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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基地地成成果果一一览览表表】】  

 

 

著著作作一一览览表表    

作者姓名 成果形式 成果名称 出版单位 出版日期 

吴冠军 专著 
后人类纪的共同生活：正在到来

的爱情、消费与人工智能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8/6 

胡晓明 编著 
后五四时代中国思想学术之路：

王元化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文集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5 

杨国荣 专著 
实证主义与中国近代哲学（修订

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4 

杨国荣 专著 王学通论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4 

杨国荣 专著 
走向良知——《传习录》与阳明

心学（英汉对照）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8/3 

杨国荣 

陈乔见 
编著 

道德情感与社会正义（思想与文

化第 21 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2 

朱承 专著 
信念与教化——阳明后学的政治

哲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1 

许纪霖 专著 优美是否离我们远去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 
2018/1 

许纪霖 专著 
民间与庙堂：当代中国文化与知

识分子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 
2018/1 

许纪霖 专著 
无穷的困惑：黄炎培、张君劢与

现代中国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 
2018/1 

  

  

论论文文一一览览表表 

作者姓名 成果名称 期刊名称 发表日期 

陈乔见 
从恻隐心到是非心：王阳明良知说对儒家性

善的凝炼与发展 
浙江社会科学 2018 年第 6 期 

陈卫平 理学与后理学 复旦学报 2018 年第 3 期 

陈卫平 
“两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时代的新

发展 
思想理论教育 2018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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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卫平 
“因时、因史、因事”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中国话语 
江海学科 2018 年第 1 期 

陈赟 “三代王制”与中国思想的开端问题 船山学刊 2018 年第 2 期 

陈赟 
“缘督以为经”与“养生”的哲学——以《庄

子·养生主》首章为中心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2018 年第 2 期 

陈赟 
从宗法秩序到伦常秩序——早期中国伦理

范式的嬗变 
学海 2018 年第 1 期 

方旭东 
“生活儒学”问难:何为正义——关于儒家

伦理学的富春山对话 
中原文化研究 2018 年第 2 期 

方旭东 正义的中国面孔 社会科学家 2018 年第 1 期 

贡华南 说“玩”——从儒家的视角看 哲学动态 2018 年第 6 期 

贡华南 论酒的精神——从中国思想史出发 江海学刊 2018 年第 3 期 

顾红亮 贺麟知行合一观与认识论扩展 人文杂志 2018 年第 6 期 

顾红亮 
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给新时代理论自信提出

新要求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2018 年第 2 期 

顾红亮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人类社会发展指明方

向 
文汇报（第 8 版） 2018/6/10 

顾红亮 

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哲学方法与实践基础

——从《矛盾论》《实践论》的继承和发展

谈起 

光明日报 2018/2/12 

顾红亮 
发挥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建设中指

导作用的实践探索 
文汇报 2018/1/16 

郭美华 
良知的迷醉——以《孟子》中“酒”为中心

的讨论 
社会科学 2018 年第 4 期 

郭美华 
圣人与圣知对政治生活的扭曲：对圣人与圣

知的批判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

学报 
2018 年第 1 期 

胡逢祥 从方法论看顾颉刚与古史辨（1.5 万） 历史教学问题 2018 年第 2 期 

胡逢祥 
现代中国实证史学建构的两种路径论衡（2

万） 
天津社会科学 2018 年第 3 期 

胡逢祥 陈寅恪史学个性的再探讨 史学理论研究 2018 年第 1 期 

胡晓明 唐诗与魅的世界 云南大学学报 2018 年第 3 期 

胡晓明 
唐宋诗比较——以《宋诗精华录》所选东坡

诗为例 
新华文摘 2018 年第 5 期 

胡晓明 时代需要“阅读力” 文汇读书周报 2018/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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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晓明 
守望中国文化之拳拳赤子——读陈福康《郑

振铎传》《郑振铎论》 
文汇读书周报 2018/6/9 

胡晓明 
“我深爱的沼泽地啊”——《陈鸿森自选诗

五十首》序 
社会科学报 2018/6/5 

胡晓明 
玉石蕴而千辉生—为华师大图书馆“丽娃文

库”序 
解放日报 2018/6/4 

胡晓明 
为思想而生的人 ——王元化学馆重新开馆

剪影 
文汇报 2018/5/31 

胡晓明 
读经典，为了做一个刚健深厚、温馨灵秀的

人 
文汇报 2018/5/4 

胡晓明 
“很美”的古典文论，如何有益于现代人的

灵智 
解放日报 2018/3/15 

胡晓明 饶宗颐教授的新经学构想 文汇读书周报 2018/2/12 

胡晓明 
在一个破了模子的世界搞七搞八：敬悼饶宗

颐教授 
南方周末 2018/2/8 

刘梁剑 
有“思”有“想”的哲学语言：金岳霖的语

言哲学及其当代意义 
哲学动态 2018 年第 4 期 

刘梁剑 
能否跳出“现代”的掌心？——高瑞泉先生

《新文化运动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开展》引义 
探索与争鸣 2018 年第 4 期 

刘梁剑 生活儒学与观念问题 社会科学家 2018 年第 1 期 

刘梁剑 反思中国现代理论话语：思想的任务 社会科学报（第 5版） 2018/5/31 

刘梁剑 加快构建中国哲学话语体系 人民日报 2018/1/15 

刘擎 全球化与民族主义何以兼容 探索与争鸣 2018 年第 1 期 

刘擎 难以驯服的“狐狸” 社会科学报 2018/1/11 

文贵良 林纾:古文与“五四”新文学 文艺争鸣 2018 年第 1 期 

吴冠军 
家庭结构的政治哲学考察——论精神分析

对政治哲学一个被忽视的贡献 
哲学研究 2018 年第 4 期 

吴冠军 
话语政治与死亡政治——“狼人杀”与政治

哲学 
南京社会科学 2018 年第 3 期 

吴冠军 
猿熟马驯为哪般：对的拉康主义-阿甘本主

义分析 
文艺理论研究 2018 年第 2 期 

吴冠军 
话语政治与怪物政治——透过大众文化重

思政治哲学 
探索与争鸣 2018 年第 3 期 

吴冠军 
“只是当时已惘然”——对《色·戒》十年

后的拉康主义重访 
上海大学学报 2018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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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冠军 
“非人”的三个银幕形象——后人类主义遭

遇电影 
电影艺术 2018 年第 1 期 

杨国强 
追寻历史变迁中的因果与意义——杨国强

教授访谈 
学术月刊 2018 年第 2 期 

杨国强 
清末新政与共和困局(下)——民初中国的两

头不到岸 
学术月刊 2018 年第 2 期 

杨国强 
清末新政与共和困局(上)——民初中国的两

头不到岸 
学术月刊 2018 年第 1 期 

杨国强 
民初政治的挫窒和中国人的反思——约法、

议会、政党的因名而起与以实而败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2018 年第 1 期 

杨国荣 
走进思想的深处——关于重写宋明理学史

的若干思考 
复旦学报 2018 年第 3 期 

杨国荣 心物、知行之辨:以“事”为视域 哲学研究 2018 年第 5 期 

杨国荣 经典的意义 贵阳学院学报 2018 年第 3 期 

杨国荣 信任及其伦理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 2018 年第 3 期 

杨国荣 
合群之道——《荀子·王制》中的政治哲学

取向 
孔子研究 2018 年第 2 期 

杨国荣 
儒学与实用主义：内在哲学旨趣及其多样展

开 
学术月刊 2018 年第 3 期 

杨国荣 
伦理意义上的“真”与“假”——《真假之

间》序 
孔子研究 2018 年第 1 期 

杨国荣 
自然之性与社会之人——《荀子·荣辱》札

记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 2018 年第 1 期 

杨国荣 
走进思想的深处——关于重写《宋明理学

史》的若干思考 
光明日报 2018/2/3 

杨国荣 
中國哲學史：視域與進路——兼論勞思光

《新編中國哲學史》 

《中國哲學史書寫

的理論與實踐》 
2018/1/1 

朱承 冯契的政治哲学 武汉大学学报 2018 年第 4 期 

朱承 
儒家政治哲学的人格指向——以君子人格

为例 
探索与争鸣 2018 年第 5 期 

朱承 《礼记》中的礼乐制度与生活政治 光明日报 2018/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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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基地地重重大大项项目目、、自自主主项项目目成成果果推推介介】】  

 

 

信任及其伦理意义 

（杨国荣，《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 3期）

 

《中国社会科学》2018 年第 3 期刊登了杨国荣教授的论文《信任及其伦理意义》，本文为其

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事与物：古今中西之争视域下中国现代形而

上学的转换”（16JJD720007）的阶段性成果。 

内容简介： 

随着社会的变迁，人与人的交往形式也发生了多重变化。一方面，从经济活动到日常往来，

主体之间的彼此诚信构成其重要前提；另一方面，现实中诚信缺失、互信阙如等现象又时有所见。

从理论的层面看，这里所涉及的，乃是信任的问题。宽泛而言，信任是主体在社会交往过程中的

一种观念取向，它既形成于主体间的彼此互动，又对主体间的这种互动过程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关联形式，信任同时呈现伦理的意义，并制约着社会运行的过程。信任关系本

身的建立，则既涉及个体的德性和人格，也关乎普遍的社会规范和制度。 

 

 

唐宋诗比较——以《宋诗精华录》所选东坡诗为例  

（胡晓明，《新华文摘》2018年第 5 期，原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7 年第 6 期）

 

《新华文摘》2018 年第 5期以《唐宋诗比较——以<宋诗精华录>所选东坡诗为例》为题，全

文转载了胡晓明教授发表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 6期的论文《论<宋诗精华录>所选东

坡诗》。该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守正以创造:古今中西之争与后五四

时代建设性的中国文论”(16JJD750016)的阶段性成果。 

内容简介： 

苏轼诗歌，既是宋诗之典型，需以一种最大化的方式，来呈现宋诗的精彩；也需以一种最恰

当的解释，来说明宋诗的典范。因而，唐宋诗比较的角度，无疑是一个最为适合表现苏诗之精义

的解释框架。东坡其人其诗，完全可以成为唐宋比较的标本。文章以陈衍《宋诗精华录》所选东

坡诗为典型，从雅兴高致的心灵境界、瘦硬通神的山水写意、世俗人生的静观细省、化解悲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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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命双修、理趣成为人生戏剧以及由虚入实的现实世界六个方面，作唐宋比较。既力探石遗的评

赏与圈点的幽旨，亦融合学界与个人唐宋诗观，力图发展出一套系统深入的苏诗比较论述。 

 

 

冯契的政治哲学 

（朱承，《武汉大学学报》2018年第 4期）

 

《武汉大学学报》2018 年第 4 期刊发了朱承教授新作《冯契的政治哲学》，该文为教育部人

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通过-超过：古今中西之争视域下的冯契哲学研究”

（16JJD720005）的阶段性成果。 

内容简介： 

在冯契哲学体系中，政治哲学思想虽然不占据核心地位，却是其智慧说在社会政治思想领域

中的重要体现。基于唯物史观的立场，冯契主张哲学与政治是不可分的，政治社会发展推动哲学

变革，哲学发展为社会变革提供理论支撑。在中国哲学发展历程中，古今之争、中西之争构成了

时代发展的核心话题，也体现了中国古代及近代政治哲学的价值选择路径。在政治观念上，冯契

推崇近代以来的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性价值，对建基于民主、平等、自由基础上的社会主义

充满了信心。他认为，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个性解放与大同团结并行不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

理想方向。 

 

 

 从宗法秩序到伦常秩序——早期中国伦理范式的嬗变 

（陈赟，《学海》2018年第 1期）

 

《学海》2018年第 1期刊登了陈赟教授的论文《从宗法秩序到伦常秩序——早期中国伦理范

式的嬗变》，该文为其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与世界：古今中西

之争视域下世界历史叙述的重建”（16JJD720006）的阶段性成果。 

内容简介： 

孔、孟为代表的早期儒学所奠定的秩序形态可以称之为伦常秩序，这一秩序的轴心是父子一

伦，孝道则是其最核心的层面。此与西周宗法秩序有所不同，后者的轴心是兄弟之道，纵向的父

子脉络被退隐为兄弟部族之间团结与凝聚的背景视域。宗法秩序的精神原则是亲亲尊尊，这与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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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儒学的仁义之道既有连续性，又有不同。仁义是从亲亲尊尊中提炼出来的，但作为价值原则，

具有更高的普遍性；亲亲尊尊是与周礼捆绑在一起的体制性原则，而仁义则是超越了体制的独立

的道德原理。 

 

 

有“思”有“想”的语言——金岳霖的语言哲学及其当代意义 

（刘梁剑，《哲学动态》2018年第 4期）

 

《哲学动态》2018 年第 4期刊发了刘梁剑教授新作《有“思”有“想”的语言——金岳霖的

语言哲学及其当代意义》，该文为其承担的基地自主项目“汉语言哲学：古今中西之争视域下中国

哲学话语创建的历史、理论与实践”的阶段性成果。 

内容简介： 

金岳霖在哲学运思中和语言相遇，语言成为金岳霖运思的一个重要方面。金岳霖在运思中展

现了精湛的语言分析技艺。“思”“想”之分、意义与意味之别，这些分疏直接关联着金岳霖对归

纳问题的思考，同时在世界哲学的背景下呈现出克服时代难题的努力。金岳霖的自然语言分析与

传统术语化用启发我们：中国哲学的当下开展需要有“思”有“想”的语言。 

 

 

追寻过去的不确定的答案——《天下为学说裂》补言 

（瞿骏，《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 3期）

 

《探索与争鸣》2018 年第 3 期刊发了瞿骏副教授新作《追寻过去的不确定的答案——<天下

为学说裂>补言》，该文为其承担的基地自主项目“清末民国教科书与中国传统思想的重塑（1895

—1928）”的阶段性成果。 

内容简介： 

重构提出历史学形形色色问题的不确定的答案，正是目前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可深入的方向

之一。这要求新的史料观和方法论。新的史料观一方面要求对漫无边际的“史料扩充”抱有警惕，

但另一方面相当鼓励在一个全息性的、不分珍域的视界里阅读和讨论各种史料。从方法论来说，

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目前最可提倡的方法乃是“捕风”，即捕捉时代的“真趋势”、“真相信”、

“真压抑”和“真情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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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重要要成成果果推推介介】】  

 

 

许纪霖作品集第一批三本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2018年 1月许纪霖作品集第一批三本《无穷的困惑:黄

炎培、张君劢与现代中国》《优美是否离我们远去：社会文

化评论精选》《民间与庙堂：当代中国文化与知识分子》由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内容简介： 

《无穷的困惑：黄炎培、张君劢与现代中国》：传记的

体裁，呈现了黄炎培与张君劢两位近代知识者的形象。或者

将视野拓展至社会大背景，对整个知识群作宏观的鸟瞰；或

者将笔触探伸到传主的内心深层，对他们的信念、气质、追

求……作细微的心理分析，从而揭示那样一个时代氛围下知识者内心的精神世界与外在的行为选

择。不同的选择背后，乃是历史本身“二律背反”的人格化展现，因而才有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

那无从解脱的“无穷的困惑”：入世与出世、改制与启蒙、统一与民主、独立与依归、超然与介入、

正义与生存…… 

《优美是否离我们远去：社会文化评论精选》：大众文化、青年性格，专业信仰、工匠精神，

欧洲历史、贵族精神，大陆文化、台湾文化……这些关键词引领着我们，从俗世社会的内在紧张、

家国天下的关怀、南北城市情、港台文化风等方面，探究和阐释个人、社会、世界乃至宇宙的根

本之道，对知识分子崇高话语的意义进行思考，为社会文化的自我反省和批判提供一种精神的参

照。 

《民间与庙堂：当代中国文化与知识分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中国知识分子的千年上下求索，到了当代受到了更为严峻的挑战。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和社会尊

严受到世俗化的不断冲击；随着中国日益卷入全球化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知识分子内部的分歧也

日益增大。知识分子应该怎样在知识被高度专业化、文化被商业操纵和元话语被解构的时代存在？

作者通过探讨当代人文精神的危机、几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求索、启蒙的分化及其内在悖论等论题，

剖析了当代中国文化和知识分子精神史的复杂面向，对这一问题做出了深刻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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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情感与社会正义（思想与文化第 21辑）》出版 

 

2018 年 2 月，由杨国荣教授主编、陈乔见副教授担任执行

主编的《思想与文化》第 21 辑《道德情感与社会正义》由华东

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全书分为“道德情感”“社会正义”“儒学的当代发展”“思

想与文化”“逻辑哲学”“历史研究”“古典时代”“西方哲学”“哲

学翻译”九编，收录论文三十一篇，研究论题包括舍勒的现象学、

儒学的价值实在论、冯契与中西哲学、命题与逻辑、马克思和海

德格尔的时间概念等等。 

 

 

 

《哲学研究》2018年第 4期、第 5期先后刊登本所两篇论文

 

《哲学研究》2018 年第 4 期、第 5 期先后刊登了本所两篇论作：《家庭结构的政治哲学考察

——论精神分析对政治哲学一个被忽视的贡献》（吴冠军）、《心物、知行之辨：以“事”为视域》

（杨国荣）。 

内容简介： 

《家庭结构的政治哲学考察——论精神分析对政治哲学一个被忽视的贡献》：人被亚里士多

德界定为“政治的动物”，但自古希腊以降的政治哲学，家庭始终被排斥在政治之外，其结构也被

理解为前政治性的“自然联合”。当把精神分析引入政治哲学时，我们恰好可以对家庭展开一个政

治哲学考察：家庭不仅典范性地展示了人类共同体的根本性结构，而且映射出了共同体内部“权

力”的运作机理。在此意义上，弗洛伊德与拉康关于家庭的精神分析论说，对政治哲学的研究作

出了极富价值的学理贡献。 

《心物、知行之辨：以“事”为视域》：“心”生成于“事”,“物”敞开于“事”。由“事”

而显的意义则在进入人之“心”的同时，又现实化为意义世界，后者既是不同于本然存在的人化

之“物”，又呈现为有别于思辨构造的现实之“物”，“心”与“物”基于“事”而达到现实的统一。

离“事”言“心”、离“事”言“物”，逻辑地引向“心”与“物”的分离；扬弃这种分离,则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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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事”的视域。基于“事”的心物互动，同时涉及知与行的关系。“心”的活动和内容以不同

的方式引向“知”，“物”之扬弃本然形态，则关乎“行”。“心”与“物”通过“事”而彼此沟通，

与之相应，“知”与“行”也本于“事”而相互关联。以“事”应对世界的过程既关乎“知”(“物”

通过意念化而进入“心”)，也关乎“行”(以不同于观念的方式改变“物”)，“知”与“行”由

此在本源的层面走向统一。 

 

 

清末新政与共和困局（上、下）——民初中国的两头不到岸 

（杨国强，《学术月刊》2018 年第 1 期、第 2 期） 

 

杨国强教授新作《清末新政与共和困局——民初中国的两头不到岸》分上、下两编先后发表

于《学术月刊》2018 年第 1 期、第 2 期。 

内容简介： 

经历 19 世纪中叶以降的六十年历史变迁之后，清末最后的十年新政在极短的时间里改变了两

千年中国政治主体的构成，又冲击了两千年中国地方社会的结构。其间同时出现的立咨议局以助

成立宪和练新军以集拢兵权，则在一路演变中越出预想，使咸丰、同治两朝十多年内战以来茁长

的绅权以及与之相附着的地方意识急剧膨胀为亢张的地方主义；又使内战中下移地方的兵权成为

一种既不在朝廷又不归地方的东西。而后是武昌起义之后，各地以省自独立的方式非常容易地变

瓦解为土崩，促成了后来被称作辛亥革命的历史过程。但省自独立既是一种借助于武力而实现的

地方主义，因此由革命造成的民国自始便是一个无从统一的中国。而以武力实现的地方独立在促

成革命之后转化为武力的地方割据，又成了共和直面相对和长久相对的困局。武人、政客、官僚、

党人都在同造困局，也都同在困局之中而无从脱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