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卷 第 期
年
月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严复的中西互释及其结论
——兼论严复是国学家
魏义霞
（黑龙江大学 哲学学院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黑龙江 哈尔滨
摘

要

）

在翻译西学时，严复以中学疏导西学；在解读中学时，严复以西学诠释中学。通

过中西文化的互释，他得出了中学早于西学的结论。这个结论彰显了严复前后期思想的一致
性，也表明了严复国学家的立场和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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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严复被誉为中国近代西学第一人，他的严译名
著产生了深入而广泛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严
复是当之无愧的西学家。事实上，严复有对西方名
著的介绍和翻译，也有对中国经典的诠释和点评，
《 老子 评语》《 庄子 评语》便是其中的代表。
然而，与前者相比，后者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在
严复那里，输入西学与阐发中学不是各不相涉的，
而是相互促进的。其实，早在翻译《天演论》时，
严复就在肯定中学与西学相通的前提下，表明了自
己借西学使中学复明于世的初衷。这一宗旨不仅决
定了严复翻译西学的方式是通过中西互释进行的，
而且表明了其国学家的身份和立场。

一、以中学疏导西学
众所周知，严复西学家的美誉主要是凭借翻译
西方名著获得的，而他对西学的翻译采取的是意译
的方式。据严复本人说，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是
为了“取便发挥”，以求“达旨”。事实上，严复不
仅采取了比直译更便于表达译者思想的意译方式，
而且在翻译中加入抒发译者胸臆的按语。通过按
语，严复在表达自己对原书内容的看法的同时，在
其中加入了大量的中学内容。更有甚者，早在翻译
《天演论》时，严复就申明了自己借西学以使中学
复明于世的初衷。与此相印证，严复在给梁启超的

信中直言不讳地宣称，自己翻译的目的恰恰是为了
让人“多读中国古书”：
“且不佞之所从事者，学理
邃赜之书也，非以饷学僮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
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使其目未睹中国之古书，而
欲稗贩吾译者，此其过在读者，而译者不任受责
也。
” 这一初衷使严复在翻译西方著作时，始终
以中学为疏导。可以看到，他对西方著作的翻译是
借助中学完成的。例如，在翻译孟德斯鸠的《论法
的精神》（
《孟德斯鸠法意》
）时，严复就表达了这
样的思想：“呜呼！拘于墟，囿于习，束于教，人
类之足以闵叹，岂独法制礼俗之间然哉？吾国圣
贤，其最达此理者，殆无有过于庄生。即取其言，
以较今日西国之哲家，亦未有能远过之者也。故其
著说也，必先为逍遥之游，以致人心于至广之域，
而后言物论之本富，非是之生于彼此。
”
严复
明确表示，中国古代圣贤言礼法政事，以庄子为
最；即使拿西方近代哲学来说，也未有远过庄子
者。这给予庄子至高评价，也肯定了西方的政治思
想与庄子思想的相通。他之所以翻译孟德斯鸠的
《论法的精神》，是因为孟德斯鸠作为西方启蒙思想
家宣扬自由、平等和民主思想，而所有这些都与老
子、庄子以及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相吻合。循着
这个思路，在该书的按语中，严复多次将老子、庄
子的思想与孟德斯鸠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思想相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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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论——既利用孟德斯鸠推动中国本土文化的内

此；拘虚束教，囿习笃时，皆此例所成之果。而《庄

容转换和现代化，又借助老子、庄子消除中国人对
西方文化的陌生感。

子》七篇，大抵所以破此例之害者也 中国人士，
经三千年之文教，其心习之成至多，习矣而未尝一

同样，在《穆勒名学》中，严复反复用庄子、

考其理之诚妄；乃今者洞牖开关，而以与群伦相见，

孟子等中国哲人的观点解释穆勒、笛卡尔、培根和
洛克等西方哲学家的思想。例如，原书说：“品与

所谓变革心习之事理纷至沓来，于是相与骇愕而以
为不可思议。夫西学之言物理，其所以胜吾学者，亦

量皆物之德也，而皆基于吾心所受于彼之丛感，而
其名以立，然则虽谓为其物致感之能无不可也。
万物固皆意境，惟其意境，而后吾与物可以知接，

正以见闻多异，而能尽事物之变者，多于我耳。
由于庄子等中国思想家的出现，作为外来之学

而一切之智慧学术生焉。故方论及于万物，而明者
谓其所论，皆一心之觉知也。
”对此，严复的按语

穆勒思想也不再晦涩难懂。除此之外，严复还在进
行着另一个工作，那就是：借助西学来使中学复明

是：
“观于此言，而以与特嘉尔（现译为笛卡尔——

于世。

引者注）所谓积意成我，意恒住故我恒住诸语合而
思之，则知孟子所谓‘万物皆备于我’一言，此为

更有甚者，严复在翻译西书的过程中，不仅采
取意译，加入按语；而且随意取舍，如《天演论》

之的解。何则？我而外无物也；非无物也，虽有而
无异于无也。然知其备于我矣，乃从此而黜即物穷
理之说，又不可也。盖我虽意主，而物为意因，不
即因而言果，则其意必不诚。此庄周所以云心止于
符，而英儒贝根（现译为培根——引者注）亦标以
在这里，严复不仅以法国笛
心亲物之义也。
”
卡尔的怀疑论和英国培根的经验论为穆勒的思想
作注释，而且将西方的哲学思想与中国哲学联系起
来，认为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就是孟子所讲的
“万物皆备于我”，庄子所讲的“心止于符”与培根
主张知识源于感官接触外物的直接经验同义。此
外，严复还用穆勒的逻辑思想破解《庄子 天道篇》
轮扁之事“得之于心”却“口不能言”的尴尬，并
将洛克强调认识源于感觉经验的经验论与《庄子》
的内七篇相互比较。于是，他在按语中写道：
昔读《庄子 天道篇》言轮人扁事，尝恍然自
失而不知其理之所以然，今得穆勒言，前疑乃冰释
矣。又吾闻凡擅一技、知一物而口不能言其故者，
此在智识谓之浑而不晰。今如知一友之面庞，虽猝
遇于百人之中犹能辨之，独至捉笔含豪欲写其貌，
则废然而止。此无他，得之以浑，而未为其晰故
也。使工传神者见之，则一晤之余可以背写。盖知
之晰者始于能析，能析则知其分，知其分则全无所
类者，曲有所类。此犹化学之分物质而列之原行
也。曲而得类，而后有以行其会通，或取大同而遗
其小异，常、寓之德既判，而公例立矣。此亦观物
而审者所必由之涂术也。
意相守例发于洛克，其有关于心学甚巨，而为
言存养省察者所不可不知也。心习之成，其端在

就只翻译了前半部。原书名为《进化论与伦理学》，
严复只翻译了前面的进化论部分，故名《天演论》。
就这部分的翻译而言，按语的篇幅之大，夹杂其中
的中学之多，令人咂舌。难怪鲁迅在比较之后得出
结论，严复“作”了一部《天演论》。如果说《天
演论》毕竟还在翻译的名义下区分原书与按语的
话，那么，《名学浅说》则完全消除了二者之间的
界限，变成了改写。如果事先不知，全然看不出该
书是西方著作。对此，严复在序中直言不讳地承
认：“中间义恉，则承用原书，而所引喻设譬，则
多用己意更易。盖吾之为书，取足喻人而已，谨合
原文与否，所不论也。朋友或訾不侫不自为书，而
独拾人牙后慧为译，非卓然能自树者所为，不侫笑颔
《名
之而已。
” 有了这番表白，便冰释了一个疑惑：
学浅说》是严复原作还是译作。新的疑惑又随之而
来，既然名曰翻译，为何不忠实原书？既然想要表
达自己的思想，为何不“自为书”，免得为人诟病
为拾人牙慧？严复的“笑颔之”意味深长。之所以
译文“合原文与否，所不论也”，是因为原书内容
如何，不是严复所关心的，他的目的只在于借翻译
西书的名义让人多读中国古书。这是他无论忠于西
方原著的翻译方式还是“自为书”都无法达到的。
《名学浅说》将严复以中学疏导西学的做法推向了
极致，也淋漓尽致地流露出他借助西学宣扬中学的
初衷。

的西方思想不再陌生，甚至作为逻辑学、经验论的

二、以西学解读中学
严复不仅在翻译西方名著时以中学为疏导，而
且在解读中国哲学时援引西方哲学加以诠释。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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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
《周易》《老子》《庄子》是中国哲学的经典，

与《老子》《庄子》一样，
《周易》也被严复拿

而他对这三部经典以及对中国哲学的解读最突出
的特点就是以西释中，具体办法便是：将《周易》、

来与西学相观照。这使以西学的视角审视《周易》
成为严复解读《周易》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他断

老子、庄子的哲学与牛顿的机械力学，穆勒、赫胥

言，《周易》的哲学是不可知论，在阐释自己的不

黎、斯宾塞的不可知论，孟德斯鸠、卢梭的自由、
平等和民主思想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学说相对接。

可知论思想时以《周易》作为证据，并且将之与赫
胥黎、斯宾塞和穆勒等人的思想相互杂糅。

正如在翻译西方名著时习惯于援引中学加以
疏导、解读一样，严复在评点中学时喜欢以西学加

与此同时，严复一再强调《周易》重演绎法，
这使《周易》在他那里成为中国逻辑推演的著作，

以诠释和观照。例如，在评点《老子》时，严复多

也先天地注定了《周易》与穆勒逻辑学的亲缘性。

次将老子所讲的道与西方哲学的第一因相提并论，
以此证明中西哲学所关注的问题别无二致，对哲学

基于这种理解，在肯定穆勒“从形数而推者所得不
出形数”为“透宗之论”，并且坦言穆勒的这个观

问题的解答如出一辙。下仅举其一斑：

点并不被学者所认同的前提下，严复以《周易》为

以道为因，而不为果。故曰，不知谁之子。使
帝而可名，则道之子矣，故又曰众甫。众甫者，一

穆勒辩护。《穆勒名学》原书曰：“本形数而推者，
其所得终不出于形数；欲徒从形数而得他科之公例

切父也，西哲谓之第一因。
老谓之道，《周易》谓之太极，佛谓之自在，
西哲谓之第一因，佛又谓之不二法门。

者，其道莫由也。
”对此，严复的按语是：
“此为科
学最微至语，非心思素经研练者读之未易猝通。其
谓从形数而推者所得不出形数，尤为透宗之论。学
者每疑其言，而谓果如此云，则格物之力学，其术
几天往不资形数，又如《周易》，正以形数推穷人
事，岂皆妄耶？不知力学所以得形数而益精者，以
力之为物固自有形数之可言；一力之施也有多寡之
差，有方向之异，有所施之位点，故直线可为一力
之代表，而一切形数公例皆可为力公例，则二者
同其不摇矣。此易见者也。至于《周易》，其要义
在于以畸偶分阴阳；阴阳德也，畸偶数也。故可
以一卦爻为时、德、位三者之代表，而六十四卦
足纲纪人事而无余。由此观之，穆勒之言固无可
议也。
”
此外，严复还将《周易》与牛顿力学联系起
来，以牛顿力学来理解《周易》的一阴一阳之道。
在他看来，《周易》与牛顿三大定律都互相契合。
例如，对于《周易》与牛顿第三定律相合，《穆勒
名学》原书载：“即如陨石，以力理言，石之摄地
与地之摄石正同，孰分能所？即当物尘感我之时，
吾之官知宜称所矣，然我之神明方且炽然起与物尘
相接，自不得纯受无施；假使无施，即同冥顽，何
由觉物？
总之一果之间，任分能所，所之有事
正不异能；为分别者，取便说词，实则无所非能，
无能非所。如言东西，别在眼位，非定相也。万化
之情，无往不复，是故方其为施，即有所受。
”对
此，严复的按语是：“此段所论亦前贤所未发，乃
从奈端（今译为牛顿——引者注）动物第三例悟
出。学者必具此法眼，而后可以读《易》。
”
依

在严复看来，《老子》哲学以道为因，以万物
为果；道由于自为因，故而不为果；由于为万物之
因，故而为“第一因”。这表明，道与中国本土文
化中的《周易》之太极，佛教之自在和不二法门，
西方哲学的第一因在本质上是同一存在。不仅如
此，从道之夷、希、微的角度看，道又称为无，意
为无穷小，实际所指就是西方自然科学所讲的以
太。正是严复对道的这些解释打开了老子与西方诸
多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相通之路。
对于严复来说，《庄子》与西学的密切性、相
通性与《老子》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评点
《庄子》时多次将庄子的思想直接与西学对接，甚
至直接用英文加以注释。例如：
依乎天理，即欧西科哲学家所谓
。（此批在“依乎天理” 一句
上。
）
大疑，即欧西科学家所谓之
。
（此
批在“可不谓大疑乎”一句上。
）
这些引文显示，严复将庄子与赫胥黎、斯宾
塞等不可知论者的思想联系起来，并且拉近了庄
子与西方自然科学之间的距离。
是
英国哲学家赫胥黎最先提出的，现在通常译为不
可知论。严复则将之归为科学，将赫胥黎称为
“欧西科学家”；并在此基础上，将赫胥黎与庄子
联系起来，通过对庄子进化论的挖掘证明二人思
想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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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严复的分析，穆勒所讲的认识主体（能）与认
识客体（所）的相互作用就是牛顿第三定律，即
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律；穆勒用牛顿第三定律解
释感觉的形成是发前人所未发，而这一思想端倪
就蕴涵在中国的《周易》之中。再如，严复从不
同角度论证牛顿第一定律即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
动者恒动，静者恒静与《周易》相通。下面即是
一例：“夫西学之最为切实而执其例可以御蕃变
者，名、数、质、力四者之学是已。而吾《易》则
名、数以为经，质、力以为纬，而合而名之曰
《易》。大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
力无以呈质。凡力，皆乾也；凡质，皆坤也。奈
端动之例三，其一曰：
‘静者不自动，动者不自止；
动路必直，速率必均。
’此所谓旷古之虑。自其例
出，而后天学明、人事利者也。而《易》 则曰：
‘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
’后二百年，有斯宾塞
尔者，以天演自然言化，著书造论，贯天地人而
一理之，此亦晚近之绝作也。其为天演界说曰：
‘翕以合质，辟以出力，始简易而终杂糅。
’而《易》
则曰：
‘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
’至于全力不增
减之说，则有自疆不息为之先；凡动必复之说，则
有消息之义居其始，而《易》不可见、乾坤或几
乎息之旨，尤与热力平均，天地乃毁之言相发明。
此岂可悉谓之偶合也耶？” 在这里，严复明确指
出《周易》与牛顿第一定律相合，同时将之与斯
宾塞《综合哲学》中的《第一原理》相互诠释。不
仅如此，在严复看来，斯宾塞之所以将自然界的
生物进化法则直接应用到社会历史领域，提出了
社会有机体论，运用的就是牛顿力学原理。同时，
由天体演化到生物进化，再到人类进化就是《周
易》所讲的天地人三才之道，至于贯穿其中的质
力相推，由简入繁的进化过程恰恰就是《周易》所
讲的阴阳消息和由太极之一到天地之二，再到四
象、八卦、万物的推演过程。更为重要的是，严
复在这里不单单是以牛顿力学、斯宾塞的社会有
机体论诠释《周易》，而是以二者为代表证明《周
易》与西学相合，乃至囊括全部西学。逻辑很简
单，
“西学之最为切实而执其例可以御蕃变者，名、
数、质、力四者之学是已”，而《周易》则将名、
数、质、力囊括其中，一网打尽——“名、数以
为经，质、力以为纬，而合而名之曰《易》
”。这
就是说，《周易》与西学相合是必然的，全部西学
——从名、数到质、力都包括在《周易》之中。

年

三、中西互释的结论
在严复那里，中学与西学是相通、相合的，因
而可以相互注解、相互诠释。这一点也是他反复强
调习外文、通外学后对中国文化可得神解的原因所
在。正因为如此，从翻译西方著作开始，严复就已
经中西互释了。在《天演论》的按语中，他写道：
“此篇（指《天刑》篇——引者注）之理，与《易
传》所谓乾坤之道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
《老子》
所谓天地不仁，同一理解。老子所谓不仁，非不仁
也，出乎仁不仁之数，而不可以仁论也。斯宾塞尔
著《天演公例》，谓教学二宗皆以不可思议为起点，
即竺乾所谓‘不二法门’者也。其言至为奥博。
”
更为重要的是，严复不仅在之后的翻译中坚持了这
一做法，而且通过对西学与中学的相互诠释，发现
了中国文化的优长之处，坚定了中学的立场。
上述内容显示，如果说严复在翻译西学时以中
学为疏导，旨在克服中国人对西学的陌生感的话，
那么，他在解读中学时则以西学为参照，旨在增加
中学的时尚感；如果说前者是使西学中国化的话，
那么，后者则是使中学西学化。而不论是以中学疏
导西学，还是以西学诠释中学，严复都得出了同一
个结论，那就是：西学不出中学，中学早于西学。
首先，严复指出，中西哲学是相通的，西方有
哲学，中国也有哲学，《周易》《老子》《庄子》是
中国哲学的经典和代表。不仅如此，他在翻译、诠
释西方哲学时总是联想到中国哲学，老子、庄子、
孔子、墨子、孟子以及《周易》为首的六经等先秦
诸子和典籍经常被提起。无论在《
〈老子〉评语》
《
〈庄子〉评语》中还是在翻译西方名著时，他都多
次赞叹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相合、相通。
如上所述，严复多次在《老子》
《庄子》
《周易》
与西学的互释中证明中国有哲学，这些文本的年代
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西方哲学不出中国哲学。在读
到《老子》的“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时，他不禁感叹：“西国哲学所从事者，不出此十
二字。
”
由此，严复得出结论：中国哲学在时
间上早于西方，西方哲学超不出中国哲学的范围。
其次，严复强调，中国的自然科学尤其是进化
观念源远流长，滥觞于先秦。中国哲学的代表作
——《老子》《庄子》《周易》都讲到过进化论。众
所周知，进化论系统输入中国是从严复开始的，他
对进化的理解是“自然进化”，故而将进化论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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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天演”论。沿着这个思路，他指出，世界的进

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都是相通的。

化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万物之所以进化，之所
以进化到如此地步，完全是其自身质力相推的结

严复在《庄子 至乐》篇的“种有几”一段中
发现了进化论，并且赞叹不已：“此章所言，可以

果，并无上帝的创造：“造物立其一本，以大力运

之与挽近欧西生物学家所发明者互证，特其名词不

之。而万类之所以底于如是者，咸其自己而已，无
所谓创造者也。
” 经过严复这样一番诠释，进化

易解释，文所解析者，亦未必是。然有一言可以断
定者，庄子于生物功用变化，实已窥其大略，至其

论从自然进化的角度看，与《周易》的乾坤之道以
及老子、庄子等人的“道法自然”如出一辙；从进

细琐情形，虽不尽然，但生当二千余岁之前，其脑
力已臻此境，亦可谓至难能而可贵矣。
” 由此，严

化的动力是事物内部吸引力与排斥力的相互作用

复断言，庄子是中国进化论的大家，庄子的进化论

（乾坤、阴阳二力）以及进化轨迹是由简单到复杂
的过程看，与《周易》别无二致；从进化的过程表

足以彪炳史册。他甚至认为，《庄子》内七篇都是
讲进化的，不仅在时间上远远早于西方近代自然科

明万物都在进化之途，总是处于进化（完善）之途

学，而且是“至精之说”：
“大抵七篇之中，皆近古

的角度看，与《周易》终于《未济》卦不谋而合；
当然，《易传》起于男女，终于父子、君臣的人伦

天演家至精之说也。
”
再次，严复指出，早在先秦，中国的自由、平

构架不啻为斯宾塞基于个人组成群体的社会有机
体论。鉴于如此种种界定，严复反复强调：
天演学说滥觞于周秦之间，中土则有老、庄学
者所谓明自然。自然者，天演之原也。征之于老，
如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征之于庄，若
《齐物论》所谓“寓庸因明”，所谓“吹万不同，使
其自己”；
《养生主》所谓“依乎天理、薪尽火传”。
谛而观之，皆天演之精义。而最为深切著名者，尤
莫若《周易》之始以乾坤，而终于既未济。至泰西
希腊，则有德谟吉来图诸公，其学说俱在，可以覆
案。虽然，今学之见于古书，大抵茫茫昧昧，西爪
东麟，无的然画然之可指，譬犹星气之浑然。故天
演之称为成学专科，断于十九世纪英国之达尔文为
始。达尔文独以天演言生理者也，而大盛于斯宾塞
尔。斯宾塞尔者，以天演言宇宙一切法者也。
通此二家（指达尔文和斯宾塞——引者注）之
说，而后进化天演可得而言 必欲远追社会之原，
莫若先察其么匿之为何物。斯宾塞以群为有机团体，
与人身之为有机团体正同。人身以细胞为么匿，人
群以个人为么匿。最初之群，么匿必少。言其起点，
非家而何？家之事肇于男女，故《易传》曰：
“有男
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
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
”
此吾国之旧说也，而亦社会始有之的象也。
在严复看来，《周易》由太极推演出世界万物
的模式，以自然进化、乾坤、阴阳二力对进化动力
的理解，以及由此对个体与群体关系的界定都与进
化论大家达尔文、斯宾塞的观点别无二致。这些足
以证明，
《周易》的思想与赫胥黎的《天演论》、斯

等和民主思想就已经形成，老子、庄子的思想便是
其中的杰出代表。按照严复的说法，中国的自由、
平等思想内容丰富，老子和庄子的思想不仅具有孟
德斯鸠等人以君主立宪反对君主专制，伸张民权，
任民自治方面的内容，而且具有卢梭等人向往的阶
级社会之前绝对自由、平等的“自然状态”。
总之，在严复看来，中学与西学不是某些方面
的偶然相合，而是从哲学理念、思维方式、民主政
治到自然科学等方方面面无不相通，原本就没有隔
阂。正因为如此，中学与西学相互贯通，可以相互
诠释。而无论是中学与西学的相通还是互释，归根
结底皆因为西学源于中学。
严复的这些说法使人不禁联想起“西学中源”
说。“西学中源”说最早出现在明末清初。起初，
随着明末耶稣会士来华和西方自然科学的传入，人
们发现火药、指南针和造纸术等经过丝绸之路，中
经阿拉伯人传到了西方，西方却不知道这些东西都
是中国人发明的。后来，人们发现传教士带来的数
学与中国的天文术也有关系。再后来，
“西学中源”
说的范围一再被扩大，却都限于自然科学领域。到
了近代，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康有为不仅将西方
的自然科学和耶教（基督教）说成是墨学西传的结
果，而且强调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以及
政治、经济、法律思想都是孔子思想的题中应有之
义，原本就与孔子所作的六经相合。这些都表明，
“西学中源”说由来已久，即使在近代也非严复首
创。尽管如此，不容忽视的是，严复精通西学，在
学贯中西的比较研究中通过中学与西学的互释，在
肯定西学的某些优长之处的基础上，宣布西方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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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与中国古代先哲的思想原本相通。这既打开了中

相合。
‘教’者所以事天神，致民以不可知者也。

国人接受西学的心理之门，又借此机会对中国传统

致民以不可知，故无是非之可争，亦无异同之足

文化进行内容更新和现代转换。
抛开“西学中源”说是否正确不论，严复的观

验，信斯奉之而已矣。
‘学’者所以务民义，明民
以所可知者也。明民以所可知，故求之吾心而有是

点与以中学优于西学为借口，故而以中学排斥西学

非，考之外物而有离合，无所苟焉而已矣。
‘教’

的盲目自大相去甚远；也与康有为等人一面以西学
为参照，一面强调这些就包含在孔教之中，是自己

崇‘学’卑，
‘教’幽‘学’显；崇幽以存神，卑
显以适道，盖若是其不可同也。世人等之，不亦远

独自悟出来的不可同日而语。早年的严复极力攻击
西方自然科学源于中学的“西学中源”说。例如，
年天津《直报》上的《救亡决论》
在发表于

乎！是故取西学之规矩法戒，以绳吾‘学’
，则凡
中国之所有，举不得以‘学’名；吾所有者，以彼

中，他这样写道：“晚近更有一种自居名流，于西
洋格致诸学，仅得诸耳剽之余，于其实际，从未讨

此非仅形名象数已也，即所谓道德、政治、礼乐，
吾人所举为大道，而诮西人为无所知者，质而言

论。意欲扬己抑人，夸张博雅，则于古书中猎取近

乎，亦仅如是而已矣。若徒取散见错出，引而未申

似陈言，谓西学皆中土所已有，羌无新奇。如星气
始于臾区，勾股始于隶首；浑天昉于玑衡，机器创
于班墨；方诸阳燧，格物所宗；烁金腐水，化学所
自；重学则以均发均悬为滥觞，光学则以临镜成影
为嚆矢；蜕水蜕气，气学出于亢仓；击石生光，电
学原于关尹。哆哆硕言，殆难缕述。此其所指之有
合有不合，姑勿深论。第即使其说诚然，而举划木
以傲龙骧，指椎轮以訾大辂，亦何足以助人张目，
所谓诟弥甚耳！夫西学亦人事耳，非鬼神之事也。
既为人事，则无论智愚之民，其日用常行，皆有以
暗合道妙；其仰观俯察，亦皆宜略见端倪。第不知
即物穷理，则由之而不知其道；不求至乎其极，则
知矣而不得其通。语焉不详，择焉不精，散见错
出，皆非成体之学而已矣。今夫学之为言，探赜索
隐，合异离同，道通为一之事也。是故西人举一端
而号之曰‘学’者，至不苟之事也。必其部居群分，
层累枝叶，确乎可证，涣然大同，无一语游移，无
一事违反；藏之于心则成理，施之于事则为术；首
尾赅备，因应釐然，夫而后得谓之为‘学’
。
”
按照严复的分析，西学是讲人事的，与百姓的
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既然所讲无非是日用常行，那
么，无论哪个国家，民智如何，所讲的学问内容大
体相同，故而难免相合之处。问题的关键是，所谓
西学是系统的知识，不仅有系统之理，而且有操作
之术。与之相比，中学绝无相似者，更遑论为西学
之源了。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在西方文化
的框架中，学与教是分离的，学属于知识，教属于
信仰；以西学来审视中学可以发现，中国固有道
德、政治和礼乐皆不脱于教，无所谓学。于是，严
复接着写道：“是故西学之与西教，二者判然绝不

者言之，则埃及、印度，降以至于墨、非二洲之
民，皆能称举一二所闻，以与格致家争前识，岂待
基于这种理解，严
进化若中国而后能哉！”
复强调，尽管中学在细枝末节上与西学相合，也不
足以沾沾自喜：正如“祖父之愚，固无害子孙之
智”一样，祖父之智，亦无补子孙之愚：“虽然，
中土创物之圣，固亦有足令西人倾服者。远之蚕桑
司南，近之若书椠火药，利民前用，不可究言。然
祖父之愚，固无害子孙之智，即古人之圣，亦何补吾
党之狂。争此区区，皆非务实益而求自立者也。
”

法观之，特阅历知解积而存焉，如散钱，如委积。

议论至此，在中学与西学的比较中，严复选择
了“力主西学”：
“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
至于斯极者，其教化学术非也。不徒嬴政、李斯千
秋祸首，若充类至义言之，则六经五子亦皆责有难
辞。嬴、李以小人而陵轹苍生，六经五子以君子而
束缚天下，后世其用意虽有公私之分，而崇尚我
法，劫持天下，使天下必从己而无或敢为异同者则
均也。因其劫持，遂生作伪；以其作伪，而是非
淆、廉耻丧，天下之敝乃至不可复振也。此其受病
至深，决非一二补偏救弊之为，如讲武、理财所能
有济。盖亦反其本而图其渐而已矣！否则，智卑德
漓，奸缘政兴，虽日举百废无益也。此吾《决论》
三篇所以力主西学而未尝他及之旨也。
”
在这
里，他明确认定不仅“西学中源”说无从谈起，而
且中学不如西学，故而“力主西学”。与此同时，
严复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六经五子，呼吁全面学习西
学；此时的严复认为，自由、平等、民主是西方的
思想，六经中并没有这方面的内容：“夫自由、平
等、民主、人权、立宪、革命诸义，为吾国六经历
史之不言固也，然即以其不言，见古人论治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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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今使其人目略识旁行之文，足稍涉欧、美之

都围绕着中国刻不容缓的救亡图存展开。这一点奠

地，则闻闻见见，将无所遇而不然。彼中三尺童子
皆知义务民直为何等物也。至于发明伦理治法之

定了新旧之学——中学与西学的圆融，也为严复从
侧重西学到转向中学以及由反对转而倾向于“西学

书，则于前数者之义为尤悉。士生今日，使朝廷禁

中源”说奠定了理论前提和情感基础。当然，由西

其读西书、治新学则亦已矣。若必读西书，必治新
学，而乃取前数者之说而绝之，曰：此非西士之言

学转向中学的特殊经历使严复的“西学中源”说以
及中学优于西学的结论由于严复西学家的身份而显

也，直康梁之余唾耳。此何异以六经四子授人，乃
大怪其言仁义，曰：此非孔孟之说也，直杨墨之唾

得言之凿凿，有理有据，故而更有说服力；同时，
作为长期思考和理性选择的结果，也颇为发人深省。

余耳。公等有不大笑轩渠者乎！”
值得注意的是，严复即使在此时也没有对中学
与西学作对立解，爱国拉近了二者之间的距离；无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随着对西学的大量翻译
和了解的加深，在西学与中学的互释中，严复的西
学观和中学观都发生转变，由早年侧重西学转向侧

论是守旧还是务新，初衷别无二致，用严复本人的

重中学；在对中学的推崇中，由早年以老子、庄子

话说便是“要之其心皆于国有深爱”：
“窃谓国之进
也，新旧二党，皆其所不可无，而其论亦不可以偏

代表的道家为主转向提倡尊孔读经。严复的这种转
向历来被斥为落伍、倒退的表现，因此，没有得到

废。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且守且进，此
其国之所以骏发而又治安也。故士之无益于群而且
为之蟊贼者，惟不诚耳。倾巧险巇，于新旧二者之
旨，本皆无所信从，而徒以己意为禽犊。遇旧则为
墨守，逢新则为更张，务迎合当路要人，以苟一朝
之富贵，则吾真未如之何也已。使皆出于诚，则心
之不同，如其人面。旧者曰：非循故无以存我。新
者曰：非从今无以及人。虽所执有是非明暗之不
同，要之其心皆于国有深爱。惟新旧各无得以相
在严复那里，输
强，则自由精义之所存也。
”
入西学并不意味着抛弃旧学，而是中西和合。对
此，他指出：“然则今之教育，将尽去吾国之旧，
以谋西人之新欤？曰：是又不然。英人摩利之言
曰：
‘变法之难，在去其旧染矣，而能择其所善者
而存之。
’方其汹汹，往往俱去。不知是乃经百世
圣哲所创垂，累朝变动所淘汰，设其去之，则其民
之特性亡，而所谓新者从以不固，独别择之功，非
暖姝囿习者之所能任耳。必将阔视远想，统新故而
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其为事之难
如此
则径而言之，凡事之可以瘉此愚、疗此贫、
起此弱者皆可为
继自今，凡可以瘉愚者，将竭
力尽气皲手茧足以求之。惟求之能得，不暇问其中
若西也，不必计其新若故也。有一道于此，致吾于
愚矣，且由愚而得贫弱，虽出于父祖之亲，君师之
严，犹将弃之，等而下焉者无论已。有一道于此，
足以瘉愚矣，且由是而疗贫起弱焉，虽出于夷狄禽
兽，犹将师之，等而上焉者无论已。何则？神州之
陆沈诚可哀，而四万万之沦胥甚可痛也。
”
这表
明，对于严复来说，无论坚守中学还是“力主西学”，

必要的重视和肯定。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没有看到
严复思想的一贯性，深层原因是忽视了严复思想一
以贯之的“自强保种”的理论初衷。他寄予厚望的
“自强保种”就是凭借中国人自己的才力心思“与
妨生者为斗”，以国学培养中国人的国性是其中最
核心的理念。对此，严复从来都没有动摇过。有了
这个前提，回过头来审视严复的心路历程和思想转
变可以发现，严复晚年的态度转变是顺理成章的，
也是对早年思想的超越。因为他领悟到了文化的国
性问题，认识到文化从根本上说不是知识而是德
性，正如教育的宗旨是为了培养健全的人格一样，
尊孔读经，弘扬中学是为了让中国人知道自己是中
国人，成为中国人，进而自觉地爱自己的国群，将
个人与国群的命运联为一体——这一点与严复翻
译、介绍西学出于“自强保种”的立言宗旨相呼
应，也证明了他的思想属于近代国学的一部分。因
此，了解严复的国学，反过来可以更好地理解他翻
译西学的初衷以及由西学向中学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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