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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瑞泉先生在《天命的没落：中国近代唯意志论思想研究》中将章太炎视为中国近代唯意志论哲

学的代表之一，而当代对章太炎哲学解释最流行的模式是“齐物哲学”。将齐物哲学看作章太炎全部

哲学的主体是一种后设的、试图对章太炎哲学整体进行重构的解释模式 [1]，但这一文化复古主义的

主张本身并不包含任何唯意志论的成分。齐物哲学是否足以概括章太炎哲学的主要内容？章太炎思

想中唯意志论的部分与齐物哲学是何关系？章太炎的唯意志论有何特殊之处？

日本学者西顺藏在《从无而来的形成——关于〈我们中国人民〉的成立》一文中将章太炎思想解释

为“人民主义”，认为其《五无论》是一种“无限革命的理论”；近藤邦康的《章炳麟革命思想之形成——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也接续了西顺藏对章太炎思想的总体判断[2]。王远义将章太炎这一部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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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齐物哲学的研究和解释，可参见汪晖、汪荣祖、小林武、慕维仁等学者的著述。

[2]西顺藏观点参见刘国平的转述，见刘国平：《日本的章太炎·鲁迅研究论稿》，〔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7年版，

第12-21页。近藤邦康的论文见其《救亡与传统——五四思想形成之内在逻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总

体来看，西顺藏和近藤邦康对章太炎哲学的解释模式对于大陆学界章太炎研究影响不大，似乎只有台湾学者王远义《宇

宙革命论：试论章太炎、毛泽东、朱谦之和马克思四人的历史与政治思想》一文的观点与两位日本学者不谋而合，此文载

许纪霖编《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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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宇宙革命论”。这几种说法的内核是相似的，都是把章太炎思想与其后的毛泽东、朱谦之思想进

行比较，认为这是一种左翼的、人民主义立场的、主张激进社会变革的革命浪漫主义思想。

从解释模式上来说，这种解释与齐物哲学解释完全不同，双方从章太炎哲学文本中选取不同的部

分，各自认为自己选择的内容反映了更本质的东西。齐物哲学解释涉及的主要文本是《俱分进化论》

《四惑论》《齐物论释》这三篇，而章太炎自己称为“超人超国之学说”的“宇宙革命论”，除了涉及两篇无

生主义的论文《建立宗教论》《五无论》外，还涉及他最早的论文《独居记》。

分析文本之前，先要对“超人哲学”进行释名。章太炎大约在三处提到他与尼采、超人之间的关

联。一是《五无论》中认为激进的社会变革以无生为最高目标，所以需要“大士超人”来领导。“是故一

二大士超人者出，诲之以断人道而绝其孳乳，教之以证无我而尽其缘生。”[1]二是超人具有“依自不依

他”的特质，这一特质与尼采、佛教相似。“犹有厚自尊贵之风，尼采所谓超人，庶几相近。排除生死，旁

若无人，布衣麻鞋，径行独往，上无政党猥贱之操，下作懦夫奋矜之气，以此揭橥，庶于中国前途有益。”[2]

三是这一部哲学整体被称为“超人超国”之学说[3]，是指在超人哲学的规划中，需要由少数克里斯玛式

的超人领袖领导社会变革，最终达到打破一切共同体、消除一切众生的宇宙涅槃境界。下文将基于

《独居记》《建立宗教论》《五无论》等文献说明超人哲学的逻辑结构。

一、大独与群己关系的脱序

《独居记》是章太炎的第一篇哲学论文，其写作契机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章太炎对

清政权感到失望。《独居记》以《后汉书》中的《独行传》为历史依据，属于章太炎所说三项国粹中的人物

事迹类。《訄书》短序中章太炎自称“幼慕独行”，游侠与独行是章太炎少年时便崇敬的两类人格，之后

便成为他儒侠、超人哲学最初的源头。

章太炎所借用的“独行”是一种特殊的历史人群。范晔《后汉书》中有一篇《独行传》，“独行”这一

名称大体只见于从两汉到魏晋这一段历史，就史书的描述看，这类人有几个特点：一是他们身处国家

政权较为衰弱或动荡的时期；二是他们不是游侠一类的武士，而是文士，一般都受过较好的儒家教育，

但出身并不太高，或者不出仕，或者是基层的小官；三是在道德上，他们往往都是因忠孝节义而闻名[4]。

这一人群与帝国权力结构的关系，可以概括为：第一，独行不是游侠这种帝国秩序的破坏者；第二，独

行也不是法吏这种帝国秩序的基层触手；第三，独行是在帝国秩序之外，遵守儒家道德，维护民间自发

秩序的人群，是帝国政权力量衰弱时，维护民间政治稳定的积极因素。

章太炎所称的“大独”与历史上的“独行”有同有异。《独居记》以独、群并举，又分为小独、大独和小

群、大群。独指的是不从众从俗的个人。小独有三种，好勇斗狠的是“鸷夫”，自己贪敛而丝毫不愿助

人的是“啬夫”，独善其身的逸人隐士是“旷夫”，“三者皆似独，唯不能群，故靳与之独也”[5]，意思是这些

人虽然不从众，但是他们的“独”无益于新的良性秩序的建立，并不是真的独，也无益于“群”。大独与

小独的区别就是前者是有效秩序的建立者或维系者。

真正大独与庸众的关系，章太炎将其比之为日与五纬、海与江河。大独如果混迹于庸众之间，为

[1]章太炎：《五无论》，《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58页。

[2]章太炎：《答铁铮》，《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60页。

[3]章太炎：《与张季鸾》，《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236页。

[4]现有对“独行”的研究不是很多，此处主要参考杨颖：《〈后汉书·独行列传〉与正史中的〈游侠列传〉传统》，〔重庆〕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张睿：《汉晋之际独行群体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

[5]章太炎：《独居记》，《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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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群所束缚，则其才能将被埋没，成为庸众的一员。所以，“与群而成独，不如独而为群王。……小群，

大群之贼也；大独，大群之母也。”[1]章太炎的意思是有能力的大独应从旧的秩序和小共同体中脱序出

去，建立新的“大群”。

此后，《訄书》中《明独》《明群》等篇将这一思想的背景揭出。章太炎认为晚清的局面是：“天下多

败群。……社庙未迁、官号未革、权概未变、节簜未毁；俎犹若俎、钲犹若钲、羽犹若羽、籥犹如籥、戚犹

如戚；而文武解弛，举事丧实，禁掖持柄，无政若雨。是为大群之将涣。”[2]原有的大群，即国家的统治已

经难以维持，但社会的各个部分仍如僵尸一般维持运转，丝毫没有变革，这是一幅衰世的图景。指望

国家自己变法已经不可能，旧的大群既已无望，希望何在呢？“窃闵夫志士之合而莫之为缀游也，其任

侠者又吁群而失其人也，知不独行不足以树大旅。”[3]唯有“独行”才能负担变法的大任，联系稍晚写的

《变法箴言》就知道大独指的是来自原本的国家体制以外，且能够领导国家变法图强的人。

章太炎对独行的改造在于两方面。一方面，正史中独行是来自民间对于帝国秩序的自发维系者，

章太炎将建立新群的希望寄托于“大独”，但新群必与作为旧群的清政权不同，此时章太炎对于改革是

否要保留清政权的统治就是有疑虑的，这就与传统独行忠孝节义的道德不完全符合。另一方面，章太

炎的大独是超人最初的原型，超人是不断破坏较小的共同体，而大独的作用在于他“能群”，这个“群”

与梁启超的主张差不多，大体上就是军国民主义。

古代的中国社会虽然是中央集权，但治理能力有限，除国家之外有各种小共同体，比如家庭、宗

族、乡里、党派、官僚系统等。在国家运转良好的情况下，各种小共同体是维系国家这个大共同体的必

要组成部分。但是当运转失灵却一时还未崩溃时，各种小共同体就成了社会进步的障碍，这是由任何

制度都有维系自身存续的本能决定的。所以当大群失去自我更新能力的时候，变法者即“大独”要打

破各种小群之间的界限，使得整个大群能够定于一，然后才有变法图强的可能。

《独居记》反映了章太炎早期思想的两重性，重新使大群定于一，这似乎还是走上王朝循环的老

路，但是旧的朝代更替只是最高政权的更替，具体的中下层组织未必需要打破。章太炎当时还不懂现

代政治学、社会学的知识，但已经隐隐意识到未来社会形态的变革需要打破旧式的各种小共同体，正

是因为在西潮冲击之下，他意识到未来的政体将与两千年的帝制不同。章太炎写下他这第一篇哲学

论文时不过二十五岁，他失落地认为“吾流污于后世必矣”，但文中三个思想将影响他此后一生思想的

发展：一是“大独-大群”这一结构，以及从小群中“脱序”，再与新的大群“接序”这一行为模式；二是推

崇令出于一的中央集权；三是儒家社会主义中的平均主义思想。

二、新道德的佛教化

超人哲学的第二部分是以《建立宗教论》为中心的三篇论文，此时超人哲学由“独行”人格的儒家

话语转变为佛教话语。对于为何要建立宗教哲学，章太炎自己解释道：“高尚者，在并人类众生而尽绝

之，则思想之轮廓在是矣。然举其切近可行者，犹不得不退就民族主义”[4]，“诚欲普渡众生，令一切得

平等自由者，言无政府主义不如言无生主义也。转而向下为中国应急之方，言无政府主义不如言民族

主义也。”[5]这里意思很清楚，章太炎此时主张的民族主义和无生主义，分别对应儒侠哲学和超人哲

学。民族主义用来推翻旧政权，对此无政府主义过于迂阔所以无用；无生主义用来建立平等自由之新

[1]章太炎：《独居记》，《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页。

[2][3]章太炎：《明独》，《章太炎全集：訄书初刻本、訄书重订本、检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4页，第55页。

[4]章太炎：《复仇是非论》，《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82页。

[5]章太炎：《排满平议》，《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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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体并最终走向宇宙涅槃，而无政府主义又过于浅近而无用。更确切地说，与建立平等自由新政体对

应的是超人哲学的第二部分，即《建立宗教论》中发明新道德的主张，而无生主义应当专指超人哲学第

三部分《五无论》的宇宙涅槃论。

上文已述，章太炎超人哲学的第一个主题是在新旧、小大共同体之间的“脱序-接序”行为。第二

个主题就是新道德的建立。他在《与伯中》中说：“共和政体，以道德为骨干，失道德则共和为亡国之

阶，此孟德斯鸠所已言者。所谓道德，岂必备三德六行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不侮鳏寡，不畏强御，

则足以为共和之本根矣。”[1]新政体要求国民有足够的道德水平和自治能力，而新道德的内容又不能是

“三德六行”的传统儒家道德。在儒侠哲学中，章太炎已经用《儒行》的刚毅道德和侠的敢死精神替换

儒家的柔性血缘伦理；在超人哲学中，章太炎选择用佛教道德来替换儒家道德。二者的区别在于，儒

侠的刚毅道德是通过推翻清朝而结束帝制时代，超人的佛教式新道德是呼唤众人走向五无世界的革

命乌托邦。前者是告别历史，后者是走向未来。

对于如何选择建立新的价值观，我们可以看到晚清思想家认为价值观与世界观的关联是结构性

的，儒家的世界观既然被佛教和进化论所取代，那儒家的道德也不可用。儒家的天理世界观符合古代

中国仅将东亚世界看作天下的全部，东亚之外全以夷狄视之，离中国越远则文明程度越低的观点。这

套价值系统已为晚清的几场战争所打破，但欧洲式的以西方为文明，西方以外为野蛮的狭隘文明观也

不为中国思想家接受。中国思想家需要一个不中不西的方案，佛教就是较为趁手的选择。暂时使用

佛教世界观确实在思想上和情感上都较容易被接受，比如谭嗣同引入“以太说”时便认为以太是“法

界”的本体。而进化论则许诺了非中心文明也有可能达到更先进阶段。下文将分析指出，章太炎超人

哲学的史观是以单线进步观为结构，填充的内容则是佛教与绝对平均主义，新道德需要有利于社会进

步，其放弃儒家道德就是出于此原因。

儒家道德不利于今日的原因有二。一是儒家功名利禄之心较重。《答铁铮》中说：“孔氏之教，本以

历史为宗，宗孔氏者，当沙汰其干禄致用之术。”[2]这是说在政治上，儒家士大夫倾向于与君主合作，不

利于平等的政体。二是旧的柔性道德过时，无益于国民性，妨碍新道德的建立。《与梦庵》中说：“然则

三纲六纪，无益于民德秋毫。使震旦齐民之道德不亡，人格尚在，不在老庄，则在释氏，其为益至闳远

矣。”[3]

相比儒家与基督教，佛教是不错的选择。在章太炎那里，唯识学的“依自不依他”、独行人格的“大

独必群”、尼采的“超人”这三种气质被融合为一。他如此形容：“犹有厚自尊贵之风，尼采所谓超人，庶

几相近。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布衣麻鞋，径行独往，上无政党猥贱之操，下作懦夫奋矜之气，以此揭

橥，庶于中国前途有益。”[4]这里除了大独的气节外，只有加入佛教思想，视宇宙与众生为幻，才能“排除

生死，旁若无人”。

晚清思想家借助佛教时都有强烈的入世取向，章太炎对佛教也加以了改造[5]。在《独居记》中，章

太炎先否定小独，再让大独从小群中脱序，最后完成大独建立大群这一目的，类似的论证模式也出现

在《建立宗教论》和《人无我论》之中。《人无我论》证明遍计所执之我和依他起之我都非真我，只有二

者断灭，圆成实之我才能显现。而真我又应“不执一己为我，而以众生为我”[6]。这一区分，与区别小

[1]章太炎：《与伯中》，《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15页。

[2][4]章太炎：《答铁铮》，《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55页，第260页。

[3]章太炎：《与梦庵》，《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20页。

[5]关于晚清佛学，参见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21页。

[6]章太炎：《建立宗教论》，《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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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大独同构。消灭假我，明了以“自识”为宗之后，所谓轮回便是假我的轮回，佛教主张厌弃有情世间，

将众生济度出三界之外。对于众生应当“夫依他固不可执，然非随顺依他，则无趋入圆成之路。……顺

此依他，故一切以利益众生为念，其教以证得涅槃为的。”[1]不执众生而随顺众生，以脱离有情世间和脱

离轮回为最终目的，这又与小共同体到大共同体的“脱序-接序”行为完全一致。而在超越层面中对现

世的否定则为《五无论》的宇宙涅槃论埋下伏笔。

超人哲学基于个体的“自尊其心”，并要求随顺、济度其他众生，教化者被称为“勇猛大心之士”或

“大士超人”[2]。当时所有的现代化方案都基于西方早期社会学的单线进化史观，章太炎对其隐隐不

满，但在理论上尚不能与之抗衡，唯一能做的就是以佛教改造之。但以佛教改造单线进化观造成的问

题就是空想的革命乌托邦的出现。超人哲学的初级目标是通过建立新道德来维系未来的共和政体，

终极目标则是宇宙涅槃。但事实上二者并非单线关系，现实层面的目标仅到共和为止，涅槃仅仅是理

想层面的目标，二者并非单线的远近关系。章太炎一边说“道德普及之世，即宗教消镕之世”[3]，一边又

要大士超人帮助没有勇猛大心的普通人“随顺进化，渐令厌弃”，最终走向涅槃。这表明章太炎对于现

实与理想两个层面的目标没有提供一个合适的图式安放，只能将其合并在单线进化史观之中。但可

以确定的是，作为超人哲学的第二部分即《建立宗教论》，其精神是入世的，仅以建立能够适应和维护

共和制的新道德为目标，其新道德内容是：“非以无生，则不能去畏死心；非破我所，则不能去拜金心；

非谈平等，则不能去奴隶心；非示众生皆佛，则不能去退屈心；非举三轮清净，则不能去德色心”[4]，“以

勇猛无畏治怯懦心，以头陀行治浮华心，以唯我独尊治猥贱心，以力戒诳语治诈伪心”[5]。显然，新道德

的内容虽然是佛教的，但还保留了儒家的入世精神，而并非是求解脱的。

章太炎的超人哲学中来自佛教、尼采的影响可以进行多方面的分析。在个人层面，佛教将儒侠式

现世中除暴的不畏死提升为视宇宙为虚幻的超越性的不畏死，但反过来最终价值取向并非出世而是

入世的。在国家社会层面，佛教因素的注入使得国家相对于众生、宇宙来说是小共同体，但也使得国

家这一共同体的边界丧失了牢固性。在狭义上，尼采对于章太炎的意义并不很重要，仅仅是在描述佛

教“依自不依他”精神时被拿来作为类比；但在广义上，章太炎思想中反传统和认为需要激进的社会变

革这些方面，都与尼采哲学有着结构和宗旨上的相似性。

《建立宗教论》虽然以佛教话语改换了《独居记》的思想，但是二者结构基本相同，改变的重点在于

新的世界观和道德都变为佛教化的：《独居记》要求冲破小群建立大群，《建立宗教论》则表明，人类也

只是小群，人类之外还有众生和宇宙的大群。一旦将强烈的入世精神推广到人类之外，那超人哲学就

将进入第三阶段。

三、五无世界：绝对平等主义的滑坡

《五无论》大概是中国近代哲学史上最雄奇而又难解的篇章之一，难解的原因在于其思想中诸构

件不是显明的。我认为构筑宇宙涅槃论这一思想需要三个要素，《独居记》提供了小群大群之间“脱

序-接序”的行为模式，《建立宗教论》提供了佛教化的宇宙观和入世精神，最后一个要素就是均贫富的

绝对平均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在古代思想史上一直存在。在官方，其表现为加强国家控制下的阶级

内部平等；在民间，其表现为农民起义时均田均产的思想。这两种思想在章太炎这里汇合了。

[1][3][4]章太炎：《建立宗教论》，《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年版，第 437页，第 440页，第

440页。

[2]章太炎：《俱分进化论》《五无论》，《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13、458页。

[5]章太炎：《与梦庵》，《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21页。

168



中国哲学研究

江苏社会科学 2018/5· ·

近代哲学中，平等是一项基本的价值诉求，很大程度上以反传统的面目出现。谭嗣同《仁学》中的

平等观是较为全面的，他要求破除五伦之中的四伦，这既是要瓦解作为政治等级基础的伦理秩序，也

是要证成个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而非后来的阶级平等。在这点上章太炎显然对谭嗣同甚为不满，

因为谭嗣同在《平等论》等文中认为父子、男女、君臣三种不平等关系本身合理，皆不可废[1]。而章太炎

所接受的平等观则是自古小农意识形态中均贫富的绝对平均主义。章太炎在许多论文中对于秦制废

除封建贵族津津乐道，认为这是实现了中国式的平等，这种平等在未来建立共和制时应当保留。章太

炎在《五无论》和《代议然否论》中对代议制的批评基本就是将代议制与封建贵族制进行类比，认为有

诸多小团体的贵族制比大权独揽的君主专制破坏力更大[2]。对此他设计了一些措施，“一曰：均配土

地，使耕者不为佃奴；二曰，官立工厂，使佣人得分赢利；三曰，限制相续，使富厚不传子孙；四曰，公散

议员，使政党不敢纳贿。斯四者行，则豪民庶几日微，为编户齐人得以平等，亦不得已而取之矣。”[3]章

太炎认为的平等就是对豪民、富户、商人的限制，因而这种平等本质是对财产权的限制。“限袭产之数，

不使富者子孙蹑前功以坐大也。田不自耕植者，不得有；牧不自驱策者，不得有，山林场圃不自树艺

者，不得有；盐田池井不自煮暴者，不得有；旷土不建筑穿治者，不得有；不使枭雄拥地以自殖也。”[4]而

同时章太炎又认为“法吏”天然是平等的维护者，任何社会上的不公或国家对国民的施暴都可以得到

法吏的公正解决[5]。章太炎的平等观要求抑制商业，推崇国家机器，打破阶级，这是小农平均主义、新

法家和空想社会主义三者的结合。这种平等观认为不平等不是权力不公造成的，而是财富分配不均

造成的，因此消除不平等的方式就是限制财产权并动员贫民反对豪民。在同时期的《民报》上，黄侃的

《哀贫民》认为国家、地主都是对贫民的剥削者。“朝廷，盗薮也；富人，盗魁也。”[6]刘师培受无政府主义

影响，在《废兵废财论》《悲佃篇》中认为去除专制在于废除政府以及铲去地主、军人、商贾等阶级。“然

处今之世，非复行井即足郅治也，必尽破贵贱之级，没豪富之田，以土地为国民所共有，斯能真合于至

公。”[7]

超人哲学虽为个体主义，但章太炎天然地将人分为两类，有勇猛大心者和无勇猛大心者，前者是

平等观的规定者和执行者，后者是接受者。虽然前者有大独、大士超人等以变法、救世为目的的崇高

人格，但章太炎只承认前者获得个体的地位，后者仍仅是大群的从属者，因而章太炎提倡的是有限的

个人主义，他并未改变，甚至说他的学说可能加强了“一个权威垂直施与的平等”这一框架[8]。

思想的诸要素具备，无生主义便水到渠成。前文已说，《独居记》是超人哲学的起点，内容是打破

与大一统帝制耦合的诸多小共同体，释放个人使之融入未来的新国家。而《建立宗教论》延续小群、大

群这一结构，将其扩大为一个从小到大的连锁序列：家庭、阶级、国家、一切制度、人类、众生（有情世

间）、世界（器世间）。相邻的前一项都是包含在后一项之中的小群。破家之后是以均贫富破除阶级，

建立共和，此是现实目标，之后还有理想层面的目标。“人类本平等，而所依之地本不平等；人类之财产

可以相共而容，而地方之面积不能相共而容。……是故欲无政府，必无聚落。农为游农，工为游工，女

为游女。苦寒地人与温润地人，每岁爰土易室而居，迭相迁移，庶不以执着而生陵夺。”[9]这是为了维护

[1]章太炎：《平等论》，《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5-26页。

[2][4][5]章太炎：《代议然否论》，《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11-316页，第319页，

第319页。

[3][9]章太炎：《五无论》，《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54页，第456-458页。

[6]黄侃：《哀贫民》，《黄季刚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654页。

[7]刘师培：《悲佃篇》，《刘师培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版，第165页。

[8]高瑞泉：《平等观念史论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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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内部的绝对平等而打破小于人类的任何共同体，使得只存在原子式的个人。而即便如此还是不

够，虽然人类的大恶都由政府和国家造成，但其原因在于人根性之恶，彻底断绝纷争和不平等的唯一

方法是号召人类全部停止繁殖。更进一步，章太炎误解了唯识学，认为一切众生共用同一个阿赖耶

识，人类虽灭只要还有众生在繁衍那人类迟早还会在轮回中出现，所以还须灭尽众生。最后根据进化

论，即使一切生物消亡，只要宇宙世界还在，总有一天会有生命出现，所以最彻底的一步就是连宇宙一

并进入涅槃。若将这一学说分解，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其中诸要素：超人本身就是对人类的超越，超

人超国学说也是对人类物种和一切共同体的超越。章太炎将理想层面、现实层面以及佛教出世、儒家

入世纳进同一个单线图式之中，转变为时间上的现在与未来，以及空间上小于国家的共同体和大于国

家的共同体这两阶段，因而借用了佛教的世界观但完全保留儒家的入世精神。以此为精神动力，以均

贫富的绝对平均主义为核心观念，一次次从较小的群中脱序，建立或进入更大的群，而代价是每次上

一个小群都要被弭平，这种绝对平均主义造成的无限制滑坡的结局就是连至大无外的宇宙也一并消

亡。最后，“结果他所达到的顶多只是批判的平等形而上学，而没有成立建设性的平等政治哲学”[1]。

四、超人哲学的思想史结构

超人哲学如上文分析，本身包含清晰的逻辑结构。但同时，因为它三个部分的每一个都不只有单

一的思想来源，所以将其放置到更宏大的历史背景中，则会呈现出与微观逻辑结构截然不同的宏观思

想史结构，这也同样包含三个部分：一是作为社会运动领导者的超人，二是社会运动的根本原因是人

口与资源的矛盾即匮乏，三是社会运动的终极目标是作为思想实验的革命乌托邦。

“超人”在字面意思上就是对旧的人类、人格、人性的超越，因而作为与传统的圣人所不同的一种

理想人格，“超人”一定不是旧秩序的维护者，而是思想与社会的变革者。因此，“超人”既不是如晚明

哲学中的“豪杰”般的对旧制度的局部修正者，也不是谭嗣同式的“烈士”般的具体的实践者，具有“勇

猛大心”的“大士超人”在章太炎这里本身就是在包含了思想和实践各层面的全能主义变革者。分解

来看，《独居记》描述了一个破除旧群、建立新群的革命者，《建立宗教论》描述了具有超越性道德的无

生主义的修行证理者，《五无论》描述了具有超凡魅力的引导人走向革命乌托邦的克里斯玛式领袖。

完整的超人就是这三者的合一。

超人哲学思想史结构的第二层是对匮乏社会的经济批判。章太炎作为一个儒家社会主义者，他

本身有强烈的平均主义倾向。抑兼并、均贫富、重农抑商等思想或政策都属于儒家社会主义的传统，

也是近代以来中国接受西方社会主义时本身就具有的一些前见，这导致中西社会主义存在不同的特

征或民族特色。章太炎在谈论中国古代制度的优点时说：“至于中国特别优长的事，欧美各国所万不

能及的，就是均田一事，合于社会主义。……我们今日崇拜中国的典章制度，只是崇拜我的社会主

义。那不好的，虽要改良；那好的，必定应该顶礼膜拜，这又是感情上所必要的。”[2]然而在古代，儒家式

的社会主义、中央集权制、人均资源匮乏是在同一个系统中紧密关联的，三者是相互加强的关系。章

太炎一贯支持秦制，所以他赞美匮乏而反对丰裕及商品经济，也是逻辑上必然的，这在多方面都可得

到证实，比如他在《革命道德说》中将人分为十六等，以政治、经济地位最低，受教育水平最低的农人为

道德最高的一等，相反，知识越多、经济条件越好的，则道德水平越差[3]。在《五无论》和《代议然否论》

[1]高瑞泉：《平等观念史论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84页。

[2]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之演讲》，《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0-11页。

[3]章太炎：《革命道德说》，《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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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需要被限制权力的对象不是官府而是富户豪民，其措施一方面继承古代均田、抑兼并的传统，另一

方面吸收社会主义的限制商品经济和个人财产等主张[1]。这里章太炎的主张可以直白地表述为：平等

是一种好的价值，但实现平等的必要代价或措施是抑制乃至消除富裕阶级。《四惑论》更是主张吃饱穿

暖以外任何更多的物质享受都是不正当的[2]。直观地看，在前现代社会，由于基于个人权利的平等尚

未建立，匮乏和平等是一对双生子：越是在较为富裕的阶层，各种政治经济关系就越多元化；只有在较

为贫困的阶层，才能实现阶层内的大致平等。

章太炎的儒家社会主义至少有两个不足。一是对于匮乏的产生原因分析不明。这里至少包含三

重矛盾，由重至轻分别是人口增加与土地资源有限之间的矛盾、国家权力对民间财富汲取产生的矛

盾、地主与佃农的矛盾。在每个朝代面临危机而农民不堪重负时，国家权力对他们的汲取都大于地主

对他们的剥削[3]。章太炎忽略了其他两个更重大的问题而认为贫民与豪民的贫富之别是社会不平等

的最重要来源，这种归因是很片面的。二是宋代以后随着大量过剩人口的产生，土地总体上越来越分

散到中小地主手中，大地主逐步消失，但随之而来的是人地比率的恶化和所有人普遍趋于贫穷[4]。也

就是说随着过剩人口上升，人们趋于匮乏、贫穷是必然发生的普遍现象，与地主对佃农的压迫程度无

关。如果像章太炎理想中那样，豪民地主完全消失，所有人成为自耕农，平均倒是平均了，但恐怕人口

也已经达到饱和，整个社会将趋于极致的匮乏。在这种情形下，“不患寡而患不均”还能算一个崇高的

理想吗？

第三层是宇宙涅槃作为革命乌托邦式的思想实验。章太炎的《五无论》与康有为、谭嗣同、邹容

等人的革命乌托邦不同，事实上仅是一个带有革命乌托邦形式的思想实验。第一，章太炎超人哲学

的固有要件是上文所分析的逻辑结构三要素，他说：“若自明者观之，序次秩然，推行不乱，孰后孰

急，若指果于掌中。”[5]这里意思是终极虚无的五无世界是这三要素自组织的结果，并不真的是他的

最高理想。因而《五无论》完全不像一般的革命乌托邦那样崇高辉煌，而是悲壮惨烈的。第二，超人

哲学在要建立新的大群的前提下，同时要瓦解旧群的一切等级依附关系，这需要来自下层的、人民

主义的、由克里斯玛领袖领导的群众运动。但在将绝对平等主义作为根本观念和诉求的情况下，任

何稳定的秩序都将无法建立，结果是使得从小至大的群一个个被弭平。这就是超人哲学给出的结

论：对于大型的匮乏社会，任何进步的力量必然破坏原有的维系社会的力量，不论后者是否合理，而

进步力量本身又不足以提供新的维系能力。秩序与动力的矛盾就是超人哲学中革命乌托邦这一思

想实验提供的最终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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