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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ought of learning from things（"Ge Wu Zhi Zhi" ） is a way for intellectuals to 

cultivate their body and mind, to realize their life integrity and to harvest their successful life, which 

has three meanings: to explore the things, to obtain knowledge；to correct knowledge, to obtain 

conscience；to sense everything and to obtain wisdom. These three meanings just include the three 

aspects of whole person education: Inquiry education, Conscience education and Sensate education, 

because the real and complete education not only trains students to acquire various skills and 

acquire various knowledge, it is also necessary for students to be able to take care of themselves, as 

well as others and the world, to be able to repair personal links with others, and to have a leisurely 

and relaxed，clear and tranquil state of mind, in harmony with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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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格物致知思想，是知识分子修养身心、实现生命完整、收获成功人生的途径，历

来有三层涵义：探究事理，获得知识；端正认识，获得良知；感通万物，获得智慧。这三层

涵义恰好包含了全人教育的三个方面：探究教育、良知教育、感通教育，因为真正完整的教

育，既培养学生各种技能、获取各种知识，还要让学生具备关照自己的同时，同时具备关照

他人和世界的能力，能够修复个人与他者的链接，拥有悠闲从容、明晰宁静的精神状态，与

世界和谐共存、交融相和。 

1.引言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格物致知思想，提出了知识分子修养身心、实现生命完整、收获成功

人生的三层途径：第一层是探究事理，获得知识。如北宋程颢认为“穷理而至于物，则物理

尽”[1]，其兄程颐认为“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穷其理然后足以致之，不穷则不能致也”[2]，

二者皆将“格”定义为“探究”、“探索”、“研究”之义，“物”即是“道理”、“真理”

等，意思是只有不遗余力的探索世界，才能获得知识和真理；第二层是端正对事物的认识，

获得良知，对于这层涵义，王阳明的“良知说”进行了非常详细的阐释，其一生也是践行“致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Scie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CESED 2019)

Copyright © 2020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SARL.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CC BY-NC 4.0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Advances in Economics,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volume 116

38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8%8B%E9%A2%A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8%8B%E9%A2%90


良知”的一生，其言论：“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3]，意思是通过端正对事理的

认识，获得天理良知，并以此作为指导行为的准则，成为“知行合一”奉行仁义道德的君子；

第三层是感通万物，获得智慧，具备健全人格，如明代高僧憨山德清的“格即‘禹格三苗’

之格；谓我以至诚感通，彼即化而归我。所谓至诚贯金石，感豚鱼；格也。”观点，认为“格

物致知”是以至诚之心感通万物，让心和万物融会贯通，致以化为自心真知。《中国教育改

革和发展纲要》提出的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从本质上说，是以全面培养受教育者丰富的科学

文化知识、较强的实践和动手能力、高尚的思想道德情操、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以及健

全的性格为宗旨。这刚好和格物致知的三层思想不谋而合。因此，借鉴格物致知的系统方法，

既教会学生收获知识，提升能力，更要教育学生具备“良知”和“感通”万物的能力，让学

生成为一个完整、和谐、畅达的人，方为做到真正的“素质教育”。 

2.现代教育的弊端 

相对于传统教育来说，现代教育运用教育学、心理学等现代教育理论，借助现代教育技

术，建立起新型教与学关系，使得学习时空开放广阔，学习方式灵活多样，课堂氛围活泼生

动、劳逸结合，让学生探索事物获得知识的效率变得越来越高。然而如果运用“格物致知”

的思想来审视我国现代教育，就发现主要还存在两方面的弊端。 

教育理念上面，现代教育唯利是图与“唯分数论”的观念十分普遍，导致过多追求知识

和能力的提升带来的实际效益，因此在教育内容设置、学习成果鉴定上大部分的学科都强调

向外探索，追求知识的获取和能力的提升，侧重培养特长、个性自由，而在学生品行与性情

的培养方面显然是不够的。这样的教育往往导致培养出不完整的“人”，表现在强调凸显自

我，出现价值观的偏狭，忽视与自己内心、与他人和世界的和谐相处，这种人往往将一己私

利放在首位，对他人、对社会、对自然没有关怀、责任感和担当，甚至成为一个严重品德缺

失、具有性格污点的不合格的“人”。正如2012年5月北大钱理群教授在“《理想大学》专题

研讨会”上慷慨陈词:“我们的一些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种人一旦

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4] 

在教育模式和方法上面，现代教育主要致力于开发学生分析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建立

知识体系，培养社会体制需要的各种技能和能力，然而却忽略了学生作为一个生命个体在情

感体验和思想开发上面的需求，导致教育各环节中不能深入去了解学生具体情况和体察学生

内心状态，不能让教学内容、手段、技巧真正深入人心，让学生就像流水线上待产的机器，

无法体会到学习和成长的快乐，失去了感性体悟、理性思考、审美与创新的能力。这样的教

育导致学生拥有知识、技能，却没有生活的智慧；导致学生能够具备良好的社会生产与发展

能力，却没有生命愉悦感与幸福感，也失去了应有的生机、活力，甚至失去了同理心，变得

越来越麻木冷漠、性情乖张。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天、地、人同源于一气，《素问·六微旨

大论》提出“气交”的概念:“言天者求之本，言地者求之位，言人者求之气交。曰:何谓气

交?曰:上下之位，气交之中，人之居也。”[5]事实上，教育也是一种“气交”，人与人之间

气场的和谐流动，并带动人与外界的气场的和谐交流和互动，这样才能合于人的本源。 

3.开展良知教育，培养人的高度自觉 

关于“良知”，最早在《孟子·尽心上》解释为：“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

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6] 后来在明王守仁的“致良知”说中， 对于“良知”进行了详

细的论述，比如：“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

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7]良知，是一个

人天生具备的意识与能力。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就是有善恶是非的辨别心。但是人在社会化

的过程中，会因为种种私欲、社会各种规范屏蔽判断是非的能力。“立志、勤学、改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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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8]，教育之道就是要唤醒这种善恶分辨能力，从而让人重新获得良善意识，并能自觉依

据这种良善意识指导自己的行为，回归到人的本然状态，成为符合良善标准的君子。只要有

越来越多的人做出这样的努力，那么先贤们理想中的“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充

满良知、真正温暖福乐的社会也就能够成为现实。 

孟子说“由仁义行，非行仁义”[9]。良知教育就是施行“仁义”的教育。开展良知教育，

需要做到两个方面：其一，结合传统的诗、礼、乐教育，开展德行教育。孔子说：“兴于诗，

立于礼，成于乐”[10]，好的诗歌、礼仪、乐章都有其内在的底蕴和价值。诗歌促使个体向

善求仁的自觉，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11]，诗歌可以兴发人的

志向，锤炼人的性情，可以记录社会运转情况与世间人情，可以培养人的交际、观察、体悟

等能力，还可以针砭时弊、改善社会面貌。礼作为社会规范，可以约束社会群体，让整个社

会运行充满秩序和和谐，因此，严格的礼仪教育，可以促使人自立、自信、自强。音乐的教

育熏陶可以陶冶人的情操，培养人的健全人格。其二，开展培养入世精神教育，培养学生面

向现世、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与价值取向。比如教育教学活动中运用丰富多彩的

形式，开展以“五伦十义”为主的人伦教育，让学生能够认识到忠、孝、悌、忍、信、善在

人生历练中的重要作用；培养学生恭谨、审慎的处世态度，让学生懂礼仪、知廉耻、守孝悌、

重信义；开展以“存养克治”为主的德行教育，让学生能够养成反省、自查自己思想和行为

的习惯，达到外在圆融、内心平和的良好状态，就像孔子说的“修己以敬”的状态。 

4.开展感通教育，培养健全人格，实现身心和谐发展 

所谓“感通”，就是有所感而通於彼。语本《易·系辞上》:“《易》无思也，无为也，

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12]以及《朱子语类》卷七二等很多文典对“感通”进行

过阐释。“感通”思维是中国传统思想特有的一种基本思维方式，影响和塑造了中国传统思

想的独特精神。中国感通文化的发展大概经历了四个阶段：在远古时期，人们通过巫术和祭

祀等宗教活动与天神达成精神联系,将人的情感、理想和价值以一种特殊的交流方式进行寄托

和穿搭；周代时期，人们通过礼乐仪式和天地鬼神交流、感通，实现人类美好的祈愿，并规

范人类的社会行为；封建时代，儒家思想崇尚人道，强调内在心性之“诚”、“敬”，并以

此诚意与天神相通，道家则突显心之“虚”、“寂”，达到与天道相谐，实现天人合一；现

代，中国哲学中“感通”的思想在艺术上面运用较多，强调艺术传达天地万物的生命、生机、

气韵、生趣为理想目标和境界,要求艺术家以艺术心灵去感通表现对象的情态和神韵,在艺术

品评和鉴赏中主张意会、神契等等。 

“以妄知用妄想。故物与我相扞格。向之与我扞格者，今则化为我心之妙境矣!物化为知，

与我为一。其为感格之格，复何疑问。”[13]凡是心灵不能全面与对象联通，不能完全的融

合，就无法实现真正的感通。真正的感通,就是与物相感,与物相应,进而与物相通,最后,则是

与物无隔，实现自身的和谐、人和天地宇宙本来一体的和谐。 

培养感通能力，需要开展各类向内探索教育。其一，在课程体系中开展关于祭祀、道法、

礼乐、适应环境的教育，培养学生内省自查与自证自悟能力，让学生能够体悟世界一切存在

状态的语言，时时处处真切感受到生命的能量与气场的流动，培养出淡定、安宁、从容的生

命气质，使人与物质、物质与物质达到极度和谐的交流。其二，培养学生的审视、观察能力。

指导学生面对对象进行周详细密的审视、观察，运用眼、耳、鼻、舌、身、意六感，从对象

的形状、颜色、声音、味道、触感、符号进行全面认识，建立最初的印象和观感之后，探究

对象的来龙去脉，弄清楚对象全部发展状态。其三，锻炼通情达意的能力。在观察的基础上，

放下对自我的感知，开放自我身心，最大可能的站在对象的立场去设身处地思考对象的存在

状态、存在意志，感悟对象的内在状态。其四，培养学生高度集中注意力的能力。模仿巫术、

宗教、艺术创作活动中那种虔诚、敬畏、专注、肃穆的精神状态，与对象达到高度的统一和

融合。其五，培养学生无思无为的能力。无思无为是一种不需要注意的专注，内心达到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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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水若镜的境界，能够敏锐的捕捉到对象的一切行为、变化，将各种表面化的、杂芜不精的

体验认识，精练为一种有灵魂深度的洞见，达到完全的明悟通达。 

5.结束语 

总之，在道家来看，天道和人道是一致的，天道是自然，人道是自然的一部分。但由于

人在社会生活中被各种规范所束缚，在各种欲望和牵念的羁绊下，使人丧失了原来的自然本

性，变得与自然相互隔阂。良知教育和感通教育的目的，便是“绝圣弃智”，通过真善美统

一的潜移默化的训练方式，让学生抛弃自以为是的主观见解，打碎外在的束缚和羁绊，减少

私欲杂念，将人的天性释放出来，重新归于天真纯朴，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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