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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剧变的近代中国，国家政体与政策导向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革，社会结构与价值观念也随之而变。在这一

历史巨变的过程中，传统的士绅阶层，面对根深蒂固的传统

文化以及纷至沓来的西学，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分化蜕变，

逐步形成新的知识阶层。不过，如果具体到士绅个人而言，

我们又会发现，由于地域环境的差异，家学传承的不同，个

人经历的迥异，他们在士绅蜕变的大潮中又各自呈现出独

具的特色。苏州莫厘王氏作为一个绵延六百余年的士绅望

族，在近代社会的剧烈变革中，也同样经历着这种艰难的蜕

变，其中 有名的代表就是王季烈、王季同等兄弟四人，他

们不仅是近代中国的西方科技引入者，同时也是曲学等传

统文化的研究大家，而他们在民国之后成长起来的后裔则

大多成为科技领域的领军人物①。透过王氏家族中士绅们中

西兼修的文化观念与政治实践，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江南

清末民初江南士绅家族的“中西观”
——以苏州东山莫厘王氏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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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清末民初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苏州东山王氏家族顺应时势，涌现了王谢长达、王季烈、王季同等一

批领先于时代潮流的开明士绅，他们或倡导女权，或译介西方科技著作，对近代科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同

时，王氏家族作为江南著名的科举世家，长期浸淫于深厚的儒学文化之中，在近代社会的转型中，其政治理想与

社会伦理观念始终植根于传统之中。在面对中西文化冲撞融汇时，他们这种“中体西用”观在江南士绅家族中是具

有一定代表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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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绅蜕变过程中，中学与西学、国家与社会、家族与个人之

间的互动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

一、王氏对“西学”的译介

“王氏于宋建炎初，由汴迁吴。”［1］1 世居苏州洞庭东山。

明初王氏以业贾为生，中期以后，莫厘王氏②通过科举这一

“成功的阶梯”逐步转型为“读书治生，二者并重”［1］3 的江

南望族。明清两代，王氏先后考取 11 位进士，其中 1 名状元、

1 名探花。晚清以来，王氏家族面对千古未有之政治变局，

开始对中西之学进行比较探索，他们积极译介西学著作，对

西学的引进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仁俊（1866—1913），字捍郑，号籀许。光绪十八年

（1892）进士，著名经学家俞樾的弟子，近代史学家、史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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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学家、金石学家。先后任存古学堂教员、京师大学堂教

授、学部编译图书局副局长等职。1896 年撰写并出版《格致

古徵》，他在书中说：“欲修铁路、制钞币，莫如兴工学；造

机器，莫如兴重学；开矿产，莫如兴地学、矿学；折南漕、

创邮政，莫如兴商学……若欲蠲除痼疾，力行实政，莫如修

平五帝三王治平之道，而不废格致之学。”［2］148 又说：“窃惟

力图自强，不外格致，虽采西学，实本中书。”［2］55 王氏撰写

《格致古徵》 主要目的是为了论证其“西学中源”说，但同

时我们也要看到，他对讲究实用的西学并不盲目排斥。俞樾

为该书序曰：“吴下王君幹臣，以名进士入词林，改官吏部，

始读中秘书，即思发古书之义蕴，穷西学之根株，创为一书，

曰格致古征。”该书“自九经二十四史，以及诸子之书，百家

之集，凡有涉于西学者，博采而详论之，使人知西法之新奇

可喜者，无一不在吾儒包孕之中”［2］52-53，有学者认为王仁

俊编《格致古徵》而成为“西学中源”说的集大成者［3］。由于

文化观上的一致，《格致古徵》的刊行也得到张之洞的赞助。

“西学中源”曾为圣祖康熙所倡，因此此说又成为洋务运动

早期倡导引进西学者为西学找的一种合理定位，以便于推

行洋务，如 1868 年同文馆设立天文算学馆引起的大争论中，

弈 就利用此说回敬倭仁的责难。因此，在 19 世纪末年，此

说虽然稍显保守，但在一定程度上来讲确实对西学的进一

步传播找足了理由。

与王仁俊相比，其族孙王季烈（1873—1952）在对待西

学的态度上有了明显的进步，特别是对西方发达的科学技

术，王季烈突破了“西学中源”的自欺欺人的说法，转而积

极地译介西学著作。

王季烈父亲王颂蔚，晚清进士；母亲王谢长达，清末民

初著名女社会活动家。王颂蔚生有五子，“季烈长，庠生，壬

寅科举人，甲辰科进士，刑部主事，调学部，补员外郎，升

郎中，任专门司司长，京察一等记名道府，兼充京师译学馆

监督，资政院钦选议员”［4］92。

王季烈出身于同光之际，正是洋务运动推行的时期，

西学东渐进入了官方推行的阶段。苏州作为西学东渐的

门户，首当其冲地面对源源不断的西学浪潮。王季烈到上

海江南制造局以后，通过自学，钻研西方传来的近代物理

学，与受聘于江南制造局的英国著名翻译家傅兰雅合作翻

译了美国医生莫耳登与电机工程师汉莫尔合著的《X 射线》

（TheXRay），副题是“不可见光的照片和它在手术中的价值”

（该书于 1896 年在纽约的美国技术图书公司正式出版）。以

中文译名《通物电光》于 1899 年在江南制造局出版。“x 射

线是 19 世纪末物理学上 重要的发现之一。1895 年 11 月，

德国物理学家伦琴（W.C.Rontgen.1845-1923）在重做赫兹

（H.R.Hertz.1857—1894）、勒纳德（PhiIippE.A.vonLenard.1862

一 1947）关于阴极射线的实验时发现了用黑纸包着的放电

管在通电时放在附近的涂有铂氰化钡（BaPt（CN）4.h2O）的

纸发出了微弱的光。他抓住这个现象进行了各式各样的实

验，证明有一种看不见的光线穿透许多物质，使物质有透明

度。”［5］而《通物电光》是目前见到的中文第一部有关 X 射线

著作。从 1895 年伦琴发现 X 射线，到 1896 年《X 射线》一书

的出版，再到王季烈将其翻译成《通物电光》引进中国，一

共历时四年，其翻译速度之快、技术之新令人刮目。

除了和傅兰雅联合翻译《通物电光》以外，王季烈在上

海江南制造局期间，还重新编写了藤田丰八翻译的教科书，

并定名为《物理学》。“物理学”这一名词在中国统一普遍使

用也是从这本书开始的，“日本物理学家饭盛挺造编著、中

国学者王季烈重编的《物理学》（1900—1903 年出版）则是

中国首次使用真正具有近代科学含义的学科名称‘物理学’

一词作为书名，也是第一部较全面系统反映近现代物理学

知识内容、具有大学物理水平的教科书，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翻译的物理类书籍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6］。在王

季烈的译作中，对于很多物理学名词的翻译和审定也做出

了卓越的贡献，比如“摩擦力”一词的统一使用：“由《重学》

中的‘面阻力’（1859）到《格物测算》（1883）中的‘面抵力’，

再到《格物质学》（1894）中的‘摩阻’，直至王季烈主编的《物

理学》（1900）中才使用与现今名称一致的‘摩擦力’。”［7］

此外，王在京任职期间还翻译出版了《 新理化示教》

（1904 年）、《 新化学》（1904 年）等中学理科教材。他还兼

任商务印书馆理科编辑，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所编的《初

等小学格致》（1909 年）、《初等小学格致教授法》（1909 年）、

《新式物理学教科书》（1911 年）、中学《化学》（1912 年）、《共

和国教科书中学物理》（1924 年）；并主持编印了著名的《物

理学语汇》，其中《共和国教科书中学物理》一书在高级中学

中曾被普遍采用，而《物理学语汇》是中国第一本由政府颁

布的物理学名词规范。

1900 年，王季烈始到汉阳，成为张之洞幕下一员，任学

校教习。这可以说是王季烈仕途之起点，他的政治抱负也

在这一阶段逐渐形成。1900 年 1 月，慈禧太后发动“己亥立

储”，意欲废除光绪帝，打击维新派。包括王季烈在内的新文

化人，由“经元善领衔通电反对慈禧太后的‘己亥立储’”［8］。

1904 年，在张之洞的保举和资助下，王季烈进京参加科举考

试，中甲辰科进士，并进入新组建的学部。1905 年到 1911 年

王任学部专门司郎中，主管高等教育和留学生事务，兼任京

师译学馆理化教员，为近代中国培养了大批的留学生和科技

人才。不过，王季烈对于西学的接受也到此为止了。

王季烈胞弟王季同（1875—1948），又名季锴，字孟晋，

号小徐。他在 20 岁左右即有值得推许的数学著作问世［9］1，

是现知我国 早在国际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现代数学论文

的学者，在数学和物理学方面成就卓著，有很多开创之作①。

他幼年“读四书五经，后亦尝涉诸子百家”；少年时代开始

学习、钻研西学，“喜欢研究数学、科学，读明季利玛窦、徐

光启，到清季江南制造局的译本书”［10］2。根据郭金海先生

的研究，“王季同是由基本上是中国旧式教育领域的学生与

①关于王季同的数学和物理学成就可以参看：郭金海：《王季

同与四元函数的微分法》，《中国科技史料》2002 年第 1 期；《华尔

和胡德关于螺旋弹簧新公式的研究及王季同的回应》，《自然科学史

研究》2005 年第 4 期，在后一篇文章中，郭认为王季同是“现知在中

国本土教育下从事近代自然科学研究且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论

文，并在几个研究领域上均有所建树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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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转变为现代数学家的。根据现有资料，他是良好地完成

这种转变的第一人”［11］。

二、王季烈等人对“中学”的坚守

莫厘王氏作为江南著名的科举世家，虽然在“西学”的

传译中作出了积极贡献，但其优越的政治地位与深厚的家

族文化传统，决定了他们在处理中西学之地位与角色时，始

终将“中学”放在根本的地位，因而在政治观念上具有较强

的保守色彩。

戊戌维新时期，王仁俊与其师俞樾共倡古文，明确反对

康梁变革政治制度。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初一，王在上海主持

实学报，期间他写成了《实学评议》，认为“民主万不可设，民

权万不可重，议院万不可变通”［12］132。这篇文章分“民主驳议”

和“改制辟谬”两部分，在民主驳议中，他以刚刚发生的孙文

的革命活动为例，认为革命使得“海表啸聚，闯然以民主为揭

橥，君权不尊，民气嚣然，震旦恐从此不靖矣”［12］134。他列数

西方民主制度的弊端，认为民主和改制万不可在中国实行。

王季烈于科举废除的前一年中进士（1904 年），传统文

化特别是纲常名教对他的影响可谓根深蒂固。因此，他对西

学的学习和研究也是有限的。他反对撼动儒家文明的核心，

主张以儒家纲常来稳定社会秩序，做到上下尊卑有序。对于

列强的欺凌、国体的变更以及社会秩序的崩坏，王季烈将一

切都归结到欧风东渐上来。王季烈曾经给师母吴夫人写八

十和九十大寿的祝辞，其中论述了江南十年以来的变故：

“三纲五常，百世不易，至于圣贤之教，如日月经天，江河纬

地，圆颅方趾之俦，莫不致其尊敬。乃近数年来，士倡邪说，

盗弄大权，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一旦废弃之，蔑伦常，

从嗜欲，非特变夏于夷，直将化人为兽！生民以来未有之奇

祸。”［4］120-121 他主张从传统儒学中寻找医治社会的良方，论

及东方文化中的儒佛两家，他说：“儒者立言主中庸，如布

帛菽粟为人生日常所不可缺；佛家言报应、述灵异以警惕

愚夫愚妇，使之迁善去恶，譬之药石，亦为人生疾病时所不

可缺。人不能恒康健而无疾病，则药石为不可废；世不能尽

圣贤而无愚夫妇，则佛教为不可废。自瀛海交通，欧化东渐，

后生小子既非汤武而薄周孔，复崇拜物质文明，辟除迷信，

遂使蚩蚩之氓无所警惕，勇于为恶，以至变乱相寻，生民涂

炭。譬之人体受疠以深，服瞑眩之药，厥疾弗瘳，然则居今

世而言救世，佛氏之教固当与儒者并重也。”［4］63-64

王季烈在担任咨政院钦选议员期间，正值武昌起义，他

不赞成辛亥革命，曾经向袁世凯建言：“汉阳既下，宜乘破

竹之势，克复武昌，肃清宇内，然后有明内政，与民更新，

国家人安，而总理亦身名俱泰，若首鼠两端或及挟党人以自

重，则上误君国，下误苍生。”［4］4 后来，因为与袁世凯政见

相左，面对袁世凯屡次征召，他一直不出。民国初年，政局

动荡，他内心十分愤懑。1912 年他卜居津沽，沉浸在戏曲研

究中。1913 年成立景璟曲社。关于重回曲艺研究的原因，他

在“景璟社记”中说：“斗室回旋，端居蹙额；愁来横集，忧

能伤人。于是披关马之遗编，览伯龙之新曲，家居茂苑，耳

熟吴歈，每当春鸟喧晨，秋虫惊夕……聊自解烦”，实“乃藉

无聊之狂吟以抒中藏之骚屑耳”［4］77。

1927 年北伐胜利，南京国民政府建立，此后王季烈基

本上在大连，兼做房地产生意，但他恢复传统社会秩序的梦

想一直潜藏在心中。“早在 1923 年，王季烈就与郑孝胥、罗

振玉、王国维、辜鸿铭、宝熙等几人交往甚密，并成立了‘东

方学会’，旨在以东方文化振兴民族。在宝熙、罗振玉等满

清遗老旧臣的影响下，王季烈积极复辟，始终不忘‘匡复大

计’。”［13］1932 年伪满洲国成立，王季烈任“宫内府顾问”，

这或许成为他一生唯一为后人诟病之政治污点。但是，王季

烈一生清贫，曾在其训子篇中详述了一生各阶段的收入情

况，十分微薄，与其翻译名家、大僚幕宾以及位处国家权力

中枢的身份极不相称。他不慕虚荣，视功名利禄如浮云，在

满洲国成立后的第三年（1934 年），他便向皇帝递交了《乞

归奏折》。折云：“登基大业已告成，微臣二十余年所夙夜祷

祀以求者既克副，其私愿又何敢再为滥竽。”［4］136 据其好友

许汝芬记载：“郊祭礼成，公（指王季烈）跃然以欣曰：吾所

求者慰矣。还我初服，歌咏太平，此非吾之职志乎。章亟上

乞身。”［4］9 对于王季烈的做法，许汝芬总结说：“守夫义与

礼而已。”王季烈不仅自己恪守传统礼义，他还在诫子篇中

说：“人之异于禽兽者，为有伦常故也。伦有五，而君臣之

义废之将二十年矣。此数十年之政治民生比之二十年以前

何若？士农工商之稍有知识者能言之，无俟余之喋喋。近两

年来，则父子兄弟夫妇之伦亦将继君臣而废弃，余料从今以

后尔诈我虞、此攘我夺、人类之自戕残杀、弱肉强食方兴未

艾也。夫蜂蚁之微而犹有君臣之别，尊卑秩然，各勤其职；

人而破家族之制，废纲纪伦常，则下陵上、少犯长，不惟无

异禽兽，抑且不如蜂蚁矣。”［4］136

相对于王季烈政治上的固守传统，其弟王季同对中西

文化的关系则表现得较为客观。他在解释立志西学的原因

时说：自己“生长于十九世纪季年西洋新文化极盛时代，目

击其富国强兵之效验，知立国于今日之世界非适应此潮流

不足以图存，故在青年时代即以介绍新文化于国内，促进国

内新事业为志愿。”［14］7 他晚年从西学转入佛学，以科学家的

身份研究佛学，并开始注意比较、融会东西方文化，晚年曾

经撰写《佛法省要》、《佛学与科学之比较研究》等著作。他

对中西文化的会通有着相当深刻的见解。他说：“中华民族

介乎文化较低发达较迟之诸民族间，故数千年来养成一种

惟我独尊之习气。虽近代交通发达，欧化东渐，而中华民族

自尊自大蔑视他族文化之成见牢不可破。直至十九世纪之

季，一败于英，再败于英法联军，三败于法，四败于日，五

败于八国联军，创巨痛深，始一反数千年傲慢旧习而转为卑

谄，视固有文化为一文不值，一味崇拜西洋新文化，而西方

学者往往对于我古文化虽不深悉，犹相当重视者，自是亦更

肆轻蔑。”［14］7 他批驳“东方精神、西方物质”的“中西观”，

反对强行划分东西文化的差异和优劣，认为东西文化“但各

有所长，不当偏袒耳”。从这些资料中我们不难发现，王氏

家族到王季同时期，其“中西观”已经开始走出了矛盾的时

期，实现了中西文化的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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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王季烈等人“中西观”形成之原因

从王季烈等人“中西观”之内容看，其形成既是时代使

然，亦是地域文化与家族传统熏陶的结果。

江南地区尤其是上海、苏州一带是 早接触西学的窗

口，早在 19 世纪中期，江南士绅中的少数见识超前者就已

经开始提倡学习西学，一批熟读四书五经的传统士人渐渐

开始了他们的蜕变历程。其中较早接触西学并对其进行深

入思考的当首推冯桂芬与王韬。

冯桂芬（1809—1874），字景亭，吴县人，晚清杰出的改

良思想家之一，其思想上接林则徐、魏源，下启康有为、梁

启超。他打破颟顸自大的天朝上国观念，明确指出中国“六

不如夷”：“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

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船坚炮利不如夷，有进无退不如

夷。”［15］198 面对那些严夷夏之大防、盲目排斥西学的顽固派，

冯桂芬大胆提出了“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的口号。他质

问世人说：“居今日而据六历以颁朔，修刻漏以稽时，挟弩

矢以临戎，曰吾不用夷礼也，可乎？且用其器，非用其礼也，

用之乃所以攘之也。”［15］200 他一方面主张“重儒官”、“复宗

法”、“复乡职”，以传统的制度重建战后的苏州社会伦理秩

序；另一方面，他也倡议“采西学”，“制洋器”，“以中国之

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15］211。这一思想实际

上成为后来洋务派“中体西用”理想的理论依据。

19 世纪的中后期，另一位为国家命运殚精竭虑的人是

王韬（1828—1897，字兰卿，江苏长洲人），他在冯桂芬“中

西观”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拓展。由于王韬曾长期居留香

港，并在欧洲周游数年，对于西学的认识，他比同乡冯桂芬

走得更远。较之于冯，王的进步之处有两点：第一，他不仅

致力于西学东渐，同时为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起了巨大

的作用。第二是他对西方的认识并非停留在器物层面，对西

方政治制度也开始了初步的探索。他曾提出：“君为主，则

必尧、舜之君在上，而后可久安长治；民为主，则法制多纷

更，心志难专一，究其极，不无流弊。惟君民共治，上下相

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都俞吁咈，犹有中国三

代以上之遗意焉。”［16］65 号召重视“民”的地位和作用，对君

主立宪的政治制度表示出极大的赞许。这一点对即将到来

的康梁维新变法有着巨大的启蒙作用。但作为饱受儒学熏

陶的西学倡导者，王韬对西学的接受并非全盘照搬，他说：

“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盖万世而不变者，孔子

之道也，孔子之道，儒道也，亦人道也。”［17］30 面对世界强弱

格局的变化与汹涌而来的西学冲击，王韬同样感觉到了：

“中国三千年以来所守之典章法度，至此而几将播荡澌灭，

可不惧哉！”［16］303 这表明，19 世纪后半期，即使是王韬这样

的维新先驱，“采西学”一旦涉及政治体制、社会伦理等问

题，依然不能越出儒家之“道”的藩篱。

冯、王二人采西学的主张不仅对后来的维新运动产生

了重要影响，同时也影响了作为同乡的王季烈家族。

冯桂芬与王季烈之父王颂蔚交往甚密，“王乃冯之高

弟”，在冯主持编写同治《苏州府志》期间，王颂蔚担任了其

中艺文、古迹等部分的撰写。冯桂芬对王颂蔚的影响虽然没

有直接资料表明，但从王颂蔚提倡“开贤良、登俊良、讲求

实学”，希望士人“学习测量、化学、光学”，并“咨商制造”［18］

等主张看，他与冯桂芬可以说是志同道合。共同的文化旨趣

不仅是冯王之间交往的基础，同时也相互影响的基本前提。

与王颂蔚一样，王季烈之母亲王谢长达也是一位思想

超前的杰出女性，1898 年，她与晚清维新名士的族侄女江漱

芳等人率先在苏州成立放足会，苦口婆心地“劝导女子，不

当缠足，即已缠者，亦须解放”。她们还分赴苏南乡镇，成立

分会，劝导放足。“屡次开导，果竟有效。青年女子后竟无缠

足者，即中年缠足之妇女者，亦肯解放矣。”［19］对苏州女性

观念与身体之解放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影响王季烈中西观念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就是“中体西

用”的实践者张之洞。王季烈 1900 年入张之洞的幕府，一路

受到张的重用和保举。张既是一位儒学名臣，又是一位封

疆大吏。他在湖北引进先进技术，举办新式教育，培养新学

人才，但在中西文化融通的核心问题上始终没有让步。“张

之洞的中西会通论，由于是以保证‘中学为体’为前提的，

因而他不可能破除中学与西学的文化界限而创制全新的文

化思想体系。耐人寻味的是，他却以‘经世致用’为纽带实

现了中学与西学的结合，创立了一种‘不新不旧’的文化体

系。”［20］王季烈投身汉阳铁厂、入幕张之洞到 终服膺“中

体西用”的社会改良方式，实乃二人在文化观念上相互影响

的结果，其中王季烈家学传统中深厚的经世致用思想成为

二者思想融会和政治主张趋向一致的关键纽带。

如果说冯桂芬、张之洞等人的影响还属于外缘性因素

的话，那么王氏家族经世致用与强烈的忠君观念则是支配

着王季烈价值观念与政治理想的核心精神。

自明代先祖王鏊以来，东山莫厘王氏世代诗书传家，科

第长盛不衰，同时积善好施，保障乡里，被世人称为“忠厚王

家”。王氏的“忠厚”家风，不仅表现于居乡为绅，同时也表现

于立朝为官。明代探花王鏊（1449—1524），正德间官至户部

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王鏊“进讲必分别天理人欲，君子小人。

每至治乱用舍之际，言之恳恳。上以方春，出游后苑，左右谏

不听，公讲文王无盘于游田一章，反复千言……上自是不复

出矣”［21］18。王鏊曾孙王禹声，万历进士，历任承天知府、广

东学政等职，秉性忠贞耿直，曾因为民请命而罢官。

明清鼎革之际，王氏家族两位生员谨守忠君之道，拒

绝与新朝合作，表现出强烈的士人节操。其中王希，于“顺

治乙酉除夕自尽，遗命以幅巾敛，墓表称故明王知我先生”。

王学伊，“以明诸生隐居胥庄，终身不入城市，未改明冠服”，

王季烈曾经给他们写《潜德记》，称赞“两公遭逢鼎革，虽生

死异趋，而不降不辱，继轨墨胎，则一也”［4］72。嘉道以后，

社会衰败，各地民变相继，在地方任职的王氏族人，为了维

护朝廷统治，许多都是力战而死。据《莫厘王氏家谱》记载，

有清一代，王氏家族为忠君、尽职、守节而献身的就有 16

人，其中太平天国战争中尤多。甲午战后，清廷割地赔款，

王季烈之父王颂蔚为此“愤懑久之”，叹曰：“今日之败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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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咎于师之不练，器之不利，犹非探本之论，频年以来，盈

庭皆泄沓之风，宫中务游观之乐，直臣摈弃，贿赂公行，安

有战胜之望？此后偿金既巨，民力益疲，恐大乱之起不在外

患而在内忧，时局至此，令人有披发入山之想。”［4］90 忠君爱

国之心溢于言表。王季烈对西学的积极译介与政治上的冥

顽不化可以说，正是继承了其家族先辈之遗绪。

通过对莫厘王氏家族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以王仁

俊、王季烈、王季同为代表的江南士绅群体，在近代中西文

化交汇的过程中，其“中体西用观”随着时势的发展而潜移

默化，同时作为一个根深叶茂历史悠久的士绅望族，其家族

深厚的文化传统与国家所赋予的政治地位，则又在一定程

度上制约着其“中西观”很难突破时代的步伐而领先于潮流。

王仁俊服膺“西学中源”说；王季烈的西学之路则延伸到西

方科技、教育乃至工商。他并不十分反对维新变法，但仍然

没有逾越“中体西用”的藩篱，晚年的伪满经历更使其带上

了浓重的封建文化保守主义色彩。王季同不再纠缠于传统

的器物、政体的争议，以其实践行动来调和了中西之学，成

为“完成这种转变的第一人”。稍加分析可以看到，三人均

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本位的坚守，属于文化保守派，但其性

质却一直在悄悄发生变化。前二者都是科举制度培养出来

的在朝士绅，他们的“中西观”明显受到政府导向的干扰。

王季同则没有科举考试的经历，加之其个人的社会交往不

同，文化观的取向也慢慢产生分歧。胡逢祥将晚清以来的中

国的文化保守主义分成两个阶段：“十九世纪末之前封建文

化保守主义居主流时期，此后则为真正具有近现代意义的

文化保守主义形成发展时期。”［22］4 王氏家族“中西观”的变

化，基本符合这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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