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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时间、空间、阶层乃至不同的学科、不同的取径对儒家传统做了深入的阐

述，并着重就“五四”以后现当代儒学的转化与可能的创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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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多样的儒家传统

儒家传统可以从时间、从空间，可以从不同的社会阶层，乃至不同的方法、不同的取径

来了解。这个传统和基督教的传统，和伊斯兰教的传统，和佛教的传统具有某种相似性。我

并不是说儒学就是宗教，但作为一个精神文明，它是多元多样的。

从时间的跨度来讲，我曾提出过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构想，这个构想事实上是非常简单

的，我觉得不应该引起什么了不起的争议。就是说儒家传统从一个地方的文化、髓阜的地方

文化，逐渐成为中原文化，在中国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过程从先秦一直到两汉，可以叫第

一期。然后因为佛教，因为道家思想的影响，在一段时间中国最杰出的思想家、知识分子不

一定认同儒学和儒家传统，他们认同佛教，或者认同道家。这个潮流从魏晋一直持续到隋

唐，这个时期佛教大行其道。当时的儒家还有影响，但基本上只是一个潜流。到了宋明，儒

学进一步发展，儒家传统逐渐从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演变而为日本的岛田虔次(shi咖da

Kenji)所谓的东亚文明的体现，就是儒家传统从中国文化影响到韩国、越南、日本，乃至海

外的华人社群，这是儒学的第二期发展。到了近代，就是鸦片战争开始，儒家传统受到了西

方文明的重大冲击，基本上可以说不仅是退潮了，更可以说是被解构了，而且解构得非常彻

底。当时中国最杰出的知识精英形成了一个批判儒学的大潮流，如果你把胡适、陈独秀、李

大钊、鲁迅，还包括吴虞这些人的力量集合起来，要打倒孔家店，要批评儒学，那么儒学当

然是经不住国内最杰出学者们发自内部的批判的，所以说它基本上是被解构了。解构以后，

也就是“五四”以后，它是不是还有一个再发展的生机?如果有生机，它将来应该是一个什

么样的情况?据此，我提出儒学发展的前景问题，我是把它当作一个问题提出来的，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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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它一定能发展，更不认为它会一枝独秀。陈引弛先生曾把我的相关观点汇编为一本书，取

名《一阳来复》。所谓“一阳来复”，就是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的一枝很容易被摧残的幼

苗，需要对它做大量的培育工作，这就是我所说的儒学的第三期发展。

任何一个重要的文明就像一条长河，它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构，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

一定跟其他很多的文明进行复杂的学术沟通。从空间来说，儒家当然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

分。我曾提出过“文化中国”的观念，这个观念里面的资源非常丰富，儒学只是其中之一。

道家的传统、佛家的传统、民间宗教的传统，乃至伊斯兰教的传统(自元代以后已经成为中

国文化的一部分)，还有基督教的传统。基督教的传统远在利玛窦以前的唐代即已有景教的

发展，利玛窦以后的天主教因为礼仪之争，受到了很大的阻碍，但一直在发展。到了19世

纪中叶，特别是美国的传教士来了以后，新教发展非常迅速，现在基督教在中国可以说是大

行其道(包括地下教会和官方承认的教会)，所以它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有些学者把中

国文化概括为儒、释、道三教，其实是不准确的，严格地说，从明以后还应该包括伊斯兰教

和基督教。另外，如果加上民间的宗教、各种不同的民族所体现的价值，那就更加多元多样

了。所以儒家传统在』一义的文化中国中，它只是很多资源中的一种资源，有的时候有影响

力，有的时候没有太大的影响力。但是不管把中国或者文化中国的概念怎样扩展，都没有办

法涵盖儒家传统的全貌。因为儒家传统也是日本文化的一部分，是越南文化的一部分，是韩

国文化的一部分，是海外华人文化的一部分。即使是海外华人所体现的儒家传统，情况也很

复杂。譬如印尼有儒教，曾经是印尼认可的宗教之一，约有一百万儒教的信徒。有一种值得

重视的情况。印尼是一个宗教国家，如果你不属于某一个宗教团体，你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

疑。作为一个华人，要么信伊斯兰教，要么信佛教，要么信基督教。很多华人认为他们要信

自己的传统儒教。在苏哈托之前，信儒教是合法的。可是从1965年开始，苏哈托反华的情

绪非常强，信儒教就不合法了。现在他们从中国请了很多学者帮助他们恢复儒教。但是中国

学者一到印尼就说儒家绝对不是宗教，跟宗教毫无关系，这对他们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瓦希

德(Abdurrahm8n wahid)作为第一流的伊斯兰学者，后来做了一段时间印尼的总统，他开始

要把儒家的宗教地位恢复，受到了一些冲击。不过现在印尼的儒教已有再现的契机。

所以从空间来看，无论中国文化还是文化中国都无法涵盖整个儒家传统。再如，我在夏

威夷的时候，东亚文化中心及传播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曾经做过一个调查研究。选了几个地

区：韩国的汉城、日本的东京、中国的台北和香港以及内地的上海青浦进行抽样调查，了解

儒家的价值在这些地区所体现的情况。这个调查研究是1980年代做的。按照联合国关于全

球价值的方向，以儒家价值为标准，最能体现儒家价值的是韩国，其次就是日本，第三是香

港，接着是台湾，然后是中国大陆。事实上从空间上来看，儒家到底在什么地方最能发挥它

积极的影响力，那要看它的实际情况。

从阶层上来看，大家对此很容易理解。我们谈到儒家总是与知识精英联系起来的，至于

它在民间社会的影响，以及和三教，和其他文化交流的情况怎样并不太清楚。至少从明代以

后，儒家的价值已进入社会的底层。如《太上感应篇》可能是道家的观念，但其中有很多儒

家的价值，在中国民间社会流传之广，照一些传教士的说法，在19世纪它要超出所有的

《圣经》在西方流传的好几倍。当然这个比较是不公平的。《旧约》、《新约》加起来是很厚的

一大本，《太上感应篇》是很小的一本，就如同《菜根谭》一样。据日本的一位教授的研究，

在民间流传的“善书”就有3000多种，这些善书在民间社会的影响非常大，这里面的价值

基本上是以三教且儒家伦理为主，当然也有佛家报应的观念、道家养生的观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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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儒家的价值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不仅仅靠知识精英。其实

知识精英所扮演的角色并不特别突出，重要的传播者是母亲的身教。在中国传统里面，没有

受到文字、文本训练的母亲非常多，但是我们不要把文盲和文化价值的体现者对立起来。一

个文盲可能成为一种文化价值最突出的体现者。最明显的是，所有民间的传统，夏威夷的也

罢，美国印第安人的各种传统也罢，多半是通过口传留传下来的。比如夏威夷的某些宗教领

袖(Kahunas)，可以把文化传统中的1000多句的长诗完全背熟。所以靠母亲的身教，可以把

文化价值如实传下来。到今天为止，在中国社会，就文化价值来说，对一般人最有影响力的

还是母亲。这个传播是非常有意义的，从儒家传统来看是绝对不能忽视的。17世纪有位杰

出的思想家，他的母亲就告诉他，“我希望你这一生都向我们传统中的两个无父之子学习”，

一个是孔子，他三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还有一个是孟子，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孟母三

迁”对孟子的影响。在传统的发展中母亲的影响非常大，如岳母在岳飞背上“精忠报国”的

刺字、欧阳修的母亲用芦苇在沙地上训练他写字。有学者研究过，20世纪突出的人物，思

想界、政治界等各方面突出的人物，受母亲影响的特别多，这个比例是很惊人的，不是

50％，大约是60—70％。所以，我们要了解儒学，不能单着眼于精英儒学，要特别注意民间

社会，注意介于精英与底层之间的中间阶层，譬如许多影响过大众的、普及给大众的作品，

它们的作者不属于儒学的精英，但他们在儒学的普及上作了很大的贡献。像《儒林外史》、

《三言》这样的作品就深具影响力。柏克莱大学教授戴维·约翰逊(David Johnson)专门研究

中间的阶层，研究他们怎样把精英的文化价值传到民间及其贡献。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可以从不同的学科对传统进行研究和讨论。大约在1991年我主

持了一次学术讨论会，不提交论文，一共讨论三天，在美国的人文科学院，后来出了一本小

书《儒家世界的透视》(c0枇缸n％蒯D6se舭d)。邀请的学者，有中国、日本、韩国的，也
有北美、欧洲的，这些学者来自历史、哲学、宗教、经济、政治、社会、人类和心理等各种

不同的学科。你可以了解到真正的分歧不一定是比较文化的分歧，日本的学者、韩国的学

者、中国的学者之间讨论的问题互有沟通，但是不同科系的研究中间的沟通则非常困难。比

如说历史学家对儒学的研究和哲学家就有相当大的矛盾。我有时候开玩笑说，如果在历史学

方面的朋友说我也是研究历史的，在哲学方面的朋友说我也是研究哲学的，这是朋友；我的

学术界的敌人。或者说批判者，在历史界的人就说我是研究哲学的，在哲学界的人就说我是

研究历史的。这中间的矛盾冲突非常明显，作为一个历史学界的人认为我不做事实描写和分

析，即是对我的批判；哲学家认为我只能考证历史问题，也是一种批判。宗教研究和哲学研

究有所不同。宗教研究说我们讲究体验，哲学研究说你讲究体验就是主观主义；从政治学角

度了解儒家的权威(政治学者在美国的影响非常大)，儒家就被看成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着重讲它的官僚系统、讲它的专制体系；从社会学角度了解儒学，就注重它的家族制度，注

重社会价值的传承；心理学家对儒学的研究，比如在香港有几位学者。很有名的香港中文大

学教授麦可·邦德(Michael Bond)，用儒家的心理学的模式挑战西方个人主义的模式，这中

间他也发展出很多论据、很多试验的方式。

这样看来。从时间，从空间，从不同的社会阶层，从我们的科研，所展现出来的儒家传

统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传统。而我现在要做的工作、我想要提的问题，是这种错综复杂的研究

中间的一个思路，我不能够概全，因为有很多地方我根本没有什么理解，我甚至没有资格做

一个儒学的专家和儒学的学者。那么复杂的传统，你只是这个大的传统中的一个研究者而

已，而且研究的范围非常狭窄。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来讨论一下儒学在现代和当代，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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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以后发展的情况。

二、一阳来复：“五四”以来儒学的转化

在“五四”的时候，对儒学进行过严厉的批评，甚至有人提出中国应“全盘西化”，如

胡适，以及后来的陈序经等(后来胡适变了，觉得不能讲全盘西化，太绝对了，应该讲充分

现代化)。但他们在讲全盘西化的时候，对传统是非常熟悉的，而大多数人对西化却很生疏。

所以，讲西化在那个时候是有预见性的，向未来看，要学习西方，当时大半的人不要学习西

方，我们要学习西方。现在则是西化大盛，所以一讲到传统，就觉得很生疏。所以，在当时

那个情况下，胡适他们特别强调中国文化，特别是受儒家影响的负面的东西。当然儒家文化

在中国的思想长河中间起了很多负面作用，这是必须承认的。因为负面东西的力量太大，所

以我们要学习西方，即使有心百分之百地向西方学习，最多还只学到40％。假如我们说一

半要学习中国文化，一半要学习西方，那么我们学习西方只有10％的成效，所以必须矫枉

过正。就是尽量要把问题推向极端，才能够把西方的价值：自由、人权、民主、科学带进

来。胡适讲充分现代化时就是抱着这种心态。陈独秀、鲁迅等也都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因

为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所以他们说要全盘西化，这与我们现在完全不同。我们现在已经没

有传统文化的积淀了，传统已经被打碎了。“五四”那代的知识精英里面，再偏激的人，他

的传统文化也是非常深厚的，而且正因为他的批评性非常强，使得这个传统文化包括儒家传

统中的阴暗面，被以放大镜的方式暴露无遗。比如说三纲问题、专制政体的问题、社会上各

种不同的习俗问题，鲁迅所说的国民性问题，胡适提到的包小脚问题、纳妾问题、抽鸦片烟

问题、懒散问题，孙中山批评的“一盘散沙”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在文化传统极深

厚，特别是心灵的积习特别深厚的情况下被提出来讨论的。即使如此，他们受到的传统文化

的影响。包括儒家文化的影响还是非常深刻的。

我再举一个例子，跟中国没有关系。大家都认为日本的现代化从明治维新开始，把整个

儒家传统给抛弃了，尽心尽力向西方学习，逐渐发展出一套西化的理论，使之成为西方文明

的一部分，被称为“脱亚入欧”，这个“亚”就是指中国文化。大家一般的讲法说中国历史

的包袱太沉重。而日本一下子就丢掉了，马上就变成了世界文明的一部分，成为世界文明的

重要参与者。在影响日本的现代化的知识界中，最杰出的学者就是福泽谕吉(Fukuzawa Yu．

kichi)。哈佛的教授奥尔·克瑞(Al Cmig)是研究福泽谕吉最杰出的学者，他已经研究25年

了，他的书现在将要陆续出版。两年前哈佛燕京在苏州开会，特别讨论了福泽谕吉。他说的

一个现象值得大家思考。福泽谕吉的中国的训诂学、中国的学问是非常好的，特别是儒家传

统。他在讲“脱亚入欧”的时候，是跟“五四”的知识精英一样，也深受这种文化的影响。

他现在要背弃这种文化、批判这种文化，要进行对自身的批判。奥尔·克瑞教授讲了这样一

段话：福泽谕吉对中国的古代典籍下了非常大的功夫，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问题。他抱怨

他的同辈们：“我们中的一些人，到处去炫耀他们的汉学。他们说他们看过了《左传》，其实

只是《左传》中背过几段便去炫耀。我<左传》看了十三遍，我并不炫耀。”《左传》看了十

三遍的人，我不知道在国内有多少，至少在国外是很少见的。再加上最基本的典籍，四书五

经之类的他都非常熟悉，大概四书还可以背之成诵。你再看伊藤博文，再看围绕着明治天皇

搞维新的那些志士，都是对儒学研究非常深的人物。京都大学副校长渡边浩(wat明abe)，

就是丸山真男的传人，也是研究日本思想史突出的学者，他说日本真正的儒学发展是在明治

维新以后。但是它也有负面的作用，儒家的传统和日本的神道结合起来，后来造成了日本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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隘的军国主义。所以他们现在开始对儒学作些反思，认为儒学是日本民族凝聚力很重要的一

个力量，但它和神道结合在一起，也是使日本变成帝国主义的一个因素。因为日本的神道基

本上来自日本的国学和古学，但是即使在神道的影响下，在所谓的国学传统研究中还是有很

多的儒学因素。

当时有一个口号，说要把儒学、把传统包袱丢掉。如果说是包袱，有几个基本的预设，

首先就是它是身外之物，否则就不是包袱；另外就是可以丢掉。但是据我们的了解，它不可

能是包袱，它的影响力，已渗透到了你的骨髓里，渗透到你的血液里。你要脱胎换骨，很

难。你想把它像包袱一样丢掉，然后就能西化，更难。这力量非常大。这是一个情况。另外

在当时讨论的四个复杂的问题，把它弄简单了，或者说是弄成了一个问题，就是把“体”的

问题，变成了“面”的问题，变成了“线”的问题。所谓“体”的问题，有四个不可分割的

侧面。一个就是对传统的承继和扬弃。如果不能继承传统，不能把传统的精华继承下来，不

去了解传统的精华和糟粕之间复杂的关系，就没有办法扬弃。你扬弃的，有时多半是精华。

对西方，或者是国外的思想，你不能够有某种主动自觉的理解来承继，而是全盘地接受、拿

来主义，绝对拿不来。日本学习西方的情况和我们学习西方的情况距离太大。你可以看到日

本学者小心翼翼、逐渐逐渐地把西方的一些价值引入。日本到外面去旅游或者到外面去调查

的人，目的性非常的强，从德国学什么、从法国学什么、从美国学什么、从英国学什么，在

国内已经讨论得非常细致。即便如此，日本对西方的了解还是有它的片面性。假如我们没有

这种主动自觉(主动自觉就是我们自己对自身的文化认同和文化传承有没有深刻的理解)，

那么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扬弃的工作就做不好，对西方文化的引进和排拒也绝对不行。你对

传统文化的态度是粗暴的，你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也一定是肤浅的。对于传统怎样去理解它，

它的精华怎样去开发，它的糟粕怎样去批判；对于西方的文化怎样进入它的语境、进入它的

环境，是深刻的引进而不是对它的一些浮面的现象进行毫无选择的输入，这四个问题同时出

现，应同时解决，没有捷径可取。正因为如此，如果说没有强烈的批判，既没有办法对传统

文化的精华进行开发、对糟粕进行扬弃，也没有办法对西方文化的引进进行排拒。正因为这

种批判精神非常强，所以任何一个人，对他自己所认同的传统不先做认识、理解和分析，而

希望把这个传统在自己这里发扬光大是不可能的。国内有些学者对我素来尊重，说杜教授是

弘扬儒学、宣传儒学的，我却认为这是对我严厉的批评。如果说我对儒学没有充分的理解，

对它内在的阴暗面没有充分的认识，我不能够对它的精华用现代的语言进行阐述，而只是一

味要宣扬它、弘扬它，这能做到吗?比如在基督教，那些宣扬基督教的传教士，在学术思想

上看起来都是低层的，真正有能力反恩基督教的都是神学家，而神学家基本上是和哲学配合

起来的。比如说卡尔·蓝纳(Kad Raher)，那时我很想和他见面，但是错过一个星期，他过

世了。他对20世纪天主教的影响，可能要比教皇还要深远，这是在《纽约时报》及其他书

评中谈到的。教皇的影响当然非常大，到任何地方都是成千成百万的人欢迎他，但是从天主

教发展的长河来看，它的影响是会逐渐退缩的，特别是它对女性主义的理解不够，对世界上

很多复杂的问题的理解不够等等，一味地想要宣传天主教并不济事。最近教皇到了拉美，拉

美地区大多数是信天主教国家，但是很多拉美人开始接受新教。因此教皇感到了危机而前往

布道。毫无疑问这是一位弘扬天主教的大师，但他在学术思想上的影响是没有办法和蓝纳相

比的。国内的学者对蓝纳知道得很少，但是他确实是神学界的第一流人物。所以我一开始从

事一些比较文化、比较宗教研究工作的时候，就对西方最杰出的神学家的思想进行了解，读

他们的作品。希望得到机会对话，能够从他们那里得到资源。而对于一般的传教士和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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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堂发表的言论，即使包括比利·格兰(Billy Gmham)一开讲就有100万的听众，他肯定

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实际上从长远来看，是没有办法为基督教创造新的价值的。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认为在“五四”时期，儒家传统受到了一批最杰出知识精英的批

判，这对儒家传统能不能够继续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他们的严格批判，不把它的阴暗面

全部暴露出来，它的真正的价值就很难体现。所以我说对儒家残害最大还是军阀、官僚，或

者有政治权力的人想办法从内部来腐蚀，儒家越受到袁世凯的宣传、受到张宗昌等人的提

倡，儒家的生命力在很多知识分子心中就越没有任何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但是我们也要分开

来说。张宗昌和袁世凯可能是对儒家一无所知，想利用它；但是阎锡山却不一定。我看过阎

锡山的关于儒家价值的材料，他对儒家是下过功夫的，不能一概而论。蒋介石在台湾对儒学

进行政治化的宣扬，这使得儒学在台湾的知识界受到了很大的质疑。正因为在政治上的宣

传，使它成为一种政治压力、一种象征系统的主导，对一般知识分子来说就有一种压迫感。

但陈立夫在晚年对儒家下过功夫，他的《四书道贯》很可以一读。华东师范大学的冯契先生

讲的古今中西之争，他认为这是近现代中国所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古今中西之争基本上就是

传统的继承和扬弃、西方文明的引进和排拒之间的复杂问题。一般的理解认为比较成功的是

日本。日本的本土化和国际化配合得比较好，所以越国际化，则日本性和本土化越强。你如

果到日本参观一下就能感受到这一点。1967年我和唐君毅先生从京都路过天理而到奈良，

我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你从那里可以看到唐代所遗留下来的庙宇的风格，日本人的生活

习惯、茶道、书道，还有中国的鉴真和尚所带到日本的很多中国文化的价值，都还在起作

用。那么它的西化常常是通过本土化方式来进行的，怎么样能够把外来的文化内化，成为日

本文化的一部分。当然他们是有经验的。他们说日本文化是属于本土化的传统。日本不是一

个轴心文明。轴心文明是什么呢?是希腊、印度、中国和犹太。比如说印度的印度教和佛

教，中国的儒家、道家，在中东开始是犹太教，后来发展成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些都是

轴心文明。就是雅斯贝斯(Kad Jaspers)所讲的轴心时期文明(Axial Age Civilizations)。日本

不是，日本等于是一个地方性很强的文明，你看他的神道、他的神话等都是地方性很强的东

西，而日本消化了两个轴心文明，但却没有出现消化不良的情况。第一个就是儒家传统，确

实变成了日本文化的一部分。我们要了解日本的儒学跟中国的儒学是绝对不同的，中国的儒

学一定是以仁义礼智为核心价值，日本接受儒学影响的是它的武士道。因为它的武士道有很

长时间没有办法从事战争，都变成官僚了，加入了官僚系统，所以受到儒学的影响很大。日

本不特别强调“孝”而主要讲“忠”，日本的宗法血缘观念非常淡，日本有养子制度。很多

在中国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儒家价值，到日本都变了。但是不能说日本的儒家不是儒家。

日本在充分的国际化和充分的本土化方面做得很成功，日本的“脱亚人欧”做得也是成

功的，它是所谓的世界八强之一，是唯一进入欧洲文化圈的亚洲国家。亨廷顿在讲文明冲突

的时候，把世界上分成很多不同的区，认为对西方文明构成挑战的一个是伊斯兰，一个是儒

家文明，但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把日本剔除出儒家文明，说日本不属于儒家文明。为

什么呢?日本的经济是世界第二，把日本剔除出儒家文化圈是他的冷战心态的表现。但是日

本是不是属于儒家文化圈?这是日本学者一直在辩论的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因为“脱

亚入欧”的成功，就尽量地淡化和儒家有关的东西，所谓“脱亚”的“亚”就是指中国，叫

“去中国化”，跟台湾目前的文化走势有相似之处。既然要去中国化，就表明日本从历史上看

和中国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但是美国日本研究最杰出的学者，以前也是哈佛燕京的负责人

之一——赖世和(E‘l试n O．Reischauer)，曾任美国驻日大使——是中国汉学和日本研究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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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突出的学者，他在1974年就在《外交季刊》上发表了一篇非常有影响力的论文，就针对

这个问题提出了他的看法，批判“日本特殊论”(Japanese exceptionism)，他坚持一定要把日

本摆在“中华文化圈”中，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当时日本的学者群起而攻之。赖世和在

这篇文章中就指出：如果日本能发展，将来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这四个地区也会发

展；如果这四个地方发展了，将来越南也会发展。1974年的时候越南战争还没有结束，1975

年才结束。他说如果越南发展了，中国也会发展，特别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方面发展。

很短的一篇文章，讲得非常清楚。另外一个预言现在还没有实现：北朝鲜会发展。这就是儒

家文化圈。儒家文化圈涵盖日本、四小龙和社会主义东亚，包括越南、中国大陆和北朝鲜。

最近密歇根大学的英格哈(R．Inglehard)教授提出所谓“世界文化地图”，这个“世界文化

地图”中所谓的“儒教圈”就是这些地区，那么现在的日本算不算在其内?除了日本的国际

化成功、本土化成功，现在日本要区域化，现在日本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再亚洲化”、“回

到亚洲”。一回到亚洲就遇到了韩国和中国的挑战，日本会认为，将来日本是亚洲文明的一

部分，还是日本现在接近的欧洲文明的一部分?这是他们所面对的一大挑战。

面对这个问题，来看中华民族的再生、中华民族的腾飞，意涵是非常丰富的，有经济含

义，当然也有政治含义，甚至有人说有军事的含义，后面所带来的文化信息是复杂的。对于

国际社会的重组，对于国际新秩序的出现，对一种面向2l世纪的新人文主义的发展，我们

能提供怎样的精神资源?回答这个问题，不可能只是官方，或者是少数的知识分子，一定要

通过一个非常复杂的步骤。各种不同类型的公共知识分子，比如政府的、学术界的、企业

的、媒体的，乃至各个不同的社会团体、社会组织，大家共同来建构这一理念、这一愿景。

如果这只是一个空洞的论说，而没有影响政治、没有影响国策、没有影响外交，那就没有办

法具体落实。但是即使如此，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空想，它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这个现实意

义，如果落实到外交，就是1979年以后中国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持一种“和而不同”的观点，

具有非常大的弹性。这是中国外交政策比较成功的关键所在。但是，中华民族的再生所包含

的文化信息将来会怎样?西方的学术界、知识界、文化界，或者是日本的、越南的、韩国

的，都非常关注这样一个课题。就是中国文化何去何从?

这中间有这样一个背景，在此简单地提一下。从17、18世纪开始，西方发展出一种所

谓的启蒙心态。我们说的“启蒙”是一种文化的运动，是一种还在发展的理念，也是一种复

杂的心态。哈贝马斯说希望把启蒙再发展下去，我认为这是人类文明影响最深的思路。不论

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是启蒙发展出来的。我们现在的大学制度、市场经济、民主

政治、市民社会的出现，都跟启蒙有关系。但是这个大潮流现在碰到了很大的困难，这是大

家都非常熟悉的。因为它是人类的中心，对物质主义发展的关注，导致了严峻的生态环保问

题；它是强势的个人主义，现代社群理论对它进行了批评；另外它是一种带有侵略性的浮士

德精神，以“追求富强”为目标，从过去的殖民主义到帝国主义的发展，都跟它有关系。现

代生态环保的困境和战争的问题，乃至世界上发生的贫富不均，还有各种的国际化造成的反

全球化运动，使大家觉得——不仅仅是我们，还有西方的杰出知识分子，都认为启蒙所代表

的启蒙理性，没有办法带领人类走过21世纪。就像解构学、后现代、各种女性主义等，很

多人基本上都对启蒙进行严厉的批评。

从这方面来看，儒学、特别是新儒家的儒学，在“五四”以后逐渐地得以发展，现在可

以说是“一阳来复”。那么到底文化的涵义是什么?有关对所谓现在新儒家的理解，和20世

纪80年代中期教育部所支持的方克立先生所主持的十年计划有关系。当时他们提出来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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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是十个人。参加的有十七八个单位，有四五十位的学者。他们集中讨论的是十个人，有张

君劢、贺麟、冯友兰、梁漱溟、熊十力、钱穆、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有个构

想：出30本书，先为每人做一个学案，然后每一位出一本论文集，对他们的思想进行一个

评估，再有lO本就是对他们进行批评。基本上要做的工作不是要宣扬儒学，而是对海外的

新儒学进行一个全面的理解研究之后，进行彻底的批判。这十位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现在来

看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从中可以看出儒学的现代转化和儒学创新的可能。

张君劢大家都很熟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和梁启超一起到欧洲游历，回来以后就进行

所谓的科玄论战，实际上，科玄论战对他是不公平的，因为他提出来的是人生观的问题。当

时在胡适、丁文江等科学主义的导引下，对人生观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评，大家认为科玄论

战中科学取得胜利。我们重新回顾那个时候的论战，发现张君劢提出的很多问题，如人生的

价值问题，人除了拥有科学理性以外，还有很多无法量化的、无法理解的能力，他的很多观

点到今天还没有过时。他因为曾留学德国，对德国的理想主义很感兴趣，后来在美国他一个

人写过一本关于宋明理学的书。大家都认为他是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的知识分子，他曾经参

加过民国宪法的起草，在这方面有他自己的见解。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晚年。最后他一

个人一二十年都住在加州的奥克兰，一个人办了份杂志《自由钟》，出了100多期。在这份

杂志中他对于自由等各方面的理解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第二位就是贺麟，我在上世纪80年代去看他的时候已经绝口不谈儒家，只想从我这里

知道一些西方社会科学的东西，但是他是通过黑格尔，把王阳明和黑格尔结合起来，这和冯

友兰把朱熹和新实在论结合起来有很大的不同。很明显，这几位都是真正浸润到西方文化之

中的学者，也可以说儒家传统从“五四”开始经历了一个西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现代化的过

程。从西方最核心的一些传统来进行比较研究，来发扬他自己的内在价值。

梁漱溟先生没有出过国，但是梁先生在1923年所写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基本上是

把人类文明按照印度文明、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加以分疏，他有一个国际视野，而且对此也

有很深刻的理解。我和他见过好几次面，其实他的终极关怀是佛教，他说现在不得已要研究

儒家，要经世致用。大家都很熟悉他在分析这三种文明的时候，说印度的文明是舍离的文

明，西方的文明是进取的文明，中国的文明是中和的文明。在现阶段，中国一定要向西方学

习，不向西方学习就没有办法生存，但是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前景来看。不要忽视了印度文明

包括佛教文明，将来对于人的安身立命，特别对西方年轻人会有影响，他这个预言不一定会

实现，但是很有启发。即使连熊先生。他是在支那内学院师从欧阳竟无大师研习佛学的，他

的《新唯识论》的基本资源来自佛教。孟旦(Domdd M眦to)在大英百科全书中介绍熊十力

先生，说他深受柏格森思想的影响。这个说法是不全面的。因为熊先生自己很明确地说有人

认为我的思想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相近，其实是大不相同的。因为柏格森所称的心理是人的

一般心理’!我所讲的是属于本体论层次。他认为自己的观点比较接近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过程哲学。所以熊先生完全是在东方语境，特别是中国语境中思考的，但他对

于西方有一定的理解，是愿意解读的。所以，1919一1949年的一代新儒家中，没有一个是抱

残守缺、盲目认同传统，对西方进行排拒，这是事实。我们看他们的作品就非常清楚。

再回头来看，从魏源、龚自珍以后，戊戌政变之前，像康有为和梁启超，都是对西学有

强烈的认知的，甚至连曾国藩，国内也已开始慢慢对他重新评价。曾国藩作为一个深受传统

文化熏陶的大儒在自强运动中所体现的一些价值，如送100多位儿童去西方，向西方学习，

要发展工业，甚至在制度方面、人才培养方面，都积极推动西化。我觉得可以接受日本渡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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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的观点，他认为：至少在日本，真正能够以一种开放的心灵向西方学习的人几乎没有一个

不是儒者。我们应该想想为什么受儒家文化影响这么深的这些人对西方那么开放?康有为很

欣赏华盛顿，他说华盛顿已经是一国之尊，结果不愿意做皇帝，大示尧舜禅让之风。这个怎

样去理解?当然有受到儒家文化影响而特别讨厌西方文化的，像倭仁等很多清朝的高官，有

学人认为他们在体现儒家文化，而梁启超等不在体现儒家文化，这个观点我不能接受。

1949年建国以后，真正的儒学发展在海外，在港台。香港主要是新亚书院，台湾主要

是东海大学，台湾大学也有些学者。这些学者中，比如方东美是一生研究希腊哲学的，他在

台大开的课程全是讲希腊哲学的，他的“科学哲学与人生”中所掌握的智慧主要来自希腊哲

学。他是方苞的后人，因此是桐城派，他的文笔非常古雅。如果不懂古代汉语，他的文章是

很难读懂的。他后来到美国讲学，受到了美国学者的刺激，开始从事儒学研究和讲儒学，他

用英文讲儒学的东西也有一定的影响力。他的及门弟子，像刘述先、成中英、傅伟勋，都是

直接师从方东美先生的。毫无疑问，他们对西方的学术都有很深刻的理解。唐君毅先生在香

港的新亚书院，他对西方黑格尔哲学的浸润是没有什么可争议的。在1969年，美国哥伦比

亚大学的宋明儒学中心由狄百瑞(w．T．de Bary)和日本的冈田武彦(0kada Taka}Iiko)主

持举行的“宋明儒学研究”，是真正地把现代儒学的信息直接带到美国去了。因为他们的影

响，美国学术界有了很大的变化。由哈佛大学的费正清和耶鲁大学的亚瑟·莱特(Anhur

wri小t)所主控的美国学会联合会，当时连续推出了五本和儒学有关系的书籍，包括《儒家

的人格》、《儒家的政治》、《儒家的实践》等，那是美国学者当时对儒学的理解。这五本书基

本上是把儒学当作政治意识形态(politic8l id∞logy)或者说是政治文化。但是因为唐君毅先

生、冈田武彦先生、狄百瑞先生，特别是陈荣捷先生，从那个时候就已开始发掘儒家文化的

内在资源，研究儒家不能只当它为一种政治文化，几乎最重要的儒家学者没有一个是研究儒

家政治文化的。1966年，在伊利诺斯厄巴那(Urb眦一Ch姗p8i弘)的伊大召开了“明代思
想：自我与社会”学术讨论会，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那时我还在哈佛修博士学

位，刚刚口试考完还在准备写论文的时候参加的。会议论文集就是后来出版的《明代思想中

的自我和社会》(Self＆S0ciety in Ming Thought)，这是一本在美国学术界从儒学是政治文化转

到我们现在所称的心性之学或者是生命哲学这一角度思考的最重要的一本书。后来顺着这种

思路为宋明儒学的研究开辟了新方向。这和唐君毅及冈田武彦到美国很有关系。

牟宗三先生，中国的康德专家。在他去世前是以全部的精力做康德的翻译。他把康德的三

个批判都进行了翻译。平生翻译康德的一个批判已经是非常圆满的了，而牟先生则是将三个批

判都翻译出来了。牟先生在大学的时候就研究康德，虽然有人说他不懂德文，怎么能研究好康

德呢?他研究康德有他自己的问题意识。他认为要真正进入西方哲学的核心，必须要找到西方

最有影响力的大学者，他认为康德是西方思想界中无法绕过的一位重大的思想家，所以他一生

都是在从事康德的研究。因为他受到熊十力先生的影响，也受到唐君毅先生的启发，因此他研

究康德的问题意识不是旧时代康德研究的专家，而是希望通过康德对中国的心性之学进行一个

新的诠释。而更大的野心。就是能不能通过中国传统的心性之学，特别是盂学中的心性之学疏

解康德哲学的困境?现在很多学者，中国的也好，外国的也好，都不愿意接受，但是我们向前

看的话，这种说法也不一定完全没有说服力。康德哲学是从“入学”概念衍生出来的，但并不

重视道德感情。康德讲“道德定律”的时候对“情”的问题没有积极阐述。牟先生认为，把康

德哲学的自律道德和中国的心性之学以及盂学中的“四端”结合起来，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牟先生的哲学在台湾影响很大。他在台湾的弟子号称“鹅湖学派”，像李明辉到德国拿到了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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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学位，博士论文就是关于康德哲学中的“情”的问题。现在跟牟先生有关系的至少有十几个

学者，在美国、德国拿到博士学位，进一步在做这个工作。

徐复观先生事实上和西方没有什么特别关系，但是在阅读他的文献的时候，会发现他是

真正通过日文对西方的学术思想作了很多的研究，因为我是他的学生，所以我非常清楚。他

自己的贡献是在两汉思想，在《文心雕龙》的研究，发展成为中国艺术之精神，再者就是在

政治与学术方面，出版过很多的论文集。

唯一和西方的思想没有什么纠葛的就是钱宾四即钱穆了。这是一个例外。

三、结语

这样我们可以做一个结论：儒家传统是经过了一个西化和现代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非

常全面、非常深刻的，绝对不是从前张之洞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么肤浅的模

式。像严复在做了那么重要的翻译工作之后，他说“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这是他对西方

学术、西方现代精神的一个概括。这个概括非常重要。在“五四”前期，中国最主要的观念

是自由和人权，后来因为救亡图存和其他的理由，才突出了科学和民主。科学后面是追求理

性的价值，民主后面所代表的则是人权和自由的价值，这在中国没有很好发展。所以我也同

意李泽厚先生说的“救亡压倒了启蒙”；但是“救亡压倒启蒙”并不能击中“五四”心态的

核心。当时有一个很强烈的要求：只有启蒙才能救国，只有通过学习西方才能救中国。这种

观念太强了!所以，当时儒学和其他的一些传统受到了很多不公平的质疑。所谓不公平的质

疑，就是拿西方最突出的价值如科学和民主，来对儒学进行拷问：如果儒家传统没有发展科

学、没有发展民主，那就没有价值。没有想到一个重大的精神文明，它会有很多其他的价

值。没有充分体现自由的价值，却有公益的价值；没有理性的价值，却有同情的价值；没有

法的价值，却有理的价值；没有人权的价值，却有责任的价值；没有个人主义的价值，却有

社群伦理的价值。这中间的关系非常复杂。所以像陈来先生就提过：我们为什么不要求基督

教开出科学和民主?看天主教，还有教皇，他们坚持妇女不能做神职人员，这当然不民主。

基督教也没有开出科学，但对科学家却有深远的影响，牛顿是为了证明上帝的存在才开始研

究科学的，他并不是要做一位了不起的物理学家。即使连爱因斯坦，他是犹太教的，也认为

上帝是不会为了人类掷骰子，因此他不相信以或然率为核心的量子论。这些都可以说明我们

对儒学，如果要进行完整、正确的了解，就要看它的资源是什么。既然在现当代的传统儒学

观念里面，我剐剐提到跨两代的十位思想家，都充分地通过西化和现代化，对儒学做一个非

常严密的内部的批判，“三纲”基本上被批判掉了。所有在儒家传统里面跟自由、人权、民

主、科学相违背的。都经过了非常严厉的批判。那么，它还有没有很大的生命力?我认为

有，不光从理论上面有。这没有办法细说了。至少在个人、社会、自然和天道四个层面上，

儒学有其独到之处。个人的身心灵神如何能够综合成为一个完整的个人?个人和社会，从个

人家庭一直到人类社群，能否进行一种健康的互动?人类和自然能否有一个持久的和谐?人

心和天道能否相辅相成?西方的现代理论，特别是西方的政治理论，一直到现在(也包括哈

贝马斯在内)。只提出一个向度的问题，就是个人和社会的问题，没有接触到人类和自然的

问题，更没有接触到人心和天道的问题。因为哈贝马斯不了解宗教，在他的理论内部更没有

自然生态环保的一定位置。儒家所展现的人文精神，这四个侧面都是配合起来的。正因为如

此，我认为至少在宇宙论和人生观两方面，儒家的人文精神确有光明的前景。

(责任编辑：王恩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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