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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世界的儒学与儒教 

杜维明 

（哈佛大学教授） 

杨教授、陆教授、各位嘉宾、各位老师： 

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够在中国宗教与社会高峰论坛暨第五届宗教社会科学研讨会上发表

有关于儒家人文精神的报告，我现在还处于一个思考的过程，所以这个报告还只是算目前所

构想的的一些思路，非常不成熟，希望各位包涵。 
首先我要分析一下宗教和精神性的关系。精神性我认为是每一个人的本质特征，没有精

神没有精神性，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有道德有理想的人就有问题。宗教是选择，（一个人)
也许是出生以来就接受了某种宗教，也许是自己主动的选择。没有精神性的宗教可以堕落到

形式主义，变得非常干枯。但是没有宗教的精神性本身是有价值的，它追求人生理想。 
儒家、儒教、儒学是大家经常讨论的课题，怎么样分开来？儒家是“汉说”，儒教有时候

被认为是一种宗教。 近我有一本书，定名为儒教，有点不安，因为我讲的基本是儒家。但

是儒家是不是可以成为宗教？在马来西亚有儒教，大概有一百万人，这有特殊的原因，现在

没有机会说明。在香港有儒教，在韩国有儒教——这些都是宗教。其实有一些儒者，也认为

儒家可以成为一种人文教，但是儒学是一种学术传统。儒家是一种广义的（概念），不是儒家

传统和学术的研究。 
我们常常问一个问题：儒家是不是宗教？对我从事儒学研究、认同儒家，从而对儒教也

有一个重新的了解这个立场来看，儒家是不是宗教（这个问题），对于学术研究并没有决定性

的影响。提出问题来，（说）儒家是不是宗教，是反映了提问题的人对宗教的理解。假如一个

学者说儒家绝对不是一个宗教，或者还没有达到宗教的水平，说儒家要经过奋斗才能成为宗

教，你可以肯定这位先生或者女士对于儒家的了解是从一神教即犹太、基督和伊斯兰教（而

出发的），（儒家）没有上帝的观念、没有真理阶级、没有权威、没有教会，这就不能算宗教，

所以这个宗教的定义非常确定，而且我也说，比较集中。假如一位先生或者女士说儒家当然

是宗教，可能这位先生/女士接受了一个非常宽的定义，所以（他/她可能是）完全不信任何

宗教，所谓的无神论者，或者是信仰各种不同的神——多元神者，乃至一个所谓的凡俗的人。

某种具有极大动力的运动，比如共产党的运动，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在这位先生/女士的眼光

里都算宗教。特别是在文革的时候，集中毛泽东的思想，确实是一种宗教，有“早请示、晚

汇报”，这中间有教主，有各种不同的形式，至于有没有教堂，这个再说。 
那么另外很值得注意的，宗教这个观念是来自于西方。西方有“两希”的传统——希腊

的传统和希伯来的传统。宗教是来自希伯来的传统，哲学是来自希腊的传统。有一位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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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家叫做尼格尔，他说希腊的传统和希伯来的传统相当的不同，（希腊的传统）是一个视

觉的传统，我们可以看到奥林匹克的运动员，看到它的建筑，看到它的几何，还有其他很多

的体现视觉的（东西），当然希腊也有音乐，也有舞蹈。希伯来的传统他说是一个听觉的传统，

即使摩西看到燃烧的一群树，也主要是听到上帝的声音①，就是说上帝从来没有形象的体现，

他是声音的体现，这两个文明相当不同。但是（宗教和哲学的问题）在轴心文明，雅斯贝尔

斯所讲的轴心文明是特例。印度的文明——佛教，在中国的儒家道家都没有很明确的宗教和

哲学分开。所以太虚大师——一位佛教的大师，他说我们的佛教既非宗教，又非哲学，既是

宗教，又是哲学。儒家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了解。 
儒家的精神可以说是一种涵盖性和整合性的人文主义，它的人文精神非常宽广，和西方

现代经过启蒙所发展起来的凡俗的人文主义有很大的不同。我作一个简单的回顾。从笛卡尔

开始，西方很严格的分身和心，分灵和肉，分精神和物质，并不是西方传统一直是如此，但

从希腊开始有这个观念，到了笛卡尔（时期）影响非常之大。现在很多学者对这个提出了质

疑。在儒家传统当然是讨论身心合一的问题，朱明理学所谓的“身心性命之学”，在孔子的时

代有所谓的“为己之学”，“为己”就是为了完善自己的人格，包括身和心。以前对于描写“仁

爱”的“仁”字，受到《说文解字》的影响，都说是“相人耦”②，“仁爱”的“仁”一定是

在社会关系之中才能体现。我那个时候就觉得不安，不安的原因呢，因为《论语》里面讲，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③很明显这是一种内限感。 近一批出土的

文物，给我们一个新的启示，这些文物中，“仁爱”的“仁”写法非常有趣，上面是一个“身

体”的“身”，下面是一个“心灵”的“心”，“身心”就是一个“仁”，很明显它是一个内在

的价值。 
当然儒家把人当做一个关系网络的中心点，所以独立的人格和社会的关系是不可分离的。

自启蒙以来，从培根把知识当做力量以前，在古希腊知识是智慧，（人把知识）当做力量以后

对于自然是可以了解，可以认识，同时可以改变，这个造成了非常大的困难，特别是在今天。

另外，因此凡俗的人文主义和自然至少有张力，不仅有张力，而且有矛盾冲突。另外从启蒙发

展——称之为（发展于）孔德——以来，孔德提出的（一个）观念直接影响到马克思，我说可

能影响到韦伯，（这个观念）也就是人类文明的发展有一条铁律，这个铁律是从宗教开始，宗

教会被形而上的哲学，即思辨哲学所取代，思辨哲学被科学所取代，科学理性如果充分展现，

那么形而上的哲学就过时了，宗教其实在社会上就会受到很大影响。所以有所谓“去魅”，“去

魅”（首先）就是把宗教当做迷信，当然马克思，经过列宁所讨论的把宗教当做“鸦片烟”——
这个要进一步的分析，因为马克思这一句话有上下文，他其实对于所说的“鸦片烟”，对于宗

教在社会上，在普罗大众所起的积极作用还是承认的，但基本上认为宗教多多少少过时了。因

此对于我们今天讲的终极关怀，或人的宗教性的淡化，在儒家的传统大家都很熟悉，所谓的“天

人合一”——因此儒家的传统——对于人的身心如何整合，人和自然如何能够有持久的和谐，

乃至人和天，即人心和天道，如何能够相辅相成，这些核心的价值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 
另外在西方，特别从科学哲学，从政治哲学来理解，是要处理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很多

                                                        
① 故事出自《旧约·出埃及记》第三章。 
② 对此的解释请参读《说文解字》，上海古籍 1981 年版，第 365 页注解。 
③ 语出《论语·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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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杰出的思想家，包括 近才过世的教授，罗尔斯，他的《正义论》，也在考虑人和社会的关

系。当然在西方，到今天为止有着 大影响的思想家之一，哈贝马斯，讲究沟通理性，而要

跳出工具理性，也是在考虑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但是这些关系呢，实际上是从洛克以来，是

讨论人和社会因为有张力，因为有冲突矛盾，所以才要通过契约，通过协调，慢慢的使人和

社会的关系能够取得平衡。 
中国的传统，如果从西方来看，有点浪漫的说法，就是认为人和社会能够有健康的互动，

这个在西方认为是已经过时了。这样说来，现在西方的核心价值，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普世价值，

我们每一位都接受，没有什么值得争议的，宗教可以重新来拯救。哪一些是他的普世价值？除

了科学、技术以外，“自由”——北大其实是自由的天地，从蔡元培以来，开放、自由，可以

算北大的核心价值，这也是西方的核心价值——另外就是“理性”，再来是“法治”，还有就是

“人权”，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是个人的尊严。这些价值在 21 世纪把它充分发挥不够，为什么

不够呢，因为面对了自然的挑战，面对了人生的终极关怀的终极视野。所以应该有一些新的价

值能够加入，能够互相调解。这些价值很不幸在 1980 年代把它说成是“亚洲价值”，我觉得我

们的理解应该是所谓“亚洲价值”就是扎根在儒家传统的普世价值，扎根在儒家传统有它的特

殊性，但这些特殊性都有它的普适性。我简单举几个例子大家可以了解。除了“自由”以外，

应该注重“正义”。如果你到伊斯兰的世界问 核心的价值是什么，他们常常说 justice,即正义。

理性之外应该有同情，佛教讲慈悲。人权以外应该有责任，法治以外应该有礼让，也就是相互

之间的文明礼貌。个人的尊严应该和社会的团结——现在说社会的和谐能够互相补充。因为这

个原因，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个研究，就不是说儒家的传统和西方现代的精神：科学、民主、自

由、人权能不能配合——当然非得配合才能有现代性，但是也可以通过儒家经过反思其的核心

价值——我刚刚提到，当然伦理与自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就刚提到，关于正义，关于理性以

外，所谓的同情，关于责任，关于社会的团结，乃至关于礼让，这都是社会不可或缺的一些价

值，面对 21 世纪，也可以跟西方分享。所以也许从儒家的核心价值和它内在的资源和西方进

行对话，一方面是重新的了解，一方面也是批判的认识。 
但是这个工作，在文化中国，包括大陆、香港、台湾、澳门以及海外华人世界如新加坡

等地，对信仰非常薄弱，没有非常坚实厚重的理论基础。批判的力度非常大的理论没有出现，

没有出现的原因很多。一个原因就是现代对于启蒙所发生的弊病，也就是凡俗的人文主义所

发生的弊病进行全面批判的大半都是西方学者。而且是第一流的西方学者，比如现在讨论女

性主义的出现——这可能是 20 世纪 重要的运动之一，女性主义的出现使得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权利的关系，家庭的关系，还有很多工作的关系，都有很重要的改变。生态环保主义

的出现，从 1960 年代的后期，当人类第一次用肉眼看到地球的全貌——我们所谓的“蓝体”。

因为看到地球的全貌，我们对地球的矿物、植物、土壤、水源、空气都能够全面的掌握，因

为全面的掌握，我们发现我们所处的地球的受伤害性特别大，所以今天每一个人，包括中学

生，都有一种全球的视野，这和 19 世纪黑格尔“世界哲学”的思想有很大不同——他那时

是想象，我们是实际看到，所以生态环保的力量那么大，（因为）大家都知道它的重要性。 
另外就是多元主义，各种不同的主义能不能和平共处？美国以前有“大熔炉”（的称号），

就是各种不同的主义都可以在美国经过互相交流，互相的对话成为一种美国文化。现在基本

上大家反对这种观念，因为这种观念有霸权的意味在里面，就是说美国的主流文化把其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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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给吞灭了。现在用的 好方式是一种“沙拉”的文化，各种不同的文化有它的的特色，这

就是一种多元文化。 
再来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还有后殖民主义——所有的这些，包括女性主义、生态环

保的思想、多元的思想、后现代的思想、解构的思想，乃至后殖民的思想，这些都是对西方

启蒙所造成的困境作出的回应，作出这些回应的都是西方 杰出的学者，我们现在跟着他们。

女性主义发展了，中国现在的女性主义还是没有很大的力量。生态环保发展了，中国现在生

态环保的情况非常糟糕。 
另外，解构主义的出现。德里达来的时候，非常轰动，哈贝马斯来了，非常轰动，他们

的观点在这大行其道，为什么？因为在中华民族和所有文化中国的地区，经过长期的发展，

我们的文化传统和我们的传统文化，基本上已经脱节了，为什么我们的文化传统和我们的传

统文化基本上已经脱节了？因为我们，从鸦片战争开始，特别是经过“五四”，再经过建国，

把文化传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儒家传统，彻底解构了，彻底边缘化了。我曾经用过一

个比较形象的比喻，就是我们的精神脊梁被打断了。这个绝对不是其他文明的通病，这个是

中华民族的特例，为什么有这个特例？我们可以慢慢来解释——我现在所了解的都是很片面

的。印度文明和它整个几千年的传统文明是一脉相承的，即使像尼赫鲁——他是非常西化的，

也说，假如印度文明和西方文明有冲突，他们的选择非常清楚（选择印度传统文明）。中国在

一段时间有“全盘西化”，乃至充分现代化也是全盘西化的一个观点，如果露骨的说，中国民

族经过一个漫长的时间，发生了一种不是“食古不化”，而是“食西不化”的变化。怎么解释

呢，食古不化，就是囫囵吞枣，把古代的文明拿来，说是这个文明 了不起，其实没有经过

消化，造成了不良的后果。食西不化，就是对西方的文明囫囵吞枣，没有经过非常严格细致

的了解，（对于）宏面的、深层的没有办法理解。如果对于传统文化不进行一种“粗暴”的批

判，对于外来的文明、包括西方的文明，也绝对是一种粗浅的理解，这中间有非常复杂的内

在联系，大家可以讨论。 
我想现在讨论的机遇已经成熟了——1980 年代绝对不可能，1990 年代初期也不可能，可

是即使现在还是有很多学者基本接受了启蒙的心态。启蒙的心态有几个特色，一个是强烈的人

类中心主义——不能够了解一个精神世界，在世界之外的精神世界，同时对自然有一种浮士德

精神式的宰制。除了人类中心主义之外有物质主义，有进步主义，在更严重的（层面），就我

了解，是科学主义，不是科学精神，是科学主义，科学精神和科学主义的分别很简单，科学主

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很多第一流的科学家可能提倡科学主义，他提倡科学主义在很多地方显示

了他对于现代科学在社会所扮演的角色还有文化上的体现（的认识）有非常大的缺失、盲点。

举一个 现实的例子，有人说中医是伪科学，很明显提出中医是伪科学的多半对于科学的理解

很片面、甚至肤浅。现在韩国端午节已经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他们申报汉医，即中

国的中医，汉医也会成为韩国申报成功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不是出在

一些科学家对于中医的批判，（问题出在）中医本身的整合、量化、科学性很小。举一个很小

的例子可以说明，现在在世界上所流传的中医药材，90%以上不来自中国，中国的比例大概不

超过 5%——多半是来自韩国，来自日本，这和量化的观念是结合在一起的。 
我自己认为，儒家传统的方面很多，我刚才提到，儒家传统可以和西方的启蒙心态、启

蒙价值进行对话，而实际上这个工作我们没有做，更不要说完成。但是从长远的发展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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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种幻想，而是一种期待。从长远来看，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儒家是一种超时代和跨

文化的现象。所谓超时代，从先秦，到今天，可以分非常多的时代，在各个不同的朝代，都

有很大作用，从先秦到两汉，两汉到魏晋，魏晋到唐，然后到两宋，这中间还有金，还有元，

两宋以后，到了明，到了清，到了鸦片战争之前，鸦片战争之后，“五四”时代，一直到建国。

建国以后，中国儒家传统在近三十年，没有太大的发展，但是在海外，在台湾，在香港，甚

至在新加坡，在海外华人世界有非常大的发展，就这段时间的发展（而言）是跨时代的。  
因此我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就是儒家经过三期。第一期，是从依附的地方文化，变

成中原文化，以后因为佛教的输入，（使得）儒家在精神创造的方面力度不够。从宋代开始，

一直到清代，儒家从中国中原文化一直变成东亚文明的体现，所以儒家不仅是中国的，也是

越南的，也是韩国的，也是日本的，也是海外的——东亚的。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儒家传统

也是跨文化的。所以一方面我们必须要承认，中华民族乃至文化中国文化资源非常丰富，有

道家，有佛教，我认为除了道家佛教以外还有基督教，基督教从唐代的景教——在这个时代

已经在中国发展，到利玛窦以后延续百年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伊斯兰教从元代开始

逐渐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现在应该讲“五教”，除了儒家以外还有佛教、道教、

伊斯兰教、基督教，都是非常丰富的。因此，文化中国的资源，儒家只是一种。可是不管你

把文化中国，把中华民族的精神如何拓展，也不能包容儒家传统。因为儒家不仅是中国的，

也是越南的，也是日本的，也是韩国的。 
儒家的基本精神是“入世”，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入世”的一个特殊表现就在于我们

的凡俗世界就是 高的价值，必须在这个世界上体现。“入世”但是不认同这个世界，不是接

受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有人说孔子相当长的时间想要做官，结果做官不成，就变成了学者，

来著书，来传授。这是对孔子极大的误会，甚至极大的侮辱。因为他对政治所理解的游戏规

则和当时权利的游戏规则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但是他通过教育——他又没有钱，又没有权，

通过对核心价值的塑造，再通过他的“七十二贤”，逐渐经过好几代人的努力，（使儒家传统）

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甚至影响政治，影响社会，影响经济，所以这个传统的发展在塑

造中华民族的认同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儒家的发展有很多必须注意的核心价值，前面已经提到了伦理与自信，现在这些核心价

值其实在文化中国的地区是没有充分体现的。如果我们要比较西方所提出的，刚刚我所提出

的这些价值，比如自由、人权、法治，可能在中华社会，其说服力和影响力更大。但是我前

面也提到，儒家的基本价值，可以和西方的 核心价值之间形成对话。儒家因为是入世的，

所以它没有想象天国，也没有想象彼岸。就是在人伦日用之间可以体现终极关怀。 高的价

值和意义可以在人伦日用之间来发展，所以它对地球，对我们身体，对我们家庭，对我们社

会，都非常重要，这是它人文精神的一个特殊现象。所以我认为它有两个侧面，一个就是根

源性，扎根在地球，扎根在身体，扎很在家庭，扎根在社会，根源性非常强。根源性非常强

并不表示它是一个封闭的特殊体，因为它有开创性。开创性就是真正的修身不能够是自我封

闭，它没有强烈的自我中心乃至个人主义的色彩。它必须从个人发展到家庭，家庭也要发展

到社会，发展到国家，发展到天下，甚至天下还要到整个植物动物的生命共同体。它一方面

是开创的，一方面是扎根的。我们不要忽视或者不重视这种丰富的资源，这中间的对话关系，

或者说辩证关系是很值得注意的。 



2008 年第 4 期 6 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 

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说儒家传统和基督教、佛教有很大的不同，正因为不同，可以进行

对话。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基督教神学的受惠者。我不是基督徒，为什么是受惠者？就是通过

与基督教神学家的长期对话使得我对儒家凸显的和没有凸显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所以有人

说我 近花的时间多半在讲儒家的宗教性，儒家的精神性，这和西方神学里所突出的价值有

一定关系。 
既然如此，在 20 世纪，儒家这种入世的精神，把地球，把我们的身体，把我们家庭、社

会都当过不可逾越、不可消解的价值资源，有着特殊的时代意义。今天因为生态环保主义，还

有其他的女性主义、多元思想（的存在），任何一个宗教领袖都不可能说我们等待未来的天国，

现在这个凡俗的地方被污染了，真正的终极关怀是在未来的天国。佛教领袖也不能说我们的精

神是在涅槃，是在彼岸，所以对此岸，即红尘——红尘是被污染了，（这些宣称都）不可能。

所以现在 21 世纪的挑战使得所有的精神领袖都开始要发展两种不同的语言。一种是他所认识

的传统和他的传统本身的特殊价值。基督教所代表的精神面貌是必须通过基督教的经典精读，

从《新约》乃至《旧约》，还有很多，如“复活”这些观念，才能够了解基督教的精神价值。

以前在中世纪说必须通过教会才能得救，经过马丁·路德以后，可以通过信仰得救，现在还有

即使不是基督徒，也可以得救。不管什么样的观念，得救的观念非常强，而且有意愿，有责任

要把福音带到世界各地。伊斯兰教也有传播发扬的动机和力量，这是它特殊的一点。佛教，今

天早上方教授提出佛教的特点，他所讲的关于“缘起性空”，关于“因果”，关于佛教的修身哲

学，都和现代的因素有关。可是佛教有它特殊的意义，你不是佛教徒，你没有经过认真的研究，

就不能了解什么是“缘”，不能了解什么是“涅槃”，什么是“修正”，什么是“缘起性空”。 
所以每一个重要的宗教都应该有自己的语言。一个基督徒他是神学家，如果他不熟悉这

种语言他就没有资格作神学家，一个佛教的大师亦复如此。 
但是正因为现在世界上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同时也需要发展第二种语言，第二种语言就

是世界公民的语言，就是把世界当做我们的生命共同体，我是基督徒，我要接受佛教徒也是

人，也是要碰到同样的命运，我们应该同舟共济。有些人认为你属于一个特殊宗教的传统，

你就应该受到特殊的照顾，从生态环保来看就不可能。 
儒家的传统，正因为入世，所以出现了很多问题，这可以说是它的缺陷，它又没有创造

一种外在于凡俗世界的我们所谓的“外在的超越”——没有上帝的观念，没有彼岸的观念，

所以很多人说它的宗教性不强，引人的得救不强，它太注重人生，不注重死亡，太注重人，

不注重鬼神，太注重现世，不注重灵魂不变的未来，这是它的缺陷，但是等一下我要说一点

它的缺陷中有些对我们来讲是误会。可是它只有一种语言，就是世界公民语言，就是从家到

天下的语言，天下为公的语言，所以这一套思想严格来讲是没有真正严格意义上的教条，任

何的观念都可以质疑。你可以对人的观念质疑，说“人”不重要“理”更重要。 重要的核

心价值，伦理与自信，也可以质疑。重要的人物，比如孔子，孔子是不是儒家的创始人，没

有孔子，没有儒家？但是孔子不是儒家的创始人，他是述而不作，在孔子之前还有周公，周

公之前还有尧、舜与汤，孔子继承了一千多年的文化发展，所以他不是儒家的创派大师。他

也不是儒家传统 高的体现，因为儒家传统 高的体现，如果从庄子来说，是内圣外王，孔

子可能有内圣，但他没有外王，尧、舜与汤是有外王，所以尧、舜、禹的价值要高过孔子。

所以王阳明，也是他的学生，对他进行挑战，说如果我们把尧、舜、禹当做一万金，周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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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七千金，那孔子可能就是五千金。而孔子说我们就值一两——这不重要，真正的金的纯

净度，即使一两，也能让我们把人格完善。这个在其他的宗教是很难看谈到的，你是基督徒

就是基督徒，这是一个选择。当然有人说，我不是基督徒，我是在永恒成为基督徒的过程中。

但是这个选择非常重要，你作了基督徒，绝对不可能作犹太教徒，或者伊斯兰教徒。当然你

可以作伊斯兰教徒，但是不可以同时选择作犹太教徒或者基督教徒。 
中华民族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乃至所有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区域，包括韩国、越南

和日本，和海外华人世界，宗教不仅可以并行不悖，而且你可以有不是完全一种的宗教信仰。

比如一个很重要的日本学研究者，他对中国学问也非常精到。他说日本可能有 70%是神道，

另外有 80%是佛教徒，不管是神道或者佛教徒他们绝对不会放弃儒家立场。中国有些道家，

对于儒学，特别对于儒学的经世致用是认同的。有些佛教徒提出孝道的重要性，现在人间佛

教在各个不同的地方所提出的伦理和儒家伦理几乎完全相同，所以林兆恩在明代末期提出

“三教合一”，其实“三教合一”的观点在很早，在魏晋唐代就开始形成。这些观念是很特殊

的，它有它的价值，也值得我们珍惜。 
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文明对话应该了解我们文化的特色。这个特色可以一方面讲起来

有很多弱点，同时也有很多优点。要加强它的优点，改进它的弱点。所以我的建议，是现在对

于西方从启蒙所发展起来的启蒙的心态，乃至现在西方第一流的学者对启蒙所做的严格的批

评，这都是我们应该研究的对象。各位对这些学术都非常熟悉，这是好的，同时也要开发自己

的传统资源，你要和这些重大的思想能够进行对话，甚至从重新的了解，发展出批判的认识。 
这个可能性现在是有的，但是这个可能性现在有人说是因为市场经济使得中国的经济力

量大了，从而政治的影响力就大了，所以我们才重视传统文化。事实上也许如此，但是我们

要了解这中间有很多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说市场经济的发展，从改革开放以来为中华民族

创造了很多财富，但是当市场经济渗透到社会的各个不同的层次，社会变成市场的社会，这

是一个大悲剧。特别是学术界和宗教界，也被市场所征服。这个情况造成了“三信”——信

任、信赖，和信心——的危机，“三信”的危机直接影响到诚信，诚信成为中华民族一个没有

充分发挥的具体价值，这是底线，我们现在已经过了这个底线。“三鹿”的现象，（造成的结

果是）假如说我们现在用成千上万的资源再办十个奥运，想要在世界上改变对中华民族的认

识，绝对没有办法抗拒“三鹿”所造成的恶果。你到日本，（会看到）日本的一个餐馆，说明

餐馆没有任何来自中国的食物，大家才敢去吃。（再如）“毒饺子”的出现，在这个以前，70%
的日本人对中国形象的认识，经过“毒饺子”——我们不管“毒饺子”是怎么回事，现在调

查研究还没有正式公布——是一落千丈。就包括像马尼拉，像菲律宾，也基本上排斥中国的

食物。这是一个大问题，这不仅是工业上的问题，企业上的问题，也不仅是政府的问题，也

不是媒体的问题，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关注的一些问题。 
所以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发展，应该使我们开始注意，我们到底应该向世界传播什么样的

文化信息。我们希望，也是一种期待，我们塑造的文化内涵，应该是开放的，不是狭隘的民族

主义，应该是多元的。我们要有我们的认同，我们的周边，大家都有他们的认同，我们要如何

形成对话。再有必须有强势的自我反思的能力。 后我说一点，对于大学，应该有几个重要的

因素。大学是为社会服务的，大学的任务之一是大学应该承继文化，图书馆是一个项目，大学

的学生都应该是有文化素养的。同时要做 基本的研究——不是完全功利性的，不是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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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真正的基础研究。大学要为每一个人创造自我发展的可能性，比如布朗大学，现在已经没

有科系，任何一个学生，只要进入大学，四年就可以毕业，四年里你可以选物理学，选数学，

选生物，选电脑这些科学的东西，你也可以选艺术学，选文学，哲学……不管你选什么，只要

有两位教授认为你不是一个胡闹的人，你选的这些可以增加你的知识，你都可以毕业。因为一

个中学生现在掌握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假如我们不把信息当做数据选择，你在网上看到的信

息 90%以上都是垃圾，怎么样分辨？从数据到知识又有很大的飞跃， 麻烦的是从知识到智慧，

智慧是来自一个文化传统深厚的历程，比如说怀特海说柏拉图哲学的高度，所有的西方哲学都

是为柏拉图作注脚。就是说柏拉图成为西方哲学的源头活水。我们对于我们的源头活水怎么样

去理解？以前在台湾大学傅斯年先生就明确表示，每一位台湾大学的学生都应该念《孟子》，

不念孟子就不能作台大人。 近清华大学都有，每个人都要念《四书》，北大还没有宣布。所

以清华代表了一种基本精神，所谓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个我看起来是非常宽泛，非常值得

大家追求的一种集体的基本价值，当然我不是说清华一定比其他的大学更好。但是在这个方面，

注重传统文化，特别是作为理工大学，特别难能可贵。所以除了为社会服务，除了传承知识，

发展基本的科学，为大学生创造自我发展的条件，还有一个就是批判的能力、反思的能力。如

果大学不能批判——批判不是说就要骂政府——批判是指对社会，对文化，对各方面都要有批

判的责任，你放弃了批判精神，就不可能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学生。 
所以从这方面讲，我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归纳。从西方所发展的启蒙心态，不能适合当今

世界，因为还有很多的价值，比如正义啊，责任啊，而对这个西方所发展出来的弊病，进行

批判的，不管是女性主义，生态环保，都是西方杰出的学者，中国学者，包括东亚的学者是

缺席的，缺席的原因，就是从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已经把我们自己的传统当做遥远的回响。

这个遥远的回响的出现，在我们 2500 年以上的历史。但是我们现在的记忆非常的短暂，而且

我们都犯了，包括我在内，都犯了一种“忘却”，犯了一种健忘，再犯了主动的去忘记，历史

基本上是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塑造出来的，这个中间有非常真实的东西，也有真正的谎言，

所以我们如何了解自己的历史，如何回到传统，在批判精神之下，把传统的价值能够发挥，

这是我们的任务。面对现在，中华民族，不管说是和平崛起，还是和平发展，我们要有责任，

我们要对自身现在碰到的大问题，特别是关于诚信的困扰，要能够回应。有了这个基础，再

能发展一种新的文化认同，这个文化认同是开创的、多元的，同时有强烈的反思能力，那我

们往前走，路会越来越宽广。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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