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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与实用主义：
内在哲学旨趣及其多样展开

□　 杨国荣

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 上海　 ２００２４１

一、存在与人之“在”

　 　 关注人的存在和人的生存，构成了儒学与实用

主义的共同特点。 与离开人之“在”追问形上的天

道不同，儒学首先将目光投向人自身的存在。 从个

体人格到社会人伦，从群居和宜到古今变迁，人的存

在构成儒学关注的主要问题。 就个体而言，儒学的

关切指向怎样实现自我的成长、提升；就群体而言，
儒学则以如何协调人伦关系、怎样达到国治而民安

为追问的对象。 在这里，人既是儒学关切的出发点，
也构成了儒学关切的中心。 同样，实用主义也将注

重之点首先指向人自身的存在。 对实用主义来说，
在利用外部世界及其材料以维护生命存在这一点

上，人与其他生物有机体具有一致性：“生理的有机

体及其结构，无论在人类或在低等动物中，是与适应

和利用材料以维护生命过程有关的，这一点是不能

否认的。”与之相应，如何生存是人面临的首要问

题：相对于形而上的超验世界，人自身的存在具有更

为切近、紧迫的意义。
赋予人的存在以优先性，同时也制约着对更广

意义上存在的理解。 在儒学看来，道并不是与人隔

绝的存在，离开了人的为道过程，道只是抽象思辨的

对象，难以呈现其真切实在性。 与儒学相近，实用主

义也拒绝追问与人无涉的存在。 不过，与实用主义

倾向于悬置关于存在的一般理论不同，儒学在反对

离开人而谈道的同时，并不拒绝在道的层面对世界

的把握。 由人而达道，侧重的是对存在的非超验把

握，而非完全回避对存在的考察。 与以上进路有所

不同，在赋予人的存在以优先性的同时，实用主义趋

向于强调人自身之“在” （包括人自身的活动）对存

在的影响，后者同时展现了实用主义与儒学在形而

上层面的相异趋向。
进而言之，从人与世界的关系看，对世界的规范

与对世界的说明是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 规范世界

涉及的是世界“应当是什么”的问题：所谓规范世

界，也就是使世界走向当然（理想）的形态。 比较而

言，说明世界关切的是世界“实际是什么”的问题：
对世界的说明，主要侧重于敞开世界的真实形态。
儒学与实用主义都注重世界应当是什么的问题，不
过，儒学在肯定“赞天地之化育”等规范性之维的同

时，并没有完全悬置对世界的说明，在其关于人与道

的追问中，便包含说明世界的内容，而儒学“以名指

实”的名言理论，则更直接地以说明世界为指向。
相对于此，在实用主义的视野中，说明世界似乎主要

涉及形而上学的世界图景，而人的存在则首先关乎

应对环境以及与之相涉的变革或规范世界，在注重

规范世界的同时，实用主义往往将说明世界的问题

推向边缘。

二、情境与本体

　 　 人存在于世，总是面临不同的生存情境，后者既

赋予人的存在以多样的形态，也从一个方面凸显了

人自身之“在”的现实品格。 由注重人的存在，儒学

与实用主义对人的生存情境也给予了多方面的

关注。
宽泛而言，人的存在既有经验、感性之维，也有

理性、精神的向度，人的生存情境也相应地呈现多重

性。 相对来说，儒学比较注重人的精神性之维，与之

相关的存在情境，则更多地涉及道德情境。 事实上，
儒学视域中存在的情境性，首先也体现于道德情境。
面对多样、独特的生活情境，个体常常面临各种道德

的两难处境，需要进行独特的选择。 儒学讨论的经

与权、理一与分殊等，都关乎道德层面的存在情境，
如何恰当地应对这种情境，往往具体表现在如何做

出合理而又合宜的选择。
存在情境具有独特性，关注存在的情境性，同时

意味着肯定情境的独特性。 不过，对儒学来说，存在

情境的独特性与普遍的原则或规范，并不彼此排斥。
前面提到的经与权、理一与分殊，便涉及这一方面。
不难看到，这里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承认情境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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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性和特殊性；其二，肯定一般原则的制约作用。 儒

学确认经与权、理一与分殊的统一，其内在旨趣不在

于以存在情境的特殊性否定一般原则的普遍制约，
而在于沟通普遍原则与特定情境，并使二者保持合

理张力。
相对于儒学之注重存在的理性向度和精神向度

并由此突出情境的道德内涵，实用主义的关注之点

更多地指向存在的经验性之维，与之相涉的情境，则
首先被赋予生活和生存的内容。 对实用主义而言，
人作为有机体，与其他生物有机体具有相近的特点。
在实用主义看来，人的认识，主要表现为探索过程，
其目的是解决相关情境中的问题，而这种解题的过

程也无关乎一般的理论或一般的原则，而主要表现

为具体个人和特定情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经验本身

也形成于这一过程：人生活于各种情境中，主要意味

着“个人和各种事物以及个人和其他人之间进行着

的交互作用。 情境和交互作用这两个概念是互不可

分的。 一种经验往往是个人和当时形成他的环境之

间发生作用的产物”。 较之儒学致力于协调一般原

则（“经”“理一”）与特定情境中的变通（“权”），实
用主义更多地表现出消解一般理论和一般原则的趋

向。 从价值取向的层面看，执着“权”（情境应对）而
疏离“经”（一般原则），往往容易导向相对主义，就
认识之域而言，以“权”而拒斥“经”则很难避免经验

主义的归宿。
从存在形态看，情境具有偶然性、外在性、变动

性，与外在情境相对的是人内在的精神世界或意识

结构，这种意识结构大致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其一，
价值层面的观念取向；其二，认知意义上的知识系

统。 人的在世过程既面临“成就什么”，也涉及“如
何成就”，前者与人的发展方向、目标选择相联系，
后者则关乎达到目标的方式。 比较而言，精神世界

中的价值之维，更多地从发展方向、目标选择（成就

什么）等方面制约着人的在世过程；精神世界中的

认知之维，则主要从方式、程序（如何成就）等方面，
为人的在世过程提供内在的引导。

与经与权、理一与分殊之辩相联系，儒学在后来

的衍化中进一步展开本体与工夫关系的讨论。 一方

面，本体需要通过工夫而确证，另一方面，工夫的展

开又离不开本体的引导；前者使本体避免了抽象化，
后者为工夫的价值方向以及工夫本身的前后延续提

供了担保。 当然，儒学在以“心之本体”这类思辨形

态来规定人的内在意识结构之时，常常赋予上述本

体以先天形式，以此为人存在和行动的内在根据，不
免仍带有某种抽象性。

较之儒学，实用主义更多地关注不同的存在情

景以及与之相关的行动的多样性、特殊性、偶然性，
对实用主义而言，这种存在情景和发生于其中的多

样活动，又首先与人作为生物有机体的感性生存相

联系。 事实上，实用主义在强调人的存在及其行动

的情境性的同时，确乎未能承诺儒学意义上的本体

或内在精神世界。 从现实的存在形态看，人的存在

及其行动并非无根无由、完全由外在的情境所决定，
而是同时有其内在的根据，并受到已有观念系统的

引导，儒学意义上的本体或精神世界便可以视为人

的存在及其行动的这种内在根据，而本体或精神世

界的消解，则似乎使人的存在与行动的内在根据难

以落实。 同时，上述意义上的本体或精神世界具有

相对稳定、前后延续的品格，这种稳定性、前后延续

性，从内在的方面为人的存在及其行动的稳定性、前
后延续性提供了可能，本体的消解或失落，则容易将

人的存在与行动引向随意化、碎片化。 如果说，悬置

人存在与行动的内在根据使实用主义多少避免了儒

学对本体理解的某种抽象性，那么，由突出存在和行

动的情境性而消解本体，则使如何克服人的存在及

其行动的随意化、碎片化成为实用主义所面临的理

论难题。

三、知与行

　 　 从人的存在过程看，情境与行动往往难以分离：
就其现实的形态而言，存在的情境性便与行动的多

样性相关联，对情境的关注总是包含着对行动的注

重。 在这方面，儒学与实用主义同样表现出某种相

通性。 行的展开，同时又关乎知，儒学的内在论题之

一，便是知行之辩，实用主义在哲学上同样涉及知行

关系。
儒学所说的“行”，与儒学所理解的人伦关系无

法分离。 首先也表现为协调、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不

同关系。 不过，在突出“行”的同时，儒学并没有忽

略“知”。 从孔子开始，儒学便肯定仁知统一，这里

的仁既指仁道规范，也意味着依仁而行，知则包括对

仁道的把握，后者赋予依仁而行的过程以自觉品格。
从伦理学上看，道德行为之一惯性，总是来自道德认

识的自觉性，只有具有较自觉的精神境界，道德行为

才能超越偶然的冲动，并表现为一种稳定的操守；就
道德践履之外一般的实践活动而言，行为的确定性、
可重复性，也总是来自对必然法则的认识。 儒学的

这些看法，多少触及了知与行的上述关系。
在实用主义那里，同样可以看到对行地注重。

杜威便明确地指出：“人们是来行动的而不是来讲

理论的。”与这一观点相应，杜威批评柏拉图“关照

本质境界在内心所产生的变化，而轻视行动，把它当

作是短暂的和低下的”。 不难注意到，按实用主义

的理解，较之关于理论以及本质的思辨，行动具有更

本源的意义。 对行动优先性的这种肯定，与儒学无

疑具有相近之处。 不过，在儒学的视野中，行动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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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于伦理领域，并以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为主

要形式，实用主义则将关注之点更多地指向人与环

境的关系，并将行动与环境的改变联系起来。 在实

用主义看来，主观主义的缺陷，主要便表现在仅仅

“强调改变我们自己而不注意改变我们在其中生活

的这个世界”。 所谓“改变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
首先关乎应对人生存于其间的具体的环境。 实用主

义将人的生存放在首要的地位，行动的基本使命，也
与生存过程的延续相联系。 通过行动应对环境、改
变世界，由此为人的生存过程提供担保，构成了实用

主义关切行动的出发点。
从现实的形态看，人的存在既关乎生物有机体

层面有效应对环境、维护生命延续等方面，也涉及精

神的追求和人格境界的提升等问题。 实用主义基于

生物进化论，更多地注重生物有机体层面人与环境

的互动，由此担保人在物质生命层面的生存和发展。
比较而言，儒学则较为侧重人存在过程中的精神追

求和人格境界的提升，二者各自注意到了人自身之

“在”的一个方面。 然而，在侧重存在一定方面的同

时，二者对人生存过程中的另一方面或另一些方面，
往往未能给予充分的关注：如果说，儒学在注重社会

人伦以及与之相涉的生活过程的精神之维的同时，
对变革物质层面的环境或改变人生活于其间的物理

世界未能给予同样的关注，那么，实用主义则在注重

生物有机体层面人与环境的互动，并试图由此担保

人在物质生命层面的生存和发展的同时，对生活过

程中的精神之维多少表现出存而不论的趋向。 二者

对人自身之“在”的理解既有各自的洞见，也呈现某

种理论上的偏向。
对人的存在过程的不同看法，同时规定着对知

与行以及二者关系的不同理解。 儒学注重社会人伦

的合理定位以及生活过程中的精神之维，人伦的合

理定位和精神生活的提升既需要普遍价值原则（包
括礼义规范）的引导，也离不开对这种价值原则和

规范的自觉把握和理解。 由此，儒学在注重人的多

样之行的同时，也关注知的制约作用。 实用主义关

注人与特定环境的互动，这种环境首先呈现情境性、
特殊性的品格，与之相关的行动也相应地呈现情境

性、特殊性的特点，相对于此，理论和概念则更多地

包含普遍、一般的内涵。 对实用主义而言，如何有效

应对不同情境，是人与环境互动过程首先面临的问

题，这一应对过程并非基于普遍理论或一般原则，而
是以情境分析为其实际的出发点。 相对于解决特定

情境中的问题，以理论、概念的形式展现的普遍之

“知”，似乎空泛而抽象，由强调“脱离了具体行动和

造作的理论是空洞无用的”，实用主义往往在突出

特定情境中之“行”的同时，表现出某种疏离“知”的
取向。

四、认知与评价、真与善

　 　 宽泛而言，知与行之辩涉及认识过程与实践过

程的相互作用，从认识过程本身看，问题则进一步引

向认知与评价的关系。 从现实形态看，广义的认识

过程不仅涉及认知，而且关乎评价，儒学与实用主义

在这里既表现出相近趋向，又蕴含不同进路。
与注重存在过程的精神之维相联系，儒学将知

行过程中价值意义的评价放在重要地位。 无论是行

为过程，还是观念论争，所为与所言实际呈现或可能

具有的价值意义，往往成为儒学首要的关注之点。
儒学的主要概念之一是“诚”，对儒学而言，“诚”首
先与善的追求相联系，并在个体的层面关联内在的

德性和人格。 儒学提出成人（成就理想人格）的学

说，这种理想人格既包含知情意等多重规定，又以实

有诸己（自我真正具有）为特点。 实用主义将解决

特定情境中的问题放在首要的地位。 解决问题首先

涉及的是评价，而从评价的角度看，知识或观念的意

义便主要在于它是否能够对于相关问题提出好的或

者有效的解决方案，而其真或假则可无须关注。 在

实用主义那里，主客体的关系主要呈现为一种以行

动为中介的价值关系，认识、探索则相应地被归结为

一种评价活动，其功能在于从需要、利益关系的角

度，确定信念、假设的意义。 这种看法无疑赋予评价

以更多的优先性，甚而以评价取代了认知或将认知

融合于评价，与此相关，对善或者价值的强调，或多

或少掩蔽了对事实和真的把握。
要而言之，人如何存在、如何生存，是儒学与实

用主义共同关注的问题。 儒学要求将天道落实于人

的存在过程，实用主义则主张从形而上的超验世界，
转向人的生存过程。 在关注人之“在”的同时，儒学

与实用主义又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如果说，儒学比较

侧重于人的存在中理性、精神的层面，那么，实用主

义则更为注目于生活过程的经验、感性的层面。 由

理性、精神层面的关注，儒学同时追求以人格提升为

指向的完美的生活，由感性、经验地注重，实用主义

同时关切与生物有机体生存相关的有效的生活。 生

存的精神之维与经验之维都关乎个体存在的具体情

境以及情境中展开的行动，但儒学由精神的关切而

同时承诺本体及广义之知，实用主义则由本于经验

而注目于情境中的特定问题本身，并在将概念工具

化的同时融知于行。 生活的完美性和生活的有效性

都包含价值内涵，儒学与实用主义由此关注认识的

评价之维，但儒学以是非之辩接纳了认知，实用主义

则趋向于以评价消解认知。 可以看到，儒学与实用

主义在哲学的出发点及其展开过程中既展示了相近

的哲学旨趣，又表现出不同的思想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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