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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言

本报告主要分析2018年韩国的博士论文以及一般学术论文中有关先秦
和汉唐时期的儒学研究成果。 论文索引的对象是国内大学出版的博士
论文以及韩国研究财团登载志�kci�上的论文。 其中、 本次调查的对象是
与儒学或儒教相关的论文。 

根据分析结果、 2018年度先秦与汉唐时期的儒学研究论文共62篇。 
其中、 博士论文62篇、 一般论文58篇。 就总量来看、 虽然比2016年的65
篇以及2017年的73篇稍微显少、 但是也基本差不多。 

按照具体的时期来划分、 2018年度论文中、 先秦占55篇、 秦汉6篇、 
唐朝1篇。 2016年度论文中、 先秦55篇、 秦汉10篇。 2017年度论文中、 先
秦67篇、 秦汉6篇。 总体来看、 近三年论文中先秦的比重是绝大多数、 
秦汉时期的也一直保持稳定状态。 

为了使整体的研究看得一目了然、 本报告主要按照以下分类方式
来看：第一、 按照人物分类。 第二、 按照主题分类。 人物分类主要是按
照孔子、 孟子、 荀子等代表性人物来看。 主题分类主要是经学思想、 哲
学、 政治与经济、 教育以及其他。 

2. 人物分类

总体62篇论文中、 与具体人物相关的论文有35篇。 具体如下：孔子13
篇、 孟子7篇、 荀子8篇、 其他人物7篇。 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成果
共有28篇。 其他人物主要是汉代的儒学家如董仲舒、 桓谭、 仲长统、 王
符、 王充以及唐代的李翱等、 这类论文总共7篇。 2018年的人物研究论
文基本是35篇、 2016年是30篇、 2017年是41篇。 可见、 2017年有小幅增
长、 2018年又减少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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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数字可见、 2018年孔孟荀的研究论文还可以、 基本保持稳定水
平、 而且汉代儒学思想家的研究也在持续不断推进。 并且前些年汉代
代宋代的儒学思想家研究基本没有出现新人、 2018年度多了对唐朝李
翱的研究论文、 还是令人欣慰的。 

1) 与��相关的论文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YUN MIN HYANG ���的观点来看��的��
论：��性�制为中� �士学位论文 庆�大学韩�哲

学科

2 林�胜 ���伐颛��的实状与��
��的��

东�哲学研究 
96 东�哲学研究�

3 林�胜 ���“��告硕气�”��的�
� 东�哲学 50 韩国东�哲学�

4 林�胜 ��时代“千乘�国”的再�成 儒�思想研究
71 韩国儒�学�

5 金冬敏 基于《论语》�性��模式的理
论基础

儒�思想研究
71 韩国儒�学�

6 JUNG YONGSU ��是失败的政��吗 大东哲学 83 大东哲学�

7 金英镐 �《论语》“学而不思�”的�证：
���论为中�

韩国哲学论�
58

韩国哲学史研究
�

8 曹�焕
关于�����行为的儒��
乐论��：�“�����于�”
的��行为为中�

��学报 144 ��学研究院

9 YUN JIWON 关于先秦儒�战�观的研究：�
��的战�观为中�

儒�思想文�研
究 74 韩国儒�学�

10 JUN BYUNGSUL ��的领导力研究 阳明学 49 韩国阳明学�

11 李时雨 由《论语》来看��的创�性 儒学研究 44 �南大学儒学研
究�

12 ��显 ��鲜朱�学的⾓度来看《论语》
“吾与回�”

�东古典研究 
40 �东古典研究�

13 林玉� �鹿�行的《论语》�释 东�哲学研究
93 东�哲学研究�



16   第1编 中国儒学

2018年度与孔子或者《论语》相关的论文共13篇。 2016年是11篇、 
2017年是15篇、 一定程度上维持了10篇以上、 研究势头喜人。 

YUN MIN HYANG、 的博士学位论文“从治愈的观点来看孔子的
修养论”主要关注现代社会人的思想焦虑问题、 以缓解“感情―身体―

社会秩序”三者之间的紧张秩序为目标、 考察了孔子的修养论以及其
现代意义。 作者认为、 感情和社会秩序可以通过孔子的修养论实现一
定程度的调和、 而且感情的抑制等问题可以通过韩医来实现治疗、 这
些都是可以实现的。 因此孔子的修养论在精神治愈方面可以发挥作用。 

一般论文共有11篇、 研究主题非常丰富多样。 林泰胜的论文3pain都
是与论语的道德哲学相关、 从政治、 经济和军事等方面对《论语》进行了
立体、 客观而又透明的解释。 此外还有从考证学和文献学上的研究成
果。 金英镐主要考察了“学而不思章”、 曹玟焕主要考察了对季氏僭越
行为的儒家礼乐论之问题。 姜卿显主要从朝鲜朱子学的角度来考察了
《论语》的“吾与回言”一章节。 这些研究丰富了韩国学界的论语研究、 而
且同时将其与朝鲜时代的朱子学研究结合起来、 具有重要的意义。 

2) 与��相关的论文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HONG 
SEINGMIN ��思想中的道�内在性问题 东�哲学研究

94 东�哲学研究�

2 崔英辰 ����望的认识�及性理学展
开 东⻄�文学 54 �文科学研究�

3 SHIN EUNHWA ���的�间学理�：���的
����念为中�

东⻄哲学研究
88 韩国东⻄哲学�

4 JIN YESUK
《��》�用诗研究：�性�论为
中� 儒学研究 43 �南大学儒学研

究�

5 LEE JOOGANG ��与苏�的资�主� ��学论� 22 �南��学研究
院

6 KIM YOUNGMIN ��思想的社�福祉学�� 韩国哲学论�
57

韩国哲学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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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7 林玉� �鹿�行的《��》�释：�与朱
�的�释作�较

东�哲学研究 
96 东�哲学研究�

2018年孟子的论文共有7篇、 与2016和2017年的6篇相比、 基本差
不多。 2016年和2017年的博士论文各有2篇、 但是2018年博士论文一
篇也没有、 真是还有遗憾。 

一般论文中的3篇都是从多重视角所展开的对孟子人性论的分析。 
崔英辰的论文中、 将孟子的欲望分别用利义、 生义来表达、 认为二者是
只能择其一的排他性的存在。 作者又以朱子、 退溪以及栗谷、 南塘的人
心道心说为中心、 详细分析了其理论依据。 这篇论文是孟子的人性论
与朝鲜时期儒学者的实践精神相结合的综合性论文、 在韩国学界具有
重要的作用。 JIN YESUK的论文“《孟子》引用诗研究：以性善论为中
心”主要考察了孟子所引用的30首诗、 其内容大都与性善论相关、 并分
析了其思想背景、 逻辑结构和意义。 

L E E  J O O G A N G 的 “孟子与苏醒的资本主义 ”以及K I M 

YOUNGMIN的“孟子思想的社会福祉学含义”主要从孟子的仁政
思想、 现代资本主义、 社会福祉等领域综合考察了孟子思想。 SHIN 
EUNHWA的论文“羞耻心的人间学理解：以孟子的羞耻心概念为中
心”主要考察了孟子的羞耻心问题、 认为这是人成为人的重要推动力。 
关于羞耻心的研究、 东西方的研究观点会有些不同、 但是这个问题是
非常有趣的。 这篇文章对提升孟子思想的研究空间和维度具有重要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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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荀�相关论文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金赫 荀�思想的社�哲学�� �士学位论文 成�馆大学儒学
科

2 金�� 荀�的�语：伪、 ��与�王 儒 � 思 想 文 �
研究 74 韩国儒�学�

3 JIN HAM “性自�出”的�论语荀�的�论�较 ��学报 144 ��学研究院

4 李明洙 荀�哲学的�望处理与�的作用 儒 � 思 想 文 �
研究 74 韩国儒�学�

5 李明洙 荀��的中层位�与��问题研究 东�哲学研究
73 东�哲学研究�

6 LEE 
KYOUNGMOO

《荀� � 性恶篇》的逻辑与结� 哲学论丛 91 大韩哲学�

7 �英玉 荀�霸道论的层位分析 大东文�研究
103 大东文�研究院

8 丁永� �荀�哲学为中�来看细�的� ��学 34 韩国��学�

2018年荀子的论文总共8篇、 比2016年的5篇有所增加、 与2017年
的14篇相比有所减少。 但是也基本维持10篇上下的水平。 金赫的博士
学位论文主要考察了荀子的社会哲学要素、 以及其对社会安定和社会
秩序的作用、 他认为主要因素在于后天的、 人为的礼。 作者认为、 荀子
思想是一种治人之学、 其社会哲学的局限之处就在于、 他能够克服孟
子思想中所提到的基于中庸思想的修己和治人。 在朝鲜性理学史上、 
修己治人的理想大家是栗谷李珥。 这篇论文强调了人在现代社会的主
体意识以及荀子哲学在现代社会的作用。 

一般论文大概有7篇。 主要分析了荀子的心论、 性恶论以及政治思想
等。 李明洙的论文有2篇、 都是阐明了荀子思想中的心的作用、 丁永守
的论文主要考察了荀子思想中的情的因素。 俞英玉的论文主要综合比
较了孟子的王道政治与荀子的霸道政治、 并且对其理论的差异进行了
有机比较。 金汝珍的论文主要对荀子独创的用于进行了心性论的阐释。 
希望以后这样的研究更加积极活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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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物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CHO WONIL 仲长统的政�思想研究 东⻄哲学研究 韩国东⻄哲学�

2 CHO WONIL 桓谭的形神思想 东�哲学研究 东�哲学研究�

3 CHO WONIL 桓谭的神灭论思想研究 儒学研究 45 �南大学儒学研究�

4 CHO WONIL 王符的��关�论研究 韩国哲学论�
57 韩国哲学史研究�

5 CHO WONIL 王�的生�观研究 中国学论丛 59 韩国中国文学学�

6 李远硕 李翱的性��恶说研究 儒学研究 45 �南大学儒学研究�

2018年度其他人物的研究论文有7篇。 与2016年的8篇、 2017年的6
篇相比、 基本持平。 CHO WONIL的论文“王符的天人关系论研究”与
2017年发表的“仲长统的天人关系论研究”是一脉相承的、 都开创了研
究的先河。 其论文主要考察了作为自然现象的天和具有感应意义上的
天、 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天人关系。 在他的论文中主要考察了天是主
宰还是人是主宰的问题。 这种思想对当时社会的政治、 哲学思想等都
具有重要影响和意义。 汉唐儒学者的研究基本是都是CHO WONIL一
人在做、 期待以后学界出现更多学者、 更多不同视角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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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题分类

按照主题分类主要是经学思想21篇、 哲学26篇、 教育4篇、 政治与经济8
篇、 以及其他3篇。 2018年度经学思想领域基本与2017年维持相当的水
平、 但是哲学领域的论文有所减少、 政治和经济领域呈现增加趋势。 

1) 经学思想研究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元勇� 上��出《周易》钦�研究 韩 国 哲 学 论 � 
56

韩国哲学史研究
�

2 KWON HOYONG �泽�的科学�释 东⻄哲学研究 88 韩国东⻄哲学�

3 �政烨 �过《左传》的�和宫来��周
代的��制度

儒�思想文�研
究 72 儒�文�研究�

4 �政烨 由《左传》的�和宫来��周代的
��制度的变�过� 韩国哲学论� 57 韩国哲学史研究

�

5 尹武学
《仪�》和先秦��书中的丧�制
度研究

韩 国 哲 学 论 � 
59

韩国哲学史研究
�

6 KIM YUMI 古��和���中的《尚书》�译 ��文� 52 韩国古典�译院

7 郑秉�
《�记》的绝�观念中�体现的思
想�征

儒�思想文�研
究 儒�文�研究�

8 SHIN JUNGWON 关于��论的研究—�《周易》的
现代自�科学��为中� 东�古典研究 71 东�古典学�

9 SHIN JUNGWON 《周易》的古代自�认识论研究 时代与哲学 韩国哲学思想研
究�

10 SHIN JUNGWON �现代�统理论中来看《周易》的
六爻结�：�三��道为中� �文学研究 36 韩国哲学思想研

究�

11 李相浩 《周易》��的伦理�� 东�哲学研究 94 东�哲学研究�

12 LEE KYUHEE �《周易》时中��的��：��
�为中� ��文� 51 韩国古典�译院

13 林�学
《周易》的“易有��”与先秦儒学
的�论�� 儒学研究 45 �南大学儒学研

究�

14 JUNG SUKHYUN
《周易》占卜的原理—��的�释
��论为中� 汎韩哲学 91 汎韩哲学�

15 LEE NANSOOK 《周易》时用��释的��和�征 ��学论丛 31 ��学��研究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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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6 LEE JEONGHEUI、 
CHOI JEONGJUN

 �《周易》��相�相成的�界
观的�� 东�文�研究 28 东�文�研究院

17 金英镐 �《论语 � 学而不思�》的�释：
�����为中�

韩 国 哲 学 论 � 
58

韩国哲学史研究
�

18 林�胜 ���伐颛��的实状与��
��的�� 东�哲学研究 96 东�哲学研究�

19 林�胜 ���“��告硕气�”��的�
� 东�哲学 50 韩国东�哲学�

20 林玉� �鹿�行的《论语》�释 东�哲学研究 93 东�哲学研究�

21 林玉� �鹿�行的《��》�释：�与朱
�的�释作�较 东�哲学研究 96 东�哲学研究�

2018年经学思想的研究与前年相一致、 对《周易》的研究占压倒性
的多数。 现有的研究成果虽然积累了很多、 但是对《周易》的研究领域
更加拓宽、 更加有深度、 这是值得关注的。 特别是KWON HOYONG

的论文“火泽睽的科学解释”更是开创了学界先例。 文中指出、 火泽睽
所具有的“离开”或“违背”的价值、 是人或者动物在开始时就会具有的

一种自然法则、 作者就此展开了论证。 作者认为、 周易的64卦都是可以
作用于人或者自然界的原理、 并从中概括了它的要点。 作者认为、 周易
不是心法、 而是具有与科学可以实现相通的地方。 SHIN JUNGWON

的论文“关于方法论的研究―以《周易》的现代自然科学意义为中心”主
要考察了《周易》的科学思维、 并从中找到了它与现代科学相通的方法。 

尹武学的论文考察了古代的丧礼和丧服制度、 并试图在此基础上
实现还原。 不仅如此、 徐政烨的论文“由《左传》的庙和宫来考察周代的
庙数制度的变迁过程”详细考察了周代的庙宫制度、 与去年的论文在
体系上存在承接之处、 体现了作者的研究功底、 是一篇具有独创性的
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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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哲学思想研究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金赫 荀�思想的社�哲学�� �士学位论文 成�馆大学儒学
科

2 金正谦 先秦儒�的�思想研究 �士学位论文 东国大学哲学科

3 林�� 中国儒学的生�观研究 �士学位论文 ��大学哲学科

4 曹�焕
关于�����行为的儒��乐论
��：�“�����于�”的��
行为为中�

��学报 144 ��学研究院

5 HONG 
SEONGMIN

��思想中的道�内在性问题：�
朱熹����内说的�释为中�

东�哲学研究 
94 东�哲学研究�

6 崔英辰 �����的认识和性理学的展开 东⻄�文学 54 �文科学研究�

7 SHIN EUNHWA ���与�的理�：������
的�念为中�

东⻄哲学研究
88 韩国东⻄哲学�

8 JIN YESUK
《��》�用诗研究：�性�说为中
� 儒学研究 43 �南大学儒学研

究�

9 金�� 荀�的�语：�伪、 ��和�王为中
�

儒�思想文�
研究 74 韩国儒�学�

10 JIN HAM “性自�出”的�论和荀�的�论�较 儒�思想文�
研究 74 韩国儒�学�

11 李明洙 荀�哲学中的�望处理与�的作用 东�哲学研究
73 东�哲学研究�

12 LEE 
KYOUNGMOO 荀�性恶篇的逻辑和结� 哲学论丛 91 大韩哲学�

13 丁永� 荀�哲学中体��的�� 大东文�研究
103 大东文�研究院

14 CHO WONIL 桓谭的形神思想研究 东�哲学研究
94 东�哲学研究�

15 CHO WONIL 桓谭的�灭论思想研究 儒学研究 45 �南大学儒学研
究�

16 CHO WONIL 王符的��关�论研究 韩国哲学论�
57

韩国哲学史研究
�

17 CHO WONIL 王�的生�观研究 中国学论丛 59 韩国中国文学学
�

18 李远硕 李翱的性��恶说研究 儒学研究 45 �南大学儒学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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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9 CHO 
HYUNGKYEN

董仲�的阴阳�道观和自�科学的
�界

大韩学术�论
文� 大韩哲学�

20 HUANG INSOK 《学记》和《大学》的关联性研究 ��学 36 韩国��学�

21 YANG SOONJA �乐的和谐：在别�与合同�间 大东哲学 84 大东哲学�

22 CHOI WONIL、 
KIM JONGKYU

中国儒�的血缘问题与道�关�研
究 ��学论丛 32 ��学��研究

院

23 ���
《周易》的�与罚：��与罚的伦理
性�释 汎韩哲学 89 汎韩哲学�

24 JEON 
KWANGSOO

�儒���的易学�释：���和
�性论的关�为中� 大东哲学 84 大东哲学�

25 郑�硕 由“�兽�辩”和“�我�辩”来看先
秦儒学的�间观 大东哲学 85 大东哲学�

26 KIM SEJONG 先秦儒�的知识论研究：�儒�思
想的知识类型��

东�哲学研究
95 东�哲学研究�

哲学领域共有26篇论文、 大部分是先秦时代以及孔孟荀的相关论
文。 除此之外、 还有汉代的董仲舒、 桓谭、 仲长统、 王符、 王充以及唐代
的李翱等。 研究主题也基本都是德、 生死观、 圣人等等的概念。 博士论
文中、 金正谦的论文主要论述了先秦时期的德思想、 时间跨度从西周
初期到荀子。 值得注意的是、 作者在文中明确指出、 儒家的德概念最初
就与政治密切相关、 具有伦理学意义。 作者在文中整体考察了先秦时
期人们对德这一概念的人事变化、 并且还从郭店竹简中引用了相关的
材料来证明德的变化。 

李远硕的论文主要考察了唐代儒者李翱的性善情恶说。 虽然人的
本性是善的或诚的、 但是从本性上派生的感情却存在恶。 笔者认为、 李
翱虽然名义上坚持性善说、 但是他也吸收了荀子和道家的性概念。 他
虽然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 但是也强调后天的礼教以及礼的行为的实
施会对人产生重要的影响。 因此在李远硕的论文中、 他认为李翱吸收

了孟子的性善说、 但同时也认为理解李翱思想的关键是理解本性与感
情的关系。 这一点对学界研究具有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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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领域研究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金冬敏 �《论语》为基础的�性��模式
�讨

韩国儒�学�
71

儒�思想文�研
究

2 李时雨 由《论语》来看儒学的创�性 儒学研究 44 �南大学儒学研
究�

3 KIM JEONGNAE 由《序�传》来看��的过�：�
��、 坤�和��为中�

韩国哲学论� 
58

韩国哲学史研究
�

4 KIM JEONGNAE 由《序�传》来看��的��：�
��和��为中�

韩国哲学论�
59

韩国哲学史研究
�

2018年教育领域的研究论文共有4篇、 相比于2017年的7篇、 可以
说是大幅减少。 2018年主要是将孔子的人性教育与《周易》的卦相结合
起来而言的、 很多文章的立意都是如此。 金冬敏从《论语》中找到了东
方传统中教育的意义、 并由此揭示了人性教育的模式。 笔者认为、 通过
传统教育、 人不仅能追求自我的完成、 而且会为了实现更好的人生而
打好基础、 进而可以实现人的终极目标。 通过教育找到自己的自信、 发
现自己存在的价值。 这就需要将个人推向社会、 并且成为国家和人类
的有用之才。 

KIM JEONGNAE的论文“由《序卦传》来看教育的过程：以乾卦、 
坤卦和泰卦为中心”主要写了人从一出生到开始接受教育等等的一系
列过程。 作者将序卦传里面所内涵的内容都提炼出来、 做了非常细致
的整理、 并提出了很多步骤性的问题、 如教授―学习上的成就问题、 教
师、 指导者的能力问题等等。 作者认为、 即使是小的教育过程、 也要从
大处着眼、 从离卦找到序卦的顺序、 并且最终实现核心教育。 当前东方
的教育思想局限于孔孟荀、 但是我们也应该从《周易》这一古老的传统
经典中找到独创性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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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与经济领域研究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林�胜 ��时代千乘�国的实�再� 儒�思想文�研
究 71 韩国儒�学�

2 JUNG YONGSO ��是失败的政��吗 大东哲学 83 大东哲学�

3 YUN JIWON 先秦儒�战�观研究：���
战�观为中�

儒�思想文�研
究 74 韩国儒�学�

4 JUN BYUNGSUL ��的领导力 阳明学 49 韩国阳明学�

5 LEE JOOGANG ��和苏�的资�主� ��学论� 22 �南��学研究院

6 KIM YOUNGMIN ��思想的社�福祉学�� 韩国哲学论� 
57 韩国哲学史研究�

7 �英玉 荀�霸道论的层位分析 大东文�研究
103 大东文�研究院

8 CHO YONIL 仲长统的政�思想研究 东⻄哲学研究 90 韩国东⻄哲学�

2018年度政治和经济领域的论文共有8篇、 相比于2017年的3篇而
言、 数量上增加了翻倍。 JUNG YONGSO的论文写了孔子离开鲁国后、 
周游列国的过程。 他指出、 虽然孔子在当时的现实社会中是失败了、 但
是孔子一生都在为实现大同社会的理想而追求。 他虽然在当时没有实
现自己的理想和报复、 但是他的这种政治理想在今天却仍然具有建设
性意义、 在国家治理以及国家理想的追求方面都具有指导性意义。 所
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孔子的政治思想已经超越了现实的壁垒、 他是
一个卓越的政治理论构想家。 

KIM YOUNGMIN的论文“孟子思想的社会福祉学含义”是尝试从
另外一个新的角度来解释孟子思想。 作者认为、 孟子思想中的社会福
祉思想是现实主义和人本主义的、 而且一定程度上与现代的社会福祉
学理论是相通的。 对孟子政治思想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王道政治和民
本思想。 作者主要从文中仔细分析了孟子思想中可以适用于现代社会
或者可以作为现代社会伦理而使用的思想。 特别是其中内含的社会福
祉思想可以深层挖掘一下、 并适用于现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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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研究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学刊 发行单位

1 YUN 
MINHYANG

���的观点来看����论研
究：����制为中� �士学位论文 庆�大学韩�哲

学科

2 ���
《周易》道�体�的�工智��用可
�性研究

儒�思想文�研
究 73 韩国儒�学�

3 BANGIN 《周易》与�工智� 哲学研究 大韩哲学� 145

2018年度其他领域的研究共有3篇、 跟2017年的4篇基本差不多。 
安承宇的论文中主要从人的角度出发、 以《周易》为主要视角探讨了

人工智能的伦理性问题。 作者认为、 周易的道德体系追求普遍性与状
态性的统一、 这种观点是适合于人工智能的、 并由此指出了人工智能
的伦理性问题。 其他的论文主要是从其他领域进行了比较研究。 但是
这些研究成果反映了当今学术界的学问动向。 

4. 主要论文分析与批评

上文按照人物和主题类别整理和分析了去年度的论文、 并且简单介绍了
代表性论文的基本特征。 本报告中记录的62篇论文都是研究者成果的
结晶和业绩、 是韩国学术界的宝贵资产。 此处主要选择两篇代表性的论
文、 并分析其学术意义和评价。 

第一篇是林泰胜的“季氏将伐颛臾章的实状与孔子批判的含义”一
文。 此文以季康子试图攻打颛臾一事为例、 分析了孔子和冉有的对话。 
在此章节里、 季氏认为、 颛臾试图策乱于鲁国、 所以应该及时制止。 冉
有却从现实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 他同意季康子的观点。 对此、 孔子认
为、 应该为颛臾这个国家正名。 他认为季康子是礼乐崩坏的权力者、 冉
有的强辩是内外不一。 由此看出了孔子与冉有的观点很不同、 也看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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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不同。 作者认为、 这种对问题的客观看法是孔
门的价值。 

孔子对“季氏将伐颛臾”章的看法是基于孔子为了确保《周礼》的社
会秩序、 面对非礼的行为、 孔子要追求王道政治的实现。 但是与季康子
的观点相比、 作者有如下疑问。 笔者认为季康子攻伐颛臾的行为不是
无道之行为、 而是为了追求鲁国的和平。 季康子这不是侵略或战争行
为、 为了实现“民服”。 那么这与孔子所说的“民服”的意义有什么不同？

鲁哀公曾经问孔子“何为民服”、 孔子认为是、 要善于利用正直的人、 以
此来赢得民心。 特别是君主在用人的时候、 要做到公平、 公正。 当时鲁
国的政治是士大夫专横、 所以孔子才这样指出来。 但是季康子却提出

了不同的观点。 他认为要实现足民、 才能够服民。 如果季康子能够成功
实现足民、 那孔子为什么还要声讨冉有呢？当然从季康子的观点来看、 
鲁国的君主已经失去了威信、 而且季氏已经辅佐鲁国君主那么多年、 
所以理所当然会服从。 

林泰胜的论文跟以前现有的研究成果不同、 不是仅仅从道德哲学
的范畴来讨论这件事。 而是从政治、 经济、 军事、 制度、 国际关系、 国家
行为等综合的、 立体的角度来分析文献以及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其中
蕴含的深刻含义、 是一篇立意新颖、 论证有道的论文、 值得学界关注。 

下面要分析的第二篇论文是HONG SEONGMIN的论文“孟子思想
中的道德内在性问题――以朱熹对孟子义内说的解释为核心”。 正如作
者所言、 孟子告子说中的义外问题是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范畴。 在朱
熹哲学看来、 内外无分、 应该主张内外统一。 

告子认为、 人的知觉没有道德的认知功能、 只是反映并接受外在事
物。 而孟子认为、 外在的对象本身并没有道德属性、 主体的道德知觉从
对象中找到了道德的意义、 所以重新赋予了其意义。 告子与孟子的义
外论争是关于人的知觉机能中是否内涵着道德能力的论争。 这场论争
具有伦理学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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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 进一步来讲、 孟子的道德知觉�良知�不是完全发挥的、 
而是在现实中不断扩张的。 为了实现良知的扩张就需要有正确认识现
实的功夫、 就是穷理之功夫、 这也是朱熹对孟子的解读。 据此解释、 道
德来自于人的内面心性、 并不会自己扩张。 良知会止于微弱的状态、 在
具体的现实实践中会消失、 因此是义内。 为了在现实中实现良知、 就需
要有穷理的功夫。 这就是朱熹的观点、 也是孟子的想法。 

此处就会有疑问。 关于良知良能、 孟子认为、 爱父母敬兄长这些不
是外部原因实现的、 爱父母是我内心的仁、 敬兄长是我内心的义、 此心
可以达天下。 将其扩充、 就需要朱子所说的穷理。 那么孟子的想法是否
跟朱子的就是完全一样？朱子认为、 在认识和实践的问题上、 实践不
够、 就是认识的问题、 因此强调穷理的工夫。 这种观点是都就一定说是
代表了孟子的思想呢？

第二、 孟子在解释“浩然之气”时的问题。 笔者认为、 如果没有道德
的满足点、 浩然之气就不能收获道义之心、 从而减少。 孟子的这个观点
与朱子是类似的。 浩然之气和道义的观点是有不同、 但是孟子的本来
之意是否一定跟朱子的观点一致也是一个疑问。 这篇论文试图从道德
知觉论的观点来对孟子和高矮的义外之争做新的阐述、 并从伦理学的
角度重新阐明了孟子所内在的道德主体性的意义、 开启了孟子伦理学
研究的新篇章、 在学界具有重要意义。 

5. 评价与展望

2018年度从先秦到汉唐时期国内学界的儒学研究论文大概有62篇。 与
2016年的65篇、 2017年的73篇相比、 虽然数量有点少、 但是基本持平。 
就年代来看、 62篇中、 先秦占55篇、 属于绝对压倒性优势。 秦汉时期6篇
跟以前差不多、 唐代有1篇。 而且今年的分析中值得瞩目的是、 62篇中



第1章 先秦汉唐时期儒学研究   29

博士论文就有4篇、 跟2017年在整体73篇中占据18篇的数字相比、 大幅
减少。 特别是博士论文关乎以后的研究以及学者的后续培养、 这个大幅
减少的数字还是令人吃惊的。 说明先秦儒学的研究活力有所下降、 今后
有待大幅提升。 

从内容上来看、 按照人物来分类、 代表先秦时期的孔子、 孟子、 荀子
依然是占据主流。 2018年孔子的研究论文是13篇、 其中包含1篇博士
学位论文。 而且这其中研究孔子哲学的思想史意义的论文也比较多样。 
汉唐时期的儒学人物研究论文虽然比较少、 但是董仲舒以及李翱的研
究也是没有中断、 期待今后有更多这样的研究。 

按照主题分类来看、 经学思想、 教育思想等的研究论文跟往年出多、 
但是政治与经济领域的研究与去年的3篇相比增长到了8篇、 哲学领域
由去年的36篇减少到了26篇。 经学思想领域、 《周易》的研究去年是13
篇、 今年是11篇、 基本差别不大。 但是论文的研究主题呈现多样化的趋
势、 而且更加紧密结合当今的时代潮流。 2018年度经学研究最大的特
征是《春秋》《左传》《礼记》的研究成果有大幅增加。 

今天的世界正处于第四次产业革命时期、 人工智能以及大数据技
术正在实现日新月异的增长。 我们通过先秦儒学的经典与人工智能实
现结合、 研究将会更加新颖、 而且研究的领域和深度也会大幅提升。 儒
学思想应该更加适应现代化的发展、 并且为未来社会的发展做出应有
的贡献。 我们学着也要学会探索研究的现代化与多样化、 这是我们的
责任和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