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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讯 

孔子思想/儒学/儒教是什么？其定义是什么？ 

孔子思想，顾名思义是指原汁原味的孔子思想，代表孔子思想的精

神实质，不加入或含其他儒家的论说（如孟子、董仲舒、朱熹等儒家学

者的学说）。原本的孔子思想是辩证唯物论。儒学是指儒家学说，以孔

子学说为主，但历代受到歪曲、误解和阉割；并加入多位儒家大师的论

说，使孔子思想面目全非，沦为唯心论。 

2017年12月12日 

孔子思想/儒学/儒教是否宗教？ 
2017年6月19日 杜南发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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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学筹办征文比赛-推动学生学
习、掌握、实践现代孔子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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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教或儒教有两种解释，孔

子/儒学的教化和孔子/儒家宗教，

但一般是指孔子/儒家宗教，如

儒、释、道三教合一，是道道地地的

唯心论，将孔子神化、宗教化，失去

孔子思想的精神实质，面目全非。 

由于几千年来，孔子思想被封

建皇帝和儒家歪曲、误解和阉割，

导致一般民众误以为儒家就是指孔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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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思想演变为宗教的历史渊源根

深蒂固 

1. 汉武帝开始为巩固政权，任用儒

家大师董仲舒为封建皇帝服务，

将孔子思想天子化、天神化、宗

教化。 

2. 唐代佛教传入，更发展为三教合

一。 

3. 孔子由师而圣，由圣而神。 

4. 民间纪念孔子的庙将孔子宗教

化，当神祭拜，因为论述做人道

理的《论语》广为流传，所有宗

教都是教人做好人，这是无可厚

非的，只要不迷信。 

民间不很清楚孔子思想还有《中

庸》和《大学》，还包括了哲

学、思想逻辑和政治论。若能理

解整个孔子思想体系，就不会说

孔教是宗教！ 

5. 封建皇帝为了巩固其统治阶级政

权，乐见孔子思想成为神化的宗

教。 

6. 有人斩钉截铁地认为儒家是宗

教，代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宗

教，他们不合逻辑地说中国有很

多祭拜的场所，如庙宇和祭坛，

就证明孔教就是宗教。 

为什么说孔子思想不是宗教？ 

孔子思想是科学的、创意的、

务实的、实用的和真理的！ 

孔子思想是科学。孔子对天的

看法：“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

物生焉。”孔子说：“天不说话，

只是四季不停地运转，万物不停生

产。”我们非常敬佩两千多年前的

孔子已了解太空没有鬼神，是空空

的。今天人类上了月球、太空，但

月球、太空没有动物、人和鬼神，

是空空的，所以叫太空，孔子认为

天是自然规律的运转。 

孔子在编辑民间的诗经时，发

觉民间对天的怀疑：“昊天不惠，

昊天不平”，“下民之孽，匪降自

天”，意思是苍天不会施恩惠给民

间，苍天也不会解决民间不平的

事；民间的祸害不是天降下来的，

不信天是万能的。 

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

说明孔子不迷信、不相信鬼神。 

 

《论语·雍也》：“敬鬼神而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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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要求：一、“苟日新，日

日新，又日新”；二、“‘周虽旧

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

用其极”；三、“学而不思则

罔”，就是要人们多思考多创新。 

《中庸》：“中者，天下之正

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是

指天下所有的事物有它的本性本质

和发展规律，这说明孔子相信天下

所有事物，包括价值观，有它的本

性本质和发展规律。这是很科学

的，不迷信的，不宗教化。 

“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

事，末复合为一理…其味无穷，皆

实学也。”《中庸》。指中庸这本

书开始讲一个道理，这道理可以用

到一万件事上都四海皆准，将一万

件事还原后还是这一理，说明孔子

思想是实际、实用的学说，不是迷

信，不是宗教。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

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指政

治的道理是宣扬德政的政治，要求

人民与时俱进，作为有新思想的

人，因此说明孔子思想也包括政

治，鼓励人民要有创新思想，所以

不是宗教。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

先后，则近道矣。”《大学》，这

是孔子科学的本末理论，孔子把这

理论进一步发挥说：“其本乱而末

治者否矣。”，意思说人类没有做

好修身工作，而希望这社会安宁和

谐，是不可能的，修身是本，社会

安宁是末。他进一步又说：“自天

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

本。”无论你是皇帝还是草民百

姓，都要以修身为准，修身以仁为

主，仁以孝悌为主，“故为政在

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 

杜南发主席与“学习与活用《中庸》- 孔门传授心法”座谈会参加者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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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中庸》，特别强调政治家更

要修身，具有仁义道德。 

孔子在《中庸》里说：“天命

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

也。”就是说人的本性没有本性善，

还是本性恶，人的本性就是要修身，

这是为什么“人是以修身为本”，强

调每一个人不管社会地位如何，都

要修身，修仁义道德，这个社会才

能安宁，从这个角度来说，孔子的

思想学说不是宗教。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

学》，其中的“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就要求人们要有道德修

养，要具备仁义道德，管理好家庭，

为国家社会服务，使社会和谐安

定，世界和平，显然说明孔子思想

不是宗教，人们修身、齐家的目的

是为了要为社会、国家做出贡献。 

《论语》是道德论，教人做好

人的道理，所有宗教都是教人做好

人。但孔子思想不只《论语》，还

有孔子思想理论-《中庸》及孔子政

治论-《大学》，还包括了哲学、思

想逻辑和政治论。若能理解整个孔

子思想体系，就不会说孔教是宗

教！ 

原汁原味的孔子思想精神实

质，是辩证唯物论，不是唯心

论，证明孔子思想不是宗教！ 

因为孔子思想不是宗教，是科

学的、创意的、务实的、实用的，

所以能引用到政治、经济、科学、

个人生活、家庭生活、学校生活、

社团生活，甚至企业生活；所以能

拯救世界三大危机：人文破坏、生

态破坏、贫富悬殊问题；解决三大

冲突；宗族冲突、战争冲突、国家

冲突。 

 杜南发主席主持“学习与活用《中庸》- 孔门传授心法座谈会 

Picture ca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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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说：“这次会议以《儒

学：世界和平与发展》为主题，体

现了关注世界前途、人类命运的人

文情怀，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题

目。”又说：“世界各国人民也都

希望生活在安康的环境之中，期盼

饥饿、贫困远离人类。然而，现实

世界并不像人们希望的那么美好，

局部战争依然此起彼伏，贫困饥饿

依然广泛发生，连绵战火、极度贫

困依然在威胁着众多人们的生命和

生存，特别是许多妇女儿童依然在

战争和贫困的阴影下苦苦挣扎。” 

这点与杜南发博士提出的“中

庸的实用及时代价值”中“解决贫

富差距造成的社会问题”及“解决

种族冲突、宗教冲突、国家冲突”

（战争）的基本思想是相同的，是

不谋而合的。（见现代孔子思想基

金会出版《快讯》第三期13页） 

孔子思想在几千年来受到古代

国家治理规范、社会活动规范的条

件限制，一些学者都把孔子思想的

研究，偏向与统治者的利用及愚民

政策，致使现代社会运动者怪罪祖

宗文化，认为孔子思想是害人的礼

教，而有五四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

代的批孔运动而把传统文化摧毁

了。 

到了邓小平登高一呼的改革开

放至今，尤其是习近平上台后，才

对孔子思想给予重新肯定与进行开

放式的研究。这不但激起一股对孔

子思想与现代世界（尤其是华人世 

 

孔子思想的现代社会意义 

现代孔子思想基金会秘书长  李龙  2017年8月12日 

中国主席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

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上的讲话，肯定了孔子思想对中国以

及世界的影响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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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道德的建构意义的研究与新

解，及孔子思想对国家建设与人民

素质的修养的潜化灌输，以达到强

国富民，不但物质文明，也带来精

神文明的现代社会。 

现代社会存在的危机  

社会的发展，而有了前所未有的

繁荣，带来人们极力追求物质享受，

但是，精神文明却出现了很大的偏

差，道德却日益凸显出危机，各国尽

力在研发新式武器，制造出毁灭性飞

弹，几乎濒临战争边沿。当今国际社

会，强国侵略弱国的现象加剧，经济

危机也频频发生，地球生态环境遭到

严重破坏，恐怖分子到处制造恐袭，

整个世界孕育在不安定中。 

 孔子思想对现代世界道德的建

构有重要意义，现代世界物质文明达

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精神文明的发

展却大大滞后，道德危机带来的后果

日益凸显。 

当今国际社会，强国侵略弱国的

现象加剧，经济危机也频频发生，地

球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一些有思

想的专家学者都在探讨能共同认知的

道德体系，以能达到消除人类灾害的

妙方。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曾经说过：

“如果任用哲人担任栽判，不是裁判

女神的美，而是裁判人民的善，他一

定会把金苹果奖颁给中国人。” 

因为，普遍认为孔子思想中理想

化的道德体系建构和对个人的道德要

求，才能引入世界和平，孔子认为修

身是治国平天下之本。“古之欲明明

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

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 

10 月 30 日杜主席颁发委任状予名誉主席郭文龙先生， 

图中左一为林纬毅博士，右一为李龙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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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

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

知。致知在格物。”习近平在演讲中

也说，“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

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

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供有益

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

启发，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

想，等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

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

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

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

治国理政提供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

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

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

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 

这段讲话提到“可以为治国理

政提供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

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

容”，说明孔子是政治家，其思想

对于施政者具有莫大的指导作用。

这也说明了孔子思想的“为政之

道”对于现代为政者有传承的作

用，这点杜南发博士在《快讯》的

三期头版《孔子思想与为政之道》

有详尽的分析。习近平的讲话也说

明对于传统文化与思想，是不能墨

守成规，而要“赋予其新的涵

义”，不能只是和一般学者一样，

只在钻研孔子的“学说”而没有融

入新的社会意义。融入新的社会意

义，才能使孔子思想现代化，对现

代社会，人们的道德修养有所作

为，不会在传扬孔子思想时，停留

在只是钻研在文本的理论上。 

改善人性，道德入手 

现今社会，好多人都注重名

利，失去个人修养，失去道德，这

不止对个人，对家庭，甚至对国

家，都出现很严峻的问题。小则造

成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家庭，大则造

成国家与国家出现摩擦。个人与个人

出现为利而冲突；家庭方面，孩子不

孝，甚至孩子对父母进行暴力，杀戮

父母等悲剧；国家与国家发生战争、

核威胁等等。 

世界人们提出了许多对策和方

法，但是只治标而不治本。治本的办

法是从每个人的作为符合道德规范，

那人与人，个人与家庭，国与国许

多矛盾便自然化解，人们才会在和谐

的社会里共处，国家与国家才会有持

久的和平。而孔子的思想，正具备了

帮助现代社会构筑道德体系的重要

意义。 

孔子思想与现代经济的发展的关系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

本国民族精神的基础上的，离开本

国的民族精神，孤立地看现代经济发

展是不可想象的。中华民族精神是 



8 

 

现代国家发展现代经济的支柱和动力

源泉。中华民族精神，来自于中华民

族悠久的历史和酝酿中的传统文化，

是指导国家延续发展、激励人民不断

前进、激发社会发展的活力的内在驱

动力。 

而孔子思想，恰恰是我们发展现

代经济的精神支柱——民族精神的重

要组成部分和来源。孔子思想中阳刚

进取的自强不息精神、厚德载物的包

容精神、求实精神、“民为邦本”的

思想、重视道德的精神等等，都反映

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特有的精神风

貌和精神特征，可以为世界各国提供

精神驱动力，为各国现代经济的发展提

供自尊、自立、自强的主体意识，造福

人类。 

 

孔子思想对现代教育的意义 

孔子思想体系中最大的根本思想

在于教育。被后世奉为“万世师

表”，实在于其思想体系中教育思想

的博大精深及其适用性与长远的传

承。时至今日，孔子教育思想中的很

多内容仍然适用于现代社会。他主张

“有教无类”，打破了学在官府、等

级教育的现象；他重视教育对社会发

展的重要作用；在教学内容上，他强

调社会的需要和人格的形成，把道德

和道德教育放在首位。 

在教学方法上，他提倡启发式

教学，强调因材施教、学思结合、知

行统一；同时，他的“诲人不倦”、

以身作则、教学相长，又为教师们树

立了光辉的典范。 

孔子有教无类，“因材施教”、

“启发式教学”、“终身学习”扩大

了人们的正能量。现代意义上的“有教

无类”，实际上就是各国的“机会均

等”。而“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这八个字很好地概括了孔子的启发式

教育思想，是出自《论语》，即孔子

说：“一个人不到他倾全力去尝试了

解事理，但却仍然想不透的程度，就

不需要去启示他；不到他尽全力想要

表达他内心的想法，却想不到合适言

辞的程度，就不需要去开导他。如果

不能举一反三，不需要多说些什

么。” 

这些教育原则对全世界现代教育

的发展仍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这些

想法表明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

想。 

杜主席与座谈会来宾拿督丹斯里 

李金友先生和章金福先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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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资深画家刘海宏先生，各位嘉

宾，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傍晚好！ 

今天是我国著名与资深画家刘

海宏先生举办个人画展开幕，我，

杜南发，现代孔子思想基金会主席，

很荣幸与高兴为画展主持开幕典礼！ 

各位嘉宾，当刘海宏先生与现

代孔子思想基金会理事林财顺先生

来到我的办事处盛情邀请我为他的

个人画展当主宾时，我告诉他，

“我对画是门外汉，应该找个对画

有高深造诣的人为主宾。”他回

答：“你捐献一千万元成立现代孔

子思想基金会，我听过你的演讲，

很敬佩你对孔子思想湛深精辟的造

诣，孔子主张六艺，也一定重视绘

画，所以我邀请你为画展的主

宾。”刘先生很有创意，以敬仰现

代孔子思想、宣扬孔子思想打动我

的心，所以我没有理由不接受他的

邀请！ 

各位嘉宾，孔子思想是科学

的、创意的、务实的、实用的和真

理的！现代孔子思想基金会的宗旨

是：宣扬孔子价值观核心的仁义道

德和中庸之道以拯救世界三大破

坏；人文破坏，道德沦落；生态破

坏，环境不适合人类居住；贫富悬

殊差距越来越大，造成社会问题。

三大冲突：种族、宗教和国家冲

突，造成极端恐怖行为，冲突动

乱，战争频繁，人民死伤无数，和

难民浪潮等等。 

孔子主张全面平衡地学习六艺

以发展为一个全能的人。孔子要求

我们要学习、锻炼六艺，六艺是

礼、乐、射、御、书、数。其中书

和射是和画有关的。书，包括了琴、

棋、诗、画，这些是文采，“射”以

现代概念是“视觉空间、专注力”，

与绘画、摄影、砌图有关。“射、

御”以前是指射箭、驾驶马车，现在

是指运动与锻炼体魄。孔子说“质胜

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

君子”（孔子说：“质朴超过了文采， 

祝贺刘海宏先生画展开幕 
杜南发主席演讲词 

杜主席祝贺刘海宏先生画展圆满成功 



10 

 

就浮华。文采和质朴相辅相成，平

衡配合，这才是君子。”）我们要

质朴和文采俱备，平衡发挥。作为

画家，也是要文质彬彬。 

孔子要求我们要有创意，“苟

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要全面平

衡的学习，以成为能应付各种挑战、

有成就的人。作为画家更要创新，刘

海宏画家就是有创意的画家，他于

1980年在香港观赏张大千画展，被

其沷彩水墨作品启发，首创宣纸油

画，色彩对比变化产生了丰富与独

特的艺术韵味。他的画作也富有创

意，风格与众不同，独成一派。 

刘海宏先生1941年出生于印尼

苏门答腊，上世纪五十年代移民新

加坡。六十年代初一面念书，一面

到新加坡南洋美专学绘画。1963年

毕业，后来活跃于画坛上，但是新

加坡很多人对他并不很熟悉。他曾

经是一名边做生意，边绘画的室内

装修商。1990年以后，成为足迹遍

布世界各地的全职画家，他涉足马

来西亚、印尼、巴黎、美国，并旅

居中国上海八年，因此，他了解中

西方的艺术，及各种流派和画风。

他有很丰富的画画题材，他被称为

“多重身份老画家”。 

刘海宏先生除了画油画、粉彩

画、他也喜欢用油彩在宣纸上作

画，这方面已经有30多年的经验，

形成他作画的特点。 

他充满想象力的光影与色彩的

把握、铺陈传达给观众独具一格的

视觉体验，鲜明的个人风格，区别

于当代同辈艺术家，自成一派。 

刘海宏先生在1974年响应捐画

为母校南洋美专筹款，和其他八名

南洋美专校友创立南洋美专校友

会，并当校友会会长多年。他饮水

思源，回馈母校与服务校友，为大

众服务，贡献画坛，精神可嘉！他

足迹遍及世界各地，不辞辛苦，勤

奋好学，令我们敬佩！ 

很高兴看到他今天再一次举行

画展，共展出40多幅油画，其中有

五幅是宣纸油画。最后，祝刘海宏

先生的画展圆满成功，并为新加坡

画坛增光，在这里我宣布刘海宏个

人画展正式开幕！谢谢各位！ 

杜主席在刘海宏先生“草木有情”画展开幕礼上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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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现代孔子思想专题演讲由

现代孔子基金会主席杜南发主讲。

杜博士说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首

次到佛教堂去演讲现代孔子思想，

与佛教堂传统所教导的孔子思想不

同，非常敬佩崇德文教实践中庸！ 

讲座包括三个题目：“什么是

现代孔子思想”、“如何用孔子思想

增强企业的经营与效率”、“中庸新

解”。杜主席首先感激崇德文教会

会长陈丁标先生给他这难得的宝贵

平台，与大家交流现代孔子思想，

崇德文教会和现代孔子思想基金会

一向来都在不同立场宣扬孔子的论

语、中庸、大学等思想；杜主席深

深敬佩陈会长，表扬陈会长热心邀

请他以不同角度陈述现代孔子思

想，充分表现出《中庸》的“和而

不同，和而不流，兼容并蓄”的精

神。杜主席希望他的演讲可以让听

众了解到孔子思想的科学性、创意

性、务实性、实用性、真理性，全

面掌握与应用孔子思想到各层次的

生活中去。 

 9月3日崇德文教会 

现代孔子思想专题演讲纪实  

2017年9月3日星期天早上，新加坡崇德佛院四楼佛殿高朋满座，250多

个座位全场爆满，座无虚席；100多间属下佛院各派两、三名代表前来参

加，大家都专心聆听，站在讲坛上演讲的是一位精神饱满的睿智长者，声

音洪亮，神情坚定，侃侃而谈，内容隽永，发人深思。 

崇德文教会举办“现代子思想专题演讲”现场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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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讲结束，在座听众热烈鼓掌，

杜博士问这堂课对大家有帮助吗？

大家不约而同回答：“有！”博士又

问：“你们会用在生活中吗？”大家欢

快的回答：“会！”之后是答问时间，

下列是杜博士回答听众提问的记录。 

问：刚才听到“人之初，性本善”，

一个人的出发点是善，可是没有

人知道，修身就是把好的呈现出

来，使外界看得见，言行一致，

有目共睹，这方面我们要修身。

请问杜博士我们要如何修身？ 

答：提到这个问题：一是人性本恶

本善的问题；修身、修养、修行的

问题；我们要

怎样修身。

孔 子 非 常

注 重 人 的

修身，他说

“ 自 天 子

以 至 于 庶

人，壹是皆

以 修 身 为

本”，就是

说 我 们 人

的本性，人

就 是 要 修

身。 

孔子思想没有本性恶本性善，所

以草民百姓和皇帝都要修身；修

身广义来说就是教育，私塾有德

教，学校和教育部在教育人民；

孔子的教育理论，教育的“本”是

什么？修身是要道德的教育，德

性的教育，这才是重要。 

第二是技术、科学、知识的意义，

如果一个科学家没有修身，没有

德教，仁义方面的修身，把科学发

明来破坏世界，对人类社会带来

灾害 ，一个有德性的科学家会把

自己的知识用来做出对人类有贡

献的东西，所以孔子非常重视修

身，孔子在书里讲：“修身以仁

为本，仁以孝为本”，今早我们来

到就唱孝的歌，孔子非常注重孝，

中国人以孝德为百

德之首。 

修身在我的文

章 里 面 ， 有

“格物、致知、

诚意、正心、修

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

是 画 成 一 个

表，有讲到要

修身和学习。 

怎 样 学 习 ？

格 物 是 客 观

的调查研究、分析，然后调

查；致知是尽最大努力去学习 

杜主席演讲时谈笑风生，神采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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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修身要“诚意”，要言行一

致，做人要正直，如果讲一套做一

套，那是没有诚意，为人狡猾，诈

骗别人，就是没有诚意，所以，怎

样修身，孔子讲得很清楚。 

问：“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如

果君子遇到小人得寸进尺，君子采

取包容的态度，还是以牙还牙？ 

答：孔子的“致中和”，要我们阴阳调

和，以和为贵；秀才遇上兵，非常

粗暴，不讲理由，那你要和他们当

兵同道吗？ 

肯定不要，孔子要我们明哲保身，

或者是随遇而安，你遇上这样事

情，不要跟他们理论下去，先同意

他，然后说也许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是这样，然后才说出你的观点，跟

这些野蛮人讲道理就是吃亏，要避

免跟他们发生冲突，明哲保身。用

中和的办法，阴阳调和地应付他

们，不要吃眼前亏。先同意他，不要

说“不对不对”，这会令他们很生

气；先说你讲的有对的地方，然后

就“但是但是…” 

问：第一，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

难养也”这句话怎样理解？第二，

“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

哉！”不懂得变通的是小人做工，

这句话怎样理解？ 

答：我曾遇到这样的人，一听我提到

孔子就很生气，她说孔子讲“唯女

子与小人难养也。孔子不重视女

士，孔子不重视他妈妈和姐姐”。

我跟她讲你误解了，孔子讲的“唯

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不是讲女性，

不是讲他的妈妈、姐姐、岳母；是

讲那些三姑六婆的女佣和男佣，那

些小人。 

以前封建社会都有女佣，整天吱吱

喳喳讲很多事情，你注意他，他觉

得很了不起；不注意他，就说你看

不起他，很难养，是很难相处的意 

演讲完毕，现场观众向杜博士踊跃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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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但是难养，还是要给她们吃。

关于“言必信，行必果”，孔子学

说非常科学，非常管用，“好学近

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讲的要跟做的一样，“言顾行，行

顾言”，要言行一致。 

孔子非常强调不要做伪君子，讲一

番好话，做一套坏事，像特朗普，

他不是好的政治家，没有孔子的

“言必信，行必果”，他是哗众取

宠的，乱讲经常做不到，为了选票，

去选区讲话讨好选民。 

我有一篇文章，用孔子思想来批评

特朗普（请参看现代孔子思想基金

会第四期快讯），他没有言必行，

行必果的诚意。 

问：你是在人生哪一个阶段什么时候

正式开始接触论语、中庸、大学？ 

答：我是在中年的时候，读到中二的

课本，有一句话：“苛政猛于虎

也”，那时候认识到孔子的思想-仁

义的思想，我对仁义的思想很敬

佩，所以我孩子出生时，我大儿子

叫“德仁”，二子叫“德义”，但

是我没有机会去看孔子的书。 

在 1991 年，我成立杜氏贞义社，来

纪念杜氏贞义姑，我们祖姑-一个

明朝的伟大女性，她小时候的妈妈

跟她讲“你不幸身为女儿身，若你

是男儿身，我就不用担心这个家族

零丁无后代”，她听了就掉眼泪，

一直不出嫁，以男人的气魄，分担

母亲的忧虑，使家族能传宗连绵下

去，十年又十年，照顾弟弟，在上

孝顺母亲；在下照顾弟弟至长大

成婚；后来他弟弟 35岁过世，就照

顾侄儿，如同己出，照顾他的生活

读书，培养侄儿成人，后来长大结

婚生了很多孩子，家族能旺盛地传

播下去，我就是他的后代。 

如果没有贞义姑，家族就没有传下

去，也没有今天的我。所以我很感

激她，我把贞义姑的伟大事迹，伟

大精神，作为孔子的仁义智勇的精

神，以充沛的知识去克服困难的环

境，坚持下去，每年纪念贞义姑的

圣诞，我会讲一些孔子的讲稿，所

以逼我去看孔子的书。我一直受两

个人影响-贞义姑和孔子，我看到

孔子的书，看到他们讲得不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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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判断讲孔子的书不对呢？因

为他们传播一种愚孝愚忠的精神，

把孔子天神化，在历史上有几个非

常效忠的忠臣，岳飞、文天祥都是

愚忠、愚孝的牺牲者。过去的皇帝

把孝道变成愚孝、愚忠，因为孔子

学说里说“为君要仁，为父要慈，

为子要孝”，中国历代皇帝哪一个

是真正的仁君呢？都把国家当作

私人财产，残暴、无仁、独裁，反

对皇帝会招来杀身灭族，皇帝没有

实行仁道，把国家变成私人财产，即

使孩子是笨瓜也可以做皇帝。 

问：你现在推行现代孔子思想遇到什

么挑战？你认为该利用什么方式

让社会大众，甚至世界各国来推行

孔子思想？你未来会怎样推广？ 

答：你的问题非常好，因为推广现代

孔子思想遇到不少挑战和难度，原

因是我们很难找到同样的学者来

跟我们一起传播，因为我们遇到的

一些儒学学者，他们在讲课，讲《大

学》、《中庸》，用旧的传统方法

来解释，不过我们要格物、致知。

传播现代孔子思想，跟很多人，有

一些商人，他们不屑一顾，包括一

些知识分子，对孔子的一些主张，

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视为吃人的礼

教，他们受了一些儒学者把孔子歪

曲阉割的影响，认为孔子对他们没

有帮助。 

我们现在到处讲课，还好没有遇到

挑战的声音，至于我怎样推广呢？

我经常到中国去演讲，去马来西

亚、印尼演讲；我们讲的跟很多学

者不同，我们出版书籍和快讯。 

今天承蒙你们会长盛情邀请，让我

来这里传播，以后要看大家来共同

推广现代孔子思想。 

讲座在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 

崇德文教会陈丁标会长致送“百孝篇”纪念牌予杜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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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孔子后裔联谊会会长孔

繁樑先生，尊敬的荣誉会长孔宪基

博士，各位名誉会长、会务顾问、

各位董事，各位嘉宾，女士们、先

生们，大家晚上好！ 

今晚我很高兴也很荣幸受贵会

会长孔繁樑先生邀请，出席贵会为

庆祝世界伟大人物孔子诞辰第2568

年纪念晚宴，

并 发 表 有 关

“中庸的重要

意 义 是 什

么？”演讲。

我要衷心感激

贵会给我这个

难得的机会与

平台和各位嘉

宾分享我对现

代孔子思想

的心得。 

各位嘉宾，今晚我们欢聚一

堂，纪念孔子诞辰第2568年，意义

非常重大，孔子出生在春秋战国时

代的鲁国，是凡人，不富裕、政治

地位低微，却获得世界人民最多的

尊重，是名列第一的世界十大历史

名人，排名在柏拉图、亚里士多

德、托马斯•阿奎那、哥白尼、培

根 、 达 尔

文 … 等 之

前。1988年

全世界诺贝

尔得奖者在

巴黎发出宣

言：“人类

若要在 2 1世

纪继续生存

下去，必须

回复到2 5 0 0

多年前， 

中庸的重要意义  
杜南发主席在孔子后裔联谊会典庆上 

发表的演讲词 

此篇为杜南发博士于2017年9月28日在新加坡孔子后裔联谊会举办

孔子诞辰2568周年庆典上发表的演讲词。 

孔子后裔联谊会孔繁樑会长（上图）和杜主席 

（下图）在孔子誕辰 2568 周年紀念晚宴上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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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孔子吸取智慧。”由此可见，孔

子思想正如前新加坡孔子学院院长

许福吉博士所说，是世界遗产和宝

库！推广孔子思想是匡时济世的！

我认为最好纪念孔子的表现就是作

为他的门徒！ 

作为炎黄子孙，特别是孔子后

裔，怎么能不对孔子的誕生而感到

无比的自豪！怎么能不敬重纪念孔

子，认真学习孔子思想！ 

今晚，我想向各位嘉宾报告什

么是现代孔子思想，为什么“中

庸”是孔子门徒传授心法，传授什

么心法？什么是现代孔子思想？ 

孔子思想历代被封建皇帝和儒

家大师加以利用、歪曲、误解，甚

至被阉割，以至面目全非。 

现代孔子思想是恢复原汁原味

的孔子思想，恢复孔子思想的精神

实质，强调孔子思想是科学的、创

意的、务实的、实用的和真理的，

是辩证唯物论的；与传统的、两千

多年来唯心论的解释不同，（特别是

对“中庸” 与“大学” 的解释）。 

推广宣扬现代孔子思想是为了

匡济时弊，拯救世界。目前世界遭

受严重的三大破坏：一.人文破坏，

道德沦落；二.生态破坏，环境不适

合人类居住；三.贫富悬殊差距越来

越大，造成社会问题；世界三大冲

突：一.种族冲突；二.宗教冲突；

三.国家战争冲突；造成战争频繁、

极端恐怖活动、人民死伤无数、难

民浪潮，国际动乱、核战紧张。唯

有推广孔子思想价值观核心的“仁

义”与“中庸”才能解决世界三大

破坏与三大冲突。 

各位嘉宾，今晚我在这里要向

各位，特别是孔子后裔保证，一旦

你能理解、融会贯通“中庸”，你

将一生受用无穷。在《中庸》这篇

已给我们明确启示。各位嘉宾，你

们是否想掌握“中庸”，一生受用

不尽！各位孔子后裔，是否更渴望

要掌握老祖先的智慧，一生受用无

穷，否则有失孔子后裔身份。 

在我进一步讲解之前，我想知

道孔子后裔嘉宾是否阅读或学习过

《中庸》?请舉手！还有其他嘉宾有

学过《中庸》的，请举手！ 

你们读的《中庸》书本，第一

句是从“天命之谓性”開始的，请

起手!还是从“子程子曰：‘不偏之

谓中，不易之谓庸’”開始的，请

舉手！ 

从“子程子曰：‘不偏之谓

中’”開始的《中庸》书本是齐全

的，而从“天命之谓性”開始的

《中庸》书本是不齐全的，是只有身

体和行动部而没有头和司令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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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全的《中庸》读本，有朱

熹写的序文或题解：“中者，不

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

常也。” 

“子程子曰：‘不偏之谓

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

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

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

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

子。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

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

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

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

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 

这里我要请大家注意：“中

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

定理”、“此篇乃孔門传授心

法”、“此书始言一理”、“其

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

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 

1. “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

天下之定理。”-中庸的定义：

天下所有的事物（包括价值

观）都有它本性、本质，称为

“中”；还有它的发展规律，

称为“庸”。 

2. “此书始言一理”- 一理是指

“致中和”。 

3. “其味无穷，皆实学也。”-

《中庸》这本书包涵范围很

广，都是实际学说。 

4. “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

身用之。”说明能融会贯通掌

握“中庸”，终身受用无穷。 

5. 此篇乃孔門传授心法。 

各位孔子后裔，各位嘉宾，你

们是否注意到这句话的意义与重要

性？孔子后裔是否也以《中庸》这

篇作为传授心法？传授什么心法，

什么内容？什么叫心法？你们知道

吗？ 

所谓传授心法就是不用文字记

载，用语言传授重要思想或秘诀，

这里我认为是孔子门徒口头传授

“中庸”的重要的为人处事的秘诀。 

各位孔子后裔，各位嘉宾，为

什么孔子门徒这么重视“中庸”？

你们想知道什么秘诀吗？  

现代孔子思想基金会赞助 

孔子后裔联谊会举办孔子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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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说过，齐全的《中庸》

书本应该要有朱熹题解，是中庸的

理论部分，后文是中庸理论的应用

部分，应用在“修身”、“致中

和”、“养生”三方面 ： 

修身 

做人方面，做人一定要修身，

修身要以仁为本，仁要以孝悌为

本，还要学习，学习要格物、致知。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

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

也，可离，非道也。”天下人的本 

性就要修身，修身后才有道德，有

了仁义孝悌等道德才有教养，道德

不可以片刻不遵守，可以不遵守就

是没有道德。 

养生 

健康方面，要保持情绪平稳，

随遇而安，不要有过度喜怒哀乐，

以免影响健康。平常心，乐观快乐

是健康的重要条件。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

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致中和 

致中和是做人处事的最高指导原

则和手段。“中也者，天下之大本。

和也者，天下之达道。致中和，天地

位焉，万物育焉。”“中”是天下所

有事物的本性，凡做事要用“和”

的方法与手段才能做得对，才能符

合事物的本性、本质、发展规律，

做得有成果。致中和能使天和地处

在统一融和的地位，天下万物就能

不断地发育生长。 

致中和就是致力追求实践中

和，阴阳调和、和而不同、和而不

流、以和为贵、人和气旺、家和万

事兴、和气求财、和睦共处、和平

相处、过犹不及、不走极端，不保

守、执两端，用其中于民。 

各位，孔子门徒传授心法，传

授上述“中庸”的定理、修身、保

持情绪平稳和致中和等心法。 

我认为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

门徒传授的心法，时至今日，还是

不受空间与时间的限制，不但还是

非常适合、适宜，更是非常需要

的，对大家，特别是身为孔子后裔

的各位都有无穷的益处！ 

我们现在迫切需要在家庭、民间

和社团推广传授孔子中庸心法。假如

家庭成员、民间和社会都推行孔子中

庸心法，我相信家庭和社会一定会

很和谐安宁，国家一定会繁荣昌盛！ 

让我们共同努力推广宣扬现代

孔子思想，推广传授孔子中庸心

法！祝大家心想事成，万事如意，

身体健康，家庭快乐！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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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学筹办征文比赛 

推动学生学习、掌握、实践现代孔子思想 

现代孔子思想基金会将于2018年初举办第一届《现代孔子思想》征文比赛，宗

旨为发扬现代孔子思想，学习现代孔子思想，理解孔子思想的创造性、科学性、务

实性、实用性和真理性。在今天国际形势變幻多端，极度紧张时期，复兴孔子思

想，造就社会和谐，寻求世界和平，倡导重新认识孔子思想，复原孔子思想的本来

精神面目，使孔子思想生活化，是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 

征文对象为华侨中学及高中部、华中国际学校、南洋女子中学在籍学生，对

“现代孔子思想”有兴趣者，并读过现代孔子思想基金会出版的书籍与快讯的都可

为文参加；以上学校在籍学生，不论宗教信仰及种族皆欢迎参加，文中不可包含任

何危害国家安全的论点。 

征文主题 

参赛者按现代孔子基金会所设定的主题，环绕“现代孔子思想”各抒己见，可

参加基金会主办的讲座，参阅基金会出版的书籍和快讯。 

作品要求 

来稿必须为不少于一千字的中文原创作品；文章体裁不拘，可以是记述文，散

文或议论文等；以电脑打字，并注明真实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联络电话和地

址、就读学校和班级；在截稿日期前邮寄至：2, Sims Close, #03-13, Gemini@Sims, 

Singapore 387298（信 封 上 请 注 明“现 代 孔 子 思 想 征 文 比 赛”）;或 电 邮 至

admin@mcfoundation.sg。现代孔子思想基金会对得奖作品拥有在杂志、报章、图

书、网络等的出版及发布权。 

奖金：高中组和初中组各设冠、业、季军和优胜奖 

参赛作品由学术界和学者组成的评审团评审，以评审团的评审结果为准，将不

接受电话询问。 

活动进程 

评审结束后，得奖名单将在报章上刊登，得奖者会收到书面通知；作品未入选

者不获退还稿件，但会获得书面通知及感谢参赛；颁奖日期与地点将另行通知。   

mailto:admin@mcfoundation.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