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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深圳民间的三色儒学
问永宁
（深圳大学哲学系，广东深期Ｉ ５１８０６０）

摘要：当前深圳民间的儒学活动中，有着多种色彩的供求交换关系，构成了一个多彩的儒学市场。大体可以分为和政府
关系密切，合法的蓝色儒学；关怀教育，尽力断开政治和宗教，但为政府和学界所接纳的绿色儒学；有较强宗教色彩，但为政
府所默许其存在的灰色儒学等三种形态。三者都比较活跃，其代表性团体的背后都有很强的社会需求做支撑。这表明当代
城市文化的语境下，儒学复苏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儒家的价值和现代的人伦日用越来越接近。三者的活动都具有良好的社
会功能，可能代表了今后城市儒学发展的不同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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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学研究者认为，和物质经济一样，宗教也存在着类似的供求交换关系，构成一个宗教经济或市
场。①同样的，在目前深圳社会中，人们对儒学有着多种需求。在一些和儒学相关的团体的活动中，对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ｍｌｏＯ
基金项目：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深圳市民宗教信仰问题调查与分析”（１１５Ａ００５）
作者简介：问永宁（１９７０一），陕西白水人，深圳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哲学。
①杨凤岗＜中国宗教的三色市场＞，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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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满足这些需求，形成了一个多彩的儒学市场。目前深圳儒学市场的构成非常复杂，一篇短文，不可能
全面讨论，本文准备根据网上的公开资料，简单介绍几个比较有规模的代表性团体的活动情况，同时根
据私下的调研交流的感受，将它们分为以孔圣堂、深圳儒家文化研究会为代表的合法（与政府关系密
切，有政治关怀）的蓝色儒学；以梧桐山读经私塾联盟为代表的，以新儒学为主要理论指导，主要关怀教
育，尽力断开政治和宗教，但为政府学界所接纳的绿色儒学；以信德图书馆（包括孝廉读经中心）为代表
的有较明显宗教色彩，但为政府所默许其存在的灰色儒学。三者之间，虽然互有重合，也有互动，但是边
界基本清楚，它们的活动都具有良性社会功能，可能代表了今后城市儒学的不同走向。

一、深圳当前儒学的三色市场
（一）当前深期ｌ蓝色儒学的代表团体——孔圣堂
孑Ｌ圣堂位于深圳市东湖公园。其定位是儒家现代道场，正堂供奉“天地君亲师”牌位及“大成至圣
文宣先师”孔子牌位，系前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所题。“孔圣堂”和官方的关系较密切，我们以它代表深
圳儒学的蓝色市场。
在“孔圣堂”的很多活动中，都能看到官员和政府的影子。２００９年“孔圣堂”祭孔，原深圳市政府市

长，原江西省人大常务副主任郑良玉；原深圳市委副书记，原新华社澳门分社社长周鼎；原深圳市副市
长，原海南省副省长邹尔康均参加活动。①
孔圣堂筹备深圳孔子文化节，得到深圳市政府支持：
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吴忠先生在深圳会见三和国际集团张华董事长；原深圳大学校长兼党
委书记蔡德麟……孔圣堂主事周北辰先生等一同参加了会见。……吴忠副部长对深圳孔圣堂、
……三和国际集团等民间组织，能在深圳持续举办孔子文化节给予了高度肯定，……表示深圳市委
宣传部将对孔子文化节活动媒体宣传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并对未来如何更好地办好文化节给予
了建设性意见。②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第三届孔子文化节召开，市政协副主席陈思平，市老领导周鼎、邹尔康、李海东、梁达
均、李定等出席了活动。③“孔圣堂”的活动也得到媒体的支持，由深圳孔圣堂儒家文化交流中心、三和
国际集团共同主办的“第二届孔子文化节”，得到中央电视台、深圳电视台、深圳广播电台、深圳特区报、

深圳晶报、南方都市报、深圳商报、深圳晚报以及香港文汇报等众多媒体的正面报道。④
“孔圣堂”认为佛家有“寺”，道家有“观”，耶教有“教堂”。儒家的王官学地位随着传统政治制度的
解体而丧失，道场被破坏殆尽。而文化的复兴，要重建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和象征。孔圣堂，就是传播
圣学圣道的专门场所，是儒门同道进行交流和团契的场所。⑤
“孔圣堂”的计划气象宏大。据孔圣堂门户网站介绍：“孔圣堂”的使命是“传播圣道，讲明正学；移
风易俗，复古更化；重建信仰，振兴道德”。其愿景和目标是“创建儒家文化复兴事业的公益平台与产业
平台”。工作内容是“以‘孔圣堂’为中心进行一系列的讲经、宣道、同契、礼仪、传道等儒家的聚会活

①＜２００９年深圳祭孔各大媒体争相报到（道）＞，ｈｎｐ：／／ｗｗｗ．ｔｉ∞ｙａ．ｃｎ／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ｍＩｎ／ｃ∞ｔｅｎＬ／ｎｗ＆／ｌ／１４５５８２．ｓｈｔＩＩＩｌ，２００９一ｌＯ—１５

②＜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领导高度评价深圳孔子文化节＞，ｈｔｔｐ：／／ｗｗｗ．Ⅻｗｏ．ｃｏｎ∥∞ｗ８／Ｍｍ—ｄｅｔａｉｌ．ｐｈｐ？ｌＤ＝１９０９，２０１２一ｌｏ
③袁长乔＜深圳孔子文化节举办祭孔大典），载＜深圳商报＞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７日，第Ａ０４版。

④＜第二届孔子文化节在孔子文化广场隆重举行》，ｈ址ｐ：／／ｗｗｗ．ｋｏｎ８ＢＩｌｅｒｌｇｔａＩＩｇ．ｏ∥Ｎｅｍｌｎｆｂ．∞ｐ？ｉｄ＝１１２，２０１２一０２一ｌｏ
⑤《关于孔圣堂＞，ｈ郇：／／ｗｗｗ＿ｋｏｎｇＢｈｅ吲肌ｇ．ｏ影ａｂ∞ｔ．∞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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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包括“组织以朝圣修学为形式的团体集会活动”，“创办‘孔圣堂’网站，从事网络传播活动”，开展
“以文化饰品、文化用品生产销售，音乐、绘画等艺术创造和展览、拍卖等为形式的传播活动”以及“以各
种文本、音像资料及广告衫等分赠派送为形式的传播活动”等。中长期规划是“建立和完善儒家文化复
兴的深圳孑Ｌ圣堂模式”，“筹建深圳‘中华圣山’，成立深圳儒商协会和深圳儒商基金会，筹建深圳儒学
院”等。①其中的许多内容，目前或已完成或正在开展中。
“孑Ｌ圣堂”对于儒学的推广兴趣很大，他们推行“三进运动”即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②，努力使儒
学进入都市人的生活③。对于儒家传统礼仪很关注，在开堂之日：
参祭人员或身着传统祭服，或佩戴儒巾。祭孔活动后，四对新人在孔子像前举行集体婚礼。
……新人们身着汉民族传统婚服，主婚人、儒家学者、孔圣堂堂主周北辰身着周制玄端，按“孔圣堂
儒家传统婚仪”为新人主持婚礼。④
商业活动也在“孔圣堂”的关注之中，他们计划成立深圳儒商协会和深圳儒商基金会，也有相关活
动，如现任堂主周北辰就做过儒商企业的培训课程。试图通过相关课程，“让管理人员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道德观；激发热情，挖掘潜能，正己正人，以身作则，与企业同甘共苦，共度（渡）时艰；认识和了解儒
家传统思想与管理智慧；在困境中稳定管理队伍，提高管理效益。从而为企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内部环
境”。⑤

深圳市儒家文化研究会也可以归人此种类型。他们举办过一系列活动，如在深圳电台开办“希望
对话”节目（此节目已连续播出７年）；开讲国学讲座系列“论语金句”（此讲座已开讲两年）；举办少儿
国学宝贝评选活动；在深圳卓雅小学实践“儿童人文提升工程”等等。⑥由于此一团体不是实体组织，兹
不多述。
（二）深圳当前的绿色儒学

深圳是全世界开私塾最多的地方。梧桐山则是私塾最集中的读经场所，目前已经有近三十家。梧
桐山私塾联合会代表了以新儒学为主要理论指导，主要关怀教育，尽力断开政治和宗教，但为政府和学
界所接纳的绿色儒学。

私塾联合会主要发起人之一张中和撰写的《有关梧桐读经山之缘起》里说：他“搬来梧桐”的目的是
“携子读经”，并由于偶然发现了王财贵教授的网站，而确定了读经主旨。⑦
梧桐山私塾的多数主事者们的旨趣相近，即关注教育，关心性理。私塾联合会的会员基本上是王财
贵教授的磕头弟子。⑧王财贵读经教育理念是他们的行动理念。
他们成立梧桐山私塾联合会的目的，就是要促成读经教育理念在全球的普及。《梧桐山私塾联合
会宗旨及章程（草案）》提出：梧桐山私塾联合会“以全面促进推动王财贵教授（季谦先生）之读经教育
向全世界范围发展为核心宗旨；以读经私塾为基本模式；……把对读经教育理念高度认可志同道合的人

①《关于孔圣堂》’ｈｔｔｐ：／／ｗｗｗ．ｋ鲫铲ｈｅｎｇｔｎｇ．ｏ学，ａｂ∞ｔ．ａ８ｐ。从讲经、宣道、同（团）契等说法看，他们似乎还受到基督教的影响，
不过整体看来，虽然定位为儒家道场，“孔圣堂”的宗教诉求并不明显。
②

‘三进运动），ｈｎｐ：／／ｗｗｗ．ｋｏｎｇｓｈｅｎ鲫ｇ．ｏ妒１ｃｌ脚．舾ｐ？ｃｌ蚺ｎ锄ｅ＝７３

③（儒学怎样进入都市人的生活》，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ｏｎ因鲁ｈｅｎｇｔ８ｌｌｇ．ｏｒｇ／７ｌＩ疵．∞ｐ？ｉｄ＝３８７，２００９—０９—２９
④金敏华＜深圳昨举办祭孔大典东湖公园竖孔子像》，载《深圳商报》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２日，第Ｃ０３版。

⑤《儒商企业内训课程（一）＞，ｈｔｔｐ：／／ｗｗ．ｋｏｎｓＢｈｅｎｇｔａＩｌｇ．ｏｒｇ／６ｌＩｎｆ０．ａｓｐ？ｉｄ＝２４２，２００９—０９一０５
⑥可参聂灿＜市儒家文化研究会换届大会昨日举行》，载＜深圳商报＞２０１２年０３月１９日，第ｃ０２版。
⑦张中和＜有关梧桐读经山之缘起＞，ｈｔｔｐ：／／６０．２５０．３１．２２８／ｃｇｉ—ｂｉｎ／ｔ叩ｉｃ．ｃｇｉ？Ｒ目ｍ＝４４＆ｔｏｐｉｃ＝ｌ＆Ｂｈｏｗ＝ｏ，２０１２—０９—１０
⑧《梧桐山后学同仁向王财贵夫子拜师》，ｈｔｔｐ：／／ｂ１０９．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ｓ／ｂｌｏｇ＿９ｃ３８ｌ也ｄｏｌＯｌ５０ｋ６．ｈｔｌＩｌｌ，２０１２一０７—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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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联合起来，搭建一个……事务性机构．．．…·通过私塾联合平台，促进全球读经私塾之良性发展”①。
联合会的师资研习计划课程主要采用自创的“七节五轮万能读经法”，反复诵读经典文献。如认为
骨干老师“把《学》、《庸》、《论语》、《孟子》前七篇、《老子》、《师说》、《劝学》、《才德论》、《原才》各读三
百遍，则自能深度的体会读经之乐”。当然除了反复诵读以外，也有答疑的环节。此外，针对骨干老师，
还要求“再看牟宗三的《中国哲学十九讲》和听王教授的讲课”。②
梧桐山私塾联合会围绕读经教育开展了一系列广泛的活动，包括：“接受各社区、学校、幼儿园及各
团体、公司邀请，组织讲师团进行读经理念宣导”；“组织开设长中短期师资研习班（会），并架设与各学
堂师资对接桥梁，安排实习、推荐工作”；“定期组织《论语》一百成人读书会”；“组织‘梧桐山周末经典
文化之旅’亲子体验活动”；“组织与传统文化相关的演讲、课程介绍及成果展示”；“组织读经村内部讲
师培训会”；“不定期组织各种形式的‘读经会’，使读经圈大龄男女有机会相互认识”；“定期组织‘梧桐
山新儒家读书会”’等等。③

梧桐山私塾联合会整体说来，对于政治和宗教有警惕。《梧桐山私塾联合会宗旨及章程（草案）》
“宗旨”部分说：

联合会是非政治宗教性的文教类机构，严格杜绝参与者涉及非法之政治宗教宣传活动，一旦发
现立即除名，且一般性的政治宗教类事务会内也不予讨论。④
他们强调读经属于文化和教育的范畴，而不是宗教的。王财贵在梧桐山讲学说：牟宗三说“没有所
谓的新儒家，甚至也没有儒家”；“凡是为人类理性而奋斗，希望把自己的理性开发出来，希望过理性的
生活，这种人就是儒家”；“好的教育就是开发人性”；“什么叫教育？没有教育，只有人性”。⑤天谦堂堂
主廖智楷说：“中国文化的主流是儒道两家，都不是宗教的，乃至于真正的佛教也不是宗教的。于是，只
有中华民族可以不靠宗教经典而永远传播他的经典。”⑥

职是之故，梧桐山私塾联合会认为读经教育是让自己的生命得以好好的开发成长，完满成就。让孩
子不要浪费他的生命。

其课程安排，完全没有宗教内容，主要包括：拜孔、晨练、打扫卫生、英文、户外运动、书法、阅读、才
艺、数理、站桩等。⑦
他们对于商业活动也有自觉：

联合会虽非严格意义的公益性机构，但成员皆提倡要胸怀天下有道德有责任感，以实践读经教
育为本，以教育之真理普及为本，只以常规营利为自立手段，而绝不以机构营利为根本目的，有所盈

①《梧桐山私塾联合会宗旨及章程（草案）》，ｈｎｐ：／／６０．２５０．３１．２２８／ｃｇｉ—ｂｉｎ／ｔ叩ｉｃ．ｃｇｉ？ｆｏｍｍ＝４４＆ｔ叩ｉｃ＝５＆ｓｈｏｗ＝Ｏ，２０１２一０９
一１４

②梧桐山私塾联合会《梧桐山私塾联合会师资研习公告》，ｈｔｔｐ：／／６０．２５０．３１．２２８／ｃｇｉ—ｂｉｎ／ｔ叩ｉｃ．ｃｇｉ？ｆｏｍｍ＝４４＆ｔ叩ｉｃ＝１９＆ｓｈｏｗ
＝Ｏ．２０１２一１２一０３

③参刘海峰《梧桐山读经服务社（草案）》及其跟贴，ｈｔｔｐ：／／６０．２５０．３１．２２８／ｃｇｉ—ｂｉｎ／ｔ叩ｉｃ．ｃｇｉ？ｆｏｍｍ＝４４＆ｔ叩ｉｃ：２２＆ｓｈｏｗ＝Ｏ，
２０１２一１２一０５

④《梧桐山私塾联合会宗旨及章程（草案）＞，ｈｎｐ：／／６０．２５０．３１．２２８／ｃｇｉ—ｂｉｎ／ｔ叩ｉｃ．ｃｇｉ？ｆｉｍｍ＝４４＆ｔ叩ｉｃ＝５＆ｓｈｏｗ＝ｏ，２０１２—０９
一１４

⑤王财贵《从人类理性谈儒家与读经》，ｈ仕ｐ：／／ｗｗｗ．砒Ｂｄｊ．ｏＥ∥ｆｏｍｍ．ｐｈｐ？ｎ埘＝ｖｉ㈣捌＆ｔｉｄ＝３３９＆ｅｘｔｍ＝ｐａｇｅ％３Ｄｌ，２０１２一０９

—０ｌ

⑥天谦学堂堂主《儿童读经运动与宗教的关系》，ｈｔｔｐ：／／ｂｌｏｇ．８ｉｍ．ｃｏｍ．ｃｎ／ｓ／ｂｌｏｓ＿５ｄ６ｃ毋３６０１０２ｅ４ｗ１．ｈｔ“，２０１２一ｌＯ—０７
⑦梧桐山私塾联合会《梧桐山私塾联合会师资研习公告》下第一跟贴“课程安排”，ｈｕｐ：／／６０．２５０．３１．２２８／ｃ画一ｂｉｎ／ｔｏｐｉｃ．ｃｇｉ？ｆ０－
ｍｍ＝４４＆ｔｏｐｉｃ＝１９＆ｓｈｏｗ＝Ｏ，２０１２一１２一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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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永宁：当前深圳民间的三色儒学

利完全须做到取之于此用之于此。①
【三）深圳当前的灰色儒学

信德图书馆是净空法师的一些皈依弟子建立的，又名“万姓先祖纪念堂”，里面有佛堂，也念佛经，
但和常见的佛教活动场所不同，信德图书馆里供了黄帝、神农等很多牌位，大量印刷《弟子规》、《三字
经》（此书后面多印有“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等书，有比较明显的民
间信仰色彩，他们认为“儒释道是中华文化的三条根”，“《弟子规》是根本的根本，比什么都重要”。这
个佛堂还有一个附属的封闭少儿读经班，主要读自印的《弟子规》、《三字经》、《太上感应篇》和一些简
单的佛教书。

另一个读经组织孝廉读经学堂主要受到净空法师影响。认为：《弟子规》是儒佛大道修学的基础，
是断恶修善的生机，亦即自救救他于无尽苦难的至善妙方！中华民族的“道统主流是孔孟。孔孟教给
我们五伦十义，这是我们要遵守的原则，这就是道。”②这两个组织，尤其是信德图书馆，具有比较封闭
的特点，是佛教组织的附属物，可以看作灰色儒学，孝廉读经学堂也有明显的宗教味道，但其中心在教
育，性质应是绿中带灰。

信德图书馆（孝廉读经）和孑Ｌ圣堂一样，注重礼仪，不过特别注重宗教性强的祭祀。信德网《万姓先
祖纪念堂缘起》引净空法师言日：“古礼首重祭礼，诚属心性极则之理而表现于吾人日常生活中者也。
真一切行门之大根大本也。”并依古祭，将祭祀对象分为祭祖先、祭天、祭诸神三者。祭祖先，“旨在教民
诚、信、忠、敬，爱人如己，事死如生，情至厚也”；祭天，“旨在教民即事以明其法尔，自然之理也。天理明

则良知现，良知现则道义生。心生道义，行顺理智，此祭天之本义也”；祭诸神，“诸神即指万物万事之谓
也。祭之旨在教民敬事爱物，以成百艺，是为生活之艺术感情之表现，并非迷信也”。③
他们认为儒佛一致：

五常是基本的道德，人必须要具备的，仁义礼智信。在佛法里面讲就是五戒，不杀生是仁，不偷
盗是义，不邪行，也叫不邪淫，是礼，不饮酒是智慧，不妄语是信。所以五戒跟中国的五常完全相同，
这是做人基本的德行。④
他们认为《弟子规》就是佛法。孝廉读经网净空法师弟子胡小林文章在论学习次第时，认为儒道释
三家不仅相通，而且在学习时是循序渐进的三个台阶。他说：要先读完《弟子规》，再读《太上感应篇》；
读完《太上感应篇》，才能再读《十善业道》。认为没有前面学《弟子规》、《十善业道》的基础，学佛就变
成了学魔法。并说：“谁说佛法不是《弟子规》？佛法无边，佛是不二法门完全正确。……佛法讲戒定
慧，先从戒学做起。最基本的戒就是《弟子规》。”⑤
他们特别注重孝道，认为孝是中国文化的根本。信德网《万姓先祖纪念堂缘起》引净空法师言日：
“孝慈为中华文化精神之大根大本，亦是大乘佛法之根基。孝无则无儒无佛，中华文化亦荡然无存。孝
道如此之重要，望天下有识之士认真努力行之！”“无孝道即无佛道，亦无师道可言。孝道、师道、佛道断
绝世间，则一切灾难必随之而来，此即世间宗教所言之末日也。故凡我佛子，皆应大力提倡孝道。”⑥孝

①《梧桐山私塾联合会宗旨及章程（草案）》，ｈｔｔｐ：／／６０．２５０．３１．２２８／ｃｇｉ—ｂｉｎ／‘叩ｉｃ．ｃｇｉ？ｆｏｍｍ＝４４＆ｔ叩ｉｃ＝５＆ｓｈｏｗ＝Ｏ，２０１２—０９
一１４

②《中华民族的道统主流是孔孟》，ｈｎｐ：／／ｗｗｗ．）【ｌｄｊ．ｎｅｔ．ｃｎ／ａｎｖｉｅｗ．ａ叩？ｓｅｎｄｉｄ＝１４５＆ｐｏｗｅｒ＝Ｆａｌ∞

③《万姓先祖纪念堂缘起》，ｈｔｔｐ：／／Ⅲｔｂ—ｘｄ．ｎｅ∥ｒｅｎｓｈｘｄ０２．ｈｔｍｌ。净空法师文为《兴建中华民族万姓宗祠刍议》。
④释净空《传统文化的开示》＇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ｄｊ．ｎｅｔ．ｃｎ／ａｎｖｉｅｗ．ａ叩？９∞ｄｉｄ＝４２４＆ｐｏｗｅｒ＝Ｆａｌ∞
⑤胡小林《（弟子规）学而时习之成果的启示》，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ｄｊ．ｎｅｔ．ｃｎ／毗ｖｉｅｗ．∞ｐ？∞ｎｄｉｄ＝２９８＆ｐｏｗｅｒ＝ＦＵ∞
⑥《万姓先祖纪念堂缘起》，ｈｔｔｐ：／／ａｍｔｂ—ｘｄ．ｎｅｔ／ｒｅｎｓｈｘｄ０２．ｈｔｍｌ。净空法师文为《兴建中华民族万姓宗祠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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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读经网亦有净空法师文日：“孝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佛法尤其重视师道，佛法是师道，师道是建

立在孝道的基础上（的）。……孝养父母，恭敬师长，这是德行的根基，伦理道德的大根大本。……现在
……师道没有了，孝道没有了，民族文化的根没有了。中国文化的根、儒家的根、佛法的根都建立在孝
道、师道的基础上。”①

他们强调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整体性：
信德图书馆，里面供奉着万姓宗祠。我一开始走进去，就看到了三皇五帝的灵位，接着每一面
墙都是我们炎黄子孙老祖宗的灵位。……我们假如追本溯源上去，确实没有一个不是我们的兄弟
姐妹。②

汉族都是炎黄子孙，就是都是伏羲、黄帝这个体系下来的。……《百家姓》里头，四百多个姓
氏，我相信应该全部都是汉族炎黄传下来的后裔。这个家庭发展了五千多年，今天有这么多的人
口，一家人！一个老祖宗。……我们要……建立万姓先祖纪念堂。⑨
信德图书馆强调教育和宗教一致。孝廉读经网“最新理念”栏目收录净空法师谈教育的文章说：
一个家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代代相传靠什么？靠教育。……在全世界许许多多族群里面的
祖先，实在说，中国祖先是最值得人尊敬的。……（中国祖先）为后世想得太周到了。……在全世
界，古圣先贤传下来的教诲，我看除了宗教教育之外，其他的都没有办法承传久远。④
孝廉读经中心的宗教味淡，教育味浓一些，他们的目的在于人格教育和文化教育。孝廉读经网《孝

廉读经中心缘起》一文说：
自小即能熟读并接受古圣先贤教化的小孩，从小就不会变坏；长大后，在家庭中必是好儿女、好
夫妻、好父母；在社会上必是好部属、好长官。⑤

他们的教学目标，据深圳孝廉读经中心招聘和培训读经老师的招聘广告所说，在于“培养满腹经
纶、学富五车、博古通今、融贯中两的……大圣大贤”⑥。而据《孝廉读经中心缘起》所说，“‘儿童孝廉读
经’运动，即是‘固本运动’，巩固国家民族生存发展之根本”，强调“没有文化的国家民族，一定无法久存

于世，必将从历史上消失”，提出要“以圣人之教训为共识，……整个社会国家共同接受圣人教化”，如此
“则家国自然趋于和平安乐”。⑦

其阅读的范围较广，以人文经典为主，内容很深，有些不一定适合幼童：
读诵《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易经》、《尚书》、《诗经》、《礼记》、《春秋》、《老子》、
《庄子》选等中华传统经典为核心内容，同时扎儒释道的三个根：《弟子规》、《十善业道经》、《太上
感应篇》。在扎下一定的中华文化的根后，再安排读诵《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英文名著选》、《英
文圣经选》等英文经典。根据因缘安排才艺学习。⑧
其教学方法则坚持净空法师的主张。深圳孝廉读经中心招聘和培训读经老师招聘广告说：“教学
依‘不求甚解、计字日诵、循序渐进’的方法，在每部经书读诵达到三百遍后，再读第二部，并且以后经常

①释净空《净空法师关于师道的开示》，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ｌｄｊ．ｎｅｔ．ｃｎ／ａＩｔｖｉｅｗ．ａｓｐ？ｓｅｎｄｉｄ＝３８３＆ｐｏｗｅｒ：Ｆａｌｓｅ
②《万姓宗祠》，ｈｔｆｐ：／／ａｍｆｂ—ｘｄ．ｎｅ∥ｄｙｗｈｏｌ—０３．ｈｔｍｌ，摘自２００５吉隆坡幸福人生讲座（第一集）
③

释净空《关于传统教育的开示》，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ｄｊ．ｎｅｔ．ｃｎ／ａｎｖｉｅｗ．∞ｐ？ｓｅｎｄｉｄ＝４２６＆ｐｏｗｅｒ＝Ｆ８ｌｓｅ

④

释净空《释净空老教授谈教育》＇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ｌｄｊ．ｎｅｔ．ｃｎ／ａｎｖｉｅｗ．ａｓｐ？ｓｅｎｄｉｄ＝２９５＆ｐｏｗｅｒ＝Ｆａｌｓｅ

⑤《孝廉读经中心缘起》，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ｌｄｊ．ｎｅｔ．ｃｎ／ａｂｏｕｔ．∞ｐ？ｓｅｎｄｉｄ＝２０。据网络信息，此文原名《提倡儿童孝廉读经运动》，为台
湾人士陈宜蔚先生１９９７年所作。
⑥《深圳孝廉读经中心招聘和培训读经老师》，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ｕ．ｃｏｒｎ／ｔｈｒｅ８ｄ一２１２８２３—１—１．ｈｔｍｌ，２０１０一０３一０４
⑦《孝廉读经中心缘起》＇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ｄｊ．ｎｅｔ．ｃｎ／ａｂｏｕｔ．ａｓｐ？ｓｅｎｄｉｄ＝２０
⑧《深圳孝廉读经中心招聘和培训读经老师》，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ｕ．ｃｏｍ／ｔ｝ｌｒｅａｄ一２１２８２３—１一１．ｈⅡｎｌ，２０】Ｏ一０３一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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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习，以求达到终身不忘。”①孝廉读经网则论儒家教学法说：“读得很熟，这叫根本智。……小孩的时
候不懂事，专背；十三四岁智慧开了，可以研究讨论，这个教学法确实比现代教学法高明太多了。……民
国成立以来，把我们中国传统的教学法废弃了，采取西洋的，这一下子坏了！根本智没有了，后得智就更
不必谈。根本智是无知，后得智是无所不知。”②

二、三色市场的关系
（一）三色市场的关怀有不同

三色儒学的代表团体有很多共同之处，如对传统文化有很高的敬意和热情，关注人的养成。但同
时，也要看到，他们的目标客户不同，从而关注也有不同：孔圣堂的对象侧重于社会人，信德图书馆侧重
于宗教人，读经私塾联盟侧重于个体人的人格教育，其对人伦的关注，也着眼于教育。
属于读经私塾联盟的得谦学堂，要求入塾子女的父母“必须关系和睦，……高度认同王财贵教育理
念，能够自我修身读经以身表率，躬行太妊孟母精神，尊师重道”；要求人塾“男孩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
孔孟颜曾为榜样，女孩以太姜太妊太姒征在孟母为榜样”。③
孔圣堂和信德图书馆都有政治诉求，而读经私塾联盟则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兴趣。比如：信德图书馆
的精神领袖净空法师主张建祠堂，说：我们再建祠堂不要建每一家的，过去我们一个姓一个祠堂，现在要
一个县建一个祠堂。百姓宗祠，春秋祭祀，县长就是我们世间的城隍老爷，他担任主祭官，他来主祭。每
一个姓里面推一个长者陪祭，这个样子我们全国人民在祠堂祭典里面团结一致了。祠堂里面也分这个
小的房间，每一个姓一间，每一个姓一间；当中大殿，春秋祭祀的时候来用。寒暑假期的时候，这里头讲
学，面对著祖宗的牌位，就像历代祖宗跟我们在一起学习，祖宗在看我们学习。这个心情、亲情真的能够
激发出来，对于民族的爱心，对于不同姓氏的认同、不同族群的认同，有大帮助、有大利益，它是属于国家
不可缺少的教育机构。他又说我很怀念皇帝，我不赞成民主。古时候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出版自由。是
古人对古人负责任，不准这些邪知邪见随便宣扬，保护人民精神思想的清净。这两个制度（君主制、民
主制）比较，当然各有长处，各有缺点，可是君主制的缺点比民主制少，优点多。怎样把君主制、民主制
结合起来变成最圆满的？我说可能，那就是教育。君主制好，好在教育办得好。在信德图书馆的佛堂
里，最后一排，左右两侧是神农和轩辕黄帝，最前一排的左右两侧，一面是毛泽东神位，一面是蒋介石神
位。凡此种种，都有明显的政治气息。④而“孔圣堂”更有较强的政治关怀。孔圣堂现任堂主周北辰，师
从蒋庆，参与创办阳明精舍，是香港孔教学院教授兼深圳分院院长，其治学方向为公羊学、政治儒学、宗
教儒学、儒商文化学、近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及中国国情研究。其门户网站的文章，也表明“孔圣堂”毫不
隐讳其政治主张。⑤

①＜深圳孝廉读经中心招聘和培训读经老师》，ｈｎｐ：／／ｗｗｗ．ｆｏｌ∞．ｃｏｍ／ｔｈ”ｅａｄ一２１２８２３一ｌ一１．ｈｔＩＩｌｌ，２０ｌｏ—０３一０４
②

《儒家的教学＞，ｈ婶：／／ｗｗｗ．州．ｎｅｔ．ｃｎ／ａｒｔｖｉｅｗ．嬲ｐ？∞ｎｄｉｄ＝１４７＆ｐｏｗｅｒ＝Ｆａｌ∞

③张中和＜得谦学堂招生简介（章）》，ｈｔｔｐ：／／ｂ１０９．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ｓ／ｂｌｏｇｊ６６ｄｂｅｂｃ０１０１３３ｂｊ．ｈｔＩＩｌｌ，２０１２一０７—２３
④参问永宁《深圳市南山区的民间宗教信仰》，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年第３期。
⑤如：康晓光《我为什么主张“儒化”——关于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保守主义思考》、陈明《儒教公民宗教说》、蒋庆《复兴儒学的两
大传统——“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的重建》、周北辰《社会主义的第三次飞跃——儒家传统与社会主义的融合》，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ｏｎ铲ｈ－
ｅｎｇｔ蛐ｇ．ｏｒｇ／２１．ａ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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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色儒学受到程度不同的宗教因素的影响。都有或轻或重的宗教气息①
“孔圣堂”定位为儒家道场。
以“孔圣堂”为中心进行一系列的讲经、宣道、同契、礼仪、传道等儒家的聚会活动。……组织
以朝圣修学为形式的团体集会活动。……筹建深圳“中华圣山”。②

这一套话语，明显有基督教的影子。同时“孔圣堂”有宗教关怀：
１）每周来复日举行“告拜礼”活动，唱圣歌、奏圣乐、传圣道、诵经典、行礼仪。２）儒家传统礼仪
服务，如：婚礼、丧礼、命名礼、成人礼……等各类礼仪服务。３）每年举行祭天、祭孔为代表的公益
祭祀活动。４）（举办）清明节、中秋节、端午节等传统节日庆典活动。……９）举办儒家文化与基督
教、伊斯兰教等文明体系的高端文明对话，并与世界各国文化机构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交流。③
“孔圣堂”和宗教界有较多联系。孔圣堂的创办，就得到了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先生的大力支
持；香港孔教学院副院长、三和国际集团董事长张华先生更为孔圣堂的创办出钱、出力，作出了巨大贡
献，被称为孔圣堂“始创资助人”。④据孔圣堂网页上的新闻动态等信息来看，香港孔教学院后来与孔圣
堂一直都有比较密切的联系。而国家宗教事务局吕晋光司长也曾专程前来参加孔圣堂创建仪式及孔圣

堂组织的２００９年系列祭孔活动并讲话，佛教界高僧净空法师则曾为孔圣堂的创建及２００９年系列祭孔
活动专门发来贺电。

梧桐山读经私塾联盟虽然强调其教育的非宗教性，但受到宗教影响也是很清楚的，他们的精神领袖
王财贵承认：

南怀瑾老师和净空法师，这两个人（为推广读经）做了前期的铺垫，看他们的书、听他们光盘的
人，对于读经理念都比较容易领受。⑤
梧桐山读经私塾联盟也有人承认：
南（怀瑾）先生正是以修行开悟的成就豁然贯通中华文化的国学大师。……南先生这样的通
家、大家，现代罕见，即便古代也很罕见。……明儒王阳明和清儒曾国藩……都……没有做到三教
通达，学贯百家。南怀瑾先生的国学修养也超越了他的老师们如袁焕仙、虚云大师。⑥
信德图书馆则除了关注净空法师，还有人关注王凤仪和本焕法师。⑦
（三）三色儒学有互动
三色儒学有互动。
梧桐山读经私塾联盟的教师和其他组织有互动：

伏羲班吴教授，净空法师大护法李承臻先生，广东私塾联谊会唐元平会长，深圳儒家文化研究
会吴杰……等五六位专家教授客串梧桐，给大家带来了丰盛的心灵大餐。⑧
孝廉读经则受到王财贵“儿童读经”运动的影响：
王财贵教授提倡“儿童读经”运动，……并已有显著的成效。……（净空法师）言若能加“孝

①事实上，在进人职业教育之前，宗教性应该是教育的基础组成部分，这不应该看成宗教教育，没有宗教气息的基础教育，由于纯
粹的知识教育具有强烈的功利色彩，对于幼儿的心灵养成，是很恐怖的。
②

《关于孔圣堂》，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ｏｎ嚣ｓｈｅｎｇｔａｌｌｇ．ｏ理／ａｂｏｕｔ．∞ｐ

③《关于孔圣堂》之《孔圣堂的工作内容》，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ｏｎ铲ｈｅｎｇｔ∞ｇ．ｏ形ａｂｏｕｔ．ａ叩
④参《关于孔圣堂》对于孔圣堂创建情况及孔圣堂资助人情况的介绍，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ｔ∞ｇ．ｏ影ａｂｏｕｔ．∞ｐ
⑤《儿童读经运动与宗教的关系＞，ｈｔｔｐ：／／ｂｌｏｇ．ｓｉｎ８．ｃｏｍ．ｃｎ／ｓ／ｂｌｏｇｊｄ６ｃ蜘１３６０１０２ｅ４ｗ１．ｈｔｌｌｌｌ
⑥陈全林《南怀瑾先生的国学体系》，ｈｎｐ：／／ｂｌｏｇ．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ｂｌｏｇ＿；５ｄ６ｃｍ３６０１０２ｅ５ａ９．ｈｔ“

⑦静笃＜平安夜梦本焕＞，ｈｔｔｐ：／／ｗｗｗ．２６９１１０ｘｕｅ．ｃｏｍ／ｆｏｍｍ．ｐｈｐ？ｍｏｄ＝ｖｉｅｗｔｈｍｄ＆ｔｉｄ＝８４６７＆舶ｍ＝ｐｏ她ｌ
⑧《读经深圳：全民读经，梧桐先行》，ｈｎｐ：∥ｂｌｏｇ．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ｂｌｏｓｊｄ６ｃｍ３６０１０２ｅ６１２．ｈｔｌＩ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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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二字于上，则更能突显其要旨，以对治时弊。因之更名为“儿童孝廉读经”。①
三色儒学各自内部都有其独特运作机制，而三者之间也存在消长转换。不同于宗教的三色市场，儒
学这三个市场两个是合法的，一个灰近于绿，也接近合法，和社会秩序完全没有任何冲突，都有很大的市
场需求和发展空间。

三、三色市场与儒学的未来走向
传统上，儒学关注社会人伦秩序的建构。对宗教、文化、政治社会秩序这三种不同层面的问题，儒学
都有解决的对策。正如余英时所说：“儒学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哲学或宗教，而是一套全面安排人间秩序
的思想体系，从一个人自生至死的整个历程，到家、国、天下的构成，都在儒学的范围之内。”②但自１９世
纪以来，随着传统制度的解体，儒学似乎已经失去了全面安排和整顿社会生活秩序的合法性。儒生的社
会地位和角色不断边缘化。儒学能不能实现现代发展，有没有可能对当下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发挥作
用和影响，都成了问题。
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学界讨论甚多，余英时在论述现代儒学的困境时说：“让我们用一个不
太恭维但毫无恶意的比喻，儒学死亡之后已成为一个游魂了。”③他认为：“我们今天观察儒学在中国地
区的实际状况，不能不得出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即儒学‘托之空言’已远远超过‘见之行事’了。……
儒家的价值却和现代的‘人伦日用’越来越疏远了。”（多他大概认为传统中国政治体制结束之后，儒学不
再具备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能力，成为一种缺乏“身体”的纯粹论说。同样的，西方学者韦伯在《中国的
宗教》一书中，就明确指出儒学不能推动中国社会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
代命运》一书中，对儒家下了“博物馆化”的断语。⑤
余先生对儒学性格的把握是准确的，不过二十多年前下的“儒学死亡”的结论，未免悲观了一点。
从上文所介绍深圳的情况看，当代民间儒学，在宗教维度、文化维度、政治社会秩序维度都有关注，儒学
“游魂”在宗教和教育方面已经“身体化”，在政治方面也在逐渐“身体化”。传统的社会结构解体之后，
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在深圳这座新兴的移民城市中，民间社会在宗教维度、文化维度、政治社会秩序维
度，都对儒学表现出热切需求，三色儒学市场的发展都生气蓬勃，儒学的复活看起来是整全的。

李泽厚说，哲学发展到现在，该中国哲学登场了。⑥至少在深圳，儒学复苏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儒家
的价值和现代的“人伦日用”越来越接近。就目前看，深圳三色儒学的活动都具有良性社会功能，可能
代表了今后城市儒学发展的不同走向。⑦

余英时和李泽厚，谁的预言会变成现实呢，我希望是后者。
责任编辑：李尚信

①《孝廉读经中心缘起》＇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ｄｊ．ｎｅｔ．ｃｎ／ａｂｏｕｔ．∞ｐ？∽ｎｄｉｄ＝２０
②余英时《现代儒学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３０页。
③余英时《现代儒学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３３页。
④余英时《现代儒学论·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５—６页。
⑤参谢群洋《儒学、儒生与秩序建构》（未刊稿）。
⑥李泽厚、刘绪源《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一一李泽厚２０ｌＯ年谈话录》，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⑦郭齐勇教授认为：“近十多年以来，中国大陆各地自发形成了民间社会与民间儒学的再生运动。民间儒学透过广大城乡的家
庭、学校、社区、企业、机关等现代公民社会的组织形式，通过冠婚丧祭之家礼等宗教性的仪式，在每个国民的心中扎根。”笔者觉得这个
描述，至少就深圳的情况看，是非常客观的。参郭齐勇《民间儒学的新开展》，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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