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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谷李珥的实践指向型道学精神与教育政策 
 

 

李天承 

韩国成均馆大学 

 

1. 绪论 

 

当主导南宋时代全新社会文化的朱子学学者们被赋予‘道学’这一美名时，他们就成了被划

分为‘伪学’的危险人物。与中央政府的权利相比，他们更加致力于通过教育去引导地方自发性

共同体的实践。但要使朝廷接受新儒学的观点，甚至将其融入到制度中去，则需要更多努力

与时间。143道学者们激进的改革价值观促使他们试图在当代现实中切实实践儒学真理，当然，

这在韩国也不例外。支撑王权与官学派（或勳旧派）势力、制度的逻辑原理与宣称公正的社

会必须以自发性道德为基础的士林派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与冲突。 

朝鲜在实现儒学化的过程中，官学派与世林派之间的激烈矛盾与对立导致了 16 世纪士

林派大举肃清的四次‘士祸’，后来，主导政权的士林内部矛盾又导致了‘党争’。不同于直接、

间接受到士祸影响的退溪李滉（1501-1570），本文所关注的栗谷李珥（1536-1584）则活

动于士林派内部理论矛盾尖锐对立的时代。身为学者、官吏的栗谷充满着坚定的意志，试图

以‘道学’的实践精神将当代社会改变为儒教的理想社会。虽然是栗谷将以道德性自我省察为基

础的社会实践理论化，并发展为‘道学’，但这些精神却是他尊敬的、以静庵赵光祖为首的 16

世纪士林们的精神遗产。他们所追求的修己与治人精神虽是每个儒学者的共同价值，但却由

于时代状况与个人取向的不同，在实际运用中具有一定的差异。 

栗谷作为中央政界的高位官员，具有丰富的参与政治一线的经验，以此为基础，他积极

地支持有能力的人参与政治活动。他极力主张，儒教（性理学）秩序的确定除了进行道德心

的修养，还需要进行社会制度体系的构建。但是他这种重视社会制度与运营的观点，绝对没

有忘记朝鲜初期的官学派由于仅满足于制度，从而渐渐陷入排他性的权威主义的不良现象。

所以，他甚至无法接受士林派不能理解国家政治运营的统治技术或具体政策的局限性。合理

制度的完善与兼备道德性的实践中，坚持遵守常经与‘变通’相结合，追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44 

本论文将思考把教化与民生安全作为王道政治重要支柱的儒学者们的关心事，并考察通

过栗谷的教育政策所体现出的道学者的实践指向型态度。栗谷在《学校模范》等中，提出了在

                                           

143 Peter K. Bol著, 金永民 译,《历史中的性理学》, 艺文书院,2010，p27。 

144 朴忠锡，《韩国政治思想史》，三英社，1982，p4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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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中寻求贯通修己治人的根本力量，改变书生的气象，即追求‘丕变士风’的教育政策。栗谷

对于当前教育弊害的诊断、追求方向以及对此的具体对策都非常综合、系统。 

通常，以性理学为基础的道学者倾向于以书院为中心的私学。这是因为，与为了准备科

举考试相比，书院更侧重于道德修养和对道统的自律性继承。但栗谷的教育政策不仅关注书

院或精舍，甚至对全国范围内提出的统一标准，即官学制度的改善也表现出广泛的关心。同

时，他还主张，以自我修养为目标的教育在科举考试的准备过程中，一定不会成为妨害因素。

士林们虽都以朱子学为基础，有共同分母，但政府主导的官学与单独进行的私学的教课目标

和行政体制却会由于地域或运营体制的不同，伴随着微妙的差异。道学作为促使公教育正常

化的基础，栗谷立足于道学、注重实践的姿态有望成为反思当今缺乏追求自我与他我共存的

教育现状的契机。栗谷把道学的实践精神作为包括教育在内的一切国家社会政策之基础，接

下来，将首先考察这一实践精神。 

 

 

2. 栗谷的实践性道学精神与务实的社会职责 

 

在韩国，被称为朱子学或者性理学的朱子思想及与其有紧密关系的思想都收录于《宋史》

中‘道学’的部分。所谓的‘道学’是一个与‘儒林传’不同种类的用语。当然，就重视‘道’这一方面，

称朱子学为‘道学’是妥当的。另外，由于重视‘理’，所以称为‘理学’；它还用性即理这一命题将

理气论和人性论统一起来，所有又称之为‘性理学’。但到了唐代，有学者们批判说，道学具有

继承古代圣贤的思想，复兴或传承儒学真理的特殊目的。即，在朱熹的反对者看来，道学是

企图推翻朝廷的‘伪学’。145即使是在代表性人物---朱熹去世的 1200 年，朝廷仍未改变将其

视为伪学的看法。到 1212 年，才开始允许在官学中向学生教授朱子关于《论语》、《孟子》的

注释。直到 1241 年，朝廷才允许由朱熹代替王安石配享于孔庙。146 

道学是一个讲求理论与实践并行的用语。根据为实现‘道’而不懈努力的人物的

道统来看，他们试图在所处的现实中实现自身的生活姿态。在栗谷的代表著述《圣学

辑要》 的末篇 --- ‘ 圣贤道统’ 中， 收录了中国与朝鲜道统论的整体趋势。
147即由郑梦周→金宏弼（1431-1492）→赵光祖（1482-1519）构成的道统系谱。 

 

                                           

145田浩着， 姜长苏译，《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虽然《宋史》用

‘道学’来表彰朱熹及有关思想家，而中国这一时期的第一部断代学术史『宋元学案』却批评了‘道学’一词的随意

和武断。” 

146 Peter K. Bol著, 金永民 译,《历史中的性理学》, 艺文书院,2010，p349∼352。朝廷的接受与认识变化意味

着新儒学对士进行以道德为中心的教育，以及他们成为社会中心并努力改善地方社会条件的逐步成功。 

147关于栗谷道统论的有关论议，参考李东峻的《栗谷的社会思想与道学精神》（《栗谷思想研究》19 辑，栗谷

学会，2009）与李基镛的《栗谷的道学与社会改革》（《栗谷思想研究》21 辑，栗谷学会，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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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理学无传，前朝郑梦周始发其端，而规矩不精，我朝金宏弼接其绪，而犹未大着。及光

祖倡道，学者翕然推尊之，今之知有性理之学者，光祖之力也。148 

 

在道学的系谱中，栗谷将高丽末的圃隐郑梦周看做理学的发端，评价他是具有

儒学者气象的人物，但也认为由于学问上的成就不高，所以他只不过为忠臣而已。
149 另外，与以岭南地区为中心，开展性理学的社会运动，并被奉为士林派泰斗的占

毕斋金宗直相比，他更关注他的弟子---

特别强调《小学》的寒暄堂金宏弼。寒暄堂作为在性理学规范的实践层面重视实践躬

行的早期士林派人物，似乎十分重视继而由整庵赵光祖组成的道统脉络。 

栗谷非常关注为实现王道政治，即为实现至治而献身的整庵。以整庵为代表的

新进士大夫在中央政界的登场，将焦点聚集在纯正儒学的社会实践中。为了消除全

社会中的非性理学要素，新进士大夫急剧地推进包括贤良科在内的各种政策，但由

于官学派的反击，最终一时没落了。后来，称为己卯士林的人士进行自我牺牲，这

导致了性理学改革运动的退步与知识分子的萎缩。但他们以性理学为基础的社会改

革精神却带来了16世纪中期以后士林派的复活。同时，作为改革主体的士林们自我

反省，认为自身性理学学问的基础十分薄弱，就像退溪和栗谷一样，这奠定了他们

对性理学深入研究的基础。栗谷认为，整庵之所失败是由于他的经世致用不够彻底

，以及不能够循序渐进的过激的性格。 150 这为后来调和矛盾激化了的党争，以及作

为经世致用的合理方案，侧重利用国家的公共机构对制度进行完善提供了宝贵经验

。另外，栗谷在道学的系谱图中并未提及退溪，这一点也是比较特殊的。这样的视

角把经世济民的实践能力也包括在道学的范围之内，这是由于儒者对实现主体具有

的不同使命感。 

栗谷在道学中并未揭示王道政治无法实现的原因，而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未能

付诸实践，他对道学做了如下定义。 

 

夫道学者，格致以明乎善，诚正以修其身，蕴诸躬则为天德，施之政则为王道。彼读书者，格致

中一事耳。读书而无实践者，何异于鹦鹉之能言耶？如梁元帝读书万卷，竟为魏俘，此亦可谓道学乎

？
151

 

                                           

148《栗谷全书》28 卷‘经筵日记’。 

149《栗谷全书》卷 15，《东湖问答》‘论东方道学不行‘：“丽末，郑梦周稍有儒者气象，亦未能成就其学，迹其

行事，不过为忠臣而已。” 

150《栗谷全书》卷 15，《东湖问答》‘论我朝古道不复’：“惜！夫光祖之出也太早，致用之学，尙未大成。共事

之人，固多忠贤而好名之士未免杂进。论议太锐，作事无渐，不以格君为本，徒以文具为先。” 

151《栗谷全书》卷 15，《东湖问答》‘论君臣相得之难’。关于‘道学’之所以成为形式上的名目，说明如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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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谷认为，所谓的道学是指培养以修己为目的的格物与诚意正心的姿态，并将

此心扩大到社会实践中去。即包括修己和治人两个领域的状态。这并不单纯止于读

书的层次。不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实践只不过是模仿而已。栗谷说：“择其穷理

正心，以道出处者，目之以道学”。 152 另外，他还说，能够准确地认识之后，试图

付诸实践的人物，即从事道学的儒者才是‘真儒’。 

 

夫所谓真儒者，进则行道于一时，使斯民有熙皥之乐；退则垂教于万世，使学者得大寐之醒。进

而无道可行，退而无教可垂，则虽谓之真儒，吾不信也。
153 

 

栗谷认为，把修己与治人付诸实践的真正的儒者，即真儒看做真正的道学者。

儒学者的角色不仅仅是修己或者治人，尤其不是修己。试图努力经世济民不是退而

自守，而是与百姓共同探索共同体秩序的兼善的过程。即使由于政治现实原因，退

而进行自我净化，也是迫不得已的状况。 154 栗谷即使了解退溪的学问与趣向，也不

轻易认同他试图从复杂的现实政治中渐渐隐退的态度155，也是出于这一的原因。 

是否是想按照道学精神来生活的真儒，其判断标准是实践的力量。虽然可能会

有众多的对策方案，但为了验证其效果，必须看其是否致力于实质性的问题中。 

 
终朝设食，不得一饱，空言无实，岂能济事？今夫经席之上，章奏之闲，非无嘉谋谠论，足以治

国，而未见一弊之革，一策之施者，只是不务实效故也。今我主上，必欲求治，以复古道，则当务实

效，不事文具。如欲格物致知，则或读书而思其义理，或临事而思其是非，或讲论人物而辨其邪正。
156 
 

                                                                                                                            

学之名非古也。古之为士者，入则孝，出则弟，仕则以道事君，不合则奉身而退。如此者谓之善，不如此者

谓之恶，不以道学别立名目。及其世降道衰，圣贤之统不传，恶者固不足道矣，虽所谓善者，亦徒知孝友忠

信，而不知进退之义性情之蕴，往往行不着习不察。于是，择其穷理正心，以道出处者，目之以道学，道学

之立名，衰世之所不得已也。此名旣立，奸人或指而斥之，反使不容于世，吁可悲矣。呜呼！道学之名，旣

出于衰世，而世尤降俗又下，则又以能读经著书者，目为道学，其于心性工夫，出处大节，有不暇恤者，尤

见世道之变也。”(《栗谷全书》卷 28 23 版‘经筵日记’) 

152《栗谷全书》卷 28，《经筵日记》。 

153《栗谷全书》卷 15，《东湖问答》‘论东方道学不行’。 

154《栗谷全书》卷 15，‘论臣道’：“士之兼善，固其志也，退而自守，夫岂本心欤？时有遇不遇耳。进而兼善

者。” 

155《栗谷全书》‘上退溪先生’。栗谷劝已经处在精神中心的退溪说，即使仅处在汉阳，其存在意义也是显而易

见的，这不是官吏们随心所欲能做到的。但是一方面也是在为苦闷于进退的退溪进行辩护。《栗谷全书》卷

28《经筵日记》：“礼曹判书李滉，解官归乡，滉累辞以病，乃许递职. ……盖滉学问精详，人以大儒目之，望

其辅幼主致太平，而滉自谓无经济才，故难进易退如此。” 

156《栗谷全书》卷 15，《东湖问答》‘论务实为修己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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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实力行的精神很好的展示了栗谷重视实践的思维。特别地，栗谷强调说，‘务

实’精神是相当于国家心脏的君主进行修身的关键。157栗谷为了能够使每件事取得实

效，强调站在政治顶端之君子的实践工夫。他的这种态度不仅是政治上的基本思维

，也贯穿于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 

强调自我的道德修养与关心他人的修己、治人是性理学者的共同点。但就栗谷

的统治论而言，从原理上，在修身的延长线上认同治人；然而，在有统治能力的情

况下，也赋予了治人本身以重要意义。例如，如果说具备了一定的条件，那么统治

者即使不先修身，也能够治国平天下。退溪认为统治是统治者修身的自然结果，而

栗谷与此不同，他认为必须进行具体的政治实践 158 。当然，栗谷不仅提出了一成不

变的常道，还提供了根据具体情况随时变通的可能性。 

 
古圣人旣没，则必有圣人者，代苙天下，随时变通，使民不穷，而其所谓因人心本天理者，则未

尝少变。不变者，天地之常经也，变通者，古今之通谊也。
159 

 

栗谷提出的变通的方式不是以权谋术数谋求功利或者私利的霸道。在承认天理

内在性的同时，还需要在既定的现实中积极地引导变化。由于最初具有纯善的本来

面貌，因此积极承认气质变化的可能性，这可以理解成是对变化的具体决断的强调

。换作性理学用语来说，根据是否努力促进气质的变化，人心可以实现向道心的道

德性升华；相反，如果困于私欲，道心也会沦落为人心。 160 如此，由于人心和道心

在变化中相互倚扶，因此，丝毫不能忽略修己治人的努力，应当积极引导向道心的

变化。 

那么，不仅满足于修己，还努力将其与治人连接起来，这始于何处？就像‘家和

万事兴’一样，修己与治人是自然而然就联系起来的吗？教育是培养关心自己与他人

，达成共感，即社会性与道德性的源泉。而儒学中，重视民生与其他核心领域的教

化也是出于这样的原因。 

                                           

157《栗谷全书》卷 15，《东湖问答》‘论务实为修己之要’：“如欲敎化，则先躬行以兴其仁让，恢公道以振其纪

纲，别淑慝以变其风俗，励廉耻以作其士气，崇道学以定其趋向？明祀典以改其烦渎，以致神格于上，民应

于下，三纲立而九畴叙，以尽其敎化之实，主上务实之功。苟至于此，则天心悦豫，和气充塞，灾沴消灭，

庆祥叠至矣。呜呼！东方亿万年无疆之休，其在主上之务实欤？” 

158朴忠锡，《韩国政治思想史》，三英社，1982，p44。 
159

 《栗谷全書》卷26，《聖學輯要》。 

160《栗谷全书》卷 10 ‘答成浩原’：“人心道心，俱是气发，而气有顺乎本然之理者，则气亦是本然之气也。

故理乘其本然之气而为道心焉；气有变乎本然之理者，则亦变乎本然之气也。故理亦乘其所变之气而为人

心。……气之听命与否，皆气之所为也，理则无为也，不可谓互有发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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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丕变士风’为目的的务实教育政策 
 

1） 作为官学教育指针的《学校模范》 

 

栗谷关于教育的著述除了他的代表作《圣学辑要》以外，还主要有《击蒙要诀》、《学

校模范》、《隐屏静舍学规》、《文献书院学规》等。又根据教育对象的不同，分为以君主

的学习内容为主的《圣学辑要》，致力于两班士大夫的一般公共教育的《击蒙要诀》、《学

校模范》，以及在黄海岛居住时完成的关于私学，即关于书院教育方面的《隐屏静舍学规》、

《文献书院学规》。当然，像他 34 岁时所著的《东湖问答》那样，广泛陈述其现实政治改

革抱负的政治改革书中也包含了教育问题。但栗谷去世前 2 年，即 1582 年（47 岁）担

任大司宪时，完成了《学校模范》（或者在此 5 年前，即他 42 岁时著述的《击蒙要诀》），

这概括性地揭示了栗谷长期作为学者、官僚活动于中央政治时期的教育观。 

《学校模范》的制定，以为包括成均馆在内的私学、乡校的正常运行提供方案为目的。

继 16 个教育条目以后的‘择师养士’规范，是经过与三公的论议之后上呈给国王的，所以

不可将其看做是栗谷一个人的意见。即，是官学的国家教育大计。《经过大典》作为朝鲜

开国与国家运行的基本指针，其中包括了关于成均馆、乡校的设置与运营的规定；在地

方，也随着私学教育机关的活跃，带来了以朱子学为基础的儒学在社会上的扩散。截止

到 16 世纪的后期，整个教育由以首尔的成均馆和地方的乡校为中心的官学主导。但以朱

子学为根基的儒学学习还未系统形成具体的教育过程或者关于教育的具体指针。因此，

栗谷的《学校模范》或者代表官学的教育指针具有重大意义。栗谷的教育论，与私学相比，

更加注重官学，即更加注重在中央政法中实施的国家教育，这与强调私学、即书院教育

的退溪的政治观与学问倾向大为不同。161 

关于《学校模范》的构成与具体内容，在教育学、历史、哲学等领域，已经进行了诸

多研究，所以在此将简单论述论议的展开。尤其是金景浩（Kim Gyeong Ho）教授的《<

学校模范>中出现的栗谷教育思想》中，从《学校模范》的主要内容与当今教育哲学的观点，

详细地整理并阐明了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以及赏罚规定的意义，具有参考价

值。162 

栗谷在《学校模范》的开头，陈述了教育（著述）的目的，即，使人们认识到教化的

                                           

161根据郑豪薰的《16 世纪末栗谷李珥的教育论》（《韩国思想史学》25 辑，2005），中央与地方的政治思维

差异也影响到了退溪和栗谷的教育观。即，退溪具有彻底的地方性思维，非常关注乡村士大夫的自律性运营。

另外，作为学习与传授性理学的空间，与乡校相比，退溪更重视书院。相反，栗谷则更侧重中央集权思考，

具有更加重视公权之力量的倾向。自然，栗谷虽然也认可乡村士大夫的自律性，但实际上，他主张这种自律

性必须通过公权来聚敛与实现。 

162金景浩（Kim Gyeong Ho），《<学校模范>中出现的栗谷教育思想》 ，《栗谷思想研究》6 辑，栗谷学会，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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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当者---师道的作用以及振作士风，其内容如下。 

 

天生蒸民，有物有则，秉彝懿德，人孰不禀！只缘师道废绝，敎化不明，无以振起作成。故

士习偸薄，良心梏亡，只尙浮名，不务实行，以致上之朝廷乏士，天职多旷，下之风俗日败，伦

纪斁丧，念及于此，诚可寒心。今将一洗旧染，丕变士风，旣尽择士敎诲之道，而略仿圣贤谟训，

撰成「学校模范」，使多士以为饬躬制事之规凡十六条，为弟子者，固当遵行，而为师者，尤宜先

以此正厥身，以尽表率之道。
163

 

 

栗谷的教育哲学立足于人性普遍是纯善的。认为通过教育，可以实现教化，使人去

感悟自天所禀赋的德性。而这种教育的直接责任在于正确的师生之道。栗谷诊断说，师

道不正，就会导致士习粗苯，徒有虚名，不务实事的恶习。因此，为了实现对被教育者

的教化，首先要强调老师的作用。“为弟子者，固当遵行，而为师者，尤宜先以此正厥身，

以尽表率之道”。并且，为了改善担任训导角色的老师的处境，提出了对制度的改善。164

这是因为我们无法向难以免受疲倦与饥饿的训导者提出对教育热情、为教育献身的要求。

栗谷认为一切事情都要具备其合理的制度的信念也完整地反映到了教育中。 

栗谷强调师生与弟子的相互作用，尤其是发挥主导教育的老师的作用。这一构图与

栗谷的现实政治改革书---《东湖问答》165中，首先论述了君主的治世之道，谈完大臣之道

之后，又讨论君臣相见之难的构造相同。他追求君主与臣子合一的政治，而不是任何一

方独占的政治。正如为了实现公正的社会而强调君臣的共同责任一样，在教育中，师徒

的关系也不能偏重其中一方。相反，作为师表，也更加关注老师的资质。 

由 16 条构成的《学校模范》的主要内容，概括如下。166
 

 

○立志：学者以成圣、谋其世界的和平为目标 

○ 检身：抛弃旧习，以九容的姿态拘检自身，做到日常中符合礼仪 

○ 读书：通过阶段性的读书进行讲学，同时培养具有道德性的心性 

○ 慎言：有助于学问的诚实、慎重的语言习惯 

○ 存心：注重不流于物欲的原有道德心的发现 

○ 事亲：孝道作为一切行为的根本，努力将其付诸于日常实践中 

○ 事师：老师作为真理的传授者，对他们持有恭敬之心 

                                           

163《栗谷全书》卷15，《学校模范》 。 

164《栗谷全书》卷 15，《东湖问答》：“今者，以训导为至贱之任，必得贫困无资者而授其位，使免其饥寒，为

训导者，亦徒知侵渔校生以自肥而已。夫孰知敎诲之为何事耶？如是而欲望作成人才，何异于缘木而求鱼

耶？”另外，为了能够感受到作为老师的精神上的自负心，还进行如下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使命之行，待之

以礼，不入鄕校，则不使祗迎。除儒生试讲之外，凡公会并不来参，使训导持身自重，勉励学者。然后每年

监司亲临，考其成续。但试儒生，不试训导。（出处同上） 

165参考李珥著，安巍纯译，《东湖问答》，书世界，2013。 
166

 参考《栗谷全书》卷15，《学校模范》p3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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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友：作为辅仁的同伴，与朋友交往时，相互劝勉，竭尽信义 

○ 居家：努力维持家庭的和睦以实现正家 

○ 接人：帮助邻居，努力发扬良好的风俗 

○应举：虽然以道学为目标，但如果是忠君报国的姿态，即使参加科举也无妨 

○ 守义：将区分‘义’与‘利’看做重中之重 

○ 尚忠：以忠诚之心树立义理，通过礼学培养忠厚之气质 

○ 笃敬：以笃实恭敬之姿态追求实学 

○ 居学：在学宫（成均馆）中的踏实的生活姿态 

○ 读法：每月朔望聚于学堂，讲习《学校模范》并进行反省 

 

从整体上看，如果说‘立志’到‘笃敬’这14条目说的是学习的心之姿态与具体内容，那么，

最后2条---居学、读法则与学校的运营有关。即，前半部分提出了由个人的修身工夫扩大到家

庭、邻居的伦理实践、科举应试、社会正义的实现等方面，作为学者的姿态。尤其要注目的

是对作为担任政府官僚出发点的科举学习进行了积极肯定。修身-齐家-治国这一社会伦理扩

张的构图作为教育理念，备受标榜。后半部分提出了维持学校运营的制度规范，另外添加了

附录—‘择师养士之规’，实现了进一步具体化。这是官学为了实现教育行政的体系化而提出的，

由以下10个细目构成。167 

 

○就学问与德性而言，推荐能够成为师表的人并选定必要的人员 

○成为师表的教授，作为校官或者训导的资格标准 

○校官的任用标准及一般的任用标准 

○校官任用标准的完善 

○对待任用教授的礼仪与薪俸标准 

○按照入学程序进行学生选拔及学校生活 

○关于定员、供饭等学校行政事务等诸多问题 

○保证学生一心专注于学习的措施 

○对中央各级学校的奖学指导 

○对科举考试资格的审核 

 

正如栗谷提出的‘教师的任用与学生教育的规定’，在学校行政的细目中，前五个条

目是关于教授任用与运用的内容，后五个条目则以作为被教育者的学生的事务的运营为

主要内容。通过这样的学校行政细则，我们能够明确栗谷试图实现学校教育体系化与

‘公教育’正常化168的立场。 

                                           

167赵南国，《栗谷学校模范的构造与哲学的性格》 ，《国民伦理研究》22 辑。 

168郑豪薰，《16 世纪末栗谷李珥的教育论》，《韩国思想史学》25 辑，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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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见，栗谷提出了包括学习的心之姿态与学校行政在内的一般教育的整体教育

政策。其中，‘立志’常常在栗谷关于教育的所有主张 169 的最前端出现，而在《学校模范》

中的内容最为具体。 

 

（一曰立志）谓学者先须立志，以道自任。道非高远，人自不行。万善备我，不待他求，莫

更迟疑等待，莫更畏难趦趄，直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标

的。退托自画之念，姑息自恕之习，不可毫发萌于胸次。至于毁誉荣辱利害祸福，一切不动其心，

奋发策励，必要作圣人而后已。 

 

栗谷的所有与教育有关的著书中，无一例外，都包括‘立志’，是为了强调教育不仅仅是为

了自己自身这一观点。即，认为建立理想共同体的满腹热情不单纯是靠多读书取得的。对儒

学，尤其是对性理学家们而言，所谓的学习是指拥有为天地、为百姓及为万世太平的心。另

外，这样的学习就是对所面临的日常事务的实践，所以栗谷并不特别强调官学与私学的区分

。 

 

2）通过私学进行的自我修养 

 

栗谷通过官学完善人才养成与教育行政制度，是具有实现儒教理想社会之心的表现。他

的这种精神不仅见于公式的国家教育机关，也同样见于《隐屏精舍学规》、《文献书院学规》等

维持私学安定的学规中。因为以道德政治为理想的士林已成为政治运行的主体势力，所以栗

谷在学校教育中，对官学与私学不进行特别的区分。将私学与官学进行比较，私学作为培养

自发性道德心场所的性质更强，就此，列举以下几点。 

 

○关于入斋资格，只要是志于学问的人，通过一定的审查后，皆允许入斋 

○为了维持内部纪律，设置堂长、掌议、有司、直月等，有组织的运行（书院中设

掌议和院监各两名） 

○每月朔望，所有斋生聚于文庙，进行焚香祭拜 

○衣食住及周围整理等日常生活中的实践伦理 

○养成良好的语言习惯，维持充实的人际关系的同时，埋头于学习 

○对学规进行正规的核查，提出违背规则时的退斋条件 

 

栗谷提出的教育目标或内容，与朱子的‘白鹿洞书院’学规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只是朱子的

时代是复兴长期处于废墟状态的书院 170 的开始，而栗谷的时代则是士林活跃，势力强势，党

                                           

169栗谷所著的大众教养书---《击蒙要诀》的第一部分也是立足于立志的重要性。“初学，先须立志，必以圣人

自期，不可有一毫自小退托之念。盖众人与圣人，其本性则一也，虽气质不能无淸浊粹驳之异，而苟能眞知

实践去其旧染，而复其性初，则不增毫末，而万善具足矣。众人岂可不以圣人自期乎？” 

170朱子于 1150 年再次复兴废墟了的江西南康白鹿洞书院，并发表了公告文。在此，他灵活引用儒教文本的



2015 栗谷学北京论坛 

 

- 83 - 

 

派的理解差异渐渐出现的时代。栗谷所提出的书院学规与官学不同，并没有明确提出老师的

条件与待遇，仅提出了维持道德生活的大概框架。但却相当具体的提出了正确的行为姿态。

例如，“作字必楷正，毋得乱书，且不得书于壁上及窓户。”如此可见，栗谷认为私学不仅仅需

要充实的自我修养或者端正的行为。栗谷向在精舍中读书的学徒们进行了如下叮嘱。 

 

故读书讲论者，欲明义理，而此心不定，则义理难见。故以主静为本，无事时静坐澄心者，

尊德性之事也;有事时讲明是非者，道问学之事也。此二者，是终身事功，阙一则不可。诚能志大

心笃，寻箇是处行之，则终日云为，皆是道理，虽做科业，亦与运水搬柴，一般妙用。若无此实

心，则终日云为，皆是俗事，久久安得不为俗人乎？
171

 

 

尊德性、道学问，此乃学者终身之事功。栗谷认为抱有远大目标，以笃实之心一往向前

即是实学，生活之意义就存于这样的实心之中。 

除此之外，关于学习者的姿态及一般人该持有的心态，栗谷提出了《击蒙要诀》十条目。

即‘立志’、‘革旧习’、‘持身’、‘读书’、‘事亲’、‘桑祭’、‘祭礼’、‘居家’、‘接人’、‘处事’，对各章的

要旨整理如下。 

 

○确立坚定的志向，立志成为圣人 

○革除妨害学问的不良习惯 

○努力做到拥有毫无纰漏的端正行为 

○不要跳出儒家经典，要始终如一地读书 

○尽心尽力侍奉父母 

○按照礼法举办父母的丧事 

○毕恭毕敬地进行祭祀 

○慎重处理家中一切事物 

○接人待物要不断自我省察 

○不要急于出仕，要充实自我 

 

栗谷提出的10条教育指针可谓是朝鲜版的十诫命。这偶尔也能看到他强调气质变化的独

特性，也预示了具有儒学素养的知识人应当具有的理想行为与心态。栗谷认为任何人都可以

按照合理的顺序反复陶冶自身人格与行为，实现自身变化。栗谷在《圣学辑要》中也提到了两

个矫正气质的条目，致力于使气质发生变化。 

 

 

 

                                                                                                                            

内容，对该如何追求学问的本质原理进行了定义。这一原理兼具了学问的主题、方法及实践。（参考《朱子

大全》卷 74，《白鹿洞书院揭示》） 

171《栗谷大全》卷 15 ，48 版，‘示精舍学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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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16 世纪的朝鲜儒学，在士林派经历了士祸，代替官学派，成为政治全局主导的过程

中，进行了十分刻苦的努力。正如为了跳的更远而蜷缩身体的青蛙，他们之所以能取得

这么非凡的成就，得益于探究学问，进行理论探究，努力将失败的原因进行升华。学习

不仅是为了实现自身在社会上的成功，而是一种以成为圣人为目标的生活。但是，由于

士林的政治运行经验不够丰富，导致了内部意见的冲突，从而引起了矛盾难以化解的党

争。栗谷作为 16 世纪朝鲜儒学的代表学者，是官僚型学者的典型，他树立起保合调剂的

价值观，共享教育的目的，努力实现教育的体系化。栗谷作为性理学者，不以对立的视

角看待官学与私学。主张贯通官学与私学的核心是‘道学‘，其方法是以道德之心为基础，

致力于通过对制度的完善取得实效的过程中。 

栗谷没有忘记以修己治人为基础，努力在社会中扩大自发性道德心是儒学者的职责。

尤其要积极参与到现实状况中，培养对经世济民的关心与能力，从而获得付诸实践的力

量。栗谷认为，‘道学’精神以自我省察为基础，是促进社会实践的动力源泉。道学曾一度

沦为伪学，但朱子学最终却再次复兴，成为了社会文化的中心，栗谷也希望如此，渴望

道学能够充满朝鲜社会。在道德性自我省察与以此为基础的社会实践两者中，栗谷尤其

重视后者，即更加重视实践。另外，他明确把纲常伦理等不变的道德性作为指针，同时，

在反映现实变化的实践中努力寻求儒者的真正面貌（真儒）。 

由于以道德政治为理想的士林在政治运行中已经成为了主体势力，所以在学校教育

中，栗谷没有对官学与私学进行特别的区分。反而，他更期待中央政府实施的官学，即

合理、系统的公教育的活跃，能够培养出大量优秀人才。良好的公教育重视作为训导者

的老师，因此，积极探索提高老师福利、增大老师自负心的方案。在栗谷的《学校模范》

中，具体展示了可以根据一定的合理程序，任用在学问与德性方面有一定资格的学者为

教官，以及使学生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的制度上的举措。相反，在书院等的私学中，教

育则主要侧重于在日常生活中进行道德生活的学习法。具有尊德性、道学问的远大目标，

并为了实现远大目标尽心竭力。栗谷认为这样的姿态即是实学，科举考试也同样是这样

的学习过程中的一部分。 

栗谷认为道德人格的完成要与他所面对的现实社会制度系统相倚扶进行的，这在当

时未能实现，成为一个未完成的话题。但是，栗谷追求理想与现实相协调的实践姿态，

这促使知识人再次反思自身的社会责任。继续这样生活，真的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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