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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论 孟 子 的 自 学 思 想

刘秀峰，李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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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学是学习型社会的根基和灵魂。《孟子》思想里包含了丰富的自学思想，学习孟子的自学思想，对于人们
形成独立的人格和学习自主性有着深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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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 ’约公元前 -+# 年——— 公元前 #($ 年 * 名
轲，战国中期鲁国邹人 ’今山东邹县 *，是继孔子之后
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被后世尊为“亚圣”。孟子受业
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子思、孟子之学被后世称为
思孟学派，是战国时期儒家八派中的一个重要派
别。关于孟子言论的著作《孟子》蕴含了丰富的教育
思想，本文试图通过梳理分析一些孟子的言论，初步
勾勒出孟子关于自学的思想。

一、万物皆备于我——— 自学的逻辑起点
古代思想家论教育无不从分析人性开始，孟子

关于自学的思想也与其人性观有关。孟子认为人天
生具有“不学而能”和“不虑而知”的“良能”与“良
知”，他举例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
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他又
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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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从上面这些例子中，孟子抽象出了人性善的论
断，他认为人性中保留了善的各端，“恻隐之心，人皆
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
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心，
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
也”$既然这些善端是每个人所天生具备的，因此我
们学习并不需要去外求，只需内求就可以了。“仁义
礼智非有外烁也，我固有之者，弗思耳矣。故曰，求则
得之，舍则失之。”%他对于世人只懂得向自身以外索
求知识而不懂得向自身索求知识道德感到悲哀，

“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弗
求，哀哉0 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认为学问之
道本应是相当简洁的，“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
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我们只需“反身
而诚”“强恕而行”就足够了。孟子“万物皆于备我”的
观点虽有些夸大人类的智识，但是，针对当前人们过

度依赖学校教育的情形，提倡“道不外索”似乎正是
时候。

二、反求诸己是修身、立道之法
从孟子的性善论出发，他进而提出了“反求诸己”

的学问之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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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反求诸己。(”认为，
当自己的各方面意愿都与初衷相悖时，就应该从自
己身上找原因。他用射箭的例子来说明这一道理，

“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
而已矣。”)射箭的人先端正姿态而后发箭，如果没有
射中不埋怨那些胜过自己的人，反躬自问罢了。反求
诸己不仅是修身之法，更是立道之法，从孟子和梁、
齐、宋滕、薛、鲁等诸侯王的交谈中，我们可以看出，
孟子所追求的“王天下”，其实也是一个内求的过程，
孟子认为只有当这些诸侯国自身施行“仁政”，从诸
侯国内部进行完善，才能达到“王天下”的地步。如，
当梁惠王问道“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矣0 ”然而“邻
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1”时，孟子利
用比喻间接地指出梁惠王的王道做的仍然不够，是

“以五十步笑百步”而已，继而指出“养生丧死无憾，
王道之始也。”“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
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最后指出王天下其实很简单，
只要“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孟子提倡的“反
求诸己”，应该成为我们思考问题和行为处事一条重
要原则，对于我们形成自我反省的意识和对别人宽
容的情怀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自立自强的为学精神
不管为学还是为人都要有自立自强的精神，孟

子的言论无不透露出这一观念。首先，要自信不可自
暴自弃，“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
为也。”+,-他认为，一个人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偏离道
义，只有这样才能时时处处保持自立自强的人格，

“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
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
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
所倡导的“大丈夫”就是一个特立独行，有着自立自强
人格魅力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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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他认为，一个人切不可随波逐流，胡作非为，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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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道义。“行之而不著焉，习之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
不知其道者，众也。”!"#若一个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很
茫然，那么他就是一个平庸之辈了；孟子认为一个人
的祸患都是自己招致的，若偏离道义，那么，他这个
人将不可得救。“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并引用《尚
书》的话语“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来说
明这个道理。再次，孟子认为一个人要自信，要胸怀
宽广、树立大志向，要以社会苍生为己任。孟子本人
就是一个自信的人，他曾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
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把平治天
下当做自己当仁不让的责任来担当，孟子也曾用“伊
尹要汤”#伊尹有所求于汤王 $ 的例子说明了，一个人
要对自己自信，要以服务人民、献身社会为自豪，将
自己的价值在献身社会的洪流中显现出来，他认为
伊尹就是这样的人，“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
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
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孟子自立自强的大
无畏精神成为我国知识分子历来所敬仰的精神境界
和孜孜不倦所追求的目标。

四、不惟师不惟书的学习主体性
教师和书本固然重要，但我们不能完全依赖他

们，教师和书本对我们学习的指导是有限的，一个人
的学习，最重要的是他自己的努力。“深造自得”是一
个人学习的良法，“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也。自
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
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认为深入
的学习和钻研，必须要有自己的收获和见解，如此，
才能形成稳固而深刻的智慧，遇事才能左右逢源，挥
洒自如。他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只要我们肯追
求，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教师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
了，“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求耳。子归而
求之，有余师。”!)*他还举例说明了一个人所能达到的
学习效果，并非都由外部条件所决定，就如同学习

“对弈”一样，同样是求学于“国之善弈者”，但由于学
习者不同的学习态度，其学习结果全然不同。“今之
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弈秋，通
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
唯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
思引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也。为是其智
弗若欤"曰，非然也。”!)+因此，在现实中我们切不可报
怨师资、学校等外部条件的不好，最重要的是学习者
自身的努力。一个教师只能交给你一定的方法，至于
所能达到的学习效果完全靠学生自己，“梓匠轮舆能
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孟子还论述了书本的局
限性，认为书本有时会使学习者“以文害辞，以辞害
志”，!)-因此，“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五、坚强的意志乃成功的后盾

学习是一件艰苦的事情，在学习的过程中需要
有坚强的意志作为后盾，“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
世之才，亦有坚忍不拔之志。”!)$孟子认为学习需要有
坚定的意志做支撑，“无或乎王之不智也。虽有天下
易生之物业，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

不要认为自己不聪明，就是天下最容易成长的事物，
一曝十寒是不可能生长的。学习要持之以恒，恒心对
于学习者十分重要，“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
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他还用挖井做比喻来
说明学习必须有恒，“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轫而
不及泉，尤为弃井也。”!)’虽挖了“九轫”深，但若还不
见泉水的话，那它还是一口废井。一个人坚强的意志
与聪明才干与其所经历的艰难困苦有着莫大的关
系，他说，“人之有德慧术志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
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艰难困苦的
生活环境使人经常为不测的灾患而操心积虑，所以
才能有“德慧”，有“术知”，而通达事理。从这个意义
上说，艰难困苦是一个人成功的必要条件，艰苦的环
境能砥砺一个人的德行，使之形成坚强的意志和丰
富的经验，孟子列举了一些古代有成就的能人，如
舜、傅说、胶鬲、管夷吾、孙叔敖和百里奚等都是从艰
苦的环境中磨练出来的，所以他说“故天将降大任于
是人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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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益其所不能。人
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徵于色，发
于声，而后喻。”!.*上天青睐于那些经受了艰难困苦的
人，在艰苦的环境中，才能形成一个人“动心忍性”的
品格和“作”与“喻”的主观能动性。

尽管我国古代思想家的学习思想更多时候是针
对道德教育而言的，但这些思想对学习者学习能力
的提升也有借鉴价值。“新的教育精神使个人成为他
自己文化进步的主人和创造者。自学，尤其是在帮助
下的自学，在任何教育体系中，都具有无可替代的价
值。”!.+自学，是学习型社会的根基和灵魂。当前，我们
应特别强调个人学习主体性的发掘。孟子思想里的
自学思想是我国教育思想宝库里的一颗明珠，学习
孟子的自学思想，对于我们形成独立的人格和学习
主体性有着深刻的意义。

注释：

/ %!)#!)% %!.*杨伯峻 & 孟子译注 #上下两册 $ ’( ) & 北京：

中华书局，!*+,&
!)$苏轼 & 晁错论 ’- ) & 古文观止精读 ’ . ) & 合肥：黄山书

社，/,,0：00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 & 学会生

存——— 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 ’ ( ) &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

社，!**+：/1!&

!"#$%##"&’ &’ ()* +*,- . ,*/0’"’1 2)&%1)( &’ 3*’$"%#
234 567 % 89:;，23 <=

#>9?9=@AB 3:?C6C7C9 D8 EF7A=C6D:G HD7CBI9?C 4:6J9@?6CK，LBD:;M6:; N,,O!1G LB6:= $
45#(0/$(6 H9P8 % P9=@:6:; 6? CB9 8D7:F=C6D: =:F ?D7P D8 P9=@:6:; ?DA69CK& (9:A67? AD:C=6: I9=PCBK 6F9=? D8 ?9P8 % P9=@:6:;& HC7F6:;

(9:A67? ?9P8 % P9=@:6:; CBD7;BC 6? ?6;:686A=:C 8D@ Q9DQP9 CD 8D@R =: 6:F9Q9:F9:C Q9@?D:=P6CK =:F P9=@:6:; =7CD:DRKG 87@CB9@RD@9&
7*8 9&0:#6(9:A67?S ?9P8 % P9=@:6:;S CBD7;BCS P9=@:6:; ?DA69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