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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道德主义者吗？
□鲍鹏山

由于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和
道德信念都指向孔子，所以，一般
人都认为孔子是一个道德主义
者。

其实，这是一个误解。
孔子并不认为单一的道德可

以解决社会问题，他更不认为对
人做严格的道德要求就可以改变
人的品行。更为可贵的是，他坚决
拒绝了绝对道德主义，从而为我
们民族杜绝了陷入原教旨主义泥
沼的危险。

孔子固然痛恨不道德的人，
破坏礼制的人，或者面对邪恶无
动于衷的人，这在《论语》和《孔子
家语》中可以找出无数的言语和
行动的例子。这是一个人的基本
品性的体现，也是一个人道德水
准的体现——— 面对不道德的人和
事，面对邪恶，面对这个世界上天
天都在发生的众暴寡，强凌弱，有
着基本的善恶判断和良知的正常
人会在心理上发生“道德的痛
苦”，并自然地表达出道德的义
愤。孔子也不例外，但他并不特别
突出——— 他只是比一般人更加敏
感。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论
语》中还有这样的一些话：人而不
仁，疾之已甚，乱也。(《论语·泰
伯》) 对不仁的人，恨得太过分，
也是祸乱。我们把道德绝对化，就
会用绝对化的手段去惩戒那些不
道德的人；而绝对化的手段本身

即是不道德的。用不道德的手段
去推行道德，就如同抱薪救火。用
不道德的手段去惩罚不道德，又
如同以暴易暴。

举一个例子。53 岁的山东省
威海市退休女教师李建华遭遇歹
徒入室抢劫，她在身中数刀的情
况下与歹徒斗智斗勇最终占得上
风，面对精神崩溃、瘫倒在地的
19 岁的歹徒，李建华拨打 120 急
救电话，让歹徒得到及时救治。

这本来是很感人的事件。李
建华老师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
刻，体现了人性的高贵和美好。但
是，在媒体报道这件事后，却出现
了争论，有不少人认为，对这样的
歹徒，根本不需要同情和帮助。一
个网友在网上的留言是：“假如我
碰到这样的歹徒，我要扒了他的
皮，抽了他的筋，吃了他的肉，砸
了他的骨，吸了他的髓！”这种极
其残暴的心态，我看得毛骨悚然，
从来不在网上留言的我，忍不住
留了一句话：“你更是歹徒啊！”

是的，对不仁的极端仇恨和
不择手段的报复，会把我们自己
的道德拖下水，让我们变得更加
不仁。实际上，孔子是发现了一个
严峻的事实：天下的很多祸乱，是
由绝对道德主义者惹出来的。所
以，孔子反对用极端的手段对待
不仁的人。

孔子有一个学生，叫公伯寮，
他可能是孔子学生里面最糟糕的
一个，被后人称之为“圣门蟊螣”。
他竟然在孔子堕三都的关键时

刻，在季氏的身边说子路的坏话，
导致子路丢了职务，对堕三都的
失败以及孔子的离鲁出走都有相
当的责任。

鲁国有一个大夫叫子服景
伯，对孔子说：“你的这个学生实
在太坏了，如果你允许的话，我有
力量杀了他，让他暴尸大街。”

孔子说：“我的道如果能够行
得通，那是命，如果我的道行不
通，那也是命。跟公伯寮没关系。”
孔子嘉许子服景伯的忠心，但断
然不能听他的杀人的建议。这就
是是非判断力。

公伯寮坏，但是假如我们用
杀人的方法来对待这样的人，那
我们就更坏。用极端的手段，用杀
人的手法来清除异己，是恐怖主
义行为。为什么孔子不赞成人们
用极端方式来履行道德？为什么
孔子反对用极端的手段来实现正
义维护道德？因为一切极端手段
必隐含着对另一种价值的破坏。
而且，极端手段所蕴含的破坏性
往往指向更原始更基本的价值。

恐怖主义就是极端道德主义
的产物。恐怖主义、恐怖行为，可
能有自以为是的道德基础和道德
目标，但是比起一般的不道德行
为危害更大，结果更不道德。所
以，人类有识之士永远都会反对
一切形式、一切借口的恐怖主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不是
一个极端道德主义者。这一点，实
在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的民族
也因此非常非常幸福和幸运。

做人做事，不能太刻意，刻意
会显得太有心机。也不能太曲意，
曲意会变得很烦琐。做人干净利
索一点，洒脱一点，直率一点，是
近乎君子的。而刻意去实行道德，
曲意去体现善意，结果是让道德
变味，使自己变态。实行道德的结
果，应该是让我们更加舒展，而不
是扭曲。

《吕氏春秋·察微》上记载了
这样两件事：鲁国有一条规定，鲁
国人在国外沦为奴隶，如果有人
碰见了，把他们赎出来，可以到国
库中报销赎金。这是一条很好的
政策，很人道，并且具备可行性。

孔子的弟子子贡(端木赐)在
国外赎回了一个鲁国人，回国后
却拒绝去国库报销他花费的赎
金。他认为，这样才显得道德，这
样才像孔子的学生，才不辱没孔
子学生的名声。可是孔子不这么
看。他对子贡说：“赐呀，你这样
做，以后就不会再有人替沦为奴
隶的鲁国人赎身了。你如果收下
国家的报销金，并不会损害你行
为的价值；而你不肯报销你付出
的赎金，别人就不肯再赎人了。”

为什么呢？因为，作为个人，
子贡愿意放弃赎金，这是他的自
由，无可厚非，更何况你还以此显
示了你的高尚。但你的这个做法
使得其他准备救赎鲁国奴隶的人
陷入尴尬的境地：向子贡学习，就
意味着自己要作出经济上的牺
牲；不向他学习，又显得没有人家
境界高。

我们知道，子贡是一个很有
钱的人，他可以不在乎这些赎金。
但其他人未必就不在乎。

最后的结论就是：只有索性
不救赎奴隶，才可以避开这种尴
尬局面。这么一来，不仅鲁国的赎
人法成了一纸空文，那些在外国
成为奴隶的人也失去了被救赎的
机会。

可见，极端的道德如同悬崖
峭壁，只有攀崖高手才能攀登，一
般人只好绕道而行。

另一件事恰巧和它相反。子
路救起一名落水者，被救的人感
谢他，送了一头牛，子路坦然收下
了。孔子说：“从此以后，鲁国人一
定会勇于救落水者了。”明白了子
贡的做法失在哪里，就自然明白
子路的做法得在哪里了。

我们乐于做好事，尤其乐于
做惠而不费的好事；我们乐于做
好事，并且不求报答，但对做好事
的人给予适当报答，或金钱和财
物，或精神上的表彰，可以促成更
多的人做好事。

孔子，确实是明察秋毫，《吕
氏春秋·察微》在这两个故事之
后，评论道：孔子见之以细，观化
远也。

孔子在细微之处，看出了大
问题：在我们认为正确的地方，看
出了潜在的巨大的危险。

(鲍鹏山，上海电视大学中文
系教授、硕导，央视“百家讲坛”主
讲人，《儒风大家》杂志专栏作
家。)

石碾上的情理
□范淑玉

来城里快二十年了，我每
每想起在乡下推碾的一些小
事情来，心里就暖暖的。

村里的石碾永远都是干
干净净的，连点怪味都没有。
碾边破了的时候，不用吩咐，
谁发现了谁补上，以免乡邻
们漏掉了粮食。赶上用碾的
高峰，这个还在碾着，后边早
就等上了，不管是不是自己
碾，只要有空大伙儿一点也
不吝啬力气，总是说笑着互
帮着推，气氛融洽得很，赶上

挨着号的人没来，后边的人
帮衬着就把放在一边的粮食
给碾好了放在一边，也不怕
丢了，当然更不存在欠谁情
的问题，因为大家都在这么
做。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电
磨很少，一个村子里总有几盘
石碾，石碾是共同的石碾，每
天总有碾不完的东西。这个端
着簸箕，那个挎着箢子，再有
就是拿着瓢的，里面盛着各类
要碾的东西。生活困苦的时
候，粮食不多，差不多石碾上
天天有碾豆子的，石碾上碾了

豆子后，豆腥味很大，如果赶
上下家碾小米或者玉米的话，
不把豆腥味除了根本就没法
喝，如果碰巧有人碾了豆面没
把豆腥味去掉，村人来推碾
的时候，又没带多余的粮食
去除碾上的豆腥味，那是很痛
苦的一件事。

多年来，我推了好多次碾，
就没有遇到一次豆腥味，不是
我运气好，是因为乡邻们每每
碾完豆子后，再用别的东西在
碾上滚滚，不管有人没人大家
都这么做，如此一来就把豆腥
味消磨掉了，这样就不会让别

人来推碾的时候难堪。
我知道每次我家去推碾的

时候，如果还推别的，碾豆面一
般放在最后，等碾完豆面后，母
亲再从小瓢里倒出来一些玉米
渣或者地瓜面，让我们推着
石碾翻来覆去碾。其实我清楚
这些东西根本不需要再碾，
一般喂猪等牲畜根本不用那
么细，可次次只要碾了豆面，

“光碾”(把碾打扫干净 )是必
须的，碾完后，母亲用扫帚把
碾扫得干干净净，确保碾无味
干净了才离开。

其实老实巴交的乡邻们不

懂得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大
道理，他们心里只是清楚，自己
用碾的时候干干净净，自己用
完了也要让碾干干净净留给后
面的人，甭管有没有人监督都
要这么做，要不心里就不舒服，
对不起自己的良心，望人好就
是望自己好这么简单。

小小的一盘石碾，却在推
碾过程中折射出了做人的根
本：那就是干什么事，要多替
别人想想，只有心里装着别
人，别人才会装着你。如果大
家都这么做了，这个社会也就
更和谐了。

被误解的孔子之三

□周东升

中华民族自誉为龙的传
人，对龙文化的信仰无处不
在。单就一通奉“真龙天子”之
命而竖立的石碑，就承载着诸
多龙文化的元素。

但凡一些封建帝王、达官
显贵的古墓地，或者一些有重
大影响的宫阙庙宇、寺院道
观，总能见到一些石碑的踪
迹。这些石碑或歌功颂德，或
诰封晋爵，展示着森严的等级
色彩，透射出凝重的沧桑气
息。尤其是那些被俗称为“龟
驮碑”的石刻，更蕴含着深远
而丰厚的龙文化因子。

在儒家文化圣地曲阜孔
庙内的十三碑亭，就有多通这
样的石碑。其中气势最为恢

弘、规制最为显赫的，非康熙
二十五年(1686年)所立的那通
莫属。该碑位于北排东起第三
座碑亭内，碑首刻龙纹，碑趺
为“巨龟”。仅碑身就重约 35

吨，加上碑下的“龟”座、水盘，
总重达 65 吨之巨。碑材采自北
京的西山，碑文为康熙皇帝御
书。

这座石碑是一通广为人知
的“龟驮碑”，来此览胜的游客
纷纷驻足观瞻，拍照留念。其
实，该碑的碑座并非神龟，而是
传说中的龙之九子之一——— 赑
屃(bìxì)。在我国传统龙文化
的信仰中，有龙生九子之说，它
们由大到小依次为囚牛、睚眦、
嘲风、蒲牢、狻猊、赑屃、狴犴、
负屃、螭吻。九子形象独特，各
有所好，各具其能。

赑屃，又名霸下，形似龟，
是龙之九子中的老六，力大无
穷，喜好背负重物。传说赑屃曾
是顽劣之兽，上古时代常驮着
三山五岳，在江河湖海里兴风
作浪，后来大禹治水时收服了
它。大禹依其所长，安排它推山
挖沟，疏通河道，为治水作出了
贡献。洪水治服后，大禹担心它
再四处撒野，便搬来一通顶天
立地的特大石碑，上面刻写上
赑屃治水的功绩，安放到它的
背上，让它时时驮着。沉重的石
碑压得赑屃无法随便行走，它
只好挣扎着向前昂起头，四只
脚拼命地撑着。这便成了众人
心目中那个总是扭着头四处观
望的赑屃形象。
赑屃和龟虽十分相似，但

细看却有差异，赑屃有一排牙

齿，而龟类却没有；两者背部
的甲片数目和形状也有差异。
因而“龟驮碑”这种说法，就有
些想当然的只看其表、不辨其

真的简单色彩。
在这座石碑的碑首，有两

个造型生动的龙形图案，它们
则是龙的第八个儿子——— 负
屃。负屃身似龙，头像狮，平生
好文，尤爱书法。我国碑碣的历
史悠久，瑰丽多姿，它们有的造
型古朴，雕刻精美；有的刻写精
到，气韵生动；也有的碑文脍炙
人口，千古称绝。而负屃十分爱
好这种闪耀着艺术光彩的碑
文，便攀爬到石碑的碑首，去衬
托这些传世的艺术珍品。它们
互相盘绕着，看上去似在慢慢
地蠕动，和底座的赑屃上下呼
应，将整座石碑装饰得更为典
雅秀美，灵动自然。

龙文化何其丰富多彩，由
一通古老的石碑就可窥见一
斑。

石碑上的龙文化

小小的一盘石碾，却在推碾过程中折射出了做人
的根本：那就是干什么事，要多替别人想想，只有心里
装着别人，别人才会装着你。

孔子并不认为单一的道德可以解决社会问题，他更
不认为对人做严格的道德要求就可以改变人的品行。更
为可贵的是，他坚决拒绝了绝对道德主义，从而为我们
民族杜绝了陷入原教旨主义泥沼的危险。

孔庙十三碑亭内的
负屃首赑屃趺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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