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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个体权利与
儒家传统中的“个体”

□　 孙向晨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 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

“个体本位”的消极影响及
西方文化传统的抵御力量

　 　 尽管“个体本位”在历史上起到了巨大的解放

作用，对于确立现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道德、
法律和宗教体系有着巨大贡献，因而奠定了现代社

会的基础，但如果脱离了文化传统的支撑，“个体本

位”在现代社会将愈发暴露出蕴含在其基本内涵中

的严重后果。 总的来看，“个体本位”以自我为中心

的情感和行为倾向，在其后来的发展中逐渐释放出

消极效应。 “个体本位”在精神层面带来的是心灵

的孤独，“个体”作为价值选择的唯一支撑力量难以

持续，传统的各种价值观相继塌陷。 其在道德问题

上的利己倾向，在价值取向上的虚无倾向，在文化观

念上的相对倾向，在群体认同上的消解倾向，对于现

代社会的凝聚力和平稳发展都构成破坏性影响。
“个体本位”对于现代社会中的道德认同、价值认

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都形成极大的挑战。
在道德领域，“个体本位”的直接后果就是“道

德评价的私人化”。 道德评价的私人化必然走向价

值评判的相对主义，从而抹杀了文化的客观价值。
价值相对主义强调价值观念的主观性，忽视道德真

理，对自我之外的任何重大价值都采取漠然置之的

态度。 “个体本位”在对待自我的问题上，则采取主

观放任主义的态度，人生的全部意义都固限于自我

身上，这直接导致了价值观念上的迷失。 于是，在生

活的价值层面，除了物质主义的诱惑外，再无其他判

断标准和方向，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个体本位”的
恶果。

从社群角度看，除了“个体本位”带来的自我放

纵之外，个体主义进一步削弱了对社群价值的认同，
虚无主义态度乘势流行起来。 过度强调“个体”会

使个体从一切形式的社群中剥离出来，从而削弱社

会和共同体的凝聚力。 现代社群主义的兴起正好说

明了人们对于社群生活的认知与渴求。 那么，以

“个体权利”为基础的个体主义如何可能支撑起整

个社群、国家、文明的价值观念呢？ 如何形成一种命

运共同体呢？ 任何一种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在
“个体”之外，都还需要有某种价值要素来制衡“个
体”的利益和权利诉求，即一定要找到某种要素支

撑某种超出自我的价值观念，防止“个体”的自我

封闭。
尽管“个体本位”的思想是从西方文化传统中

“脱胎”出来的，有其合理价值，并且经过理性化的

论述而成为某种现代性的普遍原则，其消极后果却

是我们不得不严肃面对的。 任何一个社会如果任由

“个体本位”的消极后果在经济、道德、社群领域肆

虐的话，都将难以长久地维持下去。 西方社会在产

生现代性“个体”观念的同时，还有三大传统资源在

积极应对现代“个体本位”的消极影响：其一是基督

教传统，其二是社群与共和的传统，其三是民族国家

的建立。 一方面，西方的“个体”观念有着很深的基

督教背景。 在基督教形成的过程中，以及在福音书

中有大量关于个体的论述，“个人主义的基础是由

基督教稳固地建立起来的”。 但另一方面，基督教

关于罪恶以及拯救的教义，对于个体的行为有着极

大的约束力，使个体不能主观任性，所以托克维尔

说，“法律虽然允许美国人自行决定一切，但宗教却

阻止他们想入非非，并禁止他们恣意妄为”。 这就

是基督教对于“个体”消极后果的巨大约束。 在康

德哲学中，虽然没有了基督教的教义支撑，但通过理

性，道德命令依然可以给个体以极大的约束。 此外，
基督教还有教会这样的社群传统，对于基督教社会

的个体主义因素也是一个有力的约束。 基督教的教

会论宣传教会之外无拯救，对于期待拯救的个体来

说，这个教义极大地增强了它对于个体的约束力。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个体”思想在现代生活中

既有积极成效，亦有消极后果。 其积极意义在于对

每一个人的自由、权利和尊严的尊重，其消极后果则

是一旦形式化、教条化地理解“个体权利”，势必导

２１



哲哲学学研研究究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ＣＵＡＡ　 ＮＯ．４　 ２０１７　 ＶＯＬ．３４　 ＳＵＭ．１９９

致社会生活全面无根化、松散化。 现代自由主义政

治制度之所以在很多西方国家得到认可并成功运

行，正是因为西方文化传统中存在着可以抵御“个
体本位”之消极隐患的合理因素。 而现代自由主义

制度之所以在后发现代化国家中普遍遭遇失败，一
个重大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的传统文化普遍没有

发挥好制衡现代个体主义的作用。 事实上，现代哲

学一直对于这种消极的“个体本位”非常警惕：从左

翼的社会主义运动到现代的社群主义思潮，从保守

主义到古典价值观的回归，都可以在批判“个体本

位”的消极性上找到它们的共同点。 对于非西方社

会来说，真正的挑战在于，既要确立起“个体权利”
的现代思想，又要找到超越“个体本位”消极后果的

价值依托。 明确而坦然地接受“个体”的双重性是

现代性成熟的基本标志。

儒家的道德自主性与非道德性的权利观念

　 　 关于“个体”在现代社会中的基础性地位，很多

中国学者对此是有共识的，因此常会由此角度探寻

儒家传统中“个体”思想的资源。 儒家传统向来强

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秩序，而尤以

“修身”为本。 很多学者因此认为儒家传统中亦有

深厚的关于“个体”思想的论述，除了“修身”还有诸

如“群己”、“公私”之辨等等。 这似乎与西方近代以

来的“个体”观念遥相呼应。 可是，对比西方文化传

统中的“个体”论述，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对于“群
己”之“己”或“公私”之“私”的论述，与作为现代文

明核心观念的“个体”之间有着很大的差距。 这主

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前现代的中国社会中，
“个体”之间有着明确的士人与百姓之分，或者君子

与小人之分，并不存在普泛意义上的平等“个体”，
很多看似针对“个体”的要求，其实都是对“君子”或
者“士人”的要求，这与现代社会无差别地强调“每
一个个体”是完全不同的。 其次，儒家传统对于人

的理解总体是偏向于道德性。 从孔子的“为仁由

己”，到孟子所谓“不忍人之心”、“人皆可以为尧

舜”，强调的都是人的道德性。 “修身”首先就是“正
心、诚意、致知、格物”，通过这个过程，把潜在的道

德性实现出来，最终目标即是“成圣成贤”。 现代意

义上的“个体”及其自由和权利反而需要被抑制。
在这种情况下，儒家传统会赋予“个体”一种道德性

的而非权利性的界定。
现代社会的“个体权利”首先是建立在“个体”

的非道德性自由概念基础上的，而非建立在人格完

善的基础上。 尽管对于“个体权利”内涵的进一步

拓展，可以容纳各种文化传统的思想资源，但我们必

须认识到，基于权利的“个体自由”和基于道德的

“个体自由”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概念。 “现代自由主

义式的个人主义，作为迅速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

的产物，为个人提供了全新的、丰富的选择，而现代

技术的非凡力量激发和吹涨了这个梦想：可以无止

境地扩张，可以从所有的束缚中得到解放。”这是一

种“脱嵌”于任何集体、社会的个体观念，尽管有很

多的问题和消极影响，也遭受过激烈的批判，却依然

是现代社会的基础———是现代社会“人的尊严”的

基础，是现代社会的创造。 舍此，不可能建立现代文

明的社会。
确实，关于“个体的道德自律”，儒家传统似乎

有着强大的思想资源可以与之对接。 按照现代新儒

家的道统论，心性之学乃中国文化之神髓所在，由此

一直可以上溯到孟子传统，而特别推崇王阳明的

“致良知”之学。 梁启超亦有个体权利来自天赋“良
知良能”之说。 现代新儒家推行此说不遗余力，基
本路径便是：从“心性”之学入手，由心性而修身，由
修身而内圣。 牟宗三先生是试图从儒家传统思想资

源中寻找与现代价值形态相契合的线索的典型。 在

牟宗三先生笔下，孟子学说的最大特点就在于“仁
义内在”，孔孟—阳明—现代新儒家正是代表这种

“道德自律”观念的思想统绪。 由此叙述，儒家传统

似乎与现代“个体”观念成功会通。 但事实上，这种

基于道德觉悟的心性之学并没有捕捉到现代性根

基，未能理解现代非道德性的自由和权利观念。 正

如笔者一再强调的，现代的“个体权利”在起源上具

有强烈的非道德的正当性。 康德发展出来的个体道

德自律的哲学，对于个体自由来说只是第二义的。
甚至可以说，道德自律正是为了约束“个体权利”的
主观任意而提出来的。 没有作为自由第一义的“权
利”观念的确立，就没有作为自由第二义的“自律”
空间。 自律的责任性基于自由的权利性，二者之间

有着明确的因果秩序。 现代新儒家对于上述逻辑始

终缺乏体认。 他们总是认为西方人重权利，中国人

重道义。 其实古典时代的西方人也是首重道义、首
重义务的，历史悠久的西方自然法思想传统充分体

现了这一点。 只是到了现代，从霍布斯开始，西方思

想界才将“权利”置于了优先考虑的地位上。
新儒家对个体道德自律与修为的强调并非毫无

价值。 如前所述，缺乏强健的人格或真正的个体自

律，“个体权利”的思想将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正因为此，“个体权利”思想之于现代社会虽然是主

导性的，但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弹。 就此而言，个体的

道德自律，恰恰应该成为现代价值形态中的必要的

补救措施，它所针对的正是“个体权利”的任意妄

为。 因此，儒家思想传统的现代意义，并不在于其重

视“个体”而可以与现代社会相接榫，而在于其重视

个体的道德修为而能抵御现代社会“个体权利”至

上的消极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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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概念的接受之所以在中国如此曲折，根
本原因就在于作为“个体自由”第一义的“权利”概
念在汉语思想界没有得到认真对待，而常常与“个
体自由”的第二义“自律”概念相混淆，并进而被引

申到某种集体主义话语框架之中。 由此，我们看到，
从梁启超到陈独秀，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改革开

放，“个体权利”意识每每刚刚抬头，就会立马转向

集体主义、民族主义乃至国家主义的话语系统。 余

英时先生对此“翻转”感到困惑，认为这是一个重大

的历史课题。 其实，“翻转”的内在机制就在于，我
们的思想界是基于道德而非基于权利理解“个体”
的。 从“道德”出发，“个体主义”就很容易被“翻

转”为集体主义叙事。 事实上，非道德性的自由和

权利观念才是理解现代“人的观念”的真正基础。
现代社会所确立的“个体”精神，尤其是启蒙运

动以来对于个体自由、权利和尊严的尊重，是人类价

值观念进步的成果，是我们思考现代价值形态的起

点。 儒家文化传统的转型必须首先面对现代性的起

点———自由与权利，然后才能讨论其对于现代性的

可能意义。 在一定程度上，儒家传统的世俗性特点

本应使中国文化传统在现代世俗社会如鱼得水，但
一直以来由于思想界未能抓住现代性的“个体权

利”这个龙头，儒家传统始终未能明确完成其现代

化转型。

儒家传统之于“个体”的现代意义

　 　 现代社会以尊重“个体”为要，儒家传统的现代

“转型”，一方面要在中国人的生存论结构中找到安

放“个体”的位置，另一方面还要在不破坏中国文化

特质的前提下，以个体在家国天下脉络中的道德修

为抵御现代“个体”的消极影响。 儒家传统对生命

与道德、个体与家庭、民族与文明、世界与天下都有

非常独到的见解，构成了独具特色的价值取向。 在

确立了现代“个体自由”的前提下，儒家传统中有丰

富的思想资源可以用来制衡“个体本位”所带来的

消极后果，一如西方文化传统在救赎宗教、共和传统

以及民族国家层面给予“个体”的约束。
通过“家庭”环境培育“个体”的德性，这是儒家

的传统，也是抵御“个体”消极后果最为切近的方

式。 但是我们看到，在“个体本位”的价值观念下，
“家”在西方近现代伦理的论述中逐渐消失，而被个

体主义观念所消解。 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在家庭和

礼教批判的层面上兴起的。 但在中国传统生存结构

中，“家”是“核心”。 有着本体论地位的“家”，是儒

家传统伦理的源发地，这个源发地一旦被破坏，现代

“个体”所蕴含的自我中心主义势必肆意横行。 在

现代中国社会中，要重新确立“家”的地位，就必须

正确理解“家”的意涵，从本质上摆正个体成员与家

庭的关系。 只有这样，“家”的作用才可以在现代社

会中延续，“家”作为生命再生产和价值观念再生产

的基本单位，才能在现代社会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现代条件下的家庭生活会更加尊重个体的意志，而
成为成熟个体的培育者。 在此前提下，“家”的价值

观念将在现代社会中重现其巨大的影响力。
以“个体”为基础建构起来的现代主权国家，殊

难回归传统的“家—国”结构。 现代政治的逻辑必

须得到尊重，主权在民的思想不可撼动，从现代“个
体”观念出发建构国家理论，是现代政治合法性的

基本框架。 这是在传统的君权神授、奉天承运的合

法性话语瓦解之后，获得现代人广泛认可的新的合

法性框架。 西方现代国家建立之初主要是通过民族

主义来凝聚社会的，由此形成了“民族国家”的世界

体系。 “民族国家”是在平等个体的前提下建立起

来的现代认同观念。 这与中国文化传统对自身的定

位是不一致的。 “民族国家”的外衣对于具有古老

文化传统的中国并不合身。 以中国文化传统恢宏的

世界观，民族主义显然过于狭隘。 无论是民族国家

还是阶级国家，均与中国文化的品质格格不入。 在

现代世界，家之于国的关系，并不是一种权力的同构

关系，更多的是建立国家认同的伦理基础。 只是在

国家认同问题上，“祖国大家庭”的概念赋予政治性

的国家概念以伦理性的温暖色彩。 在现代政治的基

础上，可以把“民族国家”概念转化为“文明国家”，
让公民观念与文教传统相结合，继承儒家传统对于

国家的道德性期许。 “文明国家”与“民族国家”有
着不同的担当、抱负和使命，“文明国家”更能表达

中国文化传统对于国家的道德认同以及对于“天
下”的担当意识，而成为在现代“个体”基础上的国

家认同、社会凝聚的重要助力。
在现代“个体自由”的前提下，儒家传统的“修

齐治平”可以获得新的内涵，成为“个体”成长以及

价值认同的重要载体。 它着重表现为在各个层面上

的价值认同，可以对现代“个体”形成巨大的制衡作

用。 总之，儒家传统下的价值形态在现代“个体自

由”思想的观照下，会重新生发出极大的生命力，儒
家传统的“修齐治平”既要因应现代性的当下要求，
在个体权利的基础上调试好现代社会的各种要素，
同时又要保持住超越现代个体的多重维度。 在这样

的处境下，我们既要汲取传统的智慧，又要熟悉现代

性世界，同时拥有面向未来的气度。 “传统”在这里

并不是一种过去式，而是一种动态传承的“统”，是
有别于现代文明的另一种“统”，是几千年文明积累

下来的生存智慧。 这种智慧使一种文明源远流长、
生生不息、欣欣向荣。 现代“个体”只有在这样的智

慧传统中才会有真正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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