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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民族灿烂文化中，“君子”一词可谓
是源远流长。从《诗经》里“窈窕淑女，君子好
逑”和《易经》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可
见一斑。“君子”在几千年的传承和发展中，其内
涵已远远超出了词语本身，其意义亦远远超出
了词语的本源。它似乎成了人的一种内在的修
养和品质，成了一种被大众所期望的价值和要
求。而这种价值和要求在不同的时代融合着不
同的内容，阐发着不同的意义，指向着不同的意
境。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君
子”也应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发挥自己应有的作
用。但当今社会，君子一词意义的模糊性、运用
的泛滥性和内涵的随意性使我们常陷入对其理
解的被动、机械和迷茫当中。所以要想真正的
理解君子一词的文化内涵，真正的服务于我们
自身的发展，我们有必要明白、有必要清楚：何
为君子！

何为君子？笔者从将从君子与小人，复杂
与单纯，理想与矛盾和信仰与忠贞等四个方面
加以简单的阐述！

谈论君子，我们不得不提小人。这不仅是
一种思考的角度，更是一种研究问题的有效的
方法。虽然君子和小人不能完全相对来看，但
就问题本身，通过君子和小人的比较，还是可以
以具体、形象的呈现给予我们关于君子的理解
和思考。

翻开古迹、文献和相关资料，关于君子和小
人的论述不胜枚举。比如《庄子》中“君子之交
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谈的是君子交友之
道；比如《论语》中“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谈的是君子的德行；比如《胡雪岩全传·平步青
云》中“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谈的是君子关于
财产的认知。还有诸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
而不周”；“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形，小人
怀惠”；“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等等都是关于君子和小人的经典论述。通过这
样的论述，把君子和小人的言行操守进行比较，
形成鲜明的对比，造成强烈的冲击。无须多言，
我们就可以理解君子之最初的内涵。

笔者在对于君子和小人的比较中，发现了
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男女性别的问题。对于君
子之于男人，想必谁也没有什么疑问；而对于
小人是否完全之于男人，就很难说了。由于封

建社会女性地位的极为低下，因此对于出现的
诸如“唯小人和女子难养也”这样的论述就不
足为奇了。所以笔者在这里要说的是，我们今
天的社会，君子是和小人相对的，但女子和小
人却不是相同的，因为男女平等的观念使得当
今的女子同样可以成为君子，同样可以拥有君
子的言行和操守，同样可以赢得君子的美誉和
名声。

通过君子和小人的比较来理解君子的内涵
是远远不够的，由于受历史和条件的限制，我们
必须通过多方面，多角度，多维度来考察君子所
呈现的含义的复杂性和深邃性。接下来，笔者
就从复杂与单纯的角度来解读何为君子！

所谓的复杂，就是君子内涵的复杂性和边
缘的模糊性。对于这一点，我们是很容易理解

的。纵观数千年的历史长河，君子一词非但没
有随着朝代的兴替而断绝，反而显现出愈加顽
强的生命力，愈加强大的生存力。这种生命力
不仅在于其活力从未消退，也在于其自身发展
的超乎想象。超乎想象的从民间到庙堂；超乎
想象的从文人到布衣；超乎想象的从个体到大
众；超乎想象的从眼前到永远。永远是化作精
神的所在；永远是融入血液的坚守；永远是从不
孤单的仰望；永远是代代相传的延续。永远的
君子，永远的长生；永远的长生，永远君子的出
现，君子的眼前，君子的来临。

来临在于其精神，在于其意境，在于其给众
人超越世俗的希望和遐想；来临在于其意念，在
于其坚持，在于其给予众人超越生命的美好和
憧憬。这种憧憬由于其复杂而丰富；这种憧憬

由于其丰富而多情；这种憧憬由于其多情而感
人；这种憧憬由于其感人而永恒。

永恒不仅在于复杂，更在于单纯，在于复杂
中单纯的归一，一如多变血型下不变的红色。
这种归一就是君子最最真实、最原始的内涵所
在。这种内涵不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这
种内涵不会因为世事沧桑而变质，它一直在坚
守着，坚守着单纯的真善美，保持着纯真的无污
染的一片属于自己的领域。可以这样说，正是
由于这样的单纯，才使得君子一词延续千年而
依旧充满活力；正是由于这样的单纯，才使得君
子一词历尽沧桑而保持着个性和忠贞。

这种单纯简而言之就是清华其外，澹泊其
中，不作媚世之态。由此而延伸出来的君子丰
富的内容其实就是对其的生动补充，具体说明，
客观展现和时代表达。对于今天，笔者认为，

“清华其外”就是要实事求是，讲究实效、实用，
拒绝虚伪，虚荣和形象工程；“淡泊其中”就是保
持纯洁的内心，高尚的灵魂；“不作媚世之态”，
就是要有个性，独特的人格，要保持为人的尊严
和生命的真谛。

复杂与单纯，其实是君子历史发展的必然
呈现，是一种正常的过程，一种正常的表达，一
种正常的延续。而理想与矛盾才是作为君子本
人所设身处世而面临的现实问题和必然经历。

翻开历史，有太多的人无愧于君子的称
谓。比如孔子，比如王守仁，比如李世民等
等。其中以君子之人孔子最为典型。孔子之
于君子之典型，不仅因为孔子举止具有君子之
范，更因为其作为楷模的标榜作用和理论引导
作用，是文化界和政治界的君子们所望尘莫
及。下面笔者就以孔子为例，来谈谈君子理想
和矛盾的问题。

由孔子对于君子的丰富论述中，可以获知
其对君子的独特理解和重视。笔者认为在孔子
眼中君子具有以下特征：至诚、坦荡、谦和、中
庸！这可以说是孔子的理想，也是其对自身和
弟子的要求，也是对世人的期望。这种理想虽
带有明显的时代性和个体性，但却不乏智慧所
在。孔子在君子方面的理想，就是把人塑造成
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合乎时代的人，一个保持个
性的人，一个拥有能力的人，一个坚守自我的
人。这样的人，品德要是高尚的，行为要是伟大

的（对世界有意义的），影响要是长久的，个性要
是独立的。这种人存活于世，才是真正的君子，
才能真正的诠释人的理念，实现人的价值。

孔子关于君子的理想当然是好的，但从其
理想中，我们很明显就能发现其矛盾性之所
在。理想和现实的矛盾，自身和社会的矛盾，追
求和时代的矛盾，个性和大众的矛盾，憧憬和生
存的矛盾，坚守和世俗的矛盾。坦荡和中庸的
矛盾，谦和和至诚的矛盾等等。总而言之，对于
君子之言，理想和矛盾总是存在的。

透过孔子，再结合其他君子比如李世民（有
人不把其列为君子之类），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理
想和矛盾更大的存在。李世民一生想做君子，
而且一直朝这样方向努力。作为一代君主，平
心而论，其作为还是可圈可点的。但和真正的
君子至少是其心中的君子的标准还是相差很
远。在李世民心中，君子应该是包容亲情的，但
他为了成为更大的君子，而无奈的扼杀了自己
这一层的的理想，这就产生了矛盾。诸如这样
的矛盾在李世民身上不甚枚举，但最终笔者为
何还要把他归于君子之列呢？

笔者认为，正是因为理想和矛盾的普遍存
在性，才使得君子在面对时，必须拥有强大的内
心，做出智慧的选择，舍小家而顾大家，舍小君
子而做大君子。而在现实生活中，君子更多存
在于默默无闻中，存在于简单而平凡的行业。
对于这样的君子，我们需要坚守的就是君子的
理想，处理理想中的矛盾，使自己有君子之心，
亦有君子之行，也有君子之为。

最后笔者再谈谈君子关于信仰和忠贞的问
题。君子是有信仰的，这种信仰要么来与自
身，要么来与大众，要么来与顿悟。不管来自
哪里，其信仰的内心都是高尚的，其信仰的灵
魂都是纯洁的，其信仰下的行动都是君子的。
笔者之所以把信仰和忠贞放到一起，不仅因为
忠贞是信仰的补充，也是信仰的动力，更是信
仰的表现。

梅、兰、竹、菊，号称花中四君子，四君子并
非浪得虚名，确实各有它的特色。梅，剪雪裁
冰，一身傲骨；兰，空谷幽香，孤芳自赏；竹，筛风
弄月，潇洒一生；菊，凌霜自行，不趋炎势。合而
观之，有一共同点，都是清华其外，澹泊其中，不
作媚世之态 。这其实就是它们的信仰，它们的
理念，它们的坚守。坚守这份信仰，就是一种忠
贞；坚守这份忠贞，就是一种信仰。

君子之于信仰，君子之于忠贞，君子之于自
身。君子信仰真理，忠于美丽，源于善良。这就
是君子的真谛，这就是君子的意义！

何为君子？我们不妨看看身边，看看自
己。因为身边总有君子之行，自己总怀君子之
心。人人可为君子，君子可为人人，尤其在我们
中华大地上，尤其对于这历史的最好时期！

何 为 君 子
□ 苗云辉

1 经纬.左岸 经纬.左岸
“经纬”公司名称，“左
岸”小区位于尧渡老河左
岸，故名之。

尧渡镇至德路
西端北侧

东至尧渡老河、西
至206国道、南至
至德路、北至尧渡
老河

东至经纬置业有
限公司

2 君临长江 君临长江
本项目紧靠长江，体现豪
宅江景房理念。

大渡口镇经济
开发区

东至规划经三路、
西至居民区、南至
规划纬一路、北至
规划滨江路

池州大世界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3 东至.红森熙园
东至.红森
熙园

该项目紧靠东至天台山森
林公园，小区命名主要体
现吉祥、奔放、光明、兴
盛的家园。

尧 渡镇东流
路与天台山路
交汇处

东至沿河东路、西
至东流路、南至田
地、北至天台山路

东至锦泰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4 蓝湾新村 蓝湾新村
该小区位于昭潭镇龙泉河湾
道处，风景优美，故名之。

昭潭镇昭潭村
东至田地、西至平
竺路、南至民房、
北至昭潭镇农具厂

东至池阳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5 江南.都市恬园 江南.都市
恬园

“江南”该项目位于长江南
岸；“都市”该项目位于大渡
口镇中心城区；“恬园”是指
恬静的园林生活与该项目的
规划相配套。

大渡口镇中心
城区

东至经二路和滨江
时代广场、西至经
三路和信发南郡水
岸、南至206国道
、北至纬一路和江
南明珠

东至县锦鑫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6 荷半里.蓝波湾
荷半里.蓝
波湾

“荷半里”中“荷”代表
大渡口镇的镇花为荷花，
“半里”代表该项目东北
有半里长，“蓝波湾”表
示该项目位于长江南岸，
微风吹起，荡起蓝色波
浪，故名之。

大渡口镇建信
小区东侧

东至湖章路、西至建
信小区、南至大同路
、北至206国道

东至县盛通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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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荣成.滨江壹号
荣成.滨江

壹号

“荣成”是企业名称中的

关键字，寓意荣耀成功；
“滨江壹号”投资人将四

星酒店配套地产建成滨江
之畔的标志性建筑。

大渡口镇经济
开发区

东至北塞路、西至
同庆路、南至大同
路、北至金江路

安徽荣成置业有
限公司

8
红森金字牌农
贸市场

红森金字牌
农贸市场

“红森”是母公司红森集

团的名字；该项目位于金
字牌山下；“农贸市场”
为该项目实际使用功能。

东至县城南新
区

东至经一路、西至
沿河东路、南至纬
二路、北至纬一路

东至尧舜农贸投
资有限公司

9 华日.江城一品
华日.江城
一品

“华日”是指本项目由华
日集团投资开发建设；“
江城一品”是指本项目紧
靠长江而建，打造成一流
人文小区。

大渡口镇中心
城区

东至经一路、西至
经二路、南至纬一
路、北至滨江路

东至县鑫翔房屋
开发有限公司

10 望江山小区 望江山小区
小区坐落在望江山旁，故
名之。

东流镇泉东路
南侧

东至东至县种畜场
道路、西至长岭初
级中学、南至东至
县种畜场、北至东
流镇泉东路。

东流镇人民政府

11 怡和苑小区 怡和苑小区
希望小区居民愉快和谐生
活，故名之。

东流镇长江路
西侧

东至东流镇城东村
金家组、西至东流
镇长江路、南至村
级道路、北至东流
镇城东村五里巷

东流镇人民政府

12 九龙花园 九龙花园 根据官港镇九龙山命名。 官港镇集镇

东至206国道、西
至农田、南至小路
、北至官港镇木材
加工厂。

东至县团结房地
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13
兆瑞·中央广
场

兆瑞·中央
广场

“兆瑞”本公司名称，“
中央广场”在大渡口中心
且有大面积广场在建筑物
前。

大渡口镇３１
８国道与解放
路交汇处

东至南国大厦、西
至鹏程酒店、南至
大渡口小学、北至
３１８国道

东至兆瑞置业有
限公司

14 龙溪水岸 洁源·上城
小区东临尧渡新河，内有
水系景观设计，故名之。

尧渡镇河西
206国道以西

东至尧渡新河与
206国道、西至安
东高速、南至规划
城市道路汽配路、
北至住宅区

池州洁源置业有
限公司

项目座落位项目座落位项目座落位项目座落位
置置置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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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东政办[2015]20号文件通知，《2014年东至县住宅区、建筑物命名方案》经县长
办公会讨论通过，现予以公告。

东至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
2015年4月16日

公 告

2104年东至县新建住宅区、建筑物命名方案

因“云峰山陵园”工程建设需要，座落在尧渡镇建东村口头组，规划区范围内主体工程建设场地的坟墓需要迁移，请各坟主在
公告之日起二十日内（即2015年4月21日起至2015年5月10日止）到建东村委会登记确认，逾期按无主坟处理，统一迁出安葬。

特此公告!
东至县云峰山陵园建设指挥部

迁坟 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