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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养杂谈  

 

       吾日三省吾身 

‚一个人能否廉洁自律，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人也

是自己。一个人战胜不了自己，制度设计得再缜密，也会‘法令滋

彰，盗贼多有’。希望同志们‘吾日三省吾身’，做到严以修身、

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同中央办公厅各单位班子成员和干部职工代表座谈时的讲话 

 

“吾日三省吾身”，出自《论语•学而》。曾子在回答孔子提问时

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

乎？”曾子每天都多次自觉省察自己，查看为别人做的事是否尽心竭

力，与朋友交往是否诚心诚意，老师传授的学业是否温习了。简而言

之，就是自查“忠”、“信”、“习”的功夫。 

曾子 16 岁拜孔子为师，深受孔子教诲，一生讲求合乎礼制，谨守道

德不逾矩。他在弥留之际，还命令儿子给他换掉只有大夫才能用的席

子。他之所以能做到守礼法甚于生命，就是得益于长久的“三省吾身”

习惯养成的严以律己、知错必改的精神，最终成为学识渊博、品德高尚

的贤人。 

自省的精神是儒家的基本精神，历来为古代士人所推重。孟子提出

了“反求诸己”。荀子则把自省和学习结合起来，作为实现知行统一的

一个环节：“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已，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西汉扬雄

在《逐贫赋》中说道：“三省吾身，谓予无愆。”意为每天多次自我反

省，就可以避免过失。宋代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说：“日省其身，有

则改之，无则加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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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省是“修身之本”。儒家讲求“内圣外王”，内圣即指自身的修

养，只有具备了良好的自身修养，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古人云：“金

无足赤，人无完人。”任何人生来都有缺点，但是通过不断的自省和学

习就能出类拔萃，成就卓越。怎样发现自身的缺点和不足，不外乎两个

途径，一是他人提醒，一是自我反省。一个人不可能时时刻刻处在他人

监督提醒的场合中，如果内心防线失守，哪怕外界约束再紧，监督再

严，也会“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反躬自省是破除“心中之贼”的终

极思想武器。修身的问题解决了，其他的具体问题才能解决。因此，自

古以来成大事者，未有不重自省自律者。 

自省是一件严谨的事，容不得半点马虎。但要做到时时自省是非常

困难的。这是为什么呢？认识到错误不难，但要用坦诚的心灵面对它却不

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就像一个人亲手割掉自身的毒瘤，需要巨大的勇气。

就连孔子都发出感慨：“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

（《论语•公冶长》）所以说，懂得自省是大智，敢于自省则是大勇。 

古往今来，反躬自省的典范并不鲜见。北宋宰相文彦博小时候因为

顽皮经常犯错误，为了加强对自己的监督，他准备了两个罐子，每天做

了有益之事，就在一个罐子里放一粒红豆；做了无益之事，就在另一个

罐子里放一粒黑豆。他每天检查红豆和黑豆的数目，以此警省自己，终

于红豆越来越多，黑豆越来越少。这两个罐子使他一生受益匪浅。 

同一时期的北宋名臣范仲淹在每晚睡觉前，一定要回顾一下当天所

做的事，看是不是对得起当天所得的俸禄，如果对得起，就能安稳熟

睡；如果对不起所领的薪水，就整夜都睡不好，第二天一定要补足欠缺

的部分，才能安心。 

回过头来看当今为人所敬仰的人物，修身自省也是其实现自我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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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之道。福建省东山县原县委书记谷文昌把党纪国法、公义廉耻作为

心中的一把戒尺，始终坚持严以律己，坚持“当领导的要先把自己的手

洗净，把自己的腰杆挺直”。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珍见贤思齐，经常对照

雷锋、孔繁森等先进典型寻找自身的差距，以榜样为镜，在反思中不断

完善自己。他们的事迹告诉我们，养成“吾日三省吾身”的习惯，不断

上紧思想发条，能够跳出自身的局限来重新审视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正

确，把准人生的航向，从而为以后的行动打下基础。 

“君子检身，常若有过。”（《亢仓子•训道》）现代社会中，诱惑

无处不在，每个党员领导干部都面临着形形色色的考验。为此，我们更

应常备自省之心。从近年来查处的一些“苍蝇”、“老虎”中不难发

现，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一开始也有一颗为国为民、清正廉洁之心，却最

终走上贪腐之路，原因就在于缺少自省，面对诱惑，常以“下不为例”

原谅自己，以“小节无碍”宽待自己，以“仅此一次”放纵自己。于是

一步步忘记了初心，丢掉了信念，终于“积羽沉舟，群轻折轴”，直到

锒铛入狱，才幡然悔悟，此刻再想修身，已是后悔晚矣。这样的教训，

一定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庄子•人间世》曾记录颜回准备出游，向孔子请教游说之法。孔子

指出颜回尚未认清自己，叫他先做到“心斋”。这个“心斋”，说白了

就是自省。在精神的斋戒期，一方面，应注意从小事和细微处陶冶情

操，常念“紧箍咒”，真正做到防微杜渐，砥砺品行。另一方面，要做

到“慎独”，始终保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戒惧心态，无论是人

前还是人后，公共场所还是独处之时，都坚守正确道德信念，自觉做情

趣健康、品行高尚的楷模。如此，才能抵制各种歪风邪气的侵蚀，“任

尔东西南北风”都刮不倒，任你什么“糖衣炮弹”都击不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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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世之道  

 

“呆若木鸡”是褒是贬？ 

“呆若木鸡”一词，常用来形容一个人反应迟钝，比如看到一个木讷

的、不会顺畅交流的人，我们就会用这个词来贬低他。无疑，在今天的语言

环境中，它是一个贬义词，然而在这个词的发生之初，它却是一个褒义词。 

“呆若木鸡”语出《庄子•达生》篇： 

纪渻子为王养斗鸡。十日而问：“鸡已乎？”曰：“未也，方虚憍而恃

气。”十日又问，曰：“未也，犹应嚮景。”十日又问，曰：“未也，犹疾

视而盛气。”十日又问，曰：“几矣。鸡虽有鸣者，已无变矣，望之似木鸡

矣，其德全矣，异鸡无敢应者，反走矣。” 

这个故事讲的是纪渻子为齐宣王训练斗鸡的事。“呆若木鸡”在这里，

指看上去就像木头鸡一样，虽然听到别的斗鸡鸣叫，但这只鸡已经完全不为

所动，它的德性能力已经完全具备了，别的斗鸡没有敢来应战的，看到它都

转身逃走了。庄子认为，外表凶狠、气势旺盛的斗鸡反而没有战斗力，它们

虚张声势往往是因为内心恐惧或战斗经验不足。而内心强大、经验丰富的斗

鸡往往收敛沉稳，以不变应万变，后发制人。“大智若愚”、“大巧若

拙”、“大勇若怯”，都是这个道理。 

后世的心学大家王阳明也深谙这个道理，《明儒学案•王阳明传》记载王

阳明曾奉命出征赣南，出征前他对弟子说：“阳明此行，必立事功。”弟子

不解，王阳明解释说：“吾触之不动也。”王阳明认为自己此行必定胜利，

因为他就像《庄子•达生》篇中描写的斗鸡一样，呆若木鸡、触之不动，对胜

利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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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读经典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天下之所同侧目而视，侧耳而听，延颈举

踵而望也。是故非澹薄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宽大无以兼覆，非慈

厚无以怀众，非平正无以制断。 

  ——【西汉】刘安《淮南子•主术训》 

释义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一名言，世人多以为出自诸葛

亮。其实，早在西汉初年，这句话就记载在淮南王刘安主持编写的《淮南

子》中。原句为：“非澹薄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 

这句话语浅而意深，富有哲理，采用逻辑学中的“双重否定”方法，强

调“淡泊”“宁静”的重要性。意思是，不把眼前的名利看得轻淡就不会有

明确的志向，不能静下心来全神贯注地学习就不能实现远大的目标。现在的

“淡泊”“宁静”，正是为了日后的“致远”。通过学习明志，宁静修炼，

积蓄力量，一旦时机成熟，便可以轰轰烈烈干出一番大事业。 

三百多年后，诸葛亮在临终前写给儿子诸葛瞻的《诫子书》中，用了这

句话：“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同‘淡’）泊无以明

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罗贯中所撰《三国演义》第三十七回中，刘、关、

张二顾茅庐，看到诸葛草庐中门上大书一联云：“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

远。”此处以肯定句式取代了否定之否定句式，使“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的理念广为流传。 



修身养德（2016 年第 2 期） 

 

 8 / 12 
 

解读 

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有一句名言，鸟的翅膀系上黄金，就再也不能飞翔

了。这句话，对于做人做官都有深刻启示。一个人欲望太强，就会在各种诱

惑面前迷失心智；一个人急功近利，势必缺乏长远目光和毅力恒心。老子

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重为轻根，静为躁

君”，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尤其是对领导干部而言，更是心态决定状态。没

有淡泊宁静的心态，在市场浪潮带来的消费主义面前，在经济繁荣带来的物

质诱惑面前，就难免会有公权私用的冲动。只有从内心涵养一汩清泉，才能

在诱惑面前做到百毒不侵，在欲望面前做到金刚不坏。力戒浮躁，就要坚守

做人的操守和从政的道德，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正确

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正确对待名利地位，正确看待进退流转，淡泊

处世，静心思考，磨炼意志，砥砺志趣，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正所谓

“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摘自《习近平用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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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史镜鉴  

千万不要忘本！ 

——罗荣桓教育子女二三事 

抗日战争时期，因工作的需要，罗荣桓被派往山东工作。到山东

后，罗荣桓忙于指挥作战，建立抗日根据地，将儿子罗东进寄养在老乡

家里。直到山东抗战形势好转才接回来。对当时的情景，罗荣桓常对子

女说：“你们是老乡用高粱煎饼和地瓜养大的，可千万不要忘本啊！”

他教育孩子，不能因为自己是干部子弟而有优越感，要和工农子弟打成

一片，要常到同学家里走一走，看看人家是怎样生活的。对那些家庭有

困难的孩子更要和他们接近，多帮助他们，吃饭穿衣要首先想到他们。 

对子女的思想作风，罗荣桓要求十分严格。一年冬天，妻子林月琴

给儿子罗东进买了顶棉布帽子，罗东进嫌样子不好看不愿戴，想要买一

顶皮的。罗荣桓知道后，把罗东进狠狠批评了一顿：“小小年纪就讲究

这讲究那，这还了得！”他告诉林月琴，以后对孩子的生活不要过多操

心，在政治思想上要多关心一点。他曾说：“教育孩子，是件麻烦的事

情。急躁不行，夸奖太多了也不好。不过有一条，做父母的完全可以办

到，那就是，只要发现他们有一点不好的苗头，就指出来，要他们改

正，不让它发展下去。” 

儿子罗东进和女儿罗南下上小学时，学校离家很远，每星期回家一

次，都是机关用车集体接送，罗荣桓从不准单独派车接送。有一个星期

六学校放学晚了，家里人派车去接了一次，罗荣桓发现后把全家叫到一

起，严肃地对孩子们说：“这样不好，汽车是组织上给我工作用的，不

是接送你们上学的，你们平时已经享受了不少你们不应当享受的待遇，

如果再不自觉就不好了，那样会害了你们自己。”他又吩咐工作人员：

“以后绝对不准用小车接送孩子，让他们搭公共汽车也是个锻炼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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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一次罗东进、罗南下放学回家，没有搭上公共汽车，两人步行，

天很晚还没有到家。家里担心路上出了什么事，罗荣桓也有点着急。这

时两个孩子满头大汗，一身尘土走进门来。问清原因以后，罗荣桓高兴

地表扬他们说：“好，好，你们做得很对，年轻人应该时刻锻炼自己，

不怕吃苦。今天你们搭不上车走着回来，不怕苦，不怕累，这种精神要

发扬，要长久地保持下去。”（综合整理自《罗帅最后十五年》，人民

出版社 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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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新规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学习和理解《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2016 年的

《廉文季刊》每期会增加一个关于新规的漫画和解读，帮助大家将党的纪律内化

于心、外化于行，做到洁身自好。 

 

 对于‚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的标准怎么认定？ 

第 83、84 条有关表述：收受、赠送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的礼品、礼金、

消费卡等„„对于“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的标准怎么认定？发达地区和落后

贫困地区对于“正常礼尚往来”标准不同，这个标准是否能做出准确规定？ 

中纪委回应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没有对收受礼品、礼金、消费卡等

行为搞简单的“一刀切”，而是区别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了规定。 

一是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消费卡等，要视情节轻重给

予处分，也就是说，对于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消费卡等一律不

准收受。 

   二是收受其他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的礼品、礼金、消费卡等的，要予以纪

律处分。这是新的规定，即日常生活中收受同事、同学、老乡、朋友等赠送的礼

品、礼金、消费卡等，虽与公正执行公务无关，但如果“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

来”的，要予以处分。 

“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明显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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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一是指在礼节上讲究有来有往，换句话说

就是你对我怎么样，我也对你怎么样，不能只来不往。二是指明显超出了当地正

常经济水平、风俗习惯、个人经济能力的礼品、礼金价值。具体给予处分时应根

据各种因素综合考虑酌情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