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儒學、知識份子
――建議“作為批判性論述的儒學”57)
58)趙

京 蘭

中文提要
這篇文章統攬改革開放時期前後中國近現代100-150年間的儒學的存在形
象，並用批判的形式探討對國家和知識分子將儒學以怎樣調動。執政者的
立場來說孔子和儒學，無論是正面還是反面的，都是最能左右人民的情緒
的核心象征。所以無論是冷落它還是提倡它，始終不能擺脫孔子的影響。
在這種認識之下，在現代中國的儒學複興與文明中國的再建有密切聯動的
前提下，此文章進行討論性。改革開放以後，經濟增長作爲基礎，儒學成
爲文明治國的再建計劃的基礎思想。所以現在中國的儒學複興現象可以說
是歸於國家的決定和知識分子自發與半自發的合作的結果。這篇文章將它
視爲‘作爲權力-知識複合體的儒學’這個角度研究，‘作爲批判談論的儒學’
是針對‘作爲權力-知識複合體的儒學’。爲了‘作爲批判談論的儒學’的再建
我們需要關注擔任著道德覺悟，天下秩序的承擔者的士階層的傳統角色。
爲此，此片文章將儒學從國家和資本分離，並限制和批判它們，限制既得
權力的社會理念，主張21世紀的大同思想的重建。
關鍵詞：儒學複興，文明帝國，作爲權力-知識複合體的儒學，作爲批判
談論的儒學，中國模式論，新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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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為權力-知識複合體的儒學”和“作為批判性論述的儒學”
中國政府從1980年代開始關注以日本和四小龍為首的東亞國家的資本
主義發展與儒學有關。1990年代，中國政府正式“批准”儒學，2000年代更
是加以學制化和積極宣揚。可見儒學論的活躍，以國家的介入作為背景。
繼江澤民和胡錦濤，習近平政府上臺後孔子和儒學仍然代替馬克思主義，
成為最受矚目的意識形態。
正如人們從2008年北京奧運會所看到的那樣，中國政府和知識份子欲
把孔子和儒學作為代表中國軟實力的主幹。所以說，目前出現在中國的儒
學復興現象與其說是靠知識份子的自覺而出現的“自然產物”，不如說是由
國家來“選擇”的結果。儒學從被國家選擇的那一刻起便很難保持其“純潔
性”。鑒於中國社會主義機制的特點，商業資本、媒體權力、以及知識份子
的介入，很容易使原來的儒學變質為權力-資本-媒體-知識的複合體。2000
年之後，以儒學為主題的各種會議、出版物、教育機構如雨後春筍般湧
現，並得到普通市民的回應，這說明中國政府針對“作為權力和知識的複
合體的儒學”的規劃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改革開放以後，儒學基於
經濟發展正在成為中國重建文明帝國規劃的意識形態核心。
隨著儒學的復興，曾被“邊緣化”的中國知識份子(士)們重新受到重
視，而這可以說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1)因為自古以來，士便與儒學有
機地結合起來，作為制定和維持天下秩序的主體，被賦予了一種歷史責
任。而今天的知識份子在與後社會主義時期、近代社會截然不同的條件
下，被“自發”動員而成為了建設“文明帝國”的主體。可以說，“重建新中華
文明”的重任被託付給了“作為權力和知識的複合體的儒學”。這種國家、儒
學、知識份子相互合作的現象，在以“階級中國”為象徵的毛澤東時代是根
本無法想像的。
具體來看，如果說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儒學會議是文化保守主義者的聚
會，那麼2000年之後，儒學不再僅僅是這群人的關心對象。2)尤其是在
2005年前後出現中國模式後，中國不僅用這一框架來說明改革開放30年來
所取得的經濟發展成就，更將其與中華文明聯繫起來，而儒學逐漸成為新
左派不可或缺的政治文化理念的主幹。3)當然，在這個過程中也不缺少名
分。作為現實資本主義的代替方案，中國需要樹立自己在全世界的威望，
1) 在中國近現代時期，儒學知識份子隨著1905年科舉制度廢除後被第一次“邊緣化”，而現代
時期的知識份子被“邊緣化”是在1957年反右派鬥爭時期，並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達到頂峰。
改革開放後，知識份子重新受到重視，而“民的邊緣化”和“夷(少數民族)的動搖”不斷加速。
2) 參見陳來，《孔子與當代中國》。
3) 參見甘陽，《文明·國家·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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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時儒學與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相結合，可成為其核心意識形態。4)
與此相比較，從鴉片戰爭到改革開放之前的近現代時期，儒學是以怎
樣的形態存在的呢？西方勢力進入中國後，在政治上建立國民國家，在經
濟上形成資本主義成為中國最亟待解決的課題，而以“天下”為象徵的儒學
成為了被否定的對象。雖然儒學被否定，但通過重新架構儒學來創建國民
國家的嘗試並非全無。在清朝考證學延長線上，出現了被降級為“諸子百
家之一的孔子”、“具有宗教人格的孔子”、“開名的孔子”等新的孔子像，而
綜合以上三點的就是康有為的孔教。5)對於康有為來說，孔教是可以形成
國民文化基礎的一種核心情緒。而這種情緒是打造“均質國民”的基礎。在
國民國家體制傳遍全世界的情況下，對於清末的士人來說，大清帝國的國
民國家化同樣是一個不能回避的“時代課題”。
但在100年前的世紀大轉換時期，中國建立近代國家的工程需要從根
本上改變整個系統，而只知道孔子和儒學的舊知識份子是難擔負起這一切
的。因此，這一重任只能交給1905年廢除科舉制度後出現的大批接受新教
育的新知識份子。新知識份子認為在全世界掀起近代性潮流的背景下，孔
子和儒學與時代課題相對立，於是開始從根本上大肆加以批評。辛亥革命
後在革命潮流中開始的1915年的新文化運動便是這種問題意識的產物。在
此後100年的中國近現代史上，孔子和儒學的命運並不順坦，經歷了幾番
浮沉。
從執政者的立場來看，孔子和儒學不管是從正面還是負面都是可以左
右國民情緒的最核心象徵。因此，無論是在近代時期建設國民國家，還是
現在重建文明帝國，孔子都必然成為熱門話題。如果說改革開放之前的國
家方針傾向於批評孔子和儒學，那麼改革開放之後則轉變為肯定孔子和儒
學。兩者的目的相同，只是方法不同而已。不論是邊緣化的方式，還是宣
揚的方式，都未能擺脫孔子。這也說明，對於統治者來說，孔子和儒學都
十分具有利用價值。
如上所說，儒學復興是國家的選擇，從原理上來說是國家對儒學進行
了重新挖掘，若其目的是明確的，那麼圍繞儒學，知識份子會採取兩種態
度。一種是，知識份子積極配合中國政府重建文明中國，即帝國國民國家
的構想，自覺地扮演起對國家方針進行理論粉飾的角色。另一種是，扮演
起自古以來士的雙重角色，即除了作為士大夫階層的官僚角色之外，以道
德自覺，維護天下秩序為榮，並為此做出貢獻。若今天的知識份子重視士
階層的傳統角色，將儒學重構為批評包括國家在內的中國市場社會的公共
論述，那麼這種論述和進行論述的空間便可轉變為抵抗、介入，進而創造
新價值的公共空間。這樣,討論“作為批判性論述的儒學”，而不是“作為權
4) 新左派知識份子對儒學也持有自己各自的觀點，其中，甘陽是對儒學最關注的一位學
者，他推崇將儒學和中國模式相結合。
5) 高柳信夫，〈梁啟超の“孔子”像とその意味〉，231頁。這部分可以與陳明提出的最近儒學
出現宗教化的主張進行比較。參見陳宜中，〈從儒學到儒教：陳明訪談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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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知識的複合體的儒學”也找到了依據。但現在主導中國儒學論述的大
多數知識份子的思想傾向於後者而不是前者。在理解這種現象時，共產黨
的統治這一特殊的因素不再是免死金牌(免罪符indulgence)，因為一旦如
此，就無法另行評價那些雖然是少數，但與政府對立的知識份子的信念和
所受痛苦。
當然，即使國家和知識份子圍繞儒學建立了合作關係，也並不是說沒
有任何可變的空間。這是因為國家具有多面性，而知識份子如前所說也具
有多重性格。在知識份子對國家應採取什麼樣的姿態這個問題上，首先要
看在中國如何理解國家這個概念。其中，重要的一點還是要先具體認識國
家和資本、媒體之間的關係，以及國家和人民、少數民族之間的關係。
在中國，國家是資本的代理人，是獲得個人利益的最大主體，同時也
是發揮防禦市場的作用，實現公共性的一個主體。即，時至今日仍很難
說，在中國國家不是控制市場，防禦公共性的角色。自古以來，知識份子
扮演對國家統治以及與人民的關係進行批判，貫徹大眾性的角色也是其實
現公共性的一種方式。在以民為本的傳統色彩濃厚的中國，政府向扮演著
君主和平民間的中間角色、屬於統治階級範疇的士大夫聽取意見，也是其
實現公共性的一種表現。根據這種傳統，知識份子對國家大事該合作的合
作，該批評的批評，展示出具有伸縮性的一面並不是沒有可能的。然而，
若考慮到在權力和知識的相互作用中，從短期來看，權力會選擇理念，但
從長期來看，理念傾向於對權力實施進行合理化6)，則有人認為，現在中
國的知識環境並不是完全樂觀的。
假設“作為權力和知識的複合體的儒學”和“作為批判性論述的儒學”兩
者並存，若對後者有所留意，那麼需要重新質疑在當今中國儒學為什麼又
成為話題，而對於質疑 ，除了“認為是肯定自己傳統”這種消極答案之外，
還需要進一步尋找其積極意義。首先要研究是否可以以儒學來和中國現代
社會進行溝通。其次再進一步，在正視世界資本主義的問題時，中國的儒
學是否可以成為解決西方近代問題的方法也是極其重要的。如果說前者是
有可能性的，那麼後者的可能性也比較大。這也是儒學和現代性相聯系的
一個問題7)。
在這種問題意識下，本文正是為提出上述提問而做的基礎工作。為提
出上述問題，要瞭解中國儒學論述的整體輪廓，而且要對這些論述有自己
的立場。本文將批判性地探討，在長達100-150年的近現代時期，儒學在中
國的存在形態，也就是國家如何動員儒學，知識份子又是持哪種態度的。
在敘述最近的儒學論述之前，先從儒學與國家的關係簡略描述儒學在
20世紀是怎樣存在的，然後概述儒學得到“公認”後，即從1990年代中期到
6) Simpson，〈大學、帝國和知識生産〉，30頁。
7) 現在在探討儒學時，若不把儒學當作是一種固定的文化價值，而是當作以其基本理念為
基礎進行分析和實踐的問題的話，那麼探討儒學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這是因為這和探
討主體的態度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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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主要的儒學論述是什麼，以及爭論焦點是什麼，並在此基礎上批判性
地探討最近新左派主導的中國模式論怎樣引用和利用了儒學。在結尾部
分，在中國這一現在的脈絡中，留意重建“作為批判論述的儒學”，提示幾
個構想和課題。

二、通過“批判儒學”建設“國民國家”
在中國近現代150年的歷史長河中，根據為政者的意圖，儒學歷經幾
經浮沉，其中沉多於浮，可以說這段歷史是反儒學的歷史。正因如此，東
亞和中國的近代史也可謂是自我否定的歷史。8)當然，前提是將儒學與自
我認同(self-identity)聯系起來的思考方式是合法的。
儒家學說周而復始的浮與沉，也可以證明儒學並未能與國家完全脫離
關係而存在。眾所周知，孔子和儒學在中國現代史上首次遭受全面而系統
的批判，是在新文化運動期間。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不久，中國思想界
轉變為清一色的復古主義。當時的中國雖然名義上實施著共和政治，但社
會氛圍與封建王朝統治下的社會相比絲毫沒有變化。例如，主導戊戌變法
的康有為力說弟子們建立孔教會來尊孔，短暫掌權的袁世凱則試圖強制在
學校祭孔，誦讀儒家經典。
當共和國無法運作時，知識份子也曾為此幻滅：魯迅棄筆隱居，整日
以拓本度日；陳獨秀這樣進步的知識份子變成厭世主義者。9)曾留學海外
的年輕知識份子則奮起反抗這種復古潮流，這就是新文化運動。緊接著爆
發的五四運動，則是今天掌握政權的共產黨的出發點。中國共產黨的最主
要創始人——陳獨秀和李大釗雖然方式上稍有不同，但也將儒學看作是封
建文化的象徵而加以批判。10)
但中國共產黨在20世紀30年代抗日時期對孔子和儒學並未像之前那麼
堅持全面的否定。因為在這時需要將戰略重點從反封建轉移到反帝國主義
上。11)毛澤東曾在1938年說：“從孔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繼承
8) 不能否認，東方主義和自我東方主義起到了作用。
9) 陳獨秀以極其厭世的論調撰寫了《愛國心與自覺心》(1915)。對此，李大釗也以一篇《厭世
心與自覺心》(1915)的文章闡述，在絕望的局勢下，應如何抓住實踐機會。這些文章的氛
圍與最近的中國知識份子以文化自覺為主題編寫的文章論調形成鮮明對比。當時的文章
聚焦於中國作為弱者應如何重構主體，今天則是，作為強者不應鋒芒畢露，要求保持一
種謙虛的姿態。這樣的內容在被封為新左派的張旭東的文章(《離不開政治的文化自覺》，
《文化縱橫》2012年4月第2期)中也能看到。
10) 這一時期儒學被利用為國家回歸封建主義，新知識份子集團與之對抗，發行《新青年》等
雜誌，形成了公開的討論空間。年輕的知識份子們通過啟蒙這一“態度同一性”，全面批
判封建國家和意識形態基礎——儒學。他們以自己對舊秩序的批判、獨立的態度，日後
在近現代史上成為有良知的知識份子的典範。
11) 石川啟二，〈近現代中國における孔子評價の變遷-民族的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危機に關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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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珍貴的遺產。”12)他在「新民主主義論」(1940)中提議，將批判繼承傳
統文化當做黨的原則。除了毛澤東，劉少奇也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
(1939)中說，要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基礎，並將孔子和孟子的道德實踐哲
學適用於共產黨員的修養。他的這番話，日後在文革期間成為批判對象。
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這種批判的繼承轉變為更傾向於批判，而非
繼承。起始點是1951年發生的武訓傳批判。這時的學術界，即使基於唯物
史觀的批判繼承是一個方針，但實際上已經出現難以進行自由討論的局
面。13)此後，1956年出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政策，使學術界與51年相
比自由了一些。但眾所周知，該政策實行後頻繁出現對政府批評的聲音，
僅一年便被取消了，並從57年中旬開始展開了激烈的反右派鬥爭。政府讓
人們自由討論，於是知識份子信以為真坦誠提出自己的意見，卻因此受到
批評。此後學術界又回到冰凍的時代，對孔子和儒學的再評價也頓時受到
了挫折，而且知識份子們對社會主義產生了幻滅。14)
大躍進失敗後，60年代初中國進入調整期，有關孔子和儒學的研究部
分復活。各地舉辦孔子研究的學術研討會，還將毛澤東的政敵劉少奇過去
寫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出版為單行本，總之古典研究重新活躍起來。
當時發生在後來的文革派的關鋒和新儒學名家馮友蘭之間的爭論是非常著
名的。爭論的焦點是: 孔子是沒落的奴隸主貴族階級的代表還是新興地主
階級的代表。這場爭論又是在理論方面預告文化革命的一場爭論。馮友蘭
認為，從孔子所處的時代背景來看，孔子代表新興的地主階級，他將古代
思想從神權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為中國歷史和文化做出了重大貢獻。孔子
的思想具有超越階級的普遍價值(他的這一主張在文革期間被指為是尊孔
思想，因而受到批鬥。)。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孔子和儒學再次受到全面批判。劉少奇因
前述言論，被批尊孔崇儒。公認為是毛澤東接班人的林彪也被當做封建的
象徵遭到肅清，這種情況從“批林批孔”的口號便可知一二。15)甚至周恩來
也被江青比喻為“現代孔子”，遭到批判。不管怎麼說，這一系列事件說
明，孔子的影響力之大，甚至能在毛澤東時代影響到他的權威。
從中國內部來看，儒學在中國是從1980年代開始受到推崇的。中國政
府在改革開放之後，對以亞洲四小龍為首的東亞近代化模式產生興趣，開
始關注儒學潛力。民間學術界則紛紛召開關於孔子的學術研討會。1985
年，孔子研究所在位於孔子誕生地的曲阜師範大學內成立。1986年，全國
性學術基金孔子基金會成立。此外，80年代後期，馮友蘭、梁漱溟等新儒

12)
13)
14)
15)

る硏究ノート〉，37-45頁。
需要分清此話是出於統一戰線的戰略目標，還是本質的尊重。
參見裴毅然的〈自解佩劍：反右前知識份子的陷落〉。
知識份子是不是因為孔子的再評價受挫而對社會主義產生幻滅，需要研究。
批林是指批判林彪，批孔延伸到了批判林彪的封建性。關於批林批孔參照了金承旭，
《孔子批判的政治學》；全仁甲，《孔子，橫穿現代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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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new-confucianism)大家開始受到學術界的關注，對於港臺地區儒學家的
評價問題也開始成為討論對象。但黨和政府並沒有因1978年進行改革開
放，便在進入1980年代後馬上就孔子和儒學確定有關方針。儘管民間學術
界流行對新儒學的討論，中國共產黨並沒有從官方立場上通過有關孔子和
儒學的明文文件。為了拯救改革開發後由於經濟優先政策而陷入“精神汙
染”的中國，共產黨在提倡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精神文明”時，也只說“在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領導下吸收古今中外的精神文明精髓”，而沒有具體指出
孔子和儒學。在學校教育中從制度層面對孔子和儒學進行平反，也比1980
年代中後期在大學和部分知識份子之間掀起的儒學熱潮16)晚了好幾年。
但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並不是沒有關注儒學。其實內部已對東亞四小
龍——韓國、臺灣、新加坡、香港的發展模式特別感興趣。這裡有兩點尤
其值得關注：第一，四小龍都屬於儒家文化圈，其中三個地區又屬於華人
文化圈，(三個地區中的)兩個地區更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
二，隨著中國民間對民主、法制、反腐、反特權、社會平等和正義的呼聲
日益高漲，最高領導層希望引進亞洲四小龍於1980年代後期實現民主化之
前在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政治體制下取得經濟發展的模式。17)
但這時儒學仍未得到正式認可。改變這種情況的轉機則是1989年的天
安門事件。天安門事件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所遇到的最大危機，共產黨
認為不能讓即將走上軌道的經濟增長因天安門事件而中斷，並將視線轉向
以孔子的儒學為核心的傳統思想。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共產黨開始思考可
以給中國人自信的某種東西，即中國人的認同(identity)是什麼，恰恰是在
遭遇國家危機之後。18)1991年，江澤民就加強對青少年兒童進行中國近
代、現代史及國情教育下達指示，要求加強提高民族自尊心的教育。截至
80年代初期，教科書上對孔子的評價還是奴隸制度的讚美者，但此後開始
有了大幅修改。政府方面正式下達重新評價傳統文化的方針則是在1994
年19)，並且終於出現了“要進行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道德教育”的口號。
政府方針之所以改變，首先是因為國內團結被認為是最亟待解決的問
題，此外還考慮到爭取海外華僑社會的合作以及實現臺灣統一的問題。但
一味宣導儒學對中國共產黨並不是只有益處。與大部分意識形態一樣，儒
學對中國政府也會成為雙刃刀。中國共產黨成立當初是批判儒學，支持社
16) 參見《現代中國的探索》(1992)。這本書是韓國哲學思想研究會集體研究的成果，還收錄
了1980年代中國人文學者有關文化熱討論的譯文和論文。
17) 丁學良，《中國模式的革新》，59-61頁。
18) 用簡單的演算法來看，若天安門事件的核心是民主主義問題，那麼共產黨處於其對立
面，而若共產黨針對天安門事件找到的解決方案是儒教，那麼共產黨關注的儒教豈不是
應對(或對抗，或遏制)民主主義的儒教？天安門事件的對立結構如果不是尋找中國的認
同或自信的問題，而共產黨突發奇想地聯繫到自信問題，想出用儒教來解決問題，可見
真的是無計可施了。
19) 這裡要提醒，中國政府推進市場化改革正是1994年初。1997年，中國黨政確認“非公有
制經濟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並為民營經濟提供了一定的活動空
間。吳敬璉，〈前言：“中國模式”還是過度體制〉，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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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主義的，從這種立場來說，不得不要考慮儒學的合法性問題。即使儒學
合法化，還要考慮今後隨時都可能成為焦點的少數民族問題。

三、通過“肯定儒學”建立21世紀“文明帝國”的各種計畫
在中國的100-150年的歷史中執政者根據自己的需要或扼殺或重用儒
學，而中國的知識份子一直在圍繞如何處理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文明
的對立，進行爭論。而其核心便是如何在中國人的世俗和精神生活中為
“儒學”重新定位。20)如今在中國進行的儒學討論大致上也是這種問題意識
的延伸，不同的是討論比之前更加全面，更加全方位。
儒學討論公開出現在社會上是2004年胡錦濤政府出臺和諧社會論之
後。2000年代中期，哲學界為了從儒學的和諧理論尋找和諧社會論的理論
基礎，產生數千篇相關主題的論文，哲學界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活躍氣氛。
其規模在質和量上都遠勝1990年代的國學熱。
下面要介紹幾個需要關注的出現在2000年的有關儒學的討論和儒學團
體。考慮到篇幅，這裡只做簡短的評價。首先要介紹較早發現儒學所具有
的潛力，以儒學為主題發行的雜誌。這本雜誌叫《原道》，於中國政府正
式對儒學確定方針予以積極評價的1994年創刊。該雜誌試圖將中國的命運
和儒學的命運一體化，將儒學復興運動聯繫到中國的崛起，也就是把中國
的“時代任務”當做自任。截至2012年，該雜誌已發行17期。由於資金問題
一再更換出版社，以雜誌書(mook)的形式發行。通過該雜誌，學者蔣慶於
2005年宣佈要重建中國儒教，一時在媒體引起了轟動。21)蔣慶還是《政治
儒學》的作者，他主張應從儒學探尋中國政治的正統性，中國應超越西方
民主制度，回歸儒家本源，並基於儒學制定中國獨自的政治體制。對他來
說，儒學等於憲法。蔣慶排斥牟宗三的心性儒學，主張復興政治儒學，即
在現代中國的政治社會組織形態下賦予儒學以合法性。22)為了宣傳“政治
儒學”的復興，他還親自編寫“中華文化經典基礎教育誦本”，通過中國儒教
協會提出了10項具體的儒教復興計畫。23)
此外還要關注《原道》的主編陳明和康曉光的主張，他們分別提倡儒
教的公民宗教化24)和儒教的國教化。包括蔣慶在內，這些人認識到中國政
20) 筆談 ‘人民儒學’ 編者按, 《文化縱橫》，72頁。
21) 任劍濤，〈中國人文與社會科學結構性危機〉，83頁。李澤厚批評蔣慶的主張是國粹主義的
極端例子，比慈禧太後還要保守。李澤厚，〈李澤厚：我一直是孤獨的(訪談)〉，57頁。
22) 參見蔣慶，《政治儒學》。這本書的特點在於，維護儒家的基本價值，主張這些價值適合
中國和中國的未來。據悉，在儒家相關學術著作中最強烈主張儒學的本質。可以說，這
本書暗含著對中國政治現狀的挑戰。也許正因如此，在中國等了五年才獲批出版。Bell，
China's New Confucianism: Politics and Everyday Life in a Changing Society，2008，12頁。
23) 參見〈關於重建中國儒教的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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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如今在正統性和合法性問題上處境難堪，因此試圖構想出一個基於民族
文化的文化帝國。但在這裡我們要關注的是，對於這些儒學相關運動(主要
由蔣慶開展的)，不只文化保守主義者，甚至一些自由主義者也表示認
同。25)而且這種主張和運動先不論其現實的可行性，重要的是已在社會上
受到較大關注，並引起了有關其實現的可能性的巨大爭論。這些事例或許
因為超越了國家應用儒學的範圍，因此讓國家有些緊張。目前還不知道究
竟是哪些內容令國家緊張，但據推測，很有可能是關於在目前的中國如何
建立合法的政治秩序，如何將政治權力合法化的內容26)。先秦儒學根本價
值和目標在於用理想的政治建設理想社會，越是宣揚這樣的27)的內容，越
會讓中國政府緊張。這反過來說明，中國政府出面宣導儒學復興的目的，
與儒學本身的價值和目標是有距離的。
有關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問題的討論也是2000年代哲學界最值得關注的
現象之一。28)中國新儒家著名學者鄭家棟問道，用基於西方歷史形成的語
言體系和作為論述方式的“philosophy”重構的“中國哲學”概念，能否詮釋在
中國的歷史文脈和精神土壤中誕生的傳統思想。即，“中國哲學”能否用中
國的魂魄，針對今天人類面臨的環境和問題提出一個根本性的答案，而不
是作為單純的西方哲學的偽造品或收割者。29)人們開始認為應用以中國為
背景總結的哲學理論解釋中國的思想和倫理學，這是出自與100年前的思
維完全逆轉的問題意識和自信的提問。100年前，胡適等留學派曾試著用
“philosophy”這一概念重新解釋中國歷史，進行國故整理，那麼今天，學者
們對其方式提出了根本性的問題。出於相同脈絡，對過去被錯誤認知的王
國維、梁啟超等人初期的嘗試也應進行新的評價。這些工作是必需的，而
且要儘量排除政治意圖，嚴謹地進行。
2008年出版的《孔子與當代中國》(陳來、甘陽主編)是2000年代儒學
討論的一個拐點。這本將儒學大討論會的內容整理成書的文集之所以重
要，是因為中國學術界的主流和非主流的幾乎所有值得關注的學者紛紛參
加了那一次以論壇形式舉行的討論會。甘陽、陳來、王紹光、王曉明、王
富仁、汪暉等左派或批判知識份子也出席了論壇。從書中我們可以發現，
他們針對儒學的討論並不消極。在論壇圓桌討論上，主持人劉小楓的發言
參見陳宜中〈從儒學到儒教：陳明訪談錄〉。陳明的主張可與康有爲的孔教運動相比較。
緒形康，〈自由主義の中國化〉，340頁。
蔣慶，《政治儒學》，33-40頁。
參見成泰鏞，〈看待原始儒教的理想社會論的今天的視覺〉。
該主題入選2003年《學術月刊》和《文匯讀者週報》評選的學術界十大話題。日本哲學家西
周在《百一新論》(1874年)中將philosophy翻譯成哲學，這時西周是將哲學這一詞與東方的
儒學分開來使用的。在中國，1902年《新民業報》首次將哲學用於中國傳統思想。儘管如
此，中國傳統思想中是否有可叫做“哲學”的內容，這個問題當時並沒有得到解決。參見
張汝倫，《重寫中國哲學史》；彭永捷，《重寫哲學史與中國哲學學科範式創新》，352
頁。上述合法化討論卻在說，這個提問如今已變得沒有意義了。
29) 參見鄭家棟，〈“中國哲學”及び中國の思想的傳統の現代における難局〉，200-201頁；鄭
家棟，〈為“中國哲學”把脈〉。
24)
25)
26)
2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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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主張，應檢查中國人戴著的西方中心主義眼鏡。
他拿「奧德賽」比喻說，漂流他鄉重返故土時，自以為熟悉的東西已變陌
生，但在他鄉漂流的經驗能使故土的東西更豐富，能讓人從不同角度去審
視。30)劉小楓的話我理解為，要摘除西方中心主義的眼鏡，重新審視中
國，同時因為曾戴過西方中心主義眼鏡，故土的東西看起來會陌生，也顯
得更豐富。在這裏如何看待中國傳統和西方文明的關系非常重要，我認為
不管怎麼說焦點是故土，其他地區的漂流經驗則是工具化
(instrumentalization) 。依此類推，儒學和近代的問題，近代不是“理性”而只
是工具。
2000年代有關儒學的各種思潮中，必須要提到中國經典熱潮。以中國
古典名著為主題編輯的中央電視臺百家講臺節目，在國家和資本的庇護下
取得了空前的成功。通過該節目誕生的最著名的人物要數《論語心得》的
作者於丹。 當然，她對論語的解讀也遭到了很多批評。在韓國也有出版
的這本書，雖然也遭到不少批評31)，但包括盜版在內共售出1000萬本以
上，甚至出現了“於丹現象”的說法。32)這本書可以說是自文革時期紅寶書
(文革中對毛澤東著作的稱呼)以來最暢銷的一本書。若考慮毛澤東的著作
是義務學習物件，有強賣性質，那麼《論語心得》的銷量可就很不一般
了。33)銷量或許是這本書給普通百姓帶來的反響巨大的佐證，而且出現
“於丹現象”也可能說明於丹個人具有讀懂時代的“感性”和“能力”。但若要
深入探究這種現象，不應只分析個人的能力，不應忽視這是一個國家、知
識份子、資本圍繞儒學協同籌畫的結果。利用《論語》這一人文學的最高
經典，向那些深陷在“看不見的國家權力的控制”和“怪物資本主義”橫行霸
道的現實中，體驗著剝奪感而無法找到出口的老百姓傳遞“個人的幸福取
決於個人的心態”的資訊，並且反復通過電視這一媒體來灌輸，沒有反響
才不正常。
但有人指出，雖然在知識份子和普通老百姓群體中掀起了空前的儒學
熱潮，但中國社會目前的道德真空，並沒有由儒學填補，而是由基督教、
法輪功、極端的民族主義等來填充。34)儘管中國共產黨將孔子和儒學編入
學校教育正規課程裡，試圖正式使其復活，但能否完成當初的目標，實現
人民的社會團結和每個人確定自己作為中國人的自我認同？或許現在下結
論為時過早，但看似不會很順利。由知識、權力、民間企業組成的大規模
複合體在努力幫助儒學復興，可是對人民的日常生活會起到多少效果，還

30) 陳來、《孔子與當代中國》，486頁。
31) 參見貝淡寧，〈《論語》的去政治化-於丹《論語心得》簡評〉，46頁。貝淡寧在文中批評於丹
的《論語》過於脫離政治。
32) 通過媒體進行的古典講座中，於丹的人氣堪比韓國的金容沃。但或許因為於丹並非專攻
古典，所以在中國經典方面不像金容沃那樣有著自己獨到的構思和體系。
33) 參見趙京蘭，〈現代中國的保守主義文化-新保守主義的出現和儒學重受關注〉。
34) Bell，China‘s New Confucianism: Politics and Everyday Life in a Changing Society，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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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更具體的調查。
不過甘陽的以下敘述說明，儒學至少在民間，尤其是大學正在漸漸復
蘇。他說：站在2010年來看，最近10年、15年最大的變化，包括晚清以來
最大的變化，是中國社會、中國普通民眾，特別是中國大學生對中國傳統
文明的態度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現在在大學裡如果還像從前那樣對中國
文明一棍子打死，人家就認為你是白癡了。而這一切在10年以前是不可想
像的。35)大學校園的這種反應為中國知識界的儒學討論注入了活力。儒學
和宗教問題，36)目前的儒學討論非常多樣而複雜：將儒學聯繫到社會主義
來說明的嘗試，37)自由主義和儒學，38)儒教的制度化問題等等。今天中國
的這種儒學熱潮被叫做大陸的第四期儒學。成中英評價，大陸第四代儒學
主要是與目前中國大陸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相對應的。也就是說，
生活儒學、政治儒學、現正儒學39)、人民儒學等都是基於目前中國社會的
需要存在的。40)可以說，目前的中國是儒學的時代，中國在用儒學的眼光
重新審視著一切。41)

四、中國模式論和儒學探討
(一)中國模式論的起源和發展
處於空前鼎盛時期的儒學，被推上又一個高度，是在與中國模式論相
聯繫起來之後。儒學與中國模式論相結合後，便不再只是文化保守主義者
們的討論對象，更成為新左派的主要關注對象。正因如此，聚焦新左派的
構想，便可接近儒學探討的實體。從某些方面來看新左派和文化保守主義
者成為了中國的思想界的“新主流”。42)新左派對於關注世界，同時希望中
35) 甘陽，〈中國道路還是中國模式〉，83頁。
36) 參見龝山新，〈中國における國民國家形成と儒教〉，111頁。中島隆博，〈國家のレジ
ティマシ-と儒教中國〉。
37) 這一部分主要考慮到甘陽的主張。他提出“新時代的通三統”，強調孔夫子的傳統，毛澤
東的傳統，以及鄧小平的傳統，是同一個中國歷史文明連續統，中國的發展方向是“儒
家社會主義共和國”。〈中國道路：三十年與六十年〉，4-13頁；甘陽，《文明·國家·大
學》，33-44頁。
38) 參見緒形康，〈自由主義の中國化〉。
39) 參見唐文明，〈儒教，憲政與中國：一個初步的思考〉。
40) 成中英，〈儒學復興與現代國家建設〉，97頁。
41) 據筆者瞭解，目前在中國思想領域最受矚目的兩本雜誌有《開放時代》(月刊)和《文化縱
橫》(雙月刊)。《開放時代》2011年第6期以“特輯：儒學的現代轉型”為主題刊登了四篇論
文。第7期轉載了“儒學和現代社會的治理”學術研討會的內容。《文化縱橫》深入討論儒學
相關問題，一旦有儒學相關的重要論文，幾個月後就由四人通過筆談進行討論。例如，
2011年10月號以“儒學和民族主義””為主題，有四人參加了筆談。2012年2月號則以“人民
儒學”為主題由三名學者進行了筆談。主要雜誌況且如此，其他雜誌更不用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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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崛起的宏大構想的執著，遠遠超過文化保守主義者。進入2000年代中後
期，新左派和國家之間形成無形的蜜月關係，這是與1990年代相比截然不
同的現象。儒學和中國模式論接軌是最近的事情，因此首先要敘述中國模
式論誕生的背景和與之相關的各種探討的進程。
有關中國模式論的討論，是在2005年前後開始的。當時在一次規模不
算大的學術會議上，有人提出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作為包含新自
由主義立場的“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的抗衡概念。43)此後，
北京共識概念不僅局限於經濟發展經驗，其範圍還擴大到政治體制的特
性，自然而然地發展到中國模式論或中國道路。最近，更是擴大到中國文
明問題，也促使儒學的相關討論積極展開。可以說，2008年的美國金融風
暴更進一步為這種潮流營造了條件和環境。先不談中國模式論這一理論本
身的合理與否，它具備成為取代方案的性質後受到了廣泛矚目。
指出華盛頓共識問題，並追捧北京共識的西方著名人士有英國的約書
亞․庫珀․雷默 (Joshua Cooper Ramo)和美國的約瑟夫E. 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等。44)此外， 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和馬克·倫納德(Mark
Leonard)等英國左派人士，盡管不是中國模式
論者，但也持肯定的立
場。45)他們與中國的新左派知識份子有一定的溝通。在中國，被封為新左
派的知識份子對中國模式論態度積極，尤其是王紹光、胡鞍鋼等被稱為國
家主義者的，46)持左派立場的人積極支援中國模式論，但傾向於自由主義
的知識份子則持批評態度。但站在左派立場的人中也有人反對，同樣，自
由主義者中也有不反對中國模式論的人。隨著將政治、經濟、文化全盤聯
繫到中國模式論的氛圍日盛，原先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和新左派，以及國家
主義者之間47)開始友善起來了。
有關中國模式論的討論非常複雜。有反對意見指出，中國的經濟發展
是遵循新自由主義方式的成果，用中國模式論來歸納有矛盾的因素。48)但
汪暉再次反駁說，中國的經濟增長不能只用新自由主義來解釋。49)他認
42) 這種情況形式上可以描述為“極左”和“極右”的結合。
43) 參見雷默，〈北京共識〉。
44) 汪暉，〈中國道路的獨特性與普遍性〉，《上海國資》2011年4月12日，《中國崛起的經驗及
其面臨的挑戰》，國內論文有張潤美(音譯)《中國崛起和中國模式論》，現代中國學會2011
年春季學術大會發表論文。
45) 像原先的具有殖民性，並且貶低亞洲的東方主義，他們的爭論也忽略了中國和東亞的現
實。從這一點來看，他們的立場可以說是左派東方主義。他們似乎只對可替代美國的體
制——文明中國感興趣，而對於中國自身內部的現實問題或中國與東亞的關係毫無興
趣。不，與其說沒有興趣，或許他們沒有思考這一問題的根據或能力。西歐左派中也有
些人對中國持批判態度，代表人物是斯拉沃熱·齊澤克 (Slavoj Zizek)。
46) Fewsmith，China Since Tiananmen: From Deng Xiaoping to Hu Jintao，141.
47) 在中國的政治、經濟現狀下，國家主義者和新左派(有時甚至民族主義者之間)的主張有
不少重疊. 並且，據瞭解，他們私交甚密。
48) 丁學良，《中國模式的革新》，參見36頁。
49) 參見汪暉，〈中國道路的獨特性與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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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國迄今為止取得的成果並非中國很好地適應新自由主義的結果，相
反是傳統經驗和社會主義體制經過自我調節相結合而帶來的結果。在社會
主義時期，若沒有經濟積累和自立的國民經濟，中國的城市改革不會取得
如今這樣的長足發展。也就是說，1980年代以後中國實行的經濟調整政策
不能簡單地用新自由主義來概括。50)汪暉認為，中國的改革危機與新自由
主義政策導向恰恰是有著密切關係。他的這種解釋是認為，中國改革開放
的“成果”與中國的社會主義經驗，以及改革開放初期農村改革的成果有著
密切關係，而且這種解釋看似是一種自我評價，即1990年代他本人參與展
開的爭論也對這種改革方向起到了一定影響。
但自由主義者中最活躍的分子之一秦暉則對中國模式論表示反對。他
主張，中國模式論基於低薪水、低福利、低人權，因此提倡中國模式論等
於是把這三個因素全球化。51)他還批評進入2000年代後中國的改革開放是
財富集中在部分群體，貧富差距拉大的“官制資本主義”。吳敬璉也認為，
若說“中國模式”是用來說明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高速發展的，那麼如此優
異成績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國獨特的經濟和政治體制。中國現行的經濟體
制是一種“半統制、半市場”的過渡性經濟體制，是一種既包括新的市場經
濟因素，又包括舊的命令經濟或稱統制經濟。52)雷頤也針對新左派表示，
中國的改革開放之所以重要，其理由之一就是與國際社會的接軌。中國的
新左派卻一貫否定這一點。他們認為中國將被編入全球資本主義體制。但
他們在主張“中國模式論”時反而強調這三十年取得的經濟成就 ，顯然這
是自相矛盾的。他們當初否定30年的改革開放，現在卻強調30年的改革開
放造就了“中國模式”。53)與新左派和自由主義者都保持一定距離的批判知
識份子賀照田也批評中國模式論恰恰以中國經濟的高增長和中央財政能力
的強化作為後盾。他說，在這種模式之下，經濟發展速度或中央財政吸收
能力一旦下降，中央的問題處理能力也會同時減弱。因此“胡溫新政的有
效性實際上是以順利的經濟發展和國家對社會的過度吸收為前提的”。54)
賀照田有關國家對社會的吸收的認識中，吸收物件看似也包括知識份子。
儘管存在上述種種問題，但人們之所以從全球角度提出中國模式論和
北京共識，並對中國人的思想基礎儒學表現出關注，正是因為他們認為目
前全球性的經濟情況很難走出危機。因此，中國的新左派，即汪暉、崔之
元、王紹光等人聚焦制度創新，關注中國的社會主義和改革開放的經驗，
並將此與中國模式論相聯繫起來，可能有所裨益。他們認為現代中國的思
50) 參見汪暉，《思想空間としての現代中國》的序文。
51) 因此秦暉主張，中國應崛起，但“中國模式”不應崛起。秦暉，〈中國的崛起和“中國模式”
的崛起〉，71頁。
52) 吳敬璉，〈前言：“中國模式”，還是過渡性體制？〉，4-5頁。
53) 雷頤曾批評，蘇聯和東歐解體後，曾有些人說只有中國才能拯救社會主義，但金融危機
爆發後又有些人自命不凡，說中國既可以拯救社會主義，還可以拯救資本主義。雷頤，
〈統制經濟在中國具有思想淵源〉，166-167頁。
54) 賀照田，〈現代史研究と現在の中國の思想と政治〉，245-2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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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空間應成為積極而主動的平臺，形成基於自己的經驗的思維，並加以理
論化，推向世界。

(二) 被中國模式論傳召的儒學
新左派中對於將中國模式論和儒學相結合最為積極的學者是甘陽。55)
他在最近發表的文章中表示，中國道路56)的特點就是包括各種模式，它具
有最大的開放性和實驗性。例如中國道路可包括廣東模式、重慶模式，還
可包括香港模式，今後甚至可以將臺灣模式列為中國模式的一種。中國是
大國，各地方之間存在極大差異，這一點必須要強調。57)甘陽說，在短短
的幾年內，論述中國發展問題就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論述“中
國模式”，主要講30年來中國經濟發展是不是具有特殊性，但隨後馬上變
成了一個60年的問題。繼而，這個60年的問題，又變成了一個中華文明的
問題。所以，現在論述中國的問題並不是一個30年、60年的問題，而是中
國文明和西方文明整體性的不同道路問題。58)這番發言闡明了，對他來
說，他提出的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即“新三統”論便是中國模式論。
甘陽主張，討論中國模式論最終要延伸到，提出“中國是一個什麼樣
的國家，中國想成為什麼樣的國家”這種規範的問題。59)“中國道路”的討論
問題，一定要與重新認識中華文明的整體性結合起來，在這個基礎上，
“現代化”這些詞都可以拋掉不要，首要面臨的就是中華文明自我更新的問
題。60)雖然形式較粗糙，但甘陽將中國模式論看成儒學和中國人形成自我
認同的問題。而新左派試圖在中國改革開放時期所創造的某種特殊的政
治、經濟模式範疇內說明問題。這就是甘陽與其他新左派人士不同之處。
那麼有人會問，按照甘陽所說，單憑拋掉“現代化”，應對西方單純主
張文化整體性，就可簡單解決掉近代的問題嗎？這是不容忽略的重要問
題，不僅是因為如阿裡夫․德裏克(Arif Dirlik)所指的那樣，“西方”已成為東
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還因為這些主張在新的文化面具下可能會助長社會
55) 甘陽的主張能否代表目前的儒學討論，或許也能成為問題。縱觀儒學討論整體，這是合
理的提問。但目前中國模式論主要由新左派提倡，而且最熱衷於將中國模式論與儒學相
連接的人便是甘陽，因此不能不提到他。我在本文中之所以引用很多他的話，並非因其
論文的水準或實現可能性，而是因為他在中國人文學界中所占的地位。只要他提出某個
議程(agenda)，馬上便會成為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界的爭論主題。
56) 目前中國的新左派知識份子常用意為中國model的中國模式這一措辭，但更推崇中國道
路這一詞。理由有兩個，一是他們認為中國模式不能否定西方量化的社會科學理論的影
響，二是model這個詞具有可複製的意思。中國的新左派認為，將中國的情況適用於其
他國家，這本身就是不可能的。
57) 甘陽，〈中國道路還是中國模式〉，83頁。
58) 甘陽，〈中國道路還是中國模式〉，83頁。
59) 當然，他主張，政治上要說明憲政方面儒家社會主義是不是一定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
多黨合作制有一個根本性的、制度性的契合關係，經濟分配方面能否保證相對平等的原
則，所有制不是根本問題。甘陽，〈中國道路還是中國模式〉，84頁。
60) 甘陽，〈中國道路還是中國模式〉，83頁。至於如何更新，他未作詳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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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壓迫和不公正繼續延續下去。61)這也意味著，當文明批評與社會批評
分開來時，有可能導致一種不均衡，使對國家和中國社會內部的批判從此
消失無蹤。
中國模式討論迎來質的轉變，是在2008年的美國金融危機和北京奧運
會之後。甘陽認為，這時中國無論左、右，形成了一個新的共識，中國知
識份子開始擺脫對西方模式的迷信、對美國模式的迷信。這就是甘陽所說
的第二次思想解放的內容。他論述的一個要點，就是主張從西方和美國模
式中解放和擺脫出來。這個時候必須要特別強調，第二次思想解放和第一
次思想解放的關係，就是沒有第一次思想解放就不可能有第二次思想解
放。那麼第一次思想解放到底是什麼。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最重要的成果
是，從對西方化的粗暴而簡單化的否定和批判中解放出來，轉向大規模地
學習西方，所以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實質是大規模地學習西方。可以說這個
30年來向西方學習的幅度，那根本是五四運動無法相比的，這是有史以來
從來沒有過的。甘陽認為，大規模地學習西方的同時，中國知識份子開始
逐漸提高中國人自己的水準，來判斷，來辨別，哪些西方的東西可能對我
們比較有用，可能比較適合我們國情，哪些東西僅僅是對它那邊有用，對
我們並沒有用。62)對於有些人認為"新三統"論好像對毛的文革時代有過多
的肯定，甘陽回答說：這個我覺得要排除意識形態，就是說中國經濟改革
為什麼相對比較成功，我覺得這個問題在整個世界的社會科學裡面沒有得
到解答，因為很難理解，因為特別是你要考慮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直
到80年代末，整個西方的學界在看中國的改革和蘇聯東歐的改革，當然有
一個很想當然的預設，如果蘇聯、東歐的改革都不成功，中國怎麼可能成
功呢？但中國成功了，為什麼？而這個理由我認為和毛澤東是有很大的關
係。毛澤東的一個最大的特點，他就是搞破壞，當然毛澤東破壞的同時，
他把中國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完全給摧毀掉，也就是中國本來是要學蘇聯
式的，中央計劃經濟，但是毛澤東搞大躍進，就是最徹底地破壞計劃經
濟，這個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一個道理，另外還有一點，就是毛澤東時代，
有一點我認為是不能否定，就是毛澤東的平等主義的這個傾向，平均主
義，他力圖把這個工業化帶到農村，雖然大躍進是失敗的，而是說我們必
須理解這樣一些問題所在，然後我們會看到我們中國，它的發展的道路是
有它自己獨特性的，而說不定，我們在這裡面可以找到解釋為什麼蘇聯、
東歐不成，中國反而走出來的一個理由。這是我考慮問題的一個大概思
路，並不是說從一個意識形態出發，而是說這個問題本身怎麼解答。63)對
於甘陽的上述主張，有些中國的知識份子，尤其是那些瞭解甘陽1980-1990
年代的思想立場的人提出質疑，其“新三統”論是不是向中國政府的現實政
61) Arif Dirlik，〈是與歷史對立的文化嗎〉，111頁。
62) 甘陽，〈當代中國的思想解放〉；摘要：鳳凰衛視“世紀大講堂”講稿；甘陽，《文明·國家·
大學》，125-129頁。
63) 甘陽，〈當代中國的思想解放〉，鳳凰衛視“世紀大講堂”講義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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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有某種靠攏。甘陽對此回答說，假如政府的說法正好符合我的，有什麼
不可以支援？他還說，現代社會的知識份子要特別警惕的就是作為權力的
附庸，但是現在社會最大的權力未必是政府，它可能是商界，可能是媒
體。不過，對於他的這種回答，也可能有人提出尖銳的質疑。比如丁學良
認為，中國模式包括三個相互交織的子系統——政治方面的權力(不是righ
t，是power)架構、社會方面的社會控制、經濟方面的管制的市場經濟。中
國社會靠這三個支點運轉。基於列寧主義的一黨集權原則和社會控制系
統，64)這兩個支點是第三個支點——管制的市場經濟的政治環境和社會保
障，並從市場經濟吸入新鮮的血液和氧氣，得到各種物質資源。這三個支
點相互融合、相互依存的過程中，一個完美的中國模式誕生了。65)堅持這
種立場的學者出乎意料地多。吳敬璉也認為中國經濟仍然是國家部門(state
sector)在資源配置方面起著主導作用。他主張， 雖然國有經濟在國民生產
總值(GNP)中並不佔有優勢，但它仍然控制著國民經濟命脈(commanding
heights)。66)這些主張使甘陽在前所述“商界和媒體比政府或黨擁有更多權
力”的主張毫無說服力。
甘陽的關於儒學思維方式的說法也會引起不少爭議。他說:“我的一位
經濟學家朋友，他是非常不喜歡中國傳統文化的，但是有一點，他說他肯
定要感謝孔夫子，否則兒子不會那麼孝順。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特別的問
題，就是人在生活當中對此用而不知。幾千萬工人下崗，怎麼過來的？當
年這不是靠政府補貼解決的，當時政府並沒有錢。之所以沒有出大問題是
因為兄弟姐妹親戚們互相幫忙。這些不滿之所以沒有爆發，是因為這種不
滿在相當程度上被緩解了。這個緩解的機制不是政府，而是家庭關係。這
和儒家常年形成的文化觀念和它對社會結構的影響存在很大關係，如果不
把這個講清楚，整個社會環境當中欠缺的環節我們都不知道在哪裡。所
以，儒家這個問題並不僅僅是一個理想，它在現實當中起到了很多的實際
作用，只是這一點往往被忽視。家庭的結構、親情的結構仍然是中國社會
極為關鍵的一點，沒有這一點，中國經濟改革可能早就在兩極分化上出了
大問題。”67)他的發言實在是令人吃驚的主張，好似家人承擔原本應由國
家承擔的事情是理所應當，而且將此與儒學聯繫了起來。在某些方面，這
讓我想起，“為了(噴發出或欲噴發出經濟發展的殘酷內部矛盾的)國家動
員，一而再，再而三強調忠孝”的樸正熙時代禦用學者的主張。他的言論
從某種角度來看，可以說是儒學被利用為親體制的一個事例。但甘陽是為
了強調儒學被人們“用而不知”，其實在現實生活中起到的作用之多超乎想
像。他的問題意識正是，應思考如何將此理論化。很顯然他是考慮到自己
64)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統制系統沒有從國家官方機構獨立出來，但高高淩駕於官方機構
之上。丁學良，《中國模式的革新》，82頁。
65) 丁學良，《中國模式的革新》，78-96頁。
66) 吳敬璉，〈前言：“中國模式”，還是過渡性體制？〉，4頁。
67) 甘陽，〈中國道路還是中國模式〉，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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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發言，是功利主義的表露，儘管如此，暗示著
在中國的現實社會中作為思維方式的儒學並不是簡單的問題。就此，佐藤
慎一的言論值得回味。他說，中國人在儒學制度下經過悠久歷史積累下來
的思維或行為模式，幾乎是不自覺的，因此在儒學自覺地被否定之後反而
能夠持續的可能性很大。經歷過五四和文革期間否定儒學的浩劫之後，仍
然殘留下來的意識，才是行為樣式的層面。68)他可能是在說明，即使沒有
傳承儒教原形，但作為政治理念的儒教存在形態在繼續傳承。69)關於這一
問題，要慎密觀察在中國的政治權力和日常生活中自我是怎麼構成的。或
許，甘陽在前面的發言是不是想說，儒學的思維樣式在中國應從習性
(Habitus)或習俗的角度去研究。
中國模式論之所以受到關注，還因為中國的規模。鑒於中國的國家規
模，若不同時考慮傳統和近代、開發與生態、商品化和另一種生活，中國
的生存本身便是不可能的。目前，世界資本主義也處於同樣的轉捩點。70)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模式論不只是對中國這一大國之發展的理解和展望，
還涉及到對世界資本主義的理解和展望。對於自由主義者來說，2000年代
的這些討論或許只不過是一種流行，但從文明史的觀點來看並不如此簡
單。因此中國模式論同時引來擔憂和期待。正如《亞當·斯密在北京》的作
者阿裡吉(Giovanni Arrighi)所期待的那樣，中國是否有可能擺脫歷史性的
資本主義的惡性循環，打造新的世界秩序框架。71)
不管從物理還是心理方面，我都希望東方主義和西方霸權支配的知識
結構能構轉變為平等的結構，並認為這一歷史責任是中國不可回避的責
任。在這一點上，包括新左派在內的中國知識份子試圖通過中國模式論找
出意義的動向，可以說具有歷史意義。而這必然會與可抑制資本主義現代
性問題的新體制的登場有關聯。因此，中國找出替代方案不只是中國的問
題，也是世界性問題。儘管如此，我們不能以浪漫的態度看待問題。拉斯
基曾說，共產主義並非靠現實主義，而是靠理想主義(Idealism)，並非靠唯
物展望，而是靠精神承諾得到進展的。72)儘管今天我們所處的狀況不同，
但參與儒學討論的知識份子有必要重新回味拉斯基對革命的這番領悟。
若中國模式論不具備本身的內在正當性，即使滿足了其論述外在條件
和環境，也很難具有積極意義，進而難以長久地持續下去。尋找可代替美
國的方案，其重要性再強調也不為過，但若要成為真正的代替方案，同時
要找到能夠解決中國內部問題的方案。因為能夠解決中國內部問題的方
案，自然便可成為全球的代替方案。對中國內部大多數人民的幸福、人權
視而不見，而要成為外部世界的代替方案，這本身便是說不通的內部和外
68)
69)
70)
71)
72)

佐藤慎，〈儒教とナショナリズム〉，35頁。
閔鬥基，〈傳統思想和現代中國的理解〉，106-107頁。
張潤美，〈中國崛起和中國模式論〉，3頁。
參見阿裡吉，《亞當·斯密在北京》。
Laski，Communism，245；丸山真男，《現代政治的思想和行動》，285頁再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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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是不可能分割的。因此，從與新左派不同的角度提出問題的秦暉或賀照
田的主張，我們也有必要關注。同時思考如何將儒學變革性地進行重構。

五、重建“作為批判性論述的儒學”的條件
和孔子與儒學謳歌幸福時代不同，論述儒學的現代中國飽受各種社會
問題的困擾。通過媒體報導可以看到中國目前面臨貧富差距、腐敗、人權
等問題，中國大多數人似乎並不幸福。因此，有不少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識
份子自嘲地問道，中國擁有悠久的歷史，且經歷過社會主義，但為什麼會
演變成問題最多的“資本主義”社會？
不管是源自肯定自我的文化，還是源自文明史的轉折，在國家重建文
明帝國的規劃下被挖掘出來的正是儒學。若知識份子不把自己的角色局限
於表示認同並自覺地對此進行粉飾的話，應圍繞儒學提出一些其他不同的
問題。當然，對於儒學在近現代社會一直被否定，而到現在又重新被重視
這一點，我們沒有必要用否定的視角來看待。但儒教確實在進入現代之
後，逐漸失去了其影響力。而儒教為什麼衰落下去，現在又為什麼在中國
重新復興起來，儒學在當今中國重現其脈絡需要什麼樣的條件？在探尋這
些問題的答案時應秉承前面提到的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識份子的問題意識。
為了重現前面所提到的“作為批判性論述的儒學”有幾個必要的前提。第
一，雖然如今儒學得以復興，但仍有必要對其衰落,甚至被批判的原因進行
研究。因為衰落有可能是其復興的原因和背景。73)另外，衰落的原因不僅
僅是因為外因，若假設衰落是儒學自身存在的內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結
果，那麼探求其內因和外因也會給研究復興的原因帶來不少啟示。因此，
不管是批判還是宣揚，不管是衰落還是復興，只從政治方面來分析其原因
是不妥當的。即，儒學在近代解體是單純出於外因，還是因其自身的內容
和結構，還是因兩者的相互作用，需要進行細緻的研討和歸納。另外，西
方後結構主義者對近現代性進行批判，實現了自我瓦解。而近現代的儒學
沒有經歷過這種“自發”的自我瓦解過程，因此也有必要對其進行研究。
第二，中國若要重新探討儒學，想從中創造出新的價值的話，需要研
究怎麼和全面批判儒學的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儒學批判問題聯繫起來，以及
1949年社會主義時期儒學被“他者化”，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一系列問
題等都是必須要研究的問題。有不少有關社會主義時期思想改造運動、反
右派鬥爭和大躍進運動的論文從各個層面展示出，社會主義時期的包容和
排擠的標準是很任意的和不自然的。74)儒學和知識份子被否定，又被肯定
都是在同一個政權下發生的，而對這部分內容進行清算在短期內並不容
73) 劉擎, 〈儒學復興與現代政治〉, http://www.aisixiang.com/data/56401.html(檢索天：2013年
8月5日)
74) 參見裴毅然，〈自解佩解：反右前知識份子的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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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要想對儒學曾被“他者化”不提出任何異議就想實現儒學復興，只要是
有一點常識的中國人都不會接受。
如果把前兩點當作預備工作的話，那麼接下來要考慮重建“作為批判
性論述的儒學”的條件和方法。為此，在把儒學當作一種體制理念之前有
必要重新回到孔子的先進儒學，關注其包含的雙重性，在中國現在的脈絡
中對儒學進行改革性的重新詮釋。即，把儒學與國家和資本分離開來，對
國家和資本進行警戒和批判，使儒學重生為限制既得利益的社會理念和21
世紀的大同思想。這和傳統的士階層將“亡天下”和“亡國”分離開來的認識
方式也有一定的關聯，即，強烈喚起將天下作為文化主體的中國式秩序。
這樣一來，儒學反倒會作為一種批判性論述而擁有持續的生命力。作為一
個例子，我們可以看看韓國學者申榮福的《講義》。他認為《論語》是有
關人際關係的寶庫，認為孔子有意對人類關係進行根本的變革。從這一點
來看，《論語》是可以和《資本論》並駕齊驅的革命書籍。另外，還可以
看看韓國學者李佑在(音譯)的《李佑在讀論語》。作者認為孔子在當時的
局勢下試圖提倡為民政治和全新標準的身份秩序，是個具有改革精神的思
想家。75)與此相比，於丹的《論語心得》從“去政治化的人文主義”這一點
來看脫離了批判性。她認為，個人的幸福和不幸在於你和我、個人的決
心，與社會關係和共同體的性質沒有關係。
最後，探討儒學的主體們有必要重新回顧儒學“絕對普遍性的瓦解”從
另一方面開啟了“普遍性的發展可能性”的歷史經驗。例如，儒學在隋、唐
對道家和佛教産生了危機意識，並爲了進行應對而在宋代發展爲新儒學
(neo-Confucianism)。近代時期的新儒學(new-Confucianism)在中國受到西方
侵略的危機中參考西方哲學，是儒學追求現代化的產物。宋代朱子學和近
代初期的新儒學的誕生都是為了擺脫危機。從這一點來看，普遍性的擴大
都是在遇到某種歷史危機時才會實現的。
相比之下，在當今中國，儒學迎來了西勢東漸之後最幸福的時代。中
國的經濟發展和美國的金融危機等客觀條件和契機比任何時候都在誘惑著
儒學和知識份子重建自我中心性。這種條件和契機給活躍儒學探討創造了
很好的條件，但從對豐富儒學自身的內容和結構卻很有可能起到消極影
響。現在在中國，儒學反倒在國家權力和知識份子的庇護下，在理論方面
發展霸權的可能性並不小。最終，中國人喜歡的“王道”，即縮小普遍性的可
能性有可能會增大。如果說宋代和近現代追求的是“儒學的現代化”，那麼可
以說現在打造的是“現代的儒學化”。前者很可能是通過自我改革來確保“普
遍的發展可能性”，而後者則是通過自我肯定來實現“絕對的普遍性擴張”。
■ 投稿日：2014.06.03 / 審查日：2014.06.09-06.16 / 刊載決定日：2014.06.17
75) 成泰鏞，〈低調的論語，高調的論語〉，391頁。根據理想的政治來實現理想社會是儒教
最關心的內容之一。這是作為統治階級的士階層需要承擔的部分，修己和治人不可分，
任何一方都沒有優先權。參見成泰鏞，〈看待原始儒教的理想社會論的當今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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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ucianism, 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Reconstructing Confucianism as a Critical Discourse
CHO KeongRan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utilized Confucianism when China began to open its markets
in 1980s. For many Chinese politicians, Kongzi and Confucianism are
key symbols which can greatly impact the perceptions of Chinese people
in regards to their policies and actions, both positively and negatively. In
this regard, Kongzi cannot be overlooked when examining Chinese
policies which are concerned Confucian traditions. While Confucianism
was widely dismissed when Socialist systems prevailed, it has risen to
become a key ideology in Chinese political life following the economic
reforms which began in the 1980s. This trend shows that the revival of
Confucianism has not been a natural, spontaneous historical consequence,
but an intentional discovery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revival of Confucianism is a cooperative creation between
the state, intellectuals, and the media with the common goal of recreating
a Chinese cultural empire. This paper refers to the Confucianism which
has been created by the three parties as “Confucianism as a compound of
power and knowledge,” and uses the term “Confucianism as a critical
discourse” as its counterpart. This paper also attempts to disseminate
Confucianism as a critical discourse with an emphasis on the traditional
role of shi 士 (literati) who tried to internalize moral awareness and
universal order.
Keywords:

Chinese cultural empire, revival of Confucianism,
Confucianism as a compound of power and knowledge,
Confucianism as a critical discourse, intellectua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