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慎独

拾遗
《松花江上》：在西安唱响

松花江是流贯东北的大江，但《松花江上》这首

歌曲却不是诞生在东北，而是远在千里外的西安。

1936年秋，时年34岁、出生于河北定县的张寒

晖目睹西安街头成千上万愤怒的东北军将士和无

家可归的东北同胞渴盼早日打回东北、赶走日军和

重返故乡的凄惨情景，深刻体会到埋藏在他们心底

的亡国之恨和丧家之痛，谱写出了《松花江上》。据

张寒晖的同学姚一征回忆：“他是噙着眼泪去写的，

我记得当他唱到‘从那个悲惨的时候’时，我们两个

人都以泪洗面了。唱到‘爹娘啊’时，他竟呜咽得唱

不下去。”这首歌曲开始是由张寒晖在西安二中学

生中教唱的。当时正值纪念“一二·九”学生运动一

周年，西安二中的同学们在游行队伍中唱起这首

歌，引发震动。经辗转相传，很快就传到东北军

中。随后东北军政治部宣传队印成卡片分发到各

军各师，又经中共地下党传给北平学联歌咏队。

冯玉祥：向袜子敬礼
冯玉祥生活俭朴，反对奢侈。有一次，冯玉祥

在军营里向他的姬姓副官恭敬地行了一个军礼。

姬是他的部下，对此感到非常惶恐。

冯将军解释说：“我不是向你这个人行礼，是

向你的袜子行礼。你这双进口袜子值好几块银

元，使我肃然起敬。”姬副官听完冯玉祥一席话，感

到非常羞愧。在场的官兵也都深受教育，再也不

敢买昂贵的奢侈品了。

傅斯年：痛骂自己小心眼
傅斯年是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

教育家。杨向奎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曾是傅斯年的

学生，后成为著名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

抗日战争爆发时，杨向奎从日本留学归来，赴

甘肃任教。傅斯年对杨向奎十分挂念，可战火连

绵，通联受阻，两人断了联系。

这一年，傅斯年得知杭立武要去兰州公干。

傅斯年特意找到杭立武，对他说杨向奎在校时是一

名好学生，可到了甘肃后就没有动静了，是不是失

业了，或是生活不如意，请他打听一下杨向奎的下

落，如杨向奎失业，请他帮忙为杨向奎安排工作。

杭立武到兰州后不久就找到了杨向奎，并得知他在

甘肃学院任教，一切都不错，回来后将情况如实反

馈给了傅斯年。傅斯年得知杨向奎情况不错，便安

心了。可他心里仍不是滋味，觉得杨向奎很失礼，

既然联系上了，也不来信问好，于是他在许多场合

指责杨向奎不懂礼数。然而，没过多久，傅斯年就

收到杨向奎寄来的一大堆西北特产和一匹上好的

布料，里面还有一封信，上面写着：“许久未联络，因

为租住处发生火灾，把地址搞没了……特此道歉，

顺寄去一些东西给老师……”

傅斯年看信后非常自责，于是给杨向奎写了封

道歉信。他在信中痛骂自己小心眼，没有胸怀……

记里鼓车：古代的“计程车”
里程计是古代测量远距离路程长度的工具，

通常为独轮车或两轮车的形式，需要由人力或畜力

牵引。里程计内部设置了啮合的垂直齿轮与水平

齿轮，从而可以记录车轮转动的周数，得到车辆行

走过的里程。因此，里程计也被视为最早的机械计

数装置。

中国古代的里程计被称为记里鼓车，车内设

置了三级齿轮减速机构，通过齿轮的啮合将车轮

的转动传递给车身上的木人，从而实现每隔一段

距离击鼓。古代记里鼓车应用于汉代至唐代，为

皇帝大驾出行时的仪仗车。隋唐之前，记里鼓车每

行一里（约440米）由木人击鼓；唐代之后，每行一

里（约530米）击鼓，每行十里（约5300米）击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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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婚姻习俗中有送彩礼这一道程序，通常指订婚
时男方送给女方的钱或物。人们送彩礼送得兴高采烈，但
却很少有人知道，婚姻程序中的“彩礼”之称是错误的，正确
的称谓是“财礼”。
《礼记·曲礼上》篇中规定：“贫者不以货财为礼。”这是

指祝贺别人新婚的时候，贫穷的人送的礼可以从俭。“财礼”
二字即出于此，原意是指客人致送的货财，后来加以引申，
娶妻的聘金也称作“财礼”。
唐、宋之前虽无“财礼”之称，但不表示不下聘金。古代

婚姻要经过六道程序，称为“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
征、请期、亲迎。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化
常识》一书中总结得非常清楚：“第一是纳采，男家向女家送
一点小礼物，表示求亲的意思；第二是问名，男家问清楚女
子的姓氏，以便回家占卜吉凶；第三是纳吉，在祖庙卜得吉
兆以后，到女家报喜，在问名纳吉时当然也要送礼；第四是
纳征，这等于宣告订婚，所以要送比较重的聘礼，即致送币
帛；第五是请期，这是择定完婚吉日，向女家征求同意；第六
是亲迎，也就是迎亲。”
“六礼”名称中的“纳”皆为接纳、接受之意，如同说请求

女家接纳。也许有人会认为“纳采”之“采”就是“彩礼”之
“彩”的由来，这是不对的，“采”是采择的意思，指男方采择、
挑选定了女方，唯恐女方不许，因此才送一点小礼物，请求
女方接纳，此之谓“纳采”。
古时除了“纳征”之外，其余五礼送的礼物都是雁。东汉学者

郑玄在为《仪礼·士昏礼》所作的注中解释说：“用雁为挚者，取其
顺阴阳往来。”“挚”即见面所送的礼。雁是候鸟，因此用来比附夫
为阳、妇为阴、妇人从夫之义。“纳征”属于订婚，因此所送的礼物
最重，不能仅仅用一只雁打发。《仪礼·士昏礼》中规定：“纳征，玄
纁、束帛、俪皮。”“纁”是浅红色，“玄纁”即指黑色和浅红色的布帛，
象征着阴阳具备；“束帛”指捆为一束的五匹帛；“俪皮”指成对的
鹿皮。“征”是成功之意，意味着订婚之后就该举行婚礼了。因此
“纳征”又称“纳币”，“币”即币帛，指用作礼物的丝织品。
“纳征”这一道程序，就是后世“财礼”的源

头，不过唐、宋时期方才有“财礼”之称。据北宋
学者孙光宪所著《北梦琐言》记载：“唐大中年，
兖州奏：‘先差赴庆州行营押官郑神佐阵没，其
室女年二十四，先亡父未行营已前许嫁右骁雄

军健李玄庆，未受财礼。阿郑知父神佐阵没，遂与李玄庆休
亲，截发，往庆州北怀安镇收亡父遗骸，到兖州瑕丘县进贤乡
与亡母合葬讫，便于茔内筑庐。’”“大中”是唐宣宗的年号，大
中年间，郑神佐阵亡，他二十四岁的女儿休亲、截发，以示不
嫁，为父亲守灵，被人赞誉为孝女。之所以能够休亲，是因为
“未受财礼”的缘故，如果受了财礼，就不能悔亲了。

南宋学者吴自牧所著《梦粱录》中也记载了当时的婚姻
习俗：“送聘……谓之‘下财礼’。”
以上即为婚姻时“送财礼”的由来，而绝不能误写为“彩

礼”，因为“彩”是指竞赛或赌博时赢得的财物，比如中彩、彩
头、彩票等，相应的，“彩礼”就是指竞赛或赌博时的奖品。
《红楼梦》第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谶
语》中的用法清清楚楚：“贾政……赔笑道：‘今日原听见老
太太这里大设春灯雅谜，故也备了彩礼酒席，特来入会。’”
贾政之所以备“彩礼”，是预备灯谜获胜者中彩的奖品。

如果将婚姻程序中男方致送的钱或物称作“彩礼”，那
就意味着女方乃是这场婚姻赌博的彩头、奖品，这不仅是对

女性的侮辱，也完全不符合婚姻的本义，因此
古代的婚姻程序中从未出现过“彩礼”之称。
今人早已不理解“财礼”的原意，觉得“财”字
过于直露，而代之以好兆头的“彩”字，岂不知
实属大煞风景。

要检验一个人的人生观，可以先看此人的金钱观。苏东
坡仕宦一生，坎坷无数，却始终光风霁月，超然高蹈，如同云端
漫步的仙人，这与他对金钱的态度不无关系。

苏东坡不看重金钱。他在《东坡志林》中说：“近日颇多
贼，两夜皆来入吾室。吾近护魏王葬，得数千缗，略已散去。
此梁上君子，当是不知耳。”好贼不打空，前提是知道主家有钱
可偷、有宝可窃。所以，凡是日进斗金的商人，常有“孝敬”的
仕宦，天降横财的暴发户，都是窃贼紧盯的目标和光顾的对
象。苏东坡为人护葬，撰祭文、题墓碑、写志铭，哀悼之余，润
笔颇丰。梁上君子把苏东坡也当成了暴发户，连续两夜入户，
其志在必得之心可知。
然而，聪明的窃贼并不知道，苏东坡不蓄资财。他曾说，

“俸入所得，随手辄尽”，每个月的工资，领了就花，到手就没
了。他对所得润笔、酬谢之类也是如此。“散去”二字，尽现苏
东坡视金钱的态度，有钱大家用，有钱用到无钱止，边得边散，
随手辄尽，其潇洒来去、不受牵绊的人生态度尽现。而那窃
贼，见不及此，虽连续两夜光顾，也不得不空手而归。
苏东坡不但不看重金钱，还乐善好施。苏东坡的门生中，

以李廌家境最差。李廌从小发奋，苦学不止，苏东坡曾赞他有
“万人敌之才”。不过，李廌命途多舛，屡试不第，又缺乏生财

之道，生活每况愈下，经常有上顿没下顿。苏东坡任翰林学士
时，朝廷曾赐宝马一匹，后来出知杭州，又赐一匹。对于寻常
人来说，御赐之物，只字片纸都会奉为至宝，供着、藏着、收着，
不轻易示人，何况还是宝马神驹？但对于苏东坡来说，此马亦
凡马，也是可以换钱的商品。他见李廌快揭不开锅了，慷慨地
将其中一匹相送，给李廌换钱，以解断炊之忧。
让人感动的是，为了使李廌顺利脱手，苏东坡还特撰一帖

文辞婉转、书法精美的《马券》，作为李廌卖马的凭证：“元祐元
年，予初入玉堂，蒙恩赐玉鼻骍。今年出守杭州，复沾此赐。
东南例乘肩舆，得一马足矣。而李方叔（廌）未有马，故以赠
之。又恐方叔别获嘉马，不免卖此，故为出公据。”不难看出，
苏东坡不仅有恤人之苦的慈心，周人之急的热心，救人之穷的
爱心，还有善解人意、体贴入微的细心。
苏东坡仕途经年，俸禄丰厚，加上平时所得润笔不菲，虽说

不蓄资财，但身边的余钱剩米还是有的，否则一家二十余口，得
喝西北风。然而，元丰三年（1084），他因“乌台诗案”被朝廷贬
为黄州团练副使后，便断了薪水和津贴，生活一落千丈。捉襟
见肘的日子，既不能像宽裕时一样挥金如土，也不能像乞丐一
样低声下气。怎么办呢？苏东坡的办法是定计划、做预算。

据《苏轼文集》记载，苏东坡在写给秦少游的信中谈到自
己的“年度预算”时说：“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
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
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
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此贾耘老法也。度囊中
尚可支一岁有余，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预虑。以
此，胸中都无一事。”意思是薪俸断绝之时，只好尽量节俭，全
家每天开支不得超过一百五十钱。月初从积蓄中取出四千五
百钱，分成三十份，挂在屋梁上，每天早晨用画叉挑取一份，然
后藏起叉子，免得多取。若当天未用完，则用大竹筒储存，累
积用来招待宾客。按此估计，积蓄尚可支撑一年多，到时再想
办法，无须多虑，预支不必要的烦恼。可见出手大方的苏东
坡，也有分外节俭的一面。
一个人如何对待义与利、荣与辱、苦与乐、得与失，是否公

道、正派、诚实、善良、豁达、洒脱、友爱、敦厚，从他对待金钱的
态度上能一目了然。一个人若不计较金钱，就不会成日蝇营
狗苟，患得患失。苏东坡对金钱的超脱，决定了他对人生的超
脱，这种超脱，是充满着智慧的。

● 戒惧知畏
以外警强制遵礼守德

人的善念或恶念，都生之于心，存之于内，
并不外显出来，因此外界诸如法律、舆论等的
监督往往并不起作用。但对君子而言，还有比
看得见的东西更令他们警醒的，诚如德国哲学
家黑格尔所说：“有两样东西，愈是经常和持久
地思考它们，对它们历久弥新和不断增长之魅
力以及崇敬之情就愈加充实着心灵：我头顶的
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没错，头上的神明
和心中的道德律，正是君子慎独的内在约束。

北宋名臣赵抃有“铁面御史”之称，他清廉
自律，曾留下了“匹马入蜀，以一琴一鹤自随”
的佳话。赵抃非常重视修养之功，《宋稗类钞》
曾记载他的一件趣事：任成都知州时，有一天
宴会上，赵抃看到一个歌伎头戴一枝杏花，格
外俏丽，不觉心动，于是开玩笑说：“髻上杏花
真有幸。”那个歌伎亦很有才情，随口应道：“枝
头梅子岂无媒？”到了晚上，歌伎美丽的身姿仍
萦绕在赵抃的脑海，令他念念难忘，于是便吩
咐值宿的老兵说：“你去把白天那个戴杏花的
歌伎给我叫来。”老兵应承一声便走了，可过了
半个时辰也不见回来，赵抃又令人去催。那人
还未出门，赵抃忽然神志清醒，大呼：“赵抃不
得无礼！”旋即又命人将老兵追回。这时，那个
老兵从帐幕后走了出来，赵抃奇怪地问他：“你
怎么在这儿？”老兵回答说：“我估计大人您过
不了一个时辰，这个念头就会停止，所以虽接
受了命令，其实我根本就没去请她。”

老兵跟在赵抃身边的时间长了，深知他的
为人。赵抃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就是“日所
为事，入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不可告，则不
敢为也”。白天处理完公务，每到晚上，必要焚
香拜天，口中念念有词。有人好奇问他在向上
苍密告什么，赵抃笑笑说：“哪是什么密告呀！
无非是将自己白天做过的事，一件件一桩桩地
在心里说上一遍，借以检点反思。倘若一个人
连在那种场合都不好意思启口，那就必定做了
什么不该做的事，自己就需要警醒了！”

乾隆二十八年（1763），河南巡抚叶存仁升
任河东河道总督。下属们派船送行，却又报告
说船坏了，需要维修，迟迟没有启程。直到夜
半时分，船才开始缓慢前行。夜色中，一艘小
船快速追了上来，船上载满了僚属们赠送的礼
物。他们解释说，白天人多眼杂，恐怕损害了
老领导的名声，所以才在深更半夜无人能知、
能见、能闻之时，将礼物送来。叶存仁不好生
硬地回绝，当即赋诗一首：“月白风清夜半时，
扁舟相送故迟迟。感君情重还君赠，不畏人知
畏己知。”他说得很明白，哪怕是舟行河中，又
趁月夜，可避人耳目，可掩盖隐恶，却回避掩饰
不了自己的良心，所以这些礼物是绝对不可能

收的。
当初东汉杨震面对学生以“暮夜无知者”

为由送上的十斤黄金，愤然道：“天知，神知，我
知，子知。何谓无知！”杨震的“四知”和叶存仁
的“不畏人知畏己知”，都道出了慎独的一个关
键，那就是相信头上三尺有神明，一个人要成
为君子，一定要心有所畏。《中庸》里说慎独要
“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朱熹在
注释中则强调“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虽不
见闻，亦不敢忽”。有了这种敬畏之心，才能抵
挡住名利、地位、美色的诱惑，时刻保持清醒的
头脑，始终做到自警自省，洁身自好。明代学
者方孝孺也认为：“凡善怕者，必身有所正，言
有所规，行有所止，偶有逾矩，亦不出大格。”所
以做到慎独，必须戒惧知畏，内心知所惧怕，才
能降伏住为所欲为的“心魔”，守住做人的底
线，形成良好的人格素养。

● 戒谨慎微
以内省自觉养善祛恶

慎独之“独”，汉代大儒郑玄解释为“慎其闲
居之所为”，他将慎独理解为慎其独居，即在个
人独居独处之际，即使旁人看不到自己的一言
一行，自己的行为举止也应合乎礼义规范，认真
地慎守其内心。显然，郑玄将慎独的重点放在
了行上，注重的是行为自律，尤其在没有人知道
的时候，君子要特别谨慎。而到了宋代，朱熹则
将“独”解释为：“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
地也。”就是人家不知道、而只有你自己知道的
隐秘、细微的东西，比如一念之善，一念之恶，这
也是独，作为君子也要特别谨慎。由此，朱熹把
独的范围由外在的行为，扩大到了内心世界，
“慎独”变成一个意识修养的问题。

曾国藩是个特别重视慎独以修身的人，在
他看来，慎独是修身的根本，“能慎独，则内省
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人无一内愧之事，
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
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法，守身之先务也”。在
《曾文正公家书》中，他为我们记述了慎独的修
养过程：“昨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人得到
一笔额外财产，自己很羡慕。早晨醒来之后，
我觉得自己很可耻，于是对自己痛加指责，说
自己好利之心如此严重，做梦居然会梦到，这
是不能容忍的。中午到朋友家吃饭，席间，朋
友说另一个人最近也发了一笔横财，我的心又
为之一动，非常羡慕。回来后，我在日记里写
道，早晨刚批判了自己，中午又犯了同样的错
误，我这个人真可谓卑鄙、下流。”一念之动，因
为不符合君子的道德要求，就要加以批判，这
正是慎独的功夫。
明代名臣刘大夏也经历过这样痛苦的思想

斗争过程。弘治二年（1489），刘大夏就任广东
右布政使，相当于省长。上任之初，按照惯例清

查省府库藏，发现有一笔前任布政使没取尽的
羡余钱。所谓“羡余”，是指正赋之外，通过加征
杂税而征得的收入，不列财政库簿，是可供官员
随意使用的“小金库”。刘大夏命掌管仓库的吏
员将这笔羡余钱记入官库账簿。库吏好意提醒
他说：“羡余钱自来不上库簿，按照旧例这笔钱
理应归新任布政使，这是多年形成的定制。”刘
大夏在官场多年，自然知道他所言不假，但内心
又觉有些不妥，以致对库吏的提示，迟迟未作回
应。沉默了好一阵儿，他忽然大声自责道：“刘
大夏，你日常读圣贤书，立志堂堂正正，做个好
人，怎么如今碰上非本分应得之财，就犹豫不
决，乱了心志？实在有愧古圣先贤，不是大丈夫
啊！”随后命令库吏将所有的羡余钱全部列入官
账，自己则分文未取。

如何进行意识的修养，在内心中做到慎独
呢？朱熹给出的办法是：“言欲自修者知为善
以去其恶，则当实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
然其实与不实，盖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
者，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慎独的法门，
是“审其几”。什么是“几”？《易经》里讲，“几
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几”是刚刚开始
动，是在动与未动之间。所以，“慎独”实际上
是要“慎”那个念头刚刚起来的时候。“迹虽未
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意思
是，你的行为没有动，没有迹象，但你心里面的
念头已经动了。人家不知道，但是你自己知
道，就要慎重。怎么办呢？“所以遏人欲于将
萌，而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以至离道之远
也”，就是当念头起了，要像曾国藩和刘大夏那
样，通过自省，将它遏制在萌芽状态。可见慎
独之功的真谛，是人对内心世界的一种修养、
一种检查，它并不假求于外，而是往复追问内
心，因为人心才是真正隐暗幽微之处。

● 戒欺诚意
以良知保持表里如一

儒家经典著作《大学》里也讲到慎独，说慎
独就是诚其意。“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
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
独也”，什么是意念真诚？就是不自欺，就好比
我们闻到了难闻的味道，本能就会掩鼻躲避，
看到帅哥美女，尽管表面上掩饰，内心还是会
感到很愉悦。为什么？因为这是自然、本能的
反应。所以诚其意就是真实地面对内心，把真
实的自我表现出来，而不要去欺骗自己。达到
诚意、不自欺，是慎独的至高境界。

春秋时，吴国公子季札佩带一把宝剑出使
晋国，途经徐国时，礼节性地拜访徐国国君。
徐国国君在看到季札所佩带的宝剑时，脸上露
出了羡慕的表情，嘴上虽然没说，但内心里十
分想得到。季札因为有出使的任务，没有说什
么就告辞走了。等到出使回来，返回徐国时，

徐国国君却已不幸去世了。季札很后悔，于是
解下佩剑献给继位的徐国国君。跟随季札的
侍从见状忙小声提醒说：“这是吴国的国宝，不
能作为赠礼送人的。”季札说：“我不是赠给他
的。前些日子我经过这里，徐君观赏我的宝
剑，脸色里透露出想要这把宝剑的表情；我因
为有出使上国的任务，就没有献给他。虽是这
样，但我心里已经答应给他了。如今他死了，
就不再把宝剑进献给他，这是欺骗我自己的良
心。因为爱惜宝剑就使自己的良心虚伪，正直
的人是不这样的。”继位的徐国国君说：“先君
没有留下遗命，我不敢接受宝剑。”季札于是来
到徐国国君的墓前，拜祭后将宝剑挂在墓边的
树上，飘然而去。因为心里许下的一个诺言，
即使对方已经过世，也不肯欺心失信。季札的
品德令孔子佩服得五体投地，称之为君子的典
范。在季札死后，孔子还亲自为他题写了碑
铭：“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
清初，王夫之隐居湘西石船山下，筑草堂而

居，人称“船山先生”。有一天，一位朋友来拜
访，王夫之十分高兴，倾其所有，置办饭菜，把酒
对酌，大有酣畅淋漓之感。天色将晚，朋友告
辞，王夫之依依不舍，本想多送一段路，然而自
己年事已高，又体弱多病，只能起身恭送朋友三
步，郑重地说：“请自保重，我心送君三十里。”朋
友拱手而别，走了十五里，忽然想起雨伞忘在了
王夫之家里，又急忙往回赶。等他转回到王夫
之家门口，看见王夫之还毕恭毕敬地站在原地，
心里默念着时间，以心相送。“我心送君三十
里”，在朋友听来，不过是一句表示敬意的客气
话，可对王夫之来说，却是一个必须完成的承诺。

季札和王夫之，把慎独的诚意功夫做到了
极致，即使是了无痕迹的心诺也必信守，以免
让良知遭受不安。明代的王阳明发展了朱熹
的“独知说”，提出了“良知说”，认为“良知即是
独知时，此知之外更无知”，所以慎独就是致良
知。良知为人所共有，它包含了天赋的道德情
感，是一个人知善知恶，好善恶恶的价值判断
标准。元朝学者许衡不摘路边无主之梨，说：
“梨虽无主，但我心有主。”“我心有主”即是良
知。致良知的慎独功夫，根本在于立诚，就是
我们的内心相信我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
我们就会表现出一个什么人的特质，然后别人
会慢慢感受到，这叫“诚于中，形于外”。通过
慎独的修养，能达成一致的人格，不欺己，不欺
人，内外统一，始终呈现出一个完整不割裂的
真实的自我。一致性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既
能在内心影响自己，也能在外面去影响别人，
结果就是孔子所推崇的“内圣而外王”。

当然，每个人的出身、教育以及所处社会
环境不同，通过修养所达到的慎独的境界也会
千差万别。但不管起点如何，只要我们心怀戒
惧之心，努力反省自己的思想，纯正自己的心
念，不断提高道德自觉性，就会越来越趋近于
君子人格的目标，达到“仰无愧于天，俯无愧于
地，行无愧于人，止无愧于心”的精神境界。

不重金钱
乐善好施
——苏东坡的金钱观

晏建怀

“彩礼”原来是
“财礼”之误

许晖

慎独是儒家修身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传统道德修养都以慎独为中心。在儒家思想里，君子是教育所追求的理想人格，而慎独是“入

德之方”。《礼记·中庸》中说“君子慎其独也”，慎独成为君子与小人的分水岭，只有做到慎独的人，才会是君子。什么是慎独？通常意义上，

慎独就是“不为冥冥惰行”，即在个人独处、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依然小心谨慎，自觉遵守道德，而不为非、越轨，做到表里内外如一。在今天

复杂的环境下，为政者以慎独作为修身之道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只有经过慎独的严峻考验，才谈得上具有真正的道德修养。

君子人格的修行之道
王硕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