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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慕西”到“归隐”
———论青年马一浮政治姿态的转变及原因

　 　 　 时嘉琪

摘　 要:　 被誉为“当代理学大师”的马一浮(１８８３—１９６７)青年时受到“倡西学”思潮的

影响ꎬ曾一度倾向于民主革命ꎮ 然而ꎬ自 １９０４ 年末ꎬ不仅他的治学兴趣回归旧学ꎬ对民

主革命也鲜少提及ꎮ 这种转变的背后ꎬ既有彼时各学派人物鼓吹“保存国粹”的思想风

潮的影响ꎬ也有他研习旧学所得出的救国精要作支撑ꎬ更有他个人境遇的原因ꎬ本文从

文化保守主义盛行的时代背景ꎬ马一浮所强调的道德对政治的重要性以及其岳父汤寿

潜对他的影响三方面对其政治姿态的转变做出解释ꎬ并探讨此种转变所具有的代表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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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于同时代试图改造儒学以适应西方哲学体系的儒家学者ꎬ马一浮(１８８３—１９６７)以传统的学问

方式体究并传承理学ꎬ并以此享誉于世ꎮ 他同时也以“隐者”著世ꎬ在寓于杭州陋巷的数十年中ꎬ虽极少

公开发表学术论著ꎬ但马一浮的治学名声远扬在外ꎮ 而这一切ꎬ都与他青年时的抉择息息相关ꎮ ２０ 世

纪初ꎬ无论是革命派还是立宪派ꎬ甚至相当一部分清廷重臣ꎬ都曾以西学为尚ꎬ希望由此追寻民族国家的

救亡途径ꎬ青年马一浮也不例外ꎮ 他翻译西学论著ꎬ并在因公赴美时阅览和购买了大量有关西方政治、
社会、哲学的书籍ꎮ 然而ꎬ耐人寻味的是ꎬ当他 １９０４ 年中回国ꎬ此后又一趟日本行再归国之后ꎬ他的治学

重心便转回到了中学ꎬ甚至表示已将西学著作束之高阁ꎮ 与此同时ꎬ曾倡言排满革命的马一浮也不像同

侪谢无量、马君武等人那样为革命效力ꎬ而是开始对革命有所反省ꎬ并以山林之人自喻ꎮ 究竟是什么原

因使得马一浮的思想和行动发生了这样大的转变? 这是否意味着他从此遁入书斋ꎬ与他曾醉心的民族

国家与政治社会方面的思考完全脱了干系? 他看似与时代潮流“逆向”的回归中学和隐逸ꎬ是否提供了

另一种救亡的思想逻辑? 当论及青年马一浮的学术回归时ꎬ无论是«马一浮年谱传记»还是研究专著如

刘梦溪先生的«马一浮与国学»等———因为时间跨度大———对此都是一笔带过ꎮ 于文博的相关论文

«‹政治罪恶论›与马一浮早期思想»也没有指出马一浮学术回归的时代背景和他政治姿态的转变间的

关系ꎮ 本文在说明二者的关系以外ꎬ更欲揭示出这一转变背后同时也影响了许多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思

想风潮ꎮ

４３



一、从“慕西”到“归隐”———青年马一浮政治姿态的转变

１８９８ 年ꎬ原名马福田的马一浮因考得会稽县试第一名的成绩而名扬浙省ꎮ① 据考ꎬ此次县试的内容

是将古文辞撮合成文ꎬ愈流畅而不着痕迹者愈佳ꎮ 可见当时年仅 １６ 岁的马一浮已对古代诗文典籍有着

相当程度的掌握ꎮ 但时值社会转型之际ꎬ传统的科举功名显然已经不适应新的社会需求ꎬ随着清政府新

政改革的展开和西方思想文化的不断译介ꎬ对马一浮这一代的青年来说ꎬ学习西方语言、了解列国的政

治历史已是必然之选ꎬ这甚至已不仅是一种对传统知识结构的补充ꎮ②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ꎬ１９０１ 年ꎬ
遭罹姊殁父丧的 １９ 岁的马一浮离乡赴沪ꎬ将一己的悲哀深掩在对家国大业的忧心之下ꎮ

到上海后ꎬ马一浮与谢无量一起到同文会学堂学外语ꎬ并与马君武③共同在上海创办了“翻译会

社”ꎬ出版«翻译世界»月刊ꎮ④ 此刊旨在“以养成人民世界的知识为公责ꎬ研究一切学而沟通之ꎬ繙译地

球各国国文之书ꎬ凡关于学理与政术有影响与社会人智之发达进步者ꎬ皆在其范围内”ꎮ⑤ «翻译世界»
的创办应和此期翻译日文书籍的风潮⑥ꎬ刊中尽数是日人的西学著述ꎮ 譬如蟹江义丸所著的«哲学史»ꎬ
此书从哲学、哲学史的定义ꎬ哲学与科学、宗教的关系ꎬ到哲学史的分期、分派都有十分详尽的介绍ꎮ 又

如村井知至的«社会主义»ꎬ其对社会主义的定义、优势、组织形式等论述甚详ꎮ 另外ꎬ在该刊第二期“已
译待印”的书目中ꎬ还有约翰米勒的«自由之理»、斯宾塞尔的«社会平权论»、边沁的«利学正宗»等ꎮ

将马一浮 １９０３ 年在美国的阅读和购入书目与«翻译世界»中的篇目对照可知ꎬ马一浮在美的阅读ꎬ
实则是其在沪时期读书和关注的延续:比如路易斯博洛尔的«政治罪恶论»ꎬ«独逸史» (德国史)ꎬ斯
宾塞的«社会学»和«社会平权论»ꎬ久松义典的«社会学与事业»ꎬ卢梭的«民约论»ꎬ弥尔顿的«失乐园»ꎬ
佚名«英国文学史»ꎬ«加莱尔传»ꎬ拜伦的诗歌及其传记ꎬ«合众国史»ꎬ托马斯潘恩的«人权论»ꎬ加賚

尔的«法国革命记»ꎬ«近世哲学史»等等ꎮ⑦ 虽书目至繁ꎬ但仍易看出他自学的重心是西方革命史、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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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据周作人的回忆ꎬ那场考试周树人只考到三图三十七ꎬ自己则考到十图三十四名ꎮ 并且ꎬ这场考试也使马一
浮得到同邑巨绅汤寿潜的青眼ꎬ汤将女儿许配于马ꎬ马一浮更是借此关系结识了汤的学生谢无量ꎮ

实际上ꎬ对西学的提倡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了ꎬ“正如«申报»１８８８ 年 ７ 月 ４ 日一篇名为«识时务者为俊杰论»的文
章所说的ꎬ‘当今之世时务之学不能不讲ꎬ泰西翻译之书不能不看’”ꎮ 转引自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ꎬ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５ 年版ꎬ第 ４１２ 页ꎮ

马、谢二人如何与马君武相识一事并无记录ꎮ
«翻译月刊»实际自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十一月初一日才开始发行ꎬ此时马君武已在日本ꎮ 或成立“翻译会社”

时马君武仍在上海ꎬ成立会社与出版杂志不同时ꎬ或年谱记载有误ꎮ
«支那繙译会社设立之趣意»ꎬ«翻译世界»ꎬ１９０２ 年第 １ 期ꎮ 此刊未写明主编与各篇译者ꎬ但仍可推论ꎬ提供日

文原著的应是此时已在日本学习过一年、对学科门类粗有辨识的马君武ꎬ日文原著应与«设立之趣意»提到的日本博文
馆及早稻田专门学校出版诸书有关ꎮ «翻译世界»ꎬ刊载哲学、社会学、宗教、政治、法律、经济、教育等日人论著或译著ꎬ
译者对文章不加评论ꎮ 马一浮的«一佛北米居留记»中一封邵廉存的来信交代了翻译会社成员 １９０３ 年末的状况:“无量
自浮去ꎬ益倾于绝对之厌世观ꎬ而放乎醇酒之场ꎬ钱尽归去社中出版书已得数种ꎬ尚差足告无罪ꎮ 廉存辛苦支持ꎬ至
足感也ꎮ 奇远尚留社ꎬ独殷次伊以逃党祸落水死ꎬ伤哉!”

自 １９１２ 至 １９４０ 年ꎬ从日文翻译的作品只占总翻译作品的占 １８ ２％ꎬ但自 １９０２ 至 １９０４ 年却达到了 ６０ ２％ꎮ 几
乎一半翻译书籍与历史和制度有关ꎮ 引自[日]安藤惠秀著ꎬ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ꎬ北京: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ꎬ１９８３ 年版ꎬ第 ２４５ 页ꎮ

他的阅读还包括:黑格尔哲学及寿平好儿(叔本华)哲学ꎬ伯伦知理的«国家学»ꎬ裘德生的«欧洲十九世纪史»ꎬ
村上专精的«佛教原理论»ꎬ佚名«日耳曼社会主义»ꎬ«孔德法国实验哲学之祖唱者传»ꎬ基梭的«文明史»ꎬ昆谛坦«雄辩
教育法»ꎬ摩尔传ꎬ希腊古典著作ꎬ吉朋的«君士但丁堡记»和长公(朗费罗)ꎬ坡公 Ｐｏｅ(艾伦坡)诗歌ꎮ 另外ꎬ他在美期
间托人代买及自行购买的书籍有斯宾塞的«无政府主义»ꎬ亚当斯密的«原富»ꎬ达尔文«物种起源»ꎬ孟德斯鸠的«万法精
神»ꎬ黑格尔的«历史哲学»ꎬ柏拉图的«共和国»ꎬ斯宾塞的«事实与评论»ꎬ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ꎬ斯宾塞的«伦理学原
理»ꎬ«社会学原理»和«个人对国家论»ꎬ寿平好儿的«意志论»ꎬ弥尔«自由论»ꎬ伏尔泰笔记一种ꎬ边沁的«道德法律之原
理»ꎬ赫胥黎文集六种ꎬＹｏａｄｒｏｗ 的«比较行政法»ꎬ威尔逊的«米国史»五卷ꎬ黎克的«欧罗巴之合理注意»二卷ꎬ劼德的«社
会进化论»一卷ꎬ弥尔的«经济学»一卷ꎬ斯宾塞的«文体原理»一卷ꎬ贝佛来的«露西亚之进步»一卷ꎬＨａｒｎｉ 的«哲学研究
法»ꎬＷｉｋｎ 的«政治论文»ꎬＢｏｒｗｅｎ 的«国际法»ꎬＨｅｌｋｕｎ 的«历史参考书»和孔德的«科学社会原理»等等ꎮ



政治学说、哲学和文艺ꎮ① 也就是说ꎬ和所有关心政府改制和国家命运的知识者一样ꎬ此时的马一浮关

心的正是如何取借西方的民族国家历史、政治社会学学说来思考中国的政治改革、社会建制问题ꎬ这些

读本塑造了他对西方世界的认知ꎮ
在马一浮游学上海的这段时日ꎬ立宪派与革命党分化日渐明晰ꎮ １９００ 年ꎬ章太炎与立宪派断绝关

系ꎬ两年后与孙中山订交②ꎬ大力宣传排满革命ꎮ 同时ꎬ孙中山在日本活动留学生界ꎬ旨在鼓动起他们的

革命心ꎮ １９０１ 年秋ꎬ蔡元培出任新设的南洋公学经济特班主任兼总教习ꎬ这三人因广泛的政治活动(办
报、演讲、撰写时论文)而在学生界有着较大的影响力ꎮ 并且“自立军失败后ꎬ改良派发生分化ꎬ其中的

留学生逐渐脱离改良转向革命ꎬ成为一种趋势原为梁启超的学生而相继加入革命的ꎬ有冯自由
马君武、周宏业等人”ꎮ③

马君武投入革命阵营是在他 １９０１ 年末赴日之后的事ꎬ１９０３ 年ꎬ在日本留学生的元旦团拜大会上ꎬ
马君武“登坛力数满人今昔之残暴ꎬ窃位之可恶ꎬ误国之可恨”ꎬ④可见那时他的政治倾向已经一转而为

革命的了ꎮ
马一浮的挚友谢无量则从 １９０１ 年起就参与筹谋民主革命ꎬ谢的革命思想的萌生应当与他在南洋公

学经济特班所受的蔡元培的民主革命教育有关ꎬ并且他还是南洋公学学潮之后退学的一员ꎮ 谢无量参

与编辑、撰稿的杂志ꎬ如«苏报»、«国民公报»、«国民日日报»ꎬ都是倾向民主革命的ꎮ
再回看他们共办的«翻译世界»ꎬ从刊物所译载的社会政治学论著和讲义中可以看到对民主政体的

褒扬ꎮ 比如在第一期浮田和民的讲义«政治学史»中ꎬ就有“民主政治以人民为本ꎬ有智士讨论政策ꎬ故
以富者之财产ꎬ分配多数人民ꎬ势甚顺也”的语句ꎬ而对君主专制则是一径批判:“夫一人所私欲ꎬ则奔走

千万奴虏以给之ꎬ其所不欲ꎬ则数多人民骈首就戮ꎮ 冤毒流行ꎮ”⑤

马一浮在上海与翻译会社诸人的相交与他此时从事的翻译活动ꎬ都极大地影响着他的政治倾向ꎮ
纵然没有材料表明青年马一浮是民主革命阵营中的一员ꎬ但他倾向于排满革命是显而易见的ꎮ

«一佛北米居留记»较集中地记载了马一浮的政治观点ꎬ其中最显见的是他对君权专制的憎恶ꎮ 比

如他说美国人“以绝对之野蛮国待我ꎬ皆我之败种、我之腐臭政府自取之ꎮ 已失国际上之位置ꎬ比于亡

国”ꎬ而清政府所派出的与他一同赴美的同事却“犹昧昧不觉ꎬ得西人之一顾一笑ꎬ且以为莫大之荣幸

也”⑥ꎬ这些被马一浮称为“彼曹狗子”的人⑦ꎬ在载湉生日时仍“摇尾叩头ꎬ写一纸牌曰‘皇帝万岁’ꎬ以供

奉之”ꎬ在他看来ꎬ君主专制制度下的两千年来的中国ꎬ“无一人知政治之原理、国家之定义ꎮ 独夫民贼

相继ꎬ坐此且亡国ꎬ不复知有人民土地ꎬ人们亦竟任弃之若无事”ꎮ 他甚至几次三番的表明:“夫中国寸

土一毛皆我汉种所有ꎬ彼政府正我家贼ꎬ不扑灭何待”ꎬ⑧“夫以社会之伦理言之ꎬ一人犯罪则为一群之公

敌ꎬ无法以变革之ꎬ则唯有扑灭ꎬ不少可惜ꎮ 盖灭罪人者ꎬ固社会上莫重之责任ꎬ必罪人灭绝而后群治可

保、道德可全也”⑨ꎮ 这几乎是在鼓励政治暗杀ꎮ 更有甚者ꎬ为了推翻的目的ꎬ马一浮竟有“览此(满清政

府密拿学生革命党)不甚激愤ꎬ不知革命党运动何若耳! 深愿一激不挫ꎬ从此推翻ꎬ吾辈即流血以死ꎬ亦
复何憾ꎮ 此论不知出于何等奴隶之手ꎬ其肉尚可食耶”之言ꎬ其排满的意气自不待言ꎮ 对君权专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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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一浮未必读得懂这些艰涩难懂的英文版哲学、社会学等典籍ꎬ他初至美国时几乎不识英文ꎬ后来的语言学习
也很短暂ꎬ日记中记载过他数次因为看不懂书而弃卷的行为ꎮ

“余亦素悉逸仙事ꎬ酬酢极欢ꎬ自始定交”ꎬ引自姚奠中、董国炎:«章太炎学术年谱自定年谱»ꎬ 太原:三晋
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年版ꎬ第 ６８ 页ꎮ

桑兵:«孙中山与留日学生及同盟会的成立»ꎬ«中山大学学报»ꎬ１９８２ 年第 ４ 期ꎮ
«满洲留学生风潮»ꎬ«选报»第 ５１ 期ꎬ转引自桑兵:«孙中山与留日学生及同盟会的成立»ꎬ«中山大学学报»ꎬ

１９８２ 年第 ４ 期ꎮ
[日]浮田和民:«政治哲学»ꎬ«翻译世界»ꎬ１９０２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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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态度ꎬ即对倡君主立宪的康有为ꎬ他也极不客气ꎬ于 １ 月 １８ 日的日记中ꎬ他表达了见到保皇党于«文兴

日报»上排斥革命党言论后的愤激:“保皇会之于理论上之谬妄ꎬ姑不论ꎮ 即约其行事ꎬ自戊戌已来ꎬ设
立五六年ꎬ何曾办得一事ꎬ吾不识蠢蠢粤人奈何被康贼所愚至于如此ꎮ 哀哉! 凡革命独立之际ꎬ自必有

数多之党派互相冲突ꎬ相战杀戮ꎬ最后之胜利ꎬ圣党必归失败ꎬ法国革命之事已显然可见已ꎮ 乃今我可哀

可痛、已亡之支那ꎬ尚有保皇会诸贼ꎬ将来必多一层障碍ꎬ何物保皇会恒陋至于如此耶!”①马一浮呼吁革

命ꎬ并且是强力、有效的革命ꎮ 在 １０ 月 ２５ 日的日记中ꎬ他记载了两则新闻:１ 五十名留学德国的女子

演说鼓动波兰独立ꎬ被波兰政府逮捕ꎻ２ 德国波威利亚之社会党在达布河中水浅之处演说ꎬ“以是河为

中央政府所辖ꎬ不属于市之支配ꎬ不得禁之也”ꎬ以此反观国内党派的活动ꎬ认为“支那新党少年ꎬ其境遇

与波兰女子同ꎬ其气概乃远不若波威利亚之社会党也ꎮ 一二人堕狱中ꎬ则百十人皆逃影匿声伏于海

外”②ꎮ 他期望的革命ꎬ“虽悲数人者之罹惨祸ꎬ能从此激变ꎬ一时推翻ꎬ更造新国ꎬ则诸人者岂不万

岁?”③然而ꎬ国内政治的变革情势让他失望ꎬ故而有“国命真如秋后草ꎬ党人犹是裤中虮”、“共和徒梦

想、帝政尚偁神”的诗句ꎮ
与许多受西学政治理论鼓动且倾向民主革命的青年一样ꎬ马一浮心中理想的政体范型是西方的共

和制ꎮ 居美时期ꎬ无论诗歌还是政论ꎬ时常可见马一浮对“自由”、“平权”、法国大革命和“共和制”的提

及ꎮ 美国正是符合他据共和制的标准构想出的国度ꎮ 初到美国ꎬ他见到美国公共场所的精丽和有序ꎬ慨
叹道:“使人民公共心之缺乏如是者ꎬ孰致之耶?”④他称欧美人“可谓能造美的国家”ꎬ而留学美国是“入
自由之国ꎬ受自由教育”⑤ꎬ而“今日中国之社会ꎬ五苦痛备之社会也”⑥ꎮ

据此ꎬ我们已从其零星论述中拼凑出一幅较为完整的青年马一浮的政治观念图景:反对君权ꎬ倡民

族主义与排满革命ꎬ心念平权之社会ꎬ此一社会中ꎬ个人、家庭和社会组织都享有自由ꎬ且 “新民”都具有

公共心ꎮ 这些观念是与他对民主革命的关注分不开的ꎮ 早在 １９０２ 年他为亡妻写的墓志铭中ꎬ他写道:
“不改革全世界迷信宗教、黑暗政治之毒ꎬ则人类之苦无量期ꎬ而国种优劣存亡之故ꎬ尚为人类历史事实

之小者ꎮ 破一切帝王圣哲私名小智ꎬ求人群最适之公安ꎬ而使个人永永享有道德法律上之幸福ꎮ”⑦

这表明ꎬ１９０２ 年的马一浮持有的还是 “东海西海ꎬ心同理同”的普遍真理观ꎬ其世界主义的倾向大于民

族主义:国种优劣存亡较之全世界之幸福是人类历史事实之小者ꎮ 但到此时ꎬ世界主义的理想一转而为

民族主义ꎬ而这种政治观大约是所有 ２０ 世纪初有志于共和革命的青年所共有的ꎮ⑧

“«苏报»案”发生后ꎬ马一浮格外关注事件的进程:“归来得见香港报ꎬ知上海会党被逮事ꎮ 章枚叔、
邹容甚激烈ꎬ譟慨有英雄之气ꎬ可喜ꎮ”⑨但是ꎬ“翻译会社”因党祸引起的分崩离析而难以支撑ꎬ好友谢无

量也因革命受挫而意志消沉ꎬ加之马一浮担任清政府的公职引起谢无量的不满ꎬ致使两人关系受到影

响ꎬ这些都令马一浮本人非常痛心ꎮ 他曾致书谢无量称“君当入山拜雪案ꎬ我亦跨海求神仙”ꎬ表白自己

的因公留学与谢无量居留国内苦读一样ꎬ为的都是革命救国ꎮ 相比之下ꎬ倒是马君武在日本的作为更加

积极ꎬ他“发愤攻科学ꎬ并致力于德文ꎬ可怕之至ꎮ (君武)书中云:‘吾人生今世ꎬ不通二三国文明语ꎬ非
但不可以讲学ꎬ实则不可以为人ꎮ’”马一浮阅后曾感慨道:“乃当愧死矣!”由此可见ꎬ２０ 世纪初年ꎬ充
塞于马一浮及其“翻译会社”同仁之心胸的ꎬ无不是政论家及其政治活动所激起的以民主革命推翻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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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建立民主国家的构想和期望ꎮ
然而ꎬ正是这位有志于排满革命、期待建立共和国家的马一浮ꎬ在 １９０７ 年写给舅父的信中忽然明言

自己要“墨守藏密ꎬ不露文章ꎬ减景湛身”ꎬ而后ꎬ他更以“山泽之人”自况ꎬ隐逸治学数十载ꎮ 这个巨大的

转变从何而来? 这种从悲愤激切忽然归于静默的姿态ꎬ是不是意味着他不再关心政治了呢?

二、文化保守主义盛行的时代背景下存学保种的隐逸关怀

与政治姿态的转变密切相关的ꎬ是马一浮的另一“转向”:学术转向ꎮ 与其说“转向”ꎬ不如说“回
归”更为恰切ꎮ 从 １９０４ 年末回国以后ꎬ马一浮治学的兴趣便回归传统ꎮ① 住在镇江的一年ꎬ他拓碑临

帖ꎬ写田园诗ꎬ第二年迁至西湖广化寺ꎬ广阅四库全书ꎬ俨然一游士ꎬ似乎更佐证了他对国内政治局势的

疏离ꎮ 然而ꎬ在晚清“救亡图存”的语境之下ꎬ究心故学ꎬ维护传统的思想文化系统ꎬ有着强烈的“存学保

国”的民族主义政治意涵ꎮ 马一浮的“回归”故学表明ꎬ他从借重西方政治哲学理论思考民族国家的建

成与组织问题ꎬ志愿保守传统文化中的政教、礼俗等等的精神实质ꎬ以一己之所长回应大时代的需求ꎮ
据马一浮自述ꎬ他回归旧学的原因有二:１ 他认为当今中国“礼敝俗寙ꎬ邦献隳阙ꎮ 士行回辟ꎬ贱义

漓真ꎮ 睢盱喭竞ꎬ罔克繇道”ꎮ② 人们离弃了国粹经典ꎬ以至再也寻不回远古的“道义”ꎬ因此进行古学的

溯源和传教是必要且急需的ꎮ ２ 他认为当世的士子对西学的追逐乃是“器用”的一层ꎬ不追究西学的根

本ꎬ并且他们对相关制度的学习也是肤浅的ꎮ 他说:“当世为西学者ꎬ猎其麤粕ꎬ矜尺寸之艺ꎬ大抵工师

之事ꎬ商贩所习ꎬ而谓之学ꎮ 稍贤者ꎬ记律令数条ꎬ遂自拟萧何ꎻ诵章句不敌孺子ꎬ已抗颜讲道ꎬ哆口议时

政ꎮ 时人盛慕欧制ꎬ曾不得其为治之迹ꎬ惊走相诧ꎬ徒以其器耳ꎮ”为表白他志向的坚定ꎬ他说:“性
好幽眇宏阔之思ꎬ知不为世资ꎬ冀垂空文以自见ꎮ 私其所守而不化ꎬ安于困诎而不悔ꎮ”③

这一套说辞ꎬ粗看来是极个人、极特出的选择ꎬ却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来源ꎬ甚至可以说具有

某种代表性ꎬ只是其所代表的类似言论被后来的历史叙述逐渐淡化和忽略了ꎮ 比如ꎬ章太炎就有过类似

的说法ꎮ 他在«‹国粹学报›祝辞»中也描摹过时人竞慕西风的姿态:“诸妄闻人摭其一端ꎬ内契于愚心ꎬ
外合于殊国ꎬ持之有故ꎬ倡和益众ꎮ 新学小生未知臧否ꎬ塊然出入于其齐汨ꎬ所在披靡ꎬ学成而反ꎬ又昌大

之ꎬ名曰新学ꎬ其实受斡于成说也”ꎬ抛弃了本国的“儒、墨、道、名”而迎合西学ꎬ是“自弃其重ꎬ而倚于

人”ꎬ故君子耻为ꎬ转而倡“国粹”ꎮ④ 在«与孙仲容书»中ꎬ他也表明过自己坚守旧学的志向:“麟内

省素心ꎬ惟能坚守旧文ꎬ不惑时论ꎬ期以故训声均ꎬ拥护民德虽并世目为顽固ꎬ所不辞矣ꎮ”⑤而他的

所谓“君子道费ꎬ则身隐ꎬ学以求是ꎬ不以致用ꎬ用以亲民ꎬ不以干禄”⑥直是对隐逸治学这种行为的认可

和鼓励ꎮ
类似章太炎的这种论述ꎬ在«国粹学报»同仁的文章中还有更为充分的发挥ꎮ 比如«国粹学报»学报

第一期的«发刊词»及«叙文»就表达了以下观点:１ 保存经典、发扬国学和保种救国是一事两面ꎬ亡学

即是亡国:“立乎地图而名一国则必有其立国之精神焉ꎬ虽震撼掺杂而不可以减之也ꎮ 减之则必灭其种

族ꎬ而后可灭其种族则必灭其国学”⑦ꎬ“夫礼俗政教固皆自学出者也ꎬ必学亡ꎬ而后礼俗政教迺与俱

亡”⑧ꎮ ２ 侈谈西学无宜于时局ꎬ反而会致亡学:“叹海通以来ꎬ泰西学术输入中邦ꎬ震旦文明不绝一线ꎮ
士生今日ꎬ不能籍西学证明中学ꎬ而徒炫皙种之长ꎬ是犹良田而不知闢”⑨ꎻ“泰西诸国之政之法之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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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学则以为非中国所有ꎬ而貌而袭之ꎬ袭之而仍不足以敌之也ꎮ 呜呼! 微论泰西之国之学果足以裨
吾与否”①ꎻ“遂自疑其学为无用ꎬ而礼俗政教将一切舍之ꎬ以从他人ꎮ 循是以徃ꎬ吾中国十年后ꎬ学其复
有存者乎”ꎮ ３ 将现下读书人独慕西学的危险比于秦火ꎬ以此来呼吁有识之士共同出力守护国学ꎮ ４
皆明白这种不合时宜的志向“易招覆瓿之讥”(«发刊词»)ꎬ但“冒举世所不韪而独行其志者ꎬ烈士之用
心也ꎮ 不必其为世用ꎬ守此以有待者ꎬ贤者之所志业”②ꎮ 将这些言论与马一浮的言论相比较即可看出ꎬ
马一浮的思想转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恐非偶然特殊ꎮ

事实上ꎬ马一浮的回归中学与当时模仿文艺复兴而“保存国粹”的思想风潮有关ꎮ “保存国粹”的思
想原产生于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的日本ꎬ这是针对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内日趋西化的一种反拨ꎮ 这个概念一
经传入中国ꎬ立刻在忧心中国会灭绝于“白祸”的读书人心中激起波澜ꎬ就连思想激进的梁启超也在这
一概念的吸引下创办了«国学报»ꎮ １９０５ 年ꎬ刘师培与邓实、黄节组织了国学保存会ꎬ并创办«国粹学
报»ꎮ 张之洞也于 １９０５ 年计划建立“存古学堂”以保存国粹ꎮ 或许是日本对俄战争的获胜使他们重新
获得了对东方文化的信心ꎬ也或许是 １９０５ 年科举考试的废除让他们感到传统学术正丧失重要性的恐
惧ꎬ总之ꎬ在 ２０ 世纪的最初几年中ꎬ“保存国粹”的思想的确吸引了一部分革命党、维新派与清廷的开明
官员ꎮ 提倡“保存国粹”ꎬ实际上是希望借镜欧洲的文艺复兴ꎬ重振古典学术ꎬ一面变制更新ꎬ一面延续
传统ꎮ③ 以马一浮此后一直试图建立一种新的国学学(“六艺之学”)的努力来看ꎬ青年时“保存国粹”的
志向一直影响和鼓动着他ꎮ④

应该说ꎬ这种文化保守主义的背后是一种民族主义的逻辑ꎮ 通常情况下ꎬ当一个文明受到异文明的
冲击ꎬ会“拒绝这些会瓦解和动摇固有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东西ꎬ激起激烈的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ꎮ⑤

所以ꎬ“存学保种”的观念之所以吸引了许多文化精英ꎬ正因为这是一种“存国”与“存学”合一的理想ꎮ
马一浮于 １９０７ 年表明自己立志要做“儒宗”和“文宗”ꎬ且要“贯缀前典ꎬ整齐百家ꎬ搜访文物ꎬ思弘

道艺ꎬ次献哲之旧闻ꎬ竢来者之足征”ꎮ⑥ 他的«文宗第目»虽然只是提纲ꎬ但已可见著者欲追溯学术史渊
源并阐明学术流派的野心ꎬ完全可以看作是其“存古学”的一例ꎮ 叙文表明ꎬ此书将从文字之始说起ꎬ讲
到书体的嬗变ꎬ再到“约理成文”ꎬ仅这三条ꎬ就已涵盖了深奥的文字学和对“文”对物性、人事的彰显这
类抽象问题的形而上思考(“内之为理ꎬ外之为文ꎬ凡物之性ꎬ人事之致ꎬ得文而后彰也ꎮ 理赜而隐ꎬ文约
而著”)ꎮ 更毋论提纲中还开列出要追溯和追踪“文”的“演制”(“羲黄造规ꎬ孔父甄集ꎬ准为六艺ꎬ放为
百家”)、“疏流”(易、书、春秋、礼、乐、诗)、“代别”(各代盛衰之况)、“辨宗”(百家必有所宗)等等ꎮ⑦ 此
外ꎬ马一浮还提出以元曲为新的言志载体的观点ꎬ因为在他看来ꎬ“中土之文至元而尽”ꎬ“诗流荡为剧
曲”⑧ꎬ词曲上承“屈宋以后之赋ꎬ汉魏以后之诗”ꎬ但在词曲中ꎬ已不可见变风变雅之遗ꎬ故而“词曲兴而
民志之衰、国政之失可覩矣”ꎮ⑨ 毕竟ꎬ词曲中可以见寻常人生之多艰ꎬ不失为“言志”的载体ꎬ如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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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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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节:«国粹学报叙»ꎬ«国粹学报»ꎬ１９０５ 年第 １ 期ꎮ
潘博:«国粹学报叙»ꎬ«国粹学报»ꎬ１９０５ 年第 １ 期ꎮ
参见:[美]Ｍａｒｔｉｎ Ｂｅｒｎａｌ 作ꎬ刘静贞译:«刘师培与国粹运动»ꎬ«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ꎬ时报文化

出版社ꎬ１９８６ 年版ꎬ第 ７９－１０７ 页ꎮ 葛兆光:«一个历史事件的旅行———“文艺复兴”在东亚近代思想和学术中的影响»ꎬ
«学术月刊»ꎬ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ꎮ

«国粹学报»同仁致力于调用、创新古典学术资源以应对当下时局尤其是西学的冲击ꎮ 如«国粹学报»第 １１ 期开
始连载的刘光汉(刘师培)的«群经大义相通论»(据他所言ꎬ“此义本先伯父恭甫先生所发”)便实验了一种独特的解经
方式ꎬ即探索诸经之间传授、观点的相近ꎬ一方面说明它们相互间的关系ꎬ另一方面提取有利于时局的言论(如民主、限制
君权等)为己所用ꎮ 马一浮的所谓“群经大义互摄”的说法可以看成是这种创造性解经方式的延续ꎬ而在改造经学方面ꎬ
马一浮甚至可能走得更远ꎮ

“只是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其政治、宗教与文化权力的高度集中ꎬ才会使人们对其中一维发生怀疑时便通盘推翻ꎬ
造成某种‘反传统的民族主义’”ꎮ 参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年版ꎬ第 ４８２－４８３
页ꎮ

«致何稚逸»ꎬ«马一浮全集第 ２ 册上文集»ꎬ第 ２９３ 页ꎮ
«文宗第目»ꎬ«马一浮全集第 ４ 册杂著»ꎬ第 ２９９ 页ꎮ 由此也可见«国粹学报文篇»中“文”的讨论对同时期

马一浮的影响ꎮ
«致何稚逸»ꎬ«马一浮全集第 ２ 册上文集»ꎬ第 ２９５ 页ꎮ
«董解元西厢记记»ꎬ«马一浮全集第 ２ 册上文集»ꎬ第 ６ 页ꎮ



汤显祖的«紫箫记»在«霍小玉传»本事之上“插入唐时人物ꎬ不拘年代先后ꎬ随机布置ꎬ以示游戏神

通”①ꎬ即在戏曲中也可见出史实(他以«唐书»对校了戏曲中记事的内容ꎬ一一指出其所依据者若何)ꎬ
戏曲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史”的效用ꎮ 而且ꎬ在大众对“道先圣之言则唯恐卧ꎬ为之陈曲剧则忻然矣”②

的年代ꎬ曲剧也不失为“传道”之途ꎮ 由此可见ꎬ马一浮不单是整理学术史ꎬ更是希望古代贤哲的思想可

以留存传播ꎬ任何服务于这目标的文类都是值得他关注的ꎮ

三、马一浮政治姿态转变的其他因素

“存学保种”的时代背景以外ꎬ马一浮政治姿态的转变也与他对现实政治的思考和他的现实处境有

关ꎮ 此前ꎬ他承认西学有 “推本人生之诣ꎬ陈上治之要”③的价值ꎬ而遍览文渊阁群书的两年后ꎬ面对现

实政治ꎬ他明确地认识到传统的“政治”观仍足以为民族当下的处境提供治理的原则ꎬ甚至能弥补西方

政治之不足ꎮ
有研究者指出ꎬ«政治罪恶论»一书对马一浮的影响甚大④ꎬ可能正是因为马一浮通过此书看到了西

方政制的混乱和失效ꎬ使得他对其失去兴趣ꎮ 不过在我看来ꎬ马一浮对«政治罪恶论»的思考和讨论应

当迟于他的回归故学ꎮ 与其说«政治罪恶论»为马一浮怀疑西学提供契机ꎬ不如说马一浮正是借此书来

阐发他遍览故学所得的观照东西政治的基点ꎬ而他对西方政制的反省ꎬ实际上在 １９０７ 年前业已完成ꎮ
１９０３ 年ꎬ当马一浮在日记中提到“翻译«政治罪恶论»”时ꎬ他尚未受到书中观念的影响ꎬ此书可能

是他游学上海时期未完成的译书工作ꎮ 法国人路易斯博洛尔(Ｌｏｕｉｓ Ｊｏｓｅｐｈ Ｃｙｒｉｌｌｅ Ｐｒｏａｌꎬ马一浮译为

“布诺德鲁易”)的«政治罪恶论»对所有西方的政体形式———无论是希腊罗马时期的共和制、君主制、寡
头制还是现代的政党政治、民主制和无政府主义———统统进行了批判ꎮ 以他的观点论ꎬ政治自古以来都

是充满不义和非道德的ꎬ无论怎样的构成形式ꎬ政治都以丧失道德为前提ꎬ而罪恶的政治之下定有堕落

的道德ꎮ 对于民主政体ꎬ他认为民主主义者忽视了平民们应尽的责任ꎬ而只强调平民的权利ꎮ⑤ 他对法

国大革命深恶痛绝ꎬ认为交替登场的吉伦特、雅各宾等派别的行动都不过是在公共福利和国家利益的旗

号下追逐权力、发泄政党仇恨ꎮ 他认为卢梭的«论不平等»鼓动了无政府主义者的狂热ꎬ但“他们的目标

不是道德上的和政治上的平等ꎬ而是社会平等以及在福利和物质需要方面的平等”⑥ꎮ 此外ꎬ他还指出

孔德和社会主义的问题:“自由主义思想使工人和学生变成了无政府主义者和造反的党徒ꎮ”⑦可以说ꎬ
博洛尔所反对的这些ꎬ正是当时的马一浮所深深憧憬的ꎮ 他的诗句“刺杀群帝不快意” («寄无量»)、
“路易罪当杀ꎬ罗兰志未伸”(«寄答大姊三十韵»)都表明了他深知民主革命的代价ꎮ 而他在 １ 月 ９ 日的

日记中提到要着手翻译的«日耳曼之社会主义史»«露西亚之虚无主义史»和«法国革命党史»⑧这三本

书ꎬ也是透露其思想动向的明证ꎮ
待到马一浮 １９０７ 年重译«政治罪恶论»并撰写«政诫序»时ꎬ他才更深切地理解了该书作者的用意ꎬ

并将该书作为自己借重理学资源而进行的政治思考的印证ꎮ 他在序中写到:“为政不齐ꎬ治乱之生伙

矣”ꎬ而政之所以不正ꎬ在于统治者“苟利其身ꎬ弃义坏理ꎬ悖道叛德ꎬ罔恤于衷”ꎬ致使“人类相縯而兽”ꎮ
至于近代西方ꎬ即使“均权统治ꎬ定宪守约”ꎬ其根底也是权谋之术ꎬ“并霸齐雄ꎬ务弱人国以疆其民ꎮ 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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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⑧

«紫箫记考»ꎬ«马一浮全集第 ４ 册杂著»ꎬ第 ２８８ 页ꎮ
«曲苑珠英序»ꎬ«马一浮全集第 ２ 册上文集»ꎬ第 ５ 页ꎮ
«致何稚逸»ꎬ«马一浮全集第 ２ 册上文集»ꎬ第 ２９５ 页ꎮ
蒋庆:“后读马一浮先生传记ꎬ知马先生读此书日文译本而归宗儒学也ꎮ”于文博:“１９０３ 年马一浮将翻译这部书

视为研究西方政治学的一个途径ꎬ但其间复杂的心态促使他由西学转向中学ꎮ １９０７ 年他借为该书写序的机会ꎬ表达了
以西学辅中学的主张ꎬ展现出对中西学关系的全新认识ꎮ”引自于文博:«‹政治罪恶论›与马一浮早期思想»ꎬ«浙江社会
科学»ꎬ２０１５ 年 ３ 月ꎮ

[法]路易斯博洛尔著ꎬ蒋庆等译:«政治的罪恶»ꎬ北京:改革出版社ꎬ１９９９ 年版ꎬ第 ８０ 页ꎮ
[法]路易斯博洛尔著ꎬ蒋庆等译:«政治的罪恶»ꎬ第 ５６ 页ꎮ
[法]路易斯博洛尔著ꎬ蒋庆等译:«政治的罪恶»ꎬ第 ９０ 页ꎮ
«一佛北米居留记»ꎬ«马一浮全集第 ５ 册日记辑佚»ꎬ第 ３６ 页ꎮ



封殖ꎬ盛军备ꎬ蕴然有杀伐之心”ꎮ 他以为西方“均产之会、无君之党ꎬ纷然并起”ꎬ即是欧洲政制未臻至

善的证据ꎬ所以ꎬ东方之士不明就里的“盛慕欧制”即是不可取的ꎮ 对东西方政治的失范ꎬ马一浮给出的
解释是理不胜欲ꎬ“理欲消长之量ꎬ治忽升降之枢也ꎮ 至于欲胜ꎬ理蔑不存ꎬ将孰为正ꎬ罪毒朋生ꎬ大
乱以成”ꎬ而解决之道则是“弘至正之理ꎬ行无欲之教ꎬ绝颛权之制ꎬ建共治之法ꎬ首背私之训ꎬ充博爱之

道ꎬ尽万物之情ꎮ 尊德性ꎬ平好恶ꎻ均劳力ꎬ通货财ꎻ兴辞让ꎬ祛争夺ꎬ措刑罚ꎬ乐文艺”ꎮ 简言之ꎬ要蠲除
政治领域的私欲ꎬ智者不自私其才智ꎬ劳者不爱惜力气ꎬ然后“群治可得而进”ꎮ①

虽然对“治道”的发挥只有寥寥数句ꎬ仍可以看出马一浮此时是怀着“理 /欲”二元对立的观点来思
考和讨论东西方政治的ꎮ 若说“绝颛权之制ꎬ建共治之法”乍看仍像对“共和制”的渴慕ꎬ不如说按照马

一浮的思路ꎬ这也是杜绝私欲后的自然结果ꎮ 马一浮在此暗示了东西方政制失范源于同样的原因ꎬ即利
欲压倒了道德和公理ꎮ 而被他视为“彼之贤哲”的博洛尔对政治道德的重视恰能作为支持马一浮观点
的理据(虽然博洛尔试图借助恢复崇高的宗教信仰来达到完满的政制)ꎮ 马一浮因此称“布氏者ꎬ可以
语理欲之辨、政治之本矣”②ꎮ 若果 １９１２ 年刊于«民立报»的马一浮的译文乃据 １９０７ 年的翻译为底本ꎬ
即可看出马一浮那时思考现实政治的重心:道德应高于权谋ꎮ 译文之始即有“夫政体之别ꎬ美恶异构ꎬ
嬗革未央今所欲论列ꎬ政治家之志耳”ꎬ③而通常政治家的“志”ꎬ则是以权谋得其利ꎬ“其心知有权
位而已ꎬ无复意人间尚有道理之限”ꎮ 可见ꎬ«政治罪恶论»对马一浮最有价值处在于此文所描述的政治
史与道德之辨恰符合理学一贯的观点ꎬ让他可以在翻译中自然地发挥“道”、“序”、“义”等等的论述ꎮ

马一浮的两版«政诫序»(１９０７ 年、１９１２ 年)中并没有将译文作为西方政制历史进行学理探讨ꎬ因此
不存在所谓的“西学辅助中学”④ꎬ只有以中学来回观、统摄东西政制ꎮ 通过译书而不是时文向现实政治
提出劝戒不但更委婉ꎬ而且也满足了时人竞逐西学的心理ꎮ 这也是我断定马一浮此时已完成向故学回
归的依据ꎮ 本来他对西方社会的认可多数仅在其政治、社会建制方面ꎬ而从«政诫序»(１９０７ 年)中可以

看出ꎬ他没有再将现存的西方政体作为完美政体的模型ꎬ也反对通过模仿欧制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ꎬ
这即是他离弃西学的最直接表达ꎬ因为故学已为他所关怀的政治问题提供了探讨的路径ꎮ

然而ꎬ马一浮并没有将他的所得弘扬于晚清舆论界ꎬ相反ꎬ“闇然远引ꎬ不欲以言自显”ꎮ 自回国后ꎬ
他过了一段“闲行逐飞鸟ꎬ醉卧听鸣湍”⑤的山林生活ꎮ 与几年前的激进和狂热相比ꎬ他的心灵愈发归于

安谧了ꎮ 如果认同这样的判断———“因为受到卡莱尔(Ｃａｒｌｙｌｅ)史观的影响ꎬ国粹学派相信:只有伟人与
不世出的学者才能启发真正的文艺复兴”ꎬ⑥那么马一浮的归隐当然也是有野心的ꎮ

除此以外ꎬ马一浮的转变当与他活跃于晚清政坛的岳父、立宪派的巨匠汤寿潜有关ꎮ 没有资料直接
表明马一浮不满于汤寿潜的政治立场ꎬ在«一佛北米居留记»中ꎬ虽然有“老蛰之言不甚当于理论ꎬ而其

意则可感”⑦的言论ꎬ却也不足以作为确凿证据ꎮ 马一浮当然不可能说服岳父改变观念ꎬ莫说翰林院庶
吉士出身的汤寿潜时任预备立宪公会副会长ꎬ并且他此时一切所为都是为了襄助清廷的新政改革ꎬ即使
他就是寻常乡绅ꎬ也未必能转变思想到推翻与自己休戚相关的清政府的地步ꎬ尽管他会发挥自己的影响
力ꎬ使中央政府不至于过度削弱地方的权益ꎮ 马一浮不再发表反满革命的政见ꎬ其中应是包含有体恤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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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民立报»ꎬ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印行ꎬ１９６９ 年影印版ꎬ后由于文
博博士发现并登载于 ２０１５ 年«中国文化»第四十一期ꎮ 在蒋庆、刘曙光等所译的«政治的罪恶»(改革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
中ꎬ并无此句的表达ꎮ

此为于文博的观点ꎬ她认为 １９０７ 年马一浮“不再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内容为落后的内容ꎬ反以之为本民族文化
的精髓也不再以西学为隆轨极则ꎬ而以之为中学的辅助”ꎬ而马一浮对西学彻底疏离和对传统文化的全面回归则在
１９１２ 年«政治罪恶论»发表于«民立报»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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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的一面ꎮ 汤寿潜本就因为欣赏马一浮的才华和能力才将女儿许配给他①ꎬ马一浮在美国时ꎬ汤寿潜也

常关心他的生活和前途ꎬ“每书辄累累长言ꎬ意甚厚”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马一浮不可能像好友谢无量、马
君武一样ꎬ公然为民主革命奔走活动ꎮ 另一方面ꎬ马一浮回归中学可能也多少受到汤寿潜的影响ꎮ 比

如ꎬ从汤的«危言»与«宪法古义»等著作来看ꎬ他无疑是持“西学中源”观的ꎮ 他在«危言中学»中说:
“大抵西人政教ꎬ泰半本之«周官»ꎻ西人艺术ꎬ泰半本之诸子ꎮ”②马一浮所谓“(西学)玄思幽邈ꎬ出入道

家ꎮ 其平实者ꎬ亦与儒家为近ꎮ 文章高者拟于周末诸子ꎬ下不失«吕览»、«淮南»之列”③与此出于同一

逻辑ꎮ
另外ꎬ或许因为汤寿潜的厌恶动乱④ꎬ马一浮对革命活动的看法也有一定程度的转变———诚然ꎬ更

重要的原因仍是他自己对现实政治的思考ꎮ １９０７ 年ꎬ各地革命起义日频ꎬ秋瑾的死更是牵动着尤其是

浙籍士人的心ꎬ马一浮也有缅怀秋瑾的诗作ꎮ 他极叹秋瑾是豪杰ꎬ“嘅盈国皆丈夫而执婢妾之行ꎬ若瑾

抗志虏廷ꎬ誓灭国贼ꎬ杀其身不悔ꎬ此其风节岂脆士之所及乎! 古者ꎬ国之女子以贞殉所歡ꎬ犹群以为难ꎬ
若夫死国事ꎬ盖未有也ꎮ 瑾死ꎬ足变国俗”⑤ꎬ而革命同志能安葬、哀悼秋瑾ꎬ比于古事⑥也可谓难得ꎮ 但

对于革命起义和政治暗杀ꎬ马一浮此时有了一定的怀疑和保留ꎮ 且看«感事»:新来屠市其黄巾ꎬ天意艰

难属下民ꎮ 空见五胡争裂晋ꎬ未闻三户誓亡秦ꎮ 百年战伐台城远ꎬ万里笙歌海峤春ꎮ 从古蛟龙应有种ꎬ
凿山焚谶总非真ꎮ⑦ 革命征伐若存有私欲而不能目标明晰ꎬ则不免“空见五胡争裂晋ꎬ未闻三户誓亡

秦”ꎬ那么英雄的死就更添了一层可悲ꎬ并且由此造成的社会混乱可能更加致命ꎮ 所以他拈出“道”ꎬ译
«政治罪恶论»以诫党人ꎬ这是他甚至高于现实政治的终极关怀ꎮ 革命尚且如此ꎬ“战争”的结果则更令

人痛心:胡襖秽诸夏ꎬ道丧历千春ꎮ 三圣旷不祀ꎬ六学委路尘ꎮ 愍兹下民疒肙ꎬ万物谁能仁ꎮ 若果“孔
书随烈炬”的后果是“秦法病秋荼”⑧ꎬ那么存学、存书当然也是一种保国事业ꎬ马一浮只是将自己安置于

更适合自己性情和能力的位置上ꎬ虽然姿态有所改变ꎬ但其存国保种的初衷未变ꎮ
青年时代的马一浮曾与马君武、谢无量等有志于民主革命的青年一道ꎬ试图通过西方的路径建立起

理想的民主共和国ꎮ 但因为“保学即保种”思潮的裹挟及其对现实政治和处境的严肃思考ꎬ他终于转向

了对中学的回归ꎬ从那时起ꎬ马一浮便以隐士的姿态存在于人们的印象中ꎮ 和章太炎与刘师培等“国粹

派”一样ꎬ他的思考和著述因为深奥艰涩而鲜少得到注意———何况他们所究心钻研的学问已被新学的

洪浪掩埋ꎮ 然而ꎬ因为马一浮不曾像章太炎等人那样鲜明地提倡过排满革命ꎬ所以他的政治倾向和关怀

更容易被研究者忽略ꎮ 但事实上ꎬ探究马一浮对时代环境的理解和对国族命运的关心ꎬ不仅可以提供传

统儒家体系试图阐释、观照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例ꎬ还可以通过将他与其他文化保守主义者面对现代转向

时的思考作对比和共置ꎬ得出这“逆向”的一类与大时代的关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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