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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

展工程的意见》，激发了人们对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意义的反思和重视。北京大学

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资深研究员杜维明曾做客文汇讲堂主讲《仁的反

思：面向 2018 年的儒家哲学》。今天，我们看看他所讲的 " 四书 " 中的 " 大学 "。 

全球视野中，现代大学该具备哪些传统？ 

在这个视野上，探讨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大学的传统。这个 " 大学 " 不仅是文本，也有 

"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 " 这个 " 大学 " 的理念。中国传统的大学指从早期的政

府发展出来的官学，有太学、国子监，一直到元代时的成均馆（韩国现在仍有）；而在西

方现代大学出现后，也一直在探究大学理念。所以今天的讨论以中国传统为主，并配合着

德国英国各种大学的传统。 

大学是什么？特别是 21 世纪，没有人质疑的是大学首先必须为社会服务。社会的含义很

广，包括企业，包括政府，包括民间各种组织。如果起不到服务社会的作用，那这个大学

不应该存在。从国家来讲，何必花纳税人的钱来支持大学？这个无可争议。但同时又非常

现实而且非常不正常。 

 

▲杜维明的领带上印着朱熹像，在身后的哈佛办公室里工作了近 30 年 

基础学术研究的传统来自德国大学：只为追求真理，如量子论研究 

在传统的中国，或者在传统的西方，除了社会服务之外，大学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作用。第

一个是做基础学术研究，这确实很接近今天的大学。这个传统来自德国，十九世纪几乎有

名的大学全在德国，美国唯一的两个学校，也都受到德国的影响。当时这些常春藤联盟，

都是训练培养教职人员的，所以要学希伯来文、希腊文、拉丁文，没有什么现代意义上的

大学。那时代大学的代表就是洪堡大学，北大也是受洪堡大学的影响的第一个研究型大

学。西方在德国才有 Seminar 的概念，我们今天泛称席明纳，席明纳是费孝通翻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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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 " 是席地而坐的 " 席 "，" 明 " 是越辩越明，" 纳 " 是海纳百川的纳，所以叫 " 席明

纳 "。我最近把那个席字改成学习的习。Seminar 的意思就是要出成绩，出学术成绩。而

这个学术成绩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任何社会贡献，但是它是真正为追求真理而研究，也就是

我们所说的基础研究。比如，尼尔斯 · 玻尔的量子论研究，从哥本哈根学派出来的时候真

是任何用处都没有，只是追求真理。没想到，一两百年以后，整个世界因为量子论而改变

了，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假如不做基础的科学研究，那就不是大学，这是德国当时的

一个观点，柏林大学、洪堡大学，包括后来的芝加哥大学都是这样。 

▲传统西方基础学术研究大学的代表德国柏林洪堡大学 

第二个作用是文化传承。对于大学的作用，社会科学倾向于忠于社会，基础科学会说做基

础研究，那么人文学科来就会要纯净文化。只有大学才有最好的图书馆，才有一批人通过

精细的考据来研究一个字应该怎么念，一句话应该怎么理解，这些都是普通完全不会去了

解的。这个传统以前在修道院，即基督教的神学那里完成，现在留给现代大学了，就是文

化传承。 

培养人才，即 " 养士 " 和培养批判精神是大学的另一层任务 

第三项任务，就是要培养人才，中国的传统叫 " 养士 "。什么叫人才？绝对不可能就是专

才。大学到底是培养人呢，还是学做人呢，还是像职业训练所一样培养一批有特殊专才的

人？很明显，university 的观念不同于 professional school，职业训练所训练的专业人才

和大学培养的人才是不同的。大学培养的人才不仅仅是专家，而是一定要有领袖才能，也

就是说能够让学生全面发展，这才是大学的传统。其实现在美国值得中国借鉴的不是常春

藤联盟的那些名校，也不是很多州立大学，而是精英小大学，liberal arts college, 就 

2000 人。有名的精英小大学，在国内大家都不太知道，但是在国外影响很大，因为美国

的精英，严格地说，大多数是来自于这些学校，哈佛最好的研究生也就来自于这些学校。

那些大学里面有好多老师，他不要出版，他不要发表论文，不要成为大学者，他就是一个

好的教授，他的目的就是教大学生。在英国的牛津和剑桥，这个传统还在维持。在很多美

国的好大学，他们的学生都住在一个校区，如同现在的香港中文大学，像新亚书院、崇基

书院、逸夫书院也用这个方式。 

▲书院制度是香港中文大学独特的一种制度，现有成员书院为：崇基学院、新亚书院、联

合书院、逸夫书院、善衡书院、晨兴书院、和声书院、伍宜孙书院和敬文书院。图为香港

中文大学逸夫书院 

第四点，在儒家的传统中，最重要的就是大学是培养批判精神的，这批判精神不仅是政治

批判，也包括文化批判、社会批判。批判精神不可能出自政府本身，也不可能出自企业界

出自媒体，而是一定要出自大学，大学没有批判精神就不是大学。 

所以一个现代的大学除了作为一个能为社会服务的单位以外，它要能够继承传统，它要做

最基础的学术研究，它要培养人才，而且一定要有抗议精神。 

《大学》三纲与现代大学的使命 



我觉得《大学》这个文本的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对现在大学理念有启发意

义。 

" 大学 " 要培养自我人格、为所有人、有终极关怀 

现在的 " 大学 "，如果要面对未来，第一个就要建立独立自主的人格。明明德的意思是修

身，人要站得起来。我说培养学生就是培养一批有志趣，能够站得起来的人。也就是孟子

所谓的 " 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可夺也 "。他要做第一等的人，而第一等的人就不是

一个专家学者、一个政治人物，不是一个职业，他要做一个能够自己继续发展的人。所以

第一个，是自我人格的建立，这个是核心。 

第二个，新民。我们不管讲新民还是亲民，就是它的社会性。我们现在越来越讲民本，

《孟子》就很强调民本。它的社会性就是为了所有的人，不是为了少数的精英，不是希腊

哲学，不是希伯来的神学。我们是 " 无恒产而有恒心 " 的人。我们的工作不是为了个人

的利益，为了阶层的利益，为了职业的利益，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这就是新民和民本。 

第三，" 止于至善 " 的最高的理想就是精神性，也是终极的关怀。我们人之所以成 " 人 

"，它的终极意义是永恒的。这就是儒家的宗教性。以前傅斯年做台湾大学校长的时候规定

《孟子》是大一国文，所以他说过 " 没有念过孟子的就没有资格做台大人 "。我们现在在

北大推进念《大学》，听说大概百分之五的学生听说过这个 " 大学 "，就是好几万人就没

有听说过。香港城市大学的校长几年前跟我说，他问十几位大陆的理工人才，" 你们有没

有听说过朱熹，没有，我们知道谁是朱德；你们有没有听说过理学，没听说过理学，我们

知道物理学。" 我想，听过孔子孟子的有，听过董仲舒的就少很多，听过朱熹的可能更

少。 

▲左为董仲舒，右为朱熹 

从孟子的视角来看，任何人要有主体性、民本、历史记忆和千秋万世观念 

不管怎么样，我认为从孟子来看，任何一个人应该具有以下的几种资源：第一是主体性，

也就是孟子所讲的 " 先立乎其大者 "，也是陆象山和阳明讲的 " 立志 "，一个大学生作为

精英，他有为自己创造充分发展的条件的义务和责任。第二是民本，他的服务的对象是所

有人，不仅是中国人。第三要有历史记忆。孟子讲私淑孔子，就是有很深厚的文化渊源，

也就是历史记忆。我觉得我们训练大学生，特别是中国现在的大学生，要让他有敬畏感。

在中国传统里，天地君亲师，有对天的敬重、对地的敬重、对国家的敬重、对真正的权威

的敬重。不是一般的权威，而是对于父母，对于师长。假如用日本神道教的观念，我们的

敬畏感不仅对天地，对树，对草木，对石头，对美丽的环境，我们都有敬畏感，有一种保

护的感情，这非常重要。最后，要面向未来，有一种千秋万世的观念。非洲有谚语：地球

不是我们祖先传给我们的财宝，而是千秋万世的子孙让我们善加保护的资源。在孟子的学

说里面，一直到后来发展到张载 " 为万世开太平 " 的观念，为了千秋万世，不是为了现

在。 

儒家与大学中的公共知识分子 



对重要话题进行理性讨论并直接影响决策的知识分子，是现代社会所必需 

大学要培育公共知识分子，即 Public intellectuals，在美国文化中有特定含义，这个观念

在中国现在引起很多的争议。 

▲中国需要怎样的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不是媒体知识分子，不是网络知识分子。在网络和媒体上极有影响的人，严

格意义来讲，在美国就不是 Public intellectuals。因为公共知识分子有公共性，公共性是

有很严格的规定，是要负责任的，如果照中国老传统说——事实上我觉得应该恢复这一观

点——就是公论，要有公共的有理性的辩论和讨论，它要负责任，各种重要的题目都讨

论，形式多样，也许通过网络，也许通过平面媒体、立体媒体，但这些观念形成以后，会

直接影响政策，政策不能回避这些观点。这才是有公共性的东西，在中国很明显还没有出

现。媒体知识分子很多，网络炒作很多，真正负责任的公共领域没有开创。而这个意义下

的公共知识分子是任何一个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 

参与政治会减少学术研究范围，韦伯这样的学者了不起 

如果要定义，需要如下条件： 

第一，他要关切政治。这批人必须关切政治，现在专家学者越来越多，专家学者有一个非

常明显的特性，就是不想介入政治。因为介入政治本身可能就表示你真正的学术研究受到

干扰，学术的真诚打了折扣。在严格的学术界，你出名、畅销、成为公共人物，你学术的

真诚、学术研究的范围相对减少，这个毫无疑问的。一大半好的学者，无论在美国还是在

中国，都是一直在从事他的学术研究，他不会管这些公共事务。可是公共知识分子不能不

关心政治，所以在学术界只有一部分人会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绝大部分不能，而且最好绝

大多数不要成为，只做学术研究。 

第二，参与社会，注重文化，并对宗教敏感。特别在中国，中国的政治精英、学术精英因

为太不理解宗教，很难进入国际讨论。在学术领域之外，还要关注公共知识分子的领域，

这个工作非常艰巨。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 · 韦伯在 20 世纪做了非常重要的考虑，在去世

之前写了两篇大文章：《以学术为志业》和《以政治为志业》，志业叫 calling, 召唤，神

的召唤，作为一个学者的召唤 , 或者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的召唤。韦伯是一个有强烈的学术

研究诉求的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但他的心理张力非常大，影响那么大的人物只活了 

57 岁。在 19 年中他都不能写东西，因为太紧张。所以他存留下的全部都是没有完成的

东西。在西方的世界，在现代世界，知识分子做学术的同时，参与社会注重文化是一种张

力。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 · 韦伯认为，学术研究和参与政治是两条分途 

儒家传统要求知识分子参与社会，I and we 同时出现 

从儒家传统看，这种选择的本身就违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最起码的要求。作为一个知识分

子，必须关切政治，必须参与社会，必须要注重文化还要注重宗教，但是还要从事学术研

究。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在学术界这是你的附加价值。你不成为一个像样的学者，要



扮演公共分子的角色，那就放弃了学术；但是你只做专家学者，就没有那个关切，在公共

知识分子领域就失职了。这是儒家最基本的信仰。一个人从来不可能是一个孤立绝缘的个

人，而是一个关系网络的中心点。所以用英文考虑，是 I and we 同时出现，一讲 I，我

就想到是 we，I 不是一个孤立绝缘的个体或者是一个孤岛。他一定要和其他人连在一

起，人有社会性的一面，在保持他的主体性、独立性、个人的尊严的同时，他必须在这方

面站起来。要为社会服务，公共知识分子的观念就出现了。 

今天的 Intellectual 这一观念来自俄罗斯，在沙皇时代，你如果不反政府不反体制，就不

是知识分子，所以到今天为止俄罗斯的知识分子是一定和政府划清界限的。这个传统直接

影响到今天中国的年轻的一批知识分子，只要和政治有牵连你就失去知识分子的风骨了，

这个不仅不现实，而且是完全站不住的，美国的知识分子，法国的知识分子，德国的知识

分子，意大利的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都不是如此。 

" 士 " 的传统：在现实政治中对政治有所扬弃或提出理性批判 

中国的知识分子真正讲起来就是儒家思想 " 士 " 的传统，这个传统本身就一定要和现实

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认同现实政治，用现实政治的游戏规则来规范，或者你对现实政治

有扬弃的批判但是在现实政治之中，这之间的分别很大，所以中国长期不是儒法斗争，是

有良知理性的知识分子站在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基础上对现实政治提出批判，还是利用儒家

各种不同的象征符号，包括仁义礼智信的象征符号来为现实政治服务。最明显的就是董仲

舒和公孙弘，公孙弘是宰相，董仲舒是大儒，董仲舒所代表的是知识分子的风骨，他讲的

神学是限制汉代皇室，形成一个调控系统。而公孙弘独尊儒术就为汉武帝，为现实政治服

务。所以在司马迁的《史记》里，董仲舒是大儒，公孙弘是曲学阿世的腐儒。 

▲公孙弘作为西汉丞相，主张利用儒家包括仁义礼智信在内的各种不同的象征符号来为现

实政治服务 

今天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和传统儒家的 " 士 " 最接近 

为了现实政治放弃一切道德原则，只是为了现实政治而发言的这一批儒者，和有良知理

性、对现实政治进行批判的儒者，在中国一直斗争到今天还没有结束，所以凡是有良知理

性的学者，他很可能在政治上有很大的责任。比如讲在当代的知识界，了不起的思想家冯

友兰，当他在文革写《论孔丘》时，他就不是知识分子，他就是 " 四人帮 " 的写手。他

后来后悔了，说，" 我真正的信念的是张横渠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

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放弃了斗争哲学，我讲和谐。" 他要回到知识分子的这个传统

里面。在我看来，不仅要对他宽容，还要了解他，因为他在学术和思想上确实有着很大的

贡献。 

今天知识分子的观念，在世界文明的传统中，不是希腊的哲学家，不是希伯来的先知，不

是基督教的神父，不是佛教的和尚，不是印度教的长老，就是儒学的士，君子的士，就是

孟子所代表的士。今天意义下的知识分子和传统儒家的士最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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