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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视界中的孟子及其对新民思想的影响〔∗〕

———以«梁启超论孟子遗稿»为例

桑东辉

(黑龙江大学　 哲学学院ꎬ 黑龙江　 哈尔滨　 １５００８０)

〔摘　 要〕在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中ꎬ梁启超对孟子思想非常重视ꎬ其不仅著有«读‹孟子›界说»等著

述ꎬ还曾著有未刊稿«梁启超论孟子遗稿»ꎮ 梁启超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ꎬ并运用佛教和西方哲学理论ꎬ对孟子

人性论、道德修养论等进行了深刻剖析ꎮ 某种程度上讲ꎬ梁启超的新民思想深受孟子思想的影响ꎬ特别是孟子的

性善论以及立志、存养、扩充的道德修养论为梁启超的新民思想提供了传统文化资源和理论基础ꎮ 当然ꎬ由于梁

启超的新民思想主要建构在斯宾塞社会有机体这一机械社会学理论之上ꎬ其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ꎬ但深受孟

子影响的梁启超新民思想对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仍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和当代价值ꎮ
〔关键词〕孟子ꎻ梁启超ꎻ新民思想ꎻ«梁启超论孟子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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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ꎬ其不

仅是从事近代维新变法运动的改良派ꎬ同时也是

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ꎬ更是一

位纵横古今、会通东西、学识渊博的大学者和思

想家ꎮ 对于«孟子»ꎬ梁启超更是穷毕生精力ꎬ反
复究核ꎬ阐扬精义ꎮ 有学者曾指出ꎬ梁启超主导

的湖南时务学堂主要就是组织学生研读«孟子»
«公羊传»ꎮ〔１〕为了阐发维新派的思想主张ꎬ梁启

超还撰写了«读‹孟子›界说»作为学生研读«孟
子»的辅导书ꎮ 除了«读‹孟子›界说»«先秦政治

思想史»等多有关于孟子思想的论述外ꎬ在其生

前未刊的«梁启超论孟子遗稿» (以下简称«遗

稿»)中ꎬ梁启超从阐发教育思想的角度对孟子

的人性论、教化观、道德修养论进行了深研ꎮ
无论是对梁启超的研究ꎬ还是对孟子的研

究ꎬ都无疑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和重点ꎬ这方面的

成果也十分丰富ꎮ 但围绕梁启超的孟子思想研

究ꎬ则相对不多ꎮ 其中ꎬ关于«遗稿»的研究就更

是寥寥无几ꎬ而围绕«遗稿»来探析梁启超眼中

的孟子人性论、修养论所作的专题研究则难觅其

踪ꎮ 本文主要是基于«遗稿»这一文本ꎬ重点分

析梁启超视界中的孟子人性论、道德修养论等思

想主张ꎬ梳理梁启超对孟子思想的解读ꎬ探究其

对梁启超改造国民性的新民思想之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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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梁启超对孟子人性论的解读

人性论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的重要范畴ꎬ
其作为一个专门问题展开讨论ꎬ则肇始于孟子与

告子的对话ꎮ 在孟子之前ꎬ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

子是“罕言命与利与人”的ꎬ更不对弟子阐释“人
性”之奥义ꎬ〔２〕只是说过一句“性相近也ꎬ习相远

也”(«论语阳货»)ꎮ 但到了战国时期ꎬ孟子、
告子、荀子等相继就人性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

解ꎮ 而且人性问题也不惟儒家所独论ꎬ其他学派

也对人性表达了自己的看法ꎬ如法家的韩非子就

提出过自私自利的人性论ꎮ
对于传统的人性论ꎬ梁启超综合前人所论ꎬ

总结道:“今古论性ꎬ几成聚讼ꎬ综其要旨ꎬ可得五

家ꎮ”即孟子言性善ꎬ荀子言性恶ꎬ告子言性无善

无不善ꎬ世子等言性有善有不善ꎬ公都子所引或

人言有性善有性不善ꎮ 梁启超认为第四种与第

五种的区别在于前者类似扬雄的性善恶混ꎬ而后

者类似韩愈的性三品ꎮ〔３〕因此ꎬ凡论人性者ꎬ必绕

不过孟子的性善论ꎮ
(一)对孟子人性论思想根源的探究

梁启超认为孟子人性论是此前儒家人性论

的发展ꎮ 也就是说ꎬ孟子的人性思想直接受到孔

子、子思等先儒ꎬ包括«易传» «中庸»思想的影

响ꎮ 梁启超认为虽然孔子罕言性ꎬ但实际上孔子

的人性论思想被保留在«易传»中ꎮ 尽管«易传»
的成书年代一直以来聚讼纷纭ꎬ有的部分或成书

于孟子时代甚至孟子之后ꎬ但梁氏认为ꎬ«彖传»
的“乾道变化ꎬ各正性命”和«系辞传»的“成性存

之ꎬ道义之门” (此处“成性存之”的“之”字«易
传»通行本皆作“存”ꎬ不知是«学术研究»所刊

«梁启超论孟子遗稿»有误ꎬ还是梁任公另有所

本ꎮ 存疑)ꎬ都是“孔子之言”ꎮ 当然ꎬ梁启超也

指出从上面这句话看还没有明确的性善倾向ꎬ但
«系辞传»的“一阴一阳之谓道ꎬ继之者善也ꎬ成
之者性也”ꎬ则“以善与性对举ꎬ而性为后起”ꎮ
进而ꎬ梁启超指出子思在«中庸»中将人性推之

于天性ꎬ其所谓“天命之谓性ꎬ率性之谓道ꎬ修道

之谓教”ꎬ所谓“惟天下至诚ꎬ为能尽其性ꎻ能尽

其性ꎬ则能尽人之性ꎻ能尽人之性ꎬ则能尽物之

性”ꎮ 梁启超认为尽管在此处仍未显言性善ꎬ但其

善意已寓于其中ꎬ并明确指出:“孟子之学ꎬ出于子

思ꎬ其特标性善为进德关键ꎬ则«中庸»之教也ꎮ”
梁启超不仅从学术传承的脉络上梳理了孟

子性善论的渊源ꎬ而且从道德践履的榜样上追溯

了古圣先贤对孟子性善论的影响ꎮ 如梁氏引述

«滕文公上»的“孟之道性善ꎬ言必称尧舜” («梁
启超论孟子遗稿»中引文此“之”字疑为“子”字
之误)ꎬ指出:“此孟子一生论学大宗旨ꎬ特于此

揭明之”ꎮ 孟子言必称尧舜者ꎬ以及«孟子告

子下»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离娄下»的
“尧舜与人同耳”等ꎬ“盖以尧舜为最高人格之标

准ꎮ 必称尧舜ꎬ正所以申性善之义也”ꎮ
在梁氏看来ꎬ孟子性善既是对孔子、子思一

脉思想的承继ꎬ是对儒家易学精神、«中庸»思想

的阐发ꎬ同时也是对尧舜等古圣先贤理想人格的

提炼ꎬ并通过将人性之善归为受之于天的天性ꎬ
从而将性善表述为仁义礼智根之于心ꎬ而非由外

烁的人之本性ꎮ
(二)对环境影响人性的阐发

梁启超对孟子人性论中的环境影响说给予

了极大的关注ꎮ 梁氏对于«孟子告子上»中的

牛山之木的譬喻进行了深度解读ꎬ指出:“牛山何

以灌灌ꎬ以其郊于大国ꎬ受环境之害也ꎮ”进而ꎬ梁
启超指出环境影响分为时间环境和空间环境ꎮ
所谓时间环境影响ꎬ即如«孟子告子上»所谓

的“富岁子弟多赖ꎬ凶岁子弟多暴ꎬ非天之降才尔

殊也ꎬ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ꎮ 所谓空间环境

影响ꎬ梁氏引用«史记货殖列传»和近代世界

历史地理知识ꎬ来说明热带及腴壤之民多赖、寒
带及瘠土之民多暴的道理ꎮ 在梁启超看来ꎬ«孟
子告子上»的这个例子旨在说明同一个人ꎬ其
富岁则赖ꎬ凶岁则暴ꎬ乃环境使然ꎬ“于本性无与

也”ꎬ但他认为孟子用这一例证来说明人的性情

变化与性本质无关的想法并不给力ꎬ用他的话

说ꎬ此例证莫若“以此为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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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证也”ꎮ 梁启超在环境影响人性的问题上加入

了一个中间的介质———习ꎮ 在梁启超看来ꎬ“因
环境而生习ꎬ因习复造环境”ꎮ 环境与习是相互

影响的ꎬ并共同作用和改变着人的性情ꎮ 他认为

在环境和习的综合影响下ꎬ人所产生的赖和暴的

两种趋向就像一种社会传染病ꎬ是社会影响了个

人ꎬ个人积习难改ꎬ又反过来影响社会ꎬ加剧了社

会环境向某一方向的发展ꎮ 随着这种受环境影

响的习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东西ꎬ就会像遗传病

一样ꎬ影响后人和下个时代ꎮ 而一旦“恶习既成ꎬ
则其与性相去几何”ꎬ这也就是荀子之所以道性

恶的原因ꎮ 梁启超深入分析孟子人性论中的环

境和习的影响ꎬ旨在引出儒家的道德教化和个人

修养之必要和必然性ꎮ
(三)从佛教的角度来解析人性

梁启超是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思想巨

擘ꎬ其对佛理亦深谙精研ꎬ在剖析孟子人性论的

精髓时ꎬ亦以佛理来证孟子之人性论的理论根

基ꎮ 在梁启超看来ꎬ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矣ꎮ
反身而诚ꎬ乐莫大焉”(«孟子告子上»)与佛家

的众生皆有佛性和“天上地下ꎬ唯我独尊”的精

神有高度的契合ꎮ 梁启超认为孟子的人性论是

基于人类在性的问题上的共通性ꎬ即性非我一人

所独有ꎬ而为世界之全人类所共有ꎬ是圣愚之所

同然的人类本性ꎮ 故而ꎬ在梁氏看来ꎬ“万物皆备

于我”乃孟子性善论的圆满义ꎮ 尽管ꎬ骤然视之ꎬ
孟子与释迦牟尼佛的教义是大相径庭的ꎬ但从本

质上看ꎬ佛教的一切众生皆从佛性中流出而还归

于佛性ꎬ与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的精神是异曲同

工的ꎮ 进而ꎬ万物皆备于我的自信与唯我独尊的

佛性是别无二致的ꎮ 不仅如此ꎬ梁启超还运用其

所掌握的西方哲学思想来深入阐明这个道理ꎮ
他引用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来说明“我之心

体”的重要性ꎬ说明“反身求诚ꎬ乐莫大焉”的性

善路径ꎬ而强调“我之心体”也正是佛教所倡扬

的“世间万物乃心之变现” 的观点ꎮ 梁启超认

为ꎬ孟子的人性论与«中庸»的“惟天下至诚为能

尽其性ꎮ 能尽其性ꎬ则能尽人之性”适足以互相

发挥ꎬ这种尽性说法的理论基点在于人性外无物

性ꎬ而这又恰恰是佛教之“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的精义所在ꎮ 梁启超高度评价孟子“万物皆备于

我”的思想主张ꎬ认为这是“千圣真传同条共贯

之第一义”ꎬ而孟子能够阐发此要义ꎬ实乃“群儒

之所莫能及也”ꎮ
(四)对孟荀人性论的辨析

梁启超围绕历史上的人性论ꎬ进行了分类分

析ꎮ 在梁氏梳理出的五种人性论中ꎬ他重点辨析

了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的异同ꎮ 梁氏辨析

孟荀人性论也有其与众不同的地方ꎬ就像他以佛

理来会通孟子性善论一样ꎬ他也用佛理来阐发孟

荀在人性论上的差异ꎮ 梁启超引用«大乘起信

论»关于法与义的理论ꎬ从体与用的角度ꎬ指出心

是真如相ꎬ示摩诃衍之体ꎻ而心生灭因缘相ꎬ则示

摩诃衍自体相用ꎮ 因此ꎬ一心法有二种法门:一
为心真如门ꎻ一为心生灭门ꎮ 这二种门都各自总

摄一切法ꎬ且不相离ꎮ 根据佛教这一理论ꎬ梁启

超认为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是相辅相成、不即不

离的ꎮ 所谓孟子言性善乃真如相ꎬ即一心法下所

开之心真如门也ꎻ而荀子言性恶ꎬ则为生灭因缘

相ꎬ即一心法下所开之心生灭门也ꎮ 对于性善论

与性恶论孰优孰劣的问题ꎬ梁启超认为二者各执

一端ꎬ所谓 “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说ꎬ最粗浅不

圆”ꎮ 在梁启超看来ꎬ反而是告子的无善无不善

的人性论最为圆融ꎬ也最接近孔子的思想ꎮ 也就

是说ꎬ无善无不善乃是性之体ꎬ而可以为善可以

为不善则为性之用ꎮ 孟子也好ꎬ荀子也罢ꎬ都没

有掌握性的本体ꎬ而分别执于性之用的两端ꎮ 当

然ꎬ梁启超也没有完全否定性善论与性恶论的价

值ꎮ 在梁启超看来ꎬ孟子以真如为性ꎬ因此劝人

向上ꎬ“其义精”ꎻ荀子以无明为性ꎬ因而警堕落ꎬ
“其义切”ꎮ 在这里ꎬ梁氏完全是用佛理ꎬ特别是

用真如、无明、生灭等理论来阐析孟子和荀子人

性论的特点ꎮ

二、梁启超对孟子道德修养论的阐析

梁启超深研孟子的人性论绝不是就人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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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人性ꎬ其落脚点在于教育ꎮ 关于这点ꎬ可以从

«遗稿»这部未刊稿除了前面简短的«孟子略传»
外ꎬ通篇的核心内容都是«孟子之教育主义»明

显看出来ꎮ〔４〕 因此ꎬ在«遗稿»中ꎬ谈人性论往往

要说到教化观特别是道德修养论ꎮ
(一)孟荀在道德教化终极目的上的殊途同归

如果说在人性问题上ꎬ战国儒家的两大巨擘

孟子与荀子大异其趣ꎬ那么ꎬ在教化问题上ꎬ孟荀

二人则殊途同归ꎬ都将自己的儒学理论落脚点放

在道德教化上ꎮ 对此ꎬ梁启超一针见血地指出:
“孟荀言性ꎬ皆所以树教育主义之根抵ꎮ” “性虽

善而可以习于不善ꎬ如何而始能免于不善? 曰惟

修养ꎮ 性虽恶而可以习于善ꎬ如何而能进于善?
曰惟修养ꎮ 故孟荀言性虽相反ꎬ而其归本于修养

一也ꎮ”具体而言ꎬ孟子言性善ꎬ因而在教化问题

上偏重于发挥本能ꎬ激发人的良知良能ꎻ而荀子

言性恶ꎬ在教化上则侧重于变化气质ꎮ 对于儒学

史上申孟绌荀的倾向ꎬ梁启超颇不以为然ꎮ 在他

看来ꎬ荀子的“其善者伪”的思想阐明了进善须

用人力的道德教化义理ꎬ“曷尝悖理”? 基于“孟
荀则各明一义ꎬ不必相非”的人性论本质ꎬ梁启超

认为孟荀在教化观上也各有所长ꎮ “梁启超从孟

子、荀子、性善、性恶谈起ꎬ认为人性本来是善的ꎬ
恶不是‘性’而是‘习’ꎮ 他们言性虽相反ꎬ而归

本于修养ꎮ” 〔５〕尽管从人性论的分歧到教化观的

一致ꎬ体现了孟荀思想的殊途同归ꎬ但在教化方

式和途径上ꎬ基于人性论的差异ꎬ孟荀也各自提

出了不同的道德教化主张ꎮ 具体而言ꎬ荀子强调

“化性起伪” “注错习俗”ꎬ通过礼义、法度、师法

来从外在规制人ꎬ使之去恶为善ꎻ而孟子则认为

人性本善ꎬ所谓恶则非性乃习也ꎬ这点是与荀子

根本不同的ꎮ 因此ꎬ在教化的方式和途径上ꎬ孟
子强调要“求放心”ꎬ通过道德教化ꎬ找回失掉的

仁义礼智四端之心ꎬ从而激发人的良知良能ꎬ希
圣希贤ꎮ 从这点来说ꎬ孟子的教化思想落实到个

人头上则体现得更多的是道德自我修养ꎮ 因此ꎬ
比较孟荀的教化思想后ꎬ梁启超认为“孟子尤能

先立乎其大矣”ꎬ较荀子而言ꎬ略胜一筹ꎮ 对此ꎬ

梁启超仍以佛理阐发二者的区别和优劣ꎬ所谓

“以比佛法ꎬ荀子则小乘法也ꎬ惭教也ꎻ孟子则大

乘法也ꎬ顿教也”ꎮ
(二)孟子的道德修养论首重“立志”
在«遗稿»中ꎬ梁启超认为孟子教化思想体

系中的个人道德修养是有次第的ꎬ即所谓的第一

立志ꎬ第二据存ꎬ第三长养ꎬ第四扩充ꎮ 而同样在

这篇«遗稿»中ꎬ梁启超又言ꎬ如果“真能率孟子

之教者ꎬ大彻大悟ꎬ一了百了ꎮ 本无次第之可

言”ꎬ但“惟如何然后能立乎其大ꎬ则孟子提絜三

义焉:曰立志ꎬ曰存养ꎬ曰扩充”ꎮ 也就是说ꎬ如果

真能体悟孟子的性善之教ꎬ则可以当下立达ꎬ即
时彻悟ꎬ无有次第ꎮ 但一般而言ꎬ要做到孟子所

谓的“先立乎其大者”ꎬ还是应该遵循一个修养

次第的ꎮ 在谈到修养次第问题时ꎬ尽管梁启超在

这里提出了四次第和三次第两个不同的说法ꎬ但
无论哪种说法ꎬ都把“立志”放在首位ꎮ 如ꎬ«孟
子尽心上»的“王子垫问曰:‘士何事’? 孟子

曰:‘尚志’ꎮ”«孟子告子上»的“羿之教人射ꎬ
必志于彀ꎻ学者亦必志于彀ꎮ”在孟子的教化观和

修养论中ꎬ立志非常重要ꎮ 所谓立志ꎬ就是立志

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ꎮ 所谓 “尧舜与人同

耳”ꎬ“舜ꎬ人也ꎻ我ꎬ亦人也”ꎮ («孟子离娄

下»)在孟子看来ꎬ“人皆可以为尧舜”ꎬ(«孟子
告子下»)一个人必须立志成为尧舜那样的圣

人ꎮ “立志之法ꎬ莫妙于悬一所崇拜之古人以为

模范ꎮ”梁启超还列举了古今中外的名人之于榜

样的例子ꎬ如该撒(即凯撒)之于亚历山大ꎬ扬雄

之于司马相如ꎬ苏轼之于白居易ꎮ “皆刻意模范ꎬ
而所成就亦略相等ꎬ或且过之”ꎮ 相对于荀子之

教尊他力ꎬ孟子之教则尊自力ꎮ 也就是说ꎬ荀子

重视外在的他律ꎬ孟子则强调内在的自律ꎮ 梁启

超认为孟子教化思想的核心在于导人向上ꎬ意在

激发人向上向学的积极性ꎬ所谓“曰立志ꎬ曰自

力ꎬ皆导人以向学而已”ꎮ 因此ꎬ在梁启超看来ꎬ
孟子道德修养论的核心就是立志向学ꎬ自力成圣ꎮ

(三)孟子的道德修养强调存养、扩充

前面我们提到孟子修养次第之四次第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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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说ꎬ实际上ꎬ二者并不冲突ꎬ三次第之第二个

次第的存养ꎬ实际是对四次第说中的第二次第的

据存和第三次第的长养的合而为一ꎮ 也就是说ꎬ
个人修养的第一次第是立志ꎬ随之而来的就是存

养ꎮ 存养可细分为存和养ꎬ二者是相辅相成的ꎮ
在«孟子尽心上»中有言:“存其心ꎬ养其性ꎬ所
以事天也ꎮ”对于孟子存、养并举的用意ꎬ梁启超

认为:“盖存与养相属ꎬ不养则不能久存也ꎮ”而

存又是养的基础和前提ꎬ无所存则无以养ꎮ 存者

为何? 存其心而已ꎮ 如«孟子离娄下» 所谓

“君子所以异于人者ꎬ以其存心也ꎮ 君子以仁存

心ꎬ以礼存心”ꎬ«孟子告子上»所谓“‘操则存ꎬ
舍则亡ꎮ 出入无时ꎬ莫知其乡ꎮ’惟心之谓与”ꎮ
但这种仁义礼智之心ꎬ光靠存是不够的ꎬ还要长

养ꎬ使其得以开花结果ꎮ 孟子尝言:“苟得其养ꎬ
无物不长ꎻ苟失其养ꎬ无物不消ꎮ”(«孟子告子

上»)养是决定所存之善心是否能够存在下去的

关键ꎮ 因此ꎬ孟子强调“所以考其善不善者ꎬ岂有

他哉? 于己取之而已矣ꎮ 体有贵贱ꎬ有小大ꎬ无
以小害大ꎬ无以贱害贵ꎮ 养其小者为小人ꎬ养其

大者为大人”ꎮ («孟子告子上»)梁启超认为

孟子的长养思想不仅是人禽之别ꎬ而且体现了君

子与庶民之异ꎮ 在«孟子公孙丑上»中ꎬ孟子

特别强调“我善养吾浩然之气”ꎬ强调气是“集义

所生”ꎬ养就是对所存之心的一种培育和长养ꎬ梁
启超称赞道:“孟子则中气充盈ꎬ病自不能侵也ꎮ
所谓大立而小不能夺ꎬ其本领全在是ꎮ”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ꎬ孟子对所存之心的培育

和长养并没有停留在使仁义礼智四端之心得以

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阶段ꎬ更是要使之充沛、扩
充起来ꎬ使得良知礼义实现由内向外、由己及人

的层层向外推扩ꎬ从而使个人的道德修养成为一

种社会道德教化的共同资源ꎮ 因此ꎬ梁启超敏锐

地指出:“存养者求自得而勿失也ꎮ 然非此而已

足也ꎬ其大作用则在扩充ꎮ” «孟子公孙丑上»
所谓“凡有四端于我者ꎬ知皆扩而充之矣ꎬ若火之

始然ꎬ泉之始达ꎮ 苟能充之ꎬ足以保四海”和«孟
子梁惠王上»的“故推恩足以保四海ꎬ不推恩

无以保妻子”等ꎬ所表达的都是扩充、推扩的道德

实践价值之所在ꎮ 用梁启超的话说ꎬ这也是“孟
子立教之眼目”ꎮ

三、孟子思想对梁启超新民思想的启迪

在中国近现代ꎬ梁启超对国民性的研究用力

尤勤ꎮ 在«新民说»等论著中ꎬ梁启超系统梳理

了传统国民性中的劣根性ꎬ分析了其产生的根

源ꎬ并借鉴古今中外的思想ꎬ提出了改造国民性

的新民说ꎬ为塑造新国民提出了方案ꎬ指明了路

径ꎮ 对梁启超构建新民思想产生巨大影响的ꎬ不
仅有斯宾塞的社会学等西方思想ꎬ而且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也对他的新民说启迪良多ꎮ 孟子思想

就为梁启超建构新民思想提供了理论柱石和传

统资源ꎮ
(一)国民的劣根性与孟子的浩然之气对国

民性的对治

围绕中国人的国民性ꎬ梁启超作过多次概

括ꎮ 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ꎬ梁启超认为中国

的“人心风俗”主要表现为“愚昧” “奴性” “为
我”“怯懦”“好伪” “无动”等方面ꎮ 在«论中国

国民之品格»中ꎬ梁启超又分析了“爱国心薄弱”
“公共心缺乏”“独立性柔脆”“自治力欠缺”等国

民性的弊端ꎮ 尽管这些概括的角度不尽相同ꎬ但
都有一个共同点ꎬ那就是国民性中具有较突出的

非自主之奴性ꎮ 对于产生国民奴性的原因ꎬ梁启

超总结了几点ꎬ除了“专制政体之陶铸”等原因

外ꎬ梁氏还将 “学术匡救之无力” 作为重要因

素ꎮ〔６〕在梁启超看来ꎬ国人缺乏自治力ꎬ无“独立

自主的人格”ꎬ养成“卑屈之风ꎬ服从之性”ꎬ形成

了以德报怨、犯而不校、唾面自干、百忍成金等

“无骨、无血、无气”特性ꎬ而国民性中的这种劣

根主要是背离了孟子的人性论和修养论ꎮ 梁启

超认为“孟子之教ꎬ则凡以唤起人类之自觉心而

已”ꎬ也就是说ꎬ梁启超认为孟子的修养论足以对

治国民的劣根性ꎮ
针对国民的劣根性ꎬ梁启超主张以孟子所强

调的立志、存养、扩充之修养路径ꎬ来激发人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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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独立性和担当精神ꎬ从学术上匡救国民性之羸

劣ꎮ 同时ꎬ在谈到如何读«孟子»时ꎬ梁启超特别

指出«孟子»对个人修养和人格、人性塑造的价

值所在:首先ꎬ读«孟子»“宜观其砥砺廉隅ꎬ崇尚

名节ꎬ进退辞受取与之间竣立防闲ꎬ如此然后可

以自守而不至堕落”ꎮ 其次ꎬ读«孟子» “宜观其

气象博大ꎬ独往独来ꎬ光明俊伟ꎬ绝无藏闪ꎮ 能常

常诵习体会ꎬ人格自然扩大”ꎮ 再次ꎬ读«孟子»
“宜观其意志坚强ꎬ百折不回ꎮ 服膺书中语ꎬ对于

环境之压迫ꎬ可以增加抵抗力”ꎮ 最后ꎬ读 «孟

子»“宜观其修养下手工夫简易直捷ꎬ无后儒所

言支离、玄渺之二病”ꎮ 从以上这几点就可看出ꎬ
梁启超在分析国民性劣根和研究对治传统国民

性弊病时ꎬ是将«孟子»的修养论作为重要传统

文化资源的ꎮ 他还特别指出:“要之孟子为修养

最适当之书ꎬ于今日青年尤为相宜ꎮ” 〔７〕

(二)梁启超新民思想重塑国民性的理论探索

梁启超是一个有担当的政治家和思想家ꎬ所
谓不破不立ꎬ他不仅深刻分析了国民的劣根性及

其成因ꎬ对传统的国民性做了大量“破”的工作ꎬ
而且还积极倡导培育“新民”ꎬ改造国民性ꎮ 在

培育新道德、塑造新国民的路径和方法上ꎬ梁启

超超越了非此即彼的狭隘和极端ꎬ主张将批判继

承与引进吸收结合起来ꎬ“在建设新道德的过程

中ꎬ固然要引进、借鉴西方道德ꎬ但同时也应通过

清理、改造ꎬ吸取中国古代道德遗产中的精华ꎬ通
过中西融合而立新”ꎮ〔８〕在阐析国民新道德方面ꎬ
梁启超指出:“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

新之ꎬ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ꎬ二者缺一时乃

无功ꎮ” 〔９〕 无疑ꎬ作为国民修养“最适当之书”的

«孟子»是需要吸取的“中国古代道德遗产中的

精华”ꎬ其中所蕴含的立志、存养、扩充思想精华也

是“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的重要传统道德资源ꎮ
面对近代积贫积弱的民族危机和社会现实ꎬ

梁启超首先致力于改造国民性中的奴性ꎬ激发爱

国心ꎬ而要激发爱国心则首先要申民权ꎮ 梁启超

指出:“国者何? 积民而成也ꎮ 国政者何? 民自

治其事也ꎮ 爱国者何? 民自爱其身也ꎮ 故民权

兴则国权立ꎬ民权灭则国权亡ꎮ 言爱国必自

兴民权始ꎮ” 〔１０〕 无独有偶ꎬ两千年前的孟子高扬

民本思想ꎬ所谓“民为贵ꎬ社稷次之ꎬ君为轻”ꎮ
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与近代社会的

民权思想不完全是一回事ꎬ但在近代思想家那

里ꎬ孟子民本思想与西方民主思想有近似之处ꎮ
如梁启超«读‹孟子›界说»尝言:“孟子言‘民为

贵’‘民事不可缓’ꎬ故全书所言仁政ꎬ所言王政ꎬ
所言不忍人之政ꎬ皆以为民也ꎮ 泰西诸国今日之

政ꎬ殆庶近之ꎮ 惜吾中国孟子之学久绝也ꎮ 明此

义以读«孟子»ꎬ皆迎刃而解ꎮ” 〔１１〕此外ꎬ梁启超的

新民思想还对公德、私德重新进行了释义ꎬ认为

“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ꎬ人人相善其群者谓

之公德”ꎮ〔１２〕 在他看来ꎬ公德乃“人群之所以为

群ꎬ国家之所以为国” 〔１３〕之基础ꎮ 从某种意义上

讲ꎬ孟子强调良知良能的本心ꎬ主张立志、存养的

个人修养ꎬ无疑是陶铸私德的重要传统资源ꎬ而
孟子修养论中的扩充则无疑是足以善群、利群、
利国的要津ꎮ 在«遗稿»中ꎬ梁启超一针见血地

指出:“孟子言良知良能ꎬ而其用在达于天下ꎮ”
具体而言ꎬ即“社会当草昧时ꎬ文物制度能有几ꎬ
何以阅数千年ꎬ乃遂光华灿烂与日月齐耀也? 无

他ꎬ扩而充之而已ꎮ 故自修养者务发挥自己之本

能ꎬ教人者务发挥人之本能ꎬ为国民教育者务发

挥国民之本能ꎬ如斯而已矣”ꎮ 梁启超从孟子道

德修养论的扩充理论中发掘出国民教育的路径ꎬ
使之淬厉出新国民ꎮ

(三)梁启超新民思想的当代价值和局限性

梁启超的新民思想是以«新民说»等著述为

主形成的一个系统庞大的思想体系ꎬ其对中国近

代思想解放和道德革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ꎮ
张锡勤先生在评价«新民说»时曾指出:“自«新
民说»出ꎬ提高中华民族基本素质的重大任务受

到中国思想界的普遍关注ꎬ改造‘国民性’的问

题成为思想领域的热门话题ꎬ它的影响也是巨大

的ꎮ” 〔１４〕其实ꎬ梁启超的新民思想不仅对中国近

现代思想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和理论贡献ꎬ即便是

对已经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代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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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ꎬ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和借鉴价值ꎮ
一百多年前ꎬ梁启超对国民劣根性的针砭和

构建新国民的思想主张ꎬ对我们当代道德建设有

很大的启迪作用ꎮ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ꎬ特别强调

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ꎬ这里的大德、公
德、私德可以说是对梁启超新民思想乃至对孟子

道德修养论的一种继承和发展ꎮ «新时代公民道

德建设实施纲要»还主张“坚持在继承传统中创

新发展ꎬ自觉传承中华传统美德ꎬ积极推动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ꎮ 无疑ꎬ孟子的立志和浩然

之气以及民本情怀、社稷意识等都是中华传统美

德的有机组成部分ꎮ 梁启超的新民思想ꎬ一方

面ꎬ在汇融中西的基础上ꎬ一定程度地吸纳、继
承、发展了孟子的道德修养论ꎻ另一方面ꎬ其本身

又成为我们今天建设新时代公民道德的近代传

统资源ꎮ
无论是孟子ꎬ还是梁启超ꎬ他们都囿于各自

所处的时代ꎬ其思想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局

限性ꎮ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梁启超视界中的孟子

人性论、修养论及其对新民思想的影响ꎬ因而我

们的落脚点主要还是孟子思想对梁启超新民思

想的影响ꎬ最终落在梁启超新民思想的当代价值

上ꎮ 无疑ꎬ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对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道德建设而言ꎬ既有积极的借鉴价值

和启示作用ꎬ也有一定的局限性ꎮ 除了前面提到

的诸多积极意义和借鉴作用外ꎬ梁启超新民思想

的局限性也是比较明显的ꎮ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

那样ꎬ梁启超新民思想的理论依据来源于斯宾塞

的社会有机体论ꎬ而斯宾塞社会学理论从本质上

讲又是一种机械论ꎬ其把复杂的社会有机体简单

地视同于生物有机体ꎮ 梁启超以此来诊断旧中

国的积弱根源ꎬ寻求“救亡之道”是脱离中国社

会实际的ꎬ也是根本行不通的ꎮ〔１５〕 梁启超的这种

思想局限性恰恰提醒我们ꎬ在新时代搞好公民道

德建设无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ꎬ要深刻植根

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ꎬ一方面要加

速推进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ꎬ另一方

面要有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的

传承和发展ꎬ大力培植新时代公民道德素质ꎬ助
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ꎮ

总而言之ꎬ正是基于梁启超新民思想的内在

价值和局限性(当然ꎬ也包括孟子的人性论、教化

论、道德修养论的内在价值和局限性)ꎬ我们今天

在继承传统时要采取批判继承的扬弃态度ꎬ即要

像梁启超那样ꎬ一方面“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ꎬ
另一方面“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ꎬ实现对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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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汤志钧:«梁启超论‹孟子›»ꎬ«史林»２００７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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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ꎬ专集之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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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视界中的孟子及其对新民思想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