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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 r瘤變J :中國道德危揖及其世界影響

任何國家、任何時代都有道德腐敗的個案、現象和難

題，那麼，這里且時說的「危機」或「痛變」是甚麼意思，

同其他國家其他時代的道德腐敗有甚麼不同，以致值得單

獨提出來討論?

這襄所說的「危機J (1癌變」當然只是比喻) ，是

指道德腐敗嚴重到這種程度，在深度上突破了人性的底

線，在廣度上蔓延到昕有的階層，以致破壞基本的生活秩

序，其社會影響則可能難以控制的程度。

就中國社會而育，以往的道德腐敗多半是有限的和局

部的，就是說，除了戰亂或饑荒導致人吃人之類非常事態

(嚴格說那已不屬於道德問題) ，大多數情況下的道德腐

敗都未到突破人性底線的程度，而且多半只局限於一定的

階層或集團(例如清代的官僚集團) 。那是因為傳統中國

作為禮俗社會，佔意識形態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特別注重

道德倫理，而且在前現代的熟人社會中，道德腐敗或違反

規範會因為難於隱藏而受到抑制。

但是，從一九四九年以來，激烈的革命意識形態的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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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了一切。儒家思想成了攻擊對象，對傳統道德規範的破

壞，普遍得到正式的認可和鼓勵一一一個典型的例于是「土

地改革」時，農民返遠地主財物的行動，只能暗地襄進行，

而剝奪其財產甚至折磨、殺死地主的行動卻由官方在光天化

H之下進行，並且最大限度地組織公眾進行圍觀，以推廣這

種反道德的、鼓吹仇恨的「新道德」或「階級道德」。這種

局面，通過以後多年名目繁多的「政消運動J '在將近三十

年的時間里，由鄉村擴及城市，由一些階層或階級擴及既有

的階層或階級。例如，一種典型的反道德行為即同事朋友之

間，甚至家庭親人之間的檢舉、告密或陷害，從「文革」之

前發展到文章時代，就不僅普遍出現在作為「專政對象」的

地主、資產階級和「黑五類」群體中，而且出現在作為領導

集團的「高幹」群體中了一一流傳甚廣的「薄熙來踩斷其父

肋骨」的故事不論真偽，在那時根本不稀奇!

以上所說，只是嚴重的道德腐敗普遍化之一例。至於

初看並不嚴重，但卻構成一切道德腐敗之核心要素的行

為，我們可以總結出兩種，即「說謊」和「偷竊」。這兩

種行為，由於一九五0年代以後三十年的政治形勢和經濟

制度，而在這個社會「蔓延到廣大民眾J :由於政治上說

真話，對個人身家性命帶來的危險無法承受，又由於廣大

民眾常常被迫對風雲變幻的政治問題表態，所以按當局定

下的調子說假話，木但成為日常需要、可以不假思索，而

且變成習以為常，當然可以原諒;由於官方經濟學說宣佈

已從私有轉為國有的資產是「全民昕有J '又由於廣大民

眾看不到真正的所有者是誰，因而也看木到偷竊(或悄悄

佔有)會傷害甚麼具體的人，新以佔用公有財產的法律障

礙雖有，但心理或道德障礙就太太誠少，至少在程度輕微

和未被曝光時就都被容忍了。「說謊j 和「偷竊」的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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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最終成了假冒偽劣充斥、貪污腐敗盛衍。

一九八0年代開始的改革，基本上只局限於經濟領

域，本來有可能開始的政治制度改革，由於天安門事件而

完全停頓，在後來的年代中甚至從僵滯走向倒退。於是，

經濟開放和權力無限的結舍，導致了官商勾結、權錢交易，

每天為全社會提供著負面示範;執政者控制的大眾媒體，

屏蔽了關注公正的社會政治討論，充斥著傳揚低俗的感官

娛樂節目。一個經典的小例子，是全民慶祝的春節出現最

多的問候是「恭喜發財J >全民收視的「央視春晚」居然

發動全國人民「搶征包」一一我不知道世界上還有哪個國

家哪個社會，會如此毫無羞恥感地公開宣揚人生的目標是

「發財J >而且還同「升官」連在一起!

如今中國的網上新聞，幾乎每天都有一些道德腐敗的

案例，匪夷所思令人恐怖，觀眾讀者已經從不敢睜眼不敢

相信，變得情感麻木熟視無睹。儘管有一些大規模調查(如

全國性農村老人生活狀況調查，農村婦女、老人自殺率上

升原因調查)提供了有說服力的統計數字，但是民眾似乎

已經不需要那些冰冷的數字，因為從生活中，從交通堵塞

到食晶安全的無數難題中，早就親身感受到「道德滑坡」

或「道德危機」及其惡果了。

正如中國的空氣污染和江河污染影響看太平洋和鄰

國，這種道德危機也已經影響到中國之外的世界。且不說

已經擴張到世界各國的中國大企業，如何用較低的道德標

準或不公正的做法擴大影響，也不說時有所聞的中國留學

生大規模作弊事件，反映出中國的道德教育失敗及其傳

播，只要看看最近韓國濟州島同中國遊客有闋的事件，就

夠觸目驚心的了!

總之，正如中國的空氣、水和士壤污染，已經嚴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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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稱危機，並正在影響全世界，中國的道德腐敗也已經嚴

重到堪稱危機，並正在影響全世界。

2. r絕症J :世俗救治方式的無數

廣義的道德教育，即不僅是學校的而且是社會的道德

教育，在中國有三大特點。第一，兩千年中佔據意識形態

主導地位的儒家學說以倫理為核心，也許是人類思想史上

最重視道德教育的一個學派;第三，道德教訓和相關論述

在教育內容中佔主導地位，從《三字經》、《弟子規:> JiJ 
《大學》、《中庸:> '構成了基本的教材;第三，政府用

公共的權力和資源，制度性地介入道德的培養或引導，從

「舉孝廉」的制度，到「立牌坊」的慣例，都是如此。看

來，中國社會似乎是世界上最重視道德教育的社會(不是

「之一J) ! 

然而，從《三十四史》到《三盲三拍:> '從「禮崩樂

壞J (孔子語)到「壞到極點J (魯迅語) ，中國的道德

狀說並未因此而提升，反而是逐步惡化。一九四九年之後

置於學校教育首位的「德育J '真化為「反德育」、「空

德育」和「歪德育J "再加上前述官場腐敗的「示範」影

響和「醬缸文化J (柏楊語)的「溫水煮青蛙J '最終演

化為今H 巨大的「道德滑坡」

為甚麼一九四九年之前中國教育的「三大特點J '以

及一九四九年之後政府大力倡導的道德，從「共產主義道

德」到「革命道德J '從「德育第一J 到「五講四美J ' 
從「八榮人恥」到「弘揚傳統J '所有的救治方式全都無

效，社會道德病症反而每暫且愈下，讓人覺得是面對組症、

回天無力呢?

1 且何光摳， (體育之正觀) ，曹《上海截育報> 1993 年 3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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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前已提及，後面還要論及的原因，以及此處不遑

論及的種種原因之外，有一個原因可能是根本的，那就是，

所有那些救活方式都是世俗的。面對如此深刻、如此普遍

的人性敗壞，世俗的救活方式不但無效，而且，正如醫學

界開始反思的治痛方法一樣，其本身可能就是病情加重的

一個原因!

3. r神&J :基督教救治芳式的意聲

為改造、建設中國和第三世界的鄉村，從二十歲工作

到九十五歲，同愛因斯坦、杜威(John Dewey) 、福特 (Henry

Ford) 和迪士尼一起被評為「當代最有革命性貢獻」的偉

人晏陽初，在二十五歲時就說過: r我們全國人民昕急需

的，就是革心。把那自私自利的爛心革去。 J I 中國人息

的是心病，治心病非得神醫不可。這神醫就是耶穌。 J 2 

晏陽初說這些詣的時候，中國的基督徒只有幾十萬

人，而現在有幾千萬人，增長了至少一百倍。這說明中國

早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人的局限和罪性，而轉向超

越的上帝去尋求拯救之道。事實上，現在中國的許多基督

徒，甚至非基督徒都已經意撥到，中國的許多嚴重問題，

特別是「人心」的問題，已到了病入膏育，僅靠教育，甚

至僅靠人力已經無法扭轉的地步。

也許還有不少人覺得，未來制度可能的改善會使整個

社會進步向善，但是大量直面現實的悲觀主讀者和理性主

義者發現，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甚至社會心理學的分

析，都無法得出樂觀的結論。而且，對儒、釋、道和共產

主義道德教育的期待，也難以應對兩千年和六十年歷史的

質疑。畢竟，制度改善，首先需要相當程度的人心改善。

1 晏醋租， (革必) ((華工過報〉車 12-14 期， 1919 年 5 月 7 日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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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個清楚明白的道理是﹒皈依基督當然不等於

道德完善，但是昕謂拯救的意羲，包括脫離罪惡，這至少

是真正的基督徒真實的廟望;越來越多的個人接受福音得

到拯救之後，由個人組成的社會就會從量變轉向質變。

這種癌症重生式的大轉變，曾經發生在羅馬帝國的末

期一一道德腐敗的古典文明死亡之後，基督教在其廢墟之

上，不但建設了新的道德，而且建設了新的文明，即後來

居上、領先世界的基督教文明。

昕以，佔人口比例雖然不大，但是數以千萬計的中國

基督徒，以及越來越多了解基督教與文明史關僚的知識分

子，都正在接近追認誠﹒中國的道德危機，在世上能找到

的教治之方，看來只有基督教;要醫消國人的「心病J ' 
非靠「神醫」不可 1

二、傳統中國道德的特徵

1 形上支撐矗蜀: r天帝」觀念的車化和扭曲

傳統中國道德以「修身齊家消國平天下」為主軸，這

對不得不為生存而終生辛勞的廣大民眾而育，只能從「可

望而不可及」轉變為空洞虛幻的修辭。

居於統治地位而影響全社會的儒家倫理學說，本來是

以超越的「天」為其形上支撐的。按儒家說法，其新尊崇

的古代「聖王」時代， r天下為公J ' r選賢與能，講信

修睦」、「人不獨親其親，不獨于其于J (<:禮記-禮運) ) 

道德水平如此之高的原因，就是聖王們「敬天愛民」。而

「天」就是甲骨文所說的「上帝」在商周演變後的名稱，

亦稱「天帝J 0 r天帝」觀念在那時候具有人格性，昕以是

實在而非虛幻的。

然而，在周禮規定「不主不褚J (不統治天下者，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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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侯到庶民，都不能祭拜天帝)之後，中國人就同上帝隔

絕了。天帝觀念國這種政治、社會和宗教制度而逐漸虛化，

特別由於宋明新儒家的哲學解釋，又喪失了人格性，虛化

為抽象的「天道J '只有少數學者可以探討、可以解說了。

至於「天帝」觀念的扭曲，主要是由「天子」觀念造

成的。這種觀念把政治上的最高統治者說成是天帝的兒于

即「天于」。是否天子的標準，在於是否執掌大權統治天

下，而不在其有無才德。所以中國歷史上許多壞蛋(如惰

囑帝、明太祖等等)和傻瓜(如蜀後主、明熹宗等等)

都依然被稱為「天于」

再加上「天帝」被簡稱為「天」之後， I天」這個字

的含義逐步多元化、模糊化，其作為「自然J (所謂「自

然之天J )的含義被一些人加以突出。這樣，傳統道德最

重要的形上支撐，即作為「造生者」、「審判者」等等的

「天帝」觀念，也就日益淡化，不再能對中國傳統道德發

揮巨大的支撐作用了。

2. 血緣觀念固化 「血親」觀念的延續和讀廣

在原始社會末期即父系氏族時代，以男性為中心的血

緣觀念是維黨社會的重要因素。這種觀念在文明社會初期

即農業經濟和城邦政治早期，仍然會延續一定的時期，十

分自然、可以理解，因為農業的村社和早期的城邦人口還

很少。但是，隨著城邦規模的擴大，尤其是在超越城邦的

大社會，例如在帝國之中，血緣觀念和相關制度就顯然應

該像雅典的竣倫改革那樣，予以改變了。

在中國，戰國時期「七雄J (秦、齊、楚等國)的規

模已經大大超越了春秋時期的城邦，秦漢時期中國已經成

了一個龐大的帝國。但是，由於漢武帝的「罷點百家獨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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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術」政策，在先秦「百家」中最重視血親觀念的儒家，

得以獨佔官方意識形態的地位。在下一個統一時期即惰唐

帝國時期，由於科舉制度的建立，這種地位從最高統消集

團一宜延伸到了社會基層，而且還因科舉制度的延續，而

延續到二十世紀初期，一共延續了二千多年 1

這種原始社會後期的觀念，即由血緣遠近親疏來決定

行為態度的觀念擴展到全社會，結果是公平正義的觀念受

到抑制。宜至今日，中國還有眾多的家族企業，許多企業

的財務仍操在領導人家人手中;社會最需要的法治觀念難

以建立，一個重要原因還是「人情大於主法」的觀念在起

作用。人人都可以看到，中國人缺乏公德的同時很重規親

情，兩者的關聯在於，血親觀念擴展為遠近親疏的關係意

識，再憑遠近親疏來判斷價值選擇、決定行為反應，作為

陌生人的公眾就被推到遠處，可能量於腦後了。這構成了

傳統中國道德的一大特徵。

3. 政治影響!li大﹒「圖畫展」觀念的混淆和肉化

中文「國家」這個詞，典型地表現了中國人一個重大

的觀念混清 這個祠的前一半「國J 指涉基本的公共領

域，而後一半「家」指涉基本的私人領域， 3但是兩者居然

被合成了單一的祠，而且只表示前一個意思!

更重要的是，歷代統治者虛構了兩者的同一性並大力

鼓吹和宣聲音它一一在古代，他們把官員稱為人民的「父母

官J '把人民稱為皇帝的「子民 J ;直到今天， I有國才

有家J ' I祖國是親人」等說法，仍然木絕於耳;更有甚

者，代表國家的黨，被說成人民的「母親J !大家都知道，

3. (觀主) , r圈，邦也。」農五載註 「邦國主訓，揮言之也﹒ J (周撞去官大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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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確實是人生第一個也是影響最大的老師，特別是在道

德方面。中國的孩于從小就受到教育要「愛國愛黨J ! 

古代儒家曾經批判法家和秦始皇「以吏為師J '即以

官員為人民道德的表率。由於官員確實在中國社會佔據最

高的地位，新以他們的育行不論好壤，道德不論高低，確

實對社會風尚有很大的影響。事實上，傳統中國確實有政

府應當「教化」民眾的觀念，這種觀念至今猶存，例如鄧

小平時代講「五講四美三熱愛J '江澤民時代講「以德消

國 J '胡錦濤時代講「八榮人恥」等等，這些語言充斥在

公共媒體(在中國，公共媒體均為官辦) ，以及城鄉公共

場所之中，被作為學生「德育課」或「政治課」考試的標

準答案，成了中國式的「政治正確」

儒家自身倡導的，表面上與法家相反，實際上也是用

政治來主導道德。因為使得儒家可以影響民眾，思想的科舉

制度即「學而優則仕J '不過就是「以師為吏J '它同「以

吏為師」兩極相道，都把政府當做教師，而且還加上一條，

即以官方意識形態作為道德教育的內容。

於是， I國」與「家」的混淆， I吏」與「師」的混

淆， I政治」與「道德」的混滑， I行政」與「教育」的

混淆等等，帶來了「公」與「私」的混滑、「法」與「德」

的混淆、「教師」輿「父母」的混淆、「管理」與「倡導」

的混淆等等。這類對於守公德、講實話、獨立思考和誠實

無悔等等品質的培養有負面作用的混滑，逐步內化於國人

的意識，潛移默化地腐蝕了中國的道德。

一個有趣的小例證是:我的兩個徑兒在小學回答考試

的題目﹒你心目中的英雄是誰?一個寫的是「亨特J (美

國電視劇《神探亨特) [Hun甜r]主人翁，因為他真喜歡此劇

此人) ，另一個寫的是「劉掃奇J (指中國前國家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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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太不了解，所以把名字寫錯) ，結果，第一個答案

不得分，第二個答裝得滿分 f 這樣培養出來的孩于，怎能

不為「車fct台正確」而說假話呢?

三、當代中國道德的特徵

1. 形上支撐崩潰物質主義與犬儒主義

當今中國當局和一些知識分子倡導向傳統文化「回

歸J '其實是某種倒退或向後跳躍，因為後邊有一道很深

很寬的樣溝，而這樣溝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們自己挖成的。

二十世紀初期的反傳統思潮，特別是猛烈抨擊儒家傳

統的諸多吉論，在很大程度上同中國共產黨有關。人人都

知道，這種思潮的一大代表就是中共第一任總書記陳獨

秀，不大有人知道的是，一九二0年代「非基督教運動」

的興起，實際上也同斯大林領導的「共產國際」有關。中

共創立之後將近三十年，它同大量左傾知識分子一起猛烈

抨擊以儒家為首的傳統文化，包括它斥為「封建迷信」的

天追思想。在其掌握政權之後，它在多次政治運動中運用

行政力量並發動全國人民批判和消滅傳統文化，包括傳統

道德及其早已淡化的形上支撐，終於在一九五0 、一九六

0和一九七0年代將其摧毀，而以唯物主義取而代之。應

該承認，即使在這種強力掃蕩的初期，知識分子中會有一

部分人在心中抵抗，但是在這種環境下成長的新一代人，

卻會在心中不留傳統的痕跡，變成真正的唯物主義者。換

言之，這種教育是有效的。

一九八0年代是中國人從噩夢中醒來，在逐步的改革

開放中逐步恢復正常道德、走向正常社會的年代。但是在

九0年代，經濟進一步開放、全民下海經商的形勢下，物

質主義和犬儒主義 (cynicism) 取代理想主義， I告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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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解崇高」、「我是流協我怕誰」、「一切向錢看」就

開始流行、蔚成大觀了!

2 血錄觀念蜀化:;tt庭碎片化與社會沙漠化

傳統中國延續兩千年的血緣中心倫理，同樣在一九四

九年之後遭到毀滅性的打擊。至少延續了三十年的「階級

鬥事」理念，用「親不親，階級親」的口號取代血親概念;

當時號召同一家族甚至同一家庭的遠親近親，甚至朋友熟

人都要分清階級，檢舉揭發「階級敵人J '對他們要「像

嚴冬一樣聽酷無情j 。所以從一九五0年代初期「土地改

革運動」開始，血緣觀念最強的中國農村就經歷了殘酷激

烈的運動，在消滅了地主和富農整整兩個階級以及其中許

多個體的生命之後，當然前所未有地弱化了中國人的血緣

觀念和以之為根據的家庭道德觀念。

與此相關聯的是家庭逐步走向碎片化。客觀地說，城

市以及少數鄉村的「核心家庭化」即家族碎片化，自民國

時期已經開始，鄉村的「核心家庭化」則在一九五0年代

初期加速完成。然後，是一九五八至一九六0年「人民公

社和大躍進」運動中更激進的「非家庭化J '然後是「反

右傾」、「四清」運動和「文革」中的父母子女、親朋夫

妻相互揭發、逐步升級......

一九八0年代，恢復人性親惰的文學影視催下的眼淚

剛剛捧乾不久，一九九0年代開始，拜金狂潮和後現代思

潮的混合， I小皇帝一代」和教育危機的挑戰，城市工人

下崗和農村「留守J I空巢」的出現， I黃賭毒」和「二

奶三奶」的並存，都對家庭關係造成了深刻的街擊…-至

少，城市離婚率和農村婦女自殺率的上升，以及農村老人

空巢和留守見童的增加，已經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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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沙漠化也始於一九五0年代。在農村，由於家

族和宗族被打破，從活動到觀念都被創除，又由於農會變

成黨組織的延伸，民間宗教遭到取締，農民被編入合作社

和人民公社，文革之後雖然恢復了個體勞動，但依然沒有

農會，農民之間的有機聯繫依然有限。在城市，一九四九

年之後三十多年，所有的社會組織都被整合為整齊一律的

幾個，一個階層或巨大的人群具有一個(例如文化人的「文

聯J '年輕人的「青聯J '婦女的「婦聯J) ，這些組織

又被設計為黨的助手，政府部門的延伸，其所管理的個人

相互之間沒有緊密的橫向關聯，同上級卻有緊密的縱向關

聯，若有前者，會被說成「非組織活動J (在文革中會被

說成「黑串聯 J )而受到監控。研以，中國成語「一盤散

沙J '本來是用來形容人群不齊心，現在用來形容一九四

九年至今的社會制度造成的人際關係和社會結構，確實十

分貼切。這當然會對社會的道德風尚造成巨大的影響。

3. il經影響交錯﹒社會質疑與自發主懿

一九九0年代之後，由於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經濟活

動規模顯著擴展，政治對道德的影響越來越多地變成了「政

經交錯的影響」。這里的意思是:政消不再是單獨發揮作

用，而是同它造成的經濟現象一起影響道德和社會風尚。

例如，行政權力的不受限制和權力尋租，造成了經商中的

行賄不可避免，這就使得行賄在社會上的可接受性逐漸增加。

然而，這也必然使得一部分道德意識清晰或道德情感

強烈的人，以及受到社會污染較少的年輕人開始質疑這個

社會。這種質疑是獨立思考的表現，所以在道德上是正面

現象。

不過，在腐敗現象和社會不公等長期存在，並且很難

376 



瘋症與神醫

看到根除的前景的情況下，這種質疑也可能變成絕望，從

而使人轉向「自我主義J (egoism) 或「利己主養J (egotism) 。

因為同巨大的腐化力量和僵硬的腐化機器相比，個人的轉

化力量過於渺小，現實中存在的空間常常只能是實現自己

個人的而不是公眾的利益，所以在當代中國的道德演化

中，社會質疑與自我主義並存，也是自然而又必然的。

四、基督教對中國道德重建的可能貢獻

這一章昕育基督教對中國道德重建的可能貢獻，是指

針對傳統中國道德的特徵，基督教的基本特徵恰好可以對

治其基本缺陷，就好像一個醫生的主要專長是專治某種病

症，不論病人是否已經找他治病，他的專長實際上總是對

治該病症的重要資源。

1. 上帝的信實:加強形上支撐

基督教最基本的特徵，就是信仰上帝作為造物主，也

是萬事萬物包括道德倫理的源頭和根基，上帝把道德律刻

在人的心上，而且永不改變，用《聖經》的說法，這是因

為他的「信實J 0 {申命記》說﹒「上帝是信實的上帝」

(7:9) ; {詩篇》說: I你當依靠主而行善，以他的信實

為良 J (37:3) 。而雅威自己則說﹒「我必不將我的慈愛

全然收回，也必不叫我的信實廢棄J (詩的:33) 。基督徒

都相信，雅成最終「要按公義審判世界，按他的信實審判

萬民 J (詩 96:13)

基督教主張道德律是由上帝創設而置於人心之中，這

點本來也是中國古人的看法，即新調「天生蒸民，有物有

則J '換育之，傳統的中國道德也具有超越的形上支撐。

但是正如前文所育，這種支撐後來逐步虛化而後崩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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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無神論國家。在這種情況下，基督教

關於道德律制定者乃是上帝，故不可違背的信仰，當然成

了對消中國道德病症的重要資源。

2. 耶穌的大廈.超越等差之憂

耶穌基督除了要求人「愛人如己 J (太 22:39) 之外，

更要求人要「愛你們的仇敵J (太 5:44) • <:約翰一書》

說「凡愛生他之上帝的，也必愛從上帝所生的」。耶穌說

的「愛鄰人J '當然木是只指「近鄰J '而是指一切具體

的人。現在我們已經更加明白:世上的人以及自然界，都

是世界共同體「地球村」裹的「鄰人j 。一句話，耶穌要

求於基督徒的愛即基督教宣揚的愛，乃是超越血緣關係、

超越等差的愛。

其實，儒家在理論上本來也有類似的觀點 「沒愛

眾J (<:論語﹒學而:>) ; I仁者無不愛也J (<:孟子

盡心上>) , I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J (<:孟子﹒童

心下> )一一墨子更主張「兼愛」。但是，在漢武帝「罷

點百家」之後，墨家的觀點溼沒不傅，儒家的觀點逐步偏

向「血親之愛」一端，再加上政治與教育制度合一的科舉

制，以及習俗與社會制度合一的宗法制，在這一切影響之

下的中國道德，就逐漸在這個問題上傾向「等差之愛」

當其不適應現代社會要求的「公正」或「正義」時，就會

引發危機，成為一種社會病症，而由之擴展，就會成為「非

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極端民族主義。

在這種情說下，基督教關於上帝就是愛，關於耶穌要

求愛一切人甚至愛仇敵的「大愛」主張，又成了對治中國

道德病症的主要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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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上帝的歸上帝J :排除政治影響

!/;î1.研周知，耶穌基督說過「凱撒的當歸凱撒，上帝的

當歸上帝J (可 12:17) ，這可以說是要把權力闖進籠子，

也劃分了政治與宗教、道德等等的界限。後來影響基督教

思想信仰和教會生活，甚至對公共政治領域產生了巨大影

響的基督教思想家，從奧古斯了到托馬斯﹒阿奎那，從路

德到2日爾文，都深刻而又清晰地諭證了這種區分，對國家

的權力(尤其是對道德的干預)做了限定。

當然，道德領域有公共的部分即昕詢公德，涉及社會

倫理規範，也涉及政治倫理和國家秩序的公正問題。但是

這種關涉不能用來諭證政府對道德生活的導向。而後者在

傳統中國的道德生活中如前所述是影響甚大，甚至是內化

於中國民眾之中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熟悉耶穌教導、明白「兩個國度」

之分的中國基督徒及其所信奉的基督教，自然有助中國傳

統道德減少或消除政治的影響，澄清被混淆的「國家」觀

念。換言之，基督教又是對治遠方面病症的主要資源。

五、基督教對中國道德重建的實際貢獻

這一章所育基督教對中國道德重建的實際貢獻，是指

針對當代中國道德病症的特徵，基督教的主張和中國基督

徒的傳揚正在發揮的對治作用，就好像一個醫生已經進入

了一個病人群體，而這些病人帶著其遺傳基因和有毒環境

造成的病體，已開始幸運地經人介紹而認識了這位醫生，

醫生也已開始對其進行醫拾一樣。

1. 對物質主輯和犬個主攝的矯正

實際上，當代中國人儘管在從小到大的正式教育中被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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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了唯物主義 (ma個ialism) 世界觀，但是用馬克思主義語

言或哲學語吉解釋的唯物主養，並不一定影響其日常行為。

另一方面，彌漫於全社會以致觸目驚心的追求感官享受和現

實利益的「物質主義J '倒是時時時刻刻在腐蝕著國人的道

德。與之相對，基督教儘管在中國的學校中，同別的宗教一

樣被說成「唯心主養J (ideali阻，只有意為「虛幻不實」

的貶義，沒有意為「理想主義」的褒義) ，但是在實際的社

會生活中反而被一般人理解為.相信很崇高(儘管可能「虛

幻木實J )的東西，注重精神性的生活，不執著現世而嚮往

天園，因此是同沉迷於感官享樂、追逐現世利益完全對立的。

至少在現實的教會宣講之中，中國的神職人員和普通

信眾，確實在傳揚精神的價值，提升靈性的地位，新以，

木論成效大小，中國的基督教確實在發揮者矯正物質主義

的作用。

除此之外，與上述風氣相闋的、前面提到過的犬儒主

義或玩世不恭的狀說，實質上是老的相對主義(中國古語

「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J )加上新的後現代主義(當

代詮釋學研謂「絕對真理的消解J) ，再加上對現實無可

奈何的心態所造成的。當然，基督教在當代中國，也被視

為各種老式的或過時的觀念之一種，基督徒還被視為堅持

某些原則、不顧隨波逐流的一類人。在當今中國遺屬於少

數群體的基督徒，確實在宣講崇高的信仰，宣講不變的原

則，確實在堅持真理的實在性，堅持善惡之別和正邪之分，

所以可以說，不論成效大小，基督教正在發揮者矯正或抑

制犬儒主義的實際作用。

2. 同個體原子化和憲流不定慮的對抗

前述家庭碎片化和社會沙漠化的瑰寶，必然而且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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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了越來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輕人的個體原子化和漂流不

定感。前~1ï面主要體現為離婚率高、空巢增加、家庭暴

力(包括冷暴力)、家人相處時間誠少、社會組織奇缺等

等，以及相應的親情淡薄、人際疏遠等等。這些年反複呼

籲子女應該「多回家看看J '從反面反映了這種情貌。後

一方面主要體現為東部西部發展不平衡、城鄉差別大、求

職困難、房價奇商、「城市化」異常發展(拆遷的方式和

規模尤其異常)等等，以及相應的「北漂」、「南下」

「蝸居」、「蟻族」等現象。除了民眾的親身感受之外，

冰山一角式的新聞報道，常常也證實了這種漂流不定感的

真實性;最大的證據，就是每年春節億萬人的返鄉大潮，

宜觀地顯示出中國有多少民眾不得不離家漂流。

中國基督教尤其是各地各類家庭教會(例如農民工教

會)的存在，教會的團契、小組活動，以及其中較為友好

親密的人際關係，都形成了同這種個體原子化和漂流不定

感的實際對抗，有助許多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的心理緩解。

3. 對家庭、圖象和世界的姐姐

另一方面，對家庭關僚的絕對依賴感，當然會使家庭

關係緊張或破碎造成的傷害擴大加深;因「國家」觀念混

淆造成的畸形愛國主義，造成了一部分「憤育」的狂熱情

緒和過激行為;對世界上種種街突和不平的無力感，也會

加重本來已經很嚴重的犬儒主羲。這些現象同時也在加強

著前面提及的社會質疑，而社會質疑的加強，實際上又伴

隨著自我主義和利己主義的加強。

基督教關於家庭、國家和世界的理論，指明了這些同

人生緊密關聯的事物具有相對性。耶穌關於愛兒女勝過愛

上帝的人的說法，撒母耳關於設立國君消理國家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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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基督關於他的國木在這個世界上的宣告，都引導信徒

的眼光超越家庭、國家和世界。

因此，首先是對《聖經》的閱讀和思考，還有以上神

學觀點的傳播，以及部分教會講壇的佈道，有助並在實際

上形成了中國社會少見的「另類」觀點，讓當代中國人可

以反思，把家庭、國家和此世絕對化是否完全合理，從而

有可能使一部分人實現對這些東西的超越。

六、錯話

1. 時世11難: r精衛」精神的章，車

儘管我記得並引用過狄更斯 (Charles Dicke田) <雙城

記> (A Tale ofTwo Cities) 結尾的話: r這是一個光明的

時代，這是一個黑暗的時代 ... J 等等，但在當今處境之

下，闖入我腦海的，卻是狄更斯另一名著的標題﹒《艱難

時世> (Hard Times) 

的確，當今時世，空前艱難!以致《雙城記》結尾那

段話里既有的正面描述，似乎都得刪掉了!

在這種情況下，要讓這麼庸大的社會扭轉頹勢，恢復

健康，其困難之大，真的猶如精衛填海。

但是，精衛填海故事的意義，不正在於精衛知其不可

為而為之的精神嗎?

相信上帝並堅持信、望、愛的基督徒，不是應該肯定

精衛精神的意羲嗎?

Z 個體有限: r圖契」同工的.i直

然而，從實際效呆而言，面對浩瀚的大海，精衛的填

海方式的確值得反思，因為，個體的見識、能力和資源實

在是太有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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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以，填海需要團契，需要教會兄弟姊妹的齊心協力;

需要同工，需要主肉昕有肢體的通力合作。

事實上，撇開神話故事的精神意義不談，現代世界上

填海建樂的工程已經不是神話;不過，那些工程都是目標

有限、精心設計、仔細操作的。

研以，就幫助重建中國道德這個巨大工程而言，基督

教會也必須在每一個階段設定有限的目標，並通過精心的

設計和仔細的操作去實現。

當然，如果沒有全中國廣大民眾的參與，這個空前浩

大的工程，是無法完成的。

而這種參與，首先是消除自身(包括基督徒自身)內

在的惡，然後是幫助消除社會(包括教會)外在的惡。

3. 仰望神.: r只有-位上帝能拯救a們! J 
說到底，中國道德的危機能否度過，中華文明能杏新

生，依然不是我們能夠決定，甚至不是我們能夠判斷之事。

且時以，我們還是只能仰望神瞥，仰賴上帝。

當然，我們無法割捨對於中華故國木絕如縷的感情，

無浩放棄對這豐富多彩、可歌可詮的中華文明魂牽夢餘的

愛戀，但是，面對現在她似乎病入膏育的局面，我們也還

是只能借用二十世紀大哲人海德格的話說. 4 

只有一位上帝能拯救我們 l

關鍵詢:當代中國道德危機基督教

作者電郵地址: hegh@ru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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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ral crisis of Contemporary China can be 

understood as a kind of socia1 cancer which is i且fectious

血dc缸mot be cured by secul缸 means. on the basis of 

analysis of the def切ts 迦甘aditional Chinese ethica1 

system and 也e symptom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mora1 di甜甜e，也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C趾istian旬 could cure 也e defects and the 

Chinese churches 缸e playing some role of remedy for 

improving the symptoms. We c祖 say 也atG趾istianity is 

like a doctor from above and it seems to be the only hope 

for better Chinese society and c叫個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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