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二
二
年
第
一
期
（
總
第
一
一○

期
）

文
化
中
國

４

(接上期)

西方須再啟蒙

■：你講的非常好，整個把近代西方尤其美國

發展的一些走向下坡的情況說的很清楚了。我再說一

下我的觀感，可以說這是我們共同體現西方尤其美國

的文明墮落和迷失。我們要回到中國哲學的高度與深

度，讓西方能夠感受到再啟蒙的需要和力量。因為啟

命運共同體與本體詮釋學(下)

■ 成中英

夏威夷大學哲學系教授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專題對話

方的一種認識。全球化是一種自我實現，來幫助他

人實現，來實現人類共同本體的一個過程。

兩位學者通過對話彼此啟發，在以下問題上

達成共識。中國文化有一個天地人的三位一體，天

地人不離不雜，彼此相交，彼此開放的，是生生不

已的；中國的還有靈魂體、精氣神、理氣心的三位

一體，不僅修煉，而且還有涵養。談到中國當前的

制度和政治哲學，他們均認為中國目前的制度嘗試

是有《易經》精神的，它也吸收了某種社會主義，用

的很好。從象山到朱子，再到陽明，到劉蕺山，到王

船山，到孫中山，到毛澤東、鄧小平、習近平這樣一

貫而下的精神都可以用本體詮釋、本體實踐來表

達。中國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走的就是本體詮釋論

路線，所以能夠發揮改革創造作用。

關鍵詞：本體詮釋學；天地人；精氣神；靈魂體；理

氣心；三位一體

摘  要：全球範圍內的疫情把人從自我中心的後現

代思想中驚醒過來，使我們認識到人類命運是共

同性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很好的一個理念。

本體詮釋學認為，人類存在一個共同的本體，雖然

不同的文明、不同的國家都有不同的詮釋世界的方

法，但是本體詮釋學認為，你與我所詮釋的是一

個共同本體，這個共同本體放在不同的處境裡面就

會有不同的對世界的詮釋。通過本體詮釋學來作多

元的詮釋，回歸到一個共同的本體，在這個共同的

本體裡面我們又有各自的多元詮釋，彼此並不對立

的，而是通過對話可以會通。這成為命運共同體哲

學的根據。成中英同意梁燕城從本體詮釋學的角度

理解命運共同體，並且說中國哲學一開始就講天下

一家，從來都是在講自我的時候還要考慮到天下，

講天下就必須講天的本體，天地的本體。本體詮釋

學認為，這個內在的本體本身就具有一種詮釋精

神。詮釋是一種開放的、理解的，也要求去認識對

蒙精神在18世紀可說是中國人給西方人上了一課。但
是在此二十一世紀如何能夠給西方人一個中國哲學

的再啟蒙，可說是中國哲學發展的一個現實目標。把

西方從一種技術的繁華的虛無主義中喚醒，使它能夠

敞開胸懷，懂得平等，重視人類整體，實現真正的生

命自由。

過去美國人誠實、真誠，有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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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回憶60年代到美國求學的一段經驗，這段
經驗是和我對基督教的認識有關。我大學畢業後於

50年代後期到美國華盛頓州首府西雅圖的華盛頓大
學求學，那個時候的美國基督教精神還是很不錯的，

傳教士對外來的學生主動提出照顧，很真誠，而且還

有一種熱情，對外來的學生提供方便。雖然也趁此傳

教，但並不是要求你非信基督教不可，我覺得這是非

常好的，而且感受到很溫馨。

當然也不是說傳教士們當時沒有對華人的歧

視，實際上他們並不瞭解中國。有一個人問我，說香

港在什麼地方？香港是不是在新加坡？他們會問這樣

的話。可見他們的知識是很閉塞的。吃飯的時候他們

用瓷器，其實瓷器大家都知道是中國來的，可是他們

卻問說你們有沒有這樣的瓷器？中國的瓷器事實上比

他們的瓷器好多了。但是他們認為中國沒有，中國是窮

的國家，他們對中國有一種憐憫。

1959年我進入哈佛大學。我看到美國東部的人
也都循規蹈矩，重視禮節與誠實，整個社會風氣很

好，社區非常安全寧靜，有的地方甚至夜不閉戶或鎖

門。逐漸我瞭解到美國南部黑人受到歧視，產生了社

會問題。黑人教會領袖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 1929-1968）在1963年到華盛頓作了《我有一
個夢》的演講，傳播甚遠。我對美國社會文化的理解

也更為加深。同時在那段時間，美國進行越戰也有四

年到五年之久，在1963年前後，美國社會發起了反越
戰運動，對美國參與越戰發出社會的道德呼聲。在那

段甘迺迪總統任職期間，我看到美國社會的各種政

治運動，覺得美國十分關注世界，尤其亞洲太平洋國

際事務。但我並不理解美國戰後社會心理的改變，他

們極端反共，對中國也一無所知。不但不知道現代中

國，也並不知道傳統中國。因為漢學傳統似乎有所斷

絕，根本不認識中國文化與中國哲學，甚至否定中國哲

學是哲學。我只覺得美國人重視正義，是一種理想精

神。但在越戰中所表現的非人道的殘酷戰爭行為，卻

叫人十分寒心。總之，在60年代早期，我在學校工作中
逐漸加深了對美國的認識。美國是從一個清教徒傳統

中走到世界，想把他們的理想加之於世界，甚至希望

改造這個世界，繼續在英國沒有完成的清教徒革命。

但是就現實而言，他們又不能接受現實的改變，包括

黑人問題與越戰問題和中國的發展，而且他們好像抱

定了一個基本的信仰，不能因時利導，客觀學習，形成

一種閉塞的理想主義。就以黑人問題而論，黑人在南

方遭受不平等待遇，尤其考驗了中國人天生的平等主

義。南方的中國朋友告訴我說，黑人白人分坐不同的

公共汽車，中國人到南方去不知道應該跟黑人坐，還

是跟白人坐。中國人面臨這個選擇很困難。因為中國

人認為人都是平等的，為什麼要在黑白之間選一個座

位。南方的中國人因此比較迷茫，他們有時候坐到黑

人那一邊，白人就告訴他們說，你應該坐到白人這一

邊。但是你真正跟他們坐一邊，他們又覺得你還是有

色人種。中國人感到非常困難。

中國在西方或美國沒有發言權，沒有辦法說明自

己的主張或者立場，甚至在學術方面，只能做專業的

知識貢獻，而不能發揮哲學的主張，進行東西方平等

的比較。我從事哲學研究，雖然重點是在西方當代的

邏輯哲學與分析哲學。但我卻不願意放棄對中國哲

學的反思。所以我在撰寫西方哲學論文之外，自己要

求自己另寫一篇中國哲學的發揮，那就是我對戴東原

《原善》的研究與翻譯。在中西文化的對立中，我覺得

我們應該關心中西文化的彼此認識與彼此溝通的問

題，尤其應該把中國哲學的宇宙觀、生命觀與價值觀

表明，讓西方人都理解，這就是一種平等主義。用平

等來作為出發點，來實現中西的平等互惠交往，導向一

個包容差異的和諧整體。這也就是人類命運共同體

的一個基本形式。

越戰後失去基督教的厚道

經過越戰，我慢慢感覺到西方基督教逐漸失去

一種厚道待人的精神。其實基督教在美國的支派很

多，作為主流的宗教，仍然能夠容忍不同的支派。但

在對待政治體系的多元，基督教也有一種排斥，不只

是制度，甚至及於其他文化傳統的價值觀。冷戰期間

美國人心態非常不穩定，整個社會彌漫著一種不確

定感，同時又有非常強烈的基本教義的信仰，或者說

由於這種不確定感，整個社會走向一個基本教義的

價值觀。我看到其中不同邪教的發生以及美國社會風

氣的極端個人主義。1964年在夏威夷大學舉行東西
方哲學會議之後，我於1967年被邀請到耶魯大學哲學
系任教，是第一位在美國東岸著名大學開設中國哲學

課程。當時耶魯大學John Smith教授重視中國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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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他看到中國哲學對西方哲學的重要性，以及對

美國社會文化發展的重要性。因此，是把中國哲學當

作一個新的傳統來補充西方的現代性和美國的極端

宗教主義。從這裡看出，當時的美國有識之士面臨到

西方文化的價值問題，與社會風氣問題，看到中國哲

學的重要性，可說是美國文化中突出的創見。可惜我

因為對當時台灣大學母校的承諾，選擇到台灣大學重

建哲學系的任務，喪失了一次可以比較深度影響美國

哲學發展方向的重要機會。但我在耶魯大學兩年的

教學，卻讓我深信中國哲學的本體哲學與倫理哲學，

是西方哲學所需要的新啟蒙與資源。美國70年代以後
的發展，從80年代到這個世紀，是一個走向科技，強
調金融、貿易與資本累積的文化潮流。80年代日本經
濟興起，美國提高警覺，把日本經濟進行壓制，導向

日本經濟的呆滯停滯不前，結局就是美國金融產品與

經濟財富的大發展。此時美國也從各方面促使蘇聯崩

潰，實現了世界霸權的唯一地位。美國社會產生的驕

縱之氣以及在世界上的軍事權力擴充，使美國人更

有了一番新的面貌，最後遭遇到2000年的紐約世界貿
易中心的恐怖襲擊。這一事件，又把美國拖入到另外

一個極端。美國要用科技、經濟與軍事力量來管制世

界。由於中國的興起，逐漸與中國產生了利益的矛盾，

不能發揮正面的文明和諧精神。逐漸從緊張、警惕到

直接干預與圍剿，形成了當前的中美對立的格局。

從上面可以看出，美國有識之士還是想擴大精

神境界來解決困境，但是卻未能做到。整個社會彌漫

著原教旨主義，而對外卻表現為世界霸主的姿態，不

能從文化與文明中導引世界，走向大同與和諧。隨後

美國倡導的經濟全球化，也是從美國自身的利益出

發，並非真正認識到全球化的重要意義。因此，當美

國利益受到威脅時，就反對全球化。但反對全球化也

不是走回美國的原始精神，而是用美國的勢力來統治

世界。如古代的羅馬一樣。對中國的發展自然就產生

了極大的憂慮，認為是對他的威脅，而不能從文化的

角度，來匯合中國文化的復興精神，為世界打造永久

和平的基礎。我在懷疑美國的立國精神是否為後來的

美國人所尊崇，因為19世紀以來的美國人越來越世
俗化，越來越追求現實的享受和財富的積聚。尤其在

政治權力的使用上。只講求美國人自身的利益，而不

能考慮其他人的利益或美國與世界整體的利益。很

不幸的是，原來具有科學精神的實用主義，最後淪為

更為庸俗的物質實用主義。不但與美國人自身的唯一

利益為利益，而且把此一利益投射在金融資本主義

發展的方向，造成了2008年的東亞金融危機。美國民
間的原教旨主義似乎回到了猶太精神，以為上帝以美

國人為選民，這樣就把上帝也偏見化了。因此也讓人

們懷疑到美國的宗教是否淪為政治權力的手段和工

具，而無法繼承基督教作為普世宗教的濟世精神。

美國以力量稱霸

20世紀80年代美國人把貨幣和石油掛鉤，而石
油除了美國控制的中東之外，美國本身也發現了自己

豐富的葉岩油。由此造成美國覺得可以任意發行貨

幣的數量，對世界經濟產生重大的控制和影響。美

國人基本的目標依然是建立自己不可摧毀的權力王

國，對世界可以進行任意的控制與干涉。美國立國的

精神變成美國優先，美國第一，美國偉大。因此，對中

國文化復興的發展，不得不十分警惕，最後並予以打

擊。我想這是當前中美對立的基本背景，即美國以國

家自私作為最終價值，而中國則以世界文明作為終極

發展標準。兩者的衝突因此也就十分明顯，如何化解

在理想上中國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並能從本體詮

釋學的立場來溝通文化，但如果美國採取一個封閉

的文化心態，強調物質的霸權，兩者是很難溝通的。

因此從這一點看，人們不能不有一種悲觀。但另外一

方面，如果我們接受中國哲學中的人性本善的基本信

念，我認為中國的發展在文化上仍然能夠對美國產生

積極的影響。這就要我們十分的掌握中國本體化的哲

學精神，從本體詮釋的角度進行對西方與美國新的

啟蒙。這個責任是很重大的，這個工程也是艱巨的。

但它卻是人類的希望所在。因之作為中國文化的復興

參與者，必須認識到這個艱巨的工作，也必須認識

到這個重要的目標。這個目標不是空談，而是最實際

的問題所在。這裡還有一個希望點，那就是歐洲的國

家會自覺到自身的發展的需要，也許會成為中國發展

的助力。但另一方面，也很難保證他們不跟從美國的

勢力，變成美國的跟班。幸好歐洲有文化底蘊比較深

厚，在中西哲學的交融中，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學者或

許能夠產生更大的吸力與說服性。然而這都需要中國

人自身加強的努力，並具有對自己文化深刻的認識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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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定的信心。

我們看到西方的分分合合，整個過程並不穩

定。個別的國家對中國的理解也不一致，往往以為中

國仍是古代的中國，或者是19世紀的中國，因此抱有
一種偏見。如何使歐洲國家更理解中國，更善待中國，

是一個中國也必須面對的問題。我想在文化與哲學

中，仍然可以發現彼此可以平等交往與對話的空間。

按照康德哲學的說法，30年戰爭之後，人們應該有一
些共識，認識到永久的和平的重要性。雖然世界各國

已組成聯合國，但西方不一定能夠體悟到中國天下一

家的情懷。中國也必須建立更好的世界哲學，強調中

西哲學的互通與互釋，以及在對話中開拓出來的人類

理想的大同世界。歐洲歷史有數千年，也許可以從歷

史的教訓中認識到仁道與人文精神的重要性。但美

國哲學卻最多只有兩百年的發展，而事實上真正的美

國哲學就是實用主義。由於美國的強大，美國的實用

主義往往被有些西方人看成價值的圭臬。但事實上，

杜威的實用主義往往流於功利主義與角色主義，並沒

有整體人類的和諧化的精神。杜威強調科學與實驗，

但人的存在卻有十分內在的體驗能力，而人類的歷史

也透視出深厚的生命精神與道德精神。是否此一生

命精神與道德精神能為美國人所體驗，應該是一個

問題。美國人缺少歷史感是一個事實，美國強調法律

的合法性，而因此罔顧道德倫理的價值，也是一個事

實。在美國，人們強調人性的自私與天生的道德缺陷。

人們除了自我的利益和對道德的偽裝之外，往往不知

道還有真的倫理價值與道德精神。這在今天的美國

顯然是可以看到的基本現象。早期美國基督教的潔身

自好的精神，與人為善的心態已經一去不回。也許這

是美國社會最根本的失落，也代表美國精神的衰敗。

至於它作為霸權，能否為所欲為，也是一個自身不能

擔當的信念危機。

神學化的物質主義

另外我們需要警惕的是，科技的發展，把人看成

物，同時又創造一些超智慧的機械。此一人造的機械

不但失掉人的自然性與內在的神聖性，卻反過來可以

構成一種壓迫人的自由的工具。機械本來就是工具，

目的在怎麼用這個工具。發明超智慧的機械是為了服

務人類，但它也可能悖用來作為物化人類的工具，這

就看誰具有對機械的控制權。人們當然可以把一個

機器進行倫理學的規劃，使它服從倫理學的規律。但

是這也不能保證它不同時是控制人的自由，造成人的

不平等的手段。我提到此處是因為美國文化走的是物

質主義的路線，具體來說在當前就是向自動化的超智

慧極限的發展，可以作為武器，也可以作為社會的勞

力，當然也可以成為取代人存在的一個潛在物體。至

少它可以被用來綁架人的活動，使人們必須服從機

械地規劃，而逐漸喪失人的自由與自然發展的生命行

為。好萊塢電影裡面我們常常看到這些假想的情況，

雖說是假想，但目前的趨勢卻是把假想變成實際，因

此也將人類的世界變成機械的世界。而只有少數的人

作為機器的主人，才能享受真正的自由。

總的來說，西方與美國逐漸喪失了原始的真誠與

人性的厚道。更逐漸喪失了自我管束的能力，以及對

他人的仁愛精神。人們變的很自私而且處處以私心揣

測他人，使每個人都變成可能的犯罪分子或敵人。這

樣的發展是無法走向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因為人們

並不認同他者。而往往只是想控制他者，這可能是西

方文化最大的悲哀。把同類的人看成工具，看成威脅

者，陰謀者，看成對立者。由於對人類歷史的無知與

對人的信心的失落，形成了一個只靠物質與機器的社

會集團，這樣一個趨勢是我們應該去警惕的。本體詮

釋學倡導回歸本體，從共同本體中建立人的自信與互

信，自省與互通。這樣的認識需要推廣，需要傳承，也

許這就是中國文化的使命所在。面對西方文化造成的

危機而不得不在這方面給予最大的關注。

人性的異化與迷離化

現在真正的問題是跟這個精神相反，跟理性的

包涵相反，就是不理性的一種猜測，一種造謠心理，

一種陰謀論。因為陰謀論者本身就是以陰謀的心態

來說明這個問題，來製造一種藉口。比如說這次美國

選舉，我們也搞不清楚，到底是特朗普總統真的認為

選舉是作弊，還是說他把作弊作為他的一個藉口來

達到他的目的，還是說他也有可能自己作弊，然後他

也認為別人作弊來作為達到自己目標的一個方式，我

們就搞不清楚這種人性的模糊化和迷離化，到底有

什麼意義。它不是理性，並喪失本體，喪失了本體的神

智、良知、本性，最後就產生一種人性的異化跟迷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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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如此一個人也就不知道自己說的是真的還是假

的，就好像做夢一樣，也不知道自己是在講夢話還是

講真話。

也許這是後現代資本主義追求自我滿足的壓力

過大，自然產生的精神疾病。精神疾病的現象往往真

假不分，並往往是群發狀態。比如說最近中國制裁西

方與美國，因為歐美制裁了香港的50多位中國官員。但
是美國的國會居然發言，他們怎麼可以來制裁我們？

我們要展示我們的力量，不允許他們制裁我們。他們

不問他們的說辭是否符合真相，只是與他們干涉中國

主權的意願相違。他們不願意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

情，卻片面的強加他人。這種不平等的精神成為西方

人行動的圭臬，可是他們並不自覺，自說一套，還要別

人無條件接受。我不懂他們為什麼不可以從「己所不

欲，勿施於人」的良知，來對待他人呢。他們為什麼

不可以從根源的問題上來瞭解事實。顯然這就是他

們不知本，不識體，更不知用，對人類共同生活的發

展，只能造成傷害和倒退。

中國儒學強調自知，蘇格拉底也強調知道自己。

固然這是就個人而言，但推廣到群體，以及代表群

體的國家管理者，又何嘗不適用呢。我在早期的美

國看到社會重視公平精神，所謂「公平遊戲」（fa i r 
play），認為這是美國的精神。但這個精神似乎只在
美國適用，而美國人卻不用在國際或普遍的人類社

會，這已經是違反了它本身的公平原則，這也突顯了

美國人的狹隘的視域與自私的心理。我提出西方的再

啟蒙，乃在希望西方人能夠開闊自己的心胸，反思自己

的缺陷，學習真正的開放。因此我在美國推廣儒學，

強調的是仁愛之學，智慧之學。但有些西方學者卻只

看重儒學的繁文縟禮，以為這才是文明的表徵。實際

上文明的表徵應該有一個相應的文明的核心，那就是

仁義之道。仁義與禮儀都是中國做人的基本道理，表

面上的虛文與禮節，固然有一定的社會作用，但實質

上社會的發展在人對他人的關切以及對他人的正

義。所謂本體，不只是形式，而且更重要是內涵。人的

本體必須以仁善為核心，以禮信為表徵，內外互用，內

外合一，方能提高文明與德性，促進人類的共同利益

與共同繁榮。很不幸，美國在種族等問題上只有不平

等的歧視，而缺少我們所說的內在的仁愛。而這個缺

少在現代美國的發展中越來越增加，成為新移民社會

特徵。其實美國的當道者應該努力保存其原始的求善

之心，並在實踐中發揚出來。這才會是美國真正的貢

獻。但美國文化卻因為移民擴充，科技越發達逐漸喪

失自我的本體與文化的本體，殊為可惜可歎。

從整個西方來說，西方的古典精神在近代化的

進程中逐漸衰落，也可能是一個事實。主要的原因我

們看是把霸權意識與富強意識看成是上帝所代表的

價值，我們從韋伯（Maximilian Karl Emil Weber，
1864-1920）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
看到資本主義的興起。一方面是清教徒的禁欲的理性

精神，另一方面卻把追求財富的成功歸之為上帝的榮

耀。這等於把基督教資本主義化了，塑造了一個鼓勵

資本無限擴張的上帝權威。這一觀點，其實是違反我

說的本體概念的。因為本體的概念是自我意志與宇宙

創造力的對應和統一，而不是片面的決定。資本主義

的擴充往往傷害平民百姓，造成貧富不均，同時也造

成環境污染。因此，這種後果並非人的基本為善的意

志。所以我認為西方古典精神的失落，就是把一個崇

高的上帝轉化成為一個有偏見的上帝。當然我這裡說

的古典，可能也是一個理想的古典，是把希臘的理性

精神與猶太人的宗教精神結合起來的一個理想的構

想，也許並不實際。也許古典上帝的內涵並未全部決

定，最後反而為後期的資本主義來作為補充了。回到

中國來說，中國的古典一直強調中道，所謂中道就是不

偏不倚，不是以公濟私，也不是以私為公，而是嚴格

區分私心與公心，強調意義之辨。因此，本體的意志

必須和宇宙的公正密切結合。在公心的實現下，私利

也可以有一定的地位。但私利卻不可以代表公心，也

不可以混淆公心。《詩經·大田》說「雨我公田，遂及
我私」，由此可見一般。中國強調整體性與宇宙性，是

要從大處來解決小處問題，從整體來解決具體問題。

不是鑽牛角尖，而是從更開闊的角度來解決狹隘的問

題，比如說個人問題不能解決就找朋友，朋友不能解

決了，就從家庭，從學校，從社會，從整個歷史傳統，

從整個宇宙來解決問題，而最後必然解決。而西方則

是越走越狹，把天地的問題變成個人的問題，把公的

問題變成私的問題，造成公私不分，以公濟私，以私

為公。此一現象在我看來，是與西方原來的希臘邏輯

理性主義相反的。也與康德的內在理性主義相違的。

這就是西方現代化的精神病症，我們不能不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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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什麼要重視這一點？因為我覺得人類是

一個整體。如果部分人精神混亂或心靈迷茫，我們如

何使他恢復起來，使他正常化，這將是作為整體主義

的中國文化所面臨的一個挑戰。我們現在強調中國文

化的復興，它的含義絕不只是中國的，應該也是世界

的，應該作為人類文化發展的前途的一個重要項目來

探討。因此我們必須要有一種自覺及覺他精神，來把

我們本體哲學的思想當作文化與神學的意識加以展

開，使人類走向一個正確的發展方向，也為現代化的

持續發展提出反思的智慧，走向正道與中道。

天、地、人與精、氣、神

說到這裡，你剛才提到三位一體，講得特別好，

我也同意這個說法，天地人三位一體，天中有地，地

中有人，人中有天地。天地是一個動態的存在，天地孕

育了人，人是天地中的一個生命體，他有天地的精神，

他能夠繼承天地的創造力和天地的開發性，能夠發

揮不同程度的創造精神。孔子說「人能弘道，非道弘

人」，我瞭解的是就人的層次上說，你可以發揮天地

賦予你的創造力量。所謂繼善成性，開拓有益眾生的

文明與提升人類德性的文化。這就是我說的宇宙本體

精神。人類本體精神是開放的，是生生不已的，是一

個動態的實踐過程。因此，不論是科學或神學，都必

須重視人存在的倫理與人存在的內在之道與中心之

德。

把以上所說的天地人的典範用在精氣神這一說

法上面，也是很好的。作為道家的一個修持，所謂精

氣，是宇宙的生命力量。這個提法從《易傳》裡面可以

看到，淮南鴻烈也有同等想法。宇宙內在就有一種變

動不居的力量，說它是氣，是一種能量，可以提升為生

命的功能。即使從物理學來看，物理學走向化學，化

學走向生物學，生物學走向生命學，生命學再走向人

學，人學走向道德學，這都有一定的規律的。人的生命

的本體，就代表了此一發展的過程。而且是一個生生

不已的發展過程，它的存在包含了物理學、化學、生物

學、生命學、道德學等。它的存在可以創造不已，可以

自我更正，自我革新。因此，我們對人的自覺就在如何

認識到人存在的內涵或內在性。此一內涵和內在性的

原點，是一個創造的活力和火焰，我們不能任其毫無

意義的消失，而必須在生命與文明的成就基礎上，來

完成生命的內在潛力與使命。

很可惜西方人還沒有認識到中國易傳所說的生

命的含義，往往由於外在的物質追求和私心的欲望，

喪失了人的本體而不自知。

奧秘性與無限的深度

你用「奧秘性」，我覺得這個詞用的也很好，奧

秘性就是如《道德經》所說的玄之又玄。所以玄之又

玄是生命體內在的力量滔滔不絕的形成和發出，其深

不可測，也可以說是一種自生，根植在無窮的宇宙的

核心，而它的生生不已的力量，是內而無邊，又是大而

無外的。它可以深入無限，也可以向上層層提升而無

限。說它是奧秘，是說它有無限的深度，也有無限的

高度，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此一奧秘性的力量，

也可以說是一個簡易的原理，因為它就是這個宇宙本

身的自我轉化與創造力的自身本能。這就是宇宙本體

的基本性質。

理氣心：物理、生命與自覺

我在此提出另外一個典範，那就是理氣心的典

範。對理氣心的瞭解，我和牟宗三先生有很大的差

別。從中國哲學的發展來講，理氣心這個說法，是認

定宇宙的存在，有一個根本，就是理。這是本體的理，

是所有理之源泉。它是一個存在的原理，也許和黑格

爾所說的絕對的理和精神有相近之處。因此，凡是合

理的，都能有存在的本性。因為理的存在就表現在存

在之為存在，以及存在之為持續的存在。合理的存

在，但存在的不一定合理。因為存在不能夠繼續存在，

就表示它未能完全達到合理的標準。這說明存在是

需要存在自身去發揮其合理性，而終極的存在只是提

供一個存在的機會。存在者為氣，氣的存在必須持續

的合乎理，才能夠形成氣的活動，不然也會斷絕。這

本來也就是人的生命面臨的挑戰，能夠有責任的維

護生命，發展生命，是生命存在體的自身的責任。一

個族群的文化必須顯現其持續的活力，才能夠繼承下

去。因此人們不能夠喪失本體，不能斷絕本體，不能

不反思與理解本體。本體詮釋學的基本含義就是透

過詮釋的理解，來維護本體的內在活力，使本體能夠

發揚光大，為人類後繼者開創文明的道路，更好的去

發展人性本體中的創造力與合理性的生命力。一代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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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的發展，往往後繼者無法持續，自然有它基本的

道理，所以我們對外力的破壞，不能不防備。只有在防

範中，才能維持本體的健康發展。人不可能忘本，人

必須要有文化自信，其道理就在此。不只是要自身求

進步，也在防範外在的破壞力量，有機可乘傷害到自

我存在本體的精神。個人如此，社會亦然，國家更是

如此。民族的生命也就繫於人的自我本體的自覺，而

奮鬥不已，而生生不息。易傳與老子都認識到「一陰

一陽謂之道」，因為一陰一陽之謂道就是理的運作方

式，也就是生命存在的一個根本形式。」

那麼理的存在化就是氣，張載他用了「氣化」這

兩個字，理的氣化是理存在的一個根本方式。理的氣

化是生命的發生與變化，本來在地球上一無所有，但

有兩億個具有生氣的存在體，那就是地球的本體性。

有此本體性，雖然十幾億年前還沒有生物，後來有了

海洋，有了空氣，然後忽然海洋裡面跳出一隻魚來，或

者是空氣裡發出一聲鳥叫，是誰使然的呢？其實這就

是宇宙氣化的成果。氣化帶來生命，生命帶來宇宙生

物的豐富性。也許從物理的發展來看，從氣化的波狀

存在到基本粒子的發生，產生了原子分子與細胞，然

後才有了生物世界，然後才有了人。此一宇宙的進程，

是神奇的，但卻並非無理可循。因此，從理到氣，從

氣到人，我們看到一個變化的整體，一個生命豐富化

的整體，一個物質、時空與生命的整體，形成了人的世

界。而人又因為它的自覺，能夠繼善成性，創造了人類

的文明，發揮了人的心性的創造力，這就是理氣心本

體一致的發展。

時間是生命延續的一個歷史。在這個過程當中，

理中有氣，氣中有理，氣中有心，心中有氣、有理，理中

有心有氣。這個關係代表了生命存在的三位一體，這個

三位一體是本體的三位一體，而不是西方宗教所說的

上帝的三位一體。但是它的結構卻可以作為西方宗教

所說的三位一體的基本，它的內在性也成為西方宗教

超越性的基本。如果我們從人的自覺來說，人由於天

賦的理性與氣質，發展了心性。由於心性形成聖賢，

進而做出內在的超越的價值觀，也做出外在化的上帝

存在觀。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外的關係也可以說是內

外的關係，是可以相應，也可以相互轉換的。因此我

們也不並執著某一觀點，而是從其相應的經驗中，來

決定人的發展。此一決定也是最為合理的決定，既不

妨礙自身的發展，也不強加個人與他人，而是包容轉

化，共同繁榮，交互營養，使人類生命文化的發展更

為輝煌燦爛。最後要說一下，生命本體是人以及人的

文化的根源基礎，這樣構建的意識是可以用中國哲學

的生命哲學來表達，也可以用西方宗教哲學的語言來

表達。

牟宗三對朱熹的誤解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文化之間的溝通就產生了

更好的一種瞭解，大家能夠有這樣一種認識能夠更

好的去發揮自己。這裡我為什麼跟牟宗三先生不一

樣呢？牟先生他是為了陽明學，陽明學當然是從熊十

力那裡接來，但是主要是他不喜歡朱子。為什麼不喜

歡朱子？他認為朱子只是講存在或存有，而不重視活

動。事實上，他認為朱子重視理而不重視氣，重理智

而不重良知，離開牟先生提出的道德形上學甚遠。所

以他把朱子貶為「只存在，不活動」。我認為這是最大

的誤解。

在《朱子全集》裡面或朱子的《四書集注》裡

面，朱子沒有說理非活動，理不是物，理存在的所以

然。他說「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

而無靜，神也」[5]。理作為氣之所以然，是氣的根據，

所以他又說「理生氣」[6]。如此，我們可以說，理是這

樣一個東西，其中原始的氣、原始的心，所以理不可能

只是靜的。它應該是靜而無靜的。從根本來講，理氣

的關係是動中有靜，靜中有動的。沒有不活動的存

有，也沒有不存有的活動。所以理並不是一個動靜問

題。你可以從觀察來看，像存有的一個礦山，它遲早

是會動的，因為它是在宇宙本體動態的創造活動發展

之中存在的，不可能不是動的。宇宙一分一秒也不能

停止。它只是相對的靜，相對的靜就是周敦頤所說的

「靜而後動，動而後靜」，也就是愛因斯坦所說的相

對性原理。基於不同個層次，這個地球是靜的，但也

是動的。所以每樣東西它都是相對的動，相對的靜。

內外的關係也是如此，靜中有動，動中有靜。

我們不可以說朱子中所謂的太極沒有動，周敦頤

的《太極圖說》亦然。太極並非亞里士多德所說的「不

動之動者」。因為太極是一個創生不已的能量，是其

內在的動創生了乾坤二氣。它可以動而後靜，靜而後

動，構成一陰一陽之道。牟宗三的「理無活動說」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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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他未能徹底的思考太極的性質，他也可能受到佛學

的影響。在佛學中有執和不執之分，他認為朱子只是

執著於理，而不知氣的無執於存在的形態。但是執與

不執也是要相對來講的。唯變所適，擇善固執，是一

種本體的執，是人實現其本體性不可或缺的。陽明的

良知是心之致良知，也就是執著於善而行，既是理又

是氣。致良知而行，是理氣圓融的活動。從本體詮釋

學的觀點，在本體知（致）用行上，朱熹與王陽明是整

體一致的。在中國哲學史上說朱子是「別子為宗」是難

以說通的。必須回歸到《易經》本體學和本體詮釋學

的深刻理解，才能解決一些字面或表面上一些問題。

我最近構思重新寫一個簡明的中國哲學史，就本

體學與本體詮釋學的精神疏導中國哲學的發展，以見

其本、體、知、用、行的內在結構或邏輯。但還是先聽

聽你對中國哲學如何走向世界的想法。你的新神學會

帶來什麼樣的一些發展？

朱熹對修養中罪念的反省

□：我對朱子的思考是這樣的，牟宗三認為朱

熹的天理存有而不活動，因為他忽略了朱熹的太

極本體論，在太極中理氣是合一的，因為理跟氣

都是太極的一個本體的表現，根本不可能有一種

存有而不活動的理，我覺得牟宗三對朱熹的論述

並不正確。朱子論「理」的概念，有時好像不活動，

因他比牟宗三多了一種反省，從他的詩裡面能夠

看到，他總是很用心的思考自己能不能做到聖人

的那種精神和表現。他常反省自己做不到天理的

要求，如說「困學工夫豈易成，斯名獨恐是虛稱」、

「困衡此日安無地，始覺從前枉寸陰」、「向來妙

處今遺恨，萬古長空一片心」。修養工夫常會一時

有真實體悟，天人合一，但又稍後失去，妙處變遺

恨，困衡不安。這種存在體驗，是理跟氣的分開，

主要原因是人在現實存在中，不能常恆天人合一，

氣不一定跟從理，這一點是聖賢真誠對內心罪念

的反省。

實際上朱子最偉大的地方，在他是中國哲學

中對罪念反省最深的一個人。孟子講到「陷溺其

心」，這個是對人內在罪念的反省。實際上在中國

儒家來說，他也不只是看到人美善的地方，也看到

人罪惡的地方。但是儒家的大師們很少描寫罪惡，

只是朱熹不一樣，因為他有修養工夫，他很重視每

人的心性能夠達到聖人那種領悟，然而人的心性

常有氣質的偏差，所以他就在人實存層次提出理

氣分開來解釋。所以朱熹的修養進路，是從人生

的存在來思考。實存上人的思想行為常會不完滿，

所以描述理氣分開。但是本體是完滿的，從太極

來說理氣是合一的。

朱熹希望通過修養工夫讓理氣分開的狀態回

到原初的本體上合一的領悟，然後通過各種修養

的方法，如格物致知等等，讓心向天理這邊移動，

而不是往情欲方面移動。我看牟宗三不懂這一點，

朱熹作為大聖賢是有他很深刻的反省。

我又想到儒家的三位一體，理、氣、心，如果

從朱熹來說，如果太極是理氣的本體，所以心也是

以這個為同一的本體，所謂天地生物之心為心，所

以仁義的「仁」也具有生物之心的意思。朱熹本身

就是把這個三位一體特別講出來。其他宋明理學

家沒有他講的那麼清楚。但是他在講理氣心的時

候，他也把很特別的修養問題，人犯罪、人做錯、人

的心不一定完全符合天地要求來作為一個討論的

基礎。

王陽明到王船山對實踐的思考

修養工夫是實踐導向，理學發展到王陽明，他

知行合一的思想，「行」是實踐，王學最後的人物是

劉蕺山，劉宗周很重視「慎獨」，是聖人修養工夫

的重點，單獨一人時，仍堅持謹慎道德持守，這是

純實踐的哲學反省，慎獨是中國實踐內修的最高

峰哲學，我稱之為「本體－實踐學」。劉宗周最後在

清兵入關以後自己決定餓死自己，以表達出宋明理

學所希望的那種人格內涵。

實踐哲學到劉蕺山以後就轉變，隨後的思想

家王船山從修養工夫到對歷史實踐的反省，講歷

史的理勢，我稱之為「本體－歷史實踐學」。王夫

之哲學以氣為本，他說「理本非一成可執之物，不

可得而見；氣之條緒節文，乃理之可見者也。」天理

就在氣中，一切道理，必在現實歷史處境中，通過

實踐來認知，在歷史來說就是對理與勢的認知。

氣的本體展示為歷現實，歷史的現實形成發展的

規律(理)，故歷史的理，只體現在人們的歷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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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他認為須從歷史的勢而知歷史處境之理，一

切都在實踐之中步步瞭解，所以實踐哲學變成一

種對歷史的哲學分析，理是在是變動不居的勢中，

是在歷史發展中。王船山經歷明亡於清，怎麼抵抗

都失敗，歷史的勢在清的勝利，所以王船山及晚明

所有的那些學者都沒把時代改變。

孫中山知行理論提出知難行易

然後以他的實踐思想延展到孫中山，孫中山

知行合一的理論提出「知難行易」，就是通過革命

實踐，可以改變世界。他把王陽明的知行學推到革

命實踐。指出革命看來很難，結果原來很容易。

知難行易之實踐，如我回中國貢獻多年，初時

以為到中國服務是很困難的，海外以為中國政府

很嚴厲，不容易應付，結果回國後原來一切發展很

容易，只要能真誠的愛這民族文化，真誠愛國家、

愛人民，當中國人明白你的心意動機是真愛，事情

就很容易做了。我們也幫助很多貧困的學生，貧困

學生本來沒有希望，也沒有自信，沒有能力，我們

不但給他錢，也付出關愛，鼓勵他們上進，結果學

生畢業後都成為有用的人，而且他們工作賺了錢，

捐回來資助教育扶貧工作。原來付出真的愛心，事

情就順暢發展。這就是天理，就是宇宙人性本體的

力量，這天理最後回報出來，那些人體會到這美善

本體，把仁愛理解清楚了。實際上耶穌就是這樣感

動人的，他無條件的愛人，才會引起一個木匠的犧

牲和復活，把整個世界改變，因為他以真誠的愛為

人類而犧牲的時候，無數的人受感動，這才把一個

非常複雜的政治世界轉變，羅馬帝國的權勢、猶

太主義和希臘主義的思想，原是非常複雜的政治，

結果變為一種單純愛的世界，基督教就感動了整

個羅馬世界。

一些看似沒有地位的人，如十一個門徒，加上

一個知識份子保羅，結果把羅馬世界改變了，奴隸

世界改變了，有時候這就是美善本體的力量。所以

天理落在歷史，人可以通過本體的美善來創造一

種新的氣勢出來，歷史就可以改變。

毛澤東的辯証－革命實踐學

我研究毛澤東的實踐論，也是順歷史大勢的

思考，用本體詮釋學看，毛澤東是一種辯証－革命

實踐學，革命是純實踐，革命在現實正反辯証裡面

不斷靈活變動，來把小小的一群共產黨，竟然能夠

打贏比他們強大得多的國民黨，就像螞蟻把大象

弄死一樣，你是很難想像的，共產黨能夠成功，後

面有一種精神能力，這個能力他自己不一定自覺，

但是那個時候無數革命的人都去犧牲，會為了理

想而死，期望中國的窮人、工人、農民都會翻身，人

人得到公平對待，工人、農民會得到公平，由此建

造一個團結的新中華民族。這力量就是來自美善

本體，這宏大理想創造了歷史的機勢。

到鄧小平改革，在文革的激進教條主義後，

把實踐論再發揮出來。鄧小平的實踐論是摸著石

頭過河，不知道前面有什麼困難，那時中國又貧困

又落後，但有個精神動力在那裡，要把問題解決，

想不到中國40年後現代化成功，經濟富足，科學進
步，這是不可思議的。鄧小平把毛澤東的實踐論，

毛澤東把孫中山的實踐論，孫中山把王船山的實

踐論，王船山把王陽明到劉宗周的實踐論發揮出

來了，然後到現在到習近平這一代。

當代易學形態的思維和實踐

這就回到本體詮釋學的實踐論，是《易經》形

態的思維和實踐，不再是革命形態。《易經》形態

是重回中國文化。當今中國政策在每一處境中，觀

其前後之大局，掌握當前小局中的變化，找出平衡

與和諧之契機，使實踐上能對大小變化作出正確

決策，達最大可能的和諧和平。

中國改革三十多年，是按實踐哲學之路，不

斷瞭解全面處境與現實困難，不斷聽取各方意見，

逐步在嘗試中改善，不重複過去的錯誤，一步步

走出今日新的局面。中國每一次判斷都是全體視

野的，中國的口號是「四個全面」：「全面建成小康

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

嚴治黨」還有「五位一體」：「全面推進經濟建設、

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

「全面」的意思就是整體的視野，從整體發展的矛

盾裡面，找出和諧跟平衡之道。所以中國在這幾十

年，每走一步的政策都很謹慎，都有很多民意調查

來作基礎，由各級知識份子、智庫共同研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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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發展中應有的平衡方，故沒有犯很大的錯誤，

每走一步都成功，連病疫也控制了，病疫控制成功

以後，經濟也復甦了，變成這時期全世界唯一經濟

增長的國家。

所以中國那種本體詮釋學現在慢慢真的實踐

出來了，這是以易學的太極本體論，以廣大的創造

性美善本體來看整體，然後不斷的找平衡，所以它

會變化的，它不是一條線思維，它不是亞里士多德

邏輯的一種思維，它不一定按照西方程式的，但是

在實踐上應對每一個處境，作出回應的平衡的方

法。這種是中國文化形成的政治策略思考。

中國重建仁愛文化

但我想中國文化上還差一點未提，就是仁愛

思想。孔子講「仁者愛人」，孟子講「惻隱之心」，

這個在政治上沒有提出。想不到習近平發表2021

年新年賀詞，一開始就講到大愛精神：「面對突如

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我們以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詮釋了人間大愛……無數人以生命赴使命、用

摯愛護蒼生，將涓滴之力彙聚成磅礡偉力，構築

起守護生命的銅牆鐵壁。」中國仁愛思想回來了。

我們多年希望重建仁愛，不只是友愛，不只是愛家

愛國，更要有人類本性的仁愛。這個仁愛真的回來

了，在病疫期間人的犧牲精神重新出來了，幾萬個

醫護人員跑到武漢，很多人都是自己選擇去的，包

括我們過去資助的學生，已成兒科主任，後來因為

已經有很多人去了，政府叫她留在農村的縣城，成

為中心醫療隊的主要醫生。

我看到年青一代已回復中國民族文化精神，

我們在病疫時候花很多精力在美國買口罩寄回中

國，那時只有美國還有口罩，那時候中國沒有，我

們從美國的醫護人員，我們的工作人員，從中部才

聽得到，沿海的都給中國人買去了，然後他們又回

到香港才能把這些東西寄過去，那個時候是非常

艱苦的，他們收到的時候我也在哭泣。我寄給一家

醫院，基督教醫院在中國的，他們也很艱苦，一個

口罩用好久，所以我們送回去的時候，他們終於收

到了我很高興。

所以整個過程，這就是仁愛，不是嗎？我們都

愛他們，他們也彼此相愛。所以中華文化的精神都

已經回來了。

中國目前它做的制度的嘗試是有《易經》精

神的，實際上它也吸收了某種社會主義，而且用得

很好。這一點是西方需要學習的。美國的動亂就

是缺乏某一種社會主義。美國左的時候太左，右的

時候太右。但是中國的社會主義跟資本主義調和

的剛剛好。所以這段時間我在農村看到農村的改

變，看到窮人的改變，中國脫貧的整個過程，我發

現中國在大體的平衡當中做出了很多的工作，不

只是資本主義的自由發展，而且有社會主義的調

和。而且資本太過壟斷的時候它也處理，它不讓資

本家來壟斷一切。這個美國做不到，中國可以做

到。

所以中國這個體制，可能它做的試驗在人類

裡面是很重要的。關鍵是如果它把官員培訓到更

重視人的尊嚴，有時候官員對人民不一定很好，公

安對人民不一定很好，還有城管等等。如果有一些

培訓給那些權力的人能夠好好用他的權力，來對

人有關愛跟尊重的精神。中國有不少官員有，但是

也有很多官員沒有，我見過很多不同的官員。如果

官員真的有士大夫從前那種仁愛的訓練，那麼中

國未來面對整體的發展還是應該充滿生命力的，

充滿機會的。

本體詮釋學的意義

■：這點我也是很有信心。可以這樣說，你剛才

提到本體精神，把它用在各方面，尤其像你的話，你

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但是你又能真誠的以《易

經》為本，發揮本體詮釋學，有儒者的情懷。你過去

十幾年來救貧扶困，這是非常令人感動的事。這是因

為你能把本體詮釋轉化為本體實踐的精神的表露。

這個認識是很重要的。

你剛才歸納出，從象山到朱子，然後到陽明，到

劉宗周，然後到王船山，然後到孫中山，然後再到毛澤

東、鄧小平、習近平這樣一貫而下的精神都用本體詮

釋及本體實踐來表達，說的很有信服力量。我自1985
年回到中國講學做教育育才的事業，數十年來如一日，

不僅因為我深愛父母之邦，也是我的本體之知的良

知使然。我想作為中國人，作為本質的中國人，我們要

盡自已的本分，對中國文化及哲學的發展要有一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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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反思與詮釋，這是對中華民族這個在近代多災多

難的族群應為的理解，關注與愛心。這一點很重要，

因為從詮釋到實踐，這是一個轉化創新的重要過程，

是可以開拓出新天地的，不但為中國也為世界帶來光

明。

本體詮釋與哲學詮釋不同

這裡要提到一個方向，本體詮釋我在1979年就
提到了，到1985年第一次回到中國，在北大社科院我
都談過這個問題，當時也引起了一些影響。但是很奇

異的是許多學者尚不能正視本體詮釋學對中國哲學

與文化的主體價值，以及其所具有的世界性。詮釋學

的討論也看不到本體詮釋學是對加德默爾哲學詮釋

學的重要發展，並且以傳統歷史性的經典詮釋為圭臬

來說明中國哲學或中國哲學史。對我說，有點畫地自限

了。我希望看到的是突破西方的詮釋學框架，也創新

中國傳統經典詮釋的格局。

首先，本體詮釋學提出來，大家對「本體」這兩

個字的認識還是不夠。現在兩代了，從我1985年回到
北大講課，到今天已經是2021年了，這有36年的歷史。
由於大家對本體未能深深體會，知道詮釋學之後，

就只講哲學詮釋。哲學詮釋其實也無不是。我記得在

2000年與伽達默爾本人見面對談，他也十分重視我
提出的本體問題，提出海德格爾形上學以為相應，經

我解釋中國易學與道家的關聯，他也理解了我說的本

體的重要而豐富的含義，並認識它對詮釋學的重要。

但是有一點，伽達默爾他代表的是西方，西方有

兩個方面，一個是以海德格爾作為他的基礎，我是以

《易經》本體哲學作為基礎。海德格爾是某種程度上

的虛無主義，對人的處境是非常悲觀的，認為人是被

摔出來的一樣東西，也許這是原來基督教的認識。但

在中國，人是宇宙創造的，是一個生命體，它不是被擱

置在一邊的，而是繼承宇宙的創造力，可以剛健自強，

厚德載物的，也就可以創造文明，建立生命的價值

的，把善實現於現實之中。這就是本體詮釋學以易學

的本體的創造力為基礎的原因。

伽達默爾理解了我說的本體之後，他說這是一

種世界化，也是一種哲學詮釋。可惜中國的這一代的

有些學者往往以為西方哲學家的思想更近真理，未能

建立哲學自信。我相信這是會改變的。我們一方面要

學習西方的知識，另方面也要商量中學，能廣且深，能

深入分析，也能夠廣闊綜合，把中國文化及中國哲學

的本體精神發揚起來。

本體詮釋學綜合天、地、人各方面

今天你談本體詮釋學重大各方面的發展，我覺

得事實也是如此。包括在某種意義上講，中國馬克思

主義它也是走向了本體詮釋學路線，因之能夠發揮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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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的改革創造作用，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認識。

我們還必須從本體詮釋學看成仁的存在原理，強調

本體的世界性。如果聯繫中華民族的發展史來看，首

先認識到中國這個民族是一個開放的民族，它的建立

可以追溯到人類農業革命時代即農業化的時代，那是

在中國一萬年前新石器中期時期。彼時在中國黃土高原

的人種就已觀天察地，在生命經驗上審視反思，經過

理解，創造變化符號，通過所謂對普世的一個詮釋

實踐來改善現實的人生或歷史。這就是中國歷史本身

的一種發展，認識了天地人的互動於融通關係，經過

長期實踐，創造了我說的伏羲氏羊文化，伏羲的羲字，

重心就是羊字，中文用義字、美字，都是以羊為核心，

羊的圖騰代表純和美，無侵略性，犧牲自己貢獻大

眾。經過黃帝的整合，華夏民族也就自然形成了。這

是中國文化遺傳基礎。我想很多人都沒有認識到這一

點。很需要把這段歷史整合，對理解中國哲學中的本

體思想必有所幫助。你是跟我談詮釋學最早的一個博

士生，你的論文寫的就是本體哲學，今天你再深刻的

提出，其作用是出陳開新，貢獻極為重大。

另外一點，中國人的這種本體精神是上下左右都

考慮到了，從天地人合一到民胞物與，平等自由，顯露

了一個仁者以天下萬物為一體的這種情懷。

中國社會主義產生大眾平等及改過

精神

這裡可以說，中國社會主義成功的一個地方是它

以中國群體大眾為主。重視溝通往來，表現了一種大

眾化的基本平等性。但現在中國社會的種種弊病卻

需要大家掃除。這就涉及到劉宗周所說的改過問題，

陽明也強調這點，怎麼去立志而後改過。陽明提出勤

學、立志、改過、好學，也中國最基本的本體精神。如

果推廣出去，中國的發展，不管是科技還是道德，都會

有高度的提升。

中國歷史到晚清末年，八國聯軍以後，中國人民

是很失落的，人民需要一個好的領導，保護國家，為

人民謀幸福。孫中山先生以博愛與大公喚起民眾為國

為民艱苦奮鬥。也為拯救中國歷史文化，為萬世開太

平。這就是人道本體精神，也是宇宙本體精神。以此

來立己修身，治國平天下，自然產生莫大的改革創新力

量。相信這個力量可以在世界上發揮更大的影響。

人的本性天賦了善德，也天賦了能善知善的潛

智。詩經說「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

德」[7]。人之為人，有受之於天地的那種本質，那就是

善的本質。就是一個本體的價值，也就是一種動力。

但也在經驗中卻是常常犯錯的，必須個別的及整體的

學習，懂得反思改善自己，走向更整體、更開闊、更深

入的生存空間，方能促進社會及世界的發展。這是一

種提升的生命力，是人類的希望。

把中國整體精神實踐動起來

就中國的整體發展與長遠發展來看，我們需要

把這個本體精神開發出來，不管是在那一學科，我們

都應該認識到這一點。我創辦《中國哲學季刊》，然

後創辦國際中國哲學會，也都是希望把中國整體的本

體精神的調動起來，而且還需要你這樣的理論兼實

踐的學者型的人物來推動來發揚光大。

以平權平等精神超越後現代資本主

義深淵

現在美國可以說是在一個十字路口，處在一個

後現代資本主義的深淵絕壁上，能否反思一條生路，

尚不可知。能否走出來，產生一個平等的精神，而非

只是盲目追求自由，實不可知。此處讓我想到孔子在

《論語》16章裡面所說的話，「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
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

傾」。不均是麻煩的，是一種偏倚的斜坡，隨時會發生

震盪。人類的整體生活是需要平穩，平等與均勻及安

和。儒家所謂德就是這種平等安和的心態，並以此展

開民胞物與，親親而仁民愛物的社會實踐。這就是所

謂「修文德以來之」。中國人不拒絕外來者，孔子甚至

說「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多了不起，你來

了，我還給你飯吃，還給你幫助。

這說明我們要堅持一種平等精神，心存啟蒙與

教化，讓世界人類深入的認識中國文化的倫理道德

精神。但是現在西方人缺少對中國真實的認識，不但

不認識，而且以為中國各方面都落後，因而產生一種

欺辱中國的優越感，也就自以為是，用霸權與霸凌的

方式來對待中國人，這不但愚蠢無知，而且會玩火自

焚。

人類要懂得心存本體之善，實踐卻懂得謙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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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如道之在天在地，如理之居中正位，以宇宙本體

的精神發揮無邊的仁愛之心，來實現人類世界的永

久和平與生命繁榮。

[5]周敦頤：《通書‧動靜十六》。
[6]《朱子語類》。
[7]《詩經‧大雅‧烝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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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meneutics in the Fast Changing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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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Hawaii)

Leung In-sing (Editor-in-Chief, Cultural China)
Abstract: Dr Leung believes that this global 

epidemic has jolted people from their self-centered 
postmodern thinking, making us more mindful of 
mankind’s common destiny. “A Human Community 
w ith A Sha red Fut u re” i s a n excel lent v i s ion . 
Ontological hermeneutics views all men sharing a 
common ontology despite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and 
different countries interpreting the world differently. 
Ontological her meneut ics deems it as common 
ontology in what you and I interpret, even as the world 
remains differently interpreted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within this common ontology. Employing ontological 
hermeneutics to make multiple interpretations that 
accrue to one common ontology, we find in our own 
multiple interpretations, though not intr insically 
antithetical, they are communicating through dialogue. 
Here the basic philosophy for shar ing communal 
destiny is substantiated. Prof Cheng agrees with Dr 
Leung’s understanding of shared communal destin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ntological hermeneutics, and 

that Chinese philosophy has always proclaimed the 
whole world as one global family. Whenever the talk 
concerns ourselves, consideration for the world is there; 
whenever the talk concerns the world, it refers back to 
the noumenon of heaven, and the noumenon of heaven-
and-earth. Ontological hermeneutics believes that there 
is an interpretive spirit intrinsic to ontology itself. 
Hermeneutics is openness and understanding, requiring 
the knowing of the other par ty. Globalization is a 
process of self-actualization, helping others to actualize, 
and actualizing the common ontology of mankind. 

Through dialogue, the two scholars inspired 
each other and reached consensus on the following 
issues: Chinese culture has a trinity of heaven-earth-
man, a trio immutable and inseparable from each other, 
intertwined yet open to each other and to f lourish 
ceaselessly. China possesses other trinities, like the 
trios of spirit-soul-body; of essence-energy(qi)-spirit; 
and of reason(li)-emotion(qi)-volition(xin), involving 
practices for self-cult ivation and self-nur tur ing. 
Regarding current Chinese organization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it is imbued with the spirit of Yijing (Book 
of Changes), while assimilating certain socialism, they 
work out well. Permeating through Lu Xiangshan to 
ZhuXi, to Wang Yangming, to Liu Zongzhou, to Wang 
Chuanshan, to Sun Yat-sen, to Mao Zedong, Deng 
Xiaoping, and Xi Jinping, this spirit is expressible by 
ontological interpretation and ontological practice. 
Marxism in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ollows this line 
of ontological interpretation, effectuating reform and 
creativity splendidly.

Key Words: ontological hermeneutics, heaven-
earth-man, essence-qi-spirit, spirit-soul-body, reason-
emotion-intention, Trin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