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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场重要的革命都有一个伏尔泰或一个卢梭。”1912年初纽约《美国书评评论》的一篇文章谈到
中国 1911年革命时，将它的“伏尔泰”和“卢梭”封给了康有为和梁启超，不过随后笔锋一转：“但可以肯
定，在普遍人性中，在中国这场叛乱突然而至的过火行为的背后，还似乎一直存在着一种伟大心灵的指
导力量，而对这场暴力的行将来临的反动之潮势必诉诸这些伟大心灵的更为稳健的劝告。”①这里所说的
“伟大心灵”主要指英文著作《中国牛津运动始末》的作者辜鸿铭，“是给中国知识界带来当今这个巨大思
想潮流的康有为与梁启超的直接反对者，一个不屈不挠的反对派”②，如果说“那两个流亡者———客居于
神户的康有为和辗转于整个日本的梁启超———与 19世纪法国革命的狂热分子好有一比，那么辜鸿铭只
是一个身穿官袍的牛津先生”③。这不仅暗示他们之间的朝野对立关系，也指出了辜鸿铭与马修·阿诺德
之间的思想契合：“马修·阿诺德在约翰·普西与纽曼的盎格鲁-天主教运动中的作用，对这位中国反对派
来说是一个大有启发的范例。”④

无论如何，1911年革命之时康有为和梁启超都早已不是“革命的狂热分子”，而他们之于辜鸿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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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主义者，但他 1911年后却体现出“民粹主义”强烈倾向，成了阿诺德极端鄙视并认为是社会秩序破坏
者的“劳工阶级”的捍卫者，认为“文化”或“文明”最终关乎“教养”或者说“廉耻感”，而没有受到“新学”影
响的民众才是真正有教养的人。辜鸿铭这一转变，既基于他对 1911-1912年中国鼎革之际各社会阶级
的行为的观察，同时也受了一个与阿诺德针锋相对的“法国作家”的影响。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18）-165-16
DOI：10.13399/j.cnki.zgwxyj.2018.03.024

“The Ultimate Ground upon Every Civilization and Possibility of Government
Rests”：Gu Hongming contra Matthew Arnold

CHENG Wei
（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

Key words：Gu Hongming；Matthew Arnold；Henri Frédéric Amiel；culture；populism
Abatract：Perhaps owing to his repeated references to Matthew Arnold to support his own point of view，Gu Hongming has long

been regarded as an Arnoldian elitist，but he has shown a strong "populist" tendency since 1911 and becomes the defender of the
“working-class”or“lower class”，which，in Arnold’s social classification，means the“mobs”，the worst part of the class of“Popu－
lace”. Gu argues that "culture" or“civilization” is ultimately about“morality”or“sense of honor"，and the“people”who have not
been influenced by the “new learning”are the truly cultivated and respectful people. Gu 's argument is based on his own observation
of the behaviors of distinct social classes in 1911-1912 Revolution in China， and echoes the point of view of an anti -Arnoldian
“French wri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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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野对立关系”在革命后每隔一阵便“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动荡政局中也失去了稳定性。另外，这篇评论
写在 1911年底，发表于 1912年春，那时，它所说的“正在进行的这场中国革命”也业已以政权在清室与
共和国之间的和平移交告终（但这场革命并不是革命的终结，而是此后一连串革命和动荡的开端），而
“身穿官袍的牛津先生”也变成了“清室遗民”，并怀抱着复辟梦想从上海逃到清朝宗室及遗民汇聚的青
岛，托庇于租界。在这篇题为《中国当代思想巨擘》的评论刊出的 1912年 5月，一个神秘的“达官贵人”以
新政府“外交总长”的假身份从青岛登上一艘前往上海的船，准备密赴北京，并与驻守徐州的张勋取得联
系。不过，他似乎完全不顾及秘密生涯所需的谨言慎行，与在船上遇到的几乎每个人都谈起自己的秘密
使命，这样，早知其名却未曾谋面的乘客之一的英国人端纳就轻易套出了他的身份：“这位绅士后来不得
不自己透露并且承认他就是鼎鼎大名的辜鸿铭！！！他是从这里回北京去，我想他是一个复辟狂和年幼皇
帝的支持者”，“最大的愿望是发动一次有利于恢复帝制的复辟”⑤。
尽管辜鸿铭在昙花一现的 1917年 7月复辟事件中短暂与张勋和康有为结为政治同盟，但他的复辟

之举与其说出于政治，不如说出于文化或者“道德”。在他看来，他与其说是清室的遗民，不如说是中国文
化的遗民。他在 1912年也即清室逊位后为再版的《中国牛津运动始末》所增写的《雅各宾的中国》一文中
明确表示：“我的许多外国朋友嘲笑我对清朝的愚忠，然而我之忠诚不仅是对我之列祖列宗生活于其仁
政之下的清朝王室的忠诚，也是经由此对中国的信仰、对中华民族的文明事业的忠诚。”⑥正如 1918年
11月 10日自杀殉清的遗民梁济在其遗书中所说，清朝乃“一时之事耳”，而以“义节”为核心的中国文化
之得以绵绵不绝正在于它为历朝历代所分享：

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或云既言殉清，何又言非本位？曰：义者
天地间不可歇竭之物，所以保全自身之人格，培补社会之元气，当引为自身当行之事，非因外势之牵
迫而为也。清朝者一时之事耳，殉清者个人之事耳。就事论事，则清朝为主名。就义论义，则良心为
通理。设使我身在汉，则汉亡之日，必尽忠；我身在唐，则唐亡之日，必尽忠；在宋在明，亦皆如此。故
我身为清朝之臣，在清亡之日，则必当忠于清，是以义为本位，非以清为本位也……欲使国成为稳固
之国，必先使人成为良好之人，此鄙人所以不自量力，明知大势难救，而捐此区区，以聊为国性一线
之存也。⑦

梁济试图以殉清来唤起“民国之人”对于民国的忠诚与责任。经由“义”，梁济将他的“殉清”过渡到“殉中
国”，因为“义”非抽象之物，而系于具体情景。每朝每代均为“一时之事”，而贯穴于廿五史的则是同一种
精神，尽管朝代兴替，这种精神却维系着每一个朝代，使中国历经数千年而国基不散。而反倒在民国之
后，这种精神被当作“愚昧之物”遭到功利主义“新学”的摧残，以致人心丧蔽，世风浇漓，国家几至分崩离
析。
如同《中国当代思想巨擘》所说，辜鸿铭以阿诺德为楷模，不仅常常征引阿诺德的著作，甚至刻意模

仿他的英文文体。这些似乎都足以证明阿诺德对辜鸿铭的强大影响。但这种影响是浅层的，而且主要是
修辞学上的，因为在最为内在的方面，即有关“文化”的性质以及有关阶级划分及其各自特征的方面，辜
鸿铭的民粹主义对抗着阿诺德的精英主义，而与阿诺德所讥讽的一位“法语作家”高度契合。

一

1911年底到 1912年初鼎革之际，时任上海南洋公学教务长的辜鸿铭为自己即将再版的英文著作
《中国牛津运动始末》增写了《雅各宾的中国》，其中谈到“文明”和“良治”时引用了“一位法国作家”的话：
“as a French writer puts it———‘the ultimate ground upon every civilization and possibility of govern－
ment rests，is the average morality of the masses and a sufficient amount of practical righteousness in
public affairs.’”（诚如一位法国作家所说：“一切文明和良治赖以存在的最终基础，是民众起码的廉耻感
和公共事务中的普遍行事公正。”）⑧

在革命爆发前的 1910年 3月 4日，辜鸿铭在写给爱丁堡大学校友、时任英属威海卫行政长官的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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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斯·骆克哈特的信中谈到自己前一年因在一篇文章中非议直隶总督端方———他把端方说成“直到今
天，北京那些花街柳巷的老鸨们还时常忆起”的“放荡公子”———而被上海道台蔡乃煌分别告到江苏巡抚
瑞澂、端方本人、外务部及两江总督张人俊那里，欲以治罪。尽管不久端方就因慈禧奉安大典上发生的照
相事件而被革职（直到 1911年 5月被重新起用，委任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而瑞澂（端方的亲戚）
在上海道台的告发文书上横批“文字狱非盛朝所应有之事”而将此事压下，但外务部依然对辜鸿铭略示
“薄惩”，“记大过一次”，让辜鸿铭非常不满，认为“一个良治的政府不会因一个人说了什么而给他治罪，
而是看他做了什么”⑨。

1911年革命之所以没有引发大规模社会动荡，除了革命党承诺“共和政体”将使国家致强、人民乂
安外，还与清室终究不愿“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有关，并且，清室在退位诏书中还“谆谆嘱望大
小臣工共以民生为重，齐心努力佐成民国之太平”⑩，此即忠诚于民国即忠诚于清室之说，为大小臣工卸
去了历代亡国之时臣子的道德纠结。不过，对于这个国土面积堪比整个欧洲而人口数量更在欧美之上的
庞大国家而言，一场改朝换代的革命若想避免无政府状态，取决于各地民众基本的道德水准。
《中国牛津运动始末》于 1912年 4—5月间在上海再版时，初版中讥讽端方的那句话依然保留着，但

端方已在几个月前带兵前往四川弹压保路运动途中被哗变的新军所杀，头颅被割下来装在煤油桶里送
到革命之后的武昌城游街示众，重现了 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革命党举着巴士底狱典狱长的头颅游行示
众的革命仪式。四川保路运动爆发之初，辜鸿铭认定它是一场“人民的抗议”（the protest of the people），
但当“上海以及其他地方的群氓”趁势取而代之，将这场“人民的抗议”转化为一场“群氓的革命”时，这场
革命在他看来就失去了它当初的合法性以及高贵的道德诉求，因为革命主体已经由“人民”变成“群氓”
———那些“新学之士”。如果说在阿诺德的英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人民”（the people）、“民众”（the
masses）或“劳工阶级”（the working class）不仅属于“群氓”（Populace），且是群氓中最无法无天的一群，
即“暴民”（the mob），那么，在辜鸿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他们被提升到国家的道德基础以及合法
性来源的高度。
“孤儿寡母”的旧政权几乎未加反抗就将政权移交给了在它看来或许更能实现国富民强的新制度。

的确，新制度的统治阶级由一大批归国留学生组成，政府决不缺少智力资源，但正如美国在华传教士柔
克义 1912年 6月 2日写给莫里循的信中所说，“其中没有人确有经过考验的才干，只是一批刚刚从美
国、日本或英国留学回来的戴着眼镜、身穿大礼服的年轻空想家，脑袋里装满了马上进行全面改革的乌
托邦梦想”輥輯訛。其中一些激进分子（他们禀持着不同的乃至相互对立的激进主义，相互争斗，彼此拆台）认
为全面改革的前提是来一场针对儒家伦理的摧枯拉朽的革命，可他们忘了，正是传统的儒家伦理在把
1911年革命从一场法国式大革命转化为一场英国式“光荣革命”的过程中起了重大作用。
当革命蔓延到上海南洋公学时，作为《中国牛津运动始末》的作者，辜鸿铭自然首当其冲。当旧制度

已经失去约束力而新制度尚未获得它的秩序的时刻，几个冲动的学生就可以在革命的名义下纠集一帮
学生，对一个仅仅提出异议的人———他们的老师———实施“革命的私刑”。这让辜鸿铭对这场革命是否能
够重建法律与秩序大表疑问。他在 1911年 11月 20日致骆克哈特的信中追述自己不久前遭遇的恫吓时
写道：

本校的学生们很快就鼓噪起来，把我逐出了校园。他们在上海共同租界贴满要处决我的揭帖。
我不得不离开我的家人、住所以及其他一切，到法租界避难。学生们于是试图烧掉我的房子、家具和
书籍。万幸，他们没能得逞。
老天眷顾，我与一位久睽的奥地利绅士重新牵上了线，他把自己肥皂厂里的工人宿舍提供给我

住，从那时起到现在，我就一直住在那里……现在上海有一支有上万人的痞里痞气的“新学拳民”
（New Learning Boxers），他们已经用枪弹武装起来，称为革命军。輥輰訛

辜鸿铭并不反对一切革命，他甚至认为目前的中国来一场“革命”未尝不可。他从孟子民本思想出发指
出，一场革命的正当性基于两个前提，“其一，这场革命必须由人民（people）发动，而不像眼下这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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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群氓（Populace）发动”，他将“人民”译为“the common country people”即“邱民”，“其二，通过这场革命
上台的那个人必须具备足以激发全民族想象力并赢得其敬意的卓越道德品质，而袁世凯之所作所为，甚
至连小偷和赌徒都不如”。輥輱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将“眼下这场革命”发生之前的四川保路运动看成一
场真正的人民运动：

眼下这场革命的开端是发生在四川的那场反抗，就反抗的正当性而言，它是一场正当的反抗。
我们应当记忆犹新，这场反抗是人民对于北京政府的反抗，反抗其准许外国人在中国修筑铁路而不
让中国人插手。我们应当牢记，这场反抗的原初原因是外国人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但当上海以及其
他地方的群氓利用了这场因某个特别的不满而反对政府的人民的抗议并将其转化为一场革命时，
真正的灾难便降临了。輥輲訛

辜鸿铭对这场革命的观察角度，正如对其他一切社会问题的观察，是看它是否体现出一种起码的道德水
准，否则，一群“暴民”能够成就的就只是让文明和秩序分崩离析的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尽管清末以来
“新学群氓”肆意破坏传统道德的基础，但这个辽阔国度的绝大部分却并未因之陷入混乱，甚至革命之时
依然保持着一种秩序。难怪孙中山 1911年 11月回国途中读到外国报纸对革命之时中国民众遵纪守法
的报道时感叹道：“近日中国之事，真是泱泱大国民之风，此次列强必当刮目相看。”輥輳訛几天后，他在伦敦
接受英国记者采访时谈到共和制度的道德基础：“中国，由于它的人民性格勤劳和驯良，是全世界最适宜
建立共和政体的国家。”輥輴訛这与辜鸿铭对民众在这场革命中的普遍表现的观察一致。正是民众在这场革
命中的表现，让他脱离了《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将“民众”等同于“暴民”的精英知识分子偏见，并重新思
考“教育”与“教养”的关系。在他看来，1911年革命之所以并未引发全国范围的无政府状态，在于儒家伦
理千百年来的教化使广大“人民”或“民众”还心存起码的廉耻感，不会趁革命造成的法纪松动为非作歹，
因为有高于法纪的内在道德律令———他们绝不是鲁迅笔下的阿 Q的群像。
辜鸿铭避免从政治主张论断人，因为一种听上去颇为“进步”的政治主张如果不能生产与之相配的

具有起码廉耻感的人，就只会导致“无治”即“无政府状态”。革命后“第一个农历大年初二”———此时，在
北京，袁世凯正准备出任共和国临时大总统，宣布“新中国”的降临，而他手底下那一帮带着大礼帽并熟
练地说着英语的“归国留学生”将充斥政府各部，与各省弹冠相庆的新贵一起，成为“新中国”的统治阶
层———辜鸿铭“走进上海一家最为雅致的花园茶座的时候”，在一群共和国新贵身上第一次“见到了这个
‘新中国’”，其情形让他感到恐惧和焦虑：

那是一伙剪了辫子的中国人，其趣味之低劣，举止之粗俗，到了笔墨无法形容的厚颜无耻的程
度。他们全都一边打着狂乱的手势，一边高声嚷嚷……这个“年轻中国”所采纳的根本不是什么欧洲
文明，只不过是上海式的欧洲文明———此即歌德所谓“盎格鲁-撒克逊传染病”（Anglo-Saxon conta－
gion），是原版的欧洲文明正在滋生的一种疾病。试想一下，一旦四万万中国人都染上了这种盎格鲁-
撒克逊传染病，学会了这种上海式的欧洲文明，全都变成了像我在大年之时的中国茶园所见到的那
些剪了辫子的中国人那样庸俗透顶、趣味低劣、狂乱骚动的人，那将给世界文明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同时，请记住，这些人格低劣、狂乱骚动的新式中国人已学会了使用炸弹。輥輵訛

“盎格鲁-撒克逊传染病”出自弥尔顿。安德鲁·乔治在为自己所编的弥尔顿诗集的导论中写道：“在离世
之际，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雄辩的诗人发出了‘反抗盎格鲁-撒克逊传染病’的呐喊。所谓‘盎格鲁-撒克逊
传染病’乃指不断增长与扩张的盎格鲁-撒克森种族的倾向和目标及其有关生活和社会经济的看法，这
位预言家担心，这些东西将与人类的全部粗俗乏味的方面步调一致，并侵入、压垮所有的国家。真正的理
想将会失去，取而代之的将是心灵的贫瘠。”輥輶訛让辜鸿铭担心的是，被“盎格鲁-撒克逊传染病”所传染的
归国留学生们将统治“新中国”。正如 1869年的阿诺德叹息亨利·纽曼博士发起的以牛津为中心的“牛津
运动”的失败一样，1910年的辜鸿铭叹息以湖广总督张之洞为精神领袖、以北京翰林院为精神中心的
“中国牛津运动”的失败，而无论“牛津运动”还是“中国牛津运动”，全都败于“自由主义”，其特征———按
阿诺德的说法———是“随心所欲”。辜鸿铭说：“三十年前发生在中国的这场运动，在许多方面，是纽曼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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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领导的著名的英国牛津运动的翻版。中国牛津运动针对的也是自由主义，是有关进步和新学的现代欧
洲观念。”輥輷訛因此，《中国牛津运动始末》中随处可见“马修·阿诺德说”就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实际上，它的
初版“导论”第一行便出现了阿诺德的大名，并大段摘引他的著作：

马修·阿诺德谈及牛津，旧日的牛津，说：“我们牛津人，在牛津这个美丽的地方的美与甜密中长
大，还没有失败到失去这么一种信仰，这个信仰便是，美与甜蜜是人类完善的基本特征。我们对美与
甜蜜的这种情愫，我们对粗俗的反抗的这种情感———扎根于我们如此之多的失败的事业的深处，扎
根于我们对如此之多的如日中天的运动的反抗的深处。这种情感依然流淌着，它并没有被完全打
败，即便在其失败中也显示出其力量。”“看吧，”马修·阿诺德接着说，“看一看大约三十年前那场震
及牛津心脏的伟大运动的历程吧！它针对的东西，一言以蔽之，姑且称之为‘自由主义’。这一点，凡
是读过纽曼博士《自辩书》的人都看得出来。自由主义甚嚣尘上；牛津运动于是分崩离析，落了个败
局；我们的残骸散落在每一处海滩。”輦輮訛

辜鸿铭认为自己与阿诺德的时代处境和个人心境相似，都是一场失败的精神反抗的孑遗，他以与阿诺德
相仿的句子写道：“我们艰苦奋斗了三十多年，如今我们的事业差不多失败了。我们的一些同道背叛了我
们的事业，其他许多人则屈服了，而所有人如今都散落在相隔遥远的各处。”輦輯訛不过，此时他对中国文士
阶层（literati）可能成为残存的道德力量还抱有一些幻想。当他在革命之后为《中国牛津运动始末》再版
增写《雅各宾的中国》时，他对“文士”在革命中以及革命后的表现已然绝望。尽管他的书案上堆满他酷爱
的那些作家（歌德、阿诺德、爱默生等等）的著作，并在这篇文章中加以引用，但此时真正让他心头一颤
的，却是一个他此前从未提到过的“法国作家”。

二

辜鸿铭没读过这个“法国作家”的著作，甚至连他的国籍都弄错了。他从这个“法国作家”那里摘来的
那句“引文”见于阿诺德 1887年所写的书评《论阿米厄勒》。该文 1887年 9月发表于伦敦《麦克米伦杂
志》，次年阿诺德将这篇文章收入由麦克米伦出版社出版的《批评二集》。辜鸿铭读到的是这个集子。但这
个“法国作家”根本不是法国人，而是一个使用法语写作的瑞士日内瓦人，即亨利·弗雷德里克·阿米厄
勒，一个因其卷帙浩繁的遗著《私人日记》而在 1881年死后的许多年里在欧洲享有巨大身后哀荣的道德
哲学教授。
在阿米厄勒 1870年 10月 26日日记中，有如下一条：“Le sous-sol de toute civilisation，c’est la

moralité moyenne des masses，et la practique suffisante du bien.”（一切文明的基础，是民众起码的廉
耻感和普遍行事公正）輦輰訛但阿诺德使用的不是阿米厄勒的法语原版，而是他的侄女汉弗莱·华德夫人据
法语两卷本《阿米厄勒日记选》翻译并由麦克米伦出版公司 1885年出版的英语两卷本《阿米厄勒日记》，
之后华德夫人又根据最新法文两卷本稍加增删，由麦克米伦出版社出版英文一卷本《阿米厄勒日记》。但
不管哪个版本，阿米厄勒 1870年 10月 26日的那则日记都不会少。上引那句法文原句，华德夫人译成：
“The ultimate ground upon every civilization rests is the average morality of the masses，and a suffi－
cient amount of practical righteousness.”（一切文明赖以存在的最终基础，是民众起码的廉耻感和普遍行
事公正）輦輱訛

华德夫人的英译相当忠实于法语原句，只在“基础”一词前添了“最终”，以示“基础之基础”之意。不
过，当辜鸿铭从阿诺德《论阿米厄勒》一文中“转引”这句话时，却并未忠实于华德夫人的译文。华德夫人
的英译本在英美两国流传极广，影响甚深，连好几次拿起它又因“对我碰巧读到的一些段落不满意”而放
下它的阿诺德在 1887年去世前几个月也最终经不起诱惑，不仅仔细通读了它（他称赞华德夫人的译笔
“活泼而忠实”），而且读后还在《麦克米伦杂志》1887年 9月号上发表了评论《论阿米厄勒》。

但阿诺德并不欣赏阿米厄勒的“沉思”，他以“缺乏营养”輦輲訛一语来整体评价阿米厄勒的日记，只勉强
称赞阿米厄勒作为“文学批评家”的一面，对其日记中大量有关道德哲学方面的思考则评价甚低，说他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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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国评论家们及其英译者华德夫人所吹嘘的那么具有“魔力”，只是“雄辩”而已，即说阿米厄勒并没有
什么高深的思想，只不过长于文辞，能使他的那些本来肤浅的思想表现得格外有力罢了，而“文体的魔力
来自创造性，有这种魔力的人进行创造，并启发他的读者跟随他而进行某些方面的创造。创造带来生命
和欢乐，而雄辩则可以不具备这种文体的魔力，它谈到的思想缺乏价值和深度，却可以极大强化这些思
想的效果”輦輳訛。本来，阿诺德写这篇书评是为了促销侄女的译著，但这番评论却可能适得其反，以致书商
在美国《书讯杂志》登出启事，称“本书为这个时代的杰作之一”，而“本书译者的叔叔、已故的阿诺德先生
无论对它说过什么贬低的话，都无损于它”輦輴訛。
令阿诺德不满的是阿米厄勒不仅认为唯有个人的道德实践才是社会的基石，更认为社会的道德基

础是下层阶级。这似乎是对诸如阿诺德这种“在牛津这个美丽的地方的美与甜密中长大”的上流社会文
人的含蓄批评，体现出一种针对“精英主义”的“民粹主义”倾向。阿诺德在《论阿米厄勒》中大段引用阿米
厄勒日记，作为自己批评的靶子，而核心集中于 1871年 2月 22日和 1870年 10月 26日的日记。在
1871年 2月 22日日记里，阿米厄勒先是不点名地谈到那种对于“智慧与趣味”的追求，实是批评阿诺德
式的“文化”或“希腊精神”：

在社会中，人们被期待这样的行为举止，倒好像他们靠食仙果而活，除了最为高雅之物，其他一
切均不存在。关爱、需要、热情，在他们那里没有存在的空间，所有现实需要均被当作野蛮之物受到
压抑。简言之，在他们那里，我们所谓“社会”只是一个让人喜爱的虚幻假设，它运行在缥缈的气氛
中，呼吸着诸神的空气……智慧与趣味大受推崇，而对现实的联想也被对想象的联想所替换。社会
于是被理解为诗的一种形式；文雅阶层刻意重新创造了一个昔日的田园牧歌，一个已被埋葬的古希
腊神话世界（the buried world of Astr覸a）。无论是否悖论，我相信这种以虚幻方式重新建构一个其
唯一目标是美的梦的企图，代表了一种对萦绕在人类心头的那个黄金时代的混乱回忆，或者，毋宁
说是对事物之间的和谐的灵感的混乱回忆，尽管我们每日的现实生活都向我们昭示并不存在这种
和谐，只有艺术能够让我们偶尔瞥见它。輦輵訛

这番评论不是凭空而来。在 1870年 10月 26日日记中，阿米厄勒记载，那一天，尽管天气恶劣，但常年风
雨无阻给缠绵病榻的他送信的那个小个子妇人依然送来了信，然后像往常一样立即又赶路回家，去照顾
瘫痪在床的丈夫，每晚还要赶到更加无助的妹妹家帮忙。“她的日子就在这劳作中流逝，尽管筋疲力尽，
却一如既往，毫无怨言。”阿米厄勒说，然后根据自己对这个“小个子妇人”及其所属的劳动阶层的扩大的
观察而评论道：

像她这样的生活证明了一个道理：真正的天真是道德的天真；劳作和受苦是所有人的命运，而
根据人的智愚程度进行的区分远不如根据其德行程度进行的区分。上帝的王国属于最好的人，而不
是最智的人，最好的人是那些最不自私的人。谦逊、持续不断、自愿的自我奉献，这才构成一个人的
真正的高贵，因而圣书才说“排在最后的人才是排在最前的人”。社会的基础是良心，而不是科学。社
会首先是一个道德之物。没有诚实，没有对法律的尊重，没有敬业之心，没有对邻人的爱，一言以蔽
之，没有道德，整个社会就将遭难，堕落，分崩离析，而一旦大厦的基础不牢，则附丽于其上的文学和
艺术、奢华和工业以及修辞、警察和海关官员就断难自全其身。
一个仅仅以利益为根基、以恐怖为结合手段的国家，是一座不道德的同时也不牢固的建筑。一

切文明赖以存在的最终基础，是民众起码的廉耻感和普遍行事公正。輦輶訛

阿米厄勒认为正是在贫穷与不幸中默默恪守着自己的本分和责任的民众阶层支撑着整个文明的基础：
“如果天真与热情是当今流行的那种道德观敌视的对象，那么，就必须承认，道德冷漠是那个受教育阶层
的疾病。现代在智力与道德、思想与良心之间所做的区分以及将知识贵族与诚实朴质的大众区分开来，
是威胁自由的最大危险。”輦輷訛但阿诺德向来不相信平等主义者、民粹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对“民众”或“劳
工阶层”的道德美化。他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将英国社会阶层划分为三，分别是“贵族”，即那些拥有
土地的血缘世袭贵族，他又称之为“野蛮人”（Barbarians），说“野蛮人的文化主要是一种外在文化，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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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包括外在禀赋和优雅以及长相、风度、多才多艺和勇敢，而其内在的那些禀赋也是最接近外在文化的
那些，如勇气、骄傲、自信”輧輮訛；其次则为“中产阶级”（the middle class），指当时新兴的城市工商业阶层，本
是劳工阶层中的一部分，如今得势而崛起为“工业中产阶级”，代表着一种“机械文明”，他们“修建了城
市，铺设了铁路，生产了商品，其举世罕见的商船船队载满货柜”輧輯訛，他又讥讽地称之为与德文“Philister”
（市侩）或法语“épicier”（小市民）等同的“Philistines”（市侩）；处于这个阶级结构的庞大底层的是没有文
化的“劳工阶层”（the working class），而“群氓”（Populace）则构成这个阶层的绝大部分：

劳工阶层中的这一大部分，粗俗，处于半开发状态，此前曾长久藏匿在贫穷与肮脏之中，如今从
他们的藏身之处跳出来，要求英国人与生俱来的随心所欲的权利，并且以他们爱上哪儿游行就上哪
儿游行、爱上哪儿集会就上哪儿集会、爱怎么吼叫就怎么吼叫、爱怎么砸就怎么砸的行事风格开始
让我们感到迷惑了———对这堆庞大的残渣，我们或可恰如其分地称之为“群氓”。輧輰訛

既然阿米厄勒在日记中将体现着“道德的天真”的民众抬举到“文明基础”的高度，那么，阿诺德就怀疑人
们能从阿米厄勒的这些沉思中获得什么真正的教益：“社会活动家们和政治家们需要了解的是，‘一切文
明赖以存在的最终基础，是民众起码的廉耻感和普遍行事公正’。但所谓职责，又从何处获得它的灵感和
支持？从宗教中。但阿米厄勒对传统宗教或者说基督教又持何种看法？”輧輱訛于是阿诺德追寻着阿米厄勒
的思考，发现他对基督教的理解游移不定，不足以成为一个能够给人智慧启迪的道德哲学家。他懒得再
追究下去了，还是觉得将阿米厄勒定义为一个“文学批评家”更为稳妥，至于“哲学”“道德哲学”或“心理
哲学”，那就得另请高明，不必麻烦这位“德国化”的教授，还讥讽阿米厄勒的法语文体不够优美，尽管他
阅读的是自己侄女的英译本：“面对阿米厄勒这位德国化的玄学家常常对法语犯下的暴力，法国批评家
惊愕地举起了双手。”輧輲訛

从阿诺德笔下的“社会活动家们和政治家们”，即知辜鸿铭笔下的“一位法国作家所说”“转引自”阿
诺德上面那段文字，因为阿米厄勒那则日记根本就没提到“社会活动家们和政治家们”。但辜鸿铭对阿诺
德所引的阿米厄勒这句引文进行了“扩写”，以便它不仅针对“民众”，更针对“社会活动家们和政治家们”
即管理“公共事务”的人：

的确，在我看来，我们当今的那些社会活动家们和政治家们已全然忘记这么一个简单的真理，
此即———诚如一位法国作家所说：“一切文明和良治赖以存在的最终基础，是民众起码的廉耻感和
公共事务中的普遍行事公正。”
中国的旧制度尽管有着种种缺陷和弊端，但它在民众中依然能维持一种起码的廉耻感。这一

点，从欧洲传教士们———男人、女人、孩子———在广袤的中华帝国土地上周游而不会遭遇多大危险
的事实便可获得证明。至于公共事务中的普遍行事公正，也可从旧制度下的中华帝国政府———尽管
其财政捉襟见肘———能够定期支付庚子赔款上获得证明。輧輳訛

这也从与他曾交往的“一位广州老太太”（一个满族妇女，辜鸿铭已故原配夫人淑姑的养母）那里获得了
证明：“要是不怕把这篇文章写得太长，我本可再举出许多我在官场内外认识的满族贵族的名字，他们心
地质朴，举止得体，有着法国人所谓‘发自内心的礼貌’。他们都是正人君子，一旦知道怎么办，就会毫不
犹豫地去尽职，一旦听到召唤，便不惜为了君主和国家的荣誉献出生命。在此我还想再提一提满族妇女，
尤其是贫寒之家的妇女，她们靠朝廷微薄的俸银为生，过着克己的、半饥半饱的生活，像奴隶一样做苦
工，并努力成为贤淑之妇，尽自己对孩子、丈夫、父母和祖先的责任。”輧輴訛

阿米厄勒的那句引文，如上文所述，出现在他 1870年 10月 26日日记的末尾———在赞美那位风雨
无阻长年替他送信的小个子妇人及其所属的那个阶层之后。阿诺德在引用这句话时，没有将它理解为一
种赞美，而是“社会活动家们和政治家们需要了解的”一种看法。不过，辜鸿铭显然认为该句中“righ－
teousness”（正义、公正）属于“公共事务”范畴，是“政府”（government）的职分，也即“社会活动家们和政治
家们”的本分；更为关键的是，在写作《雅各宾的中国》的 1911年底到 1912年初，据他观察，民众依然维
持着一种起码的道德水准，而恰恰是开始把持“政府”并操持着“公共事务”的“新学拳民”无意“秉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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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不仅破坏着中国文明的根基，也使政府本身分崩离析、国不成国。因此，他根据当下中国的“语境”对
引文进行了扩写，增加“良治”（possibility of government）一词，与原有的“文明”对举，同时增加“公共事
务中”（in public affairs）这个限定性状语，不仅与“良治”形成一种前后呼应，且区分了政府与民众各自
的本分，然后，将今日中国的无政府状态归咎于“我们当今的那些社会活动家们和政治家们”一方，而非
“民众”一方。在他看来，“新学拳民”弄乱了国家，却迁罪于民众，斥其“文化程度不够”“愚昧”，而他针锋
相对，认为中国民众才是唯一遗留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真正受过教育的有教养的人。
阿诺德在《论阿米厄勒》的开头为阿米厄勒写了一个小传：“有关阿米厄勒的评介文字如此之多，我

现在谈及他，只须稍稍勾勒一下我的读者已然熟知的他的生平的一些线索：众所周知，他出生于 1821
年，死于 1881年，年轻时在柏林大学度过了三到四年美好的时光，余下的岁月则主要在日内瓦当教授，
先是美学教授，后来是哲学教授。”輧輵訛但阿诺德并没有谈到阿米厄勒是瑞士人，而且，他在文章中老拿阿
米厄勒与一些法国作家相比，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即同样以法语写作的阿米厄勒是一个法国人。辜
鸿铭显然产生了这个错觉，所以他在引用阿米厄勒那句话时只是模糊提到“一位法国作家”，连他的名字
都省去了。

三

在 1910年初版的《中国牛津运动始末》中，辜鸿铭采用阿诺德用来分析 1840年之后三十年的英国
阶层结构及其变迁的术语来“套写”1880年之后三十年的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及其变化，从而获得一种
“历史互文”的深度：

马修·阿诺德将英国分为三个阶级———野蛮人、市侩和群氓。中国也许也可以分为三个阶级。中
国的野蛮人即满族，是血缘贵族；中国的市侩是受过教育的阶层，其中产生了文士。中国的群氓是生
活在城市的下层中产阶级以及劳工阶级，其中产生了商人和买办。满族贵族的特点和力量是英雄主
义，是性格的高贵。中国的文士的特点和力量是智力。中国的群氓或劳工阶层的特点和力量是商业
能力或勤劳。輧輶訛

在这里，就像在阿诺德那里，“劳工阶级”不仅被归于“群氓”之列，甚至被等同于“群氓”。辜鸿铭说，自清
末以来，这三个阶级在社会中的地位经历了巨大变化：先是满族贵族当政，不过，在“中国的法国大革命”
即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统治权由贵族转移到了中产阶级手中”，也就是以曾国藩、张之洞和李鸿章为代
表的“文士”手中，他们试图以“有关新学和进步的现代欧洲观念”来使国家致强，却因其自由主义和功利
主义造成这个阶级自身道德的崩溃，恶化了社会风气———此时，以中途觉醒的张之洞为精神首领、以翰
林院为中心的“中国牛津运动”试图通过反叛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而将这种“误入歧途的力
量按照儒家原则纳入正轨”，但“中国牛津运动”失败了，正如人民一方反对基督教在华传教活动的义和
团运动失败了，而随着 1894到 1895年间中日之战中国的失败，中产阶级文士以富国强兵为宗旨的洋务
运动也失败了，好在还有慈禧太后支撑残局，并挫败了中产阶级文士的维新变法运动，但慈禧太后一死，
留下一对“孤儿寡母”无力地统治着这个国家，结果，以袁世凯为代表的“群氓”就渐渐得势了，并形成了
“寡头集团”。

不过，1911年底到 1912年初，当辜鸿铭托名“一个中国官员”写作《雅各宾的中国》一文时，却突然
将劳工阶级从“群氓”剥离出来，赋予其“文明和良治的最终基础”的地位，并将“群氓”中的“商人和买办”
纳入“市侩”，共同定义为“新学拳民”———从南洋公学的那帮仅仅因为他发表异见就要取他性命、烧他房
子的革命学生，到上海茶社的那群“一边打着狂乱的手势，一边高声嚷嚷”的共和国新贵，都属于这个因
接受了“有关进步和新学的现代欧洲观念”而变成“暴民”的阶层：

真正的灾难，我说过，不是这场革命。真正的灾难是这场革命以袁世凯当上共和国总统而告终，
这意味着群氓已将整个国家踩在脚下。袁世凯，正如辜鸿铭先生在他的书中所说，是群氓的化身，他
在第一次改革运动[戊戌变法]时出卖了他的同党，如今群氓掌权了，他自然是这个共和国最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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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儿。我不认为他的统治将会长久，但在他统治的这个短时期内，中国一切精致的、美好的、尊贵的、
向上的、友好的以及给它带来声誉的东西，都将面临毁灭之虞……庸俗，即中国所有那些低级、庸
俗、粗俗、卑鄙和可耻的东西，现在都将得到充分发展自己的机会和“自由”。简言之，庸俗将成为新
中国的理想。更糟糕的是，我们将不仅拥有中国人自身的那些庸俗，还将拥有来自欧美的一切庸俗。輧輷訛

对这场革命中不同阶级的行为的观察，使辜鸿铭很快就对他当初寄予希望的文士阶层彻底失望。他在
1911年 12月 2日给骆克哈特的信中写道：“在当初写给《字林西报》的那篇文章的开头，我还相信文士
阶级中残存着一种道德力量，能够为崇信荣誉和责任的大业团结起来。但在这一点上我错了，文士阶层
中除了极少的例外，都已丧失责任感和荣誉感，而这一切，在我看来，是‘新学’的传播造成的。”輨輮訛不过，
此前曾被辜鸿铭按阿诺德的阶级划分方式归于“群氓”的广大“民众”或“劳工阶级”在无政府浪潮席卷中
国的时刻却体现出一种真正的教养，他从他们身上发现了“道德大业”的真正历史主体：

无教之政终必至于无政。您看，正在发生的事验证了这一点。目前局势之悲剧正是如此。中国
的秩序是由认同道德法则的约束的人民一方维系着的。如今，正因为所谓的“新学”，即过去二十年
来由传教士们不断向中国宣讲的崇信利益与野心的欧洲观念，那种崇信荣誉与责任的旧学被弃如
敝屣，以至于文士和学生阶层已把道德法则的约束抛诸脑后。在这种状况下，人就沦为了肉食动物，
可以为非作歹了，而能让他遵守秩序的唯一手段就只剩下强力。然而，不幸的是，中华帝国政府一直
依靠人们对道德法则的认同来维护社会秩序，并不拥有真正的物质强力。因此，正如我在那篇为慈
禧皇太后辩护的文章中预测的那样，如今的局势，是无政府状态，却没有警察。輨輯訛

阿诺德说英国“劳工阶级”是一堆完全没有道德约束的“残渣”，他们“爱上哪儿游行就上哪儿游行，爱上
哪儿集会就上哪儿集会，爱怎么吼叫就怎么吼叫，爱怎么砸就怎么砸”。但辜鸿铭却观察到，中国“劳工阶
级”不仅没有趁革命导致的无政府状态而为非作歹，反倒在默默中坚守着自己的本分，因而占中国国土
绝大部分的广大乡村依然维持着一种自主的秩序，不是外在的警察暴力强制维持的一种秩序，而是内在
的道德律令维持的一种秩序，而正是广大乡村自我维持的这种秩序，才使得这场革命及其带来的无政府
状态仅仅局限于少数中心城市，不至于让整个国家陷入失序，尽管从新文化“启蒙家们”的“社会进化论”
观点看，中国辽阔的农村———以及城市中的乡村———是愚昧而残暴的黑暗区域。从这个时候开始，辜鸿
铭就放弃了阿诺德的精英主义，而被阿诺德嘲讽的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阿米厄勒则在辜鸿铭那里激发
出真正的情感共鸣，并经由他与他信奉的孟子的民本思想融合。“劳工阶级”（“民众”“人民”或“邱民”）在
他那里成了一个有着自己鲜明特征的阶级，它正是中国社会真正的道德基础，而且，在中国其他阶级要
么因这场革命而消亡（如满族贵族，即“野蛮人”）或要么因这场革命而崛起（如中产阶级及其文士集团，
即“市侩”和“群氓”）之后，也是中国社会唯一的道德基础，而目前这个基础正在被“新文化”所捣毁。
这也是他为写作《雅各宾的中国》一文而翻阅阿诺德的著作时突然为《论阿米厄勒》中那句受到阿诺

德讥笑的“引语”心动的原因。他不仅引用了这位“法国作家”的这句话，还扩写了它，使它更为完整，并适
合中国当前状况。此后，他的思考的方向也完全走向了阿米厄勒的方向，离阿诺德越来越远了，在核心观
点上对立起来———其证据是他 1915年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国人的精神》不像以前那样言必阿诺德，即便
偶尔引用阿诺德，也是为了赞美阿诺德笔下的以“行”为特征的“希伯来精神”，而不是以“知”为特征的
“希腊精神”，强调个人道德实践，并将道德而不是智力作为社会的最终基础。《中国人的精神》一开篇，便
为“文明”（civilization）而不是阿诺德的“文化”（culture）下了一个“非阿诺德式的”或“阿米厄勒式的”定
义：

要估价一种文明的价值，在我看来，我们最终必须要问的问题不是该文明已然修建了或能够修
建多么巨大的城市、多么富丽堂皇的屋舍以及多么宽阔平坦的道路，不是该文明已然制造或能够制
造多么漂亮舒适的家具、多么灵巧适用的工具和仪器：不，甚至不是该文明创造了怎样的机构、怎样
的艺术与科学。要评估一种文明的价值，我们必须要问的问题是，该文明生产了怎样的“人的类型”，
怎样的男人与女人。实际上，一种文明生产的男人和女人———人的类型———最能体现该文明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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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个性和心灵。輨輰訛

阿诺德很少使用“文明”一词，不仅因为“文明”不等于他所说的“文化”，甚至“文化”还对抗着“文
明”。他心目中的“文化”是一种基于文明等级制的“高级文化”，即“我们牛津人”的文化，是排斥性的，是
“甜美与光明”，与劳工阶层没有关系。这样，他就剥夺了大字不识的“劳工阶级”拥有“文化”的可能。面对
英国“中产阶级”和“群氓”造成的无政府状态，阿诺德试图以“文化”作为重建社会秩序与国家统一的基
础，因此“文化”又变成了一种统治术：“经由我们‘最好的自我’，我们联为一体，去除私性，和谐共处。我
们不会因为将权威赋予它而使自己处于险境，因为它是我们所有人内心拥有的最好朋友，当无政府状态
威胁到我们时，我们会带着坚定的信任求助于这个权威。这正是文化或者说自我的完善试图在我们内心
培养的那个自我”輨輱訛，“我们要求一个权威，但我们目前只发现相互嫉妒的阶层、层层阻碍以及死结。文化
揭示着‘国家’的观念，我们在我们的日常自我中找不到国家权力的稳固基础，但文化经由我们的‘最好
自我’向我们展示了它”輨輲訛，“文化知道自己在创建‘国家’，即我们最好的集体自我的机构，我们民族的正
确理性的机构”輨輳訛。
阿诺德反复强调要超越“日常生活”，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找不到国家权力的稳固基础”，仿佛

英国人一旦人人变成了“理性”的“牛津人”———“最好自我”———一个基础稳固、秩序井然的英国就将降
临。就像其他“牛津人”一样，阿诺德对“非理性”不仅表示怀疑，而且感到恐惧，但他没有想到，一个国家
的最终基础（或者“基础之基础”）正在于“非理性”，即阿米厄勒日记中所说的“真正的天真是道德的天
真”，诸如情感、敬畏以及“谦逊、持续不断、自愿的自我奉献”等等，它们见于日常生活中的个人的具体言
行。由于阿米厄勒将“道德的天真”视为社会的“基础”或者“基础之基础”，那么，他就势必会降低“理性”
或者“智性”的作用，因为“社会的基础是道德，而不是科学。社会首先是一个道德之物”。
正是在这里，阿米厄勒与孔子的“义利辩”接近了。孔子就一直将“德”置于“智”之上。不过，基于清末

民初“受过教育”的阶层反倒成了“暴民”，成了导致国家无政府状态的破坏力量，辜鸿铭就走得更远，直
斥“受过教育的”阶层缺乏“教养”，而真正的教养反倒见于未受过教育甚至大字不识的“劳工阶级”，那是
一种几乎化为本能的廉耻感和责任感。因此，在“新学”运动的极端阶段，当“新文化派”因“劳工阶级”没
有受过学校教育就称其为“愚众”并认为他们阻碍了国家的“进步”时，辜鸿铭就忍不住要为他们辩护了。
在他看来，识字多寡或者学校教育不一定能够培养有教养的人。1919年 5月 4日，北京爆发了大学生游
行，大学生们放火焚烧了一个被他们单方面指控为“亲日派”的官员的房子，并当街殴打了另一个同样被
他们单方面指控为“亲日派”的官员，却受到英雄一样的欢呼，而北大梁漱溟（梁济之子）担心今后人们会
以此作为仿效，动辄以“国民公意”为名任意对自己单方面指控的人采用非法手段，主张肇事学生接受法
庭的审判，因为程序正义比实质正义更为重要，它守护着法律的神圣性———这一观点在那个“新学拳民”
人人自视为正义的化身的时代自然被视若迂腐之论。
多年后，当半壁江山业已沦陷而北大也迁校至西南大后方之后，蒋梦麟回顾 1919年以来一波接一

波的学潮，说大学生们在“五四”运动之时“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这
不是蔡校长等的力量，或者国内的任何力量所能阻止的，因为不满的情绪已经在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知
识的土壤上长得根深蒂固。学校里的学生竟然取代了学校当局聘请或解聘教员的权力。如果要求不遂，
他们就罢课闹事”，“他们沉醉于权力，自私到极点”。輨輴訛不久，这一认为街头暴力能够解决问题的倾向，使
得北京大学的一些大学生因不满校方让其支付教材油印费而围攻校长蔡元培，差一点大打出手。当这股
来自作为“启蒙中心”的大学的“随心所欲”的力量由街头重新弹回大学并视校规如儿戏时，“启蒙的中
心”也就变成了无政府主义的安乐窝了。

1919年 6月，鼓吹“文学革命”的胡适以《密勒氏报》通讯员的身份在这份上海英文报纸上谈到识字
问题，并说“活文学”才能“为思想和观念的彻底革新扫清道路，而且，唯有思想和观念的彻底革新，才能
为全民族智慧地积极地参与共和国优良秩序的创建创造条件”輨輵訛。这为辜鸿铭表达自己的最新观点提供
了一个机会，他立即接连在该报发表两篇有关胡适文章的评论，其中的《归国留学生与文学革命———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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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能力和教育》谈到识字和教育：
贵报通讯员抱怨在中国 90%的人都不识字，“因为中国的文言太难学了”。我认为，我们所有的

人，包括外国人、军事家、政治家，尤其是我们那些归国的留学生们，现在在中国还能有这样好过的
日子，不该抱怨什么，而应该为中国四亿人口中的 90%不识字这件事每天感谢神。因为想想看，如果
四亿人口中有 90%的人识字，那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设想一下，假若在北京，苦力、马夫、司机、
理发师、船夫、小贩、无业游民和流浪客，诸如此类的人都识字，并想和大学生一道参政，那将会是一
幅多么美妙的景象……在我看来，贵报通讯员与时下许多人一样，被这样一个错误观念所困扰，认
为识字同受过教育是一回事。但这是绝对不对的，在我看来，正好相反，在目前，这已是一个事实，即
一个人识字越多，他所受的教育就越少。然而，什么是教育？什么是“受过教育”或有教养呢？子夏说：
“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
语》卷一）按照这种教育标准，那些被贵报通讯员称为文盲的占四亿人口中 90%的中国人，将是唯一
遗留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真正受过教育的有教养的人。的确，在堕落、退化的文明时代，正如在我们
的现实生活中一样，就“教育”这个词的真正意义而言，一个人越变得有文化或学问，他所受的教育
就越少，就越缺乏与之相称的道德。輨輶訛

辜鸿铭当然不反对 90%的不识字者通过教育而成为识字者，但他区分了“识字”（“接受教育”）与“教
养”，认为“受教育”不一定体现为“有教养”，尤其是对清末民初的中国来说，“受教育”意味着受“新学”以
及“欧洲进步观念”的教育，而这种教育不是为了让一个人成为有廉耻感、有责任感的人，而是一个“随心
所欲”、不择手段的人。在他看来，百年以来，中国虽内忧外患迭起，但直到目前为止辽阔的中国之所以还
能大体保持一种起码的秩序，国还能成其为国，正在于那 90%的不识字者以自己的遵纪守法暗中维系
着它。他们没有享受新学、革命以及种种革新的好处，却忍受着制度转型时期的个人损失（共和时期，各
地的苛捐杂税远多于清末，连新文化派都承认共和时期的普通国民生活水准比清末有所降低），而不是
啸聚于山林湖泽，向政府发难。如果这 90%的不识字者像“受过教育”的归国留学生以及在这班归国留
学生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大学生那样因为学了一鳞半爪的西方知识就变得自负起来，把儒教的道德规
范弃如敝屣，动辄以啸聚街头和游行示威来要求自己认为必得的各项权利（例如，尽管当时国库空虚，政
府各部官员的工资都只能发出半薪，但薪水本来就定得过高的北京高校的教师们却依然要求政府支付
全额薪水，政府不能立即照办，就带领自己的学生啸聚于政府门前，乃至“占领教育部”），则偌大的中国
就将陷入混乱无序的无望状态，正如“大战”刚刚偃旗息鼓而革命风潮又继之而起的欧洲：

对胡适以及他那一帮文学革命者，我最后再奉劝一句：在将诸如海克尔、莫泊桑和奥斯卡·王尔
德之流的欧洲文学家时髦的现代作品引入中国时，你们不是在引入一种活文学，而实际是在引入一
种使人变成道德侏儒的文学。事实上，这种文学所传达的不是生命之道，而是死亡之道———如拉斯
金所说，是一种“永恒死亡之道”。的确，在目睹了欧洲过去五年流血漂橹、死者相枕的末日景象之
后，在观察到中国当今这一代归国留学生如何变成道德侏儒、矮到连他们母语中的高雅、那种甚至
像翟理斯博士那样的外国人都能欣赏到的高雅既弄不懂也感觉不到的时候，在看到这一切之后，我
若再遇到那些仍认为中国人所需要的是欧洲“新学”的外国人时，基督的这些话就不期而然地闪入
我的脑海：“你们真可悲啊，律法师和法利赛人，伪君子们！你们跋山涉水而来，是为了让他们改宗，
可当他们改宗之后，‘你们就把他们变成比你们自己都不如的可悲的地狱之子’。”輨輷訛

胡适等“新势力”一边高举“民主”大旗，一边又把占中国人口 90%的“劳工阶级”说成“愚众”，而恰恰在
被他们视为“旧势力”的文化代言人及反动的“复辟分子”的辜鸿铭看来，这 90%没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
其实比那 10%的受过“新学”教育的中国人更加有教养，他们靠着内心的道德律令来约束自己的言行举
止，并为这个共和国的新贵们支付着不菲的薪饷。当“新文化”的“启蒙家们”发现“民众的教育程度跟不
上共和”并发誓要启蒙“愚众”的时候，辜鸿铭反戈一击，认为这些所谓“启蒙者”应该经历一场“自我启
蒙”，以配得上民众的那种教养程度，因为共和国的最终基础———正如其他政体的基础———是道德，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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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利益。这个共和国的四分五裂的无政府状态不是民众导致的，而是“归国留学生们”或“群氓”“暴民”导
致的———是他们在操控着这个国家。
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将“文化”想象为“希腊精神”与“希伯来精神”或者说“知”与“行”的

结合，但对辜鸿铭来说，一种文明或者政体的“基础之基础”或“最终的基础”在于后者，即信仰一旦给定，
便义无反顾地身体力行的那种实践精神，它关乎一个国家共同体的团结以及秩序，也关乎文明和良治的
基础。让清末来华考察的欧洲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是辽阔的中华帝国为何能够维系统一，例如
法国人阿尔弗雷德·达谢特在得知整个中国才有区区六万官员时惊讶地说：“才区区六万人！法国的一个
部就比这还多！然而，以这么一点点官员，他们是怎么做到统治比整个欧洲还要辽阔的一个国家的？”靠
的是“人民对那些通过考试而成为官员的人的无限服从”以及“如同细胞的各个家庭之间及其与中央政
府之间的道德纽带的联系”，“在任何其他国家，道德权威都不像在中国这么强大，而儒家的功劳在于将
这种力量化为政府的无与伦比的代理者”輩輮訛。清亡之后，唐文治反思其亡之因，将其归咎于清末的废经。
林纾对此深有同感，在致唐文治信中写道：

吾清之亡，亡于废经。悲哉言乎！废经固足亡清，病在执政之亲贵。少年狂谬，剽窃西人皮毛，锄
本根而灌枝叶，亡之病坐此耳。胡、罗、曾、左、彭、李诸公，手握兵柄，分据要害，未有一人敢蓄不臣之
心如唐之藩镇者，正以人人通经耳。枢近大臣如忠亲王文文忠宝文靖倭文端亦洞明经意。所以上下
无忤，克成中兴之治。乃近人谓圣言幽远不切于用。至中学以下废斥论语，童子入手但以家常行习之
语导之，已不审伦常为何物。一遇暴烈之徒启以家庭革命之说，童子苦于家训，反父母爱劳之心为冤
抑。一触之，如枯菅之炽烈，焰火熊熊矣。呜呼！易书诗礼及春秋之言，童子固不易知，论语一书无所
不包，可以由浅几深，何亦废之？始基已不以父母为然，又何有于国家？其仍托国家为言者，逐时趋而
侔已利耳。輩輯訛

其实林纾是想说：废经足以亡清，亦足以亡民国，因为不再有道德约束了。儒家伦理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
是一切制度的最终道德基础，也是当时依然生动作用于广大民众内心的道德律令，而且是唯一的道德律
令，挖去了这个最终基础，否弃了这些律令，也就等于挖去了共和本身的基础。毕竟，一个主要不依赖强
权的稳固之国必然基于深广的国民道德基础，这也是中国“旧制度”之所以稳固而绵长的核心原因，而它
同样也可以被草创而缺乏自身伦理基础的“新制度”所征用，正如林纾所说，孔子为“时中之圣。时者，与
时不悖也”輩輰訛。在 1919年 3月致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的公开信中，林纾规劝蔡元培：

方今人心丧蔽，已在无可救挽之时，更侈奇创之谈，用以哗众。少年多半失学，利其便己，未有不
糜沸麕至而附和之者。而中国之命如属丝矣。晚清之末造，慨世者恒曰：去科举，停资格，废八股，斩
豚尾，复天足，逐满人，扑专制，整军备，则中国必强。今百凡皆遂矣，强又安在？于是更进一解，必覆
孔孟，铲伦常为快……外国不知孔孟，然崇仁，仗义，矢信，尚智，守礼，五常之道，未尝悖也，而又济
之以勇。弟不解西文，积十九年之笔述，成译著一百二十三种，都一千二百万言，实未见中有违忤五
常之语，何时贤乃有此叛亲灭伦之论，此其得诸西人乎？抑别有所授耶！……今全国父老，以子弟托
公，愿公留意以守常为是，况天下溺矣，藩镇之祸，迩在眉睫，而又成为南北美之争。輩輱訛

民国甫创，地方豪强割据称雄，以“自由”和“民主”为名而无视中央，国不成其为国，而“新文化运动”为之
催波促澜。包括唐文治、林纾在内的一帮忧心忡忡的耆老试图以提倡读经来端正风气，却遭到“新文化
派”的痛击，断言“读经与共和格格不入”。胡适还以林纾所讥讽的那种“别有所授”的“西学”为根据，大力
鼓吹“联省自治”，说各省可以自订宪法并决定自己的一切事务，“不必一定承认一个中央政府”輩輲訛，“地方
的权限加多，中央的制肘全去”輩輳訛。胡适此论为那些试图分裂国家却又因传统的春秋大义的约束而不敢
明目张胆的地方军阀提供了来自“美国联邦史”的合法性证据，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引起了吴佩孚、陈独
秀等人的焦虑。吴佩孚指控胡适一班人的“联省自治”论“不惜分崩割裂以立法”“以列强环伺之国家供冥
想之试验”，但这番指控却被胡适讥为“幼稚”輩輴訛，似乎军人如吴佩孚者不配谈美国联邦史，尽管事实证明
胡适自己把“美国邦联史”误读成了“美国联邦史”。不过，到 1932年，胡适在《统一的路》中却重复了当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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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纾和吴佩孚的担忧：
今日之大患正因为五六十年来，离心力超过于向心力，分崩之势远过于统一之势，二十二省无

一省不曾宣告过“独立”，今日虽有名义上的服从中央，事实上各省自主的程度远过于美国与德国的
各邦：军队是独立的，是可以自由开战的，官吏是省派的或防区军人派的，税收是各地自为政的，货
物过省境是须抽重税的，甚至于过防区也须抽重税的：省久已成为邦，所以有“由邦再组成国”的需
要。輩輵訛

既然“新文化运动”已将“维系统一”的儒家伦理连根拔除了，那么，如今“由邦再组成国”就只能依靠中央
政府的强大武力，这意味着比“旧制度”更加专制的一个时代的到来。两年后，胡适又在一篇题为《政治统
一的途径》中再次回顾辛亥革命以来的局面，写道：“辛亥革命以后，从前所有一切维系统一的制度都崩
坏了。中央政府没有任官权，没有军权，没有赋税权；而各省的督军都自由招兵，自由作战，自由扣留国
税，自由任命官吏。到了后来，有力的督军还有干预中央的政治，中央政府就变成了军人的附属品了。离
心力的极端发展，造成了一个四分五裂的局面。”輩輶訛他当然不会将辛亥革命之后“离心力超过于向心力”
的分崩之势哪怕部分地归咎于自己一帮人，也同样不会将“一线之存”的向心力归功于“文化保守主义
者”。
实际上，早在 1915年，感于当时的南北分裂以及共和国大总统袁世凯谋求帝制，辜鸿铭就在《中国

人的精神》一书中重申“春秋大义”：“孔子教导中国人，在人类社会的所有日常关系以及交往中，除了利
益和恐惧这类低下的冲动之外，还有一种更高尚的冲动影响着人们的行为，这种更高尚的冲动超越了利
益和恐惧的考虑———这种冲动就是责任。”輩輷訛又说，“实际上，孔子全部哲学和道德的教诲可归纳为一句，
即‘君子之道’”，也即“名分大义———关于名誉与责任的原则”輪輮訛，“不仅一个国家，而且一切社会和文明，
它们真正的、理性的、永恒的和绝对的基础，正是这种君子之道，正是人的廉耻感”輪輯訛，“事实上，人若无廉
耻感，政治若无道德，一个社会就会瓦解，就不会持久”輪輰訛。辜鸿铭关注的是一个社会的“基础之基础”或
者说“最终基础”，即道德问题或者陈寅恪后来所说的“世道人心”“人心厚薄”，“至如国体之为君主抑或
民主，则尚为其次者”輪輱訛，即只是“基础问题”或者说“次一等”的问题。包括辜鸿铭、梁济、王国维、陈寅恪
等人在内的所谓“文化保守主义者”与包括清末的“新学家”和民国的“新文化派”在内的所谓“文化革命
者”，他们之间真正的区别正在这里：后者认为要建立“真正的共和”就必须彻底捣毁曾经维系这个国家
的传统道德基础，而前者认为一旦捣毁了至今依然勉强维系着国家统一以及民众“起码的廉耻感”的传
统道德基础，就只剩下无政府状态，而在无政府状态之下，无论君主制，还是共和制，都是“无治”。“新文
化派”谈论的是“新制度”和“旧制度”，而“文化保守派”谈论的是“无治”和“良治”，彼此不在同一个层面，
而正如旧制度，新制度可能是良治，也可能是无治，一切有赖于“民众”是否具有“起码的廉耻感”以及“社
会活动家们和政治家们”在公共事务中是否“普遍行事公正”。

四

当 1919年 7月辜鸿铭在《密勒氏报》上撰文反驳胡适并为“占人口 90%的不识字者”进行辩护的时
候，与胡适同属“新文化派”阵营且是教育部官员的鲁迅突然开始反思被自己一帮“启蒙者”以鄙夷口吻
说成“愚众”的劳工阶级。鲁迅与其他“启蒙者”不一样，他总是同时对“启蒙”持一种怀疑态度，如他提倡
自由恋爱，却以《伤逝》质疑基于“个人自由”的婚姻是否如其所许诺的那样完美，如他鄙视“麻木愚钝”的
民众，并在《呐喊》中为他们绘制了一系列丑陋愚昧的画像，却同时以《一件小事》（同样收入《呐喊》）来质
疑自己对民众形象的建构———此时，“启蒙者/愚众”的角色在这一刻发生了逆转。
《一件小事》这篇不足千字的小说是习惯于诊断“他人”精神麻痹症的“启蒙者”的一次难得的自我精

神诊断。主人公“我”痛苦地发现，患有这种精神麻痹症或者说道德麻痹症的不是别人，不是“愚众”，而正
是他们自己。这种震惊的体验对他的骄傲和孤独是一种深刻的伤害，同时动摇了他的“国民劣根性”理论
的前提，因而这种体验只能被他的意识压抑着，以继续他的“中国国民性”批判，甚至在《阿 Q正传》中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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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中国人画了一幅精神麻痹的“标准像”。但阿 Q并非全体中国人的代表，尤其不是“劳工阶级”的代
表，毋宁说他只代表了城乡的流氓无产者，即辜鸿铭所说的“群氓”或者“暴民”。
《一件小事》被一些评论家称为鲁迅小说的一个“异数”，“充其量不过是鲁迅的一篇偶作，不仅不足

以作为鲁迅的典型代表作看待，而且在观念取向上和创作基调上简直可以视为鲁迅小说创作中的‘异
数’，实际上是鲁迅仅有的一篇遇合时潮的作品”輪輲訛。所谓“遇合时潮”，即“听将令”，不过当 1919年 11月
前后鲁迅创作《一件小事》时的“时潮”却是“新文化运动”，他这一时期创作的其他作品都是这一“时潮”
的折射，而《一件小事》之所以成为“异数”，恰恰因为它“反时潮”，暗中呼应了“文化保守主义”———正如
前文所述，辜鸿铭不久前在《密勒氏报》上连续发表两篇反驳胡适们的时髦观点的著名文章，将这些以
“民众启蒙者”自居的“归国留学生们”讥为“道德侏儒”，同时把他们眼中的“愚众”即“90%不识字的民
众”赞为“唯一遗留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真正受过教育的有教养的人”。《一件小事》与其说是“听将令”
“遇合时潮”的产物，毋宁说是对“将令”和“时潮”的质疑，因而，这篇“异数”构成了对《呐喊》其他篇章的
理论基础的颠覆。它在文学技法上的幼稚不能掩盖它在“启蒙者”精神史上的重要性：那是“启蒙者”自己
极力回避的一个“被启蒙”的时刻。鲁迅是带着痛苦写下这篇不足千字的小说的。
“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一转眼已近六年了。”这篇小说以“自叙传”方式写道，“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

国家大事，算起来也很不少；但在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迹，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便只是增长
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叫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輪輳訛六年来的“国家大事”包括“这几年的
文治武功”，当然也包括 1917年来的新文化运动以及 1919年的五四运动，总之是使中国处于激烈的动
荡和变革的那些大事，但这些大事所未触及的是辜鸿铭所说的那个庞大的“劳工阶层”，他们在新文化
“启蒙者”眼中是需要疗治的精神麻痹的一群。

所以，当书斋里的尼采主义者鲁迅谈论着“中国人的劣根性”并哀叹这样的民族毫无希望时，他———
那个坐在人力车上的“我”———却突然遭遇了一件让他内心产生震惊的“小事”：他“因为生计关系”（儒家
“义利辩”之“利”）一大早乘人力车去 S门，行至半途，人力车的车把不幸将一个衣着破烂的老女人挂倒
在地，且可能受伤了，但至于是否为人力车所挂倒以及是否真的受伤，总让习惯于怀疑人和看不起人的
“我”不能肯定，或因为可能损失自己的“利”而不愿肯定：“伊伏在地上，车夫便也立住脚。我料定这女人
并没有伤，又没有别人看见，便很怪他多事，要自己惹出是非，也误了我的路。”輪輴訛“我”于是在车上对车夫
喊道：“没有什么的。走你的罢！”这等于让车夫相信老妇人是装的。车夫却毫不理会“我”为他逃脱责任
提供的合理借口，主动承担了这一切：他“放下车子，扶那老女人慢慢起来，搀着胳膊立定”，问她的伤情，
然后，“毫不踌躇，仍然搀着伊的胳膊，便一步步的向前走。我有些诧异，忙看前面，是一所巡警分驻所，大
风之后，外面也不见人。这车夫扶着那老女人，便正是向那大门走去”輪輵訛。“我”坐在车上望着他的背影：

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尘土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
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这
事到了现在，还是时时记起。我因此也时时熬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几年来的文治武力，在
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曰诗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
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輪輶訛

“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是对辜鸿铭所说的“道德侏儒”的委婉承认。“我”只把“子曰诗云”当作一种书本
知识，未化为自己每时每刻的本能，因此如今“背不上半句了”，而遭遇“义利”选择的时刻就毫不犹豫地
舍义而从利———这正是辜鸿铭所说的“群氓”和“暴民”的特征，这群人通过 1911年革命上了台，而在他
们的统治之下，“中国一切精致的、美好的、尊贵的、向上的、友好的以及给它带来声誉的东西，都将面临
毁灭之虞”。不过，大字不识几个乃至不识字的车夫却把“子曰诗云”化为了廉耻感以及近乎本能的责任
感。
把《一件小事》当作鲁迅向当时受苏俄影响的左翼力量所说的“劳工神圣”观念的文学附和，是“听将

令”的应景之作，不免牵强附会，因为小说中还有一个重要人物，那个代表国家权力的“巡警”。辜鸿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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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西方现代社会时，说基督教的道德约束力已然失效，社会秩序的维持只能靠“警察和毛瑟枪”，而中
国社会（儒教文明社会）的秩序的维系却主要依赖于廉耻感以及自我约束力（“又没有别人看见”，不等于
自己没看见），“警察”只起到了微不足道的辅助作用。让辜鸿铭焦虑的是，中国这个在人口和面积上堪比
整个欧洲的贫困大国一旦丧失道德约束力，势必陷入可怕的无政府状态，而这意味着比古代专制更严酷
的现代专制将起而恢复社会秩序，并建立一个必须花费巨大经济成本才能支撑起来的遍布全国城乡的
庞大现代监管体系。
京津的警察制度是袁世凯在清末一手建立起来的，它把西方警察的规范与中国本土的道德融为一

体。京津的警察向来在民众中口碑不错，哪怕是在五四运动当日大学生游行示威之时，他们也充分显示
出自己在责任和良知之间的均衡。这一次，“警察”———他身上并没有配枪，只不过他的黑色巡警制服代
表了他的国家身份———又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在《一件小事》中：这位巡警甚至想到外面还有一位坐在车
上等待的乘客，特意走出门来，对“我”说：“你自己雇车罢，他不能拉你了。”輪輷訛“我”于是“没有思索的从外
套袋里抓出一大把铜元，交给巡警，说，‘请你给他……’”輫輮訛

如果说车夫扶起倒地的老女人走向巡警分局，不仅显示了他的责任感，也说明他对警察在公共事务
中秉公行事的信任———这位警察很快就证明自己配得上这样的信任———那么，向来怀疑人和看不起人
的“我”将一大把铜元塞给警察，让他转交给车夫，也说明“我”开始相信警察，不担心他会私吞这一大把
铜元。此时，“车夫”和“巡警”的角色就呼应了辜鸿铭在《雅各宾的中国》中关于“文明与良治”的两个“最
终基础”的观点：“一切文明和良治赖以存在的最终基础，是民众有着起码的廉耻感和公共事务中普遍行
事公正。”在因车祸而临时组合的这样一个“微缩社会”中，“车夫”和“巡警”以他们的言行躬行着辜鸿铭
所说的那种“君子之道”，具有阿米厄勒所说的那种“道德的天真”，而“我”———受过“新学”教育，且是教
育部官员———在这个场景中却既缺乏车夫的“廉耻感”，也没有“巡警”秉公行事的精神。“我”只考虑别
“误了我的路”———在种种可能的选择中立即选择了“利”。

因此，“我”随即想到：“这一大把铜元又是什么意思？奖他么？我还能裁判车夫么？我不能回答自
己。”輫輯訛作为一个自我任命的“启蒙者”，鲁迅向来喜欢“裁判”人，如今他觉得自己在一个“车夫”面前失去
了“裁判”的资格。鲁迅此时的心理与阿米厄勒思考那个给他风雨无阻地送信的“小个子妇人”一样：他们
在那些没有受过教育却有着起码的廉耻感和责任感的民众身上发现了真正的“教养”，一种“道德的天
真”，而“我”却早就失去了这种天真。如果说由这样的“车夫”和“警察”所组成的一个社会必定是一个良
治社会，那么就不能想象像“我”这样“皮袍下面藏着‘小’”的一群人能否组成这么一个社会。换言之，到
底谁在启蒙谁？鲁迅的这种自我反思是压抑的，痛苦的，是自我颠覆的。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干将，鲁迅
一直试图以“新学”来启蒙“愚众”，但正如辜鸿铭所说，假若北京的“苦力、马夫、司机、理发师、船夫、小
贩、无业游民和流浪客，诸如此类的人都识字”，接受了“我”的那种“新学”教育，将千百年来耳濡目染的
儒家的内在道德律令连根拔除，变成一群在“义利选择”当头之际舍义而趋利的道德冷漠主义者和狡辩
论者，“那将会是一幅多么美妙的景象”？他们将失去“道德的天真”，变成真正的“群氓”和“暴民”———那
时，社会若要存在下去，就只能依靠“警察和毛瑟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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