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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大 罗国杰：

皓首治伦理 毕生“正人心”

德高者望重
为公者千古
■葛晨虹

罗老师离开我们了， 但先生的形
象以及思想、 精神品格永远定格在了
我们心中。在大家眼中，罗老师是儒雅
亲切的一个人。 这种印象在我博士生
面试初见老师时就深切感受到了。那
时作为考生的我， 走进时任人大副校
长的先生办公室时还有些紧张， 老师
亲自递杯水，微笑着说了几句话，看着
那样亲切的面容，我的紧张顿时消失。

在罗老师身边学习工作二十多
年， 应该说已经很亲近了， 但再亲再
近， 你仍能感觉到罗老师身上那种高
山仰止的气质风范。 先生为人处世若
怀万千大象， 具有一种超越精神， 是
一位现代儒者， “得道儒者”。 谈及
此时曾有人问： 儒者当“入世”， 超
越当“出世”， 两者如何统一？ 在我
眼中， 罗老师超越的是个体“小我”，
入世的是“大我” 情怀。 先生就是这
样的人， 严于律己， 宽厚待人， 以天
下为己任。

作为伦理学界的思想泰斗， 罗国
杰教授把教学研究与社会主义伦理学
事业与国家前途结合起来， 在伦理学
理论创建、 研究以及人才培养方面取
得了卓著成就。 新中国的伦理学事
业， 社会主义伦理学体系的建构， 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理论
的建立， 德治与法制相结合的思想，
公民道德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 这些和社会
精神文明建设甚至国家发展相关的思
想理论， 都和罗国杰教授的名字联在
一起。 先生的许多建议也常被国家顶
层重视。 比如，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
的决议(讨论稿)》 征求意见时， 罗老
师写了建议，希望能够在“以为人民服
务为核心”后面，加上“以集体主义为
原则”一点，中央采纳了罗老师提出的
这一修改意见，在文件中增加了“社会
主义道德要以集体主义为原则” 的提
法。一个学者一生能够做多少事？其思
想理论能够对国家社会产生重要影响
的又有多少？先生哀荣备极，学界、社
会各界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对他的
去世表示了深切悼念， 这和罗国杰教
授对国家、社会、民族所做的思想理论
卓越贡献分不开。也正因为此，有人称
先生为“正学宗师”。

先生的思想影响到了社会， 更影
响诸多弟子一生。 记得第一次到老师
家， 就看到墙上贴着老师亲书的陶行
知先生的“每日四问”： “第一问，
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 第二问， 我的
学问有没有进步？ 第三问， 我的工作
有没有进步？ 第四问， 我的道德有没
有进步？” 这种每日三省吾身的自律
精神对我们影响很大。 先生也常对学
生说， “做学问首先要做人”。 这些
话、 这些精神我们也要传递发扬下
去。 在对自己的学生讲先生做人做事
的精神时， 我也会告诉学生， 不是任
何人都能达到罗老师的境界高度， 但
是， 也应“虽不能至， 心向往之”。

先生走了， 留下了宝贵的思想和
精神财富， 同时也留下了未竟的事
业。 我们对罗国杰教授最好的纪念，
就是以先生为榜样。 先生的精神品
格， 使我们受用终生； 先生创建的事
业， 我们努力弘扬。 请罗老师放心，
您创建的伦理学事业一定会在全社会
上下的共同努力下， 发展得更好更
大。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教
育部伦理学基地主任）

在学者眼里， 罗国杰是新中国伦理学事业的
重要奠基人、 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事业的开创
者、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理论的重
要创建者。

在治国者眼里， 他是一位敢于直言无隐的国
之诤士， 他把学问与国家前途命运联系了起来，
他提出的德治理论和集体主义原则理论塑造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观。

在学生眼里， 他是一位“不通” 人情世故的
师者， 他从来不接受学生送的礼， 但生病的学生
们却都喝过他煮的粥和鸡汤。

作为道德的实践者， 他已离开了他所挚爱的
事业， 却带着“吾道南矣” 的欣慰， 看着自己的
“道” 在这片故土上生根发芽， 开出绚丽的花朵。

他注定不会孤独。

■本报记者 宋伟涛 刘博智

开拓：
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

了解这个学科的人都知道， 罗国杰是中
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事业的“领路人”，中国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正是在他的带领下破土、
生根、发芽、发展。 然而，对于他本人来说，六
十年的皓首穷经，只是书桌前伏案的一瞬。自
从1956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以来，在
一个甲子的漫长岁月中， 他一直在伦理学这
块土地上勤勉耕耘， 未曾离开须臾。

1960年3月， 毕业留校的罗国杰受命筹
建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教研室， 罗国杰决心
在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一门与以往西方资产
阶级伦理学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科。

但当时可资借鉴的唯一资料， 是一名外
国人写的几页“大纲”。 罗国杰和系里几位20
多岁的教师一起，潜心攻读原著，摘抄、编辑
30多万字的研究资料。 随后， 他们又写出
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学大纲和讲义， 初步
建立起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学科体系。

正当他在伦理学领域里纵横驰骋时，
“文化大革命” 阻断了他继续前行的道路。
“文革” 期间的一个晚上， 他独立编写的30
万字的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 讲稿的佚失，
给他留下了一个不小的遗憾。

但磨难并不能浇灭罗国杰心中的信念。
“文革” 刚一结束， 他就义无反顾地继续投
身于伦理学研究。

资料散佚了， 他从头开始， 把古今中外
许多著名伦理学家的伦理思想逐个系统地整
理出来， 写了大约100万字的札记； 专业生
疏了， 他就钻研马克思主义关于伦理道德的
基本观点， 广泛涉猎伦理学名著； 外语不熟
了， 他就拿出时间进修俄语， 复习英语。

在他的主持下， 伦理学教研室用了一年
多的时间编写了一本全国通用的 《马克思主
义伦理学》 教科书， 成为新中国第一本伦理
学教科书， 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高等
学校通用的伦理学教科书， 为伦理学教材构
建了新的框架和体系。

国家急需伦理学的教学人才， 罗国杰就
从1981年上半年开始， 开办伦理学骨干教
师进修班。 在两期的培训班中， 培养的学员
如同种子撒向了全国各地， 唐凯麟、 陈楚
佳、 许广明、 王福霖、 唐能斌……如今， 他
们中很多人已成学界翘楚。

在罗国杰的鼓励、 提携下， 不少人走上
了伦理学的研究道路。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教授龚群还记得， 在自己迷茫的时候， 正是
罗国杰来信鼓励， 才让他重拾信心与力量，
继续走了下去。

对于罗国杰来说， 伦理学是他的学术生
命， 马克思主义是他的学术信仰。

清华大学教授吴潜涛回忆， 有一次他去
医院看望罗国杰， 汇报教材修订的情况， 已
经好久说不出话的他却清晰地说出“要坚持
马克思主义”。 吴潜涛说： “罗老师， 你都
病成这个样子， 什么都忘了， 就马克思主义
没忘！” 他回道： “我怎么会忘！” 然后哈哈
大笑起来。 “在病魔的痛苦面前， 罗老师的
笑声依旧那么爽朗， 即使到了弥留之际， 也
不忘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吴潜涛教授对
此记忆犹新。

实践：
“不通” 人情世故的师者

罗国杰经常“不通” 人情世故， 这在他
的学生、 朋友中早已口耳相传。 然而这恰恰
是因为他认为伦理学决不是一门纯理论的学
科， 而是一门强调实践的科学， “自己讲出
来的必须要做到， 做不到就是骗人”。

中国伦理学会会长陈瑛是罗国杰的师
弟， 他说： “有很多人觉得罗老不通人情世
故， 学生送点土特产都不收， 他的老伴张老
师最后连副教授都没评上。”

有一件事让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伟记忆
犹新。 “罗老任人大副校长期间， 和爱人张
静贤一起下楼出门， 罗老师坐学校安排的
车， 张老师坐公共汽车， 他不让张老师顺便
搭他的车。 但罗老师和张老师的感情非常深

厚， 在他住院神志不清的时候， 反复喊的都
是张老师的名字。”

罗国杰的“不通”人情不仅表现在他对原
则的坚持上，更表现在他对自己要求的苛刻。

1956年， 罗国杰从上海市委作为调干
生考入中国人民大学， 在学习期间， 他主动
要求降低自己生活标准， 从当时县团级干部
的100多元， 降到40多元。 在他的家里， 家
具都是几十年前的老家具。 在罗门弟子葛晨
虹印象里， 这些家具已经伴随先生几十年，
然而他搬入新居后依然不舍得扔。 “老师穿
着一贯洁净简朴， 他有许多课题研究费， 我
们劝老师出门打车， 但他很多年仍坚持坐公
共汽车。” 葛晨虹说。

罗国杰在学术要求上也近于苛刻。 “罗
老师对名利看得很淡， 但对学术要求却很
高， 读他的著述， 听他授课， 你会感觉到所
有的真知灼见都来自于饱读诗书和反复思
索， 从不马虎， 也从不哗众取宠。” 他的弟
子吴潜涛告诉记者， 近十余年来， 罗国杰经
历过6次大的病痛， 但他却依然笔耕不辍，
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的组织编写工
作倾注了全部的心血。

陈瑛说： “罗老看似不讲人情， 实际上
这正是他的难能可贵之处。 他对自己要求极
其严格， 但对他人十分体贴， 对国家的事情
极其热心。”

生活清贫如此， 他却将吴玉章终身成就
奖的100万元奖金， 都捐出作为奖学金， 一
分没留。 罗国杰关心学生心细如发。 葛晨虹
说： “老师从不接受学生送的礼， 但生病的
学生们都喝过他煮的粥和鸡汤， 有谁生病
了， 他会从家里做好饭送到学生宿舍。 有一
次我生病住院， 罗老师和师母做了啤酒鸡来
看我。 后来我当了班主任， 也学习老师， 有
同学生病一定为他熬鸡汤， 这个班后来被评
为了北京市优秀班集体。”

一位青年学者说， 有次去台湾进行两岸
伦理学交流， 两位学界德高望重的前辈因为
观点不合有些争执， 一些年轻的学者们见到
都很紧张， 不知道怎么办， 这时候罗国杰轻
轻地说了一句“都是我这个会长当得不好”，
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 交流团的紧张氛围一

下子就消散了。

建设：
做学问要关注国家命运

罗国杰的血脉中， 流淌着对国家、 民族的
真挚感情， 他告诫学生要把学问与国家前途命
运联系起来， 要理论联系实际， 不做“空学
问”。

剪报是罗国杰保持了多年的习惯， 一直到
他生病住院之前， 妻子每天早晨都会剪好报纸
给他浏览。 罗国杰关注着国家的一举一动， 对
国家存在的问题从来不避针砭。

1982级的硕士生陈平回忆： “罗老师常
说， ‘不管是谁领导这个国家， 一定要抓腐败
问题’。” 2012年春节， 学生张海涛去探望他
时， 他也说： “我现在最大的心愿， 就是我们
国家能从根本上治理腐败。”

实际上， 罗国杰一生都关注着国家命运，
并投身到时代的大风大浪中去。 在同济大学求
学时， 他一面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 一面积极
投入到争民主、 反饥饿、 反内战、 反迫害的学
生运动中去。 由于表现突出， 1949年2月初，
他在上海秘密加入地下党。

也许是那个时代赋予了罗国杰这样的家国
情怀， 他常常将历史与伦理有机地结合起来，
深思熟虑地说出自己对国家发展的看法。

1996年夏天， 当时的国家教委邀请包括
罗国杰在内的8名学者， 到中南海为中央领导
讲解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有关专题。 罗国杰
以“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和政治统治” 为题， 对
以德治国的重要意义、 法治与德治的相互关系
等问题， 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认识和看法。

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 在政治最高中
枢， 罗国杰侃侃而谈、 兢兢业业， 在大会上他
也敢于“亮剑”， 直言无忌。

也是在那一年， 在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召
开之际， 罗国杰应邀参加 《关于加强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 征求意见
座谈会。 在会议上， 罗国杰提出： “希望能够
在‘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 的后面， 加上‘以
集体主义为原则’ 这样一个意见， 以便使这一
文件能更完整、 更全面地体现我们在社会主义
道德建设方面的思想和要求。”

最后， 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 集体主义理
论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最基本的理论之一，罗国
杰对集体主义原则的系统阐述，也是对马克思主
义伦理学的突出贡献。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的丁关根此后在许多场合提到，在《决议》中写入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应“以集体主义为原则”，是采
纳了中国人民大学罗国杰教授的建议。

集体主义和以德治国成为罗国杰研究马克
思主义伦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也塑造了我
们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观。

罗国杰说， 一个人要想做出一番事业， 为
国家作贡献， 一定要考虑长远， 既要考虑国家
和人民的需要， 又要按照自己的兴趣和可能选
择工作。 他不仅仅是因为学术成就而被人怀念，
更是因为他本身的道德实践而受到尊重。

坚持：
行大道， 做大写的人

罗国杰把道德境界划分为四个层次： 共产
主义道德觉悟的层次， 即“大公无私” 的道德
境界； 社会主义道德觉悟的层次， 即“先公后
私” 的道德境界； 合理利己主义的层次； 极端
自私自利的层次。

他自己也用亲身的示范实践着伦理道德之
道。 “他始终以身作则， 不但做道德文章， 还
以共产党员的高标准要求自己。” 罗国杰的学生
这样说到。

罗国杰常说： “学伦理的人一定要讲道德，
做一个有底线， 有原则的大写的人。” 在教学过
程中， 他不仅是这样说的， 自己也是这样做的。
他在治学中注重育人， 即除了学习知识、 学习
理论和思想， 首先还要育德。

1980年夏天， 社会上和伦理学界刮起了一
股风， 宣扬所谓“合理利己主义”， 学生的思想
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影响。 罗国杰就找学生谈心，
说明那些说法只不过是西方一些资产阶级思想
家的谬论的翻版。 他要求大家学好马克思主义
伦理学的基本理论， 要信仰和实践共产主义道
德， 提高识别和抵制错误思潮的能力， 决不能
随波逐流。

张琼是罗国杰的博士生， 毕业后赴任河南
省商丘市委宣传部部长， 罗国杰特地叮嘱她：

“现在干部腐败非常多， 你是伦理学的博士， 到
市里面当领导干部， 一定要坚守伦理的底线。”
张琼坦言： “罗老师的话一直砥砺着我， 我一
定会追求道德的高尚。”

对于生活中的磨难和挫折， 罗国杰总是淡
然处之。 1964年， 罗国杰因支持“剥削阶级的
道德可以批判继承” 这一观点而犯“错误”， 被
取消了哲学系副主任的职务， 到农村参加了两
年的“四清” 运动， 伦理学教研室也同时被取
消了。 虽然如此， 每天面对采石场砸石头的繁
重工作， 他依然自得其乐， 并未怨天尤人。

“罗老师总是用宽容的心态去看待周围的人
和事， 他总说别人是好人， 别人也不容易。” 吴
潜涛教授说。

“文革” 期间的一个晚上， 将近10点的时
候， 两名青年教师敲开了罗国杰的房门， 强行
要走了他独立编写的30万字的 《马克思主义伦
理学》 讲稿， 声称要对他的修正主义思想进行
批判。 讲稿被拿走之后， 便石沉大海。 “这么
多年来， 每每想起这本讲稿， 老师总是感到非
常遗憾， 但并未责备任何人。” 龚群说。

罗国杰鼓励自己的学生和后辈在学术的道
路上追求真理。 5年前，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
长万俊人领衔编写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
工程重点教材 《伦理学》， 初稿完成后， 他拿给
罗国杰修改， 罗国杰说： “你们尽量按照自己
的思考去做， 说错了也没关系， 只要我们真正
追求真理， 那都是值得支持的。”

他的第一个硕士林建初刚考上研究生时曾
问道： 伦理学专业对国家到底有什么用？ 罗国
杰回答了3个字： “正人心。”

“人的心正了， 什么事都有秩序， 人的心坏
了， 就总想着钻空子， 法律管不胜管。” 他引用
西汉儒家的代表人物贾谊的话： 法者， 禁于已
然之后； 理者， 禁于将然之前。 意思是， 法律
是等别人犯了罪之后， 再来惩戒； 而道德却在
人犯罪之前， 就制止了恶行。

当他走到人生的终点， 追悼会上， 前来和
他见最后一面的人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党和国
家领导人也发来唁函送来了花圈， 这不仅是对
一位洁身自好、 不求闻达的老人的尊敬， 更是
对“大道之行” 的敬仰。

（实习生程恺伦对本文亦有贡献）

新中国伦理学事业的重要奠基人罗国杰

2012年春节，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看望罗国杰罗国杰和夫人张静贤 生活中的罗国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