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子思想研究】

试论孔子理想人格理论对国民素质教育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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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认为, 孔子提出的“仁人君子”的人格理论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希望的人格

理论。它对于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有着积极的作用。它对于提高国民的素质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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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hinks the confucius personality theory w hat aims to foster the gentlemen is a theo-

ry that represents the benef it s and hopes of the people. It has posit ive funct ions on regulat ing the thoughts

and the behaviors of people, and some important sens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cit izens.

孔子是我国春秋时代的一位思想家和教育家。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和当代国际舞台上,孔子的

思想和他的道德理念经历了曲折复杂的传播过程。在春秋战国时代,它是在私学中传播的一种学派, 与

道家、墨家和法家思想并列杂陈,成为四大显学之一,并没有被统治阶级所推崇采用。直到汉武帝时代,

被董仲舒等人重新修改后, 才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 获得了“独尊”的地位。两千年来,统治阶级采取了实

用主义的态度,或则外儒内法,或则儒法并用,或则阳奉阴违, 欺世盗名, 或则肆意篡改,给孔子的思想增

添了许多封建主义的油彩, 甚至变成了禁锢人们思想的桎梏。无怪在近代的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多次的

反孔、批孔和“打倒孔家店”的思潮和运动。特别是从“五四运动”到“批林批孔”的 60多年的时间里,由于

人们不适当的将学术思想和政治行为视为同一,孔子及其思想变成了革命的对象,遭到了无情的批判和

抛弃。粉碎“四人帮”之后, 学术界才出现了一些拨乱反正的文章, 力图实事求是地对孔子的思想和道德

论作出科学的分析和评价。但是,人们很难跳出长期批判所形成的窠臼,总认为孔子是封建统治阶级的

“代言人”,孔子的思想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 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辩护的。

笔者在经过多年的反思之后认为,在春秋时代,孔子的思想和道德论并不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 也

不是为他们的统治辩护的理论, 而是代表广大被压迫、被统治者的利益和愿望的。其一,从孔子的出身来

看,他是“布衣”,即一般平民。其二,从其思想的来源来看,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尧舜是原始部落联

　 2000年 3月
第 32卷第 2期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Journal of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M ar. , 2000
Vol. 32 No. 2　　

[收稿日期] 1999- 06- 28

　 [ 者简介]郭祖仪( ) , 男,陕 临 , 陕 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盟的首领,是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文武是周部落的首领,是反对殷商奴隶主残暴统治的革命者, 是

“吊民伐罪”英雄, 在当时代表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希望。其三,孔子的思想和主张在春秋战国时代并未

被统治阶级所接受,也未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其四,他指责当时的统治者多为“斗筲之徒”,是一些“小

人”。可见他心目中的“志士仁人”是人民所希望的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人。其五, 两千多年来,凡是按照

孔子的理想人格实践的人, 都是人民所敬仰的人,是人民所希望的品德高尚的人。其六,后世的一些统治

阶级利用孔子的思想, 有的是为了欺世盗名,有的则进行了篡改。因此,就孔子的思想和道德论的实质而

言,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和未来希望的, 它具有深厚的民本主义精神和广泛的人民性。他主

张为人要仁, 为富要仁,为政要仁,这与欺压人民的统治阶级的“吃人”的道德观念毫无共同之处。这个问

题我已在《试论孔子思想及其道德论的阶级属性》一文中,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本文主要讨论孔子的理

想人格理论对提高国民素质教育的意义。

人格问题是当代心理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它是指一个人的稳定的整体的心理结构,它是决定一个

人的特有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决定他对环境作出的独特的适应方式的东西。在礼乐崩坏,强凌弱、众暴寡

的春秋时代,孔子作为一个教育家, 他要把自己的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这就构成了他的人格理论的

中心论题。

孔子的人格理论不是凭空产生的,是在他学习和吸收我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孔子

是一位平民知识分子(布衣) ,是当时中国历史文化的继承者和集大成者。他整理过《诗经》,研究过古代

的历史文献《尚书》,学习并精通《礼》、《乐》,撰写过《春秋》,对《周易》也进行过深入的钻研。他是一位学

者型的教育家,而且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已到了入迷的程度,这正如他所说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的人格理论是建立在我国古代历史文化基础之上的,是一种理想的人格理论。他的理想人格即

所谓“志士仁人”, 学习并向这个方向最高目标奋斗的人就是“君子”。背离志士仁人这个目标,违背君子

的思想和言行规范的人就是“小人”。“小人”是孔子所唾弃的一种人格类型。有人武断地把君子和小人

说成是统治者和劳动人民的别称。这并不是孔子的本意。因为孔子曾痛斥过当时统治集团的许多人是

“斗筲之徒”, 并不是什么君子。在现实生活中,究竟孔子提出的“仁”者的品格和君子应具备的人格,是否

值得我们学习?是否值得继承和发扬光大?是否对培养跨世纪的一代新人具有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这

就成为讨论孔子的理想人格理论对国民素质教育的作用的关键所在。笔者认为, 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考

察孔子的理想人格的精神实质和详细内容,清除强加在孔子思想及其道德论之上的污蔑不实之辞,对于

提高整个民族的人格的素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作用。

在孔子的理想人格结构中, 最核心的品质是“仁”。也可以说, “仁”是孔子整个人格心理结构的精髓

与核心。在《论语》一书中,孔子讲到“仁”的地方有 109次之多,但他却很少用这种品质去赞许当时的人。

在孔子看来,象唐尧、虞舜、夏禹等古代部落联盟的首领, 以及那些在历史上反抗统治阶级的残暴统治,

吊民伐罪的英雄先王、贤臣、良相等人,才能称得上具有“仁”的品质。孔子说, “仁者爱人”,这显然是一种

对人类的普遍的爱。它可以具体到夫妻、亲子、兄弟、朋友、邻里、君臣之间。如果进一步考察孔子有关

“仁”的一些论述, 它不包含着许多独特的人格品质。

例如,孔子认为:“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意思是说具有“仁”这种人格品质的人,一定是对艰

难的工作抢先去做,对论功获赏的事情便退居人后。这种“先之劳之”的精神, 无疑是劳动者的品质,生产

者的品质和创造者的品质, 它与压迫和剥削别人的统治阶级的人格品质毫无共同之处。当然,孔子所理

想的仁者并不是与社会隔绝的人,而是在家、在邦生活的平常人。他们无论扮演什么社会角色都不违背

“仁”的原则。具体地说,仁者具有“刚、毅、木、讷;”“恭、宽、信、敏、惠”等个性品质, 即刚强、坚毅、忠厚、不

多讲话;庄重、宽容、诚信、勤敏、慈惠。在处理各种问题时,能够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为人处事的原则和“推己及人”的主张,可以通行天下。正

如樊迟问仁时,孔子所回答的“居处恭,执事敬, 与人忠,虽之夷狄, 不可弃也。”

孔子的人格思想中 常把君子和小人相 较,借以突出君子的特有品质 例如他说, 君子喻于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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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喻于利”;“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之”;“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等等。这反映了君子和小人在对待道义、利益的认识不

同;对自己与他人的要求不同;对别人的美恶的态度不同;对团结合作的追求不同。同时“君子有九思: 视

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

敏于事而慎于言, 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等。这说明君子在生活的各

个方面,包括视、听、色、貌、言、事、疑、忿、得等方面都有着确定的原则;在饮食、居处、工作方面有严格的

要求并把“道”作为最终的依据。同时,在情感品质方面也与小人不同,有着恢宏坦荡的胸怀。诚意、正心、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也君子的不同层次的追求。

孔子的人格思想是非常丰富的。一部《论语》可以看成是培养君子人格的教科书和言行录。孔子又

以自己的视听言行为表率, 循循善诱地教育自己的弟子。有人认为,孔子赞同“学而优则仕”,这说明他是

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其实这是一种曲解或误解。因为,在社会群体中,由什么人管理国家的问题并

不是统治阶级的专利。广大被统治者也有他们的希望和要求。让学而优的君子、仁人去管理国家和管理

社会,比让小人当权、当道要好得多, 这也是广大人民的理想和希望。

总之, 在春秋时代,孔子为了匡时救世, 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人格理念, 勾画出了君子的人格品

质,对于修己正人,除暴安良,吊民伐罪,治国安邦,乃至平天下,求大同, 都有着积极的进步的作用。两千

多年来,在孔子思想的影响下,出现过许多志士仁人。他们是我国传统美德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是民

族的脊梁。历史上反孔批孔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主要是由于西汉以后的反动的统治阶级曾利用过孔子及

其思想欺世盗名, 并作为禁锢人们思想的工具。特别是宋儒创立的理学, 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反动

主张, 为虎作伥,把儒学变成了禁锢人们思想的枷锁,变成了为封建统治制度辩护的工具。在这种情况

下,对汉儒和宋儒的思想进行批判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也有些人对孔子及其思想的批判,则是因为对孔

子的无知,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孔子的为人及其思想, 只是随声附和而已。而另有一些人对孔子的批判或

非议,则另有其他的目的,象“四人帮”的批孔闹剧,纯粹是别有用心的政治阴谋。有些学者指出,历史上

的孔子有真假之分。这有如市场上的产品有真有假的一样。有时候假冒伪劣产品可能充斥市场,因此,

打假的工作应当有人去做。但是,在打假过程中,有必要认真地分辨真伪,仔细识别良莠。否则,会导致

玉石俱毁的悲剧。本世纪在我国风行一时的反孔批孔思潮,在某种程度上曾有过一些积极进步的作用,

特别是对假孔子的批判,有助于打破封建思想的统治。但是,不把历史上的真孔子和假孔子严加区别, 倒

污水时连婴儿一起倒掉的作法, 或把健康的婴儿当作怪胎对待,必然会对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产生消极

的影响。试看那些贪赃枉法之徒,那些贪污盗窃、胡作非为之辈, 那些制造贩卖和出售假冒伪劣商品的

人,他们何尝不是小人? 他们的人格何尝不是假冒伪劣的人格? 假如他们能够多接受一点中国传统的美

德教育,接受一点孔子的理想人格的教育, 稍稍有点君子之风,就不会干那些卑劣的勾当。假如孔子的道

德理念能在我国人民的心目中有一席之地,就会使我国人民的道德素质提高一个层次。

最近,香港特区与新加坡的学校的代表团来西安访问,我询问了他们的教育情况。他们明确回答说,

新加坡的学校教育明确提倡儒家思想。我问效果如何? 其回答是,很有成效。因此,笔者认为, 正确地、

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评价孔子,认真学习孔子的人格理论,引导人们用君子的标准要求自己,学作志士仁

人,应是培养跨世纪人才的题中应有之义。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 我们还要增加一些新的内容, 也

会使道德教育的内容更加丰富, 并扩大它的范围。后者与孔子的思想和道德观并不矛盾,而且在本质上

是相通的。笔者认为,传统美德是历史上产生和遗留下来的东西,是现实生活的重要渊源,是未来发展的

根基。否定、诋毁、歪曲或无视传统的美德,不仅会使现实生活中美好的事物凋谢零落,也会使未来的世

界失去光彩, 这就是本文所得出的主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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