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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儒学为业
———试说儒家与儒学家

林存光ꎬ 杨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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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当代中国ꎬ“以儒学为业”既具有职业的含义ꎬ也具有“志业”的含义ꎬ而且ꎬ随着“大陆新儒家”
的现身ꎬ“以儒学为业”已不再仅仅是一种学术性的“职业”ꎬ而变成了一种必须为之献身的政治性和宗教性的

“志业”ꎮ “大陆新儒家”所秉持的是一种绝对而不负责任的“信念伦理”ꎬ但我们所真正需要的则是那种适应新

时代需要、能够将“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结合在一起的“儒学家”ꎮ
〔关键词〕儒学ꎻ儒家ꎻ儒学家ꎻ以儒学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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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谓“以儒学为业”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发表过两篇

著名的演说———“以学术为业” 和 “以政治为

业”ꎬ深刻阐述了作为一种职业意义上的学术与

政治究竟意味着什么ꎮ 在我看来ꎬ我们亦可仿韦

伯之意而就“以儒学为业”的问题发表一些个人

看法ꎬ以期引发人们对该问题的关注以及进一步

地思考与讨论ꎮ
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ꎬ韦伯所说的“业”主

要是指“职业”的含义ꎬ然似亦含有“志业”的意

味ꎬ因为对韦伯来讲ꎬ无论是学术还是政治的职

业ꎬ都要求从事者为之献身或负责ꎮ 换言之ꎬ韦
伯所论说的乃是一个人决定献身于学术或政治

并以之作为职业究竟意味着什么的问题ꎮ 而我

所谓的“以儒学为业”ꎬ同样包含这样两层含义ꎬ
它既是指以儒学为职业ꎬ同时亦是指以儒学为志

业ꎮ 不过ꎬ“职业”和“志业”在意涵上可能存在

明显的差异ꎬ前者多指人们所从事的某种作为谋

生手段的工作ꎬ而后者则指人们依照自己的志趣

所从事的某项值得为之献身的有意义的事业ꎮ
对上述两种含义加以明辨区分ꎬ也许可以使

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职业”与“志业”之间的分

与合的问题ꎮ 比如ꎬ具体就某个人而言ꎬ其所选

择的“职业”与其所欲从事的“志业”一开始可能

恰好就是一致的ꎬ但更多的时候却可能是不相关

的ꎬ但由于长期从事某种“职业”ꎬ随着时间和岁

月的增长ꎬ有时人们也常常逐渐地对其“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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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一种深深的情感与认同ꎬ以致于“职业”最

终变成了“志业”ꎮ
就“以儒学为业”而言ꎬ我们可以首先从职

业的意义上来理解ꎬ亦即它首先是指以儒学研究

为业ꎬ而且在今天儒学研究无疑首先是一项学术

性质的工作ꎮ 因此ꎬ儒学研究也正像其他的学术

研究工作一样ꎬ在职业意义上必然受到现代大学

教育和学术体制的一般外部环境的制约和影响ꎬ
同时ꎬ研究者也理应遵循现代学术研究的内部规

范与职业操守要求ꎮ 按照韦伯“以学术为业”的
观点ꎬ我们今天所处的是一个“世界已被除魅”
的理性化和理智化的时代ꎬ正唯如此ꎬ对从事科

学性职业或专业化的学术教育的教师来讲ꎬ“无
论是谁ꎬ只要他是一名正直的教师ꎬ他的首要职

责就是教会他的学生承认‘令人不舒服的’事

实”ꎬ亦即“那些相对于他们的党派观点而言不

舒服的事实”ꎬ〔１〕这就是“价值的多元性”ꎮ 换言

之ꎬ在课堂上ꎬ教师不应扮演领袖或充当先知的

角色ꎬ“在课堂里ꎬ唯有理智的正直诚实ꎬ才是最

有价值的美德”ꎮ〔２〕 从科学性职业或专业化学术

教育的意义上讲ꎬ我认为ꎬ韦伯所强调的所有这

些ꎬ都同样适用于“以儒学为业”者ꎮ
然而ꎬ在当代中国ꎬ“以儒学为业” (或以儒

学研究为业)似已不仅仅是一种谋生的职业ꎬ甚
至也不仅仅是一种科学性或专业化的学术教育

问题ꎬ它已逐渐变成了一种值得为之献身的“志
业”ꎬ甚至是一种党派性很强的“志业”ꎬ或者也

可以说ꎬ对许多从事儒学研究的学者或教师来

讲ꎬ“以儒学为业”逐渐由“职业”的含义变成了

一种人生的“志业”ꎬ乃至在课堂上ꎬ不再仅仅局

限于“知识思考”的意义ꎬ而是开始从价值和文

化认同的立场讲授、宣传和弘扬儒学ꎮ 后一类人

显然多从前一类人发展而来ꎮ 而当有一类人开

始自称为 “儒家” 或被人称为 “大陆新儒家”
时ꎬ〔３〕今日中国儒学界的情况也就变得更加地错

综复杂化了ꎮ 因为这些所谓的“儒家”或“大陆

新儒家”已不甘心于只是在课堂上宣传和讲授儒

学ꎬ而是以更加决绝和坚定的态度与立场ꎬ开始

公然充当儒家先知或中国的精神领袖ꎬ罔顾令人

不舒服的“价值的多元性”的事实ꎬ不仅向世人

派发只准人们信仰而不许质疑的绝对唯一“政治

正确”性的儒学价值观ꎬ而且在当代中国的公共

生活中高调现身ꎬ极力煽动性地鼓吹政治化和宗

教化的儒学儒教观ꎬ甚至公开主张“立儒教为国

教”或重新建立政教合一的“儒教国家”ꎬ实行

“儒士共同体专政”ꎮ 对这样的“儒家”而言ꎬ“儒
学”不可能只是一种学术性的“职业”ꎬ亦即“儒
学研究”不可能仅仅是一种专业化、知识论性质

的“学术”或“科学”工作ꎬ而只能属于是一种绝

对的价值信念性质的问题ꎬ是一种需要全面复兴

而值得为之献身的政治性和宗教性的“志业”ꎮ
说到底ꎬ对他们而言ꎬ“以儒学为业” 已不再是

“以学术为业”ꎬ而是“以宗教为业”或“以政治为

业”ꎮ

二、秉持“信念”而不负“责任”的“儒家”

正如韦伯所说ꎬ“以宗教为业”意味着秉持

或恪守一种不问“后果”的“绝对伦理”或“信念

伦理”ꎬ与之不同ꎬ“以政治为业”则意味着应秉

持或遵循一种为自己行为的可能后果负责的“责
任伦理”ꎮ 这两种指导人们行为的伦理准则ꎬ
“有着本质的不同ꎬ并且势不两立”ꎬ换言之ꎬ“恪
守信念伦理的行为ꎬ即宗教意义上的‘基督行公

正ꎬ让上帝管结果’ꎬ同遵循责任伦理的行为ꎬ即
必须顾及自己行为的可能后果ꎬ这两者之间却有

着极其深刻的对立”ꎻ当然ꎬ这并不是说ꎬ“信念

伦理就等于不负责任ꎬ或责任伦理就等于毫无信

念的机会主义”ꎬ但比较而言ꎬ“信念伦理的信徒

所能意识到的 ‘责任’ꎬ仅仅是去盯住信念之

火ꎬ不要让它熄灭ꎮ 他的行动目标ꎬ从可能

的后果看毫无理性可言ꎬ就是使火焰不停地燃

烧”ꎮ〔４〕

那么ꎬ何以“以政治为业” 须遵循“责任伦

理”呢? 这与韦伯对“政治”的独特理解是密不

可分的ꎮ 依韦伯之见ꎬ“国家是这样一个人类团

体ꎬ它在一定疆域之内(成功地)宣布了对正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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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暴力的垄断权ꎮ 因此对于我们来说ꎬ
‘政治’就是指争取分享权力或影响权力分配的

努力ꎬ这或是发生在国家之间ꎬ或是发生在一国

之内的团体之间ꎮ” 〔５〕韦伯由这样一种对“国家”
与“政治”的独特理解ꎬ所推导出的一个自然而

必然的结论就是ꎬ“政治的运作ꎬ要依靠以暴力为

后盾的权力这种十分特殊的手段”ꎬ〔６〕 而正是正

当暴力本身这一特殊的手段及其所具有的特定

用途ꎬ决定了 “政治中一切伦理问题的特殊

性”ꎬ〔７〕 亦即任何想从事一般政治特别是打算

“以政治为业”的人ꎬ势必让自己周旋于“潜藏在

一切暴力之中”的恶魔的势力之间ꎬ有时为了

“获得‘善的’结果”ꎬ甚至不得不“采用道德上令

人怀疑的、或至少是有风险的手段”ꎬ而且“还要

面对可能出现、甚至是极可能出现的罪恶的副效

应”ꎬ〔８〕因此ꎬ这也就要求他“必须认识到这些道

德上的两难困境”而“必须明白ꎬ对于在这些困

境的压力之下他可能发生的变化ꎬ要由他自己负

责”ꎮ〔９〕 通俗地讲ꎬ权力意味着责任ꎬ或者拥有与

行使以正当暴力为后盾的权力意味着必须为自

己行为的可能后果承担起应付的代价与责任ꎬ而
真正的政治家也就是面对现实的“道德困境”而
仍愿意“以政治为业”并负责任地努力做点什么

的人ꎬ因为“政治是件用力而缓慢穿透硬木板的

工作ꎬ它同时需要激情和眼光ꎮ 一个人得确

信ꎬ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陋不堪ꎬ根本不值

得他为之献身ꎬ他仍能无悔无怨ꎻ尽管面对这样

的局面ꎬ他仍能够说:‘等着瞧吧!’只有做到了

这一步ꎬ才能说他听到了政治的‘召唤’”ꎮ〔１０〕 相

反ꎬ“在政治领域里ꎬ致命的罪过说到底只有两

种:缺乏客观性和无责任心ꎬ这两者虽不总是ꎬ也
常常是一回事ꎮ 虚荣心ꎬ个人尽可能站在前台被

人看清楚的欲望ꎬ强烈地诱惑着政治家犯下这两

种过失”ꎬ而且ꎬ“对政治力量最有害的歪曲ꎬ莫
过于像暴发户一样炫耀权力ꎬ无聊地沉醉在权力

感之中ꎬ 和一般来说对权力本身的 所 有 崇

拜”ꎮ〔１１〕

由上可见ꎬ韦伯所理解的“政治”可以说就

是一种现实的“权力政治”ꎬ但这与美国学者萨

托利所说的“权力政治”ꎬ即“指那种不管理想ꎬ
只以权势、欺诈和无情地运用权力为基础的政

治”ꎬ〔１２〕又有着本质的不同ꎬ韦伯所谓的“权力政

治”是指那种遵循责任伦理、审时度势而负责任

地运用以正当暴力手段为后盾的权力为基础的

政治ꎮ 以此作为参照ꎬ也许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

“大陆新儒家”“以儒学为业”的真实的宗教和政

治含义ꎮ 毫无疑问ꎬ“大陆新儒家”所秉持的正

是韦伯所谓的那种不问“后果”的“绝对伦理”或
“信念伦理”ꎬ他们所能意识到的“责任”不过就

是仅仅盯住儒学信念之火而不要让它熄灭ꎬ或者

使儒学信念的火焰不停地燃烧ꎮ 正唯如此ꎬ他们

“教主”自命或汲汲于充当煽动性的“先知”ꎬ不
仅像暴发户一样自我标榜和炫耀自己“我们儒

家”的身份ꎬ而且无聊地沉醉在权力感之中、沉醉

在对权力本身的崇拜中ꎻ他们立场鲜明ꎬ态度决

绝ꎬ亟欲以儒学儒教取代马克思主义ꎬ或者急切

地希望借助于国家政权的力量立儒教为国教ꎬ重
新恢复儒学在历史上曾经拥有和享有的独尊性

的“王官学”的绝对权威地位ꎬ以期建立或复辟

“政教合一的儒教国家”ꎮ 他们在自家书斋中想

当然地“杜撰”出这些“儒化中国”的宗教与政治

方案ꎬ并亟欲以中国而试吾说ꎬ曰:“中国必须再

儒化!”孰不知“以天下而试吾说ꎬ玩人丧德之大

者也!”(王夫之:«思问录内篇»)很显然ꎬ这些

所谓的“儒家”完全不顾思想、文化与价值之多

元多样性的事实ꎬ坚称欲解决或应对当今中国面

临的所有问题或难题的“惟一办法”就是“复兴

儒学”ꎬ而且虽然口口声声鼓吹什么 “政治儒

学”ꎬ其实他们对韦伯所谓现实“权力政治”的本

质却缺乏客观而深刻的了解与反省ꎬ所以也不可

能真正理解自己所应负的“政治责任”为何物ꎬ
天真地以为只要借助国家政权的力量将儒教立

为国教ꎬ似乎一切便万事大吉了ꎮ 在我看来ꎬ从
“责任伦理”的意义上讲ꎬ秉持如此这般“信念伦

理”的所谓“儒家”ꎬ对于儒学创新或者儒学在当

今中国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可能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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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实质性的贡献ꎬ因为他们绝对而纯粹的“信
念伦理”只能使他们成为不问“后果”、不负责任

的“儒家”ꎬ或者只能使自己成为当今中国的一

种“狂热的宗派”!

三、时代需要“儒学家”而不仅是“儒家”

王国维先生尝言:“今日之时代ꎬ已入研究自

由之时代ꎬ而非教权专制之时代ꎮ” 〔１３〕 然而ꎬ秉持

绝对“信念伦理”的“大陆新儒家”却毋庸置疑且

一味地向人们宣示这样一种儒学一元独尊和儒

教至上论的儒家主义的激进立场与信念ꎮ 他们

认为ꎬ在当今中国ꎬ在所有现实的和可能的思

想—意识形态方案中ꎬ“儒化”是一种更好的甚

至是最好的选择ꎬ因为“中国人天然是儒家”ꎬ而
且ꎬ儒家“王道政治”优越于西方自由民主政治ꎬ
只有“政治儒学”或重新建制化地立为国教的儒

教才是能够解决当今中国所面临的一切问题的

万灵药方或唯一正确的“全能教义”ꎮ
不过ꎬ也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ꎬ“‘从学术

上’为实践方面的立场作鼓吹是不可能的”ꎬ“从
原则上说ꎬ这样的鼓吹没有意义ꎬ是因为世界上

不同的价值体系有着相互冲突的立场ꎮ” 〔１４〕 价值

信念之间的相互冲突也就是“诸神之间无穷尽的

斗争”ꎬ意味着“对待生活的各种可能的终极态

度ꎬ是互不相容的ꎬ因此它们之间的争斗ꎬ也是不

会有结论的”ꎬ所以 “必须在它们之间做出抉

择”ꎮ〔１５〕而且ꎬ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ꎬ不仅我们今

天所处的现代世界是一个价值多元化的时代ꎬ即
使上溯到两千多年以前ꎬ人们所生活其中的也同

样是一个价值多元的世界ꎮ
历史地讲ꎬ“儒”本来是一种相礼和教育的

职业ꎬ经由孔子的改造发展才逐渐形成了“儒

家”这个学术思想流派和“志业”意义上的“以儒

学为业”ꎮ 如果我们承认孔子才是创立了儒家学

派的宗师ꎬ那么ꎬ说“中国人天然是儒家”便是毫

无意义的ꎬ因为孔子之前的中国人依然是中国人

而不一定是儒家ꎬ即使是孔子之后的中国人也同

样是如此ꎮ 也许主张“重建儒教”的人会说ꎬ“儒

教”早在孔子之前就被伏羲创立并已经存在延续

了几千年了ꎬ但这一说法不过只是出于其个人的

信念抉择而已ꎮ 在孔子的时代ꎬ孔子本人已经明

确而深切地意识到“道”是多元而相互冲突的ꎬ
“道不同ꎬ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ꎬ这是孔

子对价值多元之现实世界状况的真实描述与切

身体会ꎮ 在孔子之后的诸子百家时代ꎬ既有墨子

的“非儒”ꎬ亦有孟子的“辟杨墨”ꎻ既有庄子的

“削曾、史之行ꎬ钳杨、墨之口ꎬ攘弃仁义”ꎬ亦有

荀子的“非十二子”ꎬ以及商鞅的“燔诗书而明法

令”和韩非将儒、墨两大“显学”鄙视之为“愚诬

之学”ꎮ 秦汉时期ꎬ儒家既遭遇过“焚书坑儒”的
打击ꎬ亦经历了“独尊儒术”的褒崇ꎬ在此之后ꎬ
却仍然难以避免两汉今古文间的经学斗争和后

世儒释道三教并行竞争的困扰ꎬ宋儒极力“辟佛

老”ꎬ而宋明理学家内部却无法避免和消除程朱

与陆王之间学术思想的歧异与纷争ꎬ清代亦存在

汉、宋学之争的学术难题ꎮ 正因为有着极为深刻

的原因ꎬ所以价值多元的相互冲突与学术思想的

是非纷争亦即诸神之争是不可能被根除掉的ꎬ它
不可避免地构成了人们现实生活领域中根深蒂

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ꎮ 当然ꎬ这样讲ꎬ并不意

味着我们就认为对诸神之间的斗争可以采取完

全放任或者刻意激化的立场与态度ꎬ从古至今许

多有识之士也都一直在努力寻求将这一斗争限

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ꎬ使之能够由无序而走

向有序ꎬ乃至尽可能使之带来有益而无害的后

果ꎮ
然而ꎬ秉持“复古更化”的“绝对信念”、极力

主张全面复兴儒学和立儒教为国教的“大陆新儒

家”的现身与崛起ꎬ以其毋庸置疑的既“崇儒反

马”而又拒斥西方自由民主的绝对信念以及极富

意识形态色彩的高调立场ꎬ无疑又在当今中国重

新挑起了近代以来就一直困扰中国人的古今中

西之争的信念之火ꎮ 故其甫一出场ꎬ就接连引发

和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学术、思想和政治意识形

态的论辩、冲突与斗争ꎬ诸如儿童读经之争ꎬ立儒

教为国教的意识形态之争ꎬ国学立为一级学科之

—０２１—

　 ２０２１. ５学者专论



争ꎬ儒家宪政主义与中国王权主义之争ꎬ为尊王、
忠君与三纲正名之争等ꎮ 众所周知ꎬ近代以来ꎬ
西方文明的冲击已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了古老中

国固有的社会发展道路ꎬ任何天真地想要重新走

回旧中国之老路的企图和想法注定是要失败的ꎬ
这并不是说中国自身的思想文化传统就从此变

得一文不值或一无是处了ꎬ不愿对自身传统进行

批判性反省与审视的全盘复古论ꎬ就像完全蔑弃

自身传统的全盘西化论一样ꎬ在我们看来都是行

不通的ꎮ 问题的根源在于ꎬ随着古老中国日益走

向近代化乃至现代化的不归路ꎬ以及现代学术日

益走向专业化的趋势与特征ꎬ仅仅一厢情愿地

“‘从学术上’为实践方面的立场作鼓吹”已变得

不可能了ꎮ
就“以儒学为业”而言ꎬ从专业化的职业角

度来讲ꎬ从事儒学研究者可能是不同专业(哲学、
历史学、宗教学、文化学等)的学者ꎬ即使同一专

业的学者也可能从各自不同的价值信念与理论

立场来研究、阐释、论说和评价儒学ꎬ其对儒学的

态度可能是同情的ꎬ也可能是批评的ꎮ 而从认

同、阐释和弘扬儒学的志业意义上来讲ꎬ即使是

抱持同样的儒家立场ꎬ但我们可以明确观察到的

一种复杂现象却是ꎬ有许多学者所秉持的明显是

与“大陆新儒家”具有很大差异的立场和态度ꎬ
他们不像“大陆新儒家”那样绝对地强调儒家一

元独尊或儒教信念至上ꎬ而是承认价值信念的多

元事实ꎬ并认为儒家与儒教信念只是多元中的一

元而已ꎬ当然ꎬ他们也愿意像熊彼特所说的那样ꎬ
“理解自己信念的相对正确性而又毫不畏缩地支

持它”ꎬ而且认为这才是“文明人区别于野蛮人

的地方”ꎮ〔１６〕然而ꎬ由于“大陆新儒家”的出场ꎬ价
值信念多元化的诸神之争ꎬ以及秉持各种不同学

术信念与理论立场的“以儒学为业”者之间ꎬ乃
至在持有或激进或温和的不同儒家主义信念的

儒家学者内部之间的分歧、冲突与斗争ꎬ注定是

势所难免的ꎮ 尽管在各种立场或类型的“以儒学

为业”者之间也不乏愿意和平共处、展开良性学

术对话与思想互动者ꎬ甚或亦有转变立场而归依

到对方的学术思想阵营中者ꎬ譬如从自由主义学

者转变到“大陆新儒家” 阵营ꎮ 但毋庸讳言的

是ꎬ正是因为立场、信念和观点的根本不同与对

儒学的看法和评价方面存在的实质差异ꎬ当代中

国儒学界最激烈而富有意义的学术争鸣与思想

论辩就常常发生在“大陆新儒家”与马克思主义

学者这两类“以儒学为业”者之间ꎬ他们在学术

上公开对垒、相互批评ꎬ“大陆新儒家”公然挑战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主导地位ꎬ而马克思主义

学者的反诘与批评亦可以说对“大陆新儒家”构
成了真正而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学术思想挑

战ꎮ〔１７〕

而更加耐人寻味的是ꎬ“大陆新儒家”的这

一称谓或说法以及其核心思想观点近年来更遭

到了“港台新儒家”和大陆儒家学者的公开质

疑ꎮ “港台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公开表态既不认

同“大陆新儒家”的说法ꎬ也不赞同其代表人物

“对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的区分”ꎬ而大陆儒家

学者郭齐勇先生则公开撰文重新界定“大陆新儒

学”ꎬ并亟欲为“大陆新儒学(家)”正名ꎬ而且开

列了一个不同于“大陆新儒家”而理论上“在儒

学新话语体系的建构上颇有创见与贡献”的新的

当代“大陆新儒学(家)”的代表人物名单ꎮ 那

么ꎬ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在我看来ꎬ不认同和

不赞同或者仅仅是通过正名的方式并不能否定

客观存在的事实ꎬ借用韦伯的话说ꎬ这是一个“必
须在它们之间做出抉择”的问题ꎬ因为从孔子创

立儒家学派伊始ꎬ迄今为止ꎬ一直都存在着儒家

内部的分化与不同派别ꎬ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同

的儒者角色(或真或伪ꎬ或君子或小人)ꎬ而且他

们对待儒学(或真诚信仰或借势利用)的“各种

可能的终极态度”也是“互不相容的”ꎬ因此ꎬ“它
们之间的争斗ꎬ也是不会有结论的”ꎮ 不过ꎬ这种

出于忍无可忍的公开表态确乎向人们明确表达

了这样一个发人深思的信号ꎬ那就是当代儒家内

部的分歧与分化ꎬ尤其是其中一派不承认“大陆

新儒家”的说法或为“大陆新儒学(家)”重新正

名的做法ꎬ事实上暗示了他们的这样一种深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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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与忧虑ꎬ即先前被人称作“大陆新儒家”的

“儒家”不是他们心目中真正的“儒家”ꎬ而且更

加令人愤慨的是ꎬ真正的“儒家”被先前所谓的

“大陆新儒家”污名化了ꎮ
当然ꎬ马克思主义学者与“大陆新儒家”之

间的思想分歧与学术论争ꎬ不仅仅是理论立场与

价值信念之争ꎬ而是由不同的理论立场与价值信

念而产生的对于儒学之实质性看法与观点的学

术异见之争ꎻ儒家学者内部对“大陆新儒家”之

说法或名分的充满不同看法和观点ꎬ也不仅仅是

一个争名夺利的问题ꎬ其实也主要涉及到双方对

儒学所秉持的实质性看法与观点的不同ꎮ 但不

管怎样ꎬ无论是抱持不同立场与信念的学者之间

的相互批评与驳难ꎬ还是儒家内部持不同儒学信

念与立场的学者之间的学术分歧与思想异见之

争ꎬ还有秉持其他学术立场与思想观念的学者如

自由主义学者从自由主义立场对儒学所作的研

究、反思和论述等ꎬ其实似乎都只是把“儒学”看
作是“儒家”自己的私有独享物或专利品而忽略

了一个重要问题ꎬ即凡是对儒学有着深入系统的

研究ꎬ并能提出某种实质性的独到观点和见解

者ꎬ不管是站在什么样的专业化的思想价值信念

与学术理论立场ꎬ其实都是“以儒学为业” 者ꎮ
为了区别于党派色彩强烈且已被污名化的“儒
家”ꎬ我更愿意称这样的“以儒学为业”者为“儒
学家”ꎮ 我个人认为ꎬ在目前日趋繁荣而又格外

复杂的儒学研究领域ꎬ给各种不同立场和信念的

“以儒学为业”者这样一个正式的名分或称谓ꎬ
不仅是必要的ꎬ而且将会越来越显现出各方面的

深远意义ꎮ
既然是名之为“儒学家”ꎬ当然是指那些持

之有故、言之成理而能自成一家之言者ꎬ更具体

地讲ꎬ就是指那些长期从事儒学研究并深切地关

注儒学的当代发展与未来命运ꎬ从不同的理论立

场和价值信念出发ꎬ本着自己的学术良知而在学

术研究的基础上对儒学提出了自己独到而深刻

的理解与见解的“以儒学为业”者ꎮ 由于秉持不

同的立场和信念ꎬ故我们亦可将他们分别而具体

地称作马克思主义儒学家、自由主义儒学家、社
群主义儒学家以及文化保守主义儒学家等等ꎮ
自孔子至今ꎬ作为一种延续传承了两千多年的人

文精神传统ꎬ儒学绝不是一种我们要么信仰、要
么蔑弃的东西ꎬ它是我们共同的人文传统与精神

遗产ꎮ 在历史上ꎬ儒家的具体身份和角色以及儒

学的学术思想类型与社会实践形态从来都不是

单一性质的ꎬ而是复数性质的存在ꎬ正如美国学

者包弼德所言ꎬ“没有任何一种传统是一种单一

的信念或一套统一的实践”ꎮ〔１８〕 那么ꎬ对于生活

在一个价值多元、学术专业化时代的我们而言ꎬ
儒学更不应仅仅是某一个或任何一个“儒家”派
别的私有独占物ꎮ

我个人认为ꎬ为儒学的健康发展与未来前景

计ꎬ不管是对儒学抱持负面批评的态度ꎬ还是对

儒学采取正面阐扬的立场ꎬ持各种不同立场和信

念的“儒学家”的多元存在不仅是必要的ꎬ而且

是绝对有益的ꎮ
在我看来ꎬ始终一贯地坚持从马克思主义的

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历史上的传统儒学和现

代新儒学思潮并给予其一分为二的分析与评价

的方克立先生ꎬ堪称马克思主义儒学家的代表ꎻ
始终一贯地继承“五四”启蒙精神ꎬ坚持从王权

主义历史观和“阴阳组合结构”思维特点的角度

来研究传统儒学和现代儒学亦给予其一分为二

的分析与评价的刘泽华先生ꎬ则堪称启蒙主义儒

学家的代表ꎮ 当然ꎬ“儒学家”的称号可能不足

以涵盖他们的所有学术成就与思想贡献ꎮ 但你

要问我时下在儒学热潮的激发下涌现出的一种

令人叹奇的“儒学”现象ꎬ即许许多多“以儒学为

业”的学者不再甘于书斋中的寂寞ꎬ纷纷现身充

当大大小小“儒学先知”的角色ꎬ不断推出或制

造出各种各样的“某某儒学”的新概念或新说

法ꎬ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或者这些新概念或新说

法究竟体现了儒学创新的繁荣局面抑或是一种

理智迷惘或智力贫乏的象征? 其发明者究竟是

不是对儒学有着某种实质理解和深刻见解的“儒
学家”? 我只能说这还有待作深入的考察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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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慎地分析与研判ꎮ〔１９〕 但可以肯定的是ꎬ儒学的

真正繁荣局面不应是“儒家”一枝独秀的秀场ꎬ
而应是由持各种不同立场和信念的“儒学家”的
多元存在和相互批评而形成的百家争鸣、百花齐

放的学术场景与思想格局ꎮ 尤其是ꎬ因价值多元

而可能导致人们的思想日益陷于混乱、儒学的热

潮易于使人们的信念日益陷于宗派的狂热的时

代状况下ꎬ“儒学家”的多元存在及其对儒学所

持不同观点和看法的共同在场肯定比持儒教信

念至上的“大陆新儒家”的独家存在ꎬ更能够让

我们保持足够“清明的头脑”ꎬ乃至能够使我们

避免迷失在一元独断论的“儒家”宗派的狂热信

念中ꎮ 而且ꎬ我相信ꎬ在价值诸神日趋多元化的

现时代ꎬ绝不是只有“儒家”的身份才对儒学拥

有话语权ꎬ或者只有儒家主义的“儒学家”才能

在儒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方面作出应

有的贡献ꎮ 特别是ꎬ在我们这样一个以马克思主

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ꎬ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需要马克思主义儒学家的在场ꎬ而在

沟通与协调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这两种思想信念

和理论立场之间的整合与互动ꎬ化解与弥合由这

两种思想信念和理论立场的差异所可能引发的

意识撕裂与对抗ꎬ乃至推动与促进儒学的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等方面ꎬ马克思主义儒学家也

必定能够发挥其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作出积极

有益的特殊贡献ꎮ
毋庸讳言ꎬ凡事有一利即有一弊ꎬ凡思有一

见即有一蔽ꎮ 诸神之争既有其利ꎬ亦容易造成国

人内部的意识撕裂ꎮ 有见于西者ꎬ可能无见于

中ꎻ反之ꎬ有见于中者ꎬ也可能无见于西ꎮ 有见于

马者ꎬ可能无见于儒ꎻ反之ꎬ有见于儒者ꎬ也可能

无见于马ꎮ 正所谓“此见隅曲之一指ꎬ而不知八

极之广大也ꎮ 故东面而望ꎬ不见西墙ꎻ南面而视ꎬ
不睹北方ꎻ唯无所向者ꎬ则无所不通ꎮ” («淮南

子氾论训»)所谓“唯无所向者ꎬ则无所不通”ꎬ
从“以儒学为业”的意义上讲ꎬ唯能超越各种不

同立场与信念的“儒学家”ꎬ才能会通融合古今

中西抑或中、西、马而“无所不通”ꎮ 因此ꎬ为了

避免多元价值信念之间的诸神斗争导致国人的

意识撕裂ꎬ为了使持各种不同立场与信念的“儒
学家”能够和而不同、和谐共处ꎬ并通过健康互动

与良性对话的方式与途径来共谋儒学的未来发

展ꎬ共同推动儒学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

发展ꎬ积极寻求多元价值信念的诸神共和之道ꎬ
这不仅是必要的ꎬ而且也是绝对有益的ꎮ 据我个

人的观察ꎬ在这方面ꎬ如张岱年和方克立等马克

思主义“儒学家”事实上比所谓的“儒家”做了更

多有益的思考与探索ꎮ 张岱年先生曾提出一种

“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的“兼和”观ꎬ正如方克

立先生所说ꎬ“兼和”范畴可谓深得中国传统强

调多样性的统一的重“和”思想之精义ꎮ〔２０〕 继张

先生之后ꎬ方克立先生亦积极提倡多元文化的

“兼和”之道亦即综合创新之道ꎬ而且还进一步

提出了“马魂、中体、西用”的三元兼和模式ꎬ这
一模式充分体现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的时代特征”ꎮ〔２１〕 事实上ꎬ也正如方先生

所说ꎬ“如何处理多元文化关系是一个普遍问题ꎬ
在实践中探索适当的‘兼和’模式在每一个时代

都非常重要”ꎮ〔２２〕 在这一意义上ꎬ当下中国所最

急切需要的也许正是超越各种不同立场和信念

而积极探寻“兼和”之道的“儒学家”ꎬ而不是一

味自我标榜自己“儒家”立场的“儒学家”ꎮ
熊十力先生尝言:“以为祸乱起于众昏

无知ꎮ 欲专力于学术ꎬ导人群以正见ꎬ自是不作

革命行动ꎬ而虚心探中印两方之学ꎮ” 〔２３〕 值此价

值多元、各种各样的“某某儒学”纷然杂出之际ꎬ
由寻求“兼和”之道的“儒学家”奋然兴起ꎬ卓然

而立以“导人群以正见”ꎬ这样的“儒学家”必定

是应新时代的使命召唤而出世的超级 “儒学

家”!
韦伯亦曾如是说:“能够深深打动人心的ꎬ是

一个成熟的人(无论年龄大小)ꎬ他意识到了对

自己行为后果的责任ꎬ真正发自内心地感受着这

一责任ꎮ 然后他遵照责任伦理采取行动ꎬ在做到

一定的时候ꎬ他说:‘这就是我的立场ꎬ我只能如

此ꎮ’这才是真正符合人性的、令人感动的表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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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一个人ꎬ只要精神尚未死亡ꎬ就必须明白ꎬ
我们都有可能在某时某刻走到这样一个位置上ꎮ
就此而言ꎬ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便不是截然对立

的ꎬ而是互为补充的ꎬ唯有将两者结合在一起ꎬ才
构成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能够担当‘政治使

命’的人ꎮ” 〔２４〕值此价值多元之际ꎬ真正能够深深

打动人心的ꎬ也一定是这样一个理性成熟的“儒
学家”ꎬ他意识到了对自己言论、思想与行为后果

的责任ꎬ真正发自内心地感受着这一责任ꎮ 然后

他遵循责任伦理发表儒学见解、创新发展儒学并

进行切身儒学实践ꎬ在做到一定的时候ꎬ他说:
“这就是我的立场ꎬ我只能如此ꎮ”这才是真正符

合人性的、令人感动的“儒学家”表现ꎮ 时下的

每一个“以儒学为业”者ꎬ只要精神尚未死亡ꎬ就
必须明白ꎬ我们都有可能在某时某刻走到这样一

个位置上ꎮ 就此而言ꎬ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便不

是截然对立的ꎬ而是互为补充的ꎬ唯有将两者结

合在一起ꎬ才构成一个真正的“儒学家”———一

个能够担当学术、思想与政治使命的“儒学家”!
总而言之ꎬ如果说“大陆新儒学”只是现代

新儒学思潮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的话ꎬ那么ꎬ
这个“阶段”总是会过去而成为历史的ꎬ我们所

需要的乃是那种基于真实而合理的儒学信仰与

见解而真正合乎新时代需要的“新儒学”ꎮ 而

且ꎬ不管怎样ꎬ在今天的所有“以儒学为业”者之

间ꎬ“儒家”是旧的ꎬ“儒学家”是新的! “‘儒家’
是旧的”是说“儒家”之学派及其名称是古已有

之或由古人创立的ꎬ“‘儒学家’是新的”是说“儒
学家”是现代中国专业化的学术环境与价值信念

多元化的时代状况下产生或出现的一种新事物ꎮ
囿于学识ꎬ不知是否有人曾提出并专门论述过

“儒学家”的问题ꎬ姑且就将这一名称视为是出

于自己的杜撰吧ꎬ成立与否ꎬ也交由读者朋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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