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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格理论是历代思想家关怀人生、追求理想、完善成人之道的理想结晶。孟子以大丈夫为培

养目标, 以居仁由义为核心内容,以性善论为基石,创设了理想的人格理论。为了成就理想人格, 孟子提出

了从心内求、持志养气、意志磨砺、反求诸己等一系列的实现途径。认识和把握孟子的理想人格理论, 对当

代的人格教育和人格建设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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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在淘汰腐朽的时候总是显得残酷无情, 但在保留不朽的时候却又情有独钟。在我国古代众多

的士人中, 孟子出其类,拔其萃,所以在中国思想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就是因为孟子思想中有不朽的东

西。孟子生于乱世, 以 舍我其谁 的救世情怀,奔走游说列国诸侯之间,传内圣之理,播外王之道。他用

自己的生活阅历,熔铸博大精深、睿智圆通的哲人之思。设计和成就理想人格是历代中国哲人孜孜以求

的重大人生问题之一。在这方面,孟子创立的大丈夫理想人格理论,为中华民族特有的人格基调的形成

与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一、孟子理想人格的基本主张

(一)大丈夫:理想人格的培养目标

凡提出人格理论的学者大家,都要提出人格的培养目标:一方面, 提出人格理论,按照逻辑发展就要

提出人格培养的目标;另一方面,只有提出人格培养目标,才算有了自己的人格理论。试想,一个没有培

养目标的人格理论该是一种什么样的 景观 。孟子作为儒家的一代宗师, 既提出了人格理论,又提出了

人格培养的目标。孟子在!孟子∀滕文公下#中写道: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

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大丈夫,是孟

子提出的理想人格的培养目标。孟子所谓的大丈夫,实际上就是说,作为道德高尚的人应有的气节与精

神追求。在他看来, 大丈夫应居住在天下最宽大的住宅(仁)里面, 站在天下最高大的位置(礼)上面,走

着天下最光明的大路(义)。得志时跟老百姓一起循着正当的大道前进;不得志时,仍能持守其居仁、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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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守礼之道,自得其乐。大丈夫的为人是:富贵不能乱其心, 贫贱不能变其志, 威武不能屈其节。大丈

夫的人格培养目标, 是孟子对孔子人格培养目标的超越。 孔子以君子代表实行道德之人格, 孟子则又

别以大丈夫代表之。其所谓大丈夫者, 以浩然之气为本。 [ 1] 孔子把人格培养与追求的目标设定为君子,

并与小人相对应,如 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 。孔子视野中君子的道义追求,体现在处理与他人的利

益关系上,讲究道义,而小人则讲究利益。孟子的大丈夫人格, 则是体现在精神世界和气节上面, 如 养

浩然之气 。孟子的大丈夫,既是人格修炼的最高境界,也是人格修炼的最高目标。应当说,在春秋战国

时期, 孟子能提出这样一个不计个人荣辱得失的大丈夫修养命题,实在是难能可贵。孟子的理想人格理

论以其塑造的大丈夫形象,激励和吸引着无数仁人志士和普通民众,把它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和奉行的

规范准则。大丈夫既是人们的一种精神追求, 成为人们人格追求的目标, 又是人们人格评价的一个标

准,仁人志士总会自觉不自觉地用大丈夫来约束自己和品评他人的行为。可以说,孟子的大丈夫形象,

在精神世界和人格目标上,为人们树立了一面旗帜。

(二)居仁由义:理想人格的核心内容

孟子的理想人格理论,不仅提出了人格培养的目标,而且还提出了理想人格培养及追求的内容。孟

子的理想人格培养的核心内容是 居仁由义 。仁义贯穿了孟子思想的各个方面, 在人性论中它根源于

人的良心本心, 在仁政论中是治国平天下的基本原则, 在伦理学中它又是人之为人之道的必由之路。孔

子 贵仁 ,主张 仁 与 礼 的统一,孟子继承了孔子 贵仁 的思想,但他不强调 礼 ,而突出一个 义 ,

把 仁 和 义 结合起来, 并首创 人伦 概念作为 仁义 之道的思想前提。在孟子看来, 仁义是 求则得

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 (!孟子∀尽心上#)。这就是说,仁义是可以通过人的主观

努力来获得的。孟子给 仁 下一个最广义的定义: 仁者爱人 (!孟子 ∀离娄下#) , 它是做人的本质所

在,是凡人皆应遵循的普通原则,又说 人皆有所不为, 达于其所为,义也 , 是说人都有不应当干的事,知

道了这一点,就要去做应当做的事,这就是 义 ; 他又一再强调: 仁, 人心也; 义, 人路也 ( !孟子 ∀离娄
上#) ,认为仁是人之为人所当有的精神,义是人之为人所当行的道路,也即所谓 居仁由义 ( !孟子∀尽

心上#) ,从而达到了 仁 与 义 的统一。爱人和不做不应当干的事,这是居仁由义的基本内涵。高尚的

人应该爱人,高尚的人要做应该做的事,而不要去做不应该做的事。

孟子的 仁义 以家庭和家族 亲亲 的 爱人 原则, 推己及人,广及社会,这使他的人格内容具有非

常现实的基础。人要爱人,而爱人首先是爱自己的家人, 很难想象一个不爱自己家人的人, 能够真心地

去爱别人。家人既属于所爱之人的组成部分,又是你最赋有爱的义务的人。孟子主张: 老吾老, 以及人

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 !孟子∀梁惠王上#) , 爱人,要由爱自己和自己的亲人而广及整个社会范围,

也就是由爱自己想到爱他人。爱自己的亲人,而又不局限于仅仅爱自己的亲人, 爱社会中的人, 但又必

须以爱自己的亲人为基础,这就是孟子爱人思想中的辩证法。孟子强调, 仁是人心, 义是人路。仁是爱

人之心,义是爱人之路。在他看来, 作为大丈夫的理想人格, 爱人不仅体现在爱人的对象广泛上, 而且还

要体现在该不该爱的上面,而爱与不爱的标准就是社会的要求。只有时时、事事以义即社会要求为准

绳,决定自己的言行,才能达到 仁 的境界,不愧为一个真正的人,这就是孟子 居仁由义 也即大丈夫理
想人格的核心内容。大丈夫爱人要居仁由义。

(三)性善论:理想人格培养的基石

经验和理性告诉我们,凡提出人格理论的人, 都要为自己的人格理论寻找人性的基础, 以支持其人

格理论及其展开的空间路径。人格培养是要按照一定的目标去塑造人,而要塑造人,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就是人的本性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完全有理由把人性看做人的一种品德和习性 [ 2]。这里涉及到两个问

题,一是人性是否可以改变的问题,只有人性可以改变, 塑造才有意义和价值, 如果人性不能改变,塑造

就成为没有意义的行为, 知道不可能而为之则是愚蠢的行为; 二是人性的现实基础是什么样子的问题,

人的本性是善的,有善的塑造办法,而假如人的本性是恶的,那么会有应对恶的塑造办法。孟子是中国

历史上性善论的代表,对性善论的阐述最为详细[ 3] 。自然,他会把自己的人格理论建立在性善论的基础

之上。孟子看到了人性与人格培养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 因而他认为,只有提出理想人格的目标, 同

时又回答了理想目标的内在根据,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理想人格理论。孟子的人性善论认为,人之为人

的本性在于人的社会性而不是人的自然之性,而人的社会之性是向善的,人性所以是善的, 是因为人的



本性中有着仁义理智的善端。他认为,要做一个完善的人,只有善端是不够的, 必须加以扩充、培养这种

善的萌芽, 让这种善的萌芽得以发扬光大,才能达到最完善的境界,即圣人。孟子认为,人性是可以改变

的,一方面他提出了 人皆可以为尧舜 的命题,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了如果人不注意养护自己的善端,就

会堕落或者变成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如果说 人皆可以为尧舜 的命题提出了人格培育的可能性,那

么 道性善 则回答了实现理想人格的内在根据。因为人的本性是可以改变的,才会人人皆可以变成像

尧舜那样有德行的人,才会有人堕落成不齿于人类社会的人。由于人有向善的善端,才有了按照一定目

标培育人格的机缘。大丈夫显然是善端的扩充,是在善端的基础上或经过社会教化引导或经过自己反

省的结果。

总之,孟子认为,人格的培育具有可能性,这个可能性的外在表现是人的本性经过后天影响可以改

变,而其内在根据则是人的善端所体现的人的善良本性。综上三点, 人格目标、人格内容、人性基础, 是

孟子人格理论的基本内容。

二、孟子理想人格的培育途径

提出理想人格的培育目标,规定理想人格培育的内容, 奠定理想人格的人性基础,这只是完成了理

想人格培育的基础建构, 即回答了我们要培育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而培育理想人格不仅要清楚我们要

培育什么人,更为重要的是知道如何培育理想人格的问题。这就像我们知道了要过河,如何过河在过河

这件事中的价值和分量。不容否认,能够明确人格培育的目标在理想人格培育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

价值, 甚至不知道目标就不知道走向哪里。但是, 就整个工程和具有决定意义的角度看则是要找到过河

的船和桥。这样的道理, 在孟子的视界里更是非常清楚明白,而他对理想人格培育途径的论述和独到的

见解,则更加说明他对路径价值的认同。

(一)从心内求

为了培养理想人格, 实现理想人格培育的目标,孟子首先提出了从心内求,即存心养性的道德修养

方法。孟子说: 尽其心者, 知其性也; 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 养其性, 所以事天也 (!孟子 ∀尽心
上#)。把 存心养性 视为对待天命的方法,可见 存心养性 在道德修养中是极其重要的。所谓 存心 

养性 ,也就是 尽心 、知性 ,即是保持天赋 良心 和理性使之不失, 并扩而充之, 使自己成为 大人 

君子。因此,理想人格培育的根本要求就是 从心内求 ,即存心养性, 这不仅因为善性本 根于心 ,而且

还由于善性可失。孟子认为,人所具有的本性是善的, 这善的表现就是具有善端。而这善端既可以走向

善,也会走向恶。按照正常的轨道, 人的善端可以使人走向善,若水之东流一样,但由于有的人不注意自

己的道德品性修养, 使自己的善良本性丢失了,因而就变成了善的反面 恶 。用孟子的形象比喻来说,

就像山上的草被牛吃掉一样。面对这种实际,要培育理想的人格,孟子提出了 存心养性 的主张。所谓

存心养性,也就是通过不断地反思自我的方法,是自己能够保持自己的善良之端, 而不至于走向善良的

反面。要像要看护好山上的草一样,守护着自己的善良本性不因外在的影响而丢失。孟子这里突出强

调的是,理想人格培育对象的主观能动精神在人格培育中的积极作用。实际上,孟子是想通过自我教育

自我反思的途径来实现理想人格培育的目的。

我们知道, 人格培育仅仅有内心的自我养护是不够的,因为教育的作用和环境的影响作用都是不可

否认的。没有教育的引导,没有环境的影响, 没有管理的制约,仅仅有内心的反省,是不会使人走向善端

的。但是, 如果教育引导和环境影响,乃至管理的制约,离开了内在的修养这个根本环节, 人格培育就不

会收到好的效果。这里, 孟子的可贵之处在于,一方面他把内在的修养看成是人格修养的根本, 另一方

面他把内心修养看成是人格培育的构成条件。也就是说, 人格培育这个工程在坚持教育引导、环境影

响、管理制约的同时,不能没有内心修养这样一个根本环节和途径。总之, 从心内求 、存心养性 的人

格培育途径,虽然过分强调了理想人格的内在动力,但并未否认后天道德修养的必要性,在理论上仍不

失其积极的意义。

(二)持志养气

在培养理想人格的路径上 孟子不仅看到了心性的作用 而且更看到了理想目标和实现理想目标的



信念决心的作用和价值。孟子的基本主张是 持志养气 ,所谓 持志 是指要持理想抱负之志,也就是要

有理想目标,或者是把人格培育作为自己的理想目标来追求,或者把理想目标倾注在人格修炼上面; 养

气 则是指养浩然之气,这里的养浩然之气,实际上包含多种含义,既是指把人格理想作为一种信仰和追

求,又是指实现人格理想过程中的信念决心和意志,为了实现自己的人格理想, 要不怕困难险阻。此外,

孟子的养浩然之气, 还蕴涵坚守精神境界的意蕴, 人不能仅仅为物欲所左右, 要追求属于人的世界。他

认为一个人的志向、信念的培养以及气节的塑造和涵养是形成完美人格的重要条件。在中国古代社会

中,孟子也是最早对 气节 作出论述的思想家之一。孟子总是把 志 与 气 相提并论,并认为此二者都

应是道德人格所不能不具备的。孟子把 志 明确地规定为大丈夫精神, 那么与 志 相依随的 气 无疑

也是一种大丈夫精神。可见, 浩然之气 即是一种光明正大、磊落正直的道义精神, 此种正大精神是人

们不断积累正义感和高尚情操而升华出来的。这种至大至刚的精神气派如果不断地培养而不伤害它,

就会充塞于天地之间。遇事就会勇往直前,无所畏惧。他既把志气作为人格培养的重要路径,而且也把

它作为自己人格追求的目标,声称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 这与其说

是清高自许之言,不如说是圣贤忧世之志。孟子的人格培育途径乃至人格理想,总是和自己的人格追求

密切联系在一起。可以说,他的人格追求理论,就是他自己的人生追求的宣泄和外溢。孟子的 持志养

气 主张, 在充分肯定理想目标在人格追求中的价值意义的同时, 也充分看到了为实现目标所需要的坚

毅不拔精神和信念决心。也许,这是他对现实经验的一种回应:有的人空有理想目标,但却没有把这种

目标变成实际的行动和克服困难实现目标的决心。孟子看到的是,没有一种不畏困难的勇气和决心,没

有一种高尚的精神追求和气节,就不会有高尚理想人格的实现。

(三)意志磨砺

持志养气, 强调的是目标和实现目标之间的关系, 这其中涉及到意志问题但不仅是意志问题。除掉

持志养气之外, 孟子还单独就磨砺意志进行了论述。在孟子看来,意志的磨砺是实现理想人格不可缺少

的途径,在特定的条件下,意志磨砺决定人格修炼的成功与否。意志是人的品德构成的重要因素,它不

但能确定人生的目标,并且可以克服困难去实现目标,表现出一种坚忍不拔的精神, 而且对人的活动起

到一种支配和调节的作用。可以支配和调节人的意志行动、心理状态、认识活动和情感活动。因此, 作

为一个有道德、有一定气质的人,必须有赖于意志的指导,有赖于意志的支撑,在任何险恶环境下都能经

受住考验。孟子对意志磨砺的作用有独到的论述,他说: 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

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害也深, 故达 (!孟子∀尽心上#)。就是说人所以有道德、知识、本领和才能,

是由于他处于灾患逆境之中; 那些孤独之臣、庶孽之子, 他们时常提高警惕,考虑患害也深, 因此他们往

往通达事理。在孟子看来,一个人的道德、聪明和才智, 都是从艰苦和患难的磨炼中取得的。他还说: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孟子∀告子下#)。他还历数传说中的尧舜、管仲、孙叔敖等能任大事的人,

都曾在艰苦的环境中成长并被选拔出来的。因此,他说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劳其筋

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行拂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 !孟子∀告子下#)。孟子认为一

个道德高尚的人,应该不顾个人物质利益,不顾周围的生活条件, 不怕艰难困苦,甚至不顾个人身体所遭

到的损害,在逆境中不断磨炼和提高自己的意志、品质。孟子还认为, 一个 大丈夫 应当经过磨炼具有

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很显然,孟子肯定了个人所处的险恶环境和所经历的艰难生活对于培养道德意

志和理想人格的作用,这是十分可贵的思想。在他所处的时代,能够看到磨砺和困境对人成长的价值意

义,对现代的挫折教育也具有启迪作用。能经受挫折, 经受起磨难的人,才可能走向成功, 尽管走向成功

的人未必都经历磨难。

(四)反求诸己

人格培养或者人格修炼,在实际上反映的是人和社会,人和他人的关系。因为, 人是社会中的人,所

谓人格修炼和培育, 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人在社会中如何处理与他人的关系。现实中,可以通过一个

人如何对待他人,通过他人的反映和态度,可以看出人格修养的程度。人格修炼和培育,如果离开了与

他人的关系,就没有了意义和价值。孟子看到了人际关系反映人格修炼和培育中的作用, 因而主张通过

人际关系来反观人格修炼程度,以加强自我修炼。 反求诸己 是孟子的主张,他说: 爱人不亲, 反其仁;

治人不治 反其智;礼人不答 反其敬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 其身正而天下归之  (!孟子∀离娄上#)



爱别人而别人不亲近自己,就反过来想想自己的仁爱是否还不够;管理别人而没有管好,就得反过来想

想自己的智慧是否还不行;对别人很有礼貌而别人却不以礼报答,就得反过来想想自己的恭敬是否还不

到家。任何行为如果没有得到应有的效果,都得反过来责求自己, 自己的行为端正了,那么天下的人就

会归服自己。可见, 所谓 反求诸己 ,就是对自己的思想行为从动机上作自我反省。一个人在生活中与

别人相处, 不能过多地要求别人如何,要学会从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如果仅仅从自己的感受自己的喜

恶来看待别人, 自己就不会正视他人,进而也就不会正视自己, 结果就是不能实现人格培育和修养的目

标。把别人作为自己的一面镜子, 作为自己进步和发展的激励因素, 作为人格建设的有效机制, 这是孟

子大丈夫人格的现实体现。

孟子认为反求诸己, 就要 知耻 。他说: 人不可以无耻, 无耻之耻, 无耻矣。 (!孟子 ∀尽心上#)不

知羞耻的人,不可能成为有道德的人, 甚至连做人的资格也没有了, 无羞耻之心, 非人也 。因此可以

说, 知耻 是反求诸己而进行自我反省的一种心理基础,是孟子内心自我修养方法的重要环节。知耻和

反求诸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反求自己才能发现自己的问题,才能面对问题不足进行改正。能够承认

和对待自己的问题, 是知耻的表现,而只有知耻才能修正自己的不足,才能有所前进。

三、孟子理想人格的当代价值

孟子的理想人格所展现出的深厚底蕴,以其高深的精神内涵展示了他自己的人格理论和人格追求。

尽管孟子的人格理论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提出的,距现代社会已经相当久远,尽管孟子的人格理论还有空

想的成分而不合时宜,但他关于人格培育的理论仍然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从孟子的人格理论中吸收

有益的成分,使之成为现代社会人格修炼和人格培育的有机营养,这是孟子人格理论研究的必然结果和

主观诉求。

(一)人格培育和人格建设,要在人格目标上做文章

在中外历史上, 关于人格建设和培育的理论并不少见,但能够明确建设目标的人格理论对现实社会

中人的影响至关重要。国外有绅士和骑士的人格目标,中国有君子和大丈夫的人格目标, 他们在实际生

活中都发挥了理想典范的作用。我们不能排除这些目标本身的利弊意义, 但明确的人格目标在现实中

成为人们追求的现实,已经告诉我们它所具有的价值。尽管现代的人格目标可以有多重的表达和追求

取向, 但人格建设从人格目标着手则对我们有借鉴价值。无论多么困难,我们的道德建设都要在人格目

标的提炼上下功夫, 因为有了目标就有了追求,就有了塑造成功的可能。而为了实现人格目标的追求过

程,必将对人心灵世界的陶冶发生积极作用。所以,我们的人格建设, 必须设法提炼明确的人格目标,以

感染人们的精神世界。无论大丈夫还是君子,无论骑士还是绅士,他们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追求都是具体

可感的,因而也是可以模仿的。此外,人格目标的提出还具有道德建设的基础价值, 它是个人道德建设

的重要内容,个人的人格追求明确了,整个社会的希望就会更加清楚明了, 就会更加充满希望。

(二)人格培育在目标明确的前提下,要在实现途径上下功夫

孟子的人格培育途径理论告诉我们,在有了明确的人格目标之后,关键的步骤则是如何实现人格目

标。在有目标和没有目标的选择上,我们看重的是要有目标,而在目标明确和实现途径上, 我们更应该

看重实现途径。对于个体来说,这种理论还警示人们, 不要以为有了人格目标就会达到目标, 在目标和

实现目标之间还有着漫长的过程,还要克服很多苦难。因而,我们的人格培育工作, 不仅在人格目标上

做文章,更要在实现途径上下功夫。没有实现的目标, 没有实现目标的举措, 就不会达到目标。实现目

标需要坚忍不拔的意志品质, 需要坚定的信仰,需要有超强的精神动力。

(三)人格的培育既要创造好的环境,也要注意挫折和逆境的磨炼

孟子的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道出了大丈夫人格培育的路径,也告诉我们在今天的人格

培育过程中,注意挫折和逆境的价值。我们的生活环境好了,我们的经济水平提高了,但不能因此就放

松人格培养过程的磨砺教育。经验中有多少人略有挫折就告别人生世界, 既给自己的家人带来痛苦,也

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从发展和竞争环境的角度看, 我们更应该加强人格建设过程中的挫折和磨砺教

育,增强人们的抗挫折性和心理承受能力,积极乐观面对人生中的失意和困境[ 4] 。关于这一点, 我们应



该把它拿到国民素质建设的高度来看, 从关系国家兴亡的高度来看待人格建设。

(四)人格培育过程既要从自身要求,也要通过他人来提升自己

孟子反求诸己的人格修养路径理论,告诉我们人格修炼就是学会与人相处, 同时也告诉我们,通过

他人的态度可以反观自我人格修炼的程度。能不能与人相处,反映的就是人的修养程度, 反映的就是人

格修炼的成败[ 5] 。大哲学家苏格拉底的一句笑谈道出了其中的道理: 我妻子那样的泼妇我都能够容

忍,天下还有我不能容忍的人和事吗? 学会理解别人,学会宽容别人,实际上就是在提升自己的人格境

界。学会从别人的态度中反观自我,这是人格培育和修炼不可小视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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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theor y of perso nality is the ideal and per fect cr ystallizatio n that the thinkers of g ener ations car ed the lif e o f

human being , str ived to the ideals and achieved the ideal personality. M encius established the theor y of ideal perso nality

that takes the real man as the raising g oal, takes t he cultivat ion o f benevo lence and just ice as its centr al co ntent, and is

based o n t he theor y o f g oo dness. In or der to achiev e t heir idea l per sonalit y, he advanced a ser ies of ef fective way s such as

the cult ivation of go odness of inner nature, the ev erlasting of aspir at ions and mor al fo rce, tempering the ethical w ill, the

fostering of self ex aminatio n and so ul searching. K no wing and g rasping t he ideal perso nality theor y of M encius has the

import ant v alue to the contempo rar y personal educat ion and the per sonalit y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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