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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的立志思想及其意义

●王炳仁

　　诸葛亮以其统军治国的盖世智慧谋略, 鞠

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人格品德名垂青史。他

在修身冶德尤其是立志方面,颇具独到见解,值

得学习研究。

一、诸葛亮关于立志的言论

诸葛亮立志之论, 主要见于他的 《诫子

书》和 《诫外甥书》两文, 归纳起来主要有以

下四点。

(一) 志当存高远

《诫外甥书》说: “夫志当存高远, 慕先贤,

绝情欲, 弃疑滞, 使庶几之志, 揭然有所存”。

要求晚辈仰慕先贤, 学习先贤, 确立并保持高

尚而远大的志向, 真正能像先贤那样为人做事。

(二) 非志无以成学、广才

诸葛亮要求晚辈确立和保持高尚远大志向

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他在 《诫子书》中说的:

“夫学须静也, 才须学也, 非学无以广才, 非志

无以成学。”既然非志无以成学, 而非学又无以

广才, 那么非志也无以广才。所以, 对于年轻

人来说, 若不确立和保持高尚远大的志向, 就

不可能学有成就, 增长才干, 成为社会的有用

之材。

(三) 澹泊明志, 宁静致远

人要立志。立了志要保持, 要增强, 要去

实现。那么, 怎么样才能确立、保持、增强和

实现高尚而远大的志向呢? 诸葛亮在 《诫子

书》中认为: “夫君子之行, 静以修身, 俭以养

德, 非澹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澹泊

亦即淡泊, 指的是不追求名利, 能安贫而乐道。

所谓非澹泊无以明志,意即只有不为名利所动,

不被贫贱所移,才能表明一个人志向高尚远大,

也才能增益其高尚远大的志向。宁静, 在这里

主要是指心情安宁, 不焦虑、不烦躁。所谓非

宁静无以致远,讲的是只有排除各种内外干扰,

始终保持内心安静, 才能保持崇高的志向, 实

现远大目标。由此观之, 在诸葛亮看来, 澹泊

是砺志的磨刀石, 宁静乃实现远大志向的主要

内心条件。

(四) 志要强毅

诸葛亮在 《诫外甥书》中还说: “若志不强

毅, 意不慷慨, 徒碌碌滞于俗, 默默束于情, 永

窜伏于凡庸, 不免于下流矣!”他严肃地指出,

即使一个人口头上表示要有高远的志向, 但如

果他的志向立得不坚实, 没有坚强的意志和毅

力去实现自己的志向, 相反却时时为俗事私情

所左右, 不能摆脱凡庸, 则仍然不可能实现崇

高远大的志向, 真正有所作为。所以, “志要强

毅”也是诸葛亮立志思想的重要内容。

二、诸葛亮立志思想的由来

(一) 前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中华民族具有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优秀

传统, 人们历来尚志。《尚书·周官》说: “功

崇惟志, 业广惟勤。”认为无志不能功高。《论

语·雍也》载孔子语云: “三军可夺帅也, 匹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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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夺其志也。”把普通人的志向和意志看得比

三军之帅更重要。 《孟子·公孙丑》篇亦曰:

“夫志, 气之帅也; 气, 体之充也。夫志, 至焉;

气, 次焉。”诸葛亮出身官宦家庭, 受前人思想

的影响深刻。他重视立志, 就是继承了春秋战

国以来许多贤哲的尚志思想; 他关于 “非澹泊

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之论, 乃是对

《淮南子·主术训》“非淡薄无以明德, 非宁静

无以致远”和《文字·上仁》篇 “非淡漠无以

明德, 非宁静无以致远”之说的继承和运用。当

然也会受鲁国大夫御孙 “俭, 德之共也; 侈, 恶

之大也”这一见解的影响。然而, 从他的立志
思想之总体看,则是大大发展了前人的思想,也

超过了他的同时代人。兹简述如下。

其一, 春秋战国孔、孟、庄、荀、吕等, 均

有重志之说, 但未明确地说到底应确立和坚持

什么样的志向。汉高祖刘邦高吟“鸿鹄高飞, 一

举千里; 羽翼已就, 横绝四海”, 表明自己远大

的抱负; 秦末农民领袖陈涉明确地以鸿鹄之志

代表自己的高远志向 ; 诸葛亮的同时代人曹

操也有 “老骥伏 厉, 志在千里”之唱, 但他们

都仅以某种自然现象来比拟志向之高远, 却终

未点明 “高远”两字, 尚停留于形象思维水平。

唯有诸葛亮简明扼要地用 “高远”两字来概括

他所推崇的志向, 此二字因其概括性强而更具

普遍性意义, 属思维理性升华之结果, 自然高

于比拟手法之表述。

其二, 在关于什么样的志向才算高远的问

题上, 诸葛亮的看法也比前人有很大发展。孔

子强调 “士志于道”、“志于仁” ( 《论语·里

仁》) , 孟子也讲 “君子志于道”( 《孟子·尽心

篇》)、“志于仁”( 《孟子·告之篇》)。他们所

说的“道”与 “仁”, 是指先王之道, 圣贤之德,

包括德治、仁政, 旨在治国平天下, 主要是说

做事。诸葛亮在 《诫外甥书》中开宗明义提出

“志当存高远”之后, 紧接着设置了 “慕先贤”

的目标。他告诉晚辈, 所谓存高远之志, 就是

要仰慕先贤, 学习先贤, 坚持象先贤那样做人、

做事, 立德、立功、立言, 并且做事先做人, 立

功先立德。这就进一步发展了孔孟关于立志目

标的思想。

其三, 在关于志、学、才三者关系问题上,

从现有材料看, 诸葛亮的前人和同时代人都没

有专门论述。孔子曾说: “吾十而五而志于学”

( 《论语·为政》)。但他讲的是自己从十五岁起

就立志学 “道”, 并没有触及立志与学业、成才

的关系。诸葛亮最早论述此三者的关系, 认为

志是保证学成的决定性因素, 因而也是人们增

长才干的关键。这些看法, 颇具真理性成分。

(二) 本人修养经验的总结

史书有载: “琅邪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 每

自比管仲、乐毅”。 诸葛亮渴望能像帮助齐桓

公完成春秋霸业的齐国上卿管仲和率燕军连克

七十余城攻破齐国的战国燕将乐毅那样, 辅佐

明主成就一番安邦定国的历史伟业。这充分说
明, 学识精博才华横溢的青年诸葛亮, 已存凌

云之志, 具英霸之器。也正是由于他志在伟业,

才学逸群, 因而才能在刘备 “三顾茅庐”, 向他

征询统一全国之大计时, 发表惊世超群的 《隆

中对》。当然, 学识是靠逐步积累的, 大志亦非

一日能够形成。可以推断, 诸葛亮幼受家教, 少

年随叔南下豫章, 旋即转依荆州刘表, 在荆州

这个当时文人学士云集之地游学近六年 , 所

有这些, 与他形成大志和增长才干都有很大关

系。而他的高远志向, 对于他学业有成、才华

逸群的决定性作用, 诸葛亮自己也有深刻体会。

《诫子书》和 《诫外甥书》中的许多看法, 应该

认为是他青少年时代学习、修养经验的结晶。

刘备死后, 诸葛亮曾上书后主刘禅介绍自

己家庭经济情况 ( 《自表后主》) 称: “臣初奉

先帝, 资仰于官, 不自治生。今成都有桑八百

株, 薄田十五顷, 子弟衣食, 自有余饶。至于

臣在外任, 无别调度, 随身衣食, 悉仰于官, 不

别治生, 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 不使内有余

帛, 外有赢财, 以负陛下。”在他四十九岁给李

严的书信中也提到自己 “蓄财无余, 妾无副

服”。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说: “卒如其所言。”

意即待到诸葛亮病逝,清理他家庭经济情况,人

们发现事实和他自己以前说的完全相符。由此,

我们不难明白, 他的 “淡泊明志”之说, 既是

对前人思想的继承和前人经验的借鉴, 更是他

自己修身齐家之道的概括。

(三) 时代的产物

春秋战国, 社会剧烈变动, 各路诸侯竞相

争雄, 渴求各种人才, 推动了百家争鸣。许多

文士武将均欲施展平生抱负, “贤士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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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子·刻意》) 颇为时人推崇。东汉后期, 统

治者逐渐昏庸腐朽, 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 政

治一片黑暗, 人民负担极重。加上水旱蝗灾连

年不断, 人民更无法生存。终于在 184年爆发

了黄巾起义。黄巾起义, 虽在东汉政府军和各

地豪强地主武装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 但它沉

重地打击了东汉统治阶级, 使东汉政权名存实

亡, 出现了在镇压农民起义过程中扩展了实力

的地方官吏和豪强地主群雄割据、混战争霸的

局面。社会生活遭到了极大破坏, 人民渴求统

一和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时代呼唤着有大

志、有才华、能顺应历史潮流的政治家和军事
家。这样的政治家、军事家姓甚名谁, 有其偶

然性, 然而这样的政治家、军事家一定会出现,

则是历史的必然。诸葛亮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

出现的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主

政蜀国, 任人唯贤, 革除弊政, 执法严明, 还

注意团结各方代表人物共同治蜀, 使蜀国一度

出现安定局面, 在发展当时四川和我国西南地

区的经济中, 起着巨大作用。他更深知, 实现

“兴复汉室, 还于旧都”( 《出师表》) , 安定社

会的最高目标, 需要一大批有志向、有才干、善

征战的贤臣良将。对这样的人, 已有的要充分

信任他们, 年轻的要加强培养。也正是因为充

分地意识到了时代的需要, 所以他非常重视对

后一代的立志教育。至于他在立志教育方面超

过古人, 高于同时代人, 自然是与他本人的学

识、智慧和德操有关。

三、诸葛亮立志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诸葛亮的立志思想对我国古代立志学说和

立志教育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曾对后世产生

深刻的影响, 以下择要说明。

(一)自诸葛亮以后,我国古代许多思想家、

教育家都强调为学须先立志, 持大志才能学成

南宋大儒朱熹说: “学者大要当立志。”

“立志要如饥渴之于饮食。才有悠悠, 便是志不

立”。 朱熹的学术继承者、南宋大臣真德秀也

认为: “学者欲去昏惰之病必以立志为先。”

明代学者胡居仁进一步认为: “立得志定,

操得心定, 不至移易, 则学自进。” 而明代大

儒、浙江余姚四先贤之一王守仁说得更彻底:

“夫志, 气之帅也, 人之命也, 水之源也。源不

浚则流息, 根不植则木枯, 命不续则人死, 志

不立则气昏。是以君子之学, 无时无处而不以

立志为事。”

其他如明清之际思想家傅山, 明清之际思

想家、教育家、余姚四贤之一黄宗羲, 清末的

左宗棠 等, 也都持类似见解。

(二) 同诸葛亮一样, 后来许多思想家都主

张志应强毅

自诸葛亮以后, 人们在志应强毅方面的言

论颇多。唐代才子王勃在其 《滕王阁序》中说

的 “老当益壮, 宁知白首之心; 穷且益坚, 不
坠青云之志”是讲志要强毅; 宋代苏轼的 “立

大事者, 不惟有超世之才, 亦必有坚忍不拔之

志”( 《晁错论》) , “宜守不移之志, 以成可大

之功” ( 《赐太师文彦博乞致仕不允断来章批

答》) , 也是讲志要强毅; 明代冯梦龙的 “不可

以一时之得意, 而自夸其能; 亦不可以一时之

失意, 而自坠其志”( 《警世通言·况太守断死

孩儿》) , 说的还是志要强毅; 到了清代, 程允

升更把“丈夫之志, 能屈能伸”, “一息尚存, 此

志不容稍懈”写入《幼学琼林》, 作为蒙学教材。

所有这些, 均足以表明诸葛亮坚志、恒志思想

的正确及其影响之巨大。

(三)后来的一些思想家和教育家对诸葛亮

的立志思想有所发展

这里, 首先应该提到的是明清之际陕西的

一位哲学家李 。他继承和发展诸葛亮志高远、

慕先贤的思想, 明确提出 “立志须做天下第一

等事, 为天下第一等人, 志不如此, 便是无志,

志逊于此, 便不成志。问如何是天下第一等事,

曰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古继绝学, 为

万世开太平。如何是天下第一等人? 曰能如此,

便是第一等人。” 他和诸葛亮一样都认为立志

的目标包括做人、做事, 但他提的具体立志目

标比诸葛亮更明确, 要求也更高, 有民主主义

的因素。

另一位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王夫之, 则把

诸葛亮关于志、学、才关系的思想, 从修身的

领域推广到教学领域, 提出了“以正志为本”的

立志教育主张。他说: “正其志于道, 则事理皆

得, 故教者尤以正志为本。” 又说: “善教人者,

亦以至善以逐正其志, 志正, 则意虽不立,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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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事以裁成之。”

前面已述, 明代大儒王守仁也认为为学以

立志为先、立志为本, 这是他和诸葛亮一致之

处。但与此同时, 他还指出: “志不立, 天下无

可成之事, 虽百工技艺, 未有不本于志者。”把

立志视为办好人间一切正事的决定性因素, 显

然比诸葛亮进了一步。不过, 他的所谓 “立志

而圣则圣矣, 立志而贤则贤矣” 未免过分地夸

大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

诸葛亮的立志思想在许多志士仁人和杰出

人物中产生过深远影响, 他的 “淡泊明志, 宁

静致远”, 已成为后世许多人的座右铭, 至今随
处可见。而诸葛亮的立志思想在其后裔中影响

尤为深刻。

四、诸葛亮立志思想的现实意义

人类社会的任何杰出人物, 都是时代的产

儿, 都会受历史的局限。诸葛亮作为中国封建

时代的杰出政治家与军事家, 他只能感受到他

那个时代的脉搏, 站在他那个时代的高度, 提

出他的主张, 施展他的宏图。他的立志思想自

然也不例外。我们不能要求他清晰地预示一千

七百余年后的今天,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新时期有大志者的具体思想政治道德面貌, 回

答今天立志教育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我们也不

能要求今天的有志青年象孔子、孟子和诸葛亮

时代那样, 立志去做实行先王之道、圣贤之德

的士和君子, 或能辅佐诸侯帝王成大业的贤臣

良将。相反, 应该比古代的贤哲站得更高看得

更远, 立下宏愿远志, 为人类最伟大最艰巨的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但是, 世

界万物都有其运动发展的规律, 不同时代、不

同地域的许多同类社会现象也往往有其共同规

律。人们的思想如果能够正确地反映这些共同

规律,就不会因个人生命之短暂而瞬息即逝,相

反却能跨越时空, 长期地显示其应有价值。诸

葛亮论立志言论的现实意义就在于, 他关于志

学才的关系、淡泊宁静与志的关系等观点, 符

合在社会实践基础上, 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

内,人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这种自觉能动性对于人的成长发展、学业成就、

事业成功具有重大作用的辩证法。符合 “成由

勤俭败由奢”的历史教训。反映了道德修养和

教育青年的共同规律。诸如人有怎样的志向、目

标、动力, 就能为成为怎样的人和办成怎样的

事而努力; 人的志向愈明、强度愈大、韧度愈

高, 他的方向、目标愈明确, 为目标而奋斗的

动力愈大, 毅力也愈强; 人有高远的志向, 为

实现自己志向而奋斗的自觉性愈强, 愈能富贵

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自觉经受住各种挑战和

考验, 他在人格修养、才智学识、完成事业方

面的成就会愈大。诸葛亮的立志思想, 能够引

起我们对于青少年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教

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大志教育、勤劳俭朴艰
苦奋斗教育、坚强意志品质教育的高度重视。

诸葛亮立志思想的现实意义, 也表现在它

对我们当前培养教育年轻一代的工作具有很强

的针对性。它能够启发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当

前不少年轻人胸无大志, 甚至孜孜以求于个人

的蝇头小利, 全然不顾国家的前途, 人民的利

益, 正是我们民族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所面

临的一大忧患, 从而增强我们加强年轻一代思

想道德教育, 特别是立志教育, 引导他们自觉

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腐朽

思潮的紧迫感。

诸葛亮立志思想的现实意义, 还表现在它

能启发我们正确处理传统的立志教育与当今的

理想教育的关系。中华民族有丰富的传统美德,

也有丰富的优秀德育传统。重视立志教育, 就

是我国的优秀德育传统之一。它既表现在学校

教育传统中, 也存在于家庭教育传统之内。毛

泽东肯定毛岸英“有进取志气”, 董必武叮嘱儿

子 “立大志, 树雄心, 准备在社会主义社会成

为一个不可缺少的人”, 陈毅要求子女 “革命志

不休”。这些, 都是我国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

今天我们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 只有继承和

发扬象立志教育这样的优秀德育传统, 我们的

德育工作才会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才能符合民

族心理, 才有丰富的教育资源, 因而才会更有

成效。但是, 我们的教育是发展的, 在今天我

们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中, 事实上已经出现

了立志教育与理想教育并立的情况, 有的同志

甚至误以为两者是互相排斥的。这就要求我们

站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高度, 正确理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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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立志教育与理想教育的关系。所谓立志,或

曰立定志向, 关系到确立什么样的人生方向和

目标等根本问题。其中主要包括做人目标和做

事目标。在中国古代, 所谓做事的大目标主要

从治国平天下的角度考虑。所以, 这两项目标

同道德理想和社会政治理想同义。根据这样的

理解, 在实际教育工作中应该把两者有机地结

合起来为好。或者可以用立志教育的优秀传统

丰富、充实、优化现代的理想教育, 使之富于

中国民族特色;或者可以把理想教育的内容、要

求等纳入传统的立志教育, 发展立志教育, 使

立志教育具有时代特色。总之, 关键在于实质
而不在于形式, 只要真正处理好立志教育和理

想教育的关系, 只要真正有利于新世纪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培养, 到底采用理想教育

的形式, 还是立志教育的形式, 并不是问题的

关键。已故无产阶级革命家谢觉哉同志在教子

实践中运用 “立其志、坚其志、恒其志”的立

志教育模式, 同时达到了理想教育的要求, 获

得了成功, 便是一例。

学校德育工作应该搞好整体规划, 也应该

鼓励不同学校创造自己的德育工作特色。同时,

在学校德育的诸多内容里, 立志教育处在关键

性的地位, 它要求并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青年

一代的思想道德自觉。因此, 可以预期, 随着

全社会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思想道德传统的日

益重视, 诸葛亮立志思想的又一现实意义, 可

能会表现在启发一些地方的学校, 尤其是诸葛

亮后代聚居地和诸葛亮纪念地的一些学校, 在

德育工作中逐步建立以立志教育为主干, 以受

教育者高度自觉为特色, 全面规划、整体优化

的独特模式, 使那里的德育工作生气勃勃, 卓

有成效。我们要继承前人的立志思想, 努力引

导青年一代牢记邓小平同志的教导, “立志做有

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人, 立志为

祖国作贡献, 为人民作贡献。”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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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夫之: 《张子正蒙注·中正篇》卷 4, 中华书局 1975

年版, 第 163、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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