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3 -

第1章 先秦汉唐时期儒学研究

1. 序言

作为《2014年韩国儒学年鑑》的一部分，本报告将集中分析 2014年在韩国国内发

表的关于《中国：先秦和汉唐》儒学的研究论文。这些论文主要选取于韩国研究财

团 2014年（2014.1--2014.12）正式发表论文系列（KCI）。本报告中分析的相关论

文全部选取于 22个权威的学术期刊。针对《中国：先秦和汉唐》进行论述的论文共

91篇，这其中，按时期划分的话，，其中先秦时期 71篇，两汉时期 12篇，汉代后

期至唐朝时期 8篇；按思想类别划分的话，儒学相关论文 57篇，除儒学外，关于诸

子百家中道家的研究论文有 34篇，后者不在本报告的探讨范围之内。

为了清楚明确地把握论文脉络，本报告将相关论文按人物和主题分为两类。在人

物类别中，又将其细分为两种，包括孔孟荀子三人和其他人物；在主题类别中，将其

细分为六种，包括经学思想、哲学、政治经济、宗教、教育及其他。

2. 按人物类别分类

按人物类别分类的论文中，可以细分为：孔子 11篇，孟子 13篇，荀子 4篇，其

他人物 6篇。论述以孔孟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论文数量最多，共有 28篇。这其

中，论述孟子的论文数量最多。从先秦到汉代的其他人物中，分布为：陆贾（1篇）

、贾谊（1篇）、王莽（1篇）、扬雄（2篇）、郑玄（1篇）。虽然关于先秦以后儒

学发展情况的论文为数不多，但是却从未间断过。其中对陆贾、贾谊、王莽、扬雄、

郑玄等汉代经学家的研究成果尤其引人注目。令人惊喜的是，与汉代的其他思想家的

研究成果相比，对于扬雄的研究相对更多。相反，对于汉代后期到宋代这一时间带儒

学的研究却基本为零，这可能是由于这一领域的相关人才较少、先行研究不足等引起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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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名 发行机关

1 辛正根 孔子与论语的地位 《东洋哲学研

究》78

东洋哲学研

究会
2 金哲运 孔子之“知”：人道的实现 《阳明学》37 韩国阳明学

会

3 池俊镐 孔子实践中的德论——以仁礼为中心 《韩国哲学论

集》41

韩国哲学史

研究会
4 金权焕 论语中的君子和小人：经历生长及凋谢

的丁香所具有的人性

《东洋哲学研

究》78

东洋哲学研

究会

5 金暎镐 探讨<论语·五十学易章>的释义——以

“正易”的解释为中心

《儒教思想文

化研究》57

韩国儒教学

会
6 池俊镐 孔子的道德教育论——以人格和政治问

题为中心

《韩国哲学论

集》40

韩国哲学史

研究会

7 李炫知

朴秀浩

孔子的中庸之释——关于“教育的现实性

与非现实性”的探讨

《社会思想和

文化》29

东洋社会思

想学会
8 金载京 孔子教育反馈的事例性研究——以人性

教育为基础

《儒教思想文

化研究》58

韩国儒教学

会

9 柳根声 孔子和杜威的人性论 《孔子学》27 韩国孔子学

会
10 黃晟圭 探讨孔墨教育思想中的人才观 《儒教思想文

化研究》55

韩国儒教学

会

11 朴永镇 韩日两国论语认知比较——以2000-2002

年发行的相关书籍的书名及序言为考察

中心

《温知论丛》

39

温知学会

1) 研究孔子的相关论文

关于孔子和论语研究的相关论文共计 11篇，其中可分为以下几类：一、哲学性地

分析孔子与《论语》中的仁、知、君子和小人等核心命题，论文 1-5属于这种类型

；二、从现代教育学的视角分析孔子与《论语》中道德和伦理命题，论文 6-10即属

于第二种类型，这其中既有探讨孔子教育方法现实适用性的论文，也有通过对孔子教

育方法的重新解释而为现实教育提供建议的论文。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新的研究视角

尤为引人注目，那就是通过比较孔子与其他人物来揭示孔子教育思想所具有的独特意

义以及学问价值。相关论文有，柳根声《孔子和杜威的人性论》和黃晟圭《探讨孔墨

教育思想中的人才观》。最后一篇论文则是从韩日两国的不同视角，从现代人的角度

来对《论语》进行比较分析。

2) 研究孔子的相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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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名 发行机关

1 朴胜显 孟子哲学中人的尊严性问题 《孔子学》27 韩国孔子学

会
2 郑龙焕 考察孟子哲学中有德之人的伦理学含义 《东洋哲学研

究》77

东洋哲学研

究会
3 柳根声 解读孟子实用主义的人性学 《东洋哲学研

究》77

东洋哲学研

究会
4 黄镐植 孟子伦理性的情感观与他的认知主义特

征

《东洋哲学》

42

韩国东洋哲

学会
5 李基原 《孟子》与宽容——通过交流和同乐来

实现共鸣与治愈

《东方学》31 汉西大学东

洋古典研究

所
6 李京武 孟子性善和感性的智慧 《哲学研究》

129

大韩哲学会

7 金钟均 孟子思想与水的形象 《儒教思想文

化研究》56

韩国儒教学

会
8 金钟均 孟子思想中“水”形象的研究 《韩国哲学论

集》40

《韩国哲学

史研究会》
9 黄甲渊 孟子异端争论中得与失：以对杨朱与墨

子思想的批判为中心

《阳明学》37 《韩国阳明

学会》
10 闵弘锡 孟子对墨家的批判 《儒学研究》

30

忠南大学儒

学研究所
11 安琉镜 对比分析孟子、朱子心性论 《东洋哲学》

42

韩国东洋哲

学会
12 池俊镐 孟子道德教育论——教授在扩大性善过

程中发挥的作用

《韩国哲学论

集》42

韩国哲学史

研究会
13 金世贞 解析孔孟的儒学社会生态论 《阳明学》

37

韩国阳明学

探讨孟子和《孟子》的相关论文共计 13篇，可分为以下两类：一、探讨孟子哲学

的伦理学意义和价值，并探究性善论的现代意义，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论文致力于阐述

《孟子》中“水”的哲学意义，论文 1-8即属于这种类型；二、比较分析孟子思想与其

他思想，例如对比研究孟子与以杨朱、墨翟为代表的其他诸子百家的思想理论，以及

比较分析孟子与朱子二者在心性理论上的差异，论文 9-11即属于这种类型。除此之

外，还有从现代教育的视角对孟子道德教育进行重新阐释的论文，以及从现代生态论

的角度揭示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理论的作用和意义。

3）研究荀子的相关论文



- 6 -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名 发行机关

1 姜芝娟 荀子伦理学中理性主义的特征 《东方学》31 汉西大学东洋

古典研究所
2 杨顺子 从分、节、循理的视角分析《荀子》

“义”的伦理学意义

《孔子学》26 韩国孔子学会

3 赵源一 荀子的教育思想研究 《东西哲学研

究》71

韩国东西哲学

会
4 赵源一

朴福在

荀子的经世思想研究 《 中 国 学 论

从》41

韩国中国文化

学会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名 发行机关

1 赵源一 陆贾的历史思想研究 《温知论丛》41 温知学会
2 赵源一 贾谊的礼论研究 《东西哲学研

究》73

韩国东西哲

学会
3 马士远 中国经学研究的当代标志：王莽《尚

书》学研究

《退溪学和儒教

文化》54

庆北大学退

溪研究所
4 赵源一 扬雄的政治思想研究 《中国学论丛》

44

韩国中国文

化学会
5 赵源一 扬雄的教育思想研究 《退溪学论丛》

24

退溪学釜山

研究院
6 朴东仁 郑玄统一古今文以及其政治哲学深意 《退溪学报》

136

退溪学研究

院

与孔孟研究相比，荀子的相关研究论文只有为数不多的四篇而已。其中研究荀子

儒学思想的论文有两篇，研究其教育思想和经世思想的论文各 1篇。虽然近来韩国学

界对于荀子儒学思想的研究不断深入，但就论文数量来看仍不尽人意。就目前来讲，

虽然关于荀子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对较多的成果，但是 2014年发表的论文中却鲜有

对这些新研究成果进行详细阐释和精确分析的文章，且上述提到的四篇文章中只有杨

顺子一人的文章达到了这一目的。在该论文中，作者从多元的视角分析荀子的“义”，

这一尝试非常值得肯定。

4）研究其他人物的论文

由表格可以看出，这一类别之下的论文主要是关于汉代思想家的研究，例如对与

董仲舒齐名的、汉初思想界代表——陆贾和贾谊的研究论文各一篇。同时还出现了新

的研究方向，那就是对汉代经学思想家王莽的研究。除此之外，还有介绍后汉时期主

流思想家杨雄的论文 2篇，以及探讨后汉今古文之一统者郑玄的论文 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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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名 发行机关

1 张永东 《周易》的大人思想研究 《孔子学》26 韩国孔子学

会
2 林采佑 周易阴阳关系论的整合性问题——

以阴阳对待与扶阳益阴的伦理相克

问题为中心

《东西哲学研

究》72

韩国东西哲

学会

3 郑炳硕 八卦取象说与周易特征间的转换 《东洋哲学研

究》79

东洋哲学研

究会
4 李向俊 易学思想存在的起源 《东洋哲学》41 韩国东洋哲

学会

5 李东芽 从易学取象归类的视角看待五行的

范围和体系

《儒教思想文化

研究》56

韩国儒教学

会
6 金尚燮 《帛书周易·要》之“夫子老而好易”

章的真伪之辨：以孔子和《易》的

关系为中心

《哲学研究》129 大韩哲学会

7 高大爀 《书经·虞书》的内容体系和儒学思

想的意义

《东洋古典研

究》57

东洋古典学

会
8 李泽龙 考察《书经》中的“德”概念 《东洋古典研

究》57

东洋古典学

会
9 崔美罗 《诗经》中的幸福讴歌和人性的回

归

《儒学研究》31 忠南大学儒

学研究所
10 郑秉燮 《檀弓》篇丧礼记文的类型考察 《儒教思想文化 韩国儒教学

3. 按主题进行分类

按主题进行分类，共有 5种，分别是：1、经学思想 15篇，2、哲学 29篇，3、教

育 8篇，4、政治和经济 1篇，5、其他 3篇，且没有研究宗教的论文。如前文所述，

因为有关孔孟荀子等先秦时期哲学家的论文数量很多，所以在按主题划分的情况下，

哲学研究类别也同样占据了多数。在教育类别下，虽然大多数论文集中于讨论孔子的

教育理论，但是探讨孟子、荀子和扬雄等三人教育理论的论文也分别有一篇。就政治

领域来看，有一篇论文通过对扬雄政治思想进行阐释，揭示了汉代政治思想的特征；

其他领域的话，也有一篇是探讨儒教乐理及其“乐”之概念的论文。另外，还有一篇研

究视角非常独特的论文，该论文通过介绍现今韩国老庄哲学的代表人物，对老庄哲学

与孔孟哲学的内在关系进行了分析。

1) 经学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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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56 会
11 慎伯勋 《礼记》“天下为公”概念的考察 《儒教思想文化

研究》56

韩国儒教学

会
12 金暎鎬 《论语》“五十学易章”解释的检讨—

—以“正易”的解释为中心

《儒教思想文化

研究》57

韩国儒教学

会
13 陈晟秀 儒学经典中“酒”的意象研究 《阳明学》 37 韩国阳明学
14 马士远 中国经学研究的当代标志：王莽

《尚书》学研究

《退溪学和儒教

文化》54

庆北大学退

溪研究所
15 朴东仁 郑玄统一古今文以及其政治哲学深

意

《退溪学报》136 退溪学研究

院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名 发行机关

1 辛正根 孔子与论语的地位 《东洋哲学研

究》78

东洋哲学研

究会
2 金哲运 孔子之“知”：人道的实现 《阳明学》37 韩国阳明学

会
3 池俊镐 孔子实践中的德论——以仁礼为中 《韩国哲学论 韩国哲学史

经学思想研究是指以五经为中心的儒学经典研究。如表所示，《周易》研究论文

最多共计 6篇，其次有关于《书经》的研究论文两篇、《礼记》两篇，以及《诗经》

一篇，另外还有一篇论文非常新颖，主要探究儒学经典中“酒”的象征意义。现阶段，

韩国对《周易》研究的范围和深度进一步扩大，与此相同，本次收录的论文中有关《

周易》的研究论文主题也非常丰富，既有探讨《周易》中“大人”含义的论文，也有深

入探究阴阳、八卦、五行等《周易》核心概念的论文，另外还有针对出土文献《帛书

周易》中提到的“孔子年老仍爱读周易”内容进行考证的论文。在《易学思想存在的起

源》中，李向俊通过解释《周易》中存在的隐喻概念，例如天圆地方、六爻名称、老

阴和老阳、本卦中之卦的变化及《系辞传》中“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概念等，指出产生

于人类想象力的思维模式到今天依旧发挥着它的独特作用。

另一方面，与《书经》有关的两篇论文都发表于 2014年举行的《书经的综合考察

》的学术会议上。单独为五经之一的《书经》开展学术会议，不仅体现了韩国儒学经

典研究日益活跃的大趋势，也在行动上鼓励了韩国学界儒学研究的学者们。除此之外

，在韩国学界对汉代经学研究不足的大背景下，马士远的《中国经学研究的当代标志

：王莽<尚书>学研究》和朴东仁的《郑玄统一古今文以及其政治哲学深意》可以说

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2）哲学类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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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集》41 研究会
4 金权焕 《论语中的君子和小人：经历生长

及凋谢的丁香所具有的人性》

《东洋哲学研

究》78

东洋哲学研

究会
5 朴永镇

Yamane

Kae

《韩日两国论语认知比较——以

2000-2002年发行的相关书籍的书名

及序言为考察中心》

《温知论丛》 39 温知学会

6 朴胜显 孟子哲学中人的尊严性问题 《孔子学》27 韩国孔子学

会

7 郑龙焕 考察孟子哲学中有德之人的伦理学

含义

《东洋哲学研

究》77

东洋哲学研

究会
8 柳根声 解读孟子实用主义的人性学 《东洋哲学研

究》77

东洋哲学研

究会

9 黄镐植 孟子伦理性的情感观与他的认知主

义特征

《东洋哲学》42 韩国东洋哲

学会
10 李基原 《孟子》与宽容——通过交流和同

乐来实现共鸣与治愈

《东方学》31 汉西大学东

洋古典研究

所
11 李京武 孟子性善和感性的智慧 《哲学研究》129 大韩哲学会
12 金钟均 孟子思想与水的形象 《儒教思想文化

研究》56

韩国儒教学

会

13 金钟均 孟子思想中“水”形象的研究 《韩国哲学论

集》40

《韩国哲学

史研究会》
14 黄甲渊 孟子异端争论中得与失：以对杨朱

与墨子思想的批判为中心

《阳明学》37 《韩国阳明

学会》

15 闵弘锡 孟子对墨家的批判 《儒学研究》30 忠南大学儒

学研究所
16 安琉镜 对比分析孟子、朱子心性论 《东洋哲学》42 韩国东洋哲

学会

17 金世贞 解析孔孟的儒学社会生态论 《阳明学》 37 韩国阳明学
18 姜芝娟 荀子伦理学中理性主义的特征 《东方学》31 汉西大学东

洋古典研究

所

19 杨顺子 从分、节、循理的视角分析《荀

子》“义”的伦理学意义

《孔子学》26 韩国孔子学

会
20 赵源一

朴福在

荀子的经世思想研究 《中国学论从》

41

韩国中国文

化学会

21 金学权 汉代社会中的儒家伦理——以先秦

儒家为中心

《孔子学》26 韩国孔子学

会
22 金珍根 考察人的尊严性——以先秦儒家为

中心

《孔子学》27 韩国孔子学

会

23 李相浩 儒教忧患意识小考 《儒教思想文化

研究》57

韩国儒教学

会
24 李章溪 先秦儒学和“德”伦理 《退溪学报》136 退溪学研究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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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黄炳起 古代中国伦理学的特征和形态研究 《东洋哲学》41 韩国东洋哲

学会
26 李灿 道德的信赖、感情和道德动机 《东洋哲学》42 韩国东洋哲

学会

27 申镇植 《吕氏春秋》与儒家的关系 《儒学研究》31 忠南大学儒

学研究所

28 赵源一 陆贾的历史思想研究 《温知论丛》41 温知学会
29 赵源一 贾谊的礼论研究 《东西哲学研

究》73

韩国东西哲

学会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名 发行机关

1 池俊镐 《孔子的道德教育论——以人格和

政治问题为中心》

《韩国哲学论集》

40

韩国哲学史

研究会
2 李炫知

朴秀浩

《孔子的中庸之释——关于“教育

的现实性与非现实性”的探讨》

《社会思想和文

化》29

东洋社会思

想学会
3 金载京 《孔子教育反馈的事例性研究——

以人性教育为基础》

《儒教思想文化研

究》58

韩国儒教学

会

在哲学类别下，共计有 29篇论文，其中与先秦时期哲学有关的论文有 26篇，它

们主要是探究孔孟荀子思想的核心内容，或是揭示孔孟荀子思想具有的现代意义。除

此之外，还有综合性介绍先秦儒家思想的论文，例如李章溪的《先秦儒家的“德”伦

理》一文，文中通过对东西方“德”概念进行比较，指出先秦儒学的“德”不应该仅仅停

留在古代的层面，应该作为社会的基石发挥相应的导向性作用。该文章在强调先秦儒

家思想所具有的现代意义这一层面上，具有很高的学术意义和现代价值；其次，金世

贞的《解析孔孟的儒学社会生态论》充分响应了韩国学界对“学问间融合”的倡议，是

非常有意义的一种研究尝试。该论文在将孔孟儒家思想与新兴学科“生态学”相结合的

前提下，对儒学进行了新的阐释。这种学术间相互融合的尝试不仅难能可贵，而且有

利于未来儒学的进一步现实化发展。另外，赵源一的两篇探讨汉代儒学思想家代表—

—陆贾和贾谊理论的论文也值得关注。在韩国学界，关于汉代儒学的探究主要是围绕

董仲舒或者是他所倡导的主流儒学而展开，就陆贾和贾谊的儒学理论进行探讨的论文

很罕见。但毋庸置疑的是，陆贾的历史思想和贾谊的礼教思想可谓是汉代儒学理论的

基础，因此在研究汉代儒学的过程中，对二者思想的探讨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可以

说，赵源一的两篇论文有利于帮助我们更加清晰地把握和洞察汉代儒学所具有的时代

特征以及汉代知识分子的内在意识。

3) 教育类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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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柳根声 《孔子和杜威的人性论》 《孔子学》27 韩国孔子学

会
5 黃晟圭 《探讨孔墨教育思想中的人才观》 《儒教思想文化研

究》55

韩国儒教学

会

6 池俊镐 孟子道德教育论——教授在扩大性

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韩国哲学论集》

42

韩国哲学史

研究会
7 赵源一 荀子的教育思想研究 《东西哲学研究》

71

韩国东西哲

学会

8 赵源一 扬雄的教育思想研究 《退溪学论丛》24 退溪学釜山

研究院

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名 发行机关

1 赵源一 扬雄的政治思想研究 《 中 国 学 论

丛》44

韩国中国文

化学会

教育分类的研究成果中关于孔子教育理论的研究论文最多，为 5篇，另外还有关

于孟子、荀子和扬雄教育思想的研究论文各一篇。大部分的论文是从现代教育的视角

探究孔孟等的儒学思想中所传达的教育理论，这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是金载京的《孔

子教育反馈的事例性研究——以人性教育为基础》。这篇论文试图从孔孟的教育理念

中寻找现代大学教育热点——人性教育的根源，文章首先集中阐述了现代大学教育中

真实存在的问题，继而说明了儒学教育在现代教育中适用的可能性。这种对儒学适用

性的探讨不仅有利于促进儒学教育理念与现代教育理论之间的结合，也有利于儒学积

极融入社会生活，因此可以说是一种具有创新性的尝试。

另一方面，赵源一的《扬雄的教育思想研究》可谓是韩国学界介绍扬雄教育思想

的初次尝试，但是，通观全文难免有些差强人意的地方。扬雄的哲学作为汉代这个特

定时期内的产物，必然受到那个时代或多或少的影响，因此在介绍扬雄教育思想的过

程中，很有必要也介绍一下教育思想在西汉董仲舒、东汉王充和郑玄等人的思想理论

中所占据的地位、当时教育的状况，以及汉代思想对汉代政治和社会带来的影响等方

面，否则就会使得论文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如果只是单纯地探讨教育思想在扬雄

哲学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话，就难免让人产生“为什么要研究扬雄哲学体系”的疑问

，所以必须充分解释扬雄哲学思想在汉代哲学思想中占据的地位问题，才能更有力地

证明针对其教育思想同样具有与之相当的重要意义。

4) 政治类别的研究

在政治类别的分析研究中，只有一篇是对西汉末期思想家扬雄的政治思想进行分

析的论文。现代韩国学界对汉代政治思想的研究主要是围绕西汉董仲舒和东汉的王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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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名 发行机关

1 金明硕 中国古代儒学以音乐启发道德感情的研

究

《东洋哲

学》41

韩国东洋

哲学会
2 姜英顺 儒家理念中的“乐”研究——以颜回的“乐”

为中心

《美学》

78

韩国美学

会

3 朴元在 具有“孔孟”心性的“老庄” 《东洋哲

学》42

韩国东洋

哲学会

而展开的，对二者之外其他人物政治思想的论述很少。扬雄被称为西汉思想的集大成

者，以及连接东西汉儒学思想的代表人物。这篇论文首先阐述了通过扬雄政治思想中

的圣人之治和礼乐教化来实现治国的道理，并以此为出发点说明了扬雄政治思想所具

有的思想史的意义。

5) 其他研究

在其他研究的类别中，主要是两篇探讨儒家乐理和儒家之追求——“乐”的艺术哲学

领域的论文。文章从艺术或感性的角度看待儒学，集中阐述了儒学所具有的艺术或美

学价值。另外，朴元在的《具有“孔孟”心性的“老庄”》一文在选材上具有新意，就现

在韩国学界来看，无论是专门研究老庄哲学的学者还是未来致力于研究老庄哲学的学

者，都非常关注“以何种方式来探讨老庄哲学的真正意义并解释它与孔孟儒学的关系”

这一命题。这篇论文为解决这一命题提供了一种参考，那就是通过韩国学界老庄哲学

大家的分析，以比较客观的视角来揭示老庄哲学的整体性、区分儒道两家的意义，以

及老庄哲学的局限性等。 

4. 主要论文分析和批判

上述论文都是相关领域学者学问和思想的结晶，也是韩国学界重要的成果和财

富。但是笔者认为为了使上述论文能够得到学界更多的肯定，还需要更多的学者提出

中肯的意见和批判。因此，本报告将选取其中的三篇论文作为分析对象，并试图对其

所具有的学术价值进行评价。

第一篇论文是李泽龙的《考察<书经>中的“德”概念》。“德”作为东方哲学的核

心，是理解东方哲学时必须把握的概念，但是由于“德”本身蕴含了太多的含义，使得

准确把握这一概念变得十分困难。“德”可以说是东方哲学用语中富含意义最多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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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德”并不仅仅局限于人，它也同样可以作用于自然、天、特定

的事物和国家等广大对象，因此想要将“德”定义为一两种概念是不切合实际的。况

且，即使我们把“德”的作用对象限定为人，在定义“德”概念时，我们也仍然需要依据

作用对象的能力、才能、社会地位、阶级地位、性别、年龄等无数中要素来准确定义

“德”的概念。但是令人失望的是，在东方哲学的研究中，本来就缺乏对相关哲学概念

进行定义和阐释，更不用说对那些尤为晦涩难解的概念，例如“德”概念进行分析研

究。

论文作者从陈来和门罗研究中提及的古代中国的“德”概念这一命题出发，通过分析

《书经》中的概念，指出二者的局限性，并尝试对“德”进行新的阐释。这一研究很好

地弥补了学界对“德”概念研究的不足。在文章的结论中，作者借用《书经》中对“德”

概念的解释：“德即是特定存在实现了它所被要求的理想的作用”，即是“具有了其该

有的样子”。例如，当事物有了事物所应该具有的样子、人有了符合其地位的样子，

它们便具有了“德”。作者进一步推测，以上二者也成为《论语》中将“德治”解释为

“正名”的原因。虽然这种将复杂概念统一化的努力具有非常大的意义，但是笔者认为

文章只依靠单一的《书经》释义，就尝试引申出普遍的“德”概念不免有些局限性，尤

其是在学界对《书经》各篇编著时间仍有歧义的背景下，将《书经》作为唯一的研究

基础更体现了其结论的局限性。如果文章能够拓宽研究基础的范围，即不仅仅局限于

参考《书经》中的释义，还同时参考那些引用《书经》“德”概念进行详细阐述的相关

著作，并以此为基础进行集中分析，就可以推导出更具有普遍意义和象征意义的中国

古代“德”的概念。

首先，作者在绪论部分进行文献综述时，将陈来和门罗的理论作为了论述的基

础，但作者所引用的这些文献到底是否能够被公认为研究中国古代“德”概念的专著尚

待商榷。笔者因为不太了解这一领域，因而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关于“德”的语源、“德”概念的分化、西周时期“德”的概念等内容的探讨的确存在一些

具有深度的研究论文，例如金形重的《<论语>的“德”概念考察》和《广义的“德”概

念的形成过程：以孔孟荀子为中心》。

其次，为了将“德”概念引入哲学探讨的范畴之中，必须探讨在除《书经》外的其他

儒学经典中，“德”概念是如何被使用的。例如，在四书中也引用了《书经》中的“德”

概念，并且“德”被使用为多种不同的意思。具体来说，《大学》的第一句话就使用了

“在明明德”的句子，并且引用了《书经》中“康诰曰， 克明德”“帝典曰， 克明峻

德”“大甲曰， 顾諟天之明命”等句子。朱子将这里的“德”释义为“明德者， 人之所得

乎天， 而虚灵不昧， 以具众人理而应万事者也”和“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与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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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为德者也”，也就是说这里的“德”是指人出生以来所具有的本来的德性。但

是，在“君子， 先慎乎德， 有德， 此有人， 有人， 此有土， 有土， 此有財，

有財， 此有用。”(传 10章)的句子中，朱子又采用了与作者相同的释义，即将 “德”

解释为“具有了其该有的样子”。《中庸》中提到“知仁勇三者， 天下之达德也”（20

章），这里的“德”与《大学》中的“明德”有相似的含义。但是在“大德， 必得其位，

必得其祿， 必得其名， 必得其寿”（17章）；“虽有其位， 苟无其德， 不敢作礼

乐焉， 虽有其德， 苟无其位， 亦不敢作礼乐焉。”（28章）的句子中，“德”却作

为“具有了其该有的样子”的释义而被使用。《论语》“君子，怀德”（里仁） 中的“怀

德”，朱子将其解释为“谓存其固有之善”；而对“据于德”（述而）中的“德”， 朱子则

解释为了“行道而有得于心者也”；另外，朱子又将“天生德于予”（述而）中的“德”解

释为了“孔子言天既赋我以如是之德”；“子曰，吾未见好德， 如好色者也”（子罕）

和“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顔渊）中的“德”具有两种不同的意思。而在

《孟子》中，则提到“仁义利智，性之四德也”、“以德行仁者，王”（公孫丑上）。由

此来看，哲学意义上的“德”具有非常多样的意义。如果能够把这些意思归类，并给与

符合意思的多种定义，并以此为基础来分析《书经》中“德”的概念的话，就能更明确

的把握《书经》中“德”概念所具有的哲学地位和意义。

最后，“德”概念作为西方哲学非常重要的哲学命题的同时，也是现代伦理学领域的

核心主题。近来以分析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或政治学中的“德”概念为基础，进而比较

分析中国“德”概念的相关研究非常活跃。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主要探究

了“什么是好的生活，即幸福生活是什么”的命题，并把幸福的核心归结于德。但是如

果将这里的“德”与东方的“仁义”之徳进行比较的话，就可以发现二者具有不同的形成

过程。亚里士多德的“德”主要来源于生活习惯，它既不依本性而存在，也不与本性相

排斥。习惯在本性所给与的一定的范围内形成，它既可以塑造卓越的本性，也可以塑

造劣等的本性。例如，就正义而言，人既可以成为非常正义的人，也可以成为与之相

反的、很邪恶的人。通过反复进行正义或非正义的活动，人便具有了正义或者邪恶的

习惯，而这两种不同习惯会既使卓越的正义本性得以维持，也可以是恶德得以确立。

在人际交往中，能够积极发挥人类本来作用的品性叫做卓越性，发挥了消极作用的品

性被称为非正义的恶德。相反，孟子的“仁义”是指人本来的善性，它是自然的、普遍

的本性，虽然人可能会因为外界的事物或环境的影响做出非正义的行为，但是人自身

如果可以根据本性行事并将其加以扩大，就可以实现仁义之徳，也就是正义。孟子的

仁义与亚里士多德的“德”的释义不同，它是内化本质的德，而亚里士多德的“德”需要

根据习惯来确定正义与非正义。由此可见，古今中外对德的解释不尽相同，如果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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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从哲学的角度来解释“德”的概念，就需要首先比较东西哲学中对“德”的释义，进

而确定二者的差异和相似之处，从而准确地对东方哲学中“德”概念进行定位。如果论

文参考了与此相关的文章的话，就会发现，虽然亚里士多德的“德”概念与《尚书》和

《大学》中引用的“峻德”“明德”的概念有所不同，却与作者所给出的“具有了其该有

的样子”的“德”的定义极为相近。综上，如果能够将既存研究中已经确立的“德”的定

义作为研究基础，就可以进一步确保文章结论的客观性。

第二篇论文是黄炳起的《古代中国伦理学的特征和形态研究》。道德和正义不仅

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也是现实中人们所关心的话题，因此这篇论文的主题选取非常

具有现实意义。但是文章的遗憾之处在于未能对于既存的东西方伦理学研究成果进行

综述，这也使得文章的结论未能上升为具有普遍学术意义的结论。

虽然绪论中作者对正确、利益、正义、功利等多种概念进行了解释，但是这些解

释似乎只是作者个人的解释，缺乏可考性。例如，作者在绪论中提到“对正确的追求

视为了实现社会的有序和规范，对利益的追求视为了实现个人或社会的幸福与满足”

的这种说法的依据不得而知。正如作者所言，关于道德和伦理的论述，东西方的思维

存在很大差异，如果作者不在文中给出这种论述的依据，就会导致行文和读者理解的

混乱。作者在文中同时指出，“对正确的追求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社会的有序和规范”，

“可以说’正确’具有与’义’和’正义’相同的含义”，按此推断，既然正确=义=正义，那么

它们的定义都可以被归结为“对正确的追求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社会的有序和规范”，这

显然与后文中作者所主张的孟子等古代中国儒学学者的思想有很大的分歧。例如，孟

子认为“义”与个人层面的“仁义”相对应，是社会、国家层面的“仁义”，这显然与作者

所提出的“社会的维持和规范”概念无关，属于以先天的善性为基础而产生的个人的品

德。与此相反，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解释“正义”是在他人的关系中，“唯一对他人好的

东西”，也就是有利于增进希腊城邦这一政治体幸福的东西，因此正义即是“依法行

事”，总结来看，“正义就是守法的行为、公正；非正义就是违法的行为、不公正。”

这也与孟子和亚里士多德定义的“正义”有很大区别。但是，作者却仓促给出“正确=义

=正义”的定义，并在此基础上展开论述，使得文章行文出现概念上的混乱。因此，为

了避免使论文中关于概念的论述流于主观化，笔者建议在绪论中首先对现有的研究进

行综述，继而给出关于正义、正确、义等概念的准确释义。

除此之外，作者提到“本文将以批判性的态度看待中国伦理与道德，并对其起源与

局限性进行分析”。作者在文中指出“在伦理学的概念上，义利并非相反的概念，而是

不同价值层面的概念，正义的相对面不是利益。”但是“中国的伦理却认为伦理学说从

产生起便将完全不同的概念作为相反的概念，也就是说非正义即是利，非利即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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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因此作者在文章开头就对这种中国伦理学进行了批判，而这种批判精神也贯穿

了全文。但问题是，作者在文中却并没有详细解释“他所说的伦理学到底是什么，以

及这种伦理学在当今的伦理学领域又占据什么样地位”的问题，使读者不禁产生困

惑。除此之外，笔者产生的困惑是，具有独特逻辑结构和理论体系的中国儒学思想真

的是错误的吗？还是这种判断只是作者主观的、缺乏实证的误读？虽然作者的这种批

判性思想是一种学术的创新，但是如果没有对既存研究进行综述、没有足够的论证给

予支撑的话，这种学术的创新就只能沦为一种主观的臆测。另外，现在的研究成果中

已经有相当一部分是比较东西方伦理思想的研究，既然如此，作者在文中所提出的这

些观点与这些现存的研究有什么样的差异？且如何确保论文的新意也是一个问题。

在正文部分，作者提到“孔孟二人都认为义利不可圆融，相互矛盾”，“礼就是在人

际关系中形成的应当做的规范”。孔孟认为，礼是内在的、自发的，它压制着人们追

求私利的思想，它与义相同，是人内在所具有的德性的根源。但是在后文中，作者又

指出“礼是对道德、仁义之心进行制度性规范的设置和调节机制。之所以需要礼是因

为只依靠仁义来改善社会是远远不够的。以关系为基础来规范个人的行为并确定其局

限性，并以此为基础对社会善恶进行规范和调整。换言之，礼就是一种用来克服道德

局限性的设置。这种说法在探讨功利主义的时候更为有效。”因此，作者在明确区分

仁义与礼的同时，将礼定义为只是一种外在的规范手段。事实上，这种说法并不是孔

孟之言，而更接近于荀子的思想。由此可见，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解释礼必然会推导出

截然不同的结论，而论文中将多种不同的说法混为一谈，难免导致行文的混乱。

笔者在正文中也探讨了孔孟墨子、荀子、东西方的义利观。关于荀子的义利观，

作者如下阐述到“虽然孟子荀子二人对于义的重视程度不同，但是二者在义利相别上

持相似的态度”。对东西方的义利观，作者又指出“西方的功利与道义之分与孟子的义

利之分有异曲同工之处”，中国古代儒家传统中习惯以二分法的观点来看待义利之

别，认为二者相互对立不可圆融。在正文的结尾，作者指出“后来的东方哲学中，一

直存在着两种相反的义利观，一种以对立矛盾的观点来看待义利，另一种以统一、相

关的态度看待义利二者。”由此可见，作者虽然在文章绪论中提到了以矛盾的观点看

待义利二者是错误的，但在下文中却丝毫没有条理地论证作者的这种主张。文章结尾

提到的“以统一、相关的态度看待义利二者”的说法，其实是作者个人的主张，而对于

这种主张的阐述，作者只是你以很少的篇幅提及了一下墨子的功利主义观。综上所

诉，文章的不足之处就在于对于文章的主要论点，作者未能展开更为详尽的论述，而

只是一味的解释了既有的这种观点错误的原因，并以此作为结论，这显然是不妥当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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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一问题，笔者提出了以下建议，希望对作者有所帮助。文章开篇应该首先

对义利、正义与非正义等相关概念进行定义，并给出一些能够证明“义利”二者并非相

反的伦理学理论，然后把这些理论作为论文论证的方法论。其次，对孔孟荀子、东西

方以对立矛盾的观点来看待义利关系的这种逻辑方式进行批判性的分析。最后，作者

采用前面提到的那些方法论，如西方的伦理学理论、墨子等东方功利主义伦理观的理

论来揭示儒家伦理学所具有的局限性，并以这种新的义利关系作为文章的结论。如果

这样行文的话，文章论述结构就可以看起来更加明了流畅。

最后一篇要分析的论文是金钟均的《孟子思想中“水”形象的研究》。这种从考察

“水”的象征意义出发，考察孟子思想的方法非常具有新意。但是诸子百家以水或自然

物为喻来表达自己思想的情况事实上非常常见，那么作者以孟子为例是否果真具有独

创性？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考量文章绪论部分和本论第一、二章的内容。另外需要

注意的是，本论中提到的“端、仁、根本、性善、道”等主要概念与孟子“水”的比喻是

否有相关性？还有绪论与第二、三章的内容可能需要重新进行调整。鉴于这篇文章是

与孟子有关的专业学术论文，因此绪论部分不需要再赘述孟子的生平，而应该以介绍

孟子对“水”形象的使用和他的论理逻辑为中心，并辅之以文献综述的内容。另外应该

把第二、三章关于水和象征关系的论述挪到绪论部分进行阐述。第二、三章的内容占

据了论文的大半部分，但现在这部分的内容似乎与全文没有太大的相关性。

作者似乎认为孟子以水作喻来表达个人思想的方法在哲学上具有很大的意义，但

是作者却并没有解释“这种意义到底从何而来”的问题。例如，四端部分孟子以“水扩

充之即达大海，火始然之即难以灭”的说法，作者认为孟子将物质世界事端的发展以

水火作喻。但是，这种叙述方式并非孟子一人独有，它被大多数思想家所使用。因此

不能说孟子思想中 “水”的形象具有象征意义，而只能说孟子以水作喻是为了更有力

地阐述他的主张。

5. 评价和展望

目前对先秦至宋代儒学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孔孟荀子的研究，而对其他儒学家的

研究仍存在很大的空白。虽然这种现象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汉代以后称得上儒学大家的

学者实在屈指可数，但是这不应该成为阻碍扩展儒学研究深度与广度的理由。现在关

于孔孟荀子三人思想的研究成果已经非常丰盛，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就是对三者的思

想进行更有深度的探讨，也就是将儒学经典思想与现实生活相联系，使儒学实现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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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生活所用的目的。除此之外，先秦儒学开始发展成为一种体系性的理论是在宋代时

期，但是儒学的这种体系化和理论化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

程，因此为了全面把握儒学发展的面貌，有必要充分挖掘出那些在这个过程发挥了桥

梁作用的儒学家。总体而言，2014年韩国儒学界的研究成果可以归为以下几点：

按照人物和主题进行分类的结果是，因为先秦时期儒学的理论积累较为丰富，所

以针对这一时期的论文数量很多，论述主题也很丰富。但是，对于先秦之后，例如两

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儒学的发展情况却鲜有论及。因此，未来的儒学研究需要

脱离既存的范式，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进行，并尝试将更多的诸子百家代表思想家纳

入探究的范围之内。

从根本上来看，中国哲学是以四书五经的文本而展开的。因此为了丰富研究思想

、扩大人物研究的范围，就必须首先对四书五经文本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和解释。但

令人遗憾的是，目前韩国学界对儒家经典文本研究分析和重新解释的工作开展尚不尽

人意。

目前仍旧缺乏从现代学科的角度对儒学进行重新解释和定位的研究。随着现代社

会学科间的交流和融合日益丰富和频繁，现实问题的复杂性也要求通过学科之间的交

流为之提供新的解决方案。从这种时代背景出发，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国哲学也需要与

其他学科开展交流和融合以更好地实现儒学为社会服务的目标。

根据以上评价，笔者针对未来儒学发展方向提出了以下建议：首先，需要更深入

地研究两汉儒学。虽然两汉儒学因为其被称为是神秘主义儒学或神话的儒学，因而常

常被学者忽略，但是两汉儒学在承接先秦儒学和宋明儒学中发挥了桥梁作用，且两汉

儒学能够积极与社会政治生活相联系，最终成为了汉代国家的指导思想。由此我们也

可以看出儒学作为一门学问，它所追求的最终目标是要为现实所用。众所周知，汉代

开始形成的以“气”为中心的世界观为宋明时期形而上学的儒学奠定了基础，因此未来

需要对贾谊、陆贾和董仲舒等汉代儒学大家的思想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另外，汉代

也是以扬雄、王充等为代表的批判哲学家积极活跃的时期，他们与神秘主义儒学展开

抗争，强调人具有理性的思维和行动。他们的这种思想对现实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

意义。

其次，即使在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也存在着与玄学或道教相似的、反映时代思

潮的思想家。挖掘理解哲学思想对把握中国哲学的精髓有重要意义。但是目前为止，

韩国学界对这些时期哲学家思想的研究却仍未遂人意。因此，为了从根本上把握中国

哲学的内涵，未来有必要对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哲学思想进行新的探索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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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儒学经典作为理解中国哲学的源泉，应当成为学者研究的重中之重。目前

来看，韩国国内虽然对四书有着较为全面丰富的研究，但对《周易》之外的其他五经

，如《诗经》《尚书》《礼记》《春秋》的研究却相当不足。因此，未来儒学研究的

另一方向就是加强对儒学经典更为综合性的研究，以此来实现对中国哲学的系统性把

握。

最后，应当对儒学进行符合现实情况的新解释。现代社会对学科间相互交流和融

合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就使得儒学学者们有必要将儒学与现实相结合，与其他学科相

交融，并以此为基础开创出新的符合现实的儒学解释。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活范围包

括了经济、教育、社会、文化、宗教等各个领域，大学教育也更加强调通过学科间的

融合来启迪学生，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为了顺应时代和社会的潮流，未来儒学的研

究也应当朝着学科间融合的方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