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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言

2016年韩国学术情报网（RISS）一共收录了18篇与近代中国儒学有关

的，人文社会学方向的研究成果。这与往年相比，数量基本大同小异。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有关“中国梦”的儒学复兴运动有复苏迹象，但

是这种趋势并没有带来近代中国儒学研究的新潮。在中国，近代儒学

不过是一种工具，用于连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传统，且以“儒学现代化”

的形式出现。有关公羊学派（康有为，梁启超等）和20世纪台湾新儒家

（以梁簌溟，胡适，牟忠三为首）的研究日渐活跃。相反，在韩国，有关

这一领域的研究却逐年递减，韩国学者跨时代的研究付出并未能让韩

国更加接近中国近代儒学。

依作者分析，这因三个原因所致。首先，对研究需求量的不足导致

研究人员短缺。philosophy-哲学一词是在日本殖民时期流入到韩

国的，它泛指西洋哲学，以儒学为首的东方哲学在韩国早已失去地位。

且韩国各大学几乎没有东洋哲学系，各大学的哲学系均以西洋哲学为

主。近年来，韩国各大学甚至以经营困难为由试图废除哲学系。就业

本不是大学和学问存在之理由，然而哲学系却因这种荒唐的理由遇到

了生存危机。这必将导致人文学科的危机，尤其是人文学科中占比较

少的哲学，东洋哲学更是如此。

其次是对原著的解释和理解的难度较大。近代中国的哲学文献既

有文言文也有白话文，甚至还有把这俩适当结合的半白话文。研究东

洋哲学的基础是对原著的正确理解，但近代文献的文体如此杂乱，其

解释难度可想而知。例如理解福若伯是Friedrich Wilhelm August 

Fröbel的中文表达方式，需要研究者付出很长一段时间。同时，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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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知性与韩中日，甚至与西方相连。因此，若想正确理解中国哲学，

需要了解东亚，乃至全世界的哲学、历史、文化等知识。让一名学者单

独完成如此宽泛的研究未免不太现实。因此，有关研究至今未能成型。

最后，研究近代中国哲学很难得出与韩国的社会风俗相符的结论。

无论研究对象是西方还是东亚；古代还是现代，所有的哲学都是对现

实的写照。因此，所有的哲学都是现代哲学，尤其是近代哲学与我们

现今的意识形态息息相关。因此，哲学研究很容易被国家，民族，文化

等当下利害关系所左右。比如，我们认为：在日本殖民时期，在韩国讨

论理想主义哲学是亲日行为；日本的大东亚共荣文明开化论则是军国

主义侵略政策的缩影；而中国儒学的复兴则是国家主导的产物。当然，

我们在讨论近代儒教哲学时，必须要结合当下的情况。但截至目前，近

代儒教研究还未能摆脱意识形态的盲点，这反过来也阻碍了相关研究

的发展。

然而，韩国学者对中国近代的研究依旧保持着活力。2016年，在学

术网发表的有关中国近代研究的18篇论文中，哲学和历史学领域的论

文为6篇，文学5篇，书志学1篇。往年还曾有社会学和政治学论文。此

方向的大部分论文是关于东亚近代化的研究。而通过中国和儒学，研

究近代化的论文逐年递减。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领域的近期研究以韩

国儒学为其主要研究对象。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有李滉稙的《关于解

放后儒教近代化尝试的分析与评价》（“社会理论”50，韩国社会理论

学会，2016）和金是天《再述儒教-亚洲价值与现代社会》（“政治与评

论”18，韩国政治评论学会，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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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人物分类

去年，梁启超依旧是中国近代儒家研究的热门对象。此外，还有对康

有为、章炳鳞、张君劢、钱玄同等人的研究。其中哲学论文为3篇，史学

论文2篇,文学论文4篇,书志学论文1篇，共10篇论文。以下是其目录。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机关

哲学 李惠京
Chinese Constitutionalist 
And Revolutionist Views 
On Chosen Korea

Acta Koreana 
19-1

启明大 韩国
学研究院

哲学 韩成求 中国近代心力说与梁启超的美
学思想

儒教思想文
化研究66 韩国儒教学会

史学 郑址浩 淸末民初梁启超的联邦制论与
‘新中国' 建设

中国近现代
史 研究 72

中国近现代
史学会

文学 裴钟硕 梁启超在日時期诗词研究 大东文化硏究 
95

成均馆大学 大
东文化研究院

文学 崔亨旭 梁启超尙武精神论探究 中国语文学
论集 96

中国语文学
研究会

文学 韩晓•牛林杰 梁启超著述中的儿童观和儿童
文学

泮桥語文
硏究 44 半桥语文学会

书志学 郑星美•宋日基 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的内
容分析 书志学研究 68 韩国书志学会

如图所示，去年一共有7篇关于梁启超的论文，分布在文学、史学、

哲学和书志学等领域。梁启超是近代中国学术界的集大成者，因此关

于他的研究颇为广泛。此外，还有两篇关于康有为的研究，对章炳鳞、

张君劢、钱玄同的研究各有1篇。其中李惠京在论文中比较了梁启超与

章炳鳞，李康范则对钱玄同与康有做了比较。

李惠京以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为契机，比较了两者对安重根的看

法。在李惠京看来，梁启超是立宪主义者，而章炳鳞则是革命家。略

显遗憾的是，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事件发生在1909年，而该文章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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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时间上与此不符的一些文献。实际上，梁启超并非一名立宪主义

者，他曾站在保守反动派的立场上主张保留清皇室。章炳鳞虽为革命

家，但他的文献令人费解，因此，至今都很少有人研究此人。值得一提

的是，章炳鳞的著作《安君讼》（或《安君碑》）和梁启超的《秋风断

藤曲》都是在1909年前后发布的，此时的他们也可以称得上立宪主义

者或革命家吗？

韩成求研究了近代中国的美学的起源。当时的中国盛行“美育救国”、

“以美育代宗教”的口号，而梁启超对这种口号做出过解释，称其为“心

力”，而“心力”贯穿于梁启超前后期的美学思想。在梁启超的思想里“心

力”是融合精神和物质、东洋与西洋的重要媒介。晚年经历5.4运动后，

他的“心力”成为融合中国儒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的思想基础。此外郑址

浩，裴钟硕，崔亨旭，韩晓，牛林杰，郑星美，宋日基等人在历史学、文

学和书志学等领域研究了梁启超。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机关

历史学 尹美泳 清日战争和康有为的女性主义 日本思想 31 韩国日本 思
想史学会

文学 李康范 钱玄同的康有为经学思想继承与
文豪的超越 中国语文学志 57 中国语文学会

哲学 沈昌爱 张君劢看中国儒家哲学的现实与
对应方案 儒学硏究 37 忠南大儒

学研究所

除梁启超外，康有为、钱玄同和张君劢也被作为研究对象。其中，

尹美泳研究了康有为的女性主义。但是把东亚思想家的女性观联系

到女性主义有很多问题。正如此文章提及，“他提倡的不缠足运动和

女性教育振兴实际上把女性的利益从属于国家和社会利益，因而未

能保证近代中国女性独立的主体性。” 近代东亚各国把女性观从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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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化，女性几乎没有自主决定自己人生的自由，该倾向在“富国强种”

一词里体现的较为明显。尹美泳认为康有为的女性观带来了女性主义

的发展，但作者并不赞同此观点。

李康范研究了钱玄同对经学的继承。作者分析了钱玄同和康有为、

章炳鳞、崔适等人的交流，以及这些交流对他经学的发展所造成的影

响。在论文中，作者肯定了钱玄同追求新时代经学的积极态度，并赞誉

了其在传统经学超越古今学的过程中作出的贡献，并认为此行为是新

文化运动的一部分。

沈昌爱对张君劢的儒家哲学做了研究。张君劢是中国近代科玄论

争的主导者，在张君劢身上，我们可以找到中国新儒学家们的共同点。

以阳明心学为本，通晓朱子理学，并接受西方和日本的哲学。这与牟

宗三、徐复观、熊十力等人的经历十分相似。而此文很好地整理了他

的儒家哲学，是篇优秀的论文。

3. 按主题分类

如果把去年研究按主题分类，可以分为传统儒学的发展和关于现代中

国的近代化谈论。首先是关于传统儒学的文章。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机关

哲学 辛炫承 新儒学的大同思想和仁的共同体 东亚细亚文
化研究66

汉阳大 东亚细
亚文化研究所

哲学 李相和 近代中国学者的真、善、美概念
研究 人文硏究 76 岭南大人文

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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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机关

史学 裴京汉 戊戌维新前夕改革派对亚洲的认
识

中国近现代
史研究70

中国近现代
史研究会

史学 李春腹 清代公羊学派的大一统思想和淸
末改革派的大民族主义

中国近现代
史研究71

中国近现
代史学会

文学 金华珍 清末教育思想的近代转换和桐城
古文 中国语文论丛 76 中国语文

研究会

辛炫承是日本沟口雄三的弟子。他继承了沟口雄三、岛田虔次等日

本近现代学者的思想，并对超国家民族主义的儒学颇有研究。辛炫承

通过对阳明学的理想社会论和谭嗣同的仁学的研究，把儒家定义为

人类社会的统合思想。

李相和的研究方向是近代中国哲学。李相和是成均馆大学东洋哲

学系中国近代哲学研究团队的带头人。李相和主张中国美学的产生

是源于科玄论争和西方哲学与中国文化的交流，并对中国近代的真善

美概念和西方哲学做了比较。

裴京汉分析了戊戌维新参与者对东亚的认识。清朝用樽井藤吉的

《大东合邦论》来解释自己在清日战争中的失败。在此过程中，梁启超、

康有为等公羊派的国际政治观有了很大进步。李春腹分析了公羊学派

的统一思想的渊源。他认为，公羊学派的，即梁启超、康有为的大民

族主义，和孙文的以汉族为中心的共和改革论的冲突早已在这时有所

体现。金华珍则用当代清朝学术桐城派的视角，整理了清末教育思想

的变迁。接下来是关于近代化的研究。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 发行机关

哲学 安载晧 大陆新儒家和中国文化政策-为
避免儒家万能主义- 中国学报 78 韩国中国学会

史学 金昌奎 中国官僚制的近代化与批判传统 历史学研究 63 湖南史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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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载晧对当下中国国家主导的儒学做了批判性研究。他认为，如今

的中国政府把儒家视为万能工具，且中国儒学界也在忙着辩论政府立

场，而不是潜心做学问。这导致儒学逐渐变为代替社会主义的一种意

识形态。

金昌奎批判西方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但是其内容并不新颖。

马克斯•韦伯在《儒教和道教》中阐述了亚洲官僚主义的局限性。但是

本文并未对此提及或反驳，此为本研究的局限性。

4. 主要论文分析及批评

安载晧的《大陆新儒家和中国文化政策--为避免儒家万能主义》是关

于如何看待现今中国儒学热的研究。安载晧对此做出如下评价。

“强调儒教而非儒学，对此做出社会政治性的解释，并试图以此建

立制度。”“大陆新儒家”的用语最能体现这种特征。如同董仲舒向汉

武帝提出的“独尊儒术”，他们试图通过儒教宪政给中国政府权力的合

法性提供根据，并以此建立儒教国家。”1

这是对中国儒学热的批判说明。在中国，2010以来经济的快速

生长产生了巨大的贫富差距。富人可以用钱打通公安、政府、外国公

馆。中国社会的腐败程度如同那句“在中国，没什么不可能。”为改善这

种状况，过去的中国政府尝试了各种方法。2012年习近平执政后，提

出了新目标，即通过儒教来大力弘扬爱国主义。此举意味着文革时期

1　安载晧（2016），390-3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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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宣告“死亡”的儒学再次复活，也宣告着儒学的发展进入新时代。但

是，与儒学所追求的理想社会恰恰相反，新儒学逐渐变成一种意识形

态。作者批判此现象为政治儒学。如序言所述，“大陆新儒家”强调儒

教而不是儒学，它仅用于提供社会政治性的解释，并以建立制度为目

标。我们称这种儒派为“政治儒派”,2 这类似于近代中国曾用马列主义

解释一切的状况，而现在只不过用儒家代替了马列主义。这不仅影响

着中国自身，还影响到韩国儒教。例如，中国儒教研究员在未经过充

分研究的情况下，把韩国的儒教称为中国的分支，作者对此也提出了反

驳。

从批评“大陆新儒家”的中国学者的观点和主张公民宗教说的陈

明的主张来看，作者觉得下面一句话令人深思。“中国人在‘追求中国的，

又追求世界的’，他们试图用这种行为来弥补因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弊

端。同时，现在的中国人更多、更全面地追求自己的个性，这是与过去

普遍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不同的，且这种趋势愈来愈明显。”

近来，萨德导致中韩关系恶化，但中国的儒学意识形态攻势将会

继续。中国早已成长为G2，因此，他们对儒教的主张很容易成为正论。

韩国学界应当用严谨的逻辑批判他们的无理强求，确保韩国儒学的

独立自主性。

相反，金昌奎的《中国官僚制的近代化与批判传统》一文反映了作

者严谨的治学态度。该论文通过中国的官僚制来分析东亚，更确切地

说，应该是对中国的近代化进行研究。马克斯•韦伯是第一位将中国的

官僚制与近代化联系在一起的学者。他在《儒教和道教》中主张官僚

2　安载晧（2016），3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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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是整个社会的基础。3

马克斯•韦伯并不赞同官僚制和近代化有必然联系的说法。他认为，

阿拉伯的官僚制与近代化之间也没有联系。11世纪后，宋明时期的官

僚制虽很发达，但也未能超越皇权。虽然有些官吏通过与皇帝的斗争

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但归根结底，官吏的任用权还在皇帝手里，所以这

并不意味着皇权的削弱。

金昌奎对科举制做出如下说明：科举制作为人的理性所创造的历

史的一部分，在科举制基础上成立的官僚制社会当然接近于近代化的

概念。

相反，马克斯•韦伯却对此持不同意见。他认为，从科举制实行开始，

它就是统治者维护自身及其家族地位，为统治集团谋求财富，阻止对

立集团形成的一种方式。4 在马克斯•韦伯看来，中国的科举制是皇帝

为了独占权力，培养忠于自己官僚的一种政治手段。当然，现在没有人

同意这种完全负面的评价。但是不能因此而完全否定这种观点。如果

我们以此否定马克斯•韦伯和他的著作《儒教与道教》，将不利于这一

研究领域的持续发展。对于很多研究儒学和近代化的学者来说，对著

名学者和原著通透的理解是不可或缺的。中国国内有很多试图证明中

国近代化的文章，其中也包括很多错误的观点。如果对此不加以学术

性的质问，而盲目模仿中国方面的研究，小则有失于学问应有的严谨

性和整合性，大则容易被中国的国家主义儒学所埋没，失去韩国哲学

应有的价值。

3　马克斯•韦伯 著，李昇烈 译， 《儒教与道教》， 文艺出版社，2003.
4　马克斯•韦伯（2005），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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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评价与展望

2016年，有关近代中国儒学研究的作品比往年减少不少，质量也比过

去略有下降。但是，安载晧在关于现代中国“大陆新儒教”的分析中指

出了中国国家主义儒学的弊端，此文将成为此研究领域的宝贵资料。

我们应立足于普遍性与特殊性，对韩国儒学的特殊性加以研究，提高

韩国儒学在国际社会中的声望。面对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洗礼，我们更

应牢牢把握韩国儒学所应发展的方向。

再者，我们应当积极应对来自中国儒教的亚流主义攻势。2017年11

月24日，在延世大学举行的第三次中韩人文会议上，发生了令我匪夷

所思的一幕。来自中国中山大学的吴重庆在《东亚视角下的儒学和社

会主义》的发表中提到近代韩国朴殷植和安昌浩等人的大同思想，并

称其是受到梁启超，康有为的影响的。然而，这并非事实。虽同是“大

同”，但大同的目的并不相同。再来，有些发表文的翻译也令我担忧。

朴殷植的《梦拜金太祖》的“金”居然被翻译成“김”(Kim)，而不是“금”

（kum）。此前，有韩语一级资格证的某电视台中国翻译员把“힌두교 

(印度教) ”翻译成“白頭敎”，让人哭笑不得。当然，中韩间围绕儒学的

竞争早已开始，为避免我们的儒学被评价为中国的亚流，我们更应保

持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敬业精神，捍卫我们自己的儒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