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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伦理思想对当代大学生自律教育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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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培育当代大学生的道德自律品质是时代的要求。朱熹“重理”、“尚德”的伦理思想，在大学生道

德自律教育中具有方法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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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是国家建设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从这个基

地走出去的大学生们对某种思想文化认同如何和思

想道德层次如何，将直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素

养和道德水准。今天，我们的国家，正处在社会发展的

转型期，多元化的经济结构，孕育了多元化的价值观

念。而多元的价值观必然会对社会原有的价值观和道

德观念形成强烈冲击。学校自然不能幸免。一个现实

的问题摆在教育者的面前：如何在“纯金与泥沙混杂。

美好与丑陋同在”的现实生活中，帮助大学生提升自

身的认知能力。分辨现实中的是是非非?如何提高大

学生的自身修养和道德水准?中华民族有几千年的传

统文化。也不乏众多的圣贤名士。他们留下很多宝贵

的精神财富，内中蕴藏着育人智慧。正因为此，把传统

文化儒家学说中道德自律观融人学生的思想教育中

去，必定会收到良好的育人效果。在此择其一．谈谈朱

熹的伦理哲学思想在其教育观上的启发。

一、朱熹的伦理哲学思想中对道德自律品格的强调

朱子哲学的最高范畴就是。理”。他认为“未有天

地之前，先有此理”。理先于人类，天地之前而存在，

“理”是世间万物的主宰。世间一切都是由它派生而来

的，包括人类社会的道德准则。“宇宙之间，一理而已。

天得之为天，地得之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

得之而为性。其张之为三纲，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

流行，无所适而不在。叩J所以仁、忠、慈、孝、友、恭、和、

柔、礼、信等道德规范都是符合。天理”的，因而需要自

觉遵循。朱熹主张如何去遵循?以他对“信”的阐述为

例：

诚信观是朱熹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朱熹日

“诚者，实也。”囝<朱子语类》卷二三“诚者，合内外之

道．便是表里如一。内实如此，外也实如此。”什么是

“诚”?朱子认为：“诚”就是表里如一，不自欺，亦不欺

人。何为信?朱子认为“信是信实，表里如一”，又说“信

者，言之有实也”，“信是言行相顾之谓。朱子提倡的

。信”就是表里如一，不说假话空话，诚实无欺，做到言

行相符，信守承诺。对于“诚信”朱熹赋予其非常高的

道德评价。将其视之为人立身处世的根本。一个人究

竟如何才能做到诚信?朱熹从人格修养出发，指出它

的基本点是“实其心，诚其意”。口I而要想“实其心，诚其

意”就必须自修，自省，不懈努力。“诚其意者，自修之

首也。欲自修者。知为善以去其恶，则当实用其力，而

禁止自欺”。融朱子认为诚意是自修的第一要务。要自

修者。就应当通过自身的主观努力，修善去恶，不虚

骄，不自欺，才能逐渐达到。诚”的高度。这就告诉我

们，“诚信”的获得需要主体自觉，借助“内圣”功夫收

敛身心。只有这样，才能排除内心的私欲，保持善良、

诚实之本性。

再如。朱熹对<大学》提出的“三纲领八条目”解释

说：“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明，明之也。明德者，入之所

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也。但为气禀

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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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新

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德，又当推以及人，使

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迁之

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至

於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有其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

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简言之。所

谓“三纲领”，即“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

熹在上述阐述中，深刻地表达了他的从个人到社会．

从天到人的以“理”为中心的社会整合思想。根据朱熹

自注：“明”就是发扬光大，“明德”就是人得之于天而

暂为私欲蔽障的美德。朱子提出要“明明德”就是主张

明天理，窒人欲，唤醒人内在的良知和德性。他认为．

人之问学，首先在于“收拾”自己，明白天理。发挥个体

的道德自觉性，以“明德”为指归，注重个体道德培养。

文中的“亲”读作“新”。“新民”者意即使民心除去“旧

染之污”而焕然一新。朱子意在，在个体“明明德”的基

础上，推己及人，教化大众，感化众生，从而实现个体

道德性向集体道德性的转化，以至于“止于至善”，进

而到达完美理想的道德境界。当“天理”——美好的道

德成为人人主动追求并极积遵循的准则时，社会也就

实现了除旧布新，臻于“至善”的境界了。从朱子对“三

纲领”的阐述中，不难看出，他认为君主平治天下的局

面是通过个体道德自觉，道德自律实现的。个体道德

理性的实现是集体道德理性实现的基础。当然，朱子

所处的时代社会经济基础和历史条件与今天的社会

相比自是大相径庭。其文中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当然也

有其特有的历史内涵。但其伦理哲学思想中重伦理、

尚德性。充分肯定和强调道德自律品格在个人乃至集

体道德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还是值得当今育人者学习

和借鉴的。

二、朱熹的“重理“尚德”

对大学生德性培养的意义

朱熹的伦理哲学“重理～尚德”，对人的道德品质

形成中道德自律品格的重要性的强调，仍值得教育者

依重和借鉴。其必要性是由当今大学生思想道德的现

状决定的，其现状，不妨略举一二：

1．重智能。轻修身

今年“五四”青年节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

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都在与青年和青年学生交往中

谆谆教导青年“要牢固树立远大志向。努力掌握过硬

本领”、“要有远大理想，高尚的道德，渊博的知识，强

健的体魄和完整的人格”。总书记和总理的这番话是

极有针对性的。当今大学生群体中就有相当的一部分

人并非如此。他们仅从自身的发展考虑，只注重自身

的智能培养。而忽视甚至轻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典型

表现为：对智能锻炼性活动积极热情，唯恐落入之后，

为争名额，为上名榜而争相自荐。有的甚至不惜花钱

拉票：而对～些促进自身道德修养和文明习惯养成的

活动，则表现出冷漠、消极，甚至逃避、抵制。

2．重功利。轻德行

根据一份在大学生中进行的调查报告反映，大学

生中不赞成但理解“为达到某种目的而请客，送礼、塞

红包等行为的”占调查对象的51％；63．9％的同学在回

答“选择工作时主要考虑的因素是什么?”选题时，选

项是“高收入”；在“你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选项

中许多同学写上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

玉”和“毕业后希望能马上找到一份条件舒适、工作稳

定、高收入的体面工作。”对于这些过于现实的观念，

不能说其没有一点合理之处。但其中看不到任何远大

的理想和抱负。相反却隐藏着学生们过多急功近利的

思想内容，这不得不令人担忧。在针对大学生考试作

弊现象的问卷调查中，发现有相当多的同学对考试缺

乏正确的认识。在受调查学生中，有3．04％的学生曾因

作弊而受过处分；27．6％的学生曾作弊而未被发现；

10．65％的学生曾有作弊动机但未能实施。这些数据加

在一起竟达到受访学生总数的41．29％。比例之高，委

实让人惊骇。试想。这种现象如果不加以正确引导，使

大学生走出“重功名，轻德利”的误区，将会面临怎样

的未来?

3．重享受。轻奋斗

“吃苦耐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今天。这一

美德在相当一部分大学生身上似乎难以发现。一些学

生津津乐道的是餐馆之美味，网吧的刺激，交异性朋

友甚至是“恋爱”的乐趣，或者是通过某种手段获得毕

业论文高分的得意⋯⋯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他们贪
图享受。不愿劳心受累。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潘玉

贵在一份关于青少年的调查报告中说。有些青年宁愿

做“啃老族”也不愿自食其力，宁愿当“二奶”也不愿嫁

穷人。还有的。农二代”忘掉了他们父辈敢于拼博、奋

斗的精神。最近笔者的朋友向笔者讲述了一个真实的

故事：有一个大专在校生．三年内不仅“通过”了专科

各门功课考试，还一举拿下了大本的自考文凭。正当

朋友向她表示发自内心的祝贺时。她却津津有味地说

出了真实的原委：这一切都是通过采取某种特殊的手

段而不用劳心劳力获得的。悲之哉。真让人啼笑皆非!

诚然，当今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整体状况是健康向

上的，但也不可讳言，还存在许多不容乐观的地方，这

也正是肯定朱熹的“重理～尚德”。加强“道德自律品

格”修炼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三、当代大学生道德自律品质培养的路径

1．借重传统文化，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

康德认为，真正品德的产生，来自人们意志的自

愿，不受外界的约束，可以通过自主规范来约束自己，

故道德的最高境界在于“自律”。惭谓道德自律，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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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主体，用自省的方式，借助其对自然，生活规律的

认识和对道德规范的认同，去判定、审视自己行为是

否与之相违背，也就是自己给自己立法，变被动为主

动践行，自觉约束自己的过程。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

一宜强调道德的规范和良心法庭的建立。孔子说“道

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

礼，民有耻且格”，儒学集大成者朱熹，力主“存天理、灭

人欲”，主张以“天理”为规范约束人们的言行，从而实

现人格的理想化，“止于至善”。反思当今大学生存在

的道德自律修养之现状，究其原因，可以归结为大学

生们道德自律意识差，自我约束能力低，当然也不无

学校传统的德育模式只注重他律而轻自律能力培养

的过失所致。孔子日：“见贤思齐焉，见不贤内省也。”

曾子言：“吾日三省吾身”。朱子说：“日省其身。有则改

之，无则加勉”⋯⋯我国有着数千年的文化积淀，众多

的至圣先贤们提供了丰富而又宝贵的育人经验，应借

重这些传统文化的力量来感召当代大学生．提高他们

的思想道德品质。

2．提高大学生的道德认知能力

道德认知是道德内化和道德行为的先导。一个道

德认知水平低下的人，不可能自发的形成自律意识。

而要提高大学生的道德认知水平，就需要将道德规范

内化为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样才能成为

指导大学生高尚的道德行为的指南。因此，大学生的

德育应注重以启发诱导为主，再辅之以必要的制度约

束，让学生们积极、主动、自觉地从内心深处产生强烈

的尚德需求，内心愉悦地接受高尚的道德规范，逐步

养成追求高尚品德的自律品格。

3．培养大学生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

道德行为习惯是在具体的日常生活中逐步养成

的，在渐进的道德行为习惯养成中，经过不断地积累，

便会形成一个人道德自律的品质。它能使偶然的道德

行为成为一种经常性的行为。届时，无论你身处何地，

也无论身边是否存在外在因素的监督，都会自觉地履

行道德义务。这是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不会感觉到

丝毫外在的强制。这时，你不仅会深刻体悟到道德认

知的正确性，而且会在内心深处产生强烈的道德情感

的共鸣和愉悦。

4．磨炼大学生的道德意志
。

道德意志是指人们在履行道德义务，承担道德责

任时。克服内心障碍和外部困难的能力和毅力，在实

际行动中表现为果断、坚决、勇敢、自制和坚持不懈的

精神。朱子说“正心诚意”。他主张应高扬儒家“内圣”

原则，孜孜追求“内圣”人格。“正心诚意”地注重主体

道德的自我完善。在现实中。大学生们大多有道德意

志薄弱的表现，在高尚的道德行为面前，有时表现得

犹豫、徘徊，甚至息得患失。这不值得大惊小怪，这是

一个正常的行为过程。只要将他们的道德意志经过不

断地磨炼，使其“干锤百炼”成为“绕指柔”时，最终他

们将获得坚韧不拔的道德意志。

今天。人们经常会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种种怪象

中惊觉，我们的社会道德怎么了?思想者于是提出了

“道德滑坡”的概念。进而究问“重建道德靠什么?”我

们说。不管社会是否真的出现了“道德滑坡”现象，但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和自信的：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古代

伦理哲学是提升大学生，以至整个社会道德素养，“养

吾浩然之气”内功的良方之一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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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而患理义不足悦其心".

4.期刊论文 鄢建江.YAN Jian-jiang 朱熹《大学章句》道德教育理论的当代启示 -伦理学研究2006(4)
    朱熹对《大学》研究有很大贡献,《大学章句》道德教育理论在道德教育的理论基础、道德教育目的、道德教育过程、道德教育规范、道德教育方法

等逻辑要素方面有丰富的内容,《大学章句》展示的中国古代道德教育模式为当代公民道德建设尤其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文化滋养.

5.期刊论文 周建胜 朱熹书法艺术赏析 -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朱熹是我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学者和哲学家.他不仅在思想、文化和教育等方面取得了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成就,而且在书法艺术上也有较高的造

诣.研究朱熹的书法风格及书学思想,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地了解这位文化巨匠,也有助于我们对当今书坛各种现象的认识.

6.期刊论文 李丕洋 "乐学"的生命智慧与生命教育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40(2)
    当前,生命教育事业正如一轮冉冉升起的朝阳,展现出夺目的思想光芒和紧迫的现实意义,笔者作为一名从事传统哲学研究的教育工作者,对此颇感欣

慰.宋代大儒朱熹诗曰:"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我想,当代生命教育倘能不断补充先哲关于生命智慧的思想营养,才能像江河获得源源不断的

活水补给一样,常流常新.因此,笔者谨通过探讨明代泰州学派"三王"关于"乐学"的生命智慧,力求为生命教育事业的理论深化增添一点新鲜的"活水".

7.期刊论文 李爱庆 学生课外阅读指导四步曲 -成才之路2009(35)
    要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扩大学生的信息量,不能把全部精力仅仅寄托在课堂上,而要重视引导学生开展课外阅读.古人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之

说.朱熹也曾经指出,"读书百遍,其义自见".杜甫所提倡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等,无不强调了多读书广积累的好处.课外阅读对开阔学生视野,获取

丰富知识,提高阅读能力起着重要的作用,也是语文教学中的重要环节.这里,我就如何指导学生进行课外阅读谈谈自己的浅见.

8.期刊论文 苏德 《白鹿洞书院揭示》探析 -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08(4)
    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自唐末以后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朱熹重新修复白鹿洞书院后,亲自为白鹿洞书院制定学规《白鹿洞书院揭示》.本文探析了

《白鹿洞书院揭示》中对学生在修身、处事、接物等方面的要求,以期对目前我国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有所启示.

9.期刊论文 史满英 重视指导学生的课外阅读 -现代语文（教学研究）2006(7)
    课外阅读是学生在课外的各种独立阅读活动,它是课堂教学的继续和延伸,在语文阅读和作文教学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经常阅

读课外书的学生,不仅知识面较宽,理解问题的能力高于一般学生,而且他的精神世界、道德情操会高出许多.朱熹曾经指出"读书百遍,其义自见".杜甫所

提倡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等,无不强调了多读书,集广义的好处.广泛而深入的课外阅读,可以扩大学生的视野,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启迪学生的思维

,增强学生对语文的感悟能力.

10.期刊论文 石丽娟.SHI Li-juan 中国古代教育哲学中的理想人格探析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0,12(3)
    在中国古代教育哲学史上,教育哲学家孔子首次提出了圣人人格,作为最高层次的理想人格,初步确立了"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范式.在先秦教育哲学

家孟子和荀子的发展下,圣人人格不断丰富,此范式得以确立.魏晋时期,玄学教育哲学家对圣人人格作了玄学化的阐释,理想人格进一步发展.到了宋明时

期,二程、朱熹、王阳明等教育哲学家赋予了圣人人格更为丰富的内涵,理想人格发展到了顶峰.古代的理想人格思想的核心在于个体内在人格完善和外在

践行相统一、良好的道德品质和道德践行相统一,对于加强高校德育,促进当代大学生的人格塑造与培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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