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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深受传统文化熏染的日常生活乃个人品德生成 之根。地方性 生活赋予品 德以鲜明 的个体性, 传

统家族文化则构成其/ 活化石0。个人品德既服从生活 变动的内在 逻辑, 又接受理性 规划的外 在训导, 体现着
自然性和创造性的有机统一。当今社 会普遍 呈现的 道德情感 钝化和 道德共 识脆弱 等症侯, 根源 在于/ 扎根0
与/ 拔根0 之间的巨大张力。伴随经济 技术发 展和社 会开放步 伐的加 快, 个 人品德 的非个 性化发 展及其 与公
共规范的趋同, 所展示的不仅是品德之根 的失落, 也是 品德修 养转向 的历史 契机, 它决定 着个人 品德建 设的
未来路径及其方法论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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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道德品质。自古以来, 中国人极为看 重家庭( 或家
族) 生活, 认为它不仅是个人生命的源头, 个人赖以

在原初意义上, 日常生活世界对个人具有先在
性, 并构成个人生存和生活意义的必要前提。它也

生存的基础, 更是个人生活习性和品德养成的根本,
因而始终关注家庭( 私人) 生活对个人品德的陶冶和

决定着个人品德之/ 被给予0的特点, 即伴随人们日

培养。而西方社会的家庭或家族观念相对薄弱。按

常生活实践的展开和丰富, 人的品性和道德被不断

照古希腊思想家的看法, 个人的诸多美德如智慧、
勇

地孕育和塑造出来。日常生活不仅具有重复性和经
验性的表象, 也深刻揭示出人类生命的丰富内涵, 在

敢、
节制、
正义等四元德, 主要是城邦( 公共) 生活的
要求和产物, 具体表现在维护城邦生活所体现出的

某个侧面反映着人类的普遍本性。由生活本身所蕴

优秀品质或卓越性。基于此种差异, 本文重点研究

涵和化育而成的诸多优良品德, 被理解为人类道德
自我的现实确证, 人性中积极向上的主流道德趋向。

中国文化语境下的个人品德问题。
人们总是居住在特定的地区或区域, 以家庭或

因而对个人品德的重视和持续不断地教化, 成为不

家族群体的样式生活。衣食住行是日常生活的基本

同民族道德传统中最为突出的共识。不过由于文化

需求, 它本身具有直观性和经验性的特征。在这种

背景和生活环境的差异, 人们对品德概念及其教化
的理解不同。中国文化习惯用/ 品德0 或/ 德行0, 指

看似重复的日常生活中, 人的个性和品德也逐渐孕
育, 借助生活的不断磨练而日趋成熟。亲子关系是

称某种体现人的道德要求的意识和行为的综合。西

家庭中最基本的人际关系,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

方文化多用/ 德性0、
/ 美德0等表达个人高尚优良的

师。在父母的精心培育和无形熏陶下, 孩子懂得了

收稿日期: 2008-12-15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 JC880027)
作者简介: 曾繁敏( 1965- ) 女, 满族, 河北宽城人, 馆员, 主要从事信息科学与伦理学研究; 程立涛( 1964-) , 男, 汉族, 河北 藁城人, 博士, 副 教
授, 主要从事伦理学研究。

# 66 #
生活的基本常识, 其中包括许多做人的基本道理, 形

尤其是家族生活或某种族群性生活。在长期的历史

成了朴素真诚的道德认知和道德情感, 体验到家庭

演进过程中, 不同时期的家族和族群基于对生活史

生活的温暖和幸福, 感受到人格和道义的无形力量。
父母在抚育儿女过程中获得情感慰籍。家庭成员彼

的体验和认知, 凝聚成富于家族( 地方) 特色的道德
文化知识。例如我国历史上流传至今的各种家训、

此间的关爱和互助, 既是个人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

童蒙书、
善书等等, 就是这些传统特色文化的典型代

也构成个人品德蕴育的现实土壤。家庭作为不可分

表。这些内涵和风格各异的家族( 地方) 文化, 乃是

割的整体, 其生活过程往往有着自己的明确目标, 无
论履行生育职能、
教育职能还是经济职能、
伦理职能

家庭或家族为了教育后代的需要, 从自己或乡邻的
家庭教育生涯中, 总结和提炼出来的宝贵精神财富,

等, 均服从于家庭生活的整体和谐以及对共同幸福

具有完全生活化与可操作性的特点。除基本的识字

的追求。在这个意义上, 中国传统道德中的父慈子
孝、
兄友弟恭、
夫妻爱敬、尊老爱幼等规范, 首先是作

功能外, 家庭( 家族) 文 化主要发挥道德教 化功能。
它以通俗质朴的道理, 循循善诱的方式, 细致入微地

为生活化的个人品德而被认同和遵守的。尽管这些

教导做人的基本常识。儿童往往从中获得基本的道

规范在不同时期的家族生活中, 有着不尽相同的理

德理念, 维护家族的声誉和做人的信条。个人独特

解和实践方式, 然而由于其关涉如何/ 做人0以及/ 做
什么样的人0的问题, 因而德育被视为家庭生活的头

的道德认知和道德情感, 与这些独具特色的文化传
统紧密相关。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里, 个人品德往

等大事。这是基于生活本身的个人品德生成过程,

往有着鲜明的家族生活及其教化的烙印。通过熏陶

或者说是人类道德本性的生活化呈现, 体现着人生

和教化而形成的优秀品德, 在个人以后的生活中恒

的某种历史规律性。
每个人都是活生生的血肉之躯, 在平凡乃至枯

久地发挥作用。这些以 往被忽视的地 方性道德知
识, 可以看作道德生活变迁的/ 活化石0。我们从中

燥的日常生活中, 展示着人类精神所特有的绚烂多

不难发现, 在个人品德养成的复杂机理中, 家庭教育

姿。人们在生活和劳作中相互协助、
共度难关, 努力
追求自己的幸福。其中蕴含着知情意行的相互交织

和传统熏陶所承载的重要意义。所以我们在关注个
人品德之普遍性, 有针对性地进行个人品德教育时,

和复杂互动。人们在劳动中形成的幸福感, 对诗意

更应当重视它自身所富有的地方特色。在这个意义

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完全发自个人对生活的热爱和

上, 探寻个人品德生成之历史原点, 目的在于准确定

执著。尽管日常生活表现为无数的重复性, 但在重
复之中人们看到了差异和乐趣, 不断展示着自己美

位个人品德之根, 并对这个/ 根0进行积极有效的照
料和培育, 塑造常青的人类品德之树。

好的人生追求。它使人们感受个人品德的强度和魅
力, 形成复杂的心理体验并享受生活的意义。在这
个过程中/ 人类行使了生活的功能, 完成了生活的职
责, 并且在这当中 体验和维 持他们的 需求0

[ 1] ( P 65)

。

二
深受传统文化熏染的日常生活, 乃是个人品德
生成和生长之根。但这并不等于说, 它所孕育的个

每当人生面临各种挫折、痛苦、
不幸或冲突时, 需要

人品德是完美无缺的。由于个人品德主要生成于私

发挥坚韧、
执著、
勇敢等德性的力量去抗争。一个有
着良好品德的人, 首先应当是热爱生活、热爱生命,

人生活领域, 以个人的感受和亲身体验为基础。人
们彼此间的互助和关爱, 主要对象是自己的亲属或

热爱自己家园的人。而一旦美好的品德注入心灵,

朋友, 且大多基于自发的行为默契, 缺乏明确的道德

人们就能够积极乐观地看待生活, 勇敢地面对生活
的种种挑战。总之, 生活中的/ 每个个体都散发出自

自觉意识。因而这种/ 内向型0的品德修养显然不具
有普遍意义, 且未必能够 适应社会化进程 的要求。

身的 道 德 风 气, 因 为 每 个 人 都 是 自 己 历 史 的 产

因此超越狭隘的感性生活局限, 改变重经验轻规则

物0

[ 1] ( P 31)

。这是每个人不可复制的丰富性和独特之

的习惯, 由习俗道德走向反省道德, 需要制度化规则

处。人作为积极能动的创造生活的主体, 在实践中
不断创造着自己的本质, 自觉地进行品性修养和道

的引导和提升。伴随社会理性化进程的加快, 个人
生活空间不断向外拓展, 各种生活制度和规范日趋

德完善。因此, 个人品德乃是自然性和创造性的有

完善。以个人为主体的品德修养过程, 不可避免地

机统一。
作为/ 个人的0特殊品德或品性, 无疑具有鲜明

要纳入制度化的进程中, 成为社会统一安排和规划
的品德建设的重要内涵。日常生活不仅是富于诗意

的个体性或地方性。日常生活首先是地方性生活,

的, 而且是富有美感和理性深度的。个人必须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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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隘的私人生活圈子, 在更为广阔的公共生活空间,

上和价值的永恒性。从做人的基本尊严和权利角度

寻找并确立自己的价值定向坐标, 寻求与他人和社

看, 不同人的品德不仅无法相互参照和比较, 也不宜

会取得一致的基础。这已经成为当代人必须接受的
历史选择。然而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不能不注意

用其他物质因素如金钱或财富来衡量。生活是人生
的老师, 品德是生活的结晶。个人品德的生成即是

防范另一种风险: 当个人品德被置于理性规划的框

人性成熟的标志。充分 考虑到品德之 间的个体差

架中, 容易造成对个人品德的过度牵制或压抑。在

异, 应当重视人的不同欲求和具体感受, 关怀个人生

科学理性和工具理性盛行的时代, 如果不是依靠人
自身的力量调控道德, 而是单纯依靠外在力量或制

活体验和经历的旨趣。个人的品德状况往往与自身
对生活的理解和体验相关。而良好的个人品德又成

度因素, 可能会导致对人类本能的疏离, 个人品德所

为其生命活力的重要来源。所以朴素的真诚的个人

固有的自我调节、
自我完善功能的丧失。
现代思想家普遍认为, 过度相信和依赖外在规

品德, 离不开它的日常生活之根, 并且以之为自身最
重要的实现形式。尽管个人体验不可避免地带有自

则和制度力量, 乃是现代性的重要后果之一。这就

发性、
狭隘性和多变性, 但它所蕴含的道德本能和道

孕育许多危险: 如对无序的否定、对情感的忽视、对

德冲动, 成为人类生命活 力的最本真的表 达方式。

理性的崇拜等。怀特海曾说过,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
秩序比混乱更重要。尽管秩序与善之间存在着自然

在单调的日常生活中, 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
相互信
任和彼此间的宽容, 大多基于生活经验的世俗性要

的亲和性, 人们多从道德上谴责秩序混乱, 但很少谴

求, 并且在无形中发挥着调节功能。人性需要外界

[ 2] ( P70)

责/ 有序行为0

。在这个问题上, 以往的错误在

环境的持续滋养, 也需要 自我的不断完善 和提升。

于思维的简单化片面化, 即对于秩序与混乱的相对
性未曾予以关注。因为混乱不过是原有秩序的变动

即使是被证明为真理的外在规范, 也必须融化于个
人生活的具体细节中, 才能转化为人类生命意义的

过程, 秩序的意义在于混乱的完善化。所以混乱未

构成要素。

必就等于恶。过度的理性化和制度化极有可能导致
人类灵性的丧失, 个人品德之最终来源被掩盖和遮

三

蔽, 其多样化的发展受到抑制。麦金泰尔说过: / 在

伴随全球化和普世交往的发展, 在科技和经济

生活领域内, 不可能只有一种规定善的追求的合理

力量的双重推动下, 社会生活各领域发生着复杂而

方式, 而是存在大量选择性的秩序样式, 没有任何充
分的正当理由指导我们做出选择。
0 [ 3] ( P 187) 源自日常

深刻的变革。传统意义上的家庭逐步走向解体, 地
方性生活被无情地摧毁, 家族道德文化被遗忘, 人们

生活实践的个人品德, 首先要服从生活本身的内在

长期信奉的地方性标准遭到排斥, 代之以对公共性

逻辑, 其次才是理性建构的逻辑。美国未来学家拉
兹洛认为, 没有一种制度能够取代多样性的弹性和

和普遍性的尊崇。个人品德生成的历史之根渐行渐
远。生活的复杂变迁对人的价值观、道德观造成了

[ 4] ( P 37~ 38)
适应性。
人的主体性的丰富内涵, 也存在于

巨大影响, 它涉及个人同自我的关系、
朋友关系以及

世俗性的日常生活中。个人品德唯有沉淀在人们生

家庭生活中的多种矛盾等。从以往的服从命运到当

活的深层, 持续不断地积蓄足够的能量, 才能够在关
键时迅速爆发出来。所以, 日常生活所唤起人类感

下的掌握命运, 人们面临 着许多复杂的两 难抉择。
个人能够选择的生活方式越多, 生活中的矛盾、迷茫

受和种种体验, 不仅不是应当排斥的对象, 相反却是

和困惑也就越多。当代 人精神生活内 部出现的问

我们认识世界并建立各种规划和制度的基础。个人
品德问题的复杂性在于, 它在本质上属于人们复杂

题, 主要表现为价值定向危机、
道德情感钝化和道德
共识脆弱等症侯。个人品德应当如何定位? 未来向

的精神生活世界, 有着自己的内在性和独特性, 因而

何处去? 确实值得每个人深思。因为它涉及人生最

需要特殊的关注和重视。

根本的问题, 关系到人们如何生活下去, 为什么以及

按照海 德格尔的理解, 人的存 在乃是/ 向死而
生0的过程。它在宣告人的生命之有限性的同时, 也

应当怎样生活下去的问题。面对这些触及日常生活
的深层、
然而又是非常现实的感性问题, 人们在不断

强调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和人类尊严的高扬。生活的

地寻求令人满意的答案。不能否认, 个人品德的变

意义与生命的价值直接相关。人们需要体验日常生
活的具体细节, 感受生命的真实而丰富的内涵, 从有

化及诸多问题影响到人们对生活的理解和生活质量
的提高, 亟需寻求合理而有效的解决对策。因此关

限的和暂时的生命历程中, 体会生命意义的至高无

注并思考生活就不仅仅是专家学者的任务, 也是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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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必然面对的迫切抉择和历史使命。

十分强烈, 个人品德被看成职业选择的前提, 个人良

个人的日常生活承载着传统的巨大力量。传统

好素质的必备要素。当代人品德的发展主要有两个

文化犹如一堵堵/ 围墙0, 构筑起个人生存和生活的
完整精神家园。在传统文化所形成的/ 围墙0内, 人

基本路向: 即内涵深化和视阈拓展。前者是个人依
据新的核心价值体系, 对自我品德修养和人格完善

们有着稳定的情感和生活依托, 能够获得确定的价

重新定位, 力求在公共生活中塑造完美德性, 述说真

值定向坐标, 承担起个人应有的责任和使命, 并享受

实的道德自我。后者指具有世界眼光的现代人, 力

生活带来的乐趣和幸福。然而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
强大攻势下, 人们的精神家园遭遇外来势力/ 入侵0,

求在更大范围内认识自我的价值, 自觉寻求与他人
和公共生活的一致性。通过与他人沟通和对话, 自

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被连根拔起, 各种地方性习俗

觉主动地与先进文明接近, 获得公共文明和道德理

和传统道德日趋边缘化, 地方性的知识面临被瓦解
的危险, 个人生活和心灵处于严重的漂泊状态。当

性。当代人在新的生活实践中, 从社会共同体发展
的大背景下, 审视个体德性生成的历史性, 考察个人

代人的生活正处于/ 扎根0与/ 拔根0之间的巨大张力

品德的现状和未来趋势, 孕育和塑造了许多新的美

之中。正如德国思想家奥伊肯所说: / 纯粹现实主义

德: 如学会尊重并学习他人的不同观点; 学会尊重对

的文化剥夺了生活的一切意义; 回到旧的生活方式
又不可能, 而放弃一切寻求生活意义与价值的努力

方的观点, 谋求共同发展; 认识到自己的未成熟性;
懂得思考和反思自我等。总之, 个人品德的非个性

也同样做不到。
0 [ 5] ( P47) 家园中的每个人都面临着尴

化发展及其与公共规范的趋同, 所展示的不仅仅是

尬、
困惑和痛楚的境遇, 他们需要摆脱生活/ 裸露0的

品德之根的失落, 同时也是品德修养转向的历史契

压力和痛苦, 重新规划自我和生活价值定向的坐标
体系, 找回自己的文化自信和品德之根, 重建生活秩

机。人类的道德生命按照自身的规律, 在创造性的
实践中不间断地延伸着。

序和意义的世界。现代化开辟了崭新的视野和辽阔

重构日常生活的意义和价值, 已经成为当代人

的境界, 人们不再留恋传统狭小的家族生活圈子, 走
出传统家园( 或家族生活) 的人越来越多, 那些具有

无法推托的历史使命。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建设中, 也同样面临个 人品德建设的历 史重任。

世界眼光的人往往/ 四海为家0, 成为现代社会名副

党的十七大会 议提出加强个人品德建 设的重要任

其实的流浪者( 如/ 北漂0之类) 。/ 四海为家0同时也

务, 要求处理好个人品德建设与家庭美德、
社会公德

预示着, 传统意义上的/ 家0已不复存在。现代性在
本质上具有流动性 ( 鲍曼语) 。人们以往对于 家庭

和职业道德建设的关系, 充分表明对个人品德之基
础地位和重要意义的认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 或家族) 的责任, 正在为新的角色责任和公共伦理

个人品德建设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 或者说前者更

所代替。在更加广阔的自由生活空间, 面对各种复
杂的社会矛盾和冲突, 个人必须学会主宰自己的生

为根本。因为它不仅关涉到每个人的品德及其未来
发展, 更是关系到民族兴旺、
社会和谐及其能否可持

活, 把握自己的道德命运。

续发展的大问题。因此探究个人品德的生成和生长

当今时代, 人类德性的衰落已成为世界性难题。

之根, 乃是加强个人品德建设的基础工程之一。这

在5追寻德性6一书中, 麦金太尔分析了人类德性衰
落的原因, 提出应当回到古希腊, 去找寻和重建失落

里的/ 个人品德建设0应理解为依据某种社会公共的
道德价值标准, 塑造人们的良好品德和品性, 把个人

的德性之根。古希腊的德性能否拯救当今世界, 我

品德与社会道德和谐融入共同生活的实践活动。所

们尚无明确的证据可以述说。不过, 如今对地方性
文化的重新关注以及理论界掀起的德性研究热, 在

以它不同于以往个性化的自我修养、自我完善活动。
个人品德/ 建设0与/ 修养0的主要区别在于, 前者是

某种意义上 表明人 类已经 踏上了 德性的/ 寻根 之

通过有计划的、
有目的的自觉地指导和培育, 不断完

旅0。从时空环境看, 现代人的品德修养已不可能是

善公民个人的品德修养, 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

传统意义上的闭门思过、独善其身, 而是在生活实践
中, 通过广泛的社会交往和相互比较, 发现自己的缺

质,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后者完全基于个人自
觉和道德认知, 独立进行 的道德完善和提 升过程。

点而后改进的过程。人们彼此间的尊重、
互助、
友爱

因此个人品德建设已完全超越了个人品德修养的狭

等道德品质, 都是 在生活实践中锻 炼凝聚而成的。
个人进行品德修养的环境, 也由家庭生活扩展到职

隘层面, 与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同步, 已经上升到
一个全新的认知层次和评判水准。新的时代需要新

业生活和其他生活领域。现代个人主动求变的意愿

的人格和品德, 塑造新的品德需要全新的方法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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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 当今多元化的现代生

建设的重要方法论基础。个人品德具有历史生成性

活的不断拓展, 为人的个性及其品德的发育和发展

特质, 生活世界和传统文化是品德之/ 根0, 惟有稳固

提供了更多契机。加强个人品德建设不仅需要把握
其源头, 更应当从源头去治理和培育, 这是个人品德

个人品德的历史根基和现实土壤, 品德之苗才能茁
壮成长, 品德之花才能绚烂地绽放。

参考文献:
[ 1]

[ 法] 阿尔努等著, 卞晓平等译. 科学与哲学的对话[ M ] . 北京:
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2001.

[ 2]

[ 英] 阿尔弗莱德 # 怀特海著, 韩东辉, 李红译. 思想方式 [ M ] .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9.

[ 3]

种合理性? [ M ] .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6.
[ 4]

[ 美] 欧文 # 拉兹洛著, 黄觉, 闵家胤译. 人的内在限度[ M ] . 北
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 5]

[ 美] 阿拉斯代尔 # 麦金 泰尔著, 万 俊人等 译. 谁之 正义? 何

[ 德] 鲁道夫 # 奥伊 肯著, 万以 译. 生活的意 义和价值 [ M ] . 上
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

On the root of the personal virtues in dail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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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daily lif e is the root of a perso nal virt ue, w hich is, in t urn, endow ed by t he regional life
st yle. T he t radit ional f amily cult ure f orm s t he basis kno w n as living f ossile. T he w rit ers claim t hat the
personal virt ue takes o n a loo k of mo ral blunt ing and weakening , w hich is caused by t he t ension o f taking
root and pulling ro ot out. With t he economic developm ent and social opening , t he t rend of universalizat ion
of t he perso nal virt ue is consist ent w it h t he public no rms.
Key words: personal virt ue; f amily cult ure; ratio nal rule; chang e of l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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