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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元与卢梭教育思想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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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教育目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 颜元和卢梭两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有很多方面相当接近。

颜元以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猛然地批判了旧教育,他的实学教育思想给后世教育以活力;卢梭/变抑制天性

的教育为尊重天性的教育, 是教育上的巨大变革0。两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都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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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元( 1635~ 1704年) , 是中国清初的启蒙思想

家,是实学教育思潮的重要代表(也有学者称其思想

为功利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卢梭( 1712~

1778年) ,是法国 18 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与教育家,

倡导自然教育理论(美国的约翰 S#布鲁柏克称为浪

漫主义教育思想)。两位思想家都对各自国家当时

的传统旧教育进行了猛烈批判, 都主张培养实用人

才,都提倡实用的教学内容,主张劳动教育, 倡导从

/做0中学和因材施教, 都重视身心的和谐发展。但

因为各自的理论基础和生活的时代背景不同, 思想

上也有诸多的不同, 对后世的影响也各不相同。

一、教育目的观

在教育目的上,颜元和卢梭都主张培养实用人

才,但内涵不一样。

颜元猛烈地批判了八股考试, 认为/天下尽八

股,中何用乎? 故八股行而天下无学术,无学术则无

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功,无治功则无升平矣。故八股

之害, 甚于焚坑0 [1]( P691)。他提倡 /实文、实行、实

体、实用0的教育,主张培养/实才实德之士0, 即品德

高尚,有真才实学的经世致用的人才。这种/实才实

德0之士有两种:一种是/上下粗精皆尽力求全0的通

才;另一种是/终身只精一艺0的专门人才。颜元的

教育重点是培养专业人才, /学须一件做成便有用,

便是圣贤一流0 [ 1] (P667)。

卢梭坚决反对经院主义教育, 反对培养不劳而

获的世袭贵族和固守某种职业的人。他认为应通过

自然教育来培养能保持人的本性的/自然人0,即具

有农民的身手和哲学家的头脑, 身体健康, 理性发

达,良心畅旺,还具备一技之长的资产阶级新人。

虽然两人处于不同的时代, 但颜元和卢梭都主

张培养精通技术的实用人才,以挽救或改造社会,在

当时具有进步意义,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二者

不同之处是:颜元固守封建的儒家思想,培养的实用

人才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0的/君相0和/ 百职0,

其目的是维护封建社会制度的;而卢梭提出的实用

人才是封建社会的掘墓人。

二、教学内容

在教学内容上,颜元和卢梭都强调实用价值,都

包括德育、智育、体育和劳动教育, 使学生的身心和

谐发展。

为了培养/实才实德之士0, 颜元对教育的经世

功用极为关注,在课程设置上颇重实用功利价值,既

重人文学科也重自然学科。他力主复兴尧舜周孔时

代的学术,特别重视六艺。他的教学内容突破了传

统的理学教育, /凡为吾徒者, 当立志学礼、乐、射、

御、书、数及兵、农、火、钱、谷、工、虞, 予虽未能, 愿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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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焉0 [1]( P743)。他晚年主持漳南书院时, 设置六斋:

文事斋、经史斋、武备斋、艺能斋、理学斋和帖括斋,

既有经史、礼乐, 也有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知识及

军事知识和技能。总体来看, 颜元的课程设置仍有

旧学的痕迹,但对实用的科技教育极端重视, 体现了

功利主义色彩。

从五育的角度来说, 颜元的教学内容不仅包括

德育、智育的内容,也包括体育和劳动技术教育。

颜元重视体育,他认为儿童从幼年开始就要学

习/六艺0(里面包括了射御)。他说: /六艺之学, 不

待后日融会一片, 乃自童龆即身心道艺一致加功

也。0[ 1] (P51)在教育实践中, 经常教弟子们 /举石0、

/习刀0、/超距0、/击拳0等,强调体育锻炼。

颜元还重视劳动教育,首先,他认为劳动具有德

育的作用,劳动既能使人/正心0、/修身0,去除邪念,

还能使人勤劳,克服懒惰、疲沓。其次, 劳动具有强

身健体的作用, /养身莫善于习动, 夙兴夜寐, 振起精

神, 寻事去作, 行之有常, 并 不困倦, 日益 精

壮0 [1] (P635)。颜元实践了劳动教育思想, 不仅终身

在田间劳动,而且重视农业知识的传授,在亲自制定

的/习斋教条0中, 规定学生必须学习农学、谷粮、水

利等知识。

卢梭把教育分为 4 个阶段,即人从出生到两岁

的教育以身体养护为主, 两岁到 12岁的教育以体育

锻炼和感官训练为主, 12~ 15岁的教育以智育与劳

动教育为主, 15~ 20岁为德育与宗教教育。整个教

育过程包括了德、智、体、劳四育。

对从出生到两岁婴儿的教育, 卢梭与洛克的观

点比较类似, 认为婴儿期要注意锻炼, 反对娇生惯

养。对 2~ 12岁的儿童的教育, 在批判经院主义教

育的基础上,卢梭高度重视儿童的体育和身体养护,

反对单纯学习文化知识。他主张让儿童通过跑、跳、

抽陀螺、爬树、游泳、骑马等方式进行锻炼, 以增强

体质。

智育方面, 他认为 12到 15岁儿童,选择知识的

标准有两个:一是应当学习有用的能增进人的聪明

才智的知识, /问题不在于他学到的是什么样的知

识,而在于他所学的知识要有用处0 [ 2] (P214)。二是

儿童应学习能够让他们理解的知识。儿童应通过与

大自然的接触, 学习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但不宜学

习历史、哲学等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因为它们涉及

到抽象概念,儿童是无法理解的。

卢梭也倡导劳动教育,他认为/劳动是社会的人

不 或免的责任 任何 个公 论他是贫还是

富, 是强 或弱, 只要 他不 干活, 就是 一 个流

氓0[ 2] (P263)。但他倡导的是农业与手工业劳动, 并

尤为推崇手工业, 认为最好的适合学生兴趣的是木

工。卢梭认为儿童通过参与劳动,可以活动身体,可

以养成对职业的上进心, 养成反复思考的习惯。他

说: /他必须像农民那样劳动,像哲学家那样思想,才

不至于像蒙昧人那样无所事事地过日子。教育的最

大秘 诀 是 使 身体 锻 炼 和 思 想 锻 炼互 相 调

剂。0
[2]( P276)

虽然卢梭自己从事过不同的手工业职

业,但他本人并没有开办过学校,也没有实践他的劳

动教育思想, 他的劳动教育思想只不过是批判封建

不平等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

两位思想家都设置了比较全面的教学内容,选

择知识的标准均以有用为原则, 带有功利色彩。但

在知识学习方面, 颜元从维护封建统治的角度出发,

既重人文学科,又重自然学科,而卢梭从反封建的角

度出发,仅重自然学科,反对学习人文学科和神学。

两位思想家都主张劳动教育, 都认为人人均应

劳动,劳动教育可以促进人的体力发展与品德提升,

但有所不同。颜元的劳动教育付诸实践, 而卢梭没

有实践过他的劳动教育思想。教育真正的实践是由

德国的巴士多在 19 世纪初开展的, /第一个付出艰

巨的努力,把卢梭的浪漫方法引进课堂教学过程,并

建立 一 个 实 验学 校 进 行 实 践 的 人是 巴 士

多0[ 3] (P209)。颜元倡导农业劳动, 卢梭也提倡农业

劳动,但更重视手工业劳动;颜元虽重视劳动教育,

但劳动教育的对象为贫民百姓, 把/士0排除在外,没

有跳出封建思想的窠臼, 卢梭认为所有人都应该接

受劳动教育,闪耀着资本主义平等意识的光芒。

三、教学方法

颜元与卢梭都提倡从做中学,从实践中学习,倡

导因材施教。

颜元认为, /物格而后致知0,反对理学家静坐读

书,空谈心性的教学方法,强调从实事实物中去求得

知识,倡导/ 习行0教学法。他把家塾之名由/思古

斋0改为/习斋0,他 62岁规划漳南书院时,又把讲堂

命名为/习讲堂0。他强调在教学中联系实际,坚持

练习与实践。但他并不排斥通过读和讲学习书本知

识,而是主张读书要与习行相结合。

此外,颜元认为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教育对

象应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他说: / 人之质性各异,

当就其性之所近, 心志之所愿, 才力之所能以为学,

则易成圣贤 [4]( P291)学校不仅要培养圣贤 还要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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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学生个性培养类似/虞廷五臣0或/汉室三杰0的专

门人才。

卢梭反对经院主义教育脱离实际、死记硬背的

教学方法, 强调教学应以儿童的实际为基础, /他所

知道的东西,不是由于你的告诉而是由于他自己的

理解。不要教他这样那样的学问,而要由他自己去

发现那些学问0[ 2] (P217)。在对 2~ 12岁的儿童教育

中,他认为儿童应通过做事情来学习,这种方式可以

使他对知识的学习有直接的体验, 留下深刻的印象。

同时,在教育中还采取/自然后果律0的教育方法, 即

通过儿童自己行为的后果来教育儿童。如儿童损坏

了所用的东西, 不要急于给他添置,让他自己感到不

便,以后便会自行改正。在 12~ 15岁时,他认为智

育最主要的教学方法是直观教学法,带学生到大自

然中、社会生活中去观察和研究各种事物。

卢梭也主张因材施教。他认为教育者应该首先

研究儿童的年龄、性别差异和个性爱好,然后施以不

同的教育措施。卢梭在5爱弥尔6中谈年龄特征和性

别差异的内容很多, 很少明显的谈论个性,但思想中

经常出现相关话题, 如/每一个人的心灵有他自己的

形式,必须按它的形式去指导它0[ 2] (P97)。事实上,

爱弥尔所受的教育就是适应其年龄、性别和个性的

教育。

两位启蒙思想家都注重从/做0中学, 强调因材

施教。但在因材施教上方法不同:颜元更注重学识、

能力;而卢梭则重视年龄特征、性别差异和天性。在

教育的形式上不同:颜元认为人才的培养主要依靠

学校教育;而卢梭则倡导家庭教育,并认为这是最好

的教育形式。

四、原因解析

颜元与卢梭虽生活在不同的国家和时代, 但教

育思想中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二人都极具个性和批

判精神,其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实用人才,教学内容注

重实用,教学方法上都重视从做中学和因材施教。

原因在于时代的影响以及两位思想家相似的经历和

理论基础。

其一,时代在他们的思想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颜元生活的年代是明末清初。社会经济上, 出现了

资本主义的萌芽,原有的理学教育已不适应社会的

发展。思想文化上,西学东渐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

冲击, 欧洲传教士传入的科技知识被中国学术界关

注 颜元正是关注到了生产发展对教育的客观要求

和教育改革的作用, 同时受了西学的影响,把六艺与

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互相结合,提出实用的教育思想。

卢梭生活在 18世纪的法国,当时的法国已孕育着资

本主义,工商业有缓慢发展,但封建专制严重地阻碍

资本主义的发展。卢梭作为一个激进的资产阶级启

蒙思想家,对当时的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揭

露与批判。

其二,相似的坎坷经历与批判精神。颜元 34岁

之前,笃信理学,在程朱理学和陆王新学中徘徊。直

到他 34岁时义祖母去世, 他治丧尽孝时才幡然醒

悟,走上实学教育之路。同时, 他也极具勇敢精神,

对当时占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 ) ) 理学进行猛烈

的批判。卢梭出生时母亲便去世, 10 岁时因家庭

变故成为孤儿, 由舅父抚养。16 岁开始了流浪生

涯,从事过各种底层职业,饱尝和见识了封建社会的

罪恶。因此,他疾恶如仇,革命激情自然会如火山般

爆发。

其三,相似的理论基础。颜元教育思想的理论

基础包括/性善论0与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观。卢梭

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包括性善论及感觉经验论。

颜元在批驳朱熹观点的基础上, 提出/人性本

善0口号。他指的/ 性0是感觉器官及其机能。颜元

认为/人性0是在社会生活和教育实践活动中形成和

发展起来的, 人的各项生理功能均是训练的结果。

由此,颜元强调教学中让学生从事实践活动。在认

识论上,颜元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认为人类获

得的知识,全由直接经验而来, /物格而后致知0, 学

到知识必须亲自动手, 才可得到真知, /学问以用而

见其得失,口笔之得者不足恃0
[ 1] (P713)

。

卢梭批判了天主教的原罪论, 认为人性本善,

/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 都是好的, 而一旦到了人

的手里, 就全变坏了0 [2] (P1)。在原始社会, 人们纯

洁、善良, 因为私有制的出现,人们变坏了。为了让

人们回归自然,培养自然人的重任就落在教育上了。

教育应该回归自然, 最佳的教育就是适应儿童天性

的教育,最佳的教育场所就是农村。卢梭认为, 教育

的目的就是培养自然人,并根据儿童的年龄特征,把

教育分为四个阶段。卢梭的哲学观点深受洛克的影

响,认为感觉是知识的来源,所有一切都是通过人的

感官而进入人的头脑的, 理性认识的前提是感觉器

官的成熟。所以, 不成熟的感官需要通过实际训练

加以提高。卢梭强调对刚出生到 12 岁的儿童进行

感官训练和体育锻炼, 在 12 岁到 15 岁知识教育阶

段 强调活动教学与直观教学 但另 方面 他推崇

自然神论及天赋道德观念, 陷入了二元论,在唯物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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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心之间摇摆。

但因为理论基础和生活的时代不同,两位教育

家的教育思想迥异。颜元是一介儒生, 理论基础也

包括儒家思想, 他批判理学只不过是力图更新儒家

思想,恢复尧舜周孔之道。由此,其教育目的是培养

经世致用的封建国家的建设者, 教育理论带有很浓

的政治色彩, 教育价值观更多的是/社会本位论0。

他对封建主义做出了妥协,在课程里,为儒学和八股

考试留有一席之地。而卢梭属于小资产阶级, 理论

基础也包括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0的政治

观,其教育思想是不折不扣地反封建专制的, 培养的

人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 教育理论的价值观更多的

是/个人本位论0。颜元大半生都在从事教育实践,

理论有坚实的实践基础, 而卢梭的教育实践经历很

短,理论更多地建立在对不合理的旧教育制度的建

设性的思考之上,缺少实践基础,更多的是价值观层

面的。

二者的理论均有历史的和时代的局限性。如颜

元教育理论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 培养封

建社会的统治阶级, 劳动教育的对象排除了/士0阶

层。卢梭虽对儿童发展的阶段做了划分并提出教育

建议,但由于受当时科学发展水平及自身思维水平

的限制, 有些方面具有随意性和不科学性。他们共

同的局限性表现在都是极端重视经验, 忽视了对理

论的学习。

两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对后世的影响都很大。

颜元以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猛烈地批判了旧教

育,给盛行宋明理学的僵化的学校教育带来了活力,

他的实学教育思想对后世的教育起了积极作用, /颜

元的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上, 开辟了教育、教学

向实践接近的新方向0
[5](P 97)

。

卢梭是属于西方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

物之一, /变抑制天性的教育为尊重天性的教育, 是

教育上的巨大变革。在这个历史转折点上,卢梭是

关键性的人物0
[ 6] (P600)

。卢梭对欧美的教育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 康德、裴斯泰洛齐、巴西多、福禄贝尔、

杜威等人都受到他的深刻启发。

总之,颜元与卢梭既有真知灼见,又极具批判时

弊的战斗精神。他们的教育教育思想作为世界文化

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对过去还是现在,都

有积极意义,值得我们不断研究并加以借鉴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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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educational thoughts
of Yan Yuan and Rousseau

WU Chun2qin

( Department of Educat ion, Jiangsu E ducational College, Nanjing, Jiangsu 210013, Ch ina)

Abstr act: The writer states that both Yan Yuan and Rousseau are approximate in their educat ional objec2

t ives, and theoret ical hypotheses. However it is argued that they differ in that Yan Yuan defies the stereo-

typed educat ion by his simple materialism and pragmat ism, but Rousseau is inclined to the natural educa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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