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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是封建专制政治的产物
杜南发博士PBM
2018年2月26日

此篇为杜南发博士于2018年2月26日在现代孔子思想基金会戊戌
新春团拜联欢晚会发表的演讲词。

今晚是现代孔子思想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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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狗年新春团拜联欢晚会，承
蒙各位嘉宾在百忙中拨冗，热烈

儒家思想是封建专制政治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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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比赛颁奖礼

2013年11月26日75岁生日捐出一
千万元宣布成立的。虽然经过四

现代孔子思想征文比赛 - 中学组 19
比赛结果

年多的宣传推广，因力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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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南发主席和杜夫人与理事团在新春团拜会上祝酒

至今，还有很多人对现代孔子思

什么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

想的推出，不甚了解。很多人对

是指在孔子思想里加入了历代学

现代孔子思想和儒家思想还混淆

者，（如孟子、子思、董仲舒、班

不清！

固、以及宋明的朱熹、张载、二
程）的思想或意见而被称为儒家

每当提到孔子思想，人们就

思想，是指唯心论的儒家思想。

自然而然地指儒家思想，将孔子
当为儒家，这不能怪一般人，就

我们要认清楚，五四运动要

连饱读经书的知识分子也分不

打倒的孔家店，正是指封建制度

清，什么是孔子思想和什么是儒

的儒家思想，是假的孔子，而不

家思想？为什么？

是孔子思想的真孔子。

因为原汁原味的孔子思想，
两千多年来，被历代封建统治者
和儒家学者加以利用、歪曲、误
解甚至阉割，以至面目全非！

人们经常把孔子思想当作儒
家思想，因为这个说法已经有两千
多年了，传统上人们已习以为常！

什么叫孔子思想？孔子思想是
指原汁原味的孔子思想，是指孔子
思想原来的精神实质，是孔子纯粹
的思想不加入儒家学者的思想，是
指辩证唯物论的孔子思想。

孔子思想被历代封建皇帝和儒
家学者利用 、歪曲、误解甚至 阉
割，因此我们可以说，儒家思想是
封建专制统治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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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思想两千多年被歪曲、阉

的、实用的和真理的孔子思想！现

割，直到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十九大

代孔子思想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

代表大会上所说：“一百年前，十

制，放之四海而皆准。

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

要消除改变人们根深蒂固、

马克思列宁主义。” 1921年中国共

先入为主的儒家思想，不是容易的

产党应运而生，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事，因为两千年来，传统上，书本这

和历史唯物主义，在1949年推翻了

么讲，学校、教授这么教，学生这么

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实现人

被灌输，已被麻木，被框着，跳不出

民民主的伟大飞跃。”随着两千多年

这个框框；现在有学者还说，要从

来的封建专制政治制度的结束 ，很多

学术角度来这么讲（讲唯心论的、

现代中国学者才能以辩证唯物主义

讲被歪曲阉割的儒家思想），可见

和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探讨孔子思

这是高度艰难、很有挑战性的和任

想，阐述孔子思想被历代皇帝、儒

重道远的工作和历史使命！

家学者歪曲阉割，孔子思想才能平反
翻身，才能恢复原来的辩证唯物论的
精神实质。

希望各位嘉宾，大力支持现
代孔子思想的发扬光大，生活化，
实用化，匡时济世；宣扬仁义智

这就是现代孔子思想基金会所

勇，提高人们素质；发扬中庸，使

要宣扬的科学的、创意的、务实

社会和谐，国家安宁，世界太平！

杜南发主席和杜夫人在新春团拜会上与来宾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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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世瞩目的2018首届全球华人
祭拜尧帝大典
“巍巍乎，惟天为大，惟尧则

响。其中，3 4 代 表 3 4 个 省 、市、

之。”感怀尧祖，追思尧德，祭拜

自治区、特别行政区，九 寓 意 九

尧帝是传承中华文明，坚定文化自

州为中华礼数中最高位级。在祭

信的重大举措。

拜现场，雄浑的鼓声，深沉的钟
声，在庄严肃穆中表达了对帝尧

2018年6月11日，举世瞩目的

的无限崇敬。之后重要嘉宾代表

2018首届全球华人祭拜尧帝大典于

分别向尧帝敬献花篮，十届全国人

中国山西临汾举行，中国国家领导

大常委贺铿恭读《祭帝尧文》。

人、港澳台湾同胞、海外侨胞、百

随后，所有祭拜人员集体统一

家宗亲代表、商界精英以及群众代

向帝尧圣像行三鞠躬礼。在乐舞告

表等近万余人齐聚根祖圣地，新加

祭 环 节 ， 乐舞由《序礼》、《大

坡现代孔子思想基金会主席杜南发

章》、《花祭》、《龙祭》四个主题舞

先生与夫人荣幸地应邀出席，共拜

段组成，形式上将《礼记》中的礼仪和

文明始祖，同祈盛世中华。

祭祀舞蹈中

上午9

“

八

佾

时19分，

舞”、“摊

祭拜广场碧

舞”等单元

空如洗，艳

素运用在现

阳高悬，近

代舞蹈剧

万人之众肃

中，延承汉

立在尧帝像

唐乐舞祭祀

前，击鼓34
通，鸣钟九

杜主席出席尧文化高峰论坛，发表
《尧帝与孔子思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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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帝的礼制
形态。

尧帝与孔子思想
杜南发博士
2018年5月22日

2018年6月，杜南发主席应邀出席中国山西临汾市尧帝陵景区举
行的祭尧大典，此篇为杜博士于尧帝文化高峰论坛中发表的文章。

关于尧帝的伟大事迹和生平有

不谋而合、异曲同工、殊途同归

很多学者已经有不少的详细报道，

的）这也影响了孙中山先生的政治

我就不再重述。本人就尧帝的丰功

理念，提出了天下为公。

伟绩以及对孔子思想的影响、对后
人的影响发表以下的论述。

尧帝成为皇帝不是他追求争取
的，而是因他贤与能由部落领袖们
共同推举的。但他为政七十年，并

尧帝对人类的贡献

没有把皇帝政权与地位视为私有财
尧帝的思想以及对人类文明最
伟大的贡献是他实行仁政，以天下
为公，不把帝位（政权）当做家族
的私有财产，世袭后代，让位给贤
与 能者。 这启发 了孔

产传给他的儿子，而是慎重认真地
选择贤能的接班人。这表示他全心
全意地为人民，为国家的利益与幸
福着想与负责。经过多年的考
察与实践，选择与

子提出世界大

他没有任何亲属

同：“大道之

关系的舜为接

行，天下为

班人。

公，选贤与
孔子从尧帝

能，讲信修

的身上也发掘

睦”的思想。

出尧帝个人的优

（世界大同与共
产主义思想是

杜主席和夫人在祭拜尧帝大典祭坛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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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品格：仁、

义、孝悌、智、勇：第一、重视个

舜、禹及周文王的历史、生平事迹

人的修养与修身，有非常高尚的品

而有系统地提出了孔子的政治理

格。第二、富而不娇贵而不舒（放

念，为政之道和为人之道：修身、

纵）。贵为皇帝，从政后生活非常

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致

简朴，住茅草屋，喝野菜汤，穿用

知，诚意、正心的做人做事的目标

葛藤织就的粗布衣。第三、求才若

和准则。换句话说，孔子的整个思

渴，懂得利用贤才成立团队，协助

想体系是有历史实践的根据，总结

全面治理国家，如：他命令羲氏、

了过去人类历史的生活实践经验，

和氏根据日月星辰的运行情况制定

而系统地提出了实用的，不受时间

历法。第四、尧委任舜负责推行德

空间限制，放之四海皆准的思想。

教包括礼仪。第五、按各种政务任

孔子在《大学》所提出的政治

命官员，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较为系

理论与为政之道，“自天子以至于

统的政治制度。第六、胸怀宽广，

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即为

虚心聆听意见，鼓励百姓谏言，并

政者（从事政治者）的首要条件就

走访民间，实地考察百姓的疾苦。

是要像尧帝一样修身，具备尧帝的

孔子给尧帝最高的评价和称

“仁”者。要以“仁”为本，

赞：“多么崇高啊！舜帝和禹帝得

“仁” 以 “孝悌”为本。只有实

到天下，不是自己求来的”，“伟

行仁政，才能真正的做到天下为

大啊，帝尧！唯有天最高大，只有

公，只有以国家人民的利益为依

尧能效仿它。百姓不知道用什么言

归，才能够做到天下为公。

语来赞美他！

作为新加

崇高啊，他的

坡人，很幸运

功 绩 ！ 光 明

我们的国父李

啊，他制定的

光耀先生，他

礼仪制度！”

一生的事迹和

综上所述，

从政的伟大政

我们知道孔子

绩就是体现了孔

研究了尧、

《序舞》表达天下炎黄子孙怀祖归宗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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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思想的修身、

为政之道和天下为

苦，不把帝位当成

公的政治理念，

私有财产而世

具体体现了尧

袭后代。

帝的天下为公

孔子的整个思

的政治理念。
作为中国

想体系是辩证
《大章》舞表彰尧帝造福万世的厚德

人也很骄傲，你

唯物论，可是
自汉朝始，就

们的国家领袖习近平先生，他的

被皇帝和儒家大师，如：董仲

修身和政治实践与尧帝的不谋而

舒，班固以及后来宋朝的理学派

合，都是在实行孔子的仁政和天

学者，加以利用、歪曲、误解甚至

下为公的政治理念。

阉割，以致面目全非，沦为迷信
的、宗教化、神化的唯心论。

孔子要效忠的国君，也就是
效忠像尧帝这样的国君，而不是

当提到孔子思想时，人们就

要把政权当作私有财产的国君。

自然而然地指儒家思想，将孔子

所以他周游列国，没有一位国君

当为儒家，这不能怪一般人们，

愿意接受他的政治理念，因为他

就连饱读经书的知识分子也分不

们不是像尧帝一样，以百姓为依

清，什么是孔子思想和什么是儒

归，以天下为公的国君。假如当

家思想？为什么？

今世界的当权者都具备有尧帝的

因为原汁原味的孔子思想，

天下为公的政治理念，都能实践

两千多年来，被历代封建统治者

孔子的思想，那么今天的世界就

和儒家学者加以利用、歪曲、误

可以实现天下太平，天下为公，

解甚至阉割，以至面目全非！

没有战争，和平幸福，和谐相处。
什么叫孔子思想？孔子思想
但是试问，自周朝以后的皇

是指原汁原味的孔子思想，是指

帝，有哪个皇帝能够做到像尧帝

孔子思想原来的精神实质，是纯

一样重视个人的修身，全心全意

粹的孔子思想不加入儒家学者的思

的实行仁政，一心挂念百姓的疾

想，是指辩证唯物论的孔子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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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是

天说成人间一切事物的主宰，是神

指在孔子思想里加入了历代学者，

灵的天。

（如子思、孟子、董仲舒、班固，

东汉时期

以及宋明的朱熹、张载、二程）的

历史学家班固提出“天下的根本

思想或意见而被称为儒家思想，是

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

指唯心论的儒家思想。

纲”，赤裸裸的维护统治阶级利益。

兹引述《文化巨人孔子》光盘资

魏晋时期

料，有关历代儒家学者的思想如下：

玄学是儒家的变态，从魏晋的

后孔子时期

玄学到唐初的儒、释、道三家并

孔子身后，孟子推翻了孔子对

立，儒学始终是支持封建专制统治

“天”的科学看法：“天何言哉？

的主要意识形态。

四时行焉，万物育焉”，提出“人

宋明时期

的道德源于天”。

宋代朱熹把 “大 学 ”、 “ 中
西汉时期

庸”、“论语”和“孟子”列为四

汉武帝接受董仲舒，提出罢黜

书。历代朝廷把四书与五经规定为

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主张臣民

学子必读之书，选拔官吏的科举从

对君主无条件的绝对服从，使儒学

中出题。宋代张载，二程，特别是
朱子，建构了宋明新儒

走上为专制主义服务的道

学，提出存天理灭

路。董仲舒还把神

人欲的主张，

学的因素带入
了儒学，逐

对人的天性

渐使儒学天

全面压制和

神化，孔子

厄禁，提出

也由人变成

三从四德，
对中国社会的

了神。孔子认
为天是自然界的现
象规律，董仲舒把

《花祭》 呈现尧帝盛德和百姓
安居乐业的繁荣景象
8

健康发展造成了历
史性的创伤。

在1949年推翻了中国几千年封建专
制政治，实现人民民主的伟大飞
跃。”随着两千多年来的封建专制
政治制度的结束，很多现代中国学
者才能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来研究探讨孔子思想，阐述孔
子思想被历代皇帝、儒家学者歪曲

《龙舞》是华夏文化的象征，
歌颂尧帝的丰功伟绩

阉割，孔子思想才能平反翻身，才

我们要认清楚，五四运动要打
倒的孔家店，正是指封建制度的儒
家思想，是假的孔子，而不是真孔

能恢复原来的辩证唯物论的精神实
质。这就是现代孔子思想基金会所
要宣扬的科学的、创意的、务实
的、实用的和真理的孔子思想！现

子的孔子思想。

代孔子思想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
人们经常把孔子思想当作儒家
思想，两者混为一谈，因为这个说
法已经有两千多年了，传统上人们
已习以为常！

制，放之四海而皆准。
要消除改变人们根深蒂固、先
入为主的儒家思想，不是容易的
事，因为两千年来，传统上，书本

孔子思想被历代封建皇帝和儒

这么讲，学校、教授这么教，学生这

家学者利用、歪曲、误解甚至阉

么被灌输，已被麻木，被框着，跳不

割，因此我们可以说，儒家思想是

出这个框框；现在有学者还说，要

封建专制统治的产物！

从学术角度来这么讲（讲唯心论

孔子思想两千多年来被歪曲、
阉割，直到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十九
大代表大会上所说：“一百年前，

的、讲被歪曲阉割的儒家思想），
可见这是高度艰难、很有挑战性的
和任重道远的工作和历史使命！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

今天我们纪念尧帝，要发扬尧

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帝文化，最好的行动就是发扬光大

“1921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坚

原汁原味的、辩证唯物论的孔子思

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想。因为他是尧帝文化的结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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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述现代孔子思想的概念
王昆教授
2018年3月12日

我在2015年参加现代孔子思想

思想”概念的有关资料，经过了一

基金会主席杜南发博士讲座《现代

段时间，同事们纷纷回复我，没有

孔子思想增加金钱精神财富》。第

查到“现代孔子思想”概念。

一次听到一个陌生的概念“现代孔

经过我的不懈努力，终于在谷

子思想”，引起了我对“现代孔子

歌网站上看到“现代孔子思想”的

思想”概念的兴趣与关注。于是，

概念，这个概念是出自杜南发博士

我带着什么是现代孔子思想？现代

在新加坡举办的关于“现代孔子思

孔子思想的内容，特征，作用等问

想”的讲座的内容里。

题，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得出了
后来我一直在关注，跟踪“现

几个观点，与朋友分享！

代孔子思想”概念。经过近两年的

首先，要弄清“现代孔子思

调查研究，可以得出结论，“现代

想”的概念是谁提出來的？

孔子思想”的概念是杜

我带着这个问题，

南发博士第一个提

反复查阅百度

出來的。

网，没有查到
“现代孔子思

其次，“现代

想”这个概

孔子思想”是

念。我又向中

否是科学的概
念，为了弄清楚

国学术界同行寻
问，请他们帮忙查
找关于“现代孔子

王昆教授在现代孔子思想基金会
新春团拜会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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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孔子思想”
概念的科学性，我

收集了杜博士在新加坡、马来西

见，孔子思想具有强大的生命

亚、中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演

力。

讲资料，阅读他撰写的书，论文

杜博士认为，“现代孔子思

及媒体报道，专访等，从这些资

想”是恢复原汁原味的孔子思

料中认证了“现代孔子思想”是

想，恢复孔子思想的精神实质，

一个科学的概念，判断一个概念

是辩证唯物论，也就是说，“现

是否具有科学性，是有极其严谨

代孔子思想”要以辯证唯物论为

的客观标准，可以从以下两个方

指导，才能体现“现代孔子思

面来论证：

想”的科学性，它可以运用到社

第一，“现代孔子思想”概
念的理论依据。

会生活一切领域。
“现代孔子思想”符合“古

唯物辩证法是“现代孔子思

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这

想”概念的理论基础。具体的

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是为正确处理

讲，“现代孔子思想”的概念是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文化，外国文化

以唯物辩证法理论为基础。什么

与本国文化关系问题的方针。

是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马
克思创立的哲学理论体系，简单

中国国家主席習近平在2013

地说，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是物

年到孔子故里曲阜参观孔子研究院

质的，物质是世界的本源，物质

的讲话中指出：“一个国家和一个

是运动，变化，发展的，发展是

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

新事物产生，旧事物灭亡。

持，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要坚持历

在孔子思想经典著作《论
语》、《大学》、《中庸》中充
满了唯物辩证法的思想，这是科
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唯物辩

史唯物主义，坚持‘古为今用’的
方针，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因势
利导，深入研究，使其在新时代发
揮积极作用”。

证法支撑着孔子思想从古代社会

杜南发博士本着“古为今

走进了现代化的新时代，由此可

用”的方针，为了和传统的古代孔

11

子思想说法有所不同，因此把孔子

我阅读了杜南发博士撰写的

思想，称之为“现代孔子思想”，现

《孔子思想造就企业家》这本书，

代孔子思想”是新时代的新文化。

得出这样的看法。当孔子思想走出
书斋，走进企业，走进社会生活的

“现代孔子思想”的提出，

各个领域，它就能感染人，激发人

符合中国哲学的“知行观”，“知

的斗志，鼓励人的士气，增长人的

行观”主要表现在正确处理实践与

聪明与才干，造就了优秀的企业

认识之间关系，强调实践决定认

家，杜南发博士驰骋商场数十年，

识，同时也承认认识对实践的指导

将孔子思想应用到事业和人生中，

作用。

不但增加企业效益，又丰富了人生
意义。

1989年世界诺贝尔获奖者在
巴黎发表宣言指出：“人类要在21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世纪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O多

杜南发博士的人生经历，又一次有

年前孔子那里去汲取智慧”。由此

力的证明了，现代孔子思想，是人

可见，人类的生存离不开孔子思

们的实践的指南，是获得成功的法

想，“现代孔子思想”成为指导世

宝，这就是“现代孔子思想”的实

界各国人们生活的最高准则。

践观的独道之处。

第二，“现代孔子思想”概念

多年来，杜南发博士坚持孔

体现了实践观。

子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结

现代孔子思想基金会召开公开讲座会的筹备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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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时 代 发 展 的 需 要 ， 对孔子思
想，做了创造性的转化，第一个提
出“现代孔子思想”的概念。同
时，杜南发博士以强烈的使命感，
飽満的政治热情，巨大的理论勇
气，用爱心，又托起了一项事业，
捐款1,000万新元成立新加坡现代孔
子思想基金会，以此为平台，弘扬
孔子思想，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建
立和谐社会，实现世界和平。现代
孔子思想基金会是新加坡，东南
亚，乃至亚洲第一家。
如何理解“现代孔子思想”？
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把现代孔
子思想带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
面，把“现代孔子思想”的精髓
转化为人的素质，改变世界，促
进社会和谐，实现世界和平。

习近平主席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
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習近平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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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世
界的影响和意义。
人类在21世纪生存的确遇到

那么，“现代孔子思想”的
特征是什么？杜南发博士在2000
年论述了“现代孔子思想”的特
征是科学的，创意的，务实的，
实用的，不受时空限制的，放之
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种种的社会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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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败坏，价值观混乱...
要解决当今世界存在的危机，一
定要以“现代孔子思想”武装人

最后，谈谈“现代孔子思
想”的社会意义，中国国家主席
13

们的头脑，勇敢的面对社会出现的
种种危机，拯救世界，拯救人类！

欢庆新春敬老慈善午宴
杜南发主席演讲词
杜南发博士
2018年3月12日

今天承蒙欢乐慈善理事会会

会，作为会长我的责任就是利用

长林清荣先生的厚爱与抬举，邀

各种机会广泛宣扬现代孔子思

请我作欢庆新春敬老慈善午宴的

想。

主宾，我深感荣幸与高兴，因为

我要特别表扬欢乐慈善会发

使我有机会借这个平台，一方面

起人蔡乙权先生约在20年前就和

跟各位嘉宾以及老人院的各民族

志同道合的朋友组织欢乐慈善无

乐龄人士共聚一堂，欣赏文艺节

私的服务弱势的老人院乐龄群

目和丰富的菜肴，欢庆新春，孝

体，仁慈为怀关照他们的生活，

敬年长者，同时借这个机会谈谈

经常组织义工到老人院访问，送

敬老慈善活动与孔子的仁义思

日用品和食物给老人院的乐龄人

想。

士，不分种族，并在新春时举办
敬老慈善午宴招待和发放红包。

大家都知道我于2013年捐了
一千万元成立现代思想孔子基金

难能可贵的是，蔡先生本身经

欢乐慈善会长林清荣先生致送“为善最乐”牌匾给杜南发博士
14

济能力不好，身体衰弱有病，但

为本”。意思是说每个人不管你

他并没有放弃，还是不忘初心，

的社会地位，从小就要有仁义道

为了服务弱势群体，到处奔波筹

德的修养。孔子说，假如每个人

款、办事，二十年如一日，不顾

都有仁义道德的修养，那么这个

自身健康，坚持不懈。这种无私

社会就会充满温馨，和谐安宁，

服务社会弱势群体的精神，值得

就不会有自私自利、残暴无仁和

我们敬佩和学习！让我们报以热

极端恐怖行为的事发生！“仁”

烈的掌声，表示我们对蔡乙权先

是指仁爱，博爱，仁慈，有同情

生的最高敬意！

心，有孝悌心，有爱心。“义”

在欢乐慈善成为正式的社团

是指对的，正确的，应该的，正

时，蔡乙权先生找我成为第一届

义的，深明大义，牺牲小我，完

的会长，我答应他，但告诉他，

成大义，见义勇为和当仁不让。

因为我要照顾个人的企业和要发

今天，欢乐慈善举办新春欢乐

展宣传现代孔子思想，我只能够

敬老慈善午宴和发红包，充分的体

做第一届的会长，我每年会支持

现了孔子的“仁义”思想。孔子非

欢乐慈善的敬老活动。在这里，

常注重孝悌，主张做人要孝敬父

我也要感激做了两届的前会长黄

母，友爱兄弟。“老吾老以及人之

万球先生以及做了四届的现任会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要

长林清荣先生，替我承担了会长

把孝敬心从家里推广到社会。今天

的职务，任劳任怨的、劳苦功高

的敬老活动也就是“老吾老以及人

的发展欢乐慈善的活动。

之老”的表现。因此，今天的活动

这种照顾与关怀社会弱势群

是非常有意义的，说明了欢乐慈善

体的慈善活动，充分地体现了孔

的理事们、义工们以及在座嘉

子的“仁义”精神，“仁义”是

宾，用实际行动来实践孔子的仁

孔子价值观/道德观的核心。孔子

义精神，这是值得大家鼓舞、肯

非常注重人们的“修身”，他

定、与发扬的！让大家鼓掌鼓励

说，不管你是皇帝还是草民百

自己再接再厉吧！

姓，都要以“修身”为本，”修
身要以仁为本”，“仁要以孝悌
15

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家庭幸福，新春快乐！谢谢各位！

6月15日现代孔子思想公开讲座

暨征文比赛颁奖礼
6月 1 5 日 是 开 斋 节 公 众 假
期，午后，天阴下雨，却没有冲
淡听众的热诚，冒雨踊跃地前往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出席现代孔
子思想讲座会。讲座是由现代孔
子思想基金会举办，主席杜南发
博士主讲，讲题是“现代孔子思
想公开讲座四-为什么说儒家思
想是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产
物”。

和 挑 战性的儒家思想是封建专制

两点钟过后，九楼演讲厅热

儒家思想”，而不是真的孔子

闹起来，约400名老中青听众陆续

的孔子思想；第三，为什么说

来到会场，他们大部分是60岁以

原汁原味的孔子思想是辩证唯

政治的产物、原汁原味的孔子思
想是辩证唯物论的讲座。
讲题分四个部分：第一，
中国历代如何利用、歪曲、误
解、阉割孔子思想成为唯心
论，成为封建专制政治的产
物；第二，五四运动要打倒的
“孔家店”是针对“假孔子的

上的银发族，人

物论；第四：

群中有三

现代孔子

五成群

思 想

穿着

的实

校服

用

的高

价值

中 学

与 对

生，鱼

人类命

贯入座，准
备聆听饶有创意

运共同体的
讲座会主讲杜南发博士P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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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

讲座会主宾高级

物的儒家思想，而不

政务部长沈颖

是真正的孔子思

女士在听众

想。

热烈掌声中

杜博士引用

莅临会场，

中国国家主

给予讲座会

席习近平在十

莫大的鼓舞
与支持！

听众热烈欢迎主宾高级政务部长沈颖莅临会场

大会主席潘国驹教授

九大代表大会
上的讲话，“一

百年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

致词肯定现代孔子思想举办的讲

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座会，有力地增强讲座会的号召

“1 9 2 1 年 ， 中 国 共 产 党 应 运 而

力。主讲者杜博士步上讲台演讲

生，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了一个半小时。听众一面注视屏

主义，在1949年推翻了几千年压在

幕上的文字，一面专注聆听。

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

杜博士从孔子后期、秦汉、

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实

魏晋、宋明、以至近代时期，有

现了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1949

所依据的说明孔子思想如何被封

年中国结束了封建专制政治制

建皇帝和学者利用、误解、歪曲

度，孔子思想才能平反翻身，恢

和阉割，以至面目全非，沦为封

复原来辩证唯物论的精神实质，

建专制政治产物，因此说明五四

来进一步证明原汁原味的孔子思

运动要打倒的是封建专制政治产

想是辩证唯物论。

6 月 15 日讲座会会场，高朋满座，气氛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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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杜博士详细指出孔子思

握机会，不断地提出问题，由杜

想是一座智慧宝山，充满金科玉

博士和潘教授互动对答。现场听

律、金玉良言，是做人做事的最

众在问答时段专注倾听，不时响

高指导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

起掌声，反映热烈。

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要将现

之 后是“ 现代孔 子思想 征文

代孔子思想实用化、生活化。

比赛”颁奖礼，征文比赛在华侨

杜博士创意地解破“孔门传

中学、华侨国际中学和南洋女子

授心法”《中庸》，创新提出

中学举办，由大会主席潘国驹教

“孔门传授心法内容”：1.“中

授颁发奖状和奖金给获奖学生，

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

以资鼓励，并与获奖者拍照留

定理。”2.修身为主；3.养身；

念。

4.致中和，希望大家学习与掌握

司 仪宣布 讲座圆 满结束 ，观

这四项内容，成为孔子门徒，让

众到大堂享用茶点。

我们学习推广孔子思想，使其生
活化、实际化，提高人们素质，

这 次的讲 座会听 众反应 和以

让生活更健康、美满、让社会安

往三次的讲座会不同，有一个可

宁，让世界在和谐中求进步，实现

喜的现象，近二十名听众，在品

世界和平！

尝茶点时，纷纷向杜博士反映他

杜博士

们听演讲的

演讲完毕，

感想，都

现场听众纷

异口同声

纷报以热烈

说杜博士

掌声。接下

演

来是半小时

彩，让他

的 听 众 提

们获益良

问环节，

多，同时

发问的听

邀 请和 杜

众 非 常 踊
跃，积极 把

讲座会主席潘国驹教授（右）
和杜南发主席与观众互动对答
18

讲

精

博 士 一 起
拍照留念。

现代孔子思想征文比赛
中学组比赛结果
现代孔子思想基金会于2018年

在华侨中学戏剧中心主讲现代孔子

初举办第一届《现代孔子思想中学

思想讲座，讲题包括：1.什么是现

组征文比赛》，其宗旨为在中学发

代孔子思想？2.孔子的核心思想是

扬现代孔子思想，推动学生学习现

什么？3.现代孔子思想的实用性与

代孔子思想，理解现代孔子思想的

社会意义，让华中和南洋女中的同

创造性、科学性、务实性、实用

学进一步理解和掌握现代孔子思想

性、真理性。

的精神实质。跟据老师的反映，同

这次比赛在华中和南洋女中举
办，在 举 行 征 文 比 赛 之 前 ， 早 在
2017年初就展开准备工作，陆续在
华中和南洋女中免费发放《现代孔
子思想快讯》第一至五期，以及杜
南发主席的著作《孔子思想造就企
业家杜南发》给同学阅读，让学生

学们细心聆听，踊跃发问，讲座对
学生很有启发，收获良多，惟部分
同学因参与同一时间进行的活动而
无能出席，老师也为他们提供讲座
现场的录影作为参考。
完成连串准备工作之后，就
进入征文阶段，参赛同学须就下列
三个题目编写不少于一千字的文

从中认识和学习现代孔子思想。

章：1.我对现代孔子思想的认识；
2018年1月16日，杜南发博士

2.我对《中庸》的认识；3.“孔子

在华中戏剧中心讲座上，同学排队踊跃向杜主席提问
19

思想是科学的、创意的、务实
的、真理的。”- 你有什么意见？
然后在截止投稿日期前传送至现
代孔子基金会。
华中和南洋女中共有四十一
名同学投稿参加比赛，整体而

评审委员辜美高博士（左）和
白军芳教授

言，参赛文章基本上都具有良好
语文水平，惟部分同学也许没有

这次征文比赛，意义重大，是

细读有关资料，或以传统儒学观

将现代孔子思想传播给年轻在籍学

点来阐述孔子思想，对现代孔子

生的起点和开始。

思想的理解不透彻，而未能当选
获奖。征文比赛的评审团包括主

现代孔子思想基金会计划陆续

席杜南发博士、白军芳教授、辜

在其他校园中推广，让更多学生学

美高博士，评审委员细心审阅参

习、掌握、实践现代孔子思想，具

赛作品，选出共十六位获奖同

有仁义智勇的素养，以造福学生的

学，获得奖金和奖状，得奖名单

家庭、社会与国家。

如下：
南洋女中

名次

奖金

华中国际/
华中

姓名

姓名

冠军

$800 李侞晔

徐若备

亚军

$600 胡心荷

奚惠佳

季军

$500 陈楠

梁崇熙

佳作奖 $200

林馨儿

黄俊恒

刘奕洋

尹嘉恒

马思齐

伍亿乐

安慰奖 $100 陈思颖
吴怡征

秦毅

潘国驹教授颁发奖金和奖状给
南洋女中冠军李侞晔同学

王宇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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