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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现代新儒家的思想和特点——以贺麟为中心 

杨雨晨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湖南省长沙市，410082） 

 

摘要：民国时期，面对全盘西化思想在中国的风行，一批学者坚信传统文化对于中国仍然有重要意义。他

们学习西方的相关理论，希冀以此来找到复兴传统文化的方法，这群人被称为“新儒家”。作为新儒家的

重要代表之一，贺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被称为“现代新儒学的宣言书”，其创立的“新心学”思想

体系更是新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拟就《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并结合其《文化与人生》展

开探讨，具体分析其在文中所体现的新儒家思想及其思想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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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以来，全盘西化的思潮在中国的影响不断扩大。但仍然有一批学者认为传统

文化对于中国具有极大的价值，他们肯定中国本土固有的儒家文化和人文思想，希望在新的

时代下，探索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现代化之路，这一学派被称为“新儒家”。作为新儒家的代

表人物之一，贺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被称为“现代新儒学的宣言书”。在该文中，贺

麟提出了发展儒家思想的一整套主张及实现这套主张的具体途径。笔者拟以此文为中心，并

结合其《文化与人生》一书展开论述，探讨贺麟新儒家思想的内容和特点。 

一、贺麟儒家思想新开展的内容 

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中，贺麟提出，中国近百年的危机，根本上是文化的危机：“儒

家思想之正式被中国青年们猛烈地反对，虽说是起于新文化运动，但儒家思想的消沉、僵化、

无生气，失掉孔孟的真精神和应付新文化需要的无能，却早腐蚀在五四运动以前。”
1
他肯

定了新文化运动的作用，认为“新文化运动的最大贡献在于破坏和扫除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躯

壳的形式未节，及束缚个性的传统腐化部分。它并没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学术，

反而因其洗刷扫除的工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显露出来。”故而他对胡适打倒孔家

店的两点战略：解除传统道德的束缚；提倡一切非儒家的思想，亦即提倡诸子之学表示赞同，

并补充了“西洋文化的输入与把握”一点。前两点，是中国旧文化的翻新，后一点，是外来

文化的吸收与融会，这三点，便构成了儒家文化新开展的动力。
2
 

（一）解除传统道德的束缚。贺麟认为“推翻传统的旧道德，实为建设新儒家的新道德

作预备功夫”“自从新文化运动对于传统的道德观念和礼教的权威加以大胆的猛烈攻击以来，

至少使我们有了一种新认识，就是认识道德是变动的。^……道德不是死的，而是活的；不

是沉滞着，而是进展着；不是因循偷惰，率由旧章，而是冲突挣扎，日新不息的”
3
。五四

运动所主要攻击的对象，正是去除旧儒家思想的僵化部分，解除传统道德的束缚。他认为，

儒家思想在历代统治者的极力推崇而又肆意曲解之下，完全变成了束缚个性的道德戒律，这

实际是儒家思想的僵化部分。因此，解除传统道德的束缚最终会推动新儒家的发展。 

 
1 贺麟著:《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原载 1941 年 8 月刊登于《思想与时代》第一期。 

2 宋祖良，范进编:《会通集·贺麟生平与学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 年。 

3 贺麟著：《哲学与哲学史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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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儒家思想的提倡。贺麟说“提倡诸子哲学，正是改造儒家哲学的先驱。用诸子

来发挥孔孟，发挥孔孟以吸取诸子的长处，因而形成新的儒家思想。假如儒家思想经不起诸

子百家的攻击、竞争、比赛，那也就不成其为儒家思想了。愈反对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愈是

大放光明”。他坚持在儒家思想主导之下的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一切非儒家思想，即诸子

之学的发展，以补充、修正儒家思想。在贺麟看来，西汉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做

法，实际上窒息了儒家思想本身的发展，使得儒家思想不能从诸子学说中吸取营养，不能和

其他思想相竞争。失去了对手的攻击和驳难，用专制的办法推行一家之言，是造成儒家思想

消极颓废的一个重要原因。正确的方针应该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开展百家争鸣，用诸子百

家来发挥孔孟，在发挥孔孟中吸取诸子百家之长，从而形成新的儒家思想。这样形成起来的

新儒学，才是时代的真理。真理是不怕批评的，儒家思想要是经不起百家的攻击、竞争、比

赛，那就不成其为儒家思想了。儒家思想愈是遭到反对，于是会大放光芒。因此，提倡诸子

哲学是改造儒家哲学的前提条件。 

（三）西洋文化的输入与把握。贺麟认为“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不是建立在排斥西洋文

化上面，而是建立在彻底把握西洋文化上面”。这个思想是深刻的，它包含着这样的思想：

各民族文化交互作用和影响，取精用宏，含英咀华,新陈代谢，是文化本命的本质。深闭固

拒外来文化，固步自封，必然扼杀民族文化的生机，使之走向枯竭、沉沦。能否把握、吸收、

融会和转化外来文化用以充实自身、发展自身，是民族文化能否有新开展的一个关键。善于

把握、吸收、融会和转化外来文化是发展民族文化的一大动力。贺麟指出：这个问题的关键,

在于中国人是否能够真正彻底,源源本本地，了解并把握西洋文化。因为认识就是超越，理

解就是征服。真正了解了西洋文化便能超越西洋文化。能够理解西洋文化，自能吸收、转化、

利用、陶铸西洋文化以形成新的儒家思想,新的民族文化。真正彻底了解、把握、吸收、转

化、利用、陶铸外来文化是为了形成新的民族文化。 

总而言之,贺麟认为旧的儒学到了近代已不适应新时代精神，早已腐蚀、僵化，丧失了

生命力，面临最大的危机，但也是旧儒学改造、发展为新儒学的一个转机。适应新时代精神

的需要，解放道德传统，提倡非儒家思想，输入、把握、吸收、融会和转化西洋文化，都是

促进旧儒学改造为新儒学，使儒家思想有新开展的动力。正是在这推动下,贺麟极力把不适

应现代化的旧儒学改造为适应现代化的新儒学。从而提出了现代新儒学的纲领。 

二、贺麟儒家思想新开展的途径 

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要遵循“以儒家精神为体，西洋文化为用”的总纲。在《文化的体

与用》一文中，他专门解释了“体用”这一概念。文章指出：“体用二字乃是意义欠明晰而

且有点玄学意味的名词。”他分别不同意义的体用常识意义的体用是主与辅的意思，中国人

学西学，可以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如果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学问，也可以说“西学为

体，中学为用”。哲学意义的体用，他认为体是形而上的本体或本质，用是形而下的现象，

这是柏拉图的体用观。
4
他又分析文化的体用问题：儒家常说“文以载道”，可以说“道是

文化之体，文化是道之用”；道是价值理念，文化是精神生活。尽管贺麟认为“精神也实在

是意义纷歧而欠清楚的名词”，但他最后提出：“根据精神为文化之体的原则，我愿意提出

 
4 汪子嵩著：《贺麟先生的新儒家思想》，《学术月刊》，2000 年第 4 期，第 28-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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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精神或理性为休，而以古今中外的文化为用的说法。以自由自主的精神或理性为主体，去

吸收融化，超出扬弃那外来的文化和已往的文化。尽量取精用宏，含英咀华，不仅要承受中

国文化的遗产，且须承受西洋文化的遗产，使之内在化，变成自己的活动的产业。”
5
这是

贺麟对于中国的新文化、也就是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的总的观点。 

对于儒家思想与科学的关系问题，贺麟认为,儒家思想和科学既有相关之处,又有分界处,

因此,新开展并不意味着要科学化儒家思想,而是在于融汇、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和长处。“不

用说，欲求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在于融会吸收西洋文化的精华和长处。西洋文化的特殊贡献

是科学，但我们既不必求儒化的科学，也无须科学化儒家思想。因科学以研究自然界的法则

为目的，有其独立的领域。没有基督教的科学，更不会有佛化或儒化的科学。一个科学家在

精神生活方面，也许信仰基督教，也许阪依佛法，也许尊崇孔孟，但他所发明的科学，乃属

于独立的公共的科学范围，无所谓基督教化的科学，或儒化、佛化的科学。反之，儒家思想

也有其指导人生、提高精神生活、发扬道德价值的特殊效准和独立领域，亦无须求其科学化。

换言之，即无须附会科学原则以发挥儒家思想。”笔者以为这样论述儒学思想和科学的关系，

是比较平实的，令人容易接受的。 

新开展的途径需要从儒家思想自身的体系来寻找。儒家思想本来就是理学、礼教与诗教

的统一体,即艺术、宗教与哲学三者的和谐体,新开展的途径就在于循着艺术化、宗教化、哲

学化的途径迈进。具体而言之:第一,以西洋的哲学发挥儒家的理学。在贺麟看来,将中西正

宗哲学融汇弥合的可能性在于心学的“东圣西圣,心同理同”的理论。他指出,中西哲学的相

互交融能够产生出弘扬民族精神的新哲学,解除民族文化的新危机,这就是新儒家思想发展

所须遵循的途径。第二,吸收基督教的精华来充实儒家的礼教。贺麟认为,“基督教文明实西

方文明的骨干”,支配西洋人的精神生活,他断言,“如果中国人不能接受基督教的精华,则决

不会有强有力的新儒家思想产生出来”。第三,领略西洋的艺术以发扬儒家的诗教。以上这

三条途径是从文化、学术的角度来讲的。此外,贺麟还主张,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要贯穿到中国

人的生活修养方面,使“每个中国人都具有典型的中国气味,都能代表一点纯粹的中国文化,

也就是希望每个人都有一点儒者气象”。这里所谓的儒者主要是指品学兼优、德才兼备的人,

而其中,品与德又是最为重要的素质。
6
 

贺麟一方面不回避对传统道德之弊端的批评,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他主张站在

哲学的高度,从本质的角度既批评旧道德的弊端,同时也要深入挖掘传统道德中的合理成分。

他在中西文化大碰撞、大融合的背景下,指出中国道德变动的方向将是由孤立狭隘趋于广博

深厚,由枯燥迂拘、违反人性趋于发展人性、活泼有趣,由因袭传统、束缚个性趋于自由解放、

发展个性,由洁身自好的消极独善趋于社会化平民的共善。可见,贺麟关于中国道德的变动方

向的论述是以中西文化的融合为基础的,既吸收了近代西方文化精神,又不排斥中国传统道

德的合理成分,是一种双向汇一的文化心态。 

三、贺麟新儒家思想的特点 

抗战期间，贺麟把新黑格尔主义与陆王心学相结合，建立了被称之为“新心学”的理论

 
5 贺麟著：《文化与人生》，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 年 

6 罡拉卓玛：《贺麟的新儒家思想及其当代意义》，《攀登》，2010 第 5 期，第 69-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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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说，成为前期现代新儒学中有代表性的理论学说之一。正是在“新心学”的思想统摄下，

他提出“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从而构成了他的文化观的基本命题。这一

学说的思想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基本文化立场：以儒学为宗主，高扬民族文化精神主体性。儒家思想的新开展，

是贺麟文化观的基本命题。他把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视为民族文化复兴的主要潮流和根本成

分，将儒家思想的复兴与中华民族以及民族文化的复兴紧密相连，鲜明地体现出以儒家为宗

主的文化立场。在此基础上，他提出要“以儒学思想或民族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

认为“如果中华民族不能以儒家思想或民族精神为主体去儒化或华化西洋文化，则中国将失

掉文化上的自主权，而陷于文化上的殖民地”
7
，从而高扬了民族文化精神的主体性，明确

反对文化殖民。民族性构成了贺麟倡导复兴儒学的基本理论立足点。 

（二）基本思维方式：文化决定论的历史观，开放平正的文化心态。文化决定论代表了

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西化论者和新儒家尽管存在很多分歧，但他们都认为中国的

落后贫弱、近代以来的民族危机是由于文化方面的原因，民族危机本质上是一场文化危机。

他们的分歧和对立只是在于对摆脱危机的现实出路认识不同。如前所述，贺麟明确宣称中国

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讲是文化的危机，民族复兴本质上是民族文化的复兴，而民族文化复

兴的主要潮流又是儒家思想的复兴，这无疑是他的文化决定论历史观的集中反映。 

开放平正的文化心态可以说是贺麟儒家思想新开展思想的最大特色。尽管贺麟钟情于儒

学，尤其是陆王心学，但是他又能够相当理智、平实地看待程朱陆王之争、儒学与其他诸子

之别以及中西文化之异，以一种开放的文化心态，明确地主张站在儒家基本理论立场上，从

“道体”的高度来调和朱陆之异，吸取诸子以及外来文化之长，以谋求儒家思想的新开展。

首先，在对西方文化的体认范围与深度以及对中西文化关系的把握层次上，贺麟较之于以梁

漱溟、熊十力为代表的早期新儒家更为成熟、全面和客观，他不是从孰优孰劣的角度得出儒

学要新发展的结论，而是主张儒学的新开展必须建立在充分吸收西方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其

次，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上，贺麟不仅试图整合儒学中的心学与理学，而且还明确肯

定儒家之外其他诸子的积极意义。他认为，提倡诸子哲学，正是改造儒家哲学的先驱。他主

张用诸子来发挥孔孟，发挥孔孟以吸取诸子的长处，从而形成新的儒家思想。他偏重对墨、

道两家有价值成分的吸取，肯定墨家的救世精神和功利主义，赞赏道家在人生哲学上为个人

提供了一种更广阔的更豁达的方法。 

（三）基本理论依据：文化体用观前文已对贺麟的“体用观”进行论述，此处不再重复。

贺麟以其体用观，提出了对待西方文化的三个原则： 

第一，研究、介绍、采取任何西方文化，都要得其体用之大全，见其集大成之处。他

主张对西方文化进行深刻彻底的了解之后，对其加以自觉地吸收/采用、同化、批评和创造。

这就摆脱了被动的影响和学徒式的模仿，更避免了民族精神的丧失和沦为异族文化的奴仆，

因此算不上西化，更不能说是全盘西化。 

第二、以体充实体，以用补助用。他指出，根据文化上的体用合一的原则，“中学为

 
7 宋志明著：《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贺麟新儒学论著辑要》，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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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西学为用”的说法不可通。因为体用不可倒置，西学之体搬到中国来决不会变成用，中

学之用也决不能作西学之体。而且，西学和中学各有其精神文明为体，物质文明为用。中国

的旧道德、旧思想、旧哲学决不能为西洋近代科学及物质文明之体，亦不能以近代科学及物

质文明为用。中国的新物质文明须中国人自力去建设创造。而作为这新物质文明之体的新精

神文明，亦须中国人自力去平行地建设创造。这就叫做以体充实体，以用补助用，使体用合

一发展，使体用平行并进。 

第三，以精神或理性为体，以古今中外文化为用。也就是说，要“以自由自主的精神

或理性为主体，去吸收融化，超出扬弃那外来的文化和已往的文化。尽量取精用宏，含英咀

华，不仅要承受中国文化的遗产，且须承受西洋文化的遗产，使之内在化，变成自己的活动

的产业。特别对于西洋文化，不要视之为外来的异族的文化，而须视之为发挥自己的精神，

扩充自己的理性的材料”。也就是说，要以儒家思想或民族精神为体，去儒化、华化、中国

化西洋文化，陶熔统贯西洋文化，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坚持中国文化的自主权，反对文化

上的殖民化倾向。 

四、小结 

从历史层面来看,中国自近代以来,在西学的冲击下,中国知识分子们的文化选择和转型

经历了从学习西方的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层面三个阶段,这是基于辛亥革命的失

败以及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后人们认识的变化,进而才逐渐认识到社会是个整体的系统,

而其中文化和价值观是核心。在这个文化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一向借以安身立命的

传统价值取向的象征日益衰落,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中国文化向何处

去,中国向何处去,一直是中国人在现代化进程中思索的核心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中,自五四

新文化运动以来,对于要不要学习西方文化已经不是问题,一直争论的焦点在于:究竟如何看

待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如果它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还有意义,那么这个意义是什么层面

上的意义,以及如何理解和处理西方近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对这个问题的不同态

度,形成了不同的思潮。 

总的来看,贺麟关于儒家思想新开展的思想是其文化观的一部分,这与他关于中西文化

的深刻体认、他的文化体用观以及他关于道德的新动向等思想是内在统一的。在对于西方文

化的体认范围与深度和对中西文化关系的把握层次上,贺麟较之于以梁漱溟、熊十力为代表

的早期新儒家更为成熟、全面和客观,他不是从孰优孰劣的角度得出儒学要新发展的结论,

而是主张必须建立在充分吸收西方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只有如此,儒学才有新发展的可能。在

文化作用观上,贺麟强调精神是文化之作,文化是精神的直接体现。这样一来,原来关于中国

文化与西方文化孰为体孰为用的非此即被的争论便被解构掉了。中西文化关系问题转变成了

究竟以哪一个作为文化主体来接受另一种文化的问题,这里的“体”就是主体的意思,而不

再是传统体用观中的本质的意思。这就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归结为能否“化西”的

问题,这正是贺麟文化观的特色与精髓所在。 

儒家思想新开展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努力调整自身、积极参与中国

现当代文化建构的尝试。它力图证明,中国传统文化经过批判性改造也具有当代价值,在有中

国特色的现代化进程中将发挥自己独特的文化层面上的作用。这种作用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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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理解: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避免全球化过程当中出现的自身价值、伦理的混乱。另一方

面,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本身也蕴涵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传统

文化不可避免地经历着与异质文化的碰撞和交流。因此,在全球化时代,树立民族文化的自信

是很重要的。但自信不等于自大,自信的意义在于不盲从,明白自己民族的需要,在与异质文

化进行碰撞、交流的过程中做出适合自己需要的正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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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facing the popularity of overall Westernization in 

China, a group of scholars firmly believed that traditional culture was still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hina. 

They learn relevant western theories and hope to find ways to revive traditional culture. This group of 

people is called "New Confucianism".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s of Neo Confucianism, He 

Lin's new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is known as the "Declaration of Modern Neo Confucianism", 

and the ideological system of "new mind" founded by He Li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Neo Confucianism. 

The author intends to discuss the article "the new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combined with his 

"culture and life", and specifically analyze the new Confucianism and its id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embodied in the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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