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 1期刊发景海峰教授的

《当代儒学发展的形态及趋向》一文，笔者基本上赞

同他对当代中国儒学发展前景的预测，也赞同他对

一些有关儒学发展的不良思想倾向与主张的批评。

他将 20世纪以来的儒学变化、发展历程概括为三个

阶段与三种形式，即 20世纪初期现代性与儒学的对

立时期，前中期的现代新儒家的融合会通期，以及近

30年来以中国大陆为主的儒学复兴时期，或曰国学

热的时期，并对这三种形式的儒学状况及其中蕴含

的得失均做了比较中肯的分析。特别是他对“批判

的传统主义”的概括与剖析，颇有启发意义。他说：

“批判的传统主义相较于成熟的现代主义和中西会

通派，可以说尚处在一种意识汇聚的状态之中，还不

是那么的清晰和明显，因此在思想主张和学派表征

上，还缺乏鲜明而又统一的特征，在当下的儒学实践

中，其理解的路径和表述的方式也是各行其是、散乱

无序的。……从表面上看，批判的传统主义仍然延

续了求援于传统的策略，甚至有一种似曾相识的复

旧感，好像是又回到了传统。但实质上，这一新的思

考和相关论域的出现，代表了现代性反思的最为前

沿的动向，是建构的传统，而非简单地重回旧的历

史。”[1]

景教授本人在文章的结尾处跳出既有的三种思

路，对儒学在未来发展的可能趋势提出了自己的基

本主张：“儒学的复兴和近代以前的情形是完全不同

的，它并不是要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对立起来，更

儒学对未来世界
提供什么样的精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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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要拿儒学作为排拒外来文化的口实。恰恰相

反，这样的儒学需要在更大规模和更深层次上来吸

收人类文明的各种优秀成果。特别是在经受了西方

文化的全面冲击和深刻洗礼之后，它的开放性、坚韧

度、鉴别力和取精用宏的能量，都应该是以往的任何

时代所无法比拟的，它也必能担当起任何的考验。

同时，这样的一种儒学，并不是仅局限在讲堂之上的

喧闹，而完全是基于现实的要求，是和世界变幻的风

云、时代发展的脉搏和社会大众的意愿紧密地联系

在一起的。所以，儒学形态在当代就不是封闭的，不

是孤立主义的，更不能走向各种极端。”[2]

从原则上讲，我认同景教授的基本主张，但对于

景文中有些观点也有不太一致的认识。其一，景文

没有具体地阐述儒学中哪些具有比较恒久意义的精

神与价值可以进行现代性的转化？儒学的复兴与开

放，有没有自己固有的精神根基或应当坚持的基本

价值？其二，景文对于现代性与传统的二元对立的

格局分析，仅仅指出了现代性制造这种二元对立的

理论误区，忽视了现代性制造二元对立的历史合理

性。因为在现代性发育之初，面对强大的传统势力，

不如此制造对立，不彰显传统，特别是儒家文化之不

足，就无法开拓出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局面。其三，作

者对现代新儒家的融合创新成绩的高度肯定，从学

术上说是可以成立的，但对于现代新儒家的理论局

限，以及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实际起到的社会作

用的不足，似乎缺乏必要的反省。作为一篇回应性

的文章，我想集中对儒家文化的一些具体的精神价

值及其现代性的转化，尝试着提出一些想法，以作为

景教授文章的补充，希望能够起到相得益彰的作

用。至于现代新儒学的理论局限，以及现代性文化

批评传统及儒家的合理性这两个问题，涉及的问题

过于复杂，暂时不在此处加以讨论。

仁学思想及其现代的精神意义

由孔子着重强调并给出多方面阐述的仁学思

想，是儒家思想的灵魂，经过后孔子时代诸儒的不断

阐述，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深厚的、主流的精神传统。

这一精神传统应当成为当代民族魂的核心内涵。作

为一种活的精神传统，它上承西周以来逐渐明朗的

古典人文主义精神，如古公亶父不为争夺土地而轻

易发动战争去牺牲百姓的生命，政治上提出“以德配

天”的思想主张，在承认天命的前提下肯定人在政治

生活中的能动性，《尚书·洪范》篇将神权政治观念巧

妙地转化为民意政治观念：“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

我民视”，以及《五子歌》中“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

民本思想等；下开春秋以降，直至近现代的中华新人

文传统，确立了人在天地与社会之中的类价值，如

“仁者爱人”“有教无类”。经过孟子、荀子的发展，反

对为争夺天下而伤及任何一个无辜的生命，因而包

含着尊重个体生命的现代性思想萌芽。这一尊重人

的生命的思想经过现代的再诠释，可以与现代人权

观念相沟通，至少是不矛盾的。而“为仁由己”的实

践哲学命题，确立了人在道德实践与个人的德性修

养过程中的个体主体性与能动性。儒家思想传统中

尊重人的类主体性的思想，经过陆九渊、王阳明等心

学思想家们的发展，再经过泰州学派王艮、李贽、王

夫之、谭嗣同等人的再转化，逐渐成为中国内发原生

的尊重自我的现代性思想根芽。如李贽提出的“童

心”说，“各从所好，各骋所长”的个性主义与早期自

由主义的思想，王夫之在道德实践领域里反对“无

我”的观念，提出“有我之非私”尊重个体自我的新思

想，以及谭嗣同要求冲决旧社会的纲常之罗网等，构

成了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内在思想传统，成为中国

人能够在1840年后接收西方现代文明的文化土壤。

仁学内在包含的“仁政”思想，是传统中国民本

思想的精神与灵魂。孔子“为政以德”的德政思想，

即是孟子、荀子的仁政思想。德政与仁政，都反对通

过杀戮的武力恐怖手段来让人民服从政治的领导，

主张先富民而后教民。德政与仁政的外在制度化形

式即是礼制、礼治与礼教。孔子批评季康子试图以

“杀无道而就有道”的恐怖政治手段，要求统治者自

身率先垂范，正其身而让人民自动的归化。孟子反

对统治者“率兽食人”，反对统治者为争夺城池、土地

而杀人盈城、盈野。荀子虽然不反对合乎王道要求

的征伐与战争，但主要还是主张通过仁、义等道德政

治的效果而威动天下，感化天下，以使王道的教化远

播四方。早期儒家的仁政思想，经过汉唐宋元等历

代儒家政治家、思想家的不断发展，到明末清初的特

殊历史时期，发展出了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早期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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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主政治理想，对 2000多年的专制政治私有本质

给予了无情的揭露，提出了“贵不在朝廷，贱不在草

莽”“君臣共治而群分”的早期平等的政治思想观

念。王夫之提出“生民之生命，高于一姓之兴亡”的

新民本思想，顾炎武区分了“亡国”与“亡天下”的不

同，把传统政治生活中的一姓王朝与天下人所拥有共

同文明生活方式区分开来，进而提出了“天下兴亡，匹

夫有责”的新政治理想。特别是这一时期进步思想家

们共同复活先秦的“公天下”的政治理想，提出了“天

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得一姓而私也”。以“公天下”

的命题形式表达了对民主政治理想的诉求。这些均

体现了“仁政”理想的巨大的可诠释空间。

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儒家的仁学思想体系

里虽然没有明确的重视个体价值的现代性思想，没

有尊重女性的现代女性观，但与尊重个体、尊重女性

的现代性思想并不矛盾。“有教无类”“学贵自得”等

教育哲学思想中，都包含着尊重所有人、包括女性

的思想，也有着朝向尊重个体的思想倾向解释的可

能向度。实际上，晚明以降的早期启蒙思想，就是

从阳明心学逐步发展出了具有现代性性质的思想

观念。只是由于旧的传统势力过于强大，再加上以

清代明的巨大“历史回流”（萧萐父），这些早期启蒙

思想没有获得适宜的社会与政治土壤，未能由思想

的火花发展出一条巨大的火流，在清代前中期的一

百多年里处在蛰伏状态，但也没有完全中断。因

此，儒家的仁学思想其实包含着与现代性思想可沟

通的性质，至少不与现代性思想与价值观相矛盾、

相冲突。这也恰是儒家仁学思想的内在生命力之

体现。

至于仁学思想中所包含的尊生、生生不息等思

想观念，还可以与现代的环境保护主义相通；“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极高明而道中庸”的

神圣与世俗辩证和谐的思想，均具有有益于现代人

精神生活的可诠释空间。而在“易哲学”中所包含的

“忧患意识”，革故鼎新、日新不已的改革意识与求新

意识，都可以经过现代的创造性转化而构成中华民

族的民族魂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精神传统都应当

是儒家仁学具有永久魅力的地方，也是儒学可以用

传统文化的姿态批评现代性之不足的内在合理性

之处。

忠恕之道以及五伦思想的
现代转化之可能

除了以上所阐述的儒家仁学思想传统之外，儒

家的道德哲学与伦理学思想，经过现代的诠释，也可

以成为现代人的道德观念与伦理法则的有机组成部

分，其中最有现代转化可能性的就是忠恕原则与五

伦思想。与基督教文化传统里的“己所欲，施于人”

的积极伦理原则不同，儒家信奉“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的忠恕原则，看似是一种消极伦理原则，但其所

产生的结果却是积极的。从个人与个人相处的人

际交往伦理来看，这一忠恕原则可以避免一些不必

要的强人所难的恶的结果。在人际交往的领域里

可以培养出一种宽容的氛围，与现代西方自由主义

文化可以产生精神的共振；在民族、国家的政治交

往领域，可以避免强权政治所奉行的干涉主义的恶

果。这种忠恕原则不仅不与现代西方社会所倡导

的自由、自主原则相冲突，恰恰能在国际政治伦理

层面给每个民族主体、主权国家以最大的自由选择

的权利与空间，因而也能最大限度地尊重每个民族

国家的自主性。现代中国政府所奉行的和平共处

五项国际政治原则中，“不干涉别国内政”一条，可

以看作是古老的儒家忠恕原则在国际政治关系中

的合理延伸，也可以说是忠恕原则在当代中国的

活化。

与“三纲”单向度的强制性、压迫性的伦理原

则不同，五伦是一组带有对等性与协调性的伦理

原则，而且具有超越具体制度的普适性。“仁”作为

一种伦理原则，可以成为人与人交往的底线伦理，

是人把所有的人都当作同类来看待的一种基础性

伦理原则。此一原则所具有的普遍性，与基督宗

教传统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抽象原则具有同

等的效应。但它是以世俗的道德、伦理原则的面

貌出现的，是哲学的而非宗教的，具有当代中国哲

学家张世英所说的“横向超越”的超越性，即以经

验世界重重无尽的广泛适应，把在场的与不在场

的都统一到这一原则之下，而不必造成一个人神

超绝的鸿沟。

“义”作为一种抽象的适宜、恰当的伦理原则，在

任何时代都有合理性。当传统儒家提倡的“义”与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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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等级社会的具体内容脱钩之后，“义”作为一种抽象

的伦理原则，即是一种义务与责任。如普通公民之间

的义，就是陌生人之间必要的帮助与关怀，即是

“义”。而夫妻、父子、师生之间的“义”，则表现为更具

体的义务与责任。现代中国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

“义”之伦，处在一种变化的、不确定的关系之中，引发

了很多的矛盾，也容易导致人们举止、行为的失当。

如何基于传统“义”之伦的合理内容，重建当代中国人

的交往之“义”，十分必要而且紧迫。

与“义”之伦相似，“礼”一旦与传统社会专制等级

制度脱离之后，作为生活中人与人相处的规范，是一

种必要的约束。然而，“礼”在当代中国社会严重缺

失。很多场合都缺乏必要的礼仪的庄重感，日常生活

中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也缺乏必要的礼节。现代社会

的文明状态在当代的中国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器物的

进步，而在人际交往的层面反而不容易看到。尤其是

在我们小学、中学、大学开学与毕业场合的典礼与礼

仪，可谓五花八门，与现代教育所追求的精神方向没

有多少直接的联系。

“智”作为一种教育的追求目标而不是作为一种

伦理要求，在当代中国社会表现为一种过度智力化的

倾向，而作为一种明智、审慎的生活态度，一种人与人

交往的明智与智慧的要求，反而没多少表现。明智、

审慎而健全的生活态度，尤其表现在公共的社会生活

空间。当代中国社会，计算理性十分发达，但很多人

的智德很难说有多少实质性的进步。

“信”是当代中国社会最为匮乏的道德与伦理资

源，小到公民之间的为人处世的诚信，中到各种考试

场合的诚信，大到公司的产品、服务质量对于消费者

的诚信，都是亟待提高的普遍的伦理要求。建立诚信

社会是当前中国最为强烈的呼声之一。

因此，如何将传统的五伦思想资源与当代中

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活内容结合起来，同时

根据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实际，发展出六伦或七伦，

如上级与下级、夫妻、父母与子女、兄弟姐妹、师生

或师徒、朋友、国民与外国人等的人伦关系，建立适

合时代要求的新道德、新人伦，是一件颇为急迫的

时代任务。而儒家的五伦思想资源恰恰可以作为

本民族的思想资源加以继承、转化，以适应现代社

会人们交往的需要。

君子人格及其与现代公民的关系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宜的社会形态是法治

社会，法治社会要求所有成员应有公民意识。这一点

从原则上说是完全正确的。但正如党中央正确地将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一样，在公民社会的建

设过程中，公民的君子人格培养也是必不可少的。儒

家提倡的君子人格，虽然不能作为一种普遍要求来衡

量社会全体成员，但可以作为一种理想性的目标引导

全体公民向着这一富有精神内涵的人格理想去努

力。当君子人格理想与现代人的个性独立结合起来，

我们追求的个性化的现代个人才是可欲的，也才可能

是可爱的。那种为立异而立异、甚至违背人性底线的

个性化，是需要受到质疑与抵制的（尽管我们不能禁

止这种个性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治社会里，每个人

要成为知法、守法的公民，这是对于人的基本要求。

儒家的君子人格在此基础上对公民提出一个相对较

高的道德要求。对于每个公民而言，成为君子不是必

要的条件，而是一种可欲的、可选择的理想性的人格

要求。这一要求与我们要建立“文明”“和谐”的社会

整体价值目标相关。法治社会要求每个社会成员成

为合格的公民，这是我们社会的基本文明标准。而在

此基础上，儒家传统提倡的君子人格理想，则是在合

格公民的基础上提出的更高的理想性标准。而这种

理想性的标准对于现代社会里绝大多数已经解决基

本物质生存问题的人而言，也是一种内在的精神要

求，因为君子人格与人的全面发展，尤其是精神方面

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

就《论语》中提到的“君子”人格而言，这一类型的

人至少具有如下三个特征：第一，具有独立思考精神，

但同时又具有宽容精神，即“君子和而不同”。第二，

具有好学乐学、知行合一、不刻意要求别人理解，也不

怕被别人误解的襟怀坦荡的精神品质，即孔子所说的

“学而时习之”，“人不知而不愠”等特点。第三，君子

关怀自己德性的养成，而不一定眷恋故土。心中所想

是如何遵守法律，而不是一味的贪图利益，即孔子讲

的“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君

子喻于义”。这一人格特点对于今天利益至上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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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而言，尤其具有校正的意义。

儒家女性思想的转换与现代意义

在现代文明出现之前，世界各大文明传统里都

或多或少存在歧视、贬低，甚至侮辱女性的思想与言

论，传统儒家也不例外。像“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

是德，夫为妻纲，要求婚前婚后的女性单方面持守贞

节的节烈观，在传统社会都曾经制造出无数的人间

悲剧。这是我们今天要加以摒弃的儒家思想传统中

不合时宜的内容。但儒家某些间接和直接关系到女

性的思想与行为，则是值得加以现代转换的精神传

统与价值。上文提到的“仁者爱人”“有教无类”的古

典平等精神，就内在地包含着尊重女性的思想，至少

从这些思想命题里可以合理地引申出尊重女性的思

想观念。

在天尊地卑、阳尊阴卑的思想传统里，男权社会

的确曾经构建了一整套压抑、压迫女性的思想体

系。但儒家思想传统里也有“一阴一阳之谓道”的阴

阳平衡思想，而这是儒家精神传统里更富有解释力

的思想原则。这一思想原则为女性的解放，女性在

天地、社会之间拥有与男性一样重要地位的理论与

现实的诉求，提供了一个比较有解释力的哲学依

据。此处我们仅引用明代思想家李贽的一些论述，

就可以看出这一思想原则有利于女性解放的地方。

李贽有选择地吸取传统儒家经典《易传》的说法，将

夫妇看作是人伦之始，并进而将夫妇平等的新思想

奠定在古老的自然哲学基础上，从传统中开出了新

的思想观念。在《初潭集·夫妇篇总论》一文中（在

《焚书》中改为《夫妇论》），李贽说道：“夫妇，人之始

也。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兄弟，有兄弟

然后有上下。夫妇正，然后万事万物无不出于正

矣。”他在批评为君主专制政治、伦理提供理论根据

的“理一本说”时说道，万物皆生于两，“天地，一夫妇

也，是故有天地然后有万物。然则天下万物皆生于

两，不生于一明矣。而又谓‘一能生二，理能生气，太

极能生两仪’，不亦惑欤！夫厥初生人，惟是阴阳二

气，男女二命耳。初无所谓一与理也，而何太极之

有？”所以，从社会哲学的层面看，李贽称：“故吾究物

始，而但见夫妇之为造端也。是故但言夫妇二者而

已，更不言一，亦不言理。”可以这样说，在传统哲学

的范围内，论证男女价值平等的思想基本上没有超

过李贽的理论水平。即使是20世纪初期的中国妇女

解放运动，其哲学理论水平亦未达到李贽的高度。

在李贽之前，吕坤为解放女性做了不小的努力，其

《闺范》一书中，有很多同情女性、为女性在历史上所

受的诟病进行清污的内容。李贽之后，清代有袁枚、

俞正燮等思想家继续为女性的解放发表新的思想观

念。清代的章学诚虽然不能算是一个为妇女解放摇

旗呐喊的人，但他特别重视对于女性的知识教育，实

际上反对并挑战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旧观念。

“男女有别”的思想如果与等级制度里男尊女卑

的思想脱钩，在现代社会里就会具有较大解释空

间。现代体育运动与竞赛活动中，绝大多数项目都

是分男女组的，可以看作是“男女有别”观念的实

践。尊重男女在生理、心理与体力上的不同，在社会

制度设计层面先行安排一些有利于保护女性的制度

性措施，就可以更加全面、充分地落实男女平等的政

治理念与道德诉求。比如说，现在及可见的50年内，

青年女性在婚后要承担繁衍人类的生育任务，如何

在全社会的就业岗位的设置方面不让青年女性因为

生育问题而遭受潜在的歧视，与男性青年有实际上

同等的就业竞争力，就是遵循“男女有别”的生理差

别，努力推动男女平等的思想观念进一步落实到制

度层面的努力方向。北欧社会一些国家如挪威、瑞

典让已婚男性也分担哺婴儿喂养任务，并有与女性

相等的假期，实际上就是通过较为合理的人为制度

设计化解因“男女有别”的差异可能导致不利于女性

就业竞争的现象。如在就业岗位的指标方面，某些

单位或公司招收一名女性工作者，可以给一个半或

两个岗位指标，而招收一个男性工作人员，只给一个

指标，则青年女性因生育问题而导致的就业压力就

会大大地缓解。而民营公司因为雇佣女性员工在税

收或贷款政策方面获得适当优惠，则可以促进民营

公司在利润驱动的机制下积极为女性提供更多就业

岗位。因此，“男女有别”的命题一旦摆脱了传统的

男尊女卑的制度与文化传统的习惯思维，在今天就

会变成极富解释力，且有利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

女平等。

在汉以后的思想传统里，尽管有《女诫》《女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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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女论语》之类严重限制女性心智的作品，但不可

忽视的是，由儒家学者发明的《列女传》的史学传统，

对于保存女性的活动史与精神史，亦具有较大的历

史意义。《列女传》之类的著作，内容不及正史丰富、

系统，而在一系列的正史著作里，作为政治附庸的后

与妃之类的女性史，也深深地打上了男权世界价值

观的烙印，但剥离这些男权历史的偏见之后，中国传

统社会有关女性的生活史与精神史，还是极其丰富

的，而且这也是应当继承的一个优良传统。当今中

国社会，应当发掘属于自己时代的巾帼史。

晚明以降的解放女性的思想家，多半都是深受

儒家思想影响的儒者，除了思想家的群体之外，一些

文学家也加入到解放女性的思想行列，像通俗小说

家冯梦龙编辑的“三言”，凌蒙初编辑的“二拍”，还有

小说家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曹雪芹的《红楼梦》、李

汝珍的《镜花缘》等一系列作品，其中都包含着一些

值得肯定的解放女性的思想观念。从李贽到谭嗣同

这一系列的解放女性的思想家，充当了中国传统社

会里的思想先锋。

伴随着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传统文

化的价值也因此得到了重新的估价。在重估传统文

化价值的过程中，儒家思想价值的重估也是题中之

意。近现代以来，由于传统农业社会的中国不适应

现代工商业社会的要求，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

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世界范围的现代工商业文明经

过四百余年的发展，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物质利益、

人性解放的红利之时，也给人类与自然带来了新的

严峻挑战。可以说，现代文化业已进入了一个“历史

自我批判的时期”，后现代文化的兴起，就是对现代

文化的一次全面的但不够深刻的批判。与中国传统

农业文明同步成长的儒家文化及其智慧，虽然有不

适应现代工商业文明的地方，但其中包含的诸多合

理价值，反而可以为人类的自我思考与批判提供一

种有历史深度的思想资源与思维面向。我们不必让

儒家文化成为包治现代社会病的万应灵丹，但努力

发掘其中有生命力、有启发力的思想资源，为当代人

类解决自己的时代问题提供间接的经验与智慧。剔

除儒家文化中不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过时内容，是

对儒家文化的一种拯救，这是上个世纪大多数中国

先进人士所做的工作。今天，我们努力发掘儒家思

想传统中有助于现代人生活的思想资源，对儒家思

想表达应有的尊重与爱护，唤醒自己民族的精神传

统，则是从文化层面对自己民族魂的重铸与民族精

神的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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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Nation: The Unfinished Historical Task
Zhou Ping

Abstract: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ocuses on the rejuvenation of Chinese nation to define the con-

notation of the new era, to determine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goal and the party's historical mission. The 13th CPPCC National Com-

mittee also puts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Chinese nation" into the constitution. Chinese nation has been unprecedentedly highlighted

and given a great historical mission. The grand goal and great mission of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put forward new and higher require-

ments for the cohesion and consolidation of Chinese nation. However, as a modern nation, Chinese nation is built under certain histori-

cal conditions.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further construction is still needed to maintain and promote its consolidation.

Howeve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nation has not been steadily promoted. Therefo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

nese nation does not match its mission. Such a realistic contradiction highlights the unfinished task of Chinese nation construction.

Therefore, taking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nation is still a major social and political task.

Key word: Chinese Modern State, the Building of Chinese N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Nation,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Chi-

nese Nation

Why Marxist Philosophy Is the Philosophy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The Conceptual Analysis, Research Methods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Marxist Philosophy

Zhao Dunhua
Abstract: The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Marx and Engels' texts is a complement to the academic construction of Marxist philoso-

phy and the history of Marxist philosophy,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oblems of our times. Marxist philosophy has continuously

portrayed and enriched the external expressions, specific meanings, and realities of "general philosophy facing the world". In this sense,

it is "the philosophy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The epochal spirit of Marx's philosophyhas an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cor-

rectly summing up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world socialist movement and grasping the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setting an example for today's philosophy.

Key word: Practice Dialectics, Civilization Spirit；HistoricalParallelogram, Capital Accumulation Trend

Which values Confucianism contributes to the future:
————Reply to Haifeng Jing

Wu Gengyou
Abstract: With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value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re recognized. During this pro-

cess, the values of Confucianism are naturally included. Since modern time, due to the unfitnes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soci-

ety for new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raditional culture, especially Confucianism, was heavily criticized. Despite of the

unfitness, Confucianism does have various ideals that can be used as resources for our reflections. The idea of "Critical Traditionalism"

that Haifeng Jing proposed is a thoughtful attempt for this kind of reflection. We do not have to present Confucianism as an all-powerful

solution to every single social problem, rather than a resource to remedy for the problems in our times. Our effort to discover values in

Confucianism to help people in our times shows our respect and care of traditional Confucian thoughts. Bring traditional values to life is

to shape our national spirit.

Key Word: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Critical Traditionalism, Modernization, National Spirit, Doctrine of Benevolence, Feminism

Can We Flee the Grip of "Modernity""?
A Dialogue with Prof. Gao Ruiquan''s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and the Modern Unfolding of Chinese Phi-

losophy""
Liu Liangjian

Abstract: The contemporary unfolding of Chinese philosophy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new "phase of cultural emergence". Today, Chi-

nese thought "should" be in a new "phase of cultural emergence", a "phase of cultural emergence" that differs from the phase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a "contemporary age" that flees the grip of modernity. The world history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dimension of what

is contemporary. The new "phase of cultural emergence" through the contending of the hundred schools on the global scale demands

breaking the modern narrative inside the framework of a single civilization. The new "phase of cultural emergence" must face the post-

human condition, because the whole of humanity currently faces an unprecedented crisis. The contemporary unfolding of Chinese phi-

losophy needs to focus on the unsatisfactory aspects of the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and self-consciously face the predicament of the

modern Chinese philosophical vocabulary and plot out methods for overcoming them.

Key Word: Phase of Cultural Emergence, Contemporary Age, Contending of the Hundred Schools on the Global Scale, Post-human,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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