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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解读

“士”的再造:战时中国的思想潜流

　 　 　 袁一丹

摘　 要:　 关于“士”的历史问题及其现代命运的讨论,自 20 世纪 20 年代末中国社会

史论争以来,便是知识阶层关注的核心话题。 陶希圣从社会学的视野探讨知识阶层与

士大夫身份的关系。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中日关系渐趋紧张的态势下,孟森、胡适希冀

以史传的方式召唤士大夫传统。 卢沟桥事变后,沦陷区扭曲的时空结构在一定程度上

激活了士大夫传统,滞留在北平的知识人身上呈现出某种士的“拟态”。 抗战时期,身

处大后方的林同济与留在沦陷区的张东荪对“士”的再造提出不同的看法。 究竟是清

除文人性的毒素,培植出一个纯粹的技术阶层,还是维持士阶层固有的道德使命,二人

对士大夫传统的再解读,为呈现战时中国知识阶层所面临的政治伦理困境,铺设了一个

同时代的思想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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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新生命书局 1929 年版。
②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新生命书局 1929 年版,第 10 页。

一、士的余荫

关于“士”的历史问题及其现代命运的讨论,并非始于抗战时期。 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中国社会史

论战中,“士”的再造就已成为知识阶层关注的核心话题。 北大出身的陶希圣,在社会史论战中便以士

大夫身份的发生、变迁为线索,组织起他对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①中间最有现实针对性的环节是如何

处理士大夫身份与知识阶级的关系。 陶希圣承认士大夫是知识阶级的特定形态,却不愿以这一称谓指

代现今的知识分子,他从生活方式上将士大夫身份定义为“观念生活者”。 这一“观念生活”阶级上面连

缀于统治阶级的军阀,下面抑制着被统治阶级的庶民。②在陶希圣看来,“观念生活者”虽不是基本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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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阶级,仍不失为一个社会阶层,有门第的超越、知识的优异,是一个难得看透现实而易于追随幻影的

阶级。
知识阶级与士大夫身份藕断丝连的原因,陶希圣以为在于近代以来知识分子供过于求,不能被学院

体制吸纳的“多余人”,或走上革命加恋爱的道路,或流入官场猎取政治地位。 要么革命化,要么官僚

化,是过剩的边缘知识分子最主要的谋生之道。 士大夫曾经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只因其为士大夫之故,
便自然获得政治经济上的优越地位,在朝为官吏,在野为缙绅。 时至今日知识阶级还保持着士大夫身份

的传统意识,士大夫时代虽已过去,介于专家与通才之间的知识人仍希望维持其在社会上的领袖

地位。①

从士到知识分子的转换,社会学意义上的更迭比心态的转变要彻底得多。 读书人的主体虽已是知

识阶级,上一代的“遗士”“遗儒”不免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所覆盖,但知识分子既填补了士的位置,也
继承了士的社会责任,故在意识层面处处可见出士的余荫。 士与知识分子在社会学意义上似乎已截然

两分,在思想上却仍蝉联而未断绝。
借用当时流行的两个概念“自然生长性”与“目的意识性”②,陶希圣指出知识阶级的唯一出路,在

于“克复观念生活阶级的自然生长性,尤其是克复士大夫身份遗留下来的传统意识,认清历史运动整个

过程的本质与倾向”,将他们对历史过程的整体把握与理论认识,灌输到革命民众中去,这才是看透社

会现实的知识阶级在大革命时代的历史使命。③ 由此即知,士大夫身份的意识残留,在陶希圣这里,是
作为趋于革命的知识阶级的负面遗产而需要清除的。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士大夫”这个过时的概念在胡适主持的《独立评论》上被重新启动,用来唤

起知识分子的社会承担意识。 清末留学日本专攻政法,民初转入明清史研究的北大教授孟森,用他早年

习得的法学术语重新阐释传统的君臣关系,试图将士大夫从臣的位置解放出来。④

孟森以为“君治”的本义是以君为机关之法人,并不担负全责,机构中的自然人即士大夫才是真正

的责任人。 近世发明的政体,无论立宪还是民主,无不是对君主制的补救,因为君主以自然人充当机构

之法人,难免露出其本来面目,破坏法人制的精神。 “士大夫”这个名词,在孟森那里,“非前古士与大夫

分职尊卑之官品之名,亦非近世士与大夫分占朝野之阶级之名”,而“以自然人为国负责,行事有权,败
事有罪,无神圣之保障,为诛殛所可加者也”。

孟森借用“法人”与“自然人”的概念对“士大夫”一词的再解读,缘于与胡适的一席话。 胡适时任

北大文学院院长,在他看来,士大夫问题“为当今一大事”,不过他放弃“士大夫”的称谓,而用“领袖人

物”这种毫无历史感的名词代替。⑤ 他以为孟森此文的言外之意,是叹息近代中国居领袖地位者,既抛

弃了古代“士大夫”的风范,又不知道外国“士大夫”的流风余韵,不足以表率人群。 二人于是生出“集中

国外国士大夫之事迹而互译之,使人知士大夫之共有真谛”的想法,孟森发愿作一部“士大夫集传”,并
希望有人搜集外国的模范人物作为教育材料。

有意思的是,为何要用“集传”的形式呈现士大夫的风貌,作为知识阶级的仪范。 这涉及士阶层崇

信的史传的塑形作用。 尽管胡适以西方传记文学为标准,宣称中国的纪传尤其是人物传的传统太过贫

乏,仅靠枯窘的碑版文字或二十四史的列传,缺乏可信度及可读性。 但从他个人的阅读经验来说,仍不

能否认史传或经典中关于人物片言只语的描写,如朱子《小学》里记载的汲黯、陶渊明之流,在少年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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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新生命书局 1929 年版,第 13—14 页。
1933 年孙志曾编《新主义辞典》(上海大光华书局)对“自然生长性” ( Spontaneity)的解释是:“劳动者因感受现

实生活的不满,自发地起来反抗资本家,要求改善生活。 他们由最初的漫然的经济斗争,发展为政治的斗争,由自然生长
的运动发展为目的意识的运动。”关于这两个概念引入中国革命实践后引发的论争,参见李初梨:《自然生长性与目的意
识性》,《思想》月刊第 2 期,1928 年 9 月 15 日。

 

陶希圣:《士大夫身份与知识阶级》,《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附录一,1928 年 12 月作于上海。
孟森:《论士大夫》,《独立评论》第 12 号,1932 年 8 月 7 日。

 

适之(胡适):《领袖人才的来源》,《独立评论》第 12 号,1932 年 8 月 7 日。
 



过程中发生的深刻效力。
与孟森对“集传”的乐观态度不同,胡适意识到传记文学的贫乏,并不能解释近代中国领袖人才的

稀缺且不高明。 他所期待的现代意义的领袖人物,绝不是靠几册“士大夫集传”就能陶铸成功的。 胡适

对士大夫的史的追溯,不是从春秋或孔门之士讲起,而是从《颜氏家训》中读出他倾慕的“士大夫风操”,
以此作为士大夫阶级律己律人的生活典范及教育手册。 胡适将士大夫的理想型放在南北朝时代,并不

是追悼这一阶级的崩坏,更不是希冀那种门阀训练的复活。 在他看来,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士大夫,一个

国家有一个国家作为范型的领袖人物,他们的高下优劣,逃不出所受的教育训练,史传在其中所起的作

用被化解到教化的范围内。 胡适掌控着包括北大文科在内的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几股教育资源,他理想

中的领袖人物,即现代意义上的士大夫,“必须具备充分的现代见识,必须有充分的现代训练,必须有足

以引起多数人信仰的人格”。 这种资格的养成,被他寄托到整顿教育、稳定教育、提高教育这条狭路上。
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日关系渐趋紧张的态势下,胡适、孟森这一群讲学复议政的知识分子,真切地感受

到“盲人骑瞎马”的危机,不得不乞灵于潜伏于意识深处的士大夫传统,并希冀以史传的形式复活这一

传统。

二、士的拟态

不妨从日本文化人的视角来看抗战时期沦陷区北平的士大夫相。 1936 至 1938 年间留学中国的奥

野信太郎,正好目睹了北京“笼城”前后世局的推移。 他通过与周作人、钱稻孙等人的交往,对中国智识

阶层做出如下判断: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至于国民党执政,这二十年间中国的智识阶层从根底上发生

着持续的动摇。 当看到他们的彷徨,极容易生出这样的错觉———其所表现出来的姿态,似乎处处失掉了

传统的依凭。 但如平心静气地观察过去与现状,便知道纵使智识阶层的形象有所改变,他们依然是“中

国人”。 代替了十三经和八股文的繁劳,挟着西洋书,精通日本文的他们,那种澎湃于全体的动力,还是

梦一般经世济民的志向。 从文学革命的视野出发,奥野信太郎觉察到,白话文运动兴起之初,胡适提出

八不主义,看似从语言文字的层面根除了所谓的旧思想,但新文学很难将政治置之度外。 五四一代佯装

抛弃的旧思想,毋宁视为“支那智识人”真实存在的传统及其承续。①

奥野信太郎感兴趣的不是“士”或“智识人”的称谓,而是中国人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一种观念:将官

吏视为知识阶级的代表,或者说“士” 与“大夫” 之间的连锁关系。 借用何炳棣从社会流动性( social
 

mobility)的视角对帝制时代晋升之阶的描述,个人向上攀升,虽然可以有其他途径,经由科举制,从士到

大夫的身份转换恐怕是最稳妥的进路。② 换言之,“士”与“大夫”几乎等同的内在逻辑关系,是这一称

谓最主要的社会吸引力。 1905 年废科举制,导致道统与治统的分离,也就意味着作为二者载体的士与

大夫的拆伙。 社会学意义上的士渐趋边缘,甚至被学校出身的知识阶层完全取替,然而士大夫意识的残

存,以及物质形态的残存仍随处可见,尤其是在长期作为帝都的北京。
滞留燕京这两年,奥野信太郎有意寻访士大夫的黄粱一梦彻底幻灭后残存的物质躯壳。 士阶层昔

日的荣光,在他看来,已如同孔庙中松柏苍郁间林立的碑碣一般硬直风化了。 仿佛老大帝国的死面,纵
然带有不尽的哀感,也只能封存于石块中,化为碑面上密密麻麻排列的,对时人而言毫无意义的士子的

名字。 士的“历史遗形物”,不仅是沦为大杂院的会馆,贩卖煤球的状元宅第,对士大夫而言最有象征意

味的衣冠,他们礼服上的刺绣,也被当作旅行者的纪念品,装饰到各种小物件上。 纤细之至而极尽华美

的色彩、构图,让人回想起将此作为服饰之一角的士君子,他们的风貌、举止以至于笔下金玉般的诗文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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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野信太郎:「支那の智識人」,『隨笔北京』,東京第一書房 1940 年版,第 80—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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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 由这些碎片,奥野信太郎试图拼贴出他理想中的士的光辉形象。①

拆碎后的衣冠化为异国情调的点缀,在奥野信太郎那里充满怀旧的光晕,而经历过五四新文化洗礼

的中国知识人对衣冠———无论是实体还是作为隐喻———的态度则更为通达,乃至决绝。 即便沦陷时期

貌似摆出士大夫的姿态,周作人谈起胜朝衣冠也丝毫不带怀旧之情。 他以为“前清的一套衣冠,自小衫

袴以至袍褂大帽,有许多原是可用的材料,只是不能再那样的穿戴,而且还穿到汗污油腻”②。 文学革命

时虽然有人吵嚷着要将这衣冠撕碎了扔到茅厕里完事,但也不曾这么做,只是脱光了衣服,赤条条地先

在浴堂洗个澡,再挑拣小衣、衬衫等洗过了重新穿上。
这里所谓的“衣冠”或洗澡,当然是比喻义,是指五四文学革命、思想革命暗中袭用的传统资源。 民

国成立后的服制变革,亦是如此,朝服的舍利狲成为冬大衣,蓝色实地纱何尝不是合适的常礼服,孔雀补

服做成椅靠,圆珊瑚顶拿来镶在手杖上,问题只是不要再把补服缀在胸前,珊瑚顶装在头上,用在别处是

无所不可的。 周作人看重的不是错位的衣冠,或用作装饰的旧物,而是掩盖在大衫小衫以至袍子底下洗

过澡的身体,即文章承载的思想。
熟悉中国古典,对五四话语亦不陌生的奥野信太郎,从士君子的形象中看出文学与政治难以切割的

关系。 在他眼里,周作人这样的文学者同时也是士君子,虽有文人的洁癖同时也难以抑制干政的热望。
奥野以为中国自古以来史论、政论与文论的界限是极端暧昧的,史家、政治家与文士的身份也往往叠合

在一起。 譬如在文集固定的编纂序列内,某某论、某某表,或送某人赴某地序,必定要触及当时的政治话

题,吐露从政者的心声。 文集的固定模式,尤其是其内部的文体排序,已展示出从政论、史论到接近现代

意义上的纯文学的小品文字这一渐变、混融的光谱。③ 奥野信太郎担心滞留在沦陷区的中国知识人,这
些有意无意地承续着士大夫传统、大体认同于士的社会角色及伦理承担的知识人,能否理解或愿意去理

解事变后日本的“文化工作”④。
奥野信太郎对中国知识人的观察,尽管只是一个笼统的印象,却触及士大夫不同于近代职业政客,

以文人兼官僚的双重角色。 士大夫政治确实是中国独有的政治文化模式,其关键在于士与吏,或者说儒

生与文吏(又称“文法吏”“刀笔吏”)的分化。⑤ 如《论衡》“程材”篇所言:“文吏以事盛,以忠负;儒生以

节优,以职劣。 二者长短,各有所宜;世之将相,各有所取。 取儒生者,必规德立化者也;取文吏者,必优

事理乱者也。”儒生务忠良,其所学者,道也;文吏趋理事,其所学者,事也。 儒生治本,文吏治末,道本与

事末相比,可定尊卑高下。 所以从儒家的观点看,志于道的士大夫政治无疑优于志于事的文吏政治。 改

朝换代之际,需要担负道义使命的仅限于士大夫阶层,对专于理事的文吏集团冲击不大。
1940 年作为《华文大阪每日》的大陆视察特派员,柳龙光回到沦陷下的故土北平———这个事变后人

口忽然增加到一百七八十万的“华北首府”,拜访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 在外交大楼里,
刚刚东游归来的王揖唐脱掉一路在日本穿着的西装礼服,换成长袍马褂来迎客,出场时笑容可掬,连连

躬着身子,用皖省腔调的国语说着客套话,随即坐在红缎子团龙花的小椅子上谈起东游见闻。 柳龙光对

这位飘着长髯的蹩脚诗人兼老牌政客的素描,让人觉察不出是在沦陷的北平,这副作派完全可以挪用到

帝制时代的士大夫身上。 不但是首脑王揖唐,就在这外交大楼的走廊上,鸦默雀静地走着同样穿着长袍

马褂的书记们,捧着一大摞用小毛锥一笔一画描成的公文,不厌其烦地重复着“等因奉此”之类的套话,
他们安详的神情姿态,以至于襟前垂挂着锁链的衙门的徽章,在柳龙光看来,“都好像并没有受过这次

天翻地覆的大事变的什么影响”⑥。 这便是传统意义上不受改朝换代影响的文吏阶层。 在访问伪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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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奧野信太郎:「支那の智識人」,『隨笔北京』,東京第一書房 1940 年版,第 74 页。
周作人:《〈药堂杂文〉序》,《药堂杂文》,作于 1943 年 12 月 30 日,新民印书馆 1944 年版。

 

奧野信太郎:「支那の智識人」,『隨笔北京』,東京第一書房 1940 年版,第 76 页。
 

奧野信太郎:「支那の智識人」,『隨笔北京』,東京第一書房 1940 年版,第 81—82 页。
 

关于士大夫的二重角色,以及学士与文吏的分合,参见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第一章),北京大学出
版社 1996 年版。

 

柳龙光:《大陆视察报告(一)和平与中国》,《华文大阪每日》第 6 卷第 1 期,1941 年 1 月 1 日,第 21—22 页。
 



政务委员会所在地的半小时里,柳氏观察到的北京,不是事变后堕入歇斯底里的变相繁荣的大都会,而
是长期浸泡在官僚传统中的帝京的残影。

三、士的蜕变

“士”的历史问题,在士阶层几乎销声匿迹的 20 世纪 40 年代,再度回到知识分子的视野。 身处西

南的林同济在《大公报》“战国”副刊上提出士的改造问题,旨在形成一批中坚分子作为抗战建国的基本

动力。 他通过“士”的词源学分析,试图从来路里求得将来的取径。① 偏于统相的摄绎,林同济用“由大

夫士到士大夫”八个字笼括三千年的中国社会政治史。 与烂熟的士大夫传统相对,他生造出“大夫士”
这个名词,并强调两者乃代表两种根本互异的历史背景所产生的“人格型”。②

从“文化形态史观”出发,林同济认为西周以至春秋大部分是以大夫士为中心,秦汉以后占主导地

位的是士大夫政治,而春秋末世与战国可说是转捩时代。 中国政治从“大夫士”到“士大夫”的类型转

变,不仅是结构上的大变动,更是社会动力的转换。 林同济构造出“大夫士”与“士大夫”的更替,意不在

历史过程的描述,而是以历史追溯的方式抛出现代中国文化再造这个指向未来的基本命题。
以西洋史为参照系,林同济将“大夫士” 翻译为 Noble-Knight,即贵族武士,“士大夫” 则被译作

Scribe-Official,即文人官僚。 大夫士社会的特征是纵向的“世承”与横向的“有别”。 这种社会生成的

“人格型”,以义即荣誉意识为内核,包含忠、敬、勇、死四大原则,以此来贯彻世业的抱负、守职的恒心。
经过战国的剧变以至于秦汉,中国的社会政治由封建的层级结构演变为大一统的皇权专制,刚性的“大

夫士”逐渐官僚化、文人化,流变成二千年来牢不可破的士大夫传统。 士大夫奉行的“世训”,由“义”流

产为“面子”,“礼”敷衍为“应酬”,“忠、敬、勇、死”巧变为“孝、爱、智、生”这四德凑成的一种“柔道的人

格型”。 林同济将抗战类比为战国时代,在这列国阶段的高峰所急需的是刚性而非柔懦的人格型,是大

夫士的风尚而非士大夫的做派。 他期待的并非大夫士制度的复活,而设想在僵化的官僚体制内重新注

入一种大夫士的精神。③

士的蜕变,被林同济视为文化再造的核心问题,关键时期是从春秋到战国。 其形塑的“大夫士”,即
士阶层的理想型,以春秋之士为化身。 在他眼里,春秋之士普遍具有技术的感觉,秦汉以后的士大夫则

带有宦术气。 “技术者,做事之术也;宦术者,做官之术也”,由春秋之士到当今之士,便是由技术到宦

术,由做事到做官。 林同济将春秋之士界定为技术阶层,一种“专门做事”或“做专门事”的社会阶层,其
援引《说文》中“士,事也”的说法,证明在古代“士”与“事”本是不可分离的概念。 如果要为士的发展史

断代制名,不妨将春秋时代称作技术本位的时代。
进入孔子的世代,士的整个社会经济及行为标准发生激变,“士”在以孝悌为本、忠恕为方的儒家学

说里,已大部分脱离了技术的含义,变成道德本位的代名词。 林同济认为孔门在士的历史上的作用,在
于趁着技术时代的末运,开创了“道的时期”。 由孔门转入战国,“致道”的士摇身一变为“游说”之士,
“士”字逐渐失却道德的含义,而抹上诡辩的色调,即“说术”或“言的时期”。 秦汉以后,浪人式的游说

不得不适应大一统的皇权政治,被规范为贤良式的贡举制,官僚体系渐趋稳固,士的“宦术化”正式揭

幕。 六朝文词相竞的风气,开启了士的“文人化”。 文作为一种钦定的宦术,士的“文人化”,可以说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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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林同济:《士的蜕变———文化再造中的核心问题》,原载 1941 年 12 月 24 日重庆《大公报·战国副刊》第 4 期,收
入《文化形态史观》(上海大东书局 1946 年版)时,改题为《士的蜕变———由技术到宦术》。

 

林同济:《大夫士与士大夫———国史上的两种人格型》,原载 1942 年 3 月 25 日《大公报·战国副刊》第 17 期,收
入《文化形态史观》,上海大东书局 1946 年版。

 

林同济:《大夫士与士大夫———国史上的两种人格型》,原载 1942 年 3 月 25 日《大公报·战国副刊》第 17 期,收
入《文化形态史观》,上海大东书局 1946 年版。

 



“宦术化”凑合的一段支流。①

由技术到宦术,林同济大致勾勒出“士”的蜕变过程,他以为了解这一过程,即可了解当今之士的症

结所在:宦术化、文人化太深,乃至完全失去了技术的感觉。 他观察到少数在朝的专家学者,想要在一向

做假拟态的窝窟里培植出一种“技术傲气”或“职业道德感”,这或是中国政治上的一线光明。 如果说士

的蜕变,过去的历程是由技术到宦术,林同济指出此后士的新生,必须折返数千年的旧道,由宦术复归于

技术。 这一判断基于他对官僚传统及中国政治的文人性的反思。 他所谓的官僚传统,不仅指一般官吏

任免黜陟的法规与分权列职的结构,而且是指运用整个结构的精神、表现的作风,以及无形中推崇的价

值、追求的目的。 换言之,林同济对官僚传统的理解,不只是一种狭义的行政制度,而是当作活的社会态

势、运动的文化现象来研究,从而分析它在整个国史演化上的作用与反作用。 林同济主张去除历史上官

僚体制中包含的皇权、文人、宗法、钱神这四种毒素,彻底转变内向型的官僚传统,以应付四面洪流的战

国局面。②

林同济尤为关注官僚传统所中的“文人毒”,在他看来,文人作为士的主体,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西方

所谓的 men
 

of
 

letters。 因为中国人看重的“知识”,只是文章;自诩为“知识阶级”者也不容与 intellectual
混为一谈,所谓“贤人政治”不过是文人垄断的政治。③ 所以文人乃是二千年大一统皇权积威下锻炼而

成的一种特产。 “文人性”作为中国政治的底色,稍微夸张地说,可放大成一种“文字迷”的宇宙观。 地

道的中国文人,对一切事物,只能从文字中念到,甚至透过文字才能看见,已丧失了直接念及现实,看到

现实的本能。④ 以写景诗为例,号称即景之诗,却用不着即景描写。 如到什刹海赏雪,妙诀端在闭目追

忆古人的好辞句,而非睁眼呆望眼前的真景致。 什刹海也罢,小卧房也罢,反正赏玩的不是堆庭之雪,乃
是书中之雪。 即景诗的内容,自有它超越时空的不变性,与一时一地的“幻象”何干? 这即是释家所要

破除的“文字障”。
林同济对文人的剖析,采取的方法是让“文”字本身说话。 文人兼官僚的士大夫拜认文字即是行

动,用英国历史学家唐纳(R. H. Tawney)的说法,西洋人办事,言论只是实行的起点;中国人办事,言论

乃是一切的终点。⑤ 无论帝制还是共和体制内的文官皆以议论为成功,亦以议论招失败。 面对强势的

武力,文士的策略是将文与德相结合,把德认作护身符,认作一种超越实力而存在的力量,而实力本身反

成为无力的。 这种“德化第一主义”,以德为最上之力,认力为取败之道,其实是弱者的自嘲,是无力者

的催眠术。 林同济焦虑的是,这种有意、无意的“德的迷信”,如何与当下“力的世界” “力的文明”相抗

衡而生存下去?⑥ 这确实是国运攸关的问题,也是晚清以降知识人共通的焦虑。 把士定位在技术阶层,
以技术对抗宦术、德术、文章术,是林同济为病入膏肓的士大夫传统开出的解药。 同样关注士的现代命

运,抗战时期还有另一种相反的声音,强调士作为“道德的人”的社会使命。

四、士的使命

抗战胜利后,储安平主持的《观察》杂志上发表了张东荪在沦陷时期作的一篇长文,论“士的使命与

理学”⑦。 该文缘起于南京陷落后,国民政府迁至汉口,其与张君劢商议再办书院的计划。 日后张东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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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林同济:《士的蜕变———文化再造中的核心问题》,原载 1941 年 12 月 24 日重庆《大公报·战国副刊》第 4 期,收
入《文化形态史观》(上海大东书局 1946 年版)时,改题为《士的蜕变———由技术到宦术》。

 

林同济:《官僚传统———皇权之花》,《大公报》1943 年 1 月 17 日,收入《时代之波》(上海大东书局 1946 年版)与
《文化形态史观》。

 

林同济:《论文人》(上),《大公报·战国副刊》第 27 期,1942 年 6 月 3 日。
 

林同济:《论文人》(下),《大公报·战国副刊》第 28 期,1942 年 6 月 10 日。
 

林同济:《论文人》(下),《大公报·战国副刊》第 28 期,1942 年 6 月 10 日。
 

林同济:《论文人》(上),《大公报·战国副刊》第 27 期,1942 年 6 月 3 日。
 

张东荪:《士的使命与理学》,作于 1939 年 8 月 12 日,《观察》第 1 卷第 30 号,1946 年 11 月 23 日,第 3—8 页。
 



潜归北平,以为燕京大学如能存在,不如在沦陷区多照顾几个未能入内地的青年为宜。① 张君劢的书院

在大理成立,来信邀约其兄张尔田、邓之诚等人南下任教,选择留在沦陷北平的张东荪为书院作了这篇

文字,由书院教育引出宋明理学与孔孟之教的关系,兼论士的定义及其使命。
对应于林同济对士的历史阶段划分,张东荪凸显的是孔门塑造的“道义之士”,他援引冯友兰的说

法,称孔子为士阶层的创立者②,试图将“士”从“士大夫”这个固定词组中剥离出来。 张氏看重的士,
与各种专业技能,或林济同强调的“技术的感觉”无关,这种非农、非工、非商,尤其是非官僚之士,只
是在社会上主持正义,靠“清议”来左右一个社会的是非判断。 孔子讲学,讲的不是某种技能,而旨在

造成一种“道德的人” 。 张东荪对士的定义,一言以蔽之,即“道德的人” ,或“非官僚”这一点。 用林

同济反文人性的立场衡量,尽管在反“宦术化”上达成某种共识,张、冯二人都是他所忧虑的“德的迷

信”者。
张东荪对士的定义,主要从社会功能的角度去理解。 在他看来,士阶层的兴起乃出于对抗威权的需

要。 作为自下而上的对抗力,士阶层的存在相当于威权政治自身分泌出的一种防毒素或防腐剂。 孔子

以前,士只是做官的预备者,此后被赋予一种特别的使命,即为密不透风的大一统皇权保留一个透气口。
士对威权的反抗,不止于在野者的反抗,而是充当永远的反对派。 不拘其反抗的方法如何,以复古为反

抗亦不失为一种反抗。 所以严格地说,孔子不是士阶层的创立者,但士的道义使命、政治使命却是孔门

所创。
张东荪亲历并以政论家的身份参与过晚清至五四的社会运动,其深知任何自下而上的政治变革必

须与道德合而为一。 反过来说,表面上是道德革命,而内在诉求却是政治问题。 张东荪所谓自下而上的

社会运动,只在于透气、防腐、减毒,而不可认为是革命。 所以士阶层的存在,在他看来,一方面是政治上

永久的通风洞,从另一方面说,却又是维持秩序的。 士或知识分子不免干政,只是干政而已矣,并不要求

执政,且在势亦永不能执政。 在他眼里,社会运动背后的力量是心理的,也是道德的,由此可知其所谓的

道德是心理学意义上的,即当事人觉得怎样才是对的,而对与不对的判断又受制于人与人之相与。 社会

的维持与改变,无不依靠道德力量的支持,没有一个社会理想其本身不是某种道德观念敷衍出的远景,
同时没有一次社会变革不是从道德观念的动摇开始,纵使道德的抽象原则不变,其具体的应用与范围必

大有变化,非如此不足以发动社会运动。
且不论佛教的影响,张东荪承认宋明理学确系继承孔孟之教,其着眼点在于欲提高道德必须以形而

上学的神秘为背景,缺少形而上学的背景不能解决道德的保障问题。 这牵涉到士与民的双重道德,以习

俗、法令为表达方式的道德只能拘束常人,对于担负道义使命的士则不够,必须将凡人的道德视为非道

德,而制定出与实际的利害祸福并不一致的,更严苛的道德标准。 于是发生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做好人?
如果好人不得好报。 这时必须把神秘经验抬出来,使个人觉得小我与大我是一体的,人生意义与道德保

障完全寄托于此。 所以理学内部无论有何派系之别, 大体上脱不了神秘的整体主义 ( mystic
 

integralism)。 张东荪正是看透了这一点:主张整体乃是专为道德立一个最后的托子,使个人有安顿

处。③ 这种天人合一的形而上学,是为了满足士阶层超世俗的道德需要,虽只是添上去的布景,但这个

添加却十分必要。
由士的道义使命,生出小我与大我打通的人生哲学,再生出万有一体的宇宙论或形而上学,张东荪

这种逻辑推演无疑是一种逆溯,却祓除佛教的影响,将理学与孔孟之教勾连起来。 张氏以为佛教对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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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张东荪:《士的使命与理学》附记。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5 年版。 冯友兰在 1933 年自序中称,《哲学史》第二篇校稿时,
“故都正在危急之中。 身处其境,乃真知古人铜驼荆棘之语之悲也。 值此存亡绝续之交,吾人重思吾先哲之思想,其感觉
当如人疾痛时之见父母也”。

 

近代民族主义的奥秘亦在于此,以国家为单位的民族史,其实就是为挣脱出宗法网络的孤零零的小我另造一个
大我。

 



理学的影响,不在于思想内容,而在于方法。 孔孟之教本来含有神秘主义,却没有发明出修行之法以亲

证这种境界确实存在。 理学是把佛家出世的办法用于入世,把宗教性的神秘移用于起居日用上,让一切

德目如忠孝节义都有了安托。 治国、平天下才是儒家真正的目的,至于修身、诚意,乃至上溯到形而上学

的领悟,都不过是直接或间接的手段而已。
张东荪最后将中国历史的延续性归功于士阶层的政治道德作用,他一边宣布士已完成其历史使命,

一边又要保留士在知识、道德上相对于大众的优越性。 他所理解的大众,不是把士剔除在外,而是士与

大众打成一片。 至于如何才能打成一片,在打成一片的同时又怎样维持士的领袖地位,仍是悬而未决的

问题。 士在新时代的使命,决不能如产业革命者所主张的那样,化身为欧美式的中产阶级,张东荪以为

士的出路,唯有融入大众,除了提供知识与技能,更重要的依然是其在道义上的承担。
梁启超曾将“文化”一词定义为“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 所谓“共业”是借用佛家

的术语,他以文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泡茶这道工序打比方:用一个老宜兴茶壶泡茶,多冲泡一回,壶的内

容便生一次变化。 吃完茶,倒掉叶梗,淘洗干净,表面上什么渣滓都没留下,然而这泡茶的精华实已

“渍”在壶内,等下次再泡时,此前渍下的茶精会令汤的色味更佳。 茶之随泡随倒随洗,便是身心活动的

起灭,而渍入壶壁的茶精便是业。 一个人的活动留下的魂影,遗传给他的子孙后辈,仅可谓之“别业”,
还有一部分像细雾般霏洒到他所属的阶级、社会而永不磨灭,是之谓“共业”。①

士大夫传统便是知识人的历史共业。 身处大后方的林同济与留在沦陷区的张东荪对“士”的再造

有不同看法:究竟是清除“文人性”的毒素,培植出一个纯粹的技术阶层,还是维持士在社会中特殊的道

德功能? 两人对士的理想型的不同设想,为呈现战时中国知识阶层面临的政治伦理困境,铺陈了一个同

时代的思想史背景。

(责任编辑:素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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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梁启超:《什么是文化》,1922 年 11 月在南京金陵大学第一中学讲演,《晨报副镌》1922 年 12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