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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性问题是战国诸子争论的热点之一，孟子是这场论战的主将，他明确地提出

了人性本善的理论，并从性、命、类、故的角度与同时代的学者进行辩论。孟

子认为人心有四端，是人性善的萌芽，因此要重视自身修养、摒除恶环境的影

响，才能使善“扩而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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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末年，周王朝统治日益衰微，冥冥之

中的天神对社会的动荡不安已经无能为力，于

是人们渐渐失去往日对天神的虔诚，开始把关

注点转移到人本身。人性问题是战国诸子百家

争论的热点之一，此时期的思想家们，以各自

的政治主张为基点，围绕着人的本质、人性的

生成以及人性的发展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不同

的观点。较早用概括性的语言解释人性的是孔

子，但对于人性的善恶孔子并没有表态。提出

该命题来进行讨论却是在战国时期，当时比较

流行的有三种观点：周人世硕的“有善有恶

论”，中期告子的“无善无恶论”和荀子的“性

恶论”。【 1】 50孟子是这场论战的主将，他明确

地提出了人性皆善的理论，与各种观点相对立，

在当时可谓别开生面，在如今也有很强的现实

意义。

1 性本善论———性、命、类、故

性善论是孟子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滕文公上》，它开篇即“孟子道性善”，指的就

是贯穿在他的思想体系中的性善论。孟子继承

了孔子重视人的思想，在人性问题上改变了孔

子谨慎和模棱两可的态度，同时告子的“生之

谓性”与其争锋相对的，故孟子的性善论是在

于告子的辩论中展开的。
告子是与孟子同时期的思想家，他认为

“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

流。”人性本无所谓善，也无所谓不善。下面

是两人论辩的对话：

告子曰：“生之谓性。”
孟子曰：“生之谓性，犹白之谓白与？”
曰：“然。”“白羽之白，犹白雪之白，

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
曰：“然。”“然而犬之性犹牛之性，牛

之性犹人之性与?”【 2】 207

告子在这里所说的“生之谓性”和他在另一处

所说的“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 是

一个意思，即把人生而具有的饮食男女等生理

本能视为人性。孟子是反对这种观点的，他虽

然也承认人和动物一样都具有类似的生理欲望

与本能，“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离

娄下》），但也看到生理欲望，属于人的动物

性，他根本不能体现人的特性，孟子将其排除

在他的人性范畴，他认为性善才是真正的人

性。那么孟子又把生理本能归于哪一类呢？

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

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

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命也，有性

焉，君子不谓命也。【 2】 280

在孟子的性命之辨中，性是指本性，命是

指命运。性是人本身固有的，而命运则是天理

之自然。两者都深藏在一个人身上，常常不可

明辨，但是二者是有区别的。这段文字孟子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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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命的区别讲得很清晰，由动物性引发出来

的“天性”，只能是一种“命”，而不是真正

“人性”的东西。仁、义、礼、智“四德”虽也

受客观必然性的制约，但由于它们是由人之固

有的“四端”引发而来，因而它们就是属于真

正的“性”，而不是所谓的“命”。【 3】 于味，

这是告子所说的性，但君子不认为是性，得到

得不到都由外在的力量决定，因此只能认其为

命；仁之于父子，虽然是命，但君子不认为是

命，得到得不到由自己内在的力量决定，这 才

是“性”。
孔子重视“仁”和“智”他把“仁”归结

为“爱人”，把“智”归结为“知人”，认为做

任何事情、学问都要重视人。一次孔子家的马

棚失火了，他只问“伤人乎”？没有提及是否伤

马。就是养马的“贱人”，也应当成人看，应把

人和动物去分开。孟子的论证更加深入，他从

人的本质出发，推演出类这一概念，他曾引用

孔子弟子有若的话：

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

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

类也。【 2】 56

孟子引用这段话，是要说明圣人是出类拔萃的

人，在智慧和人格上都高于平民，但是他将人

与动物相比，证明圣人与平民也是同类。既然

是同类，那么天生就同性。若按本性出发，

“人皆可以为尧舜”。 在《孟子》的其它篇目

中，这种思想亦有体现，如《孟子·离娄》中

说：“尧舜与人同耳”，“舜，人也，我亦人

也。”《孟子·滕文公》中亦有：“舜，何人也；

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他用“人皆可以

为尧舜”的说法，来肯定一切人同类、同性的

特质。【 4】 97《孟子·告子上》中以大量篇幅阐

述了这种思想：他认为，人的口、耳、目等感

觉器官，生来就有分别感知味、声、色等外界

刺激的本能，同时人作为同类，又对味、声、
色有同样的要求，即对美味、美声、美色有共

同的审美标准。并以此推论，人的“心”也有

共通之处，就是理义。在这里孟子强调，调节

生理本能的理义才是人性，是人生下来就具有

的属性，即人的善性，而一切不符合理义标准

的，都被排除在人性之外。

孟子一生奔走与齐、梁这些大国之间，宣

扬自己的性善论、仁政说。但是终因不合时宜，

没被采纳。梁惠王有统一天下的野心，却不愿

意接受孟子的建议，一味地沉迷于战争，结果

国土日消，人口锐减。孟子是反对兼并战争的，

主张推行仁政，因为试行仁政才符合人性，符

合人性才能得民心，得民心才能得天下。如果

能顺应人的善性，就可由近及远，以其所爱及

其所不爱，如果违反人性，逆其道而行，以其

所不爱及其所爱，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子民送到

战场当牺牲品了。发动不义战争使百姓陷入水

生火热之中，就像是违反水自上而下流动规律

一样，违反了人性。人的本性是善的，犹如水

的本性是由高出向低处流一样。把子民送到战

场上厮杀，违反了人性，就像把水从低处排灌

到高处一样，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偏

偏却有“生之谓性”、“有善有不善”之说，这

就曲解了人的本性，忽视了人性之所以然之

“故”。孟子说：

天下之言性，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
所恶语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

也，则无恶与智者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

事也。【 2】 280

“故”是“原故”、“缘故”之意。赵歧对孟子

这段话的解释是：“言天下万物之性情，常顺

其故而利之。苟知其性，苟知其故，千岁之日

至，可生而定也。”（《孟子注》） 孟子将“故”
“以利为本”联系到一起，说明了要以顺应人性

为自然之理，就像大禹治水那样，顺水之性，

因势利导。虽然孟子并没把握住人之所以然之

故，但是在探讨人性这一复杂问题时，提出了

“故”，便进一步加固了自己的论点———人性本

善。这在当时有思想观念上的贡献，对后世也

有重要的影响。
孟子把人所独具有的、先天的、内在的、

并 且 对 人 的 行 为 具 有 本 源 意 义 的 性 质 称 为

“性”，而外在的，耳目感官的生理本能称为

“命”。虽然人和兽天生都有“食”与“色”，但

是人与物、兽的性是不同的，而被划分为不同

的“类”，人的动物性不符合理义的标准，因此

被排除在“人性”之外。人本性为“善”，而且

是先经验而存在的，就像水自上而下流动规律



一样。顺应人性的善，就像大禹治水那样，顺

水之性。如果忽视人本性，任意妄为，像把水

从低处排灌到高处那样，就会使子民陷入战火

之中，从而失去民心。

2 心之辩与现实中人的异化

古人以为人的思维功能、精神活动均源于

“心”，所以实际上直至早期儒家，仍然用“心”
指称人的思维功能与认知活动。【 5】 91认为人性

包括“体”和“用”两层，而人性是人内心深

处思维与精神的体现，因此也包括“体”和

“用”两层。
从“体”而言，“心”就是良心本心；从

“用”而言，“心”就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
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良心者，与恶心相对立，

指的是善良的道德之心，不包括认知之心。本

心者，与习心相对立，指的是先经验而存在的、
不经过积习而得的、没有丝毫杂染的心。【 5】 155

由此可见是良心本心是一种纯粹善良的道

德心，而不是认知之心。良心本心是先天的，

人人所固有并且内在于人。良心本心的显现为

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仁义礼智，

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可

见四心之四端也是人所固有的。如他所说的恻

隐之心：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

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

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

非恶其声而然也。【 2】 61

当人们见到儿童将要落水的刹那，都会产生同

情之情而去抢救，这既不是为了借机结交儿童

的父亲，也不是为了求取乡党和朋友们的赞赏，

更不是因为讨厌孩子的哭声，而是内心的本能

情感———恻隐之心。孟子把人、物、兽分为不

同的类，但是人的四心不仅止于同类之间。同

情同类中的其他个体的同时，会对与自己相关

的不同类表示一种亲和和尊重，这是由近及远、
由小到大的扩展和逐步升华的过程。

端有萌芽之意，孟子认为四端只是仁、义、
礼、智四种道德的萌芽，而非完美的永远不变

更的道德。既然是萌芽就存在两种可能性：它

或许得不到精心的护养，抵挡不住恶劣环境的

袭击而夭折；它或许在人精心培育下结出丰硕

的果实。既然人性本善，为什么会有圣人与平

民之别，为什么社会中会出现“恶人”？孟子的

方法是：一、善端要“扩而充之”；二、重视环

境的影响。
2.1 善端的“扩而充之”

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

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 2】 61

人通过道德修养，使善端得到扩充，这样它就

会像刚燃烧的火，越来越旺；像刚流出的泉水，

畅达而不可遏止。如果把善端扩充为四德，就

足以安天下，否则，连父母也侍奉不了。怎样

完善处于萌芽状态的善端呢？

孟子认为首先要有从善如流的主观愿望：

即要像舜那样，听到一句善的言语，见到一个

善的举动，就会不可遏止地区学习追求，使内

心的善端不断得到扩充。其次，要用反求诸己

的方式去寻求放失了的善心。
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治；

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

己。【 2】 221

孟子是把反躬自省做为心性修养的重要方法之

一，要求人要不断考察自己的内心，有宽广的

胸怀，凡事多从内部找原因，而不要嫉妒和怨

恨别人，当你爱人，恭敬人而得不到回报时候，

不要怨天尤人，而应该反躬自问。也就说要严

以律己，宽以待人，要勇于改过，促进自身不

断进步。人在于环境的接触中，必然会受到外

物的影响， 而暂时迷失了方向，去追求感官享

乐，使善良的本心逐渐丧失。反求诸己目的就

是为了寻求渐渐丧失了的本心，即“求其放

心”。
这就要发挥心的思维作用，做事情要用仁、

义、礼、智来权衡。人的器官分为大体、小体

和贵体、贱体。心性是“大体”、“贵体”，由

“心官”支配，“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
耳目之性则是“小体”、“贱体”，是由耳、目、
口等器官感受的，是人的欲望产生的根源。耳

目之官没有思维的能力，所以容易受外物的蒙

蔽，这就要发挥心之官的思维能力，保住本心

不丧失，做到“先立乎其大者”。【 6】 96圣人处

理两者的关系时，是“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

贵”；而一般“小人”或“饮食之人”，则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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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小体”和“贱体”左右。人性就出现了异

化，从而产生了人的道德差别，“君子”与

“小人”之异。所以孟子要人们用“心”思维，

自觉摆脱耳目之性，去追回人的根本之性，即

心性。【 7】 85- 90

孟子很重视人的修养功夫，认为修养功夫

与思维认识能力的正确发挥是密不可分的。
“心”虽然是思维器官，但仍然要加强修养，根

据“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

消”的道理，心在与耳目感官之性相互冲突之

时，如果失其养，就无法对人起主导作用了，

最后导致情欲泛滥，贪图享乐。这时，善性就

“存焉者寡矣”。这就是孟子讲的：

养心莫善於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

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

矣。【 2】 247

孟子认为要养心应该寡欲，因为物欲是妨碍人

接受道德教化的主要障碍，寡欲之人，善性失

去的少；多欲之人，善性保留的少。但寡欲并

不说禁欲，而是说要适当抑制自己的身心欲求。
他曾告诉齐宣王，国君不论好货还是好色，都

不妨碍仁政的推行而王天下。关键在于一个人

怎么样用本能的心性去控制好货、好色这些生

理需求。他甚至认为公刘、文王这些周王朝的

君主也是好货好色的，但他们能正确引导对待

这些生理本能。公刘好货的结果是，王室富裕、
百姓生活改善。文王好色的结果是夫妻和谐、
管辖内的百姓“内无怨女，外无旷夫”。可见，

要使生理欲求向善的方向发展，就要修养心性。
除此之外，养心还要培养浩然之气，何谓浩然

之气?“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

之间。”（《公孙丑上》）浩然之气是一种强烈的

道德情感或主观精神状态，它对培养理想的心

性有很重要的作用。
2.2 重视环境的影响

如果说善是人与生俱来的秉性，那么为何

许多人变成“恶人”，如果说恶是后天感染的，

那么恶从哪来？

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

旦旦而伐之，可以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其

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

远矣。【 2】 215

善性才是每人的本性，这好像山丘本来就

有生长草木一样，如果草木遭到砍伐和牛羊的

破坏，就会枯萎。枯萎了，又会萌发生长；如

果屡次遭到摧残，平旦之气就会尽失，这时人

和禽兽差不多了。所以，在道德修养中孟子特

别重视环境的影响。
中国历史上，强调环境对人的道德品质的

形成和成长成才的极端重要的两则历史故事，

“孟母三迁”和“断织劝学”都与孟子相关。大

概这些故事是根据流传的材料编著而成，不能

当做信史来看待，但也绝非完全杜撰，这对研

究孟子的思想有一定参考价值。在道德修养中

孟子特别重视环境的影响。
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

下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

夫麸麦，播种而耰之，其地同也，树之时又同，

浡然而生，至于日至之时，皆熟矣。【 2】 212

孟子以种麦为例，麦种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种

到田里，经过雨露的滋润，精心的培养，待到

明年夏季，麦子都会成熟。但收获的麦子，质

量并不一样，有的颗粒饱满，有的萎缩瘦小。
出现优劣差别并非种子的问题，而是在于外部

条件，土地的贫瘠肥沃，雨水的适度均匀，田

间管理的得当等等。孟子承认环境会改变人的

思想，年岁的丰欠会影响人的行为。【 8】 85- 90人

因为年景好坏而表现出懒惰和横暴这些恶的行

为，这是外部条件引起的偶然变化，与人本性

善没有必然的联系。外在在环境固然重要，但

只能影响收成的好坏、人的发展，而不会种麦

得豆、改变人天生的本性。
孟子的性善观理论结构可以分为先天和后

天两个部分。“四端”是先天的，内在于人心

的仁义礼智四种道德的萌芽、开端，这只是说

人之所以能向善，有此趋向和可能，而并不是

说人的善性己经完备。【 9】 502道德修养、环境的

影响和人的主体能动性是后天的，是使人性向

善的趋向和可能终成为完备的性善所不可缺少

的条件。孟子的性善论是由先天的道德“四端”
与后天的主观努力、教化、环境对性善的完备

两个方面共同构成的，因此既要重视前者，同

样也要重视后者，将两者作为统一的体系来看。
（下转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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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encius' Theory of Goodness of Nature
LI Si- qi

（Literal Arts College of Yangzhou University，Yangzhou，Jiangsu Province 225002）
Abstract：The problem of human nature was one of the most heated discussion to the scholars of Warring
States period. Mencius was the chief commander of this debate. He put forward human nature clearly and
discussed with contemporary scholars on the points of nature，heaten，category，reason. As a result， it is
imporant to attend cultivation，exclude the dangerous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 then make human nature
expand.
Key words：Mencius；Goodness of Nature；cultivation；environment

其作用就是强调“只是个人看法，未必正确”
之意。

例4． He depends on others to do his work．
他没有独立完成工作的能力。或也可译为

“他没有什么工作能力”。
本句有可能被误译为“他依靠别人来做他

的工作”也勉强可以接受，只是翻译的意思不

够清楚。整理一下则为：他依赖别人来做他的

工作→他自己没能力单独完成他的工作→或译

为：他自己什么也做不明白。本句也是个委婉

语。
本文以词性为基础进行分类讨论，实际上

委婉语结构表现上比较灵活，理解起来难度也

较大，一般也没有固定的规律可循。学习这类

的委婉语，不断地学习积累才是最好的办法。

On English Euphemism
LI Yu- ming

（Business School，Jilin Vocational College of Industry and Technology，Jilin 132013，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is to give some example sentences which are euphemistic in mood. And some analyses
are also made in regard to the sentence structure in order to make clear the thinking lines of English sentences.
Key words：structure；euphemism；parts of 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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