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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能政治”将走向何方?
———与贝淡宁教授商榷

黄 玉 顺

摘　要:“精英主义”原是西方现代民主制度下的一种政治现象和政治倾向,贝淡宁却将它强加于古代

儒家与当代中国,谓之“贤能政治”.贝淡宁所倡言的“贤能政治”是一种反民主的政治理论,且充满着逻辑

矛盾:它时而是民主制的对立物,时而又是民主制的补充物;时而坚决拒斥民主,时而又需要民主机制来保

证其合法性.贝淡宁对民主政治的批评在理论上难以立足,对“贤能政治”的辩护也多似是而非.“贤能政

治”的要害不仅在其关于民主的工具理性思维方式,从而否定人民主权,更在于它在本质上是一条回归前

现代之路.

关键词:精英主义;贤能政治;尚贤制;民主制;极权主义

近年来,以贝淡宁(DanielA．Bell)为代表的“贤能政治”(politicalmeritocracy)论调,竟然在中

国大陆颇为行销.不久前,贝淡宁又在中国大陆出版了其最新代表作PoliticalMeritocracyandthe
LimitsofDemocracy的中文版«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① ,而且颇有

市场.鉴于所谓“贤能政治”(又译为“尚贤制”)本质上是一条通往前现代之路,对当代儒家、中国乃

至世界的政治文明走向产生严重的思想与理论羁绊,有必要予以辨析与澄清.

一、“贤能政治”的混乱逻辑

(一)“贤能政治”的概念混乱

贝淡宁所使用的“meritocracy”、“politicalmeritocracy”及其汉译“贤能政治”或“尚贤制”,有意无

意地制造概念混乱,误导读者.

１．“精英主义”(meritocracy)的本义

众所周知,“meritocracy”一词出自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杨(MichaelYoung)１９５８年的一部反

乌托邦社会的讽刺作品«精英主义的兴起»(TheRiseoftheMeritocracy)② .实际上,在此之前,阿
兰福克斯(AlanFox)已经在«社会主义评论»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阶级与平等»中讨论过“meriＧ
tocracy”;不过,迈克尔杨的作品是«牛津英语辞典»对这个词的最早引用③ .已经有人指出:

　　用“任人唯贤”来翻译 meritocracy,其实存在一定的争议,毕竟原文的 merit指的更多是工

　

作者简介:黄玉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山东济南２５０１００).

①　[加]贝淡宁:«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吴万伟译,宋冰审校,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６年.以

下凡引用该书,均于正文中括注页码,不再一一出注.

②　MichaelYoung,TheRiseoftheMeritocracy２ndrevisededition(London:TransactionBooks,２００４)．

③　[英]乔里特尔:«作为经济寡头统治的贤能政治———新自由主义制度下“平等”的市场化»,吴万伟译,«开放时代»２０１３年

第３期(原载NewFormationsno．８０&８１[Winter２０１３],５２ ７２).



　　具性的“优点、价值、功绩”,并没有中文里“贤”的道德意味.作为一种政治哲学,meritocracy的

理念虽然产生于１７世纪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作为一个词汇,却是英国社会学者和工党政治家

迈克杨在１９５８年生造出来的.在其讽刺寓言小说«能人统治之崛起»里,作者设想英国现行

的世袭体制瓦解,基于智商的精英统治取而代之,学业优异的工人阶级成员加入了精英阶层,但

是下层人士对他们的仇恨,却超过对旧有贵族阶级的不满.仇恨在２０３４年爆发为暴力革命,推

翻了精英的统治.
杨在２００１年于«卫报»撰文,批评当时的英国工党首相布莱尔,无知地把 meritocracy当做

时髦的政治理念来推销.杨说,传统的英国贵族统治精英因为自知靠血统上位,还晓得有所节

制;凭借优异学业成绩爬上来的新贵却自以为是,迷信自身权位的道德正当性(全凭自己的努力

和成绩),因而更加肆无忌惮地捞取好处,忘却并背叛了原有的出身,导致下层阶级失去民意代

言人,逐渐在民主进程中失声,最终产生政治疏离感.①

关于“精英主义”较为详尽深入的分析,笔者特向读者推荐乔里特尔(JoLittler)的文章«作为

经济寡头统治的贤能政治———新自由主义制度下“平等”的市场化»②.这里有几点是可以肯定的:所
谓“meritocracy”,应当译为“精英主义”或“精英体制”,乃是纯粹的西方话语;但它并非民主制的对立

物,而是民主制下的一种政治现象;它也并非民主制度的普遍本质特征,而只是民主国家在现阶段的

一种政治现象.
这个词被用来表达民主社会目前的“精英主义”政治现实,与迈克尔杨的作品一样具有讽刺意

味:表面上,财富与权力的分配不是根据一个人世袭的家庭背景,而是根据他的“贤能”(merit[功绩]
被理解为“智商＋努力＝功绩”[I＋E＝M]),机会面前人人平等;事实上,由于人们家庭出身、成长环

境的不同,其成为“精英”的条件和机会也不同,实际结果是走向另一种形式的不平等的世袭制.例

如美国这个民主国家就是“一个以精英体制为荣的国家”③.所以,迈克尔杨要“打倒精英主义”④.
显然,“精英主义”乃是西方的现代性民主制概念,即并不是要反对民主制,而是对民主制发展的

既有状态的一种反思,以期改进⑤;不仅如此,“精英主义”甚至只不过是在民主制下的不同党派竞争

的一个争论场所.这种“精英体制”之所以是贬义词,是因为它是一种导致新的权力不平等和社会分

层形式的意识形态或组织原则⑥,这正好用来概括西方民主政治在现阶段所呈现的一些弊端,这些弊

端加剧了社会阶层之间流动性的凝固化、贫富悬殊的扩大,导致目前美国及西方世界出现与之对抗

的民粹主义思潮.因此,与这种“精英主义”相对的,并非民主主义,而是民粹主义.由此可知,根据

该词的本义,“精英主义”既非古代的东西,也非与现代民主制相对立的东西,而是现代民主制的一种

形式,即民主制发展到现阶段的一种有待改进的状态.
鉴于上述,本文所要讨论的并非迈克尔杨的“精英主义”(meritocracy),而是贝淡宁自己“创

造”的所谓“精英政治”(politicalmeritocracy)及其汉译“贤能政治”或“尚贤制”.

２．贝淡宁的“精英政治”(politicalmeritocracy)概念

贝淡宁所谓的“贤能政治”即“精英政治”,并非上述作为西方现代性民主制的“精英主义”概念;
他试图从中国古代儒家那里引出指向中国现实的、反民主的“尚贤制”,贴上“politicalmeritocracy”的

６ 文史哲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叶鹏飞:«虽有粟而不得食»,«联合早报»网:http://www．zaobao．com/forum/views/opinion/story２０１３０８０４ ２３６７５３.
[英]乔里特尔:«作为经济寡头统治的贤能政治———新自由主义制度下“平等”的市场化»,«开放时代»２０１３年第３期.
[英]爱德华卢斯:«美国精英体制的终结»,“环球视野”网:www．globalview．cn/html/global/info_１０９４４．html(原载«金融

时报»网站,«参考消息»编译).

MichaelYoung,“DownwithMeritocracy:TheManWhoCoinedtheWordFourDecadesAgoWishesTonyBlairWouldStop
UsingIt”,http://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２００１/jun/２９/comment.

[英]乔里特尔:«作为经济寡头统治的贤能政治———新自由主义制度下“平等”的市场化»,«开放时代»２０１３年第３期.
[英]乔里特尔:«作为经济寡头统治的贤能政治———新自由主义制度下“平等”的市场化»,«开放时代»２０１３年第３期.



标签.这实际上是在制造概念混乱.为此,贝淡宁首先需要把作为贬义词的“meritocracy”加以“洗
白”.他说:“在英语里,‘精英治国’(meritocracy)一词仍然带有相当的贬损意味,所以我才会用‘精
英政治’(politicalmeritocracy)这个名词,来强调我对这个词语的特殊用法.”①

但是,“politicalmeritocracy”和“meritocracy”两者毕竟还是容易混淆的.为此,贝淡宁又特意区

分了所谓“政治尚贤制”(politicalmeritocracy)和“经济尚贤制”(economicmeritocracy),并宣称他所

要讨论的是前者.而后者即所谓“经济尚贤制”,“指分配经济资源的一种原则:它是根据能力和努力

程度而非阶级和家庭出身分配财富的体制”(“前言”,第 XXXII XXXIII页).在我们看来,经济尚

贤制是对前现代的财富世袭制的否定,显然是一种社会进步.但贝淡宁反对这种社会进步,并引证

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罗尔斯对这种“冷酷无情的尚贤社会”的批判(“前言”,第XXXIII页).
按照贝淡宁的立场,经济尚贤制之所以应当予以否定,是因为它“依据能力和努力程度而非阶级和家

庭出身分配财富”.
姑且不去评价贝淡宁对经济尚贤制的批评是否成立,按照贝淡宁的主张,不应该“依据能力和努

力程度分配财富”,却应当“依据能力和努力程度分配权力”.后者就是贝淡宁所主张的所谓“政治尚

贤制”.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要采取双重标准? 这是什么逻辑? 而且,关键问题在于,如果依照贝

淡宁的政治尚贤制的立场,即应当依据能力和努力程度来分配政治权力,那么,其结果必然是:能力

越低的人,其社会地位越低,越不配享有政治权力.这显然是一种反民主的极端精英主义的立场,即
是对人民大众的政治权力的剥夺,这不正是迈克尔杨所讽刺的那种导致新的不平等的情景吗?

３．“politicalmeritocracy”的汉译“贤能政治”或“尚贤制”
以上讨论表明,贝淡宁所谓“精英政治”并非中国的东西,既非古代中国的、儒家的东西,也非当

代中国的东西,它是一种地地道道的西方现代政治现象.然而,贝淡宁却说:“我的书主要在讲中国,
值得一提的是,中文里是用‘贤能政治’一词来表达‘精英政治’的意思的.这个词听来就很正面,起
码比英语里的‘精英治国’要积极许多.”②但在笔者看来,将“politicalmeritocracy”汉译为“贤能政

治”或“尚贤制”,这显然是有意无意地混淆视听,是用西方的玩意儿来“强奸”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尤
其是儒家政治哲学传统③.如果我们将该书的所有“贤能政治”或“尚贤制”的字样统统改为其正确的

译法“政治精英主义”,那么,中国读者对这本书的印象必定大为不同.
关于西方的“meritocracy”与中国儒家的“贤能”、“尚贤”之间的本质区别,下文再论.这里先看

看贝淡宁“贤能政治”主张的逻辑矛盾.
(二)关于“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之关系的自相矛盾

首先要明确,贝淡宁所主张的“贤能政治”,其本意并不包括民主制度下的精英体制,即与“meriＧ
tocracy”的本义无涉,因为在他看来,“民主框架下的尚贤机构,如美国的最高法院、美联储和军队等

或者英国的公务员体系不足以说明问题.这些机构只能在有限的领域内使用权力,它们最终要对民

选政治领袖负责并从属于这些领袖.它们只是作为选举民主的补充而非替代”(第９页).贝淡宁所

追求的是“替代”,即用所谓的“尚贤制”来替代民主制.例如美国,贝淡宁引证道,“在美国民意调查

中最具讽刺性的发现是,美国仍然是尚贤观念最强烈的地方”;然而这不过是一种“虚假的信念”(第

７“贤能政治”将走向何方? ———与贝淡宁教授商榷

①

②

③

[意]MarcoDelCorona:«贝淡宁:在一个西方学者眼中,中国模式魅力何在?»,刘旭爽译,观察者网:http://www．guancha．
cn/BeiDanNing/２０１５_０７_２１_３２７５１０．shtml.

[意]MarcoDelCorona:«贝淡宁:在一个西方学者眼中,中国模式魅力何在?»,http://www．guancha．cn/BeiDanNing/２０１５_

０７_２１_３２７５１０．shtml.
我们这里严格区分“儒学传统”和“传统儒学”.传统儒学(traditionalConfucianisms)是指前现代的儒学诸形态,诸如原始儒

学、汉唐儒学、宋明儒学等,它们的时代性质是截然不同的.而儒学传统(Confuciantradition)则是指儒学的一以贯之的原理.这套

原理的现代性演绎,恰恰不是什么“贤能政治”,而是“国民政治”.参见黄玉顺:«论儒学的现代性»,«社会科学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国民政治儒学———儒家政治哲学的现代转型»,«东岳论丛»２０１５年第１１期.



２８、２９页).又如新加坡的模式,是在“民主选举制的基础上建立单一政党的尚贤制,这本身或许就

是一个错误”(第２４页).
总之,贝淡宁所谓的“贤能政治”或“尚贤制”乃是指民主制的“替代性选择”或“替代选择”(“中文

版序言”,第XII页;第４５页),亦即民主制的对立物和替代物.该书汉译本的副标题也鲜明地表达

了这种对立———“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确实,通观全书,贝淡宁主张“贤能政治”,反对

民主政治.
然而,极为吊诡的是,他又往往自相矛盾地明确表示赞成民主政治.当有人指出他的«贤能政

治»“是对民主的攻击”的时候,他辩解道:“我并没有要贬低民主的意图.正好相反,我强烈支持实施

选举民主的国家进行民主选举.我希望民主能够依靠吸收尚贤制的优点而得到改善,但这种改善需

要以选举民主为基础,(因为)民主的那些替代性选择几乎毫无例外地比选举民主更糟糕.”(“中
文版序言”,第XII页)不仅在民主国家,而且在任何国家,民主都是必不可少的:“我认为可持续的政

治尚贤制也要求拥有民主社会的一些典型特征:用法治制衡腐败和权力滥用,用言论自由和政治实

验防止政治等级体制的固化.政治尚贤制将发现很难或者根本不可能在没有给予民众政治参

与权的情况下解决合法性问题.”(第１３６页)“如果没有任何形式的民主的话,很难相信当今现代政

府在民众眼中的合法性.如今,我们都是民主主义者.”(第１３５页)贝淡宁这里所称的“我们”是否包

括他本人? 看起来似乎如此.但这样一来,他就陷入了自相矛盾而不自知.
显然,政治权力合法性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然而该书第三章第三节讨论“合法性问题”(第１１８

１３１页),贝淡宁一方面拒绝“选举民主制”,主张“尚贤制”,另一方面却在该节的最后结论中说,“合
法性问题只能通过民主改革的方式处理,包括某种明确的民众认可”,并提出了所谓“民主尚贤制”
(第１３１页).这就是说,“明确的民众认可”属于“民主”的范畴.试问:这种民众认可不就是民主

制吗?
贝淡宁引证托马斯杰斐逊(ThomasJefferson)的话说:“在人群中有一些天然贵族,他们因德

行和才能而优秀.天然贵族是社会教化、信任和社会治理的宝贵人才我们难道会认为那种

能够让这些天然贵族担任政府管理职务的政府不是好政府?”(第５４页)但贝淡宁没有意识到,杰斐

逊这番话恰好是在讲“民主制和‘尚贤制’并非对立物”.杰斐逊作为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美国独立

宣言»的主要起草人,正是一个自由民主共和主义者,他所主张的“好政府”绝不是贝淡宁所谓的“尚
贤制”,而是民主制的一种形式,即如贝淡宁所描述:“自由民主的确赋予专家权力,让其履行行政和

司法职责,但是这些专家必须对民选领袖负责,哪怕只是通过间接的方式.他们也不会在职责范围

之外动用民选领导人给予他们的权力.”(第５４页)
贝淡宁在论及“取消政党政治”时,提出的问题是“考虑到民主已经得到民众认可,问题在于如何

设计出一种比政党体系更好的民主形式”(第４５页),但他解决问题的方案根本不是民主制,而是与

民主制对立的“尚贤制”.贝淡宁谈到了取消党派政治的一个“尚贤制”例证,就是香港的立法会“按
照利益群体的功能界别来分配”席位.但他自己也承认,这种制度是从英国殖民地政府那里继承而

来的,并且“缺乏合法性”,“大部分香港居民更愿意采用建立在多党竞争和一人一票方式基础上的直

接选举取代这种制度”(第４６ ４７页).
他还谈到,“新加坡式的贤能政治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政治领袖比普通民众能更好地把握共同

体的长远利益”(第２２页).但是,如贝淡宁自己所说,这个假设正在被新加坡的现实推翻:“尚贤制

在新加坡已经成为一个贬义词”;“为了让政府变得更愿意回应民众的诉求,对普通公民的需求保持

敏感,还是有必要进一步民主化”(第２３页).这等于是说,新加坡的“贤能”政府并不是那么“愿意回

应民众的诉求”,并不是那么愿意考虑“共同体的长远利益”,而是更愿意维护自己党派和政府的利益;
究其原因,是因为没有充分“民主化”.在这里,贝淡宁竟然是在以民主为根据来批评“贤能政治”.

关于中国的政治制度,贝淡宁的看法同样自相矛盾.他的基本主张是中国应当实行“尚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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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民主制.显然,在他看来,“尚贤”与民主是对立的.不过,他在一篇演讲稿中却又表示,“民主和

贤能政治本身并不矛盾,提倡贤能政治并非反对民主制,完全可以借助民主制以完善贤能政治”①.
总之,贝淡宁不断地陷入逻辑矛盾:一方面主张“尚贤制”、反对民主制,另一方面却又将问题归

结为“调和政治尚贤制与民主”(第１３１页).他在谈到有学者“提倡把民主政治和贤能政治因素结合

起来,即混合政治体制模式”时表示,“我也赞成混合体制,由贤能之人组成的议院被称为贤士院”②.
如此等等,足见其思维之混乱.

(三)一种荒唐的逻辑

在贝淡宁的心目中,或许还隐藏着另外一种逻辑:中国社会的传统曾经是怎样的,那么,中国社

会的今天和未来仍旧应当是怎样的.他说:“贤能政治过去一直是,将来也仍会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中

心.”③“既然中国逐步形成和实施了一套尚贤制来选拔任命拥有优秀的智识能力、社交技能和道德素

质的政治领袖———尽管不算完美,任何的改进难道不应该以此为基础吗?”(“中文版序言”,第 XIII
XIV页)贝淡宁全书都贯穿着这样的逻辑.

按照这样的逻辑,我们也可以说,既然中国古代就逐步形成和实施了君主专制,难道任何改进不

应该以此为基础吗? 既然人类曾经实行奴隶制度,难道任何改进不应该以此为基础吗? 既然人类曾

经都是猿猴,难道任何改进不应该以此为基础吗? 我们注意到,不少人都死抱着这样的荒谬逻辑:中
国的传统一向如此这般,所以中国的现在和将来也理当如此这般.这种逻辑正在成为学界的一种理

所当然、“政治正确”的思维方式,实在值得警惕!

二、“贤能政治”主要观点的谬误

围绕所谓“贤能政治”,贝淡宁提出了一系列观点,我们就来分析一番.
(一)所谓“民主的四大缺陷”
在该书第一章,贝淡宁讨论了“民主的四大缺陷”,或曰民主的四大“暴政”.

１．所谓“多数派暴政”
确实,约翰穆勒所指出的“多数派暴政”,在古代和近代的民主政治中是存在过的;但是,贝淡

宁自己也承认,这个问题已经由民主制本身加以纠正:“２０世纪,自由民主巩固了对多数派统治的宪

法限制,自由民主国家通常都会保护少数群体和不受欢迎的个人,使其权利免受多数人的侵犯”(第

１０页);“今天,正如你知道的,大部分民主国家都有保护少数派和个人的机制”;“民主政治的自由部

分旨在通过各种宪法机制保护少数派的利益,防止多数派侵犯民众的基本权利”(“附录二”,第２２６
页).这说明贝淡宁已经承认,在当代民主政治现实中,多数派暴政已不复存在.于是,贝淡宁只好

“另辟蹊径”来否定民主制.他说:尽管“事实上,实证性的证据显示,选民往往根据他们认为的国民

共同利益而非自私利益进行投票”,但“(民主制所存在的)基本问题是大部分选民缺乏作出知情

的政治判断所需要的知识”(第１１页).这其实是偷换概念:将“多数派暴政”偷换成了“选民无知”.
以“选民无知”、“人民素质低下”之类的理由来否定民主制,其实已经是一种老生常谈了,而且对此论

也早已有了许多有力的驳斥.例如,既然承认“实践出真知”,那么,民众就只能通过民主政治的实践

来获得民主政治的知识和能力.
贝淡宁的说法涉及两层问题:其一,选民缺乏作出“知情”的政治判断的知识.这里的要害在“知

情”,然而这正是民主制度要求给予人民、反民主者却拒不给予人民的权利,即知情权.其二,选民缺

９“贤能政治”将走向何方? ———与贝淡宁教授商榷

①

②

③

[加]贝淡宁:«中国的政治模式如何结合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凤凰网:http://culture．ifeng．com/a/２０１６１１０８/５０２２１７２４_

０．shtml.
[加]贝淡宁:«贤能政治是个好东西»,«当代世界»２０１２年第８期.
[加]贝淡宁:«从“亚洲价值观”到“贤能政治”»,«文史哲»２０１３年第３期.



乏“(政治)知识”.但这样的知识同样是所谓“贤能政治”或“尚贤制”无法给予人民的.况且,没有任

何政治制度是建立在人人必须通晓政治知识的基础之上的,贝淡宁凭什么这样要求民主制? 而且,
事实上,民主制已经通过代议制等一系列制度安排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贝淡宁不以为然的、民主

制度下的“尚贤制”,包括“民主框架下的尚贤机构,如美国的最高法院、美联储和军队等或者英国的

公务员体系”,这些机构最终要对选民负责,“它们只是作为选举民主的补充而非替代”(第９页).

２．所谓“少数派暴政”
所谓“少数派暴政”,贝淡宁指的是资本操纵政治,亦即“富有的少数派暴政”(第３０页).无可否

认,在民主国家,资本对政治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事实上,在任何制度中,政治权力与财富之间都存

在着密切关联,只是存在两种不同的路数和制度模式:一种是通过拥有权力来攫取财富,非民主制度

下的情况即属此种路数;一种是通过拥有财富来影响政治,民主制度下的情况即属此种路数.贝淡

宁认为,造成这种“暴政”的根本原因是贫富悬殊、收入不平等.关于民主制下的情况,他说:“金钱对

政治的影响是大部分现有民主国家的苦难根源,美国或许是最极端的例子.”(第２６页)关于所谓“尚
贤制”下的情况,他却承认:“在收入不平等方面,中国和新加坡并不比美国好多少,在过去二十多年

里,实际情况在进一步恶化”;“‘少数派暴政’在中国和在美国或许是类似的问题”(第３２、３４页).这

样一来,我们就不知道贝淡宁到底要说什么:造成收入不平等、“少数派暴政”的原因,究竟是民主制、
还是“尚贤制”? 实际上,贝淡宁自己说过:“许多选举民主制国家———比如我的祖国加拿大,就在限

制金钱对政治的影响方面做得更好.”(“附录二”,第２３３页)

３．所谓“选民共同体暴政”
所谓“选民共同体暴政”是指一个民族国家的政府之政策的内外有别,即“政治平等仅限于政治

共同体的界线之内,界线之外的人则被忽略”(第３４页).此所谓“外”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一国之

内的非选民,另一种是一国之外的其他人,而其“界线”在于是否具有该国的有选举权的国民身份.
贝淡宁说:“民主化往往会强化国民身份认同的政治显著性.”(第３４页)但常识告诉我们,“强化国民

身份认同的政治显著性”与“民主化”之间并无必然联系,非民主化的国家同样在强化国民身份认同

的政治显著性,以“爱国主义”为旗号的极端民族主义现象比比皆是.
贝淡宁的意思,显然是认为民主制造成了“选民共同体暴政”.言下之意,非民主制国家的政府

政策并不是内外有别的,而是内外一视同仁的.这个判断是罔顾事实的.其实,贝淡宁是找错了病

根.如果说存在着“选民共同体暴政”现象,那么,这其实是民族国家时代的一个普遍问题,除非人类

社会走出了民族国家时代①.
有趣的是,贝淡宁比较了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外国劳工现象:“两地都依靠数十万外国劳工做本

地人不愿意从事的肮脏、危险、有损身份的工作”,但是,外劳在香港拥有比在新加坡更好的权利和保

护,“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香港的外劳(像其他居民一样)可以自由组织互助群体,也可以采用公开抗

议的方式争取自己的利益”(第３５页),其实也就是更加自由民主.这就是说,新加坡存在着“选民共

同体暴政”;然而我们记得,在贝淡宁心目中,新加坡乃是“贤能政治”或“尚贤制”的一个典范.贝淡

宁在这里恰恰是在为民主辩护,这恐怕是他自己始料未及的.

４．所谓“竞争性的个人主义者暴政”
贝淡宁将民主制社会描绘为“竞争性的个人主义者组成的社会”,其中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个

人主义者,他们在民主选举中的恶性竞争导致社会和谐的破坏(第４２页).这就是贝淡宁所谓的“竞
争性的个人主义者暴政”.贝淡宁的基本思考方式,就是在对立的两极即“竞争”与“和谐”之间进行

选择.姑且不论民主社会与非民主社会的实际情况如何,贝淡宁将“竞争”与“和谐”对立起来的思维

方式本身就站不住脚.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否定了这种对立.他分析了两种层次的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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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在最低层次上,和谐意味着和平的秩序(或不使用暴力)”;“应该用非暴力的方式建立一种

和平秩序”(第４３页).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难道民主选举不就是一种非暴力的方式,不就是一种和

平的秩序吗? 反之,非民主制的社会在试图“建立一种和平秩序”时,难道不是通常采用暴力革命的

手段吗?
(２)更高层次的和谐,贝淡宁认为是“儒家对和谐的理解”,也就是承认“多样性”(第４３页,下

同).他没有意识到,他所主张的那种“大一统”的所谓“贤能政治”恰恰是拒绝多样性的,倒是他所反

对的民主制才能容纳多样性.他谈到了儒家传统的一个比喻,即“一种调料如盐,就其本身来说味道

可能是寡淡的,但若与其他调料混合起来,就会让汤的味道变好”.这其实就是儒家的“和而不同”的
观念.这种观念在政治上的体现就是:“早期儒家强调统治者应该对不同政治观点持开放态度,这样

问题才会暴露出来,人们才能改正错误.”但贝淡宁对儒家这种观念的理解是偏颇的,以为和谐意味

着拒绝竞争,殊不知儒家并不拒绝竞争,只是反对无礼无序的竞争,主张有礼有序的竞争.如孔子

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 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这就是说,君子的竞

争犹如在射礼上的竞赛,即是在一种和平的程序下的竞争.民主选举难道不是一种和平的程序,而
是一种暴力斗争吗?

(二)作为“贤能政治”前提的四个假设

贝淡宁承认,所谓“贤能政治”不过是建立在四个“假设”的基础之上的:(１)“一个政治共同体被

高素质的统治者管理是好事”;(２)“中国的执政党政治体制将持续下去”;(３)“该体制的尚贤部分是

合理的”;(４)“该体制还有改进空间”(“前言”,第 XXXV 页).这里不去讨论后面三个假设,仅就贝

淡宁的第一个假设“一个政治共同体被高素质的统治者管理是好事”予以分析.贝淡宁所谓“高素

质”是指人的道德和能力两个方面.不过,历史告诫我们:统治者的道德是不靠谱的,好的制度会使

统治者变好,坏的制度会使统治者变坏;统治者的能力更是不靠谱的,在坏的制度下,统治者的能力

越强,所带来的危害越大.
(三)贝淡宁为“贤能政治”三大问题的辩护

贝淡宁承认,所谓“贤能政治”存在着“三大问题”:“(１)基于高超能力选拔出来的政治领袖可能

滥用权力;(２)政治等级体系可能固化,破坏社会流动性;(３)很难向权力结构之外的人论证该制度的

合法性.”(第９７页)

１．关于“贤能政治”的腐败问题,即“统治者可能滥用其权力”(“前言”,第XXXVI页).贝淡宁的

基本观点是:“选举民主不一定是遏制腐败的利器”;“真正能够控制腐败的是经济发展的程度”,“高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然是反对腐败的最佳防波堤”(第９７、９８页).这里的潜台词显然是:“贤能政

治”能够发展经济,从而能够遏制腐败.且不说这是否符合事实,贝淡宁接下来分析导致腐败的原

因,第一个就是缺乏民主制度:“腐败的最明显原因是缺乏对政府权力的独立制衡力量”;尽管现有的

“尚贤制”采取了种种措施,但“基本问题并没有改变:没有独立的法律和政治机构拥有正式的权力制

衡和调查集体领导层的权力”(第９９页).这里,我们再一次见识了贝淡宁的逻辑混乱.
贝淡宁开出的药方是:“对尚贤制政府来说,并不需要通过一人一票选举领导人就能遏制腐败的

方法有很多:确立独立的政治权力制衡、减少公私领域之间的相互倚赖、提高官员的薪水、实行更加

系统的儒家道德教育工程,所有这些都能帮助消除腐败.”(第１０８页)但凡具有历史知识和现实经验

的人都知道,这些都是痴人说梦.事实上,独立的政治权力制衡,恰恰是与“尚贤制”相反的民主制的

特点;公私领域之间的相互倚赖,恰恰是公有制的一种经济特征;至于官员的薪水太低,这根本就不

是产生腐败的原因,这个问题已有许多研究成果;而儒家道德教育也不能防止腐败,否则中国古代就

不会有腐败现象了,事实上中国古代从来就没有真正解决腐败问题.贝淡宁曾向人提出这样一个问

题:“为什么在政治制度‘尚贤化’的过程中,腐败还越来越严重呢?”(“附录二”,第２５２页)其实,他更

应该做的是自问.有学者问得好:“说白了,一句话,贤能政治有何拿得出手的根本性制度安排,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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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民主政治那样,从根子上解决‘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的问题?”①

２．关于“贤能政治”的“政治等级体系可能固化,从而阻碍社会流动性”(“前言”,第 XXXVI页).
古代社会的特点之一是社会等级的固化,现代社会的特点之一则是社会阶层的流动性.贝淡宁所指

出的民主国家存在的某些固化现象,与古代社会的固化现象根本就不是同一性质的问题;不仅如此,
民主制下的固化现象也远不能与贝淡宁所赞赏的“尚贤制”下的固化现象相比,较之于后者的“二代”
现象(诸如“富二代”、“官二代”等)日益严重,前者实在是“相形见绌”.

３．关于“贤能政治”的合法性问题,即“这个体制的合法性很难令人信服”(“前言”,第 XXXVI
页).贝淡宁承认,“合法性问题可能是尚贤制遭遇的最严峻挑战”(“前言”,第 XXXVII页).当他这

样讲的时候,其实就意味着他已经不自觉地承认了政治权力合法性的现代性标准;但与此同时,他又

否定这样的标准.贝淡宁提出了合法性的三个来源,即“民族主义、政绩合法性和政治尚贤制”(第

１２１页).我们首先可以排除贝淡宁所讲的第三个合法性来源,否则就成了“尚贤制的合法性来源是

尚贤制”这样的荒谬逻辑.至于将“政绩”视为权力合法性的来源,这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古代暴君

和现代威权主义或极权主义政权都可能取得良好甚至优异的“政绩”,但这并不能证明它们的权力具

有合法性.正如贝淡宁自己所承认:“没有一位君主如此伟大,以至于他应该统治去政治化的民众,
而且不需要被问责.如果没有任何形式的民主的话,很难相信当今现代政府在民众眼中的合法性.”
(第１３５页)至于将“民族主义”视为合法性的来源,那就更加危险了,我们不妨想想两次世界大战与

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德国纳粹极权主义的民族主义.
(四)所谓“贤能政治”的三种模式

贝淡宁自相矛盾地宣称:“中国背景下政治尚贤制不需要通过民主选举挑选国家最高领导

人.但是,合法性问题只能通过民主改革的方式处理,包括某种明确的民众认可.因此,问题是

如何调和政治尚贤制与民主.”(第１３１页)于是,他专章讨论了所谓“民主尚贤制的三大模式”:“(１)
在选民层面上将民主与尚贤结合起来的模式;(２)在中央政府层面上将民主与尚贤结合起来的水平

模式;(３)中央政府层面上尚贤和地方政府层面上民主结合起来的垂直模式.”
第一种模式其实是民主制,而不是贝淡宁所主张的与民主制对立的“尚贤制”,所以他认为是“注

定行不通的”;他过去长期坚持第二种模式,现在转而主张第三种模式(第１３６页).我们就来看看后

面两种模式:

１．水平模式:上层民主尚贤.贝淡宁所说的在中央政府层面上将民主与尚贤集合起来的模式,
他本人之所以放弃,原因其实很简单:两者的结合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民主制下的尚贤,这在本质

上其实就是民主制;要么是尚贤制下的民主,这在本质上就是尚贤制.而按贝淡宁的基本观点,尚贤

制与民主制相对立,换言之,两者根本就不可能兼容:“鱼和熊掌可兼得吗?”(第１４１页)
贝淡宁谈到了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政治理想:首先是“三权分立的政府———立法、行政和司法三

权分开———类似于美国的宪法体制”(第１４１页),这其实就是以民主制为基本制度;然后增设独立的

监察院和考试院,这算是“尚贤制”的部分.但贝淡宁自己也承认,这不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

是行不通的(第１４２ １４３页).
他又谈到了哈耶克关于立法机构实行两院制的设想,一个是“选民代表组成的议会”,一个是“负

责制定基本行为准则”的代表机构;但贝淡宁也承认,“哈耶克的建议从来没有实现过”,因为它是“反
民主”的(第１４４页).我们知道,现实中的民主国家的两院制并非什么“尚贤制与民主制的结合”,而
是民主制的一种模式.

贝淡宁还谈到了他曾长期欣赏的蒋庆“三院制”(通儒院、国体院、庶民院)设想;但贝淡宁最终意

识到,无论如何,“蒋庆的建议仍然是不现实的”(第１４９页).有意思的是,在贝淡宁看来,蒋庆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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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之所以不现实,并非因为它反对民主,而是因为“他的建议是过于民主了”(第１４９页).这当然是

贝淡宁一贯的反民主立场的必然表现,但也说明了将民主与“尚贤”结合起来的“水平模式”的破产.
贝淡宁陈述了这种“水平模式”不可行的三个原因(第１５０页),然后便将目光转向了所谓“垂直模式”.

２．垂直模式:基层民主,上层尚贤.这才是贝淡宁的真正反民主的“尚贤制”方案.
(１)关于基层民主.贝淡宁高度赞赏中国这些年来尝试的基层民主选举;同时承认这种基层民

主存在问题,却语焉不详(第１５１页),而是迅速地把话题转向了高层尚贤的问题.
(２)关于上层尚贤.贝淡宁一方面认为,“‘现有’的尚贤制的优势是很明显的”;另一方面承认,

“现有的尚贤制也存在缺陷”(第１５４、１５５页).他从两个方面分析了这些缺陷:“一方面体现为中国

各级政府没有充分发挥民主机制的作用,无法限制权力滥用,也没有为边缘化群体提供更多机会来

表达其政治愿望.另一方面在于政治尚贤制没有在中国充分发展起来.”(第１５５页)前一方面原因

的揭示,其实是与贝淡宁“尚贤制”的基本主张相矛盾的,因为那其实是民主制的要求;后一方面原因

的揭示,则正是所谓“尚贤制”的命门所在,即这种制度无法真正做到“政治官员的选拔应该基于才能

和品德而不是政治关系、财富和家庭背景”,尤其是它“还需要面对政治合法性的问题”,这使得“政治

尚贤制将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下去”(第１５５页).
那么,怎样解决高层尚贤制的合法性问题? 贝淡宁居然异想天开地设计了一种“反对选举民主

的公投”,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自以为“选票将为确保政治尚贤制的长久存在提供充足的

民主合法性”(第１５６ １５９页).“为使‘贤能政治’体制更具民主的合法性,也许有必要就此展开一

场全民公投.这样一来,对‘贤能政治’的批评声音会被民众而非政府所止息,而原本用于稳固这一

系统的审查与武力压制,也会失去用武之地.”①且不说这种全民公决是否会被接受,吊诡的是,贝淡

宁所寻求的最终倚赖还是民主制,以此为“尚贤制”提供根本保障.不难发现,贝淡宁一而再、再而三

地用他所反对的民主来支撑他所主张的那种与民主制相对立的“贤能政治”.
(五)所谓“中国模式”
作为全书的结论,贝淡宁重新界定了“中国模式”:“这种模式———基层民主、中间实验、高层尚

贤———是中国独有的,我们称之为‘中国模式’.这里中国模式指的是政治治理而非经济改革方式.”
(第１６４页)他认为,“后毛泽东时代政治改革的指导原则一直是‘基层民主、中间实验和高层尚贤’”,
这是“中国模式的三个支架”(“前言”,第 XXXVII页).简言之,他所谓“中国模式”特指中国政治治

理方式改革的基本原则.这其实就是我们刚刚分析过的、实际上已经被贝淡宁自己否定了的所谓

“垂直模式”:基层民主,上层尚贤.
贝淡宁认为,这种模式“既是现实也是理想,说它是现实因为它刻画了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政治

改革的特征;说它是理想因为它可以被用作评价政治改革的标准,用来指明可能需要改进的地方”
(第１６４页).然而,我们来看贝淡宁的论述:关于“政治改革的现实”(第１６４ １７０页),这位“中国

通”其实根本就不了解中国政治运作的“规则”与“潜规则”;关于“政治改革的理想”(第１７１ １７６
页),贝淡宁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否定了涉及“现实”部分所肯定的东西.当然,在贝淡宁看来,理想

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只是表明现实的“尚贤制”还不够完善而有待改进.有趣的是,正如上文已经分析

过的,这些改进措施往往是引入一些民主的成分,甚至从根本上需要民主机制来加以保障.
我们在上文已经分析过,贝淡宁的基本观点有一个矛盾:“尚贤制”是与民主制根本对立的;而两

者又是可以结合起来的.事实上,所谓“结合”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尚贤制”吸纳某些民主因素,例如

所谓基层民主,但这里的“民主”其实已经不是真正意义的民主,而仍然是所谓“贤能政治”,因为“高
层政治尚贤制是中国模式的基础”(第１７７页);一种是民主制吸纳某些“尚贤”(精英政治)因素,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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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尚贤”已经不是贝淡宁所说的“尚贤制”,而是民主政治,这是与“尚贤制”不相容的,“很难想象

在民主政治体制中进行可能会限制公民平等的投票权的‘贤能化’选举”(第１７８页).这就是说,既
然“尚贤制”与民主制是两种对立的政治制度,那么,两者的结合就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其实已经为历

史与现实所证明.
已有学者指出:所谓“贤能政治”的本质就是“反民主”,它“既与人类社会发展大势———民主与法

治相抵牾,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要实现的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不相吻合”①.贝淡宁主观上是否

自以为在“充当中国政府的‘辩护者’”(“中文版序言”,第 XV 页),我们不得而知;我们的印象倒是:
贝淡宁将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判定为“贤能政治”或“尚贤制”,等于是将其判定为一种反民主的制度,
这与党和政府的“民主”宣示是背道而驰的,因为“民主”已经被明确地列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贤能政治”的要害

尽管贝淡宁的观点充满着种种矛盾和混乱,但其基本主张无疑是反对民主政治而主张“贤能政

治”.现在让我们来更进一步地剖析贝淡宁所谓“贤能政治”的本质.
(一)对“人民主权”的公然否定

所谓“贤能政治”,贝淡宁的界定是:“贤能政治的基本观点是,人人都有平等的机会接受教育并

为社会和政治作贡献,但不是每个人都拥有同样的能力作出知情的道德和政治判断,成为出类拔萃

的人才.因此,政治的任务就是辩认出具有超常能力的人,让他们为公众服务.”(第２１页)这番话听

起来似乎颇有道理,实则不然.简言之,“贤能政治”的根本原则是:政治权力来自政治能力.这里,
“人人都有平等的为政治做贡献的机会”实际上被极少数“具有作出政治判断的超常能力的人”剥夺

了.这其实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法则”在政治上的表现,不妨称之为“政治达尔文主义”,乃是

赤裸裸的对人民大众的政治权利的否定.已有学者指出:“贤能政治的实质,就是以个别精英人物为

政治主体的人治主义.它的一个显著的体制性特点,就是领袖人物极为崇尚主观意志和主观能动

性,崇尚脱离客观条件约制的主观性力量.因此,它在骨子里就是反对监督、反对制约、反对分权的,
故而终归是反对民主,反对公民进行平等的政治参与的.”②

这里,“反对公民进行平等的政治参与”是其关键所在.贝淡宁说:“我再次重申,本书旨在为政

治上的尚贤制辩护,即政治权力应该根据能力和品德分配.”(“前言”,第 XXXIV 页)这就是说,政治

权力的来源不是人民、全体公民,而是有所谓“能力和品德”的政治精英(上文已经指出,统治者的能

力和品德是靠不住的);换句话说,政治权力及其合法性尺度不在人民那里,而是在政治精英的手上.
这显然是对人民主权的公然蔑视和否定.

(二)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

与上一点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贝淡宁的思维方式.他认为:“政治体制的目的应该是选拔

能力超群、品德高尚的人作为领袖,这个观点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的政治理论和实践中都是核心内

容.”(“前言”,第XXX页)这就是说,不论民主的政治体制,还是“尚贤”的政治体制,目的都是选拔

“贤能的”领袖.换句话说,政治制度只是一种工具,而非一种价值.这显然是一种工具理性的思维

方式.
不幸的是,这不是贝淡宁个人的思维方式,也是一种普遍的错误认识.贝淡宁说,虽然“有些哲

学家认为投票权和竞选政治职务对个人来说具有内在价值”,“但是这种论证一直遭到强有力的反

驳,英美著名的哲学家,从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到约翰罗尔斯和罗纳德德沃金,都倾向于从功

利的角度来为一人一票制进行辩护”(第６页).这其实是对这些哲学家的思想观念的曲解,因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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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现代政治哲学的主流观念从来不是贝淡宁式的“功利”论证,而是“天赋人权”(naturalrights)的价

值论证.
当有记者问他:“你所持的是一种实用主义观点:‘精英治国’比一人一票制更有效.难道‘内在

价值’与绝对原则就不值得考虑吗?”贝淡宁的回答是:“我的意思是,最好将选举民主看成是一种程

序,旨在产生好的治理方式,如果其他的程序更加行之有效,就该择其善者而从之.政治调查问卷的

数据显示,这也是大多数中国人对选举的看法,或者说,对选举的评估.话虽如此,民主政治更深一

层的价值,即给予民众平等的政治身份,是为当代大多数社会所认同的,中国也不能例外.但这种价

值可以通过某些机制(比如说,所有公民都有参加考试以进入仕途的权利,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来
实现,不一定要假手于选票制民主政治.”①就是说,民主的价值竟可以通过非民主、反民主的制度来

实现.这岂不荒谬?! 至于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有公民都有参加考试以进入仕途的权利”,
在前现代的皇权专制社会里也能做到,这又怎么能够保证实现“民主政治更深一层的价值”呢?

事实上,这种工具主义的思维方式是根本错误的.政治制度的目的并不是选择领袖,而是解决

权利与权力的主体是谁的问题;民主绝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而是一种价值,即是人民主权的保障.况

且,历史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了一条真理:如果没有民主制度,“贤能”的好人也会变成“不肖”的坏人.
(三)极权主义的危险图景

贝淡宁对政治权力合法性来源的讨论,暴露了他的极权主义倾向.贝淡宁认为,“贤能”的政治

领袖应当具备这样三种关键品质:智识能力、社交技能和美德(第５５页).首要的是智识能力,这是

政治领袖权力合法性的关键.为此,他引证马克斯韦伯(MaxWeber)提出的权力合法性的分类:
传统权威(TraditionalAuthority,基于某种传统惯例的权力认同);魅力权威(CharismaAuthority,
基于领袖个人魅力的权力认同);法理权威(Legal rationalAuthority,基于理性法律程序的权力认

同)(第６２ ６４页)②.其中,贝淡宁对魅力型的政治领袖、即“克里斯玛权威”的描绘充满着赞赏的口

吻:他具有“因超凡魅力而获得支配权的领袖的素质,人们会因领袖个人的‘超凡魅力’效忠于他”(第

６２页).
贝淡宁所描绘的“贤能”政治领袖,乃是这样一种可怕的形象:“政治领袖对我们有支配权”(第

１３５页);他领导下的“国家是这样一个人类团体,它在一定疆域之内(成功地)宣布了对正当使用暴

力的垄断权”(第６２页);“政治领袖为了实现良好的结果,必须准备好使用不那么道德的手段”,“有
为了并不完美的政治决定不惜使用暴力手段的决心”(第６３、６４页).这样的领袖形象的描绘,不禁

让我们想起希特勒.于是,贝淡宁赶紧把自己所主张的“贤能”政治领袖与这种“魅力型”领袖区分开

来:“韦伯对‘超凡魅力型’政治领袖的描述更适合用在战争时期或国内动乱之时”;而“在中国这样以

集体领导为特征的现代化的、基本和平的社会中,领袖的优秀品质很可能不同,或许更接近于韦伯所

说的‘公务员’的性格特征”(第６４页).但是,紧接着,贝淡宁自己否认了这种区别:“在皇权时代的

中国,公务员和政治领袖之间是没有界线的”,“他们有权力就影响千百万人生活的问题形成决策(虽
然在终极意义上,他们应该听命于皇上).在当今中国,国家公务员考试是获得政治权力的垫脚石;
政治官员和公务员之间并没有截然分开的晋升之路”(第６４ ６５页).这样一来,在贝淡宁的笔下,
我们实在看不出超凡魅力型的权力、古代的专制主义和现代的极权主义之间究竟有何实质区别.

在政党问题上,贝淡宁也表现出极权主义倾向.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党派政治或

政党政治.贝淡宁却明确主张:“选举民主的替代选择:取消党派政治.”(第４５页)为论证其主张,在
西方传统资源方面,贝淡宁引证了柏拉图(第５３ ５４页).众所周知,柏拉图是反对民主制的,他的

５１“贤能政治”将走向何方? ———与贝淡宁教授商榷

①

②

[意]MarcoDelCorona:«在一个西方学者眼中,中国模式魅力何在?»,http://www．guancha．cn/BeiDanNing/２０１５_０７_２１_

３２７５１０．shtml.
参见[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韦伯的两篇演说»,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８年.



政治主张是“哲学王”领导下的贵族统治,这绝不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形态.贝淡宁说:“他(柏拉图)主
张哲学家国王统治的论证是如此极端,以至于当今很少有人会阅读此书并从中寻找选拔政治领袖的

灵感.”(第９５页)贝淡宁还引证了黑格尔(第４６ ４７页).众所周知,黑格尔在政治上是一个国家主

义者,他的政治哲学与后来德国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深层的内在精神联系.而在中国传

统资源方面,贝淡宁特别谈到了“皇权时代的中国对政治尚贤制的伟大贡献是实行科举制”(第５３
页).但我们不应忘记,科举制是隶属于皇权制度、为皇权服务的工具,而皇权制度是一种专制制度;
在现代政治中,最接近于这种专制制度、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就是极权制度.

值得提请注意的是这样一种吊诡的现象:政治精英主义往往与民粹主义搅在一起.究其缘由,
民粹主义往往具有韦伯所说的“克里斯玛权威”(CharismaAuthority)情结,即对作为精英的魅力领

袖的权力崇拜.笔者多次指出:民粹主义其实不是什么“主义”,而是一种社会情绪,所以,它可以与

任何“主义”结合,例如:当其与自由主义结合时,就会倾向民主主义;当其与国家主义结合时,就会倾

向极权主义.贝淡宁所谓“贤能政治”显然属于后者,即与民粹主义结合的精英主义,故而可称之为

“通往极权之路”.
最后归结为贝淡宁提出的一个问题,即“是否可能在不出差错的情况下实行政治尚贤制”? 以上

分析表明,回答是否定的;不仅如此,所谓“尚贤制”实在是一个坏东西.贝淡宁承认,“如果没有设计

出强大的反制措施来防止统治者做坏事”,那么,拒绝民主制、实行“尚贤制”,“其风险似乎过大了”.
这种“差错”、“风险”就是走向极权主义.反之,正如贝淡宁所承认的,“选举民主或许不能保证领导

人有高超的能力,但是至少选民能够在发现他们作出错误的选择之后把这些领导人赶下台”(以上见

第９５页).

四、“贤能政治”对于儒家传统的歪曲

本文开头论及,“精英主义”乃是西方的现代性民主制之下的概念.贝淡宁却说:“在中国,‘贤能

政治’的传统源远流长———确切说来,在中国,关于统治者应当拥有何种能力与美德的辩论,以及科

举取士、依政绩从基层逐步升迁的实践,都有相当久远的历史.中国过去三十年崛起之基础,正是这

种现代化的‘贤能政治’.”①这是在名词翻译上玩花样,以混淆视听.
贝淡宁“meritocracy”的汉译“尚贤”,使人想到中国古代的“尚贤”政治传统.不过,在古代中国,

“尚贤”并不仅仅是儒家的思想,«墨子»一书就有«尚贤»三篇.但按贝淡宁的意思,他所谓“尚贤制”
即“贤能政治”是儒家传统.贝淡宁本人便自诩为“儒家”.所以,收入该书的“附录二”,即一个官员

与贝淡宁的对话,题为«共产主义者与儒家学者的对话»,贝淡宁在“前言”中对此表示了认可(“前
言”,第XXXVIII页).他还说:“我逐渐对政治尚贤制感兴趣是在接触儒家传统之后”;“我写的有关

政治尚贤制的文章往往更多是受到儒家哲学而非现实政治的启发”(“前言”,第 XXXIX页).然而,
在笔者看来,这位“洋儒”其实是伪儒,因为他所谓“尚贤制”或“贤能政治”是对儒家政治哲学原理的

歪曲.
(一)«礼记»“选贤与能”的本义

说到“贤能”,自然使人想到儒家经典«礼记礼运»所说的“选贤与能”(贝淡宁也谈到“«礼记»中
描述的‘大同’理想”,见«贤能政治»“附录二”,第２６３页).原文是借孔子之口陈述的:

　　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

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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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

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

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

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

殃.是谓小康.
这里涉及了三个时代:最初是“大道之行”的“大同”时代;然后是“三代之英”的“小康”时代;最后是孔

子身处其中的“礼坏乐崩”时代,犹如康有为«大同书»所说的“据乱世”.这是一种“每况愈下”的描

述.至于“选贤与能”的“大同”时代的情形究竟如何,无法考知,但我们可以根据其后的“小康”时代

而推知:“小康”时代出现了“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是“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

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的时代,即是产生了国家制度的时代;那么,此前的“大同”时代,其实就是原

始社会(贝淡宁也谈到“‘大同’理想更像马克思所说的‘原始共产主义’阶段”,见«贤能政治»“附录

二”,第２６３页).«礼记»对“大同”时代的描述是有一定的历史事实根据的:那时还没有“仁”、“义”、
“礼”等价值观念,其实就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前的原始状况;所谓“天下为公”也并不是人们后来

所讲的意思,而应当对应于氏族社会的原始公有制.
孔子之所以要描绘“大同”,却并不是这个意思,即并不是实证主义历史学家的陈述.这种“大

同”时代,孔子说他自己“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其实是讲的一种指向未来的理想.不仅如此,而且孔

子口中的“三代之英”的“小康”社会,其实也是一种指向未来的理想;如果依据过去的历史事实,那
么,夏商西周乃是宗法社会,用«礼记»的话来讲,那是“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的
社会,即是父系血缘宗法社会.孔子对“小康”与“大同”的言说,其实是中国的一种传统的言说方式:
托古.孔子意欲重建、更确切地说是建设“小康”乃至于“大同”社会,然而我们知道,后世儒家迎来的

却是家族社会、皇权社会、帝国时代的君主专制.这绝不是孔子的政治理想.
有意思的是,«礼记»中孔子讲“选贤与能”,并不是放在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的“小康”时代,

而是放在未来的“大同”时代,这个时代绝非君主专制“乾纲独断”的社会.这显然并不是贝淡宁所谓

古代的“贤能政治”.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不论迈克尔杨所说的“精英主义”,还是贝淡宁所讲的“精
英政治”、“尚贤制”或“贤能政治”,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东西.

(二)贝淡宁对儒家思想的曲解

贝淡宁引证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话说:“在儒家丰富的思想中,有许多观点对我们仍有借鉴意

义,其中之一就是君子治国.”(第２１页)李显龙的这种说法,只能代表他个人的观点.将儒家的政治

思想概括为“君子治国”,这是站不住脚的.然而贝淡宁竟然说:“柏拉图和孔子都赞同将大多数人排

除在政治权力之外的某种政治尚贤制.”(第１３５页)说孔子主张“将大多数人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
这实在是厚诬孔子.他大概是因为看到孔子这样说过:“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①但他有几点不明

白:第一,这里的“议”指“非议”,而非“议政”.何晏注:“孔曰:‘无所非议.’”邢昺疏:“‘天下有道,则
庶人不议’者,‘议’谓谤讪,言天下有道,则上酌民言以为政教,所行皆是,则庶人无有非毁谤议也.”②

第二,孔子所说的“庶人不议”,其前提是“天下有道”.孔子的意思显然是说:如果统治者“有道”,庶
人自然就不会“非议”;反之,如果统治者“无道”,则庶人当然就会“非议”.第三,既然“上酌民言以为

政教”,就表明即便“有道”,也是允许“民言”、允许庶民“议政”的.第四,孔子所言乃是针对那个时代

的政治,而不是在表述一个普遍的政治哲学原理.
然而有意思的是,贝淡宁又认为古代儒家具有民主思想.他说:“基层民主根源于朱熹的理学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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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论语季氏»,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２５２１页.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２５２１页.



想,这种思想建立在地方自愿性机构比如乡镇居民聚居地、乡镇粮仓和村办学校等基础上,它设想将

本地化的自治社区网络作为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的基础,但社区组织需要由当地乡绅领导.”(第１６４
页)且不论朱熹理学是否有现代民主思想,即便如此,贝淡宁岂不是自打耳光? 因为按他的基本看

法,古代儒家主张的并非民主,而是与之对立的“尚贤”.
(三)儒家政治哲学的基本原理

贝淡宁根本不懂得儒家的政治哲学,因为他不能分辨儒家针对某个特定历史时代的政治主张和

儒家政治哲学的基本原理.儒家政治哲学的原理,乃是中国古典的制度伦理学,笔者称之为“中国正

义论”①.这套原理的核心理论结构是“仁→义→礼”,简述如下:
儒家所关注的基本问题是社会群体的秩序,即社会规范及其制度,这叫做“礼”.这种规范制度

的实体存在,叫做“礼制”;其外在仪节上的表现形式,叫做“礼仪”;它背后的价值原则,叫做“礼义”,
亦即正义原则,这就是儒家“义→礼”即“正义原则→社会制度”的理论结构,亦即孔子所讲“义以为

质,礼以行之”②.
在儒家看来,社会制度并非一成不变,此即孔子“礼有损益”的思想:一方面要求人们“立于礼”③、

“克己复礼”④,即遵守社会规范和制度;另一方面又深刻指出,夏商周三代以至未来百代之“礼”,都是

不同的,即社会规范和制度是可以“损益”⑤、变革的.变革的指导原则,即孔子讲的“义以为上”⑥,亦
即正义原则.

儒家要求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符合正义原则,实质上是符合仁爱精神的,因为在儒学的

理论结构中,“义”是由“仁”决定的,否则就是“不仁不义”.此即儒家“仁→义→礼”的理论结构,亦即

“仁爱精神→正义原则→社会制度”的结构.但儒家所谓“仁爱”绝不仅仅是通常所误解的“差等之

爱”⑦,即绝不仅仅是以亲疏远近关系为转移的所谓“血亲伦理”之类.儒家的仁爱固然有“差等之爱”
的一面,但还有“一体之仁”⑧亦即一视同仁的一面;在儒家的制度伦理思想中,后者才是正义原则的

内涵,即孔子所讲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儒家政治哲学的核心,乃是以下两条正义原则:
(１)正当性原则.“义”的首要含义是“正”,如孟子所说:“义,人之正路也.”因此,荀子直接称

“义”为“正义”.制度变革的首要原则就是正当性原则,要求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的建构或选择必须

是出于仁爱的动机,即出于克服差等之爱、追求一体之仁(一视同仁)的动机.如果制度建构竟是基

于亲疏远近关系的差等之爱,那么,这样的制度就是不正当的.但在不同社会时代的不同生活方式

下,这条普遍原则的具体实现方式是不同的,故而要求(２)适宜性原则.汉语“义”的另一个基本涵义

是“适宜”,即«中庸»所讲“义者,宜也”.共时地看,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因而就有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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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参见黄玉顺:«中国正义论的重建———儒家制度伦理学的当代阐释»,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英文版Voicefromthe
East:TheChineseTheoryofJustice [Reading:PathsInternationalLtd,２０１６]);«中国正义论的形成———周孔孟荀的制度伦理学传

统»,上海:东方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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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泰伯»,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２４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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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荀子»之«正名»、«儒效»、«臣道»等篇,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新编诸子集成»本.
«礼记中庸»,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１６２９页.



社会规范和社会制度,例如西方的君主制度与中国的君主制度就是有所不同的,欧洲的民主制度与

美国的民主制度也是有所不同的;历时地看,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方式要求不同的社会规范和社会

制度,诸如宗族生活方式下的王权制度、家族生活方式下的皇权制度和现代生活方式下的民主制度.
适宜性原则要求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的建构或选择必须适应于一个共同体的基本的社会生活方

式.宏观地讲,某种基本社会制度可能曾经是正当的,只是随着基本生活方式的转变而变得不合时

宜,从而不再是正义的;微观地讲,一个社会共同体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的一系列具

体制度,都可能变得不合时宜,从而不再是正义的.这就需要根据适宜性原则来进行制度变革.
因此,按照儒家政治哲学的原理,我们今天身处其中的现代性的生活方式,所要求的正是民主

制,而不是与之对立的所谓“尚贤制”.
在«贤能政治»中文版序言中,贝淡宁专用了一节来讲如下观点:“一个世界,两种制度.”并且表

示:“这是我对政治世界的希望.”(“中文版序言”,第 XXVI页)这令人想起世界曾经被分为“两大阵

营”的历史:一方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一方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贝淡宁的

观点是否受到了这一历史背景的影响,不得而知.当然,苏联解体之后,作为“中国通”的贝淡宁更加

熟悉、并热衷于这样一种划分:中西对峙.其实,近代以来,中国各界甚至现代新儒家往往是“中西对

峙”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的实质,其实就是特殊主义———不论西方的价值观,还是中国的、儒
家的价值观,都不过是某种区域性、地方性观念,并不具有普遍性意义.这种思维方式的要害,不仅

在于使儒学从一种普遍性的原理降格为一种地方性的知识,更在于其拒绝承认人类文明发展的共

性,以反抗“西方”的名义抗拒现代文明价值.
总括全文,贝淡宁所鼓吹的所谓“贤能政治”(“尚贤制”)是一个反民主的政治纲领.“精英主义”

原是西方现代民主制度下的一种政治现象和政治倾向,贝淡宁却将它强加于古代儒家与当代中国,
谓之“贤能政治”.“贤能政治”理论充满着逻辑矛盾:它时而是民主制的对立物,时而又是民主制的

补充物;时而坚决拒斥民主,时而又需要民主机制来最终保证其合法性.贝淡宁对民主政治的批评

在理论上难以立足,对“贤能政治”的辩护也多似是而非.“贤能政治”的要害不仅在其关于民主的工

具理性思维方式,从而否定人民主权,更在于它在本质上是一条回归前现代之路.

[责任编辑　刘京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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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视域下的回顾与批判

———日本六朝贵族制研究平议

林 晓 光

摘　要:由内藤湖南首倡的六朝贵族制论,历经大半个世纪的研究论辩,已发展为一套体大思精的学

说,影响深远,国内学界对此也已不乏介绍.但其发展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如该学说在战前的影响力,第

三代所持的“豪族共同体论”与“寄生官僚制论”论战的始末详情,及在概念界定、思路及视野上与宫崎市定

等经典的贵族制论的重点异同等,目前还阐述不多甚至存在误解,有必要加以批判性的回顾.以往国内学

界对这一理论的接受和批判,往往偏重于政治史的方向,但就其本义而言,文化史乃至整体的时代史才是

其更富于开展前景的舞台.如果以日本史上的贵族时代、贵族文化为比较坐标,更会发现其创生之初便从

后者得到启发,而家永三郎、津田左右吉等的日本贵族论正可与之相互发明,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这一

学说的深层意蕴,以将其更有效地用于中古史的阐释.

关键词:六朝贵族制;内藤湖南;京都学派;豪族共同体论;家永三郎

为日本六朝贵族制研究作批判性的回顾,不是一件容易的任务.一方面,在东瀛曾经有过长达

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论争,热热闹闹你方唱罢我登台,如今却已面临着喧嚣之后的沉寂;另一方面,大
陆学界对这个话题则是处在遥远的、半冷不热的兴趣中———兴许带着些好奇,却免不了隔岸观火.
到如今旧话重提,只怕观众更是兴味阑珊,不知那些台上的老演员何以热衷至此了.因此,除了话题

本身的复杂缠绕之外,更令人担心的是意义的失落能否被重新拾回.故本文努力的方向,不在于细

说具体论题,而在于把握每一学说提出的时代氛围及相互动因,评说立论攻战的要害之处,希望能以

微薄之力,唤起对当日史影的了解之同情,在批判中瞻望前进的方向.
关于六朝贵族制论这一在日本东洋史学界影响重大的课题,无论日文、中文学界,都已有过不少

综述回顾文字① .至于论说日本汉学、“唐宋变革论”而涉及贵族制论的更是不胜凡举.本文理应综

合以上论说为一完整总结,但贵族制论本身头绪繁多,以上诸文相互间亦颇有侧重点的异同,才力所

限,不能不遗憾地放弃这一目标,而仍以个人对贵族制论的认知为线索,尽量将诸家高见组织入行文

中,作有重点的追问和讨论.此外,由于译介进展的不均衡,相关论著有些久已脍炙人口,有些国

　

作者简介:林晓光,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杭州３１００２８).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易代之际文学思想研究”(１４ZDB０７３)、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青年项目“南朝贵族文学生态研究”(１２YJC７５１０５０)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初稿曾在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中古的政治形态———以贵族制为中心”史学沙龙专场(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５日)

提交报告,承与会专家同仁批评指正,谨致谢忱.

①　在京都学派立场上,包括谷川道雄、川胜义雄、砺波护、川合安等均有专文阐述.而中文学界较易见到的,可举出«魏晋南北

朝隋唐史学的基本问题»(李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中谷川道雄“总论”及中村圭尔“六朝贵族制及官僚制”一节,川合安«日

本的六朝贵族制研究»(杨洪俊译,«南京晓庄学院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１期),徐冲«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评价»(«中华文史论

丛»２００９年第１期)等.



内却还不易见到,因此对于已有中译本的相关论著,本文就默认已为学界所知,尽量采取简明的评述

方式,而将重点更多地放在也许能够提供新知的方面.

一、从内藤湖南到宫崎市定:贵族制学说的创立与完成

(一)鸟瞰:六朝贵族制研究的谱系

日本现代学术之路,学界普遍以二战为界,分为战前与战后.战前学者所伴随的时代氛围是奠

基勃兴的明治、大正时代,以及在昭和前期与东亚乃至世界的紧张关系中密切互动,甚至随着战争而

波动扭曲.战后至苏联解体为止,学者所处的氛围则是马克思主义成为人文社会学科的基本底色,
在战后复兴中往往发生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激烈论战.

以京都大学东洋史学科为主要阵地的中世贵族论者,则大致经历了三代的学者谱系.相关人

物、论著,中国学界的认知虽然还不算系统全面,至少也多有译介,我们不难得到点状的分散知识,这
里就不再一一列述其基本信息.如果作最扼要的鸟瞰,则这三代的态势基本上是:一代属于战前学

术,二代跨战前战后,三代为战后.随着第三代的逝去,又遭遇了冷战时代结束、马克思主义退潮,日
本的六朝贵族论者也就只剩下星星之火,不复燎原之势了.

这三代学者,第一代的代表人物为内藤湖南.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包括冈崎文夫、宫崎市定和宇

都宫清吉.第三代则有宫川尚志、川胜义雄、谷川道雄、吉川忠夫等.这是按照师承的划分,但其学

术发生实际影响的时期则如下文所叙,并不与年辈完全同步,且每代之间年岁也不无一定的差距,代
际的划分只能说是个大致概念.如果按照学术潮流的起伏来划分,则内藤、冈崎当属第一波浪潮,２０
世纪１０ ３０年代开始发生影响;宫崎、宫川、宇都宫属第二波,４０ ５０年代为其相关论著的高产期;
谷川、川胜、吉川为第三波,主要活跃于６０ ８０年代.在主阵地之外或三代之后参与到此论题中的,
又有森三树三郎、中村圭尔、安田二郎、川合安、渡边义浩等,篇幅所限,本文就不再一一缕述了.

(二)从内藤湖南到冈崎文夫:单声部的草创期

这一学派的开山之祖内藤湖南(１８６６ １９３４),前半生作为著名的时评记者、政论家,后半生

(１９０７ １９２６)作为京都大学教官度过①.在１９１４年出版的«支那论»中,内藤首次提出了自己的中国

史分期法,并论述了中国中世为贵族政治的时代.其后最著名的表述,是１９２２年发表的«概括性的

唐宋时代观».大陆学界开始广泛关注内藤学说,应该说也是以此文收入«日本学者中国史研究论著

选译通论卷»为发端的②.更细致的论说,则见于其讲义«中国中古的文化»以及«中国近世史»的前

半部分③.
内藤的历史分期法及唐宋变革论已为学界熟知,而六朝贵族论正是这一宏大学说中的重要环

节.«概括性的唐宋时代观»对中世贵族的论述基本点包括:六朝至唐代中叶为中世,特征是贵族政

治繁盛的时代;当时地方上世代延续的名门望族成为贵族,同等级门第间相互通婚,独占政治权力;
天子只是贵族阶级中的一个单元及代表,无法掌握绝对权力等.与之相对立的是进入五代宋以后,
基于贵族阶层的消亡,君主权力与庶民文化同时抬头,中国进入君主独裁时代.

内藤这篇基础性论文成为后来几乎所有相关研究进行学术史回顾的起点.不过该文本身并非

针对中世贵族时代的专论.与之相较,«中国中古的文化»主要讨论的是东汉至魏晋期间的世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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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详尽的叙述已见[美]傅佛果:«内藤湖南:政治与汉学(１８６６ １９３４)»,陶德民、何英莺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内藤一生都密切关注现实,作为当时的“意见领袖”发表了大量言论,而其学说也是有所为而发,并非书斋中的纯粹学者,这一点我们

在回顾贵族制论的出发点时,首先应加以特别的注意.
旧译为«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此据笔者所译[日]内藤湖南:«东洋文化史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１０３

１１２页.
中译本一并收入[日]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内藤湖南博士中国史学著作选译»(上),夏应元选编监译,北京: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２７ ３３４页.



术、政治变迁,论题更集中,内容也更为丰富芜杂,实际上处理的是他所谓“中世”的前半段或曰形成

期的历史.其中已触及到若干后来成为讨论焦点的问题①:

１．东汉豪族是魏晋南北朝贵族社会形成的母胎.在宫崎市定、宇都宫清吉、川胜义雄等后续研

究谱系中,虽然各有发展,但这一基本视角均得到了继承.中文学界如杨联陞１９３６年的名文«东汉

的豪族»,虽未揭举“贵族”的提法,但其理路无疑与内藤此说相互呼应.

２．以九品中正法选官是产生门阀社会的关键.这一视点藉由宫崎市定在战后出版的«九品官人

法の研究»而获得强大的推进,成为贵族制研究具体展开的实证基础.

３．贵族阶层的决定标准在于自身,而不取决于皇权或国家体制.贵族制论第三代所强调的“豪
族共同体自律性”,很显然应溯源至此.战后对“贵族”与“官僚”身份问题的纠缠论争也由此展开,实
际上成为了这一论域中火力最集中的主战场.但值得注意的是,内藤所论实际上是以南朝寒门不见

纳于高门的若干典型事例为推论依据,这与后来第三代所强调的整个豪族阶层的自律性,在理路上

并非完全一致.

４．中世贵族重视礼仪、门第、谱籍.这三点应该说在中国及欧美学界都有令人瞩目的展开,但未

必如内藤那样,意识到应将其作为贵族社会的有机表现来予以理解.

５．贵族门阀作为社会核心,使这一时期各种文化现象都呈现出贵族性特征.其后思想史、文化

史领域的论著多着重对此点进行阐发,但就学界总体走向而言,这一点在后来似有失焦的危险,详见

本文五、六节的探讨.
就以上诸点,已可见出内藤这份讲义的导源性意义.不过,其虽然题为“中古的文化”,实际上却

并未对六朝作正面详论.因此,内藤虽然提出了这些重要命题,但真正的研究还有待后续展开.他

从学问、伦理、礼仪的角度寻求门阀贵族出现的原因,确实是一种“文化史观”,与后来政治史、官制史

转向后的论证方式显然异趣,不少论题后来其实并未得到充分继承②,例如两汉皇帝学问水平与皇后

出身差异、东汉“学问的中毒”、门阀士族的气节等.因此贵族制研究的发展之路,实际上也是对内藤

学说有选择的扬弃过程.这一扬弃究竟是理所必然,还是后来者基于时代变迁而远离了那个时代的

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 还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应该说,这套史学体系自内藤湖南提出以来,便成为了日本战前东洋史学界最有力的学说③.直

到二战结束为止,将内藤学说稳定地向前推进的,是冈崎文夫、宫川尚志和宫崎市定.
冈崎文夫(１８８８ １９５０)是内藤的早期弟子.他在１９３２、１９３５年接连出版了«魏晋南北朝通史»

和«南北朝に於ける社会経済制度»两部专著.«魏晋南北朝通史»是长达七百多页的大书,从后来学

者的引述情况看,很可能是日本学界在战前出版的唯一一部六朝专史,其影响力可以想见.后来者

包括宇都宫清吉、宫川尚志等都曾回忆读到此著时的强烈触动.该书分内外两编,内编为对六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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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除中译本外,详尽的复述,可参见[日]福原启郎:«内藤湖南关于中世贵族形成的思考方式———通过‹支那中古的文化›的分

析»,胡宝华译,内藤湖南研究会编著:«内藤湖南的世界»,西安:三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２５７ ２８６页.
但正如福原启郎已经指出的,内藤学说的重要资源是中国古代尤其是清代学者的论说,包括顾炎武«日知录»、王夫之«读通

鉴论»、赵翼«廿二史札记»等,常常成为他理论的直接依据(内藤湖南研究会编著:«内藤湖南的世界:亚洲再生的思想»,第２７９页).
而我们今天的论说范式毋宁说反而是远离这些资源的,这一点值得反思.

关于这一点,学界有不同认知.如张广达先生即认为内藤提出学说时,“人们既没有措意于他的创建,也没有理会他的历史

论域中哪些地方有欠周密”,战前日本学界普遍遵循的是加藤繁的学说,直到战后内藤学说才受到重视(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

革论及其影响»,«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９９页).国内学者多信从此说.但日本学者自身

的看法却大相径庭,谷川道雄就说:“战前六朝史的研究主流是内藤湖南及其学派(即所谓的京都学派),这样说是不过分的.”([日]
谷川道雄:«内藤湖南的六朝论及其对日本学术界的影响»,胡宝华译,«文史哲»１９９３年第３期)张说恐怕只是基于资料排比作出的推

想.事实上即便就情理而言,假如战前主流是加藤学说,前田直典何必特地向内藤后学发难,京都学派又有何力量与之对抗? 加藤

繁关于唐代以前主要劳动者为奴隶的学说,提出于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与内藤学说始创有二三十年之久的差距.即使不算内藤后

来局限在大学讲堂上的那些讲义,其学说最早发表于«支那论»,这却是当时在一般人中影响巨大的一部名作,要说作为战前“意见领

袖”之一的内藤的意见在当时竟会无甚影响,似未免有远离时代空气之嫌.



治史的概说,在当时获得了“绝非烂俗的抄译«通鉴辑览»之流”,而是“将胸中积蓄知识一气呵成”的
赞誉①,但就今天的观感而言,这种冲击力已觉薄弱;外编则分为“魏晋文明”、“南朝文明”、“北朝文

明”三章,其文明史的姿态与内藤一脉相承.宇都宫清吉评论为“以风化之迁移为视点”,“独到的政

治史式的文化史”②.其中多方面的内容都是对内藤学说的忠实继承及补充强化.如以后汉为“经术

主义”的时代,称当时人以产业、家庭、道德三者合一为人生幸福理想,豪族在道德上的堕落导致此理

想社会崩溃,曹操复以法术主义进行纠正等等,从个别论题到论说的前后逻辑关联,«通史»都与«中
国中古的文化»如出一辙.在这个意义上,冈崎正可被视为内藤在战前的一个扩音筒.

«南北朝に於ける社会経済制度»一书则为论文集.上编为地理、经济问题的考论,下编收入多

篇贵族制研究论文,论及中正制度、士庶区别、门阀等级等问题,称得上是对这一领域进行专题论述

的开山之作.不过,正如川合安已经指出的,他将贵族制认定为仅限于南朝时期,与内藤所界定的六

朝隋唐不同,也基本不被后来的史家所接受;此外,其“学说的根本”是将黄白籍理解为士族、庶民之

户籍的区别,但这一解释很快就被增村宏证否③.因而冈崎学说在后世并未得到长远的继承.
总体看内藤、冈崎的论说,都属于观其大略的宏观归纳,往往是将散点状事象捕捉连成整体,而

鲜见深细的逻辑推演及全面搜罗史料的实证.内藤通过其对史事的敏感把握住了本质,其视野已蕴

含后来许多论题的萌芽,但作为课堂讲义,还未能避免论述分散的问题.冈崎虽已将内藤的讲义扩

充成长篇巨著,但读来这种感觉仍然相当明显.这两人可以说同属于这一学说的草创奠基时期.
(三)宫川尚志:实证研究突破的天才

接下来跳过第二代,先来谈一谈宫川尚志(１９１３ ２００６).宫川师从羽田亨,不妨算是内藤的再

传弟子,比宫崎市定等第二代学者小十多岁,但其发表六朝史研究成果却与之同步甚至更早.宫川

的研究后来结集为１９５６年出版的«六朝史研究政治社会篇»,但其着手开展则在１９４３至１９５０年

间.从时间节点上说,他堪称战前 战后阶段铺开六朝史实证研究最突出的学者.１９４３年,年方三

十的宫川已发表了自己第一篇重要的论文«魏晋南朝の寒門、寒人»,此后从六朝思想、宗教、文化史

的立场出发,引申至北朝贵族制的研究;复转入制度史层面,研究作为文官选拔机制的六朝中正制度

和作为武官系统的南北朝军主、队主、戍主.其研究中正制的题旨在于“从文官制度上来证明,赋予

六朝时代以特性的一个理念,就在于‘私’的一面覆压在‘公’的一面之上,与‘公’的一面并存的倾

向”④.对军主等的研究虽然看似只是军事史的单篇论文,但同样是从探讨“武官制度中半公半私的

人际关系”视角出发来理解六朝募兵制中首领与其部曲私兵的关系.换言之,他是从内藤所论贵族

相对于君主的独立性中拈出一“私”字,并将视野扩展到了六朝的各种面向.这种对六朝“私”性的重

视,在后来未被普遍继承,但今天回看,无疑独具思考的价值.
应当说,宫川尚志是非常具有内在系统性和理论自觉地研究六朝贵族制时代的一位天才型早期

学者(以上成果均在其三十余岁时完成).其论文中有从内藤、冈崎继承而来的论题,如«六朝贵族社

会の生成»探讨贵族社会形成史,与«中国中古的文化»显然一脉相承;«中正制度の研究»亦是内藤、
冈崎已论及的题目.但更多是开创性的探讨,包括六朝时期的禅让、寒门寒人、都市和村、军制等题

目,在今天仍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他的这一系列基础研究,对战后六朝史研究有重要的先导意义.
但其研究分散为单篇论文,未能像宫崎市定那样发为体系宏大精密的专著;同时或许也由于其长期

任职于东海大学,位置较为边缘,似未得到与其成就相应的重视.虽然凡言及者都对其水准评价很

高,但在学术脉络的回顾中却往往无从定位而一笔带过,这是相当可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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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宫崎市定的书评,见«宫崎市定全集»２４«随笔下»,东京:岩波书店,１９９４年,第３８５页.
[日]宇都宫清吉:«中国古代中世史研究»,东京:创文社,１９７７年,第３５１页.
[日]川合安:«日本的六朝贵族制研究»,«南京晓庄学院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１期.
[日]宫川尚志:«六朝史研究政治社会篇»,东京:日本学术振兴会,１９５６年,第５８６页.



(四)宫崎市定:贵族制研究的成熟形态

宫崎市定(１９０１ １９９５)作为京都学派战后的主将,最深地卷入了与历研派的论战中.其对六朝

隋唐中世说最大的贡献,被认为是回应历研派的攻击,从土地形态、生产关系、经济发展等分野补强

了过于偏重文化史的内藤学说,从而使得内藤历史分期法真正成为了一种周密全面的整体观照.宫

崎这方面的成果集中见于１９５０年出版的«东洋的近世»及此后与历研派论争的诸多论文.«东洋的

近世»一书中作为与宋以后情形的对比,已有不少对六朝的论说,但就集中论述六朝贵族制的,则要

等到１９５６年出版的«九品官人法の研究».此书一出,犹如对战后复兴中的中世史研究投下了一枚

重磅炸弹,研究局面由此全然改观.可以说,在５６年以后出现的日本任何一种六朝史研究史著作,
都不可能不受到«九品官人法の研究»的影响.

宫崎市定关于六朝的研究,有一个有趣的时间现象.他早在１９３５年便发表了著名的«晋武帝の
户調式に就て»一文,接下来在１９４２、１９４６年分别撰写了«汉末风俗»和«清谈»,但后两篇基本上是祖

述内藤学说,未见太大新意.除此之外,其他多种论文皆写于６０年代,仅有一篇«中國の官吏登用

法»发表于１９５５年.很显然,这些全都是他在写完(或接近完成)«九品官人法の研究»,对六朝已了

然心胸之后的副产品.就此而言,宫崎作为六朝史家,基本上是一位战后学者.同时也可见出«九品

官人法の研究»的影响力之巨大,不仅是学界的分水岭,也是他本人认知的分水岭.在那以后,他虽

然在时代分期及贵族制学说的骨架上继承师说,但具体讨论的理路已开拓出自己的一片新天地.
上述二书都已有中译本,为学界所熟知,这里就不一一赘言,只提出一点略作追论:«九品官人法

の研究»的核心,按宫崎本人的说法,就在于解明此法中的所谓“品”,实有官品与乡品二种,而两者间

存在等级性的对应关系,他甚至将此点称为“研究的全部”①.官品为曹魏以后历代政府遵行的官僚

等级制,而乡品则是中世对人物品级的衡定.选官时,根据乡品给予低四级的官品(例如二品人就给

六品官),预期其逐步升进后可达致与乡品一致的等级.
然而这一宣称今天看来却有些吊诡———所谓乡品与官品相差四级的观点,已屡屡被后来学者所

批驳否定,证明两者间并无如此稳定的对应关系.照此来看,宫崎在这方面的研究岂不是全盘作废,
毫无意义了吗? 对这个问题,笔者的看法是:宫崎所认定的四级差别确实是无法精确成立的,但这其

实根本无关紧要(包括他大受学界非议的对九品官人法起源的论述也一样).要害处在于他首次指

出了六朝时期“为人定品”是任官的前提,其“人品”②与所出任的官位官职之间是有等级对应关系的.
无论细节如何在后续研究中被调整修正,只要认可这一点,我们对六朝官僚体系的认知就必然滑向

贵族制的方向,而不可能维持在单纯的国家行政机构层面.因此他才会如此重视这一原点,将其视

为研究的全部价值所寄.而这也是这部巨著虽然主体内容研究的全是六朝官制的具体设置,却依然

成为贵族制论的支柱性成果,并且作者还要专设长篇的“绪论”、“馀论”来探讨贵族制的原因所在.

二、历研派论战:马克思主义vs．文化史观

然而这时已面临着时代巨浪的涌起.二战一结束,便发生了潮流的大逆转,二战中被军国主义

拖入深渊的日本知识界全面进入反思期,此前已有群众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蔚然勃兴,学界广泛接受

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史观和无产阶级斗争史观,依据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等社会形态模式,从生产力

生产关系出发理解历史的方式成为主流.历史学研究会(东京“历研派”)中国史方面的干将前田直

典,于１９４８年对宫崎市定及另一位京都学派代表者宇都宫清吉发起冲击,从此掀开了京都学派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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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日]宫崎市定:«宫崎市定全集»６«九品官人法の研究»,东京:岩波书店,１９９２年,“自跋”第４７９页.
学界对这一“品”到底应如何称呼争论不休,或曰乡品,或曰资品,或曰中正品,其实大可不必如此纠缠于细枝末节.无论如

何称呼,这一“品”是系于个人(背后的根源是家族),而非像官品那样系于制度,这个本质是很清楚的.



东京学派①的一场大论战.
就京都学派东洋史学第二、三代的学脉来看,宇都宫清吉(１９０５ １９９８)要算是一位相当关键的

人物.他一方面成为了论战的直接导火索,另一方面又作为前辈深入参与了第三代学者“豪族共同

体论”的创立.宇都宫清吉最著名的论文,当数１９４７年在«东光»第二号上发表的«東洋中世史の領

域».在文中,他锐气勃发,向内藤理论发起冲击,几乎颠覆了内藤的时代分期理论,而另行提出一套

“时代格”理论.在他看来,内藤分期法中所设定的“过渡期”是暧昧无意义的,将时代从一朝代中间

切断更是割裂了朝代自身固有的性格.秦汉、六朝和隋唐三大时段分别拥有其自身鲜明的时代格,
秦汉是政治性的,六朝是自律性的,而隋唐则兼有政治性与自律性.值得注意的是,他对秦汉时代格

的认定,仍然继承了内藤、冈崎所强调的儒教思想与法术主义因素;但对六朝,则是大量使用了“豪
族”而非“贵族”来表述这一时期的核心集团②,他所谓的自律性,也是指豪族的自律性,亦即豪族相对

于国家来说是自主存在的,好比“以庄园作为领土的小国家”;国家反而可视为一种大豪族的形态,而
庶民也是被组织在自律的豪族社会中③.这一表述很显然来自内藤对贵族自我认同的理解,而又是

后来谷川道雄等提出豪族共同体论的先声.
宇都宫在这篇名文中提出的“时代格”概念影响广泛,冲击力巨大.但就反响来说却并不很妙,

可以说内外不讨好.砺波护给中公文库版«东洋的近世»写的一段解说词,真切地映现出当时的时代

氛围:

　　在«东光»的编辑后记中,竹庵即森鹿三对宇都宫的论文不无危惧地评论道:“在文中,一度

被内藤史学否定的王朝亡灵又抬头了.虽然这位新感觉派的学徒应不至于倒退到王朝史的地

步,但当他引入拟人的‘时代格’概念时,王朝(至少汉、唐二朝)是作为不可分割的个体来看待

的.”而这一评论已有了触发驳论的苗头.
果不其然,积极参与到以马克思主义方法为根基的历史学研究会的重建中、出身于东京大

学的前田直典(１９１５ １９４９),在«历史»一卷四号(１９４８．４)上发表了«東洋古代の終末»一文,批

判宇都宫说“有使内藤博士的卓越史观变得暧昧不清之虞”.他将时代区分的标准完全置于直

接生产者的性质上,批判“京都学派的所谓中世与古代几乎难以区别”,从而结论曰:“在东亚,中

国的古代终结于九世纪前后,朝鲜、日本则在十二、三世纪到达了同样的阶段.”提出了新的学

说:中国的古代到唐代为止,宋代以后则为中世封建社会之始.
前田于次年病逝,但“中国中世始于宋代”的时代区分论,在１９５０年的历史学研究会大会上,经

由西嶋定生和堀敏一的报告及答疑而确定为体系.当时正值新制高等学校在社会科教育中开始

讲授“世界史”,编写教科书的时期,因此大部分的教科书都采用了宋代中世说.宫崎市定的«东洋

的近世»正是在１９５０年,祖述文化史立场的内藤学说,融入自身新创获的社会经济史成果而写下的

著作.«东洋的近世»在发表之初往往是被作为辩难对象来阅读的,然而在马克思主义史观业

已退潮的今日,立场却完全逆转,毋宁说是成了可以信据的通说,从肯定的态度来引用的了.④

从上面的叙述中不难见到京都学派贵族制论的曲折处境:首先是从战前六朝学的主体,到５０年

代一转而变成落后甚至反动学说.历研派的观点,通过东京召开的历史学研究会大会归纳总结,进
入高等学校教科书,而占领了知识传播的主流;京都一方持贵族制立场的论著,则落入下风,“被作为

５２比较视域下的回顾与批判———日本六朝贵族制研究平议

①

②

③

④

“历研派”或“东京学派”都是学界的惯称,但正如甘文杰所指出的,战前以东京大学为中心的东洋史学者,实际上更应称为

“东京文献学派”,前后虽有渊源而不可等量齐观.为免混淆,本文尽量使用“历研派”来表述.
将“豪族”这一术语引入魏晋南北朝研究中,并不始于宇都宫,在内藤、冈崎论著中已见端绪.不过从宇都宫开始至第三代,

“豪族”一语便越来越成为学说的核心范畴,从这里可以看到重心转移的脉络.
[日]宇都宫清吉:«东洋中世史的领域»,黄约瑟译,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通论»,北京:中华

书局,１９９２年,第１２２ １３４页.
«东洋的近世»,东京:中央公论新社,１９９９年,第２５５ ２５７页.



辩难对象来阅读”.而经过大论战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退潮,到该解说词撰写的２０世纪晚期,京
都学派又再度逆袭成功,上升为“可以信据的通说”了.我们有必要把握住那个时代的这一基本流

向,才能对这场战后大论战的双方处境抱以了解之同情.
关于这场唐宋变革论论战,亦即唐宋之间究竟是中世与近世的分界,还是上古与中世的分界?

学界已有非常多的讨论,这里对始末详情就一概从略了①.最概括性地来讲,历研派的学说,经历过

前后两期的变化.前期以加藤繁的经济史考证为前提,以前田直典发难为契机,由西嶋定生和堀敏

一总结定型.这一时期的要点在于: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史的基本法则”,从土地所有形态和生产

关系的标准出发,认定唐代之前为主要以奴隶进行生产的时代,从而推导出汉唐间仍属于家父长制

的专制“古代”,而非内藤所划分的中世.从而又推得秦汉大帝国与唐宋大帝国并非异质的时代.但

是,这一历史图式中的“奴隶生产形态”忽视了当时数量众多的一般民众,后来被众多学者证明为不

符合中国汉唐社会实情;将“欧洲史法则”套用于中国史,在历研派内部也遭到批判,于是西嶋定生撤

回此说,接受滨口重国的提示,从“皇帝个别人身支配”的角度把握隋唐以前的“古代”,写出了其代表

性的名著«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
从六朝贵族制论的视点出发检讨这场论战,应该说六朝并非主战场,而是夹在前后三大战区

(汉、唐、宋)之间的被动环节.历研派几位主将,西嶋、堀和滨口都着力于秦汉、隋唐史②,而周藤吉之

则是专长宋史.六朝几乎总是被作为秦汉的下延、隋唐的上溯、秦汉隋唐之间的接续关节而被提起.
历研派的逻辑几乎是:只要证明了秦汉隋唐是同一历史阶段,夹在中间的六朝自不例外.而宫崎市

定与之的争论也更多地以宋代近世说为中心,而不是以六朝为主轴的.从内容上说,历研派一开始

采取的“奴隶制生产方式”论,实际上与贵族制论也未必没有调和的余地.但修正以后的“皇帝个别

人身支配”论倒真的在理论上与贵族制论形成了对冲,其背后的分歧,即在于承认贵族作为六朝社会

的一个核心阶层,介于皇帝所代表的国家意志和被统治的庶民之间,有实质性的统合功能;抑或认为

贵族只是皇帝统治体制下的官僚,皇帝对所有个人的人身支配才是六朝社会乃至整个中国前近代社

会的本质.从后者的立场出发,就无所谓贵族或所谓中世性,而只有皇权下的官僚制,其时代差异是

程度上的变化,而非性质上的不同.应该说,后一种态度是较为接近中国学界主流的.
当然,从今天回看,何谓时代本质也许只是观念上的差异,更重要的毋宁说在于从不同的观念出

发,眼中所见的整体像有异,需要探讨的具体问题乃至方向也就殊途.从贵族制论出发,“贵族”阶层

的兴起(名士、清流、乡论)、基于贵族门第高低形成的社会等级(“门地二品”与次门、寒门)、六朝大庄

园制的形态、乡村社会、社会集团间“私”的结合(“门生故吏”、部曲私兵、豪族与自耕农)等问题成为

必须辨明的对象;而从“国家个别人身支配”论出发,则自然关注皇帝统治方式、法律条文、良贱身份、
赋税徭役、工商业发展及农业土地形态等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处境已非同昔日的今天,恐怕没有多

少学者还会对当年的论战核心提得起兴趣,毋宁说,基于不同立场而带来的具体论题展开,才留下了

长久的价值.但这些具体论题,在其创生之初是包含在统一的整体脉络中,各自为了更深远的历史

本质问题服务,这一历史语境却是不应被忘记的.

三、第三代:豪族共同体论vs寄生官僚论

(一)宇都宫清吉:承先启后的“自律性”与“共同体”视角

如前引文所见,宇都宫«東洋中世史の領域»一文不但遭到历研派的进攻,连京都学派同人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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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文世界的介绍,参见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及其影响»,刘俊文:«日本的中国史研究(６)中国史研究的学派与

论争(下)»(«文史知识»１９９２年第７期),[日]谷川道雄:«战后日本中国史研究的动态与特点»(«江汉论坛»２００９年第４期)及«魏晋

南北朝隋唐史学的基本问题总论»等.
包括这一时期密切参与到论战中的其他重要学者如增渊龙夫、五井直弘、木村正雄,也都是以秦汉乃至秦汉以前的所谓“古

代”中国为其学说的支点而辐射至六朝的.



也对其时代格理论不无嘲谑警惕.而他本人在日后也自感当年的立论“毋宁说使得内藤湖南博士之

卓然高见反而后退了”,为了“反省自己狭隘的界定,尽可能复归先生的高见”,他于１９６９年退官前夕

又写作了«中國古代中世史把握のための一視角»一文①.因此要理解宇都宫本人的中世贵族论,还
是要以此文为归结,而不能以«東洋中世史の領域»为据,尽管后者在历史上的影响更大.这篇论文

更可视为理解第三代贵族论者取向的纲要,值得予以详细评述.
在这篇论文中,宇都宫首先承认了历研派在过去二十年间以“皇帝个别人身支配”来理解秦汉

“古代帝国”的正当性(而这也正与他早年论文中所谓的秦汉时代格相应),而后笔锋一转,指出所谓

皇帝统治、“一君万民”的视角,实际上是只注意到世界的一极,亦即将皇帝之下的民众都简化为一个

个抽象的被统治对象,而无视了其固有的生活状态.汉代民众的生活形态,是以“三族制家庭”为基

本单元②,在此基础上形成宗族乡党,构成乡村.“三老”一类的乡官虽然是皇帝统治下的职衔,但却

是基于乡民中“长老”对于“子弟”的自律性道德才能成立的.作为其根基的“孝”并非法律强制的结

果,而是自律自存的,规制着农业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准则.在宇都宫看来,孔子所谓“父为子隐,子为

父隐,直在其中”,正表现出乡村共同社会③是自律性的世界,本质上是与律法强权相对立的.这种看

法,显然已经放弃了早年的“时代格”观念,而将自律性视为乡村共同体不分时代,相对于国家权力固

有的性质.相对于孔子,墨子则提倡从个人出发,层叠结合,上至天子;家族只是若干人结合在一起

的“利益社会”集团,而不具备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法家亦将家庭仅视为国家政治机器的最末端.
而汉帝国就是这两种“人之关系”的并存.然而,随着武帝独尊儒术,法家式的国家理念又再度被儒

家礼教取代.而在乡村当中,优先发展起来的豪族对一般农民占据了优势,于是在与皇帝相对的这

一极内部,自行产生了新的关系.乡村的豪族化使汉帝国无法继续贯彻个别人身支配,统治基础崩

溃.上古帝国结束,进入门阀贵族时代.
宇都宫将贵族定义为“豪族中历世担任高官显职的特定家门”,其底盘仍是广大的乡村豪族,从

而将所谓中世的社会构造划分为“门阀贵族 豪族 农民”三层.换言之,社会中最高级最中心的金

字塔尖是贵族,而在其之下更宽厚的社会基础是“称不上门阀的广阔的豪族世界”,“豪族并不仅仅具

有经济上社会上的优势,而且是伦理、艺术、学问性的知识及其实践的核心性的垄断者,在其周边广

泛地存在着文化性的外延.他们作为整体,事实上是时代的主角”.从而,他主张也可将这一时代称

为“门阀豪族体制”.豪族阶层的雅称———包括自称和他称———就是“士大夫”,与之相对的阶层则蔑

称为“庶人”.“这种身份差别,一方面在法律上得到明确区分,同时也逐步被强烈地意识到,最终甚

至被断言为‘先天’即存在的.”在这里,可以看到他思考的标准包含了国家统制与社会观念两方面的

因素.在官僚问题上,士大夫就拥有这种“先天的”既有权利,其联合体实质上具有官僚的任命权.
皇帝的地位是得到一定数量门阀豪族集团的支持,乃至在“天下士大夫”的共同承认基础上才能确立

的.极端地说,“对皇帝负责”的官僚制,已经不过是“形存实亡”了.
宇都宫的这篇论文,应该说非常富于抽象理论建构的魅力———当然也有过度抽象化的危险,尤

其抽象思辨的问题常常是往一个方向推向极致;此外,豪族是否能简单等同于士大夫也值得商榷.
但更重要的是,这篇文章从理论上提供了一个关键的节点,帮助我们看到战后学术一转再转的契机:
历研派因不满贵族论将重心置于贵族,而强调皇帝统治的一贯性.宇都宫因不满这种偏于国家顶层

的单极视角,而要求从民众共同体的视角出发.固有的“贵族”“豪族”观与这种民众共同体认知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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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日]宇都宫清吉:«中国古代中世史研究»,东京:创文社,１９７７年,“后记”第６７３页.
所谓“三族”,包括父母、妻子、兄弟三要素,亦即当时文献常见的“五口之家”.这一学说来自守屋美都雄,不过守屋后来自

己撤回了这一见解,见[日]守屋美都雄:«关于汉代家族形态的考察»,收入氏著«中国古代的家族与国家»,钱杭、杨晓芬译,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２２９ ２７１页.

“共同社会”,以及下文的“利益社会”,是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１８５５ １９３６)提出的概念,前者指有机地结合为统一体的社

会,后者指为达到某种目的而造成的社会.



起来,便自然导向“豪族共同体”构想.这正是一种反动之反动,基于视角上下移动而带来不同的历

史形象.
«中國古代中世史把握のための一視角»一文,是为中世史研究会的论文集«中国中世史研究»而

写的,而中世史研究会正是以他为旗手,以川胜义雄、谷川道雄为中坚,集合了京都大学、名古屋大学

的新锐学者,引领了６０年代中世史研究的潮流.１９４８年名古屋大学开设东洋史讲座,宇都宫从京大

转任名大教授,１９５２年谷川赴名大任其助手,其思想与宇都宫互相影响是很自然的事情.在６０年代

谷川、川胜提出“豪族共同体论”后,六朝贵族制研究进入了新的时代.
(二)作为贵族制论变体的豪族共同体论

谷川道雄(１９２５ ２０１３)和川胜义雄(１９２２ １９８４)同为京都学派东洋史学战后一代的中坚,同时

也是亲密合作的挚友,其学说是在两人长期讨论中形成的,基本可视为一个整体①.如刘俊文先生所

言:“一批名古屋大学出身和京都大学出身的中青年学者,在谷川道雄博士的倡导下,集合而成被人

称为‘观念派’的‘中国中世史研究会’.他们以‘精神史观’为指针,力图通过探讨六朝隋唐社会的支

配者阶层———豪族名望家的文化教养和伦理道德,阐明六朝隋唐贵族制的社会基础,并进而说明中

国社会构造的特质他们的研究立场和结论与宫崎市定等代表的正统京都学派已有明显的差

异.”②谷川、川胜共同研究提出的“豪族共同体论”,作为第三代的特色学说,一直到今天还是各种论

说的对话基础.下面综合二人的阐述作一概括:
汉帝国的长期稳定促进社会经济生产,各地出现了富裕豪族和贫农之间的阶级分化.如果从抽

象的社会学概念出发,豪族本质上是有向封建制发展的倾向的,但中国中世的豪族却并未能发展到

这种封建割据的状态.这在生态环境上,是由于中国华北地区为森林稀少的开放性地域,干燥平坦,
适宜交通,同时又属于“小型灌溉自然降水农耕地带”,主要依靠小规模灌溉和自然降水进行旱地农

业,这种生态利于大帝国的建设,而不利于封建国家的发展.而社会阶级上的原因则在于存在强势

的自耕农阶层(“乡论”是其力量的反映).豪族无法迫使自耕农完全成为隶属性的农奴,其自身也就

无法成为封建领主,而只能和自耕农一同处在既有阶级差异又互相依存的紧张关系中.而这种农业

构造导致的强力规制,就使得豪族无法向武人封建领主的方向发展,而是吸收了文学学问,向文人贵

族性的方向发展.其与自耕农之间也就形成“指导与信从的精神性伦理性关系”,或曰保护与被保护

的关系.这种关系的结合,称为“豪族共同体”.贵族是豪族中最有力的部分,他们进入中央,盘踞高

位,但基盘仍然在于广大的豪族共同体中.贵族本质上说是依据乡品(亦即共同体舆论)而得以成立

的,王朝不过是对其加以承认的机关而已.
关于这一理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加以观察探讨:

１．这一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张广达先生指出“共同体”是来自德国社会学的概念,“用来表示

中国农村社会的不变性质”③.这一来源探索是正确的,但基于本义的说明却可能会引起误解,以为

豪族共同体理论是在用凝固不变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社会.实际上恰好相反.两位当事人都曾在论

文中夫子自道当时的处境:在日本学界最初接受马克思主义时,盛行的观念是所谓“亚细亚生产方

式”,即相对于欧洲的五阶段演进模式,亚洲别有一种千年不变的社会形态.名噪一时的魏特夫«东
方专制主义»就是在此基础上的发挥,在战后日本也有相当影响.在这种观念下进行的研究,是将中

国视为凝固不变的对象.而从战后至１９５０年代,以历史学研究会为代表的一派,则是“将欧洲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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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马彪译,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和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徐谷梵、李济沧

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年)已分别有侯旭东、徐冲精辟的书评,见侯旭东:«评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北朝村

民的生活世界»“附录二”,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年,第３９７ ４０８页;徐冲:«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评价»,«中华文史论

丛»２００９年第１期.此不赘述,读者可参看.
刘俊文:«日本的中国史研究(７):中国史研究的学派与论争(续)»,«文史知识»１９９２年第８期.
张广达:«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第９８页.



的上古、中世纪、近代的递进发展,看作在中国也同样并行的形态,在此前提下,将其标志性的奴隶

制、农奴制、资本制生产等普遍范畴应用于中国,也就是引用所谓欧洲式世界史的基本法则来理解中

国史发展”.无论是“亚细亚停滞论”还是“五阶段发展史观”,虽然互相抵触,却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旗

帜下的口号,在川胜等学者看来,这些基本法则归根到底还是在欧洲式世界史观中抽取出来的,在应

用到中国史自身发展上时无法避免削足适履之弊,今后的研究必须“从中国的社会发展中追求其特

殊的、具体的固有理论”①.因此,共同体理论实际上是当时日本学界对中国史认识过程中艰辛搏斗,
一转再转的思维成果.

２．这一思路是以“贵族 豪族 庶民(农民)”层级构造为支架,吸收了社会学理论、经济史观和生

态史观而展开的,其背后的语境仍是当时无远弗届的马克思主义史观.欧洲古代为使用奴隶生产的

奴隶制社会,到了中古实行的封建农奴制———恰恰日本的前现代社会与欧洲封建社会具有极大的相

似性,也是一种封建农奴式的社会———则是以封建领主对农奴的武力统治为特色的.而当时的“人
民史家”都力图将中国汉唐时代也按照这样的图式去理解.“豪族共同论”的意义正在于指出,在中

国中古的世界里,既非奴隶亦非农奴的自耕农才是社会构造中不可忽视的基础性力量②.这一点也

许在今天看来理所当然得不值一提,但我们却不能无视川胜、谷川在那个时代氛围下挣扎突围的努

力,正如侯旭东先生所言:“在４０年前追求搬用欧洲的历史模式来解释中国历史的学术大环境下,这
种呼吁与努力具有扭转乾坤的意义.”③

３．豪族共同体论重要的一点特色在于,重视农村共同体中温情的一面,强调统治阶级与被统治

阶级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而当时一般观念都是从阶级史观出发看待地方上有权有势的豪族,将其视

为农奴(奴隶/佃农)的统治压迫者(这也正是中国学者倍感亲切的看法).这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当
时风行的韦伯社会学、大冢久雄在经济史学上力倡的共同体理论,以及石母田正等日本史家的论说

都是其思想资源,只是谷川、川胜将其凝练为一套上通下达的学说而已.但是,如果跳出具体论题,
不难发现这样的对立思维本身注定是片面的———好比教师与学生间的关系,究竟是压迫管理,还是

指导关爱? 无论哪一种都不难举出许多例子来加以证明.因此,与其说哪一方的观点是正确的,不
如说,谷川、川胜提出豪族共同体论的历史意义,是揭示了阶级史观掩盖下的历史另一面,亦即豪族

或贵族不仅仅在政治、经济上居于统治性的优位,在现实的共同体社会中他们也必须成为结构中发

挥正面作用的一分子,才能维持此结构的稳定延续,从而保证自身的延续.而这一观念的萌芽,在贵

族制论前辈及日本史研究者的论说中亦早已可见.如下引家永三郎对日本贵族的研究中,很重视的

一点就是,贵族不仅仅是统治阶级,而且是指导阶级,因为他们手握更先进的文化、更充分的资源,比
后进阶级发达得更早更丰富,因此自然居于文化上的优势地位.与贵族同时的平民也好,或者继贵

族文化之后兴起的武家文化也好,都是在贵族文化的护荫滋养下成长的.而宫崎市定也早就断言:
“中世的贵族是政府官员的母胎、文化的中坚,同时也是社会的安定势力.”④

４．共同体理论将贵族制、君主官僚制和封建领主制结合起来,将贵族制(或豪族共同体)视为君

主专制与封建领主制的中间产物.这一思路,如谷川所自言,也是从宫崎市定那里继承来的.宫崎

在在«九品官人法の研究»中指出,三国至唐代间虽然大致可称为贵族制时代:

　　但也决不能一言以概之,以为凡事都只用贵族制度就能解释透彻.在另一方面,是与之对

立的君主权巍然存在,不断地努力摧毁贵族制,要使其变形为纯粹的官僚制.事实上正是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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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日]川胜义雄:«中国中世史における立場と方法»,«中國人の歴史意識»,东京:平凡社,１９８６年,第２５５ ２５６页.
刘俊文指出,滨口重国在１９５３年已指出春秋战国至清代中国农村生产力的主体都是一般农民,并且西嶋定生的“个别人身

支配论”也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史研究的学派与论争(续)»,«文史知识»１９９２年第８期).然则重视自耕农并非谷川等学者的

新见.但谷川等在回顾学术史时却未见提及此点,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滨口学说的影响,有待考察.
侯旭东:«评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第４０１页.
[日]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第６４页.



君主权的存在,使贵族制不得不止于贵族制.如果君主权更微弱一些的话,这个贵族制说不定

会成长为更具割据性的封建制度.在当时的社会中确有着看似向封建制推移的倾向.从三国

至唐,封建食邑制之不绝如缕,正透露出这一消息.毋宁说这在本质上是应会出现封建制的社

会,却由于君主权的巍然存在,而只能采取了贵族制这一特殊形态.①

但实际上如果细究其理路,两代学者对“封建制未完成形态”的形成动因寻求解释的方向却恰好

相反.宫崎认为是君主制阻碍了豪族成为真正割据性的封建领主;“豪族共同体论”则认为是小农阶

层力量的强大使豪族无法像欧洲领主那样完全支配他们.这种变化最关键的一点,就在于观察重心

的下移,理论框架从“朝廷 豪族”转移到了“豪族 自耕农”.宫崎等早期贵族论者的视域可以说是

“皇帝 贵族 豪族”,豪族只是被视为地方上的势力主体、孕育贵族的基盘,居于视野的最下层,却并

非探究的主要对象;而到第三代的豪族共同体论,豪族则占据了视野的中心,成为理论成立的指点,
其视域转为“小农 豪族 贵族”,其解释方向自然也就难免南辕北辙.相对而言,历研派的视域是

“皇帝[官僚] 农民/奴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视域则是“人民群众 地主[皇帝、官僚]”.关于

这些视域差异导致的学派对立,我们通过下面的模型可以看得更清楚:

(三)“豪族共同体论”vs“寄生官僚论”
贵族制论第二代的论战对象是以东京为主阵地的历研派,到第三代时,对阵的锋芒则１８０度转

向了西南方.作为历研派成员与其争论历史分期和封建制的重田德,是大阪市立大学的教授;从“门
阀寄生官僚论”角度与之对立的,是长崎大学的矢野主税②,以及立场较为折衷的九州大学教授越智

重明.这一地理上的转变,饶有趣味.其中尤其具有范式对立意味的,是矢野主税独特的“门阀寄生

官僚论”③.
如前所述,“豪族共同体论”是谷川、川胜共同研究的成果,但两人的研究课题有着明确的分工,

川胜以魏晋南朝为主轴,上溯东汉亦即贵族制社会的母胎时期;谷川则主攻北朝史,以探究隋唐帝国

的形成机制.因此学说的提出者虽然是谷川,但就传统意义上的六朝史研究而言,继承了以往论说

主脉的却是川胜,他们与“寄生官僚论”间的论战也主要表现为川胜与矢野的炮火互轰.川胜于１９５０
年发表«シナ中世貴族政治の成立について»一文,在宇都宫清吉和杨联陞的东汉豪族研究基础上,
将魏晋贵族的谱系上溯到汉末清流党人,尤其是颍川、北海两个士大夫集团.矢野则于１９５８年发表

«門閥貴族の系譜試論»,通过统计东汉官僚的贫困生活状况驳斥东汉官僚豪族说,统计后汉至魏晋

官僚家族的传承情况驳斥川胜说,指出西晋官僚谱系无法上溯到汉末,从而提出在每一时代担任高

官的家族乃是由于其与政权紧密合作,从而获取了政治资源,亦即门阀的本质是寄生于王朝官僚体

系上的学说.其后,川胜于１９７０年撰写的长文«貴族社会の成立»中对矢野学说有所回应批判,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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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日]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の研究»第三编«餘論»,京都:同朋舍,１９８８年,第５２８页.
矢野主税有时也被理解为从属于东京学派,但就笔者掌握的资料看,无论其出身、任职抑或学说脉络,都与东大及历研派看

不出有何关系.望了解情况的先达有以教我.
不过矢野主税本人居于长崎一隅,在学术话语及资源上远不能与京大相抗,因此这一论战远不如历研派论战那样铢两悉

称、影响深远.矢野更多地表现出孤军奋战的独狼形象.



这只是历史过程还原到抽象的一般原则,无法回答六朝时期国家权力和皇帝权威时常处在风雨飘摇

中,如何能给贵族门第提供寄生能量的问题.矢野遂又于１９７２年发表«門閥貴族の系譜試論再説»
一文,继续驳斥川胜的贵族制成立史研究①,并于１９７６年出版了“寄生官僚论”的集成之作«门阀社会

成立史».
相对于豪族共同体论的气魄宏大、思辨色彩浓厚(尤以谷川为甚),矢野的学风更为实证绵密,针

对各种具体论证环节及侧面提出驳论.例如,对于“贵族植根于豪族共同体”观点,他指出:“我认为

门阀贵族的本质说到底是官僚,因此,就算贵族是从豪族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也只有在寄生到了国家

权力中以后,其地位才得以长久延续.归根到底,我无法同意他们之处在于,那种把门阀与豪族看作

相同性质的东西,认为门阀永远都是得到地方乡党的支持,两者间紧密相连的想法.”②可知他并不反

对地方上有所谓豪族社会,但在中央朝廷任官的门阀家族与豪族之间能否如此简单地画上等号,确
实是谷川等学说的薄弱环节.又如对于豪族共同体内部,谷川等虽然已将视点下移,但对“小农”及
“豪族”的理解仍然有抽象的倾向,尤其偏重于“指导、爱护与服从、景仰”这样田园式的美好画面.而

矢野则结合宫川尚志及五井直弘的研究指出,东汉魏晋时期的乡里,既有平和共处的一面,也有豪族

控制小农,垄断舆论的一面,并且,这种和平实际上本身是阶级的体现:豪族与豪族婚姻交往,排斥劣

弱宗族,在对立的豪族和小农内部分别才是和平的③.这实际上也就动摇了豪族共同体的“共同”性.
矢野的研究实际上包含内容相当丰富,对豪族共同体论各个环节的具体击破,在笔者看来相当程度

上确实具有消解其有效性的功力.
然而,正是由于这些研究多是实证性地针对具体表述进行的,因此仍有必要注意:哪怕通过这种

途径攻破了豪族共同体论的具体论证,也只是局限于这一理论,无法对贵族制论本体造成动摇.而

正如以往学界对其介绍中所侧重的,其学说中最根本,也最与贵族制论相冲突的一点,就是他坚持认

为进入中央官界、把持政治权力的六朝门阀本质上是寄生于皇权的官僚,而不是具有自律性的贵族.
而恰恰是这一点,却走向了观念上的对冲,因而也遭到更多的反击.

在将六朝豪族(门阀)视为国家寄生官僚这一点上,矢野与历研派大将堀敏一的立说是很相似

的,这或许也会令人产生他们是一派的印象,然而其观点背后的理路却完全不同.堀敏一是站在从

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这一思想模式中,将唐代视为上古秦汉帝国的调整再造(也就是奴隶制的尾

声),而秦汉帝国时期,皇帝与大臣间具有类似于豪族与家内奴隶那样的附属关系,那么官僚当然只

能是皇权的附属品了.这是典型的历研派思路.相对而言,矢野所论却并无如此宏大的理论色彩,
而是植根于非常微观却在中世史中确实存在的现象.如矢野自言,其基本的理由在于认识到“累世

官僚之家多贫困”,以及«南齐书明帝纪»中“百官年登七十,皆令致仕,并穷困私门”一语④.换言

之,失去官职及俸禄后的门阀士族无其他经济来源,乃是他这一理论的核心支点所在.
这一观察本身无疑是很有价值的.事实上中国学者如唐长孺、胡宝国等也注意到六朝贵族多穷

困的现象.意识到这一点,对“六朝士族都是大庄园主”或“奢侈腐化的剥削者”等既定印象,有很好

的纠偏意义.但理论上的一个问题是:贵族是否必定等同于大庄园主、大富豪? 失去薪水便陷于贫

困的,是否就必定不能是贵族? 部分个体在经济上依靠薪水维持,是否就意味着整个集团依附寄生

于政府? 这在各种贵族社会的通例而言,恐怕是难以成立的.盖欧洲一贯以来即有贫穷贵族,如德

瓦尔德所言:“穷贵族一直都有,至少从１２世纪以来就存在”,“无论贵族拥有什么社会优越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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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胜二文,后收入«六朝贵族制社会の研究»第一、四章,东京:岩波书店,１９８２年.矢野二文则收入«门阀社会成立史»序章

及第一章,东京:国书刊行会,１９７６年,第１ ９６页.
[日]矢野主税:«门阀社会成立史»,第３７５页.
[日]矢野主税:«门阀社会成立史»第二章,第９７ １３１页.
[日]矢野主税:«门阀社会成立史»,“绪言”第１页.



他们都不一定是其所在社会中最富有的人”,“穷贵族为数众多,构成了贵族阶层成员的绝大多数”①;
而日本公卿在中世以后更是陷入朝不保夕的悲惨处境,«源氏物语»中也屡屡写到失去朝中有力支持

者后陷入生活困境的古代贵族.身份、血缘上的高贵性与获取特权的合法性,与现实中的个人生存

能力原本就不是等价的.不仅集团、阶层全体不宜从个体境遇来判断其性质,对阶层的判断是否应

从这样的标准来考虑,本身也是值得商榷的.关于这一点,越智重明曾有过很好的表述———在各种

关于贵族制的回顾中,越智往往与矢野一同被提出来作为寄生官僚论的代表者②.然而事实上,越智

重明不仅在各种著作、论文中都自题以“贵族制”,声称自己的研究是在宫川、宫崎的基础上发展的,
并且对矢野的寄生官僚论有过鲜明的批判:

　　汉代的天子与官人间的关系,即便说存在着官人层(官僚层),天子须待其支持方能进行统

治;又即便说现实中已经出现了世袭性的高官家族,然而重点在于,官人大体上还是各自有其个

人的出身.此外,所谓乡举里选虽然是儒教在选举方面的一种理想形态,在汉代却并未得到实

行.反过来,在魏晋南朝(尤其魏中期以降),天子却采取了根据乡村社会舆论(乡论)来确定官

人资格的形式.如果在贵族的政治属性上有这些表现的话,那么就算贵族当中有贫困者,有依

靠俸禄来生活者,在本质上也不能说贵族就是寄生官僚吧.更何况,就算是南方的北人贵族,也

有许多是利用其政治权力(换言之,利用其作为官人的特权)成为了大土地所有者的呢.③

就此而言,越智绝不能说是矢野的同道,而毋宁说只是贵族制论者中较为强调君主权力的特例.并

且他还表示自己对魏晋南朝贵族制的理解,“一方面与宫崎的理解相通,另一方面与谷川的理解相

通”④.越智所提出的“族门制”学说,将六朝门户分为甲族、次门、后门、三五门等若干等级进行理解,
本质上正是宫崎“金字塔式重层社会”观的强化.

与大陆学界一般印象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论战事实上并未针对六朝贵族制形成真正全面的对

冲.矢野对川胜等的驳论主要集中在东汉三国时期,也就是所谓贵族制社会或门阀社会的成立渊源

问题.并且,矢野、越智的学说都不像历研派那样,从中国史整体脉络上与内藤分期法相对立,而是

作为六朝史学者,与京都学派第三代之间的支流性分歧.这一回的论战双方都认可这一时期是门阀

社会,名门大族是超越个别王朝的社会力量主体,甚至不排斥使用“贵族”这一基本术语进行讨论(矢
野一般使用“门阀”).争论的核心其实只在于一点:门阀得以成立的根本力量,究竟是其自身抑或皇

权.事实上川胜对其的反驳,也主要是从这一基本点对其“思考方式”的抗议⑤,而非具体考证的对

抗.就此点来看,双方的争论其实并不像一般所理解的那么巨大,甚至可以说只是执著于同中之异.
互相的差异对其本人的学说来说可能很重要,也深刻地影响了此后日本中世史学界的基本姿态;但
从更宽泛的贵族制研究而言,却完全不妨将其都包容进自身领域当中.而从逻辑上讲,当时双方的

思维方式都未能避免非此即彼的二元性思维方式,这也许是在时代论战漩涡中难以挣脱的困境吧.
(四)贵族制? 还是官僚制?
时至今日回顾,当时两次大论战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焦点,那就是如何看待皇帝统治及官僚制的

问题.对于皇权,六朝贵族论的一大视点,就是将皇帝视为贵族制下的一环,强调其在贵族阶级中受

到限制的相对无力,弱化其作为国家统治者的方面.而对于官僚,源于内藤湖南而由第三代显著强

化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贵族虽然表现为官僚的形式,但却是“自律”的,不由皇权决定.面对反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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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美]乔纳森德瓦尔德:«欧洲贵族:１４００ １８００»,姜德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８年,第４６ ５５页.
这种印象的形成大约与他早年的论说有关,如谷川道雄、川胜义雄都引用他１９６２年的论文«魏西晋贵族制论»的表述,将其

和矢野主税相提并论作为贵族制论的对立面.
[日]越智重明:«魏晋南朝の貴族制»,东京:研文出版,１９８２年,第７页.
[日]越智重明:«魏晋南朝の貴族制»,第１１页.
参[日]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的成立»,夏日新译,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六朝隋唐»,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第１ ３５页.



质疑,川胜义雄的一段话代表了豪族共同体论典型的思维方式:

　　在重视中国专制主义国家权力的视角中,隐藏着向所谓“亚细亚停滞论”回归的理论陷阱.
我们不应把国家权力或皇帝支配作为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去把握,而有必要注意从内部支撑及

随着时代的发展使其变化甚至超越的因素.自然,靠拢某一个政权或与其密切地合作,便

能成为高官,反之,疏远或不合作就不能成为高官.这种解释,只不过是提出了一个在人类社会

中,不分东西南北,也不论什么时代都适用的普遍而又稳妥的原则.它不是阐明一定时代特殊

状况的历史性理解,而只是单纯地向一般原则还原,确实只能算是“抽象的形式的”理解.这种

抽象的理解以及满足于这种理解的思维方式,与那个称作“皇帝单方面的统治体制”这种“抽象

的形式的概念”的构想,在本质上是共通的.①

六朝贵族制论是努力在历经二千年不变的皇帝统治的形式下,寻求时代变迁的轴心.这一点,
无论如何都是值得肯定的努力方向.当然,这一问题如果表述为“贵族(豪族)是否具有自律性”,仍
很难避免进入到纠缠不休的漩涡中.因为这一集团的根源到底来自皇权还是来自更底层的农业共

同体;是作为国家公职的身份更强还是自足独立的色彩更强;皇权对其究竟是决定性的,抑或仅仅是

一种“承认机构”,很大程度上仍是一种视角的转换,是基于学者个人学说体系的差异,很容易变成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何判定一种存在形态及其属性究竟是“贵族”的,还是“官僚”的? 也

许应该寻求更具有形态上可观察测量的标准.例如宫崎市定在论述北齐北周之别时,就曾在不意间

有过很好的概括,他指出,北齐延续北魏孝文帝改革以后的体制,是接受了魏晋南朝的贵族官制,而
北周却有意识地反对贵族制.其区别在于:

　　北周的官制,将过去的九品改为九命在九命以下有流外的九秩但是,北周这个制

度的特长在于,虽然称为流外,但并非贵族式的流外.也就是说,九命与九秩之间,并没有门阀

的、贵族的流品之贵贱清浊的意味,而只不过是地位的高下,一命以上为士位,九秩为庶人的身

份,但其间并无大的隔断.不以门阀取人而以才能任用官吏,这是北周新制的宗旨.②

有流品,有贵贱清浊,在背后支撑着这种独特的官僚制现象的,仍然是人的贵贱清浊,这就将制度性

的官职与作为贵族的人有机联系在了一起.又如下面还要详细谈到的,家永三郎对日本王朝贵族特

征的概括:

　　这一时代的贵族,从其渊源上来说,不过就是律令时代高级官僚的后身.然而在律令时代

的后期,其官僚性已经逐渐稀薄,到了这个时期,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倾向.他们以其尊贵的家

系与作为大庄园领主的经济基础为支撑,转化成了居于私性的支配势力之上的存在.当然,为

了使其地位公权力化,带有律令制官职仍是有必要的,因此在形式上依然延续了律令机构,但实

质上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性质变化.律令时代的贵族在一定程度上仍保持了公性的官僚意识,
与此相比,藤原时代的贵族则完全专注于一家一族之事,几乎完全失去了作为国家官僚的自觉.
这不能不看作是这一转变的结果.③

这与前述宫川尚志所指出的,六朝时代“私”的一面覆压在“公”的一面之上,可以说是异曲同工.讨

论至此,我们更不由得想起南宋爱国词人陈亮的名句:“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念奴娇登多

景楼»)从这个角度进行观察,正可以涵盖而不囿于“自律性”之类的提法.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

下之乐而乐”的宋代士大夫理想,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明清思想家口号相比,六朝官僚身上

“为门户计”、“不顾君父”的色彩之强恐怕是无法否认的.在笔者看来,与“自律性”这一概括力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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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的成立»,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六朝隋唐»,第４ ５页.
[日]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的研究»第一编«绪论»第十八节,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翻译组编译:«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上

卷,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３年,第９２ ９３页.
[日]家永三郎:«古代貴族の精神»,«岩波书店日本文学史»古代第二卷,东京:岩波书店,１９５８年,第３页.



却不免空泛、难以捉到实处也易受攻击的范畴相比,从这些方面(当然还可以探索其他侧面)来优先

把握“贵族官僚”这一范畴,或许是更为有效的.

四、跨文明的底色:从比较角度出发的日本古代贵族制观察

以上费了颇为冗长的篇幅,概观了日本六朝贵族制研究的谱系及历次论战的情形.以下将转入

一些对我们而言也许是更根本性、更关心的命题.
站在中国学者的立场,对内藤湖南的这一学说,可能从朴素的观念上就难以理解:明明六朝也有

一个(或几个)皇帝,有一个(或几个)政权在,下边那些人在身份上也都是朝廷的臣民———这样的政

治结构不也是君主专制吗? 与秦汉唐宋元明清有多大的区别? 其他朝代也都有达官贵人,有“统治

阶级”,为什么其他时代不叫贵族制社会,而偏偏要给六朝这么一个特别的待遇①? 田余庆先生可能

是这一立场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在专著和访谈中都曾明确表示不能赞同这一学说,东晋门阀政治只

是漫长中国帝制的一次变态而已,在东晋以后,变态就已逐步回归常态.笔者在这里无意也无能批

评双方得失,只是希望对下面的主题作一思考及提示:内藤湖南何以会对六朝隋唐的这一方面给予

如此高度的重视,用作给时代定性的基本因素? 对中国人而言如此“莫名其妙”的一个命题,又何以

会由日本学者提出,并获得了如此巨大的影响②?
川合安曾指出:“在我国学界,使用‘贵族’、‘家格’时,虽可能未必有意,但不可否认其中会有日

本史中贵族意象的投影.”③笔者对此深有同感.而且对该学说的创始人内藤湖南而言,这种投影其

实并非“未必有意”,而是可以确认的.论者过去甚少提到的是,内藤在论述中,有好些处就都引用了

日本古代史上的情形来作为对比,他在«中国中古的文化»中谈到贵族政治的弊端之一是“高官是根

据门第理所当然地得到的,因而不必对天子充满感激之情”,谈到当时财婚问题时指出“当时养育女

儿的家训是嫉妒,其目的就是要妻子控制丈夫”,在«中国近世史»中谈到“君主如果不听从谏诤,可以

撤换之”时,都指出其“与日本的藤原时代也有相同之处”,“在平安时代的贵族中也存在”④.这足以

证明他在讨论相关问题时心中确实有日本古代史的参照坐标在.
追本溯源,“贵族”当然是一个中国文献中的固有词语,不过似未形成为制度化的术语.就六朝

文献来说,大抵指的是高贵的家族,如«魏书世宗纪»“贵族豪门”、«南史谢方明传»“贵族豪士”
等.大约只有«魏书高宗纪»和平四年诏书“然中代以来,贵族之门多不率法今制皇族、师傅、
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与百工、伎巧、卑姓为婚,犯者加罪”,及«晋书列女传»“若连姻贵族,将
来庶有大益矣”(具体语境中是指汝南周氏)两条,为较有社会史意义上的阶级规定涵义,但也难以确

认这里所说的“贵族”究竟管到哪一级别.并且,“贵族”一语的出现频率应该说相当低,遍检中古史

传,除去重复,不过寥寥数条而已⑤.总体来说,今天所谓六朝贵族制论的核心范畴,很难说是从中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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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据葭森健介的介绍,“在日中两国的魏晋南北朝史学者第一次会聚一堂的１９９２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上,日本的中国史

研究者将‘贵族’一词作为关键词来展开自己的研究,这是为什么? 这个尖锐的问题被摆到了桌面上,成为中国学者质问日本学者的

一个关键问题”([日]葭森健介:«内藤湖南与京都文化史学»,张学锋译,内藤湖南研究会编著:«内藤湖南的世界:亚洲再生的思想»,
第２１９页).葭森氏并已论述过内藤在日本史研究上同样秉持着“历史从以贵族为中心的时代向以民众为中心的时代发展变化”的
观点(同上,第２２５页),并推论其学问的拓展步调可能是“给平安时期的‘贵族’文化带来深刻影响的隋唐文化,也就应该带有‘贵族

性’的要素”,亦即其认识为“他对日本史的理解在中国史上的投影”(同上,第２５１页).
如学者已意识到的,所谓“唐宋变革”的类似说法并非内藤最早提出,也不专属于日本学界(参见李庆:«关于内藤湖南的“唐

宋变革论”»,«学术月刊»２００６年第１０期).我们对内藤这一学说的重视,毋宁说应当着眼于其论说体系的依据及视角,而非某个泛

泛提法的发明权.
[日]川合安:«日本的六朝贵族制研究»,«南京晓庄学院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１期.
[日]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第３０８、３１０、３２５页.
我们习用的“士族”、“世族”、“门阀”、“阀阅”等术语,在六朝文献中同样相当罕见(仇鹿鸣已统计指出“士族”一语不仅少见

而且晚起,见氏著«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３４页).我们今天对六朝史应用的这些基

本范畴体系,可以说都不是“原生态”的.



表述中自然提取出来的.
但在日本史中,“贵族”却是一个常见的基本范畴,从上古一直用到了明治时代.尤其在讨论日

本统一国家形成初期的奈良、平安朝时,“平安贵族”或“藤原贵族”等范畴可以说是理解这个时代的

关键术语.“贵”和“贵族”并不是后代史家赋予那个时代的概括,而就是古代日本固有的用语.“８
世纪初确立的日本律令制的位阶制度,从正一位至少初位下,共有３０阶,其中三位以上者称为‘贵’,
四、五位者称为‘通贵’,也就是说,五位以上皆被视为贵族.这些五位以上的贵族不仅在经济上、刑
法上享有特权,而且依据他们各自的位阶,其子孙只要满２１岁,就可以自动获得一定的位阶(即所谓

的荫位制),由此确保贵族的子孙能够比较快地升至与父辈同等的地位,以便于贵族阶层的延续.此

外,律令制下的位阶与官职之间基本遵循官位相当制,即官与位之间相对应的关系五位以上的

贵族占据了律令制国家机构的中枢要职”①.从这些基本的概述中,我们已不难看到中日贵族制论之

间的颇多共通之处.这种共通是偶然的、零散的吗? 抑或是具有社会构造、时代阶段意义的整体像?
中国学界熟悉的著名日本史家家永三郎,在这方面留下了两种探骊得珠、富于理论概括力的专

著:«贵族论»和«古代貴族の精神»②,提供给我们比较观察中日古代贵族制的宝贵资源.通过观察一

下日本古代贵族制的形态,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日本学者会从贵族制的角度去把握六朝,也
有助于我们在更普适性的原理层面理解六朝社会:

１．家永氏指出,日本贵族“无一不须标榜自己为氏姓社会贵族的后裔”,“所谓贵族,并不仅仅是

在现实中拥有尊贵的地位,其要素在于保持尊贵的出身与血统”.亦即与个人的位高权重相比,家族

血缘的尊贵才是贵族地位与自我意识的根源.这与六朝贵族依仗“冢中枯骨”余荫、夸耀家门久远的

表现显然相通,事实上也是人类历史上各种贵族社会所共有的性质.

２．朝廷官职为贵族所独占,日本贵族制子弟不须考试或积累功绩,凭借家门便可于二十岁出头

直接获得相应等级的任官权:“官人的任用升进通常也须考虑氏姓的大小尊卑,因此氏姓阶级的身份

特权也都在律令制度内得到了温存.像这样,前代的贵族都尾大不掉地保留下来,成为了律令国家

的上级官僚.依据选叙令,三位以上者的子孙,以及五位以上者的子孙,在二十一岁后便有以父祖恩

荫而得以无条件叙位的荫位特权;而依据学令,得以进入作为官吏培养机构的大学就学的,除了东西

史部之子外,原则上也是仅限于五位以上者的子孙的.总之在一切的方面,官职都只能为贵族所独

占,被封闭在世袭范围之内.”日本贵族官制有三方面的特征:贵族垄断、自动授官、官品对应家门等

级.这在六朝门阀社会都有很鲜明的表现(连高门子弟二十左右入仕的情形都与日本如出一辙),也
正是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の研究»所着重研究的方面.

３．日本贵族同时是在中央朝廷中担任高位的官僚,这与六朝贵族也完全相同.而家永氏针对这

种身份上的兼容性作出了独特的阐释.首先是其特权性:“大化二年发布了改新之诏,在废除氏姓阶

级的土地人民私有权的同时,规定‘以食封赐大夫以上’.从中可以确认律令制官僚将享受特权

视为理所当然的露骨意识.只要存在这一意识,律令国家的官僚便无法只是官僚,而必定会形成贵

族阶级.”“一旦获得了上级官僚的地位,其身份在制度上就可能是世袭的,因而他们也就凭借着世袭

的高级官位和经济特权,得以永久保有了贵族身份.”这一界说综合考虑了政治身份、经济资源和社

会意识等因素:政治经济特权确认了其“贵”;世袭性身份则保证了其为贵“族”而非个人性的利益.
更重要的是,从国家到个人,都意识到这种世袭特权,并对这种意识予以承认,而不是加以批判否定,
这与南朝士大夫所谓“士庶之际,实自天隔”正表现出同性质的自我认知.

４．贵族之为贵族而非仅仅是朝廷官僚的第二层理由,在于其身份与理想的自我认同:“律令制度

５３比较视域下的回顾与批判———日本六朝贵族制研究平议

①

②

王海燕:«日本平安时代的社会与信仰»第一章第一节“平安时代‘贵族’的范畴”,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３页.
«贵族论»为«新日本史讲座古代后期»的一种,东京:中央公论社,１９５９年;«古代貴族の精神»则为«岩波讲座日本文学史

２:古代»的一种,东京:岩波书店,１９５８年.



一方面提供给他们贵族特权,另一方面又要求他们承担作为国家官僚、君主臣子的义务.在这一点

上,律令时代(按:７ １０世纪)的贵族必然在身为贵族的同时,又不能不保持着作为国家官僚的侧

面.”“律令时代的贵族在一定程度上仍保持了公性的官僚意识,与此相比,藤原时代(按:１０ １２世

纪)的贵族则完全专注于一家一族之事,几乎完全失去了作为国家官僚的自觉.”亦即在日本古代史

上,贵族的发展呈现出一条从“半公半私”发展到完全“私”性的轨迹,亦即作为国家公务员的机能逐

步形骸化,公职只作为其谋求家族及本人利益的工具,而非为之贡献自身的目标.执此反观六朝,可
以说整体上并未发展到最后的阶段,中国士大夫始终未曾全体褪去作为基本教养的儒家底色;但在

六朝尤其江左五朝,王谢高门子弟的许多事例中仍可见到这种极端表现,如史书中对“公子简贵,素
不交游”、“遗物事外”、在职不理政务的贵公子形象的书写,乃至所谓“清谈误国”等表现,如果理解为

贵族性具有必然性的发展方向,未尝不能帮助我们更合乎逻辑地理解这些历史人物及表现.

５．贵族处于高低等差社会中,故贵族俯视平民、高等贵族俯视低等贵族:“他们占据着外观上的

高贵地位和狭隘的世界内部,微妙地怀抱着高度发达的文化,安坐于社会的最上层,以轻蔑的眼光俯

视其他阶级的人们.地方上的粗俗平民被视为异类生物,这是不待言的,在最高贵族眼里,就连下级

贵族也不过就是另一世界的存在.”这与裴子野所指摘的六朝“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黄散之孙,蔑
令长之室”①情形若合符契.

６．对礼仪、“故事”的高度重视:“他们居于最高身份,恣享荣华只要维持现状就已经足够.
他们不但没有树立新仪、进行革新的心思,毋宁对此是避之则吉的.在公事上确立先例故实哪怕一

举手一投足的违误都被指责为‘有大失’.这毕竟无非就是因为,墨守先例故实,乃是基于惰性而得

以维持的统治地位的象征的缘故.”最后两点作为文化上的表现,也正常见于六朝人物,稍读史书即

知,毋庸烦举事例为证.
以上种种方面,都可看到日本古代王朝贵族与中国中世“贵族”之间的契合身影.两者之间究竟

是否原理性的同质? 还可继续讨论.但日本学界何以会选择了这样的术语和理论来解读中国史上

的六朝士大夫,也许通过这一观察我们已可多少获得理解.正是日本史上固有的这种认知,使得日

本学者在观察中国文明时得以敏锐地捕捉到这一阶段的特性.当然,跨文明、跨国度的比较常不免

含有“格义”过度、削足适履的危险,但比较性立场却也让我们获得了超越具体个别人事,进行原理性

探测的依据.

五、纠缠于政治史? 贵族制的两种理解模式

无论是面对唐宋变革论,还是作为其重要一环的六朝贵族制论,中国学界似乎都天然地倾向于

从政治史(包括制度史与事件史)的角度去理解这一学说.然而,如果从内藤本人的学说出发重新考

虑,将贵族制的意义或适用领域等同于“贵族政治”,则这一解读方向或许从一开始就与学说本旨有

着微妙的异同.福原启郎已注意到,«中国中古的文化»“叙述限于‘文化’这个特定的范畴,它与侧重

政治、社会、经济史等方面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贵族制研究趋势不一致”②.事实上,内藤相关论说的

篇题都是标举文化史、时代史为目,“贵族政治”只是其在具体论述中的一个次级范畴.我们有必要

注意到内藤自身所抱有的鲜明文化史观.他并不把政治视为人类历史与社会的核心,而是强调唯有

文化才是人之异于动物之处.在这一观念下,政治非但是无关重要的,而且只不过是应被否定的,争
权夺利的动物性残留而已.他曾露骨地说:

　　世人扰扰,到今天也还热衷于政治,什么事情都可以不管不顾,唯独对政治喧嚣不已.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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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一二八引裴子野«宋略»,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６年,第４０３９页.
[日]福原启郎:«内藤湖南关于中世贵族形成的思考方式———通过‹支那中古的文化›的分析»,内藤湖南研究会编著:«内藤

湖南的世界:亚洲再生的思想»,第２５８ ２５９页.



在我看来,政治这种东西,乃是人类生活中原始低等的存在.所谓政治,并不仅仅是人类才有的

东西.政治的核心在于统治,而对“统治”有所理解的决不仅仅是人类.诸如蜂蚁之微,都无不

充分拥有统治权,牛犬之流,也都有高度的统治权.所谓统治,说到底不过也就是动物生活———
用现在的话说———的延长而已.因此在我看来,政治这种东西,不但未见得是人类生活中最重

要的,而且作为动物时代的延续,其实也就不过好比是人类的尾椎骨一样的东西罢了.当初的

贵族,在政治之外还有着多姿多彩的高尚生活.贵族有学问,有艺术,有工艺,有多姿多彩的生

活要素.平民是被统治的一方,君主则是所谓统治的一方,然而却都不得不营最简单的生活.
这既是平民的可悲之处,同时也是君主的极其可悲之处.①

这种观念本身就与一般人,尤其中国固有的史学方向大异其趣.我们也许很难否认直到今天,政治

仍然是最集中地牵动着所有人生活的有力杠杆和核心力量———而且越是政治高度集权的时代,其作

为时代核心的重要性就越难否认.内藤对政治的这种蔑视,与其说是一种历史界说,莫若说是一种

精神取向,期盼历史能从这种政治集权的状况中解放出来,达成人类在文化上的“醇化”、“精粹”生
活.而在这一期待达成之前,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世人扰扰”,除了他以外的一般人是醉心于政治

的.但我们有必要认识到,在内藤的内心中,实际上是非常抗拒从正面意义去理解政治的(他所理解

的“文化”,也是排除政治的).他明确指出,“贵族”对六朝时代而言具有全方位的核心价值,而不仅

限于政治上的观察.如«中国中古的文化»的篇末结语所言:“在六朝时期贵族成为中心在这一

贵族时代发生的各种文化现象,如经学、文学、艺术等等,都具备了这一时代的特征.”②

当然,在具体的研究中内藤仍然将政治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领域来探讨,并使用了“贵族政治的

时代”这种表述.这可以说是此后研究往政治史方向偏移的肇端.而自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の研

究»问世以后,政治制度史更是压倒性地成为了讨论最集中的分野.宫崎将九品中正之法从讨论“中
正”这一具体职衔的设置与机能中解放出来,在贵族制视野下全面铺开了对这一时代官僚体系的探

讨,这一雄厚的基础无疑激发和便利了其后的研究朝政治史、官制史方向集中.包括越智重明«魏晋

南朝の貴族制»、中村圭尔«六朝贵族制研究»等贵族制论著,其论题便大都是以官制为主,围绕着官

僚体系为焦点展开的.具体的政治史方面,冈崎«魏晋南北朝通史»基本是继承了其师的文明史观,
但作为通史,已经不得不以一半的篇幅叙述了政治上的史事.其后不但相关学者研究或多或少都涉

及于此,更出现了川胜义雄«六朝貴族制社会の研究»、安田二郎«六朝政治史研究»、川合安«南朝贵

族制研究»③等专著.川胜所著虽以“社会”研究为题,如前所论他也确实具有从整体社会构造理解六

朝时代的理论思考,但就具体篇章而言,包括曹操军团的构成、东晋贵族制的军事基础、刘宋政权的

成立与寒门武人等,都是不折不扣的政治史课题.事实上,他对豪族和贵族的区分,本身就会自然地

导向政治史研究:

　　豪族未必就是贵族.要成为地方上的名门望族,更进而成为贵族,非得添加上某种能授予

他们高贵性的东西不可.这种东西就是官位,是由政治权力保证的身份上的高贵性.“豪族”可

以单纯作为社会性的概念来把握.然而“贵族”这一概念中,却加入了浓厚的政治色彩.极端来

说,“贵族”原本就是政治性的概念.④

可以看到川胜意中的“贵族”,与前期学者的使用已有了相当明显的分歧,其与豪族相区分,而被

限定在与中央政治紧密互动的少数门阀中.要探讨这样的贵族,自然不可能再与政治史分离.这恐

怕代表了战后贵族制论相当典型的一种理解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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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日]内藤湖南:«近代中国的文化生活»,«东洋文化史研究»,第１２０页.
[日]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内藤湖南博士中国史学著作选译»(上),第３１１页.
如川合安自言,他就是在自觉意识到“贵族制”这一课题包含了“贵族政治”与“贵族制社会”这两大侧面的前提下选择了“贵

族政治”作为研究对象的([日]川合安:«南朝贵族制研究»,东京:汲古书院,２０１５年,“序论”第３ ４页).
[日]川胜义雄:«六朝貴族制社会の研究»,第４页.



从政治史的角度去理解贵族论,很显著的一个自然倾向就是将焦点集中在中央王朝的高等官僚

身份上,从而将贵族定义为具有中央政治影响力的家族.而这也正是欧美世界士族研究者的主流立

场.由此更出现了一个显著的问题,就是很容易以特定门阀家族作为代表者,着眼于这些家族的兴

衰来论证时代属性.例如南朝后期至唐初,王谢家族显然在大多数时候已经不能占有政治上的实

权,尤其侯景之乱后,旧贵族层已在大乱中分崩离析,这一点即使贵族制论者自身也是认同的,如冈

崎、川胜等都认为贵族制在梁陈之际就告结束.
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理解,就会引发一些具有必然性的质问.例如,如果掌权家族不够稳定、掌

权时间不如预想之长久,或权力没有强大到期待值(例如和君主并驾齐驱或凌驾其上),则“贵族制”
是否还成立? 是否应换为其他表述(门阀政治/精英家族/寡头政治等)更为合适? 又例如,掌权的少

数家族衰落后,贵族制是否就告结束? 亦即所谓贵族制时代究竟延续到何时? 但宫崎市定对这一问

题,其实早已预言般地作过答复.他指出:

　　君主的政治权力,时而足以压制贵族,尤其当王朝革命之际,纵使大贵族也会成为政治斗争

的牺牲品而遭灭顶之灾.然而,君主权力尽管能够排除特定的贵族,却无法消灭金字塔型的贵

族群本身.在二三大贵族灭亡之处,随即便会有其他贵族代入补缺,金字塔之为金字塔,依然是

一直屹立不倒的.
就个别的贵族来说,经历南朝灭亡、隋末大乱之际的冲击,走马灯也似变换,部分地新陈代

谢,然而一旦天下安定,和平继续,新的唐朝式贵族的金字塔型便又成立.①

很显然,宫崎市定的解释对象虽然是政治史的,但其解释立场却是社会史的.个别事件、个别人物乃

至家族的兴衰存亡并不是决定性的,在其背后的社会构造是否延续维持、稳定地发挥作用,才是判断

一个时代性质的关键所在.如果认同宫崎市定的这一立场,则仅仅作为这一社会结构在特定时期的

符号的王谢门第是否衰落,王谢子弟是否还能在新朝担任高官(更不必说是否具有实权),实际上都

已是与贵族制理论不相冲突的问题了.
归根到底,宫崎与川胜对“贵族”的理解,实际上代表了两种基本的范式:１．血缘等级制社会中的

上层阶级.２．掌控中央政治的特权家族.这两者在对象上有重合之处,但理解重点及推演方向却完

全不同.宫崎观念中的“贵族”,是一个比少数中央寡头家族庞大得多的社会阶层,从适用人群来说

其实更接近于川胜观念中的“豪族”,而重点则在于强调门阀间高低格差的等级性.
从这一问题点回过头去追本溯源,便会发现内藤湖南从一开始就不是从“若干固定的大贵族或

大家族把持中央权力”的角度,而就是从等级制的角度来理解贵族制度的.他引用«孟子万章下»
所谓“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

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指出在贵族体制下,君主虽然居于最高一级,但却“既非在此等诸

侯之上鹤立鸡群拥有极大权力与地位者”,“也并非是拥有超越百官之上的大势力及优越地位者”②.
并且当时的名门望族“几乎都是超然于他们在当时的政治地位的.虽然当时的政治堪称为贵族全体

独占之物,如果不是贵族就不能当官,然而第一流的贵族却未必就会成为天子宰相”③.换言之,最高

的政治权力和最高的贵族个体之间并不是划等号的,“贵族”对“政治”的垄断,是一种对社会集团的

宏观理解,只要这一阶层依然存在,权力依然垄断在这一阶层手中,那么到底是谁,是哪一家族获得

了权力,其实都不影响时代性质.就此而言,宫崎市定确实是内藤湖南的真正继承者.如果一定要

强调掌控了中央政治权力的才是贵族,那么政治权力的失落与否就成为判别贵族乃至贵族制社会的

重要标准,而这显然是有悖于内藤学说本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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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宫崎市定:«東洋的近世»三«中國近世の政治»,第６３页.
[日]内藤湖南:«支那论»,转引自[美]傅佛果:«内藤湖南:政治与汉学(１８６６ １９３４)»,第１９９页.
[日]内藤湖南:«概括性的唐宋时代观»,«东洋文化史研究»,第１０４页.



从这个意义上说,守屋美都雄以来日、美、中学界针对个别中古家族的实证研究,虽然无疑具有

高度的价值,也更有可能提出别具意义的解读思路,但就讨论“中国中世是贵族制时代”这一命题而

言,其有效性却值得商榷.无论有多少大族被论证为在某时期兴起或衰落了,都无法证否(或证明)
贵族论者的这一命题.这两种思路毋宁说是平行不悖的.如果以此命题为中心,也许更应当讨论的

是:中古时代是否确实存在过这种血缘性的身份等级制度并在社会中发挥了中坚作用? 如果是肯定

的,则其与其他时代是否有本质的不同? 窃以为这才是判定所谓六朝贵族制论是否成立的要害

所在.
不能说走向政治史、制度史研究的贵族制论是有问题的,恰恰相反,它开拓了恐怕内藤自身都未

能清晰探究的新天地,应当视为贵族制研究的充实发展.但反过来,如果执著于政治史的视域,用于

评价六朝贵族制论,则未免有过度狭隘的嫌疑,而这种立场更不能用于评价内藤最初倡导这一学说

的本旨.就笔者个人的观感而言,如果执著于政治史的视角,一定要为中世各种事件和个别职名都

找出“贵族”影子,加上“贵族”帽子,实际上是六朝贵族制论的最弱一环.因为政治尤其中央政治的

相关行动者,总是以官僚身份出现的.无论怎样透视其背后的贵族属性,强调其自律性之类的“本
质”,也无法抹杀皇权下的官僚体制在其间的显著作用力.自贵族论者第二、三代以后,对这一方向

的执著努力,往往不免令人惜其用力多而成功少.如川合安所指出的,像唐代门下省的封驳权是否

代表贵族意志之类提法,就连贵族论者内部也是众说纷纭,甚至有些与内藤湖南已是貌合神离①.归

根到底,六朝贵族制论在狭义政治史上的论述,往往无法成为排他性的史实解释,而只是对皇帝官僚

制立场的一种视角转换与互补.六朝时期的皇帝只是贵族阶层中的一个机关,抑或贵族仍是皇帝属

下的臣子,不过是事情的一体两面.如果回到内藤提出六朝贵族论的原意,也不过就是基于对贵族

阶层这一居于皇帝与庶民间的庞大力量的意识,对比宋代以后贵族消亡、皇帝与平民间彻底悬隔的

状态,将皇帝视为最高位置的贵族而已.他并未否认皇帝的存在,也并未否认皇权仍是贵族社会中

地位最高的一个单元.因此归根到底,贵族制论在政治史中当然可以、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但其

意义毋宁说更在于提醒史家注意到这一时期“官僚”所具有作为“贵族”乃至“豪族”的“自律性”,以及

其介于皇权与庶民之间承担的枢纽作用和力学功能,而不在于,也无法否定皇帝统治的一贯存在.
这两种视角完全应该可以融合齐观,在观察动态的具体人物、史事时合宜运用.

六、贵族制论的舞台:政治史? 文化史? 时代史?

在政治史之外,从社会文化史,尤其思想史、文艺史的角度,六朝贵族论却有着皇帝官僚制视角

所无法提供的重大长处,那就是对整体时代史性质的把握力.日本后来的贵族制论史家往往迷于此

点,未免予人多歧亡羊之感.当然,在其中也有若干游离或超越于政治史思路之外的论著,虽然未能

像«九品官人法の研究»那样提供完美的范式,但作为具有潜力的学术方向,则值得专门作一评述.
事实上,在«概括性的唐宋时代观»中早就论及,但在史学界或许只是作为贵族政治及经济史的

一点尾巴来附带阅读的,就是内藤湖南在该篇后半所论述的学术、文学、音乐、美术各方面的唐宋变

革.他指出,学问上汉魏六朝是重家法、师法的注疏之学,唐中期后开始自出新解;文学上流行骈体

文、五言诗,唐宋开始则变为形式自由的诗词散文、形式复杂的戏剧、自由表现的俗语,“贵族性文学

就骤然一变,朝往庶民性文学的方向发展了”;绘画上盛行壁画,以彩色为主流,是用于装饰宏伟建筑

物的“贵族的道具”,“画的意义不过在于说明事件而已”,五代以后则水墨画、卷轴装兴起,平民之流

亦可随身携带欣赏;音乐上以舞乐为主,“尤其与贵族性的仪式相适应”,宋以后则模拟物象,迎合底

层平民的趣味.以上变迁大势的勾勒虽然主旨在于阐述唐宋变革,但其主线仍然紧扣“贵族文化”向
“平民文化”的转变,虽然语焉不详,但每一点都带出来那个时代一个完整侧面的速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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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藤以后,由于前述理由,在这一方向的发展显著弱于政治社会史的讨论.最有代表性的论著,
当数森三树三郎(１９０９ １９８６)«六朝士大夫の精神»和吉川忠夫(１９３７ )«六朝精神史研究».与前述

出身于东洋史学科的学者谱系不同,森毕业于京都大学支那哲学科,是思想史的路数.如前所言,内
藤、冈崎对东汉魏晋社会的理解,都有浓厚的文化史观或曰文明史的色彩,但这与从思想内部去理解

所谓贵族的世界,仍然不是一回事.森此书开宗明义认同六朝士大夫的贵族性、豪族性,但与当时从

土地贵族、财产贵族角度的一般理解相比,他强调六朝士大夫乃是官职贵族和教养贵族.换言之,所
谓大土地所有往往是其获得官职以后的结果.又因为贵族任官多半是由其家门先决的,故士大夫社

会具有“私”的秩序,他们虽然热衷于官位,却对政治漠不关心(这与前述宫川、家永所论显然相通),
而是全身心投入到学问世界中去求取人生意义.这种身居高位而对政治关心衰退、明哲保身的特

性,导致其清高而失去行动力.在吉川书的序章«六朝士大夫的精神生活»中,作者指出“在宋代以

后,士大夫和庶民之间的关系是流动性极大的;与之相较,以出身门第为存在原理的六朝士大夫自然

而然地就倾向于形成排他性、封锁性的社会.之所以文学的创作,哲学的谈论,都往往以在宫廷、贵
族的沙龙乃至于特殊限定的狭小圈子为中心,其原因正当亦在于此”①.这里所谓排他性、封锁性的

社会构造,显然渊源自其师宫崎市定所阐发的金字塔式等级社会,而吉川敏锐地将其扩展用于解释

文学、哲学等方面的表现.六朝大兴的骈文也是与贵族精英的知识自矜相适应而产生———这又是继

承了内藤之说的发挥.值得指出的是,中村圭尔已试图借助这两部著作中对中世贵族心态、精神的

讨论来观察当时人的任官逻辑②,这指示出政治史、官制史并非与文化史心态史截然分途,而是具有

内在关联的,完全可能共同构成整体时代理解.
文学方面,作为贵族制论的大本营,京都大学的中国文学研究反而几乎未出现相关的回应之作.

吉川幸次郎虽然赞同贵族论,但其学说路数却完全上接乃师狩野直喜,走的是经典注疏和文艺分析

的路子,而非对文学史作结合外部环境的框架构建.京都学派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与中国本土学界

交往甚密,受影响甚深,这可能也减弱了他们从身边的史学领域汲取营养的动力.相较而言,反而是

非京都学人更有从事于此的热情,九州大学冈村繁撰有«六朝贵族文人的怯懦和虚荣———关于“清
谈”»一文,试图从九品官人法造就门第社会的角度阐述魏晋文人的软弱与虚荣气质,进而探讨东晋

文学走向玄理化的原因.东京方面,石川忠久及其弟子佐藤正光、矢岛美都子等则受到«九品官人法

の研究»的深刻影响,试图将贵族社会论应用于陶渊明、谢朓、庾信等六朝文人研究中.但总体来说,
这些尝试多半有些生硬,往往是在对人物的研究或原理分析上较为得心应手,一旦落实到文学表现

上便又回到分析鉴赏作品的老路上去了.“贵族论”只成了套在文学研究身上的一件外衣.
综合以上论著,可以看到其成绩,但更多的是不足,显得零碎甚至牵强.虽然也各具风采,但整

体而言无论广度深度都未能超出内藤当年所论,不能不令人遗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这

个方向与战后史学主流大异其趣.对马克思主义史家而言,哪怕是用“贵族”这样非经济基础、土地

所有形态的范畴来讨论政治史、社会史,都已不足与论把握历史本质了,更遑言“心态”、“精神”云云.
可以想见在那样的氛围中,思想史、文化史实在没有发展起来的土壤.其成果的丰厚深入无法与政

治史、官制史相比,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是,这并不表示贵族制论在文化史、艺术史领域就是无用武之地的.事实恐怕恰恰相反,以往

研究的贫弱留下了更富于挑战的课题.与受限于权力和制度的官僚制、政治史研究相比,“文化”是
由个体的人来承担,来创造的.而如前所述,贵族论最初从内藤脑中起步时,正是从“中世人丰富多

彩的生活”这一原点出发来思考问题的.人被既定的社会构造所约束,又在社会中努力发展、改造社

会.“贵族”与“贵族制”的互动是超越了上层权力世界而辐射至全时代的.如果跳出六朝,打开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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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从中日乃至世界共通的视角予以比较观察,则前揭论著仍然给我们提供了具有指引性的思考方

向.家永三郎曾引清少纳言«枕草子»中的名句“不相称之事:小人之家降雪,或月光洒入,为可惜

也”,指出极其重要的一点:

　　与民众显著隔离的这一时代的贵族,醉心于夸耀自己的高贵地位,不必说对一般人民的特

权意识,就是贵族内部,阶层的上下之分也极其敏感.
不论是风花雪月的审美情趣,还是这种情趣中所产生的艺术之美,在她看来都不应与“小

人”有关,而是仅限于贵族的特权世界内部的.①

在身处森严等级的贵族眼中,宇宙万物的秩序都以等级为依归,他们所见的美与自然亦不外如是.
由具有这种世界理解模式的人来推动的历史,与今天的差异应是一目了然的吧.而在贵族视寒门若

草芥的同时,低等的武士对贵族文化亦怀抱着“憧憬与警戒并存”的心理,“贵贱”“清浊”成为人与人、
群体与群体之间关系亲疏好恶的基准:“源赖朝责备筑后权守俊兼重迭十余领小袖便服使之重色的

行为,训诫其应切去小袖下裾,‘若常胤实平者,清浊不分之武士耳各衣服以下,当用粗品,不好

美丽’这意味着赖朝认识到贵族性的文化价值与武士性的文化价值在原理上有所不同,主张作

为武士,理应舍弃前者而追随后者.然而即使是面对着贵族文化的浸染,拥护武士文化的赖朝其人,
也屡屡将京都的文化人士招揽到镰仓,丰厚接待.”②与之相较,南朝亦有著名的轶事:陈显达烧其子

麈尾,称“麈尾蝇拂是王、谢家物”③,其背后正有共同的心态.以２１世纪人的思维方式,是无法对此

作出圆满解读的.这样的互观让我们看到,贵族制对合乎逻辑地理解那个独特时代的人物心态及行

动,确实具有重要的作用.
家永三郎进而提炼出贵族文化的四项重要特色:

１．特权性(非民众性).如上举«枕草子»之例.“这种阶级上的封闭性,同时是与中央都市相对于

地方农村的封闭性联结在一起的.”④故家永又进而提出与特权性相关联的都市性,也就是非农村性.

２．消费性(非生产性).这表现在:(１)与生计艰苦及劳动者的心情脱离;(２)大量采用消费性生

活的题材.即使与生产相关者也只是从“田间看樱花”式的游民视角来描写.

３．自给自足性(非商品性).“贵族文化的相关文化能力,被要求作为贵族的教养,而在现实中,
这种文化上有才能的人才确实在贵族内部如云辈出.至少在和歌、物语、书道等领域,应当称为‘职
业作家’的人物是不存在的.”家永进一步指出,贵族虽非职业的匠人,但却具备指导职业专家的高度

能力,“绘画也好汉学也好宗教也好,不少贵族男女是有着不输于专门画师、博士和僧侣的专门教养

的.”⑤这一点,与颜之推感叹王褒入北为人书碑之事完全相通,也是目前文学界观察中古文学、文人

最关心的前沿视点之一,即从现代色彩浓厚的“作家”论转入完整的古代士大夫知识构造、所处环境

及其书写产品的解读.
与此相比,庶民文化在职业化、商业化上的发展无疑是显著的.因此家永又由此得出一个重要

的论断:“町人文化和现代文化基于其商品性,必然不得不迎合消费者、需求者,并且需求者的文化能

力通常比生产者要来得低劣,因此文化也就自然不免于低俗化的倾向.而与之相反,对自给自足的

贵族文化来说,贵族自身的文化能力的最高水准,同时也就是文化的一般水准,其间并不存在差距.
不管是町人文化还是市民文化,都往往可见低俗化的倾向,而贵族文化却能免于此弊,其理由正在于

此.”⑥结合１、３两点,家永进而提出“私性,也就是非公共性”.即贵族文化是基于封闭性的特权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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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为了该阶级自身(而不是外在于创造者的消费群)而创造的,故其一切都是为了自身的享受悦乐,
故能精益求精,超越现实的功利目的.

４．高度(性).即贵族由于吸收了大陆外来的先进文明而获得的文化先天高度.这一点与中国

显著不同.家永进而提出精炼性,也就是非粗野性.
显然,从日本贵族文化提炼出来的这几种特色,有其自身历史环境中的特性,但更引人注目的是

其与六朝文化的共通之处.此外,史学巨匠津田左右吉的名著«文學に現はれたる國民思想の研究»,
第一册就是«貴族文学の時代»,其中也早已指出以下与“贵族制”、“贵族性”密切关涉的文化事象:

１．“(贵族文学)处在非以语言诉于公众之耳,而是以文字传写的条件中,而印刷术又尚未开创,
就连文字也限于受过特殊教育者之间,则文学与一般民众遥远绝缘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而在这个

财富与权力集中于中央的时代,贵族性文化的舞台就是都府,因此当时的文化又是都会性的.”①宇文

所安«初唐诗»指出,直到唐代前期,文学仍然是“都城性”的,与此恰相呼应.当然,也有差异,日本古

代都城与地方之间的发展差距绝大(略似法国之巴黎与外省),一旦被放出都即等同于排出贵族圈

外;而中国早经东周秦汉各国都邑的大发展,故国都之外仍有若干大都市可供文化活动之需.但这

只是程度上的差异,六朝隋唐文化之辐凑于京城,是显然的事实.

２．“贵族性、都会性文化,又自然使得贵族都城人士的生活成为私人性、室内性的无论是事

业上还是娱乐上,野外性、公共性的方面都发展不起来即便将吉野的山水看作桃源、视若天台,
游宴度日,驱驰于诗酒间,也不过是将宫廷生活转移于山美水清之处而已.”②

３．“在当时的政府中,比起实务处理的能力来,能为仪式增华的美好仪容,以及优雅的言行举止

才是必要的,而这正是贵族与生俱来的特长.”③关于这一点,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贵族与庶民之间的仪

态举止是有截然区分的,中国东晋南北朝所在事例多有,而日本古代也同样如此.
像上举这些事象,在平民时代的今日看来有许多都是不可思议的.如果我们只是将其作为历史

上过去的一种影像来接受,那当然无需追问其何以如此;但作为同一地域乃至同一文明的先后延续,
何以从那个时代到今天呈现出如此不同的样相? 人们何以会在如此陌生的逻辑驱动下言行,制造出

符合他们生活理性的历史结果? 如果要对此获得整体性、原理性的解答,在笔者看来,贵族制论仍是

至今最有效的一种解释思路.在贯通性地观照整个中世时代的意义上,这一思路仍有广阔的空间有

待开展.而这种思路,一开始就是在跨国度的比较史视野下展开的,在将来也将具有跨越不同文明

和历史时期的普遍适用价值.它所能够、所应当活跃的舞台,应当远远超越狭义的政治史领域,而是

具备着作为一种基本原理而构筑、塑造了那个时代与非贵族制时代在种种方面不同风貌的、整体的

时代史的意义.

[责任编辑　孙　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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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堂论学:梁漱溟特有的论学模式

罗 志 田

摘　要:“五四”前后,中国新的学术典范大体定型,开始确立从提问到表述的一整套“规范”.梁漱溟

恰于此时开创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讲堂论学模式,即在“再创宋明人讲学之风”的意义采用西来的“公开演

讲”新方式.他了解以说服与证明为要项的新论学方式,但尝试了一种经演讲而成书的模式,因口头讲述

而简化新论证规范,往往不经“证明”而直抒见解,实际挑战了形成中的学术典范.这样一种介乎于学院和

“社会”之间的言说方式,虽与学界对话,却不遵循“为学术而学术”的现代诉求,而带有化民成俗的遗风,揭

示出过渡时代里天下士与知识人身份定位和职责的紧张.

关键词:梁漱溟;学术典范;论学方式;说服与证明;为学术而学术;化民成俗

近代中国教育和学术模式的大转换,始于清末,大体定型于“五四”前后,初步确立了新的学术典

范(后来还有调整和发展).早在１８９５年,在很多方面都开风气之先的严复,就提出了一个此后很多

学者一直在因应的判断,即“取西学之规矩法戒以绳吾学,则凡中国之所有,举不得以‘学’名”① .从

那时起,中国的学问和学术,日益向“西学之规矩法戒”倾斜.而其基本特征,就是以日本式的西学分

类来规范中国学术,同时并有从提问到表述的一整套“规范”② .
“五四”后迅速确立在全国舞台发声地位的梁漱溟,则尝试了一种不一样的讲堂论学模式,虽也

采用西来的“公开演讲”新方式,却是基于“再创宋明人讲学之风”③ 的意旨,希望因应民众心中的问

题,带有化民成俗的遗风,多少与“为学术而学术”的新诉求背道而驰,隐寓着“天下”转化后天下士与

知识人身份定位和职责的紧张.从表述和论证的视角看,梁漱溟在演讲中的处理方式,特别是因现

场口头讲述而简化一些现代学术论证所要求的“繁文缛节”(且在整理成书时也没怎么改正),更直接

挑战了形成中的学术典范.
这一与众不同的讲学模式,过去似尚注意不多,本文即对此进行初步的探索.梁漱溟之所以形

成这样别具特色的论学方式,多少与他的成长经历和自我定位相关④ .他自己说过,“虽自幼不断地

学习”,却“不着重在书册上”,所得更多来自其“所处时代环境一切见闻”中⑤ .后来他更强调,自己各

类言学论学之说,“不是书本上的知识,不是学究式的研究;而是从活问题和活材料,朝夕寤寐以求之

一点心得”.因为“其中有整个生命在,并非偏于头脑一面之活动;其中有整整四十年生活体验在,并

　

作者简介:罗志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成都６１００６４).

①　严复:«救亡决论»(１８９５年),王栻主编:«严复集»第１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５２页.

②　这是一个大问题,非数言可了,当另文探讨.

③　梁漱溟:«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转再变»(１９６９年),«梁漱溟全集»第７卷,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８４页.

④　梁漱溟虽任教于北京大学,在外以“哲学”和“文化”著称,内心里却少存轻视“虚文”之意,长仍更看重实用,向来崇尚所谓的

“实学”,后也长期致力于乡村建设,探讨农民运动、社会经济甚至革命等与“虚文”有别的实际问题(详另文).

⑤　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１９３４年),«梁漱溟全集»第２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６６２页.



不是一些空名词、假概念”①.
此前“见闻”与“书册”的对应,与后来“生活体验”和“空名词、假概念”的对立大体相类,有显著的

持续性.这样看来,梁漱溟多次自称不是书生,不敢谈学问,恐怕也有故意说的意思在,隐约表示出

他对相当一些学院中人的不满,所以主动与他们划清界限.尽管不以学者自居,他在内心里恐怕觉

得自己的学问心得还超过那些自视为学者的人.当然,在意识层面,梁漱溟虽对当时尚处发展中的

学院模式有所不满,却未必有意挑战,而更多是履行自己读书人的社会责任.

一、渴望解答的社会和论而不断的学界

在一个秩序大转变的社会里,总是充满了不安和向往.人们的烦恼,往往与秩序转变和调整的

程度成正比.民初的中国,就是这样一个使人烦闷的时代.从个人到世界,内外问题如山,民众期盼

指引,需要甚至渴望着解答.谁能对民众的问题给出立场鲜明、简单直截而又充满希望的解答,就可

能很受欢迎.然而那时能看到问题的多,能给出解答的少(如梁漱溟眼中的“旧派”,就提不出自己的

主张②).同时或因读书人的边缘化已经开始,说话不那么理直气壮;或因现代知识人提倡学术独立,
没有过去天下士那么强烈的化民成俗的责任感;或受西方传入的理性影响,学人的表述讲究分寸;总
之不少读书人表现出展缓判断的倾向,似乎无意给民众以简明的答案.

梁漱溟有着比一般人强的危机感,又传承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士风,故明知自己未必具备讲述中

西学问的充分基础,还是不能不在时不我待的迫切压力下挺身而出.他曾告诉与自己文化态度接近

的王鸿一③,“不能解决当下问题,即不算学问”.王鸿一深感“与吾之心理相同”,盖

　　吾目中既明明看见不安之状态,小之如吾属民生、民德问题,大之为民族建国问题,再扩之

为世界人类生活问题,皆相逼而来.如一切漠不关心,且不屑考究,而谓吾所求者是天人同源之

学云云,岂非梦话? 譬之目见病人,而谓吾将习医以疗之,恐病人不能待也.④

这话表出了当时很多人分享的“问题意识”和焦虑心绪,张君劢曾说梁漱溟开病急乱投药的先河⑤,多
少可以由此理解.那时普天之下,从地方到国家再到世界,处处都是问题,个个问题都是读书人的责

任;无学之人似不能解决问题,但若侧重学理,又恐缓不济急.且依梁漱溟的定义,不能解决当下问

题即不算学问,若仅从事相对虚悬的学理探究,则离学问尚远,又何有于问题的解决.
向有“吾曹不出如苍生何”⑥之使命感的梁漱溟,最不欣赏迟疑的态度.他在北大曾对孔子研究

提出正面三问题,便要求大家“一问一答,闪避不得”⑦.稍后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论及中国应

付文化危机的方法时,更再三强调:我们“须有真实的解决积极的做去,不要作梦发呆,卒致倾覆”;同
时“须要赶快有个清楚、明白的解决,好打开一条活路,决不能有疲缓的态度”.总之,“我们非有根本

的解决不成,决非麻糊含混可以过去的”⑧.这些表述中的潜台词,即那时“闪避”成风,“疲缓”流行,
不少人试图“麻糊含混”过去,使他难以忍受.

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梁漱溟尽管整体倾向于新派,却对新派中流行的“论而不断”方式很感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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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自序»(１９４９年),«梁漱溟全集»第３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４页.
参见罗志田:«曲线救文化:梁漱溟代中国“旧化”出头辨析»,«思想史»(台北),印刷中.
王鸿一(１８７４ １９３０),名朝俊,字鸿一,山东郓城人.他是清末的趋新者,民初的守旧人.长期在山东从事教育,有着巨大

的影响,自己却崇尚农垦实业,是过渡时代一位充满过渡特色的读书人.参见梁漱溟:«悼王鸿一先生»(１９３０年),«梁漱溟全集»第５
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１８９ １９５页.

王鸿一:«致陈亚三»(约１９２５、１９２６年间),收入王鸿一先生公葬办事处编:«王鸿一先生遗著选辑»,山东,１９３６年,第５８
６０页.

张君劢:«明日之中国文化自序»(１９３５年),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０年,第１页.
这是梁漱溟１９１７年一篇文章的题目,后收入«梁漱溟全集»第４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５１９ ５３７页.
梁漱溟:«在孔子哲学第一次研究会上的演讲»(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５日,谷源瑞笔录),«梁漱溟全集»第４卷,第５５５页.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１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３３７页.



新文化人中和他个人关系最好的是李大钊,他在引用李大钊关于东西文明的差别在静与动时指出,
李大钊虽然说“守静的态度、持静的观念以临动的生活,必致人身与器物、国家与制度都归粉碎”,表
现出“似乎要急求解决的样子.但他的结论却很奇怪”,说其“相信东西文明是不能妄加轩轾的,将来

还是必要调和的;并且这调和事业很大,现在我们还不能做”.话虽不错,“可惜没有解决”问题①.
尽管梁漱溟也指出,“这‘论而不断’的态度,也是近来所谓新派的人所通有的,不能单怪李君”,

但他的不满是明显的.所谓“论而不断”,即胡适主张的“展缓判断”,是当年崇尚理性者常有的表

现②.部分或也说明这些人的危机感不甚强,故不急于“解决”问题.梁漱溟能看出这是新派之人通

有的态度,眼光相当敏锐.但这样的理性表现,也可能使热心人失望.王鸿一就不止一次讲过他在

新文化运动时到北大见蔡元培和胡适等人的情形:当“北大新潮发生,蓬蓬勃勃,大有横扫一切之气

势”之时,“教育界同人目迷五色,莫知所从.而吾所得一知半解之教养思想,亦遂不敢自信”.于是

“经北大学生徐彦之介绍晤见蔡孑民、李石曾两先生,谈许久不得要领.始知两先生虽居北大中坚地

位,其实是莫名其妙.后又谒见胡适之先生,并参读各种新书”,仍“觉疑莫能释”.他当时问的是“人
类生存是不是得有信仰与希望? 如谓应打破伦常,到底将此两点移到何处”? 而蔡、胡“两君答语,大
致相同,谓可以移到社会上去.吾谓如移不过去,又当如何? 两君则胡乱解答,现亦记忆不清”③.

梁漱溟自己也不止一次讲过他与北大诸教授对话的故事.那是在１９２０年快放暑假之时,北大

一些教职员为即将赴欧美的蔡元培和几位教授开欢送会,演说者大都“希望这几位先生将中国的文

化带到欧美”,梁漱溟则很想知道“大家所谓将中国文化带到西方去是带什么东西”? 且“中国文化究

竟何所指”? 对此在座的人都未认真回答.这使梁漱溟非常不满:“如果不晓得中国文化是什么,又
何必说他呢! 如将‘中国文化’当作单单是空空洞洞的名词而羌无意义,那么,他们所说的完全是虚

伪,完全是应酬.”④

这个故事很能体现梁漱溟的不满,不过这是北大内部的问答,而王鸿一等校园之外的人,也曾希

望从新文化人那里获得解答,颇提示出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力.大概那时不少人都曾带着自己的期望

和疑问去向已具声威的北大老师们请教,而那些来去匆匆的教授们,对这类人生、文化的基本问题,
或以漫应之的方式对付,并未认真回答;或秉持理性态度,对此类根本性的问题“展缓判断”,故只有

“论而不断”.更可能两者兼而有之,然皆导致提问者的失望和不满.
王鸿一在晚清是典型的新派,入民国后文化态度虽转趋守旧,倒有些像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在自

杀前曾给民国以证明自己的机会一样⑤,也曾给当时的新派以释其疑的机会,却仍以失望告终.故其

得出的结论是,那些留学“欧美学生,很有极好学识者,何以不见重于中国社会? 因多半属于极冷酷

之理智派,假批评、怀疑为藏身之具,而不肯为同类洒一滴之血汗”⑥.或即有感于民初欧美留学生的

蓬勃“气势”,梁启超在“五四”后曾叹惜晚清西洋留学生很少参加新思想运动是“深有负于国家”⑦.
这与王鸿一的不满,多少也有异曲同工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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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本段与下段,见梁漱溟讲,陈政记:«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演录»(１９２０年),«梁漱溟全集»第４卷,第５８３页.
关于胡适的“展缓判断”,参见余师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沈志佳编:«余英

时文集»第５卷«现代学人与学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７５ ２７７页.
王鸿一:«三十年来衷怀所志之自剖»(１９２９年),«村治月刊»第１卷第１１期(１９３０年１月);王鸿一:«致王近信»(１９２６年１１

月２２日收到),«王鸿一先生遗著选辑»,第５７页.按王鸿一晚出的回忆文字添加了一些“俄化”的新内容,有倒放电影之嫌,但大体

的失望感则是前后一致的.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１卷,第３３０ ３３１页.按此处原文为“中国文化究意何所指”,“意”字或为

印刷致误,从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３年旧版改.说详罗志田:«文化翻身:梁漱溟的憧憬与困窘»,«近代史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梁济于１９１８年以殉清自杀,但那时民国存在已好几年了,他在遗书中明言,这是因为给民国机会以证明鼎革是值得的.说

详罗志田:«对共和体制的失望:梁济之死»,«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５期.
王鸿一:«致王近信»(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１３日收到),«王鸿一先生遗著选辑»,第５５ ５６页.
梁启超著,朱维铮校订:«清代学术概论»(１９２０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９８页.



通常读书越多,越不敢随意回答基本性的问题.故新文化人的论而不断,可能是出于理性的展

缓判断,却给那些渴求解答之人以虚伪的印象(梁漱溟所讲故事便提示出他有同样的印象).尤其在

人心激动的时代,理智便可能意味着冷酷,让人产生“假道学”之感.王鸿一就说,那些欧美留学生正

与“宋元性理派”相等,“任中原沦于胡夷而漠不关心”.故他在“北京学界中”,“只承认漱溟一人”,因
梁漱溟受他父亲梁济的感动,“确有学行一致之意味.其他皆是流氓学者,无可商量之价值”①.

其实王鸿一是想与他们“商量”的,也有过尝试.如上所述,当时不少人都带着类似“朝圣”的心

态去北京学界寻求解答,说明那些读书人其实很“见重于中国社会”.然而他们又常不能让那些怀揣

敬意前来寻求解答的人满意,大概也是事实.当年新旧之间跟精英与大众之间的歧异,有时可能产

生于误会,却强化了双方之间的紧张.
例如,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引起的辩论中,当时就有读者对争论的趋于细微和专门化表示不

满,因为梁漱溟提出的本是要在众多生活路向中“寻出一条最好的生活路向”,大家的辩论似应集中

于此,“以决定现在我们活着该取什么态度”.不幸学者们却在“辩论这是佛说的,这不是佛说的”;或
“辩论这样说是深,那样说是浅”.就算一方辩论得胜,也“不过是空话”,“到底于我们寻求真义、为将

来自身应用而不是单单作过去的考证的,有什么关系”? 这位投书者指出,“现在诸先生所辩论的,离
开初意很远了”②.可知至少对一些读者而言,那次辩论已经过于学究化而离题较远了.

这是一个颇具诡论意味的现象.学者们的辩论往往容易走入可能是非常细微的专门方向,甚至

沦为“功力”高下的较量;但不少读者却希望得到简明直接的指引,甚至欢迎表态式的站队.毕竟学

者们讨论的可能恰是其术业之专攻,所论即所业.而很多读者却是“业余”的,他们需要先以全力谋

生,然后“拨冗”关注这类生活路向的宏大问题,的确“无暇”进入碎片化的细节,不论这些细节与更大

的整体有多么密切的关联.
近代适逢参与意识较强而其数量也足够大的边缘知识青年的兴起,出现了老师“向学生学”,成

年人“跟着少年跑”,听众决定立说者命运的重大社会变化③.“澄清天下”的责任,已很难由过去那些

天下士独力承担.然而边缘知青往往面对着解决温饱的生存压力,对他们而言,深思的确是一种奢

侈,有些问题或不得不让“有食者”(不论是“肉食者”还是“蔬食者”)谋,然后给出答案.然而如余师

英时所指出的,胡适思想的“内在限制”,就在于“它无法满足一个剧变社会对于‘改变世界’的急迫要

求”④.胡适如此,其他很多学院中人亦然.
在这样的背景下,甚至一些学院中人也表示,在论学和论世之间,需要从权处置.张申府在批评

胡适时就提出,“人在治学时是可以理性些,是可以怀疑的.若是在行动上,只有勇猛的往前追,绝不

可先对你自己作的事怀疑”.因为“国家好不好,本须我们努力.先有一理想作目标,而设法完成

之”,没有犹豫怀疑的余地⑤.他所说的“行动”,更多是指面向边缘知青(即可能的行动者)的世论,或
者就是一般所谓议政而已.那意思,这类言说就必须黑白分明,可以不必太理性.

若从听众拥护与否的角度言,张申府可能说出了“正确”的看法.新文化运动时期影响最大的陈

独秀,就向持不容人怀疑的态度,特别在他认为“是非甚明”之时,就“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
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⑥.如他曾提出“人类之文化是整个的,只有时间

上进化迟速,没有空间上地域异同”⑦.这类斩钉截铁的表述要让偏于理性的学人接受,可能就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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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王鸿一:«致王近信»(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１３日)、«致王近信»(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２０日收),«王鸿一先生遗著选辑»,第５６、５４页.
王晋鑫致张东荪等(１９２２年４月１１日),«时事新报学灯»１９２２年４月２７日,第３ ４版.
参见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修订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３１ １５２页.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现代学人与学术»,第２７６页.
张申府讲,吴培申记:«客观与理想»(续),«新晨报»(北平)１９３０年６月２４日,第２张第７版.
陈独秀:«文学革命(答胡适之)»,«新青年»第３卷第３号(１９１７年５月).
陈独秀:«精神生活东方文化»(１９２４年２月),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３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１９８页.



有所修正,以显出说理的分寸.但要得到更广大的听众欢迎,像这样绝对而醒目的表述,或反更容易

引人注目.
梁漱溟其实特别佩服陈独秀言说的魄力,但仍觉得他和其他新文化人一样好说空话.１９１９年

有一位不受家庭束缚来北京求学的女学生李超病逝,北京学界为她开了追悼会.陈独秀在追悼会上

演说,反复讲“人类的占有性为一切作恶的根源,男子压束女子,资本家压束劳动家,日本压迫中国

人”.胡适也写了«李超传»,以为“这一个无名的短命女子之一生事迹很有作详传的价值”,要“比替

什么督军做墓志铭重要得多”,因为她所“遭遇的种种困难都可以引起全国有心人之注意讨论”①.
两皆带有今日所谓“消费”死者之意,这让梁漱溟不满.在他看来,一个人“奋斗而死”,是“感觉

着不自由的不可安而要求”自由,并非“计算自由有多大好处便宜而要求的”,然而“论者却夹七夹八

替他计算”.问题是,“人的行为不能像作买卖一般去计算的”,是基于“人的情感,他觉得定要这样

作,不能计赔赚”.工于“计算”或“算账”,是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描述西方社会的关键

词,意指其缺乏情感,上升到学理层面就是过于偏重理性.悼念一个人的逝去,本是讲情感的场合,
大家却诉诸理性,去探讨其死的意义,故梁漱溟当场就表示了不赞同②.

梁漱溟自己的菁英意识很明显,但在下意识中,他多少还有几分“反智”的意味.因为他父亲曾

把中国“积弱不振”归咎于居社会领导地位的读书人,这看法对他影响很大,使他自己也“鄙薄学问,
很看不起有学问的人”③.所以,对居于社会领导地位的读书人,尤其他们那务虚不务实的一面,梁漱

溟总有几分不信任.他在李超追悼会上就指出,蔡元培、蒋梦麟和李大钊等人的演说,“多半是指点

出问题给大家看,要大家去想法子解决”④.在一个需要解答的时代,如果这些社会寄予厚望的名教

授都仅指出问题而不给答案,那“吾曹”在社会上又有何意义⑤?
而梁漱溟的一个持续看法,即认为民初负社会指导责任者有所失职.他不止一次地指责那些未

曾“真正尝过人生的酸甜苦辣”、没有把自杀看得那么切近的人,其所说开导青年的话,多属“浅薄的

道理”,不具备“替青年解决烦闷的能力”.或许那些“情志没甚不安的人可以听得入耳,如果在情志

大动摇的人,如因失恋而几至自杀者,那就完全不相干”⑥.
那时及以后相当一段时间里,青年烦恼问题常为人所论及.余家菊认为青年烦恼是因为中国

“所吸收的西方化与固有的一切相去太远之所致”⑦.这大概借鉴了陈独秀几年前的说法,即“欧洲输

入之文化,与吾华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多年来中国“扰攘不安之象”,十之八九是因

“此两种文化相触接、相冲突”⑧,但这仍偏于描述现象,而未能解决问题.梁漱溟则把这个问题的解

决寓于他文化翻身的思路之中,从而开启了讲堂论学的模式.

二、针对社会问题的讲堂论学模式

针对青年的烦闷,梁漱溟希望能照顾到他们的实际需求.他的具体主张是:

　　要如宋明人那样再创讲学之风,以孔、颜的人生为现在的青年解决他烦闷的人生问题,一个

个替他开出一条路来去走.只有昭苏了中国人的人生态度,才能把生机剥尽、死气沉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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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胡适:«李超传»(１９１９年),«胡适全集»第１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７２９ ７４１页,引文见第５３０页.
梁漱溟:«李超女士追悼会之演说词»(１９１９年),«梁漱溟全集»第４卷,５７３ ５７５页.
梁漱溟:«如何成为今天的我»(１９２８年),«梁漱溟全集»第４卷,８５１ ８５２页.
梁漱溟:«李超女士追悼会之演说词»,«梁漱溟全集»第４卷,第５７３页.
其实梁漱溟那时自己也曾这样做,他在少年中国学会演讲,说他朋友伍观淇感叹总是“不知道哪个主意好”,总要“我们给他

一个主意,我们没有主意给他”.他自己则“要大家开眼觅路”,但“也没一条路给大家”.因为怎样生活的问题“没有唯一不二的答

案,我们只能告诉人去觅他的路,觅了路如何走而已”.见梁漱溟:«一个人的生活»(１９１９年),«梁漱溟全集»第４卷,第５６０ ５６１页.
梁漱溟讲,陈政记:«批评胡适之先生的人生态度并述我自己的人生态度»(１９２３年１２月),«梁漱溟全集»第４卷,第７６３页.
余家菊:«民族主义的教育»(１９２２年),«余家菊景陶先生教育论文集»,台北:慧炬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４９页.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１９１６年２月),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１卷,第２０１页.



中国人复活过来,从里面发出动作,才是真动.中国不复活则已,中国而复活,只能于此得之,这

是唯一无二的路.①

陈独秀曾提出,倘若不将尚虚文的中国传统“改弦而更张之,则国力将莫由昭苏”②.这与梁漱溟

主张“只有昭苏了中国人的人生态度”,才能让“中国人复活过来”,是很不一样的.两人都不欣赏“虚
文”,然一则对应着“实学”,一则对应着“实利”③.也因此,他们所要昭苏的对象,一是人生态度,一是

国力④.
这样的同中之异多少也表现在大学校园中,那些向往国力的新文化人,正努力追随和型塑着西

来的“现代”学术规范,提倡在“象牙塔”里为学术而学术.而梁漱溟所说的宋明讲学之风,却直接指

向了社会大众;在表述方式上,似乎也以讲堂论学为主.也正因此,他或许创造了一个介于校园与社

会之间的论学新模式,即以系列演讲的方式探讨读书人众皆关注的问题,力图给出明晰的答案.这

一模式在校园内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宋明时代本无今天日渐显著的校园与社会之分,若真要对二者进行区分,那时的讲学反在今日

所谓学界之内.但在民初重提这一取向,就遇到了新问题.蔡元培是较早意识到并表出校园与社会

区分的人,在与林纾争辩时,他曾明确提出,大学应仿世界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

义”,听各学派自由发展.大学教员“在校讲授”即以此为界限,若其“于学校以外自由发表意见,与学

校无涉”,学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⑤.
换言之,学术争鸣的范围限于校内,老师在校外立说,则不受限制.当年«新青年»激烈批评中国

传统文化,而北大讲中国学问的教授对此“视若无事”,梁漱溟明确表示了不满.其实若按照蔡元培

的区分,北大教授即使不赞同那些反传统言论,在校内也只能循思想自由原则而“视若无事”,但可以

在校外进行反击.实际的情形,则那时的区分并没有这么清楚,不少反传统的言说也在北大校内发

表,而梁漱溟同样利用了大学的讲坛以发布其为孔子“出一口气”的言说⑥.
所以,梁漱溟造成的影响,不尽是今日一般所谓的“社会”影响,因为他尽管针对着自己心目中众

人的问题,所预设的听众却并非普通百姓.梁漱溟后来在要求大家“赶快用心来研究社会问题”时
说,我这话“不独为众人言,抑并为有学问、有见闻的人言之”⑦,就清楚地表明了他预设的言说对象包

括了校园内外的“众人”、“有学问的人”和“有见闻的人”⑧.其实那时新文化人也同样在校外演讲,而
北大不仅课堂开放,其校内演讲也对外开放.但总体言,梁漱溟对言说对象的这种定位,可能使他的

言说更能“接近群众”.
或许正因为这样一种定位,梁漱溟在讲学中的论证方式并不那么严谨.他少小就不屑为“文

人”,在中学时代也“不注意国文方面”,对“国文讲义,我照例不看;国文先生所讲,我照例不听”⑨.所

以他大概很少受到所谓“文章义法”的影响,不论是新是旧.他曾谦称自己“实在不能讲学问,不管是

新的或旧的”;却也曾用另一种方式说,“无论旧教育(老式之书房教育)或新教育(欧美传来之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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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１卷,第５３９页.
陈独秀:«敬告青年»(１９１５年９月),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１卷,第１６２页.
陈独秀固以为“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见陈独秀:«东西民族根

本思想之差异»(１９１５年１２月),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１卷,第１９５ １９６页.
这对象的不同,隐约揭示出那时国与民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紧张,此不赘述.
蔡元培:«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君函»(１９１９年３月１８日),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３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第

２６８、２７１页.
梁漱溟:«自述»(１９３４年),«梁漱溟全集»第２卷,第１２页.
梁漱溟:«请大家研究社会问题»(１９３３年),«梁漱溟全集»第５卷,第３５７页.
按梁漱溟对书本和见闻是分别看待的,详另文.
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１９３４年),«梁漱溟全集»第２卷,第６７８页.
梁漱溟:«如何成为今天的我»(１９２８年),«梁漱溟全集»第４卷,第８４８页.



教育),其毒害唯我受的最少”①.受害少自然束缚就少,然而学术规范也是一种“文章义法”,论学不

讲章法,就可能使学界对他的言说不那么认可.
且梁漱溟一向好说斩钉截铁的绝对话,这一习惯大约在中学时即已形成.他那时便“总喜欢作

翻案文章,不肯落俗套.有时能出奇制胜,有时亦多半失败”.不喜欢他的老师在他作文卷后给出

“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的批语,欣赏他的国文老师则说他“语不惊人死不休”②.这一特色在他

后来的行文中是持续的,如他主张中国应当西化时,曾坚信中国可以效法日本摇身一变;后来观念转

变,又说“日本赶好模仿西洋成功,中国而今再无此机会”,故他“敢断定,中国工业要在农村复兴中兴

起”③.这样的“断定”足够胆大明快,却未必足以服人.
民初引进的西方论学方式有两个要项,即说服与证明.要想说服人,就需要证明自己所说的是

正确的.这当然只是一种理想型的概括,在那时的思想论争中,很多人都未曾做到,但大体已成为一

种众人追求的“正确”论学模式.而梁漱溟或在尝试一种另类的论述方式,即不全靠证明来说服,而
是直接诉诸受众的观感④.这一尝试应当不是有意的,然在无意中却又是持续的.在相当长的时间

里,梁漱溟除教材外的所有著作,都先以演讲方式表出,然后据记录稿进行整理.
实际上,把自己阅读的体会口头表述一遍,且须有头有尾,实在也是一次使自己读书心得系统化

的再创造.如胡适所说,“要使你所得印象变成你自己的,最有效的法子是记录或表现成文章”.演

讲能迫使立说者“对一个讲题作有系统和合乎逻辑的构想,然后再作有系统的又和合乎逻辑和文化

气味的陈述”.也只有一个人把“他的观念和感想真正按照逻辑、系统化的组织起来”,这些观念和感

想“才可以说是真正属于他的”⑤.
据梁漱溟的自述,他的演讲虽然要先准备,可能并无成文的讲稿⑥.这样的好处是跟着感觉走,

临场发挥更自由;但据记录以整理成文,可能也会减损其系统性和逻辑性.尤其要仓促整理成书,恐
不无前后冲突之处⑦.且演讲要考虑听众的当下需要,想要表述得既简明扼要又具有吸引力,很可能

会减少一些论证的“繁文缛节”.后来贺麟就曾指责梁漱溟把哲学说得不那么哲学而更文化,其实恐

怕正是梁漱溟想要做的⑧.
对于今日惯于区分校园与社会的研究者来说,怎样认识和处理这样一种另类的思想表述模式,

是需要仔细斟酌的.即使对当年正在型塑学术规范的学院中人,这样的表述也是一个挑战.更严肃

些的学者,对这种无须“证明”直抒结论来“说服”他人的方式,便不容易接受.

三、对梁漱溟论学方式的一些反应

从梁漱溟在“五四”后因演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而“暴得大名”看,社会对他的讲学方式总体是比

较欢迎的,学界中人也不甚排斥.不过,梁漱溟及其言说、著述的冲击力更多是因为他在一个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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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梁漱溟全集»第２卷,第６７５页.
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梁漱溟全集»第２卷,第６７８页.
梁漱溟:«乡村建设旨趣»(１９３４年１０月),«梁漱溟全集»第５卷,第５７８ ５７９页.
胡适曾指责梁漱溟论学缺乏历史依据(详另文),实则他只是对历史的认识和解释不同,其“讲法”也不同.他一般不用胡适

所谓历史的方法来“证明”自己的主张,而更多以自己对历史那“微言大义”式的体悟来支持自己的见解.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５３页.
梁漱溟曾说,“１９２０年春初,我应少年中国学会邀请作宗教问题讲演后,在家补写其讲词”,或即一例.见梁漱溟:«我的自学

小史»,«梁漱溟全集»第２卷,６９９页.
如梁漱溟说外国的人和事,不论是否标明,多是借鉴他人的论说,他抄写后也不一定做“统稿”的工作.如 FrancisBacon

(１５６１ １６２６)当年或译为培根,或译为倍根,在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便两皆存在,可知其出处不同.
贺麟:«当代中国哲学»,«民国丛书»第三编第５册,上海:上海书店影印胜利出版公司版,１９９２年,第９ １３页.关于梁漱溟

有意以文化方式说哲学的问题,还会专门探讨.



时候提出了适应时代的问题①,故能引起众多的关注.但在学理方面,他受到的批评其实不少②.而

且,即使在一个成长中的学术社会里,也总有那么一两位更“较真”的人.李安宅就是其一,他的批评

反而是在梁漱溟的影响已经有些回落之时,且更侧重表述的方式.
梁漱溟在讨论他关于世界文化会先西化再中国化然后印度化的进程时曾说:“我并非有意把他

们弄得这般齐整好玩,无奈人类生活中的问题实有这么三层次,其文化的路径就有这么三转折,而古

人又恰好把这三路都已各别走过,所以事实上没法要他不重现一遭.”③那意思好像他是在代历史表

述,而不是他自己的安排.然而正如冯友兰所质疑的,人类生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折,需要深入而

周全的论证,全不是什么“无奈”、“恰好”、“没法不如此”等说法可以服人的④.
在梁漱溟自己看来,这样的三转折确实是自然而然的.他甚至说,“吾自有见而为此说,今人或

未必见谅,然吾亦岂求谅于今人者”⑤.这句话曾被胡适拈出进行挖苦⑥,从学理论证角度言,确也有

些不讲道理,还真是“恰好”表现了梁漱溟的“非典型”论学模式.那意思,读者要么无条件相信梁漱

溟所说“自有见”,要么就可能成为那“或未必见谅”的群体中人.话虽说得气壮,但一句不“求谅于今

人”,却又提示出他并不那么理直.至少这样的表述方式无助于其所言被人接受,反容易招致批评.
后来李安宅说,所谓社会过程,即“制度与生活条件相适应,就有平衡;不相适应,平衡就破裂”.

破裂后还会恢复平衡,找着进步扩大的基础就是积极平衡,找着退步缩小的基础就是消极平衡.“这
样平衡而破裂、破裂而平衡的社会过程,认之为演化的就是‘辩证法’,认之为循环的就是中国传统的

历史观”.同时出现“有些不长进的人的妙论,以为中国社会虽陈腐,外国社会虽发展得迅速,等到他

们转过圈子来,我们就到他们的前头了”⑦.
这里所谓“不长进的人”的新见,大概就是指梁漱溟的三段论.在梁漱溟的设计里,人类突破了

此前的循环与演化两途,以“转圈子”的方式半循环半演化(因为有最终的印度化阶段,其循环与演化

都不彻底).李安宅的文化态度,大概在新旧之间,并非典型的新派和旧派.但从学理的视角看,梁
漱溟那种介乎于学院和“社会”之间的言说,在他眼中就沦为“不长进的人的妙论”了.

实际上,对前述说服与证明的论学方式,梁漱溟是了解的.他后来曾说:

　　在一个有待商讨的问题上进行讨论,必要先从彼此公认共许的道理,或浅近易晓的事理,或

眼前无可争议的事实以为入手依据,一步一步向前进行,逐步取得人们同意,末后方有可能建立

起坚强不摇的结论.⑧

这几乎是今人学术论证所必循的规则,梁漱溟显然心知肚明.然而他当年那特有的曲线论证方式,
是先设身处地将别人的意见叙述得清楚而有条不紊,然后再转折说出自己的意见⑨.这种方式应当

说非常公允,却未必利于读者的接受,容易引起误会.再加上他对新学术典范采取“明知故犯”的方

式,常以“不证自明”的方式立论,就更难见容于新式学人了.
梁漱溟为人实诚,治学态度也一向诚挚,故指责或驳斥别人,往往不留余地.他的朋友李石岑注

０５ 文史哲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据冯友兰后来回忆,梁漱溟１９２０ １９２１年的演讲,“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因为他所讲的问题,既“是当时一部分人的

心中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当时一般人心中的问题”.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松堂全集»第１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

１７２页.
而且这类批评更多出自被认为与梁漱溟同属一“派”的人,参见罗志田:«异化的保守者:梁漱溟与“东方文化派”»,«社会科

学战线»２０１６年３期;«借世界说中国:梁漱溟言学问的窘境»,«社会科学研究»２０１７年１期.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１卷,第５２７页.
冯友兰:«评梁漱溟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１９２２年),«三松堂全集»第１１卷,第５５ ５７页.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１卷,第５２７页.
胡适:«读梁漱冥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１９２３年３月),«胡适全集»第２册,第２４０页.
李安宅:«‹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１９３１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３ ４页.
梁漱溟:«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１９７４年),«梁漱溟全集»第７卷,第２７１页.
梁漱溟:«自述»,«梁漱溟全集»第２卷,第１３页.



意到,梁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经常“说‘其实某公所说没有一句是对的’;说‘他们把孔子、墨
子、释迦、耶稣、西洋道理,乱讲一气;结果始终没有认清哪个是哪个’”,这类表述“在书内不知道有多

少”①.而且他指责的对象,从章太炎到胡适,全不放过,但自己并未感觉已经把人说得太狠②.
后来他忍不住旧态复萌,又在一篇文章中一口气打击了张君劢、丁文江、胡适和吴鼎昌等多位著

名学者,说这些“虽有学问能出头说话的先生,对社会问题”却“缺欠研究精神”.他们提出的“解决中

国问题的方案或中国政治的出路”,“无在不现露其为一种主观的要求、愿望、梦想”;有些话“说了等

于没说,不说倒好些,说了更糊涂”.他则“敢正告大家”:社会问题“没有简单的、偶然的”.而“中国

问题更是许多复杂微妙相关的问题,是有深远历史所从来的问题,他的出路将只有天造地设的一条

路,一毫出入不得”③.
这次李安宅对梁漱溟提出了点名质疑,以为批评者的“责任是指明怎样不对,错误在哪里”,而不

是直接予以否定.且梁漱溟所谓“天造地设的路”,又“是不是宿命所定? 是不是不用研究不用努力,
反正是那么回事”呢? 尽管梁漱溟这次并未提及东西文化问题,李安宅显然还记得他的“专长”,进而

问道:中国问题诚然复杂,“然而这个复杂的问题,是要靠着通观社会变迁史———特别是殖民史来认

识呢? 还是靠着‘中西文化’底不同来认识呢”④?
可以看出,李安宅质疑的并非梁漱溟的具体见解,而是他表述的方式.尤其梁漱溟要别人认真

研究社会问题,自己未曾研究却先已有结论,且还是“只有天造地设的一条路,一毫出入不得”.似这

般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简单概括,与街头宣传没什么两样.然而梁漱溟似乎又是在进行严肃的学理论

述,不是在从事街头宣传.
熟悉梁漱溟表述方式的,知道他这样批评别人和提出自己的结论,源自一种急迫的焦虑,其实都

是诚挚的,并非自以为是、吹毛求疵.但对学院中人来说,他确实既未指明别人怎样不对,错误在哪

里,也没“证明”为什么中国问题那条天造地设的出路“一毫出入不得”⑤,也就很难“说服”读者,特别

是有现代学术规范训练的读者.
这样看来,梁漱溟的讲堂论学取向在很大程度上与学院中正在形成的现代学术规范不能相容.

但两者的冲突又不限于今日所谓学术规范,而是揭示出天下转化后天下士与知识人在身份定位和职

责上的紧张———知识人崇尚为学术而学术,天下士则必须化民成俗,以澄清天下为己任.
梁漱溟１９４２年于香港脱险后说,自己在遇到危险时心中相当坦定,主要是由于“有一种自喻和

自信”,也就是自己晓得“我的安危,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太大的一件事.我相信我的安危自

有天命,不用担心”.具体言:

　　孔孟之学,现在晦塞不明.或许有人能明白其旨趣,却无人能深见其系基于人类生命的认

识而来,并为之先建立他的心理学而后乃阐明其伦理思想.此事唯我能作.又必于人类生命有

认识,乃有眼光可以判明中国文化在人类文化史上的位置,而指证其得失.此除我外,当世亦无

人能作.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第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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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李石岑:«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民铎»第３卷第３号(１９２２年３月).
如胡适与他商榷时稍带情绪,梁漱溟便致函胡适问道,“尊文间或语近刻薄,颇失雅度;原无嫌怨,曷为如此”? 胡适覆函致

歉,但也指出,若“认真太过,武断太过,亦往往可以流入刻薄.先生«东西文化»书中,此种因自信太过,或武断太过,而不觉流为刻薄

的论调,亦复不少”.并举出了自己“个人身受的两个例”子.梁漱溟这才明白是他先得罪人,更写一函,说“早在涵容,犹未自知”,
“承教甚愧”! 这些往复信函均附录于胡适«读梁漱冥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之后,见«胡适全集»第２册,第２５６ ２５８页.

梁漱溟:«请大家研究社会问题»(１９３３年),«梁漱溟全集»第５卷,第３５７ ３５８、３６１页.
李安宅:«研究主张与国情———请教梁漱溟先生»(１９３３年),收入«社会学论集———一种人生观»,北平:燕京大学出版部,

１９３８年,第２２４ ２２７页.
梁漱溟只解说了一句:“就因为他关系太多、太微妙,所从来者太远.”



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①

换个人说上面的话,必被认为狂妄,而在梁漱溟则真是“发自内心”的自白,很像他素不欣赏的康

有为②.梁漱溟常自诩不是学者,但他所说自己不能死的原因,几乎都是学问和著述,似乎有些矛盾.
那句“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为我们提示了解码的秘诀———在某种程度上,梁漱溟就是要与

正在流行的现代学术划出界限,他的著述不是为学问而学问,乃是为万世开太平.
同样对校园中新学者不满的王鸿一,就认为梁漱溟不仅是学者,而且已成为“一代之学者”.其

所以能如此,“要点在能解决东西文化之大问题”.王鸿一说这话是在１９２６年,其时梁漱溟已脱离北

大,正与一些追随他的年轻人生活在一起,尝试今日所谓“体制外”的讲学,并即将投入实际的乡村改

革了.故在王鸿一眼里,梁的学问还在进步,已“由空想而渐到实际”了③.
实际上,如果按照梁漱溟关于不能解决当下问题即不算学问的标准,究竟谁可以算是学问人,还

真需要斟酌.李石岑在１９２４年将学问人生划分为三种,一种是为学问而为学问,一种是为功利而学

问,还有一种是为生活而学问④.若依梁漱溟必须解决当下问题的标准,在这三种人生态度中,恐怕

“为学问而为学问”的一种最不具备学问人的资格.
在李石岑眼里,“我友”梁漱溟具有“为生活而学问的人生态度”.他的“留心学问”,是“为着生活

不安而往前寻求的”;不论是否成功,他“是想处处由学问使生活得着安全”.因为“他留神考察个人

生活不安的所在与夫近代人生活的堕落,所以想提出孔家哲学来作一时的救济”.而其«东西文化及

其哲学»一书,“几几乎全部都是描写他这种生活态度的”.
李石岑是梁漱溟的朋友,然而他对所谓学问人生仅仅作出了描述.不喜欢梁漱溟的李安宅,却

对此提出了一种解释.在他看来,自然科学“只是研究身外之物”,而社会科学不一样,其研究“对象

要包括研究者在内”.因为“研究社会现象的人即生在社会现象之中,所以不管你研究不研究,或研

究到什么程度,你是不得不然地进行着影响社会与被社会所影响的双层过程”.实际上,“人这动物

永远一方面是研究者,一方面是活动者”:

　　在理论上,活动是术,研究是学;学与术相对相成,然不能相混.实际则任何人都有一个人

生观,一部份是学,一部份是术,辗转推动而不能分.⑤

上面的话是李安宅与梁漱溟商榷时所说,实则表现出两人尚有几分“了解之同情”.梁漱溟或未必将

自己所治之学定位为“社会科学”,但他确实侧重那些最能影响社会人生的学问.据李安宅所言,研
究社会科学的人不可能是王鸿一所谓看见病人而谓吾将习医以疗之的人,因为社会科学及其研究者

是无法区分的.李安宅虽强调“学只是抽象的公式,在行为方面只能指示达到目的的手段是什么,不
能引起执行手段的行动”,但如果人的本质决定了他永远既是研究者又是活动者,则所有抽象的学都

要成为行动的术,正如人生观终须落实在人生之上.
从李安宅试图与梁漱溟有所区分、实际却又带几分呼应的事例看,梁漱溟的学术言说,可能触碰

到了学术的基本面.而他那独特的讲堂论学方式本身,似乎也对那时尚在形成中的学术规范提出了

挑战.
如前所述,在民初新教育体系里,基本奉行着源自西学的一套治学典范.梁漱溟的学问本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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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梁漱溟:«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１９４２年２月),«梁漱溟全集»第６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３４２ ３４３页(按此

文未收入旧版«梁漱溟全集»).
想做教主的康有为曾说:“时变之大者,必有夫巨子出,济艰难而救之.今其时也.”见康有为:«与陈焕章书»(１９１２年７月３０

日),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９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３３７页.
王鸿一:«致王近信»(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２２日收到)、«致陈亚三»(约１９２５、１９２６年间),«王鸿一先生遗著选辑»,第５８ ６０页.
本段与下段,见李石岑:«我的生活态度之自白(代序)»(１９２４年),«李石岑讲演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

１ ５页.
本段与下段,见李安宅:«研究主张与国情———请教梁漱溟先生»,«社会学论集———一种人生观»,第２２４ ２２５页.



悟见长,不以系统精细著称.尽管也有人曾对梁漱溟的治学取向表示过赞赏①,但若以当年发展中的

规范性治学方式来衡量,梁漱溟相对随意的治学论学取向,可以说是“非典型”的.他那种“大众化”
的学风虽不甚符合“证明自己以说服他人”的新学术规范,然而其明快直接的指引,或更适应民初那

个需要解答的时代,所以能够“暴得大名”.反过来,这种“非典型”的取向多少会影响到学界对他“学
术成果”的接受.

且梁漱溟从小轻视纸面学问,一向不循“文章义法”,故不善于说中西学问的“行话”,甚至说出

“外行”的话,都是可能的事.再加上他在清末新学环境中受学成长,缺乏同龄人具有的旧学基础.
而他对西方社会、政治的想象描述,有时也较为粗浅,使稍知西方历史和现状的人很难认同②.这样

中西两学皆不甚通达的背景,直接影响到梁漱溟的论学资格,也降低了其主张的说服力,使他面临着

难以“证明自己”和“说服他人”的双重窘境,成为他讲堂论学取向的难局.
民初中国的学术社会尚在成长之中,不免有些今日看来属于特例的事.梁漱溟只有初中学历,

还不如他在大学里的很多学生.在他当北大老师的时候,昔日的中学同学汤用彤就是同系的学生.
梁漱溟后来回忆说,他在北大“不免引起好名好胜之心”③,恐怕也有所指,即他需要证明自己.在蔡

元培１９２３年从北大辞职后,原来的“兼容并包”风气可能减弱,而校园中的学术规范又开始“从严”.
同人的承认与否,多少也会影响到梁漱溟的心绪.他那时正处在心中问题转换的烦闷之中,已不常

规授课,最终在１９２４年辞职离开北大④.依笔者猜想,这多少与他的论学取向与校园学术氛围的趋

于严谨不相容有些关系.
后五四时代可以说是“天下”彻底崩解的节点,过去以人的自我修养和培养他人为目标的“学

问”,逐渐变成与“知识”密切关联的“学术”⑤.一方面是校园与社会日益疏离,转变了定位意识的新

学人日渐从化民成俗的责任淡出,甚至不再感觉有代民立言的“义务”;另一方面则可见学生的兴起,
他们常以社团形式出现,似乎比上一辈更多意识到组织起来的重要性,且以改造“社会”为己任.那

时的情形是,民众面临许多迫切的实际问题而又感觉无学可依,有承担意识的学生自己在各方面都

还需指引.
梁漱溟在“五四”后确立了在全国舞台发声的地位,因而也像所有的天下士一样,具有不得不发

声的责任.在中国现代学术社会型塑的进程中,他开创了一种并不区分校园与社会的讲堂论学方

式,同时针对民众和学生立言,既要化民成俗,又仍与学界对话⑥.这一方式其实也在演变之中,甚或

并未“定型”;惟始终不脱宋明讲学的风格,而不追随为学术而学术的新风.他先曾供职于大学,也经

常借助校园和现代出版方式说一些不那么严谨的话,然而终于脱离新教育体制,在体制外继续“坐而

言”,并日益向“起而言”倾斜.但他发声的责任感始终不衰,并尽可能坚持了兼顾学界与社会的立言

取向,直到最后.

[责任编辑　扬　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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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如林同济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创立的学术典范并不满意,就称赞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那种治学取向之

外“杰出的例外著作”.见林同济:«第三期的中国学术思潮———新阶段的展望»(１９４０年),许纪霖、李琼编:«天地之间:林同济文集»,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５页.

参见罗志田:«借世界说中国:梁漱溟言学问的窘境»,«社会科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梁漱溟全集»第２卷,第６９８页.
梁漱溟:«主编本刊之自白»,«梁漱溟全集»第５卷,第１１ １２、２４页;梁漱溟:«略述１９２４年在曹州办学经过»(１９７１年),«梁

漱溟全集»第７卷,第２２８ ２３０页.
借用西文的表述,今日大学里已少言大写的学问,而更多是小写的学术,并已全盘计日程功化,有时甚至沦为“专业”话语的

自我生产.
当年在校园内外演讲者很多,此所谓开创,是指他有意以宋明讲学之风解除青年的烦恼,且既针对大众,又不排除校园,在

各方面都有其特性,的确可以说是“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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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的道统学说与宋代理学家的政治哲学

孙 晓 春

摘　要:韩愈是秦汉以后儒家思想哲理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韩愈的道统学说与两宋理学家的政治

哲学有着不可否认的渊源关系,之于“道”的理解及其“性三品”说,对宋代理学家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意

义.由于形上素养的不足,韩愈的道统学说也存在着明显的理论局限,宋代理学家对韩愈的道统学说虽然

多所称道,但也作出了十分重要的理论修正.这是宋代理学家不肯承认韩愈的道统学说是道学的源头的

根本原因.

关键词:儒家思想;韩愈;道统;理学;“性三品”

冯友兰先生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撰写的«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中说:新儒家的开端可以上溯到韩

愈、李翱.冯先生认为,儒家的道统论,在孟子的时候便已经有了一个大概,而韩愈受佛教禅宗的启

发,对儒家“道统”作了大略阐述,到宋元形成了统一的思想体系① .自是,宋明理学源自韩愈成为学

界的基本共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两宋时期的学者在追述道学源流的时候,却从未说到韩愈,元朝

编撰的«宋史道学传»叙述道学渊源只是从北宋周敦颐说起,而宋儒如程氏兄弟和朱熹虽然对韩愈

多所称道,但也不肯承认韩愈与道学的渊源关系.那么,韩愈的道统学说在哪些方面影响了宋代理

学家? 宋代理学家在怎样的程度上承袭了韩愈的道统学说? 两宋时期的理学家何以不肯承认韩愈

的道统学说是道学的源头? 试以此文就教于读者.

一、儒家思想哲理化进程中的韩愈

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学派对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道德问题有着强烈的关注,如«汉书艺

文志»所说:“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道德问题成为思想家关注的主题,意味着人们对于

优良的社会政治生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领域最具实质意义的进步.
在东西方思想史上,对道德问题的关注是儒家思想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的共同之

点,由于社会历史环境的原因,思想家思考道德问题的方式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古希腊,由于发达

的数理科学和自然哲学的前提,思想家养成了良好的逻辑思维方式,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苏格拉底

是最早关心伦理问题的哲学家,他关注的是伦理问题的普遍性② .这种被名之为“形而上学(metaＧ
physics)”的思维方式,就是通过对概念定义的理性把握,进而对社会政治生活中具体的道德问题作

出判断.例如,«欧绪弗洛篇»的主题是欧绪弗洛与他的父亲是否虔敬的问题.苏格拉底认为,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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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一个人的行为是否虔敬,首先要弄清什么是虔敬,“苏格拉底要的不是许多虔敬,而是他们全都共

有的单独形式或特性.”①在希腊哲学家那里,把握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也就有了对社会生活作出

判断的尺度.
由于自然科学的相对不发达,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没有古希腊哲学家那样的形而上学素养,他

们对社会政治生活的理解,大多是从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具体事实入手的.据«论语»一书的记述,当
孔子的学生与时人“问仁”、“问孝”的时候,孔子都作出了因人而异的回答.例如,关于“仁”,孔子或

者说“克己复礼为仁”,或者说“仁者,其言也讱”,或者说“仁者,爱人”(«论语颜渊»).这种因人而

异的解答可以说是“因材施教”,但同时也反映出先秦儒家并没有意识到把握概念定义的重要性.
当然,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并不是全然没有逻辑思维,道家学派的老子以及儒家的«周易»所

体现的形上思维都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老子»一书对作为宇宙本体和普遍法则的“道”的阐释,
以及«周易系辞»所说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都是很有价值的思维成果.不过,先
秦道家对于道德问题只是有着很弱的关注.«周易»虽然是儒家的作品,据说«易传»还是孔子所作,
但是,«周易»的形上思维并没有在孔子、孟子、荀子的思想学说中体现出来.逻辑思维与思想家的道

德关注相分离,是中国传统思想形成时期的基本情形.
生当春秋末年的孔子每每说到“天下有道”、“天下无道”,这里的“道”既是社会政治生活必须遵

循的法则,也是政治评价的标准.孔子如此说,表明他已经意识到了普遍的道德法则对于社会政治

生活的意义.如果说“天下有道”就是符合道义的社会政治生活状态,那么,首先应该弄清“道”本身

是什么,可这恰恰是先秦儒家所忽略的问题.直到战国末年,儒家学派并没有给出一个“道”的定义.
通常情况下,作为国家治理原则的“道”大多被理解为“先王之道”,此外,还有“天道”、“地道”、“人
道”、“君道”、“臣道”这样一些具体的道.其实,先秦儒家所追求的道义与希腊哲学家所说的正义是

有着相同意义的思想主题,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论及讨论正义问题的方法时说:“当初研究最理

想的正义本身的性质时,我们想要一个正义的样板”,从而据以认识现实生活中的正义和不正义②.
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与希腊哲学家的方法恰好相反,他们是通过对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的解释,
理解关于社会政治生活的道德法则.

由于先秦儒家思想的哲理化程度相对较低,许多至关重要的政治哲学问题,诸如人类社会政治

生活是否需要遵守普遍的法则,普遍道德法则与现实生活中的伦理原则是什么关系,人们应该用什

么样的标准来判断现实社会的政治生活等等,先秦儒家都没有作出逻辑化的回答.这在客观上决定

了后世的儒家思想必然要经历一个哲理化的过程.
儒家思想的哲理化过程,实际上就是萌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形上思维与思想家的道德关注相结

合,从而在更抽象的水平上理解社会政治生活的过程.这个过程始于西汉中期,完结于宋代,两宋道

学亦即理学的形成是这一过程完结的标志.而西汉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论、魏晋时期的玄学思潮以

及韩愈的道统学说则构成了儒家思想哲理化进程的几个重要环节.
西汉中期的董仲舒,从思孟学派以及春秋公羊学“天人合一”的观念出发,提出了“道之大原出于

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的命题.
董仲舒把现实生活中的伦理原则与作为普遍法则的“道”联系在了一起,并且试图在终极的意义上说

明人们所以应该遵守这些伦理原则的理由.
魏晋玄学是儒家思想哲理化过程中的一个插曲.就思想内容而言,玄学不属于儒家,但在儒家思

想占据统治地位的历史背景下,玄学家有关名教与自然关系的论辩,对于儒家伦理政治学说的哲理化

过程却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意味着,道家、«周易»的形上思维与儒家伦理关注的结合已经成为可能.

５５韩愈的道统学说与宋代理学家的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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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儒家思想的哲理化过程并没有在汉魏时期得以完成.董仲舒虽然意识到了天人之间在终

极意义上是统一的,但由于逻辑思维能力的不足,他只能用简单的比附和天人感应来说明天人关系,
结果导致汉代今文经学流于荒诞.魏晋时期的玄学对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的讨论虽然很有意义,但他

们更多接受的是庄子学派虚无怪诞的人生态度,这使得他们无法在道德层面上理解社会政治生活的

真实意义.儒家思想的哲理化只能留待后世思想家来完成.
韩愈是儒家思想哲理化过程中尤其重要的环节.在韩愈之前,长达几个世纪的战乱和分裂状

态,儒家思想的哲理化过程事实上已经中断,再由于魏晋南北朝以来佛、道二教的流行,儒家思想的

统治地位也不断受到冲击.直到韩愈所生活的唐中叶,这种情况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韩愈

道统学说的提出,实际上是重启了儒家思想哲理化的进程.在这一过程中,他既要在理论上应付佛

道二教的挑战,又要扬弃汉魏以来的儒家经术.韩愈在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汉氏已来,群儒区

区修补,百孔千疮,随乱随失,其危如一发引千钧,绵绵延延,浸以微灭.于是时也,而唱释老于其间,
鼓天下之众而从之,呜呼,其亦不仁甚矣! 释老之害过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

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①韩愈这段话表

达的不仅是传承儒家道统的自觉意识,更重要的是,他也清楚地表达了否定汉儒的学术态度.
否定汉儒的思想倾向最早萌生于隋代的王通,但王通只是想要成为孔子那样的圣人而续写“六

经”,在学理上并没有更多的发明.韩愈对汉儒的批评则是恰中汉代儒家经术的缺陷.两汉时期的

经学,是秦代焚书坑儒之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以章句训诂为主旨的汉代经学,对于儒学的复兴

以及先秦儒家经籍的解读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汉代的经学,很难想象儒学如何能够延续

下来.但在另一方面,汉儒在把主要精力用于名物训诂的同时,却忽略了对义理的阐释,是所谓“章
句小儒,破碎大道”.唐代贞观年间,颜师古、孔颖达作«五经正义»,对经义的阐释虽较之汉魏儒家更

为详明,但因其株守“传以解经,疏不破注”的学术传统,在义理方面仍然没有实质性的进步.在汉魏

以来的儒家经术已经无法推动传统政治思想发展的前提下,韩愈否定汉儒而回到先秦儒家,实际上

就是要在汉魏以来的儒家经术之外另辟蹊径.
回到先秦儒家,也是一项对传统的儒家思想正本清源的工作.对于战国儒家诸多的思想流派,

韩愈至为推崇思孟学派的思想主张以及«大学»的修齐治平之道,对荀子以及汉代的扬雄则持以批判

的态度,“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②.韩愈的这一认识,深得北宋程氏兄弟的赞许:“至如

断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与扬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若不是佗见得,岂千余年后便能断得

如此分明也?”③自两汉以来,儒家学派内部尽管存在着不同流派之间的理论分歧,但是,像韩愈这样

明白指斥荀子的并不多见,这表明,韩愈是汉魏以来最具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之一.
韩愈否定汉儒的思想倾向与批判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两宋时期的思想家.北宋中期,革故

开新在思想界蔚成风气,两宋学者遍注群经,他们打破了汉儒“疏不破注”的经学传统,以“六经注我”
的态度重新诠释儒家经典.到了南宋时期,朱熹甚至对«古文尚书»的真伪提出质疑,“汉儒以伏生之

«书»为今文,而谓安国之«书»为古文.以今考之,则今文多艰涩,而古文反平易”.并且指出,古文

«尚书»中的孔安国序“绝不类西京文字”④.关于古文«尚书»的真伪,朱熹虽然没下结论,但这个疑案

最终在清代学者那里得到了证明.
在历史上的任何时代,学术批判都是思想进步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作为儒家思想哲理化过程

的结晶,宋代道学是在学术批判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而学术批判的风气恰恰始于唐中期的韩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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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在儒家思想哲理化进程中的重要性,可以从宋儒对他的评论中得到证明.北宋大文学家苏

轼称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①;程氏兄弟也说:“韩愈亦近世豪杰之士.如«原道»中
言语虽有病,然自孟子而后,能将许大见识寻求者,才见此人.”②可见,对于韩愈的道统学说,宋代理

学家在总体上是肯定的.宋代理学家所以对韩愈多所赞誉,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学说在很大程度上受

到了韩愈的影响.

二、韩愈道统学说对宋代理学家的影响

宋代的道学或理学,是汉魏以来儒家思想哲理化过程的结晶,韩愈的道统学说则是两宋时期理

学之前最为直接的理论存在.仅此而论,韩愈的道统学说与两宋理学家的思想学说之间就有着不可

割断的理论关联.虽然不能说没有韩愈就没有两宋时期的道学,但韩愈的道统学说对理学的影响是

不言而喻的.在以往有关韩愈道统学说与宋代理学思想关系的研究中,人们大都认为韩愈的道统学

说开了两宋道学的思想先河,但是,究竟在哪些方面影响了宋代理学,则很少有人论及.而这恰恰是

说明韩愈道统学说与两宋道学之间渊源关系的关键.
韩愈道统学说对两宋理学家思想学说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韩愈把“道”确定为传统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并且把道德的内涵赋予了“道”的概念.
关于战国以后的儒学,«汉书艺文志»说:“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班固所说与

战国秦汉年间儒学的真实境况应该相去不远.其实,两汉以后的儒家思想所以不断受到来自佛、道
二教的冲击,不仅仅是因为儒家内部的理论分歧,更重要的是,儒家思想本身缺少一个可以统摄其全

部思想学说的核心概念.儒家思想哲理化程度不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这一原因.韩愈的道统

学说恰好补上了儒家的这一短板.
在儒家思想发展的历史上,韩愈第一次把“道”理解为一个核心概念,在«原道»一开篇,韩愈便

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
道与德,为虚位.”③韩愈这句话,与«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表述方式很是接

近.虽然韩愈在表述上有摹仿«中庸»的痕迹,他对“道”的概念的阐释却是更进了一步.
“道”虽然是传统儒家常常用到的概念,但是,先秦两汉儒家很少说明“道”是什么.«中庸»“率性

之谓道”一语虽然有说明“道”的概念的意味,但其语义却过于朦胧.朱熹«中庸章句»在“率性之谓

道”句下解释说:“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人物各循其性之

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④这个意思是宋代理学家理解出来的,
考诸汉魏以来历代注家的解释,诸儒的认识并没有理解到这一水平.

在对“道”的理解方面,韩愈的贡献在于他把“道”理解为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在韩愈这里,
“道”不再是“天道”、“地道”、“君道”、“臣道”、“先王之道”之类具体的“道”,而是独立于“君”、“臣”、
“先王”所有这些实体的存在,这是先秦两汉儒家未曾有过的认识.

在中国思想史上,最早把“道”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加以阐释的是道家.韩愈把“道”作为一个独

立的概念提出来,是不是受了道家的影响我们无从得知.为了避免这一嫌疑,韩愈在«原道»中特别

说明了他所说的“道”与佛、老的差异:“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

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⑤也就是说,佛教、老子的“道”是一个非道德的概

念,韩愈所说的“道”则具有鲜明的道德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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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两汉儒家也承认“道”具有道德属性,但在他们的认识中,道所以具有道德属性,并不在于

“道”本身,而是因为它附着在“君臣”、“父子”、“先王”这样一些实体上.韩愈则把道德的内涵赋予了

“道”本身,即所谓“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韩愈这句话的本意,是要说明仁义与“道”、“德”
这两个概念不可分开来说,“道”、“德”是形式意义的概念,仁义则是其真实的内容.虽然韩愈这句话

后来也受到了宋代理学家的批评,如程氏兄弟说:“韩退之言‘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

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此言却好.只云‘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便乱说.”①

南宋朱熹在与人评论«原道»开头这几句话时却说:“首句极不是,‘定名’、‘虚位’却不妨.”②大抵宋代

理学家对«原道»所以不满意,是因为他们认为韩愈没有把“道”的概念与仁义之间的关系说得准确,
但在强调“道”的道德属性这一点上,他们与韩愈并无二致.

第二,韩愈把“道”理解为普遍、永恒的道德法则,并且开启了“理一分殊”的思维方式.
在把“道”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加以理解,并且赋予其道德的内涵的同时,韩愈也论证了“道”的

普遍属性.韩愈认为,“道”是与人类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具有本原意义的法则,人类社会生活的方

方面面都是“道”的体现:“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
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

也.”③韩愈的这一说法,已经十分接近于宋代理学家的“理一分殊”.
关于“理一分殊”,«宋史道学传»说:“两汉而下,儒者之论大道,察焉而弗精,语焉而弗详,

张载作«西铭»,又极言理一分殊之旨,然后道之大原出于天者,灼然而无疑焉.”④实际上,宋代理学家

就“理一分殊”这一命题表述得最清楚的是朱熹:“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以为天,地得之以为

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而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

而不在.”⑤如果把朱熹这段话与上引韩愈«原道»中的那段话相对照,就不难发现,二者在理解方式上

并没有实质的差别,只不过,韩愈所说的“道”还没有抽象到宋代理学家那样的程度.
在我们的观念中,人类社会必须遵循普遍的道德法则,一个十分重要的理由就在于它既是普遍

的,又是永恒的.为了论证“道”的永恒属性,不同于以往儒家把“道”混同于“先王之道”的思想传统,
韩愈试图把“道”从经验性的历史过程中剥离出来.在«原道»中,韩愈描述了一个由尧舜至孔孟的道

统传递谱系,“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

子,孔子传之孟轲”⑥.韩愈所说的“道”是一贯不改的法则,它与先秦儒家所说的“先王之道”并不是

意义相同的概念,在韩愈这里,“道”不是先王的附属物,相反,先王却是“道”的载体.在逻辑上,这个

“道”既适用于尧舜,亦适用于文武,同理,也适用于韩愈所生活的时代.
虽然韩愈还是借用“先王”来说明道的重要性,但他在事实上已经把“道”与先王分离开来了,他

所说的“道”已经不再是“先王之道”.如果说理想的社会生活应该是与“道”相符合的生活,那么,实
现这种社会生活的途径便不是先秦两汉儒家所主张的简单的复古.在这一意义上说,韩愈把“道”与
“先王之道”区别开来的认识,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意义的一步.宋代理学家实

际上也是循着这一思路来阐释“道”的概念的.
第三,韩愈把“道”与“修身”、“治国”联系在一起,初步阐释了内圣外王的治理观念.
宋代理学家所倡导的内圣外王之道,本自«大学».«大学»据传为曾子所作,但这篇文献并没有

为两汉儒家所重视,最早发现«大学»的重要性的是韩愈.清人全祖望说:“自秦汉以来,«大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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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杂入«礼记»之中,千有余年无人得其藩篱,而首见之者,韩、李也.退之作«原道»,实阐正心诚意

之旨,以推本之于«大学».”①全氏所说至确.在«原道»中,韩愈引述了«大学»的一段话:“古之欲明明

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

其心者,先诚其意.”这并不是对«大学»的简单复述,而是体现了他对传统儒家治理观念的重新理解.
先秦儒家所以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主要是着眼于为政治国的需要,“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

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礼记大学»).人们所以要修身,是因为修身有利于安邦

治国,把修身当作治国的手段虽然不能说在根本上是错的,却很有一些功利性的考虑.韩愈把«大
学»的“修齐治平”与“道”联系在一起,其本意虽然也还是在说明修身之于治国平天下的工具性意义,
但在有意无意之间,他却为修齐治平设定了一个“道”的前提.这之中蕴含着一种新的理解:“修身”
所以是治国平天下的必要条件,是因为通过修身,人们可以使自己拥有与“道”相符合的道德品质.
也就是说,“修身”并不是简单地服务于治国平天下的目的,而是个人在主观上与“道”认同、从而成为

符合道义的人的过程,甚至“治国、平天下”也需要通过“道”来说明.
韩愈把«大学»的“修齐治平”与作为普遍道德法则的“道”联系在一起的认识,对宋儒有着重要的

启示性意义.及至北宋,被视为道学开山人的周敦颐作«通书»,认为“诚”是圣人与道的共同属性,一
方面,他认为“道”是诚的本源,“‘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②;另一方面,他又把获得“诚”的品

质作为道德修养的目的,“诚,无为;几,善恶性焉、安焉之谓圣”③,并且认为圣人的责任就是

循道治国,“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④.周敦颐这一观念为后来的程朱等人继承下来,“先
王之世,以道治天下”⑤.宋代理学家对“内圣外王”的理解所以能够达到先秦两汉儒家所不及的境

界,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在“修齐治平”与道统之间建立起了逻辑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韩愈.
第四,韩愈的人性论对宋代理学家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
先秦儒家论人性,但有性善、性恶两途,至于汉代,又有董仲舒的“性三品”、扬雄的“善恶混”等诸

多说法.魏晋以降以至唐中叶,诸儒很少讨论人性问题,而韩愈作«原性»,使得人性论重又成为思想

界的热门话题.据云,“唐自韩愈之后,言性者皆出其下”⑥.从宋代理学家有关人性的讨论情况来

看,此说可信.朱熹说:“孟子言性,只说得本然底,论才亦然.荀子只见得不好底,扬子又见得半上

半下底,韩子所言却是说得稍近.盖荀扬说既不是,韩子看来端的见有如此不同,故有三品之说.然

惜其言之不尽,少得一个‘气’字耳.”⑦韩愈人性论对宋代理学家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韩愈对人性的看法大体上沿袭了董仲舒的“性三品”说,只是在«原性»中只字不提董仲舒.韩愈

认为,孟子、荀子以及扬雄的人性论都有所偏颇:“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

恶;扬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恶混.夫始善而进恶,与始恶而进善,与始也混而今也善恶;皆举其中而

遗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⑧在韩愈看来,“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
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⑨.按照韩愈的观点,简单地说人性善、恶都是片面的认

识,真实的情况是人性三品.
先秦儒家所说的人性,是有关人的普遍类本质的善恶判断,“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桀、跖,其性

一也,君子与小人,其性一也.”(«荀子性恶»)对于人性善恶的判断是荀、孟全部思想学说的假定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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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在政治哲学的意义上,这个前提是无需证明而且也是无法证明的.可是,由于古代中国人重视

“参验”的思想方式,当荀、孟对人的本质作出善恶判断的时候,他们又欲使有关人性的假定在现实生

活中得到证明.可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的人是千差万别的,无论是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都无法通过现

实生活中的人而得到可靠的证明.这样,先秦儒家便遇到了一个难于解决的理论困难,一方面他们

要对人的普遍类本质作出善恶的判断,另一方面,他们又要说明现实生活中的人何以在道德品质上

存有差异.于是,在人性问题上,他们往往会有持之两端的说法.例如孟子道性善,他一方面认为

“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孟子公孙丑上»),按照这一认识,普通的社会大众与圣人在本性上都是善

的,可另一方面孟子又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人与

人之间又有了善恶差别.荀子的性恶论也是同样的情形.汉代董仲舒所以说人性三品,扬雄所以认

为“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①,其主观动机无非是要解决战国儒家未

能解决的理论困难,韩愈的人性论也是如此.
较之先秦两汉儒家,韩愈对人性问题的理解颇有一些新意,如,他一方面认为人性是先验的,但

与此同时又引入了“情”的概念以说明人的后天之别,“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

也”②.按照韩愈的说法,性是先验的,而情则是人在后天接物习得过程中获得的.也就是说,性是本

原意义的属性,现实生活中人的道德品质则由于后天的习得而发生变化.
韩愈人性论与先秦两汉儒家的明显不同,就是他把“性”作为一个单独的概念加以讨论,在«原

性»之外,韩愈又作«原人»,表明他已经认识到“人”与“性”是可以分别讨论的两个概念.在认为性有

三品的同时,韩愈又有五常为性的说法:“其所以为性者五:曰仁、曰礼、曰信、曰义、曰智.上焉者之

于五也,主于一而行于四;中焉者之于五也,一不少有焉,则少反焉,其于四也混;下焉者之于五也,反
于一而悖于四.”③韩愈这段话比较令人费解,清人马其昶«校注»在“其于四也混”句下说:“此但言中

人之性,于五者之中,其一者或偏多,或偏少;其四者,亦杂而不纯耳.”④其说近是,但马氏以为文中的

“一”不是仁,却是错的.北宋程氏兄弟说:“仁、义、礼、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体;四者,四支.”⑤

程氏这一说法应是韩愈所说的“一”与“四”的确解.对于韩愈这段话,大约作如下理解,“性”本身是

由五常构成的,因此可以说“性”是善的,但由五常构成的“性”体现在每个人身上却有差别,是所谓上

中下三品,上等人能够居于仁而践行其他四德,是为纯善,中等人则或多或少地据有仁的品质,但其

他四德稍驳杂,是为“可导而上下”,下等人的本质只是恶而已.至于“性”何以体现在具体的人身上

各自相异,韩愈虽然没有说得明白,但是,这为后来的思想家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打开了一扇窗户.至

于北宋张载,提出了“天地之性”、“气质之性”的概念,到了朱熹则有“禀气”之说,所遵循的都是韩愈

的这一思路.

三、宋代理学家对韩愈道统学说的超越

宋代理学家对韩愈虽然多所称道,在叙述道学源流时,他们却从来不曾说到韩愈.实际上,宋代

理学家虽然每每称道韩愈,但他们也在许多方面对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例如,程子以及朱熹都曾

指责韩愈过于追求文章的华丽,而疏于穷究义理.程子说“韩子之学华”⑥,朱熹更直截了当地说:“韩
文公第一义是去学文字,第二义方去穷究道理,所以看得不亲切.”⑦另外,宋代理学家也认为,韩愈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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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阐发了儒家道统,其主观动机却是谋求做官,这种功利之心使得他不能身体力行地践履道德法则,
“如韩退之虽是见得个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却无实用功处.它当初本只是要讨官职做,始终只是这

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语似«主经»,便以为传道.至其每日功夫,只是做诗,博弈,酣饮取乐而已.观

其诗便可见,都衬贴那«原道»不起”①.诸如此类的指摘不胜枚举.不过,宋代理学家最主要的不满

意之处,则是韩愈的道统学说与人性论仍有许多未尽之处,关于儒家道统,韩愈只是说了一个大纲,
而在学理上远远不够细密.

宋代理学家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对韩愈的道统学说作了修正.
首先,宋代理学家对“道”的概念作出了更加抽象的理解.
韩愈道统学说的贡献在于他第一次把“道”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提出来,并且试图在本原的意义

上说明“道”是什么.但是,由于韩愈在先秦儒家那里找到的思想资源主要是«孟子»、«大学»,从«原
道»的行文风格来看,他所借重的文献还应该有«中庸».如果仅着眼于对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道德问

题的理解,这些文献的内容可谓丰富,但是,如果要在最抽象的水平上说明“道”所以是普遍的法则,
这些思想资源却是远远不够.在«原道»中,韩愈杜撰了一个从尧舜到孔孟的代相传递的谱系:“尧以

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
轲之死,不得其传焉.”②韩愈的本意,是要借助于这个道统传承谱系说明道既是至高无上的,又是普

遍的和永恒的,可是韩愈并不知道,这样一个在圣王先贤手中传递,并且传递过程在某些时候还会中

断的“道”,既算不得至高无上,也不够永恒.
与韩愈相比,两宋理学家所借用的思想资源更为丰富.两宋道学的开山人周敦颐,借助于«周

易»的形而上思维,从本体论的层面上对“道”作出了阐释:“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

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③周敦颐所说的“太极”,就是

后来程朱等人所说的“道”或天理.周敦颐以后,从本体论的层面上理解“道”或“天理”是宋代理学家

共同的认识路径.在宋代理学家看来,“道”是天地万物的本原,是天地所以为此天地的终极原因,如
朱熹所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
都无该载了! 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④从本体论的层面说明“道”的普遍属性,是先秦两汉儒

家以及韩愈所不及之处.
在论证“道”的永恒属性方面,宋代理学家既不满意于汉代董仲舒所说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因

为在逻辑上,这句话的另一半是“天若变,道也会变”,也不满意于韩愈所杜撰的道统传递谱系,因为

这个传递谱系本身便缺少历史的可靠性.从本体论的观念出发,宋代理学家把“道”或天理理解为无

条件的存在,它不会因任何具体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甚至“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

里”⑤.朱熹这句话与董仲舒最大的不同,就是“天变了,道也不变”,虽然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理解,
但必须承认的是,宋代理学家所理解到的“道”,比汉唐儒家的“道”更具永恒的意义.

由于“道”被理解为无条件的存在,在宋代理学家的观念中,“道”与先王的关系也有了某种新的

解释.传统儒家惯常的方式,是通过圣王的神圣来说明“道”的价值,在先秦两汉儒家那里,“道”在大

多数情况下被归结为“先王之道”,虽然韩愈的道统学说已经有了把圣王与“道”分离开来的倾向,圣
王先贤只是被理解为“道”的载体而不再是“道”的创造者和所有者,但他还是没有摆脱通过圣王来说

明“道”的重要性的窠臼.宋代理学家在韩愈的认识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北宋程氏兄弟说:“天理云

者,这一个道理,更有甚穷已? 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穷居不损.这上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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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怎生说得存亡加减? 是它元无少欠,百理俱备.”①在另一处,程氏兄弟又说:“百理具在,平铺放着.
几时道尧尽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尽子道,添得些孝道多? 元来依旧.”②程氏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确,
“道”的存在并不以“圣王”为前提,“道”的内容也不会因为“圣王”的行为而发生改变.这样,“圣王”
便没有了对于“道”的垄断权,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和常人一样去理解道德法则,他们也同样负有遵

守道德法则的义务.出于同样的道理,古今帝王的所作所为也同样需要通过“道”来评价.虽然宋代

理学家还没有能力从先秦儒家推崇尧舜、三代的圣王理想中走出来,但是,秦汉以下的历代帝王却成

了他们的批判对象,这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很有意义的进步.
其次,韩愈的道统学说在认识论方面存有局限,宋代理学家在认识论方面对韩愈的道统学说作

出了修正.
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是否遵循普遍的道德法则? 传统儒家对这一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当先

秦儒家提出“道”的概念的时候,便认为“道”是可知的.孔子曾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

仁»)孔子虽然没有说明如何能够“闻道”,却承认“道”是可知的.这一点对于传统儒家的伦理政治学

说尤为重要,因为“道”如果不能为人们所认识,对于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来说也就毫无意义.不过,
在政治哲学意义上,只是承认“道”是可知的还不够,更进一步的问题是,人们如何使自己的认识达到

作为普遍法则的“道”.
受«礼记大学»的启示,韩愈十分注重修身的重要性,韩愈把个人的道德修养视为守道的基本

条件,这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先秦两汉儒家效法先王的思维定式.不过,韩愈在«原道»中引述«大
学»那段话的时候,略去了“格物、致知”一节,这恰是宋代理学家所不满意的地方,朱熹甚至指斥为

“无头学问”③.在宋代理学家看来,若要遵守天理,首先必须认识天理,所以,“格物致知”是第一位的

事情,“物格者,物理之极处无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无不尽也,知既尽则意可得而实矣.意既

实则心可得而正矣”④.
至于韩愈为什么会略去“格物、致知”一节,陈来认为:“这显然是由于,在儒学复兴运动的初期,

主要的任务是首先在政治伦理上抨击佛教,恢复儒学在政治社会结构中的地位,还未能深入到如何

发展儒学内部的精神课题.”⑤这一说法并不确切,实际上,韩愈之所以没有说“致知在格物”,是因为

他在认识论方面的局限.他还不知道,在如何遵守普遍道德法则这一问题上,个人的道德修养固然

重要,但是,对道的认知却是所有这一切的前提.也就是说,韩愈在认识论方面远没有达到宋代理学

家的境界.
人们所以能够认识“天理”,其根本原因在于人的理性能力.北宋程氏兄弟说:“‘万物皆备于

我’,不独人尔,物皆然.都自这里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则能推之.虽能推之,几时添得一分? 不

能推之,几时减得一分?”⑥程氏兄弟这句话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些靠表象和记忆生活的动物,很
少分有经验,惟有人类才凭技术和推理生活”⑦有着完全相同的意义.较之韩愈的道统学说,宋代理

学家显然更多地注意到了人的理性之于社会政治生活的意义.
再次,较之韩愈的“性三品”说,宋代理学家对于人性问题作出了更为合乎逻辑的解释.
在东西方思想史上,如果一个思想家对于人性问题没有深刻的理解,其思想学说不可能是完整

的.唐中期以后,思想界对人性问题的关注始于韩愈,宋代理学家对人性的认识也在很大程度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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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了韩愈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由于形上素养的差别,宋代理学家对韩愈的性三品说并不是十分

满意.事实上,宋代理学家对韩愈思想颇多指摘的也是人性论.在他们看来,韩愈的性三品说虽然

是可取的,却有未尽之处,这未尽之处就是“少得一个‘气’字”①.
前面说过,先秦儒家人性论所遭遇的理论困难,就是有关人的普遍类本质的假定与现实生活中

的人之间的鲜明反差.他们既无法通过现实生活中的人来证明其关于人性善恶的假定,也无法根据

其对人性善恶的判断来说明现实生活中的人何以千差万别.汉唐儒家的种种努力,实际上就是要解

决先秦儒家的这一理论困难.
前面说过,韩愈的人性论对宋儒的重要启示,就是把“人”与“性”分别开来,一方面认为“五常为

性”,这样,“性”便是善之所在,另一方面又把人的道德属性分为三品,善恶因人而异.当韩愈作如此

说的时候,他却没有意识到还有进一步的问题需要说明,那就是,如果说“性”是善之所在,那么,“性”
究竟是什么,它与现实生活中的人的道德品质又是什么关系? 由于韩愈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所以

他也就无法对这些问题作出说明.
宋代理学家认为,韩愈的性三品说在总体上虽不错,但因为少了一个“气”字,所以在逻辑上便无

法圆通了.北宋程子在批评韩愈的人性论时说:“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②在此基

础上,南宋朱熹又进一步发挥道:“退之说性,只将仁义礼智来说,便是识见高处.如论三品亦是.但

以某观,人之性岂独三品,须有百千万品.退之所论却少了一个‘气’字.”③在宋儒看来,韩愈以仁义

理智来说“性”是对的,把人性分为三品也是对的,但因为少了一个“气”字,二者之间在逻辑上便无法

圆通.
把“气”的概念引入人性问题始于张载.北宋熙宁年间,张载作«正蒙»,于其中提出了“天地之

性”、“气质之性”的概念.首先,张载在本体论的层面解释了“性”的概念:“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

之得私也.”④也就是说,“性”是天地间万物的本原,并不为人类所特有.作为万物本原的“性”与“道”
是一体的,“天所性者通极于道”,这就是所谓的“天地之性”.天地间每一种事物都在某种程度上获

得了“性”,但是,万物获得“性”依赖于一个条件,即必须禀气成形,只是由于“气”的作用,事物之间便

有了属性的差别,即所谓“气质之性”.“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
君子有弗性者焉.”⑤后来朱熹进一步解释“天地之性”、“气质之性”的关系时说:“论天地之性,则专指

理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未有此气,已有此性.气有不存,而性却常在.”⑥朱熹的这

一解释很是符合张载的原意.张载对“性”的理解较之韩愈前进了一步,不过却是十分重要的一步.
按照张载的认识,所谓“天地之性”便是本原的性,它对于每一种事物来说都是先验的;“气质之性”则
是每一种事物禀气成形之后所具有的属性,人性也属于“气质之性”,而且由于“气禀”不同,人与人之

间也就有了品性善恶的不同.
张载“天地之性”、“气质之性”之说一出,标志着儒家人性学说的根本转向.自此以后,宋代理学

家实际上不再对人的普遍本质作出善恶的判断.朱熹说:“性即理也.当然之理,无有不善者.故孟

子之言性,指性之本而言.然必有所依而立,故气质之禀不能无浅深厚薄之别.孔子曰:‘性相近

也’,兼气质而言.”⑦按照他的说法,“性”与“道”或“天理”实际上就是同一事物.在这里,朱熹尽管没

有明说,但实际上已经颠覆了孟子的“性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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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即理也”的观点本自程氏兄弟,也是宋代理学家的一致认识.如果说“止于至善”是思想家不

可放弃的道德追求,那么,他们必须在观念形态上为“善”确定一个可靠的来源.宋代理学家与孟子

的最大不同,在于他们不像孟子那样认为“善”源自于人的本性,而是来自于客观存在的“性”.至于

人的善恶,则完全取决于他们的禀得的“气”,甚至“气禀”的不同,还决定着每一个人的贫贱寿夭,“人
之禀气,富贵、贫贱、长短,皆有定数寓其中或贵而为栋梁,或贱而为厕料,皆其生时所禀气数如

此定了”①.至此,宋代理学家用较之以往历代儒家更为精致的逻辑,说明了现实生活中的人何以有

着不同的道德品质,也为现实社会的不平等作了更为充分的论证.有学者认为,宋代理学家在继承

韩愈“五常为性”观点的基础上,“发展为性即理说,认为每个人心中都具有仁义礼智信五德,五德是

一切人性之所以为人性者”②,这一说法并不符合宋代理学家人性论的实际.实际上,宋代理学家是

循着韩愈“性”与“人”分离的思路,用“禀气”之说对现实生活中的人何以存在品质差别作了更为精致

的说明.虽然宋代理学家的“禀气”说彻底消解了先秦儒家的逻辑困难,但是,他们在学理上付出的

代价却是对人类普遍本质的否定.
综上之述,韩愈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哲理化进程中具有关键意义的思想家,韩愈的思想学说实

际上开了两宋道学的先河,尤其是宋代理学家中的程朱学派,受韩愈的影响尤多.但是,由于形而上

学素养的不足,韩愈的思想学说并没有受到宋代理学家的完全认可,因此,宋代理学家不肯承认韩愈

与道学之间的理论渊源关系,也有其理由.

[责任编辑　刘京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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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古与革新的错位:
对北宋天地分祭与合祭之争的再探讨

丁建军　江　云

摘　要:祭祀天地是中国古代帝王的特权与神圣义务.北宋时期,宋神宗熙丰变法时期对礼制的改

革,引发了关于郊祀礼的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天地应该分祭还是合祭.伴随着北宋中后期最高当权者

的更迭和新旧党争的形势变化,这场争论也不断反复.在这个过程中,以恢复古礼相标榜而主张天地分祭

的许多新党,表现为食古不化的保守,而以适应宋朝现实为依据,主张实行天地合祭的许多旧党,却表现出

与时俱进的革新精神.由于时代变迁、财力的局限和皇帝事务的繁忙,按照古礼恢复天地分祭的主张已难

于实行,天地合祭,皇帝每三年亲祀一次,遂成为宋朝郊祀礼的主流.宋人对天地分祭与合祭的争论既是

礼制、学术之争,更牵涉北宋中后期的党争,从一个侧面彰显了宋朝士大夫政治的时代特色.

关键词:北宋;郊祀;天地分祭;天地合祭;北宋党争

在古代中国,帝王祭祀天地谓之“郊祀”,是中国古代礼制的重要内容之一.所谓“国之大事,在
祀与戎”① ,自商周以降,中国历代王朝都很重视郊祀活动,或沿袭继承,或变通改革,随着时代的发

展,历朝历代郊祀的内容和形式都在不断变化,其具体实施情况也各有特点.宋朝皇帝亲祀天地通

常是“三岁一郊”② ,其他年份的常祀则改派大臣摄事.历代学者对郊祀的争论也不绝于史,而北宋中后

期,围绕皇帝亲祀天地到底应该分祭,还是应该合祭所展开的争论,则因为与党争纠缠不清而最为激烈.
较早关注宋代郊祀制度的日本学者山内弘一,在«北宋时代の郊祀»③ 一文中,对北宋１６８年间的

郊祀制度进行了系统论述,其中对北宋天地合祭与分祭争有所涉及,但因属附带而论,所论并不深

入.中国学者杨倩描在«宋代郊祀制度初探»④ 一文中,通过对宋代郊祀次数和地点场所变迁的探析,
论述了宋代常祀衰败和皇帝亲祀地位突出的时代特点,特别对宋代皇帝亲郊大礼所承担的诸多现实

政治功能(如肆赦、荫子和赏赉)进行了论述,该文虽对宋代皇帝亲祀难以依古礼施行天地分祭的原

因有所探讨,但对宋朝难于实行天地分祭原因的探讨仍有待深入.朱溢在«从郊丘之争到天地分合

之争———唐至北宋时期郊祀主神位的变化»⑤ 一文中,主要通过唐宋郊祀的纵向比较,对北宋分祭和

合祭的定型化、制度化作了考察,但对北宋中后期围绕天地合祭与分祭的争论也缺乏深入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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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戍国在«中国礼制史宋辽夏金元卷»①中,虽然对北宋天地分祭与合祭的争论问题有所论及,但重

点则放在了质疑争论的内容和郊祀的具体环节上.本文拟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北宋

中后期新旧党争的变化,对北宋的天地分祭与合祭之争进行再探讨,一方面进一步深化对宋代郊祀

礼制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加深对北宋党争的理解.

一、北宋郊祀之争的缘起

对于天地应该分祭还是合祭的问题,儒家经典早有明确的主张,«礼记祭法»曰:“燔柴于泰坛,
祭天也;瘗埋于泰折,祭地也.”②这不仅说明了祭祀天神、地祇的不同方法,也指明了按照古礼是实行

天地分祭的.天地合祭乃始于王莽摄政时期.西汉平帝元始五年(５),王莽以“天地合祭,先祖配天,
先妣配地,其谊一也.天地合精,夫妇判合.祭天南郊,则以地配,一体之谊也”③,首创了天地合祭的

仪制.此后,历代王朝多实行天地合祭,到了宋代在祭祀天地方面又有了重大调整:即分为有司摄事

的常祀和皇帝亲祀两种形式,由有司摄事的常祀实行的是天地分祭,但是在三年一次的皇帝亲祀时,
则实行天地合祭.这种做法自宋太祖朝至宋英宗朝皆是如此,并未招致异议,但到了宋神宗朝开始

有了变化.由于这种变化发生在熙丰变法时期,宋朝士大夫围绕着变法已经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并
分为了新、旧两党,于是,新、旧两党围绕天地分祭与合祭的争论,也成为此后一个时期北宋党争政治

的重要内容之一.
历史上著名的熙丰变法发生在宋神宗朝,值得注意的是,在变法前期关于郊祀礼制的变革内容

并未引起新、旧两党的重视,只是到了熙宁十年(１０７７),礼院取庆历以后奉祀制度,别定«祀仪»,其一

留中,其二付有司时,“知谏院黄履言:‘郊祀礼乐,未合古制,请命有司考正群祀.’诏履与礼官讲求以

闻”④,似乎是知谏院黄履提出了郊祀礼乐应恢复古礼的主张,实则不然.«宋史黄履传»透露了其

中的玄机:宋神宗曾经询问天地合祭是非,黄履对曰:“国朝之制,冬至祭天圆丘,夏至祭地方泽,每岁

行之,皆合于古.犹以有司摄事未足以尽[志],于是三岁一郊而亲行之,所谓因时制宜者也,虽施之

方今,为不可易.惟合祭之非,在所当正.然今日礼文之失,非独此也,愿敕有司正群祀,为一代损益

之制.”⑤由此可见,是宋神宗先有了变革礼制的想法,黄履只是揣度圣意后迎合了宋神宗的想法,提
出了皇帝亲祀合祭天地不合古礼.宋神宗为什么会产生改革皇帝亲祀合祭天地礼仪的想法呢? 实

际情形是熙宁九年(１０７６)十月丙午,“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王安石

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⑥,这是王安石第二次被罢相,此后宋神宗的变法更加步履

维艰,为了继续推行变法,宋神宗不得不另寻突破口,于是将官制和礼制改革作为关注的重点,不仅

推行了元丰官制改革,而且开始了对包括郊祀制度在内的礼制改革⑦.尤其是祭祀天地,它直接体现

了皇权与天命的统一,对郊祀礼制的改革不仅有利于加强宋神宗作为皇帝的权威,还成为彰显宋神

宗锐意变法精神和继续变法之政治路线的重大举措,即实行天地分祭这一礼制改革,从一开始提出

来就被赋予了变法革新的政治意义,而逢变法必反对的守旧大臣自然也不会放弃对天地分祭的反

对.因此,从黄履迎合宋神宗提出要恢复古礼、实行天地分祭的主张开始,就注定了赵宋朝堂上新、
旧两党必将围绕天地分祭与合祭展开一场新的争论,并且这场关于天地分祭与合祭的争论竟然伴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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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北宋后期党争的反反复复而持续不断.宋神宗朝天地分祭的主张占了上风,宋哲宗朝宣仁太皇太

后垂帘听政的元祐更化时期,天地合祭的意见又压倒了分祭的主张,而宋哲宗亲政后的绍圣时期和

宋徽宗朝,天地分祭的意见又占上风,直到南宋初期彻底否定新党之后,宋朝人关于天地分祭与合祭

的争论才告结束.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北宋党争政治对郊祀礼制之争的影响.

二、分祭与合祭之争中的几种代表性意见

对天地合祭与分祭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宋神宗和宋哲宗两朝,虽然此后对此还有些争论,但无论

是争论的规模,还是争论的激烈程度,均不及这两朝.宋神宗将争论交付给郊庙奉祀礼文所主持讨

论,但是礼文所内部争论不休,难于达成共识,于是不得不吸收其他官员参与讨论,而争论双方仍各

持己见,最终不得不由宋神宗亲自拍板定夺.元丰四年(１０８１)四月,神宗下诏:“亲祀北郊,并依南郊

之仪,有故不行,即以上公摄事.”①宋神宗的这一诏令反映出其在郊祀方面蓄意改革的意念,试图突

破宋朝开国以来皇帝亲祀天地实行合祭的祖宗家法,但也表明在实际操作中皇帝亲祀实行天地分祭

存在困难,宋神宗又不得不采取折中的处理办法:皇帝亲祀实行天地分祭,但其北郊祭祀皇地祇时,
“(皇帝)有故不行,即以上公摄事”.实际上,宋神宗虽然确定了皇帝亲祀实行天地分祭,但在神宗一

朝他却没有亲祀北郊,而北郊祭祀皇地祇时都是派遣大臣摄事.为什么宋神宗已经颁布天地分祭之

诏,而对皇地祇又不曾行亲祀之礼,个中原因详见下文论述.
宋哲宗朝的郊祀礼制,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讨论,这两次讨论与哲宗朝的元祐更化、哲宗亲政后

的绍述新政两次重大政策转变息息相关.元祐五年(１０９０),受命摄行北郊事的尚书右丞许将提出:
“王者父天母地,三岁冬至,天子亲祠,遍享宗庙,祀天圜丘,而夏至方泽之祭,乃止遣上公,则皇地祇

遂永不在亲祠之典,此大阙礼也.”进而建议宋哲宗:“博诏儒臣,讲求典故,明正祀典,为万世法.”在
这次讨论中,虽然有不少礼官和大臣力主张天地分祭,但是持天地合祭意见者还是占了上风,因为垂

帘听政的太皇太后反对熙丰变法,连带也反感宋神宗搞的天地分祭,最后她决定“宜依仁宗皇帝故

事”②,即搁置了宋神宗的天地分祭之诏,仍施行天地合祭.
宣仁太后一死,一向不满祖母专权的宋哲宗终于亲政,他一反其祖母高太后的做法,立志继承父

亲宋神宗的新法.在郊祀天地方面,宋哲宗元祐七年(１０９２)十一月合祭天地于圜丘后,于元祐八年

(１０９３),权礼部侍郎盛陶、太常丞王谊等建言,“宜用先帝北郊仪注,以时躬行,罢合祭礼”,但三省提

出,“合祭既非礼典,但盛夏祭地祇,必难亲行”,宋哲宗便再次下诏,“令两省、台谏、礼官同议,可亲祀

北郊,然后罢合祭之礼”.于是,在朝中又掀起一次天地分祭与合祭争论的高潮:“曾布、钱勰、范纯

礼、韩宗师、王古、井亮采、常安民、李琮、虞策、刘定、傅楫、黄裳、丰稷、叶祖洽等言,互有是否.蔡京、
林希、蔡卞、黄履、吴安持、晁端彦、翟思、郭知章、刘拯、黄庆基、董敦逸等请罢合祭.诏从之.”即在这

一轮争论中,由于宋哲宗反对元祐更化的倾向明显,主张郊祀分祭天地者最终占了上风.宋哲宗一

反其祖母垂帘时的元祐之政,一并罢废了天地合祭,甚至建造了北郊亲祀皇地祇时的斋院,但是令宋

哲宗遗憾的是,由于他的过早病逝,北郊亲祀之礼,“终帝之世未克举云”③.
以上就是宋神宗朝和宋哲宗朝围绕天地分祭与和合祭争论的大致过程,在争论的过程中,群臣

围绕天地分祭与合祭而提出的各种意见,为宋神宗、宣仁太后、宋哲宗最终决定亲祀之礼提供了依

据.归纳宋神宗和宋哲宗两朝大臣的争论意见,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７６复古与革新的错位:对北宋天地分祭与合祭之争的再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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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天地必须分祭,并且皇帝必须亲祀.
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陈襄、王存、曾肇、彭汝砺等.宋神宗朝,陈襄曾上疏«天地合祭为非

礼»①,王存、曾肇也曾一起奏请:“今北郊常差中书门下官,乃冢宰之任.乐舞不类,亦开元、开宝旧礼

所载,特近世废缺.二者皆有司摄事,常行之典,未足以代亲祠之重,恐于父天母地之文,有所未

顺.”②到了元祐七年(１０９２),宋哲宗即将行亲祀天地大礼时,朝中再次掀起分祭与合祭之争:“彭汝

砺、曾肇复上疏论合祭之非.”③时任礼部侍郎的曾肇力主分祭,连续上«分祭郊社议»和两次«上哲宗

皇帝乞分祭»,指责主张合祭者是“于圣人成法则弃而不行,猥用王莽不经之说”④,力劝宋哲宗“唯陛

下留神省察,远惟先帝复古之心,持以正诚不倦之意,无从苟简自便之说,以成躬事地祇之实”⑤.

２．天地应当分祭,但皇帝不必亲祀皇地祇,可以命冢宰摄事.
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张璪、赵若彦等.神宗时翰林学士张璪言:“冬至祀天,夏至祀地,不易

之理.今祀地欲改用他月,无所依据.必不得已,宜于郊祀之岁,夏至之日,盛仪容,具乐舞,一如南

郊之仪,命冢宰摄事.”⑥

哲宗元祐五年(１０９０)五月十八日,诏礼部、太常寺,六月十二日又诏尚书、侍郎、三省侍从官同议

皇地祇祀典.至元祐七年(１０９２)三月辛丑,太常寺修定到郊祀之岁夏至皇帝亲诣北郊祭皇地祇于方

丘仪制和上公摄事的礼仪,诏依所定.但礼部又言,“看详如遇郊祀之岁,亲祠于方丘及摄事,并合典

礼之正,自系朝廷临时指挥.今太常寺止称所有亲祠北郊之岁,南郊圜丘于理亦合以上公摄事及改

乐舞,乞一就修定仪注.如此则更无可议,伏乞更不聚议”⑦,即主张将南郊和北郊上公摄事的礼仪都

制定好,以便在皇帝因故不能亲祀北郊时,可以顺利地派大臣代替皇帝行分祭天地之礼.

３．天地可以合祭,待将来有条件时再落实天地分祭.
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顾临、吕大防、盛陶、王谊等.哲宗初立,未遑亲祀,有司摄事如元丰

仪.元祐五年(１０９０)夏至,祭皇地祇,命尚书右丞许将摄事.许将提出:“王者父天母地,三岁冬至,
天子亲祠,遍享宗庙,祀天圜丘,而夏至方泽之祭,乃止遣上公,则皇地祇遂永不在亲祠之典,此大阙

礼也.望博诏儒臣,讲求典故,明正祀典,为万世法.”礼部尚书赵彦若则“请依元丰所定,郊祀之岁,
亲祀方丘及摄事,已合礼之正,更不须聚议”.礼部郎中崔公度请用陈荐议,仍合祭天地,从祀百神.
宋哲宗只好“复诏尚书、侍郎、两省及侍从、台谏、礼官集议”,于是翰林学士顾临等八人“请合祭如故

事,俟将来亲祠北郊,则合祭可罢”⑧.
元祐七年(１０９２)九月,三省上顾临等议,太皇太后曰:“宜依仁宗皇帝故事.”⑨吕大防又言:“先帝

因礼文所建议,遂令诸儒定北郊祀地之礼,然未经亲行.今皇帝临御之始,当亲见天地,而独不设地

祇位,恐亦未安.况祖宗以恩霈四方,庆赉将士,非三岁一行,则国力有限.今日宜为勉行权制,俟北

郊议定及太庙享礼,行之未晚.”在分祭与合祭的争论声中,遂有九月戊戌的诏令:“冬至南郊宜依故

事设皇地祇位,俟礼毕,别议方泽之仪以闻.”尽管元祐七年(１０９２)十一月祀天地于圜丘,实行的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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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合祭,但九月戊戌的这一诏令既反映了当时分祭与合祭之争的激烈,也为以后继续争论埋下了伏笔.

４．坚决反对天地分祭,而主张实行天地合祭.
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陈荐、崔公度、苏辙、苏轼等.宋神宗朝,判太常寺陈荐主张天地合祭,

他认为:“议者以天地合祭,始于王莽,故欲罢之.臣按«周颂»: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汉«郊祀

歌»曰:惟泰元尊,媪神蕃厘.泰元,天也;媪神,地也.又曰:涓选休成,天地并况.此天地同祀,可以

概见,恐非自王莽始也.议者又谓方丘之祀,盛夏不躬行,宜选冢宰摄祀.亦恐未必合古,然终不若

天地合祭也.乞且循旧制.”①

在元祐八年(１０９３)的再次争论中,礼部郎中崔公度认为:“今特祀难行,即当依旧合祭,并依祖宗

旧仪,为万世不刊之典.”②苏辙在这次争论中也坚决主张天子亲祀天地当用合祭之礼,他从实际出

发,逐一驳斥了各种主张天地分祭的理由:“今别祭之议,有欲常郊之岁,皇帝先以夏至亲祀北郊者,
有欲稽夏至之祀行于十月者,有欲三年祀天,三年祀地者,然夏至暑雨方作,以行大礼,势必不可;夏
至之礼行于孟冬,其为非周礼,与冬至无异,而数月之间再举大事,力何以堪.若天地之祀互用三年,
则天地均为六年乃获一祭,而以地废天,以卑略尊,尤为不顺.此皆朝廷之大体.”集议未决,行至崇

政殿门时,吕大防与苏辙还在争论,吕大防说:“今废三代旧典,而行开元故事,可乎?”而苏辙回答:
“今舍三代而从汉唐者,非止一事矣.天子七庙,今乃一庙九室;庙祀一帝一后,今诸后并配.事各适

时,岂必三代.”③吕大防终于折服.最终宋哲宗首次亲郊仍实行天地合祭.
元祐八年(１０９３)三月,礼部尚书苏轼先后有«上圆丘合祭六议札子»和«请诘难圆丘六议札子»,

不仅引经据典论证“天地合祭久矣”,而且指出古今时代不同,“夫分祀天地,决非今世之所能行”④,甚
至坚决要求主张天地分祭者必须对他提出的六条天地合祭理由逐条反驳,若不能驳倒他提出的六条

理由,就必须放弃不切实际的分祭主张.«宋史»卷一百«礼志三»记载:“(元祐)八年,礼部尚书苏轼

复陈合祭六议,令礼官集议以闻.已而下诏依元祐七年故事,合祭天地于南郊,仍罢集议.”⑤

针对当时大臣“多牵于旧学,不达时变”⑥,主张恢复三代古礼,进行天地分祭,苏辙则提出应该

“事各适时,岂必三代”⑦,天地分祭的古礼已经不适合宋朝的实际情况了,必须实行天地合祭.今天,
在我们看来,主张天地分祭者虽符合宋神宗朝的改革礼制精神,却有食古不化之嫌,而主张“事各适

时,岂必三代”的苏轼、苏辙兄弟等人,在郊祀礼制变革方面反倒更多地体现了实事求是、顺应时代发

展的科学态度,但当时很快就有人将这次礼制之争上升到了政治斗争:如绍圣元年(１０９４)五月,右正

言张商英就提出:“先帝制详定礼文所,谓合祭非古,据经而正之.元祐之臣,乃复行合祭,请再下礼

官议.”⑧御史中丞黄履进一步上纲上线说:“南郊合祭,自古无有,止因王莽谄事元后,遂跻地位,同席

共牢.逮于先帝始厘正之.陛下初郊,大臣以宣仁同政,复用王莽私意,合而祀之,渎乱典礼.”⑨在宋

哲宗亲政后绍述新政的新形势下,元祐更化时期所搞的天地合祭也很快就被废罢,而主张天地合祭

也成了日后元祐党人的罪过之一,此时主张天地合祭的苏轼、苏辙兄弟后来都被打成了元祐党人.
宋朝士大夫对天地分祭与合祭的争论就是这样与新旧党争纠结在一起的.

当然宋朝人围绕郊祀天地问题也有其他一些观点,或主张调整祭地日期,以方便皇帝能够亲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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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孔武仲建议“请以孟冬纯阴之月,诣北郊亲祀,如神州地祇之祀”①;或主张对具体亲祀行为进行变

通者,如吏部侍郎丰稷奏请:“夏至前三日,皇帝致斋于文德殿,遣官奏告太庙.至日五鼓,诣北郊斋

殿,质明行事,礼毕还宫,不甚炎溽.若遇阴雨,大庆殿可陈望祭之礼.”②这些观点只是郊祀争论中的

枝节问题,限于篇幅在此不再展开论述.

三、北宋祭祀天地的实施情况

相对于臣僚的意见纷争,皇帝的决定显得更为重要,而皇帝在亲祀中的表现,则是皇帝本人对天

地合祭与分祭的最终裁断,直接反映着皇帝对郊祀天地问题的认识,正所谓“祭天地,或合或分,特系

于时君”③.北宋皇帝亲祀天地的具体情况到底如何呢? 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梳理,今将北宋皇帝亲祀

天地的情况列表如下:

北宋皇帝亲祀天地一览表

皇帝 亲祀时间 亲祀情况 史料来源

宋

太

祖

乾德元年十一月甲子 合祭天地于南郊 «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四

开宝元年十一月癸卯 合祭天地于南郊 «长编»卷九、«宋史»卷二«太祖本纪»

开宝四年十一月己未 合祭天地于南郊 «长编»卷十二、«宋史»卷二«太祖本纪»

开宝九年四月庚子 合祭天地于西京南郊 «长编»卷十七

宋

太

宗

太平兴国三年十一月丙申 祀天地于圜丘 «长编»卷十九、«宋史»卷四«太宗本纪»

太平兴国六年十一月辛亥 祀天地于圜丘
«太常因革礼»卷二十九、«长编»卷二十二、«宋
史»卷四«太宗本纪»

雍熙元年十一月丁巳 祀天地于圜丘
«太常因革礼»卷二十九、«长编»卷二十五、«宋
史»卷四«太宗本纪»

宋

真

宗

咸平二年十一月丙戌 祀天地于圜丘
«太常因革礼»卷二十九、«长编»卷二十五、«宋
史»卷六«真宗本纪»

咸平五年十一月壬寅 祀天地于圜丘 «长编»卷四十五、«宋史»卷六«真宗本纪»

景德二年十一月丁巳 祀天地于圜丘 «长编»卷六十一、«宋史»卷七«真宗本纪»

天禧三年十一月辛未 祀天地于圜丘 «长编»卷九十四、«宋史»卷八«真宗本纪»

宋

仁

宗

天圣二年十一月丁酉 祀天地于圜丘 «长编»卷一○二、«宋史»卷九«仁宗本纪»

天圣五年十一月癸丑 祀天地于圜丘 «宋史»卷九«仁宗本纪»

天圣八年十一月戊辰 合祀天地于圜丘 «长编»卷一○九、«宋史»卷九«仁宗本纪»

景祐二年十一月乙未 祀天地于圜丘 «长编»卷一一七、«宋史»卷十«仁宗本纪»

宝元元年十一月庚戌 祀天地于圜丘 «宋史»卷十«仁宗本纪»

庆历元年十一月丙寅 祀天地于圜丘 «宋史»卷十一«仁宗本纪»

庆历四年十一月壬午 祀天地于圜丘 «宋史»卷十一«仁宗本纪»

庆历七年十一月戊戌 祀天地于圜丘 «宋史»卷十一«仁宗本纪»

皇祐五年十一月己巳 祀天地于圜丘 «宋史»卷十二«仁宗本纪»

０７ 文史哲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①

②

③

马端临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文献通考»卷七十一«郊社考四»,第２２０９页.
马端临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文献通考»卷七十六«郊社考九»,第２３５７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七一“元祐七年三月辛丑”,第１１２５１ １１２５２页.



　　续表

皇帝 亲祀时间 亲祀情况 史料来源

宋英宗 治平二年十一月壬申 祀天地于圜丘 «长编»卷二○六、«宋史»卷十三«英宗本纪»

宋

神

宗

熙宁元年十一丁亥 祀天地于圜丘 «宋大诏令集»卷一一八、«宋史»卷十四«神宗本纪»

熙宁七年十一月己未 祀天地于圜丘 «宋大诏令集»卷一一九、«宋史»卷十五«神宗本纪»

熙宁十年十一月甲戌 祀天地于圜丘 «宋大诏令集»卷一一九、«宋史»卷十五«神宗本纪»

元丰六年十一月丙午 祭昊天上帝于圈丘 «宋大诏令集»卷一一九、«宋史»卷一百«礼三»

宋
哲
宗

元祐七年十一月癸巳 祀天地于圜丘 «宋史»卷十七«哲宗本纪»

元符元年十一月甲子 祀昊天上帝于圜丘 «宋史»卷十八«哲宗本纪»

宋

徽

宗

建中靖国元年十一月庚辰 祀天地于圜丘 «宋大诏令集»卷一二二、«宋史»卷十九«徽宗本纪»

崇宁三年十一月丙申 祀昊天上帝于圜丘 «宋大诏令集»卷一二二、«宋史»卷十九«徽宗本纪»

大观四年十一月丁卯 祀昊天上帝于圜丘 «宋大诏令集»卷一二二、«宋史»卷二十«徽宗本纪»

政和三年十一月癸未 祀昊天上帝于圜丘 «宋大诏令集»卷一二二、«宋史»卷二十一«徽宗本纪»

政和四年五月丙戌 始祭地于方泽 «宋史»卷二十一«徽宗本纪»

政和六年十一月己亥 祀昊天上帝于圜丘
«宋大诏令集»卷一二二、«宋史»卷二十一«徽宗

本纪»

政和七年五月辛丑 祭地于方泽 «宋史»卷二十一«徽宗本纪»

宣和元年十一月乙卯 祀昊天上帝于圜丘
«宋大诏令集»卷一二二、«宋史»卷二十二«徽宗

本纪»

宣和二年五月丁巳 祭地于方泽 «宋史»卷二十二«徽宗本纪»

宣和四年十一月庚午 祀昊天上帝于圜丘
«宋大诏令集»卷一二二、«宋史»卷二十二«徽宗

本纪»

宣和五年五月癸酉 祭地于方泽 «宋史»卷二十二«徽宗本纪»

宣和七年十一月丙戌 祀昊天上帝于圜丘
«宋大诏令集»卷一二二、«宋史»卷二十二«徽宗

本纪»

从上表可以清楚地看到,北宋前期和中期,皇帝亲祀采取的都是合祭天地之礼,也难怪在争论中

一些朝臣指出天地合祭乃祖宗旧制,北宋前期皇帝合祭天地的传统在北宋延续时间长,又是宋太祖

留下的祖宗之法,其影响自不待言.值得注意的是宋神宗、宋哲宗虽主张天地分祭,但其实际祭祀天

地的行为却仍是天地合祭.如宋神宗于元丰四年(１０８１)便下诏:“亲祀北郊,并依南郊之仪,有故不

行,即以上公摄事.”①即他发起了恢复三代古礼,实行天地分祭的礼制改革,但是在举行祭地典礼时

却并不如祭天礼隆重,尤其是他本人并没有亲祀过北郊,都是派遣大臣摄事.宋哲宗亲政后要绍述

神宗遗志,信誓旦旦地要施行天地分祭,甚至在绍圣三年(１０９６)建造了北郊斋宫,礼官也制定了相应

的北郊祭祀皇地祇的礼仪,为天地分祭作好了充分的准备,“然北郊亲祀,终帝之世未克举云”②,即宋

哲宗也未亲祀皇地祇.可见实行天地分祭,即使在学理上再合乎古礼,但在现实中也有其难于实行

的困难———关于宋朝皇帝亲祀难于实行天地分祭的原因,下文专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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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宋的１６８年间,虽然神宗、哲宗、徽宗三朝在祭祀天地方面出现过关于皇帝亲祀天地实行分

祭的诏令,但真正落实天地分祭并亲祀皇地祇的只有宋徽宗一位.整个两宋历史上仅有的四次皇帝

北郊亲祀皇地祇也都集中在宋徽宗一朝,这四次分别是:政和四年(１１１４)“五月丙戌,始祭地于方泽,
以太祖配”;政和七年(１１１７)“五月辛丑,祭地于方泽,降德音于诸路”;宣和二年(１１２０)五月丁巳,“祭
地于方泽,降德音于诸路”以及宣和五年(１１２３)五月癸酉,“祭地于方泽”①.即使是宋徽宗这四次北

郊亲祀皇地祇,在时间安排上,都是在前一年南郊祭天之后,就其重要性和规模而言,也都与南郊祭

天不可同日而语.
由此不难发现,大多数宋朝皇帝是认同天地合祭的,即使宋朝个别皇帝如神宗、哲宗认为天地合

祭有违古礼,但是在自己祭祀天地的实际操作中,由于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大多都没能够实

现北郊亲祀皇地祇.只有宋徽宗朝政和之后,元祐党人被赶出了政治中心,朝堂上实现了绍述神宗

新政的舆论一律,从而排除了旧党在分祭天地方面的政治干扰,而且蔡京“又专用丰亨豫大之说,谀
悦帝意”②,蛊惑徽宗横征暴敛,奢靡无度,这才实现了宋朝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四次皇帝北郊亲祀皇地

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宋徽宗按照古礼恢复了天地分祭,但却最终难逃靖康之祸.

四、宋朝天地分祭难以实施的原因

从上文所述的实施情况来看,整个北宋,天地合祭占主流,即使个别皇帝想推行天地分祭,也困

难重重.那么,为何天地分祭在宋代如此难以施行,而只在宋徽宗朝实行过? 综合前人有关论述,其
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从外在的条件看,宋朝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持天地分祭.宋朝人对此已有深刻的认识,如苏

辙就曾指出:“周礼一岁遍祀天地,皆人主亲行,故郊丘有南北,礼乐有同异.自汉以来,礼文日盛,费
用日广,事与古异,故一岁遍祀,不可复行”③清代学者赵翼从宋代的郊祀费用过多的角度也作过

论述,他指出:“岁一亲郊,古今大礼,今反以浮费之多,不得不改为三岁一举.”④当代中国学者杨倩描

和韩国学者曹福铉都曾对该问题进行过不同角度的论述⑤,均揭示了宋朝郊祀费用对财政的巨大压

力.实行三岁一郊的天地合祭,已经令宋朝的冗费不断增加,财政难于承受,而诸路转运使又于常赋

之外进羡钱以助南郊,无名敛率不可胜数,宋朝民众赋税徭役负担为此而更加沉重.此外,皇帝亲祀

方泽必然面临的又一个问题是恩荫大臣子弟———这也是赵宋王朝祖宗之制带来的弊端之一,宋朝皇

帝举行亲祀天地的大礼,即意味着更多官员子弟可以通过郊祀恩荫而入仕,这又必然使得本就人浮

于事的宋朝官僚队伍更加冗滥,财政负担也雪上加霜.“古者斋居近,仪卫省,用度约,赐予寡,故虽

一岁遍祀而国不费,人不劳.今也斋居远,仪卫繁,用度广,赐予多,故虽三岁一郊而犹或惮之,况一

岁而二郊乎?”⑥因此,从控制冗官、冗费的角度,宋朝皇帝亲祀天地都不适合搞天地分祭,而通常实行

三岁一郊的天地合祭已经使其财政逐渐不堪重负了.
其次,从赵宋初期形成的天地合祭传统来看,祖宗之法又是另一个限制天地分祭的原因.苏轼

就极力反对天地分祭的主张:“夫汉之郊礼尤与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钦崇祭祀,儒臣、礼官

讲求损益,非不知圜丘、方泽皆亲祭之为是也.盖以时不可行,是故参酌古今,上合典礼,下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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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襄:«古灵集»卷九«天地合祭为非礼»,«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０９３册,第５６１页.



较其所得,已多于汉唐矣.”①苏轼即直接利用赵宋前朝皇帝在祭祀天地方面实行天地合祭的祖宗之

法反对天地分祭.祖宗家法的贯彻与实施一直是宋代统治者的为政理念,因而宋朝初期太祖、太宗、
真宗、仁宗几位皇帝实行天地合祭的做法,对后世欲行天地分祭者的限制作用十分明显,皇帝在祭祀

天地时不得不慎重考虑.
再次,祭祀活动本身耗费时间、精力过多,也是不利于皇帝亲祀天地实行分祭的客观因素.从斋

戒到祭祀,再到祭祀结束后的报谢宗庙,一次完整的祭祀天地活动需要皇帝付出很多时间和精力,而
皇帝还有重要的国家管理事务需要处理.因此,时间、精力方面的限制,使皇帝无法过多地参与祭祀

活动,而夏至日北郊祭祀皇地祇的季节也不利于皇帝亲祀.«礼记郊特牲»载:“郊之祭也,迎长日

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也.兆于南郊,就阳位也.”②北郊祭地时间为夏至日,天气炎热,在这种情况

下,皇帝还要身着厚重的祭祀礼服,动用庞大的仪仗,在礼官的指引下躬行各种繁杂的祭祀礼仪,加
之祭祀耗时漫长,不仅皇帝受不了,参与祭祀的大臣们也会苦不堪言.正因为“若以乘舆出郊,而暑

雨不常,理难预度.六军仪卫,百官车服,势难减损.三代典礼或难全复,则合祭权宜亦难轻罢”③,故
宋代大多数皇帝采取更为明智的方式:要么遵循祖宗之制天地合祭,要么派遣有司摄事祭祀北郊,一
方面表示对儒家理念敬天法祖的尊崇,昭显赵宋王朝以文治国的特色,另一方面皇帝则可以逃避亲

祀北郊之劳累———这也是北宋一百六十余年间只有宋徽宗曾经四次亲祀北郊的客观原因之一.
最后,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伴随着时代的更迭,祭祀天地的性质已发生微妙的变化.宋与秦

以后的朝代类似,但与先秦则不同.在国家治理结构方面,它已经不是松散的诸侯国联盟,而是大一

统的郡县制;在政体方面,它是皇帝专制的中央集权体制,而不是周王朝的分封制;在官吏管理方面,
它采取的是朝廷对官员的任免制度,而不是世卿世禄的贵族世袭制.因此,在管理方面,无论是管理

的力度还是管理的广度都与先秦时期的周王朝有了质的不同.这种种的变化使得儒家所推崇的三

代古礼也不得不适应宋朝的实际,适时变礼.正如苏轼在«上圆丘合祭六议札子»中所言:

　　夫周之礼,亲祭如彼之多,而岁行之不以为难;今之礼,亲祭如此其少,而三岁一行,不以为

易.其故何也? 古者天子出入,仪物不繁,兵卫甚简,用财有节.而宗庙在大门之内,朝诸侯,出

爵赏,必于太庙,不止时祭而已.天子所治,不过王畿千里.唯以齐祭礼乐为政事,能守此,则天

下服矣,是故岁岁行之,率以为常.至于后世,海内为一,四方万里,皆听命于上.机务之繁,亿

万倍于古,日力有不能给.自秦汉以来,天子仪物,日以滋多,有加无损,以至于今,非复如古之

简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礼.三年一郊,非周礼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庙,一日而祭太庙,非周礼

也.郊而肆赦,非周礼也.优赏诸军,非周礼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荫补亲属,非周礼

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赐赉,非周礼也.此皆不改,而独于地祇,则曰周礼不当祭于

圆丘.此何义也?④

北宋正好处在唐末五代礼崩乐坏后的又一次礼制恢复重建时期,从这个角度看,宋朝发生关于天地

分祭与合祭的礼制争论又有其历史必然性.尽管伴随着对天地合祭与分祭的争论不休,但由于时代

的变化,以及郊祀形式与内涵的变化,决定了宋朝皇帝只能行三年一亲祀南郊,并且多采用天地合祭

的方式.不妨先看这样一则故事:赵匡胤登基后曾“入太庙,见其所陈笾豆、簠簋,问曰:‘此何等物

也?’左右以礼器对.上曰:‘吾祖宗宁识此?’亟命撤去,进常膳如平生.既而曰:‘古礼亦不可废也.’
命复设之”⑤.虽然这则故事与郊祀天地并无直接关系,但我们从中不难发现从撤去礼器到复设礼

３７复古与革新的错位:对北宋天地分祭与合祭之争的再探讨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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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反映出宋太祖对古礼认识的变化,他所说的“古礼亦不可废”,也颇耐人寻味.何以如此呢? 原因

在于历经五代变乱的宋太祖,在建立宋朝之后急于摆脱五代时期社会动荡、王朝短祚的命运,武将出

身、兵变上位的他已认识到崇文抑武对维护其统治秩序的重要作用,正是基于对五代武将跋扈的深

切体会,宋初便确立了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而恢复礼制则是以文治国的重要策略之一.这就决定

了郊祀天地只是宋朝统治者恢复礼制,巩固统治秩序的手段之一,郊祀成为一种政教合一的大型政

治仪式,除去原来神道设教的作用,宋朝统治者祭祀礼仪的隆重还显示了其崇文抑武的治国理念.

五、结　语

北宋中后期关于天地分祭与合祭之争的学术根源,在于儒家经典在传承过程中的错乱、散亡和

杂伪,以及由此造成的后人理解方面的歧异.正如宋人所说,“自周衰,礼乐坏于战国,而废绝于秦.
汉兴,六经在者皆错乱、散亡、杂伪,而诸儒方共补辑,以意解诂,未得其真,而谶纬之书出,以乱经矣.
自郑玄之徒号称大儒,皆主其说者,由此牵惑没溺,而时君不能断决,以为有其举之,莫可废也.由是

郊丘、明堂之论至于纷然,而莫知所止”①.此话道出了北宋礼制之争的学术原因.此外,北宋朝臣关

于天地分祭与合祭之争反复不止的原因,还在于这个问题与北宋中后期的党争纠结在了一起.从熙

丰变法到元祐更化,再到绍圣新政,从建中靖国到崇宁,伴随不同政治取向之最高领导人(皇帝、垂帘

听政的太皇太后或皇太后)的更迭,一朝天子一朝臣,新旧两党轮番执政,而政治风向也随之变换不

停,政坛上的这种反复变化自然就注定了朝堂之上包括天地分祭与合祭之争在内的诸多礼制之争也

往往与政争纠缠不清.这种争论又从一个侧面彰显出在宋朝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条件下,
宋儒好争的时代特色.正是在宋朝崇文抑武的国策下,在异论相搅的党争政治中,才使得这种关于

礼制的争论也成为庙堂之上反反复复党争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过,吊诡的是在这场旷日持久的

争论中,主张改革的宋神宗和绍述神宗政治的哲宗、徽宗以及许多新党人士,多以恢复古礼相标榜,
主张实行皇帝亲祀分祭天地,实为食古不化;而反对皇帝亲祀实行天地分祭古礼,主张郊祀合祭天地

的许多旧党人士,反倒是从宋朝实际出发,不拘泥于古礼,在郊祀礼制方面更富有顺应时代发展要求

的改革精神.可以这样说,上述宋人关于天地分祭与合祭的礼制之争中,虽然与党争纠缠不清,但又

不能简单地依党争来对参与争论者进行新与旧、改革与保守的区分.
无论是天地合祭,还是天地分祭,出于神道设教和崇文抑武的现实政治需要,宋朝的历代统治者

对祭祀天地还是非常重视的.宋朝统治者关注的已不仅仅是祭祀本身,而是更重视通过祭祀所能带

来的种种巩固赵宋皇权统治的效果.因此,宋代的祭祀除了神道设教、彰显赵宋王朝统治合法性的

传统功能外,还承担了更多的现实政治功能,特别是每逢郊祀,大肆犒赏、恩荫宗亲及大臣子弟,这无

疑是皇帝与宗室、官僚之间的一种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的分享,而每逢皇帝亲祀大礼,无一例外地大

赦天下,释放囚犯,这也成为缓和宋朝社会矛盾的一个契机.浩浩荡荡的祭祀队伍和繁复严整的祭

祀场面和仪式,不仅制造了中原王朝盛世的表象,而且通过对天地诸神等级森严的祭祀礼仪,又向臣

民宣示着作为天子和位居现实权力等级金字塔顶上的皇帝在世俗世界的至高与独尊.因此,就连昏

庸的宋徽宗也企图通过躬行天地分祭,祈求神祇保佑早已风雨飘摇的赵宋王朝.但是,天地合祭也

罢,分祭也罢,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尤其是官民矛盾,再祈求天神、地祇的保佑,也挽

救不了一个腐朽王朝的覆灭.

[责任编辑　李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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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后期的御将新体制及其影响

燕 永 成

摘　要:北宋前中期朝廷坚持“将从中御”的传统御将体制,但是到后期,主导变法的宰臣与神宗、哲

宗、徽宗父子将富国强兵、对外军事拓边作为了变革的基本内容与主要目标之一.神宗支持王安石主导拓

边,其御将体制不同于传统的“将从中御”,而是形成了具有鲜明特点的御将新体制,即由主导变法的宰臣

主持边将实施边事活动,边将往往由主导变革的宰臣荐举,在边事活动中,宰臣大多以私书方式指导边将

从事边事活动,其军事成败往往与宰臣的自身政治命运甚至整个变革成败密切相连.因此,主导变革的宰

臣极为看重边将的选任及其军事成效,而边将在宰臣支持下,亦能较充分发挥其军事才能,取得显著战功.

其中,“熙州成功”范例,正是御将新体制的必然产物.随后在绍圣、元符时期,章惇能适时沿袭该体制,也

在军事方面取得了极大成功.不过,随着变法主导权一旦回归到神宗父子手中,“将从中御”的传统御将体

制又得以逐步恢复.尤其到徽宗朝后期,由徽宗主导的御将体制弊端明显,并且它对钦宗朝御将体制的构

建以及北宋灭亡均产生了直接影响.

关键词:北宋后期;御将新体制;宰臣主导;边将实施;北宋灭亡

北宋前中期,帝王为牢牢把握兵权,在选任、指导前方将帅从事军事活动方面,出于防范和猜忌

目的,坚持“将从中御”,或授予将帅“锦囊妙计”,从而形成不利于将帅充分发挥军事才干的宋代传统

御将体制,并且使得宋朝在对辽和西夏等边事活动中,多数处于被动地位,甚至损失惨重.不过,到
北宋后期,伴随着社会变革的积极推行,富国强兵、对外军事拓边遂作为变革的基本内容与主要目标

之一,于是在当朝皇帝的全力支持下,出现了主导变法的宰臣在选将、用将以及指导边事活动方面能

够利用执掌朝政的独特优势,全力支持甚至放手让边将在边事活动中充分发挥其军事才华,掌握对

战事的指挥权与裁决权,并收到了良好效果.这显然与北宋绝大多数皇帝亲自主导的御将体制有所

不同,为此称之为御将新体制.长期以来,学术界虽然对北宋前中期皇权主导的传统御将体制有极

为深入的探究,但对于北宋后期御将体制的演变及其特点,该体制下所取得的军事成效及其成因,以
及该体制的局限及其影响仍缺乏系统探究① .对此,本文拟加以深入研究.

一、北宋后期御将新体制的形成及其反复

在北宋后期社会变革浪潮中,随着军事拓边的逐步展开,朝廷御将体制也随之发生着不同变化.
在熙宁变法期间,宰相王安石全力主导王韶等边将拓边,并由此形成了不同以往的御将新体制.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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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熙宁末以及元丰年间,当神宗主政时,御将体制又发生了明显转变.对此,史载元丰五年六月,神
宗在论述西边战事时言道:“兵不可不试,当先其易者.灵州之役,士气至今不挫者,由熙州成功故

也.”①在此,神宗所言的“熙州成功”范例与“灵州之役”战败案例,正是神宗执政时期不同御将体制下

所导致的不同结果.
熙宁元年,因王韶上奏«平戎策»,朝廷任命其管干秦凤经略司机宜文字②.到熙宁四年八月,在

王安石极力推举之下,朝廷正式任命王韶为秦凤安抚,议开熙河③.同年十二月,当王安石与宋神宗、
文彦博就王韶招抚蕃部事宜讨论之后,王安石指出:“人主御将帅,当有方略,汉高祖拔用亡虏,置之

旧将之上,固未尝待其功绩著见,何尝畏旧人怨望!”④在此,王安石借用历史上汉高祖选拔将帅的成

功范例,明确要求朝廷应消除时人偏见,大胆委任王韶拓边.熙宁五年正月,王安石又言:“臣愚以为

方今所急,在知将帅之情,以道御之,使不敢偷惰欺谩,然后边可治,边可治,则如秉常者虽欲埽除,极
不为难.若未能如此,即无困夏国之理.”⑤在此,王安石又进一步阐明了知将御将的迫切性与重要

性.到同年二月,面对神宗有关王韶安边时的不利传闻,王安石又极力为王韶辩解.如神宗言:“闻
韶第招蕃部,与物便去,初不为我用也.”王安石答道:“蕃部才归附,即当给与料钱,亦安得遽为我用?
此事要属之王韶,使驯致成熟.”同时,在朝廷专任郭逵还是王韶拓边问题上,王安石言:“郭逵有智

计,若揺扇沮坏王韶,即其事必难推究,恐非但韶事不成,缘此更开边隙.陛下若欲委郭逵,则不如罢

王韶,专任郭逵;如以王韶未可废,即须王韶势力足以自济,不为中外牵制沮坏乃可.”神宗言:“须专

委王韶.”⑥由此可见,经王安石积极争取,使得宋神宗明确表示要专委王韶拓边.
熙宁五年五月,宋廷设置通远军,以古渭为之,为开拓之渐⑦.对此,神宗言:“要招纳,须用威乃

能成就.”王安石答道:“如木征极易取,但令边将先阴厚抚结木征下首领,使其心内乡,又善抚初附,
令彼首领见而慕羡,则木征孤特,若取之则取一夫而已,何难之有? 木征既取,则董氈、夏国皆知惧,
如董氊亦非难取也.”神宗言:“边将谁能办此,王韶能否?”安石答道:“此事非王韶、高遵裕不能办

也.”⑧可见,即便是在具体招纳策略上,王安石亦有颇为完备的战略设想,并明确表示须专委王韶和

高遵裕才能办理.此后,朝廷在讨论授予归顺蕃将俞龙珂官职时,神宗言道:“第恐王韶不敢更乞与

俞龙珂官.”王安石答道:“陛下因中人谕指可也.”神宗言:“中人传谕事,意多不尽.”王安石答道:“陛
下以手敕谕之亦可.”神宗言:“只卿将书说与.”安石答道:“近为韶有公事,得韶书都不曾敢报答.”神
宗言:“与书何害?”⑨此事表明,神宗以改让宦官直接传旨边地以指导边将的传统做法,而使王安石直

接通书王韶,使得宰相全力主导边将拓边的御将新体制得以初步形成.
熙宁五年六月,王安石言:“将帅事事指教关防不得,必得有智略自肯建功人,乃可使为将帅.”神

宗言:“如何得如此人?”王安石答道:“岂患无人,但患知人未尽.如王韶被朝廷三度疑其为盗,
若尚气节,自免去久矣,安肯复黾勉到今?”在此,王安石以王韶现实遭遇为例,进一步向宋神宗阐明

了朝廷如何选将御将的问题.至该年闰七月,王安石言王韶欲讨南市、经略木征事,神宗以王韶为

是,既而言:“韶能了此否?”王安石答道:“观韶所奏,甚合事机,然兵有利钝,则未可知.若此举未胜,

６７ 文史哲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七“元丰五年六月戊辰”,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７８８０页.
脱脱等撰:«宋史»卷三二八«王韶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第１０５７９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六“熙宁四年八月辛酉”,第５５０１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八“熙宁四年十二月戊辰”,第５５５８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九“熙宁五年正月己丑”,第５５６６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熙宁五年二月甲子”,第５５９７ ５５９８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三“熙宁五年五月辛巳”,第５６４５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三“熙宁五年五月癸未”,第５６４８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三“熙宁五年五月庚寅”,第５６５３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四“熙宁五年六月癸亥”,第５６７８页.



必须再举,胜而后已.”①八月,王韶收复武胜军,后改称镇洮军②.此后,神宗言及招弓箭手事,王安

石言:“地远难遥制,王韶必有经画.薛向说边事不畏贼,但畏京递到不合事机耳.”神宗令王安石速

与王韶书③.由此可见,王安石全力支持王韶拓边,并引用薛向之言,期望朝廷不应过多干预边事.
同年十月,宋廷置熙河路,以王韶为经略安抚等使.十二月,神宗问王安石:“见王中正否?”王安

石答道:“见之.”问:“何言?”王安石答道:“中正言熙河人情甚喜,蕃酋女子至连袂围绕汉官踏歌,言
自今后无雠杀,有买卖,快乐作得活计,不被木征来夺人口牛马也.”神宗言:“边事须委付,不可扰之.
王韶等不怕西边事宜,却怕东边事宜.每得朝命,或不应事机,即人情疑沮.”④这说明熙河拓边的成

功,使得神宗本人已切实认识到专任边将的重要性及皇权盲目干预边事的危害.到次年二月,王韶

克河州.三月,熙河奏报香子城之捷后,神宗告诉王安石:“非卿主谋于内,无以成此.”又当时河、洮、
岷州虽共为一路,而实未完全收复.王韶方图进兵,神宗手诏令所议不须申覆,及上奏亦不必过为详

谨妨事⑤.神宗该手诏无不表明,在拓边已取得的巨大成效面前,宰相全力支持边将拓边的御将新体

制已得到神宗的充分认可.
此后,王韶拓边安边进行得极为顺利.到熙宁六年十月,王韶克洮、岷等州,王安石率百官祝贺,

神宗解玉带赐王安石,遣内侍李舜举谕旨言:“洮河之举,小大并疑,惟卿启迪,迄有成功.今解朕所

御带赐卿,以旌卿功.”王安石再拜固辞言:“陛下拔王韶于疏远之中,恢复一方,臣与二三执政奉承圣

旨而已,不敢独当此赐.”神宗又令李舜举谕旨言:“群疑方作,朕亦欲中止,非卿助朕,此功不成.赐

卿带以传遗子孙,表朕与卿君臣一时相遇之美也.”⑥到熙宁七年四月,王韶大破西蕃,木征降⑦.由

此可见,正是缘于王安石对王韶的全力支持,由其主导的边将拓边新体制才得以最终形成,并发挥出

了巨大功效.
总之,熙河拓边的成功,既得益于神宗能适时放权让宰相王安石全力支持王韶拓边,又得益于王

韶有王安石的战略指导与全力支持,以及王韶自身突出的军事才能.正是在以上诸方面条件均具备

的有利形势下,由主导变法的宰相推举、选任自己全力支持的边将拓边新体制便得以形成了.当然,
我们也应看到,该体制的形成过程充满着艰辛与曲折.其间,一是王安石要不断向神宗阐述御将策

略,尤其是专任边将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从而使得神宗从思想上逐步转变本朝传统皇权直接御将的

固有模式,并逐渐听信王安石,支持边将王韶拓边.二是由于当时王安石主导拓边,以至于吕中评论

道:王安石“主王韶之说而侵密院之权”⑧.因此,王安石还需时时处理好与枢密院的关系.三是王安

石要不时替边将王韶辩护,用以排除来自朝廷内外反对声浪的干扰,使王韶能专心经营边事.最后,
王安石多次为王韶传授制敌之策,或与王韶共同谋划拓边安边之术,或放手让王韶施展军事谋略.
由此而论,朝廷御将新体制的形成过程,是一项逐步改变宋代已有传统御将体制的艰辛曲折过程.

同时,由于有宋神宗的信任与支持,宰相王安石主导边将拓边活动仍在不断进行.熙宁五年闰

七月,朝廷专命变法派得力成员章惇察访荆湖北路,议开梅山.其间,一些具体的招抚策略已由王安

石确定⑨.到该年八月,察访荆湖路常平等事章惇言:“本路蛮事欲乞一面措置,或招到南、北江首领,
犒设钱粮令转运司应副,官员有不职者,许选择对移,溪洞有汉界亡命之人,亦许招谕放罪,责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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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有功者量事酬奖.”朝廷从其请①.可见边将章惇拓边所需的“一面措置”权得到了朝廷准许.不

过,随后因蔡烨奏梅山事不可仓卒急成,于是神宗批示章惇可先往辰州,候所经制有叙,乃往潭州.
同时,神宗又批示梅山事可专委蔡烨经制,必能了当.对此,王安石指出:“陛下经制边事,既已授成

算,令人勾当,继而为人游说,即别有指挥,人见事有衅隙,即生沮害.”冯京言:“安石必已授惇经制次

第.”这说明神宗仍不时要干预边将拓边,为此王安石及时加以劝诫.正是在王安石极力争取之下,
熙宁六年六月,神宗谕王安石令章惇勿轻易②.同年七月,神宗疑懿、洽事恐如淯井,王安石言:“臣朝

夕切磋章惇,惟令持重.”③可见此时神宗已放权王安石主导章惇拓边了.到该年十一月,章惇开拓梅

山成功.
又到熙宁六年五月,熊本遵照王安石计议,独立措置泸州淯井监夷事④.该年十月,王安石因进

呈泸州事,言:“得熊本书,以为斧望个恕、晏子可羁縻.初,本在京师,臣与言当如此,本不以为然,及
今乃知须合以爵命羁縻.以爵命羁縻,旁近诸夷,各随所部加以爵命,既各有爵命,并为内属部

落,即难相并吞.纵欲如此,即诸部各待王命,彼亦畏中国讨伐,又怀恩命,自然并吞之心息.此所谓

‘为大于细,图难于易’也.”⑤正因有王安石以上决策,到熙宁七年正月,熊本平庐夷,得地二百四

十里⑥.
以上由王安石主导的边将拓边成功范例无不表明,在朝廷御将新体制下,军事拓边成效显著.

不过,熙宁九年十月,王安石第二次罢相,朝廷的御将体制回到了主导变革的宋神宗手中.其间,宋
神宗虽也吸取了此前新体制的诸多良好做法,如时而放权给边将,但传统“将从中御”的惯性思维以

及专制皇权下过分注重防范将帅的诸多弊端,使得宋神宗在选任将帅、指导边事方面难以有更大作

为.其间,神宗选任宠信宦官李宪等作为边将实施拓边,虽也取得了一些战功,但该御将体制所暴露

出的任人唯亲、独断专行或边将非才等弊端极为明显,并且致使边事败多胜少.
元丰四年四月,因种谔言欲乘西夏内乱,拟领兵直捣兴、灵,覆其巢穴,神宗于是下诏令泾原经略

使卢秉等侦实以闻⑦.到该年六月,朝廷部署河东、鄜延、泾原、环庆以及熙河共五路大军征讨西夏.
其中,朝廷任命内侍李宪经制熙河⑧.该次出征虽未设五路总帅,但随后,神宗手诏:“应熙河路及朝

廷所遣四将汉蕃军马,并付都大经制并同经制李宪、苗授,依阶级法总领.其临敌利害,事干机

速,中覆不及者,随宜措置施行.”⑨该手诏表明,神宗授予李宪极大的军事处置权.史载知枢密院孙

固得知神宗坚欲西讨,问道:“然则孰为陛下任此者?”神宗言:“吾以属李宪.”他日,孙固又言:“今举

重兵,五路并进,而无大帅,就使成功,兵必为乱.”同知枢密院吕公著亦言:“既无其人,不若且已.”

由此可见,西讨时神宗已属意李宪负责,但孙固和吕公著对此极力反对.到同年八月,神宗又手诏李

宪:“阃外之事,朝廷属在将帅,趋利避害,固难居中预度,惟尔临敌自图择之.苟能奋张威武,鼓励三

军之士,径指枭巢,与诸将合力俘执丑类,然后退视各郡,居要害者城而守之,是为上策.若大本未

殄,顾未有辟地守之之术,或谋置城贼中,必是自贻患悔,切宜审之!”在此神宗不仅亲自下达给李宪

战略策略,而且重申了李宪的边地军事决策权.十月,神宗再次下诏:“李宪已总兵东行,泾原总管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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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祚、副总管姚麟见统兵出界,如前路相去不远,即与李宪兵会合,结为一大阵,听李宪节制.”①但这

次出讨西夏的结果是:河东、鄜延两路军半途溃散,泾原、环庆两路惨败于灵州城下,惟熙河路军半途

全师而还.②

元丰五年八月,宋廷又任命徐禧等出讨西夏③.随后,徐禧改变原有作战策略,执意城永乐④.
结果夏人以优势兵力攻陷永乐城,徐禧等死之⑤.对于此次永乐之败,史载:“自是之后,上始知边臣

不可信,亦厌兵事,无意西伐矣.”⑥但事实并非如此,如元丰七年十月,神宗仍手诏李宪:“得所论夏贼

即今国中虚实、形势强弱、用事首领举动妄谬之状,甚善.昨得泾原奏,体访去兴、灵州迂直道

径,方知兰州渡河去贼巢甚迩.今若于四五月间,乘贼人马未健,加之无点集备我之际,预于黄河西

上,以兰州营造为名,广置排栰,克期放下,造成浮桥,以本路预集选士、健骑数万人,一发前去荡除枭

穴,纵不能擒戮大憝,亦足以残破其国,使终不能自立.未知其计如何,宜密谋于心,具可否.”⑦由此

可见,神宗仍寄厚望于李宪,以实现出讨西夏、残破其国的目的⑧.
此外,早在熙宁八年十一月,交趾入寇.十二月,朝廷任命赵卨为安南道行营马步军都总管、经

略招讨使兼广南西路安抚使,李宪副之⑨.随后,蔡承禧言李宪不可任帅.到熙宁九年二月,朝廷

改命郭逵为安南道行营马步军都总管、招讨使兼荆湖广南路宣抚使,改赵卨为副使,罢李宪.先是,
李宪告知赵卨,边事止奏禀御前指挥,更不经中书与枢密院.赵卨答以朝廷兴举大事,若不经二府,
恐类墨敕,于事未便.李宪又言:“将来若至军中,御前有指挥,事当何如?”赵卨言:“事若未便,军中

不闻天子诏,当从便宜尔.”二人由是交恶,屡纷辩于神宗前.王安石白神宗:“中人监军,唐叔世弊

事,不可踵.”后神宗用王安石言,罢李宪而遣郭逵及赵卨.此段记载表明,将帅的战场处置权到底

是等待御前指挥,还是边将随机应变处置? 神宗宠信的李宪则完全主张前者.到该年六月,宰相王

安石因子王雱病故告假.十二月,郭逵依神宗“惟万全速了为上”旨意班师.到元丰元年九月,宋廷

下诏归安南广源等地.不过,此后“神宗怒安南师出无功,言者又因周沃谢表,谓(吴)充与郭逵书,
止其进兵.然充书但劝逵以经久省便,非止其进兵也.”因此等原因,元丰三年三月,吴充罢相.
由此表明,此时神宗极为在意宰相吴充与边将郭逵通书之事,它已不同于此前王安石主导边将拓边

时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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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征讨交趾相关联的是,元丰三年五月,朝廷任命韩存宝经制泸州蛮①.到四年七月,宋廷惩安

南无功,时方大举讨伐西夏,故神宗下诏诛韩存宝,以令诸将②.此更显示出神宗亲自御将的权威.
以上边事活动无不表明,由神宗亲自主导的军事活动,喜用亲信宦官担任边将,或者由神宗亲授

成算及战略决策给边将,从而使得朝廷御将体制又回到了“将从中御”的传统模式中.对于神宗的御

将做法,元祐史臣评论道:神宗“每当用兵,或终夜不寝,边奏络绎,手札处画,号令诸将,丁宁详密,授
以成算.虽千里外,上自节制,机神鉴察,无所遁情.恩威相济,人不敢不尽力.如李宪、张诚一辈,
虽甚亲用,然未尝一日弛其御策,无不畏上之威明,而莫敢肆”③.对于神宗始终宠信的李宪,成书于

徽宗时的«哲宗旧录李宪传»论道:李宪“置阵行师,有名将风烈.至于决胜料敌,虽由中覆,皆中机

会,诏书具在,凡三百篇”④.此更是对神宗亲自御将的生动写照.
哲宗绍圣、元符时期,宰相章惇沿袭熙宁时王安石的做法,继续主导边将从事拓边活动,实施御

将新体制.绍圣初,得以亲政的宋哲宗坚持“继志述事”,继续推行变法.曾在熙宁年间主持过拓边

活动的章惇,“及为相,首以开边劝上”⑤.在朝廷采取“渐夺其横山之地,又旁取熙河、湟、鄯以制之”
的军事战略下⑥,宋朝对西夏以及吐蕃的军事活动得以逐步展开.

在对西夏战事方面,宋廷采取以进筑城寨为主,浅攻扰耕和各路策应配合为辅的策略⑦.绍圣三

年十月,西夏大举攻宋,鄜延经略使吕惠卿“自行主将事”,使得夏人仅攻陷金明寨,留二日拔寨北去.
随后,对失利兵将,朝廷下诏令吕惠卿“随宜裁处”⑧.这说明边将吕惠卿具有较大的边地军事裁决

权.而在此时主导变法的宰相章惇,则始终支持着吕惠卿的边事活动.如哲宗就认为:“章惇终是照

管惠卿.”⑨

同时,绍圣四年二月,章楶知渭州,即上奏:“它路所营地,水草俱乏,非形势所在,城之不足为中

国重轻.独葫芦河川滨水路,乃寇出入道,东带兴、灵,西趣天都,可蓄牧耕稼,且居形胜地,今往城

之,平夏国可岁月几也.”哲宗极为重视该奏.至该年三月,章楶会合四路兵筑平夏城和灵平寨.奏

捷至,哲宗对辅臣言道:“章楶到未一旬,即画此策,不八旬而成功,诸路因此可举矣.”随后环庆、鄜
延、河东以及熙河皆植城堞,屹然并立,夏人愕视不敢动.故“诸路之城戎地,实自泾原始”.对于泾

原边将章楶之所以取得如此边功,同年九月,曾布就明确指出:“章惇多以私书与将佐.”权通判通远

军李深更是上书言道:“当今之阙失,莫大于主道太柔,而臣道太盛,陛下柄用大臣,委信仰成,未尝疑

贰,爱臣之仁,至矣尽矣.驭臣之义,似未施也.比年边陲举事,乃征伐之大事也,陛下不自专可

乎? 论边臣之要,兵权之要,则河北莫如雄州,陕西莫如泾原、熙河,今雄州用宰臣之妻弟,泾原用宰

相之兄,熙河用宰相之妹夫,凡有指挥边事,但用私书而已.陛下能不为万世虑乎?”此奏恰能

说明哲宗放权让主导变法的宰相章惇主导边事,以至于章惇之兄章楶、妹夫张询等便成了各自主宰

一方的边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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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开拓青唐方面,早在元符元年八月,因张询未候朝旨,擅自结约蕃部攻讨瞎征,哲宗与曾

布议论此事时,指出:“张询何敢尔,必是章惇令他如此举动.”曾布答道:“众亦知其必出于惇,兼曾为

臣言王赡云青唐可取意,欲令询为之,然询久不敢当此事.今日之举,必是欲盖妄奏首级之罪,故尔

仓卒.”哲宗言:“必定是如此.然惇多与边吏以私书往还,数有人曾论以为不便.”曾布答道:“诚如圣

谕,自林希等在此时,每以此为患,亦知其必缘私书,致人论议.执政自来不曾与武臣通书,如折克

行、王舜臣、王赡辈,惇必总有书与之.”①由以上哲宗与曾布对话可知,宰相章惇多以私书主导边将

拓边.
到元符二年三月,唃厮啰政权出现“内讧”.当瞎征诛杀其叔父苏南党征及其党之后,苏南党征

之子篯罗结逃奔河州,劝说洮西安抚王赡以取青唐.王赡遣客诣京师白宰相章惇.章惇下其事于熙

河兰会经略使孙路,孙路因言青唐必可取,遂大发府库招徕羌人②.到同年六月,边将王赡又亟具奏

乞朝廷“速取青唐,今时不可失”③.哲宗采纳其建议,以迎接溪巴温、抚慰邈川附汉诸酋名义,任命总

管王愍为统军,王赡为副统军,拉开了元符河湟之役的战幕.
对于此后熙河兰会路经略使孙路如何迎接措置溪巴温之事,曾布欲诘问孙路,章惇乃以书简谓

曾布:“未须诘之,且容其措置.”随后,曾布上奏哲宗:“孙路累奏河南邈川部族归汉而不及溪巴温一

字,不知路何以处之? 臣欲如此问孙路,而章惇以为未可.路欲除溪巴温官,处之积石军;而建青唐

为州,以他人领之.臣恐未可,兼此事只是路与惇私书往还,议欲如此,臣等皆不预闻.”④甚至到后

来,曾布还一再向哲宗表明:“青唐之事,本已过举,今急迫如此,可忧.此事全是章惇力主此议.”⑤曾

布所言无不表明,章惇实际在主导着此次拓边.九月,溪巴温之子陇拶“以青唐降”,朝廷“寻改为鄯

州”⑥.对于该次开拓,史载:“(章惇)使孙路、王赡、张询等再造青唐、邈川边事,赡等进筑城寨至

五十所,不复计地势远近险易.汝遮城本元丰欲筑而未敢者,至是进筑,犹越汝遮二百五十里外.顷

之,赡等遂言克复青唐、邈川、宗哥城地,惇不及告同列,即入奏,请率百官贺,且白上将乘兵势灭夏

国.”⑦这是河湟地区自唐天宝年间陷没吐蕃后,二百多年来,第一次为内地皇朝所征服⑧.但到元符

三年二、三月间,因唃厮啰诸部族的极力反抗,王赡等又被迫撤出了鄯、湟州⑨.
到徽宗亲政时期,先是宰相蔡京声称仿效熙宁拓边时的做法,主导边将从事拓边活动.此后当

徽宗亲自主政时,御将体制又回到了“将从中御”的传统模式中.
徽宗亲政初期,起用蔡京为相,握有朝政大权的蔡京对外欲以边功炫耀,于是声称效法熙宁拓边

时的做法,积极支持王厚等边将从事边事活动.此间,徽宗颇为留意西边战事,尝问知枢密院蔡卞:
“鄯、湟可复否?”蔡卞答道:“可.”又问:“谁可将?”蔡卞言:“王厚可为大将,高永年可统兵.”同时,据
赵挺之言:“蔡京每以复湟、鄯启迪上,上意向之.”又蔡京举荐童贯,徽宗遂用“李宪故事”,任命童贯

为监军.于是到崇宁二年春,朝廷任命王厚为洮西安抚、知河州,令措置招纳吐蕃部族.其间,王厚

言:“熙宁间,神宗皇帝以熙河边事委任先臣韶,当时中外臣僚,凡有议论熙河事者,蒙朝廷批送先臣

看详可否,议论归一,无所摇夺.今朝廷措置一方边事,已究见利害本末.欲乞自今中外臣僚言涉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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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利害者,乞依熙宁故事,并付本路经略司及所委措置官看详.”①朝廷从之.可见边将王厚也享有如

其父王韶熙宁拓边时的边地军事裁决权.到崇宁三年四月,王厚等收复鄯州和廓州②.
在对西夏战事方面,崇宁三年九月,西夏大军“直犯镇戎,趋渭州,略数万口而去”.既而西夏又

遣渭州蕃落兵士翟胜,持檄抵镇戎军城下,“自称诰斥蔡京、蔡卞弄权”,故蔡京和蔡卞“必欲举兵讨

之,实因此檄也”.崇宁四年,林摅使辽,陈夏国之罪,亦举此为辞③.该说法未必可信,但此间宋对西

夏用兵,实由蔡京主导则是事实.如崇宁四年三月,陶节夫收复银州④.对于陶节夫的边地作为,史
载蔡京任命陶节夫帅鄜延,节夫“每进筑一城寨,即奏云此西人要害必争之地.未一年,自常调迁至

枢密直学士,然未尝遣一骑一卒出塞.盖与虏战则有胜负,独进筑则无虞;又皆远灵武数百里之地,
虏所不争,故皆得就功论赏,而京力主之”⑤.陶节夫的边功虽难确论,但他是在蔡京支持下从事边事

活动则不必质疑.最后到宣和元年六月,夏人纳款,宋廷下诏六路罢兵.
此外,在边蕃地土开拓招纳方面,如大观二年九月,蔡京言:“黔南夷人献纳地土幅员二万九千余

里,及靖州、辰州、涪州、上夷州、下夷州、南平军、播州、宽乐州、安砂州、谱州夷人等各献纳地土、户口

甚众.”并且率百官称贺.对此,李 论道:“京之诬诞,一至于此.”又如政和六年春正月,以泸南进筑

拓地千里,宰执各进秩一等⑥.对于如此开拓招纳边蕃之事,史载:“崇宁间,复议开边,于是安化上三

州及思广诸峒蛮夷,皆愿纳土输贡赋,及令广西招纳左、右江四百五十余峒.寻以议者言,以为招致

熟蕃非便,乃诏悉废所置州郡,复祖宗之旧焉.”⑦

然而,随着朝政斗争的日趋激烈,蔡京任免不常,徽宗逐渐掌控了朝政.崇宁四年八月,中书、密
院同奉御笔.到同年十月,“御笔之行始盛”⑧.由此表明徽宗开始注意收权、集权.另据蔡京之子蔡

絛言:政和四年,“太上始自揽权纲,不欲付诸臣下”⑨.在徽宗亲自主导下,宦官童贯逐渐担当起了拓

边之任.
早在大观二年五月,以复洮州功,朝廷“加童贯检校司空,仍宣抚”.史载童贯“由此恃功,稍专军

政,选置将吏皆取中旨,不复关朝廷矣”.到政和五年二月,童贯兼领六路边事.次年十一月,朝
廷又下诏枢密院事令童贯与议.由此可见,童贯主持边事之权愈来愈重.

之后议征契丹,与金订立海上之盟,便是在徽宗主导下童贯具体实施的.宣和二年正月,“(金
使)呼庆等至京师,具道阿骨打所言,并其国书达于朝廷.时童贯方受密旨图契丹”.同年二月,宋廷

遣右文殿修撰赵良嗣等出使金国,仍以买马为名,其实约夹攻契丹,取燕云旧地,第面约,不赍国书.
“夹攻之约,盖始于此.”最终到宣和五年四月,金人来归燕京、六州,童贯、蔡攸入燕.同年五月,童
贯、蔡攸二帅凯旋,徽宗为御殿受贺.礼毕,赐宰臣等坐,用神宗皇帝下熙河及崇宁下青唐故事,解玉

带以赐王黼.但至宣和七年十二月,宋金战争爆发,徽宗仓促禅位钦宗.
归结而言,北宋后期朝廷的整个御将体制,具有如下鲜明特点:一是该时期出现的御将新体制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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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形成于神宗当政时期,哲宗亲政时期得以延续,徽宗亲政时期得以仿效.其中对于王安石所主导

的边事活动,陈瓘评论道:王安石“七年执政而四作边事,神考垂拱仰成,任其所为,事成则归功于安

石,事不成则引咎于己.韩绛西事既败,神考降诏罪己,未尝责安石也.熙河奏功,则解玉带以赐安

石曰:‘非卿主谋于内,无以成此.’梅山用兵,章惇受旨于安石.及其奏功,则神考擢惇而骤用之.
神考之于安石,可谓厚矣”①.此间陈瓘所论虽不乏贬低王安石之语,但该论恰能说明神宗支持

王安石主导拓边,从而形成了有别于以往的御将新体制.其中,“熙州成功”范例,正是御将新体制的

必然产物.随后在绍圣、元符时期,章惇能适时沿袭该体制,在军事方面取得了极大成功.对此,史
载元符二年七月,当曾布向章惇言:“公多以书与兵官,如折可适、王赡辈,皆蕃夷之人,何可与书? 一

有败事,恐未免为累.”章惇言道:“昔王荆公与王韶书,言边事无数.”②在此章惇表明,他主导边将拓

边,完全依照的是此前王安石拓边时的做法.而对于徽宗时期蔡京主导的拓边活动,他虽声称仿效

了熙宁时的御将做法,但喜好擅权的蔡京好大喜功、谎报边功等现象严重.对此,朱熹就明确指出:
“蔡京名为绍述熙、丰故事,却恣意纷更,不知讹舛,举朝莫不笑之,而不敢指其非.”③

二是该时期的御将体制往往随改革主导权的转变而转变.一般而言,变革初期,当朝皇帝往往

能放权于主导变革的宰执,使其选任、支持边将从事边地军事活动,从而形成朝廷御将新体制.不

过,当变革推进到一定时段,当朝皇帝往往开始集权并亲自主导变革,朝廷御将新体制往往又变回到

了“将从中御”的传统模式中.对此,前述神宗和徽宗当政后期均如此.即便是哲宗,当他问邢恕“外
间议章惇如何”时,邢恕言:“陛下今日固宜自揽权纲,拣拔人才,使威福渐自己出,如惇者不可专信用

也.”况且史载:“惇既在相位久,所为不合物情,上渐不倚信,恕亦数倾之.”哲宗言:“驾御著.”并且

“使惇测知上待遇日薄,即欲张皇边事,以为自固之计.凡有言边事者,必面折靳侮,期使人不敢言,
则己得以独擅其长”④.这无不反映出皇权时时在防范相权,并且最后欲集改革内外成效于一身.

三是该时期的御将体制是在强势政府或者皇权亲自主导下形成的,它体现着神宗父子当政时的

御将传统.自神宗有志于用兵边地之后,哲宗和徽宗积极“绍述先志”.若将神宗与徽宗两朝加以对

比,就不难看出:此间朝廷整个御将体制的发展演变模式,以及边将王韶与王厚父子、王君万与王赡

父子、种谔与种朴父子,乃至李宪与童贯等基本构成,竟具有极强的相似性与延续性.其中,神宗时

的宦官李宪,在王韶拓边时,就积极参与其中.如熙宁七年二月,神宗批付王安石:“已差李宪往熙河

勾当公事,今军行豫议,其坐次可依奉使例进呈.”王安石言:“李宪又同三军之政.如此任将,恐难责

成功.”然神宗最终派遣李宪往熙河⑤.又如童贯,“少出李宪之门”,“握兵二十年,权倾一时,奔走期

会过于制敕”⑥.由此可见,在神宗父子当政时的朝廷御将体制中,既有敢于担当任责的宰执及其所

选任的出色边将,又有皇帝所宠信的近臣主持边事活动.
四是御将新体制与传统体制相比,颇为突出的是,边将选用途径以及战事任责等存在明显差异.

在传统御将体制下,负责边事的将领往往由帝王亲自选任,即所谓的“将从中御”.这些边将在边地

的一切行动,往往需要听信于远处深宫的当朝皇帝,或者得到其直接授权认可.那么,由此造成的战

事结果只能由帝王自己承担了.如在元丰四年灵州之役中,对于李宪未按期赴灵州,而独自开拓兰

会之举,知枢密院孙固“乞诛之”,朝廷不从.到该年十二月,神宗还特意下诏奖谕⑦.由此可见,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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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州之役虽以失败告终,但李宪开拓兰会之举则得到了神宗认可.而在新体制中,边将往往由主导

变革的宰臣荐举.在边事活动中,宰臣大多以私书方式指导边将从事边事活动,其军事成败往往与

宰臣的自身政治命运甚至整个变革成败等密切相连.因此,主导变革的宰臣极为看重边将的选任及

其军事成效,而边将在宰臣支持下,亦能较充分发挥其军事才能,取得显著战功.如当熙宁七年四月

王安石首次罢相后,神宗赐王安石手诏:“王韶闻卿解机务,颇不安职.继有奸人诈韶云,朝廷已有命

废熙河,徙帅治秦.韶愈忧惑,朕虽已降手敕开谕,卿可特致书安慰之.”①此时边将王韶虽在开拓吐

蕃蕃部战事中已取得巨大成效,但他仍对王安石的去留极为在意.同样,如元符元年三月,哲宗朝臣

同议熙帅,宰相章惇极力推举妹夫张询,甚至声称:“臣敢保张询可用.如有败事,臣乞独任责.”②这

说明章惇极为看重他所举荐的边帅人选.
最后,神宗父子统治时的御将体制,往往受到时段性党派政治的严重影响.如元祐更化时期,朝

廷弥漫着浓厚的弭兵论,以至于在元祐四年,朝廷将葭芦、米脂、浮图、安疆四寨归还给西夏③.又如

元符三年二月,门下侍郎韩忠彦等倡导弃地④.到建中靖国元年三月,宋廷弃湟州.总之,随着宋政

的急剧变换,以上两时段朝廷内外不仅对边事活动进行了尖锐批评甚至全盘否定,而且对神宗和哲

宗亲政时期原有御将体制加以否定,其破坏力及影响力不容忽视.

二、北宋后期御将新体制所带来的成效及其成因

一方面,如前所述,在北宋后期朝廷整个御将体制中,由于时段性实施了注入活力的新体制,从
而使得北宋在对吐蕃、西夏、交趾乃至边蕃战事方面,均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军事成效.自王安石制

定并实施“断西夏右臂”战略以来,朝廷积极推行对吐蕃蕃部的拓边安抚活动.到熙宁五年五月,据
王韶言:已拓地千二百里,招附三十余万口.至同年冬十月,宰臣王安石等以修复熙州、洮、岷、叠、宕
等州,幅员二千余里,斩获不顺蕃部万九千余人,招抚大小蕃族三十余万帐,上表称贺⑤.熙宁七年四

月,李宪言木征出降,辅臣皆贺⑥.同年七月,神宗手诏:“木征已降,熙河边事渐就安帖,此去惟当推

广恩惠,怀辑羌落,乃为经久保守之利.”⑦至此,神宗朝对吐蕃蕃部的开拓重心已转到安边抚众阶

段了.
哲宗当政时期,朝廷继续推行对吐蕃蕃部的拓边活动.元符二年,宋廷得会州和洮州⑧.对此,

曾布指出:“先朝以熙河洮岷为一路,今乃方得洮州.又先朝以熙河兰会为一路,今乃方得会州,皆所

以成先朝之志也.”⑨但洮州寻弃不守.到该年九月,王赡入据青唐.同年闰九月,因收复青唐,宰
相章惇率百官称贺.至元符三年三月,吐蕃瞎征、陇拶入见.但到四月,由于吐蕃蕃部激烈反抗,宋
廷被迫放弃鄯州.建中靖国元年三月,宋廷又弃湟州.

徽宗亲政时期,朝廷再起河湟之役.崇宁二年七月,宋廷再次收复湟州.至次年四月,又收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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鄯、廓州.此次开拓疆土幅员三千余里,计招降到首领二千七百余人,户口七十余万①.大观二年四

月,宋廷再次收复洮州.徽宗赐蔡京诏言:“昔我神考,肇开武胜,疆理西陲.惟时临洮虽未克复,分
置一道,以总其名,显丕圣谟,盖示必取.朕克笃前烈,告厥成功,远彻河源,奄有积石,名王系颈,版
筑一新,壶浆载途,民罔告病.”②该诏表明,旨在“发挥先志”的宋徽宗,对西部拓边成效极为满意.政

和六年七月,朝廷以震武城为震武军.李 对此论道:“自崇宁元年用王厚之议,再收复湟、鄯,至是

唃厮啰之地悉为郡县矣.”③

在与西夏战事方面,神宗主政时期,虽遭受灵州之役以及永乐之役的惨败,不过,宋史臣总结道:
“熙宁始务开拓,未及改元,种谔先取绥州,韩绛继取银州,最后李宪取兰州,沈括取葭芦等四

寨.”④说明该时期对西夏战事仍有一定收获.
哲宗元符元年十一月,折可适擒获屡兴边患的西夏统军嵬名阿埋和监军妹勒都逋⑤.到次年二

月,哲宗以西夏“叩关请命”,甚为高兴,他指出:“边事可喜,祖宗以来未尝有此.”曾布进而言:“臣以

为陛下睿明,听纳之际,动中机会,故能如此.今日边事,朝廷但示以经画大方,一切责在帅臣,
令其见利则动,不强其所不能,故举有成功而无败事,夷狄所以震动屈服,亦以是也.”⑥在此,曾布对

宋、夏战争中哲宗能听信边将实施拓边的做法给予了高度赞扬.至同年五月,宰相章惇以泾原路建

西安州及天都等寨,诸路筑据要害边面,各径直相通,率百官庆贺.其间,曾布言:“西安建州,包括天

都,自天都至秦州甘谷城,南北一直五百里,幅员殆千余里.当时得熙河,止是木征地,今所开拓,乃
夏国地,兼据险要并河,足以制其死命.西人常恭顺则已,若更作过,则趋兴、灵不远矣.”⑦另据宋史

臣言,“逮元祐更张,举葭芦等四寨给赐夏人,而分画久弗能定.绍圣遂罢分画,督诸路各乘势攻讨进

筑.自三年秋,迄元符二年冬,凡陕西、河东建州一、军二、关三、城九、寨二十八、堡十”⑧,说明该时期

宋对西夏所取得的边功极其显著.到同年十二月,西夏进誓表言:“所有诸路系汉缘边界至,已恭依

诏旨施行.本国亦于汉为界处已外侧近,各令安立卓望并寨子去处.”⑨至此,宋、夏复和,元符新疆界

得以确立.徽宗当政时期,宋、夏之间虽时有冲突甚至战争,但此间西夏实力已大减.到宣和元年

“六月,夏人纳款”.
在与交趾战事方面,元丰元年九月,鉴于交趾归还所掠邕、钦、廉三州人户,神宗下诏以广源、苏

茂门等州,以及机榔县归交趾.元丰二年十月,宋以顺州归交趾.至元丰七年十月,宋与交趾最

终划定疆界,并且宋以界外保、乐、练、苗、丁、放近六县,宿、桑二峒划归交趾.
此外,在对边蕃之地的开拓方面,宋史臣指出:神宗熙宁年间,“章惇取懿、洽,谢景温取徽、诚,熊

本取南平”.同时,徽宗时,“盖自崇宁以来,梓、益、夔、黔、广西、荆湖南北,迭相视效,斥大土宇,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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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岁,凡所建州、军、关、城、寨、堡纷然,殆不可胜纪”①.由此可见,神宗、徽宗时期,朝廷对边蕃之地

的开拓极为广泛.
另一方面,北宋后期朝廷御将体制之所以有新变化,朝廷在边事方面之所以有非凡作为,究其原

因,一是神宗父子及主导变革的宰执始终心存恢复汉唐旧境理念,他们所勾画的一系列战略设想及

其相关举措,正是这种理念在现实中的突出反映.据王铚记载:“神宗初即位,慨然有取山后之志.”②

熙宁五年九月,当神宗与宰辅讨论契丹事时,神宗言:“呼契丹为叔,契丹邻敌乃呼为皇帝,岂是不畏

彼? 岁赐与金帛数千万已六七十年,六七十年畏契丹,非但今日.”③由此可见,神宗对宋向契丹称臣

纳贡深表不满.到熙宁七年二月,当权御史中丞邓绾谈及契丹“妄争河东界”事时,指出:“伏以陛下

之驭外敌,势与祖宗不同,真宗、仁宗意在无为,一用至柔,凡外敌慢侮、请求,无不可忍.今自陛下临

御,讲修政事,张皇威武,外敌之心,自惟其侥幸之久,怀不自安,故先用此名,欲以窥测圣意,计较强

弱,其意自谓先事而伐我之谋耳.”④可见在实际行动上,神宗已改真宗和仁宗“意在无为”的做法.
此间最为突出的事例是,神宗“每愤北人倔强,慨然有恢复幽燕之志,即景福殿库聚金帛为兵

费”⑤.对此,王明清认为:神宗“意用此以为开拓西北境土之资.始命王韶克青唐,然后欲经理银、
夏,复取燕云.”⑥吕中也评论说:“我神宗亦有私藏之地也.盖自太祖积藏之金帛,以为复幽、蓟之谋,
此其志,至子孙不忘也.上自初即位,种谔取地而无功,韩绛用兵而失利,上亦愤西戎之桀傲,而虑财

用之不继.安石知其意,故置条例司讲求财利,厚蓄邦计而为用兵之地,所以新法之行,人言不能入,
盖安石有以入上心.故曰安石之兴利,亦得以开边用也.”⑦清人赵翼更是揭示道:“王安石以新法害

天下,引用奸邪,更张法令,驯至靖康之难,人皆咎安石为祸首,而不知实根柢于神宗之有雄心也.帝

自命大有为之才,尝欲克复燕云,恢张先烈.”⑧以上诸人所言,无不表明神宗始终心存恢复汉唐旧境

之理念.
当然,宋神宗的战略设想与边事作为,与宰相王安石欲复汉唐旧境的战略设想密切相关.史载:

“自安石秉政,首用王韶取熙河,以断西夏左[右]臂;又欲取灵武,断辽人右臂.又用章惇以取湖北、
夔峡之蛮,于是言者谓交趾可取.”⑨其中,熙宁五年二月,当神宗谈到秦凤缘边安抚司与经略司事需

分别处置时,王安石就指出:“此大事,陛下宜留意,他时兼制夏国,恢复汉、唐旧境,此乃基本,且不劳

民费财.”同年九月,王安石对神宗又言:“秦、汉以来,中国人众,地垦辟未有如今日.四夷皆衰弱,
数百年来,未有如今日.天其或者以中国久为夷狄所侮,方授陛下以兼制遐荒,安强中国之事.”可

见在拓边熙河及对西夏、辽的战略问题上,王安石能够依据时势发展变化,及时加以分析判断,并且

时时激劝神宗能有所作为.
同样,志在绍述先志的宋哲宗得以亲政后,积极支持宰臣从事边事活动.对此,曾布对章惇言:

“先朝经营财利,志在边鄙,子孙承之,敢忘厥志?”绍圣四年三月,章楶成功进筑平夏城和灵平寨,同
知枢密院林希告知章惇当率百僚入贺时,章惇不从,并独对说:“前日泾原奏功,林希欲臣率百官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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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臣以为此功未足为陛下庆,俟不久生缚梁乙逋、卓贺、夏主乾顺等至阙,臣等当奉觞上陛下寿,为
未晚.”①这表明宰相章惇志在一举殄灭西夏.

徽宗时期的君臣,仍以恢复汉唐旧境作为战略目标.据赵挺之«手记»记载:“蔡京在崇宁初,每
于上前奏陈:‘今以首级受赏,不若招纳.’初营湟州,得湟州矣.又营鄯、廓,每得一州,指地图以

示上曰:‘此处可以趋西界卓啰监军司,此处可以趋宥州,此处可以通青海.朝廷威德,无所不计

矣.’”②同样,童贯“既得志于西边,遂谓北边亦可图”,随后则有“复燕之议”③.
二是北宋长期与西夏等战事不断,外患的促使甚至惨痛刺激,使得北宋后期君臣急欲想在边事

活动方面有更大作为.鉴于仁宗时对西夏战事失败之痛、纳贡之辱,早在治平四年冬十月,当嵬名山

以所统横山部族欲内附,司马光极谏不可接纳,文彦博亦谓:“谅祚称臣奉贡,今或袭取其地无名.”神
宗则“不听,遣(种)谔及(薛)向迎之”.种谔遂取绥州,“西方用兵盖始于此”④.

熙宁五年二月,王安石言:“今所以招纳生羌者,正欲临夏国,使首尾顾惮,然后折服耳.”神宗言:
“此所谓图大于细,为难于易.”王安石答道:“仁宗仁恩在群臣可谓深厚,夏国陵侮仁宗最甚,群臣欲

报仁宗,当以夏国为事,使夏国推屈,乃所以刷仁宗之耻也.”⑤同年九月,王安石又言:“今不取夏国,
则四夷旅拒如今日,非所以宁息中国.然常人不可与虑始,此乃陛下所宜留意.”⑥由此可见,王安石

时时激劝神宗应雪仁宗之耻.至次年十月,王韶取洮、岷等州后,神宗言:“岷、河蕃部族帐甚多,倘抚

御咸得其用,可以坐制西夏,政所谓以蛮夷攻蛮夷.”⑦这说明西部拓边取得阶段性成效后,神宗对由

此制夏的战略决策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熙宁十年七月,神宗谓辅臣:“元昊昔僭号,遣使上表称臣,
其辞犹逊,朝廷不先诘其所以然而遽绝之,纵边民、蕃部讨之,故元昊常自谓为诸羌所立,不得辞,请
于朝廷,不得已而反,西师战辄败,天下骚然,仁宗悔之.当元昊僭书来,独谏官吴育谓外蕃难以中国

叛臣处之,或可稍易以名号.议者皆以为不然,卒困中原,而使加岁赐、封册为夏国主,良可惜哉!”⑧

在此,神宗对仁宗时未能根据时势变化处理西夏元昊之事深为惋惜.到元丰末,对于神宗所经受的

永乐之败,朱熹论道:“本朝则自横山以北,尽为西夏所有,山河之固与吾共之,反据高以临我,是以不

可都也.神宗锐意欲取横山,盖得横山,则可据高以临彼.然取横山之要,又在永乐.故永乐之城,
夏人以死争之,我师大败.神宗闻丧师大恸,圣躬由是不豫.”⑨由此可见,神宗极为看重对西夏的

战事.
此后,哲宗和徽宗亲政时,均以“绍述”为宗旨,并先后与西夏有战事.其中,绍圣、元符时主导拓

边的章惇,志在讨灭西夏.元符二年十月,哲宗告谕曾布说:“章惇以夏人犯邈川,欲因此讨伐,遂灭

夏国.”曾布言:“不审圣意以为如何?”哲宗笑言:“何可听!”曾布言:“陛下圣明远虑,此天下之福.
今青唐用兵,士卒困敝日甚,若更经营诛灭夏国,如此即忧在中国不在四夷也.兼臣在熙宁中,
见朝廷欲灭交趾,既而果无功.况夏国岂交人之比也?”哲宗深以为然.以上记载表明,宰相章

惇志在一举征服西夏,但哲宗及曾布鉴于自身现实,则不主张冒进.
到徽宗朝童贯负责边事时,不仅在宣和元年迫使夏人议和,而且更积极主导收复燕云.对此,据

«中兴姓氏奸邪录»记载:“政和二年,(童贯)与郑久中使于契丹,邀马植来归,以谋燕山诸州.后为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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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宣抚使,督军与夏人、西番战席苇平,破臧底河,累有功.然贯身在数百里外,遥为节制.(宣
和)四年,闻契丹国乱,大金来结盟,约夹攻之也.上锐意取燕山九州,命贯为宣抚使.贯乃令赵良

嗣、马扩使于大金,密请进兵,以袭燕山.大金下燕,遣人邀贯,贯命统制姚平仲往交燕山诸州,封广

阳郡王.”①可见,在徽宗和童贯等主导下,朝廷实施了“收复燕云”之策.
三是北宋后期朝廷将边事作为变革的基本内容与主要目标之一,一些志在有为的边将欲建功立

业,以便实现个人抱负.如王韶早年“试制科不中,客游陕西,访采边事”②.当他得知神宗“有志于天

下”,于是在熙宁元年诣阙上«平戎策».大略言:“国家欲制西夏,当复河湟;河湟复,则西夏有腹背之

忧.自唐乾元以后,吐蕃陷河陇,至今董氊不能制诸羌,而人自为部,莫相统一,宜以时并有之,以绝

夏人之右臂.”凡数千言,神宗览而奇之,并且召问方略,授以秦凤路经略司机宜文字③.随后,在宰相

王安石的极力支持下,王韶开拓熙河取得了巨大成效.史载王韶“为人粗犷,用兵颇有方略,毎召诸

将授指,不复更问,所至辄捷”④.可见王韶确有立功之志、用兵之才.
又如种谔早在神宗即位之初,就力取绥州.元丰四年,当神宗再次欲对西夏用兵时,种谔甚至倡

言:“夏国无人,秉常孺子,臣往提其臂而来耳.”神宗壮之,乃决意西征⑤.由此可见,种谔的灭夏之策

极为冒进,但却打动了神宗.元丰六年四月,种谔卒.史臣评论道:“(种谔)善抚驭士卒,临敌制变,
然性诈诞残忍,视人如草芥.敌亦畏其敢战,故所部颇数有功.自熙宁初,谔首兴边事,后再讨

西夏,皆谔始谋,卒致永乐之败,议者谓谔不死边事不已.”⑥该论虽颇多贬斥之辞,但始终欲建边功则

是种谔一生的典型写照.
再如边将王赡,早在元丰六年六月,李宪就指出:“赡自军兴以来,累立战功,实为出众.”⑦哲宗元

符二年,王赡“画取青唐”,朝廷“乃决策招纳”⑧.随后朝廷得以取湟、鄯州.同样,边将王厚“少从父

韶兵间,习羌事”⑨,当元祐议弃河湟时,他“上疏陈不可,且诣政事堂言之”,未被朝廷采纳.随后,他
又与河州守将王赡“同献议复故地”,并出师定湟、鄯.元符末,二州不守,王厚坐贬.至崇宁初,
蔡京复开边,王厚复官并为主帅,取湟、鄯、廓州,“功足继韶”.

三、北宋后期朝廷整个御将体制存在的弊端与北宋亡国

北宋后期的边事活动,虽然因朝廷实施御将新体制为边事带来了新的活力,但就该时期朝廷整

个御将体制而论,仍存在诸多缺陷及弊端.
首先,如前所述,神宗父子虽对传统御将体制弊端有一定认识,但当拓边取得一定成效,他们往

往又回到了“将从中御”的惯性思维中.不仅如此,对于派重臣安抚边地做法,他们未能依时势加以

变通,而仍在不时沿用,其弊端甚为明显.其中,对于仁宗时派宰执韩琦和范仲淹亲至前线安边之

举,朱熹在论及边事问题时,就尖锐指出:“大抵西人勇健喜斗,三五年必一次为边害.本朝韩、范、张
魏公诸人,他只是一个秀才,于这般事也不大段会.只是被他忠义正当,故做得恁地.”这说明仁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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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宰执亲自至边负责边事,实为无奈之举.
但到神宗朝,朝廷仍沿袭了仁宗时的做法.治平四年十月,种谔取绥州,嵬名山降,需及时处理

与西夏边事,神宗便任命韩琦判永兴军兼陕西路经略安抚使.韩琦先是认为:“师臣肆意妄作,自弃

誓约,取怨西北,以开祸乱之原.”此后,鉴于西夏诱杀知保安军杨定等,韩琦才坚持不弃绥州①.熙宁

三年,神宗又委任韩绛负责边事,但韩绛“素不习兵事,注措乖方”②.此后神宗追咎与西夏战事,以为

唐太宗时固无此.王安石言:“臣自接侍清光以来,陛下固未尝许韩绛以智略,一旦举一方之事属之,
则边事自宜如此.”神宗言道:“朝廷固未尝令其如此,绛失本指皆出于意外.”王安石答道:“陛下许其

便宜节制诸路,则其如此固其理也.”③对此,吕中评论说:“种谔绥州之议,安石犹未之主也;韩绛庆州

之役,安石犹以为未习边事,请勿预议也.”④由此可见,王安石虽为韩绛抚边之举多加辩解,但神宗始

终心存不满.再是元丰五年九月,永乐城失陷之后,又传言吕惠卿乞宰相王珪巡边,此事终因吕惠卿

被责降而作罢⑤.
其次,边将在拓边期间,往往因自身过错等而受到朝廷追究,从而使得他们陷入难以适时发挥军

事才能,甚至落得被贬死的悲惨命运.如因招纳嵬名山,熙宁元年二月,种谔被夺四官⑥.此时适逢

侯可欲言水利之事入见神宗,神宗问其事,侯可答道:“种谔奉密旨取绥而获罪,后何以使人?”神宗亦

后悔,复其官⑦.熙宁三年,韩绛宣抚陕西,“用种谔谋,欲取横山,使将兵城啰兀,命诸将并听谔

节制”.会庆州发生兵变,朝廷下诏罢师,弃啰兀⑧.种谔却因此被责贬.此后,韩绛为种谔辩护道:
“缘种谔深得属羌之情,又有胆略,西贼所畏,若一旦摧辱,恐无以得其死力.臣非敢庇谔,盖为朝廷

预为过虑.”⑨直到熙宁七年十二月,种谔才被任命为礼宾副使、永兴等路州都监.
又如在王韶负责拓边期间,朝廷先是以“妄指闲田”,责贬王韶.及至熙宁四年十二月,神宗对

王韶所奏“生羌举种内属”存有疑义.对于以上二事,王安石向神宗辩析道:“既沈起体量王韶果无

一罪,文彦博反谓沈起附会,又谓王韶之势赫赫于关中.陛下以此不能无疑,故夺韶一官.当是时,
韶实无一罪,后因韩缜打量韶所言荒地,始明白.昨王韶奏生羌举种内属,陛下便以为不合如

此.况蕃户既受官职请料钱,不肯属夏国,即是举种内属,纵似矝功,未为诬罔,陛下既已非其如此.
如此,即人孰肯为陛下尽力? 尽力有何所利?”再到熙宁五年二月,当时经略司磨勘市易钱,凡
为王韶干事者多所追逮.王安石以王韶奏向神宗进言:“王韶非贪墨之人,臣敢保任.假令王韶欲为

侵欺,如高遵裕之徒,皆窥其职任者也,苟有过,岂肯庇覆? 以此不须疑.兼韶所关借钱才二千余缗,
便都侵欺了,于委任边臣之体,亦不足校.”不过,当时经略司已逮捕元瓘送秦州狱,鞫王韶擅用市易

钱赃状.到该年闰七月,王安石言:“天锡陛下聪明旷绝,如拔王韶于选人以治边,韶材果可以治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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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韶屡见疑沮,几为馋诬所废.”①直至同年十一月,王韶盗贷官钱狱才“以违朝旨与元瓘改名”等
罪,罚铜结案②.对于以上诸事,熙宁六年四月,神宗向王安石言:“李宪言熙河妨功害能,举目皆是.”
王安石答道:“王韶事赖陛下照察,方粗有成.今将帅待敌,诚非所畏,惟内外之人相表里为浸润,最
是将帅所患,将帅畏此乃甚于畏敌.”③

再如元丰三年六月,都大经制熙河路边防财用事李宪言:“降授引进使、达州团练使王君万自开

拓熙河,功为最,不幸陨丧,官次所负结籴钱,已没入其家产.子赡适受官,又拘收,欲望矜悯给还,除
赡熙河路一将副差遣.”④先是,边将王君万因“借请给籴边储钱,违法回易”⑤,于是朝廷“尽籍君万家

产以偿所贷结籴钱,犹欠官本万余缗,君万愤甚,不一岁遂死”.后三岁,朝廷“乃悉除之”⑥.此后,对
于收复湟、鄯州的边将王赡和王厚,元符二年十二月,陕西转运判官秦希甫上奏:“王赡、王厚盗取邈

川、青唐府库中金珠等物,因此致变.”朝廷下诏令秦希甫等体量访实闻奏⑦.到元符三年五月,窜王

赡于房州.随后,枢密院奏称:“勘会王赡,前后傲慢专辄,情实难恕.兼累据臣僚奏,王赡、王厚,自
据青唐、邈川,其董氈、瞎征珍宝及府库钱物,并不即时起置文历.心牟钦氈等九人,既已处置,其逐

家财产,亦不见下落.以此显见二人各有侵盗,迹状分明.”朝廷缘此责贬王赡和王厚⑧.其中,对于

王赡之贬,当时徽宗“以为轻”,而向太后亦云:“自尔必宁静矣.”⑨至次年三月,王赡在被流放昌化军

途中,至邓州缢死.由此可见,边将王君万父子均因他罪未能摆脱被贬死的命运.
再次,当拓边取得一定成效,当政帝王以及宰执的拓边目标及指导思想便逐渐发生转变,他们往

往不考虑自身条件,甚至心存投机心理,盲目冒进,从而导致战事被动甚至惨败.如前所述,王安石

主导边地开拓时,为达到“断西夏右臂”目的,取得了开拓熙河的显著成效.但到神宗亲自主导边事

时,目标则直指征服西夏.此后,元祐史臣对神宗边地举措评述道:“欲先取灵、夏,灭西羌,乃图北

伐,积粟塞上数千万石,多储兵器以待.及永乐陷没,知用兵之难,于是亦息意征伐矣.”到哲宗时,
朝廷仍然沿袭神宗时的做法,对西夏实施以进筑城寨为主、浅攻扰耕为辅的策略,并且收到了明显成

效.但此间章惇甚至有一举殄灭西夏之志.徽宗当政时期,朝廷对外军事目标已从征服吐蕃、西夏

变成了收复燕云.政和八年,童贯上«平燕策»,“大抵谓云中,根本也;燕蓟,枝叶也.当分兵挠燕蓟,
而后以重兵取云中”.这说明统兵将帅已提出了明确的战略战术目标.宣和二年三月,史载:“时童

贯受密旨,借其外势以谋复燕.”朝廷下诏赵良嗣和王瓌充使副,由登州以往.用祖宗故事,以买马为

名,因约夹攻契丹,取燕云故地.面约不赍书,唯付以御笔.最终宋朝虽暂时拥有燕云之地,但不久

便诱发了亡国之祸.
最后,北宋后期尤其是徽宗后期的御将体制,对此后政局的走向产生了极大影响.具体而言,一

是徽宗后期弊端丛生的御将体制,原本就对朝廷军事决策和将帅选任等造成了严重破坏.到钦宗

朝,宋廷又持续对蔡京、童贯及其僚属帮凶等专权误国行径进行了彻底清算和否定,由此使得朝廷原

有军政体系受到了极大冲击和损坏.其中对于徽宗后期童贯等专擅军权之事,靖康元年二月,有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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僚指出:童贯“窃据兵权几二十余年,出则为宣抚而不受制密院,入则领密旨而外兼行宣抚.首

倡交结金人,共灭契丹,兆祸致乱”①.蔡京之子蔡絛也指出:“本朝宦者之盛,莫盛于宣和间.盖

自崇宁既踵元丰任李宪故事,命童贯监王厚军下青唐,后贯因尽攘取陕右兵权.政和末,遂寝领

枢筦,擅武柄,主庙算,而梁师成者则坐筹帷幄,其事任类古辅政者.一时宰相执政,悉出其门,如中

书门下徒奉行文书.于是国家将相之任,文武二道,咸归此二人.”②同样,对于蔡京专权误国行径,侍
御史孙觌等上奏指出:“臣等谨按太师蔡京,四任宰相,前后二十年,挟继志述事之名,建蠧国害民之

政,而祖宗法度废弛几尽.况京在政和中,首建平燕之议.宰相非其人,果为天下害,遂使

中国空虚,狄人侵侮无所不至,而京喜为奸言,嫁怨饰非,独使上皇负谤于天下,众论不容,尤在于

此.”③至北宋灭亡后,李纲深入总结道:“一岁之间,再致大寇,虽曰天数,亦人事也.去春致寇,其病

源于崇、观以来军政不修,而起燕山之役.”④由此可见,蔡京、童贯等擅权误国,致使“崇、观以来军政

不修而起燕山之役”,此是他们的主要罪责.
正缘于以上原因,靖康元年六月,监察御史胡舜陟明确指出:“近日边境备御之计,兵可练也,粟

可积也,独将为难得.用师以将为先,而得之至难,不可不为之虑.国家自童贯握兵以来,选将

必先其家奴,其他皆以贿进,货赂公行,其门如市.至谭稹主兵,悉効贯所为,二十余年,将由此选,能
得天下之奇材乎?”⑤可见至此时,朝廷仍面临选将之难的困境.况且在此期间,对于此前与蔡京、童
贯等有过牵连的帅臣,则在此时往往被清算或贬黜.此如靖康元年六月,面对种师中赴救太原失利,
姚古逗留不进,御史中丞陈过庭上奏:“臣谨按河东制置使姚古虽本将家,其实畏懦,素无战功,所以

登坛持节者,唯以名马宝货鬻于童贯之门,滥被恩赏,以至于是.然荷国厚恩,不思报称,自太原被

围,古提重兵于威胜、隆德,逗留数月,未尝寸进.及种师中以忠勇自奋,而古违期弗应,遂致师中失

利.”于是朝廷责授姚古节度副使,廉州安置⑥.凡此等等,以至于到靖康元年冬十月,“朝廷以新失太

原,又闻真定府之报,上大忧之,患将帅非人,思得英豪之士以卫两边,乃下哀痛之诏”⑦.可见,在北

宋深处危亡的关键时刻,钦宗仍为“将帅非人”深表哀痛.
二是外患的突然降临,使得仓促继位的钦宗在短时间内很难对原有的御将体制作出有效调整,

于是只能从现有官僚队伍以及勤王将领中委任将帅,被动仓促应战.靖康元年正月,当金军南下,宰
执欲奉钦宗出狩以避敌之时,李纲则坚决请求道:“今日之计,莫若整齐军马,扬声出战,团结民心,相
与坚守,以待勤王之师.”钦宗言:“谁可将者?”李纲答道:“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禄养大臣,盖将用之于

有事之日.今白时中、李邦彦等虽书生,未必知兵,然藉其位号,抚驭将士,以抗敌锋,乃其职也.”白
时中言:“李纲莫能将兵出战?”李纲言道:“陛下不以臣为庸懦,倘使治兵,愿以死报.”随后钦宗对李

纲言道:“卿留朕,治兵御寇,专以委卿.”李纲再拜受命⑧.由此可见,李纲只是临危勉强受命.随后,
靖难军节度使种师道和承宣使姚平仲以泾原、秦凤路兵前来勤王,朝廷别置宣抚司,命种师道签书枢

密院事、充河东河北京畿宣抚使⑨.到该年六月,当种师中初殁,种师道以病告归,朝廷诏令李纲代种

师道宣抚两路,督促将士解太原之围时,李纲自陈本系“书生不知兵,在危城中,不得已为陛下料理兵

事,实非所长.今使为大帅,恐不胜任,且误国事,死不足以塞责”.钦宗不许,并且督令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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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如此,受战争胜负、朝政斗争以及出身、性格等诸多因素影响,钦宗对其所依赖的李纲和种

师道二人仍任免无常.如钦宗对李纲就时有所疑,不能“一意任之”①.加之臣僚亦时有奏言:“臣窃

见李纲勇于报国,锐于用兵,而听用不审,数有败衂,其罪亦著矣.然纲之所以败军覆将,耗财疲

民,非特如韩琦好水之败、韩绛西边之失也,安得不加斥责以示惩戒乎?”于是到靖康元年十月,李纲

被责提举杭州洞霄宫②.同年同月,种师道卒.据«靖康小雅»记载:“当时将帅无出其右者.(李)邦
彦庸缪,固不足道,而李纲号为喜功名者,复不听公策,此为大恨! 然公之未亡,天下犹倚为重.既复

谢世,孰不嗟惜!”③由此造成钦宗麾下长期缺乏可以依赖的将帅.对此,有人问朱熹:“围城时,李伯

纪如何?”朱熹言:“当时不使他,更使谁? 士气至此消索无余,它人皆不肯向前.惟有渠尚不顾死,且
得倚仗之.”同样,曾有人问尹焞:“靖康中孰可以为将?”尹氏言:“种师道.”又问:“孰可以为相?”良久

言:“也只教他做.”并且又言:“种,关西人,其性寡默,与中朝士大夫不合.”④此后,当金人再次南下

时,因缺乏得力将帅,钦宗只能被动应敌.
三是钦宗朝虽消除了徽宗时期权臣专擅军政大权的弊端,钦宗本人也能不时放权给宰执、将帅,

但在国家身处危亡之际,不仅钦宗本人决策能力欠缺,而且钦宗朝宰执中始终缺乏能主导军政的得

力大臣,加之当时这些宰执任免频繁,由此造成朝廷整个军政体系混乱,军事决策与指挥频频失误则

在所难免.如当靖康元年二月金人退师后,御史中丞许翰就上奏言:“伏见王师既行,庙算未定,此疑

事也,古今盖未有以疑事成功者.故朝廷之意惑,则将帅之心不一;将帅之志分,则士卒之气不锐.
陛下欲断今日之议,当究为和为战卒当如何而已矣.”⑤同样,李纲亦指出:“一岁之间,再致大寇,
虽曰天数,亦人事也.去冬致寇,其病源于去春,失其所以和,又失其所以战,何也? 贼以孤军深

入,前阻坚城,而后顾邀击之威.当是时,不难于和,而朝廷震惧,其所邀求,一切与之,既割三镇,又
质亲王,又许不赀之金币,使贼有以窥中国之弱,此失其所以和也.诸道之兵既集,数倍于贼,将士气

锐而心齐,朝廷畏怯,莫肯一用,惩姚平仲劫寨之小衂,而忘周亚夫困敌之大计,使贼安然,厚有所得

而归,此失其所以战也.失此二者之机会,故令贼志益侈,再举南牧,无所忌惮,遂有并吞华夏

之志.”⑥

靖康元年十一月,当国家深处危亡关头,侍御史胡舜陟上奏指出:“臣观今日戎寇侵陵,国势危

蹙,岂可拱手坐待灭亡? 今陛下欲兴衰拨乱,中兴王室,所用以为大臣者皆非其人.唐恪俗吏,
耿南仲腐儒,何 狂生,聂昌凶人,李回虽差胜,亦议论迂阔,独陈过庭正直,孙傅忠朴,亦非康济经纶

之手.”⑦又有臣僚在此后反思亡国之因时,指出:“自去冬徐处仁、吴敏、李棁辈相继登庙堂,误国谋

身,全无措置,却欲背约,唐恪、何 又凡庸轻脱,河北、河东委而不问.自种师中以深入败绩,李伯纪

以寡谋丧师,士气益不振.冬初,大金引兵入北,声言问罪,且邀三镇,朝廷尚守误国之谋,谓祖宗之

地尺寸不可割,坚守不与.遂破真定,迤逦南来,无一卒与战.及议和也,而何 、孙傅必欲战,以遂

前非,且迎合上意,不思力之不敌也.”⑧由此可见,无论是在对外和、战决策问题上,还是在选用宰辅

问题上,朝廷均失误不断.
同样,对于此时急需处置的边备战事问题,早在靖康元年夏四月,据时人言:“时虏骑出境,朝廷

恬然以为无事,防边御寇之策,置而不问.公(指李纲———引者注)窃忧之,与同知枢密院事许翰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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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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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藻撰,王智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卷八,第８３９页.
汪藻撰,王智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卷十一,第１１３０ １１３１页.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六十,第４４４页.
黎靖德编,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卷一三○«自熙宁至靖康用人»,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４０７６、４０７９、４０８０页.
汪藻撰,王智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卷三,第４０３页.
李纲:«靖康传信录序»,王瑞明点校:«李纲全集»,第１５７４ １５７５页.
汪藻撰,王智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卷十二,第１２６７ １２６８页.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十九,第７３２页.



上前,谓:‘今秋敌必再至,宜预诏天下起兵防秋,为捍御之计.’上命草诏,以谕诸路安抚、总管、钤辖

司.”于是李纲起草有«起防秋兵诏»①.随后,同知枢密院事许翰急促种师中解太原之围,而“师中素

刚,不受迫促,翰从中制之,所不能堪,忘其万死,以决一战,卒至败绩.”②这是许翰不懂军事所造成的

严重后果.对于靖康时的朝廷作为,据«靖康遗录»记载,时人有“十不管”之语:“不管太原,却管太

学;不管防秋,却管«春秋»;不管砲石,却管安石;不管肃王,却管舒王;不管燕山,却管聂山;不管东

京,却管蔡京;不管河北地界,却管举人免解;不管河东,却管陈东;不管二太子,却管立太子.”该书作

者由此论道:“盖讥其不切事务故也,咸谓深中时病.”③朱熹也评论说:“大抵是时在上者无定说,朝变

夕改,纵有好人,亦做不得事.”④

总而言之,徽宗时宋、金订立海上之盟,对外目标的盲目扩大化,加之御将体制又回到“将从中

御”、宦官近臣等主导边事的传统模式中,这是最终导致北宋亡国悲剧发生的主要诱因.对此,王明

清评论道:“元祐初政,庙堂诸公共议,捐其所取.绍圣、崇宁绍述之说举,窜逐弃地之柄臣,取青唐,
进筑湟、鄯、银、夏.至童贯、蔡攸乃启燕云之役,驯至靖康之祸,悉本二子绍述.思之令人痛心疾

首.”⑤朱熹更是分析道:“朝廷与大辽结好百十年矣,一日忽与金人约共攻辽,而本朝无一人往.是时

方十三起,童贯自这边来了,遂不及往.既失约,后取燕又是金人.金人见本朝屡败兵于燕,遂有入

寇之心.是时相王黼主其事,童贯主兵,蔡攸副之.”⑥

而到钦宗朝,由于朝廷始终未能建立起强有力的御将体制,由此造成战略决策失误不断,军事战

备不够充分,将帅缺乏或将帅临场指挥不力等多方面缺陷,并且这些缺陷充分暴露在野心正盛、锐气

十足的金人面前,北宋灭亡的悲剧命运则已注定.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虽然朝廷原有的御将体制被

破坏,但该系统下原有的一些地方军事体系及军事力量仍然存在,北宋灭亡前夕的勤王主力,以及南

宋重建时的新生军事力量,则大多来自此前体制下的地方武装力量,高宗正是利用这股力量完成了

中兴.对此,朱熹指出:“本朝旧来只郡国禁兵而已,但在西北者差精锐耳.渡江后又添上御前军,却
是张、韩辈自起此项兵.”⑦应该说,此乃不幸中之万幸.

[责任编辑　范学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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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瑞明点校:«李纲全集»,第４３５页.
汪藻撰,王智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卷十,第１０６４页.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五十一,第３８４ ３８５页.
黎靖德编,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卷一三○«自熙宁至靖康用人»,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４０７７页.
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页.
黎靖德编,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卷一三三«夷狄»,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４１５７ ４１５８页.按,至于朱熹所言:

“熙河之败,丧兵十万,神宗临朝大恸,自此得疾而终.后来蔡京用事,又以为不可弃,用兵复不利,又事幽燕,此亦自神宗启之,遂至

中朝倾覆.”(黎靖德编,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卷一二七«神宗朝»,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３９７２页)以及吕中所言:“自李宪

而后,童贯之徒出矣.自熙河用兵而后,章、蔡得志,皆从事于湟、鄯之地矣.西事粗定,北事踵起,宣和起衅于燕云,自安石取与之说

启之,此岂非遗祸于后日哉!”(吕中撰,张其凡、白晓霞整理:«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卷十五«开边自此始»,第２８９页)如前所述,宋神

宗与王安石确有复燕云之志,但北宋亡国是否由他们“启之”,以上说法仅代表朱熹和吕中的个人看法,未必完全合乎史实.
黎靖德编,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卷一一○«论兵»,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３５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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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科场试策与士人的政治表达

———以殿试对策为中心

林　岩

摘　要:南宋遗存至今的殿试对策相当丰富,可以藉此考察士人如何通过此种方式来表示自己的政

治见解以及成效如何.从士人阶层舆论方面来看,无论是已经入仕的官员,还是廷对士子本人,大都认为

参加殿试是人生的一个重大时刻,应该在皇帝面前认真阐述自己的政治见解,同时作为今后的从政指南.

而从当时殿试阅卷的程序来看,皇帝虽然表面上会摆出鼓励直言的姿态,但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接受,却与

皇帝自身政治意图能否实现有着微妙的关系;一般来说,殿试阅卷官保守、稳妥的判卷态度,实际上会直接

影响直言的殿试对策能否送达御前.虽然殿试对策有着较为严格的文体规制,但是试图指陈时政缺失的

廷对士子,却总是可以逾越这些限制,寻找到直言进谏的突破口.作为南宋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权相长

期掌控朝政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士人政治见解的表达,在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执政期间,那

些涉及时政批判的殿试对策几乎很少见到或被保存下来.

关键词:南宋;殿试;对策;政治表达

最近十余年来,在宋代文学研究领域,围绕科举与文学之关系的探讨日渐增多,慢慢形成了一个

相对专门的研究议题,也产生了不少的研究成果.随着研究的日益深化,一部分学者又逐渐将学术

兴趣转移到了对于科举考试文体的细致考察方面,而其中宋代试策的各种情形尤其受到关注.
从制度层面来说,宋代科举试策的场合较多,在常规科目的解试、省试、殿试(自熙宁三年以后)

三级考试中,都有试策的规定;而且在制科考试中,不仅要求事前必须有进策,而且在殿试中,也同样

要试策.但是,现有围绕宋代试策的考察,大多是笼统地进行论述,而没有将不同层级的试策情形予

以明显地区分.然而很显然,宋代的殿试试策有其特殊性:首先,是以皇帝名义,通过策问的形式,向
与试的士子们摆出征询国家大计的姿态,这从理论上来说,也就意味着士子可以直接与皇帝对话;其
次,按照惯例,参加殿试的士子,他们已经不会再遭黜落,只是在名次等第上有所升降而已,这无疑会

使他们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不必担心没有功名.因此,我们认为,宋代的殿试对策理应作为一个单

独的专题来进行考察,而不应与省试、解试,以及制科的试策相提并论.这是本文选择以南宋殿试对

策作为考察对象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有鉴于此,本文的写作意图在于考察:如果一个颇有抱负的士人,他幸运地通过了省试,终于有

机会参加殿试,那么在有诸多限制的对策答卷中,他是否仍然可以表达出自己的政治见解,他的声音

是否可以被皇帝听到? 当时的舆论环境是否会鼓励他去这么做? 他的对策文章在阅卷过程中会有

怎样的命运? 皇帝又会喜欢什么样的文章? 某一时期的政治情境对于廷对会有怎样的干扰作用?
这些,正是本文试图要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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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士莫大于始进”:南宋士人舆论中的廷对

我们之所以要将殿试试策与省试、解试试策区别开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在士人阶层

的心目中,殿试享有特殊的地位.首先,这是一个士人经历过解试、省试的层层淘汰之后,所面临的

最后一次考试.这时,他已不再有遭遇淘汰的担忧,而只是在角逐名次的高低.也就是说,他起码会

得到一个科举功名.其次,这是一个读书人在经历了多年的苦读之后,第一次有机会能在皇帝面前

陈述自己的政治见解,他应该会去思量是否要把握这样一次机会.最后,这也是他走入仕途的一个

起点,如果他不是一个仅仅追求利禄,而是有着坚定政治信念的士子,他对于为官从政的理念,多少

也会在对策中得以体现.所以,无论怎么说,参与殿试对策,对于一个士子来说,都是一个重大时刻.
为了凸显殿试对策的特殊意义,宋人一般都喜欢使用“廷对”一词来指称.

那么,南宋的士人对于“廷对”究竟抱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我们拟从三个方面来进行考察.
首先,是那些已经步入仕途、拥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官僚士大夫,他们如何来看待“廷对”的行为,

或者他们会赋予“廷对”怎样的意义.在这方面,真德秀的言论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他说:

　　以布衣造天子之廷,亲承大问,此君臣交际之始也.一时议论所发,可以占其平生.盖君子

小人之分,利与义之间尔.志于义,则必曰君,天也父也,孰有对越上天而可欺乎,孰有事吾父而

可有不尽乎? 朝廷有旷阙,在位者不敢言,吾言之;生民有蹙忧,肉食者不敢言,吾言之.此事天

与父之当然者也.推是心以往,则进而立于朝,必不敢为爵秩而欺其君,仕于外,必不敢为货贿

而贼其民,凡皆一念之义为之也.志于利,则上欲希举首,下欲不失甲科,鳃鳃然唯恐落人后.
时方攻正学,则曰伪党不可容,时方启兵端,则曰大义不可郁,侥幸一得而已,他奚恤? 推是心以

往,位于朝,必不能以父事其君,仕而居民上,必不能以赤子视其人,凡皆一念之利为之也.夫始

进以义,犹或继之以利,孰有始之以利而能以义终者乎?①

在真德秀的眼里,廷对就是君臣名分确立的开始,而根据一个士子在廷对中的议论,也就几乎可以料

定其一生的作为.因为在他看来,君子、小人的分别,利与义的取舍,在廷对过程中就可以判别出来.
凡志于义者,在廷对中必然敢于指陈朝政阙失,这样的人出来做官,也必定会对君主效忠,对民众负

责.反之,凡志于利者,一定是以追求利禄为目标,这样的人出来做官,势必会对君主不忠,对百姓不

仁.简言之,他将廷对当成了一个人入仕之前的试金石.
与真德秀差不多同时的刘宰,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在为孝宗、光宗朝重臣罗点编辑文集时,曾

在集序中说道:

　　惟公致主规模一定,于畎亩中而志念忠纯,不为外欲间断,故论奏虽多,一本仁义.践扬虽

久,所行大概不出初年廷对一策.某谨第公奏对之文于先,而以廷策冠之,庶来者知所比方云.②

刘宰认为,罗点之所以能在孝宗、光宗两朝对于君主多有规谏和忠告,在他早年廷对中就已经有所体

现,而他后来的行为不过是践行了自己在廷对中的政治理念而已.
比真德秀、刘宰稍后一些的戴栩,也同样表示了类似的观点.一位徐姓的儒学教授刊刻了绍兴

二年(１１３２)状元张九成的殿试对策,他为之写下跋语说:

　　今又刻公廷对于学,且序其后,谓士莫大于始进.初,余承乏癸未礼闱,得徐君卷,爱其论汉

唐不为举子语,及上集英对,以其稿示余,直而不讦,婉而不迂,事切当世,巨细靡不及也.有司

初第居上,已而才缀甲科,所谓不诡遇求获者,徐君殆以身教,非空言也.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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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德秀:«跋黄君汝宜廷对策后»,«西山文集»卷三十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７４册,台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

５６７页.
刘宰:«罗文恭公文序»,«漫塘集»卷十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７０册,第５３２页.
戴栩:«无垢先生廷对分录跋»,«浣川集»卷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７６册,第７５３页.



从戴栩的记述中,我们可以得知,这位儒学教授在刊刻张九成殿试对策时,曾在序言中提出“士莫大

于始进”的观点.而他本人在廷对时的言论,以及后来的出处行为,也恰好印证了他对于这一观点的

信奉.
从这些相似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相当一部分南宋士大夫看来,一个士人廷对时的言论,

绝对不能仅仅是为了夺取高科而故意唱高调,它应该成为其一生行事的指南.也就是说,廷对中所

阐发的政治理念,应该成为他走入仕途的出发点.
其次,对于即将参加殿试廷对的士子,他周围的亲属、朋友、前辈又会抱有怎样的期许呢? 南宋

时期,有不少专门为赴廷对士子所作的送行诗,从中我们可以得窥一斑.如魏了翁为他们两位即将

参加殿试的兄长写下这样的一首送行诗:

　　吾家令兄弟,异氏而同气.雅知义利分,不作温饱计.天子龙飞春,了翁对轩陛.柄臣方擅

朝,党论如鼎沸.轧轧不能休,一挥二千字.植治贵和平,用人戒偏陂.天子擢第一,期以风有

位.寻置之三人,仍诏恩礼视.后此者三年,东瞻复联第.天子方谅闇,有言不得试.岁行在协

洽,文翁陈谠议.惟知守家学,宁顾触时忌.虽不第甲乙,自谓傥无愧.古人为己学,何有于富

贵.穷则独善身,仕将以行义.两兄西南彦,九牧将倒诣.平生刚直胸,毋以科举累.矧逢主听

宽,宁复怀顾畏.厥今果何事,请略陈一二.内无王文正,谁与理家事.外无韩忠献,谁与整戎

备.荧惑守羽林,震雷诧冬瑞.天象已云然,人事犹尔耳.劈析为上言,卓哉朝阳喙.却携令名

归,为亲一启齿.①

四川邛州蒲江的魏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在魏了翁这一代,兄弟六人中,有多人陆续考中进士.魏

了翁本人于庆元五年(１１９９)登科,当时正是韩侂胄执政,兴起“伪学之禁”的时候.所以,他在诗中首

先追忆了自己殿试廷对时的情景.接着,写到在嘉泰二年(１２０２),他的长兄高载(字东叔)和四兄高

定子(瞻叔)同时登科.然后,写到他的堂弟魏文翁在嘉定四年(１２１１)登科.最后,写到他的二兄高

稼、三兄高崇即将参加嘉定七年(１２１４)年的殿试.更为重要的是,他鼓励自己的两位兄长在廷对时

要大胆向皇帝进言,而且还就殿试对策时应该论及哪些时政要务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在这首读起来

十分特别的诗歌中,魏了翁不仅介绍了自己家族在科举中的成功,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他强调了自己

家族成员在廷对中有直言谠论的传统.
在朋友之间,对于即将参加殿试廷对的士子,以忠言直谏相期许的送行诗作也不少见.如刘宰

曾为朋友赴廷对作诗云:

　　捷书夜到古朱方,之子登名甲乙行.伟行向来高月旦,遗经端合破天荒.公孙对策风云会,
董子留名日月光.趋向一分燕越异,赠言惟有用心刚.②

他借用了汉代公孙弘、董仲舒对策的例子,鼓励自己的两位朋友,在廷对时要大胆直言,因为一个人

在政治上的志向如何,在此时可以见出巨大差别.又如时代更晚的陈文蔚,在送朋友赴廷对时,赋
诗道:

　　自叹忠肠皎日星,致身无地老岩垧.君今有策奏天子,要使谗邪缩项听.③

他一方面为自己没有机会报效君王而感到失意,另一方面则鼓励朋友,有机会参加殿试廷对,一定要

直言进谏,让那些奸邪之人为之胆战心惊.
通过这些写给参加殿试廷对士子的赠行诗,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亲戚或朋友,他们中间总是会

有一些人,将廷对当成一次向皇帝大胆进言的绝佳机会,从而鼓励士子在殿试对策中,大胆表达自己

对于时政弊端的批判,而不能为了功名利禄而患得患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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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那些亲身参加殿试的士子,他们对于廷对会采取怎样的态度.通过留存

至今的殿试对策,我们不难找到一些他们表明自己廷对心态的自述文字.绍兴二年(１１３２)状元张九

成的殿试对策以大胆直言而屡被宋人称道.在他对策的结尾,向皇帝剖白了自己廷对的心态:

　　草茅贱士,充赋在庭者,志在一第尔.独臣不揆愚贱,妄议国体,负罪于不可赦,可谓愚矣.
然臣闻天下之事,宰相能行之,谏官能言之;职不在此,虽抱奇策,拥雄才,无路可进,卒于老死而

已.伏惟国家策士之制,上自公卿之子弟,下至山林之匹夫,皆得自竭以罄其所怀.非天子黜陟

赏罚之吏,而得议百官之短长;非天子钱谷大农之吏,而得推财赋之多少;非天子帷幄将帅之臣,
而得论兵革之强弱.则夫宰相、谏官之事,一旦得以详说而悉数之,而臣何敢无说以处于此?①

显然,张九成把殿试廷对当成一次向皇帝发表自己政治见解的绝好机会,虽然他知道这有可能冒犯

皇帝,但不打算放弃这样的机会.因为在他看来,一介布衣能在皇帝面前纵论时政得失,唯有在殿试

廷对中才可以实现,即使是一般的官员,也未必能享有这样的权利.
与他抱有同样预期的士子也有不少,如宝祐元年(１２５３)得中状元的姚勉,竟然在对策中对殿试

策问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些策问过于平常,让他无法充分表达出自己的政治见解.他在殿试对策的

一开头有这么一段话:

　　臣来自远方,怀忠欲吐,意陛下必策之以当世之务,理乱安危之机,而圣问所及,乃止于此.
其虑臣等触时讳而不使之言乎? 抑虑臣等有待对之 帖 括 而 问 其 所 不 备 乎? 甚 非 策 士 之 本

意也.②

如果不是抱有极为强烈的预期,大概不会有人有胆量对于殿试策问本身提出批评.姚勉的这一举

动,说明他确实做好了充分准备,打算利用殿试廷对,向皇帝坦诚自己的政治见解.
与此有点类似的是,在宝祐四年(１２５６)的殿试策问中,在末尾出现了“勿激勿泛”的字句,意在提

醒士子答策时不要过激和浮泛.这却引起了参加殿试廷对的文天祥的强烈反感,以至于他在对策中

反问道:

　　臣等尝恨无由以至天子之庭,以吐其素所蓄积,幸见录于有司,得以借玉阶方寸地,此正臣

等披露肺肝之日也.方将明目张胆,謇謇谔谔,言天下事,陛下乃戒之以“勿激勿泛”.夫泛固不

切矣,若夫激者,忠之所发也,陛下胡并与激者之言而厌之邪? 厌激者之言,则是将胥臣等而为

容容唯唯之归邪? 然则臣将为 激 者 欤? 将 为 泛 者 欤? 抑 将 迁 就 陛 下 之 说 而 故 为 不 激 不 泛

者欤?③

通过文天祥这一系列的反问和批驳,我们恰可以看出他有着强烈的预期,要借殿试廷对的机会向皇

帝大胆陈述对于时政得失的看法.
另外还有一则材料,它虽然不是出自参加殿试廷对者的自述,而是来自于别人的转述,却更为生

动地展示了部分士人渴望借着殿试对策的机会来指陈时政得失的强烈愿望.叶适在为太学博士王

度所撰写的墓志铭里有这么一段记载:

　　初,将对策,问同舍时事所宜言,同舍惊,摇手曰:“草茅诸生,乍见天子,语固有浅深次第,何

预时事耶?”君曰:“不然,罢贤良,策进士,当世要务,无不毕陈,自熙宁行之矣.且释 入广殿,
一生未前有,此而不言,异日庸遽得!”已而同舍竟登甲科,君第居下,叹曰:“吾知爱吾君而已,岂

敢以不乐闻过轻量明主哉!”顾掩郁不上达,有司罪也.④

这条材料的价值在于,它告诉我们,在参加殿试廷对的士子群体中,会存在着极大的差别:有些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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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保得中高科,会小心谨慎地避免言及时事;而有些士人却会抱有极大的期待,认为这是前所未

有的向皇帝进言的机会.自然,结局也就有了不同.那么,殿试对策得中高科的关键何在呢?

二、命运之手:殿试中的皇帝与有司

宋代的殿试,从制度设计上来说,是皇帝亲执文柄、示恩收权的一种手段,所以登科的进士都可

以说是“天子门生”.这是宋太祖在继收兵权之后又一巩固皇帝专制权力的重要举措.正因如此,所
以殿试策问尽管是由臣下代为草拟,但却都是以皇帝的名义在发问,而且在策问的末尾,一般都会缀

以“朕将亲览焉”的字句,以示郑重其事.
既然殿试是以皇帝的名义来亲策多士,所以殿试策问中,皇帝经常会以纡尊降贵的姿态,来向参

加廷对的布衣之士垂询天下大计.这虽然仅仅是一种礼节性的客套话,但起码在言辞上体现了对于

举子们的尊重和期待.而且有时候皇帝也会发布诏令,明确宣布在殿试中要选拔敢言之士.
例如,绍兴二年(１１３２)的殿试中,高宗就曾要求在阅卷过程中,对于直言之士要置之高等.据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

　　(三月)甲寅,上策试诸路类试奏名进士于讲殿.上谓辅臣曰:朕此举将以作成人才,为异日

之用.若其言鲠亮切直,他日必端方不回之士.自崇宁以来,恶人敢言,士气不作,流弊至今,不

可不革.因手诏谕考官,直言者置之高等,凡谄佞者居下列.①

这是继位不久的高宗,在风雨飘摇的动荡局面中,试图通过殿试对策,来扭转北宋末年以来的科场风

气,而这科的状元就是张九成,其廷对的言辞颇为激烈.
又如绍兴二十七年(１１５７),高宗也曾发出同样的指示,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

　　(三月)丙戌,上御射殿,引正奏名进士唱名.先是,汤鹏举以御史中丞知贡举,上合格进士

博罗张宋卿等.上亲策试,既而御笔宣示考试官曰:对策中有鲠亮切直者,并寘上列,以称朕取

士之意.②

这是在秦桧去世之后举行的第一次殿试,也许是士气被压制太久,所以高宗做出了这样的举动,以宣

示朝廷氛围的改变.这科的状元是王十朋,他在廷对中对于时政也有直率的批评.
即使到南宋末年,理宗皇帝也曾向臣下发出指示,希望能在殿试中选拔直言之士.据«宋史全

文»载:

　　(嘉熙二年)闰四月丙辰,御集英殿策进士.御笔付赵与懽以下曰:朕以渺躬,纂绍洪业,适

时多故,深惧无以拯危,难致安强.故悉取内外修攘之事,畴咨多士,冀陈忠益,以裨阙遗.其有

识治忧时敢言无隐者,乃朕所急闻.卿等宜加精选,置之前列,使真材得以自见,士气可伸,以副

朕亲策之意.③

嘉熙二年(１２３８),权相史弥远去世没有几年,而蒙古开始发动对于南宋进攻的开始阶段,可能是迫于

时局的危急,亲自理政的皇帝觉得有必要通过殿试来选拔人才、振作士气.
可能是文献记载有阙的缘故,我们找到的皇帝下诏要求选拔直言之士的材料并不多.但是通过

这几则材料,大体可以说明,当情势危急或时局出现变动的时候,皇帝总会在殿试策问中做出这样的

举动.或许,正是通过诏求直言的方式,皇帝在向士子们发出某种信号,而这就会给士子们提供了大

胆直言的机会.当然,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殿试无疑也是皇帝实现自己政治意图的一个有效工具.
除此之外,最能体现皇帝对于殿试具有主导地位的方式,就是皇帝虽然不一定直接参与殿试阅

卷,但是进士高科人选的最终确定,却是要经由他来同意,尤其是状元的人选,往往是由皇帝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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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宋朝的惯例,“殿试上十名,例先纳卷子御前定高下”①.也就是说,进士高科人选的殿试对

策,一定会送呈皇帝御览.在建炎二年(１１２８)第一次开科的时候,高宗皇帝曾以取士当求公正的理

由,授权有司来确定高科人选②.但是从下一科开始,我们却经常可以看到高宗亲自钦定状元人选的

身影.此后的孝宗、光宗皇帝,也时常亲自决定高科人选的等第高下,明确发表自己的意见.只是南

宋末期,由于文献记载的不足,对于皇帝是否钦定高科人选,我们还不太清楚.
那么,在皇帝御览殿试对策和亲擢状元的过程中,他的取舍标准又是什么呢? 是否大胆直言就

一定会得到皇帝的赏识呢? 根据文献史料提供的记述,我们发现,此种情况较为复杂,大略有以下几

种情形:一类是确有因大胆直言而获中高科者.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绍兴二年(１１３２)的状元张

九成.在殿试对策中,张九成论述了外敌入侵、两宫被掳、局势动荡、民不聊生的惨淡现实,同时也鼓

励皇帝要以刚大为心,努力振作,先定规模,徐图大事.最后,还特别提醒皇帝要亲近儒生,尽量少受

宫中宦官的影响,言辞慷慨激昂,可谓是直言无隐.在确定状元人选时,宰相吕颐浩认为凌景夏的文

辞更胜一筹,但高宗却坚持己见,亲擢张九成为状元,他的理由是:“九成对策虽不甚工,然上自朕躬,
下逮百执事之人,无所回避,擢寘首选,谁谓不然.”③可见,直言无隐是张九成得中状元的一个重要原

因.另一个常为人提及的例子,是绍兴二十七年(１１５７)的状元王十朋.据汪应辰所撰墓志铭记载:

　　太上皇帝躬揽权纲,更新政事.绍兴二十七年,策进士于廷,诏对策中有指陈时事、鲠亮切

直者,并置上列,无失忠谠,无尚谄谀,称朕取士之意.既而考官以公所对进,上临定其文,以为

经学淹通、议论纯正,可第一.及唱名,则公也.士论翕然称惬.④

根据史料记载,王十朋最初被排定的名次是第九名,但是高宗读了他的殿试对策之后,亲擢为第一,
而且据说对策中一些禁止奢侈浪费的建议,也被高宗当即采纳.当然,王十朋此篇对策的主旨是希

望君主揽权,可能正合高宗的心意,所以才有此殊遇.但是大胆直言,也是他高中的一个原因.
另外,我们还可提供的例子是绍熙元年(１１９０)登科的王介.据«宋史王介传»记载:

　　王介字元石,婺州金华人.从朱熹、吕祖谦游.登绍熙元年进士第,廷对陈时弊,大略言:
“近者罢拾遗、补阙,有远谏之意,小人唱为朋党,有厌薄道学之名.”上嘉其直,擢居第三人.⑤

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在廷对中直言批评时政得失,也是有可能得到皇帝赏识而得中高科的.无论

是皇帝做出的姿态也好,还是情势所迫,这无疑都具有某种劝勉的意味.
一类是皇帝为了体现君主意志,避免臣下揽权,而自己钦定状元人选.高宗在位时期,权相秦桧

曾长期执政,权势显赫,颇能左右进士高科人选的名单.为了压制这种倾向,高宗就采用亲擢状元的

方式,来显示自己的君主权威.这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绍兴二十四年(１１５４)选定张孝祥为状

元.据«张安国传»记载:

　　绍兴二十四年,廷试第一.策问师学渊源,秦熺之子埙与曹冠皆力攻程氏专门之学,孝祥独

不攻.考官魏师逊已定埙冠多士,孝祥次之,曹冠又次之.高宗读策,皆桧、熺语,于是擢祥第

一,而埙第三.御笔批云:“议论确正,词翰爽美,宜以为第一.”在廷百官,莫不叹羡,都人士争录

其策而求识面.⑥

很显然,高宗是为了不让秦桧之孙成为状元,而故意拔擢张孝祥为状元人选.而且根据史料记载,这
一科中登第的进士名单中,有不少就是秦桧的亲党,不下十人之多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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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七“建炎二年九月庚寅”条,第３５１页.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七“建炎二年九月庚寅”条,第３５１页.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十二“绍兴二年二月甲寅”条,第９２２ ９２３页.
汪应辰:«龙图阁学士王公墓志铭»,«文定集»卷二十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３８册,第８１０页.
脱脱等撰:«宋史»卷四○○«王介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１２１５２ １２１５３页.
张孝祥:«于湖居士文集»附录«张安国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４０５页.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六“绍兴二十四年三月辛酉”条,第２７１２页.



一类是殿试对策恰好迎合了君主的心意而得中高科.这样的例子似乎也不少,说明能够把握皇

帝的心理,说出皇帝想听的话,也容易受到皇帝的青睐.例如,淳熙八年(１１８１),黄由得中状元,即是

一例.据«桯史»卷五载:

　　光尧既与子孝爱日隆,每问安北宫,间及治道.时孝宗锐志大功,新进逢意,务为可喜,效每

落落.淳熙中,上益明习国家事,老成乡用矣.一日,躬朝德寿,从容燕,玉音曰:“天下事不必乘

快,要在坚忍,终于有成而已.”上再拜,请书绅,归而大字揭于选德殿壁.辛丑岁,将廷策多士,
贡名者或请时事于朝路间,闻其语而不敢形于大对,且虑于程文不妥帖,仅即其近侣为主意,或

曰持守,或曰要终.既而御集英胪唱,宰执进读,独有一卷子首曰:“天下未尝有难成之事,人主

不可无坚忍之心.”上览而是之,遂为第一.盖亲擢也.①

显然,黄由能够得中状元,多少有些巧合的意味,因为碰巧与孝宗当时的治国心态有契合之处,这大

概也是不容易揣摩出来的吧.另外一例,则是绍熙四年(１１９３)陈亮得中状元.据«四朝闻见录»乙集

“光皇策士”条记载:

　　龙川陈亮奏书阜陵(孝宗),几至大用,阨于卿相,流泊有年.光皇赐对,问以礼乐刑政之要,
亮举君道、师道以为对.时诸贤以光皇久阙问安,更进迭谏.亮独于末篇有“岂在一月四朝为

礼”之说,光皇以为善处父子之间,故亲擢为第一.及发卷,首得亮,上大喜曰:“天下英才,为朕

所得.”②

孝宗、光宗父子之间感情不睦,这是当时朝堂政治中的一件大事,不少大臣为此向光宗进行劝谏,但
效果都不太好.而陈亮在殿试对策中,以较为委婉的方式指出这点,说中了光宗的心事,所以被亲擢

为状元.
以上都是进士高科人选的殿试对策被进呈皇帝之后,经由皇帝御览而得以被亲擢为状元,或者

得中高科的事例.但是,相反的情形也同样存在.有些进士高科人选的殿试对策送呈皇帝御览之

后,却触怒了皇帝,因而遭到了降等的处罚,这样的事例也所在多有.例如,乾道八年(１１７２)的省元

蔡幼学,因殿试对策批评宰辅和外戚,就被置于下等.据«宋史蔡幼学传»载:

　　蔡幼学字行之,温州瑞安人.年十八,试礼部第一.是时,陈傅良有文名于太学,幼学从之

游.月书上祭酒芮烨及吕祖谦,连选拔,辄出傅良右,皆谓幼学之文过其师.孝宗闻之,因策士

将置首列.而是时外戚张说用事,宰相虞允文、梁克家皆阴附之.幼学对策,其略曰:帝览

之不怿,虞允文尤恶之.遂得下第,教授广德军.③

同样的情形再次出现,淳熙二年(１１７５),蜀中士人杨甲因在殿试对策中批评孝宗皇帝,也被降低了名

次.据«宋史全文»记载:

　　蜀人杨甲对策,言恢复之志不坚者二事:其一谓“妃嫔满前,圣意几于惑溺”;其一谓“策士之

始,其及兵者不过一言而已,是以谈兵革为讳,论兵革为迂也”.上览对不悦,置之第五.④

又如淳熙五年(１１７８)殿试,叶适本来排名第一,但因对策中有些语句惹得孝宗不高兴,而被降到了第

二.据«四朝闻见录»乙集“光皇策士”条记载:

　　水心,进士第二人也.骊塘危公稹,尝以龙川书气振,对策气索,盖是要做状元也.水心本

为第一人,阜陵览其策,发有“圣君行弊政,庸君行善政”之说.上微笑曰:“即是圣君行弊政耶?
即是庸君行善政耶?”有司遂以为亚.⑤

再如绍熙元年(１１９０)的殿试中,周南也是原先排名第一,但是因对策触怒光宗,而被名次置后.据

００１ 文史哲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①

②

③

④

⑤

岳珂撰,吴企明点校:«桯史»卷五«宸奎坚忍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７年,第５６页.
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光皇策士”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７年,第６２页.
脱脱等撰:«宋史»卷四三四«蔡幼学传»,第１２８９６页.
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卷二十六上“淳熙二年三月己丑”条,第２１６１页.
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光皇策士”条,第６２页.



«四朝闻见录»乙集“光皇策士”记载:

　　周南,吴中人.游太学,有时名,然颇任侠.与水心先生善,晚号为善类.南尝与郑湜游,湜

有奏疏未报,南尝见之.会廷对,策中微讽上以未报郑之意.有司已第南为第一,光皇读其策,
顾谓大臣曰:“湜之疏入才六日尔,南何自知之?”遂就南卷首批云:“郑湜无削藁爱君之忠,周南

显非山林恬退之士,可降为第一甲十五人.”①

通过这些生动的事例可以看出,在殿试对策中直陈时政得失,有时候也会得罪皇帝,从而会遭到降低

名次的处分.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记住的是,殿试并不黜落士人,所以哪怕殿试对策惹怒皇帝,也还

是可以得到科举功名的,这恰好显示出了殿试的特别之处,所以士人能够借廷对机会大胆直言,是因

为有了这一制度性保证.
虽然皇帝在殿试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不可忽视的是,承担具体殿试阅卷任务的却是那些

有司官员.经由他们的初考、覆考和详定三次审阅之后,才会将高科人选的试卷挑选出来进呈皇帝.
可以说,他们才是进士高科人选的真正确立者,而皇帝不过是在这个人选名单内根据自己的喜好稍

做调整.因此,殿试过程中,有司官员的评判、裁夺,显然也起到关键性的作用.那么,他们评判试卷

时又遵循怎样的标准呢? 他们会赏识大胆直言的殿试对策吗?
在南宋文献中,我们可以找到不少因为殿试对策中大胆进言,而在有司阅卷过程中引起争议,从

而被降低名次的记载.如建炎二年(１１２８),南宋初开科场,胡铨就遭遇了这样的经历.据«资政殿学

士赠通奉大夫胡忠简公铨神道碑»记载:

　　公幼不群,强记博览,年二十试太学,文不加点.建炎二年,廷对行在,所考官初以冠多士,
或畏其切直,置第五.授左文林郎、抚州军事判官.②

这说明,胡铨的殿试对策在初考时排名第一,但在覆考或详定过程中出现不同意见,被置于第五名,
而引起争议的原因,就是对策直言无讳.

又如绍兴二年(１１３２),虽然高宗下诏选拔直言之士,但在此年参加殿试的高登却因直言,在覆考

过程中,被降于下等.据«东溪高先生言行录»记载:

　　绍兴二年,上驻跸临安.公以十事投时相,不行.遂于廷对尽言之.初考官林叔豹得之,喜

曰非巍科莫处之.覆考官忌其直,列作文纰谬.与陈之茂等一十九人,授下州文学.寻有旨附

第五甲.③

高登本来在初考官那里很受赏识,有望进入进士高科人选,但是在覆考官那里,却因直言,而被判为

“作文纰缪”,结果最终只进入五甲的行列.
以上两例,都是因为直言对策而被置于殿试下等,说明指陈时政得失的殿试对策,在有司考官阅

卷的过程中,就可能遭遇冷落.所以,一般来说,殿试考官在阅卷过程中,会采取比较折衷的方案,选
取那些较为平和的殿试对策者作为进士高科人选.以下一条材料最能说明问题:

　　袁蒙斋甫,甲戌进士第一人也.文忠实阅其卷于殿闱,出则以前三人副卷示予,而乱其次

第,没其姓名.余读其一,谓文忠曰:“此卷虽尽用老师宿儒遗论,必是一作者.”公未答.予又读

其一,以国论国事为说.国事谓庙堂之用事者,国论谓议论于朝廷者.其意以国论为空言,以国

事为实用,欲任国事者必参国论,持国论者必体国事.文忠问如何,予对以“理无两是,似不如前

卷.然其说出于调停,恐是状元也”.文忠起而抚予背曰:“说得着,说得着.”盖先卷乃李公晦方

子所对,而后卷即蒙斋也.文忠欲寘李首选,而同列谓李之策不如袁策之合时宜.又欲寘吕永

年甲科,亦不果.同年进士徐清叟亦几中首选,亦以议中书之务未清,又用艺祖问赵普天下何物

１０１南宋科场试策与士人的政治表达———以殿试对策为中心

①

②

③

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光皇策士”条,第６１页.
胡铨:«澹庵集»附录«资政殿学士赠通奉大夫胡忠简公铨神道碑»,«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３７册,第７１ ７２页.
高登:«东溪集»附录«东溪高先生言行录»,«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３６册,第４５６页.



最大,普对以惟道理最大事,有司亦疑其稍涉时政,仅寘第四.①

按:这里是叶绍翁介绍嘉定七年(１２１４)年殿试阅卷的情形,当时真德秀是阅卷官之一,他曾根据真德

秀提供的殿试对策前三名的文章,推断谁会是此科状元,而最后竟被他言中.从他的记述中,我们可

以看出,尽管真德秀有意将李方子排名第一,但是其他阅卷官觉得袁甫的试卷立论更为稳妥.徐清

叟也差一点儿被置于首选,但是因为涉及时政,所以仅得第四名.这条材料有力地说明,指陈时政得

失、大胆直言的殿试对策往往容易引起争议,而相对来说,立论平稳、左右逢源的对策文章,倒容易进

入进士高科的等第,甚至会成为状元.
通过上述考察,我们可以看出,一名参加殿试廷对的士子,最终命运如何,会获得怎样的等第名

次,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判卷过程中,他是否首先能经过殿试考官的三重评判.只有在殿试

考官那里通过了,进入了进士高科人选的名单(通常是前十名),他才有机会被皇帝御览,而是否能成

为状元,则取决于多种因素,带有某种随机性.但不管怎么样,在此过程中,大胆直言、批评时政的对

策,往往命运多舛.幸运的话,他也许能得中高科,甚至得中状元,但是不幸的话,也可能会被置于后

列.大概正是因为这样的情形,绝大部分的士子才不敢轻易冒险吧.

三、常格与出位:文体规制的遵从与逾越

殿试作为一种考试形式,通常包含有两个相互依存的组成部分,即:以皇帝名义发出的策问,和
士子必须作出回应的对策.两者各自作为一种科举考试文体,自然有其相对程式化的形制.就本文

主要涉及的殿试对策而言,一般将其分为策头、策项和策尾三个部分.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策问中

往往会提出一系列时政方面的问题,让应考士子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而考生在对策时,必须一段一

段抄录策问文字,然后作出自己的回答,遵守着比较严格的形式规定.
但是,学者们在分析殿试对策的文本时,似乎过于强调了策问条目对于对策撰写的限制和制约

作用,从而将殿试对策的撰写主要视为一种套话,并且认为在这种话语互动的背后,其实质是体现了

一种应考举子对于权力的臣服.尽管这样的分析颇有几分道理,但是通过对南宋殿试对策的仔细研

读,我们发现事实也未必全然如此.那么,我们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尽管受到策问条目的重重限

制,参加殿试对策的士子,他们可以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吗? 如果想要对皇帝大胆进言,他还能够做

到吗?
完整留存至今的南宋殿试对策,大约有２１篇(见附表).通过对这些对策答卷的仔细阅读,我们

发现,虽然不少的对策中都有颂扬君主圣明的语句,但是仍有相当数量的对策,里面既有对于时政阙

失相当严厉的批判,也包含有对于君主尖锐的批评.下面,我们就通过一些具体的文本例证来说明

这一点:

南宋殿试对策一览表②

科　次 现存殿试对策 文献出处

建炎二年(１１２８) 胡铨«御试策一道»
«澹庵文集»卷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３７册,第４
１９页.

绍兴二年(１１３２) 张九成«状元策»
«横浦集»卷十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３８册,第３６７
３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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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甲戌进士”条,第７３ ７４页.
按:笔者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曾编订了一份表格,后来发现方笑一已经做了类似的工作,且找到的南宋殿试对策文本更

多,故又从他那里增补了一些.不敢掠人之美,特此说明.方笑一:«宋代殿试策文形式研究»,收入“文本、仪式、权力:多元视角下的

宋代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师范大学,２０１６年１１月).



　　续表

科　次 现存殿试对策 文献出处

绍兴五年(１１３５) 汪应辰«廷试策»
«文定集»卷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３８册,第６４２
６４９页.

绍兴二十一年(１１５１) 赵逵«御试策一道» «全宋文»第２１２册,第１３２ １３７页.

绍兴二十四年(１１５４) 张孝祥«御试策一道» «全宋文»第２５３册,第３５８ ３６２页.

绍兴二十七年(１１５７) 王十朋«廷试策»
«王十朋全集文集»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第５７３ ５９０页.

乾道二年(１１６６) 蔡戡«廷对策»
«定斋集»卷十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５７册,第６７３
６８２页.

乾道五年(１１６９) 刘光祖«乾道对策» «全宋文»第２７９册,卷六三一三,第２ １２页.

乾道八年(１１７２)
陈傅良«壬辰廷对»

«止斋集»卷二十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５０册,第

７３３ ７４０页.

蔡幼学«乾道壬辰廷对策» «全宋文»第２８９册,卷六五八○,第３４６ ３５２页.

淳熙五年(１１７８) 叶适«廷对»
«叶适集水心别集»卷九,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７４４
７５６页.

淳熙十一年(１１８４) 卫泾«集英殿问对»
«后乐集»卷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６９册,第５７９
５８８页.

绍熙元年(１１９０) 周南«庚戌廷对策»
«山房集»卷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６９册,第８２
９４页.

绍熙四年(１１９３) 陈亮«廷对策» «陈亮集»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１１２ １１８页.

庆元五年(１１９９) 魏了翁«御策一道»
«鹤山集»卷一○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７３册,第

４７２ ４７９页.

嘉定十年(１２１７) 王迈«丁丑廷对策»
«臞轩集»卷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７８册,第４４３
４５４页.

绍定五年(１２３２)
徐元杰«紹定壬辰御试

对策»
«楳埜集»卷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８１册,第６６１
６７１页.

宝祐元年(１２５３) 姚勉«廷对策» «姚勉集»卷七,第４８ ６８页.

宝祐四年(１２５６) 文天祥«御试策一道»
«文山集»卷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８４册,第３９７
４１１页.

咸淳七年(１２７１) 张镇孙«制对策» «全宋文»第３６０册,第１３４ １４６页.

咸淳十年(１２７４) 何希之«廷试策»
«何希之先生鸡肋集»,«续修四库全书»第１３２０册,第１６９
１７５页.

首先,一般来说,对策的“策头”部分,通常是阐述一些比较抽象的治国方略,尤其是强调作为君

主应当秉持什么样的政治理念.但是我们发现,有些对策,在策头部分就直接对皇帝提出了相当尖

锐的批评.如乾道八年(１１７２),作为省元的蔡幼学在殿试对策的一开始就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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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尝以为,陛下资虽聪明而所存未大,志虽高远而所趋未正,治虽精廑而大原不立.陛下反

而思,嗣位之初,岂不以太平之效旦暮可待? 今既十年矣,不惟无成也,风俗益坏,将难扶持,纪

纲益乱,将难整齐,人心益摇,将难收拾,吏慢兵骄,财穷民困,将难正救,陛下亦知之乎?①

如此直接的批评,结果就导致他在殿试中被置于下等②.又如淳熙五年(１１７８),叶适在殿试对策的一

开始,也对孝宗皇帝提出批评:

　　臣闻庸君行善政,天下未乱也;以圣君行弊政,天下不可治矣.伏睹今日之故,承末流之极

弊而不及其本,厌众说之太烦而不求其要;或以浅末之议而废经远之论,或以一时之效而易久大

之规;朝廷以一体也,而□□内外;文武一道也,而互为抑扬.是以上下喜无事,群臣不任责,当

天下积累之后而无根固不拔之势,以生齿日滋之众而有贫弱就衰之萌.至于大本不立,大义不

明,少不为虑,则天下之事又将有出于意料之外者,岂非以圣君行弊政之故欤!③

据说叶适在殿试考官阅卷时,原本排名第一,但是在送呈皇帝御览之时,因孝宗认为他是讥讽自己

“以圣君行弊政”,结果被降为第二.
其次,在策问中涉及具体的时政问题时,有些对策会进行比较笼统的论述,不作具体的指涉,有

些对策会谈些具体问题,但很少直接涉及皇帝本人,然而有些对策却毫无顾忌,直接将批判矛头指向

皇帝本人,这在乾道五年(１１６９)刘光祖的殿试对策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如他在对策中说:

　　今陛下独知师文王之忧勤,而不能任人以为治.臣之所以妄意陛下不能任人以为治者,臣

以为天子之职莫大于任相,今陛下置相,而独取夫奉职守法、顺旨而易制者充焉.凡今宰相之

事,不过奉行文书条理而已矣,一政事无不从中治也,一听断无不从己出也.陛下自用,而使宰

相循循而入,唯唯而退,臣不知陛下亦安赖是为哉? 且君犹元首,臣犹股肱,陛下弃股肱而运动,
废耳目而视听,臣恐宰相权轻,则近习得以乘间而议政,此大不可也.④

这是批评孝宗喜欢大权独揽,不愿放权给宰相,打破了政治运作的正常程序.又如,他针对策问中感

叹士风未厚的问题,批评孝宗有轻视儒生的倾向:

　　臣闻之,陛下尝谓取人不必由此,至以科举为可废,学官为可罢.臣不觉中夜叹息,自愤近

世士风之不立,至令人主有厌薄吾徒之意,则吾徒之罪也.然驽马之不进,而因欲废车,粃粟之

不良,而因欲废食,虽陛下亦知无是理矣.胎卵之不杀,则麟凤来集;鱼鳖之各遂,则龟龙来游.
陛下勿谓书生为无用赘疣之物,汲汲然求所以长育成就、洗濯磨淬之,严学官之选,重科举之意,
则士无贤不肖皆知感激奋迅,求所以报上,而真材实能出矣.⑤

可以说,刘光祖的这篇殿试对策,通篇都是在批判孝宗施政举措的各种不当,大多是由具体的策目引

发开来,从而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也就是说,这些具体的问目并未能束缚他展开自己的批判.
再次,在“策尾”部分,大部分的对策都是总结自己的观点,同时请求皇帝宽恕自己的大胆直言.

但是,也有不少的对策,在策尾明确指出皇帝本人的问题所在.如乾道八年(１１７２),陈傅良在殿试对

策的末尾对孝宗皇帝提出批评说:

　　区区之愚,独以为陛下有师古不自用之心,而顾恃于独运专断,任一意之所独向,而忽群臣

之所共违.是以下情犹郁,公论犹沮,而士大夫犹有怀不敢尽.⑥

又如刘光祖在殿试对策的结尾,也对孝宗皇帝身上的缺点进行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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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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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幼学:«乾道壬辰廷对策»,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２８９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第３４７页.

脱脱等撰:«宋史»卷四三六«蔡幼学传»,第１２８９６页.
叶适:«廷对»,«叶适集水心别集»卷九,第７４５页.
刘光祖:«乾道对策»,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２７９册,第４页.
刘光祖:«乾道对策»,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２７９册,第４页.
陈傅良:«廷对策»,«止斋集»卷二十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５０册,第７４０页.



　　夫救弊之术、时措之宜,前所陈盖具之矣.而臣之拳拳思所以悉心而对者,不过愿陛下操本

而治,清心而应,勿急近功,以害大事,如斯而已矣.盖以陛下智出庶物,有轻待人臣之心;才兼

众人,有独天下之意.先事而察,未审而断,欲为之志嚣然而不宁.于是有求详之过,有役智之

病,有自用之失,故勤劳总核之効不见于十四事者之中.况使陛下居晦以用眀,处静以制动,分

职而任之人,择人而付之职,有功则加赏,有罪则加罚,其道岂不甚约而易行也哉? 以陛下英眀

之主,而七八年之间未有所立者,是陛下即位之初,小人以邪学导诱陛下,劝陛下揽威权以自用,
此其所以为失也.①

他将孝宗皇帝政治举措的失当,全都归结为“揽威权以自用”,而这与陈傅良所说的“独运专断”恰好

观点近似,这或许代表了当时士大夫阶层对于孝宗皇帝比较一致的看法.
最后,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南宋的殿试对策中,有不少人会在回答完策问之后,还继续

作进一步的发挥,或提出具体的建设性意见,或对皇帝本人提出某些忠告.如绍兴二十七年(１１５７)
的王十朋、乾道二年(１１６６)的蔡戡、淳熙十一年(１１８４)的卫泾、绍熙元年(１１９０)的周南、绍定五年

(１２３２)的徐元杰、宝祐元年(１２５３)的姚勉,他们都在殿试对策的末尾,回答完规定的策问条目之后,
又都作了策问之外的发挥.下面试举一例,如姚勉在答完规定的策目问题之后,进一步发挥说:

　　臣观陛下发策大廷,前乎此时,莫非问以当世之大务.独惟己丑(绍定二年)、壬辰(绍定五

年)不敢深及时政,此则陛下养明于晦之时,而当路忌言之日也.而今亦若是焉,何哉? 甚非臣

之所望也.臣欲深而言之则僭,欲隐而不言则欺,敢因陛下之所及而略言之可也.圣问之中有

气节言议之说.臣于今日正不满于是二者,敢以二说为陛下献焉:一曰立中道以用天下之贤,二

曰奖直言以作天下之气.草茅愚生,不识忌讳,忠爱一念,与生俱生.陛下可为忠言,故敢

于圣问之外,竭其狂瞽,亦可谓出位犯分矣.②

己丑(１１２９)、壬辰(１２３２)两次科考,正是史弥远执政的时期,可能是为了避忌时讳的缘故,当时的殿

试策问中没有涉及时政方面的问题.而在姚勉参加宝祐元年殿试时,他仍然觉得策问中没有怎么涉

及时政方面的内容,只是一些涉及选举方面的具体问题,所以对此感到不满.因而在策问之后,又继

续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这或许正说明,直至宋季末年,士人依然有着强烈的参政、议政的热情.
通过以上的文本分析,我们发现,尽管殿试对策在形式上受到策问内容的制约,自身也有较为严

格的程式化规定,但是对于试图大胆进言的廷对士人来说,总是可以突破这些束缚来发出自己的声

音.换言之,即使殿试对策在策头、策项、策尾中都有相对固定化的表达模式,也还是可以容纳每个

廷对士人比较个性化的对策论述.此外,在回答完规定的策问条目之后,还能继续发挥自己的政治

见解,且不违反规定,这大概正是南宋时期廷对士人所享有的某种独特自由.也正是凭借这一相对

自由的言说空间,如果廷对士子想对皇帝大胆进言,也完全可以绕开策问条目,发抒自己的政治见

解,或对皇帝提出规谏,姚勉正是这样来作的,而且他竟然高中了状元.

四、言论之钳制:权相政治阴影下的廷对

南宋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接连出现了几位势位烜赫的权相,他们执政的时间之长,已经超

过了南宋王朝一半的时间,从而极大地左右了南宋的朝堂政治③.这种权相政治的长期存在,也深刻

影响到了南宋的殿试.各种迹象表明,在权相执政时期,殿试对策已经成为了一种钳制言论的政治

工具.通常是凭借对策问条目的设定,以及阅卷过程的操控,一方面将与自己执政意志相违背的言

论予以过滤和消弭,另一方面则将附和自己政策导向的殿试对策列为高科.结果,造成了殿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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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光祖:«乾道对策»,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２７９册,第１１ １２页.
姚勉:«癸丑廷对»,姚勉著,曹诣珍、陈伟文校点:«姚勉集»卷七,第６３ ６４页.
例如,秦桧专权１６年,韩侂胄１４年,史弥远２７年,贾似道２２年,合计７９年,占南宋统治时期(１１２７ １２７９)一半以上.



中对于时政批评的“失语”.其中一个最为显明的标志就是,在现存完整保留下来的文本中,四大权

相(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执政时期的殿试对策遗留得最少,而且少有对于时政的锐利批判.
正因为权相执政时期对于殿试的干预,较之于其他时期,涉及殿试对策的文献记述相对较少,只

有一些零星的记录.下面我们就根据这些仅有的零星记述,大体勾勒权相政治下南宋殿试对策的一

些基本情形,
在秦桧执政时期,一意奉行的是与金人议和的国策.这一政策导向,就非常明显地体现在了殿

试对策之中.如绍兴十一年(１１４１)十一月,宋金签订和约,次年举行的殿试中,策问中就有这么一

句:“休兵以息民,而或以为不武.”围绕这一问目,就有不少廷对士子发出了赞同议和的论调.其中

最为突出的,就是陈诚之的殿试对策,他写道:

　　圣人以一身之微,临天下之大,惟度量廓然,举天下之大,纳之胸中,而成败得丧不能为之芥

蒂,斯绰绰有余裕矣.成汤不爱牺牲粢盛,以事葛伯,文王不爱皮币犬马,以事昆夷,汉髙祖解平

城而归,饰女子以配单于,终其身而无报复之心,故韩安国称之曰圣人以天下为家.光武卑辞厚

币,以礼匈奴之使,故马援称之曰恢廓大度,同符高祖.盖帝王之度量,兼爱中外之民,不忍争寻

常以毙吾之赤子也.
臣闻东晋之所恃者,国险也,可以自守,语其攻人则未也.宋文帝自恃富强,横挑强邻,末年

遂有百牢之耻.陈宣帝狃于屡胜,进 不已,自蹙其境.惟齐武帝惩元嘉之败,保守境土,聘问

不绝,当是时,外表无尘,内表多裕.梁武帝初有意用兵,及萧宏洛口之败,萧宗彭城之败,乃遣

使议和,遂得国家闲暇,岂非自守之效乎? 今日之事,审彼己之状,校胜负之势,利害相半,虽战

无异也.故臣之深思,窃以休兵息民为上策.①

这篇对策通过对于史实的旁征博引,以及曲为解释,无非是为了提出“以休兵息民为上策”的论点.
因为附和了“议和”的国策,结果陈诚之就高中了状元.而名列第三的杨邦弼,在殿试对策中也说“顾
以为今日休兵息民之计,诚为得策.”显然,也是迎合了当时的国策.而就在这一榜中,秦桧的儿子秦

熺原本排名第一,因为避嫌,才改为第二.这些都充分反映出阅卷的考官,完全是遵从秦桧的意图在

行事.
又如绍兴十八年(１１４８),在殿试策问中,有“欲起晋、唐之陵夷,接东汉之轨迹”这样的语句.结

果在殿试对策中,围绕这一问目,进士高科的前三名,几乎都表达了反对用兵、赞同议和的主张.如

状元王佐在殿试对策中说:

　　王羲之言:隆中兴之业,政以道胜宽和为本.盖讥当时不务息民保国,而欲以兵取胜也.杜

牧有言:上策莫如自治.盖讥当时不计地势,不审攻守,而徒务为浪战也.况陛下今日任用真

儒,修明治具,足以铺张对天之宏休,扬厉无前之伟绩,则光武之治不足深羡.②

又如原本名列第一,因是有官人而降为第二的董德元在殿试对策中写道:

　　晋之失,不在于虚无,失于用兵故耳.唐之失,不在于词章,亦失于用兵故耳.东汉固无如

是之失也.③

这些言论,显然是在“议和”的既定国策下,为了迎合上层的意图,通过对于历史事实的片面化解释,
来为当前的国策进行辩护.

而绍兴二十四年(１１４４)的殿试过程,更是体现出了秦桧对于殿试的操控.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殿试阅卷官为了讨好秦桧,不仅将他的孙子秦埙排名第一,而且大量录取了与秦桧有关系的

亲党,并置于进士高科人选之中.据史料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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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五“绍兴十二年四月庚午”条,第２３２０页.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七“绍兴十八年四月庚寅”条,第２５５４页.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七“绍兴十八年四月庚寅”条,第２５５３页.



　　时桧之亲党周夤唱名第四,(郑)仲熊兄子、右廸功郎时中第五,秦棣子右承务郎焞、杨存中

子右承事郎倓,并在甲乙科.而仲熊之兄孙缜、赵密之子成忠郎雝,秦梓之子右承事郎焴,(董)
德元之子克正,曹泳之兄子纬,桧之姻党登仕郎沈兴杰皆中第,天下为之切齿.①

文中提到的郑仲熊不仅是这一科的省试主考官之一,而且他还是殿试的阅卷官,而在省试和殿试中,
他与其他官员两次将秦埙名列第一.由此可见,南宋的权相完全可以通过考官人选的安排,来插手

省试和殿试的录取工作.
另一方面,在这次殿试中,通过策问的设定,来考察廷对士子的学术渊源,以此达到党同伐异的

政治目的.如名列第一的秦埙、名列第三的曹冠,都在殿试对策中,对于程颐的学说进行了蓄意的攻

击.如秦埙在对策中写到:

　　自三代而下,俗儒皆以人为胜天理,而专门为甚.言正心而心未尝正,言诚意而意未尝诚,
言治国平天下,而于天下国家曾不经意.顽顿亡节,实繁有徒.虑亡不怀谄而嗜利自营者,此而

不黜,顾欲士行之无伪,譬犹立曲木而求直影也.②

又如曹冠在对策中写道:

　　自伊川唱为专门之学,蔽于一曲,不该不遍,述正道而称邪侈,好夸大而无实用,盖其初有得

于释氏,潜窃其说,入室操戈而伐之.习其学者尤为迂诞,为师者不传旨要,而使之默会,为友者

不务责善,而更相比周,适足以戕贼善端而已.故凡为伊川之学者,皆德之贼也.③

通过殿试对策来压制学术思想上的异己者,这也算是南宋权相政治的一个特点吧.也许是察觉到了

秦桧及其亲信对于殿试的严密操控,故而高宗皇帝特意亲擢张孝祥为这一科的状元.
在韩侂胄执政时期,朝堂政治的主要政策,一是实行“伪学之禁”,打击以朱熹为首的道学运动;

二是准备发动北伐战争,提升自己在政治上的威望.这两项政策导向,也都在殿试对策中得到了反

映.先看“伪学之禁”带来的影响.据«四朝闻见录»丁集记载,庆元二年(１１９６)科场的情形如下:

　　是岁,主司自(叶)翥以下,曰倪思、刘德秀.策问指安刘氏者,乃重厚少文之人,盖阴誉侂胄

云.先是,台臣击伪学榜朝堂,未几张贵谟指论«太极图说»之非,翥、思、德秀在省闱论文弊,复

言伪学之魁以匹夫窃人主之柄,鼓动天下,故文风未能丕变,乞将语录之类并行除毁.是科取

士,稍渉义理者,悉见黜落.当时场屋媚时好者,至攻排程氏,斥其名于策云.④

这里虽然主要记述的是省试的情形,但是在殿试中必然也有类似的情形.因为在现存魏了翁的庆元

五年(１１９９)殿试对策中,通篇主要是以“祖宗家法”来立论,而完全不涉及道学学说,这发生在一个著

名的道学家身上,不能不令人感到诧异⑤.
再看“北伐”政策的影响.韩侂胄贸然发动对于金朝的军事进攻,是发生在开禧二年(１２０６).在

此前一年的殿试中,就有士子毛自知因为在对策中主张北伐而高中状元.但是不幸的是,韩侂胄的

“北伐”以惨败告终,而他本人也落得了一个被处死的下场.史弥远上台之后,依然执行“议和”政策,
结果开禧元年的状元毛自知,不仅遭到了降级的处分,而且终其一生,都因这份主张北伐的殿试对策

而受到拖累.据«续编两朝纲目备要»记载:

　　(开禧元年)五月己巳,亲试举人.[注:(毛)自知对策,首论宜乘机以定中原,因擢为抡魁.
嘉定元年三月,自知降充殿试第五甲,以首论用兵也.]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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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六“绍兴二十四年三月辛酉”条,第２７１３页.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六“绍兴二十四年三月辛酉”条,第２７１２页.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六“绍兴二十四年三月辛酉”条,第２７１２页.
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丁集“科举为党议发策”条,第１５９ １６０页.
魏了翁:«御策一道»,«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７３册,第４７２ ４７９页.
佚名编,汝企和点校:«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八,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５年,第１４９页.



因为政治情势的变化,毛自知的命运竟然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①.他在开禧元年,因在殿试对策中主

张北伐,而高中状元;但两年之后,北伐失败,他即被剥夺了状元的资格,而且科名等第也落到了第五

甲.而造成他命运浮沉的原因,很关键的,都与权相政治有关.
史弥远执政时期,也同样通过殿试来钳制言论.这在宝祐元年(１２５３)状元姚勉的殿试对策中就

有表述:

　　臣观陛下发策大廷,前乎此时,莫非问以当世之大务.独惟己丑、壬辰,不敢深及时政,此则

陛下养明于晦之时,而当路忌言之日也.②

文中提及的己丑、壬辰,分别是指绍定二年、绍定五年的两次殿试.当时正是理宗继位不久、史弥远

执政的时期.可见在这一时期,在殿试对策中直陈时政得失,是不受欢迎的.
在贾似道执政时期,他同样试图在殿试对策中消弭批评的声音.通过下面两则例证,我们或许

可以略窥一二:

　　(陈介)己酉始就举.庚戌与其子岩石同补上庠,两拔解,擢开庆己未乙科.时鹤相当国,仇

名士,君廷对语切直,考官惧而抑之,调三衢户曹.③

又如«万历吉安府志刘辰翁传»载:

　　平章贾似道秉国政,欲杀直臣以蔽言路,辰翁廷对,言济邸无后可痛,忠良戕害可伤,风节不

竞可憾,大忤贾意.洎奏名,理宗亲置之丙第.以亲老,就赣州濂溪书院山长.④

因为文献阙失的缘故,我们对于秦桧专政时期殿试试策的情形了解较多,而对于韩侂胄、史弥远、贾
似道专权时期的殿试对策情形,我们只能通过一些间接的记载略窥一斑.但共通的一点是,这四位

权相在位时期,都很少有完整的殿试对策文本保存下来.这大概是因为那些殿试对策多为阿谀逢迎

之作,缺少传世的价值,因而没有流传下来吧.这或许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南宋权相政治大大弱化了

廷对士子在殿试对策中直言时政得失的自由空间.

五、结语:南宋殿试对策的意义何在?

一般来说,研究宋代的科场试策,通常会将策问和对策作为一种独特的考试文体,去研究其文体

形制,或者探讨策问的政治功能,或者分析对策文本中展现的修辞话语.相较而言,本文更注重从士

人的角度,去考察他们如何看待殿试廷对,如果试图通过殿试对策向皇帝进言,他会经历什么样的阻

碍,以及是否能够在这一考试文体中发出自己真正的声音.
从当时士人阶层的舆论来看,无论已入仕的官僚士大夫,还是即将参加殿试廷对的士子,他们中

间会有相当一部分人把殿试廷对当成十分严肃的事情来对待,认为这对于读书人来说是一个重大的

时刻.通过廷对,不仅可以看出一个士子的才学,更重要的是可以见出他所秉持的政治理念,而这将

影响到其仕宦之途.所谓“士莫大于始进”,即是他们所共享的一个政治信念.
从殿试取士的程序来看,我们发现,如果一个廷对士子想被列入进士高科人选的名单,确有相当

大的难度.首先,他必须通过殿试阅卷的三重评判,而这中间,初考、覆考、详定官三者之间本身就可

能发生争议;其次,只有进入了殿试阅卷确定的前十名的名单,才有可能进呈到皇帝面前御览.皇帝

会根据自己的喜好、政治意图来亲擢状元,同时他也会对不满意的对策予以降低等级和名次的处分.
一份大胆直言的殿试对策,不仅会在殿试阅卷官那里引发争议,即使到了皇帝面前,也未必就能受到

赏识.但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只要参加了殿试,士子一般不会黜落,只是名次会有调整,也许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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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关于毛自知其人命运的戏剧性变化,还可参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甲集“宏而不博博而不宏”条,第１６页.
姚勉:«癸丑廷对»,姚勉著,曹诣珍、陈伟文校点:«姚勉集»卷七,第６３页.
林希逸:«陈判官墓志铭»,«鬳斋十一稿续集»卷二十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８５册,第７７１页.
«万历吉安府志»卷十八«列传一»,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１年“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本,第２６１页.



因为有这一制度性保证,不少士子才敢于在殿试对策中大胆直言.
从廷对士子的写作策略来看,尽管殿试对策必须对应策问条目而具有程式化特征,这体现在必

须采取“条对”的方式,一段一段摘录策问原题,然后依次作出回答,但在这重重的形式束缚之下,对
于一个试图大胆进言的士人来说,他总是可以找到突破口,来发抒自己的政治见解.就留存至今的

南宋殿试对策文本来看,无论是在对策答卷的策头、策项、策尾哪个部分,士人都可以对时政阙失,尤
其是皇帝本人政治举措的适当与否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此外,在回答完规定的策问条目之外,士
人也还可以作题外的发挥,来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或向皇帝提出忠告.从这一点来看,殿试对策确

实留给士人一定程度的表达的自由.
从南宋的整个政治情势来看,由于权相统治占据了相当长的时间,这时候皇帝往往在殿试中扮

演的角色就相当微弱,因而也就给权相操纵殿试的命题、阅卷、录取提供了便利.显然,殿试也是权

相压制言论的一个重要方面.而那些获中进士高科的殿试对策,似乎也主要是迎合时相的主张,或
者干脆就是阿谀奉承之作,大概因为这个缘故,权相统治时期的殿试对策被保留下来的也最少.

通过这些考察,我们似乎可以发现,南宋的殿试不过是一个多方势力博弈的场域,皇帝要实现自

己的政治意图,权相要严控舆论导向,考官之间本身就可能存在冲突,大多士子试图得中进士高科,
而一些怀有理想的士子则试图向皇帝大胆进言、指陈时政得失.一个士子的殿试对策要突出重围,
名列进士高科人选的名单本身就已相当困难,而要以直言进谏的姿态得中状元,可能就要凭借各种

机缘和运气了.
从留存至今的南宋殿试对策来看,其中却有不少文章是在大胆进言,而且甚至会针对皇帝本人

提出相当严厉的批评,而且也有得中状元者,这就提醒我们,不应忽视殿试在士人心目中所具有的影

响力,以及士人试图通过殿试廷对来发抒政治见解的强烈渴望.而某些特定的政治机缘,以及一些

制度上的保证,也给他们提供了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也就是说,尽管存在重重阻碍,但南宋殿试尚

存在一些缺口,允许一些尖锐的批评意见流溢出来.
另外,从殿试文本所包蕴的内容来看,这毕竟是当时人评论当时事的政治性文本,不仅体现了撰

写者的政治立场,也多少反映了当时朝堂政治争论的一些重大事件,以及君主和士人都会共享的一

些政治理念,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又是透视南宋政治生态的一扇窗口,感知南宋政治文化的

一种途径.

[责任编辑　刘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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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跋嗣与姚兴联姻考

陈　勇

摘　要:神瑞二年北魏与后秦联姻,双方的表述却截然相反,都是在贬抑对方、抬高自己,强调各自的

法统地位.柴壁战后,魏主拓跋嗣主动迎娶姚兴之女,意在与秦人结盟.其主要背景在于,北魏进占河北

之后,东晋成为其南面的强邻,柔然的压力又有增无减.北魏被迫进行战略调整,寻求与后秦通婚,其政

治、军事上的目的,是为了摆脱柔然、东晋、后秦三面夹击的危局.«魏书»将与他国通聘一律写成对方“朝

贡”,有时就掩盖了魏人示弱、求和的实情.

关键词:拓跋嗣;姚兴;联姻;战略调整;«魏书»书法

一、拓跋嗣、姚兴联姻全过程复原

北魏明元帝永兴三年(后秦姚兴弘始十三年,４１１)至神瑞二年(弘始十七年,４１５),«魏书»中关于

北魏与后秦通聘的记载相当密集.该书卷三«明元帝纪»:永兴三年(弘始十三年,４１１)六月,“姚兴遣

使来聘”.永兴五年(弘始十五年,４１３)二月庚午,“姚兴遣使来聘”① .同年十一月癸酉,“姚兴遣使朝

贡,来请进女,帝许之”.神瑞元年(弘始十六年,４１４)八月戊子,“诏马邑侯元陋孙使于姚兴”.同月

辛丑,“姚兴遣使来聘”(同书卷七十五«羌姚兴传»:“神瑞元年,兴遣兼散骑常侍、尚书吏部郎严康朝

贡.”).神瑞二年(弘始十七年,４１５)十月壬子,“姚兴使散骑常侍、东武侯姚敞,尚书姚泰,送其西平

公主来,帝以后礼纳之”(«羌姚兴传»文略同).
另据«晋书»卷一一八«姚兴载记下»:“时魏遣使聘于兴,且请婚.会平阳太守姚成都来朝,兴谓

之曰:‘卿久处东藩,与魏邻接,应悉彼事形.今来求婚,吾已许之,终能分灾共患,远相接援以不?’成
都曰:‘魏自柴壁克捷已来,戎甲未曾损失,士马桓桓,师旅充盛.今修和亲,兼婚姻之好,岂但分灾共

患而已,实亦永安之福也.’兴大悦,遣其吏部郎严康报聘,并致方物.”耐人寻味的是,约略始于永兴

五年(４１３)的北魏与后秦的联姻,«魏书明元帝纪»说是秦人“请进女”,«晋书姚兴载记»却说是魏

人“请婚”,表述截然相反.
«魏书明元帝纪»疑由魏澹«魏书»迻补而非魏收书原文,宋人考证甚详,唐长孺先生亦有说

明② .将这篇«帝纪»与«太平御览»卷一○二«皇王部二十七»“后魏太宗明元皇帝”条所引«后魏书»对
照,又会发现一个有趣的情况:永兴三年(４１１)至神瑞二年(４１５)北魏、后秦的通聘乃至联姻,在«太平

御览»引文中并无踪影.«太平御览»沿自«修文殿御览»,«修文殿御览»所引«后魏书»应即魏收«魏
书».魏伯起是否有意抹去这部分史实,尚不能确定.但魏澹重提此事,应该是查阅过北魏的官方

　

作者简介:陈勇,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１００７３２).

①　«资治通鉴»卷一一六义熙九年(弘始十五年,永兴五年,４１３)三月:“庚午,秦王兴遣使至魏修好.”(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６年,

第３６５８页)与«魏书»此条所记应为一事.按,“三月”,«魏书»讹作“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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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１９７４年,第６４ ６５页).



记录.上引«晋书载记»的主要依据,是«十六国春秋»或十六国国别史,其最早的出处,则有可能是

后秦的档案.该«载记»的口径与拓跋史家相抵触,也就不足为怪了.魏人、秦人记叙他们的婚媾,都
是在抬高自己、压抑对方,强调各自的法统地位.

姚兴、姚成都的对话,涉及大量具体情节,后秦一方(后秦国史、«十六国春秋»及«晋书»)的记载,
也更接近事实.姚兴说:“(拓跋嗣)今来求婚,吾已许之.”表明这次和亲是源自魏人的建议.姚兴在

拓跋嗣“请婚”后“请进女”,其实是对北魏正式的答复.本文推测两国联姻始于永兴五年(４１３),也是

以此为据的.
拓跋嗣向姚兴提亲,姚兴选择了西平公主.«魏书»卷十三«皇后传»:“明元昭哀皇后姚氏,姚兴

女也,兴封西平长公主.”姚兴送女远嫁,表现了对这桩婚事的诚意.«魏书皇后传»又说:“太宗以

后礼纳之,后为夫人.后(引者按:原文作“後”,似与前句重复.疑应作“后”,指西平公主)以铸金人

不成,未升尊位,然帝宠幸之,出入居处,礼秩如后焉.是后犹欲正位,而后谦让不当.泰常五年薨,
帝追恨之,赠皇后玺绶,而后加谥焉.葬云中金陵.”后秦西平公主在北魏一开始就获得尊崇,更为两

国的通婚营造出隆重的气氛.«宋书»卷四十八«朱超石传»:“索虏托跋嗣,姚兴之婿也.”北魏已经与

后秦联姻,拓跋嗣做了姚兴的女婿,此事也为他们南方的对手———晋人所熟知.
上引«晋书姚兴载记»称:姚兴接受拓跋嗣“请婚”,即“遣其吏部郎严康报聘”,启动和亲大典.«魏

书明元帝纪»载,永兴五年(４１３)十一月癸酉“姚兴遣使朝贡,来请进女”,该秦“使”是否就是严康,不得

而知.但据魏人的记录,严康到达平城,在神瑞元年(４１４)八月辛丑.永兴五年(４１３)十一月癸酉的“朝
贡”者,也许另有其人.神瑞元年(４１４)八月戊子,明元帝“诏马邑侯元陋孙使于姚兴”.元氏的使命,«魏
书明元帝纪»未作交待.从时间顺序看,元陋孙此行在姚兴“请进女”和严康“朝贡”之间①,大概是就

婚礼的细节,与秦人作进一步的沟通.至于马邑侯的身份被特别标出,则显示该使团的规格颇高.
«资治通鉴»卷一一七“义熙十一年(神瑞二年,弘始十七年,４１５)十月”:“秦王兴使散骑常侍姚敞

等送其女西平公主于魏,魏主嗣以后礼纳之;铸金人不成,乃以为夫人,而宠遇甚厚.”司马光等人所

言,或以魏收、魏澹两种«魏书»折衷而成.至此,北魏与后秦、拓跋嗣与姚兴的联姻正式完成.另据

«魏书皇后传»:“魏故事,将立皇后必令手铸金人,以成者为吉,不成则不得立也.”皇后候选者手铸

金人,是拓跋部的传统习俗.至于“夫人”称号,«魏书皇后传»又云:“太祖追尊祖妣,皆从帝谥为皇

后,始立中宫,余妾或称夫人,多少无限,然皆有品次.”«晋书»卷二十一«礼志下»载哀帝即位时江虨

议章皇太妃称太夫人语,谓“自后以下有夫人九嫔”,魏人疑仿晋制.
以上大致可以复原魏、秦两国联姻的过程.其中,永兴五年(４１３)十一月癸酉秦使报聘,本来是

姚兴对拓跋嗣求婚的回应,魏人记事,却写成“姚兴遣使朝贡,来请进女,帝许之”,变为后秦主动联姻

而北魏接受其请求了.值得注意的是司马光等人对此事的处理.«资治通鉴»卷一一六“义熙九年

(永兴五年,弘始十五年,４１３)十一月”:“魏主嗣遣使请昏于秦,秦王兴许之.”与«晋书姚兴载记»相
同而有别于«魏书明元帝纪»,«资治通鉴»作者对相关史实,显然进行了仔细的甄别、取舍.

这里又引出一个新的问题:拓跋嗣迎娶姚兴之女,是在秦人所谓“柴壁克捷”后酝酿完成的.弘

始四年(天兴五年,４０２)八月至十月间,后秦与北魏决战于柴壁.姚兴计划一举灭魏反遭拓跋珪痛

击,秦军主力损失惨重,前线将领大多被俘.此后,魏、秦两国的力量对比发生逆转,后秦对北魏不再

构成主要威胁②.到北魏灭后燕、“扫平中土”③之际,鲜卑拓跋部已成为北方最强大的军事存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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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神瑞元年(４１４)八月戊子,元陋孙奉诏使秦;辛丑,严康抵达平城,前后相差半月.平城(或马邑)与长安相距近两千里,马车

单程约需一周,故严康大概是在元陋孙觐见姚兴后才从长安出发的.平城、长安之间的交通路线,日本前田正名氏已有考证,并画图

示意,大致是经雁门关,沿汾河一线行进.见氏著«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６１ １７７页.
«魏书»卷二«太祖纪»:“天赐元年(４０４)春正月,遣离石护军刘托率骑三千袭蒲子.三月丙寅,擒姚兴宁北将军、泰平太守衡

谭,获三千余口.”(第４１页)是柴壁战后魏、秦两军之间唯一的一次正面交锋,后秦已明显处于守势.
拓跋珪语,见«魏书»卷二«太祖纪»,第３３页.«北史»卷一«魏本纪道武帝纪»同,见第１８页.



年之后,姚成都向姚兴汇报的情况:“魏自柴壁克捷已来,戎甲未曾损失,士马桓桓,师旅充盛.”大体

属实.既然如此,北魏何以要向后秦主动示好,拓跋嗣何以又要向姚兴主动求亲呢?

二、拓跋嗣主动示好、求亲的背景

我们对拓跋嗣、姚兴联姻一事的分析,不能脱离道武、明元之际北部中国各种政治、族群势力互

动的背景.
«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泰常元年,司马德宗将刘裕伐姚泓,舟师自淮泗入清,欲泝河西上,

假道于国.诏群臣议之.外朝公卿咸曰:‘函谷关号曰天险.一人荷戈,万夫不得进.裕舟船步兵,
何能西入? 脱我乘其后,还路甚难.若北上河岸,其行为易.扬言伐姚,意或难测.假其水道,寇不

可纵,宜先发军断河上流,勿令西过.’又议之内朝,咸同外计.太宗将从之.浩曰:‘此非上策.司马

休之之徒扰其荆州,刘裕切齿来久.今兴死子劣,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观其意,必欲入关.劲躁之人,
不顾后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则姚无事而我受敌.今蠕蠕内寇,民食又乏,不可发

军.发军赴南则北寇进击,若其救北则东州复危.未若假之水道,纵裕西入,然后兴兵塞其东归之

路,所谓卞庄刺虎,两得之势也.使裕胜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氏胜也,亦不失救邻之名.纵使裕

得关中,悬远难守,彼不能守,终为我物.今不劳兵马,坐观成败,斗两虎而收长久之利,上策也.夫

为国之计,择利而为之,岂顾婚姻,酬一女子之惠哉? 假令国家弃恒山以南,裕必不能发吴越之兵与

官军争守河北也,居然可知.’议者犹曰:‘裕西入函谷,则进退路穷,腹背受敌;北上岸则姚军必不出

关助我.扬声西行,意在北进,其势然也.’太宗遂从群议,遣长孙嵩发兵拒之,战于畔城,为裕将朱超

石所败,师人多伤.太宗闻之,恨不用浩计.”(第８０９ ８１０页)
«北史»卷二十一«崔浩传»文略同.唯“东州”,«北史»作“南州”,«资治通鉴»亦从«北史».胡三

省云:“南州,谓魏之南境相州濒河诸郡.”此说可酌①.实际上,崔浩此处所言“东州”或“南州”,指“恒
山以南”的“河北”全境,覆盖整个后燕故地.

«资治通鉴»又有“秦主泓亦遣使请救于魏”一句,不见于诸史.外朝公卿所谓“且秦,婚姻之国,
不可不救也”云云,也仅见于«资治通鉴».这些重要资料,反映刘裕伐秦带来的北方各国政治关系的

变化,赖司马光等人转记而得以保存.
“函谷关”,«资治通鉴»作“潼关”,据刘裕进军路线判断,司马光等人所记更为可信.“兴死子

劣”,«北史»作“兴死子幼”,按姚泓继位时已近而立之年②,“幼”为“劣”字之讹无疑.«资治通鉴»作
“姚兴死,子泓懦劣”,亦其侧证.“假令国家弃恒山以南,裕必不能发吴越之兵与官军争守河北也,居
然可知.”«资治通鉴»此条前有“南北异俗”四字,疑另有所本.“裕西入函谷,则进退路穷,腹背受

敌”,«资治通鉴»作“裕西入关,则恐吾断其后,腹背受敌”,也更为合理.
泰常元年(４１６)“刘裕伐姚泓”,距北魏明元帝与后秦西平公主完婚(神瑞二年,４１５)仅仅过了一

年,北魏朝议所及,大致也反映魏、秦两国联姻时北方政治、军事的大势.魏人关于是否出兵的争论,
关涉北魏与柔然、东晋(刘裕)、后秦各国之间的战略博弈.争论的双方,一方是“外朝公卿”与“内
朝”,代表主流的意见,即崔浩本传所谓“群议”;另一方是崔浩,或许还有其他人,但肯定是少数派,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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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魏书»卷二十四«张衮传»:“太祖曾问南州人于衮.衮与卢溥州里,数谈荐之.”(第６１４页)按张衮为上谷人,卢溥为范阳

人,均与“魏之南境相州濒河诸郡”无关,可知胡注此条不确.又幽州诸郡人皆谓之“南州人”,此“南州”是相对于更北的云中、平城一

带即北魏初期的境域而言的.但“东州”也是当时习见的提法,如«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上文:“神瑞二年,秋谷不登,太史令王亮、
苏垣因华阴公主等言谶书国家当治邺,应大乐五十年,劝太宗迁都.浩与特进周澹言于太宗曰:‘今国家迁都于邺,可救今年之饥,非
长久之策也.东州之人,常谓国家居广漠之地,民畜无算,号称牛毛之众.’”(第８０８页)同«传»下文:“世祖闻赫连定与刘义隆悬分河

北,乃治兵,欲先讨赫连.群臣曰:‘义隆犹在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克,而义隆乘虚,则失东州矣.’”(第８２１页)可知“东州”未
必就是“南州”之讹.另据«魏书»卷九十四«阉官仇洛齐传»:“魏初禁网疏阔,民户隐匿漏脱者多.东州既平,绫罗户民乐葵因是请

采漏户,供为纶绵.自后逃户占为细茧罗縠者非一.”(第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页)“东州既平”指北魏克后燕,“东州”泛称后燕故地.
«晋书»卷一一九«姚泓载记»称姚泓死时年三十,在位二年.



主流的意见.“太宗遂从群议”,正是迫于主流意见的压力.
“群议”主张出兵救秦,理由是“婚姻之国,不可不救也”,依崔浩的表述,就是“顾婚姻,酬一女子

之惠”.“群议”对刘裕西征的看法,出于一个基本判断:“扬言伐姚,意或难测.”说透了就是“扬声西

行,意在北进”①,晋军以灭秦为名而攻魏,魏人对此自然是不能容忍的.
崔浩则认为,刘裕对后秦用兵,是因为司马休之等人在姚兴父子支持下,长期骚扰荆州一带.刘

裕试图利用姚兴新死、诸子争权的机会,彻底解决这个问题②.按照崔浩的看法,“西行”、“伐姚”确是

刘裕的本意,“北进”之说不能成立③.
崔浩针对“群议”,提出北魏“不可发军”的两点理由,一是“蠕蠕内寇”,二是“民食又乏”,触及鲜

卑拓跋部立国之本,值得深入探究.其中,“民食又乏”主要指平城一带的粮食紧缺(即孝文帝所谓

“京邑民贫”),是北魏建国后直到迁都洛阳前长期面临的困境④.不过对北魏而言,“蠕蠕内寇”即柔

然南下侵扰,是更为棘手的问题.明元帝继位后,柔然的军事压力有增无减.柔然兵锋所及,不断威

胁北魏政治重心所在的云、代一线.魏帝一再北巡,魏军多次北伐,主要都是针对这个北方的敌手.
崔浩的意见后来得到验证,所以明元帝“恨不用浩计”.问题在于:魏人为什么普遍持与崔氏相

反的立场? 他们在刘裕主动求和时⑤,为什么普遍拒绝接受,而主张出兵阻止晋军西进,并最终导致

拓跋嗣作出错误的决定?
鲜卑拓跋部取代慕容部进占河北之后,北魏周边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变化,其中最重要的一

点,就是东晋成为其南面的强邻.十六国前期,鲜卑拓跋部与东晋结盟,是晋人在北方制衡胡、羯的重

要力量.但十六国末年拓跋珪复国后,代(北魏)与东晋的盟友关系已不复存在.与此同时,后秦因柴壁

一战惨败,丧失了在军事上与北魏抗衡的实力,反而成为姚兴与拓跋嗣议和的转机.姚成都所言:“今修

和亲,兼婚姻之好,岂但分灾共患而已,实亦永安之福也.”可以说正是后秦执政者心态的写照.
北魏拓跋嗣与后秦姚兴议和乃至“请昏于秦”,其政治、军事目标是与秦人结盟.这样的全局性

战略调整,使魏人在入主河北之初有可能摆脱树敌过多,被柔然、东晋、后秦从北、南、西三个方面夹

击的危险.上引崔浩所谓“发军赴南则北寇进击,若其救北则东州复危”,实际上是出于同样的思路.
所以明元帝寻求与后秦和解,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有趣的是,据«魏书崔浩传»,崔氏对姚兴求婚,似乎早有预见:“太宗好阴阳术数,闻浩说易及

洪范五行,善之,因命浩筮吉凶,参观天文,考定疑惑.浩综核天人之际,举其纲纪,诸所处决,多有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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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此句«资治通鉴»作“其势必声西而实北也”,意与«魏书»、«北史»同.
这其实就是刘裕向魏人陈述的伐秦的缘由,刘裕及部将王仲德等人所言详见下引«魏书»卷二十九«叔孙建传».
«魏书»卷九十七«岛夷刘裕传»:“裕志倾僭晋,若不外立功名,恐人望不许,乃西伐姚泓.”(第２１３３页)是对刘裕出兵动机更

准确的判断,但晋人伐秦之际,北魏朝野还没有这样的意识,至少还没有形成共识.
近年有学者提出,北魏后期“平城以北至阴山地区的农业经济已有长足的进步”,断言“经济问题不可能是(孝文帝)迁都的

主要原因”.但«魏书»卷七十九«成淹传»载孝文帝敕曰:“恒、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民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第１７５４页)是
重要的反证.由孝文帝本人的说法,可知“恒、代无漕运之路”,是造成“京邑民贫”的主要原因.而孝文帝决意迁都,既与“京邑民贫”
一类“经济问题”有关,也与“通运四方”一类解决“经济问题”的思路有关.上引«魏书崔浩传»载神瑞二年秋谷不登,太史令王亮、苏垣

劝明元帝迁都于邺,崔浩与特进周澹谓迁都“可救今年之饥,非长久之策”云云,亦可证南迁以纾缓都城的粮荒,是北魏朝臣中酝酿已久

的意见.
«魏书»卷二十九«叔孙建传»:“司马德宗将刘裕伐姚泓,令其部将王仲德为前锋,将逼滑台.兖州刺史尉建率所部弃城济

河,仲德遂入滑台.乃宣言曰:‘晋本意欲以布帛七万匹假道于魏,不谓魏之守将便尔弃城.’太宗闻之,诏建自河内向枋头以观其势.
仲德入滑台月余,又诏建渡河曜威,斩尉建,投其尸于河.呼仲德军人与语,诘其侵境之意.仲德遣司马竺和之,建命公孙表与言.
和之曰:‘王征虏为刘太尉所遣,入河西行,将取洛城,扫山陵之寇,非敢侵犯魏境.太尉自遣使请魏帝,陈将假道.而魏兖州刺史不

相体解,望风捐去,因空城而入,非战攻相逼也.魏晋和好之义不废于前.’表曰:‘尉建失守之罪,自有常刑,将更遣良牧.彼军宜西,
不然将以小致大乖和好之体.’和之曰:‘王征虏权住于此,以待众军之集,比当西过,滑台还为魏有,何必建旗鼓以耀威武乎?’仲德卑

辞,常自言不敢与大魏抗衡,建不能制之.太宗令建与刘裕相闻,以观其意.裕答言:‘洛是晋之旧京,而羌姚据之.晋欲修复山陵之

计久矣,而内难屡兴,不暇经营.司马休之、鲁宗之父子、司马国璠兄弟、诸桓宗属,皆晋之蠹也,而姚氏收集此等,欲以图晋,是以伐

之.道由于魏,军之初举,将以重币假途.会彼边镇弃守而去,故晋前军得以西进,非敢凭陵魏境.’”(第７０３ ７０４页)



验,恒与军国大谋,甚为宠密.是时,有兔在后宫,验问门官,无从得入.太宗怪之,命浩推其咎征.
浩以为当有邻国贡嫔嫱者,善应也.明年,姚兴果献女.”«北史»卷二十一«崔浩传»文略同,唯“验问

门官,无从得入”,«北史»作“检无从得入”;“命浩推其咎征”,«北史»又作“帝令浩推之”;“善应也”,则
不见于«北史».

上文已经说明:北魏与后秦的联姻,是由北魏方面首先动议,魏澹«魏书»说姚兴遣使“请进女”,
估计是对拓跋嗣的正式回应,拓跋史官将此事写作后秦主动和亲,则是为了维护北魏的法统地位.
我们相信,魏收书崔浩本传姚兴“献女”之说,是魏人的曲笔;至于崔浩对后宫咎征的推验,同样也是

史家的杜撰.但这个故事却透露出一些重要信息:
拓跋嗣与姚兴和亲的计划,最初应该是在小圈子中的密谋,“恒与军国大谋,甚为宠密”的崔浩,

想必是参与者之一.“有兔在后宫”,只是偶然的异象,崔浩预测“当有邻国贡嫔嫱”,似乎是劝说拓跋

嗣与姚兴联姻的借口.如果这个推断成立,则此类“善应”可能又是拓跋嗣、崔浩设置的迷局,意在减

少朝野对联姻后秦———对后秦战略调整———的阻力.

三、«魏书»北魏与他国通聘书法

«资治通鉴»中类似上引拓跋嗣“请昏”的事例,并非绝无仅有.«魏书»卷一«序纪»什翼犍建国六

年(即晋康帝建元元年,前燕慕容皝十年,３４３)八月:“慕容元真遣使请荐女.”«资治通鉴»卷九十七

“建元元年(建国六年,慕容皝十年,３４３)七月”条记作:“代王什翼犍复求婚于燕,燕王皝使纳马千匹

为礼;什翼犍不与,又倨慢无子壻礼.”“八月条”又云:“皝遣世子儁帅前军师评等击代.什翼犍帅众

避去,燕人无所见而还.”
此时前燕的军力远胜于代国,慕容儁、慕容评等击代,“什翼犍帅众避去”,就是明显的证据.«资

治通鉴»什翼犍“求婚于燕”说,也更为合理.建国七年(３４４)二月,什翼犍遣长孙秩入燕迎娶慕容皝

女为后,故司马光等人有“子婿礼”之言.伯起称慕容皝“遣使请荐女”,疑系魏人夸张之辞.“代王什

翼犍复求婚于燕”之说,仅见于«资治通鉴»,司马光等人应有所本.同样是北魏与他国的联姻,同样

是拓跋史官的避讳,司马光等人同样也作出改动,结果就由«魏书»的慕容元真(皝)“遣使请荐女”,变
为«资治通鉴»的什翼犍“求婚于燕”了.

«魏书»记述十六国之间的交往,有其特定的书法.对于北魏同各国通聘,多写成对方“朝贡”,偶
作“来聘”、“朝聘”、“来贡”、“朝献”,其例屡见于«序纪»:昭帝禄官十三年(３０６),“昭帝崩.徒何大单

于慕容廆遣使朝贡”.穆帝猗卢三年(３１０),“晋并州刺史刘琨遣使,以子遵为质.帝嘉其意,厚报馈

之”.猗卢九年(３１６),“李雄遣使朝贡”.平文帝郁律二年(３１８),“刘曜遣使请和,帝不纳”.三年

(３１９),“石勒自称赵王,遣使乞和,请为兄弟.帝斩其使以绝之”.四年(３２０),“私署凉州刺史张茂遣

使朝贡”.惠帝贺傉元年(３２１),“太后临朝,遣使与石勒通和,时人谓之女国使”.四年(３２４),“帝惠

始临朝.张茂死,兄寔子骏立,遣使朝贡”.昭成帝什翼健建国四年(３４１)十月,“刘虎死,子务桓立,
始来归顺,帝以女妻之”.十二月,“慕容元真遣使朝贡,并荐其宗女”.六年(３４３)八月,“慕容元真遣

使请荐女”.是年,“李寿死,子势僭立,遣使朝贡”.七年(３４４)七月,“慕容元真遣使奉聘,求交婚,帝
许之,九月,以烈帝女妻之”.八年(３４５),“慕容元真遣使朝贡”.九年(３４６),“石虎遣使朝贡”.十年

(３４７),“张重华遣使朝贡”.十六年(３５３),“慕容儁遣使朝贡”.十七年(３５４),“张祚复称凉王,置百

官,遣使朝贡”.二十二年(３５９)三月,“慕容儁遣使朝贡”.八月,“卫辰遣子朝贡”.二十四年(３６１)
春,“卫辰遣使朝聘”.二十八年(３６５)十二月,“苻坚遣使朝贡”.

“朝贡”一说,此后亦不绝于书,如«道武帝纪»:登国元年(３８６),“帝虑内难,乃北踰阴山,幸贺兰

部,阻山为固.遣行人安同、长孙贺使于慕容垂以征师,垂遣使朝贡,并令其子贺 帅步骑以随同

等”.十二月,“慕容垂遣使朝贡,奉帝西单于印绶,封上谷王.帝不纳”.三年(３８８)十月,“慕容垂遣

使朝贡”.四年(３８９)十月,“垂遣使朝贡”(按前一年五月,陈留公元虔使于慕容垂,此系燕人报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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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岁,“氐吕光自称三河王,遣使朝贡”.七年(３９２),十二月,“慕容永遣使朝贡”.皇始元年(３９６),
“司马昌明死,子德宗僭立,遣使朝贡”.“吕光僭称天王,号大凉,遣使朝贡”.天兴二年(３９９),“秃发

乌孤死,弟鹿孤代立,遣使朝贡”.三年(４００)四月,“姚兴遣使朝贡”.四年(４０１),“卢水胡沮渠蒙逊

私署凉州牧、张掖公.蒙逊及李暠并遣使朝贡”.五年(４０２),“秃发鹿孤病死,弟傉檀统任,遣使朝

贡”.六年(４０３)十月,“司马德宗遣使朝贡”.天赐五年(４０８)三月,“姚兴遣使朝贡”(按:已见上引).
«明元帝纪»的写法则有所不同:永兴三年(４１１)六月,“姚兴遣使来聘”(按:已见上引).五年

(４１３)二月庚午,“姚兴遣使来聘”.十一月癸酉,“姚兴遣使朝贡,来请进女,帝许之”.神瑞元年

(４１４)八月,“姚兴遣使来聘”.二年(４１５)四月,“司马德宗遣使朝贡”.是年,“李暠卒,子歆立,遣使

朝贡”.三年(４１６)三月,“司马德宗遣使来贡”.六年(４１９)九月壬申,“刘裕遣使朝贡”.
«太武帝纪»又恢复了«道武帝纪»的写法,一律称“朝贡”:始光元年(４２４)正月,“乞伏炽盘遣使朝

贡,请讨赫连昌”.八月,“刘义隆遣使朝贡”.神 元年(４２８)四月,“赫连定遣使朝贡,帝诏谕之”.
是月,“南秦王杨玄遣使朝贡”.是岁,“沮渠蒙逊遣使朝贡”.二年(４２９)四月,“刘义隆遣使朝贡”.
三年(４３０)十一月辛丑,“沮渠蒙逊遣使朝贡”.四年(４３１)闰月乙未,“蠕蠕国遣使朝献”.延和元年

(４３２)五月,“刘义隆遣使朝贡”.十月,“吐谷浑慕 遣使朝贡”.二年(４３３)九月,“刘义隆遣使朝贡,
奉驯象一”.三年(４３４)十月癸巳,“蠕蠕国遣使朝贡”.太延元年(４３５)二月庚子,“蠕蠕、焉耆、车师

诸国各遣使朝献”.六月丙午,“高丽、鄯善国并遣使朝献”.八月,“粟特国遣使朝献”.二年(４３６)二
月戊子,“冯文通遣使朝贡,求送侍子,帝不许”.三月丙辰,“刘义隆遣使朝贡”.八月甲辰,“高车国

遣使朝献”.十一月,“河西王沮渠牧犍,遣使朝贡”.
按“来聘”的说法,«魏书»诸«帝纪»中仅见于«明元帝纪».«明元帝纪»所记神瑞元年(４１４)八月

“姚兴遣使来聘”,与«晋书姚兴载记下»“(兴)遣其吏部郎严康报聘,并致方物”,应为一事,在«魏书

羌姚兴传»中,又写作“兴遣兼散骑常侍、尚书吏部郎严康朝贡”.«魏书羌姚兴传»可以确定是魏

收的文本,恰恰用的是“朝贡”而不是“来聘”.«魏书明元帝纪»与«羌姚兴传»出处不同,宋人考证

«魏书明元帝纪»为魏澹«魏书»,这也可以作为一项证据.
«魏书明元帝纪»永兴三年(４１１)十一月癸酉“姚兴遣使朝贡,来请进女”一段文字,值得进一步

琢磨.其中,“来请进女”四字最为费解.“来请”的提法,«魏书»全书中仅见于此处.我怀疑“来”下
本有“聘”字,魏澹书原文是“姚兴遣使来聘,请进女”,与«晋书姚兴载记下»“魏遣使聘于兴,且请

婚”的句式近似.后人依魏收之例将«魏书明元帝纪»的“来聘”改作“朝贡”,但此句“来”字未及删

除,又并入下句,故有今本«魏书明元帝纪»中“遣使朝贡,来请进女”的奇怪表述.若此说不误,则
«魏书明元帝纪»中“来聘”与“朝贡”的混用,可能也都是后人改写的结果.

然而,笔者更关心的问题是,如果北朝史家这类书写是以北魏档案为据,则大致可以肯定:魏人

将与他国通聘一律写成对方朝贡,是作为拓跋部征服的成果,用来衬托北魏的正统地位.至于魏澹

与魏收的做法有所不同,可能又反映了隋朝统一中国后人们观念上的变化.

[责任编辑　范学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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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与魂魄

———古希腊哲学与中国先秦观念的形而上学共性

匡　钊

摘　要:以“心”观念为主轴,先秦存在一个以“精”、“神”、“气”、“魂”、“魄”等相互关联的观念所形成的

“观念丛”.由先秦至汉初思想界以精气论魂魄的主流观点可见,此观念丛有如下的结构:心可以理解为魂

魄,而魂魄可以离开人的形体存在,并分属两个不同的层次———前者与儒家的最高观念天或道家的最高

观念道有关,与阳气、精神以及人所具备的高级智能有关;后者与地和人的具体身体有关,与人的感官经验

和运动能力等有关,处于相对较低的层次.处于前一较高层次者,究其本质并非人自身所本有,而是宇宙

中某种高于人的精气之类驻留于人身之后的结果;处于后一较低层次者,古人论之较含糊,大约便是人作

为生命体所具备的一些生物能力的驱动力与原因.对比亚里士多德对于古希腊观念psuché的阐述,可以

发现在古希腊思想中存在一个完全类似的观念结构,实际上psuché恰好相当于中国所谓“心”.中希之间

这种思想上的相似性,显示了人类在面对人与世界的关系时,所具有的超越文化类型的一般观点,即某种

高于人的普遍的精神性因素优先地决定着人自身的精神现象.这为不同类型的“形而上学”具有共性提供

了最终的支持与依据.

关键词:心;魂;魄;精气;psuché

“心”观念在中国哲学中堪称少数枢纽性观念之一.儒学在某种意义上,其主要内容可以视为围

绕此一观念而展开的心性之学;黄老学与庄子则多言心术、心斋;在中国化佛学中,“心”也占据着举

足轻重的地位,黄宗羲有所谓“释氏本心”的判断.在现代哲学语境中,将“心”视为一个独立的概念

范畴而分疏其内涵,前贤已有略论① .按旧有典籍与新出土文献,上述讨论基本上涵盖了与心相涉的

主要内容,诸如情绪、感觉、欲望、意志、思维或者德性等大体均与“心”有关.这些内容以往被研究者

们总称为“精神”或“意识”活动,而为学界所周知.
除此之外,在中国典籍当中,心还与另外一些术语构成一定的关系,比较典型的除了“精”、“神”,

还有“气”、“身”、“魂”、“魄”等等.此类言语片断载于三代典籍,具体论说则多见于先秦道家著作,后
者不但以心为身之主宰,也以心为“精气”、“神”、“营(魂)魄”等在人之中的驻留场所———“舍”或“虚
室”② .据此我们可以推想,在先秦时代,或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心”为主轴的“观念丛”,前述多种观念

相互交织,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本文将致力于揭示上述“观念丛”在整体上的结构性特征,并着

重引申蕴含于观念结构关系中的哲学意义.相信对此“观念丛”之结构的探讨,将反过来加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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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对于“心”观念的理解.

一、以精气论魂魄

在现代哲学语境中,中国哲学早已与西方哲学深度纠连在一起,众多中国哲学范畴,也是海外汉

学或哲学研究者讨论的对象.熟悉海外讨论情况的读者都知道,传统中国哲学中的“心”观念很难找

到合适的英文对译,较早的做法一般是将其译为 mind或heart,晚近则更多地直接采取其汉语拼音.
这也是目前海外中国哲学研究界的一个常见现象.“心”的上述早期译法表明,在西方哲学语境中,
“心”最先是以“心智”和“器官 情感”相结合的方式被加以理解的.在西方哲学传统中,上述两方面

内容在相当程度上本是相互分离的;后来,研究者们逐步发现“心智”和“器官—情感”两个角度合起

来仍然不足以描述中国的“心”观念,遂不得不直接引入汉语拼音Xin作为专门术语.直接采取汉语

拼音写法,表面上看似乎是在尊重中国观念自身的意义,但就此种书写(拼音)无法直接融入西方哲

学语言而言①,这种妥协式做法实质上更是一种诠释上的倒退或无能.换言之,中国的“心”观念在西

方哲学语境中,仍是一个有待分析和研究的对象.
从“心智”和“器官 情感”两个角度理解“心”的做法,在整体上无法避免来自西方哲学的影响.

现代中国哲学研究中对“心”的分疏,便基本上是基于上述两个分析角度的有限扩展,即增加了通常

被认为与之相关的诸如道德之类的因素.但遗憾的是,对于“心”观念的分析进到这一层次之后,似
乎就再也无法前进了,如葛瑞汉认为“‘心’对古代中国人而言,是思维与好恶的器官”②;徐复观主张

“人多从知觉感觉来说心;人的欲望、能力,多通过知觉感觉而始见,亦即须通过心而始见”③.这些对

于“心”的解说,与上文所引的分析,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通观先秦各种类型的文献,还有大量为我

们所熟悉的从心字,它们在先秦文献中被作为重要观念加以使用———这些字所指示的内容,均可被

视为由“心”字的基本意义衍生出来的相关概念.其中,如“德”、“惠”、“念”等,均为西周金文中便已

出现的从心字;而后,在战国金文与玺印文中又出现了如“爱”、“慈”、“忠”、“仁”、“敬”(下有心符之孳

乳字)、“忍”、“忧”、“志”、“虑”等一系列从心字.据统计,先秦金文中常见的从心字有六十余个,反映

了这一时期人们希望理解自身精神活动的努力,以及这种努力逐渐扩大与深化的过程.但论者仍轻

易便将这些从心字分为两类———描述心能自觉感思德性的字和描述心有独立认知真理能力的

字④———而考虑到德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情感问题相关,这种区分实际上仍然没有脱离“心智”和
“器官—情感”这两个固有角度.

基于上述两个角度的分疏,可能掩盖了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即便中国式的“心”观念的确包含

上述心智、情感、欲望、道德等诸因素(相关例子在先秦文献中不胜枚举⑤),但中国古人围绕其所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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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某些西方哲学术语,也以音译的方式进入中国,典型者如“逻各斯”.但与我们所谈论的“心”的英译状况不同的是,由西方

进入中国的音译术语,已经带着某种相对明确的意义融入了哲学讨论的语境内部,而拥有了相对确定的哲学身份(无论是否恰当).
此与以拼音方式进入海外中国哲学讨论的中国观念完全不同.后者的意义尚处于言人人殊的状态之中,远未成为被学界普遍接受

的“硬通货”.
[英]葛瑞汉:«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张海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１５页.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４页.
参见刘翔:«中国传统价值观诠释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６年,第２０３ ２２２页.
如甲骨文“卜辞有‘王心若’、‘王心无艰’之语,贞问王心顺善与否或有没有困难(忧虑).卜辞所谓‘心若’或‘心艰’,大抵是

指意志、情绪状态,以心描述某种情感状态,和«尚书盘庚篇»的用法是相同的.这样的心字意义通见于春秋以前的文献.
«诗经»讲到心的地方甚多,不能细引,一般常以‘忧心’、‘我心伤悲’、‘我心则说’、‘以慰我心’表达忧虑、悲哀喜悦和慰籍的感

情;至于‘实获我心’、‘君子秉心维其忍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母氏劳苦莫慰母心’的心字则表示心意,西周中期以后的铭

文往往盛赞祖先之心这些‘心’都指心意,不是具体的心脏.«左传»的‘心’和«诗»、«书»金文一致,所说的‘心’也是指精神

状态.即使到春秋中期心的意义依然沿袭殷商西周以来的说法,偏于心思、精神或情绪的状态.举凡情绪、意志、精神等抽

象的活动统统都是心的作用”.参见杜正胜:«形体、精气与魂魄:中国传统对“人”认识的形成»,黄应贵主编:«人观、意义与社会»,台
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１９９３年,第３１ ３２页.



的思考在何种意义能够统一起来,成为某种具有形而上意味的“心体”,进而与西学中的“精神性”内
容联系起来,这种做法大量出现在海外中国哲学研究尤其是有关儒家“精神性”的讨论当中①,且又多

与传统所谓“心性之学”高度相关.
为了寻找更深入的研讨路径,笔者欲暂时搁置上述研究进路,放弃对“心”观念本身的分析,而把

目光转向上文所谈到的以“心”为主轴的“观念丛”.与此同时,笔者并不排斥利用比较哲学的研究方

式,来提升讨论的解释效力.
“心”作为上述“观念丛”的主轴概念,拥有一个可与自己互诠的语词———“魂魄”.对此,钱穆曾

谓:“«左传»乐祈曰:心之精爽是谓魂魄.是魂魄亦指人心言.故曰心魂,又曰心魄.又曰惊魂断魂

销魂伤魂,又曰诗魂游子魂.此诸魂字,亦皆指人生时之心.”②«左传»以“魂魄”论“心”,这应是一种

早于先秦诸子的古老知识,而与以“心”为主轴的“观念丛”中的其他概念一起,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

后来者思考相关问题的基础.但“魂魄”与“心”的直接联系,似乎并未见于诸子尤其是儒道两家的言

论,原因或在于他们在把“心”作为重要观念加以处理时,采取了其他的思路:道家论“心”更看重其与

“精”、“气”、“神”等的关系,而儒家论“心”则更看重其与诸种“德”以及“性”的关系.
先秦所谓“魂魄”,与西方基督教传统中的“灵魂(soul)”相去甚远,似乎并不包含任何对于个体

人格化内容的认定,而是将其视为一系列驱动人或物的力量———这种力量一开始似乎是“自然的”,
但又会呈现出“超自然的”特征.钱穆曾有两文③,对我们所谓的以“心”为主轴的“观念丛”中的各观

念进行了较为完整的呈现.在«左传昭公七年»中,子产对于“魂魄”曾有一个明确的解说:“人生始

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这里,子产与乐祈一样,用“精
爽”来描述“魂魄”,而认为此处所论之对象,乃是一个与“心”对等,或者说是在对“心”加以再分析后

得到的观念.子产对于所涉诸观念的运用,呈现出了层层递进的理解,由低到高可排列为:魄 魂

精 精爽 神明.“魄”是后续种种“心”之现象(借用现代术语,或可先称之为“精神现象”)的基础,其
本身可以理解为人与生俱来的一种自然能力或素质.但对于“魄”本身,如它是否是一种独立的实体

(平行于人身)、来源、运作方式等,则均无进一步的说明.在此“魄”的基础上,精神现象(“心”之现

象)中具有“阳”之特性的部分,被称为“魂”.考虑到先秦对于“阳”一般持正面的理解,“魂”相对于

“魄”当是一更高级的观念.魂魄笼统并称,所谓“用物精多”,按近人杨伯峻所言,即“养生之物,衣食

住所资者”“既精美且多”④,则力量强大.此说与孔颖达疏一脉相承,但对“精”字之义的理解略有出

入,杨氏全按现代汉语加以解释,孔氏则未正面加以疏通.考之上下文,如认为有权势者更能多获奉

养,那么,此“精”字或亦可按«说文»理解为“选择”,也即:当魂魄变得力量强大时便有“精爽”,进而达

到“神明”.按«说文»,“爽”就是“明”,“精爽”与“神明”笼统来看,当可互训.若分开解析,则前者似

应指魂魄因力量强大而衍生出的能明辨、察识的能力;后者依子产言论的语境,应理解为人鬼的相关

能力的显现,或对于某种远高于人的神秘境界的通达,如«易传»有所谓“阴阳不测之谓神”之语.由

此观之,所谓“神明”可以指称更高层次之“明”,是乃魂魄强大的最终结果.子产的上述解说并未直

接使用“阴阳”概念,但既然提到了“阳”,那么他在思考魂魄问题时,应该是联想到了“阴阳”观念的.
后人孔颖达在总疏子产的魂魄论时,于是就做出了更为直接的说明:“人禀五常以生,感阴阳以灵.
是魄在于前,而魂在于后,故曰既生魄,阳曰魂.魂魄虽俱是性灵,但魄识少而魂识多.”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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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典型的讨论,可参见 TuWeiming,andMaryEvelynTuckered．,ConfucianSpiritualityvol．１&２(NewYork:TheCrossＧ
roadPublishingCompany,１９９６)．

钱穆:«灵魂与心»,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９４页.
钱穆:«中国思想史中之鬼神观»、«重申魂魄鬼神义»,见氏著«灵魂与心».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１２９２页.
杜预注,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３８４页.后引«十三经注疏»

仅随文注明书名、篇名.



孔颖达在此所表达的核心意思,实际上正是通行于先秦两汉的魂魄观念,即以气论魂魄.“气”
在先秦语境中,大体可解析为自然层次上的天地之气、生命层次上的气息或血气之气、人所特有的精

神现象层次上的精气三个层次①.此处论魂魄之气,同时涉及了以上三个层次,大致是从身体、气息

开始,由这些内容过渡到生命力,进而以上述出于形体、气息的生命力来解释魂魄,最终从魂魄中分

辨出其所具有的“耳目心识”和“精神性识”这样的能力.
上引孔颖达这段话非常复杂,几乎包含了中国古人理解心与魂魄的全部核心要素,而其中透漏

出来的最为关键的信息,就是分别与魂魄相对位的两两平行的观念结构及其相互关系.事实上,出
现在以上引文中的观念仍不完全.另有其他文献,如«礼记檀弓下»记季札言:“骨肉复归于土,命
也;若魂气则无不之也.”«礼记郊特牲»云:“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礼记正义»于后者引郑玄

«祭义»注:“耳目之聪明为魄,是言魄附形而魂附气也.以魂本附气,气必上浮,故言魂气归于

天.魄本归形,形既入土,故言形魄归于地.”«淮南子主术训»:“天气为魂,地气为魄.”«说文鬼

部»:“魂,阳气也.”“魄,阴神也.”«汉书杨王孙传»:“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据此,可
以围绕“魂”、“魄”分别列出一系列关键的解释性观念:

魂:阳、气、神、精神性识,属天

魄:阴、形、灵、耳目心识,属地

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前一组观念明显处于较“高”的位置:“阳”相对于“阴”具有优先性,“天”
相对于“地”具有优先性,所以魂“识多”,有“精爽”、“神明”之类的高级精神活动;而后一组观念地位

较低,所以魄“识少”,只具备运动、发声等较简单的生命能力.用现代术语来说,只有前者———
魂———才是精神性的,而后者———魄———是身体性的.就“魂”、“魄”两者的关系而言,无论较早的子

产,还是后来的孔颖达对其理解都非常明确,魄源于人的形体和大地,在其生成之后,魄中含有的来

自天的阳气,也就是某种更为神妙精微的气———“气之神者”———进而形成了魂.这种阳气源于所谓

“嘘吸之气”,也就是人的气息,而最终显现出“附气之神”的特征.总之,魄关乎人的形躯,而魂关乎

气(阳气、气息、气之神者),前者决定了人生来具有的一些经验层面的(故而谓之“少”)感识(“耳目心

识”)和运动等等,后者则决定了人的高层次的(故而谓之“多”)精神意识和认知(“精神性识”).这两

种不同层次的“识”,可归属于现代哲学意义上的精神或心灵的较为基础的经验感觉与较为抽象的认

知能力;因后一种能力,人最终可有“所知”(知识或智慧),而此能力与“所知”均以前一种能力为基

础———“是魄在于前,而魂在于后”(«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昭公七年»).
关于上述内容,另有三个方面需要特别说明.其一,先秦时期实际上仅以阳或阳气说“魂”,而并

未用阴或阴气说“魄”.后一种说法,似乎汉代始见.除前引«说文»的解释,更有直接用阴气说“魄”
的解释,如«白虎通性情»以“魂”为少阳之气,“魄”为少阴之气.阴阳观念在中国哲学中具有某种

“不对等性”.其中,阳显然处于某种优先的、高级的地位,以阳气说“魂”,实际上是先行预设了“魂”
处于某种更高级的地位;而以阴气说“魄”,则应是接受了此种预设后的结果.也就是说,先秦从一开

始可能就不是对等地看待魂、魄,而是先有对阳或阳气、魂的强调和理解,而后才发展出以阴气说魄

的理论来.其二,在发展出以阴阳说魂魄的理论之后,相关解释开始向更为术数化的方向发展.«白
虎通»之后,汉人更将魂魄与五行、脏腑、三七之数相关联,进而还将魂魄问题和五行联系起来,而类

似解说在道教典籍中更是蔚为大观②.汉代人附丽于魂魄之上的内容,应该说已经超出了先秦与汉

初的思想传统,本文暂对其存而不论,这并不影响我们对于早期魂魄思想的考察和理解.其三,无论

早期的子产,还是后来的«礼记»,它们在谈论魂魄的时候有一个共同指向,就是欲进一步探讨“人鬼”
的存在.先秦和汉初所谓鬼神,大体是指人死后魂魄离开形躯但未消散而产生的某种效果,但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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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匡钊:«专气、行气与食气———道家方士对“气”的不同理解及其后果»,«中国哲学史»２０１３年２期.
参见时国强:«先唐的魂魄观念及招魂习俗»,«山西师范大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并未明确断言此种效果背后存在某种“实体”(reality).«左传»时言有神降于某处,«汉书杨王孙

传»亦曰“精神离形,各归其真,故谓之鬼”,鬼神魂魄在此俱是笼统而言.如再细分,或可认为神与魂

为一组,而鬼与魄为另一组,如«礼记祭义»云:“气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死必归

土,此之谓鬼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这里仅以鬼为一般人死后的

某种残留,而神则是其他“百物”所具备或能表现出来的某种特异之处.但这一划分,并不十分严格,
在多数情况下,中国古人对上述内容总是笼统论之的.鬼神或魂魄离开人的形体后的效果或这些效

果背后的实体,并非本文中心内容.对于本文来说,我们只需明确强调:魂魄———严格来说尤其是魂

(相关理由详见后文)———作为某种气,是可以离开人的形体而存在的,故人死而有“招魂”之礼.换

言之,在人的生命延续的时候,魂仅仅是以某种方式驻留于人体而已.
如前文所言,对于魄的理解直接基于人的形体,但对于魂的理解,却是从“阳气”或“气之神者”的

角度出发,如«礼记郊特牲»中“魂气”的说法、«说文»中以魂为阳气的说法等.此处所言之气,综合

前文的讨论可知,带有“精”、“神”的特征,其最要紧的一层意思,大约相当于黄老道家所讲的“精气”,
且与“天”的观念相关.黄老言“精气”,以«管子»“四篇”为甚.“精气”被认为是一种非常高妙的、独
立于人而运作的气,一方面“可起到与今天说的精神性作用相似作用”①,另一方面又位于比人更高的

天或道的层面,“«管子»所说的精气笼统地说,又可称作道”②.这种高层次的、天道意义上的精

气可通过某种方式驻留于人———具体而言,驻留于被«管子内业»称为“精舍”的生理器官意义上的

人心中,而成为古人所谓的魂,并进而产生与之相关的智慧能力,如«管子内业»云:“有神自在身

失之必乱,得之必治.敬除其舍,精将自来正心在中,万物得度.”所谓“万物得度”,不外乎

孔颖达所谓的“精神性识,渐有所知”(«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昭公七年»).另外,特别值得

一提的是«易传系辞上»中的论断:“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这个论断,与«左传»
和«管子»可谓一脉相承,与«礼记»中的相关言语亦可并置同观,更能见出先秦古人关于精神魂魄问

题的某种共识.
«管子»“四篇”中较为明确地将人心分为高低不同层面的思想③,以«内业»篇中的“心中之心”或

“心之心”提法最具代表性.对此,以往的一般观点认为,«管子»将心区别为作为生理器官的心和作

为精神、思维活动的抽象的心④,“心以藏心”即抽象之心包藏于生理器官之心当中,如是才有“心中之

心”的判断.这种理解,在我们看来并不十分贴切.“心”字在三代以来的文化传统中,早已多用来指

人的意识层面,而鲜有同时兼赅“器官”含义者⑤.此处虽不能完全排除低层次的“生理器官之心”义,
但我们认为,这并非«管子»所欲强调的重点,人心作为生理器官而存在属于不足道的常识.考虑到

前文关于“魄”之种种所述,我们建议将«管子»所言及的低层次的心理解为人所具有的经验层面的意

识,并且主张正是这些经验层面的意识为精或精气之来提供了场所(“舍”),而精来舍之后两者便结

合为更高层次的执道之心,即所谓的“心之心”.«内业»中另有所谓“有神自在身失之必乱,得之

必治”,其中“治”、“乱”是指心之状态是否恰当合适,而作为治乱标准的“神”正与“魂”、“精”层次相

同、意义互训.此与本文前述基本观点相一致.精气或魂与人的高级的、抽象的智能有关,«管子»明
确将其称为“思”———«内业»谓:“精也者,气之精者也.气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其中

要点在于,“思”作为心的能力,根本上是来自于精气,这也就是«内业»所谓的“思之思之,又重思之.
思之而不通,鬼神将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气之极也”所要表达的意思.归根结底,精气才是思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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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的总根源.思而能通的结果,便是中国古人所谓的“智”或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讲,心因其为“精
舍”而进一步成为“智舍”———“心也者,智之舍也”(«管子心术上»).

魂与阳、阳气、精气、精神以及天的联系,在越早的文献中越清晰.在较晚的文献中,由于与之相

对的一系列观念的引入,整个观念结构反而变得模糊与复杂起来.但总括起来,仍然可以得到一个

以心为主轴的观念丛的如下结构:心可以理解为魂魄,而魂、魄可以离开人的形体存在,并分属两个

不同的层次;前者与儒家的最高观念天或道家的最高观念道相关,并关联着阳气、精神以及人所具备

的高级智能、抽象的思,后者处于相对较低的层次而与地和人的具体的身体相关,关联着人的感官经

验和运动能力等.处于前一较高层次者,究其本质,并非人自身所本有,而是外来附丽于人的,是宇

宙中某种高于人的精气或阳气驻留于人身之后的结果.至于后一处于较低层次者,古人论之较含

糊,大约便是人作为生命体所具备的一些生物特性的驱动力与原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考虑到魂

与精气之间的关联,而后者最初与生命气息也就是所谓“嘘吸之气”有语义上的联系(或许是精

气驻留于人的方式),中国古人认为人可以通过气息吐纳而与广大宇宙交流,就是很可理解的了.

二、Psuché的构造

通过比较研究,考察中国所谓心或魂魄与西方类似观念之间的关系,无疑有助于增进我们对前

者的理解.但无论如何,基督教意义上的灵魂或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鬼神,也即世俗或民间意义上

的“鬼魂”与学院派的“精神实体”,却并不是与前者进行比较的恰当对应物.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
仅仅在于它们均可以在某种意义上离开人的形体而存在.在我们看来,并不完全等同于soul的古希

腊观念psuché,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观念,是更合适的比照对象.围绕psuché所形成的古希腊

“观念丛”,与前文所讨论的以心为主轴的中国先秦“观念丛”,在结构上惊人地相似.

Psuché这个词在在较早的时候,实际上更近似俗常意义上的soul,如从荷马到柏拉图时代人们

所谈论的那样,人间的英雄们死后其灵魂在冥府中飘荡.但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情况出现了转变.

Psuché这个词作为个体意义上的“灵魂”,或者不如说是“鬼魂”的那层意思,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消退

于无形,而转化为更具公共性的超个人的精神力量或心灵力量①.在古代流行于西方世界的各种宗

教中都存在灵魂不朽的观念,如希伯来 基督教传统、古希腊的奥斐斯派(Orphic)、毕达哥拉斯派②.
这些观念仍然影响着柏拉图对灵魂的想象,甚至亚里士多德在早期也接受了柏拉图的灵魂观:被囚

禁在肉体中的不朽的纯粹之物,生前与死后在天际与神相伴.但在亚里士多德后期的诸如«论灵魂»
(Deanima)这样的作品中,“灵魂”(soul/psuché/anima)这个词具有了不同的意义:它成为身体之现

实(actuality)的形式(form),先前具有神话色彩的灵魂的神圣起源、其不朽长存等等义项均被剔

除③.例如,亚里士多德说:“大多数有关灵魂的论证中都存在着一种荒谬不经的观点:人们把灵魂和

肉体联系起来,并把它放进肉体里”④;实际上,“灵魂是在原理意义上的实体,它是这样的躯体是其所

是的本质”⑤.亚里士多德的上述看法,可谓是在剥离“灵魂”与具体的个体相关的、鬼魂化属性,这为

进一步探讨“灵魂”的普遍性扫清了道路.
作为译文,汉语中的“灵魂”对应者英文中的“soul”,但后者并不完全等于亚里士多德所谓的

１２１心灵与魂魄———古希腊哲学与中国先秦观念的形而上学共性

①

②

③

④

⑤

TheCambridgeCompaniontoFoucault５,ArnoldI．Davidson,EthicsasAscetics:Foucault,theHistoryofEthics,and
AncientThought,editedbyGaryGutting(Cambri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４),１２７．

MarianHillar,TheProblemoftheSoulinAristotle’sDeanima,M．HillarandF．Prahl,ed．ContributorstothePhilosoＧ
phyofHumanism (Houston:HumanistsofHouston,１９９４),５１ ８２．

Ibid．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秦典华译,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三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４０７b１５ ２０.下引此书均依据此一版本,仅注明作者、书名、译者、标准编码.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论灵魂»,４１２b１０ １５.



psuché.那么,在亚里士多德眼中,psuché意味着什么呢? 他先是总结了以往关于psuché的种种说

法:“德谟克里特据此说灵魂是某种火和热”①;“第欧根尼和其他一些人认为灵魂是气”②;“除了土以

外,所有的元素都被用来解释过灵魂”③.这些说法与中国古人以心配火或土的说法,形成了饶有兴

味的修辞对照,但并无特殊之意义值得专门探讨.亚里士多德继而谈到了德谟克里特与柏拉图的观

点:“德谟克里特认为灵魂和心灵是同一的”④;“[柏拉图]所说的‘万物之灵魂’很显然是指某种

类似所谓心灵的东西”⑤.这里的汉语翻译中出现了另外一个关键词:心灵.这个词在«论灵魂»(De
anima)的英译(J．A．Smith英译)中用的是 mind,其希腊原文则是nous.也就是说,德谟克里特与

柏拉图都曾将psuché与nous联系起来.Nous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某种超乎个人之上的东西,“亚
里士多德在此认为作为纯粹形式与现实的心智(nous/intellect)部分乃是不朽和永恒的,且必然是绝

对意义上的不动的”⑥.此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理智和思辨能力似乎是另一类不同的灵魂,其
区别有如永恒事物之于生灭事物.”⑦从他的文章中我们已经知道,psuché具有营养、感觉、情绪、欲
望,现在它又被认为还具备一种抽象思考的能力,而这最后一种能力就是nous⑧:“灵魂有悲哀、欣
悦、勇敢、恐惧,而且还能产生忿怒、感觉和思维.”⑨这里,亚里士多德最后提到的“思维”便来自于

nous,后者在他看来是永恒的、绝对的,也即超越的智能形式———类似于中国所谓“精气”,具有远高

于人的崇高地位.

Mind这个词在现代主要是指理智的、认知的心灵.笛卡儿传统素来强调 mind、body二元论,用

mind对译古希腊文nous在英语世界自有道理,但在汉语中用“心灵”来翻译上述两个词则难免含

混.考虑到先秦哲学中的“心”观念,这种含混性甚至会进一步导致严重的误解.实际上,为了避免

误解中国古代的“心”字,英文翻译往往会采取相当拙劣的方式将其译为 mind/heart,以便同时观照

到古汉语中“心”字意义的不同维度:思维与情感.从术语使用角度看,若对古汉语中的“心”与现代

汉语中的“心灵”不加区分,那么,径以“心/心灵”作为对nous的翻译,完全可能引导读者偏离nous
原来的含义.鉴于此,我们建议将nous译为“心智”,进而以“心”或者“心灵”代替“灵魂”,作为对亚

里士多德文本中的psuché一词的翻译.这样做的另一个理由是,亚里士多德将灵魂这种非质料性

质的实体定位于人心(heart),这非常类似于中国古人对心脏与依附于其上的心灵活动的理解.亚里

士多德认定心脏这一器官在人体中具有核心地位:“这个核心感官就是心脏,其与个体其他感官相联

系.”“心脏不仅是核心感官,它是所有心灵能力(psychiccapacities)的场所”,“实际上亚里士多德

在谈到心脏的时候,似乎多次将其作为心灵(psuché)自身的场所”.从这个角度看,亚里士多德与

中国古人关于“心”的种种思考,二者之间的相似性当远远超过了以往研究者的估计.

Psuché与nous在亚里士多德文本中的意义肯定是有区别的,后者只是前者的理智部分.两者

之间的这种关系,也很像先秦哲学中“心”(或“魂魄”)与“思”(或思维、心智)之间的关系.两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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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之处在于,nous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带有更多的信息.Psuché这个希腊词在现代英语中还

有一个仍在使用的拼写psyche,这个词的存在也从一个侧面暗示:“psuché”一词的各种现代英译,肯
定在一些场合下,无法表达该词的全部内涵.实际上,为了解释“psyche”一词,英文字典会同时动用

soul、spirit、mind等指称人的内在性的主要词汇,作为一个概念,其复杂程度非常类似于中国先秦之

“心”.就此而言,将“心”字保留下来作为对psuché的翻译,与此同时,用“psyche”这个现成的英语单

词翻译中国先秦之“心”,要比其现有的“mind/heart”笨拙翻译更简洁、更确切.当然,这绝对不意味

着,我们简单地将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psuché或psyche,直接等同于中国先秦之“心”.然而,不得

不强调,这两个字所引导的“观念丛”,在结构上确乎非常相似.
亚里士多德明确认为,nous具有某种永恒性或超越于人的普遍性,“理性生物的心智(nous)的

对象乃是内在于其中的,这种心智需要一种超越性的第一理性原因(FirstRationalCause)、宇宙理

智,来推动理智(intellect)的过程”①.心智作为人类心灵(psyche)中的创造性或主动的理性部分,同
时也与外在于人的至高宇宙理智(CosmicNous)相同一②.这种心智(nous)是心灵自身当中的思维

或理智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这样的“思维的我是一种纯粹的活动,因而没有年龄,没有性

别,没有属性,也没有生活经历”③.这种思路在后来的基督教哲学中被延续了下来,“思维的我不是

自我.在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中,有一个附带的注释是难以理解的,除非我们知道思维的我

和自我之间的这种区别:‘我的灵魂(在阿奎那的思维能力中)不是我;但愿灵魂能得救,我不能得救,
我也不是人.’[见托马斯阿奎那的«‹哥林多前书›第１５章注释»(CommentarytoICorinthians
１５)———原注]”④.这里所涉及的心智、“思维的我”与阿奎那意义上的“灵魂”都带有高于个体的超越

意味,其作为某种宇宙理智,仅仅暂时驻留于个别的心灵,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既是个别心灵中

不朽的部分,也是个别心灵中具有理智的部分.由此,可以导出西方哲学中围绕“精神性”所展开的

种种讨论.而我们也已经看到,类似的魂魄结构,特别是为抽象思考和智慧提供支撑的精气观念,同
样也存在于先秦哲学之中.两相比照之下,我们可以推断:中国式的精气驻留后的心,亦同样体现着

西方哲学所谓“精神性”的某些特征,两者的这种互通性,为现代学者从“精神性”的角度探讨中国的

“心”观念提供了合法性根据.这一层意思,以往学者或视为当然,而从未抉发其原委,本文上述分疏

权当作为进一步探讨的背景分析.
那么,亚里士多德对于psuché的最终看法,可以从什么角度加以总结呢? 第一层次也即最基本

的意思是:作为推动从植物、动物直到人自身的生命活动的力量,也就是生物体所具有的“生命力”,
“‘灵魂’(soul)这个词只是对希腊语psuché的简单翻译,如其他术语一样,并不包含任何特定的

关于人格的形而上学理论.其单纯代表这一生物的一切生命活动;在希腊化时期身体与psuché的

对照中,其重要性尤其在于坚持无须否定有关的物理主义,而伊壁鸠鲁派和斯多葛派都是物理主义

者.这种对照单纯地在于有机体的物质构成与其生命活动、意识状态等等之间”⑤.这也就是为什么

可以用拉丁词汇anima来对译psuché的原因,两者在“生命力”这层基本意思上相通.而英语词汇

soul最初也是在同等意义上被用作对以上两个术语的翻译,soul与德语中的seele相应:“Seele(灵
魂)这个词的起源是什么呢? 就像英语中的soul(灵魂)一样,它来自哥特文的saiwala以及古代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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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saiwalô,它们都与希腊文中的aiolos一词有关,意思是流动的、多彩的、彩虹色的.另一方面,

saiwalô又与斯拉夫语中sila一词有关,它的意思是力量.这些联系可以揭示seele这个词的本义:
它是一种力量,也就是生命力.”①认为这种生命力又具有不朽性,正如认为其具有普遍的心智这样的

理性因素一样,都是额外附加的判断,只不过前者来自古老的宗教传统,后者则为亚里士多德所强

调②.在这种生命力之上,才进一步引出了第二层次的附丽其上的理智能力.
正如前文所言,在先秦哲学中,嘘吸之气与精气之间存在语义关联.前文也指出,古希腊人同样

也将气息与生命力联系起来,进而引申出普遍的精神、心智或理性的观念.希腊语pneuma最初就

是指人的气息,而后来才具有了我们所熟悉的现代“精神(spirit)”义.而“精神(spirit)”这个词的拉

丁语来源spiritus,最初也是指人的气息或呼吸.同样的语义线索广泛存在于西方语言当中:“拉丁

文中的animus(精神)和anima(灵魂),与希腊文中的anemos(风)是同样的.希腊文中另一个表示

风的词pneuma也有精神的意思.在哥特文中我们可以找到同样的词us anan,呼气的意思.在拉

丁文中则有an helare,意思是喘气.在高地德语中,spiritussanctus可以翻译成atun,就是呼吸.
在阿拉伯语中,风是rīh,而rūh是灵魂、精神.这与希腊文中的psyche一词有着非常相似的关系,而

psyche则与psycho(呼吸)、psychos(凉爽)、psychros(冷)、phusa(风箱)等词有关.这些联系清楚地

表明,在拉丁文、希腊文和阿拉伯文当中,人们给灵魂起的名字都与流动的空气即‘精神的寒冷呼吸’
这个概念有关.”③以上这段引文中的一些汉译术语需要调整,比如anima更主要地是生命力的意思,
根据这个语义线索发展出了现代英语里的“animal”(有生命之物)这个词,但以上论述的基本线索是

清楚的:诸如“精神”这样的术语,之所以会具有我们后来所理解的那种意义,乃是因为它们最初都用

来指由人的气息所驱动的生命现象,而后一种生命力则被称为灵魂(psyche)或者说心灵.相同的语

义线索也存在于希伯来文化中.希伯来«圣经»中的“nephsh”这个词,常被转译为“灵魂”(soul),意
味着生物体的某种生命原理,实际上也就是“生命力”(vitalforce).这种生命力来自上帝的气息“ruＧ
ach”.但这种灵魂并不必然是不朽的,凡人死后复活有待于救世主的恩典.而希伯来语“ruach”被
翻译为“精神”(spirit),也就是拉丁语“spiritus”或者希腊语“pneuma”,这些词汇也都与气息(breath)
有关,后者乃是人由以与上帝沟通的超自然的神圣元素④.«圣经创世纪»２:７涉及了以上词汇与

元素:“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⑤在这句话中,从
气息(breath)到灵魂(soul)的语义线索相当分明.我们已经看到,类似的语义线索同样存在于中国

先秦,且同样是在“生命力”的意义上,气(气息)、精或者精气(精神)与心纠连在了一起:气息通过心

灵所表征的生命力而体现出精神性的意义.这里,我们还可以与亚里士多德的相关看法稍事比较,
以见在此问题上中西之间的相通之处.亚里士多德认为:“气息在本性上与心灵同一的东西.”⑥

这似乎便是从生命力的角度将气息与心联系在了一起.他还说:“气息则遍布全身.”⑦这种对于气息

的看法,正与中国先秦对于嘘吸之气的看法相呼应.最后,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呼吸具有内在的源

泉,无论我们将它说成是心灵的功能,或心灵自身,还是某种肉体的混合物.”⑧类似的解释,即气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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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相关,正是中国先秦观念的题中之义.
在西方语境中,从哲学史的发展角度看,气息与心智这些话题大约最终导向了普遍精神或黑格

尔式的“绝对精神”这样的理论设定,并在漫长的时间里始终呈现出普遍精神(或绝对精神)与个体心

灵高低搭配、普遍与特殊相对的理论结构.在中世纪,这个结构如果出现在基督教神学背景当中,则
上述“宇宙理智”、“超自然的精灵”或普遍精神便会指向上帝,而人所拥有的那些精神能力则来自于

上帝.«马太福音»１０:２０谓:“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哥林多

前书»２:１４则曰:“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

惟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①这些表述不外乎希望向读者说明,人所拥有的较为高级的理智并非出自

我们自己,而是来源于更高级的绝对者.通过亚里士多德,我们已经了解到上述结构在古希腊的表

现:完整的个体心灵无法脱离更高级的普遍精神或心智.这一思路在近代西方哲学中仍然得以延

续,如在黑格尔看来,“主体”仍然无法摆脱“精神”或“绝对精神”的笼罩:“精神在否定的东西那里停

留,这就是一种魔力,这种魔力就把否定的东西转化为存在.而这种魔力也就是上面称之为主体的

那种东西;主体当它赋予在它自己的因素里的规定性以具体存在时,就扬弃了抽象的、也就是说仅只

一般地存在着的直接性,而这样一来它就成了真正的实体,成了存在,或者说,成了身外别无中介而

自身即是中介的那种直接性.”②简单地说,这里的意思就是:精神决定着主体作为实体而存在.这种

思路的一个严重的后果是,我们往往会因此将实体性的主体作为某种必然被规定为如此这般的、“现
成的”东西不假思索地接受下来:“我们就固执在像精神、灵魂、意识、人格这些概念上导致把

Dasein的‘谁’阐释为这样的一种物:该物在 Vorhandensein或作为 Vorhandensein的主体这类实体

同一性中永存.从此,人们徒劳反对灵魂的实体性,反对意识的物化或人格的对象性,人们继续从存

在论上把这个‘谁’规定为在 Vorhandenheit[现成性]形式中的实体性的主体.”③被这种错误的后果

延宕下来的对于心灵或者此在的有效分析,要等待海德格尔的生存论意义上的基础存在论分析来进

行.虽然海德格尔已经成功地注意到“主体”的非现成性,了解到人之所是必须通过人自己的不断选

择和筹划去实现,以尝试努力摆脱来自精神的笼罩,但他仍然将这种选择与筹划同真理联系起来,而
恰恰是真理这种普遍性的东西,最终再次将“主体”心灵与普遍精神结合在一起.这或许也就是为什

么在德里达看来,海德格尔并没有真正摆脱来自黑格尔的影响④的原因,这同时意味着,海德格尔也

没有摆脱那个古老的贯穿古希腊哲学、基督教神学和德国近代唯心论的理论结构:“pneuma和

psyché之间的区别也属于一个神学 哲学传统:海德格尔仍然在这个传统中阐释着 Geist与

Seele的各种关系.”⑤

三、“形而上学”之所以可能

春秋时代中国人对于魂魄的设想,正好可以与亚里士多德对于心灵(psyche)的理解构成有益的

对照.在生命力的意义上,古希腊人已经将气息、精神与心灵联系在一起,比如“第欧根尼和其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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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认为心灵是气”①,而亚里士多德也有“气息在本性上与心灵同一的东西”②的提法.在西方

哲学史上,这种关乎生命力的气息,最终与后世的精神或精神性密切联系起来.类似地,前引孔颖达

«春秋左传正义»疏中所谈的魂魄,首先也与气有关:“气之神者,名之曰魂也.魂魄,神灵之名,本从

形气而有.”其次,在孔颖达看来,较低级的魄则与感觉和运动等能力有关:“耳目心识,手足运动
此则魄之灵也.”最后,高层次的魂关乎人的高级认知:“附气之神者,谓精神性识魄识少而魂识

多.”这三方面内容正与亚里士多德的理解相类似:“心灵最不一般的特征有两点,即位移和思维、判
断、知觉.”③而对照亚里士多德对于“心智”(nous)的理解,可进一步深化相关理解.

前引孔颖达疏认为,魂与魄表征出心的不同部分或层次,前者“识多”且与高于个体的普遍精神

相关,后者“识少”且与个体意义上的心灵有关.魂气或者精气正近似于亚里士多德所谈论的超乎个

人心灵之上的普遍理智(nous),魄或者感觉经验之心则更接近于个体意义上的心灵.在古希腊哲学

语境中,心智具有某种永恒性或者超越于人的普遍性,且这种心智“则是(与躯体)分离的”④,此正如

中国古人设想魂气或者精气可以有依附于或不依附于人的身体的存在方式一样.将人的心灵区分

为层次不同的部分,此种设想在古希腊哲学中实际上并不限于亚里士多德一人.韦尔南认为柏拉图

所谓的心灵(psuché)乃是附在我们身上的超自然的精灵(daimon),“这心灵作为非人的或超人的力

量乃是‘附于我的灵明而非我的灵魂(thesoulinmeandnotmysoul)’”.这种希腊式的对于自己的

体验与笛卡儿意义上的“我思”完全不同,因为从普遍意义上看,我的心灵中真正理智的部分或者说

“超人的力量”恰恰与心理学意义上的自我无关⑤.在古希腊哲学后来的发展中,上述理解也影响着

后来的斯多葛派:“在斯多葛派看来,理性不仅是内在的神圣:它是我们的某些神性,居于整个宇宙的

架构之中.”⑥这种希腊式的心智观,可与稷下黄老学所谓的精气和春秋时代更一般意义上的魂气,形
成极具解释力的对照.如果进而将psuché的剩余部分与先秦所谓较低层次的魄或者经验感觉意义

上的个体心灵对照,我们在先秦发现的以心为主轴的观念丛所具有的结构,基本上可以在古希腊哲

学中镜像式地重现———心、魂魄与psuché均呈现为高低两个层次,前者是高于人的、普遍的、永恒的

驻留于人心的附丽,决定着后者所能展现出来的那些高级的精神性能力.
以心为主轴的“观念丛”同时出现在中西哲学内部,并在其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由此可以生

发出一个关键的推论:直到近现代之前,中国与西方在思考心灵以及精神性问题时,采取了相似的背

景性的基本立场.也就是说,贯穿古希腊哲学、基督教神学,并一直渗透到德国古典哲学当中的讨论

精神或精神性问题的基源性角度是:个体的心智或理性,最终取决于更高层次的、具有超越性普遍意

义的宇宙精神或绝对精神.与此类似,中国人在思考个体之心的时候,同样也将心的抽象理智的根

据追溯到更高层次的精气.这种相似性,为我们在解释中国哲学中的同类问题时调用西方哲学作为

比较性资源以充分激活其中的“哲学性的(philosophical)”解释效力,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在中国哲

学语境当中,以“精神”这个术语,来称呼相应的观念层面的构造,并与西方哲学的有关讨论形成呼

应,绝非削足适履或自我殖民.
中国与西方围绕心或心灵的“观念丛”,具有清晰而惊人的结构上的相似性.这种超越文化类型

的决定性,堪为不同类型的“形而上学”具有共性,提供最终的支持与依据.目前仍有学者认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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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论灵魂»,４０５a２０ ２５.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论气息»,４８１a１５ ２０.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论灵魂»,４２７a１５ ２０.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论灵魂»,４２９b５ １０.此处的“心智”在原译文中为“心灵”.

ArnoldI．Davidson,EthicsasAscetics:Foucault,theHistoryofEthics,andAncientThought．作者引韦尔南观点的出处

见上书第１３７ １３８页注４４ ５１.

MarthaC．Nussbaum,TheTherapyofDesire,３２６．



人也拥有某种在深层次上类似于西方形而上学的思想①,这一判断的终极根据亦正如上所述.
形而上学无疑是中西哲学当中最复杂的术语之一,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决定着我们对于哲学活动

的根本理解.这个术语,经由日本人的翻译引入中国后,即在较早的现代中国哲学史讨论中,不加任

何合法性说明地被用以指称哲学史上的某些理论结构.大略而言,形而上学或被视为某种由“第一

原理”导出的关乎天人宇宙之根本的理论系统,在２０世纪初的中国就已经被广泛用以指称“玄学”、
“理学”或“道学”等中国哲学传统中的对应物.稍后,典型者如新儒家学者与方东美等,径以形而上

学指称中国旧有的特别是宋明儒学中的某些论述,并将某些中国式论断归于所谓形而上学中的关键

部分———本体论话题下.直到较晚近之际,仍有学者以同样的姿态处理道家学说,并尝试为其建设

形而上学体系.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之后,持此立场的学者又开始以形而上学指称某些

中国哲学史上与“辩证法”相对的、静态而绝对化的思维方式或理论论证模式.尽管不同学者对于形

而上学术语所指称的内容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存在如何评价或如何取舍,尽管他们对于中国式的形而

上学之特异性有何判断,该术语的上述两种用法,应该说可以涵盖学术界的基本理解.就思维方式

或论理方式而言,在用来指称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某些内容的时候,形而上学最终可被还原为历史实

存的论证模式或理论构造态度.
将中西形而上学归入一个大的类别之下,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没有最基本的形态差异.“beＧ

ing”无疑是西方形而上学中无法回避的关键词,但在中国的先秦思想当中,甚至不存在任何有关“系
词”的设想.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对于世界终极本原的系统探求,构成了我们所能设想的最高级的知

识,而这种知识或许只属于神.在此意义上,认为上述探求最终与高于人的心智(nous)相关,是顺理

成章的.在此后的西方哲学传统中,在普遍与特殊、本体与现象的张力下,尝试将世界划分为可见可

感的、有形的器物界和不可见不可感的、无形或“形而上”的思辨界———这种划分的一个可以预见的

后果就是:对世界之所以呈现出我们现在所见所感的面貌的根据的追问,一定会追溯到不可见不可

感的所谓形而上层面———普遍的为特殊的,抽象的为具体的,本体的为现象的提供最终支撑,而作为

最终支撑的世界的终极依据显然不能也是可见可感的对象.否则,终极依据就落入世界之内,而难

以具备它所必须具有的整体上的解释力.这样就可以得出一个自然的推论:既然被认为具有更高解

释效力的内容是超越经验的,也就不可能是器物化的或者经验化的,那么,它就只能是精神性的.精

神性内容能为世界提供有效力的解释,即真理化的、永恒的或者普遍的解释———上述属性一定本来

就属于这种精神性,而人之所以能够窥探普遍真理,正是因为他以某种方式分享了来自它的滋养.
这种理路,在西方哲学当中较为清晰,在中国哲学当中相对模糊但同样存在.考虑到道家对于

道的言说、«易传»的思想遗产,以及三代与儒家传统对天的信赖,可以说,在基础性意义上,中国和西

方在开始对世界进行解释时,均倾向于利用某种非经验或超经验的东西来解释经验性对象.在中

国,这种解释,最终关联于前文反复探讨的流行于三代以降的魂气、精气等观念,也即以先秦时便已

经定型的、以心为主轴的“观念丛”为其理论基础.亚里士多德对于nous在psuché当中所占据的位

置的设想,与先秦中国哲人对于精气和魂魄关系的假定之间的对应性,为类似于西方的形而上学论

证模式在中国古代的存在,提供了最好的证据.
前文曾引«易传系辞上»“精气为物”之说,后文即有两个被多数学者认定为构成儒家形而上学

之基础的论断:“一阴一阳之谓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战国儒者的上述论断,正
是对三代传统和黄老学思想资源综合后的结果,而这种综合一旦被置于可与西方对精神性的讨论相

比较的语境中,对中国哲学史上形而上学之存在的发现,便是自然而然的.在西方哲学史上,普遍精

神的优先存在,被进一步与基督教的上帝或者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联系起来,继续支配着古典神学

７２１心灵与魂魄———古希腊哲学与中国先秦观念的形而上学共性

① 本文所谓“形而上学”,限于现代学者对古代思想的阐发,而不涉及现代学者自己的种种理论建构,虽然归根结底,后者的建

构,一定是以前者和西方哲学史上的类似资源为前提的.



哲学传统以至海德格尔对于心灵的思考;在中国哲学史上,在«易传»、宋明理学的理论体系或老子的

学说当中,也存在着同样的形而上学化的论证模式.当然,承认形而上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存在,并
非否定其可能具备的特异之处.

我们相信,在中西哲学当中均可以观察到的、基于对以心灵为主轴的“观念丛”的探索之上的普

遍精神与人的个别的智能之间的关系,才是一切被归于形而上学的思考的核心构造:某种超越的智

慧或精神性,必然异于个体心灵所能提供的那些与客观器物密切相关的“耳目心识”或者说感觉经

验,而惟其如此,此精神性方足以为后者提供必要的理性支持与合理化论证.所以形而上学一定与

超越的、永恒的、绝对的、普遍的等词语相关,这些词语显然也大都可被用来描述神、道、天或者上帝,
与有限的、暂时的、相对的、个别的人针锋相对.人本来不能属于形而上的世界,但由于能以某种方

式分享来自这个世界的恩赐,比如有nous、spirit、精气等等驻留其中,即心或魂魄中可解析出的高级

的、外来的那部分,以某种方式与低级的、原有的部分相结合,而赋予后者以某种超越其自身的智慧.
凭借这种形而上的智慧,人便能部分甚至完全地通达形而上的世界———也就是说,无论在西方还是

中国,围绕对“精神性”的思考和阐释最终所建立起来的一整套的东西,正是我们所谓的“形而上学”.
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合理地宣称,即便本无此名,即便存在显而易见的形态差异,中国哲学内部也

还是的确存在类似于西方的形而上学思考.也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运用“形而上学”这个术语,指
称中国哲学史上的某些理论系统或论证模式.此一合法性的判断,或有助于在纷纷强调不同文化之

理论个性的时代,重新评估人类哲学活动的共性,进而在对于这种共性的确认当中,摆脱不必要的学

术偏见,以更具启发性的方式去探索中西哲学的异同.

[责任编辑　曹　峰　邹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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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郡县之变中儒学演进的历史考察

———层累成长的古史与记忆重构中的今古文经学

成 祖 明

摘　要: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对“集体记忆”的讨论一直是国际学术界热点问题,但很少有学者将

之运用至古典经学思想史领域.春秋以降,在封建、郡县大的时代变局中两个社会结构变迁运动相向而

行:一是由封建贵族氏族社会向郡县制家父长制社会转变;二是伴随整个社会家父长制化进程,家父长统

治下的私臣属役整体地向具有相对平等身份的国家编户齐民转变.孔子游团儒学在这一社会变迁运动

中应运而生,对儒学历史记忆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下开了战国秦汉德治主义和礼治主义两条思想

路径.在历史记忆的断裂、成长与文献重构中,古史在绵延中层累地成长,思想的历史亦随之突破.围绕

帝国如何构建,汉初形成了今古文经学“天人”、“天礼”之学的两大儒学系统.

关键词:封建;郡县;儒学;历史记忆;层累说;今古文经学

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对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的讨论一直是国际学术界热点问题,它运用的

边界也在不断扩展,大有涵盖历史及一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之势① .但认真检索阅读相关研究,除去

许多理论研究外,仍多集中于遗迹、电影、博物馆、大屠杀、法国革命等近现代以来的事件② .近年来

国内学界的研究,也大致如此③ .相对而言,将集体记忆理论具体运用到古典经学思想史领域则非常

少见.本文拟在吸收这一理论科学成分的基础上,通过考察春秋以降封建、郡县之变中儒学的演进

及其历史记忆的绵延、断裂与重构④ ,在揭示思想与时代变迁深刻关系的同时,重新审视中国学术史上

旷日持久的今古文之争,并修正与此相关的近代疑古运动中“层累造成的中国古史”等重大理论问题.

　

作者简介:成祖明,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９３).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摩西五经»与«周礼»的跨文本比较研究”(１２BZJ０１８)的阶段性成

果,并得到江苏省“青蓝工程”和南京大学人文基金的资助.

①　DavidBerliner,“SocialThought&Commentary:TheAbusesofMemory:ReflectionsontheMemoryBoominAnthropoloＧ

gy,”AnthropologicalQuarterlyvol．７８,no．１(Winter,２００５),１９７ ２１１．

②　WulfKansteiner,“FindingMeaninginMemory:A MethodologicalCritiqueofCollectiveMemoryStudies,”Historyand

Theoryvol．４１,no．２(May,２００２),１７９ １８０;AlonConfino,“CollectiveMemoryandCulturalHistory:ProblemsofMethod,”

TheAmericanHistoricalReviewvol．１０２,no．５(Dec．,１９９７),１３８．这也可从近些年来的其重要刊物HistoryandMemory 所刊载

文章可见研究一般概况.

③　台湾学者王明珂这些年运用记忆理论在古代史研究中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果,如«华夏的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台

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７年),但主要是从人类学角度,且对经典文本较少涉及.

④　关于“历史记忆”与“集体记忆”的概念区别,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更多是一个团体连续的整体的鲜活记忆,它总是保持

过去与目前的相似性,因此,总是在目前的社会框架和认识中对过去进行重构,具有弥散性、模糊性和易变性;而历史记忆则与过去、

现在保持距离,客观概述,通过编年的文字方式将过去并不连续的事件整合联系起来,赋予历史意义,具有客观性、准确性和稳定性.

SeeHalbwachs,CollectiveMemory,translatedbyFrancisJ．Ditter,Jr．andVidaYazdiDitter(NewYork:Harper&RowPublishＧ

ers,１９８０),７８ ８７,１０５ １０７．



一、从游团到乡里:春秋战国社会变迁运动中的儒学演进

———早期儒学历史记忆的形成与分化

　　伴随着宗周势力的衰微,是霸政的迭兴.如«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史墨对赵简子所云:“社稷无

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可以说深刻地

道出了春秋霸政时期政治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
霸政迭兴的过程,也是各大国集团势力相互斗争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大国对小国诛求无时,使

小国“不敢宁居,悉索敝赋,以来会时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诸国人民承受着向霸主和本国统

治者交纳双重税赋的沉重负担.由于这些税赋主要来自有力世族采邑之外的平民,这就造成邑外邑

内人民税赋的严重失衡.为了减轻负担,这些平民宁愿放弃其自由民身份而逃入世族采邑,成为有

力世族的私臣属役,而有力世族借助执政掌控政权之利通过加重或减免税赋,威逼利诱平民这种身

份转换(所见于鲁国最为典型).在大国间,平民负担相对较小国为轻,但同样也存在邑内与邑外税

赋的失衡,加之,国内有力世族间更为残酷的斗争,以各种方式利诱、鲸吞或瓜分原本属于国君和斗

争中失败的世族的土地人口(所见于晋、齐国最为典型),不断将原属于诸侯的平民纳入到自己的采

邑中,成为自己的私臣属役.于是春秋中后期各诸侯国内部便形成了人口向世族采邑流动的不可逆

转的趋势,这就形成了春秋中后期社会结构变迁的一个普遍运动———由春秋贵族的氏族社会向以私

臣属役为主体的家父长制社会转变,并随着有力世族篡政的完成而形成.
随着这一运动的深入,各诸侯国内采邑的世卿逐渐被家父长委派的私臣所取代,成为家父长直

接统治的县.而在与世卿的斗争中,各国国君也不断加强集权,任用私臣,废世卿采邑为直接统治的

县.这就形成了各诸侯国内的郡县化进程.而受此影响,大国征服小国也不再借助于会盟,而是杀

戮其核心统治阶层,将小国夷为本国的县,直接派私臣统治.这种方式给中原诸小国带来极大的恐

惧,为维持本国的存续,强化国力,改变国体加强中央集权,废世卿采邑为直接统辖的县也成为各国

迫切之需.几厢合力,形成了春秋中后期与家父长制相互交织的郡县化进程,各诸侯国普遍从封建

邑制国家向家父长的郡县制国家转变———不再有世卿贵族,取而代之的是豢养的私臣属役,“共同体

之首长不再是公,而是统辖诸县的家父长制的君主,领有的邑成为县,全面实行所谓郡县制的专制统

治”①.
可以说,上述社会结构的变革,构成了中国古代家父长专制郡县制皇权最深刻的社会结构基础.

然而,伴随着权臣篡国和整个社会家父长制化进程,另一个社会结构的变迁又相向而行.这就是家

父长统治下的私臣属役集体地向具有平等身份的国家编户齐民转变.私臣化的进程意味着除少数

居家父长地位的有力世族外,社会整体性地沦降为私臣属役,也意味着原社会等级在这个庞大群体

中消失.一个低贱的,但又相对平等的社会主体逐渐形成.而随着家父长篡国或统一国家的完成,
这一相对平等的社会主体就集体转变为郡县制国家的编户齐民.由于作为私臣属役的身份本质相

同或平等,所以在家父长统治的县邑中,其管理职责理论上也向全体有能力的私臣开放.到了郡县

制家国,编户齐民只要具备才能,理论上都有机会参与国家的治理.因此相对于建封世袭,对编户齐

民而言,郡县制又展现了其制度的公性.特别是孔子将教育推向平民社会后,这种公性越发凸显.
这一制度公性,遂成为郡县制得以普遍推行的深刻动力和不可逆转的根本原因.

两个运动相向而行,于是,中国古代郡县制帝国一个固有矛盾———即家父长的君主私天下与编

户齐民公天下的矛盾于焉形成.一如王夫之在评价秦之灭亡时所指出的:“秦之所以获罪于万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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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春秋家父长制变迁和郡县化进程,可参见[日]增渊龙夫:«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与国家»,杜正胜编:«中国上古史论文

选集»,台北:华世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第８５１ ８８７页,引文见第８８４页;亦可参见许倬云:«春秋战国间的社会变动»,«许倬云自选集»,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００ １１９页.



私己而已矣.斥秦之私,而欲私其子孙以长存,又岂天下之大公哉!”①事实上,不仅秦,整个中国古代

郡县制帝国都与生俱来地存在着这一固有矛盾.从郡县制言,要求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然从家父长

专制皇权而言却要求私其子孙以长存,视群僚万民为私臣属役.两个相向而行的运动也为我们研究

春秋以后思想文化的历史提供了社会学的依据和框架.换句话说,研究春秋以后思想文化的历史也

只有在这两个运动中才能找到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伴随着家父长私臣化运动,是社会结构的巨大变

迁,贵族的礼乐文明不再有其存在的土壤.对于家父长而言,势力和财富才是他们最重要最直接的

追求;对私臣而言,礼乐文明显然与之卑贱身份不相适应,很难有更高的或超越的人生境界追求,即
如孔子当时所观察的:“天下无行,多为家臣.”②因此,在这一社会结构下,礼崩乐坏,道德沉沦便成为

结构性的问题.
但社会整体结构性沉沦所致的混乱,也引起春秋贵族对社会秩序的集体恐慌.这也是霸政形成

的重要动力.以此建立的霸政首要任务便是稳定既有的春秋贵族的统治秩序,保障春秋贵族的集体

利益.于是在西周王政衰落与混乱中,如何建立一个稳定的贵族社会秩序,便是春秋霸政时期贵族

们的集体诉求,而西周王政时期稳定的社会秩序和王政赖以维系的礼乐文明又被春秋贵族集体记

忆,从而导致霸政初期贵族礼乐文化的复兴,成为霸政得以形成的重要组织资源③.而这种复兴使诸

侯贵族在会盟礼聘中具备礼仪文化知识和修养成为迫切需要.与此同时,社会整体结构性沉沦所导

致的陪臣执国政的篡夺和弑戮,也威胁着家父长的自身安全和统治.家父长化的社会需要一个专业

的具有职业操守和一定礼仪文化知识的家臣和官僚群体.«左传昭公七年»九月,“公至自楚.孟

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及其将死也,召其大夫曰: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
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云云,以及后来孔子弟子多为贵族家臣,都是这一时期贵族

需要的反映.而贵族家臣也在理论上向所有平民和私属开放,只要他具备贵族需要的才能和操守.
儒学集团也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应运而生.于是一个以平民为主要对象,以“六艺”等专业技

能和礼仪修养为基本训练的孔子私家学团首先在东方世界出现.更准确地说,儒学在其产生最初一

段时间里,是作为一个游团,即作为一个游走于当时东方世界的学团形式出现的.儒学最初何以以

这种形式出现? 据«史记»的描述是孔子在鲁国改革弊政,遇到了挫折,被迫离开鲁国,开始了在外流

离的生活.但这仅是外部原因,笔者更愿从传播和拯救古典文化的自觉来看孔子这次远游.这从其

后来困于匡的言论中,“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天之将丧斯文,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

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可见其对文化承传的自觉天命承担.从一路曲折向西向南

的巡游路径也可见其南游的真实目的,是向南方的楚国荆蛮之地传播古典文化.而其强调欲栖居于

蛮夷之地或无意于出仕,亦可见其志在教授弟子、向边远地区传播古典文化④.
在上述大的社会框架内,对游团这一独特共同体的关注,也为我们研究儒学的历史记忆的形成

与建构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历史社会学的分析路径,这也是以往学者很少注意到的.作为游团,首先,
是一个居无定所的师徒平等开放共同体.几乎所有的成员都离开其本乡、本土,甚至本国,投身于这

样一个游走于东方世界的共同体中.游走意味着居无定所,生活没有稳定的物质保障,经常处于困

顿中.游团的经济来源,除来自学员个人学资外,最初曾受到卫国礼遇和资助,但是当孔子拒绝了卫

灵公问陈之后,便被迫离开卫国,生活遂陷入困顿.“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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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秦始皇»,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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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又«卫灵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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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言论表现出移居蛮夷和对道之行于蛮夷的信心;而«为政»:“或谓孔子曰:‘子奚

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则反映了孔子已无意于仕途.



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除私人物品外,有迹象表明游团食

物等主要生活资料实行共有制①.生活的拮据削平了其原初社会地位和经济的差别.共同拥有物质

资料也造成了一个平等的生活基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如我们所知这里

的“朋”是指弟子.因此,孔子作为传道授业的长者,除在知识和道德上具有一定权威外,师生之间在

身份属性上更多地是朝夕相处的长辈亲情和朋友的平等关系,平等构成了成员间的基本关系.相对

外部大的封建等级和日益家父长化的社会,游团形成了一个相对平等独立的生活世界.与此同时,
游走不仅意味着地理世界的扩大,也意味着文化世界的扩大,深入接触沿途的各国文化,从而使从齐

鲁地域儒学蜕变为兼容并包开放的“世界”儒学②.而沿途弟子不断加入这一游团也增加了其开放性

和兼容性,这就使儒学自创立之初就是一个开放的儒学,使之在后来的发展中能不断吸收各种思想

和文化.如对管仲的评价:“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

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即从天下开放的视野突

破了时人的狭隘观念.
平等的内部结构和开放的视野,也为儒家超越外部世界等级秩序和家父长制的藩篱,从人类公

性的视野思考问题奠定了基础.“有教无类”的平等教育理念首先被提了出来.这一理念成为游团

成员的观念和传统,成为后世儒学社团一直禀承的尺度和观念,并随着儒学教育向民间教育的扩散

而传播.于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礼记礼运»)遂在后来儒家中响亮提出.而随着

郡县制的形成,社会基础结构整体的向编户齐民转变,这种人类平等公性的思考越来越得到社会的

回应,渐至成为一股强劲的社会思潮.这在当时或后来的文献中清楚地反映出来,“故立天子以为天

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慎子威德»),“天下非一人之天下

也,天下之天下也”(«吕氏春秋贵公»).这一思潮也成为推动郡县制建立的强劲动力,所以钱穆称

秦之郡县为“有史以来之创局”,“此实当时一种极纯洁伟大之理想,所谓‘平天下’是也”③.
可以说,早期儒学的所有超越都要从这个平等共同体的开放世界寻得基础,换言之,首先是有这

样一种新型向世界敞开的平等共同体,然后才有儒学的创生和超越.后来诸子游团亦然,也多是在

这样的一个平等身份的开放共同体中与家父长制社会结构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和距离,尽管思想各不

相同,但都出现不同程度的超越,由是便催生了战国诸子百家“精神开放”时代.但与此同时社会又

整体不可逆转地向家父长制结构转变,社会道德人伦则整体的日益沉落.于是便出现了这样一种现

象———一方面思想不断超越,诸子百家号呼奔走,从各个层面,为社会提供一幅幅理想历史图景,如
司马谈所云:“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④;一方面社会日益混乱和沉落.两者之间

持续形成张力,又反过来刺激诸子百家为寻求治世之道更深入地思考.这种现象被西方学者称之为

超越秩序与现世秩序间的张力,为轴心文明突破或精神开放时代的重要动力⑤.
其次,作为一个礼仪文教的共同体,对早期儒学历史记忆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如前文所述,霸

政初期礼乐文化的复兴,成为霸政得以形成的重要组织资源.作为游团的儒学也正是在这一思潮的

余波和社会背景下产生,以“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复兴周代礼乐文明为己任.事实上,根据目前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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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雍也»: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适齐

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 以与尔邻里乡党乎!”以及从“颜渊死,
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均可见其主要生活资料公有的迹象.

学者的研究表明孔子南游楚国,深受了楚地文化影响,晚年喜«易»就发生在其南游的最后阶段(参见高华平:«孔子与楚

国»,«“经学与中国文献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２０１３年,第６６７ ６８１页),事实上各地文化都应有影响.
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第１２１页.
司马迁:«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第３２８８ ３２８９页.

ShmuelN．Eisenstadted．,“Preface,”TheOriginsandDiversityofAxialAgeCivilizations(Albany:StateUniversityof
NewYorkPress,１９８６)．



资料,西周早期礼制系统可能并不发达①,所谓“周公制礼”更可能是春秋时期形成的一个集体记忆.
而游团承继了这一集体记忆,并赋予其历史性,对这一集体记忆的绵延和不断重构起到了至关重要

作用.因为集体记忆事实上是“被广泛共享了的个体记忆”,除了社会集体仪式、节日和纪念物等,会
话对集体记忆生成也起到了重要作用;集体记忆能否被广泛分享与传播,与讲述者的身份、权威又有

很大关系,讲述者身份具有权威性,对集体记忆的生成与传播有重要作用;而听众也一定程度上影响

集体记忆的形成②.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

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可见,其时孔子传授礼仪的方式主要是以会话言说为主,会
话对记忆产生了重要影响.又,子贡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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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
“起予者商也! 始可以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又“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

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可见成员间会话交流的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孔子的历史记忆

建构是游团的共同建构,孔子的思想也是游团共同的思考和升华.而从孔子言必有征,及著名的“吾
犹及史之阙文”(«论语卫灵公»)等言论看,其时已出现了西方学者所认为的历史意识的自觉(尽管

这种自觉或处于童年时期而远没有达到现代以来的成熟)③.在孔子游团这里,根据时代的“文献”遗
存,即文字和贤达口传资料,对殷周以来的礼乐作了一定的整理,已然赋予了其历史性.孔子是否将

这些经过考证的礼仪付诸文字,史料难以为证,但从目前的礼乐文献的遗存多强调“七十子之徒所

记”,其时更多是通过会话的形式将所得征的礼乐知识教授弟子,借助后来的弟子们的书写整理,不
排除进一步的考证,在儒学团体中教习传播,成为后世儒学团体共同的历史记忆.随着游团的传播

和后来团体影响的扩大及整理文献的流传,成为更广泛的社会集体记忆.而儒学文献的书写整理则

成为社会记忆的核心,持守承传这些文献也成为儒学身份认同区分其他群体的重要标识.文献也在

这种身份认同与周边世界的张力中越来越被重视,这就形成了文献经典化的过程,反过来影响了儒

学在浊乱动荡的世界中对文献承传的坚守,虽经战国离乱儒学的文化承传仍不绝如缕.
第三,作为一个有政治理想的共同体,开创了儒学德治主义和礼治主义不同路径.如前文所述,

恢复西周王政时期的礼乐文明已是那个时代的社会思潮和集体记忆.因此,礼治主义也成为孔子及

其学团的理想政治的出发点.然而,一方面礼乐的复兴也造成了贵族社会中礼仪越来越空心和虚文

化,以至于孔子发出“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 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的感叹;另一

方面,在整个社会向家父长制社会变迁运动中,对西周的礼乐文明亦越来越失去兴趣,如何复兴礼

乐,拯救社会日益沦丧的道德,便成为孔子游团的思考.于是相对“礼”,“仁”作为核心观念被提了出

来.如郭沫若指出的:“‘仁’字是春秋时代的新名词,我们在春秋以前的真正古书里面找不出这个

字,在金文和甲骨文里也找不出这个字.这个字不必是孔子所创造,但他特别强调了它是事实.”④

对于礼仁关系,自来学者就争论不休,学者讨论中往往重“仁”而轻“礼”.事实上,在孔子那里礼

与仁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礼所代表的不仅是人的外在行为规范或社会秩序,更是人类文

明赖以延续的文化传统和古典教育,而仁则“是遵礼而行的内在意愿,同时也是拒绝礼仪虚文和把握

礼仪本质的实践态度.拒绝虚文和把握本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精神内在理解的过程,是发现伟大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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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矿源而激动喜悦的过程,甚至可以说是发现真实自我的过程”①.简言之,孔子的任务就是一方面

继承有周以来以礼为核心的文化遗产,通过对仁的内向性追求克服礼乐的虚文化,赋予礼乐生命的

活力,使礼乐真正起到修身成德的目的.如顾炎武所云:“礼者,本于人心之节文,以为自治治人之

具.”②礼有“自治”和“治人”两层意思,诚然在孔子那里含有这两层意思,但这种对礼的内向性精神本

质把握更多地体现在个体礼仪文教的修养,因此,所强调是“自治”而“治人”,君子修身,以礼自律,
“自治”然后能“治人”.这可以说是孔子论礼的基本思路.因此,孔子的政治思想本质上属于一种德

治主义.这种德治主义无疑期望君主成为以礼修身的有德之君而治理百姓.有德之君成为全社会

共同期待,甚至观念中应有之义,这就赋予了家父长统治的天然合理性,所以亦如西岛定生所指出的

“这样的德治主义,其实与专制主义具有表里的关系”③.这种德治主义正反映了春秋家父长制社会

形成过程中,社会对君主或家父长个人德性和德治的需求,是大的社会框架在思想中的结构性反映.
孔子对礼和仁的强调在两个方向上开辟了后世儒学的发展路径.一是德治主义内向性路径,一

是礼治主义外向化路径.随着封建向郡县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两种路径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和突

破.内向性的路径以思孟学派为代表.下移至战国,贵族的氏族社会已经解体,家父长郡县制社会

已基本形成,七雄争胜,礼乐文明在上层精英和统治者那里都已失去了最后的余光,国家强盛成为统

治者唯一的追求.在这种社会框架下,儒学要保有孔子而来的传统,承担起社会道德的拯救,一定程

度上满足统治者对强盛国家的需求,弱化外部礼仪,更进一步地走内向性的路径,以激活儒学道德主

义的热情,强调国家德治的重要,便成为当时游走于列国间新儒学游团的最适切选择.孟子游团儒

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人的德性和统治者的德治被格外强调.不仅如此,从内向性路径出发,
孟子更通过人性善论来寻找人的德性修养的内在动力和根据.人性的善恶之争亦成为战国诸子的

一个重要话题.而孟子的性善论、心性学说亦成为后世儒家德性论的主流.然而从孔子仁政说到孟

子的德治主义,虽然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家父长制的局限,但应当

看到,总体上它们仍然是这一社会结构影响下的观念产物.因为无论孔子的仁还是孟子的德,所强

调的仍然是来自统治者的恩惠赐予.这结构性地赋予了家父长专制统治的合理性,使这一社会结构

具有天然的正当性.
礼治主义外向化的路径则以乡里守文之儒和荀子学派为代表.礼仪文教在统治者那里再无用

武之地时,一部分守文之儒则退居乡村里社,在乡里共同体中传习礼仪文化,实践儒学礼仪文教(如
史书所言,“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

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④,亦表明孟子游团也开始向民间退守).也正是这部分儒学

的坚守,使儒学在战国的纷扰中,不绝如缕.而乡里共同体的儒学实践也深深地影响了儒学历史记

忆的绵延和重构.由于长期浸润在编户齐民的生活世界里,虽然这些儒学活动无法跳出家父长制社

会结构的潜在影响,但从一开始就具有了忽视或抵制王权的地方自治主义的特征.这与过去学者认

为儒家礼治主义强调维护专制王权有很大不同.«仪礼乡饮酒礼»等文献的形成当与这一时期的

礼治实践相关.«礼记乡饮酒义»:“乡人,士君子,尊于房中之间,宾主共之也.宾主,象天地

也.介僎,象阴阳也.三宾,象三光也.让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时也.天

地严凝之气,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此天地之尊严气也,此天地之义气也.天地温厚之气,始于东

北,而盛于东南,此天地之盛德气也,此天地之仁气也.”此俨然乡里中心主义的自治秩序,并借孔子

之口说:“我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在«庄子渔父»中则假渔父之口对孔子批评:“今子既上无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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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有司之势,而下无大臣职事之官,而擅饰礼乐,选人伦,以化齐民,不泰多事乎?”此批评正反映了当

时活动在乡里社会的儒者在民间所做的具有地方自治主义的礼治实践.
经历一百多年的战乱,至战国末年,一个稳定的统一王朝的出现成为全社会和知识精英的期待.

与此相适应,学术也开始为一个统一王朝的出现作积极准备,儒学也从乡里礼治主义发展到天下礼

治主义.集大成者荀子学派的兴起,较为系统地发展了天下礼治主义.与思孟学派内向性寻求内在

之善的把握和对情欲的戒慎恐惧不同,荀子更强调对外部礼制的信赖,在人性论上则肯定情欲,并以

此作为政治建构的出发点,强调礼“明分使群”“度量分界”,对整齐天下秩序的意义①.在这一天下秩

序的“度量分界”中可清晰地看到对地方自治的认同,反映了其源自乡里礼治主义的儒学特征.也正

是这一特征在后来王国儒学中得到充分发展,而成为和专制皇权具有极大张力的河间王国儒学.

二、封建、郡县之变中王国与帝国儒学的分途

　 　———历史记忆、断裂与重构中的今古文经学

　　秦帝国统一的完成,从大的社会框架看,郡县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既标志着家父长专制统治在

帝国全境内完成,也标志着社会整体的编户齐民化完成.一方面从春秋有力世族而来的家父长专制

统治空前加强,以帝制君临天下,视天下臣民为私臣属役,不惜民力任意役使;一方面则是普遍的平

民意识的觉醒,其精英力量———士人集团的壮大,要求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君主与庶民共享权力,即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两方矛盾的激化,秦最高统治者不但不顺时而变,仍严刑峻

法,更不惜以焚书坑儒来钳制思想,打击精英,最终葬送了这个新生的郡县制帝国.而秦的灭亡也标

志着春秋世族贵族统治的终结,如赵翼所说:“人情犹狃于故见,而天意已另换新局.”②春秋贵族的统

治已如落日余辉,随着楚汉战争的结束而逝去最后一缕霞光.汉帝国的建立是编户齐民与士人的胜

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得不与平民共享权力.如李开元所指出的,汉初刘邦之皇权实质上是一种

“相对性有限皇权”,在中央平民出身的武力功臣集团占据公卿要职,在地方则以军吏卒为主体形成

了一个“拥有强大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基础,具有高等社会身份的新的社会集团”③.与此同时,又以求

贤诏的方式,将士人集团笼络在皇室左右,并有计划地让这些人出任地方长吏.因此,相比秦的春秋

贵族家父长专制统治,汉初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与平民的权力共享.这种权力的共享,又为地方豪

强、游侠和士人集团等民间势力的崛起提供了广阔的政治社会空间.他们与原军功集团一起构成了

民间社会的中坚力量.这就使得汉初社会结构相比春秋以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个由编户齐民

而来的上升的平民贵族阶层于焉形成,要求更高的社会身份和权力分享.
这一社会结构的变化,一方面舒缓了家父长制皇权与平民力量崛起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也为思

想文化在民间社会的活跃和大胆突破创造了坚实的社会基础.而亡秦之痛,殷鉴不远,如何确保不

像秦那样其亡也速,是汉初从最高统治者到时代精英的共同思考.秦的极权暴政也成为那个时代难

以抹去的集体记忆,深刻地影响了时代思想的建构.如«剑桥中国秦汉史»所指出的,帝国最初是“在
现实主义原则和试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④的,处于试验与建构中的帝国相对稳定的政治学术环境、
宽松的文化政策,以及地理世界的扩大和统一帝国的视野,也使得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较之先秦诸

子,更多了“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⑤志愿和胸怀,这些都为学术文化的再度活跃

与繁荣创造了条件.围绕着帝国如何构建,各种学术力量和政治势力间展开了积极的探索,正如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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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所指出的,帝国创生与精神开放闪亮平行①.于是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继诸子之后思想文化一个

新的活跃、繁荣与规模性突破时期.借用艾森斯塔特等人概念,我们将这一时期的繁荣与突破称为

继诸子之后轴心文明的二次性或继发性突破(secondarybreakthrough)②.
除上述原因外,春秋以降社会变迁运动及秦火所造成的历史记忆的断裂与重构,则是这一时期

学术思想规模性突破的深刻内因.对于儒学而言,孔子在世时已被尊为礼仪道德修养的典范,孔子

去世后,怀着师生间无比深厚的情感,孔子的德性和智识形象在学生们的集体记忆中被不断拔高,日
趋完人,“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论语子罕»),最终定格为万人仰拜的道德理

想的化身———圣人,成为一持久不变的宗教性表征.而儒学也在对孔子的尊崇中日趋成为一具有宗

教倾向性的团体.为抵制多变且日渐沉沦的世界的侵蚀,与其他宗教采取的路径基本一样,以孔子

为中心的圣人事迹与言论被载入文本成为各种儒学团体的共同记忆.如哈布瓦赫指出的,这些宗教

性团体“整体上是以一种孤立的状态存在的,并且与其他的社会记忆更是互不相干,以至于它们形成

的时代变得更加遥远,从而在它们所再现的生活方式、社会思想和当今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模式之间,
形成了格外鲜明的对照”③.正是这种集体记忆的固化和区隔,与周围世界的鲜明对照,形成儒学道

德魅力和文化认同.儒学因此能在整体社会沉沦、动荡中不绝如缕,在乡里社会中坚持礼治主义实

践.与其他宗教不同的是,儒学从一开始就是人文的,强调集体记忆的历史性,所以这些集体记忆一

旦归集到孔子的名下,被不断历史书写完成,就获得了来自圣人的权威,进入了持续的经典化形成的

过程.这些经典成为强大表征,儒学就进入了一个被这些经典文献所界划的世界.如果这些文献的

历史清晰完整,除了通过重新解释实现渐变外,就很难有规模性的突破.但春秋以降文献的持续灭

失和秦火造成的历史记忆的断裂为这种突破提供了可能.对于集体记忆的变迁,哈布瓦赫说:

　　古代的表征在古代社会里是以集体的形式出现的,它们凭借所有得自古代社会的力量而强

加给我们.这些古代表征越古老,它们也就越强大;采纳它们的人数越繁多,群体越广泛,这些

表征就会变得越强劲有力.而为了对抗这些集体力量,就需要更加强大的集体力量.仅仅

有一种可能的解释.如果今天的观念有能力对抗回忆,而且能够战胜回忆乃至改变它们,那则

是因为这些观念符合集体的经验,这种经验如果不是同样古老,至少也是更加强大.④

哈布瓦赫所指这种变化,更多地适用于集体记忆,尤其是一些模糊的古代神话和传说,或者人类历史

的童年,还没有真正的严格史学时代⑤.而对于史学相对成熟的时代,由文字固化的历史记忆来说,
则要困难得多.对儒学这样宗教倾向性团体而言,只要这些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字存在,这种更强大

的力量除可能会引起儒学对历史记忆一定限度的重新解释和调整(就如同其他宗教的缓慢变迁一

样)外,要实现规模性的突破,就必然遭到抵制,产生冲突,新的历史记忆重构将是困难重重.
不过,这种改变并非不可能.就如西方经典新历史批评学家文奈特(FrederickV．Winnett)所

指出的,“因为宗教的保守主义观念,除非在长期的中断或强大的压力下,并得到官方的支持,这些文

本才可能会被改动”⑥.比之哈布瓦赫的一种更强大的集体力量来改变旧的集体记忆,在历史记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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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断裂之后,在社会结构变迁中,历史记忆的重构就容易和自然得多.在这样大的断裂中,核心传统

和文本固化的历史已遭严重破坏或已不复存在.即使劫后侥幸存留,但因时间的尘封或传承的孤

危,重新出现时,面对断裂后的新的集体经验已然陌生,不仅威权不复,其真伪也很难自明.但这并

不是说固化的历史记忆在断裂后立即消失,失去了文本的历史记忆在人们的记忆、生活礼仪实践和

观念中绵延,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的模糊,从而蜕变成意象性、弥散性的集体记忆,在新的社

会历史和集体经验中积聚、成长与重构.
对于发生在中国古代历史忆记“层累的成长”这一现象,顾颉刚先生将之总结为“层累造成的中

国古史”,这一结论对近代学术产生了巨大影响.关于“层累造成的中国古史”,顾颉刚先生有三条论

断:“第一,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们

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①在«答
李玄伯先生»一文中,顾先生又将之概括为“不立一真,惟穷流变”②.对此,胡适将之解释为:１．把每

一件史事的种种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２．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

说;３．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
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４．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③.从记忆史学

看,无疑这些论断和解释都是科学的.
但在顾颉刚的语境中,这里的“造”更多地是指“伪造”,更具体地说,是西汉末年刘歆、王莽为篡

夺汉室而伪造.而这一观点承自清代今文经学,这一派集大成者则是清末康有为,如其在«新学伪经

考»所指出:“古文经之出于伪撰,‘铁案如山摇不动,万牛回首丘山重’矣.”④康氏的观点几被后来疑

古学派完全接收,成为疑古运动最重要的理论来源之一.如顾颉刚本人所说:“我深信一个人的真理

即是大家的真理.«伪经考»这书,结论或有错误,但是这个中心思想及其考证的方法是不错的.他

虽没有完工,但已指示我们一条继续工作的路.”⑤即使后来遭到钱穆的批评后仍然认为:“刘歆一个

人,年寿有限,能力有限,要他伪造许多书自然不可能,但这个古文学运动是他于校书后开始提倡的

(见本传),是他于当权后竭力推行的(见«王莽传»),这是极明显的事实.在这个利禄诱引之下,自然

收得许多党徒,造成一种新风气,所以刘歆虽不是三头六臂的神人,但他确是改变学术的领袖,
这个改变的责任终究应归他担负.清代今文家在这一方面,议论虽有些流于苛刻,而大体自是不

误.”⑥可见康氏今文学对顾氏的影响之深.从某种程度上说,整个疑古运动正是建基于康氏刘歆伪

造诸经说的基础上的.针对康氏的问题,钱穆在«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中已作系统批驳,“古文争立

自刘歆,推行自王莽,莽、歆为人贱厌,谓歆伪诸经以媚莽助篡,人易取信,不复察也.南海康氏«新学

伪经考»持其说最备,余详按之皆虚.要而述之,其不可通者二十八端”⑦.正如余英时所指出的:钱
先生１９２９在«燕京学报»上发表了«刘向歆父子年谱»,根据«汉书»中的史实,系统驳斥了康有为«新
学伪经考».这是轰动学界的一篇大文字,使晚清以来有关经今古文争论告一结束⑧.虽然不能说争

论已告结束,但钱氏所论捩转了学术界的观点,产生了极大影响则是毋庸置疑的.
事实上,无论是“层累造成的中国古史”的三条论断,还是后来胡适对其“不立一真,惟穷流变”的

解释,都与伪造没有多大关系.如前所述,这些层累是集体记忆在社会和集体经验的流变中积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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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与重构形成的.它绵延着传统,凝聚着时代的经验与价值,与康氏的伪造说有着本质的区别.对

此,钱穆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

　　至于顾先生的古史辨,所处时代早已和晚清的今文学家不同,他一面接受西洋新文化的刺

戟,要回头来辨认本国旧文化的真相,而为一种寻根究源之追讨,一面又采取了近代西洋史学界

上种种新起的科学的见解和方法,来整理本国的旧史料,自然和晚清的今文学未可一概而论.
即如胡适之先生所指顾先生讨论古史里那个根本见解和方法,是重在传说的经历和演进,而康

有为一辈人所主张的今文学却说是孔子托古改制,六经为儒家伪造,此后又经刘歆王莽一番伪

造,而成所谓新学伪经.伪造与传说,其间究是两样.传说是演进生长的,而伪造却是可以一气

呵成,一手创立.传说是社会上共同的有意无意———而无意为多———的一种演进生长,而伪造

却专是一人或一派人的特意制造.传说是自然的,而伪造是人为的.传说是连续的,而伪造是

改换的.传说渐变,而伪造突异.我们把顾先生的传说演进的见解,和康有为孔子改制新学伪

经等说法两两比较,似觉康氏之说有粗糙武断,不合情理,不如传说演进的说法较实近实际.
顾先生的古史剥皮比崔还要深进一步,决不肯再受今文学那重关界的阻碍自无待言.

不过顾先生传说演进的古史观,一时新起自不免有几许罅漏,自不免要招几许怀疑和批评.
顾先生在此上,对晚清今文学家那种辨伪疑古的态度和精神,自不免要引为知己同调.所以古

史辨和今文学,虽则尽不妨分为两事,而在一般的见解,常认为其为一流,而顾先生也时时不免

根据今文学派的态度和议论来为自己的古史观张目.这一点,似乎在古史辨发展的途程上,要

横添许多无谓的不必的迂回和歧迷.①

钱穆这番述论可谓客观中允,识固卓卓,给予笔者撰写本文重要的启发.对顾氏层累说与康氏

伪造说的本质区别,钱穆说得已非常通透,这里“造成”应是“生成”或“成长”,而不是“伪造”.虽然只

一词之差,但意义大相径庭.前者是人为的伪造,后者是自然的生成.从记忆史学看则是一个记忆

的变迁与重构的过程.因此,“古史辨”派引康氏伪造说以为“知己同调”乃是“横添许多无谓的不必

的迂回和歧迷”.这里钱穆先生事实上已提出了一个一直未能引起学者注意的重大论断,笔者称之

为“层累成长(生成)的中国古史”.可惜的是,尽管顾颉刚的史学一直贯穿着这一脉络,特别在后来

«孟姜女»等民俗学领域成就卓著,却坚持其伪造说,认为“西汉末的一幕今古文之争,我们必得弄清

楚,否则不但上古史和古文籍受其纠缠而弄不清楚,即研究哲学史和文学史的也要被它连累而弄不

清楚了”②.笔者认为,究其原因是顾氏受康氏之学影响太深,只注意到汉末的今古文之争,而没有认

识到这争论源于汉初王国儒学与中央帝国儒学政治学术的分野,及这一分野对经典形成造成的影

响;更不能认识到这些影响与秦汉之际历史记忆断裂与重构的关系.
钱穆所论“传说是社会上共同的有意无意———而无意为多———的一种演进生长”,正是历史尚未

成熟时代或者说历史记忆断裂之后,意象性弥散性的集体记忆在社会历史和集体经验变迁中不断重

构的结果.但“一人或一派人的特意制造”并不一定是伪造,因为“伪造”,更准确地说乃是一个人或

一派人为达到某种目的,在明知为假的情况下,主观故意地去制作,而“特意制造”,则可能存在着在

集体意识和集体记忆以及现实需要的驱动下创造性地构造他们认为是真实的过去.二者存在着本

质区别,伪造是虚假的,是功利的,很难有真实的价值,而记忆的构造则是时代集体心灵真实的沉思,
是传统的绵延,时代价值的凝聚.历史记忆断裂后,集体记忆是模糊的,多为意象性碎片,所以要重

建完整的记忆必然存在着想象的空间,在重组的过程中出现创造性的记忆.而历史记忆断裂后,现
存的有限的历史记录也是残片式的,进行重组也必然存在大量的创造性的想象空间,而当这些想象

空间以一种合理的线索,更重要的是从现在理解对过去的残片进行合理化或历史性的想象重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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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是构造了一个新的时代和集体的历史记忆①.而这一历史记忆既有自然生长的部分,也有一

个人,更多的是一个学术集团受集体记忆和需要驱动,在具备一定条件和资源的情况下,对既有材料

进行合理化重构的历史想象和创造.而在这一历史想象与创造中,现实的社会历史处境和视阈大量

投射其中.正因如此,在历史尚未成熟或断裂之后,“古史的层累成长”现象,不仅在中国,在希伯来

等其他世界的古代文明也同样出现②.
秦亡汉兴之际历史记忆正经历了这样一个断裂、成长与重构.大量的经典在这一时期被整理恢

复和书之竹帛,我们将当时这一现象称之为“成书复典运动”.思想文明的历史也在这一运动中出现

规模性的突破.以此来考察聚讼纷纭的今古文经的生成,一切历史的纷扰和误解也许就此消弭.就

古文经而言,这些经典载籍所见,最早多出现在景武之世的河间王国,与这一时期整个时代的集体记

忆,以及河间儒学集团的形成,其特殊地位、视阈和二十六年间对儒学文献的整理与儒学系统建构密

切相关.据«汉书河间献王传»: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
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

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

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

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③

又«史记五宗世家»裴骃«集解»:“«汉名臣奏»,杜业奏曰:河间献王经术通明,积德累行,天下雄俊

众儒皆归之.孝武帝时,献王朝,被服造次必于仁义.”④又«西京杂记»卷四云:“河间王德,筑日华宫,
置客馆二十余区,以待学士,自奉养不逾宾客.”⑤

从这些文献记载,我们可见其时儒学的规模与兴盛的情况.关于这一儒学集团的形成,已有相

关研究,此不赘言⑥.这里要补充的是历史文献断裂之后,儒学亟需文献重建也是这个集团形成的重

要原因.史书强调了河间献王“聘求幽隐,修兴雅乐”⑦,“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学举六艺,立«毛氏

诗»、«左氏春秋»为博士,搜集保存了“«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等文献.如后来

博士大夫平当所论:“河间区区,小国藩臣,以好学修古,能有所存,民到于今称之.”⑧河间的功业在当

时就被人们长期的纪念和称赞.而河间高举六艺,以搜求先秦旧典为己任,由是“山东诸儒多从其

游”、“天下雄俊众儒皆归之”,从中可见其时代儒学对先秦旧典的集体记忆.可以说,正是在这样一

个集体记忆的推动下,河间承担了聘求幽隐,恢复保存先秦旧典的重任,也正是这样一个集体记忆的

感召,使天下雄俊众儒归集河间.对河间搜求整理先秦旧典的功绩,司马光说:

　　周室衰,道德坏,五帝三王之文,飘沦散失,弃置不省.重以暴秦,害圣典,疾格言,燔诗书,
屠术士,称礼乐者谓之狂惑,述仁义者谓之妖妄,必剃灭先圣之道,响绝迹灭然后慊其志.虽有

好古君子,心诵腹藏,壁扃岩鐍,济秦之险,以通于汉者,万无一二.汉初,挟书之律尚存,久虽除

之,亦未尊录,谓之余事而已.则我先王之道,焰焰其不息者,无几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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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间献王生为帝子,幼为人君.是时,列国诸侯苟不以宫室相高,狗马相尚,则裒奸聚猾,僭

逆妄图.惟献王厉节治身,爱古博雅,专以圣人法度遗落为忧,聚残补缺,较实取正,得«周官»、
«左氏春秋»、«毛氏诗»而立之.噫! 微献王六艺其遂殪乎! 故其功烈至今赖之.①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司马光对河间献王的高度赞誉,更注意到司马光对河间儒者们这

一次文献整理之功重要性的客观认识:在先秦典籍残灭,“通于汉者,万无一二”,“先王之道,焰焰其

不息者无几”的情况下,河间献王率河间众儒“聚残补缺,较实取正,得«周官»、«左氏春秋»、«毛氏诗»
而立之”.这里司马光用了“聚残补缺,较实取正”来形容河间儒者对文献的整理恢复.这也给我们

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对于这些几于残灭的文献是完全恢复了先秦文献的原貌,还是在“聚残补

缺、较实取正”的过程中,或有部分地按其对材料理解进行了重新组织整理呢? 显然后者更为可能.
以«周官»为例,对于这部大典的成书问题,古来就“纷如聚讼,不可缕举”.一般学者多认为其成

书于先秦某一个时代,但直到今天并没有可靠的材料证明其在先秦业已存在②.一个确定的事实就

是载籍明文初见是在汉初,这是我们考察周官成书问题必须立足的确定起点.但也如前所述,今文

学和古史辨者多认为«周官»真正出现是在刘歆时代,“摄皇帝遂开祕府,会群儒,制礼作乐,卒定庶

官,茂成天功.圣心周悉,卓尔独见,发得«周礼»,以明因监”③,是刘歆助莽窜汉伪造.其最要依据是

古文诸经未现于«史记»,说明司马迁并不知道;«汉书»所载古文诸经乃是刘歆为了给诸经寻找历史

依据而伪窜.对此,如前文所述,钱穆等学者已作过批驳,这里要补充的一个一直未被学者论及的重

要原因就是,很多经典都是秦火余烬后其时“成书复典运动”的产物,是在“聘求幽隐”中“聚残补缺、
较实取正”整理而成.一些整理恢复的所谓先秦旧籍在当时并未产生多大影响.这从«汉书艺文

志»亦可见其端倪,其时的«周官»地位尚不及七十子«礼»、«记»,被序于«阴阳明堂记»之后.这表明

刘向、歆父子校书时,«周官»业已存在,尚没被足够重视,仅作六艺礼类一种而已.直到晚年,刘歆才

认识到这部经典的重要,“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④.而献王之死河间儒学消散之时司马

迁尚年幼,后也未去过河间.而当这些经典进入皇家秘府(天汉之后)时,司马迁应已不在人世.秘

府乃是汉武帝所设,为皇帝私人藏书所在,多为私密禁书.作为太史令,司马迁掌“‘天官’(观察天

象),同时还保管、整理国家文书”⑤.尽管能“ 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国家藏书”,但未必能见到非其

所职的这些皇家私密禁书.事实上,无论是持刘歆伪造说者,还是先秦说者,他们共同的问题都是没

有认真对待«周官»等古文诸经初现河间,与河间王国儒学及历史世界的关系.
这些经典批量的出现,正是秦火余烬后“成书复典运动”的产物,是历史记忆大的断裂后一次创

造性的重构.当秦火这一灾难性事件成为整个时代和士人的记忆时,另一个集体记忆就被赋予了历

史合理性———时代普遍相信和接受一些来自圣人的典籍在“礼崩乐坏”和秦火中灭失或毁坏了.而

当帝国在秦火的余烬中需要重建,需要圣人典则时,人们发现所面对只是余烬后的残编断简,时代需

要尽可能恢复圣人典则,需要拯救即将完全丧失的“斯文”.也正是在这样的集体记忆驱使下,河间

儒学集团在秦火余烬之后,开始大规模地搜集残存的先秦典籍文本,进行他们认为的“实事求是”的
考订、整合,最后恢复了他们认为的周公制礼作乐时的王官典制.对此,«汉书礼乐志»云:“河间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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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采礼乐古事,稍稍增辑,至五百余篇.”这就使得河间具备整理编写这样一部大典的得天独厚的条

件.从文献来源上讲,亦如杨樁在«周礼考序»中所指出的:“遭秦之火,散亡遗佚,间有存者.后人网

罗摭拾,汇为此书且以周秦后事附入者在在有之.”①网罗摭拾的资料必驳杂不一,这就造成今天

以出土文物、先秦文献来考证其名物制度则驳杂不一,既有部分出自周代,又有周秦后事附入,有的

尽管官物名称与周代相同,内容却有很大的不同②.但从«周官»制度与思想体系言,如朱熹所云:
“«周礼»一书,也是做得缜密,真个盛水不漏.”③孙诒让指出:“此经建立六典,洪纤毕贯,精意眇旨,弥
纶天地.”④«周官»作为一部煌煌大典,所涉及国家政制、名物众多方面,做得又这样“纤悉毕备”、“洪
纤必贯”,从其规模和严密程度上看,此非个人力量和私家著述所能完成,必出自一时一地之学术集

团的精心构造.河间儒学集团正具备上述所有这些主客观条件.对于«周官»中封建规模,钱穆批评

其夸示、冥构,与事实不符.其云:“(«周官»)既讲封建,又把古代封疆规模,竭意铺张.”⑤对于«周官

遂人»田制,“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
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钱穆说:“这是何等宽大整齐、平正通达的景象? 试问照此

景象,又哪里装上许多地域沟池封疆之界?”⑥事实上,钱穆站在«周官»成书之战国末历史情形上发

问,认为是冥构,但如果将其下移至辽阔疆域大汉的国土上,无论其封建规模还是田制或其他制度,
就能看到现实的投影了,此正说明«周官»成书是在汉代视野下历史记忆的重构.

这一重构除了依据“聚残补缺”的文献外,还有悠远绵长的儒学传统和礼治实践.春秋以降,在
剧烈的社会变迁中传统礼乐文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而其相关文献也遭到严重破坏.但自孔子

以下,儒学不绝如缕,一些守文之儒坚守着“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论语颜渊»)的信念,在乡

里世界进行着礼乐实践,这些实践无疑承载和绵延着历史记忆.这些材料和记忆构成了«周官»等构

造的基础和依据.所以对于这些经典而言,既非伪造,也非书写信史,而是根据现有资料和绵延的记

忆与实践,从那个时代的理解和集体经验出发,进行重构、想象和创造了的历史记忆.但在他们的观

念中,则认为通过不懈努力,他们恢复了已经残缺的周公之典.而在后来的漫长的岁月中,绝大数跟

随者也都认为他们“专以圣人法度遗落为忧,聚残补缺,较实取正”,“率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

传之道,既晦而复明,既坠而复续”⑦,有着天不丧斯文之功,多深信这些典籍来自圣人周公.
与古文经成书志在恢复先秦旧籍不同,今文经则多经历了将先师所传“著之竹帛”的过程,文献

历史的断裂和秦火的幽暗记忆都被强调.«公羊传»隐公二年,何休注:“春秋有改周受命之制,孔子

畏时远害,又知秦将燔诗、书,其说口授相传,至汉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记于竹帛.”⑧这是史

籍材料明文«公羊传»的著之竹帛情况.又«穀梁传»,徐彦云:“(公羊)高五世相授,至汉景帝时,公羊

寿共弟子胡毋生乃著竹帛,胡毋生题亲师,故曰«公羊».穀梁者,亦是著竹帛者题其亲师,故曰

«穀梁»也.”⑨其著之竹帛亦当在此前后.口授相传的过程就是经典不断被记忆的过程,也是被不断

重构的过程.秦火之前经典的存在和传授是模糊的,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秦火的幽暗记忆让人们确

信这些经典来自圣人遗传,这些经典在先秦真实存在.但事实是包括«左传»在内三传在这一著之竹

帛的过程中明显地出现各自不同的春秋史的书写,反映了河间王国儒学与中央帝国儒学的系统差

异,是一个不同历史记忆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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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诗»,据«汉书艺文志»:“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

诵,不独在竹帛故也.”①又据刘歆«让太常博士书»,至孝文时,“«诗»始萌芽”,孝武建元年间“颇有

«诗»、«礼»、«春秋»先师”,且“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②.两处合参,因其

“讽诵”«诗经»内容才得相合而全.讽诵就是记忆,虽然讽诵的内容因诗歌的固有形式而变化缓慢,
但对这些内容的理解,也就是对记忆的理解,却会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迁.«汉书艺文志»“又有毛

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事实却是无论其观念和行动中多么“实事求是”地复原或书写传自“子夏”
的文本,都很难摆脱历史境遇和视野的影响,将其集体经验意识大量地投射到其文献的整理与重构

中;其表现就是«毛诗序»与三家诗说存在明显不同的说诗系统,反映着河间王国儒学与中央帝国儒

学系统分野.
这种儒学系统的分野与他们各自的历史境遇密切相关.古文经典集中出现于河间,其形成明显

受到河间王国的特殊境遇影响.河间王刘德作为景帝的次子,其时既为封建诸侯王,又为皇室集团

一员,这一特殊身份遂构成了河间王国思考帝国问题的独特视野.作为皇室集团的一员,不同于吴

楚诸王,其念兹在兹的是帝国的深刻危机和长治久安,进行大一统帝国制度设计和建构;而作为藩臣

封建诸王,深刻认识到封建之于帝国长治久安的重要,使其不得不从王国的立场为封建辩护.作为

前太子胞弟,其特殊的经历也让他切实地感受到来自日益膨胀的皇权之压力.在嗣君之争中,其哥

哥、母亲和亲友先后自杀、郁死和惨遭屠戮,他虽幸免于难,但已势如危卵.进入武帝朝后,从皇室集

团向地方宗室诸王势力的角色转换,而作为一代儒宗和士人领袖,也使武帝备感压力.来自中央皇

权的压力更是与日俱增.加之,秦之极权暴政,对于整个儒学士人集团而言都是难以抹去的幽暗记

忆,作为平民力量的代表,“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政治诉求,已然深刻在他们的思想之中.于是这

种集统一帝国的思考、诸侯方国的视阈与平民士人的理想的政治诉求,构成了河间儒学古文经学的

基本特质.从这一特质出发,宗周礼乐制度在河间被格外强调,“治道非礼乐不成”③被其响亮地提了

出来,并将宗周礼乐制度系统地整理出来.河间王国儒学的视阈也深烙其中———宗周“分封子弟,以
建藩国”的礼乐制度为维护封建王国地位提供了合法性的同时,也为限制皇权膨胀,给王国自治提供

了制度文化的保障.如上文所述,这种源自孔子,以礼修身,自治而治人的礼治主义在成长的过程中

与地方乡里社会相结合,发展出了地方自治主义的儒学精神,经荀子发展出天下礼治主义.到了河

间,从诸侯王国的视阈出发,以礼治主义为中心,河间儒学进一步强调了礼经天纬地的神圣核心地

位,遂发展出“天礼之学”的儒学系统.
作为中央帝国儒学的今文经学脉络相对比较复杂.其最主要是在郎官侍从的中大夫阶层及博

士官署中孕育发展起来,一开始就不自觉地带有家父长维护王权的主从性特征.基本特质形成也比

较晚,主要在武帝时期.但一部分儒者也有从河间儒学和其他齐鲁民间学派转化而来,因而有部分

王国儒学和民间礼治派的特征,可以看到对王国儒学改造的痕迹.他们站在郡县制中央皇权的立场

上,以皇权为核心,宗先秦孔孟而来的德治主义之学,强调人君的德性,将人君的德性神圣化和意识

形态化,如前所述,在宣扬德政、仁政的同时也为家父长皇权的专制统治披上了天然合理化的法衣.
我们将这一儒学系统称之为“天人之学”.

总之,战国特别是秦火的劫难,不仅赋予了汉人恢复先典籍和著之竹帛的历史合理性,也成为迫

切之需;而文献的灭失也使历史记忆创造性地重构成为可能.思想的历史也随着秦亡汉兴,封建向

郡县这一大时代的社会结构变迁与激荡,出现了规模性的突破———因历史境遇不同,形成了河间王

国儒学与中央帝国儒学的“天礼之学”与“天人之学”的分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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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垂拱而治的“天人”与“天礼”之学

为了强调各自的合理性,两大儒学系统从人性论到天道观都作了不同论说.在人性论上,河间

儒学超越善恶之争,将道家和荀学的“虚静而一”认知事物的途径上升到人的本性,提出“人生而静,
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礼记乐记»),将人性置于一种本原的客观状态来讨论,强调客观

世界的外物对人性的影响,为礼乐外部规范和对内陶治作用提供了人性论支持.在荀子肯定情欲的

基础上,将人的欲望视为人性之常态,强调礼乐对这一欲望的中和、陶治,使人摆脱外物役使,在回归

清静澄明中对外部世界有辨识和追求的能力.这种以超越善恶的动静来论人性,既克服了孟子以降

内向性道德成长路径的虚玄,也摆脱了荀子关于人性为恶又何以向善的理论逻辑困境,使人在礼乐

的陶治和对天理的追求中的德性成长成为可能,为礼乐制度的必要性和正当性提供人性论的基础.
与之相对应,中央儒学在人性论上则吸收了孟子的人“性善”说,提出了著名的“性三品”理论:“圣人

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事实上,将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的

理论,转换为“圣人”生而为尧舜.圣人只存在于历史中,现实中则专指人君、圣王.普通人则需要圣

人或圣王的教化方能像稻禾生长出米一样,生长出善来.因此,对于普通人而言,善并非人性,“善,
教训之所然也,非质朴之所能至也,故不谓性”.而人性则是“有贪有仁,仁贪之气两在于身.身之名

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天有阴阳禁,身有情欲栣,与天道一也”(以上引文均

自«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这就从人性论上强化了人君的神圣德性,人民只有接受人君的教化,才
能抑制贪欲,生长出善.

从人性论出发,两派都进行了各自的历史文献重构和制度设计.晚清廖平曾对二者的分野进行

总结,认为古文经学以«周官»为主,今文经学以«王制»为主,但同时又认为«春秋»“为其正宗,余皆推

衍«春秋»之法以说之”①.周予同则进一步明确今文经学以«春秋公羊传»为主②.«王制»为文帝时

中央博士们所制,从中确可见帝国儒学强干弱枝,以郡县为主体的基本特征,但其时只是雏形,在新

垣平案后基本上寝而不行.直到汉武帝董仲舒时期中央儒学才具规模,儒学系统才真正确立.所以

今文经学核心应是«春秋»公羊学,尤以董仲舒所解释建构的系统为要,但亦应看到二者的延续性,都
强调强干弱枝、认同郡县,基本设计都是在帝国现有制度框架下进行.

首先来看«周官».毫无疑问,«周官»国体为封建周制,主张五等封爵,“乃建王国焉,制其畿方千

里,而封树之.凡建邦国,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诸侯之地,
封疆方四百里,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周官大司徒»).每等封爵疆域都比

较大,一等公爵封疆五百里为王畿的四分之一,规模应与汉初“藩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③相当

了.可见王国视阈的投射,为汉初封建王国地位合法性提供了经典依据和有力辩护.而文帝时期出

现帝国中央的«王制»,虽然也讲封建,但王畿千里,畿内设县,地方则“州建百里之国三十,七十里之

国六十,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国.天子之县内,方百里之国九,七十里之国二十有

一,五十里之国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国”,相比«周官»侯国封域要小得多.这也与其时贾谊所提出的

“强干弱枝”,“众建诸侯以少其力”国策相符,反映帝国中央视阈的投射,为强化中央集权提供了有力

支持.
六卿官制与王的权力架构是«周官»的核心设计.在这个设计中,王具有崇高的地位,对此学术

界无异议.«周官»六卿职官开篇都指出:“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乃

立×官,使帅其属而掌邦×,以佐王×邦国”,反复强调,以表明王是国家的建构者,六卿职官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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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都是王所赋予,帮助王治理邦国.但王是否拥有绝对权力学界存在争论.«周官»通篇对王的权力

几乎付诸阙如.徐复观认为:“«周官»中的王是虚位,早有人指出过.”①周世辅、周文湘亦认为:“周王

不负实际政治责任,将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与事典的行政大权,交付六官掌理.”②但反对者认

为«周官»主要讲官制,不是讲王制,所以没有记载王的权力.侯家驹认为,“«周礼»只是披着儒家外

衣,实为法家作品,其所规划的制度实为极权政治.”③彭林列举了王的五项权力:任免权、立法权、治
朝权、终裁权和主祭权,认为«周礼»“主张实行君主制政体,主张给王以全国最高的权力和位势”,但
同时又认为«周礼»“以国为本位,而不是以君为本位”④.笔者认为,作为制度之书,«周官»虽然没有

提到王的权力,但作为国家政治的全部设计和规划,王与六卿的权力职责实际已清楚划分.在这一

制度秩序中“分官设职,以为民极”,六卿职责的范围基本上包括了国家政治权力运作的各个层面.
就«周官»中王的五项权力而言,实行上多是礼仪程序方面.如治朝权基本上是指对诸侯朝会的礼

仪.王能够独立行使的也主要是行使一些恩宥赏赐的权力,而这些权力并非是最高终裁权,乃是法

外施恩,旨在显明王室仁德.至于立法权,«周官»中“诏王”、“王命”之类的记载有很多(“诏王”出现

１７次,“王命”出现１３次).对此,叶时说:“臣民之驭,必曰诏王;废置之听,必曰诏王.是大宰诏王而

不敢自专也”⑤;王安石也云:“八柄、八统曰诏王驭群臣万民,则是独王之事也,大宰以其义诏之而

已.”⑥但事实上,就如同“唯王建国”一样,这里仅是法理意义,并非王言即法.如果说这里“不敢自

专”、“独王之事”是在法理上突出王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可以的,但如果以此认为王处于权力运作的核

心,是专制的极权统治,则是对«周官»制度设计的误解.这些诏告、王命固然说明王参与了权力运

作,但更要看到权力运作的主体都是各职能部门的职官,而王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以大宰“以八柄

诏王驭群臣”为例,这即是彭林所说的王的任免权,也是王最重要的一项权力.但行使这一权力的前

后主体都是大宰,而大宰在行使这项权力的依据不是王的诏命,而是一年或三年计会考绩的结果⑦.
在这一制度秩序中,大宰根据考绩制度,将计会考绩的结果报给王,王只能按章进行批复,最后大宰

再以王的诏命下达.制度并不允许王单独下达诏书干预六卿的具体职掌.可见在«周官»的制度设

计中,王的诏命和权力被牢牢地限制在“分官设职”的制度秩序中,并不拥有专制的权力.
«周官»处处突出王的崇高地位,同时又处处限制王的权力,这一设计凸显了王作为国家道德精

神和礼制文教的象征,在道德精神和礼制文教中有着崇高的地位,在公权的运作上则受到极大限制.
这应是儒学经历长期礼治主义实践和思考,特别经历秦的极权暴政反思后,礼治主义发展到顶峰时

期的产物,体现了儒家一再强调的“垂拱而天下治”(这个口号也是在礼治主义发展过程中提出的)的
理想政治精神.这也是«周官»的魅力所在,“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如明儒王应电所指出的,
“俾王及后、世子靡不由于式法,不必传贤而天下无不治,虽曰家天下而实常得贤也”⑧.也是千百年

来吸引众多儒者为之倾倒的深层原因.但也正由于这个原因,自其面世以来就遭到了来自皇权的排

斥.林孝存谓武帝知为末世“渎乱不验之书,故作«十论»、«七难»以排弃之”⑨.其说虽史无明文,但
其言武帝对这部大典深恶痛觉之情非常合乎政治情理.而标举这部大典的河间儒学当然也不能被

武帝所容忍,遭到了来自中央打压亦在所难免,最后献王被逼自杀,河间儒学因此消散,长期被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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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①.亦如蒙文通所指出的,“献王诚以干武帝之忌而死,宜献王之学亦朝廷之所黜,河间之儒亦朝

廷之所摈也”②.
在天道观方面,河间明显接续了荀子“不求知天”的传统,天对河间而言是不言自明的最高实在,

是人间一切礼制秩序的根据.单独论天在河间或古文经学中比较少见,多是蕴含在丰富的礼乐论述

中.如«礼记乐记»:“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
“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夫
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昭公二十八年:
“经纬天地曰文.”通过这些论述,河间古文经学强调了在天礼关系中礼和序天地,“经纬天地”,天地

离开了礼,天地都将失去秩序,陷入混乱.由此可见礼被赋予了甚至超越天的神圣本体的地位,这就

为以礼制来约束王权提供了天道观的依据.我们将河间古文经学这一思想系统称之为“天礼之学”.
这在«周官»的官制设计中也反映出来.对此,徐复观说:“冢宰不是司天,冢宰即是天而称为‘天官’;
司马不是司夏,司马即是夏而称为‘夏官’.天、地、春、夏、秋、冬六官的名称,是«周官»出现以前,在
所有文献中找不到痕迹的.«周官»的以天地四时为官名,这表示了以官制体现天道的进一步的

大发展.”③«周官»表达的不仅是职官体现天道,而是官制与天道合一、“经纬天地”,从而凸显以制度

限制王权,建构整体国家的神圣天道依据.
这种限制王权天道依据在«周官»礼祀秩序中也体现出来.在这一礼祀秩序中,虽然昊天上帝被

«周官»置于了五方位帝之上,与其他五帝存在着地位的差别,但并不能统御五帝,它们之间区别更多

的是方位不同.这从祀礼规格的相侔也可反映出其差别甚微.这一礼祀秩序显然代表了四方诸侯

的诉求,要从天道信仰上确立四方诸侯的地位,以礼制建立皇权与四方诸侯的稳定秩序.这是一个

天地四方的恒常宇宙秩序,即天不变,礼亦不变,天道与礼制并存,礼维系天地宇宙的天道观.这在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被明确地表达:“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因此,这一秩序并不存在

所谓德运流转各当一时的天道观.如钱穆说:“«周官»书亦并未采及五德转移及受命帝的说法,此一

层尤为显著.”④事实上,整个古文经学系统都无德运流转之说,与强调“五德终始”说的刘歆之学有着

本质差异.这也是古史辨学者一直未能辨明的.«周官»的这一礼祀秩序当然不能被要求强化中央

皇权的汉武帝所接受.与«周官»相对应,造作一个加强中央皇权的礼祀秩序遂成为帝国的需要.而

此时方士“亳人谬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正适应了这一需要.于是汉

武帝“令太祝立其祠长安东南郊,常奉祠如忌方”⑤.又«汉书礼乐志»:“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

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⑥在这一礼祀秩序中,作为最高神祇太一君临五帝,
象征中央皇权至高无上.一如徐兴无师所说:“武帝定甘泉太一之祀的用意是相当深远的.这一国

家祀典的确立,表明汉帝对秦帝国和文景时代动乱的诸侯王政权乃至周边少数民族政治权威的否

定,是对中央政权的再次强调,是武帝朝在政治、军事和文化上诸方面达到全盛局面的体现.”⑦此可

见二者天道观在礼祀秩序方面的较量与分野.
相比河间的不求知天,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中央帝国儒学在天道的论述方面要丰富得多.对于董

仲舒的天道观,学界一直存在人格之天与自然神论的争执.事实上,正反映了郡县制下家父长私天

下与平民公天下的矛盾.在自然神论中,“万物以广博众多,历年久者为象.其在天而象天者,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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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继天地之光明,莫不照也”(«春秋繁露奉本»,以下凡引此书,均直书篇名).万物皆象天,反
映天的意志;“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人”又构成天的十端,与宇宙万物构成了天的本身.这

里“天覆无外”,广大无极,“无有不皆中天意者”也.这既体现了大汉郡县制帝国一统宇内的气魄,也
反映了皇权对全社会无处不在的统摄.同时郡县制下天下皆为异性,皇权孤悬于上,要建立稳定的

统治秩序就需要全民忠于君主.要使全民忠于君主,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神圣化人君,使人君成为

万民效忠仰赖的对象.在董仲舒看来,君主如果没有崇高的地位,就会跟普通人一样,没有了凝聚

力,对国家来说是极其危险的.对此,在«立元神»中董仲舒说得比较直白通透:“君人者,国之本也,
夫为国,其化莫大于崇本,崇本则君化若神,不崇本则君无以兼人,无以兼人,虽峻刑重诛,而民不从,
是所谓驱国而弃之者也,患孰甚焉!”为“君尊严而国安”(«立元神»),就必须神化人君,那种混沌无所

具指的自然之天显然对神化人君这一具体个人是不利的.这就需要天是具体的、唯一的、人格化的,
既是地上君主唯一性的体现,也如人间帝王一样君临宇内.于是宗法社会人格化上帝观便成了董仲

舒天道观的必然选择.这里,天便是人格化的“百神之大君”的上帝,如人间帝王一样,“上帝临汝,无
二尔心”,统御人心万有.显然普通人不能与这一人格化的天或上帝有直接联系,只有人君与其直接

相通.“惟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

逆命.故曰:‘一人有庆,兆万民赖之.’此之谓也.”(«为人者天»)天子受命于天,万民乃受命于天子,
福禄取决于天子.在«深察名号»中,董仲舒更从考察名号角度论证了“民之号,取之瞑也”,“瞑者待

觉,教之然后善”,“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深
察名号»).普通民众天生本性决定了其没有能力与天发生关系,只有人君受命于天,才能够与天心

意相通,教化民众.质言之,董仲舒这里的天人关系实质上为天与人君的关系,“天人之学”也就是天

与人君关系的学说.这乃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中央帝国儒学“天人之学”的本质.
虽然从人性论、天道观上确立了人君的神圣德性,但现实中,董仲舒也清楚人君不可能通体光

明,真的成为与天道合一的圣贤.对此,董仲舒试图通过两个途径对君权进行限制.一是“屈君而伸

天”的途径,即通过灾异来警示人君,此为学界所熟知,不必赘言.二则亦试图从制度设计上限抑皇

权,这个与河间«周官»学有共通之处.«离合根»:

　　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见其光;高其位,所以为尊也,下其施,所以为仁也,藏其形,所

以为神,见其光,所以为明;故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见光者,天之行也.故为人主者,法天之行,是

故内深藏,所以为神,外博观,所以为明也,任群贤,所以为受成,乃不自劳于事,所以为尊也,泛

爱群生,不以喜怒赏罚,所以为仁也.故为人主者,以无为为道,以不私为宝,立无为之位,而乘

备具之官,足不自动,而相者导进,口不自言,而摈者赞辞,心不自虑,而群臣效当,故莫见其为

之,而功成矣,此人主所以法天之行也.
在这段文字中,董仲舒强调了人君拥有从天而来的神圣性,同时,也当“法天之行”,将国家公共治权

交由群臣来运作,试图将国家治权从君权中分离出来.这样君主就“以无为为道,以不私为宝,立无

为之位,而乘备具之官”.人君的“无为”在董仲舒的言说中被反复强调,从中既可见汉初中央帝国儒

学对黄老之学的继承,也可见儒道“无为”的区别———儒学的“无为”是君无为而“群臣效当”的有为政

治,而黄老道家无为是整个国家顺其自然让民间充分发展的政治主张.这种君为无而臣有为的政治

设计,实际上与河间儒学殊途而同归,都试图将传统儒家“垂拱而治”的理想政治模式付诸实践,只是

路径不同而已.可见抑制皇权,实现国家治权的公性运作,是这一时代儒学的共识,也是郡县制下平

民意识觉醒后一普遍诉求.
不过,与«周官»不同的是,在董仲舒的设计中,人君虽然不参与具体的政府治理,但直接参与考

绩制度,将«周官»大宰负责对公卿大臣的考绩交由人君直接负责.人君根据考绩结果决定对公卿大

臣的赏罚黜陟.董仲舒认为,只要牢牢掌控了这一权力就能够有效控制群臣,“为人君者,固守其德,
以附其民,固执其权,以正其臣”(«保位权»);掌控这一权力就掌控了国柄,就能“执一无端,为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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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群臣则“分职而治,各敬而事,争进其功,显广其名”.虽然“功出于臣”,但“名归于君也”(«保位

权»).那么,人君通过掌控考绩黜陟的权力是否意味着权力可恣意膨胀呢? 按董仲舒的设计,应当

不会.因为赏罚是以制度性的客观考绩结果为依据,要求循名责实,并没有多少个人权力僭越的空

间.«考功名»:

　　考绩绌陟,计事除废,有益者谓之公,无益者谓之烦,揽名责实,不得虚言,有功者赏,有罪者

罚,功盛者赏显,罪多者罚重,不能致功,虽有贤名,不予之赏,官职不废,虽有愚名,不加之罚,赏

罚用于实,不用于名,贤愚在于质,不在于文,故是非不能混,喜怒不能倾,奸轨不能弄,万物各得

其冥,则百官劝职,争进其功.
只要“揽名责实,不得虚言”,“不能致功,虽有贤名,不予之赏,官职不废,虽有愚名,不加之罚”,以客

观实际的具体尺度来考察官员的政绩,就能有效保证考绩制度的客观公正性.对一些技术手段董仲

舒也作了较翔实的论述.总之,在董仲舒的设计中,考绩制度有效地填充了皇权与治权分离所带来

的权力断层,使皇权与官制系统能有效结合成一整体.但在这一结合中,皇权被清晰地限制在公性

的制度中,并没有多少僭越的空间.
综上所述,相比«周官»的设计,在董仲舒的设计中皇权被加强了许多.这也反映了帝国儒学在

维护皇权与制度公性间寻求平衡的立场,从中亦可见对前者的因循和改造(董仲舒本人在壮年的时

候很长一段时间就在河间度过①,对河间的一套设计应该比较清楚).即便如此,对皇权来说也构成

了极大限制,汉武帝和后来的继承者们也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制度约束.于是就出现这样一种结果,
在意识形态方面,汉武帝和继承者们将董仲舒所建构“天人之学”确立为统治意识形态进行宣传,将
皇权神化为天道在人间的化身;在实践方面,虽然天道对专制皇权有一定的警示和约束,但总体上并

没有多少实质性作用,统治者不但不接受董仲舒设计的制度约束和规范,而且不断强化专制皇权,特
别是处于非理性的状态下,更是对制度恣意践踏.也就是说,帝国统治者只是根据其所需,抽空了董

仲舒所建构的儒学的核心与灵魂,仅将其作为帝国统治合法性的文饰.用司马迁的话说就是“采儒

术以文之”②.而公孙弘可谓深明此意,“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上大悦之”,正契合了专制皇

权的需要,所以“起徒步,数年至宰相封侯”③.
河间儒学与中央帝国儒学的系统分野,在其他经典上也明显反映出来.由于河间儒学以礼尊

君,而中央帝国儒学之人君地位是通过人君自身的神圣德性来实现,礼更多地从属于君权的教化,所
以终汉一世中央王家之儒所传仅为士礼,而河间所传从士礼到天子礼则一应俱全.«汉书礼乐

志»:“河间献王采礼乐古事,稍稍增辑,至五百余篇.今学者不能昭见,但推士礼以及天子,说义又颇

谬异,故君臣长幼交接之道浸以不章.”④对于这些礼,«汉书艺文志»亦云:“«礼古经»者,及«明
堂阴阳»、«王史氏记»所见,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虽不能备,犹愈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

说.”⑤这实质上是在隆礼尊君中对人君言行和权力加以规范限制.«淮南子»说得比较明确,“法籍礼

义者,所以禁君使无擅断也”(«淮南子主术训»),这些礼当然为天子所不喜,所以被抑禁于中秘之

中,使“学者不得昭见”.对此,陈寅恪进一步指出:“旧籍于礼仪特重,记述甚繁,由今日观之,其制度

大抵仅为纸上之空文.”⑥可谓一语道破古代礼乐制度的真实命运.
在«诗经»学上,典型的如«诗经大雅生民»,“履帝武敏歆”,三家皆以为姜嫄履上帝之拇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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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从«春秋繁露»所载的«五行对»中见出董仲舒与河间的交集,其称温城董君,可见其时董仲舒尚为布衣而客居在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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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孕而生后稷,毛诗则认为:“从于帝而见于天,将事齐敏也.”这里的帝不是上帝而是“高辛氏之帝

也”①.三家诗意在赋予君权从天而来的神圣性,强调“天人”(人君)相通的思想.而毛诗强调的是禋

敬恭祀上天之礼,强调礼的神圣性,“礼乐可以通天地,感鬼神”.与三家说诗皆以王者为始不同,«毛
诗»说诗的中心是礼,以后妃和夫人之礼始.对此,朱熹未能理解,站在尊王的立场上给予了严厉的

批评:“礼乐征伐皆出于妇人之手,而文王者徒拥虚器,以为寄生之君也.其失甚矣.”②实际上,这里

«毛诗»所突出的是夫妇婚姻之“礼”,并认为这才是“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唯由此才能“夫妇有别则

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③.这与«周官»通篇言制度而不及君如

出一辙,都是突出礼制的中心地位.为简明起见,对于河间王国与中央帝国儒学的今古文经学的分

野,我们撮要列表如下:

“今古文经学不同”表

古文经学(河间王国儒学) 今文经学(中央帝国儒学)

体系 天礼之学. 天人之学.

天道观 天礼合一,礼不变天亦不变,无五德终始说. 天人合一,人主要指人君,相信五德终始说.

人性论 动静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 性三品说:圣人之性,斗筲之性,中民之性.

国体 封建周制. 郡国并行制.

制度
以«周官»为古文经核心,六卿共治,隆礼虚君,支
杆均衡,侯爵五等国方五百里至百里不等.

早期«王制»,三公九卿,强干弱支,畿内郡县,畿
外侯爵五等国方百里至五十里不等.后董仲舒

试图神圣化人君,分其治权.

礼经 自天子至卿大夫之礼一应俱全. 仅«士礼»立于学官.

乐
作«乐记»,集雅乐,颂祖宗功德,强调“大礼与天

地同节,大乐与天地同和”.
亦主张雅乐,但未有述作,武帝以«乐府»新声为

礼祀诗乐,无祖宗之事,多歌咏神仙之事.

春秋经
«左氏传»强调礼“天经地义”,“经纬天地”,礼的

本体地位.
«公羊传»为今文经学核心,尊王大一统,“缘民臣

之心不可一日无君”.君的中心地位.

诗经
«毛诗»说诗以夫妇婚姻之礼始,以礼受命,始祖

有父从礼人道生.
三家诗说以君王始;天告以河图、洛书受命;始祖

无父从天感生.

书经 «古文尚书»,朴学,重在文字释读. «今文尚书»,仍以王为中心,以灾异说之.

易经 主要用于卜筮等重大仪式的礼典中. 以阴阳灾异推说之.

总之,在封建、郡县的时代变迁中,源自不同儒学的承传,从各自不同的视野出发,通过恢复旧典

和书之竹帛的方式创造性地重构了各自的历史记忆,思想的历史由此出现了规模性的突破与重构,
形成了今古文经学“天人之学”和“天礼之学”两大儒学系统.以此视之,诸如今古文之争等重大学术

问题和争论遂涣然冰释.

四、结　语

至此,我们完成了从春秋儒学创生到汉帝国时期今古文经典形成和思想建构的历史考察.自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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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第２６页.



子创立儒学游团开始就经历了社会历史从封建向郡县的大变迁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儒学既结构性地

受到家父长专制社会结构的影响,也在游团这一平等的共同体中产了突破与超越,不仅承传和深化

了礼乐文明的传统,也产生和蕴育了“有教无类”、“天下为公”等平等思想;孔子礼仁学说的提出,开
创了后世儒学德治主义和礼治主义之不同路径,下开汉代“天人”与“天礼”两大儒学系统的源头.

秦亡汉兴,编户齐民社会的崛起,为继轴心文明之后思想的再次规模性突破提供了可能.而在

春秋以降的社会变迁、战乱和秦火的剧烈动荡中,历史文献遭到严重灭失,历史记忆经历了断裂、成
长与重构.这一过程也是古史“层累成长”的过程.这一断裂、成长与重构也为思想的历史出现规模

性突破创造了条件.围绕汉帝国如何构建,承继先秦德治主义和礼治主义的不同传统,加之所处中

央和王国的集体经验、立场和视阈不同,形成了今古文经学“天人之学”与“天礼之学”两大儒学系统

的建构.虽然两大儒学系统从人性论到天道观都泾渭分明,迥然有别,但其终极目标则存在着共识

和一致性,这就是建构一个皇权“垂拱而治”的理想政治和社会,这也是专制帝制下儒学思想精英千

百年来的梦想,加之其所承载的悠远绵长的文化及精神传统,成为凝铸儒学经典魅力和公性超越的

所在.
因为上述过程是历史记忆断裂、绵延、成长与不断重构的过程,所以这些经典形成之后,在古代

世界漫长的时间里并不存在问题,即使偶有微辞,也没有兴起波澜.直到近代,无论西方还是中国,
都兴起了声势浩大的疑古运动.在这一运动中经典的真伪受到空前质疑,经典的权威被扫地无余.
但从记忆史学出发,通过上述对春秋以降封建、郡县之变中儒学演进的历史考察,我们说,今古文经

典的形成并不是所谓的真还是伪的问题,而是一个历史记忆断裂、成长与重构的问题.它既不是编

造伪史,也不是书写信史,而是从时代经验出发,书写和重构儒者认为真实的记忆的历史,尽管这里

面有历史的想象和创造.这一历史记忆的书写、创造与重构也是自孔子以来漫长的时代儒学不同历

史经验的凝结与沉思,是历史记忆的绵延、思想价值的积聚和智慧的不断创造,并在后来漫长的与历

史的互动中通过阐释被不断赋予价值、理想和精神资源.换言之,这些经典的价值并不在经典之外,
不在于它成书多么古老或什么圣人的创作,而在于它自身的内部价值,在于它们承载、凝聚着人类古

老智慧的结晶和千百年来人类有关美好社会的梦想.这就从根本上突破了近代以来疑古或释古运

动的羁绊,使经典的合法性在现代与后现代语境下得到确认,儒学得以从经典重新出发.

[责任编辑　范学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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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解义到解味

———兼论宋儒的思想方法

贡 华 南

摘　要:汉儒解经重言象而欲寻其原貌,魏晋玄学重经典之义而弃言象.二者皆重经典客观之义,同

归于解义.宋儒解经即解味,欲通过经典之味而成就自身精神生命.从“寻孔、颜乐处”始,宋儒自觉发扬

滋大解味精神.不重客观之义,而重内在感受,重消化、重体验,从自身生长出富含生命气质的理学,由此

确立起解味思想.解味之可能,乃在于扭转佛学空寂一味观念,以天地万物为真实不虚,充满生机,且具有

价值意味.新的世界观决定了新的思想方法,感应、格物、玩味、理会构成了解味的不同形态,此亦是宋儒

独具一格的思想方法.

关键词:解义;解味;宋儒;思想方法

语词、文本都是(意)义与(意)味之统一体.“义”乃客观的、普遍的、公共的义理结构,可呈现于

某个共同体,为某个共同体普遍接受,可说是普遍有效,亦可说其有可信性.“味”是文本的整体所散

发出来、能够直接打动人者.它不以客观确定的形式存在,或许无章可循,或许似有还无.它在言之

中,也在言之外.它“如在”,而仅为某种精神绽开,感之而可遇之,谓之“生成”可也.没有某种精神

支撑与聚集,视之不得见,听之不得闻.
“解”是相对于“结”而言.“结”是精心地谋划、掩藏、设置,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立言”,或“立象

(以尽意)”.按照儒家说法,真正的“言”或出于自己真实的德性(“有德之言”),或出于自己真实的理

解(“造道之言”)① .所“立”之“言”其实就是自己生命的境界与气象.“象”非心所构想之“像”(心
象),而是心所撷取之物象.“象”非有分有定有止之“形”,而是有动有静有形有体幽明有无之统一

体.简言之,“言”或“象”是这个有味世界的呈现,也包含着作者对有味世界的期待与价值设想.一

方面,呈现有味的世界乃是从有鲜活生命的个体出发;另一方面,对有味世界的期待与价值设想更是

从真实的存在涌现.因此,“言”或“象”总是带着鲜活的个性,带着个体生命的气息、气质与气象.
“解”是解其“结”,即解开作者深情厚意所结成的文本,让其意义与意味一并涌现.深入文本,打

开文本世界,让里里外外的意味一并透出,这是“解”的一般要求.“解”,一方面要深入文本,探明谋

划义理结构,此为“解义”;另一方面,“解”要接近、熟稔作者之生命气息、气质与气象,敞开并领略其

　

作者简介:贡华南,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上海２００２４１).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通过 超过:古今中西之争视域下冯契哲学研究”(１６JJD７２０００５)、江苏

省“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协同创新中心、“道德发展智库”的阶段性成果.

①　“有德之言”、“造道之言”,见程伊川:“言有多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说自己事,如圣人言圣人事也.造道

之言则知足以知此,如贤人说圣人事也.横渠道尽高,言尽醇,自孟子后儒者,都无他见识.”(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

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１９６页)



意味,此为“解味”①.“解义”为“先”,为基础,为准备;“解味”为“后”,为更高的阶段与归宿.“解味”
要“解言”、“解象”,就是解“言”、“象”之“味”.解味者知味、得味,严格说,解味不仅属于“知”,由于自

身参与到味的生成,得味者得到享受,生命被感动,进而被涵养.因此,解味更具有“行”的品格.
解义的目标或是文本的原义,或是文本的衍生义,此二者都是文本的客观之义.解味的目标是

得文本之“味”,“味”并非纯粹客观的存在,而需要读者亲自到来才显现.学习者之解味不仅需要具

有一定的品鉴能力,还需要以自己的精神生命复活经典以及圣贤的生命,并在自己的生命中使经典

与圣贤的血脉得以演绎.简单来说,解味的终极目标乃是新的精神生命之成就.得其义者谓知书,
得其味者谓知人,谓知音.得其义者下,得其味者上.

一、魏晋解义之自觉

秦火一烧,诸子著作皆残缺.汉武倡儒术独尊,寻找、收集、整理先儒著作成为首要任务.儒书

经官府颁布、推行,成为价值准则与意识形态,担当起规范民众言行的重任,其实践功能得到不断地

发挥.对于学者来说,“照着说”是对待经典唯一正确的态度;对于民众来说,“照着做”是唯一的选

项.在此意义上,儒学自发地显示着“生命的学问”之特质.
东汉将孔子神化之后,群经成为只能接受而不能质疑或挑战的对象.“接受”成为对待经典的唯

一选择,疏解词义、寻章摘句这些纯粹“接受”的方法成为解读的主导方法.执言、执象,且止于言、
象,这样才能确保经典的神圣性.另一方面,汉儒视经典为价值源泉,以经典来治身,以经典主导身

心之展开.经典对读者单向的施与和读者对经典纯粹的“接受”,此二者乃汉儒解经的一体两面.
三国尚名法之治,儒家经典失去其神圣性.道家、刑名家著作得到重视,但并没有升格为神圣经

典.基于此,学者们对待经典的态度也相应发生了变化.膜拜、敬而受之并视之为价值之源与生命

之基的态度与做法让位于理性的辨析、审查与探索,这种变化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精神方法:解义.
王弼对此有经典的论述: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

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

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

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

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

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
而画可忘也.②

“言生于象”、“象生于意”之“生”表达出了“意”与“象”、“言”之间的相生关系.当然,“生”并非“创生”
或“生育”,而是指“故”或“根据”.作为“故”或“根据”的“生”正是王弼所自觉由“然”升至“所以然”的
“体”.如我们所知,王弼严格区分作为“然”的“形”与作为“所以然”的“体”,将之视为两个不同的层

面.他主张“不能舍无以为体”③,“无”即“道”,而“道之与形反”④.故王弼主张“形虽大,不能累其

体”⑤,而反对“见形而不及道者”⑥.因此,他自觉弃“形”而求“体”.在王弼观念中,“言”、“象”属于

１５１从解义到解味———兼论宋儒的思想方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解味”一词直得于曹雪芹,其在«红楼梦»第一回言:“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辛酸泪”贯穿

“满纸”,即使其义不可理喻(荒唐言),但知音会解出其中味———心酸、痴情.在中国思想世界中,“解味”与“味”、“玩味”、“体味”为同

义词,文中所涉及诸词皆以“解味”论之.
王弼撰,楼宇烈校释:«周易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４１４ ４１５页.
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第９４页.
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第１９７页.
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第１１页.
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第１９７页.



作品的“形”,理解了“形”并不意味着能理解其“体”.“意”乃“形而上”,或者说,“意”乃是使“形”成为

“形”之“体”.“言”、“象”存“意”,但落于“言”、“象”而存言存象,则不知其所由生.得其所由生之

“意”,则得其“所以然”,而不必在意“言”、“象”,此谓“得象忘言”、“得意忘象”.
«老子注»将“然”提升至“所以然”,即是其解经的主要方法与成就.王弼的“得象忘言”、“得意忘

象”,反对以“言”、“象”淹没“意”.在他看来,“言”、“象”为“有”,即可见的、公共的“形”,“意”为“无”.
但通过“言”、“象”之“有”(“形”)可以通达“意”之“无”(“体”).“所以然”(作为“体”的“意”)可从对象

自身之“然”(作为“形”的“言”、“象”)中推导出来,而无须自身生命参与,故从“然”到“所以然”的思维

推进仍然属于“解义”范畴.
解义属于理智之事,能妙解者可谓才高,但不可谓德善.王弼注«老子»、«周易»天才卓出,但恃

才傲物而为世人所疾①.郭象注«庄子»②才赡致高,但为人行薄③.这都表明,解义并不必投入整个

生命,或者说,解义并没有自觉将所解视为有生命者,进而与之交融混化,以变化、成就自身的完美人

格.这与汉儒视儒学经典为价值之源与生命之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二、宋儒解味之自觉

宋儒不再停留于“所以然”的追寻,在其解经过程中,已经将“所以然”与“所当然”结合起来.“所
当然”是指“所以然”对人的规范作用,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价值意味,故宋儒之“解经”主旨是“解
味”.解义大体上是单向的,解味则是双向的互动.程颐直呼«中庸»“其味无穷,极索玩味”④.“其味

无穷”是说,«中庸»不是僵死的教条,不是与己不相干的外在知识系统,而是对读者有价值有作用者.
其有味,故能索读者玩味.«中庸»有味,«孟子»、«论语»更有味,因此,人们更应当以玩味的方式读

之.程颢简截了当地称:“读书要玩味.”⑤以训诂方式读书,或单以脑袋记诵,书就成为外在于己的对

象,作者亦被当作无生命的古人.人以玩味的方式读书,书中之味才能呈现出来.这点明了:解味经

典不是单向向人施与,读者亦不是纯然被动地接受.经典与读者之间彼此交融、互相授受:经典不离

读者,亦需要读者接受、践行;读者受用经典,亦以生命演绎经典精神,使经典与作者一同复活.
义、味之分自汉末魏晋始.其时,味觉压倒视觉、听觉,确立了中国思想的基本基调⑥.绘画之

“澄怀味象”,书法之“味书”,诗论之“滋味说”(钟嵘),文论之“味文”,中医药以性味为物之类特征,等
等.在味觉思想在各个领域勃兴的同时,佛学以“苦谛”为先也深深打动了中国人的心灵.宋儒在世

界观与方法论层面同时超越魏晋与隋唐,一方面将“解义”推进至“解味”;另一方面,以“乐”扭转

“苦”,从而自觉完成了中国精神的重建.
朱熹特地将二程读«论语»、«孟子»方法辑出,放在«论语集注»前,自觉将“解味”作为解经的基本

方法.我们就以朱熹所辑出的程子材料为主,来考察二程的解经方法:

２５１ 文史哲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弼)颇以所长笑人.故时为士君子所疾.弼为人浅而不识物情.”(何邵:«王弼传»,陈寿:«三国志»卷二十八«魏书
钟会传»附«王弼传»裴注引,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第７９５ ７９６页)

郭象注«庄子»的思路用其自己话说即是“要其会归而遗其所寄”(郭象注,成玄英疏,曹础基、黄兰发整理:«庄子注疏»,北
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２页),这与王弼“得意忘象”方法大体一致.不同于王弼将“形”(“然”)与“体”(“所以然”)相割裂,郭象认

为,每一个“形”(“然”)都内在地有一个“体”(“所以然”),故万物皆可“自化”、“自尔”.
«晋书郭象传»载:“向秀于旧注外而为解义,妙演奇致,大畅玄风,惟«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义零落,

然颇有别本迁流.象为人行薄,以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点定文句

而巳.其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五十«郭象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１３９７
页)

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２２２页.
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１４０页.
关于诸感官之争,及味觉最终占优的历史脉络,请参考贡华南:«中国早期思想史中的感官与认知»,«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６年

第３期.



　　某自十七八读«论语»,当时已晓文义.读之愈久,但觉意味深长.①

通晓文义,为解书第一步,不晓得文义,则势必远离书之意.但知文义不必晓其意,文义并不是儒者

读书的终极目的.程颐这里明确地把“得意味”作为其读«论语»的目的.“意味”是指对象对人的精

神价值,程颐对此解释道:“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与圣人所以至圣人,而
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昼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则圣

人之意可见矣.”②在程颐看来,“意味”即“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与圣人所以至圣人,
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意味乃圣人有而我无者,不仅如此,此圣人之所有对“我”又是可

引导我入圣域者,故对我拥有无限的感召力(意味深长).所以,意味不是对象自身静态的结构、性
质,而是对读者开放,读者与所读之间相遇而感应并涌现者.经典之意味,其自身内在具有一种召唤

人的气象;但此召唤人的气象并非现成地摆在目前,它需要读者感而应之才能呈现出来.召唤 相

遇 感应,对象授而我受,对象召而我就,我感而对象应,授受、召就、感应非一蹴而就.在程颐的观

念中,孔孟著作意味深长,我亦需要昼昼夜夜味之,同时平心易气阙疑,才能得其意味.
味觉活动的特征是自己自觉敉平与对象的距离,彼此相即相融.程颐鼓励玩味«论语»,也不断

强调读者自觉敉平自己与孔子弟子的距离,将自己当作孔门弟子,直接与圣人交接.他说:

　　但将圣人言语玩味久,则自有所得.当深求于«论语»,将诸弟子问处便作自己问,将圣人答

处便作今日耳闻,自然有得.孔、孟复生,不过以此教人耳.若能于«语»、«孟»中深求玩味,将来

涵养成甚生气质!③

“玩味”之“玩”乃收敛功利实效精神,以无功利、非实用的态度进入与展开.将诸弟子问题当作自己

问题,将圣人之答当作是对着自身问题而施与的教导,以此将自己置身«论语»内部,将圣人言语当作

生命之营养,这样读书,自己才能真正有所得.其得不仅是指解理智之惑,而且是能够涵养气质,成
就更高的生命境界.“玩味”需要自身生命向圣贤敞开,也需要将圣人言语还原成直指生命之药方,
此即“切己”.程子反复强调这一点:

　　凡看«语»、«孟»,且须熟读玩味.须将圣人言语切己,不可只作一场话说.人只看得此二书

切己,终身尽多也.④

让圣人教导直接入身入心,让自家生命沐浴在其中,得其养料,而不断完善.
玩味的目的既要明义理,又要别是非,也就是要把理涵养于心.“格物亦须积累涵养.如始学

«诗»者,其始未必善,到悠久须差精.人则只是旧人,其见则别.”⑤玩味、涵养是个展开过程,得味多,
理义养人则见识高,气质变化而境界高.人在形体上仍旧,生命却日新,在程子看来,这才是读圣贤

书之妙用.所谓“读«论语»,旧时未读是这个人,及读了后又只是这个人,便是不曾读也”⑥,读一定要

以之作用于自家生命,由此改变自身.视之为与己不相干之事,此为儒者所深戒.
每个人涵养有别,体物有别,在程氏看来,此即造成“意味气象”之别.“所谓‘日月至焉’,与久而

不息者,所见规模虽略相似,其意味气象迥别,须心潜默识,玩索久之,庶几自得.学者不学圣人则

已,欲学之,须熟玩味圣人之气象,不可只于名上理会.如此,只是讲论文字.”⑦“意味气象”乃是圣贤

真正生命,呈现于文字、著作,学者的任务就是透过文字、著作,以自身生命契接圣贤生命,以自己的

生命感应、迎接经典,经典于是向人敞开,进入学者的真实生命.这种双向感应,彼此相融相即,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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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２６１页.
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３２２页.
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２７９页.
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２８５页.
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１６４页.
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２６１页.
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１５８页.



解味之实质.程氏以这种方式接续着儒学命脉,并以味之长短别儒释:“圣人之言依本分,至大至妙

事,语之若寻常,此所以味长.释氏之说,才见得些,便惊天动地,言语走作,便是味短.”①“味长”故受

用长,“味短”即意味着滋养有限.
解味的前提是自身有品味能力、气质、气象,即自身是一个有品味的生命体,能够与圣贤、经典

“对味”(如周敦颐“寻孔、颜乐处”,程颢“自十五六时,与弟颐闻汝南周敦颐论学,遂厌科举之习”②).
解味指向当下生命与生活,既为当下生命提供营养,也为当下生活提供价值目标.对宋儒来说,这个

品味能力、气质、气象即如理而在.通过修行工夫,身心如理,始可“理会”物理,始可理会圣贤之意味

(如“孔颜之乐”).
修行是个过程,解味也是个过程.解味展开为“对味”,进而“玩味”、“得味”.“得味”则得营养,

藉此可变化气质,修成更高的品味,进而可获得更多的理味、道味.由此,圣贤通过知音而降临,经典

通过人格气象而复活.圣贤与经典一道催生新的生命,此为解味之“济”.
朱熹继承程子读书法,对“解味”作了大量细致的发挥.比如,朱熹说:

　　«论语»难读.日只可看一二段,不可只道理会文义得了便了.须是子细玩味,以身体之,见

前后晦明生熟不同,方是切实.③

解味的前提是经典与自身之间距离的消弭,“生”意味着彼此有隔,“熟”则表明彼此无隔.同样,书读

得“快”则经典与自身之间来不及接触,或接触不深,这同样无法让自身与经典深度融合.熟读,慢慢

玩味,道理自然出,由此经典之意味才能源源不断地涌现.得其意味是首要目标,实现这个目标则需

要一些必要的准备.对于读书来说,需要“看”,需要“熟读”.书与人的距离打破,才能得其意味.
宋儒很喜欢用“理会”一词,比如朱熹说:“只有两件事:理会,践行.”④就外延说,与践行相对的理

会相当于广义的“知”,即与他者交接、融摄,对他者的领悟与通达,将他者体之于身.在此意义上,理
会即格物,也就是玩味.朱熹将此作为区别于汉儒的思想方法,详尽阐发并极力推行.他说:

　　读书,须要切己体验.不可只作文字看,又不可助长.学者当以圣贤之言反求诸身,一一体

察.须是晓然无疑,积日既久,当自有见.但恐用意不精,或贪多务广,或得少为足,则无由明

耳.读书,不可只专就纸上求理义,须反来就自家身上推究.秦汉以后无人说到此,亦只是一向

去书册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会.自家见未到,圣人先说在那里.自家只借他言语来就身上推

究,始得.今人读书,多不就切己上体察,但于纸上看,文义上说得去便了.如此,济得甚事!
因提案上药囊起,曰:“将已晓得底体在身上,却是自家易晓易做底事.解经已是不得

已,若只就注解上说,将来何济!”⑤

在朱子看来,将经典仅仅看作文字,或将经典所载视为外在于自家生命的客观道理,这是秦汉人

之歧途.经典记载着圣贤亲身经历之事件,其所阐发的道理亦是圣贤自身的道理.因此,从纸张上

的文字回到实实在在的道理,从训诂注解回到在自家身上切要处理会,遂被确立为宋儒独特的思想

方法.
自家身上具有道理,圣人所教的道理就内容说与自家身上的道理相一致,但形式上,一道理在

外,一道理在内.学与问就是两道理之聚———“会”⑥,以己会圣人,以圣人会己,由会而通,以开启自

己的真生命.所谓“真生命”是指出乎道理、合乎道理,与道理相通达的生命.“理会”由“切己”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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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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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１５３ １５４页.
脱脱等撰:«宋史»卷四二七«道学传一»,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１２７１２、１２７１６页.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４３３页.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１４９页.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１８１页.
用朱熹自己的话说就是:“会,谓理之所聚而不可遗处.”(朱熹撰,廖名春校释:«周易本义»,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第２３１页)



入,逐步“体认省察”,道理为我所受用,最终成为“自家物事”①.所谓“自家物事”当然不是说,道理属

于个人,而是说,道理成为自己真实的生命.
由粗至精,由小至大,只有通过切入性的味来实现.即玩味文字,玩味所说,玩味接物,这样既可

理会其粗,也可理会其精.玩味首先需要领悟圣贤之意味,得其意味同时是一个吸收、消化意味的过

程,消化就是将圣贤之意体之于身②.
朱子曰:

　　大凡为学,须是四方八面都理会教通晓,仍更理会向里来.譬如吃果子一般:先去其皮壳,
然后食其肉,又更和那中间核子都咬破,始得.若不咬破,又恐里头别有多滋味在.若是不去其

皮壳,固不可;若只去其皮壳了,不管里面核子,亦不可,恁地则无缘到得极至处.大学之道,所

以在致知、格物.格物,谓于事物之理各极其至,穷到尽头.若是里面核子未破,便是未极其至

也.如今人于外面天地造化之理都理会得,而中间核子未破,则所理会得者亦未必皆是,终有未

极其至处.③

真正的“格”需做到表里精粗无不到,既要去其“皮壳”,也要咬破“核子”.“皮壳”不是与本质相对的

“现象”,而是“表”,其自身有其滋味;“核子”不是物之唯一的“本质”,它是“里④”,是“精”.较之皮壳,
核子“别有多滋味在”,乃是理之极至处.对“核子”,需要“咬破”.“咬破”就是“尽”,就是“切己”之
“切”.不过,在朱子看来,“切”字还不够,“尽”才是为学之极至处:

　　“致知,是推极吾之知识无不切至”,“切”字亦未精,只是一个“尽”字底道理.见得尽,方是

真实.如言吃酒解醉,吃饭解饱,毒药解杀人.须是吃酒,方见得解醉人;吃饭,方见得解饱人.
不曾吃底,见人说道是解醉解饱,他也道是解醉解饱,只是见得不亲切.⑤

“吃”是摄物入己,是己之欲与物之性合,如此方见物之亲切.在朱熹,格物之格首先是“至”⑥,但“至”
不仅仅是“接”,而且是“尽⑦”.“至”、“尽”还比较含混,其实就是“咬破”、“吃”,也就是“内外之理合”.
当然,能玩味、得味者自身需要调整精神态度,这样才能保证解味正常展开.朱熹对此也多有交代,
他说:

　　读书,放宽著心,道理自会出来.若忧愁迫切,道理终无缘得出来.⑧

大学须自格物入,格物从敬入最好.只敬,便能格物.敬是个莹彻底物事.⑨

解味者是个“放宽着心”的人,是以“敬”在世的人,是有理有性有情的人,而不是悬置理性情的纯粹直

观者,这是解味者的一般特征.解味的展开,需要主动以宽心、诚敬态度迎接经典,并以此态度融入

经典的世界之中.如此方可接受、吸收、消化其中之理味,进而涵养、成就自身精神生命,并最终完成

圣贤精神生命之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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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今只是要理会道理.若理会得一分,便有一分受用;理会得二分,便有二分受用.理会得一寸,便是一寸;一尺,便是一尺.
渐渐理会去,便多.”(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１５７页)理会即玩味,故有受用.

具体说就是存理去欲:“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天理明,自不消讲学.人性本明,如宝珠沉溷水中,明不

可见;去了溷水,则宝珠依旧自明.自家若得知是人欲蔽了,便是明处.只是这上便紧紧着力主定,一面格物.今日格一物,明日格

一物,正如游兵攻围拔守,人欲自消铄去.”(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２０７页)格物是为了销铄人欲.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４１５页.
朱熹对“里”有细说:“里便是就自家身上至亲至切、至隐至密、贴骨贴肉处.”(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３２３

页)“表者,人物之所共由;里者,吾心之所独得.表者,如父慈子孝,虽九夷八蛮,也出这道理不得.里者,乃是至隐至微,至亲至切,
切要处.”(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３２５页)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３９１页.
“格物.格,犹至也,如‘舜格于文祖’之‘格’,是至于文祖处.”(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２８３页)
“格物者,格,尽也,须是穷尽事物之理.若是穷得三两分,便未是格物.须是穷尽得到十分,方是格物.”(黎靖德编,王星贤

点校:«朱子语类»,第２８３页)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１６４页.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２６９页.



三、解味何以可能

宋儒解味之所以可能,乃在于新的世界观之确立.具体说,对天地万物的重新理解与规定、与天

地万物交往之新态度与新的方式之确立,为解味提供了具体的思想条件与根据.因为解味不仅被理

解为通达经典的不二法门,同时也被理解为儒者对待世界万物的基本态度与方式,或者说,乃儒者的

存在方式.
周敦颐扭转佛学空寂一味观念,开创了宋儒的精神方向.他认为世界万物真实不虚,且充满生

机,具有价值意味.所以,人与物都值得尊重与留恋.宋儒强调理之所当然,其内涵正是万物的价值

意味.在新的世界中,重要的不是客观之理(实然与所以然),而是其价值意味(所当然).新的世界

观决定了新的思想方法,他们所提倡的观(邵雍)、感(张载)、格物、玩味、理会,构成了宋儒独具一格

的思想方法.从寻孔颜乐处始,不止于客观之意,而重内在感受,重消化、重体验,从自身生长出富含

生命气质的理学.
在实践上,周敦颐自觉欣赏宇宙万象.比如程颢回忆他:“窗前草不除去,问之,云:‘与自家意思

一般.’”①可以看出,周敦颐自觉规避佛教“缘起说”(包括业感缘起、赖耶缘起、如来藏缘起、法界缘起

等)对宇宙万象的拆除、解构,而将万象(如莲②、窗前草等一花一草)视为富有活泼生机之存在.即是

说,一花一草与“自家”一样都是独立的、完整的整体,它们独立自足,不可还原,也不必还原.这就在

世界观与方法论上自觉扭转了佛学人“无我”,物“无自性”之空寂一味说.这就为宋儒确立了一崭新

的思想方法.“寻孔颜乐处”③,正是这一思想方法之具体应用.具体说,这个方法就是,在圣贤之言

中求得意,以圣贤精神滋养自己精神,以自身生命演绎儒家精神.同时,以“乐”而非“苦”作为在世之

基本态度,也确立了宋儒思想的精神方向与崭新的思想方法,包括以成就精神生命作为经典诠释的

指向之道路,同时也用精神生命复活了作为精神生命载体的范畴.
邵雍在«观物内篇»中自觉立足于儒家立场重建“物”,而对“物”的内涵与外延都进行了界定.从

外延说,“物”包含“天”、“地”、“人”,以及金木水火土、动植物等一切存在.天有阴阳、四时,一阴一阳

交,有天之用.地有刚柔、四维,一刚一柔交,有地之用.天生于动,地生于静,一动一静交,天地之道

尽之.寒暑昼夜交,天之变尽之;雨风露雷交,地之化尽之;性情形体交,动植之感尽之;走飞草木交,
动植之应尽之.天地万物由此变化无穷,感应不已.人为物之至,圣人为人之至.天地万物不再被

视作随众缘而起之虚幻,正因为其不断变化与感应,故天时地理人情都真实无妄.此变化无穷、感应

不已的天地万物乃唯一的天地万物,此天地万物之外、之后不存在其他天地万物.我们能知、能言的

就是这个天地万物,谈这个天地万物之外之天地万物者为妄人、妄言、妄知④.
邵雍自觉重建“天地万物”,同时从方法层面入手,展开了对儒家思想方法的重塑.佛教有“肉

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之说(«金刚经一体同观分第十八»),将“观”视作涅槃二法门

之一.邵雍基于重建的天地万物,针对佛家之“观”法,力主“观物”说.其所谓“观”不是以“五眼”观,
也不是“一心三观”(空观、假观、中观)之“心观”,而是“理观”.他说:“天所以谓之观物者,非以目观

之也.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也,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也.”⑤邵雍这里区分了几种观物方式:“以
目观之”、“以心观之”、“以理观之”.“以目观之”即用眼睛捕捉物体的形状、色彩;“以心观物”即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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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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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６０页.
佛教亦推崇“莲”,义有二:出水(出离泥浊而清净)与开敷(能开真理).周敦颐则取其“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君

子品格.莲“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此品格标识着这个世界的一花一草本身就具有价值,其本身就是目的.因此,可以说,
周敦颐对“莲”的欣赏直接针对佛学义,而且扭转了佛学义.其用心实深远可嘉!

程颢尝曰:“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１６页)
以上内容参见邵雍著,郭彧整理:«邵雍集»,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第１ ８页.
邵雍著,郭彧整理:«邵雍集»,第４９页.



这个特定的、有情有性的存在视角观看事物;“以理观之”即从物之理出发观看事物.“以目观”与“以
心观”属于“以我观物”;“以理观”属于“以物观物”.不过,身物一体,因而,邵雍所说的“物”不是独立

的实体,所谓“理”也不是物自身所特有的属性、结构或其运动规律,它与人之身相通,因而,它并没有

独立自存的特质.在邵雍看来,我亦人,人亦我,我亦物,返回自身,即可知人、知物.因而,邵雍的

“以物观物”并不是“客观”(悬置个人情意、信念等存在特征,以纯粹理性观物),甚至也不是“类观”
(以人类的立场观物).“观物”最终都落实到“观身”,“观物”即“反观”.

邵雍肯定只有一个“天地万物”,张载则在«西铭»中自觉构建了一个在中国的“西天世界”,所谓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这一整套的世界不再是一个才性的世界,而是一个充满

温情的家庭.大君是嫡长子,大臣是他的家相.在这个世界中,所有的人,人与人之间,都能感同身

受.可以说,张载的«西铭»所构建出来的是伦理化的世界,并以这样一个精神世界来代替魏晋以来

传入的佛教化的西天世界.有了这个世界,我们不再向往西方的极乐世界.或者说,在我们的东土

就可以实现这样一个理想的极乐世界.这个世界与«礼运»篇构建的“小康”、“大同”有承续的关系,
其核心是理、理一分殊①.在这个世界中,我们与人打交道是真实的、实在的,与物打交道也是真实

的、实在的,我们孝顺父母、过日常生活都可以获得终极的满足.这个世界中的物乃是我们每天都交

往的朋友(物与).
对于思想方法,张载同样复活了汉人自己的精神传统.他首先将“体”、“感”与“闻见”区别开来.

“闻”、“见”之展开皆以人与对象之间保持距离为前提,即将“我”与“物”分割为“二”,其所把握的都是

“非我”之事物确定的特征.以“我”与“非我”的划分为前提,“闻”把握“非我”之音声,“见”把握“非
我”之形色.故“闻见”实质上是对事物的认知性把握.在张载观念中,“体”、“感”不能以“闻见之心”
为“心”,也不能以“闻见”为“用”,即将“感”引向认知.“体”、“感”的展开首先应当“视天下无一物非

我”②,即打开自心,视天地万物为“我”,由此“体”、“感”天下之物.所谓“体物”、“体身”之“体”,是指

在物我一体前提下,人将物、身体之于身心.
在张载看来,“感”为“咸”,以“合”为基本特征,此正是解味之本质.他说:

　　天包载万物于内,所感所性,乾坤、阴阳二端而已,有无一,内外合,此人心之所自来也.
若圣人则不专以闻见为心,故能不专以闻见为用.无所不感者虚也,感即合也,咸也.以万物本

一,故一能合异;以其能合异,故谓之感;若非有异则无合.天性,乾坤、阴阳也,二端故有感,本

一故能合.天地生万物,所受虽不同,皆无须臾之不感,所谓性即天道也.感者性之神,性者感

之体.③

张载以“感”作为世界万物基本存在方式,也将“感”作为理解世界万物的基本方式.天地万物皆无须

臾之不感,人亦以“感”的方式在世,也以“感”的方式待物.“感”并非人单向的认知,而是人与另一个

与己一而异的他人、物之间相互的给予.在这个“合异”过程中,不以有限的闻见之心为心,而以大公

无私之“性”为“体”.把“性”确立为“感”之“体”,因为“性”不以“闻见”为用,不以闻见所限,因此能够

保证自身之“感”顺畅展开.所“感”者为“对象”,每个“象”自身亦有相互感应激荡之二端,“万象”由
此生生不已.通过“感”,张载一方面将天地万物理解与规定为相互感应与激荡者,由此赋予了天地

万物以无尽的生机;另一方面,“感”也被理解为人通达天地万物的必要的思想方式.万物自身有无

尽的生机,并随时向人敞开,吸引人与之相就,对人而言即有价值意味.人以“体”、“感”等方式迎接、
亲近万物,与之相即相融,此即以咸万物、味万物.简言之,“感”即解万物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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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理一分殊”同样是对魏晋玄学的回应.如我们所知,王弼以“一本”息“万殊(理)”,郭象以“万殊(理)”(独化之理)消“一
本”,“一本”与“万殊”被不同方式割裂为二.宋儒以“理一分殊”方法将“理”贯彻“一”与“万”,真正实现了“理”之一统.

张载著,章锡琛点校:«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８年,第２４页.
张载著,章锡琛点校:«张载集»,第６３页.



二程师侍茂叔,将其所开创的精神方向光大.明道曰:

　　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①

“天理”为二程思想核心,此正是他寻孔颜乐处之所得:天理乃是程氏之生命契接孔颜生命所创生出

来的新的精神生命.当然,这不是说,天理乃程氏私家所有,程氏曰:

　　天理云者,这一个道理,更有甚穷已? 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穷居

不损.②

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己何与焉?③

“不加不损”表明天理的客观性、恒常性,“只有一个天理”表明天理的绝对性.天理恒常与绝对并非

意味着它是一个对人人都具有现实性、光辉辉的物事.天理之呈现恰恰需要人去体贴,“自家体贴”
标示出了穷理之路径.所谓“体贴”不是客观的认知,不是从无到有之发明,而是修持之于身.

修持于身之可能,乃在于万物皆有理,有理之万物间彼此相互感应.所谓:“天地之间,只有一个

感与应而已,更有甚事?”④人亦有理,以己之诚敬感万物则己与物之理通,通物理即可得其理.
二程不仅像张载一样谈“感应”,而且将«大学»中的“格物”拎出,加以特别理解与强调.何谓“格

物”? 程氏以“至”解“格”,认为:“‘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穷理而至于物,则物理尽.”⑤格是至,即人

至于物.不过,人之至并非带着好奇而至,亦非不带任何成见而直观物理,而是带着“诚意”,带着

“理”至于物.所以,程氏格物说不是要做客观的认知.既然物理非一物本身所有,穷究事事物物之

理即为多余,只须一事一物上穷尽即可.万物皆是一理,穷得一物一事之理,进而类推,即可格得

物理.
物理与人理通,穷物之理也就是穷人之理,穷人之理也就是尽人之性,因为物我之理本一:“物我

一理,才明彼即晓此,合内外之道也.”⑥物理在外,与人有隔;人理在内,与身同在.因此,格物之理,
不若格人自身之理,后者切己,对自身生命尤其重要.

“格物”乃是与“致知”、“诚意”、“正心”为一体的在世方式.用今天的术语说,格物是认识论与伦

理学的统一.也就是说,格物既不是纯粹的认知,也非纯粹的伦常,乃是伦理化的认知,或者说是认

知化的伦理.格物的这个思想特色是儒家思想的理论自觉,朱熹深明此义,他说:

　　这个道理,自孔孟既没,便无人理会得.只有韩文公曾说来,又只说到正心、诚意,而遗了格

物、致知.及至程子,始推广其说,工夫精密,无复遗憾.⑦

为了阐发其格物思想,朱熹特地补上了«大学»之“格物致知传”: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

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

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

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⑧

在朱熹看来,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完整的儒家,孔孟之后,这个传统中断了.
到了程子,这个传统才重焕生机.尽管朱熹把“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皆纳入格物之属⑨,但较之

«大学»之其他条目,对格物的关注无疑是其思想之彪炳处.格物的最大特征是对外物的关注,因此

８５１ 文史哲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４２４页.
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３１页.
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３０页.
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１５２页.
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２１页.
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１９３页.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４２１页.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６ ７页.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４２１页.



强调格物的意义在于,将注重人伦日用的儒家之视界拓展至家国天下之外.朱熹补格物传,表明宋

儒对认知方法、认知态度之高度自觉.格物保持着对世界的开放姿态,通过格物而致知,使人保持着

对世界万物的通达关系.他说:

　　外物亦是物.格物当从伊川之说,不可易.洒扫应对中,要见得精义入神处,如何分内外!①

在这里,朱熹将物的最朴实的意义凸显出来,拒绝将外物销融入内,保留住外物,也就保留住了通达

万物的路径.不过,通达万物却不是以万物为目的,更不能以万物作为精神归宿.

　　格物者,如言性,则当推其如何谓之性;如言心,则当推其如何谓之心,只此便是格物.穷理

格物,如读经看史,应接事物,理会个是处,皆是格物.只是常教此心存,莫教他闲没勾当处.公

且道如今不去学问时,此心顿放那处? 格物,须是从切己处理会去.待自家者已定叠,然后渐渐

推去,这便是能格物.‘格物’二字最好.物,谓事物也.须穷极事物之理到尽处,便有一个是,
一个非,是底便行,非底便不行.凡自家身心上,皆须体验得一个是非.若讲论文字,应接事物,
各各体验,渐渐推广,地步自然宽阔.②

从对象说,格物之物指“眼前凡所应接者”,不仅包括所应接之物,还包括所应接的事.从内容说,格
物之格不仅指察识事物之名,如性、心,更重要的是指,推致“如何谓之”,即推致事物之所以然(如朱

熹所常言“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厚,鬼神之所以幽显”等),即事物之理.由此看,格物有其认知

面向.

　　圣人只说“格物”二字,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会.且自一念之微,以至事事物物,若静若动,
凡居处饮食言语,无不是事,无不各有个天理人欲.③

不过,格物之认知非纯粹求知,物理之中有“是”有“非”.“是非”指事物对人的意味,也指人的相应态

度,包括“所当然”(“应该”与“不应该”).人对事物的态度是了便是“天理”,不是便是“人欲”.“人
欲”即是从一己之私欲出发,使事物屈从于自己的私欲,而不是依照其理展开.“以诚格物”即是天

理,也就是以诚待物,以其理待之,使事物各得其当.

　　他内外未尝不合.自家知得物之理如此,则因其理之自然而应之,便见合内外之理.目前

事事物物,皆有至理.如一草一木,一禽一兽,皆有理.草木春生秋杀,好生恶死.‘仲夏斩阳

木,仲冬斩阴木’,皆是顺阴阳道理.非其时不伐一木,不杀一兽,此便是合内外之理.④

所格为“春生秋杀,好生恶死”、“阴阳道理”、“万物均气同体”等对象,相应地,人因理而应之,顺理而

为.所格虽在外,人之顺应间已将之笼罩涵摄,即由人之内而合其外,此即“合内外之理”.以“合内

外”为基本特征,“格物”之“格”与“感通”之“感”显然同义.基于此,朱熹一再使用“感格”一词:“然人

死虽终归于散,然亦未便散尽,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远者,气之有无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

是他子孙,必竟只是一气,所以有感通之理.”⑤“感格”指的是祭祀中祭祀者对待先祖的方式.感格即

感通,祭祀者以诚敬感格⑥,即以诚敬与先祖相互感应.
对于人来说,内外合的最大困难是“如何合”问题.识阴阳而与其时固好,但在实际生活中,利用

而非欣赏、观看决定了人必须掌握对于万物的实践性操作性知识.朱子说:

　　一身之中是仁义礼智,恻隐羞恶,辞逊是非,与夫耳目手足视听言动,皆所当理会.至若万

物之荣悴与夫动植小大,这底是可以如何使,那底是可以如何用,车之可以行陆,舟之可以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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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４０７页.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２８４页.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２８７页.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２９６页.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３７页.
“能尽其诚敬,便有感格,亦缘是理常只在这里也.”(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４６页)



皆所当理会.①

掌握了“如何使”、“如何用”,才能够真正做到“合内外”.“如何使”、“如何用”其实就是万物对于人的

意味,关注万物“如何使”、“如何用”即是关注万物对于人的意味,而不是物自身独立自存的客观

属性.
以万物为精神归宿即宋儒所说的“外驰”,朱熹对“外驰”之病颇有警觉,为此,他甚至严格规定了

“内外”的比例:

　　内事外事,皆是自己合当理会底,但须是六七分去里面理会,三四分去外面理会方可.若是

工夫中半时,已自不可.况在外工夫多,在内工夫少耶! 此尤不可也.②

对外的工夫不能过半,过半则为“非”.这种观念看似僵化,但较之对外物的漠视,已经难能可贵③.
当然,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对外物的理会,所谓格物,所追求及所得者并非是关于外物自身的属性、结
构等客观性质,而是对人有意味者.所得是对人有意味者,故物理与人心之理非二理,而是一理,朱
熹说:

　　格物、致知,彼我相对而言耳.格物所以致知.于这一物上穷得一分之理,即我之知亦知得

一分;于物之理穷二分,即我之知亦知得二分;于物之理穷得愈多,则我之知愈广.其实只是一

理,“才明彼,即晓此”.④

物之理即我之理,我之理即我的当行之则.尽得物理,又可得当行之则.因此,格物追寻的不是关于

外在世界的客观知识,不是“外驰”,而是“己事”,故可说是修养方法.但这又不仅仅是修养方法,同
时也是对外在世界的一种态度与知见,即将外在事物与自身看作息息相关者:

　　而今只且就事物上格去.如读书,便就文字上格;听人说话,便就说话上格;接物,便就接物

上格.精粗大小,都要格它.久后会通,粗底便是精,小底便是大,这便是理之一本处.而今只

管要从发见处理会.且如见赤子入井,便有怵惕、恻隐之心,这个便是发了,更如何理会.若须

待它自然发了,方理会它,一年都能理会得多少! 圣贤不是教人去黑淬淬里守著.而今且大著

心胸,大开著门,端身正坐以观事物之来,便格它.⑤

格物既是一种修养方法,也是一种认知方法.格物者以敬为精神准备,而不是悬置格物者,所格者不

是无主体之知,而是有主体,有我之知.对于儒者来说,以诚敬在世,以诚敬格物乃是其基本追求与

内在要求.读书是格物,接物是格物,做事是格物,穷理也是格物.敞开心胸,有物来便格,一切皆是

格物.我们当然也可以说,接物、处事、穷理、格物皆是玩味、解味.换言之,格物亦是解味万物的

方式.
宋儒从反对、超越佛学“空寂一味”始,重建生机盎然的万物(周敦颐、邵雍),进而将物理解与规

定为与人亲善者(如张载之“物与”)、内含价值意味者(程朱之“物理”皆包含“所当然”).与此相应,
以诚、敬方式感、格、味、理会成为与万物交接的基本方式,也构成了人在世的基本方式.不妨说,解
味乃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以解味方式对待经典不过是其存在方式的具体展开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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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３９４ ３９５页.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４０６页.
历史地看,王弼通过言意之辨,扭转了汉儒钻进旧纸堆的精神趋向,而注目“意”———意义.但王弼区分了“然”与“所以然”,

将万物视为“然”,而贬抑了万物之实际存在.宋儒重建有价值意味的万物,朱熹的格物说正是此思潮的重要推进者.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３９９页.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２８６页.
陆九渊说:“君子之道,淡而不厌.有滋味便是欲.”(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４６０

页)以解味方式展开自身,内含着对解味的约束、规范,比如,私人性味觉被控制,通过涵养、变化气质,以敬在世.以敬取物,对物之

意味的择取,并以之成就自身,这构成了儒家式味觉思想的基本特征.



四、馀论:格物与解味

“格物”如何理解? ２０世纪以来,随着对西方知识体系的接受,国人对于格物越来越陌生,对其

理解也越来越困难.尝试理解格物者不乏其人,却由于各自立场的差异,对格物的理解呈现言人人

殊之态.冯友兰将格物解为“修养方法”,贺麟将格物解为“直觉”,牟宗三将格物解为泛认知主义方

法,张立文将格物解为体知,等等.显而易见,现代哲学对格物的解释正逐渐接近格物的实质.
首先意识到格物问题的是冯友兰.他认为朱子的“格物”不是求知识之科学:

　　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

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
则诬朱子矣.①

将格物区别于近代以来的科学知识体系,这是非常准确的判断.类似的表达不绝如缕,如劳思光说:

　　“格物”仍非求取经验知识之意,且‘格物’之目的并非求对经验世界作客观了解,与经验科

学之为求知而求知实不相同.是以,无论赞成或反对朱氏之学说,凡认为朱氏之“格物”为近于

科学研究者,皆属大谬.②

格物不同于科学知识经验,将之归结为“修养方法”,我们承认其有高妙之处.但衡之当代知识架构,
“修养”乃是与“知识”分属不同领域与途径者.将格物与知识相对,给人一种格物远知识的暗示,而
这并非格物的实义.

以科学方法解释格物不合适,以修养方法装之亦不合适.于是,贺麟用了另一个充满张力的概

念———直觉———解释朱熹的“格物”,但至此问题很难说已经解决.他说:

　　依我的说法,朱子的格物,既非探求自然知识的科学方法(如实验方法、数学方法等),亦非

与主静主敬同其作用的修养方法,而乃寻求哲学或性理学知识的直觉方法,虽非科学方法,但并

不违反科学违反理智,且有时科学家亦偶尔一用直觉方法,而用直觉方法的哲学家,偶尔亦可发

现自然的科学知识.朱子之所以能根据他的格物穷理的直觉方法以建立他的理学系统,并附带

于考据之学有贡献,且获得一些零碎的天文、地理、律历方法的知 识———对 与 不 对,姑 不 具

论———即是这个原因.又直觉方法虽与涵养用敬有别,不是纯修养的方法,但因与直觉既是用

理智的同情以体察事物理会事物的格物方法,故不是与情志、人格或修养毫不相干.直觉的格

物法可以使人得到一种精神的真理,足以感动人的情志的真理,换言之,直觉法是可以使人得到

宋儒所谓“德性之知”或今人所谓“价值的知识”或“规范的知识”的方法.而且只有直觉方法可

达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最高境界.盖只有直觉方法方能

深入其里,探究其精,而纵观其全体大用.而科学方法则只求认识表面的、粗的、部分的方面并

没有认识形而上的、里面的、精的、全体大用之职志也.③

以直觉解格物的积极意义在于,它指示了在科学方法(如实验方法、数学方法等)之外,还有其他认知

方法,甚至是更高级的获取知识的方法.同样,以直觉解格物的问题在于,直觉仍然是一个含混的概

念.因为,我们通过直觉这个词所了解的信息实在有限,且往往与神秘混杂.以直觉解格物,较之将

格物比拟于科学认知,更接近格物之实质.不过,以直觉说格物往往将其导向理性的反面,甚而混淆

了格物之本质.格物本身乃是理性之运作,只不过,此理性乃是可深入其里、探究其精的味觉思想成

就之理性,而非视觉思想成就之理性.阴阳消息、刚柔摩荡、升降沉浮、幽明之故、氤氲生机,此是格

物之架构,也是格物之内容,其核心是性与天道相互授受、相互成就.

１６１从解义到解味———兼论宋儒的思想方法

①

②

③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２６９页.
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三册(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２３４页.
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８４页.



牟宗三立足于“道德的形上学”,分判宋明儒为三系,将朱熹斥为宋儒之“别子”,并认定朱熹之格

物为“泛认知主义”.他说:

　　把仁体、性体俱视为存在之然之所以然而由格物之就“存在之然”以推证而平置之,此已是

泛认知主义矣,然此犹是格物之实义,犹是就“存在之然”说,而今复进而说“推究如何谓之性”亦

是格物,混虚实而为一,此则真成泛滥之泛认知主义矣.①

“泛认知主义”所批评的是,格物所提供的“只是理”,也就是说,“理”与“心”为二,或者说,理乃是外在

于心者,因此并不能成就自律道德.从对牟宗三所谓心体的开显说,格物或许并不能胜其任.但就

现实的道德修养说,格物对所以然与所当然的共同追寻亦将对道德有所成.在此意义上,以“泛认知

主义”批评朱熹的格物并不中肯.
张立文将朱熹的格物放在“从物到理的认知过程”之中考察,并以“体知”来概括格物②.诚然,

“体知”较之“直觉”更突出了格物之“认知”的维度,而且更贴近中国哲学.但格物所包含的丰富的存

在论意蕴,比如,作为在世方式与自我成就的方式,这在“体知”中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承载.由此看,
体知与直觉一样失之笼统.较之直觉、体知这些范畴,“解味”无疑能够真正承载格物所蕴含的丰富

意蕴③.

[责任编辑　邹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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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３５０页.
参见张立文:«朱熹思想研究»第九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王阳明主“心外无物”,格物即格心,故其训“格”为“正”.“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王守仁撰,

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１２０页)心不可看,但仍可“味”.颜元云:“‘格’即手

格猛兽之格,手格杀之之格.”(颜元著,王星贤、张芥尘、郭征点校:«颜元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第１５９页)以“手格猛兽”训
“格”,强调的是整个人的投入,而不是人的悬置.在此意义上,对格物的训解并未逸出味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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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炎学术文集»出版研讨会”综述

郭 玉 越

　　２０１７年５月１日,由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

中心、儒学高等研究院和文学院共同主办的“«陈
炎学术文集»出版研讨会”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

举行.山东大学终身教授曾繁仁、山东大学副校

长胡金焱出席会议并致辞,来自国内文艺学、美
学和儒学界的三十余位专家学者,陈炎教授的家

人和学生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陈炎学术文

集»的出版和陈炎的学术思想两个主题进行了

研讨.
«陈炎学术文集»２０１６年１２月由高等教育出

版社出版发行,主要收录了陈炎教授生前发表在

各类学术期刊上的１７６篇论文,总计１６０余万

字.文集共有五卷,其中“文化哲学”两卷,共６７
篇;“文艺美学”两卷,共６０篇;“文艺评论”一卷,
共４９篇.曾繁仁先生在致辞中指出,陈炎教授

是我国著名的美学家,也是著名的文化学者,在
审美文化、美学基本理论、文艺美学、中国传统文

化等诸多领域都有开创性研究,有些成果带有突

破性,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文集集中反映了他

的学术活动、水平、风格、文采,凝聚了他三十多

年的心血,必将留在学术史上和我们的心中.杜

泽逊(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认为,«陈
炎学术文集»集腋成裘,分量非常重,它不仅是一

份珍贵的纪念品,更重要的是,它把陈炎教授多

年的研究心得汇集在一起,方便了后世学人的查

阅、学习和研究.同时,他还向参与文集编辑和

出版的人员表示了敬意.郑春(山东大学文学院

教授)、王德胜(首都师范大学美育研究中心教

授)在发言中提到,五卷本的«陈炎学术文集»有
着广博的学术视野和丰富的学术涉猎,而支撑这

份广博和丰富的是陈炎教授孜孜不倦的耕耘和

对学术事业的热爱.

除了对«陈炎学术文集»的成就和价值进行

梳理之外,与会学者还追忆了陈炎教授的学术道

路,研讨其学术思想.姚文放(扬州大学文学院

教授)认为,陈炎教授的学术道路起于美学研究,
兴于文化研究,最终还是结于美学研究.一个学

者的道路就应该像他这样,起于学术,兴于探索,
回到原点.这里面既是一种定位,也是一种探

索,又是一种丰富,还是一种固守.周均平(山东

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总结到,陈炎教授有着强

烈的学术使命感,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有着自

觉先进的学术理念和方法,主张学问无中西、学
问无古今、学问无疆界、学问无大小,倡导价值中

立、方法多元,他解构了我们过去长期争论的中

西优劣问题、古今价值取向问题和体用之争,展
现出宏大的学术气象.颜炳罡(山东大学儒学高

等研究院教授)指出,陈炎教授在学术研究上始

终坚持独立之人格、民主之做派、理性之思考,是
一位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郑杰文(山东大学儒

学高等研究院教授)认为,虽然陈炎教授生前担

任了很多行政职务,但他最钟爱的还是学术研

究,在整个学术生涯中,他心存高远之志,不取非

宜之名,乐于成人之美.仪平策(山东大学文艺

美学研究中心教授)认为,陈炎教授之所以能够

取得诸多学术成就,是因为他有着矢志不渝的学

术信念、价值中立的学术理念和清晰明确的学术

思维.王汶成(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

授)将陈炎教授的学术研究方法归纳为五点:一
是锐意创新与求实求真相结合,二是理论提升与

历史反思相结合,三是以美学为本位的跨学科、

　

作者简介:郭玉越,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博士

研究生(山东济南２５０１００).



跨文化研究,四是以价值中立为出发点的多元视

角研究,五是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理论建构研

究.王杰(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
杨存昌(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彭修银(中
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韩德信

(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指出,
陈炎教授不仅自己重视学术创新,还注意扶持后

学,有教无类,鼓励青年学者的新观点、新思路、
新方法,激赏他们的新论文和新著作.程相占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授)通过一首七

言诗来总结陈炎教授的学术思想,并寄托哀思:
“如水之交三十载,一旦永诀哀自来.中西美学

纵驰骋,古今儒论任剪裁.文明三型已立说,文
章千古未尽才.临风玉树恶风摧,道山何处堪寄

怀?”张艳华(山东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授)追忆

了青年时代的陈炎教授:在大学时代,他就非常

爱读书,而且非常爱思考,１９８１年,２４岁的他就

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也许我没有诗人的才华,又
缺乏哲学家思辨的能力,但是我希望能做一点事

情,哪怕是一点点,只要它对人类有益.”张艳华

教授说,在那时,陈炎教授就展示出胸怀天下的

学术胸襟和求真务实、革故鼎新的学术定位,他
用一生的勤奋和努力坚守着这份学术情怀,不仅

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还深刻地影响着后世学

人.陈炎教授的学生也纷纷回忆起跟随导师学

习时的点点滴滴:对待自己的学生,他一方面非

常严格,总是直言不讳地指出学生在学习和科研

中的不足,另一方面又非常平易近人,在日常生

活中对学生充满了尊重和包容,他用自己的才华

和人格吸引着学生,培育着学生,激励着学生,影
响着学生,给学生们传递了关于学术和科研的正

能量.
“«陈炎学术文集»出版研讨会”召开于陈炎

教授逝世一周年之际,与会学者在深切缅怀陈炎

教授的同时,也对其学术思想进行了全面的回顾

和总结.文集的出版和研讨会的召开体现了当

今中国人文学术的传承与担当.

[责任编辑　李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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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WhereIsthe“PoliticalMeritocracy”Headingfor:ADiscussionwithProf．DanielA．Bell HuangYushun

　 “Meritocracy”isoneofthepoliticalphenomenaandpoliticalorientationsundertheWesternmoderndemoＧ

craticsystem,butProf．DanielA．BellimposesitonancientConfucianismandcontemporaryChinaandcallsit
“politicalmeritocracy”．The“politicalmeritocracy”BelladvertisesisapoliticalantiＧdemocraticprogram．The

theoryof“politicalmeritocracy”isfulloflogicalcontradictions,becauseitisnowtheantithingofdemocracy,

nowthesupplementofdemocracy,orsometimesresolutelyrejectsdemocracy,sometimesdesperatelyneeds

democraticmechanismastheultimateguaranteeofitslegitimacy．Bellscriticismsagainstdemocracyarethe

mereplatitudesthatareuntenable,andhisdefensesfor“politicalmeritocracy”arethelameargumentsthatare

specious．HispresentationofsoＧcalled“Chinamodel”isnotonlyselfＧcontradictory,butalsoadeterminationof

Chinesepartyandgovernmentwithreactionarynature．ThebullsＧeyeof“politicalmeritocracy”isnotmerely

thethinkingwayofinstrumentalreasonaboutdemocracyandtherebyablatantnegationofpopularsovereignty,

butaroadtototalitarianisminitsessence．

ACriticalReviewfortheTheoryoftheSixDynastiesAristocracy:AComparativePerspective LinXiaoguang

　 ThetheoryoftheSixDynastiesaristocraticsystem,putforwardbyKounanNaitouonecenturyago,isan

importantdoctrineofChinesehistoricalstudies．However,someimportantissuesofthistheory,suchasitsinＧ

fluencepreＧwarisstillinarguement．Thecontroversybetweenthe“tribalcommunity,”whichwasdevelopedby

thethirdgenerationofKyoutouSchool,andthe“parasiticbureaucracy”ofYanoChikara,isnotintroducedeＧ

noughbyChinese．Thedifferencesofconcepts,ideasandvisionbetweenthe“tribalcommunity”andtheclassic

aristocratictheoryarealsoneedcriticallyreview．Ontheotherhand,theacceptanceandcriticismofthistheory

inthepast,tendtofocusonthedirectionofpoliticalhistory,butinitsoriginalmeaning,culturalhistory,orthe

overallhistoryoftheageisitsmorepromisingstage．TheresearchbySaburouIenagaandSaukitchiTsudaof

thearistocraticcultureofJapan,showitsinspirationfortheinterpretationofthearistocraticsystemofChina．

AcademicDiscussionintheLectureHall:LiangShumingsTypicalModeofAcademicDiscussion LuoZhitian

　 AroundtheMayFourthMovement,newacademicparadigmwasgenerallyformedinChina,andtherebegan

toestablishawholesetof“norms”fromquestiontonarration．Justinthistime,LiangShuminginitiatedadisＧ

tinctivemodeofmakingacademicdiscussioninthelecturehall,whichadoptedtheWesternimportedwayof
“publiclecture”inthesignificanceof“recreatingthestyleofgivinglecturebytheSongＧMingscholars．”HeunＧ

derstoodthenewwaytodiscussacademicswiththeelementsofpersuasionanddemonstration,yettriedamode

ofcreatingabookthroughlecture．Thismodesimplifiedthenewnormsofacademicdemonstrationbecauseit

wasorallynarrated,andviewswereoftenstatedwithoutargument,whichactuallychallengedthenewacademic

paradigminformation．Thoughalsohavingconversationswiththeacademia,suchwayofexpressionbetween

collegeand“society”didnotobeythemodernappealof“learningforthesakeoflearning,”andboretheheritage

ofmoralizingpeople,justrevealingthetensionbetweenthestatusanddutyofliteratiandintellectualsinthe

timesof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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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YusTheoryofConfucianOrthodoxyandthePoliticalPhilosophyoftheSongNeoＧConfucians SunXiaochun

　 HanYuisanimportantthinkerinthephilosophizingcourseofConfucianismaftertheQinandHanDynasＧ

ties．TherewasanundeniablerelationshipbetweenHansorthodoxytheoryandthepoliticalphilosophyofthe

NeoＧConfuciansintheSongDynasty．HiscomprehensionofTaoandhumannaturehadenlightenedtheNeoＧ

ConfuciansthoughtsintheSongDynasty．YettherewassomelimitationinHanstheoryresultedfromhislack

ofmetaphysicalthinking．AlthoughpraisedHanYustheoryoforthodoxysomewhat,thephilosophersinthe

SongDynastyalsomadesomesignificantamendmentonit,andthatwasthereasonwhytheydidnotrecognize

HansorthodoxytheoryasthetheoreticaloriginofNeoＧConfucianism．

TheDislocationbetweenClassicalismandInnovation:

　 ANewDiscussionoftheControversyonSeparatedorConsolidatedSacrifice

　 toHeavenandEarthintheNorthernSongDynasty DingJianjun,JiangYun

　 OfferingsacrificetoHeavenandEarthwasprivilegeandsacreddutyoftheemperorsinimperialChina．DurＧ

ingtheNorthernSongDynasty,reformationofritualsystemasapartofthepoliticalreformationofWangAnＧ

shiinthereignofEmperorShenzongcausedviolentcontroversyonsuburbansacrifice,focusingonthatthesacＧ

rificetoHeavenandEarthshouldbeseparatedorconsolidated．Withthechangesofimperatorsandsituationof

strugglebetweentheoldandnewpartiesinthemiddleandlateNorthernSongDynasty,thecontroversyalsoreＧ

peated．Intheprocess,manymembersoftheNewPartywhoproposedrestoringclassicalritesandseparated

sacrifice,showedaconservativeinclination;whilemanymembersoftheOldPartywhoproposedconsolidated

sacrificetofitthesituationofthetimes,showedinnovativespirit．IntheSongDynasty,separatedsacrificewas

inexecutableduetothechangeoftime,limitationinfinance,andtheemperorspressofbusiness,andconsoliＧ

datedsacrificewiththeemperortakingpartinpersoneverythreeyears,becamethemainformofsacrificeto

HeavenandEarth．ThecontroversyonseparatedorconsolidatedsacrificetoHeavenandEarthwasnotonlya

debateonritesandacademics,butalsoinvolvedthepartystruggle,andmanifestedthecharacteristicsofscholarＧ

bureaucratpoliticsatthattime．

TheNewSystemofGoverningGeneralsintheLateNorthernSongDynastyandItsInfluence YanYongcheng

　 IntheearlyandmiddleNorthernSongDynasty,thecourtinsistedtraditionalsystemof“generalsbeinggovＧ

ernedbytheemperor”,yettillthelateperiod,theGrandCouncilorandGrandMinisterwhodominatedthereＧ

formation,aswellasemperorsofShenzong,Zhezong,andHuizong,alltookpowerfulmilitaryforceandforeign

militaryexpansionasoneofthebasiccontentandprimarytargetofthereformation．EmperorShenzongsupporＧ

tedWangAnshisdominanceofborderexpansion,andWangdevelopedadistinctivenewsystemtogovernthe

generals,inwhichtheGrandCouncilorandGrandMinisterwhodominatedthereformationrecommendedgenerＧ

alsofborderland,aswellasguidedthemimplementingborderactivities,mostlybyprivateletters,andthemiliＧ

tarysuccessorfailurewereoftencloselycorrelatedwiththepoliticalfateoftheGrandCouncilorandGrandMinＧ

ister．Therefore,theywerekeenontheselectionandmilitaryachievementsofgeneralsofborderland,andthe

generalscouldalsogivefullplaytotheirmilitarycapabilitiesunderthesupportoftheGrandCouncilorandGrand

Minister．ThesuccessinXizhouwasjustaninevitableoutcomeofthenewsystem．Lateron,ZhangDunduly

followedthesystemintheyearsofShaoshengandYuanfu,andgainedgreatmilitarysuccess,too．However,a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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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withdominaterightofreformationreturnedtoemperorsofShenzongandZhezong,thetraditionalsystem

graduallyrecovered．ThetraditionalsystemhadshownobviousdefectsespeciallyinthelatereignofEmperor

Huizong,anddirectlyaffectedtheconstructionofsystemtogovernthegeneralsinthereignofEmperorQinＧ

zong,aswellasthefalloftheNorthernSongDynasty．

TheImperialExaminationSchemeoftheSouthernSongDynastyandthePoliticalExpressionofScholars:

　 CenteredontheCountermeasuresinthePalaceExamination LinYan

　 TherearemanycountermeasuresinthePalaceExaminationoftheSouthernSongDynastyremainedupto

now,andonecanobservehowthescholarsatthattimeofferedpoliticalopinionsinthiswayandhowwerethe

effectsthroughthedocuments．Intermsoftheconsensusofscholars,whethertheofficialsorcandidatesforthe

examination,mostlyregardedtakingthefinalimperialexaminationasasignificantmomentintheirlives．They

believedthatwiththeopportunity,theyshouldstateonespoliticalopinionseriouslybeforetheemperor,andas

theirfuturepoliticalguidelines．Judgingfromtheprocedureforpaperassessment,althoughtheemperorwould

poseasencouragingbluntwordsseemingly,howfarmighttheopinionsbeacceptedwasdelicatelyrelatedwith

whethertheemperorspoliticalintentioncouldberealized．Generallyspeaking,theconservativeattitudeofthe

GrandMinisterExaminerwouldactuallyinfluencedirectlywhetherornotthebluntcountermeasurecouldbe

senttotheemperor．Despitethestrictstylecriterionoftheexamination,theoutspokencandidatescouldalways

findthebreakthroughtopointoutthecurrentproblems．AsonedistinguishingfeatureoftheSouthernSongpolＧ

itics,longＧtermadministrationofpowerfulprimeministerslargelyrestrictedthescholarstoexpresstheirpolitiＧ

calopinions．DuringtheadministrationsofQinHui,HanTuozhou,ShiMiyuan,andJiaSidao,thecounterＧ

measuresinthePalaceExaminationinvolvingcriticismofcurrentpoliticswererarelyseenorpreserved．

ATextualResearchoftheMarriageofTuobaSiandYaoXing ChenYong

　 InA．D．４１５,theNorthernWeiformedalliancewiththeLaterQin,yettheymadeoppositeexpressionson

it．Bothofthembelittledtheothersidewhileputtheirownsideonhigh,andemphasizedtheirownlegallegitiＧ

macy．AftertheBattleofChaibi,TuobaSi,EmperorMingyuanoftheNorthern Wei,activelymarriedYao

Xingsdaughter,intendingtoformanalignmentwiththeLaterQin．Themainbackgroundwasthatafterthe

NorthernWeioccupiedHebei,theEasternJinbecameitsstrongneighborinthesouth,andthepressurefrom

Rouranstillincreased．SotheNorthernWeiwasforcedtoadjustitsstrategy,andseektoallywiththeLaterQin

toaviodtheattackfromthreesidesofRoura,theEasternJin,andtheLaterQin．TheBookofWeinarratedall

thealignmentsastributespresentedtotheNorthernWei,whichsometimescovereduptheactualsituationofthe

NorthernWeishowingweaknessorsuingforpeace．

PsycheandHunpo:

　 TheMetaphysicalUniversalitybetweenAncientGreekPhilosophyandPreＧQinIdeasofChina KuangZhao

　 Thereisaclusterofideaswhichisformedwithsomecorrelativeideassuchasjing,shen,qi,hun,andpo

whichareallcircledtheideaofxin(heart/mind)inthepreＧQintimes．BasedonthemainviewpointwhichexＧ

plainhunPobyvitalforce(jingqi)inthethoughtcircleinPreＧQinandearlyHanDynasty,theclusterofideas

isregardedasshowingastructure:xinisinterpretedashunＧpowhichcouldleavethebodyofhumanandbedi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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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dintotwolevels．HunisrelatedtothehighestideaTian(Heaven)ofConfucianismorDaoofDaoismandis

associatedwithyangqi,spirit(jingshen)andtheadvancedintellectofhuman．Poisrelatedtotheearth,the

physicalbody,sensorialexperienceandabilityofexerciseofhuman．Poisonarelativelowerlevelthanhun．

Hunwhichisonahigherleveldoesnotbelongtohumanessentially,butisresidedinhumanbody．Itisakind

ofvitalforceinthecosmoswhichishigherthanandresidedinthehuman．PoonthelowerlevelisnotfullydisＧ

cussedbytheancientsandmaybeisthedrivingforceandcauseofphysiologicalabilityofhumanasalivingbeＧ

ing．ComparedtotheexplanationtotheancientGreekidea“psuché”whichismadebyAristotle,itcouldbe

foundthatthereisasimilarstructureofideasinancientGreekthoughtandpsuchéisequivalenttoXinofChina．

ThesimilarityofthoughtbetweenancientChinaandGreeceshowshumanholdageneralviewpointwhichisbeＧ

yondthetypeofculture,whentheyfacedtherelationshipbetweenhumanbeingandtheworld．Itisthatakind

ofhigheruniversalspiritualityfactordeterminesthespiritualphenomenonofhumaninprior,whichprovidesthe

ultimatesupportfortheuniversalitybetweendifferenttypesofmetaphysics．

AHistoricalInvestigationoftheEvolutionofConfucianismintheTransitionofFeudalandCounty:

　 AStudyofJinＧGuScripturalStudiesandAncientHistoryinaViewofHistoricalMemory ChengZuming

　 Sincethe１９７０s,thediscussionof“collectivememory”hasbeenahottopicininternationalacademia,butfew

scholarshaveapplieditintothefieldofclassicalscripturalstudies．DuringthelaterSpringandAutumnperiod,

thetwomovementsofsocialstructuralchangetookplaceintheoppositedirection:first,achangefromthesociＧ

etyofthefeudalaristocraticclantothecountysystemofpatriarchysociety;andsecond,withtheprocessofpaＧ

triarchysociety,privateservantsunderpaternalismwhollyturninto“nationalresident”whohavearelativelyeＧ

qualstatus．Confucianismasa“wanderinggroup”cameintobeinginthissocialmovement,whichplaysanimＧ

portantroleinthehistoricalmemoryofConfucianism．ItalsoopensthetwoideologicaldoorsofConfucianMorＧ

alizationandEtiquettefromtheWarringStatestoQinandHanempires．Inthefracture,growthandreconstrucＧ

tionofthehistoricalmemory,theancienthistoryhasanaccumulativegrowth,andthehistoryofthethoughtalＧ

socomeupabreakthrough．ThereformedtwogreatConfuciansystemsintheearlyHanDynasty,whichcould

callthemthesystemof“HeavenandMan”and“HeavenandEtiquette”thisancientclassics“Heaven”．

FromInterpretingtheMeaningtoInterpretingtheTaste:TheSongConfuciansWayofThinking GongHuanan

　 TheHanConfuciansputtheiremphasisonoriginalappearanceoftheClassics,whiletheWeiＧJinphilosoＧ

pherstriedtofindtheclassicalmeaning．Bothofthetrendsfocusedontheclassicobjectivemeaning,which

mightbecalledas“interpretingthemeaning．”ConfucianhermeneuticsoftheSongDynastymightbecalledas
“interpretingthetaste,”whichaimedtoachieveonesownspirituallifethroughtheclassictaste．Fromseeking

ConfucianYanHuisenjoyment,SongConfuciansconsciouslycarriedforward“interpretingthetaste．”Objective

meaningwasbelittled,andprimaryattentionwasgiventoclassicaltaste,andNeoＧConfucianismwasestablished

onthoughtoftaste．Thepossibilityofinterpretingthetaste”layinthenewviewoftheworld,whichreversed

theBuddhistidea“emptiness”,andregardedallthingsasreality,aswellasfullofvitalityandvalue．Thenew

viewoftheworlddeterminedthenewwayofthinking．Theideassuchasreaction,investigatingphysicalworld,

andtasteconstitutedadifferentstyleof“interpretingthetaste,”whichisalsoSongConfuciansuniquewayof

thinking．

８６１ 文史哲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第五期封面
	文史哲5期目录
	zhengwen

