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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的數量急劇下降，特別是與我們的近親猴子相

比。……人類是與猴子生存競爭失敗者的後裔。

……人性的各個精神方面將永遠超越達爾文進化

論學說所能做出的科學解釋。」[1]一百年多前，恩

格斯提出：「勞動創造了人

本身」[2]，遠見卓識。作為

一種動物的人類永遠不會

通過生物進化途徑而直

接轉變區別於動物的人，

人只能創生於自己的創造

性活動。當代人類學在研

究中發現，在人類從動物

轉變為人的過程中，存在

著一個非自然的決定性因

素—文化。美國人類學家
格爾茲指出：「文化不是

被附加在完善的或者實

際上完善的動物身上，而

是那個動物本身的生產過

程的構成因素，是核心構

成因素。……人類的神經

系統不僅使他們能夠習得

文化，而且，如果神經系

統要發生任何作用的話，

還可能要求他們去習得文

化。與其說文化的作用僅僅在於補充、發展和延伸

在邏輯和遺傳上先於它的以生物體為基礎的能

力，不如說它更像是這些能力本身的組成部分。事

實會證明，沒有文化的人類將可能不是內秀但未

完善的猿，而是完全無智力從而不中用的畸形。」
[3]因此，我們有必要在恩格斯有關思想基礎上再前

儒學復興的若干問題
■ 呂 嘉

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一

文化的本體是一種特殊的主觀觀念—精神勞
動者在認知自我的精神探索中發現的真實的我，

或者說，必須能顯現為人

的生命存在的我的真理。

中國先哲在認知自我的

精神探索中發現真實的

我就是君子，由此奠定中

國文明的非宗教性。儒學

繼承並弘揚先哲創立的、

君子即我作為人而成為

人的真理的人格化形態

的傳統，因此成為承載中

國文化的主流學說。《論

語》、《孟子》等儒學經

典是中國文明的經典，也

是千百年來中國人滿足自

己精神需要的主要「精神

食糧」。對於中國人，復興

儒學，不僅是復興中國文

化，更是復興生產滿足自

己精神需要的精神產品

的精神生產，追求自己的

美好生活。

人創造了文化，也因此創造了人本身。進化論

揭示：人類起源於生物進化。然而作為一種動物的

人類，如何成為區別於完全為本能所支配的動物

的人？進化論又不能合理解釋。有關靈長目動物的

研究發現：「人類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個在進化上有

最多失敗的物種：在過去的600萬年間，猿這個物

摘 要：文化的本體是一種特殊的主觀觀念—先
哲在為滿足自身精神需要而從事認知自我的精神

探索中發現的真實的我，或者說，必須能顯現為

人的生命存在的我的真理。中國文明是世界諸偉

大文明中唯一的非宗教性文明，因為中國先哲發

現真實的我就是君子，君子就是人的真理的人格

化形態。對於中國人，復興儒學，就是復興生產滿

足自己精神需要的精神產品的精神生產，追求自

己的美好生活。但儒學復興任重道遠，因為制約

儒學復興的瓶頸就是中國人頭腦裏的思想觀念。

這些思想觀念有利於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卻阻礙

著中國文化的繼承與發展。突破制約儒學復興的

瓶頸，唯有解放思想，文化自覺，回到自己文明的

源頭，從那裏汲取走向未來所必需的精神力量，

重新領悟先哲智慧，重新認識真實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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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創造人本身的勞動包括物質勞動與精神

勞動，而創造出文化的精神勞動，則在人本身的創

造中發揮著更為關鍵性和決定性的作用。

人類神經系統有什麼特殊性，為什麼必須習

得文化才能發揮作用？遠古時期，物質生活資料極

其匱乏，人類為什麼要去創造不能吃也不能穿的文

化？究其根源，人類神經系統在進化中獲得飛躍性

發展，萌生了精神的需要。美國哲學家塞爾認為：

「人類和較高等的動物顯然是有意識的，但我們

不知道在種系發生尺度上意識延伸到多遠。」[4]目

前已知，動物有意識卻還沒有自我意識，不能從

「我」的角度看待世界，也不會犯主觀主義的錯

誤。諾貝爾獎獲得者、澳大利亞神經生理學家埃克

爾斯推測：「在極為漫長的生物進化過程中，一扇

通向未來的窗戶只開啟了很短的一段時間，其間原

始人類這一分支從人科動物的進化路線分離了出

來。……原始人不僅有意識，而且萌生了人類的自

我意識。……自知是人類的根本特徵之一，可能是

最根本的特徵。……迄今為止找不到高等動物具

有內省或自我意識的證據。」 [5]人類萌生自我意

識，意味著意識從動物意識即束縛於本能的意識

發展為真正的意識，即可以同物質構成對立統一

關係的意識，也就是發展成為了精神—以作為意
識的我為意識立場的意識。從此，人類神經系統出

現了兩個信息整合中心，一是人類與動物共有的、

本能支配的信息整合中心，一是人類特有的、我所

主導的信息整合中心，人類生活中因而出現同意

義有關的、動物不會遇到的現象：我若心不在焉，

事物就在眼前也會熟視而無睹，聲音震耳欲聾也

會充耳而未聞。更重要的是，人類可以意識到自

己，稱自己為「我」，也產生出其特有的需要—精
神需要，即每一個人類生命個體對於有關真實的

自己、真實的我的思想觀念的需要：人的自覺生命

活動決定於自己，所以必須知道真實的自己，否則

生命就沒有意義，精神就會空虛、迷茫、困惑、苦

惱、焦慮、煩悶、抑鬱……，即便衣食無憂也還是

了無生趣，毫無人生幸福可言。所以，人類萌生自

我意識，就必須從事精神勞動，生產出滿足自己精

神需要的精神產品。

物質勞動艱苦，精神勞動艱難。嚴格說，認識

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悖論：自己困惑於自己，所以要

認識自己；誰能認識自己，只有自己能夠真正認識

自己；不知道自己的自己去認識自己，恰如「莊生

夢蝶」，清醒、理性地追問可能只是虛幻的夢境。

人通過自己的思想去追求「我」，但人的思想卻永

遠是某個「我」的思想，人們追問「我」的思想也還

是某個「我」的思想；人永遠通過「我」的思想追問

「我是誰」，也就永遠是「我」在追問「我是誰」，

追問永無止境。人的認知自我的精神探索仿佛闖入

了專門吞噬意識的「意識黑洞」，再多聰明才智也

似乎難逃毀滅的厄運。相傳有人問古希臘哲人泰

勒斯：「何事最難為？」他答道：「認識你自己」。現

代德國哲學家尼采則明言：「我們無可避免跟自己

保持陌生，我們不明白自己，我們搞不清楚自己，

我們的永恒判詞是：『離每個人最遠的，就是他自

己。』—對於我們自己，我們不是『知者』。」[6]

人類通過科學研究日益深入物質運動的本

質，發現萬物運動的規律，卻無法獲得對自己的正

確認識，因為科學觀點是「從『他』的角度得到的

觀點—是那些能被其他人證實或能為每一個人認
同（或推翻）的事情」[7]，而我一旦成為「他」的認

識對象，也就不再是我，而只是他、她或它—某種
腦細胞運動。我是唯一的。佛陀說：「天上天下，

唯我獨尊」（《大唐西域記》）。然而人類大腦的物

理過程如何引發宇宙間唯一的主觀性體驗？當代

心靈哲學家普遍認為這是困惑整個心靈哲學學科

的「難題」。科學則這樣解釋：「人的全部行為從因

果關係上說根源於他的中樞神經系統中的物理過

程，但也可以說：那些物理過程中至少有一些是那

種不能根據物理和化學規律予以解釋的東西。」[8]

有學者倡言創建「第一人稱科學」。[9]然而從「我」

的角度認識我，成果如何具有客觀真理性？顯然，

由此帶來的問題同樣難以解決。近年人工智能發

展迅速，但「所有元數學和計算機理論的限制性定

理都說明。你永遠不能完整地表示自己。……尋找

關於自我的知識就像踏上了這樣一條路途。它永

無盡頭，它不可描述。」[10]

文化的本體是一種主觀觀念—精神勞動者在
認知自我的精神探索中發現的真實的我，或者說，

必須能夠顯現為人的生命存在的我的真理。「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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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為己」（《論語》）。真正的精神勞動者不同於

為解釋世界而追問世界萬物之究竟的哲學家，他

們因自身精神的饑渴、苦悶而從事追問自我的精

神探索，思想自由無羈，不為任何教條所束縛，同

時也有著明確的目標與界限，不會為知識而知識

地沒完沒了地追問。他們是真實的我的真理的探

索者，也是自己所追求真理的身體力行者。「朝聞

道，夕死可矣」（《論語》）。他們擁有真正的智慧，

洞悉自我蘊含著自己生命所擁有的最高能力，追問

自我卻不以自我為單純的認識對象，從而沒有將

生命荒廢於沒有止境的追問之中；而是一旦認定自

己在精神探索中發現了真實的自己，就立即以自己

的精神發現定義自己，以自己的生命踐行自己的精

神發現，讓真實的自己展現於自己的生命，因此他

們也就超越了「認識自己」的悖論，成為歷史上最

先實現從動物到人的轉化的人—當代人類學認
為：人是「自我實現的行為主體」，「自我完善的動

物」。[11]人以「我」指稱自己，我的真理、自己的真

理也就是人的真理。人之所以區別動物，就在於有

本能卻不屈從於本能，而是以自己發現的、自己的

真理為自己生命的準繩，自我實現，自我完善。經

驗科學或許永遠無法確證文化的創生。孟子說：

「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

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孟

子》）。文化創造者或許就是這樣的聖人。他們是

文化的創造者，也是最先實現從動物轉化為人的

人，作為後人的人的典範的人。他們憂慮還在困惑

於自己的族群同胞，言傳身教，以身作則，以自己

發現的真理引導族群同胞的自我認知，引導他們

成長成人。精神勞動者為滿足自己精神需要而生

產出來的精神產品，演化為培育人類成長成人的

文化。人以生命承載文化，人類生活就實際實現著

文化的發展、創造，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演化為

具有獨特個性的文化：宗教、哲學、服裝、建築、飲

食、詩歌、音樂、繪畫、娛樂……。文化發展成為文

明—「最廣泛的文化實體」[12]。人類族群世世代代

在人的真理引導下成長成人，文明發展形成綿延

不絕的文明歷史。

多樣性是人類文化的現實形態，也體現了人

類文化的本質特徵。人是文化的創造者。文化的個

性源於人的個性。人類文化包括多種具有獨特個

性的文化，因此表現出文化的多樣性。在很多哲學

辭典中，個性都被等同於特殊性，其實兩者並不相

同。特殊性是物的屬性，並且是物的非本質屬性。

這片樹葉之為這片樹葉的特殊性被改變了，被另

一種特殊性取代了，這片樹葉仍是樹葉，樹葉的本

質沒有改變。人的個性卻是人的本質屬性。每個人

都有自己的獨特個性，即我之為我的獨特屬性。一

個人如果喪失了自己的個性，他就不再是他自己，

他的生命就不屬於他自己，他就不再是一個名副

其實的人，只是一個從屬於其他存在的存在，所以

馬克思說：「無產者，為了實現自己的個性，就應當

消滅他們迄今面臨的生存條件。」[13]文化的個性源

於文化創造者的個性。文化創造者們對真實的我

或人的真理的認知在本質上是一致的，但他們所

發現的真實的自己，他們以思想言行乃至全部生

命所彰顯的人的真理，又體現著自己的鮮明個性，

因為他們發現的真理是人格化的真理，是必須顯

現為具有個性的人的真實生命的真理，並非抽象

的觀念、原則、準則或其他什麼規範。所以，他們

「實現了人類終極的各種可能性，但在內容上並不

一致」。[14]一定人類族群世代在一種人格化的人

的真理引導下認識自我，以這種人的真理規範自

己思想言行，記述這種人的真理的文本也就成為

族群永遠的經典。一定人類族群在一種文化中成

長成人，他們的文化也就成為他們共有的精神家

園，他們也就擁有只有自己才能夠理解與體會的

苦難與夢想、屈辱與輝煌、挫折與追求，因此他們

也就成為人類中不同的「我們」，擁有自己獨特的

精神氣質。「我們」置身多元文化並存、矛盾錯綜

複雜的人類世界，也就面對形形色色的「他們」，

因此生死與共，同仇敵愾，萬眾一心。人以生命承

載文化，文化亦以個性為生命的本質屬性。每一種

文化都是一個獨立的「我」，擁有自己的獨特個

性，因此也擁有一次不可再生的生命。一種文化的

個性喪失了，這種文化的生命也就終結了，永遠不

會再產生出來。文化的生命承載於人的生命。一種

文化，無論多麼優秀，多麼歷史悠久，一旦失去人

的生命的承載，就難免歷史終結。英國歷史學家

湯因比在《歷史研究》指出，人類文明歷史上曾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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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很多種文化，其中多數都已經滅亡，只留下散

落於荒野的古跡與陳列在博物館中的古籍、文物。

反之，人類若世世代代以自己生命承載其文化，這

種文化也就生生不息，綿延不絕。人類文明歷史顯

示：任何一種生產關係、生產方式、政治制度、社

會意識形態乃至社會形態的歷史都僅僅屬於一定

歷史階段，文化的生命卻可以超越多種社會形態

的變革，如天地運行般強健。公元前三千年的猶太

文化是猶太教文化，當代的猶太文化仍然是猶太

教文化，並非僅僅從屬於某種特定社會形態的文

化。在決定文化生命的諸多因素中，那種承載著文

化個性的信念，即特定人類群體對於自己文化的自

信，從「我」的角度認同「我們」之為「我們」的主

觀確信，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公元一世紀猶太民族

失國於羅馬人，20世紀中葉重建以色列國。近兩千
年中，猶太人民散居世界各地，猶太文化沒有自己

的經濟基礎與政治建構，唯有猶太人民始終不渝

的猶太教信仰，但猶太文化卻得以生命延續，憑藉

猶太教信仰而傳承於人類生命繁衍，猶太民族也

終有機會重新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奠定當代文明格局的三種原創文明—中華文
明、西方文明、印度文明—都孕育、形成於雅斯貝
爾斯提出的軸心時代（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
期間）。作為原始文明的本體的人的真理承載於

圖騰信仰。人們生而為氏族部落成員，無條件地接

受氏族部落的圖騰信仰，隨生命成長而完成從一

個本能支配的自然個體到一個合格的氏族部落成

員即一個以生命踐行自己信仰的人的轉變，人人以

為天經地義，毋庸置疑。另一方面，承載於圖騰信

仰的人的理念還是狹隘的，受到人類脫胎而出的

動物屬性的局限，部落、族群、地域都可以成為人

與非人的界限標誌。人類學家在考察爪哇文化時

發現，「當地人非常坦率地說：『做一個人就是做

一個爪哇人』。」[15]因此，文明發展啟蒙了理性，促

進了不同文明間的交流，也孕育了文明的危機。氏

族部落制度後期，人類從漁獵時代進入農業時代，

已經掌握農耕、畜牧、建築、冶金、造船、航海等方

面的複雜技能。人們從實踐中感受到理性與知識

的力量，開始自覺追求真理，追問萬事萬物之究

竟，也包括追問自己，追問人是什麼。然而氏族部

落制度已經解體，世間沒有了天經地義的人的真

理。人們越是追問自己，就越是困惑。古希臘的智

者發現，一切都是相對的，包括人之為人的生命準

則。「聰明人顛來倒去得倒騰每一件事情，老實人

則感到他們自己已變得跟不上時代了。論及美德會

招致這樣的回答，『一切都基於你對美德的定

義』，沒有人知道美德的真正含義。」[16]人類生活

中的道德危機日益嚴重。希臘城邦末年，「城邦已

不再按照祖先制定的原則和制度來統治，成文法

和習慣皆被破壞，世風急轉直下。所有現在的城邦

都處於極壞的統治之下，它們的法律已經敗壞到

無可救藥的地步，除非來一場劇烈的變動和極大

的運氣」，[17]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世

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18]「爭地以戰，殺人盈

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孟子》）。人類如何才

能擺脫危機？老子斷言，「智慧出，有大偽」（《老

子》），惟有「絕聖棄智」（《老子》），返回遠古時

代，「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者死，不相往

來」（《老子》）。然而理性已經覺醒，覆水難收。何

以人們越是探究人的真理卻越是讓自己陷入危

機？在於人的真理是形成於人的自我認知的主觀

真理，而人們所追求的真理即賦予人們變革物質世

界力量的真理，卻是客觀真理。前者只為人擁有，

只對人成立，其真理性也只顯現於人的生命；後者

則屬於宇宙間一切智能生命，其真理性必須得到

客觀驗證，即得到所有人—包括未知的「外星
人」—基於「他」的角度的觀察、判斷與認可。追根
溯源，文明危機的根源就在人自己的頭腦裏。「在

思維之中我們人類獲得了我們最高的可能性，同

樣通過思維我們也可能陷入毀滅的境地。」[19]雅斯

貝爾斯提出的人類精神在軸心時代所取得的重大

突破，就是指以蘇格拉底、耶穌、孔子、佛陀等為

代表的思想家，突破當時人類因囿於有關真理的

片面認識而陷入的精神困境，在認知自我的精神

探索中發現了真實的我，並以自己生命確證了新的

思想範式—規範作為一切思想源泉的我的思想的
真理性，從而形成適用於所有人類成員的「人」的

觀念，確立從那以後的人類文明的精神核心。

世界諸文化大都孕育、成型、維繫於某種宗

教，以這種宗教標誌文化的個性，如猶太文化與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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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教、西方文化與基督教、俄羅斯文化與東正教、

伊斯蘭文化與伊斯蘭教等，並非偶然。宗教信條是

承載人的真理的天然形式，也是敘述承載著文化

個性的知識的天然形式，猶如黃金是貨幣的天然

形式。人的真理只是人的真理，只為人擁有，只對

人成立，其客觀真理性也只顯現於人的生命，因此

也是人的終極真理。人作為人而成為人，就在於人

的生命不為本能所主宰而以人的真理為準繩。假

如宇宙間還存在人類之外的高等智能生命，一定

強調人的真理並非宇宙所有智能生命的普遍真

理，同時也一定以自己的真理為自己生命的準繩。

生命有限。任何人都需要在自己生命的某一時刻

領悟人的真理並以為生命準繩。人若都像追求解

釋世界的哲學家那樣沒完沒了地追問，似乎是追

求真理，拒絕迷信，其實卻極端狂妄，恰如動物堅

持驗證本能合理之後才肯服從本能。宗教孕育於

苦難。宗教現象學認為，「對宗教的任何學術研究

都應該探討拯救問題，……因為它定義了宗教自

身的目的。」[20]宗教社會學認為：「宗教植根於一

個基本的人類學事實：人類有機體對生物本能的

超越。」[21]按基督教的理解，宗教起源於上帝，目

的是拯救。《聖經》說：上帝按自己的形像創造了

人。「耶穌說，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聖經》）。

宗教信仰者所信仰的上帝，並非以無限力量主宰

萬物而讓人類不能不匍匐於其腳下的神靈，而是

人本應如此、集一切美德於一身的人的典範，即形

象化的人的真理。人皈依宗教信仰，就直接領悟人

的真理，滿足認知自我的精神需要，獲得超越本能

的生命準繩，即德國哲學家西美爾所說：「我信仰

上帝，那麼，這就意味著，這種信仰與我堅信存在

著以太、月球能夠住人、人的本質永遠不變等完全

是兩回事。這不僅是說，上帝的此在雖然不可確

證，但我依然深信不疑；同時，也意味著……我把

上帝當做生活的準繩。」[22]《聖經》是基督教的經

典，也是西方文化、西方人民的經典。尼采宣告「上

帝死了」，西方人的世界也就陷入最深刻的危機。

所以，當代西方國家擁有目前最發達的科學技術，

西方文化仍是基督教文化，而非以特定社會形態

為本質特徵的文化；承載基督教文化的知識在西

方知識體系中佔據重要位置，作為神聖與拯救的

知識而與效能知識（作為科技知識的實證知識）、

教養知識（文史哲知識）鼎足而立。[23]西方國家的

核心價值—自由、人權、民主等—仍然根植於西方
人民的宗教信仰：「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

的：人人生而平等，他們都從他們的造物主那邊被

賦予了某些不可轉讓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

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所以

才在人們中間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當權力，則系

得自被統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種形式的

政府變成損害這些目的，那麼，人民就有權利來改

變它或廢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24]「美國道

德價值觀念源於基督教教義，宗教對青少年道德

品質的形成起著不可低估的作用。」 [25]英國、瑞

典、新西蘭等國家的公立學校中仍然開設宗教課，

法國、瑞士等國家的公立學校雖不開設宗教課，公

民教育亦滲透宗教精神，以教義為依據。[26]另一方

面，現代化進程以來，思想啟蒙與社會的世俗化強

烈衝擊西方基督教信仰傳統，西方國家的道德教

育也受到嚴重影響，很多青少年慢慢脫離傳統的

基督教信仰，失去生活的目標和意義，吸毒、犯罪

等現象日益嚴重。說到底，「十誡是西方社會基本

道德規範全部或部分的來源」，[27]社會建構根植

於基督教文化，維繫於文化的有效傳承；文化傳承

出現問題，必然影響文明社會的秩序與穩定。

中國文明是世界諸偉大文明中唯一的非宗教

性文明，已故以色列學者艾森斯塔特稱其為「專

注於現世的文明」。[28]從古至今，多數中國人沒有

任何宗教信仰，因為中國先哲發現真實的我就是

君子，君子就是人的真理的人格化形態。「天行

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易經》），清晰而經典地表達了先哲對於人與

物、自我與世界、文明與自然的深刻認識：萬物遵

循自然法則，自然運動具有任何力量都不可改變

的必然性；我以君子為人生準繩，我作為人的生命

亦如天地運行般剛勁強健，所承載文明亦生生不

息。這種思想傳承於族群繁衍，中國人確信君子準

則即人之為人的真理，「天不變，道亦不變」，[29]從

而無需崇拜、信仰任何外在於自己的神靈即獲得

超越本能的生命準繩，中國文化因此也形成其獨

特的非宗教性特徵。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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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家們從各自角度發展著中國先哲的自我界定，亂

世中君子形態形成不同異變。道家的「君子」超然

物外，自然遂性，獨善其身。墨家的「君子」勇武、

俠義、實幹、有為。法家的「君子」抱法處世而治。

儒家學者繼承並弘揚以君子準則為人生真理的精

神傳統，《論語》以高度抽象的形而上範疇—
「仁」—概括君子的精神本質：「為仁由己」，「仁
以為己任」。先哲智慧，洞悉中國人的精神世界：

人在文明中成長成人，君子是每個人內心中的真實

的我，無須解釋，無須論證，人亦不會質疑，只需要

啟發、培育、鞏固、強化，使之成為人們時刻審視

自己思想言行的生命準繩。《論語》只討論何謂君

子，何謂小人，如何成為一個君子，並不探討人何

以一定要成為君子，不論證人為什麼一定不能做

小人。《孟子》以心、性等形而上範疇闡發「仁」的

思想內涵，進一步發展、完善了儒學理論，同時以

盡心、知性為本，奠定了融知識學習、世界觀教

育、文化傳承於一體的中國教育模式。儒學也因此

成為中國諸思想流派中的主流學派，承載中國文

化的主體學說。

兩千年來，歷代儒學思想家繼承並發展先哲

創立的、以君子即人的真理的人格化形態的思想

傳統，確立並不斷發展從君子的角度看待世界的

世界觀理論即中國哲學。中國人通過學習中國哲

學的經典來滿足認知自己的精神需要，在君子準

則引導下成長成人，人人以為天經地義，毋庸置

疑。億萬同胞通過學習中國哲學經典滿足認知自

己的精神需要，中國文化隨族群繁衍而世代傳承，

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當然，哲學作為探究萬物本原

以解釋世界的學問，起源於古希臘，在西方文化中

佔有重要位置，中國歷史上並沒有哲學這樣一門

學問。在歷史上，承載中國文化的知識體系按「經

史子集」分類，《論語》、《孟子》等即「經史子集」

中的「經」，既闡述中國人以君子準則為人之為人

的絕對真理，也闡述了中國人從君子的角度看待

世界的世界觀理論。以現代知識觀念看待《論

語》、《孟子》等儒學經典及其所闡述的中國人的

世界觀理論，文明教化功能及其在文化中的地位

都近似其他文化中的宗教——記述先哲認識、界
定自己的絕對真理，滿足人類認識自己的精神需

要。因此，辜鴻銘先生說：「儒學不是宗教卻能取

代宗教，使人們不再需要宗教」，[30]目前國內外學

術界也還有學者稱儒學為儒教，中華文明為儒教

文明。就理論形態、傳承形式等而言，《論語》、

《孟子》及其所闡述的世界觀理論又近似哲學—
建構於高度抽象的形而上範疇，傳承於訴諸理性

的知識學習。所以，美國學者古德諾認為：「中國

人與其說是一個宗教的，不如說是一個哲學的種

族。他們很少意識到自己與創世者的關係（中國人

以一種被稱之為哲學的思想體系來規範人們的日

常行為，調節人與人的關係）。」[31]金岳霖先生強

調：在中國，「哲學從來不單是一個提供人們理解

的觀念模式，它同時是哲學家內心中的一個信條

體系」；對於中國哲學家，「他的哲學要求他身體

力行，他本人是實行他的哲學的工具。按照自己的

哲學信念生活，是他的哲學的一部分。」[32]馮友蘭

先生指出：「哲學在中國文化中所佔的地位，歷來

可以與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照中國

的傳統，研究哲學不是一種職業，每個人都要學習

哲學，正像西方人都要進教堂。學哲學的目的，是

使人作為人而能夠成為人，而不是成為某種人。」
[33]在中國歷史上，以儒學思想家為代表的中國哲

學家，大都同時也是從事教書育人工作的教師。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師者。」[34]他們言傳

身教，以身作則，「按照自己的哲學信念生活，是他

的哲學的一部分」，也是他們作為教師的職責。另

一方面，《論語》、《孟子》所闡述的世界觀理論，

立足於君子的自知之明而非任何世界萬物的本

體、本原，因此作為哲學即作為中國人的世界觀理

論，也相應缺少對世界萬物之根本的系統探究，沒

有成為科學的搖籃，沒有形成本體論、認識論、價

值論等認識方向，沒有唯物與唯心的劃分。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為追求現代化，付出了

巨大代價：解構承載中國文化的知識體系—「經
史子集」，依據西方的哲學範式改造中國人的世

界觀理論即中國哲學，按照西方現代學科制度重

建中國知識體系等，從而在學習、發展有利於中國

現代化建設的知識的同時，也無形中阻礙了中國

文化的傳承，遮蔽了中國人的文化意識，使中國人

逐漸喪失對自己文化的自覺與自信。放眼當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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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無疑是世界上最缺乏文化自覺的人民。西方

人可以說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阿拉伯人可以說

伊斯蘭文化是伊斯蘭教文化，猶太人可以說猶太

文化就是猶太教文化，俄羅斯人可以說俄羅斯文

化是東正教文化……，中國人說起中國文化，卻只

能泛論其歷史悠久、博大精深、典籍豐富……，但

凡討論中國文化是什麼文化，何謂中國文化的精

華，如何才能有效地繼承、弘揚中國文化的優秀

傳統，必然陷入無盡無休的爭論。撫今追昔，百年

來中國精神文化建設中的得失成敗，是非功過，可

謂一言難盡。今天，中國在國家治理、軍事國防、

經濟生產、科學技術、醫療衛生等方面的建設已日

益現代化，中華民族的現代化進程卻為精神文明

建設所遲滯。人們的思想觀念越來越現代化，但其

中越來越多的外來文化因素也正在挑戰國家文化

安全。人民的精神需要難以滿足，社會為信仰危機

所困擾，外來宗教流行，邪教悄然蔓延，社會整體

道德素質明顯下滑，精英群體的墮落更是令人觸

目驚心。「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中國人要追

求自己的美好生活，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

必須復興承載中國文化本體的儒學以復興中國文

化，就必須重建中國人自己的世界觀理論與知識

體系，重建屬於中國人自己的精神家園。

二

改革開放，百廢待興，人民精神渴求催生的傳

統文化熱與黨中央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高度肯

定，使儒學復興重新成為國內學界的熱點。儒學復

興卻任重道遠。因為制約儒學復興的瓶頸就是中

國人頭腦裏的思想觀念。這些思想觀念雖阻礙中

國文化的繼承與發展，卻有利於中國的現代化建

設，因此也在百年來中國現代化建設中得以逐步

鞏固、完善，並最終定型為國內學術界普遍認同的

世界觀理論及知識體系—唯物主義哲學及相應知
識體系。

多數中國人沒有任何宗教信仰，以西方的哲

學為範式構建中國的哲學學科，進而認同唯物主

義哲學，以唯物主義哲學為自己的世界觀理論，幾

乎是歷史的必然。唯物主義是科學賴以形成、發

展的哲學基礎，我們今天發展自然科學、社會科學

與思維科學，仍然需要唯物主義哲學的思想支

持。然而唯物主義哲學並非人的正確的世界觀理

論。人類起源於生物進化，「永遠不能完全擺脫獸

性」。[35]人之所以區別於為本能所支配的動物，在

於人是「自我完善的行為主體」：自己定義自己，自

己以自己生命踐行自己對自己的定義，以自己生命

確證自己對自己定義的真理性；而自己定義自己的

真理是主觀真理，形成於人的自知之明—自己對
自己的正確認識。這就決定了唯物主義哲學合理

性的界限。人面對物質世界，作為認識世界、改造

世界的主體，必須堅持唯物主義哲學，明確世界萬

物都是物質運動的不同形態，按其固有本質、規律

的運動具有不可改變的必然性，由此必須堅持客

觀認識事物的原則，堅持「真理是標誌主觀同客

觀相符合的範疇」，[36]才能正確認識世界，改造世

界。人面對自己，則不能被唯物主義哲學所束縛，

必須明確：人不是物，人的自然生命決定於物質運

動的必然法則，人之為人的一生則決定於自己；人

可以意識到自己，是人類從生物進化中獲得的、最

寶貴的能力，即通過自我完善而實現從動物即本

能支配的存在轉化為人—自己決定自己的存在—
的能力；如果囿於唯物主義哲學，將自己也歸結為

某種必然法則所決定的物，認定作為人生準則的

真理也是某種客觀真理，也就從根本上忽視、限

制了人的原創能力，從根本上抑制了文明的發展。

歸根結底，人在文明中成長成人，文明存在於物質

法則主宰的宇宙之中；人需要唯物主義哲學與科

學以應對物質世界，構建文明賴以存在的物質條

件；人也必須從自己的角度看待自己生活於其中的

文明世界，形成正確的世界觀，奠定文明賴以存在

的思想基礎；唯物主義哲學是人應對世界萬物的

重要工具，並非人的正確的世界觀理論。

世界觀以及相應的人生觀、價值觀、信仰、信

念等都是人所特有的觀念，形成於主觀認識即人

從「我」的角度的認識。人是精神與物質的辯證統

一體，精神成長與身體成長大體同步，都要14年
~18年甚至更長時間，世界各國有關成年人年齡的
法律規定大同小異。從一定意義上說，人的精神成

長過程就是「我」的意識從萌生、發育到成熟的過

程，其成熟的標誌是形成自己的世界觀、人生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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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觀等，即人從「我」的角度看待自己生活於其

中的世界的根本觀點，人從「我」的角度看待自己

人生的根本觀點，人從自己角度看待一切存在之

價值的根本觀點等。無論什麼人，即便沒有上過

學，即便沒有什麼科學知識，只要在一定文化中長

大成人，理智正常，都會隨生命成長而逐漸形成屬

於自己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都可以自信地

說：我對世界的根本觀點是這樣的，這就是我的

人生觀，我認為只有這樣的人生才是最有意義的。

當然，自發形成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信仰、

信念等都難免狹隘、功利、庸俗、偏私，不能明辨

文明世界的大是大非，不能引導正確的人生。古往

今來，任何民族、國家都要對其人民進行世界觀、

人生觀、價值觀等的教育。在古代中國，人們學習

《論語》、《孟子》等儒學經典，即接受中國的世

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教育，確立成為一個君子

的人生信念，形成從君子的角度看待自己生活於其

中的世界的世界觀，從君子的角度看待人生意義

的人生觀，從君子的角度看待一切世間存在的價

值的價值觀。在中國，學習《論語》、《孟子》等儒

學經典，並非只是學生的事情，而是健康人生的重

要組成部分，正所謂「一等人忠臣孝子，兩件事讀

書耕田」。對於西方文明等以宗教為個性標誌的文

明，世界觀理論記敘於其宗教經典，以宗教經典學

習為主要內容的宗教教育就是對於人的世界觀、

人生觀、價值觀的教育，人們繼承先人世代宗教傳

統，通過宗教經典的反復學習逐步確立自己的宗

教信仰，成為虔誠的宗教信仰者，也就確立了從宗

教信仰者的角度看待自己生活於其中的世界的根

本觀點以及一個宗教信仰者的人生觀、價值觀。

正確的世界觀形成於人對自己的正確認識。

世界觀形成於從自己的角度看待自己生活於其中

的世界。人對自己的認識是錯誤的，對世界及其意

義的認識也一定是錯誤的，對待世界的原則、方

法就必然是錯誤的。「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老

子》）。人之患在不自知。人無自知，自信就等於自

欺，自尊就是自負，自豪就只是自傲，自珍自重就

變為自高自大，堅持自我就意味著固步自封，自由

自在就是在自我放縱，自強不息就等於在自取滅亡

……。一念之差，天上地下。一個國家、一個民族，

同樣如此。中國百年現代化追求的經驗與教訓告

訴我們：從中國人自己的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我

們就可以找到適合中國的發展道路，國家就會不

斷發展、進步；脫離中國人自己的實際，迷信他人

的理論，盲從或照搬他人的經驗，國家發展就必然

誤入歧途，人民就要付出沉重代價。

國內哲學界多年流行的「科學世界觀」、「科

學的世界觀」等提法，既背離世界觀的本意，也並

不符合科學的原則，因為科學觀念必須是客觀觀

念，必須形成於從「他」的角度的認識。人們崇尚

科學，希望自己的世界觀是科學觀念，願望美好，

卻誤人誤己。人與世界的關係永遠是對立統一的

辯證關係：世界萬物按其固有規律而運動，不會自

動滿足人的需要；人必須根據自己的需要去變革

和改造世界。所以，人永遠需要發展科學作為變革

世界的工具，也永遠需要確立正確的世界觀，確

立正確變革世界的目標與原則；因為科學作為人

的工具，其實是一把雙刃劍，既可造福於人，也可

反過來毀滅人類及其文明，具體怎樣，完全取決

於人的世界觀是否正確。所以，人永遠都要從自己

即「我」的角度看待自己生活於其中的世界，形成

關於自己生活於其中的世界的根本觀點，當然也

就永遠都會犯這樣或那樣的主觀主義的錯誤。如

果未來某一天，人的世界觀真成了科學世界觀—
從「他」的角度看待自己生活於其中世界的根本觀

點，人類文明也就終結了。因為那意味著，人類已

失去保持自我的精神能力，在精神上為某種更高

級智能生命所奴役，觀察、看待事物的角度都是其

設定的「他」，不會再犯主觀主義的錯誤，也沒有

能力再在物質運動法則主宰的宇宙中保持人類文

明及人作為人的存在。

人類如何才能正確認識自己？哲學史留下的

重要教訓就是人將自己當作單純的認識對象，進

而當作物，以為我的真理就是對我的本質與規律

的正確認識。其實，人類萌生自我意識，可以意識

到自己，並非獲得了一種動物所沒有的、可以感知

到某種特殊存在的特異功能，而意味著人類從生

物進化中獲得了一種最重要的能力，即從動物轉

變為人—當代人類學所說的「自我實現的行為主
體」[37]—的能力。「自我意識不僅僅只是有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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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知道你自己知道。」[38]我指自己。自己形成於

自指—自己指稱自己。無論何時，人只要意識到自
己，就必定是他意識中的自己意識到了自己，並非

他的感官或大腦反映到了自己—如果人的意識處
於忘我狀態，即他意識中的自己忘記了自己存在

的意識狀態，他也就意識不到自己，這同他的感官

是否正常、大腦是否清醒都沒有絲毫關係。我是鏡

像形態的存在：我存在，就一定有一個作為我的鏡

像的「我」也存在；我知道，就一定有一個作為我

的鏡像的「我」知道我知道……。說到底，我、自己

標誌著一種能力，人類從生命活動決定於本能的

動物轉變為人—「自我實現的行為主體」—的能
力：自己形成於自指，人類可以意識到自己，在於

意識中存在著作為自己的鏡像的「自己」；自己是

什麼？只有「自己」可以知道；只有自己願意，自己

就可以「自己」定義自己，自己決定以自己生命踐行

自己對自己的定義，從而成為「自我實現的主體」。

無疑，正確運用這種能力進而正確定義自己，極其

艱難，所涉及的哲學問題也是笛卡爾、胡塞爾、薩

特、海德格爾等近現代哲學家所力圖解決而沒有

解決的問題。但更重要的是，這種能力不同於憑

本能就可正確發揮的、人類神經系統的其他能

力—感覺能力、反應能力等，離開了人類的自覺運
用就等於不存在。所以，哲學史上那些才智過人的

思想家像追問萬物究竟那樣沒有止境地追問自

我，其實等於擱置、荒廢了人類最寶貴的能力。反

之，那些對文化、文明做出重大貢獻卻往往為哲學

家們所輕視的思想家們卻擁有真正的智慧：追問

自我，但知道理性的界限，知道自我蘊含著自身身

生命最重要的能力，從而自覺且正確地運用了這

種能力，讓自己成為「自我實現的行為主體」。在

這意義上，那些偉大思想家精神探索的最終成果

其實就是他們自己作為真正的人的生命存在，所

以雅斯貝爾斯在論述孔子等先哲時強調：「最為關

鍵的東西並非這四位大師的著作或內容，而是他

們生命的真實性，這是人類在世間轉化的起點。」
[39]

在認識自己的問題上，主導國內哲學界的唯

物主義哲學並沒有走出前人的誤區。唯物主義哲

學認為：「意識是對物質世界的主觀映像。……意

識就其反映形式來說是主觀的，就其反映的對象

和內容來說則是客觀的」，「真理是標誌主觀同客

觀相符合的範疇。」[40]這些原則為人類正確認識

物質運動規律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礎，卻不能用來

指導人類認識自己。自己指我。我是人腦中的意

識，卻並非「物質世界在人腦中的主觀映像」，[41]

而是形成於人類所特有的自我意識的意識、永遠

都是主觀意識的意識。人以我為主，以他為客。主

觀即人從「我」的角度看待一切。人腦中有「我」的

意識，人才能主觀，才能從「我」的角度看待一

切—包括看待自己。我就是人從自己角度意識到
的自己。在現實生活中，對於那個人人自稱為「我」

的人類個體，他人都稱其為他、她或其他什麼，唯

有人自己稱之為「我」。所以，人對自己的正確認識

永遠是自知之明—內容與形式都是我的真理，而非
「主觀與客觀相符合的真理」。一句話，人不是物，

人是「自我實現的行為主體」。所以，人在若認識自

己時仍然堅持唯物主義哲學原則，也就等於將自

己歸結為物，也意味著緣木求魚。

當代世界哲學已經在發展中否定了西方哲學

的傳統範式—把世界萬物歸結為某種本原、本體
以解釋世界的哲學範式。「由若干思潮匯合而成的

後現代主義的思想的最突出的哲學成果是對自柏

拉圖以來西方的主要哲學傳統展開多方面的重大

的抨擊。該傳統的整體計劃是理解和闡述基本的

實在，如今它被指責為一場徒勞無益的語言游戲、

一種持久的卻注定要失敗的逾越其置身創造的精

心虛構的努力。更尖銳的是，人們指責這樣的計劃

是內在異化和等級壓迫的──思想上的專橫的做
法，這種做法造成了存在的和文化的貧乏，並且最

終導致對自然的技術專家政治論的統治以及對他

人的社會—政治的統治。」[42]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

強調：「傳統的今天的存在論的根本缺陷是雙重

的：1.從一開始，它的主題就是對象的存在：即：一
定對象的對象性和無差別的理論意義的對象，或

與確定的自然科學和文化科學相關的物質對象，

而且通過這些對象領域涵蓋世界。……2.由此而導
致的後果是：在哲學問題中，它阻斷了走向這樣一

個決定性的在者，即此在的通道，而哲學就『是』

來自於此在和為了此在的。」[43]就是說，存在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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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第一哲學，將人與物都歸結於統一的存在，以

為發現了存在的秘密也就揭開了宇宙間一切存在

之謎，因此也阻斷了知人的通道，因為哲學是產生

於人也為了人而存在的。當然，西方文化根植於西

方人民世代傳延的基督教信仰，在西方文明中，哲

學作為形成於理性探索的知識體系，沒有解決如

何正確認識我的問題，也就不能解決西方人的信

仰問題，因此海德格爾晚年對哲學深感失望而寄

希望於宗教：「哲學到此結束」，「只還有一個上帝

能救渡我們。」[44]

當代中國哲學的發展受多方面因素影響而落

後於世界哲學的發展，目前「中國哲學界的整體水

平尚缺乏與世界哲學對話的能力，在整個世界哲

學格局中還處於邊陲地位」，[45]仍然囿於已被世界

哲學所否定的西方哲學範式—將世界萬物歸結為
某種本體以解釋世界的哲學範式，唯物主義哲學

不僅是國內哲學的主流形態，而且是國內學界公

認的中國人的世界觀理論。

作為一個哲學學派，唯物主義哲學不能正確

認識我，可以永遠探索下去，可唯物主義哲學作為

中國人的世界觀理論，不能正確認識我，就不能不

造成中國人的自我的喪失。如前所述，文化的本體

是主觀真理，文化得以傳承於人類族群繁衍的關

鍵，是人類世代以為這種主觀真理是天經地義、

毋庸置疑的絕對真理，所以當代西方文化仍是基

督教文化，基督教知識作為神聖與拯救的知識而

與效能知識、教養知識鼎足而立，西方人的核心價

值仍然根植於西方人民的基督教信仰。中國文化

數千年生生不息，綿延不絕，關鍵在於文化承載於

知識，通過知識傳授而傳承於族群繁衍：無論由誰

執掌國家政權，「經史子集」都是社會公認的知識

體系，都是全國學術與教育的基礎與內容。目前中

國知識體系是以唯物主義世界觀為基礎的學科知

識體系。學科形成於科學的門類劃分，指科學知

識的分支—「學科是相對獨立的知識體系。」[46]學

科體系由理、工、農、醫、文、史、哲、經、法、教育、

管理、軍事、藝術等十三個門類構成，其中所有學

科的知識都是屬於全人類的知識—自然科學知
識、社會科學知識與作為自然科學知識與社會科

學知識的概括與總結的哲學知識；承載數千年中

國文化的知識散存於文、史、哲等不同學科門類

中，不僅喪失了敘述中國人以為天經地義的人的

真理的知識功能，而且還要為新的知識標準重新

評價其作為知識的意義。因此，我們自己建立的知

識體系，其中卻沒有承載中國文化的獨立知識體

系的位置；我們的教育體系堪稱完善，我們的教育

卻只傳授知識而不傳承文化；中國人都希望中國文

化繁榮昌盛，卻又眼看著中國文化日益衰落。說到

底，文化傳承不同於科學知識傳授。科學知識是人

的工具，是否使用，怎麼使用，只是人自己的事情，

與科學知識本身無關。文化傳承卻是人之為人的

真理的世代傳遞，不僅教育者必須言傳身教，以身

作則，受教育者也必須學而時習，知行合一。如果

文化傳承變成了科學知識傳授，人之為人的真理

成為了科學知識，不僅人人都可以質疑，而且可以

根據自己需要決定是否運用以及怎樣運用，文化

也就不再傳承了，我們有關人的教育—有關世界
觀、人生觀、價值觀、理想、信念、道德等的教育—
也就必然軟弱無力，缺乏實效，從而不能不導致物

欲橫流、個人至上、誠信缺失等社會亂象，正所謂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苟不教，性乃

遷」（《三字經》）。更重要的是，世界觀形成於人

從自己即「我」的角度看待自己生活於其中的世

界，中國人以唯物主義哲學為自己的世界觀理論，

也就難以擁有屬於自己的世界觀理論。唯物主義

哲學認為，正確的世界觀即科學的世界觀，必須

「建立在對客觀世界發展規律正確認識基礎之

上。」[47]這樣，《論語》等儒學經典所敘述的世界

觀理論—君子從自己角度看待自己生活於其中的
世界的世界觀理論，就是錯誤的、主觀唯心主義

的，不能再作為中國人的世界觀理論。可建構屬於

中國人自己的科學世界觀理論，卻又在理論上完

全不可能—科學是屬於全人類的事業，中國人的
世界觀理論怎麼可能是屬於全人類的科學理論？

冷戰結束，人類進入多元文明並存的新時代，中國

人以唯物主義哲學為自己世界觀理論所帶來的問

題也日益凸顯。「『文化自覺』是當今時代的要

求。」[48]在不同文化中生活的人民，都應擁有屬於

自己的世界觀理論。中國是以文化立國的文明古

國，也是當今的世界大國，但因為自己的原因，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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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億中國人卻尚未形成屬於自己的世界觀理論。

高清海先生生前最後一篇論文指出：「中華民族的

生命歷程、生存命運和生存境遇具有我們的特殊

性，我們的苦難和希望、傷痛和追求、挫折和夢想

只有我們自己體會得最深，它是西方人難以領會

的。我們以馬克思的哲學為指導，對於這類具體問

題也仍然需要有我們自己的理論去回答和解

決。」[49]高先生的倡議得到國內學界的普遍認同。

2004年「中國哲學大會」明確提出「構建中國哲
學」的理論目標，強調「構建中國哲學，在於重鑄

我們走向未來的民族思想文化的基礎和靈魂。」[50]

然而國內哲學界仍然普遍認同唯物主義哲學，構

建屬於中國人自己的世界觀理論的工作自然難以

展開，曾經得到學界一致認同的理論目標，也就一

直停留在紙上，漸漸被學界自己所遺忘。

三

如何突破制約儒學復興的瓶頸？唯有解放思

想，文化自覺，回到自己文明的源頭，從那裏汲取

走向未來所必需的精神力量，重新領悟先哲的智

慧，重新認識真實的自己。「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老子》）。

解放思想，我們才可能正確理解文化自覺的

內涵。「文化自覺」概念由費孝通先生提出，指「生

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51]蘊

含著一種對於文化的、更全面也更深刻的全新認

識。目前人類有關文化的正確認識可分為兩類：一

是科學認識，即形成於從「他」的角度的認識；一

是文化自覺，即形成於人從自己角度對自己文化的

認識。前者是客觀的，是關於文化或某種文化的一

般性質、規律、特點、長處等的認識，表現為某學

科的專業知識—文化學、宗教學、漢學、中國學等
學科的學科知識。後者是主觀的，是生活在一定文

化中的人對自己文化的自知之明。美國人、日本人、

俄羅斯人等生活在其他文化中的人們，也可以客觀

研究即從「他」角度研究中國文化，成為國際學術

界公認的漢學家、中國學家，但他們不會擁有對中

國文化的自知之明，因為他們不是生活在中國文化

中的人，不可能從中國人自己的角度認識中國文

化。同樣，我們作為在中國文化中成長成人的中國

人，如果也像美國人、日本人、俄羅斯人那樣，也是

客觀研究即從「他」角度認識中國文化，結果也只

能和他們一樣，可以成為系統掌握中國文化知識

的專家，卻不會擁有對於自己文化的自知之明。區

別這兩種關於文化的正確認識，具有重要意義：一

種文化的精髓是什麼？人們如何才能繼承、弘揚自

己文化的優秀傳統？不同文化各不相同，沒有統一

標準，同經濟、政治制度也沒有什麼必然聯繫，國

際學術界更不會給出唯一正確的科學答案，唯有

生活在這種文化中的人們自己能夠知道。冷戰結

束，世界進入新的歷史時代，美國學者亨廷頓強

調：「在這個新的世界裏，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

險的衝突不是社會階級之間、富人和窮人之間，或

其他以經濟來劃分的集團之間的衝突，而是屬於

不同文化實體的人民之間的衝突。」[52]滄海桑田。

冷戰時期的階級認同、階級覺悟為新世界的文化

認同、文化自覺所取代。置身多元文化並存的當代

世界，不僅中國人要自覺自己的文化，其他國家的

人民也要自覺自己的文化。世界潮流，浩浩蕩蕩，

順之者昌，逆之者亡。費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

覺」概念，凝聚對百年來中國文化研究的深刻反思

與對當今世界格局的透徹認識，也得到黨中央的

高度認同與充分肯定。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強調：

「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文化

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顯，維護

國家文化安全任務更加艱巨，增強國家文化軟實

力、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要求更加緊迫」；我們要

「培養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

明素質，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弘揚中華文化，努

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中共十七屆六中全

會公報》）。為此，我們必須解放思想，擺脫唯物主

義哲學思想的束縛，從自己即「我」的角度認識自

己的文化，真正擁有對於自己文化的自知之明。

正確理解文化自覺的內涵，我們才能正確判

斷儒學乃至中國傳統文化的當代意義，真正做到

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使儒學復興真正成為中國文

化優秀傳統的繼承與弘揚。儒學、中國傳統文化都

是在農業文明中形成、發展起來的，在當今時代復

興儒學，復興中國文化，必須取其精華，去其糟

粕，否則過時的封建綱常、父權主義、繁瑣禮儀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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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沉渣泛起。然而這也是百年來中國文化研究始

終沒有解決的問題，至今中國文化研究中仍然普

遍存在著一種觀念，認為我們必須「堅持科學對

待中國傳統文化」，「客觀辨證地看待中國傳統文

化的歷史作用和時代價值。」[53]現在看，中國人都

希望中國文化繁榮昌盛，卻又眼看著中國文化日益

衰落，同這種觀念有很大關係。究其根源，中國文

化的本體是一種特殊的主觀觀念—中國先哲在認
知自我的精神探索中發現的真實的我，或者說，以

「君子即真正的人」為思想內涵的主觀真理。因

此，中國人唯有從自己即「我」的角度認識自己的

文化，才可能認識其精髓—先哲發現的真實的我，
才可能擁有文化自覺—在中國文化中成長成人的
中國人對自己文化的自知之明。

真正擁有文化自覺，我們需要回到自己文明

的源頭，重新領悟先哲的智慧。中國人來自五湖四

海，有著各自的文化背景、社會地位與相關利益。

人們從自己即「我」的角度認識中國文化，難免受

自身文化背景、社會地位與相關利益的影響，「公

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主觀認識的確往往形成

偏見。另一方面，人類有自我意識，人人可以意識到

自己，都難免困惑於自己，都有認識自己的精神需

要，頭腦中也都有著相同的真實的自己與共同的

心靈。孟子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

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

之」（《孟子》）。當代英國哲學與心理學家亨弗瑞

則稱人是「天生的心理學家」，[54]相互間可以感同

身受。因此，我們要超越主觀意識的局限，就需要

回到自己文明的源頭，拋開歷史加諸於我們身上

的文化背景、社會地位與相關利益，讓我們僅僅作

為一個可以意識到自己因此也困惑於自己迫切需

要認識真實的自己的人；讓自己作為這樣一個人從

自己即「我」的角度面對中國文化，讓作為這樣一

個人的「我」面對先哲所發現的真實的我，從而領

悟先哲的智慧，獲得對真實的自己的認識，獲得對

自己文化的自知之明。正如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

所強調的：「人類一直靠軸心時代所產生的思考和

創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飛躍都回顧這一

時期，並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自此以後，情況就是

這樣，軸心期潛力的蘇醒和對軸心期潛力的回憶，

或曰復興，總是提供了精神力量。」[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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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o m e p r o b l e m s i n t h e r e v i v a l  o f 
Confucianism

Lu Jia(School of Marxism, Tsinghua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noumenon of culture is a special 

subjective concept -- the true self discovered by the 
sages in their spiritual exploration of self cognition 
in order to meet their spiritual needs, or the truth that 
must be able to manifest the existence of human life.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the only non religious civilization 
among the great civilizations in the world, because the 
Chinese sages found that the real me is a gentleman, 
and a gentleman is the personif ied form of human 
truth. For the Chinese, the revival of Confucianism is 
to revive the spiritual production of spiritual products 
to meet their spiritual needs and pursue their own 
good life. However, the revival of Confucianism has 
a long way to go, because the bottleneck restricting 
the revival of Confucianism is the ideas in the minds 
of Chinese people. These ideas are conducive to 
China’s modernization, but hinder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The only way to 
break through the bottleneck restricting the revival of 
Confucianism is to emancipate the mind, realize th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return to the source of one’s 
own civilization, draw the necessary spiritual strength 
for the future, re understand the wisdom of the sages, 
and re recognize the real self.

Key words: human, self, spiritual need, cul-
ture, Confucian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