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章

近代中国儒学研究

金贤优



82   第1编 中国儒学

1. 序言

本报告主要通过分析以2017年韩国教育学术信息院学术信息服务系统
(RISS)的可以检索到的KCI 登载志中有关近代中国儒学有关的论文、
来把握去年韩国学界的研究动向。本报告中可以确认的研究成果共有
25篇。从大方面来讲、既有对康有为、梁启超、梁漱溟、蒋庆、李泽
厚以及习近平等人物的研究、也有将传统儒学与现代中国或日本联系
起来进行的研究。与往年不同、今年出现了不少与近代日本儒学相关
联的研究成果、以前虽然也有这方面的研究、但是研究的数量和质量
都相对不足或不高。但是、2017年的成果却是从多视角、多方位考察

了近代日本儒学。从学科分类来看、除了有哲学领域的研究、也有史
学、文学、宗教和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

目前韩国学界对近代中国儒学的研究主要关注两个方面：第一、
对现代中国儒学热的批判性考察。自从中国梦提出以来、儒学在中国
大地蔚然成风。与学术的层面相比、政府和社会对此更加关注并大力
推行、因此在中国学界、儒学的研究具有目的指向性。中国儒学的这
种政治化趋势、也势必会影响到韩国和日本儒学研究的独立性。因此、
对中国近现代儒学的正确分析和评价、也是为了及时更正中国学界的
这种学术霸权做法。第二、提出近代文明与传统儒学的折中性结合问
题。这不仅是近代中国儒学的问题、而且也是贯穿整个东亚儒学的基
本问题。特别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儒学具有整个东亚儒学的普遍性、
因此在第四次产业革命这一新的时代背景下、对中国儒学的研究具有
重要的时代文化意义。

韩国哲学会会长金教彬认为、近代东亚儒学研究是一项伴随着“传
统与现代的深刻的学问理解”的工作。这就意味着、近代儒学能够为
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提供很多问题意识和思维参考。不管我们是否
喜欢中国儒学的复兴、不可否认的是、它确实带动了儒学在整个东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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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兴。在此背景下、对韩国学界中国近代儒学的研究就变得非常有
必要。通过这项研究、我们可以了解今后儒学研究该何去何从、而且
会对我们探讨今后与时俱进的儒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按照人物分类

就去年的成果来看、学界关注最多的是康有为和梁启超。但是今年则
不同、蒋庆和习近平成为重点关注的研究对象。以下是有关康有为和
梁启超的研究成果。

— 郭鲁凤、康有为的文艺变化思想、书法艺术研究30、韩国书法学会。
— Nam Duck-hyun、由梁启超思想来看韩国近代的军队教育、东洋古典

研究66、东洋古典学会。
— 严贵德、梁启超的钟表革命论研究、人文学研究109、忠南大学人文科

学研究所。
— 李春复、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的议会制度设立构想以及立宪思想、东

洋史学研究139
— 李春复、戊戌变法《公车上书》中体现的康有为的下院设立构想、中

国近现代史究73
— Hwang Jong-won、梁启超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儒学研究40、忠南大

学儒学研究所。
— 金贤珠、康有为大同思想的含义及其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相关性、

中国学60
— Lim, Boo Yeon、康有为的孔子神圣化逻辑、宗教与文化32、首尔大

学宗教问题研究所。

关于康有为与梁启超的研究成果总共有8篇、分别是文学、史学、
哲学、社会学以及宗教学领域。这两位思想家被视为当今中国社会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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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传统儒学与现代社会的关键人物。中国学界已有很多这样的研究、
韩国学界的研究才刚刚开始。

其他的研究对象还有梁漱溟、李泽厚、蒋庆以及习近平等。主要
如下：

— 金昌圭、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与主体性问题、中国近现代史研究75
— 郑炳硕、李泽厚的情本体论与儒家哲学、儒教文化研究27
— 郑钟模、现代新儒学内部的冲突和分裂、儒学研究39、忠南大学儒学

研究所。
— 赵南浩、对蒋庆阳明学理解的批判、东洋哲学48、韩国东洋哲学会。
— 方浩范、习近平用典的传统儒学观、退溪学论丛29、退溪学釜山研

究院。

梁漱溟是一位著名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他立足于中国传统、主
张要积极吸收西方文明。金昌圭的文章对梁漱溟乡村建设中的主体性
问题进行了批判性的再考察、认为主体性是脱近代性的最好对策。但
是、如果过于强调主体性的话、就会很容易偏重于特殊性。虽然梁漱
溟强调要以树立传统体制为目标、但是这与现代所追求的普遍性的民
主主义还是有很多不同。

李泽厚也是当代中国代表性的哲学家、其主要主张便是实用理性。
所谓的实用理性、指的是将儒教的合理性用现代价值来进行再解释。
李泽厚认为、这种实用理性与西方的形而上学不同、在现实中具有强
烈的合理性。郑炳硕在这篇论文中对李泽厚思想中不为人知的情本体
论和儒家哲学进行了整体论述分析。

郑钟模和赵南浩对蒋庆的学说进行了研究分析。蒋庆主张“儒家宪
政论”、是当代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政治家。他的儒学观揭示了当前
中国大陆儒学热的目标。21世纪中国大陆的儒家学者对西方文明通常
怀有强烈的拒绝感。这与将西方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同等看待的台湾



第4章 近代中国儒学研究   85

和香港新儒家有很大不同。这两篇关于蒋庆的研究成果与习近平的研
究成果代表了中国新儒学的选择。这与当今中国的国家体制和国家正
统性的确立有很大关系。台湾学者李明辉曾经批判指出、当今中国儒
学与道德心性的扩充不同、正在生产国家价值。也可以这样理解认为、
中国儒学正在朝着荀学和法家的方向发展。

此外、还有关于日本儒者中村正直启蒙思想的研究成果。

— 史学、Lee Sae-bom、中村正直敬天爱人说的思想性转换、日本批评
16

中村正直是以儒学精神为指导的教育者、从英国留学归国后、其
身份转化为日本的启蒙思想家。本论文以敬天爱人说为中心考察了他
的近代改革启蒙思想。

由以上对中国和东亚儒学研究人物的分析可见、研究对象正在从
近代向现代转换。这与中国从国家层面上来推动儒学热有着密切的关
联。但是我们没有必要一味跟风中国的儒学热。我们应该避开中国传
统的视角、特别是对于中国近代的人物及其思想、要从客观和逻辑的
层面来对其进行学术研究。

3. 按照主题分类

去年的研究主题主要关注的是东亚传统儒学的现代重构。这主要表现
在两个方面：第一、通过分析近代东亚的历史人物或事件来考察其现
代价值；第二、将传统儒学与现代思想或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属于前
者的研究成果主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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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家圣、对戊戌政变“合邦策”的再思考、中国学研究111、中国史学会
— 李春复、变法运动时期改革派的议会制和君主立宪制之争论、历史教

育144
— 赵景兰、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正当性以及“儒教中国”的构建、哲学132、

韩国哲学会
— Lee, Sae-bom自由民权运动中主要儒学者的观点、东北亚历史论丛史

学
— 尹相洙、战后日本对宋明儒学的研究、韩国学研究47、仁荷大学韩国

学研究所

雷家圣和李春复的研究都是对戊戌变法这一中国近代改革的研究。
变法运动的核心是通过引进西方的议会制这一政治制度来实现君王权
力的分散。与日本不同、权力的分散容易导致国家分裂。因为当时的
清政府不是占据人口多数的汉族建立的、是少数民族满足建立的天下、
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天下。当时清朝的权力阶层认为、议会制会带来
严重的国家分裂。这两篇论文都深刻分析了议会制这一制度在引进过
程中所产生的分歧、并考察了它与近代文明的关系。关于当今中国的

“儒学热”、赵景兰认为是“儒教中国”、这项研究我们在下文会进行深
入分析。

李世奉和尹相洙的论文主要考察了日本的近代化过程。李世奉的
文章主要对明治时期日本儒者身上所反映的西方民权思想进行了考察、
尹相洙的论文主要考察了战后日本的宋明儒学研究、并由此分析了日
本学界研究东洋哲学学者们的中国观。

另一方面、将传统儒学与现代思潮进行对比的研究成果如下：

— 金俊、东亚儒家知识分子的宗教认识和大同思想、韩国学研究47
— 金俊、近代东亚儒学知识分子的理想与共同体意识、亚洲研究60-3
— 梁一模、近代中国的民主概念、中国知识网络9
— Na, Jong-seok、儒教文化与日本近代性考察、黑格尔研究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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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俊和梁一模的论文是将儒教与近代西方文明直接比较的论文。
金俊主要分析了东亚儒学的宗教意识与共同体意识(大同思想)。在传
统儒教看来、儒家理想社会便是《礼记.礼运》篇中所描绘的大同和
小康。这两个术语一直到现代也被用来解释西方文明。梁一模主要分
析了近代中华民国时期、在吸收西方民主主义的过程中、儒学发挥了
什么样的背景作用、并重点分析了传统儒教与西方民主主义所折中的
“君民共主”与“君民共治”。

Na, Jong-seok主要从西方哲学的立场上来考察了传统儒学与西方
文明的碰撞、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这一东西碰撞对日本社会所
产生的作用。特别是在日本近代化的过程中、儒学(特别是性理学的
背景)如何之可能这一问题、并且分析了自1840年以后西方文明进入
东亚的过程中、儒学所发挥的作用。

此外、还有两篇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 李相虎、大同社会、变法还是修养？国学研究32、韩国国学振兴院。
— Jung, Jong-mo、围绕儒家道统观的哲学与历史学的对立、韩国学研究

47

李相虎重点比较了近代中国与韩国的孔教运动、此项研究我们在
下文会进行重点分析。 Jung, Jong-mo 的论文主要分析了1949年以后
台湾儒学史、特别是牟宗三一派和钱穆一派的思想矛盾和具体表现。
他指出、在台湾儒学的发展过程中、牟宗三通过提出《文化宣言》而
力挺阳明学、而钱穆去世后、他的文人和弟子们在1991年重点主张以
朱子学为中心的道统论。这项研究与目前韩国学界通用的观点、即认
为台湾新儒家是以阳明学为主的观点有些不同、可以说是对先前研究
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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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论文分析及批评

此章主要分析赵景兰、李相虎以及南德贤的论文。

— 赵景兰、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正当性以及“儒学中国”的构建、哲学132、
韩国哲学会。

— 李相虎、大同社会、变法还是修养？国学研究32、韩国国学振兴院。
— 南德贤、由梁启超思想来看韩国近代的军队教育、东洋古典研究66、

东洋古典学会。

关于当前中国社会刮起的“中国热”、赵景兰如下分析说：

“习近平执政以来、非常令人关注的一点便是对儒家思想的高度重
视。这种重视程度甚至会让人联想到、儒学上升为中国统治理念
的可能性在增加。2013年、习近平所提出‘中国梦’、大陆学者也
有人将其解读为是对‘儒教中国’的代言。也有人预言指出、这一政
策实际上是儒学取代了以前马克思主义的位置。也有一位著名的
外国学者指出、以前的中国共产党(CCP,Chinese Communist 
Party)在20年内被另一个CCP(Chinese Confucianist Party)给
代替了。还有某位中国知名学者预测指出、今后中国的知识界将
出现儒家左派、儒家右派、儒家毛派、儒家自由主义派等。这些
预测都表明、今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将只是作为统治制度而存在、
儒家思想上升为国家统治理念的可能性在逐步提高。”

赵景兰是韩国研究现代中国哲学的代表性学者。她以前写过几篇
关于类似主题的论文指出、作为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中央高
层开始将发展的中心置于传统文化、并对此做了积极的评价(详见赵
景兰、《现代中国的保守主义文化》、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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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学会、2008年)。但是在这篇论文中、赵景兰用批判的
视角指出、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是将儒学视为国家的统治原理。

赵景兰比较关注传统儒学的原理、认为是自我修养式的。但是目
前中国的儒学、不是自我修养或自我节制、而是符合国家需要的儒教
万能主义。

“比较确认的一点就是、中国的主流学者之间存在这样一种学问现
象、那就是以大一统帝国为中心来进行当代中国的重构。当然、
这一倾向是在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中国梦之说法提出以后而愈演
愈烈的、背后有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以中国梦为转折点、现在
中国学界的知识分子几乎是完全的脱西方主义。但是、即使是肯
定儒学的学者、如甘阳、也对大陆的新儒家们指出、不要强调儒
教万能主义、也要关注到儒教的自我节制的层面。”

赵景兰的这个观点包含了对当下中国儒学的批判和担忧。中国的
儒学研究带有强烈的国家主义色彩、因此很难保证学术的客观性和
合理性。在与中国的学术交流中会发现、很多研究都是从中国的立场
出发、从而存在削弱或误解韩日儒学的情况。这些研究大部分都在介
绍中国的儒学观。举例来看、2017年夏天延世大学曾举办“韩中人文
学论坛”、吴重庆曾发表一篇题为“东亚视角下的儒学与社会主义”的
论文、文中他没有任何证据就指出、“朴殷植等韩国近代儒者受到了
中国儒学的影响”。而且在韩文的翻译文中将“梦拜金太祖”也翻译错
了。1这也从另一层面反映了很多研究有些牵强附会、都是试图从国家

1　不仅如此、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2018年11月17-18日举行的南京论坛上。笔者在此
论坛上曾指出、台湾学者黄俊杰、黄丽生等人所提出的“朴殷植借鉴梁启超德育鉴、入
足阳明学”之观点的错误。当时的1900年还处于日本殖民时期之前、所以朴殷植很可能
是度过梁启超的文献、但是岁德育鉴的记录资料却没有发现、所以受到梁启超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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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来讲而缺乏必要的论证。
赵景兰通过这篇论文批判了中国儒学的国家主义倾向、并且也督

促中国可以在今后很长的时间里多花心思来谋求儒学的共存共荣发展、
进而为东亚的发展做出贡献。

李相虎的论文主要比较了中国和韩国发生的儒教宗教化运动、并
重点比较了中国的康有为和韩国的李承熙二者。他们都以儒教的大同
社会为理想模式、并为此指出：

“人类一直在追求理想社会、并为其实现付出艰辛的努力、因此会
有不同的实现方法。这可能是对理想社会的定义不同、也可能是
对实现理想社会的方法不同。生活在西势东渐这一混乱时期的康
有为和李承熙都非常的向往大同社会这一儒家的理想社会、但是
在其内容和实现方法上有差异。本论文主要是来考察二者对大同
的不同理解以及实现大同的具体差异、并同时寻找产生这种差异
的原因。这种差异使得人们对理想社会的理解产生了不同、并且
也导致人们从不同的方法和视角来接近它。”

换言之、康有为和李承熙的大同思想与中韩两国的文化、历史以
及政治背景都有关系。关于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李相虎如下指出：

“关于实现大同社会的具体方法、康有为认为是、将世界实现没有
国境的一家。人在世界上感到孤独的出发点就是国家。(中略)国家
的概念是通过战争来实现的、其结局就是使得很多百姓生灵涂炭。
因此、所谓的国家、是人所建立的团体、虽然有其不得已、但对
生的人来讲也会产生很大伤害。越是文明国家、因为战争而导致

说法是在是很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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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惨祸就会更加多。康有为还指出、这确实是非常残忍的、国家
有国境这一点。人活在世上所受到的伤害的元凶就是国家有国境
这一认识。因此国家间应该废除国境、设了一个公议政府、这是
大同的开始。”

康有为的这种国家观是来源于近代中国所遭遇的各种不幸。近代
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中国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灾难。特别是第一次世
界大战也给人类带来了很大的灾难。目睹了这些灾难后、康有为认为
国家是实现大同社会的最大障碍。

但是、处于当时日本殖民统治的韩国儒者李承熙认为、儒学和国
家是不一样的面貌。

“李承熙将通过礼来实现平天下的阶段设定为大同。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这是实现大同社会的必由之路。具体的方法就是、
人将从上天那儿禀赋的仁在现实社会中实践为礼、也就是先经过
修身的阶段。先实现道德之人的完成、然后在推及到家和国、最
后才是天下。如此这般、就会实现大同社会。换言之、内在的仁
与外在的礼相结合、这样的人再推到家和国、进而实现平天下的
大同社会。”

可见、李承熙的大同社会主张从个人修养到天下平定。这与康有
为的观点是不一致的。在李承熙看来、国家的形象可以是正面、积极
和肯定的。康有为认为、要通过法制的改善来实现大同、李承熙则主
张要通过个人的修养来实现大同。也可以说、康有为更加注重客观的
力量、而李承熙则更加注重主观的力量。

这就导致了研究结论的不同。李承熙的论文很好的整理了近代韩
中儒学的差异。以此研究为基础、也期待他对孔教运动的后续研究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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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深入。
下面再来分析南德贤的研究。前面已经指出、作者在文中将梁启超

写作梁溪超、由此可见作者态度不够端正。南德贤在文中认为、大韩
帝国末期、军队的体育思想来自于梁启超的思想。并且他所认为的论
据是、1907年1月发表在《大韩自强会员报》上的梁启超著述的翻译。
在1907年那一年、由于丁未条约的签署、军队解散。所以将1907年报
纸上的这篇论述作为军队导入梁启超体育思想的看法有些偏颇、因为
时间真是太短了。而且、但是由于受到日本的统治、主要是日本军队
在发挥作用、所以这不是很有效的论据。

梁启超曾经将国力视为民智、民力和民德。但是与民力和民德相
比、当时具有开化思想的韩国的知识分子更加重视民智。因为在引进
西方和日本文化的过程中、他们认为民智能够更好地走向文明国家。

另外、关于军队与梁启超思想的关系、作者的观点也仅仅局限在
以下部分：

“如此、旧韩末时期、他们试图通过体育来培养强健的国民体魄、
并将重点放在军队体操上。早在1895年、高宗皇帝已经颁布教育
立国诏书、1896年又设立了陆军武官学校、因此军队导入体操训
练也是可以看做出自同一脉络。”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梁启超的典籍很多都是1898年戊戌政变失败
后流亡日本后写作的、而且这些典籍由日本正式传入韩国至少是在大
韩帝国之后的1905年。因此、在1895或者1896年我国的著述中找到
梁启超的观点真的有些牵强、至少时间上不合适。

特别是以下结论也犯了严重的错误。

“特别是、韩日合邦以后、民族学者以梁启超的尚武精神为基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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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民族体育、并且再次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军队体操、使之成为
学校教育重要的一部分。”

如我们所知、朴殷植强调国家的武力培养、并且也举出了李舜臣、
金与坤的例子。但是他认为这是《韩国通史》等典籍中所强调的我们
的民族精神。韩国独立运动中、抗日爱国志士们也正是依靠正中精神
来实现救国之路。应该是、朴殷植的思想才是正确指出了我们国家尚
武精神的正统性。因此、认为我国的尚武精神来自梁启超这一说法还
值得进一步商榷。

5. 评价与展望

2017年韩国学界的中国近代儒学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通过如上
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研究的动向和趋势。由于中国国内中国梦的复兴、
儒学的研究也日趋受到重视。从长期来看、这似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趋势、但其背后却一定程度上对韩国儒学的主体性发展有所损害。因
此我们更应该强化研究力量、并与中国学界加强学术交流。

不仅如此、我们也非常有必要将研究领域扩展到日本、越南等国
家。近些年来、韩国学界一直在引用近代日本学界的东洋哲学研究、
却对日本哲学本身的发展之研究重视不够。希望今后学界可以摆脱这
种倾向、开拓更加宽广的领域、并发表有质量的研究成果。同样、台
湾儒学也是非常关键的研究对象。目前韩国学界儒学界的中坚力量大
部分都是从台湾取得博士学位。台湾的儒学研究主要是以牟宗三、徐
复观、唐君毅等先生为代表的台湾新儒学、从而自成一派、而且相关
的研究成果与中国大陆相比、也比较客观、合理。因此、韩国学界今
后也需要大力加强与台湾学界的学术交流、并一起实现东亚儒学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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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和共荣。另外、与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儒学交流也非常有必要。此
前、越南儒学的很多研究成果已经被陆续介绍到韩国、而且越南是东
南亚国家中儒学资源保存最好的国家之一。在此、笔者也非常期待今
后韩国与越南的学术交流和合作。

中国国内非常重视儒学、并力图在此基础上实现儒学的国际化。
同时、中国政府也想以中国为中心对儒学进行重新构建。在这一特殊
时期、韩国儒学应该克服中国儒学的学术挑战、积极确立自己本身的
正体性、同时为韩国儒学在东亚的共存共发展荣贡献自己的积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