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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詮釋與當代儒學的發展
■ 景海峰
深圳大學國學研究所

要：當代儒學的發展需要源源不絕的動力，除了現實生活的激蕩不斷產生新的思想觀念和研究視域之

外，我們也需要不斷地回到經典去，尋找古人的智慧，汲取歷史的經驗和營養。而現代學科的劃分和知識高度
專業化的形態，使得經典的意義已經發生了改變，在不同的學科，對經典的認知與理解是很不相同的。這樣，
如何研究經典，如何回到經典，又如何重構經典，實際上都面臨著很大的挑戰。在古典學術的完整性已難以
保持，傳統經學的意義已不被理解與承認的情況下，怎麼樣以新的姿態面對經典和詮釋經典，實為新的時代
課題。在古典學術的完整性已難以保持，傳統經學的意義已不被理解與承認的情況下，怎麼樣以新的姿態面
對經典和詮釋經典，實為新的時代課題。不論是重建經學的哲學化努力，還是經學史研究中的方法追求，都需
要通過重回經典的方式，發掘經典的深刻義理，活化其中的普遍價值，從而彰顯出儒家思想的時代意義來。閱
讀經典不只是拆解文義，而是一種生命浸潤的過程，只有不斷地體會這些歷史傳承物，通過與之精神的相遇，
才能使個體生命與人類歷史發生契合，為儒家思想的現代轉化和理論創造拓展出新的空間。
關鍵詞：經典詮釋；經典重構；儒學的現代轉化

對經典的不斷解釋構成了每一個文明形態延
續和發展的基本形式，作為具有悠久歷史傳統的

一、

中華文明，它的成長和擴展正是在一代代人對基

中國的經典詮釋，歷史非常悠久。《國語》中

本經典的把握和傳承中得以實現的。而發達的解

就有「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

經傳統又使得這種延續性之內涵變得無比的豐富

《那》為首」的記載， [1]這是在周宣王時代，宋國

和精微，需要我們認真的體悟和辨識，而對於以經

大夫正考父所做的文本整理與校讎工作，即包含

典註釋為基本形式的儒學體系來講，這種抽絲剝

了對於經著的理解與解釋的內容。而稱「經」之

繭的細微工夫尤顯得重要。如何承續傳統，在汗牛

作，年代也很早。《國語》中就有「挾經秉枹」之

充棟的解經歷史資料中披沙揀金，特別是疏解、

語，韋昭註：「經，兵書也。」《墨子》一書中，有

提捻和呈現出這些材料的現實意義，和當代中國

《經》和《經說》，《莊子‧天下》謂：「南方之墨者

文化的歷史延續性與時代創造性融合在一起，是

……，俱誦《墨經》。」《管子》的前九 篇稱「經

理解這些經典、解釋這些經典的要義所在。當代

言」，而與後面的「內言」、「區言」等篇相對。這些

的儒學發展離不開它的歷史根脈，尤其離不開對

出現得比較早的文獻記載，被稱為「經」的作品，

其基本經典的現代詮釋，只有在當下的語境對之

歸屬不明，系統來源也十分散亂，和後世所言之

做出深刻的詮解、釋放其所蘊含的意義，才能為儒

「經」可能不是一個意思。今日所謂的經或經學，

學新的生機提供源源不絕的養料。

往往是專就儒家的系統而言，雖然最早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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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不一定是儒家的專用品，但一說到「經」，還是

以寬為掾，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說之，從問

要回到儒家。儘管後世的釋、道二氏，其著作也大

《尚書》一篇。」[4]《儒林傳》的開頭也說：「及高

多以經言之，甚或是百家雜書，亦用到「經」名，可

皇帝誅項籍，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弦

是系統的本源學說，還是當以儒家之經學為大宗。

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遺化好學之國哉？於是諸

正像章學誠（1738-1801）所說的：「儒者著書，始嚴

儒始得修其經學，講習大射鄉飲之禮。」[5]之後漢

經名，不敢觸犯，則尊聖教而慎避嫌名，蓋猶三代

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立五經博士，使得經學

以後，非人主不得稱我為朕也。然則今之所謂經，

建制化、系統化、威權化，成為主導性的學術和帝

其強半皆古人之所謂傳也。古之所謂經，乃三代盛

國的意識形態。自漢以後，經學就是中國學術的主

時，典章法度，見於政教行事之實，而非聖人有意

腦，不管是思想義理的根據、學者操業的對象，還

[2]

作為文字以傳後世也。」 故「經」對於中華文明而

是典籍劃分的四部類別、經典解釋的效應及狀

言，實有著極其特殊的意義，只有儒家所承續的歷

況，如果離開了經學，中國經典詮釋學的思考和建

史脈絡才能夠和這樣一種本源性貫通起來。

構就無從談起了。但經學的內容十分複雜，牽扯到

從儒家的起源來說，其與三代文化的關係是

的學術流派、文本系統和解釋方法也是非常多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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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很強的傳承性的，而直接的紐帶就是文獻的

化的。就經典的序列來講，最早是「六經」（實為

整理與編纂，孔子所謂「述而不作」，實可以理解

「五經」），後來擴展到了「十三經」，在長達一千

為是對先王典冊的刪削、篩選和敘述、詮解，這實

多年的歷史上，文本的增減、拆分、升格以及排序

際上就是一種理解和解釋的工作。《莊子‧天運》

等，所引帶出的問題可以說層出不窮，甚至聚訟至

載：「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

今。就經學的流派而言，有漢、宋之分，或今文、古

《樂》、《易》、《春秋》六經，……論先王之道，

文之別，此構成了經學之兩系；又有在漢宋（或今

而明周、召之跡。』」又，《天下》篇言：「……其

古文）兩系之外單列出清代學術者，此為三派說；

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

還有將影響比較大的朱子學、乾嘉考據學等特別

《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

劃出者，由此形成了多派說。這些從形態學來考察

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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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

經學、區劃流別的研究，所描繪出的經學地圖，陣

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

形複雜，統緒多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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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

經學時 代的圖景是十分複 雜的，這本身有

或稱而道之。」從這些記載中可以看到，孔子與「六

點「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味道，

經」的關係，其詮解的入路和層級，是十分清楚

而具有現代學術意義的經學史研究，則是在經學

的，是由「治」而「論」而「明之」，進而見其宗旨。

形態行將結束之際才開始的。為什麼這麼說呢？

可見，「六經」是經過孔子之手後，才具有了完整的

因為晚清以來，人們對於經學的認識和敘述基本

文本之意義，而儒家和遠古文明的關係便是由這

上採取了「離場者」的姿態，學界一般是將章太

些傳承性的文獻整理工作所體現的，這是對以往

炎（1869-1936）視為古文經學的殿軍，而康有為

典冊的一網打盡，構成了歷史轉換的一個紐結。所

（1858-1927）則是今文經學的絕響，章門弟子和康

以我們談論中國文化的經典，只能從「六經」入手，

氏後學則不再被作為經學人物來看待。不但他們

而儒家的經學也就成為探討經典詮釋問題的淵

的後輩被劃入到了現代學者的行列之中，分門別

藪。

類，頭銜全變；即便是章、康二人，也儘量地被歸
但嚴格說來，經的解釋始於孔子，而系統的經

攏於現代學術，染上了不少新（西）學的色彩。在

學則是成於漢代。「經學」一名，首出《漢書》。《鄒

這種情況下，大家都是局外人，都是從外緣來看待

陽傳》記鄒陽與齊人王先生的對話，「陽曰：『鄒、

經學和研究經學，而經學本身則已絕亡。在西學的

魯守經學，齊、楚多辯知，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曆

衝擊和現代意識的刺激下，大家對於過去歷史的

[3]

問之。』」 又，《兒寬傳》曰：「及湯為御史大夫，

總結往往是站在當下立場的，所以我們熟悉的經

兌換權，甚至被看作是經學存活的象徵和經學形

從歷史淵源上追溯，江藩（1761-1831）的《漢學師

態得以現代轉化的代表。
這種狹窄化的理解完全是在現代文化的背景

之中，處於「站邊」的狀態。而皮錫瑞（1850-1908）

下塑造與引導出來的，是對經學形象的偏識和扭

的《經學歷史》雖獲得了「公允」之好評，被譽為

曲。久而久之，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研究經學就是

是中國經學史的開山之作，但也難以完全擺脫今

處理古典的材料，就是整理國故，經學的主要內容

古文之別的關係。所以，我們熟悉的經學史圖景和

便是以乾嘉考據為典範的小學。美國學者韓大偉

對於經學的基本理解與認識，大體上是在現代學

（David B. Honey）在最近出版的《中國經學史》

術興起以後才逐步確立起來的。而一般的記憶，經

一書中寫到：「嚴格地講，經學是對經書的專門研

學資源的分布地圖和關注向度，也是在現代學術

究，包括統攝於小學之下的校勘、語法、古音、目

的辨識之下，或者在新舊學術交班換崗的過程當

錄、註釋等必要的分支學科—闡明文本所需的任

中，才漸漸地形成的。在這種情況下，到底什麼是

何技巧或方法都隸屬小學。儘管品鑒與闡發也是

經學？怎樣來理解經學？實際上仍然有模糊之處，

經學家的本色行當，然而似乎並不屬於小學；按照

乃至於眾說紛紜。

現代的專業分科，把它們歸在文學批評家、哲學家

在這種情況下，學界對於經學資源處理的方

或思想史家的名下更自然。」[7]也就是說，經學即

式基本上是現代式的，即更多的是具體的、可操作

是小學，參照西方近代語文學史或古典學的範例，

的路徑。要麼從文字、音韻、訓詁等小學工夫入

他的經學史書寫是不涉及到宋、元、明的，因為以

手，接近於語言學（語文學）的研究；要麼從古籍

「小學史」為主線的經學，在這一時段「被過度的

整理和典籍校釋工作做起，接近於歷史文獻學的

形而上學思辨所淹沒。」但是從歷史的實際境況來

活計；要麼走思想義理的詮解之路，和哲學的興趣

看，經學絕對不等於小學，經學的涵蓋面和縱深

稍許相像。這些路向與現代學科的領域分配庶幾

度比我們今天所理解的這種「經學」要寬廣的多，

相合，故能夠使裂散之後的經學殘片容身於其中，

即便是在最為排斥思想性、高標「樸學」的清代，

而相安無事，傳統的資源在現代學術中以碎片化

人們對於經學的認識也不像今天理解的那麼狹

的方式獲得了一席之地。從大的時代環境來講，經

窄。現代學科的分際和高度的知識化、專業化的

學被看作是「僵屍」，經學資源被認定為「國故」，

形態，使得古典學術的完整性很難再保持，經學

所以和現代科學的理念與方法能夠符合的那部分

的意義只能在加以區隔之後的有限的學科範圍內

內容，存身的空間就大些，存在的合理性也會充足

被理解與肯認，所以經學敘事的現代領地也就逐

些；而與時代觀念相抵觸的內容，便很難棲身，即

漸的收縮，形象變得日漸萎靡而矮小。

便是暫被留存，也必定已是改頭換面。另外，作為
材料化的身份和碎片化的狀態，經學的殘留物是

二、

和晚清的學術餘波聯繫在一起的，乾嘉考據範式

在現代學術條件下，受到西學刺激和影響的

的強勢化記憶在現代科學實證精神的加冕與護持

經學史研究，大多是致力於材料的梳理，且在學界

下，在 學 術 界 得 到 了一 定 的 延 續。就 像 利 科

已經極度的邊緣化；而更多與經學的內容相關的

（P.Ricoeur）在分析「記憶化」的效果時所說的，

碎片式整理工作，則主要是在歷史和文獻學的領

這種被喚醒的意識，「包括學習的方法，關涉到知

域內進行。這些現代方式的研究基本上與人生

識、本領、能力，它們因此被固定下來，並繼續應

觀、價值論無涉，不屬於精神科學的範圍，只是純

用到行動當中去。」 對於適應現代需求的，所謂

粹的客觀知識的探究而已，這實際上便與經學的

科學化、實證化的經學轉換工作，乾嘉考據學提供

本質相差了很遠。所謂「經之至者，道也」，「凡學

了可以想像的範例，所以傳統的小學工夫便成為了

始乎離詞，中乎辨言，終乎聞道」。[8]「凡經學，要

「硬通貨」，在現代學術當中擁有了比較大的知識

識義理，非徒訓詁考據而已。」[9]這是古人的基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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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記》和《宋學淵源記》還攪擾在漢宋之爭的漩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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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史畫卷也是從晚清以來才逐漸繪就的。是故，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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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經學若無義理，則成驅殼耳！講求義理、明

義理的學者，也就大多成了現代學科中的哲學家，

辨是非是古今學術的大道，沒有了義理上的追求，

他們的學術取向與理學的關係最為密切，而他們

也就失去了學問的根本目的。在學問的方式上，訓

的學說也就很自然地被視為是「新宋學」或「新宋

詁雖然與義理相資相助，但說到底還是為義理服

明理學」。

務的，是闡明義理的工具，如果兩者發生矛盾，仍

我們試以熊十力為例，他在《讀經示要》、

當以義理 為歸，因為「義理之是者，無古今，一

《原儒》等書中，提出了要回到經學去，以經典的

也」，求理、求道才是經學的大義所在。

重新理解和闡釋作為基礎來轉化儒學，期望與現
代社會的價值觀念相銜接。但他所說的這個經學，

然不在小學之列，或者說這方面的特長並不屬於

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不是舊有形態的照搬或者

訓詁之類的學問。那這一脈的經學資源，從今天的

複述，既非漢唐註疏，也非清代考據，面貌上反倒

學術視野來看，可能更多的是保留在宋明理學當

是與宋學稍許相像。但更有進者，他出入於釋、道

中；或者說我們想要發展儒家經典詮釋的義理向

二家，融合了大量的中西思想素材，使得其體系又

度，就需要從理學的學術形態中去汲取營養。近代

超出了舊儒學的範疇，實際上是重新打造之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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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來在西學的衝擊下，儒學的現代轉型走上了一

一個新形態。就儒家經學而言，熊十力旗幟鮮明地

條哲學化的路徑，主要對接的傳統形態就是宋明

貶漢崇宋，將之區分為「釋經」和「宗經」兩派。釋

理學，人們對於哲學的理解與理學的形式是最為

經之儒，純為註疏之業，雖有保存古義、服膺經

相像的，所謂「中國哲學」的成立，也就和理學的

訓、確立信條的功績，但走到極端，便拘泥於考據

傳統形態結下了不解之緣。早在上個世紀初，「哲

工夫，於六經之全體大用毫無所窺，量狹而識偏，

學」之名傳入，在與中國本土學術相互打量時，首

失去了經學的根本義旨，特別是當清末把經學變

先映入眼簾的相似者便是 宋代理學。王國維在

成了純粹的知識或語文技巧之後，治經便成為了

《哲學辨惑》（1903年）一文中謂：「今之欲廢哲學

「剝死體」的工作。而宗經之儒，則能夠追求高明

者，實坐不知哲學為中國固有之學故。今姑舍諸子

之學術，雖然是歸依經旨，但往往能兼採異說，自

五期）
○

不論，獨就六經與宋儒之說言之。夫六經與宋儒之

有創發，成立一家之言，此一「經學是德慧的學問，

說，非著於功令而當時所奉為正學者乎？周子『太

何謂非哲學乎？須知，哲學固不以理智或知識為止

極』之 說，張 子『正 蒙』之 論，邵子之《皇極 經

境，必至德慧具足，而後為哲學極旨耳。」[13]此經學

世》，皆深入哲學之問題。」 [10]後來，馮友蘭寫作

形式接近於其理想之中的哲學，熊十力認為這樣

《中國哲學史》，最為看重的內容亦是理學，他所

的經學便是儒家的「哲學」。他說：「余以為經學要

謂的「接著講」便講出了「新理學」。就中國學問的

歸窮理、盡性、至命，方是哲學之極旨。可以代替宗

特點而言，重視人自身，即人而言天，儒學在主旨

教，而使人生得真實歸宿。蓋本之正知正解，而不

上就是一套如何做人和如何成人的學問，所以經

雜迷情。明乎自本自根，而非從外索。是學術，不

學的根本義理也就是圍繞著人來展開的。馮友蘭

可說為宗教。是哲學，而迥超西學。非宗教，而可

說：「至於我，我所說的哲學，就是對於人生的有

代替宗教。經學之特質如是，焉可持科學萬能之

二

傳統學術之求道，以經學的形式表現出來，顯

二
○

[11]

系統的反思的思想。」 而「新儒學可以說是關於

見，以屏斥經學，謂其絕而不可續哉？」 [14]熊十力

『人』的學問。它所討論的大概都是關於『人』的問

先是用其著力塑造的「經學」來等同於哲學，又以

題，例如，人在宇宙間的地位和任務，人和自然的

這樣的「哲學」來代替宗教，此顯然已非經學的固

關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人性和人的幸福。它的

有之意，也不是大多數史學家所可以接受的那種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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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要在人生的各種對立面中得到統一。」 所

現代研究方式的經學。即便叫做哲學，也非西方近

以，如何從理學中挖掘資源，將理學的現代意義闡

代的形態，而是接近於儒家的理想。他即用這樣的

發出來，就成為建構「中國哲學」的重要工作。亦

「經學」置換了西方的哲學，其偏重仍在於思想義

因為這個緣故，鍾情於理學之形態並發揮其思想

理，反倒是不包括一般人所理解的考據工夫，而是

其現代轉換工作，在一個有縱深度而又較為寬闊

從熊十力的例子可以看出，現代新儒家對於

的平台上來進行。以哲學方式所展開的經典詮釋

傳統儒學形態的改造，堅持了義理在中國文化中

活動，以及重在義理發揮的現代思想創造，雖然有

的主導地位，為儒家經典詮釋的思想向度提供了一

著不同的方法和路徑，側重點也不一樣，但他們均

種現代的模式，與當代的詮釋學、特別是哲學解釋

可以滙聚到哲學的旗幟下，在哲學學科範屬和方

學的思考方向倒是有了很多可以銜接的地方。20

法的意義上來進行義理的探索。
但這一重在思想義理闡發的取向，在科學主

過渡，這恰恰是要從外部化的認知活動回到作為

義盛行的時代，往往遭到抵制和貶斥，總認為其

理解和解釋境遇之中的人自身去。現代的科學邏

缺乏客觀性，與追求實證的知識路向背道而馳。尤

輯為說明客觀世界的存在狀況提供了一種獨斷的

其是對於整理古代思想材料和進行經學史研究而

方式，一切人文創造的意義只能在這套編碼中才

言，小學才是硬功夫、硬道理，經學非哲學，義理

能證成其合理性，古典經籍資源的價值說明亦不

學問和典籍研究的關係不大。為了扭轉經學之學

例外。所以，在此一科學方法的導引下，中國現代

問日漸地材料化的現代方式，徐復觀曾提出過一

的經學研究只能做些材料化的處理工作，方能與

種分治方案：「經學史應由兩部分構成。一是經學

客觀描述的歷史圖景融合在一起，而其本身的義

的傳承，一是經學在各不同時代中所發現所承認

理面相，即作為求道與見道的人文學意義，則完全

的意義。已有的經學史著作，有傳承而無思想，等

被遮蔽掉了。如何保存傳統經典的人文性，在經學

於有形骸而無血肉，已不足以窺見經學在歷史中

向現代學術轉換的過程中，彰顯其思想義理的價

的意義。」[15]所以，對於經學的理解和現代的經學

值，是百年來中國學者的苦苦追尋。而作為哲學學

史研究應該嵌入思想史的意義，大力恢復歷史上

科形態的儒學恰恰是在中國文化的現代轉型過程

經學作為中國古代文化之基礎和中國人安身立命

中登場的，它也是在中國社會結構發生了巨大改

之根本的本來面貌。近些年來，除了治中國哲學的

變之後所選取的新的表達範式。伴隨著現代性的

眾多學者繼續走經學的哲學化之路外，一些研究

成長，儒學之哲學敘事的內涵日漸地豐富化，既會

文獻經學的歷史學者，也嘗試打通現代式的「漢

通融合了古今的各種元素，也吸收消化了中西交流

宋之別」，以拓寬經學史研究的路徑。比如姜廣輝

中所激蕩生成的養分，成為儒學在新的時代得以

提出了「經學思想」的概念，試圖把經學史和思想

延續並有所發展的主要形式。在這種新的儒學形

史的寫作結合起來，拿出一套不同於既有經學史

態中，義理性的哲學表達扮演了十分特殊的角色，

的「經學思想史」來。他在《中國經學思想史》的

近代以來中國人所講的宇宙觀、人生觀及真理與

前言中說：「我們的目標不是把經學當作一種古董

價值諸問題，皆寄寓在裏面。所以，「中國哲學」並

知識來瞭解，而是通過經典詮釋來透視其時代的

不是一種單純的知識，而是學習和評判如何做人，

精神和靈魂；不只是對經學演變的歷史軌跡做跟

這也許是西哲東傳之後在定位上所發生的最大改

蹤式的記敘，而是對經學演變的歷史原因做出解

變。正是基於這樣的理由，儒學在新的時代，當然

釋；不只是流連那汗牛充棟的經注的書面意義，而

選擇了哲學，在哲學學科的敘事和說辯中，儒家的

是把它當作中國古代價值理想的思想脈動來理

義理和價值功能得到了盡可能多的發揮，它的眾

解。」 [16]這些在既有之經學概念和經學史研究中

多思想命題和豐富的歷史資源也被轉化成了現代

為思想義理伸張正義的努力，擴展了經學的視野，

人精神世界的養料。儒學之所以選取哲學化的表

也加強了義理之學本身在經學研究中的地位。

達方式，除了在現代學術系統中謀得一合法性的

從現代學術的格局來看，儒家經典詮釋學的

身份之外，更為重要的是，哲學的寬廣視域和其特

構建是絕對離不開思想義理之維度的，義理之學

有的伸縮性，為儒學的容身空間和現代思想發揮

應該是這一系統的核心內容，是其理論建設的重

提供了便利的條件，可以使得儒學的話語形式及

要目標，也是這未來形態的精與魂。儒家思想的現

景海峰：經典詮釋與當代儒學的發展

世紀以來的西方解釋學，經歷了從方法向本體的

儒 學 傳 承

特指傳統的那種義理之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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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解釋的活動就是將當代的思想參與和滲入到

論創造的時代性召喚，更使得這些設想與努力獲

其中的過程，解釋者在閱讀和理解經典的活動中，

得了一種定向，在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的交匯

同時把自己所處時代的精神要素，以及轉化傳統

性思考中，古老的經典所蘊含的意義，在新的理解

的意向，或隱或顯地融入到各種線索與環節當

與闡發中煥發出青春，成為時代之思的源泉活水。

中，從而形成呼應時代需求的新的形態。所以，不

以經典本身為中心的大集結，調動了各種可能的

管是經學解釋的哲學化努力，還是經學史研究之

資源，其相互間的融合只能在詮釋的活動中來完

中的思想歸趨，都是想要通過重新面對經典的形

成，而經典詮釋學恰恰提供了最好的平台。清代杭

式，以發掘經典中所包含的思想內容，活化其中的

世駿（1696-1772）有言：「詮釋之學，較古昔作者

普遍價值，從而充分地彰顯出義理之學的重要意

為尤難。語必溯原，一也；事必數典，二也；學必貫

義來。在今天強調義理之學的重要性，於「回到經

三才而通七略，三也。……詮釋之苦心與作者之微

典」的現實訴求而言，別有一番含義，因為我們要

旨，若膠之粘而漆之灂也，若鹽之入水而醍醐奶酪

重新回到經典，或者要重構「新經學」，顯然不是

之相滲和也。」 [19]這一水乳交融的情狀和我中有
你、你中有我的會通，正是今日所急需的，而這恰

舊經學的形態中去，而是需要有一套新的思路和

恰是經典解釋活動的目標所在，也是建構儒家經

方法，也必須要有新的目標。就經學的現代理解而

典詮釋學應該努力的方向。當傳統與現代的互釋

言，「真正的經學絕非時下許多人宣稱的，僅僅是

互轉，進入到這樣一種創造性融合的狀態之中，一

可供驅譴的傳統資源。經學是對經典視域的如實

種新的思想義理的生成也就成為可能。

簡單地復興現代式的經學史研究，更不是要回到

知識體系。」 就重新發掘經學的資源，將中國傳

緊密，人們對於儒家思想的關注也越來越多。除了

統的解經學和西方的解釋學結合起來考察研究，

走向大眾和生活化的新局面之開顯外，儒學在理

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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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和建設一種新的經學。義理價值的凸顯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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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轉化需要激活其經典中所蘊含的巨大能量，而

以建構具有時代特色的中國經典解釋系統來說，

論探討和現代闡釋方面也出現了新的動向，各種

正像湯一介所言，這些努力「當然不是要求創建如

新思潮、新學說和新觀點層出不窮，攪動著社會

西方的『前詮釋學』或『古典詮釋學』，而是希望

的神經，也在學界掀起層層波瀾。從發展的路徑

能有和西方『當代詮釋學』並駕齊驅的『中國詮釋

來看，這些年的儒學研究呈現出了各行其是、多元

呈現，本身就是理解宇宙時空不可或缺的一種精

隨著傳統文化的復興，歷史上的儒學資源和

神維度。只有在這個意義上，經學才是一個完整的

我們現實生活的關係由過去的疏離而變得日漸地

[17]

[18]

學』。」 所以，儒家經典詮釋學這個新的形態，必

多樣的景象，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豐富多彩，同時

然是充滿創造性的，也是充滿想像力的，是在努力

又略顯得雜亂無章。各種新觀念和圍繞著這些觀

發揚一種新的時代精神和探索思想義理的艱苦過

念所展開的討論，其目標訴求和表達方式都存在

程中，才能夠慢慢地呈現出來的。

著極大的差異，儒學資源的調動和學術運行的路

三、

１８

徑也是在不同的學科背景下進行的。有的關注重
在思想義理，近於哲學；而學界主流仍是以歷史研

作為古典學術形態的經學，其形式已經為現

究為主調，重文獻考據；也有些是致力於藝文創

代的學科所肢解和取代，更多的已化為了一種材料

作或者倡言實踐的，表現出了比較強的現實性和

的身份和資源的意義，「經學的復興」或者經學史

大眾化色彩。這些不同的取向，以及致力各異的方

的研究也只能在這一現代的境遇和條件下來理解

式，所呈現出的儒學面貌是差異性極大的，甚至是

和處理。而儒家經典的現代詮釋更需要的是如何

互有抵牾之處。但在如此紛亂的局面當中，有一點

打開視野，擴充經學的既有意涵，所以除了挖掘寶

是共同的，那就是都要回到儒家的經典中去，尋章

藏、掘井及泉的材料工夫之外，新的研究方法和富

摘句，試圖以經典為據來展開各式各樣的理解與

有時代氣息的闡釋，未必不是在恢復一種傳統的

解釋工作，以作為各自思想立場與獨特訴求的合

的現代時運聯繫在一起的，隨著傳統文化走向復

研究中，採用各種路徑和方式的研究者們所共同

興，儒學的命運發生根本扭轉，作為整體性的儒

關注的話題，也可以說是構成了所有研究活動之

家經典觀念才浮出水面，才有了一種活的形態之

共有的基礎，故經典解釋問題就逐漸成為了一個

理解與解釋的可能性。而在這一翻轉出現之後，作

焦點，儒學研究發生了明顯的詮釋學轉向。

為歷史研究文獻的儒家典籍和作為具有現實意義
的儒家經典之間，也出現了微妙的沖兌和變化，二

凸顯，當然有西方現代哲學解釋學的刺激和影響

者的身份性完全不同了。現在我們講儒家經典，除

的因素，但更為重要的是，這個路向和我們自身的

了正面的意義和整體的背景之外，更為重要的是

特點有關，它是一種歷史記憶的喚起和文明傳統

對其活性的肯定和現實的寄望。也就是說，回到

的覺醒。因為中國文化就是在漫長的經典解釋的

經典或者以經典詮釋為中心的儒學研究，除了傳

過程中不斷地建構與重構的，也是在經典解釋的

統的材料工夫之外，更為重要的是如何呈現經典

積累和豐富化之中得以延續下來的，如果離開了

的現實意義，把文本內容與時代精神結合起來，

經典註釋，包括儒家在內的這些思想就無法得以

將歷史上的這些流傳物活化成為社會實踐的思想

展示，也不能得到很好的說明。所以，中華文化的

動力。近些年來，從儒家經典中汲取營養，轉化之

復興就是對歷史傳統的重新體認，而回歸自身的

而為面對當下問題的資憑，已經蔚成風氣。或作為

文化傳統首先就是要回歸經典，即如何在現代的

治國理政之依照，轉相詮解；或作為社會風氣之

社會條件下，面對這些經典，重新理解與解釋這些

鼓蕩，覺民化俗；或作為世道人心之扭轉，洗滌塵

經典，使得這些經典的思想內容和我們當下的歷

垢；或作為個人品行之校準，浸潤心靈。這種種的

史境遇與社會實踐活動融會在一起。從中國文化

努力、種種嘗試，此起彼伏，蔚為大觀。就學術界

的歷史境況和延續方式來看，儒家經典實扮演了

來說，只是把儒學作為歷史陳跡來看待、把儒學

分外重要的角色，它是這一文化傳統最深刻的那份

作為歷史材料來研究的積習也正在發生著改變，

記憶、其核心價值理念的重要載體和多民族多元

有更多的學者試圖把儒學和當代的社會生活結合

文化不斷融合的粘合劑，一部中華文化發展的歷

起來，把儒家思想和我們時代的境遇及其所面臨

史就是這些經典不斷的積累、傳衍和加厚的歷

的問題結合起來，這種轉換與活化的意識日漸地

史。我們要想進入這一「歷史」，特別是要想深刻

成長，這方面的思考和創作也已經取得了不俗的

地理解和把握它，就必須要面對這些經典，因為可

成績。從儒家經典出發，以經典詮釋為中心成為了

以理解的歷史就是語言文字，只能透過對這些歷

這一類研究的重要基礎，在對經典的重新釋讀和

史流傳物的不斷辨識和創造性承接才能完成理

不斷闡解中，逼顯出新的意義來，以解決我們時代

解。正像伽達默爾（H-G. Gadamer）所說的，「對於

的問題。

歷史科學來說，其實並不存在任何歷史的終結和

從詮釋學的視角來看經典，這些歷史文獻就

任何超出歷史之外的東西。因此，對於世界史全部

不是過去的陳跡和一堆死材料，而是人的精神活

歷程的理解只能從歷史流傳物本身才能獲得。但

動的連續性積累和豐富多樣性的記錄，理解它們，

是，這一點卻正是語文學詮釋學的要求，即本文的

需要當代人「精神的當下或在場」（伽達默爾語），

意義由本文本身才能被理解。所以，歷史學的基礎

通過對文本等歷史傳承物的解讀和體會，使每個

[20]

就是詮釋學。」 過去的歷史意義集中體現在對

生命個體能夠與過去的歷史情景發生契合，以融

於經典的不斷解釋之中，解釋的記錄形成了一個

貫於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長河之中。所以，有深度的

個文本，猶如文化延續的印跡和歷史行走的腳印，

歷史研究不應該只是簡單的陳述歷史事件，或對

我們接踵前進，既是在重溫這些經歷，也是在探

已經存在的文本做白描式的展示，而應該努力發

索新的意義。

現其附屬的一切意義，在極其有限的文字表達和

人們對於儒家經典的認識和理解是與儒學

淺顯易知的表像背後，捕捉到更為深刻的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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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依憑。這樣一來，經典詮釋就成為了當代儒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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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領悟人類精神活動的內涵與真諦。閱讀經典，

出來的，當下的理解對於凝固的文字來說是一個

不是為了勾畫僵固的圖式和尋求簡單的確定性，而

不斷打開的過程，閱讀的意義就在於不斷的挑戰

是要不斷地去發掘新的意義，在創造性的詮釋活

與突破既有的表達形式，在不斷的視域融合之下，

動中，關照與默會我們當下的精神生活。伽達默爾

加入到「效果歷史」的生成過程當中。與「效果歷

說：「真正的歷史對象根本就不是對象，而是自己

史」觀念相當契合的是，當代的儒學研究已經逐漸

和他者的統一體，或一種關係，在這種關係中同時

擺脫了機械歷史觀的羈絆，而更加注重於閱讀者

存在著歷史的實在以及歷史理解的實在。一種名

個人的體悟和理解，更加關注儒學的活性意義與

副其實的詮釋學必須在理解本身中顯示歷史的實

當下性的揭示。對於歷代儒者所存留下來的文本，

在性。因此我就把所需要的這樣一種東西稱之為

在閱讀的過程中，也早已經超離了歷史文獻學的

[21]

『效果歷史』。」 歷史不僅是可以敘述的對象，

心態，即不只是把它們看作是過去的遺產和僵死

而且也是一個不斷被重構的過程，並不存在一個

的材料，而是可以不斷叩問、可以與之交談的心靈

既定的、凝固的歷史。也就是說，歷史是在理解中

之友。通過閱讀活動，通過與文本之間的對話，來

不斷建構的，也是在複雜的理解活動中一一呈現

尋求人類精神持續綿延的意義，體悟和印證我們

的；那麼，作為一種思想體系的儒家，我們對於它

當下的實存感受。儒學研究的這一詮釋學轉向，

的歷史的理解，就更應該是如此。

使得儒學不再局限於歷史學的眼界和已有的框架

作為可以詮釋的儒學史，能夠準確地把握其

之內，而是更多地包含了敘事與重構的意味，儒學

內涵的基本中介物，便是歷代儒家人物所存留下

研究也就不再僅僅是儒學史的研究了，而為之邁

來的著作，正是通過對這些文字的閱讀和體會，

向新的理論，創造拓展出了可能的空間，這些都無

通過一代代人不斷的理解和闡釋，我們才能和古

疑在推動著當代儒學的發展。

代人的心靈發生交匯與碰撞。而文字所記錄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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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的意旨是在反復的閱讀與叩問之中才逐漸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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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ing Classic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onfuc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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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onfucianism requires an endless source of motive
force. Due to the agitation of practical life, new ideas
and new methods have been continuously produced.
Meanwhile, we should constantly return to the classics,
seek the wisdom of the ancients, and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of history in order to absorb its nutrition.
However, the division of modern disciplines and the
highly specialized form of knowledge have made the
meaning of classics changed. In different disciplines,
the cogni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classics are very
different. Thus, how to study the classics, how to return
to the classics, and how to reconstruct the classics are
actually facing great challenges. In the situation that
the integrity of classical learning is difficult to maintain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raditional Confucian classics
has not been understood and recognized, how to face
and interpret classics with a new attitude is really a
new task of the era. Whether it is the philosophical
effort to reconstruct classics or the pursuit of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classics history,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return to the classics, so as to explore their profound
meanings, activate their universal values, and highlight
their current significance. Conclusively, reading classics
is not only a process of dismantling the meaning of
the text, but also a process of life infiltration. Only by
constantly experiencing these historical heritages and
meeting with their spirit, can individual life coincide
with human history and expand new space for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and theoretical creation of
Confuc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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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onfuc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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