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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诚信思想及其现代价值探析
吴 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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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道德体系中，诚信是个人修身立德之本，是与人交往和从事职业活动的基

本道德原则，也是为政者治国理政的关键。儒家诚信思想具有情感性、等级性、道义性、自
律性的特征。应当充分认识儒家诚信思想的内在价值，促进儒家诚信思想的现代转化；加强
个人诚信建设，培育公民的诚信人格；加强政府诚信建设，构建诚信社会。
关键词

儒家；诚信；伦理；现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诚信是儒家的一个重要伦理道德范畴。《说文
解字》谓：“诚，信也，从言成声。
”“信，诚也，
从人言。
”诚、信二字意思相近，其基本内涵是诚
实不欺，守言行诺。诚信一词最早见于《商君书
勒令》。在《论语》中“诚”字出现两次，仅做助
词使用。
《中庸》则多次论及“诚”，深刻地阐述了
“诚”的思想内涵，把“诚”提升到了宇宙根本大
道的高度，所谓：“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
之道也。
” “信”初始是指祭祀上天和先祖时诚实
不欺、不敢妄言，后来宗教色彩逐渐褪去，经过儒
家学者的改造和提倡，“信”成为一项普遍的社会
道德规范。在儒家道德体系中，诚信既是个人修身
立德的基础，也是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

一、儒家诚信思想的基本内涵
诚信是立身之本
在儒家思想中，诚信是一个人为人处世、安身
立命和成就事业的基础，是个体修养的重要道德目
标。言行一致、身体力行、表里如一、信守承诺，
是理想人格的主要表现。
孔子说：
“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
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 在孔
子看来，言而有信，行而必果，即使是在荒陌蒙昧

之地，也能畅行无阻。言而无信，行而不果，就算
是在自己熟悉的地方，也会处处受阻、寸步难行。
孟子认为，“
‘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则曰，古之
人，古之人。行何为踽踽凉凉？生斯世也，为斯世
也，善斯可矣。
’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
”
言行不一、低贱献媚的人，是“乡原”。孟子还说：
“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
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
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
” 不以诚信
律己，口是心非、花言巧语、弄虚作假、矫揉造
作，这种人就是“德之贼”。荀子认为，
“忠信以为
质”，
“忠信端悫，而不害伤，则无接而不然，是仁
人之质也。
” “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畏法流
俗，而不敢以其所独甚，若是则可谓悫士矣。言无
常信，行无常贞，唯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
谓小人矣。
” “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已
也；忠矣，而亦欲人之亲已也；修正治辨矣，而亦
欲人之善已也。
” 在荀子看来，诚信是区分“君子”
和“小人”的根本标准。
诚信是交友之道
儒家认为，在人际交往中能否做到忠实守信，
是评价人们交往、交谊的道德修养和道德品质的根
本标准，只有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人际交往，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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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得以维持发展的根本保证。
孔子主张，对朋友要讲诚信，要结交诚实谦
逊、博学多识的人，不要结交口是心非、花言巧语

年

孔子主张，要以道德治理国家，要求为政者诚

的伪善之人。“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
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 “益者三友，损者三友，
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

信待民、信守承诺，作民众的表率。这样，才能取
信于民、治理好国家。
“为政以德”，
“道千乘之国，
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 “信则民任
焉” 。孟子认为，要取信于民，关键是统治者要
实行“仁政”，他提出了“民贵君轻”的主张。
“民

便佞，损矣。
” “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
丘亦耻之。
” 孔子的弟子曾参，不仅主张对朋友要

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 荀子认为，为政者应
当以身作则，践行诚信，为政者的诚信对社会的诚

忠实守信，而且把这作为自身道德修养的重要内

信起着导向作用。“故为人上者，必将慎礼义，务

容，每天都要进行反躬自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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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认为，诚信待人是社会伦理关系中的

忠信，然后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
” 宋代大儒司
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夫信者，人君之大宝

重要组成部分，是“五伦”之一，把诚信作为朋友
之间交往的基本道德准则。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 说明对朋友讲
诚信的重要。
诚信是立业之基
职业，是个体进入社会角色的体现。儒家认
为，要恭谨勤勉、敬业守职，具备诚实守信的职业
操守，这是一个人生存发展、立业创业、成就事业
的前提条件。
孔子认为，讲诚信的人对待工作应该是严肃认
真、尽职尽责、忠于职守，不能马虎大意、敷衍塞
责、弄虚作假。“敬事而信” ，“居之无倦，行之
以忠”，“事思敬” ，“谨而信” 。荀子认为，各

疑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
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

行各业的人都要讲诚信，“百工”诚信，国家才能
殷实富足。“百工莫不忠信而不楛矣”，“百工忠信
而不楛，则器用巧便而财不匮矣”。“商贾敦悫无
诈，则商旅安，货财通，而国求给矣。
” 正如二程
所说：“学者不可以不诚，不诚无以为善，不诚无
以为君子。修学不以诚则学杂，为事不以诚则事
败。
” “诚无不动者。修身则身正，治事则事理，
临人则人化，无往而不得。
” 诚信是一切工作和事
业得以成功的保证。
诚信是治国之要
儒家认为，为政者治国理政最关键的是取信于
民，
“子贡问政。子曰：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
子贡曰：
‘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
‘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
先？’曰：
‘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
”
诚信不仅是为政者治理国家应该遵守的基本原则，
而且诚信构成国德，支配国运，没有诚信的国德就
不可能拥有持久向上的国运。

也。国保于民，民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

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
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
”
体现了儒家一以贯之的政治诚信思想。

二、儒家诚信思想的特征
情感性
儒家的诚信思想是建立在亲人、熟人、朋友信
任基础上的，以情感为纽带、以风俗、习惯和社会
舆论为实现形式，具有明显的情感性。费孝通先生
在《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中非常生动地描绘了中
国人注重道德诚信、口头承诺的情形：“我们大家
是熟人，打个招呼就行了，还用得着多说么？”如
果担心口说无凭，要画个押，签个字，则大多都会
这样说：“这不是见外了么？”这种情形在今天依
然时常见到，至于以血缘、感情为纽带的家庭经
济、家族经营、朋友合伙生意更不鲜见。植根于这
样的社会关系之中的诚信是一种由近而诚、由亲而
信的模式，人们之间的信任度与人们的亲疏程度紧
密联系。人情关系不仅意味着回报的义务，还包括
了不履行义务会受到谴责。中国传统讲诚信的美
德，也就是儒家思想中注重在亲人、朋友、熟人、
邻里之间的一种人情人伦关系。
这种注重情感、注重义气的诚信观存在着极大
的缺陷，容易导致主观性、随意性、意气用事。往
往会凭主观认识、主观判断去建立各种信用关系，
信任那些自己喜欢、感激和尊重的人。以人情关系
“一叶障目”，在现代社会经济活动中，会造成不堪
设想的后果。
等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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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是中国封建社

的。也就是说，赚钱、谋利，无可厚非，只要不违

会发展稳定的根本保证，儒家的诚信思想带有鲜明
的宗法等级烙印。在这种宗法制度下，道德价值观

法失德。在市场经济法则面前，人人平等，无所谓
“君子”和“小人”。至于违反市场经济法则的行

的核心和取向是个人对家庭、宗族和国家的道德责

为，诸如制假贩假、坑蒙拐骗等等，这种人不仅是

任。不允许个人有独立的利益和人格，不允许把个
人利益放在家庭、宗族和国家利益之上，强调个体

缺乏道德上的诚信，是“小人”，更重要的是违法
犯罪，是“罪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利益服从家庭、宗族和国家利益。儒家的诚信思想
与宗法制度相适应，诚信往往是单向度的、不平等

进程中，对西方的功利主义不应全盘否定，对儒家
传统的义利观也不应全盘继承，应该科学扬弃、批

的，子与父、弟与兄、妻与夫、宗族与国家，要求
前者服从后者，前者忠实于后者。自汉代以后，儒
家诚信思想最终完成了从下到上金字塔型的体系

判继承。
自律性
在儒家看来，人们诚信观念的形成和诚信的实

建构——对专制君主至高无上的“忠”和“信”。

践，是依靠主体的自觉自律完成的。只要人们确立

正所谓“君能制命为义，臣能承命为信，信载义而
行之为利，谋不失利，以卫社稷，民之主也，义无
二信，信无二命。
” 诚信成为维护封建社会等级关
系的道德规范。
当然，我们不否定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在历史上
起过进步作用，是一定社会存在的反映。但是，随
着社会的文明进步，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人和人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
面都是平等的。在市场经济中，主体之间是平等
的，诚信是相互的，交易是公平的、互利共赢的。
任何一方想支配控制另一方，企图只得到而不付
出，都是有悖于市场规律和规则的。我们呼唤现代
的儒商，主要是儒的“雅”和“礼”，商的“精”
和“明”。也就是说，现代市场经济主体必须具备
的基本素质是现代的文明修养即现代的道德诚信
和法制规范的统一。
道义性
儒家的诚信是一种道德诚信，带有强烈的感情
色彩，注重义气，追求道义，超越功利。在中国古
代大量的诚信典故中，有很多关于古人“一诺千
金”的故事，信守诺言、说话算数，“一言既出，
驷马难追” ，“言必信，行必果”。在传统文化中，
人们对于自身趋善求美的道德追求，超越于物质利
益需要的满足。在义和利之间，遵循“见利思义”、
“重义轻利”，反对“见利忘义”，不食“嗟来之食”，
不取“不义之财”，坚信“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
利”，唾弃奸诈图利的“小人”，追求诚实无欺的
“堂堂君子”。
《礼记 儒行》谓：
“儒有不宝金玉，而
忠信以为宝”，诚信就是君子的品质、君子的法宝。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按照市场的规则和规范，
获取利益、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合理的、必然

了诚信理念，依靠主体的内心信念就能使双方自觉
地履行各自的义务。显然，这种以儒家文化为精神
特质的诚信是一种发自人本身的道德需求，不需要
法律的约束和制约，这种应然的、自律的诚信是主
体最高层次的道德，儒家主张通过积极主动的内心
修养来实现。实现的唯一途径就是“修身”，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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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天子至于庶
“齐家、治国、平
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 然后，
天下”。一个人道德修养高尚与否，关键在于是否
诚意，只有“过此一关，方是人不是贼” 。
诚然，应该肯定主体的自觉自律即内因在人们
的道德教育、道德修养中是第一位的，是起决定作
用的。再好的制度，也必须通过人来制定和实现。
但是，在私有制和私有观念还存在的情况下，外在
的规范和制约的作用更加突出。在市场经济社会，
人们要谋取利益必须支付一定的成本，如果通过不
诚信行为能得到的好处大于自己为此支出的成本，
他就有可能丢弃诚信。如何解决市场经济中这种不
诚信行为，仅靠主体的自觉自律是不可能实现的，
需要的是外在的制约和约束。也就是应该制定市场
的“游戏规则”，强化他律。

三、儒家诚信思想的现代价值
正确认识儒家诚信思想的内在价值，促进
儒家诚信思想的现代转化
儒家诚信思想是自然经济和小农经济相结合
的产物，深受血缘宗法制度和德性文化的影响。在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进程中，儒家的诚信思想只有在发展和变革中才
能保持和承传，只有在新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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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加以改造和完善，实现新的转型，才能延续和

谐人际关系的建立，要求我们在人际交往中，应该

流传。根据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诚信友
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之一。挖

恪守诚信原则，做到讲真话不讲假话，讲实话不讲
大话，对人以诚，不虚情假意，实事求是，不颠倒

掘儒家诚信思想中有价值的因素，对于克服当前社

是非，自觉遵守诚信道德。

会生活中出现的信任危机、信用危机、信仰危机，
克服社会转型期的道德失范，无疑会大有裨益。

教育全体人民树立正确的荣辱观，把真诚待人
作为为人处世最起码的道德要求，把遵守信用作为

要实现儒家诚信思想的现代转化，主要可以从
两个方面入手：第一，抓好道德建设的制度化、规

人生的道德价值取向。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宽广的
心胸、世界的眼光，平等、友好、真诚地与人相

范化建设。社会规范整合是社会转型的规范性工

处，培养现代的诚信观念，成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

程。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道德诚信就
必须在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下构建。传统的道德诚

的“道德人”。
加强政府诚信建设，构建诚信社会

信是依靠人们的自觉自律，依靠人们的良心和社会

要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

舆论，依靠人们内心的自制力来实现的。这种完全
依靠自我约束、缺乏强有力监督的诚信，在商品经

明，离不开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提高，关键又在于
政治道德和公民道德水平的提高，而政治道德对公

济社会已经失去了其生长的土壤和条件，对于现代
“经济人”往往是难以凑效或效果甚微。第二，走
出情感沼泽、走出“熟人”圈子，树立开放的、现
代的诚信理念。韦伯认为，信用就是金钱，它是能
够给人带来实际好处的一种美德，它与职业责任、
诚实、节俭、忍耐和仁爱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精
神。因此，诚信需要经济眼光、金钱眼光、理性眼
光、开放眼光，儒家诚信思想的情感性、道义性、
封闭性的缺陷必须克服，必须走向理性、走向现
代、走向市场。
加强个人诚信建设，培育和谐诚信的人际
关系
“心诚则灵”，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诚信犹
如一把无形的钥匙和通行证，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一
往无前的魅力。巧言令色、花言巧语、机关算尽，
一个不讲信用的人，在人格上是不健全的。作为一
个有道德的公民，诚信不仅是法制的基本要求，更
应该作为一个有素质的人的基本守则和人生信条。
人们的交往是一个交互的过程，是建立在平等基础
上的交流。一个人不讲信用，绝对会遭到他人的唾
弃，任何一种欺诈行径都为社会所不齿。
诚信是形成和维护社会良好秩序的重要法则。
如果缺乏诚信，就会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变得难
以把握、不可捉摸。导致人际关系冷漠、猜忌、紧
张，人们将生活在一种充满怀疑、恐惧和互不信任
的氛围之中。在这种充满疑虑、相互提防的环境
中，一旦出现社会危机，不仅会引起社会的动荡不
安，甚至会出现社会动乱。因此，要建立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最基础的是要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和

民道德起着示范和导向作用。一个讲诚信的领导
人，必然受到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一个讲诚信的政
府，必然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孔子说：“君子
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 当前我国
社会生活中所出现的诚信危机现象，产生的原因固
然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有关部门及
其工作人员的失信行为。正如孔子所说：“政者，
正也。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
“子率以正，焉敢不正。
” 加强领导者的道德建设，
加强诚信政府的建设实在必要、迫在眉睫。
政府诚信是整个社会诚信建设的核心，党的十
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信
力”，打造诚信政府 对社会诚信体系的构建具有
重要的示范效应和推动作用，它直接影响社会信用
体系的发展进程 决定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质量。
因此 必须高度重视政府诚信建设 充分发挥政府
诚信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先导和表率作用 建
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诚信社会。
注释：
《中庸》； 《论语 卫灵公》； 《孟子 尽心下》； 《荀子
臣道》； 《荀子 不苟》； 《荀子 荣辱》； 《论语 学而》；
《论语 季氏》； 《论语 公冶长》； 《孟子 滕文公上》； 《荀
子 王霸》；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 《河南程氏粹言》
卷一； 《论语 颜渊》； 《论语 尧曰》； 《荀子 强国》；
《左传 宣公十五年》； 《论语 颜渊》； 《礼记 大学》； 《朱
子语类》卷十五； 《论语 为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