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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 现代新儒 学 ∋的研究所存 在的问 题, 根 本上是 过于依 附于传 统, 甚 至讲道 统。这产生
了一些消极的后果, 包括: 不能站 在 & 普遍 ∋的立场上思考; 脱离时代, 脱离现实 , 问题陈旧; 方法论上缺乏
新的开拓。这些问题的产生有其 深层的原因, 主要是传统儒学存在的社会基础已经改 变, 而 新儒学未能
适应这一转变等。现代新儒学的上述不足 , 正是我们 在哲学 的创新 上需要克 服之处。 哲学问 题一般来
说并不具有地域的性质。我们要善于学习 中、
西哲 学史上 的思维 经验, 面对时 代, 把 握现象, 发现 问题。
创新才是最好的传承传 统的方式。
[ 关键词 ] 新儒学 传统 哲学创新

(一 )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 能够潜心对哲学进行研究, 并有系列的著作传世的哲学家中, 新儒家是
数得上的群体。不过本文目的并不在于指出新儒学的成就, 而是在于分析其所代表的哲学研思经
验所存在的问题。之所以称其为 & 新儒学现象 ∋, 也是指的它代表了一种执守于传统的哲学研思经
验。
& 现代新儒学 ∋的研思所存在的问题, 在笔者看来, 根本上是过于依附于传统, 局限于传统, 甚
至讲道统, 坐而论道, 在经典里求学问。牟宗三津津乐道于儒学的道统, 曾写下 道之本统与孔子
对于本统之再建 ∀一 文, & 以明尧舜 三代道之本 统之何所 是 ∋, 目的 在于达到 & 道之本统 ∋的 &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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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 徐复观也说: & 不谈文化则已, 一谈便应该谈 (统 ) 。∋ 在具体操作上, 熊十力提出: & 承先圣
之业而演之。∋冯友兰虽然有所不同, 要借助现代的逻辑分析技术来使中国哲学现代化, 但这一技
术的应用, 在他看来也只能用于传统哲学。他明确认为: & 新的现代化的中国哲学, 只能是用近代
逻辑学的成就 (注意: 冯氏说 & 只能 ∋ ) , 分析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概念, 使那些似乎是含混不清的概念
明确起来。∋ ∃ 冯氏这一思想很具代表性, 很能说明新儒家乃至相当一部分哲学研究者的思想, 即他
们对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路向的看法, 是受传统的理念与框架所限制的, 而不是把哲学思考的对象放
在事物本身, 从时代的角度进行思考。
这种思路与做法造成的结果是不能从根本上超越传统, 致使哲学保持着往昔的形态与内容, 变
成与社会越来越隔绝的东西, 并最终丧失其生命力, 成为少数人书斋内的 & 古玩 ∋。新儒家的论著
所展现的, 大体上是这样的命运。
具体说来, 新儒家以执守传统的观念为指引, 产生了如下消极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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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 局限于 & 特殊 ∋, 而不能站在 & 普遍 ∋的立场上思考。这里的 & 特殊 ∋与 & 普遍 ∋之分, 既指
哲学的对象, 同时也指思考问题的角度。首先, 与历史、社会的个案研究对象不同, 哲学研究的对象
是普遍的事物, 如实在、
意识、
语言、
概念 ( 范畴 ) 等。这类对象的规定性, 不论对于中国还是西方都
是普遍的、
一致的, 不会因为国别、
民族、
人种的不同而有差别。其次, 哲学的思考是从普遍性的角
度进行的。就西方哲学而言, 当维特根斯坦思考语言问题时, 他无需考虑到英国哲学的传统或西方
哲学的传统, 并不需要认为自己是在秉承、
发扬一种传统。他只是从 & 普遍性 ∋的角度出发, 就语言
的性质做出自己的思考与解释。同理, 当伽达默尔论述解释学的思想时, 他所谈论的 & 传统 ∋、& 视
野 ∋等概念, 都是普遍性的概念, 并不局限于哪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传统、视野。中国的哲学要现代
化, 要走向世界, 同样要在类似的普遍的立场上思考、
把握事物的普遍意义。
前面曾述及, 冯友兰提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 & 只能是用近代逻辑学的成就, 分析中国传统哲
学中的概念 ∋。不是不能这样做, 而是并非 & 只能 ∋这样做。使这一路向变成 & 唯一 ∋的做法, 在认识
上是一种错误, 在现实上是一种困境。
其二, 脱离时代, 脱离现实, 问题陈旧。哲学本应是时代思想的精华, 是面对事物本身的反思的
产物。即使是像黑格尔这样的被视为 & 思辨 ∋的哲学家, 他也明确认为 & 哲学研究的对象就是现实
性 ∋。 胡塞尔的现象学的格言 & 面向事物本身 ∋, 更是典型地代表了哲学发展的时代潮流。
然而新儒家受儒家的道统观念的束缚, 局限于 & 特殊 ∋的立场, 执守于传统的性、
理、心、命之
学, 其结果是, 似乎中国只能有一种 & 内圣外王 ∋的哲学, 似乎哲学的对象只有心体, 性体, 而不能在
宇宙论、
人生论之外, 还有语言哲学、心灵哲学、
知识论等新天地。
熊十力自述其治学之路, 先是从六经入手, 继而趋向佛 法一路, 再而悟于易经。晚年所著的
明心篇 ∀, 自序其中的 & 三大义 ∋, 也就是 & 三大原理 ∋: 一是宇宙实体具有复杂性, 二是体用不二,
三是心物不可分割。这样的结果, 虽然有自己的感悟, 但命题却不能不说是老旧, 于哲学并不能增
加什么新认识。
多数新儒学的著作, 则是属于 & 坐而论道 ∋之类, 流于一般表面的议论, 不是扎实地研究一些问
题。如张君劢的 立国之道 ∀、 明日之中国文化 ∀, 唐君毅的 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 ∀、 人文精神之
重建 ∀, 方东美的 中国人的人生观 ∀, 等等。虽然这样的论题不能说没有必要, 但假如总是停留于
这种比较空虚的层面上, 学术自然无法往纵深推进。
牟宗三哲学的一个主要思想, 是阐发 & 内圣开出新外王 ∋。不过就现实而言, 如今不论是理论
还是现实所面临的问题, 已经不是能否开出外王, 如何开出外王, 而是对民主理论本身、
民主制度建
设的经验本身进行反思、
检讨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 谈论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问题, 未免落后
于时代。
其三, 方法论上缺乏新的开拓, 从根本上依然是 & 我注六经, 六经注我 ∋, 顶多是增强了一些概
念的 & 分析 ∋, 如前面提到的冯友兰的说法就是这样。尤其不足的是, 缺乏一种科学的方法论的意
识, 对 & 可说 ∋与 & 不可说 ∋的、经验与先验的区别缺乏明确的意识。 & 心性 ∋之类属于非经验的领
域, 如何加以论证是一个需要仔细考虑的问题。假如它们属于 & 先验的论证 ∋, 那么这种论证本身
是否就是有效的? 在这方面, 新儒家的考虑明显不足, 在相关的论证上也就欠妥当。以牟宗三为
例, 他把 & 性 ∋界定为 & 实体性 ∋, # 但我们不知他据以确定某物是实体性的标准是什么。按理, 这样
的标准应当是经验上可验证的, 但牟宗三似乎并没有给出相应的标准。
再如, 他有关 & 智的直觉 ∋的论证, 在学理上的依据不足。他时常用一些含混的、似是而非的概
念来进行论说、
证明。例如, 他说 & 智是德性生命的莹澈与朗照 ∋, ∃ 把它看作是 & 本心仁体自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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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觉活动 ∋, 用 & 自知自证 ∋的 & 逆觉体证 ∋来证明它的存在, 但所谓 & 逆觉体证 ∋的东西是否存在,
本来就是需要证明的。用未经证明的东西来证明 & 本心仁体 ∋这类有待证明的东西, 其结果自然还
是未经证明的。还有, 他提出的通过 & 良知 ∋的 & 自我坎陷 ∋来开出科学和民主, 更是显出一种神秘
化的色彩, 而不像是一种学理上的论证。

(二 )
上面, 我们分析了新儒学所存在的问题。进一步说, 这些问题的产生有其深层的原因。
首先, 这与现代新儒学产生的背景有直接的关系。现代新儒学是在中国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
产生的, 即中国处于历史上一个贫弱的阶段, 经济落后、民生凋敝、屡遭帝国主义侵略, 国家危亡, 继
而又发生内战。民族的不幸导致传统文化遭到普遍怀疑, 甚至发出了 & 打倒孔家店 ∋的呐喊。在此
背景下, 新儒家怀着强烈的民族与文化的危机意识, 自觉担当拯救与复兴传统哲学的沉重使命, 力
图通过阐发儒家的义理, 来弘扬传统文化的价值与精神。这样的使命感自然使新儒家具有强烈的
价值取向, 并且相应地限制了他们的视野。
其次, 传统儒学存在的社会基础已经改变, 而新儒学未能适应这一转变。余英时曾经给出一个
判断, 即 20世纪以来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解体了, 儒学已不再支配着社会的日常生活。从家庭到
学校, 儒家教育都没有寄身之处。他指出, 一部分知识分子关于现代儒学的 & 论说 ∋, 即使十分精微
高妙, 又如何能够传布到一般人的身上呢? & 儒学 (托之空言 ) 已远远超过 (见之行事 ) 了。∋# 笔者
赞同这样的分析, 并认为新儒学已丧失其社会存在的基础。在笔者看来, 最为要害的地方在于, 现
代社会追求的核心是个人权利 ( 自由权、财产权等 ) , 而以往儒家在对社会支配的主要方式 ! ! ! 礼
教上, 恰恰最缺乏这样的思想, 因此它与现代意识在根本点上构成冲突, 难以相容。例如, 儒家的礼
教在家庭关系上的要求是不能 & 别籍离财 ∋, 即子女与父母不能分家产, 并且不能离开父母单独居
住。但如今 & 空巢 ∋老人比比皆是, 经济上也多是父母与成家的子女各自独立, 至少在城市里是如
此。
上面提到, 新儒学对国学、对传统的弘扬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 即中国在近现代历史上的贫弱、
所遭受的侵略, 使得一些知识分子把对传统文化的颂扬与爱国等同起来。这样的认识有时会把人
的思想弄得很狭隘。实际上, 创新是传统的最好的延续。哲学的进步、文化的进步在于向前看, 在
于开拓新视野, 解答新问题, 增长新知识, 而不是相反。越是执着于传统, 反倒会妨碍创新。
再次, 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特殊现象, 是社会往何处去的问题与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纠结在一
起, 与是否以 & 中学 ∋为体的问题纠结在一起。这对新儒家造成的影响, 是使得传统问题成了他们
的一个 & 情节 ∋, 似乎哲学的思考就等于对传统哲学的思考, 哲学的现代化就等于传统哲学 ( 包括
儒、
道、
释 )的现代化。

(三 )
随着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 相应也带来了文化复兴的要求, 这也向哲学提出了新的课题, 即如
何创新, 如何提升中国哲学的水平? 以上对新儒学现象的反思, 目的也在于汲取一些哲学研究上的
经验, 从而有助于提供一些中国哲学建设的思路。
中国的哲学建设, 从西学研究的角度看, 经过引进、
介绍的阶段, 目前对西方的大多数理论, 如
分析哲学、
现象学、
解释学等, 都已形成一定数量的专家队伍, 并在各个领域已有不同数量的研究著
作出版, 由此可说引进的阶段已经结束, 需要适时地转向反思与创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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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分析的当代新儒学的不足, 也正是我们在哲学的创新上需要克服之处。
1. 摆脱传统的、习惯的思维方式的束缚, 上升到普遍的、世界的立场上思考。这里所说的 & 传
统的、习惯的思维方式 ∋, 包括 & 坐而论道 ∋的学院派方式、预设中西哲学对立的狭隘方式, 等等。哲
学的问题一般来说并不具有地域的性质, 譬如语言的问题, 语词的 & 意义 ∋是否在于其使用, 或是在
于其指称某个对象, 这并不因为它是汉语、
英语或俄语而有所不同。范畴是否经验综合的必要条
件, 这也不因德国、
英国或中国的国家差别而有不同。人是否具有自由意志等道德哲学问题也是如
此。因此, 对于哲学研究而言, 不应过多地强调传统的差别、文化的差别。这些差别的影响, 主要是
在道德哲学、
价值哲学方面的, 而哲学的范围远比这大得多。
2. 重视方法论的思考, 鼓励采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问题。西方哲学的方法论有值得学习的地
方。如维特根斯坦的 & 不要想, 而要看 ∋, 胡塞尔现象学的 & 面向事物本身 ∋, 引导人们从学院式的
哲学思考方法, 走向面对事物的现象, 发现问题, 把握本质。 20世纪以来, 一方面, 是以经验论为基
础的分析哲学使英美哲学寻求谈论 & 可说 ∋的命题; 另一方面, 是面向事物本身的要求, 使欧洲大陆
哲学改变了思辨的传统, 转向了对存在、
身体、伦理现象等可见现象的关注。不论是英美的分析哲
学还是欧洲大陆的现象学, 某种可经验的知觉的 & 给予 (者 ) ∋ ( the g iv en) 成为了哲学思考的共同基
础。
中国哲学的创新, 在现阶段很需要借鉴现象学的 & 悬搁 ∋的概念。虽然胡塞尔用这一概念的主
要目的是要把与 & 哲学意识 ∋相对的 & 自然意识 ∋搁置起来, 不过其中的对 & 历史的观念 ∋的悬搁, 实
际上也就是把传统搁置起来, 存而不论。对中国走向现代化而言, 传统的影响是弊大于利, 而不是
相反。中国的现代化的成就, 主要并不是传统文化作用的结果。当代中国的崛起, 是结合中国的实
际学习世界的现代化观念与经验的结果, 其中主要有三条, 即市场经济的体制与运作、民主与法治
的建设、
人的权利的逐步认可。虽然传统文化中确有一些有价值的因素, 但迄今为止人们所阐发
的, 不外是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
重视教育与家庭和睦的观念、
重视人格修养的道德观念等, 这些对
于中国的现代化来说, 毕竟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3. 善于学习中、西哲学史上的思维经验。在如何吸收、融合不同的哲学思想方面, 中、
西哲学
都有值得借鉴的经验。程朱理学对外来的佛学, 以及作为 & 他者 ∋的道学的融合, 是通过吸纳、
重新
诠解它们的概念, 形成新的、
统一的哲学系统来实现的。西方哲学也有类似的方式, 例如康德通过
吸收经验论与唯理论, 来创立起自己的先验论。不过区别在于, 西方哲学更多地是通过新领域的开
辟或方法上的创新, 来达到哲学创新的结果。如胡塞尔通过现象学方法, 来建立他的不同于康德的
先验哲学, 海德格尔则通过开辟有关人的生存状况的 & 存在论 ∋领域, 来建立自己的现象学的存在
论。
4. 树立多元、
多样性的哲学观念。哲学与经验科学、
数学的不同在于, 它的问题并没有一个唯
一的 & 解 ∋。对概念的功能与对语言 ( 如语词的意义问题 ) 的解释如此, 对价值概念的解释 ( 如 & 正
义 ∋概念 )也如此, 因此并不存在某种唯一的哲学。哲学的多元性在于, 对不同的现象领域 ( 如语
言、
生存、
心灵等 ) 的解释, 可以产生不同领域的哲学, 并且对相同领域的现象的解释, 也可以产生
不同的哲学。这样的说法似乎与哲学具有 & 普遍性 ∋的说法相矛盾。不过, 哲学解释的普遍性在
于, 虽然对于同一现象可以有不同的解释, 但每一种解释却都有其普遍性, 只是这种普遍性关涉的
方面不同而已。例如, 语词意义的 & 使用说 ∋与 & 指称论 ∋, 两者都有其解释的效力, 只是它们所关涉
的方面不同, 前者与 & 语境 ∋相关, 而后者与 & 对象 ∋相关。例如 & 砖 ∋这一语词, 作为名词它的意义
在于指称相关的物体; 而在建筑工地上, 当某位正在砌墙的师傅向小工喊 & 砖 ∋时, 它所传达的意义
则是 & 把砖递给我 ∋。再如, 在对人的本质是 & 理性 ∋或是 & 非理性 ∋的解释上也是如此, 人本身是一
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 ∀, 北京: 三联书店, 1992年, ∗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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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复杂的存在, 加上每个人又有其特殊性, 因此他在某些方面、
某些情况下是理性的, 但在另一些方
面、
另一些情况下则是非理性的。
上述各个方面中, 最为根本的在于面对时代, 把握现象, 发现问题。哲学的创新不能停留于口
号上。假如我们多关注一些 & 存在 ∋问题、& 语言 ∋问题、& 心灵 ∋问题等, 甚至开拓一些西方哲学尚
未研究的领域, 而不是停留在呼唤创新的口号上, 那么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就有了希望。
就创新与传统的关系而言, 创新才是最好的传承传统的方式。创新在这方面的意义, 在于它会
形成新的传统, 因此这使得传统得到延续。反之, 拘守传统, 跟不上社会的发展与需要, 则传统反
失。

M odern N eo Con fucian ism and Innovation of Ph ilosophy
CH EN Jia m ing
(D ep ar tm ent of Philo sop hy, X iam en University, X iamen 361005, China )

Abstract: T he prob lem s in M odern Neo Confu c ia nism, that they attach them selves to the tradit io n undu
ly, and even seek for the Confucian orthodoxy, have led to som e negat iv e consequences. T hey can t take
universal positio n, and separate them se lv es from the tim es. The issues they consid ering are out o f date,
and la ck o f new m ethodology. T hese prob lem s have th e ir deep ly roo ted causes. T he social basis o f the
trad it iona l Confuc ianism changes, and m odern Neo Con fu cian ism fa ils to adapt i.t In order to innovate
our philosophy, the above def iciencies inM odern Neo Confu c ia nism are just w hat w e need to overcom e.
K ey w ord s: m odern N eo Confucianism; trad ition; innovation o f ph ilo 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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