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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曲直是作為一位「作為一 」的人在存在，一→協

特定民族、特定地域、特定家庭、特定機構的一分子在存

在，作為特定職業的從事者、特定技能的掌握者，乃至特

定性格的擁有者在存在等等。寬泛地說， I作為... ... J 的

存在構建了人的身份，為人在世界上佔據著一個位置提供

理由，一一就此而言，可以說人的「作為﹒ 一」的存在奠

定了人的位置，對人而吉它是一種根基性的東西。關於人

的(起看奠定功能的、莫基性的) I作為.. ... J 的存在，

早就有著許多富有價值的學問。這里新關注的人文學，卻

不屬於這樣的學問。人文學視里手里的人，始終是那比「作

為﹒ .. J 的存在還要「更多」的人。這首先意味看，儘管

人的「作為……」的存在是一種根基性的東西，人文學所

理解、新設想、所要求的人，卻不可以只是一種「作為.. ... J 

的存在。舉例來說，納粹戰犯艾希曼 (Adolf Eichma血)以

其作為(不得不)執行命令的下屬，試圖在訴訟方面尋求

縫隙，甚或謀取同情，辯說無需為那些非人遁的命令所產

生的罪惡擔責。在人文學的裁判廳里，這樣的說辭永不可

能具有說服力。

同時還要看到，既然人的「作為. ... J 的存在是一種

莫基性的東西，那麼人文學研期盼的人的「更多」又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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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向著「更多」的存在，作為人的在「作為… 」的存

在以外的東西，作為一種似乎總在動搖著根墓的東西，必

須依託著「作為. ... J 的存在，然後才能進行跨越、 (辦

證法式地)否定。人的「作為... ... J 的存在的意味若是邊

界(紀律) ，向看「更多」的存在就是越界(飄逸) ，一一

越界的意願與自由。人的「作為. ... J 的存在的意味若是

壓抑(宿命) ，向看「更多」的存在就是解放(擺脫) , 

說「不」的勇氣與自由。人的「作為. ... J 的存在的意味

若是自由的一種彰顯，若已然是虛靈的「道」的一種在場，

在人文學的視里手里自由一定還有、還要有別的彰顯的形

式，並與那種彰顯紡彿有看類別式的差別。不以「作為...﹒」

的存在為依託，向看「更多」的存在的意味將無跡可尋，

以致無從談起。

一、八十年代:人道主義論事

國內近四十年來人文學的追尋，正是以人的向看「更

多」的存在為旨趣。關鍵詞在最初的時候是「人道主義」

追尋人的向著「更多」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等同呼籲、倡

導人道。「在八十年代，人道主義、主體性等，成為八十

年代『新敢蒙』思潮的主要『武器~ ，是進行現實批判，

推動文學觀念更新的最主要的『話語資海』。七十年代末

到八十年代，人道主藝思潮首先表現在傷痕文學的創作，

以及針對這些作品的評論文章上。接看，知識界對這個問

題，連同相闋的人性、異化問題，展開持續多年的探討和

爭論。 J 1知識界當時關注、探討人道話題，還引人鵬目地

體現在對馬克思著作與思想的詮釋方面。主張馬克思主義

1 怯于誠. (中圓當代文學史(售商版))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7 ;第 2 版)

買 203-2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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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人道主義的人們，往往以馬克思〈一八四四年經濟學

哲學手稿} (Ökonomisch可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 a阻 dem

Jahre 1844) 、《德意志意議形態} (Die de帥che Ideologie) 

等著作當中的確切表述作為依據，強調回到「青年」馬克

思，回到「人」。眾所周知，討論的過程比較曲折。這里

雖然只是基於一種回顧的立場予以看待，但依舊可以明晰

地感覺到討論者們當時所懷抱的熱情。

貫穿在那場橫互人十年代的人道主義大討論當中的，

正是人的向著「更多」的存在與人的「作為， 一」的存在

之間的張力。此前更多地是在突出「集體J .強調每個人

都應該投入地作為集體的一分子而存在。在此前許多具有

一定代表性的文學作品里，也常常能夠讀到一些特點鮮明

的「集體」人的形象。「個人是微不足道的，重要的是集

體，而組成這個集體的，則是無數個合乎先進『規範』或

向比『規範』不懈努力的、彼此並無質之差異性的人。簡

育之，個人必須融入集體...朱定的小說《關連長》中的

『我』有一跤話﹒『我真喜歡這樣的革命家庭，在這里沒

有甚麼個人的存在，一遠就好像合成一條生命。~ J 2不難
想到，如果集體性的要求不能有效地促進個體性在寬度方

面的展閥、在深度方面的提升，那麼，人的作為集體一分

子的存在就會呈現出消極的意味。就此而言，人道主義思

潮的萌發之於文學創作抑或理論思考，立意就在於人的作

為集體一分于的存在不能夠是人的全部。對它來說，人應

當是一種比作為集體一分子的存在「更多」的東西。

誠然，人道主義思潮的發撥，並不是要否定人的作為

集體一分子的存在，也木是要否定集體本身。毋寧說，人

2 丁帆， {十七年士學 I人」典 I 自費」的央書> (開封柯南大學出版社， 1999) 
買 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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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視野里的這種追尋是在期待一種更為圓滿的集體，在

那里人的個體性與集體性將以一種更為圓滿的方式結合在

一起。正由於此，馬克思《德意志意識形態》對其實的集

體 (wirkliche G自由inschaft) 、虛幻的集體( illusorische 

Gemeinschaft) 所作的區分一一「從前各個個人所結成的那

種虛構的集體，總是作為某種獨立的東西而使自己與各個

個人對立起來;由於這種集體是一個階級反對另一個階級

的聯合，因此對於被支配的階級說來，它不僅是完全虛幻

的集體，而且是新的種槍。在真實的集體的條件下，各個

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並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由 J ' 3在大討
論的境遇襄得到了應有的關注。「個人對階級的隸屬，對

國家的隸屬，是階級、國家等集體對個人價值的貶抑，正

是在這一層意義上，即1民沒個人的獨立性和個性的意義

上，馬克思稱這一類集體是虛幻的集體或冒充的集體。在

此同時，馬克思提到了另一種集體，他說『在控制了自己

的生存條件和社會全體成員的生存條件的革命無產者的集

體中，情況就完全木同了。在這個集體中個人是作為個人

參加的』。他稱這種集體是『真實的集體.1 0 J 4 

看眼於人應當是一種比作為集體一分子的存在「更多」

的東西，進行一種人文學式的發揮，從求真、責善到審美

顯然可以有許多出奔的線路。在既有這些線路的背後，恰

恰發生著一樁(人文學式的) I事件J :在人的作為集體

一分子的存在儼然是人的全部的現實境遇里，人還是能夠

有所覺，以致覺察到人應當是一種比作為集體一分子的存

3 馬克且、風格斯薯，中共中央鍋譯局諱， (籠童車車轍彈鹽> '載〈馬克風風格新全矗〉

(北京 λ民出版社 '1972) ，春三，耳 84.

4 黃克劍，([個λ自主括動」與馬克且壓史觀) ，載〈中國社會科學> 1988 年第 5 期，

頁 l1 S 0 也可喜看黃克劍， (黃克劍自選暈> (挂林 盧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8) 
買 26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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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多」的東西!有理由認為這種「覺」大概原本就惠

存於每個人的心里，不過是「發」覺的契機有先後而已。

也有理由進一步認為「發」覺的契機本身帶有隨意和偶然

性質，來自個人經驗，基於不間的人所領受的不同的學議。

而無論是怎樣的一種「發」覺，覺察者們勢必都會對任何

一種能夠激發人們對向看「更多」的存在的必要性有新覺

察的學識產生善意。西方那漫長的宗教與哲學傳統有著這

樣的學識，中國的同樣源遠流長的思想與文化傳統也有這

樣的學識。人道主義思潮對人的向著「更多」的存在新作

的人文學式的追尋，為國內接下來更加豐富地接納西方古

今思想、更加平和地承續中國傳統文化吹響起了號角。從

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在譯介商學的熱潮里，抑或在那時

有顧盼的儒學熱里，就此而言都可看到那種人文學式的追

尋在默默運行。

二、新世紀:施特勞斯熱

國內最近十餘年里的人文學式的追尋，最醒目的當屬

「施特勞斯熱」。列奧﹒施特勞斯 (Leo Strauss) 試問通過

回到古代西方的思想資源， I重整」現代西方、當代西方。

當代西方是現代西方的延續，或曰現代西方「之後」。現

代西方之為「新」西方，宣告了「舊J 西方的老去。要「重

整」現代西方，務必先做梳理的工作，一一梳理「新」西

方的形成，指出「新」西方與「舊」西方之間的乖離。至

於「重整」其所身處的當代西方，重要的關節則是提撕，一一

提撕道德，以「道德重整」為旨趣。容設夢想作為一種高

於現實的東西往往具有引導現實的力量，便可以說施特勞

斯要把道德重整建構成當代的西方夢。「施特勞斯熱」的

推動者們心有研囑者，實際就是施特勞斯的「道德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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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J 0 I施特勞斯的自由主義是古典的，而不是現代的。

根本區別在於:古典的自由，不是『價值中立』意羲上的

自由的，而是有追求完善、德性的自由。哲學追求完善、

德性、美好，哲學的生存條件就是政治的自由。 J 5 

從施特勞斯的「道德重整」夢那里找到共鳴，推動「施

特勞斯熱J '並非無緣無故。道德重整是施特勞斯研設想

的當代西方夢，也是當今中國同樣也顧意設想的一種夢

想。單以經濟而論，社會財富顯著增加，金融體系深入覆

蓋，使得越來越多的人願意，同時也必須把自己構建為「經

濟人J '在現實的收入與現實的消費之間，同時也在預期

的收入與預期的消費之間規劃者自己的生活、進行者自己

的生活。從這一角度來看，人的作為「經濟人」的存在已

然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決定若現實的人的生活以及人自身。

很自然地，這就激發出了一種人文學式的追尋一一人的「經

濟人」的存在不能是人的全部。看眼於人應當是一種比作

為「經濟人」的存在「更多」的東西，進行一種人文學式

的發揮，從求真、責善到審美同樣也可以有許多出奔的線

路。其中更具有社會意著(而非正於個體意毒草)的，顯然

是責善的線路。財富的求取、保持與耗用，無論是就機構

而言，還是就個體而言，密切關聯著「德J 的話題。「德」、

「位」是否相宜的古老問詢，無可迴避地重新出現在對「經

濟人」的存在的人文學式的質疑里。人文學式地追索「道

德重整」話題，實是當今社會的一種迫切的精神需要。

施特勞斯的道德重整夢，發端於尼采。尼采原是一位

不容易討喜歡的思想家，人們或者不喜歡他的「超人J ' 
或者不喜歡他的「上帝死了 J '或者不喜歡他的古典學研

5. 割，)'、祖， (哲學﹒上帝真美好生梧的可能性施特聲斯的i!It治哲學與神學) ，載民等，

〈施特鼻斯的政措哲學奧宗教) (香港 明風出脹，油田) ，賈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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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尼采作為(瑞士巴塞爾R晶el])古典學的教授，在維

拉莫威衷一默倫多夫(Ulrich von Wil祖owitz-Moell個dorf)

看來完全不合格。維拉莫威灰「對J (反對)尼采，是西

方古典學界津津樂道的掌故。維拉莫威衷的理想是還原(西

方)古代思想世界的真實歷史國景，確切地重現古希臘。

古典學的研究好似拼圖遊戲，抱著一種類似愚公移山的精

神，抱著「于于哥哥孫，無窮盡也」的熱情，終究要把古代

思想世界完整地拼出來。然而，令維拉莫威夜始料不及的

是，他的一些很快成長為著名學者的弟子如萊因哈德 (Karl

Re旭hardt) ，耶格爾 (Werner Jaeger) ，甚至莎德瓦爾德

(Wolfg血g Schadewaldt) 等，卻更願意回到尼采所開示的

方向。 6第一次歐戰打破了遙遠中國的進化論者梁敢超的迷

夢，也打破了西方那些青年古典學者的迷夢。他們親眼看

到曾那樣美妙，那樣文明，那樣眷戀著古代文化的歐洲淪

落成為可悲的新叢林，便決心要把古典學帶向「古典學與

我究竟何干」的方向。

尼采「對J (對立)維拉莫威夜，自那以後便成為古

典學的「丁字街口 J 0 每一位有志於古典學的西芳學人恐

怕都要或者應該想一想，一一究竟是向左轉，走上哈姆雷

特 (H缸nlet) 所哀歎的「該死的擊運啊，時代脫節，可偏

偏會生了我，來整頓一切! J (林同濟譯) 7的道路，一一還

是向右轉，踏上俄國作家安德列耶夫 (Leonid An街eieff)

筆下天文學教授台爾諾夫斯基(Sergius N. Ternovsky) 的「往

星中」的道路，蕩開世間所有歡樂和痛苦，撲向「遼闊的

6. Emst Vogt,“Wilamowitz und die Auseinand聞自ung seiner S曲也白血tihm"，旭 Wil1iam

M. Ca1der 血， He11mut Flashar & Theodor L扭曲曲伊拉)， Wilamowitz 取reh 50 Ja卸冊

。D.血臨dt:W山間.scha個iche Buchgesells曲oft. 1985), p. 616 
7. 莎士比亞薯，林間濟擇，(1哥麥主于啥揖臂的聶劇) (北京中國嚴劇出版社， 1982) , 

買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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蒼穹!往古的神秘! J (李賽野譯) 0 8從這個意義上說，

尼采不會就是一位哈姆雷特，他要重整被基督教敗壞了的

歐洲精神，他要重現被蘇格拉底敗壞了的希臘精神(相應

地，維拉莫威灰儼然是一位台爾諾夫斯基) 。尼采「對」

維拉莫威漢、「重整」對「還原」 這是尼采留給西方

古典學研究永久回昧的遺產。施特勞斯昕遵循與追隨的，

正是尼采為古典學研闕示的方向。很顯然，這無疑是一種

富於意味的追隨。尼采所折想的重整，總是超道德的，在

道德以外。施特勞斯抬著「尼采之路J 所追尋的重墊，則

是道德重整一一尼采的「重整」夢在施特勞斯那襄被「道

德地」改換成為「道德重整」夢。

三、施特勞斯熱與中國

「道德重整」夢在施特勞斯那里是一樁闌乎古典學的

人文事業，對於當今中國而言也同樣地關乎「其命維新」

君子成德之教是從前儒家學說的根本，儒家社會文化研培

蜜的君子、「士」甚至令異國來客讚歎木已。凱沙林伯爵

(Graf Hennann von Keyserl且g) 在辛亥草命過後遊歷中

國，與沈于培(沈曾植)等中國士人相識。他這樣讀美沈

子培一一「他真切地是一名『君子~ ，如同孔子對此類人

的描述一般。儘管年已老遍，但仍然跳動著一穎年輕人火

熱的心，年高德前，莊重肅穆，行事皆有智者的風範，但

舉止又不失溫文爾雅，如同一位少女;無論從深度到，思想，

完完全全將形式做到了極致。可以說，沈從一個令人讀歎

的高度將最為理想的具體實踐成功地表現出來，這在中國

文化而言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J 9這般盛讚沈子培，無論

8 安特列夫薯，李揖野諱， (往且中) (北京未名社， 1926) ，頁 137.

9 凱澤林薯，劉輯、書體峰蟬， 01眼看共和→個祖國哲學車的中國日誌) (福州植

建設育出脹社， 2015) ，買 1曲﹒禪主原是「貴λJ 奧恩文“日]e，"高度契膏，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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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存在著偏頗，追究起來實際就是在審美地欣賞中國的

君子成德之教傳統。如今必領要承認的客觀事實是，成德

之教在中國已漸失影響。可是，這並不意昧著成德之教又

或者成聖之道己失去活力。 10E時以， I施特勞斯熱」的推動

者們所熱衷的「道德重整」夢，既關聯著當今中國的鮮活

的現實，原是這愈來愈發達的物質生活的現實所迫切需要

者，又開聯著當今中國的久遠的過去，提出了要對曾經的

精神生活的傳統進行重溫的任務。

凱沙林伯爵之於中國文化，除讚美以外，還有尖銳的

批評一一「當我離開文明程度最高的中國人時，收禮的神

益甚至還不及我從錫蘭的原始森林中獲得的多。 J 11把這兩

方面的評論結合起來，大致可看出他的思路是這樣的.沈

子士奮之為中國文化高度發達的結晶和象徵，恰真切地展示

了高度發達的中國文化的「文勝於質」的缺陷。對凱沙林

伯爵來說，西方文明、中國文化都應該追尋一種近乎就是

「文質彬彬」的理想狀態。差別在於，西方文明在物質文

明、科技文明的道路上走得太遠，要從包括中國在肉的東

方文化那里求取「文」的神韻，而中國文化若要重現活力，

必須在「質」的方面下工夫。正是由於以「文質彬彬」為

看眼點，凱沙林伯爵便對中國文化提出警告說，中國文化

在求「質」的路途上最好木要捨棄中國文化研固有的「文J ' 
否則將得不償失一一「表面上」是中國文化取縛了進步(原

文是“自 apparent progress" ) ，其實是中國文化已「崩塌」

(disin阻gration) • 12 

追轟指責置起見，虛作「君于」。

10 可喜看溫樟躍， (成聖之道﹒北來二程睡著工夫論之研究) (開封蚵南大學出版社，

2酬) • 
11 凱禪林薯，劉牌、書瞌睡擇， (另眼看共和一個德國哲學車的中國目鵲) ，頁 170.

12. Count Hermann K呵闖世ng， The E勘t and the West and Their sear畸for the Commo1J 1hI.的

(Shmg出i: S旭且且ai Merct呵" 1912), 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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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凱沙林伯爵的總體評斷是否正確，也不論他對沈

于培所作評價是否公允，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的文化主幹線

確實就是「求質J 、求力、求富強。「求質」必定首先表

現為(基於現代西方所取得的成就) I尊奉」現代西方、

「推動」現代中國(的形成與發展) ，乃至繼續「推動」

當代中國(的形成與發展) ，並與當代西方競爭。而「求

質」之夢在經歷了一段時間的歷史運行以後，必然又會正

視「求文」的需求，又會面對人文學式的「道德重整」的

呼聲。一度淹沒在「求質」夢底下的國學資源，在最近四

十年間越來越深入地重新引起各界激賞，也就並非偶然。

「施特勞斯熱」與之恰好合轍，並確切地把道德重整作為

關鍵詞。換言之， I施特勞斯熱」的「道德重整」夢是對

當今中國的社會現實的回應，是對古老中國的精神傳統的

回應，還是對近百年來中國的生存意志的回應。其之為尤

堪留意的人文學「事件J '緣由大致就在於此。

「施特勞斯熱」的道德重整夢，在圍內的學俯命運似

乎顧局促。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它是在中國的西方古

典學研究視城里提撕出「道德重整」的夢。其所高舉的道

德重整的旗幟，在西方古典學研究的內部遭遇了還原論方

面的熱諷。國內學界反省「施特勞斯熱J '批評它把施特

勞斯當成古典學的「窄F則，批評「古典學不是劉小楓他

們捕的那一套J '這些大概都屬於還原論方面的熱諷。客

觀地說，這種批評永遠都是有道理的。以尼采「對」維拉

莫威次為參照，基本上可以說它接近於維拉莫成重史研代表

的立場。可是， I施特勞斯熱」作為「尼采之路」的延伸，

又自有其不能磨滅的意義和意味。自尼采以後， I道德重

整」畢竟已經是古典學研究的「重整J 之極的一個重要分

支。圍內「施特勞斯熱J '連同施特勞斯的那些著作，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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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有多少可厚非之處，至少就這一點而言應該得到相宜的

理解與尊重。

毫不誇張地說， I施特勞斯熱」真切地表明，當前中

國在繼乎剛開始介入西方古典學研究的時候就已在方法論

層面沉浸到一個值得深思，也應該待到尊重的深度里。它

有意識地把西方古典學研究的開展、西方古典文化的輸

入，同成德之毅(成聖之道)的主題密切地結合起來。在

中國的西方古典學研究格局里，以「施特勞斯熱」的道德

重整夢為立意新作相關研究當有其一席之地。誠然，我們

同時也期待維拉莫威決所代表的那種西方古典學研究在中

國能及早蔚為大觀。有理由認為兩種研究思路儘管相互間

存在著張力，但應該也能夠相互促進、相得益彰。更重要

的是，劉小楓等學者引進、發攝施特勞斯的著作，推動「施

特勞斯熱J '非僅正於推動中國的西方古典學研究。他們

還要以施特勞斯研傳承的尼采式的西方古典學!研究思路，

回到古代中國的思想資源，把「重整」現代中國、當代中

國，建構成為中國當前最迫切的研究課題。 13這種人文學式

的追尋，買賣捉住人的作為(應當)有德性的人的存在，把

人的向著「更多」的存在的必要性確切地展示在人的作為

「經濟」人的存在面前。

四、設想:一種基督教人文主義的可能與現實

由人道主著大討論、「施特勞斯熱」這兩殷人文學的

歷程，可清楚地看到人文學總是在鬥爭中，一一為「人」

而鬥爭。把人的向看「更多」的存在的必要性指出來，就

意昧著要將人的(特定的某種) I作為... ... J 的存在的統

[3. 盛著劉4 祖. (施特聲斯與中國古9心b性的相逢) ，韓偉蘭錯， <古今之事典文明自

覺中國詩揖中的施特聲斯)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0) ，買 169-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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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性打破，爭取把人變成更真實、更全面的人，又或者至

少要使人明確地認出並公開地承認這一點。就人文學是一

種具備進行鬥爭的勇氣、耐心和熱情的事業而言，人文學

的實際承擔者們，或者說，人文學的鬥爭者們，無論使用

著對後來許多人而言怎樣久遠的概念語言，無論借助了對

當時許多人而言怎樣詭異的思想資源，乃至無論能否以及

在怎樣的歷史進程襄取得其所遙想的成功，都應得獲其所

應得的敬意。就人文學就是一種為「人」所作的鬥爭而言，

它可以不把能否取得成功當成優先需要解決的問題。人文

學向來都是面對著當下的現實，向來都是在覺察到當下的

特定現實已將人限定為某種「作為... ... J 的存在以後便發

起疑問與鬥爭。如此便幾乎可以這樣說，鬥爭以及那使鬥

爭得以成為可能的人的「作為一 J 的存在的限制性，幾

乎就是我們所能設想的人文學的基本「事實」

可是，為「人」新作的門事有沒有可能以及如何能夠

最終取得成功，使人再也不會有沉陷在某種「作為... ... J 

的存在之中的危險，並非人文學顧意木間不間的將來之

事。它是人文學的終極話題，而人文學的鬥爭者們如若表

現出擱置這一話題的傾向，那麼在一定程度上恐怕應被理

解為是一種辦棄干擾的策略，以保持可觀的熱情與勇氣投

入到鬥爭中。任何一種思想資源只要能夠為這終極話題提

供宏觀解決方案，就真切地往人文學里面注入了新的活力

元素，形成了新的人文學形態。基督教正是其中的一種思

想資源， 14並且在這個意義上將可以談論一種基督教人文學

又或者基督教人文主義。這里昕說的基督教人文主義，關

鍵也就並不在於提倡鑽研教義之外的學術與思想以獲徬豐

14. 可喜看溫偉懼， {屆里﹒成仙、成陣成λ一一正視λ的商宜興團惡> (香港明風出

暉，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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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學識，而在於以人文學的視野把現實中的人(包括現實

中的基督徒)的沉陷在某種「作為一 J 的存在之中的危

險境遇捕捉住，為人們指出一條向看「更多」的存在前進

的道路，並從基督教的角度向人們確保這條道路最終將抵

達福地。

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人文主義因此又要面對一個新

話題。基督教人文主義之所以能夠直面人文學的終極話

題，當然是由於它確信有一種至高的力量在帶動著一種比

人更高的東西為人們領航。必須要清楚地看到，這里正隱

藏著一個危險。人們在仰慕、追隨比人更高的東西的時候，

很容易以比人更高的東西的名義，把比人更低的東西調動

起來，對人自身造成摧殘。蒂利希 (Paul Tillich) 清楚地指

出， I假如比人更低的東西與比人更高的東西結合起來在

反對著人，人的人性就遭遇那被神話稱作魔魅般的東西的

攻擊而變破碎J 0 15的確，對於基督教人文主義來說，這危

險可不是甚麼無法破除的威脅。就像蒂利希緊接著研說到

的那樣， I使人的人性得救，只有這樣才是可能的，那就

是比人更高的東西與比人更低的東西結合起來在成全人，

把人逮住的是那被神話稱作神靈般的東西J 0 16但是，基督

教人文主義務必要高度重視這樣的危險並將之主題化，以

消除其他許多人文學的鬥爭者對基督教人文主義所抱有的

可能的疑慮。

15. Paul Tillich，咀圓圓由 und Religl曲"包 A'f{ dq G帳。ue. Ei1le A酬耐1 aus dj間

Lebenswuk (M曲曲個 undZ扭曲: Piper, 198η. p. 199: “Wenn U:油:ermenschliches und 
Ob"田間a曲1i曲曲 sich geg四 ihn vei祖國血. zeIbricht seine MI問自曲且由keit 阻"" dem 
^""'世面閱間. was der M:叭益曲曲血阻扭曲扭扭nt".

1呵6 同上

曲曲8 Un:帥惚m血間s曲1且i曲e側s sich 扭迦nv倪曲b祖d扭回d迦恤n 曲"前叮唔g祖f丸t， w割 d廠缸， My1袖h岫。曲.g副5耐叫恤1曲

""血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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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人文主義者們作為基督教方面的人文學鬥爭

者，倘能切實地正視這一話題，有效地破除其他人文學鬥

哥哥者的疑慮(懷疑基督徒們已然沉陷在基督徒們的作為基

督教會集體之一分子的存在當中) ，就將可以往現實的人

文學式的追尋里真切地注入一種來自基督教的精力，給出

一種基於基督教並且屬於基督教的人文學式的追尋。如此

形成的基督教的人文學式的追尋，必然是漢語神學的一個

部分，來自基督教思想者對中國的人文學問題的思考。漢

語神學是基督教，思想者對中國的現實境遇新作的真誠思

量信，人文學是人文學者或者人文主養者(並非通常意羲上

的人文主義者)給出的同樣真誠的思索。兩者的可能的結

合，原就在情理之中。

關鍵詢:人文學漢語神學人道主義論爭施特勞斯

基督教人文主義

作者電部地址 :y阻gjunjie@b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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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 也e last forty yeaxs, two hu血血istic movem聞組 in

China have been noteworthy: one is the debate concerning 

Humanism in 也e 1980's and 也e 0由前扭曲e so-called Leo 

Strauss fever 扭曲is century. Wbile the for四前 a油田 at the fact 

也at every person should not only be a person who belongs 

simply to any k凶d ofcollec位ve communities, the latter makes 

it manifest that every person should not be satisfied with 

himself 晶 a qualified one in 也is 血odem age of sophistica'個d

specialization of labor. Obviously，也ey both teach the 1自son

由atm祖 must (閱deavor to) live as a humanistic man who is 

more 也血 a qualified one 旭 his 世mes and for his 世血es. And 

similarly, a promised Chinese Cbristian humanism 扭曲e

framework of S血。-C趾is世祖 theology should encourage 

Chinese Cbristia且s to particípate ín 也e activities of their 

Churches much more a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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