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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孔子的对话德育模式
徐朝旭

[摘

要 ] 孔子的对话德育模式是在春秋时期官学没落、私学兴起、儒家思想体系尚
未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背景中产生的。 孔子的对话德育模式与早期儒家解决社会问题的
人文路线、主体思维方式和孔子的德治思想有内在的联系。孔子与学生展开了立足于现实
生活的、真诚的道德对话, 使师生形成对道德现象相似的理解, 彼此受到启迪, 道德观念得
到升华。孔子的对话德育模式是建立在师生平等关系、教师高超的对话艺术和人格魅力的
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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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高德育的实效性, 一直是困扰学术界

道德作用等问题, 儒、墨等诸家展开了自由讨论。

的难题。近几年来, 人们从主体间性的方法论视角

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体系尚未成为主流的社会意

研究德育模式, 认为提高德育实效性的出路就在

识形态。 孔子兴办教育, 周游列国, 进行游说的目

于要从“独白”
走向“对话”
。 由于对对话德育模式

的是为了通过与学生和社会政治阶层的广泛交往

的理论研究比较多, 实证研究比较少, 所以对对话

和深入对话, 使学生乃至社会认同他提出的伦理

德育模式实践的成功范例的研究也较为缺乏。 实

思想。

际上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这种模

其次, 孔子的对话德育模式是早期儒家哲学

式的实例,《论语》
记载了这方面的原始资料。本文

独特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折射。 早期儒家哲学与

拟对孔子的对话德育模式作初步的探讨。

古代西方哲学有很大的不同。 古代西方不少哲学
家对研究自然界有浓厚兴趣, 并取得了惊人的成

一、孔子的对话德育模式产生的原因

果。与此相联系, 古代西方哲学家一般具有明显的
主客体观念, 他们在主体和客体之间划了一条鲜

首先, 孔子的对话德育模式与春秋时期的教

明的界限, 把客体看成是主体的对立物, 认为主体

育制度变革有关。春秋时期, 官学没落, 私学兴起。

只有通过对客体进行观察、抽象、分析, 才能形成

私学的办学模式冲破了“政教合一”的枷锁, 教育

对客体的认知。 早期儒家哲学研究重心是人文社

从政治活动中分离出来, 教师不是官吏, 是专业化

会, 注重社会主体之间的协调和整合, 在解决社会

的教育工作者, 以教育人为谋生之道。这在客观上

问题上, 早期儒家走的也是一条人文路线, 以社会

为改变把学生当成是政治说教的对象的教育模式

个体的修养为逻辑起点, 以社会群体的和谐与稳

提供了条件。同时, 师择生、生择师的机制, 使教师

定为逻辑的终点。在认识论领域, 早期儒家具有明

必须改进教学方法, 提高教育的实效性, 才能吸引

显的主体思维方式。他们在认知过程中, 往往不把

住学生。此外, 春秋时期思想文化领域呈现百家争

认知对象当作与主体相排斥、相疏远的他物, 认识

鸣的局面。围绕着道德起源、道德本质、道德原则、

不是对客体进行分析和把握, 而是主体以对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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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了解去类推客体的品性。 在这种世界观和方法
论指导下的教育模式, 注重调动受教育者的道德
学习和修养的主观能动性, 不是把教育者和受教

和志向说出来, 子路说:“愿车马衣裘, 与朋友共,
敝之而无憾。”颜渊说:“愿无伐善, 无施劳。”虽然
他们都表达了为社会、为他人做贡献的志向, 但又

育者看成是主客体二元的关系, 而是把二者看成
是相同一体的关系。
再次, 孔子的对话德育模式与孔子的德治思
想有内在的联系。针对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
、
“天下无道”的局面, 孔子开出的治世药方是德主

显示了他们的个性特征。 子路的志向体现了他豪
爽大度的性格, 颜渊的志向则显示出他高尚的道
德 涵养。 接着子路直率地对孔子说:“愿闻子之
志。”于是孔子把自己的志向袒露在学生的面前:
③ 由于师生之
“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 少者怀之。”

刑辅的治国方略。虽然孔子也主张“宽猛相济”
,但
在德礼与政刑之间, 孔子认为德礼是更根本的东
西。孔子认为, 德礼可以使人们自觉地不去做那些
不道德的事, 而政刑虽然能使人暂时避免犯罪, 但
不能使人有荣辱之心。因此, 法治用外在的强制力

间能坦诚相待, 互相将自己内心的感受、思想传递
给对方, 所以彼此间能够相互沟通。老师的主导作
用在对话和交流中自然显露出来。 显然孔子的政
治抱负是颜渊、子路无法比拟的, 他不满足做一点
善事, 而是要建立一个人人安居乐业、相互信任的

量约束人的行为, 把人们置于管理对象的被动位
置; 而德治则唤醒人们的自觉意识, 使人们成为维
护社会道德秩序的主动参与者。可见, 孔子德主刑
辅的观点, 其中心思想就是要把人的自尊和人格
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依据。 孔子要人们充满仁爱

理想社会。 通过对话, 学生加深了对孔子的了解,
受到了触动。
2. 对话的理解性和生成性
孔子善于通过对话, 走入学生的内心世界, 使
学生在与教师交往中, 对某种道德现象形成与教

之心去践行礼,“人而不仁如礼何? 人而不仁如乐

师相似的理解。帮助学生将外在于自己的、社会通
行的道德规范体系内化为个人的行为习惯和思想
感情。
子张问行, 子曰:“言忠信, 行笃敬, 虽蛮貊之
邦, 行矣。言不忠信, 行不笃敬, 虽州里, 行乎哉? 立

① 孔子德治思想贯彻到教育领域, 就是要重
何? ”
视发挥学生的主体意识。 孔子推行道德教育的目
的是要找回春秋时期已经丧失的道德自觉精神。

二、孔子的对话德育模式的基本特征
孔子与学生道德对话的内容涉及到人生的价
值、君子的人格、对社会现象的道德评价、道德概
念的内涵、修养与治学的态度和方法、以德治国方
略等许多方面。对话的气氛既有相互交融的时候,
又有相互碰撞的时候。 对话的形式既有一对一的
对话, 也有师生三五成群的交谈。对话的机缘既有
孔子的诱导, 也有学生主动的提问, 如学生问仁、
问礼、问孝、问政等。具体说来, 对话体现了以下几
个方面的特征。
1. 对话的真诚性

孔子与学生的道德对话是真诚的。 学生完全
把自己的内心世界暴露在孔子面前, 孔子也在学
生面前敞开真实的自我。 孔子把自己的长处和短
处, 修养的经验和教训都毫无保留地告诉学生。他
说:“二三子以我为隐乎? 吾无隐乎尔。 吾无行而
② 有一次, 孔子和他的学
不与二三子者, 是丘也。”
生颜渊、子路在一起, 孔子鼓励他们把自己的愿望

则见其参于前也, 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 夫然后
行。”
子张书诸绅。④
子张向孔子请教道德实践的问题, 孔子说: 待
人要正直、诚恳, 说出的话一定要兑现, 行为态度
上要忠实诚敬, 做到这样, 即使到了边疆, 和野蛮
人来往, 也可以行得通。 反之, 如果说话不讲究忠
信, 行为不讲究笃敬, 即使在本乡本土, 能行得通
吗? 站着, 就仿佛看见忠信笃敬几个字在眼前; 坐
车, 就仿佛看见这几个字刻在车辕的横木上, 时时
刻刻都按照这几个字去做, 到哪里都能行得通。子
张听了孔子的这些话后, 受到很大的教育, 完全接
受了孔子提出的道德原则, 并把这些原则写在自
己的衣带上, 以便能够随时提醒自己, 按照这些原
则去实践。
师生的思想境界存在着差别, 但通过对话, 学
生找到了与教师的差距, 提高了自己的道德认知
水平。
子贡曰:“贫而无诌, 富而无骄, 何如? ”子曰:
“可 也, 未 若 贫 而 乐, 富 而 好 礼 者 也。”子 贡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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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
云,‘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
, 其斯之谓与? ”
子
曰: “赐 也, 始 可 与 言《诗》已 矣, 告 诸 往 而 知 来
⑤
者。”

子的政务活动。 孔子认为, 子桑伯子这个人还不
错, 但办事过于简要。冉雍是孔子学生当中被孔子
称为“可使南面”的帝王之才, 他就简政的问题谈

这段话是在讨论人在贫穷和富裕状态中应保
持什么样的道德风貌。在这里, 子贡感到自己的修
养蛮有心得的, 所以他对孔子说: 贫穷而不谄媚,
富裕而不骄傲, 这种人还不错吧? 孔子说: 可以, 但
是不如贫穷而仍然快乐, 富裕而又好礼的人。 显

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 一个人如果有敬业精神,
能严肃认真地办事, 而程序又很简要, 像这样管理
老百姓, 也是可以的, 但是, 如果缺乏敬业精神, 办
事马马虎虎, 能省即省, 这就简单过头了。 孔子没
有因为冉雍不同意他的观点而不高兴, 反而觉得

然, 孔子的观点在境界上又高了一个层次, 他所推
崇的是那种无论什么时候都能保持平常心, 能安
贫乐道, 不会因为自己富裕就觉得有什么与众不
同的人。子贡由衷地佩服老师, 觉得老师的修养已
经到了很高的境界, 同时, 也找到了自己的差距,
于是引用了古诗, 表示修养、做学问应像对待玉石
一样, 切磋它, 琢磨它。 这样, 通过对话, 子贡的道
德认知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不仅在如何对待贫
穷和富裕的认识上与以前有很大的不同, 而且也
认识到修养是永无止境的道理。可见, 孔子与学生

冉雍说得有道理, 接受了冉雍的观点。⑦ 从这里可
以看出孔子的民主和平等的精神。
孔子与学生对话的交互性还有一种情况, 就
是师生在对话中各自都受到启迪, 使自己的道德
观念得到升华。 例如《论语》
中有一段孔子和子夏

对话的结果不是预先设定的, 对话的内容往往是
随机的, 师生之间的交互活动随对话的情境而变
化, 对话体现了生成性、创建性。 孔子与子路的一
段对话也能说明这个问题:
子路问君子。 子曰:“修己以敬。”
曰:“如斯而

教其中包含的思想感情, 孔子没有直接回答子夏
的问题, 而是说道“绘事后素。”
, 即绘画完成后才
能显示出素色的可贵, 表面上看, 似乎孔子是在谈
论绘画的问题, 实际上孔子是借绘画来比喻人生
中的绚烂与平淡、伟大与平凡的关系, 子夏听了

已乎? ”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 ”曰:
“修 己 以 安 百 姓。 修 己 以 安 百 姓, 尧 舜 其 犹 病

后, 深有感触, 向孔子做了心得报告:“礼后乎? ”
,
即“礼节背后有着更重要的礼的精神, 是吗? ”
这个
心得显然是对孔子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孔
子自己也深受启发, 他很高兴地说道: 商呀, 能启
发我的就是你了, 现在可以同你讨论《诗》
了。

⑥
诸! ”
子路的性格豪爽、刚勇, 但缺点也不少, 所以
当子路问孔子怎样做才能达到君子的标准, 孔子
回答说: 自我修养, 达到庄重、受人尊敬的程度。君

子是孔子伦理思想中理想化的人格, 君子的标准
远不止这样, 这里, 孔子是针对子路的情况而说
的。 子路不满意孔子的答复, 步步深入地追问, 孔
子经过三次的答话, 最终把人生修养过程的三个
阶段完整地表述出来, 并提出了“修己以安百姓”
的观点, 这一观点后来成为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
理论来源。 孔子的很多伦理学的重要思想都是在
对话中, 受到对话情境的激发讲述出来的。
孔子与学生的对话是在比较民主和宽松的情
境下进行的, 在对话中, 并非每次学生都会认同孔
子的观点, 有时候学生也会提出自己的看法, 孔子
能够尊重学生, 如果学生的观点是正确的, 他也会
接受学生的观点。有一次, 孔子和冉雍讨论子桑伯

的一段对话就属于这种情况:
子夏问曰:“
‘巧笑倩兮, 美目盼兮, 素以为绚
兮。’
何谓也? ”
子曰:“绘事后素。”
曰:“礼后乎? ”
子
⑧
曰:“起予者商也! 始可与言《诗》
已矣。”
在这段对话中子夏引用一句古诗, 向孔子请

31 对话根植于生活

孔子与学生的道德对话是建立在现实生活基
础上的, 对话是为了培养学生正确的生活情感和
态度, 使学生健康地生活。对话的内容有的是对历
史人物和当时的一些政治家的政务活动与个人品
行的讨论, 有的是对学生的道德行为和精神面貌
的评价, 还有的是师生之间修养体会的交流。对于
学生提出的有关道德概念的疑问, 孔子的解答主
要是立足于居家、交友、办事等实际生活, 他的德
育的目标主要不在于让学生掌握道德的学问, 而
⑨ 中践行道德原
在于让学生在“洒扫应对进退”
βκ 他要求学
则。 孔子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生要“讷于言, 而敏于行”
。βλ“仁”和“礼”是孔子伦
理思想的基本道德范畴, 在《论语》
中,“仁”
字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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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次之多,“礼”
字在《论语》中出现 75 次。 但是

我们在《论语》
中几乎看不到孔子对这两个范畴长
篇大论的演绎推理, 而更多的是孔子关于不同的
场合怎样才能做到“仁”
和“礼”
的观点。

三、孔子的对话德育模式实现的条件
以下三个方面是孔子的对话德育模式得以实
现, 并取得成效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1. 平等对话关系的建立
孔子平等地与学生交往, 使师生之间坦诚相
待, 达到心灵沟通。孔子从事道德教育的目的是培
养具有道德人格的人, 然而从一个普通的人到成
为一个有道德人格的人的过程中, 究竟谁起主导
作用? 孔子认为是学生起主导作用, 学生是道德学
习的主体。 因此, 孔子在教育中, 重视发挥学生道
德学习的主体性, 强调自身努力的重要性:“君子
求诸己, 小人求诸人”
, βµ“君子病无能焉, 不病人
之不己知也”
。βν 孔子提出“克己”
、
“修己”等范畴。
所谓的“克己”就是指在思想上要制服自己的邪
念, 在行为上要约束自己。 孔子要求人们“克己复
礼”
,“非 礼 勿 亲, 非 礼 勿 听, 非 礼 勿 言, 非 礼 勿
βο 所谓的
动。”
“修己”
就是自身的修养。
“能见其过

而 内 自 讼”
, βπ“见 贤 思 齐 焉, 见 不 贤 而 内 自 省
βθ 孔子认为道德教育主要的作用是努力推动
也。”
学生践行道德原则, 他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
βρ 他强调了“躬行”
之者不如乐之者。”
的重要性,
反对“巧言令色”
、
“言过其行”
, 主张“先行其言, 而
σ
β
βτ
后从之” 、
“讷于言, 而敏于行。”
孔子并不认为自己的修养是业已完成的事
情。 他对学生说, 自己尚未达到圣人君子的境界,
κ他
χ
“文, 莫吾犹人也, 躬行君子, 则吾未之有得。”
曾感叹地说道: 君子的境界的三个条件即“仁者不
λ
χ
忧, 知者不惑, 勇者不惧。”

孔子一生都在以圣人和君子为目标, 孜孜不
µ 是他一生的写照,
χ
倦地学习和修养。
“学而不怨”
也是他用来鞭策自己的座右铭, 在《论语》中多次
提及。 他说他自己并非“生而知之者”
, 只不过是
ν
χ
“好古, 敏以求之者也。” 孔子在七十几岁时, 总
结了自己一生学习和修养的经历,“吾十有五而志
于学,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
ο 他认为到了
χ
而耳顺, 七十而从心所欲, 不逾矩。”

七十岁时, 修养才到了比较完善的程度。
孔子把自己看成是在道德修养漫长道路上
“为学不厌”的求学者, 他与学生的关系就是道德
学习主体间的关系。在这里, 道德教育主体的角色
并没有消解, 孔子进行道德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具
有道德人格的人才, 实现建立“仁者, 爱人”
、
“泛爱
众”
、
“老安少怀”
的社会形态的政治使命。再说, 孔
子认为自己在道德修养上取得的经验、体会和达
到的境界使他能够担当起道德教化的重任。 当然
这种道德教化不是过分地强调教育者的权威, 把
学生当成是纯粹的“客体”
, 而是在肯定并且尊重
学生作为道德学习的主体地位的基础上, 通过对
话和交流, 对学生起到启发、帮助、和指导的作用。
π 这句话最能概括孔子这
χ
“学而不厌, 诲人不倦”
种既当学生又当老师的双重角色的特征。
孔子往往以交流体会的姿态与学生进行对
话, 而不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出现在学生面前。他
认为自己和平常人一样, 有长处, 也有不足的地

方, 在修养方面, 既有成功的经验, 也有失败的经
历。在学问和修养上有什么心得, 他会毫不保留地
传递给学生, 期望学生能从中得到启发; 有什么不
足或失败的地方也能坦然地告诉学生, 让学生能
从中吸取教训。 他说:“吾有知乎哉? 无知也。 有
θ他
χ
鄙夫问于我, 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还对学生子贡说, 他并非“多学而识之者与”
, 只不
ρ
χ
过能够“一以贯之。” 孔子认为自己并没有比别
人知道得更多, 人的智慧不仅仅取决于知识, 而是
与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很大的关系, 自己的独

到之处正在于看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别人不
同。在谈到“学”
与“思”
的关系时, 他把自己失败的
经历提出来, 说明二者不可偏废, 他说“吾尝终日
σ 他希望
χ
不食, 终夜不寝, 以思, 无益, 不如学也。”
学生能引以为戒, 正确处理好二者的关系。
孔子与学生之间的平等关系还表现在他在与
学生交往时并不认为在道德上永远是学生的老
师, 他看到学生在道德境界上有时也会超过自己,
他乐意从学生中学到东西。 孔子说:“三人之行必
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
。χτ
他非常赞赏颜渊的修养境界, 认为他“用之则行,
舍之则藏”
。δκ 对于颜渊的安贫乐道的情操, 他发
自内心地赞叹:“贤哉, 回也! 一箪食, 一飘饮, 在陋
δλ 孔
巷, 人不堪其忧, 回也不改其乐。贤哉, 回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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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不仅善于学习学生的长处, 而且能够以民主的
态度对待学生的批评。
2. 高超的对话艺术

同的。 在《颜渊》
篇中, 樊迟、仲弓、颜渊问仁, 孔子
有三种不同的回答。
3. 教师的人格魅力

孔子对话德育模式之所以能取得成效, 其中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孔子具有高超的对话艺术。 孔
子在对话中采用了“不愤不启, 不悱不发”
的方法。
孔子的德治思想和伦理观点博大精深, 但他不会
“一切倾倒说出”
。δµ 对于诸如仁、礼、孝、忠、恕等
道德概念, 他一般不主动阐释, 而是让学生自己去
体会和领悟。 孔子经常运用的教学方法是让学生
对某一道德问题的探讨到了百思不得其解, 欲言
而不能, 非发问而不可的程度, 才进行三言两语的
点拨, 使学生豁然领悟。 在《论语》
中, 学生主动提
问的 ( 包括连续提问) 就达近百次。 有时孔子故意

对教师的信任是道德对话的基础。 学生对孔
子的信任是与他的崇高品格分不开的。 学生对孔
子非常尊敬和爱戴, 颜渊是这样形容他对孔子的
印象:“仰之弥高, 钻之弥坚; 瞻之在前, 忽焉在后。
夫子循循然善诱人, 博我以文, 约我以礼, 欲罢不

提出一个话头, 而不把下文讲出来, 制造悬念, 让
学生自己去揣摩、体味。 例如, 在《论语》
中孔子多
次提到“吾道一以贯之”
, 但是这个“一以贯之”的
东西究竟是什么, 他从不提及。 有一次, 孔子对他
的高足曾参说:“吾道一以贯之”
, 其他学生迫切地
想知道孔子“一以贯之”
的道理, 所以等孔子走后,
他们便问曾参, 曾参回答道:“夫子之道忠恕而已
δν
矣。”
在对话中, 孔子还采取了因材施教的方法。他

善于针对学生的修养状况、性格特点来回答学生
提出的问题, 使道德对话真正能起到触动学生心
灵的作用。
《论语》
中有一段孔子与孟懿子、樊迟关
于什么是“孝”
的对话, 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孟懿子问孝, 子曰:“无违。”樊迟御, 子告之
曰:“孟孙问孝于我, 我对曰, 无违。”
樊迟曰:“何谓
也? ”子曰:“生, 事之以礼; 死, 葬之以礼, 祭之以
δο
礼。”

孟懿子是鲁国的大夫, 做了许多违礼的行为,
所以当孟懿子问孔子什么是“孝”的的时候, 孔子
回答:“无违。”在樊迟给孔子赶马车的途中, 孔子
抓住前面与孟懿子对话的契机与樊迟展开了关于
什么是孝的对话。樊迟比孔子小三十六岁, 孔子认
为年轻人的道德修养首先要从家庭生活特别是孝
敬父母做起, 因此当樊迟问孔子“无违”是什么意
思的时候, 孔子就回答道: ( 父母) 活着的时候, 按
周礼事奉他们; ( 父母) 死了, 按周礼埋葬他们, 按
周礼祭祀他们。 在《为政篇》
中孟懿子、孟武伯 ( 孟
懿子的儿子) 、子游、子夏问孝, 孔子的答复都是不

能, 既竭吾才。 如有所立卓尔, 虽欲从之, 末由也
δπ 即使个别学生对孔子还不够了解, 但随着
已。”
与孔子交往的深入, 最终还是被孔子的人格魅力
所折服。
《论语》
记载孔子有个学生叫陈子禽, 总是
在同学面前对孔子的人品、学问提出质疑, 他甚至

认为子贡的修养境界已经超过孔子, 于是对子贡
说:“子为恭也, 仲尼岂贤于子乎? ”
。子贡觉得陈子
禽这句话非常无知, 便对陈子禽说道:“君子一言
以为知, 一言以为不知, 言不可不慎也。 夫子之不
可及也, 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 夫子之得邦家者,
所谓立之斯立, 道之斯行, 绥之斯来, 动之斯和。其
δθ 子贡认为
生也荣, 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
孔子的修养、学问和治国才能都是他本人无法比
拟的。 还是这个陈子禽以为孔子一定会特别关照
自己的儿子, 另外给他“吃小灶”
。有一次偷偷地问
孔子的儿子:“您在老师那里听到过什么特别的教
导吗? ”
, 伯鱼回答说: 没有, 只不过两次父子偶然
相遇, 孔子告诉他学诗和礼的重要性。 这些方面,
孔子对其他学生也是反复强调的, 可见孔子对任
何人都是一视同仁。陈子禽听了伯鱼的回答, 高兴
地说: 我提一个问题, 得到三点收获: 了解到学
《诗》
的道理, 了解到学礼的道理, 又了解到君子不
偏向自己的儿子。δρ 从这里可以看出, 陈子禽最终
还是被孔子的高尚品格所感动。总之, 孔子的对话
德育模式取得成功是与孔子自身修养已达到很高
的境界有密切关系的。 孔子的人格魅力吸引了学
生, 使学生产生了对话需要, 希望能从孔子那里汲
取精神营养。 孔子的高尚品格, 使学生信任他, 能
将自己的内心世界敞开在他面前; 孔子诲人不倦
的教学态度和高超的教学艺术则使他能设计鲜活
的对话情境, 使对话产生成效。
孔子的教育实践为我们进行对话式德育提供
了活生生的教材。 我们不仅要研究孔子的德育思
想, 还要研究孔子对话德育的实践, 只有这样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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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π 论语·公冶长.

完整地把握孔子的对话德育模式的要旨, 并继承
其对现代德育有借鉴意义的东西。 当然孔子的对
话德育模式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如他的道德教育

βθ δν 论语·里仁.
βσ χ
ο δο 论语·为政.
θ δπ 论语·子罕.
χ

的内容中包含一些封建等级的观念, 对此应加以
扬弃。

δµ 朱子语类 ( 卷一百三).
δρ 论语·季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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