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拉丁美洲的亚洲与非洲研究协会(ALADAA)第十七届国际大会 

多样性，和平进程，以及合作：亚洲和非洲与拉丁美洲的关系 

2021 年 7月 28 日至 2021 年 7月 31 日 

厄瓜多尔基多圣弗朗西斯科大学 
 

 

专题研讨会题目: “中国哲学专题” 
 

1. 郑开, 博士,Ph.D 

 

 

 

 

 

 

 

    郑开简介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道家研究

中心主任、《道家文化研究》副主编，从事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尤其是道家哲学的教学与研

究，近年来还致力于中西比较哲学研究及早期思想史与古典语文学之间的互动等。著有《道家形

而上学研究》（2003、2018 年）《德礼之间》（2009 年）《庄子哲学讲记》（2016年）《道家

政治哲学发微》（2019年）《Metaphysics of Philosophical Daoism》（2021 年）等，发表论

文逾百篇。 

发言题目：《老子哲学的世界历史意义》，北京大学哲学系 郑开教授: 

 

内容提要：老子哲学是悠长深厚的古代思想文化史推陈出新的产物，是哲学突破的典型范例和卓

越代表；同时它也是对“周文疲弊”深切反思的结果。“老子出函谷关”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

重要历史事件，因为老子的哲学思考折射了春秋战国之交礼制损益、文质关系、文明进程和文化

命运的深层困境，且体现了“变化时代的变化哲学”的特点，旨在为新文化找到方向、为新制度

提供论证。老子哲学的创造性是多方面的：首先，它以私家著述的新形式、新文体，开拓了思想

史的新样态，从而跻身于世界哲学之林；其次，它奠定了“道德之意”的理论体系，深刻塑造了

古代中国哲学的内容与形式，赋予了中国哲学以“讲道德、讲道理”的特质；第三，其所创发的

“无”“自然”“反”“明”等概念及其理论具有无与伦比的成熟性、深刻性和开放性，至今仍

具有进一步诠释和开掘的无穷潜力。 

 

 

 



 

2. 李四龙,博士,Ph.D 

 

 
 

李四龙简介：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主要研究中国佛教史、中国

宗教史和佛教哲学。撰有《天台智者研究》《欧美佛教学术史》《美国佛教》《中国佛教与民间

社会》等著作，曾将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译为中文出版。 

发言题目：《儒佛会通与文化包容》，北京大学哲学系李四龙教授。 

内容提要：儒家思想塑造了古代中国的社会规范和伦理道德，佛教在二千年前传入中国汉族地

区，遭遇儒家、道家等中国本土文化的批评。佛教主张出家人独身不结婚，导致没有生育没有后

嗣，在其传入中国的早期，还提倡出家人不向君王行跪拜礼。沙门能否向君王跪拜，表面上只是

一个礼节，实际上涉及到政治认同。中国佛教要求在家的信徒遵守儒家礼法，并从唐代开始僧人

也向帝王跪拜，在组织制度上适应了古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 

削发为僧，独身无后，这些行为违背了儒家最推崇的孝道，是儒佛之间最严重的伦理冲突。

生育，涉及农业社会的劳动力来源，同时关系到儒家宗法制的延续问题。所以，儒家把不生育视

为最大的不孝。儒佛之间的会通，首先是有关孝亲的对话。佛教的基本策略是认同儒家的孝道，

讲述佛教的孝行，进而建构儒佛共通的孝道，即对“法”或“道”的顺从与敬重。佛教在中国社

会讲述的轮回生命观，并没有得到中国人的普遍认可，但禅宗强调“明心见性”，把“心”视为

生命的主体，却得到了儒家士大夫阶层的普遍接受。 

中国佛教的生活方式和哲学基础，因此能与儒家社会的主流思想并行不悖，表现出中国文化

以“和”为贵的包容性。 

 

 

 

 

 



 

 

3. 赵峰,博士,Ph.D 

 

 
 

    赵峰简介：哲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副教授。1996 年毕业于中国

社会科学院宗教所，同年始供职于中共中央党校。2006 年至 2011 年任中央党校文

史部文化学教研室主任。2008 年至 2009 年为韩国首尔大学访问学者。学术研究涉

及中国古代儒学、韩国古代儒学、当代新儒学、宗教神学理论和当代中国文化研

究等领域。主要学术成果有专著《朱熹的终极关怀》、《四书释讲——文明全景中

跨语境理解儒学》等，以及论文《中国哲学研究的四个范式》、《朱熹之理辨析》、

《由功利到信仰——墨子思想重估》、《儒者经世致用的两难选择——朱陈义利王

霸之辩解读》等。 
 

发言题目：《文明全景中跨语境理解宋明理学》，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副教授。 

内容提要：现代语境对传统儒学的遮蔽，主要表现在现代语境与古代语境有着完全不同的自明前

提，而古代的自明前提被屏蔽，导致现代语境不能充分进入古代语境，从而现代人难以理解古代

儒学的深层意蕴。文明全景的视野，意在提供一个尽可能广阔的共享视域，把不同时代不同文明

的文明诸要素都纳入其中，以便能揭示出不同文明在不同时代的自明前提的差异，进而揭示古代

儒学的深层底蕴。文明全景要求纵向上尽可能完整地覆盖全部文明历史，横向上尽可能完整地覆

盖全部文明区域，并且二者要始终融为一体。雅思贝斯的“轴心期”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以文

明全景视野研究某个历史片断的成功范例。以此为基础，中国文明往后的发展经过了三个典型语

境，即先秦、宋代、现代。先秦语境是世俗理性突破第一代宗教的束缚时形成的；宋代语境是第

二代宗教统治世界时中国对神圣文明进行独特处理的场景下形成的；现代语境是西方第二代世俗

文明强势进入中国后形成的。由于西方第二代世俗文明和西方第二代神圣文明联合把持了话语

权，中国的第一代世俗文明及其第二代神圣文明均处于失语状态，即便是学术研究也往往言不及

义。但在现实生活中，文明的惯性依然存在。比如，人们常常感到奇怪，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的

无神论? 疫情期间为什么中国人会表现出那么强的团结凝聚精神? 等等。这一切必须回溯到宋明理

学的特殊贡献，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 



 

轴心期觉醒的理性成功地升级了宗教，结果改变了世界。轴心期后，基督教、佛教、伊斯兰

教横扫全球，证明第二代宗教文明整体的力量提升了一个量级。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宋代必须面

临外来佛教的双重冲击：一是在神圣信仰方面，佛教几乎征服了中国的大多数精英；二是世俗价

值方面，佛教的解构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于是，宋儒发起了儒学复兴运动，最后创立了理

学。理学就是第二代儒学。理学的第一项任务是升级儒家信仰。宋儒承认第二代神圣信仰的合理

性和必要性，因为它找到了理性无法解构的信仰制高点，从而为人类文明提供了空前强大的凝聚

力。但宋儒认为，神圣信仰的升级不是为了压制和泯灭世俗理性的发展，而应该为世俗理性的发

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于是，宋儒打造的第二代儒家信仰，把一切神灵都置于形而上之域，拒绝

用理性对其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断，转而让人投入全部的生命从事世俗的价值追求，并承诺在忘

我的价值追求中将自然进入理性达不到的神圣之境。它是一种可以不要神灵的信仰，因而兼容无

神论；它把一切神灵理解为形而上的象征，因而又兼容有神论。大多数中国人接受它之后，竟无

意中获得了对一切宗教的免疫力。理学的第二项任务是重建儒家价值的权威。既然神圣信仰为价

值追求提供了无限的动力，那么理学关注的焦点便放在了树立什么样的价值权威上。宋儒认为，

唐朝的衰亡和五代小朝廷的频繁更换，都是价值观混乱造成的，因而要树立儒家价值的绝对权

威，就要把相对伦理上升为绝对伦理，并将其与神圣信仰融合起来。儒家价值是群体本位的，不

同于从古希腊到现代西方的个体本位价值。群体本位价值要被个体接受，难度更大一些。理学克

服困难的秘诀，在于寻找真正的自我。现实中受躯壳限制的自我只是小我或私我，必须不断突破

自我的边界，由小我进至大我，最终进至无我，达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仁者之境，才算找

到了真我。真我仁境已免除了生死焦虑，获得了无限的自由，也即进入了神圣世界。在宋儒的努

力下，儒家式群体本位的价值取向，已经深深扎根在多数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之中。 

 

4.寇方墀，教师 

 

     寇方墀简介：国际易学联合会学术部学术委员会委员、华夏文化促进会专家、中华

书局经典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华女子学院女子国学教育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老子

学院（研究院）老子智库专家委员会研究员。师从中国当代易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生院教授余敦康先生。致力于《周易》及《老子》、《庄子》哲学及其在新时代的应用研

究。主要著作：中华书局出版专著《周易今读》系列丛书（三卷本：《全本周易诵读

本》、《全本周易导读本》、《全本周易精读本》，2018年 3月出版）；其中《全本周

易导读本》和《全本周易精读本》于《周易研究》2018年第 3期在其中“新书架”上向

易学界广泛推介。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专著《北大国学课精要：道家思想与领导智慧》

（2016年 5 月）；在全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周易研究》发表



 

论文《周易蛊卦经传新释》；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哲学导论讲记》（余敦康著，寇方墀

整理）；修订出版《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余敦康解读之<周易>》（国家图书馆出版

社）；撰写发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术自传·文哲学部卷·余敦康》（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 

发言题目：《周易》“太和”理想的永恒价值，华夏文化促进会寇方墀专家。 

内容提要：《周易》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极为重要，书中蕴藏着中国最根本的文化基因、哲学

智慧和价值理想：太和。这种文化基因和价值理想既可以从上古巫术的象数符号体系中窥其端

倪，也可以在从中古到近古的《易经》卦爻辞和《易传》文辞中观其发越，并可以在此后两千多

年的易学体系中体会其思想之深邃与规模之恢宏。 

在追求“太和”价值理想的指导下，《周易》兼备了“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天道理想和人文关

怀，形成了整体、发展、辩证、关联、平衡、中道的六大思维模式，并有着一整套可以指导实践

的操作方法，可以说是其中既有道，又有术。《周易》这部奇书堪称中外思想史上绝无仅有的特

殊现象。 

由《周易》奠基并推动的中国气韵恢宏的易道文脉，随着几千年历史朝代的更迭，其势或隐或

显，然其内在永恒不变的价值理想却一直在指引、支持、祝福、护佑着这个古老民族的人们趋吉

避凶、安身立命、崇德广业、追求整体和谐的完美幸福。  

在当今全球信息一体、经济利益竞争日趋尖锐、文化和价值多元冲突的时代，了解和体会《周

易》“太和”的价值理想，借鉴其数千年历史积累的宝贵经验，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何塞,博士,Ph.D 

 

 

 

        José Salazar Carbonell 简介：中文名字，何塞,北京语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在该校完成

了中国语言和哲学的本科和接受硕士学位课程；并在北京大学学习过中国哲学史。目前是厄瓜多

尔基多圣弗朗西斯科大学的专职教授和研究员，硕士导师，中国哲学史硕士主任，孔子学院院

长，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他的研究围绕着中国哲学、文学和语言，涉及诸如道教、儒教、佛教

和印度教等主题；他特别研究了老子《道德经》中西双语翻译的复杂性，诸子百家（公元前 221

世纪）之前的其他作品以及拉丁美洲现有的西班牙语译本。他曾在美国，中国，西班牙，墨西

哥，秘鲁，阿根廷的大学和学术中心教授课程和在学术会议上担任发言嘉宾，并多次参加过国内

和国际的大型学术活动。他在书集、杂志和会议报告发表了许多文章。是 RedChina（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关于中国的学术联盟）和 Aladaa（拉丁美洲亚洲与非洲研究协会）的成员。目前，作者还

担任中文、捷克语和斯洛伐克语的双边翻译和口译员。  

 

 

 

 

 

 

 

 

 



 

李心怡, 硕士, M.A 

 

 

    李心怡简介： 英国爱丁堡大学语言教育学硕士，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外派教师，

厄瓜多尔基多圣弗朗西斯科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师， 孔子学院优秀的教师。 

2021 年 7 月 29 日(Jueves 29 de Julio 2021) 

会议链接 Zoom: https://us02web.zoom.us/j/87698956773?pwd=azdPNFpFckVpRGlqbWNEWVltME1iZz09 

志愿者：Mario Cisneros, 邮箱地址：mcisnerosb@usfq.edu.ec 

时间 专题研讨会活动 

19:00 – 21:20 专题研讨会题目: “中国哲学专题” Selección de temas sobre Filosofía 

China 
 

主持人, Moderadora:李心怡,Li Xinyi 硕士, M.A(基多圣弗朗西斯科大学孔子学

院教师) 

何塞,José Salazar 博士,Ph.D (基多圣弗朗西斯科大学教授，孔子学院院长) 

19:00 – 19:30 郑开, 博士,Ph.D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 

发言题目：《老子哲学的世界历史意义》， 

PONENCIA:  La repercusión del Sentido histórico de la Filosofía de Lao Tsé 

en el Mundo.  

19:30 – 20:00 李四龙,博士,Ph.D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北京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 

发言题目：《儒佛会通与文化包容》 

PONENCIA:   Tolerancia Cultural entre el Confucianismo y Budismo 

20:00 – 20:30 赵峰,博士,Ph.D 

https://us02web.zoom.us/j/87698956773?pwd=azdPNFpFckVpRGlqbWNEWVltME1iZz09
mailto:mcisnerosb@usfq.edu.ec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副教授 

发言题目：《文明全景中跨语境理解宋明理学》 

PONENCIA: Visión Cultural en la comprensión de los lógicos de la dinastía 

Song y Ming trascendiendo las barreras del lenguaje. 

20:30 – 21:00 寇方墀 

国际易学联合会学术部学术委员会委员,华夏文化促进会专家 

发言题目：《周易》“太和”理想的永恒价值 

PONENCIA: El Valor absoluto del ideal de la Suprema Armonía ( Tai He ) en 

el I Ching 

21:00 – 21:20 提问时间 Sección de pregunta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