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讯

2017年5月30日

从孔子思想评价 特朗普总统是好的政治家吗?
杜南发博士

2017年2月12日

1. 孔子对为政者有严格的要求

1.1他迄今尚未实现他的诺言，公布他

所呈报的所得税，他并没有放弃他
“政者，正也”。要求从事政
的商业帝国，只是交由他的子女管
治活动者，必须要具备正直的人
理，不能够消除“利益冲突”的
品。真诚、诚意的为人民，为国
嫌疑。
家服务。要言而有信，不能哗众
1.2 特朗普未宣誓总统之前，接见日
取宠，不能有民粹主义的做法。
本首相安倍时，就让没有官职的
有些人说：特朗普是亿万的资本
女儿做陪客。有人说：其目的是
家。他从政不是为了钱，而是为
为他女儿经营产品亮相。
了人民和国家。这是表面的看
法。他竞选总统，真
1.3委 任 他 年 轻 的 女 婿 作
的是为美国人民和国
为白宫高级顾问，有肥
家吗？还是为了他的
水不外流之嫌。
商业帝国？我们要用
1.4他女儿经营的服装鞋珠
孔子的“格物致知”
宝因销路不断下滑 ，被卖
和“莫显于微，莫现
精品的百货公司下架，特
于隐”来判断这看法
朗普为了女儿的事业指责
是否正确。从一些小
百货公司，明目张胆以权
的事件可以看出问题
现代孔子思想基金会主席
（莫显于微）：
谋私违背传统做法。
杜南发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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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事件让人怀疑他从政是为他

3.2他说，中下阶层，特别是工人

阶层被遗忘。现在开始，他们
不会被遗忘了。他们的心声，
每个人都会听到。意思是说：
以前的政权没有照顾他们的利
益，从今天开始，他要照顾他
们了。他们没有工作，他要给
他们工作。收入不好，要提高
收入。怎么做呢？特朗普说：
非常简单。把美国人在国外的
工厂搬回来，美国工厂由美国
人生产。美国人买美国货，美
国第一。说得简单，好像是1加
1等于2那么简单。可是，现实
上却不是如此简单。有非常复
杂的问题及副作用的问题会产
生；并恐吓美国企业家若不把
工厂迁回来，就要施以重入口
税。据市场反应，iPhone若迁
回美国生产，其售价至少要提
高三倍，那不是得益了中国和
韩国生产的手机吗？他责怪中
国偷走美国人的财富和工作机
会，导致美国工厂倒闭；指出
中国的富有，是建立在美国人
的贫穷上。这是什么逻辑？请
问在2008年发生的世界金融危
机，造成美国人民、世界其他
国家的人民遭殃，损失惨重，
那是中国造成的吗？还是美国
人造成的？真正的罪魁祸首是
那些贪婪无厌的美国银行家，

的商业帝国。
2. 孔子要求从政者必须做好“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
特朗普不像新加坡国父李光
耀，完全做到“格物、致知、诚
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特别是“诚意”方面，国
父李光耀言出必行，不轻诺寡信，
以国家、人民的长远利益为出发点
没有采取民粹政策，为了选票而许
诺选民不能实现的利益，哗众取
宠；在修身方面，他严格地做到
“修身以仁”、“义”、“和”、
“孝悌”为本。在政治上不论种族
和信仰实行仁政；在齐家方面，他
的表现更是佼佼者，对妻子和家庭
忠诚爱护，没有绯闻。治国平天下
方面，治国成绩斐然，落实孔子的
“中庸”：“执两端，用其中于
民”，致中和，不走极端，没有歧
视任何宗教，力求各民族、各宗教
和谐，社会和谐；致力于“平天
下”，各国和谐共处，世界和平，
并没有以新加坡第一，排斥他国。
3. 特朗普在宣誓就职总统时的演讲，充
满感性和民粹主义，堂皇富丽但空谈
3.1要还政于民，但是没有说要如何

还政于民。所谓还政于民,就是
由人民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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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纵和欺骗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所造成的。美国的产业泡沫破
灭，受损的除了全世界的民众
外，还包括美国的民众。中国的
便宜工资，造成美国的产品在中
国生产，有竞争优势。廉价的产
品，也让美国人民得益。这是一
种经济的发展规律，不能用一刀
切的简单方法来解决。恐吓中国
若不配合提高外汇和产品价格，
就要抽45%进口税；习近平说贸
易战两败俱伤，但他却说不是要
挑起贸易战！信口雌黄，不能自
圆其说，谁会相信他的话！

主席杜南发博士授予秘书长李龙
先生委任状（2017年2月12日）

怒，史无前例地指法官是“所谓
的法官”，并恐吓若有安全事件
发生，法官和法院需要承担责
任，严重时候会陷法官被极端分
子暗杀的危境。

3.3 他说要给美国人生活得更安全，

4. 总结：

打击恐怖主义的简单方法，在墨
西哥建造三千公里长的围墙，未
经协商，就霸道的要求墨西哥承
担费用。墨西哥拒绝承担费用，
就恐吓要征收20%入口税作为围
墙的费用。

从特朗普宣誓到现在二十多天，
就彰显了他独断独行，凭直觉行
事，不务实，没有深思熟虑，没
有考虑到后果和长远的打算。他
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资本家，用管
理个人生意的行为来管理国家大
事。为什么说他不是好的政治
家，就是这个原因。有人说他很
聪明，会听取意见，是的，他很
聪明，但他并没有聆听意见。对
不服从他指令的人，就像管理企
业的人事一样，给予开除。说明
他是一个独断独行、信口雌黄、
草率的、有私心的政治家。

3.4 禁止七个阿拉伯国家的人民进入

美国的愚蠢政策，并辩护说不是
针对回教，而是为了美国人民的
安全。理由不能令人信服，反而
助长了极端回教国振振有词地推
行恐怖活动，难自圆其说，效果
适得其反，引起非常强烈的反弹。
3.5 法院认为违反美国宪法，不执行

禁止入境的政令，特朗普恼羞成

（2017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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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孔子思想基金会的贺岁祝福
新加坡现代孔子思想基金会主
席杜南发博士，秘书长李龙教授及
理事会的理事：你们好！

1. 我很赞同杜南发博士提出“现代
孔子思想”这个概念，这个概念
是科学的，实用的。那么，如何
理解“现代孔子思想”？就是用
孔子思想解决当代世界存在的种
种危机，达到社会和谐，实现世
界和平。我认为只有坚持“现代
孔子思想”才能让孔子思想走出
书斋，只有让孔子思想走出书
斋，才能走进企业，走进经济政
治活动中，一句话，让孔子思想
走进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突显
孔子思想的现实价值。

因为我不在新加坡，不能参加
现代孔子思想基金会，第二届理事
会第二次会议暨新春团拜，为了弥
补遗憾，只能写下这封信表达我的
心愿！
第一，目前，我在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的加拿大，在这万家灯火
亲人团聚的时刻，我和你们却遥隔
万里，不能相聚，只能为你们送上
真挚新春祝福：
让平安搭上冬天的快車道
让快乐与你们轻轻的拥抱
让困难与你们刮目相看
让烦恼低头悄悄走掉
让吉祥对你们格外关照
让幸福对你们永远微笑

祝春节快乐！
第二，我为什么愿意参加理事会
并担当工作？

王昆教授在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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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世界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
下，一方面，经济飞速发展，生
产力水平迅速提高，另一方面世
界普遍存在信仰缺失，道德滑
坡，价值观混乱……要解决当今
世界存在的危机，就必须到孔子
那里，汲取智慧。杜博士与时俱
进提出“现代孔子思想”，就是
要用“现代孔子思想”武装人们
的头脑，面对社会出现危机，拯
救人类，拯救世界。

提升人的素质，才能度过有价值
的人生，彰显孔子生命的光辉。
我阅读了《孔子思想造就企
业家杜南发》这本书得出这样看
法，现代孔子思想一旦走进企
业，它会感染人们，激发人们的
斗志，鼓舞人们的士气，增长了
人们智慧和才干，造就了企业
家。这就是“现代孔子思想”的
独到之处，也是新加坡现代孔子
思想基金会的魅力所在！

杜博士用爱心，托起了一项事
业，在新加坡创办了新加坡现代
孔子思想基金会，这是新加坡乃
至东南亚的第一家。

3. 杜南发博士驰骋商场数十年，将
孔子智慧与思想应用到事业和人
生中，不但增加企业效益，又丰
富了人生意义。杜博士以强烈的
使命感，飽满的热情，巨大的理论勇
气，亲力亲为，捐款1000万新币成
立现代孔子思想基金会，弘扬仁义智
信，把现代孔子思想带入到社会生活
的方方面面，改变社会，实现世界和
平。这是值得我学习和钦佩的。

2. 我赞同基金会的宗旨，共有5条，
综合理解为，用现代的眼光去看
待孔子思想的现实性，现代孔子
思想成为指导人们生活的最高准
则，把现代孔子思想的精髓转化
为人的素质，寓教于乐，全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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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二届理事会才仅仅成立两个多
月，就做了很多工作，很有成
效，如：征文比赛，筹办国际儒
商大会，安排讲座，对外交流…
各项工作都在有序进行。其中，
征文比赛，国际儒商大会是基金
会两个重头戏…这一切都说明理
事会管理层的综合素质比较高，
统筹能力比较强，有驾驭全局的
能力，有丰富的管理经验…理事
会是个值得信赖的团隊。

6. 总之，现代孔子思想基金会本着
“古为今用”的原则，提出了
“现代孔子思想”，现代孔子思
想要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才能
体现“现代孔子思想”的科学
性，创意性，务实性，具有真理
性，它可以运用到社会生活一切
领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
论。
以上就是我为什么参加现代孔
子思想基金会理事会，并愿意担当
工作的理由。

5. 我来新加坡生活有16年了，过去
从事中国主流社会哲学的教学与
研究工作，哲学是研究世界观与
方法论相统一的学问。坚持“现
代孔子思想”就要正确处理唯物
辩证法与现代孔子思想的关系，
这是现代孔子思想基金会要回答
的重要的课题，这个课题引起我
极大兴趣，值得我去探索，现代
孔子思想基金会为我提供机会，
也是我人生最后的机会。

借此机会，祝贺秘书长李龙教
授的两本新书即将出版发行，这位
是新加坡的高产作家！
再次祝福杜博士，李秘书长，
各位理事新春快乐！
祝愿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团结
开拓把工作做得更好！
（2017年2月8日）

现代孔子思想基金会第二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2017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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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南发博士

1. 孔子时期

2.1.1孟子把孔子“仁”的思想充分发

挥后提出了仁政的主张。《文
化巨人孔子》

对孔子学说做继承和传播工作的
主要是孔子晚年的弟子，比孔子
小46岁的曾参。《文化巨人孔
子》

2.1.2孔子身后，孟子推翻了孔子对

“天”的科学看法：“天何言
哉？四时行焉，万物育焉”，
提出“人的道德源于天”。
（唯心论）

2. 后孔子时期

2.2 荀子以继承孔子为己任，荀子主

儒学大家子思，孔子唯一的孙子
孔伋，是曾参的重要传人。

张用礼来区别贵贱、尊卑、长
幼，用法律限制和制裁百姓，强
调耕战加强实力，不主张空谈道
德。

子思依据“孔子认为中庸是人们
最高的品质”的思想作了《中
庸》，子思认为中庸是事物的必
然性，把它当作事物运动的基本
法则，十分重视道德的修养。
《文化巨人孔子》
2.1

他认为自然界的一切奇怪现象都
有自身发生的原因，人们一时解
释不清，不要害怕，也不要迷
信，他提出天有一定规律进行，
不因为你是尧那样的好君主而出
现，也不是因为坏君主而不存
在，与其害怕它不如利用它、战
胜它，这种唯物主义的天道观大
大发展了儒家思想。作为儒家传人

孔子之后，有两派：一派是子
思、孟子的所谓“思孟学
派”，还有一派是以荀子为代
表的所谓“孙氏之儒”。（清
华大学教授钱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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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荀子，既论述了儒家思想，又
创立了以法治国的法家理论。荀
子被正统的儒家视为异端，所以
他一直未能进入孔庙。
3. 秦汉时期
儒学为国家官学封建社会的正统
思想，孔子个人的地位也经历了
由师而圣，由圣而神的变迁。
秦始皇一开始并不反对儒家思
想，他下令对不孝者严惩，但是
秦朝国家初定，法制严厉，这使
许多儒生和诸子百家不满于秦廷
的政令，使他果敢的作风采纳李
斯的建议，发动了惊世骇俗的焚
书坑儒。

杜南发博士受聘为中国莆田学院
客座教授（2016年10月31日）

5.东汉时期
5.1史学家班固撰写《白虎通义》，
进一步论证了封建统治的神圣
性和永恒性。《白虎通义》提
出天下的根本为“三纲，君为
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
纲”。孔子认为天是自然界的
现象规律，董仲舒把天说成人
间一切事物的主宰，是神灵的
天。《白虎通义》则认为天地
运行体现人间尊卑等级，两者
都把孔子对天的正确认识篡改
歪曲了。《白虎通义》更是把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进一步发
展，赤裸裸的维护统治阶级利
益。

4. 西汉时期 — 汉武帝
4.1汉武帝需要一种思想体系来撑

起汉朝这个庞大的帝国，于是
接受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4.2 董仲舒另一方面却改变了儒学

的内容，歪曲甚至阉割了儒学
的真谛，主张臣民对君主无条
件的绝对服从，使儒学走上为
专制主义服务的道路。董仲舒
还把神学的因素带入了儒学，
逐渐使儒学天神化，孔子也由
人变成了神。《文化巨人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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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孔子的学说逐渐被阉割
殆尽，面目全非，此时的孔子
已沦为一尊偶像，一块招牌，
被后世的钻营者和统治者所利
用，儒学出现了危机。

“中庸”抽出来与“论语”、
“孟子”并列为四书，朱熹强调
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
顺序的人格修养及入世的程
序，强调不偏不倚的中庸方
法，历代朝廷把四书与五经一
起规定为学子必读之书，选拔官
吏的科举从中出题，明确的政治
导向使儒学思想更加深入人心。

5.2司 马 迁 阐 明 了 他 对 孔 子 的 理

解，基本还原了孔子思想当年
的面貌，确立了孔子在中国历
史上的崇高地位。

7.2曲 阜 师 范 大 学 教 授 韩 钟 文 ：

5.3东汉的王充尊重孔子，反对神

“宋代张载、二程，特别是朱
子，建构了宋明新儒学，其影
响极其深远。”

化孔子，认为孔子胜于尧舜，
孔子是道德之祖，诸子之中最
卓著者也。他批评谶纬神化了
的孔子，他说孔子是圣人，人
群中最优秀者、杰出者，但不
是神。

7.3 朱熹认为天地间存在的理是一切

的根本，本来孔子并不否认人
欲，孟子更是率直的承认食色性
也，每个人都有实现生活欲求的
权力，但是到了宋明理学家那里，
考虑个人的欲念就会破坏天下的秩
序，就是有造反，就会有离经叛
道的念头，所以人欲必须灭掉。程
朱理学强调，理高于一切，事物生
衰是理，人间各种伦常、等级制度
都是理，都体现天理，按照理学
的逻辑，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
张，由此在程朱理学问世后的六
百年，封建统治者有森严等级禁
欲主义等规范，对人的天性全面
压制和厄禁，对中国社会的健康
发展造成了历史性的创伤。

6. 魏晋时期
魏晋时期的玄学是儒学的变态，
中国土生土长的道家思想及其演
变形成了的道教，还有东汉时期
由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各有一套
理论体系，从魏晋的玄学到唐初
的儒、释、道三家并立，儒学始终
是支持封建统治的主要意识形
态。

7. 宋明时期
7.1在宋代理学中影响最大的人物

是朱熹，他特别把“大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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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中央党校教授张永谦：三纲五常

9.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近代

束缚着每个中国人，三从四德更
束缚着中国妇女，各个地方都有
家祠，家祠供奉的是家庭的神
圣的族权，在贞节牌坊下，埋葬
着多少屈死的妇女的亡灵。

社会经历了空前的民族灾难和巨大
的社会变革，这就直接影响与制约
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
9.1光凭新理学派道德至上是没有办

法富国强兵，更没有办法对付日
益尖锐的内外矛盾的。“无事袖
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
这种做法既不能救国，也不能济
民，明朝末年便有王夫之、顾炎
武、黄宗羲等人对宋明理学展开
批判，开创了倡导经世致用之学
的先河。

8. 近代时期
8.1在中国近现代社会中，反理学
的主题始终未断，鲁迅的《狂人
日记》、巴金的《家》、曹禺的
《雷雨》以满腔的悲愤声讨了
理学对中国人灵魂的戕害。宋
明理学巨大的现实祸害，淹没
了其在理论上的成就和特点。

9.2两千多年以后，中华大地上又出
了个托古改制的康有为，对千百
年来儒家习惯的墨守成规，祖宗
之法不能变的老传统提出了尖锐
挑战。但是，一个民族的思维方
式，不是一时就能改变的，千百
年来中国人要进行社会变革，总
要打出复古的旗号才能名正言
顺，当年的孔子就是这样。

8.2曲阜师范大学教授苗润田：“理

学注重气节、重视品德，讲求以
礼统情，自我节制，发奋立志，
重视人生理想、精神价值和道
德境界，这对于建设中华民族
的卓越民族性格产生过积极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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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康有为一场轰轰烈烈的维新活动

9.7在“打倒孔家店”的一片呼声

只进行了一百天，便被顽固势力
扼杀在血泊中。

中，李大钊却给予孔子较为客
观与公正的评价，李大钊认为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哲
人，并指出孔子与其时代之社
会确实为其社会的中枢，确为
其朝代的圣者，其学说已代表
其时代的道德。

9.4康梁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夭折

后，孙中山提出了民主共和的
政治理想，辛亥革命终于推翻
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这
是近代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
变，在法律上确定了以民主主
义取代传统儒学。

9.8李大钊主张用新的史学观为孔

子立传，他还把作为封建专制
护身符的孔子和历史上的孔子
其人做了区别。中国共产党给
中国带来了近代史上第二次历
史巨变，孔子和儒学也在这个
新的历史时期得到了科学的认
识与总结。

9.5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就是
在传统儒学的基础上，汲取了
中西文化精华的结晶，三民主
义中的民族主义首先是吸收了
西方的平等，博爱思想，并试
图与儒家的“大同”学说及
“和”的思想相融合。

10. 展望未来
现代孔子思想是恢复孔子思想

9.6清华大学教授张岂之说：“20

精神实质，是辩证唯物论。

世纪1919年，‘五四’运动中，
中国的论坛上曾经提出‘打倒孔
家店’的口号，仔细研究，当
时的口号并不是针对孔子本人
的，对孔子本人的思想当时还
没有很全面很理性的研究，主
要针对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塑造
的孔子，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讲
的一个假孔子，也就是批判的
封建礼教，这点我们应该和真
孔子，春秋末期有巨大贡献的
大思想家孔子区别开来。”

10.1上述所提的孔子思想在秦汉被历
代皇帝和儒家大师们所利用、歪
曲、阉割，将孔子思想天神化、天
子化、宗教化，并将孔子神化；在
东汉时期沦为三纲五常论，在宋
明阉割为三从四德，发展礼教吃
人。儒学始终沦为统治阶级的统
治工具，为统治阶级服务。
10.2上述孔子思想历代的发展，毋

庸置疑地、强有力地、事实胜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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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辩地证明，孔子思想已失去
原来的精神实质，面目全非，
发展为错误的唯心论学说。

强大的说服力，更是千真万
确！早在战国时期的荀子已有
“唯物论的天道观”，以及东
汉时期的王充批评谶纬神化了
孔子，“认为他是圣人，但不
是神”的说法，便是说明孔子
思想是唯物论。

10.3上述历代孔子思想被歪曲的过程

也强有力的证明了我在2000年前
断断续续看孔子的书，提出的
“孔子思想被封建皇帝和儒家大
师加以利用、歪曲、误解，并提
出孔子思想是科学的、创意的、
务实的、实用的和真理的”，是
有根据的、是千真万确的！

10.6现代孔子思想基金会的宗旨与
使命：一，就是宣扬现代孔子
思想是科学的、创意的、务实
的、实用的和真理的，恢复现
代孔子思想的辩证唯物论；
二，强调它是务实的，可以活
用到各个职业的领域和各个阶
层生活；三，解决世界三大破
坏：人文破坏，道德沦落；生
态破坏，环境不适合居住；贫
富差距越来越大，造成社会问
题。三大冲突：种族冲突；宗
教冲突，国家战争冲突。更加
有历史意义,更加扎实，更加有
使命感，更加有现代迫切性。

10.4最近我更提出原汁原味的孔子
思想是辩证唯物论的思想，作
为分水岭，以区别现代孔子思
想与两千多年来传统的、错误
的唯心论说法（天神化、天道
化、天子化、宗教化、三刚五
常和三从四德）。
10.5今天，我们提出现代孔子思想
是辩证唯物论而不是唯心论的
说法有更强的理论依据，更加

现代孔子思想基金会主席与理事团于2017年新春团拜会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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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军芳教授

在离开新加坡的最后一个下午，
我有三个小时的光阴，犹豫着要不
要去现代孔子思想基金会看看，因
为它就在我住的宾馆的隔壁，是一
幢7层楼中的一层，每一天我都在
它脚下来来往往，对于学习古代文
学的教授，“现代孔子”是一个凝
结我注意力的焦点。

我随着她向屏风后面走去。我发
现在我的周围布满了高高低低的观
音、罗汉、八仙雕塑，或者是瓷器
和玉雕，或者是漆器，在古董架上
还有各种各样、琳琅满目的瓷器。
走进一间很大的办公室，一位老
者坐在办公桌后面。正襟危坐，虽
然有了老态，但精神很好。

一场大雨刚刚过，我来到二层的
玻璃门前，摁铃。从罗罗列列的屏
风后面走出来一位女士，问我做什
么？我说我是研究孔子的中国学
者，想拜访一下贵基金会。

我刚才已经看过资料的——杜博
士快80岁了。
他问我，你怎么看孔子。
我跟他讲了别人的一些观念，也
谈了我的看法，有一些观点还是触
动了他，他叫那位女士拿出本子记
下。

她叫我坐下，拿出一叠关于基金
会的宣传资料，叫我看，然后走开了。
从深深的屏风后面又出来一个男
人，他拿出一张表，问我对基金会
有什么看法，愿不愿意填一下。我
接过来看。

然后 ，他开始跟我 谈论他的观
点。他说他从十几岁就离校来到社
会上扑腾，干过很多职业，后来，
开了个公司，有了一些创新的产
品，渐渐做大，在管理中，他发现孔
子的思想对于自己的生意非常有用，
就认真阅读《大学》、《中庸》、

这个时候，刚才接待我的女士从
屏风后面又过来，说杜博士现在有
些时间，可以接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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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在日常生活中，践行孔
子的思想，慢慢有所发现，有所收
获。后来，他发现人们在接受孔子
熏陶的时候，是随着历代被扭曲了
的孔子，是把孔子思想实用化，有
一些很珍贵的东西被忽略了。大家
眼中的孔子，是一个假孔子（被歪
曲和误解的孔子）。

然，这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就是断
章取义……
在短短的三个小时的交谈中，
我体味到这位和蔼淡定老者的苦
心，他的80岁的执着的追求，不断
学习的努力，安之若素的性情。他
不屑于在经济、物质上的争抢和掠
夺，也不明里暗里讽刺商业造成的
世风日下，他就像一块古朴的老
玉，温润、淳朴，经历很多，却驻
守自己的内心的坚定。他读书的姿
态，并不像学生要考试，而像和人
分享一杯午后的清茶一样的自然而
闲适。

退休以后，他把自己的所有都
投资到一项事业中，宣传真正的孔
子（现代孔子思想）！他捐献1000
万新加坡币，办了这个基金会，还
定期向大众开讲座，到中国去交
流。他的观点：孔子思想是科学
的、创意的、务实的、实用的和真
理的，是恢复孔子思想精神实质，
提出孔子思想是辩证唯物论的。现
在，大家都忙碌着赚钱，对于孔子
精神的忽略，是很可悲的。

这时，我渐渐明白：有一些
人，经历过富裕或者贫穷，或者酽
酽的浓茶，或者淡淡的清酒，都不
过是完成了他们看似最普通、最简
单的生活，而美好就萌生于平凡之
中。

我慢慢品尝着她递过来的一盏
清茶，静静聆听着他的倾诉。不知
不觉，太阳从硕大的玻璃天窗射了
进来。

（2017年3月13日）

我告诉他：中国现在也在大力
提倡传统文化，对于孔子的交流也
积极推动。不过，相比较您的追本
溯源，我们现在正在“现代化转
型”，因为时代在变，价值观念在
变，要让孔子思想发扬光大，必须
寻找和现代理念契合的地方。当

杜南发博士与白军芳教授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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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就南中学 饶贯中

前几天杜南发博士回到故乡马
甲，特别来到我校就南中学，让我
有幸目睹您的尊容，并近距离聆听
您的两次演讲，接受您的教诲，还
能幸运地和您合影。

姑时，我都能发现您不由自主地声
音发颤、眼圈发红、眼里饱含着泪
水，特别激动。后来我到网上查
证，发现杜博士和贞义姑相差500
年。您没有见过贞义姑，更没有吃
过她做过的一餐饭，喝过她端过的
一 杯 水 ， 但 您 却 对 她 如 此 一往情
深。正如杜博士所说：“我是贞义姑
的后人，没有贞义姑就没我。”从这
看似极普通的一句话，能看出您对
“孝道”的理解和践行。您还说
过：“作为马甲人，不了解贞义姑，
不学习贞义姑，就不是马甲人。”

后来我在朋友圈转发了“马甲
旅新侨胞杜南发博士回乡大爱之
行”的图片新闻，获得许多朋友的
点赞，这是我自有微信以来，第一
次获得这么多人点赞，这也充分说
明了很多朋友也被杜博士的大爱所
感动。
这几天，杜博士的身影一直在
我的脑海里闪现。您是一个成功
人，更是一个名人，尤其是一个好
人！您对人生意义的深远理解震撼
着我，在我的心灵一直有一个呼
唤：“杜博士，从您身上我能学到
什么？”

杜博士作为贞义姑的后人，您
学习贞义姑、宣传贞义姑、继承和
发扬贞义姑的孝道、尊祖、爱家的
优秀美德。当然这种优秀美德也为
您后来的事业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试想一个连父母、长辈都不孝
的人，他还能爱别人吗？还能爱家
爱国吗？只有大爱的人，才有大
德，也才会有人同他合作，有困难
的时候大家才会帮助他，才能成就
他的大业。

首先，我应该学习您做一个有
“孝心”的人。

我非常幸运这次能听到您的两
次国学演讲，在这两次演讲中我就
看到一个特别的场景：您都讲到贞
义姑精神，但每次只要一提到贞义

所以我们要学习杜南发博士做
一个有孝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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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觉得应该学习杜博士
做一个有“良心”的人。

祖认宗”，哪怕在天涯海角也要心
系祖国、心系马甲！在年纪大了之
后，卖掉公司，有了不少钱，但您
没有去周游世界，安享晚年，而是
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时刻怀着兼济
天下的仁者之心。仅在马甲就捐资
助学1300多万元，还捐出一千万元
成立“现代孔子思想基金会”。您
自费出书，四处演讲，弘扬仁义智
信，复兴孔子中庸学说，让孔子思
想走入政治，走入社会，走入民
间，永续仁义。您还号召莘莘学子
们以贞义姑精神及现代孔子思想为
指导，立志成为仁义智勇兼具的人
才。您的人生目标是：实现求健
康、求快乐、求成功、求贡献人生
目标的奋斗历程。

1985年，杜博士破产了，在这
个时候，有人叫您拿信用卡去套
现，说：“反正已经破产了，到时
银行也拿您没办法。”但您没有这
样做，而是认为不义之财，坚决不
能要。而是冷静下来，虚心检讨自
己失败破产的原因，改正错误，振
作精神，重新再来。您用“仁、
义、诚、信”作为公司的企业文
化，用良心来生产产品，用产品实
力来征服消费者。消费者反过来也
信任公司和产品，公司员工也很认
同公司文化、效忠公司、做出贡
献。两年后您又东山再起，并且公
司越做越大，成就了杜博士的事业
成功。

杜博士，从您的身上我看到了
大爱，我们应学习您做一个有“爱
心”的人！

因此，我们应学习杜博士做一
个有“良心”的人，在关键时刻不
会迷失人生方向，在厄运时候能握
住人生的咽喉，在困难绝境中不会
被打倒！

杜博士，正因为您有了孝心，
才会有良心，从而有了爱心！这就
是我们要从您身上学习的。

第三，我觉得应该学习杜博士
做一个有“爱心”的人。

杜博士是马甲人的骄傲！华人
的骄傲！杜博士是中国人的一面旗
帜！是我学习的榜样！

杜博士出生在新加坡、成长在
新加坡、创业在新加坡、成功在新
加坡，按常理您应该对故乡不熟
悉，甚至没感情。但您注重“修
身”，以“孝悌为本”，积极“认

祝杜南发博士健康长寿！好人
一生平安！！！
（2016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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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杜南发博士论文摘要：

2017年5月17日至21日，在印
度尼西亚儒教孔圣会总会主办的

现代孔子思想是正本清源、恢
复唯物辩证论的孔子思想，而与两
千多年来传统的唯心论的解释不
同！

《国际第五届儒教暨第八届儒学大
会》工委会的邀请下，新加坡现代
孔子思想基金会主席杜南发博士亲
自带领了代表团出席，代表团成员

孔子思想被历代封建皇帝与儒
家大师所歪曲、阉割。

有杜南发博士与夫人、李龙先生、
孔繁樑先生、杨培根先生、吴慧云女

孔子身后，具有影响力的儒学
有两派：一派是子思孟子的“思孟
学派”，另一派以荀子为代表。孟
子把孔子“仁”的思想充分发挥后
提出了仁政的主张，提出天时、地
利、人和的主张，认为“民为贵，社
稷次之，君为轻”。孟子推翻了孔子
对“天”的科学看法：“天何言哉？
四 时 行 焉， 万物 育 焉 。” （唯 物
论），提出“人的道德源于天。”
（唯心论）荀子则以继承孔子为己
任，主张用礼来区别贵贱、尊卑、长
幼，用法律限制和制裁百姓，强调耕
战加强实力，不主张空谈道德。

士及解文超博士。杜南发博士和解文
超博士都在大会上发表论文。

到了秦汉时期，儒学为国家官
学，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孔子个
人地位也经历了由师而圣，由圣而

杜南发博士发表论文《现代孔子思想
与社会和谐及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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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变迁。秦始皇采纳李斯建议，
发动了惊世骇俗的焚书坑儒。

至此，孔子学说逐渐被阉割殆
尽，面目全非，被后世的钻营者
和统治者所利用，儒学出现了危
机。

西汉时期，汉武帝接受董仲舒
“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提
议，另一方面却改变了儒学的内
容，歪曲甚至阉割了儒学的真
谛。董仲舒曲解孔子“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的思想（孔子
主张“为君要仁，为父要慈，为
子要孝”），主张臣民对君主无
条件的绝对服从，使儒学走上为
专制主义服务的道路。董钟舒还
把神学的因素带入儒学，逐渐使
儒学天神化，孔子也由人变成了
神。

魏晋玄学到唐初儒、释、道三教
并立，进一步将儒家宗教化，并将
孔子神化，而儒学始终是支持封建
统治的主要意识形态。
到了宋代，朱熹、张载、程颢、程
颐以《易经》哲学作为根基，吸取
了道家哲学、佛教哲学的思想，建
构一套新儒学体系-宋明新儒学。宋
明理学家认为考虑个人欲念就会破坏
天下秩序，就是有造反、离经叛道的
念头，所以人欲必须灭掉。程朱理学
强调，理高于一切，事物生衰是理，
人间各种伦常、等级制度都是理，都
体现天理，提 出 “ 存 天 理 、 灭 人
欲”的主张。

到了东汉，史学家班固撰成《白
虎通义》，提出天下的根本为三
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
纲，这已跟孔子的“君使臣以
礼，臣事君以忠”和“为君要
仁，为臣要忠，为父要慈”的相
对忠君论大相径庭。孔子认为天
是自然界的现象规律(唯物论)，
董仲舒把天说成人间一切事物的
主宰，是神灵的天（唯心论）。
《白虎通义》则认为天地运行体
现人间尊卑等级，两者都把孔子
对天的正确认识篡改歪曲了。
《白虎通义》更是把董仲舒的
“天人感应说”进一步发展，赤
裸裸维护统治阶级利益。

1898年，康 有 为 、 梁 启 超 提 出
君主立宪的维新活动只进行了一
百天就失败，慈禧重新当政，引
发了民间舆论支持孙文、黄兴等
更为激烈的革命主张，辛亥革命
终于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在
法律上确定了以民主主义取代传统
儒学，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就
是在传统儒学基础上，汲取了中西
文化精华，吸收了西方的平等、博
爱思想，并试图与儒家的“大同”
学说及“和”的思想相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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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
曾经出现“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经学者仔细研究，当时的口号并不
是针对孔子本人，而主要针对历代
封建统治者所塑造的孔子，也就是
人们经常所讲的假孔子，这点应该
和真孔子-春秋末期有巨大贡献的
大思想家孔子区别开来。

用，被儒家大师歪曲、阉割误解，
使孔子思想天神化、天道化、天子
化、宗教化，使孔子神化，孔子思
想已失去原来的精神实质，面目全
非，发展为错误的唯心论学说。上
述孔子思想被歪曲的历史过程也证
明了杜博士在2000年前断断续续看
孔子的书，提出的“孔子思想被封
建皇帝和儒家大师加以利用、歪
曲、误解，并提出孔子思想是科学
的、创意的、务实的、实用的和真
理的”是千真万确的！

中国共产党给中国带来了近代
史上第二次历史巨变，孔子和儒学
也在这个新历史时期得到了科学的
认识与总结。

透过现代孔子思想可促进社会和
谐及世界和平。他认为现代社会道
德沦落、仁义丧失、人们浮躁暴
戾、风气颓废、社会动乱不安宁、
不和谐，主要的原因是人们没有认
识、学习、掌握、实践孔子思想的
“修身”。

现代孔子思想是恢复孔子思想
精神实质，是辩证唯物论。孔子思
想在秦汉被历代皇帝和儒家大师们
所利用、歪曲、阉割，将孔子思想天
神化、天子化、宗教化，并将孔子神
化 ； 在 东汉 时期 沦 为 “三 纲五 常
论”，在宋明时期阉割为“三从四
德”，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
主张，在近代发展成“封建礼教吃
人”。历代孔子思想被统治者利

孔子非常重视修身，他说：“自
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
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修

新加坡现代孔子思想基金会代表团在印尼中爪哇普禾格多出席
第四届国际儒教大会暨第八届儒学国际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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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广义地来说，就是教育。而修
身就要学习与掌握“中庸”，实践
中庸的理论。

平天下的必备条件；修身的目的是
为了齐家(管理好家庭)、治国(治
理好或为国家服务)、平天下(使天
下太平)。

“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
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
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
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
国家矣。”《中庸》意思是说，要
修身要具备好学、实践力、道德观
三个条件，即具备智、仁、勇；所
以修身的前提是格物、致知、诚
意、正心，知道怎样修身，就能知
道怎样管治人，统治国家。

现代孔子思想，特别是“大
学”与“中庸”能促进社会、世界
和谐，有助解决世界三大危机、三
大冲突，匡时济世，人文破坏，道
德败落，推广孔子的修身、修
“仁”与“义”；解决生态破坏，
避免过度开发天然资源，以致环境
不适合人类居住；解决贫富差距造
成的社会问题；解决种族冲突、宗
教冲突、国家冲突，让我们学习推
广孔子思想，使其生活化、实际
化，让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让生活
更健康、美满、愉快与和谐，让社
会和谐、宗教和谐共处，让世界在
和谐中求进步，实现世界和平！

修身的目的就是《大学》里的
八大主旨：格物（调查、研究、分
析）、致知（致力追求学问）、正
心(保持平常心，乐观)、诚意(真
诚，言行一致)，是为了修身而做
的前提工作；修身是齐家、治国、

（2017年5月30日）

新加坡现代孔子思想基金会出席国际儒教暨儒学大会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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