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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孔子思想基金会主席杜南发博士，在 8 月 15 日的《现
代孔子思想增加金钱和精神财富》讲座第一讲之后，对有关讲
座的回馈予以回应，以下是杜博士的答复文章。

答复刘麒芳“孔子理论与理财致富”的异议
杜南发博士

8 月 24 日《联合早报》言论版刊登了杨培根的《企业家儒学讲座的
启示》一文，对我于 8 月 15 日在醉花林举办的《现代孔子思想增加金钱
和精神财富》讲座（第一讲），说这讲座有意义，值得大赞特赞。8 月 31
日早报同版又刊登了一篇由刘麒芳先生写的《孔子理论与理财致富》文
章，对整个演讲“感到失望”，并提了诸多异议和问题。我认为这是好现
象、好事，能在报章上引起广大读者对现代孔子思想的关注与兴趣。我曾
在演讲会上要求出席者不要为演讲者的面子留情，有不同或相反的看法
尽量提出，因为孔子说:“恶吾者为我师”,有批评才有进步，批评得对，
则改正；不对，则加勉。有不同的意见，互相交流，能擦出真理的火花。
一、首先我要感谢杨先生提出讲座会值得“大赞特赞”的理由：第一，
（无
私）分享成功经验；
第二，开设讲坛，宣扬
自己的成功归于孔子
思想，正是现代儒学
思想的价值典范，必
须推广；第三，新加
坡新一代华人，中文
水准每况愈下，不知 “孔子理论与理财致富”讲座第一讲(8 月 15 日)
1

道什么是儒学，杜博士可以作
为一个标杆，让人明白传统经
典文化不只讲做人做事的道
理，也有点金术。
杨先生提出在问答时的语境隔
阂的问题，我会改进。

科学性、创造性、务实性、实用
性和真理性。
是的，孔子是两千多年前的古
圣人，但是一旦他的思想被歪
曲了、误解了，任何人都“有权
力重新的定义”
（恢复原来的精
神实质）。比如，过去古人认为
地球是四方的，后来亚里斯多
德发现地球是圆的，所以他就
“有权力重新定义”
（恢复地球
原来的实状－圆的）。问题不是
“谁有权力重新定义”，主要是
“重新定义”要“言之有理，持
之有固”，谁都可以提出重新定
义事物本来的精神实貌。这样
才有创意，才有进步。我们不应
该保守，没有创新、创意，墨守
成规，一成不变。孔子强调我们
要有创意，今天不管你从事什
么行业，做什么事，科学研究也
好、从事企业也好，都要有创意

二、兹回复刘先生提的异议如下：
1. 刘先生说：孔子是古人，不知
今人何以有“现代孔子思想”
这一说法，谁有权重新定义?
答：所谓现代孔子思想，不是把孔
子思想“重新定义”，而是恢复
孔子思想本来的精神实质、原
有的定义；为了和传统的孔子
思想说法有所不同，所以称为
“现代孔子思想”。
两千多年来孔子思想被统治者
和古代儒家大师错误利用、歪
曲、误解，使其天道化、天神化、
玄奥化，失去孔子思想原有的

邀请特别嘉宾新书发布道(2014 年 10 月 15 日)
邀请贵宾刘燕玲政务次长出席新书发布会（2014 年 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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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创新，不然就会跟不上时代，
失去竞争能力，被远远抛在后
头。现代孔子思想的提出就是
一种创新。

本末和格物、致知等理论投资
外汇，买美元，卖日元，在十个
月内稳赚了 520 万新元是千真
万确的！当天我的两位银行理
财经理都有出席，我也详细讲
解我如何应用上述孔子的理
论。

2. 刘先生说：“如果能靠熟读孔
子某些理论就能像杜博士一样
在十个月内赚 520 万，从此就
无须再为五斗米折腰”。
答：不是熟读某些理论就能善加
利用发挥，何况某些理论还是
不够的，要的是整个体系的理
论，还要看你是否能融会贯通
创意的使用所学的理论，正如
饱读书本理论知识的教授，不
是每个都能做生意赚大钱的。
五斗米折腰是指不要为五斗米
（物质生活）而牺牲、违背你的
原则、思想和理想，在这里是不
恰当的，应该说为五斗米奔波
比较适合。
我应用孔子的思想理论：一、
中庸理论:中者，天下之正道；
庸者，天下之定理。二、大学的

3. 刘先生说：“杜博士将精神与
金钱财富两者的关系喻为中庸
的阴阳论，而阴阳论更多是道
家的学说，与《中庸》一点关系
都没有。”
答：若我们有读《中庸》并能够领
悟理解这篇文章所说：“喜怒
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
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
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
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
焉。”就能清楚明白“致中和”
是致力追求实践中庸、阴阳调
和，不过尤与不及，以和为贵，
能使天（阳）与地（阴）调和，
阴阳调和，万物生育。“致中

“孔子理论与理财致富”讲座第一讲(8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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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是做事的最高指导原则。
现在我引述有关部分如下。
是的，孔子虽然没有亲口说过
一、孔子思想是科学的：
“阴阳调和”，但是中庸本身的
1） 孔子主张“格物、致知、正心、
精华就是阴阳调和。我在演讲
诚意”
时将金钱财富比喻为阴，精神
这些主张本身就是非常科学，
财富比喻为阳，两者要调和、中
很有逻辑性与辨证性的。所谓
和，缺一不可，缺一人生就不完
“格物后而致知”是指要获得
美。同时强调，孔子更重视精神
知识，要先观察、调查及了解客
财富多过金钱财富。他说德（精
观的事物，才能进一步分析探
神财富）是本，财（金钱财富）
讨事、物的本性和发展规律。孔
是末。我所提的阴阳
子要求我们对事和物
调和是根据中
要认真的做调
庸理论的
查，并加以
精华，与
研究和详
道家的
细的分
阴 阳
析，从
论 无
中 学
关，因
习 获
为 我
得 知
对 道
识；不
家不了
能没有科
杜南发博士捐出一千万元
解，没有研
学和事实的
成立现代孔子思想基金会
究。
依据，主观猜测
与片面的求知识。
4. 刘先生说我没有解释孔子思想
2） 孔子说：“物有本末，事有终
如何科学、如何有创意、如何务
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意
实。
思是说所有的物质都有其根
答：因时间关系及不是演讲题目，
本、性质，细枝末节和表面现
所以我没有解释。
象；所有事件都有它的始源和
终端，即开始和终结。能知道什
孔子思想是科学的、创意的、务
么是先后和轻重，什么是重要
实的、真理的。在我的拙作《孔
的应先做，什么是次要的事，可
子思想造就企业家》增订版二，
后做，就是接近事物的本性和
有详细的解释，若刘先生有机
发展规律，也就是说做得对了，
会阅读，可能会理解上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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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道”了。这是科学的说
法！
3） 孔子说“温故知新，学而时习
之，可以为师矣！”
孔子要我们学习后经常复习，
经常温习所学过或读过的书或
知识可以启发领悟其精神实
质，并启发学到很多新的知识，
新的发现，加以背熟，这样做你
也可以成为老师或讲师，把所
学的教导人。
4） 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
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孔子说:“天不说话不做事，一
年四季不停地运转，草本动物
等万物不断生长。”
5）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

仁政，在作为有新思想，有高尚
奋斗目标的人。
2）“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
新,又日新。’”
孔子要我们创新思想，天天追
求新的，与时俱进的思维，像天
天洗澡一样将肮脏，旧的恶习
和思想洗掉，使身体保持清新
和思想的创新，像天天洗澡一
样天天创新，不断创新。
3）“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
子无所不用其极。”
周朝建国虽然很久，但却是充
满维新的思想，于是君子都要
尽最大努力追求新的思想和理
想。
4）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
而不学则殆。”
孔子教我们学习时要去思考、
分析研究问题，有思考才能有
创新、有创意。不思考,尽信书
不如无书，等于没有学习；但

二、孔子思想是有创造性的：
1）“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
大人之学的道理，在宣扬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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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思乱想而不学习，会走火入
魔，是很危险的。

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
末治者,否矣。”
这也是真理。意思是每个人都
修身养性，以负责任的态度，守
道德和行为准则，社会就会安
定繁荣；相反，若人人都不修
身养性，没有道德心、责任心，
任意妄为、自私自利、野蛮不讲
理，社会是不可能安治的。
5） 孔子说：“德者，本也；财者，
末也。”
对每一个人来说，道德修养才
是重要的、根本的，而钱财是次
要的、旁枝末节的。换句话说：
你的人格品性比你的财产更重
要、更永恒。

三、孔子思想的真理性：
1) 中庸之道：“中者，天下之正
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中”是指天下自然界所有事
和物有其本性、性质；“庸”是
指天下自然界所有的事和物有
其发展规律和定理。凡是符合
事物的本性和发展规律的，凡
是符合人际关系或人文关系的
价值观和行为标准的就是
“道”，这是非常有哲理和真理
的。因此，所谓中庸之道，就是
道理、务实和真理。
2） 孔子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
物育焉。”
这短短几句话则充满哲理和真
理。孔子要我们致力追求实行
中和、中庸、阴阳调和，这样天
地人就能和谐相处，地球和自
然生态不会受到破坏，地球上
所有植物、生物就能生育繁荣。
“致中和”也指凡事要用和平
非暴力、和谐相处、温和处事、
和为贵、和气求财、和而不同、
家和万事兴等作为待人处事的
指导原则。
3）“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八
大主旨的辩证关系就是真理的
体现。
4）孔子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

5.“杜博士以去年空难事件为例，
认为家属的要求不科学和不实
际，有些似是而非。”
答：我以去年马航空难为例，说空
难的中国家属，从空难发生至
今都表现得非常悲伤、悲愤，多
次集会抗议、游行，提出不实际
的要求，这些表现不符合中庸
思想。《中庸》说：“喜怒哀乐
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
谓之和。”意思要我们适当的舒
发哀伤，控制情绪，不要过度哀
怒以免伤身，影响健康和生活。
要节哀顺变，要务实，接受亲人
已罹难，无法生还这事实；即
使家属的要求能实现见到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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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尸体，就能抚平他们的哀伤
吗？与事有济吗？。孔子在《中
庸》也提到，“君子素其位，不
愿乎其外……素患难，行乎患
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意
思要我们随遇而安。

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和“大学”理论：物有本末和
格物致知理论。我说股市是国
家经济的晴雨表，国家经济好，
企业生意好，有利润，股市才会
蓬勃升价。一个国家应该发展
经济来发展股市，而不该本末
倒置，扶持发展泡沫的股市来
维持经济的发展。这样救市是
救不了！要发展股市要格物致
知，要符合股市及经济的本质、
本性和发展规律，才能做得正
确。这就是孔子理论的务实性
与实用性的证明。
孔子的八大主旨：格物、致知、
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是来自孔子的“大
学”，后人写的孔子思想的“大
学”。不管“大学”原来是在
“礼记”，还是后来朱熹把《大
学》、《中庸》、《论语》、《孟
子》并列为四书，《大学》还是
《大学》，还是孔子思想的论
述。如果《大学》的八大主旨不
是孔子的思想，又是谁的思想
呢？

6.“杜博士说《论语》、《中庸》、
《大学》这三本书都是孔子的
书、孔子的学说，是严重的错
误。”
答：我很早就知道，孔子述而不
作，《论语》、《中庸》、《大
学》这三本书不是孔子写的，而
是孔子的弟子根据孔子的述说
写下来的，所以这三本书有很
多“子曰”。我只说孔子的思想
有三本著作，并分类为：《论
语》是道德论；《大学》，大人
之学，是政治论；《中庸》是孔
子思想的理论。
7.

刘先生说我认为中国股市暴
跌与人民币贬值，是不符合
“格物致知”理论，并说我指出
“格物致知”是出自孔子的八
大(主旨)：格物、致知、诚意、
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其实“格物致知”是源自
《礼记大学》的八目。
答：我只说中国股市的暴跌以及
政府扶持股市的作法（并没有
提到货币贬值问题），是不符合
孔子的“中庸”理论：中者，天

8. 刘先生说：杜博士将《中庸》与
孔子之中庸之道的学说混为一
谈 , 让 人 无 所适从 , 越 听 越糊
涂。杜博士引述《中庸》之“中
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
定理。”这两句话是朱熹所写，
而非出自《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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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孔子中庸之道就是《中庸》，
没有所谓“混为一谈”。孔子就
是《中庸》，
《中庸》就是孔子，
孔子与《中庸》是分不开的，混
为一谈也没有错。如果我们打
开《中庸》这本书，开宗明义
写：“子程子曰：‘不偏之谓
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
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
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
久而差也，故笔之於书，以授孟
子。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
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
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
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
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
者矣。”这说明“中者，天下之
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不
是宋朝的朱熹所写的，是出自
《中庸》的。
《中庸 》这本书充满了 “子
曰”，孔子述说，后人所写的。
书中第二章，仲尼曰：“君子
中庸，小人反中庸。”；第三章，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
第七章，子曰：“择乎中庸而
不能期月守也”；第八章，子曰
“回之为人也，择乎中
庸……”；第九章，子曰：”天
下国家可均也… 中庸…”，不
胜枚举，说明《中庸》是孔子的
思想学说！
我只引述海南省孔子学会副会
长兼秘书长郭晓帆副教授的评

语：“（追随儒学，偏爱中庸），
对中庸思想的领悟与实践早已
超出一般学者，真乃孔子思想
的研究者、践行者、传播者。”
我并没有自称。
我同时也引述下列儒家学者教
授 听 了我 的 演讲 后 给予 的评
语：泉州市孔子学会常务副会
长傅火儒先生说：“听杜一堂
课，胜读十年书！经济全球化，
从事任何事业，要取得成功，杜
南发的著作是值得我们一读的
好书。”
泉州孔子学会会长洪辉煌先生
说:“‘中庸之道’是 21 世纪
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最佳哲学。
历史对‘中庸’的误解和歪曲，
杜南发博士认真辨析，力求还
原。”
结论：我演讲时说，现代孔子思想
是科学的、创意的、务实的、
实用的、真理的，可以应用在
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政治、
经济、科学、人文科学、修身、
养生、个人生活、家庭生活、
学校生活、社团生活、企业生
活，甚至理财投资，不但能够
增加我们的精神财富，还能增
加金钱财富。我强调现代孔子
思想是实际的学问，应该把它
实用化、生活化。

8

孔子为何非常重视修身
什么是修身
杜南发博士

孔 子 在《中 庸》的 后 半 部 提 出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
谓教。道也者，不可须叟离，可离，
非道也。”所谓“修道之谓教”的修
道，就是修仁道，就是修身养性，修
养道德，就是修身。修道以仁为本，
就是孔子说的“修身以仁为本；仁
以孝悌为本”。“道也者，不可须臾
离”，道德是要随时随地遵守，即使
在没有人看到听到的地方，也不可以
片刻不遵守。
有一些书对上述“天命之谓性，
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
不可须叟离，可离，非道也。”《中
庸》注释为“上天给予人的气禀叫做
本性，按照本性去做事的品德叫做正
道；修治这正道推行的方则，叫做教
化。”如果按照天赋的品性去做事，
就不用修身修道了。这样的解释值得
商榷，因为这 与孔子重视“修 身为
本”的思想，以及“其本
乱而末治者，否矣”《大
2015 年 10 月 9 日在新加坡管理大学(SMU)分享后与部分学生合影
学》的道理，背道而驰！
“故 为 政 在 人，取 人 以
身，修 身 以 道，修 道 以
仁。”《中庸》大意是说，
从事政治的人，要修身修
道，以仁道来修身，因为
修身是为了以仁政来治
国。
1. 修身的重要性
孔子非常重视修身，他说：“自
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
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大
学》孔子特别强调修身，不论皇帝还
是草民百姓，都要以修身作为处世的
基本原则；作为社会最基本单位的
个人，没有做好修身，社会是不可能
安治的！
修身，广义地来说，就是教育。
实施和推广教育，包括科技知识领域
和正确价值观的完备教育，跟国家的
强盛有密切关系，是百年树人的大
计！
孔子中心思想：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格物、致知、正心、诚
意八大主旨《大学》，就以“修身”
为首，可见修身是何等重要！这八大
主旨之间具，有相互关联与辩证的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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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
身，不可以不事亲。”《中庸》意思
是说，作为君子一定要修身，要修身
一定要孝顺父母。这就是孔子所说的
“仁以孝悌为本”。
“斋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
身也”《中庸》。意思是说，注意仪
表，不做不符合礼节的事，所以要修
身。
“修身则道立”，“修身以仁为
本”《中庸》，这样修身才能建立仁
道。所谓“道”就是中庸，中庸就是
做到符合事物、道德观的本性、本质
及其发展规律。

喜乐和忧郁，否则心烦意乱，看而不
见，听而无心，吃而没有味道。这会
严重影响人的健康和学习，影响修
身。
要心正，就要做到“喜怒哀乐之
未发，谓之中 ；发而皆中节，谓之
和。”《中庸》。意思说，要保持情
绪平稳，平常心；要做到“君子素其
位而行，不愿乎其外。”《中庸》意
思说，要随遇而安，要乐观。
3. 修身的目的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
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
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
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
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
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
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
平”《大学》。
以上说明八大主旨之间的辩证关
系，格物（调查、研究、分析）、致
知（致力追求学问）、正心(保持平常
心，乐观)、诚意(真诚，言行一致)等
是为了修身而做的前提工作；修身
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必备条件；
修 身 的 目 的 是 为 了 齐 家 (管 理 好 家
庭)、治国(治理好或为国家服务)、平
天下(使天下太平)。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此谓
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大学》的意
思是，齐家是治国和平天下的先决条
件，而修身是齐家的前题。
以上几点说明修身非常重要，所
以孔子非常重视修身！

2. 怎么样修身
修身就要学习与掌握“中庸”，
因修身就是要实践中庸的理论。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
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
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
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中庸》意思是说，要修身要具备好
学、实践力、道德观三个条件，即具
备智、仁、勇；所以修身的前提是格
物、致知、诚意、正心，知道怎样修
身，就能知道怎样管治人，统治国家。
“心正而后身修”《大学》，修
身的前提是心正。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
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
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
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
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
此谓修身在正其心”《大学》。意思
是说，要修身的前提是正心，保持情
绪平稳，不要有过度的愤怒、恐惧、
10

Why does Confucius value self-cultivation?
What is self-cultivation?
Dr Tor Lam Huat

pacifying the world, observing substance,
endeavouring
knowledge,
reaching
balanced mood and sincere intention, are
taking self-cultivation as primary! It is
thus clear that how important selfcultivation is! These eight themes are
closely and dialectically interrelated.

The importance of self-cultivation
Confucius
highly
values
selfcultivation, he says, “From the emperor to
the ordinary people, everyone takes selfcultivation as fundamental; if the fundamental is chaotic and the incidental is in
order, there is no such thing (Da Xue)!”
Confucius especially emphasizes selfcultivation, no matter you are an emperor
or ordinary people, you must take selfcultivation as primary; if the people do
not do well in the fundamental selfcultivation, then the society at the
branches is unable to get peace and
order! Self-cultivation, to speak broadly is
educ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cluding scientific, moral and
all-round educ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owerfulness and prosperity of a
country. It is a project of vital and lasting
importance!

In the latter half of Zhong Yong (the
Golden Mean), the following saying was
put forward: “The mandate of heaven is
called nature, following the nature is
called Dao (the Way), cultivating Dao is
called education, Dao cannot be parted
from us for even an instant, what can be
parted from us is not Dao.” “Cultivating
Dao” as mentioned in “cultivating Dao is
called education” means cultivating
humanity, that is self-cultivation and
cultivating nature, cultivating morality,
cultivating oneself. Cultivating Dao must
take benevolence as fundamental, which
is what Confucius says in “cultivating oneself takes benevolence as fundamental;
and benevolence takes filial piety and
fraternal love as fundamental”. “Dao cannot be parted from us for any time and in

The central ideas of Confucius: the
eight themes, viz. self-cultivation, regulating the family, governing th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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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y place, even in a place where nobody
can see or hear you, it also cannot be
deviated from us for even an instant!

regarding ‘cultivating oneself as fundamental’.
“Doing politics relies on man, one
makes use of personnel in accordance
with self-cultivation, self-cultivation must
be based on Dao, and cultivation of Dao
must be based on benevolence (Zhong
Yong).” The meaning is that, those going
in for politics, must cultivate themselves
with virtue and morality, because selfcultivation is precisely for the purpose of
governing the nation with benevolent
policies.

In some books, the above citation
“The mandate of heaven is called nature,
following the nature is called Dao, cultivating Dao is called education, Dao cannot be parted from us for even an instant,
what can be parted from us is not Dao
(Zhong Yong)” was annotated as “the
natural disposition bestowed upon man is
called nature, the moral character of
act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atural disposition is called the ‘Right Way’, and the
method and rules for implementing this
‘Right Way’ are called education”. If one
can a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atural
nature, then no self-cultivation nor cultivation of Dao is needed. Such annotation
is open to question. The reason is that, it
runs counter to the idea of Confucius

“Therefore, a man of noble character
cannot avoid self-cultivation; if he wants
to cultivate himself, he cannot avoid serving his parents (Zhong Yong).” The meaning is that, as a man of noble character,
one must cultivate oneself; for cultivating
oneself, one must show filial obedience to
ROTARY CLUB TALK ON 30 SEP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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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s parents. This is what Confucius says
“benevolence takes filial piety as fundamental”.

meaning is that, for cultivating oneself,
one must possess the three conditions of
being fond of study, having the ability of
practice and possessing moral concepts,
viz. knowledge, benevolence and bravery;
therefore, the prerequisites of selfcultivation are observing substance,
endeavouring
knowledge,
reaching
balanced mood and having sincere intention; if one knows how to cultivate oneself, then one will know how to govern
the people and the nation.

“Be particular about splendid attire,
don't act in contrary to rites, therefore
one must cultivate oneself (Zhong Yong).”
The meaning is that, pay attention to
appearance and bearing, avoid doing
things in contrary to social etiquette,
therefore one must cultivate oneself.
“With self-cultivation, Dao will be
established.” “Self-cultivation must take
benevolence as fundamental.” Only in
such a way, can self-cultivation lea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virtue and morality.
“Dao” mentioned here is precisely Zhong
Yong (the Golden Mean), which means
one must a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ature, essence and law of development
of things and moral concepts.

“After the mood is balanced, one can
cultivate oneself”, the prerequisite of selfcultivation is balanced mood.
“What is meant by self-cultivation
depends on balancing one's mood. When
one is somewhat grabbed by anger, fear,
joy or depression, one will not be able to
get a balanced mood.” “When one is
absent-minded, one looks at something
but cannot see it, listens to something but
cannot hear it, eats something but cannot
taste it; this is what is meant by selfcultivation depends on balancing one’s
mood” (Da Xue).The meaning is that, for
self-cultivation, the prerequisite is getting
a balanced mood, keeping a stable sentiment, avoiding excessive anger, fear, joy
or depression, otherwise, one will be
terribly upset and look at something without seeing it, listen to something without
hearing it, and eat something without
tasting it. This will seriously affect one’s
health and study as well as selfcultivation.

How to cultivate oneself
For cultivating oneself, one must study
and grasp Zhong Yong, because selfcultivation is a part of practice of the
theory of Zhong Yong.

“Being fond of study is nearing
knowledge, striving to practise is nearing
benevolence, having a sense of shame is
nearing bravery”; “knowing these three
factors, one knows why it is necessary to
cultivate oneself, one knows how to
govern people, and how to govern the
world and the nation (Zhong Yong).” The
13

For getting a balanced mood, achieving “joy, anger, sorrow and pleasure pending expression is known as centre; after
being expressed and hitting the rhythm
are known as harmony (Zhong Yong).”
The meaning is that, one must keep one’s
sentiments stable and have an ordinary
mind; one must achieve “a man of noble
character should act in accordance with
his ordinary position and not go beyond.”
The meaning is that, one must feel at
home wherever one is, and be optimistic.

the nation is brought to order, it is pacifying the world” (Da Xue).
In the above exposition, the dialectical
interrelationship of the eight themes is
explained: observing substance (investigation, research and analysis), endeavouring knowledge (striving to pursue
knowledge), reaching balanced mood
(keeping ordinary mind, being optimistic),
reaching sincere intention (being sincere,
where one’s deeds match one’s words),
etc, are all the prerequisite work for selfcultivation; self-cultivation is the prerequisite for regulating the family, governing
the nation and pacifying the world; the
purpose of self-cultivation is precisely for
regulating the family (managing well the
family), governing the nation (governing
well or serving the nation), and pacifying
the world (bringing peace to the whole
world).

The purpose of self-cultivation
“In the ancient times, if one desires
to propagate the vivid ethics, one must
govern one’s nation first. If one desires to
govern one’s nation, one must regulate
one’s family first. If one desires to regulate one’s family, one must cultivate oneself first. If one desires to cultivate oneself, one must balance one’s mood first. If
one desires to balance one’s mood, one
must get one’s sincere intention first. If
one desires to get one’s sincere intention,
one must endeavour one’s knowledge
first. Endeavouring knowledge rests on
observing substance. After observing
substance, comes knowledge; after
knowledge, there is sincere intention,
after sincere intention, there is balanced
mood; after the mood is balanced, there
is self-cultivation; after self-cultivation, it
is regulating the family; after the family is
regulated, it is governing the nation; after

What is meant by “regulating the family depends on self-cultivation; without
self-cultivation, one cannot regulate one’s
family” is that regulating the family is the
prerequisite of governing the nation and
pacifying the world, and self-cultivation is
the premise of regulating the family.
The above points explain that selfcultivation is very important, therefore
Confucius highly values self-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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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of The
Confucius Eight The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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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中庸》、《大学》核心理论

W006-A-04/15

八大主旨辩证关系

明明德（向天下宣扬德政）：
1. 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
2. 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
发财
3. 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
也
4. 上老老，而民兴孝
5. 上长长，而民兴弟
6. 上恤孤，而民不背
7. 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
国
8. 德者，本也；财者，末也
9. 聚财则民散，财散则民聚
1. 协调、管理好家庭
2. “妻子好合”，“兄弟既
翕”，“宜尔室家，乐尔妻
帑。”
3. 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
之；
4. 孝者，所以事君（孝忠国
家）；慈者，所以使众也；
宜家宜人，而后可以教国人

学习

学习就是要格物、致知

1. 要保持情绪平稳，平常心，
乐观，才能安心、专心学习
2. 控制情绪，“喜怒哀乐之未
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
谓之和。”
3. 随遇而安，“君子无入而不
自得焉。”
4. “身有所忿懥、恐惧、好乐、
忧患，都不得其正”。
5. “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
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

1

平天下

8

使天下平安昌盛
先要

2

国治后

7

治国
治理好国家

先要

3

家齐后

6

齐家
协调管理好家庭

先要

4

身修后

修身为本

修身

5

本已乱，末治否矣，
修身则道立
先要

5

心正后

正心

4

保持情绪平稳，乐观
先要

6

意诚后

诚意

3

心诚意恳
先要
知至后

7
1. 尽最大努力追求知识
2. 学而不思则罔
3. 温故知新，学而时习之，可
为师也

致知

2

尽最大努力追求知识
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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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南发博士
2015年1月28日

（一）作新民：
1. “苟日新，日日新，日又新”
2.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二）止于至善：
1. 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
2. 民之所恶恶之
3. “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4. 不义之财，于我如浮云
5.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
焉
（三）九经：
1. 修身也，则道立
2. 遵贤也，则不惑
3. 亲亲也，则诸父昆弟不怨
4. 敬大臣也，则不眩
5. 体群臣也，则士之报礼重
6. 子庶民也，则百姓劝
7. 来百工也，则财用足
8. 怀诸侯也，则天下畏之
9. 柔远人也，则四方归之

人以修身为基本要求、目标，
修身则道立:
1. 修身以仁为本
仁--仁爱、博爱、有爱心、
同情心、仁慈心、慈祥心
2. 仁--以孝悌为本:
修养仁要以孝顺父母，友爱
兄弟姐妹为本，同时发展至
社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3. 义--修养义的情操:
义--正确的、应该的、正当
的、正义的、深明大义、牺
牲小我、见义勇为、见利思
义、当仁不让
1.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
仁义要时刻遵守
2. 故君子慎其独
3. 言顾行，行顾言，言行一
致
4. 诚于中，形于外，毋自欺，
君子必诚其意

物格后

格物

1

实地调查、研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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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即物而穷其理，就是实
地调查了解、观察分析、研究
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