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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困境，成為至今考驗國人智慧的世紀難題。

五四前後，主張道德革命的知識分子圍繞新

舊道德論證了道德革命的必要性及其重要意義。

「自歐化東來，始有創道德革命之說者，遂生舊道

德新道德之別」。[1]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有識之

士開始睜眼看世界，發現國人

引以自豪的文化傳統並非十全

十美，原本盲目自大的文化心

理頓時失卻了現實的依據。嚴

復指出，當時中國的道德風

氣，已墮落到足以亡國亡種的

地步。他在《原強》中提出「新

民德」的主張：曰要政，統於三

端，一曰鼓民力，二曰開民智，

三曰新民德。梁啟超認為要實

行「道德革命」，也就是要用新

道德代替舊道德，其要義在於

有尚私德轉變為重公德。他指

出，道德革命的首要任務是樹

立群體觀念和國家觀念，新道

德要以鞏固、完善群體和國

家，使國家進步為目的，也就

是以公德來改變私德一統天

下的局面。[2]

具體闡述道德革命的任務和目標，則是民主

革命的先行者和一批傑出的進步知識分子完成

的。孫中山將畢生獻給了國民解放事業，在奔走呼

號竭力戰鬥之餘，他對國人公德心的缺乏也曾痛

下針砭。他在《民報》創刊周年慶祝大會上的演講

中說：「中國從來當國家做私人財產，所以凡有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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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義，道德革命曾經是中國現代思想史

上的一個文化「黑洞」現象，吸引著諸多志士仁人

為之鼓與呼，形成了一個蔚為壯觀的罕見而持續

百年的文化奇觀。回溯道德革命這一歷史文化現

象，進行認真的比較哲學分析，對於推進新時代中

國哲學文化的創新發展，也

許不是沒有思想啟迪的。

道德革命：考驗國

人智慧的世紀難題

道德革命首先是一個歷

史命題。從一個深層次的角

度觀察，「五四」新文化運動

實質上是由文體革命和道德

革命兩個層面上的革命構成

的。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的

文體革命，是五四新文化運

動的重要的歷史使命，雖然

也曾出現過取消漢字、取消漢

語的過激主張，但經過無數

有識之士持續的努力，中國

文化最終在口頭表達和文字

表達上達到一致，在客觀效

果上使文體革命成為被國人

普遍接受的文化革新，為廣大民眾創造了便於文

化傳承的語言載體。而以「打倒孔家店」開始到衝

破封建禮教提倡個性解放的道德革命，雖然引進

了科學和民主的進步理念，融匯成思想解放和民

族意識覺醒的壯麗詩篇，譜寫出可歌可泣的救亡

圖存的歷史篇章，同時卻又留下了諸多兩難的價

摘  要：道德革命是一個重要的歷史命

題，曾經在近現代思想史上起過振聾發

聵的啟蒙作用，也曾引起當代思想界的

認真反思，成為考驗國人智慧的世紀難

題。從柏格森到尼采，從同情道德到抱

負道德，西方道德哲學革命劃出了人類

倫理思想史上的理論軌跡，引發當代思

想家的深刻思考。對中西道德革命進行

比較思考，特別是關於西學東漸與儒學

改革運動、道德自律何以可能以及懂一

點老子哲學諸方面的理論思考，對於道

德革命的意義，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創

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或許可以獲得

深層次的思想啟迪。

關鍵詞：同情道德，抱負道德，儒學改革

運動，知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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昧英雄崛起，一定彼此相爭，爭不到手，寧可各據

一方，定不相下」。[3]正因為有感於此，孫中山才倡

導「天下為公」，提出「替眾人服務」的人生觀。陳

獨秀在《亡國篇》中指出亡國的兩條原因，第一條

就是「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國」。[4]在《新文化運

動是什麼》一文中，他又指出「中國人所以缺乏公

共心，全是因為家族主義太發達的緣故」。[5]魯迅

是研究國民性的一面旗幟，在他看來，國民公德的

缺乏是傳統國民性的組成部分，公德心的缺乏在

行為上毫無公共心和正義感。他感嘆道：中國公共

的東西，實在不容易保存。如果當局者是外行，他

便將東西糟完，倘是內行，他便將東西偷完。改變

這種狀況的根本途徑在於衝破封建禮教，因為在

傳統的禮教德治社會裏培養不出富有公德心的國

民。青年毛澤東大力贊同道德革命，他在給同學的

信中這樣寫道：「現在國民性惰，虛偽相崇，奴隸

性成，思想狹隘。安得有大哲學革命家，大倫理革

命家，如俄之托爾斯泰其人，以洗滌國民之舊思

想，開發其新思想」。[6]

綜合五四時期知識分子圍繞道德革命的眾多

觀點，不難發現大約有兩種不同的思潮，這就是

道德現實主義和道德理想主義兩種傾向。道德現

實主義者認為，中國傳統道德體系具有以下「九

重」罪名，諸如：等級觀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頌

揚君權、父權、夫權，鼓吹愚忠、愚孝、愚節。愚民

政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讓民眾按統治者

的意思做事。簡單的二元思維，君子喻於義，小人

喻於利，人只有兩類，非君子即小人。只重闡述，不

重原創，主張述而不作，陳陳相因，注重訓詁、考

據、索隱，春秋戰國之後再無思想大家，無新思想

誕生。迷信古人，信而好古，目標永遠向後、懷舊，

不思進取，落入「人心不古」的陷阱。歧視女性，認

為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輕視女性，重男輕女。狹

隘民族主義，強調正統嫡傳，天朝上國，主張夷狄

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事不關己，高高挂起，

主張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精英主義，君子不器，假

言吾不如老農，實質看不起勞動人民，視農民、菜

農、手工業者為小人。道德現實主義者強調，傳統

的德治主義和禮治秩序是靠仁、義、禮、智、忠、孝

等道德規範維護，公德問題的提出使傳統私德體

系受到了懷疑和批判，加之五四時期的民族民權

民生問題凸現，致使「道德革命」成為必然之勢。

平心而論，道德革命的基本思路是引進西方思想

批判傳統道德，諸如引進「德先生」與「賽先生」批

判封建禮教和社會秩序，引進克魯泡特金的無政

府主義「互助論」批判私德，引進西方實用主義思

潮試圖改造傳統思想體系等，不一而足。從接受效

果的跨文化角度考察，道德現實主義者引進西化

思潮的結果，卻造就了「什麼都可以懷疑唯獨科學

不能懷疑」、科學在中國被抬高到「神」的至高無

上地位，以及有違真正科學精神的唯科學主義思

潮，並且也造就了民主救亡圖存張揚個性和「民主

是好東西還是壞東西」的兩難判斷，致使國人陷入

了至今不能解脫的價值困境。

然而，在道德理想主義者看來，脫離實際的

道德理想固然不可取，但經得起歷史考驗、對歷史

發展仍起作用的道德理想萬萬不可丟。因此，深入

挖掘和闡發我國傳統文化所蘊含的講仁愛、重民

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優秀價值，

從而使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重

要泉源，成就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傳統道德創

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作為道德理想主義的代

表作，近年來《人民日報》發表的《儒學倫理可強

有力替代目前強勢的西方個人主義》一文稱得上

是力作。文章認為，儒學在關系結構中確立人的觀

念，可以成為西方個人主義的強有力替代。儒學比

西方經驗主義更具有經驗意義，儒學能穿越歷史

煙雲，與時俱進，生生不息。儒學是世界文化秩序

變革的重要資源。人是由關係構成的，植根和受教

於相互交往關係，寓於家庭、人群及人與自然關係

之中的中華倫理道德。文章認為，儒學有利於走出

單獨個體追求私利的「有限遊戲」；因為母子之間

存在血肉相連、唇齒相依的關係，一榮俱榮、一損

俱損，雙贏或雙輸。文章強調，自由、自立、「理性」

正當地「自私」的個體，主張不受約束的自由，拒

絕妨礙自由的社會正義概念，這種西方個人主義

不受批判的絕對個體與共同生活形成緊張，掩蓋

了人的親密性和相互依存。在道德理想主義者的

心目中，儒家的集體主義思想可以替代西方個人

主義，成為拯救西方文化的良藥，從而把道德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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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命題擺到桌面上來了。

支持道德理想主義思潮更為有力的論據，則

是近年來西方思想界出現的關於儒學復興的種種

主張。20世紀70年代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

在與日本學者池田大作的對話中，明確指出：「世

界的未來在中國，人類的出路在於中國文明」。他

提出了八點原因：從大歷史的角度看，中國人完整

地守護了一個超級文明，作為一種區域的世界主

義模式為今天的人類提供了寶貴的經驗。中國文

化具有可貴的天下主義精神，恰恰是距離狹隘的

民族主義最遠的。儒家人文主義價值觀，使中國

文明符合了新時代人類社會整合的需求。在儒家

和佛教思想中存在著合理主義思想，使中國人有

分寸地建立和堅守著自己的文明。中國的道家思

想為人類文明提供了節制性和合理性發展觀的哲

學基礎。東方宗教和哲學思想對於人與自然和諧

的追求，反對對自然和環境的統治和征伐。在經濟

和技術領域，亞洲人可以像日本人一樣趕上和超越

西方人。亞洲人未來是可以領導世界的，中國人應

對人類歷史和人類新文明盡更大責任。[7]作為當

代最偉大的歷史學家，湯因比直言不諱地預言：未

來最有資格和最有可能為人類社會開創新文明的

是中國，中國文明將一統世界。

進入21世紀，英國人馬丁．雅克在《當中國統

治世界》中提出了中國現代性具有文明國家、睦鄰

關係、民族團結、大國風範、大一統政制、轉型速

度、執政紀律、綜合發展等八大特性。[8]與此相呼

應，美國人法裏德．扎卡利亞在《後美國世界》中

強調，獨特的發展體系、韜光養晦的戰略決策、開

明的儒家思想好像都在詮釋著一個大國的崛起。

他預見到「一場嚴重的中美衝突將從根本上改變

新時代的主題，並使世界偏離貿易、一體化和全球

化的軌道」。[9]在西方人的鼓勵之下，海峽兩岸的

有識之士繼而提出，重振中國人關於國家哲學的

價值觀。他們提出這套國家哲學有三大綱領、八個

條目組成。「三大綱領」是指明明德、親民、止於至

善。「八個條目」則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10]總之，在道德理想主義

者心目中，儒家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創

新改革精神，「和而不同」的多元共生理論，「天人

合一」的人與自然、社會及生態的和諧精神，和平

世界主義的天下世界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

下」的偉大理想，注定照亮整個21世紀，促進人類

世界向更高層次的價值理性方向發展。

隨著中國崛起的歷史進程，經歷改革開放40

年洗禮的國人意識到道德革命是五四新文化運動

未竟的事業，重新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道德

理想和道德現實及其關係進行認真反思。

從同情道德到抱負道德：西方的道

德哲學革命

無獨有偶，恰逢其時，西方思想界也經歷了從

柏格森到尼采的現代道德哲學革命。

其實，現代道德哲學革命的理論序幕自法國

哲學家亨利．柏格森開啟。柏格森在《道德與宗教

的兩個來源》一書中明確指出道德有兩個來源，

或者說是由兩種成分構成的：一是作為「義務」的

道德，一是作為「抱負」的道德。前者維持個體生

活其中的社會的團結，後者則幫助打破逐漸趨於

封閉的這種團結而形成一種新的生活方式。道德

的這兩種形式都是應生命進化的要求而產生出來

的。[11]他甚至把這兩種道德稱為封閉的道德和開

放的道德。他既承認「共同體規定了義務，義務又

使共同體得以維持」，但同時，他又強調個體與團

體乃是分不開的，由於人類感情的作用，個體、群

體的精神是封閉的又是開放的，從對家庭的愛，

對祖國的愛，到對人類的愛，這種感情在逐級放

大時所擁抱的人數越來越多。「我們道德的大部

分包含著責任」，感情與責任「這二合一的道德的

兩端發現壓力與抱負」，「抱負這種道德卻暗含著

進步的感受，這種感情是一種向前運動的熱情，

這種道德通過這種熱情先贏得少數人，然後再通

過他們傳播到全世界」。[12]

誠然，在西方哲學史上不乏道德理想主義的

思想傳統。古希臘社會是一種崇尚美德的倫理社

會。美德意指卓越、優秀，它的希臘語原意即是男

子，尤其戰士、武士的高貴行為。美德一詞即源於

男人的血氣、血性和陽剛、剛健的特質。柏拉圖可

視為道德理想主義的鼻祖，以勇敢美德為中心，以

勇氣、血氣、血性、激情為基礎，血氣介於理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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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之間，構成靈魂本性的中心部分，連接理智與

欲望，保持靈魂同一性。馬基雅維裏則是主張道

德現實主義的，他認為柏拉圖血性的美德城邦太

過於理想主義，不是建立在現實之中的。同情道德

要為現實的普遍之道德敗壞負責，要完全根據事

情實際的面貌來謀思人如何生活。[13]可見，同情道

德與抱負道德或勇氣倫理是西方道德哲學革命的

主題。

無疑，西方現代道德哲學革命高潮的核心人

物是德國哲人尼采。雖然以尼采為代表的西方道

德現實主義者也承認，憐憫之心是社會性的情感

和美德，也是一切社會性情感和美德的源頭，從中

可以自然生長出仁慈、仁愛、正義之心。因此，同情

心是實現人從自愛到愛人的基礎，從而也是正義

的根基。然而，尼采的道德革命進程大致分為五個

步驟。第一步，尼采從解構同情道德開始。從前文

明世界的倫理習俗的「洪荒時代」，從人類原初倫

理習俗共同體出發考古挖掘同情道德的起源和價

值生成。尼采強調，人類就其初始狀態而言，既是

自然的也是社會性的，倫理習俗就是人類的第二

自然。倫理習俗要求個體服從命令，不允許考慮作

為個體的自己，最合倫理的人就是為倫理做出最

大犧牲的人。由於強調群體先於和高於個體，防範

和禁止特異性的個體性行為。任何獨特的行為、思

考方式都喚起恐懼，遭到重創。在倫理統治的時

代，最優秀的人一直生活在黯淡的天空下。[14]

第二步，尼采深挖同情道德的利己主義本質。

他認為同情行為並非是一種「不再想到自己」而只

想到他人的行為，我們並不首先想到他人的不幸

並給與同情，我們最終念念不忘的「還是我們自

己」；我們同情他不是因為他不幸，而是因為我們

想擺脫由他的不幸引起的痛苦，換言之，我們只是

為了擺脫自己的痛苦才同情他。[15]因此同情是利

己主義的，並非利他主義的，最多從結果上說，是

利他的，從動機上看，則是利己的。由此尼采揭去

了同情情感的利他主義面紗，還原出其個人利己

主義的面目。尼采要求超越同情道德，不動情地清

醒地和真實地觀看自己和世界。

第三步，尼采把同情道德從悲劇主義狀態中

解放出來，恢復了求知求真的自由精神的本真狀

態。從《朝霞》到《快樂的科學》，尼采消解了一切

目的論和道德主義的漫游狀態，從現代科學的角

度廢黜了這種真即善的世界觀。尼采的自由精神

跟著現代科學而來，他擺脫了看世界的道德主義

和目的論的視角。在尼采看來，自由精神的一種新

的理智德行正在生成，這種理智德行就是理智的

良心或理智的誠實。所謂理智良心就是不多不少

如實地看待事物，不以物喜也不以物悲，也不只把

好的和美的看作真的。自由精神看到的世界是純

粹自然無辜的世界，這個世界無盡地生成著和毀

滅著，它既沒有目的也沒有任何意圖。從整體看世

界是必然的，從個體看一切都是偶然的。這個必然

的世界是非神性的，也是非人性的，它既不完美也

不漂亮高貴。[16]

第四步，尼采直言勇氣倫理的本質就是權利

意志，他重啟貴族倫理與民眾道德的對立和衝突。

尼采把權利意志看作世界和生命的本質，而權利

意志則是擴張性的，不斷克服自身超越自我。他認

為，民眾道德本質是一種同情道德，而貴族倫理則

是一種勇氣倫理和競爭性倫理。尼采未能擺脫黑

格爾的主奴倫理道德譜系的束縛，他把以普遍自

由平等為價值取向的民眾道德區分為三種：現代

啟蒙自律、同情和功利的道德不過是達到自主狀

態的牧群道德，用黑格爾的話說是一種解放了的

奴隸道德；蘇格拉底意義上向善和就義的目的論

狀態的平民道德；基督教意義上因信稱義信仰狀

態的民眾道德。在《論道德的譜系》中，尼采未能

克服自己身上的對民眾的怨恨和憎恨，一再主張

恢復和建立人與人之間的高低貴賤的等級秩序以

及倫理道德價值的等級秩序。[17]

第五步，尼采以「超人」哲學終結同情道德與

勇氣倫理的戰爭。他宣布「上帝死了」和「重估一切

價值」，抬出查拉圖斯特拉—一個重新闡釋存在目

的和講授永恆輪迴的哲人，教給人類「超人」學

說。在《查拉圖斯因特拉如是說》中，尼采強調，超

人不是在上帝死後為人類期待出現的新的先知，

而是一個新的族類，迄今為止最高的族類，超人是

真正的創造者，他將給人類「創立目標，賦予人世

和未來以意義」。確立全新的價值。[18]這就是尼采

道德哲學革命的「五步曲」，他的「五步曲」起於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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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的批判而終於超人的渺茫。尼采看到了現代人

用科學殺死了上帝，科學的良知和誠實戳穿了信仰

上帝的謊言，解除了對上帝的信仰。然而，尼采試

圖用哲學取代科學，但卻無力解決只有哲學才能

解決的價值問題。尼采即使要遏制科學，恢復真

正的哲學，承擔起古老哲學創造價值，進行價值判

斷的責任，從而解決現代性危機，但是恰恰由於他

自身屈從於差序倫理世界的局限性，最終陷入「超

人」即另一個由他自己創造的上帝的深潭。

然而，尼采傾心的現代道德哲學革命的啟蒙

意義高於它的實際意義，它餘音繚繞，迴響不絕。

在尼采之後，德國社會哲學家馬克斯．韋伯聽

到了這個瘋子的聲音，他從宗教社會學的層面註

解了上帝死了這個事件。他意識到了這是一個通

過科學和以科學為指南的技術的理性化時代，由

於脫魔化的技術支配了世界，一切高貴的東西都

失去了瑰麗的光環，最精緻的價值退出了社會生

活。追求利潤的態度主宰了資本主義精神，大獲

全勝的資本主義只依靠科學技術和機器，不再需

要其它精神支持了。現代進入一個價值紛爭的「戰

國時代」，諸神又打架了，資本主義長大了，上帝死

了，宗教的根枯死了，現代價值的危機歸根結底是

宗教的危機。他的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

神》再三呼籲節儉、守時、誠信的資本文明和職業

道德，試圖以世俗禁欲主義的價值二元論調節同

情道德與抱負道德的衝突。

雖然漢娜．阿倫特是20世紀最具原創性和最

有爭議的思想家，她也發現了尼采所珍視的希臘

競賽倫理，她卻試圖以共和主義倫理消解尼采關

於同情道德與貴族倫理的矛盾。在她看來，同情道

德本質上是一種非政治的現象，同情是對一個獨

特的受苦之人的熱烈同情，但它不適合於普遍化，

因為同情消除了距離，在公共場合展現個人情感

必定會造成扭曲。她強調，「當他把同情公開出

來，它就變成了憐憫，就無法指向特定的苦難，不

再關心具體的人」。[19]她明確指出，同情是正派人

面對苦難時的恰當反應，可是這一激情驅動著大

多數激進分子，被普遍化為政治行為，那將是十

分危險的。所以，在更多場合她批判「平庸之惡」，

反對同情道德被政治利用。

同樣，當代倫理學家麥金太爾也不約而同地

反對情感主義的普遍化，他認為道德合理性的啟

蒙運動之所以失敗，是由於缺乏必要的社會條

件。他眼光獨特看到了別人看不到之處，他認為

合作性美德與競賽性美德往往並不一致。這正像

卓越和勝利並不必然一體，不優秀的人有可能戰

勝優秀的人，優秀的人並不一定取得勝利，也可能

失敗。這是因為德行需要踐行，而踐行則取決於

種種主客觀條件的組合。[20]綜上所述，西方道德

哲學革命給人們以振聾發聵的智慧啟迪，促使人

們理智地思考同情道德與抱負道德的內在聯繫，

從而在人性倫理的大海中不再風雨飄搖隨波逐

流。

中西道德革命的思想啟迪

從五四新文化運動至今的這一百年中，我們

記憶最深刻、中國人道德精神面貌最好的歷史時

期恰恰是「文革」前幾年，全民學雷鋒、幹部學焦

裕祿，路不拾遺、夜不閉戶，連國際友人都念念不

忘地稱頌的這個時代。確實，雷鋒精神和焦裕祿

精神曾經鼓舞全國人民團結奮鬥，當時中國人的

精神道德面貌也曾引起全世界要求進步的人們所

嚮往，也為西方社會許多精神空虛、思想苦悶的人

們所羡慕。今天如何重塑全體國民的道德精神世

界，進一步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精髓，這是擺在

我們面前的艱巨使命。如果說從比較中西道德革

命中引出的思想啟迪，大致可以有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西學東漸與儒學改革運動。綜觀20世

紀中國文化思想史，不難發現西學東漸與儒學改

革運動之間，存在著一種時隱時現的內在聯繫。

現代新儒學，無疑是一種「從傳統裏發展出來的哲

學思想」。19世紀末到20世紀的中國，許多知識分

子紛紛感覺到西方文化思想的震蕩與影響，思考

如何調整並發揚中國文化學術以適應新時代的需

求。其中，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章太炎都曾作

為儒學改革運動的思想先驅，為現代新儒學的出

台起過鋪墊作用。

積極參與儒學早期改革運動的知識分子，具

有不同的知識結構、不同的思想動機和不同的文

化心態。對此，賀麟先生在《五十年來的中國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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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一書中曾作過這樣的分析，有的人「對中國文

化有了宗教信仰，而認為西方文化有了危機，想發

揚中國文化以拯救西方人的苦惱」；有的人「看見

西方思想澎湃於中國，中國文化有被拋棄的危險，

抱孤臣孽子保持祖宗產業的苦心，亟思發揚中國

哲學，以免為新潮流所沖洗，蕩然無存」；有的人

「表面上攻擊西方思想，而不知不覺中反受西方思

想的影響」；有的人「表面上虛懷接受西方思想，然

而因不明西方思想的根底，他所接受的乃非真正

的西方思想，而仍然回復到舊的巢臼」。[21]這一分

析，至今看來，仍不乏敏銳和深刻。

作為現代新儒學的第一代思想家，梁漱溟和

熊十力正是處在這樣一個西學東漸、儒學思變的

新文化時代。從發生學角度考察他們的思想體系

的產生和形成，正是受到了諸如柏格森的生命哲

學等西方哲學思潮的重要影響。柏格森的生命哲

學以生命衝動為基石，以時間為本質，以直覺為方

法，提出一系列與科學主義、理性主義相悖的新見

解，在研究人文科學的認識論方面具有一定的合

理性。柏格森的生命哲學傳入中國後，之所以受到

梁漱溟、熊十力的重視，致使現代新儒家思想崛

起與理論系統化，並不是偶然的。梁漱溟的代表作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就其內容來說，主要是王陽

明的新學、柏格森的生命哲學及經他加工改造過

的唯識學融為一體，但以儒家王學思想為主。梁

漱溟把世界的本原理解為「大意欲」，他認為宇宙

就是生命，就是生活，而生活就是沒盡的意欲和那

不斷的滿足與不滿足，而柏格森的「生命綿延」學

說正好與他一拍即合。梁漱溟更是借鑒柏格森的

生命哲學觀點解釋儒家的「天命觀」、「天理觀」，

對傳統儒學進行系統的改造。熊十力同柏格森一

樣，也把直覺主義作為建立本體論的認識論基

礎。他強調本體不是「認知」的對象，而是「體知」

的對象。他認為本體無形相、無滯礙，是清淨、剛

健的，是全的，是絕對的和永恆的。在他看來，人

的本心即是本體，無體即無用，離用亦無體。功夫

在即用顯體，從用中悟出本體。熊十力接受柏格森

的生命直覺有其深刻的社會背景，他強調自我意

識、內心直覺，是因為他所處的時代既無舊傳統

可以遵循，又無新標準可供模擬，凡事只有自問良

知，求內心所安，提挈自己的精神，以應付瞬息萬

變的環境。

現代新儒學第二代思想家有唐君毅、牟宗三、

徐復觀、張君勱1958年聯合署名發表的《文化宣

言》為代表。唐君毅的《中國哲學原論》和牟宗三

的《心體與性體》，採用近乎德國哲學家康德、黑

格爾的哲學表達方式，來突顯宏揚中國儒家的心

性之學。在他們的心目中，宋明心性之學比康德形

而上學更為高明，康德的自由意志只是一種理論

的假設，不如儒家的良知是當下真實的呈現來得

更為實在；康德的善的意志只是一種當然之理，

不如儒家的性善既是當然之理又是實然的存在；

而黑格爾的絕對精神，只是一種抽象的普遍的理

性，不如儒家的心性之學來得更加通體圓滿。牟宗

三本人就是海外華人學者中研究康德的大家，著

作頗豐。唐君毅的《人生之路》則從自我生長的途

徑、道德自我的建立和辨心以求真理三大環節展

開，多少有似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的方法。

儒學改革重在傳統創造性轉化，而其思維方

法上西學起到了工具性作用。第一代新儒家梁漱

溟和熊十力借助於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學，創建了

「儒學復興論」。第二代新儒家牟宗三和唐君毅借

用康德黑格爾哲學改造儒學，提倡「儒學轉化

論」。第三代新儒家杜維明和劉述先則依據哲學

釋義學改造儒學，建立了「儒學創造性轉化論」。

（見程偉禮《西學東漸與儒學改革運動》，[22]康德

提醒我們：我們的責任不是製作書本，而是製作人

格；我們要贏得的不是戰役與疆土，而是我們行為

間的秩序與安寧。真正的大師傑作是一個合宜的

生活方式。毫無疑問，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道德革命

是歷史的必然和時代的應然；而今天全面深化改

革開放和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我們

對於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視和弘揚，更是歷史

的必然和時代的應然。這並不是出於道德的「抽象

繼承法」，而是出於只有不斷參與傳統、重新理解

和詮釋傳統，才能進一步發展和創新傳統的歷史

需要。中國傳統詮釋學注重原典校勘、版本考證、

語義澄清、脈絡梳析、前後文邏輯消解、時代背景

考察、歷史原典詮釋等。整個詮釋過程可分為「實

謂」、「意謂」、「蘊謂」、「當謂」、「必謂」不可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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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逾越的詮釋階段或層次。對於中國優秀傳統文

化的重新詮釋中，這些「意謂」、「蘊謂」、「當謂」

和「必謂」詮釋方法必然可以收到「合法性偏見」

以及現代性新境界的社會效果。諸如，儒學強調的

「孝」，在儒家經典中是對長輩或父母的絕對服

從，而在新儒家的解釋中，「孝」不過是一種倫理

上的責任心，由從對血親家庭成員的責任心逐步

擴展到對周圍生命或利益共同體成員的責任心，

然後再擴展為對民族國家和社會的責任心。新儒

家強調，如果沒有對父母的孝心，就不可能成為對

民族國家有貢獻的愛國主義者。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主任劉述先曾提議從文

化動力學的角度，去檢討儒家理想與中國現實之

間的複雜互動關係。他認為，為什麼新儒學在清

初沉寂了近三百年的時間，到了現在又突然得以

振興的理由是：當代新儒家所做的是兩方面的工

作，一方面是對於儒家的理想與精神再闡述使其

賦有現代的意義，而另一方面是努力作自我的擴

大，吸收一些更合理的方式，對傳統進行解構與改

組的工作。新儒家既反對傳統派之抱殘守缺，也

反對西化派的自我否定的立場，而希望另闢蹊徑。

當代新儒家的吸引力正在它對於傳統與現實的雙

向的批評。[23]而作為首先提出和探討儒學第三期

發展的前景問題的著名學者杜維明，他受過良好

的中西文化和哲學的訓練，善於運用新的方法、語

言和結合現代人的存在感受，對儒家思想進行一

種現代詮釋和闡發的工作，他一直以探索和弘揚

儒家思想的精神價值為己任並以儒學傳統的新一

代傳人自居。他之所以強調儒家傳統具有歷久常

新的恆長價值，它不會隨著儒教中國的解體而消

亡，主要是因為儒學基本的精神方向，是以人為主

的，它所代表的是一種涵蓋性很強的人文主義。這

種人文主義，和西方那種反自然、反神學的人文主

義有很大的不同，它提倡天人合一、萬物一體。這

種人文主義是入世的，要參與現實政治，但又不

是現實政治勢力的一個環節，它有著相當深厚的

批評精神，即力圖通過道德理想來轉化現實政

治，這就是所謂「聖王」的理想，從聖到王是儒學

的真精神。[24]如何從內聖開出外王？通過道德現

實主義的途徑實現道德理想主義傳統的創造性轉

化，是一個十分重要而艱巨的歷史使命。這裏，如

何將西方哲學釋義學方法論與中國傳統詮釋學方

法論相結合，則是一個具有底蘊的分析工具訓練

工作。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輝煌前景取決於此，而

我們作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傳人的學者具有責無

旁貸的義務。

其二，道德自律何以可能？五四道德革命主張

的公德心戰勝私德，核心在於培育自主自律的道

德修養。而儒學中對於道德自主自律思想建設最

具有正能量作用的，莫過於強調以「破心中賊」為

己任的陽明心學。

王陽明系統地提出道德自律自主、創立「破心

中賊」的心學體系的歷史時代，正是明代中葉封

建制度陷入深重危機的年代。那時全國土地兼併

異常激烈，大量土地逐漸為皇室和官僚所占有，各

種沉重的賦稅紛紛轉移到農民頭上，迫使數以百

萬計的農民離開土地成為流民，從而在全國各地

先後爆發農民起義。此時，王朝內部皇室與藩王、

官僚與宦官之間鬥爭愈演愈烈，王陽明也因激烈

抨擊王室內部奸黨活動，而遭到劉瑾一夥的殘酷

迫害，因而被貶到貴州龍場驛當驛丞。由於意識到

當時農民暴動此起彼伏，或是為官府所迫，或是為

大戶所侵，王陽明醒悟到支離決裂的程朱理學和

超脫塵世的佛老之學，對於修身治國都無濟於事，

於是他決心破「功利之見」、倡導「狂者」學風以

系統建立關於道德自律的心學體系。

陽明心學關於道德自律的第一個理由則是

「心即理」、「心外無理」。德國哲學家康德也曾致

力於創建「道德形而上學」。他說過，這個世界唯

有兩樣東西能讓我們的心靈感到深深的震撼，一

是我們頭上燦爛的星空，一是我們內心崇高的道

德法則，他強調人是「道德的立法者」。由於參加

過鎮壓農民起義，但又深感「破山中賊易，破心中

賊難」，因而王陽明提出「心外無理」，「聖人之

道，吾心自足」，一切「求諸於心」。譬如他主張

「此心在物則為理，如此心在事父則為孝，在事君

則為忠之類」。[25]這樣便可從「心上做功夫」。他

認為事父、事君、交友、治民的理不可能到父、君、

友、民那裏去尋找，「都只在此心」，「以此純乎天

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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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友即是信，發之治民便是仁」。[26]由此可見「心

即理」、「心外無理」的理由，既是強調道德行為是

由道德意志生發而來，同時又強調道德自律自主

是人心的內在本質，從而為人心道德尋找本體論

的根據。「心即理」的提出實是有感於朱熹判心與

理為二，從而忽視了道德實踐所致。「心外無理」

以及後來提出「知行合一」，也是有感於當時的社

會風氣。針對當時人們的言行不一的情況，王陽明

頗有感觸地說：「功利之說，日浸以盛，不復知有

明德親民之實，士皆巧文博詞以飾詐，相規以偽、

相軋以利，外冠裳而內禽獸，而猶或自以為從事於

聖賢之學」。[27]這種知行分離的情況，在生活中突

出的表現之一是口講聖賢之學，而實求私欲功利。

陽明心學關於道德自律的第二個理由則是

「知行合一」。以往人們較多注意王陽明學說的唯

心主義成分，並且王學研究者多側重於王陽明與

朱熹的對立，較少注意到王學恰恰是從朱學中脫

胎而出。其實王陽明思想的基本內容和重要論題

都是在朱熹的研究基礎上提出的。「心即理」、「知

行合一」、「致良知」都是以《大學》為框架，為解

決朱學所面臨的疑難而建構的哲學體系。譬如，

陽明心學提倡一切從「吾心」出發，大膽提出不能

以孔子的是非為是非，否認孔學、朱學的絕對權

威性，這在當時不能不是一種勇敢的思想解放。

其實，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是針對朱熹的「知

先行後」論提出的，因為從倫理學的意義上講，陽

明心學中的「知」實質是一種「德性之知」，即「是

為良知，而非知識也」。而王陽明所強調的「知行

合一」，實際上是指道德意識與道德行為的統一，

這也正是理解陽明心學所具的正能量作用而不致

誤解的關鍵。具體說來，他所講的「知行合一」說

則有三層意思：第一，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

夫。這裏主意是指統帥、打算，功夫即指途徑與方

法。第二，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這裏知既指

一般的知識，也包含意念、知覺、動機、意志，所有

這些意念、知覺、動機、意志也成了知的內容，在

王陽明看來這一知實質已經包含了行。因而他強

調，我今個說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

便即是行了。若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

倒了，且須要徹根徹底。第三，知之真切篤實處即

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由此可見，王陽明

的「知行合一」說主要是針對割裂知行內在聯繫的

「知先行後」論提出的。在這裏，「行」不僅是主觀

見之於客觀的道德實踐活動，而且也是指主體的

道德自律自主的判斷活動，這一豐富的思想內涵為

人的道德活動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知行合

一」說之所以具有合理性，是因為在社會道德生活

中，既突出了道德意識的內在性、能動性，同時又

強調了人們的道德意識對於道德實踐的決定性，

使人自覺地依循內心的道德規範，並付之於道德

實踐行動。

陽明心學關於道德自律的第三個理由則是

「致良知」。王陽明從「百死千難」中體悟出「致

良知」後，從此以後就把它作為自己學問體系的宗

旨反覆地加以論說。在他的心目中，「致良知」既是

「知行合一」說的深化，又是對「破心中賊」的大

徹大悟。在晚年王陽明系統闡發了「致良知」的學

說，他認為知行本體是一個，即良知良能；知行的

功夫也只是一個，因而他主張「知行工夫本不可

離」，而這一工夫也就是他的「致良知」。所謂「良

知」，實際上就是人內心潛伏的道德意識。孟子曾

說：「人之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

其良知也」。孟子從「性善論」出發，認定人的本性

包含有仁、義、禮、智等「善端」，而這種美德就是

天賦的「良知」、「良能」的表現。王陽明強調「良

知者，心之本體」，他之所以把「良知」與「吾心」

等同起來，為的是激起人們特別是上層人物內心

的道德情感，提高其維護封建道德的自覺性，以克

服道學所造成的「外假仁義之名，而內以行自私自

利之實」的禍害。而「致良知」的修養方法，則包括

「體認良知」和「實現良知」兩個方面。「體認良

知」是指人本身的身心修養，包括「正心」、「頓

悟」、「克己」等心上功夫，使先天固有的「良知本

體」得以復明。「實現良知」，實際上是道德修養見

之於行動的問題，也是修養的目的所在。陽明心學

強調人們發揮主體道德意識的能動性，正心誠意

致良知，破除「心中賊」，去實現維護道德秩序。王

陽明指出，立志就是永遠確立這個善念而已，只有

志到純熟時才能做到。並且他的「人胸中各有個聖

人」、「人皆可以為堯舜」，則論證了道德自律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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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和可能性。在這裏，他非常強調「立志」對於

「良知」的重要性，這就有把抱負道德或勇氣倫理

與同情道德結合起來的意味了。這正是王陽明哲

學的高明之處，他似乎在柏格森與尼采之前就感

覺到道德哲學革命的來臨。這也正是理解陽明後

學所討論的「血氣有強弱，人心無強弱」的「良知

見在」命題的關鍵，換言之即是良知的顯在性、當

下性和具足性。[28]

其三，懂一點老子哲學。完成五四道德革命

的歷史使命，運用道德現實主義的途徑與方法，促

成道德理想主義傳統的創造性轉化，應當格外注

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全面性，就是說中國優秀

傳統文化要謹防「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的思維定

勢。因為除了孔子「己所勿欲，勿施於人」的仁愛

精神、孟子「惻隱之心，浩然之氣」的義勇精神之

外，還有老子「生而不有，長而不宰」的民主精神，

莊子「通透之慧，天賦自由」的超脫精神，墨子「身

體力行，知行合一」的實踐精神，韓非「直面人生，

矛盾法治」的現實精神，荀子「事在人為，自強不

息」的自強精神等等。只有全面繼承中國優秀傳統

文化中豐富的哲學精神、人文思想、教化理路、道

德觀念等，才能使中華民族永遠屹立於世界民族

之林，也才能為解決當代人類面臨許多突出難題，

為治國理政，為人類道德建設提供有益的啟迪和

啟示。例如，台灣學者吳怡曾在《中國哲學的生命

和方法》一書中說，中國女性在默默中相夫教子、

茹苦含辛，穩定了整個民族文化，她們的貢獻是無

法估計的。在他看來，中國男性用很多漂亮的字眼

去稱頌女性的形體之美，而暗地裏，卻把女性之德

借去，運用在政治上、戰爭中、人生上。《老子》與

女性哲學、特別是中國女性智慧的關係，一直是一

個引人關注的研究課題，因為其關係到「天下為

公」的公德心建設。對歷史我們要心懷敬畏，心懷

良知。一個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沒有英雄，一個有前

途的國家不能沒有先鋒，而公德心則是英雄情懷

的道德晶核。

重讀經典，我們可以從《老子》中讀出母系氏

族首領從生殖崇拜到女性生存智慧、對女性處世

哲學的總結，一直到對母系氏族公社制度和美德

的頌揚，諸如生而不有、民本、捨己為人、公道、人

盡其才物盡其用等智慧，必將昭示人類社會。《老

子》曰：「我恆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

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

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為成事長」。從這段話裏，

我們仿佛看到一位母系氏族首領所具有的全部美

德，在她身上處處閃耀著中國婦女的傳統美德。其

實這段話中所包含的女性美德可以歸納為六點：

A.慈，是女性最大的美德。老子的慈雖然是女性的

慈愛，但並非軟弱，當它發出來時，極為剛強，正

如老子所說「慈故能勇」。B.儉，也是女性的美德，

但儉不是小氣，而是節省，節省了之後，才能作他

日之用，作長期之用，才能用得更多、更廣，所以老

子說「儉故能廣」。C.曲成，就是老子的「不敢為天

下先」。女性表面上不爭是曲，而事實上，天下莫能

與之爭，就是成。所以繞了一個彎子，到達了目的，

這就是曲成。D.柔弱，「女人，你的名字是弱者」。

其實不然，女性的柔弱處，也就是她的堅強處。由

於她在表面上柔弱，使她不成為被攻擊的對象，反

而使她能躲過鋒頭，安然地生存下去。E.細心，在

事情沒有發生以前，把它先解決掉，所以做起來很

輕鬆，這是無為。能達到這個境界，最重要的就是

女性的細心。F.溫和，男性總是龐然大物，作風粗

獷；女性卻是小巧玲瓏，稟性溫和。所以在《紅樓

夢》中，描寫男人總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泥

碰到水，自然被她的溫和所融化了。

人類文明社會的進步，曾經是以犧牲男女兩

性之間的平等為昂貴代價的。馬克思的女婿保爾．

拉法格曾經表述過馬克思的這樣一個思想，他說：

「性的劃分引到它們之間的抵抗的發生，這對抗

在加強於攫取本能的禁止上表現出來。這些禁止

已經不再帶有一般的性質，而採取局部的性的性

質，可以說階級的性質，因為正如馬克思所說，階

級鬥爭開始時表現為兩性鬥爭的形式」。[29]母系

社會的瓦解，意味著夫權制對母權制的勝利，同

時，也意味著原始公有制讓位於私有制。對此，西

蒙．德．波伏娃深有感觸地說，女性和男性，「這兩

種不同性別的人類從來沒有平等共享過這個世

界」。[30]男女兩性之間的種種對立、不平等現象，

曾引起不少西方思想家的不滿和激烈的抨擊。H．

馬爾庫塞認為，「溫順柔和、多情善感成了她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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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體的特點（或者說是被歪曲了的特點），成了她

們（被壓迫的）人性的特點。從社會的角度來看，

這些女性的質也是由資本主義的發展所決定的」。

他甚至認為，「由於『男子的原則』曾經是占統治

地位的精神力量和肉體力量，所以一個自由的社會

是對這一原則的某種否定，它將是一個女性社

會」，只不過它「不同於那種母權制形式」。[31]

在充滿男女兩性對立的社會背景下，中國古

代文化對待女性的態度出現了截然相反的分野。

與儒家鄙視女性的態度相對照，老子與道家似乎

更能夠代表東方文明的精華，因為它不僅不鄙視、

歧視女性，相反，卻大量吸取中國女性的智慧，對

女性的處世經驗加以概括和發揮，並作為一些基

本命題融合進自己的哲學思想體系。老子關於古

代社會的最高政治思想，不是別的，正是由生殖崇

拜而演化來的「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的

「玄德」。按照詹劍鋒教授的評價，「這三句話，不

僅是老子政治哲學的精義，並且是老子哲學的中

心思想，貫穿於老子的宇宙觀、人生觀和社會

觀」。[32]確實，在老子那裏，大道運行，無所不往，

萬物賴道以生，而道並不作萬物的主宰，萬物得道

以成，而道並不占萬物為已有。道的作用是生畜萬

物而不以為私有，施澤萬物而不以為惠德，領導萬

物而不作為主宰，這種作用就叫做「玄德」。老子

把「大公無私」的「玄德」運用到他的人生哲學和

政治哲學上去，主張尊道法天而貴德。他強調，聖

人的言行應以「道」為法，體「道」而行，「無為而

無不為」，在政治上應施為而不以為恩施，功成而

不以功臣自居。所謂「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

恃，功成而不居」，便是聖人之道。在老子的心目

中，聖人是道的化身，實際上可能是反映母系氏族

公社人群所推選出來的女首長。只有她們，才真正

能夠做到順自然而無容私，做到不自作、不自有、

不自恃、不自居，遵自然之道以成功。因此，中國

傳統儒家文化應當克服血緣政治或利益共同體的

局限性，放棄「性三品」和「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

於人」的社會等級與倫理等級秩序，使中國傳統文

化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從而為今天實

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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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o r a l r evo lu t i o n and c o mpar a t i ve 
philosophical thinking

Cheng Weili(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The moral revolution i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proposition. It has played an enlightening role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ideology. It has also caused 
serious reflec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ideological circle 
and has become a century-old problem that tests the 
wisdom of Chinese people. From Bergson to Nietzsche, 
from sympathetic morality to ambitious morality, the 
western moral philosophy revolution has delineated the 
theoretical trajectory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ethical 
thought, and has caused deep thinking of contemporary 
thinkers. Comparing the moral revolutions in China 
and in the West allows us to draw in-depth ideological 
inspirations, with particular regard to the meaning of 
the expansion of western learning and the Confucian 
reform movement, the establishment of moral self-
discipline, and understanding Lao Tsu’s philosophy, 
to moral revolution as well a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Keywords: sympathy morality; aspirational 
morality; Confucian reform movement;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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