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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有限
——中国传统家训的死亡智慧
王玲莉
（福建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福建 福州
摘

要

）

中国传统家训作为一种表现人的理性的文化，在对死亡问题的探讨过程中，形成

了自己独特的死亡观。表现为两种“生也不为娱，亡也不为戚”和“未能知生，安能知死”的
死亡态度，提供了两条超越有限的途径：一是以族类的绵存来超越个体生命的死亡，二是以
追求高于生命的终极价值来超越个体生命的死亡，从而追寻着自己独具特色的人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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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有限的存在物，人的肉体生命，感觉理性
都是有限的。但是，人又是精神的存在物，人因为
其思想能自知自己的有限，宇宙的无限，又不甘心
自己的有限，从而力求超越自身，去和无限相连
接，于是人总是在有限中趋于无限。超越有限成为
古人们毕生追求的终极目标，而死亡作为一切生命
的最终归宿，是人一生跨不过的门槛，死成了有限
趋于无限的临界点，超越了死亡也就超越了有限，
为此超越有限实则是探讨死亡问题。中国传统家训
作为一种表现人的理性的文化，在对死亡问题的探
讨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死亡观 追寻着自己
独具特色的人生境界。

一、两种死亡观
留恋生命，害怕死亡是人的本能。死亡意味着
整个世界不复存在，意味着人生的终结。生命因为
死亡而形成断裂。于是死亡的必然性、不可抗拒性
虽然被人在理智上承认，但在情感上终究不能排除
对它的恐惧和逃避。如何排除对死亡的恐惧，便形
成了不同的对死亡的态度，反映出不同的人生观。
纵观历代家训，主要有以下两种态度。
第一，生也不为娱，亡也不为戚

死亡包含有一种化解不开的人生悲感，这是融
入生命展开过程中的实实在在的人生体验和感受。
因为对任何个体来说，生命只有一次，而死亡是必
然的。生的短暂、死的必然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焦
虑。传统家训以一种生命哲学的观点来稀释、消除
人们对死亡的焦虑：自然界的一切都归于永恒变化
之中，唯有变化的过程无穷无尽，人的生命也仅仅
是变化的一种瞬间形态，人的生死本质上只是变化
的一个流程。
因此，有生必有死，是“理之常分” ，是“自
然之理” ，是上符合天地演进，下符合人间法则的。
汉孝文帝刘恒深有感叹：
“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
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 ” 同
时，传统家训又将死亡意识与对自然现象的认知相
对应，透过万物盛衰存亡的变化来领悟死亡的本
质。
“有生必有死，犹昼夜，阴阳之理。
” “死生至
理，亦犹朝之有暮。
” 把死亡置于自然、宇宙的角
度来体验。清朝张英在《聪训斋语》中讲道，人的
一生是与天地相合的，事长、事衰、寿多、寿寡等
都同天地相合。在这里，天不再是孤立存在的僵死
的客体，而与人具有亲和性、相通性。这是结合理
性上的理解与感观上的体验来领会死亡——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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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有限

是人生命自然且必然的归宿，抓住了死亡的本质。

一种超然心态，那么“未能知生，安能知死”带给

既然有生必有死，既然生命总有开始与终结，
生命的生灭是阴阳的变化、规律的体现，就不应“嘉
生而恶死” ，“夫合气之伦，有生必有死，盖天地

人们的则是一种激奋的人生观。“自此以来，大人
君子，或合或否，未能知生，安能知死 故各以己
意所欲也。
” 在这里，“未能知生，安能知死”并

之常期，自然之至数，是以通人达士，鉴兹性命，
存亡为晦明，以生死为朝夕。故其生也不为娱，亡
也不为戚。
” 人之死是天地的常期，自然的至数，摆
脱贪生恶死观念的关键在于把存亡、把生死看作自

不是回避死亡，而是悬置死亡，即放弃对死亡问题
直接而抽象的超越思考，通过重视生、高扬生命活
力来解决死亡问题，也就是“各以己志所欲也”。
这个“所欲”虽然各有各的奋斗目标，但传统家训

然之化与当然之变而坦然接受死亡，超越一切生死

作为一种家庭文化、一种社会文化，它的目的就是

穷达的束缚。这样，“道存物往，人理同归，掩乎
元泉，夫亦何恨 ” 这种对宇宙之理、自然之变的

培养“君子”这一人格类型的人，这是子子孙孙祖
祖辈辈的生命所努力的方向，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

深刻洞悉，可以使人明白生死的奥妙，从而对生老

中所形成的人生定向。因此，古人“所欲”的最终

病死的变化都能以平常心理、淡然心态对待，明了
“自古有死，贤圣所同，寿夭穷达，归于一概，亦
何足特痛哉 ” 这是悟解生死之理后产生的一种对
死亡的理性主义态度。
这种理性主义的死亡态度反映在死后安排上
就是要求人们在对死亡进行埋葬过程中要采取冷
静的务实态度，以节俭为原则。不少明达之士在他
们的家训中明确规定办葬要“称家有无，合礼与
否” ，应该速葬入土，不得厚葬。“凡厚葬之家，
例非明哲。或溺于流俗，不察幽明，咸以奢厚为忠
孝，以俭薄为悭惜，至今亡者致戮尸暴骸之酷，存
者除不忠不孝之诮。
” 受流俗影响，或者对忠孝、
对悭惜的错误理解而采取厚葬都不是明智之举。厚
葬对已死的人无益，反倒会令亡者不安、存者不忠
不孝。东汉赵咨在考究了葬俗的起源及其流变后，
认为当时社会上争相崇尚的厚葬之风实质上是违
礼之本而事礼之末，是务礼之华而废礼之实，并不
符合圣人制礼的原意。在他看来，人之死乃“元气
去体，贞魂游散，反素复始，归于无端”，随土而
化是自然的至数。有“掩骸埋窆之制”只是“以生
者之情，不忍见形之毁”，根本没必要“殚家竭财
以相营赴，废事生而营终亡，替所养而为厚葬” 。
厚葬实在是“破业”、“伤生” 的举动。然而，看
当今中国人丧葬行为，厚葬之风越演越烈。为了表
示自己的“忠孝”，大操大办，奢侈浪费，不惜花
费巨额资产，弄得经济困境，甚至倾家荡产的事层
出不穷，导致人力、财力等的巨大浪费。现代中国
人应该从古人死亡观中汲取灵感依据时代的要求，
真正对死亡采取一种理性、节制的科学态度。
第二，未能知生，安能知死
如果说“生不为娱，亡不为戚”赋予人们的是

目的就是实现“君子人格”，如何趋同于这一人生
定向呢
首先，立志高远。立君子之志，做一个品德高
尚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传统家训要求人有志向，
实际上是认为人立世应该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内驱
力和实践动力，这对人的自我活动有激励、指导和
规范作用。当然，传统家训中的“志向”带有浓厚
的封建色彩，但其中包含有“非立志无以居高取
势”这一宝贵思想。
其次，坚定信念，事在人为。人成为什么样的
人，关键在于人的“自为”。人生命运掌握在自己
的手里。即使是面对严峻的人生挑战，也要毫无惧
色、奋起抗争，把痛苦、不幸、困境、厄运当作磨
炼自己意志和能力的机会，使人生从一种被动的适
应过程回复到一种自在的必然过程，从而发展自
己、完善自己。人也只有成为自我命运的真正和自
觉的创造者，才能创造出美好而幸福的人生。
最后，扩展自我。“硁硁然画地，以趋求为自
了汉，尚非天地生人之意。
” 把自己局限在狭小的
天地里，只求自保自身，这不是上天赋予人的使命
的本意。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把自己同他人、社
会相联系，才是真正执行上天赋与的使命。因为人
是社会的人，依靠社会来生存、发展和自我实现。
北齐颜之推把“有益于物”——有益于社会、他人
作为君子的人生责任，就是追求个人生命价值与社
会价值的统一。个人的生存与发展都具有超个体的
性质，它内在地要求人们“凡有利于人之事，知无
不为；凡有利于人之言，言无不尽。
” 要求人们跳
出自我狭隘的圈子，超越个人利益的狭窄有限性，
趋于个人与社会的统一，唤起自我人格和价值的体
验与观赏，也只有扩展自我，把有限的个人生命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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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到无限的社会存在中，方能真正达于“死而不

巨大的作用。“世有显亲扬名称贤子孙者，由其祖

朽”，获得永恒的人格魅力。
以上表述了“知生”的三个主要步骤。在这三

宗积德。
” 为了报答祖先的恩德，不忘祖宗，祭祀
成了实现这一愿望的重要手段。传统家训对祭祀的

个步骤里，包含着对死亡清醒而达观的认识。这种

祭品、祭祀仪式等都作了明确规定。如明朝宋诩在

认识同样应为现代人所有，因为死亡的否定性和终
极性是客观存在的。人只有面对死亡，才能体验到

《宋氏家要部》中规定：
“四时祭奠，酒食肴蔌，务
令精洁以时，不得轻忽以致残秽，亦不得遗忘颁

自我人生意义的真实性和唯一性，才能激发自己对
生存意义和价值的思考，才能迫使自己珍惜生活并

后，不得以馂而祭，不得无故而摄。
”“馂”是剩菜
剩饭的意思。曾国藩也告诉家人，“诚修祭祀，有

积极筹划生活，选择自己的生存模式，不断克服生

丧必吊，刻刻留心。凡器皿第一等好者，亦备祭祀
之需。
” 清朝孙奇逢在《孝友堂家规》则详细地记
录了各种祭仪来教诲子孙：“晨起栉沐后，入祠三

存的盲目性，与死亡抗争，获得更多的人生空间。

二、超越有限的途径
“生也不为娱，亡也不为戚”、“未知生，安能
知死”这两种对死亡的态度本质上就是要求人们在
面对死亡时要深刻体认此生的存在价值，从而超越
死亡、超越有限。在这个基础上，中国传统家训提
供了两条超越有限的途径。
以族类的绵存来超越个体生命的死亡
中国传统家训是在中国传统宗法社会中形成
和繁盛起来的治家教子的训诫。它的产生和制作根
植于中国人的家族意识，宗法制度的客观存在和经
久不衰则为后代家训的蕃衍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土
壤。传统家训治家教子的精神就是家族宗法制度的
精义。而这种家族宗法制度将个体纳入到一个通过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方式并建立在素朴
的伦理情感和生命关系上的整体当中。这个整体的
建构本来就是从个体的生命出发的，然而一旦整体
得以建构，却又有抹煞个体生命的倾向，因为整体
生命的延续比个体生命的存活更为重要。于是在整
体生命之流的畅通无阻中，主体便超越了个体生命
的死亡。换言之，个人是家族生命链条上的一环。
个体的人有生有死，但族类生命却生生不息，只要
个体为族类生命的延续了新的生命，在族类绵延的
接班中个体便超越了死亡，生命再也不是以个人生
命为终结，从而取消了个体生命的独立性。把个体
死亡与族类承续相联系便把个体生命融入家族社
会中的思想直接导致了中国传统家训的家族至上、
祖先崇拜，从而使个人顺从于家族、家族服从于死
去的祖先。这点充分体现在与死亡密切相关的祭祀
之中，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中国传统家训独特的超
越死亡的方式。
家族是个人生命的依托。列祖列宗是家庭永恒
存在的象征，祖宗对家庭的传衍、家庭的兴旺起着

揖。自入小学，便不可废。朔望，焚香拜。元旦昧
爽，设祭四拜。四仲月，用分至日，各设祭，行四
拜礼。凡佳辰令节，寒食寒衣，皆拜，设时食。忌
辰，设食拜，子孙素食，不宜享客。吉庆事，卜期
设祭。儿女婚姻，焚香以告，生展弥月，设食以
献。
”祭祀成了日常生活中的第一大事，
“祭祀务在
孝敬，以尽根本之诚。
”
“其或行礼不恭，离席自便，
与夫跛倚、欠伸、哕噫、嚏咳，一切失容之事，督
“以礼祭
过议罚。督过不言，众则罚之。
” 一句话，
祀” ，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才是儿孙所该
做的，方能达到祭祀的目的。
这样，祭祀一方面是感激祖先，另一方面则是
祈求祖宗保佑家族兴旺发达。同时，通过祭祀，借
助祖先神灵的余威使现实家庭秩序、家庭规范获得
无可争辩的合理性，使人们因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
血缘关系更加紧密地集结在一起，形成巨大的家族
凝聚力，建立一种稳健平和的社会秩序和人伦关系，
进而维护家庭赖以生存的清明和睦的社会环境。
如果停止祭祀，那么“与祖宗不相往来”，停
止庆吊，则“与亲友不相往来”，这种人被世人称
为“独夫”，“天人不佑” 。可见，祭祀也是个人
情感的需要。这里又有两层含义：第一，祭祀祖先
是一种表达孝的方式，而孝在传统家训中为最高的
道德规范，是每一个人修身养性的第一要求；第
二，死亡祭祀表达的是一种个人心灵的归依、精神
的凭籍，探索的是一种生命之源。“春秋祭祀，当
思我身何处得来。
”“人虽穷饥，切不可轻弃祖基。
祖基一失，便是落弃不得归根之苦。
” 死亡祭祀表
达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家”的观念，恰恰就是这
种观念，使中国人不会像西方人在“上帝死了”之
后那样深感生命的孤苦无依和荒诞无比，因为中国
人有类——血缘作为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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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这种以族类的绵存来超越个体死亡

超越有限

他人、家庭、国家或民族的利益，才能死而无憾，

的方式，实质上就是自身血脉的延续，只要自己的
血液永远在子孙后代身上流淌，便超越了死亡，超

虽死犹生。
这种名节观念反映在中国士大夫心里，便是

越了有限，走向不朽。这是一种有限的超越：前代

“义”的观念。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传统家训的

的生命在后代之中得到延伸。每一个体构成生命长
河中的一环：一方面，它承继了前代的生命，另一

制订者绝大多数为豪门士族之家，反映的大多是士
大夫阶层的思想。“义”成为传统家训所推崇的道

方面，它自身的生命又在后代之中得到延续，在这
种前后相承中，生命之河绵绵不绝，而个体则通过

德价值：
“义”的价值高于“生”的价值，
“义”是
凌驾于功名利禄之上的最高的人生价值。明朝申佳

融合于其间来超越有限。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超越

胤在《贻子书》中写道：“行己曰义，顺数曰命，

更多地是注意生命的绵延与生命的现实存在的统
一，仅仅是生命长河的自然的、生理上的延续。但

义不可背也，命不可违也。天下事莫不坏于贪生而
畏死——死义者，犹命也，我则行之。
”嘱咐他儿

人同时又是一种文化的存在、主体的存在，这在更

子不要贪生怕死，不要违背义，认为人的死确实有

深的层面上规定了超越有限的意义，也就有了传统
家训中所推崇的第二条超越有限的途径。
以追求高于生命的终极价值来超越个体生
命的死亡。
在中国传统家训中，传统的三不朽“立德、立
功、立言”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其追求的是内在
道德与外在事功的和谐统一，从而达到“生则获其
利，死则遗其泽” ，实现自己人生的永恒价值。无

各种不同的情况，比如“死于庆，死于利，死于刑
戮，死于房帏，死于斗战”，但死于义是最值得的。

论是立德、立功、立言，都是把它作为一种终极价
值来超越生命时限，获得不朽。传统家训更为推崇
的是“立德”，认为有了高尚的德行，方谈得上立
功、立言，强调死作为人生的最后一种行为，必须
落实在天所规定的仁、义、礼、智、信上，把道德
价值置于“生”与“死”之上。这种超越死亡的方
式是着重从个体死亡的意义和价值来阐述的。
在中国传统家训中，道德价值更多地体现为一
种名节观念，一种以礼义廉耻为核心的名节观念。
为了这种名节观念，虽死无憾。“苟逃死而丧失臣
节，则失节之祸不止其身” ，更为重要的是丧失
了人格，丧失了人生价值的独立性。颜之推在《颜
氏家训》中非常明晰地阐述了这一道理：“夫生不
可不惜，不可苟惜。涉险畏之途，干祸难之事，贪
欲以伤生，谗慝以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行诚孝
而见贼，履仁义而得罪，丧身以全家，泯躯而济
国，君子不咎也。自乱离以来，吾见名臣贤士，临
难求生，终为不救，徒取窘辱，令人愤懑。
”而应
该按照瞿式耜所要求的“轰轰烈烈，成一千古之
名” 。强调对生命不可无条件的吝惜，也不可因
涉险畏、干祸难、为贪欲，遭谗慝自取祸害而妄自
丧生，追求的是一种为诚孝、为仁义、为家国即为
悍卫道义而亡的舍生取义精神，对死的选择应符合

同一朝代的杨继盛在其遗笔中也讲到：“古人云：
死有重于泰山，死有轻于鸿毛。盖当死而死，则死
比泰山尤重。不当死而死，则无益于事，比鸿毛尤
轻。生死之际，不可不揆之于道。
”“当死而死”即
为合乎“道”而死，换句话说，只有合于“义”而
死才是“当死”，强调要舍生取义。
“义”的具体化即为忠孝之观念。传统家训以
忠孝为做人之本。如果死于忠，死于孝，则“仁之
至，义之尽也” 。所以，史可法慷慨就义，只因
“不忠不孝，何须立于天地之间 ” “义”、“道”、
“忠”、“孝”成为历代中国人为之献身的道德价值
所在，其实际上就是一种人生的终极自我实现价
值，常常超出了现实生命的存在价值，在生命存在
与终级价值发生冲突时，即发生非此即彼的选择
时，宁愿选择终极至上价值而放弃生命本身，用生
命去撞击、去抗争、去殉这些价值观念，死成了生
命的最高的顶点。这种思想塑造了中国民族高尚的
道德情操，形成了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的生死态
度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高尚情操。当然，
中国传统家训所推崇的终极价值带有历史的局限
性。在传统家训中，“义”所宣扬的为家族、为国
家而死等都是基于一种主观性意志或情感，具有不
确定性，缺乏一种真正健康的普遍化意志基础。
但在运用自己的生命去为这种终极价值献身
的血与泪中，有一种德性与人格的崇高感。而且，
对这种高于生命的忠、孝、义三类观念不能简单地
运用迂阔、愚忠之类的词句加以否定和鄙薄，否则
现实的世界只有寡廉鲜耻之辈，只有不受任何规范
约束的为利驱策的投机钻营者。从另一个角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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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义”这种终极价值是由人的社会本质决定的应

每一个有限的个体之中。有限的超越不存在于彼岸

然之则，是指国家民族之利，实质是一种社会整体
价值，把义提到终极价值位置上，实际上要求个人
的生命和人格与类 大我 的生命融合为一，要求

世界的外在要求，它即展开于主体文化创造和道德
实践过程中，后者并不一定是惊天动地、轰轰烈烈
的伟业，相反，它更多地表现为日常行为中具体的

个人把有限的个体生命融合到无限的社会中，把自
己的人生追求放于永恒，从而超越有限趋于无限。

文化积淀和高尚德性。在一切平凡的践履中，自我
都可以通过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而达到心灵的

现代的人缺少的恰恰是为了终极价值不顾肉
体生命安危的殉道精神。现代人的价值取向往往以

净化和超越，在实现自己生存价值的同时，获得一
个完整的人格，创造着自己的人生意义，也体验着

当下之利益为衡量，缺乏恒久性。因此，只有当个

自己的人生意义。于是个人在通过超越自身的有

人持有的某一终极价值高于生命价值时，才可能形
成一种视死如归的无畏精神，从而把死升华为一种

限，从而超越了死亡的限囿，获得了不朽和永恒。

壮举而坦然接受，使死获得一种崇高意义，个人也

注释：

在死亡中得到永生，从而超越死亡达到超越有限。
当然，传统家训由于囿于血缘、家庭、宗法的
自然关系网结，囿于日常生活的经验，虽然保存了
积极入世的世俗生活关切，提出了“义”等价值观
念，但淡化了对崇高超越的善本体的终极关怀，没
有为现代人提供终极性的价值目标。这种终级性的
价值目标就是真、善，美，这是人的最高追求，是
人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对真、善、美统一的境界
的追求。既是物质价值目标的实现，更是崇高的精
神价值目标的实现，并体现了个人目标和社会要求
的统一。真善美成为人生不朽的源家，而真正的人
生不朽就在于它为他人的幸福做出了贡献，为社会
的进步做出了牺牲。它的价值汇合到人类历史的价
值长河中，成为永恒历史的颗粒。
因此，个体的人只有作为独立的主体，超脱出
有限的外部条件的束缚，充分发挥精神的创造力，
发挥意志力的创造力，使这种精神意志的创造力客
体化、永久化才能真正体现，真正达到个体的无限
性。它是真实的而不是幻想的无限性，它就存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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