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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1924 年访华在中国知识界的反响
尹锡南，张力
[内容摘要] 泰戈尔1924 年访华是近代中印交往中的一件大事, 在当时中国知识界引起不小的轰动, 不少有影响的社会

活动家、学者对泰戈尔的思想、言谈亮明自已的态度, 发表坦率评论, 从一个侧面生动、深刻地反映了20 年代国内知识精英
阶层对文化认知、东西方文化比较、文化危机与社会改造等问题的基本看法。
[关键词] 泰戈尔访华; 中国知识界; 反响

印度文化名人泰戈尔1924 年访问中国是近代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对泰戈
尔访华持论不一, 观点相左。迄今为止, 学者们论及此事, 或是沿袭传统的阶级分析观点, 或是语焉不详浅
尝辄止。本文不惴浅陋, 试图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作出解释。
一、陈独秀、霍秋白: 警戒与批判
泰戈尔从少年时代起就关心和热爱中国。1924 年前, 他虽多次游历欧美和日本, 但尚未到过中国。他
决心‘我终究必要到中国去一次的。”“充当旅行使者的激情使泰戈尔着火人魔。⋯⋯最后一个佛教徒带着
释迦牟尼的慈爱与和平信息去中国一事, 已经过去了1 000年。泰戈尔想恢复两国之间的古老文化传统的联
系, 而这种联系在如此长的时间里是一直中断的。”①泰戈尔在1924 年4 月派他的朋友英人恩厚之来华联系
访华事宜。最后, 梁启超主持的讲学社发出了请泰戈尔来华讲学的邀请信。1924 年3 月21 日, 泰戈尔一行
乘船离开加尔各答, 开始中国之行, 4 月12 日抵达上海。泰戈尔在华近50 天。他先后到了上海、杭州、南
京、北京等7 个城市, 5 月30 日离华赴日。泰戈尔在各种场合演说的基调是, 缅怀中印传统友谊, 寻求恢复
和加强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同时, 他呼吁两国人民共同担当起发扬东方精神文明、反对西方物质文明的使
命, 向世界传播爱的福音, 增强友爱亲善。泰戈尔认为, 实利主义的物质主义的病毒也已侵入中国。他说:
“余来上海, 在城市里未曾得丝毫足以表现中国文化之精神, 奈诚深以为憾。⋯⋯中国文化正因物质文明而被
创。”他认为, 鉴于东方文明在现代文明铺天盖地的浪潮冲击下“濒于危险境地, 不得不据实以告, 深望于
人人心中, 引起反抗精神, 以维护东方固有之文化。”泰戈尔认为中国若能与印度一起维护东方文明, 东方
文明定可发扬光大, 反之,亚洲则无力维护东方文明。其主张受到一部分中国激进知识分子的批评后, 泰戈尔
在5 月20 日的上海告别辞中还说: “你们一部分的国人曾经担着忧心, 怕我从印度带来提倡精神生活的传
染毒症, 怕我摇动你们崇拜金钱与物质主义的强悍的信仰。我现在可以吩咐曾经担忧的诸君, 我是绝对的不
会存心与你们作对; 我没有力量来阻碍你们健旺与进步的前程, 我没有本领可以阻止你们人们奔赴贸利的
闹市。”他的不解和不满之情溢于言表。“发扬东方精神文明, 反对西方物质文明的主张, 贯穿于他的大部
分演说中, 以致尽管他不要人们看待他为哲学家, 他的演说却带着强烈的哲学色彩。”②
围绕泰戈尔访华, 受马列主义思想影响的陈独秀、瞿秋白、雁冰、恽代英、沈泽民等人始终持警戒批判
态度。“陈独秀是将泰戈尔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 也是批判泰戈尔最不遗余力, 批判文章写得最多的人。”
③泰戈尔来华后, 他频繁地在政治刊物《向导》、《中国青年》上发文抨击泰戈尔。他认为泰戈尔“第一个
错误是误解科学及物质文明本身的价值,”“第二个错误是引导东方民族解放运动向错误的道路。”④“太
戈尔的和平运动, 简直是为帝国主义者做说客。”⑤后来他干脆借吴稚晖的口说: “太行生你做诗罢, 管不
了人家的家国, 你莫谈天下事!”⑥
霍秋白说: “太戈尔若真是‘平民的歌者’、‘奴隶的诗人’, ———他应当鼓励奴隶和平民的积极、勇进、
反抗、兴奋的精神, 使他们亲密友爱的团结起来, 颠覆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 ⋯⋯然太戈尔却不然, 他却想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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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东和西。⋯⋯太戈尔不是资产阶级绝好的‘王者之师’吗? 怪不得中国人这样欢迎他, 原来他和孔孟是一鼻
孔出气的。”他最后说: “太戈尔先生, 谢谢你, 我们国内的孔孟多着呢!”⑦雁冰(茅盾) 表示只能“相对地
欢迎太戈尔”, 因为泰戈尔“高谈东方文化实等于‘诵五经退贼兵”’, 因此“我们更要普告全国青年, 我
们应该欢迎的太戈尔是实行农民运动的太戈尔, 去鼓舞爱国精神激起印度青年反抗英国帝国主义的诗人太
戈尔!”⑧
陈独秀等人的态度该当何解?
首先, 泰戈尔受到批评, 是由于他在一个错误的时节带着一种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救世福音”, 又面对
一群不理解他的中国文化思想者, 尤其是限于当时的现实条件及主观因素而对泰戈尔缺乏足够了解的陈独
秀等人而造成的。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时代的误会。1840 年鸦片战争以降, 中国的政治经济地位不断跌落, 到
20 世纪初叶, 更是不幸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五四运
动更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力传播。1921 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共二大于1922 年7 月召
开, 第一次提出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给中国人民指明了争取民族解放的唯一正确道
路。1922 年9 月中共的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在上海创刊, 以陈独秀为首的共产党人以《向导》为阵地,
反复宣传非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不能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道路, 中共在这一时期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
高潮。1923 年6 月, 中共三大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 促进了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统一战线
的形成。总之, 泰戈尔1924 年来华前夕, 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变动的时期。泰戈尔在华的讲演和谈话中, 一
方面强调自己的诗人身份, 一方面却又时时不忘宣扬他的哲学思想, 其核心是强调精神生活的东方文明优
于注重物质主义的西方文明, 在当时以救亡图存、科学救国为宗旨的知识分子看来, 在当时信仰马克思主义,
同时视东方文化为落后反动的代名词的陈独秀等人看来, 这种主张无异于一种不抵抗主义和亡国奴哲学。当
代有学者正确指出: “五四人认为政治和学术是互相关联而缺一不可的。”加之陈独秀等政治意识强烈的知
识分子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成果的捍卫者, 他们并未完全摆脱中国政治中政教相联传统观念的影响, 以至于
他们对泰戈尔访华在更大程度上是从中国的现实政治需要出发理解之批判之。对于泰戈尔而言,“在那样一
个忧患纷扰的现实里, 超越功利的纯学术文化交流似乎是很难实现的。”⑩
其次, 泰戈尔受到抨击、他的演说受到质疑引人争议还与20 年代一直进行的中西文化论战及科玄论战
有极大关联。1840 年, 鸦片战争给中国历史、中国思想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中国开始给西方当起了
学生。中国从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到学习西方的科学思想和方法, 不断深人。但主流态度是“主以中学, 辅
以西学。”中西两种文化观念和价值体系正式发生冲撞是在20 世纪初的五四时期。五四人倡导民主与科学,
口号是“打倒孔家店”, 激烈否定中国传统文化, 认为根本不存在用西方的思想体系来补充中国传统的思想
体系的问题, 必须完全抛弃中国传统文化观而代之以西方的科学主义的文化价值观。用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
牟宗三的话来说: “西方的武力先把满清政府打败, 续把我们的民族打败, 最后把我们的文化打败。其实西
洋人并未打我们的文化, ⋯⋯打败我们的文化是我们自己代人行事, 起来自己否定的。” l五四期间的新文化
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挑战姿态, 引发了一场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论争。具体说来, 从1916 年起,《东方杂
志》主编杜亚泉以伦父为笔名, 连续发文与陈独秀等人进行论战。他认为中国文明是“静的文明”, 西方文
明是“动的文明”, 动以静为基础。“西洋文明与吾国固有之文明, 乃性质之异, 而非程度之差; 而吾国固
有之文明, 正是以救西洋文明之弊, 济西洋文明之穷。”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对此发文认真反驳。陈李二人
都认为西方文明比东方文明胜过一筹。
1924 年泰戈尔访华前夕, 中国思想界发生了紧承中西文化论战的“科玄论战”即科学观与人生观问题
论战。玄学派以张君励、梁启超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 并认为西方文明是唯物质
的, 东方文明重精神。科学派以丁文江、胡适及后来加人论战行列的陈独秀、瞿秋白为主, 他们认为科学能
解决人生观问题, 并认为西方文明同样重精神, 而东方文明不仅没有物质文明, 甚至精神也不过是“空谈误
国”之论。事实上, 当时的中国尚未经历科学的昌盛期, 科学思想贫弱, 正需用科学带动国家走向现代化。
所以, 尽管玄学派的思想从某种角度来说更为先进, 但由于当时中国的国情决定, 他们不可能获得宣传上舆
论上的胜利。进而言之, 五四以后, 正是科学思潮即将在中国盛行的阶段, 玄学派已走到对其反思的阶段了。
他们的思想在当时中国具有超前性和先进性, 但却被认为是落后反动的, 这是因为在当时民族危亡关头,“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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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派”强调集体精神, 有利于组织民众进行救亡工作。但就对待文化传统的态度而言, 张君励、梁启超等人
的观点更加值得肯定。具体到泰戈尔身上, 从当时中国现实出发, 泰戈尔倡导复活东方文化, 反对西方物质
文明, 有其历史局限, 但理论上并非全无真理颗粒。但陈独秀、翟秋白等历经中西文化论战和科玄论战的知
识分子, 猛烈抨击与玄学派张君励、梁启超等人观点接近的泰戈尔, 应是非常自然之举。其实客观来看, 泰
戈尔、梁启超等人以“东方文化”补“西方物质文明”之弊端, 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 但却缺乏适应当时中
国现实社会发展的历史合理性。泰戈尔的“救世福音”的确有些“不合时宜”了。
二、鲁迅、郭沫若: 冷漠与嘲讽
围绕泰戈尔访华, 同有留学日本并弃医学文经历的鲁迅、郭沫若的态度耐人寻味。鲁迅在泰戈尔访华一
事上表现的是一种冷漠之极的态度。鲁迅说: “这两年中, 就我所听到的而言, 有名的文学家来到中国的有
四个。第一个自然是那最有名的泰戈尔即竺震旦, 可惜被戴印度帽子的震旦人弄得一蹋胡涂, 终于莫名其妙
而去。” lx他又说: “印度的诗圣泰戈尔先生光临中国之际, 像一大瓶好香水似地很熏上了几位先生们以文
气和玄气⋯⋯, 待到这位老诗人改姓换名, 化为‘竺震旦’离开了近于他的理想境的这震旦之后, 震旦诗贤头
上的印度帽子也不大看见了, 报章上也很少记他的消息。” ly鲁迅的态度该当何解? 虽然鲁迅曾经说过: “印
度除了泰戈尔, 别的声音可还有?” lz但实际上, 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泰戈尔在他的文化视野中并
不占有适当的份量。他积极译价东欧被压迫民族的反抗文学, 对于泰戈尔的文学实绩及思想, 有意无意之间,
未得深人了解, 对于近邻印度也没有一种明显的区域性“连带意识”, 这种情况阻碍了他与泰戈尔之间的精
神对话。印度文化具有很强的宗教特性, 是一种以“人对自己的生命”为中心的宗教型文化, 而中国文化的
特征是“人对人”,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与代表, 儒家学说从孔子开始就主张治家立国、经世安邦, 主
张人世。而泰戈尔所言所行则体现了印度宗教文化的基本精神。“从其整个人格精神上看, 中国传统文化的
精神都在鲁迅身上得到集中的体现,包括儒家强调的‘威武不能屈, 贫贱不能移, 富贵不能淫’这样一些大仁
大勇的精神。” l{虽说鲁迅深受佛教的影响, 在五四前十年沉默期里主要读佛经, 对印度文化有一定了解, 但
对泰戈尔及印度文化并未系统地深入研究, 而泰戈尔作为“诗哲”, 其思想博大精深远非佛教所能涵盖。这
样, 中印两位近代史上的文化名人之间的精神对话遇到了很大障碍。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1902 —1909) ,
为了追寻中国“文化偏至”的病根, 鲁迅系统研读了世界史, 发现这种“文化偏至”多为东方现代文明的通
病, 其恶果极为严重。于是鲁迅着力于介绍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期的“精神界战士”如但丁、卢梭、拜伦等人,
用于服务改造“国民性”这一重大工程。泰戈尔访华期间大力宣扬复活“东方文明”, 又未具体界定其含义,
而鲁迅历经中西文化论战及“五四”新文化运动, 此时视“东方文明”即中国的传统封建思想, 必欲毁之而
后快。鲁迅的反感是一种必然而非偶然。不可忽视的是, 鲁迅与新月派代表人物徐志摩、梁实秋等人长期处
于不太正常的论战状态, 这间接影响了鲁迅对泰戈尔与徐志摩等人进行文化交流活动的印象评估。“自文学
革命发难以来大大小小的论争80 多次”, 鲁迅与徐志摩等人的争论尤为显目。新月派主要成员与鲁迅都有
扎实的国学根底, 不同的是, 鲁迅留学日本、新月派大多留学于英美等西方国家,“在一定程度上, 不同文化
背景也决定了他们不同的人生观念和价值观念, 甚而影响到他们个人的禀性气质, 处世原则。鲁迅和新月派
的多次论战不幸而波及到为恢复中印传统友谊而来的泰戈尔身上, 真乃时代的误会。鲁迅的讽刺杂文常是叫
人望而生畏, 令人回味无穷,如他在僻大义卜文中说: “这泰戈尔到过震旦来, 改名竺震旦。因为这竺震旦做
过一本《新月集》, 所以这震旦就有一个新月社———中间我不大明白了———现在又有一个叫作新月书店
的。” l}在另一文中又说, 泰戈尔到中国来讲演时, “人给他摆出一张琴, 烧上一炉香, 左有林长民, 右有徐
志摩, 各各头戴印度帽。” l~但鲁迅对泰戈尔有些误会。泰戈尔少时即游学欧洲, 成名后更是一个名副其实
的“世界公民”足迹遍及世界, 他的观念里不免有一种不自觉的世界意识。“他是印度最卓越的国际主义者,
他相信国际合作, 并为国际合作工作着; 他将印度的崇高伟大的东西传达给其他国家, 又将其他国家的崇高
伟大的东西传达给他自己的人民。” mu他在中国的一篇告别辞中说到: “余此次来华讲演, 其目的在希望
亚细亚文化、东洋思想复活。⋯⋯人类救济之要谛,仍在东洋思想复活的旗帜之下, 由日本、中国、印度三大
国民, 坚相提携。” mv 本来, “19 世纪中期, 东亚地区受到西力东渐的冲击, 共同面临沦为西方殖民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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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和实现自身现代化的任务,”在日本的宫崎滔天和中国的孙中山那里产生了“大亚细亚主义”的区域意
识。但后来日本现代化率先成功, “脱亚人欧”, 区域意识淡化直至被抛弃。 日本既已脱亚人欧,同为西方
殖民所苦的中国和印度这对伟大的历史伴侣理当“坚相提携”, 但很可惜的是, 鲁迅和陈独秀等人不知是有
意还是无意竟忽略了泰戈尔向近邻中国发出的这一友好而重要的信息, 而未作出相应的答复。比起鲁迅先生
的棉里藏针含蓄隐讳, 郭沫若显得较为直言快语, 不致让人误解。郭沫若认为: ‘梵’的现实, ‘我’的尊
严, ‘爱’的福音, 这可以说是太戈儿的思想的全部。⋯⋯唯物史观的见解, 我相信是解决世局的唯一的道路。
世界不到经济制度改革之后, 一切甚么梵的现实, 我的尊严, 爱的福音, 只可以作为有产有闲阶级的吗啡、
椰子酒;无产阶级的人是只好永流一生的血汗。⋯⋯太戈儿如以私人的意志而来华游历, 我们由衷欢迎, 但他是
被邀请来华, 那我们对于招致者便不免要多所饶舌。末了郭沫若希望他不要久在北京或上海做傀儡”。 mx
郭沫若对待泰戈尔访华的反应与鲁迅大致相同, 但其动机缘由又有差异。倪培耕先生说过: “郭沫若自称是
我国最早接触泰戈尔作品的作家, 是符合事实的。”“泰戈尔对郭老早期的自然即神、我即神的泛神论思想
的形成起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还有学者指出: “郭沫若是我国新诗界最早受到太戈尔影响的诗人, 时间
短暂, 影响不小。” mz
既在思想上文学创作上受惠于泰戈尔, 郭沫若理当在感情上对泰戈尔访华投赞成票, 可为何却恰恰相
反?郭沫若曾说过: “因为太喜欢太戈尔, 又因为喜欢歌德, 便和哲学上的泛神论思想接近
了。⋯⋯我由太戈尔的诗认识了印度古诗人枷毕尔, 接近了印度古代《乌邦尼塞德》即《奥义书》的思想。”
 mx但是, 1921 年到1923 年间, 郭沫若常在国内从事文艺活动, 受到革命潮流的推动, 泛神论思想有了变化,
开始表现出对泛神论进行初步的批判。“1924 年春, 他翻译了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 思想上
转向马克思主义。” m{
泛神论对其影响日渐式微, 这不能不影响到他对泰戈尔人格及作品的重新评价。另一方面, 郭沫若采取
“拿来主义”态度, 借鉴并改造了泰戈尔泛神论思想。他尊奉“五四”运动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 去理解借
鉴泰戈尔人神合一的泛神论, 强调人神合一中人的自我意识及其能动作用, 关键性地变革了泰戈尔的泛神
论思想, 表现他破坏一切宗教偶像, 创造个性自我的狂飙突进的精神, 这就能够解释郭沫若在创作上由泰戈
尔式向惠特曼式再向歌德式推衍的历程。换言之, 古老东方的印度文化的吸引力已让位于西方的欧美文化。
郭沫若说过, 他“曾为面包问题所迫, 也曾向我精神上的先生太戈儿求过点物质的帮助,”即编选《太戈尔诗
选》欲寄上海“卖点钱”, 但因彼时泰戈尔“在中国还不吃香”而未人愿。为此他说: “我和太戈儿的精神
的连络从此便遭了打击。我觉得他是一个贵族的圣人,我是一个平庸的贱子; 他住的是一个世界, 我住的是另
一个世界。以我这样的人要想侵人他的世界里去要算是僭份了。” m单看这一段, 只道郭沫若曾因贫困境
遇而渐疏泰戈尔, 倘联系1923 年上半年发生的徐志摩与郭沫若之间的笔墨官司来看, 郭沫若的话里不免别
有意味。那年5 月, 本来与郭沫若成仿吾有过交情的徐志摩, 因为过于天真坦荡, 误读了郭沫若在贫困中写
下的二首题为《泪眼》的诗而写《杂记》一文, 批评该诗, 并“似有语涉轻薄之处, 有失文学批评的严肃性”
从而“激起了创造社方面的“冲天怒火”, 后虽经胡适调停, 但郭沫若并未表现出相应的宽容大度, 后徐因
飞机失事遇难, 郭还说他是资产阶级式的死。另外, 郭沫若等人在20 年代初创造社成立后曾向名望、地位、
身份、待遇等都与己有极大差别的胡适摆出过“勇猛出击的挑战姿态”, “并充分表达了他们对权威姿态的
反感。” l~如此说来, 他以”一个平庸的贱子”对邀请泰戈尔访华的“招致者”、“多所饶舌”, 似乎是事
在必然。
三、徐志摩梁启超: 欢迎中的认同
自泰戈尔答应来华至他1924 年4 月踏上中国土地这段时间内, 《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晨报
副刊》等报刊相继发表泰戈尔作品及有关文章。其中, 以徐志摩、郑振铎为代表的一部分知识分子, 在泰戈
尔来华之前就已由衷地表达了对泰戈尔的敬重和欢迎。徐志摩写了《泰戈尔来华》、《泰戈尔来华的确期》、
《泰山日出》。郑振铎写了《欢迎太戈尔》等文章表示欢迎和敬意。徐志摩说: “泰戈尔的名字就是印度民
族不死的铁证。”“东方人能以人格与作为, 取得普通的崇拜与荣名者, 不出在‘国富兵强’的日本, 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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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权独立的中国,而出于亡国民族之印度———这不是应发人猛省的事实吗?” m{郑振铎则说: “世界上使
我们值得去欢迎的恐怕还不到几十人。泰戈尔便是这值得欢迎的最少数的人中最应该使我们带着热烈的心
情去欢迎的一个人!” m|
自泰戈尔4 月12 日到达上海至5 月底离华, 徐志摩、梁启超、胡适、梁漱溟、辜鸿铭等人纷纷以各种
形式欢迎泰戈尔来华。徐志摩是欢迎人群中最崇拜泰戈尔的人。他陪伴泰戈尔去各处旅行, 并给他的讲演作
翻译。泰戈尔此次访华, 徐志摩获益匪浅。他得到泰戈尔送他的印度名字素思玛。梁启超在北师大欢迎泰戈
尔时作了题为印度与中国文化之亲属关系》。他对泰戈尔及印度人民饱含深情: “泰戈尔又说, 他这回不能
有什么礼物送给我们, 只是代表印度人向我们中国致12 分的亲爱。我说, 就只这一点, 已经比什么礼物都隆
重了。我们打开胸臆欢喜承受老哥哥的亲爱, 我们还有加倍的亲爱奉献老哥哥, 请他带回家去。⋯⋯我盼望我
们两家久断复续的爱情, 并不是泰戈尔一两个月游历昙花一现便了。我们老弟兄对于全人类的责任大着哩。
我们应该合作互助的日子长着哩。” m}
5 月8 日在北京为泰戈尔祝寿时, 梁启超应泰氏之请为其起了一个饱含友情的中国名字“竺震旦”。胡
适赞扬了泰戈尔的高尚人格。他对那些反对泰戈尔的讲演而散发不友好的“送泰戈尔”的传单不以为然, 称
其为野蛮的国家对付言论思想自由的态度。胡适为了安慰烦恼而失望的泰戈尔, 特地将自己的一首带有佛意
的诗《回向》写成横幅送给他, 以此作为生日贺礼: “他从大风里过来, / 向最高峰上去了。山上只有和平, 只
有美, 没有压逼人的风和雨。/ ⋯⋯瞧啊! 他下山来了, / 向那密云遮处走。/ “管它下雨下雹! / 他们受得, 我
也受得。” m~其他的人如梁漱溟、梅兰芳等人与泰戈尔谈佛论画, 无不欢欣。就连1924 年在日本大东文化
协会演讲时声称反对“泰戈尔先生打算将印度的哲学传给中国” nu的“一代怪杰”辜鸿铭也与泰戈尔谋面
并合影留念。
一部分泰戈尔的欢迎者从心底敬重泰戈尔的人格, 其实也是对自己人格的张扬, 对当时纷繁复杂的社
会现实作浪漫的超脱。这以徐志摩、郑振铎等人为典型。20 年代中期是一个社会关系纷繁万端、社会争端
极度激化, 且惟力是视、党派利益高于一切时期。徐志摩要求“每一朵花”和“各个人”都“实现他可能的
色香”, 可想而知是多么的不切实际。但作为一个彻底的浪漫主义者, 他那包含了“爱、自由与美”的“单
纯信仰”却在泰戈尔身上找到了知音。“他崇拜泰戈尔, 实质上便是在崇拜同情、创造、自由、和平、教育、
博爱, 便是在咀咒怀疑、猜忌、卑琐、暴烈主义、武力主义、物质主义。” l~郑振铎也认为, 泰戈尔“是给
我们以爱与光与安慰与幸福的, ⋯⋯是一个灵魂上的最密切的同路的伴侣”。“他在荆棘丛生的地球上, 为我
们建筑了一座宏丽而静谧的诗的灵的乐园。” m|
另一部分人对于泰戈尔“不仅出于礼仪而且更是出于文化认同的热忱欢迎”, 说明了“他们之间有感情
上的相契相合, 有文化根源上的相连相接, 更有道义上的相知相通。” l~这以梁启超、梁漱溟、辜鸿铭等人
为典型。泰戈尔来访之际, 梁启超已结束他的欧洲之行, 完成了从反对中国传统文化崇尚西方文明到欲以中
国文明拯救西方文明的思想转变。他的《欧游心影录》记录了这次思想转变, 并重新引发了中国的东西文化
论争。他说: “近来西洋学者, 许多都想输人些东方文明, 令他们有些调剂, 我仔细想来, 我们实在有这个资
格。⋯⋯我们人数居全世界人口1/ 4 , 我们对于人类全体的幸福, 该付1/ 4 的责任。⋯⋯我们可爱的青年啊, 立
正, 开步走! 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 愁着物质文明破产, 哀哀欲绝的喊救命, 等着你来超拔他哩。” nv
泰戈尔在中国颂扬包括中国文明在内的东方文明, 抨击西方文明中的消极因素, 这对于梁启超而言无疑是
一种最好的兴奋剂。“有泰戈尔这样的思想与文学巨匠大声疾呼重视东方精神文明的价值, 梁启超回归中国
本土文化的信心更加坚定, 主张也更加激越了。” nw
如此看来, 就不难理解梁启超对泰戈尔恭迎有加, 并在演说中对泰戈尔及印度高度赞扬。与杜亚泉、吴
宓等一道被后人冠之以“东方文化派” nx的梁漱溟于1921 年发表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 提出了西
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的“三路向”说。梁漱溟所发展出的与当时欧化派(即西化派) 不同的文化观,
是一种对中、西、印三种文化都可以有所肯定的文化观。他把对西方文化的肯定置于时间坐标的“现在”
时段, 而把对中国、印度文化的肯定移置到时间坐标的“未来”时段。简单地说, 在他看来, 世界文化正在
发生趋向社会主义的大变化, 变化的趋势是, 在“现在”, 世界都应学习西方, 走第一路向; 而在“最近的未
来”, 世界将转向第二路向, 即以前中国文化所体现的路向; 到了“未来”, 世界将转到第三路向, 也就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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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印度文化所体现的路向。在这样一种时间的维度里, 他使得中国与印度文化价值仍能获得肯定, 而不像激
进的欧化派想做的那样, 把中国与印度文化的价值在西方化的潮流中永远送进历史的博物馆 。ny
辜鸿铭在泰戈尔访华当年说过: “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怎样从儒学的束缚中走出来。我认为可以依靠
同西方文明的交流来解决这个问题。”他相信“东西方的差别定会消失并走向融合, 而且这个时刻即将来临。”
“为了东西方真正地走到一起, 他们西洋人必须改变自己的做法, 而采取我们的办法。” 这样看来, 这位清
朝遗老同泰戈尔一样具有一种非同寻常的世界眼光, 他们之间有亲切往来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欢迎人群中,
胡适的文化身份有些特殊。因为他的文化选择使他在二、三十年代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一方面他激烈
反对国粹派、东方文化派及玄学派, 强调中国要向西方学习; 同时, 面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 他又
强调中国文学的目标应当是西方的资本主义。但胡适留学美国多年的背景使他对泰戈尔来访完全取自由主
义立场。他既不同意泰戈尔反对西方物质文明的讲演, 也不赞成中国左翼作家及进步青年反对他, 而是主张
容忍、自由, 各行其事。由此不难理解, 胡适能在泰戈尔生日会上风趣逗笑: “今天一方面是祝寿贺老诗哲
64 的生日, 一方面又是祝贺一位刚生下来不到一天的小孩的生日。” (他指的是梁启超为泰戈尔取中国名
字“竺震旦”一事。)总之, 新月派人大多游学欧美, 他们身上体现出的是真正的热爱民主向往独立自由的
人格, 这与“世界公民”泰戈尔的博大胸怀和纯洁人格遥相呼应。再加上中国知识分子中其他完美但却意义
非常重大的文化交流活动。对于近代中印传统友谊的恢复发展, 泰戈尔和徐志摩、梁启超、胡适等人功不可
抹, 这应是历史最公正的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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