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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仁”是普世价值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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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儒家文明是开放的、动态的、发展的。儒学融合了对他人的尊重与个人的自尊，在人际关系与主

体性之间取得了平衡。儒家和它之前的文化传统之间没有发生“轴心突破”式的断裂，而是对夏商周三代文

明积累的继承和转化。儒家追求终极关怀，面对当今世界之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环境等领域的种种问题，

21 世纪的儒学更需要关注人类长久的存活与繁荣。儒学的核心价值“仁”是源头活水，由“仁”发展出来的

“学以成人”、“何为人”等深刻的论域，可以为当前的困境提供可选择的思路借鉴。因此，儒家的“仁”是无疑

是面向全人类未来的普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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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来探讨经历了两千多年但还极

有生命力的儒家核心价值，我感到非常高兴。尤其大

家在聆听科学界最前沿思想的同时，也关注中华文明

的特色以及她的未来走向，这更加难得。
2018 年，第 24 届世界哲学大会要在北京召开，主

题是“学做人”( Learning to Be Human) ，正式的中文翻

译是“学以成人”。2015 年，国际哲学学院年会也已经

在北京召开了，主题是“人的维度”( Dimensions of Hu-
man) 。我认为，哲学界重视人的课题是回应了一般所

谓的“轴心时代”，也就是德国学者 Karl Jaspers 所说的

在公元前 600 到 1000 年的那个时代。那个时候很多

先知、大师、大德如孔子、释迦牟尼、摩西、苏格拉底、柏
拉图等等在希腊、希伯来、中国和印度都出现了。从那

个时代开始，中国的先哲特别是孔子，就已经在追求人

生的终极意义问题。当前，人类面临着存活的问题，这

使得我们不能不思考何为人的问题，而不仅仅思考何

为中国人、何为日本人、何为欧洲人的问题。我今天的

讲题，是希望能够走出世俗的人文主义，希望能够突破

钱和权宰制一切的韦伯所谓的“铁笼”，重新建构一个

“意义世界”。这个“意义世界”的价值和人文是分不

开的。这条路的起点，就是每一个人都不能不思考

“如何做人”的问题，每一个人都不能没有“如何做人”
的自觉。所谓“每一个人”是包括所有的人，这是一个

普世的观点。

一、“学以成人”

儒家传统是深含地方色彩又一直不断地走向世界

的一种文明。她源于曲阜，但是在曲阜时，它所代表的

就是一个中华文化的传统，是周公甚至以前的尧舜禹

汤文武的传统，这不完全是传说。那个伟大的传统在

曲阜又经过好几代人的努力，成为中原思想的主要流

派，影响了精英，通过相当长的时间也影响了一般的老

百姓，不仅在中国，后来在越南、在韩国、在日本也发生

了影响。所以很多人就把这个地区叫“儒教文化圈”，

儒家的学术的文化圈。当然，这个文化圈里面有各种

不同的思潮，所以儒家不是一枝独秀。这一点，我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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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引起误解。另外，不管文化中国的圈子扩到多大，

到今天也不能独占整个儒家文化传统，因为儒家文化

也是日本的，也是越南的，也是韩国的。
过去三十年，“亚洲价值”在国际社会引起了非常

热烈的讨论。当时提出所谓“亚洲价值”的是以儒家

传统为主的地区，如日本和所谓的“四小龙”( 南韩、台
湾地区、香港地区和新加坡) 。在这个地区的政治文

化里面，儒家的因素含有非常大的生命力和说服力。
而这些价值，也就是“仁”“义”“礼”“智”“信”，都是普

世价值，不只是中国人或者韩国人、日本人、越南人的

价值，也应该是美国人、俄罗斯人、非洲人的价值。这

些价值可以和西方从启蒙运动后发展出来的一般所谓

的普世价值进行对话，可以进行讨论，甚至可以进行

抗争。
西方从启蒙运动以后所发展出来的凡俗人文主义

( secular humanism) 的那些价值，都是大家耳熟能详

的，如“自由”“理性”“法治”“平等”“人权”“人的尊

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作为普世价值

和西方这些普世价值可以有对话的空间，这在思想、哲
学、政治、文化、经济等各个不同的领域都有可能。举

一个简单的例子，没有同情的理性，会成为一种冷酷的

计算，也就是算计，它有理性，特别是工具理性，但没有

同情心。没有正义的自由一定会变成自私自利，所以

在伊斯兰世界，对西方自由的观念提出了非常严厉的

批评，认为“正义”在很多方面可能同等重要或者更重

要。没有“礼”，没有文化传统中做人的道理和规则，

法律会成为无情的控制，这个在孔子的思想里面非常

明显，就是“德”和“刑”之间的关系。没有责任的权

利，会成为一种掠夺的借口。我有权利做这个，但我没

有责任。譬如说在金融风暴中，一些极有创造力、极有

能量的企业家成为亿万富豪，他认为这是他赚钱的权

利，不必没有任何责任心，这种贫富不均到现在造成那

么大的困难和他们只拼命发挥自己的权利而不注重责

任是有关系的。没有社会的和谐，个人的尊严会成为

孤立无援。一个人如果只是一个原子的个人，没有整

个社会在支撑，那他就很难站立起来。
不过，我们也不能就只从这一方面来想。反过来

想，同情而没有理性，很可能成为一种溺爱，成为小团

体自己内部的一种精神的交流，对外很可能是有矛盾

冲突。如果只讲正义，却没有自由，那这个正义很可能

变成强制。如果我们只讲礼、讲人治而不讲法，那绝对

不行。法绝对是基本的不可或缺的要求，它的客观性、
独立性必须保存，否则连市场经济也没办法发展。要

求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但没有权利，那会成为一种迫压。
如果没有个人的尊严，社会可能同质化，而不是一个各

种不同的价值、不同的观点能同时并存的和谐状态。
也就是说，核心价值之间是有张力、有冲突、甚至

有矛盾的。所以，西方在处理自由和平等的观念上面

不知道费了多少心血。美国社会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到

今天一直突出自由，但是平等出了太大的问题，现在也

不能不向平等倾斜。关于人权的运动、关于民权的运

动都是一样。另外，中国传统价值中的“仁”和“礼”之

间也是有张力、有矛盾的。有些人认为中国最重要的

价值是“礼”，有些学者，我想大多数的中国学者都坚

持“仁”是更高的价值。这个可以讨论，也有各种不同

的争议。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必回避所谓“亚洲价值”的问

题，不必回避西方价值和欧美价值，我们应该回避什么

呢? 我们要回避只认为西方价值、欧美价值才是普世

价值的想法。假如我们也能够充分地理解，而且能在

实际上证实儒家的价值、仁义礼智信的价值、来自其他

文明的那些价值也是普世价值，那普世价值之间的文

明对话是有可能的。在这个层次上，有很多的空间可

以开发，也可以发展我们自己的一些思路。儒家本身

有一种特色，我认为她是一个学习的文明。《论语》里

面第 一 个 字，“学”，“学 而 时 习 之”。孔 子 说 他“好

学”，所以从曲阜到中原，到东亚，走向世界，这就是

“学而时习之”的结果。没有学习，也就没有儒家。所

以，儒家在这方面是一个对话的、沟通的、参与的，也是

一个自我反思的文明; 是尊重他人、也是自尊自重的;

是广结善缘同时也是独立自主的。如果单单的说教，

是完全违背儒家传统的，也就是“往教，非礼也”，“礼”
是“来学”，“往教”是“非礼”。因此，我认为，儒家是

开放的、变动不居的，一直在向前推进，但同时有它的

核心价值，它的思想结构中有非常严谨的逻辑，不是数

学意义的逻辑，而是在生活的实践和在人与人交往中

间的一种逻辑性和合理性。

二、“何为人”

“何为人”，是当今哲学研究领域的一个大问题。
在轴心时代，世界各大文明都在追求人类最核心的价

值和最高的理念。上帝的出现，希腊“逻各斯”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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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印度的“梵天”的出现，中国的“天”和“道”观念的

出现，都是在追求一个最终极的价值。以前很多西方

的学者认为，轴心文明的一个特色就是超越的突破，就

是突破了人伦日用之间的凡俗世界，而向往一种最高、
最上、最有价值的超越。在这个观念下，曾经对儒家作

了一个评断，认为儒家没有和之前的传统决裂，没有创

造一个完全超越的外在的价值，它还是比较保守的，还

是继承了周代、商代、夏代，以及再往前推的整个传统。
“天”这个观念的出现不是完全超越外在的，“道”的观

念也不是，它没有西方的那种超越而外在的真正实体，

所以认为这是一个缺点。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误读。
也就是说，你没有创造一个超越外在的实体，但你是不

是有一种最高的人生理想、有一个最高的追求? 孔子

是不是在反省什么是做人的最高标准，如何做人? 也

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它有没有跟西方、跟希腊、跟希伯

来、跟印度一样强烈的精神性探求? 是不是完全保守

地接受了俗世存在的价值? 我想问这样一个问题，这

个问题使我提出关于“仁”的这个观念。
大家都非常熟悉，“仁”的这个观念确实是和孔子

无法分开的。在孔子之前，我们现在认为的一些重要

的儒家观念如“德”、“敬”、“礼”、“和”都已经出现。
“仁”的观念也出现了，但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观念，

表示很美好的意思。只有到了孔子和他弟子的对话，

大家才发现“仁”的内容非常复杂，它的向度很多，很

难掌握。很多人说，《论语》是没有系统的，它只是一

种普通的道德说教，并没有很深刻的道理。黑格尔看

了《论语》以后大失所望，认为一点冥想的、思辨的内

容都没有。现在学术界对《论语》的看法当然有很大

的变化。
一个内容非常丰富，价值的层级非常多的东西，可

以用各种不同的形式来表述，不必限定在推理的或者

建构逻辑系统的方式上。所以对孔子的“仁”的问题

的思考很难切入。孔子说“仁者爱人”，有时又说“己

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又对颜回说“克己复礼

为仁”，又有“巧言令色，鲜矣仁”等等很多的表述。
“仁”字在《论语》中出现大概有 109 次，很多与和我们

今天要讨论的价值似乎不是很相关，比如说管仲“如

其仁，如其仁”。我想，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

在孔子的弟子中间，颜回是最重要的? 颜回既不富，又

不贵，还不幸早死。福禄寿喜，基本上除了喜以外全没

有。可是他非常快乐，“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

回也不改其乐”。为什么这个我们现在看起来一无所

有、一无所成的人是孔子最好的学生呢? 而且不仅是

孔子这样以为，连孔子所有的弟子也都接受，到后来连

追随孔子的中国思想界那么多突出的人物也都没有反

对过这个观点。为什么? 颜回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地

方? 假如在客观世界里我们所有的价值，钱啊权啊各

方面价值都没有，那他到底有什么? 后来有很多的学

者问这样一个问题，儒家的学者叫做“孔颜乐处”。他

又这样贫又这样贱，他的乐趣是怎么来的? 颜回的所

乐是什么? 孔子对他作了最高的评价，就是“三月不

违仁”。三个月，他没有违反了“仁”，其他的弟子“日

月至焉而已”，像我们大概一个小时不到。那他这由

衷的喜悦到底是什么? 我的想法也许过分大胆，但是

我认为，“仁”他得到了，使他解脱了，这是他的最内

在、最核心、最长远也最不可能被任何人剥夺的一种自

由的喜悦。而且，在这方面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如果

颜回都能做到，那么没有任何人可以将自己外在的物

质条件不够作为借口。
所以有一句话，我的解读和很多朋友不太同的，就

是“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很

多人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就归仁，这绝对是君王或

者圣贤才能够达到的，一般人不可能。我的想法是，每

一个人能够归“仁”，天下“仁”就多一些。一个人的自

由是所有人的自由的基础，一个人的仁德是所有人的

仁德的基础。一个人的“仁”就是天下归仁的前提。
这虽然只是孔子面向自己的学生说的，但应该是对所

有的人都可以这样说。
当然，我们这个还可以探讨，还有很多很值得探讨

的问题。比如说，孔子有在企业界发展得极好的弟子，

是子贡，现在很多人认为子贡应该是儒商之首。孔子

心里面也知道子贡很有才华，不过孔子有一次问子贡，

说你和颜回怎么样? 子贡说，我是“闻一以知二”，颜

回是“闻一以知十”，差得太远，智慧差得太远。孔子

没有说他讲得对还是不对，只是说，我也不如他。孔子

自己说的，“我不如他，我不如颜回。”这个使我非常受

感动。什么东西不如他? 孔子那时候有七十二贤，有

三千弟子，不管在什么地方讲起来，他的影响力颜回哪

里能够相比? 孔子说的是颜回的内在资源，颜回内心

里面所拥有的资源。
这在很多其它的文本里面，特别在《庄子》里面有

些地方可以看得到。在道，在求道，在儒家的最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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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它有独特的一面。那这个深刻的价值是什么呢?

有一段话就是“舜何人也? 予何人也? 有为者亦若

是”，如果我们有为的话，我们应该这样做。这出自颜

回，不是出自子贡，不是出自有世俗成就的人。这就是

他的气，他气壮，曾子把这叫做大勇。大勇就是有承

担，承担就是“仁”的承担。比如曾子讲“士不可以不

弘毅”。“弘毅”这两个字非常庄严，“不可以不弘毅”，

因为人以“仁”为己任，仁就是把做人的“仁”摆在我的

头上，是我要创造的，是我生活的目的。这个任务太重

了，我们现在最好不要有那么多任务，最好不要有那么

多包袱，最好不要有那么多所谓的责任。这样才能心

生愉快，这样我们才能够和朋友一起出去郊游，出去讨

论问题。把“仁”的观念，如同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

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把仁整个

压在自己头上，当然是重，“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一

个人，他一生的目的就是学做人，也就是完成自己的人

格，也是发展自己的人格。在这方面讲，颜回比孔子的

任何弟子更执着，更固执，更有勇气，更有承担。
这个观念，就是孔子的“仁者人也”。最突出、最

能够体现一个人的最高价值，这就是“仁爱”的“仁”。
这个观念的提出，使得儒家成为人文精神的一个源头

活水。对“仁”这个观念不能简单地进行定义，因为用

定义的方法来分析“仁”所得到的结论，在哲学上面都

不一定是最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你要打破一些成

规，打破一些思考的框框，然后才能够进一步发展成更

宽广的思维。所以“仁”有它的模糊性。模糊性有两

种: 一种情况就是你搞糊涂了，没把它弄清楚; 另一种，

是不把它简简单单的用定义化的方式说出来，这也是

一种模糊，但是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在《论语》里面，有时候把“仁”和“礼”在一起对

比，有 的 时 候“仁”和“智”在 一 起。不 管 是 讲“仁、
礼”、“仁、智”，这个“仁”字没有缺席，到了《中庸》里

面就有所谓“三达德”，“智”“仁”“勇”，把“勇”的观念

提出来。到了《孟子》的时候提出“四端”，就是“仁”
“义”“礼”“智”。到了到了汉代，从《白虎通》开始的

时候，“仁”“义”“礼”“智”“信”，就成为儒家的核心价

值。郭店出土的文物里面有“五行”。“五行”，以前大

家认为是金木水火土，但后来发现不对。庞朴先生讲

的很清楚，“五行”就是五种德行，也就是“仁”“义”
“礼”“智”“圣”。这样说来，“仁”的价值在孔子提出

一直到汉代，它是没有缺位的，一直有它的丰富性，有

它的内容。
甚至可以加这样一句，就是说，当时所提出来的儒

家认为重要的价值，大概都可以和“仁”配套，而且都

必须和“仁”配套，假如和“仁”没关系，它的价值会减

少，或者变成一种非价值。“礼”，有很多学者认为跟

“仁”一样的重要，有的认为可能比“仁”更重要。但是

我的感觉，就是说“礼云礼云”不是“玉帛云乎哉”，“乐

云乐云”不是“钟鼓云乎哉”，后面还有一个精神性的

东西在内，那个当然就是仁。如果在一个丧礼上，一个

人没学会鞠躬、叩头等等，没有按照礼俗做好，但他心

里面有一种悲戚之感; 另一个人每一个细节都非常圆

熟完全合乎“礼”，却没有真情实感。在孔子看起来，

那个有悲哀之情的更合乎“礼”。也就是说，有“仁”的

“礼”就更合乎“礼”，没有“仁”的“礼”就变成形式主

义;“义”如果完全没有“仁”的内涵，会变成比较尖刻;

“勇”如果没有“仁”在里面滋润它，它就不是大勇，而

是匹夫之勇;“智”如果完全没有“仁”的因素，也许就

是小聪明;“信”就是小信小义。所以，“仁”滋润了各

种不同的其它价值，其它的价值和它接触以后更丰富

了。所以说，有“礼”而无“仁”是可能的，有“仁”而无

“礼”是不可能的; 有“勇”而无“仁”是可能的，匹夫之

勇，但有“仁”而没“勇”是不可能的。在《论语》里面

也有讲“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那是不是说，“仁”
的本应该是孝悌呢? 我的解读很简单，“为仁”的“为”
字，就是在推行“仁”的这个时候，要推行“仁”的这种

感情，孝悌是起点，是最开始的，不应该离开孝悌，是向

外推的。

三、“仁”的重要性

我现在要做一点思想上的飞跃，是讲在先秦的时

候“仁”的重要性。颜回成为体现“仁”的一个重要的

因素，求仁得仁。“仁”本身是自由的，也是平等的，任

何一个人都可以。如果说得学术性一点，也就是说，最

低的要求和最高的体现都可以在“仁”的这个价值里

面表现出来。最低的要求，就是我们要做一个人，假如

我们没有任何一点同情感、一点恻隐，那我们是不是

人，还算人吗? 就是最低的这个要求应该有。最高的

体现呢，孔子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你说我仁人，

那不行，我没有资格。你说这个人是孝这个人是忠，这

个人有很多其它的德行都可以，但说他是仁人那很难。
因为它所包含的内容包含的价值非常多。那么，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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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包含的价值非常多，所以各种不同的价值都可以丰

富“仁”的内容。所以“仁”的观念里面的内容是非常

非常丰富的。孟子就强调，每一个人都有恻隐之心，这

不是学来的，这是定义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基本的

条件。也就是说，有同情感，有这个情，这是每一个人

都有的。
可是有一个观念，在学理上面值得我们特别的重

视，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

金科玉律。恕道和“仁”也有密切关系。说“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金科玉律，这当然会

引起争议。因为基督教的金科玉律就是“己所欲施于

人”，我认为好的、我要的我要给人家。最明显的，就

是我得到了福音，我一定要把我的福音跟人分享，我要

把我的福音传给其他人，否则就是自私自利。2001 年

联合国组织了一个世界文明对话小组，一共有 18 个人

参加。在这中间，德国的神学家孔汉思就特别提出来

基督教的“己所欲施于人”应该是文明对话的基础。
我当时和他商量，就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好像

有意跟他作对一样。不过在那个时候，有一个犹太学

者也提出来这个观点。他说一位犹太的大师大德叫做

希勒尔( Hillel) ，比孔子晚了一千多年，有一次一个学

生问他，假如你就一只脚站在那儿回答我这个问题，所

有犹太的义理、经典一句话来归约，你认为是什么? 这

位犹太的长者就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他接着

努力去读经典。所以这也是犹太的金科玉律。在人类

文明对话的中间，哪一个更能够符合对话的要求? 我

举得的例子很简单，假如我是基督徒，我有责任也有义

务把我的福音传给我的对话伙伴。而这个对话伙伴正

好是伊斯兰教徒，他也有责任也有义务把他的福音传

给我们。而我们的福音不太对等，这会出问题的。而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考虑的是恕道，就是相信、尊重

和你进行对话的伙伴，他要什么，不是我认为你要什

么，而是我在想象、我理解你要什么，这个应该是个

起点。
这样说来，“仁爱”的这个“仁”字有两横，一般讲

起来“从人二”。就是“仁”的价值的出现一定要有两

个人，也就是人际关系。我现在对这个暂时不做评论，

因为这个在文字学、在声韵学里面已经根深蒂固了。
从许慎《说文解字》就这样说，没有人来辩驳。但是

“仁”也有不同的写法，大家如果研究中国文字的话就

知道。“仁爱”的“仁”字，在郭店出土的文物里，就是

公元前大概第三、四世纪孟子还活着的时候的这批文

物里，“仁”字写得非常有特点，上面是一个身体的身，

下面是一个心灵的心。这样，我们可以对“仁”做一个

简单的结论。其一，“仁”有主体性。“我欲仁，斯仁至

矣”，是自得的，我得到了，我不是从外面学来的。行

“仁”，还是不行“仁”，我有选择。但是又必须是在关

系网络中间来表现。其二，相对于他者的存在。你的

主体之中必须有他者的存在，没有他者的存在，你就变

成一个孤立绝缘的个人主义者。但是他者的存在并不

表示你的主体性就丧失了，你还是有主体性的。其三，

对话的先决条件。对话的第一个先决条件，要能够忍

耐。你如果对一个人不“仁”，意思是你根本不能忍受

他。“仁”有忍的这方面，就是英文里面说的 tolerance。
但容忍还不够，还要发展出一种承认。承认，就是接受

对方的存在是不可消解的，对方的存在不是你的存在，

是人家的存在。这中间有一大部分你永远没办法了

解，没有权利了解，也没有义务了解，但是你必须接受

他是一个人。能够这样接受的话，才能够尊重对话的

对象。在这个基础上面你们才可以互相地参照，才可

以互相地学习。所以，“仁”的过程事实上就是说，一

个人的自我的了解和了解他者这中间是同步进行的，

一定要有他者的存在。在宗教对话的过程中间，一般

不同宗教的信仰者，在教义上面无论如何无法归约、无
法认同。一个基督徒和一个佛教徒可以成为非常好的

朋友，可以互相交流。但是他们俩的教义没有办法互

换。不接受“轮回”，不接受“空”，不接受“涅槃”，不

接受“苦集灭道”，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佛教徒。如果对

“三位一体”、对“童贞女”、对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以

大爱来拯救世人这些信念有所动摇，那也不可能成为

一个基督徒。但是在现在一个多元文化的大的基础

上，不可能一种宗教能够把另一种宗教完全消化或者

融合。所以，融合主义，把所有的宗教融合成一体那种

可能性是没有的。而且，即使是同一个宗教，它还有分

化的可能，各种不同的分化现象都出现。所以现在世

界上各个大的宗教传统都在思考另外一个问题。这个

问题就是我刚刚前面提到“人”的问题。我可以选择

做一个基督徒，我可以选择做一个佛教徒、伊斯兰教

徒，或者我可以选择基督教的这个道来做人，我可以选

择佛教的成佛之道来做人，或者伊斯兰教之道来做人，

但是，我们能不能选择我做不做人? 是不是在做一个

有信仰的人之外，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学做人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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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一个基督徒，是不是应该把学做人的问题包含在

内? 或者你是一个佛教徒，是不是应该包含在内? 从

基督教和佛教的立场上讲，确实应该完全包含在内。
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现代文明才

出现和碰到的。也就是我刚刚讲的“凡俗的人文主

义”所碰到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说，现在世界上最多

的人是不一定有任何宗教信仰的。或者他有一些精神

的诉求，他不一定是一个宗教徒。世界上有百分之三

十的基督徒，但是世界上可能更多的就是不信任何宗

教的或者是不信仰任何有组织性的宗教的。现在我们

碰到的问题有很多是在轴心时代精神文明没有接触到

的问题。这中间最重要的大问题，就是生态环保的问

题，这也是一个“仁”的问题。因为所有的大的宗教多

多少少对现在的世界、对地球是有一种鄙视的观念: 地

球就是凡俗。从佛教讲，地球就是红尘。以前基督教

讲就是凯撒的世界，不是上帝的世界，是凯撒的世界!

伊斯兰教里面就更清楚。但是现在有没有哪一个宗教

或者哪一个传统说，地球的价值没有比上帝、比天、比
道、比任何其他的价值更高。

现在有一个大的发展，就是地球是神圣的，连天主

教的最近的教宗所提出的观念都非常接近。也就是

说，地球的神圣是我们都应该接受的。在宗教对话的

框架中间，作为人是不是要比作为任何一种类型的教

徒还更根本? 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地球神圣的意思

就是说，作为一个人，我们和地球的关系不可能是人类

中心主义的关系。我们必须和地“重新签约”了，或者

和地球保持一种持久的和谐。这个问题的出现，使我

们感觉到，这是人的自我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

面向。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再以科学理性的方式来

宰制自然，纯粹去改变自然，我们必须要对自然有一种

尊重感。当然，这个讨论似乎完全离开我的研究范围

了，但是我觉得很有趣。这讨论有两派学者，都是有名

的科学家。一派说，大爆炸以后发展经过十三亿光年

的时间，太阳系出现，地球出现，然后生命的出现，动物

的出现，人的出现。而在这个大的发展过程中间人类

只是一秒的万分之一、亿分之一，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

是没有意义的，就是 senseless。我们处的这个世界经

过那么长的时间，弄了半天才出现这样一个现象，而再

过一段时间也就消失掉了，因此是没有意义的。这是

一个思路。另外一个思路呢，就正是因为那么困难、那
么艰巨、那么长的时间，慢慢才出现人这样一种生物。

所以这个价值太高了。就自然本身、地球的本身，就所

有跟人有关系的，我们都应该有一种尊重感。
大家也知道儒家的立场，非常清楚，我刚刚讲要有

一种飞跃。就是在宋明的时候，顺着孟子的四端，慢慢

发展出一种对人的新的理解。地处关中的张载是最重

要的大思想家之一，他就有这种思想。他说，“乾称

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充塞天地的就

是我的身体，导引这个天地的就是我的性。“民吾同

胞，物吾与也”，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兄弟姐妹，所有的

东西都是我的伙伴。这也就是宋哲程颢提出来的“仁

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就叫“一体之仁”。这个在宋

明儒学里面变成一个主调。“仁”的，有仁德的这种

人，他的同情、他的感受、他的心量，张载讲“大心”，他

的心量一定要是包容。不仅要包容人的世界，要包容

动物、要包容植物、包容天地万物。他有这样一种非常

宽宏的视野。从这个视野看，不管科学能不能证明，我

们的信念，就是人存在在这个世界里面是有价值的。
而这个价值是内在的价值，人的存在就是价值。自然

是神圣的，它是有价值的，不能够随便去摧毁它。中国

的传统，天地君亲师，都是我们尊重的对象。我们是处

在整个宇宙大化中的创造物，我们的责任和我们所自

来有完全正比的关系。正因为我们得来不易，“天地

之大德曰生”，“天地之性，人为贵”，人的出现太不容

易，所以我们的责任就不仅是一个家庭、国家、社会，必

须是天地万物。所以像王艮就讲过很有趣的一段话:

假如我们是化生，就是经过演化来的，那天地为父母，

天地就是我们的父母; 假如是形生，我们经过形体慢慢

地发展，那父母为天地，我们和天地万物都有一种亲和

感，内在的一种亲和感。这个“仁”的天地万物为一体

的观念非常强。

四、“仁”是什么样的普世价值

“仁”受到了地域、时代、人物等各种不同的限制，

所以它确实多多少少是属于中国的，属于曲阜的，属于

儒家文化的。在另外一方面呢，可以说，“仁”虽然有

地方性，虽然有时代的限制，但孔子在那个时候讲这个

道理的时候，不是为了他的几个学生，也不只是为了中

华民族，他是为了“仁”和对“仁”的一个基本的认识。
所以这样我做一个简单的结论。也许可以把“仁”这

个观念摆在一个中心，与天地自我的己和群，把它摆成

一个简单的图来表示。( 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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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仁”与天、地、己、群之关系

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时候，台湾的钱穆( 钱宾

四) 先生，写了一篇很短的文章《中华民族对人类的贡

献》。很大的题目，但写了一千多字。他就简简单单

地说，中华民族对于人类文明最大的贡献，就是“天道

和人心的合一”。后来，季羡林看到以后非常感动，就

把他的文章放在自己的文章里面，然后再加上一些标

注，认为这是人和自然能够和谐的一个了不起的思想，

而这个思想确实可以对世界做出很大的贡献。这个是

八十年代的时候，对生态环保的问题还没有像今天那

么大的敏感度。但是这个问题提出以后，我们发现自

然(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自然) 和儒家传统里面的“天”
还是有一段距离。天不是一般所谓的自然，孔子和天

有一种默契，有一种关系，是不是神秘主义，我暂时不

讲，我相信不是神秘主义。他有的时候说，只有天知道

他，颜回死的时候，他非常痛心，等于他的道没有人继

承，所以讲“天丧予，天丧予”，像颜回这样的人都不

在了。
“天”在儒家传统和在西方的上帝传统最大的不

同在于，上帝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他是

一个创造万物的实体; 而在儒家的观念里面，天是无所

不在、无所不知但大概不是无所不能的，因为有人的出

现。所以人和天中间就有一个默契。荀子讲“天生人

成”，但荀子与我现在的想法不是完全相契的。“人”
的责任从演化论或者从创造论来说，不仅是超越了我

们自己，也就是人，而且也超越了我们的地球。这讲起

来当然很玄。但是比较深刻的意思，就是我们的人性

是来自“天”，《中庸》有这种观念，这也是孟子的思想。
来自“天”，就表示可以通过自己的自觉追求人性，发

扬人性的努力来了解天。孟子讲的非常具体，“尽其

心者，知其性也; 知其性，则知天矣”，能够彻底地、充

分地完成、展现我们的心量，我们心的能量，就可以知

道我们是什么人，人是什么，就是“人性”的“性”。能

够知道人性是什么，就可以知道天。天我们可以知道，

但在理智认知的范围之外永远还有价值，所以人性是

天赋予的，但不能通过我们的人性彻底了解天。所以

我们对天应该有敬畏感。但是我们又可以了解，不是

说，所有天要做的事情、所有上帝要做的事情都是人没

有办法预测的。不仅有预测，而且有责任感。我们的

责任感使得我们必须要跳出人类中心主义。
“仁”，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确实已经成为宇宙和

本体论的一个基础，它不完全是一个简单的道德理念。
我们平常总是把它当作一个道德，当成儒家所讲的泛

道德主义，认为它对政治、对其它的领域的开展的都不

够。但我认为，几乎没有人所接触到的领域可以和

“仁”不发生任何关系。现在在世界上，和其它的宗

教、和其它的文化对话的时候，我们说，我们需要多元，

我们需要和平共存，我们需要有我们的生命共同体，我

们要有我们的命运共同体。这个不是中国的特殊道

理，不是我们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间的一个特殊道

理，而是人类未来如果要能够和平共存就必须要接受

的一种共法，大家都必须接受。这个共法有四个基本

的条件。
第一，是个人的主体性。就是每一个人都有独立

的人格。康德所谓的把人当人，人是目的不是手段。
这个价值在“仁”的关怀中间绝对是充分的体现，就是

人的尊严。所以孟子讲“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

也”，儒家的精神，假如是牺牲掉一个无辜的人而得到

天下，得到天下以后你可以行王道，这个不能做。因为

在最核心的价值上面已经违背了人性。所以这个自我

它的主体性怎么能够建立，而它的主体性和他者必须

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讲“仁”一定是一个关系网络

的中心点，而不只是一个孤立绝缘的个人。绝对不是

一个孤岛，而是一个河流，河流必须要求和其它的河流

所碰撞。
第二，是社群。就是各种不同类型的社群。现在

大家熟悉的是以前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社群。我

们以前想象的社群，了不起是家国天下。现在能想象

的社群，那是千奇百怪。只要通过我们的手机，我们就

可以创造各种不同的社群。这个碎片化，小至三五，大

至数千万，都同时存在，而同时在交流。在这样一个复

杂的、多元的到处都在交流的过程中间，是不是一种最

低的同情感必须存在? 否则掌握了了不起的武器，要

造成的杀伤力就不能想象。如果是一个有组织而且有

现代科学作为依据的暴力集团所造成的危害就更不能

想象，这种情况现在也有出现。到底人是不是已经到

了极限了? 还有假如人工智能够取代每一个人，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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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我们各种不同的角色或者所有不同的器官，那么

我们人的认同 ( identity) 是什么? 前面谈到孔子对颜

回的那种尊重，那个价值是不是因为这个就减杀了?

我想，不可能。人的自觉问题，人的自我选择的问题，

匹夫不可夺志也。这个“志”所造成的真实( reality) ，

造成的事实，也塑造了我们的这个人和其他的人，以及

各种不同的社群。
第三，是地球，或者自然。就是要把地球当作神圣

的。中国一直讲“天地人”，地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

“地”，而是我们应该守护的自然。所以不是说只要个

人和社群就够了，还要有人和自然的维度。
除了这三个以外，最后还有人心和天道。也就是

钱穆他们所讲的中华民族在最早发展的轴心时代的一

套精神性。所以，我用了一个名词来解说这个图表，就

是精神人文主义( spiritual humanism) 。它不是凡俗的

人文主义，不是消费主义，不是物质主义，不是以人类

为中心的，不是科学主义，也不是任何类型的经济主

义。我们现在发现，文化和价值不是简单地随着经济

底层的结构所自然改变的，更深刻的层次是人，是人的

思想、人的价值。特别是人的价值如何建立，对人的经

济政治社会方面会起一定作用，这不是唯心主义的观

点，而是中华民族在成千上万年中通过无数先圣先哲

逐渐积累和展现出来的一种思路。这个思路有它的缺

陷，也受到了很大的质疑，但是它也还有内在的生命

力，还能 够 发 展，和 我 们 现 在 所 碰 到 的 问 题 还 能 够

接轨。
精神人文主义主张每一个人建立自己的人格; 主

张人和各种类型的社群健康互动; 主张人与自然重新

达到持久的和谐; 最难也是最核心的，主张人心和天道

的相辅相成。最后，我引用《中庸》的一句话，“唯天下

至诚”，也就是最像“人”的“人”，“为能尽其性”，能够

充分地体现自己的人格，“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

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 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

地之化育; 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这个思路面对现在宗教对话、宗教矛盾和宗教冲突，面

对人和自然所出现的问题和我们社会上各种不同的困

境，特别是贫富不均，能不能做出一种回应? 如何做回

应? 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
( 责任编辑: 王小超，白宗让，司国安)

On the Universal Value of "Humanity" in Confucianism
DU Weiming1，2，3

( 1． Peking University，Beijing，100871，China; 2． Harvard University，Massachusetts，US;

3．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710049，China)

Abstract As an open，dynamic，and evolving civilization，Confucianism artistically achieve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re-
spect for others and individual dignity，and balance between interpersonal relation and subjectivity． Confucianism is not
ruptured with the cultural tradition before it，as the intellectual breakthrough characterized in the Axial Age，instead，it
inherited and transformed the ancient civilization precipitated in Xia，Shang，and Zhou Dynasties． Confucianism aims to
address the Ultimate Concern for human beings，hence the 21stCentury Confucianism must focus on the long － term hu-
man survival and flourishing，which have been increasingly threatened by various political，economic，technological，
cultural，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t present． The Confucian core value " Humanity"，together with the profoundly
diverse discourses originated from it，such as " Learning to Be Human"，"What is Human"，is conducive to inspiring a
viable path to dealing with the human condition，"Humanity" so understood a universal value for the future of human be-
ings．
Key words Confucianism; Humanity; univers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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