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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儒家理想人格的思考
杜志清
摘

要

田秀云

理想人格是 对人格模式的理想化 设计。 它是社会和个 人共同追求的人生价 值目标。

任何社会都需要有超越眼前功 利境界的理想和人 格追求, 这是 社会和作为社会主 体的人存在和发
展的需要。 理想人格是一个社会、一种文化为人们设计的最值 得向往的人格典范, 是人格所应达到
的最佳境界。 一个社会具 有人格追求, 才会是充满生机活 力、蓬勃繁 荣的社会; 一 个人具有理想人
格追求, 才会成为奋发有为、自强不息、以天下为己任的好公民。 这就是所谓国有国格、人有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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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儒家哲学 为主体 的中国 传统文化, 不 乏对理

的、历史的。 因此, 人格是一个人的社会特质。

想人 格的设计, 其中有 生命力 的部分 是中华 民族精

理想 人格是 人的自 我完善 和自我 塑造的目 标。

神的结晶。 它的完备和成熟, 它的历史之久远 , 影响

理想 人格是一个 历史范 畴, 在 人类社 会发展 的进程

之 深广 是 著称 于世 的。 在 当前 市场 经 济发 展的 初

中, 不同时 代、不 同民族 都有各 自的理 想人格模 式。

期, 人们的 传统道德 观、人生价 值目标受 到冲击, 拜

各民 族都是立足 于自己 的文化 系统, 通过理 想人格

金主义、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泛滥的情况下, 研讨儒

的设 计, 使 本民族的核 心价值 观获得 全社会 的普遍

家的 理想人格 理论, 去其糟 粕, 取其精华, 对 于我们

心理认同, 从而形成本民族发展的内趋力。

建构社会主义的理想人格, 提高全民族的人格 素质,

作为 中国传 统文化 主体的 儒家学 说, 注 重人格

促进 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 建设, 具有十 分重要 的理论

塑造, 讲究 安身立 命、修 身养性, 倡导 人的高 尚的情

和实践意义。

趣、情怀和情操。 孔子哲学讲为人之道, 即做人的道

一

理; 孟子哲学讲返身求诚; 王阳明 讲“致良 知”。 历代
儒者都在揭示做人的格式。 儒家对 理想人格有多种

人格 本身是 一个蕴 含丰富 的综合性 概念, 是一

说法, 如圣人、贤人、仁人、志 士、君子等。 所 谓圣人,

个可以从多角度、多层面透视的问题。哲学、伦理学、

也叫 圣王, 是做 人的最高 典范, 在儒 家看来, 尧、舜、

社会 学、人 类学等多 种学科 都要涉 及它, 因此, 对人

禹就是圣人。他们被 赋予极其高尚的道德品质, 圣明

格的界定也众说纷纭。 但是, 一般说来, 人格是指一

贤达, 为万民所景仰。 圣王人格即内圣外王 人格, 是

个人的人生形象, 是人的一种本质存在状态, 是作为

人 的最 高的 精神 境界, 是 全 德、全智、全 功 的体 现。

社会主体的人的内在质量和外在表现 相统一的综合

“ 圣人”是 一般 人难 以企 及的。 圣王 人格 的核 心是

风貌。人格作为人所独有的 特质, 不仅与其先天禀赋

“仁”, 圣人就是“仁”者。 圣人可以与“天地合德”, 就

及生理特性密切相关, 而且更重要的是, 人格是社会

是说, 可以达到“天人合一”的真、善、美的 境界。 “圣

的产物, 被人的社会本质所决定。它是一切社会关系

人 之仁”含 义极 其丰 富。 孟子 说: “圣人, 人 伦 之至

的总和在个人身上的内化和表现。 同 时人格也是社

也”, 即“居 天下之 广居, 立天下 之正位, 行天 下之大

会文明发展的产物,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性, 它是具体

道, 得志与民由之, 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 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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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此谓之 大丈夫。” (《孟子· 滕

勿听, 非礼勿言, 非礼勿动”。 不可妄言妄行, 时时处

文 公》 )儒家学 说所理解 的圣人, 就是 这种“仁德”的

处以“礼”和“法”约束、规范自己的言行, 实现道德的

体现者。他们爱人 以德, 立人达人, 忠信孝义, 智勇刚

自我 完善; 君子应 有知难 而上、奋发有 为、自 强自立

朴, 心胸坦 荡, 达 到了人 格修养 的尽善尽 美的极 境。

的精神和行为, 在困难面前不退缩, 在忧苦面前不叹

孔孟哲人也看到, 圣王人格的这种极至状态, 并非人

息, 情绪 高昂, 百折不 挠, 自 强不息, 奋斗 不止; 君子

人都能够达到的, 而只是常人所向往和景仰的楷模。

在 处世、仪 表、气 质等方 面要表 现出“中庸 不偏”, 应

儒 家学 说中 最有 代表 性的 理 想人 格模 式 当为

“ 执其 两端 而用 中”, 坚 持中 道、和谐, 做 到“周 而不

“君子”。 “君子 人格”是儒学核心价值 论的重要组成

比”、“和而不同”、“群而不党”、“泰而不骄”、“矜而不

部分, 也是孔孟为一般人所设计的做人规范, 是圣王

争 ”; (《论语 》 )儒学 主张, 君 子 要光 明磊 落, 知 错必

人格的补充。 “君子人格”是历代儒者 论及最多的话

纠, 即“君子之 过也, 如日 月之食焉; 过 也人皆见 ; 更

题。孔子是君子人格的第一 个建构者, 他作为中国历

也人皆仰之”。 在儒家学说中, “中庸”是理想的君子

史上 首倡私学的 宗师, 目的就 在于培 养具有 高尚人

人格的重要规定, 他们熟谙“过犹 不及”的道 理, 认为

格的人, 他不愧为一个知识和道德的教育者, 言传身

不 偏不 依的 中庸 的思 维方 式和 行为 方式 是最 理想

教, 终生追求 和实践的 就是做 一个有 最高人 格追求

的, 这也是道德高尚、修养成熟的表现。

的人。孔子对君子人格有详细的阐释。据考“君子”一

儒家 对理想 人格具 有多方 面的规 定, 但 是概括

词仅在《论语》一书中就出现过一 百多处。 儒家学说

起来主要是仁、智、勇。孔子说: “君子道者三”, “仁者

中对君子的界说内容十分丰富。一般说来, 君子应当

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 在君子的三德 中, “仁”

是富 有才能和才 智的, 即所谓 君子不 可小知 而可大

是核 心。 不 管是 “圣人 ”还是 “君子 ”, 都 首先 是 “仁

受也; 君子 是有高尚 道德修 养的人, 即“君子 应贞而

者”。这种仁德可以包括所有的德目, 是最高的德行。

不谅”; 君子要有渊博的知识, 即“君 子博学于文”, 学

仁的内涵十分丰富, 儒学对它有多方面的界说。孔子

而 不厌, 诲 人不 倦; 君子 应奋 发有 为, “君子 食 无求

在回答颜渊问仁时曾说: “克己复 礼为仁。 一日克己

饱, 居无求安, 敏于事而慎于言, 就有道而正焉 , 可谓

复礼, 天下归仁焉。”孔子在回答子贡的问话 时还说:

好学也矣”。 (《学而》 ); 君子应具有 忧患意识, 即“君

“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能近取譬, 可谓仁之

子忧 道不忧贫”; 君子要 有仁者 情怀, 即博爱 于民而

方矣。” (《雍也》 )这 里的 克己 复礼, 表达 了仁的 政治

能济众”, “修己以安百姓”; 君子能律己成人, 对自己

含义和倾向。礼是社 会制度的规定, 说明作为有仁德

严格 要求, 对他人真 诚相待, 善 于成人之 美; 君子应

的君 子, 必 须要有 政治修 养, 对 自己要 有政治约 束,

重义轻利, 要能够穷不失义, 弱不 丧志。 君子应以义

要有自我抑制、自我完善的自觉性。 实现君 子人格,

为质, 在义利关系上应该见利思义, 必 要时甚至要舍

就必须学礼、识礼、行礼, 以礼克己, 以礼规范自己的

生取义。 儒家把重义轻利作为君子的 基本特征和标

言 谈举 止, 这样 才能 达到 “仁”的 境界, 否 则, “不学

志。 孟子的“尚义轻利”思想更胜 孔子一筹。 他们认

礼, 无以立。” (《论语· 季氏》 )此外, “仁”还表达了一

为, “义”应是君子一切行为的准则。正像理学家朱熹

种人与人的关系, 儒家主张人要以“仁”待人接物。首

所说的, “义利之说, 乃儒者第一义”。 儒家还以“义”

先, 自己能 自立自 强, 同 时能尊 重别人, 不仅 在感情

来 区别“君子”和小人, 即所 谓“君子喻于 义, 小人喻

上给 人以爱, 而且 在物质 上给人以 扶助, 助人有 成,

于利”, “君子怀德, 小人怀土, 君子怀刑, 小人怀惠”。

当然, 最重要的是在道德上给人以训导, 使其成为有

(《里仁》 )总之, 儒家 所推 崇的君 子, 就是具 有大 能、

道德修养、有成就的人。不难看出, 在儒学中, “仁”是

大德、大智、大忧、大怀等多种优秀品质的人, 是多义

理 想人 格的 核心 内容, 是 人格 道德 的至 高 境界, 并

多才的人。

且, 仁、智、勇三德是 统一为 一体的, 三者 相辅相 成、

儒学认为, 具有理想人格的君子, 不仅仅在于注

缺一不可, 智者知仁, 勇者行仁, 智、勇兼备才能实现

重内 心修养, 而且 应该 具有一 定规 范的外 在行 为。

“仁”, 孔子 认为, 人格修 养达到 仁的境 界, 就 是本于

在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上, 必须表现出非凡的 “君子

天理, 与天地合德, 达到了至理、至德、至善的完美境

风貌”。 儒者主张君子要慎其言而敏其行, 就是说话

界。

要周全、严谨, 不出恶言秽语, 行为敏捷、果断、机警,

儒学 具有积 极入世 的历史 特征, 在人格 修养上

言行一致; 君子必须遵礼守法, 做到 “非礼勿视 , 非礼

也提 倡一种内外 合一的 入世人 格, 它 主张把 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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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养性与经世致用相结合。在儒家看来, 一个具有

的“忠诚”, 以及追求个人内心世界的正直、坦诚和光

君 子人格的 人, 应当 既有“仁爱 ”、“仁 德”之心, 又能

明磊落; 它所主张的“仁爱孝悌”, 去 掉其封建主义的

博众 济世, 应当胸怀 宇宙, 关爱 众生, 以天下 之乐为

色彩, 即是中华民族美德中最具特色的内容, 它也集

一己之乐, 以天下之苦为一己之苦。具有理想人格的

中体现了“仁”的内涵。 仁的核心 是爱人, 具 体说, 在

君子, 应该关心社会的道德秩序, 处理 好个人和他人

社会领域要重视人、尊重人、同情 人、关心人; 在家庭

的关系, 应该有社 会责 任感。 为 此, 儒 家提 出了 “格

中, 仁爱要以孝悌为本、父慈子孝 、兄友弟恭, 以此实

物、致知、诚意 、正 心、修 身、齐 家、治国、平天 下 (《大

现 社会的和 谐和家庭 的幸福; 它的 “以 义为质”、“见

学》 )的 政治道德 训条, 这既是 个人仁 德的修 炼塑造

利思义”的思想, 表达了以“道义”为 人的根本特点和

过程, 也是将仁德展开、实现而广 济于世的过程。 至

价值取向, 这正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精髓, 它在长

此, 个人的道德精神得到了充实和升华, 人格塑造臻

期的社会生活的磨砺中升华为“生以载义”、“义以立

于完美。这样的人 , 就成为一个品德高尚、谦虚进取、

生”的人生 观, 表 现为富 贵不能 淫, 威 武不能 屈的道

自强 自立的人, 成为 既克己 修身, 又立人 达人, 既积

德人 格追求; 它的 自强不 息、自 强自立 的思想, 提倡

极入世又可自卫自保的坦荡君子。

了一 种自我鞭 策、自我超 越、积 极进取 的入世品 格,

儒家 的理想 人格理 论, 凝 结着中 国古代 哲人的

表现了中华民族百折不挠、坚毅刚强的奋发精神。

理想 和价值取向, 集中 体现了 中国传 统哲学 的基本

总 之, 儒 家人格 理论的 精粹, 它所崇 尚的仁 爱、

精神, 同时也 为旧的文 化道德 树立了 一个不 凡的榜

贵 德、重 义、自强、诚信等 品格, 以及’ 知天、乐天、同

样。儒家理想人格理论作为 一种民族自觉意识, 在漫

天”的真、善、美的思想境界, 充分表 现了人性中共同

长的 中国历史上 成功地 发挥了 规范、培育和 教化的

的、最崇高 的东西, 它具 有历史 的永续 性, 表 现了人

功能。

类对人生价值追求的普遍一致性 。 儒家理想人格理

二

论的精华, 作为民族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 经过历史
的选择, 已经为国人所接纳, 它世 代绵延, 源 远流长,

孔孟所推崇的 “君子”人格, 是 儒家 理想人 格的

具有 强大的生命 力, 成 为一种 人格自 身成长 和发展

典范, 同时也 是中国传 统文化 所建构 和设计 的理想

的内动力。 几千年来, 它培育和塑造了像岳 飞、文天

人格模式。儒学的入世精神 , 使它的理想人格理论与

祥、郑成功、林则徐等一大批为祖 国、为人民、为真理

人的社会性本质和要求基本相契 合。 儒家重人伦道

而忘 我奋斗的 仁人志 士, 他们以自 己的品 格、风 范、

德与 经世致用的 实践理 性精神, 恰恰 与中国 封建社

气节实现着中华民族对理想人格 的追求。

会的宗法等级秩序相适应。 这就决定 了儒学及其理

儒家 人格理 论的精 华, 是 前人留 给我们 的一份

想人 格理论在中 国传统 文化中 长期占据 统治地 位。

厚重的精神财富。历 史从来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人格

特别 是它的理想 人格理 论, 不 仅熏陶 着世世 代代的

理论是有历史继承性的。 我们应当 像对待一切历史

华夏 子孙, 甚 至对世界 东方道 德人格 的塑造 都产生

文化 遗产一样, 对儒家 的理想 人格理 论应该 坚持历

了巨大影响。 儒家的人格理论经过几 千年的洗炼和

史主义的科学分析的态度, 取其精华, 并进行现代价

筛选, 荟萃了中华民族的传统优秀品质, 它在自己漫

值转 换和再选择 , 然后 将其纳 入到当 代人的 现实生

长 的历 史发 展进 程中, 与 道、墨诸 家的 学说 互 相交

活中来, 发挥其道德人格的感召功能, 促进当代人格

合、互相吸纳, 特别是经过历代劳动人 民的实际践行

的健康发展。

和陶 冶, 其中 的精华部 分成为 中华民 族道德 精神的

然而, 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 儒家理想人格理

结晶, 并且已 经深深地 积淀在 民族的 深层文 化心理

论带有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它毕竟是以私有经济

结构之中。 比如, 它尊贵重德的思想, 体现了中华民

为基 础的意识形 态, 是 剥削制 度下产 生和形 成的思

族对道德价值和人格尊严的追求; 它律己修身 、克己

想文化体系。 这种人格理论必然地 带有明显的奴隶

济众的思想, 表现了中华民族重视个人修养, 把修身

制和封建制的时代烙印, 带有剥削阶级的特 征, 从其

克己 看作根本, 并且 修身的 目的在 于济世、济众, 这

总体 上看, 与当前社会 主义市 场经济 和现代 化建设

是在倡导一种“天下为公”、“克己奉 公”的民族 精神;

的需要是不符合的, 我们在取其精华的同时, 要对其

它 的“诚 信好礼”, 表达 了中华 民族以 诚作为 美德的

历史的局限性进行分析和探讨。

基 础, 提 倡了为人的 “诚 实”、待 人的“诚恳”, 对事业

首先, 儒 家理想人 格理论 的核心 是剥削 阶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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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原则, 体现了剥削阶级的利益和需求。这种理论

政 治、经济 和文 化等 方面 的主 体性、积 极性 和 创造

旨 在培育效忠 于旧社会 统治阶 级的“合格人 才”, 为

性。 这样的人生形象是不符合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

剥削阶级塑造理想的驯服工具。 孔孟 儒者坚持德政

制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的。

人治 的社会理想, 这就 必然地 用统治 阶级的 需要作

第三, 儒家理想的“君子人格 ”, 是一种片面的道

尺度去规范人、校正人。 比如, 儒家把 中庸作为君子

德人格模式。儒学比 较多地注重人的道德人格修养,

的基本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强调中庸不偏, 以和为

而对人格的智慧品质和意志品质 因素重视不够。 这

贵, 慎言敏行, 其中包含有和谐、均衡、协调等合理思

种状况与儒家人格理论形成的历 史时代特征密切相

想, 但是也包含有负面消极的因素。它要求人们不偏

关, 也和中国传统哲学的特性相关联。全部中国哲学

不倚、恪守 中道, 这是很 难做到 的, 这 种刻求 会使人

具有明显的伦理化特征, 它重人伦、重传统、重道德,

处处小心翼翼、左顾右盼、谨小慎 微、优柔寡断 , 甚至

把伦理生活、道德修养看作人生最重要的内 容, 中国

使人成为胆小怕事、虚伪圆滑的谦谦君子。这一方面

哲学一般的可以称之谓“道德哲学”。因此, 以儒学为

与儒家所提倡的自强自立精神相 悖反; 另一方 面, 与

代表的中国传统人格理论就必然 显示出了道德人格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对 人的开拓进取

的片面性。孔子终生 向往的理想人格就是有道德、有

精神、竞争意识的要求背道而驰。

修养的君子和圣人人格, 他憧憬一种德化社 会, 追求

其次, 儒 家理想 人格理论, 在 讲仁爱的 同时, 十

个人道德的高尚和社会道德的纯 化与普及。 这种道

分重视礼, 提倡遵礼。所谓“遵礼为仁”, “克己复礼为

德价 值目标, 在中华民 族个性 品质和 人格培 育中产

仁”, 把礼看作 仁的重 要宏 观尺 度。 在儒者 那里, 是

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人的道德修养起过积极作用。然

仁、礼并重的, 违礼即违仁。 孔子生活 在“礼崩 乐坏”

而, 作为健康完善的人格模式, 它 就远远不够了。 特

的春秋晚期, 对当时“天下无道”的局势痛心疾 首, 他

别是在社会不断进步, 人类自身不断发展, 理想人格

十分崇尚周礼, 忠实地继承西周以来的传统思 想, 认

理论 也随之不断 完善的 今天, 儒家的 片面性 的道德

为“礼”是治 国之本, 应 当“为国 以礼”, (《先进》 )“为

人格越来越显现出它的缺憾和非 科学性。 人类社会

政先礼, 礼其政之 本与! ” (《礼记 · 哀公 问》 )孔 子一

发展的总趋势, 要求人的全面发展。当代社会主义的

生都在为恢复礼的权威而奋斗。同时他也认为, 礼是

理想人格应该是全新的和全面的 。我们应借鉴历史,

一个人立身为人的根据和标志。 这种 维护旧的传统

扬弃 历史上的理 想人格 理论, 构建科 学的现 代理想

观念的思想当然地被历代统治阶 级所认可。 儒家所

人格理论, 并且充分发挥其教化作用和感召 力, 以启

说的 礼, 是指 奴隶社会 和封建 社会等 级制的 社会秩

示人们在人生奋斗中更好地展示 个人的美好人生和

序 和 道德规 范, 它 与“三纲五 常”、“忠孝”、“男 尊女

最高价值。

卑”等封建的道德教条一起, 是封建社 会按照血缘宗

社会 主义制 度要求 人具有 德才兼 备、大 公无私

法等级关系来调节人与人、个人与社会关系的 准则,

的健康人格, 这种理想人格应是人的智慧力 量、道德

具体说, 就是儒家所崇尚的“君 君、臣臣、父父、子子”

力量、感情 力量、意志力 量和审 美力量 的综合统 一。

的等级秩序。儒家所倡导的 理想人格模式, 正是体现

这五 个方面应该 是协调 互动的 有机整 体, 它 们相辅

了对这种宗法等级制度的实质。因此, 孔子所推崇的

相成, 共同构成健全、完美的社会 主义理想人格。 这

“君子”, 也 必定是 这种旧 礼教的牺 牲品。 儒 家主张

种人格 充分体现了真、善、美的 和谐统一, 是人 生形

“君子食无求饱, 居无求安”, 并且在 “仁义礼智 、孝悌

象的 完美境界, 这才是 社会主 义制度 和社会 主义市

忠 信、温良 恭俭 让”等 道德 规范 中, 内涵 了 无为、不

场经济体制所需要的, 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

争、知足、安贫和 不敢为 天下先 的消极思 想, 让人们

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一个名

心安 理得地忍受 剥削和 压迫, 严守等 级伦理 和旧礼

家曾 经说过, “人格操守, 是世界上最伟 大的力 量”。

教 的约束, 不生“非份”之想, 不 做“非 份”之事, 安分

我们 每个人都应 该借鉴 传统人 格理论, 追求 现实的

守己, 逆来顺受, 唯唯诺诺, 漠视个人的存在和 价值,

理想人格, 做一个人格健全的“四有”新人。

放弃对个性自由发展的追求。 这完全 压制了人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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