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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孙中山认为中国未能走向富强和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民劣性人格因素所带

来的负面影响造成的。孙中山在剔除传统人格劣势,发扬传统人格精华并结合新时代要求的基础

上, 提出了新时代的国民人格观。孙中山提出的新型国民人格观, 在心理结构和模式上包括了认

知、情感、意志和行为方式等各方面,它所体现的社会政治生活的具体内容是集民主、科学、道德和

古今中西人格之长于一体的崭新人格。

关键词　孙中山　国民人格　现代人格

当今世界,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面临着人格优化的重要课题。许多国家的

历史实践一再表明,人格优化是实现现代化和人类进步的重要保证。早在本世纪初,为了中国

走向富强和现代化倾注了毕生心血的孙中山先生,就已清醒地意识到国民人格的优劣对现代

化事业和人类进步的重要影响, 进而对这些优劣人格的问题给予极度关注和全面探讨。本文拟

对此加以考察, 希望对当今国人乃至世人优化人格, 克服人格中种种不良现象,提供一点参考

和启示。

1
　　国民人格是指社会成员将社会关系和社会文化特质内化到自己的心理结构中所

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整体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模式,包括认知、情感、意志和外显行为等

组成部分,是某些国民共同的心理素质。其中, 凡能促进现代社会发展和民主完善的国民人格

素质便是积极人格或现代人格, 反之则是消极人格或劣性人格。

孙中山看到了国民劣性人格因素带来的负面影响,多处谈到中国未能走向富强和现代化,

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国民“不能振作”、“过于堕落” 等等。在《孙中山全集》中,关于国民劣性

人格的论述, 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 1) 权力崇拜、等级依附的“奴隶人格”。

孙中山认为, 在我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下,国人对封建权威“畏之如神明,承命

惟谨”。人们崇拜权威,存在着“希望真命天子出现⋯⋯的普通心理”,希望圣君英主、真命天子

来拯救自己于苦难中, 于是人们完全失去了自主意识,表现出等级依附的“奴隶人格”。孙中山

看到这种人格已融入风俗称谓之中, 如“畜奴”、“缠足”、“大人”、“奴才”等,非常痛心,指出: 这

样的国民不仅“不谈政治”、不识不敢不能做“主人”,而且对做主人反而“感到不舒服”,正如做



惯了奴隶,一旦被解放出来,反觉“没了生路”。在孙中山的笔下,揭露出国民何等深重的“奴隶

性”,其政治意识、责任感、能力感的丧失程度令人神惊心寒。

这种权力崇拜心理的另一面,就是某些人对权力的全心追求: “中国人最喜作官⋯⋯群趋

于官之一途”,甚至人们“都想做皇帝,便不想做别的事”。

( 2) “悲观的心理”及“顾虑之念”、“畏难之心”太重。

孙中山深感国人做事缺乏信心和意志,“志行薄弱”, 过于悲观。他说“中国国民之性质,其

最大之弊为悲观”, 这有多种表现,有的人因之而闭门谢客, 笑骂当事; 有的人则因之蹈海沉江

或捐生弃世。这种悲观的由来在一“怕”字,在国人“顾虑之念”、“畏难之心”太重。而这种畏难

顾虑、不敢行动的病根,又在于传统哲学“知易行难”之说“深中于中国之人心”。知道“行难”,于

是不敢行;误以为“知易”,却费半世功夫才知,甚至一世也不能知, 于是不敢知不能知也不敢行

了。

( 3) 只有“家族和宗族观念”,而无“国族”观念,对国家和政治疏离无知。

孙中山看到,几千年分散封闭的生活方式,形成了国人对国家和政治的疏离、冷漠和偏狭

无知。如“婚姻生死不报于官,户口门牌鲜注于册”; “人民无政治知识和能力”等。尤其是人们

“不知国与身之关系”,只有“家族和宗族观念”而无“国族”观念,以至为前者可以奋不顾身, 对

国家却没有“极大精神去牺牲”。孙中山认为,这正是造成中国“一盘散沙”难以发达富强的重要

原因。

( 4) “暮气太深”。

这表现在: 1) 惰性、苟安、保守、迷信。孙中山说:国民“样样敷衍苟安”,听到革命便“觉得

可怕”。又说:国人“无论何事, 或委之天命或委于气运”。这一语道破了国民人格的外向控制型

特征,只信天命,而从不知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改变现实,把握人生, 创造幸福。依现代心理学研

究,外向控制与前面提到的政治无能、政治功效感低是密切相关的 。2) 因循守旧。由于专制

制度束缚人心, “所以中国人崇拜古人的心思比哪一国人都要利害”, 各种“思旧之心”随处显

露。孙中山从人们“读八股”、过旧历年、缺乏新知识等小事中看出,其实质在于人们“未能脱离

旧观念”,“不欢迎”新国家, 致使“国家的民主建设还没有基础”。

( 5) 从盲目“排外”到“崇拜外国”。

由于中国长期处在“闭关时代”, 故“华人排外性根久伏”, 有种“荒岛孤人的思想”。这影响

了利用外资外才“以图中国富强”。但随着国门打开,许多人又从“反动外国”走向另一极端的

“崇拜外国⋯⋯事事都仿效外国”, 对事物“根本不去研究”。孙中山的这种描述实则揭示出国

民人格在情感方面的一个缺点, 即缺乏理智感, 过于情绪化。

( 6) 不文明的习惯爱好。

如“举动欠检点”、“不讲究”,随地吐痰、牙齿黄黑,赌博、淫靡等等。孙中山把改变这些看似

微不足道的劣性人格, 上升到民族兴亡和国家盛衰的高度,认为只有从改变这些入手, “我们民

族的精神和地位才都可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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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见, 孙中山对国民劣性人格的论述涉及对其特征、作用和成因的揭示,是精辟而又

深刻的。他对国民人格劣性的批判、以及把“人民久处于专制之下”而形成的劣性人格看作是阻

碍中国走向富强和现代化重要原因的见解, 全面准确, 震古烁今, 颇具预见性。非但已往的历

史,今天人文科学的理论和先进国家的实践也再次印证了这一点。应该说,孙中山的许多论见,

已经涉及了当今心理学关于专制人格研究的诸多方面(如因袭主义、权威崇拜等专制人格特

征、成因、作用) ,与阿尔蒙德讲的妨碍民主进程的狭隘顺从心理也不无相通暗合之处。 当今

许多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坎坷道路也表明,当国民人格仍停留在旧有水平上时,即使引进技术、

发展经济和改革政治, 也难免败北的命运。

2
　　孙中山在批判国民劣性人格的同时, 肯定了中国传统人格中的优秀成分, 例如:

“勤劳”、“慈善”、“爱和平”、“重谦让”, 有“能力”,重道德规范等等。他正是在剔除传统

人格劣势,发扬传统人格精华并结合新时代要求的基础上,提出了新时代的国民人格观。具体

内容包括:

( 1) 立“大志”。

立志是人格大厦的支柱。孙中山极力倡导国民立“大志”,并提出判断“大志”的两条标准:

1) 合乎近代潮流。孙中山指出近代潮流是“注重发达人群, 为大家谋幸福”。2) 合乎“中国国

情”。中国国情则是中国“在世界上最穷弱”。依上述标准,立大志就是要“为大众”幸福和国家

“化贫为富”而奋斗,万不可以“个人私利”、“升官发财”为目的。孙中山告诫国民, 要是“为了大

众”去做成一事,哪怕事情很小, “也是一件大事”、“大志”了。相反,只追求个人功名,而不知国

情和“报效祖国”, 那么即使留洋学成也“可以说是无志”。他进而明确指出,立大志就是要树立

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信仰,这正是“强中国的信仰”。

缘何要树大志有信仰呢? 首先, 孙中山认为对个人而言, 立“大志”, 事业“便容易成功”,相

反,“志气过于自私自利,和别人的利害相冲突, 便容易被人消灭⋯⋯不能得志”。其次,大志和

信仰是贯通人心的主导,是国家兴旺的保证。孙中山说人们是“先发生思想, 思想贯通以后,便

起信仰”。换句话说,信仰是贯通片断思想和意见的东西,这种看法正是现代心理学“态度有组

织”原理的要旨。从态度组织的“平衡”、“一致”原则可知, 信仰作为人们态度系统中的主导态度

和信念,影响规定着态度系统中其他信念态度、其他知情意的性质和状态。孙中山特别重视大

志、信仰的作用,正因为他朴素地认识到了这一原理。他认为, 有了大志信仰, 才能“不计较得失

成败”, “视死如归”;有了大志信仰,才能对国家前途“充满热情和信心”;有了大志信仰, 才能

“始终不渝”地爱国救国, “百折不回”地争取成功。因此有了信仰, 人们自然“便能发出极大势

力,这种极大势力便可以救中国”。

( 2) 养成自由平等自主自治的“主人之人格”。

孙中山告诫人们, 现代社会的公民应具备“主人之人格,主人之思想,主人之度量”。这里讲

的主人人格包括: 1) 克服等级依附意识,树立“自由平等”的观念。他主张把自由平等的意识

“注射到人的内心,要人之心理上都倾向共和”, 倾向自由平等。2) 自主自治的主体意识、知识

〔美〕阿尔蒙德等著 《公民文化 五国政治态度和民主》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和能力。国民应牢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翁”,要“明白民国的道理”,树立“民治思想”。由此出

发,进而掌握“自治的知识”,形成“自治的能力”。从心理学角度看, 孙中山是要求国民具备最基

本的现代政治认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获得政治活动的能力。这正是政治认知在整个政治心理

体系中的基础地位所揭示的内容。3) 政治责任感和爱国心。孙中山说 , 国民“应人人能负担政

治责任⋯⋯人人存爱国心”,要对国家“出而负责,出而力行”。孙中山特别强调举国人民要“替

国家做事”,对国家认同。如此,便可改变各自只为家族、宗族的“一盘散沙”状态,如此国家富

强、民主建设“何事不成”! 显然,责任感、爱国心等作为一种高级情感,正是形成内聚力和良好

政治生活的感情纽带和基础。4) 政治参与行为。心理学理论指出, 政治参与有利于培养自主自

治的主体意识,增强公民责任感。孙中山也试图表达这一认识。他认为“当今民权发达时代,不

谈政治,尤为大谬”。这就是说, 离开了“谈政治”这种最基本的政治参与就谈不上民权发达,自

然包括自主自治意识和公民责任感的培养和发达。故孙中山主张国民通过各种渠道,实现各种

层次的政治参与: 从最基本的“谈政治、理政治”到训政期间参与“县级自治”,从行使选举、罢

免、创制、复决四权到运用法律给予的集会、言论和出版自由等等渠道去议政参政。

( 3) 国民要有“乐观之精神”、“坚忍之毅力”、“一往向前去做”的行动。

孙中山所讲的乐观坚忍,就是要对事业充满信心,“勇猛进取”,怀一腔“奋勉之气”。他告诫

国民,要“敢于革命”,以变革求进步; 要“富于冒险”, 日本维新、欧美进步正是有赖于此,要勇于

行动,“百折不回、一往向前去做”。他反复阐述“知难行易”,旨在强化人们的信心意志,促使国

人积极践行。

在孙中山看来,乐观、坚忍和行动的重要性就在于“事业以活动而成功, 活动以坚忍为要

素,世界万事惟坚忍乃能成功”, 在此他表述了一条心理学的基本原理:事业成功以行动和维持

行动的信心意志为前提。于是他说: “乐观者,成功之源, 悲观者,失败之母”。提醒国民千万不

可受“悲观畏难、怠惰退缩‘无形之敌’侵入”,“自心反对”,最终“一事无成”。

( 4) 树立新的“国民道德”。

孙中山认为“树一国民道德,更为中国永久的幸福”。他依科学进化论,从更本质的意义上

指出:人类总在不断“减少兽性, 增多人性”。如人类“完全是人性, 自然道德高尚”,从而便可尽

“人类的天职⋯⋯令人群社会天天进步”。这就是说,道德人格高尚是人区别于禽兽,人之所以

为人的标志, 也是人类尽天职,实现自身价值取得人类进步的保证。与此同时,孙中山不无自豪

地看到,我们民族历来重视道德规范,留下了许多宝贵财富。因此孙中山主张在新时代的人格

塑造中,要保留传统中“好的”道德规范,滤出其封建内容,并赋于新的时代内涵。具体说,这种

新的“公民道德”包括: 1) 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观念。关于“忠”,他说: 现在“还要尽忠, 不忠于

君要忠于国, 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号召“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

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对于“仁爱”,他在吸收古代仁学及西方博爱之说的基础上,主张

“公爱而非私爱”, 力倡弘扬“救世之仁、救人之仁、救国之仁”。并注重将道德意识转化为道德行

为、道德实践,以使中国固有的仁爱“发扬光大”。对“和平”,主张扩充“爱和平”的精神到“世界

大道德”中,以求世界和平和“大同”。2) 要唤醒“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固有道

德”。他称赞这种基于内心的“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的道德是中国的“独有宝贝”。对这个链

条中位于中心地位的“修身”,他既赞誉孔子“席不正不坐”及宋儒修身的“谨严”和“功夫”;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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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号召“学外国人的新文化”,注意“举动之微⋯⋯不以鄙陋行为而侵犯人家的自由”。孙中山把

这类道德修养的意义, 上升到了“恢复民族精神和民族地位”, 摆脱“外国政治经济的压迫”的高

度来认识。

( 5)提倡学习科学,培养国民的竞争意识。

世纪之初,孙中山便发出了“二十世纪之国民,一科学与竞争之国民也”这一卓越洞见。他

站在时代前列,殷切地希望农工商学军“皆有学问”、“知识”,更愿学子“研钻高深之学科”。这种

学问和知识应是“科学的知识”, 而非“迷信”、“宗教”式的旧知识。孙中山讲的科学知识,不仅是

自然科学,还包括社会科学的新知识。他痛心地感喟:国人现在不但普通人没有知识,连知识阶

级“也没有知识”——没有有益的知识。如此将“不足与世界相角胜”、“国家民主建设还没有基

础”。这就是说,如果国民没有科学知识,那么民主政治和现代化只能是一种奢望!

( 6) 国民应有开放心态,同时又不可“附和盲从”。

针对国人贯有的盲目排外心态, 孙中山指出, 国家能否富强的重要因素,在于国人“欲不

欲”与外界交往。他呼吁国民应以开放心态“欢迎外国之雄厚资本、宿学人才和精练技术”。如

此便可“图中国之富强”。

同时,孙中山谆谆告诫人们,不可对外国“一味的附和盲从”、“失却自信力”。而是要冷静分

析中西长短, “照自己的社会情形去做”,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从以上论述中, 我们不难看出,孙中山提出的新型国民人格观,在心理结构和模式上包括

了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方式等各个方面, 从这种心理模式所体现的社会政治生活的具体内

容上看,是集民主、科学、道德和古今中西人格之长于一体的崭新人格。其内容丰富博大,独到

深刻,不仅显示出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于国人乃至世界各国实现人格转型和优化具有诸多

现实意义。特别是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 由于经济和科学文化水平相对落

后,使其人格转型越发显出其艰难。而孙中山在倡导新型人格时, 显示出了超前意识和卓越洞

见。两相错落更使其理论至今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生命力。这种新型人格观以其多方位多层

面的丰富内涵,为今天这些国家的国民人格教育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人格模式。不仅如此,

这种新型人格, 对医治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的极端自我中心、享乐纵欲、慵倦萎顿乃至颓废堕落

等人格病态,也不失为一付良药。西方战后曾一反常态地出现了中世纪热,希冀“回到信仰时

代”,抑或是把目光投向东方文化, 包括儒家文化, 也无非是想寻求拯救和优化人格的济世之

策。

因此, 我们有理由相信,孙中山以其“应乎世界之潮流, 合乎人群之需要”,“建设一政治最

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的世界眼光和宏伟抱负,并以他学贯中西的丰富阅历、睿智博识和毕

生实践提出的人格思想,对中国及世界面临的人格优化课题, 提供了一份独特而重要的答卷。

〔责任编辑　何菊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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