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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veral core concepts are interpreted in this paper and it is considered that Confucian Analects,
equivalent to Chinese Lunyu (论语), refer to the books, which were edited by Confucian disciples,
and recorded the speech or conversations between Confucius and his disciples. Benevolence,
equivalent to Chinese Ren (仁), contains loving a person as oneself, kindheartedness and kindness
ethics; doctrine, equivalent to Chinese Dao (道), contains essential cognition, morality principles,
theories, standards or methods, ideas or beliefs; gentleman, equivalent to Chinese Junzi (君子),
means a kindly man of high character, a person with wisdom and eagerness to learn, or a man of
high status and good manners; villain, equivalent to Chinese Xiaoren (小人), sometimes refers a
man of shallow knowledge and no ambitions, sometimes refers to a ordinary man and sometimes
is used as the appellation to the kids instead of defining the man of inferior behavi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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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着重阐释《论语》中的几个核心概念内涵。认为“论语”意指“孔子弟子经过讨论选择和编排孔子与弟
子的言语的书”；“仁”包含“爱人”、“仁德”、“仁道”等意思；“道”包含“根本性的认知”、
“道义”、“学说”、“准则或方法”“理想或理念”等意思；“君子”或指“品德高的仁人”、“有
智慧好学的人”，或指“有地位、有风度的人”；“小人”有时指称“胸无大志、识见浅狭的人”，有
时指“普通人”，有时只是对儿童的称谓，并不都是指“品行低劣的人”。

关键词
论语，核心概念，新解，诠释

1. 引言
《论语》被誉为“两千多年来影响着中华民族精神面貌的最伟大的书”[1]，是中华国人思想的总源
泉，支配着中国人的内外生活[2]，还被日本学者尊为“至高无上宇宙第一书”[3]。程颐在总结学习经典
经验时说：“凡看文字，须先晓其文义，然后可以求其意。未有不晓文义而见其意者也[4]。”说明要读
懂《论语》思想，首先要明白其字句文义。但是，历代对《论语》中常用的核心概念真正的含义的理解
却众说纷纭。为了正确解读《论语》，有必要首先对其核心概念做进一步的探讨。

2. 书名《论语》
班固《汉书·艺文志》说：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
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文选·辨命论注》引《傅子》也说：
“昔仲尼既没，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
杨伯峻先生在引述了以上两段话后，指出：1) “论语”的“论”是“论纂”的意思，“论语”的“语”
是“语言”的意思。“论语”就是把“接闻于夫子之语”“论纂”起来的意思。2) “论语”的名字是当
时就有的，不是后来别人给它的[5]。
这种观点被学术界普遍接受。但是，“论纂”是什么意思呢？
《辞海》解释“纂”为“编纂”。宋黄庭坚《代司马丞相进表》：“论纂皆有依凭，总而成书为《稽
古録》。”说明这个编纂是要依据可靠的资料编辑成书，而不是道听途说资料的汇编。那么这里的“论”
的含义是什么呢？《汉语大字典》、《辞海》释：通“伦”。伦次，条理义。又通“抡”。选择义。也
都认为其基本意义是“议论，分析，说明事理”。何异孙《十一经问对》说：“《论语》有弟子记夫子
之言者，有夫子答弟子问，有弟子自相答者，又有时人相言者，有臣对君问者，有师弟子对大夫之问者，
皆所以讨论文义，故谓之《论语》。”他认为《论语》是“讨论文义”的书。唐代陆德明的《经典释文》
第二十四卷上：“论如字纶也，轮也，理也，次也，撰也，答述也。”包含讨论梳理的意思。东汉经学
家刘熙《释名·释典艺》：“《论语》，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也。论，伦也，有伦理也。”作为两代
学生借助回忆、收集与孔子的对话、教学讨论的言行的神圣之书，不可能听到多少回忆出多少就汇编多
少，一定需要甄别、挑选和编排才能完成。刘向《别录》就说过：“《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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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善言也。”“记诸善言”就是指有意识挑选记录好的言语。怎样甄别和挑选呢？自然离不开编辑者即
骨干学生的讨论分析，最后做出选择编排才能成书。所以，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论纂”就是“讨
论选择编排”的意思。因此，所谓《论语》就是“孔子弟子经过讨论选择和编排孔子与弟子的言语的书”。

3. 仁
在《论语》中使用最多的概念是“仁”，达 109 次。从文字学角度看，“仁”本义是会意字，“从
人从二”，表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六书正讹》说：“元，从二从人。仁则从人从二。在天为元，在
人为仁。人所以灵于万物者，仁也。”孔子十分看重这个字，反复使用，成为他思想体系中的核心概念。
因为《论语》赋予“仁”极其丰富的内涵和显著的地位，使之成为中国伦理学中的核心范畴。有学者认
为在孔子眼中“仁是一种内在的力量和自我认识，它把一个取之不竭的群体的创造性表现之源象征化了”
[6]。所以，其含义远远超过了该字的原意。我们考察整个《论语》，虽在不同的语境中含义有所不同，
但基本意义比较接近，一般包涵这样几个意思：
1) 仁爱，仁人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 12.22)“爱人”是孔子对“仁”最直接明确的解释。由
此可以将仁与爱连用表示仁爱，或者将爱与人联系起来表示有仁爱心的人，可简称仁人。例如“子曰：
‘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里仁 4.2)其中的“仁者”显然就指
有仁爱之心的人，即仁人。有时候在《论语》中，就直接以“仁”指代人，比如：“人之过也，各于其
党。观过，斯知仁矣。”(里仁 4.7)意思是说：“人的所谓过错，都基于各自的类型。观察他的过错，由
此可推断他是哪种人了。”
2) 仁德
仁爱被儒家视为做人追求的基本德行或最高美德，所以自然会将仁与德结合起来。在《论语》中许
多地方都可将“仁”字理解为“仁德”，或表示对人品的品评褒奖，或指追求所达到的德行境界。“颜
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
渊 12.1)，意思是说：“颜渊问怎样做才能达到仁德。孔子说：‘克制自己使言行符合礼就是仁德。如果
人每天都能克己复礼，那么天下就会趋向仁德了。力行仁德全在自己，怎么能靠别人呢？’”就是阐述
修行仁德的道理的。因为仁心向善，讲求公正，所以也常可将仁与义并列，称仁义。“子曰：‘志士仁
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 15.9)这里的“仁”就主要是“仁义”的含义。
3) 仁道
实践仁德和推行仁义的根本途径、原则与策略，就是仁道。“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 1.2)这里的“仁”与“道”互文见义，就是“仁道”的意思。“子
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子路 13.12)意思是说：“假若有圣君出现，也定要三十年才能使仁
道遍行天下。”这里的“仁”就不仅仅是少数人修“仁德”“仁义”的问题，而是整个天下实行“仁道”
的问题。
孔子创造性地以“仁”释“礼”，认为“礼”当植根于人的仁爱之心，应该是人的仁爱之心的外在
表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 3.3)没有“仁”，就不会有什么“礼”，要复
兴“礼”，当从“仁”入手。在孔子思想中，“礼”是立身之基，“仁”是修德之本。互为表里，相辅
相成。

4. 道
“道”的古文字“

”、“

”，形象是人在道路中行走，突出人首，以表示人观察和选择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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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引申出做人做事的规矩和规律。在《论语》中使用“道”字有 88 次之多，仅次于“仁”和“君子”
使用的频率。可见孔子很重视这个概念。而且，赋予这个概念的含义也最为丰富。纵观《论语》中出现
的“道”的情况，概括其含义大约有这样几种类别：
1) 表示对人和事物根本性的认知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学而 1.2)就明确强调道与本的关系，认为道是做人做事根本性的东西，
甚至在《公冶长 5.13》“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中称之为“天道”，并且与“性”并提，
还声称“不可得而闻也”，说明在孔子和孔子弟子心中有一种“道”是反映事物和人性本质性的东西，
有时只可意会难以言传，姑且称之为“天道”。这种“道”在现代汉语语境下可以理解为“本质、本性、
人性、真理、根本规律”。在孔子心中，真正的学者就应该立志于对这种本质的探究和根本性问题的认
知，甚至“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 4.8)如果不专心探究真理，反而以粗衣淡饭为耻辱，就不值得同
他讨论了——“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 4.9)
在对具体事物的认知方面也体现了孔子重视人性本质的特点。比如叶公告诉孔子说：我们乡里有个
秉直率真的人，他的父亲偷了羊，儿子去证明此事。而孔子说：我们乡里的正直人和你讲的正直人不一
样：父称自己错替儿子隐，儿称己错为父亲隐。——人的真率本性就在其中啊。(子路 13.18)这说明孔子
十分看重人性本色，认为人首先珍爱私人亲情，然后才尊奉公德，这样的“直在其中矣”才是天性天道
的表现，才是最可信最真实的。
在《论语》中，这种认知是与“命”、“天命”连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这种“道”或“天道”的
本质含义是与生俱来的，是反映天地根本规律的。“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
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宪问 14.36)甚至“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 20.3)因为“君子有三畏：
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季氏 16.8)他自己到了五十岁才真正认知了天
命，所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
不逾矩”。(为政 2.4)所以，这类“道”的内涵，是对天地人性和本质规律的体认，相当于现代汉语所说
的“天理”、“真理”。
2) 对社会现象、政治状态的评价和主张，可理解为“道义”，“正义”
这一类“道”主要针对社会现状而言，常常与“有、无”结合，表示对社会或国家政治是否遵循孔
子认为的正常原则运行的，用现代汉语表达就是有无“道义”或是否“正义”。“君子食无求饱，居无
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学而 1.14)意思说：“君子饮食不贪求美味足饱，居住不贪求
安逸享乐，做事勤劳敏捷，说话小心谨慎，自觉依照道义来端正自己。”“天下之无道也久已。”(八佾
3.24)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宪问 14.3)“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於刑
戮。”(公冶长第五 5.2)“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泰伯 8.13)“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宪问 14.1)其中的“道”都是指“正义”和“道义”，“有道”就是政治清明，司法公正，“无道”就是
天下丧失道义，政治黑暗，司法不公。
3) 对人生、国家、社会、天下的理想和理念
孔子主张：“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 7.6)意思是：“立志于理想追求，据守于
道德修为，依靠仁义来立身，畅游于礼乐射御书数等技艺。”子夏也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
以致其道。”(子张 19.7)意思是：“各种工匠在作坊里成就自己的事业，君子则通过学问来实践自己的理
想。”而且，孔子认为要实现理想就要积极入世，在现实中努力拼搏，见善从之，力行仁义。孔子曰：
“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
未见其人也。”(季氏 16.11)意思是：“看见良善像赶不上似的追求，看见邪恶像手探沸汤一样立刻避弃。
我见过这样的人，也听到过这类话。以隐居来保全自己的志向，力行仁义来通达自己的理想。我听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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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话，却没有见到过这样的人。”认为既想避世保身，又想实现理想是不可能的，只能是自欺欺人。
进而表示，如果自己的主张推行不了，理想无法实现，就乘木筏子到海外去，即“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公冶长 5.7)再不侈谈理想。无论对于一个政体而言还是对一个人而言，都可能存在“道不同，不相为谋”
(卫灵公 15.40)的情况，也就是“所持理念不同，无法相互谋略”。这里的“道”用形象比喻说法可以翻
译成“根本道路”，但实质是指不同的人所持的“理念”不同，所以无法沟通和合作。
4) 正确的方法或准则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里仁 4.5)这里的“道”很明显是指“正
当的方法和途径”。由此可以引申出做人做事的言行“准则”。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学而 1.11)意思是：“父亲在世时，要观察他的志向；父亲去世后，要
考察他的行为；如果三年后还不改变其父亲教导的准则，可以称得上孝子了。”“君子所贵乎道者三”，
(泰伯 8.4)也是说“君子做人的准则重在三点”。孔子曾经评价子产说，他“有君子之道四焉”，(公冶长
5.16)也是指子产有合乎君子准则的四种品行。
对于个体来说如何做是言行准则或方式方法问题，而对于一个国家或群体来说，就是“治理”、“统
治”、“领导”或“引导”的问题了。也属于方法和途径的范畴。比如“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
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 1.5)这里的“道”就是“治理”或“统治”的意思。而“道之以政，齐之以
刑，民免而无耻”(为政 2.3)中的“道”可以理解为“领导”或“引导”。
5) 某种思想体系或学说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
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 4.15)这里的“道”是指孔子的学说或思想体系，孔子自认为自己的学说有
一个核心思想贯穿始终，这就是曾子解说的“忠恕”观念和处世态度，认为这是实现“仁”的根本途径。
或许真正做到“忠恕”很不容易，所以，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
中道而废。今女画。”(雍也 6.12)冉求表示说：“我不是不喜欢您的学说，是我的能力不够呀。”孔子说：
“如果真是能力不够，走到半路才停下。现在你却先给自己划上了止步线。”子夏闻之曰：“君子之道，
焉可诬也？”(子张 19.12)子夏明确表示：“君子的学说怎么可以曲解遗漏呢？”

5. 君子
《说文》：“君，尊也。从尹，发号，古文象君坐形。故从口。”将“君”定义为“尊”，意为高
位。“尹”，表示治事；“口”，表示发布命令。整字意思是：地位高的人发号施令，治理国家。“君
子”一词广见于先秦典籍，主要指有地位的人，如《春秋左传·襄公九年》：“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
王之制也。”《诗经·谷风之什·大东》：“君子所履，小人所视。”孔颖达《诗经正义》曰：“此言
君子、小人，在位与民庶相对。君子则引其道，小人则供其役。”这里的君子、小人，是指不同地位和
身份的人。还有多种意思：1) 称有才德的人。“博文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礼记·曲
礼》)；2) 称情郎。“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诗经·风雨》)；3) 妻称夫。“未
见君子，忧心忡忡。”(《诗经·召南·草虫》)；4) 指男子。“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
好逑。”(《诗经·周南》)；5) 在上位者。“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诗经·伐檀》)；6) 对人的尊称。
《周易·乾》：“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在先秦典籍中的“君子”侧重人的外在地位和身份，而在孔子观念里，君子一词则侧重于道德品质
的属性，具有德性上的意义。在《论语》中有多种对不同层次的人的称谓，如“圣人”、“贤人”、“成
人”(朱熹注：全人)、“仁者”、“善人”、“士”、“大人”、“小人”等，“君子”是其中的一种。
郭齐勇先生这样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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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至上境界：圣人(超越于贤人人格，理想的仁人与成人)——天道层
现实的理想境界：贤人(超越于君子人格，现实的仁人与成人)——人道层
现实的道德境界：君子(超越于自然人的道德人)——人道层[7]
《论语》中提到“君子”多达 107 次，与“仁”相当，可见孔子对“君子”十分重视。或许在孔子
看来，“圣人”是理想人，境界太高，一般人终生都达不到，“贤人”和“成人”是现实中可以见到的
较少的人格榜样，所以要“见贤思齐”，而“君子”是现实人，所有人经过努力可以修成的完美人格。
所以孔子特别倡导“君子”这样的人生楷模，可以说是孔子心中践行和呈现“仁”的化身，是人间现实
的道德模范。“仁者”和“贤者”大约是“君子”的另一种表述，侧重指某一类型的君子。在孔子和学
生们的眼中及其口中，“君子”几乎是现实生活中人格完美的人，具备多种美好的素质、才能和修养。
但是在不同的语境中，对不同的人的评述，所赞美的君子的美德侧重点有所不同，大致包含这样几种情
况：
1) 内在德行修为好的仁者
孔子在阐述君子时提出了三个最基本的标准：“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
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宪问 14.28)孔子将仁、知、勇当作君子之德，自觉从这三方面严
格要求和修炼自己，所以子贡说这三条正是说的先生自己。《中庸》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
德也。”司马牛问什么是“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矣乎？”
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颜渊 12.4)特别强调自我内心修炼而至无愧。孔子又补充说：“君子
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卫灵公 15.18)正好是针对以上三条互为表里的，
可以说是指出修德的途径和方法。对此子路不是很理解，问：“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
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阳货 17.23)君子也尚勇，但勇的前提必须是仁、是义，
是事业的正当性。“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宪问 14.4)，“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 2.24)，进一
步申明无义而有勇可能作乱，也可能成为强盗。所以说内在修为是君子的根本德性。
孔子表示：“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
斯可矣。”(述而 7.26)这里孔子建立了人内在修为的层级，即圣人–君子–善人–有恒者，将君子置于圣
人与善人之间，更可见内在德行的修为对君子评定的重要性。
先从志士做起，“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述而 7.12)“不可
求”之事，也就是不义之举。“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 7.16)违背义的事情，即使再有利也
不应当做。“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 15.9)君子的精神追求是担道行义。子
贡问孔子：“伯夷、叔齐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贤人也。”又问：“怨乎？”对曰：“求仁而得仁，
又何怨？”(述而 7.15)君子无所怨，君子应当把维护自己的精神追求，当成最高的追求，甚至可以为此而
不惜牺牲一切。“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
得之，不去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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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仁 4.5)追
求富与贵，无可非议，但不能因为追求富贵而伤害仁义。一个人，如果能够真正懂得这个道理，并且一
刻也离不开仁德，无论急忙仓促时还是困顿流离时都坚守仁德，那么他就从志士修成了仁人君子。孔子
称赞颜渊就是认为他达到了这种境界：“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
其乐。贤哉回也！”(雍也 6.11)他不只是“乐在其中”，而是“不改其乐”；也就是说非以贫为乐，而是
虽贫也不改变仁德志向；不但处贫能保持快乐，而且为自己虽处贫、处逆却不改志向而乐。这里赞美的
是一种乐观豁达的精神，一种身处贫困而不怨、身处逆境而不改的贤人君子的精神。
2) 有理想追求，有担当的人
孔子曰：“君子义以为上。”(阳货 17.23)“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微子 18.7)认为君子应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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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义，以张扬仁义为己任。《中庸》曰：“义者，宜也。”董仲舒释：“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春
秋繁露·仁义法》)表明道义所担当的是不计后果的正义性，是当下无条件的“见义勇为”。孔子曰：“见
义不为，无勇也。”(为政 2.24)君子的精神追求就是修仁行义，对此义无反顾。“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
也，无莫也，义之与比。”(里仁 4.10)君子做事的基本价值尺度就是义，就是只问行为本身正当与否，不
考虑其他的个人得失。如果与道义理想无关，即使是定有可观可取的小技艺，只要可能会制约远大理想
的，君子也不会去做的——“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子张 19.4)“君子
是行‘义’的人，是‘礼’的具体体现，是个人和社会–政治秩序的榜样[8]。”
3) 好学习且能身体力行的人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矣。”(学而 1.14)君子
首先是一种好学习会学习的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子张 19.7)君子与各
种在作坊里成就自己事业的工匠不同，君子是通过学问来实践自己的理想的，所以君子总是广泛地学习
文化典籍，用礼节来约束自己，也就不会离经叛道了——“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于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雍也 6.27)正如孔子所评价的：“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卫灵公 15.19)君子只怕自己没
有才能，不怕别人不知道自己。君子又是实事求是、言而能行的人。“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
而后从之。’”(为政 2.13)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 14.28)孔子一向认为“力行近于仁”，
总是强调身体力行、言行一致，甚至更加重视行动实践，可操作性。子曰：“知(智)及之，仁不能守之，
虽得之，必失之。知(智)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立)之，则民不敬。知(智)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
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卫灵公 15.33)孔子说：“智慧达到了职位要求，若不能坚守仁德，即使得
到了职位，也一定会失去。智慧达到了要求，还能坚守仁德，但若不用庄严的态度治理，那么百姓也不
会敬重你。智慧达到了，还能坚守仁德，又能庄严的对待，却不按礼制行动，还是不够完美的。”
4) 有气度、有风度、有风范的人
成为仁人君子，固然应以仁义为根本，但是仅有内在的品德还不够，还须有外在的文采。要内外兼
修，“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 6.18)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
仁，游于艺。”(述而 7.6)内在修养使人获得气度，能够做到“人不知而不愠”，通过游艺的修炼就会成
为更加有风度的君子。“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八佾 3.7)——君
子没有什么可与别人争的事情。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射箭比赛。即使比赛也是先相互作揖谦让，然后上
场比试，赛后举杯共饮。竞争也不失君子的风范，就会成为真正受尊敬的人。
要成为时刻受尊敬的人，就要自重，善学习，守忠信，择交友，能改过。子曰：“君子，不重则不
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学而 1.8)还要生活简朴，慎言敏行。为此，
孔子还专门提出了“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
难，见得思义。”(季氏 16.10)指出君子要在九个方面时刻思忖：看要思忖看清楚；听要思忖听明白；脸
色要思忖温和；容貌要思忖谦恭；言谈要思忖忠诚；办事要思忖谨严；遇疑虑要思忖询问；忿怒时要思
忖后患，获利时要思忖道义。
5) 有身份地位的人
《论语》中也保留了当时社会称“君子”的常用含义，例如：“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
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乡党 10.6)这里的“君子”就是指朝
中有地位的大臣。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子张 19.9)子贡曰：“君
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子张 19.21)也是指公众视野中的有身
份和地位的人。有时，“君臣子弟”也会简称为君子，比如：“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
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先进 11.01)“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宪问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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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有地位的人中会有不仁德的人吧，品行低劣的人不会有仁德的情怀。”这些“君子”显然是
指有身份或地位的人，主要不是以品德来判断的。

6. 小人
在先秦典籍中早就有“小人”的概念，而且含义很丰富：1) 平民百姓，指被统治者。如《书·无逸》：
“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2) 男子对地位高于己者自称的谦词。如《左
传·隐公元年》：“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3) 人格卑鄙的人。陈昉《颍川语小》
卷下：“君子小人之目，始于大禹誓师之辞，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盖谓废仁哲任奸佞也。”4) 老
师对学生的称呼。《孔子家语·观周》：“孔子既读斯文也，顾谓弟子曰：‘小人识之，此言实而中，
情而信。’”
《论语》中使用“小人”并不多，只有 24 次。含义有中性的，也有贬义的，大概指这样几种人：
1) 胸无大志、识见浅狭的人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子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
人哉！樊须也。’”(子路 13.4)金王若虚《<论语>辨惑二》：“其曰硁硁小人、小人樊须，从其小体为
小人之类，此谓所见浅狭，对大人而言耳。”其实也就是指相对胸怀大志的人而言的目光短浅的人。
2) 普通人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
“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
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子路 13.20)这段对话是孔子给子贡分析士人等级的，认为真正称得上
“士”的人，也就是第一等的士人是“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的人。第二等的士人是“宗族
中称得上孝的人，乡里称得上悌的人”。第三等的士人，孔子认为是“说到做到，执行果决，像石头一
样的普通人”。还专门声明这类人“也可以说是次一等的‘士’呀”。最后子贡特地提出：“今之从政
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唉！这班器量狭小的人，又算得了什么呢？”
在孔子看来当时从政的许多人才是品行低劣的人。很明显，在《论语》中的“小人”概念未必都是贬义
的。
即使在与君子相对中的“小人”概念也未必都是指品行低劣、心胸狭小的人，也常常是指普通人。
如：
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宪问 14.23)
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 15.21)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卫灵公 15.34)意思是：“君
子不耍小聪明却可担当重大使命；普通人不能担当大任务却善于表现小聪明。”“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
‘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阳货 17.4)意思是：“君子学习了礼乐就能爱人，普通人学
习了礼乐就容易被领导。”“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 4.16)君子做事，以义为准则，只问此事
当做不当做；普通人做事，则以利为准则，总是计较做此事对自己有多大好处。所以对不同的人要采取
不同的沟通策略。
3) 对儿童的称谓，小孩子
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阳货 17.25)朱熹集注：“此小人亦谓
仆隶下人也。”认为指下层“仆隶”，并不是指品行低劣之人。我们则认为就是指小孩子，意思说：“只
有你们几个小子和小孩子一样难教养呀，讲浅近点就不谦逊了，讲深远点就报怨。”表现出孔子批评学
生时亲切爱嗔的神态和口吻，很有个性。这正好可与《孔子家语·观周》的对话互证。《公冶长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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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孔子就以“吾党之小子”(我同乡的弟子)称呼他的学生，与“女子”义类似。
这种把儿童称为“小人”的情况其实很普遍，一直沿用到现代，如把儿童爱看的连环画称为“小人
书”，某些方言也将儿童称为小人，如上海话中将小男孩就称呼为“小人(nīn)”。
4) 品行低劣的人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宪问 14.6)这里的“小人”明显指品行低劣的
没有仁爱之心的人。
《论语》中直接贬斥“小人”的地方并不多，主要将小人与君子对举谈论，是为了通过对照，彰显
君子的品质。比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 2.14)认为君子能够坚持原则，以忠义维护
团结，而小人不讲忠义，只以私利相勾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 13.23)和而不同，
是对于不同意见，既有赞成，也有反对；同而不和，则是一味赞同，没有主见，因人而取言，内心未必
认同，表现虚伪。“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述而 7.37)君子少私欲偏狭，所以胸怀坦荡；小人做事
斤斤计较，所以总是患得患失。“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颜渊 12.16)君子总是善于帮
助他人，看到他人成功，总是感到高兴；小人则嫉贤妒能，唯恐他人超过自己，所以喜欢在背后捣鬼。
“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卫灵公 15.2)君子在自己的志向不能实现时，仍然能够固守志向；小人一
旦身处困境，则有可能胡作非为。这里的“小人”的特点主要是极端自私、虚伪、嫉妒、缺乏爱心、心
胸偏狭。但还没有后来中国文化中对“小人”含义评价那么不堪。
清代有个李德裕专门写了《小人论》，说：“世所谓小人者，便辟巧佞，翻覆难信，此小人常态，
不足惧也；以怨报德，此其甚者也；背本忘义，抑又次之……。”历数小人的恶劣，逐渐形成了对道德
品质低劣、心胸偏狭阴暗之人的专门贬称，常指那种喜欢搬弄是非、挑拨离间、心理阴暗、隔岸观火、
落井下石、以怨报德之类的人。这种人不要说无法与君子相比，就是与普通人都无法相比，是人们最讨
厌最不屑的恶人。所以，现代汉语中的“小人”概念完全是贬义的，在现代社会中对人的评价一般不轻
易用“小人”这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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