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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语·公冶长》中有一段
对话，子贡问孔子：我是个什么
样的人？希望听听老师对我的看
法。孔子打了个比方：你是一种
器皿。子贡又问：什么器皿？孔子
说：“瑚琏。”这一评价很微妙。子
贡在生意场上非常成功，被称为

“孔门儒商第一人”。在传统社会
中，商人有钱，但没有现在这样
高的地位，士农工商四民，商居
尾，而且老百姓一直有无商不奸
的看法，做生意肯定要贱买贵
卖，否则怎么赚钱？孔子有经世
之愿，想从政；子贡有经商之道，
想发财。从孔子“君子不器”的观
点看，器非道，是物质工具，属于
形而下的东西，孔子将子贡比作
一种器皿，评价不太高。但瑚琏
非一般器用之物，而是神圣的礼
器。倡导礼乐文明的孔子借此赞
扬学生有宗庙之才。这种评价比
较高，而非最高。青年学者颜回
才是孔子的第一爱徒。

孔子的财富观是有前提的，
他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
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
好。”“执鞭之士”做些看门修路
的简单工作。孔子这句话的意思
是说只要能发财，即便干些普通
职业，他也愿意。如果不可求富，
就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普通职
业是发不了财的，孔子也就是那
么一说。他在这里想说富贵不是
坏事，关键不在求富与不求富，
而在可求与不可求，可与不可的
标准在于是否合于道义，不在高
低贵贱。现代国学要重视孔子

“富而可求”的思想，这才能与商
业文明贯通。没有利益驱动就没
有活力，是贫困世界；只有利益
驱动而没有正义，是小人世界。

孔子不反对功利，反对过度功
利。

《论语·述而》说“饭疏食饮
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吃
家常饭，喝白开水，枕着胳膊侧
卧 (姿态很像后世寺庙里的卧
佛 )，过普通人的生活，乐此不
疲。无道义的富贵就像浮云一样
没有根基，随时可能飘走，并不
是完全属于自己的幸福。这段文
字说的是“孔颜之乐”，“孔”是孔
子，“颜”是颜回，这师徒两人的
价值观最为接近，也最能代表原
始儒家对财富与道义关系的看
法。他们并不甘于清贫，但如果
为了求道非要如此不可，也心安
理得。富贵乐道，穷困也乐道，这
是根生的幸福。

孔子重道，不贱商，对商人
持有保留的接受态度。宋明理学
则不太平衡，他们认为义基于天
理，利基于人欲，两者不可调和，
将义利关系绝对化了。朱熹的看
法还算活络，朝后退了一步，他
认为功利与德性可能一致，也可
能不一致，“得道义功利自至，然
而有得道义功利不至者”。做人
好，成功的概率就高。但是，好人
不得好报的事情也是存在的。如
果面对义与利两选其一的无奈，
人要舍利取义，因为义大于利，
这是儒家的主流观点。

晚清状元张謇脱袍下海，心
有不甘，他说本人是“农家而寒
士也，自少不喜见富贵人，然兴
实业则必与富人为缘，反复推
究，乃决定捐弃所持，舍身喂
虎”。自嘲商人身份，表现出文人
的百般不情愿。作为身不由己的
市场角色，不把儒学带进经济

圈，缺少影响实业风气的自觉
性，没有端正商道的能力，必然
困惑于双重人格。

北宋灭亡以后，孔子嫡传的
衍圣公孔瑞友逃难到了浙江衢
州，以后就在那里生了根。如今
的北孔后代已非嫡长。然而，谁
是正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文化
重心的南移，从此江浙一带成了
才俊辈出的地方，历史上出的状
元多，新中国出的院士多。人杰
地灵要有物质根基，江南是鱼米
之乡，人们好混生活，顺势成全
了耕读之乐，容易平衡。孔瑞友
及其后代乐不思蜀，说明江浙一
代有文化人生活的闲适条件。做
学问需要经济打前站，即便“饭
疏食饮水”，也要有最低保障。

浙江经济在改革开放以后
发展比较快，可说是南孔与当地
文化结合，发展了孔子“富而可
求”的思想。永嘉学派的叶适反
对朱子的性命说，高扬事功价
值，超越了原始儒学。浙东学派
的陈亮也属于功利主义儒家，他
借用《周易》的说法———“义者利
之和”，对和谐的内涵有特别的
解释：在利益冲突中达成利益均
衡，这是很了不起的儒商观。在
他看来，如果事情做对了，就一
定有利。反命题也正确，只要有
利可图，事情就做对了。正所谓

“功到成处，便是有德”(陈亮)，
功利+德性便是“功德”，事功与
道义相融，接近墨子的观点———

“义者，利也”。企业把钱挣到手，
解决了就业问题，就有道义；同
时，企业提供的商品与服务是消
费者所需要的，也符合道义，当
然也有利可图。

明清实学与佛道虚学相反，

对理学与心学不以为然。代表人
物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
认为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要重
视西方的科学，主张经世致用、
济世救民，从重本抑末走向了工
商皆本，由四民相分到四民相
通，由重义轻利到以义为利。实
学后来流传到韩国、日本等东亚
国家，成为有影响的国际学问。

涩泽荣一是日本明治和大
正时期的著名实业家，涉足金
融、保险、矿山、铁路、机械、印
刷、纺织、酿酒、化工等当时最重
要的产业部门，被称为“日本实
业之父”“近代日本资本主义之
父”“日本产业经济的最高指导
者”。到了晚年，涩泽荣一积毕生
经验，写下了《论语与算盘》一
书。他认为儒学是实学，孔子并
不贱商，《论语》甚至堪称“商业
圣经”，儒家的真精神与工业文
明有一致性。追求利益并不违背
至圣先师的古训，缩小仁义与算
盘的距离是最重要的事情。义与
利是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两者
都好，才有幸福可言。人们尽可
以放手追逐阳光下的利润，而
不必以为这样于道德有亏。他
倡导“行动《论语》”，提出“士魂
商才”说，既要有士(文化)的操
守，也要有商(实业)的才华。涩
泽荣一把孔子精神与欧美经济
伦理结合起来，奠定了日本企
业思想的基础。现代儒商思想
发端于日本带有必然性，他们
进入工业文明更早些。但是我们
有后发优势，因为儒学起源于中
国，如今中国的经济奇迹世界瞩
目，在文化重建中，儒商发展自
然会有土壤。

(本文作者为青岛大学教授)

中国外交取得了令全世界
瞩目的辉煌成果，我们应该了解
和记住那些对新中国外交卓有
贡献的人物。

在解放战争中曾任“杨罗
耿”兵团（指杨得志任司令员、罗
瑞卿任政治委员、耿飚任参谋长
的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参谋长的
耿飚，1950年元月，他直接由毛
主席、周总理批准转业，到外交
部上任。这位神奇将军带着战争
的硝烟，自己开着解放战争中缴
获国民党中将罗历戎的美式吉
普，到刚挂牌的外交部报名上班
了。他是开国第一位派往西方担
任中国驻外大使的外交官，1960
年初回国任外交部副部长。1969
年毛主席、周总理又派他出任驻
阿尔巴尼亚副部长级大使，成为
著名的“将军大使”。这位著名外
交家在他的长篇回忆录第四章

“外交部内外——— 副部长们”中，
重点写了他敬佩的亦师亦友的
外交家章汉夫。

章汉夫(1905-1972，江苏武
进人)是位行政五级的副部长。
1927年加入美国共产党后即转
入中国共产党，在党内是少见的
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学生，在校
期间组织和参加了五四运动，毕
业后先去华盛顿大学留学攻读
经济与对外贸易，后毕业于美国
斯坦福大学。1928年，23岁的章
汉夫被党派往苏联留学深造。
1931年初他从莫斯科回国后，被

党中央派往香港从事地下工作，
后又调往广东任宣传部长。当党
的早期著名领袖蔡和森被捕后，
章汉夫曾代理他任广东省委书
记。同年12月章汉夫在香港不幸
被捕，经父亲多方疏通营救，被
押送出境。他在上海很快又接上
组织关系后，曾任中央宣传部干
事、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等要职。
1933年5月，在中共上海地下工
作遭受严重破坏时，章汉夫再度
被国民党反动政权拘捕。其父谢
仁冰通过党外有影响力的爱国
民主人士邵力子施以援手，“念
其年轻无知”，被解往“苏州反省
院”，花了几十两黄金才把他保
释出来，他却不顾家人再三苦劝
和警告，于1935年到上海，与党
在上海的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
人周扬、夏衍等迅速取得联系，
参加了文化学术界统一战线的
工作。面对白色恐怖，朝夕都有
被逮捕和牺牲的可能，他不得不
对父母亲说：“我对革命的立场
不能改变，你们只当没有我这个
儿子好了！”以此表达他终生奉
献给党和共产主义的不可动摇
的决心。

有一次参加活动时，章汉夫
被一直盯梢的特务逮捕，与同时
被抓捕的陶铸同志双腿捆在一
起，关进了苏州大牢。虽遭严刑
拷打，他坚决不承认自己的真实
身份，拒绝说出党的任何机密。
后经党组织多方营救出狱，即被
任命为《新华日报》总编辑，在周
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的直接领
导下，报道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方
针。他还撰写过大量时事政治文
章，这些颇具文采的文章在当时
的国统区产生了不小影响。上海
刚解放，他即被任命为市委常委
并兼任外事处处长，很快又被中
央调到新组建的外交部工作。

1945年抗战胜利后，根据党
中央指示，章汉夫随董必武出席
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成
立大会，成为我党派往联合国最
早的外交人员。

1950年初，外交部建立时，

章汉夫是三位副部长之一。他是
周总理十分得力的助手，担当了
外交部的许多工作。

1953年，我和乔宗淮就读于
北京育才小学，他是我的小学同
班同学，我们相识相知至今。他
才华横溢的父亲乔冠华后来成
为我国外交部第四任外长。后来
宗淮担任了二十多年外交部副
部长级的工作，也成为一位资深
外交官。他的温文尔雅又美丽坚
强的母亲龚澎是党和政府第一
位新闻发言人，抗战胜利后跟随
毛主席、周总理赴重庆和蒋介石
谈判，代表我党对中外记者发
言。外交部组建时，她为首任外
交部新闻司司长。上世纪60年代
中期，她已成为外交部部长助
理，与乔冠华同为周总理在外交
方面强有力的助手。

龚澎的姐姐龚普生，就是章
汉夫的夫人，也是位很优秀的外
交官，曾任外交部国际司司长，
一对同胞姊妹花同时盛开在外
交部，真是罕见的传奇。在我小
学三四年级的时候，乔宗淮带我
去北京东城外交部街47号他姨
妈龚普生和姨夫章汉夫家玩。这
是一座解放前的达官贵人留下
的三层小洋楼，面积不大却精巧
适用。听说司徒雷登也在此居住
过。总是戴着一副金色细框近视
镜、有些发福，一派学者风度的
章汉夫和个子高于他的龚普生
阿姨热情地招待我们这些顽皮
的孩子，给我们糖果吃，也给我
们讲国外见闻、外交知识和礼
仪，这些开蒙教育使我们终身获
益。后来，章汉夫喜欢一边抽着
中华烟(红彤彤的烟盒一个也不
扔，攒下留给男孩子们玩)，一边
认真听宗淮讲部内外群众的呼
声。宗淮考入清华大学后，章汉
夫就更喜听他汇报、讲解国内外
形势。

1961年5月，章汉夫作为副
团长随陈毅参加关于老挝问题
的第二次日内瓦会议，这是建国
以来我国参加的最具规模的重
要国际会议。陈毅团长率代表团

一些同志于1961年7月4日回国，
章汉夫代陈毅外长任团长。外交
代表团在章汉夫率领下，参加了
这次少见的长达十四个月的马
拉松似的大型国际会议。章汉夫
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和激烈的
唇枪舌剑，以他灵活机智的应变
能力和丰富的国际外交知识，克
服许多艰难曲折，推动着大会
一步一步向前。1962年7月全体
与会国根据万隆会议精神，以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共识，最
终签署了《关于老挝中立的宣
言》和《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的
议定书》，使这次日内瓦国际会
议圆满结束，大大提高了我国
的国际威望和地位。“汉夫同志
是功不可没的。”耿飚回忆录中
再三肯定章汉夫在此次外交活
动中的功劳。

1968年3月，章汉夫刚刚从
医院出院回家就被当成“叛徒”
带走，从此他和妻子及两个宝贝
女儿音书两断，在秦城被监禁四
年，并于1972年冤死在狱中。从
此，外交部“总值班员”办公室的
灯光(他总是工作到下半夜才回
家)消失了，孩子们永远听不到
他讲童话故事的惟妙惟肖的声
音和表情了。

1979年9月18日党中央给章
汉夫举行了平反昭雪和追悼大
会。我还是摘用当时亲到追悼会
现场的他的老战友耿飚发表在

《人民日报》上的长篇追悼文章
《回忆新中国杰出的外交家章汉
夫同志》(1987年9月3日)，结束我
的怀念小文吧：“一致公认：章汉
夫作为外交部的主要领导人之
一，在外交部一贯对干部坚持党
的原则，公道正派，不搞亲疏。”

“学习他的优秀品质和工作作
风，对于提高外交战线、广大干
部的政策水平和业务是很有意
义的。”

（本文作者为原中国体育杂
志社社长兼总编辑,作家）

注：本文参阅了《世界知识
出版社》的《章汉夫传》。

左图为章汉夫、龚普生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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