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家风大成：朱熹优秀家风论析

陈家义 严书翔

【内容摘要】：朱熹不仅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我国古代家风文化

的集大成者。《朱子家训》是我国古代家训和家风文化方面的力作，它不仅仅是

一家之训，它蕴藏着丰富的家风内容和优秀的家风文化思想,不仅对朱熹家族，

而且对整个中国古代家风文化建设和各族后世人格品质等都产生了深远和积极

的影响。本文以《朱子家训》为蓝本，对朱熹家风的内容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进行

了深度的分析和论述。

【关键词】：朱熹 优秀家风 后世影响

朱熹（1130 年 9 月 1 日—1200 年 4 月 23 日），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

庵，晚称晦翁，谥文，世人称之为朱文公。朱熹祖籍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

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省尤溪县）。朱熹是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

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世人尊称为

朱子。

朱熹幼年好学，博览群书，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19 岁进士及第，曾任

同安主簿、提举浙东茶盐事、璋州、潭州知州等职，由于在仕途道路上多坎坷，

他很快结束了从政生涯，而去从事讲学、著述。他从事教育四十多年，先后建寒

泉精舍、武夷精舍、竹林精舍、考亭书院，修复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共计 20

余所，对我国古代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朱熹多学博才，在经学、史学、文

献学、考据学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尤其是在理学上，阐幽发微，形成一个较

为完备的哲学思想体系。著有《四书集注》等。

朱熹是唯一的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者，受儒教祭祀。在理论上他是

“二程”（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与二程合称“程朱学派”。朱

熹的理学思想对后来的元、明、清三个朝代影响都很大，成为这三个朝代的官方

哲学，是中国教育史上继孔子后的著名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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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不仅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我国古代家风文化的集大成者。南宋

中期，金、蒙南侵，赋税苛重，百姓怨声载道，民族危机深重，加之儒家衰弱。

封建统治的腐朽，致使纲常破坏，礼教废弛，官场贪风日盛，道德沦丧，人们精

神空虚，理想失落，社会动荡不安。为了稳定国家秩序，加强家庭和社会的凝聚

力，拯救社稷，拯救国家，朱熹以弘扬理学为己任，奉行“格物致知、实践居敬”

的教育理念，力主以“存天理、去人欲”为内容的道德修养，力求重整伦理纲常、

道德规范，重建价值理想和精神家园。《朱子家训》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朱子家训》不仅仅是一家之训，它蕴藏着丰富的家风内容和优秀的家风文化思

想,不仅对朱熹家族，而且对整个中国古代家风文化建设和各族后世人格品质等

都产生了深远和积极的影响。

一、儒学世家，崇儒重教，勤学立志

朱熹出身于儒学世家，父亲朱松对朱熹的教育十分认真。《宋史》本传说：

“熹幼颖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问曰：‘天上何物’？”这

个传说，说明朱熹少有大志，自幼就是一个具有强烈求知欲望的人。由于父亲朱

松是在二程理学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儒生，对儿子的要求自然是按照儒家学说

奔圣贤的目标去践行。

据《朱子年谱》记载，朱熹在 10 岁时就“厉志圣贤之学”，每天如痴如迷

地攻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朱熹自己回忆说：“某

十岁时，读《孟子》，至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说明朱熹从小便立志要

做圣人。后来他教育学生时也是要求学生这样做，他说：“凡人须以圣人为己任”。

朱熹年仅十九岁时便考中进士，历任江西南康、福建漳州知府、浙东巡抚等

职。他为官清正有为，中年振兴书院建设。官拜焕章阁侍制兼侍讲，曾为宋宁宗

皇帝讲学。

朱熹学识渊博，著述极丰，对经学 、史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都有

研究。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称他“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这并非

夸张，是实事求是的评价。朱熹著作中内涵重要、影响极大、世人皆知的有《四

书章句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说》、《周易读本》、《楚辞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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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家训》等等。后人把朱熹的著名文章编辑成《朱子大全》、《朱子集语象》

等。尤其是《四书章句集注》，被元、明两朝的皇帝钦定为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

标准答案。这说明了朱熹学术思想的重要地位，同时也说明朱子学说不仅在宋朝

影响很大，而且从元朝开始成为中国的官方哲学，不仅对中国是传统思想文化的

影响深刻，而且还远扬海外，对日、韩等国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朱熹善书法，名重一时。明代陶宗仪《书史会要》云：“朱子继续道统、优

入圣域，而于翰墨亦工。善行草，尤善大字，下笔即沉着典雅，虽片嫌寸楮，人

争珍秘。”说明朱熹的书法是一流的。

二、正直为人，关心社稷，赤胆忠心

朱熹一生，为人正直，关心现实，忠心赤胆，对金人南侵、土地兼并、赋

役繁重、民不聊生的现状焦虑不安，要求选贤任能，修明军政，爱养民力，实现

统一。从中进士开始至终老的５０多年间，虽然为官仅９年，在朝廷任职时间亦

不多。在任职期间十分注重革除体制的弊端，打击贪吏，救灾安民。朝廷虽然多

次委任朱熹以官职，但他认为有的职位与其他执政者政见不合，而辞退。只有他

认为能施展才华、有所作为的，才就职，因而为官时间大受制约。

淳熙八年（公元１１８１年），浙东大饥荒，朱熹被任命提举浙东常平茶盐

公事，他认为此职能施展才能，欣然上任。但次年，因上疏弹劾台州太守唐仲友

违法扰民，因奏章失效，而愤慨辞官归故里。

淳熙十四年（公元１１８７年），周必大为宰相，任朱熹为江西提点刑狱司

（注：“提点刑狱司”的设置、组成、职能是起考课监督等作用，主要是对巩固

宋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起到系统的阐述和积极维护的作用。）次年，升兵部

郎官，但朱熹认为是无所作为的职位，便以足疾为由请辞归故里。（参看《宋史》

本纪·第三十五卷）。淳熙十六年（公元 1189 年），光宗即位，任朱熹为江东转

运副使，朱熹又以病力辞，后来改任为漳州（今属福建）知州。于绍熙二年（公

元１１９１年）朱熹又辞职归建阳。绍熙五年（公元１１９4年）起任湖南安抚

使，在此修复岳麓书院，扩建学堂，广纳四方游学之士。宁宗庆元年（公元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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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５年），任焕章阁待制、侍讲，又因得罪上级而被罢职。因被罢官，而厌烦官

场，自此回归建阳讲学和著书立说，直至终老。

朱熹一生的主要精力倾注在讲学和著述上。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程颢、程

颐)关于义理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理性哲学体系，成

为后来封建体制的正宗哲学，在思想领域中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尤其是所著的

《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后代封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和规定题义之依据，证明朱

熹的思想影响之大。

三、儒学为宗，融通释道，家风大成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认为理是世界的本质，“理在先，气在后”，

充实了理学。朱熹的教学，以儒学为宗，同时融通释道，对自然科学也有所涉及。

《朱子家训》亦属博学的篇章，既是训导朱氏后代的传家宝，又是可以指导其他

姓氏身体力行的道德修养本章，因而影响深远。

（一）《朱子家训》的主要内容

《朱子家训》又名《朱熹家训》。全文 317 字，26 句，传承和弘扬了孔孟之

道的优秀家风。2011 年 7 月，哈尔滨出版社出版的《名门家训》收集了中国历

代家风、家训精华，精心挑选古今流传的二十四篇名门家风、家训专著，从孔子、

孟子到历代先贤圣人的家训，到当代名家的家训，从古至今，一脉相承。《朱子

家训》当然被收入其中。

《朱子家训》被尊为千古“治家之经”，“流芳千古经典家训，堪称不朽国

学精粹。”其间蕴含有丰富的家风文化精华。下面录其全文：

“君之所贵者，仁也。臣之所贵者，忠也。父之所贵者，慈也。子之所贵者，

孝也。兄之所贵者，友也。弟之所贵者，恭也。夫之所贵者，和也。妇之所贵者，

柔也。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乎信也。见老者，敬之；见幼者，爱之。有德

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慎勿谈人之短，

切莫矜己之长。仇者以义解之，怨者以直报之，随所遇而安之。人有小过，含容

而忍之；人有大过，以理而谕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人有恶，

则掩之；人有善，则扬之。处世无私仇，治家无私法。勿损人而利己，勿妒贤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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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能。勿称忿而报横逆，勿非礼而害物命。见不义之财勿取，遇合理之事则从。

诗书不可不读，礼义不可不知。子孙不可不教，童仆不可不恤。斯文不可不敬，

患难不可不扶。守我之分者，礼也；听我之命者，天也。人能如是，天必相之。

此乃日用常行之道，若衣服之于身体，饮食之于口腹，不可一日无也，可不慎哉！”

《朱子家训》的文体，虽然是文言文格式，但也不难理解。文意清晰明白：

当“君”的，最珍贵的是“仁”，即爱护人民。做人臣的最珍贵的是“忠”，忠

君爱国，理所当然。当父亲的最珍贵的是“慈”，疼爱子女。当儿子的最珍贵的

是“孝”，孝顺父母。当兄长所最珍贵的是“友”，即爱护弟弟。当弟弟最珍贵

的是“恭”，即尊敬兄长。当丈夫最珍贵的是“和”，就是对妻子和睦。当妻子

最珍贵的是“柔”，即对丈夫温顺。侍奉师长要有礼貌，交朋友应当有信用。尊

敬老人，爱护小孩。对有德行的人，即使比自己年纪小，也要尊敬。遇到品行不

端的人，即使年纪比自己大，一定远离他。不要揭别人的缺点；切莫夸耀自己的

长。对待有仇恨的人，以讲事实摆道理来解除之；对埋怨自己的人，以坦诚正直

的态度对待之，随遇而安。包容忍让别人的小过失；用道理劝导别人改正大错误。

不要因为是细小的好事不去做，也不要因为只是细小的坏事就去做。帮助别人改

正做过的坏事，而不是去宣扬这些错过；别人做了好事，应该多加表扬。为人办

事不计较私人恩怨，处理家庭事务，按家规办事，不另立私法。不做损人利己之

事，不要妒忌贤才和嫉视有能力的人。不要声言以忿愤态度对待蛮不讲理的人，

切勿违反正当事理而伤害他人和动物的性命。不接受不义之财物，合理的事情要

拥护。不可不读诗书，不懂得礼义。子孙一定要教育，童仆一定要怜恤。要尊敬

有德行有学识的人，一定要扶助有困难的人。这些都是做人应该懂得的道理，每

个人尽本分去做才符合“礼”的标准。这样做也就完成天地万物赋予我们的使命，

顺乎“天命”的道理法则。人人应该这样做，这是天经地义。天天都这样做，好

似穿衣吃饭一样，记住，每天都不可缺。

《朱子家训》主要是关于治家方面的短文。该文精炼地涵盖了个人在家庭和

社会中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文句工整利索，言辞清晰流畅，具有极强的感召

力和深厚的人生智慧，因而流传极广，影响深远。



（二）《朱子家训》倡导的家风思想

《朱子家训》是一篇富有家风、家训心得的文章，义理深邃，高度归纳，

对培育品行端正、道德高尚、全面发展、才华出众、义勇双全人才极其重要，是

对建设文明人、文明家庭、文明民族、文明国家的重要指导思想，是对全人类的

重大贡献。从《朱子家训》的内容，可以看出他明确倡导家庭亲睦、人际和谐、

重德修身等优秀家风。

第一，倡导家庭和睦。家庭自古以来就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对每个人来说，

家庭是人生的起点，也是休息和生活的港湾。《朱子家训》是建设优秀家风的理

论指南。“君”本来是指“皇帝”，皇帝意旨涉及到千千万万家庭的主导者，所

以，有什么样的“君”，就有什么样的“家”，“君”一定要“仁”，“臣”者是“公

仆”，要“忠”心，“忠君”爱民。爱民、为民，用现代语言是为人民服务。对每

个家庭，都强调父母要教育好后代。疼爱子女，不是溺爱，而是教育好、学成才。

朱熹说：“子孙不可不教也”，父母爱护子女，子女孝敬父母，兄弟和睦，家和

万事兴，国家就会富强。

第二，倡导人际和谐。人与人之间，关键是要处理好人际关系，各就各位，

各尽所能，各司其职，和谐相处，这是天理之义，利国利民。2012 年，《美国

公布决定人类寿命 6大因素》的文章，指出人际关系是第一因素。《朱子家训》

强调的也正是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要性。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师生、朋友、

邻里，都要依“礼”、依“规”行事，重德行，讲信用；和谐相亲，尊老爱幼，

尊师重德，包容讲理；不假公济私，不贪不义之财，不损人利己，不忘恩负义，

不妒贤嫉能，勤读诗书，不忘初衷，等等。共同为国家安定、为民族富强作贡献，

搞好人际关系，是国強民富之根本。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来看，人类所追求的正是一个和谐美满的共同体，

它要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达到一种和谐统一。这是《朱子家训》所推崇的为

人处事之道，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第三，倡导重德修身。《朱子家训》寥寥数百字,全面阐述了关于做人的准

则：仁、义、礼、智、信。朱熹主张治国、安民、理家、做人的思想，十分明确，



做人就是要做到各在其位，依礼、依规行事。俗话说：做官先做人、官清先家清。

所以，为“官”者，做好官，先要做好人。做好人者，对《朱子家训》关于人际

关系的论述不可不读，不可不看，不可不学，不可不用。

《朱子家训》从“慈、教、孝、友、恭、和、柔”诸方面的上下关系，对父

子、兄弟、夫妻之间伦理道德关系做到重德讲理，阐明了每个人在家庭中应尽的

道德责任和相应的角色义务，构建了彼此关怀、相亲和睦的理想家庭图景，包括

“君”、“臣”、“民”的关系。这些合理的思想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对维护和巩

固家庭关系、官民关系、治国安邦，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今天，对每个家庭、

社会、家族、国家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朱子家训》传承了中国的传统思想和家风文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中

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完美融合，即所谓儒家养正气、道家修大气、佛家化怨气。

这三家犹如三枝奇葩，各彰异彩，相互辉映。世间的仁人君子也都在这种文化氛

围中修身立人，做人处事，报效国家。

四、朱熹家风思想对后世之影响

朱熹之后，明代的《庞氏家训》、清代的《曾国藩家训》和《孝友堂家训》

等等，都深受《朱子家训》及其家风思想的影响。近现代中华民族许许多多名人

志士的家风与成才，也可看出深受《朱子家训》的影响。例如，钱伟长的“钱氏

家训”一度引发关注，钱氏家族出了很多名人，包括文学家，科学家、政治家、

外交家，比如：科技界“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钱伟长的亲叔叔叫钱

穆、钱玄同、钱锺书，诺贝尔奖获得者钱永健，其父钱学榘和钱学森同系钱王的

第 33 世孙，这是“钱氏家训”结出的硕果。打开《钱氏家训》，就会看出“朱熹

家训”的影子。 这彰显了朱子家风家训的深远影响。

还值得一提的是“陈嘉庚家训”与《朱子家训》的关系。《朱子家训》以文

章形式精辟地阐明了修身治家之道，成为一篇家教名著。通篇意在劝人要勤俭持

家安分守己。其中讲到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等。因



为一粥一饭,半丝半缕, 都恒念物力维艰。朱柏庐归纳为“宜未雨而绸缪，毋临

渴而掘井。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流连。”陈嘉庚（1874 年 10 月 21 日—1961

年 8 月 12 日），是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企业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

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集美社人（今厦门市集美区）。他倡导的“家风”与朱熹异

曲同工。陈嘉庚和朱熹的思想都是在劝人要勤俭持家安分守己，讲述中国几千年

形成的道德教育思想,以名言警句的形式表达出来, 既可以口头传训、书法表达，

又可以行动体现等，不拘一格。

陈嘉庚与朱熹的共同点，是一生热心教育，特别是对华侨子弟的教育尤其重

视。早年，在陈嘉庚侨居新加坡时期，便建立了诸多学校。1950 年，陈嘉庚回

国定居。他把全部财产贡献出来，用以建设厦门大学新校舍和集美学村。据统计，

陈嘉庚在全球兴办了 118 所大学、中学、小学等华人学校。陈嘉庚的第五个儿子

陈国庆说，早在 1930 年，在筹办厦门大学时，为筹划资金，他把家产的三间别

墅卖掉，投入办校。自当上校主，他根据课文的内容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陈嘉庚的爱国教育，念念不忘“家训”、“家风”的教育。但这方面专著不多。

在山东滨州市政协常委、联络委员会主任扈光珉研究员写的《陈嘉庚先生严谨的

家风与至简的生活》一文中，谈到了陈嘉庚的家风问题，是这样说的：他家财千

万，然而自奉淡泊，对社会慷慨捐输，对自己和儿孙却无所遗留。他真正实践了

自己所说的“我金钱取诸社会，亦当用于社会。”从这些言行中，就可以看出：

陈嘉庚追求的是：一是公忠尽职；二是服务社会；三是诚信勤俭；四是不事私产。

这就是对陈嘉庚家风的高度概括。

陈嘉庚省吃俭用拿出所有资金来办学，为的是让学生知道这种精神是一种爱

国主义精神。他结合实际，对学生说：“孩子，你拿什么来爱你祖国？现在最要

紧的就是好好学习，掌握知识，长大成才，好报效祖国。”这是陈嘉庚宣扬的家

风，属于全国性的大家风。

朱熹宣扬的家风也是大家风，《朱子家训》偏重于家风道义的论理性阐述。

《朱子家训》最全面的阐述是“朱氏家训”。评价是一篇关于家庭教育，提升自

身修养，接受传统文化的好文章。在其中，可以品味到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



也是贵乎礼节与信义，主张凡事当留余地，不宜在得意时而忘形；还有处理好卫

生、安全、勤俭、有备、饮食、房田、婚嫁、美色、祭祖、读书、教育、财酒、

诚信、体恤、谦和、无争、自省、向善、纳税、为官、顺应、安分等多方面关系

的内容。

陈嘉庚的家风，偏重于修身、治家、爱国等方面的践行,理论性阐述有而不

多，但其深受朱熹家训和家风的影响。陈嘉庚是近现代华侨巨富，有人作过统计，

他一生所做的教育投资，“如果当时价格购买黄金，估计相当于一亿美元”。这一

亿美元，按现时黄金价值的升值折算，那就是百亿美元了。陈嘉庚一生省吃俭用，

都是为了办好学校。

陈嘉庚之子陈国庆回忆说：“他显然是南洋一带的富豪之一。可是在生活上

自奉甚俭，起居有常。这是他从小养成的习惯，而终生不渝。用陈嘉庚自己的话

说，就是“自南来及返梓三年，未尝妄费一文钱，亦无私带一文回梓”。还说：

“应该用的钱，千万百万也不要吝惜，不应该用的钱，一分也不要浪费”。说明

全部费用都是为了办学。

陈国庆还说：“父亲过着俭朴的生活，也不许家人随意浪费金钱。他的生活

极有规律：每天早晨五点三十分起身，做甩手运动十五分钟，六点整洗温水澡。

在洗澡之前，照例唤我起身，以便一起上班。六点三十分吃早餐，一杯牛奶，三

个半生熟鸡蛋。他从不喝咖啡，是受了他的挚友林文庆博士的影响，认为咖啡有

刺激神经作用。他也劝家人勿喝咖啡。”

陈嘉庚一生过着节俭朴素的生活，除上述所举，他的节俭，还表现在方方面

面。据香港《大公报》原社长费彝民回忆：“到北京开会，陈老（嘉庚）约往他

家午饭，还有黄长水、庄明理二兄陪往，席间仅米粉一盘，旁置花生、皮蛋等小

菜四碟，主食则是番薯粥。据长水兄相告,老人一生就是以番薯粥为主食，四碟

小菜是为招待客人而设，已是额外享受了。”对此，他十分感慨说：“从此我了

解一位真正爱国华侨如何节衣缩食、艰苦创业，自己不求物质享受，而一心为国

家为后代服务的忘我精神。”



陈嘉庚写的《论兴学与爱子》一文是典型的家风之作，在文中云：“父之爱

子实出天性，人谁不爱其子，惟别有道德之爱，非多遗金钱方谓之爱。且贤而多

财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实乃害之，非爱之也。”在诚毅学院，有陈嘉庚

语录碑廊，文上也有他的口头禅：“我既立志为社会服务，当然不能再为儿孙计，

若兼为儿孙计，则不能尽量为社会服务，此理至明，毋须多赘，俗语说针无两头

利。”正是出于这种大爱的考虑，他对子孙要求十分严格，没有任何特殊的待遇，

养成了良好的家风。他信奉和践行“儿孙自有儿孙福，不为儿孙做牛马”的中华

传统家教与家风。

陈嘉庚的以身作则就是最好的教育，他的身体力行为儿孙们做出了出色的榜

样。陈嘉庚生活起居都很简朴，同样也严格要求家人艰苦朴素，节俭生活。据陈

嘉庚的孙子陈君宝说，陈嘉庚后代有 600 多人，分居在七个国家，毎隔三两年在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聚会一次，共同回念陈嘉庚的家训、家风。

深受朱熹之影响，陈嘉庚一生最主要的业绩是兴办学校，主张教育救国。他

说：“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他捐资兴学办教育不同于一般人的

行善积德，而是作为国民义务，理所当然必须履行，作为自己的事业，为之破釜

沉舟，以此奋斗终生。

陈嘉庚的所作所为，得到毛泽东的好评，说他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在抗战全面爆发时，陈嘉庚组织了“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

“南侨总会”）并被选为主席，领导和支援祖国抗日救亡；新中国建立后，他被

选举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56 年 10 月，全国侨

联成立的时候，众望所归，陈嘉庚当选为第一届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

结语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一代儒学宗师级的人物，他学识渊博，对经

学、史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都有研究,他既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



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一生热心于教育事业，孜孜不倦地授徒讲学，无论在

教育思想或教育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朱子家训》是我国古代家训和

家风文化方面的力作，它不仅仅是一家之训，它蕴藏着丰富的家风内容和优秀的

家风文化思想,不仅对朱熹家族，而且对整个中国古代家风文化建设和各族后世

人格品质等都产生了深远和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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