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諭梁宗f串的基督教美學思想

陳龍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博士候選人

自晚清以來， r基督教中國化 J (Sinicization of 

Chris世祖ty) 在美學上取得了何種成就?鑑於美學在當前

「基督教中國化」研究中的缺席現象，上述問題更具重要

性。關及於此，梁宗岱( 1903-1983) 乃成為不可不察的重

要例證。他不僅是二十世紀中國象徵主養 (Symbolis血)第

一人，更是中國現代美學的重要奠基者。就思想成就而育，

梁宗岱融攝中西美學，不遜色於被譽為中國現代美學雙峰

的朱光潛與宗白華，足可與之鼎足而三。他早在一九三0

年代便享譽中國，其著作「富有哲學識見一-足敢發人哲

思J "如《象徵主義》被譽為當時「中國文學最深刻，最

豐宮和最優美的論文」戶文集《詩與其》被稱頌「將不斷

的吸引或征服著那些雖屬少數確有頭腦的讀者。所討論的

一些問題，也必然將為此後有見識的理論家研引用 J 0 3更

重要的是，有別於堅持康德與克羅齊 (ßenedetto Cro間)之

主觀觀念論美學的朱光潛和主張生命本體論美學的宗白

華，梁宗岱的美學深受基督教神學影響，適切地回答了基

1 賀麟， (當代中國哲學) 1上海上海書店 .1989) ，頁 65 • 

2 架宗岱， (梁宗岱單E車里，信十六) ，輯民薯， (梁宗岱早期薯譯) 1上禪華東

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6) ，頁 413.
3 朱景， (讀《詩興真)) ，輯〈大么嘲) 11937.07.25) ，第 13 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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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教中國化的美學疑問一一基督教如何在概念視域

(conc叩tual horizon) 等方面影響了中國現代美學，中國現

代美學家又如何在視域融合(包sion of horizons) 的效果歷

史 (effe由ve history) 中對基督教進行了處境化理解與詮

釋。本文將勾勒梁宗俗的信仰歷程，梳理其基督教美學體

系，探究其美學貢獻，借此展現基督教中國化的美學成就。

→、梁宗岱的信仰歷程和思想底色

梁宗岱畢生肯定並維護信仰的重要性，卻由於種種原

因，未以自傳形式直接透露他與基督教的關保。關於他何

時皈依乃至是否皈依，相關論述彼此抵梧，更令真相撲朔

迷離。如其妻子甘少蘇指認他在一九六八年出於絕望心境

而皈依基督教， 4黃建華清llItl一九二0年代他遷就女友而

「違心地加入了基督教J 0 5 目前學界基本忽視梁宗岱的基

督教思想背景，對此的整體考察與豆豆統研究，更付諸闕如。

因此為了探究梁宗岱的基督教美學思想，對其信仰之路的

追溯與考證將不可或缺，甚至是立論的根本前提。本文採

納梁宗岱的終生摯友兼中學同學、曾任培正基督教青年會

會長吳耀明的說法一一「宗岱是個基督徒，有時候喜歡自

己吟唱基督教聖詩，並且把一些合乎自己心聾的英文聖詩

4 甘少莓， (宗岱和我> (重慶重慶出版社， 1991) ，頁 205-2'個﹒較之肉響且富的原

掛稿，讀書的可靠性大打折扭﹒甘民主化程度較低自敘述事著墨于一丸四0年代聾的日

常生活，難車票民且想內涵且曹履歷程﹒車辦郊的鍋輯工作更主導了該書的教述結構與

出版唱盤，華民明醋表示「義壘巨宗麓的J '將基督教反轟非理性主義，哀嘆東京由基

督教信仰 I對於一個有商度文化蘊蓄的理性主讀者來說，連是一件何等曹心動魄的對自

己的殘酷的嘲弄」﹒而在實脆上，如章用且總明等有關東氏基督誼背景的口述，即晶冊

證﹒基世造種宗教觀，單民吾定自己詩歌內會宗盟章直﹒見車轉蟬， (一瓣.c.，香) ，輯

甘少蘇， (宗岱和我> '頁 1-17 j 盧嵐， (巴書讀書記> (j~京 申央鍋擇 '2009) • 
頁 96-119'JU醫生、磨掉耳、歐姆， (以詩歌衰齒生命的價值 .~藉郊先生前模錄) , 
載 f理論典創作> 2004 年第 5 期，頁 69-75 • 

5 賣車攀﹒矗守仁， (梁宗岱傳> (廣州廣東λ臣， 2013) ，買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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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成中文。 J 6佐以相關文獻，可勾勒出梁宗岱一以貫之的

信仰歷程。

梁宗岱於一九一七年就讀教會學校 廣州培正學

校。他日後感念母校，譽為文學生握的起點，與非基運動

對教會學校的批判態度灼然有別。該校嚴格施行靈育，首

重「探明天道，敬愛耶穌J '使學生「身與靈共荷神恩，

凡事皆為主所悅，才興德胥歸道範J , 7 I每級都有聖經課

作為必修科之一。每月有早禱會，在早禱會上舉行宗教儀

式、唱聖詩、祈禱、讀《聖經》和構造..一全體學生都要

參加學校內一切宗教眾會J 0 8 

梁宗岱入校後積極投身基督教青年會。如擔任會刊《培

正青年》的撰稱人和編輯;一九二0年廣東基督教聯合會

成立拒賭會並徵求會員， 9梁宗岱稱讚拒賭會工作， 10積極

參與會員徵求活動 ;11一九二二年青年會舉辦夏令兒童聖經

學校，他主動擔任教員，並撰寫《夏令兒童聖經學校與兒

童文學:> '表示宗教教育不能教條地灌輸經傅，要注重文

學對傳播信仰的效用。這建議宜接影響了聖經學校之後的

宗教實錢， 12一九二三年青年會興建會廚，他翻譯募捐文，

擔任籌款分隊長，表現突出， 13視之為「何等光榮的事」

企盼青年會的發展。 14梁宗岱的社會服務行動與社會改造意

6 轉引劉盡快、盧庫， (青年軍宗俾> (上轉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4) ，頁 44'

7 曹郁棍， (培正學種四十周年之囡囡) ，曹《培正投且 1889-1994) (廣州培正中學，

1四4) ，買 249 • 
8 聶于且， (六十年間私立廣州培正中學的變遷) ，載《廣東文史實科第 45 輯> (廣

卅廣東人晶， 1995) ，頁 280 • 

9 興華報， (基督教拒賭會主主工作(廣東) ) ，韓〈興華> 27 (1920) ，頁 12-13 0 

凹，難宗僧， (拒踏) ，暫且薯， (梁宗岱早期著禪) ，頁 15-:血﹒

11 果宗岱， (起肺山糧草拒賭會員記) ，載民薯， (果宗岱早期著譯> '買 21-24 0 

12 學校之噎住明體程包括「故事、辦臘、唱歌J .糟正青牟會， (本校E令兒童學控肺會

書) ，載《培E青年> 1924年第 2垂揖 2 期，耳 8 • 
13 培正會年脅， (籌建背年會所主醒過) ，曹《繪正會年> 19且年揮 2串串 11 期，頁 3 • 

14 重重宗岱， (動土) ，曹氏著， (梁宗岱早期著祖> '買 174-17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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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佐證了當時美國社會福音 (social gospel) 15 I最為成功

地呈現在中國基督教育年會的工作中 J 0 16 

一九三三年，梁宗岱中學畢業，在同學錄中被描述為

「將專文哲，旁及神學J ， 17佐證了他對神學的興趣與所受

的宗教薰陶。隨後他就讀教會大學一一廣東嶺南大學。一

九三一年留學歸國後，他繼續投身青年會，成為北平中華

基督教青年會的「特別會員」月被譽為「基督教青年會聖

徒J (a Y.M.C.A.叩nt) 0 19一九八三年去世後安葬於廣州

基督教會公墓。

梁宗岱留下諸多與基督教相闋的論著。早年代表作如

《一個倒運的車夫> (1920 年)以基督教的「平等」、「博

愛」精神批判社會不公; <:檀德及其〈神曲) > (1923 年)
研究《神曲> (Divine Come，砂)的神學思想與文學成就，

從地獄、煉獄到天圓的上升之路深刻影響了梁宗岱對信仰

的理解; <:光流> (1923 年)表明信仰與上帝靈光對絕望

心靈的慰藉與轉化，借由對「光」的強調，融和聖像理論

與光照說，肯定了光照聖像(i1luminating icon) 的重要性;

<: <雅歌〉的研究> (1923 年)是中國《雅歌〉研究的早

期重要著作;進入思想成熟期後，基督教色彩更體現在體

系建構與思想諭述中。他還暗示極為熟給聖經，能深刻理

解宗教事術， 20並常援引聖經以佐證觀點，如《求生》弓|用

「求死者得生J (約 12:25) ，視之為拯救藝術典國家的必

由之路。

15 社會福音的聲基者壘漫情會著名神學車儷申布什 (Waltm'R血咀阻bwo曲.1861.1918) .考

盧到培E學柱的接信會背景，乘車僧具有很事途徑去接觸社會福音並聾聶哥響。

16. Jun Xi唔.B得甜æd.. 幼e Fire ofR刷h阻n扭曲岫em: Lehigh Univ制止yPn:.弘 1悍的.p.lS

17 培正學設自〈培正學校一丸乙三年觀同學儲) .載栗宗:tâ ' 。聽宗岱早期薯諱i} ，買 358 固

18 北平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蝠. (會員雖) (北京北平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1934) .頁 52 圖

19 咀盟軍寧薯，江祖擇. (不調個己) (長沙 嶽麓害社 .2004) .頁 156 • 
20. 梁宗筒. (諭蠱商) .曹氏薯. (梁宗岱丈聶) (四冊 z 北京 中央搧蟬 .2曲3) .書

rr. 買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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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創作上，梁宗岱曾寫作富涵基督教色彰的詩歌，部

分集輯為《晚禱》出版。這些詩歌多以頌贊上帝慈愛、祈

禱上帝恩典為主題，採用禱告的結構，使用讀美的語言，

明顯受《詩篇》影響。因為《詩篇〉中典型的祈禱形式是

「詩句的不斷強化，直至達到驚恐或絕望的頂點J '主題

是「或者祈求上帝把他從深淵中拯救出來，或者......宣稱

上帝實際上正在著手神奇的救援」用而梁宗岱那些詩歌恰

具此類特點，如《曉禱 星泛、捷三兄〉寫道「一切憂

傷與煩悶/都消融在這安靜的曠野，無邊的黑暗中，與雍

穆的愛幕下了。讓心靈恬撞的微跳/深深的頌贊/造物主

溫嚴的慈愛J '稱頌上帝的拯赦。

梁宗岱且時譯詩文也多其基督教色彩，如帕斯卡爾

(Blaise Pasca!)、蒙回 (Michel de MOnl個igne) 、布萊克

(W山缸nBlake) 等人蘊含宗教意味的詩文、里爾克(Ra旭E

Maria Rilke) <:上帝底故事:> (Stori，目。ifGod) 等。晚年翻

譯了大量直接表達信仰的聖詩，但多在文章中散候，僅存

紐曼 (John Henry Newman) 的《慈光，領我} (Lead, Kindly 

Light) 、賴特 (Henry F. Lyte) 的《與我同住} (Abide Wi的

Me) 、亞當斯 (SarahF.A臼血s) 的《吾主，更親近你> (Nearer, 

A今， God, To Thee) 。在具體翻譯中，如波德萊爾 (Charles

Baudelaire) 的《祝福} (B飢édiction) ， 梁宗岱採用神學

語言，如用「洗游我們底罪惡的聖藥」翻譯「痛苦矯治我

們的不潔J '還刻意添加「煉獄」場景，補充或過度使用

「光」、「純」、「真」等意象，強化宗教意味，且將詩歌

轉譯為《神曲》的靈魂救贖。

梁宗岱還參與了現代中國牽涉基督教的思想論爭:

21 揮伯特奧爾特薯，成梅擇， (聖經的文學世昇> (北京商麓， 2016) ，頁 187 0 

22 厝耀風， (央疇的原文 斟麓宗岱翻譯披特韋爾晶倒) ，曹〈中外主學) 2曲1 年第 3

卷書有 7期，買 180-18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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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學與信仰之爭。梁宗岱主張信仰區別於迷信，

是對崇高目標的無功利追求。他援引愛因斯坦，論證科學

是「信仰的行為J '信仰是科學的支柱，中國缺乏科學精

神與缺少信仰有關。因此梁宗岱一方面，既拒絕宗教獨斷

論，也批評如梁漱漠、張君蘭以精神反對物質、文化反對

科學的文化保守主義 ;23另一方面，批判胡適的將信仰歸為

迷信、借科學否定基督教的「捉鬼」立場，並指出科玄論

戰對信仰的膚淺認知。 M

二、唯愛主義之爭與社會福音問題。梁宗岱雖未直接

批評過唯愛主羲代表吳耀宗，但早在〈張子丹廢除兵式操

駁議> (1920 年)中，他就反對那種要求廢除軍國民教育、

堪稱唯愛主義先聾的基督教和平主義，強調基督教的最高

精神是「犧牲」而非「愛」或「和平J '耶穌是與罪魔「搏

戰」的勇土而非放棄武力的和平主義者， I人類共存主義」

的實現需要依靠武力抵抗外敵。梁宗岱試圖融合基督教的

犧牲精神與民國盛行的尚武精神，教亡圖存，呼應了當時

的基督教救國主義思潮。這迴異於吳耀宗的以「愛」為信

仰核心、「精神的力量用以抗拒及消滅罪惡，比武力的力

量大」的觀點。且這種分歧昭示了中國唯愛主義最終衰徽的

命運及其原因，同時，考慮到三人均受到美國社會福音的

影響，它不僅印證了社會福音運動的爭論重點是基督論，

而且揭示了這一爭論的內涵比「從神性耶穌到人性耶穌」甜

的概括更為複雄，更折射出包括社會福音在內的基督教思

23 樂章僧， (非古復古典科學喃神) ，單民薯， (樂章僧主矗 rr> '頁 263 .載文初刊掛

f學帽季刊> [([942) ，置主搧酷謙寶貴﹒單是撤作揖誰也曲學輝成員，肯定科學精神，

批評文化保守主義對科學的敵扭曲直固

到同土，頁 269-276.

25 且總宗， (且躍宗鹽位清草原) ，輯 f且繼宗全轟第一垂>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5) ，頁 5個﹒

26. lGng， ß，申.tized in伽 FireofR.酬Iution， p.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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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在中國的半蘆民地處境中被接受時新面臨的跨文化變其

與詮釋學衝突。

三、耶穌形象之哥哥。梁宗岱認為耶穌的崇高形象在《最

後的晚餐》中得到完美呈現﹒ 「沒有失望，也沒有悲哀，

只是一片光明的寧靜，嚴肅和溫柔，嚴肅中橫溢著磅磚宇

宙的慈祥與悲憫，溫柔中透露出一副百折不攝的沉毅，一

股將要負載全人類底罪惡的決心與宏力。 J 27這種受難形

象，看重於耶穌的徹悟與堅毅，突顯其 I W不能至』或『不

可企及Jl J 的崇高神性，既批駁朱光潛將耶穌刻畫為「撫

慰病兒的慈母」這一「代表女性特質」的秀美 (graceful)

形象的做法，又有意忽略耶穌的內心掙扎，有別於眾多中

國基督教學者的描述。 28

綜上新述，梁宗岱的生命歷程銘刻基督教烙印，他不

僅在理論與創作層面表現了基督教思想的影響，而且參與

了現代中國的基督教思想論爭。基督教思想乃梁宗岱美學

的思想底色。

二、梁宗侮的神學美學體系

梁宗岱美學以象徵論為核心，既有的詮釋將其限於狹

隘的法國象徵主義範疇，但梁宗岱的「象徵」本質上是基

督教的概念，對其美學體系的詮釋應從基督教視角出發，

否則無法得到透徹理解。因為:一、上文已諭證了梁宗岱

27 果宗岱， (圖書揖商) ，買 112.

扭曲 r (耶輯)心噩噩昔J (且越葷竅， (耶解陣)(上轉上轉社會科學臨出版社， 1988) , 
頁 198) ; r (耶穌)總是覺梧迫切不安J (見吳曹川， (基督誼與中間文化> (北京

商務， 2015) ，頁 39) ; r耶揖極其街痛J (草定九， (基督載的社會使命) )、 r (耶

穌)浦艙堆著愁容J (張仕章， (青年模範) )、「耶穌在園中個道大難唱起要臨頭，心

車非常噩愁J (張仕章， (革命的木匠) )、 r (耶輯)獨自土客商局且槽醒獸樁，死

生交戰J (謝抉雅， (祖壓迫者的福音) )、「耶輝在害西聶尼圈中析唔，抨醜抽血」

{朱錐之， (無產者耶師傅)) (卦別且曾慶豹鋪， (中國基督矗告共神學士還〔二〕

耶穌草草肅> (香糖研道社， 2012) ，買 11 • 119' 162' 177'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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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督教背景，提供了挂釋其美學的基本語境。二、根據

拉納 (K缸1 Lahner) 、蒂利希 (Pa凶 Tillich) 等人的觀點，

「象徵」的根源可溯及基督教， I 自古迄今，耶穌聖心敬

禮神學......就講授上帝之心是基督之愛的象徵。......沒有

象徵，耶穌聖心敬禮的本質與意義便無法被適當理解」。盟

象徵是基督教育說上帝的基本方法，揭示了「人類心靈與

其自身終極基礎和意義的特殊聯繫﹒.. ...我們在與終極者的

關係中採取並且必須採取象徵J 0 30三、在美學領域，人類

利用「象徵J '通過「美」來觀j照「絕對J '與基督教思

想密切相關，可溯至中世紀神學美學: I中世紀神學美學

的針對性，就是要通過『象徵』的橋樑在文學藝術奧宗教

訴求之間達成一種同構開係......這正是『實在j (reali句)

對『終極實在j (ul個nate rea且句)的追求。 J 31 

梁宗岱美學的理論結構和方法論，深植於基督教思想

中， I不是一派狹隘的詩論，而是一個普遍的莊嚴的宇宙

觀」 。扭著依巴爾塔薩 (Hans Urs von Bal曲曲缸)對美學類

型的劃分，梁宗岱美學可視為「神學的美學」而非「美學

的神學J '即從上帝出發， I用神學方法在神學層面事

美學J '而非「背叛神學本質，將其出賣給一種流行的世

俗美學理論J .33梁宗岱對上帝的稱謂有「全能的上帝」、

「主」、「神」、「永恆」、「真理」、「造化主」、「絕

對J '也有偏重聖靈這一位格的「宇宙底精神J (wor1d 

spirit) 、「大靈J .上帝是組對本體，創造世界， I大干

29. Karl Rahner，甜甜'logical Inw羽tigatio間" Volume IV (1因ns. Kevin Smy曲; New York 

自田間暉， 1982)，帥。 221-222.

30. p，血lTilli曲，扭曲logyof曲「加管(Oxford: Oxford UnÎv間ity Pr珊， 1959)，閉目';;2

31 喝聲林， (啟動的過昇) (北京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油田) ，頁 8 • 

32 梁聶岱， (釋〈車敏主聲)) ，載民薯， (詩與其饋緝> '頁 40'

扭曲曲 Urs von Bal也asar， The G，旬ory of 的ew叫 d 甜甜logi聞1 Aeath甜"而1.1 加盟S

Eramo Leiva-M阻h恤;Edinbur曲:T&T Cl缸k. 1998), p.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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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不過是宇宙底大靈底化身J 0 34這意味:一方面造物主

與受造物之間存在本體論差異 (ontological di宜前'ence) , r上

帝也許很溫和;但總怕沒有人們的可親近罷J ， 35男一方面

人類的墮落在於拋棄個體與上帝的關聊，性， r忘記了我們

只是無限之生底鍵上的一個國見J 0 36人類因此必須朝向上

帝，堅持虔敬信仰。

基於這一前提，梁宗岱的美學體系可歸納為 :

一、藝術的最高目標是真理，藝術與其理的關係是「真

是詩底唯一深圓的始墓，詩是真底最高典最終的實現J

「詩典真」典出歌德的 Dichtung und Wahrhe此，但梁宗岱認

為歌德是瓦萊旦 (Paul Valé可)所謂的「形相底偉大辯護

者J '過分關注外在的物質表象 ， 將真理視為形而下事實 ，

忽棍了事術典超越者的關聯，因此梁宗岱不僅批評歌德的

Dichtung und Wahrheit僅指涉相互對立的幻想與事實，並且

將其譯為〈詩與事實) ，突顯自己與歌館的差異。 37誼與同

章文人郁達夫基於審美自律性而採取相似翻譯(事實與虛

構)的情狙完全不同。 38由於在梁宗岱的基督教思想語境

中 ， r真理」實則指代上帝，因此「請與真」可被解釋為:

(一)上帝代表「一切的峰頂J '是事術的最高本原

和唯一根基，是藝術合法性的根諒。奧宗教一樣，書術源

於對超越者的況恩或內省，是「對於永恆的迫切呼喚J

「真和美. .... .出贊同一個瘋頭J '美更隸屬於真，應當轉

化為真。"藝俯的目標既非中國的「詩吉志j 、西方浪漫主

34 梁章第僧 ， (象徵主讀) ， 教民薯 ， (樂家f骨文集n> ﹒頁 70 。

35. 難宗僧 ， (/]'、娃子) ， 戰氏著， (梁買書岱早期著首體> '頁 76.

36. 果宗岱 . (象徵主義) .買 71 • 

37. 梁*岱. (樂是電岱文集n> . r序J '頁 s .

38. 都迪夫﹒ ( (茫茫夜〉置，表之後〉 軍 司實《都建夫全..﹒第十卷> (就州:曲時江大學lli!fi

祉， 2∞7) ， 頁 32 • 
39. 樂宗岱 ， (屆原) ，讀民薯 ， (樂宗岱文集n) ，買 234 ， 詮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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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表現主觀情感或克羅齊的「藝術即直覺J '也非對客

觀現實的被動摹仿，而是呈現作為「更高的真實」的上帝。

(三)藝俯是上帝的具體化也是根本的表現。藝術借

助意象而非概念，以有限表現無限，達到與宗教相同的最

高境界﹒ I W靈幻鏢紗』的， W浩蕩無邊』的，精神上的

『陶醉』的『和譜』境界。」岫宗教著作必須擁有偉大的藝

術成就，才能具有「絕對的普遍的價值J 0 41 

(三)藝俯引導個體朝向上帝，不斷提升。藝術的感

化力能促成宗教的闡發與傳播， I不聲木息地引人進入優

秀醇美之域﹒一具有潛移默化於無形無影之妙」。祖宗教若

拒絕藝術，將損害上帝的榮耀， I狹隘的結論會把它底興

趣，力量和範圍縮小了，決不能...使我們不斷地沉思，

默想和反省」。咱也因此，有別於奧吉斯丁、加爾文對藝術

的木信任態度，梁宗岱強調「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

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 J (提後 3:16) ，肯定藝術。

三、藝俯用象徵來言說上帝，表現上帝。象徵「藉有

形寓無形，藉有限衰無限，藉~胡F抓住永恆」用具有兩大

特徵: (一)融洽或無間，這意味著象徵將有限與無限融

合，是人類所能夠擁有的盲說與表現上帝的最恰當方式，

不會損害作為無限者與絕對者的上帝的榮耀; (三)含蓄

或無限，即「暗示給我們的意義和興味底豐富和雋永J ' 
這表示上帝的意義木可窮盡，並是「常新的」。因此，象

徵是永不終結的過程，並且在永不正境地表現無法完全顯

現的上帝的嘗試中，更新個體對「宇宙底隱都」的理解。

40 梁宗岱， (禪〈草種主義>) ，買 36 • 
41 梁宗岱， (巴士卡爾〈隨矗蟑〉譯詮) ，載民著， (構與車續鋪> '耳刮圖

42 梁聶岱. (J[令且畫聖經學校與兒童文學) .耳 8' • 
43 梁宗筒， (巴士卡爾〈隨盤錄〉禪注) ，頁 26 • 
44 梁宗倚， (草種主義) ，買 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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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宗岱在此區分了象徵和寓言 (allegory) : (一)寓

吉割裂意羲與形象，象徵融合抽象概念與具體形象; (二)

寓言間接訴諸理解力，限制想象，象徵直接作用於想象與

感覺。宗教若依賴寓言，將淪為教條主義，無法感化眾人。

(三)寓言採取直接的方式指稱，象徵以有限暗示無限，

對上帝的盲說，只能用間接的、象征的方式。以此為標準，

藝術可分為象徵藝術與寓盲藝術，前者遠高於後者。

象徵最終將達到「契合J (correspondanc旭) ，即醉與

醒的兩重感應:個體放棄自我，陶醉出神，升至「更大的

清明而不是迷惘J 的神聖境界 「在那里，臭腐化為神

奇了;卑微變為崇高了，矛盾的，一致了;枯澀的，調協

了;不美瀚的，完成了，不可言喻的，實行了。 J 45這種超

驗的神學維度是同時代的穆木夫、玉獨清、朱光潛、錢鐘

書在闡釋「契合」時昕欠缺的:穆木天的理解是主客「交

響J ;主獨清的解釋是「感覺的交錯J ;朱光潛譯「契合J

為「感道J '詮釋為感覺對象的呼應;錢鐘書釋「契合」

為「迫感J '雖提及與宗教神秘主義的關係，但主要是在

修辭學和日常經驗層面談論不同感官的相遇。46這也反證了

李長之有關 I (梁宗岱)談的是文學上象徵主義的手法，

沒看到象徵主義的精神的根本」軒的評論乃皮相之育。

象徵由此成為《神曲》式救贖之路。作為最高等級的象

徵草草術，音樂給人慰藉，使人彷佛進入「上帝光榮的樂土」。

岫同時，這也令梁宗岱借由對「光」的~焦，融和聖像理論

45 同上，頁 79 • 
46 草木天， (譯詩) ，載〈創造月'1'1> 1阻6 年第 1 書第 1 期，頁 80-帥，主獨晴， (再譯

詩) ，載《創隨月予IJ) 1926年軍 1 壘單 1 期，頁 89-間，朱先糟， (詩輸> '曹氏薯，
〈紫光潛全蠱(草三卷) > (音肥貴融數膏 '1987) ，買 123 ;饋圖書， (遍感) , 
載民薯， (七鐵集> (北京三珊 '2004) .耳目刁4 • 

47 李置之， (請與其) ，載民薯， (李置之主轟第4垂> (石車莊柯北教育，扭曲) , 
頁 118 0 

48 果宗僧， (試諭宜覺興表現) ，單民薯， <梁宗岱文最n> '買 32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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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光照說，肯定聖像的價值﹒「晶瑩的光，射在壁間的聖像

上;溫柔、慈憐、聖愛的臉，遂如澄渾的月影般浮現出來，

慈悲地反映出一道靈幻的聖光，暖霉一般的慰藉了他幼稚的

心靈。 J 49這意昧著:象徵是聖像的本質，它超越了有限的

物質層面和外在相似性，避免了偶像崇拜，人類透過聖像所

顯現的「聖光J '見證耶穌的顯容(甘姐姐gura世on) ，體驗

到上帝的神聖臨在 (Div姐e Pr聞聞ce) ，獲得靈性的慰藉

(comfort) 與轉11::. (transfonnation) 。這既倒轉了奎諸特

(抽chel Qu血ot) 對光與轉化之闌係順序的論斷( I若人被

其昕沉思的對象『轉化.1 '則來自聖像的光將從超越處穿越

至人的存在深處J) ，到又過異於巴特(KarlBar也)對象徵

的指責象徵會擾亂注意力，破壞信仰， I不能存在於為新

教崇拜所設計的建築中 J .日更令人驚喜的是，梁宗岱的觀

點蘊含濃厚的後現代色彩，因為在他那里，耶穌聖像所象徵

的是「光流盡處，便是晴黃的黯輝一片」、無法被清晰觀看

的上帝，其面容的顯現形式是保持距離、無法被佔有的「月

影」﹒「晶瑩」卻又黑暗、清晰卻又「看木清楚」、真實卻

又「靈幻J '而對聖像的觀看完全依賴超越主體能力、令其

「忽忽地，不自知」的「聖光」照射，變成聖像對人的觀

看， '2這與馬里翁 (Jean-Luc Marion) 的聖像理論存在諸多

契合之處，因為馬里翁所主張的正是:上帝的面容不能被人

類經驗研完全「把撞J '持守無法「固定J (直到的距離

他自由e) 和不可還原的超越性，因此，聖像迴異於偶像，

它是對不可見上帝的象徵'是「不可見的可見性J '既遮蔽

49 梁宗筒， (光誼) ，頁 191 0 

50. Mi，曲，1 Qu且現了"'he 11曲.n: Wìn晶W 011 the Ki哩品m(訂祖s. A. Carthusi血 Monk; London 

MOWIX呵， 19自)， p， 155 

51. Karl Bar血，‘"I'ho AI曲扭曲Z叫Problem ofP四個stant Places ofWor由ip"， in A. Bieler (00.). 

A，曲i~耐用 in Worahip 但d姐_&L曲don: Oliver & Boyd, 1965)，開﹒自-93 ，

52 梁宗倚， (光暉) ，買 19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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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敢示耶穌身上的可見面容與神聖性之分散，自對聖像的觀

看是主體被超越與重構的被動 (p扭扭ve) 行為，是對上帝凝

視這一饋贈的接受。

三、草草術通過象徵表現上帝，因此藝術家的根本任務

是創造象徵「絕對獨立，絕對自由，比現世更純粹，更不

朽」的宇宙詩 (cosmic poetry) ，即馬拉美( St句h祖e

Mallanné) 新謂的「純詩J (poésie pure) ，將靈魂引至光

明極樂之境。

藝術創造並非最明F的感興或妙悟，其過程包括受感、

祖釀、結晶、傅建四階毆: (一)敢示存在於自然中，個

體等待「詩神之惠臨J '接受欺示。(二)傾聽並辨散居t

示，甚至連卑微之物都蘊含「深徽的宇宙消息J ; (三)

搜尋最合適的象徵形式以表現上帝。在此，他用一個神學

概念來形容象徵語言: I不朽的衣裳J '到即《聖經》中指

代末日時義人所穿的「義衣J (般的 8) , <:以斯拉下》

三章 45 節更直接以「不朽的衣裳」形容「義衣」。這是因

為象徵語言是凡俗言說神聖的中介和載體，實現了「形式

的感覺」與「塑造的意志」之統一。(四)普遍傅建上帝

旨意。梁宗岱批評克羅齊奧朱光潛忽視藝術的客觀表現，

強調藝術家「最要緊的還是要能夠把這靈象從私己的感覺

變成大眾可以欣賞的對象;把自己的體驗變成公共體驗的

工具J '自創造能在公共領域最完美傅建上帝旨意的藝術形

式。這意昧著象徵擺脫了唯我諭 (solipsism) ，不是克羅

齊的無需客觀傅建(∞mmunication )或外在化

( extemalization) 的宜覺(扭扭ition) 或維特根斯坦 (Ludwig

53. Jean-Mari曲， The ldol 耐d Dista羽田(回國 τ'bomas A Carlson N開 Ymk: For也阻

U且:versity Pr電閣，訕。1)， pp. 4-9 
餌，難宗僧， (保畢覺單希先生) ，輯民薯， {單宗岱主暈 II} ，頁 16 • 

55 釁宗僧， (試諭宜覺興表現) ，頁 338-339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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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的gens個nl 所否定的「描述我的內在經驗且唯有我自己

能理解」甜的私人語言 (priva阻 l祖斟且.gel '更不是「基於

個人底附會的幻覺J ， 57而是客觀表現的公共工具( I文藝

原是天下底公器J l '目具有普遍有效性。
在肯定象徵的中介性和公共性上，梁宗岱極富前瞻

性，可在其後的西方思想家伊利亞德 (Mircea Eliade l 和利

科 (Paul Ricoeurl 處發現相似觀點﹒ (一)伊利亞德認為

宗教是「對於神聖的經驗J (experience of the sa目'edl ' I神

聖」將「凡俗」的「象徵」作為媒介或容棒(自C句個clel

從而得以顯現。「象徵」是「共同體研有成員而非局外人

昕能理解的『語盲.1 J '其公共傅建能將分裂破碎的「凡
俗」聯結為更大整體。目(二)利科既拒斥唯我論，又批評

海德格爾 (M缸血 Heideggerl 一伽達默爾 (H血s-Georg

Gad咀叮)的存在論詮釋學忽視方法論和語義學

(semanticsl '主張象徵是「文化世界的歷史『中介.1 J 曲

(“historic叫" mediation of the cultural worldl '其意義在公

共領域的解釋之街突 (conflict of int呻retationsl 中得到解

碼。在此意羲上，梁宗岱提供了中國現代美學與西立于當代

思想對話的可能性。

四、「文藝底傑作總得待天才底點化J ， 61天才如同先

知，具有不可通約的創造力， I他底視線所及... 無不在

我們眼前閱闢無窮的境界，像摩西底杖般敢發我們思想底

56. Ludwig WittS"圈tein， Philoaophical 1m咽訂F前ms 抽血8. G. E. M. Anscombe, P. M. S 

Hacl咽 &J.臨chimS曲ulteõ Oxford: Wiley-Bla虛well.2叭)9)， p.98

57. 梁宗筒， (論詩) ，曹氏薯， <囊宗由主暈n> '頁岫，往 1 • 

58 同土，頁 44 固

59. Mirc目 E1iade. Pat帥抽 in COmpa1濁的句~ Re1i函。'n (trans. Ros咀叮 Sh目d; I且d血 &N開

y ",k 祖祖&w，叫 1958)， p. 451 
60. p，岫lru閻副院H"，明問翱攸:or(因ns. David Pellau間 ca血跡idge: Poli旬， 2013).p.4

日梁宗倚， (諭詩) ，買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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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泉J '但提高而非屈就大眾趣味，創造藝術範式，拯教藝

術，開獻偉大時代，是後代的永世楷模。天才之作「含有

超越當代一般理解力的元薰J '的被形容為偉太靈魂「在最

充溢的剎那間」的「呼氣J .64梁宗岱似乎仿照上帝「呼氣」

( I靈J [間組J) 創世的模式(創 1:1) ，看待天才創作。

大w-必須「虔誠地期待看，忍耐地熱望著這指導者底

蒞臨J '永遠信任和忠誠於天才，為其奉獻與犧牲一切，

「這奉獻便是我們底酬報，這犧牲便是我們底光榮」。由這

令人聯想起《聖經》中對耶穌的期待與稱頌(路 2:30-32)

梁宗岱在此顯然將耶穌的彌賽亞形象投射到藝術天才身上。

三、梁宗岱的美學貢獻

上文概述了梁宗岱的基督教美學體系。他身處「東西

文化之神 J '最終目標是將東西文化「儘量吸取，貫道，

融化而閉關一個新局面J ， 66超越中體西用與全盤西化的三

元論。為此，在創作上，他認為中國詩學傳統既是探海燈，

也是礁石，必須在繼承優點與克服缺陷的基礎上開創新的

藝術形式。在理論上，他試圖融通中國文化與基督教思想，

創造適用於藝術和宗教的「普遍象徵主義J (symbo1isme 

universe1) 。其美學貢獻表現在:

一、將「象徵」等同於中國古典美學的「興」。梁宗

岱反對朱光潛有關中國美學缺乏超越性宇宙意識的判斷，

因此在駁斥朱氏將象徵與「比」等同的時候，著重強調「輿」

的超越性維度。

62 架宗岱， (巴士卡爾〈隨想錢〉揮控) ，買 26 圓

的東宗岱， (試前直覺與賣現) ，頁 294 • 

64 架宗岱， (曲曲詩) ，頁 33 • 
的同上，頁 43-44 ~ 

66 同上，頁 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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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象徵的基礎而言，朱氏認定象徵源於類似聯

想，比是擬人與托物，即主觀唯心論意義上的移情

( empa也y ) 、投射( p吋ection )與擬人作用

(扭曲ropomorphism) 。梁宗岱批評這種觀點，強調典是基

於無限上帝典有限實存之間的客觀關聯性，而非主觀想

象，不同於心理學的聯想作用、幻覺或錯覺。

(三)在象徵與象徵對象的關係上，比是「附J ' I寫

物以附意，童醫言以切事者也J '比附之物的關聯性是存在

於有限的「局部事體」之間的平行而非垂直、周郁而非整

體的「類似」關係。梁宗岱指出比是寓言而非象徵'是修

辭學而非美學的概念。而典的結構是「稱名也小，取類也

大J '這意昧著象徵是特殊、有限的，象徵對象是普遍、

無限的，二者之間存在小大之別的本體論差異，這類似蒂

利希所說的象徵參與上帝的神聖性 (participate in the 

holin目s ofthe Holy) ，但本身決非上帝。 67

(三)在象徵的實現方式上，比割裂了「理」與「象」、

有限與無限的關聯性，不僅無法表現上帝，反而削弱了上

帝的神聖性，令其「有限而易盡」。相反，典的核心是「依

微以擬義J '基於上帝與個體的特殊關聯( I微J) ，融

合主觀與客觀、有限與無限、特殊與普遍，呈現「豐寓，

複雄，深重量，真實的靈境J ' 6.即上帝的至高神性。
(四)在象徵的最終效果上，比的結果表面上是「物

我之間，依然各存本來的面目 J '上帝與個體絕對分離，

但由於「以我觀物，物固看我底色彩J '無限上帝實則會

受有限實存的影響，甚至被選原為主觀的投射，失去超越

性。相反， I輿者，起也J '雖「起情J '卻非個體的主

67. T:山曲，甜甜logyof臼lture， p. 59. 
68 梁宗的， (草種主義) ，賈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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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抒情，或朱光潛既說的情見於詞。象徵的最終目標是促

使個體放棄唯我論，引發其對某種超驗者的追求，達到「契

合J '即不再是遠離上帝的旁觀者，而是像《神曲》胏描

述的那樣，從地獄、煉獄， I一層層地攀登，遞升，宜至

宇宙底中心，上帝底寶座前」。由

梁宗岱的象徵論具有重要的美學史意毒草﹒

(一)在中國現代美學史上，周作人雖最先提出象徵

與典的關聯性，但只是隨想式比附，缺乏理論分析，且將

「輿」等同於浪漫主義的主觀抒情，曲解了象徵的內涵。 70

唯有梁宗岱最先對此進行了系統詮釋。

(二)梁宗岱對興的解釋深具基督教的超越性色彩，

區別於現代新儒家的心性論詮釋，如牟宗三認為興表示生

命靈感的排獻，是「仁之根J ; 71程兆熊主張典是吟詠性情
與涵養道德的合一。世

(三)梁宗岱《象徵主義} (1934 年)以「輿」批「比」、

以「象徵」駁「寓言J '直接針對朱光潛《談美) (1932 

年) ，迫使朱氏在《文萄心理學} (1936 年)放棄寓言概

念，承認象徵與寓言的差異: I W寓吉』大半都不能算是

純粹的藝術，因為寓育之中概念沒有完全辯解於意象。 J 73 

即使朱光潛仍堅持象敏是比，卻已然失去立論基礎。這既

反證了梁宗岱象徵論的合理性，也示出「基督教中國化」

對中國現代美學史的重要影響。

二、藝術象徵所表現的真理具有雙重性。這是梁宗岱

69 同上，頁 78 • 

70 周作人， (揭鞭聾序) ，曹《語絲〉盟(1阻6) ，頁 17_18 0

71 牟宗三， (中國哲學的特質) (土揖上揖世紀出版矗圈 '2008) ，直 100 • 

72 種把麟， (中國醫學) ，輔臣薯， (中國文話主論典詩學) (台北學生，捕 '1980) , 

頁 l' • 
73. 朱光糟， (文書心理學) ，輯《朱光潛壘暈(第→聲)) (告肥實體教育， 1987) , 

買 39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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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攝中西，巧妙利用漢語譜法而得出的結論。

如果你所謂「邏輯」就是指你那一套「天不簣，地不聾，

人性不覺，研以文學也不變 J '或「人要講人話，詩人也要

請人諦，人話的第一條件便是明白清楚 J '我承認我沒有，

而且我要多謝天我沒有。 r真理J '法國一位大思想車

勒能 (Ren血)說 「只在蔭影上J 0 r蔭學 J (n田且目的

沒有它，一幅畫便暗草鞋無光，沒有它，一支歌便生澀不成調，

沒有官，一有天經地義的真理可以論為業謬絕倫的笑柄。 74

梁宗岱在此創造了一個概念: r蔭影J 0 Nuance 本指

「細微差異J '典出勒南 (Ernest R!扭扭)的《阿威羅伊和

阿威羅伊主義) (Averroés et (averro甜me) : r三段論排除

了昕有 nu祖間，然而，因為真理只在 n回nce 上，所以對

於尋找道德科學中的真理而言，三反諭是一個無用的工

具。 J 75但梁宗岱的詮釋從邏輯學擴展至哲學與神學。

rnuanceJ 的拉丁語詞源是 niib函，指陰雲 (cloud) ，後演

變為「陰暗J (shade) 和「細微差異J (subtle difference) 

梁宗岱未正步於這層含義，而是精妙地將n回nce轉譯為兼

具「陰影J (遮蔽光亮)和「蔭庇J (庇護陰影)之意的

漢語「蔭影」。這一遮蔽 (conce旭.lment) 庇護 (shelter曲直)

的雙重性正是真理的根本性質，意涵深刻﹒

(一) r陰影」意昧著上帝典人類存在本體論差異，

上帝超越一切，具有不可窮盡性 (inexhaustibility) ，人類

永遠無法獲得「認識底終極性 (finali句) J '布對上帝的認、

識包舍不可消除的陰影，決非酋卡爾 (RenéD目car臨) r我

74 樂章岱， (釋〈草書盟主讀>) ，頁 36-37 • 

75. E且即tR扭曲• Averroés et /.ave7呵>i8me: E時間 historique (paris: Mi曲e1 L前那1861)， p. 323 
76 梁宗的， (非古祖古典科學精神) ，買 2目。

256 



融通與創造

思故我在」的「明白清楚J (cle缸血d distinct) 。這種差

異與遮蔽不等於謬誤，而是人類必然的有限性。

(三) I蔭庇」透露出人類又受上帝的庇護，即護佑

(providence) ，能獲得上帝所賜予的恩典。梁宗岱雖肯定

萊布尼毅 (Gott剖ed Wilhel血 Leib到z) 的「生存是一片大和

諧J '卻未導向萊布尼古史的預定和諧說所預設的自然神論。

相反，他認為上帝用恩典來平預世界，個體「最後一刻... ... 

依然借了神恩而得救J ' 77無法完全自行救贖， I有意去尋

找真理的，他覺待和真理隔一層厚膜J ， 78恩典的降臨是「意

外的喜過J ' 79這種庇護堅定了個體的信與望。

(三)恩典在自然敢示中。梁宗岱以「宇宙的消息」

「宇宙底呼聲」指代敢示。它不只是在光明燦爛之物中，

更存在於「一切最渺小，最卑微，最頹廢甚至最狠褻的事

物」之中。 8。這類似聖經既說的上帝對卑贖 (lowly) 與被

人厭惡 (despised) 之物的揀選(林前 1:28) 。因此蔭影不

是絕對的黑暗(光明的絕對缺席) ，反而保存了光明，避

免世界的墮落。這要求人類守護蔭影， I木詛咒黑暗... ... 

那是光明的前驅J ， 81學會從卑賤之物中傾聽敢示。

(四)藝俯對上帝的象徵是無浩窮盡的過程，但個體

憑藉著努力、忍耐和盼望，能從持續不斷地對上帝的象徵

之中，獲得更為鮮明與豐盈的意義， I 目標也許將永遠鏢

紗如遠峰，不可即如天邊靈幻的雲。不過單是追求底自身

已經具有無上的真諦與無窮的詩趣」。但

三、「蔭影」的雙重性在邏輯上引申出對超越性與內

77. 歌德薯，難宗岱課， (捍士德> (上海草草師範大學出脹社， 2016) ，買 17 '禪注-
78 果宗岱， (葷腎) ，輯巨著， (梁宗岱早期薯譚> '買 115 圖

79 栗宗岱， (保矗凳樂看先生) ，頁 19.

80 梁祟岱， (車徵主揖) ，頁 76.

81 難宗僧， (展置) ，暫且薯， (襲宗岱早期著禪) ，買 176.

82 梁宗僧， (果宗儕主暈n> ' r序J '頁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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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關係的思考，在中國現代思想史的語境中，這可視作

對新儒家與l教觀的回應。梁宗岱由此便介入了事關基督教

中國化命運的耶儒論事。

新儒家指責基督教以上帝的外在超越性否定主體的內

在超越性(血血.anent tr祖sc血dence) ，如唐君毅認為基督

教屬於「歸向一神境J '基於外在目的論， r對現實之存

在，未能先加以正視，而使其思想架空而上，而亦不能對

現實存在之有情之存在之核心，求加以透入」。由不僅個體

被視為低於上帝的有限存在，而且原罪說突顯了人性之

惑。個體只能依賴上帝拯救。但這種拯救又是虛假的設定，

因為「如完全達到則神不復超越於我而內在於我，神性成

我之性，企慕神性之宗教生活即向一於自盡其性之道德生

活」。制人類既無法行善，也得木到拯救，基督教等同於虛

幻軌念，終將被儒家的「天德流行境」替代。

從梁宗岱的觀點來看，唐君毅狹隘理解了基督教的超

越性，其旦時謂的悸論來自對超越性與內在性關係的誤解:

(一)有別於「神恩獨作說J '梁宗岱肯定人性價值，

認為個體在理論上擁有實現「我即宇宙，宇宙即我」的可

能性。因此他也像新儒家一樣避而不談原罪說。

(三)像蔭影所暗示的「陰影J 那樣，這種可能性由

於人性在現實中自甘墮落而遭到遮蔽， r蔽於我們小我底

七情與六欲，我們盡日在生活底塵土里輾轉掙扎」。由

(三)擺脫墮落，需要上帝的恩典，它代表蔭影昕蘊

含的「蔭庇」。但這種超越性不僅沒有否定個體價值，反

而強化了個體的奮進精神。這是因為恩典是有條件的， r努

83 唐君殼， (生命存在與，ê'軍攪耳下> (台北學生書屑， 2006) ，頁 8 • 
84 唐君麓， (中華人士與當今世昇楠鋪上> (台北學生書局， '988) ，頁 91.

85 梁宗的， (草種主義) ，買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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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是我們底本分，收種是意外J > 86一方面敢示尤其需要個

體從卑微之物中辨識，另一方面，面對恩典的不確定性，

為了保留救贖的可能性，個體更要堅持信仰與盼望，從怠

情狀態轉向發揮自我潛能、從自私狀態轉向促進共同體進

步。他以浮士德為例，強調其雖最終靠恩典得救，但前提

是直到最後一刻仍在奮鬥。

(四)與基督教的超越精神相反，儒家因缺乏超越維

度，產生了嚴重後果。梁宗岱認為一方面儒家重視清心寡

欲，缺乏永遠奮進的浮土德精神，易墮入靜寂主義，另一

方面儒家以人的行為為研究對象> r對於我們身外的宇宙

以及身內那更精徽的精神活動 思想底法則 卻幾乎

等於熟視無睹」月因此「格物」與「致知」無法超越現實，

免除功利傾向。這壓抑了主體的肉在潛能，使儒學喪失「知

其不可為而為之」這一最重要精神，放棄朝向不可能性的

追求和朝向界限的自我提升。換育之，儒家心性論因缺乏

提供不懈動力的超越性根源，易蛻變為「把人生看作虛幻

的消極哲學」月難以庇護個體對於「永恆」的迫切呼喚和

追求。

因此，梁宗岱試圖克服超越性與內在性、基督教與儒

學的簡單對立，既不是回到將超越性隸屬內在性的新儒家

進路上，走向成神論;也沒有獨斷論地以超越性凌駕內在

性，為突出上帝權威而壓抑個體價值。他看重於超越性與

內在性的「間性J (in-between) :個體始終處於臨界狀態

中，在陰影與蔭庇的爭執中。在梁宗岱看來，人類的價值

體現在「明知其不可思議而偏要思議之J > r w木可思議』
就是我們認識底理想界限，向著這界限我們要用無限的忍

86 架宗岱， (曲曲詩) ，頁 44'

87 梁宗僧， (非古盤古典科學精神) ，頁 2620

間歌德薯，果宗岱蟬， (擇士德> '買 348 ，禪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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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與弘毅，不斷的努力與創造，從各方面一一去展拓我們

認議底領域，增加我們意讓底清明」月也因此，新儒家研

指責的不可能性，恰是個體存在的本質境況。梁宗岱的觀

點木僅證明了基督教的「超越性」概念有助對儒家心性論

的補充和轉化，更揭示了基督教中國化不應是單向的征

服、遷就或犧牲(如唐君毅的「如佛教之中國化為中國之

禪宗J 90或者牟宗三的「若接上中國之文化生命，則基督教

決必改其形態J) ，恥而應是一種主動影響的雙向過程，始

終維護不可還原的「蔭影」

四、錯諾

在現代中國美學史的經典敘事中，蔡元培的「以美育

代替宗教」莫基了世俗主義的法魅道路.宗教代表強制、

保守、封閉，與自由、進步、普遍的美學截然相悸。回但這

種宏大敘事忽視了中國現代美學史的豐富性，基督教並不

必然導致封閉保守，反而會帶來敢發與進步，梁宗岱正是

例證。他構築了較為完備的基督教美學體系，介入了當時

的基督教思想論事。更重要的是，他一方面融通基督教思

想與中國美學，尋求普遍共性，如對象徵與典的深入互釋，

對「契合」的神學解釋，均有重要的美學史意義，另一方

面在文化的差異與碰撞之中，創造新思想，如「蔭影說」

及由此引申的對超越性與內在性關係的思考。儘管其理論

建構的努力最終由於歷史原因而被迫中斷，但他的思想遺

產不僅是基督教中國化的重要美學成就，更對今後基督教

中國化在美學領域的發展具有敢示價值。

四樂章岱， (非古祖古典科學精神) ，頁 284-2自﹒

90 唐君殼， (中華人主與當今世耳捕攝下> (台北學生書用， 1988) ，頁 273 0

91 牟宗三， (生命的學問> (台北三民書局， 1973) ，頁 78 • 
血事元培， (事元培聾學論紛(長沙湖南教育， 1987) ，買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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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梁宗岱相比，我們是幸運的，擁有更廣闊的前理解

視域，但「一個偉大的運動更要經過長期的祖釀，暗湧，

才有豁然開朗的一天J ， 93基督教中國化的美學研究必須「一

方面自然要望著遠遠的天邊，一方面只好從最近最卑一步

步地走J ， 94既要挖掘中國現代美學中的基督教意蘊，壓清

美學史的真實全貌，又要探究並回應針對基督教的相關批

評，從而在思想的陰影和蔭庇之張力中，尋求融通與創造。

唯有如此才能上升到新的視域，突破梁宗岱所批評的中西

二元論，最終為基督教中國化做出更有意義的定向。

關鍵詢:基督教中國化象徵蔭影耶儒之事

超越性與內在性

作者電郵地址: ch個long壺咽@ruc.edu.cn

93 梁宗僧. (諭詩) .頁 44'

94 同上，賈 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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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on and Creation: 

On Liang Zongdai's Theological Aesthetics 

CHEN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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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yact 

As one of 也e found前s of modern Chlnese aesthetics, 
Liang Zongdai is also a represen個.tive of the Sinicization of 

C趾is世祖ity in aesthetics. He estab!ished a sys扭m of 

th凹logical aesthetics and was heavily involved in modern 

Chlnese Christian debates, including science-faith debate, 
pacifism debate and dispute 扭曲e image of Jesus. His 

con困butions included integrating Christi祖ity and Chinese 

aestheti間， especially in 也e ∞rrelation of Symbol and Xing, 

叮個.tíng 也e 血eory of Nuance (Yinying) and interpreting 血e

in-betweenness of 個nscendence and immanence wbich is 

di宜erent from modern neo-Confuci扭曲血's imm祖ent

transcendence. His aesthetics and the related approach 缸e

significant to 也e future of the Sinic位ation ofC趾isti血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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