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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凡社会处于剧烈变革和转型时期, 人性问题都会成为思想理论和实践批判的主题。历史上人性的论争主

要集中在对人性的本质特征和构成要素的认识上。我国历代各派人性论者的共识是可以通过教育改变人性。人性

教育的核心内容是善性启蒙和建立、完善人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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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社会发展史似乎都无例外地表明了这样一个

共同的事实, 那就是大凡社会处于剧烈变革和转型时

期, 人性问题都会成为思想理论和实践批判的主题。

如今 , 我国正处在观念和社会深刻变革的转型时期,

人性在不同程度上发生扭曲、畸变和沦丧。现实生活

向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正视

和应对这种挑战 , 开展人性教育 , 促进社会健康发

展, 毫无疑问已成为当务之急。

一

关于人性, 历代诸家各执不同理解。历史上人性

论争主要集中在对人性本质特征和构成要素的认识

上。

在对人性本质特征的认识上, 人性善与人性恶与

人性无善无恶一直是论争的主题。第一, 性善论。中

国性善论的代表人物是孟子。在欧洲, 古希腊的柏拉

图也属性善论者。第二 , 性恶论。中国性恶论的代表

是荀子。欧洲中世纪基督教关于人性的认识属于性恶

论。第三, 中性论。中国的告子认为人性是 /无善无

不善0 的。启蒙学派思想家卢梭、爱尔维修等人认为

人性是人的自然本性, 是人永恒不变的东西, 无所谓

善恶, 善恶都是人的自然本性在特定环境下的变形。

在人性内在要素构成上, 孟子认为善是由 /恻隐

之心0 、 /羞恶之心0 、 / 恭敬之心0 和 / 是非之

心0 四维构成, 并由此衍生出仁、义、礼、智四端。

荀子认为恶是由声、色、味、利和愉悦构成。告子认

为人性是由 /食0 和 /色0 二要素构成。董仲舒、王

充等人把人性分为上、中、下(善、中、恶)三等, 韩

愈在此基础上提出 /性情三品0 说, 认为人性是由性

和情两大要素构成, 性包括仁、义、礼、智、信, 情

包括喜、怒、哀、惧、爱、恶、欲, 性与情各自内含

子要素的比重是不一样的, 由是形成上、中、下三种

品质状态。杨雄认为人性是由诸要素构成, 而 /气0

是人性最核心的本体, 是 /气0 使人性或趋善或趋

恶。古希腊哲人认为人性是由情感欲望和利益构成。

启蒙学派思想家认为人性是由自私、趋乐避苦、自

爱、自保构成的。康德和黑格尔则认为人性最本质的

要素是理性 , 也就是说人能够按 /善良意志0 、 /绝

对命令0 去行为, 这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

休谟把人性的要素理解为慷慨、仁爱、感恩、怜悯、

友谊、忠贞、热忱、无私、好施等方面。

仅就我国历史来说, 尽管存在多家人性论学派,

但稍加考察便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极为鲜明

的共识, 那就是人性可以通过教育来改变。性善论者

认为唯有通过教育才能张扬人的善性, 使人的善性从

潜在状态转变为现实 ; 性恶论者认为只有教育才能扬

善抑恶, 把人的恶性矫正到理想的善性上来 ; 人性中

性论者更是为人性教育提供了认识基础, 或善或恶,

只有教育才是决定因素。因性论教、以性论教, 充分

体现了中国先哲的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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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古人之论, 结合人性现实, 笔者认为, 人性

即人的本性, 理应包含自然本性和社会本性。人的自

然本性亦即人的生理特征, 包括基于生理解剖特征或

个体基因的生理需求即欲望本能(如饮食男女)和情感

本能( 如喜怒哀乐 )。社会本性即人作为社会独有的

/类0 存在所特有的本质特征, 它包括基于欲与情的

善与恶、是与非、美与丑, 这三对概念不仅是人作为

/类0 存在的共同特征 , 同时也是单个人所具有的特

征。世上没有绝对善的人, 也没有绝对恶的人, 而是

善恶、是非、美丑兼具。情与欲既可致善、致是、致

美, 又可致恶、致非、致丑。人的自然本性和社会本

性都含有情与欲的因素 , 两种本性的连通就是通过情

与欲的中介作用来实现的。而人真正与动物界区别开

来的 , 乃是人的社会本性。人的自然本性是先天固有

的, 无所谓善恶; 而人的社会本性是后天形成的 , 则

有善恶之分。

就对善与恶的理解而言, 共识的善包括良心、仁

爱、同情、正义、帮助、感恩、忠贞、平等待人 , 等

等; 共识的恶包括残暴、贪婪、无耻、虐待、昧心、

欺诈、极端自私、忘恩负义、横行霸道, 等等。对善

与恶的共识主要集中在道德判断和行为判断方面 , 这

是因为人类在伦理价值和行为价值上存在着更多的同

一性 , 虽然在意识形态、社会观念、政治理念等方面

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和不确定性。如果认同对善与恶内

涵的理解, 那么就可以认为善是合人性的, 而恶则是

反人性的。

由于情与欲沟通着人的自然本性和社会本性 , 善

与恶、是与非、美与丑不能不经常受情与欲的干扰,

显然 , 这种干扰既有来自本能的冲动与需求, 也有来

自外界的刺激与诱使。人的善恶、是非、美丑意识是

外部的善恶、是非、美丑现象和社会价值观投射到个

人内心并经过内心的选择、整合而形成的, 而人的内

心则是生理性情与欲和社会性情与欲的有机复合体,

于是便形成个人之间善恶、是非、美丑意识的差异。

这种意识形成之初还是一种潜意识状态, 人的潜意识

沿两个方向发展, 第一个方向是由潜意识向行为演

化, 第二个方向是由潜意识向观念和思想演化, 然后

通过观念和思想向行为转化。潜意识必须借助理性来

完成演化, 没有理性的中介作用, 人类难有共识 , 人

类相互依存和社会进步也将成为不可能。理性是最一

般的观念化的伦理准则和行为准则。理性对人的善恶

本性的外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理性的形成, 一方面是基于人类特有的生理和心

理机制, 另一方面是基于社会生活的 /游戏规则0, 后者

表明人类理性的真正成因。人们对/游戏规则0的认识和

习得, 一方面需要通过社会文化和社会生活潜移默化的

影响来实现; 另一方面还需要通过保障机制来强化和约

束。保障机制包括两个极为重要的内容, 一是教育, 二是

法规,这二者即古人所谓/师法之化0。通过教育,人们可

以获得对理性的认识和赞同, 而强制性法规可使人们了

解反理性的后果, 进而赋予理性以某种威慑力量。正是

理性的这种保障机制, 才使得理性具有强有力的调节功

能; 也正是这种保障机制, 有效预防着理性弱者的恶性

演变。无庸置疑, 教育对人们理性的获得、对善性的张扬

不是无能为力, 而是大有可为, /苟不教,性乃迁0正说明
了教育之于人性的巨大作用。

二

观照上述, 教育必须关注人性, 人性必须倚重教

育, 人性教育势在必行。人性教育的核心内容是善性

启蒙和理性教育。

所谓善性启蒙就是有目的有系统地启动和张扬人

的善良本性。有目的, 就是要把人性问题纳入教育内

容, 作为教育追求的目的, 使其不至于失之为偶然行

为; 有系统, 就是根据人性激发和生长的特点, 有针

对性地实施教育。人性中有善有恶, 教育的目的就在

于扬善弃恶。如上所述, 善良本性包括良心、仁爱、

同情、正义、帮助、平等待人等方面 , 而同情以及由

此产生出的爱心则是其核心或基点。这是因为首先有

了同情和爱心才能生发出怜悯、孝敬、良心、尊重、

友谊、正义、平等待人、爱家爱国等善性。反之 , 如

果没有健康之情, 是决不可能延伸出善良之性的 , 没

有同情最终必然要导致恶性的发展。日本东洋大学教

授中里至正花了 3年多时间对 7个国家的 6000多名中

学生进行比较调查发现, 日本学生最没有同情心 , 同

时发现日本学生同情心薄弱与日益严重的日本少年犯

罪和校园暴力直接相关。这个发现有力地佐证了我们

关于同情的认识。休谟在其 5人性论6 中也是把同

情作为人性的一个基本范畴来构建其人性论体系

的。孩提时期, 人的善良本性表现最充分 , 虽然朴

素, 但也最本质 , 集中表现为同情、爱人、关怀、

友谊、真实等。这个时期是启蒙和促进善性的最佳

时期 , 也是人性教育的最佳时期。教育无疑应紧紧

围绕 /同情0 和 /爱人0 切入并予以强化, 借以使儿

童建立起善性情结和关怀他人的意识品质。儿童在其

生活中得到最多的是来自父母和他人的亲情和关爱,

他们便首先获得了同情和仁爱的心灵基础, 只要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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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正确的引导和教育, 他们心灵中的同情和爱心就可

外化 (或迁移 )为对父母的爱和对他人的同情。因此,

我们将同情和爱心认定为善性之本和人性教育之本。

爱心教育和同情教育可借助多种方式来展开。首

先是情感启蒙。这是指在儿童幼小心灵中形成同情人

和爱人的善性情感倾向 , 包括直接情感启蒙和间接情

感启蒙。前者指儿童从直接接受和体验爱中产生出的

同情人和爱人的情感, 从亲历的亲情氛围中产生出相

应的情感倾向。后者指替代性情感体验, 即从故事、

传说、电影电视和从别的儿童的遭遇或所受到的爱中

产生的情感体验。儿童情感既可来自正面的体验, 也

可来自反例的感受。后者指从那些缺少关爱的儿童的

不幸遭遇中产生的同情。只有爱或只有反例感受都不

能形成健康的情结, 二者有机结合作用于儿童才能形

成具有迁移性的健康情结。同情与爱心一经形成, 在

外界条件的作用下, 经过理性的调节整合, 便可外化

为各种各样的同情和爱人行为。因此 , 在教育过程

中 , 教育者应当有目的地创设各种情境和氛围, 包

括营建和充分利用家庭良好氛围和伙伴团体氛围 ,

也包括充分发挥现代化媒体和现代化手段的作用。

一部电影 5世上只有妈妈好6 不是曾经打动过千千

万万少年儿童的恻隐之心、使他们无不热泪盈眶吗?

其次是概念启蒙。这是指通过必要的灌输和强化训

练使儿童形成初始的概念 , 这类概念即是上述善良

之性的基本概念 , 而同情与仁爱是其中最基本的概

念。在儿童时期基本概念的灌输和强化每每会有先入

为主的效果, 因概念灌输而形成的意识会伴随他们终

身而不忘。概念强化包括概念的多次重复, 也包括围

绕概念而设计的情境的感染和熏陶。善性启蒙没有必

要设置专门的课程 , 它就在语文课、思想品德课、

自然课、音乐课之中 , 关键在于发掘这些教材中的

人性美和人情美。善性启蒙尤应重视反例教育, 也

就是说要批判那些反面情感和反面概念的东西。比

如 , 时下一些家长不时告诫孩子 /人善被人欺0 ,

太老实太善良就要吃亏、被人欺负, 此时儿童还不

具备理性批判的能力 , 因而容易建立起错误概念, 误

入人性发展歧途。教育者对此应坚决予以批判、矫正

和引导。

所谓理性教育, 就是通过教育建立和强化人的理

性意识、理性概念和理性调控行为。人的理性的建

立, 是在后天的生活中观察、模仿和学习而获得的。

人的理性之所以需要强化, 是因为人的理性在建立起

来后并非就处于稳定状态, 它常常受到主观和客观的

非理性东西的冲击和破坏, 稍有不慎其脆弱的防线就

会被冲垮。教育的责任, 首先是要让学生有理性意识

和理性概念 , 知道什么是理性, 人为什么需要理性,

理性与人之成人的关系, 理性具有哪些内容 ; 懂得什

么是合理性的、什么是非理性的, 明了反理性的后

果, 由此在脑海中形成随时都能闪现理性概念的意识

状态。其次是赋予学生以理性判别和调控的方法和技

巧, 具体地讲就是培养学生具备判别理性与非理性的

基本能力, 让学生从小逐步养成 /三思而行0 的行为

习惯, 善于在情与欲的躁动中正确处理自己与他人、

与集体、与国家的关系 , 能有效控制冲动和感情用

事, 理智地对己对人 , 掌握一定的 /冷处理0 技巧和

巧妙的渲泄方法以及自我心理问题的排解方法 , 等

等。不论何种教育都应注重案例教育方法, 从实例

中, 从现身教育中, 使他们获得理性概念, 并从中获

得理性判断和调控的方法和技巧。正面教育是必要

的, 但反面教育也是不可或缺的 , 那些给社会和他人

造成严重后果的反面案例每每能给受教育者留下更为

深刻的印象和警示。理性教育可结合时事教育、法制

教育、道德教育、人文教育、环保教育等方面开展。

它虽不作为一门单独的课程开设 , 但可在思想品德课

和政治课中旗帜鲜明地提出来, 并予以适当的篇幅和

适当的强调 , 这本是思想品德课和政治课的题中应有

之义。理性教育在小学阶段可作初步铺垫, 强化学习

和训练则应放在中学和大学阶段进行。这是因为理性

教育需要教育对象具备一定的认知能力, 而大中学生

已具备这种认知基础 ; 另一方面 , 大学中学时代学生

正处在极易冲动、自我调控力较低弱的发展时期, 亟

需理性教育。

就社会转型时期的理性教育而言, 教育的侧重点

应当放在反对不道德行为和侵害性行为的教育上, 目

前这两方面的非理性行为在大中学生中表现得较为突

出, 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不道德行为即是违反社会

公德的行为。尽管在社会大变革中人们的道德观道德

行为正发生着嬗变, 某些传统的道德准则和道德行为

正经受着严峻的挑战 , 但作为人类公共的道德行为准

则则是确定不移的, 如勿偷、勿盗、勿欺骗、勿害人

等。不道德行为就是对这种公德的逆反。不道德行为

虽然不一定构成犯罪 , 但它对社会、对他人和对自己

构成危害则是无疑的。侵害性行为指损害或伤害他人、

社会和自己的行为, 这种行为多半具有违法犯罪的性

质。其极端表现就是由恶念滋生出来的残忍暴行, 诸如

杀人、抢劫、强暴、放火等。侵害性行为对自我的侵害表

现在对自己生命、自己利益的不负责, 也表现在采取以

伤害或损害自己的不理智的方式来进行 (下转第 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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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迁移性逐渐提高

教学监控能力的迁移性是指教师教学监控

的过程和方式可以从一种具体的教学情境迁移

到与其相同或类似的其它教学情境中去。教学

监控能力高的教师的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善于

将以往的教学监控的经验有效地应用于目前所

从事的教学工作中, 表现出良好的迁移能力;

而教学监控能力差的教师, 他们可能并不缺乏

教学监控的知识和经验, 但在面对新的教学情

境时, 却不能有效地借鉴和运用这些知识和经

验。所以, 迁移性的增强是教师教学监控能力

真正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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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23页)行报复的行为上, 诸如吸毒、自杀、玩

世不恭、自我沉沦等。不道德行为和侵害性行为 , 在

大中学校中都时有发生, 甚至出现向小学蔓延的趋

势。现实逼迫我们非抓理性教育不可了。

世界的复杂性和层次性决定了人的理性的复杂性

和层次性, 这同样也决定了人的理性判断的有限性。

鉴于此, 我们所讲的理性教育是基于理性中低层次和

低复杂度的教育, 高层次的理性教育实际上是难以实

现的 , 同时也表明虽然经过理性教育并不能保证人在

复杂世界面前就一定能作出理性判断和理性行为。所

以, 我们既寄希望于理性教育, 同时又不能将其看成

是医治人性问题的灵丹妙药。

理性教育决不排斥人的激情的张扬。理性和激情

二者在制约中依存, 在依存中制约。我们需要理性的

激情 , 是因为理性是原则, 是规范, 一旦激情失控失

范, 就会变成恶性冲动。我们需要激情的理性, 是因

为健康的激情是合人性的, 自然也是合理性的; 还因

为理性需要创造力、需要情感、需要充实和丰富自

己 , 自然也就需要激情, 无激情的理性是死亡的理

性。

人性教育与德育在本质上是同一的。现行理解的

德育包括思想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心理教育、法制

教育等, 而上述论及的人性教育除思想政治教育外也

涉及道德、心理、法制等方面的内容。其实, 作为德

育范畴的 /德性0 实际上就是善良人性, 作为德育范

畴的 /教养0 、 /涵养0 实际上主要指理性水平。从
另一个角度看 , 由于人性涉及人类最本质的东西 , 因

而也可以将人性教育理解为德育的基础、德育的核

心, 而在理论体系上又可将人性教育理解为德育的逻

辑起点。因此 , 我们再不能将人性教育与德育割裂,

更不能再把人性教育看成是搞资产阶级人性论。

人性教育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更是统一

的。人性教育的内涵与传统文化中的传统美德基本一

致, 所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而不讲人性教育, 实则是

一大偏颇与缺失。由上观之 , 人性教育自然也是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不论从教育的层面看

还是从伦理道德的、理性的、法制的和心理的层面

看, 它都蕴含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体系之内,

构建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框架之中。

总之, 不讲人性的人是不健全的人, 缺乏理性的

民族是不成熟的民族, 轻视人性教育的教育是畸形发

展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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