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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地建设综览】

第一季度工作综述

积极撰文献智建言
疫情之下，基地学者积极撰文，为疫情防控献智建言，其中包括：
《以法治思维为引领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孙亮，
《贵州日报》理论版，3 月 25 日）
、
《构建“堡垒”
“平台”
和“家园”
》
（陈卫平，
《解放日报》
，2 月 25 日）
、
《重思信任：从中导危机、新冠疫情到区块链》
（吴冠军，
《信睿周报》第 20 期）
、
《生者日已亲：疫情时期的读诗生活片断》
（胡晓明，
《文汇报》，
3 月 14 日）
。此外，基地学者还积极参与各类线上活动近 10 余次，包括：2 月 17 日，应上海

广播电台“市民与社会”栏目邀请，吴冠军教授与蒋昌建（复旦大学）
、沈辛成（上海交通
大学）
、阎俊（复旦附中特级教师）进行了题为“如何给中学生讲讲疫情”的对谈；3 月 26
日，胡晓明教授发起并主讲了题为“疫情时期的信息素养及信息分析支持”的线上讲座；围
绕“疫情时期读经典”主题，3 月 31 日，胡晓明教授在一见图书馆接受上海电视台“今晚
我们读书”节目采访。
科研成果
本季度基地学者共发表各类学术论文 29 篇。其中，在权威期刊 A 类发表论文 2 篇：
《“历
史神圣”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二题》（瞿骏，《中共党史研究》2020 年第 1 期）、
《“天学”视
野中的荀子——利玛窦对<王制篇>物种分类说的改造》
（方旭东，
《哲学研究》2020 年第 2 期）
。
在 SSCI、A&HCI 来源期刊论文发表论文 3 篇：“The Good Life Today: A Collaborative
Engagement between Daoism and Hartmut Rosa”（德安博，Dao: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2020 年第 1 期）
、“The Rivalry of Spectacle: A Debordian-Lacanian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吴冠军，Critical Inquiry，2020 年第 3 期）、“Li Zehou’s ‘Harmony is Higher than
Justice’: Context and a Collaborative Future”（德安博，Asian Studies，2020 年第 1 期）。
项目研究
在研基地重大项目和自主项目按计划进行中，发表署基地或项目名的阶段性成果 10 篇。
新增横向项目 1 项：由朱承教授主持的上海研究院慈善研究中心委托项目“儒家扶危济
困的思想与实践研究”2020 年 1 月立项（项目经费 10 万元，结项时间 2020 年 6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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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结项鉴定等级为“优秀”的项目一项：由陈乔见副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
目“义观念研究”
（14CZX021）
，2020 年 2 月正式结项，鉴定结果为优秀。

【 基地工作亮点】

疫情之下，基地学者积极撰文献智建言

2020 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迅速席卷全国，并在全球蔓延肆虐，疫情及其
带来的焦虑情绪已成为全球共同面对的重大挑战。从更宏观的哲学、历史视角来看，我们该
如何应对这场灾难，此次疫情又带给我们哪些方面的反思？围绕这些问题，基地学者积极在
各类报刊撰文，为疫情防控献智建言，其中包括：
孙亮教授发表在 3 月 25 日《贵州日报》理论版的《以法治思维为引领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一文，从治疫需依靠法治定向、治疫必以奉法为重、治疫当以善法立序三个
方面展开分析，讨论了以法治思维为引领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法治路径建设。此
外，孙教授还承担了我校疫情防控专项课题“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重大疫情风险防控机制
研究”
。
2 月 25 日《解放日报》刊登了陈卫平教授的《构建“堡垒”
“平台”和“家园”
》一文，
该文呼吁构筑疫情防控的“堡垒”要有硬度，搭建促进复工复产的“平台”要有“强度”
，
营造抚慰人心的“家园”要有温度。
吴冠军教授在第 20 期《信睿周报》发表论文《重思信任：从中导危机、新冠疫情到区
块链》
，全文 8 千余字，从信任角度，分析晚近世界的一系列变化，呼吁我们亟需在这个信
任缺失时代重思信任，并以此来探索诸种前沿技术的应用潜能。
胡晓明教授发表在 3 月 14 日《文汇报》上的《生者日已亲：疫情时期的读诗生活片断》
一文，则以古诗为引，反观疫情之下人们生活日常、精神情绪的变化，以新的眼光反思生死
存亡、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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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基地学者还积极参与各类线上活动。2 月 17 日，吴冠军教授应上海广播电台“市
民与社会”栏目邀请，与蒋昌建（复旦大学）、沈辛成（上海交通大学）、阎俊（复旦附中特
级教师）进行了题为“如何给中学生讲讲疫情”的对谈，并先后应邀作了多场线上学术报告：
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书展•阅读的力量”
（2 月 22 日《人类纪的忧虑》
、2 月 25 日《银幕上
的爱与死——电影的哲学潜能》
、3 月 8 日《电影与哲学》）
、浦东新区宣传部“学习读书会
X 陆家嘴读书会”
（3 月 13 日《后人类状况下重思教育》
）
。3 月 26 日，胡晓明教授发起并主
讲了题为“疫情时期的信息素养及信息分析支持”的线上讲座，并于 3 月 31 日，围绕“疫
情时期读经典”主题，在一见图书馆接受上海电视台“今晚我们读书”节目采访。

项目进展情况

基地重大项目进展情况

通过-超过:古今中西视域下的冯契哲学

由贡华南教授主持的“通过-超过；古今中西视域下的冯契哲学”项目组，本阶段主要
工作为集中修改冯契研究相关论文，现已完成《从可能之域到智慧之境：论冯契的美学思想》
《冯契德性说的天人之维》
《论冯契哲学自由个性之本体论意义的三重维度》
《冯契智慧说的
德性形而上学的展开》
《论冯契的概念结构理论》《冯契“智慧说”与德性伦理学》《一种全
域性的伦理学》
《冯契“两化说”的哲学教育意蕴发微》《冯契的哲学哲学》《论“以现实之
道还治现实”
》等论文的修订。项目组对冯契哲学有了较为宏观的了解，同时为结项做准备。

中国与世界：古今中西之争视域下世界历史叙述的重建

“中国与世界：古今中西之争视域下世界历史叙述的重建”项目负责人陈赟教授，发
表项目阶段性论文《普世主义意识形态与文明的危机》
（3.7 万字）
，刊登于澳门大学《南国
学术》2020 年第 2 期，该文从文明论角度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进行了系统梳理，并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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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内在的深层逻辑，借助于埃里克-沃格林的政治-历史哲学，深化了对文明冲突论的理解。
论文揭示亨廷顿如下观点的根源：普世主义的意识形态具有去文明化的取向，是美国全球支
配的重要工具——以为这一认识是基于对西方文明危机的认识与理解。
另一阶段性成果《文明论视域下的中西哲学及其会通》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哲学》
2019 年第 10 期全文转载，该文此前曾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9 年第 5 期转载，后
又被《新华文摘》论点摘编。整个项目业已进入关键的最后阶段。

基地自主项目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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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刘梁剑教授主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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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本阶段对冯契的哲学话语创建作了进一步的思考。发表论文《成性存存，
自由之门：试论冯契对王夫之的哲学书写》，完成论文初稿《冯契“两化说”的哲学教育意
蕴发微》
（钟翠琴、刘梁剑、祁彤）
。对“事”的哲学做进一步研究，论文《感受与中国哲学
如何做事》投稿后，根据外审专家意见进行了修改，已被某刊物录用。
后续将围绕德性伦理、心性、世界历史、共同体等问题，以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
牟宗三等思想家进行专题研究，撰写 4-5 篇关于德性伦理、世界历史的专题论文。

清末民国教科书与中国传统思想的重塑（1895—1928）

由瞿骏教授主持的《清末民国教科书与中国传统思想的重塑（1895—1928）》项目，本
期进一步修改完成教科书的诸子部分，特别是教科书与墨子的关系，厘清晚清民国时期各大
出版社所出教科书中对墨子、墨学的写法与描述。当时墨学逐渐上升到与孔学、儒学相提并
论的学说。清灭亡后，没有了忠君尊孔教育宗旨的束缚，学界对墨子有新的研究兴趣，民初
教科书多把墨子放在先秦学术这一章节之下。受社会思潮影响，近代学人把墨子和社会主义、
革命精神、宗教思想、反战主义等联系在一起，使沉寂的墨子之学有了新的精神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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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视野中中国近现代汉语发展资料整理与研究

由文贵良教授主持“文学视野中中国近现代汉语发展资料整理与研究”项目本阶段完成
的资料收集包括：1、晚清拼音文字方案的资料。这个时期拼音文字方案的设计者往往与来
华的传教士有关，与《圣经》中译本有一定关系。要找到这个方面的资料有一定难度。尽管
现在关于来华基督教方面的资料相对比较丰富，但要找到对本课题有用的资料不是那么容易。
2、五四时期关于世界语问题讨论的资料已经基本收集好。这个方面的资料相对好收集一些，
主要集中在《新青年》等杂志，以及晚清的《新世纪》杂志。关于以上两个问题的研究资料
也已经基本收集好，并已开始撰写相关文章和章节。

其他项目进展情况

孙亮：超越东西文化之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研究

本课题作为 2019 年华东师范大学文化观念与核心价值创新基地课题，经过去年的研究，
已经完成了新时代文化建设原则的历史辩证法基础的讨论，并在此基础上，对当前阻碍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的资本逻辑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特别是对资本逻辑在现实生活中呈
现出的抽象与统治的形式给与了分析，这一点还进一步地体现在关于如何审视资本论中的辩
证法。从当前中国社会现实来看，又发表了如何从时代精神出发构建新的价值观念。目前已
经完成了这一课题的研究。

德安博：Profilicity

This project aims to explore recent changes in the way we view ourselves, others,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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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that is newly emerging paradigms of “identity.” The project will argue that a new
profile-based identity, or “profilicity,” has already eclipsed sincerity, individualism, and
authenticity as a dominant mode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 The social and philosophical forces
responsible for this development are social acceleration and an increasing awareness of the
paradoxes of individualism and authenticity. Today’s technologies, including most prominently the
Internet, fit in seamlessly with acceleration and provide alternatives to impossible existential and
ethical demands of individualism and authenticity. What we now find is a growing reliance on
online and offline profiles—inherently coupled with an orientation towards “second-order
observation” and a “general peer”—which we in turn internalize and use to understand ourselves,
others, and the world. This project thus introduces profilicity as an evolving mode of identity
assemblage, one that is related to “liquid life,” “moments of identity,” and “situational identity.” In
fact it can be viewed as tying these concepts together, along with the historical accounts of
sincerity, individualism, and authenticity, to address identity assembly today. This project team has
completed several articles, and is now finishing a book on this project.

立项与结项信息

由朱承教授主持的上海研究院慈善研究中心委托项目“儒家扶危济困的思想与实践研究”
2020 年 1 月立项（项目经费：10 万元；结项时间：2020 年 6 月）
。
由陈乔见副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义观念研究”（14CZX021），2020 年 2
月正式结项，鉴定结果为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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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重要成果推介

“历史神圣”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二题
（瞿骏，《中共党史研究》2020 年第 1 期）

内容简介：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作为全国高等学校本科生必修的思想政治理
论课，对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培养对党和党的事业之忠诚与信仰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和意义。忠诚和信仰源自现实，但成就于“神圣”
。在中国传统中，中国人相对缺乏“宗教
神圣”
，但有源远流长的“历史神圣”。由中国传统的“历史神圣”返观今日“纲要”的研究
与教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当“纲要”的历史叙述面对种种以“真相”
“客观”
“细节”等
为名的历史叙述之挑战时，
“纲要”该如何切实应对这些挑战。应对的方法，大概一方面不
能仅仅满足于揭示对手方的“真相”为假、“客观”为“主观”、
“细节”为虚无；另一方面
亦不能以直接忽略、鄙弃和无视的态度来消解对手方。以笔者之见，“纲要”要讲清楚的两
个大问题如下：其一，如何在中国史的整体视野里培养具备中国近现代史基本常识的大学生
国民；其二，如何在中华文明传承和世界时空比较的双重维度里，回答为何只有中国共产党
才能救中国。只有讲清楚这两个重大问题，“新时代”的历史神圣才有可能凭借“纲要”顺
利地建立起来。

“天学”视野中的荀子——利玛窦对《王制篇》物种分类说的改造
（方旭东，
《哲学研究》2020 年第 2 期）

内容简介：
《荀子·王制篇》关于物种分类的一段话，被明代来华传教士利玛窦引来支持其批判宋
明理学万物一体说。仔细比照，可以发现，利玛窦对荀子原文做了一种改造，诸如将“气”
写作“形”
，将“水火”写成“金石”
，将“义”写成“灵才”
，等等。这种改造典型地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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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西思维的差异，为我们了解荀子在西学尤其是天主教神学视野中的镜像提供了一个典型
范本。

The Good Life Today: A Collaborative Engagement between Daoism and Hartmut Rosa
[德安博，Dao: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A&HCI), 2020, 19(1)]

内容简介：
Hartmut Rosa’s research has been extremely influential in promoting the view that modernity
and late modernity are characterized by “speeding up,” or structural “dynamic stabilization.” More
recently, Rosa has turned to describing the existential effects of living in late modernity, and the
particular view of the good life it encourages. Late modernity began with the promise to make the
world more available, attainable, and accessible. Unfortunately, however, the high-level
instrumentalization that characterizes these changes led to feelings of alienation. Rosa’s solution is
to develop a philosophical method for fostering what he calls “resonance.” In this article, I will
introduce the Daoist notions of the “mechanical heart-mind,” “self-so,” “nonaction,” “knowing
satisfaction,” and “rambling” as potential complements to Rosa’s concept of resonance. I argue
that they can serve to bolster Rosa’s view and provide a more active way to conceive of the good
life through engagement with our social and natural environments.

中国思想的现代演进：反思与展望
（杨国荣，
《探索与争鸣》2020 年第 1 期）

内容简介：
中国近代哲学的演进呈现两重性，即哲学的革命进程与走向现代的趋向。这在 20 世纪
后半叶以来中国哲学的现代演化过程中得到了延续。各个具体领域,包括中国哲学史、西方
哲学史，取得了多样的研究成果,在哲学理论方面也有比较系统的建构。然而，在纷繁多样
的哲学发展形态之后，仍然存在需要加以反思的现象：哲学向哲学史还原，哲学趋向于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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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科化，与以上现象相关的是哲学的知识化，哲学作为智慧探索的根本特征则多少有所
退隐。从更深层的方面考察以上现象则可以注意到，其出现与知性思维方式的泛化密切相关。
这种泛化既表现为辩证法形式下的知性思维，也体现于各种形式的划界或单向进路之中。未
来哲学的发展，需要超越以上趋向。这种超越既意味着史与思、哲学史与哲学以及不同哲学
传统之间的融合，也表现为对辩证思维的重新关注，其内在指向是在更高层面上回归哲学的
智慧。

理论之发生：兼论海德格尔和实用主义的关系
（郁振华，
《天津社会科学》2020 年第 1 期）

内容简介：
在“实践的优先性”的思想主题上，海德格尔与实用主义有相通之处。随着研究的深入，
人们逐渐认识到海氏思想中实用主义面向的限度；聚焦于理论之发生问题，便可看清这一点。
在此问题，存在着转折模式和拓展模式的对峙，前者的代表是海德格尔和德雷福斯，后者的
代表是劳斯和布莱特纳。在这两种竞争性方案中，转折模式比起拓展模式更具说服力。通过
回应劳斯和布莱特纳的质疑，并且克服德雷福斯诠释中存在的不足，便可勾画一种修正版的
转折模式。

科技名词与现代汉语诗学——以“留声机”为例
（文贵良，《文艺争鸣》2020 年第 1 期）

内容简介：
晚清民初，汉语欧化成为汉语现代化的重要方式之一。汉语欧化有很多层次，其中采纳
域外新名词是最为鲜明而主要的形式。域外新名词按照翻译的方式，可以分为音译的和意译
的；如果按照词语的内涵，可以分为学术新名词、科技新名词、人名地名新名词等。学术新
名词，即王国维所说的“新学语”
，比如“社会”“民主”
“科学”等，传递新的观念和新的
价值。科技新名词，是对域外科技名词的翻译，比如化学六十四元素的名称、电话、电报、

9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工作简报

2020 年 1-3 月

火车等。人名地名新名词就非常多了。“留声机”一词属于科技新名词的器物名词，它指一
种现代器物。现代器物进入汉语语境后，一方面使得汉语的表达更为丰富多彩，一方面引发
文学的奇特想象。 “留声机”一词进入汉语后人们很喜欢用它来抒发情感，表达想法。笔
者曾从话语的角度对留声机做过简单的分析，近来也有学者从隐喻意义的角度以及文学想象
的角度进行探讨。笔者从科技名词角度，结合汉语表达和文学想象的维度，继续探讨“留声
机”这一译名给现代汉语诗学带来的新机。

告别“对抗性模型”——关于人工智能的后人类主义思考
（吴冠军，
《江海学刊》2020 年第 1 期）

内容简介：
从“阿尔法狗”到《西部世界》
，人类 VS 人工智能的“对抗性模型”
，主导性地驱动了
人工智能在当代媒体与大众文化中的讨论，而这个讨论形态无可避免地开启出诸种“机器末
世论”图景。该图景晚近得到了政治哲学层面上的确认：人工智能将“终结”人类政治（人
类文明）。通过引入“行动者—网络理论”并解构支配既有政治哲学研究的人类中心主义，
可以深入剖析作为“行动元”的人工智能对人类政治的“触动”方式。相对于通用人工智能
所带来的“机器末世”
，我们已经陷入专用人工智能所开启的“竞速统治”
：人工智能作为“介
入者”
，已然通过对社会各个领域的“全面赋能”而快速让人类边缘化。那个为我们所熟悉
——或拥抱或批判——的人类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时代，正在谢幕。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