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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语》作为影响炎黄子孙民族性格形成的圣人言语,在五千载文明的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撼动
的权威地位,本文将从个人修养、政治思想和哲学价值三个方面具体阐述孔子思想中的变通之处,粗略感
受其不违本心却又灵活处世的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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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double marks" of Confucius thought i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Lijia Zhang
College of Arts,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s a sage's speech that influences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people's
national character, has an unshakable authoritative position in the 5000 year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This paper will elaborate the flexibility of Confucius' thought from three aspects of personal cultivation, political
thought and philosophical value, and roughly feel the value of its flex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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