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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院儒家荣辱观对现代道德重建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遥 尤其是传统道德修养的心理基础要要
要羞耻

心袁以及作为传统道德追求的自我激励心理机制要要
要荣誉感和荣辱观的终极心理动力精神不朽的培养袁

应该成为今天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遥 这主要是因为袁即使在今天袁道德主体对社会的普遍赞誉以及精神
生命的野不朽冶的追求仍然是萌发羞耻心和产生荣誉感的真正动因遥
关键词院荣辱观曰 羞耻心曰 心理基础曰 道德荣誉曰 精神不朽曰 心理动力曰 道德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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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汉武帝时期儒学获得统治地位以后袁中国的传统道德基本可以说就是儒家的道德袁而荣辱观
则是中国儒家道德体系的核心和基础袁也是现代道德建设体系不可缺少的部分遥 所谓荣辱观袁是由野荣冶

和野辱冶两部分组成遥 野荣冶就是荣誉袁是人的道德行为受到社会的肯定和赞誉以及人对于这种赞誉的追
求曰野辱冶就是耻辱袁是人的行为受到社会的否定和谴责以及人的灵魂深处形成的羞耻心遥 野荣冶是外在的
激励袁野辱冶是内在的心理束缚袁是个体的一种内在自觉遥 所以袁荣辱观的内涵可以最终归为主体的羞耻
心和外在的荣誉感袁两者相辅相成袁相互作用遥

要道德荣誉袁以及追
本文要探讨的是羞耻心在儒家道德思想中的地位和羞耻心形成的心理动因要要

求道德荣誉的更深层次的心理动力要要
要精神不朽遥 笔者希望通过对于儒家道德荣辱观的心理动因的探

讨为现代道德建设提供一点参考遥

一尧 羞耻心要要
要儒家道德自律的内在心理基础
儒家的道德规则是自律性质的袁而羞耻心正是儒家道德自律的内在心理基础袁所以袁历来儒家代表
人物都强调羞耻心的重要性遥 儒家创始人孔子说的野知耻近乎勇冶淤包含有这样的意思院当道德主体背离
道德原则时袁主体因为野知耻冶袁就会进行自我谴责袁而这种自我谴责就是一种勇气的表现遥 所以袁孔子说
的野知耻近乎勇冶袁包涵有野知耻冶是遵行道德规则的心理基础这一深刻涵义遥 孟子继承并发挥了孔子的
这一思想袁他说院野羞恶之心袁义之端也冶于中国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也说院野人有耻袁则能有所不为冶盂袁

这句话说明了羞耻心是道德主体的内在束缚袁约束着道德主体不做违背道德的事遥 外在的道德束缚也
是通过内在的束缚起作用的袁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内在的道德束缚袁外在的束缚对他就根本不会起作
用遥 朱熹对羞耻心在道德施行中重要作用的具体阐释袁是对孔子和孟子都重视羞耻心的基础作用观点
的进一步发挥遥
既然羞耻心是道德追求的心理基础袁是野义冶的发端袁因此袁儒家特别强调人们要保有羞耻之心袁没
有道德的人被称为野寡廉鲜耻冶者遥 儒家向来主张施野仁政冶袁行野礼治冶袁即以德治国遥 孔子说院野道之以政袁

齐之以刑袁民免而无耻曰道之以德袁齐之以礼袁有耻且格遥 冶榆这即是说袁用权力和刑法来治理天下袁百姓或

许能够免于刑法袁却又致力于如何逃脱刑法袁而对自己的违法行为不感到羞耻曰如果用道德和礼仪来约
束他们袁百姓就会懂得廉耻袁走入正道遥 孔子的意思是以德治国袁人民就有羞耻心袁有了羞耻心袁就不会
去做有悖于道德准则的事袁野礼治冶社会才能出现袁天下也就太平遥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龚自珍则从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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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说明了这种羞耻心与治国的密切关系袁他说院野士皆知有耻袁则国家永无耻矣遥 冶虞国民皆有耻辱感袁都
知耻袁国家的道德水准就上升了袁国家就不会有污点遥 这样袁国民有耻成了国家道德觉悟水平的标志遥 康
有为也认为羞耻心是野治渊政冤教之大故冶遥 由此可见袁羞耻心在中国传统道德中的重要地位遥
在儒家道德系统中袁羞耻心被上升到与人格尊严等同的地位遥 孟子说野人不可以无耻袁无耻之耻袁无

耻矣冶愚袁野无羞恶之心袁非人也遥 冶舆南宋陆九渊也说野人而无耻袁果何以为人哉冶余袁羞耻心是人格存在的基
础袁没有羞耻心的人就没有独立人格袁就不成其为人遥 可见在中国传统社会袁有没有羞耻之心是人与禽
兽的根本区别点遥 正因为如此袁孔子说院野无求生以害仁袁有杀生以成仁冶俞遥 因为如果为了求生而失去
野仁冶德袁那就是苟活袁就要忍受内心耻辱感的折磨袁这是一种非人的生存袁而野杀生以成仁冶袁则可以千古

留名袁在道德的祭坛上使自己获得永生遥 例如叶左传曳记载院当锄麑奉晋灵公之命杀赵盾时袁见赵盾 野盛

服将朝袁尚早袁坐而假寐冶就野叹而言曰院耶不忘恭敬袁民之主也袁贼民之主袁不忠曰弃民之命袁不信遥 有一于

此袁不如死也遥 爷触槐而死遥 冶逾当行为将有背于道德时袁他宁愿选择死袁而不愿做违背道德的事遥 由此可
见袁在中国传统社会袁羞耻心对人的道德束缚多么有力浴 在物质金钱和道德之间袁羞耻之心也左右着人
们的选择遥 孔子说袁野富与贵袁是人之所欲也曰不以其道得之袁不处也遥 贫与贱袁是人之所恶也曰不以其道去

之袁不去也遥 冶 员员 这就是强调人生的任何选择包括富贵与贫贱的选择都要符合道德要求遥 孟子也说院野富贵
不能淫袁贫贱不能移袁威武不能屈冶 员圆 即富贵尧贫贱和暴力都不能改变我对正义尧对崇高道德的追求袁那个
人人皆知的不食嗟来之食的齐人尧民族英雄文天祥尧现代民主斗士闻一多等都是这方面的道德典型遥
羞耻心往往能够约束一个人的行为袁它也是道德主体规范自己言行和追求高尚道德的内在心理基
础遥 有了这种心理基础袁一个人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有良好的品德修为和有高尚道德追求的人遥 但是人为
什么会产生羞耻感呢钥 这与人们对荣誉的追求是分不开的遥 羞耻是荣辱的反面袁得不到荣誉袁相应的就
有一种羞耻感遥 所以道德建设中袁羞耻心成了内在的约束机制袁而追求荣誉则成了羞耻心的外在激励机
制袁两者是紧密相连的袁是荣辱心理的两个方面遥
二尧 追求道德荣誉要要
要羞耻感产生的外在心理动因
羞耻感是儒家道德建设的内在心理基础袁而羞耻感的产生恰恰是源于对荣誉的追求遥 功成名就是
古代中国士人追求的最高目标袁民族英雄文天祥的野人生自古谁无死袁留取丹心照汗青冶的诗句袁最能代
表士人对流芳百世之野名冶的执著追求的心态遥 名是社会对于一个人的正面评价的舆论广度袁是社会给
予道德主体的荣誉袁所以袁古人对于野名冶的追求也就是对于荣誉的追求遥 渴求建立身后之名的心理袁在

孔子本人那里也有表现遥 孔子说过院野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遥 冶 员猿 这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到死还没有相称
的名声袁就是一件很痛心的事了遥 屈原叶离骚曳中写到院野老冉冉其将至兮袁恐修名之不立遥 冶表现的也是同

样一种心理遥 司马迁遭受腐刑后袁人生对于他已没有任何意义袁而支持他活下去的就是扬名后世的追
求袁正如他在叶报任安书曳中说院野立名者袁行之极也遥 冶

在传统道德教化思想中袁将荣誉的获得建立在道德修养的基础上遥 孔子认为对野仁冶德的修养是成

名的基础遥 他说院野君子去仁袁恶乎成名冶员源 袁也就是说君子没有野仁冶心袁就不能够获得道德赞誉袁而要想得

到这种普遍的道德赞誉袁就必须从道德上修养自己遥 因此袁要成名就必须培养高尚的道德品格遥 孔子的
这句话袁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在他那个时代袁对野名冶即道德赞誉的追求已成为士人道德修养的外在动
力和刺激遥 其后孟子也说野仁则荣袁不仁则辱冶 员缘 遥 荀子与孔孟不同的是袁他更注重野义冶野利冶与荣辱的关

系遥 他说院野好荣恶辱袁好利恶害袁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袁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矣遥 冶野先义而后利者荣袁

先利而后义者辱遥 冶 员远 荀子是较早倡导功利思想的学者袁与孔子的野君子喻于义袁小人喻于利冶的观点不

同袁荀子认为对野利冶的追求并不妨碍君子之德袁但在野义冶尧野利冶二者之间要摆正位置袁即先野义冶而后
野利冶遥 就是积财并非不善袁但要以野义冶为前提袁而且积德比积财更为重要袁因为积累仁德就会获得社会

的普遍赞誉袁就会成就好的声名遥

社会给道德主体的这种回报使名誉的自我激励作用更加彰显袁维吾尔族的名典中有几句话直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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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荣誉对道德主体的这种激励作用院野不要追求生活袁要获取名誉袁人生中重要的是声名冶野倘若你想

得到人们的赞颂袁要多做好事袁和蔼可亲遥 冶 员苑 这些都说明在传统社会中袁获得道德上的荣誉已成为人们

道德修养的外在激励机制遥

要追求道德荣誉的终极心理动力
三尧 渴望精神不朽要要
羞耻心产生源于荣誉的反向激励袁那么主体又为什么要渴望追求道德荣誉呢钥 笔者认为袁中国古人

对于道德上荣誉的这种追求是源于对精神生命野不朽冶的渴望遥 因为人自身的悲剧不可改变要要
要即人终

有一死遥 人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现状袁但是袁人类之所以是人类袁区别于其它动物的原因就是人有意识袁
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冶袁所以就要追求精神的不朽遥

信仰宗教的人袁会将野不死冶和野永生冶的希望寄托于不同于世俗社会的超验社会遥 比如佛教徒将成

佛作为自己的目标袁因为佛是可以永生的袁以免坠于生死轮回遥 基督教也预设了在世俗世界外还有天堂
和地狱袁所以基督教徒都希望死后升入天堂袁不入地狱遥 而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只有道教遥 其它宗教都
是修得灵魂的不朽袁而道教是修得肉体的长生不老袁以达到不死的愿望遥 很显然肉体的不朽没有精神不
朽的欺骗作用大袁所以袁道教在中国的吸引力并不能达到像其它宗教在本土的影响那样大遥 但是袁中国
除了道教外袁还有儒教或是儒学来为人们的精神野不朽冶追求提供理论上的支撑遥
儒教将精神野不朽冶的追求放在对于野名冶的追求上遥 基督教和佛教是将精神不朽的追求放在世俗社
会外的超验社会中袁而儒教是将精神不朽的追求放在本来这个世俗社会中袁即在世俗社会中达到不朽袁
而不是重新设定另一个超验社会遥 途径就是主体可以通过名誉的获得袁以留名千古袁从而达到精神不

死遥 叶后汉书曳卷六十二叶荀淑传曳里说道院野得失一朝袁而荣辱千载冶反映的正是这种追求荣誉以达到精神

不朽的心态遥 清代思想家顾炎武也说过院野人生富贵驹过隙袁唯有荣名寿金石冶 员愿 人生富贵是物质上的袁但
是好的名声却是寿比野金石冶袁永垂不朽的遥 蒙古族的罗布桑丹津也说院野身体是短暂的袁名誉是永存的冶
员怨

虽然这不属于儒家思想袁但是心理动机却是一样的遥 可见人们追求名誉是为了使精神不朽遥 臧克家那

首流行很广的诗歌叶有的人曳这样写道院野有的人活着袁他已经死了曰有的死了袁他却活着冶袁就是上述思想
的最好注脚遥
中国古代士人认为袁要想得到最好的荣誉袁要想使有限的生命野不朽冶袁最好的方式就是修德成名遥

春秋时代鲁国大夫叔孙豹的观点是院野太上有立德袁其次有立功袁其次有立言袁虽久不废袁此之谓不朽遥 冶
圆园

这就是所谓的君子野三立冶袁亦即士人的人生三大追求遥 在这三大追求中袁野立德冶是首位的袁最重要的袁

是君子立身之本遥 所谓野不朽冶就是当一个人修养成为一个道德楷模时袁即使他的肉体生命结束了袁他还
可以使自己的精神生命得以延续袁让自己的道德灵魂永驻人心袁垂范百世而流芳千古遥 这种追求不朽的
道德观念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主要特征之一遥 在君子的野三立冶之中袁与立功尧立言相比袁人们给予野立德冶

者以更高的评价遥 例如 野明朝万历年间有三个名人院张居正尧戚继光尧海瑞袁他们死后袁老百姓对海瑞的

评价最高袁对张尧戚则不以为然遥 为什么呢钥 因为海瑞虽然当了几十年知府袁没什么显著政绩可言袁但清
正廉洁袁罢官回家时两袖清风袁一贫如洗曰而张居正虽厉行改革袁有利国计民生袁却家藏万贯曰戚继光统
领戚家军袁驰骋疆场袁令倭寇闻风丧胆袁但也曾给张居正送礼袁送美女遥 冶 圆员这说明袁在中国古人的心目中袁

高尚的道德具有无上的价值遥 洪应明在他著名的叶菜根谭曳中就说院野事业文章随身销毁袁而精神万古如

新袁功名富贵世转移袁而气节千载一日袁君子信不当以彼易此也冶这里的气节也就是道德上的气节袁也就
是野义冶袁功名和文章虽然也可获得声名袁但是只有道德上的声誉才可以野千载一日冶袁野永垂不朽冶袁所以
在古代文人的眼里袁野立功冶袁野立言冶皆不如野立德冶遥
当然袁荣誉感对道德主体的自我激励要有一个前提袁那就是这个道德主体必须是关注社会尧关注人
生尧积极有为的人遥 倘若是遁入空门尧参破人生袁或自轻自贱尧得过且过尧无所作为的人袁他的荣誉感就会
十分淡薄乃至于无袁又何来动力呢钥 在中国传统社会袁对于正统的士人来讲袁个人的荣誉是比生命还要
重要的袁而最高的荣誉是献身于道德的荣誉袁所以袁儒学的经典作家提倡野杀身成仁冶尧野舍生取义冶遥 而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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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来的那些仁人志士袁在面对生死考验的时候袁大概都有文天祥野留取丹心照汗青冶那样的信念与执
著院宁可断头袁而不能毁损自己忠孝节义的声名袁这种道德的自我激励成就了中国历史上无数被称之为
我们民族脊梁的英雄豪杰袁而这些英雄豪杰袁也永远昭示着后人去追求崇高的道德节操袁在道德修养的
实践中不断净化自己的灵魂袁使自己成为一个清廉自律尧坚毅忠贞尧果敢无畏的充满野浩然之气冶的野大
丈夫冶遥 正因为荣誉感在传统道德追求中有如此大的激励作用袁所以现代新儒家杜维明就说院野儒家的宗
教性就是要在这个所谓世俗的世界里面体现其神圣性袁 把它的限制转化成个人乃至群体超升的助源袁
把 糟燥灶凿蚤贼蚤燥灶葬造蚤贼赠 变成 则藻泽燥怎则糟藻遥 冶 圆圆 杜先生的意思就是说儒家是在世俗世界里面实现人的永生袁而本文可

要道德声名遥
以补充的一点就是袁 儒家在现实世界里实现永生的方法之一就是获得社会的普遍赞誉要要

我们完全能够这样结论院道德主体对道德荣誉的追求恰是产生于对精神不朽的追求遥 而这种追求形成
的激励又推动了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遥
四尧 对现代社会道德建设的启示
处于转型期的现代中国正经历着伦理道德思想的巨大变化袁西方思想的侵入也对传统的道德思想
提出了严峻挑战遥 比如袁在任何社会袁知识分子都是社会舆论和意识的先导袁从知识分子的思想就可以
看出这个社会的意识状况遥 在中国传统社会袁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一直是道德良知的倡导者和实
践者袁道德圣人袁精神不朽一直就是他们努力的目标袁如孔子尧孟子尧屈原尧司马迁尧王阳明尧谭嗣同等都

是传统优秀知识分子的道德典范遥 今天袁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队伍不断壮大遥 但在这支庞大的知识
分子队伍中袁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已不再标榜道德神圣袁而不择手段去追逐一己之利袁心甘情愿地让无
穷的贪欲吞噬自己道德的灵魂遥 就像叶道德中国要当代中国道德伦理的沉重忧思曳作者所说的那样袁现
在知识分子中流行着一股野痞子化冶潮流袁他们野逃离神圣袁摈弃价值袁否定价值冶袁他们甚至就像一个恶
作剧者那样袁以肆意践踏道德为乐袁一些文学作品以及影视作品袁则将褒扬邪恶尧诋毁高尚作为最大的
卖点而乐此不疲遥 因为他们已不再相信不朽袁唯一相信的就是现时的享受遥 因为不再相信不朽袁人的灵
魂就会处于痛苦的状态袁所以就用种种物欲来麻痹自己遥
以上表明袁荣辱观的作用仍然存在袁但是传统荣辱观的精神已丧失殆尽遥 传统荣辱观以道德上的荣
辱为主袁以作为一个有德行的人为荣袁以丧失德行为耻遥 现代社会却以利益的获得为荣辱的标准袁以富
贵为荣袁以贫穷为耻袁对于品行上的荣辱却不再关心袁而且羞耻心也渐渐淡化遥 最为重要的区别是袁传统
荣辱观的精神动力是追求精神的不朽袁而现代社会已丧失了对于精神不朽的追求袁荣辱观与精神不朽
已经脱节遥 比如明星和政客利用炒作新闻获得野名气冶袁但最终目标却是为了再利用这个野名气冶达到获
得金钱的目的遥 这种对于精神不朽追求的丧失袁道德上的荣誉感和羞耻心当然也随之丧失遥 于是袁社会
的道德系统就处于崩溃的边缘遥 对于现代的这种荣辱观袁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袁从社会经济角度说袁它
虽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但不利于社会和人身心的协调发展袁而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袁不单纯追求
物质上的超前发展袁还要注重社会和人身心的协调发展遥 所以袁现代道德建设应借鉴传统的道德荣辱观
和精神不朽的激励机制袁使两者结合起来遥
当然这种对于传统荣辱观的借鉴是建立在批判继承基础上的袁不是盲目地全盘照抄遥 比如袁我们应
抛弃传统道德荣辱观中不重视野利冶的思想袁而应结合现代社会的现实袁将野利冶与野义冶结合在一起遥 再比
如传统荣辱观中重德不重功的思想袁在现代社会也应加以改变袁就是既要重德也要重视功劳遥 还有对于
精神不朽野名冶的追求袁有时也难免误于虚名袁因为野名冶毕竟是虚的袁有时会与野实冶不相符合袁所以实行
中难免会出现名实不符的现象袁这是儒家荣辱观的作用机制的一大缺陷遥 总之袁对于传统道德中的一些
具体的道德范畴袁我们要批判地对待遥
那么袁传统道德荣辱观的心理作用机制对于现代道德建设有何启示呢钥
从总的思路来说袁首先要肯定和鼓励人们追求精神上的不朽遥 对于精神不朽的追求是由人的本性
决定的袁因为人区别于其它动物是人有意识袁能意识到死亡的存在袁所以袁回避死亡袁追求不朽是人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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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努力做的工作遥 政府不应否定这种追求袁而应加以肯定遥 政府要做的工作就是如何利用这股动力袁
如果政府引导不当袁则有可能被宗教或其他迷信组织所利用遥 所以袁政府应将这股追求精神不朽的动力
引导到道德建设上袁将精神不朽和道德上的荣誉结合起来袁引导个体以获得道德荣誉的方式达到精神
上的不朽遥 这样袁个体因为有了追求道德荣誉的动力袁羞耻心就自然而生遥 有了羞耻心袁就能从行为上约
束自己遥 这样袁社会就自然是一个道德和谐的社会遥 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充分利用监督机制袁保证
个体所获荣誉和所做事迹的符合遥
从道德建设的具体策略来说袁有以下几点可供参考院一袁在学校袁重视并宣传儒家的一些优秀的修
身养性思想袁灌输学生追求精神不朽的意识遥 鼓励学生以追求自身的道德完美达到精神上的不朽曰二袁
国家公职人员的任用应将道德品行作为重要的参考因素遥 而判断一个公职人员的道德水平首先看他可
有羞耻心和对于荣誉的追求袁其次是观察他有没有追求精神不朽的意识曰三袁重视家庭道德教育遥 父母
不能仅限于子女智力开发袁更要重视子女羞耻心和荣辱感的培养曰四袁舆论界的从业人员要有较高的道
德素质和道德责任感遥 因为舆论界对于整个社会都起着宣传和教育的作用遥
员源 叶论语窑里仁曳遥

淤叶礼记窑中庸曳遥

员缘 叶孟子窑公孙丑上曳遥

于叶孟子窑公孙丑上曳遥

盂叶朱子语类曳卷十三遥

员远 叶荀子窑荣辱曳遥

虞叶龚自珍全集窑明良论曳遥

员愿 顾炎武叶亭林诗集曳卷四叶秋风行曳遥

员苑 咱维吾尔族暂尤素甫窑哈斯窑哈吉甫叶福乐智慧曳遥

榆叶论语窑为政曳遥

愚叶孟子窑尽心上曳遥

员怨 咱蒙古族暂罗布桑丹津院叶黄金史曳遥

余叶陆九渊集曳卷三十二遥

圆员 王润生 王磊著叶中国伦理生活的大趋向曳贵州人民

舆叶孟子窑公孙丑上曳遥

圆园 叶左传窑襄公二十四年曳遥

俞叶论语窑卫灵公曳遥

出版社 员怨愿远 年版袁第 员圆缘 页遥

逾叶左传窑宣公二年曳遥

圆员 杜维民叶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化曳中国社会科学出

员员 叶论语窑里仁曳遥

版社 圆园园员 年版袁第 源圆 页遥

员圆 叶孟子窑滕文公下曳遥

员猿 叶论语窑卫灵公曳冤遥

渊责任编辑

庆跃先冤

渊上接第 员缘远 页冤
员缘 该书于书名下多注明著者袁间或说明其字号尧籍贯尧官职遥

员远 孟子窑万章援 十三经注疏援 北京院中华书局袁员怨愿园遥

员苑 渊清冤姚觐元编叶清代禁毁书目窑补遗二曳袁载渊清冤姚觐元编尧孙殿起辑叶清代禁毁书目渊补遗冤尧清代禁书知见录曳袁第

猿园远尧猿园怨 页遥

员愿 陈乃乾援 索引式的禁书总录援 北京院北平富晋书社袁员怨猿圆遥

员怨 黄爱平援 四库全书纂修研究援 北京院人民大学熏员怨愿怨遥

﹒北京院中华书局袁员怨愿圆遥

圆园 陈垣援 四库撤出书原委援 陈垣学术论文集渊第二集冤

圆员 孙殿起叶清代禁书知见录曳袁载渊清冤姚觐元编尧孙殿起辑叶清代禁毁书目渊补遗冤尧清代禁书知见录曳袁第 源苑 页遥 又同书

姚觐元叶清代禁毁书目窑全毁书目曳作 远 本袁见叶全毁书目曳第 愿 页遥

圆圆 圆猿 圆源 孙殿起叶清代禁书知见录曳袁载渊清冤姚觐元编尧孙殿起辑叶清代禁毁书目渊补遗冤尧清代禁书知见录曳袁第 员园怨尧员猿猿尧

员愿圆 页遥

圆缘 雷梦辰援 清代各省禁书汇考窑序援 北京院北京图书馆袁员怨愿怨院猿遥

圆远 刘汉屏援 四库全书史话援 北京院中华书局袁员怨愿园院员猿遥

圆苑 王彬援 清代禁书总述窑出版说明援 北京院中国书店袁员怨怨怨遥

渊责任编辑

许劲松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