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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基地地建建设设综综览览】】  

 

 

第第三三季季度度工工作作综综述述

  

师资队伍建设 

7 月 2-5 日，国际中国哲学学会（ISCP，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Chinese Philosophy）在

瑞士首都伯尔尼（Bern）举行第 21 届国际会议。来自世界各地的三百余位中国哲学研究者

齐聚伯尔尼大学，围绕会议主题“实在，论辩与说明：中国哲学中的形上学探究与认识论考

察”（Reality, Argumentation, and Persuasion: Metaphysical Explorations and Epistemological 

Engagements in Chinese Philosophy）展开热烈讨论。在 7 月 5 日举行的闭幕式上，基地主任

杨国荣教授当选国际中国哲学学会会长。郁振华、陈赟、朱承、刘梁剑等多位基地研究员也

应邀出席了本次盛会。 

学术交流与合作 

本期基地学者赴国内外进行学术访问、出席会议、演讲三十余人次。其中，8 月 27 日

-9 月 1 日，基地主任杨国荣教授应邀赴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出席了 2019 年国际哲学学院年会

（IIP），围绕会议主题“规范性（Normativity）”与与会学者进行了交流和讨论，并参加了

国际哲学学院工作会议，作为推选委员会的成员，参与对新院士候选人资格的学术鉴评。 8

月 23-29 日，胡晓明教授赴希腊雅典参加世界图书馆和信息大会暨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第

85 届年会（World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ongress 85th IFLA General Conference and 

Assembly），并进行工作考察；8 月 16 日，顾红亮教授应邀在捷克科学院哲学所作学术报告，

报告题目“John Dewey in China and Chinese Modernity”。 

科研成果 

Paul J. D’Ambrosio（第一作者）的论文“Incongruent Names: A Them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Volume 17, Issue 3, March 

2018），荣获 2018 DAO ANNUAL “BEST ESSAY” AWARD。 

《贵州文史丛刊》2019 年第 3 期 设专栏“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儒学研究：杨国荣篇”探

讨杨国荣教授儒学研究成果，共收录《“具体形上学”对传统儒家形上学的推进》《论具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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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视域中人性能力的三重维度》《走向世界哲学的理论儒学——论杨国荣教授的儒学研究》

《杨国荣教授“儒学研究四书”义理初探》《儒学视域中“人”的温情与关怀——论杨国荣

教授儒学研究的特点》5 篇文章。 

出版各类著作 7部：《礼乐文明与生活政治:<礼记>与儒家政治哲学范式研究》（朱承著，

人民出版社，2019 年 9 月、《江南文化丛书》（胡晓明主编，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19 年

8 月）、《新儒学义理要诠》（方旭东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年 7 月）、《诗道、

诗情与诗教（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四十八辑）》（胡晓明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年 6 月）、《九首古诗里的中国》（胡晓明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 年 7 月）、《再思儒学》

（杨国荣著，济南出版社，2019 年 6 月）、《文化江南札记（增订本）》（胡晓明著，华东师范

大学出版社，2019 年 5 月））。 

发表 A&HCI、CSSCI 来源期刊论文 10 余篇，包括《“事”与人的存在》（杨国荣，《中

国社会科学》2019 年第 7 期）、《中国哲学视域中人与世界关系的构建——基于“事”的考

察》（杨国荣，《哲学动态》2019 年第 8 期）、《<庄子>小大之辩的两种解释取向及其有效界

域》（陈赟，《学术月刊》2019 年第 8 期）、《孝心与孝行——从心灵哲学看李退溪的王阳明

批判》（方旭东，《道德与文明》2019 年第 4 期）、《古罗马爱国精神论略》（朱承、康慧芳，

《伦理学研究》 2019 年第 5期）、“From Authenticity to Profilicity: A Critical Response to 

Roberto Simanowski and Others”(Paul J.D’Ambrosio, Hans-Georg Moeller, New German 

Critique, 2019. 46/2)等。 

项目研究 

基地重大项目和自主项目按计划进行中，在核心刊物发表阶段性成果近 10 篇，并有一

篇论文《从形名、声名到味名——中国古典思想“名”之演变脉络》（贡华南，《哲学研究》

2019 年第 4 期）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9 年第 9 期全文转载。 

杨国荣教授负责的基地重大项目“事与物：古今中西之争视域下中国现代形而上学的转

换”提前完成项目研究，并于 8月提交结项报告。华东师范大学“一带一路与全球发展研究

院”课题：“一带一路与文明融合研究”（负责人：方旭东，8 万元），已完成项目研究，并

于 9月提交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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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基地地工工作作亮亮点点】】  

  

  

杨杨国国荣荣教教授授当当选选国国际际中中国国哲哲学学学学会会会会长长  

 

 

中国哲学学会会旗交接 

7 月 2-5 日，国际中国哲学学会（ISCP，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Chinese Philosophy）在

瑞士首都伯尔尼（Bern）举行第 21 届国际会议。来自世界各地的三百余位中国哲学研究者

齐聚伯尔尼大学，围绕会议主题“实在，论辩与说明：中国哲学中的形上学探究与认识论考

察”（Reality, Argumentation, and Persuasion: Metaphysical Explorations and Epistemological 

Engagements in Chinese Philosophy）展开热烈讨论。在 7 月 5 日举行的闭幕式上，基地主任

杨国荣教授当选国际中国哲学学会会长。本届会长伯尔尼大学哲学系理查德·金（Richard 

King）教授将国际中国哲学学会会旗郑重移交新任会长杨国荣教授。闭幕式由国际中国哲学

学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刘纪璐教授（美国加州大学富乐敦分校）主持。 

杨国荣教授发表致辞，欢迎世界各地学者在两年后莅临上海，参加在华东师范大学举办

的第 22 届国际会议，共同推动中国哲学研究。第 22 届国际会议主题为“世界哲学视域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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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Chinese Though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orld Philosophy）。杨国荣教授指出，世

界哲学的发展，需要超越任何单一的哲学传统。中国哲学真正进入世界，以揭示中国哲学所

具有的普遍性意义为前提，这既包括彰显中国哲学在解决哲学问题方面所具有的独特思想价

值，也包括通过建构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以从理论建构的层面展示中国哲学的创造性和理论

意义。历史地看，中西哲学之间的互动存在某种不平衡或不对称的关系。明清之际，欧洲主

流的思想界及其代表性人物对中国思想给予相当的关注，但中国的哲学家除了对西方的科学     

和器技表现出兴趣外，却没有给予西方主流的文化和思想以实质性的关注。自 19 世纪后期

以来，开始出现另一种不平衡或不对称。中国思想家热忱地了解西方思想，并将其作为普遍

的思想资源加以运用，而西方主流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却不再把中国哲学作为真正的哲学来看

待。中西哲学之间的关系需要超越两度出现的不对称，真正走向合理的互动。 

 

国际中国哲学学会成立于 1975 年，由成中英教授在美国夏威夷大学创办，旨在团结世

界各地对中国哲学感兴趣的学者，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中国哲学研究。自 1978 年以来，国际

中国哲学学会每隔两年举办一次国际会议，迄今为止已在美、欧、亚洲知名大学成功举办

21 次，有力推动了国际学界对于中国哲学的重视与研究。 

（文：刘梁剑；图：朱承） 

  

基基地地成成果果荣荣获获 DDAAOO  22001188 年年度度最最佳佳论论文文奖奖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工作简报                                   2019 年 7-9 月 

 

 

5 

由基地青年研究员 Paul J. D’Ambrosio（第一作者）与 Hans-Rudolf Kantor, Hans-Georg 

Moeller 合作撰写的论文“Incongruent Names: A Them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Volume 17, Issue 3, March 2018, pp. 305-330），

荣获 2018 DAO ANNUAL “BEST ESSAY” AWARD（DAO 2018 年度最佳论文奖）。 

内容简介： 

In Pre-Qin Chinese philosophy, there is a mainstream view that names (ming 名) ought to be 

congruent by corresponding correctly to actualities (shi 實) or forms (xing 形), which is also one 

of the fundamental themes of modern philosophy in the west. In their co-authored essay, 

“Incongruent Names: A Them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both a historical survey and 

a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Paul D’Ambrosio, Hans-Rudolf Kantor, and Hans-Georg Moeller have 

accomplished the difficult job of detecting a long competing discourse on incongruent names that 

spans centuries and involves different voices, including the classical Daoist text Zhuangzi 莊子, 

neo-Daoism or Xuanxue 玄學, and Chinese Buddhism represented by Sengzhao 僧肇.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is trans-textual resonance adds a level of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to the reading 

of philosophical texts. By focusing on this theme, the article brings to light both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as the discourse transformed over time. It represents the type of work Dao aims to 

promote. 

  

  

  

积积极极参参与与国国内内外外学学术术交交流流  

 

本季度，基地学者赴国内外进行学术访问、出席会议、演讲三十余人次： 

7 月 1 日-7 日，杨国荣、郁振华、陈赟、朱承、刘梁剑等多位教授前往瑞士伯尔尼参加

国际中国哲学学会（ISCP，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Chinese Philosophy）第 21 届国际会议，

分别提交论文“The Idea of Lixing (Reason and Rationality) in Chinese Philosophy”“Knowing to 

or Moral Knowing How?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Prof. Huang Yong’s Interpretation of Yang 

Yangming’s Conception of Liangzhi”“Subjective Condition of Truth: On Zhuangzi’s Pro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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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are Sincere People and then Have True Knowledge’” “A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ll 

Things as One” “Techne, Philological Study and the Knowledge of Affective Mindset and 

Nature: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Understanding of Knowledge as well as Their Tension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等。 

7 月 11-13 日，陈赟教授应邀在湖南师范大学举办的湖南省“立德树人与古典教育”暑

期学校中作“《中庸》的教化思想”系列报告。 

7 月 12-14 日，方旭东教授参加由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主

办的“百年儒学走向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牟宗三先生诞辰 110 周年纪念会”，提交论文《性中无

孝弟——举例分析牟宗三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特点》。 

7 月 14 日，胡晓明教授在苏州参加“三生长忆是江南：海上名家姑苏诗意作品特展”学

术研讨会，作大会报告《中国艺术的两个系统》。 

7 月 15 日，陈赟教授参加由上海市君子学会主办的沙龙论坛“君子固穷：过紧日子的哲

学家们”，作即席发言。 

7 月 16-20 日，陈赟教授应邀出席首届少林学与祖师禅会议，在宋明理学与禅学分论坛

做主持与报告，宣读论文《气化论视域中的身体与世界》。 

7 月 17-19 日，刘梁剑教授在武汉参加由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主办的“世界历史与世界哲学

——比较哲学的时代与方向”学术研讨会，宣读论文《人类后经学时代的中国哲学运思》。 

7 月 20 日，胡晓明教授在浦东干部学院参加由浦东干部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

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

设·浦东论坛：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建设·2019”，宣读论文《后五四中国文论从何突破？》。 

7 月 21 日，胡晓明教授应爱飞翔乡村教师教育基金会邀请，作主题报告“君子成人之

美”。 

7 月 22 日，胡晓明教授受邀参加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办的研究生夏令营活动，发

表演讲“为什么要读中文系”。 

8 月 15 日，胡晓明教授在贵阳参加由贵州孔学堂主办的“生态智慧与现代文明”研讨会，

宣读论文《中国江南文人的生态智慧》。 

8 月 16 日，顾红亮教授在捷克科学院哲学所作学术报告，报告题目“John Dewey in China 

and Chinese Modernity”. 

8 月 23-29 日，胡晓明教授赴希腊雅典参加世界图书馆和信息大会暨国际图书馆协会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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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会第 85 届年会（World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ongress 85th IFLA General Conference and 

Assembly），本届大会的主题是“图书馆：通过对话促进变革”（Libraries: Dialogue for Change）。 

8 月 24 日，朱承教授参加由上海交通大学主办的第五届君子文化论坛“家国情怀与君子

文化”，提交论文《君子有德必有位？》。 

8 月 24-25 日，陈赟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参加“重新发现传统——中国政治哲学史的新开

展”学术研讨会，大会致辞并作了题为“圣人无名与自由秩序”的发言。 

8 月 25 日，朱承教授在山东曲阜参加由中华孔子学会主办的中华孔子学会 2019 年年会

“传承和转化：百年来儒学研究和创造的回顾与展望”，提交论文《诗礼复兴与回溯传统的社

会心态》。 

8月 27日-9月 1日，杨国荣教授应邀赴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出席国际哲学学院年会（IIP）。 

8 月 29 日，陈赟、贡华南、朱承教授参加由复旦大学上海儒学研究院主办的“江南儒学

国际学术研讨会”，分别提交论文《江南儒学的新形态——杨国荣具体形而上学对儒家形上

学的推进》《疼、心疼与疼人》《阳明学研究的政治之维》。 

8 月 30 日-9 月 1 日陈赟教授组织、召集《齐物论》学术研讨会暨第二届两岸《庄子》

哲学工作坊，并作了题为“齐物论与是非问题”的发言。 

9 月 3 日，胡晓明教授应上海市文旅局邀请出席“最‘艺’江南——文化十讲”系列讲座活

动，作主题报告“解读富春山居图的文化意味”。 

9 月 5-8 日，方旭东教授参加由宋明理学研究中心主办的“纪念陆九渊诞辰 880 周年暨宋

明理学会讲：会通朱陆 传承理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郑湜其人——朱陆重叠世界

之一隅》。 

9 月 7-8 日，陈乔见、朱承教授在长春参加由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哲学院主办

的“儒家政治哲学的思想传统及其当代新展开”学术研讨会，分别提交论文《儒学与权利》《王

霸之辩与儒家公共性思想的限度》。 

9 月 13-15 日，方旭东教授参加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主办的“中国哲学的丰富性再现——

荒木见悟与中日儒学国际研讨会”，提交论文《悟，致知焉尽矣——禅学对诠释王阳明思想

的一个启发》。 

9 月 13-15 日，朱承教授参加由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和《道德与文明》杂志编辑部联合主

办的“传统德性伦理与现代政治哲学”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王霸之辩与儒家公共性思想的

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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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8 日，贡华南教授受邀参加在安徽亳州市举办的 2019 中国酒业文化高峰论坛，作

题为《中国酒精神》的主题报告。 

9 月 19-20 日，陈赟教授在武汉大学出席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工作会

议。 

9 月 20 日，方旭东教授受邀在北京大学礼学研究中心作题为“新儒学的体与用”学术

演讲。 

9 月 20 日，朱承教授应邀在山西大同大学作题为“儒家思想与人的处世格局”学术演

讲。 

9 月 20 日，胡晓明教授应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和苏州社联邀请，在苏州作主题演讲“从

江南文化特质看苏州”。 

9 月 20-22 日，方旭东教授参加由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主办的“儒学研究范式的

历史与展望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攻气操心——琉球儒者蔡温的工夫论》。 

9 月 20 日-22 日，贡华南教授在河北美术学院参加由华夏老子学研究联合会主办的“中

国哲学中的‘道’”学术研讨会，宣读论文《道：远与迩》。 

9 月 21 日，方旭东教授应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邀请，作学术报告《比较方法在理学

研究中的运用》。 

9 月 21-22 日，孙亮教授在山东大学参加由青年哲学论坛与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

院主办的“第十六届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暨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高端学术论坛”，宣读

论文《一种哲学式的<资本论>翻译何以可能？》。 

9 月 24 日，胡晓明教授参加由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王元化学馆联合主办的《馆藏严

复批校本》系列新书发布及学术研讨会，担任主持人并作会议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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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项目目进进展展情情况况  

 

  

基基地地重重大大项项目目进进展展情情况况  

 

通过-超过：古今中西之争视域下的冯契哲学研究 

 

本项目目前正稳步推进中。本阶段项目研究主要聚焦于冯契德性论的天人之维、冯契德

行形而上学的展开、冯契哲学的价值取向、冯契美学中的意像、意义与意境、冯契哲学中的

个性的生成及其本体论意义、冯契儒学现代转型之思、冯契哲学的概念结构、作为哲学教育

家的冯契、冯契的教育哲学与哲学教育思想等主题，多维度挖掘冯契哲学的丰富意蕴。 11

月份项目组将联合国内外冯契哲学研究者，举办冯契哲学研究工作坊，进行更细密严谨的讨

论与论证，找出问题，完善思路。 

 

 古今中西之争与后五四时代建设性的中国文论研究 

 

胡晓明教授主持并参与课题相关的学术专栏“王元化与后五四反思”（《华东师范大学学

报》2019年第 4期）。王元化先生自称"五四之子",他借反思五四的缺失,然后追溯到卢梭国

家学说,最终回到五四自由精神与人道精神,回到现代文明立场,他是透过反思五四来继承五

四的。元化先生在中西文学理论、哲学研究、社会政治等领域有许多深入的思考与独到的见

解。如何把握先生留下的思想课题,如何通过重启中国古典学术尤其是古典文学理论来建立

中国特色的文论话语体系,如何继承五四超越五四,这都需要进一步探索与思考。  

发表阶段成果《王元化先生留下的思想课题》（胡晓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9 年

第 4期），本季度参加由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浦东论坛：文学理论话

语体系建设·2019”，并提交和宣读论文《后五四中国文论从何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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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其他他项项目目进进展展情情况况  

  

华东师范大学“一带一路与全球发展研究院”课题：“一带一路与文明融合研究”（负责

人：方旭东，8万元），2019年 9月提交结项报告。 

 

刘梁剑教授负责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汉语言哲学’视域下中国哲学话语创建的

理论与实践”，本期如常开展。作为本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论文《翻译-阐发与严复造天演论：

中国现代思想生成的一个面向》将刊于《哲学分析》2019年第 5期。 

 

The project “Profilicity” held by Dr.德安博 aims to explore recent changes in the way we 

view ourselves, others, and the world, that is newly emerging paradigms of “identity.”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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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 the author has completed several articles, and is now finishing a book on this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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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基地地重重要要成成果果推推介介 

 

多多部部学学术术著著作作出出版版  

  

《礼乐文明与生活政治:<礼记>与儒家政治哲学范式研究》 

朱承著，人民出版社，2019 年 9月 

内容简介： 

        本书通过对《礼记》及相关礼乐文献的梳理，分析了儒家传统中的交往礼仪、生活规范

和礼治信念，特别是从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等方面阐释了礼乐文明中所具有的“生

活政治”特质。 

  

  

《江南文化丛书》 

胡晓明主编，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19 年 8 月 

  

内容简介： 

丛书以演绎江南文脉源流，弘扬江南文化精神为主旨，蒐裒先秦至晚清以江南之人、事、

物为描绘对象又兼具欣赏价值的文学名篇，以文学为载体再现江南在历史流变中的不同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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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不变的诗意底蕴，形成一幅意境优美、情味隽永的笔下江南图景。其中，《江南诗》收诗

二百二十三首，以年代先后为顺序，上起汉代，下讫清末。编著团队遵循“大家取精，小家

取优”的策略，使得各朝代之间收诗数量大致均衡，在保证高质量的同时也兼顾了范围的广

度。《江南词》收词分作“山川风物”“怀古咏史”“节日风俗”“咏物”“行旅送别”“爱情思

念”“现实人生”以及“感怀”等八大主题，分题内又以时代为序，一纵一横之间，廓清脉

络，编排有致。《江南赋》收赋凡三十五篇，编者在篇目的选取上颇为用心，内容涉及江南

之山川地理、亭台楼阁、咏物哀思等等，年代跨越西汉至有清近一千五百余年，其中物事变

换，读来难免心生沧海桑田之感。《江南文》所收为历代与江南相关之传记、散文、游记、

书信、序跋等九十七篇文字，风格各不相同，内容庞杂，涉及面极广，时间跨度自春秋至清

末，使读者可以饱览江南历代之风光、人物，饶有趣味。  

  

  

《九首古诗里的中国》 

胡晓明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 年 7 月 

 

内容简介： 

本书选取的九首古诗，始于先秦时代的《诗经》，终于清代龚自珍的《己亥杂诗》。以屈

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为主干，以张若虚与王阳明为必选。通过中国诗来解读中

国的文化大义，通过中国文化来解读中国诗，这就是本书的宗旨。它的特色在于，以诗史上

的作品，构成一个自诗骚而晚清的中国人文主义诗学谱系，表达数千年来中国古诗里的文化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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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充分体现了作者的一个基本的观点，即中国诗不同于西方诗与现代诗，中国诗歌是

文化动脉的主脉，是民族生命的心史，是士人智慧的精粹，是先圣往贤骨血之所在。 

 

 

《新儒学义理要诠》 

方旭东著，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2019 年 7 月 

 

 

内容简介： 

本书按“体—用”模式对宋明新儒学义理所做的整体研究，既有对新儒学基本原理的重

点考察，又有对新儒学实践的多方探索，以期全面把握新儒学义理的特质。全书凡七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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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章依次讨论新儒学的物性论、鬼神观、穷理说、一体观、悌道观、科举论，附论则对新儒

学的准经典《近思录》做了考辨。 

 

 

《再思儒学》 

杨国荣著，济南出版社，2019 年 6 月 

内容简介： 

本书是继《善的历程——儒家价值体系研究》一书之后，在儒学渐呈复兴之势的当下，

杨国荣对儒学的“再思考”。收录了进入 21 世纪以后所发表的儒学研究文章。虽文章侧重各

有不同，但都涉及如何理解儒学的问题，是在儒学趋“热”背景下冷静的再思考。 

 

 

《中国古典思想“名”之演变脉络》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摘 

 

贡华南教授论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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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9 年第 9 期全文转载。 

内容简介： 

先秦形名家自觉以“形”作为“名”的根据，儒道自觉超越形名，而走向“形而上”。

汉儒一方面将“名”听觉化，另一方面，提出听觉性的“号”，并以“声”作为“名”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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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以“声”“言”“通”“意”“心”，时代主题由“名实之辩”转换为“言意之辩”。魏晋玄

学家一方面质疑“心”“意”与“声”“言”之间的关联，另一方面，区分“名”“号”与“称”

“谓”，由此超越了“声名”，消解了“言意之辩”。以“味”辨物，以“味”作为名的根据

随之自觉兴起。从“形”到“声”，再到“味”,构成了中国传统命名根据完整的演变历程，

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思想命名、分类的基本趋向。 

 

 

 “事”与人的存在 

（杨国荣，《中国社会科学》2019 年第 7期） 

 

《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 7期刊发了杨国荣教授新作《“事”与人的存在》。 

内容简介： 

作为人的广义活动,"事"不仅展开于人存在的整个过程,而且内在于人存在的各个方面。

人通过"事"创造新的天地,并由此重塑存在。"事"既与行动相联系,又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并

关乎情意的参与,行动的印记和情意的负载在扬弃"物"的本然性而赋予其以现实性的同时,又

使"事"获得了多样品格。"事"不仅改变对象,也影响人自身,在"能其事"的过程中,人又进一步"

成其德"。做事的过程既作用于物,也与人打交道,人与物互动的背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事"的展开,则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为背景,并构成人与人之间交往关系形成的现实之源。人的

存在与价值关切和意义追求无法分离。作为人的活动,"事"也具有价值内涵,并与意义的追求

相联系。  

  

  

  From Authenticity to Profilicity:  

A Critical Response to Roberto Simanowski and Others 

 (Paul J.D’Ambrosio and Hans-Georg Moeller, New German Critique, 2019. 46.2: 1-25) 

 

New German Critique（2019. 46.2: 1-25）刊发了德安博（第一作者）与 Hans-Georg Moeller

博士合作的论文“From Authenticity to Profilicity: A Critical Response to Roberto Simanowski 

and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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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Three key concepts summarize Simanowski’s standpoint: instant selves, episodic selves, and 

the Facebook eye. These three notions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into the way the digital 

revolutiion affects human life. However, they are each narrow in taking into account only certain 

direct and more readily apparent effects of the internet and its associated technologies. In this 

article we offer avenues for expanding these insights. First, we believe that Simanowski’s three 

concepts all reflect an authenticity-based value system. Second, the notion of the Facebook eye 

suggests that concern with public appreciation in the form of “likes” is a product of the social 

media. In our view, present-day identify formation, both on and off internet, can no longer be 

adequately understood with reference to authenticity. For this reason, we propose a new term to 

describe an emerging profile-based form of achieving identity, namely, “profilic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