反思历史时多次提到自己既没有违法更没有犯罪ꎬ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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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指控面前ꎬ却毫不犹豫地认罪服罪ꎬ“有件事今天觉得古怪ꎬ可笑ꎬ当时却觉得可怕ꎬ不理解ꎮ 运动一
开始ꎬ大家都说自己有罪或者别人有罪ꎬ在这之前ꎬ我从未想到或者听到这个罪字ꎮ 它明明是别人给我
装上去的东西ꎬ分明不是我自己的东西ꎮ 我早已习惯不用自己的脑子思索了ꎮ 我一开始就承认自己有
罪”①ꎮ 之所以出现这种怪现状ꎬ原因正在于ꎬ文革时期ꎬ“革命”作为宗教的代用品ꎬ被视为最神圣的事
业和和最崇高的道德ꎬ致使那些被指控为“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人如遭遇鬼魅般的被亵渎神明的罪
恶感所裹挟却不明就里ꎮ 对于没有这种经历的人ꎬ很难体会和想象那种恐惧和绝望是如何地折磨人ꎮ
巴金的好友、著名作家王西彦回忆巴金当时不是教徒却胜似教徒②ꎬ应该说ꎬ这种观察和认识是十分敏
锐和深刻的ꎮ

近年来ꎬ李泽厚先生在谈到儒家“半宗教半哲学”的特点指出ꎬ儒学的宗教性和哲学性是交融在一
起溶合无间的ꎬ“儒学的宗教性不是以人格神的上帝来管辖人的心灵ꎬ而主要是通过以伦理(人)———自
然(天)秩序为根本支柱构成意识形态和政教体制ꎬ来管辖人的身心活动ꎮ 其特征之一便是将宗教性道
德与社会性道德融化成一体ꎬ形成中国式的‘政教合一’”③ꎮ 李泽厚认为ꎬ今天我们应该尽快把宗教、政
治、伦理三合一的这个传统分缕清楚ꎬ宗教性道德(“内圣”)可以经由转化性的创造而成为个体对生活
意义和人生境界的追求ꎬ社会性道德(“外王”)可以经由转化创造而成为现代政法体系的中国形式:将
重视人际和谐、群体关系、社会理想以及情理统一、教育感化、协商解决等特色ꎬ融入宪政的民主体制建
构中ꎬ而开辟出某种独创性的道路来ꎬ不然ꎬ“以理杀人”、“以革命杀人”的惨剧仍会层出不已ꎮ④ 其实ꎬ
早在上世纪 ４０ 年代周作人就呼吁给道德与宗教松绑ꎮ 在他看来ꎬ现代中国道德之转型最要紧的是两件
事:“一是伦理之自然化ꎬ二是道义之事功化ꎮ 前者是根据现代人类的知识调整中国固有的思想ꎬ后者
是实践自己所有的理想适应中国现在的需要ꎬ都是必要的事ꎮ”⑤所谓“伦理之自然化”ꎬ即是根据现代人
类学、文化学、天文学、地理学、宗教史、文化学、生物学等现代科学知识对道德的起源、本质进行认真的
探究和客观科学的说明ꎮ 尽管周作人 ４０ 年代附逆落水ꎬ为人不齿ꎬ但他提出的“伦理之自然化”ꎬ却是
一笔值得后人珍视的思想财富ꎮ

三、生活的艺术与“第二本能和宗教”⑥

在中国ꎬ作为宗教的代用品ꎬ除了道德ꎬ还有艺术ꎮ 这一点ꎬ１９０４ 年王国维在写作«去毒篇»时曾经
论及ꎮ

王国维的«去毒篇»主要探讨的是鸦片问题ꎮ 在他看来ꎬ之所以有那么多中国人沉溺鸦片ꎬ并不是
因为道德、知识出了问题ꎬ而是因为精神苦闷找不到解救之方ꎮ 鸦片问题虽与知识道德有关ꎬ但是最根
本的原因却不在知识与道德ꎬ而在于“国民之无希望、无慰藉”⑦ꎮ 对于人的精神痛苦ꎬ王国维从欲望的
角度进行了深刻解析:“人之有生ꎬ以欲望生也ꎮ 欲望之将达也ꎬ有希望之快乐ꎻ不得达ꎬ则有失望之苦
痛ꎮ 然欲望之能达者一ꎬ而不能达者什佰ꎬ故人生之苦痛亦多矣ꎮ 若胸中偶然无一欲望ꎬ则又有空虚之
感乘之ꎮ 此空虚之感ꎬ尤人生所难堪ꎬ人所以图种种遣日之方法者ꎬ无非欲祛此感而已ꎮ”⑧王国维认为ꎬ
吸食鸦片ꎬ不过是排除空虚之感的一种不好的方法而已ꎬ因此ꎬ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ꎬ必须找到更好
的替代办法ꎮ 这种办法ꎬ在他看来ꎬ就是宗教与美术ꎬ“前者适于下流社会ꎬ后者适于上等社会ꎻ前者所
以鼓国民之希望ꎬ后者所以供国民之慰藉ꎮ 兹二者ꎬ尤我国今日所最缺乏ꎬ亦其所最需要者也”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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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认为宗教不可废ꎬ虽然从科学的立场看ꎬ宗教是迷信ꎬ但由于科学并不能解决宗教的所有问
题ꎬ所以ꎬ宗教在现代社会还有存留之价值ꎬ尤其是对普通民众ꎬ宗教可以给他们苦难、痛苦的生活提供
精神上的慰藉和帮助ꎬ“今夫蚩蚩之氓ꎬ终岁勤动ꎬ与牛马均劳逸ꎬ以其血汗易其衣食ꎬ犹不免于冻馁ꎬ人
世之快乐ꎬ终其身无斯须之分ꎬ百年之后ꎬ奄归土壤ꎮ 自彼观之ꎬ则彼之生活果有何意义乎? 而幸而有宗
教家者ꎬ教之以上帝之存在ꎬ灵魂之不灭ꎬ使知暗黑局促之生活外ꎬ尚有光明永久之生活ꎻ而在此生活中ꎬ
无论知愚、贫富、王公、编氓ꎬ一切平等ꎬ而皆处同一之地位ꎬ享同一之快乐ꎬ今世之事业ꎬ不过求其足以当
此生活而不愧而已ꎮ 此说之对富贵者之效如何ꎬ吾不敢知ꎬ然其对劳苦无告之民ꎬ其易听受也必矣ꎮ 彼
于是偿现世之失望以来世之希望ꎬ慰此岸之苦痛以彼岸之快乐ꎮ 宗教之所以不可废者ꎬ以此故也”①ꎮ

王国维主张为下流社会保存宗教ꎬ至于上流社会ꎬ在他看来ꎬ则可以用“美术”来代替ꎬ“美术者ꎬ上
流社会之宗教也ꎮ 彼等苦痛之感无以异于下流社会ꎬ而空虚之感则又过之ꎮ 此等感情上之疾病ꎬ固非干
燥的科学与严肃的道德之所能疗也ꎮ 感情上之疾病ꎬ非以感情治之不可ꎮ 必使其闲暇之时心有所寄ꎬ而
后能得以自遣ꎮ 夫人之心力ꎬ不寄于此则寄于彼ꎬ不寄于高尚之嗜好ꎬ则卑劣之嗜好所不能免也ꎮ 而雕
刻、绘画、音乐、文学等ꎬ彼等果有解之之能力ꎬ则所以慰藉彼者ꎬ世固无以过之”②ꎮ 王国维所说的“美
术”ꎬ实即“美的艺术”ꎬ类似于今天的“艺术”ꎮ

王国维以“美术”代宗教的主张ꎬ与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ꎬ虽然只有一字之差ꎬ但主要的精神旨
趣却相差很远ꎮ 简单地说就是ꎬ王国维没有否定宗教ꎬ而蔡元培认为宗教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ꎮ 虽然有
很多欧洲人还在进教堂做礼拜ꎬ但在蔡元培看来ꎬ那不过是过去生活留下来的一种习惯ꎬ留学生不了解
欧洲的历史和文化ꎬ盲目主张引进宗教ꎬ则大可不必ꎮ 理由有三:１. 我国自古就无欧人此种特别之习惯ꎮ
２. 科学时代ꎬ宗教已经没落ꎬ不提倡科学ꎬ反“以彼邦过去之事实作为新知”③ꎬ实为不智ꎮ ３. 将西方社会
进化之功归于宗教ꎬ是误听教士之言所致ꎬ绝不可取ꎮ 蔡元培认为ꎬ宗教除了在感情方面对人类的精神
生活还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外ꎬ其他均泛善可陈ꎬ而这个作用完全可以用纯粹之美育来代替:“纯粹之美
育ꎬ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ꎬ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ꎬ而使人我之见、利已损人之思念ꎬ以渐消沮者也ꎮ 盖以
美为普遍性ꎬ决无人我差别之见能参入其中ꎮ”④此外ꎬ蔡元培还特别强调所有的宗教都有扩张己教攻击
异教“激刺感情”⑤的缺陷ꎬ独有美育能够克服其弊端ꎬ所以是真正有益而无害ꎮ

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说影响很大ꎮ 但是ꎬ仔细思考ꎬ不难发现ꎬ既不承认宗教有存在之价值ꎬ
又要给没有宗教传统的中国人找一个宗教的代用品ꎬ从理论上讲ꎬ很难自圆其说ꎮ 同时ꎬ离开宗教的视
野ꎬ泛泛而谈美育问题ꎬ也不能解决中国人的精神苦闷问题ꎮ 或许正因此ꎬ尽管一个世纪以来ꎬ“以美育
代宗教”说一直没有被大家遗忘ꎬ但对中国社会的实际影响却是雷声大雨点小ꎮ

相比之下ꎬ王国维能够看到并承认宗教的救赎功能是更有见地ꎬ也更显睿智和深刻ꎮ 近代以来ꎬ随
着社会转型的加剧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入ꎬ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中西文化的精神发展各有侧重ꎮ 简单
地说ꎬ西洋文化为科学精神所贯注与支配ꎬ中国文化则为道德与艺术精神所贯注ꎬ“西洋文化之精神在
宗教与科学”ꎬ“中国文化之精神中心在道德与艺术”⑥ꎮ 已故著名学者陈炎教授认为这种文化的“代偿
功能”也是中国古典艺术特别发达的主要原因之一ꎮ⑦ 林语堂则直接将“诗”称为中国人的宗教ꎬ“吾几
乎将不信ꎬ中国人倘没有他们的诗———生活习惯的诗和文字的诗一样———还能生存迄于今日否?”⑧这
里ꎬ要特别指出来的是ꎬ艺术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ꎬ而不是局部的ꎬ或少数人的ꎮ 正因此ꎬ本文
认为ꎬ王国维看到了艺术对上流社会的价值ꎬ而对艺术对下流社会的意义估计不足ꎬ也是一种局限ꎮ

一般来说ꎬ在中国ꎬ除非痛苦至极、绝望至极ꎬ或者有迫在眉睫之急ꎬ人们会去求神拜佛ꎬ需要宗教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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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外的绝大多数时间里ꎬ宗教与民众的生活联系并不紧密ꎬ所谓“无事不登三宝殿”ꎮ 中国人对于现
世生活有一种“近乎宗教的热情和祀神的虔诚”①ꎬ至于宗教本身ꎬ则大多比较漠然ꎮ 这一特点ꎬ我们在
中国发达的饮食文化中也可略窥一斑ꎬ正如林语堂在«吾国吾民»中所说:“人世间倘有任何事情值得吾
人的慎重行事者ꎬ那不是宗教ꎬ也不是学问ꎬ而是‘吃’ꎮ 吾们曾公开宣称‘吃’为人生少数乐事之一ꎮ 这
个态度的问题颇关重要ꎬ因为吾们倘非竭诚注重食事ꎬ吾人将永不能把‘吃’和烹饪演成艺术”②ꎬ“中国
人的优容食品ꎬ一如他们有容女色和生命ꎬ没有英国大诗人著作家肯折节自卑ꎬ写一本烹调书ꎬ这种著作
他们视为文学境遇以外的东西ꎬ没有著作的价值”③ꎮ 事实上ꎬ在中国ꎬ纤细地讲人生日用ꎬ也常常被正
统学者所瞧不起ꎬ比如清代的李渔ꎬ他的«闲情偶寄»就不被正统文人承认ꎬ但正如林语堂所说ꎬ中国人
都知道生活的艺术ꎬ“生活的艺术对于他们是第二本能和宗教”④ꎬ所以ꎬ尽管不被社会主流所认可ꎬ在民
间ꎬ对于吃的艺术、玩的艺术、种花的艺术、喝茶的艺术、写字的艺术、画画的艺术、养生保健的艺术、教子
的艺术、聊天的艺术、旅行的艺术以及庭园艺术、古玩艺术、鉴宝艺术等津津乐道的ꎬ始终大有人在ꎮ 在
某种意义上ꎬ这也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不需要宗教来拯救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ꎮ

艺术ꎬ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ꎮ 作为宗教的代用品ꎬ这种艺术ꎬ既包含了高雅艺术ꎬ也
指普通的生活艺术ꎮ 王国维说:“人必闲暇之时心有所寄ꎬ而后始能得以自遣ꎮ”⑤在中国ꎬ正因为人们自
古以来就有丰富的闲暇生活ꎬ所以ꎬ宗教的需要事实上被大大地削弱或减少了ꎬ用林语堂的话来说即是:
“有了极度的闲暇ꎬ中国人还有什么事没有干过呢? 他们会嚼蟹、啜茗、尝醉泉、哼京调ꎬ放风筝ꎬ踢毽
子ꎬ斗鸡ꎬ斗草ꎬ斗促织ꎬ搓麻将ꎬ猜谜语ꎬ浇花ꎬ种蔬菜ꎬ接果枝ꎬ下棋ꎬ养鸟ꎬ煨人参ꎬ沐浴ꎬ午睡ꎬ玩嘻小
孩ꎬ饱餐ꎬ猜拳ꎬ变戏法ꎬ看戏ꎬ打锣鼓ꎬ吹号ꎬ讲狐狸精ꎬ练书法ꎬ咀嚼鸭肾肝ꎬ捏胡桃ꎬ喂鸽子ꎬ拈香ꎬ游庙ꎬ
爬山ꎬ看赛船ꎬ斗牛ꎬ服春药ꎬ抽鸦片ꎬ街头闲荡ꎬ聚观飞机ꎬ评论政治ꎬ读佛经ꎬ练深呼吸ꎬ习静坐ꎬ相面ꎬ嗑
西瓜子ꎬ赌月饼ꎬ赛灯ꎬ焚香ꎬ吃馄饨ꎬ射文虎ꎬ装盆景ꎬ送寿礼ꎬ磕头作揖ꎬ生儿子ꎬ睡觉ꎮ”⑥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ꎬ周作人认为ꎬ２０ 世纪中国民众生活之单调乏味绝非小事ꎮ 为了给民众的日
常生活ꎬ以及给娱乐、休闲和游戏正名ꎬ周作人多次强调ꎬ人不仅要活着ꎬ还要活得有意义有意思ꎮ “饭
是活命的ꎬ所以大家以为应该吃ꎬ但生命之外还该有点生趣ꎬ这才觉得生活有意义ꎬ小姑娘穿了布衫还要
朵花戴戴ꎬ老婆子吃了中饭还想买块大花糕ꎬ就是如此”⑦ꎬ“我并不认为人可以终日睡觉或用茶酒代饭
吃ꎬ然而我觉得睡觉或饮酒喝茶不是可以轻蔑的事ꎬ因为是生活之一部分”⑧ꎬ而且是不可缺少的重要
部分ꎮ

周作人所说的娱乐ꎬ范围很广ꎬ“自竞渡游春以至讲股金ꎬ或坐茶店ꎬ站门口ꎬ磕瓜子、抽旱烟之类ꎬ
凡是生活上的转变ꎬ非负担而是一种享受者ꎬ都可以算在里边ꎬ为得要使生活与工作不疲敝而有效率ꎬ这
种修养是必要的”⑨ꎮ 正是通过这种“转变”ꎬ凡俗的、单调的、乏味地过日子ꎬ在人们的手中变成了“活
着真好”的理性认知ꎮ 没有这种“转变”ꎬ人就会觉得自己是在做机器ꎬ没意思ꎮ 对中国人来说ꎬ游戏、娱
乐、休闲等都具有人生意义的生成价值ꎬ其重要性并不亚于进教堂ꎮ 著名宗教学者斯特伦在«人与
神———宗教生活之理解»一书中指出:宗教的关键或真谛在于ꎬ它是人们获得“根本转变”的一个重要途
径或手段ꎬ“宗教是实现根本转变的一种手段ꎮ 所谓根本转变是指人们从深陷于一般存在的困扰
(罪过、无知)中ꎬ彻底转变为能够在最深刻的层次上ꎬ妥善地处理这些困扰的生活境况ꎮ 这种驾驭生活
的能力使人们体验到一种最可信和最深刻的终极实体ꎮ 尽管这个终极实体在各个宗教传统中都极难定
义ꎬ但是这些宗教传统的信奉者和追随者们ꎬ都会根据这一终极的背景来限定或约束自己的生活ꎬ并努

５１１

哈迎飞　 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宗教”问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林语堂:«吾国吾民»ꎬ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ꎬ２０１０ 年版ꎬ第 ３１８ 页ꎮ
林语堂:«吾国吾民»ꎬ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ꎬ２０１０ 年版ꎬ第 ３２１ 页ꎮ
林语堂:«吾国吾民»ꎬ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ꎬ２０１０ 年版ꎬ第 ３２３ 页ꎮ
林语堂:«吾国吾民»ꎬ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ꎬ２０１０ 年版ꎬ第 ３２６ 页ꎮ
王国维:«去毒篇»ꎬ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版ꎬ第 １３３ 页ꎮ
林语堂:«吾国吾民»ꎬ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ꎬ２０１０ 年版ꎬ第 ３０８ － ３０９ 页ꎮ
周作人:«厂甸»ꎬ«夜读抄»ꎬ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ꎬ２００２ 年版ꎬ第 １５２ 页ꎮ
周作人:«上下身»ꎬ«雨天的书»ꎬ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ꎬ２００２ 年版ꎬ第 ７４ 页ꎮ
周作人:«谈娱乐»ꎬ«秉烛后谈»ꎬ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ꎬ２００２ 年版ꎬ第 ７１ 页ꎮ



力照这种方式生活ꎬ以此扬长避短ꎬ不断完善自己”①ꎮ 不同的宗教和文化ꎬ有不同的转变方式ꎮ 在中
国ꎬ人们很早就发现ꎬ艺术、审美活动也是实现根本转变的一个重要途径ꎮ 无论是琴棋书画ꎬ还是文学艺
术ꎬ舞蹈戏曲、说书舞剑、下棋品茗、养花种草、钓鱼赏月ꎬ甚至打牌搓麻将等ꎬ都可以使国人从中获得生
命的感悟和心灵的启示ꎮ 正是借助这些活动ꎬ中国人为自己营造了不离现实而又超越现实的自由快乐
的精神家园ꎮ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ꎬ这其实就是他们精神上的“小教堂”ꎬ因此ꎬ倘若否定日常生
活ꎬ又不给凡俗人生以应有的重视和价值肯定ꎬ对普通民众来说ꎬ其后果无异于摧毁“小教堂”ꎬ有百害
而无一益ꎮ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ꎬ我们认为ꎬ上世纪 ４０ 年代沈从文一面提倡“爱与美”②的新宗教ꎬ一面
又对民众的庸常的生活有诸多挑剔和鄙夷ꎬ那种恨铁不成钢的精英心态和超拔意志ꎬ与中国文化相去甚
远ꎬ与基督教的神性气质倒更相近ꎬ因此注定是“曲高和寡”ꎬ难以达到目的的ꎮ 相比之下ꎬ周作人小品
文中的那种慈悲情怀和不避琐细、娓娓道来、细腻真切、质朴诚恳的态度ꎬ反而更容易走进国人的心灵ꎬ
正如温源宁先生所说:“在周先生眼里ꎬ世界显得多么富有人情味又多么渺小啊! 他喜好长谈的是
那些细小的事物ꎬ那些‘没人提起、没人记得的小事’ꎬ却让我们对可以想象的一切小天地十分喜爱起
来ꎮ 他有个难得的妙法ꎬ使生活中可贵的零零碎碎化为金色的语丝ꎮ 他取无意味的东西ꎬ制成有意
味的东西ꎮ 在他那个很有人情味的庭园里ꎬ白菜比玫瑰花还惹人爱ꎮ 读起他的散文来ꎬ我们就几乎相
信ꎬ苍蝇的有趣之处有时超过对‘天道、预见、意志和命运’的解说ꎮ”③周作人的小品文自诞生之日起ꎬ就
被人爱不释手ꎬ应该说ꎬ不是没有原因的ꎮ

当然ꎬ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ꎬ我们认为ꎬ现代中国小品文之发达不仅不是坏事ꎬ而且是一件多多益
善的好事ꎬ同时ꎬ要准确认识和评价小品文在中国的意义和价值ꎬ借助宗教的视角ꎬ或许更容易看出其中
的真相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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