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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价值观是 亚

文化价值观的主流或主体构成部分,

它曾 期

在 亚社会中占据着 治地位. 尽管自近代以来, 儒家及其价值观体系受
到了强烈冲击, 但其作为“活着的”文化

, 对 亚社会的影 仍然根深

蒂固. 在今日 亚走向全球化时代, 在持续 代化的 程中, 儒家价值观
, 无 我 对其采取何种 度, 却 将不能无视它

是一种无法回避的

的存在. 因此, 明智而 实的 度或 是, 冷静地对儒家价值观 行一番
客观地总 、 慎地剖析, 在当代 亚社会价值观重建中对其加以“ 弃”.
而总 和分析儒家价值观的前提,
的

.

我

为,

所 价值观念,

仰、理想和 准的总称.

、本位价值、社会

就是人 关于一切价值的信念、信

从 构上考 ,
范意

面加以把握. 根据 种
代的转

是对“价值观” 一概念有一个基本

它一般可从价值主体和主体意

、社会秩序信念、价值实践意 等几个方

, 我 不妨从如下几个方面对儒家价值观及其

行一番总 和剖析.

一, 君主专制与群体主体意

在一个价值观念体系中, 明确价值观的主体―“ 的价值观, 或为了
*19)中 社 科 院哲

究所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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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观”―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只有明确了价值观的主体, 才能对 种价
值观 行“定性”, 才能考察 主体是否具有全面、独立的主体地位, 是否
具有健全 达的价值主体意 , 是否在其社会关系中表 出相 的社会角
色意 和 权利意 .
在儒家的理 学说与 史实践中, 自孔子以降, 一直有儒家学者强 人的
主体地位与人格挺立. 例如, 孔子说: “三 可
孟子提倡“富 不能淫,

也, 匹夫不可 志也”1);

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2)的“大丈夫”品格; 顾炎

武提出, “天下 亡, 匹夫有 ”; ……早期儒家学说也比 重视确立人的主
体地位和主体意 , 如孔孟提倡为己之学, ≪中庸≫要求成己成物, 等等.
而且,

观儒学实践史, 也确实涌 出了不少人格独立

、精神卓尔不群

的“志士仁人”.
但

是, 儒家学说产生于中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型时代, 在封建专

制体制下 展成熟并成为官方学说, 无庸质疑, 它是为君主专制体制立说,
为君主专制 行

的. 例如, 儒家的天命

定色彩, 董仲舒说: “天子受命于天,

了君主专制的神授、命

侯受命于天子, 子受命于父, 臣受

命于君, 妻受命于夫.”3) 君臣父子夫妻之 等 秩序, 通 具体化为“三
五常”, 使臣于君、子于父、妻于夫有一种严重的依附意 和服从义 . 儒
家学说

竭力

一系列

范和秩序是以人的内在欲求和自觉意

为

基础的, 使民自觉地成为君的附属品, 子自觉地成为父的附属品, 妻自觉
地成为夫的附属品.
儒家学说为君主专制服
1) ≪
2) ≪孟子

子罕≫
文公下≫

3) 董仲舒: ≪ 命≫

一前提, 决定了它视君为一个“无限制的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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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体”, 从而必然在根本性意义上抹 普通个人的主体地位, 特 是在
济、政治意义上的主体地位. 只要我 深入分析就会
提下, 儒家学说对人的主体地位的强 , 强 的

, 在君主专制前

是个体的道德主体地

位, 关注的主要是自我德性的完善和自我实 , 而并非关心个体的人格独
立, 落实个体包括 济、政治在内的全面的主体地位. 也即是说, 儒家确
立的

是牟宗三所说的“德性主体”, 而未确立大众的“知性主体”、“政治

主体”地位; 如果不能使大众成为“ 济的存在”、“政治的存在”, 而
于“道德的存在”, 那么, 不健全的主体是不可能适

囿

代民主社会的.

而且, 儒家社会是以家庭、群体为本位的, 家庭、家族是基本的社会
单位, 个体只是“家”或群体中的一员, 并非 济、政治等意义上独立的个
性化的“存在”. 而且, “家”的概念被广泛延伸, 地方官吏被称为“父母官”,
国家也不 是放大了的“家”, 皇帝不 是位“大家 ”. 在“普天之下, 莫非
王土”的国家中, 皇帝君临一切, 所有个体包括各 官僚

是君主实 其

个人目的、满足其个人需要与欲望的手段. 各 官僚与其“子民”, 家 、
族 与其家族成员的关系, 也大致与此相 似. 个人作为从属于家庭、家
族、国家、社会的一个成员, 以上述群体单位作为个人生存和 展的基础
和保障.
以家族本位为出 点的儒家学说,

在理 上也极力强 个人对家庭、

家族、国家(君)和社会的 任、义 和 牲精神, 强 群体原 ,
群”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 人

为“能

“群而忘已”. 如孔子 为, 个人总是存

在于社会群体之中的, “ 兽不可与同群, 吾非斯人之徒与而 与?”4) 在
群体原 中,

甚至 为一夫之人的天子 侯的主体地位也不免遭到否定.

如董仲舒说“独身者,
4) ≪

微子≫

立天子 侯之位, 一夫之人耳, 无臣民之用矣.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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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者莫之亡而自亡也.”5) 一切“独身者”包括天子 侯都必“自亡”. 把个人
消融于群体(社会)之中, 听命于一定的权威、依附于一定的等 秩序, 从
而否定了个体人的主体地位,
当然,

而泯 了个体的主体意 .

对地 为儒家学说否 个体原 , 否定“民”的主体地位, 也非

事实. 如前所述, 在一定程度上, 作为群体的代表, “圣人”和“天子” 是具
有其主体意 的, 也是能以价值主体的面目出 的. 而且, 儒家一直强
“为仁由己”, 人格挺立,

也在一定意义上体 了对个体和个体原 的确

; “民 君轻”、民视民听等民本思想, 也在一定意义上肯定了“民”之地
位. 只是,

与真正以民(而不是君或其他)为主体(德性主体与 济主体、

政治主体的 一)、全面肯定个体 权利意 的 代人民主体 ,

有实

质性的差异.
此外, 群体原 也有其理 和实践的合理性, 一方面, 群体性、社会性
是人的本质特征, 脱离了群体和社会, 一个人什么也做不成; 另一方面,
持群体原 , 有利于抑制个体走向个人主义的极端, 抑制个体私欲的膨
和泛 .
只是, 从 代社会的观点看, 在君主专制、群体原 占主导地位的儒
家价值体系中,

对君主或群体的服从、 同极易限制个体的独立和 造

性, 而自我的 任意

向于淹没权利观念, 而个体权利意 的淡化又

使 争机制失去了内在依据,

一切, 使得在儒家价值体系中, 个体之主

体意 不觉醒, 个体之主体地位未能真正确立, 从而与注重个体的地位、
权利、 造性、以及 争意 的 代社会 生激烈冲突. 从前 代埋 向
代的 史 程若要避免价值观上的阻力,

便不能不 除君主专制的前

提, 适当化解群体至上的观念、以及个体对群体的单一 任意 , 从而在
5) 董仲舒: ≪仁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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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个体原 以更广的内涵和更合理的地位, 肯定个体

的权利与欲望, 肯定个体 造性的实 , 使个体真正成为具有自主独立意

、 权利相 一(而不

只是个体对群体自觉自愿地承担 任与义 )

的主体.

二, 以“仁”为本位价值

所 本位价值,

就是一种价值观念体系的核心价值 准或价值取向.

儒家的本位价值, 突出表 在孔子“好仁者无以尚之”6)和孟子“亦有仁义而
已矣”7)等 典命 中. 作为一种价值体系特 是 理道德学说, 儒家的
理道德 范很多,

如仁、义、礼、智、信、勇、忠、孝、悌、等等,

但

“仁”与其它道德 范不同, 它是 穿孔子和儒家学说的核心范畴, 除了有
其特定的内涵, 更常常用于表示最高的道德境界、基本的道德原 和 合
的全德之名.
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

是一种公 的看法.

读≪

≫, 可以

, 共有58章、109处关于仁的 述. 早在先秦≪ 氏春秋․不二≫中, 便
有“孔子 仁”之说. 后世大儒也多持此说. 例如, 朱熹说: “学者 是求
仁”, “圣人亦教人求仁.”8)

淳说: “孔 教人, 求仁为大. 只专言仁, 以仁

含万善, 能仁 万善在其中矣.”9) 甚至有人称儒家的学说为“仁学”.
然而, 具体说来, 为什么说“仁”是儒家学说的本位价值、核心价值呢?
6) ≪

里仁≫

7) ≪孟子 梁惠王上≫
8) ≪朱子

≫卷六.

9) ≪北溪字 ≫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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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仁”乃人的本性, 仁道原 乃儒家价值体系的根本原 . 孔子、
孟子甚至将“仁”、“人”互 , 将仁作为人的同义 , 如孔子曰: “仁者, 人
也.”10) 孟子亦曰: “仁也者, 人也.”11) 作为有异于其它 物的人, 人的根
本特性就在于人有仁义之德, 人的价值也主要体 在仁义之道上: 一方面,
正如孟子所说, 仁是人固有之“善端”, “仁义礼智根于心”12), 仁是人的内
在需要, 如孔子说: “民之于仁也, 甚于水火.”13) 另一方面, 仁义也是人区
于其它一切的根本特质和价值之所在, 如荀子说: “水火有气而无生, 草
木有生而无知, 禽兽有知而无义, 人有气、有生、有知, 亦且有义, 故最为
天下 也.”14) 以人或 人界定仁, 特 是孔子“天地之性人为 ”之说, 意
味着确定人在万物中的至上地位, 意味着仁道原 乃儒家价值体系的根本
原 .
其次, 忠恕 人精神作为“仁”的基本内涵, 表 着儒学 能可 、 久
弥新的精神本质. ≪
子曰: ‘ 人’.”

․颜渊≫中

了孔子对仁的界说: “樊迟 仁.

是孔子对仁之内涵的最一般 定.

人即 众, 孔子提倡

“泛 众而 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他要求人 , 从消极方面说, “己
所不欲, 勿施于人”, 从 极方面说, “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孟
子也要求, “仁者以其所 及其所不 ”1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
而观之, 即要学会“能近取譬”、“推己及人”: “所恶于上,

及人之幼.”16)
10) ≪中庸≫
11) ≪孟子

心下≫

12) ≪孟子

心上≫

13) ≪

公≫

14) ≪荀子 王制≫
15) ≪孟子

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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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以使下; 所恶于下, 毋以事上; 所恶于前, 毋以先后; 所恶于后, 毋以从
前; 所恶于右, 毋以交于左; 所恶于左, 毋以交于右.”17)

也即是所 忠

恕原 ―孔子的学生将之概括为孔子的一 之道: “夫子之道, 忠恕而已
一原 , 今天依然是人 为人处事、和 相处的基本而崇高之道.

矣.

再次, “仁”也是人内心之中具有的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 是人心灵的归
宿. 孔子说, “仁者乐山”, “仁而静”, “仁者寿”18), “仁者不 ”19), “仁者必
有勇”, “里仁为美”20), “不仁者不可以久处 , 不可以 处乐”21), “苟志于
仁矣, 无恶也”22); 孟子也说, “仁 荣”, “仁者无 ”, 正因为如此, 所以
“仁者安仁”, “求仁而得仁, 又何怨.”23) 孔子所 “里仁为美”所揭示的是,
道德修 达到一定境界, 理想人格得以塑造, 不但是至善, 更 人一种深
刻的美的感受.
第四, “仁”是儒家价值观取向的首要

. 孔子主 : “当仁, 不让于

.”24) “志士仁人, 无求生以害仁, 有 身以成仁”25), 当“仁”之 道德价
值与其它价值 生冲突、事有不得已时, 要毫不犹豫 牲其它价值, 甚至
16) ≪孟子 梁惠王上≫
17) ≪大 ≫
18) ≪

雍也≫

19) ≪

子罕≫

20) ≪

里仁≫

21) ≪

里仁≫

22) ≪

里仁≫

23) ≪

述而≫

24) ≪

公≫

25) ≪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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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惜 牲生命, “ 身以成仁”.
第五, “仁” 具有某种手段价值, 达仁是人求知、处世、为政等的指导
原 .
儒家 为, 只有具 高尚的道德情操, 才能求得知 , 甚至 为仁义道
德本身就是学 , 如孔子说: “君子食无求 , 居无求安, 敏于事而慎于言,
就有道而正焉, 可 好学而已.”26) 朱熹甚至说, “学者 是革尽人欲, 复尽
天理, 方始是学.”27)
孔子 说: “仁者安仁, 知者利仁”28), 即有仁德的人安于仁, 聪明的人
利用仁, 实行仁德.
仁道原 通 “尚贤”、行“德政”、明“教化”之 措施,

通 “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实践程序, 就能使天下、国家达到大治.
要实 仁, 任重而道 . 曾子曰: “士不可以不弘毅, 任重而道 . 仁以
为己任, 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 不亦 乎?”29) 当然, 一般而言, 做仁人,
行仁道, 也不是高不可攀、可望而不可及的事, 孔子说: “仁 乎哉? 我欲
仁, 斯仁至矣”30), “为仁由己, 而由人乎哉?”31) 只要人 真心向往仁, 努
力践行仁道, 就已 走在仁道之路上了.
儒家以仁为本、仁义至上的价值 准和价值原 ,

显然突出了人的重

要地位, 在一定意义上体 了 代社会的人道原 与人文精神, 属于一种
26) ≪
27) ≪朱子

而≫
≫卷十三

28) ≪

里仁≫

29) ≪

泰伯≫

30) ≪

述而≫

3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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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的人本思想; 特 是“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己立立人, 己达达人”
的泛 博 精神、“忠恕之道”,

更是被视为“黄金法 ”,

为今天全球

理、普遍价值的追 , 提供了初步的原 和思想 源.
只是,

种以仁为本、仁义至上的价值 准和价值原 , 显然存在唯

道德化、泛道德化 向, 从而在 代社会中,

免受到强烈的挑战和冲击.

因为 代社会是建立在利益原 、效益原 基础上的, 而以仁为本的价值
准和价值原 , 对道德的关怀超 了对事实的 知, 从而 抑了科学技
术的作用; 对道德的自觉压倒了功利的 划, 从而忽略了人的利益与 实
需要的满足; 对仁道的自觉
轻利”、“重理轻欲”的 区.
实社会生活中的影 ,

优先于对效益的追求, 从而 入了“重义
种唯道德化、泛道德化 向的价值本位在

导致了

的 守者常常与 代化观念有所隔

膜, 甚至常常感 “人心不古, 世 日下”(当然 代社会确实存在社会、道
德危机). 因此, 有必要根据 时代的要求, 对以仁为本、仁义至上的价值
准和价值原 ,

充以“ 展”、“效率”之意, 在

人的合理利益、欲

求的基础上, 对之加以适当的完善和改造.

三 、偏重道德的价值 范意

价值 范意 是主体 取价值的方向,

或主体对不同价值的

向

性. 儒家从以仁为本的价值取向出 , 提出了一系列道德范畴, 其中主要
有仁(具有具体涵义的仁)、义、礼、智、信、勇、忠、孝、悌、敬、 、
等等,

是人

遵守的, 与之相对的,

的道德 范, 如利、欲、私、等等.
意 .

有一些人

制或摒弃

明显地是一种偏重道德的价值 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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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义轻利.
儒家 为,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 人之所以为人者, 在于人有道德, 人
之所以有高于一般 物的价值, 亦在于此. 而有道德, 主要在于有“义”.
所 “义”, 是无私的 任感和使命感, 是无 的义 . 孔子说: “义者, 宜
也.”32) 即义的内涵是适宜. “义以为上”33), “义然后取”, 是儒家学说的重
要价值

原 . 如孔子的“ 利思义”34), 以及孔子赞 的“义然后取, 人

不 其取”35); 孟子的“生, 亦我所欲也; 义, 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
舍生而取义者也”36), “义, 人之正路也”, “惟义所在”37); 荀子的“先义后
利”, “持义不 ”(≪荣辱≫); 王夫之的“生以 义, 生可 ; 义以立生, 生
可舍”38); 等等, 都对 一原 作了肯定和引申.
儒家对“义”的推崇与对“利”的 抑相 , 形成了重义轻利、“耻于言利”
的价值

. 如果说“义”表示的是

遵守的社会 理 范, “利” 注重

的是人 的 实利益, 是从属于“义”的. 自孔子提出“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
于利”39)、“君子怀德、小人怀土; 君子怀刑, 小人怀惠”40)、“放于利而行,
多怨”41), “不义而富且 , 于我如浮云”42); 孟子提出: “何必曰利”43)、“去
32) ≪中庸≫
33) ≪

≫

34) ≪

≫

35) ≪

≫

36) ≪孟子 告子上≫
37) ≪孟子

子≫

38) 王夫之: ≪
39) ≪

里仁≫

40) ≪

里仁≫

引 ≫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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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怀仁义以相接”44)、“苟为后义而先利, 不 不 ”(≪孟子․梁惠王上
≫); 荀子提出: “义胜利为治世, 利胜义为乱世”45); 等等之后, 推崇道义
价值, 否定利益和功利价值的儒家义利观逐 确立起来.

展到 代董仲

舒的“正其 (义)不 其利, 明其道不 其功”, 再到宋代程朱理学的“存天
理,

人欲”, 儒家义利观逐

展为片面、偏激的抑利 义观念, 并随意

“儒术”独尊, 而成为封建 治者的官方学说, 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 面,
成为指导或制 人

实生活的重要价值取向.

儒家义利观成为一种文化

, 对后来 亚文化走向(包括中国社会主

义建 的政策导向)产生了重大影 .

特 是在20世 中国“左”的时期,

“革命道义”得以高 , “利” 几乎总是与所 封建主义特权思想、 本主
义腐朽生活方式相 , 属于必 “破除”的范畴.

果, 全国人民“ 着肚子

闹革命”, 国民 济闹到了崩 的 缘, 普通百姓更是 寒交迫, 为空洞的
道义付出了实实在在、不忍回首的代价.
当然, 强 “义以为上”, 并非说儒家只 道德仁义, 不 实 功利. 众
所周知, “利”的存在是不容否 的, “天下熙熙, 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 皆
为利往.”一般而言, 儒家在 “立德为本”的同时, 从来也都强 “立功”; 在
主 “先义后利”的时候, 也指出了义和利是 一的, 如王夫之就曾提出“义
利 举”, 不可偏废. 甚至, “义”也不是“非利”, 而是“公利”、整体或群体
之“大利”; 同时, 并非只有“小人”才“怀惠”, 而是“君子”也“
41) ≪

里仁≫

42) ≪

述而≫

43) ≪孟子 梁惠王上≫
44) ≪孟子 告子下≫
45) ≪荀大略≫

”, 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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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之有道”而已; 等等. 可 , 儒家并不完全排斥利, 只是其所确 的
“利”是整体之处、群体之利(当然,

些利往往为以皇帝、各 官僚为代

表的权力 有者所掌握), 而个体之利 未真正得到重视, 它总是淹没、消
融于整体之利、群体之利之中, 实质上是一种抽象的利. 而且,

种抽象

的利的确 也采取了抽象的形式, 即通 义而曲折地折射出来. 如程朱的
利于义的主 : “圣人以义为利, 义安处便为利.” 因此,

种 向不 使

社会 以形成 达健全的功利意 , 更容易导致压抑、扼 对利的合理追
求.
在儒家社会生活中, 求真、 实、 利、 取、立功的追求, 更是人
行 中的普遍

. 正因为如此, 几千年来, 崇德重义的 亚人并没有

成为脱离实 的道德幻想家和空 家, 而是在 济、科技、文化等方面做
了很多实事, 有 无数不朽的 明和 造, 而且今天更加一心一意地以
济建 为中心来 展自己. 没有 种求真、 实、求利、建功的
取向作为基础和心理准 ,

道德

亚不可能在20世 取得如此显著的 济成

就.
总之,

义利关系实质上反映了人 的道德理想和 实利益之 的关系

, 或说反映了道德价值和功利价值的关系

. “义”与“利”、道德价

值和功利价值其实并不必然存在冲突, 儒家价值观的主要缺陷在于把“义”
与“利”对立、割裂 来, 一事当前, 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多从道义方面着
眼, 注重用道义 准衡量是非得失, 与西方

于从功利、实用处着眼的

相比, 形成对照. 因此, 正确的义利观

是将道德理想和物质利益

一起来: 一方面, 不 忽视物质利益对于社会人生的基础意义、推 作
用, 正如 克思所说: “人
46) ≪ 克思恩格斯全集≫, 卷, 8

斗和争取的一切, 都同他 的利益有关.”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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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 人 又不能忽视道德的 范作用, 对于 利忘义, 私利膨 , 为
了个人或小集 的利益, 而害集体、国家或民族之大义, 甚至干些 人不
利已的事,

是必 防止的.

(2)重理轻欲.
利总是指向人的感性欲望的满足, 而义 更直接地体 了理性的要求,
因此, 义利关系

地关联着理欲关系. 在儒家学说看来, “理”是指事物

的 律和人生的 范, “欲” 是指人的欲望、需求, 包括生理欲求和物质
欲望. 理欲作为一对互相对立的范畴, 是指主体内在 构中, 道德理性和
人的欲望之 的关系

.

儒家理欲观的 展
就已提出了理欲

了一个复杂的 程. 先秦儒家从其义利观出 ,

. 如孔子说: “富与 是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

不处也”47), “君子 道不 食”, “君子 道不
加褒 , 当然孔子也说 : “富而可求也,
“食不 精,

不

”48), 并对“孔颜乐处”大
鞭之士, 吾亦为之”49), 而且

”50), 可知孔子是承 利益和欲望的合理性的, 只是

总体上 向于轻欲、制欲. 孟子 明确提出: “ 心莫善于寡欲. 其为人也
寡欲,

有不存焉者, 寡矣; 其为人也多欲,

“寡欲”作为一切德行的基础.
之所以然”, 却持性恶说,

荀子 然肯定追求欲望是人性之本然、“生
为 种本性是恶的, 因而必 以理治欲, 以理

制欲, 否 , 将会“人欲盛而天理 .”52)
47) ≪
48) ≪

里仁≫
公≫

49) ≪

述而≫

50) ≪

≫

51) ≪孟子

心下≫

有存焉者, 寡矣”51), 将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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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家特 是荀子的“以理制欲”说被宋明理学、心学家 一步加以
展, 从而明确推出了“存天理, 去人欲”的口号. 例如, 朱熹特 强 天理
与人欲的对立,

为天理是善, 人欲是恶, 只有“革尽人欲”, 才能“复尽天

理”, “天理存 人欲立, 人欲胜 天理 ”53)周敦颐 为, 人欲不能
而达到“无”: “予

于孟子的“寡”,

立明通.”54)

于无. 无

限

心不止于寡而存焉, 盖寡焉以至

九渊、王守仁等心学派亦主 “去欲”,

为

“欲去 心自存矣”. 宋明理学的理欲观, 把先秦儒家的重理轻欲说 展到
了极端, 它通 理与欲的 对对立, 把天理推崇到高于一切的位置, 而根
本否定了人 的利益、欲望的价值. 程颐甚至 一步说: “ 死事小, 失
事大.” 理学 种要求无欲的 对道德价值学说,

于演 成了漠视个体存

在, “以理 人”的武器.
的 种重义轻利、重理轻欲的 向, 并不能否 如下一个

但是,

基本事实: 即人人都生活在 实的各种利益关系之中. 正如 伯所说: “
利的欲望, 对营利、金钱(并且是最大可能数 的金钱)的追求,
本主义并不相干.

本身与

样的欲望存在于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的人身上, 待

者、 夫、 术家、妓女、

官、士兵、

族、十字

战士、

徒、乞

丐均不例外.”55)
人的欲望、需求正如荀子所说, 是“人之本性”, 但却并不如荀子 为的
那样,

不加控制的“兽欲”、无止境的“ 欲”之 的泛 固然是 ,

是恶.

其所导致的一系列
52) ≪

也不容否 , 但是, 正当的合理的利益、欲望、需

≫

53) 朱熹: ≪孟子正 ≫
54) 周敦 : ≪ 心亭 ≫
55)

克斯

伯: ≪新

理

本主 精神≫,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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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却是人的行为的内在驱 力, 是人之活 、 造的内在源泉. 因此, 保
障人 的合理利益、欲望与需要得到满足, 努力提高大众的生活质量, 是
代文明社会建 的基础. 那种 背人性的禁欲主义, 那种以 为目 、
安 乐道的社会理想, 等等, 与 代社会的人本原 、效益原 、 争原

、 取精神, 都是格格不入的, 也与 代社会的宗旨相 背.
(3)重名轻实.
名实关系是 亚

文化中的又一重要内容. 在≪

早提出了“正名”的主 或要求: “必也正名乎!” 他
正,

言不 , 言不 ,

罚不中; 刑罚不中,

事不成; 事不成,

≫中, 孔子最

一步 释道: “名不

礼乐不 ; 礼乐不 ,

刑

民无所措手足.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 言之必可行

也. 君子于其言, 无所苟而已矣.”56)

里孔子所 正名, 是指从礼制的意

义上, 明确君主和各 官吏、以及子民 的地位和作用, 包括他 的各种
待遇、礼 和相互关系; 后人

一步解释为“正百事之名”、以及正名分.

孔子 为, 只有正名, 国家的政策和官员 的言 才能 一, 政令才能
利地下达, 政事才能成功, 礼乐才能复 , 刑罚才能准确, 老百姓才能有
所依从. 而且, 除了正名, 孔子 为,
≫中

了孔子与季康子的一段对 :

在正名的前提下, 正行. ≪
季康子 政于孔子,

孔子对曰:

“政者, 正也; 子 以正, 孰敢不正?”57) 君主和各 官员都按照自己的名
份来行事, 就能够实行“仁”政, 就能够“复礼”, 建立起稳定的政治和社会
秩序.
无 在理 上,
心

之一.

是在 实中, 正名

都是古代思想家 关注的中

学家≪公 龙≫著有≪名实篇≫, 荀子也有≪正名篇≫,

56) ≪

子路≫

5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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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理 、之概念.

名实

独尊儒术之时, 董仲舒也提出了所 “壹

于正”思想: “正心以正朝庭, 正朝庭以正百官, 正百官以正万民, 正万民以
正四方, 四方正,

近莫敢不壹于正”为了“壹于正”,

要以教化为大 ,

要尊孔崇儒. 而在实 中, 正名就更显得重要. 我 做什么事情都 究
“ 出有名”. 如果“ 出无名”, 或背着恶名去做事,

能不心虚? 又怎么

能得到他人的理解、支持和鼓励?
对一个人来说, 对“名”的追求是其社会价值的体 , 甚至人的一生, 可
以说都在为“名”而 斗.

时, “名”大体就体 为所 “面子”. 有无“面

子”、“面子”的大小, 反映一个人在社会上的价值, 流芳百世,
是人

身追求的目 ; 而“声名狼藉”、“臭名昭著”、“身 名裂”, 是人

生最大的 面价值. 因此, 当“ 面”受到 害时,
与耻辱;

名立万,

亚人会感到十分 堪

亚人 人最恶毒的 也可能是“不要 ”.

那么, 如何有“名”或如何才能有“面子“呢? 中国春秋时代 国大夫叔
豹曾 样 述: “太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 其次有立言,

久不废, 此

之 不朽.”58) “三不朽”的意思是, 人生最高的境界是立德有德, 实 道德
理想, 其次是事 追求, 建功立 , 再次是有知 有思想, 著 立说. 为什
么要把“立德” 在第一位呢?

是因为任何人一生中固然要做很多事, 但

最根本的 在于做“人”. 做人有高低境界, 做人有好坏 准, 而其中的一
个重要因素就是道德要求.
总之, 正名的要义在于确定名实关系, 使名符于实, 名实相 .

说,

注重对主义、思想、政策、路线、方 、观念等的完整、准确的理解, 使
其成为 实活 中人 行 的指导, 是必要而有 实意义的. 由于事物是
不断 化的, 当“实” 了, “名”也 随之而 . 但是, 事实情况是, “名”常
58) ≪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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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是相对稳定的, 而“实”却在不断 化, 因此, 常常出 以“名”制“实”、以
“名”害“实”、“名”不符“实”的情况. 例如, 有些“实”已 , 而“名”却未及废
除, 从而以“名”害“实”.
骨 道;

史上, 为了正名, 秦始皇焚 坑儒, 以血腥和白

武帝罷黜百家, 独尊儒术, 为权力培

宣 所 “ 死事极小, 失 事极大”,

服; 理学家 (如程颐)

牲一代代 女的生命, 以保全其

“名 ”; ……因此, 确立正确的名实观, 具有重要的理 和 实意义.
如忠君唯上、 义贱

儒家的具体价值 范或价值取向 有很多,

生、重德轻才、公而不私、重 抑商, 等等(当然, 它 并不都处于同一个
次上).

些价值 范、价值取向通 教 化育, 通 修身 性, 成为人

生活、实践中 行价值 价、

的依据. 但 些重群体、重道德,

抑个体及其利益、欲望的价值 范和价值取向,

与 代社会突出个体原

、效益原 等形成了 明的对照, 需要加以适当的转型和重塑.

四 、以“礼”为中心的社会秩序观念

社会秩序观念是价值主体内心中关于社会生活的 构、秩序和 作方
式的观念. 儒家对社会 构、秩序和 作方式的

, 主要是通 “礼治”

来实 的.
“礼”是儒家
要、最根本的行为

社会秩序,

解决人与他人和社会的矛盾的一套最重

、道德 范, 是一套“

”、甚至“必 ”服从的“

对律令”. ≪左 ․昭公二十六年≫对西周之“礼”

曰: “君令臣共, 父

慈子孝, 兄 弟敬, 夫和妻柔, 姑慈 听, 礼也. 君令而不 , 臣共而不贰,
父慈而教, 子教而箴, 兄 而友, 弟敬而 , 夫和而义, 妻柔而正, 姑慈而
从,

听而婉, 礼之善物也.” 为了

封建专制 治, 儒家 定了极为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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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尽的等 秩序 范, 如“三 五常”、“三从四德”等,
完整系 的礼

立了一整套

矩, 然后借助严格持续的“教化”制度予以推行, 力 使

“尊卑有 ”、“父子有 , 君臣有义, 夫 有 ,

幼有序, 朋友有信”、

“君仁臣忠, 父慈子孝, 兄友弟恭”的宗法等 制度、 矩,

为人 心目

中固定的社会秩序信念. 儒家 持, 人 的一切行为, “不以礼 之, 亦不
可行也.”59) “无礼义,

上下乱.”60)

在儒家学说中, “礼”的基础和前提是“德”. 重德轻力是儒家基本的价值
取向之一. 德力是表示道德价值与实力价值的一对范畴, 于个人来说, 它
指的是道德品质与能力的关系, 于社会来说, 它指的是社会道德水准与
济、 事等实力的关系. 孔子说: “ 不称其力, 称其德也.”61)―好 不以
力强而被 可, 而是以其品性良好 得称道, 以比喻的方式, 道出了个人
的道德与实力的关系. 他 说, “道(导)之以政, 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 道
(导)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62)
罚都不如德化、礼治之有效.

为治理社会, 行政强制与刑法处

孟子也从王道与霸道的关系探 了德力关

系, 他说: “以力假仁者霸, ……以德行仁者王”; “以力服人者, 非心服也;
……以德服人者, 中心悦而 服也, ……”63) 崇王道而非霸道, 尚德而非
力. 孔孟重德轻力的道德主义观念为后世儒家所 承, 特 是

代

铁会 、南宋朱熹与 亮的王霸之辨, 崇德轻力便成为儒家有影 的价值
范畴.
59) ≪

而≫

60) ≪孟子

心下≫

61) ≪

≫

62) ≪

政≫

63) ≪孟子 公 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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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因天理、 人情的礼, 是人兽
, 猩猩能言, 不离禽兽. 今人而无

能言, 不亦禽兽乎? ……圣人作礼以教人, 使人以有礼, 知自 于禽

兽.”64)
礼也是实 仁的途径. 孔子说: “不学礼, 无以立.”65) “克己复礼为仁
.”66) 而要做到仁, 具体地说, 必 “非礼勿视, 非礼勿听, 非礼勿言, 非礼
勿 .”67) 视、听、言、 必 循礼而行. 当然, 仁与礼是相互关联的, 仁
必 通 礼来实 , 礼 必 以仁为思想内容. 孔子曰: “人而不仁, 如礼
何?”68) 有仁而无礼易陷于粗野, 有礼而无仁 必流于虚伪. 仁是人内在
的需要, 而“礼自外作”, 是人外在的 范和要求. 遵从外在的“礼”, 就是实
内在的“仁”, “仁”与“礼”互相 定, 互相彰显. 正所 “一日克己复礼,
天下归仁焉”.69)
礼的 用, 关 在“和”. 孔子的学生有若说: “礼之用, 和为 . 先王之
道, 斯为美; 小大由之. 有所不行, 知和而和, 不以礼 之, 亦不可行也
.”70) 即是说, 礼的 用, 以和 为 . 昔日先王用礼, 在“和”方面做得最
完美, 无 大事小事, 都依礼而行. 若有行不通处, 知道“和为 ”而去加以
和若不以礼 制, 也不可行. 儒家希望, 君臣、父子、夫

和, 当然,
64) ≪

曲 上≫

65) ≪

季氏≫

66) ≪

≫

67) ≪

≫

68) ≪

八佾≫

69) ≪

≫

70)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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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兄弟、朋友, 各正其名, 各守其位, 各司其 , 以达到整个社会的和
.
而正因为“礼自外作”, 因此儒家 为, 人 必 加强修行, 才能使人的
行为举止合乎礼的要求, 合乎仁道原 .“礼教”的目的, 也在于从“礼制”达
到“礼治”, 指导和 制人 的行为, 达到社会和国家的和 . “礼” 然不
是法, 但却近似于法, 特 是在当时法不健全的情形下, 礼具有法的地位,
起着与法一样整合社会、 持社会秩序的功能与作用. 甚至可以说, “礼”
即是“法”, “礼”高于“法”, 甚至以“礼”代“法”, 是 亚
特色. 在 亚社会 史中, “礼”“法”一直并称,

文化的一个重要

不是一种偶然的 象.

儒家推行“礼治”, 重视 理道德的教化、 制作用, 也不是完全否定法
的地位和作用, 例如, 孔子就说 “刑罚不中, 民无措手足”之 . 但是, 儒
家 明地主 德主刑 , 礼主法 , 以礼为 , 以法为用. 与“礼”相比, 法
只是 助性的 治手段, 儒家 为, 只要社会道德 尚高, 就根本用
不着法律的强制性 束, 何况 法的成本 很高.
一步, 儒家 提倡“无 ”. 孔子说: “听 , 吾犹人也. 必也使无
乎!”71) 甚至, 在

的泛道德主义氛 中, 人 对法的

模糊, 存在着

多 区, 例如, 那些走 法律程序的人, 即所 “惹上了官司”的人, 往往
被怀疑与某种恶行有关; 对于那些常常出入衙 (法庭)、 常官司缠身的
人, 甚至专 替人( 些人往往被 为是“坏人”)打官司的人(即律 ), 古代
送了一个很不雅的称号―“ 棍”.

一切,

反映了人 对法的 解,

对法治的偏 .
看到, 尽管儒家强 , “礼也者, 理也”72), 但在
71) ≪

≫

72) ≪

仲尼燕居≫,

, ≪

集 ≫, 第2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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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实行宗法等 制, 在其金字塔型的权力 构中, 权力意味着一切, 因
而礼、法并非对于任何人都是平等的. 例如,

然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

罪”之说, 但事实上, 不同地位、等 的人的命 却大不相同. 且不说礼、
法在皇帝面前 白无力, 因为“朕即是法”, 皇帝的“金口玉言”本身就具有
法律效力; 即使对于皇 国戚、达官 人、各 官僚 , 事实上也有所
“礼不下庶人, 刑不上大夫”之
而普通百姓在礼、法面前,

定, 他 大多可免于法律的 束和制裁.
是被 的 束对象,

因为 治者 制定的

“礼”也是可以 人的, 如“君叫臣死, 臣不死为不忠; 父叫子亡, 子不亡为
不孝”, “ 死事小, 失 事大”; 普通百姓如果犯了事, 其命 往往得看“大
人 ”的清 正邪, 他 只能祈求“贤人政治”, 祈求“清官”莅临, 否 便很
得“公正”.
可 ,

然“礼”具有 如指导行为, 劝化良善, 避免冲突, 敦 睦 ,

剂身心等作用, 但是, 并非真正建立在民本(人本)基础之上的“礼治”, 并
非建立在民主政体之上的“礼治”, 并非以法治为基础的“礼治”, 实 上存
在着实质性的弊端, 它不可避免地走向“人治”, 成为 治
的工具. 在 代文明社会, 必 从

、特权者

的“礼治”走向“法治”, 走向以“法治”

为本、 之以“礼治”的社会新秩序. 而从

的“礼治”走向“法治”的关 ,

在于 “人治”为“公治”, 让“礼”、“法”都成为全体公民利益和意志的体 ,
使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合理性落实于体制、

和机制的合理性和完 性,

并且, 消 一切不平等的制度, 消 一切特权, 让全体公民无一例外地平
等地根据“法”、“礼”生活, 任何时候都无一例外地接受相
束和检验.

五, “至善”理想与“修身为本”的价值实践意

范、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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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的价值理想是达到“至善”. ≪大学≫ 篇即指出: “大学之道, 在
明明德, 在 民, 在止于至善.”

即是著名的≪大学≫三

. 三

之

中, “明明德”(使明白正确的大道理彰明于天下)和“ (新)民”(管理教育老
百姓使之成为新人)都明显地指向“至善”, 或者说是“至善”的内容.
明明德的展 , 即表 为“明明德于天下.”73) 即使天下人通 道德实
践, 达到自觉的道德境界, 即理想人格. 理想人格以仁道原 为基础, 包括
以“ 人”为表 的仁 情感; “仁者必有勇”之 意志品格; 以及 二者之
的自觉理性(知), 即知情意的 一. 一个人形成理想人格的 程, 也即
是所 “内圣” 程.
而从具体的人格典范来说, 理想人格大致可分为两 : 圣人和君子. 根
据孔子的学说, 圣人是理想人格的完善化身, 是人格的最高境界, 一般人
很 达到, 甚至尧、舜也未完全成为圣人. 而君子 不如圣人那样尽善尽
美, 是 实生活中的典范, 根据孔子等对君子品格的描述, 如“君子 于
”74), “君子不 不惧”75), “君子泰而不 ”76), “君子和而不同”77), “君子
中庸, 小人反中庸”78), 等等,
与明明德于天下相联系,

些似乎都是可以达到的.
民也 一步展 为平天下 样一种社会政

治理想.“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 先治其国; 欲治其国者, 先齐其家; 欲齐
73) ≪大 ≫
74) ≪

泰伯≫

75) ≪

≫

76) ≪

子路≫

77) ≪

子路≫

78) ≪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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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家者, 先修其身; ……身修而后家齐, 家齐而后国治, 国治而后天下平
.”79) 齐家、治国、平天下的 程, 也即是所 “外王” 程.
明明德于天下与平天下 两种至善的具体目 是 一的, 前者是基础,
是出 点、立足点和关 之所在;

儒家 为,

必 以“内圣”

“外王”.

但是, 前者又必 落实到后者之上, 否 , 就会 为空 , 与佛道之虚无寂
没有区 了. 而二者之实 , 最 又都以修身即个体的自我完善为前提.
“自天子以至庶人, 壹是以修身为本.”80) 上至天子、大臣、王公 族, 下
至庶民百姓, 若能以修身为本, 自觉遵守道德 范的 束, 保持高尚的道
德操守, 特 是做到“慎独”, 那么, 整个社会必是一个理想的稳定而和
的德化社会.
然而, 修身必

一个完美的 程. “欲修其身者, 先正其心; 欲正

其心者, 先 其意; 欲 其意者, 先致其知, 致知在格物.”81) 即通 带有
理化 向的自觉, 从而净化自我的精神本体, 使之符合普遍的道德 范.
孔子从“性相近,

相 ”出 , 也为人指点

种道德修 的具体

程. 他 为, 每个人的本质都是相近的, 但修身从而能否达到理想人格的
关 在于人 如何 行. 他 为, 人 可以 样 行道德修 : “志于道,
据于德, 依于人, 游于 .”82) 即要以普遍的人性所提供的可能为内在根据,
加上 行如博学、 志, 文之以礼乐等后天努力, 每个人都是可以逐步达
到 一价值目 的.
总之, 儒家的价值理想是要人 成为至善的人, 社会成为至善的社会,
79) ≪大 ≫
80) ≪大 ≫
81) ≪大 ≫
82) ≪

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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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一切都只能通 修身(内圣) 种道德实践来实 . 并且儒家相信, “人
能弘道”, 只要有“平治天下, 舍我其 ?”的气概, 有“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
立命, 为往圣

学, 为万世 太平”的情怀, 有“朝 道, 夕死可矣”的志

气, 有颜回“一箪食, 一瓢饮, 在陋巷, 人不堪其 , 回也不改其乐”83)的精
神, 有“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84)的意志, 通 自己的主观努力修行, 内
圣 而外王之道都是完全可以实 的.
说,

儒家的 套修身 性、 荷担道、 世安邦、 革世界的价

值实践方略, 有其不可否 的 史和 实价值. 相 佛老的消极遁世、空
玄寂无, 它无疑要 极、达观、 实得多, 在其价值理想熏陶下, 儒家在
亚 史与 实中,

献出了大批 世济世、博济众生、治国安邦的杰出

人物, 在社会治理和 革方面

了显著作用. 而且, 通 个人的修 身

心、培固根本, 然后 世致用、实践“外王”之道的方案, 也不是没有道理,
在理 上是说得通的.
不 , 从 时代的视角和眼光看,

一套价值理想和“修、齐、治、平”

的价值实践原 , 也包含着严重的缺陷: 例如, “修、齐、治、平”的内圣
外王方略是以个人为本位的, 它 于寄托于“内圣”即个人的学 修 ,
于寄望于个人的道德品质, 而个人的学 修 、道德品质, 在处理公共事
物、实 “外王”之道时, 如果没有制度、机制、法治的制 , 事实上是很
靠得住的, 更不用说,

可能有大量的腐儒、“伪君子”存在. 显然,

是

一种个人道德理想化的路线, 一种与封建时代的“人治主义”相配套的观念,
而不是一套社会整体治理、 革、 展的方略, 它严重忽视了社会制度、
体制、法治等的根本性作用. 事实 明, 如果没有社会制度 革, 没有政
83) ≪

雍也≫

84) ≪易 乾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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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强 个人的“修身为

本”、“修齐治平”, 在 代社会是 以取得真正的人生和社会 效的. 儒家
价值观是 亚

文化价值观的主流或主体构成部分, 它曾 期在 亚社

会中占据着 治地位. 尽管自近代以来, 儒家及其价值观体系受到了强烈
冲击, 但其作为“活着的”文化

, 对 亚社会的影 仍然根深蒂固. 在

今日 亚走向全球化时代, 在持续 代化的 程中, 儒家价值观是一种无
,

法回避的

无 我 对其采取何种 度,

却 将不能无视它的存在.

因此, 明智而 实的 度或 是, 冷静地对儒家价值观 行一番客观地总

、 慎地剖析, 在当代 亚社会价值观重建中对其加以“ 弃”.
而总 和分析儒家价值观的前提,
的

.

我

为,

所 价值观念,

仰、理想和 准的总称.

、本位价值、社会
面加以把握. 根据 种
代的转

是对“价值观” 一概念有一个基本
就是人 关于一切价值的信念、信

从 构上考 ,
范意

它一般可从价值主体和主体意

、社会秩序信念、价值实践意 等几个方

, 我 不妨从如下几个方面对儒家价值观及其

行一番总 和剖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