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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中国研究的文化视角

陈  宇

  内容提要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 又繁复庞杂 , 但儒家思想无疑是构成中国传

统文化的核心。费正清从儒家思想的影响, 考察中国政治、军事、经济、科技诸方面问题, 探

究其中所蕴含的相对稳定的文化因素, 因而使他的研究达到了更深的层面。但由于费正清终生

从事学术研究以及基督教文化的影响, 使其过多钟爱从文化角度去思考世界矛盾与冲突的根源,

夸大了文化的作用, 不时陷入 / 文明冲突论0 的误区。

  美国学者费正清以其可贵的热情, 倾毕生精力, 为研究中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一生写了约 60 部

书, 百余篇论文, 还有数不精的演讲稿等, 绝大多数是有关中国的。他开创了美国的中国学研究, 培养了

一代又一代中国问题专家, 为中美两国沟通、理解做了富有历史意义的工作, 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费正清对中国的研究, 从总体看, 具有纵向性和大跨度的特点。在绵长的历史进程中, 中国朝代的更

迭、权力的转移、社会生活的变化, 是经常的事。但是, 贯穿其间的文化, 却有相当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从文化视角看历史的中国, 只能见其皮毛, 而透过文化棱镜进行观察, 通

过文化特有的折光, 便可窥到更深的层次, 更稳定的内在因素, 更准确地把握变化的历史背后相对不变的

东西, 更好地去理解历史现象。

费正清注意从文化视角看中国, 其动因潜藏有近似儒家的 / 和合0 意识, 他指出: /西方人与中国人之

间和谐关系需要以互相理解作为基础。而理解又必须建立在对对方民族的不同习惯、态度、理想和自我表

达方式了解并欣赏的基础上。0 ¹他所指的这些不同民族独有的东西, 都属于文化的范畴。而中国文化, 他

认为是 /最特殊、最与众不同、最古老、最自成体系、最平稳和伟大的文化。0 º 正因如此, 研究中国, 文

化视角就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

费正清从文化视角看中国, 最早最集中地反映在他的代表作 5美国与中国6 一书中。虽然, 在他以后

纵述中国的史著中, 也屡屡提及中国文化, 但多是在此书大框架基础上的重复增补与调适。因此, 此书的

中国文化视角, 可体现费正清中国文化观的基本点。

中国文化, 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 又繁复庞杂, 包容甚巨, 但儒家思想, 无疑是构成中国文化的核心。

因此, 费正清就主要以儒家思想为依据来观察传统的中国。

在政治上, 费正清比较突出地从以下几方面考察历史中国的特点。

首先, 是高度集中的集权政治和与之相适应的官僚体制。儒家思想, 具有强烈的追求稳定的趋向性,

尤其是统治集团的稳定。儒家伦理特别重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森严的等级观念。即要求君、臣、父、

子, 各安其位, 各行其分, 不能僭越。而 / 一君万民0 的思想正是这种伦理需要的反映。它形成的权力构

架是: 君主握有最高权力, 文武百官则是权力运行的组织者和执行者, 百姓处于最低层。费正清指出, 中

国历来王朝实现集权统治的重要手段 / 是由皇帝亲自任命下至县官的所有官吏。这就使所有官吏都体会到

他们都要仰赖天子皇恩, 负有向他个人效忠的义务。0 »而且在行使权力的形式上 / 所有事情都从底层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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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层上报到顶上的皇帝去决定, 因为各省奏折都是要送到京城皇帝那里去的。0 ¼这种层递和环环相扣的行

政运作, 在中国长期沿习不变, 使集权制维系着金字塔的恒式构架, 因而费正清得出结论说, 儒家思想的

伦理准则 / 事实上就已对中国社会稳定不变问题提供了一项伟大的历史答案。0 ½

其次, 是带上浓厚儒家色彩的中国法律。在费正清看来, 西方传统中, 官僚政治受法律调节, 中国没

有照此路发展。中国法制对公民权也没有什么保护作用 , 因为儒家主张个人应服从并消融于宗族和社会,

因此他说中国 / 法0 是 / 非现代0 的。中国人法律观念跟西方也不同, 是起源于 / 天理0 观念。人的行为

必须合符 / 天理0 , 而统治者的职责正是维护这种 / 天理0。费正清认为, 中国帝王法典主要是刑法, 是为

惩治 / 缺乏教养者0 的。中国法典条律虽庞大复杂, 但却没有精确的判定标准, 人治色彩浓厚, 政治道德

化, 执法人员受 /衡情度理0 所左右, 结果 /法律精神是道德精神的劣等代用品0 , 因此, / 这种法制的一

个主要目标, 是维持儒家所主张的层层上下级关系0 ¾。它不是一门独立的专业, 只是执行儒家思想的一种

手段, 为儒家伦理所左右, 真正意义的执法, 被儒家思想影响 / 打了折扣0。

第三, 渊源深远的 / 大一统0 思想。费正清认为, 隐伏在中国政治生活表面下的孔孟治国之道, 是公

元前就制定出来的, 虽然在历史发展中有变化, 但是 / 过去遗留的痕迹仍处处可见0。¿ / 大一统0 思想即

是其一。儒家在哲学上的一元论主张, 表现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主张从思想到国家统治构架都要高

度 / 一统0 , 即所谓 / 天无二日, 土无二王, 家无二尊 , 从一治之也, 即大一统之义也。0 儒家大一统思想

有两面性影响, 正面影响是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起过积极作用; 负面影响是助长并肯定了集权政治 ,

压制了民众民主要求与思想。费正清对台湾问题看法的变化, 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他正视中国人文化观

的态度。费正清曾持有 / 两个中国0 的观点, 后又改为 / 一中一台0 , 最后更正为 / 一个中国0。费正清观

点的巨大变化, 首要原因当然是客观政治与军事的形势使然, 但他能考虑到文化因素也是不能忽视的。一

是他考虑到了中国人传统情感因素。认为 / 一个中国或中国国土不可分割的思想, 是中国有史以来就存在

的。这种思想不能从中国的文字或中国人民心中抹掉。这不仅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感情, 一种几千年的行

为习惯养成的基本感情。0 À二是考虑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特征。他说: / 中国统一是中国人本身的特征, 它来

源于一种文化信仰, 是比单纯西方式的民族主义强烈得多的感情。0 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 使他对台湾

问题认识, 超越了跟他同时代的西方中国问题专家那种仅着眼于政治均衡的浅表评断, 而是推进到了中国

人精神积淀的纵深层面。

第四, 体现皇权中心意识的 / 朝贡0 体制。所谓 / 朝贡0 , 是建立在这样思想基础上的: 即中国皇帝既

受命于 / 天0 统驭万民, 也自宜对海内外 / 远方来人0 表示招纳与仁慈。对中国边远少数民族 / 蛮族0 首

领如此, 对海外来中国洽谈外交或商务的 / 番邦0 使臣亦如此, 并强制形成一整套礼仪制度, 分别表现为

在朝廷上按中国 / 三跪九叩0 礼节举行的献礼与赏赐。/朝贡0 制度, 一直延续于整个封建制度的始末。对

此, 许多西方学者的认识仅仅限于礼仪与心理遗传的层面, 认为那是 / 天朝上国0 坚持 / 朝廷之礼0 乃

/ 列祖列宗所遗之制不可变更0 的顽固不化传统意识。而费正清则是以回溯历史文化眼光, 看到那是儒家所

谓 / 德昭万民、恩泽四海0 的心理优越感的反映。他说: / 正如仁君之能以德感召中国人民一样, 他必然会

吸引化外的夷狄到中国朝廷上来。对儒家学者说来, 如果边陲未开化部族不能欣赏中国的优越文化, 从而

享受中国文明的好处, 那是不可思义的。0 Â费正清透过文化心理, 点出了朝贡制度也是儒家思想的衍生物。

以上谈的是政治方面, 现在再看军事。费正清认为在对外方面, 跟西方相比, 中国只是在几个强盛朝

代出征过一些四边小国。他把中国历史上最大最引人注目的政治经济目的兼具的郑和七次远航, 跟葡萄牙

海上远征相比较, 评断道: / 中国完全缺乏欧洲人那种力求扩张的强烈欲望0 �lv , 因为中国朝廷主要须对付

内部的反叛威胁, 而且中国经济是儒家自给自足农业经济。进而他论定: / 在海上冒险掠夺, 使国家靠海外

所得而富强的时代, 在中国历史上是找不出来的。0 �lw指出, 中国进行战争较多的情况是: 一连几十年, 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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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的游牧部落、皇家军队和外国入侵者不断地在中国本国大地上逐鹿; 到了近代, 中国连连处于被外国入

侵瓜分的境地。因此, 从总体上看, 传统中国军事是重内轻外, 重陆防轻海防, 防御性居多。在对内方面,

他认为每个朝代都靠武力定天下, 一旦王朝建立, 政府就重文轻武, 提倡教化, 办法是灌输社会行为的正

统原则, 即儒家的 / 礼0 , 同时注意恩威并施, 一方面举荐拔擢孝者廉者, / 举贤使能0, 另一方面又 / 正法

罪, 辟狱刑0 以便 /经纬其民0。费正清说: /使用武力来维持秩序, 被认为是最后一项手段, 表示承认教

诲和劝诫已经失败, 并且也许显示出这个政权已失去其构成 -天意. 的民心。0 �lx不难看出, 费正清对中国

军事特点的认识, 是基于儒家经济观和治国之道而作出的。

历史上, 中国商业之不发达, 早已引起许多研究者关注。商业不发达原因是多方面的。西方许多学者

曾从社会生产的组织形式或地缘环境加以解释, 而费正清却从文化角度作了分析, 认为儒家的等级观和集

权统治导致了轻商的社会意识。依儒家的等级观, 人的社会地位序列是: 士、农、工、商。最高统治者自

不必说, 地位次一级的是作为统治阶段的士大夫; 商的地位最低, 甚至长期被排挤在科举入仕的大门之外,

而入仕途是取得名份与物质利益的最佳途径。费正清指出, 在中国 / 自古以来官职是获得财富和清闲的关

键, 因为官吏最有机会增加他在已有产品中所获份额。0 �ly由于儒家思想影响, 读书做官的自古以来就把商

人看作不事生产的 / 寄生虫0, 不认为商人把商品从一地贩到另一地, 这种具有现代商品流通性质的行为有

什么功劳。政府的极权统治, 又把过多有利可图的商品纳入专卖, 政府有凌驾一切经济的特权, 当然更不

允许一个独立的商人阶级侵犯政府利益。费正清又指出, 由于官府的垄断和对商人的限制与敲榨, 造成了

商人自身产生了不利商业发展的心态, 即与其从事创立新企业、为新产品争取市场, 不如去争取垄断, 通

过买通官府取得市场控制权。费正清生动地比喻说, 在商业上, /中国传统做法不是造出较好的捕鼠笼来捕

更多的老鼠, 而是向政府谋取捕鼠专利。0 �lz费正清还从投资取向进行了分析, 阐明由于传统自给自足、重

农抑商的保守思想影响, 中国缺乏对外贸易可供投资, 而经营商业安全和利益又没有保障, 致使田产的获

利比较可靠, 变成了投资的一大对象, 因此费正清指出 /商人阶级中产生地主, 比产生独立的商业资本家

来得容易些0 �l{。凡此种种, 都抑制了商业的发展。

中国经济的不发达, 还导致了科学的不发达。谈到科学技术, 费正清列述了中国早期科技的辉煌成就,

公正而实事求是地指出: /中国许多方面曾比欧洲先进 , 但其后掉队了。0 �l|费正清考察了造成中国科技落后

的文化因素。首先, 在于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偏颇。儒家向来重人事轻自然。后来, 儒家的继承者认识上

虽有所变化 , 但又不得要领。费正清认为, 从 12 到 19世纪理学盛行一段时间内, 朱熹主张 / 格物0 (考察

事物) , 这本是注重实践促进科学发展的正确思维方向, 然而其指向又生出谬误: /但 -格物. 这个词的意

思并非指科学观察, 而是指研究人事。中国人治学一直以社会和人与人之间关系为中心, 而不是研究人如

何征服自然。0 �l}到了清代, 一些儒家学者对过去的教条曾持有较为实用和批判的观点, 不过 /尽管这些后

起者有明显的智力, 他们仍未冲破儒家思想的藩蓠, 不甚关心物质技术。0 �l~其次, 费正清指出, 中国科学

技术发展缓慢还在于未能制定出一套比较完整的逻辑体系, / 中国哲学家以为, 凡是他们提出的原理, 都是

不需要证明的。0 �mu这是违背科学的先验论, 其根源可以溯及到中国传统文化重直觉经验和整体综合, 而轻

唯理思辩和细节分析的流弊, 它没能给科学发展提供适宜的方法论。再次, / 手脑分离0 轻视劳动与实践的

影响。儒家的 /劳心者治人, 劳力者治于人0 在传统中国根深蒂固。费正清说, 中国文人非常看重那些表

示其学者身份的标记: 要穿长衫, 注意文士生活上的种种礼节, 不事体力劳动, 即所谓 / 重义理轻艺事0。

他说这种情况 / 同达#芬奇以下早期欧洲科学界的先驱人物恰成鲜明对比。欧洲科学界先驱往往出身于操手

工业家庭, 即使他们成了学者, 仍建立他们的实验室, 不受社会上习俗阻拦。0

以上是费正清从儒家文化角度考察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科技诸方面的简要论述。细加分析, 不

难发现, 他的论断虽有精辟之处, 但不无偏颇。他对儒家思想的把握, 有时是笼而统之、大而化之的, 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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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精细缜密的体认。他过多地看到的是儒家文化思想的负面影响, 认为 / 它是所有保守主义思想体系中最

成功的一个。0 �cmw并推而广之说: / 两千年来中国政治生活中孔孟思想格局所造成的这种根深蒂固的惯性, 说

明为什么中国近代反对那种思想格局的革命要走那么长的道路。0 �mx同时, 他对古典儒家跟其后继者学术成

就、特别是宋明理学未作有意义的区分, 没有滤析出其中包含应予肯定的 / 自由的传统0 , 为此曾受到学术

界的抨击。后来他自己也有所省悟, 在晚年的著述中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不过, 尽管费正清对儒家思想

的把握有这样那样的不足, 但在西方学者中, 他是最早注意从文化角度考察中国的佼佼者, 因此, 他的著

述往往能见人之所未见, 察人之所未知, 自有独到之处。这就大大促进了西方读者从文化层面加深对中国

的了解; 同时也有利于我们从他眼里的中国这面反光镜中, 得到研究的参照与启示, 清醒地看到我们民族

身上传统文化的羁绊, 以更新一切有悖现代意识的落伍观念, 开拓视野, 自觉地去吸取异质文化的长处,

为我所用。

但是, 必须指出的是, 费正清在正视文化作用的同时, 又滋生了另一种偏向, 那就是把文化功能抬到

了不适当的高度, 过分夸大了文化所能起的作用, 走到另一个极端。这很明显地表现于他对中美关系的的

预测上。依费正清的判断, / 中国和美国现在是即将到来的世界斗争的主要中心0 �my, 因而, 他告诫道, 要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视中国。而中国的传统是 / 突出的自给自足、连绵不断、居于中心和唯我独尊0 �mz,

有它自己独特的文化。而对日益重要的中国问题, 去哪里寻求思想和新的观念呢? 费正清的答案是, 不能

只一般地研究中国, 而应从更深层次、更多方面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他特别着意地抨击对此掉以轻心

的政治家们 : / 他们甚至没有认识到文化差异就是祸根0 �m{, 他还以美国对越南战争来说明自己的观点, 把

越战的失败, 过多地归因于文化。他说: /越南那么明显地是中国文化区的一部分, ,在这块土地上, 还遗

留着中国传统思想和儒家家庭伦理的影响0, 越南虽曾有过一个世纪的法国殖民统治, / 但中国文化渗透影

响的痕迹到处可见。0 �m|他进而论述了越南的历史、宗教、民族心理等特点, 最后竟推断道: / 假如我们了解

这些历史事实的话, 难道我们还会在 1965 年那样轻率地出兵越南吗?0 �m}好像只要美当局知道了越南的历史

文化背景, 就可以避免这场战争了。

也许, 是终生从事学术研究和基督教文化影响的缘故, 使费正清过分钟爱于从文化角度去思考世界矛

盾与冲突的根源。我们都知道, 文化是一定政治经济的反映, 虽然它对政治经济有一定影响, 在有的情况

下, 这种影响还很大, 但一般都不是决定性的, 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与经济。文化作用的这种受制性, 在

异质文化国家间十分明显, 即使在同一文化国家内部亦如此。众周所知, 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直奉

为至尊的最高思想, 但历史上不知有多少激进的知识分子, 根据儒家某些民主性思想, 针砭时弊, 纠框朝

政, 却受到流贬以至残酷迫害。较近的如费正清著述中提到的明代东林书院儒生, 他们宣扬儒家王道仁政,

抨击宦官乱权, 但却惨遭杀戮, 震惊于世。西方国家也一样 , 费正清自身遭遇即是一例。费正清是深受基

督教文化熏陶的学者, 他长期主张以政治、经济、文化的竞争取代武力, 主张以遏制取代冲突, 这不能不

说是带有基督教和平主义色彩的主张。但在麦卡锡时代, 他却横遭噩运, 长期受到侦讯迫害。他企图以文

化的差异性, 以理性的思考影响国策, 却为政治所不容。

不难看出, 费正清的确过多地偏执于文化的作用。我们从他关于 / 文化差异0 是中美冲突 / 祸根0 , 以

及对越南战争的分析, 还可以进而看出, 他是一位 / 文明冲突论0 者。/文明冲突论0 认为, 世界冲突是由

诸如西方文明、中国文明、伊期兰文明、东正教文明等矛盾所致。他们认定 / 文明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

大威胁0 �m~。诚然, 世界矛盾冲突确有一部分是由不同 / 文明0 矛盾所致, 但多是局部性的, 其发生对象大

多是 / 政教合一0 或者准 / 政教合一0 的国家, 不过, 其真正起作用的是因为 / 合一0 中有 / 政0 的因素。

因此, / 文明冲突论0 不能作为具有全球普遍意认的规律来看待, 更何况费正清研究的主要是 / 美国与中

国0 这一特定对象。美国虽是基督教文明国家, 基督教思想对其国策有一定影响, 但美国政治上有超乎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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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力的决策机制, 基督教对其国策无法起决定的作用。至于中国, 连费正清也认定, 它不会成为 / 宗教国

家0。因而, 以 / 文明冲突论0 推断中美关系, 更有偏颇。对 / 文明冲突论0 的片面性, 美国学者麦哲将世

界性冲突进行比较考察后得出结论: / 冲突的真正原因是社会经济, 而不是文明, 虽然文明差异确实助长、

促成了许多讨厌的冲突, 但它们与一些冲突并无必然关系, 而只是作为诸多因素中的一个起作用。0 �nu美国

另一位学者福勒则更清醒地指出: /因权力、财富、影响分配不公以及大国不尊重小国引起世界冲突大大超

过基督教、儒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文明冲突。文化是表达冲突的载体而非原因。0 �nv显然, 由于费正清对

/ 文化主义0 的偏执, 却把载体和原因作了倒置。

综上所述, 费正清从文化视角看中国确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和现实意义, 虽然在文化观上他也有

偏颇, 但那只是智 者之一失, 不影响他对中国研究的巨大成就与长远意义。在他得失的基础上, 人们对文

化和文化冲突认识会更加全面, 更切合实际, 就这意义上说, 这位大学者的 / 失0, 对后来者实在是增加了

一个 / 得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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