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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佩荣讲孔子
孔子身处乱世，礼坏乐崩，但他仍知其不可而为之，带着弟子周游列国，希望

能获得各国国君的重用，以行仁政，恢复社会秩序。另一方面，他有教无类，因材
施教，强调全人教育，教化弟子无数，影响中国后代数千年的思想及学养。书中，
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傅佩荣以浅显易懂的文字，探究孔子的思想内涵与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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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拯救作用

子女既然知道父母做的事不

对，就要委婉地劝阻。如果父母不

听的话，照样尊敬父母，不要直接

违抗他们。但是内心忧愁，不要抱

怨。讲得多么婉转，还是不要抱

怨。因为对我们来说，天下没有比

父母更伟大、更重要的人了。

古人把父母比拟为天地，没有

父母就没有我们。即便父母有错，

子女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利对父母

恶言相向。天下只有亲子关系是

不可逆的。所谓可逆，就是说你打

我一拳，我踢你一脚，你对我不仁，

休怪我对你不义，这是可逆的。兄

弟可能阋墙于内，更不要说是朋

友。这样的要求不公平吗？当子

女的将来也会当父母，没有什么不

公平可言。子女若是对父母不好，

恐怕父母也有教育上的责任。了

解这一点之后，才能进一步了解儒

家的思想。很多人常说，儒家思想

不适合法治社会，《论语·子路》中

有一段对话：“叶公语孔子曰：‘吾

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

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

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

中矣。’”叶公对孔子说：“我们乡里

有个正直的人名叫躬，他爸爸偷

羊，他就亲自去检举。”孔子说：“我

们乡里正直的人做法不一样：父亲

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这

其中自然就有正直了。”直代表真

诚而正直，互相隐瞒不就违背法治

了吗？不就变成为私情而伤害公

义了吗？很多人因此批评儒家没

有法治观念。孔子在这里并没有

说这是正直，他只说这其中有直。

上尊祖先，外及天下

人的社会结构从家庭开始，组

成一个部落，慢慢形成社会，最根

本的情感来自家庭。如果父亲偷

羊，儿子去检举，代表父子间不再

考虑家庭关系，只考虑社会上个人

的关系。这样一来，等于父亲与儿

子是两个个人、两个不相关的个

体，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所以父

亲犯了错，儿子去检举，完全没有

人情问题。没有人情问题，社会因

而趋于刻薄，后果非常危险。法家

在秦国实践之后，刻薄寡恩，在秦

始皇、秦二世后就结束统治了。一

个社会的崩解即从这种亲情的沦

丧开始。孔子并不是破坏法律，儒

家绝不破坏法律，他考虑的是人类

更根本的情感。

孟子经常推崇舜的为人，他的

学生桃应请教他：“如果舜的父亲

瞽叟杀人，舜会怎么处理？”这问题

很有代表性。舜是天子，天子的父

亲杀人，天子怎么办？这段对话记

录在《孟子·尽心上》，孟子说：“舜

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

逃，遵海滨而处，终身訢然，乐而忘

天下。”舜把丢弃天下看成像丢弃

破草鞋一样。他会偷偷地背着父

亲逃跑，沿着海边住下来，一辈子

开开心心，快乐得忘记天下。所以

儒家讲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绝对不是要破坏法律，而是强调人

与人之间情感的重要性，要与法律

分开来衡量。法律也有三等亲之

内做证的效力有限的惯例，六亲不

认是违背常理的。那么，儒家没有

缺点吗？哪个学派没有缺点呢？

但缺点有时候来自时代、社会的

因素，有时候来自理论体系的不

够圆满。儒家如果有缺点的话，

恐怕是时代的因素比较多，而不是

故意要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

系，并不是学习儒家之后就不再尊

重法律了。

孔子所说的“直在其中”的“直”

字，必须翻译成一个词：真诚而正

直。它兼顾两方面：第一，内心真

诚，直接表现出来；第二，外在的表

现要正直。如果只谈正直的话呢，

必定有人进一步问，正直的标准何

在？是谁规定的？为什么这样规

定？所以要强调真诚而正直。孔子

也说过：“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

而免。”（《论语·雍也》）意思是说，人

活在世间，原本应该真诚而正直；没

有真诚而正直，还能够活着，那是

靠着侥幸来免于灾祸。我在注解

时，忍不住说：世间靠运气的人何

其多啊！人能活着是靠真诚而正

直，否则活着不舒坦、很紧张，那不

也是一种遗憾吗？既然活着，就要

有人格尊严，言行尽量一致，与人

坦坦荡荡来往，才是真正作为万物

之灵的生命。

孔子教学生要孝顺，因为亲情

出于天性。有人问孔子何不参与政

治？孔子说：“《书》云：‘孝乎惟孝，

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

其为为政？”（《论语·为政》）他引用

《尚书》的一句话，说最重要的是孝

顺父母，友爱兄弟姊妹，再把孝与悌

的风气从家人到邻居间，慢慢推广

出去，这就是政治。将政治推给几

个领袖，说你们是领导者，要负责治

好天下，其实是不可能的。政是众

人之事，治是管理，要管理众人之

事，最好的方法是让每一个人管理

自己，每一个家管理自己的家，才有

可能天下太平。 （连载4）

现代人容易有心理问题和道德问题，究其根源，在很

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哲学问题，皆源于不明白人生的根本

道理。人生道理不明，遇事想不开，郁结于心，便成心理疾

患。人生道理不明，见利起贪心，失足于行，便成道德污

点。心理疾患害己，道德污点害人亦害己，可见明白人生

道理之重要，也可见哲学具有拯救作用。心理治疗和道德

劝诫都必须有哲学的内涵，如果没有，心理治疗只是治标，

道德劝诫只是说教。

在 500 强 外 企 任 高

管的女友，近几年事业处

于瓶颈期，与先生感情也

日趋平淡，去年儿子高中

毕业出国念书后，更觉得

都市生活空虚乏味面目

可憎。

“五一”时女友和先生

外出休假，回来碰上高速大

堵车便上了国道，其中有段

是盘山公路，发现路旁山谷

里半隐着个小山村，白墙黑

瓦像极吴冠中画里的乡村，

就拐了过去。那是个近乎

荒废的山村，年轻人都出去

打工了，只有老人和小孩留

守。村子周围种了很多橘

树，5 月正是橘花盛开之

时，柑橘类特有的清新爽冽

的香气令人心旷神怡。

女友突发奇想，如果

在这儿辟一座橘园，再改造

几幢老房子做民宿，岂不就

是现实版的桃花源般的田

园生活？……还许诺这民

宿以后就交给我来打理了。

我听了大笑，没放心

上，谁料想等到5月底，她

突然在微信里甩我一个短

视频，几台挖掘机正在披

荆斩棘。我实在佩服她的

行动力，但也很有疑问，橘

子树谁来种？老房子如何

改造？你俩的工作怎么

办？女友笑笑，说暂时先

雇人开辟橘园，改造民宿，

等橘园民宿成一定规模

后，他们再考虑辞职彻底

归隐田园。这段时间先租

了幢老宅子，请了位村妇

给工人做饭，然后夫妻俩

每逢周末就直奔小山村监

工。又盛情邀我去那儿避

暑，说这山村里的夏夜，别

说空调，连电风扇都不用，

凉快得不行。

还没等我动身去那儿

避暑，就出事了。上个周

末做饭的村妇请假，只有

她来给工人做饭，那种烧

柴的土灶，根本生不起火，

而且没有排油烟设备，那

个呛啊！她做完一顿饭，

就从优雅干练的女高管变

成了蓬头垢面的大妈了。

初夏，山村里蚊虫如狼似

虎，已经有所准备穿了长

裤长袖，喷了防蚊药水，

蚊虫还是无孔不入，咬得

小腿像赤豆棒冰，奇痒无

比！更恐怖的是晚上在

那儿留宿，先生半夜做梦

有蜈蚣爬到床上，于是伸

手想去抓蜈蚣，但白天干

活实在太累，迷迷糊糊又

睡着了，第二天清晨醒来，

肩头刺痛，床单上赫然有

几条蜈蚣爪子！夫妻俩

再也不管工人有没有饭

吃，开车狂奔回城里医院

处理伤口。

十多年前，去凯里的

西江千户苗寨，那时的西

江，还没那么多游客，傍晚

和几位旅伴坐在寨子对面

的一个山坡上，身边暮色四

起，寨子上空有淡淡的炊

烟，静谧安好得不似真实人

间。香港的M先生提了个

问题，如果给你们50万，必

须在这里生活2年，愿不愿

意？在十几年前，50 万还

是个较为可观的数目。

大家的第一个反应是

有没有网络，又想到寨子

里令人崩溃的卫浴设施，

就开始犹豫了。然后是吃

饭问题，别说这儿没有城

里 24 小时便利店里 24 小

时供应的简餐便当，就连

正儿八经的饭点也稀少，

当地小饭馆的服务也完全

是看老板的心情，早了没

开张，晚了没食材。还有

万一生病呢，从这儿到相

对医疗设备齐全的州医院

要颠簸上七八个小时。最

可怕的，是无聊，这种宁静

淡泊你来度假几天那是幸

福，天天如此恐怕就要抓

狂了。当然，如果是现在，

我还得考虑孩子的教育。

前几天，朋友让我帮

忙寄个邮政包裹到某村，

我说为什么不用快递，他

说快递最多只能到镇，到

不了村，所以只能用邮政

包裹。好吧，连快递都收

不了，还让人过日子吗？

女友更郁闷了，问我

她那半拉子橘园下一步怎

么办呢？我说要不你索性

改成田园生活体验中心

吧。那些看个乡村美好生

活网红帖就想辞职卖房去

山里种菜种地的都市厌倦

症患者们，可以先来你这个

体验中心生活几个月，如果

真的能适应并喜欢这种生

活，那再正儿八经地找个地

儿过田园生活，不然就乖乖

回城里，该干嘛干嘛。

那年，我 19 岁，在一家

工厂当工人。由于当时家里

住房拥挤，我就申请住在了

工厂的集体宿舍，一间房住

四个人，没有暖气，也无风

扇，当时还不知空调是何

物。宿舍里唯一用电的，只

有一个电灯泡，喝开水要到

挺远的厂区去提。那时候的

艰苦，现在的孩子无法想象。

那年快到“五一”了，同

室的工友告诉我，隔壁的闫

华快要结婚了，问我是否要

表示一下？闫华要长我四五

岁，是车工，比我进厂早了好

几年，我尊称他为闫师傅。

怎么表示呀？刚从校门进入

工厂的我一点社会经验也没

有，一时语塞，也没说出个所

以然来。然而过了几天，闫

师傅来到我们的宿舍，“安”

我们去喝他的喜酒，要去挺

远的他的老家矿区去喝，而

且要办好多桌。人家都亲自

登门邀请了，岂有不答应之

理？我们几位当即都表示一

定要前去祝贺捧场。

去喝喜酒总得有所表示

吧，我们就商量着每人拿两

元份子钱，当时我们的工资

每月才20元，两元在当时真

不少。第二天，我们 4 个人

凑 了 8 元 钱 ，给 闫 华 送 了

去。记得当时他特别高兴，

连声说谢谢！谢谢！过了几

天，我们每人都收到一张红

色的请柬。怕我们不认路，

闫华还专门联系了一位知道

他老家路线的工友，让我们

一起同行。

那个年代穷呀，谁也不

舍得坐汽车，再说班次也少，

不方便，唯一的交通选择就

是骑自行车。但多数工友都

没自行车，只有借，那时候的

自行车还挺精贵的，很多人

都还买不起。经八方寻找，

四处打听，好不容易才凑齐

了每人一辆自行车。

“五一”那天，风和日丽，

上午9点多，我们5位工友上

路了。说实话，大家都有点

兴奋，毕竟也算是一次出远

门呀，而且是去喝喜酒，大多

数人还都是第一次呢。一路

上我们有说有笑，互相追逐

嬉戏着，但也没觉着累，中午

时到了闫华的老家，

婚礼的议程我已记不

太清了，只记得我们几位工

友被安排在一起，喝得是 9

毛钱一斤的地瓜干酒，抽的

烟才 1 毛多 1 盒，菜有松花

蛋、猪头肉、花生米拌黄瓜、

小酥肉、萝卜丸子等等。虽

然今天看来这些菜只能算

作大排档的水平，但那个年

代当属佳肴美馔了。婚礼最

后，闫华和他的媳妇来给我

们敬酒，工友中有爱闹的，酒

酣耳热之际和闫嫂一番没大

没小的，当然闫嫂也颇有心

机，灌了我们每人一大杯，

大家都面红耳赤，个个像个

关公似的。

回程，地瓜干子酒有些

上头，我晕晕乎乎地蹬着车

子，几位工友也都蔫了，80多

里的路，我们足足骑了3个小

时。回到宿舍，晚饭也没吃，

我就迷糊过去了，太累了。

40多年过去了，闫师傅

早已调回了老家矿区，而我

也在许多年以后调离了工

厂，然而那场喜酒我始终没

有忘记。2 元钱的份子钱，

今天听来似乎是天方夜谭，

然而却印证着那个年代的清

苦窘迫。如今，再有机会和

闫师傅相聚，两元钱，怕是只

能买一瓶矿泉水，我们弟兄

两分着喝了。

人生如梦，我失眠；人生
如歌，我跑调。

案
情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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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4 月，上海警方查处了

一起假冒保险公司名义，通过信

函、短信、电话诱骗保险公司客户

退保转购理财产品，从而实施非

法集资犯罪的案件。

上海的林女士今年 66 岁，

2013 年她购买了新华人寿的理

财产品，年收益 2.5%，定期 5 年。

2016 年 4 月份，一个自称新华人

寿理财业务代表的人打来电话，

向其推销其它理财产品，这个业

务代表准确地说出了林女士在新

华人寿理财的相关信息，得到了

林女士信任。林女士夫妇决定到

该公司去实地咨询，进入公司立

刻发现他们并非是自己声称的新

华人寿，而是叫做上海捷量投资

管理的公司。林女士称，该公司

的业务员声称如果让他们帮助林

女士理财，年收益可以保证在8%

到10%之间。高额回报确实打动

了林女士，不过她的资金在银行

买了 5 年定期产品，该公司业务

员告诉林女士，可以提前退保。

本着试试的想法，林女士用

提前退保的2.5万元购买了上海

捷量投资管理公司1年期理财产

品，一年后林女士拿到了2.5万元

本金和承诺的 8%的利息。这让

林女士彻底相信了该公司，此后

她陆陆续续购买了该公司6个理

财产品，为了筹集现金，她甚至卖

掉了在外地的一套房产，在过去

一年内，她共投入了57万元购买

该公司理财产品。

警方调查发现，2015年2月至

今，上海捷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

过不法手段获得上海多家保险公

司的保单信息，公司业务员冒充保

险公司客服，随机拨打电话、发短

信联系保险公司投保客户，诱骗客

户提前退保，转而购买该公司非法

理财产品，并承诺年化8%至10%

不等、保本保息的固定收益。截至

案发，捷量公司共吸收8000余名

投资群众共计3亿余元资金，涉嫌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珍惜血汗钱 远离非法集资

假冒保险公司 实施非法集资案

作为保险消费者
如何防范非法集资风险？

警
方
支
招

一是不要与保险从业人员个人签订投

资理财协议，不要接收从业人员个人出具

的任何收据、欠条。二是不要轻易相信所

谓的高息“保险”、高息“理财”，不要被小礼

品打动，不要接收“先返息”之类的诱饵。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金融产品，购买保险过

程中要尽量做到“三查、两配合”，即通过保

险公司网站、客户热线或监管部门、行业协

会网站查人员、查产品、查单证，配合做好

转账缴费、配合做好回访。三是注意保护

个人信息，关注正规机构发布的保险广告

信息和非法集资风险提示，遇到涉嫌非法

集资行为及时举报。

同时，提示广大保险消费者如遇以下

情形的“理财”“保险”产品，务必提高警惕：

一是以“看广告、赚外快”“消费返利”为幌

子的；二是以境外投资股权、期权、外汇、贵

金融等为幌子的；三是以投资养老产业可

获高额回报或“免费”养老为幌子的；四是

以私募入股、合伙办企业为幌子，但不办理

企业工商注册登记的；五是以投资虚拟货

币、区块链等为幌子的；六是以“扶贫”“互

助”“慈善”等为幌子的；七是在街头、商场、

超市等发放广告传单的；八是以组织考察、

旅游、讲座等方式招揽老年群众的；九是

“投资、理财”公司、网站及服务器在境外

的；十是要求以现金方式向个人账户、境外

账户缴纳投资款的。

保险领域涉及非法集资案件特点：

主导型案件

指保险从业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或公司管理漏洞，假借保

险产品、保险合同或以保险公司名义实施集资诈骗。主要手

段有：犯罪分子虚构保险理财产品，或者在原有保险产品基础

上承诺额外利益，或者与消费者签订“代客理财协议”，吸收资

金；犯罪分子出具假保单，并在自购收据或公司作废收据上加

盖私刻的公章，甚至直接出具白条骗取资金。

参与型案件

指保险从业人员参与社会集资、民间借贷及代销非保险

金融产品。主要手段有：保险从业人员同时推介保险产品与

非保险金融产品，混淆两种产品性质；保险从业人员承诺非

保险金融产品以保险公司信誉为担保，保本且收益率较高；

诱导保险消费者退保或进行保单质押，获取现金购买非保险

金融产品。

被利用型案件

指不法机构假借保险公司信用，误导欺骗投资者，进行非

法集资。主要手段有：假借保险产品或保险公司名义开展虚假

宣传、将投保的险种偷换概念或夸大保险责任，宣称保险公司

为其产品提供担保或投资项目（财产）或资金安全由保险公司

保障，企图利用保险为其非法集资行为“增信”；不法机构谎称

与保险公司联合，虚构保险理财产品对外售卖，进行非法集资；

伪造保险协议，对外谎称保险公司为投资人提供信用履约保证

保险，同时以高息为诱饵开展P2P业务；不法机构和个人故意

歪曲金融实质，以金融创新为噱头，假借保险名义，以筹建相互

保险公司、获取高额投资收益为名吸引社会公众投资，或者以

“互助计划”、众筹等为幌子，借助保险名义进行宣传，涉嫌诱导

社会公众参与非法集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