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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与杜保瑞先生对话，旨在探讨儒耶在真理观上是否可以沟通的问题。全文分为：一、笔

者认同杜教授关于儒家是否是宗教主要取决于如何给“宗教”下定义的观点，但其排斥重建古儒之至高神的观点

是值得商榷的。二、笔者认同杜教授关于儒家与道佛耶都是各自不同的信仰体系的观点，但其因为差异而否定

沟通可能的论断是难以成立的。三、笔者认同杜教授关于儒耶不应该简单比较高下优劣的论断，但他在知识论

上忽略了“大象开口说话”的可能，在比较论上模糊了各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在实践论上没有充分注意到儒基不

再是各自独立存在老死不相往来而是已经相遇且要和平相处的信仰体，因此，从笔者所主张的个殊论来说，“补

儒”与“补基”的核心是自我的开放性与向他者学习的谦卑性以更好地立我，而不能误把个殊当作了不可沟通性

和封闭性并从而失去了合作的可能。四、杜教授完全可以不必回避基督教是否在救赎方面更有效的问题。因

儒耶对话在真理观上真的不可沟通吗?
——与杜保瑞先生对话

［收稿日期］2018-03-28
［作者简介］黄保罗（Paulos Huang）（1966—），男,芬兰籍华人，山东大学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海外访问学者，赫尔辛基大学世

界文化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赫尔辛基大学哲学与神学双博士，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和日本学术振兴会博士后，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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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
本期文稿，有山东大学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黄保罗教授的《儒耶对话在真理观上真的不可沟通吗？——与杜保瑞先

生对话》，黄教授针对本刊2018年第3期杜保瑞教授发表的文章《论儒耶对话在真理观上的不可沟通性》提出批评反思，强调

儒耶之间必须有全新格局的对话沟通，反对杜保瑞教授的观点，认为杜教授的观点是港台新儒家立场的翻版，立论针对杜教

授专文提出批评，十分精彩，读者可以结合上期杜保瑞教授专文比对参照，自行判断。欢迎有识之士继续展开讨论，本专栏

提倡学术争鸣、学术创新。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黄怀信教授的文章《试说传统文化的“创新”与发展——以经典文

献研究为例》谈传统文化的研究必须要有创新，而创新首要在经典版本的校勘，作者例举了四书十三经中许多过往文字上的

毛病，如果不经过一番创新性文本修整，在研究时，既不能了解原意，也不能适应时代需求；吉林师范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

所王亚民教授等撰写的《传统乡贤文化探微——以宣统年间江苏士绅与地方自治为例》一文,文中探讨了清末时期江苏地方

士绅经营家园的地方自治案例，有若干贡献也有环境条件不足的障碍，以乡贤重建为目标的思考，有助于今日我国全面重建

国民素养的任务；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华军教授等所撰《习近平的中国传统文化观研究》一文，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则依据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古训，创新性地解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由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上提出

的，具体内容包括：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作者有机地阐述了这

些重要的观点，有助于落实国学研究以及发扬民族自信心。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李虎群副教授撰文《中国佛教现代转型的探索

——以太虚大师人生佛教思想为核心》，认为人间佛教的运动目前在各地佛教寺院的盛行，这一切都是太虚大师人生佛教之倡

议下而有的新风潮，大师讲清楚了人生佛教的观念和思想，将佛教从废墟中、死鬼中带向人间、带向菩萨道行，本文清楚地彰显

了太虚大师的意旨。

（主持人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大连理工大学海天学者 博士生导师 杜保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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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底，笔者蒙赵法生教授之约在“中西哲

学比较汇通”微信群中主讲“儒基对话中的救赎问

题”时，与杜保瑞教授曾有交流。2018 年 4 月，有

机会在千年学府岳麓书院与杜保瑞教授当面对

谈。后阅其文，发现其对基督教的客观认识是同

类儒者文章中所少见的，比起其发言时的慷慨激

昂之风格，其文出我意料地稳重客观，认真拜读之

后，收益甚多，故特撰文对话，从如下四个方面特

别加以阐述论证，求教于杜教授和各位读者。

一、笔者认同杜教授关于儒家是否是宗教主

要取决于如何给“宗教”下定义的观点[1]3-4，但其排

斥重建古儒之至高神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笔者认同杜教授关于如何定义“宗教”将影响

和决定儒家是否是宗教的论断，杜说：“悄悄地将

上帝安置在天命观中，这是藉儒家讲基督宗教。

讲的不是儒家。”[1]3但笔者并不认同他关于“鬼神

非儒家核心问题”的论断。在 2018年４月底的岳

麓书院会议之后，杜教授将其大作增加了“对《二程

以有神论为基础的体道为文活动》之评议”[1]6-7部分

后发表于《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版），通过批评武汉大学张思齐之论，得出自己的

结论说：“常识中有鬼神存在，和理论上主张鬼神

的存在及其作用，这是两回事。孔子、孟子、张载、

朱熹常识中都有鬼神存在，但孔孟之论恰恰是追

求人文理性的哲学，而非依赖鬼神的宗教。张载、

朱熹讨论鬼神概念，并不是要主张鬼神的存在及

其作用以为儒者修养的宗向，恰恰是要在理论上

藉由定义，以澄清鬼神概念仅是抽象的阴阳作用，

而绝无其位格性，以否定鬼神，谓之无神论尚可，

谓之有神论是错误了。”[1]7笔者无意在此研究张朱

如何论鬼神，而且我也认可孔子以降，人格神的地

位在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和心性之学中日渐式微

的事实。但五经古儒之至高神“上帝”和流传至今

的民间儒学中的“老天爷”，等等，即“上古”和民间

之“野”的语境中，“上帝”仍然是儒学的重要概

念。因此，至高神“上帝”不仅存在于古儒之中，而

且存活于草根百姓心中和日常生活之中。杜教授

的上述论述，除去关于张朱的论述可能会引起不

同学者的歧见之外，总体还算客观中立。但是，杜

教授在文末总结时的言辞，就有些违背自己全文

的客观中立之立场，体现出了过分主观的个人新

儒家信仰情怀而非学术论证了。他说：

本文最后引张思齐教授之有神论文章以为讨

论，是因为这个问题在当代中国哲学的讨论中已

是一绵延甚久不衰的议题，其实儒家是否有神论

根本非儒学之要点，儒学之要点是以自己为尧舜

之圣贤，而非依赖宗教的救赎，种种拉近儒家为有

神论的做法，确乎是强势西方基督教文明影响下

的产物，作为有自信的基督徒，实在无须强要孔孟

皈依于耶和华才有了基督徒的自信，作为有自信

的中国儒生，更是无须以西方上帝安置儒家头顶

才能自信是儒，耶儒都是世间第一宗教哲学，各有

天命，无须谁依于谁之下，儒家可以是有神论，但

这并非儒学要旨，就算是有神论，也无从论证就是

耶和华，此种诠释之交锋可以休矣。[1]7

杜教授此段总结表面上试图客观对待儒家和

基督教，但其致命之伤在于他错用了“自信”一词。

首先，杜说“耶儒都是世间第一宗教哲学，各有天

命”这是正确的，二者不同，各有存在权利和价值。

其次，杜云：耶儒“无须谁依于谁之下”本身也

是正确的表述，但把这与“自信”连接起来，就不得

不让人联想杜教授是否暗含“儒学乃圆满而无需

改进或提升之学”。东西南北皆有圣人出，各人术

业均有专攻，大家本应取长补短互相学习，这本是

杜教授自己明了与提倡之论，但为何此处被“耶、

儒”之类的名词术语所限制捆绑而失去自由呢？

作为学者，在承认儒学于家国社会领域的独特贡

献之时，我们要追问的是：

其一，儒学是否彻底完善而不需要再向其他

宗教或哲学学习任何新的东西了？我想杜教授应

该会作出“应该学习”的回复。

其二，若儒家从内部开出了有神论的思想，儒

家是否就不再是儒家了？杜教授在此被张、朱等

人所捆绑，忽略了儒有多门的历史事实，而且古儒

与民间的有神论是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三，杜教授为何说“就算是有神论，也无从

论证就是耶和华，此种诠释之交锋可以休矣”呢？

因为基督教宣称其信仰对象耶和华乃唯一至高

神，若中国传统之神也是至高神，那么，二者就是

相同的啊！杜教授此处似乎应该关注“儒家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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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是至高神”及“耶和华是否是至高神”的论证，

抛开此问题的关键，而落入“自信”与否的论述，有

失学者的客观，或者是陷入曾受屈辱的过去痛苦

记忆，或在无意之中可能会助长目前社会流行的

狭隘民族主义气氛，忽略了任何个人、团体或思想

主张都应该保持开放性而不断成长的事实。

其四，在我认可杜教授关于儒家特色在于家国社

会的“活人”之学的前提下，有神与无神论问题与个人

如何完成修养工夫而成为圣贤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

么呢？我们将在“修养实践”部分对此再深入探讨。

其实，在笔者看来，激活古儒和民间百姓心中

的至高神上帝，不仅能克服宋明儒学的弱点，①而

且能使儒学更加成为儒学。当韩星教授以儒家天

主教徒为主要的例子来撰写《重建上帝信仰：明清

之际儒者的上帝观》一文时，笔者挑战其两个问

题，一问明清相信上帝的天主教徒儒者是否还是

儒者？韩教授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二则笔者建

议他在非天主教徒或基督徒的儒家中寻找相信至

高神上帝的尝试，他也作了肯定性的回应。②另

外，笔者在与张祥龙教授讨论“孝敬父母、时间与

生命的来源、相信、敬畏、顺服和爱上帝与大父母

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时，笔者就特别建议张教授要

从古儒的至高神上帝那里为“孝敬父母”寻找到权

威根据，否则，单纯从人文的视野，很难为“孝敬父

母”找到绝对的理论根据，因为父母虽是我们的肉体

生命之来源，但他们本身并不完美，也非至善。而至

高神上帝则可以帮助我们在“孝”的问题上解决上述

的可能性冲突。③因此，利玛窦以来的古儒与今儒之

分，在此仍然有积极的参考意义。④这里涉及的核心

问题，其实也仍然是，不依靠至高无上神上帝的儒者

是否可能战胜自身的软弱罪恶而达到圣贤与至善的

目标。所以，杜教授所谓的儒者“绝无西方基督教位

格神意义下的上帝，否则自己就不是顶天立地的大

丈夫了”[1]3这个观点并非如他所云的“纯儒”[1]4，而只

代表了他深受宋儒影响而排斥古儒和民间儒学的台

湾新儒家的观点而已，这是杜教授的信仰和选择，而

不是纯粹或全部儒家的真实立场。

二、笔者认同杜教授关于儒家与道佛耶都是

各自不同的信仰体系的观点，但其因为差异而否

定沟通可能的论断是难以成立的

杜教授指出“儒学是立足于现实世界家国天

下的价值信念，有一定的排宗教性”[1]2⑤。他强调，

儒家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始终是儒释道三教之首的

原因是儒家“是人民生活中的首要价值信念的来

源，人类的生活首在家庭，次在社会国家，这些没

有问题了之后，才进入更高层的个人兴趣、嗜好、

技艺，再上升至个人健康、命运、生死问题的关切，

就人在家庭、社会、国家中的人际关系而言，儒家

仁义礼智的道德信念就是维持人之所以为人、社

会国家之所以为社会国家的价值根源，所以说儒

家是首位，这是从人类生活之需要而言的首位。

并不是说道教与佛教没有这方面的意见，而是儒

家的思想主要重点在此，且讲得清楚，足够面对社

会生活之需”[1]2-3。

可是，“一旦关切的问题转向”，也就是若关切

个人的精神生活如生死命运等的话，佛道耶就派

上用场了，对于儒家来说，其间的差异只是在于，

“道家多神论，佛教无神论，而耶教一神论”[1]3[2]213。

儒家与佛道的辨别比起儒耶之辨来，相同处在于，

它们都是“非理论性范围内之事，亦即不能靠定义

推理而证成或否证，唯依个人经验及选择相信与

否了。就此而言，耶儒之间亦然。谁也说服不了

谁”。不同之处在于，以唐君毅的话说，就是“吃饭

和吃药”的问题。他说：“上帝的审判赏罚与因果

的业报轮回，在人类为恶冥顽不灵的时候，也就是

人性生病的时候，有更好的说服力，儒家是正常人

① 再次强调，此论是在承认宋明儒学优点的前提下提出的。

② 韩星 ：《重建上帝信仰：明清之际儒者的上帝观》，载岳麓书院比较宗教与哲学工作坊第一期《天命与上帝：中西比较与

儒耶对话会议论文集》，湖南大学岳麓书院，2018年4月28-29日，中国长沙，63-74。2018年4月29日在会议中笔者与韩

作了交流。

③ 黄保罗、张祥龙 ：《亲情之孝中儒基合作的广阔前景》, 2018年4月29日于湖南大学的岳麓书院集贤宾馆（待刊）。

④ 利玛窦：《天主实义》，蓝克实（Douglas Lancashire）与胡国帧译，圣路易斯，1985年，台北：利氏学社；《利玛窦全集》，台北：

台湾光启-辅仁联合发行，1986年；黄保罗著、周永译：《儒家、基督宗教与救赎》，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44-47页。

⑤“儒学始终是人文的哲学”，其宇宙论“不讨论它在世界的存在及存有者，儒家以整体存在界为仁义礼智价值意识的天

道流行为终极价值。”“形成儒耶对辨的关键，却更是时代因素的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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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下的正常饮食，就是吃饭，耶佛都是吃药。”[1]3杜

说，各教不同，儒家“只处理活人的人生……关切

国家，儒家首选，老子、法家也可入选”[1]4。“关切生

命的痛苦，以为有死后的解脱，基督教、佛教可为

选择的对象”[1]4。

当然，基督教徒能否认同唐、杜将人性分为

“正常”与“生病”，需要另当别论。杜教授用“盲人

摸象”的比喻来论证儒家和道佛耶之间的差异，也

是笔者可以接受的。他说:
从理论系统性而言，三教都有自圆其说的完

整体系，可以在自己的系统内一致性地完成。从

理论的验证性而言，三教都有教主的实践以证成

理论为真，更都有后继者的继续实践并且达成再

证其真。各家彼此之间的非议，都是立足于自己

的世界观、价值观而批评他人之说的，因此方法论

上并无合理性。各家只能认定己说为真，却无证

它说的合理性。那么，光亮亮的世界，究竟何家所

说为真呢？此事，盲人摸象的故事可以为比喻式

的解答。每位盲人所摸到的都是大象没错，所说

的也是没错，只是以为自己所知者就是大象的全

部，并且否定别人所说的做法是错的而已。因此，

三教各以自己的角度认识世界，所知亦真，确实是

真理，但角度不同，问题不同，故而答案不同，呈现

之理论形态不同，学习者、研究者可以做的就是弄

清楚各家问的究竟是什么问题，因此不同学派之

间的关系是什么，这样就好了。然而，三教之间无

人让步，辩争一直延续，无人认输，其实只是一场

无谓的情绪意见之争而已。 [1]4

这个比喻相当成功地道出了各教各派之间的

差异，因为各种宗教、思潮或文化，面对真理或认

识对象，无论是通过理性还是感性，由于视角和关

注点的差异，所得到的结论往往是大相径庭的。笔

者认为，客观地承认、理解和尊重各教之间的差

异，这是与杜教授一致的。但是，借助这个比喻，

杜教授得出“各教之间无法较劲高下”，甚至因为

差异而否定沟通可能的论断，是难以成立的结

论。下文中，笔者将专门对此进行分析。

三、笔者认同杜教授关于儒基不应该简单地

比较高下优劣的论断，但他在知识论上忽略了“大

象开口说话”的可能

杜教授在比较论上模糊了各个概念之间的关

系，在实践论上没有充分注意到儒基不再是各自

独立存在而老死不相往来却是已经相遇且要和平

相处的信仰体，因此，从笔者所主张的个殊论来

说，“补儒”与“补基”的核心是自我的开放性与向他

者学习的谦卑性以更好地“立我”，而不能误把个殊

当作了不可沟通性和封闭性并从而失去了合作的可

能。

杜教授说：“较劲高下都是教派选择的意义认

识不够深入，且个人并未真诚实践，为了一己好胜

好名的欲望而为之辩论，儒者完全可以尊重基督

徒，基督徒也完全可以尊重儒者，基督徒而为政治

课题时儒学就是最好的世间法指导之一，儒者而

意识到关切到生死问题时基督教也是很好的选择

对象之一……作为实践哲学的儒家与基督教，应

该是让人选择以及实践，而不是互相菲薄甚至否

定”[1]5。

他在这里要表明的，其实是各教之间不要进

行情绪性地比较高低。这显然是正确的，比起许

多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简单排斥基督教的儒家来，

杜教授在这个问题上是客观的、理智的和友好的，

在新儒家中是比较少见的。

但是，有如下四个重要问题是杜未处理的。

第一，从知识论来说，杜教授对盲人摸象比喻

的引用是有问题的。虽然杜教授的主张有一定的

道理，如“每位盲人所摸到的都是大象没错，所说

的也是没错，只是以为自己所知者就是大象的全

部，并且否定别人所说的做法是错的而已”。但他

忽略了“大象开口说话告诉大家自己是什么及什

么样本质”的可能性。按照杜教授的建议，“学习

者、研究者可以做的就是弄清楚各家问的究竟是

什么问题”，那么，我们若来一个穿越剧而把如下

五个传统的代表人物聚集到一起对话的话，看看

各自的代表人物都说了什么呢？

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强调，通

过理性来认识罗格斯（Logos）这个绝对之道的真

理，而他的最大发现就是：“这个世界的背后和源

头有个第一推动力（the First Mover）”。当佛教的

创始人释迦牟尼听到这个表述的时候，就会说：“I
see”（我彻悟了/ enlightened）。此时，儒学的创始

人孔子却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道家与道教的

始祖老子则说：“道可道，非常道。”但是，基督教的

耶稣基督却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

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14：6）。
按照杜教授的理论，这五位都应该是摸象的

盲人，亚里士多德似乎在说“有一头大象”，佛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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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彻悟了”，孔子说“早上听清楚什么是大象，我

晚上死都心甘情愿了”，老子说“能够说［/摸］出来

的大象就不是真正的大象了”，而耶稣基督却说

“我就是大象”。

我想这里描述的应该是五个传统之代表所摸

到的真实大象，而且“所说的也没错”，但是，他们

都没有“以为自己所知者就是大象的全部，并且否

定别人所说的做法是错的”。

这里唯一值得关注的是耶稣基督与其他四个

摸象之人之间的差异，因为耶稣基督不是摸象之

人，而是开口说话而揭示自己的那头被摸的大象。

对于非基督徒的人们，可能会觉得这个穿越

剧有些高抬基督教而贬低其他包括儒学在内的宗

教或哲学传统了。但是，这里描述的却是各个传

统本身自述的真实状况。儒学的代表人物孔子并

没有说自己知道了大象的全部，他也没有“否定别

人所说的做法是错的”。

因此，在这里，杜教授对比喻的解释，是不符

合孔子和其他四位代表人物本人的思想的。就儒

学与基督教对绝对之道的认识而言，孔子实事求

是地从人文哲学的视角道出了自己渴求永恒绝对

之道的诉求，而耶稣基督却代表了天启路径，宣称

自己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根据他们二人的本

人言语，其间的差异体现了“高低、强弱、好坏和有

无”。请注意，这并不否定儒家在“家庭、社会、国

家”等“活人的人生”领域中“三纲八目”①的高、强、

好、有。当然，杜教授估计会批评笔者的这个分

析，但是，当我们讨论宗教之间是否有高低之分的

时候,我们表达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第二，从比较的本质来说，杜教授模糊了“差

异”与“高低、好坏、强弱、有无”之间的关系。何谓

高低？高低与好坏、强弱、有无之间的类比性是什

么？若说甲拥有A，乙拥有B，而A和B都是人生的

重要积极元素的话，那么，在此语境下，可否说“就

A对人类生活的意义而言，甲要高、好、强于乙（乙

要低、坏、弱于甲），因为甲有A，而乙却无A”？同

样，可否说“就B对于人生生活的意义而言，甲要

低、坏、弱于乙（乙要高、好、强于甲），因为甲无B，
而乙却有B”？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如此，根据各

自的特点和本质，各教（如儒家和基督教）之间还

是有高低、好坏和强弱之分的。而杜教授则对上

述问题没有充分关注，由于只强调差异和主张多

元主义（pluralism），为每个宗教的存在从理论和实

证的角度强调其自圆其说的合理性，虽然体现了

包容性（inclusive nature），但却存在着走向相对主

义（relativism）②和虚无主义（nihilism）③而否定绝对

真理存在的危险。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笔者

提及绝对真理的存在，并非主张哪个宗教就拥有

这个绝对真理，而是担心杜教授此论会导致虚无

主义的出现，因此，完全否定绝对真理的存在，以

至于丧失了是非、好坏、真假之分，导致一切存在

的都是合理的，从而失去了开放性和谦卑性而固

守自我不应该被质疑或需要被改进／改变，也不

愿意向他者学习呢？笔者认为，不能简单地从总

体上把各宗教判断为高低、强弱、好坏，但却可以

在具体的问题或观念上比较各宗教之间的“有

无”，正如杜教授所说，“所以说儒家是首位，这是

从人类生活之需要而言的首位。并不是说道教与

佛教没有这方面的意见，而是儒家的思想主要重

点在此，且讲得清楚，足够面对社会生活之需”[1]2。

第三，从实践论来说，儒家与基督教应该如何

相处呢？笔者认同杜教授的主张，“耶儒既不必辩

论，那就好好实践自己，尊重彼此，有需要时互相

合作，共同利益世人”[1]5。

就宗教发展的历史而言，儒耶曾经各自独立

而老死不相往来（existed independently without en⁃
countering），后来由于全球探险、贸易和基督教传

教的发展出现了基督教与儒家相遇的情况，而在

全球化的今天更是出现了儒基必须相处的要求，

目前在儒学复兴与中国成为强国而走向世界的时

刻，以儒家为主动姿态的与其他宗教（包括基督

教）在国内与国际语境中的相处则更是不可避免

① 明德、亲民、至善为三纲，而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乃是八目。

② 相对主义认为没有绝对、只有相对的理论，如经验、思想、价值、实在中的主要方面总是相对于其他东西而成立的，但原

因却不清楚。

③ 虚无主义是怀疑主义的极致形式，认为世界、生命特别是人类的存在是没有客观意义、目的以及可以理解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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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它们的相遇是已然的事实。

那么，在儒学与基督教相遇 (encounter) 的语

境里，是采取宗教高低论、宗教比较论（Compara⁃
tive Religions）、宗教间对话（Inter-Religious Dia⁃
logue），还是宗教内对话（Intra-Religious Dialogue）
呢？这些都是可供选择的路径。但是，简单地在

二者之间进行高低的比较，无论称儒高基低还是

儒低基高，都是难以实事求是地符合真相的。宗

教比较论的方法能够帮助人们在儒基之间找出共

同点和差异处，但如何将这些发现真正地运用到

实际之中以利于双方和整个世界的和平，则需要

从一些具体的议题或问题（如救赎和修养工夫等）

逐步开始。在儒耶之间进行传统式的宗教间对

话，虽有积极价值，但也会遇到一些难题，如谁是

二教的各自代表？对话获得的成果是理论家的期

望还是普通信徒的真正心声？对话的结果是否能

在实际生活中促进二教跟随者的生活？现在比较

流行的主张是走第三条路，即进行参与者内在的

宗教内对话。作为一个从神学出发来进行儒基宗

教内对话的主张者，笔者曾经将此称为“比较神

学”，是“参与者自会进行自身信仰的各方面再评

估，甚至改变自身信仰的内涵”[3]62，“这其实是一种

实践活动，它主张暂停构建诸宗教的宗教神学庞

大体系，首先要进入某一个或某几个宗教之内，用

另一个或某几个宗教自身的语言去理解，而不是

用基督教的语言或范畴，即真正地进入到其他宗

教之中，而不是做旁观者，更不是要强加自己的观

念到其他的宗教之上。其次，通过具体地学习和

实践其他宗教，然后回到自己的宗教传统中，重新

阅读自己的宗教经典和文献，这会给自己带来新的

启发，从而深化自己对自我信仰的理解，纠正自己

信仰中的某些偏离，强化自己的信仰。其特点是处

理自己的信仰与其他信仰之间的张力，既委身于自

己的宗教信仰，又向其他宗教开放。”[3]61-62,149-150①

在儒学与基督教相处 (engagement) 的语境里，

根据历史背景和今天相遇的实际景况，就儒家和

基督教而言，平等、友好、尊重与合作，应该是相处

的基本原则。一方面，特别是儒学今天受到政府

重视的优势下，若儒家能够避免狭隘民族主义，不

但会避免于对基督教的伤害，而且将会因为自己

的开放大度而更加地有益于儒学的复兴。另一方

面，杜所云“那就好好实践自己，尊重彼此”的本

质，笔者主张应该是不同于多元主义②（pluralism）、
包容主义（inclusivism）③和排他/排斥主义（exclusiv⁃

① 参考弗雷德里克斯（ James L. Fredricks）1999: Faith among Faiths: Christian Theology and Non-Christian Religions. New
York: Paulist Press; Fredricks 2004：Buddhist and Christians: Through Comparative Theology to Solidarity. New York: Orbis
Books, 98；科罗尼（Francis X. Clooney）1993：Theology after Vedanta：An Experiment on Comparative Theology. Albany：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Clooney 1995：“Comparative Theology：A Review of Recent Books（1989-1995）”，in Theological Studies
56，52.
② 约翰·希克（John Hick）著、王志成译，《多名的上帝》，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8-42页，他是多元主义

的主要代表。现在许多学者都认为不同宗教的目的是不同的，因此对希克进行了批评。潘尼卡（Raimon Panikkar）著，王

志成、思竹译，《看不见的和谐》，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 年。John B Cobb 1982: Beyond Dialogue: Twards a Mutual
Transformation of Christianity and Buddhism，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9: Transforming Christianity and the World: A Way
beyond Absolutism and Relativism, Maryknoll, New York: Orbis Books. Mark Heim 1995 Salvations: Truth and Difference in Reli⁃
gion. Maryknoll, New York: Orbis Books，林贝克（George Lindbeck）著、王志成译，《教义的本质》（The Nature of Doctrine: Reli⁃
gion and Theology in a Postliberal Age），香港：道风书社，1997年。

③ 拉纳尔（Karl Rahner 1980:“Christian and Non-Christian Religions”, in Christianity and Other Religions, edited by John
Hick & Hebblethwaite. Glasgow: Collins. 1994:《圣言的倾听者：论一种宗教哲学的基础》，默茨修订,朱雁冰译，北京:三联书

店. 1996:“Christianity and other Religions”, in Philosophy of Religions: Selected Readings, ed. by Michael Peterson etal., New
York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是包容主义的主要代表，其“匿名的基督徒”神学思想直接影响了罗马天主教对其

他宗教保持比较开放态度的革命性梵会议。包容主义的两个代表神学家克莱梅尔（Hendrik Kraemer，1888-1965, 1938
The Christian Message in a Non-Christian World. London: Edinburg House Pres; 1999 World Cultures and World Religions: The
Coming Dialogue. James Clarke Company; 2002 Religion and the Christian Faith. James Clarke Compan）和布鲁纳尔（Emil Brun⁃
ner 1948-1949 together with Heinrich Brunner: Christianity and Civilizations, vols. 2, Ams Pr. Inc.）提出了“破碎的玻璃”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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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m）①的个殊主义（particularism）。[3]174-177[4]笔者所谓

的个殊主义，就是“由破他转向立我”，“强调自身

的特殊之处，只否定他人坚持他们的信仰也具有

同基督教信仰相同的真理看法，而不否认他人坚

持不同信仰的权利。”[3]174基督徒个殊论者认为，

“其信仰的真理性来自于神启的客观真理，人的理

性无法评判其真伪。关于宗教对话，个殊论者认

为互相尊重并不等同于互相认同，加深彼此的理

解但不一定有助于宗教真理的积累或增长，对话

有限而无止境，对话不是放弃对基督福音的宣扬，

肯定基督教传统对拯救的个殊性但不否认其他宗

教所理解的拯救之有效性，所强调的是其他宗教

不能提供基督教传统所理解的那种拯救。”[3]175②在

会议中笔者表达了个殊论的立场后，杜教授对笔者

表达了极大的赞同，但笔者阅读了他的大作之后，

却发现其文存在封闭性，与笔者所云的个殊论之开

放性和谦卑性之间还是有差异的。

第四，从笔者所主张的个殊论来说，“补儒”与

“补基”的核心是自我的开放性与向他者学习的谦

卑性以更好地立我，而不能误把个殊当作了不可

沟通性和封闭性并从而失去了合作的可能。现在

的儒家与基督教不仅相遇了，而且在必须友好相

处的语境中进行“互补”以实现共处与合作。自利

玛窦以来，基督教可以“补儒”的观点，虽然令部分

儒家难以接受，但大多数基督徒都是可以接受

的。那么，笔者主张儒家可以“补基”，相信许多儒

家都会愿意接受的，但我们需要问的是，基督徒能

否接受呢？笔者认为，如果说清楚“儒家补基”的

核心内容和语境范围的话，不仅儒家可以接受，而

且基督徒也是可以接受的。

我们需要承认，儒家和基督教所关注和询问的

本质问题有着侧重点的不同。如杜所云，儒家“只

处理活人的人生……关切国家，儒家首选……”，在

家庭、社会和国家的语境里[1]49通过“修齐治平”与

“格致诚正”的“八目”来达到“明德、亲民、至善”的

“三纲”是儒家的核心关怀。而耶稣基督却说：“我

的国并不在这里”“不属于这世界”③，每名信徒在

地上都是“寄居的”（彼前2：11），“因为我们在这里

本没有长存的城，我们却是寻求那将要来的城”

（来13：14）。儒家重今生，基督教重永生，因此，它

们二者是可以互相补充的。

笔者曾经撰文提出“魂体神学”作为关注“灵”

的补充。④因为就人性的本质而言，儒家谈肉体与

精神之分，而基督教则强调人有灵、魂、肉体之三

分。传统的基督教神学强调“灵”的得救和进入永

生等方面的内容，虽然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都有

肉体苦修方面的内容，但对于人在形而下层面的

“魂体”的修养工夫，基督教的关注似乎没有儒家

那么丰富。“世界”和肉体经常被理解为魔鬼撒旦

的势力范围，其实，就基督教神学而论，“世界”和

“肉体”虽然最终要消失掉，但它仍然是人在此世

的唯一平台，世界是上帝所造且被视为“好”的⑤地

方，而身体则是“圣灵所居住的殿”。⑥所以，根据

路德传统，基督徒应该过一种“出世而入世”的生

活，首先看破人生不过是客旅和寄居的真实，此世

并非永恒居所的真理，要从肉体和魂体进入灵的

永恒世界。其次，上帝创造了人类与拯救了信徒

的灵魂之后，并没有让他们立即离开世界，⑦而是

① 巴特（Karl Barth）1956，被认为是排斥主义的代表，他反对社会福音运动，认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真理。关于这里的排

斥、包容和多元主义的三分理论，请参考 Alan Race 1983：Chtristians and Religious Pluralism: Patterns in the Christian Theolo⁃
gy of Religions, SCM: London, 10-105。黄保罗《大国学视野中的汉语学术对话神学》，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 年版，第

158-172页。

② 个殊主义是由麦格拉斯（Alister E McGrath 2006：《基督教神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董江阳译2005：《基督教的未来》，

香港：道风书社）、戴·诺亚（2003：“耶稣与世界宗教”，载卓新平主编《宗教比较与对话》（第四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和

林贝克（George Lindbeck）等人提出的。

③ 太26：52-53：“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

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约18：36：“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

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

④ Paulos Huang 2016:“A Theology of Soul and Body as an Approach for Sinicization of Christianity”, in Yearbook of Chinese
Theology 2016, ed. by Paulos Z. Huang, Brill: Leiden and Boston, pp.vii-xix.
⑤ 创世记里说，上帝创造了每一天之后，都说“是好的”。创1-2。
⑥ 林前6：1“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

⑦ 约17：15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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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他们与上帝（圣父、圣子、圣灵）合一地在这个

世界里作盐作光去照亮和积极地影响世界。①

笔者强调的“儒基互补”，比起利玛窦等耶稣

会士的“补儒”少了一点“超儒”的进攻性和优越

感，不仅强调基督教可以其对灵魂的关注资源来

“补儒”，而儒家用唐君毅和杜保瑞的话说，就是在

“家庭、社会、国家”的语境中也可以其修养工夫来

“补基”。这对于正统的基督教来说，其信仰的本

质核心并不会因此受到伤害 。排除了痛苦记忆和

狭隘民族主义之后，儒家应该也没有反对的理由。

四、杜教授完全可以不用回避基督教是否在

救赎方面更有效的问题[1]5

杜教授大作中列有“基督教是否在修养实践

上超越儒家”[1]5专节，但却认为二者不可比较，因

此而没有真正回答这个问题。特别是他准确地指

出了基督教对于儒家的一个真正积极性的挑战，

可却没有真正深入地处理他自己提出的这个问

题：“而基督教就在此点（人类为恶冥顽不灵的时

候）上，以其一神论的绝对信仰，始终强调其超越

神的救度与人类的相信与委身才更能对人类的软

弱为恶现象有救济的实效，这就是一神论的超越

信仰对儒家的挑战。这是有别于道佛对儒家的挑

战的理论面向。”[1]3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进行深入的探讨和

对话。杜教授却专注于分析儒家自己的特色，视

“儒者的理性就是天的意志”为儒家的强悍优点

说：“儒者以理想入世治国，自认承担天命，但是绝

无西方基督教位格神意义下的上帝，否则自己就

不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了，儒者鞠躬尽瘁，死而后

已，且畏天命，但他自己的理性就是天的意志，这

才是儒家强悍的地方。”[1]3-4但杜教授没有回答自

己提出的基督教的挑战。

笔者认为，“儒家强悍的地方”虽然给儒家带

来了积极入世的进取性优点，但其过于乐观的人

性论却值得特别小心，因为它容易过分放大有限

者的优点，把有限者当成绝对者来崇拜，制造偶像

即假神，从而给社会带来灾难。因此，作为宋明心

性理学之儒优点的同时，这恰恰是其致命弱点之

一。

正如本文开头论证的那样，在追溯了孔子对

鬼神的并不否定②之后，杜教授强调“宋明儒家都

还做了理论的努力想要否定鬼神之存在以与道佛

辩难，如张载[5]，以及继承者朱熹[6]。”反对唤醒古儒

中的上帝，并说：“一味要说儒家的天帝就是西方

的上帝，这是矮化了儒家，标高了西方宗教，立场

并非纯儒”。[1]4当然，若不从客观真理的视角而只

从儒家尊严、曾经受到的不公平待遇等立场来说

的话，笔者理解和尊重杜教授反对“要说儒家的天

帝就是西方的上帝”，但问题是，古儒中代表至高

神的上帝，今天真的不要被唤醒吗？宋朝以来直

到今天的儒家能够靠自我的修养工夫来解决“人

性生病”时的挑战吗？不要至高神的“入世”，真地

能够通过“修齐治平”与“格致诚正”的“八目”而达

到“明德、亲民、至善”的“三纲”吗？

关于基督教的超越性上帝之存在以为人类改

过迁善的动力保证，是否强于儒家学说之只以个

人意志培养为修养路径的问题，杜正确指出应从

立说之根源而非择取某一问题臧否双方。在指出

“救赎”与“原罪”都是基督教所有而儒家所无的概

念之后，准确地指出儒家以“一己的价值意识与道

德意志”，包括以建立“社会人格”为指向的“个人

的修养工夫”，而非“鬼神的救助”，来面对和处理

“生命之苦痛”。他在这里重点指出性善论乃儒家

个人修养的理论根源，笔者也可以接受，因为“性

善论中不仅自己必有可为善的动力，同时行善之

际就是利他的行动”[1]5。但是，杜教授所云“人有自

救的可能的理论儒耶佛都有，且人有外在救助的

可能也是三家皆是”，此论有误导嫌疑，似乎取消

了三教之间的差异。但他接下来又说：“问题是这

一部分的理论形式是有所不同的，儒者的外在救

助是同等级存有者的此在世界之其他儒者，佛教

的外在救助是不同等级存有者的它在世界之诸佛

菩萨，但是人与诸佛菩萨有终极同等级的可能，基

督教则是最终依赖绝对性的超越神以为必然性的

救度，而此一超越神当然是它在世界的存有者，并

且与人类的存在是永无等级相同的可能。”[1]5

① 马太福音 5:13-16：“你们是地上的盐；如果盐失了味，怎能使它再咸呢？结果毫无用处，唯有丢在外面任人践踏。 14
你们是世上的光。建在山上的城是无法隐藏的；15 人点了灯，不会放在量器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 16
照样，你们的光也应当照在人前，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又颂赞你们在天上的父。”

②《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雍也》：“敬鬼神而远之”，“天厌之”；《述而第七》：“吾之祷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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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描述以上类型的对比之后，杜教授得

出的结论是：“类型已别，何从比较？”[1]5最后的这

点结论存在着相对主义甚至是虚无主义的倾向，

只承认各位“盲人所摸到的不同大象”，而否定了

被摸“大象本身”之存在了。因此，杜教授不仅没

有回答此段开头所提出的问题，而且否定了二者

之间可以相互学习与合作的可能。另外，全文内

容没有对标题中的“真理观”进行界定。

其实，儒家和基督教完全可以在避免简单地

比较高下的同时，从互通有无的视角来讨论二者

相互学习与合作的可能。限于篇幅所限，笔者将

另撰文《再论天人合一是否为儒家所独有？》及《圣

贤与至善是否可能？》，通过与台湾新儒家的代表

人物之一、也是杜教授的师兄林安梧教授①的对

话，来回应杜教授已经提出却没有回答的问题：基

督教“以其一神论的绝对信仰，始终强调其超越神

的救度与人类的相信与委身才更能对人类的软弱

为恶现象有救济的实效，这就是一神论的超越信

仰对儒家的挑战。这是有别于道佛对儒家的挑战

的理论面向”。

五、在“儒基之间有许多沟通之处”之结论的

基础上, 笔者建议保瑞教授可以批判性地反思杜

维明教授提出的“精神人文主义”概念来为儒学的

发展和儒基沟通合作找到出路

杜维明先生提出的“精神人文主义”就是注重

“天”即“宗教性”的人文主义，因为他把“精神性”

等同于“天”，②并指出在二十一世纪宗教是人类必

须面对和了解的一个重大课题，因为“人是向超越

向往、具有超越意识的，人是有终极关怀的，人是

有精神性的，这是人和其他动物的一个巨大不

同。”③ 若能像利玛窦一样从古儒中激活“人格化至

高神”的概念，将可帮助杜维明教授从儒家中挖掘

出精神性的天与宗教，这一点也许值得杜保瑞教

授参考。遗憾的是，这是杜保瑞教授所反对的。

如此，就需要找到如何面对杜维明教授所说的现

代性危机困境的出路。

此外，笔者建议杜保瑞教授要对“精神人文主

义”概念进行一定程度的批评反思,因为其中也体

现了新儒家的共同问题。

其一，杜维明教授根据孟派心性之学对人性

过分乐观，则反映了新儒家的基本局限性，虽然他

加了“精神”作为修饰限制的定语，但中心词仍然

是以坚定对人的主观能力之过分信奉的“人文主

义”，这里存在着自相矛盾，因为启蒙运动以来只

重世俗性的“人文主义”是以反宗教为本质特色

的，而杜现在提出综合人之身、心、灵、神的“精神

人文主义”之本质是要重视宗教性，这两种“人文

主义”所表达的是不同概念, 其间的矛盾和差异是

明显的, 虽然使用的是相同的术语,但其内涵不同。

其二，启蒙运动时期，儒家人文主义曾被伏尔

泰和莱布尼茨等人作为基督宗教之外的人间天堂

来充当反对基督教有神论的理由，直接促进了对

理性和人权等人的主体性和现代性的过分高抬。

因此，启蒙运动的人文性/现代性积极地影响了世

① 林安梧 ：《“绝对一神论、断裂型理性”与“万有在道论、连续型的理性”：以“基督教”与“儒家宗教”为对比》，原载岳麓书

院比较宗教与哲学工作坊第一期《天命与上帝：中西比较与儒耶对话会议论文集》，湖南大学岳麓书院，2018年4月28-29
日，中国长沙，第75-84页。

② 杜维明在 2016年华东师范大学“桑德尔与中国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言 Self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iritual Hu⁃
manism（“精神人文主义视角下的自我”）中说:“明年（2018）8月将在北京召开世界哲学大会。我提议的‘学做人’被西方哲

学界的主力接受为官方的大会主题，‘Learning to Be Human’被翻成多国语言，中文表达是‘学以成人’。会议委员会经过

考虑认为，在‘学以成人’的主题之下，自我、社群、自然（地）和精神性（天）四个向度缺一不可。”

③ 参见杜维明先生在2014年天地之中（嵩山）——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对话论坛之“天人合一与文明多样性”开幕式上

的讲演On the Spiritual Humanism（精神人文主义）。其旨在解决“启蒙心态”给当下人类所带来的现代性困境，即“就是西

化、现代化、全球化所带来的人类持久存活的困境、人类所面临的长久性危机”。不同于“世俗人文主义”即“启蒙运动”以

后西化、现代化、全球化的以经济为唯一导引的人文主义，“精神人文主义”一则强调将个人的身、心、灵、神进行整合来建

立一个全面的“人”，从而使人与人之间能健康的互动，人与自然能够持久和谐，人心和天道能够相辅相成，如此达到“天人

合一”的“如何做人”“学做人”“学以成人”的“道理”。但一方面宗教能使人类超昇、满足人的超越意识，另一方面宗教又使

人类之间的矛盾冲突非常大。因此，杜维明的思路是每个精神文明的传统——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儒家、道家——除

了自己的特殊精神性以外，各个文明之间还要能够互相对话、交流、理解，且每个精神文明还必须要发展出第二种语言

——世界公民的语言。例如面对生态，基督教的传统不能只突出未来的天堂、天国，也必须了解到下面这个凯撒世界的重

要性；佛教也不能只关注彼岸、净土，也必须关注此岸红尘中的菩萨道、人间佛教；儒家亦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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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但其抛弃宗教改革对上帝信仰的坚持，也给世

界带来了杜维明教授所批评的许多消极影响。但

是现在，杜维明教授又把“精神人文主义”作为超

越启蒙主义和解决世界问题的方案。前后两次，

儒家扮演了相反角色。杜维明教授不但没有反思

儒家在启蒙运动时期的过失，而且现在摇身一变

把自己又当作了反对和解决启蒙运动导致的危机

困境的解药。杜保瑞教授对此是否有所反思呢？

其三，“精神人文主义”思想潮流如何处理上

帝或精神信仰与人文性的关系问题，尤其值得关

注，而杜维明教授却仍然像启蒙运动者一样，把希

望单纯地放在人的主观能力之上，而没有把人格

化的上帝作为力量的源泉，其结局将会像启蒙运

动一样令人怀疑。

因此，笔者建议杜保瑞教授接受杜维明教授

从儒家中挖出“天、精神性”的思路，激活古儒中的

“人格化至高神”的概念，集中强调儒家在“身、心”

层面的特长和优点，不要试图扮演“全能宗教”的

角色把“灵魂”也纳入自己的范围，而要从互通有

无与相互补充的视角与基督教等他者进行沟通与

合作。

结合全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像港台新儒

家及其后进林安梧教授①等人一样，杜保瑞教授对

于儒家的理解并非是学术界所云的“客观中立”，

而是带有信仰情怀的委身与认同。这个立场本身

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人人皆有信仰的自由。但在

全球化的语境中，面对现代性、基督教等他者，杜

保瑞教授不能只说儒家与他者无法沟通，相信通

过批判性地借鉴和反思“精神人文主义”，既可能

为儒家的发展找到出路，又可能为儒家如何与他

者相处找到出路。而作为学者，我们则需要从理

性的视角对此进行分析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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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ld Not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Christianity Happen on View of Truth?: Dialogue with Mr. Du

Baorui
Paulos HUANG(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Confucianism Civiliz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Shandong 250013, China)

[Abstract] Through a dialogue with Mr. Du Baorui,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whether the communication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Christianity could happen on view of truth. The author agrees with Professor Du thatwhether Confucianism is a religion depends mainly on how to define“religion”, but his viewpoint of rejecting re⁃building ancient Confucianism to the supreme god is debatable. Second, the author agrees with Professor Du’sview that Confucianism and Christianity are different belief systems, but it is difficult to hold that there is nopossibility of communication because of their differences. Third, the author agrees with Professor Du that itshouldn’t simply compare Confucianism with Christianity, but he ignores the possibility of“the elephant’sspeaking out the truth”in epistemology and obscu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arious concepts in comparativetheory. In practice, he doesn’t note that instead of existed independently without encountering, Confucianismand Christianity are beliefs which are needed peaceful engagement. Therefore, according to the author’s socalled particularism, he thinks that the core is opening to others and establishing itself better instead of isolatingfrom others and having no communication with others. Fourth, the author thinks that Professor Du needn’t avoidthe question of whether Christianity is more effective in salvation. Therefore,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re isstill a lot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Christia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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