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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논문】

世界哲學前沿最新走勢

－以近三屆世界哲學大會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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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十年連續三屆世界哲學大會顯示的智慧和共識集中表現為以下幾個

要點: 其一, 哲學要成為深刻思考即“審問明辨的生活之道”, 為改善人類現狀做

貢獻, 即不能囿于“專家之學”, 要回歸生活之道；其二, 哲學不僅是一個學科, 
更是“學科之母”, 它可以而且應該覆蓋和作用於任何學科；其三, 反對西方中心

主義, 代之以 “哲學起源於世界每一種文化”, “全球化就是對每一種文化的尊重”
其中最值得關注的, 是儒佛道哲學為標誌的東方哲學日益走強。本文力求立足

儒學傳統和現實需要, 揭櫫新世紀哲學前沿走勢和東方哲學走強趨勢。

引 言

國際思想界普遍認為: “五年一度的世界哲學大會是當代一切重要的哲學

流派代表人物的最有代表性的和最廣泛的聚會……在國際哲學大會上,人們

可以檢驗自己,可以衡量自己哲學的國際水準。反過來說, 誰如果願意對我

們時代的哲學思想施加影響,誰就不能繞過這種會議。”1)也就是說, 世界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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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大會是世界最重要的學術平臺, 是國家和個人打開視野, 汲取世界前沿成

果, 檢驗自我思想成果並與世界一流思想家平等對話的, 重要和必要的路徑, 
也是“與國際接軌”直接和簡捷的通道。換言之, 從世界哲學大會這樣頂級的

思想盛會捕捉新的思想資訊, 並以之與本土文化結合, 就可能找到一條比某

種“理論”、“流派”“主義”……之類更加可靠、更加符合需要的“與國際接

軌”之路。
需要指出的是, 世界哲學大會的“哲學”(philosophy)概念, 其覆蓋面遠不

止於“哲學專業”這“一個學科”；“哲學”也不是“深奧學問”的特指。下文將

說明, 當今世界哲學前沿所謂“哲學”, 雖然也含有“專業”和學科的意義, 但反

對將哲學僅僅視為“專家之學”。哲學家們主張: “哲學”更多的是揭示所有學

科共同規律的“學科之母”, 主張回到哲學的原初意義和本質: 追求智慧、深

刻思考。正是從這個意義上, 世界哲學大會不是狹義的哲學專業的學術平

臺, 而是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共同的智慧盛宴。正是從這個意義上, 世

界哲學大會被稱為“頭腦奧運會”, “人類知性的盛會”, 才能實至名歸。
介於此, 本文主要從新世紀以來連續三屆世界哲學大會主題口號和主題報

告所反映的思想趨勢, 從“縱”的方向捕捉和展現世界學術前沿理論走勢；再

以筆者熟悉的美學和中國哲學兩個方面近期最具代表性的世界級學術會議

主題和內容, 從“橫”的視角, 去印證世界哲學大會前沿走勢, 以期在描述世界

理論前沿的走向和軌跡的同時, 針對以洋為貴的文化自卑, 與生活脫節的“純

理論”遊戲, 以及對哲學望而生畏……力求揭櫫國際前沿真實風貌和“與國

際接軌”的有效路徑。

一. 21世紀前後的世界哲學大會

1. 世界哲學大會與儒教文化

“世界哲學大會”自身有一個逐漸發展的過程。1900年以來的大半個世紀

關益譯, 載≪哲學譯叢≫1984年,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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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 都只叫做“國際哲學大會”。直到1973年保加利亞瓦爾納的第15屆大會, 
才“首次獲得世界哲學大會之稱。因為出席這次大會的哲學家來自世界各個

地區”2)。隨著參會者來源和討論的學術範疇日益擴大, 世界哲學大會贏得

了“智慧奧運會”、“哲學奧運會”、“頭腦奧運會”、“世界知性的盛會”……
之類美譽。不過, 儘管100多年來“世界哲學大會”有了這麼多進步和美譽, 
但在21世紀以前, 它始終在歐美國家召開, 官方工作語言只有英、法、德三

種, 東方哲學的聲音極其微弱。就此而言, 21世紀以前的“世界哲學”大會, 
還是有濃重的“西方中心”色彩的, 其“世界性”欠缺仍然很明顯。

中國大陸學者第一次參加世界哲學大會可以追溯到1958年的第12屆。那

屆會議的參會者有馮友蘭、賀麟等四人。作為團體會員, 則是遲至1983年

的第17屆世界哲學大會, 中國社科院哲學所才首次組團參加3)。在這次大會

上, 成中英創辦的“國際中國哲學協會”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共同組

織了一個以中國哲學為專題的圓桌會。雖然在“西方中心”的大勢下, 中國

哲學的聲音顯得單薄, 但畢竟開始形成一股力量。此後, 中國參會者逐屆增

多, 中國聲音也越來越強。
1993年, 在莫斯科第19屆大會上, 美籍華裔學者王浩題為 ≪科學中和社

會中的新方向: 從傳統到創新≫的報告，對中西哲學特點進行了比較後指

出：“中國傳統哲學與文學、歷史、倫理道德聯繫緊密，關注人的生活，
富有人文主義氣質。現在，發達國家正在借鑒和研究中國傳統哲學，試圖

以此克服或緩解其社會弊病，這也有助於克服中國當今社會上的道德和文

化價值的混亂，有助於實現現代化”4)。平心而論，1993年提出這樣的見

解，是值得載入史冊的。1998年，杜維明在波士頓第20屆大會的全體會議

上，做了有史以來第一個以儒家智慧為核心內容的主題報告5)。這對儒學

2) 參閱[蘇]R.斯米爾諾夫≪哲學與文化——第17次世界哲學大會總結≫吳薇譯, 轉引自

≪國外社會科學≫1984年, 5期

3) 姚介厚≪憶述我所組團參加世界哲學大會和相關活動的一些情況≫, 原載≪哲學所志

1995‐2005≫, http://philosophy.cass.cn/Subject.aspx?n=20090706091020250187
4) 孫小禮≪莫斯科第19屆世界哲學大會≫北京大學學報，1994年，第3期，第117∼

118頁

5) 周素麗≪哲學能給中國帶來什麼——訪當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維明先生≫載≪人民論

壇≫，2013年，第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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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影響來說，無疑也是值得銘記的一筆。

進入新世紀以來，伊斯坦布爾第21屆、首爾第22屆、雅典第23屆世界哲

學大會在10年時間裏形成的思想走勢和哲學主張，都與儒學為代表的東方

哲學相關。這個世界前沿學術軌跡，大致呈現了以下幾個要點：
一是越來越注重反思和扭轉哲學迷失於“學科”而脫離指導生活的趨向，

強調哲學要作用於改善人類現狀；
二是將“哲學”的範疇，努力覆蓋到盡可能多的學術領域——而不是囿於

大學院牆的一個學科——強調和突出“哲學”與任何一門學科的聯繫，讓哲

學重新煥發“學科之母”的青春；
三是反省西方中心、反對文化霸權，強調：“哲學產生於人類每一種文

化”和“全球化就是對每一種文化的認同”。這個主張集中表現於：日益重視

以儒佛道精神為核心內容的東方智慧。
三個方面綜合起來，大致可以看出世界思想界對中國哲學特別是儒學合

法性的承認和越來越高的重視，這也是新世紀以來，世界哲學前沿的一個

大趨勢。
2013年，歐盟委員會科研理事長，雅典科技教育學院教授Basile 

Spyropoulos總結23屆世界哲學大會特色說：“這次大會最重要的是：哲學

和各個聯合起來的科學形成一種跨學科前沿，來支撐這個越來越國際化的

全球化社會，去消除這個世界的貧困差距、知識差距，避免冷漠和貪婪將

這個世界撕裂為無數的碎片”6)。這段話中所蘊含的全球平等和寬容為基調

的思想，作為對近百年哲學研究成果以及新世紀連續三屆大會的追求和共

同特色的概括，都是有哲學意義的。

2. 重視東方——第21屆大會肇端的新世紀傾向

新世紀第一屆——即第21屆世界哲學大會於2003年8月在土耳其的伊斯

6) Basile Spyropoulos, “A Short Report about the XXIII World Congress of 
Philosophy Athens, 4‐10 August 2013” e‐Journal of Science & Technology (e‐
JST).http://e‐jst.teiath.gr/Spyropoulos_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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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布爾舉行。據說會議安排在伊斯坦布爾舉行的最重要理由就是，這是世

界上唯一橫跨歐亞大陸的城市和東西方多元文化的彙集地。7)從這一屆大會

開始，官方語言中增設了西班牙語和俄語，還設立了“日本哲學”、“印度哲

學”和“東方哲學”專題分會場。這是新世紀以來的世界哲學大會更加名副其

實的舉措：它使得本屆大會既將一隻腳踏進了亞洲，又將其視界擴大到拉

丁美洲和非洲8)。
本屆大會的主題是“面對世界問題的哲學”(Philosophy Facing World 

Problems)。組委會主席，土耳其哲學會長庫茨拉底(Ioanna Kuçuradi)的
≪歡迎辭≫稱：本次大會是21世紀的第一次哲學大會，我們希望它“能夠
傳達關於哲學使命的資訊”，“為人們討論那些關係到我們時代和未來世代

發展的人類生存問題提供一次特別的機會,以突顯那些在討論中通常被忽視

了的問題”，為建立“一個擺脫了恐懼與貧困的世界”做出貢獻，以貼近“平

民百姓的最高願望”。大會相信：這次會議能展示21世紀初的哲學人文學

科的狀況，使人們能夠從中看到哲學和人文科學的新走向……9)顯然，這

段話對哲學“應該覆蓋”人文社會科學的所有領域的價值，給予了強調。或

者說這個≪歡迎辭≫不僅透出要讓哲學為人類擺脫苦難做貢獻的自覺，還顯

示了哲學從哲學家的殿堂，走向更加開闊的公共生活領域的訴求……不誇張

地說，以上具有新世紀亮色的種種元素，為22屆世界哲學大會上“東方哲學

正式進入哲學之門”，積累了經驗和思想資源，做好了進一步發展全球化的

鋪墊。本屆大會體現的新世紀思想界走勢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幾方面：
第一，應用哲學空前繁榮，純哲學話題則相對萎縮。如政治哲學、倫理

學、宗教哲學、文化哲學、科學哲學……的發展勢頭，壓倒了形而上

學、邏輯學、知識論等純哲學，並有進一步繁榮的趨勢。這屆世界哲學大

會作為新世紀的第一次，顯現了一種哲學回到求智慧，求改善人類生活現

7) 參閱歐陽康≪當代世界哲學的問題域與多元化發展態勢——第21屆世界哲學大會等概
覽≫載≪淮海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1期，第1‐4頁。

8) 拉丁美洲和非洲，有不少國家原為西班牙殖民地，西班牙語比較流行，所以設西班牙

語為官方工作語言，不僅是針對西班牙，更多地是意味著世界哲學大會關注原西班牙

殖民地的那些國家民族的智慧。
9) 參閱傅有德≪第21屆世界哲學大會及其動向≫載≪世界哲學≫2004年第1期，112∼

1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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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的訴求10)。

第二，全體會議的報告中，彼得⋅辛格(Peter Singer)“激烈地批評了美

國武力推行其自由、民主和人權的政治主張以及試圖越過或取代聯合國作

用的做法。對此，與會各國哲學家熱烈歡迎，反映強烈”11)。以之為代

表，本屆大會“以面向世界問題的哲學思考向西方哲學話語霸權”12)提出了

挑戰……這一挑戰，好比5年後的第22屆大會鄭和烈等學者清算黑格爾所

代表的西方中心主義，強調“全球化就是對於每一種文化的尊重”的前

奏13)。
第三，本屆大會不僅出現了由中國和歐美哲學家共同舉辦的題為“中國

哲學的復興”研討會；除華人學者外，美國、印度、法國、韓國、日

本……都有學者談及中國哲學及其在21世紀的作用……
將21屆大會的三個特點和上一段歸納的新世紀哲學亮色做一比較，或可

看出本屆大會對於新世紀哲學走向的奠基意義。值得一提的是，杜維明在

本屆世界哲學團體聯合會的執委會上，正式提議把漢語作為官方語言。雖

然當場受到日本執委的反對14)，但首爾第22屆大會組委會仍然排除干擾，
將漢語正式加入了官方語言之列。從此，儒家智慧合法合理地融入世界哲

學之門，與西方哲學平等對話，有了必要和便捷的管道。
所以，21屆世界哲學大會已經初步彰顯了新世紀哲學大會基本走向，也

為東方哲學走向世界哲學舞臺中央做了重要的鋪墊。沒有這個鋪墊，22屆

世界哲學大會上，以儒佛道哲學為重要內容的東方哲學在世界哲學殿堂全

面展示是很難想像的。

10) 傅有德≪第21屆世界哲學大會及其動向≫。
11) 傅有德≪第21屆世界哲學大會及其動向≫。
12) 何萍≪全球化與西方哲學話語霸權的消解——第21 屆世界哲學大會紀實≫載≪國外

社會科學≫2004年3期 67‐71頁。
13) 王毅根據鄭和烈在題為：“大道多門”的全體會議的報告現場筆記和錄音整理，未經本

人審閱。
14) 周素麗《哲學能給中國帶來什麼——訪當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維明先生》載《人民論

壇》，2013年，第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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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東方哲學正式進入哲學之門

—第22屆世界哲學大會理論走向

1. 大會概況與理論進展

新世紀第二屆即第22屆世界哲學大會於2008年8月上旬在韓國首爾大學

召開。這個事件本身就意味著對“全球化就是以西方為中心的全球文化一體

化”觀念的矯正。一如該屆國際哲學團體聯合會主席，丹麥的彼得⋅坎普

(Peter Kemp)在開幕式致辭中所指出：“世界哲學大會首次在亞洲舉行，
是全球化的一個後果”。

本屆大會的主題是：“反思當今的哲學”(Rethinking Philosophy Today)。
所謂“反思”，大致包括三個維度：從“縱”的方向，反思古、今、未來的哲

學及其關係；從“橫”的方向，反思東、西方哲學及其關係；從道、器結合

的角度，反思形而上的理論與形而下的生活——改善人類現狀——的關

係。作為從以上三個維度“反思”的具體內容，大會展示和突出了東方哲學

的“寬容”、“和解”精神；強調“哲學思考先於哲學學科”的價值，重申並強
調了“哲學能力要對改善人類現狀負責”的人文精神。

彼得⋅坎普的≪歡迎辭≫詮釋“反思”的內涵說：“哲學始于各種文化中

的偉大思想家……真正的哲學是世界性的……在全球文化背景下，將使我

們重新思考哲學”——15)這裏的“各種文化”和“世界性”兩個概念不僅包含

了東方智慧和西方智慧同等重要的意旨，還包含了“重新思考”西方中心主

義痼疾的深意。
坎普在開幕式會長發言中，告訴了人們一個2005年發生在丹麥的悲劇：

由於某個媒體和漫畫家對伊斯蘭教的攻擊沒有得到官方的制止，反而在

“言論自由”的名義下受到保護即客觀上的縱容，引起了伊斯蘭教徒的不

滿，最終導致了丹麥駐巴基斯坦大使館遭到自殺性炸彈攻擊的血腥事

件……坎普就這個悲劇指出：“我要問，這種不幸的故事難道不是壞的哲

15) 彼得⋅坎普≪致第22屆世界哲學大會全體與會者≫見第22屆世界哲學大會秩序冊第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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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造成的後果嗎?”16) 他用這個故事揭示了一個真理：“作為理性守護者的

哲學，只有在我們時代人類的焦點能夠被準確把握並重建理性對話時才能

夠存在。因此，反思當今的哲學就是將我們的哲學能力應用到當今的人類

現狀。”17)這話似乎蘊涵了這樣的弦外之音：哲學的價值首先是作為人類

智慧結晶對於改善人類現狀的意義——而不是課堂裏的研究術語和哲學史

的記錄！從而秉承上屆大會“面對世界問題的哲學”宗旨，進一步落實了哲

學思考“面對世界問題”的新世紀精神。
22屆大會學科議題(或曰分會場)空前地增長到了54個。這個數字意味

著：哲學大會的研究時空大大延展，不僅覆蓋了全球古、今、東、西的哲

學智慧，就學術的範疇而言，覆蓋了自然科學基本盤面的數、理、化、
生……和人文學科和藝術、體育、經濟，還有如：行動、時間、兒童、
婦女、生態……等廣大學科範疇。54個議題的豐富內容讓人感到：每一種

文化都有盡情展現其智慧的舞臺，每一個學科的佼佼者都能找到自我發揮

的位置；每一種或許還稚嫩的新思想和新成果，都能找到研討、論辯和交

流的平臺和對象……這些變化，使得本屆大會在“全球智慧的盛宴”和人類

智慧奧運會——而不僅僅是某個學科，一個專業那一部分學者的舞臺——
等方面都昇華到一個新的境界。不僅如此，本屆大會參會者的成分也在悄
然改變：不再以歐美哲學專業學者為主，而是來自五大洲的各個國家、民

族和各個學科……這些改變，顯示了參會代表的“全球化”意識和世界哲學

前沿的主導者們想方設法讓哲學回歸學科之母軌道的良苦用心18)。
世界哲學大會作為世界最高、最全思想舞臺的實至名歸，或許還蘊藏著

一層更深的涵義：當哲學由自在的智慧成為一種學術，一種學科的時候，
它本身意味著一種偉大的進步；但它再往前一步，囿於學科和“學術”而孤

芳自賞的時候，又悖逆了哲學“求智慧”的本質，而走進了死胡同。所以，

16) 彼得⋅坎普≪反思作為言語力量的哲學≫第22屆世界哲學大會開幕式主旨演講，吳曉

江譯，載≪世界哲學≫2008年第6期110‐113頁。
17) 彼得⋅坎普≪致第22屆世界哲學大會全體與會者≫。
18) 關於哲學作為學科之母何時出現了錯位，以及當前的糾偏或者說回歸之必然性和價值

所在，波士頓大學南樂山和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分校余紀元在第18屆國際中國哲學大

會上做了深入的闡發。參閱本文四.1南樂山、余紀元的發言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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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種學科研究的觸鬚達到形而上、形而下緊密結合的程度，這種學科

的研究才達到了深入、成熟的哲學層面；反過來說，哲學只有落實到對各

種學科的發展的指導意義，才能體現“求智慧”的形上價值，也才配稱為
“科學的科學”。反之，哲學如果始終懸浮在“學問”的半空而脫離“生活之

道”，或囿於學科自戀而畫地為牢，難免走向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虛

無，難免日益脫離“求智慧”的根本訴求而被現實本身所拋棄。就這個意義

而言，韓國科學院院長金泰吉(Tae Kil Kim)在開幕式致辭中對哲學本質的

闡釋尤為發人深省：“哲學活動意味著深刻地思考”“先有哲學思考，而後有

哲學——哲學思考既是世界各種文化都存在的智慧形式，又是比哲學作為
學科更反映智慧的人類遺產……”19)話裏話外，洋溢著期盼哲學回歸本源

的強烈訴求。而這種訴求，正是世界前沿哲學思考的趨勢之一。

2. 本屆大會東方色彩與儒學精神

第22屆大會組委會主席李明賢(Myung‐ Hyun Lee)的≪歡迎辭≫在概括

本次大會特色的話語中指出：“只有為東方智慧和西方智慧一起進入討論主

題提供一個共同的平臺，才能使世界哲學大會更加名副其實”。他接著指

出，本屆大會：“更受矚目的是，一向被排除在世界哲學之外的東方哲學

思維，這次也正式進入哲學之門”20)。從主會場動態看，所謂“東方哲

學”，一方面包括“東方各國”的智慧；另一方面，作為公開宣稱“以儒教為
國家統治哲學”21)和深具漢字文化傳統的韓國人所謂“東方哲學”，更多的指

以老、孔為代表的“儒道哲學”。本屆大會的許多世界著名學者在全體會議

和主會場大型專題報告中張揚的東方智慧及其源泉，也往往來自老莊孔孟

以至於朱熹、陽明……據筆者在本屆大會主會場參加多次全體會議和大型

專題會議的相關主題報告中的感受：老子、孔子等名字的出現頻率，遠遠

19) 金泰吉和其他大會發言者的言論，如未注明出處，一律是筆者根據大會同聲傳譯所做

的現場筆記整理，未經本人審閱，下同。
20) 李明賢≪22屆世界哲學大會韓國組委會致辭≫，本屆大會秩序冊，第16頁。
21) 韓國國家古宮博物院對韓國禮教的≪解說詞≫：“朝鮮是一個以儒教為國家統治哲學

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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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西方哲聖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斯多德……

本屆大會體現東方哲學“正式進入世界哲學之門”的最鮮明的標識有兩

個：第一，漢語被正式設為世界哲學大會官方工作語言——這一舉措不僅

為中國智慧融入“改善人類現狀”的洪流提供了重要和必要的條件，也孕生

了本屆大會幾個以漢語為工作語言討論東方哲學和智慧的專題會議，其中

蘊含了多種“第一次”；第二，大會增設了儒家哲學、道家哲學、佛教哲學

三個專題分會場，而上屆大會的“印度哲學、日本哲學、東方哲學”22)三個

專題分會場相應消失。這個關於東方哲學議題的調整和漢語成為官方工作

語言兩大事件，具有使“東方哲學正式進入哲學之門”的劃時代意義。從

此，中國和漢字文化圈學者不僅可以理直氣壯地在世界最高哲學舞臺以漢

語和世界各地學者進行交流，而且還有了專門的，與世界各地學者平等探

討東方智慧的理論舞臺。
下面一個例子，可以作為漢語進入世界大家庭的註腳。在本屆大會主會

場，杜維明做了一個關於儒家哲學的專場報告。他開篇花了大約五分鐘的

時間，用漢語普通話概括介紹了報告要點——姑不論報告的內容，這五分

鐘，成為有史以來，世界哲學大會主會場第一次用中國話發出的中國哲學

聲音，它終結了世界大型哲學會議主會場從無漢語聲音的歷史。不少見證

了這場報告的漢語文化圈學者，當場感動得淚流滿面……
在題為“反思哲學史和比較哲學⋅傳統⋅批評⋅對話”的全體會議中，美

籍韓裔學者鄭和烈(Hwa Yol Jung)以≪大道多門、哲學多門≫為題，抨
擊了黑格爾認為“東方哲學就像嬰兒，永遠不會長大”的偏見。針對西方中

心主義“總是要從西方哲學去尋找思想資源”的偏見，鄭和烈指出：“其實就

解決問題而言，東方的智慧往往更加有效，中國和印度的哲學往往更加全

面……”阿根廷裔墨西哥學者恩裏克⋅杜色爾(Enrique Dussel)對中國哲學

更為推崇。他說“老子在過函谷關的時候，寫下了五千字的≪老子≫，說

了諸如水滴石穿等很多有哲理的思想”。他坦言自己的發言和思想成就便是

受到老子啟示的結果。他指出：道家的“道”，就是對本體的追究；孔、

22) 欣翰≪用智慧之光照亮新千年——第21屆世界哲學大會綜述≫，載≪學術月刊≫
2003年，11月，96∼9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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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荀、朱熹、王陽明的“有無”說，也是對本體的追究。如果說希臘哲學

才是哲學，就會以偏概全，世界文化之間就不能對話，東西方文化不能對

話，就不能發展……
在筆者參與的其他有關中國和東西方比較哲學專題圓桌會上，斯洛文尼

亞盧布爾雅那大學亞非系主任羅亞娜(Jana S.Rosker)、波蘭裔輔仁大學聶
達安(Leszek Niewdana)、香港浸會大學費樂仁(Lauren F. Pfister)……等

歐美裔學者都能用流利的普通話，發表他們各自研究中國哲學的思想成果

——這些歐美學者用中國話表述其哲學思想，為漢語和中國哲學在世界文

化大家庭中的重要性，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在題為≪寬容與衝突≫的主會場專題報告會上，中國四川外語學院的教

授王毅面對加拿大J⋅格朗丁教授(Jean Grondin)關於：“寬容是有限度的，
一些文化無法寬容”主題報告的弦外之音——東西方文化無法平等交流—
—的觀點，針鋒相對地通過希臘烏拉諾斯、克羅諾斯、宙斯三代神王交替

的血腥殘忍和中國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神王交替的寬容基調的

比較，從證明東西方文化在原始時代業已存在關於“寬容”的根本差異出

發，還擊了格朗丁堅持“西方中心”，貶損東方文化的立場。格郎丁最終用

了10多分鐘的時間，平等地回應了王毅的點評性提問。王毅面對西方學術

大家的不卑不亢，在一定程度表現了東方學者的文化自尊和平等性覺醒，
並以3分鐘漢語，呼應了杜維明在主會場的5分鐘漢語報告……因為這個發

言，他在會後得到了主持會議的哲學界耆宿今道友信(Imamichi Tomonobu)
和歐美高校教授的熱情贊許……23)

中國哲學在本屆大會的空前繁榮表現在許多方面：上海社科院童世駿在

全體會議，中國社科院王延光在大型專題會議分別作了代表中國哲學團體

的主題發言；中國社科院哲學所郭沂(現為韓國首爾大學終身教授)和臺灣

輔仁大學的陳福濱分別牽頭組織了題為“儒家的創造性發展與21世紀的世界

哲學”和“全球化環境下的亞洲價值與信仰”兩個以漢語為工作語言的中型專

題會議……來自歐美的中國哲學家積極回應和參與，用漢語同來自美國和

23) 參閱四川外語學院資訊中心≪王毅教授在第22屆世界哲學大會上的活動紀實

http://www.cq.xinhuanet.com/edu/2008‐09/24/content_144825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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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的華裔學者進行了既有東西方各自文化特色，又極具現實意義的

思想碰撞……此外，國際中國哲學協會組織了道家哲學專題會議，創會會

長成中英作為唯一亞裔學者，接受了大會組委會的多媒體採訪；並先後在五

個專題會議和圓桌會議發表了多領域，多側面的中國哲學問題的獨特見解。

三. 延續前兩屆大會走勢：第23屆世界哲學大會旨趣

1. 希臘“生活之道”的開/閉幕式

第23屆世界哲學大會於2013年8月上旬在希臘的雅典大學舉行。
世界哲學大會從連續兩次大跨度的東移之後，又“西移”，回到歐洲哲學

的故鄉本身就非常有趣。雖然由於經濟困窘的緣故，這屆大會在組織上有

些不盡人意，特別是與首爾22屆大會相去甚遠。不過，雅典主辦方也辦出

了希臘地方特色。首先，雅典大學師生參會十分踴躍，主會場的會議，幾

乎每天都是座無虛席，在筆者所參與的分會場，幾乎都是以希臘學者的比

例最大——讓人不能不敬佩歐洲哲學的故鄉愛智慧，勤思考的哲學精神。
歡迎晚會很別致。在緊張的第一天會議之後，開幕式安排在距雅典大學

約15分鐘車程的雅典衛城阿迪庫斯露天古劇場。在這個歷史積澱深厚的古

劇場欣賞富有希臘民族特色的交響樂、合唱和民族舞蹈，讓人對希臘這片

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及其文化韻味有了直觀感受。此外，在7天的會期裏，
組委會在主會場先後推出用純正的希臘語，按照“三一律”演繹哲學家叔本

華思辨軌跡的話劇和來自希臘各島嶼的民族風情歌舞表演；主辦方還利用

主會場大螢幕反復播送希臘國家博物館廣告，大力鼓動來自世界各地的哲

學家去感受厚重的古希臘文化氣息。
題為≪古希臘哲學與當今的關係≫特別研討會安排在雅典郊區有兩千多

年歷史的柏拉圖學院舊址舉行；又將題為“哲學作為實踐智慧”的全體會

議，設在雅典衛城腳下的普尼克斯山上舉行。雅典人似乎不斷以“民族的”
去詮釋“世界的”……美中不足的是，會議地點的資訊傳遞管道不是很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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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而且類似上述有特色的會議往往有人數限制，如果不能搶在額滿前報

名，就只好和那個會場失之交臂。
開幕式還出現了演繹希臘式民主的插曲。原定由希臘總理薩馬拉斯

(Antonis Samaras)致歡迎辭。也許是預見到可能遭致的麻煩，他派文化部

長代替他到現場。當文化部長表示政府對走出經濟困境有信心的時候，特

別是當他提到“希臘人民可以節儉度日時”，在場的希臘參會者報以一陣又

一陣的噓聲和嘲諷24)。這種在世界性公開場合，將國內矛盾公諸於世的現

象，似乎為希臘式民主提供了注腳，也給來自世界各地的參會者——尤其

是來自東方的參會者——平添了不少的樂趣。不過客觀地說，希臘的經濟

困窘的確使得本屆大會在硬件設施和软件方面的確不能和前兩屆大會 相

比，尤其和首爾22屆大會待客之道相比，東西方文化差異顯而易見25)。
閉幕式在雅典大學窄小的階梯會場舉行，由雅典大學師生員工表演了長

達兩、三小時的希臘各島嶼民族舞蹈和希臘古典歌曲。演員們賣力的表演

讓來自世界各地的哲學家，在離別的時刻再次感受了原汁原味的希臘生活

風貌。

2. 大會主題與前沿理論走勢

這次大會的主題是“哲學：審問明辨與生活之道”(Philosophy as Inquiry 
Way of Life)，在這個主題下，有75個分支專題或曰分會場——在上屆基

礎上又增加了21個——進一步擴大、調整或細分了學科覆蓋面。大會主題

的內涵一方面秉承前兩屆大會“面對世界問題”反思“改善人類現狀”的理論

主張，將“問題”和“反思”進一步落實到“生活之道”；另一方面，提醒了必

須要審問、明辨的生活，也就是富於哲理的生活才是值得過的生活——而

不是受強權所脅迫，或者受幻象所迷惑的膚淺、平庸的生活。不難看出：

24) 這個趣事，雅典學者如Rick Lewis 和 Anja Steinbauer等人也進行了報導。
http://philosophynow.org/issues/98/World_Congress_of_Philosophy   

25) 在首爾會議上，韓國有不少高校無償為參會者提供住宿條件，生活安排非常周到、熱

情，首爾市長和首爾大學校長等多次宴請參會學者……相比之下，希臘會議則處處顯

示了經濟上的拮据和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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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紀以來世界理論前沿“回歸生活”的理論走勢更加具體和深入。

希臘組委會主席康斯坦丁⋅佛督理思(Konstantinos Boudouris)在開幕式

致辭中表示：他相信來自世界各地的的哲學家能和諧謙卑地共處，在相互

理解中探索真理，並且認為，參會者應該作為理性的存在物，積極地構建

具有人類普遍文明意義的思想，重溫蘇格拉底“人應該怎樣生活”的反思，
以堅定和負責任的立場，在彼此分離的哲學探索和直面共同問題的哲學活

動中尋求平衡點，努力實現信仰、理論、觀念和生活方式的平衡。提升我

們對於人類同胞和自然界其他物種的道德責任感”。
在短短的≪歡迎辭≫中，既洋溢著22屆大會努力提倡的，將哲學能力用

於改善人類現狀的理念，又傾注了將哲學作為生活指南的訴求和對“彼此分

離的哲學探索”，對“不同信仰、理論、觀念和生活方式”之間尋求平衡的期

盼。佛督理思關於提升“對自然界其他物種的道德責任感”26)這一點，站在

生態文明的立場和高度，去面對、反思和審問了當今的世界問題和人類現

狀，顯示了一種過去並不常見的人類責任和生態關懷。
世界哲學團體聯合會暨本屆大會主席威廉⋅麥克布萊德 (Will iam 

McBride)在開幕式中指出：“世界哲學大會最大的意義在於：它為整個思

想界打開了一扇窗戶，提供了通向思想世界的多元文化路徑。這一思想世

界，當其具體體現在來自世界各地的哲學家身上時，便表現為一種全新的

現實，一種充盈的生活。”麥克布萊德在其他哲學論著通常使用“哲

學”(philosophy)概念的位置，使用了“思想”(thought)這一概念，並且認

為：思想世界在哲學家身上體現為全新的現實和充盈的生活。這話不僅延

續和發展了將哲學能力應用到人類現狀——即生活之道的哲學主張，而且

從深度和廣度兩方面開掘了“世界哲學大會”的深遠意義。麥克布萊德呼

籲：來自世界各地的哲學家們不僅從思想的潤澤中獲得自我的慰藉，還要

將思想的光輝“惠及我們的人類同胞”，這就從“生活之道”的高度，繼承和

發揚、反思了當今的哲學，並顯示了將哲學應用為改善人類現狀的工具的

訴求……

26) 康斯坦丁⋅佛督理思，在23屆世界哲學大會開幕式的≪歡迎辭≫(漢語版)，23屆世界

哲學大會秩序冊，第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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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主題發言中，“審問明辨與生活之道”的主題也十分突出。8月5日下

午≪文化與藝術≫專題大會上，象牙海岸的Yacouba Konate發表的≪非

洲藝術欣賞≫的主題報告，便圍繞非洲藝術品，闡述了欣賞非洲藝術審美

價值的要點和情趣。

3. 東方哲學繼續走強
不少人在23屆大會開幕前似乎都在觀望：新世紀以來伴隨主會場逐漸東

移的，中國智慧日益走向世界舞臺中央的走勢，會不會由於主會場回到歐

洲哲學的發源地而停滯或轉向？客觀地說，東西方文化關係的起伏規律，
本身就證明這種擔心並非沒有可能。不過，隨著大會的進程我們看到，這

樣的擔心是多餘的——如果說22屆世界哲學大會上東西方平等對話和交流

讓人眼前一亮和耳目一新，那麼在23屆大會上，東西方平等交流和重視中

國智慧已經成為世界哲學前沿的共識和常態，中國哲學的活力也在進一步

走強。
在雅典大會上，最受矚目的中國哲學亮點有：清華大學教授陳來在全體

會議上題為≪論儒家的實踐智慧≫的主題報告。這是繼杜維明之後，世界

哲學大會上，第二個用漢語發言的主題報告。這個報告完全——而不是部

分——用漢語表達。陳來在報告中，以亞裏斯多德實踐智慧為參照，呈現

中國儒家的實踐智慧。而純粹的中文演說，尤其體現了漢語作為官方語言

的價值和必要，也鞏固了漢語作為官方語言的地位27)。
本屆大會關於東方哲學受到世界高度重視的突出事件還有：一是國際美

學協會主席柯提斯⋅卡特(Curtis L. Carter)牽頭組織了題為“當代中國美學

與藝術”的特邀論壇……這是有史以來由國際美學協會在世界哲學大會上組

27) 杜維明在接受≪人民論壇≫和≪亞洲週刊≫記者採訪時，稱清華大學的陳來在23屆

世界哲學大會上的中文發言是1900年以來，首次在主題發言中使用中文的學者，這其

中可能有謙虛和拔擢大陸學者的成分。筆者親自參加了22、23屆大會，知道第一次在

主會場用中文發言的事實上是在22屆大會中的杜維明自己。他在世界哲學大會主會場

第一次用漢語講儒家的聲音，引得在場的許多中國參會者激動不已，一位在場的山東

學者稱自己瞬間淚流滿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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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的第一個關於中國美學的專題會議。更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是：以杜

維明為首的中國北京大學代表團擊敗巴西申辦團隊，贏得了第24屆世界哲

學大會的主辦權——世界知性的盛會在中國舉辦，本身就意味著中國哲學

從不被西方哲學所瞭解，到成為世界哲學大家庭重要成員的進程又將進入

一個新紀元。
在本屆大會上，中國哲學領軍人物杜維明、成中英分別組織或主持了多

場關於中國文化的報告。他們對有價值的報告所做的高屋建瓴的點評，往

往為報告本身進一步開掘了深度，使來自世界各地的哲學家對中國智慧有

了具體和深刻的印象。舉例說，杜維明在主持儒家哲學分會場的時候，將

王毅、傅曉微所做的題為≪禮樂分立 樂重於禮——孔子禮樂精神考論≫
的報告進行了逐段翻譯和點評。在對本論題大加讚賞的同時，嚴肅地闡釋

了“樂”對於認識儒家精神的重大意義，從而使滿座的中外學者對儒家哲學

有了更深的理解。而“報告”本身的價值也由於杜維明的開掘而得以昇華。
此外，海峽兩岸哲學界代表，臺灣政治大學的汪文聖和中國社科院哲學所

謝地坤分別牽頭組織了關於中國哲學的專題會議……312名中國參會者和

主持人在不同學科領域的分會場發出了前所未有的中國聲音28)……

四. 區域性、專業性哲學盛會印證 “三大走勢”

毋庸諱言，哲學走出象牙塔，回歸智慧本身並指導生活，回歸“學科之

母”的位置；重視世界每一種文化——特別是以儒家智慧為內容的東方文

化——既然是世界性趨勢，那就應該而且必須在各種世界頂級的專業哲學

會議反映出來。譬如在雅典大會期間獲得丹麥“全球對話獎”的美國價值與

哲學研究會(RVP)在本年度召開的會議，主題就是：“在全球變化的背景下

將文化與哲學作為生活方式”，這顯然與“哲學：審問明辨與生活方式”的

28) 在一些中文報導中，稱中國參會人數為350人以上，比較含糊。這裏提供一組希臘對

參會人數最多的幾個國家的統計數字：“希臘665人、俄羅斯465人、美國364人、中

國312人……”材料來源：http://www.euronews.com/2013/08/05/world‐congress‐of‐
philosophy‐opens‐in‐gre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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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屆哲學大會主題高度一致。

本文作者恰好分別參加了2013年7月21日同一天開幕的：美國布法羅第

18屆國際中國哲學大會(以下簡稱布法羅大會)和波蘭克拉科夫第19屆國際

美學大會(以下簡稱波蘭大會)。下面以兩個世界頂級的區域性和專業性會

議第一手資料為例，從“橫”的方向，印證世界思想前沿的最新理念和思想

走勢。

1. 布法羅會議與“哲學：審問明辨與生活之道”的呼應、互補

布法羅會議主題是“中國哲學與生活方式”(Chinese Philosophy and the 
Way of Living)。僅從字面上看，國際中國哲學大會這個主題和“哲學：審

問明辨與生活之道”如出一轍。一批在世界漢學、倫理學、比較哲學和中

國美學/美育界享有盛譽的歐美思想家、哲學家未必都出席了雅典的世界哲

學大會，但他們在布法羅會議上發表的觀點，為中國哲學走出象牙塔，回

歸生活，干預生活和改善人類現狀做貢獻的目標，並圍繞“中國哲學作為
生命學問”的主題，貢獻了不少切中時弊的哲學思想，呼應和補充了雅典大

會的思想成果。或許是看到這一點≪中國社會科學報≫和美國≪高等教育

紀事≫(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都在顯著位置對大會做了重

點報導29)。
華裔美國哲學家余紀元作為大會主席，在≪歡迎辭≫中闡釋大會精神

說：“我們常說，中國哲學是生命的學問，就是說中國哲學傳統不僅僅是

一種理論，更是踐履的事業。‘做哲學’，就是要踐行一個人所選擇的的生

活方式，陶冶並昇華人格”。中國哲學的中心問題是：“什麼是道”。“
道”，首先是人類正確生活之道。這個概念與當下盛行于現代大學的“哲學”
概念是不同的。根據後者，“哲學是一門理論學科, 哲學反思對生活而言是

次要的”。但是，哲學是一種生命之道，這在古希臘羅馬哲學那裏，是有

對應的。在蘇格拉底那裏：“未經考察的生活是不值得活的”，也清楚地表

29) 參閱傅曉微等≪第18屆國際中國哲學大會在美舉行≫，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
年7月31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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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哲學考察的對象是“生活”，而不是 “知識”或 “命題”。在西方，這樣

一種哲學概念在近代被邊緣化了, 但在當代正經歷著某種程度的復興……
大會希冀深化對中國哲學性質的理解，並從東西跨文化比較的視界貢獻於

當代哲學中“作為生活方式的哲學”這一概念的復興30)。
美國波士頓大學教授南樂山(Robert C. Neville)在題為≪哲學在介入和

疏離之間：儒家的解決方案≫的主題報告中先對東方哲學給予了認同，他

說“東亞、南亞和西亞的文明在軸心時代就形成了自己的哲學”。他在論述

中重點指出：“僅僅屬於哲學家的哲學不是哲學”。這話相當深刻。多年

來，中國學界和許多發達國家一樣，早已形成了一種“公理性認識”，即哲

學就是哲學家們所說的那些深奧難懂的術語，不懂得那些艱深的術語，就

無法懂哲學、無法談哲學；它造成的一種後果是，許多高校師生也對“哲

學”談虎色變，死活不敢涉及哲學。就這個意義上說，南樂山作為世界著

名哲學家給“哲學”下的逆定理，既給將哲學視為理論遊戲的“哲學家”猛擊

了一掌；又對沒有受過“哲學”專業訓練的學者對“哲學”談虎色變，避而遠

之的傾向給予了哲學自信。相信這個逆命題的衝擊波，能給東西方哲學界

帶來振聾發聵的效果。
那麼哲學家應該是什麼樣子？南樂山針對近代以來經院哲學對“哲學”的

悖逆指出：現代的學院派哲學家應該像杜維明界定的中國古代“君子”——
即學者/官員——那樣，一方面要保持學問家的人格獨立，這就是哲學家

的學者部分；另一方面，要為我們生活中的各種機構提供幫助，這就是

“官員部分”。他針對那些將哲學視為“一門學科”的傾向尖銳地指出：哲學

家不應自己堆砌高牆，使“哲學”成為一門純粹的學科而變得無人理會31)。
南樂山對哲學家堆砌高牆以自閉的批評，無疑也隱含了主張哲學界應該讓哲

學回歸“學科之母”地位，而避免追求“學科地位”而自蹈死地的苦口婆心。
余紀元、南樂山的報告，與世界哲學大會“哲學要為改善人類現狀服務”

和“哲學：審問明辨與生活之道”的主旨遙相呼應，共同印證了當今世界前

沿哲學研究走出學科藩籬，回歸智慧和生活的趨勢，又比雅典大會的主題

30) 本屆大會開幕式致辭，由余紀元教授本人提供，特此致謝。
31) 本段內容由南樂山先生惠賜在全體會議主題發言未經出版的英文稿，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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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更加深入、具體，更接地氣。特別是對當今學術界並非個別的，陷於

學科自戀，陷於“術語”“命題”“主義”的泥沼而樂此不疲的傾向無異於當頭

棒喝——這，本身就是哲學精神作用於生活的踐履。
布法羅大會還有一批世界名宿從不同角度闡釋了“哲學”與“生活”的關

係。大會創會會長成中英題為≪論作為生命學問的倫理學的本體——從創

造 力 到 修 養≫的 主 題 報 告，從 生 命 意 義 的 激 進 問 題 和 郭 爾 凱 郭 爾

(Kierkegaard)的信仰入手，探討了儒家對“問題”的回應和本體的概念。從

德性與作為本體倫理學的第一相關性責任和第二相關性權利的視角，提出

了生活、實踐方式的五種本體倫理學形式。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沈清松(Vincent Shen)題為≪全球化進程中的倫理實

踐——從哲學基礎到生活指導≫的專場報告，以全球視野為立足點，闡釋

了“審問明辨與生活之道”的關係。美國著名德性倫理學家，邁克爾⋅斯洛

特(Michael Slote)的主題報告≪對“陰/陽”的重新闡釋≫認為，陰陽是中國

古老的概念。在中文中，這兩個概念既是區別，又是互補。這一對古老的

概念，還沒有得到倫理學家的足夠關注，是非常不幸的。中西方哲學家都

應該認識到，陰陽中蘊含的倫理闡釋潛能，要把陰陽的概念應用到當代倫

理學中，對它做重新闡釋。杜克大學大衛ㆍ王(David Wong)的發言題目

是：≪什麼是幸福≫，該報告從孟子、莊子的幸福觀出發，提出了系列與

“快樂”相關的問題……上述一批著名學者，未必參與了世界哲學大會主題

的制定，甚至未必瞭解世界哲學大會的主題本身，但在各自發言中跳蕩著

的“哲學:審問明辨與生活之道”的精髓，從一個有趣的角度，印證了“世界

前沿走勢”的普遍性和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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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波蘭美學大會對“哲學：審問明辨與生活之道”的呼應

第19屆國際美學大會是國際美學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Aesthetics)作為世界上影響最廣的美學團體的會議，從世界哲學專業會議
的角度，印證了從伊斯坦布爾到首爾，到雅典三屆世界哲學大會的特色和
走勢。本屆國際美學大會由位於波蘭克拉科夫鎮的雅蓋隆大學主辦。大會
主題是“行動中的美學”(Aesthetics in Action)。據美學協會執委劉悅迪介
紹：確立“行動中的美學”的旨趣，“就是強調美學走出傳統學科樊籠，向
更為廣闊的生活世界開拓，這是全球美學發展的主流趨勢”——可見美學
作為哲學的一個分支，在走出學科樊籠，回歸生活世界的主流趨勢方面，
與世界哲學前沿發展趨勢是高度吻合的。
國際美學會主席柯提斯⋅卡特在波蘭會議開幕式致辭中指出：美學進入

到生活，意味著人類行為拓展到了他們的邏輯關聯與實踐成就之外。本次
大會的目標，就是讓美學提升生活——從而使美學干預生活的社會功能超
越了創造理論與藝術實踐的任務。卡特認為：本屆美學大會“行動中的美
學”主題想告訴人們：審美已經在人類廣闊的領域當中佔有了重要地位，
美學在諸如政治、自然、人造環境、教育、技術與日常生活的多元擴展
中，都表現了不可多得的效果和必要。
卡特的會長報告與往屆大會會長報告最大的不同是：這次主題圍繞特定

國家——中國的美學與藝術進行，並以當代中國大陸藝術史為研究對象。
他說：當代中國藝術家如今正在向數碼與視頻藝術的方向在走，但仍將藝
術水墨繪畫的精神置入其中，因而當代中國藝術就面臨了更開放的局面，
在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與多元主義之間形成了對話性的關聯……卡特代
表國際美學協會的思考，無形中也與近三屆世界哲學大會越來越重視東
方，重視中國的大方向達成了默契。32)

在波蘭會議上，中國的美學家重申和闡釋的“生活美學” ( Li v in g 
Aesthetics / Aesthetics of Living)的概念，也明顯地與“哲學：審問明辨與
生活之道”和“中國哲學與生活方式”殊途同歸。中國大陸青年美學家，“生

32) 卡特發言要點，由卡特先生惠賜，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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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美學”宣導者之一的劉悅笛認為，生活美學之所以成為“走向全球美學新

構”的一條重要路徑，是因為它既可以用來反擊“藝術自律化”與“審美純粹

化”的傳統觀念，也可以將中國美學奠基在本土的深厚根基之上，這就需要

建構一種具有“中國性”的生活美學。當代中國美學界在汲取了西方美學的

架構之後，再重新回歸自身的審美傳統當中，就可能在生活美學這一新的

美學學科方面做出獨特的貢獻。“生活美學”，就是東方美學學者共同提出

的新的美學方向。
中國美學在克拉科夫國際美學大會成為重要主題，受到前所未有的重

視，加上“生活美學”本身對“審問明辨與生活之道”的異曲同工，由此至少

可以窺見：新世紀以來的世界哲學前沿走勢無處不在，東方智慧在具體的

學科領域，也在日益發揮和強化著它的作用。

結語

回首前文，我們不僅在新世紀以來的連續三次世界哲學大會那裏，看到

一以貫之地顯示出的：哲學意味著深刻地思考，哲學必須走出象牙塔，回

歸生活和“學科之母”的軌道，為改善人類處境而存在曁平衡東西方智慧的

理論走向。而且，美國布法羅國際中國哲學大會和波蘭克拉科夫的國際美

學大會共同證明：世界哲學前沿的走勢，在區域性頂級哲學盛會和專業性

頂級哲學盛會那裏，都已經開始或者說已經走上常態性的軌道。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裏，中國哲學和人文學科界時不時顯出一種急欲“與國

際接軌”的焦渴。但我們選擇的路徑，往往是將自己喜歡的某位外國人的理

論，當做“趨勢”本身。從而不止一次將國外思潮的個別當一般，局部當全

部，甚至有時將在西方未必影響巨大或早已逝去的理論當作西方前沿理論

引進。今天回頭看看，19∼20世紀之交，嚴複翻譯的赫胥黎(Thomas 
Huxley)≪天演論≫和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群已權界論≫(On Liberty) 
等著作中的絕對進化論思想如：“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世道必進，後勝

於今”中積極的一面，顯然被過分放大；而與之相對應，由於接受達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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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而然的貪圖快捷簡單化的思維所帶來的無視傳統和忽略文化土壤特色

的消極面，又長期缺乏起碼的反省。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我們又在“不

吹毛求疵，不求全責備”“與其十年一劍，不如放手……多出”國外理論

的33)主張主導下，掀起一場將西方20世紀各種過時或未經時間檢驗的理論

奉為 “前沿”的理論熱潮，而對十年來與中國哲學密切相關的世界哲學大趨

勢，反而置若罔聞。鑒於此，我們力求本文能揭櫫世界哲學前沿面貌，引

起哲學界，以至整個學術界的反省和反思。

33) 參閱李澤厚≪美學譯文叢書⋅序≫，載魯道夫⋅阿恩海姆著≪視覺思維≫，滕守堯

譯，光明日報出版社1987年版，1∼2頁。

투   고   일: 2015. 01. 15.
심사완료일: 2015. 02. 16.
게재확정일: 2015. 02. 17.

傅曉微

四川外國語大學

王毅

四川外國語大學

劉悅笛

中國社會科學院



世界哲學前沿最新走勢 107

參考文獻

Spyropoulos, Basile. “A Short Report about the XXIII World 
Congress of Philosophy Athens, 4‐10 August 2013,” e‐Journal 
of Science & Technology (e‐JST).

彼得⋅坎普: «反思作為言語力量的哲學», 吳曉江譯，載«世界哲學»

2008年第6期110‐113頁。
«德國哲學雜誌»編輯部：«E⋅哈恩和A⋅考辛就第17屆世界哲學大會

答本刊主編問» 關益譯，載«哲學譯叢»1984年，第4期。
傅曉微等：«第18屆國際中國哲學大會在美舉行»，載«中國社會科學報»，

2013年7月31日，第1版。
傅有德:«第21屆世界哲學大會及其動向», 載«世界哲學»，2004年，

第1期。
何萍：«全球化與西方哲學話語霸權的消解——第21 屆世界哲學大會紀

實»，載«國外社會科學»2004年，第3期
康斯坦丁⋅佛督理思：«第23屆世界哲學大會開幕式 歡迎辭»(漢譯本)，

載«第23屆世界哲學大會秩序冊»，第15頁。
李澤厚: «美學譯文叢書⋅序»，載魯道夫⋅阿恩海姆著«視覺思維»，

滕守堯譯，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7年版，1‐2頁。
歐陽康: «當代世界哲學的問題域與多元化發展態勢——第21屆世界哲學

大會等概覽», 載«淮海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 第1期。
R.斯米爾諾夫：«哲學與文化——第17次世界哲學大會總結»吳薇譯，載

«國外社會科學»1984年，第5期
孫小禮：«莫斯科第19屆世界哲學大會»，載«北京大學學報»，1994

年，第3期。
蕭三匝: «杜維明：中國文化不會死», 載«中國企業家», 2013年，第

17期。
欣翰：«用智慧之光照亮新千年——第21屆世界哲學大會綜述»，載«學

術月刊»，2003年，第11期。



논문108
周素麗：«哲學能給中國帶來什麼——訪當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維明先生»，

載«人民論壇»，2013年，第30期。



世界哲學前沿最新走勢 109
ABSTRACT

Trends of the World Philosophy Congress 
in the Past Ten Years

Fu Xiaowei⋅Wang Yi⋅Liu Yuedi

The trends and consensus revealed in the past three World Philosophic 
Congresses are as follows: 1) Philosophy should walk out of its tower of 
ivory and serve as Inquiry and Way of Life; 2) Philosophy is not only a 
subject, but the mother of subjects which can be helpful to any other 
subjects; 3) Philosophy stems from every culture in the world and 
“globalization is to respect every culture”. Another important feature is 
the increasing research papers on oriental philosophies and Chinese 
wisdom characterized by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Daoism.  

Keywords: Congress of World Philosophy, mother of subjects,
Oriental philosophy, Chinese wisd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