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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克立方克立：：永远的德业之师永远的德业之师
本报记者 刘博智 通讯员 卢兴

大
家 —— 他开创了中国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之先河

—— 他提出了“马魂、中体、西用”论，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给予思考

2021年4月10日，在北京天寿陵园，著名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
部委员方克立先生的骨灰下葬，一个长期思考中国哲学和文化向何处去的大
脑与这个世界作了最后的告别。一年之前，身在新加坡的东南大学人文社会
科学学部主任樊浩收到学生徐嘉的微信：方克立老师2020年4月21日22
点19分去世。

方克立既懂马克思，又懂孔子，是论著如珠玑、执中国哲学科学之牛耳
的哲学大师。有人问他，心里最服膺的是什么。方克立说：“马学为魂、中
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马克思主义是哲学社会科学之
魂。”对他而言，“马魂”早已贯穿于学术血脉之中，并始终不渝。

1962年3月16日，当时还是
大学生的方克立用笔名“方蠡”在
《光明日报》 上发表 《研究 〈周
易〉不能援〈传〉于〈经〉》一
文，批评李景春等学者在《周易》
研究中经传不分，混淆了《易经》
和《易传》思想的不同的时代性。
这篇文章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学术
讨论，《哲学研究》还特设“关于
研究《周易》的方法论的讨论”专
栏，进而又扩大为“哲学史方法论
的讨论”专栏。

从那时起，方克立便开始追寻
哲学研究里的灵魂，学问里的

“道”。
伟大的哲学始于怀疑，终于信

仰。方克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初
步体认始于少年时代，印象来源于
书架上那些被父亲用密密麻麻的记
号和批语批注的马列经典著作，这
可以比作他哲学人生中懵懂的“初
恋”。青年时代，他对哲学的沉思
玄想和人生的咸苦经验相伴随，在
出入中西各家哲学学说之后，寻找
到了属于自己的“真爱”，那便是
将马克思主义认作解决时代课题的
真理，奉为人生信仰的圭臬。

自“五四”以降，思想界中自

由主义西化派、文化保守主义等思
潮此消彼长、对立互动。上个世纪
90年代以来，在港台和海外新儒
家的“反哺”下，中国大陆也出现
了形形色色的“新儒家”，纷纷举
起复兴儒学的旗帜，有人甚至提出

“重建儒教”“儒化中国”的主张。
与此同时，很多学者为了标榜自己
思想独立，有意讳言马克思主义。
方克立却始终坚定地以马克思主义
作为自己学术生命的宗旨和方向。

他曾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坦
然陈辞：“正如有些真诚的儒者是
把儒学当作自己的‘生命的学问’
一样，对于我和许多与我同辈的大
陆学者来说，马克思主义也早已成
为我们‘生命的学问’，成为我们
观察、处理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
论，成为我们人生信仰的归趋和奉
以行止的生活实践原则。”

方克立一生的学术目标，是力
图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文化的

精华相结合，让中国哲学在新的时
代发扬光大。这是他学术研究的旨
趣所在，也是他全部学术工作的意
义与价值所在。

在治学方向的选择上，方克立继
承了老一辈学者学贵自得、不肯苟同
的独立精神，对自己选定的学术方向
矢志不渝，以深厚的学养和敏锐的洞
察力推动了整个学科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初，方先生和
张岱年、汤一介等学者共同倡导开
展中国哲学范畴研究，在国内掀起
了一股“范畴热”。他的《中国哲
学史上的知行观》一书也被称为第
一部中国哲学范畴研究专著。几
年后，方克立又率先提出“要重
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与中山
大学的李锦全先生一道，主持并
领导了中国大陆的现代新儒学思
潮研究，引发了长达十余年的

“新儒学研究热”，在海内外产生
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于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宏观
审视，方克立又率先提出了自由主义
的西化派、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文
化保守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三大
思潮对立互动说”。在这个认识的基
础上，他旗帜鲜明地支持张岱年所倡
导的“综合创新”文化观，并将其概
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创
新，综合继承”四句话，成为唯物史
观派文化哲学的理论共识。

如何解决当今中国文化建设中的
中国文化、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三
者的关系问题，如何实现“三流合
一”“综合创新”，一直是方克立思考
和研究的重心。显然，体用二元的思
维方式不可能解决这个三者关系问
题，于是他在新世纪提出的“马魂、
中体、西用”的新范式迅即在学术界
引起巨大的反响。这一文化范式突破
了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化思维模
式，以开放的胸襟、平正的心态，确
立了“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新
思路与新方法。它有利于破除“道不
同而不相谋”的门户之见，有利于

“坐集千古之智”“融会百家之长”，
在各派思潮的对立互动、优势互补的
基础上，为中国哲学和文化走向现代
化探寻出了一条切实可行之路。

方克立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是
组织史学界名家考证出“越王勾践
剑”的著名历史学家方壮猷。1938
年6月28日，方克立诞于湖南省十
四都思古堂，这里曾是湘中耆儒赵启
霖的旧居。或许是在这种“磁场”的
指引下，使他与中国传统的哲学和文
化结缘了。

尽管方克立家学条件优越，但他
的父亲却并不希望子继父业，而是鼓
励他从事自然科学或工程技术科学。
真正让方克立最后走上哲学研究之路
的，是一个非常偶然的契机。

高中毕业时，方克立本打定心思
报考理工科大学，但有一天班主任对
他很严肃地说：中国人民大学提前招
生，你文理科基础都较好，最适合学
哲学，学校已决定推荐你报考。于是
他便赶紧复习了几天历史、地理就上
了考场，结果在统考前收到了中国人
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方克立便在此
机缘之下开始了哲学生涯。

在方克立之后的为文治学中，相
较于那种天才的火花闪现，他更看重

“平实”两字。方克立说：“我从一些前
辈的学风和文风中常能感受到‘平实’
二字，平实不是平庸，从平实中能看到
他们高尚的人格和深邃的思想。这可
能是一条切近而致远的成才道路。”

“平”者，心平而不气盛；“实”
者，实在而不虚妄。唯心平，方能物
来顺应；唯实在，始能取信于人。

他曾不止一次地用著名史学家韩
儒林先生讲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文
章不写半句空”教育学生，这对学生
的“才握笔管，便讲词章”肤泛文风
来说，是可以“药之”的。“平实”
的学风和文风渗入方克立的骨髓，造
就了他不张扬而沉潜、不偏激而平
正、不狭促而涵容的大家风骨。

在中国哲学史界，有几个颇具特
色的学派，比如上海的“冯契学
派”，武汉的“珞珈学派”，北京的

“人大学派”，等等。其中，方克立属
于“人大学派”，因为该派的开创者
是方克立的恩师石峻先生。

方克立自居为“石门弟子”，与石
峻先生的来往信件中的抬头也以“石
公吾师”称呼。但严格说起来，大学时
方克立并未听到石峻讲授的中国哲学
史课，这也成了他的一大憾事。

但他学生时代的遗憾参加工作不
久就得以弥补。毕业后，方克立留在
中哲史教研室给石峻先生做助教，这
使他有机会系统地听石先生讲中国哲
学史。方克立曾回忆说：“石先生学
识渊博，思想深邃，一部中国哲学史
都在他的心中，讲授起来挥洒自如，
要简能简，要繁能繁。”

两人开始结缘，得从一盘苦瓜肉
圆说起。文革期间，方克立被安排去
调查了解石峻先生的政治历史情况，
方法是直接交谈。方克立对老一辈知
识分子丰富的人生阅历和追求真理、
追求进步的执着精神深深服膺。之
后，两人的往来变得更加密切，除了

经常一起散步讨论学术问题，石峻先生
还经常为方克立下厨做一道家乡的苦瓜
肉圆。方克立一直记得做法：“把苦瓜
洗净切成寸段，挖掉中间的瓜瓤，塞进
调味好的肉末，放在蒸锅里蒸熟，吃起
来清香可口。湖南人爱吃苦瓜，这是家
乡的一个传统菜。”

方克立和石峻都是湖南人，在这样
清苦的岁月，家乡的味道给了他们最大
的慰藉。

章太炎在《复仇是非论》中曾写
道：“趋势之疾沦为骨髓，相率崇效，
与高髻细腰之见相去有几？”如时尚界
一窝蜂地追求高髻细腰一般，学术界亦
有趋势之病，这是方克立最为厌恶的。

他不肯曲学阿世的治学态度正是深
受另一位导师任继愈的影响。大学后
期，方克立的兴趣点转向了中国哲学，曾
就《周易》经传关系撰文批评过冯友兰和
任继愈的一些观点。在当时看来，一个
未出校门的晚辈后生公然批评学术耆儒
显得“不知天高地厚”。然而，这位“望之
也严，即之也温”任继愈先生却并不恼
怒，反而对这样一篇“不知天高地厚”的
文章大加赞赏，并对方克立大加提携。

1978年12月在南京召开的中国无
神论学术讨论会上，任继愈提出了“儒
教是宗教”的著名论断，一石激起千层
浪，论断一抛出立刻引来批评无数，并
在学术界引发了长久的争鸣。面对种种
质疑，任继愈始终坚守着自己的观点。
正是这场论战让方克立为任继愈“举世
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的
特立独行、坚持真理的精神深深折服，
养成了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决不人云亦
云的治学态度和作风。

如果说石峻和任继愈对方克立更多
的是治学和人生态度方面影响的话，那
么张岱年对方克立的影响则主要是在学
术思想的惺惺相契。

在学生时代，一本署名“宇同”
的《中国哲学大纲》像一枚闪耀的钥
匙打开了方克立的哲学之门，书中对
中国哲学问题、概念、范畴梳理清
晰，引据翔实。他曾把此书当作工具
书来使用。后来他才知道，这是北京
大学张岱年教授所写，只因“右派”
问题而不能署真名。

方克立与张岱年有所接触已经到了
20世纪80年代。当时中国大陆正兴起

“文化热”，“儒学复兴”“彻底重建”
“西体中用”“哲学启蒙”四派思想激荡
冲撞。此时，张岱年先生明确提出了

“文化综合创新论”，成为马克思主义文
化派的一面旗帜，这也成为方克立在诸
多流派中最为心契和服膺的文化观点。
晚年的方克立接着张岱年往下讲，将

“综合创新”拓展为“马学为魂、中学
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
新”，抛弃了“中西对立、体用二元”
的僵化思维模式。

1999年 5月，在张岱年90大寿之
际，方克立曾致信祝贺。张岱年6月1日
复信说：“关于文化问题，鄙见与您的见
解，完全一致，可谓志同道合，我晚年又
得一同调和知音，实属莫大的荣幸！”

做学问不追求“高髻细腰”
“平”者，心平而不气盛；“实”者，实在而不虚

妄。唯心平，方能物来顺应；唯实在，始能取信于人。
“平实”的学风和文风渗入方克立的骨髓，造就了他不张
扬而沉潜、不偏激而平正、不狭促而涵容的大家风骨。〚 〛 〚 〛方克立一生的学术目标，就是力图把马克思主义与

中国哲学文化的精华相结合，让中国哲学在新的时代发
扬光大。这是他学术研究的旨趣所在，也是他的全部学
术工作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立乎其大，超乎其上2

方克立曾说：“我一生的主要
工作就是当教师。‘聚天下英才而
教之’是教师的天职，也是我最大
的幸福和快乐。就我个人来说，要
给教学工作与学术研究排位的话，
还是要把教书育人放在第一位。”

方克立真正走上讲台，是
1978年到1979年间的事。当时，
他在南开大学哲学系任教，还只是
一名助教。但因为教研室的两位同
事被抽去编写中国哲学史教材，哲
学系的专业课教学任务都落在方克
立身上。那一学年，他全身心投入
教学，连续授课 150 学时，给
1976级工农兵学员完整讲了一遍
中国哲学通史。这样历时一年之久
的“单科独进”的工作量，在全国
各大院校哲学史教学中都是罕见
的。

“文革”后首次开设中国哲学
史课，没有合适的教材，方克立就
自编讲义，边写边讲、边讲边写。
每个礼拜都要写出一讲来，从先秦
一直讲到孙中山，教案累积下来就
有42个笔记本。时任南开大学哲
学系主任的温公颐先生曾一语论
定：“克立同志的教学准备充分，
功力深厚，特重哲学范畴的剖析，
细腻深刻，理论性强。这是一门非
常成功的专业课。”1980年1月7
日，《南开大学报》专门刊登了方
克立讲课的照片，还发表了题为
《这样的教学，我们最欢迎》的文
章。

驹马如驶，忽焉岁秋。从
1973年，方克立调入南开大学哲
学系，1994年调离后依然在南开
指导博士生直到2011年，他为南
开哲学学科整整奉献了三十八个春

秋。在一次访谈中，他回忆道：
“我在南开的工作，主要是建设和
发展中国哲学学科”。这是南开工
作三十八载方克立给自己交上的答
卷。

进入20世纪80年代，学科发
展进入了新时期，中国哲学课程开
设和研究生培养也逐渐步入正轨。
南开大学在1982年建立了中国哲
学专业硕士点，1986年建立了中
国哲学专业博士点，而在这两件具
有标志性意义的大事上，方克立的
努力居功至伟。

说起南开中国哲学博士点的
建立，其申报过程还经历了一番
曲折。按照国家规定，一个专业
必须有三位或三位以上教授才能
申报博士点。而南开大学哲学系
除了方克立外，只有年迈的温公
颐教授符合条件，不得已他又请
了历史系的刘泽华教授、天津市
社科院的卢育三研究员 （兼职教
授），才把队伍“凑”齐，最终申
报成功。

博士点申报成功后，这个队伍
中的另外三位教授都只能作为“后
盾”，招收培养研究生和所有课程
开设、论文指导的工作都落在方克
立一人身上。多年来他为这个学科
的建设发展和人才培养呕心沥血，
倾注了全力。

正如费尔巴哈所说：“真正的

哲学不是创作书而是创作人。”在
培养研究生的过程中，方克立也
一直恪守“学行并重、德业双
修”的育人原则。他认为，师者
不应仅是传道授业的教书匠，更
应是学生的精神导师。而对哲学
专业学生的培养来说，更应该强
调学行统一，只有这样才能学到
作为“为己之学”“成德之教”的
中国哲学精髓。

方克立与南开学生们苦乐与共
地长期相处，形成了一种亦师亦友
的师生关系模式。他从不以师长自
居，而是真诚地希望学生“青出于
蓝而胜于蓝”。据学生回忆，那时
没有电话，方克立有事就亲自跑到
宿舍去通知他们，或谈各种问题，
平时也十分关心他们的生活。

1984年，方克立被评为天津
市劳动模范，得到一张自行车票的
奖励，他却把这张票送给自己的研
究生。几十年过去了，方克立依然
关心着每个学生的成长和事业上的
发展，无论是找工作、评职称、申
报课题、发表论文、著作写序或生
活上的困难，方克立都尽可能地给
予帮助，甚至对他们的子女和学生
都关爱有加，所以许多学生对方克
立都怀着一种亦师亦父的真挚感
情。方克立的学生大多成为了高校
的哲学专业教师，其中不乏许多海
内外知名的学者，也有的在行政岗

位上担任要职。
“学而优则仕”这一根深蒂固的

思想，向来左右着历代文人成长通道
和人生轨迹，但方克立只喜欢“埋头
故纸堆中”，无意于“加官进爵”。然
而命运却和他开了一个玩笑，1994
年他接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院长。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各项工作正处在低谷。方克立一
上任，经费困难问题就给了他一个下
马威：学校只有8台计算机，连办公
用的复印纸都买不起。连续三年国家
拨经费不足300万元，扣除教师工资
和公务费后已所剩无几，离退休老干
部长期报销不了医药费。社科院的研
究生一项奖学金都没有，有的学生吃
饭都相当困难。

为使研究生院在经济上翻身，方
克立向主管部门申请，向海内外各方
贤达求助，抓院内办学实体和服务部
门创收，使研究生院的面貌大为改
观：把研究生院从90年代初的低谷
中带出来，现在已发展到900名在校
研究生的规模，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与方克立交往过的人，总会有这
样的感受：轻轻而亲切的话语，不疾
不徐的语速，总是微笑与人交谈，透
逸出一种长者的慈祥，然而仔细回
味，却是一位哲学家的仁慈，示范演
绎的是一种对待世界的态度。

做中国传统学问，不仅要治学，
更要做人。中国哲学是“为己之
学”，而不仅仅是“口耳之学”。方克
立的一生正是体现这一点。

哲人其萎，何其令人感伤。但方
克立去世时，疫情未平，门下学生以
挽词承寄哀思：

知鉴中西开体用
行安家国告心魂

〚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建院 30 周年的报告会
上，已经卸任研究生院院长的方克立以“我把自己主要
定位于一名老师”为题，为青年学子作了主题报告。对
于教师这个身份，方克立向来珍视。治学与育人，如方
克立人生天平上的两端，都不曾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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