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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张锡勤先生逝世一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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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张锡勤是中国近代思想史家、中国伦理思想史家，
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中国伦理

道德史等领域成就斐然、贡献卓著。张锡勤及其团队对中国伦理道德史的研究开创了国内数
个第一：出版了第一部中国近现代的断代伦理思想史、第一部中国道德名言选粹、第一部从孔
子到毛泽东的中国伦理思想通史、第一部中国传统道德范畴史、第一部从中国伦理道德产生
到
“八荣八耻”
社会主义荣辱观产生的道德生活史，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张锡勤；
中国传统文化；
伦理道德史
作者简介：
柴文华，
男，
黑龙江大学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
哲学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从
事中国现代哲学和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
罗来玮，
女，
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从事中国
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重点项目
“论龙江的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
，
项目编
号：
16ZXA01

中图分类号：
B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504（2017）03-0006-06
恩师张锡勤先生长期从事中国伦理道德史
的研究，其成果可以分为五类：第一类是史料整
理，代表作是《中国道德名言选粹》
（以下简称《选
粹》
）和《中国传统道德·名言卷》
（以下简称《名言

断代史，代表作是《中国近现代伦理思想史》。以
下对先生的五类研究成果分别加以综述。

一、资料整理类著述

卷》）；第二类是范畴研究，代表作是两个版本的

先生领衔和参与的资料整理类著述是《选

《中国传统道德举要》
（以下简称《举要》
）；第三类

粹》和《名言卷》。
《选粹》是先生和柴文华合作编

是通史，代表作是《中国伦理思想通史》
（以下简
称《通 史》）和《中 国 伦 理 思 想 史》
（以 下 简 称

撰，1990 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名言

卷》是当时国家教委组织编写的《中国传统道德》

《史》）；第四类是道德生活史，代表作是《中国伦

丛书中的一卷。该丛书的顾问是李岚清、张岱

理道德变迁史稿》
（以下简称《史稿》）；第五类是

年，编委会主任是朱开轩，主编是罗国杰。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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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都有江泽民同志和李鹏同志的题词。
《名言

卷》主编是朱贻庭和锡勤先生，1995 年由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篇《重德》乃先生执笔，篇首语是：
“ 重德治，是儒
家的传统，这一主张为中国历代大多数政治家、
思想家所推崇，在中国历史上曾产生过巨大影

《选粹》的近千条资料是编著者在多年研究

响。为了贯彻重德治的主张，许多思想家对道德

积累的基础上认真筛选出来的，这些名言具有行

的社会作用，道德与政治、法律、暴力的关系，以

文精采、富有哲理、影响深远等特点。重点选取

至道德与革命和革命党的关系，发表过许多议

在历史上影响较大的思想家的言论，对于那些脍

论。虽然，他们中许多人夸大了道德的作用，具

炙人口、流传久远、又与伦理道德密切相关的文

有道德决定论的倾向，但是，他们的一些议论具

学家、史学家的言论也多有涉猎。
《选粹》侧重于

有明显的合理因素和积极意义，这对于我们今天

选取在现实生活中具有实践意义的道德规范、道

正确认识和发挥道德的作用是有重要参考价值

德修养和道德教育等方面的内容。对于那些理

［1］
（P1）
的。”
在数段名言所构成的一层意思之后，先

论色彩较浓的论述选取较少。全书按主题思想

生又有评论。
《名言卷》也是如此，每一篇都有导

分为 43 篇。
《名言卷》收录了自殷周至近代辛亥革
命长达 3000 年间所积累下来的道德名言近 4000
条，
涉及经、史、子、集等文献 200 余种。

《选粹》和《名言卷》虽然主要是史料整理和

筛选，
但也有自身的一些特点：

1. 选编的目的是弘扬中国优秀传统道德，并

语，体现了编著者的理论分析和价值评判。

3. 选编有清晰的逻辑结构。
《选粹》是按照德

治、德育、规范、节操、修养等逻辑线索编撰的。
《名言卷》分《德治教化》
《公私义利》
《品德节操》
《修身养性》
《人生处世》5 篇，相互贯连，自成体

系。如《名言卷》卷序所说，
《德治教化》反映了道

对之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为当代

德功能与治国安邦、育才造士、道德表率、移风易

中国的道德建设提供借鉴。
《选粹》的前言指出，

俗以及齐家的关系，充分体现了古贤关于“重德”

中国是礼仪之邦，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和丰富的

“重教”的思想，而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才会

精神文明积蓄。在前人的道德思想中，包含不少

有丰富的道德实践，才会有大量的总结道德实践

具有积极意义和永恒价值的精湛论述，至今读起

的言论，故列《德治教化》为首篇。
《公私义利》为

来仍给人一种启人心智、净化灵魂、使人振奋、催

第二篇，所录关于“群己”
“公私”
“义利”
“理欲”诸

人向上的积极作用。人们能够从这些“陈年老

方面的名言，反映了传统伦理道德所蕴涵的“贵

酒”中品味出绵长的幽香，获得有益的精神滋养

公”
“重义”精神，其中关于“爱群”
“利群”
“公而忘

和享受，进一步认识和匡正自己的人生，健全自
己的人格。
《名言卷》卷序指出，中国传统道德中

私”
“ 先公后私”
“ 见利思义”
“ 以义谋利”以及“以
理导欲”等价值方针和行为模式，集中地体现了

的“当理”名言，如能结合当前社会的特点，加以

中国传统道德价值观的精华。
《品德节操》篇就是

理解，赋予新的时代内容，在今天仍有很重要的

这种“贵公”
“重义”价值观的具体体现，故列为第

现实意义。中国人对传统名言的认同是一种深

三篇。而要使道德价值观和品德节操的要求化

层次的文化认同，这种认同本身就是批判的继

为人们内在的德性，就必须修身养性，故列《修身

承，就是一种创造性的转化。比如，我们认同“先

养性》为第四篇。
“ 修身养性”的目的是使道德要

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已经以今之

求更好地落实到人生处世上，故列《人生处世》为

“天下”取代了古之“天下”，其所当忧和当乐，自

第五篇。
“总之，全卷各篇前后贯通，互相联系，构

然也有所不同。我们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对之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2］
（P4）
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选粹》出版后，李耀宗刊文认为，该书特色

2. 选编有理论分析和价值评判。如《名言

鲜明、结构严谨、主题明确、涵盖较宽、应用性

卷》卷序所说，发掘传统道德的精华不仅仅是进

［3］
强。
傅盛安刊文认为，该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

行“事实的陈述”或“事实判断”，而且也要进行

［4］
指导思想，具有广泛性、实用性。
《选粹》和《名言

“价值的评价”或“价值判断”，这主要体现在二书

卷》主要是对中国传统道德资料的筛选，是大众

每一篇的篇首语和书中的评论上。
《选粹》的第一

所喜闻乐见的精彩名句，对道德实践具有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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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意义。常想起在编撰《选粹》时先生跟我们

了人类某些“公共生活规则”和“古今共由”的为

说过的话：先哲们的语言文字不多，但很精练，很

人处世之道，体现了诸多人类的基本理智和情

有味道，现代人的有些论说很长，不少都是废

感，因此又具有普遍性、共同性的一面，而这些也

话。那些精练而有味道的名言往往能给人一种

正是具有超越性、恒久性的东西，它不仅在今天

精神的激励，甚至流传千古。当然，
《选粹》和《名

具有现实意义，在将来也仍有其内在的活力。中

言卷》毕竟属于一种资料整理，总体而言，实践性

国传统伦理文化表现了中华民族自身独特的心

大于理论性，叙述性多于原创性，这也恰恰是这

理、行为模式和情感表达方式，形成了独具特色

类著述的特点。

的中华道德精神和礼俗。这种民族性不论在历

二、范畴研究
先生在中国传统道德范畴研究方面的代表

作是两个版本的《举要》。首版《举要》1996 年由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增订版《举要》2009 年由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增订版《举要》与首版

《举要》比增加了约 10 个条目和几个附录，字数由
原来的 32 万增加到 45 万。两个版本的《举要》整

史上还是今天，都是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
纽带，是民族凝聚力的源泉。根据中国传统伦理
文化时代性与超越性、阶级性与民族性的矛盾统
一的事实，我们今天对它所持的正确态度就是批
判的继承。既要批判、剔除过时的东西；又要继
承、吸取具有恒久价值的部分。这就需要排除来
自彻底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
和盲目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保守主义这两

体上没有质的变化，
可以合而论之。

［5］
（P1—4）
方面的干扰。

统伦理文化观，亦即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基本

把握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本来面目的重要性。先

看法。从人类伦理文化的角度来看，先生提出了

生指出，在对待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原则、方针

两个“之一”，认为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是人类最早

确定之后，最重要的是进行扎扎实实的工作，了

的伦理文化源泉之一，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完

解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到底是些什么。按照孟子

备、成熟的伦理文化之一。就历史地位和影响而

的话说，做一种“掘井及泉”的工作，更加具体、深

言，先生认为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在人

入地了解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全貌，而要做到这

类伦理文化遗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历史上，它

一点，必须对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范畴、规范、

曾对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的伦理文化产生过

道德教育和修养方法进行研究，从而显现中国传

重要的、直接的影响。由中国古代家族本位的社
会结构所决定，伦理道德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秩

统伦理道德的全貌。
3.《举要》的确抓住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

1. 在《举要》中，先生首次提出自己的中国传

2.《举要》强调了研究中国传统道德范畴对于

序的建构中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中国传统文化

“要”，即以儒家为经，非儒为纬的主要道德范畴

乃是一种伦理型文化，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一

以及基本思想。在初版《举要》的《后记》中，先生

种重道德的传统，历朝历代无不高度重视并力图

有两点担心：一是该书所述及的恐未必尽是中国

最大限度地发挥道德的社会功能。重德的传统

传统道德之“要”；二是中国传统道德之“要”，也

使中国伦理道德遗产异常丰富，形成了一系列的

可能有些尚未被该书论及。我觉得这些担心是

传统美德，它使中国早就获得“礼仪之邦”的美

多余的。
《举要》所涉及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观

誉。立足今天的视域，我们充分认识到，中国传

念、范畴、规范等是十分丰富的，有道德、伦理、德

统伦理道德是一个多层面的矛盾复合体，体现了

治、法治、义利、理欲、公私、荣辱、苦乐、生死、三

时代性与超越性、阶级性与民族性的矛盾统一。

纲、五常、孝、忠、贞、谏诤、友悌、仁、恕、智、勇、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毫无疑问具有明显的时代性、

礼、诚、信、廉、耻、谦、让、谨慎、勤俭、公正、正直、

阶级性，随着历史的发展，它的不少内容与要求

宽厚、贵和、气节、知报、奉献、中庸、表率、自强、

已经过时。但是，作为一个文化传统从未中断的

自尊、自信、教化、乐教、神道设教、乡规民约、家

伟大民族对人类道德生活的一种系统反思和总

教、家规、移风易俗、修身、改过、重行、慎独、自

结，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在许多方面又反映、包括

省、重微、经权、力命、德才等等，这些都是中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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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伦理道德的核心或重要内容，基本展示了中国

的话说：
“自蔡元培先生辛亥革命前写的那本《中

传统伦理道德的全貌。

国伦理学史》问世以后，一直没有一本中国人写

从大陆对中国伦理思想的研究来看，多数都

的 系 统 的 中 国 伦 理 思 想 史 ，现 在 总 算 有

是按历史时间和代表人物来书写的，也有按问题

［6］
（P969）
了”
。就中国伦理思想通史研究的角度来

书写的，如陈瑛主编的《中国伦理思想史》
（湖南

说，此话不为过。1989 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张岱年的《中国伦理思想
研究》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与先生的

《举要》比较接近的是陈瑛、焦国成主编的辞书
《中国伦理学百科全书·中国伦理思想史卷》
（吉

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该书分总论、名词学

推出了朱贻庭主编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从

西周写到明末清初的戴震。该书 2003 年出版了

增订版，增加了第八章《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近
代变革》和结语《关于中国传统伦理的现代价值
研究——一种方法论的思考》等。

说、人物、著作、少数民族伦理思想几部分，对中

先生等主编的《通史》与之前出版的同类著

国伦理思想史的名词概念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

作相比，第一个明显的特色就是时间跨度大，是

和解说。相比而言，先生的《举要》是中国唯一一

第一部从中国伦理思想的诞生写到毛泽东的中

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伦理道德范畴论，其地位和

国伦理思想通史。第二是力图以马克思主义为

规模有似于在中国哲学范畴史研究中张岱年的

指导，本着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精

《中国哲学大纲》、葛荣晋的《中国哲学范畴史》、

神，科学地总结中国伦理思想从先秦到现代发展

张立文的《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
（天道篇）和《中

的全过程，探索中国伦理思想的发展规律和特

国哲学范畴发展史》
（人道篇）一样，是具有鲜明

点。力求正确反映历史上各家伦理学说的本来

特色的标志性研究成果。此外，先生的《举要》还

面貌，揭示其一系列概念、范畴、原则、规范的真

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传统道德范畴史，梳理出每

实意蕴，并在把握其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客观地

一个观念、范畴、规范等的动态发展过程及其复

评价其历史意义。第三，注意阐明各伦理思想体

杂的含义，为我们真正把握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

系的内在逻辑联系，阐明各思想家的伦理思想同

全貌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先生的《举要》尽管如

其整个思想体系的逻辑联系，同历史背景的必

他所说有汉族以外其他少数民族伦理道德的暂

然联系，以及各个思想体系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和

时空缺，但足以担当起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范畴研

批判继承关系。第四，力求站在时代的高度，把

究第一作的美誉。

握现实的真正需要，进行正确的批判继承，做到

三、通史研究

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挖掘
有启发性的思想资料，以利古为今用。第五，在

先生在通史研究方面的代表作是《通史》和

尊重学界流行看法的基础上，努力提出自己的

《史》。
《通史》由先生和孙实明、饶良伦主编，杨忠

创见，以期引起人们的进一步思考，收到抛砖引

文、王凯、柴文华参与撰稿，1992 年黑龙江教育出
版社出版，
分上下两册，约 50 万字。

谈到中国伦理思想史的撰写，最早可以追溯

到蔡元培 1910 年出版的《中国伦理学史》
（商务印

书馆），这是中国第一部伦理思想史，尽管篇幅不
大，但涵盖的人物、思想不可谓不丰富，从三代一

玉的效果。第六，由于《通史》属于改革开放早期
的作品，距“文革”结束时间不久，难免有一些历
史的痕迹，如过度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哲学党性
分析方法等，价值评判上未能完全做到客观和
公正。
之后比较厚重的中国伦理思想通史类著作

直写到清初的戴震、黄宗羲、余理初。20 世纪 80

还有沈善洪、王凤贤的《中国伦理思想史》
（上中

荣阶段。1985 年，陈瑛、温克勤、唐凯麟、徐少锦、

多，从中国伦理思想的诞生写到五四新文化运

年代之后，中国伦理思想史的研究进入到一个繁
刘启林合作出版了 66 万字的《中国伦理思想史》

（贵州人民出版社），对从先秦一直到五四时期的
中国伦理思想史做了解读和阐释，按照该书后记

下三册，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字数达到 123 万

动。2008 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罗国杰
主编的《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下卷，字数达到 125

万多，这是又一部从殷商写到毛泽东的中国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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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通史。

先生主编的《史》是 2009 年教育部哲学社会

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
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编写专项”的结项成果，2015

理学史研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创获颇丰，成
绩瞩目，但是人们总觉得有一种遗憾和不足，那
就是在此前的著述中往往只重理论，重视对于历
史上思想家的论述，却很少看到生活，看到当时

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先生和杨明、张怀承

人们生活中的所思所行。张锡勤、柴文华主编的

为该课题组首席专家，主要成员有柴文华、肖群

［8］
这本书一改旧面目，让我们耳目一新”
。

忠、吕锡琛、邓名瑛、徐嘉、傅小凡、唐文明、关健

2. 时间跨度大。
《史稿》从中国伦理道德的萌

英、张继军，分别来自国内八所高校。
《史》是比较

芽一直写到“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

早顺利通过层层审查的教材，不论是各类标题，

可以称作中国伦理道德变迁真正意义上的通史，

还是逻辑结构以及文字表述都比较规范、稳妥。

展示了中国伦理道德变迁史的全貌。

《史》的绪论分别谈到中国伦理思想形成的社会

3. 明确提出了中国伦理道德发展阶段论。

历史背景、历史进程、基本特点、意义和方法等。

《史稿》的导言由先生撰写，提出了成熟的中国伦

在谈到中国伦理思想的基本特点时，绪论将其概

理道德发展八阶段论。第一，先秦是中国伦理道

括为四点：其一，儒家伦理思想居于主导地位；其

德的萌芽、奠基时期。第二，两汉是中国传统伦

二，强调伦理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形成了

理道德体系基本确立、成形的时期。第三，魏晋

重德的传统；其三，强调整体主义，重视整体内部

至隋唐五代是中国伦理道德整合嬗变的时期。

的秩序、和谐；其四，重视修养实践、追求理想人

所谓整合，不仅是思想文化领域不同思潮、文化

格。早在《史》出版 17 年前，先生就提出了对中国

的整合，尚有胡汉、南北的整合。第四，宋明是中

传统伦理道德基本精神的看法，将之概括为“尚

国传统伦理道德体系进一步完备、纲常礼教的权

公”
“重礼”
“贵和”三大方面 ，绪论中对中国伦理

威完全确立的时代。第五，明清之际是三纲和某

思想基本特点的概括是对先生先前观点的进一

些传统观念受到初步挑战的时代。第六，近代

步发挥。由于《史》的教材性质，与其他通史类论

（1840—1919 年）是中国伦理道德的转型期。第

［7］

著相比可能创新性偏弱。

四、道德生活史研究

七，现代（1919—1949 年）就其主流而言无疑是马
克思主义伦理学说、共产主义道德开始在中国传
播、流行的时期，同时又是一个中国历史上罕见

先生在中国道德生活史研究方面的代表作

的伦理道德多元化的时期。第八，当代（1949 年

是《史稿》。
《史稿》是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
目结项成果，由先生和柴文华主编，主要撰稿人

至今）是社会主义道德在中国建立的时期。八阶
段论充分展示出整个中国伦理道德变迁的动态

还有樊志辉、魏义霞、关健英、张继军、王秋，分上

轨迹，气势恢宏而又细致入微。

下卷，计 62 万字，2008 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史
稿》具有自身的特点，得到了学界的好评。

1. 理论拥抱生活。
《史稿》出版后，时任中国

正像有的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
“ 编写一部
中国伦理道德变迁史是一项较大的工程，集体合
作无疑是一种较好的方式，但由于各人的视角、

伦理学会会长，后任名誉会长的陈瑛撰文给予了

思路以及写作方式、行文习惯的差异，故而各章

高度评价，题目即是“当理论拥抱生活之时”。文

节之间仍存在一些不尽统一之处。当然，既是多

章指出，
“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黑格

［9］
人分别撰写，稍有差异也是情理中事。”

尔名言——引者注）……因为理论一旦脱离生

《史稿》出版后，除了陈瑛的评价外，还有不

活，就会变得枯涩、坚硬，她似乎孤高冷傲地站在

少学者给予了中肯的评价，认为《史稿》
“涵蕴丰

那里，冷冰冰地俯视着生活，而对人们没有任何

富，创意颇多，特别阐释了此前学界少为关注的

益处。然而，当理论一旦回归生活、拥抱生活时，

一些道德变迁现象，开拓了中国伦理道德研究的

她就会立即变得温暖而亲切，其力量和作用也迅

新视野。……把中国伦理道德变迁的全貌完整

速彰显出来。这是我在读《中国伦理道德变迁

地 展 现 在 世 人 面 前 ，无 疑 具 有 重 要 的 理 论 价

史》一书时的强烈感受。……百余年来的中国伦

［9］
值”
。不夸张地说，
《史稿》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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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国道德生活史的力作，又一次展示出先生及
其团队在中国伦理道德研究方面的创获。

言中指出，在中国伦理思想发展史上，近现代是
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虽然总共才 109

年，但在伦理道德领域却发生了极其巨大、深刻

五、断代史研究

的变化。
《中国近现代伦理思想史》的作者始终坚

先生在断代史研究方面的代表作是《中国近

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运用马克思主义

现代伦理思想史》，该书是先生与饶良伦、杨忠文

哲学的基本方法研究中国近现代伦理思想史，注

的合作成果，1984 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国近现代伦理思想史》是中国第一部近

现代的断代伦理思想史，所涵盖的内容比较丰

重各种伦理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其间的逻辑
关系，是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率先奉献给大
家的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正

富，包括鸦片战争时期、太平天国时期、戊戌维新

像前言所说，
“在此冬去春来、万象更新的大好时

时期、辛亥革命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民

［10］
（前 言 P2）
代，我们献出了一束平凡的‘三叶草’”
。

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伦理思想。涉及的主要人物
有龚自珍、魏源、洪秀全、洪仁玕、曾国藩、汪士

“三叶草”尽管平凡，但毕竟是奉献给新时代的一
抹绿色。

铎、王韬、郑观应、薛福成、康有为、严复、谭嗣同、

《中国近现代伦理思想史》的历史局限性和

唐才常、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孙中山、陈独

它那个时代几乎所用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一样，都

秀、李大钊、鲁迅、吴虞、蒋介石、吴稚晖、胡适、张

是过度坚持了斗争哲学和阶级分析方法，可以说

东荪、梁漱溟、冯友兰、陈立夫、李达、刘少奇、毛

这是那个时代的共同特征。

泽东等。先生在《中国近现代伦理思想史》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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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Study of History of Chinese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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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ntor ZHANG Xi-qin is a historian of Chinese modern thoughts and Chinese ethics who has great
achievements and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modern thought and Chinese ethical history.
His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thics and morality has created several first in China: the first book of

Chinese modern dating ethical history, the first book of China moral sayings, the first book of Chinese ethical

history from Confucius to MAO Ze-dong, the first histor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oral category, from the Chi⁃
nese ethics to the“Eight Honors and Eight Disgraces”of the socialist concept of honor and disg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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