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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国威，关西大学外语学部教授兼东西学

术研究所所长。1981 年北京外国语学院研

究生班毕业后，任职北京语言学院。1985 年

作为国费留学生来日，1991 年大阪大学博

士课程修了，1993 年 2 月，以论文《近代

日中语汇交流史》获博士学位。1991 年起

在日本大学任教职至今。 
 
专业方向为：词汇学、中日词汇比较研究、

汉语词汇教学法、中日近代词汇交流史。在

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方面卓有建树，著

述丰富。尤其近十年来，在“汉字文化圈近

代新词的诞生：创造、交流与共享”的框架

下审视现代汉语词汇体系的形成问题，近

期对近代民族国家的成立与国语的形成、

两者之间互动关系，以及这一时期的关键

人物：严复、梁启超、胡适等对现代汉语形

成（词汇、语法体系、文体等）所做的贡献

多有探索。者：改變歷史觀念的十種視野》、

《德／賽先生‧五四運動研究書目》和《史

家的誕生：探訪西方史學殿堂的十扇窗》等

書。 

▎發表人：沈國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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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如何会通：赫胥黎的“宇宙过程”与严复的“天演” 

沈国威 

日本關西大學外國語學部教授兼東西學術研究所所長  

 

 

异质的知识体系互译过程是为“会通”，尤其是在两种文明邂逅之初，

会通意味着误解、碰撞与磨合。生物进化的理论传入中国，中国没有任何

接受的基础。  

译词是概念移译的基本形式，单纯词的翻译需要做好两方面的准备，

一是对原词的深刻理解，二是对词语使用背景知识的把握。而合成词或词

组的翻译由于可以借力源语言的外部理据，译词创造相对容易。但是理解

上的盲区也因此被忽略。笔者曾在拙文《Evolution 如何译为“天演”？》中

指出，严复的“天演”并非直接译自 evolution，而是由 cosmic process 摹借

得到的。本发表以赫胥黎的“宇宙过程”与严复的“天演”为例，讨论中西会

通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事情。  

 

一、赫胥黎如何导入并定义 evolution 的？  

赫胥黎以“杰克和豆秆”的童话作为演讲的开场白，一粒豆子长成参天

大“树”，“如此巧夺天功建立起来的大厦一旦全部完成，它就开始倒塌。（中

略）只剩下一些表面上看去毫无生气的或多或少的简单物体，恰如它由之

生长出来的那个豆子一样；而且也象豆子那样赋有产生相似的循环表现的

潜在能力。”最后还会回归为一粒粒豆种。这种由简至繁 ,再由繁至简的周

而复始的现象正是生物进化的结果，赫胥黎由此引入了“发展”和“进化”的
概念。赫胥黎如是说：  

不必用有诗意的或科学的想象来寻求与这种向前进展又好象是因复

到起点的过程的类比。（中略）或者可能更恰当的是，将胚芽扩展

成为成长的植物比作打开一把褶扇或者比作向前滚滚流动和不断展

宽的河流，而由此达到“发展”或“进化”的概念。  

“一把打开的褶扇”的比喻是 evolution 的词根 evolute 的几何学上的义项，

又称 evolute curve，今译为“渐屈线、渐伸线”，作为生物学术语 evolution
的“发展、进化”的意义就是由此派生而来的。接着，赫胥黎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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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这一事实是永远重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生命并在成

长中的植物从种子的比较简单和潜伏的状态过渡到完全显现为高度

分化的类型，然后又回复到简单和潜伏状态。  

在动物界，也和在植物界中一样，从非常低级的类型到最高级的类

型，生命过程表现出同样的循环进化。   

在演讲稿单行本中，赫胥黎在此处加了一段数百 words 的注释，说明这种

循环并不是原地踏步，而是包含着微小的改变（严复将这段注脚的内容直

接写入了案语，详后）。在接下来的段落里，赫胥黎进一步用古希腊哲人

赫拉克利特“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的比喻，阐述变化的永恒性。赫

胥黎指出：  

自然知识越来越导致这样的结论：“天上的列星和地上的万物”都是

宇宙物质的部分过渡形式，在沿着进化道路前进，（中略）宇宙的

最明显的属性就是它的不稳定性。它所表现的面貌与其说是永恒的

实体，不如说是变化的过程。  

赫氏由此下结论说：宇宙本身处于进化之中，并强调这一点古代哲人已经

认识到了：  

他们也已经懂得宇宙过程就是进化，其间充满了神奇、美妙，同时

也充满了痛苦。  

Cosmos 即宇宙万物，无一不处于变化的过程中，这一过程即 evolution。赫

胥黎在演讲的开头介绍了作为宇宙过程的进化观之后，接着就把话题转向

了本次演讲的主旨：伦理观的进化问题。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赫胥黎在导论里都加上了哪些内容，导论与演讲如

何互相补充的。  

  赫胥黎原著的导论用数字分为 15 节，没有小标题。第 1 节共 11 个自

然段， 赫胥黎首先从居所附近的自然景观下笔，引入“变”是宇宙常态的

观点：“若用宇宙计时的巨大尺度来衡量，目前这种自然状态，尽管象是长

期演变而来，并将永远演变下去，其实不过是无穷变化中的一瞬”。紧接着

从第二自然段开始，赫胥黎对“evolution”的定义做了介绍。因为尽管从时

间上来说，演讲在前，导论在后，但是作为读者总是按照论文集的排列顺

序阅读的，需要尽早地了解“进化”的含义。赫胥黎首先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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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界自然状态，决非具有永久不变的属性。（中略）能够持久存

在 的，不是生命形式的这种或那种结合，而是宇宙本身产生的过

程，而各种生命形式的结合，不过是这个过程的一些暂时表现而已。

在生物界，这种宇宙过程（cosmic process）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生

存斗争（struggle for existence），每一物种和其他所有物种的相互竞

争（competition），其结果就是选择（selection）。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赫胥黎在首次介绍这门由达尔文开创的新学问时使用

的是 cosmic process 这一词组，而不是 evolution 这一单纯词。赫氏继续写

道：  

那些生存下来的生命类型，总的说来，都是最适应于在某一个时期

所存在的环境条件的。因此，在这方面，也仅仅在这方面，它们是

最适者。  

赫胥黎将“最适应”局限在“某一时期”内，这是赫氏在 1893 年演讲的结论部

分特殊强调的。1 在这里赫胥黎加了一个注脚：任何一种进化的理论（every 
theory of evolution）都有两个方向，即 progressive 和 retrogressive，赫氏说

这是 1862 年以来他一直反复言及并加以坚持的。这两个英语词现在分别

译为“进化”与“退化”。书名中使用的 evolution 就是在这条注脚里第一次出

现。赫胥黎接着指出：古代哲学家们错误地假定变化是在依次替换中形成

一个丝毫不变地重复过去，丝毫不变地预示未来的循环。但是今天的古生

物学家使我们确信如果倒转时钟，生物系统就会表现为一系列复杂性逐渐

减小的趋同类型，一直到比我们已发现过生物遗骸的任何时代还要遥远的

地球史上的某一时期，它们会消融在动物和植物的界限还不分明的那些低

等类群之中。在讨论了演化的两个方向之后，赫氏这样定义 evolution：  

现在一般应用于宇宙过程的 evolution 一词，有它独特的历史，并被

用来表示不同的意义。就其通俗的意义来说，它表示前进的发展，

即从一种比较单一的情况逐渐演化到一种比较复杂的情况；但其含

义已被扩大到包括倒退蜕变的现象，即从一种比较复杂的情况进展

到一种比较单一的情况的现象。  

即 evolution 就是宇宙过程，但是由于其词源上的原因，一般被理解为“前
进的发展”，但在进化论里，“其含义已被扩大到包括倒退蜕变的现象”了。

赫胥黎在演讲的结论部分已经强调指出：宇宙过程并没有特定的方向，生

物的演化是由各种条件决定的。赫胥黎设想了气候不断变冷和变热两种情

况，而不管在哪种情况下，这个地球上大多数生物都将灭绝。  

  赫胥黎否定了“宇宙”的人格性，指出：  
                                                      
1 赫胥黎在演讲中说“我怀疑这种错误是从‘适者生存’这一词的词义上的不幸的含糊不清引起

的。‘适者’含有‘最好’的意思；而‘最好’又带有一种道德的意味。可是在宇宙自然界，什么是

‘最适应的’有赖于各种条件。”中译本 56-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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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自然过程，（中略）进化排除了创世及其他各种超自然的

干涉。”不管是否存在着造物主，“超自然的干涉仍然可以严格地被

排除在其以后（宇宙诞生后，引用者）的进程之外。”整个宇宙中的

一切“都在努力完成它们进化的预定过程。” 

赫胥黎强调“进化不是对宇宙过程的解释，而仅仅是对该过程的方法

和结果的综述。”那么，进化的过程为何会发生？赫胥黎给出的解释是：第

一、所有生物都有变异的趋向，尽管其原因尚需考查；第二、在特定时间

内的生存条件总是有利于最适应这一条件的变种的生存，即选择的发生；

第三、所有生物都有无限繁殖的倾向，最适应生存条件的变种得以延续，

反之将消失，即生存竞争。至此原著的第一节结束。接下来赫胥黎讨论了

园艺过程和伦理过程，两者都是与宇宙过程相抗衡的存在。  

 

二、严复邂逅 evolution 
严复留英期间是否接触到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以及由此引发的

一些关于将生物进化论运用于人类社会的讨论？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严

复留英期间阅读达尔文或赫胥黎的确证。生物进化论显然是一个更具冲击

力的学说，如果竟没能引起严复的注意那说明了什么？赫胥黎的蛛丝马迹

的第一次出现是在严复的首篇政论《论世变之亟》中， 2 严复开宗明义地

写道：  

呜呼！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夫世之变也，

莫知其所由然，强而名之曰运会。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盖

圣人亦运会中之一物。既为其中之一物，谓能取运会而转移之，无

是理也。  

严复这段话可以作中国传统的王朝更替的解释，但如果和赫胥黎《导论》

中的“作为一种自然过程，（中略）进化排除了创世及其他各种超自然的干

涉。”不管是否存在着造物主，“超自然的干涉仍然可以严格地被排除在其

以后的进程之外。”的言说互参，说其间有赫胥黎的影子是笔者的过度解读

吗？只不过严复并没有将议论深入下去，而是立即将笔锋转向了西学接受

的问题。《论世变之亟》之后月余，严复发表了第二篇政论《原强》。3 在
这篇文章中，严复详细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斯宾塞的著作。首先严

复说“今之扼腕奋舌，而讲西学，谈洋务者，亦知五十年以来，西人所孜孜

勤求，近之可以保身治生，远之可以利民经国之一大事乎？”指出了国人的

孤陋寡闻，接着介绍达尔文的学说：  

                                                      
2 《严复集》第 1 册，1-5 页。本文发表于 1895 年 2 月 4-5 日的天津《直报》上。 
3 《严复集》第 1 册，5-15 页。本文发表于 1895 年 3 月 4-9 日的天津《直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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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旨谓：物类之繁，始于一本。其日纷日异，大抵牵天系地与凡所

处事势之殊，遂至阔绝相悬，几于不可复一。然此皆后天之事，因

夫自然，而驯致若此者也。书所称述，独二篇为尤著，西洋缀闻之

士，皆能言之。其一篇曰《争自存》，其一篇曰《遗宜种》。所谓争

自存者，谓民物之于世也，樊然并生，同享天地自然之利。与接为

构，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及其成群成国，

则群与群争，国与国争。  

严复指出达尔文进化论的“大旨”是“物类之繁，始于一本”，并第一次尝试

着将达氏著作第 3 章、第 4 章的标题：Struggle for existence；Natural selection
置换成汉语：“争自存”“遗宜种”。惟需要指出的是“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

存。其始也，种与种争，及其成群成国，则群与群争，国与国争。”并不是

达尔文的学说，而是来自于斯宾塞的主张（详后）。文中不独不见“天演”，
而且也没有“物竞”“天择”。4 严复 1896 年以前的文章里没有使用“天演”“物
竞”“天择”，这三个词首次出现是在《原强修订稿》中。  

《原强修订稿》是 1896 年 10 月中完成的， 5 也就是说从《原强》初

稿到修订稿的一年半多的时间里，严复完成了“天演”以及“物竞、天择”等
生物进化学说不可或缺的关键概念的译词创制。这无疑是在翻译《天演论》

的过程中实现的。  

 

三、严复是如何理解移译 evolution 的？ 
《天演论》的翻译开始于何时似乎还是一宗未了的公案。在时间序列

上，赫胥黎的演讲在前，导论在后，后者补充前者，引介前者，结集出版

时，导论排在前面，演讲在后面。这是否也应该是严复阅读和翻译的顺序？

严复如何阅读、理解赫胥黎，为翻译此书做了哪些准备？严复在《天演论》

中介绍了斯宾塞的一系列著作，还提到了赫胥黎的另一个论文集《化中人

位论》（Man’s Place in Nature,1863），6 这些都是严复关于赫胥黎以及进

化论的背景知识。严复以其长期的知识积累，对原著一读即懂的可能性不

能否定，但边读，边思索，边译，同时根据需要补充相关知识的可能性是

否更大？在翻译时，严复参考了包括英语原文工具书在内的哪些书籍？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严复是如何理解、移译 evolution 的。  

                                                      
4 黄克武《何谓天演？严复“天演之学”的内涵与意义》，152 页。 
5 严复 1896 年 10 月 19 日致梁启超的信中有“容十许日后续呈法鉴何如？”之语。关于修改稿的

情况可参见拙著《严复与科学》，63-68 页。 
6 今译《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中译本有科学出版社 1971 年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全译

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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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译《天演论》根据原著对自然状态的描写谈到了变化：“天道变化，

不主故常是已。特自皇古迄今，为变盖渐，浅人不察，遂有天地不变之言。

实则今兹所见，乃自不可穷诘之变动而来。”还利用地质学中化石的例子，

说“地学之家，历验各种殭石，知动植庶品，率皆递有变迁。特为变至微，

其迁极渐，”虽不易感觉到，但此事“决无可疑”。严复细加解说道：“天道”
变化不息，“故知不变一言，决非天运，而悠久成物之理，转在变动不居之

中。”对于这种变化的主体，严复称之为“天道”“天地”，而变化本身即为“天
运”。接着严复诠释赫胥黎指出：“天运变矣，而有不变者行乎其中”，所谓

“不变”就是天运的永恒之本质。永恒的本质是什么？严复在《天演论》的

手稿本中说“非如往者谈玄之家，虚标其名：曰道，曰常，曰性而已。”7 但
并没有交待是为何物，只指出了具体的表现形式：“今之所谓不变有可以实

指其用者焉。盖其一曰物竞，其二曰天择。”8 “物竞”“天择”出现了，而直

至 1898 年的刊行本，此处并没有“天演”。  

严复将原著引文“这就是说，那些生存下来的生命类型，总的说来，都

是最适应于在某一个时期所存在的环境条件的。因此，在这方面，也仅仅

在这方面，它们是最适者。”译为：“则其存也，必有其所以存，必其所得

于天之分，自致一己之能，与其所遭值之时与地，及凡周身以外之物力，

有其相谋相剂者焉。 ” 即原著中的 “ 某一个时期所存在的环境条件

（ condition） ”被译为 “所遭值之时与地，及凡周身以外之物力 ”。其时

condition 尚无固定的译词。可以说严译基本上是忠实的，惟在这一节末尾，

加上了一段斯宾塞的主张：斯宾塞尔曰：“天择者，存其最宜者也。”其实，

赫胥黎对这种观点是有保留的。 9 在“导言一察变”之后，严复添加了一段

近 700 字的案语，对进化论的历史展开做了介绍，主要学者全数涉及，其

中对斯宾塞尤为倾倒。称其著作《天人会通论》“精辟宏富”，其中的第五

书“乃考道德之本源，进化之公例”。第五书即斯氏《哲学》第 5 册 Principles 
of Ethics，1879.今译“伦理学原理”。   

    《导言二  广义》与原著第 6-9 自然段相对应（实际上与第 5 自然段

也有重叠部分）。小节名“广义”含有定义的意思，严复继续对 evolution 进

行解释：“递嬗之变迁，而得当境之适遇，……曼衍连延，层见迭代”，可

以称之为“世变”，也可以称之为“运会”。运者，解明迁流，会者，指示遭

值，即遭遇。这样的道理古人已经有所阐发，称之为“大运循环，周而复始”。
但今天的进化论者认为“物变所趋，皆由简入繁，由微生著”；“假由当前一

动物，远迹始初，将见逐代变体，虽至微眇，皆有可寻。迨至最初一形，

乃莫定其为动为植。”现在种类繁多的生物追溯上去，可以达到一个共同的

                                                      
7 《严复集》第 5 册，1414 页。 
8 《严复集》第 5 册，1414 页。 
9 参见脚注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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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头，这一切都是进化的结果。这种学说古已有之，而近 50 年开始大流

行。这是因为科学的发展使人们可以做更多的实验（加以验证）。引文 7
的内容在严复的译文中几乎没有反映，只在案语中写道：斯宾塞尔之天演

界说曰：“天演者，翕以聚质，辟以散力。方其用事也，物由纯而之杂，由

流而之凝，由浑而之画，质力杂糅，相剂为变者也。”大致是星云凝固成星

球的假说，与赫氏原意并不相符。  

然而，严复对引文 8 则多有敷衍。“伊古以来”的种种传说“之虚实，断

不可证而知”，“用天演之说，则竺乾、天方、犹太诸教宗所谓神明创造之

说皆不行。”即使“设宇宙必有真宰，则天演一事，即真宰之功能，惟其立

之之时，后果前因，同时并具，不得于机缄已开，洪钧既转之后，而别有

设施张主于其间也。”这也就是赫胥黎所说的“超自然的干涉仍然可以严格

地被排除在其以后的进程之外”的意思。关于进化论的射程，赫胥黎说：“不
仅植物界，而且动物界；不仅生物，而且地球的整个结构；不仅我们的行

星，而且整个太阳系；不仅我们的恒星及其卫星，而且作为那种遍及于无

限空间并持续了无限时间的秩序的证据的亿万个类似星体”。而严复译作：

“是故天演之事，不独见于动植二品中也，实则一切民物之事，与大宇之内

日局诸体，远至于不可计数之恒星，本之未始有始以前，极之莫终有终以

往，乃无一焉非天之所演也。”严复添加的“民物之事”四字如果是指人类社

会，则显然是严复对斯宾塞的理解：“天演之义，......斯宾塞氏至推之农商

工兵语言文学之间，皆可以天演明其消息所以然之故。”在“导言二”后面严

复加了 1000 余字的案语，详细介绍了斯宾塞关于进化的定义。  

    “导言三  趋异”对应原著第 10、11 自然段，严复简要地总结了进化发

生的机理：“天演既兴，三理不可偏废，无异、无择、无争，有一然者，非

吾人今者所居世界也。”本节之后，同样添加了大段的案语，对马尔萨斯的

人口爆炸理论，列出算式加以介绍。严复说，如今物竞之烈，有识之士应

该努力“保群进化”，奢谈华夷之辨，于事无补。  

    在有了“导论”的知识以后，严复对演讲部分的内容是如何理解的？对

引文 1，严复译述为：  

不见小儿抛堶者乎？过空成道，势若垂弓，是名抛物曲线。...复还所

由抛本处，...此以象生理之从虚而息，由息乃盈，从盈得消，由消反

虚。故天演者如网如箑。...始以易简，伏变化之机，命之曰储能；后

渐繁殊，极变化之致，命之曰效实。储能也，效实也，合而言之天演

也。  

“箑 shà”即“扇”，“如网如箑”是对英语词典插图的形象理解？“复还所由抛

本处”只是简单的循环，并没有表达出原著的“发展”“进步”的意义。但是严

复加入了两个重要的概念，即“储能”“效实”，两者合起来表示天演。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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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是自己的新造词，10 但是原文中并没有与之相应的词语。引文 3 严复

也未译出原文中“过渡形式”“变化的过程”的意思。而下面一段文字是原著

注脚中的内容，严复想借此表达与单纯循环有别的生物演化的渐进过程。 

而官品一体之中，有其死者焉，有其不死者焉；而不死者，又非精

灵魂魄之谓也。可死者甲，不可死者乙，判然两物。如一草木，根荄

支干，果实花叶，甲之事也；而乙则离母而转附于子，緜緜延延，代

可微变，而不可死。或分其少分以死，而不可尽死，动植皆然。  

 

小结：从“世变、运会”到“天演” 
严复说“天演西名‘义和禄尚’”，11 黄克武也说：“‘天演’、‘进化’这两个

词显然都是对‘evolution’或‘evolutionary theory’的翻译。”12 Evolution 由严

复译成“天演（论）”似已成定论，但，严复真的是直接将这个单纯词译成

“天演”的吗？  

严复 1895 年 2 月撰写《论世变之亟》，此时已经阅读了刚刚获得的赫

胥黎原著，或者，正是赫胥黎的书触动了严复，有了关于“世变”的思考。

在《论世变之亟》中严复使用了“世变”和“运会”，原著书名中的 evolution
已经隐含其中了。但对于 evolution，严复似乎还没有准备好一个专指的名

称，只是“强而名之曰运会”。“运会”见于中国典籍，意为“时势、时运际会”
（《辞源》2015），在《天演论》里严复解释为：“运者以明其迁流，会者

以指所遭值”，与“世变”相同，表示的是“递嬗之变迁，而得当境之适遇”。
“运会”的本质是“其来无始，其去无终，曼衍连延，层见迭代”，即古人所

说的“大运循环，周而复始”。但是这种“今兹所见，于古为重规；后此复来，

于今为叠矩”的因袭重复显然与进化论的“物变所趋，皆由简入繁，由微生

著，运常然也，会乃大异”主旨不相符合，严复需要为之寻找更合适的译名。
13 

在第二篇时文《原强》（1895 年 3 月 4-9 日）中严复进一步用“争自

存”“遗宜种”介绍了达氏之学的大旨，而此时仍无专指的名称，也没有“物
竞、天择”。似乎 evolution 的翻译让严复颇为困惑。《天演论》手稿本的

“卮言一”中虽然出现了“物竞、天择”，但仍没有使用“天演”。从写于光绪

丙申重九的“天演论自序”可知，至迟在 1896 年 10 月 15 日严复已经完成

                                                      
10 严复《天演论·译例言》，xii。 
11 《严复集》第 2 册，309 页。 
12 黄克武《何谓天演？严复“天演之学”的内涵与意义》，152 页。 
13 手稿本中以下的字句在刊本中悉数删去，反映了严复对 evolution 的认知过程：“《易·大传》

曰：乾坤其易之缊耶！又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即此谓也。”“《易·大传》曰：

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其道在中国谓之易，在西学（谓之天演）。”

《严复集》第 5 册，1414-14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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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天演论》翻译的初稿，开始着手修订润色。“天演”出现在“卮言二”，
即刊本的“导言二  广义”中。笔者认为原著中赫胥黎如下的定义对于“天演”
的诞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The word "evolution," now generally applied to the cosmic process, has 
had a singular history, and is used in various senses. （p.6）（现在一般应用

于宇宙过程的“进化”一词，有它独特的历史，并被用来表示不同的意义。

中译本 4 页）  

  Evolution 是单纯词，译成“天演”存在着一个概念凝缩的过程。译者即

使对某一概念有所把握，但要凝缩成译词也绝非易事。正如严复所言，一

名之立，旬月踟蹰。与卮言二中的“天演”相对应的原文不是 evolution，而

是 cosmic process。词组 cosmic process 转换成汉语则容易许多。严复分别

用“天”和“演”去对译 cosmos，process，“天演”也就应运而生了。手稿本“卮
言二”以后“天演”频繁出现，一发而不可收拾，“物竞、天择”也随之广泛使

用。  

借助 cosmic process，严复得到了“天演”，并通过等义传递与 evolution
建立了对译关系；时间大约是 1896 年夏。该年 10 月以后完成的《原强修

订稿》并没有公开发表，“天演”以及“物竞、天择”等进入公众视野是在 1897
年。 14 

Cosmos 今译“宇宙”，严复译为“天”，process 今译“过程”，严复译为

“演”，真的传递了赫胥黎的原意吗？严复的“天演”和“进化”大致相当于

evolution 与 evolutionary ethics，如何阐述？此时，严复显然受到了文明阶

段论的影响，对此如何进行分析？赫胥黎的 evolution 与 cosmic process 有

何区别？另一个关键概念 ethics process 与之处于何种张力关系之中？还

有很多问题需要廓清。  
 
 
 
 
 
 
 

發表人之會議資料皆為初稿，如需引用須徵得本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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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国闻汇编》（旬刊，天津）第 2 册（1897 年 12 月 18 日）开始连载《天演论悬疏》（前 9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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