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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學中的「歷史文化優先」意識 
及其現代意義 

顏世安∗ 

一、引言：古代儒學中的「歷史文化優先」意識 

儒學中的「歷史文化優先」意識，是關於個人生活選擇的一個原則。它同樣也是關

於制度安排的原則，但是作為人生選擇的原則更為首要，因為儒學關於制度安排的種種

考慮，是以人生選擇的考慮為基準和前提的。本文主要討論的是儒學的人生選擇問題，

只有在適當的時候，我們才會從與人生選擇相關的角度，談及儒學的制度安排問題。 

「歷史文化優先」的原則就是：在個人生活道路的選擇上，歷史文化具有某種優先

性。每個人的生活都面臨選擇，他要判斷什麼好或什麼不好，他要選擇應該做什麼或不

應該做什麼。在儒家文化中，所有的人都有這樣一種判斷，他相信歷史上積累起來的文

化是好的，這些文化的規範（如孝順父母，忠於國君）必須服從，這些文化指示的做人

方向（如應有仁、義、信的德行）必須遵從。歷史文化對個人來說是一種絕對價值，它

優先於理智和經驗的篩選判斷。在儒學傳統中，人不可以有這樣的想法：忠和孝究竟對

不對，仁義信究竟好不好，讓我先多有一些知識，多有一些生活經驗，然後再來判斷。

歷史文化不是可以選擇或放棄的東西，歷史文化就是好的生活方式本身。這種「好」的

判定，優先於經驗的積累和理智的習得。簡單地說，歷史文化就是一種信仰。 

有人可能會批評說，儒學的做人原則，是以「仁愛」為本，「仁愛」發自內心，是

一種內在自覺。歷史文化固然重要，但既然是一種外在的東西，就必須通過內心體認而

獲得生命。換句話說，儒學指示的做人方向，應是以內在自覺（心與性）為本，而不是

以超越個人良知之上的外在信仰為本。對於這個問題，我的看法是：儒學確實重視內心

自覺，但是否可以把內心自覺理解為追求道德的原始動力，尚需進一步討論。我覺得在

很大程度上，儒者主張的內心自覺，實際上是依賴不言自明的價值先導（來自歷史文化）

的，相對於內心自覺來說，歷史文化價值是更基礎的動力。舉例來說：孟子主張善根源

於內心，但他不能同意楊朱、墨翟對人生的理解也是一種善，可見孟子性善理論中內心

體認的東西，是一種由主流文化預先確定的東西。歷史文化信仰與心性自覺之間的關係

甚為複雜，我不能武斷地說，儒學的性善心性之說，在一切情況下都根源於歷史文化的

先驗價值。但我相信，儒學的內心體認不可能完全拋棄歷史文化先導。明代王門後學有

這種傾向，所以在明末受到東林黨和顧炎武、黃宗羲諸大儒的嚴厲批評。由此可見歷史

文化信仰這個線索在儒學中不僅一直存在，而且始終是強有力的。 

有人可能會批評說：如果歷史文化對儒者具有優先性，豈不意味著儒者在傳統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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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失自主性和創造力？我們可以把古代儒者分成許多類型和層次，對於大多數儒者來

說，古代聖人的名字、經典上說的話、正史記載的英雄故事、歷代傳習的規範，都有不

容置疑的權威。這並不是說大多數儒者都是毫無創建的思想奴隸，事實上歷史文化的內

涵既深且博，一個人崇尚歷史文化，意味著他需要用心領悟多少個世紀累積陶鑄而成的

精神傳統，每個人在自己的領悟中都可以有所創見，然後以立德、立功、立言、形諸詩

文等不同方式，傳遞和增厚文化傳統的精神規模，這是我們在泛覽古人詩文書信，尤其

是正史人物傳記時很容易得到的體會。另外還有少數富有懷疑精神的人，對他們來說，

任何具體的東西都有可能被重新思考和檢驗，如孔子可以對古傳禮儀損益權衡，孟子可

以對《尚書•武成》的真實性加以懷疑，程朱重新取舍經典，王陽明說如果心裡覺得不

安，便是孔子之言也可以不信。從道理上說，文化傳統中任何具體的東西都可以被懷疑、

修正或重新理解，而不可以偶像化，可是有一樣東西是所有人都不會懷疑的，這就是由

歷史文化所確定的先驗價值。歷史文化由倫常規範（忠、孝）、道德準則（仁、義）、典

籍、聖賢傳說、英雄故事等共同構成。它的形式是經驗的，它的抽象價值或者說核心精

神（道）卻是先驗的。對經驗之物可以懷疑，對先驗價值卻必須信仰。宋明理學家常 

強調一個「敬」字，這個「敬」可以是不及物動詞，不涉具體對象，只是一種純粹

的態度。如果簡單給這個態度作一個界定，那就是對一種先驗價值懷有絕對敬意。「敬」

這個生活態度是儒學最底線的原則，如果對此也懷疑，比如像李贄那樣以為可以不「敬」

聖賢，只管放恣性情，或者像王充那樣以命運為藉口而否認努力，那就會被公認為不再

是儒者。 

還有一種可能的批評是，如果歷史文化優先是儒學的核心原則，那麼儒學在本質上

就是一個保守的和尊崇權威的學派，它便喪失了與現代文明對話與融合的基礎。對這種

批評，我的理解是：第一，儒學中有哪些重要原則是一回事，這些原則能否與現代文明

對話是另一回事，不能因為有現代文明的價值尺度，就把儒學中不合這個尺度的東西完

全丟在一邊。第二，與現代文明對話，也不見得一定要先符合現代文明的基礎價值（如

自由人權），照樣可以表現為批評和置疑，表現為不同立足點的對話。本文的下篇，將

對這個問題作一些初步探討。 

二、歷史文化優先的理由 

歷史文化的優先性，原則上是文化之「道」的優先性，形式上落實為某些具體事物

的優先性，禮儀規範、經典著作、聖賢故事都是服從和學習的對象。由於規範、經典、

聖賢都指導和鼓勵人遵從秩序，又由於儒學在漢代以後成為官學，這種指導和鼓勵成為

國家控制人民的手段，歷史文化的優先性很容易被理解為政治的優先性。但是規範、經

典、聖賢的權威在國家介入下成為控制手段是一回事，這種權威從理論淵源上來自某種

獨立的理由是另一回事。本文想追蹤的是這個理由，政治控制的問題則不是本文關注的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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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文化優先的理由是什麼呢？我想這理由主要是與關於人生意義的一種假定有

關。毫無疑問，古代儒者希望建立一個好的社會，希望每一個人都有好的生活。可是什

麼叫「好」？什麼叫「不好」？儒學對此有某種初始的假定。儒者相信，人生於天地之

間，貴於萬物，貴於禽獸，他的生活不能由物質世界的規則來支配，應當由高於物質的

精神來支配，能體現這種精神的生活，就是好的生活，高於物質世界的精神，在儒學看

來就體現在歷史積累的文化之中。在歷史文化中，比如說，在古代聖賢英雄的傳說中，

或者在古傳的道德準則中，可以看到一種規模宏大的精神，這種宏大精神指示了人之所

以為人的品質尺度。在儒者看來，如果一個人不尊重這個被稱為「道」的尺度，他的聰

明就只能流於小巧，或者流於惡。人是高貴的，他一定要有能表現這種高貴的品質尺度

作為衡準，而不能僅僅相信天資和個人經驗。歷史文化在一個人有選擇的能力之前，就

已經為他提示了這個品質尺度，所以歷史文化優先，是基於人有別於動物，因此必須有

高貴品質的假定。 

相信人的生活應當由高於物質世界的精神來支配，這是「軸心時代」所有偉大宗教

和哲學的共同信念。儒學所理解的高於物質的精神，是歷史文化的精神，這是我們理解

儒家「人學」的一個關鍵。通常的看法認為，儒學的做人方向是做有德的人。如果我說，

在儒家思想中，人的生活必須以道德精神來引導，道德對個人具有優先性，一個儒者不

能在德與非德之間自由選擇，大家想必不會有什麼意見。那麼為什麼一定要說歷史文化

優先呢？我這樣說有兩個原因。第一，儘管尊重歷史文化，實質就是尊重道德，但是「歷

史文化」界定了一種特殊的道德。儒家的道德不是一種普泛意義的道德，這一點殊為重

要，比如說，儒家的道德就不同於墨家的道德，後者顯然不致力於追求文化品質。儒家

的道德也不同於日常生活的道德（雖然有密切的關系），我們可以舉一些例子來說明這

一點，如「樊遲請學稼」於一般的道德無損，孔子卻視之為小人，因為孔子希望學生提

升品質並藉此引導社會，面對這種要求，「學稼」實質就是放棄責任，放逐自己於平庸。

孔子另一個弟子子夏說：「出見風華盛麗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兩者心戰，不能自

決。」
1
喜歡風華盛麗也於日常道德無損，但沉於風華盛麗，就是放逐自己於輕慢。平

庸與輕慢都不違反一般的道德，但卻有違儒學的精神原則，因為儒學對人的要求就是具

有偉大品質，人必須追求莊嚴的生活（精神氣質而非形式），而不能允許自甘平庸和流

於輕漫。第二，僅僅說「道德優先」不能使人明瞭儒學特有的精神感召力何在，而「歷

史文化優先」可以表明這個感召力的源泉，我讀古人詩文書信，特別是正史人物傳，常

有這樣的感受。儒學鼓舞人的力量，實不在道德條目，而在歷史文化體現出的精神規模。

古代儒者追求的目標，或者說他們的精神動力，是做名垂青史的卓越人物（這裡只說對

儒學有真感動的人，以儒學為利祿之階者不論）。如何才算卓越人物，理解有高下之分，

較高的從德著眼，中下的從事功著眼，但多數儒者是把這兩者結合起來，相信有德才會

有事功，這種對人生目標的理解，就是來自歷史文化的豐富內涵。讀某人的傳記，你會

覺得他不是簡單地追求成為一個好人，而是追求獲得一種品格，而他的事功最終與此品

格的規模（所謂「器局」「堂廡」）是相稱的。這已成為古代「正史」人物傳的敘事特點。

                                                      
1 《史記•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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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儒學的精神固然是道德精神，但這種道德精神卻是對多少個世紀累積陶鑄而成的文

化規模的共同領悟。這種共同領悟確立了人之為「人」的宏大尺度，成為鼓舞人追求德

行的精神源泉。
2 

歷史文化優先的理由，是歷史文化之「道」指示了人所以為人的品質尺度，這是儒

家德性學說最原始的理由，但這個原始的理由常被「秩序」的要求遮蔽。歷史文化的一

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倫常規範，歷史文化的優先性常表現為規範的絕對性，這種絕對性使

人覺得，儒學最終不過是要維持群體的秩序。更應注意的是，儒學在漢以後成為官學，

歷史文化規範被定義為「三綱」這樣的政治倫理規範，所以一講儒家規範，其意義就變

成要個人服從國家，維護政治體制。「五四」以後的人批評儒學，常抓住這一點。我贊

同這種批評，我也相信，儒學成為官學後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一種對人的毒害，但我想強

調，儒學要人成德的原始理由不是為了維繫政治秩序，而是為了成就偉大的的品質。孔

子說遵守禮儀，目的是培養人具有「仁」德，曾子說喪禮的意義是「慎終追遠，民德歸

厚」，王陽明與人討論孝，說孝豈只是溫清之節，奉養之宜，關鍵是「要此心純乎天理

之極」，都是側重規則裡面的文化（以文「化」人）道理，而不是政治功能。甚至即使

在「三綱」裡，也仍然雜糅著關於「人」的原始理想。陳寅恪的一段話即表明此意。 

陳寅恪紀念王國維之死，說王國維是殉了一種文化。接著說中國文化的核心，具於

《白虎通》的三綱六紀，其中最抽象的精神，類似於柏拉圖的 Idea。然後他舉例說明什

麼是「綱紀」中的精神：「以君臣之綱言之，君為李煜亦期之以劉秀；以朋友之紀言之，

友為酈寄亦待之以鮑叔」。
3 臣子之道的最高理想是盡己之忠使君向善，朋友之道的最

高理想是盡己之力使朋友向善。即使君為昏君，友為賣己，此一原則也不為之改變。所

以陳寅恪說這是抽象的精神，類似伯拉圖的絕對理念。我在給研究生上課時講到這一

層，有學生說「友為酈寄，期之以鮑叔」越出常情，絕不可實踐。我說這就像基督教說

「打了左臉，再給右臉」，佛教說「捨身飼虎」一樣，都是把一種德性提升為絕對原則，

然後以極端的考驗來說明這個原則不可動搖。基督教是把非暴力的勸善絕對化，佛教是

把救生的慈悲絕對化，儒學是把成己成人的仁德絕對化。即使是賣友之人，仍應抱可以

使之變善（文「化」成人）的期待與之交往。因此在陳寅恪理解的綱紀中，最深刻的東

西仍是偉大品質的理想，而不是政治秩序。陳寅恪一定程度上是舊道德培養出來的人，

他自謂觀念停留在道光、咸豐時代，議論近於曾國藩、張之洞之間，他對綱紀近於美化

的理解，決不是個人思辯，而是舊式儒者的某種「共同領悟」。 

總之，歷史文化優先的根由，是來自人不能聰明小巧，必當有偉大品質的信念，這

是儒家道德思想最基礎的信念。但是歷史文化優先的觀念，在歷史上與政治體制的秩序

意識混在一起，遂使其原始的理想不能顯明。當然從另一面看，這個理想即使是在「為

                                                      
2 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曾談到古代文化的繼承不同於理智的分析，而是一種「共通感」的領

悟。見：《真理與方法——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征》，上卷，洪漢鼎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2

年），頁 23-39。儒家道德的傳承頗能印證此一理論。 
3 陳寅恪：《王觀堂先生挽詞序》。酈寄是漢初人，與呂祿為密友。太尉周勃平諸呂之亂時，扣酈寄父為

人質，令酈寄誆騙呂祿把所將北軍交還周勃，還就趙守藩國（呂祿為趙王）。呂祿信任酈寄，結果被擒

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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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作家譜的所謂正史」
4 中，也有一定的表現。現在許多知識分子否棄古代專制的政

治文化，同時也否棄了以文化來成就德性的儒家原始理想，我覺得其間應當有所分別，

儒學關於「文化成人」的基本理想，從理論上說是獨立於政治體制的。 

三  「歷史文化優先」的觀念如何產生 

「歷史文化優先」觀念內含兩層信念，一是人的生活應由高於物質世界的原則來指

引，二是這個原則來自歷史文化之「道」。第一層信念是「軸心時代」所有偉大宗教和

哲學的共同信念，這一點前面已經說到。第二層信念卻有些特別，因為其他的軸心文明

基本上都轉向了宗教，尤其是一神教，中國文明卻轉向了歷史文化。儒學以歷史文化為

信仰對象，這是中國「軸心」時代文化「突破」所確定的基本方向。在儒學創始人孔子

那兒，「歷史文化優先」的觀念已經形成，這個觀念不是孔子原創的，它是在孔子之前

一百多年的思想轉變過程中逐漸形成。許多有名和無名的思想家為推動這個觀念形成作

出了貢獻。 

關於中國的「軸心時代」，有一種觀點認為是在商末周初。因為那時出現了道德化

的上帝。可是問題在於，周初的道德上帝在春秋時被否定了，並且再也沒有復活，沒能

成為此後中國文明史的支配觀念。而春秋時形成的歷史文化崇拜，則由儒學繼承，成為

此後支配中國主流文化的基礎性觀念。所以我贊成，春秋時代是中國文明的軸心時代，

或者說中國古代文化觀念發生偉大「突破」的時代。 

春秋時代思想觀念的演變甚為複雜，如果找出最主要的演變線索，那無疑就是由相

信神逐步轉向相信人文理性。人文理性與古希臘的純粹理性不同，後者是信賴邏輯的力

量，前者則是信賴歷史文化中積累的精神力量。關於春秋時代由信神向人文的轉變，過

去的著作已經談了很多，已經是古史研究中的常識。可是這種轉變的原因是什麼，學界

卻尚未有真正深入的研究，一些零星見解也遠未成為共識。但這個問題非常重要，不解

決這個問題，我們對儒家思想信仰歷史文化的「來龍」就不能理清。我關注此一問題已

有若干年，現在初步的見解是，春秋時代思想演變的人文轉向，與華夏觀念的形成以及

華夷之間的緊張有重大關係。現在尚不能武斷地說，華夷之間的緊張以及華夷之辨的出

現，就是春秋思想人文轉向的根本原因，但從華夷之間的互動關係，確實能看出歷史文

化崇拜的某種較為深層的歷史根源。 

1980 年代出版過一本由埃森斯塔特主編的軸心文明討論集，在關於中國軸心文明

討論的「導言」中，埃氏認為游牧民族向定居民族入侵時，後者的不同反應，是解釋中

國和印度軸心期突破轉向不同方向的重要歷史條件。他主要的著眼點是中國的定居民族

彼此之間有較密切的交往（印度的定居民族之間交往稀少），知識精英往來密切，游牧

                                                      
4 這是魯迅的話。魯迅深恨官方文化的巧偽和「吃人」本質，但仍認為在「為帝王作家譜的正史中」「埋

頭苦幹」「拼命硬幹」的人是中國的脊梁。陳寅恪所謂「君為李煜，必期之以劉秀」便是一種「拼命硬

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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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入侵造成定居民族對統一政治構架的重視，以及知識精英參與政治構架的強烈願

望，他以此來說明中國古代知識精英把解決政治問題視為解決宇宙問題之本這一「世俗

化」思想傾向的由來。
5 

我認為，春秋時代「夷狄」對華夏的威脅，給貴族知識精英造成的刺激另有更重要

的含義。那時華夏各國正因為氏族制度的崩潰而經歷嚴重的混亂，政治無序，家族內鬥，

行為失範，欲望泛濫，有責任感的人憂心忡忡，擔心世界在滑向最黑暗的深淵。夷狄威

脅造成一種深刻刺激，使華夏貴族相信，最後的黑暗，就是大家一起淪為無教養的蠻野，

這種刺激產生的深遠影響，一直到孔子時都能明顯看出。春秋時的思想發展，就籠罩在

這種「蠻夷」化的畏懼之中。齊桓公建立霸政以後，夷狄的軍事威脅基本消除，可是從

那時起一直到孔子時代，貴族知識精英一直在討論華夷之辨，憂懼夷狄的威脅。這早已

不是對軍事入侵的憂懼，而是對華夏貴族自身墮落的憂懼。中國古代沒有地獄和魔鬼的

觀念，那時人就以夷狄作為一個符號，警示人自身墮落的最後結局。所以夷狄造成的刺

激，不僅是使華夏知識精英重視統一的政治構架，更重要的是使那時人在宗廟神的保護

消失以後，轉向另一個方向尋求「存在」的根據。這個方向就是歷史積累的文化。這個

新的精神方向為此後主流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由華夷之辨刺激產生的歷史文化信仰，不是普遍地重視歷史遺留的一切東西，而是

只重視華夏貴族文化中那些「經典」的東西，如禮儀、訓誥、詩歌、樂舞、聖賢故事等

等。這些本來分散在各個宗廟系統裡的貴族文化遺產，現在統一到一個整齊的「華夏」

譜系中。春秋人文思想包括一組新起的流行概念，如華夏、禮儀、文、信、忠、仁、古

之道、三代、四代（虞夏商周）等等，其中，華夏在某種意義上是最核心的概念。華夏

既是族群認同，也是一種文化品質的認同。實際的華夏民族是邊界模糊的，華夷雜處，

錯雜分布，但觀念的華夏卻很明確，有共同的區域（天下之中），高雅的禮典、莊嚴的

品格，以及整齊的歷史譜系。這個譜系告訴人們，自古以來世界就是一片荒野，只有「三

代」（或四代）的文化是英雄世界的延續，是荒野中的一塊綠洲。這塊文化綠洲，就是

神意世界崩潰以後人們找到的精神立足地，軸心時代其它文明以神的啟示和神蹟來做拯

救的根據，春秋人文思想則以文化遺產來做拯救的根據。 

孔子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的地位是什麼？學者已經說了許多。從孔子是春秋人文思

想的集成者這個角度看，我們可以把孔子思想的中心問題理解成：把歷史文化信仰轉向

平民化、實質化。平民化就是「有教無類」，任何人都可以學習貴族文化成為君子，經

過轉化的貴族文化不再只屬於貴族，而是成為「人」本身的尺度。實質化就是「人而不

仁，如禮何！」學習貴族文化不再重形式，而是重對文化精神的內心體認。孔子的努力

導出了孟子的性善論和心性學，心性學力圖消解歷史文化的一切形式重負，把歷史文化

價值簡約為人人心中皆有之「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是歷史文化優先的原則並

不因為這種化約就消解了，即使在最重德行輕知識的儒者那兒，歷史文化之道也是確定

不疑的價值先導。 

                                                      
5 Shmuel N. Eisenstadt ed., The Origins and Diversity of Axial Age Civilizations（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6）, pp.304-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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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孔子研究者最樂於談論孔子思想的平民化與實質化，但是我想強調，孔子思想

的基礎是春秋時代經過人文主義洗禮的貴族文化。孔子的平民化轉向是把貴族文化由繁

重形式轉化為精神原則，而不是拋棄貴族文化。春秋人文思想在夷狄壓力下形成的共識

是，做人必須有基本的教養尺度（這個尺度來自貴族文化的長期積累），這個共識是孔

子與平民弟子談論怎樣成為「君子」的基礎信念。孔子的偉大貢獻就在於把人文主義的

貴族文化信念轉化為「人」本身的信念，由此在貴族社會徹底崩潰來臨之時（西漢），

能為新社會提供一個有深厚依托的精神源泉。 

概而言之，「歷史文化優先」是春秋貴族在神意信仰瓦解的混亂中漸漸醞釀形成的

觀念。孔子在貴族社會滅亡前夕，創立了一種本質上是平民主義的教義，這種教義面向

所有人，以化成天下為理想，但卻立足於春秋思想洗練過的新貴族文化。「歷史文化優

先」本質上是偉大品質優先，以必有偉大品質為「人」的理想，經過孔子成為儒學的基

礎性原則。 

四  儒學道德語詞的自我限定 

儒學的現代意義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我因為相信「歷史文化優先」意識是儒學

關於做人的一個根本原則，所以想從這方面談一點感想。 

儒學如果能復興為現代人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它的意義肯定是在提升人的道德，這

一點大家應不會有什麼異議，問題是提升什麼道德。任何一種道德觀念都是一套價值判

斷，首先確定人的本質是什麼，然後才討論人應該怎樣做。在現代中國，舊的道德觀已

經崩潰，新的道德觀尚未建立起來，各種道德理論和觀念暗中相互衝擊和交匯，情形很

複雜。儒學所要的是一種什麼道德呢？我覺得要有比較才能說清楚。如果認為儒學是一

種包攬一切的道德，反而會把問題弄混淆。 

儒學對人的本質的確定基於「人禽之別」。儒學首先認定人貴於物，貴於禽獸，這

不是從人當為萬物之王，一切東西都應該為人服務這個意義說的，而是從人有優越品質

這個意義說的。
6
人應該在生活品質上高於禽獸，這是一種絕對的責任，也是一種絕對

的價值。因為人貴於禽獸，所以人的生活目標不能只是追逐情欲的快樂，而應追求精神

的價值。歷史文化之所以成為確定不疑的原則，是因為在早期儒學思想中已經形成一種

穩固的見解：歷史文化是精神價值的唯一源泉。 

在古代社會，儒家道德佔據統治地位，很少有其它思想觀念能對儒家道德構成挑

戰，使人從另外的角度思考人是怎麼回事，人應該追求什麼生活目標。因此古代儒家道

德形式上就成了包攬一切的道德——一切關於道德的思考都只能循著人不是禽獸，人應

有文化品質這個總的方向。可是現代社會就不同了。關於人的本質是什麼，人的生活應

                                                      
6 儒家對人在萬物之中的地位應從兩面看：一方面人是萬物中之一物，另一方面人可以體察貫通萬物的精

神，為萬物之靈。為「物」的一面使人謙虛、自足、感恩；為「萬物之靈」的一面則使人自強、自尊、

承擔使命。宋明理學家語錄中對這兩面的關係常有精闢議論。本文主要側重「萬物之靈」這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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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怎樣，現代社會的人有各種思考。例如現在有一種與儒家道德很不同的道德觀念正在

日漸普及，這種道德觀念對知識分子和普通民眾的說服力，看來要比儒學大得多，此即

自由主義道德觀。自由主義道德首先在出發點上與儒學道德就不一樣，它對「人」的本

質的假定不是出自人禽之別，而是出於自然權利。由「人權」這個根本觀念出發，自由

主義發展出一套關於道德的特殊語詞：權利、自由、合理、公平、正義、寬容、互惠、

發展等等。在現代中國，實際上不是儒學的道德語詞（仁、義、禮、智、信等），而是

這一套道德語詞，正逐漸被許多人理解為道德本身。 

儒學現在退居邊緣，從某種意義上看是好事。儒學原始理想固然是好的，但儒學的

政治化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它的原始理想。中國歷史受制於超強政治權力的時間太長，社

會遭受的扭曲太大，人民所受痛苦太深，現在尤其需要從尊重和保障人的權利這個角度

伸展新的道德。儒學需要自我反省，認真檢討原初的理想究竟是什麼，重新考慮在現代

社會的立足點。如果沒有這種自我反省和限定，仍然以為自己代表的是普遍意義的道

德，並以道德的名義四處出擊，那只能使儒學蒙羞。 

舉例來說，當代中國談儒學的學者常常以為，儒學可以挽救目下競相逐利的社會風

尚。其實從人權自由這一系的道德觀點看來，逐利並沒有什麼不道德，以非法手段逐利

才不道德。中國現在最嚴重的問題不是大家競相逐利，而是大家競相以不規則的方式逐

利，特別是有一批人依靠各種權力（政治權力和行業權力）攫取特殊利益。中國現在道

德問題的癥結是權力腐敗，從儒學立場出發反對私欲泛濫，常常不能對這個現象作出明

確區分，結果反而遮蓋了問題的實質，使人覺得儒學語詞在面對現實時完全空泛無力。 

所以，現在需要對儒學的道德語詞加以反省，明確指出儒學的根本理想是什麼，以

及將來在現代社會可能的立足點在哪裡。當然，自由主義的道德也需要反省，如果以為

從人權、自由觀念發展起來的一套道德語詞，就是普遍意義的道德本身，將來也會引出

許多社會問題。但在目前不同道德語詞的對話中，儒學尤其需要反省和自我限定。根除

權力腐敗是現代中國最基礎性的道德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一切人文理想的話題都可

能淪為空談，甚至更壞。對於根除權力腐敗，從儒學語詞也可以引發若干積極的資源，

但從根本上講，儒學的初始理想主要不是指向利益合理分配這個方向。這一個基本情

況，是現在談論儒學現代意義時首先要注意的。 

五、「歷史文化」價值的現代意義 

儒家道德不是包攬一切的道德，在現代社會多種道德語詞互相競爭的背景下，我們

可以看出儒家道德的特殊性。那麼，這種特殊思路的道德觀有什麼現代意義呢？有的學

者在作一種努力，他們想批判或忽略儒學中的「糟粕」（如綱常等級觀念），挖掘與現代

文明主流價值（民主、自由、人權）相容的觀念如仁愛、良知等等，發展儒學獨特的精

神空間。我相信這種努力是有意義的，但我自己的思路與此不同。我覺得儒學對「人」

的初始假定與現代主流觀念是不一樣的，這種差異也許隱含著一種有潛力的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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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相信，儒學的根本意義是要人追求道德。我想應當辨明的是，儒學要人追求

道德，是植根於一種特殊的關於「人」的初始假定。董仲舒在著名的「天人三策」裡，

曾經對先秦儒學確立起來的這個初始假定作過簡明的概括，他說：人生於天地之間，本

質上就超然異於其它生物。人應當知道自己「自貴於物」，知道「自貴於物」，就會有追

求道德的動力。
7
這個簡樸的道理算不上深刻的思辨，但它抓住了人性中某種本質的東

西。而且最重要的是，這個初始假定與現代主流價值觀對人的初始假定不一樣，引申出

來的對人類生活的意義指令也不一樣。 

現代主流價值觀對人的初始假定隱蔽在「人權」觀念中，這個初始假定實際上覺得

人首先是生物，因此生存才是最根本的。人權觀念把人的生存問題落實到「個人」上，

使個人的生存權（以及由此引申的追求自由幸福的權利）成為一個合理世界的道德支

點。這個道德支點有兩層基本含義，第一，人是目的，宇宙間其他所有生物都可以作為

手段，可以捕獲或殺戮來為人類服務，但人不可以被當作手段，再貧窮微賤的人甚至死

刑犯人也不可以；第二，個人優先，社會組織以保障個人權利為前提，任何組織勢力（尤

其政治勢力）不得以任何名義侵犯個人權利。對於前現代的壓迫制度來說，人權觀念具

有偉大的道義力量，這是不用說的。可是從人權觀念的初始假定出發，人類只能建立起

保護權利和合理分配利益的道德，這卻引申出一些嚴重的問題。 

人權觀念的初始假定並沒有什麼不對，它的道德設定是健康的。可是這個觀念與現

代工商社會相結合，卻造成人類生活從靈魂世界向感覺世界規模空前的大轉移。現代工

商社會的特點，是要靠經濟發展來維持穩定，經濟發展的動力是擴大需求，於是整個社

會在科技和商業的結合之下，鼓勵人追逐新的消費方式，追逐日益豐富多彩的感性快

樂。古典自由主義對人的自由發展本來抱有樂觀期待，他們認為只要解除壓制，人憑其

天性就會追求完善和美德。可是實際的結果不是這樣，現代社會中，要人必須成就德行

的壓力趨於消失，人憑其興趣自由選擇生活方式（經濟能力造成的選擇限制是另一類問

題，此處不論。），這種選擇的結果往往是走向感覺世界。一方面，新技術的發明和新

消費領域的開拓造成時尚，支配著大部分人的生活趣味；另一方面，個性的張揚又使人

沉溺於自我欣賞，一些膚淺的形式特色（如新服飾或髮型）就能使人以為找到了真正的

自我。人類偉大的精神在這種感覺化趨向中被遺忘，個人精神上的內在源泉被自己封

閉。在人權自由觀念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道德語詞可以捍衛人的權利，反對壓制和不公

正，卻不能對這種感覺化趨向有任何勸戒。 

人類從靈魂世界向感覺世界的規模空前的轉移，是由多種因素共同促成的，不能完

全歸咎於自然權利觀念。信奉人權觀念的西方前輩對人性抱有熱忱的期望，可是他們沒

有估計到，人性中的動物性太過強大，
8
一旦解除文化的動力或者說壓力（要人必須如

                                                      
7 原文是：「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

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歡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

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

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

後樂循禮；樂循禮，然後謂之君子。」 
8 儒學道德基於「人禽之別」，其中實際上即有對人性中動物性的嚴厲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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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的意義指令），又提供大量由新奇物質營造的快樂機會，人會在新的道德旗幟下忘掉

精神的使命，把追逐快樂作為生活目標。人權觀念在這個主要由商業和科技推動的人類

生活大轉移中所起的作用是提供道德根據，使得人「自由」地沉溺於快樂被賦予道義的

正當性。在古代社會，一個人離開精神的目標追求快樂便會內心不安，現代人卻不會。

現代人覺得追求五光十色的快樂不僅是社會潮流，而且是自己的權利，可以從關於「人」

的主流道德理論中得到堅定的支持。現代人日益把自己的生命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某

一領域的專業人員，在這一領域他有認真工作的動力，但這種認真與人生意義無關；另

一部分是在日常生活中回到「人」本身，回到流行意識理解的人的本質特徵（消費各種

快樂）之中。人類生活向感覺世界的大轉移會有什麼嚴重後果，這需要專門的討論。但

至少兩種危險是明顯的，第一，由消費支持的快樂主義在嚴重破壞人類的生存環境，
9
第

二，人有可能淪為高技術文明中的動物。 

儒學對人的本質有完全不同的假定。儒學認定人不是物，人必須有高貴品質，才配

得上他在天地之間的特殊存在地位。我想儒學在現代社會的意義，可能很大程度上即來

自這種關於人的初始假定。在涉及個人生活意義的許多具體問題上，儒學都能給人教益

和啟示，但是惟有儒學對人的根本見解，可能會有一種大力量，形成與「權利」道德相

互補充的另一種基礎性道德。這種道德的基本理由簡單說來就是：人生在天地之間，不

是一個普通的生物，他的特殊在於精神，而「精神」不是一個個人概念，乃是歷史文化

的集合概念。一個人只有分享歷史文化精神（道）的規模和高度，才算得上是真正的人。

分享歷史文化精神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比如說，閱讀本國與外國經典，欣賞偉大的藝

術品，追求創造的快樂而非消費的快樂，以友善尊敬的態度對待他人和自然等。人權觀

念普及了一種簡單的信念：人的生命和自由是自然賦予的，因此是天然神聖的權利，人

間制度只能服務於這個權利而不能壓制它。這是一個偉大的信念，但是現在看來不夠，

我們需要從儒學引申的另一個簡單信念：人的生命不僅是自然的，而且是文化的，因此

人不僅需要自由，而且需要教化。這裡說的「教化」不是政府行為，也不是他人施加於

我的行為，而是孔子所說「學者為己」那種意義上的生存需要。這個簡單的信念如果能

像人權觀念一樣普及，那麼歷史積累的文化就有可能像科技和商業一樣，成為社會的支

撐力量。 

儒學「歷史文化優先」意識引申的現代意義，還可以從宗教感的角度加以體察。人

在宇宙間，是依據文化積累來創造有別於物質演化的歷史，每一個人都應該分享這種由

文化而來的驕傲，並且承擔人之為「人」的責任。這種宗教感可以通過與基督教的比較

而顯示其獨特性，基督教的宗教感是從人的孤弱無助中引發的孩童對父親的感情。科技

發展助長了人的驕傲，沖淡了這種感情，但人類面臨的問題那樣多，人性那樣脆弱，這

種祈望宇宙之父的感情是會長久持續下去的。儒學是反過來，是對以往人類已經積累的

文化精神懷有絕對的敬意。天如此高，地如此厚，在天地中能成為一個堂堂的人，與天

地相參，其中的內在根據是如此令人敬畏（朱子語大意）。有這種宗教感，人就有在茫

                                                      
9 最近在互聯網上看到英國物理學家霍金（Stephen W. Hawking）預言，因為人類的行為，地球將在一千

年以內變得過熱而完全無法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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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宇宙中憑文化精神自立並參贊自然演化的自尊意識。科技發展正以愈來愈奇幻的物質

力量，把人類生命向感覺一維拉過去，這種趨向的極端結果，就是人的精神最終被物質

世界的因果力量吞噬，人的歷史被物的世界消滅。儒學以歷史文化之道作為人生選擇的

價值引導，其宗教意義便在於為對抗這種趨勢提供一個信仰的基礎。 

當然，儒學道德的這種簡樸理由應當通過什麼方式和途徑來普及，是非常複雜的問

題。在中國古代，儒學是先通過君子庶人之別，繼而通過君子參與政治權力來普及教化

的理念，結果在歷史上的大部分時期都弄得本末倒置，人文教化的理想反而用來替維護

專制政治服務。「五四」時的思想家批評儒學是替權勢者說話，就是因為這個歷史實踐

中的本末倒置。所以儒學將來若想重新普及為社會的基礎性道德，一定不能走政治道

路，而要走民間道路。 

最後補充一點。關於現代人的生活在向感覺世界轉移，這是指現代社會的一般發展趨

向，實際的情況相當複雜。以美國而論，我在東部波士頓地區住過一年，感到那裡基督

教的影響相當大，也許當地人的宗教感與幾十年前比已有所削弱（這是當地老年教徒對

我說的），但看來仍有深厚的基礎。我看不出來基督教文化在那裡有衰亡的跡象，倒是

我生活的中國都市（南京），雖然只是處在向現代化發展的進程中，普通市民的「感覺

化」傾向卻遠比波士頓強烈。他們對靈魂生活的漠然，清楚地表明我們自己的文化傳統

已經完全不能發生關於生活意義的任何影響了。固然在現代中國，各種特殊權力的泛濫

得不到扼制，從而利益不能公正分配是最嚴重的社會問題，因此要談緊迫需要，我贊成

先行普及自由和法制這個系列的道德語詞。但這並不是說，人們日常生活喪失靈魂的向

度是一個可以忽略不計的問題。文化品質這個系列的道德語詞，至少可以先納入學術界

的視野。西方有基督教，有希臘文化和歐洲近代古典文化，在他們的工商社會裡形成強

大支撐，中國知識分子如果不知從自己的傳統中培育人文文化理念，將來一定無法使中

國在精神上自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