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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人 文 知 齐 鲁

齐鲁晚报：近年来，以儒学为代表
的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
视，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究竟如何实
现儒学的“现代化转化”，让儒学真正步
入21世纪，继续为当代人提供文化滋
养？

孟祥才：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
化是中华民族一笔极其宝贵的文化财
富，这种文化基因早已注入到我们每
个人的血液之中，是无法割裂的。在两
千多年的发展中，儒学与时俱进，不断
丰富发展，其内涵非常丰富，涉及社会
和个体的方方面面，其中有许多可取
之处。

儒学倡导大一统，形成了强大的民
族凝聚力；儒学提倡的伦理学说，给人
际关系罩上一层温情脉脉的纱幕；儒学
具有强烈的民本主义的政治文化意识
和博大深广的人道主义精神，蕴含着建
立和谐社会的理念；儒学倡导“尽人力
而听天命”、“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
进取的人生态度、独立不移的大丈夫精
神和操守重于生命的品格意识；儒学一
贯重视教育和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还
有“仁”“和”等主张，应当说是超越了时
空、地域、民族，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
益。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离不开
文化自信，更离不开我们民族自己优秀

传统文化的滋养和浸润。
儒学“现代化转化”的问题，可以从

两方面分类考虑。一类如诚信、爱国、家
国情怀、敬业、伦理等主张，能够直接为
现代社会所继续使用的，我们可以让它
搭上“直通车”，继续为当代人服务。至
于剩余的部分，则需要对其进行新的学
说阐释，使之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由
不断阐释到达成共识，这将是一个相当
漫长的过程。

今天，国内许多高等院校、科研院
所的专家学者都致力于儒学研究，其实
儒学研究归根到底，还是要推动儒学现
代化，发挥其经世致用之作用，所谓“内
圣开出新外王”就是这个意思。

齐鲁晚报：山东省正举办首届儒商
大会，大会提出了“大儒商道至诚天下”
的宗旨，您如何看待“儒商”这个概念？
在当代社会，究竟应该发扬怎样的儒商
精神呢？

孟祥才：中国传统商业大多以地域
来命名，比如“徽商”“晋商”“鲁商”等，
其实从商业理念来说，中国传统商业都
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最核心的内容
就是诚信。

这一点，山东本土的商人体现得更
为明显，比较典型的是孟洛川。作为孟
子的第六十九代孙，孟洛川深受儒家和

为贵、仁爱、礼教等道德规范的浸染，其
经营之道，深深打上了儒家文化的烙
印，这就是“以德为本、以义为先、以义
致利”。孟洛川立下的店训是“货真价
实、童叟无欺”。瑞蚨祥之所以能够长盛
不衰，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孟洛川。在
经营中他始终贯穿了这种传统的儒家
思想精髓和道德准则——— 诚信，而建立
在诚信基础上的品牌效应，也仿佛真的
变成了一只伴着祥云的青蚨，让瑞蚨祥
受益无穷。

孟洛川一生多次举办慈善和公益
事业，诸如设立社仓，积谷备荒；修文
庙，建尊经阁；设义学，经理书院；捐衣
施粥及捐资协修《山东通志》等。因此
博得慈善家的称号，被誉为“一孟皆
善”。

我们今天说的儒商，其实就是运用
儒家思想的道德去为人处世、去经商，
诚信经营，以义取利。儒商的特点十分
明显，不仅有认真践行仁义礼智信的修
为，有乐善好施、经世济民的家国情怀，
更有敢为人先、勇于担当、精于管理的
经验智慧。

山东召开儒商大会，就是要充分发
掘这笔巨大的精神财富，用儒家思想去
经商经营，把“儒商”这张金质名片展示
给全世界。

齐鲁晚报：近期，曲阜尼山论坛、临
沂东夷文化论坛、外交部全球推介等一
系列和山东有关的文化盛事密集举办，
一时间，东夷文化、齐鲁文化、儒学成了
学术界和公众的焦点，这三者究竟有什
么样的关联呢？

孟祥才：东夷文化、齐鲁文化、儒学
均诞生于山东大地，三者是存在继承和
发展关系的。东夷文化从旧石器时代的
沂源人开始算起，考古序列比较完整，
证明山东区域很早就有人类活动，而且
传承有序，可以说，东夷文化是山东本
土文化的源头。

广义的齐鲁文化是指山东的地域
文化，狭义的齐鲁文化主要是指西周、
春秋战国的山东文化。齐文化和鲁文化
是齐鲁文化的亚文化，两者有比较大的
差别。齐国的创立者是姜太公，他是周
朝的功臣，姜姓源于东方，所以姜太公
更擅于吸收东夷文化的长处；鲁国的创
立者是周公的儿子伯禽，他是周朝王室
的宗亲，偏向于固守礼法。齐文化较多

地吸纳了东夷文化的优长，“因其俗，简
其礼”，形成了重实效、崇功利、举贤才、
尚法制、倡开放的品格；鲁文化更多地
接受了宗周的礼乐文化，极力维护宗周
文化的纯正性，特别讲究道德名节和宗
法伦理观念。尽管齐、鲁文化风格迥异，
但是两者一直在不断交流，以孔子游
齐、齐景公适鲁问礼、孟子和荀子入稷
下学宫等为代表。

儒学并非凭空而来，它的源头主要
是以礼乐为核心的周文化，同时又吸收
了东夷文化的一些营养，比如东夷族的
大舜，注重德行互补，深受孔子、孟子的
推崇。

齐鲁晚报：对齐鲁文化，您提出了
“从地域文化到主流文化”的主张，这是
基于怎样的考虑？

孟祥才：在中华文明一体多元的发
展格局中，首先发展起来的是同中有
异、异中见同、多姿多彩、争奇斗艳的地
域文化。如从夏商周三代到战国，在广
袤的中华大地上形成了燕赵文化、三晋

文化、中原文化、三秦文化、甘陇文化、
巴蜀文化、楚文化、岭南文化、吴越文化
等。在这些地域文化中，只有齐鲁文化
在秦汉时期完成了由地域文化向主流
文化的转化，其他地域文化只是作为文
化的因子融入了主流文化。

齐鲁文化是以儒学为核心的。孔
子站在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上将传
统的政治与道德思想提升到一个新
的境界，因而给齐鲁文化注入了新的
灵魂。有了儒家学说，齐鲁文化才真
正具有了民族、地域的超越性，才真
正能够担负起领导中国文化的历史
使命。

到了汉代，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
学，对稳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统治起
了重要作用，对于形成以汉族为主体
的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产生了不可
估量的积极影响。它既获得了统治者
的青睐，又得到被统治者的认可，是
中国宗法农业社会最适宜的意识形
态。

>> 从地域文化到主流文化 齐鲁文化独一无二

齐鲁晚报：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竞
相争鸣，碰撞出了许多智慧的火花，在
这段时间里，其实儒家只是百家中的一
家，地位并不特别突出，为什么到了汉
代会一跃成为主流思想，为古代统治者
和普通民众所普遍接受呢？

孟祥才：董仲舒与汉武帝的一次相
见，奠定了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思想意
识形态总基调，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大
事件。事实上，儒家脱颖而出、成为主流
思想，并非只是汉武帝“拍脑袋”决策，
而是经过了审慎选择。

儒家讲究和谐，针对人的自身、人
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都提
出了一些规范和要求，整体来看，这些
主张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尤其是儒家
所提倡的家国情怀和担当意识，更是难
能可贵。

相比而言，道家就消极避世一些，
道家强调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这是了
不起的创举，但它缺少对社会的关注，
道家的代表人物杨朱甚至直言“古之
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这就太过
自私了。法家则是过多强调“丛林法
则”，忽视了伦理在维系人际关系、维护
社会稳定方面的积极作用。阴阳家、兵

家、墨家等其他诸子学派，问题同样很
多。因此，儒家能够成为主流思想，绝非
偶然。

事实上，儒家也在不断汲取各家的
营养，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理论和
主张，这一点，董仲舒的作用尤为突出。
经过董仲舒改造的新儒学，基本上消除
了原始儒学“博而寡要，劳而少功”的弊
端。

对老百姓而言，儒学具有实践性和
普及性的品格，它没有故作高深的玄
理，也不用晦涩难解的文字，其政治经
济思想、伦理道德情操、人生价值理念，
都是用比较贴近百姓的语言和司空见
惯的事物表述的，因而能够润物细无声
般地渗透到人们的心田之中，融化到人
们的血液里，变成民族的文化基因，容
易被大家所接受。

齐鲁晚报：儒学在岁月的发展中并
非一帆风顺，尤其是近代以来，身为“万
世师表”的孔子一次次被拉下了神坛，
传统儒学受到了激烈批判。您如何看待
这种现象？它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

孟祥才：历史上，儒学波动主要是
三个时期：战国百家争鸣时期、明末清
初时期、新文化运动时期。这三个时期，

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这种转型
是全方位的，而最终会落到思想文化的
变动上。

儒学有很多优点，但是缺点也不
少，比如缺少开拓创新精神。儒学究竟
好不好，关键是看能否顺应社会发展的
需要。之前我曾和诺贝尔奖获得者、也
是咱们山东老乡的丁肇中先生，就齐鲁
文化和儒学进行过一次学术对话，当时
丁肇中先生也是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儒
家思想有那么多的优点，为什么没有引
导中国走向现代化呢？

儒学从根本上看，是农业宗法社会
的产物，它的主张确实与古代社会相适
应。直到近代，在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
的西学冲击下，儒学的颓势才显现出
来。这一情况表明，中国古老的封建制
度和与它相适应的文化面临全面的变
革。因此，当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迎来
现代化转型时，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
对儒学的批判也就不可避免。可是，中
西文化之争至今仍没有尘埃落定，究其
根源，就是因为思想文化具有相当的稳
定性，嫁接而来的现代化，难免会产生

“排异反应”，未来的儒学还要经历一个
现代化转化的过程。

>> 儒学的现代化 发挥其经世致用的作用

>> 中西文化融合 需要克服“排异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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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祥才，1940
年生人，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
教授，曾任中国秦
汉史研究会副会
长、中国农民战争
史研究会理事长、
山东省历史学会
副会长，师从侯外
庐先生，长期从事
中国思想史、先秦
秦汉史研究工作。
近日，在第六届中
国临沂东夷文化
论坛期间，孟祥才
教授接受齐鲁晚
报记者专访，就东
夷文化、齐鲁文化
与儒学等问题进
行了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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