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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modern times, Christian-Religion is re-introduced to China and deeply influences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thoughts about life. Tan Si-tong contacted with Christian-Religion around thirty, absorbing a lot of ideas from Christianity, which had great influence on his political ideal. Tan Si-tong
introduced the “ether” and “soul” concepts in the Christian-Religion, and deepened the thoughts of
“benevolence” based on that. Besides, he introduced the concept of “universal love” and “equality”,
and formed the “benevolence-generality-equality” political ethics concept. “Benevolence” means
selfless love and realm with no desire, which is the core content of his political ethics thought.
“Generality” is the first factor of “benevolence”. Through “Generality” (including Chinese and foreign communication, men and women communication,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people can
achieve “equality” (including political equality, economic equality, social equality and so on), and
finally realize the realm of “Benevo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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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代以来，基督教再次传入中国，深刻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看待人生的方式。谭嗣同三十岁前后接触基
督教，从基督教思想中吸收了很多观念，对他的政治理想起了很大的影响。谭嗣同从基督教思想中引入
“以太”、“灵魂”等概念，加深了对“仁”的思想阐发，引入“博爱”与“平等”观念，形成了“仁
–通–平等”的政治伦理理念。“仁”即仁爱，是无私无欲的崇高境界，这是他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内
容。“通”是“仁”的第一要义，由“通”即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达到“平等”，包
括政治平等、经济平等，社会平等等方面，最终实现“仁”的无私无欲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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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代以来，随着基督教思想的传入及其与中国文化的互动，知识分子开始以基督教的宗教视野批判
中国传统文化，审视中国文化的现代诸问题。谭嗣同三十岁前后接触基督教，试图以基督教改造中国传
统儒家文化。谭嗣同在其《仁学》中将孔教与儒教(后儒之教)相区别，比照基督教批判儒教，欲使孔教成
为“教”。谭嗣同认为，后儒之教，以名为教，名实分离，名所确立的不平等之三纲五伦关系，造成仁
之乱，“教”因而成为贬义词。更因耶教流行及与本土文化的冲突矛盾，一言教即被视为“夷狄异端”。
名教原为卫教而立，“不谓名之弊乃累教如此也！”[1]。

2. 谭嗣同以基督教反观中国传统孔教
作为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谭嗣同对孔教信心十足，通过研究基督教，他提出中国的儒学需要更加
宗教化，不仅要用基督教的传教方法来传播孔教，而且还要像马丁·路德改革基督教一样彻底地改革孔教。
[2]。“孔教何尝不可偏治地球哉！”[3]。谭嗣同说：“中国既不自教其民，即不能禁我之代为教”[4]。
由于中国的孔教并没有将其思想传播到百姓大众身上，因此，也没有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宗教，这是谭嗣
同认为孔教先后被佛教与基督教代替的一个重要原因。究其另一个原因，应该就是中国自古以来的多神
现象。中国历来就有多神崇拜现象，而孔教却没有办法解决此问题。“无论何等教，无不严事其教主，
俾定于一尊，而牢笼万有，故求智者往焉，求财者往焉，求子者往焉，求寿者往焉，求苦者往焉”。从
《仁学》中的这段话，我们很明显地可以看到，谭嗣同认为，宗教就需要严格地崇奉教主，教主是解决
一切问题的并且是唯一的神，很显然，孔教离谭嗣同心中的宗教相差甚远。所以，谭嗣同建议孔教在传
教方法上应该全方位地效仿基督教，“往者诸君子抱亡教之忧，哀号求友，相约建孔子教堂，仿西人传
教之法，遍传诸愚贱，某西人闻之曰：‘信能如是，吾属教士，皆可归国矣’”。
“孔教之亡，君主及言君统之伪学亡之也；复之者尚无其人也，吾甚祝孔教之有路德也”。谭嗣同
在其《仁学》中，非常鲜明地指出，由于中国古代的君主专制制度及伪学的日益兴盛，导致孔教日渐衰
落，所以这时候就需要改革家的出现，来对政治制度和孔教本身进行彻底的改革。从谭嗣同的孔教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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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当时对基督教教义、思想，传教方法等应该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并将基
督教作为参照系来反观孔教，深刻反思中国的儒学思想，进而提出了建构新的“仁学”思想。

3. 基督教对谭嗣同“仁–通–平等”理念的建构
基督教思想对于谭嗣同“仁–通–平等”伦理理念的建构，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谭嗣同最初是从
一本名叫《治心免病法》的宣传基督教思想的小册子中得到“以太”1 概念的。通过读谭嗣同的《仁学》，
我们很容易发现，“以太”是其书的核心概念之一，谭嗣同用基督教思想中的“以太”代替了中国理学
中的“气”[5]，并且他根据“以太”概念，再结合自己的思想，从而建构起了一个独特的属于他自己的
“仁”的哲学体系。
谭嗣同除了借鉴基督教思想中的“以太”概念之外，还将“灵魂”概念引入他的政治伦理理念中。
谭嗣同认为，基督教思想中的“灵魂”概念，大致与中国传统孔教中的“气”相通。“灵魂”概念对于
“仁”的阐发具有重大意义。
最后，谭嗣同在他的仁学体系中，又引入了基督教思想中的“博爱”与“平等”两个概念。谭嗣同
所谓的“平等”，主要还是来源于西方文化，并且在基督教思想中可以找到其源头。“博爱”、“平等”
再加上“以太”和“灵魂”，从而构成了他自己完整的“仁–通–平等”的政治伦理理念。这三者之间
是相互联系，相互统一的，是一个整体。谭嗣同在其《仁学·界说》中指出：“通之象为平等”、“通则
必尊灵魂，平等则体魄可为灵魂”、“灵魂，智慧之属也”[6]。

4. 谭嗣同“仁–通–平等”的政治伦理理念
“仁”是谭嗣同政治伦理思想中的核心概念，是他所有政治主张的理论出发点，更是他要达到的终
极理想。所谓“仁”，就是仁爱，主张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爱，无我无私欲。“通”，是仁的第一要义，
通过“通”达到仁的境界，“仁”对“通”进行理论指引，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统一的关系。“平等”，
也是在“仁”的思想指引之下的另一要义，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平等。总之，“仁”为“通”
和“平等”提供理论指导，“通”和“平等”都是为了达到“仁”的崇高境界，三者互为前提、缺一不
可。

4.1. 以“仁”为核心的政治伦理思想
谭嗣同从完善自我着眼论“仁”，他显示的是人如何奋力冲破重重网罗，从而达到“通”的境界。
谭嗣同的“仁”，较为侧重人作为人的存在价值和存在意识，强调人的个性和价值。他以“通”论“仁”，
《仁学·界说》中第一条就是“仁以通为第一义”。谭嗣同强调了“仁”与“通”之间是一种互相依赖、
相互融通的依存关系。他认为“仁”并非是社会的必然状态，而是需要以“通”作为基础，“通”也并
非事物的必然状态，它需要“冲决网罗”才能达到“通”。谭嗣同在《仁学·界说》中倡导“冲决”利禄、
俗学、全球群学、君主、伦常、天、全球群教以及佛法之“网罗”，并指出“真能冲决，亦自无网罗”，
如此循环，才能达到“道通为一”的境界。
谭嗣同在其所著的《仁学·自述》当中对“仁”是这样论述的，他说到：“‘仁’从二从人，相偶之
义也。‘元’从二从儿，‘儿’，古‘人’字，是亦‘仁’也。‘无’亦从二从人，亦‘仁’也。故言
仁者不可不知元，而其功用可极于无”。其中的意思是说，仁，即人与人相互亲近；元，即“善之长也”，
引申为仁爱；无，通于元者，所以仁者肯定就是善者，最终达到的是无我无私欲的崇高境界，也就是说
1

“以太”是英文“ether”的音译。中国近代以“以太”作为宇宙万物本原的一种哲学理论。最早出现于古希腊哲学，在西方近代
自然科学中被人们作为一种假设的物质解释某些自然现象，后被爱因斯坦相对论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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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元、无三者都有着仁爱的意思。他还说：“能为仁之元而神于无者有三：曰佛，曰孔，曰耶。佛能
统孔耶，而孔与耶仁同，所以仁不同”[7]。其意思就是“仁”包括佛学、孔子甚至西方耶稣的一切思想
内容，佛学能够包含孔子和耶稣的思想，他认为能够成为仁的“元”而达到“神”的理论，首当其冲的
应数佛、孔、耶三家，并且认为“佛能统孔、耶”。“仁”表现于作用之上，则是“以通为第一要义”，
所谓“通”是指事物之间的相通为一体，彼此无碍，浑然一体，也就是“道通为一”。
谭嗣同的“仁”还包括着佛学提倡的大无畏精神。他在给欧阳中鹄的信中曾说佛劝解世人若能够以
慈悲为怀自然能够做到不畏惧生死，“无不畏活，无恶名畏，无死畏，无地狱恶道畏，乃至无大众威德
畏，盖仁之至矣”[8]。佛学的内容以大无畏为主，已经成就了道德的人可以称其为无畏，那些教化人的
人可称其为施无畏。人之所以能够无畏，根源于慈悲之心。只要是为了大众们的利益，就不会害怕死亡，
不会害怕沾染恶名，甚至不害怕下地狱入魔道，不会害怕强暴之力，达到这样的境界，便可以说他已经
成仁了。

4.2. “通”，“仁”之第一要义
谭嗣同指出“仁以通为第一义”，“仁”，总是和“通”相联系在一起。谭嗣同政治伦理也在于由
“通”达到“仁”的境界。纵览他以“仁”为核心思想的《仁学》，无不贯穿着“仁通”的思想，他以
通人通事为内容，以学法通为方法，以平等自主为“通”的目的，以冲决网罗的精神打破封建专制的束
缚和统治，最终达到“仁”的境界。“通之象为平等”，反映了谭嗣同政治伦理思想中对人与人之间和
谐关系的渴望和期盼。换言之，谭嗣同的政治伦理思想在“仁”的思想的影响之下，融会贯通人文世界
中人与人的各种关系，使人和人类社会在自由和平等、自主和尊重的和谐融洽的基础上趋向大同世界的
要求，他的政治伦理思想的目的是为了“求全世界之众生”的人类大同世界，因此“通”是达到“仁”
的必要条件。
“通”有四项表现方式：
其一，中外通。谭嗣同所说的“中外通”是指中外虽然国度、信仰、习俗等不同，但人应该得到的
平等权利却是没有差别的。比如，以他所说的世界不同的教派来说，他认为佛教、基督教、孔教虽发源
于不同的国家，产生的时间的长短也有所区别，但是它们的教义却是相同的，即“平等”。他说，当初
印度有森严的等级制度，并将人分为四个等级，上等的人是统治者和管理者，下等的人是普通百姓和奴
隶，人与人实质上是不平等的，因而佛法强调要主张适时变革，建立平等社会，可见，无论地域、时间
的差异有多大，教义却是相同的，这便是中外通。
其二，上下通。要达到大同的理想，必须要冲破上下不通、不平等的网罗。“夫大同之治，不独父
其父，不独子其子”[9]。谭嗣同理想中的大同世界是上下平等的社会，没有君臣、父子等伦常礼教的苛
刻和束缚，在政治上能够畅所欲言，在家庭中能够民主平等，如果做到了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平等，
那么社会就会上通下达，和谐一致，那些束缚人们思想的伦常礼教就自然没有发挥作用的对象了。因此，
上下通是人与人之间有平等融洽关系的先决条件。
其三，男女内外通。这实质上表达了谭嗣同反对封建陋俗、提倡妇女解放、主张自由的民主思想。
谭嗣同对妇女缠足这一陋习深恶痛绝，认为这是残害妇女身心的极不道德的行为。裹足的后果不单单是
不能跑、不能跳、不能行的肢体残害，更是对妇女人格、尊严的蔑视。所以，谭嗣同极力反对这一陋习，
并且在湖南成立不缠足会以示对封建礼教的反对决心。
其四，人我通。其实“人我通”实际上已经包涵在“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的各
项含义之中了。谭嗣同政治伦理思想的本质体现也就在于对人的终极关怀，“通”的本质也是人的存在
的体现，因此，“通人”也是“仁”和“通”关注的焦点问题，谭嗣同论“通”的终极目标实际上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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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人”。
可见，“通仁”是谭嗣同政治伦理思想中“仁”的关键所在，因为他的最终目的是“冲决网罗”，
要冲破封建制度的约束和障碍，达到“通仁”的崇高境界，“仁”其实也就是“人”，“通仁”也就是
“通人”，他进行维新变法的根本目的也就是创造一个自由、自主、人人平等，人我互通的大同世界，
变法思想同时也就深深的打上了“人学”的思想烙印，充分体现了谭嗣同极度的人文关怀和平等精神。

4.3. 平等，“仁学”之实质
平等，是“仁学”的实质内容，谭嗣同提倡的政治伦理思想追求的目标就是达到人人平等、民主的
理想社会状态，其中包含了政治平等、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方面的内容。
其一，政治平等。鸦片战争的爆发，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逐渐处于被动地接受“人为刀
俎，我为鱼肉”的局面，为了改变国家内忧外患的现状，谭嗣同提出了“中外通”的思想主张，通过中
西方思想文化、政治经济的相互交流与合作，从而达到增强国家实力的目的，其实质是积极主张中国要
多向西方借鉴和学习科学技术和民主政治。按照谭嗣同的理解和想法，第一“通学”，就是通过学习西
方的科学知识来开启民智，使人民从愚昧落后中警醒，进而民智而国强；第二“通政”，就是要通过学
习西方民主、自由、平等观念以反对专制，建立民主政治；第三“通教”，就是用西方的宗法教条改革
完善传统礼教，达到人人平等；第四“通商”，就是在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的基础之上，发展资本主义
工商业，扩大与西方的贸易往来，改善国民的物质生活。可以说谭嗣同的“中外通”表现在政治方面就
是要求建立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
其二，经济平等。首先，伸民权，抑官权。谭嗣同渴望通过政治改革来获得经济上的平等地位和待
遇，批判封建专制政府对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种种限制。其次，中外通商，互利合作。要达到经济平
等首先要做到加强中外的互通与合作，通过“中外通”达到经济平等的目的。再次，提倡“黜俭尚奢”，
达到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平等。谭嗣同继承魏源的“奢能济贫”的观点，大力主张消费对生产的推进作用，
他批判中国封建传统社会长期推行的“主静”和“崇俭”的生活方式。他主张扩大消费，提倡“主动”
和“尚奢”的社会风气，利用消费来刺激经济发展。
其三，社会平等。谭嗣同政治伦理思想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的民主、平等和自由，进入“仁”的
无私无欲的美好境界，这也是他理想中的大同世界。他希望国家上下一片和谐景象，人们没有高低贵贱
之分，人人都拥有平等和自由；整个社会财富充裕，没有贫富差距，人民生活富裕，安居乐业；社会中
人们之间亲如一家，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爱；家庭里夫妻相敬如宾，父子相处融洽。

5. 结语
谭嗣同在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遍发生思想危机，感到人生迷茫的晚清时代，较早接受了基督教 (耶教)
思想，并且通过对基督教典籍的深入研习，从中吸收了可以和儒学 (孔教)、佛教以及墨学等相互会通的
“以太”、“灵魂”、“平等”等概念，并且逐渐形成了具有谭嗣同独特风格的宗教观念和“仁–通–
平等”的政治伦理理念。谭嗣同的政治伦理理念在历史上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当时反响巨大，不仅
为维新变法的政治改良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为后世的政治革命以及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借鉴和精
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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