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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述梁漱溟文化哲学的时代特色与现代意义
黄敦兵
（湖北经济学院，
武汉 430205）

摘 要：梁漱溟对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思考，代表了 20 世纪前二、三十年中国学人深沉的“文化焦虑”。其中所蕴涵的
东西文化的比较视野、强烈的时代关怀、笃实的心学特色、检视民国学人话语的限度，为积极寻求中国文化与哲学的未来
发展之路提供了一种研讨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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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前二、三十年的中国学术思想界，突出了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学术主题，酝酿了一批重量级的学

术成果。其中，很多成果已经成为今天的学术经典，不少著述作为学术“范式”长期影响着中国学术思想界，
展示着其强劲的跨时代魅力。
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代表了 20 世纪前二、三十年间最具创识的中国学人对东西方文化

激烈碰撞与深刻交锋的社会文化思潮进行深刻检讨的思想成果，反映了 20 世纪前半叶中国学人深沉的“文

化焦虑”。它在尝试解析东西方文化与哲学的优长与劣势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为积极寻求中国文化与
哲学的未来发展之路提供了一种研讨思路。
今天看来，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为中心，可以明确感知梁漱溟先生思想学术的跨时代魅力。其
中所涵纳的文化哲学至少可在四个方面引发我们的思考：东西文化的比较视野、强烈的时代关怀、笃实的心
学特色、检视民国学人话语的限度。

一、东西文化之比较视野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是对“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系统反思，构成了梁漱溟“文化哲学观”的
主体部分。
在梁漱溟看来，所谓“文化”，
“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而“生活是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
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1]35。文化之不同，在于自各民族的生活样态的不同，在于生活经验和生活感受不同。
[1]36
不同民族由“最初本因的意欲分出两异的方向”
，发挥出不同的特异色彩。

梁漱溟认为，要寻求“一家文化的根本或源泉，你只要去看文化的根原的意欲，这家的方向如何与他家
的不同”[1]36。进行文化比较一定要找准各自的“原出发点”。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主张从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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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寻求各自的特质，从对比中找准各自的生活样态。要回答“如何是东方化，如何是西方化”这样的问题，最
好把许多说不尽的西方化等“归缩”[1]27 到两句话上，搞清楚“文化”的实质，再从对方中彰显各自特征。
对于重大的基本问题的研究，当观其“大本”，明其“主眼”。梁漱溟在《第八版自序》中指出，他后来的
《中国民族之前途》一书的“主眼”在于“观察中国民族之前途以中国人与西洋人之不同”[1]5，而“所谓中西之不
同，全本乎这本书人生态度不同之说，所以两书可算相衔接的”[1]5-6。他沿用东西分判的做法，并从大的文化
分判，即从“东方化”或“中国化”与“西方化”出发，不断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之比较推向深入。他认为，
“西
方化”是“科学”与“德谟克拉西”两种精神的结晶，这两种精神相即不离，分别表现于“社会生活”和“学术思
想”
两方面[1]54。
从知识论上看，西方由“科学的方法”获得知识，中国是在用“玄学的方法”而不能得到知识，
“顶多算他
是主观的意见而已”[1]41。梁漱溟批评中国人无论讲什么总喜欢拿阴阳消长五行生克去说，他对中医等将五
行与五声、五谷、五数、五畜等等配合的做法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一种偏离“科学方法”的“非论理精神”或“玄
学的精神”。梁漱溟说：
“他们的根本差异，且莫单在东拉西扯联想比附与论理乖违。要晓得他说话里的名
辞（term）、思想中的观念、概念，本来同西方是全然两个样子的。”梁漱溟还说：
“这种奇绝的推理，异样的逻
辑，
西方绝对不能容，中国偏行之千多年！
”[1]42
从概念表述上看，梁漱溟认为“中国人所用的有所指而无定实的观念，是玄学的态度，西方人所用的观
念是明白而确实，是科学的方法”[1]43。中国主要用“玄学的流动抽象的表号”来讲“一而变化、变化而一的本
体”，
科学所讲的是“多而且固定的现象”[1]43。
梁先生进而由中西“知识”的不同上探中西“思想”之异。他说：
“思想既然跟着知识来，而照前边所说中
国人于知识上面特别的无成就，西方人则特别的有成就。他们两方的‘已知’很是相差，那所抱的思想自大
[1]43-44
大两样不待言了。”
中西知识不同决定了其思想之异，表现为有神论与无神论的对立。

在思考中国哲学的特质的诸多大家中，张岱年先生的精深分析值得在此提及。张先生曾说：
“ 中国哲
学，在根本态度上很不同于西洋哲学或印度哲学；我们必须了解中国哲学的特色，然后方不至于以西洋或印
度的观点来误会中国哲学。”[2]5 他指出，与西方学术不同，中国古代思想有合知行、一天人、同真善、重了悟而
不重认证等特点。他还说：
“想了解中国哲学，必先对于中国哲学之根本性征有所了解，不然必会对于中国
哲学中许多思想感觉莫明其妙，至多懂得其皮毛，而不会深悟其精义。”[2]9 在抓住根本、重视“根本态度”和“主
眼”
等方面，
两位先生的致思方向是一致的。
梁漱溟的思考也是不断从探讨推向深入。他的文化哲学观，正是基于他对人生问题、社会问题的思
考。他说：
“所谓哲学可以说就是思想之首尾衔贯自成一家言的。”[1]45《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含藏着较强的
东方本位意识，有明确的本土思维因素，也有系统的文化类型化思考。在东西文化观上，梁漱溟把人类文化
划分为西洋、印度和中国三种类型，称“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国其根本精神的”，与“向前看”的
西方文化和“向后看”的印度文化均各有别。
“西方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
“西方化是由意欲
向前要求的精神产生‘塞恩斯’与‘德谟克拉西’两大异采的文化。”[1]36 在梁先生看来，因为中国文化以孔子为
代表，以儒家学说为根本，以伦理为本位，它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所以它比西洋文化要来得“高妙”。他
还认定“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认为只有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们尝到
“人生的真味”。
[3]152
梁漱溟认为，
一般国家都是阶级统治，
而中国是一个
“职业分途”
“
、伦理本位”
的社会，
缺乏
“阶级对立”
。

在他看来，
“融国家于社会人伦之中，纳政治于礼俗教化之中，而以道德统括文化，或至少是在全部文化中道
德气氛特重，确为中国的事实”[3]22。因此，他反对阶级斗争的理论，以为应该通过恢复“法制礼俗”来巩固社
会秩序，要靠中国社会中的“自力”、
“自反”的精神解决社会秩序问题。他说：
“从来中国社会秩序所赖以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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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者，不在武力统治而宁在教化；不在国家法律而宁在社会礼俗。”[4]梁漱溟主张“以农业引导工业的民族复
兴”的乡村建设运动，着眼于包括政治经济与其他一切在内的“中国社会之新的组织构造”[5]75。在推行“乡村
建设运动”方面，他显示了一名当代儒者的淑世情怀。他是一名行动的儒者，他改造中国基层单位的行动正
可视为他强烈的时代关怀的某种落实。

二、强烈的时代关怀
梁漱溟密切关注东西方文化交流与论争，并试图从其中主题的转换追索最后的根本解决之途。用他的
说话，就是追问“问题的真际究竟在什么地方”[1]18。1934 年，当他回顾自己经办村治、推进乡村建设运动时，
仍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作为诸问题开展的轴心。他说：
“我的许多实际而具体的主张，无一不本诸我的理
论，而我的理论又根由于我对于社会之观察以及对于历史之推论分析等等。在观察社会与推论分析历史时
又无在不有关于东西文化之分析研究也。”[5]72-73 由于强烈的时代关切，梁先生沿着一种既定的致思方向不断
深入。在他这种将理论与社会观察及历史分析相结合的宏观的方法论视野背后，是深沉的文化关切与时代
关怀。
梁先生从中晚明以来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研讨入手，他说：
“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接触，逐渐问到最
后的根本；对付的态度起先是枝枝节节的，而此刻晓得要从根本上下解决。此种从根本上下解决的意思，从
前很少有人谈及。”[1]16 他忧心，在东西方文化论战中“西方化对于东方化的节节斩伐”，问题的根本解决是不
是要“将中国化根本打倒”
、
“中国人是否要将中国化连根的抛弃”[1]16？
梁先生认为，
“东西文化的问题”在“完全是西方化的世界”之际，成为“很急迫的问题”[1]12。为了回答这
些根本性问题，梁漱溟苦苦思索，向“真际”与“究竟”处“逼问”，不得已著述。他说：
“而惟一东方化发源地的
中国也为西方化所压迫，差不多西方化撞进门来已竟好几十年，使秉受东方化很久的中国人，也不能不改变
生活，采用西方化！几乎我们现在的生活，无论精神方面、社会方面和物质方面，都充满了西方化，这是无法
否认的。所以这个问题的现状，并非东方化与西方化对垒的战争，完全是西方化对于东方化绝对的胜利，绝
对的压服！这个问题此刻要问：东方化究竟能否存在？”[1]13 那么，在“西方化对于东方化绝对的胜利”中，中国
文化与哲学何以自处？中国学人如何作为？中国的问题到底何在？关心中国文化的学人应该如何应对？
学贵有疑，疑则有进。梁先生自视为“问题中人”而非“学问中人”、
“事功中人”[5]111。他说：
“我实在没有
旁的，我只是好发生问题──尤其易从实际人事上感触发生问题。有问题，就要用心思；用心思，就有自己
的主见；有主见，就从而有行动发出来。”[5]84-85 心思用力，着眼于问题，创见渐出，行动随之。梁先生自言纠缠
其一生的有“中国问题”、
“人生问题”[5]59，这两大问题促使他沉思默想，让他焦虑、奋进甚至为之而转换人生
进路。出于解答“人生问题的烦闷”的缘故，他著述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5]59。而为了留心时事与关切社会
问题，他又做出看似矛盾的种种惊人之举：放弃出家打算，短期内非常热心于社会主义，从事乡村建设运动，
组织中间党后又急流勇退，等等。
在 1928 年的一次讲演中，梁先生真诚地自我剖析道：
“我从十四岁以后，心里抱有一种意见（此意见自不

十分对）。什么意见呢？就是鄙薄学问，很看不起有学问的人，因我当时很热心想做事救国。那时是前清光
绪年间，外国人要瓜分中国，我们要有亡国灭种的危险一类的话听得很多，所以一心要救国，而以学问为不

急之务。不但视学问为不急，并且认定学问与事功截然两途。讲学问便妨碍了做事，越有学问的人越没
用。这意见非常的坚决。实在当时之学问亦确是有此情形，什么八股词章、汉学、宋学……对于国计民生的
确有何用呢？”[5]103-104 他将父亲的影响与自己的切身感受、当身理会结合起来，反复沉思，认为自己的问题背后
“多半有较强厚的感情相督迫”[5]104，从而呈现出“偏乎实际”
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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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笃实的心学特色
梁漱溟是“思”见之于“行”的“行动的儒者”。他“知行合一”的一生都在践行这种“力行”哲学，体现了笃
实的心学特色。
这种特色体现在很多方面，以下就其主要方面，
略述数条。
第一，
“舍我其谁”的责任承担意识。
作为“问题中人”，梁先生心中着实期待问题的切实解决。在面对问题时，他是自负的，
“由于总在最大
问题中追求其最要紧的事情，久而久之，我所关心的，旁人往往不如我关心；我所能做的，旁人往往不如我能
做；好像责任集中于我一身。既有‘四顾无人’之概，不免有‘舍我其谁’之感。”但他却说，
“是事实如此，不是
我自负。”这是一种“责任集中于一身”、
“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意识，继承了孟子以来的斯文自任、任重道远
的“大丈夫”
精神。
梁先生直言不想谈学问，也没有想到要著书立说，但为了自己的思想和见解的表述，常“免不了要讨论
到许多问题，牵涉到许多学问。而其结果，倘若自己似乎有见到的地方，总愿意说给大家”[1]7，于是便不免于
谈学问而著述，著述为不得已。这显示了他真理在我、只身担当的孟学精神，为天下说法以开启愚蒙，一如
当年孟子“不得已而辩”：
“予岂好辩也哉？予不得已也”
。他的谦虚与自负从不同侧面体现了他的真诚。
梁先生不是那种仅仅“坐而论道”的学人，他更愿意“起而行之”，以应对他所体贴出来的“问题”。他自
视“西文程度太差，科学知识太差”而不懂现代学术，
“原无在现代学术界来说话的能力”，但是由于“心难自
昧，理不容屈，逼处此际，固不甘从默谢短也”[1]8。他于是还是不免于著述，而且不能自已。为了修正《东西文
化及其哲学》中的错误，他又着成《孔子绎旨》以“自赎”，还说：
“故尔，此书之作，不独取袪俗蔽，抑以自救前
失；皆不容已也。”[1]9 学问来自生活的问题，来自生命情态和人心世态的催逼，这种“任重而道远”的“生命的学
问”
是没法停下来的。
第二，
“知行合一”的人生旨趣。
王阳明学说要旨之一，在于主张“知行合一”。他说：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
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而梁漱溟“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自言“我不单纯是
思想家，我是一个实践者。我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我一生是拼命干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梁先生在实际
上践行了阳明心学“知行合一”的学说旨趣。
梁先生的思想原是来自“感受问题之刺激，切志问题之解决”而不能不用心“寻个明白”。所以他说自己
是“问题中人”，而非“为学问而学问”。他说：
“因为我对于生活如此认真，所以我的生活与思想见解是成一
整个的，思想见解到哪里就做到哪里。”[1]24“我若是没有确实心安的主见，就不能生活的！”[1]25 他将思想见解、
主见与生活打并归一，可见其知行合一的人生旨趣。只有来自人生感受，学问才有了真切的根基，才会成为
“生命的学问”。
梁漱溟曾将其学术思想自定位为：
“中国儒家、西洋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画之根柢”
（《朝
话》
），把孔子、孟子、王阳明的儒家思想和佛教哲学以及西方博格森的“生命哲学”糅合在一起。他学说中当
然也自然会流露出承继心学的意味。
梁漱溟把整个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提出以“意欲”为根本，又赋予中国传统
哲学中“生生”概念以本体论和近代生物进化论的意义，认为“宇宙实成于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生
活就是“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1]35。这种宇宙大“意欲”与“上下与天地同流”、
“生生
之大德”
、
“吾心便是宇宙”的宇宙情怀遥相呼应。
第三，
活出一个“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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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学家主张做天地间一个大我，活出一个真我，因此“求真”也是心学的重要特色。真实洒脱，自然遂
性，
淡然自视，我们可从梁漱溟多处自我反省、自我剖视的文字中读出这类学术人格的真诚。
梁先生有着不讳披露心迹的学术真诚。他说：
“从前那本《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原是讨论人生问题，而归
[1]9
结到孔子之人生态度的。自然关于孔子思想的解说为其间一大重要部分，
而自今看去，
其间错误乃最多。
”
他

对更早使自己一举成名的《究元决疑论》也不满意，认为这篇谈佛理的文章“今天看来实在是乱谈一气”[5]379。
另外，梁先生一生不断自我反省，真诚剖判一生行事。他坦诚地自叙“如何成为今天的我”的人生历程
道：
“我老实对大家讲一句，我根本不是学问家！并且简直不是讲学问的人，我亦没有法子讲学问！大家不
要说我是什么学问家！我是什么都没有的人，实在无从讲学问。不论是讲哪种学问，总要有一种求学问的
工具：要西文通晓畅达才能求现代的学问；而研究现代的学问，又非有科学根底不行。我只能勉强读些西文
书，科学的根底更没有。到现在我才只是一个中学毕业生！说到国学，严格地说来，我中国字还没认好。除
了只费十几天的工夫很匆率地翻阅一过《段注说文》之外，对于文字学并无研究，所以在国学方面，求学的工
具和根底也没有。中国的古书我通通没有念过，大家以为我对于中国古书都很熟，其实我一句也没有念，所
以一句也不能背诵。如果我想引用一句古书，必定要翻书才行。从七八岁起即习 ABC，但到现在也没学好；
至于中国的古书到了十几岁时才找出来像看杂志般的看过一回。所以，我实在不能讲学问，不管是新的或

旧的，而且连讲学问的工具也没有。那么，不单是不会讲学问，简直是没有法子讲学问。”[5]100 梁先生类似言
论在他不少著述中均有披露，这说明他能真诚地剖析自己，真诚地在学问之途上认真探索。
第四，
自信与“自得”。
梁漱溟很自信于这本有关东西文化与哲学的书的价值，并引“百世以俟，不易吾言”相期许。他说：
“这
本书中关于东西文化的核论与推测有其不可毁灭之点，纵有许多错误、偏颇、缺失，而大端已立，后之人可资
以作进一步的研究。即上面之所谓根本不对的，其实亦自经过甘苦，不同浮泛；留以示人，正非无谓。”[1]6 梁先
生的这种学术自信源自他的深思与自得。
深造自得，为心学之重要祈向。阳明心学主张“学贵自得于心”，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学问当求其
真切体认、切实自得，不依傍大儒冒充虚名。空疏之学盛行，
“碌碌无所表见”，欺人欺己，皆是因为不自立其
志，随人脚根转。黄宗羲也曾指出：
“各人自得着的，方是学问。寻行数墨，以附会一先生之言，则圣经贤传
皆是糊心之具。朱子所谓‘譬之烛笼，添得一条骨子，则障了一道光明’是也。”[6]学问之本，不在口耳记诵，而
在自得于心。
即使是专业学习，也当自立主见。梁先生认为，像哲学研究之目标也实在于自得。他鼓励已经选择走
研习哲学之路的同学不要气馁，要自信自己的努力会接近于哲学研究之要求。他说：
“哲学系的同学，生在
今日，可以说是不幸。因为前头的东洋西洋上古近代的哲学家太多了，那些读不完的书，研寻不了的道理，
很沉重地积压在我们头背上，不敢有丝毫的大胆量，不敢稍有主见。但如果这样，终究是没有办法的。大家
还要有主见才行。那么就劝大家不要为前头的哲学家吓住，不要怕主见之不对而致不要主见。”[5]106 在这段话
中，梁先生着实指出了哲学专业学生所面临的一大“现代性困境”，笔者在平日的研习中称之为“经典之
累”。人文类专业的学习与研究必须突破“经典之累”，突破“那些读不完的书，研寻不了的道理”，一本一本
读去，
了然于胸，
然后才能分源导流，
使学脉秩然，参互比照，彰显问题意识；古今贯通，
尽得学术要妙。
学问自信源于努力求索，在于真实用力，在于努力发扬求真精神。梁漱溟说：
“我有两句话希望大家常
常存记在心：第一，
‘担心他的出乎我之外’；第二，
‘担心我的出乎他之下’。有这担心，一定可以学得上进。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本书就为了上面我那两句话而产生的。”[5]109 他强调指出，
“是真学问自有受用”，
“有受
用没受用仍就在能不能解决问题。这时对于一切异说杂见都没有摇惑，而身心通泰，怡然有以自得。如果
外面或里面还有摆着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学问必是没到家。所以没有问题，因为他学问已经通了。因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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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于己，故学问可以完全归自己运用”[5]110。
“真学问自有受用处”，这当是人文学研究者的心底之言，亦可为当
今部分人轻视文化研究、漫视人文学研究之弊端下一针砭。

四、检视民国学人话语的限度
学人思想的形成并非单一因素，往往由多重因素共同促成。学人思想形成以后，对其诸面相的解读，也
须在梳理脉络、提契宗旨时，
着眼于其复杂性。
正如我们学习与研讨人文学界的所有大学问家一样，对于梁漱溟，我们也不可能“复制”他所走过的
路。梁先生文化哲学观的主体骨架及脉络主要形塑于民国时期，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也深具独特的价值与
跨时代的意义。然而，由梁先生文化哲学特质之研讨可引发一个重要的相关话题，即如何可能检视民国学
人的话语限度？如何评价“五四”
、
“后五四”学人的学说视野与方法及其成就？
在检视民国学人话语的限度时，孟子“知人论世”一说至少可给我们提供两方面的提示：第一，要结合时
代精神，以参酌学人思想的一般性或普遍性；第二，要结合学人的个体生命体验，以品校学人思想的个别性
或独特性。
有中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
“教授中的教授”、
“活字典、活辞书”之誉的陈寅恪，他所提扬的“独立之
精神，自由之思想”，即使现在看来也还是真正读书人所欣赏和追慕的学者风骨与学人理想。近来，笔者偶
读到一些资料，才又对几乎不汲汲于市井小利而一味究心问学的陈寅恪又加深了一层认识。比如，陈寅恪
曾戏称自己是“无钱不要”，并屡次提到“弟好利而不好名”、
“弟虽为好利”，还说“弟之生性非得安眠饱食不
能作文，非是既富且乐，不能作诗”。这让今人不仅看到他“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超旷学术理想的俗
世依赖，而且自然联想到今天学人生存中的无奈。据吴宓《雨僧日记》1919 年 9 月 8 日记载，陈先生以为“道
德尤不济饥寒”，学问之事不能赖以“谋生”，
“要当于学问道德以外，另求谋生之地”，而有“经商最妙”之断

语，而其诸如“若作官以及作教员等，绝不能用我所学，只能随人敷衍，自侪于高等流氓，误己误人，问心不
安。至若弄权窃柄，敛财称兵，或妄倡邪说，徒言破坏……卒至颠危宗室，贻害邦家，是更有人心者，所不忍
为矣”，等等说法，让人从侧面看到学人独立、思想自由之不易得。同时，民间知识人的立体形象也呈现在我
们面前。
在检视无论是陈寅恪还是梁漱溟等民国学人话语的多义性，体察其个体生存困境与生命体验时，我们
都应该平情对待，论世知人。如果可以从复杂的时代来辨析知识人的形象，那么我们似可以体味到：书生从
来都是不能超绝尘俗的，
“文化负命人”也终归需要有所“附丽”，即使是“附”在“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
之徒与而谁与”这样令圣贤忧心的社群。看到知识人的“负载”，追随他们的人格风范与学问精神，仍然是
“披沙拣金”
而后“见真纯”的正道。

五、结语
无论是陈寅恪，还是梁漱溟，都有着强烈的经世观念，在学术与政治、学术与道德之间腾展着复杂的人
文内涵与人格形象。现代人回首 20 世纪活跃在学术前沿的这些著名学人，
绝不能随意贬低，
也不可一味高扬。
就梁漱溟而言，他是一个善于思考而又敢于行动的人，他的学思历程和东西文化观可引发我们多层次

的思考。首先，当牵涉到知识人的时代关怀如何落实的问题时，它可引领我们重新省视以天下为己任、走出
书斋的“行者”精神；其次，当牵涉到现代化过程中的本土思维与跨学科研究问题时，它又提示今人在思想资
源选择与思路设定方面要跳出“文化本位”思路，在东西文化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第三，当牵涉到现代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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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心如何建立的问题时，它又可警醒我们汲取儒学智慧，从修身出发，贞定做人做事真精神，强固文化理
想，
建立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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