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1 7年 9 月
第 9 期（总第 2 4 9期 )

中 州 学 刊
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

Sept. ,2017 
No.9

【党建热点】

“心学”对共产党人党性修养的当代启示

牛 安 生

摘 要 ：强调知行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学术问题，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思想的重要特点。 

当前，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仍然面临如何实现知行合一的新考验。“两面人”现象是知行不一的极端表现。借鉴 

“心学”的内容，守持人的良知，是消除知行相悖的人性根源，也是共产党人党性修养要解决的问题。共产党员党性 

修养的目的、内容和方法，如注重学习、注重反思、力戒骄傲、保持平常心等，在许多方面和“心学”是相通的。今天， 

弘扬“心学”文化，也应该秉持科学的方法论，进行创造性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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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 

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①王岐 

山则说，党性教育作为共产党人的“心学”，“是党员 

正心修身的必修课”②。那么，“心学”究竟是什么？ 

“心学”的源头在哪里？它对当今时代共产党人的 

党性修养有什么启示？对于中国传统儒学,学术界 

一般认为，孔子、孟子、荀子等代表的是原始儒学时 

期的思想，两汉时被称为经学时期，魏晋南北朝时的 

儒学各有特点，到宋明时被称为理学时期。明代中 

期,王阳明（王守仁）发展了宋朝陆九渊的心学，是 

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的理论在日本、韩国有很 

大影响，其基本内容就是知行合一、致良知。朱熹、 

王阳明研究学问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要人成为圣 

人,但是成圣的途径不同。朱熹主张由外向内，通过 

努力学习达到圣人的境界;王阳明则主张由内向外， 

通过改变自己找回“良知”成为圣人。当今时代，共 

产党人在党性修养过程中吸收“心学”的相关内容 

和方法,对于修身养性、正心修身，很有现实意义。

一、知行相悖:新形势下党性修养存在的突出问题

强调“心学”对共产党人修身养性、正心修身很

有现实价值，因为知行关系仍然是执政党面临的新 

考验，知行相悻现象是党的事业的严重羁绊,不能不 

高度警惕。

(一）知行关系面临的新考验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过知行合一问题。2013 

年，他在河北省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时强调,开展好教育实践活动，要着力增强思想自 

觉和行动自觉，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提高贯彻执行党 

的群众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做到以“知”促 

“行”、以“行”促“知”、知行合一。③这里讲的知行合 

一，就是要求党员自觉认识群众路线的内容和必要 

性，然后上升为自觉的行动；就是要求每个党员努 

力用党性原则改造主观世界,使自己的言行符合群 

众路线的要求。

知行合一，说起来容易，真正做到并不是简单的 

事情。王岐山同志说:“中国在几十年‘历史瞬间’ 

走过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道路,发展成就极大展现、 

风险挑战也高度浓缩,最根本的挑战来自中国共产 

党党内。”④应对这些风险和挑战，要求共产党在把 

自身建设搞好的同时,还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要说 

到做到，只有这样,才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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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社会，很多政党和团体都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口号， 

区别就在于谁能够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从某种意 

义上说,为人民服务的区别更在于知和行统一的程 

度。新形势下,如何修身养性、正心修身，做到知行 

合一，是执政党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面临的新考验。 

正确处理知和行的关系，仍然是共产党人党性修养 

的重点和难点。

当前，党的建设知行合一问题面临着新的考验: 

一是制定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否排除各种干 

扰，切实代表和符合人民的利益;二是制定的路线方 

针政策是否真正落实到基层，是否真正得到群众拥 

护。我们党倡导的道德规范是否能够真正践行，也 

包含有知行合一问题。在党的建设方面，在共产党 

员党性修养过程中，是否坚持党性原则，不仅仅是理 

论问题，还是实践问题，是“行”的问题。

具体地说,共产党人在知行合一上面临的考验 

主要有以下一些方面:在坚定理想信念方面，是否能 

够在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上下功夫;领导干部在工 

作中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为了弘扬正气，反对不正 

之风，是不是敢于担当;在深化改革过程中，在权力 

和利益关系调整中,是不是勇于刀刃向内，敢于向自 

己和自己所在群体的利益开刀;在制定政策时，是不 

是能够坚持人民利益之上的原则;在执行政策时，是 

否能够在保护人民群众利益方面言行一致;在遇到 

利益和美色的诱惑时，是否能够坚持党性原则和做 

人的基本要求;在党内生活中，是否能够站在党和人 

民的立场上正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遇到重大 

利益考验，个人利益与党和人民的利益发生矛盾时， 

是否能够舍小家为大家，局部服从整体;在子女和家 

庭利益与人民利益的关系方面，能否将人民利益放 

在第一位;在个人升迁得失问题上，是否能够真正做 

到淡泊名利;在党性修养过程中，敢不敢遏制自己的 

私欲，勇于自我反思，真正增强自己的党性；等等。 

这些都可以归结为知行合一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 

说，应对“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最基本的是应 

对知和行关系的考验，共产党人如果能够真正做到 

知行合一,党的事业就会无往而不胜。

(二）“两面人”是知行分裂的表现

知行不一是党内不正之风的思想根源,从党员 

个人角度说，“两面人”则是知行分裂的极端表现。

1.“ 两面人”的表现及其实质

习近平总书记准确地刻画了 “两面人”的形象。

心学”对共产党人党性修养的当代启示

“我说过‘两面人’的问题，大量案件表明，党内有一 

些人在这方面问题很突出。有的修身不真修、信仰 

不真信，很会伪装,喜欢表演作秀，表里不一、欺上瞒 

下，说一套、做一套，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手腕高得很;有的公开场合要党员、干部 

坚定理想信念，背地里自己不敬苍生敬鬼神,笃信风 

水、迷信‘大师’；有的口头上表态坚定不移反腐败， 

背地里对涉及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不追问、不报告； 

有的张口‘廉洁’、闭口‘清正’，私底下却疯狂敛财。 

这种口是心非的‘两面人’，对党和人民事业危害很 

大，必须及时把他们辨别出来、清除出去。”⑤习近平 

总书记的话揭示了两面人的基本特点，即说的和做 

的不一样，表面和背地不一样，是知行分裂的表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指出了 

无视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七个有之”情形，即为 

了自己的所谓仕途，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 

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 

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 

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 

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有之。这些“七个有之”之 

人，对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并不是完全不知道， 

但是由于私欲膨胀，将党性原则、道德约束抛之脑 

后，行动上违背道德良心、违背党纪国法，而在公开 

场合却冠冕堂皇、言辞凿凿，群众讽刺他们是“说一 

大堆没有用的正确话”。这些行为实际上也是知行 

分裂的表现。

因此，“两面人”的实质是假知。南宋理学家朱 

熹认为只有真知才能行。如果不能实行，就是因为 

缺乏“真知”。王阳明则认为，知和行是不能分开 

的，“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⑥。 

按照王阳明的观点，知和行是密切相连、不能分开 

的。如果做不到，只能说自己不知或缺乏“真知”。 

如果说自己知道的道理,又不准备实行，或者根本不 

实行，言行不一，就是典型的假知。“两面人”是典 

型的知而不行或者说是假知假行。这样说来，“两 

面人”实际上不是真懂党纪国法，或者说只知道一 

些词句，其实质是不知、未知、假知。

2.“两面人”的危害

“两面人”最大的危害是使人际关系失去了“真 

诚”，这必然危及其所在的组织。人类社会如果失 

去了真诚,就必然会堕落、倒退。如果一个政党里有 

太多的“两面人”，那么这个政党也就离败亡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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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如果一个国家是一个“两面人”的国家,那么这 

个国家就很危险了。实际生活中，有些地方党群关 

系不好，甚至出现群体性事件,不是因为党的政策有 

问题，而是因为一些党员和领导干部在工作中没有 

很好地执行党的政策，言行不一，严重损害了群众利 

益。所以，“两面人”是党群关系的腐蚀剂。

“两面人”的人生价值扭曲，把自己推人了痛苦 

的深渊。人格极端分裂的“两面人”活得很累、很痛 

苦。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在与人交往中，在工作 

中，在各种社交场合，甚至在家庭生活中，处处都要 

作假，都要装扮,那不是正常人的生活，而是完全成 

为一个被自己行为“异化”的人，其内心的痛苦是不 

言而喻的。王阳明说这些人像鬼一般地生活，把自 

己变成了“鬼迷”。所谓“鬼迷”，都是自己内心的迷 

惑造成的。“非鬼迷也，心自迷耳。如人好色，即是 

色鬼迷;好货，即是货鬼迷;怒所不当怒，是怒鬼迷； 

惧所不当惧，是惧鬼迷也。”®自己把自己推进了鬼 

的世界,人也就像鬼一样地生活了。

二、致“良知”：共产党人党性修养的基本要求

做合格共产党员首先是要学会做人。学习做人 

必须有人的良心，致良知,守持人的良心，是共产党 

人党性修养的基本要求。

(一）形成良好社会风气需要守持人的良知

知行相悻的根源在哪里？为什么会出现道德败 

坏、知行背离的状况？王阳明认为，知行相悻、道德 

堕落、风气不正的根源在于人的良心的缺失,失去良 

心就会失去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最基本的 

道德规范，从而导致人性堕落、思想肮脏、灵魂扭曲， 

导致鬼迷心窍、钱迷心窍、色迷心窍，导致拜金主义、 

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不正之风,导致失去羞耻 

之心，丧失人格、国格。

王阳明非常痛心地感叹他生活的时代世风日 

下、道德堕落、争功逐利而远离圣人之学现象，慨叹 

后世之人泯灭良知的状况。人们离圣人的学问越来 

越远，而追求功名利禄的习气却越来越浓厚,这种习 

气就像毒品一样浸人人的心髓，人们以自己的所谓 

学问而矜持自居，以势相倾轧，以利相争，沽名钓誉。 

“外假仁义之名，而内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实,诡辞以 

阿俗，骄行以于誉。损人之善而袭以为己长,讦人之 

私而窃以为己直。”⑧所有这些现象，良心泯灭是最 

基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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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拯救言行不一、知行分裂，医治社会堕落之 

风,王阳明开具的药方是回归人的“良心”或曰“良 

知”，也就是他强调的知行合一、致良知。因为找回 

良心才是消除虚伪、自私、欺骗、造假等行为的基本 

途径，才是人生修养的基本目标和要求。王阳明说: 

“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终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 

万古一日。”⑨良知自在人心。回归天理良心，在当 

今时代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分析党内腐败分子的心 

路历程，哪个不是失去了人固有的天理良心？ 一些 

贪官在监狱里写的忏悔录中，除了忏悔自己背离理 

想信念、违反党纪国法外，许多人都认为自己失去了 

做人的良心。因此，今天我们进行党性教育时引人 

“心学”内容，回归人的良心，依然十分重要。

(二）致良知与共产党人党性修养有密切关系

1. 何为人的良知

良知和良心是同义词。毛泽东在其著作里使用 

比较多的是人的“良心”。在《论持久战》中,在讲到 

抗日战争和统一战线的许多因素时，他说:“每一个 

有良心的人，都应向他们表示敬意。”⑩在其他文章 

里,他曾经使用“有良心的人们”，“有良心的有正义 

感的人们”。®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所说的良心，就 

是做人的基本品格。

王阳明在《传习录》中多处揭示了人的良知的 

内涵和特点。王阳明说:“良知者，心之本体，即前 

所谓恒照者也。” ® 所谓心之本体，也就是人性中的 

“善”。具体说来,人之所以是人，就是因为人有良 

知。王阳明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人的良心的特点。比 

如，他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 

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 ® 王 

阳明还指出了回归人的良知对人生的价值：良知是 

人生快乐之源，回归良知可以大大增加人的幸福指 

数,推动社会进步。王阳明说：“良知是造化的精 

灵”，“人若复得他完完全全，无少亏欠，自不觉手舞 

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乐可代”。® 只要人心纯乎 

天理之极,便是至善至诚，有了至善至诚的心，就可 

以使自己的行为处处合情合理，以至善至诚之心来 

指导自己的行为，就不用担心行为有扭曲，作为共产 

党员，就一定能够坚持党性原则，成为一个真正的马 

克思主义者。

2. “心学”与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是相通的

党性修养是共产党员自我学习、自我改造、自我 

完善、自我提高的过程,这和“心学”的相关内容和



方法密切相连。

第一，党性修养的目的与“心学”是相通的。共 

产党人党性修养的目的，是做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坚 

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履行共产 

党员的义务。而信奉“心学”的古代仁人志士的目 

标是成为像周公、孔子那样的圣人。成为圣人是做 

人的最高境界，这种境界也不是高不可攀的，因为良 

心人人具备,圣人和普通人在良知、良能上并没有区 

别，区别只在于“致”与“不致”，只要回归自我良知， 

所有人都可能成为圣人。“自己良知，原与圣人一 

般。若体认得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气象不在圣人 

而在我矣。” ©我们强调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首先 

是强调做一个有良心的人。其差别只在于,共产党 

人的党性修养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并结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进行的，而“心学” 

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色彩。

第二，党性修养的内容与“心学”是相通的。共 

产党人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是道德修养，道德修养 

的基本要求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 

传统美德。王岐山同志说：“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 

就是‘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些就是中华文 

化的DNA，渗透到中华民族每一个子孙的骨髓里。 

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人敢挑战这八个字。”⑯ “心 

学”致良知的修养功夫是为了达到“至诚”和“至善” 

的境界，这和传统文化中的“八德”息息相关。其 

实，我们党一直要求弘扬传统美德，但我们党倡导的 

道德规范比传统美德要求更高。做合格党员必须把 

握住三条线:道德高线、纪律红线和做人的底线。道 

德高线就是《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其中，中 

华传统美德是廉政准则的重要源泉，不能弘扬中华 

传统美德，就不可能成为合格的共产党员；纪律红线 

则是党纪国法;把握做人的良心，是做合格党员的基 

本要求。

第三，党性修养的方法与“心学”是相通的。共 

产党人党性修养的方法主要包括努力学习、自省、慎 

独、努力战胜自我等，这些方法都借鉴了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中关于人生修养的方法,其中也包括“心学” 

中的人生修养方法。

三、党性修养的方法论:从“心学”汲取营养

(一）在学习中提升道德水平

学习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共产党员党性

心学”对共产党人党性修养的当代启示

锻炼的最基本途径。如何看待学习，如何学习，我们 

党可以从“心学”中汲取营养。

1. 学习做人,提高道德水平

王阳明认为，学习圣人最重要的不是学知识，而 

是应该在“去人欲、存天理”上下功夫。知识渊博而 

人欲滋长，反而会离成圣更远。他认为，“所以为圣 

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虽凡人,而肯为 

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故曰‘人皆 

可以为尧舜’者以此。学者学圣人，不过是去人欲 

而存天理耳”。®  “去人欲、存天理”不是要消灭“人 

欲”，而是说人的欲望要顺理而行，要遏制人的欲望 

使之符合“天理”。这与今天我们强调的党性修养 

的要求是一致的。实践证明，一个共产党员如果欲 

壑难填，必然严重损害党员的先进性,只有保持纯洁 

性,不被私欲杂念所驱使，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党 

员。因此，共产党员注重学习仅在科学知识上下功 

夫是不行的，还必须在道德涵养方面下功夫,如果不 

重视德行的修养，知识多了反而有害无益。王阳明 

说:“专涵养者，日见其不足；专识见者，日见其有 

余。日不足者，日有余矣。日有余者，日不足矣。”®  

意思是说，注重品行修养的人，总能够看到自己的不 

足，而专门在学习知识方面用功的人，总觉得自己了 

不起，人生修养方面的成就就会与其他人有差距。 

重视道德涵养，就是重视学习做人。

学习知识是解决认识工具的问题，从党性修养 

的角度说，学习更重要的是学以致用，是学习立场、 

观点和方法，是提高自我的道德水平和做人的境界。 

做合格党员首先是做人，做人的基础是要有做人的 

良心，有良心的共产党员必然能有很好的教养和自 

律精神，必然能很好地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因 

此，党性修养第一位的是学习做一个好人。习近平 

总书记说过：“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就是怎样做人、 

怎样做一个好人。” ® 要做一个好人，就要有品德、有 

知识、有责任,坚持品德为先。实践证明，对大多数 

人来说，学习做人永远在路上，即使已经很大年龄， 

很有经验，很有知识，也不能说自己在做人方面是完 

美的。我们要牢记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一 

生的座右铭“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在人生道 

路上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学习的过程，党性修养 

的过程，就是不断改造自己、提高自己的过程。

2. 结合实践，学习提高

王阳明在《传习录》中特别强调努力学习，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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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修养，格物致知，不脱离实际。闭门修养得不到 

提高自己的效果，不会有多大收获。只有通过经历 

各种事情磨炼自己，才能立足沉稳，保持住人应该有 

的境界。比如，你从事法律诉讼方面的工作,就要结 

合办案实践进行深刻反思,加强自我修养。他说: 

“尔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才是真格 

物”，“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着空”。®这一点，也恰 

恰是共产党人党性修养中要特别注意的问题。刘少 

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反对闭门修养的方法, 

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强调要紧密结合党的事业的实 

践加强党性修养。刘少奇说:“革命者要改造和提 

高自己，必须参加革命的实践,绝不能离开革命的实 

践;同时,也离不开自己在实践中的主观努力，离不 

开在实践中的自我修养和学习。如果没有这后一方 

面，革命者要求的自己的进步，仍然是不可能的。” ®

3.学而行之

学和行不能分开,理论和实践必须结合，这是 

“心学”方法论的基本要求。只有紧密结合“行”，才 

能够有进步,有成效。王阳明说:“夫学、问、思、辨、 

行皆所以为学，未有学而不行者也”；“盖学不能以 

无疑,则有问，问即学也,即行也。又不能无疑，则有 

思，思即学也,即行也。又不能无疑，则有辨,辨即学 

也，即行也”。@学就是行，学而不行,则不算是真正 

的学习。他认为,学习是为了提高自己，学习不是怕 

别人欺骗自己，只是不欺骗自己的良知罢了。刘少 

奇说:“我们学到的，就必须做到。我们无产阶级革 

命家忠诚纯洁，不能欺骗自己，不能欺骗人民，也不 

能欺骗古人。这是我们共产党员的一大特点，也是 

一大优点。” @在党内生活中，有的人学习马克思主 

义理论不是为了践行，不是为了改变和提高自己，而 

是为了炫耀，为了让别人践行,这怎么能够提高自身 

的修养呢？其结果必然是夸夸其谈,说一大堆没有 

用的正确话，这是党内学风不正的重要表现。

(二）注重反思

1.注重反思是儒家人生修养重要的方法论

“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基本途径是深刻的自我 

反思。所谓反思,就是反思自己的过错，其实这就是 

中国共产党的自我批评。自我批评的文化渊源就是 

儒家注重反思的修养方法。加强党性修养,必须提 

高自我批评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汲取儒家自我反思 

方法论的有益内容,对弘扬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规 

范党内政治生活，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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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有一句名言：“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 
己。”@一件事情遇到挫折或者不成功，不要先找客 

观原因，而是要先从自身找原因，要反思自己的过错 

在哪里。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多次引 

用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人修养的名言名句。他说: 

“在中国古时，曾子说过‘吾日三省吾身’，这是说自 

我反省的问题。《诗经》上有这样著名的诗句：‘如 

切如磋，如琢如磨’，这是说朋友之间要互相帮助， 

互相批评。这一切都说明，一个人要求得进步，就必 

须下苦功夫，郑重其事地去进行自我修养。” ® 正确 

认识自己，是自我修养的真理。过高评价自己，经常 

倭过于人，不反思自己，是不认识自我的表现;经常 

反思自我、认识自己，是一个成为智者的过程。

不能不说，在党内生活中,一些人自我批评仍然 

缺乏自觉性和主动性。过去一些人把自我批评演化 

为自我表扬，说的就是自我批评的异化现象。我们 

经常看到一些老同志的回忆录，总结自己人生历程 

中的光辉经历，总结党的光辉历程，这是很珍贵的资 

料和经验，很有必要。但与此同时，在自己人生经历 

中，在为党的事业奋斗过程中，在党犯“左”的或者 

右的错误的时候,一方面，自己可能是“左”倾或右 

倾错误路线的受害者，另一方面，自己有时候可能也 

是“左”倾和右倾错误路线的执行者，也犯过错误， 

也错误地整过一些无辜的同志。这虽然不全是自己 

的过错，但是毕竟也是过错，难道不需要自我反思和 

警醒吗？而回忆录中关于犯错误方面的自我检查、 

自我批评、自我反思的材料甚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 

缺憾。之所以如此，还是因为没有深刻认识到自我 

反思对提升人格、提高人生价值的重大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说：“批评和自我批评存在的普 

遍性问题是，自我批评难，相互批评更难。难就难在 

为人情所困、为利益所惑，怕结怨树敌、怕引火烧身， 

说到底还是私心杂念作怪，缺乏党性和担当。‘反 

听之谓聪，内视之谓明，自胜之谓强。’对自己的缺 

点错误，要敢于正视、主动改正。对别人的缺点错 

误，要敢于指出、帮助改进。对同志的提醒批评，要 

闻过则喜、虚心接受。自我批评要一日三省,相互批 

评要随时随地，不要等小毛病发展成大问题再提。 

要让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党内生活的常态，成为每 

个党员、干部的必修课。”@ 王阳明认为，自我反思是 

修身之道。他说:“学须反己。若徒责人，只见得人 

不是，不见自己非。若能反己，方见自己有许多未尽



处，奚暇责人 ?在党性修养过程中，必须反思自 

我,仅仅指责别人、看不到自己过错的想法是不对 

的。只有深刻反思自己的过错，认识自己的错误哪 

怕是微小的错误，才能够提高自己的境界。因此，儒 

家注重深刻反思的方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2. 在反思中要克私欲于“未萌”之时

毛泽东在谈到党内自我批评时说：“我们曾经 

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 

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 @ 毛 

泽东在这里强调的是“经常”，就是要谨小慎微，经 

常检查自己的错误、缺点，以免以后酿成大错。王阳 

明特别强调谨小慎“初”，即事情从一开始就要谨 

慎。反思过错的目的是纠正错误，错误产生的根源 

在于自己的“私欲”，所以必须遏制“私欲”，保持内 

心的纯洁。王阳明认为，要使自己的心纯洁无私，最 

好的办法是在私欲还没有萌发时就予以防止，在刚 

刚萌发之际便立即克制。因为私欲就像地上的灰尘 

一样,是不断产生的，一天不扫便又产生一层。所以 

要“防于未萌之先而克于方萌之际，此正《中庸》‘戒 

慎恐惧’、《大学》‘致知格物’之功。”®  “私欲”未发 

待发之时便予以克制，把错误的想法消灭于萌芽之 

时，这是一种反思的高境界。作为共产党员，在党性 

修养中借鉴“心学”的方法，就要努力将错误思想扼 

杀于刚刚萌发之时，在思想上筑起防止错误发生的 

屏障，一开始就注意遏制“私欲”，遏制自己不断膨 

胀的欲望,使自己的言行符合党性原则的要求。一 

旦错误发生了，产生了危害，再来纠正，那是改正错 

误的下策。

3. 反思要立足于改正过错

儒家注重反思的目的是改正自己的过错，这才 

是自我反思的最终价值。如何改过？其实儒家也告 

诉了我们改过之法。其基本的要求是，要对自己的 

过错有羞耻之心，在此基础上，要深刻认识自己的过 

错和所犯错误对自己、对别人、对社会所造成的严重 

危害，进而产生畏惧之心，以此警示自我，然后要发 

勇猛之心，下决心战胜自我，改正自己的缺点和所犯 

的错误。

(三）力戒骄傲

力戒骄傲，这是人类生活常说常新的话题。注 

意防止骄傲,既是党性修养的内容，也是党性修养的 

方法。在毛泽东的著作中，防止骄傲是经常论述的 

内容。1944年 4 月，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的讲演

心学”对共产党人党性修养的当代启示

中专门总结了我们党历史上几次大的骄傲，要大家 

吸取教训。如北伐时期、蒋冯阎大战时、1931年打 

败国民党第三次“围剿”后等,都因为一些同志的骄 

傲，使党的事业遭受了损失。毛泽东说:“全党同志 

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骄傲 

有各种表现形式，出身、资历、年龄、专长、成就、知识 

等都可能成为骄傲的资本。党的历史证明，小骄傲 

小挫折，大骄傲大挫折，这是任何时候都必须警戒 

的。这是对一个政党说的，对一个人的成长,对共产 

党员个人，何尝不是如此？

王阳明从人性的角度分析了骄傲的本质，称骄 

傲者是有病的人，人一旦有骄傲之病，则百病俱生。 

他说:“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为子而傲必不孝, 

为臣而傲必不忠，为父而傲必不慈，为友而傲必不 

信。” ® 人一旦骄傲了，就不可能具备孝、忠、慈、信这 

些优秀的道德品质,骄傲是许多恶行的罪魁祸首，而 

谦虚则是许多优良品质的基础。王阳明认为，“骄 

傲”的根源在于人的“私欲”，在于考虑自己太多。 

他说:“人心本是天然之理，精精明明，无纤介染着， 

只是一无我而已。胸中切不可有，有几傲也”；“无 

我自能谦,谦者众善之基，傲者从恶之魁”。@我们虽 

然不能说绝对做到“无我”，但是私欲太重必傲，必 

然违背党性原则，这是共产党人党性修养特别要注 

意的。对待有傲病的人，要对症下药。王阳明说: 

“凡朋友问难，纵有浅近粗陋，或漏才扬己，皆是病 

发。当因其病而药之可也，不可便怀鄙薄之心。非 

君子与人为善之心矣。” ® 在党内生活中，对待有骄 

傲之病的同志，不应该鄙薄他，而是要循循善诱，和 

风细雨，因其病而药之，这才是与人为善的态度。

(四）保持平常心

按照“心学”的理论，知行合一看起来很难，实 

际上并不难。因为良知人人具备，良知只是个保持, 

只要不被外来不良风气的灰尘所遮蔽，人固有的良 

知就会一直光亮明洁。这里一个重要的要求是，要 

保持主心骨，自己的主心骨不动摇，任凭风吹浪打, 

良知都不会动摇，知行合一的境界自然能够达到。 

王阳明说:“若主宰定时，与天运一般不息，虽酬酢 

万变,常是从容自在，所谓‘天君泰然，百体从令’。 

若无主宰，便只是这气奔放，如何不忙?”⑭ 保持主心 

骨，不是不要自我之私，而是要顺其自然，保持本来 

面目。当有人请教王阳明：我总是不能克服自己的 

私欲,该怎么办呢？王阳明说：“将汝己私来替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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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人须有为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 

己”。®用你的私心来克服你的私欲,这是最好的办 

法。这里的“己私”，就是人生中吃喝拉撒不能离开 

的即人性中很自然也很必要的东西。这和古希腊大 

思想家柏拉图的观点十分一致。柏拉图在《理想 

国》中说：“勇敢就是一种保持。” ® 保持不变的初 

心，像婴儿那样纯洁、率真，就能得到知行合一的人 

性基础。

当然，研究和吸取“心学”，不能照抄照搬，要注 

重创造性转化。比如，“心学”追求“至诚” “至善”， 

我们则追求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心学”强调 

“主宰定”，我们则强调坚持党性立场，坚持党的原 

则性，对各种诱惑不为所动；“心学”注重自身修养， 

我们则强调在加强党性修养过程中，还要借助党内 

生活,借助党内制度的完善，借助党内监督;“心学” 

的目标是成为圣人，我们则追求成为“一个高尚的 

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 

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  ; “心学”强调 

的忠诚很大程度上是忠君，我们强调的忠诚则是忠 

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党。总体上说，就是要借鉴 

“心学”，发展“心学”，把“心学”修养的内容和方法 

有机地引人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中，这对提高共产

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有 

极为重要的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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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of "Philosophy of MindM to the Cultivation of
Party Spirit of the Communists

Niu Ansheng
Abstract ： Emphasizing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 is not only a ver̂  ̂ important academic issue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

ture ， but also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thought about the Party's construction. At present， the cultivation of 
Party spirit of the communists still faces a new test of how- to combine knowledge and practice. The so-called u double facesn phenome
non is an extreme manifestation of the disunity of knowing and doing. Learning from the content of the philosophy of m ind， and keeping 
the conscience of m an， can eliminate the root of the human nature of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knowledge and practice， and also be the 
aspects which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when Party spirit is cultivated. The purpose， content and methods of Party spirit cultivation 
of party members， such as paying attention to learning， paying attention to reflection， avoiding pride and keeping a normal m ind， are 
congenial to philosophy of mind in many respects. Today， promoting the culture of philosophy of mind should be transformed creatively 
by means of adhering to the scientific methodology.

Keywords ： philosophy of mind ； Party spirit cultivation ； unity of knowing and d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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