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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观进行比较, 可以发现, 两者有五方面的共同点: ( 1)都视中道或中庸为最高的德行; ( 2)都

把中庸视为主体正确的价值评价和道德行为的统一体; ( 3)都体现了主体情感行为上的辩证

特性; ( 4)都充满着重智精神; ( 5)都具有相类的出发点和目的性。两者还有六方面的区别 : ( 1)

纯粹的道德伦理观与哲学世界观的不同; ( 2)实践生成论与天赋人性论的区别; ( 3)法律论与

道德论的区别; ( 4)中间阶级性与全民性的区别; ( 5)自愿性与自觉性的区别; ( 6)结构“中间”

论与过程“时中”论的区别。两者的同异性主要源于人类实践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各自

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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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誉为“古代最

伟大的思想家”和“最博学的人物”的古希

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 (公元前 384—322

年) , 在伦理观上提出了著名的中道理论。

这一理论与我国先秦儒家著名的中庸哲学

具有颇多的相类点,但也有许多不同之处。

比较两者的异同, 对我们进一步把握中西

哲学的关系不无裨益。

一

　　就亚氏中道观与先秦儒家中庸观的相

同点而言,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四点:

　　1. 皆视中道或中庸为最高之德行

　　亚里士多德认为, 人作为政治动物,其

行为的目的在追求至善, 而善也就是美德。

而最高的善或至德就是中道或称中庸。这

种中道是指人的激情或由激情引起的行动

的无过不及的中间状态和形式:“这种中道

行为使人成功,受人称赞,而过度和不及会

犯错误。”〔1〕“过度和不足乃是恶行的特

性。而中庸则是美德的特性。”〔2〕“美德乃

是中庸之道”, “德性就是中道,是最高的善

和极端的正确。”〔3〕对于这种标志人的情

感和行为的合理性、恰当性的中道的极度

推崇,也是先秦儒家的重要原则和儒学的

重要特征。儒家创始人孔子推崇中庸为最

高之德:“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4〕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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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一直把执中用中的中庸视为自己的道

统内核,“千古圣贤授受,只一个中,⋯⋯学

者讲学,不过讲求此中”〔5〕。把中庸之道德

品质奉为最高的价值旨向和道德追求。

　　2. 两者都把中道或中庸视为主体正确

的价值评价和道德行为的统一体

　　亚里士多德把中道或中庸看作是人的

最高德性,这种人的美德其内容主要是指

人的情感方式和行为模式, 是合乎道德的

道德评价和道德实践。“德性的本性就是恰

得中间。德性作为相对于我们的中间性,中

道是一种决定着对行为和情感的选择的品

质。伦理德性是对情感和行为中的中间的

命中。”〔6〕把中道视为一种主体合理的正

确的情感和行为, 体现了亚里士多德欲以

培养人的中道德性以稳定当时的社会统治

秩序的理想。而把中庸或中道视为主体正

确合理的情感和行为,也恰恰是先秦儒家

中庸观的基本特性。《中庸》把“中和”定为

人的喜怒哀乐之情感的未发和已发,提出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

和。”这里的中和就是一种由人的价值评判

态度所体现的道德情感。儒家的中道不仅

是一种正确的价值评判,是一种情感态度,

更大程度上是一种由此而来的正确的行为

选择和道德实践。“中庸”的本义就是“中和

之为用”,就是“用中”、“行中”、“择中”。先

秦儒家正是想通过弘扬中庸, 使人人都具

有无过不及、恰到好处的情感和行为,从而

使混乱的社会有序化。

　　3. 两者都体现出主体情感行为上的辩

证特性

　　中道在亚氏那里是指一种无过不及的

适度的道德情感行为,然而亚里士多德深

刻地认识到“中间对于一切人并不是单一

的, 也不是相同的”〔7〕,一种标志最佳的正

确的道德行为和情感会因人因时而不同,

因此 中道或中庸也绝不是只有僵化的一

个模式:“不能因为 10斤的食品为多的一

份, 2斤的食品为少的一份,教练就指定 6

斤的食品。因为对于特定的接受者运动员

来说, 6斤既成事实可能多,也可能少。”〔8〕

因此,人的恐惧、勇敢、欲望、愤怒或怜悯的

情感以及行为都不存在绝对的多或少, 好

或不好。“若是在应该的时间,据应该的情

况, 对应该的人, 为应该的目的,以应该的

方式来感受这些情感,那就是中道,是最好

的, 它属于德性。在行为中同样存在着过

度、不及和中间。”〔9〕这种反对把中道作绝

对化理解的观点体现了亚氏伦理学的辩证

精神,而这样一种动态灵活的辩证中道观

同样为先秦儒家所持有。儒家中庸观的创

始人孔子打破了“中庸”死板固定僵化的模

式,而始终采取一种“无适也, 无莫也”〔10〕

和“无可无不可”〔11〕的灵活辩证态度。孟

子也竭力反对子莫“执中无权”的形而上学

态度。至宋儒程颐朱熹, 更明确提出了“中

无定体,唯达权然后能执中”〔12〕、“当厚则

厚, 则厚上是中; 当薄则薄, 则薄上是中”、

“若但以极厚极薄为两端,而中折其中间以

为中,则其中间如何见得便中”〔13〕的辩证

观点,充分体现了儒家的中庸或中和绝不

是一种无原则的绝对化的折衷主义和调和

主义,而是一种沁溢着辩证精神的主体行

为方式。

　　4.两者都充满着重智精神

　　在亚氏那里,中道作为一种最高的德

性,是与人的理性内在联系在一起的。“中

道是有理性的人所追求的目标。”〔14〕而这

种中道的追求过程是一个主体充分运用人

的理性思维能力在应该与不应该、过与不

及之间进行判断抉择的过程。“德性作为对

于我们的中道, 它是一种具有选择能力的

品质,它受到理性的规定。”〔15〕没有相应的

理性思维过程,没有一定的理性选择能力,

中道就是不可实现的目标 因此 在亚氏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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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德性分为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二类,而

二者又是内在不可分的。这充分体现了亚

氏中道观所具有的道德论与知识论相统一

的性质, 而这种德智统一性在先秦儒家中

庸观中同样充分展现出来。应该说,在儒家

学说中,最富重智精神的就是其中庸观。先

秦儒家推崇的“至德”, 其用中的过程也是

一种用智的过程。《论语》和《中庸》中有孔

子论“知”与“中庸”内在一致性的三段话:

“我有知乎哉? 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

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16〕“人皆曰

予智,择乎中庸,期月不能守也。”〔17〕“舜其

大智也与? 舜好问而好察迩言, 隐恶而扬

善,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 其所以为舜

乎!”〔18〕这些话充分体现了儒家中庸观是

一个“叩两竭中”的认识论、“执两择中”的

评价论与“执两用中”的实践论的统一体。

“中庸”蕴含着从“无知”到“大知”的智慧知

识。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在中国伦理道德

思想中是并不缺乏知性内容的。

　　5. 两者具有相类的出发点和目的性

　　亚里士多德力倡中道论,认为“中道是

有理性的人所追求的目标”,因为中道是美

德,是至善,“过度和不足是恶行的特性,而

适中是美德的特性”〔19〕。亚里士多德认

为,人人只要依中道而行,就会成就理想的

道德人格,由道德之人便可有效地建立起

一种稳定的统治秩序。“真正的政治家首先

在于研究德行, 以求国人为善守法”〔20〕。

人人以中道为善行德, 社会就和谐有序。亚

氏所处时代正处于古希腊由城邦奴隶制向

中央集权奴隶制过渡的时期, 在各城邦之

间,在一城邦内的奴隶主之间, 以及奴隶

主和奴隶之间都展开着激烈的斗争,整个

希腊社会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亚氏希望

以他的中道伦理观稳定政局, 建立起一个

有序安定的政治统治。而先秦儒家中庸观

其根本目的也在于通过人人用中执中以建

立有序的政治统治。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

社会大转型时期,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

的时期。那时, 政局动荡, 秩序失控,形势混

乱, 如何使社会由乱达治便成为当时各家

各派思考的首要问题。儒家自创始人孔子

起便积极出谋划策,以儒学干政求治。而中

庸便是儒家提出的消除“犯上作乱”、使社

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人们行为合理、从而达

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稳定社会统治秩

序的根本方法和途径。孔孟儒家主要范畴

的“仁”、“礼”其本质都在中庸,“人的本质

是仁,而仁就存在于中庸之中”〔21〕。“夫礼

所以制中”〔22〕。也如《中庸》说的是“致中

和,天地位,万物育”。由中庸而达理想的社

会境界,而中庸人格便是儒家的理想人格。

　　就亚氏和儒家都高度重视中庸之道,

都重视执中、用中、择中的原则而言, 中庸

或中道是中西早期文明共有的优秀成果。

确实,就古希腊而言,重视中庸或中道已成

为亚氏之前许多思想家的共识。公元前 6

世纪的诗人潘季性里特在其祈祷词中曾写

道: “无过不及, 庸言致祥,生息此邦, 乐此

中行”,体现出与孔子中庸观惊人相似的观

点。在著名的德尔斐神庙的石碑上,除了镌

刻着 “认识你自己”的著名信条外, 还镌刻

着“万事切忌极端”的中庸信条。而毕达哥

拉斯在其《金言》中明言:“一切事情, 中庸

是最好的。”此外,赫拉克利特等人也持有

相类观点。

　　中庸或中道之所以为纪元前中西众多

思想家所同宗共赞,从认识论根源上看,是

因为它是人类生产生活实践的必然产物,

是人类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毛泽东同志

在延安时曾数次评说孔子的中庸, 认为中

庸观念是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指出中庸实

质是要求对任何事物要把握“度”, 以保持

稳定的质的数量界限。中庸这一体现无过

不及的辩证适度思想, 其实正是早期人类

论亚里士多德中道观与先秦儒家中庸观的异同



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

总结。事实上,人类主体在日常生活的吃穿

住行、待人接物上, 在种牧买卖活动中,都

逐渐领悟了凡事都有度的思想, 以为凡事

都须恰如其分, 既不可不及, 也不可过分,

否则,过与不及,使事物丧失保持自身特定

质所需的最佳数量界限,事物也就无以保

持质的稳定性, 就会发生质变、走向衰亡,

行动就会遭败绩。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和生

活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一切事物都具有不

偏不倚的最佳结构关系和无过不及的最佳

数量比例,事物只有处于这种最佳的结构

关系和数量比例时, 才能获得最佳的功能

和最快的发展。人类的行为也只有依循不

偏不倚和无过不及的原则时, 才能获得成

功和胜利。而这一事物发展和人类实践的

规律和原则便是中道或中庸。亚氏中道观

与先秦儒家中庸观之所以有上述共同点,

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中道或中庸体现着人类

实践和认识的发展的必然结果和规律。

二

　　中庸或中道作为人类最先获得的优秀

哲学思想成果, 是中国先秦和古希腊思想

家共同推崇的基本观点和原则。但应该看

到,中国先秦文明和古希腊文明诞生的背

景有许多不同之处,主要是在自然环境、社

会结构和经济结构方面有明显不同,这必

然造成思想观念上的不少差异。这种差异

必然体现在被认为是最高德行的中庸或中

道观上。通过仔细考察,我们可以发现,亚

氏中道观与先秦儒家中庸观在具有共同原

则内容的前提下, 两者之间还存在着如下

一些在特性、内容上的不同点,有些甚至是

非常重要的区别点。

　　1. 纯粹的道德伦理观与哲学世界观的

不同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中道或中庸是一

种伦理德性, 是一种至善,它是一个单纯的

伦理学范畴。其中道论著与他的第一哲学,

与他的实体说、四因说没有内在联系。因

此, 中道仅局限于亚氏的《尼各马科伦理

学》一书中。而与亚氏中道观相反,中庸在

先秦儒家那里,虽然也以道德伦理为本义,

但在逻辑上, 它更表现为一种世界观和方

法论。《中庸》和《易传》都明显把“中”视为

宇宙阴阳变化的根本规律,所谓“中者天下

之大本,和者天下之达道”〔23〕。由于儒家

的中道不仅是伦理的, 也是一种最高的世

界观,因而它也具有了一般方法论的意义,

其“择中”、“执中”、“致中和”不仅仅是一种

伦理行为, 也成了一般的认识方法和实践

方式。孔子都把执两用中视为一种“大知”,

是获得正确认识的理性认知方式, 这就从

范围上大大超越了亚氏中道伦理观的局限

性,具有更丰富的内涵。

　　2.实践生成论与天赋人性论的区别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 中庸或中道作为

人的至善美德,构成了人的最根本的德行,

而且这样一种中庸德行, 亚里士多德认为

它是一种在后天的行为中形成获得的, 绝

不是先天就有的。亚里士多德把中道的伦

理德性也称做是习惯德性, 这是因为:“伦

理德性是由风俗习惯熏陶出来的, 而不是

自然本性。自然的东西不能用习惯改

变。”〔24〕“德性则和其他技术一样, 是用了

才有,不是有了才用。一切德性通过习惯而

生成。”〔25〕这里体现出亚氏伦理学唯物主

义的一面。与此相反,先秦儒家中庸观则往

往把至德的中庸视为一种天赋的德性。它

从天人合一的观念出发,从“中”是宇宙天

地人万物的“大本”逻辑出发, 提出“人受天

地之中而生”, “天之生人物,个个有一副当

恰好、无过不及底道理降予你”〔26〕。因而

人人皆具天赋的“中”性。这在《中庸》中也

叫“天命之谓性”,是“未发之中”。这里表现

出儒家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天人合一观

社会科学辑刊 2002 年第 1 期(总第 138 期)



念。但它从一个侧面为人人能够达到理想

的中庸人格提供了比亚氏中道观更为明

确、更为内在的根据和可能。

　　3. 法律论与道德论的不同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是其政治学的一

部分,其伦理观是从属于它的政治观的。由

于古希腊雅典时代的民主政体传统,亚氏

中道伦理观与民主政体具有内在的联系,

其重要特征之一便是把中道德行与法律相

联系。在亚氏看来,中道的标准以及人们对

中道的普遍关注、接受,都必须以法律为其

必要环节。这是因为: “法律作为一个出于

思考和理智的规则是有强制性的。最好的

办法是形成一个关于公共规则的正确的制

度,对德性的共同关切, 只有法律才能实

现。谁倘使想让他人都成为善良的,谁就应

通晓立法科学。”〔27〕由于“法律在合乎德性

的以及其他类似的方法,表现了全体共同

的利益,它规定了各种行为的准则”, 因而,

法律便是德性的象征, 法律便是一种“整体

德性”, 便是中道的标准,如“公正是中道”,

而“政治的公正是以法律为依据而存在

的”〔28〕。这一中道与法律相统一的观点充

分体现了亚氏中道观与法律的内在关系。

与此相反, 先秦儒家强调“德治”, 反对法

治,因而它在把中庸视为伦理之“礼”的同

时,更强调中庸的“仁”的道德性。孔子的中

庸的基本内容便是“仁”。“仁与中,又名异

而实同者也。”〔29〕这一道德之“仁”强调的

是“爱人”, 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

人”的关怀之情。它强调人的中庸行为是一

种自觉利人的道德行为,而不是一种法律

行为。以后的儒家更是强调中庸所具有的

生生之仁的道德内容,而绝无从强制性的

法律角度思考中庸的思维特质。这从一个

侧面反映了中西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致思倾

向,体现了中国伦理化哲学的思维特征。

　　4.中间阶级性与全民性的区别

　　亚里士多德的中道伦理观是服务于他

的政治观的。亚氏政治观的一个重要特征

就是中等阶级政治论。在亚氏看来,最好的

政治社会是由中等阶级的公民组成的社

会, 因为中等阶级处于极富有的阶级和极

贫穷的阶级的中间,它既不因奢侈而狂暴,

也不因贫穷而无赖。中等阶级因拥有适度

的财产,不贪图、无野心, 是一个国家中最

安稳的公民阶级, 而“中道”便是这一中等

阶级的基本特性和品质。在亚氏看来,极富

有的阶级和极贫穷的阶级都与“中道”无

缘, 特别是极贫穷的奴隶阶级在亚里士多

德眼里只是“会说话的工具”,因此他们与

至善美德的“中道”绝对无缘。只要有一笔

中等的财产, 就具备做合乎德性的事情的

资格。这一观点与先秦儒家中庸观有极大

差异。儒家自孔子创立中庸观起,其中庸就

是面向全民的, 因为中庸的内容便是仁和

礼。中庸是每个人先天的善性,中庸所要达

到的是每个人都能合礼合理的行为, 做到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妻妻。因此中庸是

对每个社会成员的要求, 而每个社会成员

也具备成就理想的中庸人格的内在根据和

可能性。中庸人格只是品德上的,它与社会

地位和家庭财产没有必然联系。儒家中庸

观的这种全民性、普遍性特点,再次从一个

侧面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天人合

一、天地人万物一体的观点,它与亚里士多

德将中道与特定的阶级特性相联系从而将

人人相分、天人相分的思维旨趣相迥异。

　　5.自愿性与自觉性的区别

　　亚氏中道观强调自愿性,而儒家中庸

观强调自觉性。亚里士多德在其《尼各马科

伦理学》中一再强调作为伦理德性的中道

是一种选择性的品质,“德性作为对于我们

的中道, 它是一种具有选择能力的品

质”〔30〕, 而选择只能是一种主体的自愿行

论亚里士多德中道观与先秦儒家中庸观的异同



为。“选择自然是自愿的。”〔31〕因此,中道

具有自愿性的特性,也就是说,中道在本质

上是一种自愿行为,在意志上是自由的。中

道“是我们力所能及的, 是自愿的, 为正确

的理性所指使”〔32〕。这一观点就与儒家中

庸观有较大差别, 因为自孔子起,儒家中庸

观强调的是对道德之仁礼的一种自觉,是

对做人的责任和义务的一种自觉。也就是

说,儒家中庸观更强调一种道德上的责任

感、义务感,而亚氏中道论则更注重道德行

为的意志自愿性。这体现了中西思想文化

上的一个重要分别: 西方更重视个人的意

志自由,而东方更重视对群体的道德责任。

　　6. “中间”论与“时中”论的区别

　　亚氏中道观是一种“中间”论, 而儒家

中庸观是一种“时中”论。亚氏的中道侧重

于横向的结构上的过度、中间与不及的区

分,即他所说的“中间是最好的东西”。他多

次反复以浪费、慷慨、吝啬以及鲁莽、勇敢、

恐惧等例子来说明什么是过度或不及,都

体现了中道为空间结构上的“中间”的特

性。而先秦儒家中庸观则更侧重于纵向的

时间过程与人的行为上的一致性, 这就是

《中庸》引孔子的话: “君子之中庸, 君子而

时中。”“时中”便是中庸的本质特质。什么

是“时中”? “时中”即是依时而中、随时而

中,这在《易传》的中和观上有典型的体现

和揭示。《易传》的核心宗旨便是时中,这一

时中就客观世界而言, 便是自然界春当暖、

夏当热、秋当凉、冬当寒的规律性、秩序性;

而就主体的行为而言,便是依客观时势的

变化而适时变更自己的行为态度。这种时

中观体现了主体的一种主动性适应和创造

性顺应的生存方式, 因而更充满了辩证精

神和创造旨趣。这正是亚氏中道观仅是一

种普通的伦理观, 而先秦儒家中庸观则构

成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核

心的特质所在。这实际上体现了亚氏中道

观和先秦儒家中庸观在各自民族文化和社

会生活地位作用上的巨大差别。儒家的中

庸观取“时中”形式,而亚氏中道观则取“中

间”形式, 这与中华文明诞生地为四季分明

的自然环境和自然农业生产方式、而古希

腊文明诞生于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偶然

多变的商业环境密切相关, 它表明了一定

的思想观念总是与特定的客观环境和条件

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亚氏中道观与儒家中庸观虽然有着以

上六方面的区别,但它们作为人类思想文

化史上的优秀成果在今天依然熠熠生辉,

特别是内容更为深刻宽闳的先秦儒家中庸

观更有着久远强盛的生命力。只要我们以

科学继承的态度对待之, 儒家的中庸哲学

仍然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有益的启迪, 为

今天的现代化实践提供积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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