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管子》乃先秦子書中頗具綜合性質的一部巨著，其中圍繞「國之四維」生發出來的豐富

倫理思想構成了貫穿全書始終的重要脈絡，也奠定了齊國完成「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霸業的

主要思想根基。本書即是以這本先秦子集為基本素材，借助古人的經典注疏和前輩時賢的研究

成果，從道德基礎問題、德性規範、政治倫理、經濟倫理以及修養教化等方面，對《管子》中

所蘊含的倫理思想作了較為系統的梳理和分析。本書首先分析了《管子》倫理思想的基礎問題，

包括「德為道之舍、法天合德、氣水相合而生德」的道德本源論、與三晉法家不盡相同的經驗

主義人性論以及「賢人出現、經濟先導」的社會條件倫；其後，介紹了《管子》倫理思想的核

心──德性規範，重點剖析禮、義、廉、恥等國之四維，另外還論述了仁、智、孝等德性；

《管子》倫理思想基本都是圍繞「強國」「富民」來展開的，故本書選取了政治和經濟領域來

剖析《管子》應用倫理學方面的思想；本書又對《管子》的修養教化問題進行了研究，包括「長

年、長心、長德」的個人修養功夫論以及小處著手、賞罰並舉的國家道德教化論兩個層

面；在結語部分，本書對於《管子》倫理思想的基本特徵和現代價值作了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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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金秋師生同收穫，《管子》研究結碩果 

──韓廣忠著《〈管子〉倫理思想研究》序 

蕭群忠 

 

 

 

金秋是收穫的季節，九月二日，在暑假即將結束，新的學年即將來臨之

際，我接到了 2010 年畢業的，由我指導的畢業博士生韓廣忠君的電子郵件，

他告訴我，由我推薦，經學術審查通過，出版社已經正式通知他，根據其博

士論文修改而成的《管子倫理思想研究》一書將由臺灣花木蘭文化出版社出

版，請求我為他的書寫篇序言，我懷著收穫的喜悅之情，滿口答應下來並承

諾很快給他。 

臺灣花木蘭文化出版社近兩年來推出了一套《中國倫理思想研究文叢》

叢書，旨在推廣出版大陸地區該領域的研究成果，邀請與我交往已經三十餘

年的同道好友，湖南師範大學倫理學研究所所長王澤應教授擔任叢書主編，

每輯大概出書五種左右，已經出了兩輯，大概十多種了，三年前畢業的博士

弟子歐陽輝純副教授的博士論文《傳統忠德研究》經他自己的努力，已經在

第二輯中出版了，反映我近八年（2006-2014）學術研究成果的論文集《倫理

與傳統論集》也忝列第三輯，按計劃是九月份就可見書了。在與出版社交往

過程中，他們又檢索出我指導的學生論文名單，要我推薦出版。我就推薦了

2010 級畢業的兩位博士的論文：一是韓廣忠的《管子倫理思想研究》，二是霍

國棟的《傳統義德研究》，結果都通過了學術審查，均要在這套叢書出版。雖

說是專題性的叢書，但在十餘種中，師生能有四本同時出版，也算是學林佳

話之一。 

這不由得使我想簡單回顧一下自己的研究生教學生涯，愚自 2003 年在中

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擔任博士生導師以來，已經畢業的博士有 10 位，在學的還

有 6 位，這十多年來，大多是每年招一名，一年招兩名的並不多，唯有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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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這一年，三名報考男生並均上線的都是報我的，由於最多只能招兩名，只

好把另一位轉給了別的導師帶，這位博士早在兩年多前就已經破格晉升為雲

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哲學所副所長。而另外兩名就是廣忠和國棟，他們

在校時，又雙雙獲得優秀研究生，這在一個導師名下也是很少見的，當然，

這與我並無多大關係，主要是學生自己優秀，但想起這些事來，作為為人師

者，總還是會產生孟子所言的君子三樂之一：「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不亦樂

乎？」畢業的十名博士，從事教職和學術研究的三位弟子的博士論文都已經

在大陸公開出版，都由我作了序言。為學生的論文出版作序，是一件令人快

樂的事。而廣忠和國棟，兩人畢業後都不曾服務於教學研究單位，因此，論

文出版也就不那麼急。其實，當年他們的論文寫的都還是不錯的。當出版社

讓我推薦時，我首先考慮的是學術標準，當然也考慮到了他們兩個的論文還

未在大陸出版，這是兩全其美的事。記得當年他們的論文答辯時，我作為導

師覺得也不錯，但並未覺得了不起，但答辯主席、中國倫理學會前會長、中

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陳瑛先生（也是我研究生時期的授課業師）對兩

篇論文都給予了真誠的高度評價，他說這兩篇論文體現出人大近年來博士生

培養水平的提高，我只是把此當作老師對我和徒孫的鼓勵吧！ 

想起與廣忠的師生交誼，令人感到溫馨。廣忠是山東人，大學本是一位

學韓語的，畢業後在山東一家大型煤礦企業工作，在此單位工作期間認識其

妻，結婚成家，兩人都是有志青年，不甘心在礦山工作一輩子，決心考研，

媳婦考上了中國政法大學的法學研究生，廣忠則考上了南京大學的研究生，

其妻在學期間，認識了周紀蘭教授，她曾經是倫理學界的前輩、我的婚姻介

紹人，經過周老師的介紹，夫妻倆來拜訪我，表達了要報考我的博士的意願。

實際上提前聯繫導師是很正常的事，在人大招生過程中，還主要是依賴自己

考試的成績，考完試後，廣忠本身考的也不錯，位居國棟之後，居第二，招

兩名自然也就上了。 

廣忠父親是一位大夫，英年早逝，廣忠具有山東人身上所具有的厚道，

兒時經歷使這個帥小夥又多了幾分做事的認真、細心。其實，這一屆學生（廣

忠與國棟），他們倆都是學外語的，但經過自己的努力，論文寫的還都不錯，

由此看所謂科班出身之說並不是絕對的。兩人的人品都是很不錯的。這裏只

說一件事：兩兄弟在求職時，曾經一起去廣忠現在的就職單位面試，說老實

話，我還以為勝出的是國棟，國棟為人做事也是非常不錯，又是研究生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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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老師們普遍反映良好，是人見人愛的。可是通過幾輪筆試和面試，最後

勝出的是廣忠。他們回來都曾向我報告，說面試官有一道考題，就是問你如

何評價師兄弟對方？兩人是就業機會的競爭者，但兩人都是說對方的好話，

聽了這些，說老實話，我比他們今天出版博士論文還高興。學習倫理學的人，

不能僅是學知識，還要學做人。 

廣忠在學期間自己學習很努力，是響鼓不用重棰敲，要得優秀研究生獎，

肯定學業成績要好，除了學習專業知識外，他在校期間就還曾應譯林出版社

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之約，翻譯出版了兩本科技哲學方面的著作，看來，

不僅是韓語好，而且英語也很不錯。他除了學習外，也隨我參加一些學術活

動，記得我 2009 年被韓國聖山孝大學院大學授予孝學名譽博士學位，並受邀

與時任校長助理、哲學院院長郝立新教授赴韓參加授予儀式時，由廣忠擔任

韓語翻譯，做事得體、翻譯到位，很好的完成了任務，經過學術交流，帶回

了很多韓國孝道研究和立法方面的資料，我指導他撰寫了介紹分析韓國弘孝

運動的學術論文，刊發在《道德與文明》雜誌上。記得還有一次帶他去湖北

孝感參加孝道學術會議，他不僅陪同左右，也撰寫了論文並在大會上做專題

演講，演講前一天提前練習到深夜的那股認真勁至今還留在我的腦海中，以

至於演講時做到了既入理三分又聲情並茂，獲得與會學者一致好評。總之，

為師者對於學生，只要他學習好，做人好，做事好，就不由得生出幾分喜歡，

這是一種很自然的情感。唯一感到有點遺憾的是廣忠沒有服務於教學科研單

位，本來他當時就業時找到了中國青年政治學院，試講獲得了第一名，但該

單位簽約比較慢，他有點擔心，由於他妻子已經在北京就業，因此，他肯定

是要在北京找工作的，當時他又應聘成功的這家中央企業催促簽約，於是就

急急簽了這家企業，不過，這也只是我的想法，他沒有走學術道路，未必不

幸福，唯願我的弟子人生幸福！ 

廣忠選擇《管子》倫理思想研究作為博士論文，是他自己的選題，他當

時給我說，他碩士論文就是寫的《管子》的經濟倫理思想，想在博士時期全

面研究《管子》的倫理思想。我想，不管怎麼說，《管子》在中國文化史上是

一個重要的文本，其思想也比較全面綜合，另外，在當時，專門研究《管子》

倫理思想的博士學位論文和專著並不多見甚至可以說是沒有，加之又是在碩

士階段基礎上繼續做，這樣文獻也比較熟，因此，我就同意了。我對《管子》

本身研究不多，與他討論提綱，只能是從邏輯架構、思想概括方面給他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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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廣忠思維清晰，讀書紮實，博士論文下了很大功夫，論文質量還是不

錯的。並且從倫理思想的視角與維度，對《管子》倫理思想進行了系統全面

疏理，也在學術建設方面具有填補空白的作用。 

《管子》的倫理思想在歷史與現實生活中影響深遠，比如，其國之「四

維」即禮義廉恥的思想在宋代就是所謂的「八德」即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

重要內容，國民黨及其民國政府又曾將孫中山提出的新八德「忠孝仁愛、信

義和平」加上「禮義廉恥」成為「四維八德」，是他們長期弘揚的核心價值觀

與道德觀。其「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的思想，由於其強

調精神文明對物質文明的依賴作用，在改革開放的這三十多年裏，也經常被

提及，當然思想史上也曾有人（比如王夫之）對這個命題提出過批評。管子

不僅是一位思想家，而且是一位實際執政者，因此，他的治道理論堅持德法

並重，這種思想平實而科學，對於我們今天正確處理德治與法治的關係也深

有啟發。因此，《〈管子〉倫理思想研究》一書的出版對於我們繼承弘揚傳統

倫理思想，實現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並進而對當代中國文化建設與道

德建設是會有所助益的，是有價值的，有意義的，因此，我祝賀該書出版並

希望讀者們能夠喜歡，是為序！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蕭群忠 

2015 年 9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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