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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中国命题”与儒家传统文化研究
———杜维明与黄宗智思想理路辨析* ①

杨国庆 郑 莉＊＊②

摘 要: 儒家传统的现代化问题是清末以来知识人的共同问

题。基于韦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直接研究和重要影响，本文把韦

伯“中国命题”作为儒家传统文化研究的切入点，比较了杜维明

和黄宗智在回应韦伯“中国命题”时所彰显的哲学与历史学 “各

自相异”的儒家传统研究进路; 揭示了这些不同研究进路在中西

文化比较研究视域下的相同文化传播阶段、所共享的相同诠释学

理论资源中的“异中之同”特征;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以 “中

国理想图景”的建构问题为分析主线，批判了杜维明对 “西方理

想图景”的实际认同，肯定了黄宗智对“中国理想图景”的理论

关注，并最终确立了据以总体评价两位学者思想理路的 “同中之

异”，从而引发了我们对儒家传统现代身份重建问题的进一步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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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儒家传统文化不断突破历史困境并完成身份重建，为传

统中国提供了长期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晚清末年伊始，在中西方文化

相遇与角逐的过程中，儒家传统文化却逐渐衰落了。长期以来，国内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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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关于思考、探索儒家传统生命力的研究不绝如缕。儒家传统如何重建现

代身份，也就是，如何在保持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前提下有效回应现代社

会的各种问题，既是儒家传统文化重现生机的基本要求，也是中国文化走

向世界的迫切要求。
儒家传统现代身份重建问题是一个涉及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宏大课

题，寻找并以一个西方文化的具体研究成果为参照，是介入这一宏大课题

的可行性路径。在西方学术史上，众多西方思想家都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进行过相关论述，但在这些思想家之中，韦伯处于一个与众不同的特殊地

位。一方面，这种特殊性体现在韦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韦

伯在生命的最后十年致力于东方宗教研究，写作和修订了 《中国宗教: 儒

教与道教》一书，并把它置于“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比较研究系列的

首要位置; 在学术史上，与韦伯同时代的欧洲思想家相比较，这种专门以

中国文化和社会为对象的论著是极为罕见的。另一方面，这种特殊性也体

现在韦伯有关中国文化研究的巨大影响力上，韦伯的主要观点和结论迄今

仍对西方的中国研究产生着极为深远的影响。韦伯在 《中国宗教: 儒教与

道教》中指出: “儒教的理性主义意指理性地适应世界; 清教的理性主义

意指理性地支配世界” ( 韦伯，2010b: 325) 。这一论断在西方学术界受到

了普遍认可。直至 20 世纪 60 年代东亚经济出现腾飞，情况才开始出现改

变，美国、亚洲等国家的许多学者仍试图用韦伯的宗教观念影响经济行为

的思想去解释东亚经济崛起和现代化问题。
基于上述原因，本文以韦伯的 “中国命题”研究为中心，比较分析两

位著名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和黄宗智的思想，也就是，围绕着杜维明有关

韦伯“中国命题”的哲学研究进路和黄宗智有关韦伯 “中国命题”的历史

学研究进路，论述这些研究进路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视域下所具有的共性

特点及其所共享的理论资源，并最后呈现出杜维明和黄宗智在 “中国理想

图景”建构这一基本问题上的重大不同之处，从而引发我们对儒家传统现

代身份重建问题的深入思考。

一 韦伯 “中国命题”与中国的 “他者”形象

马克斯·韦伯是 20 世纪最杰出的社会学家，他在宗教社会学、政治社

会学和法律社会学领域都做出了重大的学术贡献。“韦伯毕生的工作，似

乎正如他自己认为的那样，既是对西方文明的分析，又是对西方文明的辩

护”( 本迪克斯，2007: 402) 。正是出于对西方文明的分析和辩护，韦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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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著名的“韦伯命题”和韦伯 “中国命题”，并据此对西方以外的国

家进行了“他者”形象的建构。

( 一) “韦伯命题”与韦伯“中国命题”

从对西方文明分析的角度来看，韦伯从发生学视角讨论了清教伦理与

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亲和性关系，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韦伯命题”。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韦伯毕生关注这一命题的导论，韦伯追溯

了宗教观念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意识取决于人的社

会阶级地位的论点提出了挑战; 在该书中，“韦伯基本上是在分析神学教

义和布道作品，他力图证明，这些教义及其派生的告诫有着内在的逻辑，

这种逻辑直接和间接地鼓励人们在追求经济利益时既要有计划又要自我克

制” ( 本迪克斯，2007: 51) 。
从对西方文明辩护的角度来看，韦伯对世界各大宗教进行比较研究，

其根本目的在于勾画出与西方截然相反的宗教取向，从而对西方宗教特点

乃至西方资本主义的特殊性进行论证与辩护。用韦伯的话来说，世界宗教

的经济伦理“这些论文并不是想要做成广泛的文化分析———虽然时而不得

不如此。毋宁反倒是故意要强调，种种文化领域里无论过去或现在，那些

与西方文化发展相对照的成分。换言之，就是彻底着眼于呈现西方发展的

景象时那些显得重要的部分” ( 韦伯，2010a: 13 ) 。具体到对中国宗教的

分析，韦伯认为，无论是儒教还是道教都不仅不能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推

动力量，反而成为阻碍力量; 这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韦伯 “中国命题”。
这在韦伯《中国的宗教: 儒教与道教》一书的最后结论中得到明显体现，

“几乎不容质疑的是: ( 中国人的) ‘心态’———在这里意指面对世界的实

际态度———的各种基本特征，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确是深受政治与经济的命

运所共同影响的; 但是，只要看看此一心态的固有法则性，也就不难指出

这是强烈阻碍资本主义之发展的一个有利因素了”( 韦伯，2010b: 327) 。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韦伯对西方文明的分析与对西方文明的辩护之

间，或者说，“韦伯命题”与韦伯 “中国命题”之间具有紧密的逻辑相关

性; 韦伯“中国命题”仅仅是韦伯为证明“韦伯命题”的独特性而提出的

一系列反命题之一，而其最终目的也只是通过对其他文化的分析而对西方

文化进行辩护。考虑到韦伯对中国文化分析的目的在于对西方文化的独特

性进行辩护，同时，考虑到韦伯对中国文化所做分析的广泛程度，本文在

极为宽泛的意义，而不仅仅是在一般意义上使用韦伯 “中国命题”的含

义，这种韦伯“中国命题”的含义，不仅包括了韦伯对中国宗教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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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包括了韦伯对中国法律等其他文化要素的分析。

( 二) 中国“他者”形象

毋庸置疑，“韦伯命题”和韦伯 “中国命题”的开拓性和深刻性是显

而易见的事实。认真研究“韦伯命题”，尤其是韦伯“中国命题”，无论是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还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都具

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作为学术研究者，我们应当对韦伯具有开拓性

和深刻性的研究工作表示最充分的敬意，而我们表达敬意的最好方式则是

审慎而认真地对待其研究成果。苏国勋对韦伯的评论正是体现了这种审慎

而认真的态度，“同任何一种思想一样，韦伯的许多论述也有其具体时空

的限制，因此借鉴韦伯对中国文化问题的研究更需在方法论上小心谨慎，

警惕他 那 时 代 欧 洲 学 者 普 遍 具 有 的 ‘欧 洲 中 心 论’情 结” ( 苏 国 勋，

2013) 。根据苏国勋的论述，正视韦伯思想背后的西方中心论观点并对其

时刻保持警惕态度，是我们开展有关“韦伯命题”和韦伯“中国命题”研

究的必要前提。
2006 年，周宁出版了专著 《天朝遥远———西方中国形象研究》，对西

方中心论的观点进行了系统研究。在周宁看来，中西方文化都有着悠久的

历史和长期的发展过程。但是，直到 1250 年前后，随着西方使者出使蒙

古，中国形象在西方才变得形象而具体; 在此之后长达 500 年的时间内，

中国形象在西方分别呈现为 “大汉的大陆”“大中华帝国”和 “孔夫子的

中国”三种乌托邦的美好想象。但是，到了 1750 年前后，随着启蒙运动

的高涨，西方现代性的确立，中国形象在西方转而成为 “停滞衰败的帝

国”“东方专制的帝国”和 “半野蛮的帝国”三种意识形态的恶劣想象。
从表面上看，这是西方想象中国的态度变了，从美化中国到丑化中国，从

爱慕中国到憎恶中国; 究其实质则在于，西方现代精神在启蒙运动后已经

正式确立了，不再需要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乌托邦，而需要自我肯定、
自我巩固的意识形态“他者”。西方现代文化史上否定的、意识形态性的

中国形象的文化功能，是整合、巩固西方现代文化权力，维护西方中心主

义的现代世界秩序 ( 周宁，2006: 前言 7 ～ 9 ) 。同样，黄宗智认为，萨伊

德的东方学研究也证明了这种 “他者”形象的存在，即 “西方人关于东方

的研究不可避免地与帝国主义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将东方建构为落后的他

者预示着帝国主义的殖民支配，并且将这种支配合理化了。现代社会理

论，尤其是现代化理论，就是这种传统的继承者，它保留了努力服务于西

方的以西方为中心的主导叙述” ( 黄宗智，2007a: 1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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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所生活的时代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此时的欧洲早已经完成

了中国形象的大转折。身处西方中心主义的大时代背景下，作为杰出社

会学家的韦伯也无法摆脱以西方为中心的研究视角，在对儒教和道教进

行研究的过程中，屡屡无视中国宗教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对中国文化

表现出极端冷漠，甚至不屑一顾的态度。在苏国勋看来， “韦伯认为东

方宗教仅凭其浓厚的泛神性就可证明是巫术，表现出他用西方一神论救

赎宗教看待世界其他地域的宗教，凸显了他那时代西方学者视欧洲地方

性为普世性的立场。……至于他对道教全盘否定为 ‘十足的巫术’ ‘完

全非理性’的误读，不仅为当代科学史研究 ( 如李约瑟) 所驳难，说明

他对中国文化的吸纳能力和包容性认知的不足，而且也表明他对道教的

认识上没能借鉴他那时代欧洲汉学研究的成果，明显地落后于欧洲两个

世纪之交当时学术界的认知水准” ( 苏国勋，2013 ) 。基于此，从研究

“韦伯命题”和韦伯 “中国命题”出发，严肃对待韦伯思想中的西方中

心主义观点，澄清被韦伯无意忽视或有意歪曲的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

作为主流的儒家传统文化的原貌，应该成为海内外关心中国文化的有识

之士的重要使命。

二 韦伯 “中国命题”的两个版本与儒家

传统文化研究的两种进路

在儒家传统文化研究中，哲学和历史学是两种不可或缺的研究视角，

其原因正如杜维明所言，“儒家传统是一种历史现象，又是一种生命形态，

其中有其哲学意义、宗教意义、人文学意义、人类学意义。因此，从哲学

和历史两个角度交叉互补，对这一传统进行反思，很有必要” ( 杜维明，

2002b: 278) 。本文所关注的两位学者恰好是儒家传统文化不同研究视角

的典型代表人物，具体而言就是，本文围绕着对韦伯 “中国命题”的不同

回应，具体考察杜维明的哲学研究进路和黄宗智的历史学研究进路。

( 一) 韦伯“中国命题”的现代东亚版本与杜维明的哲学研究进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对于“韦伯命题”和韦伯 “中国命题”的关注

与研究，是杜维明学术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其主要代表作包括

《现代精神和儒家传统》和《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性》等。在杜维明看来，

韦伯是从发生学的角度来了解资本主义兴起的，“韦伯命题”是一个历史

的回顾与分析; 但是，我们目前讨论的这个问题和韦伯最大的不同之处在

481 中国研究 总第 19 期



于，东亚现代性还正在发展中，我们必须在它的形成过程中来了解它，我

们是“身在此山中” ( 杜维明，2002b: 539) 。基于此，作为新儒家重要代

表人物的杜维明尽管也特别重视历史分析的重要作用，但主要还是把受儒

家文化影响的东亚社会当作一个生命形态，以哲学反思的方式对其进行了

相关研究。
杜维明的研究重点 “韦伯命题”和韦伯 “中国命题”是与 20 世纪下

半叶工业东亚兴起的历史现实紧密相关的。在杜维明看来，在工业东亚出

现之前，只有一种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没有任何经验事实可用来

作为对“韦伯命题”和韦伯“中国命题”的驳斥，“韦伯命题”已经形成

了一个坚固的现代化典范; 直到工业东亚的兴起，随着迥异于西化模式的

东亚现代性的出现，突破韦伯的现代化典范才成为一种可能，由此，研究

韦伯“中国命题”的现代东亚版本 “儒家命题”，也就是儒家伦理和东亚

现代性之间有选择的亲和性关系问题，才具有了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儒家命题”虽然没有反证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兴起之间的亲和性关

系，但却迫使这种亲和性关系只通用于现代西方 ( 杜维明，2002b: 248，

319，533) 。在杜维明看来，“儒家命题”的真实性在工业东亚社会无须给

予过多的证明，因为儒家传统在塑造东亚现代性中所起的作用，已经是显

而易见的事实。东亚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民间社会和价值体系都和儒

家结下了不解之缘。相反，杜维明一再加以强调的是，东亚精神资源非常

之多，我们不能武断地认为只有儒家文化对工业东亚产生了作用; 进而言

之，就算是儒家传统对工业东亚产生了重要影响，但这种传统也不那么简

单地只是社会上层的一套伦理，如忠孝节义、勤劳节俭，而是渗透到社会

各个阶层的做人之道，是一套发挥实际影响作用的文化心理结构 ( 杜维

明，2002b: 546 ～ 547，565) 。
虽然杜维明严肃而认真地讨论了韦伯 “中国命题”的现代东亚版

本——— “儒家命题”的许多问题，但是，杜维明的研究却并不仅仅停留于

此。一方面，杜维明对一种研究韦伯命题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即 “如果把

韦伯的命题提出来，最简单的，也可以说是最肤浅的观点，就是说儒家伦

理影响了工业东亚的经济发展，或说儒家伦理和工业东亚的经济发展之间

有‘选择的亲和性’”( 杜维明，2002b: 534 ) 。另一方面，杜维明明确指

出了自己的研究重点，“如果认为儒家的精神资源只是为了促进东亚的现

代化和资本主义，这不是我们的重点所在。我们的重点在于，面对人类社

群出现的困难，如何调动儒家资源进行长期的批判?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

就是失职。这与韦伯完全不相同 ( 杜维明，2001: 87 ) 。而杜维明之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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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如此的判断，原因则在于面对现代西方文明的挑战，儒家传统若不能

做出创建性的回应，为人类当下的困境提出解决之道，那么儒家发展的前

景必然暗淡。进而言之，儒家传统能对现代西方文明做出创建性回应的先

决条件，是其自身必须通过以现代西方文明为助缘的现代转化。这是一种

良性的循环论证。也就是说，儒家传统因受现代西方文明的影响而进行创

造性的转化和扎根现代新儒学而对人类社群的困境做出创建性的回应，这

正是相辅相成的良性互动的循环逻辑 ( 杜维明，2002b: 644) 。
那么，儒家传统又如何对西方文明做出创建性的回应? 如何促进儒家

传统的现代性转化呢? 或者说，如何实现杜维明所说的儒学第三期发展

呢? 对此，杜维明认为，至少有四个极其重大的并且具有内在逻辑性的问

题必须同时解决。简而言之，这四个问题就是，如何扬弃 “封建”意识形

态的问题，如何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如何系统引进西方传统文化和

现代文明的问题以及如何抗拒西方文化的浮面现象问题。“能够对西方文

化深厚的价值加以引进，对其浮面现象有所抗拒，也就意味着对西方的适

应能力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这个适应一定意味着对传统文化做批判的继

承，对封建意识形态作全面而深入的扬弃。如果这个工作能做得比较周

全，这四个题目一定要同时解决” ( 杜维明，2002a: 366) 。
这四个问题的同时解决也就是中西古今之争困境的最终解决，其困难

可想而知。杜维明显然已经意识到这一困难，他所引用的格尔兹 ( Clifford
Geertz) 教授的观点最好地说明了这一困难所在。格尔兹认为，杜维明在

处理传统问题时至少要涉及四个相互影响的网络。一是现代人的立场，也

就是以现代人的观点来了解传统; 二是双语并用的问题，也就是把英语译

成中文有极大的难度; 三是哲学和史学的专业角度问题，有些既非哲学又

非史学的问题很难处理; 四是如何面对西方文化挑战的问题，如何超越个

人价值观的取向对客观事实加以认识和分析 ( 杜维明，2002b: 337 ) 。对

于如何解决这四大困境的问题，杜维明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不是个别人所能

解决的问题，而是有赖于知识分子的群体批判的自我意识的出现，这个具

有自我意识的主体不但超出从事儒学研究的知识分子，而且超出学术界本

身，一直扩大到文化界、企业界、大众传媒甚至政界。这涉及知识分子的

自我定位问题 ( 杜维明，2001: 47) 。

( 二) 韦伯“中国命题”的法律文化面相与黄宗智的历史学研究进路

黄宗智自认为是一个经验的历史学家，其主要的研究领域为明清以来

的社会史、经济史和法律史。黄宗智对于自己的经验式研究方式做出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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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描述，“我研究的起点总是一开始鉴别一大堆迄今尚未发掘或发掘不

够的材料，然后从中找出新的经验信息。我转向学术理论的主要目的是通

过与理论的联系和对话来构造我自己的一些基于经验发现的概念。从认识

方法上讲，我有意识地努力从经验研究出发到理论，然后返回到经验发

现，而不是从相反的路径着手” ( 黄宗智，2007b: 178) 。如果说杜维明是

直接围绕着“韦伯命题”和韦伯 “中国命题”，在儒家传统与西方文化宏

观比较分析的视域下进行理论研究的话，那么，与之相反，黄宗智基于其

经验式的研究方式，坚持从经验到理论的研究过程，在清代法律史的微观

研究视域下，对韦伯“中国命题”的法律文化面相进行了具体而微的探

讨。黄宗智有关韦伯“中国命题”的法律文化问题研究，主要体现在 《清

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 民法的实践与表达》 《经验与理论: 中国社会、
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等著作中。

在《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 民法的实践与表达》这一著作中，黄

宗智主要使用了四川巴县、顺天府宝坻县和台湾淡水分府和新竹县等地方

诉讼档案，一些民国时期的诉讼档案以及满铁的调查资料。黄宗智通过对

这些档案资料的研究所得出的一个主要结论是: “法律制度的实际运作与

清代政府的官方表述之间有很大的差距。我这本书称之为 ‘实践’与 ‘表

达’之间的‘背离’” ( 黄宗智，2007b，重版代序 9) 。对这一结论进一步

加以解释就是， “清代的法律制度是由背离和矛盾的表达和实践组成的。
官方的表达和法律制度的实际运作，既矛盾又统一。清代法律制度，一方

面具有高度道德化的理想和话语，另一方面它在操作之中比较实际，能够

适应社会实际和民间习俗。这是这个制度之所以能够长期延续的秘诀。我

们既不能只凭它自己的表达和意识形态来理解它，也不能只凭它的实际行

为来理解它，而是要看到它表达与实践双方面的互相依赖和互相矛盾”
( 黄宗智，2007b，重版代序 9) 。为了能够更好地理解清代法律制度的这种

矛盾性质，黄宗智以韦伯的观点为出发点对清代法律进行了理论上的探

讨。一方面，黄宗智认为，韦伯“在构造抽象类型那部分写作中，企图把

中国作为西方的‘他者’，把西方近代等同于 ‘理性’的 ‘形式主义’法

制，中国等同于非理性的 ‘实体性’ ‘卡地’法。他这个二元对立的构造

是不符合实际的” ( 黄宗智，2007b，重版代序 11 ) 。另一方面，黄宗智也

认为，韦伯本人在讨论中国的历史实际时，便已初步考虑到他自己抽象类

型构造的不足; 为了弥补韦伯本人也认为的不足，黄宗智指出，“本书正

是从他自己提出的‘实体理性’常识性命题出发，加以新的解释和延伸，

说明中国的法律制度乃是一个由矛盾的表达和实践共同组成的，是一个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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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既背离而又抱合因素的统一体。它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以及它的

君主集权世袭主义意识形态和它的官僚制实践，一如它的道德化表达和实

际性运用，乃是一个制度之中的两方面。正是两者的既对立而又统一，组

成了清代法律制度的根本性质” ( 黄宗智，2007b，重版代序 11) 。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黄宗智为了解释清代法律制度中道德

主义的表达和实用主义的实践方面的矛盾，参照韦伯的理论并结合中国的

法律现实与韦伯理论展开对话，进而对中国的社会实际进行解释。这一研

究思路实际上开启了黄宗智有关中国近代社会史、经济史和法律史的一种

极为重要的注重实践逻辑的研究路径，这也是一种如何借鉴西方理论研究

中国传统社会与传统文化的重要研究路径。在 《经验与理论: 中国社会、
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一书中，黄宗智把这种研究路径归结为，

“从悖论现象出发，对其中的实践做深入的质性调查 ( 当然不排除量性研

究，但是要在掌握质性认识之上来进行量化分析) ，了解其逻辑，同时通

过与现存理论的对话和相互作用，来推进自己的理论概念建构。……在这

个过程之中我们不妨借助于有用的西方理论，尤其是针对西方现代形式主

义主流的理论性批评。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从实践出发的一系列新鲜的中、
高层概念，在那样的基础上建立符合实际以及可以和西方理论并驾齐驱的

学术理论” ( 黄宗智，2007a: 454) 。具体而言，这种研究路径是黄宗智所

独创的“实践历史”的经验式研究，包括从悖论现象、实践逻辑、理论对

话到理论建构的四个研究步骤。

三 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与儒家传统的现代身份重建

通过对韦伯“中国命题”的不同回答，杜维明和黄宗智两位著名的美

籍华裔学者分别为我们展示了哲学视角、历史学视角下的儒家传统文化研

究进路。毋庸置疑，两者之间的差别显而易见。尽管如此，如果在中西文

化比较研究的视域下思考两位学人的思想理路，我们却能够明显地发现彼

此之间研究阶段的共同性以及在这种共同性背后共享的哲学诠释学资源。
正是这种发现“同中之异”的共同发展阶段以及开展 “传统诠释”的共同

研究资源，为我们阐发了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所应当遵循的基本规律，指明

了儒家传统现代身份重建问题的基本路径。

( 一) 发现“同中之异”: 中西文化传播的第三发展阶段

对于中西文化比较研究问题，邓晓芒提出了有关文化传播的 “各自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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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的三阶段发展论。第一阶段，是两种文

化的格格不入和互相拒斥，人们只看到二者之间的相异之处，或满足于

“各有各的长处”而故步自封; 第二阶段，人们惊讶地看到两种文化也可

以有相同的地方，于是热衷于在两种文化间进行互释和比附，但通常满足

于“新瓶装旧酒”式的猎奇，层次不高; 第三阶段，人们再一次发现文化

间的同中之异，以一种“陌生化”的眼光深入到曾被忽略了的、异文化之

为异文化的根本内核，正是在理解两种文化本质的区别之时，两种文化的

融合才真正开始。19 世纪末以前，我们大致处在上述第一阶段，整个 20
世纪则是在第二阶段和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艰难过渡之中，而目前则

是刚刚跨入了第三阶段 ( 邓晓芒，2001 ) 。可以肯定的是，尽管杜维明和

黄宗智基于各自的思想理路，其呈现的理论面貌之间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

别，但是，经过分析之后，我们却能够发现两位学者恰恰都属于邓晓芒所

说的文化传播第三阶段的重要代表人物。
在杜维明的研究中，发现中西文化的 “同中之异”，是一种表现极

为明显的有意识行为。一方面，这种中西文化的 “同中之异”表现为东

亚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的 “同中之异”，也就是，在现代性之 “同”中

存在着东西方表现形式之 “异”。这也就是杜维明所说的: “西方的现代

性虽在历史上引发了东亚的现代化，但没有在结构上规定东亚现代性的

内容。因此，东亚现代性是西化和包括儒家在内的东亚传统互动的结

果。……现代化的多元倾向，乃至非西方的现代文化的创生，皆可不言

而喻”( 杜维明，2002b: 249 ) 。另一方面，这种中西文化的 “同中 之

异”也表现为在创建全球伦理过程中东西方文化的不同作用上，也就

是，在创建全球伦理之 “同”中的东西方文化作用之 “异”。杜维明认

为，全球化和根源性之间的紧张，使得西方现代主义面临危机; 若想从

根源着手来探讨解决核战威胁、生态破坏、贫富不均、人口爆炸和社会

解体种种问题，就必须改变人类社会以 “启蒙心态”为基础的游戏规

则，建立全球伦理。 “如以韦伯、帕森斯及哈贝马斯一脉相承所构建的

理性化过程为现代性的本质特征，使我深深地感到发掘儒家传统的人文

资源，不仅有助于中国现代精神的发展，也可构建全球伦理这个设想”
( 杜维明，2002b: 247 ) 。

在黄宗智的研究中，中西文化比较的 “同中之异”呈现出了一种截然

不同的实践面貌。如果说，在杜维明那里主要是在理论层面讨论中西文化

的异同问题，那么，在黄宗智那里更多的是在经验与理论相互连接的层面

探讨中西文化的异同问题。根据黄宗智的研究，在中国研究领域中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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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受制于西方中心主义话语结构影响的研究，一种是遵从西方思想家的

思路，将中国看作不同于西方的 “他者”; 另一种是反对西方思想家的观

点，认为中国与西方一样。在黄宗智看来，对于中国与西方完全相同的西

方中心主义观点尤其应当加以警惕，黄宗智对这种观点的疑问是一种源于

经验实证的疑问。黄宗智认为，“从西方的理论观点出发，我们看到在中

华帝国晚期许多相互矛盾的经验现象结合在一起，这一事实意味着把中国

化约为‘与西方相同’，与化约为西方的 ‘它者’同样不符合史实。在中

华帝国晚期，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商业化和法治，这些与近代西

方早期一样。但是，不同于西方，这些东西并没有带来生产力的突破、资

本主义的发展和形式主义理性化。如同认为中国是西方的它者一样，坚持

认为中国与西方一模一样也是错误的” ( 黄宗智，2007a: 186) 。具体到有

关韦伯法治问题的研究，对黄宗智而言，韦伯的问题是一个经验实证的问

题。韦伯认为法治将是形式主义理性的产物，否则就只能是专断的 “卡地

法”，但是，从经验实证的角度来看，中国具有发达的法治传统却没有形

式主义的理性化，中国与西方是不同的。从这段论述中，我们能够很清晰

地看出，根据黄宗智的观点，认为中西文化完全相同是受制于西方中心主

义观点的错误判断，只有时刻警惕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从经验实证出发

研究中国问题，才能够更清晰地看到中西方文化之间表面相同背后的不同

之处。

( 二) 坚持“传统诠释”: 中西文化比较的必要研究方式

杜维明和黄宗智两位海外华裔学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从不同层面

分别发现了中西文化之间的 “同中之异”，这对于加深中西文化比较研究

的深度和广度，促进儒家传统文化的现代身份重建，无疑会具有重要的理

论和现实意义。时至今日，不论某些人承不承认，起源于西方的某些价值

已成为现代价值，不论某些人愿不愿意，“现代化是历史的潮流，我们不

能逆流而泳，现代化也是世界的趋势，我们不能违势而行” ( 金耀基，

2010: 3) 。据此，传统文化的复兴只有在不妨碍现代化发展的前提下才能

得到赞成，只有在它可以丰富与端正现代化内涵的前提下才能得到发展。
从这个视角来看，杜维明和黄宗智由于长期生活在西方，无可避免地受到

西方理论和思想的影响，这不仅不是一种缺憾，反而是在深切体味西方现

代性的大背景下，亲身实践了一种有关中国研究的诠释学路径，开启了中

国传统文化如何走向现代的有益探索。
诠释学从其起源开始就是一门关于理解、解释 ( 翻译) 和应用的技艺

091 中国研究 总第 19 期



学。它的主要任务有两方面: 一是确立语词、语句和文本的精确意义内

容，二是找出这些符号形式里所包含的教导性的真理和指示，并把这种真

理和知识应用于当前具体情况。对于前者我们可以称之为探究型诠释学，

它是研讨任何文本设定的天然的和真正的诠释学，而对于后者我们则可以

称之为独断型诠释学，它是把卓越文献中早已存在的众所周知的固定的意

义应用于我们自身的现实问题上 ( 洪汉鼎，2001: 编者引言 14 ～ 15 ) 。探

究型诠释学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伽达默尔，他认为 “理解和解释的方法

是过去与现在的中介，或者说，作者视域与解释者视域的融合，理解的本

质不是更好理解，而是‘不同理解’”( 洪汉鼎，2001: 编者引言 19 ) 。探

究型诠释学代表了一种认为作品的意义只是构成物的所谓历史主义的诠释

学态度，按照这种态度，作品的意义并不是作者的意图，而是作品所说的

事情本身，即它的真理内容，而这种真理内容随着不同时代和不同人的理

解而不断改变。作品的真正意义并不存在于作品本身，而是存在于它的不

断再现和解释中。我们理解作品的意义，光发现作品的意义是不够的，还

需要发明。对作品意义的理解，或者说，作品的意义构成物，永远具有一

种不断向未来开放的结构 ( 洪汉鼎，2001: 编者引言 18 ～ 19 ) 。用伽达默

尔的话来说就是，“文本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不是暂时的，而是永

远的。因此，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

为。把理解中存在的这种创造性的环节称之为更好的理解，这未必是正确

的。因为正如我们已经指明的，这个用语乃是启蒙运动时代的一项批判原

则转用在天才说美学基础上的产物。实际上，理解并不是更好理解，既不

是由于有更清楚的概念因而对事物有更完善的知识这种意思，也不是由于

有意识的东西对于创造的无意识性所具有的基本优越性这个方面。我们只

消说，如果我们一般有所理解，那么，我们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在理解，这

就够了”( 伽达默尔，1992: 389) 。
根据伽达默尔的上述观点，我们可以发现杜维明的理论研究中带有一

种非常明显的探究型诠释学特征。在杜维明看来，宋明儒学以来的价值

“都受到西方文化的洗礼，要对人权、民主、市场经济、法治等最基本的

现代文明的价值，作出创建性回应，使之成为自己的资源。否则，儒家传

统是无法生存的” ( 杜维明，2001: 84) 。也就是说，“儒家的真消息要经

过纽约、巴黎和东京才能更有生命力和说服力”( 杜维明，2002b: 644 ) 。
在杜维明的上述观点中，所谓儒家传统需要创建性地回应现代西方文明的

价值，实际上也就是儒家传统需要在西方文化的挑战下重新做出诠释和理

解。显而易见，杜维明对诠释学的观点持有一种支持的态度，认为这是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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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传统回应现代西方挑战的必然选择，只有作者视域与解释者视域相互融

合，传统视域与现代视域相互融合时，儒家传统才能产生新的理论创造，

才能重新获得现代生命力，也才能最终实现儒家传统的现代身份重建。
尽管如此，正如我们所周知的那样，儒学不仅具有理论性，而且具有

实践性。杜维明的理论研究虽然能够从理论层面为儒学创新指明新的研究

方向，甚至产生新的理论创造，但是对于儒学来说，仅有理论创造是不够

的，对于儒学的实践性问题必须加以考虑。就此而言，新儒家重要代表人

物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说”所存在的理论创造问题是最有代表性的。“牟

宗三的‘良知坎陷说’又叫 ‘良知自我坎陷说’，此说除受阳明良知学说

影响外，还受到黑格尔异化学说、佛教 《大乘起信论》 ‘一心开二门’思

想以及康德批判哲学的影响。此四种思想有机地糅合在一起，通过牟先生

富于哲学智慧的疏解阐释，就形成了‘良知坎陷说’” ( 蒋庆，2003: 58 ～
59) 。这种良知自我坎陷的理论，意在让良知之心暂时自觉地下降为认知

之心，并从事科学活动，从而实现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理论设想。毫无疑

问，牟宗三的“良知自我坎陷说”在诠释学的视域下对儒家重新加以诠

释，创造了一个庞大的现代新儒学的道德形而上学体系，较为成功地建构

了现代新儒学的理论体系。但是，在刘笑敢看来，“从纯理论的角度来说，

从理论自洽性的角度来说，牟先生的处理是成功的。但是，从儒学的实践

性来说，这一理论是不需要的，也是无法实践的，因为人们本来就既有良

知也有认知能力”( 刘笑敢，2013) 。
面对这一问题，刘笑敢认为“尽管经典诠释也是儒学创新的重要途径

之一，但对儒学的创新工作的关键主要不在于此，而在于建构者对现实和

未来需要的把握，在于儒学概念、理论、教义的创新如何既能适应今天的

需要，又能起到提升百姓道德精神的作用” ( 刘笑敢，2013) 。刘笑敢称这

种研究路径为诠释学的创构，也就是诠释学视域下的 “因应于现实和未来

需要而对原有理论批判和改造之后的重构，即客观性取向的重新建构”
( 刘笑敢，2013) 。显而易见，面对原有诠释学理论的不足，刘笑敢在这里

提出了一种面向实践的诠释学设想。但是，当这种观点在刘笑敢那里还只

是设想时，黄宗智却已经在“认知中国: 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的

视域下付诸研究实践。在黄宗智看来，以韦伯、亚当·斯密等人的结构性

理想模型来解释传统中国社会是远远不足的，在这方面，布迪厄所试图建

立的实践理论，所探索的“实践的逻辑”是一个有用的方向和尝试。也就

是说，“只有着眼于实践过程，我们才能避免理论化了的建构的误导，尤

其是意识形态化了的建构的误导。同时，着眼于实践中未经表达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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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我们用以把握不同于现有理论框架的新的概念的一条可能的道路”
( 黄宗智，2007a: 447) 。黄宗智从实践中的悖论现象研究着手，通过与现

有西方理论的对话，进而进行自己理论创造的研究思路，正是对这种面向

实践的诠释学设想的一种实践，而且，也正是受到这样一种研究思路的影

响，黄宗智有关近代中国法律、经济和社会的研究呈现出一种崭新的实践

面貌。

四 “中国理想图景”的问题意识与理论建构

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与思考儒家传统现代身份重建问题的过程中，无

论是发现彼此的“同中之异”，还是坚持面向现代的“传统诠释”，都不可

避免地涉及，而且也必须涉及在不同程度上利用西方理论资源的问题。但

是，正如开篇所言，18 世纪以来，西方大多数理论文献都表现出一种西方

中心主义的观点，他们的研究主题从来都是西方本身，对他们而言西方以

外的世界仅仅是一个“他者”，一个陪衬。因此，我们虽然可以在中西文

化比较的视域下利用西方理论资源诠释儒家传统文化，但是，对于西方理

论文献背后的西方中心主义观点，我们仍然必须保持极高的警惕。如果放

松了对西方中心主义观点的警惕，那么，一方面，我们可能会不自觉地利

用西方的各种理论切割甚或歪曲中国社会现实，使中国社会成为西方各种

理论的试验场，而无助于研究并发现中国社会现实; 另一方面，我们更可

能会不自觉地把从表面上看起来客观、科学、中立的理论体系背后的意识

形态背景和“理想图景”① 预设为中国自己的意识形态与理想图景，从而

使中国人乃至中国丧失了独具自身主体性和个性的对社会秩序正当性的

要求。
对于西方理论背后的意识形态问题，应该说随着萨义德 《东方学》的

出版，早已引起广大学者的关注; 而对于西方理论所预设的 “理想图景”
问题，可以说在相当一部分学者那里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金耀基就曾

经认为，“不少人都警告或感叹中国的文化图形，已将失去中国的特殊性

格，且已越来越成为西方，特别是美国文化的一个副系统。我个人以为这

种感觉是有相当经验的基础的，但却也是夸大的。……工业化的规律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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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是‘世界性’的，任何一个工业化的社会都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像美

国” ( 金耀基，2010: 79)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2005 年以来，随着邓正

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长文

的发表，有关“中国理想图景”问题的讨论引起了更多学者的重视。① 根

据邓正来的观点，对于隐藏在西方理论背后的西方理想图景的忽视，其最

终结果只能是忽略“中国人究竟应当生活在何种性质的社会秩序之中”的

根本性问题，从而使诸多学者通过辛苦研究得来的研究成果根本就不是在

关注中国问题，甚至遮蔽了对中国问题的应有关注而毫不自觉。为此，中

国学术的当代使命，绝不是借助西方的各种后现代理论去参与一种解构的

“狂欢”，而是要对当下世界结构中为人们视而不见的、极其隐蔽地推行某

种社会秩序或政治秩序的过程进行揭示和批判，进而根据我们对中国现实

情势所做的“问题化”理论处理而去建构中国自己的一种有关中国未来之

命运的“理想图景”。( 邓正来，2006: 22 ～ 23)

基于上述“中国理想图景”建构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意义，我们可以对

杜维明和黄宗智的思想理路做出最后的检视，而正是这最后一项检视标

准，最终能够使我们在前期研究两位学者儒家传统文化的不同研究进路、
相同研究阶段与资源的基础上，再次发现两位学者之间的不同之处，从而

使本文的研究呈现出一种颇为类似邓晓芒所说的 “各自相异”“异中之同”
和“同中之异”的三个研究阶段。也许正是这“同中之异”的最后一个阶

段才能让我们更为深刻地分辨出两位学者的儒家传统文化研究的更为本真

的面目，从而为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和儒家传统身份重建探寻到一个更为扎

实的理论基础。

( 一) 杜维明的“中国理想图景”缺失

在杜维明那里，基于他敏锐的哲学智慧，他显然已经意识到了一个国

家缺乏其自身理想图景的严重性，但令人遗憾的是，有关 “中国理想图

景”的建构问题却始终没有进入到杜维明的实际理论研究中，他为中国传

统文化设定的发展目标仍然仅仅是一种 “西方理想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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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杜维明看来，“整个西化的模式，它的创建者、评论者、预言者都

是西方的学者; 而日本在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后，不仅已争取到一些主动

权，而且在很多行业方面都获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成绩。但是下一步将

如何走? 在许多学者看来，日本目前正面临一种意义和认同的危机” ( 杜

维明，2002b: 337) 。显而易见，杜维明在此所指出的日本认同危机问题，

就是有关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简单认同 “西方理想图景”，缺乏自身理想

图景意识所导致的危机。如果杜维明顺着这条研究路线走下去，他一定会

确立“中国理想图景”的问题意识，并对“中国理想图景”建构问题做出

更加深入的思索。但是，非常可惜的是，杜维明却轻轻地放过了这一问

题，他给儒家传统文化所指出的未来发展之路，仍然指向了 “西方理想图

景”，认为儒家的真消息要经过纽约、巴黎和东京才能更有生命力和说服

力; 而其原因则只在于，如果儒家不能解决当代西方文明的困境，其自身

就无法获得发展 ( 杜维明，2002b: 644) 。
显而易见，这种思考方式不仅完全回避掉了借助儒家文化资源建构

“中国理想图景”的问题，甚而认为儒家文化必须参与到 “西方理想图景”
的建构之中才能获得生命力。这或许是为了获得西方认同而不得已为之的

现实考虑，也许杜维明为发展儒家文化的苦心，可以得到我们的理解; 但

是，这种完全以西方为中心来思考问题的方式却又无法获得我们内心的真

正认同。

( 二) 黄宗智的“中国理想图景”意识

与杜维明不同，黄宗智不仅率先关注到了理想图景问题的存在，明确

肯定了建构“中国理想图景”的重要意义，而且思考了 “中国理想图景”
建构的可能性问题。

一方面，黄宗智不仅有着明确的理想图景问题意识，而且明确肯定了

建构“中国理想图景”的重要意义。黄宗智认为，“大多数理论都带有一

个关于未来的理想图景，比如亚当·斯密的资本主义的无限发展，马克思

的无阶级的社会，韦伯的理性统治和社会。他们的理论甚至可能从属于他

们对未来图景的设想，并且是对这些未来图景的理性化的阐释。无论如

何，他们的理论与他们对未来的设想是不可分割的” ( 黄宗智，2007a:

197) 。在黄宗智看来，如果我们在接受这些西方理论的同时，也接受了这

些理论背后的西方理想图景，如果事物的结局最终与西方没有什么不同，

那么，我们就完全没有必要花费精力为不同模式进行经验证明和理论的概

念化; 如果我们还要在学术研究中为中国寻求理论自主性，那么我们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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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面临着为中国建构未来理性图景的更为根本性问题 ( 黄宗智，2007a:

197) 。
另一方面，黄宗智也思考了“中国理想图景”建构的可能性问题。基

于上述判断，黄宗智进而认为，寻求中国理想图景的使命应该表现在研究

者的实际研究行动中，一种适当的凭据历史的方式，是能够有助于通向这

一问题的。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 在有关中国历史变迁动力和形式的

诸多图画中，哪一种可能与中国未来的另一种图景相关联? 我们也可以转

向中国的思想家们来寻找指南。在 20 世纪中国有关未来的各种图景中，哪

一种图景更符合可验证的历史模型。我们的目标可能就是要回答下列的问

题: 一个从历史眼光来看既现代而又独特的，并从西方的角度看来是矛盾

的中国，它将是什么样子呢 ( 黄宗智，2007a: 198) ?

如何在西方文化的挑战之下重建对中国社会具有解释力的理论体系和

知识传统，这是清末以来中国知识人所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作为著名的

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宗智长期从事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经济史和法律史

研究，正是对这个问题的一种长期积极探索，并提供了一种初步解决方

案。这不仅表现为黄宗智所一贯坚持的研究主题，即 “回顾自己最近 25
年的学术生涯，可以说虽然在题目和方法上多有变化，但前后贯穿着同一

个主题，即怎样通过与 ( 西方) 现代主要学术理论的对话来建立符合历史

实际和实践的概念和理论” ( 黄宗智，2007a: 前言 10) 。也表现在黄宗智

意图建立“历史社会法学”新学科的初步设想，“我近几年来一直在提倡

建立一种新型的、更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研究进路和理论。简言之，这是

一种既带有历史视野也带有社会关怀的 ‘历史社会法学’进路” ( 黄宗智，

2014: 导论 3) 。“思考是脱出困境的始点”，黄宗智和杜维明等学者有关儒

家传统文化现代身份重建问题的思考，正是千千万万关注儒家传统文化境

遇的研究者可资凭借的重要资源，关注、思考并梳理这些理论资源，并从

中获得有益的启示，正是我们思考儒家传统如何重建现代身份的最佳起

点，也是本文研究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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