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儒家德育思想的深度理论解读与当代意义阐释

———评《儒家德育学说论纲》

袁银传 郭强

自西学东渐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儒学及其现代命运问题便是中国近现代思

想文化史上不可逾越的重大课题。如何正确认识儒家思想的当代价值以及儒家思想与马克思

主义的关系，便成为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建设不能回避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从思想史的角度对儒家思想进行研究的著作很多，对儒家思想的当代

价值进行探索的著作也不少。但是，立足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和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实际，对

儒家德育思想成果进行全面的资料清理和深入的理论挖掘，并且在此基础上对儒家德育思想

的当代价值进行系统阐释，则是武汉大学黄钊教授所著《儒家德育学说论纲》（武汉大学出

版社 2006 年 3 月出版）一书之首创。从儒学研究的现状和对待儒学的态度来看，黄钊先生

属于创造转换说这一派，即主张将儒学优秀思想与中国现代化的实践相结合，在新的社会环

境中挖掘和发扬儒学的优秀思想资源。从研究方向来说，作者的着力点是儒学与中国现代的

关系这一重大命题。黄钊先生从“德育”的角度切入，首先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数千年来的儒

家德育成果，然后依此为基础，详细而深入地探讨了儒家德育思想对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

当代价值以及弘扬儒家优秀德育思想的具体途径。

所谓“德育”，作者认为是思想道德教育的简称，在内涵上是以道德教育为核心内容的

思想教育，除了把道德教育作为其核心内容外，还容纳了世界观、人生观、政治观以及其他

有关思想观念方面的教育内容。

“儒家德育”，是儒家学者所倡导的思想道德教育。“儒家德育学说”，指的是儒家学

者关于思想道德教育的系统理论、主张以及方法、原则等的总称。通观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

可以发现，古代中国不但有了思想道德教育学说，而且早已形成了风格各异的有关思想道德

教育的学术流派，儒家便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大学派。

儒家德育学说异常复杂，既有深厚的理论源头，又有纵横交错的支脉，可谓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那么如何开展研究呢？作者的研究理念和视域是这样展开的：探其源、溯其流、

构列其发展轨迹、评价其理论得失、估价其现实价值。而这四部分正是该书的整体结构框架。

所谓“探其源”，就是本书的第一篇，即《儒家德育学说的开创形成》。本篇着重讲了



两个问题：一是揭示儒家德育学术的历史渊源。作者认为，儒家德育学说同中华民族的文明

进步息息相通，从一定意义上说，它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德育理论走向成熟的标志。从历史发

展的角度来看，儒家德育学说中的一系列重要观念，早在远古文明时期就已经开始萌发，如

夏殷时代表现出的天命观、民本观以及西周时期《周易》、《洪范》中所透露的德育观念，

都为后来儒家德育学说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儒家德育学说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德育

理论的主干，就是因为它正确而集中地反映了我们祖先的德育价值取向和理性追求。这正是

儒家德育学说富有生命力的客观基础。作者用了相当篇幅揭示了儒家德育的理论渊源，特别

是揭示了它同《六经》的关系。《六经》是我国远古文明的智慧结晶，将《六经》视为儒家

德育学说直接的理论渊源旨在说明儒家学说植根于中华民族的远古文明，是中华民族德育理

论与实践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它同本民族的文明进步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借

以洞察儒家德育学说富有生命力的社会根源。

二是重点阐述先秦儒家学者对创立和发展儒家德育学说所作的理论贡献。儒家德育学说

由孔子创立，经子思、孟子、荀子等人的丰富发展，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成为比较完整的德

育思想体系。作者较为系统地探讨了孔子、孟子、荀子以及《易经》、《孝经》中的德育学

说体系。而对子思学派，由于该派留下的资料有限，作者特别对《礼记》中的《大学》、《中

庸》中的德育理论作了分析，以弥补其不足。

所谓“溯其流”，就是该书的第二篇《儒家德育学说的演变发展》。这一篇简要阐述了

先秦以降儒家德育学说发展概况。从秦汉隋唐至宋元明清 2000 多年中，儒家涌现出了众多

学者，他们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儒家德育学说。其中特别是汉代的贾谊、董仲舒、杨雄，隋

唐时期的王通、韩愈、李翱，北宋的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南宋的朱熹、陆九渊，明

代的王阳明、陈白沙，以及明清之际的黄宗羲、王夫之、李二曲等影响尤为卓著和深远。在

阐述了先秦儒家德育理论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对两汉、隋唐、宋元明清以及明清之际几个

历史阶段的著名的德育学说做了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探讨，旨在重点透视儒家德育学说的历

史进程与发展逻辑，为总结历史经验提供相关参照。

而“评价其理论得失”，就是该书的第三篇《儒家德育学说浅评》。儒家德育学说所涉

及的问题视角多、层面宽、内容丰富。作者选择了一些有典型意义的问题予以探讨、分析。

其中主要有：儒家德育学说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儒家德育成果在培养本民族历代英杰中的历

史贡献、儒家社会政治理念以及儒家关于家庭伦理的构想等。在评价其优秀思想成果的同时，

作者以儒家的“男尊女卑”说为例，指出对待儒家的德育学说要实事求是，既要注意发掘儒

家理论的深刻内涵又要把握儒家理论涵盖的宽阔层面；既要看到它的积极意义，又要看到它



的消极影响。

“估价其现实价值”就是该书第四篇《儒家德育学说与当代文明》的主旨。在该篇，作

者着重探讨了儒家学说与现代文明的关系问题。作者将该问题分为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加以

探讨：一是儒家德育成果如何实现现代转换问题，二是如何发挥儒家德育成果的现实价值问

题。儒家德育成果存在现实价值是其实现现代转换的客观基础；儒家德育成果完成现代转换

是其实现现代价值的必要前提和条件。这两个问题相辅相成、联系紧密。作者认为，儒家道

德优秀成果不仅过去对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做出过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在当代仍然有其不

可忽略的现代价值，而最直接的价值就是可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思想道德建设提

供有益借鉴。

另外，作者还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角度对儒家优秀德育成果的现实价值进行了阐述。

作者认为，随着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大潮的到来，人类文明正在向世界范围推进，中华民族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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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思想史纲》、《东山法门与禅宗》、《中国道德文化》之后推出的又一部力作。正如黄

先生自己所言：虽年近古稀，眼花耳闭，却仍迎寒送暑，日以继夜，孜孜以求，读孔孟之书，

思其旨、辨其理、明其术、鉴其道、潜心发挥其珍贵遗产。正是在中国传统儒家君子自强不

息精神的感召和激励下终于完成了这部呕心沥血之佳作。

原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5 期

我与黄钊先生的三次交集

惊闻黄钊先生辞世，心情十分悲痛！黄钊先生对我学术成长帮助甚大，其道德文章堪称

楷模。作为晚辈和学生，回顾三十多年与先生的同事交往，有“三次交集”历历在目、终身

难忘。

第一次交集：黄先生带我第一次出席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博导论坛。

2003 年 10 月 26-28 日，由浙江大学、温州师范学院联合举办的第二届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

与思想政治教育博士点暨学科建设研讨会在浙江温州举行，由梅荣政先生推荐，黄钊先生带

我出席此次学术会议。据与会专家现场考证，我当时应该是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

治教育”学科最年轻的博导（第二年即 2004 年全国最年轻的博导由沈壮海教授取代）。记

得在这次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张雷声教授、北京大学陈占安教授、清华大学赵甲明教授

分别代表所在学校交流马学科建设和博士生人才培养经验，黄先生则极力推荐我代表武汉大

学出场发言交流。之后，黄先生还曲尊参加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课题组的研究工作，并且以该项目的名义发表多篇研究论文，其甘

为人梯、扶持后学的崇高精神和高尚人格令人敬佩和感动！

第二次交集：与黄先生赴法国学术交流。为了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合作，2004 年 12 月原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安排黄先生和刘德厚先生（团长）、石云霞先生、戴德铮教授和我（“保

安”兼“翻译”），赴法国孟德斯鸠—波尔多第四大学政治科学研究所进行学术访问交流。

记得与法国专家进行学术交流时，他们对黄先生的学术研究领域非常感兴趣，交流涉及的内

容广泛、交流时间也最长。记得当时我们代表学院送给法方专家的礼物，就是黄先生撰写的

两部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著作《帛书老子校注析》《东山法门与禅宗》。

第三次交集：黄先生推荐我参加湖北省炎黄孔子学会并且担任学会理事，前后有五年左

右时间。当时黄先生担任会长的湖北省炎黄孔子学会每年都召开学会年会，每次年会黄先生

都提前告知年会主题并鼓励我撰写论文，并且多次推荐我作小组发言或者会议交流。我在担



任湖北省炎黄孔子学会理事期间，跟着先生和与会专家学习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以及

举办大型学术会议的经验，特别是跟着先生学到了许多为人为学的道理。

我非常荣幸，曾经应先生之邀，在拜读先生专著《儒家德育学说论纲》后，与郭强博士

合作给先生的大作写了个书评《儒家德育思想的深度理论解读与当代意义阐释———评＜

儒家德育学说论纲＞》，并且在《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5 期发表。

现以此书评表达我对黄钊先生的深切缅怀和无尽思念。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袁银传

2022 年 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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