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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汉民

儒家士大夫的社会身份是由
“士”与“大夫”构成的，他们需要承担
“士”的文化创造和“大夫”的政治管
理两个不同的社会职能。 我们可以通
过儒家士大夫的身份特点，进一步探
讨儒家的多元价值取向与思想形态。

双重身份：学者文人与官员
儒家士大夫首先是“士”，即是从

事文化知识创造和传播的学者群体。
作为学者文人的士，他们往往要从事
价值建构和知识创造。“士”是一个相
对独立的学者群体，并不依附于某一
种具体的政治集团，故而他们秉持的
思想视角、 政治倾向有一定的超脱
性。 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群体，
他们的政治观念、思想形态往往体现
出超现实的甚至是理想主义的色彩。
先秦儒家之所以能够具有独立思考
和思想创新能力，独立地创造出一系
列超现实的思想和价值，与他们相对

独立的士人身份有关。
但是，儒家士人还有一个强烈愿

望，就是能够有机会进入权力核心成
为“大夫”。 他们意识到，必须参与到
“治国平天下”的系统，才有可能实现
自己创造的思想观念和价值理想。 所
以，儒家士大夫特别希望与封建君王
展开政治合作，参与到封建君王主导
下的政治体系与经世治国活动中去。
而士人一旦分享了封建君王的权力
成为“大夫”后，就成为朝廷命官，进
而在国家政治上必须承担相应的政
治治理责任和社会责任。 这样，他们
的社会身份、 思想视角又会发生转
移。 与此相关，他们的政治观念、价值
倾向就会发生变化， 如果说典型的
“士”代表理想主义和价值理性的话，
那么典型的“大夫”则往往会体现出
现实主义和实用理性的精神。

士志于道：理想与使命
从孔子开创儒家学派始，到汉代

儒学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儒家士大
夫之学终于形成。 儒家士大夫为重建
社会秩序和文化价值，通过对上古王
道政治、文化理想的提升，创造出了
一整套理想的价值体系、 政治制度、
社会形态，他们还以“淑世的精神”参

与治国平天下，开展对现实政治的批
判和社会的重建，从而构成儒家士大
夫之学的重要思想传统。

儒家士大夫之学是一种儒家士
人之学，先秦儒学是其典型形态。 先
秦儒学与其他诸子学派如法家、纵横
家、兵家、道家等学派的政治态度不
同。 当其他学派选择或依附君主（如
法家、纵横家）或疏离君主（如道家庄
子及其他隐士群体）的极端政治态度
时，儒家坚持选择一种与君主合作的
政治态度。 所以，儒家士大夫群体往
往能够坚持“士志于道”的政治理想
与文化使命，不会如法家、纵横家一
样完全依附君主、逢迎君王，以君王
的政治目标为自己的政治目标，而是
有自己独立的文化理想、 政治追求。
另一方面，由于儒家士大夫不会像道
家庄子及其他隐士群体一样，一味躲
避政治、疏离君主，完全放弃自己的
政治责任和文化使命，因此他们积极
参与以君权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成为
臣服于君王的官僚群体，做一个立足
于现实政治、 追求政治功业的“大
夫”。 他们采取与君主合作的态度，希
望将自己倡导的仁爱、王道、仁政、民
本融入到君王主导的政治制度、意识
形态、经世实践之中，表现出儒家士
大夫之学的现实主义和实用理性的
特点，建构了儒家士大夫之学经世致
用的思想传统。 早期儒家留下了大量
的著作，他们通过自由讲学和独立著

书，反复倡导理想主义的仁爱、忠恕、
中和、王道、仁政、民本、大同等一系
列思想理念，表现出儒家士大夫之学
的理想主义和价值理性的思想特点。

多样思想：
同学派的差异化追求
儒家士大夫拥有“士”与“大夫”

的不同社会身份，需要承担文化创造
和政治治理的不同职能，因不同的思
想视角、社会立场而拥有不同的价值
理念，最终形成了儒学内部的多元思
想和不同学派。 儒家士大夫既可能因
为坚持“士”的书生气而追求理想主
义和价值理性， 故而与君王产生矛
盾、形成冲突；也可能因追求“大夫”
的立功而坚持现实主义和实用理性，
并在追求政治功利的过程中与君王
建立起密切合作关系。 由此可见，尽
管儒家士大夫是思想信仰大体一致
的社会群体，但由于这一群体中的每
一个体对“士”与“大夫”不同社会身
份的认同、 不同思想视角的认识偏
重，在思想观念、社会职能上的政治
实践中往往会有很大差别，从而形成
了内部分歧很大的不同思想和派别。
儒学内部的思想形态和各学派之间
的差异，根源于儒家士大夫拥有“士”
与“大夫”的不同社会身份。在2000多
年的儒学衍化中，出现了许多思想与
学术的分野， 产生了不同形态的儒
学，如果追溯源头，均可能与“士”与

“大夫” 的不同社会身份认识偏重有
关。

庙堂儒学与山林儒学。 汉代以
后， 儒学得到国家最高权力的认可，
开始步入庙堂，获得独尊的地位。 与
此同时，儒学形态也开始分化，无论
是儒家学者群体， 还是儒家学术思
想， 均可以分成差别很大的两种形
态。“独尊儒术”只是让一部分儒者步
入庙堂， 成为国家政治的组成部分，
那些儒家学者获得卿大夫之职，他们
的学术思想成为国家学术和官方意
识形态，使儒学最大程度地发挥社会
政治功能。 而另一部分儒家学者则留
在民间，他们主要在民间继续从事儒
学的研究和传播。 对于这两种儒学，
学者们分别称为庙堂儒学与山林儒
学。 显然，庙堂儒学与山林儒学的分
野表现出儒家士大夫对“大夫”与
“士”的不同职责的强调。 庙堂儒学的
学者倾向于“大夫” 的政治责任，所
以，他们关注儒学的政治功能，注重
儒学体系中有关典章制度、 国家治
理、社会教化等涉及经邦济世的社会
功能。 西汉董仲舒及其今文经学，是
庙堂儒学的典型代表。 董仲舒给汉武
帝献“天人三策”，深得汉武帝赏识，
被任命为江都王相。 他的《春秋公羊
学》为汉帝国建立了国家学术和意识
形态。 而东汉王充则是两汉时期山林
儒学的典型代表。 山林儒学的学者倾
向于“士”的学术情怀，关注儒学的思

想创造和文化批判。 王充一辈子在民
间从事学术研究，他完成的子学著作
《论衡》，对两汉流行的天人感应的种
种虚妄迷信作了系统批判，充分继承
了先秦儒家士人的文化批判精神。

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 一些儒家
学者追求注重个体精神信仰问题，关
注个体心性修养， 偏爱义理思辨，人
们把这种儒学称之为心性儒学。 而另
一些儒家学者则注重社会政治问题，
关注经世致用， 偏爱政治制度考察，
人们把这种儒学称之为政治儒学。 心
性儒学与政治儒学的分野， 可能与
学者个人的知识兴趣有关， 但主要
原因仍然是与他们对“士” 与“大
夫” 的不同社会身份偏重有关。 魏
晋时期的学术界， 就鲜明地体现出
这两种不同学术兴趣和思想形态的
分野。 魏晋时期风流名士的突出特
点是个体意识的觉醒， 无论是“正
始名士”， 还是“竹林名士”， 或是

“中朝名士”， 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表现出对个体生命的关注与个
性情感的张扬。 这种个体意识的觉
醒， 使得魏晋名士全面关注一种与
个体存在相关的一切价值。 魏晋名
士通过对儒家经典和道家经典的诠
释， 建构了一种新的学说。 魏晋名
士们热衷于讨论“玄理”， 他们以
《易》 《老》 《庄》 “三玄” 为思想
资料， 清谈“性情” “名教与自然”

“心性” 等一系列心性儒学的问题。
而另一方面， 魏晋时期的官方学术
则仍然是沿袭两汉以来以经学为主
体、 服务于现实政治的儒学。 魏晋
时期官方设置的经学博士， 仍然沿
袭两汉政治化了的经学。

� � �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 （记者 唐爱
平 实习生 王鑫）今天，中联重科股份
有限公司发布2017年第一季度业绩报
告。 报告显示，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52.75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74.5%，
其中，工程机械板块增幅超过100%。

今年一季度, 中联重科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0.85亿元人
民币， 相比去年同期大幅扭亏转正。
中联重科认为，公司第一季度业绩改
善主要得益于工程机械板块收入大
幅增长，以及产业转型升级和管理变

革取得的较显著成效，公司盈利能力
开始提升，经营更为稳健，并实现了
有质量的增长。

今年以来，受益于国内基础设施
建设、房地产投资保持较好增速以及
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等因素的影响，
中联重科一季度业绩大幅增长。 特别
是工程机械成为拉动公司业绩反弹
的主要动力。

工程机械板块中，桩工机械、混凝
土机械和工程起重机械的销售表现尤
为突出， 一季度均保持100%以上的增

速。如，混凝土搅拌车、汽车起重机一季
度销量较去年同期增长均超过200%。
与此同时，工程机械重点产品的市场占
有率也实现了不同程度提升。

据了解，在行业低谷期，中联重
科以提升产品性能和质量为核心，投
入大量力量研发绿色、智能产品。 历
经两年，潜心研发了一批以“模块化
平台+智能化产品” 为核心的工程机
械4.0产品。 新一代4.0产品在设备性
能、绿色环保以及通用化、智能化方
面都有质的提升，并逐渐引领市场。

� � �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 （记者 胡信
松 通讯员 荣首文）4月24日晚间，益丰
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公布2016年
年报。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7.34亿元，同比增长 31.21%；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24亿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27.26%。

从湖南起步的益丰大药房，如今已
是全国领先的大型药品零售连锁企业，
被业界称为“药房湘军”的代表。截至目
前，公司在湖南、湖北、上海、江苏、浙

江、江西、广东等省市开设了1500多家
直营连锁门店，位列全国连锁药店综合
竞争力和综合实力五强。

益丰大药房坚持推进商品精品
战略，优化商品品类结构，并加强与
品牌厂家的深度合作，随着公司规模
的不断扩大，公司对上游厂商的议价
能力进一步提升；同时，公司持续推
进员工专业服务蓝海战略，员工专业
化服务水平不断提升，通过精准营销
和专业服务，顾客黏度和信赖度不断

增强。
益丰大药房董事长高毅表示，未

来将采取“自建+收购”并重的扩张模
式，加快门店网络扩张，进一步提升
区域市场占有率；并通过益丰现有会
员资源，发展自营电商，尝试开发纯
互联网产品， 打造移动化的业务平
台；通过电商业务创新和互联网技术
的运用，改变员工管理模式，提升员
工专业服务和营运管理的智能化，实
现线上线下销售的融合增长。

儒家士大夫的身份及价值取向

工程机械板块增幅超过100%

中联重科一季度业绩大幅增长

益丰大药房营收净利双双报喜
未来将采取“自建+收购”加速扩张

税收宣传
进企业
4月26日， 嘉禾县经济

开发区企业车间，税务人员
向纳税人宣传税法知识。 近
期，该县国税局以“深化税
收改革， 助力企业发展”为
主题，组织税务人员走进工
业园、企业、厂矿等，向企业
主和群众宣传“营改增”政
策，普及税法税收知识。 目
前，已走访企业210家，发放
公开信5000余封，为纳税人
解决实际问题50余件。
黄春涛 邓晓珊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