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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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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传教士雅瑟·亨·史密斯著有《中国人的性格》、台湾作家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等

都有提及中国人的劣性，现在，作者也试图写一下《中国人的“劣性”》，其间并没有侮辱

中国人的意思，所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作为中国人，只是希望我们自觉反省自己的“丑

陋”，让自己活得有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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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美国传教士雅瑟·亨·史密斯著有《中国人的性格》、台湾作家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等

都有提及中国人的劣性，现在，作者也试图写一下《中国人的“劣性”》，其间并没有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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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意思，所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作为中国人，只是希望我们自觉反省自己的“丑

陋”，让自己活得有尊严。

作品主要从中西方的教育、传统文化、宗教信仰等差异开始，分析中国人有什么不足之处，

言辞可能有些过激，见谅。

01 教育

1976 年，在曾深受纳粹之害的德国，政治教育家齐聚博特斯巴赫，达成了政治教育的最低

共识——《博特斯巴赫共识》。该共识的原则是：禁止灌输；保持争议；培养学生的分析能

力与维护个体利益的能力。

在一些国家，统治者会以合乎自已利益的思想理论来教化国民，要国民对社会、民族负责。

学校重视基础知识的巩固，注重知识的灌输和知识的熟练掌握，重视“精”和“深”，使用

题海战术。这样的教育很容易演化成奴化孩子如何服从权威，如何改变自我，如何丧失独立

思考。这样的教育是教一个孩子如何做一个国民、臣民，一切以国家利益、君王利益优先。

而在一些现代国家，推行的是公民教育。学校的教育是一种尝试教育，先让学生尝试进行体

验，重视学生创造力的培养；注重对知识的灵活应用，对学生的教育是点到为止，允许学生

有较大选择的自由。

西方家长从小就培养和锻炼孩子的自立意识和独立生活能力。尊重孩子的个性，鼓励他们追

求自己真正的爱好，支持他们的选择。家长“鼓励创新”,能以宽容的心态去营造一个利于

培养孩子创造力的环境和氛围。重视孩子健康心理的培养，注意与孩子的情感交流。

在中国，在过去几千年来，许多家长都望子成龙心切，因而超越孩子实际水平的高要求。家

长最关心的是孩子的学习，将来是否能赚钱。家长往往“满足于克隆”，对孩子的探索活动

大部分是持否定态度的。他们往往把孩子自己进行的“探索活动”视作“胡闹”而加以制止。

从孩子出生到成年，家长几乎把孩子的一切都包了下来，中国人认为保护孩子的最好方式是

让他们为未来做好准备，对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社会适应能力、心理健康程度、道德情操

以及公民意识等则关心甚少。家长对子女的关心基本上集中在孩子的生理需要方面，无视孩

子的心理需求，忽视孩子健康心理的培养。

中国孩子受到惩罚都是以大人的眼光来判断，比如孩子把东西拆坏了，家长往往要打骂孩子。

把儿童成人化的中国家长们实际上把自己婴儿化，把自己的认知退到儿童或婴儿的认知。

孟子说过:“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在《三字经》中也有一句“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

师之惰。”中国有流传于民间的“不打不成才”之类的说法，即所谓的“严师出高徒”的“棍

棒教育”，是“虎妈”、“狼爸”式的严厉教育。

02 安全感

在心理学上，依附是一个（或一组）关于为了得到安全感而寻求亲近另一人的心理倾向。当

此人在场时会感到安全，不在场时会感到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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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的依附风格被认为是直接来源于自己在婴幼儿及童年时代发展起来的依附模式。依附风

格三重分类：

安全依附风格的成人：看重人际关系，能自然地依赖于他人和被他人依赖。安全型成人不会

经常忧虑于被抛弃或与人关系过于亲密。

不安全的回避型依附风格的成人：在与他人关系亲密时会有些不自然；他们发现难以完全信

任他人、难以让自己依赖他人。他们看重工作多于人际关系。

不安全的焦虑--矛盾型依附风格的成人：会发现别人不乐意象自己所希望的那样关系亲密。

焦虑/矛盾型成人经常觉得不对劲、不安全；情绪波动大，妒忌心强。

心理学家研究显示父母教养风格和孩子性格与成就有显着的关联性。一个人跟别人说过话

后，所留给人的印象，只有百分之二十取决于谈话的内容，其余百分之八十则取决于沟通的

风格。如果父母以严厉凶暴的态度要孩子跟其它小朋友和平相处，孩子学到的是父母的破坏

性情绪，而非父母的言语所表达的内容。

常有四种教养风格是：

权威型教养风格：父母的规定孩子一定要遵守，父母要求孩子服从，偏好严厉强势的管教方

式。通常这类型父母会体罚孩子，比较少倾听孩子的心声。对孩子要求高，但是情感上的支

持不多。

疏离型教养风格：父母容易忽略孩子，和孩子的互动不多。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疏远冷淡。

放任型教养风格：权威型教养风格完全相反。父母很能够接受孩子的冲动与欲求，虽然关心

孩子的情绪起伏，但不喜欢强迫孩子，也不太对孩子的行为设限。对孩子没什么要求，给予

孩子许多情感上的支持。

威信型教养风格：父母与疏离型父母完全相反，不仅对孩子有所要求与规范，同时能够给予

关怀与支持。父母因为关心孩子的情绪，多半以口语方式而非体罚方式规范孩子。相对于权

威型教养风格，虽然也强调服从，但不会执行过度严格，比较能够认同并尊重孩子的需求。

根据心理学家的统计，在不同教养风格下长大的孩子，个性的确大不相同：

权威型教养风格下长大的孩子：比较不独立，容易有一个口令一个动作的倾向。具攻击性，

脾气暴躁，反抗性强。常常焦虑、没有安全感。

疏离型教养风格下长大的孩子：容易人格退缩、没有安全感。容易叛逆、具攻击性、且愤世

嫉俗。

放任型教养风格下长大的孩子：比较不成熟，缺乏自制力，容易冲动。比较不懂得感谢，觉

得东西来得理所当然。社会能力差。

威信型教养风格下长大的孩子：较为友善、自信、有社会能力，可以被信赖。

中国人受儒家思想影响非常深，什么“君臣父子”，大多父亲在孩子面前常常是摆出权威甚

至独裁的姿态，较多的母亲则是一副“慈母”的样子，使相当多的孩子在不安全的依附风格、

非威信型教养风格的影响下，情绪波动大，妒忌心强；冷漠，具攻击性，脾气暴躁；常常焦

虑、没有安全感。比较不懂得感谢，觉得东西来得理所当然，社会能力差。

中国人对儿童的赞赏不是要他拥有真正的童心童趣，而是要他少年老成，做一些与他身份年

龄极不相称的老成之事，才能得到大人和社会的欣赏，而对那些遇事说话直爽之人用“童言

无忌”来进行批评，使得中国人缺乏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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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们常常对甘罗十二为臣相的推许，对孔融李贺早慧的赞美，你就知道我们对一个

人尽快成熟热切期盼到了一种走火入魔的程度。这些，都使得中国人缺乏童年。

在孩子长大后，大多的中国父母还非常关心孩子，在金钱、人事关系上照顾孩子。所谓“养

儿一百岁,长忧九十九。”这就使得孩子有依赖，很容易会做成对社会缺乏责任感。不同于

西方，孩子一成年就“赶出”家门。

03 集体主义文化与负面偏好

中国在几千年来集体主义思想非常盛行，人们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非常重视宗族。强人常常

以集体主义的名义来伤害广大的人民群众，人们也只好表面上的顺从，但却是顺而不从。集

体主义成为幽灵，成为自由的敌人。与之相反，个人主义成为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个人主

义反抗权威以及所有试图控制个人的行动，反抗将个人地位置于社会或共同体之下的集体主

义。

在信息的流通中，人类在对信息的处理时有一种正常的心理，会更多地注意负面的信息和事

件。这就是负面偏好。对“负面偏好”的理解方面，中西方文化就有很大的不同。

在中国，儒家特别是孟子一直认为人之初，性本善。当社会政策是以奖励“好人好事”为主

的时候， 就会有人刻意地做一些可能根本不是好事的“好事”，社会就会是缺乏法治精神

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人们的行为就会以纯粹的利益为出发，社会就会缺乏道德，“好人

好事”成为稀缺品；在这样的社会，统治者常常是通过控制媒体来宣传“好人好事”，报喜

不报忧，然而，这所做成的只是假象。

在西方，基督教却从一开始就认为“人有罪”，也就是荀子所说的：人之初，性本恶。他们

的神说：我们都是罪人，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赎罪的。于是，在这个基础上权力也是恶的。

权力是必要的，政府则是必要的“恶”，所以这个过程中社会要一直防范着这种恶。法治社

会就成为了选择，做了犯法的事能被预知其可能遭到的惩罚。为此，媒体一般都是报忧不报

喜，社会规范了，“好人好事”就会多起来。这好象是：如果政府政策过于向企业老板倾斜，

那就会有很多山寨、劣质的产品，企业只顾短期利益；如果政府政策向消费者倾斜， 反而

会出现企业品牌。

04 绅士文化与科举文化

西方的绅士文化是建筑上贵族的基础之上的。在古代西方，贵族、平民、奴隶之间的阶层流

动基本上是闭塞的。贵族的地位在国家被消灭时才会失去，于是，为国而战时绅士们都身先

士卒。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约有 600 万英国成年男性奔赴战场。死亡率为 12.5%，其中英国贵族的

死亡率高达 20%，而英国著名贵族学校伊顿公学的参战贵族子弟伤亡率更是高达 45%，按照

常理，英国贵族大多担任军官，为什么阵亡率反而远高于一般士兵呢？答案很简单，拥有高

度荣誉感的英国贵族总是冲锋在前，撤退在后。牺牲精神也是西方贵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世纪分封制下的贵族，作为一方领地的统治者拥有绝对的权力，虽然担负效忠义务，但他

们并不惧怕作为最高统领主的国王，他们怕的是衣食父母，也就是自己的臣民。欧洲的贵族

http://xian.name


二先网 中国人的“劣性”

http://xian.name

目录 5

与臣民之间，其实是一种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如若贵族没能尽到保护臣民利益的职责，那

么臣民就会出走。投奔遍布欧洲的自由城市，领主的势力也就随之衰落。而这也正是欧洲贵

族尊重平民，勇于承担责任的根源所在。

在中国，由于有科举制度，贵族、平民之间的阶层流动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从而使得中国当

官的人在为国而战时并没能西方绅士们那样身先士卒。

科举是一种朝廷开设科目，士人可以自由报考，主要以考试成绩决定取舍的选拔官员的制度。

科举制度创始于隋，确立于唐，完备于宋，而延续至元、明、清，前后经历了 1300 年之久。

宋朝的科举较之唐代更趋完备，除了考试程序更加严密外，就是殿试的创立，形成完整的三

级的考试系统，殿试复试之后，考生全部录取，根据成绩分为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

出身三类，一般就进入仕途，前景光明。科举选官制度到了明清，已成鼎盛之势。当时考试

分为院试、乡试、会试、殿试，考中进士一甲即授官职，其余两甲参加翰林院考试，学习三

年再授官职。明清科举又一个特点，就是进一步使学校和科举合流，只有读书才能入仕，只

有入校才能科举，只有科举才能当官。这种科举加学校的模式绵延不断 500 多年，堪称世界

文明史的奇观。据不完全统计，两宋 310 年仅进士达 43000 人，当时的宰相 135 人，90％是

通过科举选拨出来的。对清朝 915 份朱卷进行分析，这些获得功名的人，41％来自乡村，考

虑到当时 90％的人口集中在农村，但是城乡差距远比现在大，能够产生如此多的科举人才，

足见当时社会的门槛不高。

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是中国选才制度由“人对人”到“人对文”的飞跃，本质上已经

体现了“公开、平等、竞争”的人文精神，为大批天下寒士步入官场开辟道路，实现社会各

阶层上上下下流动，实属一大创举，蔚为壮观。

欧洲贵族与中国贵族最大的不同是，欧洲贵族基本上是永久世袭的，被外力和制度剥夺贵族

称号的可能性很小。即便国王换了人，原先的贵族也还是贵族。中国古代的贵族，虽然也可

以世袭，但是有一个限度，一般是传了 5 代之后，就不再世袭，成为与平民一样的身份。即

使是皇亲，也逃脱不了这个规律。因此，中国古代有一首著名的诗写道：“旧时王谢堂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说的就是这种贵族的盛衰。贵族永久世袭是欧洲封建制度的重要特征，

它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主要是能够限制王权。贵族领地内的事务由贵族自己说了算，国王

也管不到。因此，欧洲基于封建制度的贵族世袭，是一种分权，也可以看作是早期民主的萌

芽。但是，世袭贵族的坏处同样严重。由于贵族永久世袭，使得贵族世世代代享受着不劳而

获的生活，并且在政治、军事等社会重要领域，永远占据控制地位。社会等级森严，贫富分

化严重，并难以改变，平民很难有出头之日。

中国古代的贵族不能永久世袭，甚至还有随时被皇权剥夺的可能，造成的一个今天看来不好

的结果就是皇权最大，中央集权牢不可破。但是，这种方式的好处是，避免了社会上永久的

寄生虫，避免了社会权力被少数人永久把持。每个人都要靠自己的努力，祖先的功绩并不能

永远庇佑，一旦后代不努力，便会失去一切。

由于中国的平民可以通过科举进升贵族，因而，贵族的权势不会象西方贵族那样大，为此中

国的皇权也就比西方来得强大。强大的皇权使得专制制度更专制。同时，有相当多的平民可

以通过科举进入贵族行列，因而，官僚们也就在当官期间忙着贪污了。

而古代西方，皇权并没有那么大，贵族的议政制度得以存在，出现民主的机会就比中国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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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古雅典式民主是在古希腊雅典发展出的一套民主体系。其他的希腊城市也设立了各种民

主体制，其中大多数借鉴了雅典的模式，但没有一个如雅典一般强大或持久。它是一个独特

而有启发性的对直接民主的实验，即人民直接参与对立法和行政议案的投票。这种民主的参

与者虽然并非所有居民，但参与者的遴选并非基于经济层次的区分，并且参与的范围非常广

泛。在此之前，从未有一个民族如此投入地参与管理自己。雅典的民主属于自治式的民主。

全体 20 岁以上的合法公民（不包括女性和奴隶），也就是不到一半的人口组成最高权力机

构公民大会对城邦进行管理。公民大会每年举行 40 多次。

05 宗教信仰

在中国历史上，一会儿道教，一会儿是佛教。之后又来了个回教、天主教。中国人对宗教的

信仰从来是不较劲。特别在过去几十，什么破四旧立五新，什么文化大革命，中国人的宗教

信仰就变得不知所谓。

中国人进庙一向都是为了贿赂，花钱求佛，乞求升官发财，让人看不出是什么信仰。而西方

人进教堂是为了忏悔，免费听布道，忏悔灵魂，听劝导与教诲。

06 道德与孝道

中国人一向奉行“中庸之道”，儒家思想盛行。等级文化在中国已有好几千年的历史，人们

习惯于以社会地位而不是以个人品格、知识来评价别人。中国的家庭教育可谓宽严皆误，一

方面严格地要求孩子要刻苦学习，另一方面，在孩子长大后还非常关心孩子。而且，在中国

的家庭中，大多父亲在孩子面前常常是摆出权威甚至独裁的姿态，没有亲情之间的那种真实

平等的、不做作的爱。孩子最开始的关系就是与父母的关系，父母摆出的权威与独裁会长久

影响孩子，使孩子自小就形成等级化的观念。

中国社会是一个家族和集体主义社会，强调人与人的群体合作关系，失礼和不敬的、违反传

统习俗的、不孝的，都是不道德的。而西方社会是一个个人主义社会，以确保个人自由为优

先，然后才是集体。在这种社会中很多人没有那么多道德信条，只有伤害别人或者不公平才

是不道德的。

本来，所谓孝道，就是关于关爱父母长辈、尊老敬老的一种道德。 但是，在父亲长期摆出

的权威与独裁的影响下，在孝文化要求儿子无条件尊老敬老的教育下，父子之间的爱只是一

种格式化的爱。于是，孝文化就成了等级文化，是专制和被专制的文化，是将制度引入感情、

将人的感情思想格式化的文化，而这些都是专制政府存在最好的文化温床。

为此，孝顺在中国往往成为一种空洞的口号，连带着责任和痛苦。很多人的“孝顺”只是做

给别人看的，所谓“生人做给死人看”，甚至没有人会为将死的人着想。更为甚者，有人还

带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进行所谓的孝顺。

孝文化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影响是最大的，是对中国人影响最深远的文化，决定了中国人潜

意识里的思维路径的专制性，等级性，习惯被奴役性和逆来顺受性。

在 2008 年开始的 6 年来，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村老年人自

http://xian.name


二先网 中国人的“劣性”

http://xian.name

目录 7

杀的社会学研究》主持人的刘燕舞走进湖北、山东、江苏、山西、河南、贵州等 11 个省份

的 40 多个村庄。他发现，农村老人的自杀现象“已经严重到触目惊心的地步”。

从 1990 年开始，中国农村老年人自杀率大幅上升，并保持在高位。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

不久前香港大学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近 10 多年来中国自杀率陡降一半，“跌至世界最

低行列”，每 10 万人自杀人口不足 10 例。

不仅是普通村民，乡村医生对待自杀的态度往往和村民一样，“将其看作正常化的死亡”。

特别是当老人得了疾病又“磨不过”，选择自杀，乡村医生“都不觉得这是自杀”。

有一个老太太和媳妇吵架自杀身亡，在葬礼上，老太太的家人谈笑风生。有不少老人，因

为行动困难，拿不到药水瓶也站不上板凳悬梁，便在不及人高的窗户上，搭起一根绳，挎住

头，蜷起腿活活吊死。有两位山西的老人，儿子不给饭吃，还屡遭媳妇打骂，头朝下扎进家

里的水窖中。

在农村老人寻死的故事里，还有“他杀”的影子。

有一对老年夫妇，同时喝农药自尽。老太太当场死亡，老爷子没死，但家属并不送到医院。

第二天家里人给老太太办丧事，就让老头躺在床上看。第三天，老头命毙，就把为老太太办

丧事的灵棚，立马又为老头办了丧事。

有一个在外打工的儿子请 7 天假回家，看望病危的父亲。两三天过去，发现父亲没有要死

的迹象，这个儿子就问父亲：“你到底死不死啊？我就请了 7 天假，是把做丧事的时间都

算进来的。”老人随后自杀，儿子赶在一周内办完丧事，回城继续打工。

自古以来，中国人是以“孝”来衡量一个人的道德品质的。一个不孝的人，其他方面表现得

再美好再善良，都会遭到道德上的谴责。因此说“百善孝为先”。一个“孝”字，首先便区

别出身份、地位、年龄阶层以及上下级的关系。于是我们看到有人孝父母、有人孝领导，却

鲜有人去“孝”身边的生活环境、一草一木——因为那些是不属于自己的，或者是跟自己没

有利益关系的，自然不用“孝”也不用管。因此，对于千年来接受“孝文化”这种私德熏陶

的中国人而言，只有“私德传统”而无“公德文明

07 两个极端

当世为人，我们应该处于平衡的心态，不偏不倚，不卑不亢，既要歉虚也要自信。儒家文化

就极力提倡“中庸”，强调应得、自然及道德的授权，却缺乏对平等的重视。中庸要求在其

位谋其职，但在等级制度下，其结果是使人们以“谋其职”为目的而不计较其手段。这样一

来，事先坚守本份的一方是要明显吃亏的。因而，中国人一方面大事和稀泥，不讲原则；而

另一方面，小事斤斤计较。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为了防止自己吃亏，就必须“恨小非君子，

无毒不丈夫”。 儒家文化也极力提倡“尊卑”，在尊卑等级的文化影响下，在“中庸之道”

指导下的中国人，其行为常常并不中庸，相反，极易走极端，不是自卑就是自傲，不是过分

歉虚就是过分自信，最终也就不能保持“中正平和”了。

中国人常常不是自卑就是自傲，自卑的时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时候，成了主人！没有不卑

不亢的自尊。中国人在工作生活上对上司或长辈顺而不从，通常表面上不紧不慢、能忍且韧，

极力表现出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的心态。

中国两个极端的文化造就了“要么主人要么奴才”的嘴脸。不是过分忍耐就是暴戾。中国人

中还有不少崇洋媚外的，对老外心存敬畏，而对国人却颐指气使。中国强势集团对弱势集团

的糟蹋与欺凌网上随处可见，族内权贵将同族踩在脚底，可是对外却是一副卑躬屈膝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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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过分歉虚多表现在礼貌上。礼貌在内容上是空洞的，主要是为了表现自己，其次才

是考虑到别人是否舒服。同时，礼貌常常表现在送礼上，给别人足够的面子，也显得自己“识

做”。过分自信则表现在容易心理膨胀，有点成绩就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目空一切，常常

大声吆喝地位比自己低下的人。于是，上司或长辈则喜欢大声喊叫地命令或批评下属或晚辈。

虽然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但是，中国人却常常喜欢教导批评别

人，表现自己的“自大”心理。

08 信息封闭

在中国，封闭信息，你瞒我我瞒你成为传统。于是，人们难以讲道理，矛盾容易激化；逆向

淘汰、负向激励严重。而且，中国人不讲逻辑，在公共领域的争论，多自立场开始，以人身

攻击结束，最后演变成双方的“对骂”； 很多人动不动就骂人家是汉奸、卖国贼，恨不得

食其肉寝其皮。 为此，在中国，人们不是以讲道理来调和矛盾，而是习惯于越大声越有理，

以权贵等级来比高低。

中国历来讲究尊卑，信息封闭有时却成为美德。例如，

（1）老爸偏心大儿子，瞒着其他子女，偷偷地给了大儿子几万元。几年后，老爸中风后，

大儿子不肯照顾老爸。

（2）大儿子在病危老爹去世前偷了好几万元，知道情况的母亲并没有说出来，以免兄弟不

和；十几年后，大儿子越来越过分，兄弟终究成仇。

09 歧视

偏见是指根据一定表象或虚假的信息而做出判断，从而出现判断失误或判断本身与判断对象

的真实情况不相符合现象。在缺乏讲道理的无耻群体中，人们得到的常常是虚假的信息，因

而常出现偏见。常识是捷径，对捷径的乱用就可能引发偏见。错误的判断，盲目的推理，无

知的肯定和否定，都是造成偏见的因素。偏见的圈子既狭小又自私，是人们认识世界万事万

物所萌动的臆断情由，它携带着主观意识情感看问题，以人论事。把偏见赋之行动就成为歧

视。所谓歧视，就是只根据其身份、地位而非品格优劣，给予不同的对待。

歧视就是不平等看待，其目的实际上是歧视方在寻找说不出口的理由，使不合理不合法不公

平不正义的利益维持下去。在无耻群体，歧视非常普遍。偏见不是罪，但把它赋之行动的歧

视常常是罪恶之源。

中国人的尊卑文化及信息封闭的习惯、不是自卑就是自傲的心理使得中国人容易出现偏见，

缺乏同情，容易产生歧视心理。中国人一般认为，呆子、瞎子、尤其是独眼龙、聋子、秃子、

斗鸡眼都应该避而远之，似乎生理上有缺陷，道德上也一定有缺陷；你穷、你地位低，就会

被别人看不起，等等。因而，长期在这种文化下生活的人也就越看不起自己人。于是，在国

外，中国人最看不起的就是中国人。

10 奴性

由于不是自卑就是自傲的心理，中国虚伪浮夸之风大盛，人们喜欢做假，喜欢吹嘘，喜欢夸

夸其谈，却名不副实。很多人都很自大，都认为在自己这个行业几乎无人能及，是最优秀的，

没有人静下心来观照反省自身。另一方面却是奴性十足，犬儒主义盛行。在中国，人们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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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共识：主宰一个人的薪金，即可主宰其意志； 经济上不独立，思想听命于雇主。在这

样的社会之下，由于从众心理作怪，使得人们不知不觉地显示出奴性。

所谓臣民意识，就是认为自己只是一个被统治者、仆人，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对于具有“臣

民意识”的人，当国家、社会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会认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应该是统治者的

事情，跟自己无关。所以只是采取旁观者的姿态。

在中国历史上常常出现犬儒主义。犬即是奴性，儒就是知识分子。犬儒主义指的是知识分子

的奴性思想。

11 缺乏逻辑

中国人矛盾多多，喜欢窝里斗，其根本要害就是缺乏逻辑分析能力，缺乏讲道理的习惯。任

何双重标准，对西方人来说都是令人烦恼的，而对中国人来说却是乐此不疲。中文的名词是

没有格的变化，形容词没有比较级，汉语的动词也不受任何“语态”、“语气”、“时态”、

“单复数”和“人称”的限制，名词、形容词和动词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中国人喜欢“大

略”的思维，而缺乏精确的思维，缺乏精确的形式逻辑。

中国文化的源头没有出现过亚里斯多德式的人物。亚里斯多德的形式逻辑学有三大规律：即

矛盾律、同一律和排中律。德国黑格尔的辩证法本来建立在西方逻辑学的基础上的，但来到

中国后就和中庸之道一拍即合，变成双重思想的思维方式，既黑又白，既错又对,既上又下，

既左又右,既这样，又那样，把这样与那样有机密切地结合起来。这种思维的含糊不清，表

面是面面俱到，客观全面，其实是等于什么都没有说，什么也都没有说清，讲的是一大堆全

面、客观、发展与联系的空洞无用的废话。 但是，他又实实在在地说了，整天在这里玩文

字游戏。譬如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因而什么都无所谓。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世界

上没有绝对的公平，因而就可以不公平。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正义，因而就可以不正义。世界

上没有绝对的平等，因而就不必要求平等。既然没有绝对的真理，所以，明辨是非就成了伪

命题等等。

因此，在中国富有逻辑思维能力的人常常就是危险分子，难怪郑板桥总结自己的一生，得出

活在中国必须要学会“难得糊涂”，才能够安全地生存下去的人生经验。

中国人不讲道理，有时还因为是无法讲理。中国人讲理向来是自相矛盾的。例如，官员常常

官字两个口，你和他讲道理，他和你耍流氓；你和他耍流氓，他和你讲律法；你和他讲律法，

他和你讲皇权，等等。

12 尊重权力不尊重知识

中国几千年来都被认为是一个尊重知识、尊重读书人的国度。然而，中国在科举制度后在基

础科学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进展，人们读书主要是为了升官发财而不是为了求知。

中国人搞学问，首先问的不是真理，而是问谁是权威，首先是政治权力的权威，其次是家庭

之中亲情的权威，再其次是“文化”的权威。这些，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社会精英们）心

里是清楚而明白的，然而，一旦到了现实面前，每个人就不得不装糊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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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科举制度以来，中国的等级制度就出现了变化。为了提升自己的社会等级，读书成为一条

重要途径。在和平时期，几乎是平民百姓唯一的途径。于是，读书人在社会受到尊重，你及

第了，做官了，你就成功了。但是，这些读书人之所以读书，只是为了做官而不是为了兴趣、

也不是为了追求科学知识。人们尊重读书人，是尊重那些成功做了官的读书人，而不是尊重

知识，不是尊重学术。

在中国，近年来，人们尊重那些有学历的领导，而没有多少人去关心他们的学历是是不是买

的，他们“读书”就只是为了学历，为了升职，而不是为了兴趣，为了探索知识。那些只有

学历而没有真材实料的领导人，会打压那些有真知识的人，于是，整个社会就会形成一种风

气，就是尊重有权力的人而不是尊重知识。而且，在这种文化下，只有学历而没有真材实料

的领导人会死要面子，不习惯认错。有时候为了掩饰一个错，就不得不用更大的力气，再制

造更多的错，来证明第一个错并不是错。

在中国封建时代，知识不仅没落，还会成为独裁者的敌人。独裁者会提防那些有真知识、具

有正直人格的人，有时候还找些“莫须有”的罪迫害他们。如：秦始皇焚书坑孺、满清的文

字狱等等。

13 计谋

中国人不尊重知识，但尊重计谋，一个适用于人际间相互斗争的计谋。

计谋在中国特别发达，是信息不对称下的结果。人们都以谋略取胜成了成本很低而收益最高

的事。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保证社会缺乏现代社会所能够造就的以人为本，信誉至上

的环境。于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便缺乏安全感、信任感，民众之间互不信任，政府与民众

之间也不信任，这种人际环境使人对自己的将来缺乏理性预期，致使坑蒙拐骗的一次性博弈

增多，这样的话，选择不说真话而搞阴谋诡计反而成了一种理性行为。谋略本来应该用来降

低交易成本，却反而增加了整个社会的成本，加上不尊重知识，特别是不尊重科技知识，这

就使得社会发展滞后，人的创造性萎顿。

中国几千来的人际格言：“防人之心不可无”却是此种道理的体现。一个中国人从生到死，

花在人际交易上的成本是最高的，这会消耗掉人的青春才华。就算才高八斗，也可能怀才不

遇，因为在人际方面的投入太少了。没有真正的法治，没有信用制度，自然就会使人际投入

增加，而人际投入一增加，大家不免互相倾诈，都想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效益，从而

增加了社会成本。中国人是丑陋的，爱窝里斗，中国人一个人是一条龙，两个人是一条虫，

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担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

14 温顺乖巧

中国人讲究策略，从小学得 36 计，表达委婉，普遍习得含蓄品格。因之，外国人表达看法，

大多是直来直去。看中国人，四平八稳地坐在桌前，引经据典地谈判，聚精会神地听，全都

是一副温顺乖巧的模样。 温顺的表现，可远观历史，女子要“三从四德“，臣子要“君叫

臣死臣不得不死”；可近看现在，在家里要听父母话，在学校要听老师话，在社会要听领导

话，说话做事全得掂量掂量，避免祸从口出引火烧身；在官场，权大一级压死人，下级在上

级面前那是阿谀奉承点头哈腰，除了鼓掌叫好从不敢说半个不字；在坊间，众人皆在随波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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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哪怕自由被剥夺权利被侵害，谁也不肯去做露头的椽子出头的鸟。

中国人的比傻文化非常发达，在几千年来，是否“聪明”是由其所在的地位决定的，各级管

理人员随着等级的不同，下级始终比上级更“愚蠢”一些，直到最“愚蠢”的底层亦即广大

的民众。那些老实人常常得到上司的赏识，容易获得“成功”。

15 良知

中国有好几千年的集体主义等级文化，儒家思想的深入影响，中国人的劣性、无耻在世界上

尤其突出。

在中国，人们说有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实际上是五千年极权统治下的文化，在期间，儒家思

想盛行，等级制度一直存在。儒家思想是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控制中国

文化两千多年。集体主义浓厚的儒家思想则一直受到统治者倡导，人们自小就被教育要团结。

但是，在等级文化下，中国人常常是表面团结而各怀鬼胎。在历史上，凡是整中国人最厉害

的人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一些常常高呼爱国主义、外表忠孝节义的人。最看不起你、

最歧视你的常常是同宗族的人，但他们会常常把“兄弟要团结”挂在嘴边。

16 爱财如命

中国人生活在集体主义文化下，但心理却是崇拜个人主义。在中国悠长的历史当中，在艰苦

的自然环境和恶劣的政治体制下，普通的老百姓深知想要逃避严峻现实，最后真正能够依赖

的只有自己。为此，中国人凡事都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中国人这种缺乏公德心的“个人主

义”以及“爱财如命”，是上千年残酷的政治环境所造就的生存策略。

由于中国长达几千年的人治，社会缺乏公平，在社会活动与经济活动中，人们只能以义气来

维系社会团体，否则，谁也不相信谁。在中国。几千年来都非常重视义气。中国近二千年的

封建社会，关羽都为黑白两道所拜祭，皆源于他的“义”。在自己所在的社会团体，你可能

讲义气，但在其他地方，你就不会讲道德了。

17 逆向淘汰

在正常的市场秩序中，市场竞争的正常结果是质优价廉的产品会在竞争中获胜，好企业坏获

得竞争优势坏企业被淘汰出局，这是一种正向激励。但是，如果市场中的“道德风险”得不

到遏制的话，即劣质造假企业不能正常地被发现并淘汰出局，那么，这些劣质造假产品的成

本会比优质企业的成本更低，这导致优质企业是竞争不过劣质企业的，于是，市场竞争出现

的结果就是劣质企业在竞争中获胜，这就是“逆淘汰”现象。当出现了逆淘汰现象时，好企

业也就必须转而造假，才能避免被坏企业淘汰，最终出现了一种最糟糕的结果，即“负向激

励”现象，市场上所有的企业在竞相造假，市场上充斥的都是坏企业，真正遵守市场规则的

好企业反而被淘汰掉了。

中国的长期人治下，下级只对上级负责，导致统治者习惯于排斥领导能力很强的、具有正直

人格的管理人员，因为这些人会使他的同事们显得平庸无能且增加道德风险。而且，社会具

有“逆向选择”的特征，即社会上只剩下次品。在经济上就是山寨盛行，出现劣币驱逐良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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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

18 以人论事

在逆向淘汰下，那些被提拔的人多是无知与无德的。为了维护与自身能力不匹配的地位就会

自觉不自觉间无耻起身了。

在中国几千年的等级文化下，人们常常不以个人能力和品行来评价人，以人论事。明明自己

是对的，可总得不到支持；明明自己在工作岗位上任劳任怨，扎扎实实，却得不到认同；明

明自己“理直气壮”，却没人吃你这套，明明人家是歪理斜说却得到别人的支持。那些吊而

郎当没责任心的人如鱼得水，很吃得香。

19 道德攻击

逆向淘汰的结果就是使得相当多的个人处于一个不正义的位置，地位不是应得的，并没有道

德与自然的授权。而且，相当多的“成功”人事素质低下，为了显示自己“成功”的合理性，

就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道德的高地，对一些与自己相关的具有一定能力、人品的人进行

攻击，这就是道德攻击。在中国，道德攻击是常见的事。

中国的儒家文化强调人们要修身立品，人们习惯以道德的名义进行相互攻击，权贵则常常站

在道德的高度对“不听话”的人进行道德攻击，整个社会道德攻击盛行。

20 脸面

中国人非常讲礼貌，给别人面子，但事实上都是为了利益。为了利益，自己却又是常常不要

面，面皮非常越厚。我行我素的不文雅行为，在中国比比皆是，公交车上热天打赤膊上车的

人大有人在，在地铁里旁若无人的年轻人也大有人在。当你排队买票时，突然间内部的人就

敢插在你前面买票；而且根本不与你商量。

千百年来不要脸的中国人获利的大有人在；而要脸反而一无所有的中国人则比比皆是。例如，

在一个国企下岗运动中，有个漂亮的女职工，在下岗运动前很清高；什么领导也难近她的身。

然而在下岗运动中，她却义无反顾地主动成为一个相当丑陋领导的情妇。因为下岗女工常常

只能摆地摊；她们不仅要与城管躲猫猫，而且还根本就赚不到几个钱。在职的女工可以分房，

一套住房就是几百万。

中国人的脸面不值钱，原因是千百年来社会的权力者随心所欲分配社会财富的原因；因为权

力者代表人民行使分配财富的权力，所以当他们自己已经满足后也需要给一些老百姓装门

面。既然如此随心所欲地分配，自然对那些用热脸贴权力者冷屁股的人情有独钟；因为几千

年的中国皇帝就是这样分配的，所以中国社会自古以来都是没有脸面的人会是既得利益者；

因为只有没有脸面才能去贴权力者的冷屁股。

21 缺少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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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把面子、虚荣看作比天还大，于是，死不认错，不肯反省。中国在儒家文化下，集体

主义盛行，人们常常把自己的失败与错误归究于环境、怪责别人；而在个人主义文化下，人

们常常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就是所谓的错误归因。

比如，对于文革的荒唐岁月，我们总是把罪恶归结于某个领导人的错误以及少数人的阴谋，

当时，有那么多的人被批斗、被关押、被打死、被逼疯、被污辱、被损害、被自杀，还有更

多的人告密、整人、杀人、辱人。但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很少听到有人反省自己曾在文革期

间告过密、批过人、整过人、杀过人，虽然很多这样的人到现在仍活在世上，甚至是活得逍

遥自在，是的，他们觉得自己是无辜的、清白的，错误都是别人的。 与中国人相比，西方

人善于反思甚至是喜欢反思，黑暗的中世纪，是西方人自己说的，是对历史的反思，而现在

的研究表明中世纪并不是曾经认为的那样黑暗。而中国人喜欢夸自己的民族是多么伟大，并

不断地炫耀自己的历史，好象自己的历史全都是光明与辉煌，还时不时地贬低别人是多么愚

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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