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维明：我相信中国文化不会死 

73 岁的老教授杜维明穿着竖条纹衬衫、牛仔裤，一坐下来，他撸起袖子嘿嘿一乐：

“有一件事情你也一定会感到高兴，2018 年世界哲学大会将在北京召开，这可是哲学界的

奥运会。”  

  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逃到西安那一年，世界上一帮哲学家聚在一起召开了首届世界

哲学大会。此后，差不多每 5 年召开一届，到今年已召开 23 届。第 23 届世界哲学大会在

雅典召开，杜维明去参加了，与他一起参加会议的有 3000 多名哲学家。会议的一项议程

是确定下一届会议的举办地，竞争非常激烈，但北京大学居然竞争成功了。  

  北京大学强劲的竞争对手是一个国家——巴西。对方是政府出面，联合企业界、学术

界一起来申请，打出的拉票广告是：只要世界哲学大会到巴西去开，我们会组织哲学家们

畅游里约热内卢。  

  这真是一个拙劣的策略，给大会执事局执行委员（一共 30 余名）杜维明提供了难得

的机会。他在发言中讲到了哲学大会应该到中国召开的几个理由：一，经济发展起来的中

国需要哲学为荒芜的人心找寻意义；二，当代哲学违背了希腊哲学的传统，日益成为专家

之学，哲学需要进入公共领域，必须面对大问题发言，而当代中国不缺大问题；三，西方

哲学从希腊开始就和宗教存在矛盾冲突，可是理智和信仰在中国文化里是融合在一起的，

哲学如果不能够拥抱中国智慧，就不成其为哲学。  

  他说服了世界哲学大会。高兴之后，他更感到悲凉。在首届世界哲学大会召开之后

113 年时间里，中国告别了帝制时代，建立了第一、第二共和国，承办一个哲学大会有什

么值得高兴的。作为当代儒家思想最知名的代表人物，回看国内哲学界情形，他都感到害

羞。  

  他给我讲了个故事：前几年，他的老熟人、完全没有中国经验的哲学家德里达，跑到

中国来，放言中国没有哲学，中国这些研究哲学的人，全起来自责自疚，还真把这个批评

当回事。“等于说人家说我们没有灵魂，而我们也怀疑我们是否有灵魂。”  

  但他并不绝望，他相信风气是可以改变的。与他的太老师熊十力和老师牟宗三、唐君

毅、徐复观比起来，各种迹象表明，儒家思想在中国已经呈现出一阳来复的迹象了。多年

以来，为了儒家的复兴，他汲汲奔走于世界各地，总算没有白忙活一场。  

  CE：我很感兴趣的是，在台湾长大的你，是什么机缘将儒学选定为你平生的学术志

向？  

  杜维明：我在十四五岁的时候有一个启蒙老师，叫周文杰。他现在已经 80 多了，身

体不好，认不得人了。当年他教我《四书》，学生就四五个人，跟私塾似的。他讲《大

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我不懂；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

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我也不懂，但觉得好像很深刻，高不可

攀，跟我们的生活也没什么关系。但是他讲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我就觉得很有道理。下面再讲修身要

诚意，我直觉到这是我要的。就这样，我对儒家就有感觉了，而且一直就没有变过。后

来，周老师就介绍我去见他的老师牟宗三，我就在暑假去听牟先生的课。  

  当时，牟先生不能进台大，因为台大哲学系都是五四以后的那些自由主义者的舞台，

以殷海光为主，牟先生虽然是北大熊十力先生的学生，但他讲儒家，台大绝对不能让他进

去。我听他课的时候他在师范大学中文系，所以到现在，在台湾从事儒家哲学研究而极有

成就的一大批人是中文系出来的。后来，他到了一个刚刚成立的很小的大学，叫东海大

学，他到那里是受徐复观先生的邀请，徐先生在那里做系主任。  



  他在师范大学讲哲学，大约只有十几个学生。他讲课逻辑性非常强，与学生之间的互

动很精彩，学生问的问题非常尖锐，甚至很不礼貌，他完全不介意，完全是思想的交锋。

学生之间的互动也是一种学问，都是对话、讨论、辩论。这对我影响很大。后来唐君毅先

生来了，大家一起在淡水的竹林喝茶论学。那时候唐先生在年轻人里面已经有很大的影响

力，他的书，都是哲学意味很强的，但是又很有感情。他说，中国文化花果飘零，我们需

要灵根再植。他还说，中国文化、儒家精神就是他的根，只要每个人从心灵上面认可儒

家、研究儒家，中国文化就不会死。他气魄很大。东海大学 1957 年建立，那时我 17 岁，

我就决定要考东海大学，后来就跟了牟先生。牟先生他们那时候都是四十几岁的人，已经

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非常了不得。我们大三的时候，八九个同学庆祝他 50 岁生日。  

  CE：不过后来你对牟先生的一些提法也并不是很认可，比如说从儒家传统开出民主、

科学的学术路向，比如他有名的“良知坎陷”说。整体上来讲，现在你如何评价包括牟先生

在内的台湾新儒家？  

  杜维明：很多人说我现在是新儒家的代表，我自己不认为应该把我定义成新儒家，原

因很简单，儒家虽然也有开陈出新、温故知新的观念，但儒家对“新”本身是有戒心的。自

西化大潮来了以后，中国人都提倡新，一谈到旧好像就是反动的。但以前朱熹与人讲的都

是“共商旧学”，对“旧”字抱持非常庄严的态度。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他是骂“今”的，这是有非常深刻的意义的。  

  “新儒家”这个词其实是中国大陆提出来的。1987 年，中国教育部花了很大一笔钱组织

海外新儒家研究，中国社科院方克立先生牵头。方克立做了一个决定：18 个院校，47 个

教授，大家都来研究新儒家。他们经过讨论，确定了 10 个新儒家代表人物，这 10 个人是

两代人：一代是从 1919 到 1949 年以思想家为主的 5 个人，有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

冯友兰、贺麟。这几位除了熊十力以外，我全见过。然后他们又选了 5 位是 1949 年以后

的人。那时候大陆当然就没有儒家了，所以选的全是到台湾去的人，就是牟宗三、唐君

毅、徐复观、钱穆、方东美。  

  新儒家发展到今天，经过了三代两传，讨论的问题基本上有连贯性，这就成为了传

统。当代儒学的复兴为什么力量比较大呢？因为这三代人存在连续性。  

  CE：你算第三代。  

  杜维明：牟先生、唐先生、徐先生他们是熊先生、梁先生的学生辈，我是牟先生他们

的学生辈，从这方面讲起来我算第三代人了。  

  CE：整体上你怎么评价第二代新儒家？  

  杜维明：我能够做学术研究，一方面因为中国存在孔孟的学术传统，另一方面是因为

第二代新儒家每一个人都是我的老师，他们每一个人的片言只字对我都有很大的影响。我

在学问上最接近牟先生，但是在与人交通方面，最亲近徐复观先生。牟先生的特长、本领

跟熊十力先生一样，是要做一个有创见的思想家，而不是做一个专家学者而已，他必须要

对老师所提出的问题质疑、反思。牟先生和熊先生之间是这个关系，我和牟先生也是这个

关系。  

  我自己和牟先生研究的路数很不同。牟先生从西洋哲学转过来，他完全认同康德，在

康德思想上建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康德的三大批判，他全部翻译成了中文。

我完全不是这条路，我走的属于体验的路，比较接近唐君毅先生。虽然如此，牟先生对哲

学思想的洞见和他思考康德问题的力度对我也有很大的启发。如今我们可以说，20 世纪中

国的哲学家，大概牟先生的地位是最高的，他最全面、最深入、最成体系，不论是在宽度

还是广度方面，很少有人超出他。  

  CE：但正如我刚才所说，对他的两个主要观点，你都不认可。  



  杜维明：他走出来的这条路，有他的独一性。我和牟先生虽然亲近，但是牟先生基本

的观点，比如说从中国传统中开出民主、科学，我都不认可，我认为这根本是在西方启蒙

哲学的大框架下所提出的问题，意思是说，如果儒家不开出民主、科学，儒家的现代意义

就没有了。他没有问这样一个问题：基督教没有开出民主、科学，天主教绝对是反民主

的，为什么它在宗教世界里的影响力还是最大的。另外，你要开出民主和科学，隐含着的

问题是以民主、科学为绝对、唯一的价值，但是你对民主是什么意思有没有很深刻的理解

呢？是不是只有选举和多党坐庄算民主？公共理性的扩大算不算民主？  

  另外一点，唐先生有跟西方杰出的哲学家之间沟通的经验，牟先生没有，就是完全在

中国文化语境中发展自己的哲学，他又看不起康德以后的哲学家，所以他就受限制。我特

别不接受“良知坎陷”说，我认为良知要扩大，要深化，要全面，不是坎陷的问题。  

  CE：你非常重视与来自不同文明的学者进行对话，你给自己的定位是什么？是思想家

还是布道者？  

  杜维明：80 年代，汤一介先生成立了中国文化书院，搞了个收费培训项目。在开班仪

式上，汤先生介绍我，他说杜维明教授宣传儒学，是儒学的吹鼓手，他是一个社会活动

家。  

  我下来就跟汤先生说，你如果再这样介绍我的话，我最好不要跟你谈任何问题，因为

你是用我最讨厌的概念来介绍我，我认为“宣传”这个词不好。因为我和西方学者接触，是

和神学家接触，不是和牧师接触，牧师才布道。我经过那么长的时间，在美国最好的大学

里面从事几十年研究工作，我来布道了？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你认为我是一个社会活动家，我怎么活动？我跟政治根本没有接触。我第一

次到大陆来，那时候通过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来到北京师范大学，我就提出一个非常严肃

的条件：我不要跟官方有任何接触。他们说，你必须要和统战部接触，因为你是台湾来

的，我说统战部我也可以不接触，结果师范大学帮我很大的忙，不是说不接触，就是他们

来找我的时候，说我出去出差了，就推。所以我在大陆整整待了 1 年时间，碰到最大的

官，就是师大专门负责文科的副校长。很多人说，你到了中国大陆，一定要和官方接触，

不然你不能有任何活动的空间。我说，我 1980 年就没有跟任何一个官方的人有接触。我

到香港去碰到我的几个老师，他们认为我到中国大陆去讲儒学很荒唐。  

  CE：我可以理解成你是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思想家？  

  杜维明：对。如果你说我是哲学家，我觉得是赞美，但是哲学家太狭隘了，我唯一不

会放弃的就是思想，但不是空想的思想。我比较接近马克思的观点，哲学不是来反应客观

事物的，哲学应该改变这个世界。当然，用改变这个词有些傲慢了，可以说我希望哲学能

够有实际的效用。  

  CE：这也就是中国讲的“知行合一”。儒家和儒学研究者是两码事，儒学研究者只是把

儒学当成学问来研究，而儒家是要实践儒学。  

  杜维明：不能说是两码事，儒家一定要研究儒学，但不是把它当作一个客观外在的事

物来研究，而且要把自己置身其中，等于是一个基督徒在研究神学。我是一个认同儒家的

人，同时在研究儒家，但是并不表示我认同儒家就一定对它没有批判，没有反思。你要做

基督徒，你得有些信仰，比如说你要信仰上帝存在，要信仰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要信仰

圣玛利亚是童贞女，要信仰复活。但儒家没有教堂，没有任何这类信仰，任何一个在儒家

传统里面的人物、制度、观念都可以质疑。你不相信孔子最伟大，你认为仁不一定比礼更

重要，所有这些儒家的基本信念，你都不接受，你还是可以作为儒家的。在这方面，儒家

有点像希腊哲学，比基督教更具批判性。  

  CE：那在你与异质文明的对话中，别国学者带给你哪些重大启发？或者说，儒家有哪

些方面需要向别的文明学习？  



  杜维明：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有一个长处，它特别强调学习的重要性，所以《论

语》第一句话就是“学而时习之”。这里的“学”就是“觉”，觉悟的意思，要不断提高觉悟。儒

家相当宽容，开放而多元，它也非常注重对话。  

  儒家有三个方面需要向别人学习：一是儒家的宗教性、精神性不强，变成了一个很凡

俗的人文主义，在超越性方面要向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学习；二是要学习西方崇尚

理性的哲学；三是要在政治思想、政治制度、社会实践，包括市场经济方面向西方学习。  

  CE：你在海外研究儒学几十年，我不知道西方的学界对儒学的认识和兴趣有没有提

高？汉学家傅高义先生对我们说，跟你接触以后，他对儒学的理解也发生了一些改变。  

  杜维明：傅高义是一个非常杰出的社会学家。他是我的至交。他在相当长的时间讲“亚

洲四小龙”，我们现在叫儒教文化圈，但是他所了解的儒家，多半是从政治、文化以及经济

发展方面了解的。我说，你这不够，你要把儒家作为更宽广的人文传统来了解，要知道中

国人如何做人。  

  他对儒学认识的提升反应的是美国的精英大学的学者们对儒学认识的提升，那速度是

非常快的。他们对儒家的尊重与了解，和文革期间中国大陆是天壤之别。这跟我不能说完

全没有关系，也不能说就是完全的因果关系。如今在西方，所有的神学家、哲学家谈到儒

家，谈到孔子，都有一种敬畏感。1948 年，就有学者讲过，塑造人类文明的精神资源就是

四个典范人物：孔子、释迦摩尼、苏格拉底、耶稣。而孔子在中国变成了孔老二，还有批

林批孔运动，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以前是没有出现过的。  

  问题完全不在于孔子本身好不好的问题，而是因为我们这个国家受了屈辱，悲愤感导

致我们的心态不正常，我们采取了一个策略，就是用我们糟粕的糟粕和人家精华的精华相

比。日本人到今天还最喜欢讲“日本人论”，“日本人论”总是阐述日本人为什么那么伟大，而

鲁迅笔下的中国人的国民性总是很糟糕，让人感觉中国人就是阿 Q，是祥林嫂。按这种思

路发展下去，描写到后来，西方是什么呢？就自由、民主、人权、科学等等。中国是什么

呢？就是随地吐痰、抽鸦片烟、三寸金莲、纳妾。这样的认识导致的局面是，今天我们中

国人对西方的文化积淀比较好，但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已经断层了。  

  另外，我们百年来的革命传统太强了。救亡图存里面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富强，其他的

免谈。到今天为止还是这样，不管怎么样，经济不搞好，所有的都别谈。工具理性主义思

想太强，在这个情况下大家就没有容忍，大陆崇尚的就是斗争哲学，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比

较紧张。每个人很在乎自己家庭的温暖，或者至亲好友的情谊。对内的凝聚力很强，对外

的侵略性很强，相互之间的怀疑心理很重，就是中国人很难团结的原因。这都可以从革命

精神、造反有理的观念那里找到源头。儒家讲，应该从不忍到仁，先不忍我最亲近的人受

苦受难，再把那种同情心往外推，这就是仁的发展。革命精神是正好相反，要痛打落水

狗。这种斗争哲学和革命精神发展到极端，就是只有红太阳跟你是最亲的，其他所有人都

是可以牺牲的，自己的父母也是可以出卖的。  

  CE：我想问一个比较宏阔的问题，当代中国为什么需要儒学？  

  杜维明：儒家毫无疑问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影响力最广的思想，是对塑造中国人的伦理

世界、精神世界最全面、最深入、文化基础最强的传统。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只要是政

治、社会各方面风气比较好的华人的社会，儒家的形象都是光辉灿烂的，只要是弄得糟的

地方，儒家的形象都是阴暗的，而且儒家会成为戴罪羔羊。  

  我们要能够发挥儒家健康的、光辉灿烂的方面，尽量减少儒家的阴暗面，这对我们民

族文化重建关系太密切，所以我一直倡导我们要继承儒家士君子的责任意识。鲁迅他们反

对儒家最激烈，但它们最深刻的关怀还是爱国主义，这就是儒家的士君子的责任意识。反

而是经过市场经济，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已经西化到了不能想象的地步，儒家的那种情结已

经淡化得很厉害了。钱理群教授不是说吗，中国的教育体系培养的是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



者。他们不立志，他不是像儒家那样想做圣人，他只是想要满足个人利益，到头来他希望

整个社会都为他服务。  

  如果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在做人上能够站得住，不做损人损己的人，不做损人利己的

人，做一个利己而不损人的人，如果有点权力，还帮助一点人，只要有这个观念，我们民

族就有救。现在社会上充满暴戾情绪，动不动就杀人，把人家小孩摔死在地上。我们的气

是很壮，力量很多，但是很不顺，如果走到狭隘的民族主义，是很危险的。我们需要有一

个开放的、多元的、有反思能力的社会风气。  

  CE：你刚才提到的现在这些年轻人的问题，我想这可能主要是受物质主义、消费主义

泛滥影响的结果。你也承认，在职场里，大概容不下像颜回、梭罗那样的精神贵族；同时

你也认为，儒家的君子观念，在一个自由民主社会得以体现的可能性远远超过在专制社会

和现代威权社会，那这就有一个张力的问题了。  

  杜维明：这是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如果成功仅仅表现在钱多、权大、影响力

大，这个世界上最不成功的人就是颜回，但为什么孔子把颜回当作他最心爱的弟子？因为

他的生命是最丰富的。孔子称赞颜回“三月不违仁”，“不迁怒，不二过”，这就表示他修身的

本领高。孔子说，君子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人格呢？就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真正充分自由

的人，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所以孔子主张有教无类，主张为己之学，孟子讲立志，讲

大体，这是儒家的核心。  

  CE：你把这个世界得救的希望寄托于少数先知先觉者的影响力能不能逐渐扩大上，在

一个物质主义的世界，你认为先知先觉者的影响力能扩大到足以变一代之风的程度吗？  

  杜维明：这可能是一个误解。因为儒家最基本的精神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体现最高

的价值。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圣人能做的事，能达到的境界，普通人也能做，也能达到，

因为人性中存在自觉，每个人都存在创造价值的可能。  

  王阳明在 15 岁的时候，问他老师一个问题，何为天下第一等人？老师说，读书登

第。你好好念书，你父亲是状元，你也可以成为状元。王阳明说，状元也许不是天下第一

等人，读书做圣人才是天下第一等人。他讲的圣人事实上是很简单的，就是做一个最全

面，最能够体现人性光辉的人。这不是靠你的外在，而靠内在价值，“三军可夺帅也，匹夫

不可夺志也”，强调的就是这个内在价值，也就是个人人格的塑造。  

  北大耕读社有个学生，拿到了 MIT 的全部奖学金，大家来祝贺他，他说他要出家做和

尚，你认为他是受了人家的迷惑了，或者感情生活出了问题，其实都没有，你跟他谈话，

发现他比我们还正常，他追求的是内在价值。  

  CE：你说过，儒学需要创造性转化，才可以成为 21 世纪的人文资源，哪些方面需要

转化？  

  杜维明：太多了。第一个要转化的就是鲁迅笔下所描写的国民性。鲁迅认为中国传统

的主流文化全部腐化了，这是不对的，主流文化就是孔孟之道，就是讲如何做一个堂堂正

正的人，现在主流文化应该回来。不过，它要经历一个创造性转化的过程。早在 1968

年，我就写了一篇文章，讲的是仁和礼之间的一种创造性的张力，仁是人内在的道德性，

礼是外在的规范，内在的道德性需要通过礼来充分体现，所以礼需要具体化，这个具体化

过程就是转化过程，这就是所谓知行合一的问题。  

  CE：你把儒家当成重建当代中国道德伦理的一个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但是你也提到德

治的问题，儒家在当代中国政治重建中有何可为的地方？  

  杜维明：儒家有三个面相：道，即核心价值、基础理论；学，即学术传统；政，就是

经世致用。这三方面必须互相配合。政治儒学现在是一个重点，现在很多人谈有没有儒家

的民主政治，有没有儒家式的宪法主义。不过，蒋庆的政治儒学，我可以欣赏、了解，但

完全不能认同，他太狭隘了。现在做的比较有发展可能的，一个是秋风，另外就是干春



松。哈佛有个法学博士，讲作为宪法主义的儒家，因为儒家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调控系

统，就是礼，礼就是儒家的宪法。这个调控系统有一个最基本的观念，就是最有钱，最有

权，最有影响力的人，也应该最有责任感。我们要求你们这些有影响力人，要符合最低的

道德标准，甚至你要体现道德很高的标准。儒家的权利观念是从领导者的责任开发出来

的。  

  CE：儒家的君子倡导的是责任意识，但现代公民是讲权利的，那君子和公民之间是个

什么关系？  

  杜维明：哲学家西尔斯认为，儒家所代表的精神，是今天的公民社会最重要的资源。

为什么？因为公民社会是文治的社会，反对滥用暴力，而这是儒家的基本精神，儒家倡导

圣贤人格而不是英雄人格；更重要的一点是，公民社会是民间的，公民社会需要知识分子

参与社会、关切政治、倡导文化。儒家的士君子就是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他是主张积极

入世的。  

  CE：你也说过，儒学跟专制政体，跟历史上的官方意识形态有合拍的地方，在当代重

振儒学的话，如何避免被人当成专制的工具？  

  杜维明：儒家有一个最核心的基本理念就是它的批判精神。假如没有批判精神，儒家

就死了。孟子认为，作为一个儒者，有五种资源可以同时调动起来：一是强调人内在价值

的主体性；二是民本思想；三是强烈的历史意识；四是天道意识，主张敬畏感；五是有未

来指向性，所谓“为万世开太平”，不只是为了我们这一代。  

  CE：你希望儒家与政府之间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比较合适？  

  杜维明：在俄语语源中，知识分子的特性就是反体制，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会异化。但

这不是儒家的传统，更不是整个西方民主的传统，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都和政治之间有密

切的关系，你不能说基辛格不是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定要关切政治，最好能够

投入政治，但不要放弃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和独立人格，要转化政治，而不为政治所转。  

    

  链接：  

  现代新儒家谱系图  

  第一代新儒家：梁溯溟、熊十力、张君劢、冯友兰、贺麟、马一浮  

  第二代新儒家：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钱穆、方东美，其中，牟宗三、唐君毅、

徐复观是熊十力的学生  

  第三代新儒家：杜维明、蔡仁厚、李明辉、刘述先、成中英等，其中，杜维明是牟宗

三、唐君毅、徐复观的学生，蔡仁厚是牟宗三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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