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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儒家“修身”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

■ 丁少华 刘国民
(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青少年研究院 中文系，北京 100089)

【摘要】“修身”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民族性”的重要内容。修身，即“为

己之学”，所谓成己、达己，也是“内圣”。修身，主要是以道修身。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构成了社会主义之道的基本内容，既是社会政治的理想，又是核心的

价值观念。个体之修身的首要功夫是自觉反省，深造自得，展开为“诚意”“正

心”“慎独”。人的心性是价值之源，个体的自觉反省，使心性之善的最本己可

能性变成现实性，且对微小的善端予以扩充。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符合人性的基本要求。修身功夫其次是道德教化。一方面是为政者以身作

则的身教，即为政者以正当的行为树立一个楷模，人们在其启发和感召下受到

教育，其行为也正当; 另一方面是为政者以核心价值观教化民众，唤醒其善心，

培养其德性，发而为外在的德行。修身功夫再次是从内向外的道德实践，即道

德之心向客观世界中实现，即孟子所谓“践形”。一方面是主体之善的观念与

客观世界相结合，不断体证、体验，内化为自己的品格修养，而与自己的生活、生
命发生血肉相连的紧密联系; 另一方面是主体的道德意识不断丰富和深化，道

德境界不断自我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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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提出“三个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来，中央不断强调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2013 年 12 月 23 日，中央办公厅《关于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的文件，特别指出“注重宣传教育、示范引领、实践养成相统一，注重

政策保障、制度规范、法律约束相衔接，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人们生产生活和精神世

界”。2014 年 2 月 2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说:“要通过教

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

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整套包括个体、社会和国家层面的价

值观念。如何培育和践行之呢? 这就要求把这一整套价值观念内化为人们的人格修养，与人们

的生活、生命发生血肉相连的联系，即客观的知识与主观的生命结合，而指导人们在政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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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等领域中的行为。“从知到能，尚须一跃”，由知识性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到成为心志

和言行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须通过人格修养的“一跃”。笔者认为，儒家之修身的思想，

对于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修身”问题很突出。孔子最早提出修身的理念。《论语·宪问》: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 “修己以安人。”曰: “如

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君子以修身为本，修身是安人、安百姓的基础和保证。《大学》的经典表述: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朱熹《大学章句》:“壹是，一切也。”修身是一切人的事情，上至天子王侯，中至君子、士大

夫，下至普通的民众。
修身，即“为己之学”，所谓成己、达己，也即是“内圣”。港台新儒家徐复观在临终之际说:

“《程朱异同》一文，以‘为己之学’，贯通孔、孟、程、朱、陆、王血脉，老庄对知识与人生态度与儒

学异，但其学问方向亦与此相通，此乃余最后体悟所到，惜得之太迟，出之太骤，今病恐将不起，

以未能继续阐述为恨。”［1］儒道之学皆是“为己之学”，尤以儒家为突出; 这是徐复观通过毕生的

学思和践行而体悟出来的。海外著名学者余英时说: “在西方和其他文化中，只有出世的宗教

家才讲究修身，一般俗世的知识分子似是很少特别注意及此的。中国知识分子入世而重精神修

养是一个极显著的文化特色……所以从孔子开始，‘修身’即成为知识分子的一个必要条

件。”［2］因此，修身，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民族性”的重要内容，有待于深入发掘其现代意义。
修身，是一种精神性的修养，其基本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知识的修养，二是道德的修养，三

是审美的修养。传统儒家之修身，兼含三个方面，而侧重于道德的修养。道德修养即培育和践

行儒家之道。孔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里仁》) 士人的价值取向以

“道”为最后的依据。诸子百家皆有其道，“道不同，不相为谋”。道是某家思想的主要内容，包

括核心的价值观念、社会和政治理想及其实现的方式。儒家之道的核心内容是仁义礼智信之价

值观念与仁政、德治、礼治等治国方术等。
道之内容的提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大学》: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

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止者，当止之地，即知道之所在。知之，则有坚定的目标和志向。
静者，坚守此道，心不妄动，死而后已。安者，以坚守此道为乐，孔子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

之者不如乐之者”( 《雍也》) 。虑者，即在社会政治实践中处事精详。得者，得其所止，即最终能

实现此道。因此，道之内容的提出，明确了我们追求的目标、理想和方向，也构成了我们思想和

行为的根据。
以道修身，即是体道，培养道的人生境界。道德境界不是仁义等观念的游戏，也不是仁义知识

的玄思冥想，而是把仁义价值内化到自己的生命中，成为人格修养，展现于社会和政治实践之外。
孟子曰:“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
( 《尽心上》) 仁义礼智根于心，则个体的面容、身体、言行皆洋溢着仁义的精神气象。

个体之修身是需要功夫的，工夫的修养并不只是道德知识的获得。知识的获得，是主体与

客体保持一段距离，是客观性的。工夫的修养，是主体与客体相融合，主体对客体发生了知、情、
意的作用。徐复观说: “求知是为了了解自己，开辟自己，建立自己，是谓为己之学。求知必然

是向外向客观求。此历程与希腊学统同。但因为己而自然作向自身生命生活上的回转，合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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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道，合主客为一 ( 以天下为一家，万物为一人 ) ，贯通知识与道德为一。此乃吾国学统所

独。”［3］首先，个体在求知中，要对知识发出一种承担意识和责任感，即对知识有一种情感的认

同和意志的坚持。其次，个体要把知识置于心性中予以照察涵养，“体合”“体认”“体验”，力求

知识在自己的生命中立根。再次，个体把闻见之知内在化而与心性之理相融合，且不断充实、彰
著，所谓“自得”“合内外之道”。

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

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和依据，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和追求，爱国、敬业、诚
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以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成了

社会主义之道的基本内容，既是社会政治的理想，又是核心的价值观念。以道修身，即是把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到人们的生命中，成为他们的人格修养，而展现于外在的社会政治实践中。
修身的功夫是以心体之，以身行之，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渐进的、复杂的艰难历程。

二

儒家修身的方式，首先是个体的自觉反省，深造自得。曾子曰: “吾日三省吾身: 为人谋而

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传不习乎?”( 《学而》) 曾子每日多次反省其行为: 为人谋事是否

尽力，与朋友相交是否诚信，老师传授的学问是否熟之于心。孟子曰: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 居之安，则资之深; 资之深，

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离娄下》)

君子以道修身，道深入于自己的内心，自得其安，自得其乐; 以之行事，则左右逢源。
内省是心之自反自省。中国传统文化最基本的特性是“心的文化”，心是物质性和精神性

的集合体，与西方唯心论之心并不相同。在儒家看来，人生价值的根源在于心，且心是能思能想

的。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

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 《告子

上》) 耳目之官不思，易为外物所牵引; 心之官能思，不仅有认知能力，且有道德意识，故能自觉

反省。因此，孟子以心为“大体”，以耳目为小体。孟子曰:

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
( 《告子上》)

心有仁义礼智，即心是价值之源。但心之善端，是表示心之向善的最本己可能性，并不是现

实性，且善端之心微而不著，易为耳目之欲所遮蔽，故心要自反自省。孟子曰:

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尽心上》)

万物之理，包括事物之理、当然之则，无不具于自己的心性之中。所谓“反身”，即反求于自

己的心性之中、生命之内，而予以彰显和扩充。孟子常说“自反”“反求诸己”等，即表明他重视

内省的功夫修养。
心之内省展开为正心、诚意。《大学》:“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意

者，心之所发，即人与物相接时心之发出的意。心浑然一体，是全体; 心之所发之意是具体的。
个体只有通过日积月累的诚意，才能正心。诚即实也。诚意，实其心之所发，个体不要自欺，也

不要被蒙蔽，即人与物相接时心之发出的意，是什么即是什么。心之所发之意，往往是一掠即

逝，个体的诚意首先是把心之所发的意，真实地坚持下来，使其不至于若存若亡，而必须使其成

为生命中的真实存在，以支配自己的行为。人与物相接时，直心而发之意，与由耳目等生理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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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物引诱，乘时而起的某些念头，往往混在一起，心难以发生主导作用。但并非完全失去作用，

有时表现为本心的不安。生理欲望又驱使心的知性一面，编造出一套原谅自己的理由，欺本善

之心，求得良心的宽假。这是自欺，意不诚。诚意是分辨心之所发之意与各种念头，且去除各种

念头而坚守和扩充心之所发之意。
诚意是修身之首，展开为“慎独”，这在《大学》《中庸》中皆有明确的阐述。《大学》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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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

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

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
《中庸》曰: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

独也。
诚意，即自反自省，实其心之所发。在个体内心深处的隐微之地，有他人所不知而自己独知

者，作为自省之个体特谨慎于此，务必为善而去恶，切勿自欺欺人。因此，慎独不仅重视个体之

行为在独处时要为善去恶，且重视个体行为之动机和目的的纯正，动机与目的是深藏于内心的。
在内心深处隐微之地的善恶之念，尚是发端，微而不著。个体慎独工夫，要求在此时务必绝去恶

念，不要让其生长; 同时扩充善念，充实广大。《公孙丑上》: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

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

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

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 无羞恶之心，非人也; 无辞让之

心，非人也; 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羞恶之心，义之端也; 辞让之

心，礼之端也; 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

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

矣。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 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人有仁义礼智的四端之心。孟子以经验事实证明，当人们突然见到一个孩童掉入井中，其

内心自然而然地涌起一种恻隐和同情的感情，这是不知所以然而然的情感，是人的本然、本真之

情的流露。恻隐之情，即意，是本然之心所发。个体的诚意，首先要确认恻隐之情是直心所发之

意，而其他的念头则是由现实的利害和形体之欲所产生的; 其次要把恻隐之情加以坚守和扩充，

不为其他欲望遮蔽，从而主导自己的行为，由恻隐之情向仁之价值升进。四端之心的意义有二:

第一，端是本、开始，表明仁义理智内在于人心，是人之道德行为的根据，是有源之水，浩浩荡荡

而不穷竭; 第二，端是绪，微而不著，表明心善是微小的，必须予以扩充和发展，像火之始燃一样，

尚未形成燎原之势。
心有善端，行为之恶会引起心的不安。《阳货》记载了孔子与弟子宰我的一段对话:

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汝安乎?”曰:“安!”“汝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

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汝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 子生

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宰我以为三年之丧太长，而主张守丧一年。宰我自觉心安，孔子痛骂他不仁，泯灭良心。人

们生活在现实世界中，为恶的不在少数，但只要良心未泯，行恶是颇不安心的。这证明了人之行

恶是违背其本善之心的。
要之，孟子及《大学》之谓心，一是善的根源，即“仁义礼智根于心”( 《尽心上》) ，一是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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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想，自觉内省，即心是道德和认知之心。孔孟之心的道德性和认知性，确定其修身的主要方式

是内省。余英时说:“中国古代‘哲学突破’以后，超越性的‘道’已收入人的内心。因此先秦知

识人无论是‘为道’或‘为学’，都强调‘反求诸己’、强调‘自得’。这是‘内向超越’的确切意

义。”［4］内向超越重视个体的自反自省，“反求诸身”“自得”，而达到至善的道德境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是人之心性的基本要求，因而具有内在性、

本原性。因此，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顺着心性的内在要求，而非从外面拿来强制

实行，则个体的修身方式首要是内在的自觉反省，以觉醒和扩充心性中的善端。我们认定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符合人性的基本要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是肯定了人之内在的目的价值，

人是有尊严的，值得信任的，儒家之谓“天地之性人为贵”; 二是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提供了人之心性的根据; 三是为建构和谐的社会、理想的政治提供人性的根据，因为政治总

是要符合人性的基本要求的，马克思曾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性将得到充分而自由的实现。

三

儒家修身的方式其次是学习和教化。关于修身的工夫，孔子既重视个体的学习，又重视个

体的内省; 孟子侧重于自反自省; 荀子侧重于学习。孔子曰: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 《为政》) 学与思相结合，且以学为基础。《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博学即是获得知识，通过审问、慎思、明辨而把知识内化到生命中，以笃行实践。荀子认为，人心

能思，但没有道德意识，故特重视个体的学习以修身。《荀子·劝学》开篇云:“君子曰:‘学不可

以已。’”这篇文章重在阐述学习的重要性和学习的内容和方法。荀子说:“学恶乎始? 恶乎终?

曰: 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 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殁而后止

也。”荀子认为，为学之方式是诵经和读礼，为学之目的是修身而成为士、君子、圣人。
如何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呢? 人们首先是学习和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基本内容，且进一步认识到核心价值观具有普世的价值，能够改良、改革现有的社会政治，而

不断向理想的社会政治升进，从而予以接受和认同。更关键的是，人们要把核心价值观内化到

自己的生命中，成为自己人格修养的重要内容，并展现在外在的行为中。
儒家认为，君子没有恒产而有恒心，恒心即善心，不能自已，必然有一种显发出来的力量，

“犹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梁惠王上》) ; 仁义的终极根源是天道、天命，具有神圣性，从而

加强君子以仁义修身之无可推卸的责任感; 但民众因食色之欲的遮蔽，而不能自我觉醒，缺少

“为仁由己”的个体自觉性，故要求君师的道德教化。《万章上》: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

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

先知先觉者即君子，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且有承担觉醒民众的责任感。君子之道德教化

可以感发和觉醒民众的善心，从而行善。
道德教化首先是为政者以身作则的身教。为政者以正当的行为树立楷模、典范，民众在其

启发和感召下得到教育，行为也正当。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子

路》) 身正，即人君以正当的行为树立楷模，虽不发号施令，民众也会在人君楷模的影响下而行

为正当; 人君身不正，即使发号施令，民众也不会实行。身教是针对言教提出的。身教是为政者

的身体力行，重于行; 言教是为政者的发号施令，重于言。孔子认为身教重于言教，因为有言论，

未必实有其心，也未必能行。典范的行为是个体在特定的语境中发生的，带有个体的风格与语

境的特性，是具体可感的，这比抽象的法则更易于为民众接受。楷模的建立实是人格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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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是内在品性和外在言行的统一。人格有血有肉，是感性、理性和审美的结合，富有强烈的道

德感召力量。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颜渊》) 君子之身教对民众

的影响巨大，犹如风吹草上而草无不倾倒。中国数千年来对于楷模、典范的特别重视，正是受到

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例如，雷锋的典范形象长久地活在中国人的心中。
道德教化其次是德教，即为政者以仁义礼乐教化民众，觉醒其善心，培养其德性，发而为外

在的德行。以德教化，即孟子所谓“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 《梁惠王上》) 。董仲舒《天

人三策》曰:“教化大行，天下和洽，万民皆安仁乐义，各得其宜，动作应礼，从容中道。”( 《汉书·
董仲舒传》) 以德教化，是内在地觉醒和扩充民众的善心，培养其道德品性。以德教化顺应了人

性、人心之求善的内在要求，民众心悦诚服，孟子曰“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离娄上》) 。
从道德教化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首先是执政者在具体的行政过程中要

树立典范、楷模，即执政者的政治行为要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次是执政者通过各种宣

传，要求人们认知和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重要意义。道德的宣传是有意义的。
一方面能使人们在知识上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 另一方面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感发人

们的善心善性，从而启发他们向善、行善。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采取运动式的宣传教育活动，

虽然这种活动形式可以形成短期效应，但由于缺乏长效机制和内在约束，往往会流于形式，难以

收到预期的效果。
儒家以礼修身。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

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

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颜渊》)

仁义与礼是内外结合的，礼偏重于外在的仪式，具有感性审美的意义，仁义等价值观念即内

含其中。孔子重视以礼修身。颜渊喟然而叹曰:“夫子循循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 《子

罕》)“博我以文”，即指知识传授上的广博;“约我以礼”，即指以礼规范自己的行为。礼是指各

种礼仪制度，遍及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礼并非条文的规范，而是实实在在的礼仪形式，具

有感性的审美意义; 且礼仪蕴含仁义等内容，也具有道德理性的价值; 因此，礼是道德和审美的

集合体。礼的运行是在个体积极参与中实现的。个体在践行各种礼仪时，一方面为礼仪的感性

审美感染、感动，另一方面从中体悟出道德理性的意义。
西汉大儒董仲舒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还具有高尚的道德人格。司马迁《史记·儒林

列传》曰:“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礼仪制度是从传统中传承下来的，也有当下环

境中创新的内容。个体通过践行礼，来领会仁义等内在的内容，从而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确

切理解到‘礼’的根源在‘义’，就会洞察到传统作为社会领域种种和谐关系的人( 际) 根源的价

值”［5］。因此，礼在修身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以礼修身，对于我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

有一个载体，这个载体是理性和审美的结合体，个体在参与其中的活动中不仅受到感染和感动，

且也领会其中的道理。这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设计: 一是能否在传统礼仪的基础上创新而建立一

套新的礼仪，以便把传统的仁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内容融入其中; 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要体现在各种制度的建设中，即各种制度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载体，个体积极参与制

度的运行，从而晓之以心，动之以情。

四

儒家之修身的重要方式，是从内向外的道德实践，即道德之心向客观世界中实现，也即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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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践形”。一方面是主体之善的观念与客观世界相结合，而不是停留在观念的世界; 另一方

面是主体的道德意识不断丰富和深化，其道德境界也不断提升。
修身的主要有三种方式: 一种是自觉内省; 一种是学习和教化; 一种是道德实践。这三种方

式各有所重，但其基础是社会实践，皆是从具体之事中来领会和扩充善端。自觉内省以情感体

验作开端，情感体验以具体之事为基础。道德教化以君子的典范为要务，楷模的建立来自于具

体的言行中，具体的言行关涉一件件事情。社会实践是一件件具体的事构成的，实践中出真知。
孟子在《知言养气章》中谈到如何培养浩然之气说:“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

慊于心，则馁焉。”( 《公孙丑上》) 朱熹《孟子集注》云:“集义，犹言积善，盖欲事事皆合于义也。”
集义要从事事上积累，即从种种具体的道德实践中来积累。因此，义与事是紧密关联的。浩然

之气的养成，是主体从“配义与道”的实践中来实现的。徐复观在其名文《〈孟子〉知言养气章试

释》中说:“儒家的良心理性，以集义而通向生命、成就生命，也以集义而通向社会、成就社会。
停顿在观念上的东西，与生命不相干，也与社会不相涉。由观念而落实到集义之‘事’，一面把

志和气连接起来，同时也便将个人与社会连接起来……孟子以集义为功夫，以必有事焉为功夫，

这是由内向外发的，因而其精神是向前动进的。”［6］因此，善端的扩充主要是社会实践，是从一

件件事中格义。《大学》之论修身的条目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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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落实到格物。物，事，格，至。这是从一件件具体的事

上来正心、诚意。朱熹很明白此种道理，《大学章句》特重视“格物致知”的意义: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

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

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

至也。
因此，儒家之修身虽重视内省之正心、诚意、慎独等方式，但自反自省必须以丰富生动的生

活实践为基础。生活实践是向外的、群体的，不同于内省之向内的、个体的。否则，个体的内省

是空想，是观念的游戏，难以获得实践的真知。更何况，自然本性中善端与仁义价值相隔很大的

距离，纯粹的内省是无法填补其间距的。心性中的善端必须在社会生活实践中不断扩而充之，

生成、升华出仁义价值。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中，社会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要落实在一件件事上，知行合一，观念与实践结合，主观与客观结合; 另一方面，实践中出

真知，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才能不断体证、体验，且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自己的品格修

养，与自己的生活、生命发生血肉相连的紧密联系。再一方面，只有在社会生活的实践中，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才能不断丰富和深化。陆游诗云: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

行。”( 《冬夜读书示子聿》) 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毕竟是不够完善的; 若要深入地理解其中的道

理，则必须亲自实践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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