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代以降袁身处野古/今要中/西冶的纠葛之中的

儒学袁一方面自身有待因应时代而作出创造性的现

代转化一度陷入野花果飘零冶的巨大困境袁一方面国

人迫不及待欲以否弃之而又不能完全无视其存在遥
如今袁野五四冶已过百年袁新中国也已度过 70 华诞遥
中国处于从野站起来冶到野富起来冶再到野强起来冶的
伟大变革之中遥 当百年富强之追求基本实现后袁
野富而后教冶野灵根再植冶也成为时代所需袁文化自信

成为时代焦点袁作为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学亦因之受

到国人关注遥 如何挖掘和诠释儒学传统袁结合时代

发展袁做好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袁是时代赋予

的使命遥
传统儒学乃是一经世之学袁 也是一治理之学遥

而进入现代以后袁儒学成了野书斋中的学问冶袁变为

现代学术的研究对象遥 如果儒学还有其生命力袁那
么只能从自身特质出发袁莫苟安于书斋袁而须积极

介入社会生活袁服务社会治理与文化建设遥 可以肯

定袁儒家治理思想有自身特色袁亦可作为现代治理

的思想资源遥 然而如何从理论上予以思考与重构袁
却任重道远遥 如欲实现理论重构袁必须做好两方面

工作袁一是在义理层面对传统儒学治理思想作好发

掘与诠释曰 二是对历代治理实践作出梳理与反思遥
在此视域之下袁 梁漱溟先生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

所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袁作为近代困局之中的儒家

基层治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个案袁 无论其成功与

否袁无疑都是值得认真对待尧仔细研究的遥

一尧梁漱溟的乡建运动院古今中西
变局中的基层治理探索

近代以来的中国袁面临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冶袁
身处野古/今要中/西冶的冲突之中的国人倍感困惑袁

梁漱溟乡建理论与儒学基层治理的现代尝试

宋立林

渊曲阜师范大学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心袁山东 曲阜 273165冤

摘 要院20 世纪 30 年代梁漱溟所构建的乡村建设理论及其实践袁 作为近代困局之中的儒家基层治理

的理论探索与实践个案袁曾经是他的野建国运动冶之探索袁尽管最终失败袁但在今天的社会条件下袁反而能

够提供给乡村振兴尧基层治理以启迪遥 在近代中西古今的双重纠葛之中袁梁漱溟以自觉的儒学精神剖析中

国文化袁在进行中西文化对比的基础上袁认定中国的建国之路应该从乡村入手袁并在理论和实践上作出了

儒学现代治理模式的新尝试遥 梁漱溟乡建理论的基石是野伦理本位袁职业分立冶论曰而其关键则在于建立

野新乡约袁新礼俗冶遥 在野伦理本位冶受野个体本位冶挤压尧野职业分立冶强势呈现的当下袁通过对梁漱溟乡建理

论的梳理与反思袁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着有益于乡村振兴与基层治理的思路和启示袁可供今人参考借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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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焦虑与苦痛甚于他族袁 知识分子感受尤为剧烈遥
在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中袁 知识界分化严重袁举
其荦荦大端袁则有奉欧美为圭臬的自由主义袁以苏

联为典范的马克思主义袁以折衷古今中西为职志的

文化保守主义等遥 不同思想主张竞相提出各自的

救国兴国方案遥 其中有一众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

关注到乡村对于振兴中华的重要意义袁遂将目光投

向乡村并开始各自的实验遥 在 20世纪 20~40 年代

涌现出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袁据统计其时举国

上下有 600 多机构或组织从事类似活动袁其中较为

著名的有晏阳初的河北定县平民教育尧陶行知的南

京晓庄生活教育尧卢作孚的北碚乡村建设和梁漱溟

的山东乡村建设遥 其中袁梁漱溟以其深厚的儒家思

想尧坚强的人格意志袁对中国文化与社会的深度分

析和认识袁其邹平的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袁格外引

人注目袁被认为是野儒家思想导向的乡村建设派的

最有影响的人物冶[1]渊P401-402冤遥
曾有野出家做和尚冶计划的梁漱溟袁因对中国前

途忧虑日深袁在 1920 年左右转入儒家袁开始探索中

国出路问题遥 身处社会剧变尧思想纷争的时代袁梁
漱溟自称野我一辈子是个拼命干的冶人袁是野问题中

人冶而非野学问中人冶遥作为知行合一的儒者袁他关注

更多的是如何通过思考并且付诸于实践袁给中国寻

出路遥 1923 年在山东曹州中学讲演时他提出野农村

立国冶的观点袁已经昭示着梁漱溟的未来之路与中

国乡村不可分割遥次年袁他便毅然辞去了北大教职袁
前往山东办学遥 梁漱溟曾有筹建曲阜大学的计划袁
也有恢复曹州重华书院的倡议袁其事未竟袁但其旨

趣说得非常明白院野本院旨趣在集合同志袁各自认定

较为专门之一项学问袁或一现实问题袁分途研究袁冀
于固有文化有所发挥袁立国前途有所规划曰同时并

指导学生研究袁期以造就专门人才遥 冶[2]可见其投身

教育改革袁并非完全出于学术兴趣袁而是颇为关注

野现实问题冶袁基于野立国前途有所规划冶的大志向遥
在 1928 年代李济深任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

席时提出野乡治讲习所冶建议案及试办计划大纲遥同
年夏为筹办乡治讲习所接办广州第一中学遥次年北

上考察农村工作袁撰叶中国民族之前途曳袁后到河南

村治学院任教务长袁撰叶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曳袁提
出从村治入手实现民族自救尧振兴中国遥 1930 年接

办 叶村治月刊曳袁 作为宣传村治理论的舆论阵地遥
1931 年韩复榘自河南省主席调任山东省主席袁乡
治重心遂由河南转至山东袁 此时梁不再沿用乡治尧
村治的说法袁正式提出野乡村建设冶概念袁并在山东

邹平创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袁 在菏泽设置分院遥
由于得到地方政府支持渊后又得到中央政府允许冤袁
梁漱溟在山东的乡村建设运动得以名正言顺地开

展遥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袁目的在于中国的民族

自救遥 他自言院野乡村建设理论在我一名耶中国民族

之前途爷遥 因为这是我从对中国问题的烦闷而找出

来的答案遥 冶[3]渊引言 P1冤他将乡建运动的起因归结为

四点院其一袁起于救济乡村运动曰其二袁起于乡村自

救运动曰其三袁起于积极建设之要求曰其四袁起于重

建一新社会构造的要求遥前两项属于被动消极的补

救袁而后两项则是主动积极的建设袁故更能代表乡

村建设运动的旨归遥 他认为院野乡村建设运动袁实为

吾民族社会重建一新组织构造之运动遥 要要要这最

末一层袁乃乡村建设真意义所在遥 冶[3]渊P19-20冤野所以

乡村建设袁实非建设乡村袁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

建设袁或可云一种建国运动冶[3]渊P20冤遥 所以他说袁野我
所主张之乡村建设袁乃是解决中国的整个问题袁非
是仅止于乡村问题而已冶[4]遥 就此而言袁其乡建理论

虽从乡村入手袁其最终目的却是探索建国之路遥 这

恐怕是与其他乡建团体就乡建而乡建的根本差

异遥
关于梁漱溟的山东乡村建设运动袁叶剑桥中华

民国史曳这样评价道院
梁漱溟在山东的乡村建设实验袁至少得到

政治当局的暂时保护袁他的实验依靠基本上是

本土的儒家改良主义遥 在山东省主席韩复榘

渊以前是冯玉祥手下的一位将军冤的颇大的授

权之下袁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于 1931 年在邹

平县开办遥不仅最终有许多县被指定为该院指

导下的乡村建设实验区渊到 1937 年超过 70 个

县冤袁 而且有两个县的行政实际上交由该院管

理遥这样的特殊授权袁在 1933 年被国民党政府

本身加以合法化遥国民党政府此举显然是既谋

求控制袁也想从当时正在进行的各种乡村建设

项目中得利遥梁漱溟是指导山东项目的天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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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袁是乡村建设派的最明显的乡土主义者和社

会激进分子遥 他的激进主义是自觉地反西方

的袁并以儒家前提为基础遥 中国必须开拓自己

的通向现代化的道路遥这条道路可能与接触西

方文化所滋长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全然无

关袁而是要利用中国文明所固有的集体主义的

和无私的精神遥 [1]渊P404冤
在这些西方学者看来袁梁漱溟是野激进冶的袁因

为他站在反西方立场上遥 其实袁梁漱溟并非是反西

方的袁而是采取了野双向反思冶的路径遥 一方面反思

中国文化存在的问题遥 他认为中国人缺乏团体生

活和缺乏科学精神袁 这不正是五四诸公所呼吁的

野德先生冶与野赛先生冶钥 由于缺乏团体生活袁导致国

人缺乏纪律习惯袁缺乏组织能力袁不会商量着办事袁
缺乏公德等问题遥 另一方面他也反思西方文化之

不足袁从而认为中国不应该完全学习西方尧走西方

的路袁而应该野开拓自己的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冶遥 值

得注意的是袁 西方学者窥见了梁漱溟乡建理论的

野儒家冶色彩遥 确实袁与晏阳初尧陶行知尧卢作孚等相

比袁野他是更加自觉地以儒家思想为乡村运动的导

向的冶[5]遥尽管梁漱溟不同意将自己的乡建运动视为

基层治理模式的现代尝试袁而是一种建国运动遥 不

过袁事实上袁其中必然蕴含着基层治理的内容袁这是

毫无疑问的遥
时过境迁袁在新中国已成立 70 周年的今天袁作

为野建国运动冶的乡村建设运动已走入历史袁成为现

代思想史的一页袁不再具有悲情色彩袁但作为基层

治理的理论在今天依然有诸多启发意义袁值得认真

对待遥 因此袁搞清楚其理论基石与关键袁从而把握

其乡建理论的现实价值袁是我们首先要关注的遥

二尧梁漱溟乡建理论的基石院
野伦理本位袁职业分立冶论

梁漱溟选择走乡建之路袁乃是建基于他对当时

野中国问题冶的分析尧认识之上的袁进而他分析解决中

国问题的欧美之路尧苏俄之路走不通遥 而之所以断

定其他方案不可行袁则基于他对中国文化尧中国社

会的独到体知袁此即其野伦理本位尧职业分立冶论譹訛遥
今天来看袁梁漱溟对中西文化的比较袁存在极大的

片面性和独断性尧化约性和主观性袁但我们仍要承

认其中国文化观有深刻尧独到的一面袁至今对理解

中国历史文化仍极具范式意义遥
梁漱溟不同意有人将中国问题归结为野帝国主

义与军阀冶袁也不同意将中国问题归结为野贫尧愚尧
弱尧私冶遥 他并非认为上述因素不存在袁而是说中国

问题另有根本所在遥 他直截了当宣告院野中国问题

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袁就是文化失调要要要极严重的

文化失调遥 冶[3]渊P26冤既然找到野病症冶所在袁那么接下

来就是如何开出野药方冶遥
欲谈新构造辟建之前袁 则应审看旧社会构造遥

比量考论中西袁梁漱溟有了如下判断院野中国旧日之

社会构造袁与西洋中古及近代社会皆不同遥 假如我

们说西洋近代社会为个人本位的社会尧阶级对立的

社会曰那末袁中国旧社会可说为伦理本位尧职业分

立遥 冶[3]渊P26冤中西社会有巨大差异院野西洋始既以团

体生活过重袁隐没伦理情谊曰继又以反团体而抬高

个人袁形成个人本位的社会曰于是他们的人生袁无论

在法制上尧礼俗上袁处处形见其自己本位主义袁一切

从权利观念出发遥 伦理关系发达的中国社会反是遥
人类在情感中皆以对方为主袁故伦理关系彼此互以

对方为重曰一个人似不为自己而存在袁乃仿佛互为

他人而存在者遥 这种社会袁可称伦理本位的社会冶[3]

渊P28冤遥与此伦理本位相辅相成的是野职业分立冶遥在
梁漱溟眼中袁西方社会是阶级对立的社会袁而中国

传统社会并非阶级社会袁而是职业分立的社会遥 这

一分析无疑存在化约的危险袁 也有主观之嫌譺訛遥 但

其好处是能简洁明了地揭示中西文化差异之大关

节遥
在中国传统社会袁伦理本位与职业分立交相为

用袁 故中国传统社会只有治乱的周期循环而无革

命遥 旧社会秩序赖以维持的因素主要有三院 即教

化尧礼俗与自力遥野所谓自力袁即理性之力遥礼必本乎

人情曰人情即是理性遥噎噎至于教化袁则所以启发人

的理性院是三者总不外理性一物贯乎其中冶[3]渊P42冤遥
在此袁被称为野梁漱溟哲学的最核心的观念冶的野理
性冶概念正式提出来 [6]袁但其涵义并非通常所谓理

性袁而指野吾人所有平静通达的心理冶[3]渊P42冤遥 他将

西方那种偏向自然事物袁详于物理尧科学的思维特

点称之为野理智冶袁将中国偏重于社会人事尧注重情

窑16窑 深圳大学学报渊人文社会科学版冤 圆020 年 第 37 卷



理的思维方式称为野理性冶[7]渊P249冤遥 在梁漱溟心目

中袁理性具两个特点院野一为向上之心强袁一为相与

之情厚遥 冶[8]渊P133冤这其实正是中华民族精神所在遥
在梁漱溟看来袁这种野理性冶文化本有很多优势袁然
野短处往往从长处来冶遥 当与西方文化相接触后袁便
出现极为严重的文化失调譻訛遥 显然袁梁漱溟对中国

文化并非野盲目乐观冶袁而是充满反思的遥
近代以来袁一方面是西方对中国社会与文化产

生巨大压力与破坏袁一方面在此刺激下国人自觉破

坏固有文化和社会结构而走模仿西方之路袁故文化

出现巨大失调遥当然袁出路不在闭关锁国袁而在向西

方学习遥 那么袁是否可以把西方的文化模式全盘移

植到中国来钥 把中国变成一个纯西式的近代中国钥
这是中国人在面临古今中西之变的大问题上的终

极思考遥在梁漱溟看来袁欲解决文化失调袁自要向西

方学习袁却不能照搬遥 他说袁野从前我主张改变了自

己去学新制度袁以后才自知错误冶[3]渊P115冤遥 何以不

行钥因为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是根植于自身文化传

统之中的遥野中国自有他相演数千年的历史背影袁想
让他完全学西洋变成一个纯西洋式的近代国家也

是不可能的冶[9]渊P611-612冤遥极端而言袁果如全盘西化

论者所希望的那样袁野西洋人的那一点能替代了中

国人那一点袁也无问题冶遥然问题恰恰在于又无法做

到袁因此真正出路在于院野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而吸

收西洋人的长处冶的野中西具体事实的融合冶的路[3]

渊P182冤遥 如论者所谓这表明野梁漱溟有一种自觉的

文化多元性和现代性批判的立场冶[7]渊P93冤遥 其实袁后
来的中国的现代化之路袁成功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

特色的道路袁尽管具体而言并不与梁漱溟的设想相

同袁但是大思路上有吻合之处遥

三尧梁漱溟乡建理论的关键院
新乡约与新礼俗

接下来的问题是院这野中西具体事实的融合冶之
路到底该如何走钥梁漱溟给出的答案是进行乡村建

设遥 乡建的意义表面是救济乡村袁真意义所在乃是

野创造新文化冶院野所谓乡村建设袁就是要从中国旧文

化里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遥 冶[9]渊P611冤就是野创造新

文化袁救活旧农村冶袁野开出新道路袁救活老民族冶遥同

时他强调袁要推行西洋的那一套新政制袁就必须养

成我国的新习惯袁这就需要从乡村入手[10]遥 创造新

文化也好袁养成新习惯也罢袁就要以乡村为根袁要以

中国老道理为根袁必须从中国文化根本处入手遥 梁

漱溟说袁野什么是中国文化的根呢钥 1. 就有形的来

说袁就是耶乡村爷曰噎噎2.就无形的来说袁就是耶中国

人讲的老道理爷遥 冶[9]渊P613冤何谓野老道理冶钥 梁漱溟概

括为院野一是互以对方为重的伦理情谊曰一是改过迁

善的人生向上遥 冶[9]渊P659冤尽管这根已遭动摇袁却尚

未彻底破坏袁还是站得住的遥 这对新乡村组织建设

而言具有关键作用遥
基于对中国过去社会秩序的维持多靠礼俗的

认识袁故梁漱溟明白指出院野所谓建设袁不是建设旁

的袁是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要要要即建设新的

礼俗遥 冶[3]渊P147冤这个野新礼俗的开发培养成功袁即社

会组织构造的开发培养成功遥新组织构造尧新礼俗袁
二者是一件东西冶[3]渊P148冤遥 当然此新礼俗尧新组织袁
一方面要往团体组织的路上去走袁但又必须在其中

确立中国的老道理遥梁漱溟在对比中西文化精神基

础上袁反思了近代西方文化精神的缺陷袁希望将中

国固有精神的长处与西方文化的优点予以融会贯

通袁产生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和精神遥
其一袁中国文化是伦理本位袁那么新团体组织

一方面要有团体本身优势袁同时也应将伦理本位精

神渗透其中遥 然而团体生活强调主动自动袁而传统

中国精神则尚贤尊师袁二者相冲突曰同时传统政治

乃政教合一袁与团体主义的民治精神相冲突遥 尚贤

尊师的传统中国人相信人治袁而不尚法治袁此亦为

矛盾[3]渊P154-169冤遥在现代语境中野人治冶是被妖魔化

的遥但梁漱溟明确肯定人治遥他认为人治是野不以死

板的法为最高袁而以活的高明的人为最高冶袁在尚贤

尊师的精神下袁野将是少数人领导多数人袁支配多数

人冶袁这自与法治精神不同袁但中国文化强调野人生

向上冶的老道理袁则不能走开会取多数的路子袁因此

新的团体组织是可以调和人治与法治的袁野仿佛是

在一个团体中袁少数贤智之士的领导与多数人的主

动二者可以调和袁并不冲突袁如能运用得越好的时

候袁越可以同时并有袁完全不冲突冶袁梁漱溟把这种

调和称之为野人治的多数政治冶或野多数政治的人

治冶譼訛遥 这是梁漱溟对于传统儒家野贤能政治冶的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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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袁同时亦因渗透了西方法治精神而具现代意味遥
其二袁中国文化因伦理本位而强调义务袁与现

代主张权利的精神有冲突遥野中西之所以不同袁其分

别点就是西洋人是自己本位袁以自己作中心曰中国

则恰好掉过来以对方为重袁 话都是从对方来的袁道
理是从那里讲的冶[3]渊P167冤遥 在梁漱溟看来袁过分强

调权利而忽视义务与责任是不行的袁故亦需调和遥
其三袁团体主义主张成员一律平等袁但中国礼

文化强调差等袁二者冲突遥梁漱溟认为袁平等固值得

肯定袁但差等也非全然不对遥野有两个天然不可少的

等差院一种是从看重理性尧尊尚贤智而来的等差曰一
种是从尊敬亲长而来的等差冶遥野在中国的礼中这两

种等差是很自然的尧不可磨灭的尧天然要有的袁与平

等并不冲突冶[3]渊P168-169冤袁在梁漱溟看来袁自由应是

相对而非绝对的袁即野你对袁就许你自由曰否则不能

自由冶遥
总之袁 梁漱溟认为袁野从个人出发而不顾社会袁

妨碍社会袁固然不对曰为社会而牺牲个人袁抹杀个

人袁也是不对的冶[3]渊P180-181冤遥理想的团体与个人间

应有一较合理的关系袁即院野从团体说时袁要尊重个

人曰从个人说时袁要尊重团体遥冶梁漱溟将之称为野相
对论的伦理主义冶[3]渊P180冤遥 这种团体与个人的伦理

关系袁丰富了传统五伦关系袁是野以中国固有精神为

主而吸收了西洋人的长处冶的野伦理情谊组织冶袁且
野以人生向上为前进的目标冶遥这一思路对今天社会

伦理建构依然有启发譽訛遥
在建构野新礼俗冶的具体做法上袁梁漱溟主张在

宋明儒者野乡约冶基础上加以补充改造遥梁漱溟特别

看重宋儒吕大临尧吕大端等所制定的叶吕氏乡约曳袁
而不赞成明清两代政府主导的乡约遥叶吕氏乡约曳的
四大纲领院野一尧德业相劝曰二尧过失相规曰三尧礼俗相

交曰四尧患难相恤冶遥梁漱溟认为其中充满野中国人的

精神要要要人生向上之意冶袁 仅此一点就足以使之与

所谓地方自治区别开来院野乡约是本着彼此相爱惜尧
相规劝尧相勉励的意思曰地方自治法规则是等你犯

了错即送官去办袁送官之后袁是打是罚一概不管袁对
于乡里子弟毫无爱惜之意曰这样很容易把人们爱面

子的心尧羞耻之心失掉袁以后将更为不好遥 冶[3]渊P197)
由此可见袁梁漱溟特别重视野人生向上冶这一中

国文化精神遥 之所以如此袁是因为他注意到院野走防

制牵掣的路袁越走越窄袁大家都是不好的心理袁彼此

相待不高袁心气越降越低袁弊端越来越多袁这个完全

不是救弊之道浴只有超过一步袁把路放宽了袁把气提

上来袁振起精神袁迈开大步走路袁这样才能有办法遥
所谓振起精神袁迈开大步走路袁就是说把人生向上

之意提出来遥 冶故他强调院野与其防弊袁不如提倡向

上曰要把向上的劲提起来袁则弊不妨自无遥 冶[3]渊P203-
204冤这正是孔子野道之以政袁齐之以刑袁民免而无

耻曰道之以德袁齐之以礼袁有耻且格冶渊叶论语窑为政曳冤
的野德治礼序冶思想的现代翻版遥而这恰是今天崇尚

法治的人们所极易忽略的遥
梁漱溟认为传统乡约有很大局限袁因此需要改

造遥 局限何在钥 梁漱溟指出袁野中国古人在乡约里面

仿佛是太看重个人的善尧个人品德怎能完善曰对于

善的理想仿佛稍有所限袁而不是很像院善是永远在

一种开展中冶[3]渊P207冤袁换句话说袁传统乡约的缺短

在于偏重个人袁且有所限袁没有提升到讲求社会进

步的层次遥从梁漱溟规划和实践的邹平乡村建设运

动来看袁这一新组织确乎远已超越传统乡约遥 除建

立组织之外袁还会涉及政治尧经济建设袁但从根本精

神上赓续了野人生向上冶的追求遥 邹平实验袁以乡农

学校为重点遥野所谓乡农学校这个东西袁是补充改造

后的乡约中自然要有的机关冶[3]渊P218冤遥 看上去袁乡
农学校好似乡村民众教育机关袁 但事实并不如此遥
梁漱溟认为袁野所谓民众教育徒琐琐于识字尧 于常

识尧于农业改良袁而于吾人如何处兹历史剧变的世

界无所启发指点袁则可云毫不相干冶[3]渊P242冤遥 因此袁
乡农学校不仅是学校袁更是乡村组织遥野乡农学校实

是完成中国社会改造尧完成中国新文化建设的一个

机关冶[3]渊P242冤遥 梁漱溟设计了一套比较系统的组织

架构袁而其初衷无一不是基于野伦理情谊冶尧野人生向

上冶两个老道理遥
梁漱溟认为袁乡村建设归根结底是人生问题尧

文化问题的解决遥 所以袁乡村建设必须从此入手袁
而不能简单地进行技术和经济扶持遥 经济问题靠

政府袁 而文化建设则需社会自治遥 野文化是我们的

责任袁经济是政府的责任袁二者相待相成冶[3]渊P221冤袁
野乡村组织袁就是一个种子袁政府好比风雨尧日光尧肥
料等等袁政府只能从四面去培养袁帮助乡村组织的

自然生长遥 冶[3]渊P220冤 根据历史经验教训和现实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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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袁梁漱溟强烈反对政府主导乡村建设遥但实际上袁
他却并不能摆脱政府遥正如学者所指出的袁野乡村运

动实际是教育人尧 培养人的新习惯的文化运动袁并
非实业袁也不是破坏性的革命袁它是项只能慢不能

快的工程袁必然需要稳定持久的财源作保证冶[11]遥
既然乡建归根结底是人生与文化问题袁所以梁

漱溟强调要靠两种力量袁一是乡村人的自觉袁作为

主力曰二是靠有眼光尧有知识尧有新的方法尧新的技

术的人遥通过组织形式袁加入精神感召和鼓励袁通过

立志激发志愿袁形成一种文化运动遥 因为野知识技

能是生活的工具袁是死的曰只有生命本身才是活的遥
必待活泼的生命去进求袁 而后知识技能才得有曰必
待活泼的生命去运用袁 而后其功用乃著冶[3]渊P217冤遥
野从来中国教育特别致意之点在人生行谊冶袁这是中

国传统教育的优长所在袁必须加以继承和发挥遥 而

野教育的好处袁即在能以他力引生自力冶[3]渊P274冤袁这
是乡村建设运动所着意的最关键一点遥 梁漱溟强

调袁野我们的乡村组织袁是极力以启发乡村的自力为

主冶[3]渊P280冤袁这是培养根本的路子遥 即使今天的基

层治理袁依然要抓住这一点遥
在乡村建设中袁梁漱溟格外强调野礼俗冶的重要

性遥 在团体组织中本有法和礼两种组织管理路径遥
梁漱溟窥出二者的差异院野凡一事之从违袁行之于团

体生活中袁借外面有形的尧可凭的标准以为决定袁可
行者行袁不可行者止曰取决于外面袁于事为便袁此即

谓之法冶曰野凡一事之从违袁行之于团体生活中袁人情

以为安袁此即谓之礼冶[3]渊P260-261冤遥梁漱溟所设想的

新团体组织乃是 野伦理情谊的组织冶袁野以人生向上

为目标冶袁故只能走礼的路遥而礼的特点是无议定凭

准袁无最后制裁遥这看上去是两大不足袁但梁漱溟却

坚持认为野这是一个走得通的路子冶[3]渊P262冤遥 所以袁
叶乡学村学办法曳里所规定的便非法律条文遥比如其

中的第十一条说院野村学学长为一村师长袁于村中子

弟有不肖者应加督教袁勿使陷于咎戾曰于邻里有不

睦者应加调解袁勿使成讼遥 冶这些无凭准无制裁的

条文到底有何作用钥 这是大多数人会表示质疑的遥
但梁漱溟认为袁这许多规定都野只是规定出一个方

向袁本此方向亦培养一个习惯袁将来可凭的就是凭

习惯袁我们说建设新礼俗亦即此意冶[3]渊P262冤遥 当然

这习惯的养成不能速成遥 野必须从下面做慢功夫才

有结果冶[3]渊P289冤遥所谓野下面冶即指社会而言遥 野只有

逐步地让社会自身发生作用袁 慢慢地从小范围扩

大起来袁 解决社会自身的问题袁 最没有毛病冶[3]

渊P300冤遥 显然袁这并非可以速成袁而需要长期的涵养

才能见功的遥
由此可见袁梁漱溟对现代野法治冶有所迟疑袁而

对野礼治冶充满信心遥他明确说院野中国将来的新社会

组织构造仍要靠礼俗形著而成袁完全不是靠上面颁

行法律遥 冶[3]渊P147-148冤野有法律袁亦要有礼俗才行曰即
法律之行袁亦莫不有资于习俗冶[12]遥 毋庸讳言袁其对

野法治冶的理解并不全面遥 但我们不能说他野反现代

性冶遥 众所周知袁 现代社会最主要特征是 野权利至

上冶尧野个体本位冶袁而个体权利有赖于法治保障遥 业

已进入现代的国人早已接纳了野法治冶遥是否意味着

梁漱溟这一观念就毫无价值钥 恐怕尚需辨析遥 晚年

梁漱溟虽对自己思想有过否定袁但却对野伦理本位冶
说坚持依旧袁对野礼乐冶野礼俗冶价值充满信心遥他说院
野若问将在世界最近未来所复兴的中国文化袁 具体

言之是什么钥 扼要言之袁那便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

社会迈进时袁 宗教衰微而代之以自觉自律的道德袁
国家法律消亡而代之以社会礼让习俗遥 冶[13]在叶人心

与人生曳中袁梁漱溟同样呼吁院要野大兴礼乐教化袁从
人们性情根本处入手袁陶养涵育一片天机活泼而和

乐恬谧的心理袁彼此顾恤尧融洽无间遥 冶[14]这表明梁

漱溟发现了社会可以野完成政治所无法完成的提升

灵魂的幸福的任务遥 冶[15]可以说袁梁漱溟对野法治冶的
理解有偏失袁但其野新礼俗冶不仅合乎儒家基本精

神袁也有助于建构更合理的现代社会秩序遥只可惜袁
随着日寇侵华袁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践不得不宣告

结束袁从而没有充足时间来印证其实验是否可行遥

四尧梁漱溟乡建理论的当下启示

梁漱溟的野乡村建设运动冶袁终究是失败了遥 有

人认为是日寇侵华打断了原有计划袁使得乡建被迫

中止袁倘假以时日袁未始不能竟其功遥而更多学者认

为袁梁漱溟注定不会成功袁原因不在客观条件丧失袁
根本是理论本身的问题譾訛遥 正如马勇所指出的袁梁
漱溟野以文化改造问题掩盖其他一切问题袁企图在

伦理本位的基础上袁重建中国社会新秩序袁并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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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伦理本位尧职业分途的假说袁否定中国社会阶级

冲突与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冶[16]袁 故不可能取得成

功遥 这一争论恐怕仍会继续下去遥 不过袁作为野建国

运动冶的乡建运动虽以失败告终袁仅具有思想史的

价值袁却不意味着其理论在当下没有现实意义和价

值遥我们认为袁在今天的社会条件下袁重新省思梁漱

溟的乡建理论袁反而会带来更为积极的启发和借鉴

意义遥
1949 年后袁通过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袁中国

社会性质发生了几千年来最深刻的变化遥 随着中

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入袁 城市在国家建设中的主动

性尧决定性作用日渐突出袁农村则出现众多危机袁如
大量农村人口单向外流袁经济凋敝袁农民进城袁农业

人口锐减袁伦理败坏严重袁文化空心化等遥 有鉴于

此袁党中央提出野乡村振兴战略冶遥 中共十九大报告

指出院野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袁健全自治尧法治尧德
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遥 冶2019 年 1 月 3 日中央

出台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做好野三农冶工作的若干意见曳袁其第六条提出野完善

乡村治理机制袁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冶的要求遥
在这一方面袁目前有不少地方已作出有益探索遥 如

山东野乡村儒学冶袁浙江上虞野新乡贤冶现象袁都引起

媒体和社会广泛关注遥
然而袁 不可忽视的是在目前乡村振兴工作中袁

存在不少值得警醒或反思的问题遥 如某些地方通

过行政力量强行推动移风易俗从而引发社会反弹遥
对此袁学者们已予以反思院野政府移风易俗行动的法

理性与目的性何在钥政府在移风易俗行动中如何定

位自身钥 如何从构建国家治理体系视角袁将移风易

俗行动纳入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中考

量钥如何化解地方政府移风易俗行动中的困境与难

题钥 冶[17]

如何探索更具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模式钥作为

较为系统思考乡村建设的梁漱溟袁其乡建理论和实

践对今天做好乡村振兴尤其是基层治理模式新探

索具有积极意义遥 如今妨碍梁漱溟乡村建设的各

种问题已不复存在譿訛遥 在统一的政权之下袁在安定

的秩序之中袁在实现小康之后袁加上国家层面的政

策支持袁此正所谓野富而后教冶袁梁漱溟所设想的诸

多理念具备了实施条件袁如重视文化建设袁强调礼

俗袁重视伦理情谊和人生向上的精神袁都是今天依

然要汲取和重视的遥
在当下中国袁野伦理本位冶受野个体本位冶挤压袁

野职业分立冶强势呈现曰在此基础上的野新乡约冶野新
礼俗冶也因之有了落实的可能遥 今天的中国虽然早

已算不得野伦理本位冶的社会袁但是毕竟几千年的

传统还会发挥作用遥 一方面袁在经历了百余年来多

番冲击之后袁传统儒家野伦理冶观念早已支离破碎袁
摇摇欲坠曰另一方面那些野父慈子孝袁兄友弟恭冶之
类的伦理观念毕竟在中国社会尤其是在乡村还顽

强地残存着袁 不能说没有一定的影响力遥 职是之

故袁正视传统野伦理冶的现代价值袁发挥其调节人际

关系尧凝聚社会人心的功能袁是今天做好基层治理

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遥 这就需要改变近代以来蔑

弃伦理的观念与做法袁反转过来袁经由宣传尧教化

以呵护尧调节尧强化伦理观念袁让伦理观念重新在

国人心目中落地生根遥 在野以对方为重冶的伦理关

系中培育涵养野情谊冶袁以此对冲过分突出个体本

位尧片面强调个人权利所造成的人情淡漠尧世风浇

漓袁减少因片面野争冶野利冶而导致的矛盾激化袁以更

加积极向上向善的力量塑造新型的乡村社会风

气遥 毫无疑问袁当野法治冶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关键词之后袁今天的社会治理自然要首先坚

持野法治冶袁但却不应该因之否定或排斥野礼治冶遥 因

为礼与法功能各异袁谁都不能替代谁遥 法治保障人

权袁礼治呵护人情遥 人权得不到保障固然可忧袁人
情得不到呵护亦属可悲遥 正如陈来所分析的那样院
野如果不是形式主义地要求一种价值同时满足所有

的价值袁而是持一种对立统一的理论袁则不难理解袁
现代性价值中只强调了民主尧自由尧批判尧权利袁而
忽略了教化尧规范尧义务尧社群袁这正需要以礼或礼

的类似物来加以补充遥 所以耶礼爷在 21 世纪袁噎噎
可以设想在现代文化体系中 耶一阴一阳之谓道爷的
格局中扮演一极遥噎噎使现代社会有冲突而不失和

谐袁有变化而不失秩序袁重民主而不失教化袁有批判

精神而不失传统规范袁伸张权利而不失义务袁注重

个人而不忘社群遥 甚至可以建立一种突出义务尧责
任尧社群的文化结构遥 冶[18]

确实袁法安天下袁德润人心遥梁漱溟曾肯定院野礼
俗示人以理想所尚袁人因而知所自勉袁以企及于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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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曰法律示人以事实确定那样袁国家从而督行之袁不
得有所出人遥噎噎法律不责人以道德曰以道德责人袁
乃属法律以外之事袁 然礼俗却正是期望人以道德曰
道德而通俗化袁亦即成了礼俗遥 冶[8]渊P121冤顾红亮借

用腾尼斯的野共同体冶和野社会冶概念袁指出传统社会

作为一种野共同体冶是以野礼俗冶维系的袁而现代的

野社会冶则是依赖野契约冶野法律冶维系的袁尽管从传统

社会到现代社会是野共同体冶逐渐萎缩的过程袁但是

后现代主义强调野共同体冶复兴袁乃为弥补现代野社
会冶之不足遥所以野我们更愿意把梁漱溟的做法看作

是对另一种现代性的尝试,这种现代性的特点在于

强调继续发挥儒家礼俗作用的重要性冶[19]遥 因此袁重
温梁漱溟乡建理论袁绝非野发思古之幽情冶袁而是有

的放矢遥
总之袁从文化自觉的角度出发袁挖掘传统文化

中的优秀因素袁并加以创造性转化尧创新性发展袁推
动中国的现代化更稳健尧更合理地发展袁是时代提

出来的大课题遥 从像梁漱溟这样的先贤的理论与

实践中汲取有益成分袁挖掘儒学所蕴含的基层治理

乃至社会治理智慧袁是我们不应忽视的学术工作遥

注院
譹訛 伦理本位的提法可追溯到 20世纪 20年代初遥梁漱溟在

1920 年最早在北大的讲座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曳就通过

对比中西印而有了 野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冶 的观点遥
野伦理本位袁职业分立冶的说法在叶人心与人生曳中还在坚

持袁不过袁野职业分立冶表述为野职业分途冶遥
譺訛 历史学家王家范在评论许思园渊1907-1974冤先生时曾

提出这样的看法院野先生对中国旧日社会的印象袁迹近

于已然将心中之向往化入的田园诗境袁似也掺和着一

种淡淡的尧吾辈恍若隔世的文人或绅士气息袁情乎天

真遥 正如梁漱溟力持中国社会无有阶级袁思园先生亦

然证言我战国秦汉以来几乎不再存在特权阶层袁后学

以为犹不免蹈履尽信书之误袁或执于理想而将观念世

界与生活世界的偏离袁忽略隐去遥 冶其中对梁漱溟先生

的评论袁值得我们深思遥 参见许思园院叶中西文化回眸窑
王家范跋曳袁 武汉院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袁2019 年袁第
259 页遥

譻訛 梁漱溟曾归纳中国文化早熟所产生的的五个病象袁即
幼稚袁老衰袁不落实袁消极袁模糊遥 参见张城院叶社会与国

家要要要梁漱溟的政治哲学曳袁北京院人民出版社袁2017 年袁
第 59-61页遥

譼訛 梁漱溟院叶乡村建设理论曳袁北京院商务印书馆袁2018 年袁
第 165 页遥 张汝伦对此有严厉批评院野梁漱溟显然对现

代民主政治理解过于简单了遥 噎噎但梁漱溟却只是要

多数人参加袁却不要多数人表决遥 可是袁没有决定权的

参与根本不是参与袁而是盲从遥 冶详见其叶现代中国思

想研究曳袁上海院上海人民出版社袁2001 年袁第 441 页遥
譽訛 郭齐勇先生就曾提出野六伦冶的构建的命题袁即在原有

五伦的基础上增加野群己冶一伦袁可能即受到梁漱溟先

生的影响遥 参见郭齐勇院叶新时代 野六伦冶 的新建构曳袁
叶孔学堂曳2014 年第 1 期遥

譾訛 参见千家驹尧李紫翔编著院叶中国乡村建设批判曳袁生活窑
读书窑新知三联书店袁2012 年遥 陈序经院叶乡村建设运

动曳袁大东书局袁1946 年遥
譿訛 有学者曾批评说院野单看梁漱溟以培养健全的人格袁具

有理性精神的人格这一点袁就可以看出其远远超离于

农村社会的现实实际袁对人的认识还是片面的袁至少

轻忽了身这一重要层面遥 冶他们认为其原因野并不是梁

漱溟的那点做法不对冶袁而是处在野一个兵荒马乱尧社
会秩序混乱的历史时期冶遥 详见郭齐勇尧龚建平院叶梁漱

溟哲学思想曳袁北京院北京大学出版社袁2011 年袁第 173
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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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NG Shu-ming爷s Theory of Rural Construction
and Attempt of Governing the Grass-roots Community

with Confucianism in Modern Times

SONG Li-lin
(Center for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Education,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Shangdong袁273165)

Abstract: LIANG Shu-ming爷s theory of Rural Reconstruction Movement and practice in the 1930s was a part of
his efforts of 野building a new Chinese nation冶. Although it failed, it can provide us inspiration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 the current context. In the modern times, LIANG Shu-ming analyzed the Chinese culture
with the spirit of Confucianism. On the basis of the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he concluded
that a new type of countryside was the basis for a new Chinese nation, and attempted to apply Confucianism in modern
governance in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cornerstone of his theory is the belief that Chinese society is 野ethics-
centered and occupation-based冶, and the key is to establish 野new village covenants and new customs冶. Through sorting
out and reflecting on LIANG Shu-ming爷s theory of rural construction, we find that it contains ideas and inspirations
beneficial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grass-roots governance, which we can take as reference.

Key words: LIANG Shu-ming; rural construction; ethics-centered; new customs; grass-roots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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