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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道德与人性长期以来就是人们自身研究的重点。全面省思道德与人性的关系是研究道德及道
德教育必不可少的内容。人性是道德的根基，道德是人性的核心，将道德教育放在人性视角下进行诠释才
具有意义。道德教育作为一门提升人生境界和德行品质的学科离不开对人性本质的探讨。在思考如何建
构人性视域下道德教育的同时，我们应该做到赋予传统“德”文化以时代特征，丰富对人性的认知，重视价值
观教育的作用，加强道德教育的自身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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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的回顾

仅靠物质，更需要精神力量，即存在于头脑中规约行为的潜

为了全面省思道德与人性的关系，需要将道德放入历史

在意识能力——道德。

长河中进行考察。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人类面临生存

二、
道德——人性的观照

或是灭亡，生存成为第一法则。在人与人以群居形式结成的

要保持人性认知的完整就离不开对道德的关注。传统

交往方式中，原始的道德萌芽逐渐显现。原始的道德表现为

意义上的人性分析是从二元论开始的，东方文化背景下人性

一种约束力和团结合作精神，它是群居式人际关系及真正人

被分为善恶，西方文化背景下人性被分为理性与非理性，东

类社会形成前，人与自然相抗衡的法宝，甚至成为人类繁衍

西方文化的差异分别将人性本质拉向两个极端。人非善即

生息的关键。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类智力实现大幅提升，带

恶，非理性即感性，在这两种张力的作用下，人们的视野逐渐

来的是阶级社会的出现和物质的丰富，西方理性主义认识论

转向了人性中更高的层面，人们不禁会问：
“什么是掌握人性

逐渐占据上风。在保持道德本能与理性潜能并行发展的同

善恶的无形之手？”
“什么是激化理性与感性之间矛盾的罪魁

时，人们更加关注理性彰显的光辉，在知识爆炸的工业社会

祸首？”
“难道我们只能将人性置于黑白、正负之间吗？”正视

中尤为突出。诚然，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经阶段，也体现

这些问题本身就是一种认识的升华。在不停地追问下，人们

了不断开发的智能潜力为人们带来生活上的便利，但这不能

意识到人性与道德千丝万缕的联系，道德意识的轮廓逐步清

成为掩饰物质的满足与精神匮乏和道德丧失之间不平衡发

晰，
在人性光环的照耀下，
道德认知凸显其应有之义。

展的借口。
“现代科学技术的无处不在、无坚不摧和新产品、

形而下的追求曾经使公众迷失在工业化、现代化、科技

新工艺的无奇不有、无所不能，容易使人更多地关注‘物’的

化的现实世界中而倍感无所适从和精神上的空虚，在这种大

因素，徜徉于技术的神奇、信息的快捷、物质的丰赡和生活的

的环境中，多元的人性论逐渐模糊了界定道德的边线，引发

舒适，而忽略了德行的修养、理性的崇高和个性的丰满，这样

了不少心理和社会问题。随着社会进步以及批判理性的声

势必会造成科技对德行的挤占、物质对精神的压抑、工具对

音越来越大，人们更加关注自身的形而上研究。
“理性的作用

素质的取代。”[1]后工业时代的到来进一步激化了人性矛盾，

在于发现真或伪。真或伪在于对观念的实在关系或对实际

掌握知识大权的科技专家似乎更具发言权，在这种重信息和

存在和事实的符合或不符合。因此，凡不能有这种符合或不

知识的时代中，人们在懂得“如何活”的意识前提下开始寻找

符合关系的东西，也都不能成为真的或伪的，并且永不能成

“怎样活”和“为何这样活”的答案。尤其在价值体系多样化，

为我们理性的对象。但是显而易见，我们的情感、意志和行

对人性与德行提出严峻考验的当代，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不

为是不能有那种符合或不符合关系的；它们是原始的事实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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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本身圆满自足，并不参照其他的情感、意志和行为。因

意的是，动机与欲望非上天所赐，而是环境和习俗等因素影

此，它们就不可能被判定为真的或伪的，违反理性或符合于

响、互动所致，正如“善”也非固化于人心中一样。其次，他认

理性。”[2]这样，淡化理性的一面进入人们的视野，讨论内在于

为道德意志具有延展性，非一成不变。这里，杜威提出智力

人、归属个性并有别于他人心理方式的话题逐步成为热门，

在形成道德意志中具有重要作用。
“善智”源自理性思维与环

因为这些是人之为人的根本需要。

境的加工，是“经验”的产物，同时，内化为个人动机与欲望，

我们的时代是个性张扬的时代，每个人头脑中都有善恶

而非强制性和非经验的道德意志，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

美丑的概念及其标准。正如后现代主义强调以多维度、多视

“善”。再次，他认为德育可以促进人性的发展。杜威从当时

角、模糊概念等形式来分析问题，现代多元的人性论既要顺

社会出发，认为人性的发展表现为由原始意识形态下的“私

乎当前这种趋势，保持多维度的人性观，又要摒弃对人性问

欲”向符合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统一的民主意志的转换，

题的贬损和放纵，把它置于形而下的劣势。在这种时代背景

德育旨在依据科学的人性观，培养具有责任心、服务社会意

下，就要求我们将道德放入人性的大范围内，不能苛求以某

识和能力及政治敏感性的道德主体。

种确定的人性假设来圈定什么是道德本能，什么是道德直

综合来看，道德教育依据人性假设的不同而建构相应的

觉。因此，在人性与道德的关系上，我们要尊重和理解多元

理论体系，人性假设的复杂性也为研究道德教育打开了空

文化和复杂社会环境作用下两者的融合与对立，这样才能真

间。从一个侧面来看，无论基于何种人性假设，道德教育始

正把握如何使德行提升，如何教人“知善”
然后“行善”。

终是为处于不同环境、经历、感受、情感的道德主体施加道德

三、人性——德育的根基

影响，
提供道德陶冶体验，
从而指向应然取向与当然之责。

开展教育研究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平台之上的，来自东
西方不同的人性假设为道德教育指明了基本取向。我国大

四、
人性视域下德育的反思
根据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实际，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

儒孟子认为“善端”与生俱来，
“人之性善也，犹水之就下也。

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是由实践决定的”以及“人是一切社会

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3]。同时，他又认为判断一个人是

关系的总和”的理论，提出了“德、智、体”共同发展的“人的全

否具备“善行”要靠“良知”和“良能”，即要有“善”的意识和主

面发展”理论，把德育放在重要的地位，引起教育界对德育的

动性，因为“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

关注。受新时期下多元价值观的影响，加强道德教育理论研

[3]

良知也” 。而“良知”和“良能”是潜在于心的，年幼时尚且薄

究与实践工作，突出其人性指归将具有时代意义，而如何实

弱，需要教育使之成长壮大，以抵制恶劣环境和不良习性对

现德育的创新是值得我们反思的现实课题。

“善端”的侵染。这里，孟子突出教育对道德潜力提升的作
用，认为实施教化过程就是使人回归本质——“善”的过程，

（一）赋予传统
“德”
文化新的时代特征
我国传统的“德”文化偏好人的“修身养性”，讲究人内心

这也就承认了德行是可以通过教育的教化作用培养获得

的修养，以求“德行天下”，历史上各种性善性恶观点无不是

的。
“人皆可以为尧舜”，但“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

在“修身养性”的基础之上，认同个性差异、教化无量而提出

[3]

无教，则近于禽兽” 。教育的主要功能就在于教人“内发于

的。传统的“德”文化又是通过我国道德教育的教化过程彰

心”，懂得自省、向善，以求圣人的“恻隐之心”、
“羞恶之心”、

显其导向作用的，由此来“满足人们发展精神生活、完善人

“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
此为德育之取向所为。

性、提高精神境界的要求，鼓舞着人们的斗志，振奋着人们的

相反，荀子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既然人性本质

精神，充实着人们的灵魂，从而使人类社会在物质生活与精

为恶，则教育对人性后天的“改造”至关重要。荀子特别重视

神追求的统一中不断进步”[1]。然而，我国尚处社会的转型

教育的作用，提出尊师重教，重视礼仪法度，严格对待学生。

期，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的变化，引起了精神面貌和道

[4]

“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不富无

德观念的转变，从而为道德教育提出更高的新要求。在此背

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情。”[4]同孟子一样，荀子强调后天环

景下，探寻传统“德”文化中永恒不变的经典与真理是道德教

境和个人修炼等因素对德行塑造的作用，他在根植于人性恶

育的使命。我们看到，传统的“德”文化以“真”、
“善”、
“美”作

的观点之上，对德育提出要求。他指出：
“君子生非异也，善

为追求的总目标，同时，
“真”、
“善”、
“美”即为人性中最崇高、

[4]

假于物也。” 那些具备才德的正人君子，其本性实与普通人

最美好的特征，道德教育教人以“真”、
“善”、
“美”的行为体验

无异，只是善于借助外界条件来弥补自身的不足罢了。尽管

作为衡量德行的重要标准并引导道德行为。可以看出，挖掘

强调教育的作用，荀子也未曾对德育作专门的论述，但他认

传统“德”文化中类似于“真”、
“善”、
“美”的最根本的人性内

为“圣人”的高尚品德主要还是通过教育积累内化而成的，

容会使德育研究返璞归真，不仅能丰富现代德育理论，而且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
[4]

可以提高德育效能，指导德育的实际工作。然而，面对多重

明自得，圣心备焉” 。所以，培养道德本能与道德直觉非一

价值体系对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影响，突破传统道德

日之寒，需唤醒符合道德品质的习惯、意识、素质，让其压制

教育内容的局限，在保留传统“德”文化经典时为其赋予新的

恶性本源，从而满足社会的要求，
而这些是离不开德育的。

时代元素则显得十分必要，而且这必将成为今后德育研究的

美国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从认识论角度分析了人性与
德育的关系。首先，他提出道德行为的产生是内外因素综合

重要内容及德育工作者的责任。
（二）丰富人性认知，
为道德教育提供充足的思考空间

作用的结果。作为内因的行为动机与欲望冲动是实施行为

人的自我追问离不开对人性的反思。自古以来，在不同

的直接原因，而行为结果为判断道德行为提供依据。值得注

的历史阶段人们为人性注入了不同的理解。开放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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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二字是人们永远迷恋的话题。就目前有关人性的论述来

力量影响着受教育者的价值观念，而价值观中蕴涵的丰富的

讲，人们普遍认可了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是构成人性的两个

人性因素也必将无形地塑造着受教育者的道德素养。新时

主要属性，对人性进行全面考察不能割裂这两个属性的关

期，我国社会充斥着多元文化和多元的价值观念，一个人在

系。而容易被道德教育遗忘的自然属性往往直接影响着社

进行价值判断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个或若干个价值观念对其

会属性的形成与发展，对它抱消极态度容易导致对道德教育

进行干预，这就为道德教育带来了困难。为此，在实际的道

研究的偏颇。目前，我国德育工作出现了压抑道德主体自然

德教育中为受教育者提供塑造合理价值观的相关案例和行

属性的现象，这种现象不利于人性关怀下道德教育的建构。

为解读有利于潜移默化地为受教育者的价值判断提供依据

从人性论出发，自然属性应是道德的起点，它包含人的七情

并培养适合时代精神的道德素养。

六欲，德育理想却视之为“潘多拉的盒子”，寄希望于道德规
约和约束机制来压制人的欲望和冲动，这样的德育理想虽然

（四）促进道德教育的自身建设，建立系统的主体道德认
知体系

承认德育不仅必要而且可能，但是仅仅将德育内容刻意简化

与传统道德教育模式相比，主体道德认知体系是建立在

为不变的社会行为规范、礼仪礼节和道德行为准则，并将德

个人认同之上的自觉教育模式，它的特点是将道德认知与个

育方法简化为枯燥乏味的说教灌输，使得所谓的“道德知识”

人的自我体验、知识结构以及行为驱动力量紧密结合，并把

与丰富多彩的人性特征相比显得十分苍白。这样的德育非

它们融入现实生活当中，使受教育者在生活中体验道德，在

但不能使道德主体形成自己的道德意志和实际行为，相反，

道德体验中生活。主体道德认知体系借鉴了人本主义教育

很可能教化出的是“虚伪”、
“ 掩饰”和“自我亏损”等性格特

理念，尊重个人主体地位并重视能动性的发挥，真正将实现

征。理性的德育应该是教人在面对形形色色的体验环境和

以人为本作为教育目标，视个人情操与人格特征为教育的重

境遇时，会通过自身的道德判断采取行动，在贪婪、虚伪、懒

要对象，并以提供自由、平等、积极、向上、和谐、主动的道德

惰、邪念、自私等品性特征中拥有自己的主流道德判断标

认知为主要内容，同时采用激励式、互动式和选择式的方法

准。在尊重人之自然性表现出的合理物性、欲望和激情的基

对受教育者实施道德影响。主体道德认知体系的重点在于，

础上，给予人们对于理性和非理性的合理尺度的判断能力，

在道德认知形成的基础上培养良好的道德习惯，使之成为道

促使人们以超越无意识的自由行为达到有意识的自觉善

德行为的原动力，正如佩利所说：
“美德大多存在于良好的习

行。因此，对人性的全面的反思不得不说是德育研究的重要

惯中。”道德习惯不仅是道德行为与道德品质的桥梁，而且能

内容之一。

使道德行为与道德品质实现相互转化。从狭义上讲，道德习

（三）多元化价值观的充斥要求道德教育固守人性宝地

惯包括道德认知习惯、道德情感习惯和道德行为习惯，一定

在我国，价值观教育与道德教育联系紧密，甚至价值观

的道德素养即是通过各种道德习惯渗入个人的情感之中，使

教育长期以来都是作为道德教育的代名词出现在教育研究

人形成稳定的道德行为。道德习惯由于体现了受教育者主

当中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价值体系是由个人的价值观

动性的一面，以及从道德教育的内容到教育的手段都体现了

念组合和凝结而成的，个人的价值观念的集合构成社会的主

人性关怀下的教育特征，因此，主体道德认知体系为建构人

导价值观念。但是，一旦凝结成了大多数人公认的价值体

性视域下的道德教育新模式提供了借鉴意义。

系，个人价值观念就会演变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道德价值
体系便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因此，
“社会价值体系的建构以
个体间现实的社会价值关系为纽带，以个体价值观念的整合
积淀为肇始”。社会价值体系应是符合个人价值观和符合人
性的，是善的内容，因此，当前不少人认为价值观教育就是道
德教育，这无疑具有一定的道理。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是以人为本和以人的全面解放为指归的，归根结底，人性
观照下的价值体系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中心。如
今，价值观教育体现在教育课程中的各个环节，常以隐性的

参考文献：
[1]李申申.人性：存在与超越的省视——中西方道德教育思
想与实践的比较研究[M].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9.

[2]休谟.人性论[M].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3]万丽华，
蓝旭.孟子[M].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4]潘嘉卓，
聂

.荀子[M].广州：
广州出版社，
2004.

责任编辑 宋淑芳
（E－mail：hnskssf＠163.com）

·1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