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比德式思维及其对审美范型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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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先秦时期的“礼”是由巫术文化的象征性思维建构起来的庞大的象征系统。孔子及先秦儒家的思维
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及文学艺术观是典型代表。对自然物，孔子以象征思维方式进行观照，开创了比德式
思维传统，经过历代文人传承，形成了诸如松、竹、梅等几种固定的审美艺术范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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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开创的比德式思维，
是先秦儒家自然审美思维。它的基本内涵是：
自然物的性质特征与人的道德、
品格、
情操有相似之处；
人对自然物的欣赏与赞美，
是因为自然物的某些特征能使人联想起某种美德。

一
最早提出“比德”这一观念的是孔子。他曾说过：“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在此基础上，孔子梳理了夏代以来关于礼的继承关系，自豪地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
能言之，宋，
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
足，则吾能征之矣。”
（《论语·为政》）先秦的礼究竟是什么呢？顾祖
钊说：“所谓‘礼’，不过是我们民族在长期的巫术文化积淀中形成的象征着人对神灵、对上级的尊敬臣
服态度的道德和行为规范；这种规范在维护神权、政权、族权、军权等集体活动场合，则表现为伴以音
乐、舞蹈和歌咏的程式化集体活动方式，
这便是所谓‘礼仪’。”淤（P.109）不同贵族阶层的衣着、宗庙、乐器、佩
饰等，
都有非常明确的象征意义。如宗庙仪式所使用的乐器种类、乐器的多寡、乐舞队列的数目、音乐的
种类等，都有不同的象征意义。这样，具有严格象征意义的乐舞、诗歌、乐器、衣着和佩饰等就形成了一
个庞大的象征系统。
巫术文化时代的人就活动于这个巨大的象征性系统网络中。作为春秋以远官方文化的忠实维护
者，孔子及先秦儒家生存于这个网络之中，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及文学艺术观是此象征文化
的典型代表。他们把日常的举止、衣着和自然物，
全看作是“礼”、“义”和伦理道德的象征。在欣赏自然物
方面，
更是开创了一种“比德式思维”
。所谓“比德式思维”，是指自然物（如山、水、玉等）的某些特点使人
联想起道德属性，便把自然物的某些特点拟人化为人的精神品格，引申出仁人君子所应有的人伦道德
的价值取向。正如顾祖钊所说：“用这种眼光看世界，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自然界的一草一木，都变
成了象征意象，变成了仁人君子，变成了某种道德境界的象征。”淤（P.113）自孔子开始，儒家先贤们便喜欢用
这种思维方式观看周围的大自然。
孔子以奔腾不息的江水来象征自然运行的规律。《
论语·子罕》：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
夜。’
”这句话是诗也是哲理，孔子觉得流水已演示出了天地宇宙的奥秘，世间万事万物如这流水一样，
一一呈现，又一一流逝。
孔子对松柏抒发过由衷的感叹：
“岁寒，
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论语·子罕》）此时，
他以松柏象征君
子之德。
* 基金项目：安徽农业大学校长青年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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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以众星环绕北辰来象征百姓向往仁德之政。他在《论语·为政》中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
其所而众星拱之。”
孔子以小苗象征年轻人的成长和不同的结局。《论语·子罕》云：“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
矣夫。”小苗虽然成长了，但不吐穗开花或不凝浆结实，
象征着有的年轻人没有好的结局。
孔子以日食月食象征君子的过错。《论语·子张》有云：“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
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
孔子以山、水象征君子的德行。《论语·雍也》中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
仁者寿。”朱熹曾对这段话解释道：“
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
于（
P.90）
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 在这里，孔子一方面指出，具有不同精神品质的人对于自然物的欣赏各
有爱好。另一方面他又说明，人之所以喜爱特定的自然对象，
是因为自然物本身表现出与人的品德相类
似的特征。孔子在这里，首先将山水拟人化，来象征仁人君子的高尚人格,由此开儒家比德式思维之先
河。儒家后学对此都有继承与发挥。首先是孟子。《孟子·尽心上》
曰：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
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观水有术，
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
孟子由流动不停的水，看出君子有志于道，如果不以自己的一个个成就循序渐进，就达不到道德通达的
境界。在这里，水成了道和人生哲理的象征，也成了人的审美对象。荀子也对孔子“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的思想，作了详尽的发挥。《荀子·宥坐》
云：
子贡问于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见大水必观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大遍与诸生而无为也，
乎不 尽，
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
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
似义。其
赴百仞之谷不惧，
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约微达，似察。以出已入，以就鲜洁，
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
这里，荀子借孔子之名，发挥水的道德内涵，把它看成是仁人君子德、义、道、勇、公平、正直、善化、意志
的象征。这显然是在提倡一种儒家的传统，一种比德式思维。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及先秦儒家以象征思维观照松柏、星辰、山、水等自然物所包含
的哲理意义，是因为它们的某些特点类同于人的相应的道德属性，这就是儒家的比德式思维。《荀子·法
行》篇中，孔子明确提出了这一观念，
其云：
子贡问于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贵玉而贱珉者，何也？夫为玉之少而珉之多邪？”孔子曰：“恶！
赐！是何言也！夫君子岂多而贱之，少而贵之哉！夫玉者，
君子比德焉。温润而泽，仁也；栗而理，知
也；坚刚而不屈，义也；廉而不刿，行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并见，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远闻，其
止辍然，辞也。故虽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诗》
曰：‘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此之谓也。”
这里，孔子提出了“夫玉者，君子比德焉”这一重要观念，以玉象征君子的德、仁、智、义、德行、勇、真情、
言辞等。尽管在《
论语》里孔子没有直接提到“君子比德”，但这并不能说《荀子·法行》里记载的孔子“君
子比德”观完全不可信，至少可看作是荀子对孔子“比德式思维”的进一步发挥。
这样，孔子及先秦儒家眼中的自然物总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道德意义。他们开创的比德式思维，
一方面有着深刻的美学思想基础，另一方面也树立了比德式思维传统和许多审美的艺术范型。

二
孔子开创的比德式思维，并非是其主观臆造，而是基于华夏巫术文化及其诗性思维。所谓“原始型的
诗性思维”，是指“先民们在逐渐从动物界挣扎出来、其自我意识逐渐增加的过程中，往往用一种‘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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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物’
的方式来理解自然、解释自然，对自己的每一种发现都异常兴奋，对自己的每一种‘本质力量对象
化’的结果都欣喜万分，对自己的每一点进步、每一次超越都激动不已，因此，此时人类的全部社会活动
都以一种诗性的思维方式即感性的、拟人化的方式展开”淤（P.69）。可以说，人从自然中超拔出来的历程是
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轨迹。人是自然中的一分子，自从脱离动物界，展开实践活动，人便开始了对自然的
认识。起初，人类还是处于彼此基本孤立状态的原始人群。为了生存，先民们在栖居地附近随时随地采
撷果蔬，捕获小动物。他们的活动范围很小，自身的生产尚停留在族内婚姻阶段，大脑发展处于低级阶
段，人的类比、概括能力也都十分低下。到了氏族制阶段，人类的生产实践范围扩大了，能力提高了，不
同氏族之间的交往得以产生并日趋频繁。生活空间的扩大，能力的提升，使原始人的脑容量随之发生变
化，人的观察能力、理解能力、幻想能力大为提高。这一切，使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产生了一个飞跃，先民
们开始探索人自身、人与自然以及自然现象之间的联系和因果关系。人们掌握了一些直接的、感性的、
经验性的知识，但认识水平还很有限。这一时期，先民们往往运用原始型的诗性思维来理解自然、解释
自然。意大利历史学家维科这样描述原始型诗性思维的性质：“诸异教民族的原始人，都是些发展中的
人类的儿童，他们按照自己的观念去创造事物。但是这种创造和上帝的创造大不相同，
因为上帝凭他的
最纯粹的智力，能认识事物，而且在认识事物之中就同时创造了该事物。而原始人由于他们的强壮无
知，全凭肉体方面的想象力，才创造出事物。而且因为全凭肉体方面的想象，他们以惊人的崇高气派创
造了事物；这种崇高气派伟大到使凭想象创造出事物的那些人物格外震惊，因此，他们被称为‘诗人
盂(P.44、
182）
这里最能代表人类童年的诗性思维的方式的，就是那种强壮而旺
们’，在希腊文里就是创造者。”
盛的“
肉体方面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让一些事物成为具有生命实质的真事真物，并用以己度物的方
式使他们也有感觉和情欲”盂（P.200）。被马克思称许为后人无法企及的古希腊神话和史诗以及同样伟大的
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以及巫术文化，它们的源头，就产生于先民的这种诗性思维。“在原始人看来，自然
是某种异己的、神秘的超越一切的东西。在所有文明民族所经历的一定阶段上，他们用人格化的欲望，
榆
到处创造了许多神。”
人类思想史研究表明，尽管原始巫术文化、神话、传说的产生基于原始时代人类
低下的生产力，但原始巫术文化、神话、传说依然不失为人类在特定时代探索世界的清晰足迹，体现了
古代人类力图认识世界的卓越努力。比德思维的起源植根于原始宗教生活的土壤，它的产生以远古人
类的巫术文化、神话为基础和前提，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丧失了原有的观念内容而渐渐演
化为抽象的文化符号。德国古典美学家黑格尔认为，“几乎世界上一切民族最古老的艺术都是象征”。原
始时代，人类的社会意识还处于浑然一体的状态，哲学包裹在宗教里，宗教又包裹在艺术里，所以他说：
虞（
P.24）
“艺术是对宗教观念的形象翻译。”
原始巫术文化、神话、传说不仅记录了人类早期原始宗教的世界
观，同时也表达了在巫术、图腾崇拜和鬼神笼罩下人类的宗教意志。远古宗教祭祀仪式中的歌舞通过象
征演示与诠释了国家的观念，与祭祀相关的诗、乐、舞便与“礼”紧密联系在一起。周代的礼乐制度把早
期流传下来的原始祭祀礼仪进行改造，将社会等级、宇宙天地、亲族感情与祭礼仪式相结合，并用一套
形式化的诗、乐、舞表现出来。因而，礼乐制度外在形式的礼仪，便将诗歌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孔子在继
礼、复礼中，继承了前人礼乐文化的传统，至少是仍让礼乐披上人格化的外衣，树立了一个比德式思维
传统。这就是比德式思维产生的思想——
—审美基础。

三
孔子树立的比德式思维传统，后世历朝历代的文人、文论家们都有继承与发展。他们以比德式思维
观赏那些美好的自然物（松、竹、梅、兰、菊等），从中发掘其道德意义和象征意义，而那些美好的自然物
也逐渐沉淀为华夏民族的审美的艺术范型。范型，顾名思义，就是范式与类型，或具有典型性的方式或
类型，
而艺术范型也就是具有典型性的艺术表现方式。历朝历代的人们都有自己喜爱的有关美好自然
物的艺术范型。
汉魏晋六朝时期，孔子比德式思维传统得到继承、发展，可谓审美艺术范型的形成期。对于孔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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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山水比德”、“以玉比德”，汉儒都作了不绝如缕的发挥。《韩诗外传》
：“问者曰：‘夫智者何以乐于水
也？’
曰：‘夫水者，
缘理而行，不遗小间，
似有智者；动而下之，
似有礼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
似知命者；历险至远，卒成不毁，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群物以生，国家以守，万物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
所以乐于水也。’诗曰：‘思乐泮水，薄采其茆，
鲁侯戾止，在泮饮酒。’乐水之谓也。”董仲舒也解释说：“咸
（《春秋繁露》）以上二者均从比德式思维这一角度，
指出孔子赞美水的
得之而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
原因在于看到了水的德性。这里明确地把人的道德修养、品格节操与水的自然特征相比拟，
使水因而获
得了丰富的道德意义。仁者何以乐山呢？《尚书大传》卷六曰：“夫山，草木生焉，
鸟兽蕃焉，财用殖焉；生
财用而无私为，四方皆伐焉，每无私予焉；出云雨以通乎天地之间，阴阳以合，雨露以泽，万物以成，百姓
以飧，
此仁者之所以乐于山者也。”这里亦从比德式思维出发，把山的一些自然属性象征化，
将其类比于
人的道德意义和社会意义。刘向在《说苑·杂言》中对孔子比德式思维作了淋漓尽致的阐发。如对“
以玉
比德”
，《说苑·杂言》谓：
“玉有六美，君子贵之：望之温润，近之栗理，声近徐而闻远，折而不挠，阙而不荏，廉而不刿，有
瑕必示之于外，是以贵之。望之温润者，君子比德焉；近于栗理者，君子比智焉；声近徐而闻远者，君
子比义焉；折而不挠，阙而不荏者，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刿者，君子比仁焉；有瑕必见于外者，君子比
情焉。”
这里是刘向对玉道德负载意义的揭示，来说明孔子“以玉比德”的原因。关于松这一艺术范型，《说苑·说
丛》谓：“草木秋死，松柏犹在。”这里刘向对松柏象征意义的理解，完全是沿着孔子关于松柏的象征思维
发展的。刘安《淮南子》、司马迁《史记》都曾发挥过孔子的这一论述，以岁寒比喻乱世、事难、势衰，以松
柏比喻仁人君子坚韧的品德。在这种理论自觉下，汉代比德的文学内容更加丰富，更加细腻，更加深刻。
如祢衡《鹦鹉赋》，
创作的指导思想就是自觉的比德观：“配鸾皇而等美，焉比德于众禽。”全篇运用一个
类比象征意象。乍看起来，通篇描写鹦鹉，无一句不紧扣鹦鹉的特性，但实际上，又句句是在以鹦鹉自
况，在整体全面类比之中，深切充分地表达了作者生于乱世的良多感慨和寄人篱下的极为复杂的心境。
不过，
在范围扩大和程度深化方面兼而有之并最有代表性的，还是董仲舒的著名散文《山川颂》。《山川
颂》直接继承了孔子关于“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有关比德思想，但在比的具体内容上集先秦山水比德
思想之大成，又有创造性的发挥，比先秦更加全面系统，
更加充分深刻，体现出既广且深的特点。
在魏晋六朝时期，文学艺术家们开始以比德式思维传统来观赏美好自然物，形成了诸如松、梅、兰、
菊等艺术范型。对于松，三国刘桢《赠从弟》诗云：“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
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这首诗刘桢以不畏风霜的松树勉励他的从弟要
有独立的人格和坚贞不屈的操守。松柏所象征的道德意义，既是别人，
同时又是自己应坚持的操守。关
于梅，
有谢眺的《咏落梅诗》、何逊的《咏早梅》
、萧纲《雪里觅梅花》、庾信的《咏早梅》
。一般来说，作为众
芳之先的梅以其冷艳素洁的苦寒之心，疏影横斜的冰雪之形，多主乡国之愁、闺阁之怨和时序之慨。如
（萧绎《咏梅诗》）。
南北朝宋人鲍照《梅花落》诗云：“中庭杂树多，
偏为梅咨嗟。问
“人怀前岁忆,花发故年枝”
君何独然？念有霜中能作花，霜中能作实。摇荡春风媚春日，念尔零落逐寒风，徒有霜华无霜质！”
用梅
花耐寒的品性来象征有节操的志士仁人。梁代何逊《扬州法曹梅花盛开》诗写到梅的“
枝横”
：“兔园标物
序，惊时最是梅。衔霜当路发，映雪拟寒开。枝横却月观，花绕凌风台。朝洒长门泣，
夕驻临邛杯。应知
早飘落，故逐上春来。”这里通过梅花坚贞品质的歌颂表达了作者自己高尚清雅的道德情操。鲍照、
何逊
均看出了梅花身上所寄寓的道德意义。关于兰，晋代王淑之强调兰的幽香品格：“芳熏百草，孰是芳质，
在幽愈馨。”（《兰菊铭》）兰是仁人君子在穷困，
遭受打击时仍坚持自我的比德。孔子极为称赏兰的芳质，赋
予兰不媚俗的独立人格美，“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孔子家
语·在厄》）。
而后人对于兰的象征化、拟人化大体都是沿着孔子所定的基调发展的。关于菊，晋宋时期陶渊
明题咏菊的佳句有：“秋菊有佳色， 露掇其英”（《饮酒》），
“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
（《和郭主簿二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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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把自身与菊的特殊情感描绘了出来：“三径就荒，松菊犹存”（《归去来兮辞》），“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
山。”（《饮酒》）陶渊明归园田居，将秋菊视为知己，看出其芳香、凌寒、孤傲的象征意义，而这正与诗人的
人格追求相一致。
隋唐时期，仍有坚持比德式思维传统的学者和作家。唐代岑参对松、竹身上寄寓的人格皆有论述。
他在《
感遇》
中谓：
“君不见拂云白丈青松柯，纵使秋风无奈何。”显示出青松不畏严寒的精神，可谓君子
气度的审美理想化身。又在其《范公丛竹歌》曰：“寒天草木黄落尽，犹自青青君始知。”诗人以竹的气节
（李白（《古风》第十二），
“松柏死不变，千年色青青，志士贫更坚，
赞美君子之风，“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
守道无异营”
（孟郊《郭郎中》）。“
栖松”“友竹”又“咏梅”乃是退逸林下或隐逸山中的文人生活的写实：“独
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王维《竹里馆》）、“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李白《赠孟浩然》）、“泠泠七弦上，静
听松风寒”
（刘长卿《听弹琴》）、
“不受尘埃半点侵，竹篱茅舍自甘心”（王淇《梅》）。
与此同时，宋代理学逐渐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比德式思维亦受其影响，审美艺术范型在
这一时期成熟。宋人不光有自己喜爱的梅、
竹、菊、莲等艺术范型，还进一步拓宽了这些艺术范型的象征
意义，
并进行了理论上的归结。以梅为例，林逋在《山园小梅》写出了对仗工整的咏梅“枝横”句：“疏影横
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林逋写梅不仅仅欣赏梅的形式美，梅的芳香，而且还欣赏梅的审美人格。
陆游有《卜算子·咏梅》词：“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无意苦争春，
一任
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诗人以驿外断桥边上寂寞开无主的梅花来比附自己的不幸遭
遇和不得志的心境。南宋华光老人（仲仁）所作的《华光梅谱》
，其中《取象》条是对梅花的哲理意义的揭
示：“梅之有象，有制气也。花属阳而象天，木属阴而象地，而其故各有五，所以别奇偶而成变化。蒂者花
之所自出，象以太极，故有一丁。房者，花之所自彰，象以三才，故有三点。萼者，
花之所自出，
象以五行，
故有五叶。须者，花之所自成，象以七政，故有七茎。”这里，梅花的瓣、茎、
叶等组成部分，花开花落的变
化过程，都被华光老人将其象征意义哲理化，神圣化了。宋代诗人范成大还把赏梅提升到理论层次上，
（《梅谱》）
对宋人的梅花观念进行了归纳。他说：
“梅以韵胜，
以格高，故以横斜疏瘦与老枝怪奇者为贵。”
说明了梅的个性特征成为人格美象征的原因。此外还有松、竹、莲、菊。如松，韩拙《山水纯全集·论林木》
说：“松者，公侯也，为众木之长。亭亭气概，
高上盘于空，
势铺霄汉，枝进而覆挂，下接凡木，以贵待贱。如
君子之德，周而不比。”韩拙细致论述了松树所象征的品德和意义，
令人不禁想起儒家“君子之德风，小
人之德草”这句话。如竹，画家文与可、苏轼极喜爱，在竹子身上倾注了我们民族的审美理想。在苏轼笔
下，竹的形象承载着更多善的内容，是画家人格的象征，
是画家本人的化身。他说：“与可画竹时，见竹不
愚
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苏轼将文与可之竹都归到文与可的人格及生存状态，由于文与可之
郁，所以竹也偃抑如病；由于文与可之隐，所以竹也独立不倚；由于文与可之傲世，所以竹也冰志雪节。
再如莲，周敦颐的《爱莲说》：“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
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
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周敦颐赋予莲这样高洁的操
守，使其成为君子之德的典范，可以说是先秦比德传统在宋代的发展、创造。如菊，苏轼有“菊性介烈
……天姿高洁”，陆游“菊花如志士”，朱淑真“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
。文人对菊花歌之咏
之，图之绘之，有的是表达对高洁人格的景仰，有的是表现自身不流凡俗的气节。可见，到了宋代，艺术
范型在长期的审美实践、
美感体验中，终至成熟。
元明清亦有支持与维护孔子比德式思维传统的，是审美艺术范型的发展期。元代齐因对孔子比德
式思维进行了理论上的自觉总结和概括，将“比德”和“比喻”相提并论，认为二者的运用能够包收万物
涵融事理，从而使诗歌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其《鹤庵记》说：“予观古人之教，凡接于耳目心思之间者,莫
不因观感以比德，
托兴喻以示戒。是以能收万物而涵其理以独灵，如《黄鸟》之章孰不赋之？”从思想内涵
来看，
诗文中的比兴主要是指比德，也就是说, 比兴的形式主要用以表现比德的内容。清代画竹名家郑
板桥的“心中之竹——
—胸中之竹——
—手中之竹”说，是绘画创作的重要理论之一，板桥将竹融入了自己
的灵魂，有《
竹石》
为证：“
咬定青山不放松，
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南西北风。”
袁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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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孔子比德式思维及其对审美范型的影响

（《小仓山房诗文集常记》）王国维对竹子承载的道德意义还作了观念上
也曾说：“竹有低头叶,梅无仰面花。”
的总结，他在《此君轩记》中说：“竹之物，草木中之有持操者。与群居而不倚，虚中而多节，可折不可曲，
凌寒暑而不渝其色……，
其超世之致与不可屈之节，与君子为近，最以君子取焉。”竹子因其虚心，
有节，
清拔凌云，不畏霜雪，随处而安等自然特征，很自然地被君子取来作为理想人格的象征。
从以上历朝历代的文人、文论家们对孔子比德式思维的继承、发展，可以见出松竹梅兰菊等范型大
致经历了人们在比德自然观中对自然物性的体认，承传及衍变的过程。松竹梅兰菊等是高洁品性的象
征,只有有着君子之风的人,才能够与之产生精神上的交流呼应。所以仁人君子一看到松，便想到“岁寒
后凋”
，看到竹，便想到“直节虚中”，看到梅，便想到“傲雪迎春”，看到兰，便想到“幽谷传香”。这表明由
于孔子及先秦儒家创立的比德式思维传统，自然物在人们眼里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它使“人们的道德
生活尤其是道德修养、人格形象的建树，具有了其它文化鲜有的特殊内容。道德主体通过比德进行人格
理想的构建和人格形象的塑造，既是一种自律，又是一种他律，既是获得一种寄托，又找到一个范型，一
种规约”舆。换句话说，孔子比德式思维作为先秦时代审美活动的一种理论概括，作为一种从社会性、伦
理性出发去评价、
观照自然对象的审美认识思维方式，在中国文学史上延续了几千年。而那些被用来比
德的美好自然物（松竹梅兰菊等）也悄无声息地积淀于中华民族的文学艺术史中，被确立为审美的艺术
范型，
为后世的文学创作和美学实践提供着丰富的精神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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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34 页） 形态的时候，从生产力的角度，即从技术社会形态的角度来考察，是需要我们特别重视
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从经济社会形态和技术社会形态两个维度对中国社会发展状况进行了全
面、科学概括，而且强调的重点在后一方面。据此，我们应该更多地注意下大力气去夯实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构建的物质技术基础，以从根本上解决影响中国社会和谐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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