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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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郁振华 

杨国荣 
编著 

规范性问题和中国哲学 

（《思想与文化》23 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1 

陈赟 专著 周礼与“家天下”的王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1 

杨国荣 专著 Philosophical Horizon Brill 2019/1 

高瑞泉 专著 20 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研究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经

济科学出版社 
2019/4 

顾红亮 专著 杜威在华学谱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5 

胡晓明 专著 文化江南札记（增补本）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5 

童世骏 

文军 等 
专著 我们时代的精神文化生活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5 

盛邦和 专著 
亚洲认识：中国与日本近现代思

想史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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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义、功利与逻辑——墨家非攻的理由及其

战争伦理 
哲学研究 2019 年第 3 期 

陈赟 

从“太虚即气”到“乾坤父母”:张载本体论

思想的结构——以船山《张子正蒙注》为中

心 

南京社会科学 2019 年第 2 期 

陈赟 

The Mainland Confucian Revival and Its 

Problems as Se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vilizational Theory” 

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 
第 49：2 卷 

陈赟 
自由的主体性条件及其历程——再思《庄子•

逍遥游》中的鲲鹏之喻 
哲学研究 2019 年第 6 期 

方旭东 权利与善——论同性婚姻 中外医学哲学 2019 年第 2 期 

方旭东 
蕺山“前四句”的文本问题——基于耿宁工

作的进一步讨论 
清华大学学报 2019 年第 1 期 

方旭东 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妥善应对移民问题 社会科学报 20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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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坚培、胡

晓明 
“文”之再认——应玚《文质论》诠释 贵州文史丛刊 2019 年第 2 期 

高瑞泉 
儒家秩序观念的现代重勘：以梁漱溟为中心

的讨论 
江海学刊 2019 年第 3 期 

贡华南 
从形名、声名到味名——中国古典思想“名”

之演变脉络 
哲学研究 2019 年第 4 期 

贡华南 新文化运动中的老子 兰州大学学报 2019 年第 3 期 

顾红亮 杜威“教育即生活”观念的中国化诠释 教育研究 2019 年第 4 期 

洪澄 
Political Equality, Confucian Meritocracy and 

Political Reflections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2019/6/19 

胡晓明 
中国的江南文化，是东亚世界共同的文明因

缘 
文汇报 2019/1/11 

胡晓明 江南·中原·吴越 苏州科技大学学报 2019 年第 1 期 

胡晓明 水之德：江南文化的大义 文汇报 2019/1/25 

胡晓明 这九首诗里，有我们的文化精神 文汇报 2019/3/9 

胡晓明 中国诗歌的三种精神 文汇报 2019/3/9 

胡晓明 流星划过夜空之美 文汇读书周报 2019/3/10 

胡晓明 文体学的新意义 光明日报 2019/3/11 

胡晓明 机器人写诗，该“赞”还是“怼”？ 光明日报 2019/5/20 

刘梁剑 
豪杰精神与思想范式重建：从王开祖看永嘉

学派一个被忽略的精神面向 
现代哲学 2019 年第 1 期 

刘梁剑 

20 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开新之作——《生生

的传统——20 世纪中国传统哲学认知范式研

究》读后 

社会科学研究 2019 年第 2 期 

刘擎 2018 年西方思想年度述评 学海 2019 年第 2 期 

瞿骏 觅路的小镇青年——钱穆与五四运动再探 近代史研究 2019 年第 2 期 

瞿骏 陈独秀与“万恶孝为首”谣言考论 中共党史研究 2019 年第 4 期 

孙亮 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历史辩证法基础 理论探讨 2019 年第 1 期 

孙亮 重新理解马克思视域中的“时代精神” 哲学动态 2019 年第 5 期 

孙亮 重新理解《资本论》语境中的“价值形式” 社会科学 2019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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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雪、胡

晓明 
王元化学案 上海文化 2019 年第 4 期 

文贵良 论胡适晚清民初的语言实践 文学评论 2019 年第 1 期 

文贵良 晚清民初汉语实践的复杂性及其意义 文艺争鸣 2019 年第 2 期 

文贵良 
新名词、科学思维与白话新诗——以《天狗》

为中心论郭沫若的白话诗学 
南方文坛 2019 年第 3 期 

吴冠军 
在黑格尔与巴迪欧之间的“爱”——从张念

的黑格尔批判说起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2019 年第 1 期 

吴冠军 

后人类状况与中国教育实践：教育终结抑或

终身教育？——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哲学思

考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2019 年第 1 期 

吴冠军 人工智能的人工非智能效应 光明日报 2019/4/1 

吴冠军 
重思战争与和平——霍布斯、康德、施米特、

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史重疏 
同济大学学报 2019 年第 2 期 

吴冠军 
速度与智能——人工智能时代的三重哲学反

思 
山东社会科学 2019 年第 6 期 

许纪霖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旧派中的新派”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2019 年第 1 期 

杨国荣 “事”与“史” 学术月刊 2019 年第 1 期 

杨国荣 论伦理共识 探索与争鸣 2019 年第 2 期 

杨国荣 何为理学——宋明理学内在的哲学取向 武汉大学学报 2019 年第 2 期 

杨国荣 “事”与“理”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2019 年第 3 期 

杨国荣 超越非对称：中西哲学互动的历史走向 新华文摘 2019 年第 7 期 

杨国荣 集团伦理需关注认同与承认的统一 社会科学报 2019/4/11 

杨国荣 存在与生成：以“事”观之 哲学研究 2019 年第 4 期 

杨国荣 心学视域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光明日报 2019/5/11 

杨国荣 
“四重”之界与“两重”世界——由冯契先

生“四重”之界说引发的思考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2019 年第 3 期 

郁振华 
突破学科藩篱：技术时代中国人文学术的因

应之道 
探索与争鸣 2019 年第 4 期 

朱承 义利之辨与儒家公共性思想的展开 哲学动态 2019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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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基地地重重大大项项目目成成果果推推介介】】  

 

 

《亚洲认识：中国与日本近现代思想史研究》出版

 

盛邦和教授新著《亚洲认识：中国与日本近现代思想史研

究》2019 年 6 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内内容容简简介介：：  

本书为 2009 年度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中国

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基地重大项目最终成果。 

中国与日本最初的“亚洲认识”是什么？此为“亚洲”地

理的知晓、“华夷”论的反省与“天下”观的再释。在此基础上，

又有对东西之间，败胜弱强的思考及“师夷制夷”思想的产生。

日本、中国先后出现亚洲主义，日本亚洲主义是否有它的早期

表现与后期“右转”，如何最后演化为亚洲侵略主义？就中国而言，孙中山有“大亚洲主义”，李

大钊有“新亚洲主义”，如日本亚洲主义区别如何？连带思考当下的亚洲认识，如何探究亚洲认识

的新内容与新形势？这些是本书着重探讨的内容。 

 

 

存在与生成：以“事”观之 

（杨国荣，《哲学研究》2019年第 4期 ）

 

《哲学研究》2019 年第 4 期刊发了杨国荣教授的新作《存在与生成：以“事”观之》。 

内内容容简简介介：：  

形上之域关乎存在和生成及其相互关系。与现实世界不同，本然世界的存在、生成过程既没

有人的参与，也非基于人所作之“事”，然而，其意义的显现，却离不开人所“从事”的多样活动。

由本然世界转向现实世界，“事”与存在和生成的联系展开于更为内在和深沉的层面。在现实的世

界中，事物既呈现为实际的存在，又处于生成的过程之中，两者的这种关联，乃是通过“事”而

建立起来。现实世界以人为主体，“事”则以人为承担者。作为现实世界的主体和“事”的承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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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身也涉及存在与生成的关系问题。与其他对象一样，人既表现为具体的存在形态，又处于生

成的过程之中，两者的彼此关联，同样离不开人自身所作之“事”。以成己与成物为具体指向，人

所作之“事”展开于不同的领域，“事”的多样性既伴随着多重生成过程，也引向了多样的存在形

态，世界之“在”与世界的生成、人的存在与人的生成交汇于人所作的具体之“事”。 

 

 

从“太虚即气”到“乾坤父母”： 

张载本体论思想的结构——以船山《张子正蒙注》为中心 

（陈赟，《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 2期）

 

《南京社会科学》2019 年第 2 期刊登了陈赟教授的论文《从“太虚即气”到“乾坤父母”:

张载本体论思想的结构——以船山<张子正蒙注>为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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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学者往往以“太虚即气”作为最能体现张载《正蒙》形上学性格的典范论述，而张载哲

学中的本体被固化为太虚，气本论与太虚神体论等等都是对太虚本体的解释。但很少有人注意到，

《正蒙》确立的并非静态的实体化本体，而是动态的从太虚到乾坤（天地）的本体论结构。在这

个结构中，太虚之天乃是“清虚一大”之天，作为理气浑沦未分者，它意味着张载本体论结构上

的“一”；乾元之天才是生物之天，而且，它与坤元之地共同构成本体论结构中的“两”，天地交

合而后气化得以可能。“太虚—乾坤”的本体论结构根植于《周易》的“太极—两仪”思想模式。

明白了这个结构，才能理解《正蒙》以太虚始，而最终归于“乾坤父母”；人之应该礼敬的并不是

气，也不是太虚，而是天地之德，即乾坤。而人对太虚的礼敬只能通过礼敬天地之德（乾坤）的

方式来间接达成，而礼敬乾坤具体落实到对气化世界的承担。 

 

 

逻辑分析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开展：金岳霖的经验 

（安谧，《社会科学家》2019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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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家》2019 年第 3 期刊发了安谧博士的新作《逻辑分析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开展：金

岳霖的经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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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考察金岳霖如何接受、推进罗素的逻辑分析方法并加以反转式运用，构建一种道论新形

上学，而此种新形而上学如何能够应对反形而上学的诸多诘难。完整的逻辑分析法包括狭义逻辑

分析和逻辑构造两部分。罗素和卡尔纳普曾用此方法反对形而上学，而金岳霖却反转式使用该方

法去构建了新形而上学。金岳霖的形上学构造始于“式-能”，进一步还原为能-可能，经现实化过

渡到具体、个体等环节，环环紧扣地展开为“道”的逻辑演绎。金岳霖的新形而上学摒除传统逻

辑带给形而上学的弊端，警惕任何无意义的或虚假的陈述，在很大程度上率先冲出了反形而上学

的重围。金岳霖的工作展示了逻辑分析方法的魅力与意义，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开展树立了一种特

色鲜明的典范。  

 

 

 

【【重重要要成成果果推推介介】】  

  

《规范性问题和中西哲学》（《思想与文化》23辑）出版 

 

《思想与文化》23 辑《规范性问题和中西哲学》2019 年 1

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本辑《思想与文化》由杨国荣教授主编，郁振华教授担任执

行主编。 

全书分“规范性与中西哲学”、“儒家伦理”、“旧学新知”、

“多维的历史研究”、“语言、逻辑和修辞”、“佛理探讨”、“学界

观察”、“随笔与书评”等栏目，收录论文 23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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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osophical Horizons： 

Metaphysical Investigation in Chinese Philosophy 

  

杨国荣教授英文著作 Philosophical Horizons：Metaphysical 

Investigation in Chinese Philosophy2019 年 1 月由 BRILL 出版社出

版。 

内内容容简简介介：：  

In Philosophical Horizons Yang offers penetrating discussions of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in modern philosophy—especially 

those topics related to comparative and Chinese philosophy. Drawing 

freely and adroitly on Confucian, Daoist, and Buddhist texts, while 

staging a dialogue with Western thinkers such as from Kant and Hegel to Marx, Heidegger, and 

Wittgenstein, Yang shows how contemporary Chinese philosophy has adopted, localized, and critically 

developed Western ideas alongside traditional Chinese concepts. 

 

 

《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研究》出版 

高瑞泉教授等著《20 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研究》2019 年 4 月

由中国财经出版传媒、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是高瑞泉教授承担的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20 世纪中国

社会思潮研究”的结项成果之正式刊印本。通过对 20 世纪中国

诸多社会思潮的综合研究，试图达到以“通观”为目标，重新认

识由于中国崛起而备受关注的“中国道路”或“中国经验”。全

书由一个总论和上、中、下三篇——分别讨论 20 世纪中国思想

的三种倾向和派别以及它们的互相激荡、互相吸收的复杂图景；

同时又对每一种大的社会思潮从政治、文化和哲学三个层面加以分析。通过研究与社会史密切结

合的社会思潮所表现的观念世界的转变，对现代化的“中国道路”或“中国经验”作整体性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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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反思。 

 

 

《我们时代的精神文化生活》出版 

  

童世骏、文军教授等著《我们时代的精神文化生活》2019

年 5 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内内容容简简介介：：  

本书为童世骏教授作为首席专家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

项目“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调查研究”（12&ZD012）

的结项成果。旨在全面反映当代中国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图

景。通过调查数据的定量分析以及个案文本的深度诠释，深入剖

析现阶段中国社会大众在日常生活方式、信仰、价值观、文化样

式、信息传播、家国观念、民族国家认同、消费方式等维度上的

现状以及其时代变迁，以揭示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杜威在华学谱》出版 

  

顾红亮教授新著《杜威在华学谱》2019 年 5 月由华东师范大

学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杜威在华活动的学术性断代年谱，合理可靠地

“诠释”杜威访华的场景与面貌。以年谱的形式呈现杜威在中国

访问的行程和学术安排，时间跨度是从 1919 年 1 月至 1921 年 12 

月，既展示杜威在华期间的日常生活与学术生活,也把杜威访华前

后的背景和离开中国后的反应容纳进来，把“前因后果”呈现出

来，更全面地展示杜威访华的丰硕成果和广泛的影响力。杜威在中国讲学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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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事件，既体现中国哲学界吸纳实用主义合理因素的开放心态，又体现美国哲学在全球范围内

扩展其自身影响力的自信与实力。对杜威在华讲学故事的深入考察和总结其经验教训，无疑会在

世界舞台上展示中国哲学的“开放”形象，进一步激励中国哲学家在世界哲学的舞台上讲好现代

和当代的“中国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