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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本文的主题是“全球化视角下的儒家现代性转型”。为此，本文首先说明“全

球化”、“现代性”和“儒家转型”这三个问题的含义。笔者认为，处于现代社会的

要求，中国人不仅要保持“推己及人“的儒家传统，还要更注意在社会成员之间建立

“对等”和“平等”的关系。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笔者提出下述观点：我们在保持和

发扬“尊老爱幼”的儒家传统的同时，也要提倡“爱老尊幼”，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

的要求，“返本开新”地创造出儒家的新文化。 

关键关键关键关键词词词词：：：：儒家、全球化、现代性、文化转型、尊重 

 

1．．．．““““全球化全球化全球化全球化””””的视角的视角的视角的视角 

随着西方以外的国家及地区的经济发展，随着这些国家和地区人们的自我意识

的提高，伴随着这些国家和地区人们对自己文化传统进行反思的过程，西方的、特别

是美国的文化价值越来越受到置疑，西方在世界上的语言霸权越来越受到挑战。在当

今全球化的世界上，已经慢慢形成了多元文化的价值结构体系。亨廷顿的“文明冲突

论”大概就是对这种发展所作出反应和认知。 

事实是，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价值的人们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必须共同

应付和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在这种的情况下，正确的态度不应是相互斗争，看谁

能在竞争中独占鳌头。而是相反，大家都要从文化平等的立场出发，宽容对待其它民

族的文化，相互了解和理解，并通过对话的方式，共建全球文明和普世价值。 

从这个视角出发，对研究和实践儒家思想的人来说，就有两个任务。一方面，

向其它民族展示自己文化中的精华和占优势的地方。比如，“全球伦理基金会”的奠

基者之一、德国著名宗教学家孔汉斯（Hans Küng）在讲到儒家的宗教性时提出一个独

特的建议：“在当今世界宗教相互对话的语境下，把儒家的‘仁’作为人类共同伦理

的基础，难道没有考虑的价值吗？”
2
在当今的世界已经步入所谓的“后现代社会”，

人们在反思“工业社会”（现代社会）的弊端，而关注道德重建的境况下，儒家的重

伦理道德、以道德主导社会其它领域的思维方式，想必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另一方

面，中国也必须向其它文化学习其精华，完成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现代性

的转型”。这第二点，这就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2．．．．““““现代性现代性现代性现代性””””的含义的含义的含义的含义 

看着中国的经济腾飞、社会的高度信息化、高楼大厦栉比鳞次，看着自己能够自费出

国旅游、购买轿车和房产，不少国人飘飘然起来，认为中国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西方

发达国家。殊不知，上述这一切只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物质层次的上“现代化”程

度，而非精神和思想层次上的 “现代性”的程度。 

那么什么是“现代性”呢。依据衣俊卿的定义，“现代性是指西方理性启蒙运

动和现代化历程中所形成的理性的文化模式和社会运行机理。”它“包含着相互关联

                                                 
1 本文是在笔者 2010 年 5 月在德国波恩举行、以“儒学与汉学研究的复兴”为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所

作的报告的基础上加以修改而成的。 
2
 参看孔汉思、秦家懿 Küng, Hans; Ching, Julia: Christentum und Weltreligionen: Chinesische Religionen. 2. 

Auflage, München, Zürich: Piper，2000 年，第 1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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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种纬度，例如，与个体生存相关的个性和主体性的文化精神或文化模式、理性化

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价值、理性化的经济运行机制、契约化的政治运行机制，等等。”3
 

笔者同意衣俊卿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社会运行和个体生存都依旧远离现

代性，尚未与现代性建立起本质的关联。”换句话说，现代性在中国社会仍然“处于

一种‘无根的’状态，或基本‘不在场’的状态，”4我们或许也可以说，中国人的

“现代性”落后于其“现代化”几十年。究其原因，大概就是因为中国的现代化是迫

于西方国家的入侵而发生，是所谓的“外发次生型”，而不是西方国家本身的“内发

自生型”。  

限于篇幅，笔者在这儿不具体讨论这个问题，而只是想说：至少从目前的发展

状况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现代性”虽然反映了资产阶级（市民阶级）为了要求

个性解放和争取自己权利的要求，但很多要求也反映了人类发展的一般要求和普世价

值，比如个体权利、人人平等、自由和民主参与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具有

内在反思性的和超越性的现代性依旧是现代社会和现代主体的生存之基”，“全球化

在某种意义上是现代化的全球化。”5我们讲“现代转型”，并不是没有考虑到现在已

经必要开始讨论“后现代性”的问题，而是说，中国虽然在“现代化”领域中已取得

了很大的成就，但在“现代性” 领域中，还非常落后。所以，在关注“后现代性”问

题的同时，我们必须先完成“现代性”的任务。 

从“文化的现代性转型”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就是说，中国文化以及儒家思

想，不仅要完成文化的现代性的转换，还要处理好文化的民族性传承问题。重要的

是，这种新文化的重建必须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联系。笔者认为，我们不必试图证明

传统的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契合与一致，也不必试图证明中国文化也能产生西方“现代

性”中所包含的思想，比如权利、平等、自由与民主，我们该做的是，从“现代性”

的社会的基本要求出发，看看中国古代文化以及儒家思想中有哪些成分能与“现代

性”对接，能通过重新诠释而成为建立“现代性”社会的思想资源。 

这就涉及到下面要讨论的“儒家转型”的问题。 

 

3．．．．““““儒家转型儒家转型儒家转型儒家转型”””” 的概念的概念的概念的概念 

“儒家转型”也是自西方文化进入中国这一古老的文化以来，断断续续讨论的老题

目，只是名称不同。比如，杜维明的新儒学论著辑要被称为“儒家传统的现代转

化”，李明辉讲“当代儒学之自我转化”，而陈少明的论著称“儒学的现代转折”6。

这还不包括学者，特别是新儒家对此问题的间接讨论，比如牟宗三的“良知自我坎

陷”，从“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构想。总之，儒家思想的转型似乎是中国传统文

化转型的一部分，包括以儒家为主的传统的价值体系。 

那么怎么理解“转型”呢？想必就是通过传统文化和价值进行重新诠释，特别

是认真分析其原义，以便创造一种符合当代社会结构和需求的新文化。具体而言，就

是从现代社会的要求，特别是从现代性的标准，对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进行分析考察，

进行重构和整合。当然，这种文化和价值的转型不能仅仅停留在学术界的书本讨论

                                                 
3
 衣俊卿：《现代化与文化阻滞力》，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4 页。 

4
 衣俊卿，2005 年，第 36、17 页。 

5
 衣俊卿，2005 年，第 45 页。 

6
 杜维明：《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杜维明著，岳华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 年。当

然，杜维明认为“现代化”不是“西化”，而是“一种新的现代化（比如东亚现代化）”。参阅同书，

第 115 页。李明辉：《当代儒学之自我转化》，台北：中央研究院，1994 年。陈少明：《儒学的现代转

折》，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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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更重要的是，要贯彻到百姓的日常生活的实践中。换句话说，这里不仅涉及“儒

学”的自我转化，更是涉及“儒家”的思想及其社会实践的转型。 

作为一种精英文化，儒学产生于先秦百家争鸣的环境，也与一定的制度相连。

在长期的历史长河中，根据社会的变化和要求，儒家也进行修正和改变。但是，其价

值核心，比如“仁义”、“和谐”、“忠孝”没有变。通过道德修养和实践，培养人

的主体性，成为君子和国家的栋梁的致思也没有变。我们今天致力于“儒家思想的现

代性转型”，就是要在现代社会的制度要求和原始儒家的深层价值观那里找到联结

点。我们的工作是从“现代性”的角度重新分析这些价值观，考察儒家深层的价值核

心与变化中的社会关系互动，考察这些在新的社会关系中实现的可能性。也许我们可

以说，“转型”只是从“现代性”的要求，吸收“现代性”的价值观，改变儒家原始

价值的实现形式（manifestation），以便建构中国的新文化。 

那么，什么是现代社会和“现代性”的要求呢？ 

 

4．．．．在在在在““““推己及人推己及人推己及人推己及人””””的同时的同时的同时的同时，，，，还要提倡人们的还要提倡人们的还要提倡人们的还要提倡人们的关系关系关系关系““““对等对等对等对等””””和和和和““““平等平等平等平等”””” 

衣俊卿认为，“个体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生成或走向自觉，是现代性的本质规定之

一。”在过去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相对应的农业社会中，绝大多数的人是与亲人和

熟人打交道，他们“按经验、常识、习俗、惯例而自发的生存”。7随着工业社会和市

场经济的发展，在这一“共同体”型的关系继续存在的同时，已经形成了“大社会”

型的关系，人们往往是与不认识的人打交道。这种与陌生人交往的公共场合，要求个

人的独立意识和自律行为，而这种关系又必须以平等为基础。8
 

建立这种新型的人际关系和交往准则，就是“现代性”的要求。事实上，改变

国民传统的臣民或子民的行为习惯和意识，培养公民意识、建立公民社会，已经成为

当今中国社会的共识。因此，传统儒家思想必须能适应这一发展。一方面，传统儒家

思想要为“公民社会”合理秩序的建立，培养国人在与陌生人交往的公共场合中的自

律行为提供资源；另一方面，也要在这个过程中，吸收和融入其它文化的优秀部分，

特别是“现代性”的价值观，以便完成“文化转型”的任务。 

我们知道，传统儒家虽然要求执政集团实行“德治”、“仁政”和“民本”政

策，以便建立长治久安的社会秩序。但是由于历史环境的限制，并出于治理有效性的

原因，他们过于认可现实中的等级关系，过于强调执政者的作用，而不认可老百姓的

自觉参与作用和对社会的责任。 

但是，原始儒家孔、孟、荀的一些价值观仍然可以作为当今社会培养公民意识

的资源。比如“仁者爱人”、“义以为上”、“和而不同”以及关于“君子”的论

述。不过，我们不能过分强调有道德品质的 “君子”和没有道德品质的“小人”的区

别，而是从孟子 “人之初，性本善”的信念和“人皆可以为尧舜”9（《孟子·告子

下》）的理论预设出发，强调在“道德尊严”和“人格”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致力

于发展每个人都具有的、天生的“良知”、“良能” 和“良心”。 

比如，孔子的“仁爱”思想包含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

渊》、《论语·卫灵公》）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

的推己及人的思想和要求。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的“仁爱”思想，具体提出了“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孟子·梁惠王上》）的要求。不过，这

种推己及人的道德要求往往单方面从自己的处境出发，忽视人与人之间在观点和要求

                                                 
7
 衣俊卿，2005 年，第 18、19 页。 

8 衣俊卿（2005 年，第 25 页）认为：“具有自觉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个体的生成，需要一种以平等

的交互主体性为基础的理性的公共活动空间，来表达主体性的内涵和价值需要”。 
9
 孟子同意曹交的观点。 



4 

 

上的区别，缺少“设身处地”的换位思考。所以，必须补上社会成员关系的相互性和

平等的道德准则。 

我想，儒家思想中也不乏人们关系“对等性”和“相互性”的道德准则。比

如，孟子“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孟子·离娄下》）的这句话说明了人们之间关系的相互性。而在《论语》中，我

们也能找到一些孔子讲对等关系话语，比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

语·八佾》）。不过，这些思想在儒家制度化和政治化的过程中受到了曲解。所以，

我们要在学习近代西方文化“平等”思想的过程中，重新发掘和弘扬这些宝贵的传统

思想。 

下面，笔者以通过提倡“爱老尊幼”对“尊老爱幼”这一儒家传统思想进行价

值重组的例子，来说明儒家“现代性转型”的问题。 

 

5．．．．范例范例范例范例：：：：““““尊老爱幼尊老爱幼尊老爱幼尊老爱幼””””的同时的同时的同时的同时，，，，还要提倡还要提倡还要提倡还要提倡““““爱老尊幼爱老尊幼爱老尊幼爱老尊幼””””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是我们在大陆经常听到、见到的标语口号，

其含义是尊敬长辈，爱护晚辈。作为一种道德要求，“尊老爱幼”也被法律化，成为

社会规范。比如《婚姻法》总则第四条规定“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以保障老

人受到尊重，孩子得到照顾。 

“尊老爱幼”这一思想早已产生于先秦，比如上述孟子所说的“老吾老”、 

“幼吾幼”（《孟子·梁惠王上》）。不过，“尊老爱幼”这一具体的提法似乎起源

于张载的《西铭》。张载从“民吾同胞”的立场出发，提出“尊高年，所以长其长。

慈孤弱，所以幼其幼。”，以达到天下所有的人，特别是鳏寡孤独、老年残疾，都能

像兄弟姐妹一样得到照顾的理想。儒家的这个“仁道”思想虽然非常符合当今社会的

“人道主义”，不过，无论是“尊老”还是“爱幼”都太强调单方面的关系。 

依笔者之见，一来，单方面强调“尊老爱幼”不符合传统儒家本身“父慈子

孝”的相互性关系，以及“互爱”、“互敬”的道德要求；二来，单方面强调“尊老

爱幼”也不符合“现代性”所要求的“平等”价值观，不利于建立一个人人对社会负

责的公民社会。 

先说第一个问题。具体而言，就是单方面“尊老”不完全符合“孝”的道德。

我们知道，孔孟思想中的“孝”，不只是听从父母的教导，按照父亲的处事原则生

活，（比如“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

矣。’”(《论语·学而》)）也包括“事亲”，通过服侍和照顾父母来表达孩子的

爱。我认为，如果过分强调“尊老”，势必会导致子女只盲目听父母的话，服从父母

的意愿，既不去和父母进行感情和思想交流，也不主动去为父母分担家庭内外的责

任。这样，不仅会不利于培养对父母的道德感情，甚至会导致对父母的逆反心理。也

许可以认为，如果子女没有对父母的爱，如果不能培养子女对父母的对等关系，那

么，不仅不利于培养孩子的责任感，而且，这种只限于听话和服从的“尊老”往往不

是产生于内心的、道德意义上的“尊重”，而只是外表的、对父母“家庭地位”等外

在的东西的“尊敬”。所以，这种“尊敬”，特别是在家庭之外对其他“长者” 的尊

敬，往往是一种他律的伦理义务，而非道德自觉；同时，它也与传统的等级关系的相

适应。所以我说，“尊老”的同时，还要强调“爱老”。 

单方面的“爱幼”产生的问题更大。很多家长只注意孩子的“温饱”，过分满

足孩子物质上的要求。即使是关心孩子的“精神世界”和未来的发展，也过于从自己

的需求和观点出发，甚至让孩子去实现自己未实现的理想，把孩子当成实现自身梦想

的工具。进一步说，单方面的“爱幼”，只反映了传统社会的伦理规范的“父慈”，

却不符合当代社会“现代性”的要求。这是因为，如果不在“爱幼”的同时，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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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幼”，认可孩子有自己的观点、有按照自己的意愿说话和做事的权利，就不利于

孩子产生和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独立的人格，以及对自己、对他人和对社会的责任

感。一句话，不利于培养孩子的公民意识。比如当今的一些父母，为了让孩子考好学

校，能上大学，只让孩子读书学习，不用管家务事，甚至替孩子包办很多事情。这虽

然心是好的，但并不一利于孩子的身心培养。我想，如果父母不尊重孩子，也并不一

定能得到孩子发自内心的真正尊重。 

在这里必须强调，笔者并非反对“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而是想提出“爱老

尊幼”作为补充，以便在社会成员间建立“互爱”、“互敬” 的关系“。我认为，中

国传统中也不缺少“互爱”的相互性思想，比如“父慈子孝”，但却缺少“互敬”的

思想，所以，笔者在本文中侧重讨论“互敬”，特别建立是在人人平等关系上的“尊

幼”问题。首先得指出，这里的“尊”不仅仅是传统思想中对长者、有声望、有地位

等的人士的“尊敬”，而是平等意义上的“尊重”（respect）。周治华在其《伦理学

视域中的尊重》一书中写道：“我们这个时代对‘尊重’本身就有一种共同的理解，

即每个人做为人都应该受到尊重”。10这种对“尊重”的理解，把人们之间的互相“尊

重”作为一种社会道德，从而作为一种道德义务，这种思想，大概来源于启蒙时代的

康德。 

康德写道：“你要如此行动，即无论是你的人格中的人性，还是其他任何人的

人格中的人性，你在任何时候都同时当作目的，而不仅仅当作手段来使用。”11简单地

说，任何人都必须把他人当作“目的”，而不能是当作“手段”来对待。这是因为，

“人性是目的自身，是一种尊严而不是一种价格。”12康德说：“每一个人都有受到其

同伴尊重的正当要求，同时，他反过来也必须尊重其他每一个人。”13明确地说，尊重

人（包括自己）的原因是任何人（包括自己）都有“人格”和“尊严”，而不是其它

的东西，诸如地位、权力、钱财等。从“现代性”中的“平等”思想的要求来看，人

人“平等”是“人格”的平等；不论是什么肤色、性别、年龄、出身，也无论有什么

地位、学历、财产和做什么工作等等，大家都是人。 

孟子说：“圣人与我同类者”（《孟子·告子上》）。也许，我们可以把孟子

“人本性善”、天所赋予每个人的“仁义礼智”四端的思想作为人人平等、尊重他人

的基础，这也许就是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人格”和“尊严”。为此，在和他人的交往

中，我们应极力发现对方的“良心”；对于孩子，特别注意发现其“良知”和“良

能”。 

当然，在这种“尊重任何人”，也即任何人都有的“人格”和“尊严”的一般

原侧下，也应该根据自己和对方的不同的关系，从对方的具体情况出发，给予不同形

式的“尊重”。比如孩子对家长的尊重不同于家长对孩子的尊重，一个人对老师的尊

重不同于对农民工的尊重。换句话说，我们在强调“尊重任何人”的原则是，也要注

意“尊重”的特殊性：社会关系不同，尊重的实现形式不同的。关键是要做到不凌驾

于他人之上，承认另一个人的尊严。 

我们知道，孔子把“爱人”作为仁者的行为表现和要求，孟子指出“仁者爱

人，有礼者敬人”（《孟子·离娄下》），荀子说，“仁者必敬人” （《荀子·臣

道》），这都表明，先秦儒家把“爱人”和“敬人”作为道德原则。荀子甚至提出了

对不同的人，要有不同的“敬”的观点。他在提出“仁者必敬人”的一般原则后写

道：“敬人有道。贤者则贵而敬之，不肖者则畏而敬之，贤者则亲而敬之，不肖者则

                                                 
10 周治华：《伦理学视域中的尊重》，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7 页。 
11 参阅周治华,2009 年，第 121-122 页。 
12 参阅周治华,2009 年，第 123 页。 
13 参阅周治华,2009 年，第 1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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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 （《荀子·臣道》）先秦儒家中这些“爱人”和

“敬人”的思想都可以作为我们在建立社会成员之间建立“互爱”、“互敬”关系的

思想资源。 

现在讲以上说的第二个问题，即“单方面地强调‘尊老爱幼’不利于建立一个

人人都对社会负责的公民社会”。我想，出于治理有效性的需要，儒家过于强调上下

等级关系。因为过分强调上下等级关系，过分强调“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其结果是，越在上位，责任越大，形成居于上位者责任太大、负担过重；而在下位

者，只需服从和尽义务，缺少自觉意识和责任意识。 

笔者认为，过分强调“尊老爱幼”，只会延续这种情况，特别是不利于青少年

的自觉意识和责任意识的培养，从而也不利于公民社会的建立。反过来说，“儒家转

型”的目的正是要改变传统社会父母官责任太大，子民责任太小的状况，培养公民意

识，建立公民社会。而且，我们应该从青少年的教育做起。在保持“尊老爱幼”传统

的同时，必须补以“爱老尊幼”的价值观。这是因为，尊重他人的主体是人，而只有

具有理性的和能独立思考行为的人才具有爱和尊重的德性，才会履行爱和尊重的义

务。为此，培养青少年成为有理性的和能独立思考行为的公民就是关键。 

虽然培养“互爱”和“互敬”同样重要，但是笔者认为，在目前的中国社会，

培养“尊重他人”的意识更急迫。这不仅是因为“尊重是道德人格的起点和基础，是

人的道德行为能力的表征”14，而且因为，这是培养个人自主性，特别是以上所说的青

少年自觉意识和责任意识的关键。爱和尊重虽然是紧密关联的，但另一方面，爱和尊

重调节人际关系中却具有不同的作用。康德说：“根据互爱的原则，[人们]被不断地引

导着彼此接近。根据相互尊重的原则，[人们]被引导着彼此保持距离。”15根据这个观

点，如果过于强调爱，就会倾向于把自己的观点和意志强加给对方，越过人与人之间

应有的界限，侵入对方的领域，从而破坏对方自主性。这是我们在中国社会里常常碰

到的情况。所以，中国人更需要懂得和注意尊重的作用，也即注意保持人与人之间

（个体之间）必须有的距离。实际上，先秦儒家也已注意到这一点。孔子说：“事父

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孩子有自己的观

点，想让父母接受；但父母不接受时，孩子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们。另外，孔子

也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论语·阳货》)。不

论我们怎样理解“女子与小人”是指什么人，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说，孔子提到了人

们之间交往有保持相应距离的问题。 

另外，根据康德的观点，爱人的目的是使“他人的目的成为我自身目的”。16如

果父母过分的“爱幼”，而不尊重孩子的“人格”，也违背这一原则。所以，我说，

我们再在“爱幼”的同时，还应提倡提倡“尊幼”。 

那么，怎么实践呢？我想，家庭和学校是培养“尊老爱幼”和“爱老尊幼”的

第一个场所。比如，《家有儿女》中的《洗脚》这一集，就是培养“爱老”道德情感

的例子。至于“尊幼”，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都应该注意尊重“青少年”的独立人

格，不是单方面的灌输自己的知识和观点，不把自己的愿望强加给他们，而是通过启

发的方式与之进行平等的交流，允许他们犯错误，积累生活经验，形成自己的观点，

从而培养自主性。 

这里，最重要的是出于内心的尊重。用儒家的话说，就是“敬”。“敬”作为

一种行为态度有“严肃”、“慎重”、“警惕”、“恭敬”的意思，也有“尊重”的

含义。“敬”有时表示对神的敬畏心（“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

                                                 
14 周治华,2009 年，第 71 页。 
15

 参阅周治华,2009 年，第 147-148 页。 
16

 参阅周治华,2009 年，第 1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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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时表示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比如孔子说“敬事而信”（《论语·学

而》）、“事思敬”(《论语·季氏》）；而樊迟问“仁”的意思时，孔子则说“居处

恭，执事敬”(《论语·子路》)。“敬”有时也表示来百姓对统治者的恭敬和服从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 《论语·子路》)。不过，“敬”不是表面上的它律行

为，而是内化的道德心，是伦理行为和规范的基础。比如子游问孔子孝的意思。老师

强调指出：“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

语·为政》)。我们也知道，他对作表面文章“为礼不敬” （《论语·八佾》）非常

痛恨。  

如果把“敬”看成道德人格的起点，我认为一点也不夸张。当子路问孔子，怎

样才能成为君子时，孔子先说：“修己以敬。”然后才进一步谈“修己以安人”和

“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的理想。 

我想，只有父母和老师本身先懂得“尊重”是做人的基本道德原则，从而成为

有道德的人，他们才能真正“尊重” 孩子和学生。这样，他们才不仅能培养孩子和学

生的独立人格和自觉意识；反过来，他们也才会得到孩子和学生出于内心的、道德性

的尊重，从而是真正的尊重，而不只是习惯性的、甚至是形式上的“尊老”。 

这样，在走入社会后，他们才有能力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对整个社会和

国家负责，才能成为在公共领域的自律化的公民，从而建立“现代性”的公民社会的

文化。这其中，不仅要把“相互尊重” 作为一种德行来培养，也要作为一种规范来建

构。在与陌生人打交道的“公共领域”，能做到时时注意或关注他人，不小看、不轻

视对方，并通过相应的语言和行为模式来实现对他人的尊重。 

诚然，这种理想能否实现，和需要多久才能实现，反过来取决于整个社会和国

家的大环境。家庭暨学校与社会环境相互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本人希望中国能产生

有更多类似中国古代的“士人”的群体，从而形成一种建构新文化的中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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