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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文化的“伦理”是由“伦—理—居伦由理—伦理世界”构成的话语体系ꎬ其具有内在特殊的精

神气质ꎮ 其一ꎬ“伦理地思考”ꎬ这是“伦”的精神气质ꎮ “伦理地思考”根本上是“伦”思考ꎬ是根于“伦”并从“伦”
的实体出发的思考ꎬ它缔造了一种特殊文化类型ꎬ即伦理型文化ꎮ “伦”与“帝”的不同终极关怀、“伦”与“我们”
同在、人伦本于天伦而立ꎬ是“伦理地思考”的三大要义ꎮ 其二ꎬ“成为人”并“在一起”ꎬ这是“理”的精神气质ꎮ
人类文明的终极问题ꎬ不是“人应当如何生活”ꎬ而是“我们如何在一起”ꎮ 伦理的精髓是“成为人”并“在一起”ꎬ
伦理之“理”是“人类之所以为人”之“理”ꎬ既包括“成为人”的本性ꎬ也包括“在一起”的情理ꎬ伦理之“理”的良

知ꎬ就是“成为人”并“在一起”ꎮ 其三ꎬ“有家园”并“守家园”ꎬ这是“居伦由理”和“伦理世界”的精神气质ꎮ 伦理

是通往家园的精神之路ꎬ它提供并建构了一条从“家”到“家园”的伦理精神之路ꎬ精神家园的内核是伦理家园ꎬ
其民族精神表现就是家国情怀ꎮ

〔关键词〕伦理话语ꎻ精神气质ꎻ伦理地思考ꎻ“成为人”并“在一起”ꎻ“有家园”并“守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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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伦理”话语与伦理精神

中国文化的 “伦理” 话语是由 “伦”———
“理”———“伦—理”———“伦理”四要素构成的概

念体系ꎬ“伦” 的实体———“理” 的良知———“安

‘伦’尽‘份’”———“伦理世界”构成的历史哲学

体系ꎮ 概念体系与历史体系的辩证互动ꎬ形成伦

理思想的中国传统ꎬ也缔造了中华民族的伦理精

神和中国文化的伦理气质ꎮ
在“伦理”话语体系中ꎬ“伦”和“理”是共同

元素ꎬ“伦”是家园ꎬ是人的生命的存在方式和人

的生活的真理ꎻ“理”是对于“伦”也是对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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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我意识ꎬ是“人”作为“伦”的存在的良知良

能ꎮ 概念体系中的“伦”—“理”ꎬ是“伦”和“理”
的关系的文化原理和文化规律ꎬ要义是“居‘伦’
由‘理’”ꎬ精髓是“安”ꎬ即从“伦”的家园出发ꎬ通
过由“理”而安身立命ꎬ居“伦”以安身ꎬ由“理”而
立命ꎮ 最后形成的“伦理”是“居‘伦’由‘理’”
所创造的“伦理世界”ꎬ精髓是“和”ꎬ即和而不同

的伦理性的文化实体ꎮ 由此ꎬ中国“伦理”与西

方“ｅｔｈｉｃ”便相区分ꎬ中国传统与西方传统可以也

必须展开文明对话ꎮ
所谓“伦理精神”不是“伦理的精神”ꎬ每个

民族都有伦理ꎬ都有伦理精神ꎮ 中华民族精神是

以伦理为内核、以伦理为文化气质的精神ꎬ“伦理

精神”相当意义上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表达ꎬ
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气质特征ꎮ “伦理”话语及其

传统所造就的不仅是伦理的精神ꎬ而且是中华民

族和中国文化的伦理精神气质ꎬ中国文化是一种

伦理型文化ꎬ中国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伦理精神ꎮ
中国“伦理”的精神气质是什么? “伦理”赋

予中华民族何种民族精神与文化气质? 依据“伦
理”的话语体系ꎬ有三大精神气质:“伦理地思

考”ꎻ“成为人”并“在一起”ꎻ“有家园”并“守家

园”ꎮ 具体地说ꎬ“伦理地思考”:“伦”ꎻ“成为人”
并“在一起”: “理”ꎻ “有家园” 并 “守家园”:
“伦—理”与伦理世界ꎮ “伦理”是“伦理”话语与

民族伦理精神的逻辑和历史的统一ꎮ “伦理”的
三大精神气质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做的三

个特殊贡献:“伦理地思考”的文化范式ꎻ“成为

人”并“在一起”的“人理”ꎻ“有家园”并“守家

园”的家国情怀ꎮ
梁漱溟先生在论述中国的民族精神时ꎬ曾掷

地有声地宣告:“除非过去数千年中国人都白活

了ꎬ如其还有其他贡献ꎬ那就是认识了人类之所

以为人ꎮ” 〔１〕“认识了人类之所以为人”的文化智

慧和文化形态是什么? 就是“伦理”ꎮ “伦理”即
“人理”ꎬ即“人类之所以为人”的“伦”之“理”ꎮ
梁漱溟说得很明白ꎬ“伦理”ꎬ是中华民族对世界

的最大贡献ꎬ因而认识“伦理”才能真正认识中

国文化和中国人ꎮ

二、“伦理地思考”

“伦理” 话语及其传统的典型精神气质是

“伦理地思考”ꎬ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显著文化

胎记ꎮ “伦理地思考”是以伦理为本位的思考ꎬ
是“从实体出发”的“伦本”思考ꎮ

一般认为中国文化具有人本传统ꎬ其实与其

说人本ꎬ不如说“伦本”ꎮ 中国人从摇篮到坟墓ꎬ
从诞生到终极ꎬ都处于伦的实体中ꎬ也处于伦的

设计和伦理关怀中ꎮ 人的生命历程从“伦”的实

体出发ꎬ在“伦”中安身立命ꎬ也在“伦”中走向永

恒ꎮ 中国文化的一些基本伦常如慈、孝、忠等表

面上是道德规范ꎬ实际上是伦理设计ꎬ它们之所

以成“道”ꎬ之所以为“德”ꎬ根本上是伦理的智慧

和规律ꎬ是“伦理地思考”的精神气质ꎮ “伦理”
传统提供了“伦理思考”的文化范式ꎬ奠定伦理

型文化的基色ꎮ
(一)“伦理地思考”的文化范式

“伦理”是中国伦理型文化的核心话语ꎬ演
绎“伦理地思考”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质ꎮ “伦
理地思考”不同于“伦理思想”ꎬ“伦理思想”可能

只是关于伦理的思想和理论ꎬ而“伦理地思考”
则是全民族的价值取向ꎻ也不同于“伦理地思

想”ꎬ“思考”不仅是思想ꎬ而且是行动ꎬ是黑格尔

所说的“冲动形态的思维”ꎻ它不仅是思想家的

特权ꎬ而且是芸芸众生的“心灵惯习”ꎮ
中国文化之所以为伦理型文化ꎬ相当意义上

是因为中华民族具有“伦理地思考”的精神气

质ꎮ 以“伦理地思考”诠释“伦理”话语的文化形

态ꎬ意义在于彰显“伦理”在生活世界和精神世

界中的本位地位及其特殊精神气质ꎮ “伦理”话
语及其传统演绎“伦理地思考”的“心灵惯习”ꎬ
“伦理地思考”是伦理型文化的内核ꎮ 由此ꎬ在
世界文明体系中ꎬ“伦理”便与“ ｅｔｈｉｃ”具有不同

的文化风情ꎮ
“伦理地思考”的中国传统是什么? “伦理”

话语体系的四个结构元素已经呈现“伦理地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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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的文化规律:从“伦”的实体出发ꎬ遵循“理”
的文化规律ꎬ守望伦理的精神家园ꎬ建构伦理的

现实世界ꎮ 居“伦”由“理”是“伦理地思考”的基

本规律ꎻ“从‘伦’的实体出发”是“伦理地思考”
的文化精髓ꎮ

“伦理”的话语体系提供了何种“伦理地思

考”的文明范式? 为何是“伦理”而不是宗教或

道德的思考? 在世界文明体系中ꎬ“伦理”话语

传统的独特贡献ꎬ是探索并建构了一种基于世俗

伦常的入世而超越的民族精神ꎬ将人伦日用的伦

理上升为具有神圣根源和终极关怀的天理ꎬ创造

了伦理型文化的中国形态ꎮ “伦理地思考”的真

谛用梁漱溟的话说是伦理本位ꎬ“伦理地思考”
根本上是“伦”思考ꎬ是根于“伦”并从“伦”的实

体出发的思考ꎮ
伦理本位ꎬ “伦理始于家庭ꎬ而不止于家

庭”ꎬ是“伦理地思考”的两大要义ꎮ 前者宣示伦

理在文化体系中的核心地位ꎬ后者说明“伦理地

思考”根本上是“伦”思考ꎮ 如何才是“伦理地思

考”? “伦理”的话语传统如何演绎“伦理地思

考”? “人”的“伦”诞生、“伦”超越ꎬ“人”的世界

的“伦”建构ꎬ以及与之相关的慈、孝、移孝作忠

三大伦常ꎬ从三个维度展示“伦理地思考”的文

化范式ꎬ其文化规律一言概之:人理归于天理ꎬ人
伦本于天伦ꎮ 由此ꎬ源于“伦”的思考便与源于

彼岸终极实体的宗教思考和源于“道”的道德思

考相区分ꎬ中国伦理便从话语形态上与“ｅｔｈｉｃ”相
分殊ꎮ

“伦理地思考”是人类从类生命和个体生命诞

生便携带的文化基因ꎬ中国文明使它发扬光大ꎬ
缔造了“伦理地思考”的文明范式和伦理型文化

的文明气象ꎮ 不少人发现ꎬ中国在传统上并不是

一个国家ꎬ而是一种文明ꎻ中国崛起所要复兴的

并不仅是一个国家ꎬ而是一种文明ꎮ 其实ꎬ这一

观点古来有之ꎮ 早在 ２０ 世纪初罗素在中国演讲

时就感慨“中国实为一文化体而非国家”ꎬ〔２〕 “伦
理地思考”使中国成为不同于西方的文明类型ꎮ

当今世界ꎬ人们学会了经济思考ꎬ然而经济

全球化虽然造就了一个地球村ꎬ但这个“需要的

体系”却沦为国家利益的战场ꎬ乃至在面临新冠

疫情的世界性威胁时也难以成为一个命运共同

体ꎮ 在精神世界ꎬ古希腊之后西方文化教诲人们

的是“道德地思考”ꎬ试图基于意志自由建构所

谓普世伦理ꎬ然而不仅普世伦理难以建构ꎬ在面

临新冠疫情需要隔离时ꎬ自由意志却成为共同行

动的解构性力量ꎮ 在这个意义上ꎬ与其说 ２０２０
年人类遭遇新冠病毒的威胁ꎬ不如说新冠疫情揭

示了人类文明自身携带的病毒ꎬ尤其是“无伦

理”ꎬ不能“伦理地思考”的病毒ꎮ
“伦理”话语及其传统ꎬ提供了“伦理地思

考” 的一种文化范式ꎬ具有普遍的文明意义ꎮ
“伦理地思考”具有三个哲学要义:从实体出发

的“伦”意识或“伦”思维ꎻ“和而不同”的“在一

起”“理”智慧ꎻ居“伦”由“理”的有家园、守家园

的伦理情怀ꎮ
(二)“伦”与“帝”
“伦”对人和人类文明的首要意义ꎬ是人诞

生于“伦”ꎬ具有“伦”本性和“伦”元色ꎮ
中国话语下“伦”与“道”的区别ꎬ在于它不

仅是人的根源ꎬ而且是人的家园ꎮ “道”是宇宙

万物本体ꎬ老子的«道德经»演示如何“推天道以

明人事”ꎬ“道”给人以形上世界的根源感ꎬ却很

难有生活世界归宿感ꎮ 与“伦”相近的西方话语

是“上帝”ꎬ“伦”与“帝”在中西文化背景下都可

以当作人的根源和归宿ꎬ二者的区别不只是此岸

和彼岸ꎬ更是人与它们的不同关系以及由此而缔

造的人类文明ꎮ
“伦”与“帝”对于人类的不同关系ꎬ一言蔽

之就是“诞生”与“创生”ꎮ 人对上帝的皈依和服

从的全部根据ꎬ是上帝是世界的造物主ꎬ人是上

帝的创造物ꎮ 按照«圣经» “创世纪”的描述ꎬ上
帝用一把黄土创造了亚当ꎬ又用亚当的肋骨创造

了夏娃ꎬ由此创造了人类社会ꎮ 于是上帝和人的

关系便是造物主和它的创造物的关系ꎬ人被上帝

“创造”ꎬ必然也必须皈依于上帝ꎮ 然而“伦”与

人却是另一种关系ꎮ 人在“天地—万物—男女—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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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妇” 的 “伦” 的大系统中诞生ꎬ然后产生 “父

子—君臣—上下” 的伦理关系以及 “礼仪” 的

“伦”之“理”ꎮ 人在“伦”中诞生ꎬ由“伦”而来ꎬ
“诞生”不是“创生”ꎬ诞生的母体不是某个终极

性的至上人格ꎬ而是天地、万物、男女、夫妇等关

系的实体所产生的“伦”ꎮ
“诞生”与“创生”是“伦”和“主”的两种不

同关系ꎮ 人因为被创生或创造ꎬ与上帝之间的关

系便有了一份严峻ꎬ上帝是“主”即造物主ꎬ违背

上帝的意志便是“罪”ꎬ于是亚当夏娃偷吃智慧

果的宿命是被逐出伊甸园ꎬ这便是本尼迪克特所

谓“罪感文化”ꎮ 在“伦”的文化中ꎬ“诞生”所表

达的“伦”的关系是生命与母体、个体与实体的

关系ꎮ 严格说来ꎬ人的生命不是诞生于母体而是

诞生于夫妇之“伦”ꎮ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ꎬ男女

关系不仅是“伦”ꎬ而且是孟子所说的“人之大

伦”ꎬ因为它诞生“人”ꎬ由此也诞生其他一切的

“伦”ꎮ “诞生”是一个非连续动词ꎬ它所承载的

是人从单细胞到灵长类的发育史ꎬ它不仅是从无

到有ꎬ无中生有的过程ꎬ而且是一个生命从另一

个生命中孕生ꎬ是生命从“伦” 中分娩的过程ꎮ
“有男女然后有夫妇”ꎬ十月怀胎ꎬ一朝分娩ꎬ怀
胎和分娩的是母体ꎬ但根源是夫妇之“伦”ꎮ

“慈”的伦理可以诠释这种基于“诞生”的人

的“伦”元色ꎮ 在任何文化中ꎬ父母对子女都有

慈爱的本性ꎬ很多国家也规定了抚育子女的法律

义务ꎬ然而很少有像中国父母对子女的慈爱达到

如此忘我、强烈和持久的程度ꎬ即便在传统已经

解构的现代ꎬ对子女的义务似乎仍然是一个“无
限责任公司”ꎬ这是“伦”传统的独特风情ꎮ

“慈”是生命根源对其所诞生的生命的同一

性情感ꎮ 在“伦”的意识下ꎬ人的生命不只是诞

生他的母体的作品ꎬ而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

扬弃自己的个别性ꎬ建构共同人格即婚姻人格而

创造的共同作品ꎮ 子女作为父母婚姻的共同人

格的客观化被赋予“伦”的意义ꎬ在现代中国话

语中它被表述为所谓“爱情的结晶”ꎮ 正如黑格

尔所说ꎬ夫妇关系不是在自身中而是在子女身上

得到实现ꎬ但他又认为子女对于父母来说是一个

他物ꎬ而在“伦”的文化意识下子女是父母的生

命共同体ꎬ父母对子女的爱不仅是“慈”ꎬ而且是

无限绵延的“慈”ꎮ “慈”本质上是一种同体之

爱ꎬ是父母对子女的同体之情ꎬ某种意义上具有

“自爱”的性质ꎬ然而由于子女是父母的共同作

品ꎬ因而慈爱又超出父亲或母亲任何一个个体的

自爱而具有“伦”的意义ꎬ“慈”是父母对待作为

彼此人格共体的子女的自然情感ꎮ 由此也才可

以理解ꎬ中国文化中的慈爱总具有无条件的忘我

意义ꎬ因为在慈爱中父母于失去自身中获得自

身ꎬ即获得父母之“伦”的共同人格ꎮ
诚然ꎬ上帝造人也预示人与上帝必须“在一

起”ꎬ然而它所缔造的却是另一种伦理关系ꎮ 一

方面ꎬ上帝与所“创生”的芸芸众生之间的关系

更为对象化ꎬ只有召唤与皈依ꎬ而在“诞生” 中

“伦”与其所分娩的个体之间的关系始终携带那

种由同体而产生的“慈” 的伦理温度ꎮ 另一方

面ꎬ“创生”缺乏“诞生”的那种伦理上的结构性ꎮ
众生都是上帝的创造物ꎬ于是众生之间的关系既

是平等的ꎬ也是原子式的ꎮ 由此便可以解释ꎬ为
何从中世纪最黑暗、最森严的等级关系中产生了

文艺复兴时期自由平等的思想ꎮ 因为一旦文艺

复兴动摇了上帝的绝对地位ꎬ众生从上帝的统摄

下解放ꎬ彼此之间也就平等了ꎬ然而终极实体的

地位一旦动摇ꎬ世俗生活也就原子化了ꎮ
(三)“伦”与“我们”同在

每种文化都有家庭ꎬ子女出生是家族延续的

自然事件ꎬ然而没有任何文化像中国文化那样赋

予人的诞生如此强烈而庄严的伦理意义ꎮ 人自

“伦”中诞生ꎬ人的超越和终极关怀也是在“伦”
中实现ꎮ

梁漱溟说过ꎬ没有死亡就没有宗教ꎬ宗教最

重要的文化功能是指引人们走向永恒不朽ꎬ它在

彼岸的天国实现ꎮ “伦”自生命诞生便赋予人达

到永恒的世俗超越的文化基因ꎬ其文化启蒙和文

化自觉凝聚于“孝”的伦理意识中ꎮ 毋庸置疑ꎬ
“孝”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ꎬ中国文化、中国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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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自蒙昧时代诞生的最早的文化觉悟之一ꎬ就是

“孝”的观念ꎮ “孝”是对人的生命的“伦”自觉ꎬ
可以说没有“孝”就没有中国伦理型文化ꎮ 世俗

生活中人们常常对“孝”的文化意义产生严重误

读ꎬ只将它理解为子女对父母的道德义务ꎬ以及

由此而产生的美德ꎬ缺少伦理的内涵ꎮ 中国文化

将“孝”与“道”相联ꎬ名曰“孝道”ꎮ “孝”何以为

“道”? 是何“道”? 简言之ꎬ“孝”是达到生命永

恒的终极关怀的“伦”之“道”ꎮ
“慈”与“孝”是两种基本的生命伦理ꎮ “慈”

是关于人的诞生与成长的生命伦理ꎬ“孝”是关

于终极关怀的生命伦理ꎮ 区别在于ꎬ“慈”相当

程度上具有本能或自然的性质ꎬ而“孝”则有待

伦理启蒙和生命觉悟ꎮ 黑格尔认为ꎬ“孝”是与

“慈”不同的另一种伦理情感ꎮ “但子女对他们

父母的孝敬ꎬ则出于相反的情感:他们看到自己

是在一个他物(父母)的消逝中成长起来ꎬ并且

他们之所以能达到自为存在和他们自己的自我

意识ꎬ完全由于他们与根源(父母)分离ꎬ而根源

经此分离就趋于枯萎ꎮ” 〔３〕 黑格尔洞察了“孝”的
生命伦理意义ꎬ然而对中国文化却缺乏足够的解

释力ꎮ
孔子认为ꎬ子女对父母的 “孝”ꎬ不仅在于

“能养”和“无违”的生活层面ꎬ最重要的是“色
难”ꎮ “子夏问孝ꎬ子曰:‘色难’ꎮ” («论语为

政»)意思是说“孝” 最难得的是“色” 即态度ꎮ
“孝”本质上是对待生命的一种伦理态度ꎮ 父母

是生命的根源ꎬ子女的生命在父母生命的枯萎中

成长起来ꎬ因而“孝”的根据不仅是返本回报ꎬ而
且是一种对生命的悲悯情怀ꎮ 孟子发现了“孝”
的更深刻伦理意义ꎬ提出一个让异质文化也让现

代文化感到匪夷所思的命题:“不孝有三ꎬ无后为

大ꎮ”(«孟子离娄上»)“无后”为何成为最大的

“不孝”? 根本在于生命的终极关怀ꎮ
生命的永恒与不朽是人的终极追求ꎬ也是终

极关怀ꎮ 在宗教文化中ꎬ永恒不朽在终极实体的

彼岸实现ꎬ在伦理型文化中ꎬ在“孝”之“道”中实

现ꎮ “孝”之为“道”ꎬ根本上是对父母生命永恒

不朽的承认与承诺ꎮ 个体生命是有限的ꎬ然而在

生命的世代更迭中ꎬ每一个生命都将达到永恒ꎮ
在“伦”的绵延中ꎬ父母和祖先的生命在子女身

上得到永续ꎬ这种永续用现代科学的话语表达是

所谓“基因遗传”ꎬ伦理表达就是“永恒不朽”ꎬ其
世俗形态就是家族生命的不绝延伸ꎮ 正因为如

此ꎬ生儿育女在中国从来不是个人的私事ꎬ而是

关乎家族生命绵延的重大甚至最大伦理事件ꎮ
“无后”由此才被视为最大的“不孝”ꎬ因为“无
后”意味着让父母也让所有祖先失去永恒与不

朽ꎬ是血缘大动脉、血脉生命的断裂ꎬ因而是严重

的伦理事件和最大的“不孝”ꎮ
正因为如此ꎬ当今中国的孝道问题ꎬ不仅事

关社会风尚ꎬ更事关文化安全ꎬ是文化断裂的重

大症候ꎮ 因为ꎬ如果人们不能在现世的“伦”中

找到永恒与不朽的终极关怀ꎬ就必然寻找其他文

化替代ꎬ宗教几乎是唯一的选项ꎮ 这便可以解释

一种现象ꎬ在现代中国信教群体中老龄人口占了

很大比重ꎮ 由此ꎬ中国伦理型文化便可能遭遇重

大挑战ꎬ出现文化安全危机ꎮ
(四)人伦本于天伦而立

中国传统下的“伦”是一个有机文明生态ꎬ
“伦”由家庭向社会和国家弥漫ꎬ具有强大的自

组织功能和文化贯通力ꎬ不仅包含人的生命的诞

生和终极关怀ꎬ而且包含人的世俗生活ꎮ “伦”
是人的元色ꎬ人的生命存在方式ꎬ也是人的生活

方式ꎬ是人的社会生活的范型和理想形态ꎮ
西方文明的特点是在家庭与社会、国家之间

设置一个深刻的决裂ꎬ正如黑格尔在«法哲学原

理»中所说ꎬ个体走向社会是“从家庭中揪出”的
一次断裂ꎮ 在家庭与国家中ꎬ人有两个完全不同

的伦理角色ꎬ即家庭成员与社会公民ꎮ “成员”
是自然伦理实体下的个体存在方式ꎬ其特点是不

独立不孤立ꎬ个体行为以家庭整体为基础ꎮ “公
民”在伦理意义上是扬弃家庭成员身份后的新建

构ꎬ它以与家庭和家庭成员完全不同的逻辑建构

社会与国家的伦理之“公”ꎮ “从家庭中揪出”之
后ꎬ个体成为有独立财产关系的“市民”ꎬ它以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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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而不是实体为出发点ꎬ所谓“抽象的个人ꎬ世界

的主宰”ꎬ基于“需要的体系”建构形式普遍性ꎮ
市民社会是个人利益的战场ꎬ因而 “公民” 之

“公”也只是透过司法建构的形式普遍性ꎬ已经

丧失家庭伦理实体的家园意义ꎮ 虽然黑格尔认

为伦理实体在国家中最终得到圆满实现ꎬ然而他

所说的“伦理国家”最后只是在理念中存在的哲

学王国ꎮ
相反ꎬ中国伦理在家庭与社会、国家之间建

立坚韧的“伦”的绵延力ꎬ使人的生命和生活成

为一个“伦” 的世界ꎬ其原理和规律一言蔽之:
“人伦本于天伦而立”ꎮ 家庭是天然或自然的伦

理实体ꎬ是“天伦”ꎻ社会与国家同样是伦理实

体ꎬ既是家庭的延展又有所不同ꎬ是“人伦”ꎮ 二

者的区别即黑格尔所说的人的规律与神的规律ꎬ
然而中国“伦”的传统所建构的是天伦与人伦以

及两大规律之间的相互过渡ꎬ其要义就是以家庭

的“天伦”为范型ꎬ建立社会和国家的“人伦”ꎬ由
此“天伦”“人伦”ꎬ一“伦”贯通ꎮ

英语世界的“ ｃｏｕｎｔｒｙ”在中国之为“国家”ꎬ
除了文明之初家与国的不同结构性元素之外ꎬ还
隐喻一种价值追求和文化理想ꎬ甚至一种文化承

诺ꎬ即将“国”成为“家”ꎻ也隐喻一种文明规律ꎬ
即以“家”的原理建构“国”ꎮ 在中国传统社会ꎬ
“天伦”走向“人伦”规律的集中体现ꎬ就是所谓

“五伦”范型和“忠孝一体”ꎮ 君臣、父子、兄弟、
朋友、夫妇的“五伦”之所以成为伦理范型ꎬ一方

面因为它们是中国“国家”文明最具代表性的五

种伦理关系ꎬ其中父子、兄弟是天伦ꎬ君臣、朋友

是人伦ꎬ夫妇则介于天人之间ꎬ是天伦向人伦过

渡的中介ꎬ也是家庭向民族和国家的绵延ꎻ另一

方面更重要的是五伦内部的结构性ꎬ家国一体、
由家及国的“国家”文明ꎬ以家庭伦理的天伦为

范型ꎬ建构其他一切人伦关系ꎮ 父子是君臣的范

型ꎬ兄弟是朋友的范型ꎬ于是由家庭伦理关系向

社会和国家的政治伦理关系延伸ꎮ
五伦范型与忠孝一体的“一‘伦’贯通”在日

常生活中所呈现的“伦理地思考”方式ꎬ在生活

世界中的“活的伦理”ꎬ就是中国人的社会生活

中往往将家庭的称谓延伸到社会ꎬ见老者为爷爷

奶奶ꎬ长者为叔叔阿姨ꎬ相近者为兄弟姐妹ꎻ而在

西方则一概以“Ｍｒ. ”“Ｍｉｓｓ. ”ꎬ或“Ｓｉｒ”称之ꎬ这就

是两种“伦”逻辑的体现ꎮ 中国许多重大节日ꎬ
就是“伦理地思考”的训练ꎮ

清明节自上古时代至今ꎬ都是中国人自然与

伦理相偕的最重要的民族节日之一ꎬ扫墓祭祖与

踏青郊游是清明节的两大礼俗主题ꎮ 清明扫墓、
缅怀祖先ꎬ成为全民的孝道演练ꎻ清明时节ꎬ吐故

纳新ꎬ又是踏青郊游的节气点ꎮ 其中还蕴含着忠

孝合一的集体记忆ꎮ 传说春秋时代的贤士介子

推ꎬ在帮助晋文公度过十九年艰难岁月ꎬ最终成

就霸业后回家尽孝ꎬ携老母归隐山林ꎮ 晋文公求

贤报恩心切ꎬ令人放火烧山ꎬ最后在一棵柳树下

发现背着母亲的介子推母子尸体ꎮ 为表彰和纪

念介子推忠孝之举ꎬ晋文公宣布这一天为寒食

节ꎬ不得生火烧饭ꎻ又将这一天定为清明节ꎬ由此

演变为后来的祭祀祖先的节日ꎬ一直延续至今ꎮ
现代中国虽然经历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巨大

冲击ꎬ然而这种传统依然存在ꎬ说明“一‘伦’贯

通”已经成为“心灵的惯习”ꎮ 梁漱溟说“中国以

伦理组织社会”ꎬ其实ꎬ最基本的是“以‘伦’组织

社会”ꎮ

三、“成为人”并“在一起”

从“伦”的实体性出发ꎬ中国文明所认识的

“人类之所以为人”之“理”ꎬ不仅是“成为人”的
道德ꎬ而且是“在一起”的伦理ꎬ由此ꎬ中国文化

才是“伦理型”而不是“道德型”ꎮ
(一)人类文明的终极问题

“伦理”话语体系及其传统指向文化互镜的

一个重大问题:人类文明的终极问题到底是什

么?
一般认为ꎬ“人应当如何生活”是人类文明

的终极问题ꎬ当然也是伦理道德的终极问题ꎬ据
说它源自苏格拉底ꎮ 然而文本解读表明ꎬ苏格拉

底只说过“好的生活高于生活本身”ꎬ并没有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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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的根据证明他曾将“人应当如何生活”当作终

极问题ꎮ 文明史的叙事表明ꎬ人类文明的终极问

题不是“人应当如何生活”道德问题ꎬ而是“‘我
们’(或人类)如何一起”的伦理问题ꎬ这一问题

以第一人称表述就是:“‘我’如何成为‘我们’”ꎮ
“伦理”话语及其传统提供了一种智慧:“成为

人”并“在一起”ꎬ准确地说ꎬ于“在一起”中“成为

人”ꎮ 这一智慧用孔子的范式表达就是“克己复

礼为仁”ꎮ “复礼”是“在一起”ꎬ“为仁”即“成为

人”ꎬ“仁也者ꎬ人也”ꎮ
“人应当如何生活”是一个道德问题ꎬ“我们

如何在一起”是一个伦理问题ꎮ “应当”是应然ꎬ
应然的本质是不断的“未然”ꎬ未发生但希望并

努力使之发生就是所谓“应然”ꎮ 西方道德尤其

现代性道德以自由意志为出发点ꎬ个体意志自由

是最根本的“应然”ꎬ然而正如黑格尔所说ꎬ这种

抽象的应然是主观道德自由ꎬ只有在伦理中才能

获得实体性自由ꎮ 人类文明的终极问题ꎬ是追求

意志自由的“我”ꎬ如何成为伦理性实体的“我
们”ꎬ“‘我’如何成为‘我们’”ꎬ“‘我们’如何在

一起”ꎬ是人类文明的终极问题ꎬ更是现代文明的

严峻课题ꎮ
２０２０ 年全球遭遇的新冠疫情ꎬ以自然灾害

的方式ꎬ将“在一起”的文明课题再次以终极的

冷峻提到人类面前ꎮ 面对世界性的疫情威胁ꎬ人
类与自然如何“在一起”ꎬ国家与国家如何“在一

起”ꎬ隔离回归家庭之后ꎬ家庭成员如何“在一

起”ꎬ社会成员如何“在一起”ꎬ这些都以终极的

紧迫重新提到人类面前ꎮ 新冠疫情使人类走到

这样一个严峻时刻:毁灭ꎬ或者“在一起”! 人

类ꎬ必须重新“学会在一起”ꎮ
新冠疫情预示着原子式社会的危机ꎬ也敲响

了抽象的道德自由和原子式文明的丧钟ꎬ警示人

们必须回到伦理的家园ꎮ 现代社会不仅需要道

德自由ꎬ更需要伦理认同ꎻ不仅需要自由意志ꎬ更
需要实体意识ꎮ 弗朗西斯福山曾说ꎬ新冠疫情

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终结ꎬ实际上它也以强大的

自然力量宣告了抽象的道德自由及其道德自由

主义理论的终结ꎬ要求以“在一起”的伦理超越

抽象意志自由的道德ꎬ它传递一个来自文明深处

的急迫呼唤:“成为人”并“在一起”ꎮ
(二)“伦理”的精髓:“成为人”并“在一起”
中国人身上有两大文化胎记ꎬ一是“伦”ꎬ一

是“理”ꎮ “伦”是存在论、生命论意义上的胎记ꎬ
人生于“伦”ꎬ成于“伦”ꎻ“理”是意识论、价值论

意义上的胎记ꎬ是基于“伦”的文化意识ꎮ “伦”
是身ꎬ是肉体ꎻ “理” 是心ꎬ是灵魂ꎮ “伦理” 之

“理”是基于“伦”、根于“伦”之“理”ꎬ但不是局

限于“伦”的“理”ꎮ “理”由“伦”出发ꎬ漫延到宇

宙人生ꎬ通过伦理型文化的建构扩展为中国人独

特的世界观和人生观ꎮ
“伦”在“诞生———终极关怀———世界建构”

的意义上提供根源和家园ꎻ“伦”之“理”建构性

善的人性认同———情理的心灵结构———良知的

自我意识的性、心、主体贯通的精神气质ꎮ “伦”
与“理”都围绕一个具有终极意义的问题展开ꎬ
也建构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意识和民族精神:“成
为人”并“在一起”ꎬ准确地说ꎬ以“在一起”而“成
为人”ꎮ

伦理与道德的共通之处ꎬ都致力在精神上

“成为人”ꎬ诸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异是成为何种

人以及如何成为人ꎮ 然而伦理更传递一个强烈

关切ꎬ也更具一种文化功能ꎬ即“在一起”ꎮ 虽然

培养德性可以使人们更好地“在一起”ꎬ但伦理

的文化使命ꎬ根本上就是使人们在精神世界继而

在生活世界中“在一起”ꎬ德是一种伦理上的造

诣ꎮ 诚然ꎬ宗教也具有使人们“在一起”的文化

意义ꎬ然而它是透过终极实体在彼岸完成ꎬ而中

国的伦理致力在此岸建构“在一起”的世俗根源

乃至伦理制度ꎮ
古希腊之后ꎬ西方文化以道德取代伦理ꎬ基

于抽象的意志自由追求道德规则的普遍性ꎬ试图

以此建构社会生活ꎮ 伦理失落的后果是道德自

由与伦理认同的现代性矛盾ꎬ从而内在“在一

起”的文化危机ꎮ 受西方文化影响ꎬ“无伦理”的
现代中国问题ꎬ同样导致“在一起”的精神危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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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的话语及其传统提供了“在一起”的世俗

根源、文化意识、精神家园和理想类型ꎬ现代文明

“学会在一起”必须回归“伦理”的精神传统ꎮ
“伦”的话语结构ꎬ相当意义上奠定了“成为

人”并在“在一起”的中国传统ꎮ 人从“伦”中诞

生ꎬ不仅使个体“成为人”ꎬ而且赋予个体最重要

的文化基因乃至文化宿命即“在一起”ꎮ “伦”是
人的实体ꎬ生命的本质、人的本质ꎬ就是 “在一

起”ꎬ不仅与分娩它的母体“在一起”ꎬ而且与共

同缔造他的那个“伦”即黑格尔所说的父母所形

成的共同人格“在一起”ꎮ 人自“伦”中诞生ꎬ从
“伦”中走来ꎬ在“伦”中“成为人”ꎮ “诞生”意味

着人与“伦”“在一起”ꎻ与“伦”“在一起”不仅预

示人与人ꎬ包括父亲与母亲、子女与父母“在一

起”ꎬ而且本质上“是一体”ꎮ 诞生是由怀胎到分

娩的过程ꎬ“在一起”是其真谛ꎮ 生命的真谛是

“在一起”ꎬ人的生活及其所缔造的人的世界的

真谛也是“在一起”ꎮ 也许正是怀胎的“在一起”
的自然基因ꎬ导致诞生之后婴儿需要怀抱的伦理

诉求ꎬ也诞生了关心、关怀的伦理情怀ꎮ 有理由

假设ꎬ当今成人世界中从关心、关怀的伦理需求ꎬ
到拥抱等感性生活的伦理象征ꎬ传递着“在一

起”的伦理信息ꎬ它们与人类“诞生”的本性所埋

下的基因密码存在生物学和伦理学的关联ꎮ 怀

胎———怀抱———拥抱———关心、关怀ꎬ是 “在一

起”由自然向伦理发展的精神历程ꎬ不只是一种

心理过程ꎬ还是伦理过程ꎮ
“伦”赋予生命以“成为人”并“在一起”的文

化基因ꎬ“居‘伦’由‘理’”的“伦—理”规律ꎬ以
及“伦理世界”的文化理想ꎬ则是对“在一起”中

“成为人”的文化守望ꎬ和对现实世界的伦理建

构ꎮ 中国很多传统节日都以“在一起”为文化内

核ꎮ 春节、端午节、清明节、中秋节是中国四大传

统节日ꎬ其中中秋节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一个自然

节日ꎬ其实它具有非常深远的伦理意义ꎮ
中秋节又称祭月节ꎬ源于上古ꎬ普及于汉代ꎬ

以农历八月十五为时节ꎮ 这一天中国人有赏月、
吃月饼等习惯ꎬ它是被山河阻隔的农耕时代人们

“在一起”的伦理方式ꎮ 可以做一种文化想象和

伦理还原ꎮ 农耕时代ꎬ交通和通讯都不发达ꎬ所
谓“家书抵万金”ꎬ已经说明被山河阻隔的家庭

信息的无比珍贵和稀缺ꎮ 中秋节的晚上ꎬ人们有

一个约定ꎬ面对一轮明月ꎬ“上传”自己对远方亲

人和朋友的思念ꎬ千里之外的亲人朋友同样面对

明月ꎬ“下载”自己的思念ꎬ所谓“月亮代表我的

心”ꎮ 月亮ꎬ成为农耕时代中国人以伦理“在一

起”的“人造卫星”ꎬ中国文化有许多关于月亮的

作品ꎬ传递的都是突破空间阻隔而“在一起”的

伦理信息ꎬ而所谓“月饼”则是“在一起”的物质

载体ꎮ
如果说中秋节是在场的人们“在一起”ꎬ中

元节则是不在场的人们ꎬ以及在场与不在场的人

们共同“在一起”的节日ꎮ 中元节起源于上古时

代的祖灵崇拜ꎬ又称“鬼节”ꎮ 传说农历七月十

五ꎬ逝世的祖先亡灵将从冥界回家ꎬ享受在世的

子孙们的祭祀供奉ꎬ同时也接受天帝对每位亡灵

在世时的功过考核ꎬ以决定对他们的赏罚ꎮ 可以

说这是所有逝世祖先的一次大团聚ꎬ也是逝世和

在世的家族成员在精神上的一次团聚ꎬ民俗点荷

灯以照亮祖先回家的路ꎮ
中秋节与中元节ꎬ农历的七月十五与八月十

五ꎬ是所有在场与不在场的亲人们超越时空的

“在一起”的伦理演练ꎮ
(三)“人类之所以为人”之“理”
在“伦理”的话语体系中ꎬ“理”是“成为人”

并“在一起” 的 “人类之所以为人” 的 “伦” 之

“理”ꎬ它展现为由性善的人性认同、情理的心灵

结构ꎬ到伦理人的主体建构的性———心———主体

的“成为人”并“在一起”的伦理进程ꎬ也缔造和

建构了以“在一起”而“成为人”的伦理精神气质ꎮ
中国哲学与文化有几千年人性论传统ꎬ并且

一以贯之以性善论为主流ꎬ原因很简单ꎬ它是基

于“伦理”也是为了“伦理”的讨论ꎬ目的是揭示

人的生命和生活“伦”本性和“伦”天理ꎮ 以“治
玉”训理ꎬ传递一个明确的文化信息:人性是善

的ꎮ 善的本质是什么? 善就是个体意志与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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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的统一ꎮ 黑格尔认为ꎬ伦理“是活的善”ꎮ
“对主观意志说来ꎬ善同样是绝对本质的东西ꎬ而
主观意志仅仅以在见解和意图上符合于善为限ꎬ
才具有价值和尊严ꎮ” 〔４〕善是人的绝对本质ꎬ是个

体意志对自己的公共本质的承认ꎬ个体不仅在意

识而且在行为上符合于善ꎬ才具有“人”的尊严

和价值即“成为人”ꎮ 一旦个体在意识行为上符

合善ꎬ也就与他人相互承认从而“在一起”ꎮ
善的要义是不仅“成为人”而且在意识行为

上“在一起”ꎮ 因为善是个体与自己的公共本质

的统一ꎬ所以是“成为人”ꎻ因为它是一切人的绝

对本质ꎬ个体在对善的承认中相互承认ꎬ所以应

当也可能“在一起”ꎮ 中国伦理有一种共同智

慧ꎬ性善性恶论最后的结论ꎬ都是肯定每个人都

可以成为道德上完成了的人ꎬ区别只在于通过何

种途径ꎮ 孟子认为人性中具有仁义礼智四“端”
即善的种子ꎬ于是“万物皆备于我ꎬ反身而诚ꎬ乐
莫大焉ꎮ”只需要“求诸己”ꎬ便“人人可以为尧

舜”ꎮ 荀子性恶论认为性即人的自然本性ꎬ“不
事而自然谓之性”ꎬ于是人性本恶ꎬ“从人之性ꎬ
顺人之情ꎬ必出于争夺ꎬ合于犯分乱理ꎬ而归于

暴ꎮ”(«荀子性恶»)但只要“化性起伪”即通过

教化变化人性ꎬ便“涂之人可以为禹”ꎮ
性善论与性恶论ꎬ理一分殊ꎬ传递的都是对

于“成为人”并因此而“在一起”的信念和信心ꎮ
宋明理学建立“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统一的

人性观ꎬ性善论与性恶论得到辩证综合ꎬ因天命

之性“成为人”ꎬ因气质之性成为“这个人”ꎮ 中

国伦理以义利关系为文明的基本问题ꎬ“天下事ꎬ
惟义利而已”ꎻ以“理”与“欲”即普遍的道德要求

和个体欲望为具体内容ꎻ最后又以“公”与“私”
为义利、理欲的具体内容ꎮ 对“公”的追求以及

“天下为公”的境界ꎬ就是“在一起”的“大同”伦
理理想ꎮ

情理主义是与“伦理地思考”相匹配的心灵

结构和文化形态ꎬ可以说ꎬ情理就是伦理的主观

形态ꎮ 在中国传统中ꎬ情理就是“伦”理ꎬ不仅仅

情理之“理”是“伦”之“理”ꎬ而且伦理之“理”是

“情理”ꎬ它所表达的价值追求和造就的伦理气

象是:“在一起”ꎮ
“情理”不是情和理的调和ꎬ而是在情与理

的价值生态中以情为优先价值ꎬ“合情”与“合
理”之中ꎬ“合情”为先ꎬ这就是李泽厚先生说的

所谓“情本体”ꎮ 但这一表达并不彻底ꎬ“情本

体”的实质是“伦本体”ꎬ从“伦”出发ꎬ伦理本位

的思考必然要求也必然导致情理主义ꎮ “伦本

位”必然是“情本体”ꎬ因为家庭伦理既是伦理的

根源ꎬ也是伦理的范型ꎬ而家庭伦理关系是情感

关系ꎬ这种情感关系通过“五伦”范型进行社会

伦理的建构ꎬ兄弟伦理向朋友伦理、父子伦理向

君臣伦理扩充ꎬ于是便赋予社会和政治伦理关系

以情感原色ꎮ 然而ꎬ伦理实体的本性是“和而不

同”ꎬ以“正名”为合法性的安伦尽份是伦理和伦

理实体建构的基础ꎬ因而无论是“伦”还是“伦
理”都是“理”ꎬ也要诉诸“理”ꎮ

情理之中ꎬ情是本位和本体ꎬ无情“伦”将不

“伦”ꎮ “伦”的理念ꎬ“人伦本于天伦而立”的伦

理规律ꎬ决定了情之于理的优先地位ꎮ 在这个意

义上说“伦理”即“情理”ꎮ 入世的中国文化总是

将伦理奠基于日用伦常之情ꎬ而不是在彼岸的天

国或本体世界寻找伦理的终极根据ꎬ所建构的也

是世俗的伦常之情ꎬ“伦理”在宋明理学被上升

和表达为“天理”ꎬ就是伦常之情的形上表达ꎮ
情理不仅表明情之于理的优先地位ꎬ而且表

明情感对伦理的主体地位ꎬ情理之“理”本质上

是“情”之“理”ꎮ “情理”内在两种语义诠释方

法ꎬ也有两种语义结构ꎬ即“情与理”ꎬ或“情之

理”ꎮ “情与理”的情理并重说明中国“伦理”传

统既不是情感主义也不是理性主义ꎬ而是情感与

理性辩证互动的情理生态或情理主义ꎬ是情感主

义与理性主义之外的“第三形态”ꎮ “情之理”表
明情感是伦理的主体ꎬ在心灵结构和文化意识

中ꎬ情感是理性的主体ꎮ
情理是“伦”之“理”ꎬ这种基于“伦”的“理”

被普遍化为一种思维方式和价值追求ꎬ是“伦理

地思考”的价值内核ꎬ其要义是“在一起”ꎮ 中国

—３１—

“伦理”话语的精神气质



从来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理性主义ꎬ西方理性主义

是与本体论的哲学传统、科学主义文化和个体本

位的价值追求相适应的精神气质ꎬ如果一定要用

西方话语的“理性”诠释中国伦理ꎬ那么毋宁说

它是“性理”ꎮ “理性”与“性理”不是简单的文字

颠倒ꎬ而是价值重心的转换ꎮ “理性”是由“理”
而“性”ꎬ从抽象的“理”推出“性”ꎬ包括物之性、
人之性和“伦”之“理”ꎻ“性理”则是由“性”而

“理”ꎬ由人之“性”推出万物之性ꎬ包括“伦”之

“理”ꎮ “唯天下至诚ꎬ为能尽其性ꎻ能尽其性ꎬ则
能尽之性ꎻ能尽人之性ꎬ则能尽物之性ꎻ能尽物之

性ꎬ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ꎻ可以赞天地之化育ꎬ则
可以与天地参矣ꎮ” («中庸第二十二章») “性
理”就是己之性与人之性、万物之性的贯通ꎬ其最

高境界是天人合一ꎮ 天人合一的伦理精髓就是

“在一起”ꎬ人己合一ꎬ内外合一ꎬ天人合一ꎮ 伦

理即情理ꎬ其要义是“在一起”而“成为人”ꎮ “在
一起”是情理主义伦理与理性主义伦理的根本区

别ꎮ “仁也者ꎬ人也ꎮ”仁义的要义是情理ꎬ仁是

爱ꎬ义是正ꎬ精髓是和而不同的“在一起”ꎮ 己之

性与万物之性贯通的天人合一的要义是“在一

起”ꎬ是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ꎬ在“赞天地之化

育ꎬ与天地参”中成为天人合一的“大人”ꎮ
性善———情理———良知ꎬ从人性认同、心灵

结构、自我意识三个维度ꎬ形成以“在一起” 而

“成为人”的“伦”之“理”ꎮ 性善是本体ꎬ情理是

发用ꎬ良知是体用合一造就的伦理性的主体ꎮ 它

们从人性认同、心灵结构、主体建构三个维度强

化一个理念:“在一起”并“成为人”ꎮ
良知是什么? 是伦理性的主体ꎮ 良知的精

髓是“伦”知ꎬ是“伦”之知ꎮ 明代理学家王阳明

将良知作为宇宙本体ꎬ也作为天理本体ꎬ是人对

于天理的昭明灵觉的能力ꎮ “夫心之本体ꎬ即天

理也ꎻ天理之昭明灵觉ꎬ所谓良知也ꎮ” («传习

录»下)良知是孟子所说的是非之心ꎬ但这种是

非之心不是科学或哲学意义上的认知ꎬ也不是所

谓理智ꎬ而是“伦知”ꎬ是基于“伦”的“知”ꎬ也是

对于“伦”的“知”ꎮ 因为基于“伦”也对于“伦”ꎬ

因而才是“良”ꎮ
这种“伦知”有以下特点ꎮ 其一ꎬ不虑而知ꎬ

不学而能ꎬ是知行合一ꎻ其二ꎬ是“天理”在“伦”
中的发用ꎬ即“伦”之“天理”ꎮ “理也者ꎬ心之条

理也ꎮ 是理也ꎬ发之于亲则为孝ꎬ发之于君则为

忠ꎬ发之于朋友则为信ꎮ 千变万化ꎬ至不可穷竭ꎬ
而莫非发于吾之一心ꎮ” (« 王 文 成 全 书  卷

八书诸阻卷») 其三ꎬ良知是一种好恶之情ꎬ
“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ꎬ是非只是个好恶ꎬ只好恶

就尽了是非ꎬ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之变ꎮ” («传习

录»下)因为是好恶之情ꎬ不仅是认识ꎬ而且是行

动ꎬ是知行合一ꎮ
良知是“伦”之知ꎬ因而不是认知ꎮ 无论在

哲学还是科学的意义上ꎬ认知即所谓认识ꎬ其特

点是对象化ꎬ以主客二分为前提ꎮ 而良知是从

“伦”的实体出发的认同ꎮ “伦”的实体、“在一

起”的“伦”是“知”的前提ꎬ也是“良”之所在ꎬ良
知不是认识ꎬ而是认同ꎮ 中国伦理史上持续两千

多年对于人性的讨论ꎬ本质上不是对人性善恶本

性的认识ꎬ而是对人性的善恶认同ꎮ 人性讨论的

宗旨是建立“成为人”并“在一起”的“伦”的信念

和信心ꎬ于是“人人可以为尧舜”才成为各种流

派的文化共识ꎮ 良知不仅拒绝对象化ꎬ也扬弃对

象化ꎬ这是“伦理地思考”的重要特色ꎮ
良知也不是理智ꎮ 理智以区分为前提ꎬ是基

于自我肯定的认知和智慧ꎻ而良知之知以“伦”
的一体性或实体性为前提ꎬ最后也是回归和建构

“伦”的实体ꎮ 在良知传统下ꎬ一个人是否“成为

人”ꎬ就在于是否有“伦”的实体感和一体感ꎬ即
所谓“伦理感”ꎮ “伦理感”ꎬ“伦”之感ꎬ就是良

知ꎬ于是良知就是在“伦”的实体认同中“成为

人”ꎬ建构“人”ꎮ 在跨文化对话中ꎬ人们往往不

能把握伦理型文化与科学型文化的区别ꎬ用西方

传统诠释中国传统ꎬ用认知肢解、否定、颠覆良知ꎮ
良知所建构的与其说是道德主体ꎬ毋宁说是

伦理主体ꎬ因为它是“伦”之知ꎮ 伦理主体的人

格化是“伦理人”ꎬ伦理人的要义是在“伦”中“成
为人”ꎬ以“伦”的实体、以“在一起”的“伦”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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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人”的标准和根本路径ꎬ所谓“见父自然知

孝ꎬ见兄自然知悌”就是对于“伦”的知ꎬ也是由

“伦”而来的知ꎬ因而是不虑而知ꎬ不学而能的

“良”ꎮ 王阳明以“精神”说良知ꎬ“以其凝聚而言

谓之精”ꎬ良知是“伦”之天理的凝聚ꎬ它所建构

的伦理人与“伦”同在ꎬ因“伦”而“成为人”ꎮ 因

此ꎬ良知ꎬ就是“成为人”并“在一起”的“天理”或
“伦”之“理”ꎮ

四、“有家园”并“守家园”

任何文化都有自己的精神家园ꎬ人和人类文

明都是从实体走来ꎬ从实体走来就是从家园走

来ꎮ 各种文明的区别ꎬ“伦理”与“ｅｔｈｉｃ”的区别ꎬ
是家园在哪里ꎬ在此岸还是彼岸ꎮ 现代文明的根

本问题ꎬ是人类是否“失家园”ꎬ是否有能力和抱

负“守家园”ꎮ
“伦理”及其传统的精神气质是:“有家园”

并“守家园”ꎮ 因为从 “伦” 的实体出发ꎬ因为

“理”的心灵结构和文化意识ꎬ所以“有家园”ꎻ因
为居“伦”由“理”的“伦—理” 精神和“伦理世

界”的文化理想ꎬ因而有能力和抱负“守家园”ꎮ
“伦理人”ꎬ就是“有家园”并“守家园”的人ꎮ

(一)通往家园的伦理精神之路

“伦理”话语及其传统所造就的中华民族的

另一个精神气质是:伦理即家园ꎮ 中国文化的精

神家园是伦理家园ꎬ所谓伦理精神家园ꎮ 它以伦

理为家园ꎬ也以伦理的不断创造性转化捍卫、守
望自己的精神家园ꎬ以伦理理想建构和回归自己

的精神家园ꎮ
中国伦理的发展史ꎬ就是一部精神家园缔

造、捍卫和发展的伦理精神史ꎮ 精神家园有心灵

世界和现实世界两个基本结构或两个安顿基地ꎬ
两大世界的关系及其贯通是伦理精神家园建构

的基本问题ꎮ 心灵世界精神家园的核心是“内
圣”ꎬ现实世界的精神家园的核心是所谓 “外

王”ꎮ 二者的关系ꎬ就是内在与外在、理想与现实

的关系ꎮ “内圣”是“伦—理”守望之路ꎬ“外王”
是“伦理”理想的实现之道ꎮ 中国传统伦理精神

史ꎬ就是以儒家伦理为主流ꎬ在文化的多元互动

中不断建构和发展精神家园的历史ꎮ
中国文化以夏商周“三代”为历史和精神的

原乡ꎬ精神家园一言概之即所谓“礼”ꎮ 孔子认

为ꎬ“礼”是中国文明的变中之不变ꎮ “殷因于夏

礼ꎬ所损益可知也ꎻ周因于殷礼ꎬ所损益可知也ꎮ
其或继周者ꎬ虽百世ꎬ可知也ꎮ”(«论语为政»)
一般认为这里的“礼”是政治制度ꎬ实际上从历

史开端ꎬ“礼”便由礼仪制度指向背后的文化精

神ꎮ 礼是伦理实体ꎬ应当被解读为以伦理所建构

的精神家园ꎮ 孔子这段话的意思是:商礼是由夏

礼、周礼是由商礼“损益”即批判继承而来ꎬ根据

这种“损益”轨迹可预见“百世”即千百年之后的

制度与精神ꎮ
春秋百家的努力ꎬ相当意义上不只是建构一

种社会制度ꎬ更是追寻一种精神家园ꎮ 孔子周游

与老子出关ꎬ就是寻找精神家园的两种努力或两

种路向ꎮ 孔子周游列国ꎬ游说诸侯ꎬ终极目的是

“克己复礼”即修复、回归礼ꎬ将其作为“为仁”即
“成为人”的根本标准ꎬ所谓“克己复礼为仁”ꎮ
在孔子那里ꎬ礼不只是政治制度或礼仪仪式ꎬ更
重要的是伦理精神ꎮ 他反复追问“礼云礼云ꎬ玉
帛云 乎 哉? 乐 云 乐 云ꎬ 钟 鼓 云 乎 哉?” (« 论

语阳货»)中国文明被称为“礼乐文明”ꎬ要义

是以礼乐培育伦理教养ꎬ形成“和而不同”的伦

理精神ꎬ这是礼乐的本质ꎮ 所以孔子才说礼不是

玉帛ꎬ乐也不是钟鼓的外在形式ꎮ «论语八

佾»中ꎬ孔子以“绘事后素”诠释礼的本质ꎬ比兴

在洁白的纸上才做“绘事”即绘画之事ꎬ由此引

伸“礼后”的结论ꎬ其意是说对礼来说最重要的

不是形式ꎬ而是其背后的精神ꎮ 由此也可以理

解ꎬ为何孟子将礼由伦理引向道德ꎬ作为仁义礼

智的四德之一ꎬ是仁义之后道德登堂入室的境

界ꎮ 孔子以复礼为目标的周游列国ꎬ不仅是重建

礼的世俗制度ꎬ更是在生活世界重建精神家园的

一种努力ꎮ 所谓“复礼”ꎬ“礼”是家园ꎬ“复”是复

归和回归ꎬ以承认“礼”的精神家园的历史存在

为前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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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出关”的历史故事留下的千古之谜ꎬ
是出关之后的老子到底归隐何处? 历史和世人

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关心似乎只是“出关”ꎬ
以及出关所留下的千古经典«道德经»ꎬ并不特

别在意老子出关之后隐于何处ꎮ 作为智者宗师

的老子“出关”ꎬ是一个具有重大象征意义和文

化表达力的历史事件ꎮ 它以对世俗世界的否定

为前提ꎬ认为世俗世界的仁义礼智诸德都是“大
道废”的结果ꎬ礼本身就大道崩解达到极端的标

志和需要ꎬ“夫礼者ꎬ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ꎮ 在

这个意义上ꎬ老子出关的根本目的ꎬ是要为自己

也为世界寻找精神家园和精神故乡ꎮ
孔子以礼重建世俗和精神的家园ꎬ然而老子

显然认为世俗家园的颠覆归根到底是精神家园

的失落ꎬ礼的伦理实体的建构根源于“大道废”
的精神家园的颠覆ꎬ建立世俗家园任务的提出已

经表明精神家园的失落ꎮ 因此ꎬ老子出关是寻找

和回归“道”的精神家园的一种文化象征ꎮ 老子

出关ꎬ只是指证了失家园的历史事实ꎬ也表达了

寻找家园的文化意向和精神方向ꎬ但并没有像儒

家那样ꎬ指出家园是什么ꎬ在哪里? 因为它是大

道ꎬ可名而又不可名ꎻ因为它是精神的家园ꎬ存于

方寸之间ꎬ希夷之境ꎬ当然世俗世界不可知ꎬ也无

需知ꎮ 由此便可以理解几千年来对这一重大文

明事件人们只知其“出”ꎬ不究其“归”ꎬ不可知ꎬ
无需知ꎬ才是“出”的要义和精髓所在ꎮ 这就是

中国式的文化智慧ꎮ
孔子周游于世俗世界ꎬ老子从世俗世界中归

隐ꎬ“孔子周游”与“老子出关”的两种回归家园

的路向ꎬ潜在日后中国文化家园守望中的内在矛

盾ꎮ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世俗家园和精神家园

并重ꎬ但其中可能内在世俗遮蔽精神、内在与分

在彼此分裂的危机ꎬ因此孔子才满怀忧虑地追问

“礼云礼云ꎬ玉帛云乎哉?”当汉武帝“罢黜百家ꎬ
独尊儒术”ꎬ儒家取得正统地位之后ꎬ这一内在矛

盾便逐步显现ꎮ
孔子开创的经典儒学以内圣与外王的贯通

为要义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内圣”

是内在的精神家园ꎬ齐家、治国、平天下的 “外

王”是外在或世俗的精神家园ꎮ 内圣与外王的贯

通从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ꎬ为人们提供安身立命

的基地ꎮ 然而“独尊儒术”之后的两汉经学ꎬ将
儒家学说片面引向外在的事功ꎬ逐渐冷落和失落

了内在的精神家园ꎮ 于是儒学及其建构的人的

精神家园在它的鼎盛时期便潜藏着危机ꎬ在历史

发展中遭遇适当条件便演化为一种文化危机ꎮ
汉代以后ꎬ中国社会经历了从三国到魏晋的长期

动荡ꎬ专注于外王的两汉儒学不能满足人们心灵

安顿的需要ꎬ于是道家学说便开始收复在“独尊

儒术”中的失地ꎮ 与儒家不同ꎬ以“老子出关”为
历史图景所演绎的道家智慧本来就对外在事功

不感兴趣ꎬ他们夺回的失地主要是人的精神世界

或心灵家园ꎬ由此形成儒道同一的魏晋玄学ꎮ
魏晋玄学的要义是“将无同”ꎬ即用道家的

“无”同化儒家礼义ꎬ核心是所谓“自然与名教之

辨”ꎬ最后在人的精神世界乃至生活世界形成儒

道分而治之的割据局面ꎬ并一直延传到宋明理

学ꎮ 明代东林党人“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ꎬ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对联ꎬ就是最恰当

的诠释ꎮ 上联是道家的出世ꎬ指向心灵世界的安

顿ꎻ下联是儒家的入世ꎬ指向生活世界中的立命ꎮ
在这个意义上ꎬ孔子儒家以伦理所缔造的安身立

命的精神家园在汉代已经动摇ꎬ魏晋玄学不是没

有精神家园ꎬ而是儒道分而治之的多元或分立的

精神家园ꎮ
隋唐之后ꎬ精神家园危机愈发严峻ꎮ 唐僧西

天取经演绎的毋宁说是一个寻找精神家园的文

化历程ꎮ «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

都是世俗生活中的高人ꎬ他们所犯的错误都是触

犯天条而被逐出“伊甸园”ꎬ象征失去精神家园

的放逐ꎮ 孙悟空做猴王ꎬ猪八戒背媳妇ꎬ都是以

喜剧方式表达他们的世俗本性ꎬ而表面上无任何

世俗能耐的唐僧ꎬ则是执着地为世界寻找精神家

园的人格化象征ꎮ 最后师徒四人都到达天国见

到如来ꎬ也都成了佛ꎬ象征都回到了精神家园ꎬ不
过成佛的等次也标志其家园回归的不同境界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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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回的经书也象征为世人所找回的精神家园ꎮ
在这个意义上ꎬ«西游记»就是一部精神家园危

机ꎬ也是在彼岸寻找精神家园的一部人间正剧ꎮ
隋唐佛学标志着人的精神世界中儒道佛三足鼎

立的文化割据局面的生成ꎮ
宋明理学之谓“新儒学”ꎬ相当意义上是儒

家夺回精神家园失地的一场伦理保卫战ꎮ 虽然

儒家伦理在精神家园中的“独尊”地位发生变

化ꎬ但道家和佛家对儒家失去的心灵空间的抢占

和分割ꎬ已经传递了中国文化守望和不断建构自

己的精神家园的共同意志ꎮ 在儒道佛的文化相

持中曾长期存在一种局面:佛家并不向儒家主动

发起挑战ꎬ而是主要以道家为论敌甚至死敌ꎮ 原

因很简单ꎬ道佛对儒家占领的世俗空间并不感兴

趣ꎬ他们所抢夺的是人的精神空间ꎮ
宋明理学最终形成儒道佛统一ꎬ以儒家为主

体的格局ꎬ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新建构ꎬ它宣

告了伦理精神家园经历内外挑战之后的最后胜

利ꎮ 但这时精神家园ꎬ已经不是儒家的独尊ꎬ也
不是伦理的独尊ꎬ而是在内外开放中儒道佛辩证

互动、以伦理为主体的“生态家园”ꎬ突出表现就

是儒学吸收道家佛家的合理内核ꎬ建构心性之

学ꎮ 宋明理学以心性之学完成中国传统伦理精

神的辩证综合ꎬ心性学的要义ꎬ就是人的内在精

神家园的建构ꎮ
要之ꎬ中国文化的精神家园ꎬ是伦理家园ꎬ是

以伦理为核心的精神家园ꎮ 中国伦理精神从先

秦时代的孕育展开ꎬ到汉唐的抽象发展ꎬ宋明的

辩证综合ꎬ就是伦理精神的家园从建构到危机ꎬ
再到复归的辩证历程ꎮ 这一漫长文化历程所传

递的不仅是精神家园的伦理基因和伦理元色ꎬ还
有守望、捍卫伦理精神家园的坚韧文化努力ꎬ以
及最后回归伦理家园的辉煌精神史ꎮ

(二)从“家”到“家园”
中国伦理以家庭为本位ꎬ已经奠定了追求和

守望家园的文化基因ꎮ 然而由“家庭”到“家”、
由“家”到“家园”ꎬ是一种精神觉悟和伦理回归ꎮ
由“家”通向“家园”之路是:居“伦”由“理”ꎮ 居

“伦”由“理”是守望家园的伦理精神ꎮ
家庭是自然的伦理实体ꎬ虽然是社会的细胞

但本身却不是社会ꎬ家庭一旦成为社会或按社会

的逻辑组织ꎬ家庭将不再是家庭ꎬ这就是孔子说

“父为子隐ꎬ子为父隐”的真义所在ꎮ 在西方话

语如斐迪南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一书

中ꎬ家庭被当作自然和基本的共同体ꎬ其实如果

以中国话语表达ꎬ家庭的本质是“共体”ꎬ“同”却
难以准确表达ꎬ因为中国文化有所谓“和而不

同”之说ꎬ家庭应当“和”而不是“同”ꎬ如果“同”
那便是具有自然意义的“大同”ꎮ

中国话语的“家庭”是具有时空意义的生命

共体ꎮ 一方面ꎬ处于同一家庭中的个体都具有以

姓氏为标识的共同生命根源ꎬ也缔造和延绵新的

生命ꎻ另一方面ꎬ家庭中的个体处于不同伦理序

位或生命序列ꎬ所谓父子兄弟等家庭称谓就是生

命的伦理序位的符号ꎬ并且由于婚姻所产生的外

来生命体的加入而不断扩大生命的伦理共体ꎬ这
就是为何在传统社会中西方文明都要对加盟家

庭、缔造婚姻的女性赋予男方姓氏权利的伦理智

慧ꎬ它是对血缘共体中作为“伦理移民”的女性

之于家庭生命体的绵延所做贡献的文化承认ꎬ也
是对新成员的伦理同化ꎮ

家庭中的个体及其自我意识都是“成员”即
“家庭成员”ꎬ“成员”是个体的实体身份和实体

意识ꎬ也是家庭存在的伦理前提ꎬ一旦家庭中的

个体被赋予独立的权利ꎬ如形成彼此独立的财产

关系ꎬ家庭便走向“社会”ꎮ 正因为如此ꎬ家庭存

在的伦理条件就是所谓“齐”ꎬ中国话语所谓“齐
家”是也ꎮ “齐”即实体缔造ꎬ在家庭实体中ꎬ处
于不同伦理序位和生命序列的个体只是 “成

员”ꎬ“齐家”即以伦理建构和捍卫家庭的实体

性ꎬ使之达到“惟齐非齐”的实体境界ꎬ成为每个

成员的生命根源和生命归宿ꎬ这就是“齐家”之

“齐”的要义ꎮ “家”是“家庭”的伦理扩充和伦理

抽象ꎮ 中国话语的“家”有家庭的背影却不一定

是家庭ꎮ 它汲取了家庭作为自然伦理实体的共

体意义ꎬ将其延展到家庭之外更广泛的生命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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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活空间ꎬ是以家庭为伦理上的理想类型所建

构的意义世界ꎬ其要义既指向人的精神归宿ꎬ更
指向精神的出发地ꎮ

“家园”是“家”的故乡ꎬ故乡、家乡等也被称

为家园ꎮ 家庭与家园有一个共通之处ꎬ即赋予

“家”以“庭”或“园”的空间意义ꎬ但“家庭”中的

“家”是单数ꎬ“家园”中的“家”是复数ꎬ家园不只

是一个家而是很多家甚至所有家得以安顿的基

地ꎬ“精神家园”就是人的精神的栖息地ꎬ是处于

同一文化中的个体共同的精神故乡ꎬ虽然每一个

体也可能以特殊的方式安顿自己的精神和人生ꎮ
家庭—家—家园ꎬ是以“家”为价值理想的

人的生命和生活的安顿地ꎬ三个概念表现为由具

体—抽象—具体的伦理上的不断扩展和提升ꎮ
每一文化都有类似的概念ꎬ但伦理型中国文化不

仅从家庭出发ꎬ而且以家庭为范型ꎬ因而“家”成
为人的精神安顿的核心话语和理想类型ꎮ

作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首的春节ꎬ年复一

年地演绎了中国人从家庭到家园的精神守望的

伦理追求ꎮ 春节是中国农历新年的岁首ꎬ由上古

时代岁首祈年祭祀的习俗演变而来ꎬ祭祀天地和

祖先ꎬ体现万物本乎天地ꎬ人本乎祖的文化理念ꎮ
虽历经数千年ꎬ形式和内容变化巨大而深刻ꎬ然
而其伦理底蕴和伦理功能却依然丰厚深邃ꎮ 春

节的习俗多样多变ꎬ但几个具有伦理意义的内涵

却延传至今ꎮ
其一ꎬ春节期间尤其是除夕之前ꎬ远隔千山

万水的亲人将不辞辛劳ꎬ不计成本地回到父母所

在的家庭ꎬ回到家乡ꎬ与亲人团聚ꎮ 即便在传统

已经大大淡化的今天ꎬ春节团聚依然是一种不可

阻挡的伦理力量ꎮ 一年一度春节的 “回家运

动”ꎬ是一次家庭伦理温情的重温ꎬ家庭伦理纽带

的巩固ꎬ更是对于家园的眷念和回归ꎮ 虽然现代

中国社会已经高度开放ꎬ但中国人的价值观依然

是:周游四方ꎬ回家过年ꎮ
其二ꎬ春节期间探亲访友ꎮ 这是家族伦理关

系、朋友伦理关系的重温和巩固ꎬ是家庭伦理关

系扩充的一次机会ꎬ也是由家庭向家、由家庭向

社会的伦理家园延伸的一次机会ꎮ
其三ꎬ春节期间ꎬ平常有矛盾的人们ꎬ往往以

此为契机ꎬ在交往和交流中达到某种沟通与和

解ꎬ所谓“除旧布新”ꎮ 春节期间往往是中国人

在伦理上最宽容的时日ꎬ家长对小孩不发脾气ꎬ
邻里在相互“拜年”祝福中达成和解ꎮ 由此ꎬ春
节便具有很强的伦理修复功能ꎮ

时至今日ꎬ在全球化与市场化的冲击下ꎬ虽
然包括春节在内的所有节日ꎬ都成为经济的舞

台ꎬ难以避免地在文化上祛魅ꎬ然而春节的伦理

功能却依然坚韧和强大ꎮ 可以想见ꎬ其伦理功能

彻底消失之时ꎬ就是中国文化传统退隐之日ꎮ
中国文化不仅以伦理建构精神家园ꎬ以伦理

守望精神家园ꎬ而且提供了建构和守望精神家园

的文化范式:居“伦”由“理”ꎮ 居“伦”由“理”不
仅显现关于“伦”—“理”关系的文化规律ꎬ而且

以“居”与“由”表达守望伦理及其所建构的精神

家园的文化路径和文化范式ꎮ “居” 是守望ꎬ
“由”是自由ꎮ 居“伦”是对“伦”的家园的守望ꎬ
要义是“伦理地思考”ꎻ由“理”是从“伦”的家园

出发达到的自由之境ꎬ要义是“成为人”并“在一

起”ꎮ “理”由“伦”来ꎬ“伦”外无“理”ꎬ“理”即伦

理自然和自由ꎮ 居“伦”由“理”ꎬ就是对“伦”和
“理”的守望ꎮ

(三)家国情怀与“伦理”家园

中国伦理传统不仅以“家” 为本位缔造家

园ꎬ以居“伦”由“理”的“伦—理”规律守望家园ꎬ
而且以伦理为理想建构“伦理世界”的精神家

园ꎮ 所谓“以伦理为理想”不是伦理的理想ꎬ而
是将整个世界建构为伦理实体的理想ꎬ或以伦理

为理想建构现实世界的精神家园ꎬ是“伦理世

界”或伦理家园的理想ꎮ 这种伦理理想的内核就

是所谓家国情怀ꎮ
家国情怀也许是一个最为中国化的概念ꎬ是

伦理型文化的独特精神气质ꎮ 家国情怀本质上是

伦理情怀ꎬ富有饱满的中国经验ꎮ 家国情怀的要

义ꎬ不是家也不是国的情怀ꎬ而是“国家”文明背景

下的独特话语和特殊精神气质ꎬ内在三个依次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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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伦理精神结构:家国一体、天下意识、实体精神ꎮ
家国一体的文明路径和社会结构生成的伦

理情怀ꎬ是以国为家ꎬ将国建成家的理想和情怀ꎬ
它是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文明形态所化育的精

神气质ꎮ 中华民族在文明史的源头选择了家国

一体、由家及国的文明路径ꎬ不只是一种历史必

然ꎬ而且是以伦理应然为核心的文化自觉ꎮ 在日

后漫长的文明进程中ꎬ这种文明路径从两个维度

不断推进ꎮ 一是现实世界中家国一体的政治体

制与社会机制ꎻ二是家国一体的精神世界ꎮ 家国

情怀是“国家”文明的精神基础ꎬ也是“国家”文

明的精神气质ꎮ 它以家庭为伦理范型和理想类

型ꎬ誓言要将国以及家国之间的社会建构成伦理

的“家”园ꎮ 于是齐家与治国便一体贯通ꎬ“所谓

治国必先齐其家者ꎬ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ꎬ无
之ꎮ 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ꎮ 孝者ꎬ所以事君

也ꎻ弟者ꎬ所以事长也ꎻ慈者ꎬ所以使众也ꎮ” («大

学十章»)虽然传统社会的“家”和现代意义的

家庭尤其是独生子女以来的核心家庭有深刻差

异ꎬ但“齐家而后治国”ꎬ家国贯通所传递的已经

不是治国的方略ꎬ而是文化理念和伦理理想ꎬ是
以家成国的伦理理想和以国为家的伦理情怀ꎮ

天下意识是家国情怀的另一个结构ꎮ 中国

文化的最高理想ꎬ不是齐家也不是治国ꎬ而是“平
天下”ꎮ 在伦理意识和伦理理想中ꎬ家与国既是

两个结构又一体贯通ꎬ是由伦理贯通而成的人的

安身立命的两个家园ꎬ彼此通过“伦理之石”相

互通达ꎬ家国不仅同构ꎬ而且在精神上和现实上

必须“同体”ꎮ 这一伦理理念的扩充ꎬ便形成“天
下”理念ꎮ “天下”既是家的阴极和国家阳极之

上的太极ꎬ是家与国的同一体ꎬ又是消弥了家国

疆界的文化存在和最高伦理实体ꎮ “无极而太

极”ꎬ在文化意识中ꎬ天下非家非国又即家即国ꎬ
与其说是一种现实存在ꎬ不如说是一种文化理想

和伦理情怀ꎬ是具有终极超越意义的伦理实体ꎬ
是一种伦理存在ꎮ

与家国不同ꎬ天下似乎并没有世俗世界的

“肉身”ꎬ但却在文化及其主体的精神世界中现

实地存在ꎬ并给人以安身立命的终极指引ꎮ “天
下”有疆而无界ꎬ既基于现实世界的家与国并超

越于其之上ꎬ又可以不断弥漫推扩ꎬ延展到属于

自己的家国之外的整个世界ꎬ乃至自然世界ꎮ
“天下”理念使人走出家与国的世俗家园ꎬ在整

个宇宙人生中寻找和建构精神的家园ꎮ 因此ꎬ
“天下”意识或“天下”情怀是家国情怀的最高境

界ꎮ 一般将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居庙堂之

高ꎬ则忧其民ꎻ处江湖之远ꎬ则忧其君”ꎬ以及杜甫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安得广厦千万间ꎬ大庇

天下寒士俱欢颜”ꎬ当作家国情怀的典型表达ꎮ
其实ꎬ张载«西铭»中“民吾同胞ꎬ物吾与也”的

“民胞物与”才是家国情怀和天下意识的集中表

达ꎬ具体地说就是“为天地立心ꎬ为生民立命ꎬ为
往圣继绝学ꎬ为万世开太平” (张载 «横渠语

录»)ꎮ 由此也可以理解中国知识分子为何将亡

国与亡天下相区分ꎬ“亡国”只是改朝换代ꎬ江山

易主ꎬ而“亡天下”则是文化失落ꎬ伦理沦丧ꎬ是
安身立命基地即人的终极家园的崩坍ꎬ是文明的

毁灭ꎮ
家国情怀本质上是伦理实体的情怀ꎬ其要义

是以家为范型ꎬ寻找、守望和建构家、国、天下一

体贯通的伦理实体的精神家园ꎮ 因为它超越于

现实ꎬ因而是一种理想ꎻ因为它以个体对家园的

皈依为精髓ꎬ表征个体与自己的公共本质即精神

家园的不可分离的同一ꎬ以及“造次必于是ꎬ颠沛

必于是”地回归精神家园的理想抱负和坚韧努

力ꎬ因而是一种伦理情怀ꎮ 既是伦理缔造的家

园ꎬ也是伦理性的家园ꎬ是一种深邃的伦理精神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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