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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張磊

有幸先睹了國燦同志的新書的稿本，十分高興。即將付梓的這部結

集，收錄了作者多年來的研究成果，主要內容包括：嚴復思想與近代中

國文化轉型；尚力思潮與近代感性重建；歷史哲學特別是歷史認識論的

重新思考；中國近代史的重大事件與人物思想論述；近代中國思想文化

史研究札記。全書內容豐富，許多論述閃爍着發人深省的思想火花，對

嚴復思想的定位與剖析更具開拓性，堪稱為一部優秀的力作。爰是不揣

譾陋，為之紹介。

嚴復思想研究在文集中居於突出地位，因為這是中國近代思想文化

史的重大課題。嚴復的思想與實踐在社會文化和政治領域中留下了深刻

的印記，兼具學術價值與社會意義，是以國內外學者頗為關注，從周振

甫、王栻教授到美國學者史華茲的著述即為實績。近年來，更有不少有

關成果陸續問世。國燦同志的一組饒有新意的論文，則把嚴復思想研究

深化和拓展到新階段。作者從近代中國文化轉型 —人文精神重建的角

度重新解讀嚴復，對他的「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的觀念加以再估，

確認這位真正學貫中西的思想家的哲理和見解具有里程碑的意義，不愧

為包涵近代理性精神、倫理精神和感性精神的近代人文精神重建的發軔

標誌。然後，漸次深入考察了嚴復的話語系統與「五四」新文化運動、

白話運動的內在聯繫，揭示了「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與辛亥國魂

及稍後的國民性問題的相互關係，指出了「群學」思想對推進傳統國學

向近代社會科學轉型的作用。作者着力破除把嚴復與康有為、梁啟超、

譚嗣同籠統劃歸戊戌時期維新派的陳見，對嚴復與康有為的思想作了過

細辨析比較，從「進化」史觀着手揭示了他們之間在進化的動力、目標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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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史思之間—近代中國的思想文化轉型論集

諸方面的根本差異，判明嚴復是理性的「劃界」自由主義的代表，而康

有為則是浪漫的現代烏托邦的鼻祖。正是這兩種思想的相互消長，對 20

世紀的中國產生了深遠影響。此外，作者還對嚴復與英國文化的關係作

了獨到的闡述。可以毫不誇張地斷言：作者從獨具的視角考察了嚴復的

學說，體現了頗為特出的思辯力度和相當深厚的理論、業務根底，代表

了嚴復研究的最新進展。

本書的又一個鮮明和優長的特色，顯然是對近代中國尚力思潮的發

掘以及所作的全新闡釋。在以往的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中，尚未

有專家學者涉獵過這股思潮。作者通過掌握大量第一手素材，展示出不

可忽略的具有重要意義的尚力思潮，更從感性重建的角度予以論述，認

為它構成了人文精神重建的三大主題之一。作者的有關成果引起了學術

界的廣泛注意，因為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領域由此得以拓展。

從歷史認識論的角度重新闡釋歷史哲學的基本問題，無疑是本書的

重要內容。對於歷史科學說來，科學的理論、方法論至關重要。作者提

出了一系列創見，認為傳統歷史哲學關注的主要是歷史本體，追尋其真

實的面目和發展的規律，遂成為史學家職業良知所在；但實際上歷史已

成過去並且不可再現，史學家面對的必然是二重客體，即歷史本來面目

（本體）和史料。作者指出史料具有局限性，且滲透着記述者的主體性，

所以與歷史本體永遠不能完全重合，只能無限地趨近。歷史認識對象的

二重性，打破了史學家「揭開歷史本來面目」的「理性的僭妄」。歷史

規律不過是「人為歷史立法」的主客體雙重建構，不應視之為不以史學

家意志為轉移的純客體 —本體的屬性。作者的這種見解具有某種挑戰

性，曾在史學理論界引起了討論。這是可喜的現象，頗有助於促進史學

理論、方法論的發展。應當指出，作者的上述觀點決非不可知論，恰恰

相反，他正是強調了歷史認識論，並力求使歷史認識論更為科學，越發

切近實際。因為作者決非否定史料的意義，也重申了正確的歷史研究定

會獲致不斷接近本體的近似值，還承認了歷史規律的存在和被認識的可

能性（只是否認它的純客體屬性）。可見，作者的見解符合辯證唯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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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vii

義。事實上，歷史是人們活動的結果，而人的活動總是以他們的思想、

感情和意願為指導，至於語言則是意識的載體。但是，「古史記言，大半

出於想當然」—錢鍾書教授在《管錐編》第一冊中作出了這一論斷。他

先以《左傳》記載介之推與母親的談話等為例，指出「上古既無錄音之

具，又乏速記之方，駟不及舌，而何其口角親切，如聆謦欬歟？或為密勿

之談，或乃心口相語，屬垣燭隱，何所依據……皆生無旁證，死無對證

者。」關於《史記．項羽本紀》中「鴻門宴」的描述，他認為「其論文筆

之繪聲傳神，是也；苟衡量史筆之足證可信，則尚未探本」。要之，應當

強化歷史哲學的導向，更為實事求是地評估史學家的認識能力和史料的

認識意義，以便使歷史研究不斷地接近本體的真實和揭示客觀的規律。

綜觀全書，雖然涉獵了有關史學的許多方面和課題，但給人以形散

神不散的感受，因為文集的重心在於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與歷史哲學兩

個領域。加以全書主線非常明確，即從思想文化轉型或人文精神重建的

角度重新審視處於劇變時期的思想文化進程，並以嚴復思想研究為切入

點，與當世的幾個重要人物的思想進行比較，從而，對中國近代思想文

化轉型的主題作出開拓性研究。

掩卷沉思，不禁為青年學者的茁壯成長而感奮。當然，國燦同志的

成就不是偶然的。他對社會科學事業十分熱愛，長期從事史學研究，鍥

而不捨，孜孜以求，確實難能可貴，令我欽佩。但是，國燦同志和我都

確認在科學領域中的攀登永無止境。即以嚴復研究為例，他那「闊視遠

想」的氣度和視野，「苞中外而計其全」的博學與深思，顯然有待持續的

探究。內涵十分豐富的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更需要深化和拓展，自

不待言。我切盼着作者能夠早日完成關於「嚴復與近代文化轉型」的專

著，並在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尤其是學術史領域中辛勤耕耘，多結碩

果，奉獻於偉大的時代！

1998 年 5 月於香港

（張磊係原廣東省社會科學院院長，研究員，中國史學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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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復與近代文化轉型   1

嚴復與近代文化轉型

在中國文化從傳統走向現代的轉型過程中，嚴復的文化闡釋成為一

個「界標」。作為中國近代第一個能嫻熟運用兩種語言（古漢語和英語）、

且受過嚴格科學訓練的中西兼通的思想家，嚴復在文化闡釋方面作出了

重要貢獻。

一、嚴氏話語系統與近代文化載體轉型

按照現代解釋學理論，語言文字不僅是一種表意符號，而且「是

儲存傳統的水庫」1，是文化的載體，它保存着人與傳統、人與歷史的聯

繫。因此，語言文字形式的變化，無不折射着文化的變遷和轉型。

嚴復的成就和影響，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的翻譯所奠定的，據統計，

嚴復譯著共計 11 部，達 170 萬字 2，當時就被公認為「清季輸入歐化之

第一人」3。但是，僅僅把嚴復視為一流翻譯家，顯然低估了他在思想文

化史上的地位，嚴復的成功，不僅是徹底打破了長期以來由西人口譯、

華人筆錄的兩人翻譯模式，而且創造了一套獨特的嚴氏話語系統來對西

學進行新的文化釋讀，推動中國文化載體的轉型。

所謂嚴氏話語系統，是指嚴復在譯介西學著作時通過創造性闡釋而

1 伽達默爾：《人與語言》，轉引自殷鼎《理解的命運》，三聯書店，1988 年，第 176 頁。

2 商務印書館編輯部編：《論嚴復與嚴譯名著》，商務印書館，1982 年，第 17 頁。

3 梁啟超語。見《嚴譯名著叢刊．嚴群序》，商務印書館，198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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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史思之間—近代中國的思想文化轉型論集

形成的一整套獨特的表達方式和語句系統。它包括：（1）意譯＋按語的

翻譯方式。嚴復自己說《天演論》主要採取「取便發揮」的「達旨」1 方

式，魯迅也說嚴復「做」了一部《天演論》。據統計，嚴復譯作中的按

語達 17 萬字，佔了其譯著的 1/10。嚴復這一獨特的「做」的方式，實

際上為超越文本進行文化闡釋留下了空間；（2）「先秦文體」。嚴復曾

經自己談過這套話語的特點是「用漢以前字法、句法」2，桐城名師吳汝

綸稱之為「與晚周諸子相上下」3，梁啟超更明確地說它是「摹仿先秦文

體」4；（3）中西兩種文化的融合導致現代話語的產生。這套用古老文體

包裝出來的話語系統，卻成了近代文化載體轉型之先聲。

第一，嚴復話語系統的出現，實際上是為了讓西學獲得與中學對等

的文化闡釋的正統地位，同時也使西學傳道者獲得與科舉士子同等的文

化闡釋權。長期以來，國學壟斷了文化闡釋的正統地位，成為「治身心」

的「內學」，科舉士子則壟斷了文化闡釋權，而西學充其量只能成為「應

世事」的「外學」，只不過是「汽機兵械之倫」等「形下之粗跡」，而懂

西學的留學生，一如魯迅所說的「沒有現在這麼闊氣，社會上大抵以為

西洋人只會做機器 —尤其是自鳴鐘 —留學生只會講鬼子話，所以

算不了『士』人的。」5 為了打破國學一統的文化霸權，嚴復採取了兩個

辦法：一是他所闡釋的西學必須能回答當下國學所不能回答的救亡圖存

的熱點問題。民族危機呼喚新的救亡理論，成為嚴復闡釋西學的原始起

點和前結構，這也就導致嚴復的意譯＋按語必然是對文本的「誤讀」。

於是，反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進化論與倫理學》就變成了鼓吹社會達

爾文主義以宣傳「自強保種」的《天演論》；一本捍衞個人自由和個人

獨特價值的《論自由》變成了一本國家自由高於個人自由的《群己權界

1 嚴復：《天演論．譯例言》。

2 嚴復：《天演論．譯例言》。

3 《天演論》吳汝綸序。

4 《紹介新著〈原富〉》，載《壬寅新民叢報匯編》，第 851 頁。

5 魯迅：《二心集．關於翻譯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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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復與近代文化轉型   3

論》。正是在嚴復對文本的合理「誤讀」中，「物競」「天擇」的「自強」

理論很快激起了強烈反響，梁啟超自稱讀嚴著「據案狂叫，語人曰：不

意數千年悶葫蘆，被此老一言揭破。」1 可以說，如果嚴復闡釋的西學滿

足不了人們的期待，是不可能打破國學一統的文化霸權地位的。二是文

體形式的講究。只有通過典雅的先秦文體才能適應傳統士大夫們的閱讀

習慣和興趣，才能讓他們逐步認識西學並非「形下之粗跡」。對此，桐

城派吳汝綸的看法可為佐證。他認為，赫胥黎「欲儕其書於太史氏、揚

氏之列，吾知其難也；即欲儕之唐宋作者，吾亦知其難也」，但是經過

嚴復的文化包裝，「其書乃駸駸與晚周諸子相上下。」2 也就是說，在吳

汝綸眼中，赫胥黎著作是不能與司馬遷、揚雄的著作相比的，但經過嚴

復的包裝，赫胥黎的著作可以獲得先秦諸子的地位，這說明嚴氏話語在

西學進入中國，尤其是進入中國士林文化中發揮着橋梁作用。正是在嚴

氏話語的影響下，西學迅速進入中學的陣地，進而與中學平分天下。

第二，嚴復對先秦諸子文體的「返古」本身，也是對佔據統治地位

的科舉八股、試帖文體的超越。八股在長期使用過程中逐漸程序化，陷

入起承轉合的死板、僵化的套路中。非正途出身的嚴復對此必然進行猛

烈的扞擊，「今日之經義八股，則適足以破壞人材，復何民智之開之與有

耶？」3 在《救亡決論》中，嚴復力陳八股文「錮智慧」等三大弊害，這

直接開啟後來胡適之《文學改良芻議》批判八股文之先聲。對現實的批

判，激發了嚴復對極富原創性思想而且流暢、清新的先秦文體的推崇。

「復古」是為了「開新」，這在世界文化史上亦是通例。意大利文藝復興

的最大成就之一，乃是一批人文主義學者從被神職人員所壟斷的「笨拙

的、累贅的」「中世紀拉丁語的泥坑中擺脫出來」4，從兩方面開始了文化

載體的轉型：一是從古羅馬的西塞羅、維吉爾等人的名作中尋找拉丁語

1 《嚴復集》，中華書局，1986 年，第 5 冊，第 361 頁。

2 《天演論》吳汝綸序。

3 《嚴復集》第 1 冊，第 29 頁。

4 丹尼斯．哈伊：《意大利文藝復興的歷史背景》，三聯書店，1988 年，第 8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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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史思之間—近代中國的思想文化轉型論集

最富活力和魅力的生命之源；二是大膽運用被教會所歧視的意大利俚語

和方言進行創作。正是從這兩方面的突破，才導致了中世紀文化載體的

轉型，開創了不朽的文藝復興時代。因此，嚴氏文體的「復古」在一定

程度上是對現實文體（八股之類）的超越，《天演論》以「赫胥黎獨處

一室之中，在英倫之南，背山而面野……」作為開場白，讀來「音調鏗

鏘，使人不自覺其頭暈」1，與僵死的八股文體形成鮮明的對照。

第三，嚴復經過對中西兩種文化的融合，獨創了一套新的現代話

語，在客觀上加速了白話文時代的到來。由於文化語境不同，文化釋讀

往往困難，嚴復曾認為，讀「本文」則「一舉其形聲，則章別源流，靡

弗具焉，不獨易為稱而便記憶也。」但是一到讀譯文則「一名之轉寫，

輒聚佶屈鈎磔雅俗互有之字以為之，少者一文，多至八九，羌無文

義，而其音又終不相肖。雖有至敏強識之夫，尚猶苦之。」2 因此，只

有通過西學術語的中國化與中學術語的西學化，才能推陳出新，嚴復

正是通過中西互釋，創造了大量包含現代意識的語匯。西學術語中國

化的有「天演」「天擇」「計學」「群學」「泉幣」「生貨」「熟貨」等；

中文西化或歐化語言有：拓都（total）、幺匿（unit）、版克（bank）、

葉科諾密（economy）、費拉索非（philosophi）等；而更多的是滲透着

現代意識和思想的詞組，如「開民智」「鼓民力」「新民德」「自由為體，

民主為用」「小己」「愛力」「莫破」「吸力」「阻力」「離心力」…… 正是

這一套具有強烈時代氣息的話語，給讀者打開了一個嶄新的世界。這套

話語很快不脛而走，甚至還未正式出版，梁啟超等人即已代為傳播。嚴

復以先秦文體譯書，本意「非以餉學僮而望其受益也，吾譯正以待多讀

中國古書之人」3，而結果卻不僅影響一代「多讀中國古書之人」，更影響

1 魯迅：《二心集．關於翻譯的通信》。

2 《嚴復集》第 1 冊，第 153 頁。

3 《嚴復集》第 3 冊，第 516 頁。

思史之间 排版文件 4-2最終.indd   4思史之间 排版文件 4-2最終.indd   4 2022/4/7   16:542022/4/7   16:54



嚴復與近代文化轉型   5

了一代又一代「學僮」1。胡適、魯迅、毛澤東等人都是在中小學時期開

始接受《天演論》的，「物競」「天擇」甚至「拓都」「幺匿」都曾成為中

小學時期的胡適、郭沫若的作文習題 2。現代話語的廣泛流佈，開了白話

文運動的先河。

近代白話文運動淵源有二：西學和中國俗文學。梁啟超、胡適、陳

獨秀等人深知西方也有「文言」（拉丁文）和「白話」（近代各民族語言），

而西方的「白話」是近代文明的產物。伴隨大規模翻譯的出現，必然帶

來文體變化。佛教典籍之翻譯和傳播，帶來中國古代的白話文運動；而

西學著作的翻譯，則加速了中國近代白話文運動的到來。嚴復雖然拒絕

使用白話來翻譯，但由於大量西學話語、音譯語匯的傳入，歷史將不會

按個人意願前進。嚴復話語對「俗」的迴避，恰好給梁啟超留下了發展

空間。梁啟超正是在嚴氏話語影響下接受西學的，並與嚴復討論「文體

革命」問題，從而創造了一種迥異於嚴氏話語的筆端常帶感情的准白話

體「新民體」。與此同時，留日學生中大量白話、俗話報刊的出現，使

白話進入知識界書面文字，而且通俗易懂的日式西學術語也開始取代嚴

氏話語。「五四」新文化運動作了一次白話理論總結，白話文體遂成文化

載體的主流。

二、嚴氏「三民」思想與中國人文精神的近代轉型

以儒家文化為主體的古典人文精神，是一種泛道德主義的人文精

神。其一，把個體的道德完善作為人性論的目的。孔孟的「仁」「性善」

論自不必說，荀子的「性惡」也不具有西方性惡論中的原罪意識，而是

強調一個「偽」（人為），通過人為的努力使本性惡逐步臻於「善」，其

1 如梁啟超的《新民說》是嚴復「三民」思想的拓展，章太炎的「善惡俱進」的《俱分進化論》，

在嚴復《天演論．演惡篇》中可尋到蹤跡。

2 參見魯迅《朝花夕拾．瑣記》，胡適《四十自述》，郭沫若自傳《少年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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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史思之間—近代中國的思想文化轉型論集

目的仍指向「善」；其二，把個體的道德完善的「內聖」當作「外王」的

基礎，「格」自然之「物」，「致」倫理之「知」，人們只要正心誠意，修

身齊家，也就標誌着人格完成，把「治國平天下」的實現，建立在「太

上立德」的個體道德完善基礎上；其三，將倫理道德向宇宙、社會、人

生領域泛化，從而把宇宙倫理化，確立一種倫理本體論，使古典人文精

神成為一種泛道德主義和倫理中心主義人文精神 1。

19 世紀中期以來的西方殖民侵略，在造成中華民族生存危機的同

時，也帶來了古典人文精神的根本性價值危機，即把統一在泛道德主義

原則基礎上的「內聖」與「外王」之道無情地撕裂開來。如果「內聖」

就能「外王」，那麼，鴉片戰爭以來的歷次中外戰爭，那些「內聖」的

君子們何以屢戰屢敗，不僅沒有治國平天下反而誤國失天下，終至於貽

笑於蠻夷之邦？嚴峻的民族危機使一些先覺的中國知識人開始認識到傳

統的「內聖」之道支撐不了「外王」，必須尋找支撐「外王」的新的人

文精神。

如果說，在康有為的《實理公法全書》的人文思想中，康有為還在

試圖以傳統人性論的概念、範疇和基本框架來接納西方一些新的價值理

念而扮演第一個近代「新儒家」角色的話，那麼，正是在嚴復「三民」

思想中，傳統人性論的基本概念、範疇和框架，被闡釋為人的全面發展

的現代概念範疇體系，從而使近代人文精神開始突破古典人文精神的泛

道德主義。

1860 年，英國實證主義哲學家斯賓塞出版了《教育論：智育、德育

和體育》，而嚴復於 1895 年 3 月在天津《直報》上發表《原強》一文，

將該書譯為《明民論》或《明民要論》，並將其「三育」的教育思想釋

讀為「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的「三民」文化思想。「三民」思想的

提出，對於中國近代人文精神的重建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1 參見拙著《中國人文精神的重建 —從戊戌至五四》，（博士論叢），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年，第 8—1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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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復與近代文化轉型   7

第一，它超越了傳統人性論中的泛道德主義精神，第一次提出人的

德智力全面發展的近代人文精神。這樣，傳統意義上的那個無限膨脹泛

化、覆蓋一切、甚至主宰一切的至高無上的價值理念「德」開始從本體

地位跌落下來，受到必要的限制，並獲得明確的定位，即「德」不過是

和「智」「力」並列的人的全面發展的三要素之一。「德」的泛道德主義

神話的打破，為人性的開放和自由，為個體的知識、能力和意志力量的

提升提供了前提和可能性。

第二，人的全面發展理論的提出，不僅動搖了無限膨脹泛化的泛道

德主義神話，而且也為「治國平天下」的「外王」確立了新的「內聖」

之道。傳統的「治國平天下」是落實在道德完善的個體踐履上，而嚴復

「三民」思想則強調：

所謂富強云者，質而言之，不外利民云爾。然政欲利民……必自皆

得自由始，…… 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 …… 顧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

其力、其智、其德誠優者也。1

也就是說，中國的「富強」（治國平天下）將不再是按照「格物致

知 — 正心誠意 — 修身齊家 — 治國平天下」的傳統內聖外王的

「大學之道」邏輯地展開，而是按照「富強 —利民 —自利 —自

由 —自治 —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的新的邏輯展開。這樣，

中國的「富強」（治國平天下）將不再是建立在個體的道德完善上，而

是建立在國民整體的綜合素質的提高上，這是一條新的現代的「內聖」

之道。

第三，新的「內聖」之道的確立，使嚴復成為中國關於現代國民素

質的最早的闡釋者。嚴復關於國民素質的討論是從對鴉片戰爭到甲午戰

1 《嚴復集》第 1 冊，第 2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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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史思之間—近代中國的思想文化轉型論集

爭的歷次中外戰爭的反思開始的，他認為中國的慘敗既不是洋務派所說

的歸結於武器不如人，也不是維新派一般人所說的政治制度不如人，從

根本上說，乃是一個國民整體素質問題，即「民力已苶、民智已卑、民

德已薄」，這種國民素質雖有「富強之政，莫之能行」1。正是在這種認識

下，嚴復在士林文化中，第一次把孔子以來（子不語怪力亂神）遭受鄙

棄的「力」抬高到與「開民智」「新民德」的同等地位，國恥重新喚起了

嚴復對尚武冒險精神和力量的肯定和追求，喚起了對體育和軍國民精神

的重視，並由此引發了一個長達半個世紀的尚力思潮 2。「開民智」則是

對中國傳統智力結構和思維方式中那種「半部論語治天下」的求同、崇

聖、崇古的封閉被動式注經思維方式和單純從書本上求學問的致思方式

的根本性批判，而強調一種獨立思考、親身實踐、懷疑求異的理性精神

和「以宇宙為簡編、民物為文字」的向書本外的大自然和社會求知識的

新的致思方式和科學實證精神。「新民德」中的「德」已經不再是傳統意

義上的個體完善的道德意義上的「德」，而是強調「自由」「平等」基礎

上的「各私中國」的一種現代公民意識、一種現代政治倫理。嚴復認為，

中國傳統道德實質上是一種「以奴虜待吾民」和「奴虜自待」的奴隸道

德，而現代公民道德強調只有當國民不再是「奴虜」而是主人，承擔相

應的權利和義務時，才會把中國視為自己的中國。嚴復的「三民」思想

所要求的國民整體素質，必須具有健康強壯的體魄和堅毅冒險的精神氣

質；必須具有獨立思考，敢於懷疑求異、敢於向權威挑戰的理性批判精

神和勇敢地探索大自然和社會的科學精神；必須具有在自由平等基礎上

享有相應的權利和義務的現代公民意識。

嚴復「三民」思想的提出，展示了中國人文精神從傳統向現代的

轉型。當中國被捲入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時，傳統人文精神出現全面

的價值危機。資本主義近代化，是一場歷史性的大競賽。這場大競賽包

1 《嚴復集》第 1 冊，第 26 頁。

2 參見拙文《近代尚力思潮述論》，中國香港《二十一世紀》，1992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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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復與近代文化轉型   9

括軍事、商業、工業和科技等全方位的競爭，對此，道德完善幾乎無濟

於事，正心誠意，修身齊家不僅不能治國平天下，甚至連保種保國都成

問題。正是在這種道德困境中，能力與知識、體魄與冒險被突出地提出

來。嚴復「德、智、力」的人的全面發展論模式的提出，是對這種世界

性潮流的積極回應，標誌着中國傳統人文精神向現代人文精神的結構轉

型。在嚴復之後，梁啟超接過了嚴復關於國民素質的理論，著《新民說》

《十種德性相反相成義》等。辛亥時期出現了「陶鑄」國魂思潮，魯迅

等一批新文化主將更突出改造國民性問題，孫中山後期也強調「心理建

設」，從而匯成近代改造國民性思潮，推動着近代人文精神、近代國民

素質的重建和轉型。

三、嚴氏「群學」思想與傳統學術的現代轉型

傳統學術以經史子集為文本，以儒、釋、道精神為旨歸，以漢學宋

學為學派，以義理辭章考據為方法，形成了源遠流長的國學傳統。嚴復

以「統新故而視其通，苞中外而計其全」1 的宏大氣魄，置國學於「古今

中西」大融合中，以國學科學化推動了傳統學術向現代社會科學的轉型。

中國近代學術轉型是在「存亡危急之秋」開始被催生的。甲午戰爭

前，中國士大夫一直謹守着「變器不變道」的原則來學習西學。甲午戰

爭中，中國以泱泱大國敗於日本「蕞爾小邦」，使天朝上國一變而為「病

夫之國」。覺醒的知識分子開始了根本反思。嚴復將批判矛頭直指中國

傳統學術，「四千年文物，九萬里中原，所以至於斯極者，其教化學術非

也，不徒嬴政、李斯千秋禍首，若充類至義言之，則六經五子亦皆責有

難辭；嬴、李以小人而陵轢蒼生，六經五子以君子而束縛天下。」2 因此，

嚴復認為中國傳統學術有幾大弊端：一是「無實」「無用」。嚴復認為中

1 《嚴復集》第 3 冊，第 560 頁。

2 《嚴復集》第 1 冊，第 53—5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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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術末流之大患，在於徇高論而遠事情，尚氣矜而忘實禍」，漢學

宋學，義理考據辭章一類「所託愈高，去實滋遠」，「其高過於西學而無

實」，「其事繁於西學而無用」，只可以「怡情遣日」，不足以「救弱救

貧」1；二是「崇聖」「崇古」，重學術繼承，缺乏學術創新。中國學術往

往「誇多識」而不似西學「尊新知」，而且中土之學，必求古訓，其結

果是「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靠記誦

詞章、訓詁注疏，只能是「事資強記，何裨靈襟！」2 三是缺乏科學實驗

精神。嚴復認為陸王之學，「自以為不出戶可以知天下」，實際上是閉門

造車、向壁虛造，是「師心自用而已」3。

為了推動傳統的學術轉型，嚴復極力推崇近代科學方法。在嚴復

看來，這類方法，一是實證方法，包括「考訂」「貫通」「試驗」三個層

次。「考訂」又叫「觀察」或「演驗」，經過觀察收集整理材料，「乃會

通之以求所以然之理」，形成「公例」。嚴復認為「中西古學，其中窮

理之家，其事或善或否，大致僅此兩層」，因此公例「往往多誤」，「於

是近世格致家乃救之以第三層，謂之試驗。試驗愈周，理愈靠實矣。」

而「試驗」不是在書本上試驗，而要走向自然和社會，因此，「為學窮

理，志求登峰造極，第一要知讀無字之書」，他引用赫胥黎的話說：

「能觀物觀心者，讀大地原本書，徒向書冊記載中求者，為讀第二手書

矣。」4 這是對近代實證方法的第一次系統介紹。二是邏輯方法，「於

格物窮理之用，其塗術不過二端。一曰內導（歸納），一曰外導（演

繹）。」5 嚴復對邏輯方法的重視，曾被美國學者史華慈教授評價為「具

有阿基米德式高瞻遠矚的能力。」6

1 《嚴復集》第 1 冊，第 44 頁。

2 《嚴復集》第 1 冊，第 29 頁。

3 《嚴復集》第 1 冊，第 44 頁。

4 《嚴復集》第 1 冊，第 93 頁。

5 嚴復：《西學門徑功用》，《嚴復集》第 1 冊，第 94 頁。

6 Benjamin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West, P. 142, Cambridge, Mass,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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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引入科學方法外，嚴復在《西學門徑功用》一文中推出了他

的科學分類，並從科學分類中正式提出了社會科學 —「群學」分類和

概念。

這個科學分類包括五類。玄學：名學（邏輯學）、數學；玄著學：

力學、質學（化學）；著學：天學、地學、人學（生理學、心理學）；群

學（社會科學）：政治、刑名（法學）、理財（經濟學）、史學；專門之學：

衣、兵、御舟、機器、醫藥、礦務……

嚴復的科學分類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將社會科學置於科學範圍

內，使社會科學享有與自然科學平等的地位。這雖然反映了早期「文理

不分家」的特點，但實際上比起後人將社會科學納入意識形態範圍充當

一般宣傳工具的做法，仍有其相當的合理性；二是未將社會科學與社會

學嚴格區分。嚴復的「群學」概念在這個分類中是指社會科學，但是在

翻譯斯賓塞《群學肄言》時又是指「社會學」1。嚴復曾對「群學」下過

一個定義：「群學何？用科學之律令，察民群之變端，以明既往測方來

也。」2 這個「群學」定義與其說是對「社會學」而言，倒不如更準確地

說是對社會科學下的定義。這大概是近代關於社會科學的一個最早的經

典定義，它基本把握了社會科學的對象、性質、方法和作用。

嚴復屬技術出身，卻沒有譯過一本科技方面的著作，其主要精力

用在譯述西方近代社會科學名著，其譯著涉及了社會科學的絕大部分學

科。嚴譯的 11 種著作中，涉及哲學倫理學（《天演論》）、經濟學（《原

富》）、法學（《法意》）、社會學（《群學肄言》）、政治學（《社會通詮》

《群己權界論》）、邏輯學（《穆勒名學》《名學淺說》）、史學（《歐戰緣

起》《支那教案論》）、教育學（《中國教育議》）。他通過大量譯述介紹

西方社會科學各學科著名學者、思想家及其學術思想，為國學的改造提

供了一個參照系。

1 嚴復在《政治講義》中亦說：「政治者，群學一門」，亦可佐證「群學」即指社會科學。

2 《嚴復集》第 1 冊，第 12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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