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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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者 
成果

形式 
成果名称 出版单位 出版日期 

杨国荣  专著 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 
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 
2013 年 6 月 

杨国荣  编著 大学哲学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 
2013 年 1 月 

胡晓明  专著 丽娃河畔札记 凤凰出版社 2013 年 1 月 

刘梁剑

（译） 

赖蕴慧

（著） 
译著 剑桥中国哲学导论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

公司 
2013 年 1 月 

胡晓明  专著 古典今义札记 海天出版社 2012 年 12 月 

杨国荣  编著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

系列之一 
中西书局 2012 年 12 月 

杨国荣 刘梁剑 编著 
《道德·知识·语言》（《思想

与文化》第 12 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 
2012 年 12 月 

 
 
 
 

————    论论文文一一览览表表 

 

作者姓名 合作者 
成果

形式 
成果名称 期刊名称 发表日期 

陈嘉映  论文 全民腐败刍议 新世纪周刊 2013，（03） 

陈嘉映  论文 挖土方与下象棋 新世纪周刊 2013，（07） 

陈嘉映  论文 绘画的“效用” 新世纪周刊 2013，（11） 

陈嘉映  论文 医术与医德 新世纪周刊 20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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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映  论文 西方哲学与语言哲学 
《读书与教书》，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3 年 5 月 

陈嘉映  论文 学医为了悬壶济世？ 新世纪周刊 2013，（19） 

陈嘉映  论文 说说功效主义 新世纪周刊 2013，（23） 

陈卫平  论文 
如何用马克思主义重建儒家人

性论——评俞吾金<中国传统人

性理论的去魅与重建 

哲学分析 2013，（01） 

陈卫平  论文 
“抽象继承法”蕴涵的问题：传

统哲学何以具有当代价值 
社会科学 2013，（05） 

陈卫平  论文 
当代上海文明形态构建的重要

基础 
《文汇报》 

2013 年 6 月 24

日 

方旭东  论文 作为一种道德品质的“公” 中国德育 2013，（05） 

方旭东  论文 
邵雍“观物”说的定位——由朱

子的批评而思 

《中国哲学》（人

大报刊复印资

料） 

2013，（04） 

方旭东  论文 
“以物观物”：伦理应用与哲学

论辩 
哲学研究 2013，（05） 

贡华南  论文 累：轻与重 西北大学学报 2013，（02） 

顾红亮  论文 讲职责与义务而不谋求特权 探索与争鸣 2013，（03） 

胡逢祥  论文 
史语所迁台与 1950-60年代台湾

的人文学术建设 

华东师范大学学

报 
2013，（02） 

胡逢祥   论文 抗战中的“战国策派”及其史学 史林 2013，（01） 

胡逢祥   论文 
史语所迁台与 1950-60年代台湾

的人文学术建设 

华东师范大学学

报 
2013，（02） 

胡晓明  论文 以古典中国向现代中国提问 
《文汇报》思想

人文版 

2013 年 3 月 18
日 

姜进  论文 
解构国剧：戏曲与民族文化史的

重建 

《中国文化》半

年刊 

2013 年春季第

37 期 

刘梁剑  论文 

Is It Possible to Ground Virtue 
Ethics in a Theory of Human 
Nature? -Shuttling Between 
Confucian Ethics and Virtue 
Ethics 

ECNU Review
（ ed. by Gao 
Ruiquan），华东

师范大学出版

社， 

Vol.1（pp. 
37-51） 

刘梁剑  论文 
“形神”不定——魏晋南北朝思

想的一个面向 
中山大学学报 20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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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梁剑  论文 
Virtue Ethics and Confucianism: 
A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 

Virtue Ethics and 
Confucianism, 
ed. by Stephen C. 
Angle and 
Michael A. Slote, 
Routledge 

May-2013 

刘擎  论文 
2012 年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

述 
学海 2013，（01） 

刘擎  论文 
2012 年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

述 
学海 2013，（01） 

许纪霖  论文 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何时形成 文史哲 2013，（03） 

许纪霖  论文 多元文明时代的中国使命   文化纵横 2013 年 6 月号 

杨国强  论文 
甲午乙未之际：清流的重起与剧

变 
中华文史论丛 2013，（02） 

杨国强  论文 文化建设和文化自觉 
毛泽东邓小平理

论研究 
2013，（02） 

杨国强  论文 历史中的儒学 
东方早报·上海

书评 
2013年 4月 7日 

杨国强  论文 
“中国梦”贯通中国的历史和未

来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3 年 3 月 29
日 

杨国荣  论文 谈实践哲学 中华读书报 2013年 2月 6日 

杨国荣  论文 现象学：哲学进路及其意义 哲学动态 2013，（01） 

杨国荣  论文 从志于道到壹于道 
杭州师范大学学

报 
2013，（01） 

杨国荣  论文 
个体自主与人性平等：正义的二

重根据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3 年 3 月 11
日 

杨国荣  论文 我思，我欲，我悦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3年 3月 4日 

杨国荣  论文 人性境界及能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3 年 3 月 18
日 

杨国荣  论文 自由与忠恕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3年 4月 8日 

杨国荣  论文 
意义追寻：虚无主义与权威主义

的双重扬弃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3 年 4 月 15
日 

杨国荣  论文 经典诠释应取多重视角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3年 4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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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荣  论文 中国哲学：理解与定位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3年 5月 6日 

杨国荣  论文 实践哲学：视域与进路 学术月刊 2013，（05） 

杨国荣  论文 
实践活动、交往行动与实践过程

的合理性 
复旦学报 2013，（03） 

杨国荣  论文 形上原理与价值原则 江汉论坛 2013，（05） 

杨国荣  论文 问题、视域与进路 哲学分析 2013，（02） 

杨国荣  论文 关于形而上学 哲学动态 2013，（05） 

郁振华  论文 
具体的形上学：金-冯学脉的新

开展 
哲学动态 2013，（05） 

 

 
 
 

————    研研究究报报告告及及会会议议论论文文一一览览表表  

 

作者姓

名 
合作

者 
成果形式 成果名称 提交、采纳单位 提交、采纳日期 

陈卫平   会议论文 孔子为政以德的理论内涵 
“儒教的新复兴”2012 儒

教文化圈国际学术会议” 

2012 年 11 月 16—17
日， 

胡晓明   会议论文 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 

“叙事与抒情：中国文学

表现传统问题”学术研讨

会 

2013 年 1 月 12 日， 

陈卫平   会议论文 
儒家礼乐文明与近代海派文

明的互补 

“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

文化建设”国际学术研讨

会 

2013 年 1 月 18 日-20
日， 

刘擎   会议论文 1980 年代独立思想的兴起  “1980 年代中国的渴

望” 国际学术会议 
2013 年 2 月 18-19 日 

许纪霖   会议论文 当代中国的三代知识分子 
“当代中国的三个世代”

国际研讨会 
2013 年 2 月 23-24 日 

许纪霖   会议论文 
中国民族作为国族何时形

成？ 

“中华民族的国族形成

与认同”国际研讨会 
2013 年 2 月 9-10 日 

方旭东   会议论文 
How Could Philosophy to Be 
Public Discourse? A Chinese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 Philosophy as Public 
Discourse” Workshop, 

2013 年 3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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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映   会议论文 
Besorgen 与亚里士多德的实

践概念 
 海德格尔论坛 

2013 年 3 月 20 日-3
月 22 日 

陈赟   会议论文 
气的概念、天的机制与新主体

观——论文王船山的庄子学 

“气论与庄子的思想”学

术工作坊 
2013 年 3 月 21-23 日 

刘梁剑   会议论文 

“ A Dialogue of World 
Political Oder: Kang Youwei, 
Zhao Tingyang, Kant and 
Habermas” 

Comparative and 
Continental Philosophy 
Circle 第 八 届 年 会 ：

Comparative and 
Continental Philosophy 
Circle（歐陸與比較哲學學

會） 

2013 年 3 月 21-24 日, 

方旭东   会议论文 
“The Treatment of Animals：
From a Chinese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The 8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Comparative & 
Continental Philosophy 
Circle (CCPC)  

2013 年 3 月 21-24 日, 

陈卫平   会议论文 中国道路与当代中国哲学 

“中国现代化：道路与前

景”第五届世界中国学论

坛 

2013 年 3 月 23—24
日 

贡华南   会议论文 闲：在当代如何成为理想 
“中国哲学的重构与跨

文化对话” 
2013 年 3 月 28 日， 

姜进   会议论文 舞台姐妹：从革命史到民族志 

第三届中国二十世纪婚

姻•家庭•性别•性伦文化

学术研讨会  
2013 年 3 月 8-10 日， 

陈卫平   会议论文 
突破两军对阵的思想前奏—

—论 1957 年中国哲学史座谈

会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现

状与前瞻”学术研讨会暨

中国哲学史学会第七届

理事会 

2013年 4月 19-21日， 

杨国荣   会议论文 
实践过程的合理性——以中

国哲学为视域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回

顾与前瞻” 学术会议 
2013年 4月 22-24日， 

陈卫平   会议论文 
“重大公共政策三个道德焦

点——政府公信力、学术良

心、住房伦理” 

“重大公共政策道德影

响评估研讨会” 
2013 年 4 月 22 日， 

许苏民   会议论文 
高一志对亚里士多德政治哲

学的介绍及其对 17 世纪中国

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学说在中

国”国际学术会议 
2013 年 4 月 5-7 日， 

方旭东   会议论文 元代易学者的太极之争 中国经学史工作会议 2013 年 5 月 12 日， 

杨国荣   会议论文 价值原则与可持续发展环境 
“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大会 
2013年 5月 15-17日， 

陈卫平   会议论文 中国梦与儒道思想传统 
“东方大讲坛”启动暨道

家文化研讨会 
2013年 5月 17-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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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进   会议论文 
In Search of  Spiritual Home 
through Traditional Opera in 
China 

“人文研究的价值：跨文

化与跨学科的对话”国际

学术研讨会 

2013年 5月 17-19日， 

胡逢祥   会议论文 唯物史观与民国史学 

第 17 届全国史学理论研

讨会“20 世纪的历史学和

历史学家” 

2013年 5月 17-19日， 

杨国强   会议论文 曾国藩：文化品格与历史命运 
南方周末 2013 方太青竹

简国学计划 
2013 年 5 月 23 日， 

陈嘉映   会议论文 有客观的历史叙事吗？ 
“历史理解的模式”学术

研讨会 
2013 年 5 月 23 日， 

陈卫平   会议论文 
“中国梦与唯物史观视域的

‘理想’” 

“中国梦与唯物史观的

新视野” 
2013 年 5 月 25 日， 

姜进   会议论文 
“有关城市史与中国现代转

型的思考 II” 

重新思考中国城市：比较

视野下的都市研究”国际

学术工作坊 

2013年 6月 15-16日， 

陈卫平   会议论文 
震撼中国的思想起点：1980
年代哲学思潮 

“1980 年代哲学思潮”学

术研讨会 
2013 年 6 月 18 日， 

陈卫平   会议论文 
从中国被震撼到中国震撼的

思想历程 

“中国现代哲学与思想

文化前沿学术问题”研讨

会 

2013年 6月 22-23日， 

许纪霖   会议论文 何谓现代，谁之中国？ 
“现代中国再阐释”国际

研讨会 
2013年 6月 25-26日， 

姜进   会议论文 
有关城市史与中国现代转型

的思考 

“现代中国再阐释”国际

研讨会 
2013 年 6 月 25-27 日 

顾红亮  会议论文 民初修身教科书中的责任观 

“近现代历史科及其相

关课题教科书”国际学术

研讨会 

2013 年 6 月 28-29 日 

陈卫平  会议论文 
“中国梦与上海当代文明形

态的构建” 

“上海城市精神与中国

梦” 
2013 年 6 月 3 日， 

 
 
 

 
 

【【基基地地重重大大项项目目成成果果推推介介】】  

 

 

杨国强：“文化建设和文化自觉”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3 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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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3 年第 2 期刊登了杨国强教授的论文“文化建设和文化自觉”，

该文系杨教授承担的基地重大项目“清末民初中国的社会与思想变迁”阶段性成果之一。 

内容简介： 

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讲文化建设,一方面,我们既面对着150年近代化历史过程留给我们的种

种问题,也面对着正在发生的深度社会转型而产生的种种问题;另一方面,我们既面对着 2000多年

传统文化,也面对着五四以来的新文化、延安以来的革命文化、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大众文化,

以及 19 世纪中期之后陆续传入的西方文化。面对这两个方面,文化建设需要文化自觉,而文化建设

之成就文化创造,则不能不开始于传承和会融。 

 

 

 

胡逢祥：“史语所迁台与 1950-60 年代台湾的人文学术建设”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3 年第 2期)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3 年第 2期发表胡逢祥教授的论文“史语所迁台与 1950-60 年代台

湾的人文学术建设”，该文是由胡逢祥教授负责的基地重大项目“六十年来的港台人文思潮研究”

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内容简介： 

当代台湾地区人文学术的建构，无疑以 1948 年底前中研院史语所的迁台最具开局意义。当此

天翻地覆的历史大变局之际，尽管史语所同仁在学术和政治的复杂抉择中心态纠结，却始终坚持

了以学术为本位的进路，筚路蓝缕，从专业研究、人才培养和学术规范的确立等方面，为台湾现

代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的发展奠定了不拔基业。由此写下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不可

忽略的一章，给后人以深刻的启示。 

 

 

 

王东：“从‘中国化’到‘本土化’ 

——台湾社会科学‘中国化’运动的学术史考察”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3 年第 2期)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3 年第 2 期发表王东教授的论文“从‘中国化’到‘本土化’——

台湾社会科学‘中国化’运动的学术史考察”，该文是由胡逢祥教授负责的基地重大项目“六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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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港台人文思潮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内容简介： 

上世纪 80 年代初，台湾学术界曾掀起一场社会科学的“中国化”运动。这场运动最初由社会

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的学者所发动，但很快便波及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从而成为台湾现

代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次学术运动。由这场运动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学术论题，30 多年来也一直是

台湾学术界不断探索、讨论和争执的热点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这场以“中国化”为目标的学术

运动，后来在台湾社会各种政治与意识形态力量的强势介入下，又发生了由“中国化”向“本土

化”的转变，并最终与政治社会领域的“本土化”运动产生某种交叉和重叠。本文从学术史的角

度，旨在通过对这场学术运动的系统梳理与回顾，以厘清其发生、发展的具体过程，分析由“中

国化”向“本土化”转变的内因外缘，并进而总结这场学术运动的学理性价值及其教训。 

 

 

 

刘梁剑：“‘形神’不定——魏晋南北朝思想的一个面向” 

（《中山大学学报》，2013 年第 3期） 

 

《中山大学学报》2013 年第 3 期发表了刘梁剑副教授的新作“‘形神’不定——魏晋南北朝

思想的一个面向”，该文是其主持的基地重大项目“汉语与中国思想的特质：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

语言哲学向度”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内容简介： 

“形神”不定（“神”不定，形神关系不定）构成了魏晋南北朝思想的一个重要面向。魏晋时

期，神灭论者认为神是精气，形神之间是地位相等的两种实体间的合同共处关系；神不灭论者如

慧远以神为灵魂，认为它是轮回报业之主体。南北朝时代，神不灭论者如梁武帝、沈绩，从成佛

的根据讲神识不灭；神灭论者范缜说的“神”，主要指人的精神活动。因为两派讲的“神”不是同

一概念，范缜的神灭论并没有在佛性论层面与梁武帝、沈绩思想形成实质意义的交锋。不过，他

们都共享了体用思维：一方面，范缜认为形神关系是形体与功用之间的相即关系；另一方面，梁

武帝、沈绩以体用范畴论证湛一不变的神明与因境而起、无明无常的心识关系，在体用关系上主

张体独立于用而支配着用。 

 

 

 

许纪霖：“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何时形成” 

（《文史哲》，2013 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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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哲》2013 年第 3 期发表了许纪霖教授的新作“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何时形成”，该文

是其主持的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现代认同中核心观念：以个人、国家、道德、宗教为中心”的阶

段性成果之一。 

内容简介： 

族群、民族和国族是三个不同的概念，长期以来学术界不自觉地将它们混淆，遂形成了关于

中华民族何时形成的种种争议。汉民族只是多元一体的国族中“多元”中的一元，绝非中华民族

“一体”本身。无论从概念的严谨性、还是历史的真实性而言，国族意义上的中华民族皆不可能

出现于近代之前，作为民族的汉民族与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既要看到二者之间的历史关联，又

要尊重中华民族这一国族中其他民族和族群的历史存在与文化尊严。  

 

 

 

方旭东：“‘以物观物’：伦理应用与哲学论辩” 

（《哲学研究》，2013 年第 5期） 

 

《哲学研究》2013 年第 5 期发表了方旭东教授的新作“‘以物观物’：伦理应用与哲学论辩”，

该文是其主持的基地重大项目“道德行为原理研究：当代的视域”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内容简介： 

作为一种道德原则，最早由宋代新儒家明确提出的“以物观物”说，其要点在于：不要以“人

道”或“我道”待物，而以“物道”待物。如果将这一原则应用于伦理实践，比如，如何对待动

物，它内在地包含了以下要求：人类不应当按自己的喜好对待动物，而应当尊重动物自身的生活

习性。由此出发，必然要求人类停止对动物的使用。如果将其置于中西哲学的广阔背景，作为对

待动物的道德原则，“以物观物”说至少要面对两个质疑：一、为什么是“以物观物”（而不是别

的什么原则）？二、“以物观物”如何可能？就其要证成善待动物这一目标而言，“以物观物”论

并没有理论上的优势，人们并不都是出于这样的认识而善待动物，相反，它还可能被当作为人类

使用动物的行为进行辩护的理由。按照惠施-内格尔理论，“以物观物”似乎只能解释为：我们应

当试着想象我们处于“物”的位置时会是什么样。这个原则无法使我们了解处在“物”那个位置

的“物”究竟是什么样。按照这种理解，“以物观物”是不可能的，可能的只是“以物观我”。作

为对待动物的道德原则，“以物观物”说在理论上面临诸多挑战，就其要证成善待动物这一目标而

言，似乎也没有太多的逻辑必然；然而，通过把自己置于“物”的情境中的想象，人类的道德感

却因此得以实现。就此而言，对于如何对待动物，“以物观物”论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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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苏民：“晚明西学东渐与顾炎武政治哲学之突破” 

（《社会科学战线》，2013 年第 6期） 

 

《社会科学战线》2013 年第 6 期发表了许苏民教授的新作“晚明西学东渐与顾炎武政治哲学

之突破”，该文是其主持的基地重大项目“儒耶对话与中国现代思想之生成和发展”的阶段性成果

之一。 

内容简介： 

在晚明西方政治哲学东渐的背景下，顾炎武既不可能不受其影响和启迪，但更有他自己独到

的理论创造。首先，他以“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来规定“王政”之本质，虽与传教士宣传

的亚里士多德的“王政”理论相通，但在表述上却显示了比传教士更高的概括能力和直探事物本

质的理论思维水平。第二，他以“法从人”与“人从法”来规定“人治”与“法治”的本质区别，

与传教士宣传的西方法治理论相通，但同样比传教士的表述方式更为鞭辟入里，其依据法治理念

所提出的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主张，更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创新。第三，他特别热中于论述的

“君、臣、民”政治平等观念和权力制衡学说，都与传教士宣传的西方政治哲学观念有惊人的相

似和对应之处。通过发掘中国传统思想之精华和对古代典籍作创造性的诠释，来阐发与西方政治

哲学相同或相似的观念，并以此来建立民族文化的自尊和自信，是顾炎武回应西方政治哲学东渐

所表现出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特征。 

 

 

 

 

【【重重要要成成果果推推介介】】  

  

《道德·知识·语言》（《思想与文化》第 12 辑）出版 

  
由杨国荣、刘梁剑教授主编的《道德•知识•语言》2012 年 12 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为基地刊物《思想与文化》的第 12 辑。 

内容提要： 

本辑主要从“伦理与道德”、“知识与社会”、“语言与文化”、“传统与现代”、“人物与思潮”、

“中西之间”、“生活事件”七个方面分别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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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包括：“意志软弱”、“伦理学的基础：胡塞尔与海德格尔

之间的一个根本差异”、“积习成德：主张、质疑与回应”、“德性、

知识与信仰：试析柏拉图道德哲学的特质”、“走向一种关于知觉

欺骗的现象学”、“理解专业自由裁量”、“戴震批判理学及其语言

哲学之成立”、“论乾嘉学派的正名思想”、“‘科学’溯源”、“乾坤

简论”、“孟子论古代圣人的仕进退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王安石性命论思想研究（上）”、“本心与礼教——论邹守益的‘礼

治’思想”、“圣坛之外：民间信仰中的人、鬼、神”、“牟宗三对

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批判”、“‘人性’：钱钟书史论中的‘历

史美学’要素”、“公、私观念与近世中国的道德焦虑及其转化”、“奥古斯丁、康德及康有为关于

和平的哲学思考”、“反对民主式教育”、“大学中的‘存在’：分析哲学合法化与哲学教育之争”、

“对英特网的一个克尔凯郭尔式的批判：当前时代的匿名 vs.担当”、“查尔斯·泰勒论祛魅与返魅”，

共计 22 篇文章。 

 

  

杨国荣教授新著《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出版 

 

2013 年 6 月杨国荣教授新著《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由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内容提要 

本书的论域属宽泛意义上的实践哲学。以人的行动和实践为

指向，实践哲学本身可以展开为两种路向。其一，基于不同实践

领域，对实践活动作多样的考察。道德哲学、政治哲学、法律哲

学，等等，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这一进路。其二，跨越特定的实

践领域，对行动、实践作元理论层面的（meta-theoretical）研究，

关于何为“行”、如何“行”以及实践理性、实践智慧等问题的思

与辨，便与此相关。本书的研究大致可归入后者，而其中所涉及的内容又与我前此的思考具有理

论上的关联。在数年前出版的《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一书中，我以成己与成物为视

域，对意义及意义世界作了若干考察。就其内涵而言，成己与成物以人自身的完成与世界的变革

为题中之义，无论是人自身的提升（成己），抑或本然存在向人化世界的转换（成物），都既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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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亦关乎行（实践），从成己与成物的角度理解意义世界的生成，相应地也离不开实践之维。就

此而言，本书对行动和实践的研究，可以视为我前此工作的延续。  

 

 

《具体形上学的思与辩——杨国荣哲学讨论集》 

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由何锡蓉教授主编的《具体形上学的思与辩——杨国荣哲学讨论集》2013 年 6 月由北京大学

出版社出版。 

内容提要： 

杨国荣教授《具体形上学》三书（包括《道论》、《成己与成物：

意义世界的生成》、《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三部，北京大学

出版社 2011）是其近十年来哲学思想的具有体系取向的表述，本

书是对其具体形上学的概念范畴、问题意识、主要内容等等研究与

评论文集，书中收录了大陆、香港、台湾、美国、欧洲等地知名学

者，如张世英、王树人、张祥龙、胡军、张曙光、谢遐龄、黄勇、

何怀宏、童世骏、王庆节、杜保瑞、王论跃、俞宣孟、郁振华、陈

嘉映、张祥龙、陈少明、陈嘉明、干春松、彭国翔等人对该书的评论文。 

 

 

《丽娃河畔札记》出版 

 

胡晓明教授著作《丽娃河畔札记》，2013 年 1 月由凤凰出版社

出版。 

内容提要： 

本书分“人文素养与社会品质”、“知识人的前世今生”、“文

化意象与传统中国”三个部分，内容涉及文化时评、对现当代学

者的追思，对中国思想史重要问题的探寻，以及有关传统中国的

文化大义、海外传播的重要机遇与问题。“丽娃河是我多年教书的

大学校园里一条著名的河流，上世纪 80 年代时，不少在这个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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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文史学者，在写作评论文章或学术随笔、思想笔札之类文章的末尾，署上‘写于丽娃河畔’的

字样。这成为一种写作的‘风雅’。我觉得这是一份很值得珍视的写作传统，因为愿意来附庸一番

‘风雅’。”作者自恃的风雅并非曲高和寡，而是文人学者关注民生民情，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

关注传统传承，居安思危的人文反思。 

 

 

 

 

【【研研究究报报告告//学学术术研研讨讨会会成成果果推推介介】】 

 

 

“中国文化的认知取向”国际学术研讨会 

成果推介 

 

2013 年 6 月 22 日—23 日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中国文化的认知基础和结构研

究”国家社科重大项目课题组等在华东师大中山北路校区的理科大楼 A508室召开了“中国文化的

认知取向”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华东师大、中山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国内高校及来自美国夏

威夷大学（University of Hawaii）、美国库兹敦大学（Kutztown University）、美国中央阿肯色

大学(University of Central Arkansas)、法国里昂高师(ENS Lyon)等海外高校的近 40位学者围

绕“中国文化的认知取向”这一主题展开了丰富、广泛的学术对话与交流。 

 

成果推介： 

“Wang Fuzhi’s Moral Psychology and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Nicholas S. Brasovan，

University of Central Arkansas）：The intention of this presentation is to disclose the cognitive dimension 

of Confucian thought as it is exemplified by the moral psychology and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of 

Wang Fuzhi (王夫之, also known by his penname, Wang Chuanshan 王船山, 1619–1692).Wang 

Fuzhi’s biography is an account of an orthodox, hermetic,neo-Confucian scholar during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period of imperial China (明末清初). His written work is conveyed through the vehicl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ommentarial philosophy; that is, much of Wang’s work is presented as critical and 

creative commentary on classical and neo-Confucian texts. Contemporary scholarChen Lai 陈来 calls 

attention to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nfucian influence on Wang Fuzhi’s thought. In addition,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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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zhi took Zhang Zai (张载 1020–1077), a Northern Song progenitor of neo-Confucianism, to be his 

philosophical predecessor. As Chen notes, much of Wang Fuzhi’s commentarial philosophy presupposes 

the usage of neo-Confucian terminology. The organization and assertion of neo-Confucianism as a 

unified school of thought emerged in the early Song dynasty and continued throughout dynastic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s a reconstruction of “orthodox” Confucian philosophy in dialectical response to 

the influential “heterodox” schools of Buddhism and Daoism.  Accordingly, in order to appreciate the 

complexity and profundity of Wang Fuzhi’s philosophy, one must understand his work in this polemical 

context. 

 

 “B<C When A+B>A+C: Is the Anti-theorist Dancy with the Wrong Math and Can 

Confucianism Help?”（Yong Huang，University of Kutztown）：One of the important features of 

virtue ethics is its emphasis on particularity. In virtue ethics, as stated by Rosalind Hursthouse, a 

contemporary virtue ethicist, “an action is right iff it is what a virtuous agent would characteristically 

(i.e. acting in character) do in the circumstances” [Hursthouse 1999: 28; emphasis added]. Here I 

emphasize the last word “circumstances,” as a virtuous person does not simply apply universal moral 

principles to all circumstances. Instead, as Michael Slote, another contemporary virtue ethicist, states, 

when he comments on Aristotle, a virtuous person is “someone who sees or perceives what is good or 

fine or right to do in any give situation” [Slote 2001:5]. Indeed, Aristotle himself also claims that virtue 

is to feel relevant passions, such as fear, confidence, and anger “at the right times, with reference to the 

right objects, towards the right people, with the right motive, and in the right way” [Aristotle 1963: 

1106b20-22].  So a virtuous thing to do in one circumstance or situation may not be so in a different 

circumstance or situation. This emphasis on particularity is radicalized in moral particularism or 

anti-theory, which I regard as an extreme form of virtue ethics or at least a close ally of the latter in their 

argument against their common rivals, deontology and utilitarianism, two moral theories of generalism. 

In this essay, after a brief presentation of moral particularism, I shall argue that, while it reflects the 

Confucian idea of love with distinction as interpreted by the neo-Confucian Cheng Brothers, Cheng Hao 

程顥 (1032-1085)  and Cheng Yi 程頤 (1033-1107), there is a blind spot in the former that is avoided 

in the latter. 

 

“中国文化的认知取向：以认知与评价的互融为视域”（杨国荣，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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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的认知首先关乎事实，并以求其真为指向。然而，在中国文化中，事实的认知与价值的评价

往往彼此交错。对中国文化而言，“知”既涉及“是什么”层面的事实内涵，也关乎“意味着什么”

层面的价值意义。“是什么”以如其所是地把握事物本身的多样规定为指向，“意味着什么”则以

事物对人所具有的价值意义为关切之点，在中国文化中，二者构成了认知活动的相关方面。 

 

“简论戴震的名学思想与认识论思想”（吴根友，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先秦名学思想集中探

讨了名与实之间的关系，命名以及名本身是否具有实在性等一系列问题。荀子从儒家立场对先秦

名学思想作了一个理论的总结，但将命名权集中到王者身上，带有一定的权威主义倾向。先秦名

学也涉及到名的分类，如达名、共名、私名，即现代分类学中的通称、类称、具体指称某物的特

称等三个层次。汉儒董仲舒在“深察名号”的过程中，涉及到名的分类问题，然而没有明确提出

“指其实体实事之名”与“称夫纯美精好之名”的分类问题。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戴震是第

一次明确地提出了表述事实与表述价值的这两类大名的划分问题。但是他又没有将这两类大名绝

对分开，而是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对天地、自然的人化（或曰德化）的传统，将指称天地的“实

体、实事”，如天道、人道当作“纯美精好”之名来待，取消了在事实与价值之间二分的界限，也

消解了现代西方哲学在事实与价值之间紧张关系。 

 

“从家到天下：亲社会人格的培养与大型合作式社会的构建”（朱菁，中山大学哲学系）：当

代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中心任务是说明人类的利他行为以及大型合作式社会是如何可能的，这是

因为从以“自私基因”为基础的生物学模型和理性利己主义的“经济人”模型出发，人类的利他

行为和稳定的大规模合作式社会何以会存在就成为了需要解答的谜题。近年来，不同学科的学者

提出了许多富有洞见的学说，其中包括：家族亲缘关系的泛化，多轮次博弈所导致的互惠关系的

建立，声望系统的功能，有代价惩罚机制的作用，市场经济制度的出现，神祗观念的监督和威慑

作用，宗教的社会整合功能，等等。中国社会是历史悠久的大型合作式社会的典型，而将上述各

种学说运用于说明中国社会，似乎都有一定的似然性与合理性，却都显得不够充分。本文以中国

社会为例探索另一种思路，从亲社会人格的培养和塑造来说明大型合作式社会得以建立和维护的

社会—心理机制。儒家思想所推崇的社会价值观，包括忠孝仁义诚等，以及“温良恭俭让”等人

格德性，对于培养和塑造亲社会的人格具有重要作用，而多数社会成员在一定程度上具备这些方

面的人格，并且根据个体的人格德性来安排其的社会角色（例如选拔官员），对于建立长治久安的

大型合作式社会具有重要作用。与其他各种学说和思路相比，本文提出的研究进路更注重内在的

文化—心理因素在构建大型合作式社会中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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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的文本结构及其言说方式”（周山，上海社会科学院）：《周易》是一部帮助人们决

疑解难的思维工具书，卦象爻象、卦名卦辞爻辞是这个类比推理系统的核心构件。卦名主要根据

重卦的上、下经卦关系所象征的意义或重卦整体所象征的意义而确定；卦辞是对卦象意义的总体

阐释，爻辞是对爻象在卦体中的特定位置所含之义的阐释；卦辞、爻辞以例说方式“明象”，一个

卦辞或爻辞中往往包含有一、两个甚至三、四个例说，这种以譬喻为主要特点的言说方式，训练、

规范着炎黄子孙的思维实践，逐渐形成了注重类比的思维定势。 

 

“中国传统知识生成和传承的认知取向”（郦全民，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大精深的中国

传统文化中，由一代代先辈所创获的传统知识是基本和核心的组成部分。诚然，在当今的教育、

科技和生产实践等领域，萌发于其他文明国度的知识成果，尤其是近现代西方的科学技术，已经

极大地丰富和改变了中华民族的知识库藏。即便如此，在当今中国人日常的思维和行为中，大量

传统知识依旧是解释现象、处世论事和展开行动的主要依据，并通过母语和身传言教等途径得以

有效传承。不过，当中国社会走向更加开放和现代化之际，究竟应该如何对待包括传统知识在内

的中国传统文化仍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论题，而解决或消解争论的基本前提是必须对传统知识或文

化的特征、功能和局限等有一个既客观又全面的认识。在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过程中，

我们同样需要先认清作为文化基本组成部分的传统知识的特质。一般而言，传统知识是指一个民

族的先人在适应、改造自然和社会中所积累的认识成果。这意味着，传统知识的生成是人的认知

活动的产物，而知识的传播和传承亦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认知过程。因此，倘若想要理解中国传

统知识的特质，一条基本进路就是弄清传统知识生成和传承的认知取向和机制。本文中，笔者就

试图沿着这条进路，宏观地把握中国传统知识在内容、功能和传承方式等方面的特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