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子眼中的“好学”

———从一个系统性角度的考察

李惠文

　　摘要　 从孔子定义的四种学习境界、三个典范人物的行为特征，以及《论语》中孔子师生的其他论述进行

系统性分析，可以看到，孔子眼中的“好学”指治学者立志成为君子、谋求礼治仁政之道而表现出的对学问与德

性的热爱和追求，态度上表现为真心爱学、恒久乐学、刻苦勤敏、谦虚老实，行为上体现在学、问、思、辨、行紧密

结合、深钻细研、融会贯通、活学活用，还要不断反思、总结。在现代社会道 德 迷 失 的 背 景 下，要 积 极 利 用 孔 子

“好学”的积极因素，在学校教育中强调培养学生志向高远、以德为基、克服困难、乐学善学的态度和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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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是孔子教育思想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①。作为“学”之典范，“好学”则是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从出现频率看，它仅在《论语》中就有８个章节、共１６处专门涉及，可见孔子非常看重“好学”。林桂

臻②、李翔③曾对孔子本人的“好学”精神作过论述，但因未将其纳入孔子思想体系中全面分析，未免有所

偏颇。也有学者④试图对此进行纠正，但最终“都只是抓住他的思想中的某些方面来进行论述”⑤，并未

真正上升到系统层面。实际上，从研究价值上说，“好学”是一个将孔子思想中的君子、仁德、学习、修身、

治国等重要概念有机联系在一起的节点，确实值得深入系统地探究。

一、此“好学”非彼好学：基于直觉

《论语》中能称得上“好学”之人并不多。在孔子的三千学生七十二贤人中，只有一位真正称得上“好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张杰：《释〈论语〉之“学”》，载《孔子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６期；高伟、吴春明：《孔子论“学”的三重境界———〈论语〉
读解》，载《道德教育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１期；陆信礼：《〈论语〉“学”字解》，载《孔子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５期。

林桂榛：《论孔子的好学精神》，载《光明日报》２００４年４月２７日。
李翔：《试论〈论语〉中孔子的“好学”形象》，载《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２期。
参见陆信礼：《〈论语〉“好学”解》，载《光明日报》２００８年７月２１日；李 建 华、冯 丕 红：《〈论 语〉中 的“好 学”之 德 及

现代启示》，载《大学教育科学》２０１３年第１期。
徐刚：《论孔子思想体系的逻辑》，载《中国典籍与文化》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孔子研究，2014年，3(3), 19-23.

Suggested Citation: Li, H. (2014). Love of Learning in Confucius’ eyes: Viewed from a systematic perspective. 
Confucius Studies, 3(3), 19-23.
Or, 李惠文. (2014). 孔子眼中的“好学”—从一个系统性角度的考察. 孔子研究, 3(3), 19-23.



学”者，那就是颜回，且颜回“不幸短命”早逝，“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论语·雍也》）。除孔子弟子外，

被孔子称为“好学”者，《论语》中只提到卫国大夫孔圉孔文子。除此之外，还有一位“好学”者，那就是孔

子自己。尽管孔子本人一贯谦虚，但也曾断言，“十室之邑”像他那样的“忠信”之人尽管可以见到，不过

都“不如丘之好学”（《论语·公冶长》）。因此，孔子眼中的“好学”绝非一般意义、一般层次上的好学，也就

是说，一个为学之人须达到一定的标准方可称为“好学”。

二、何种人可称为“好学”者

首先，孔子把人的学习境界分为四种：“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知之”、“困而不学”（《论语·季

氏》）。其中，最上等人即“生而知之”者应该是天才，即所谓“圣人”。《论语》中对此没有明确定义，不过

根据孔子的有关论述并与其他层次进行对比可以推知，所谓“生而知之”者应该指那些生来就有雄才大

略、承天命以仁德治国并造福百姓的君王领袖、古圣先贤。然而，被称为“圣人”者少之又少，几乎千百年

“不得而见之”（《论语·述而》）。也有人认为孔子本人就是一位天生博学多才的“圣者”，对此他却断然予

以否认，说自己绝非“生而知之”（《论语·述而》）。但为了说服别人，他对自己之“学”也作了解释，说自己

只是年少时为生活所迫多学了一些“鄙事”，现在自己在有些方面仍很“无知”（《论语·子罕》），他与别人的

不同之处不过是对知识学问总是“敏以求之”、“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而已（《论语·述而》），

所以并不属于“生而知之”者。

次一等的是“学而知之”。这一等次的人所处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都应当不错，本来无需努力奋

斗、求学进取，但是他们却不沉溺于当前的满足，而是对自己提出更为崇高的目标要求，抱持安人治国平

天下的宏大志向而求学上进，其典型人物便是孔圉。孔圉身为一国大夫，完全可以像当时的很多大夫一

样悠哉悠哉、安度一生，甚至可以与一些当政者同流合污、窃国乱政，但可贵的是他洁身自好，以“仁”为

本，特别是身居高位而谦虚“好学”，因此深得孔子乃至当朝国君的赞赏（《论语·公冶长》）。

中下等境界的“困而知之”，指因困顿无奈才去求取知识。这种人就像少年孔子一样只看到眼前利

益，为养家糊口、维持生计而学，所学的都是一些“鄙事”，属小人之学，所以并不为孔子肯定。孔子特别

推崇的是人身处困境并不自甘卑贱，反倒志向高远，颜回即为一个典范。他家境贫寒，“一箪食，一瓢饮，

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论语·雍也》），按常理他应该学点实用的手艺，先解决温饱问题，但颜回恰恰没有

这样，反倒以苦为乐，变压力为动力，学而“不惰”、勤奋“不止”（《论语·子罕》），且“不改其乐”（《论语·雍

也》），以至于屡屡得到孔子无以复加的赞赏。其实，一个人是可以从“困而知之”提升到“学而知之”层次

的。孔子本人年幼因困而学，但自他十五志学以后便成功地将自己提升到“学而知”的层次，实现了学习

境界上的质的飞跃。这在常人是难以做到的，所以他对此感到非常自豪，也希望别人能以此为榜样。

最下等的境界是“困而不学”，即指身处困境，自暴自弃，完全没有求知求学的欲望，而安于现状，苟

且偷生。孔子对这种人当然持鲜明的鄙视态度。当他看到宰予白天睡大觉的时候，愤怒地批评他“朽木

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论语·公冶长》），即是对“困而不学”的鄙视。

三、学习什么知识方可谓“好学”

首先，孔子认为做君子、成大事者真正要学的学问应该是小六艺和大六艺。所谓小六艺，是指以实

践技能为主的礼、乐、射、御、书、数，大六艺则指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教材的六门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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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课程。孔子认为，这六门功课的内容和作用各不相同，但都能达到增加学识、提高修养的目的。

具体说来，《诗》教人学习掌握抒情达意的文雅语言。孔子认为，“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

诗在德性培养上能教人“温柔敦厚”（《礼记·经解》），学《诗》可以了解自然界的各种生物名称，可以用于观

察事物，诗的语言可以激发志气、表达思想、讽谏上级，诗的运用可以促进人与人更和谐相处。但是，孔

子同时强调，学诗要学以致用，“诵诗”虽多，如果不能应用于实践，有效地处理政务、外交，那就失去了它

的真正意义（《论语·述而》）。

《礼》是又一门特别重要的学问和修养，它可以用来规范社会个体行为、教人做到真正的“恭俭庄敬”

（《礼记·经解》），因为人“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社

会恢复礼制，会促进整个国家的仁政，“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所以，孔子认为，上

至君王，下至普通百姓，大到邦国交往，小到个体互动，都要以礼相待。国君应该“使臣以礼”（《论语·八

佾》）、“以礼让为国”（《论语·里仁》），君子要“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论语·雍也》），因为“不学礼，无以立”

（《论语·季氏》）。但是，孔子明白，礼具有外在性，要实现它的内化功能，则必须以“仁”为本，同时用道德

和礼制来教化百姓，使人们自觉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

孔子对《乐》推崇有加，这不仅因为他对音乐有着很深的造诣，而且因为他清楚“乐”能教人“广博易

良”（《礼记·经解》）、陶冶情操，是人的修养与社会和谐景象的象征和表达，即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

乐”（《论语·泰伯》）。在当时的音乐中，孔子最为喜欢《韶》，在他第一次听到这种“尽善”“尽美”的乐曲时，

竟回味无穷，“三月不知肉味”（《论语·八佾》，《论语·述而》）。除此之外，他还比较认可《武》，尽管它还没

有达到“尽善”的程度（《论语·八佾》）。他特别厌恶郑乐，说“郑声淫”（《论语·卫灵公》）且“乱雅乐”（《论语·

阳货》）。另外，孔子还认为，“礼”、“乐”作为相辅相成的社会礼制工具，必须坚持不断地使用，“君子三年

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论语·阳货》）。而且与“礼”一样，“乐”同样要以“仁”为本，否则，

只能徒有虚表（《论语·八佾》）。

《论语》中除去上面论述较多的三种学问之外，还有一门重要学科———《书》。《书》主要记述古代的

道德知识和政治理想，教人“疏通知远”（《礼记·经解》）。例如，在《论语》中，孔子多次引用《书》中的字句

来说明孝道以及孝与政治的关系，足见其对于一个有从政抱负之君子的重要意义。所以，孔子把它作为

主要的教学内容之一。

一般来说，在孔子眼里，上述四门学问是作为君子为人为政亟需学习的主要内容，但这并不代表孔

子不重视其他两门学科。孔子认为，论述事物发展变化的《易》能教人“絜静精微”，记载春秋历史的《春

秋》则使人能“属辞比事”（《礼记·经解》）。孔子早期对它们并未能潜心研究及用于教学，所以他在谈到

《易》时曾不无遗憾地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

书本知识固然重要，但德性培养才是根本。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可以没有知识，但不可以没有对德

性的追求。所以孔子在《论语》中再三强调仁、德、义，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做到贤贤、轻色、忠孝、诚信，“虽

曰未学，吾必谓之学也”（《论语·学而》）。孔子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呢？因为当时世风败坏、仁德丧失，因

此，孔子要求弟子从基本修养做起，等到个人修德达到一定程度，“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

“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必然就成为孔子的担忧（《论语·述而》）。孔子常常以德

学双馨的弟子颜回为例，教育和引导学生全面发展，指出颜回不仅勤勉好学，而且他的德行修养也达到

了极高的水平，说他“不迁怒，不贰过”，“不违仁”（《论语·雍也》），足见德、学之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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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习目的和动机如何方可谓“好学”

孔子认为，达到“好学”层次的学习目的、学习动机可分为内在“修己”和外在“安人”两种。“修己”指

培养良好德性，“安人”即治国平天下。孔子认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如果自身修

养这个根本已乱，“齐家”、“治国”、“天下平”则根本无法实现；一个人知道了这一根本道理，即可以说获

得了真知（《礼记·大学》）。同时，孔子认为“好学”与否是全面实现崇高学习目的之关键因素，不管一个人

的动机和追求如何，离开了“好学”的支持，就会出现很多弊病和后果，即所谓“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

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

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

春秋战国时代，群雄争霸，战 乱 不 断，西 周 建 立 的 礼 乐 制 度 土 崩 瓦 解，为 政 不 仁 者“天 下 皆 是”（《论

语·微子》）。面对这种情况，孔子怀宝待沽，时刻准备复礼，实施自己的治国方略，而且灌输给学生们“学

而优则仕”（《论语·子张》）、“不仕无义”（《论语·微子》）的观念，孔子本人也曾一度和他的很多弟子走上了

仕途，远大抱负得以施展。可见，学习是以处世、治国为其最终目的。

但是，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孔子希望为官者一定要做到“守死善道”。所谓“善道”，含义之一是当官

必须首先身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含义之二是要做一个“有道”之

邦的好官，绝不随波逐流、得益乱世，要像南容、宁武子、史鱼一样，“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

伯》），因为天下无道时，常“无能守之节”①。正因为如此，闵子骞拒绝季氏任命，受到孔子高度赞赏（《论语

·雍也》）。

五、如何学习谓之“好学”

虽然无法从《论语》获得“好学”的明确定义，但是可以通过分析，找到“好学”的一些典型特征。陆信

礼归纳了“好学”的四个表现：好问、改过、足发、一贯②，然而该总结忽略了好学的一些重要特征。

《论语》中有两处概括列举了“好学”的两种情形：一是“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

就有道而正焉”（《论语·学而》）；二是“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论语·子张》）。根据第一种情形，“好

学”应当指君子所特有的一种品性，而且需达到如下条件方可称为“好学”：志存高远，安贫乐学；慎言笃

行，敏以求知；近仁就道，修身正己。第二种情形则指出了“好学”的另外两个特点：一是学而不厌，求知

若渴；二是温故知新，止于至善。

《论语》中的三个典范也为上述“好学”的含义提供了充分的印证。《论语·公冶长》中孔子对卫国大

夫孔圉的评价是“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这实是对“好学”含义的一个很好的扩展。首先从语义上分析，

“敏”和“不耻下问”看上去与“好学”均为平行结构，没有修饰与被修饰关系，但仔细分析就可以看出，聪

慧者乐于求知、位高者虚心求教正是“好学”的一种高层次的表现，因为一般来说，“凡人性敏者多不好

学，位高者多耻下问”③，孔圉不自恃聪明而“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论语·泰伯》），不恃位高而求

教于下属，实在是一种真正的“好”。第二个“好学”的榜样跟孔圉的背景截然相反，他就是孔子的弟子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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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颜回的生活非常贫困，但可贵的是他自甘清苦而没有消沉，且以苦为乐、持之以恒。他勤学不惰，勤

敏善学，“闻一以知二”，“闻一以知十”，甚至连孔子都自叹弗如（《论语·公冶长》）。因此，颜回的作为既生

动例证了“好学”的真正内涵，同时又为之增加了新的成分，那就是对知识善于钻研、追求融会贯通的积

极态度。

除孔圉和颜回之外，孔子也把自己作为“好学”的例子。孔子一向自谦，但在为学生树立“好学”之榜

样这个问题上毫不含糊，他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我们

从孔子的言传身教中能看到他对“好学”的诠释。其一，学习的最终目的是求道，即为追求真理而学，“人

不学，不知道”（《礼记·大学》）；其 二，讲 求 科 学 的 学 习 方 法，“博 学 之，审 问 之，慎 思 之，明 辨 之，笃 行 之”

（《礼记·中庸》）；其三，终生乐于学习，活到老，学到老，“发 愤 忘 食，乐 以 忘 忧，不 知 老 之 将 至”（《论语·述

而》）；其四，“学无常师”，以能者为师，善者为师（《论语·述而》）；其五，具有老老实实做学问的态度，“知之

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论语·为政》）；其六，求学、治学以“仁”为本，德学双修（《论语·述而》）；最后，不断反

省自己，总结学习经验，形成系统化理论，并积极传道于后人。

六、结论及感悟

根据上述分析，孔子眼中的“好学”可以简要概括为：

（一）从主体上看，“好学”为立志成为君子的治学者之学，非小人之学。

（二）从根基上看，“好学”以仁德为本，先修身立德，再求学求知，非弃德丧德之学。

（三）从目的上看，“好学”以求道为最终目的，以治理国家和百姓为途径，非盲目狭隘之学，也非扬名

立威、急功近利之学。

（四）从行为态度上看，“好学”为真心爱学、恒久乐学，非勉强、短时而为；好学者要有刻苦、勤敏、谦

虚、老实的治学态度，不能好逸恶劳、投机取巧、浮躁骄狂。

（五）从方法上看，“好学”讲究善学，学、问、思、辨、行紧密结合，并且在纵向上要深钻细研，在横向上

融会贯通，在实践上活学活用，而非机械学习、死板学习、不求甚解。

（六）从学习科学角 度 看，“好 学”是 要 不 断 研 究 反 思 学 习 方 法、总 结 经 验 教 训，从 而 为 己 为 人 提 供

借鉴。

简而言之，“好学”就是指治学者立志成为君子、谋求礼治仁政之道而表现出的对学问和德性的热爱

和追求，态度上表现为真心爱学、恒久乐学、刻苦勤敏、谦虚老实，行为上体现为学、问、思、辨、行紧密结

合、深钻细研、融会贯通、活学活用，还要不断反思、总结，以资借鉴。

然而，正像孔子的弟子无论如何也不能真正完全了解孔子一样，我们对于“好学”这一概念的认识也

难以彻底悟透，还需结合其他著述、特别是在孔子思想体系的整体把握中进一步理解和完善。

·３２·

孔子眼中的“好学”———从一个系统性角度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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