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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current of ceaselessly developing world education, Sinological theory of life orientation
and individual image should be attached importance to constantly. In order to stimulate a reformation, the theory should also be researched properly. This theory system is based on an abstract
life orientation named “gentleman”. “Gentleman” orientation contains a range of specific and systematic noble connotations, including those individuals who want to imitate the Confucian standard image of voice and countenance, words and deeds. Based on the critical acceptance of “gentleman” orientation, the modern goal and new theory of talent training should be constructed.
With these aforementioned efforts,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beauty” education,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view will be thoroughly implemented on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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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学人生定位和个体形象的理论，应在世界教育发展的背景和趋势中引起重视，进行科学地研究，使其
更生变革。这一理论系统，以“君子”为人生定位。“君子”有特定的尽可能高尚丰富的系统性内涵，
还有包括音容笑貌、言行举动在内的准则，以孔子为公认的标准形象。在批判地继承国学“君子”理论
的基础上，应当建立现代教育目标和人才理论，以“美人”为名称，在教育教学上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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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三千年古代社会教育的目标看似简单，却没有清晰的共识；换言之，国学人生定位和个体形象的理
论没有得到一致认可。由此推及，上世纪百年教育大变革也没有产生一致公认、更不用说“传之久远”
的教育目标。而今天的教育发展要求我们必须树立明确的教育目标，培养中国社会发展所需要同时又是
个体生活具有更高意义和幸福的人。这就需要在世界教育发展的背景和趋势中对传统的国学人生定位和
个体形象的理论进行简要的概括，使其更生变革，以获得历史前提和生命基因，建立健全现代教育的培
养目标的理论认识体系。
教育目标十分重要，而近百年教育正统政治意识和习性思维却又如此定型和强势，这就使得教育目
标无法统一，更无法从历史上接续源流。对于古代教育目标的追述是很多的，却未见确立一个古代教育
人生定位和个体形象的公认的系统理论。

2. 国学人生定位理论
整体的中国文化可以说是培养人的学问。其中，以培养圣人其实是帝王的成份为中心，而以培养平
常人都能达到的“君子”目标的教育系统为文化的主体。
百家争鸣中形成的道学，其实是中国文化及政治的核心指导思想体系。黄帝发端、经周易系统化、
然后是老庄彰显的道学，为历代所奉行。秦始皇曾经迷上修炼“真人”。汉代文景之治以黄老之术“无
为而治”奠基。唐代李渊、李世民奉老子李耳为先人。宋太祖对陈抟老祖奉若神明。明成祖大建道教圣
地武当山。成吉思汗礼遇全真教长春真人邱处机。精干的雍正皇上却死在道人提供的丹药上。由此可见，
道学根深蒂固。而道学所培养的目标，高层次的是世俗人间很难高攀的“真人”(也称“仙人”、“神仙”)
和“圣人”，中层次的则是“君子”。短短 5000 字《道德经》中“圣人”有 28 处，“君子”3 处，“真
人”倒无一处。到了《庄子》，全书三个称呼出现的次数更值得研究：“真人”18 处，“圣人”108 处，
“君子”38 处。
百家中道学和儒学之外的各家，培养目标不一，但都不是社会普遍接受的教育理论。法家有时也尊
重儒学的“圣人”和“君子”之说，但是所要培养的目标却是社会管理需要的奉公守法的职业官吏。墨
家培养为天下奔走劳碌、公而忘私的志士贤人，世称“侠士”，但是在《墨经》中“君子”称呼竟有 115
处之多，“圣人”也有 39 处，却没有出现一个侠字。阴阳家主要用于鉴别人才，培养的是术士。这些都
没有成为二千年皇权专制社会传统教育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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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成为传统教育主流的是儒学。儒学奉行道学的基本原则，但是将其主要运用于社会政治领域，
力求建立理想的伦理关系和社会形态。在教育目标上，儒学比较实际，确定了君子这一普遍性、适应性
十分广泛的人生定位及其道德内涵。“君子”一词在《尚书》中出现 7 次。《易经》第一卦就有“九三：
君子终日乾乾……”64 卦中，提到“君子”的有 53 处。《诗经》中“君子”也是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
词，共计 180 余次，但是所指对象不一。《论语》第一句话就有“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1。大约
20，000 字的《论语》原文有 105 处提到“君子”，只有 4 处提到“圣人”、1 处提到“贤人”、1 处提
到“仁人”。正是在《论语》中，“君子”由对有地位男性等多重意义的称呼变为特指的道德理想实践
者的敬称。孔夫子不敢接受“圣人”尊称，只愿意称作“君子”或者“哲人”，临终前他歌唱道“哲人
其萎兮”。《孟子》有 29 处“圣人”，82 处“君子”。梁启超在清华大学演讲以《君子》为题目[1]。
自从儒学被中央集权专制社会尊奉为基本指导思想理论后，君子的人生定位成为教育的一致目标。
君子是相对小人来说的。《孟子》中“君子”和“小人”的称呼比比皆是。“小人”，在古籍中有
两种意义，一种是人们易于忽视的主要是社会地位低下并由此产生精神文化层次低下的人，一种是人们
容易以偏概全的理解即心地卑鄙因而人格低下(不论社会地位高低)的人。其实，在《论语》中孔子提到“小
人”常常是从第一种意义来理解的。
国学的人生定位即培养目标是“君子”。

3. 国学个体形象理论
(1) 君子是有特定的尽可能高尚丰富的内涵的
从《论语》等古代教育文化书籍中，可以提炼出这样一些君子的内涵，简直是儒学的理论系统。
(a) 以“道”为哲学观。认为宇宙万事万物的根本和规律是道，甚至将“道”具体化为理想的高层次
个人的人生之“道”和社会达到理想境界的“大道”。道是最高范畴，也是整体性的哲学观念和政治观
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朝闻道，夕死可矣”，“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都将“道”具体
化为政治社会责任，“以道自任”。“道”也常常被理解为社会实用的礼仪法规。“有君子之道四焉：
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第五》)
(b) 以“仁”为人生观。认为应尽最大的努力达到“仁”的胸怀和认识的高境界。
“回也三月不违仁。”
孔子认为学生中只有颜回达到了“仁”的境界。会意字“仁”中含有一定的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君
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第四》)
(c) 以“德”为政治观。从政者一定要行“德政”。
(d) 以“礼”为方法观。这是达到乐境的方法方式系统和实现德治的结构途径。
(e) 以“乐”为境界观。这是人生和社会都应达到的理想和标准。
(f) 以“诚”为修养观。
(g) 以“信”为为人观，常称信义。
(h) 以“孝”为事亲观。与之相连还有兄弟相处的要求“悌”。
(i) 以“义”为友情观。
(j) 以“中”为辩证观。中庸，中和，都是辩证地对待对立统一关系的理想要求。
(k) 以“忠”为事业观。这是指对上对事都要尽心尽力。
(l) 以“恕“为容错观。
在《论语》中对君子还有不少具体要求。心态要“君子坦荡荡”(述而第七)。修养要“文质彬彬，然
后君子”(雍也第六)，“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第六)。操守要“君子固穷，
1

本文凡有关孔子、孟子的引文均出自朱熹《四书集注》(1982 年月，岳麓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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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穷斯滥矣”(卫灵公第十五)。处世原则要“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学而第一)，“君子食无求饱，
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行，就有道而正焉”(学而第一)。交友方式是“君子周而不比”(为政第二)，“君
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颜渊第十二)，“君子以文会友，以有辅仁”(颜渊
第十二)。此外，君子还以“诚”为内心修养标准，以“信”为为人准则，以“忠”、“恕”、“智”和
“勇”等为素质原则。
儒学要求君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争取达到内圣外王或者帝师王友的成效和高度。甚至，儒学后
人还提出了传中华大道、养浩然正气、法古今完人的高标准。
(2) 君子概念的外延包括音容笑貌、言行举动，都有一定的准则。
《论语》是形象的，其中的形象成为几千年的形象标准，以孔夫子的形象最为高大完整，使人如闻
其声，如见其人。《论语·乡党篇第十》集中记载了孔子的容色言动、衣食住行等形象，表现孔子是个
一举一动都符合“礼”的君子。
经过二千多年文化传承，海内外炎黄子孙对孔子的形象都有了基本的共识：温而厉，威而不猛，恭
而安。2006 年 9 月 28 日，是孔子诞辰 2557 年纪念日，中国孔子基金会在孔子故里山东曲阜向全球正式
发布了孔子标准像定稿[2]。首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孔子教育奖”在孔子故里曲阜颁发，就使用了
孔子标准像。
儒学体大思精，不但如其它学派一样提出了标准性形象，而且建构了君子礼仪行为体系。《礼记》
是专门的国家和个人的礼仪制度。其它儒学著作都有一定的言行规则，如孝悌、诚信等。又如语言文学
方面的诗教、乐教。子思的学生荀子对君子的坐卧起行和表情风貌都有详细的阐述。
就连传统医学也对人的言行举动提出了要求。纬学中命、相、风水等对人、其中更有君子的一切包
括音容笑貌、环境条件都有规定。
君子成为二千年中央集权专制社会知识分子和中高层社会人士共同的形象标准。
君子还有一个外在的形象，这就是礼仪场合都要穿着古代服饰，尤其是汉服，总称为华服。在《论
语∙乡党第十》中就有衣着要求：“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华服融会贯通了天人合一的中
华大道：自然大方，雍容典雅，飘逸潇洒。国名“华夏”之称来自于华服，《左传》记载“中国有礼仪
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也就是说，汉民族远古就极其讲究形象和服装。但令人惊诧的
是，当今世界上人口众多的汉族却没有自己的服装！有的却是杂乱无章的实用服装。对于服装，应当百
花齐放，不过目前却应复兴汉服这一我国礼仪文化的节日盛装。人们忽略了一个事实：五千年中华民族
在世界上的服装都是最能引以自豪的，这主要由于华服的材料是传说中螺祖所发明的丝绸。

4. 国学人生定位和个体形象理论的现代意义
追根溯源，今天需要接续国学人生定位和个体形象理论源流，并给以改造革新。

4.1. 教育必须提出人的目标，对于学生来说就是人生定位。
应当继承改造儒学关于“君子”的普遍性、适应性较强的人生定位理论认识，便于现代教育提出统
一公认的规范普及的培养目标，并以一个概念来概括。
首要的是对过去一个世纪的教育目标——塑造“新人”进行总结。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革命的终
极目标不只是建立新社会，也要塑造“新人”：一个在斗争中锤炼出来的、通过思想改造所升华的、以
“无私”为最根本特征的集体人格，并通过塑造“新人”去创造历史。这种塑造人性的哲学基础是人的
可塑性和可完美性，其认识来自于欧洲启蒙运动、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和十月革命改造社会和人性
的尝试。马克思的人性论是唯物主义的环境决定论，存在决定意识，这就要首先改造社会。马克思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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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不但应该由国家主导，儿童应该生活在集体之中，而且教育要在早期就和生产劳动相结合。
人性的可塑性和可完美性有中国文化教育认识的源流。“人之初，性本善。”它主要反映在两个方
面，一是强调自我修养，儒家思想中的“仁”和“孝”都是通过自我反思和改造所达到的道德境界；二
是强调道德榜样在转变人性中的作用，如“君子”包括“圣人”是全社会、尤其是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
的榜样。培育德行而成为“君子”的主要方法是从思想入手，研读先圣经典著述，融化在自己思想血液
中，以体现在这些经典中的大道来克服内心的小我。“五四”前后，梁启超的“新民”和陈独秀的“新
青年”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期许。毛泽东发起的“新民学会”，同时期涌现的“少年中国学会”、
“少年学会”、“青年学会”和“新人社”等全国或地方性组织，其名称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培养新人类
的愿望。“延安整风”更是对人性的改造。1949 年后，“塑造新人”成了与建设新社会并行的目标。60
年代上半期，“共产主义新人”在各条战线涌现出来。他们的突出特征是从领袖崇拜中找到心理归宿，
吸取精神力量，普遍特征是政治忠诚和献身精神，彻底否定“小我”。虽然大多数“新人”的典范在思
想和知识上对传统文化并无多少了解，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和儒家的“内省”和“修身”有一致之
处，只不过是把这种传统推到极端。
“新人”工程的基地却是在整体上割裂传统并摧毁旧道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它的失败留下
的是双重意义上的道德废墟，使得虚无主义、犬儒主义和政治冷漠大行其道。在一个缺乏宗教传统的社
会，道德的复兴和人性的回归十分困难。其实，马克思早就给我们提出了培养标准，“人是各种社会关
系的总和”，未来的人是“全面发展的自由的人”。这样的人，应当建立在规范的市场经济和自立、自
治的社会基础上，抛弃道德过高追求的偏执而将新型道德伦理化为自身自觉的生命信息。现代教育要迅
速走出“五四”以来的认识误区，接续传统教育的精华和基因，进行人生定位和个体形象教育。教育教
学应当再生式地继承传统，复兴传统教育的精髓，为培养人才更为新时代的自由个体生命打下良好的美
育基础，健全中国特色的教育系统。
那么，现代教育的人生定位究竟是怎样的呢？至今还没有一个像三千年“君子”那样被全社会普遍
接受的称呼和定位。“新人”倒有一定的力度，但是显然过于宽泛和模糊，不够具体。“超人”，“伟
人”等，都是偏面或者偏激的。现代的教育人生定位离不开“君子”这一巨大身影，其实称为“君子”
未尝不可。当然，其传统色彩过分浓重，能在此基础上选择有新意的定位符号自然是好事。笔者尝试选
择一个有些世俗也就接受性强的通称“美人”。人类一切活动最终目的是求美--个体生命及人类群体生命
趋向极致的美；美是具有自由创造本质的个体生命及其表现。“美人”这一人生定位，是“君子”的更
生式发展，但是更加符合人类审美的趋向，注重个体生命的自由、尊严和幸福，高扬生命的自由创造本
质，适应现代社会。其实，我们很早就将自己称为“美人”(华人就是美人)，很早就将祖国称为“美人国”
(中国之称仅有百年，本来称为华夏、中华、华人国、华国)。“华”本为“花”。现实生活中已经广泛出
现“美人”的活动现象。即使大中校园，评选各式各样“美人”如校花、形象大使等称号的活动也层出
不穷。

4.2. 现代人的个体形象
(1) 美人形象应有新的尽可能高尚丰富的内涵，可以继承借鉴君子理论系统而建构
一是美人将拥有中华大道即中国古代道儒佛法墨等学说为基础、科学社会主义为核心的再生式思想
体系，追求实现理想的个体生命层次和群体生命境界。二是美人以人文情怀为世界观。三是美人以民主
化的社会主义为理想政治的学说。四是美人以科学为方法系统。五是美人以宪政法律为社会实现理想的
境界和标准。此外，美人还以诚、善、慈、爱、信、智、勇等传统素质项目为修养标准、行为准则和培
训名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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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人形象应有包括音容笑貌、言行举动、礼仪行为在内的新型准则
几千年来的君子形象是最好的借鉴，西方关于审美教育的理论应当学习，在此基础上在与世界文化
主流的互动中建立美人个体形象系统。特别是，要尊重个体生命的自由创造幸福，应提倡个性在法律上
不危害他人的前提下的任意张扬。培养自立自治、自由创造而又自然溶入集体、社会责任感法律意识都
很强的个性的人，善于享受生活和创造生活。在如此这般个体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结构将是理想和美好
的。
现代教育人生定位和个体形象理论一旦建立，就要在教育上制订更加完备、完美的学生手册规定，
由思想政治课程引导和提倡，由社会舆论制约，由生活习俗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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