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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文主 义的晚期代表, 蒙田借助散文来 阐述自己的相对主 义道德观。他认为现

实生活 中的道德是 由多种相互 否定的事 实构成的, 没有确 定的道德标 准和道德 观念; 只 有世俗生
活才是 人生幸福的 真谛, 但要节制和 合乎中庸; 他把合 乎理性地生 活看成个 人道德完善 的必要条
件; 在教育方面, 他强调德育为首, 注重学生的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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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 ·蒙田 是 16 世纪后 期法 国最重 要的 人

田有深刻影响。有人 认为包括蒙田在内 的人文主义

文主义思想家、散文作家。他出身于 波尔多新贵族家

思想家, 复兴 了古希 腊罗马 文化传 统并 借以批 判欧

庭, 受过良好的家 庭教育和学校教育, 学识渊 博。蒙

洲中世纪的宗教神学。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 但没能

田曾 当过 15 年文 官, 后又连 任两 届波 尔多市 市长。

抓住问题的实质。事 实上, 人文主义者并没有简单因

《随笔 集》( 又 译为 《
散 文集》) 是他的 主要 著作 , 共 3

袭古文 化传统 为我所 用, 而 是结合 时代 的要求 对古

卷 107 章, 由读书笔记、日常感想和旅 途见闻汇集 而

文化进行了批判和选择, 作为剖析 现实的工具。就蒙

成, 内容 涉及到 蒙田 对人生 、
道 德、政治、宗教、战 争

田来说, 构成他思想核心的是皮浪 的怀疑论哲学。皮

和教育等许多问题的看法。

浪是 古希腊 思想家, 其怀 疑论哲 学( 包括伦 理学) 的

蒙田 一生没 有系 统的伦 理学 著作, 关于 伦理 道

特点是摆脱想象, 从本性上 强调事物本质的不 可知,

德 的 观 点散 见于 《
随 笔集 》的许 多篇 章 中, 如《论 友

它要求 对待事 物应节 制, 节 制的优 点在 于能使 我们

谊》
、《论经 验》
、《论悲伤 》
、《
论 节制》、《
论 虚荣 》
、《论

获得安宁。蒙田继承 了怀疑论对理性的批判精神, 用

儿童教育》等。

于人的分析研究。与 以往的人文主义者不同, 蒙田不

16 世纪 是欧洲历 史上的大变 革时期, 作为法 国

是专注 于歌颂 人类的 伟大与 神圣, 而是 用怀疑 的方

上层社会 的贵族, 蒙 田不仅亲身体验了 这场变革, 而

法层层 剥下人 身上的 种种面 具和伪 装, 揭露人 性的

且以 敏锐的 眼光, 从多方 面观察 并把 握了这 场变 革

自私狭隘, 嘲讽人类理性的 傲慢, 表现出 蒙田对传统

的实 质, 形成了以 怀疑为 主基调 的富 于个性 色彩 的

人文主义思想的深刻反思。

伦理观, 是人文主义伦理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综述
蒙田的伦理观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以怀疑论为基础的相对主义道德观

怀疑论哲学在 16 世纪的发展 有其内在必 然性。
16 世纪以来, 科学发 展和新大陆的发现, 欧洲商业强
国向世 界各地 的渗透, 从根 本上动 摇了 长久以 来形
成的观念, 它要求人们必须 摆脱盲目虔信的习 惯, 用

从思 想渊源 来看, 蒙 田是古 希腊 罗马文 化的 继

怀疑的眼光重 新审视一切。新的历史经 验背景与蒙

承 者, 这一点 可以由《随笔 集》中的两 千多条 引文 得

田的个人体验 是一致的。蒙田曾到德国、瑞士、意大

到证实。苏格拉底、
塞涅卡 、
伊壁鸠鲁、西塞罗等对蒙

利旅游, 各地 不同的 风俗习 惯及道 德观 念上的 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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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 使蒙田感悟 到人类理性的局限。蒙 田发现, 普

己获得 的, 因 此也无 需为赞 同那个 时代 的宗教 而找

天下的 事物都是可变的, “
世界 不过是一幅永远摆 动

什么理由, 这是人的不幸, 但不是人的 过错。蒙田以

着 的秋 千”
。 在 这个 变动不 居的 世界 上, 一 切都 难

对宗教 世俗基 础的分 析代替 了对宗 教本 身的批 判,

以明 确把握。事物在变, 观念也在变, “
人 的信念、判

并由此得出了宗教宽容的思想。

断、观点像卷心菜 那样, 有周期, 有季节, 有生死”。
客观事物 的变动性及观念的 相对性使蒙田对绝 对原
则产 生了怀 疑, 古 代文化 传统中 的怀 疑论与 现实 生
活的契合是在蒙田的独立思考中实现的 。
蒙 田的 怀 疑论 思想 首 先表 现在 对 自 我的 怀 疑
上, “我知道 什么?”是 蒙田的 座右 铭, 他首开 自我 研

二、
反对迷信盲从, 提倡适度享乐的人生观
蒙田的 《
随笔 集》
被 看作是“16 世 纪的道 德自白
书”
, 书中蒙 田向世人展示了 自己丰富多 彩的内心
世界, 以及对人世间种种事物和现 象的思考。宗教战
争的残酷, 对官场各种缛礼 陈规的厌恶, 促使蒙田退

究的先河。通过对“
我”的深刻剖析, 蒙田发现了人类

归田园, 在个人生活的小圈子里找 到了精神寄托。在

理 性的弊端, 在 《
随笔集》最有名的一章 《
为雷蒙· 塞

这里人们可以看到蒙田对人生幸福的关注与思考。

邦辩护》中, 蒙田对人类理性的 自高自大进行了无 情

蒙田对 人们追 求彼 岸世 界的虚 幻幸 福, 对 社会

的批判。他认为, 每个人都倾向于把 自己的观念推广

群体 的迷信和 盲从行 为感到 不解, 他大 声疾 呼: “
我

到其他人 身上, 用自 己的思维方式来推 测人类, 从 而

们已经为别人活 够了, 让我 们为自己活着吧, 至少在

把个 人的缺 点变成 了人类 的局限 性, 这是多 么的 幼

这短促的余生。” 在蒙田看 来, 人的 生命是宝 贵的,

稚和狭 隘。在蒙田看来, 人类理性是靠不 住的, 只 有

人应该热爱生活, 热爱生命。要热爱生命就必须给生

个人 从自己 的经验 事实出 发, 才 能对 事物本 身的 状

命以快 乐, 所 以我们 应当 有家庭、财 产和 健康, 要读

况作 出准确 判断, 在这里 蒙田的 怀疑 论必然 地导 向

书和田猎, 保持相应的工作和事业 。但家庭财产或健

了相对主义。

康只 是充实生 命的条 件而非 目的, “我们 最豪迈、最

蒙田对 人类理性的相对主义 分析同样也包含 道

光荣的 事业乃 是生活 得写 意, 一 切其 它事 情, 执 政、

德观。既然 理性是因人因地而异 , 是不确 定的, 那 么

致富、
建 造产业, 充其 量也只不过是这一 事业的点缀

道德 也只适 用于一 时一地, 没有 确定 的道德 观念 和

和从 属品。
” 蒙田还 以恺 撒和 亚历山 大为 例, 说明

道德标准。在《
吃人肉的番 民》
中, 蒙 田明确表达了这

在工作最繁忙的 时候, 仍要 充分享受自然的、也就是

种观点。16 世纪以文明自居的人们, 在蒙田眼里却是

必需的、
正当的生活乐趣。

野蛮人; 而被人们鄙 视的野蛮人, 到了欧洲却成为 很

蒙田把堂堂正正 地享受人生看成是 至高至圣的

有个性的典范。道德标准因人而异, 道德观念也因时

完美品 德, 他 引用古 罗马诗 人佩尔 西乌 斯的诗 来表

而异, 善恶完全是相对的。蒙田用大 量事实向人们说

达自己的人生态度: “尽情享乐吧, 我们只此 一生。明

明, 现实 的道德生 活是由 许多相 互否 定的事 实构 成

天你留下灰质, 化作幽 灵, 一切 归于乌有。” 蒙田一

的, 不同 的生活条 件和风 俗习惯 决定 不同的 道德 观

生兴趣 广泛, 尤好读 书、旅游 和田猎, 他 认为书 能给

念, 形成不同的道 德标准, 对此, 阿德勒在 《
西方的 智

人带来乐趣, 但啃得太多也 会索然无味, 因此要有限

慧》
中 评价说, “他坚持 我们的 道德判 断只是 反映 我

度, 要学会 节制。节制 在古 代伦理 学中 是个重 要范

们 所从属 的社会 的传统 习俗( mor es) 或习 惯。
”表 面

畴, 古人 认为一切混乱不定 都是由于放纵引起 的, 节

上看, 蒙田看到了道 德差异性的根源, 并以经验事 实

制欲望能遏制需求, 从而保持内心 平衡。蒙田把节制

证明了 差异的客观性, 对破除宗教教条 ( 包括宗教 道

当作调节个人生 活的必要手段, 对他来说, 正确的人

德) 的思想禁锢, 无疑是个巨大 进步, 但是, 对道德 的

生观就 是有节 制地生 活, 无论主 持家 政、钻研学 问、

怀疑 走向否 定道德 的确定 性, 把 道德 看成因 人因 地

外出打 猎还是 从事其 它事务, 都应 以不 失其乐 趣为

而异的东西, 又会从根本上瓦解道德存在的基础。

限度, 不然苦便会掺进乐中来。

蒙田有 一副善疑的心灵, 有着自由的 道德观念,

在人生 快乐和 幸福 问题 上, 蒙 田深 受伊壁 鸠鲁

但他 并不想 把这些 观念强 加于人, 而 只是作 为个 人

影响。伊壁鸠鲁把快 乐视为幸福生活的起点和目的,

内心独白的精神形式。在亲身经历了 30 年宗教战争

是人们天生最高的善。他强调, 每个人都以自我感觉

后, 天主教徒对异教 徒的疯狂大屠杀, 使蒙田对宗 教

为标准 判断善 来达到 快乐, 但是, 快 乐必 须受限 制,

产生了怀疑。他认为, 既然我们的信 仰并不是我们自

节制快乐虽不是幸福, 却是通向幸 福的桥梁。蒙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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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做了深 刻发挥, 他 说节制是一种德性, 它所带来 的

把理性 分为个 人理性 和人类 理性, 个人 生活的 世界

烦恼 比痛苦 带来的 烦恼更 多, 因 此要 实现节 制并 非

是自然的, 它形成的个人理 性是真实的; 群体生活的

易 事, 必须 找 到一 种实 现 合理 节制 的 方法, 这 就 是

世界是虚伪的, 一个善良的 人一旦进入社会, 就会变

“中庸”。他说, “我非常欣赏古 人在各方面的‘居中’

得自私和欺诈, 这是人类理 性的缺点, 它 使人们无法

态 度, 他 们认 为合乎 中庸 才称 得上完 美。
” 蒙田 主

形成正确认识, 也不可能有普遍正 确的道德观念。所

张按 照中庸 原则实 行合理 节制, 控制 自己的 喜怒 哀

以, 必须 回归个人理性, 运用个人对生活 的特殊感受

乐, 对 活动 或 事业 进行 适 当调 节, 这 样才 能获 得 幸

了解世界, 形成正确结论并指导行 动。由此我们不难

福。

发现, 蒙田的 道德修 养只是 个体道 德的 自我完 善活
歌颂 人类生 命的 价值和 意义, 号 召人们 摒弃 各

种迷信和 盲从, 充分 享受尘世的感性人 生, 是人文 主

动, 其 道德理 想也只 是蒙田 本人道 德自 觉性的 发展
过程。

义者的 共同特征。虽然蒙田也主 张尽情享受人生 的

蒙田从 对现实 道德 生活 的思考 中, 感受到 理性

欢乐与幸 福, 关注自 我存在及其价值, 但这些均是 与

对人利 害关系 的重要 性, 从 而把理 性规 定为我 们行

节制和中庸相联系的, 因而并没有走向享乐主义。另

为与生活唯一至尊的主宰。但是, 当他把德性归结为

外, 蒙田还看到了个 人与社会不可分割 的关系, 并 把

理性时, 却发觉理性本身 存在着深刻矛盾。“我们一

个人 融于社 会之中, 认为 个人只 有在 社会中 才能 实

身受制于两种力 量: 一种引 导我们行善, 另一种促使

现自身价值, 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倾向。

我们 做恶。
” 由此造 成了 德性 修养的 艰巨 性, 需要

三、
主张合乎理性生活的道德理想
在撇 开一切 光荣 与名誉 的操 心之 后, 蒙 田过 着

人们在 崎岖不 平的道 路上, 克服各 种来 自情欲 的迷
乱, 摆脱自身的怯懦和软弱。虽然蒙田发现了理性自
身的矛 盾, 但 没有提 出克服 道德发 展道 路上实 际障

离群索居 的生活, 这 使他能够真正面对 和研究自我。

碍的方 法, 只 是认为 在当时 的社会 条件 下可以 通过

他说: “
我们 过着一种独居生活, 避开了众 人的耳目,

内省方法实现个体道德的完善。

但我们自 己的心灵中却需要 有个标尺来衡量自 己行

蒙田把 理性局 限在 习俗 之内, 形成 了经验 理性

动的合理 性……我有我自己的 法律和法庭来审判 我

的范畴。对蒙田来说 , 经验理性在伦理学中起着怀疑

自己。” 这个标尺和法 庭就是内 在的理性法 则。蒙

和批判 作用, 它要求 必须破 除个人 理性 外的一 切绝

田把 理性看 成人的 自然本 性的反 映, 合乎理 性便 是

对权威, 无论评价事物还是 学说都要从经验出 发, 以

顺乎自然, 顺乎自然 才能产生道德, 即只有合乎理 性

客观事实为基础, 讲求实效。这样蒙田论述的矛头直

的生活才是道德生活。蒙田解释说, 人的生命是自然

接指向 了封建 教会, 并在理 论上宣 布了 经院哲 学的

赐予的, 是自然的重 要组成部分, 人的活动只有以 自

谬误, 对于人 们摆脱 宗教 教条束 缚, 解放 思想, 起到

然 为指 归, 顺 应自 然的 要 求, 才有 真 正的 人性 和 道

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德, 因此, 合乎理性地生活便成为蒙田的道德理想 。
最早把 理性与道德联系起来 考察的是斯多葛 学

四、
坚持德育为首, 注重能力培养的教育观

派, 这个 学派的思 想家 认为, 人除 了表 象还有 理性,

蒙田 对 教育 特别 是 儿童 教育 问 题有 着 独 到见

理性能使人掌握自然秩序, 帮助人更好地活动。对人

解。针对当时教育中 不注意德育和能力培养, 一味机

而 言, “按照 自然生 活便是按 照理 性生 活, 因 为理 性

械教条 地灌输 知识的 经院式 教育方 法, 蒙田在 随笔

是动机的 调整者。
” 斯多葛 派把理性 看成个人天 生

中给予了尖锐批评。他认为, 在学校教授的一切知识

的基本特 征, 然而, 来自本性的理 性只是作为可能 性

中, 道德知 识最重 要, 因 为“对于那 没有 道德的 知识

而存在的, 因此, 理性生活同时也 就是一种要 求——

的人, 一切 知识 都是有 害的。” 蒙田 把道 德看 成做

即人的 个性的完善和发展 过程。人的道德理想就 在

人之本, 认为 要教育 儿童 学会辨 别善 恶、是非, 培养

于逐渐摆 脱动物性而成为人, 从这个意 义上说, 按 照

他们良好的德性, 要教会学 生懂得, 什么 是知识和愚

自然生活与按照理性、按照道德生活是一致的。

昧, 什 么是勇 敢、节制和 正义, 放荡 与自 由的差 异何

在蒙田 的著作中, 理 性被当作道德生 活的基础。

在, 以及 应该用什么样的态 度对待死亡、痛苦和羞辱

既然 蒙田对 人类理 性不抱 任何信 心, 为何又 强调 合

等, 总 之, 要教给 学生做 人的 起码道 理, 使他们 将来

乎理性的生活呢? 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蒙田

成长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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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育 教学方面, 蒙 田主张教师要以 身作则, 给

说, “
道 德的崇 高和价值 就在 于实践 时容 易、
快 乐和

学生做 出表率, “要用那对道德 的挚爱多于对道德 的

有用。” 在教 学活动 中, 蒙田 不把学 生简 单看 作教

尊崇来充 塞学童的心, ” 良 好的道德 榜样有无穷 的

育对象, 而是作为一个个独 立完整的人格, 认为要按

教育力量。此外还要读史, 从历史上 的各种美德中汲

照理性 的要求, 培养 他们像 蜜蜂采 百花 酿蜜一 样的

取营养。蒙 田把学习历史看成儿 童教育的重要组 成

消化力、理解力和判断力。在锻 炼他们灵魂的 同时,

部分, 认为“大自然遴选出来的 表现人类美德和坚 定

“
还得锻炼 他们 的筋 骨”
,

如一的至高典范” 都是学生仿效的极好榜样。在蒙

功课的一部分, 学习赛跑、摔跤、音乐、
武 艺、
骑 术等,

田看来, 学习古人的 美德之所以重要, 还因为他那 个

因为作为一个完整的人, 灵魂与肉 体是不可分的。蒙

时 代的人 没有以 前诚实, “
我 们的 道德 大大败 坏了,

田认为, 上述 教育思 想同样 也是顺 乎自 然合乎 理性

正在逐渐 沦丧。
” 为补 偏救弊, 必须学习 古典美德,

的, 没有任何勉强的成份, 因而有较强的实用性。

把游 戏和 运动 作为 他们

使现代 人不至于堕落得更 厉害。蒙田还盛赞洗诺 风

蒙田的 教育思 想可 谓开 一代新 风, 他提出 的因

的诸 柏尔斯 学校教 授儿童 道德的 良好 经验, 为其 它

人施 教和“灵魂 与肉体”全面 发展的 观点, 适应 了社

学校做出了榜样。

会进步和科技发 展对人才的要求, 具有超前性; 他的

蒙田坚 决反对单纯灌输知识 的机械死板的教 学

德育思 想基本 上摆脱 了相对 主义道 德观 的影响, 承

方法, 他 认为, 教学方 法服务 于教 育目 的, 如 果教 育

认道德 在社会 发展中 某些成 份有普 遍合 理性, 值得

目的不明确, 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教学方法。应该培养

后人继承和发扬; 他把德育 放在首位, 强 调学生的能

学生的德 性和判断力, 提高学生的素质, 为此必须 寻

力培养等观点在今天看来仍具有现实意义。

求恰当的教学方法。蒙田主张“
用行 动的实际体验来

此外, 蒙田 还对 诚实、勇敢、友 谊、正义、良 知和

教 导他 们, ” “尤要 用榜 样和工 作来 活活泼 泼地 陶

责任等 道德范 畴进行 过论述, 形成 一套 内容庞 杂的

铸他们, ” 要让学生在 前面跑, 分析他们 的步伐, 然

理论体系。在西方伦 理思想史上, 蒙田首创运用生活

后 教师 判断 应该 用什 么 方法 和多 大 力量 来教 导 他

中的经 验材料, 从心 理学和 社会学 角度 来谈论 道德

们, 提高教学的针 对性和效果。此外, 蒙田还谈到 了

的方法, 使超验的宗教道德 转向了人类道德, 实现了

选择教师的重要性。

伦理学 从主题 到方法 的根本 性变革, 被 后人称 为近

让学生 接触社会, 接 触现实生活, 在实践中提 高

代经验主义伦 理学的先驱。尽管他的相 对主义道德

理解 力和判 断力, 实现思 想水平 与实 际能力 的共 同

观有很大局限, 学说内容的 许多方面自相矛盾, 蒙田

提高, 这样才能“让他的良知和 美德从他的语言中 照

本人也没有摆脱 宗教束缚, 然而从蒙田对培根、洛克

耀 出来, 并 且只为 理性 所引导 ”
。 蒙 田把理 论付 诸

和卢梭、黑格尔的深远影响, 不难看出蒙 田在人类思

实践, 用 实践发展 来阐释 理论进 步是 其教育 思想 的

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闪光点。对 德育来说, 蒙 田同样借助实践 来说明,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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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 alit y o f relat iv ism w ith t he assist ance o f proses . He assum ed that the morals in realist ic
w orld w ere composed of various f act s w hich were neg ative o ne anot her , and as a result , t here
w er e no def init e m oral m axims and co ncept ions; Only t he w orldly life could be t he t ruth
essence of happy life, whereas people must self -disciplined and observe t he doct rines of t he
means . A rat ional l if e was the indispensable condit io n in w hich individual moralit y could be
improved. In t he respect of educatio n, he laid g reat emphasis upo n t he m oral educat ion, and
t he com pet ence t raining of st udent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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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Daoist school ( a school of t ho ug ht in t he Spring and Aut umn and Warring
St at es Periods) had not hing t o do w ith Dao ism ( one of t he chief religions in China ) . But since
t he founding o f Daoism w hich w as based on T he Way and I ts P ow er , Dao ist school and Daoism had been clo sely connect ed. L ao Zi and Zhuang Zi, the tw o leading ex po nent s of Daoist
school, and t heir w orks w ere no t equal in st at us , L ao Zi w as hig hly praised w hile Zhuang Zi
w as left out in t he col d. T he charact er ist ics o f Daoism , t he dif ferences bet w een the tw o f igur es, and t he necessity of the ruling classes account f or t his phynom i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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