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先秦汉唐时期儒学研究
金东敏

1. 序言
本报告作为《2015年韩国儒教文化报告》的一部分，综合分析了2016

年度在韩国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博士学位论文中与中国先秦和汉唐相

关的研究成果。论文的索引对象皆为韩国研究财团的期刊中正式收录
的论文（KCI），以及2016年韩国各大学提交的博士学位论文。筛选出

的论文发表时间是从2016年1月至12月一年间。首先，本报告以22家

哲学专业学术期刊作为分析研究对象。经分析，与中国先秦和汉唐时
期相关的论文共90篇。其中包括博士学位论文13篇以及其他一般论

文77篇。按时间划分，它们包括先秦时期70篇，占了绝大多数，秦汉时

期有17篇，汉代以后至隋唐时期共3篇。2016年研究秦汉时期的论文

有17篇，与去年相比有大幅增加。本报告只选取了与儒学有关的论文，
共计65篇，其他研究诸子百家、老庄哲学或道教的25篇论文均被排除

在本次研究对象之外。

为了一目了然地把握全部论文，笔者大致按照两种分类方式对其进

行了划分。第一是按人物进行划分，第二则是按主题划分。按人物分类

的话，分为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以及其他与儒

家理论相关的人物——“其他人物”。按照主题分类的话，类别包括①
经学思想、②哲学、③政治经济、④宗教、⑤教育、⑥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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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据人物进行划分
在全部的65篇论文中，有关人物研究的论文共计30篇。按照人物进行

分类，可分为①孔子：11篇，②孟子：6篇，③荀子：5篇，④其他人物：8

篇。与先秦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相关的论文共计22篇，

与其他人物即汉代儒家思想家——贾谊、董仲舒、王充、郑玄相关的

论文各1篇以及研究陆贾的论文5篇。相比2015年的调查结果，2016年

关于人物的论文数量与2015年的不相上下，前者为30篇，后者则是33

篇。在2016年的研究中，与孔子相关的论文相比去年数量仍旧保持稳

定，为11篇；但关于荀子的论文则从去年的11篇骤减为5篇；相反，研
究汉代儒学思想的论文则从3篇增加为8篇。在2014年和2015年的调

查中，大多数论文的研究对象是先秦时期的人物，关于其他时期人物

的研究十分有限；但2016年的研究中，研究孟子和荀子的论文数量更

多，很多汉代代表儒学家也成为了研究对象。这也是2016年在“中国先

秦、汉唐时期儒学研究”领域中出现的新特征。尽管如此，我们也应该

注意到在8篇研究汉代的论文中，5篇都是由同一作者执笔。这也体现

出当前韩国学界在研究汉代儒学思想领域人才的缺乏。同时，关于汉

代以后到宋代之前这一时间段内儒学人物的研究还存在相当大的空

白。这要求学界在扩大儒学研究领域方面付出更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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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孔子相关论文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发行机构

关于孔子“道”的研究—以《论
博士学位论文
语》为中心

韩国东西哲学会

孔子的消极评价对其弟子自 《儒教思想文
化研究》64
尊心产生的影响

韩国儒教学会

1

Kim, Weon Kap

2

金载京

3

金载京

4

Hwang Jeong Hee
安感——以哲学治疗中的不 《孔子学》31
和Yu Sung Seon

5

Yi Seung Ryul

6

Kim Hyeong Jung

7

Park Byoung Gu

8

Lee Taik Yong

9

Seo Se Young

重新解读《论语》“知”的概念 《东方学》34

10

Lim Heon Gyu

重新解读《论语》“仁”的概念 《东方学》34

11

Lim Heon Gyu

反馈对幸福感产生的影响

《儒教思想文
化研究》63

由孔子的“为仁由己”看道德不

安感缓解为中心

韩国儒教学会

韩国孔子学会

孔子的“共治”哲学及其五种框
《中国学报》76 韩国中国学会
架
孔孟提出的幸福之路——幸
忠南大学儒
福观的分析及其对当代的借 《儒学研究》37
学研究所
鉴意义
关于内圣外王思想中君子政
《退溪学与儒
治的研究——以孔子和孟子为
教文化》59
中心
对《论语》中“乐”的考察

《论语》中道•德的涵义

《东方学》34

《东洋古典
研究》63

庆北大学退
溪研究所

韩瑞大学东洋
古典研究所
韩瑞大学东洋
古典研究所
韩瑞大学东洋
古典研究所
东洋古典学会

2016年，与孔子以及《论语》相关的论文共11篇，略少于2015年的

16篇。具体来看的话，首先是一篇探讨孔子道的博士论文。这篇论文

将孔子之道规定为“人之路”或“真正做人”，指出孔子希望通过《论语》

中的道德和人伦等“道”思想，以及“好学”、“忠恕”等具体概念，以道的

实现为途径构建理想世界；同时文章还尝试对这一理想世界进行描绘。

其次，金载京的两篇论文则探讨的是孔子与其弟子的关系，以及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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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对其弟子造成的影响。就第一篇论文来看，它表明了了孔子的反馈

与弟子幸福观二者存在的关系；而第二篇论文则探究的是孔子消极评
价对其弟子自尊心造成的影响。这都是之前研究中没有出现过的新主
题，研究成果对于当下学校及教育界具有借鉴意义。

Yi Seung Ryul的论文则是从中国古代政治理论——“共治主

义”——的角度探讨孔子的政治理论。作者认为“共治主义”具有德治

和礼治的特征，相信人性，其目的在于促进君臣间紧密协作、限制君

权、保障和强化臣权。作者从“共治理论”的角度分析了孔子政治理论所

具有的特点。在探究孔孟理论的两篇论文中，一篇是分析孔子和孟子
的幸福观及其对当代社会借鉴意义的论文，而另一篇则阐述的是君子

内圣外王政治及伦理之间的有机统一及其连贯性。最后，其他四篇文

章则是通对进一步体系化地分析《论语》中“乐”“知”“仁”“道•德”等概

念，在丰富孔子及《论语》中相关哲学概念含义的同时，也加深我们对
这些概念的理解。

2）孟子相关论文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1

Kim Won Hee

孟子的道德人间像研究

3

张元泰

孟子圣人论的涵义

5

李宗雨

6

Shim Hyun Sup

2

4

Kim Se Jong

孟子和荀子的心论研究

学术期刊

博士学位论文
博士学位论文

发行机构

成均馆大学
成均馆大学

《儒教思想文
化研究》63

韩国儒教学会

从孟子和荀子的伦理观看刑 《儒教思想文
化研究》64
法中的通奸罪

韩国儒教学会

Kim Myeong Seok 孟子性善说合理性小考

孟子和荀子审美的比较研究

《退溪学报》140

《儒学研究》34

退溪学研究院

忠南大学 儒
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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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孟子以及《孟子》相关的论文仅有6篇。与2014年的13篇相比，可

谓大幅减少，但与2015年相比，数量相同。去年的6篇论文中也有一篇
是博士学位论文，而今年则有两篇。可见？仍然是儒学研究领域的重
要组成部分。这两篇博士学位论文都是从心理学层面对孟子伦理理论

进行探究。
《孟子的道德人间像研究》探讨的是作为人间道德原则的

四端如何表露为道德人间像的过程。作者认为孟子的道德论是从心

学的角度对孔子“仁”思想的进一步整理和深化，对于现代社会中各种

人际关系中问题的解决具有启示作用。
《孟子和荀子的心论研究》一文
围绕“人心之用”的问题，探讨了孟子和荀子对于心的哲学思考。这篇文

章的特色之处在于它通过灵活运用当代心理学和神经学研究成果的

方法，重新解释了先秦时期哲学中的争论点。

探讨孟子圣人论和性善说的两篇论文对既往已有的研究成果进

行了进一步的巩固和深化，从而加深了我们对相关概念的理解。张元

泰的论文《孟子圣人论的涵义》认为与法家或荀子的主张不同，孟子
的圣人论体现了先秦时期儒学的特征，是孟子哲学的核心主题。Kim

Myeong Seok的论文《孟子性善说合理性小考》则主张孟子把人的

感觉欲求与道德倾向都视为人的本性，由此采用了一种与先前讨论孟

子性善说论文所不同的新方式。
3）荀子相关论文
序号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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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eong Young Su
Lee Eun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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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

对荀子学问观的考察

探究荀子对《书》的引用情况

学术期刊

发行机构

博士学位论文 忠南大学

《东洋哲学
研究》85

东洋哲学研究会

序号

作者

3

Lee Hae Young

4

Chung Yong Hwan

5

Kim Do Il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荀子对弟子的评判——以批判 《东洋哲学
研究》86
墨子为中心
探究荀子经验主义式的真理 《东洋哲学
研究》82
观及治道论的两面性

《荀子》中的“谦”——以仲尼篇 《中国学
报》76
和臣道篇为中心

发行机构
东洋哲学研究会
东洋哲学研究会
韩国中国学会

与2015年的11篇相比，2016年荀子相关的论文大幅减少到仅有5篇，

数量与2014年相近，2014年研究荀子的论文也只有4篇。2015年，2014

年的研究内容不仅有分析荀子哲学核心内容的，也有从现代的视角重

新审视荀子思想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价值的，内容十分多样、广泛。与

此相比，2016年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则相对数量有限、内容也较为单

一。

首先这里要介绍的是一篇博士论文——《对荀子学问观的考察》。

这篇论文分析了荀子道德哲学对现代意义上感情的看法。文章具体阐

释了荀子哲学体系对感情的定义及对感情发展过程的描述。论文的目
的是通过解释感情启发，来探讨感情启发对实现道德之人的影响。

Lee Eun Ho的论文则试图通过分析整理荀子对《书》的50多处引

用来解释荀子思想的特征。他的这种尝试对于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

先秦时期经学史的发展历程有重要意义。Lee Hae Young的论文则

通过节选作为荀子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荀子对弟子（墨子）评判，

来展现荀子思想的基本特点和风格。作者在文中指出，荀子试图用礼

来调节和控制欲望，以实现社会安定。Chung Yong Hwan 的论文

《探究荀子经验主义式的真理观及治道论的两面性》一方面肯定了荀
子经验主义式的真理观及治道论所具有的重要哲学史意义，另一方面

则指出这种思想可能会成为加强圣王王权的统治术，从而限制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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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哲学意义。
4）其他人物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Cho, Won Il
Kim, Jong Gyu

贾谊“人性论”研究

Cho, Won Il

陆贾政治思想研究

3

Cho, Won Il

陆贾“人性论”研究

4

Cho, Won Il

陆贾“君主论”思想研究

1
2

5

Kim, Yea Ho

6

Kim, Ju Chang

7

Cho, Won Il

8

Park Dong In

新语的道儒论研究

学术期刊

发行机构

《中国学论丛》52

韩国中国
文化学会

《退溪学论丛》
28

退溪学釜山
研究院

《中国学报》75

韩国中国学会

《东西哲学研究》 韩国东西哲学
84
研究会

《东洋哲学研究》
东洋哲学研究会
88

物学起点，董仲舒哲学的辨证
思维：以一气、感应、民主概念 《儒学研究》34
为中心

忠南大学 儒学
研究所

郑玄三礼注的礼学精神及政治
《儒学研究》35
意义

忠南大学 儒学
研究所

王充的人性论研究

《东西哲学研究》 韩国东西哲学
82
研究会

其他人物类别的分类下，与2014年的6篇和2015年的4篇相比，2016

年这一方向的研究不仅数量有所增加，研究领域也更加广泛。与此前
相同，这8篇论文都研究的是汉代思想家。近几年以来，关于研究汉代

以后到宋代之前思想家的论文凤毛麟角。今年这一分类下研究成果特

点是尽管论文数量有所减少，但是研究内容基本上覆盖了汉代所有的
知名思想家。同去年一样，研究陆贾和贾谊的论文都是由同一作者执

笔的。

这些论文中有两篇论文最为瞩目。首先是与董仲舒相关的论文，这

篇论文将董仲舒的思想定义为“物学”，体现出了与以往论文不同的研

究方法。以往的论文大多从董仲舒天人感应理论出发，认为天人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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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有神学的内容，因而对其进行批判；相反，Kim, Ju Chang的这篇

论文则认为天人感应理论作为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是一种宇宙社

会现象，因而具有浓厚的唯物主义色彩。Park Dong In的论文从当时
的时代背景出发对郑玄的三礼注进行探析，而非单纯从经学或礼学

的层面对其进行分析。Park Dong In认为郑玄的经学和三礼注是为了

打破当时混沌的时局而构建的理论。郑玄提出经学和三礼注目的在于

巩固和维护当时的政治体制，因而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此外，作
者还从思想史的层面解释了郑玄经学的重要意义。

3. 按照主题分类
按照主题分类，有①经学思想17篇，②哲学36篇，③教育8篇，④政治

经济6篇，⑤其他4篇。与2015年相比，经学思想相关研究小幅增加，哲

学相关论文则略有减少。教育方面的论文则从9篇大幅减少为3篇，而

政治经济领域及其他主题的论文数量则基本与去年相同。从整体上

来看，今年的论文研究数量从去年的71篇减少为65篇。另外，今年最
明显的特征是经学领域及教育领域论文研究成果数量的增加。

具体来看，经学思想领域研究最多的主题还是一直以来热门的

《周易》，共有5篇相关论文。此外还有关于《尚书》、
《诗经》、
《周礼》、
《春秋》等各种经典的研究。此外，还有三篇论文的研究对象是今年
最新出土的文献。此外，还有两篇论文研究的是之前研究较为冷门的

汉代谶纬书籍以及郑玄的思想。笔者认为经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对于

构建中国哲学的基础具有重要意义。哲学领域中，除了上述提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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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外，还有研究孝、天和天人合一、比较儒学和佛教人性概念、以

及易之无咎等主题的论文。2015年的13篇论文探讨的主题相对分散，
范围也较广；相反，2016年的论文主题则相对集中，研究范围也比较

窄。

1）经学思想研究
序号

作者

1

Sung Si Hun

2

Lee Kyu Hee

3
4
5
6
7

元勇准
Won Yong Joon

学术期刊

先秦时期对《尚书》思想特征的
博士学位论文
研究：以出土文献为中心

关于《周易》道德实践原理和方
博士学位论文
法的探讨

发行机构
成均馆大学
成均馆大学

《儒教思想文
化研究》63

韩国儒教学会

安承宇
《周易》对危机情况的隐喻及“害 《儒教思想文
化研究》64
An Seung Woo
怕”感情的体系

韩国儒教学会

关于《左传》预言记录的考察

元勇准
清华简书法的特征及其易学意 《儒教思想文
化研究》64
Won Yong Joon 义

李殷镐
Lee Eun Ho
元勇準

8

Won Yong Joon

9

Kim In Gyu

10

Park Sun Cheul

11

Cho Won Il

12

Seo Jeong Hwa

13

Yoon Seok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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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贡》 和而不同的共同体模 《儒教思想文
化研究》66
范

韩国儒教学会

韩国儒教学会

对出土文献中《周易》研究的方
《东洋哲学》45
法论考察

韩国东洋
哲学会

周礼的体制和儒学理念

退溪学釜山
研究院

对《周易》中“中”概念的原义及 《韩国哲学
论集》48
其变化的考察

《退溪学论丛》28

韩国哲学史
研究会

韩国中国
诗经中出现的中国思想的源流
《中国学论丛》51
文化学会
性研究

韩国中国
《诗经》和《尚书》的天人关系
《中国学论丛》51
文化学会
研究

儒教经典对周代宗庙的功能及 《东西哲学研究》 韩国东西
82
哲学会
其意义的理解

《周易》的忧患意识及占辞的可
《中国学报》77
变性

韩国中国学会

序号
14

作者

Bang In 和
Seok Min Hyun
Park Sung Jin

15
16
17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易纬《通卦验》的产生时期及卦
《儒学研究》37
气说

《公羊传》对《春秋》的解释和
《中国学报》77
倾向性

朴大成
汉代春秋学成立之前春秋观的 《儒教思想文
化研究》64
Park Dae Seong 考察
Park Dong In

郑玄三礼注的礼学精神及政治
《儒学研究》35
意义

发行机构

忠南大学儒学
研究所
韩国中国学会
韩国儒教学会
忠南大学儒学
研究所

与去年经学思想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书五经相比，今年的研

究对象还包括了《周礼》、
《三礼》、
《易经》以及新出土的文献等，研

究范围更加广泛。两篇博士学位论文中的一篇以新出土的文献为中心

对《尚书》进行研究的。作者在充分认识到汉代以后修订或创作的文
献在思想史或哲学史研究中优势，在考察青铜器时期铭文及战国时期

竹简的基础上，从思想史的角度阐明了《尚书》的发展历程，以及生活
在先秦时期人们的思想情况。

在这些论文中比较有新意的是两篇对既往较少研究的儒学经典进

行探究的论文，例如Kim In Gyu的《周礼的体制和儒学理念》一文，
Bang In 和Seok Min Hyun的《易纬<通卦验>的产生时期及卦气

说》一文，以及朴大成的《汉代春秋学成立之前春秋观的考察》。Kim
In Gyu认为，周礼以儒家的天人合一观为基础，包含了儒家的礼治理

念及仁思想；礼治的实现应当依赖于百姓自发的参与，这也直接反映

了儒家关于大同社会的理想政治论。Bang In 和Seok Min Hyun的
论文则围绕集汉代天文科学及易理论之大成的易纬展开。这种对易纬
的探究有利于加深我们对先前经学领域中较为生疏的谶纬以及汉代

象数学的理解。最后，
《汉代春秋学成立之前春秋观的考察》一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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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被评价为是春秋研究领域的基础性成果。这是因为以往的春秋经

学研究大多从汉代春秋三传开始，而在这篇论文中，作者则认为作为
春秋学理论根本的“微言大义”理论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协商妥

协的产物。通过分析诸子百家的春秋观，作者进一步论证了他的观点。
此外，作者还通过比较《孟子》和《公羊传》，具体分析了春秋学理论
的形成过程。

2）哲学研究领域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Kim Weon Kap

对孔子 道 的 研 究——以《论
博士学位论文
语》为中心

3

Jeong Young Su

荀子道德哲学的感情论

5

Sim Do Hee

古代儒学的“孝”思想及其特
博士学位论文
殊性研究

1
2

4

6

Kim Won Hee
Kim Se Jong

张元泰
Chang Won Tae

孟子道德的人间像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孟子和荀子关于“心论”的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孟子圣人论的涵义

博士学位论文

10

Lee Yun Jeong

荀子对弟子的批判——以 对 《东洋哲学
研究》86
墨子的批判为中心

11

Kwon Sun Hyang
Chi Chun Ho

12

Kim Hyeong Jung 福观的分析及其对当代的借 《儒学研究》37

24

从天人合一的角度看认识和
《儒学研究》34
实践性学习的结合
探究儒学和佛教人性概念的
关系——以《论语》和《大乘 《儒学研究》36
起信论》为中心

孔孟提出的幸福之路——幸
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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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均馆大学

东洋哲学
研究会

Lee Hae Young

探究荀子对《书》的引用情况

成均馆大学

《东洋哲学
研究》85

9

Lee Eun Ho

成均馆大学

全南大学

韩国儒教学会

从孟子和荀子的伦理观看刑 《儒教思想文
化研究》64
法中的通奸罪

8

圆光大学

《儒教思想文
化研究》63

李宗雨
Yi Jong Woo

7

发行机构

韩国儒教学会

东洋哲学
研究会

忠南大学儒
学研究所
忠南大学儒
学研究所
忠南大学儒
学研究所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韩国哲学
史研究会

《东方学》34

韩瑞大学东洋
古典研究所

重新解读《论语》中“仁”的概
《东方学》34
念

韩瑞大学东洋
古典研究所

Shin Soon Jeong 《论语》“性心”和“乐”的结构

14

Yoon Seok Min

15

Lee, Taik Yong

16

Seo Se Young

17

Lim Heon Gyu

18

Joo Young Ah

19

Lim Heon Gyu

20

Bin Dong Choel

21

Jeong Young Su

22

Cho Woo Jin

23

Cho Woo Jin

Yoo Heun Woo

26

Chung Young
Hwan

25

27
28
29

30

31

从叙述哲学的角度重新解读
《韩国哲学
《论语》——以子路的人性涵
论集》51
养为中心
对《论语》中“乐”的考察

重新解读《论语》中“知”的概
《东方学》34
念

《论语》中诗的考察

论语中“道•德”的涵义

Kim Do Il

Kim Yea Ho

Cho Won Il
Kim Jong Gyu
Cho Won Il

《东方学》35
《东洋古典
研究》63

探究中国古代“天”和“上帝”概
《孔子学》30
念的同一性

以“乐”调节情绪——以《荀子•
《孔子学》30
乐论》和《礼记•乐器》为中心
以沟通为目的的《周易》无咎
《孔子学》30
理论

吝的小考——以《易经》为中
《孔子学》31
心

《论语•季路问事鬼神》的考究 《孔子学》31

Kim Myeong Seok 孟子性善说合理性小考

Park Young Woo

发行机构

《韩国哲学
论集》51

13

24

学术期刊

《退溪学
报》140

探究荀子经验主义式的真理 《东西哲学
研究》82
观及治道论的两面性

易象，为己之学的解释机制

《中国学报》75

新语的道儒论研究

《中国学报》75

王充的人性论研究

《东西哲学
研究》82

《荀子》中的“谦”——以仲尼篇
《中国学报》76
和臣道篇为中心
贾谊的人性论研究

《中国学论
丛》52

韩国哲学
史研究会

韩瑞大学东洋
古典研究所

韩瑞大学东洋
古典研究所
东洋古典学会

韩国孔子学会
韩国孔子学会
韩国孔子学会
韩国孔子学会
韩国孔子学会

退溪学研究院

韩国东西
哲学会

韩国中国学会
韩国中国学会
韩国中国学会

韩国中国
文化学会
韩国东西
哲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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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32

Cho Won Il

陆贾的人性论研究

33

Cho Won Il

陆贾的君主论思想研究

34

Kim Ju Chang

学术期刊

《退溪学论
丛》28
《东洋哲学
研究》88

物学起点，董仲舒哲学的辨证
思维：以一气、感应、民主概 《儒学研究》34
念为中心

发行机构

退溪学釜
山研究院

东洋哲学
研究会

忠南大学儒
学研究所

哲学研究领域共34篇论文，其中研究先秦时代的论文有28篇，汉

代的有6篇。除去上文在人物分类中已经列举或探讨的论文之外还有
9篇。首先这里要介绍的是一篇博士学位论文，即Sim Do Hee

的《古代儒学的“孝”思想及其特殊性研究》。这篇文章探究的主题是

作为东方思想代表的“孝”思想，作者通过分析“孝”思想的形成和变化

过程，试图将儒学的“孝”思想区别于其他文化以强调其特殊性。这篇

论文在阐述“孝”思想是如何从家庭伦理的范围扩大到国家及天下统

治伦理的同时，尖锐的批判了“孝”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局限性。作者
反对将儒学“孝”的概念僵化的做法，他强调我们必须重新解读“孝”思
想，以使其符合当代共同体的思潮，从而发挥传统思想的现代价值。

Bin Dong Choel的《探究中国古代“天”和“上帝”概念的同一性》

则是以最近中国考古学的新成果为出发点，探究了中国古代“天”和“上

帝”概念的渊源及其发展历程。作者通过分析甲骨文和铭文上对这两

个概念的记载，深入地探讨了这两个作为儒学核心概念的词语在被披

上伦理及哲学色彩之前的概念渊源。Lee Yun Jeong的《从天人合一
的角度看认识和实践性学习的结合》则分析了作为儒学思想学习论和

修养论源泉的“天人合一”概念的涵义。作者将天人合一作为儒学的终
极理想，探讨了人通过认识和实践学习实现天人合一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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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 Woo Jin的两篇论文《以沟通为目的的<周易>无咎理论》以及

《吝的小考——以<易经>为中心》从现代的角度对《周易》的概念重新

进行了解读，这对于发掘儒学的现代意义具有重要作用。作者在第一
篇论文中通过分析《周易》的“无咎”概念，指出“无咎”对于我们在现

代社会中寻找正确的生活方式，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和方法具有重

要意义。第二篇论文则分析了《周易》“吝”的概念在个人生活中，如何

促进了个体与他人的沟通。作者认为，
《周易》不仅在当代社会也有重
要的借鉴意义，其中还蕴含着深厚的人生哲理和丰富的人生智慧。
3）教育领域研究
序号
1
2
3

作者

论文题目

金载京
反馈对幸福感产生的影响
Kim Jack Young

学术期刊

《儒教思想文
化研究》63

金载京
孔子的消极评价对其弟子自尊 《儒教思想文
化研究》64
Kim Jack Young 心产生的影响
Go Jae Suk

关于《论语》中人性教育评价 《东洋哲学
研究》88
标准之理论基础的研究

发行机构
韩国儒教学会
韩国儒教学会
东洋哲学研究会

与2015年的7篇相比，2016年关于教育主题的研究较少，只有3篇。

金载京的两篇论文探究的是孔子在教育弟子的过程中采取了哪些方式，
以及这些方式对其学生造成的影响。第一篇论文是关于孔子的反馈

如何提高了学生的满足感以及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动机，进而提高了学

生的幸福感。第二篇论文则分析了孔子的消极评价如何导致了孔子及

其弟子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这种紧张关系如何进一步影响了其弟子
的性格，以及对他们自尊心造成的影响。这两篇文章都集中探讨了孔

子的这些行为如何增强了学生的自尊心，激励了他们的学习热情，对于
当代学校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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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 Jae Suk《关于<论语>中人性教育评价标准之理论基础的研究》

一文则以《论语》中孔子的人性教育为中心，探究了如何开发出能够应
用于当代学校教育中的人性教育评价标准。虽然东方的传统教育多强

调以人性教育为本的全面素质教育，但是这一教育方法在当代教育的

诸多方面，例如人性意义、教育内容、具体的评价标准或方法、以及是
对当代教育环境的适用性等都存在很多问题。鉴于此，作者为了构建

更为客观的、用于评价人性指数的新标准，围绕《论语》中的“仁”，详
细解释了实现“仁”的方法，并列举了重要道德品质。虽然作者提出的

这种评价标准还处于研究阶段，它的现实适用性也有待考察，但是考

虑到这种评价标准对于重新审视东方人性标准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

以及其潜在的适用性，我们还是应当积极评价作者的研究成果。
4）政治经济领域研究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考察《春秋左氏 传》中郑子产 《东洋古典
研究》65
的外交政治

1

车镇万
Cha Jin Man

2

Park Byoung Gu 的研究——以孔子和孟子为中

3

Yi Seung Ryul

4

Cho, Won Il

5

Park Dong In

6

Park Dong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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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内圣外王思想中君子政治

心

《退溪学与儒
教文化》59

孔子的“共治”哲学及其五种框
《中国学报》76
架
陆贾政治思想研究

《东西哲学
研究》84

《白虎通义》的儒家哲学及其政
《阳明学》 44
治意义

《白虎通义》的创作过程及其政
治意义——拥护王权和限制王 《儒学研究》36
权的矛盾性

发行机构

东洋古典
研究会

庆北大学退
溪研究所
韩国中国学会

韩国东西哲
学研究会

韩国阳明学会

忠南大学 儒
学研究所

这6篇论文研究的都是政治领域。其中《考察<春秋左氏传>中郑子

产的外交政治春秋左氏传》主要研究了春秋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政治

家——郑子产的政治理论，这为我们理解作为先秦时期儒学哲学重

要舞台的春秋时代政治提供了大量的资料。作者根据《左传》的内容，

将郑子产的政治定义为正名的政治，主张郑子产以其超乎寻常的洞察

力，开展了以名分为依据的自立外交。可见，关于春秋时期主要政治家

的正名政治与儒学代表人物——孔子的正名论之间差异的主题具有

重要的研究价值。

同时，Park Dong In的两篇论文，以汉代今古文论学结晶——《白

虎通义》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当时儒学的特征及其政治意义。作者在

文中介绍了《白虎通义》的成书背景，指出《白虎通义》是班固根据章

帝时期在白虎观组织的经学大辩论的内容撰集而成的著作，这意味着

《白虎通义》中的儒学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白虎通义》是反映汉代

儒学的代表作，通过研究它，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汉代儒学与先秦
时期或宋朝儒学的区别及其特殊性。
5）其他研究
序号
1
2
3
4

作者

Kim Yun Ju

Lee Soon Ok

Lee Young Mo
Shim Hyun Sup

论文题目

学术期刊

《周易》生生思想的书图美
博士学位论文
学研究
东汉书论的美学思想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探究把“思无 邪”作为艺术 《儒教思想文
化研究》63
评价普遍标准的可能性

孟子和荀子审美的比较研
《儒学研究》34
究

发行机构
成均馆大学
成均馆大学
韩国儒教学会
忠南大学 儒
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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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5

作者

论文题目

由孔子的“为仁由己”看道德

学术期刊

Hwang Jeong Hee
不安感 ——以哲学治疗中 《孔子学》31
和Yu Sung Seon

的不安感缓解为中心

发行机构
韩国孔子学会

在其他论文研究方面，一共有5篇论文，其中有4篇是关于美学思

想的内容，剩下的1篇是以孔子思想为基础探讨哲学治疗的可能性。首

先，Kim Yun Ju的博士论文《<周易>生生思想的书图美学研究》从

美学的角度研究了“生生”原理，这一原理主要分析了《周易》中关于宇

宙万物运动变化的法则。文章的核心在于强调《周易》“生生的”美学
思想是对“自然生生不已、充满生意”的追求；东方书画艺术便是这种

思想熏陶下的产物。Lee Young Mo《探究把“思无邪”作为艺术评价

普遍标准的可能性》一文首先指出，“思无邪”是孔子评价诗歌总集《诗
经》的著名观点，文章继而围绕是否可以将“思无邪”应用于全部艺术

形式的内容进行了探讨。目前关于“思无邪”的研究多从伦理学的角度
展开，而本文则尝试从美学的层面对其进行剖析。作者之所以能够提

出这种独树一帜的分析方法在于作者关于“思无邪”是欲望和志向等心
活动产物的认识。

Hwang Jeong Hee和Yu Sung Seon的论文《由孔子的“为仁由己”

看道德不安感——以哲学治疗中的不安感缓解为中心》则围绕最近热

议的哲学治疗展开。文章认为孔子“仁”的思想是仁的本性，回归本性

是实现道德性回归，即缓解道德不安感的重要途径。笔者认为，这种

关于儒学思想在哲学治疗中应用前景的探究对于我们从更大范围上
理解儒学思想的现代意义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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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论文分析及其评价
以上笔者从分类的角度，简略地介绍了人物和主题分类下的相关论文。
这篇报告中收录的65篇论文都是研究者专业知识和努力的结晶，他们

不仅是学者们珍贵的成就，也是韩国学界不可多得的财富。作为学术
报告，笔者本应该分别对这些论文的内容及其核心思想进行具体详细
的介绍，但是鉴于篇幅有限，此处笔者只选取了两篇论对其进行详细

的学术分析和评价。这两篇论文的立题都十分新颖，它们研究的都是

目前韩国学界较少涉及的、关于战国时期到汉代儒学思想的主题，而

非较热门的、先秦时期汉代儒学思想形成过程或其思想特征的主题。
首先要介绍的论文是《<白虎通义>的儒家哲学及其政治意义》。这

篇论文通过研究汉代儒学思想与政治的关系，揭示了汉代儒学发展

的实际情况及其学术特征。汉代是儒学成为官学的时期，而在这一过

程中，董仲舒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白虎观大辩论是为确立后汉皇权至

高地位而召集的会议，这次辩论的内容被编录在了《白虎通义》中。而

《<白虎通义>的创作过程及其政治意义——拥护王权和限制王权的矛
盾性》是这篇论文的先行之作。它具体介绍了白虎观大辩论召开的背

景以及《白虎通义》一书的性质。虽然白虎馆大辩论宣称其目的在于

讲论五经同异，但事实上却反映了章帝强烈的政治意图。章帝希望通

过这场辩论解决自后汉建立以来积压的各种政治问题，从而强化以

皇帝为中心的封建统治秩序，这些内容都被记录在了《白虎通义》中。
因此，我们可能会认为《白虎通义》应当主要记录的是关于如何加强

皇权和封建等级秩序的理论或政策。但事实上，除了主张加强王权之
外，书中还提到了儒学士大夫们试图采取一些限制王权的措施，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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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
《白虎通义》的内容既包括了加强皇权的内

容，也包含了限制皇权的内容。

以第一篇《<白虎通义>的创作过程及其政治意义——拥护王权和

限制王权的矛盾性》为基础，作者在第二篇论文——《<白虎通义>的

儒家哲学及其政治意义》中，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具体分析了《白虎

通义》中体现的儒家哲学的特点，并就“如何构建以皇权为中心的封

建统治体系”展开了探讨。换言之，
《白虎通义》通过把天子和百姓直
接联系在一起，试图构建一个以皇权为中心的一元化统治。为了将这

种说法合理化，
《白虎通义》还突出强调了王权说和重民理论。同时

它还在吸收儒学传统礼法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把百姓与皇帝
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新礼法，从而合理化了百姓作为皇帝直接统治对象
的地位。这本书还特别重视通过构建封建伦理纲常来构建封建等级

秩序。它主张上至皇帝，
下到普通百姓，都难以摆脱三纲六纪的伦理，

三纲六纪的伦理秩序是不受外界压力，永恒不变的封建等级秩序。作
者认为，
《白虎通义》一书中反应的儒学思想是章帝精心筹划的政治
产物，也是后汉时期儒学思想中的重要特征之一。

笔者也赞同作者的这一主张，即《白虎通义》中的儒学思想切实反

映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及政治现实。通常而言，我们都认为大多数汉代

的经学辩论只是单纯的学术讨论，但其实这些辩论的性质更接近于

具有鲜明政治目的政治辩论。白虎观大辩论尤其如此，它不仅是章帝
精心策划、组织的辩论，辩论内容也多围绕如何实现以皇帝为中心的

一元化社会等政治内容而展开。虽然这场辩论也因为要探讨如何纠

正五经同异，以及建立统一的经典解释标准等内容而吸引了众多学者，
但是因为章帝直接主持并规定了经典解释的方向，所以我们必须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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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辩论内在具有的强烈政治色彩。

就文章的不足之处而言，论文的主题虽然是探究《白虎通义》中体

现的儒家思想，但作者却用大量的篇幅探讨了“构建以皇帝为中心的

封建统治体制的政治目的对《白虎通义》造成的影响”；而关于儒学思

想的内容等却很少。鉴于白虎观辩论的目的在于统一经典解释，我们

可以大体推测，在编撰《白虎通义》一书的过程中，学者们应该围绕经

学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但对此作者却没能给出说明。事实上，经学辩

论大多都围绕公羊学和左氏学在政治领域的尖锐对立展开。当时，左

氏学为了加强皇权，提出了弱化诸侯权力，禁止大夫遂事等建议，还主

张合理化以皇帝为中心的统治体系。因此，章帝试图将辩论的核心主

题引到对左氏学理论的探究，从而使这场辩论为构建以皇帝为中心

的一元化权力秩序服务。公羊学作为与左氏学相对立的代表学派，在

这一问题上则与左氏学针锋相对。
《白虎通义》对此都进行了详细的

记载。笔者认为，作者在分析《白虎通义》一书的性质时，也应该围绕

春秋学领域展开的辩论来进行。而这场辩论的核心就在于把《春秋》

中关于天子和诸侯关系，诸侯和大夫权力等内容与现实政治相结合，
从而为实现绝对皇权的合法化服务。

由于这篇论文关于以上内容的分析笔墨较少，而着重于从章帝的

政治目的以及当时的政治情况的角度对《白虎通义》进行分析，所以

我们很难评价说这篇论文对《白虎通义》的儒家哲学进行了详细完整

的探讨。但是值得肯定的是，作者在文中简单介绍了《白虎通义》中提

及的关于经学辩论的核心问题，并表达了作者自己对于这场辩论的看

法。此外，这篇论文还对目前学界关于《白虎通义》的相关研究进行了

总结，对此我们应当积极肯定其学术价值。

第1章 先秦汉唐时期儒学研究

33

笔者要探讨的第二篇论文是《关于<左传>预言记录的考察》。一

般而言，研究先秦时期孔子和孟子等代表人物的儒学思想与研究秦汉

时期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学思想，无论是在学问的性质还是内容上都会

有很大的差异。不同于先秦时期，在秦汉时期，阴阳五行论或天人关
系论是治学的基础，这就使得这一时期的儒学思想也带有形而上学和

宇宙论的色彩，以及宗教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倾向。这篇论文围绕《左
传》预言记录中反映的儒家伦理理论，探讨了这一理论对秦汉儒家思
想发展造成的影响。

目前关于秦汉时期儒家思想的研究主要围绕汉代初期儒学家陆

贾和贾谊，以及开创汉代儒学主流的董仲舒的思想展开，在探讨这些

学者的理论时，也多从当时时代背景的角度进行，常常忽略对他们思

想产生缘由的探究。这篇论文在这一方面独树一帜，作者在文中指出，

《左传》中体现的儒家伦理思想与先秦时期的时代背景不相符合，而

这些思想却在战国末期到先秦时期发展成为了儒家思想的一个独立

门派。具体来说，
《左传》的预言记录不符合当时先秦时期的时代背景，

其中体现了很多后来秦汉时期儒家思想的特征，这说明，
《左传》预

言记录中的一些主张可能对后来汉代儒学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

作用。当前的研究虽然也指出了秦汉时期和先秦时期儒学思想的差别，

但却未能解释这种差异形成的过程以及发展的情况。但是这篇论文
却从《左传》的预言记录出发，详细地阐述了儒家思想从先秦时期到

秦汉时期的变化过程，从而敏锐地发现了了儒学思想的这一变化情况。
作者通过对《左传》预言记录的分析，发现了先秦儒学思想的新特

征——蕴含着从战国末期到汉代初期盛行的阴阳五行理论和天人关
系理论的思想。此外，作者还指出，
《左传》的预言其实是从儒家伦理

34

第1编 中国儒学

的角度对《周易》未来预言式的咒术进行重新解读。作者认为《左传》

通过借鉴阴阳五行论和天人关系等理论，提出了新的儒家伦理，这相

当于是在战国末期就预见到了汉代初期的政治和社会情况。具体来说，
当时的黄老道家思想以天人关系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一套统一帝国

的意识形态，成为了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为了适应当时的时代趋势，

儒学思想也需要创造出新的、区别于先秦儒学思想的新理论，这种尝

试的结果就是《左传》的预言记录。儒学理论家们在《左传》中阐发了

与道家思想不同的、新儒学伦理思想。为了进一步克服道家思想的缺

陷，实现儒学的正统地位，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学家们进行了新的尝

试。

综上所述，作者认为，
《左传》是从战国末期到汉代初期众多儒学

家们努力的结晶。其内容并没有仅仅局限于《周易》未来预言式的占卜

术，而是扩展到了对以人的道德和伦理为核心的儒家伦理理论的探讨。
这种伦理理论是天道与人道的结合，是咒术与伦理的统一，这就使得

《左传》预言记录体现出了与先秦伦理理论截然不同的特征，而这种
新的特征恰恰是为适应战国末期到汉代初期的新时代形势而产生的

必然结果。因此，
《左传》的预言记录集中体现了从先秦时期到秦汉
时期转折过程中儒家理论的过渡性特征。这对以后汉代儒学思想的

形成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学界在战国末期或汉代初期思想界或儒学思想的研究方面、

在《左传》或《公羊传》等代表经典的解读方面仍然进展缓慢。在这

种背景下，这篇论文可谓是架起春秋战国时期到汉代断代思想史的桥
梁，也为我们理解汉代儒学思想特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而具有很

高的学术价值。只是正如作者在文中提到的，在《左传》的成书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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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真假问题尚未定论之前，作者的这种主张可能会根基不稳，由于缺

乏足够的理论支撑而遭致怀疑。为了打消这种疑虑，作者有必要在绪

论中明确指出这些预言记录确为战国末期或汉代初期记录的事实，或
者需要以学界的正统理论为依据对其进行详细阐述。

作者把《左氏传》的预言记录看作是战国末期到汉代初期儒学思

想家们为应对黄老之学而创作的书籍，这是一种十分新颖的解读方式。

目前韩国儒学界一般从陆贾和贾谊等特定人物的角度，分析汉代黄

老之学的兴起；并从董仲舒思想的角度阐发天人关系建立。相反，这
篇论文则认为《左传》是汉初儒家适应时代特征的产物。作者考虑到

目前学界关于《左传》的成书时间仍有很多争议，所以没有对此发表

太多具体看法。但问题在于，如果《左传》的预言记录与黄老之学有关，

也对董仲舒主张的儒学正统化产生影响的话，即使不讨论《左传》的

成书问题，作者也应当稍微探讨一下文中提到的、预言记录的成书时

间，以确保它们确实是战国末期或汉代初期的作品。

此外，目前学界对汉初思想的研究主要围绕的是汉初儒学家与黄

老之学的对立。这就导致了学界在解释“为何会出现像董仲舒一样的

强有力的儒学人物”的问题上束手无策。今后的研究应当以这篇论文

为基础，进一步发掘董仲舒思想的非特殊之处，并探究出类似于《左

传》预言记录等思想在董仲舒思想形成中扮演的作用。我们也必要对

比研究汉初陆贾、贾谊等人的相关理论与董仲舒思想的同异之处。从

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这种研究方式的学术价值不可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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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评价与展望
2016年研究先秦时期到汉唐时期儒学特征的论文共有65篇。与去年
的71篇相比，数量变化不大。按时期划分，研究先秦时代儒学思想的

论文数量大幅减少，而研究秦汉时期儒学特征的论文数量则增加了

10篇以上。之前较少涉及的，研究秦汉时期儒学思想的论文数量有所
增加，但是除了先秦和秦汉时期之外，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或隋唐时期

等时间段儒学思想的研究仍旧停滞不前。就分析内容来看，在人物类

别下，研究仍然集中于孔子和孟子等个别学者；此外，虽然关于荀子的

研究有所减少，但是关于汉代儒学思想家的研究却有所增加。就内容

来看，有从更深层次的角度研究《论语》中出现的各种概念的，也有

研究汉代思想家思想的，例如有四篇论文研究的是陆贾的思想。同时，
研究贾谊、董仲舒、王充、郑玄等汉代代表思想家的论文数量也维持了

相对稳定的状态。

按主题分类的话，与去年相比，研究经学思想领域的论文数量有

所增加；但教育领域的论文数量却减少了近三分之一。关于儒家哲学

经典著作的研究数量也在持续增加。从学界长远良性发展的角度来看，

这是十分值得肯定的现象。虽然前几年的研究中，有很多论文尝试从

现代的角度解释过去的儒学思想，例如人性教育，或是尝试把儒学与
其他学科相结合，进行学科交叉研究。但今年这一方向的研究数量却

大为减少，这可能不利于促进儒学的现代化发展。此外，经学领域的

研究不再像过去那样，过度集中于对《周易》的研究，而是将研究范

围扩大到了《诗》、
《书》、
《礼》、
《春秋》、
《周易》、新出土文献以及

谶纬等各种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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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2014年的报告进行分析的话，就学界对先秦时期到隋唐时期

儒学思想研究的倾向来看，虽然不同时期论文的数量可能会有所差

别，但是大体上都呈现出了相似的特征。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围绕孔

子、孟子、荀子，以及《周易》展开。其他人物或者经典的研究常常局限
于特定时期的代表人物。这种僵化的研究形式不利于促进各个领域

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也可能会导致儒学思想史研究的不平衡，长远来

看还会严重阻碍韩国哲学界的进一步发展。

如上所述，报告发现目前儒学研究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研究的倾向

性。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学界各位学者们在新资料发掘，以及
研究领域扩大方面的不懈努力。为此，我们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做出

改进。首先，对于那些目前韩国学界仍停滞不前的研究领域，中国或日

本学界可能已经有了相关的学术积累。因此，我们需要通过体系化地

翻译介绍那些研究成果，从而加深学者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及对这

些主题研究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其次，对于那些目前尚未被研究

的儒学历史人物及其著作，或者经学领域的重要书籍，我们也需要阶

段性地对它们进行翻译和介绍，从而给学者们创造接触这些文本的

机会。简言之，为了实现专业化的研究，我们需要不断夯实基础，从而

为研究领域的丰富，以及学术发展均衡性的实现创造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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