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道德教育与“公共人”的培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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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生活和现代教育在增强人的主体性和独立性的同时，也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个体化生存、
竞争性思维以及孤立化的教育及学习方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个体人”的膨胀和“公共人”的消隐，

使得年轻一代人的公共理性、公共德性以及公共精神等的发展遭受了阻碍。对于新时代的道德教育而言，需

要不断打破这种个体化、竞争化、孤立化的生存及教育方式，培育具有公共担当意识、公共参与精神以及公共

德性品质的时代新人，从而实现道德教育的国家使命、社会使命和个体成人使命。为此，学校教育及道德教育

应通过多种途径不断提升学校制度体系的公共性，建构公正平等、公共参与、公共关怀的校园文化氛围，实施

“学校—社区”以及“学校—社会”的道德行动计划，传递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核心价值理念，更好地促进

“公共人”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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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提出要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

设，培育人们的公共担当意识、责任意识和参与精神，这

要求我们的教育体系需要立足于此宗旨，持续地促进“公

共人”( 即具有公共理性精神、公共德性品质以及公共参

与能力的人) 的培育。显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的

教育体系偏重于封闭性的知识学习和考试竞争，它易于

使年轻一代陷入个体化、孤立化的生存状态，对国家、社

会的公共事业缺乏应有的公共担当意识，甚至持着冷漠

的态度。而在新时期，我们的教育( 尤其是道德教育) 显

然要更加重视合作、分享、责任、参与等公共道德品质的

培育，使年轻一代人能够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

任，成为具有公共担当意识与公共道德精神的“公共人”。

一、“公共人”: 内涵与特征

所谓“公共人”，简要而言就是指具有公共理性精神、
公共德性品质以及公共参与能力的人。“公共人”是孕育

于现代公共生活领域的一种独特的人格类型。乌尔里希

·贝克( Ulrich Beck) 曾指出，“公共人”( public man) 是区

别于“个体人”( Individual person) 的不同的人格类型。贝

克认为，“个体人”是“为自己而活”的人①，他与他者、社
会始终处于疏离的状态，缺乏合作、参与、责任、分享等公

共道德品质; 与“个体人”不同，“公共人”则是具有强烈的

公共理性意识、公共道德精神的人，他们不是把自身视为

一座“孤岛”，而是把自身视为公共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而自觉地担当公共责任，践履社会义务，努力成为共同

体的合格公民。这是“公共人”所具备的基本品质。与乌

尔里希·贝克的观点相近，哈贝马斯也非常重视现代人

的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的“公共性”维度，他用“公众”
( the public) 一词来指称那些具有公共德性品质及公共精

神的人，他认为现代人应积极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协

商对话和公共治理，从而构筑起良好的公共生活空间。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不再是作为“私人”( individuals)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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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起，而是成为践履公共责任、展开公共协商、追求公

共福祉的“公众”( the public) ②。哈贝马斯所言的“公

众”，其本质属性正是我们在这里所谈的“公共人”。同样

地，理查德·桑内特( Ｒichard Sennett) 也非常重视“公共

人”在当代社会的生存境遇。他从批判性的视角来审视

“公共人”在当代社会不断走向衰落的事实。桑内特认

为，在当代社会，人们日益陷入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体化

生存状态，“人们越来越关注自我的同时，……与陌生人

的交往却越来越少了”③ ; 人们虽然穿行于街道、广场、办
公区域 等 公 共 场 所，但 是“人 们 相 互 看 见 但 又 彼 此 隔

离”④。在现代生活中，人们的公共关怀意识、公共责任

理念及公共道德精神等遭受了严重的阻抑，其最终后果

就是如桑内特所言的“公共人走向了衰落”( The Fall of
Public Man) ⑤。

显然，不论是贝克、哈贝马斯还是桑内特的学术观

点，对于分析当前中国社会的“公共人”问题均具有重要

的借鉴意义。当前，中国社会也正在走向“现代性”，在社

会生活领域及教育领域中也同样面临着个体人的膨胀与

公共人的衰落问题。因此，基于学者们的学术观点以及

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现实背景，我们可以概括出“公共

人”几个方面的基本内涵及特征，从而为我们更好地培育

“公共人”打下良好的基础。首先，“公共人”是具有公共

理性的人。公共理性是人们基于公共生存的视角来看待

个体与他人、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并且去追求公共福祉、
社会正义的一种独特的理性能力。它使个体站在公共性

的角度( 而不是私人性的角度) 来思考公共问题，协商处

理公共事务，它是如罗尔斯所言的“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

人的理性”⑥。通过公共理性，人具有了公共的意识，可

以“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 To make public use of one’s
reason) ⑦，从而摆脱狭隘的私人视野、个体利益的束缚，

成为一名理性的公共人。其次，“公共人”是具有公共德

性品质的人。“公共人”能够在公共生活中自觉地遵守公

共道德规范，承担自身的公共角色及与其相应的公共道

德义务。这种公共德性的品质一方面可以使个体成为一

名成熟的社会人，达到社会的公共道德要求，另一方面它

也可以使个体成为更加自由自觉的道德主体，在内化社

会公共道德规范的同时追求一种更加高尚的道德生活，

成为具有公正、平等、诚信、友善、宽容、尊重等公共美德

的人。最后，“公共人”还是具有公共关怀精神和公共参

与能力的人。与“个体人”不同，“公共人”追求的不是个

体化、孤立化的生存，他( 她) 对他者和社会始终充满着关

怀的精神，并试图通过合作、参与、分享等公共活动来成

为社会公共事务的重要建设者，实现社会的公共利益。
正如安东尼·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 所言，“公共人”

拒绝公共生活中的“公民冷漠”( civil indifference) ⑧，他

( 她) 更愿意积极地投身于社会公共生活，并在其中展开

自由而平等的公共交往及行动，对他者和社会持着一种

关怀而非冷漠的态度。显然，“公共人”的这些基本品质

有助于弥合个体与他者、个体与社会的裂痕，摆脱孤立

的、自我中心的自恋状态，使人们成为更加积极的、富有

公共担当精神的道德主体，更好地促进社会公共事业的

发展。

二、孤独的个体与“公共人”的消隐

在当前中国社会及教育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当中，我

们一方面看到了人的主体人格及独立意识的不断增强，

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个体化生存、竞争性思维以及孤立

化的教育及学习方式的不良影响，它在一定程度上阻碍

了年轻一代的公共德性品质及公共精神等的发展，导致

了个体人的不断膨胀和“公共人”的衰落。⑨当前，“公共

人”的消隐、孤独个体的产生，在社会及教育两个层面均

有集中的体现，具体如下:

从社会层面而言，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我们的政

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伴随着市场

经济的发展以及人的主体性、独立性的不断觉醒，整个社

会出现了一种新的发展特征，即从总体性社会逐渐趋向

于“个体化社会”( individualized society) 。⑩个体化社会强

调人的主体性和独立性，它倡导把个体从集体、社会的

“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人成为更加自由自觉、独立自主的

个体。但是，社会的个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乃至于膨胀，

也会带来新问题，即它易于使个体过度重视自身的自由

和个性，而忽视社会共同体的利益及要求，最终导致个体

与共同体的分裂。正如鲍曼( Zygmunt Bauman) 所指出的，

个体化社会虽然可以使人获得更多的个性自由，但是它

“也会使人对公共利益、良序社会、公正社会表现出漠不

关心”。瑏瑡或者说，它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导致个体失去共

同体归属感，最终成为“孤独的个体”。在当前中国社会

发展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个体独立意识在不断增强，但

是孤独的个体、个体与社会的疏离与分裂也在不断加剧，

人们的公共道德精神也有趋向于消解的风险。人们更在

乎自我的体验和感受，而不愿意关注他者和社会，这将不

可避免地使人陷入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唯私主义综合

征”瑏瑢。这种“唯私主义综合征”使个体封闭于内心的孤

独之中，并且认为自己的自由和个性就在于“享受”这种

孤独，保持与他人、与社会的分离状态，最终也就对自己

所承担的公共角色和社会责任产生排斥的心理。在“唯

私主义综合征”的影响下，个体往往以自我以及自我的利

益为中心，主张私人利益远远高于公共利益，从而缺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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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道德及公共精神的认同及践履，并逐渐成为一个个

孤独、封闭的个体人。个体人不愿意积极参与公共生活，

不愿意承担公共责任，而是更愿意“退缩”到私人生活领

域当中，最终失去了公共性的生活方式及价值取向。
从教育层面而言，当前的学校教育也在不断制造着

孤独的学习者和竞争者，它导致教育空间不断生产着个

体人，而不是具有公共德性品质及公共精神的公共人。
事实上，教育与社会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个体

化社会深刻地影响了学校教育的系统和结构，而学校教

育又反过来助推着社会的个体化进程。当前我们的学校

教育系统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

了竞争性、排他性的场所，而非分享性、合作性的公共生

活空间。学校教育系统围绕着知识学习和考试竞争，要

求每个学生去争夺更高的分数、更高的排名、更高的升学

机会，“教育就是为了更多地占有知识、是为了在竞争中

优胜于他人”。瑏瑣在这种情况下，教育活动也就愈来愈成

为一项“走钢丝”的活动，一项个体化的竞争活动，它要求

受教育者要么走过钢丝到达成功的彼岸，要么只能接受

坠落悬崖( 升学失败) 的悲苦命运。正如乌尔里希·贝克

( Ulrich Beck) 所言，“在一个充满走钢丝般生活经历的社

会当中，精神紧张及恐惧会给每一个人都带来极大的压

力”。瑏瑤教育活动倡导的是通过个人奋斗、拼搏来胜过他

人，也唯有胜过他人，个体才能获得成功，才能走过人生

的“钢丝”。这显然给受教育者带来了极大的精神压力，

甚至造成了他们对于教育的恐惧，让他们的内心承受了

“不可承受之重”。在这种激烈的、排他性的竞争环境下，

受教育者不得不进行一种孤独化的、个体化的学习，而非

合作性、分享性的学习，即人人都把对方看作是走钢丝的

对手，人人都希望在竞争中击败对手，从而保障自己获得

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和机会。在此种情况下，“学校与其

说是儿童一起学习成长的场所，不如说是丧失欢乐、丧失

学习伙伴、也丧失自身的场所”瑏瑥。在这种教育状态中，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能愈来愈走向了隔离和分裂，共同

体意识和公共精神则逐渐从学校教育生活中退隐。教育

越来越与公共理性、公共精神无涉，它无助于人的公共品

德及公共精神的养成。最终，学校教育系统也就不断地

制造了竞争性的、孤独的个体人，而公共人则走向了消

隐。

三、培育“公共人”: 当代德育的重要使命

如前所述，现代社会和现代学校的“个体化”进程不

断制造了孤独的、冷漠的个体人，它使得年轻一代人的公

共德性及公共精神等的发展遭到了严重的阻碍。对于新

时代的道德教育而言，需要不断打破这种“个体化”的道

德培育模式，致力于去培养具有公共理性、公共德性以及

公共精神的“公共人”。这种“公共人”的培育，体现着道

德教育所肩负的国家使命、社会使命，同时也体现着道德

教育所肩负的使人成为人的个体成人使命。
首先，培育“公共人”是当前学校德育所担负的国家

使命。当前，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进入了新时代，新

时代需要不断提升人们的民主法治精神、公共参与精神、
公共道德品质等，从而使年轻一代人成为能够担当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唯有通过时代新人的培

养，使年轻一代人能够积极履行公共责任、担负公民义

务，教育才能肩负起民族复兴的重任。这就要求学校教

育及道德教育必须要引导个体摆脱个体化、孤立化的生

存状态，推动他们更深切地关注国家的公共事务，积极参

与公共生活，履行公共责任，并在公共参与中形成社会关

怀意识及责任意识，锻炼他们更加健全的公民人格，从而

为国家及社会的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人格基础及精神基

石。另一方面，当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转型，也需要学校教育及道德教育培养出具有参与精神

和治理能力的公共人。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构建国家及社

会治理的新格局，要推进公众参与和社会协同，促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转型。而这种新的治理格

局的形成，显然需要学校教育及道德教育不断引导青少

年学生积极参与各种类型的公共事务，培育他们的参与

意识和治理能力。如此，他们才有可能在未来生活中成

为国家公共事务的积极治理者，成为“共建共治共享”的

社会治理格局中的合格公民，从而在国家治理体系的现

代化转型中发挥出积极作用。
其次，培育“公共人”是当前学校德育所担负的社会

使命。当前，社会发展的核心任务是建设自由、平等、公

正、法治的社会，增进民众在社会公共生活中的幸福感和

获得感。显然，自由、平等、公正和法治的社会的构建，不

可能离开道德教育对于人的自由精神、平等意识、公正理

念及法治精神的培育。没有自由、平等、公正而法治的道

德人格，我们就不可能建设出自由、平等、公正而法治的

社会。因此，当前学校德育事实上肩负着一个重要的社

会使命，即为社会不断输送具有自由精神、平等意识、公

正理念和法治精神的公共人( 而非自我中心的个体人) ，

从而促进民主法治社会的发展与完善。自由意味着道德

教育要引导儿童深刻理解人的“不受干涉的自由状态”，

同时要理解自由与纪律、自由与法律的辩证关系，从而达

到更高的自由境界。平等意味着道德教育要充分重视每

一个儿童的平等权利，在非歧视性原则的基础上来展开

教育活动及德育活动，让儿童全面理解人人平等的深刻

内涵。公正意味着道德教育要传递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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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念，同时保障儿童享有更加公平公正的资源和机会。
法治意味着道德教育要培育儿童的民主法治精神，把民

主法治的程序性原则和实质性原则有效传递给儿童，引

导儿童深刻认识法律常识、理解法律规范、坚守法治精

神，从而成为民主法治体系下的优良公民。总之，学校教

育及道德教育需要不断培养人的自由精神、平等意识、公
正理念及法治精神等，使人成为具有这种精神及人格的

“公共人”。也惟有如此，我们的社会才能成为一个自由、
平等、公正而法治的社会。

最后，培育“公共人”是当前学校德育所肩负的“个体

成人”使命。康德曾言，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人，教

育的最终目的就是使人成为人。瑏瑦道德教育尤其如此!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道德教育就是一项使人成为人的艺

术，它肩负着不断提升人的道德品质、使人成为真正的人

的使命。为了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道德教育不

仅要关注儿童的私人生活和私己性道德品质，同时在当

前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不断发育和壮大的现实背景下，它

还要关注儿童的公共生活和公共德性品质。因此，道德

教育要实现“个体成人”的教育使命，一方面是要使人成

为私人生活中的良善个体，展现出彬彬有礼的个人道德

风尚; 另一方面则是要使人成为社会公共生活中的德性

公民，具有优良的公共道德品质及公共精神。如阿伦特

( Hannah Arendt) 所言，只有兼具私人生活中的个人道德

风尚以及公共生活中的公共道德品质的人，才是具有健

全人格的人，才是“一个完整的人”。瑏瑧通过“公共人”的培

育，道德教育可以促进人的私己性道德修养以及公共道

德人格的整体养成。因此，培育“公共人”不仅体现着学

校德育所肩负的国家与社会的使命，同时也体现着学校

德育所肩负的个体成人的使命，它为道德人格的健全发

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道德教育引导“公共人”成长的路径思考

如前所述，培育“公共人”是当前道德教育所肩负的

国家使命、社会使命和个体成人使命。道德教育有必要

通过“公共人”的培育，促进年轻一代人的公共理性、公共

德性以及公共参与精神等的健全发展。那么，学校德育

如何才能更好地实现“公共人”的培育呢? 笔者认为，为

了更好地实现“公共人”的培育，我们应该对学校的制度、
文化、课程教学以及实践活动等层面进行整体性的建构，

以制度为刚性保障、以文化为柔性支撑、以课程教学为核

心载体、以实践活动为重要途径，整体地推进“公共人”的

培育。
首先，从制度层面而言，应促进学校制度的公共性与

民主性的建构，使“公共人”的培育具备坚实的制度基础。

制度不仅是重要的规范力量，同时制度也是重要的育人

力量，不同的制度体系可以保障和促进不同的价值观念

和人格品质的养成。瑏瑨为了更好地促进“公共人”的培育，

学校制度本身应当进行公共性的建构，使之成为培育“公

共人”的制度保障。这就要求学校制度体系应当逐步发

展成为一种公共治理的制度体系，通过这种公共治理来

促进青少年学生的公共品格与公共精神的生成。因而，

学校制度体系要逐步摆脱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模式，而

走向一种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公共治理模式。这里所谓

的“治理”( governance) ，主要是指诉诸于多元主体的协

商、对话和合作共治的一种新型管理模式，它强调教师和

学生在学校管理体系、制度体系中的民主参与、平等合作

和共同管理。瑏瑩治理倡导的是一种均衡的权力分配体系，

它致力于维护教师和学生的平等的治理权，保障每个治

理主体都有平等参与的机会和权利，以此促进学校管理

的公共性与民主性的提升。为了更好地建构这种合作共

治的制度体系，学校应致力于创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公

共对话、公共协商的平台或机制，鼓励学生对学校公共事

务展开对话、协商和参与，以确保学生在学校制度体系及

公共管理中的主体地位和参与机会。为此，学校可以构

建“学生管理委员会”“学生听证会”“学生申诉委员会”
等新型的组织机构，以保障教师和学生可以在公共平台

上就公共议题展开公共协商、民主决策以及权利救济，更

好地保障学生的参与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由此，教师

与学生之间才能真正建立起“平等—协商—合作”的公共

交往关系，而在这种交往关系中，学生的公共精神及公共

品格才能得到更加有效的提升。
其次，在文化层面上，应当在学校教育空间中建立一

种公正平等、公共参与和公共关怀的文化氛围，通过文化

的育人功能来促进青少年学生的公共品德及精神的发

展。人是文化的创造者，同时也是文化的创造物，人的身

上处处打着深刻的文化烙印。瑐瑠因此，为了更好地促进青

少年学生的公共品德及精神的成长，我们在学校文化建

设中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工作: 一是要建构起

公正平等的文化，使学校教育空间成为一个公平正义的

生活空间。这就要求教师必须以一颗公正、平等之心来

对待学生，不因性别、民族、家庭背景、学业成绩等方面的

差异而歧视某些学生、偏爱某些学生; 教师应始终把学生

视为平等的道德主体，尊重每一个学生的人格尊严以及

平等权利。如此，学校教育空间才能形成公正平等的文

化氛围，也才能培育学生的公正、平等的道德理念。二是

要建构公共参与的文化，引导青少年学生以道德主体身

份积极参与学校以及社会的公共事务，比如志愿者活动、
学生社团活动、社会实践活动等。通过这种公共参与文

941

当代道德教育与“公共人”的培育



化的建构，学生可以更好地发挥出自身作为道德主体的

能动性和积极性，成为学校乃至社会公共事务的有益的

治理主体，在追求公共利益的同时也促进自身的道德主

体性的成长。三是要建构起一种公共关怀的文化，把对

他者的关怀、体谅、宽容、尊重等价值观渗透在学校的文

化建设当中。正如内尔·诺丁斯( Nel Noddings) 所提出

的，培养青少年学生关心他者、关怀社会的品质应当成为

当代教育的重要目标。瑐瑡通过建立一种公共关怀的文化，

可以引导学生去关心身边的人、关心弱势群体( 比如家庭

贫困的同学) 、关心社会的公共利益等，从而养成一种深

切的公共关怀意识，这可以促进学生的公共精神的成长，

使其成长为社会公共生活中的公共人。
再次，在课程教学层面上，应以课程教学为主阵地来

传递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 也是社会生活中最为基本的公共价

值) ，通过把这些公共价值渗透进课程教学当中，提升公

共价值教育的质量和效果，促进公共人的培育。因此，在

课程教学当中( 尤其是品德课程的教学当中) ，我们必须

对这些核心价值观展开渗透式的教学。一方面，在品德

学科以及其他各个学科的课程教学中，应当有意识地渗

透这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核心价值观的教

育，要立足于品德学科及课程，同时也要把其他学科及教

师纳入进来，从而发挥出整体的育人效果。另一方面，在

课程教学的机制和方法上，我们也应以这些核心价值观

为基础，建构课堂教学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
业、诚信、友善等的教学状态及价值氛围。这就要求课程

教学要遵循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基本原则，尊重学生

的自由个性，公正、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学生，不歧视任何

学生，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义务教育

法》、《教师法》等法律法规来依法施教，使法治的理念及

精神渗透到教学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课程教学还应

引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核心价值观的发展，形成学

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养成敬业、敬职的态度，遵守诚信、友
善的做人原则，从而使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获得课程教学

的坚实支撑，最终促进具有良好的公共价值观的公共人

的培育。
最后，在实践行动层面上，要致力于建构“学校—社

区”道德行动计划以及“学校—社会”道德行动计划，使道

德实践行动走出学校、走向社会，在学校、社会的共育中

实现“公共人”的培育。显然，“公共人”的培育不能仅仅

停留于道德认知的层面，而是要在道德认知的基础上开

展指向于实践的道德行动，从而使理性与行动获得内在

的统一性，促进学生道德人格的健全发展。这就要求: 一

方面，学校道德教育应建构“学校—社区”的道德行动计

划，使学生能够在学校以及周边社区的道德实践中去体

验公共生活，去理解公共道德及公共精神的重要意涵，比

如，鼓励学生参与社区的慈善活动、帮助弱势群体活动以

及各种类型的社区志愿者活动等。通过这一系列的社区

道德行动，可以帮助儿童更直接地理解和体验社区的公

共生活，为其进入更为广阔的社会公共生活领域奠定基

础。瑐瑢另一方面，学校道德教育还应建构“学校—社会”道

德行动计划。青少年学生最终是要成长为成熟的社会

人，学校道德教育要为学生的社会生活做好准备。这就

要求道德教育要注重去引导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比如

引导学生参加社会层面的经济活动、法治活动、生态活

动、公益活动等等，把学生的道德认知与社会实践有机地

整合在一起，为学生更深入地理解社会生活以及社会道

德规范打下扎实而稳固的基础。通过学校、社区以及更

为广阔的社会生活之间的有机联结，道德教育就与社会

实践取得了紧密的联系，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实践教

育，而非知性教育。它有助于打破道德认知与道德行动、
学校生活与社会生活之间的“隔离墙”，提升道德教育的

社会性与实践性，在实践中促进青少年学生的公共理性

能力、公共德性品质以及公共精神的成长，从而达成培育

公共人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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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mporary Moral Education and the Cultivation of“Public Man”

Ye Fei

Abstract: Modern life and modern education can promote people’s subjectivity and independ-
ence，but it can also aggravate the individualization tendency，competitive thinking，solitary educa-
ting and solitary learning，eventually led to the inflation of“individual person”and the decline of
“public man”． At last，it will hinder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virtue and public spirit of th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mor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it is necessary to break the individualization，

competition and isolation education mode in moral education． And then，moral education in schools
can cultivate new people with public responsibility，public participation，and public moral quality，

so as to realize the national mission，social mission and individual mission of moral education．
Therefore，school education and moral education should improve the publicity and democracy of the
school system through many ways，build the campus culture atmosphere full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public concern，and construct the moral action plans between school-community and school-soci-
ety． It can transfer core values such as freedom，equality，justice，and rule of law，and realize the
educational goal of cultivating“public man”．

Key words: public man; public reason; public virtue; mo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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