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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藏》系列学术讲座第 74讲之一： 

     

当代儒学复兴的标志与发展的新方向 

 

2011 年 11 月 19 日上午九点，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吴光教授应四川大学国际儒学

研究院之邀，在研究生院 1-104教室为川大同学带来了一场题为“当代儒学复兴的标志与发

展的新方向”的精彩讲座。 

吴光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儒学、古代道家、浙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丰硕。先后

应邀、应聘到日本、新加坡、韩国、美国、德国、前苏联、马来西亚、澳大利亚以及香港、

台湾等国家访问和讲学。现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兼任国际

儒学联合会理事暨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专家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儒学学会常务副

会长兼秘书长、浙江复兴国学研究院副院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儒学天地》主编等职务。

著有《黄老之学通论》、《儒家哲学片论》、《天下为主——黄宗羲传》、《黄宗羲与

清代浙东学派》、《儒道论述》、《古书考辨集》、《古今廉文》等多部学术著作，

主编《黄宗羲全集》、《王阳明全集》、《刘宗周全集》、《阳明学研究丛书》、《儒

学普及小丛书》等，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约 200 篇，杂文、政论 40 余篇。 

在本次讲座中，吴光教授首先介绍了近三十年儒学的发展状况，指出儒学正在复兴且形

势大好。吴光教授总结了当代儒学复兴的十大标志，它们具体是：1、国内外以儒学为主题

的学术会议连绵不断；2、以儒学为主旨成立的学会组织、研究院、研究中心，如雨后春笋

遍布全国；3、各种名目的儒学论坛与国学讲堂风起云涌；4、孔子学院遍布世界；5、民间

修复孔庙、文庙，兴办孔子学堂、祭孔蔚然成风；6、孔子、名儒铜像标志儒学信仰的普及；

7、成人、儿童读经活动普遍开展；8、大量儒学论文、专著、系列丛书、杂志期刊出版；9、

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开始对儒学研究课题、祭孔、弘道活动采取积极支持与参与态度；

10、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元素日益增多。 

接下来，吴光教授为同学们介绍了现当代新儒学的几种形态。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的派别

按时代划分，主要有港台有四代，大陆有三代。而从学术上划分主要有新心学、新理学、新

经学、新仁学四大派别。 

吴光教授重点讲述了当代儒学发展的新方向应该是生活儒学与民主仁学。其中，生活儒

学最早由林安梧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提出，主张发展生活儒学的主要有龚鹏程、黄玉顺等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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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黄玉顺指出：“生活儒学”首先是当前儒学复兴运动的现实语境，是当代生活样式本身； 

“生活儒学”是“关于‘实践’的一种‘理论’”；“生活儒学”秉持多元主义文化观。 

当代儒学发展的另一方向是民主仁学。“民主仁学”这一概念最早由吴光教授提出。他

指出“民主仁学”的思想模式是民主仁爱为体，科技礼法为用。“民主仁学”的文化观是多

元和谐的文化观，吴教授将其具体表述为：一元主导，多元辅补；会通古今，兼融中西。“民

主仁学”的基本特色有两点：一是兼融了儒家仁爱价值观与西方民主价值观的“新体新用”

的新儒学；中国民主之路：从民本走向民主；二是既重道德实践、又重社会实践与历史进步，

是会通古今、兼融中西的新儒学。“民主仁学”四要素：仁爱、民主、礼法、科学。“一道五

德”论是民主仁学的核心价值观。其中，儒家的“道”和“德”是体用的关系，“道”是根

本之德，“德”是所得之道。而“仁”是儒学根本之道，“仁”和“礼”应该是“仁本礼用”

这样一种关系。“五德”是五常大德，即义、礼、信、和、敬。“一道五德”具有现代性与普

世性。 

讲座的最后，吴光教授总结了自己的发言，指出建设文化强国必须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

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的中心任务是复兴国学，复兴国学的主体应是复兴儒学。而复兴儒学关

键在于重塑儒学核心价值观，提升国民的道德人文素质。当代儒学的发展方向应该是走出书

斋，走向大众，建设生活的、民主的、仁爱的新体新用新儒学。儒学只有深入生活、会通古

今、兼融中西才能继往开来。 

最后，吴光教授又与同学们进行了交流，当场解答了同学们所提出的问题和疑惑。讲座

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供稿：梁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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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藏》系列学术讲座第 74讲之二： 

     

谈谈国学的内涵与基本精神 

 

2011 年 11 月 20 日上午九点，在四川大学研究生院 1-204 教室，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

究员暨浙江省文史馆馆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吴光教授继续给川大同

学带来了关于儒学的精彩讲座。本次的主题是“谈谈国学的内涵与基本精神”。 

首先，吴光教授结合自身经历介绍了近几年国学渐热的情形。国学热的标志主要有：1、

越来越多的大学创办国学院；2、国学讲堂如雨后春笋；3、企业争前恐后开设国学班；4、

国学进入中小学；5、领导干部不断学国学。 

接下来，吴光教授讲述了国学的内涵。“国学”在古代是指国家最高学府。而近代以来，

所谓“国学”一般指的是与“西学”相对应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国学”的定义有数十种

之多，一般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狭义国学观，即国故之学，如考据之学，经史之学、六艺之

学，六经之学等；二是中义国学观，如称国学为儒、佛、道三家之学或经、史、子、集“四

部”之学；三是广义国学观，或指有别于“西学”或“马学”的“中国传统文化”，或指统

括中、西、马等所有学术的国家学术文化。吴光教授认为“国学”是具有民族性和时代性的，

它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导、以民族传统文化为主体、兼容当代新文化的国家学术文化。 

根据国学的内涵，吴光教授指出，“国学”的根本精神应分为三部分：1、以人为本、以

德为体的道德人文精神；2、讲求实际、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3、开放兼容、多元和谐的和

谐精神。 

在讲座的第三部分，吴光教授介绍了学习儒学的意义方法，以及推广儒学的措施。学国

学的意义简单来说就是：为道、为人、为学、为政。具体来说，学习儒学有利于我们明道立

德、修身齐家、立志向学；学习儒学还可以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政治观，执政为民；学习儒

学可以使我们知时通变；也可以教导我们为官之道，廉洁奉公、俭以养廉、防微杜渐、虚心

纳谏、知人善任。 

学习儒学的方法多种多样、不拘一格。吴光教授认为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是：选读、复读

经典，要做到由浅入深，由粗到精，反复阅读，终生学习。第一步可以浅读一些入门书，然

后选读经典名著，第三步要对一些经典精读、反复读。 

吴光教授指出推广国学的方法主要有：1、自主阅读学习，开展业余读书会活动，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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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读经、成人读经；2、办讲堂、论坛；3、办国学院、民间书院；4、恢复孔庙与祭孔、

谒陵活动；5、办研讨会。 

在自由提问的环节，全场师生踊跃发言，就国学的相关问题和吴光教授进行了交流，吴

教授一一作了详尽的回答，现场气氛异常活跃。最后，在全场同学的热烈掌声中，本次讲座

圆满结束！ 

 

（供稿：梁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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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藏》系列学术讲座第 74讲之三： 

     

浙学的内涵、特色与浙江精神 

 

2011 年 11 月 24 日上午九点，来自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吴光教授在研究生院 1-204 教

室，为川大的同学们带来了一场主题为“浙学的内涵、特色与浙江精神”的精彩演讲。 

“浙学”是中华学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浙学的理解、阐述及对其思想价值的

发掘，对于正确理解浙江文化传统及其人文精神是有重要启示意义的。“浙学”最早由南宋

理学家朱熹提出。吴光教授指出“浙学”从南宋形成以来经过了 700 多年，在历史上有过重

要的作用，在当代经济文化建设进程中，随着浙江经济的迅猛发展在全国名列前茅，人们很

想了解浙江经济发展背后的文化动力，所以很有必要来探讨浙学的内涵、精神及其现代价值。

吴光教授回顾了自己多年来研究浙学的学术历程，本次讲座从理论上探讨了浙学的内涵、特

色与浙江精神。 

吴光教授首先介绍了“浙学”的渊源与演变。浙学的源头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史前文

化、古越文化、汉会稽文化、吴越国文化。浙学的最终成型是在南宋，其标志是永嘉功利之

学和永康事功之学。南宋永嘉功利之学主张崇义养利，重视商业、教育和人才；永康事功之

学主张王霸并用，义利双行。“浙学”在南宋、元、明、清几朝均有重要的发展。 

接下来吴光教授概述了“浙学”的内涵。“浙学”在传统上主要是指浙东经史之学，但

其内涵是与时俱进、不断延伸的，有狭义、中义、广义之分。 

在经历千百年的学术磨合过程中，“浙学”各派逐渐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浙江人文精神。

从王充中经宋元明清到近代鲁迅、蔡元培、马一浮都认同并阐扬了这种精神。“浙学”的基

本精神可以概括为：“求实、批判、兼容、创新”八个字。最为主要的四个代表是：1、王充

的“实事疾妄”精神；2、叶适的“崇义养利”思想；3、黄宗羲的“经世应务”思想；4、

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思想。 

吴光教授在第四部分介绍了当代的浙江精神。第三部分所述的八个字虽不能代表全部的

浙学内容，但足以代表浙江文化传统的根本精神。这个优秀的文化传统在建设社会主义新浙

江的伟大实践中转化成为创业、创新的巨大物质力量，并逐步形成了富有创造力的当代浙江

精神。 

当代浙江精神是历史的“浙学”精神的传承与发扬光大，主要可从以下五点解读当代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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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精神的内涵：1、“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2、“自强自立”的创业精神；3、“开放创新”

的进取精神；4、“义利兼顾”的商业精神；5、“务实诚信”的敬业精神。这些可贵精神是建

设现代新浙江的精神武器和有力手段，也是浙江人民的优良传统。 

综上所述，“浙学”作为一种富有特色、充满活力的地域文化形态，是构成中华文化大

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她不但在历史上促进了浙江与中国的文明进步，而且在当代中国现

代化的实践中，仍然具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她已经或正在成为中国走向世界、并在 21 世

纪实现和平崛起的重要文化资源之一，是中华文化软实力的典型体现。 

在自由提问的环节，全场师生踊跃发言，与吴教授展开积极的交流。最后，在鲜花和全

场同学的热烈掌声中，本次讲座圆满结束！ 

 

（供稿：梁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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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上观澜”人文论坛第一讲： 

 

王国维的文化精神与生命价值 

 

时间：2011 年 12 月 8 日 15：00－17：00 

地点：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 312 会议室 

 

窗外寒风瑟瑟，室内热气腾腾。312 会议室内，不时传出愉快的交谈声。四川大学国际

儒学研究院“川上观澜”人文论坛第一讲，在此正式举行。“川上观澜”人文论坛，由四川

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发起，由彭华教授负责指导，以“启迪慧思、交流学习”为目标，旨在

加强师生间学术交流、智慧共享，以激发学术灵感为要旨。“川上观澜”首届论坛，由彭华

教授分享主题为“王国维的文化精神与生命价值”的演讲，随后进行自由讨论。  

    彭华教授首先介绍了论坛命名的构思，即何以将其命名为“川上观澜 •人文论坛”。彭华

教授于此有“说”，谓其渊源于“古书通例”。如，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篇有“经”、有

“说”。“观澜”一词，取自《孟子 •尽心上》：“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川上观澜”四字，

不仅揭示了论坛的交流形式，也点明了治学之道、求学之术，并且得到了大家的一致称赞。  

随后，论坛进入演讲主题。首先，彭华教授简单介绍了王国维（1877－1927）的生平与

学行。彭华教授从近代几位大家对王国维的研究与感悟谈起，指出如何“善意同情的理解”

（借用陈寅恪、贺麟之语）王国维，其中关键之一便是“设身处地，论世知人”。接着，彭

华教授分析了王国维的人文精神。在彭华教授看来，王国维的文化精神可分为三大层面——

第一：“人与文化”，王国维认为知识与感情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标志；第二：民族——国家

与文化，在王国维的理念中，中国文化（学术）直接关涉到中国（国家）的存亡兴衰，并由

此而生自觉的担当精神。在这一点中，彭华教授创造性地关注到王国维对“我朝”与“国朝”

两词的运用，并由此分析其自杀的真实原因，且提出建设性的见解；第三：中西（外）文化，

借王国维“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学术之发达，存于其

独立而已”的呼吁，道出中国最缺乏的就是出于“为学术而学术”、追求纯粹学问精神的心

声，引起在座师生的共鸣。  

演讲的最后部分，彭华教授就王国维之学术启示以交流的形式完成。彭华教授言简意赅

地总结出：做学问要超越功利，持之以恒，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会通中西、打通古今、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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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三教，具有全球眼光、世界目标，这是中国近现代学人诸如王国维等大家的精神所在，也

是对在场学子的殷切期望。  

本次论坛由彭华教授做了一个精彩的开头。今后的论坛，将在同学们的努力下越办越精

彩！ 

 

（供稿：马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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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上观澜”人文论坛第二讲： 

     

蒙文通论齐鲁之学 

     

时间：2011年 12 月 22日 15：00－17：30  

地点：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 312会议室 

 

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川上观澜”人文论坛第二讲由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程得

中博士主讲，题目为“蒙文通论齐鲁之学”。 

    蒙文通（1894-1968），原名尔达，名文通，四川省盐亭县人，是享誉海内的经学大家。

蒙先生在继承其师廖平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地域划分齐、鲁之学，并认为齐、鲁之学俱

为今文经学。 

    程得中博士首先以蒙先生的《经学抉原》为支撑，对先秦到东汉齐鲁之学的发展脉络进

行了梳理，分出以下几个时期：一、先秦的齐、鲁之学：分途期；二、秦代的齐鲁之学：曲

折发展期；三、汉初到汉武帝时：齐学大盛；四、汉宣帝到西汉末年：鲁学兴起，齐、鲁合

流，分庭抗礼；五、西汉末年后，逐渐走向衰落。程博士结合不同的分期，对齐鲁之学的特

点作了简要阐述。认为鲁以六艺为正宗，齐为百家所聚萃，因此鲁学醇正，齐学驳杂。虽然

儒学传到齐国后，受到邹衍、淳于髡等诸子思想的影响，已经与醇正的鲁学有了区别。但是

两者小异而大同，在根本思想上是相同的。特别是进入西汉以后，两者均被立于学官，并以

《王制》的出现为标志，逐渐趋向合流，从而共同构成今文经学。蒙先生将两者均视为今文

经学的主流，这正是他论齐鲁之学的精华所在。 

    随后，程得中博士对蒙文通论齐鲁之学的学术价值进行了总结。认为蒙文通修正了廖平

的以鲁学为今文经学，齐学掺杂今、古文学的观点，以齐、鲁之地俱为今文经学。这种按地

域划分经学的方法，突破了以往今、古文经学的壁垒，力求超越两汉，直追先秦。有利于分

辨出何为儒学正宗，以复归孔学，明经学之道。 

最后，在彭华教授的主持下，同学们围绕蒙文通的治史治经方法、齐鲁之学的下限、齐

鲁之学分期依据、《春秋》“例”“义”等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讨。在热烈的讨论中同学们获

益匪浅，感受到了思想的碰撞，学术的熏陶。 

（供稿：汪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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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 ——2011年 6月 2日，由光明日报社、四川大学联合主办的“巴蜀文化与文化强国战略

论坛”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文华活动中心举行。出席本次论坛的领导及专家学者主要有：四

川大学校长谢和平院士，四川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罗中枢教授，光明日报社副总编刘伟，四

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赵明仁，四川省政协原副主席章玉均，四川大学宣传部部长曹萍教授，

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院长舒大刚教授，四川大学胡昭曦教授、林向教授，四川省社科院

原副院长万本根教授，四川省社科院谭继和教授，以及西南大学蓝勇教授。此外，学校各相

关部处负责人、相关学院负责人及师生代表共计 200余人参加了本次论坛。 

 

■ ——2011 年 6月 2日，由《巴蜀全书》编纂委员会与我院共同主办的“巴蜀全书网”正

式启动。该网站创建于 2010年 11 月，其创建初衷是为了巴蜀文献的收集和《巴蜀全书》工

程的宣传，以“汇集巴蜀文献，交流学术信息，研究巴蜀文化，服务《巴蜀全书》”为宗旨，

力求为巴蜀文化的研究提供交流平台，为《巴蜀全书》的编纂提供文献材料。其主要栏目有：

“巴蜀全书”、“蜀学春秋”、“巴蜀文库”、“巴蜀资讯”、“巴蜀论坛”、“国学纵览”、“巴蜀文

化”、“巴蜀名贤”、“当代学人”、“研究机构”等，而尤以“巴蜀文库”提供的丰富典藏数据

而极具特色。是载录巴蜀文化信息和文献典籍的专业网站，同时也是《巴蜀全书》编纂工程

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 ——2011 年 6 月 3 日，《光明日报》刊载“川渝专家研讨巴蜀文化发展之路”文章，对

我院参与主办的“巴蜀文化与文化强国战略论坛”予以报道。 

 

■ ——2011 年 6月 3日，《四川日报》刊载“巴蜀文化与文化强国战略论坛在成都举行  包

装和推广巴蜀文化”文章，报道我院参与主办的“巴蜀文化与文化强国战略论坛”。 

 

■ ——2011 年 6月 3日，四川大学新闻网刊发“巴蜀文化与文化强国战略论坛在川大隆重

举行”文章。 

 

■ ——2011 年 6月 9日，就巴蜀文化与晚清蜀学的相关问题，我院王小红、张尚英、李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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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博士向李学勤先生进行了访问。 

 

■ ——2011 年 7 月 7 日，《社会科学报》刊载“廓清千年巴蜀文明的历史脉络”文章，结

合我院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巴蜀全书》正式启动，对由《光明日报》社、

四川大学联合主办的“巴蜀文化与文化强国战略论坛”中专家发言予以介绍。 

 

■ ——2011 年 7月 18日，《光明日报》在其第 5版“光明讲坛”栏目中，以专版形式刊登

了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院士在“巴蜀文化与文化强国战略”论坛上的主持词，刊出了我院院

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巴蜀全书》首席专家舒大刚教授以“巴蜀文献：中华

文明的重要记录”为题的演讲词，并对章玉钧、胡昭曦、谭继和、蓝勇、林向、万本根等巴

蜀文化名家在论坛上的精彩发言作了综合报道。这是《光明日报》继论坛举办当日以“川渝

专家研讨巴蜀文化发展之路”为题在头版报道该论坛活动之后，又一次对该次论坛内容进行

的集中报道。 

 

■ ——2011 年 7月 29日上午，《巴蜀全书》编纂领导小组会议在四川省委四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黄彦蓉主持，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侯雄飞宣读了省委常委会

议关于将《巴蜀全书》列入省古籍文献整理规划的决议、省《巴蜀全书》编纂领导小组和《巴

蜀全书》编纂专家委员会评审组成员名单，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巴蜀全书>编纂出版工作总

体方案》。领导小组向著名专家项楚、谭继和、胡昭曦、罗仲平、赵振铎、林向、龙显昭、

李远国、舒大刚 9位专家颁发了专家委员会评审组成员聘书，舒大刚被聘为《巴蜀全书》总

编纂。会上，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黄新初，四川大学党委书记杨泉明发表了重要讲话，省

社科院研究员、省历史学会会长谭继和代表专家组发言。宣传部副部长朱丹枫、省文化厅厅

长郑晓幸、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周国良、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兼副主席王均、省社科院院长侯水

平等，分别提交了书面发言。参加会议的还有涉及和参与《巴蜀全书》编纂出版的单位和部

门的领导和专家，共约 100余人。至此，标志着《巴蜀全书》编纂出版工程由初期的规划、

筹备阶段正式转入全面实施和大力推动的新阶段。 

 

■ ——2011 年 7月 29日下午，《巴蜀全书》编纂组、专家委员会评审组专家在四川大学古

籍所会议室召开会议，深入讨论了《巴蜀全书》首批实施计划。会议由专家组组长项楚先生

主持，我院院长、《巴蜀全书》总编纂舒大刚教授汇报了一年来的工作情况以及下一步工作

打算。 



 12 

 

■ ——2011年 7月 31日，《四川日报》刊载“《巴蜀全书》编纂出版工作启动实施”文章，

对我院主持的大型项目《巴蜀全书》领导小组成立予以报道。 

 

■ ——2011 年 7月 31日，四川在线刊载“《巴蜀全书》是巴蜀文明的集大成”文章，报道

我院大型项目《巴蜀全书》的编纂进展情况。 

 

■ ——2011 年 8月 2日，《四川日报》刊载“《巴蜀全书》10年后走进百姓书柜”文章，介

绍我院的《巴蜀全书》工程。 

 

■ ——2011 年 8月 5日，就《巴蜀全书》编纂中珍善本图书再造工程等问题，我院舒大刚

教授与四川省图书馆馆长李忠昊、副馆长王嘉陵教授在四川大学古籍所会议室举行了座谈。

我院参加座谈的还有尹波教授、张尚英博士、舒星硕士、邹艳硕士等。 

 

■ ——2011 年 8月 25日，《光明日报》刊发危兆盖专访我院院长舒大刚教授、副院长万本

根研究员的文章，题为“编纂《巴蜀全书》 促进文化建设”。 

 

■ ——2011 年 9月 15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刊载我院舒大刚教授“蜀学渊渊，历久弥新

——《巴蜀文献要览》序”的署名文章。 

 

■ ——2011 年 9 月 15 日，中国社会科学网刊发钟永新专访我院院长舒大刚教授的文章，

题为“中华文化与蜀学研究的重要文库”。 

 

■ ——2011 年 9月 22日－27 日，我院全体员工赴山东考察，体会孔孟之乡源远流长的儒

家文化。 

 

■ ——2011 年 9月 30日，《巴蜀全书》编纂组、专家委员会评审组专家在四川大学古籍所

会议室召开会议，讨论了《巴蜀全书项目管理试行办法》和《巴蜀全书经费管理试行办法》，

同时审议通过了对首次申报的《巴蜀全书》各子项目。会议由《巴蜀全书》学术委员会主任、

评审组组长、四川大学杰出教授项楚先生主持；评审组副组长谭继和、胡昭曦先生，总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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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大刚，以及编纂组主要成员万本根、郭齐、李文泽、杨世文教授等 12人参加了会议。 

 

■ ——2011 年 11月 19日、20 日、24日，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吴光教授应我院之邀，

在四川大学研究生院 1-104、1-204 教室为川大同学带来了三场题为“当代儒学复兴的标志

与发展的新方向”、“谈谈国学的内涵与基本精神”、“浙学的内涵、特色与浙江精神”的精彩

讲座。 

 

■ ——2011 年 12 月 8 日，由我院主办的“川上观澜”人文论坛第一讲在望江校区第二教

学楼 312 会议室举行，主讲人为我院彭华教授，题目为“王国维的文化精神与生命价值”。 

 

■ ——2011 年 12月 22日，由我院主办的“川上观澜”人文论坛第二讲在望江校区第二教

学楼 312 会议室举行，主讲人为我院在读博士生程得中，题目为“蒙文通论齐鲁之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