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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的重點問題。建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價值

學原理不僅要從「各民族的哲學史中汲取營養」，

更應「珍視中國傳統哲學史的考察」。[1]可是，從中

國哲學史以往的研究成果來看，大都集中在中國

傳統哲學本體論、認識

論、人性論、辯證法和歷

史觀上，對處於核心地位

的價值論研究卻還是尚未

開發的處女地付之厥如。

趙馥潔先生《中國傳統哲

學價值論》一書不僅填補

了這個空白，而且推動了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價值

論原理和中國哲學史價值

論研究的雙向深化。一方

面該著用價值哲學基本原

理構建了較為完善的中國

傳統哲學價值論體系。中

國傳統哲學雖蘊涵著豐富

的價值論智慧，卻混亂零散、雜亂無章地隱沒在

哲學史各家各派的學術思想裏、需要用現代價值論

的框架、體系、概念、問題來撥冗去陳，系統詮釋。

首先，從整體上，該著開宗明義地指出：中國傳統

哲學從形態上講是價值哲學，並高屋建瓴地論述

了中國傳統哲學重視規範、多元取向、道德主導、

內在衝突、相成互補的結構性特徵。並在「價值原

理」中，用馬克思主義價值學原理，比如主體說、客

體說、關係說等，對湮沒在傳統哲學思想史上分

散、樸素、零碎、朦朧的觀點爬梳整理，逐漸形成

中國傳統哲學較為明晰的價值本質、價值分類、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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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趙馥潔先生《中國傳統哲學價值論》一書不

僅有拓荒之功，填補了中國哲學史價值論研究的

空白，而且有開啟之用，

掀起了國內學者探索和

研究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價值合理性的熱潮，並取

得了斐然的學術成果。

作為中國第一部體系完

備、資料翔實、考證嚴謹

的研究中國傳統價值的

理論專著，所取得的歷史

高度，開創的理論陣地，

形成的獨特視野，時至今

日，依然卓犖獨立，矯然

不群於學林，尤其是該書

在體系建構上的運用開

放性、包容性的模式、視

角和方法論創新，對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創新性發

展和創造性轉化具有深刻的借鑒意義。

一、研究路徑的雙向建構

該著最突出一個特徵用現代價值哲學理論建

構中國傳統哲學價值論體系，又用傳統哲學的價

值智慧進一步補充、豐富和完善現代價值哲學理

論體系。價值哲學興起於十九世紀的西方，國內價

值論研究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早期主要集中在

價值基本理論和體系的建構上。但是隨著我國社

會轉型和價值觀變化，價值觀研究逐漸成為學界

摘  要：趙馥潔先生《中國傳統哲學價值論》以

強烈的方法論自覺意識，古為今用的價值關切為

致思取向，用馬克思主義綜合創新的方法論範式

和辨證思維的多元融合方法，不僅建構了中國第

一部系統研究中國傳統價值論的理論專著，填補

了中國哲學史研究的空白，而且通過研究途徑上

的雙向建構對中國傳統價值觀辨證揚棄，取其精

華，去其糟粕，豐富和完善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價值哲學理論體系，為中國傳統哲學史和價值哲

學研究提供了強大的智庫資源和方法論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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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評價體系以及對較為完整的自然價值和人類價

值體系。其次，在「價值取向」中，該書以馬克思價

值學原理為指導、並分別以價值根據、價值取向、

價值選擇、價值理想、價值實現為基本綱目，選取

傳統哲學流派中儒、墨、道、法為典型形態、勾勒

出中國傳統哲學史上這幾個重要哲學流派的價值

論體系。該書綜中有分，分中有綜，在「價值範疇」

和「價值思維」中，以整體性思維提煉出貫穿中國

傳統哲學史始終的義禮、德力、義生、德智、理欲、

公私、群己、天人、真善美等基本價值範疇，並根據

各派哲學家圍繞著哲學範疇展開的思辨，總結出

中國傳統哲學中人貴於物、義重於利、德高於力、

群己和諧、天人合一、善統真美的價值觀念以及觀

念形成的歷史根源、本體論依據和價值思維特徵。

另一方面，該著作以強烈的使命感對中國傳統哲學

中所蘊涵的價值要素進行深度挖掘和辨證總結，

以期豐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思想體系，為21世紀

中國乃至世界提供可資借鑒的智慧資源。該著「價

值原理」中提到的自然價值論和人類價值既是中

國傳統哲學中要探討的基本問題，也是現在社會

主義核心價值觀要探討和完善的基本問題。「學派

取向」中對各派所追求的理想社會和理想人格的

提煉、總結和評價，對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和諧人

格的構建有著深刻的啟迪意義。「範疇系列」中對

中國傳統哲學思想中八對範疇和真、善、美價值範

疇的整理，既有利於瞭解傳統價值觀念所孕生的

歷史成因，又便於更好揚棄，吸收這些傳統價值觀

中的合理成分，豐富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價

值範疇。「價值思維」中對中國傳統哲學價值思維

方式的研究，對全球化背景下，中國乃至世界面臨

的各種現代性問題提供資源寶庫。因此，該著不僅

僅是對中華傳統哲學價值論的理論建構，其致思

旨趣更在於挖掘傳統哲學思想中的合理成分，為

傳統價值觀念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提供理論

依據。

二、研究對象的雙重認知

該著第二個鮮明的特徵是在傳統哲學價值觀

的雙重認識上。該著在論述研究中國傳統哲學價

值論的意義時就強調要對傳統價值觀進行考察、

分析、研究，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取

其精華、去其糟粕，對積極有益的成分發揚光大，

對封建主義落後的觀念予以批判。該著並沒有停

留在對傳統價值觀的簡單梳理上，而是堅持以辨

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分析方法為指導，對

傳統價值觀的合理內涵、封建糟粕、歷史影響以及

當代啟示作出客觀公允的評價。比如：該著在評價

中國傳統人類價值論時既肯定了其涉及「從現象

到本質、從外在到內在、從生理到倫理、從意識到

活動，諸多人異於物的因素」「豐富多彩，氣象斐

然」[2]的積極一面，又指出其中某些學說維護等級

秩序，貶低勞動人民、歧視下層百姓消極的一面和

過分強調「以德論人」，導致忽視人全面發展的偏

頗。在闡發議論過程中，該著面向文獻和文本，重

視對中國傳統哲學流派思想和問題本身細緻的學

理分梳，既避免了缺乏充分理論根據而造成種種

大而無當的議論，也更清晰地揭示了中國傳統價

值論的時代背景、階級立場、致思旨趣、價值追

求、演進過程和歷史局限性。在「學派取向」中該

著挖掘和總結中國傳統社會有重大影響的哲學學

派儒、墨、道、法四家價值之積極意義，又結合歷

史現實指出其偏頗消極之處。該著作者趙馥潔先

生認為：儒家的價值論是道德價值論，這種重德輕

智、重義輕利、重人倫輕個性的價值觀一方面在歷

史上培養了一批以履行道德義務為人生最高價值

的志士仁人，對我們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設有很好

的借鑒啟迪意義。另一方面卻嚴重阻礙了人們對其

他價值的重視和追求，在中華民族的文化心理結

構中，留下消極的影響，我們不能全盤繼承也不能

全盤否定它。墨家的價值觀是功利價值論，這種價

值論雖然包含了小生產者思想意識的狹隘性、經

驗性和迷信性等不足，但它所蘊涵的功利觀念、崇

力思想、求實精神和勤儉意識不僅對克服和抵制

儒家重義輕利觀念有很好的糾偏矯弊作用，而且

對中國民族心理結構的平衡建設具有補充意義。

法家權利價值論雖然有強力治世、暴力禦民的偏

頗，但它高揚人的能動性和物質力量的作用，提倡

實力興國、勞力致富、眾力立功的積極進取精神至

今亦熠熠生輝。道家的價值觀是自然價值觀，它絕

巧棄利、法天貴真的價值取向對於超越「拘於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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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於人偽」，的俗人人格，實現精神自由具有重

要的意義，並與儒家道德自律精神、墨家的兼愛互

利精神、法家權利法制精神形成了中國傳統思想

文化深層結構互補相成的態勢。「無為而治」的政

治理想，對於抑制封建統治者嚴刑峻法、暴力專政

有一定的矯枉之功。在「範疇系列」和「價值思維」

中，該著以一貫之的態度，立足於準確、系統、資

料詳實的歷史文本，剖析了存在於中國傳統哲學

不同時期、不同哲學流派和思想家中常用的，如義

禮、德力、義生、德智、理欲、公私、群己、天人、真

善美等基本範疇以及中國哲學的價值思維特徵。

客觀評價了它們對中國傳統社會體制、國民心理

結構、精神追求和價值理想的雙重影響。

三、研究方法的多元創新

該著第三個重要特徵就是始終保持著高度的

方法論自覺。任何一部有重大貢獻的學術研究都

會自覺不自覺地貫穿著一定的研究方法，並在這

種方法意識的指導下，建構其研究框架、話語體

系和問題導向。

首先，該著方法論體現著深切的價值關切。正

如蕭萐父先生在該著序論中所說：「研究歷史，是

為了開拓未來。作者的這種旨思趣向是極為可貴

的。這種探討問題評判歷史的角度和尺度，令人耳

目一新，使人深感到作者歷史地探究古代價值論

的理論發展，是為了發掘優秀思想遺產的現代意

義，洞察傳統文化中的現代性觀念的根芽，探索民

族文化傳統中的思想精華與現代化的歷史結合

點」。[3]該著作者在論述該著意義旨歸時，也指出

研究中國傳統哲學價值論意義是多方面的，不僅

是為了開拓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新領域，推動中國

傳統文化研究的深化，更是為了豐富馬克思主義

哲學價值論的內容，為形成有利於社會主義現代

化建設的價值觀念提供歷史借鑒。該著在「價值

原理」、「學派取向」、「範疇系列」、「價值思維」

考察中國傳統哲學價值論時，不僅資料翔實、考辨

嚴密、體系完整的勾畫出「中國歷史上各種價值觀

念的理論系統」。而且始終把這種價值關切貫穿

於方法論，深入反思了中國傳統文化的自身特點、

得失，以及它與西方文化、現代文化的異同及「接

合點」，旨在以古鑒今，豐富和完善中國特色的社

會主義價值論理論體系。其次，該著方法論體現了

中國哲學史研究範式的創新。研究範式是指特定

學術共同體進行研究時所認可並遵循的學術立

場、價值取向、基本規範以及研究方法。上世紀80

年代，在中國流行著三大文化思潮，一是自由主義

的「全盤西化」派，二是保守主義「復興儒學」派，

三是張岱年先生提出來的馬克思主義「綜合創新」

派，其主要觀點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指導

下，以社會主義價值觀來綜合中西文化之所長而

創新中國文化」。[4]該著並沒有旗幟鮮明地指出自

身學術研究的範式，而是自覺的把這種研究「綜

合創新論」範式作為理論框架貫穿始終。在學術

研究中堅持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和根本方

法，緊密關注中國社會理論和實踐研究中的重大

問題，以中華民族博大精深的哲學思想史為研究

資源，始終保持清醒的文化主體意識，秉承古為

今用的價值關切，對中國傳統哲學價值論批判繼

承，綜合創新。如作者在中國傳統價值思維對解

決全球問題的意義中指出「全球問題所涉及的範

圍甚廣，且都具有現代性特徵，中國傳統價值觀念

所蘊涵的精華雖豐，但都屬於傳統意識。因此，要

從中國傳統價值觀中吸取有助於解決全球問題的

智慧資源，必須對其進行新的闡釋或加以適當改

造，必須拋棄其特定的歷史性內容而弘揚其對當

代仍有意義的普遍性含義」。[5]第三，研究方法的

多元融合。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唯物史觀和方法論

只提供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一般性原則，但它不

能代替哲學史研究的具體方法。該著在論述過程

中，以馬克思辨證思維為指導，依據中國哲學史的

性質、內容、特點，以開放兼容的態度實現了研究

方法的多元融合。如歸納與演繹、分析與綜合、抽

象與具體、邏輯與歷史的統一的辨證思維方法等。

「範疇系列」中，義禮、德力、義生、德智、理欲、

公私、群己、天人、真善美等基本範疇，皆存在於不

同時代不同哲學家的思想邏輯裏，該著在探討具

體範疇時，以傳統哲學的思想資料為基礎，以具體

的歷史境遇的哲思生成遞嬗為出發點，綜合運用

邏輯與歷史統一、具體與抽象、分析與綜合、歸納

與演繹等多種方法，分析、取捨、融貫、歸納與概



二○

二○

年
第
三
期
（
總
第
一○

四
期
）

文
化
中
國

１２４

括出具有典型性特徵和普遍意義的中國傳統哲學

基本範疇，並分析它們在理論形態上的長短得失

和歷史影響上的複雜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講，該著

不僅提供了中國傳統哲學價值論智庫，而且提供

了正確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方法論範例。

四、結論與啟示

「照著講」和「接著講」是馮友蘭先生20世紀

30年代提出的研究哲學史的兩種方法。一種是依

照著別人，講別人所講；一種是承接著別人，將別

人所未講。馮氏「接著講」開創了中國哲學史研究

方法論創新之先河。學術研究的目的不在局限於

搜集和考證資料，闡發和解讀古人之智慧，而是

要站在時代的高度，突破，揚棄和創新古人智慧，

提煉具有強大包容性的概念和命題，豐富時代課

題。

中國哲學價值論是趙馥潔先生上世紀八九十

年代的原創性成果，它超越了中國哲學史研究「照

著講」的藩籬，用「綜合創新」的方法匠心獨運式

「自己講」出了中國傳統哲學的東方智慧，既填補

了中國哲學論研究價值論的空白，豐富了價值論

研究的新視野。趙馥潔先生作為中國傳統哲學價

值論研究的第一代學人，專注原典，注重論述、疏

解和闡釋中國傳統哲學價值論智慧。那麼如何把

中國傳統價值論思想與現時代社會關注的重大哲

學問題結合起來，形成適合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特

色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甚至為世界人民貢獻

中國智慧就成為新時代價值學研究「接著講」的

問題。

價值問題是一個永恆性話題，也是一個時代

性話題，每一個時代都有時代自身的特點，規律和

價值取向。中國傳統哲學價值論「接著講」不是專

注於某一個前輩學者和哲學大師的學術思想，而

是秉承他們的學術精神，借鑒他們的學術方法，以

他們的研究成果為參考資料，沿著他們開創的學

術道路，焦聚新的時代精神，在新的歷史課題下作

出新的探索。這既是對前輩學者的繼承，也是對前

輩學者的超越和回應。人類進入21世紀信息化智

能時代，原有的國家、民族地理概念被打破，地球

人在信息網絡上結成一個牢不可破的「地球村」，

各種文化、觀念、意識形態大量湧進，人類正面臨

著最豐富和最危險價值觀念的時代。尤其是中國，

面臨著西方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的不斷輸入和滲

透，如何樹立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鞏固中國特色

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引領地位，轉民族意識

為人類意識，面對世界人民共同面臨的衝突、矛盾

和危機提出有中國特色的話語體系和解決方案，

將是中國21世紀價值學研究「接著講」的重大問

題。我們中華民族在幾千年的發展延續中，積聚了

深厚豐富的歷史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念。「接著講」

就是先順著古代先哲的思想足跡，瞭解其思想發

展的起源、嬗變、歷史成因以及社會影響，由此對

它作出取捨、揚棄和創造，最後形成「自己講」的

理論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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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istence and innovation
-On the methodology of  “ The value theor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by Zhao 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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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wo way construction of the 
research approach taken by Zhao Fu-jie gives up the 
esse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values and removes the 
dross on one hand, and enriches as well as improves the 
theoretical value system of socialist philosoph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n the other. Also, it provides 
a powerful think tank resource inspiring the stud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and value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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