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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然之气” 与“大丈夫” 之德
——孟子“勇” 思想探析
王翠英 ， 刘 丽
（西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甘肃 兰州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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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尚勇，他认为真正的大勇是深明大义，能够通过自反而作出进退选择的 “理

性” 之勇，是合于气节、道义，敢于担当的道德之勇。孟子以气养勇，以义配勇，崇尚“舍
生取义”，其勇与“心”、“志”、“气”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一种体现情感与行动统一的德性。
勇的培养需要立其志，养其气，从而最终形成其理想人格——“大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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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在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中都是一种被
人赞美的品格，都被看作是一个重要的德性。西方
古代思想家将其与智慧、节制、正义一起并称为
“四主德”，我国传统儒家更是将其列为仁、智、勇
“三达德”之一，足见“勇”在伦理思想和道德生
活中的重要性和地位。
“三达德”最早由孔子提出，
后孟子对其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对其中的
“勇”德也有相当发挥。孟子认为勇敢的人是无谓
的，他将勇敢看作是一种体现情感与行动统一的德
性，而不是对自我情感的克制。孟子对“勇”作了
大小之分，大勇即道德之勇，而小勇则是非道德之
勇，他推崇的道德之勇是敢于面对困难危险，为了
道德能够“舍生取义”的勇敢与无畏。按孟子的观
点，为了成为道德上勇敢的人，一个人需要立其
志，养其气，最终才能使自己成为“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一、“勇” 的内涵、层次和类型
“勇”是人类文化中重要的传统美德之一，然
而，勇并非一开始就是一种德性，勇是在经过了由
孔子、孟子等人不断发展、完善的历史过程，在去
除了私利和鲁莽之勇后才成为勇德的。《说文解

字》：
“勈，气也，从力甬声。
”段注曰：“气，云气
也，引申为人充体之气之称；力者 筋也；勇者，
气也；气之所至，力亦至焉；心之所至，气乃至
焉。故古文勇从心。
” “勇”在希腊语中为
男子气 ，是直接从表示“男子”的
派生出
来的。
“勇”在德语中为
和
，
的
本义是坚定、有力及重要，
除了表示“勇敢
的”之外还有“信心”的意思。从上述的字源分析
看，中西方在表达“勇”时有一个共同点，即以
“力”和“心”去表示勇。 可见，
“勇”就是一种
与“心”密切相关力量，它不是蛮力的滥用，而是
有着心智的要求，正如孔子所说“好勇不如好学，
其敝也乱” 《论语 子罕》。孔子认为，只有符合“仁、
义、礼、智”的“勇”才算是真勇、大勇和上勇，
他提倡“杀身成仁”，其勇“以仁为基础，以义为
指导，以礼为规范”，这一思想为孟子继承并有新
的发展，孟子是以气养勇，以义配勇，崇尚“舍生
取义”，所以说孟子的勇更多的是一种以气为基础，
以义为向度的道德之勇。
孟子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在对“勇”进行界
定和论述的过程中，也对“勇”作了不同类型和层
次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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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挠，不目逃，思以一豪
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
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 若刺褐夫；无严诸侯，
恶声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养也，曰：“视不胜
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
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
”孟施舍似
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
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
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
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
《孟子 公孙丑上》。
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
下引此书只注篇名

这里孟子列举了三种类型和层次的“勇”：第
一种是北宫黝之“勇”，这种“勇”是打在身上不
躲逃，毫不示弱，不畏权贵，对付万乘之君像对付
一个贫贱者一样，只要遭到冒犯他就一定会进行反
击，这种做法在孟子所处的那个贫富、贵贱、尊卑
有着森严等级的时代也不失为一种“勇”了；第二
种是孟施舍的“勇”，打仗不管胜与不胜，都像必
胜一样向前冲，此乃“守气”的无惧之勇；第三种
是曾子的“反求诸己”之“勇”，通过自反，发现
如果真理不在自己这边，即使面对的是最卑贱的
人，也会自觉惭愧而害怕，反之，若确定掌握着
真理，那么虽对着千军万马也要义无反顾地向前
冲。孟子在论述完这三种“勇”之后，紧接着表
明了自己的态度：北宫黝虽勇于对抗权贵，以过
人的气势彰显了果决、坚毅之勇，但却缺乏思考
和理性，因而只是血气之勇或体质之勇，相较之
下，孟施舍要胜于北宫黝，因为孟施舍能够由心
出发，做到内心的不畏惧，不过孟施舍养勇的方
法又是通过无我或忘我从而达到“无惧”，因而也
只是神勇或者说主观上的勇，他与北宫黝之勇一
样都缺乏“理”的内涵，所以孟子认为孟施舍又
不如曾子“守约”。由此我们就可清楚地看到，在
孟子的心目中不同类型的勇是有层次和境界之分
的，只有曾子之勇才是“勇”的最高层次和理想境
界，才是真正的德性之勇，因为他勇中有怯，勇中
有思，能够通过道德自反来确定正义与否，进而做
出勇与不勇的行为选择。
可见，孟子的勇不是动辄而起，不顾效果的匹
夫之勇，而是深明大义，能够作出进退选择的“理
性”之勇。另外，他还将“勇”作了大小之分，小
勇即北宫黝、孟施舍等的匹夫之勇，是没有“根”

的非道德之勇，而只有依于理、合于义的文王、武
王、曾子等人的勇才是足以安天下且为百姓接受和
敬仰的“大勇”，也才是孟子所推崇的道德之勇。

二、“勇”的特质
孟子对“勇”的分析和划分有其独到的见解，
其关于 “勇”思想虽继承和发扬于孔子，但同时
又赋予了它诸多不同于孔子之“勇”的新特点。
首先，孟子的“勇”与“气”紧密相连。先秦
儒家“勇”的概念从孔子到孟子发生了基础上的变
化，在孔子那里，
“勇”、
“刚”、
“直”等都是“仁”
的各种显露形态，“勇”是仁者在面临外来威胁时
通过内省而感到问心无愧的无惧，它是由“仁”派
生而来。而到了孟子，他则将“勇”与“气”相接
首次打造成“勇气”的概念，其“勇”是一种为正
义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浩然正气。冯友兰先生也曾
说：“孟子的‘气’也就是‘勇气’的气，
‘士气’
的气，它和武士的勇气、士气性质相同。
” 所以
孟子的“勇”是一种精神和心理状态，也是一种情
感意气。另外，孟子把“勇”归结到“气”的方面
也表明孟子的“勇气”已不单单是一个道德问题，
同时还是一个生命力的问题，他试图以充塞宇宙的
浩然之气来强劲自己独立不依的儒者生命，从而将
“勇”从孔子那的单纯伦理问题变成了一个本体论
命题。
其次，孟子的“勇”是合于大节且勇于“舍生
取义”的道义之勇。孟子在秉承孔子思的基础上，
不仅创造了“勇气”的概念，而且还认为“勇”应
当符合正义、大节的要求。在《孟子 公孙丑上》
中，孟子借曾子之口说：“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
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
千万人，吾往矣。
”意思是说遇事要先进行自问，
如果不合道义，即使对方地位再卑贱，也不该加以
凌辱，但如果自觉符合于义，那么就算面对千军万
马也应勇往直前。所以孟子是以义统勇的，其“勇”
是由于执着于“义”这种内在信念而充溢于内心世
界，并伴随强烈外在精神反映的一种心理品质。另
外，当梁惠王称自己好勇时，孟子便力劝梁惠王
“无好小勇”而效法为百姓谋天下安定的文王和武
王之勇，这也说明只有在道义支配下，为真理和正
义事业不畏强权，不顾利害得失，不计生死，一心
为天下人民和百姓谋福利的勇才称得上是大勇和
真勇，也唯有这种合于大节和道义的“勇”才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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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民族、社会所最需要，为孟子及后人所推崇

以赞许，便足见在孟子心目中“勇”之于“心”的

的一种美德。
再次，孟子的“勇”体现了情感与行动的统

重要性。 并且孟子认为只有用“心”自反才是真
正大勇，这不仅体现了勇与心的密切关系，同时也

一。勇气不仅是一种精神力量、心理状态和情感

说明勇气是不能乱用的，乱用就会是匹夫之勇，所

意气，更是以人性之善为基础的敢于坚持一切真
理正义的道德情感。对孟子来说，人性使人倾向

以，“勇”还必须由志和气来加以控制和约束。志
体现了一个人的理想和生活目标，气则是其生命力

于为了道德而坚定地面对危险甚至死亡。按孟子
的人性论，人皆有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羞

所在。一方面，志之于气居于统帅地位，引导并决
定气的方向，且高远的志向是实现大勇的必要条

恶之心——义之端，辞让之心——礼之端，是非
）这四端使
之心——智之端。（
《孟子 公孙丑上》
人倾向于道德行为、道德人格。
四端之中特

件：
“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
气次焉；故曰：
‘持其志，无暴其气。
’
”（
《孟子 公
孙丑上》
）不加约束、意气用事地只凭一身蛮力行

别是在义之端中已隐含着爱道德基于爱生命的情

事，只能是盲勇、小勇和血气之勇，所以孟子告诫

感，具有道德之勇的人被其对义的热爱之情所激
励进而做出勇敢的行为，从而体现了情感与行为

人们要“持志”而不能“暴气”；另一方面，“志”
也离不开“气”，因为气能加强或削弱志的精神力

的统一。
最后，孟子的“勇”是敬畏生命而又敢于担
当的“理性”之勇。孟子强调以情促行、以“义”
配“勇”，主张在非常时刻真正的勇士要能“舍生
取义”，但我们并不能由此说他重义轻生、贬低生
命价值，相反，孟子是非常敬畏和珍爱生命的。孟
子说：“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
”（
《孟子 离
娄下》
）意思是说不应盲目赴难，要避免不必要的
牺牲，在可以不死的情况下盲目去死就会有伤
“勇”的品格，也不是真正的“勇”，只有在“二
者不可得兼”的两难境地中才需要勇敢无惧地“舍
生”而“取义”，从而成就“大勇”。可见，怯懦
和鲁莽都不是勇，真正的勇是二者的中道，一个
人不应怕死但也不能轻生，见到合乎正义的事情
要勇敢地去做，要积极勇敢地面对生活、实践道
德，这是孟子中庸思想的体现，也正是其“勇”的
“理性”之处。

量，没有一定的勇气便难于坚持自己的志向，而该
勇时不勇就会缺乏产生勇的情感，那么便势必由于
少了强大的心理能量的支持而导致“志”在关键时
刻衰馁下来，这样立“志”、行“志”也就难以实
现了。所以，孟子不赞同像北宫黝、孟施舍那样舍
本逐末、一味养“勇”求“气”而走向偏隘，他认
为“志”作为内在信念，应成为人们追求和固守的
目标，对于“勇”这种“气”不可任意获取、操之
过急或盲目助长，也不能目的性太强，而应当于立
“志”、养“气“中长期培养。不仅如此，孟子还提
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养勇术”：
“故天将降大任于
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
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
）
能。
”（
《孟子 告子下》

三、养“勇”之方——立其志，养其气

理想人格是儒家价值追求的目标，也是其道德
自由的载体。孟子在对“勇”进行了严格的界定和
充分的论述之后，将其理想人格的典范落在了具有
大无畏精神的“大丈夫”身上。“大丈夫”即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
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
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
《孟子 滕文公下》
）
可见，“大丈夫”就是那些具有独立不依的精
神和勇气之人，这样的人能够自我决断，可以自由
地依据道义、良知行事，无论是面临饥寒愁苦、声
色货利还是威逼利诱、穷达生死等严峻考验，他们

孟子的勇是一种坚持真理正义、刚正不阿的情
感和气节，也是一种敢于担当、从容理性的主体精
神和境界，它与人的心、志、气有着密切的关系，
因此为了成为道德上勇敢的人，一个人需要立其
志，养其气。
在孟子看来，“勇”是“不动心”人格状态的
首要特征，
《孟子 公孙丑上》中公孙丑以孟贲这个
古代勇士为例说明不动心，而不是以“以仁为思，
以义为理，以礼为行”的“君子”来比附“不动
心”，作为老师的孟子不仅没有提出异议，反而加

四、“大丈夫” 人格
——勇德思想的落实和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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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够坚持正义立场，保持人格独立和气节，这就
是“大丈夫”之勇，也是孟子理想人格的真实显现。
孟子不仅将其理想人格赋予勇的品质，而且还
身体力行着“勇”。孟子以天下为己任，为了实现
自己的“仁政”理想而勇往直前，历尽千辛万苦周
游列国，求仕诸侯，虽屡经波折但却信念不改，所
到之处不媚权贵，不辱气节，坚持“说大人则藐
），践行着“勇”
之，勿视其巍巍然”
（
《孟子 尽心下》
的真谛，其一生就是“大勇”和“大丈夫”的最真
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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