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竞恒

失落“黄金时代”的乡愁

一
赫西俄德曾提供了一种悲伤的史观， 奥林匹斯的不朽诸神， 曾
创造过一个黄金时代的人类， 那是遥远的克诺洛斯时代， 人们如同
神灵一般生活， 守护着正义。 而伴随着黄金时代被大地埋葬， 白银
种族的人类则因愚昧无知而与悲伤相伴。 在获罪于宙斯之后， 他们
也被埋进了泥土。 再经历了往后的青铜、 英雄种族之后， 现世的人
类便成为最悲哀的存在， 作为黑铁时代的产物， 他们在白天没完没
了地劳累烦恼， 在夜晚不断地死去（《工作与时日》）。 从此后， 黄金时
代的历史成为模糊的记忆， 遥远印证着现世黑铁的溃败与苦难， 或
许也提供了可供凭吊的甜蜜乡愁， 让历史断裂的沟壑之中， 也延展
出更遥远的纵深，去理解当下的意义。
因此我们能够看到， 当古埃及中王国溃败解体后， 重建古埃及
文明的人们首先通过对早期礼仪艺术与建筑的模仿与恢复， 来寻找
重回文明状态的理由 ；文艺复兴的西欧人文主义者们， 则尝试重新
寻找失落的古典碎片， 为开创早期近代秩序提供历史脉络的深层依
据。 而在古代中国， 史前的玉琮、 圭、 璧形制与三代的各种青铜器
等物质文化载体， 作为一种文明的“ 典范 ”， 在遭遇历史“ 大洪水 ”
的破坏与混乱后， 又在新的时代被作为复兴黄金岁月的尺度， 而重
新被不断模仿与生产。 以至于， 古代礼器的复古现象， 成为现代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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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史研究的一大话题（杰西卡·罗森 ：
《祖先与永恒》）。 对于致力于保卫
华夏文明火种的人们来说，对文明起源黄金时代的礼仪重建与模仿，
绝不仅仅是基于甜蜜乡愁或思古之幽情的冲动， 这些动机背后， 有
着对重建现实秩序背景极为深刻的考量。 在此， 唐尧虞舜与三代的
远古美德，是真正伟大文明的基石，是衡量正义与邪恶、仁爱与残暴、
开放与封闭、 自由与奴役的准绳。 对黄金时代礼仪与器物典范小心
翼翼地模仿， 正是向失落的正义秩序回归的过程。 正因如此， 回到
三代的声音，成为守卫火种者们永不间断的诱惑。
根据余英时先生的考察， 在儒家政治思想对制度与整个社会发
生了现实影响的宋代，“三代”一词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士人精英普
遍认为，
“三代”与“汉唐”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个时代，对重建“三代”
的强烈向往，也意味着对堕落时代如“汉唐”的拒绝。他引用朱子《答
陈同甫六》的判断 ：
“千五百年间……尧、舜、禹、三王、周公、孔
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在朱熹的笔下，虞夏三王
所对应的“ 三代 ” 黄金岁月， 不仅仅是赫西俄德笔下被大地埋葬的
人类，“三代”作为历史的同时，更是一种价值与符号，强调它的存
在意味着对当下黑铁境遇（汉唐、五代） 的贬斥， 也意味着以恢复黄
金时代为号召， 建设一种更美好生活与秩序的可能性。 这些细心守
护着远古火种人们的笔下，“建三代之治”、“炳然与三代同风”、“尽
行三王之道 ”、“ 三代何从而治 ”、“ 与三代同风 ” 等话语随处可见，
积裕着强烈的宋代气息。
如果说，“ 唐宋变革论 ” 切中了宋代作为“ 近世 ” 突破的特征，
那么如此众多关于重回三代的词句，可能就与重拾散落的古典资源，
作为配合近世秩序建构的深层脉络有关。余英时认为 ：
“‘三代之说’
确是宋代政治文化中一种特有的论述，为前代所少见。”（余英时 ：
《朱
熹的历史世界》） 这应当是仅限于对 “ 唐宋变革 ” 之前的思想史回溯 。

因为， 宋代历史逻辑的复杂在于， 它涉及“ 东洋近世 ” 的突破，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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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黄金时代为号召的冲动， 在这一时期以标志性的“ 三代 ” 话语为
象征， 一时蔚为壮观， 这正是复古以求今， 启今而复古， 在不古不
今之间， 求亦古亦今之治的理想。 三代比隆的诉求， 是黄金时代镜
面倒影的投射，照向当下难堪黑铁的同时，更是为开启未来之“今”，
酝酿着种子与土壤。

二
孔子说， 礼失求诸野。 这语言背后的逻辑， 不同于现代人类学
的精神品质， 因为前者所念兹在兹之道， 乃系于历史共同体传递火
种的信仰与对黄金时代的仰望。 而后者的嬉皮玩世， 则立足降解火
种信仰， 将其抛洒于深沟高壑的田野之间， 留下各种遗骸以供末人
平等赏玩， 落脚点在于破除历史共同体的信仰纽带。 正是在这个意
义上， 朱熹考察南方溪瑶人群祭祀以辨析三代古礼立尸仪程， 以及
研究女真部落初兴阶段君臣共为戏舞以考察三代亲睦之道， 虽有现
代人“ 处处皆田野 ” 比附的一厢情愿， 却自不同于“ 忧郁热带 ” 的
祖祧宗祏。正是在此意义上，恢复“三代”精神资源的诉求即使在“文
献不足征”的境遇中，也只会将视野与目光投向巨人一般肃穆的“他
者”，此所谓礼失求诸野。
余英时观察到， 回归三代诉求的话语盛行于宋代， 这恰恰高度
基于当时政治文化演进的内在逻辑与历史背景。 伴随着宋元之交的
暴风骤雨，“东洋近世”演化的自发秩序惨遭重创。今人津津乐道于
“ 崖山之后无中国 ”， 虽属过激之论， 本无义理可言， 但本土文明在
崖山之后伤筋错骨， 也是不争的事实。 就商业贸易与财产权的发育
程度， 税收财政体系的精密复杂， 司法制度的高度分权制衡， 士人
“共治天下”的尊严与担纲意识而言，此后明清两朝均未能重建到宋
代的高度， 即使算上以“ 自由精神 ” 著称的晚明。 陈寅恪先生所谓
“ 华夏民族之文化 , 历数千载之演进 , 造极于天水一朝 ”（陈寅恪 ：
《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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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水一朝之文化， 竟为我民族永远之
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
瑰宝 ”（《赠蒋炳南序》） 的礼赞， 虽有文化保守主义者强烈现实的情感
投射， 但仍可谓虽不中亦不远。 正因以追求黄金时代为目标的“ 天
水一朝 ” 之后， 灰烬中半存的华夏秩序虽然继续小心守护着代传的
火种，却在苦痛挣扎中与自发演进的历史脉络脱轨已久，难以对接。
因此， 降至晚清， 伴随着以英格兰“ 不古不今 ” 演进线索开创出现
代文明的世界性扩张， 汉诺威遗产与早期维多利亚时代高贵德性和
古典自由的彬彬相宜， 在其肃穆仁义之间， 使得晚清士人在混沌的
黑铁时代以“礼失求诸野”而重寻黄金时代之光的探索成为可能。
秦晖先生在谈到晚清士人对欧美“ 礼失求诸野 ” 的接受史时，
打乱了“我们”习以为常所谓“坚船利炮”的神话想象 ：

这些真正的儒家从传统上就带有一种愤世嫉俗的心理，
认为三代是很理想的， 到了后来就越来越糟糕了。 他们带着
这种理想去看西方，忽然发现有一个很理想的地方，就是西方。
这个所谓的追求道德理想，也就是带有古儒三代色彩的理想，
是这些人学习西方的主要动力， 而富国强兵的功利主义反而
只是次要的或者是顺带的动机。（秦晖 ：
《晚清儒者引西救儒》
）
如果华夏人对“ 他者 ” 的服膺， 仅仅是被“ 坚船利炮 ” 所震慑
的结果， 那么在明末清初之时， 就应该首先去学习兵强马壮者“ 大
清”的萨满教，而不是在被痛打后带着骄傲的神色，洗净身上的创伤，
投入对三代文明与制度重建的故纸研究中去。 在晚清士人与欧美文
明相遇之时， 他们不是被“ 坚船利炮 ” 所震慑， 而是被兼具德性与
古典自由的西洋“仁义”所深深吸引。这些远方仁义的“他者”，迅
速唤起了他们礼失求诸野的愿望， 而这正是他们苦苦守护那些火种
在异域的鲜活版本，活生生的三代。
一八四八年， 即第一次英清战争后六年， 徐继 畬 即在《 瀛寰志
略》中评“他者”华盛顿 ：
“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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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乎三代之遗意。”他明显已经发
现到， 在拒绝成为世袭国王的华盛顿那里， 其政治德性正与华夏黄
金时代“ 天下为公 ” 的精神相契合， 这正是三代气质一般不动如山
的文明。如任锋先生所言 ：
“三代政治从根本精神上把天下视为公共
的天下， 政治人物的施为与意志需要体现或符合这个公共精神 ”（任
锋：
《道统与政体》）。 在此意义上 ， 尽管生活在黑铁岁月中的晚清士人

们本身并无关于三代的直接经验， 但关于黄金与白银时代的人文主
义教育， 在潜移默化中为他们植入了这一知识与信念， 使得他们在
面对具有“公共的天下”这一异域的现实经验时，直接被激活，
“古”
与“今”迅速对接在了一起。
因此， 薛福成所言“ 美利坚尤中国之虞夏时也 ”， 将横向时间的
异域他者， 视为等同于华夏历史纵向黄金时间的比隆对象。 通过对
活着“ 虞夏 ” 的参考研析， 礼失求诸野， 使本土“ 虞夏 ” 之火重燃
不再遥远。郭嵩焘在亲眼目睹了英格兰维多利亚的古典自由之德后，
在日记中写道，西洋人看现在黑铁时代的中国人，“亦犹三代盛时之
视夷狄也， 中国士大夫知此义者， 尚无其人， 伤哉！”（郭嵩焘 ：
《伦
敦巴黎日记》）。 沉痛的叹息背后 ， 流露出对大地埋葬掉黄金时代的无

限惋惜， 而作为他者的西洋， 却以正处于三代之盛的熠熠生辉， 反
衬出自己文明灰烬的苦涩。

三
郭嵩焘们并未打开潘多拉的盒子， 郑观应与王韬也没有让人们
失望。
既然希望之火不灭， 那么礼失求诸野以开启新“ 三代 ” 的途径
就有迹可循。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谈到对西洋“三代”的理解，
正是基于这一精神 ：
“今泰西各国犹有古风，礼失而求诸野，其信然
欤！”“ 议院乃上古遗意。” 他强调， 议会制度为政事的根本，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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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恰是华夏三代的孑遗：
“西国以公议堂为政事之根本，既有议院，
君不得虐民， 而民自忠于奉上。 猗欤休哉！ 此三代以上之遗风也。”
此种对于公议的重视， 恰恰应当被放置在华夏文明历史演进的内在
脉络中进行理解。如任锋所言 ：

宋代政治中的公共话语为近世公共理念的成型提供了非
常关键的历史背景， 作为对于此种宪制经验的精神提升与哲
学凝练， 以理学家为代表的近世儒学又以其系统的公共理念
对后来的文明演进产生了广阔深远的影响， 成为现代中国公
共意识的近源活水。（任锋 ：
《道统与政体》
）
如果说， 宋人向黄金时代先秦的致敬与渴慕， 造成了“ 近世 ”
首次三代话语的大规模流行，这背后的精神源流，正是对“天下者，
天下人之天下 ” 进行肯定与回应， 并继续以强弱不同的程度影响着
此后的东亚思想史。 那么就应当承认， 即使是经历过前所未有皇权
专制高峰的清朝士人， 仍在教养深处埋藏着古儒关于“ 公 ” 的理解
与知识。正是在这一前提下，三代、宋儒、西洋，不同时空的资源，
在晚清士人心中衔接起来， 激发出对三代的致敬， 对文明重新燃烧
之火的希望 ：
“尧、舜官天下，求贤禅让，何与美利坚合众国公举总
统之制类也 ；汤武顺天应人以放伐独夫， 代膺大位， 何与欧洲列国
之民迫其政府更革政治类也。”
君臣之礼， 也是敏感的宋儒与清人关心的话题， 因为它背后涉
及对“尊君卑臣”的厌恶，对“共治天下”士人尊严的关注。“今泰
西各国通行之礼节盖亦简矣 ：臣下之见君上， 不过三鞠躬而已， 免
冠握手而已， 上下皆立见， 无所谓一坐一跪也。 古之时诸侯朝天子
亦然， 天子南面而立， 诸侯北面而朝是也。 此即西礼之暗合乎中国
古礼之遗意者也。” 在三代古礼中， 君臣席地而坐，“ 跪 ” 并无卑下
的含义， 臣拜君， 君答拜臣， 朱熹称之为“ 日相亲密 ”、“ 何其诚爱
之至”。降至唐及五代，虽有座椅，但宰相仍与皇帝同坐并从容赐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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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退。 据邓小南考察， 宋代宰相不再赐茶同坐， 并非所谓尊君卑臣
的结果， 反而恰恰在于宰相不再是“ 坐而论道 ” 的清闲虚位， 而是
作为政府首脑，决定了他们劳碌纷繁，酬酢不逮，因而“不得从容”
（邓
元朝发展为“皆跪奏事”
小南：
《 祖宗之法》）。 跪奏始于女真金末高汝砺 ，
（《元朝名臣事略》卷八）， 而三跪九叩则定于清 ， 满语作 hengkilembi 。

清朝竟有臣下刘于义因奏事久跪， 头昏跪死的悲剧（《啸亭杂录》），
这是郑观应们接触欧美世界时最现实切肤的经验。 因此， 西洋君臣
之礼， 一反清人所熟悉“ 尊君卑臣 ” 的政治文化生态， 激活了晚清
士人心底对三代君臣之间人格“诚爱之至”的向往。
对王韬来说， 维多利亚美德的英格兰，“ 其政治之美， !!乎可
与中国上古比隆焉”（王韬：
《 弢园文录外编》）。 古典自由的英格兰之美 ，
与醇厚的习俗氛围密切相关 ：
“ 英民恃机器以生者， 盖难以偻指数。
故其民情之醇厚， 风俗之敦庞， 盗贼不兴， 劫夺无闻， !!然可几
乎三代之盛也。”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上帝
对启蒙主义灵知人的报复， 人类的鲜血， 是他们为历史救赎所付出
的代价。 大革命激发了旧秩序的复活， 十八世纪粉红色的进步乐观
主义逐渐湮耗星散， 礼教与德性的重要意义被提升台面。 如果说维
多利亚道德主义是对大革命风暴的反弹， 那么也必须看到， 威廉四
世时期废奴法案（Slavery Abolition Act）的通过，也是大革命后被激起
道德主义德性的产物。 郭嵩焘曾对维多利亚英国与埃及订立禁止贩
卖黑奴章程及其实践表达过崇高敬意， 所谓“ 其仁厚诚不易几也 ”。
而一八五一年英格兰举办第一次世界博览会，六百三十万人的参观，
却不见作奸犯科与粗鄙无礼。 绅士君子们出入进退有序， 博雅而知
礼。 此种被激活的德性， 与古典自由秩序彬彬相宜， 使王韬得出该
国民情醇厚的结论。
古典自由英格兰的“ 狱制之善 ”， 也使王韬给予了“ 三代以来所
未有”的高度评价。或许，英格兰悠久习惯与判例传统的普通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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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联想到了三代司法的古老正义，《尚书》中“与其杀不辜，宁失
不经”的无罪推定精神，
“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反对连坐制度的原则，
甚至“ 礼 ” 与习惯法之间作为经验传统和自由秩序隐秘联系融洽汇
通的诸多头绪。在这一系列思考的基础之上，他得出了“苟有礼也，
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岂可沾沾自大，厚己以薄人哉”
的结论。此处的“夷”，决非“田野”中的“他者”，更非拟欲援引“忧
郁热带”为父母之邦所作的“补天”之态。“夷”因具有了三代之礼
与德性，从而成为比“我们”更像“我们”的存在，相比之下，“我
们”的父母之邦却陌生得如同“他者”。吊诡的夷夏之辨背后，悲怆
之情隐然可见， 投向异域星空下的视野， 却是“ 我们 ” 最为珍视的
黄金时代。 正如余英时所述， 晚清儒者将古典自由秩序视为“ 再次
来临的儒家黄金时代”，这正是儒家精英对自由观念所能表示的最高
赞美（余英时 ：
《民主观念与现代中国精英文化的没落》）。

四
对社会进化论来说， 关于远古失落“ 黄金时代 ” 的乡愁， 无异
于野蛮部落的认知图景， 因为他们无法洞悉世界与历史演化的“ 必
然规律 ”。 对于这些理性主义者而言， 世界与历史的“ 进化 ”， 具有
内在与层次性的规律， 通过理性与知识的洞见， 可以充分掌握上帝
一般的宏大视角， 既能把握当下的意义， 更是打开专属于未来黄金
时代之门的那把钥匙。 而愚昧野蛮的古代， 则是博物馆中的预备藏
品，对它们的研究，意义仅限于这是认知“必然规律”的粗鄙原料。
随着晚清思想史的变迁，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之后的思潮， 已然
酝酿着巨变。 虽然在这个时代， 康有为仍然认为西洋政治是“ 三代
两汉之美政 ”（《与洪右丞给谏论中西异学书》）， 孙文给李鸿章的信中，
仍在提“ 泰西诸邦崛起近世， 深得三代之遗风 ”（《上李鸿章书》）， 章
太炎也在以汉代地方的“ 议民 ” 比为现代地方议会（《检论·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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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梁启超则以《 孟子 》 滕文公欲行三年丧而父兄百官皆不悦， 将此
视为“ 此上议院之公案 ”（《古议院考》）， 但这也只是传递火种者们比
隆虞夏之心的最后点滴， 斯宾塞尔们的世界观正在被植入中土， 黄
金时代的承诺被倒置过来。
对严复来说，“ 统新故而视其通， 苞中外而计其全 ”， 调和古今
中西，反对“悉弃其旧，惟新之谋”
（严复：
《 与外交报主人书》）的愿望 ，
或许即将成为无力回天的仓促署名。 因为在这个时代， 欧陆已然沦
为了各种激进主义角力的战场， 普鲁士新生民族国家的军功使清国
游士认为战国时代再次降临， 三代礼乐已然崩坏， 而秦尚首功的军
国民凯歌，更加证实了译中发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智性优势。
智性必将取代德性，黄金时代的未来正是残酷竞争天命的嘉奖。《天
演论 》、《 群学肄言 》 与《 社会通诠 》 所象征的认知图景， 足以摧毁
比隆三代的“腐儒之论”。
在晚清的最后一个阶段， 有人开始主张将中国“ 极野蛮时代之
名物 ” 放入“ 古物陈列院 ”（吴稚晖 ：
《评前行君之“中国新语凡例”》），
博物馆作为给未来黄金时代培育养分的献祭， 已然注定其规模之宏
大。 进步主义者以黄金时代之名许诺未来， 刘师培、 李石曾们希望
废除家庭制度， 宋教仁认为可废除国家与私有制， 章太炎则寄希望
于秦制的“ 法吏 ” 与最终的无政府。 掐断生生不息火焰的工作， 仍
将由下一代人来完成， 那个时候， 这代人笔下的博物馆中， 将囊括
了三代之器、 王官之书、 孔孟之道、 野蛮之物， 包括了家庭、 私有
财产、 商业活动与线装书、 文言文、 汉字及奇怪的缠足小鞋， 像法
国大革命中收藏的巴约挂毯（Bayeux Tepestrg）一样，被古怪地陈列在
凯歌高奏的博物馆中。
密涅瓦的猫头鹰未必总是在黄昏起飞，清晨腾入苍空的尾翎上，
明明眷写着涅索斯的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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