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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信用体系是现代社会市场经济发展的重

要基石。我国高度重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2014

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

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

出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褒扬诚信，惩戒失信。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

见》提出“建立健全社会诚信制度”，以及《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

纲要》（以下简称“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总体要求。[1]由此，可以明确

“政务、商务、社会和司法”四个方面的诚信建设是

支撑国家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主要支柱。其中政

务、商务和司法三者相关的诚信建设可以视为社

会信用体系的制度保障和硬因素，而社会诚信文

化则作为一种维系整个社会信用体系运作的内在

规约机制和软因素，发挥着“润滑剂”的作用。

2016年 6月 25日，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

心在京发布《中国现代化报告2016：服务业现代化

研究》。报告认为，目前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都面临

着比较严峻的诚信风险，启动诚信文化建设工程

可以极大降低中国社会的运行成本和服务经济的

交易成本，建议在中国启动诚信文化建设工程，全

面建设先进服务文化和诚信社会，社会诚信文化

的建设将是中国服务业现代化的一个战略举措。[2]

从社会关系发展历程看，传统社会可以称为

“熟人社会”，即具有家族血缘或地域归属性质的

封闭性集团主义社会，而现代社会可以称为“陌生

人社会”，即存在信息不对称或不可靠的契约型开

放性社会。这一社会形态的转变使得人们交往风

险增加，从而导致交易成本也随之增加。“诚信”作

为调节现代社会关系的润滑剂在政治经济等各种

社会活动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诚信”作为日本学者普遍广泛研究的课题是

有一定时代背景和契机的。日本在二十世纪四五

十年代以后经济开始复苏，工业飞速发展，但由于

当时没有相应的环境保护和公害治理措施，致使

工业污染和各种公害病泛滥，比如1956年在水俣

湾出现的震惊世界的“水俣病”，以及四日市的哮

喘病和富山的“痛痛病”等，对当地的生态环境和

人民的生活甚至生命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这一系

列事件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学界认为

不仅是企业，甚至是政府、专家、媒体都已经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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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日本集团主义社会中人们把相互信赖、共同协作、团结一致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而形

成这一行为准则的并非源于人们原本的“内心道德律”，而是源于日本特殊的地理环境、在此基础上形

成的地域归属意识、“村八分”的惩戒机制，以及“耻文化”的外在强制约束。日本儒学中的“诚主义”作

为一种具体的行为规范，对于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此外，日本独特的诚信道德实践教育有助于其国民诚信意识的强化，以及社会诚信文化的延承与普

及。综上几种因素共同构成了日本诚信文化建设的内涵，并作为一种强大的助推力支撑着日本社会

信用体系的运行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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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诚信，日本作为“安全神话”的国度顷刻间随之

崩塌。因此，日本学界不得不重新思考并开展与

此相关的研究。

到目前为止，日本学者们分别从社会学、经济

学、心理学甚至是生物学等诸多学科的立场出发

对“诚信”问题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有

关社会学的研究中，学界主要基于对德国社会学

家卢曼（Luhmann）的“信赖（trust）理论”展开广泛

讨论，根据卢曼的理论，现代社会是功能分化的社

会，熟悉与不熟悉的多样事态或风险日益增加，使

得社会系统表现出不可控的复杂性。而“信赖”作

为一种有其自身特殊规律的社会关系，它的发生

受到人格和社会系统的双重影响。而正是在此背

景下分析与考察“信赖”具有的消减社会复杂性的

机能才具有真正意义，才能揭示“诚信”的本质。

除了卢曼的“信赖理论”以外，也不乏有对吉登斯

（Giddens）的相关理论进行的分析和研究，认为不

能仅仅把“信赖”理解为在某种具体情境下所具有

的行为选择的机能，而是要超越这种具体情况并

形成持续的概念性的状态才是理解“信赖”特征的

关键所在。除社会学的研究外，如“信赖”与互酬

性的研究主要是从生物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出发，

“信赖”与法的关系研究则主要从政治学和法学的

立场出发，等等。然而在众多有关“诚信”研究中，

具有影响力的当数日本社会心理学家山岸俊男对

“信赖”的研究。山岸认为，日本社会普遍存在的

“集团主义”使日本形成一直以来所谓安全或“安

心（assurance）”的社会，同样也正是“集团主义”破

坏了社会中的“信赖”关系与意识。由此，他区分

了“信赖”与“安心”的概念，并在批判吸收巴伯

（Barber）有关“信赖”概念的基础上，通过问卷调

查和实验的方法给出了自己对“信赖”的理解与定

义。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影响日本由以往的“安

心”社会向“信赖”社会转变的“信赖解放理论”。

与此相对，中国目前还没有对日本“诚信”这

一概念的专门研究，只是简单地把“诚信”作为经

济领域或贸易中“诚实、无欺、守信”的解读，并没

有对其进行明确的概念界定。而对于日本传统

“诚信”文化的渊源，中国学者大多认同其“诚信”

文化传承了中国儒家伦理思想中有关“忠、诚、信、

义”等德行与训诫，并且多集中于诚信道德教育和

企业文化的研究领域中。其中，有学者认为奠定

日本企业文化重要基础的“和魂洋才”的思想中，

其“和魂”的核心正是日本企业成功地对中国儒家

思想进行了汲取，取其“仁、义、和、诚、信”等精华

部分。[3]

在当前建设中国社会诚信文化之际，对日本

诚信文化的研究显得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日本

诚信文化建设本身也极具特色，综合而言日本的

诚信文化建设包含了国民的诚信文化心理与诚信

道德实践教育，其中有内因也有外因，两者共同构

成了日本诚信文化建设的内涵。

1 日本社会诚信文化心理

1.1 “村落意识”集团主义和“村八分”制裁

蔡明哲（2010）认为，中国和日本都属于“集团

主义国家”，但比起中国的“家族指向”的集团主义，

日本的“集团主义”更具有强烈的“村落意识”，其根

源是日本农耕民族的稻作文化所形成的特质。[4]在

水田稻作农业中，集团作业和共同秩序被视为必要

条件。在特定时期内，仅仅依靠家族的力量不足

以完成稻田的种植和收割，往往需要全村的集体

劳作。而在此期间，相互协作和团结一致被视为不

可或缺的存在。也正是在此过程中，日本人产生了

强烈的对村落地域社会的归属意识。且从古至今

日本都苦于多地震、多台风、多海啸的地理环境，与

自然做斗争成为日本人生活中的一部分。比起个

人和家族的力量，以村落为中心的集团力量无论如

何都是非常必要的。因此，在共同劳作、共同与自

然做斗争和共同收获中，不知不觉地形成了以村落

为中心的共通的感情和意识，以及村民之间强烈的

连带责任意识。而这一具有“村落意识”的集团主

义也被广泛地定性为日本人的民族特性或国民性，

而日本社会也因此被归类为“人际关系社会”。

格雷高利·克拉克（Gleick Clark）、竹村健一

（1979）认为，在这一社会中，除了共通的感情和意

识维系以外，它还是派别的、个人主义的和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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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其他不属于自己范围内的集团、个人具有排

他性，并且社会成员一般对具体问题的感知较为

敏感。[5]

集团主义的认知要素为“我所属的集团希望

我这样考虑”，或者通常是“希望和大家的想法和

行动一致”，[6]而日本人的集团主义意识也正符合这

一要素，日本人在其集团内部总是倾向于探索可以

被大家认同的领域。（H.C.Triandis，2002：14）必要

时哪怕牺牲自己也会按照集团的利益所望行事，不

仅如此，对违反集团利益的行为进行阻止，且存在

相互监视、相互规制的内在机制。[7]正是有这样的

束缚与压力，人们行事的时候总是会考虑别人或周

围的人是怎么想的，或者通过参照周围人的做法去

衡量利益得失来改变自己的行为，这种行为也称为

“频度依存行为”，并且这种相互依存的行为适用于

经济学中的“战略互补性”（Strategic comple-

ments），是指如果存在复数均衡的情况下，通过审

视各个经济主体，选择可以使自己利益达到最大

化的战略行为）（山岸俊男，2002：91）。频度依存

行为和互补平衡的概念反映在现实社会中的例子

随处可见。如校园欺凌、流行趋势、终身雇用与年

功序列制的日本惯用雇用体制等，几乎在所有的

场合中都存在这种“集团内部偏好”的互补均衡

性。总体来说，日本型的集团主义是“从与他人之

间相互依存的实践行为中认知自己在集团生活中

的重要性”。重视对集团应尽的义务和集团内部

的协调性是日本集团主义的特征。

此外，日本集团主义的另一个要素被总结为

“诚实”和“自重”。[8]这里所谓的“诚实”是指对自

己的上级或是雇主的忠诚与信义，“自重”则是有不

给自己的上级或是雇主造成麻烦事的觉悟。简而

言之，“每个人都要有占有自己合适位置的意识和

行为”以及“通过捕捉他人对自己行为的看法和批

判来判断什么是正确的行为”。当然也有学者对于

这一日本民族特性的结论持有不同意见。滨口惠

俊认为日本社会是“间人主义”而非“集团主义”。

个人主义具有“自我中心主义”“自我依存主义”“重

视对人关系的手段”等特征，而“间人主义”则具有

“相互依存主义”“相互信赖主义”“重视对人关系

的本质”等特征。（青木保，2007（4）：53）然而究其

对日本社会这一特性的解释，可以看出滨口惠俊

的间人关系社会仍然没有脱离其社会的群体性和

集团性的本质，只不过更加侧重于日本社会人与人之

间的相互依存性、行为步调一致性和协调性罢了。

反映在行为实践中，日本人将这一集团主义

意识具体化为以“集团志向”作为自己的行动原理。

首先表现在对“全体”或“公”的态度上，更多的日

本人忠实于“公优先于我”，也即“公的利益优先于

私人权利”的原则。在某些时候甚至会出现为了

公的利益或全体的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的情况。

基于这一行动原理，日本人重视社会的调和与统

合；在对人关系上尊重对方的立场和态度，实则为

了避免与集团内部的其他成员形成对立和产生摩

擦，这也就造就了日本全体社会坚固而安定的结

合。而对社会安定的至高要求和目标则是要达到

所谓的“和”，为了保持社会全体的“和”，日本人更

加重视社会或集团中人与人之间的协同、调和与统

合。比如据传在公元7世纪初，圣德太子制定的十

七条宪法中，将“以和为贵”放在首要位置，这也更

加反映了为了社会的安定必须要“以和至上”，任何

扰乱“和”的行为都是不被允许的。

那么一旦有人在集团内部做了不利于调和人

际关系或有损集团利益的行为会面临什么样的结

果呢？轻者会被集团内部的其他人排挤或抛弃，

重者则被处以“村八分”的制裁。所谓“村八分”，

是江户时代在村落中或闭塞的共同体内对扰乱共

同体秩序的人和其家族人员实行的一种制裁手

段，是共同体的其他全体人员对违反秩序者实施

的“共同绝交”。其中“共同绝交”的内容有十项，

分别为“火灾”“葬礼”“成人礼”“结婚”“建筑”“生

病”“水灾”“旅行”“生产”及“祭祀”。但其中的“火

灾”如果置之不理的话会殃及邻舍，造成全村的灾

难。如果放任“葬礼”的话，尸体会发臭并引发传

染病。并且日本人认为人死了以后，生前所有的

罪过或罪孽都会化为乌有，可以被原谅。因此，

“村八分”制裁是指这十项制裁中除去“火灾”和

“葬礼”这两项，对其他八项大事完全不予参与或

协助，故被称为“村八分”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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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八分”存在于贫瘠的村落或共同体内，是

一种约定俗成的乡规民约，而非成文的法律规

章。但日本特殊的岛国意识和稻作文化为其提供

了生存土壤，是“村落意识”集团主义的具体表

现。它作为一种墨守成规的社会道德规范深植于

日本人的思想意识中，对其心理产生着深刻影响，

甚至在现代社会还都有残存的痕迹。例如，2004

年在新潟县关川村的盂兰盆节大会上一部分村民

申请“不参加准备和善后工作”，但遭到村子“权威

人士”的拒绝，被警告“如果不做的话就实行村八

分”，结果11户村民被禁止上山采野菜和使用垃圾

箱。同年夏，这 11户村民向新潟县地方裁判所对

3名“权威人士”提出诉讼并要求停止“村八分”制

裁。一审判决裁定“权威人士”所实施的“村八分”

属侵权违法，禁止其行为，并勒令赔付受害者 220

万日元的损害赔偿金。后“权威人士”到东京高等

裁判所提出控诉，但 2007年 10月 10日东京高等

裁判所驳回其诉讼请求，维持原判。在此案中，虽

然村民的利益最终得到了法律的保护，但也反映

出这种“村落意识”集团主义下产生的不成文的制

裁规约生命力的顽强，甚至对现代社会的日本人

都有着强大的束缚力。相反，也正是由于这种无

形的束缚才使得日本集团主义的长久不衰和集团

内部显示出的协调一致。

1.2 “耻文化”强制下的意识规范

除了“村落意识”的集团主义，“耻文化”也是

影响日本人行为习惯的重要因素之一。“耻文化”

最初是由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在定

义日本文化时提出。本尼迪克特通过大量实践调

查并与欧美“罪文化”相比较将日本文化定义为

“耻文化”，认为“罪文化”是出于人们内在的良心

而自觉地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达到行善，而“耻文

化”则是基于外在的一种众矢之的的道德舆论的

褒贬力量而非自觉地规范自己的行为达到合乎良

善。因此，日本人非常在意他人对自己的评价，甚

至对他人的评价心生恐惧。对于“耻”的具体含

义，向坂宽(1982)给予了详细解释：“耻的意识是人

们在想象欲对自己低劣的部分保密或不想公开的

情况下却在人前暴露时的感受”，并且认为“耻”是

一种想要避开人们和社会视线的恐怖心理。但这

种羞耻很多时候是在自己的行为为集团带来某种

不好的影响或有悖于集团利益的情况下而产生的

羞耻。拿日本社会比较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来

说，对于日本学校而言，比起学校里学生的事，外

界对学校的评价更为重要，因此，虽然许多中学生

对校园欺凌持有不满情绪，但集团的荣誉比起保

障个人权利的正义更加优先。而学生本人也强烈

要求与集团保持高度的协调性，作为集团的一员，

个性的抑制、自觉地维持组织的“和”的行为是非

常有必要的。个人的获奖与否、是否能考进名校

都不是个人的而是学校的名誉。因此，面对许多

师生而言，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欺凌事件要是被外

界所知的话会感到非常的羞耻。

由此可见，在某种意义上说，日本“耻文化”与

其集团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是在集团主义

基础上衍生出来的行为意识规范。当然这种意识

规范的道德性是模糊的，缺乏恒定的是非标准，并

非出于内心良知的道德律，而是靠外部的强制加

以束缚。因此，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日本人能在

没有精神痛苦的情况下从一种行为方式转向另一

种行为方式。

1.3 日本儒学中“诚主义”和诚信行为规范

若说“村落意识”集团主义和集团主义下产生

的“耻文化”让日本人对所属集团产生一种强烈的

“忠诚”与“信赖”，这终究是一种外在力量对人性

的束缚。其实在日本的思想史中，除了集团主义

以外，“诚主义”对日本人的道德行为意识特别是

日常行为规范也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在日本，耳边可以经常听到“这个人是诚实的

人可以信赖”，或“这边只要是诚心诚意地对待此

事，应该可以得到对方的理解”之类的话。由此，

可以看出这里所谓的“诚实”“诚意”主要是人们内

省的一种心理状态，或者在酌量别人内心所想时，

是否“诚实”“诚意”的一种价值判断标准，并以此

来推断对方心性的善恶。

“诚”作为日本儒家伦理思想的根本，来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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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儒家思想，特别是朱子学说。在江户时代

朱子学说作为幕府的官学具有很大影响力，当时

流行着一股重视朱子学说中有关“诚”的大思潮。

以伊藤仁斋为首的思想家继承了朱子“诚者，真实

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的思想，认为“诚乃实。

没有一毫的虚假，一毫的伪饰，才是诚”。且“诚”

乃道的全体，圣人之学必须要以达到诚为宗旨。

所谓“仁义礼智、孝悌忠信”都是要以“诚”为根

本。因此，“诚”为圣学的头脑，学者的标的。江户

时代后半期，日本儒学家武井义雄将伊藤仁斋的

“忠信主义”转变为“诚主义”。这一时期的“诚”更

加侧重“实”或“实心”之意，并且有形而下学赋予

“诚”的实践意义，认为“诚”乃是行动的源泉，甚至

“一心一意的诚实，可以感动天地，具体来讲，就是

不要有虚伪之想，只一片实心行实事”，也即“实

行”。而在现代，“诚”更加具有现实意义，虽然日

本人依旧认同“诚”是所有德目的前提，但对“诚”

的理解更加实际化和日常化。比如人们经常可以

在电视等大众媒体中听到类似“按照自己的样子而

活”，或者“做自己”的倡导。日本也同样深受西方

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但这种“像自己一样”的表

述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对“诚”的思想的继承。在这

里，“像自己一样”并非等同于西方个人主义的表

达，实则为“要忠实于自己最真实的感受与心境”之

意，完全符合“实心行实事”的道德行为规范。由

此，也可以看出日本儒家思想中的“诚”在继承了朱

子学说的“诚实”“诚意”“实心”等思想的同时，逐渐

摒弃了其“天理”“天道”作为普遍规范的形而上的

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说，在日本人眼中“忠实于自

己的想法与行动”就是真正的天道和正义。

现实中，特别是在处理双方交易和纷争的情

况下，如果对方“没有想抱有诚意的态度去应对”

的话，则会被对方以“没有诚意”的理由非难。例

如，在双方签订契约的过程中，当事人双方相互期

待对方“抱有诚意的态度”，如果有悖于这种期待，

同样则会被对方以“没有诚意”责难，并最终被对

方要求必须抱有“诚意的态度”才可以解决问题。

甚至在契约书中，围绕契约发生纷争的时候也会

要求设定名为“必须抱有诚意协议”的“诚意协议

条款”。在许多损害赔偿交涉中，“诚意”是作为一

种行为规范来使用的。比如在交通事故中，被害

人对加害人自发地会产生“诚意”的要求，这种期

待如果不被满足的话，被害人则有权力要求加害

人“展示诚意”或“诚意的谢罪”。一旦被害人不能

原谅加害人的话，则大多是因为加害人的“诚意没

被看到”，并可以作为被害人再次提起诉讼的理由

和动机。相反，被害人如果切实感受到对方的诚

意的话，通常会作为协商解决的证言所使用。[9]总

之，很多情况下，“诚意”这一观念是作为一种社会

交涉的具体规范来发挥作用的。

2 诚信道德实践教育

1953 年日本原文部省（现文部科学省）发布

《学习指导要领》的告示，明示在中小学校全面实

施道德教育。为了彻底贯彻道德教育，在中小学

校特设每周1个单位时间（1个单位45分钟），每年

35小时（小学一年级为 34小时），名为“道德的时

间”的德育课。后经过几次修订，在 2015年 3月，

将“道德的时间”作为“道德特别课程”固定下来，

贯穿于整个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中。“道德特别课

程”反映在小学教育中主要涉及4个方面内容：A、

主眼于有关自身的事；B、主眼于有关他人关系的

事；C、主眼于有关团体和社会的事；D、主眼于有

关生命和自然、以及高尚的事。在这四个方面中，

A、B、C三项中都规定了有关诚信的内容：A中的

前两项①善恶的判断、自律、自由与责任；②正直、

诚实。B中的第4项为友情、信赖。C中的前两项

①规则的尊重；②公正、公平、社会正义。并且对有

关这些诚信内容的指导与教育要贯穿于小学低、

中、高年级。中学初级阶段把C中的对“规则的尊

重”改为“遵法的精神”和“公德心”。而在高中阶段

虽然内容没有变化，但更加强调了把道德教育贯

穿于整个学校的教学活动中，并且将以上 4个道

德教育的内容融入“现代社会”和“伦理”的公民课

程中。更核心的是，在高中阶段要求通过各种道

德教育实践让学生意识到努力探究自我、实现自

我，以及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一员所需要的自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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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等是作为人所应该有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

在具体实践方面，日本文部科学省将上述包

含诚信内容的道德教育目标通过制定教材的方式

予以贯彻实施。在“道德的时间”改订为“道德特

别课程”之前，所配套使用的教材是《心灵笔记》。

《心灵笔记》除了包含以上 4个方面题材的读物，

比如伟人的诗歌、文章、名言、故事等以外，还可以

作为每个孩子记录学习和生活的册子。再者，通

过设计具体内容活用于学校、家庭、地区等各个领

域。比如，根据学生休息、放学、周末、假期等时间

设计不同的阅读、写作、心灵角等板块，让学生记

录并发表自己所参加的相关活动、体验、心情和认

识等。更重要的是，学校也会将《心灵笔记》的内

容介绍给家长、监护人以及所在地区的人们，以寻

求家庭、地区和学校，以及学校与学校之间的理

解、交流与共同协作。2015年，随着“道德的时间”

改订为“道德特别课程”以后，《心灵笔记》也修订

为《我们的道德》，不仅沿用了之前心灵笔记的4大

主题的内容设计，还增添了一些内容。比如在小

学高年级的《我们的道德》中添加了“愉快生活”板

块，介绍名人轶事；在中学《我们的道德》中增添了

“求同存异”的板块，叙述相同的事物在立场不同的

人眼中的看法与观点。[10]而对于诚信的教育在《心

灵笔记》和《我们的道德》中也有体现，比如开辟名

为“自己如果诚实正直的话，心情会变得明朗轻松”

的专题和板块，在这一板块中对比了诚实正直的人

所表述的语言和不诚实正直的人所使用的语言的

区别，以此让学生对照自己是否是诚实和正直的。

而且，还会让学生写出对某一事件诚实地处理和不

诚实地处理时的感受，比如“如果玩球时不小心把

玻璃砸碎的话，写出诚实说出来的心情，或者因为

害怕批评而沉默的心情”等，[11]以期让学生自觉反

省，自己觉悟诚实与正直的内涵。

对于诚信的教育，除了学校教育以外，日本家

庭和社会也会给予很多关注。日本有一句广为流

传的谚语“撒谎是偷盗的开始”，足以看出撒谎或不

诚实在日本全社会中被视为一大禁忌，不被大众所

容忍和接受。此外，日本也流传着许多诸如“亲蛇

子蛇”“仙鹤报恩”等神话和民间传说，其中都有因

不诚实守信而受到惩罚和报应的叙述。还有在家

庭教育中流行一种名为“斗陀螺”的儿童游戏（按照

规则，输的一方必须把自己一刀一刀煞费苦心刻出

来的陀螺送给对方）来教导孩子输了就不能耍赖，

等等诸如此类。日本家庭和社会将诚信的道德教

育通过实践内化于孩子心灵，灌输到内化于整个

社会文化中。

3 日本诚信文化建设之镜鉴

日本人的诚信行为规范虽最初由外在的强制

力量转化而来，且整个社会也并未形成具体外显

的文化制度，但诚信意识以及行为规范却无处不

在，无时不发挥着作用。这种隐性的诚信文化之

所以能成为全社会不成文的诚信道德行为规范并

被人们所认同和遵从，甚至构成了整个社会信用

体系的基磐，其原因是极为复杂的。这离不开其

重叠多层的文化积淀，也离不开其民族的人格特

性的使然，但究其根本应该是其诚信文化建设更

加注重人心人性或人的“自然本性法则”，且更具

有实践性，特别是在日本建设现代化开放性的诚

信文化过程中更加凸显。

历史证明道德教育如果只限于“心的教育”是

没有意义的，也即只限于理论或思想上的空泛的

道德说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只通过空泛的道德

说教并不能改变人们的利己心，也不能将利他精

神、奉献精神根植于人们的头脑中。事实上，即便

通过教育有可能将知识传授给人们，但也必须建

立在人们的文化生活之上，不能无视人心人性。同

样，社会问题的解决也必须从研究人性开始。[12]可

以说日本的诚信道德实践教育一开始就注意到了

这一点，正如前面所谈到的有关日本中小学设定

的“道德的时间”和《心灵笔记》的课程就直接把不

易说教的诚信道德教育落到实处，变成了可以行

动的道德教育并易于深入青少年思想中。

而在有关日本儒家“诚主义”思想中，最终将

“诚”诠释为“实”，即“实心行实事”。“诚心”“诚意”

“实心”属于人性中情绪和心理的部分，而“不浮

夸”“行实事”实为其“诚心诚意”的表征与外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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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推论，日本对于诚信文化的建设也并非只停

留在“诚心诚意”的道德意识的塑造上，而事实也

确实如此。

另一方面，在“村落意识”集团主义和“耻文

化”的作用下，日本人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若

在诚信上出现纰漏，将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后

果。他们尽可能地使自己的行为趋于诚实守信，

以避免在某一天其不诚信的行为被曝光而遭到其

所在集团内部的排挤和剔除。这对他们来说是极

其严肃且致命的，这关系到他们是否还能在社会

上也即其所在集团内部立足的问题；而日本儒学

中的“诚主义”意识更加强了日本人诚信行为的内

在自觉性，使其自愿自觉地遵守社会行为规范，或

至少不去有意地不诚信或从事一些违反诚信的投

机行为。在“村落意识”集团主义和日本儒学“诚

主义”两种文化的共同作用下，决定了日本人无论

在日常生活中、经济活动领域抑或是解决法律纠

纷上，甚至是在诚信道德教育中都将诚实守信的

意识和行为规范一贯到底。相应地，人们这种诚

实守信的意识和行为规范也为整个日本社会信用

体系的运行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力，并促成了日本

社会信用体系的长期平稳发展。

总之，日本诚信道德文化建设中，对人心人性

和实践性的重视，以及严厉的违反诚信的行为意

识规范使得诚信道德具备了将外在的诚信道德束

缚力转化为人们内心自发自觉的诚信道德律的可

能。而这种自发自觉的诚信道德律又同时为整个

社会信用体系的形成与运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磐。

然而，随着日本逐渐由传统封闭的集团主义

社会向现代化开放性社会转变，其在此基础上建

立起来的诚信道德文化是否足以应对新的社会变

革，也必将成为学界关注和热议的话题。而当今

中国同样处于这样一个社会转型和变革时期，以往

传统的封闭性家族型诚信文化也在逐渐瓦解，开放

性的诚信文化和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正亟待建

立。因此，对于具有相似儒家“诚主义”的日本社会

诚信文化的考察成为可能，期待以上分析与研究

为我国社会诚信文化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本文为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項目：“我国诚信文化与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研究”（项目号15ZDA038）阶段性研究成果。

主持人：王淑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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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Japanese Integrity Culture

Abstract: In a Japanese type of collectivist society, people regard mutual trust, cooperation and unity as their own codes of

conduct. The forming of this behavior doesn't result from the original "inner moral law", but derives from its special geographi-

cal environment and on the basis of the regional sense of belonging and the punishment mechanism of murahachibu, and the

"Shame Culture". The "honesty" in Japanese Confucianism, as a specific standard of behavior,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deal-

ing with the relations or disputes between people in daily life. In addition, Japan's unique practice of moral integrity helps

strengthen the sense of integrity among young people and citizens, as well as the continuity and popularity of social integrity

culture. Overall, the above factors together constitute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Japanese integrity culture, and sup-

port the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Japanese social credit system as a powerful propelling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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