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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學生做君子首當秉持知行合

一原則

在《序》一文裏，朱光潛申明了現代青年，尤

其針對大學生君子人格的

養成需要著手「知行合

一」這一大的原則。然而，

「致知」應作何解？依先

生之意，「致知」一大功

效在於「祛私去蔽。」也

就是西方學者講的「啟

蒙」。這當然也就必須和

「思想自由」相聯繫。由

此想到先生在留學西方

前就曾和葉聖陶在上海

辦「立達」學園（「己欲立

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論語·雍也》）和創辦開
明書店（「開明」即「啟

蒙」之義），這都是宣稱

教育獨立自由的口號。可

見，先生初心未改，所以，

此《序》便稱：「祛私莫如去蔽，防惡莫如致知。文

藝復興以來，學術運動均以心靈之解放與思想之

自由為依歸者。非謂破繩墨以求恣意放肆為所欲

為也，蓋以見之不周，知之不徹，則終不脫黑暗與

固蔽，而社會中種種惡濁腐敗之現象即於愚昧之

中滋生蕃衍焉。惟思想自由其義有二。一則外無箝

從新發現朱光潛一篇佚文
──談大學生君子人格養成要素

■ 宛小平

安徽大學哲學系

道德文明

在整理中華書局新編增訂本《朱光潛全集》

過程中，偶然發現一篇安徽教育出版社《朱光潛全

集》未收入的佚文。這篇短文是給《國立武漢大學

民三五級畢業同學錄》寫的《序》。署時間為「中

華民國三十五年夏」。

也就是抗戰剛剛結束，

如果把這篇文字和民國

三十一年寫的《談修養》

裏《談美感教育》一篇聯

繫起來，應該可以見出

其思想脈絡是基本一致

的。在我看來，這代表著

先生對現代青年，尤其是

大學生的殷切屬望；當然

也代表著自己對現代大

學生究竟應塑造成什麼

樣的理想人格（君子）？

大學教育究竟應該承擔

什麼使命？提出了自己的

看法。

在這之後，由於國

共兩黨的黨爭，青年已

被捲入政治漩渦，先生以後的觀點呈現了焦慮、擔

心，已不足以代表他長期作為自由心靈的知識分

子的常態觀點。恰恰是基於此，我認為這篇新發

現的《序》非常重要。我將結合著《談美感教育》

一文來說明在先生心目中：大學生君子人格養成要

具備哪些要素。

摘  要：從新發現朱光潛給《國立武漢大學民

三五級畢業同學錄》寫的《序》的佚文談起，認為

這篇文章代表朱光潛作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

青年君子人格塑造的經典觀點。其論證是從人性

教育的自然本性為基礎，具有超越時代的永恆特

性，因此同樣適合今天的大學生教育。論文從知

行合一和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統一原則規範現

代大學生如何培養君子人格。同時提出一個值得

深思的問題：君子人格培養是建立在「禮俗的道

德」還是「反省的道德」之上？作者認為只有獨立

的人格的反思道德才是君子養成的基礎。

關鍵詞：朱光潛；大學生；君子人格；知行合一；

人文和科學的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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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此世人之所共知，無庸詳說者也。一則內無固

蔽，此則文藝復興與啟明（即啟蒙—引者按）運動
諸先哲所特重視而為今日言思想自由者之所忽視，

急待闡明者也。吾之所謂祛私去蔽防惡致知者，闡

思想自由之最要義也。」[1]

那麼，何以我們要以心靈解放和思想自由為

歸依呢？這在先生同一時期寫的《談美感教育》一

文裏講得很清楚：簡單說，真善美是人性知情意三

種不同活動的結果，是天性！因此，教育的功用不

過是「順應人類求知、想好、愛美的天性，使一個

人在這三方面得到最大限度的調和的發展，以達

到完美的生活。『教育』一詞在西文為education，
是從拉丁動詞educare來的，原義是『抽出』，所謂
『抽出』就是『啟發』。教育的目的在『啟發』人性

中所固有的求知、想好、愛美的本能，使它們儘量

生展。」[2]其實，我們也可以說「盡心性」即是教育

的目的，也是達成君子的必由之路。

以上是就「致知」聊陳先生之大義。現就

「行」之如何略敘如下：

先生們然尋知、情、意三分法，以知支配意識；意

識支配行動的路線，認為：「嘗謂道德行為必出於意

志，其不出於意志者，木石之機械動作也；意志必出於

知識，其不出於知識者，禽獸之本能衝動也。萬物之靈

莫不本其所知以為行為之準，而其所由之徑則有大小

之殊焉。執一家之言而篤信以為是，慕二三賢哲風範而

虔奉以為圭臬，兢兢業業，跬步弗遠，言之與此不相符，

行之與此不相類者，舉鄙而棄之，此宗教信仰與英雄崇

拜之道也。慎思明辨，表裏精粗無不到，然後一旦豁然

貫通，大徹大悟，知此時此境唯一之正當途徑捨此莫

由，於是本大無畏之精神，毅然決然以赴之，此孔子明

辨篤行之義而大乘佛學之第一義諦也。在民智未啟之時

代，宗教信仰與英雄崇拜原有其教化之功用，惟由之者

未必知之，知其然者未必知其所以然，執一成未必可以

應萬變，其流弊也仍不免拘墟固蔽，守枯骸而遺其生

命，如輪扁之所譏。孟子有言：『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

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

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揆諸深造自得之義，宗教信仰與

英雄崇拜之道蓋猶有未足，有放而皆準者其唯明辨篤行

之第一義諦乎。」[3]

這裏，先生言「行」特別分了幾個層次：宗教信

仰者；英雄崇拜者；明辨篤行者。而借孟子對君子

之道的「自得」義，認為與明辨篤行相同，高於宗

教信仰和英雄崇拜，因為是「知其所以然」。而宗

教信仰和英雄崇拜「未必知之」。注意，這反映了先

生思想比較起早些時候寫的《談英雄崇拜》裏的

內容意義有所升華，或許那時抗戰未結束，英雄

崇拜是需要的，所以在那篇文章裏先生還是給英

雄崇拜予肯定，說：「所以從教育觀點看，我們主

張維持一般人所認為過時的英雄崇拜。尤其在青

年時代，意象的力量大於概念，與其向他們說仁義

道德，不如指點幾個有血有肉的具有仁義道德的

人給他們看。教育重人格感化，必須是一個具體的

人格才真正有感化力。」[4]如果我們簡略地說，這

「英雄崇拜」相當孔子稱的「勇」（君子人格要素之

一），現在朱光潛是把「明辨篤行」更傾向「智」

（君子人格要素之一）看得更高。這在當時抗戰結

束特別與大學生強調指出，其意涵是深刻的。

二、大學生做君子還須堅持人文與

科學精神的統一

朱光潛這篇《序》是他在1942-1946間任武漢
大學教務長發表的。這和他之前在四川大學任人

文學院院長以及之後在北京大學代理人文學院院

長（1948-1949初）不同，因為在四川大學那時，先
生捲入「易長風潮」；而在北京大學時則已瀕臨解

放前夕。因此，對於大學生應該如何塑造成君子人

格，這篇《序》代表著先生的長期思考的結論。先

生在留學歐洲前曾在香港大學受到「淺薄的科學

訓練」。而對當時國內新文化運動開始是心存疑慮

的，之後放棄文言寫作轉向白話文寫作。雖不贊同

胡適「作詩如說白話」之說，但基本傾向和陳營歸

屬應當屬於科學派的。然而，幼年時受到的私塾教

育以及在桐城中學打下的「桐城派古文」的很好

基礎，先生其對傳統文化也不如科學派那樣極端

態度。大體是「內中外西」。所謂「內中」，即儘管

先生後來用了許多篇幅大量引進和介紹、闡釋西

方文藝心理學等學說。但其思維運作方式很受桐

城古文、尤其是清末盛行的「時文」的影響。這種

「桐城八股」強調破、承、起講，提比，後比的所謂

「八股」。作為一種文論有其合理性，也不是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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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可以一棍子打死的。先生對此也曾說過：桐城派

文論並無大的紕漏，因為講詞章、義理、考據這並

沒錯，如果說毛病就在於「雅潔」雅的過頭了，不

免有些形式化的呆板。明此道理，就不難見出先生

在《文藝心理學》以及其它著作的寫作裏常常對

於各種不同流派的觀點是「調和折中」。當他批評

立普斯移情時，他可能拿谷魯斯內模仿的移情來

糾正和補充；而當他說明谷魯斯內模仿過於注重

「由外及內」時，他又常常拿立普斯「由內及外」的

移情來糾正谷魯斯的生理而非心理的偏差。這其

實滲透著「桐城古文」的寫作模式。

所謂「外西」，這無須贅言，先生是以系統介

紹西方美學理論聞名於學術界的。

這樣看來，朱光潛的學術理念是傳統與現

代，中土與外來融合貫通的。這種人文和科學結合

的精神在《序》裏借教導大學生如何「學以成人」

（君子）再清楚不過顯示出來了，不妨引段話以說

明：

「文化日進，知識日繁，盡一人畢生之力不足以望

其涯矣。吾所謂致知祛蔽，非以為一事不知，儒者之

恥，必廣馳博騖以為能也。阿難多聞，不免有漏，積混亂

無條理之知識而不知所以駕馭之，不特徒為糟粕，反足

以汩沒性靈，為理智之障焉。吾所謂致知祛蔽者其道有

二。其一為致力於西人之所謂「普遍文化修養」

（general culture），對現文化階段之各科重要學問皆
稍涉其藩籬，明其精神，通其門徑，了然於其間相互關

係，於是憑高遠視，見現文化階段之全域焉。宇宙萬象

本為整一之有機體，各科學問之分野原為研究方便，究

其實則皆息息相通，不博學無以守約。且治學為遊歷，多

覽名山大川人情物態可以擴胸襟，長見聞，知事事物物

可以從無數觀點觀之，而不至於固陋。古人所謂「器

識」，其義在此。吾國今日大學教育競尚專門，院分壁壘

過嚴。入理工學者之室視其架上無一部關於文法之書

籍焉，入文法學者之室視其架上無一部關於理工之書

籍焉，斯固無論已，即習文史者對於哲學藝術宗教政治

諸大端亦往往茫無所知。於其所不知，闕如可也，而專

治儒佛者乃侈談西方文化，徒習理工者乃妄譏文哲教育

之迂闊而遠於事情，此皆缺乏普通文化修養以至於固

陋之過也。」[5]

不難見出，先生在上述一段話裏講了兩個現

代大學生「學以成人」（君子）當注意的兩個方面：

一是博而守約，用晚年先生《怎樣學美學》打油詩

裏的話講，叫做「先打游擊後攻城」。不管你最終

是治理工還是文史哲，先「博」是必須的，了解各

科情況（「器識」）。二是做一個現代學者或者青

年，「普遍文化修養」（general culture）是必不可
少的，用我們今天的話叫做「通識教育」。這也是

現代大學生的一般修養。為了達成這個目標，打破

學科之間的壁壘，使人文和科學精神貫通起來，

「有普遍文化修養則見界廣，有科學精神則方法

嚴。」[6]

三、由朱光潛談大學生學以成人

（君子）所想到的幾點感想

時隔七十多年，朱先生這個《序》對今天大

學生修養還起作用嗎？這個問題會很自然被問到

的。然而，當你仔細檢查朱先生在講「知行合一」

以及博學守約的道理時，你會發現他是從人的天

性出發來講的，既然是人的天性，那就是超越時

代性的，只要是人所創造的歷史，這個歷史也必然

印著人性的烙印。這應驗了康德所講的形上學產

生於人類理性，是人類理性的宿命。康德那句著

名的話是這樣講的：「我們的理性，像生了自己的

珍愛的子女一樣，生了形而上學；而形而上學的產

生，同世界上其他任何東西一樣，不應該看做是出

於偶然，而應該看做是為了重大目的而明智地組

織出來的一個原始萌芽。」[7]

朱光潛談真善美就是從人性本能的立場出發

的，因此可以說是永恆的話題，它並不因歷史的情

境變化而失去意義。

其次，朱先生把孟子言君子之道的「自得」和

朱熹講的「格物致知」[8]聯繫起來，這實際上是肯

定了對君子人格的塑造並無何神秘之處，無非是

把人性的潛能發揮出來，人性有求知、想好、愛美

的天性，教育的功能就是「抽出」（拉丁動詞

educare）和「啟發」出來而已。粗略地講，「自得」
也可以稱作審美的「直覺」，但這個「直覺」是在

「表裏精粗無不到」（歸納與演繹方法的結合）之

後的「豁然貫通」。朱先生把它稱作「唯明辨篤行

之第一義諦乎」。這等於說，知行合一的核心與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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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是審美。這顯然和王陽明的說法並不相佐，反倒

加深了學以成人的路徑的真實理解。故而，先生

說：「中國儒學的最高的人生理想是『盡性』。他

還說：『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

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教育的目的可以說就是使人

『盡性』，『發揮性之所固有』。」[9]

再次，先生在《序》裏指出致知祛蔽之道的要

義在致力於普遍文化修養和培養科學精神。「普

遍文化修養」(general culture)用我們今天的流行說
法即所謂「通識教育」。而尤其把科學從中抽出特

別加以標明，這說明先生和舊的冬烘學究不同，是

站在時代前沿的。他主張理工和文史哲的打通；

強調人文和科學精神的統一。這些思想至今仍

是我們大學生學以成人（君子）的正道。豈能說過

時？甚至我們可以說先生所指出的這一點恰恰有

針砭時弊之功效。請想一想，我們今天的大學教育

是不是在人文和科學、博學與守約之間劃了一道

鴻溝？

最後，我要借先生這篇《序》提出一個進一步

有待各位同仁探討的問題：學以成人究竟是在杜

威[10]講的「禮俗的道德」還是「反省的道德」中產

生？

照理說，人本主義自孟子特別標明以來也有

二千多年，十三經教人至善成人耗盡了中國第一

流人的頭腦。然而，現實的情況是不是道德進步了

呢？是不是人格（包括大學生）更完善呢？恐怕在

座各位自會判斷。那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這

使我想起學界老前輩陳康的一句話：「理性是人

的一種高級認識能力。由於邏輯思考，人可達到關

於善惡的認識。然而人獲知善惡並不一定只是由

於理性。如若一種行為規則在社會上是已經被公

認的，一人獲知這規則可以由傳說、可以由教育的

灌注得來，並且還可以人云亦云地稱道這規則的

內容。由這些方式獲知的善惡標準，毫未經過邏

輯的論證。它在這人的理性方面沒有基礎，它和這

人的理性也根本毫無聯繫。……因此在緊要關頭，

當一人為強烈的欲望引誘去違背道德規則行事

時，這規則得不到理性的贊助，人不能用邏輯的論

證說服他自己，以致將這規則拋棄，毫不一顧。但

是同一規則如若是經過一人自己的分析、批評，依

照邏輯的程序所達到的結論，它即獲得理性的認

可，即和這人的內心發生不可離解的關係，成為這

人的一部分。在緊要關頭雖有強烈的欲望引誘，

這人也不會稍稍違背他的理性所認可的行為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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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11]

顯然，陳康講的由「傳說」、由教育的「灌注」

而非經邏輯論證的道德行為是屬於「禮俗的道

德」；而講的經邏輯論證、分析、批評得來的道德

行為則屬於「反省的道德」。這使我聯想到為什麼

蘇格拉底說出：未經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活著的

這句名言。如果我們仔細品味朱光潛這篇《序》，

就會發現君子人格的塑造在先生看來是要以反省

的理性（也是天性）為依托的。所以他在另一篇

《蘇格拉底在中國（對話）—談中國民族性和中
國文化的弱點》一文裏借「蘇格拉底」之口說出：

「總之，你們的病症在力量的貧乏，行為的苟且，

你們的病源在思想的不縝密，知識的不周全，你們

所患的是半愚昧症。」[12]因此，只有獨立的理性反

思產生的道德才是我們青年養成君子人格的必由

之路。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朱光潛、宗白華、方東

美美學思想形成與桐城文化關係研究」階段性成果

（批准號17ZDA018）

附：

《國立武漢大學民三五級同學錄》序

國立武漢大學西遷四川嘉定之第八年，第二次世

界大戰方結束，珞珈山舊址於敵氛肆毒之餘得重睹天

日，校乃謀復原，民三五級同學適以此時卒業。諸君在

校，既身經吾國曠古未有之厄運，復親臨吾國曠古未有

之轉機；其始也怵焉焦心於國勢之阽危，甘患難，忍饑

寒，孳孳不輟以求學業之底於成；其卒也抗戰勝矣，而

戰後民生凋零，百孔千創，累累畢露，學成矣，而自問舉

四年之所學，果足以立身濟世與否，或仍不免茫然。吾

知諸君今日相慶畢業，其百感交集之心情蓋有難以言語

形容者矣。

畢業例有同學錄，司其事者問序於予。予前為民

三一級畢業同學錄序，於今日大學畢業生之心所謂危

者既已泣涕而道之矣。諸君若以此猶為未足，則請陳一

義，以當臨別贈言。

人之大患在於私，執私見於是矜己傲物，黨同伐

異；逞私欲於是失德敗行，寡廉鮮恥。人與人，國與國

之欺詐凌虐，莫不誤於私。私由於蔽，囿於一隅而昧於

全域，憑短見以爭是非，計利害，其在一隅為是而在全

域為非，弗察也；在一隅為利而在全域為害，弗計也。

各持其所是，各趨其所利，而是非淆亂矣，利害衝突

矣；其結果也全域混亂而一隅是非利害之爭亦徒費心

力，營私而反足以敗私，其恃奸巧黠慧自視以為得計者

冥頑不靈之尤者也。人鮮有自甘為惡者，其自甘為惡者

見之不周，察之不明也。古希臘哲人之所深惡痛疾者不

在罪惡而在愚昧，蘇格拉底至謂知識即德行，良以愚昧

為罪惡之源而知為行之本，行為知之用也。

祛私莫如去蔽，防惡莫如致知。文藝復興以來，學

術運動均以心靈之解放與思想之自由為依歸者。非謂

破繩墨以求恣意放肆為所欲為也，蓋以見之不周，知之

不徹，則終不脫黑暗與固蔽，而社會中種種惡濁腐敗之

現象即於愚昧之中滋生蕃衍焉。惟思想自由其義有二。

一則外無箝制，此世人之所共知，無庸詳說者也。一則

內無固蔽，此則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諸先哲所特重視

而為今日言思想自由者之所忽視，急待闡明者也。吾之

所謂祛私去蔽防惡致知者，闡思想自由之最要義也。嘗

謂道德行為必出於意志，其不出於意志者，木石之機械

動作也；意志必出於知識，其不出於知識者，禽獸之本

能衝動也。萬物之靈莫不本其所知以為行為之準，而

其所由之徑則有大小之殊焉。執一家之言而篤信以為

是，慕二三賢哲風範而虔奉以為圭臬，兢兢業業，跬步

弗遠，言之與此不相符，行之與此不相類者，舉鄙而棄

之，此宗教信仰與英雄崇拜之道也。慎思明辨，表裏精

粗無不到，然後一旦豁然貫通，大徹大悟，知此時此境

唯一之正當途徑捨此莫由，於是本大無畏之精神，毅然

決然以赴之，此孔子明辨篤行之義而大乘佛學之第一義

諦也。在民智未啟之時代，宗教信仰與英雄崇拜原有其

教化之功用，惟由之者未必知之，知其然者未必知其所

以然，執一成未必可以應萬變，其流弊也仍不免拘墟固

蔽，守枯骸而遺其生命，如輪扁之所譏。孟子有言：「君

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

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揆諸深造自

得之義，宗教信仰與英雄崇拜之道蓋猶有未足，有放而

皆準者其唯明辨篤行之第一義諦乎。

文化日進，知識日繁，盡一人畢生之力不足以望

其涯矣。吾所謂致知祛蔽，非以為一事不知，儒者之

恥，必廣馳博騖以為能也。阿難多聞，不免有漏，積混

亂無條理之知識而不知所以駕馭之，不特徒為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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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足以汩沒性靈，為理智之障焉。吾所謂致知祛蔽者

其道有二。其一為致力於西人之所謂「普遍文化修養」

（general culture），對現文化階段之各科重要學問皆
稍涉其藩籬，明其精神，通其門徑，了然於其間相互關

係，於是憑高遠視，見現文化階段之全域焉。宇宙萬象

本為整一之有機體，各科學問之分野原為研究方便，究

其實則皆息息相通，不博學無以守約。且治學為遊歷，

多覽名山大川人情物態可以擴胸襟，長見聞，知事事物

物可以從無數觀點觀之，而不至於固陋。古人所謂「器

識」，其義在此。吾國今日大學教育競尚專門，院分壁壘

過嚴。入理工學者之室視其架上無一部關於文法之書

籍焉，入文法學者之室視其架上無一部關於理工之書

籍焉，斯固無論已，即習文史者對於哲學藝術宗教政治

諸大端亦往往茫無所知。於其所不知，闕如可也，而專

治儒佛者乃侈談西方文化，徒習理工者乃妄譏文哲教育

之迂闊而遠於事情，此皆缺乏普通文化修養以至於固

陋之過也。

致知祛蔽之道，致力於普遍文化修養之外，則為

培養科學精神。有普遍文化修養則見界廣，有科學精

神則方法嚴。學問無窮，知識不可畢萃於一人之身，惟

握其鑰則一切秘奧可以啟，科學精神者學問知識之鑰

也。其要義在冷靜謹嚴，持客觀，尊事實，重條理系統，

喜立說而不執以為成見，不恥言有所不知而謙虛勤勉以

求其所未知。吾人所應獲益於西方科學者，惟此治學

之精神為可貴，至於某科研究已有若何成績，某種發明

可應用於某種範圍，仍在其次。如遺其精神而固執教科

書之所陳述者以為記誦之資，則科學固無以異於八股

時文也。科學精神不僅可以治學，日持弗墜，習以為常，

則清明在躬，心和氣平，廓然大公，物來順應，立身處

世，無施而不可矣。

諸君既卒業於最高學府，其所負發揚文化學術之

責至重且大，吾之所不敢望於世俗者不能不望於諸君。

吾亦不能盡吾所欲言，擇吾所認為最重要者為諸君言

之，語重心長，惟諸君勉之。

朱光潛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夏
（收入《國立武漢大學民三五級畢業同學錄》，

1946年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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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ltivation Elements of Gentleman 
Person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e 
Newly Discovered Lost Work Written by Zhu 
Guangqian

WAN Xiaoping(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n-
hui University, China）

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newly discovered lost 
work Preface written by Zhu Guangqian to Graduation 
Classmate Alumni of Grade 1946 National Wuhan Uni-
versity, my thesis holds that this work represents Zhu 
Guangqian, as a liberal intellectual, his classic view on 
the shaping of the personality of young gentlemen. Zhu 
Guangqian’s argument is based on the natural nature of 
humanistic education and has an eternal attribute that 
transcend the times, so it is also suitable for today’s col-
lege student education. My thesis aims to standardize 
how modern college students cultivate the personality of 
a gentleman from the principle of the unities of know-
ledge and action, the humanities and science. Besides, I 
also raise a question worth pondering: Is the cultivation 
of the gentleman personality based on “ethics of eti-
quette and custom” or “morality of reflection”? What I 
think is that only the latter as an independent personal-
ity is the basi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a gentle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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