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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伦理道德的
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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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种文化自觉？ ———“伦理型文化”的自觉

　 　 中国文化不仅在传统上而且在现代依然是伦理

型文化。 “伦理型文化”，是现代中国伦理道德在哲

学上首先必须达到的“文化自觉”，这种文化自觉具

体展开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伦理道德在文明体系中的文化地位和文

化担当。 “伦理型文化”意味着伦理道德尤其是伦

理在文明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肩负特殊的文化使

命和文明担当。 这种使命担当一言以蔽之，即，人的

精神世界的顶层设计和提供安身立命的精神基地。
精神世界的顶层设计和安身立命的基地，从终极关

怀和精神家园两极安顿人生，在精神世界中建立个

体生命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 在西方和其他宗教型

文化中，它们在宗教的终极实体中完成；在中国伦理

型文化中，它们在伦理的神圣性和道德的世俗超越

中完成。 这便是梁漱溟所说的伦理尤其是家庭伦理

具有宗教意义、以道德代宗教的意蕴。 “伦理型文

化”的现代自觉，不是将伦理道德只当作社会文明

体系尤其是人的精神世界中的一个结构，而应当确

立其作为文化核心和精神世界的深层构造的地位。
在意识形态中，伦理道德在文明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被表述为“以思想道德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建设”。
这一理念肯定道德的核心地位无疑是伦理型文化的

自觉，但它也遗漏了一个重要结构，因为在这种表述

中只见“道德”，不见“伦理”。 现代中国社会，无论

在关于伦理道德的学术研究还是现实“建设”中，
“道德”总是永远的主题词，“伦理”很少在场或出

场，文化基因中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精神世界

似乎出现明显的文化空洞。 在相当意义上，“伦理

型文化”的自觉，至少应当首先是一种“伦理自觉”，
而不只是甚至主要不是一种“道德自觉”。 这是当

今关于伦理道德的“文化”自觉必须突破的一个重

大课题。 因为，“伦理型文化”的理念与概念已经突

显了伦理与道德的区分，宣示文化体系中伦理先于

道德的哲学意义。
第二，“文化转型”。 人们常言“社会转型” “文

化转型”，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的一次深刻革命，改
革开放邂逅全球化，在社会潜意识中似乎已经预设

并肯定中国文化在由传统进一步走向现代的进程中

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甚至出现具有决定意义的断裂。
然而“伦理型文化”的自觉提示：面临重大变革或所

谓“转型”，虽然可能发生诸多具有根本意义的变

化，然而在文化传统和文明体系中总有某些“多”中
之“一” “变”中之“不变”。 “多”中之“一” “变”中
之“不变”，构成文化“传统”的内核和文明“形态”
的元色。 虽然当今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发生了深刻

而巨大的变化，但伦理道德在文化传统和文明体系

中的核心地位没有变，伦理型文化的传统或文明形

态没有变。 伦理道德是任何一种文明的重要结构，
但没有任何一种文明像中国这样对其倾注一如既往

的关注，尤其在文明发展的转折关头，社会大众往往

对伦理道德产生最为敏感和强烈的文化焦虑。 如前

所述，改革开放 ４０ 年，伦理道德问题始终是一种精

神纠结，表现为蔓延全社会并且与改革开放进程相

伴随的伦理忧患和道德焦虑，也呈现为国家管理层

面对于伦理道德发展的高度关注，这些正是伦理型

文化的表征。 当然，所谓“伦理型文化”没有变，只
是说这种文化类型和文明形态没有变，并不意味着

伦理道德依然保持着传统的气质或形态。 调查发

现，现代中国伦理道德或伦理型文化已经在社会转

型中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一言概之，即“伦理上

守望传统，道德上走向现代”。 可作佐证的信息是：
在关于最重要的五种伦理关系即所谓“新五伦”中，
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四伦，依旧与传统“五伦”
一致，变化的只是以“君臣”关系为话语表达的个人

与国家关系，被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或同事同学关系

所替代，伦理关系的嬗变率为 ２０％。 然而在关于最

重要的五种德性即所谓“新五常”中，只有爱、诚信

与传统“五常”的仁与信相切，其他三德———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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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宽容等都具有现代社会的特征，基德或母德的

嬗变率为 ６０％。 ２０％对 ６０％，呈现为“伦理上守望

传统，道德上走向现代”的伦理道德“同行异情”的
现代转型轨迹。 它是“伦理型文化”在总的量变过

程中的部分质变，是伦理型文化的现代转型，但并不

是伦理型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类型或文明形态的根本

改变。
第三，伦理道德发展的伦理型文化规律。 “伦

理型文化”不只意味着伦理道德是文化核心，还因

其核心地位而具有特殊的发展规律。 相对于宗教型

文化，其最显著的规律就是没有或不需要宗教的背

景，甚至不需要如康德那样做出“上帝存在”的哲学

预设，而是在世俗中完成其终极关怀和彼岸超越。
一种没有宗教的终极力量的伦理道德如何可能？ 这

是中国伦理道德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中国伦

理道德为人类文明贡献的最大“中国经验”和“中国

智慧”。 面临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冲击，这种“中国

智慧”面临新的挑战，需要积累新的“中国经验”。
调查及研究已经发现，在伦理型的中国文化中，伦理

道德发展具有三大精神哲学规律：伦理道德一体律，
伦理优先律，精神律。 伦理与道德一体是基本规律，
它与“完全没有伦理”或伦理与道德分离的西方传

统截然不同；在伦理与道德关系中，伦理具有逻辑与

历史的优先地位，既是家园，也是目标；伦理道德发

展不是遵循西方式的“理性”或康德所谓“实践理

性”的规律，而是在中国传统中生长出来的“精神”
规律。 三大规律，奠定了伦理道德发展的“中国气

质”与“中国气派”，其中，最容易被忽视也是最可能

有争议的是“伦理优先律”，然而它却是中国文化之

为“伦理型文化”的总体话语和基本内核。

何种“文化”自信？ ———“有伦理，不宗教”

　 　 “有伦理，不宗教”是何种文化自信？ 在话语构

造上，它在宗教和伦理之间做了文化形态意义上二

者必居其一、二者只居其一的判断和选择，既是对文

明规律的揭示，也是关于中国现代和未来文明形态

的文化自信。
１．“有伦理，不宗教”的文明规律。 “有伦理，不

宗教”在理论、现实和历史三个维度建立起“有伦

理”与“不宗教”之间具有文明规律意义的因果关

联。 理论上，伦理与宗教有相通相似的文化功能，是
人的精神世界的顶层设计和终极关怀的两种核心构

造，由此造就了宗教型文化与伦理型文化的人类文

明的两大风情。 现实上，它是被实证调查确证的结

论。 ２０１３ 年的全国调查显示，当今中国有宗教信仰

者只占 １０％左右，中国社会调节人际关系的首选依

然是伦理手段。 历史上，中国文明从古神话开始就

奠定了崇德不崇力和善恶报应等伦理型文化的基

因，儒家与道家的共生互动使伦理与道德成为人的

精神世界和文明体系中的一对文化染色体。 汉唐时

期，虽然道教兴起，一度佛教大行，但自韩愈建立儒

家道统，儒家伦理重回核心地位，“不宗教”便成为

中国文化主流。 虽然无论在世俗生活还是作为理论

形态的宋明理学中，宗教的因子都存在，但它总是处

于补充和辅助的地位，从未成为主流。 宋明理学建

立儒家、道家、佛家三位一体的“新儒家”体系，但在

这个体系中，无论道家还是佛家，都是对儒家伦理道

德的哲学论证和形上支持。 在世俗生活中，中国人

建立起儒道佛三位一体，入世、避世、出世进退相济

的富有弹性的安身立命的基地，儒家入世的世俗伦

理始终是主导结构。 在漫长的文明发展中，中国文

化不是“没宗教”，而是“不宗教”。 “没宗教”指缺

乏宗教觉悟或彼岸境界，“不宗教”是拒绝走上宗教

的道路，因为中国文明有自己特殊的路径，这就是

“有伦理”。 “有伦理，不宗教”既是哲学规律，也是

历史规律，是被文明史所证明的规律。
２．宗教紧张的文化缓解。 相当时期以来，某种

宗教焦虑同样潜在于中国社会。 一方面，大众心态

方面，一部分人到宗教中寻找慰藉和归宿，滋生宗教

情绪和宗教情结；另一方面，意识形态领域对宗教尤

其西方基督教的文化入侵保持高度警惕与紧张。
“不宗教”既是对意识形态紧张的缓解，也是对大众

宗教情结的疏导和指引。 它自信，中国因为有强大

的伦理传统，过去没有、现在也不会走上宗教的道

路，中国文化现在和将来依然作为伦理型文化的独

特文明形态而与宗教型文化平分秋色，在世界文明

体系中继续独领风骚。 它向社会大众提供一种“有
伦理”的文化指引，自信伦理道德可以一如既往地

为中国人提供安身立命的基地；同时也相信，对宗教

的皈依，相当程度上是精神世界中伦理构造动摇失

落的结果。 当今之际，“有伦理，不宗教”也是现代

文明的文化宣言和信念宣示，它昭告世界：只要伦理

在，即便“有宗教”，也将“不宗教”。
３．“有伦理” 的文化信心与文化承诺。 “有伦

理”，一方面是对伦理道德在中国文明体系中作为

顶层设计、终极关怀和人的安身立命基地的文化地

位的文化信念；另一方面是对现代中国社会“有伦

理”的文化信心。 它相信，虽然现代中国存在诸多

伦理道德问题，但是，对于伦理道德的高度敏感和深

切关注，正是伦理型文化的社会理性中“有伦理”的
确证和呼唤，伦理道德一定能在不断发展中履行和

完成其文化使命。 同时，“有伦理”也是一种庄严的

文化承诺，面对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冲击，不仅承诺

全社会将行动起来捍卫伦理，因为捍卫伦理就是捍

卫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伦理型文化的中国形态；也
承诺伦理一定担当起自己的文化天命，缔造人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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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精神大厦。 “不宗教，有伦理”体现伦理型文化

的文明信念；“不宗教”体现以伦理道德屹立于世界

文明之林的文化气派；“有伦理”体现伦理道德履行

其文明使命的文化担当和文化信心。 “有伦理，不
宗教”既是一种文化自信，更是一种文明自信。

如何“文化”自立？ ———构建
现代文明的“中国精神哲学形态”

　 　 根据现代中国伦理道德发展的状况，伦理道德

的文化自立，必须在三个方面着力。
１．走出“治病式”或“疗伤式”的被动“问题意

识”。 改革开放 ４０ 年中，人们对于伦理道德重要性

的认识，一般是出于解决社会生活中大量问题，如诚

信、社会公德、两性伦理、职业道德、家庭伦理和家风

等，严峻的伦理道德情势催生文化批评和文化焦虑，
在文化焦虑驱动下，个体的伦理道德意识和社会治

理层面关于伦理道德的重大举措，总是针对社会生

活中的伦理道德困境。 这种应对当然是问题意识和

针对性都较强，但同时也可能流于一种被动的文化

策略，因而如果以某种考古学的方法检视，几乎每一

个重大举措背后，总会找到当时对应的伦理道德问

题，其逻辑便是所谓“缺德补德”，有病才治病。 伦

理型文化自觉和自信的要义，在于它是对人的精神

世界的顶层设计和社会生活的能动建构，为人的生

命和生活提供终极关怀和安身立命的基地。 伦理道

德的文化自立，必须走出“疗伤式”的被动文化策

略，履行伦理型文化中作为人的精神世界顶层设计

和终极关怀的文化使命，转换为一种积极和能动的

文化战略。 在哲学理念上，应当以“发展”，而不只

是以“建设”看待伦理道德。 “建设”和“发展”的重

要殊异在于：“建设”往往指向具体的伦理道德问

题，是伦理道德与经济社会的某种“相适应”，同时

也预设一个“建设者”，而“发展”则突显与经济社会

发展相同步的某种与时俱进，突显伦理道德的能动

性与主体性，突显面对经济社会变化通过对话商谈

的某种“共成长”，而不预设如董仲舒所谓“圣人之

性”的某种先知先觉。 实际上，面对经济社会的巨

大而深刻的变化，整个社会都处于探索之中，引领固

然重要和必须，但精神世界的发展一般呈现为“共
成长”的图像，应当“以发展看待伦理道德”。

２．走出“应用伦理”的盲区。 在人文科学中，伦
理道德是最具实践性的领域，被康德称之为“实践

理性”，因而必须面向现实并对现实问题具解释力

和解决力。 ２０ 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伦理学乃至整

个西方哲学也发生重大转向，应用伦理学几成主流，
乃至有学者认为应用伦理学不只是伦理学的一个分

支，而且就是现代伦理学。 伦理学和道德哲学日益

成为西方哲学的显学，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哲学的应

用转向。 然而，关键在于，现存的并不就是合理的，
在这种应用转向的背后，隐藏着更深刻的问题，乃至

更深刻的危机。 从历史上考察，中国伦理道德、中国

哲学在汉以后发生的内圣与外王、治心与治世的分

裂，演变为自魏晋至隋唐的长达千年的文化危机与

精神世界危机。 西方现代哲学包括现代道德哲学的

应用转向，固然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但也有其复杂

的背景并已经开始出现复杂的后果，最明显的后果

之一，是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西方学术中宏大高

远的理论建构的成果日益减少，针对具体问题的应

时之策的研究日益增多，长期下去，不仅学术理论，
而且以此作为人的精神世界的滋养的危机难以避

免。 无疑，面对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尤其伦理道德

问题，学者和伦理学家有义务和责任去研究和解决，
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最基本的担当。
然而，学者之为学者，伦理学之为一个学科，伦理道

德之为人的精神的核心构造，就在于有其最基本和

最重要的文化本务，这就是为人的精神世界提供顶

层设计和价值指引，高远和长远地谋划人的精神世

界的建构与发展。 伦理道德既出于现实，又超越于

现实，因为如果不超越于现实，片面追求“应用”，就
会遗失其理想的魅力，渎职于其更基本更重要的文

化天命，也会失去其长远的“应用”价值。
３．伦理道德“精神哲学形态”的建构。 伦理道德

由文化自觉走向文化自立的理论表现，是伦理道德

的精神哲学形态的建构，准确地说，建立现代伦理道

德的中国精神哲学形态。 伦理道德本质上“是精

神”，也必须“有精神”，它在理论上的自觉自立，不
仅期待“精神哲学”，而且完成的标志就是精神哲学

“形态”的自觉建构。 伦理型中国文化为何在历史

上成为与西方宗教型文化比肩而立的一种文化类

型，并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 伦理道德为何成为中

国文化对于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 最根本的原因之

一，就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建构了伦理道德的中国

精神哲学形态，这种精神哲学形态的要义与精髓一

言概之，就是“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 当今之

世，中国文化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伦理道德如

何成为现代文明的“中国精神哲学形态”，或者说，
伦理道德如何继续担当作为人的精神世界的核心构

造的文化使命，支撑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并成为文明

进步的最重要的精神因子。 每一文明形态都有其基

本结构。 伦理道德在中国文明体系中具有极为重要

的意义，伦理道德的“义”只有当与世俗生活的“利”
辩证互动，才能建构文明的合理性，伦理道德也才能

真正在文化上自立。 文化自立的标志，就是伦理道

德的精神哲学形态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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