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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儒学 自觉地继承着夏、商、周三代的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西学”对中国文化的冲 

击，使儒学得到反省自身的机会。儒家思想包含着“和谐社会”的理想，可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大量思 

想资源。儒家传统是一个复杂的思想体系，它包含政统、道统和学统三个方面，我们今天可以对它们作 

适当的区分。其中学统是指学术思想的传统，它可以提供很有意义的学术思想资源，如“天人合一”(合 

天人)、“人我合一”(同人我)、“身心合一”(一内外)等，但必须给以合理的现代诠释。当前研究儒学要有 

文化上的主体意识，同时也需要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中发展和更新 ，特别是要对“问题”有自觉性 

的思考，提出解决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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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tection on Confucianism Renaiss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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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Philosophy，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Confucianism ，generated from the culture of the Xia，Shang and Zhou dynasties，is the 

root of Chinese culture．The impact of W estern culture on Chinese culture causes Confucianism to 

reflect on itself．The ideal of a”harmonious society”contained in Confucianism provides a rich 

source of thought for constructing today’S harmonious society．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is a 

complicated ideological system consisting of three parts：political tradition，moral tradition and 

academic tradition， which can be properly distinguished among them today． The academic 

tradition refers to the tradition of academic ideas， which can provide meaningful academic 

resources，such as the unity of heaven and man，the unity of self and others，and the unity of 

body and mind． But these ideas need reasonable modern interpretation． The research on 

Confucianism today requires cultural subj ect—consciousness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refreshment 

in the exchange and dialogue with other cultures，and especially a self—conscious thinking for the 

research problems ，SO aS to put forward a new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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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儒学的复兴是分不开的，这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儒学 自孑L子起就自觉地 

继承着夏、商、周三代的文化，从历史上看它曾是中华文化发育、成长的根，我们没有可能把这个根 

子斩断。如果我们人为地把中国民族曾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子斩断，那么中华民族的复兴就没 

有可能了。因此，我们只能适时地在传承这个文化命脉的基础上，使之更新。就目前人类社会现实 

情况看，儒学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在 21世纪的中国、甚至全世界(特别是在东亚地区)会有新的大发 

展。为什么儒学会有一个新的发展?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的、经济的原因，但和“西学”(主 

要指作为精神文化的哲学等)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所进行的全方位的冲击有着密切的关 

系。一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存在着“中西古今”之争，正是由于“西学”对中国文化的冲击，才使我们 

对 自身文化传统有一个自我反省的机会，从而为儒学从传统走向现代提供了机会 

在 21世纪，我们国家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而在我国传统儒家思想中包含着“和谐社 

会”的理想以及可以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的大量思想资源。《礼记 ·礼运》的“大同”思想可说是 

为中华民族勾画出的最为重要的“和谐社会”的理想。《易经》中的“太和”思想经过历代儒学思想家 

的发挥，已具有普遍和谐的意义，所以王夫之说“太和”是“和之至”。《论语》中的“礼之用，和为贵”、 

“和而不同”，《中庸》的“中和”以及朱熹对“中和”的解释等等，为中国哲学提供了一种世界观和思维 

方式。所有这些对于我们今天建设“和谐社会”都是有意义的资源 。又 由于世界思想界 出现对“新 

轴心时代”的呼唤，这就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对古代思想智慧的温习与发掘，回顾我们文化发展的源 

头，以响应世界文化发展的新局面。雅斯贝尔斯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 

一 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自此以后，情况就是这样。 

轴一E,-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日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力量。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 

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例如，我们知道，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把 目光投向其文化的源 

头古希腊，从而使欧洲文明重新燃起新的光辉，并对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的宋明理学(新儒 

学)在印度佛教文化的冲击后，充分吸收和消化了佛教文化，“出入佛老，而反求之六经”，再次回归 

先秦孑L孟而把中国儒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并对朝鲜半岛、Et本、越南的文化产生过重大影响。 

当今在全球化的形势下，孑L子的儒家文化作为“轴心文明”的重要一支，在长达一百多年西方文化的 

冲击下，我们可以预见它将得以“苏醒”，得以“复兴”，以贡献于人类社会。 

由于儒学是历史的产物，在我国历史上对它有种种不同的看法 ，特别是在“西学”进入后 ，对它 

的看法更是五花八门，有褒有贬，直到最近，对儒学的看法也是众说纷纭。有的学者提出了重建中 

国“儒教”的构想，他们认为，“必须全方位地复兴儒教，以应对西方文明全方位的挑战”，因此，主张 

把“儒教”立为国教 ，在我国恢复所谓 自古以来的“政教合一”。对这样的观点有来 自两方面的批评 ： 

一 是来自“自由主义派”的批评，他们认为，“儒教救国论”是对当代民主政治的反动，是对“平等”观 

念的践踏。把“儒教”立为“国教”，将会使“儒教意识形态化，为专制主义服务”。另一个是来 自马克 

思主义学者的批判，他们认为：“儒教救世的想象实质是道德作用的自我夸大”，也是“以天道性命的 

形上学来追求王道政治，这样只能重蹈封建专制的陷阱”，“真正的救世主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还 

有一批学者，他们从维护和发扬儒家思想出发，对儒学作充分的肯定，以实现儒学的现代化，例如现 

代新儒家认为，“内圣之学”可以开出适合现代民主政治的“外王之道”，儒家的“心性之学”可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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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认识论的系统。此外，有学者还提出“文化中国”的观点。以上这些看法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 

他们认为，孔子的儒家学说是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在五四运动时期已被否定，今天再把它推崇到 

至高地位，无疑是历史的倒退；又有学者认为，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在北京大学建立“孔 

子学院”或儒学院有悖于“五四精神”，如此等等。对“儒学”的看法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现 

在有上述种种看法，并且可以公开讨论，说明我们的社会在进步，因为学术文化问题只有在 自由讨 

论中，在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中，在理性的对话中才能前进。 

儒学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因此对它有种种不同的看法是很自然的。在今天全球化、现代化的时 

代，我们应该怎样看儒学?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不同的角度来考察：一是政统的儒学；二是道 

统的儒学；三是学统的儒学。儒学曾长期与中国政治结合，它无疑对专制统治起过重要作用。儒家 

特别重视道德教化，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起着稳定 中国社会的作用 。但是 ，把道德教化的作用夸大， 

使中国重“人治”而轻“法治”，容易使政治道德化，从而美化政治统治，并进而使道德政治化，使道德 

成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总的来说，政统的儒学在历史上存在着较多的问题。任何一个成系统、有历 

史传承的学术派别，必有其传统，西方是如此，中国也是如此。从中国历史上看，儒、道、释三家都有 

其传统。儒家以传承夏、商、周三代文化为己任，并且对其他学术有着较多的包容性，他们主张“万 

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但既成学派，难免也会有排他性。因此，对“道统”的过分强调 

就可能形成对其他学术文化的排斥，从而形成对异端思想的压制。但是，历史上某些异端思想的出 

现，恰恰是对主流思想的冲击，甚至颠覆，这将为新的思想发展开辟道路。“学统的儒学”是指其学 

术思想的传统，包括世界观、思维方法和对真、善、美境界的追求等等，儒学在这些方面可提供的有 

意义的资源较为丰厚，我们应特别重视。基于此，当前甚至以后，对儒学不应政治意识形态化，学术 

最好 归于学术。 

既然对儒学要特别重视的是其“学统”，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从“学统”的角度来看儒学(当然，对 

其他学术文化的传统也应如此看)?笔者认为可从四个方面来加以讨论：(1)要有文化上的主体意 

识。任何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必须植根于自身的文化土壤之中，只有对 自身文化有充分的理解 

与认识、保护和发扬，它才能适应自身社会合理、健康发展的要求，它才有吸收和消化其他民族文化 

的能力。一个没有能力坚持自身文化自主性的民族，也就没有能力吸收和融化其他民族的文化以 

丰富和发展其自身文化，它或将被消灭，或被同化。(2)任何文化要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必须不 

断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在相互交流与对话中得到适时的发展和更新。罗素说得对：“不同文明 

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 明发展的里程碑 。”在历史上 ，中华文化有着吸收和融化外 

来印度佛教文化的宝贵经验，应该受到重视。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面对西方的强势文化，我们应 

更加善于吸收和融化西方及其他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以使中华文化更具有世界意义。(3)社会在不 

断发展，思想文化在不断更新，但古代思想家提出的和思考的文化(哲学)问题，他们思想的智慧之 

光 ，并不因此就会过时，他们思考的一些问题和路子以及理念可能是万古常新 的。(4)任何历史上 

的思想体系，甚至现实存在的思想体系，没有完全正确的，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它必然 

有局限性，其体系往往包含着某些内在矛盾，即使其中具有普遍意义(价值)的精粹部分，也往往要 

给以合理的现代诠释。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草稿片断》中说：“在黑格尔以后，体系说不可能再有了。 

十分明显，世界构成一个统一的体系，即有联系的整体。但是对这个系统的认识是以对整个自然界 

和历史的认识为前提，而这一点是人们永远达不到的。因而谁要想建立体系，谁就得用自己的虚构 

来填补无数空白，即是说，进行不合理的幻想，而成为观念论者。”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中说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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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自圆其说的哲学绝不会完全正确，但是自圆其说的哲学可以全盘错误。最富有结果的各派哲学 

向来包含着显眼的自相矛盾，但是正为了这个缘故才部分正确。”这两段话对我们研究思想文化很 

有意义。因为任何思想文化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不可能完全解决人类社会今天和 

明天的全部问题，就儒学来说也是一样的。正因为儒学是在历史中产生的一种学说，才有历代各种 

不同诠释和批评，而今后仍然会不断出现新的诠释，新的发展方向，新的批评，还会有儒家学者对其 

自身存在的内在矛盾的新揭示。在人类社会进入全球化的时代，不断反思儒学存在的问题(内在矛 

盾)，不断给儒学新的诠释，不断发掘儒学的真精神中所具有的普遍性意义和特有的理论价值，遵循 

我们老祖宗的古训“El El新，又El新”，自觉地适时发展和更新其自身，才是儒学得以复兴的生命线。 

四 

复兴儒学要有“问题意识”。当前我国社会遇到了什么问题，全世界又遇到了什么问题，是复兴 

儒学必须考虑的问题。只有对“问题”进行 自觉性的思考，并提出解决的思路，由此而形成的理论才 

能是有真价值的理论。当前，我国以及全世界究竟遇到了些什么重大问题?近两百年来，由于对自 

然界的无量开发，残酷掠夺，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由于人们片面的物质利益追求和权力欲望 

的无限膨胀，造成了人与人之间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至于爆发残酷的战争；由于 

过分注重金钱和感官享受，致使人们身心失调，人格分裂，造成自我身心的扭曲，这已成为一种社会 

病。因此，当前人类社会需要解决，甚至今后还要长期不断解决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 

会”、“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人自我身心”之间的种种矛盾问题，无疑是人类要面对的最大课 

题。其中“人”的问题是关键。对此，儒学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 

第一，儒家“天人合一”(合天人)的观念将会为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提供某些有意义的 

思想资源。“天人合一”是说在“天”和“人”之间存在着相即不离的内在关系。《周易》是阐述中国思 

想最古老的书，它是中国哲学的源头。 郭店楚简 ·语丛一》云：“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可见《周 

易》是一部会通天道、人道所以然的道理之书。故朱熹说：“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天；即 

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天”离不开“人”，“人”也离不开“天”。人初产生时，虽然得之于天，但是一 

旦有人，“天”的道理就要由“人”来彰显，即“人”对“天”就有了责任。如果“人”能对“天”有所敬畏， 

尽其保护之责，则“人”与“天”自然就和谐了。 

第二，“人我合一”(同人我)的观念将会为解决“人与人(社会)”之间的矛盾提供某些有意义的 

思想资源。“人我合一”是说在“自我”和“他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相即不离的关系。为什么“自我”和 

“他人”之间存在着相即不离的关系呢?《郭店楚简 ·性 自命出》中说：“道始于情。”即人世间的道理 

(人道)是由感情开始的，这正是孔子“仁学”的出发点。孔子的弟子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爱 

人” 这种爱人的品质由何而来呢?《中庸》引孔子的话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爱”的品德 

是人本身所具有的，爱自己的亲人是最根本的。但孔子的儒家认为，“仁爱”不能停留在只爱自己的 

亲人上，而应该由“亲亲”扩大到“仁民”。所以《郭店楚简》中说：“亲而笃之，爱也；爱父继之爱人，仁 

也。”如果把爱自己的亲人扩大到爱他人，那么社会不就可以和谐了?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把对 

自己国家、自己民族的“爱”扩大到对别的国家、别的民族的爱，那么世界不就可以和平了吗? 

第三，“身心合一”(一内外)将会为调节自我身心内外的矛盾提供某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身 

心合一”是说肉体生命与精神生命之间存在着一种相即不离的和谐关系。儒家认为，达到“身心合 
一 ”要靠“修身”。《郭店楚简 ·性自命出》中说：“闻道反己，修身者也。”意思是说，知道了做人的道 

理，就应该反求诸己，这就是“修身”。所以《大学》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天子 

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中庸》里面也说：“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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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以道，修道以仁。”社会靠人来治理，让什么人来治理要看他自身的道德修养，修养是以符不符合 

“道”为标准的，这里的道是指“天下之达道”，即“和”(和谐)，使社会和谐就要有“仁爱”之心 。这里， 

把个人的道德修养(修身)与“仁”联系起来，正说明儒家思想的一贯性。如果一个社会有了良好的 

制度，再加之由有道德修养的人来管理，那么这个社会就可以成为一个“和谐的社会”。在儒家看来， 

解决上述种种矛盾的关键是“人”。因为“人是天地的心”，只有人才可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 

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当今人类社会遇到的问题，儒学可以为其提供某些 

有意义的思想资源?善于利用儒学资源来解决当今人类社会存在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说为儒学的复 

兴提供了机会?当然，我们必须注意到，孔子的儒家思想并不能全部解决当今人类社会存在的诸多复 

杂问题，它只能给我们提供思考的路径和有价值的理念(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等)，启发我们 

用儒学的思维方式和人生智慧，在给这些思想资源以适应现代社会和人类社会发展前途新诠释的基 

础上，为建设和谐的人类社会作出它可能作出的贡献。司马迁说的“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 

者，未必尽同”，是很有道理的。 

建筑工程安全监理的内容和责任 

李 琳 

(浙江大学 建筑工程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2OO1年 5月实施的《建设工程监理规范》尚未提及施工阶段的安全监理任务，2004年 2月颁发的《建设 

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十四条则明确了监理单位的安全责任：工程监理单位和监理 

工程师应当按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并对建设工程安全承担监理责任。安全监理是 

指对工程建设中的人、机、环境及施工全过程进行评价、监控和督察 ，并采取法律、经济、行政和技术手段 ，保 

证建设行为符合国家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有效地把建设工程安全控制在允许的风险范围内。 

安全监理概念的提出，使建设监理目标管理从“三控制”改为“四控制”，即造价控制、进度控制、质量控制和 

安全控制。 

施工阶段安全监理的工作内容很多，散见于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下发的文件中，其主要内容为：督促 

施工单位做好开工前的准备工作；审查施工总承包、专业分包、劳务分包单位的企业资质和安全生产许可证 

以及相互间签订的安全生产协议；督促施工单位建立健全安全生产保证体系；审核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员 

资格证书和特种作业人员上岗证，专职安全员人数配备和到岗情况；审查施工组织设计中的安全技术措施 

和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的专项施工方案以及应急预案；检查大型施工机械的备案手续；现场施工作 

业环境、作业人员的安全条件检查；编制监理规划中的安全监理方案和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监 

理实施细则；建立和完善监理单位安全生产内部管理制度。 

监理单位应承担的责任也很大，《条例》第五十七条明确了工程监理单位的法律责任：(1)未对施工组织 

设计中的安全技术措施或者专项施工方案进行审查的，(2)发现安全事故隐患未及时要求施工单位整改或 

者暂时停止施工的，(3)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且未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的；(4)未依照法 

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处 1O万元以 

上 3O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降低资质等级，直至吊销资质证书；造成重大安全事故，构成犯罪的，对 

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建设工程监理的责任相当重大，监理工作内容相当多，承担的法律后果也相当严重，这就要求监理单位 

严格按照监理工作程序，认真而仔细地实施监理，科学而合理地规避监理风险，方能圆满地完成监理业务。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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