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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伏尔泰是 18世纪法国早期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 也是 中国热 时代的著

名思想家。他正是通过对中国哲学的解读, 为其反封建、反神学斗争吸取营养的。

但由于伏尔泰所掌握的中国哲学的材料极其有限,且都是经传教士们 消化 过的二

手资料,这就使他对中国哲学的解读出现了无可避免的粗浅性、片面性和主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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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往是推动文化发展的直接动力。文化交流的过程,一般都表现为由器皿到思想的

过程。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可谓源远流长,但直至马可 波罗之前,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依

然是一个出产陶瓷、茶叶、丝绸、漆器等等的 器皿中国 。 马可 波罗游记 的出版, 标志着中

国思想文化大规模西传欧洲的开始,它给生活于中世纪黑暗中的欧洲人展现了一个极其强大、

文明和富庶的新世界。元明清时代大批传教士在宗教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进入中国, 并向欧

洲大量介绍中国文化,燃起了 17- 18世纪在欧洲持续了近百年的 中国热 浪潮。伏尔泰就是

生活于 中国热 时代的著名思想家,他正是通过对中国哲学、历史、政治制度、社会风俗等的研

究,为他的反封建、反神学斗争提供动力和坐标的。当然,由于历史、文化、阶级等因素的局限,

伏尔泰并未真正理解中国文化,他对中国哲学的解读也无可避免地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偏差。

在伏尔泰之后, 随着对中国文化理解的深入, 在巨大的反差面前, 欧洲也迅速由对中国文化的

溢美转向了对中国文化的蔑视。

一、伏尔泰对中国哲学的解读是粗浅的,他把自然神论理解为中国

哲学的实质

伏尔泰与他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一样,都从未涉足中国, 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主要是阅

读入华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的书简和著作。传教士们介绍中国文化的根本目的在于传教及

隐藏在传教背后的世俗利益。柏应理神父( Couplet)就曾直言, 他介绍中国的哲学和宗教, 并

未怀有为欧洲学者们提供有关中国人才智的思想,而是更为有利于未来的传教士们,为他们提

供稍晚时归化中国人的手段 。[ 1]虽然入华的耶稣会士们都是以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面目出

现的, 但科学只不过是他们在华立足和传教的手段, 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取舍和介绍, 都是以是

否有利于传教为目的的。耶稣会士们的书简在欧洲编撰出版时往往又被大量篡改, 距中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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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真面目也就越来越远了。作为伏尔泰担保人的杜赫德神父( Du Halde)在编辑出版 耶稣

会士书简集 和 中华帝国全志 时的做法即为明证。[ 2]为此,法国当代汉学家安田朴宣称: 杜

赫德神父是大家可以想象出来的最为厚颜无耻地改扮历史的化妆师。
[ 3] ( P660)

伏尔泰把中国

哲学理解为自然神论,在相当程度上是耶稣会士们的直接 功绩 。

伏尔泰把 天 等同于基督教意义的 上帝 ,忽视了 天 在内涵上的丰富性。对 天 的理

解与敬祖之礼、祭孔之礼一起, 构成了中国礼议之争的基本内容, 也是伏尔泰解读中国哲学的

基础。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人们对天的理解是多种多样的。其一是指 苍天 , 如 易经 之 九

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其二是指最高的创造者和支配者,即 上帝 ,如 论语 八佾 之 获罪

于天, 无所祷也。其三是指自然界, 即天地阴阳,如 论语 阳货 之 子曰: 天何言哉, 四时行

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其四是指自然而然, 非人为的东西,如 庄子 秋水 之 天在内,人

在外, 牛马四足是谓天,落(络)马首,穿牛鼻, 是谓人。在传教士中虽然不乏精通汉语及中

国文化者,但他们在介绍中国文化时都无法摆脱传教的藩篱,对中国文化和哲学进行了实用主

义的理解。耶稣会中的绝大部分人为了说明宗教不仅在中国 古已有之 , 而且它与基督教是

完全一致的,他们在介绍 天 的时候,都有意回避 天 所包含的物的因素, 把 天 看作是宇宙

万物的创造者和支配者。虽然耶稣会士龙华民及方济各、多明我会士们都一再宣称:中国人的

天 是物质的天,但都被伏尔泰出于其宗教立场而忽略了。在伏尔泰看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

个政府是真正相信无神论的, 作为理想模式的中国政府更不可能是无神论者。从康熙皇帝的

遗诏及其赐与在北京的传教士并刻在天主教堂上的对联都说明, 在中国文化中广泛使用并具

有至高无上地位的 天 , 只能是作为最高主宰的 上帝 ,也就是在犹太 伊斯兰 基督教

世界中的那种独一无二的和纯粹的精神性的 God。

伏尔泰把自然神论看作是中国哲学的本质,否定了中国哲学的多样性。自然神论是 18世

纪早期启蒙运动的基本主张, 它一方面承认上帝或神的存在,另一方面又对上帝或神的权力限

制在创世和对世界作第一推动的范围内。虽然中国传统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有神论, 但也

有荀子、王充那样的无神论者。在自然神论盛极一时的 18世纪法国,所有研究中国思想的人

都必须从无神论或有神论中作出抉择。伏尔泰选择了耶稣会士们所坚持的有神论 (自然神

论)。安田朴认为: 从 1734年起,自从 哲学信札 发表以来, 伏尔泰就把中国视为 世界上最

明智和最开化的文明民族 。[ 1] ( P602)在伏尔泰看来,中国的政府组织是 开明专制 的典范,中

国的道德是一切道德的楷模, 这样的政府,只有像我们这样在一切争论中都信口开河的人,才

会把它说成是不信神者。[ 3]人类必须要有一种约束机制,社会尤其是道德不能离开神的约

束,因为 绝对不相信任何神, 则是道德上的一种可怕的谬误,一种跟贤明的政府格格不入的谬

误。人们一方面激烈反对贝尔关于一个不信神的社会也可能存在下来的说法,另一方面又同

样声嘶力竭地叫嚷世上最有理智的帝国是建立在无神论的基础之上,这是只有我们才有的自

相矛盾。[ 3] ( P251)伏尔泰认为,中国的皇帝(康熙) 可能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哲学家 , 他的遗诏

清楚地表明其不是一位不信神者。因此,由儒生所组成的文人政府所掌握的中国哲学必定是

以有神论为基础的, 即使有 许多读书人确实陷入了唯物主义 ,也 不要认为中国的所有唯物

论者都是无神论者, 因为有那么多的教会神甫都相信上帝又相信有形的天使 。[ 3] ( P257)这样,

伏尔泰就置耶稣会士们在 中国杂纂 中一再提及的、几乎与其生活于同一时代的颜元和戴震

的唯物主义于不顾, 把自己的自然神论思想赋予了中国人。

可见,伏尔泰对中国哲学的理解是粗浅的,通过耶稣会士们的有色眼镜, 他仅仅看到了中

国哲学中最表层的方面 而忽视了中国哲学本质上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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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伏尔泰对中国哲学的解读是片面的,他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

哲学等同于中国哲学

17世纪中后期开始的 中国热 , 使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西方得到了广泛传播,孔

子在欧洲人心中成了无所不能的新偶像, 老君 、佛陀 则成了西方基督教文化所极力清剿的

偶像崇拜的标志。正是耶稣会士们对待中国文化的这种别有用心的作法, 直接导致了完全不

懂中文的伏尔泰对中国哲学解读的片面性。

伏尔泰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哲学等同于中国哲学。在 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中,伏尔泰

始终是一位坚定的中国文化赞美者。 儒教又一次令人赞叹不已了。它没有任何迷信,没有任

何荒诞的传奇,也没有任何蔑视理与性的教条。
[ 1] ( P712)

在伏尔泰看来,孔子不仅是至圣至贤

的哲学家,而且是天下唯一的师表,他的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的格言,

乃是人类幸福之所系。中国的政府都是以孔子的伦理道德为基础的,皇帝则是儒家道德的最

大实践者, 皇帝的御旨几乎从来都是关于道德的指示和圣训。[ 3] ( P251)因此, 世界上有过的

最幸福、最可敬的时代,就是奉行孔子的律法的时代。
[ 3] ( P253)

当然, 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

思想家之一,伏尔泰还远没有愚蠢到我们今天常见的强调一个国家只能有一种思想的程度。

在 孔子之后不久,老聃创造了一个相信魔鬼、符 和方术的教派。公元前 500年,中国曾存在

一个类似伊壁鸠鲁的教派, 以后被废黜。公元 1世纪时, 和尚的迷信行为在这个国家到处泛

滥。
[ 3] ( P255)

但这些鼓吹迷信和偶像崇拜的教派,不过是供平民百姓之用的 粗糙的食物 , 与

平民隔绝的官员士绅则享用精细的食品 (儒教)。[ 3] ( P256)可见,伏尔泰所理解的哲学的范围远

大于我们今天的 哲学 , 在他看来,儒家哲学一直是中国哲学的主流,是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

识形态,其它哲学都只是作为陪衬和排斥的对象。虽然在杜赫德神甫的著作中曾提到 庄周梦

蝶 ,但 伏尔泰对于道家的这种异常的智慧几乎一无所知 。[ 1] ( P729)伏尔泰对孔子及儒家思想

的狂热,成了他全面解读中国哲学的重要障碍。

伏尔泰不了解儒家哲学的历史发展过程,把孔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学等同于全部儒家哲学。

儒家哲学与其它社会意识形态一样,都是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作为地主阶级意识形态的

两汉经学与作为自由知识分子思想意识的先秦儒学就有明显的不同,佛教中国化之后产生的

新儒学 宋明理学与原始儒家更有着巨大的差异。伏尔泰不懂得哲学发展的历史性, 忽视

了儒家发展过程中对其它学派的吸收和利用,而是把儒家思想纯粹化了,认为中国历史上的

文人教派 及其政府都是孔子思想的继承者和实践者。 我们有时不恰当地(把他的学说)称

为 儒教 , 其实他并没有宗教, 他的宗教就是所有皇帝和大臣的宗教, 就是先贤的宗

教。[ 3] ( P88)虽然伏尔泰对孔子推崇备至, 以致于在其小礼拜堂中供着孔子的画像,但严格而

言,伏尔泰并不真正了解孔子。他对孔子生平的了解仅限于传教士们改造过的司马迁的 史

记 , 他对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的了解也是以传教士们的介绍及极其有限且翻译水平不高的 儒

家经典 为基础的。在伏尔泰的时代, 人们所能找到的 儒家经典 的译本都是宋代以前的文

献。虽然在1777年出版的 中国杂纂 第 2卷的作者曾 想既介绍古人那未变质的教理作为基

础坚实和真实的道德准则,又介绍晚期哲学家(特别是宋代哲学家)们那同样荒谬而大逆不道

的思想体系 。[ 1] ( P697)但对于这位在外漂泊和逃亡了 20 多年, 并即将戴着神仙般的桂冠凯旋

巴黎的 83岁高龄的思想家而言,这些思想已很难进入他的视野了。正是对理学的无知, 使伏

尔泰不能从发展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哲学,以至于把中国哲学等同于儒家,又把儒家哲学等同于

孔子 这样 伏尔泰就在对孔子的崇拜中 把中国丰富多彩的哲学纯粹化 片面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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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伏尔泰对中国哲学的解读具有主观性, 完全是为他的反封建、

反神学斗争服务的

伏尔泰并不是康德式的书斋哲学家,他研究并极力推崇中国的政治、文化, 目的在于 用中

国挫败无耻之辈 ,为其反封建、反神学斗争服务。因此,伏尔泰所理解的中国哲学与其它中国

文化一样,都无一例外地披着浓重的 启蒙 光环。

伏尔泰解读中国哲学的根本目的,在于以中国的开明君主制反对法国的绝对君主制。伏

尔泰认为: 在欧洲的君主们以及那些使君主们富裕起来的巨商们看来,所有这些地理发现只

有一个目的: 找寻新的宝藏。哲学家们则在这些新发现中,看到了一个精神的和物质的新天

地。
[ 3] ( P17)

在这些 精神的和物质的 世界中最完美无缺的国家就是中国,孔子则是中国 精神

的 缔造者。 孔子不创新说,不立新礼; 他不做受神启者, 也不做先知。他是传播古代法律的

贤明官吏。 孔子只是以道德谆谆告诫人, 而不宣扬什么奥义。[ 3] ( P88)正是在孔子的影响

下,中国人都具有完备的道德和法律意识,中国的政府则是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和实践者, 皇帝

的御旨几乎从来都是关于道德的指示和圣训 。在中国,政府也要遵守法律, 它必须以增进人

民的福利为第一要务,人民则把君主、官吏看作家长,尊重并顺从他们。因此,中国乃是开明君

主制的典范。与此相反, 伏尔泰生活时代的法国正处于君主专制的极盛时期,中央政权空前强

大,路易十四一人独揽大权,宣称 朕即国家 。之后,在扬言 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 的路易

十五统治下,贵族骄横,僧侣专权, 民不聊生。伏尔泰本人也被多次投入监狱和四处流亡,甚至

一生中未能在巴黎一次住满两年。正是出于对封建专制制度的仇视,使伏尔泰把中国的哲学、

道德、政治制度都理想化了,以致于不顾那些在 18世纪的法国所众所周知的事实,完全排除了

中国哲学中的无神论、唯物论和偶像崇拜等因素,不知道中国也会有 朱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

骨 的惨状,并极力为中国在艺术、科学和技术方面的落后辩护, 盛赞中国皇帝的贤明和政治制

度的优越。可见,伏尔泰的 中国 并不是真实的中国, 而是经耶稣会士们美化了的、作为法国

封建专制制度对立面的中国, 是伏尔泰插向法国绝对君主制心脏的一把锐利的匕首。

伏尔泰解读中国哲学的直接目的,在于以中国的宗教宽容反对天主教的宗教迫害。伏尔

泰与 18世纪法国的其他启蒙思想家一样,都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宗教宽容国家。伏尔

泰一再推崇孔子的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的主张,认为 他提倡不念旧恶, 不忘善行、

友爱、谦恭 ,
[ 3] ( P253)

孔子是中国思想宽容和宗教宽容的开创者。虽然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就有

许多偶像崇拜者,在孔子之后也存在着道教、佛教等不同宗教,但中国政府都对它们采取了宽

容的作法。 中国的儒生崇拜一个唯一的上帝,但却听任人民受和尚的迷信行为的蛊惑。他们

接受道教、佛教,以及其他几种教。官员们认为人民信奉跟国教不同的宗教, 就像食用一种比

较粗糙的食物那样。
[ 3] ( P90)

伏尔泰甚至为雍正的禁教辩护, 认为雍正禁教并非他不宽容, 相

反,禁教完全是罗马天主教会不能宽容中国礼仪的结果。把传教士赶出国门的雍正依然是 地

球上最公正、最文明和最贤明的 皇帝。与此相反,被称为 太阳王 的路易十四却是个缺乏教

养的迫害狂,他虽然使法国取得了欧洲霸主的地位, 但又把思想专制和宗教迫害推至了极点,

他废除了亨利四世颁布的宗教宽容法令( 南特敕令 ) ,在全国重新开始了对新教徒的迫害,企

图用血和火来统一臣民的信仰。正是路易十四重新煽起的宗教狂热,使 19岁的伏尔泰尝到了

失恋之苦,并且从 20岁开始就不得不东躲西藏,跟监狱和流亡生活结缘 60多年。在中国的思

想通过传教士源源不断地涌入人们的视野,并且在英国亲身体验了信仰自由和思想宽容之后,

在这个 任何主张改革的哲学都不能不把宗教宽容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 [ 4]的时代 伏尔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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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从理论上高举着宗教宽容的大旗,而且亲自投身于反对宗教迫害的实践之中,使沉冤两年多

的 卡拉案 最终得以昭雪。在长达 60多年的反对宗教迫害的斗争中,正是中国悠久的宗教宽

容思想,为他确立了坐标,增强了信心。诚然,伏尔泰对中国宗教政策的解读与他对中国其他

文化形式的解读一样,都被过于美化了。他不知道中国的宗教宽容一直是以皇权对教权的绝

对控制为基础的,是在可控范围内的宽容,它和中世纪以来就与王权分庭抗礼甚至凌驾于王权

之上的基督教会有着根本的区别。即使这样,中国也不乏唐武宗那样的迫教皇帝, 甚至在 儒

生 中,也有韩愈那样的反佛斗士。这些都是伏尔泰所不知道的, 即使知道也是他所要极力回

避的。可见,伏尔泰把中国列为宗教宽容的理想国家, 并把这种宽容归功于孔子的教导, 其立

足点并不在于要做中国哲学的 公正人 ,而是要用中国这把宗教宽容之剑,砍去法国甚至欧洲

宗教迫害的头颅。

综上所述, 伏尔泰对中国哲学的解读完全是为他的反封建、反神学斗争服务的, 由于历史、

文化和阶级的局限, 他不可能还中国哲学以本来面目, 以致于在解读中国哲学的过程中出现了

这样那样的 误读 。但正是这种误读, 促进了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使 中国问题 成为整个

18世纪欧洲的思想家们无法回避的问题, 从而推动了启蒙运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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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oltaire was a leading member of the early Enlightenment in France in the 18th

century, and a famous thinker during the period of China Craze as well. It was from the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philosophy that he got the strength in the st ruggle of anti feudalism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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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ed, most ly f rom the missionaries, Voltaire s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philosophy appeared

unavo idably superf icial, prejudiced and subj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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