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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的六大特点

但凡思考宇宙、人生诸大问题，追

求大智慧的，都属于哲学的范畴。所谓

“中国哲学”，内容非常复杂，从流派来看，

有诸子百家、儒释道、宋明理学、现代

各派哲学等。任何概括都有危险性，不

免挂一漏万，以偏概全。笔者从儒、释、

道诸家的哲学中抽绎出相对共同的思想

倾向与反映中国哲学特点的若干内涵，

归纳为以下六条 ：

存有的连续与生机的自然。所谓“存

有的连续”，即把无生物、植物、动物、

人类和灵魂统统视为在宇宙巨流中息息

相关乃至互相交融的连续体，这种观点

区别于将存有界割裂为神界、凡界的西

方形而上学。中国没有创世神话，不向

外追求第一原因或最终本质等抽象答案。

中国哲学认为自然是一种不断活动的历

程，各部分成为一种有生机的整体形式，

不强调主体和客体、物质和精神之间的

分辨，而是一种自然的相应。中国哲学

的宇宙论是生成论而不是构成论，认为

世界不是宰制性的建构，而是各种主体

的参与。中国哲学是气的哲学而不是原

子论的哲学，气的哲学昭示的是连续性

的存在，变动不居，大化流行，生机无

限。宇宙绝非孤立、静止或机械排列的，

而是创进不息、常生常化。由此，人类

赖以生存的宇宙是一个无限的宇宙，创

进的宇宙，普遍联系的宇宙，包举万有，

统摄万象。

整体和谐与天人合一。中国人有着

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相互感通、

整体和谐、动态圆融的观念与智慧。中

华民族长期的生存体验形成了我们对于

宇宙世界的独特觉识和特殊的信仰信念，

即打破了天道与性命之间的隔阂，打破

了人与超自然、人与自然、人与他人、

人与内在自我的隔膜，肯定彼此之间相

依相待、相成相济。与这种宇宙观念相

联系的是宽容、平和的心态。

中国人有着对天、天地精神的信仰

及对天道天命的敬畏，并提升自己的境

界以“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这种精神

上的契合与颖悟，足以使人产生一种个

人道德价值的崇高感，由此对天下万物、

有情众生之内在价值，油然而生出博大

的同情心，进而洞见天地同根，万物一

体。儒家立己立人、成己成物、博施济

众、仁民爱物之仁心，道家万物与我为

一、天籁、齐物之宽容，佛家普度众生、

悲悯天下之情怀，都是这种精神的结晶。

自强不息与创造革新。中国哲学是

“尊生”、“重生”、创造日新的哲学，所

崇拜的“生”即创造性本身。《周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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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本体论所要把握的，恰恰是西方所

遗忘的精神势态，这种精神势态正是物

质和精神转换的胜果。在这时我们才知

道，对于宇宙而言，“本体论”和“方法论”

合而为一，几乎是无所不在的存在状态。

法国哲学家裴程先生有云 ：“以把握道之

未然性为目的之中国本体论就是方法论。

恰如范曾先生所说 ：‘阴阳二元论是中国

古典哲学之杰出方法论和本体论。’在这

里本体论和方法论是合而为一的。”（裴

程 ：《言不言之美》）

在哲学的根本问题上，中国人特重

精神的作用，从东周老、庄，到南宋朱熹、

陆九渊，到明代王阳明，都是“天人合

一”的持论者，在这里，“人”指人的精

神。北宋“二程”（程颐、程颢兄弟）则

更提出“天人本无二，何必言合”，这是

至今为止，有关宇宙和人之关系最为透

彻的哲学命题。

有、无同出而异名，天人合一，未

然性，道法自然，本体论和方法论的齐一，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时、空的无

始无涯，至大无外、至小无内，为道日损，

无为而无不为，这些都是中国古典哲学

的峻论伟说，是人类哲学思维的巅峰。

当量子力学时代来到人间之时，我们益

感中国古哲思维的前瞻性和魅力，它不

是有漏根因，而是无漏之境。  

（作者为北京大学讲席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画法研

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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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上传》云 ：“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

盛德，生生之谓易。”宇宙间最高最大的

原理就是 ：一切都在迁流创化中发展着，

世界是一个生生不息、日化日新的历程，

生长衰亡，新陈代谢，永不停息。中国

的易、儒、道、释诸家尊奉的“道”，就

是天地自然或人文世界的永恒运动和发

展变化。

世界自身的永恒运动、创新、变化、

发展，自我更新、自我否定，日生日成、

日新其德，革故鼎新、除旧布新，是中

国哲学的主调。创新的动源，来自事物

自身内部的张力或矛盾。中国哲学凸现

了积极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强调创

造进取，即人要向天地精神学习。无数

的仁人志士奋发前行，不屈服恶劣的环

境、势力，不向外来侵略者的凌辱压迫

低头，正是这种刚健坚毅的精神使然。

德性修养与内在超越。中国哲学特

别表现在道德文明层面，并且用道德取

代了宗教的功能。儒、释、道三大思想

资源与思想传统，最根本处是做人，是

强调人的德性修养和人文教育。这三大

思想传统及其内部各流派在根本目的上

并无大的差别，他们彼此的分歧或纷争，

主要是修身工夫入路的问题。儒家的理

想人格是成圣人、贤人、君子，道家的

理想人格是成真人、圣人、神人、至人、

天人，佛教的理想人格是成佛、菩萨。

他们的修养要旨表明，生活在俗世、现

实之中的人，总是不断追求一种超脱俗

世和现实的理想胜境。

内在超越的精神是中国传统哲学在

面对超越性与内在性问题时展现出来的

共同精神。儒家的天道性命之学、为己

之学，道家的道德论和逍遥思想，禅宗

的明心见性、转识成智、见性成佛，都

呈现出内在的超越性。内圣外王之道，

同样为中国传统哲学各流派所共有，以

此作为达到理想社会的根本办法。

具体理性与象数思维。中国的理性

是具体的理性。中国古代不缺乏抽象思

维，有明确的概念、范畴及相关的分析。

相对于西方用理性思辩的方式来考察、

探究形上学的对象，中国哲人重视的则

是对存在的体验，是生命的意义与人生

的价值，着力于理想的追求与实践工夫

的达成。中国哲学的实践性很强，不停

留于“概念王国”。这不是说中国哲学

没有“概念”“逻辑”“理性”，恰恰相

反，中国哲学有自身的系统，中国哲学

的“道”“仁”等一系列的概念、范畴，

需要在自身的系统中加以理解。中国哲

学有关“天道”“地道”“人道”的秩序中，

含有自身内在的逻辑、理性，乃至道德的、

美学的、生态学的涵义。

中国哲学中有着异于西方的语言、

逻辑、认识理论，如强调主观修养与客

观认知有密切的关系，如有与汉语自身

的特性相联系的言、象、意之辩。以象

为中介，经验直观与理性直观地把握、

领会对象之全体或底蕴的思维方式，有

赖于以身“体”之，即身心交感地“体

悟”。以《周易》为代表，中国思维方法

是象数思维。这一思维方法主张取象比

类，触类旁通 ；阴阳平衡，刚柔调和 ；

注重生命节律，肯定周期、序列、整体

综合与统筹。

知行合一。我国有经世致用精神，

强调知行合一，经世济民，兼重文事武备，

明体达用，反对空谈高调。知行关系问

题是中国哲学家特别重视的问题之一，

它所涵盖的是良知的当下呈现，也即理

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古代哲学家

的兴趣不在于建构理论体系，不是只把

思想与观念系统表达出来就达到了目的，

而在于言行一致、知行统一，力行实践，

自己所讲的与自家身心的修炼必相符合。

他们强调知行的互动，即按照自己的哲

学信念生活，身体力行，集知识与美德

于一身，不断把自己修养到超越的境界。

中国哲学不是讲堂教授的知识游戏，而

是具体人的活生生的人格生命，其哲学

自其心中流出。

中国哲学相对于西方哲学的优势

天人的互动。长期以来，在西方，

一元外在超越的上帝、纯粹精神是宇宙

的创造者。人与神，心与物，此岸与彼岸，

致思界与存在界，身体与心灵，主观与

客观，价值与事实，理性与情感，乃至

如如不动的创造者与被它创造的生动活

泼的世界，统统被打成两橛。中国哲学

则打破了彼此的隔阂，强调两者的互动

互补。“天人合一”的主张，实包含有经

过区分天人、物我之后，重新肯定的人

与自然、人与超自然的统一，强调的是

顺应自然而不是片面征服、绝对占有自

然。中国哲学家强调整体的和谐和物我

的相通。他们不仅把自然看做是一和谐

的体系，不仅争取社会的和谐稳定，民

族、文化间的共存互尊，人际关系的和

谐化与秩序化，而且追求天、地、人、物、

我之关系的和谐化。

理想与现实的贯通。儒家的“极高

明而道中庸”，佛教的“平常心即道心”

都表明了现实与理想的统一。人人皆可

为尧舜，人人皆具佛性，是儒家与佛教

的最高信仰。实际上，儒、道、佛与宋

明理学都是要追求一种理想的高尚的社

会，因此其共同点都在培育理想的人格

境界，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业。

中国思想传统的道德精神并非只停

留在社会精英层，相反通过教化，通过

民间社会、宗教与文化的各种方式，如

蒙学、家训、家礼、戏文、乡约、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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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把以“仁爱”为中心的五常、四维、

八德等价值渗透到老百姓的日用常行之

中，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伦理。中国人

以仁义为最高价值，崇尚君子人格，肯

定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

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弘扬至大至刚的

正气，舍我其谁的抱负，乃至“不识一

个字，亦须还我堂堂的做个人”，强调人

人都有内在的价值与不随波逐流的独立

意志。

中国哲学特重理想社会的追求与现

实社会的治理，有系统的社会治理的智

慧与制度。在礼、乐、政、刑相补充相

调剂的治理社会的方略中，“礼”是带

有宗教性、道德性的生活规范。在“礼”

这种伦理秩序中，包含了人道精神、道

德价值。古代有“一夫授田百亩”的诉

求并转化为计口授田制，有养老制度与

“移民就谷”等荒政，对灾民、鳏寡孤独

与聋哑等残疾人都有救济与保护制度。

礼乐文化不仅促进社会秩序化，而且有

“谐万民”的目的，即促进社会的和谐化

并提升百姓的文明水准。

中国哲学对世界可能作出的贡献

生态平衡。中国哲学可以救治现代

人的危机。它强调用物以“利用厚生”，

但不可能导致一种对自然的宰制、控御、

破坏 ；它强调人文建构，批评迷信，但

决不消解对于“天”的敬畏和人所具有

的宗教精神、终极的信念与信仰。中国

哲学甚至主张人性、物性中均有神性，

人必须尊重人、物（包括草木、鸟兽、

瓦石、山水），乃至尽心—知性—知天，

存心—养性—事天。至诚如神，体悟此

心即天心，即可以达到一种精神的境界，

这不会导致宗教迷狂、排他性与宗教战

争，而又有安身立命的终极关怀。中国

哲学并不脱离生活世界、日用伦常，相

反，恰恰在庸常的俗世生活中追寻精神

的超越。外王事功、社会政事、科技发展，

恰恰是人之精神生命的开展。因此，中

国哲学精神完全可以与西学、与现代文

明相配合，它可以弥补宗教、科技及现

代性的偏弊，求得人文与宗教、与科技、

与自然的和谐健康发展。

人生意境。中国人文精神，尤其表

现在人生智慧与境界上。儒家是德性与

礼乐教化的智慧，通过修身实践的功夫，

尽心知性而知天。道家是空灵、逍遥、

放达的智慧，超越物欲，超越自我，强

调得其自在，歌颂生命自我的超拔飞越，

肯定物我之间的同体融合。佛家是解脱

的、无执的智慧，启迪人们放下外在的

追逐，消解心灵上的偏执，破开自己的

囚笼，直悟生命的本真。儒释道都是生

命的学问，相互补充，需要我们在生活

中慢慢地体悟，使我们活得有意义有价

值有尊严，遇到挫折

时 能 做 到 淡 定 从 容。

有人说儒家是治世的，

道家是治身的，佛家

是治心的，其实三家

都可用于治世、治身、

治心，都具有调节性。

普遍和谐。“仁爱”

思想是中华民族的核

心价值理念。孔子以

“爱人”为“仁”，爱人、

同情人、关切人，包

括爱、同情、关怀他

者、下层百姓，是“仁”

的主旨。“忠”与“恕”

接 近 于“ 仁 ”。“ 忠 ”

是尽己之心，“己欲立

而立人，己欲达而达

人”；“恕”是推己之心，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综合起来就叫

忠恕之道或藉矩之道。“忠”“恕”是仁

道的—体之两面。这不仅是人与人之间

关系的仁道原则，推而广之，也是国家、

民族、文化、宗教间相互关系的准则，

乃至是人类与自然的普遍和谐之道。

总之，中国哲学关于天、地、人、物、

我之间的“和谐”思想、“宽容”思想，

不仅为人类自然环境的生态平衡和社会

人文环境的生态平衡提供了智慧，而且

也是现代社会重要思想资源。中国哲学

表达了自然与人文和合，人与天地万物

和合的追求。其宽容、平和、兼收并蓄、

博大恢弘的品格，正是和谐辩证法的品

格，可以贡献给全人类。  

（作者为武汉大学国学院教授兼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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